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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摘要： 

在彰化相當知名的藝術團體磺溪九怪，今天起在建國科技大學

進行書法聯展，根據策展人莊宏亮表示：這一次該團體所展出



的書法作品，是以尚意為主的浪漫書法風格，就是希望讓大學

生可以感受不同的書法風格。也因為所展出的作品很有浪漫的

風格，也讓參觀的學生很認真的去研究作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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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松濤/報導  

 

 彰化建國科技大學七日上午舉行「尚意．頌藝磺溪九怪書法展」開幕，書法家在現場揮毫比功

力時，穿著一件雪白色燕尾式襯衫的美容系老師林宥涵突然向磺溪九怪書畫會會長莊宏亮表示，

她願意「獻衣」讓大師揮毫，一場別出心裁的人體書法揮毫就此展開，立即驚動在場的來賓。  

 

 成立已經六年的彰化磺溪九怪書畫會是由彰化縣內一群喜愛書法的藝文界人士所組成，成員包

括在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服務的鄭惠宇、員林藝術協會理事長趙宗宋、田中達德商工秘書長莊宏亮、

藝術家莊連棚、員林育英國小老師劉家華、教師劉志欣、員林靜修國小校長黃榮森、員林國小教

師張倍源、藝術家許進發、陳岸等人，這些藝術家的書法創作有別於一般的楷書、篆書、隸書，

除了狂草之外他們還自創字體自娛娛人，也把中國文字之美發揮得淋漓盡致。  

 

 七日這幾位藝術家在彰化建國科技大學美術文物館舉辦「尚意、頌藝磺溪九怪書法展」。建國

科技大學董事長吳聯星、校長陳繁興、副校長黃清和等人都前往祝賀，總執行長江金山還親自為

參觀的來賓做薩克斯風演奏，整個展覽會場萬頭鑽動十分熱鬧，會長莊宏亮在致詞時表示，由於

書法不像繪畫一樣在展出後可以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所以國內學習書法的人越來越少。  

最後書法家們表演絕活現場揮毫，比比看誰的握筆功力較深厚，就在書法家們比得難分高下時，

突然美容系時尚美學老師林宥涵穿著一件漂亮的白色燕尾型襯衫，婀娜多姿地走到桌前向會長莊

宏亮表示願意奉獻她的新衣服讓大師揮毫，由於那件衣服白得雪亮很有時尚感，當時莊宏亮有些

遲疑，最後他還是從容下筆在那件漂亮的衣服上揮毫起來，在場的來賓樂得拍手叫好。  

 

 建國科大美術文物館藝術中心主任林清境說，其實中國書法並不是只有在萱紙上寫字做畫，還



可以當做創作的重要元素，這是西方藝術所沒有的，他進一步表示，林宥涵老師身上那件白色衣

服，在服飾店的標價可能是數千元，經過藝術家揮毫的原創價值就難以估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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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宏亮從容下筆在那件漂亮的衣服上揮毫起來，在場的來賓樂得拍手叫好。(記者翁福冠攝) 

 

 

 

 

 【記者翁福冠彰化報導】彰化建國科技大學昨(7)日上午舉行「尚意．頌藝磺溪九怪書法展」開幕，

書法家在現場揮毫比功力時，穿著一件雪白色燕尾式襯衫的美容系老師林宥涵突然向磺溪九怪書畫會

會長莊宏亮表示，她願意「獻衣」讓大師揮毫，一場別出心裁的人體書法揮毫就此展開，立即驚動在

場的來賓。 

 成立已經六年的彰化磺溪九怪書畫會是由彰化縣內一群喜愛書法的藝文界人士所組成，成員包括在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服務的鄭惠宇、員林藝術協會理事長趙宗宋、田中達德商工秘書長莊宏亮、藝術家

莊連棚、員林育英國小老師劉家華、教師劉志欣、員林靜修國小校長黃榮森、員林國小教師張倍源、

藝術家許進發、陳岸等人，把中國文字之美發揮得淋漓盡致。 

 昨天這幾位藝術家在彰化建國科技大學美術文物館舉辦「尚意、頌藝磺溪九怪書法展」。建國科技

大學董事長吳聯星、校長陳繁興、副校長黃清和、總執行長江金山等人都前往祝賀。 

 建國科大美術文物館藝術中心主任林清境說，其實中國書法並不是只有在萱紙上寫字做畫，還可以

當做創作的重要元素，這是西方藝術所沒有的，他進一步表示，林宥涵老師身上那件白色衣服，在服

飾店的標價可能是數千元，經過藝術家揮毫的原創價值就難以估計了。 

 

 

 

 

http://news.sina.com.tw/


生活消費新聞 > 中央日報 

 sina 新浪新聞 

台灣/建國科技大學人體揮毫秀-美極了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1007/13430024.html 
中央日報 (2014-10-07 16:14) 

分享|       

 
放大圖 

蘇松濤 /報導   

 

