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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個字的草書寫法有很多種，為尋找其變化規律的合理解釋，本研究以《草

書寫法的思考——從趙孟頫臨智永真草千文入手》為題，主要目的是就趙孟頫學

習智永的變化來進行分析，吸收古人的學習經驗，設計草書單字的實際教學方式。

本研究主要使用「歸納法」與「比較法」，從歷史上幾本重要具有楷草並列並陳

形式的字帖文獻中《急就章》、《唐人月儀帖》、《澄清堂帖》、《淳化閣帖》， 

歸納出楷書簡化為草書的規則。 

楷草轉換的四種核心原則分別為「減省」、「替代」、「改變位置」、「改變順序」。

「減省」是指減少「筆畫」，而非減少動作。「替代」是指以另一個「部件」或「筆

畫」取代原先的字形結構。「改變位置」是指改變「部件」或「筆形」的位置。「改

變位置」的定義是，不管楷草轉換時楷書「筆形」、「部件」的替代是否已經發生，

只要位置被改變就屬於「改變位置」。「改變順序」是指改變「筆畫」或「筆運行」

的順序。改變「筆畫」的順序是指改變筆順。 

「智、趙二帖異形數量統計」指的是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二

體千字文》，「異形」指的是兩者在楷書和草書兩方面於字的形體上有相異者。 

在「筆形」、「部件」方面具有顯著差異者即屬於「相異」，其中也包含了「異體

字」與「錯別字」。 

「楷書」比較結果：「相異」佔全體的 35.6%；「相同」佔全體的 63.1%；「無

從比較者」佔全體的 1.3%。「相異」者比「相同」者多了 27.5%。 

「草書」「相異」佔全體的 44.3%；「相同」佔全體的 54.8%；「無從比較者」

佔全體的 0.9%。「相異」者比「相同」者多了 10.5%。趙孟頫變異智永寫法可能

的原因為：1. 訂正錯別字 2. 提示後來的通行字 3. 呈現書寫的變化性 4. 根據

小篆構字原理 5. 趙孟頫一時筆誤 6. 美觀因素 

    從趙孟頫變異智永寫法可以得到三個啟示：一、對照出草書指引教材之不

足。二、草書寫法不只一種。三、草法使轉有意義，不可任意模糊。 

 

 

關鍵字：草書教學、筆形替代、趙孟頫、智永、真草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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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Chinese word may have many written variations in cursive script. In order 

to find the rules of the changes from regular script to cursive script, my main aim is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Zhao Mengfu learns Zhi Yong. My thesis’ title is The 

Thoughts of the Variations of the Chinese Cursive Script, as Reflected in Zhao 

Mengfu Learns Zhi Yong’s Regular-Cursive-Script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 draw the practical teaching blue map by absorbing the anci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This research uses “Inductive Method” and “Comparative Method”. In 

order to know the rules of the changes from regular script to cursive script, I use 《急

就章》jí jiù zhāng, 《唐人月儀帖》táng rén yuè yí tiè, 《澄清堂帖》Chengqingtang 

Tie, and《淳化閣帖》chún huà gé tiē.  

 The four core rules are “simplify”, “replacement”, “change the place”, and 

“change the order”. “Simplify” is to reduce the stroke of a Chinese character, not the 

“movement”. “Replacement” is to use another “part of the word”, or “stroke of a 

Chinese character” to replace the character’s form. “Change the place” is to change 

the place of the part of the word, or the pen shape. “Change the order” is to change the 

order of the “stroke of a Chinese Character”, or “pen’s movement”.  

This thesis also has the statistics of the Regular-Cursive-Script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s differences between Zhi Yong and Zhao Mengfu. “Different form” 

refers to different part between regular script and cursive script. “Difference” refers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n shape”, or the “part of the word”. “Difference” 

includes “variants”, “wrong word”, and “another word”.  

“Regular script”: the difference is 35.6% ; the same is 63.1% ; the 

 



 

iv 

 

non-comparison is 1.3%.“Cursive script”: the difference is 44.3% ; the same is 54.8% ; 

the non-comparison is 0.9%. The reason why Zhao Mengfu changed the Zhi Yong 

written way could be: 

1. Correct the wrong word. 

2. Tell the people usually used word in that period. 

3. Represent the written variations. 

4. Base on the 小篆 xiǎo zhuàn character. 

5. Zhao Mengfu’s written mistakes. 

6. For the beautiful factor. 

 

I learn three things from Zhao Mengfu changed Zhi Yong written ways: 

1.  Represent cursive script teaching material is not satisfied. 

2.  A Chinese word may have more than one written way in Cursive script. 

3.  The strokes of a Chinese cursive script have their meanings. 

 

Key words: Cursive script teaching methods, pen shape replacement, Zhao Mengfu, 

Zhi Yong, and Regular-Cursive-Script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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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草書教育當中，一個字的寫法有多種可能性（有的字只有一種寫法，但是

多數的字不只有一種寫法），且草書相較於其他字體結構和筆畫更為簡單，很多

人不知道對於草書的學習與草書的教學這樣困難的課題要如何入手，本文試圖從

趙孟頫（1254 年－1322 年）臨寫智永《真草千字文》來看古人是如何學習草書，

以及針對趙孟頫學習智永草書的方式是否有助於解決「草書學習」與「草書教學」

的問題。 

    草書寫法的學習確實困難，但是為何要從「趙孟頫臨智永真草千文入手」呢？

為什麼要選擇「趙孟頫」和「智永《真草千字文》」？ 

    《千字文》作為教材的重要性為何？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啟蒙讀物《三字經》、

《百家姓》、《千字文》，又稱「三百千」，其中《千字文》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

的歷史。 

該文由一千個不重複的字所組成，四字一句，句句成文，兩句一組，對仗工

整，前後連貫，合轍押韻，讀來琅琅上口，易於記誦。內容包括天文、氣象、農

業、地理、礦產、特產、歷史、治學、修身等各方面知識，同時具有識字和教育

的意義。1
 

 《千字文》原名《次韻王羲之書千字》，根據《太平廣記》的記載，梁武帝

蕭衍（464 年－549 年）想要讓他的幾個兒子學習書法，但是內府所收藏王羲之

（303 年－361 年）的墨寶捨不得拿來供他們臨寫，因此命令勾摹字帖的高手殷

                                                 
1陳萬雄：《千字文》（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7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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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石，從內府所收藏的王氏墨寶當中勾摹一千個不同的字，讓皇子以及貴族子弟

們學習。梁武帝突發奇想，要把這一千字編成韻文，以便於記憶，便給了朝臣周

興嗣（469 年－521 年）「次韻王羲之千字」的任務，周興嗣有文采又擅長書法，

他用了一整夜的時間寫成了《千字文》，頭髮也因此一夜全白。李昉（925 年－

996 年）等奉敕撰《太平廣記》記載了這段故事：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

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

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

厚。2
 

 

    另有一說是周興嗣犯了錯誤，梁武帝就罰他一夜寫一千個不同的字，且要構

成一篇文章，若書寫不出來就要問罪，寫得出來就放過他。為了免於問罪，於是

有《千字文》傳世。張岱（1597 年—1680 年）《夜航船．文學部》中云：「梁散

騎員外周興嗣犯事在獄，梁王命以千字成文，即釋之。一夕文成，須鬢皆白。」

3
 

《千字文》一經問世便廣為流傳，周興嗣後更有人作《千字文》續、再續，

乃至別本，或是續編，但較為古奧艱澀，故不如周興嗣《千字文》流傳廣泛。4
 

    《千字文》在書法史上有其重要性，《千字文》深受歷代書家所重，古今書

家，如：智永、歐陽詢（557 年－641 年）、褚遂良（596 年－658 年）、懷素（725

年－785 年）、趙佶（1082 年－1135 年）、趙構（1107 年－1187 年）、趙孟頫、

文徵明（1470 年－1559 年）、祝允明（1460 年－1526 年）、董其昌（1555 年－

                                                 
2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044

冊，頁 370。 
3張岱撰；李小龍整理：《夜航船》（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176。 
4參見徐梓：〈《千字文》的續作及其改編〉，《中國典籍與文化》，3 期，1998 年，頁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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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 年）、于右任（1879 年－1964 年）等，都曾書寫《千字文》而流傳於世。5《千

字文》被書家競相摹寫的原因，與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崇高地位密不可分。 

    智永和尚的《千字文》尤其具有特殊的意義。最早，也是最著名書寫《千字

文》的，是隋代的智永和尚，智永名法極，俗姓王，是王羲之的七世孫，早年為

躲避災禍，在吳興永欣寺出家，高壽近百歲，人稱「永禪師」。智永潛心研究家

傳書法，而周興嗣《千字文》字樣取自王羲之，因此智永和尚對於周本《千字文》

勤書不倦，《真草千字文》是智永最重要的代表作，根據記載，智永在永欣寺時，

數十年勤書《千字文》，將寫好的《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分送給浙東一帶的

寺院。 

《太平廣記》又載： 

 

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6
 

 

而宋高宗《翰墨志》也說：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

擇八百本，散在浙東。7
 

 

    智永書法得王羲之藝術之真傳，劉熙載（1813 年－1881 年）《藝概》：「陳僧

智永尤得右軍之髓。」8梁巘（1710 年－1788 年）《評書帖》：「晉人後，智永

圓勁秀拔，蘊藉渾穆，其去右軍如顏之於孔；虞永興骨力遒勁而溫潤圓渾，有曾、

                                                 
5參見孫寶文編：《歷代千字文墨寶》（吉林：吉林美術出版社，1997 年），共六冊。 
6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044

冊，頁 370。 
7宋．趙構：《翰墨志》，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66 年），第 100 冊，頁 5。 
8清．劉熙載著；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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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氣象。」9蘇軾（1037 年－1101 年）〈書唐氏六家書後〉曾評智永書法：「骨

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

不已，乃識其奇趣」。10
 

唐太宗時王羲之書法的地位崇高，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成為人們學習王羲

之書法的珍貴範本，根據《宣和書譜》的記載，唐宋許多書法大家如：歐陽詢、

賀知章（659 年－744 年）、懷素、米芾（1051 年－1107 年）等都寫過《千字文》。 

目前可知在歷史上書寫《千字文》次數僅次於智永的是元代的趙孟頫，趙孟

頫（1254 年 — 1322 年），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別號鷗波、水精宮道人，元代

吳興人（今浙江湖州）。趙孟頫自稱「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11其所書之《千

字文》不僅受到時人的喜愛，流傳至今亦被視為傳世之作。趙孟頫兼擅各體，《元

史》稱：「篆、籒、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12，

趙孟頫的書法深具影響力。趙孟頫早年開始學書喜歡臨摹宋高宗書體，中年以後

師法魏晉，以王羲之《蘭亭集序》、智永《千字文》為宗，泛覽鍾繇（151 年－

230 年）、李邕（674 年－746 年）書作。明人項穆（約 1550 年－約 1600 年）言：

「趙孟頫之書溫潤閒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13，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傳承了王

羲之一脈家族的書風，趙孟頫認為這是學習王書的極佳範本，因此格外重視，趙

孟頫臨智永的《千字文》「盡五百紙」。趙汸（1319 年－1369 年）《東山存稿》

卷五有云：「汸往歲遊吳興，登松雪齋，聞文敏公門下士言：『公初學書時，智

永《千文》臨習背寫，盡五百紙。《蘭亭序》亦然。』」14
 文徵明《甫田集》

                                                 
9楊家駱主編：《清人書學論著》（臺北：世界書局，2009 年），頁 231。 
10蘇軾：《東坡題跋》，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第 98 冊，卷四，頁

92。 
11陶宗儀：《輟耕錄》卷七〈趙魏公書畫〉一則云：「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 

，見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第 16 冊，頁 105。 
12明．宋濂等：《元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卷 172，頁 1970。 
13項穆：《書法雅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816 冊，頁

258。 
14趙汸：《東山存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221 冊，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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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一〈題趙松雪千文〉：「永禪師書《千文》八百本，趙魏公所書當不減此。

此卷大德五年為韓定叟書……是歲公四十有七，正中年書也。」15
 

    綜上所述可知《千字文》在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而趙孟頫書寫《千字文》

盡五百紙，理論上與智永《千字文》必有關聯性。且智永《真草千字文》及趙孟

頫《二體千字文冊》更是歷代《千字文》當中的重要作品，據本研究對現有資料

的掌握，目前尚未有直接比較智永《真草千字文》以及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

之專文研究，此為研究動機之一，故本研究希望透過比較智永《真草千字文》以

及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藉由這兩本楷書和草書對照的《千字文》，探討智永

《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異同關係，及產生變異的原因。 

    近年來雖有不少研究書法教育之論文，16但尚未有透過「楷草轉換」（即以

楷書轉換成草書）這一新的研究角度切入，分析智永《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二

體千字文冊》之異同。而趙孟頫臨寫智永《真草千字文》，正是趙孟頫學習智永

書法的過程，以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與智永《真草千字文》比較，則可以看

出趙孟頫是如何學習智永的楷書與草書。《二體千字文冊》是他的學習成果，其

中有和智永相似的寫法，亦有明顯不同於智永的寫法，對於相異者而言，扣除寫

成錯別字的因素以外，其中的變異勢必有依循的原理、原則。 

    漢朝史游《急就章》、17智永《真草千字文》、《淳化閣帖》、趙孟頫《二體千

字文冊》，這些都是楷草並列，提供學習者從對照當中尋找原則。在漢朝史游《急

就章》那時規範字已經變得像楷書了，規範字是比較正規的字體，像是古人寫公

文時他們會使用規範字。篆書、隸書、楷書都是規範字。本文使用「規範字」這

一名稱，主要是避免有時候某些字的草書並不是從楷書簡化過來的，有些字是從

                                                 
15文徵明：《甫田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273 冊，頁

152。 

趙魏公就是趙孟頫，趙孟頫於西元 1322 年過世，英宗追封他為魏國公，諡文敏。 
16參見葉碧苓〈五十年來臺灣博碩士「書法」論文之研究動向〉載於《書畫藝術學刊》第十期，

2011 年，頁 114。 
17相傳漢朝史游作《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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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書、隸書簡化而成。智永《真草千字文》這裡的「真」就是規範字，「草」就

是草寫體，這就是一種並陳並識的情形。學習者若要尋找草書、楷書之間有什麼

原則，必須以規範字為本，也就是以楷書為本，因為我們在學習字的時候都是以

規範字為本，先學習楷書，再思考草書與楷書有什麼不同。另外，草書筆法、結

構比規範字簡單，所以學習上必然是以楷書為本進行簡化。     

    宋代編的《淳化閣帖》是所有刻帖的開端，後來又發展出很多的支脈，這裡

面就有很多尺牘，後世翻刻《淳化閣帖》有的版本在草書旁邊會注楷書，有些版

本則是在後面有楷書的釋文，楷書隸定了就會有楷草的對照。趙孟頫《二體千字

文冊》某些草字寫得和智永不同，也有可能是從《淳化閣帖》中晉人之書學習而

來。 

    筆者認為本研究楷草轉換的分析過程和結果，或許可以幫助現代的學生了解

古代的趙孟頫是如何學習智永的書法，以及兩個人草書字形的異同，從而增加草

書教學的深刻性及趣味性，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可以分為四個要項： 

    第一個目的是為了釐清楷草對照現象當中草書的簡化原則與變化規律，因此

本文藉由蒐集關於歷代草書學習典範的文獻材料，包含了《急就章》、智永《真

草千字文》、宋代閣帖中草書的隸定。 

    第二個目的是要統計出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與智永《真草千字文》草書

及楷書的變異。 

    第三個目的是要從這些變異的現象當中，加以歸納、整理出他在學習的過程

當中具體運用了哪些楷草轉換的原則，釐清這些字變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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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目的是趙孟頫雖然是古代的學習者，但是他臨智永《真草千字文》運