 彰化建國科技大學七日上午舉行「尚意．頌藝磺溪九怪書法展」開幕，

書法家在現場揮毫比功力時，穿著一件雪白色燕尾式襯衫的美容系老師林

宥涵突然向磺溪九怪書畫會會長莊宏亮表示，她願意「獻衣」讓大師揮毫，

一場別出心裁的人體書法揮毫就此展開，立即驚動在場的來賓。   

 

 成立已經六年的彰化磺溪九怪書畫會是由彰化縣內一群喜愛書法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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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小老師劉家華、教師劉志欣、員林靜修國小校長黃榮森、員林國小教

師張倍源、藝術家許進發、陳岸等人，這些藝術家的書法創作有別於一般

的楷書、篆書、隸書，除了狂草之外他們還自創字體自娛娛人，也把中國

文字之美發揮得淋漓盡致。   

 

 七日這幾位藝術家在彰化建國科技大學美術文物館舉辦「尚意、頌藝磺

溪九怪書法展」。建國科技大學董事長吳聯星、校長陳繁興、副校長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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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等人都前往祝賀，總執行長江金山還親自為參觀的來賓做薩克斯風演奏，

整個展覽會場萬頭鑽動十分熱鬧，會長莊宏亮在致詞時表示，由於書法不

像繪畫一樣在展出後可以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所以國內學習書法的人越

來越少。   

最後書法家們表演絕活現場揮毫，比比看誰的握筆功力較深厚，就在書法

家們比得難分高下時，突然美容系時尚美學老師林宥涵穿著一件漂亮的白

色燕尾型襯衫，婀娜多姿地走到桌前向會長莊宏亮表示願意奉獻她的新衣

服讓大師揮毫，由於那件衣服白得雪亮很有時尚感，當時莊宏亮有些遲疑，

最後他還是從容下筆在那件漂亮的衣服上揮毫起來，在場的來賓樂得拍手

叫好。   

 

 建國科大美術文物館藝術中心主任林清境說，其實中國書法並不是只有

在萱紙上寫字做畫，還可以當做創作的重要元素，這是西方藝術所沒有的，

他進一步表示，林宥涵老師身上那件白色衣服，在服飾店的標價可能是數

千元，經過藝術家揮毫的原創價值就難以估計了。   

【中央網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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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茶會：訂於 2014(103)年 10 月 07 日(星期二) 上午 10:30 

展出地點：建國科技大學 美術館 (圖書人文研發大樓一樓) 

彰化市介壽北路 1 號 

開放時間：AM09:00 ~ PM17:00 

 

建國科大美術館在新學期初，推出『尚意‧頌藝~磺溪九怪』書法聯展，10 月 7 日(二)早上 10:30 將邀請

本校江金山總執行長演奏薩克斯風及展出者莊宏亮、鄭惠宇、趙宗宋、莊連棚、劉家華、劉志欣、黃榮森、

張倍源、陳岸、許進發、廖明亮老師等現場揮毫方式揭開序幕。 

    建國科大在 103 學年度 第一檔邀請一群傑出書法名家舉辦『尚意‧頌藝~磺溪九怪 2014 書藝聯展』,

會員書法面貌多樣，舉凡真草隸篆皆精，磺溪九怪是由ㄧ群熱愛書法藝術的同好為分享彼此書藝心得而組

成。能吸收前人文化的精髓，涵養自我書藝的創新基礎。 由於感佩清代楊州八怪的作為，有個性、敢突破

且略帶文人狂傲的書風，見賢思齊成立了磺溪九怪書藝會，九怪非以人數命名而是取其台語「搞怪」之諧

音，意指童真之天趣、灑脫、放鬆、自在的快樂玩心為旨意。 

    磺溪九怪常藉表現時代書藝與世代的豐富意涵,參展者皆主張書法須潛移默化表現在藝術上，以深厚的

藝術素質提昇了書法創造內涵的高度，注重個人意趣，情懷的表現。宣洩在個人生活藝術上，即是「抒情」，

指一種恬靜、愉悅的創作。這種重主觀、重個性的美學思潮特別強調了書法藝術的抒情功能，如此書法的

美不僅於其外在的形態，更重於其內在的神韻，即它所傳達的情趣。宋代書法重要推手，蘇軾、黃庭堅、

米芾都是如此。 

 「 尚意 」，始自宋朝，書家們就天真浪漫的函簡之帖，追求雅逸古風、加上個人文化的素質與風格探索

而形成“宋人尚意”。 蘇軾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表達的

就是「尚意」書風的創作心態。書法創作是一種書法心靈表現的藝術，作者如果有意為之就會受到種種因

素的干擾與束縛，書家就不可能自然抒發情感。米芾作品亦是對「尚意」的另一種詮釋與實踐，他說: 「心

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最終通過自身性情癖好將書法藝術表現得淋漓盡致，在〝藝

造〞方面可以說將尚意書風推向極致。 

        磺溪九怪書會的成員各有不同師承與見解，無論是用寫字、畫字、塗字、刷字，我們都是盡心領會

「尚意」的精神，轉化做充滿個性的藝術創作。展出作品共 100 幅，內容豐富且精彩。10 月 7 日(二)早上

10:3 0 邀展出者：莊宏亮(策展人)、鄭惠宇、趙宗宋、莊連棚、劉家華、劉志欣、黃榮森、張倍源、陳岸、

許進發、廖明亮老師等以現場揮毫方式揭開序幕。希望本次書法聯展能吸引有興趣民衆、建國師生共襄盛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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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曹起熊彰化報導】彰化建國科技大學昨（7）日上午舉行「尚意．