用楷草的轉換原則來變異智永寫法，可以帶給現代的草書教育一些啟發。本研究

將進行草書單字教學設計，研究結果可供草書教學運用，增加方法的拓展及深

度。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前人關於智永書法方面的研究，大致上包含了其生平、時代背景、習書歷程、

書法風格特色、成就影響、後世評價、教學設計……等等，這些研究面向已取得

豐碩成果。 

    另一方面，前人學者對於趙孟頫的研究可大略分成三個方向，其一為書法，

其二為繪畫，其三為文學創作。 

    本研究《草書寫法的思考——從趙孟頫臨智永真草千文入手》的主題屬於書

法研究的範圍，因此特別關注趙孟頫在書法方面的研究。至於其生平、時代背景、

習書歷程、書法風格特色、成就影響、後世評價等面向，則早已有豐富之研究成

果，論文中不再贅述。 

在文獻探討方面分為三個部分，依序是專書、學位論文、期刊，故不列舉。

各類之下將分別探討與本研究方向具有相關性之智永《千字文》、趙孟頫《千字

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研究。 

 

一、專著   

    回顧前人學習草書的經驗，如果能夠了解其中的一些問題，就能夠進一步思

考對於現代人來說，怎麼樣學習草書能夠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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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草書辯論歌》，這份學習

草書的要訣是由明代劉子明所輯，萬曆四十年（西元 1612 年）書林劉氏安正堂

重刊本。劉子明，字雙松，建陽書坊主，其人事蹟不詳。這本書以八音分類，有

三十八門，每門一圖，其中天文、地輿、人紀屬於「金」；八譜、武備、律法、

官品、諸夷屬於「石」；書法、畫譜、棋譜、琴學屬於「絲」；詩對、體式、喪祭、

伉儷、啟剳、文翰屬於「竹」；星命、卜筮、涓吉屬於「匏」；養生、修真、塋宅、

相法屬於「土」；勸諭、農桑、演算法、訓童、全嬰、醫學屬於「革」；雜覽、法

病、卜員、玄教、風月、笑談、侑觴屬於「木」。18 

    這份草書要訣的作者不詳，屬於以五字為一句的韻文，有助於學習者記憶其

內容。 

 

（二）明代的《草訣百韻歌》這份資料對於草書的學習方式也與趙孟頫的靈活運

用相當不同，首先我們要知道古代的人學習草書和現代的人學習寫楷書一樣，都

有字典一類的工具書可以使用，為草書的學習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這些工具書

當中最早的一部是南宋趙構《草書韻典》，又名《草書禮部韻寶》，以字韻編排，

內容的字形採自古帖。又有金朝張天賜《草書韻會》、明朝郭諶輯《草韻辨體》、

清朝陶南望《草韻匯編》這些書都是以韻部排字，集合歷代書家的字形。也有以

偏旁部首來編排，集歷代書家字型的一類書，如：清朝石梁集《草字匯》、現代

洪鈞陶的《草字編》，以及現代各家出版社所發行的《草書字典》等等。這些草

書字典匯編了歷代諸家的草字字形，能夠幫助學習者與書法家查找字形，但是對

於初學者來說，許多就連辨識草書字體是在寫什麼都有困難，更是需要有書籍能

夠幫助他們學習如何看懂這些草書的字。19
 

                                                 
18明．劉子明輯：《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草書辯論歌》，明代通俗日用

類書集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北京 : 東方出版社，2011 年），第 10 冊，提要沒有頁

碼。 
19邱才楨：〈標準化、平民化與強國夢——1930 年代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平民化運動〉，《美術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aleweb.ncl.edu.tw:80/F/JCLAHJEGRRF7CPRD8BYQ7HJGIYQ6RNVMC195V5HGXA96A76QGF-18205?func=service&doc_number=001477966&line_number=0013&service_type=TA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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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訣百韻歌》與草書字匯的編寫目的有所不同，草書字匯是為了臨池作書

而準備，《草訣百韻歌》則是主要為了確定常用字相對準確的寫法。20
 

    歌訣作為古代書論的一種形式，有散文或韻文，或韻散兼而有之，對於古代

的書法學習者來說這些歌訣押韻，以五言韻語寫成，簡單易記，所以非常方便學

習。在眾多習草指引當中，明代的韓道亨於萬曆四十一年（西元 1613 年）《草

訣百韻歌》，流傳已久，深具影響。它的內容闡釋基本草法，語言簡練，又以五

言韻語寫成，易於學習、背誦，作者從草書的結體作分析，列舉了相當多常見的

草書偏旁部首的寫法，還有對一些形體相近，容易混淆的草書字體加以分別比較，

兼具實用性與通俗性。21
 

 

（三）近人于右任的《標準草書》，以及這本書當中與趙孟頫的靈活學習方式有

哪些差異。 

    于右任（1879 年－1964 年）近現代著名書法家。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誘人，

後來因為「誘人」諧音「右任」改名為「于右任」，陝西三原人，早年跟隨孫中

山先生投身於辛亥革命，後來他從事文字整理，創制標準草書，被世人稱之為「開

國元勳」及「一代草聖」。 

于右任懷抱民族大義，以滿腔的熱血致力於報業與教育，曾創辦《民呼》、《民

立》、《神州日報》等等報刊，達到傳播新知與啟迪民智的功效，他也曾擔任上海

大學首位校長，同時也是上海復旦大學和中國公學的創始人之一，又先後創辦了

幾所學校。 

    于右任先生創制標準草書的時代背景是在辛亥革命以後，有一部份的知識分

子開始議論文字的改革，有學者提出注音字母，也有學者提出漢字羅馬化，也有

                                                                                                                                            
學報》，3 期，2015 年，頁 67。 
20
張同標：〈草訣百韻歌簡論〉，《美術之友》，3 期，2006 年，頁 65。 

21張多強：〈傳統書論釋讀與實踐 ── 以《草訣百韻歌》為例〉，《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5 期，2015 年，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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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廢除漢字等等的改革主張，于右任先生清楚意識到中國方塊文字的特點是

量多意繁，不論是書寫漢字，還是認識漢字都不容易，于右任先生明白時代的需

求是要把繁瑣的漢字加以改造，於是他選擇草書作為實用的書體，所以于右任先

生創制標準草書，為的是節省時間，方便文字的傳播與交流，如此種種的付出都

是源自於他對國族的興盛、文化傳承的熱愛與關懷。 

 

于右任在《標準草書‧序》開篇即指出草書的重要性： 

 

文字乃人類表現思想、發展生活之工具。其結構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關

於民族之前途者至切！現代各國印刷用楷，書寫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后

之強國，更於文字之改進，不遺餘力。傳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此事雖細，可以喻大。且今之所謂器者，乃挾之與各國各族競其優劣，觀

夫古今民族之強弱，國家之存亡，天演公例，良可畏也！然則廣草書於天

下，以求製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發揚全族傳

統之利器，豈非當今急務歟！ 

 

    清末民初時的中國社會正處於動亂不安的狀態，西學湧入，漢字正面臨被新

文字取代的窘境。這時作為辛亥革命與國民政府元老的于右任先生，認為這樣的

新文字必定會泯滅原先的漢字，使中華傳統文化有了消失的危機。22
 

    于右任先生因為身處於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所以他才會認為文字的使用難

易會影響到整個民族的前途，進而主張應效法當時各國文書 「印刷用楷，書寫

用草」的通例，于右任先生並沒有忘記中華文化，他還引用《論語‧衛靈公》：「工

                                                 
22
李潔冰：〈文字不可以小技視之 ── 于右任《標準草書》的文字革新意義〉，《中國書法》，20 

期，2018 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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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這段話。將草書推廣給天下的人民，在生產製造上

求取方便，達到文化傳播的功能，使用草書可以節省全體國民的時間，可以說是

能夠發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極好工具，推廣草書難道不是現在最急需做的事情

嗎？ 

從于右任《標準草書‧序》當中也可以看出他寫《標準草書》的選字標準與

希望： 

隋唐以來，學書者率從《千文》習起，因之書家多有草書《千文》傳世，

故草書社選標準之字，不能不求之於歷來草聖，更不能不先之於草聖《千

文》。一因名作聚會，人獻其長，選者利益，增多比較；一因習用之字，

大半已具，章法既立，觸類易通。斯旨定後，乃立原則：曰易識，曰易寫，

曰準確，曰美麗。依此四則，以為取捨。字無論其為章為今為狂，人無論

其為隱為顯，物無論其為紙帛、為磚石、為竹木簡，唯期以眾人之謂善者，

還供眾人之用；並期經此整理，習之者由苦而樂，用之者由分立而統一，

此則作者唯一之希望也。23 

    于右任他有意識到隋唐以來學習書法的人多從《千字文》開始學起，因此草

書的著名書家大多有《千字文》流傳於世，于右任所參與的草書社選擇標準的字，

也從歷來草聖的《千字文》來挑選，一是因為諸家名作各有所長蒐集起來，有利

於選擇、比較。二是因為《千字文》裡已具備很多常用字，既然已經有了寫字的

章法，方便觸類旁通。再依照易識、易寫、準確、美麗這四個原則來做取捨，不

論字是章草、今草、狂草，不論書家是否顯揚，不論字是寫在紙帛還是寫在磚石

或木簡，于右任只期望將大眾所普遍能接受的，認為好的草書寫法供眾人所用。

並且期望經過這番整理而趨向具有統一的規範。 

                                                 
23

 《標準草書》（第十次本），台北，中央文化供應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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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草書‧序》又說： 

 

今者，代表符號之建立，經歷來聖哲之演進，偶加排比，遂成大觀，所謂

草書妙理，世人求之畢生而不能者，至今乃於平易中得之，真快事也。 

 

    這段話的大意是：草書經歷了先賢聖哲的演變改良，今日進行整理，加以排

列比較，於是達到集大成的結果。過去所說的草書深奧巧妙的道理，人們想要求

取都終其一生不可得的，現在都能夠從平凡簡單的標準草當中得知，真是一件讓

人稱心如意的事情。 

    由此可知，于右任先生以其學識之淵博，對於草書瞭解之通透，從前人的書

蹟當中將草書各個排列比較，整理出草書的「代表符號」，立為標準法則，釐清

了草法當中的規律，可以說是實現了過去人們探詢一生都無法完成的理想。 

    然而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還是有學習上的難度。因

為「標準草書」仍然是「草書」，草書比起楷書而言有更多的簡省和連筆，在識

讀草書上會有難度。一般人民在實用書寫上已經有「正體字」的楷書與作為「俗

體字」的行書可用，若是再進一步思考到創立「標準草書」的時空背景，當時人

民的文化教育程度與識字率，不僅是臨習《標準草書千字文》有困難，就連要完

全識讀楷書的《千字文》，對於多數的廣大人民來說已經是具有挑戰性的項目了。

24
 

    雖然現在是「文化教育」與「識字率」水準高於過去于右任創造《標準草書》

的時代，但是現代人即使是以漢語為母語的使用者在「草書」的識讀方面仍然有

非常大的困難，況且平常沒有在使用「草書」，也沒有教師的引導，該如何學習

                                                 
24邱才楨：〈標準化、平民化與強國夢——1930 年代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平民化運動〉，《美術

學報》，3 期，2015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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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不過草書對於廣大民眾之難懂、難學，于右任也未必沒有注意到。 

    于右任深知草書難辨識、難書寫、難推廣，因此花費數十年研究，希望藉由

大量的草書字體尋求其中本質性的規律，提出「符號」、「代表符號」的概念，系

統性的整理漢字偏旁、部首等在草化過程中的規律型態，由此解決後世學習草書

的人對於草書型態的困惑。25
 

    于右任的《標準草書》可謂近現代的優秀研究成果，學習草書者由《標準草

書》入門，可以藉此了解草法的門徑，相較於一味死板的臨習法帖，顯然具有事

半功倍的成效。 

    《標準草書》整理偏旁與部首、部件。于右任〈標準草書凡例〉一共列舉了

72 個代表符號，是當時草書推廣的一大創舉，有其貢獻，然而其中有兩個方面

還有可以繼續說明與補充的地方： 

 

（一）「不同的楷書部件」到了草書寫成相同的型態，但是《標準草書》中沒有

說明每個部件的演變原因的不同，及其細微的差異。 

 

（二）某些「楷書部件」在草書並不寫成 A，但是《標準草書》將其類化為 A。 

 

二、學位論文  

（一）黃家康：《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之研究》，臺北：華梵大學碩士論文，

2001 年。此論文探討了智永所生活的隋代，兼容南北的隋代書學發展，書僧智

永的書學成就、生平、活動範圍。以《真草千字文》的楷書與魏晉時期帶隸意的

楷書、具行書味的王羲之楷書、極端注重法度的唐代正楷做比較，將《真草千字

                                                 
25
李潔冰：〈文字不可以小技視之 ── 于右任《標準草書》的文字革新意義〉，《中國書法》，20 

期，2018 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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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草書與王羲之以前的「章草」、王羲之集大成的「今草」、唐代中期以後發

展出的「狂草」做比較。此論文將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價值分為五類：作為小

兒識字的啟蒙書籍、統一南北朝時代紛亂的字體、作為學習二王書法的入門典範，

其中發揚了王羲之的「永字八法」、對創作形式與文化的影響、影響唐代抄寫佛

經的「寫經體」風格。傳世的智永書跡包含智永《真草千字文》以及其他書跡，

而列出了三種版本的《真草千字文》，其一為墨跡本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其二

為關中本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其三為寶墨軒本的智永《真草千字文》。此論文

第三節〈智永《真草千字文》的書寫特徵〉，其研究以現存日本的墨跡本為主，

關中拓本為輔，探究智永書法的特徵。此篇雖然分別從字體結構、筆法運用、整

體表現論述智永《真草千字文》楷書以及其草書的特徵，可作為本研究之參考對

象，但是其中並沒有講到楷、草的共通性和差異性，也沒有講到楷書草化的變換

模式為何。 

 

（二）張淑喜：《趙孟頫書法藝術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03

年。此論文研究內容包含趙孟頫的生平背景及師承交遊、趙孟頫的思想性格及書

學淵源、趙孟頫書法創作理念、趙孟頫各期書風、趙孟頫書法之特色與成就、趙

孟頫重要墨跡評述、流傳墨跡編年表，以及對於元代、高麗、明代、清代、近代

書壇的影響等面向。 

 

（三）蔡翔宇：《千字文書法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此論文探討了《千字文》特殊的歷史地位及在書史上的流傳，討論的時間範圍從

初唐一直到民國以後，其中包含了趙孟頫傳世的《千字文》墨跡，以及從文獻上

考察趙孟頫所書《千字文》，趙孟頫《千字文》的傳承、《千字文》與復古風氣，

以及趙孟頫《千字文》的貢獻與對明、清時期書壇的影響。此論文有關於趙孟頫

《千字文》之研究，和智永《真草千字文》之研究，其內容包括智永《真草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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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開創，對後世的影響與貢獻、形式與版本，然而此論文並未將智永《真草