頌藝磺溪九怪書法展」開幕，書法家在現場揮毫比功力時，穿著一件雪白色燕尾

式襯衫的美容系老師林宥涵突然向磺溪九怪書畫會會長莊宏亮表示，她願意「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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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讓大師揮毫，一場別出心裁的人體書法揮毫就此展開，立即驚動在場的來賓。 

 成立已經六年的彰化磺溪九怪書畫會是由彰化縣內一群喜愛書法的藝文界人

士所組成，成員包括在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服務的鄭惠宇、員林藝術協會理事長趙

宗宋、田中達德商工秘書長莊宏亮、藝術家莊連棚、員林育英國小老師劉家華、

教師劉志欣、員林靜修國小校長黃榮森、員林國小教師張倍源、藝術家許進發、

陳岸等人，把中國文字之美發揮得淋漓盡致。 

 昨天這幾位藝術家在彰化建國科技大學美術文物館舉辦「尚意、頌藝磺溪九怪

書法展」。建國科技大學董事長吳聯星、校長陳繁興、副校長黃清和、總執行長

江金山等人都前往祝賀。 

 建國科大美術文物館藝術中心主任林清境說，其實中國書法並不是只有在萱紙

上寫字做畫，還可以當做創作的重要元素，這是西方藝術所沒有的，他進一步表

示，林宥涵老師身上那件白色衣服，在服飾店的標價可能是數千元，經過藝術家

揮毫的原創價值就難以估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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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溪九怪 2014 書藝聯展在建國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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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佩清代楊州八怪有個性、敢突破且略帶文人狂傲的書風，由彰化一群熱愛藝術

者所成立的「磺溪九怪書藝會」，7 日起到 11 月 13 日在建國科技大學美術館舉

辦「尚意‧頌藝~磺溪九怪 2014 書藝展」，展出百幅磺溪九怪書會成員不同師承

與見解下的寫字、畫字、塗字與刷字。 

建國科技大學表示，「九怪」並非以人數命名，而是取意台語中的「搞怪」，意

指童真的灑脫、放鬆與自在的快樂玩心。參展者包括策展人莊宏亮、鄭惠宇、趙

宗宋等人。建國科大說明，「磺溪九怪」主張書法須潛移默化表現在藝術上，以

深厚的藝術素質提昇了書法創造內涵的高度，注重個人意趣，情懷的表現。宣洩

在個人生活藝術上，即是「抒情」，指一種恬靜、愉悅的創作。這種重主觀、重

個性的美學思潮特別強調了書法藝術的抒情功能，讓書法的美不僅於其外在的形

態，更重於其內在的神韻，即它所傳達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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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溪九怪辦書法展 建國科大老師獻白衣供揮毫 

    

 

〔記者周為政、翁福冠連線報導〕彰化建國科大邀請磺溪九怪到校舉辦書法展，

書法家現場揮毫比功力，穿著雪白色燕尾式襯衫的美容系林宥涵老師，樂意獻

衣，讓磺溪九怪書畫會長莊宏亮在衣上揮毫，吸引全場來賓的眼光。 

 

 磺溪九怪書畫會由縣內喜愛書法的藝文界人士組成，成員有任職農委會水土保

局的鄭惠宇、員林藝協理事長趙宗宋、達德商工秘書長莊宏亮、藝術家莊連棚、

育英國小劉家華老師、劉志欣老師、靜修國小校長黃榮森、員國張倍源老師、藝

術家許進發、陳岸，會長莊宏亮說，會員藝術家書法創作有別於一般楷書、篆書、

隸書，除狂草外，還自創字體自娛娛人，把中國文字發揮得淋漓盡致。 

 

 磺溪九怪在建國科大美術文物館舉辦﹁尚意、頌藝磺溪九怪書法展﹂，董事長

吳聯星、校長陳繁興、副校長黃清和等人稱讚不已，總執行長江金山當場吹奏薩

克斯風，展覽會場熱鬧極了。 

 

 現場揮毫當下，穿著白色燕尾型襯衫的林宥涵老師向會長莊宏亮表示，願意奉

獻新衣服讓大師揮毫，莊會長雖然有些遲疑，但還是在衣上揮毫起來，在場來賓

拍手叫好。 

發佈日期： 2014-10-08 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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