千字文》與趙孟頫之《千字文》作品做較為深刻之比較。 

 

（四）王嬿惠：《智永《真草千字文》研究及其在國中國文教學應用》，臺南：國

立臺南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此論文探討了智永的書學淵源與成就包含其生

平事蹟、活動範圍、「退筆塚」與「鐵門限」的傳奇等等，及智永名下傳世書跡

包含其《真草千字文》，智永書學的傳承王羲之與創造，智永書學對後世的影響

與貢獻，以及後世給予他的評價，此論文以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本分別就真

書與草書，探討其書寫特徵由筆畫分析、用筆特色、字形結體此三方面進行深入

探討，並且在草書的特徵方面有對於偏旁草符進行整理，且另外對於智永《真草

千字文》整體表現以及墨跡本與關中本之不同有所論述。此論文亦有教學設計之

成果，教學的對象是國中生，參考九年一貫課綱「識字與寫字能力」分段指標分

析學生起點行為，制定教學目標與編寫實際教案。此文的研究對象為智永《真草

千字文》，內容並未探究其與趙孟頫《千字文》之關聯。在筆畫分析方面相當詳

細提到筆畫是構成漢字的基本元素包含了點、橫、豎、撇、捺、鉤、挑、折等，

以及筆畫線條的長短、粗細、肥瘦、方圓等變化，在書寫特徵之分析以及教學設

計上對於本研究具有參考價值。 

 

（五）劉柏晏：《《千字文》中蒙書、識字與書法一貫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 年。此論文探討了《千字文》書跡及其書法史地位，

包括歷代《千字文》書跡概覽以及歷代書法史觀視野下的《千字文》，其中亦有

關於隋代智永《千字文》的經典地位，以及元代趙孟頫復古思潮下的《千字文》

之論述，認為智永《真草千字文》最大的貢獻是作為晉代以來楷法及草書的書寫

典範，即書法教育的理想法帖，奠定了《千字文》在書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趙

孟頫多體千字文不僅是其書法復古思想之展現，同時影響後世書家對於兼擅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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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此論文同樣地未將智永《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之《千字文》作品做較

為詳細之對照。 

 

 

三、期刊論文   
（一）書友期刊編輯部：〈智永草體千字文筆法分析〉，《書友》，25 期，1989 年，

頁 38-43。此文將智永草體千字文中可以看得出構成草書的特點分為八項：相當

的簡省筆畫、適度的連接筆畫、改變筆畫的形狀、改變運筆的筆順、筆畫重提按

粗細之變化、字與字相連、字形結構甚為嚴謹、在運筆的筆法上以筆鋒的自然使

轉為要。此文雖然沒有詳細探討真書與草書轉換的方式，但是在以下部分仍有關

於草書書寫性質的論述，可做為本研究有效的參考依據，例如：在「相當的簡省

筆畫」之中有提到智永所寫的這篇草書千字文，字的筆劃清晰可辨，運筆嚴謹，

對於簡省筆畫提供有系統的了解，可以方便初學者辨認草書字形。在「適度的連

接筆畫」提到為了要能方便快捷的書寫，有簡省筆畫以及將筆畫化斷為連的方法，

在連接筆畫方面並不是將所有的筆畫連接，因為如果連得過多反而會導致牽絲纏

繞，使得字形不清，所以在草書當中有著接連筆畫的虛筆出現，虛筆的目的是在

使筆畫相連，重在筆畫依序相連的運筆之意。「改變筆畫的形狀」提到在草書有

時為了簡省及連接筆畫，常會改變筆形，其中最常見的有四種：其一，部首上的

三個點，連成一線。其二，下方的四個點或心連成橫畫。其三，一個「口」字寫

成「 」。其四，許多筆畫替換成轉環（弧線）寫出。這些在智永的草書上清晰

可見。在「改變運筆的筆順」其中提到在今草的字形，多以楷書為基本形，再由

基本形簡省筆畫而來，但在草書的運筆上為了要方便連接運筆，所以常會大幅度

改變運筆的筆順。但是這篇文章並沒有具體說明如何簡省筆畫，以及如何改變筆

順，只有列草書字形，未列楷書字形，也並未詳細標示筆畫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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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惠芬：〈智永楷書千字文——部首金木水火土的寫法分析〉，《語文教育

通訊》，21 期，2000 年，頁 71-79。此文將千字文當中部首為「金、木、水、火、

土」的字集結列出，進行寫法的比較分析。全文只有談論楷書的部分，沒有提到

草書的部分。然而其對於「金、木、水、火、土」作為字體結構的不同部分，有

細緻的分析，例如：左偏旁的「水」，認為可分為四類：三點水分開、下兩點以

游絲狀相連、下兩點以豎挑呈現、其他。又如：「火」在字的下方，可分為烈火

點四點呈現、省為三點。此文對於字體的分析方式可供本研究參考。 

 

（三）徐秀兵：〈試析智永書墨蹟本《真草千字文》的一些語言文字現象〉，《新

亞論叢》，9 期，2007 年，頁 338-342。此文在語言文字現象方面提到了關於字體

和構形的分析，認為字體與構形是分析漢字的兩大要素，構形分析包括了兩種方

法，依理分析以及依形分析。在依形分析時他整理出了幾組彼此是形同、形近的

字或部件，列舉如下：存孝、別列、甚叔、勞旁、祿緣、仰御、烹子、比以。此

部分可作為本研究比對智永《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切入點。

此文雖然沒有說明如何掌握草化的規律，但是有提到：從《千字文》中總結歸納

出楷書的草化規律，就能經濟快速的掌握草法。 

 

（四）陳志聲：〈智永真草千字文析考〉，《中華書道》，93 期，2017 年，頁 39-58。

此文一共包含了六個方向：其一，智永小傳。其二，《千字文》的來歷與版本。

其三，智永《真草千字文》刻本、繕本、臨本析考。其四，歷代書論家評集。其

五，歷代書法家臨寫《千字文》評述。其六，日本東大寺獻物帳《真草千字文》

墨迹本辨偽。此文對於《千字文》的來歷與版本，以及歷代書論家對於《真草千

字文》的評論有相當不錯的整理，可供參考。可惜此文並未在楷體草化的規律上

有所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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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現今傳世的智永《千字文》一共有三個版本：其一為《關中本千字文》；其

二為日本小川為次郎所藏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本；其三為《寶墨軒本千字

文》。26在這三個版本當中，刻於清初的《寶墨軒本千字文》應出自關中本，然

缺字太多，差異較大，27因此本研究不採用《寶墨軒本千字文》進行對照。 

    本研究的對象以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本28為主，以關中本29為輔，以及

著錄於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7 年印行的《千字文》之中的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

30。 

（一）草書學習 

    《千字文》有一千個字，其中各類字的筆劃和部件可以歸納出一套由楷書轉

換成草書的原理原則。趙孟頫是學習者，他學習智永《真草千字文》，趙孟頫和

智永都是書法大家，趙孟頫臨寫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草千字文》本身就是楷

草對照的形式，趙孟頫在學習的過程當中理解了楷草轉換的原則而學有所成。古

人既然可以藉由此方法獲得學習草書的規則技巧，現代人一樣可以藉著詳細探討

智永、趙孟頫《千字文》的寫法，獲得學習草書的方法。本文遵循趙孟頫學習智

永的模式，觀察楷草對照，同樣可以明白這一套草書學習的方式，這是一個「研

究範圍」。 

 

                                                 
26吳旻穎：《巖谷一六書藝研究》，臺北：華梵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20。 
27黃家康：《隋代智永《真草千字文》之研究》，臺北：華梵大學碩士論文，2001 年，頁 56。 
28智永：《真草千字文》，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11 年。 
29智永：《關中本千字文》，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89 年。 
30陳萬雄：《千字文》，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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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書教學 

    從上一個研究範圍所獲得的成果，要發展為教導學生認識草書，很有系統的

使用草書，又屬另一個「研究範圍」。 

    教師不用請學生死背硬記草書的寫法，教師可以從先前教過學生的規則為基

礎，請學生運用這些已知的規則推理出某字可能的寫法，或是某字的其他寫法。

以瞭解原理原則的方式取代死背硬記的學習模式，提高學習的效率。草書教學可

以藉由實際的例子，從實際的層面出發，教師用一個字一個字的單字教學來引導

學生如何靈活運用楷書轉換成草書的規則，因為楷書轉換成草書的規則是固定，

且有理可循，所以如果理解規則就可以不必去背誦草書的歌訣。 

       

二、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使用「歸納法」、「比較法」兩種研究方法，這兩種研究方法他們有各

自的效用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1.歸納法 

    歸納法是由眾多的個別事例以推求共同通則的研究方法，但事物所含有的特

質、原則，必需要經過嚴密的分析、觀察，而且在運用歸納法獲得結果之後，如

有例外，即不同於歸納法所得之結果，則此歸納所得往往有問題。歸納法較容易

呈現現象，較難推得其事理，因此應該要謹慎地注意事物變化是否有因果關係，

是否有相關變化因素，其他相應之變化……等等，方能獲致較為正確之結果。 

    歸納法必須建立在對於客觀事實的整理歸納之上，因此具有可以避免錯誤命

題、主觀偏見、社會刻板印象、各種威權干預的優點，但歸納法研究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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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建立在足夠數量的有效觀察樣本，數量過少、片面、不均勻的資料樣本，均

會降低其結果的有效性，因此採用歸納法分析時，首先要確立能夠取得有效樣本

的數量，以增進研究結果的有效性。 

    以下提供兩個例子說明何謂「歸納法」： 

    第一個例子是在下方位置的「心」字旁，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

將「忘」字、「思」字、「息」字、「意」字、「惠」字、「感」字下方位置的「心」

字旁省為一橫。由歸納法可知，在下方位置的「心」字旁在草書當中可省為一橫。 

 

 

圖 A-1 

智永墨跡本，頁 11「忘」 智永墨跡本，頁 16「思」 智永墨跡本，頁 16「息」 

   

圖 A-2 

智永墨跡本，頁 22「意」 智永墨跡本，頁 30「惠」 智永墨跡本，頁 30「感」 

   

 

檢驗「心」字旁在下的草書是否可以有其他種寫法，可知並非只能省為一橫，

例如：「慈」字、「志」字的情況，都是寫成由左而右橫排的三個點（ ），如

獨立的「心」字草書。由歸納法可知，在下方位置的「心」字旁在草書當中可省

為由左而右橫排的三個點（ ）。 

圖 A-3 

智永墨跡本，頁 20「慈」 智永墨跡本，頁 21「心」 智永墨跡本，頁 22「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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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字旁在下的草書寫法經過歸納可分為兩種：其一為一橫，其二為由左

而右橫排的三個點（ ）。既得出歸納法的結果，當書寫者要草寫一個在下方

的「心」字旁時，可以寫成一橫，也可以寫成由左而右橫排的三個點（ ）。  

 

    第二個例子是在左側位置的「言」字旁，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本的草書

將「讓」字、「談」字、「諸」字、「說」字、「謙」字、「謹」字，左半部的「言」

省為一豎。由歸納法可知，在左側位置的「言」字旁在草書當中可省為一豎。 

圖 A-4 

智永墨跡本，頁 7「讓」 智永墨跡本，頁 11「談」 智永墨跡本，頁 19「諸」 

   

圖 A-5 

智永墨跡本，頁 30「說」 智永墨跡本，頁 36「謙」 智永墨跡本，頁 36「謹」 

   

 

而在左側位置的「言」字旁是否可以有其他寫法呢？「言」字旁確實可以有

不同的寫法，例如：「調」字、「訓」字。由歸納法可知，在左側位置的「言」字

旁在草書當中也可省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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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6 

智永墨跡本，頁 4「調」 智永墨跡本，頁 19「訓」 

  

 

「言」在一個字左側的草書寫法經過歸納可分為兩種：其一為 ，其二為 。

既得出歸納法的結果，當書寫者要草寫一個左側的「言」字旁時，可以寫成 ，

也可以寫成 。  

    再由以上心部、「言」字旁的兩個例子又可以歸納出：同一楷字偏旁，為了

結構草書時好看，或好辨識，可以有不同的寫法。可以推想：「志」字若草書寫

做 ，容易誤認為「生」字，混淆辨識；而「訓」字若草書寫做 ，連續四

豎排列，顯得單調而不好看。 

 

2.比較法 

    比較法用於治學是選取兩種以上之事物或思想，以比較推量求其共同點，及

個別之特質、特點。 

 在書法研究方面，不論是圖片與圖片，或圖片與文字的比較皆相當重要，例

如：在闡明書風的特徵與演變，若僅依靠文字說明，而缺少圖片的呈現；或在比

較兩位書家的作品時，缺乏兩位書家同一字之圖與圖的共現，上述兩種情況往往

會使讀者不易理解，甚至產生一定程度的誤解。趙孟頫書學淵源於二王，智永《真

草千字文》傳承了王氏家族的書風，成為趙孟頫學習二王法度的最佳典範，所以

趙孟頫在臨寫智永《千字文》方面，比其他臨寫智永《千字文》的書法家下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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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功夫，因此本研究以趙孟頫和智永進行比對。智永、趙孟頫兩位名家的傳世

作品流傳至今，其中不乏贗品，因此本研究在使用圖片對照、比較法時，首先要

確認書跡的來源，將分析建立在可靠的圖片材料，以增進研究結果之可信程度。

此研究方法之最佳研究途徑必然是以使用真跡進行研究，然而取得真跡的困難度

較高，因此在種種外在條件不足之情況下，本研究的對象智永《真草千字文》以

墨跡本31為主、關中本32為輔，以及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7 年印行的《千字文》之

中的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33。 

    現今所見或所著錄之趙孟頫《千字文》作品如下表所示：34
 

 

表 A-1 

公元 干支 年號 年齡 作品名稱 著錄 

1286 年 丙戌 至元廿三年 33 歲 草書千字文 大觀錄 

1296 年 丙申 元貞二年 43 歲 跋千字文卷 輟耕錄 

1298 年 戊戌 大德二年 45 歲 行書千字文卷 眼福編初集 

1299 年 己亥 大德三年 46 歲 楷書千字文 石渠寶笈 

1301 年 辛丑 大德五年 48 歲 千字文楷書卷 大觀錄 

1302 年 壬寅 大德六年 49 歲 楷書千字文 石渠寶笈 

1305 年 乙巳 大德九年 52 歲 小楷千字文 秘殿珠林 

1306 年 丙午 大德十年 53 歲 行書千字文 協氏菉竹堂碑目 

1311 年 辛亥 至大四年 58 歲 楷書千字文 壯陶閣 

1315 年 乙卯 延祐二年 62 歲 千字文 

（未注書體） 

金石文字跋尾 

                                                 
31智永：《真草千字文》，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11 年。 
32智永：《關中本千字文》，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89 年。 
33陳萬雄：《千字文》，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7 年。 
34戴麗珠：《趙孟頫文學與藝術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86 年，頁 133 - 152。 

 



 

24 

 

1318 年 戊午 延祐五年 65 歲 真草二體千文 石渠寶笈 

1319 年 已未 延祐六年 66 歲 四體千字文 平生壯觀 

1320 年 庚申 延祐七年 67 歲 行書千字文 三秋閣書畫錄 

    六體千字文 盛京故宮書畫錄 

1322 年 壬戌 至治二年 69 歲 草書千字文 書畫跋續集 

     

    由此表可知，趙孟頫所書《千字文》種類多樣，包含了單體的，草書千字文、

楷書千字文、行書千字文；以及多體的，四體千字文、六體千字文、真草二體千

文。 

趙孟頫於元朝所見智永《千字文》不一定是現存的墨跡本智永《千字文》，

在元朝的智永《千字文》版本或許比現在所殘存的更多，但是因為無法知道趙孟

頫《二體千字文冊》所臨寫的是哪個版本的智永《千字文》，所以只好拿現存較

為可靠的本子進行比較，如：墨跡本《真草千字文》35、關中本《千字文》36。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當中字的寫法如果有異於墨跡本智永《千字文》者，

可能的因素有兩種，其一是趙孟頫當時臨寫他本，所以這時本研究會拿關中本智

永《千字文》進行第二次檢視，其原因為智永當時寫了八百本《千字文》的目的

是要給人作為練習之用，所以墨跡本智永《千字文》和關中本智永《千字文》應

該差異不大。若比較的結果墨跡本智永《千字文》和關中本智永《千字文》字跡

相同或相近，而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與兩者有顯著差異時，則可能是趙孟頫

在臨寫當中表現了自己的寫法；如果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與兩者有明顯相同

或相近時，則本研究認為這是趙孟頫對智永寫法的繼承。以下茲舉數例說明： 

 

（1） 趙孟頫的變化：  

                                                 
35智永：《真草千字文》，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11 年。 
36智永：《關中本千字文》，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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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慈」字的「心」，省為一橫，明顯不同於

智永墨跡本。然而為了確定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慈」字是他個人書

寫上的變化還是臨寫了智永其他版本的《真草千字文》，本研究以智永關中本進

行對照，發現智永關中本和墨跡本非常相似，而趙孟頫的草書「慈」字確實可能

是他臨寫時的變化，此字不只「心」省為一橫，其他地方也有了變化。慈可以寫

成 （即兹寫成茲），而兹音近於絲，且字形中的 ，其實是「絲」的簡省。37

故有草書將 寫成絲的，其字形為 。此形之下的心，寫為一橫，字構穩定，

比寫為三點更省便。趙孟頫這裡的慈即寫做 。 

 

 

圖 A-7 

智永墨跡本，頁 20 智永關中本，頁 20 趙孟頫，頁 34 

   

 

另外，趙孟頫「兹」字的草書也和前面的「慈」字依循相同的原則，其字下半形

為 的減省。「慈」字上方的「兹」和單獨存在的「兹」字都經過減省， 和

最上方的 合併又減省為 、 。 

 

圖 A-8 

                                                 
37 許慎：《說文解字》艸部：「茲，艸木多益，从艸絲省聲。」謂茲字从絲得聲，但在書寫時省

掉了絲的部分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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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墨跡本，頁 35 智永關中本，頁 35 趙孟頫，頁 48 

      

     

「慈」字如果下方的「心」省為一橫，而上方的「兹」草書寫為 的話，

整個「慈」字草書寫為 ，容易被誤認為「並」字。下表為各家草書「並」字：

38
 

圖 A-9 

東晉  王羲之 

淳化閣帖 

東晉 王凝之 

 

唐  歐陽詢 

草書千字文 

   

唐  懷素 

草書千字文 

平安 小野遺風 

平風土代 

清 端方 

   

 

（2）趙孟頫的筆誤：「形」字的「彡」省為一弧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形」字的「彡」，省為一弧 ，明顯不同於智

                                                 
38株式會社二玄社製：《大書源》（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07 年），頁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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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墨跡本省為 ，然而為了確定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形」字是他個

人書寫上的變化，還是臨寫了智永其他版本，本研究以智永關中本進行對照，發

現智永關中本和墨跡本相似，而趙孟頫的草書「形」字可能是他臨寫時的不恰當。

蓋草書右半部「刂」能省為一弧 ，如：趙孟頫草書「別」字和「刑」字。佔

字右半的 部件，不應如是減省，這可能是趙孟頫的筆誤，或是「形近相訛」所

造成的「形」字與「刑」字兩者的「異字同形」現象。 

圖 A-10 

智永墨跡本，頁 13 智永關中本，頁 13 趙孟頫，頁 26 

   

 

圖 A-11 

趙孟頫，頁 32 趙孟頫，頁 46 趙孟頫，頁 26 

   

 

（3）趙孟頫的繼承：草書「器」字四個「口」皆省為一點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器」字與智永關中本和墨跡本非常相似，

四個「口」皆省為一點，其草書「器」字可能繼承了智永的寫法。 

 

圖 A-12 

智永墨跡本，頁 11 智永關中本，頁 11 趙孟頫，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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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例如草書的「節」字，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節」字與智永關

中本和墨跡本非常相似，其草書「節」字可能繼承了智永的寫法。 

 

圖 A-13 

智永墨跡本，頁 21 智永關中本，頁 21 趙孟頫，頁 34 

     

 

    又例如草書的「調」字，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調」字與智永關

中本非常相似，其草書「調」字，可能繼承了智永關中本的寫法，而和智永墨跡

本的「調」字有較大差異。 

 

圖 A-14 

智永墨跡本，頁 4 智永關中本，頁 4 趙孟頫，頁 18 

   

 

 

本研究分別從「楷書」、「草書」兩個方向來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與智

永《真草千字文》的墨跡本相比較，相同的部分屬於繼承智永墨跡本。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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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5 

 

圖 A-16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主要採用歸納法及比較法，並且將推論、引申建立在客觀的資料上。 

    首先從草書學習典範當中歸納出草書的簡化原則與變化規律。介紹歷代草書

學習典範的文獻材料，有〈急就章〉、智永《真草千字文》、宋代閣帖中草書的隸

定，發現這三者呈現歷時性典範的共通特點，就是規範體與草書對照，規範字與

草寫體並識並學，因為學習者可以從對照中歸納整理出楷草轉換的變化、簡化原

則。 

    接著分析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與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差異，趙孟頫有

許多《千字文》的作品，有些是自運的，有些是臨摹的，《二體千字文冊》是趙

孟頫臨智永的，屬於臨摹本，因此可以將趙孟頫視為學習者。那為什麼作為學習

者的趙孟頫寫的字有些和智永不同呢？扣除極少部分他臨寫時的筆誤，造成這些

不同的原因，是因為趙孟頫知道楷草的轉換原則，他能夠活用這些原則加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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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分列出其中所使用的楷草轉換原則，找出這些原則可以提供現代人學

習草書之用。 

    統計智永《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之異同，以及分析智永

《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楷草異同之情形，並提出解釋。之後，

將趙孟頫運用原則變化智永寫法的啟發，置入於草書單字教學的設計。本研究所

分列的各項楷草轉換的變化、簡化原則，可作為剛開始學習草書者的入門訣竅，

由此可衍生出多種教學方式，本研究可提供其中的幾種，希望能提供草書教育者

參考、運用。 

 

 

 

 

第二章 草書學習典範形式及其用意 

第一節  規範字與草寫體並識並學 

     

本節所探討的「規範字」是指「楷書（Regular script）」而言，「草寫體」是

指狹義的「草書」，即作為一種特定字體的「草書（Cursive script）」而言。 

    近年來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學習中文的熱潮，除了商業上的需要使更多的人

們開始學習漢語（Chinese Language）這種語言之外，也有不少的人們對於中國

的書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於現代的大部份人來說，草書學習是一個比較陌生

的領域，有的人或許認為草書的筆勢多變，所以一定非常難學，有的人或許認為

草書不太重要，因此缺乏學習的動機。 

    許多歷史上有名的書法作品或筆記，是用草書寫的，例如：唐代懷素《自敘

帖》、五代楊凝式《神仙起居法》、明代祝允明《前后赤壁赋》……等等；另外，

古人的書信許多是以行草書為主的，例如：東晉王羲之《十七帖》、唐朝顏真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4%BB%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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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座位帖》、北宋蔡襄《思詠帖》……等等。如果我們放棄了學習草書，看不

懂草書，那也就放棄了很多了解古人和深入中華文化的機會。或許有的人說不需

要這樣仔細的瞭解楷書變成草書當中的規律性，依照一篇文章的上下文文意，總

能夠從已知的幾個字來推敲出其他不認得的草書字應該是哪幾個字，然而這些情

況如果遇到了「人名」、「地名」、「專用詞彙」這些專有名詞，就會變得很難判讀。 

    然而「草書」是什麼呢？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一般大眾與普通的初學者如

果沒有進一步涉略，恐怕也無法提出明確的解釋。對於不是在漢字文化圈

（Sinosphere）成長的人們，可能也很難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草書的「草」不是指植物的草，而是有「草率」的意思。「草書」可分為廣

義的「草書」以及狹義的「草書」。廣義的「草書」是指凡是寫的潦草的字就可

以稱為草書。狹義的「草書」是在漢代才有這種概念的，是作為一種特定書寫體。

39
 

    現代人稱漢代的草書為「章草」。關於「章草」此一名稱的來源有好幾種說

法，有的人認為「章草」的「章」來自於《急就章》的章，有的人認為「章」是

從漢章帝得名，有的人認為這個「章」是因為用於「奏章」，然而諸如此類的說

法多屬臆測，因此並不可信。較確定的是章草是由古隸的草率寫法發展而來，古

隸變化成草書，主要體現在「複雜結構的簡易化」，以及「運筆的連續化」，相反

的在結構上的變化卻常常是只存大意，而無跡可尋。40魏晉時代的書法家用章草

寫《急就篇》，但是現今已發現的敦煌簡與居延簡當中的《急就篇》漢代抄本，

卻是用隸書寫成，因此章草絕對不是史游為了作《急就篇》所創造的字體，可以

證明「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書麤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唐代張

懷瓘《書斷》引南朝宋代王愔的這段話並不可信，由此也就證明了「章草」的「章」

                                                 
39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05。 
40詹鄞鑫：《漢字說略》（台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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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於《急就章》的說法同樣並不可信。41「急就章」是史游所編《急就篇》的

俗名，《急就篇》分為三十一章（每章六十三字），所以有人稱作「急就章」，「急

就章」這個名稱在漢代似乎還沒有出現。42
 

    西漢晚期到東漢前期的武威醫簡和居延漢簡中，已經出現通篇寫得頗為潦草

的文字，其實這種文字就是章草，章草在結構上仍有一定的法度，在當時的書寫

者中已有了某種共識。43
 

 

 

 

 

 

 

 

 

 

 

 

 

 

 

 

 

 

                                                 
4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06。 
42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06。 
43詹鄞鑫：《漢字說略》（台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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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44
 

圖 B-1                                 圖 B-2 

居延漢簡草書 （右二條為摹本）         武威漢簡草書 

 

 

    「草書」和「隸書」都是漢代行用的字體。45漢魏時代通行的草書皆為章草，

三國吳人皇象所寫的《急就章》就是用章草寫成，但是現在原本已經亡佚，能夠

                                                 
44詹鄞鑫：《漢字說略》（台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127。 
4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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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的是明代的摹刻拓本。46
 

    楷書的「楷」有「楷模」的意思，既然有楷模、模範的意思，「楷書」的原

意就是可以作為楷模、模範或是有法度的字，起初並非指某種字體的專名。自南

北朝開始一直到唐代，「楷書」有「真書」、「正書」、「隸書」等等名稱，不過在

唐代的時候，當時的「楷書」大致上已經等同於現今我們所使用的「楷書」了。

到了宋代以後，「楷書」就完全成為現在所說的「楷書」的專名、專稱了。47
 

    魏晉時代受到早期行書和楷書兩者的書法影響，章草逐漸演變成今草。今草

的字形多承襲章草，改掉了與隸書相近的筆法，筆畫上有時候還會略有省併，書

寫起來比章草更加方便。48今草的連筆情況比章草多，字與字之間也常常相鈎連。

簡單來說，「今草」就是比「章草」更「草」，因此也比章草難辨認，以使用今草

者的社會範圍來講，主要是一些文人學士，範圍很窄。唐代之後有「狂草」，「狂

草」又比「今草」更「草」，寫出來更難辨認，而成為了供人欣賞的藝術創作。49
 

    儘管楷書在漢魏之際就已經形成了，卻沒有廣泛的使用群眾，主要是一些文

人學士在使用楷書，一般人所使用的仍然是新隸體，或者是介於新隸體與早期行

書之間的字體。50
 

    有些人或許認為魏晉時代根本不可能有「楷書」與跟楷書相近的「行書」存

在，認為傳世的鍾、王楷書和行書並不可信，然而他們只是不清楚古人會因為不

同的用途而使用不同的字體，文人學士中特別是開風氣之先的書法家所寫的字，

與普羅大眾所寫的字往往有很大的差異，不可以因為只是看到魏晉時代的碑誌上

用八分和新隸體，以及一般人大多用新隸體，就斷言當時不可能有楷書、行書。

事實上應該是鍾王楷書與新隸體同時並存，證據是在魏晉時代的樓蘭遺址出土的，

時代不晚於東晉初的字紙上，可以看到早期行書，以及與鍾、王楷書很相似的字。

                                                 
46詹鄞鑫：《漢字說略》（台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140。 
47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15。 
48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16。 
49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16。 
50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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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可以見於下圖：52
 

圖 B-3 

 

    隸書與楷書產生的時間比較不好界定，而楷書階段似乎自南北朝開始，魏晉

時代則是隸書與楷書兩個階段之間的過渡。53
 

    智永《真草千字文》是後世常用以學習草書的典範，它的形式是真、草對照

                                                 
5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14。 
52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書後圖版部分，頁 35。 
53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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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這種規範字與草寫體並列對照的形式，是否前有所承，後有所繼呢？綜

觀書史，答案是肯定的。古人學習草書的方法，不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死記硬背，

而是從漢朝以來就是將草書與規範字並識並學。為什麼要強調是從漢朝以來呢？

這裡的漢朝指的是西漢，而主要的原因有兩項，一是因為草書出現於西漢；二是

因為目前被視為西漢草書讀本的《急就章》或稱為《急就篇》還保留了傳拓的書

跡可以參看。 

 

 

一、《急就章》為前導 

    從古籍當中可知《急就章》或名《急就》、《急就篇》，由漢元帝時黃門令史

游編纂。《四庫全書》《急就篇》提要：「今本每節之首俱有章第幾字，知《急就

章》乃其本名，或稱《急就篇》，或但稱《急就》乃偶然異文也。」54《漢書藝

文志》記載：「《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55清朝的《四庫全書》《急

就篇》提要也說：「臣等謹案《急就篇》四卷漢史游撰。」而史游的《急就章》

共有二千二十三字，相傳為三國吳皇象所書。近人啓功（1912 年－2005 年）編

著的《明拓松江本急就章》後面就附有北宋末葉夢得（1077 年—1148 年）就唐

人摹《急就章》加以勒石，並跋云：「右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急就》二千二十三

字，相傳為吳皇象書，摹張鄧公家本。……此書規模簡古，氣象沈遠，猶有蔡邕、

鍾繇用筆意，雖不可定為象書，決非近世所能偽為者。」56
 

    當初古人創作《急就章》主要是為了教育初學者，內容不但包含當時各類的

常用字，形式上更以楷草對照，幫助學習者識讀草書。有皇象、鍾繇、衛夫人、

王羲之所書的《急就章》流傳於世，可見於《郡齋讀書志》的記載： 

                                                 
54 史游：《急就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223 冊，頁 2。 
55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台北：華聯出版社，1973 年），頁 17。 
56

 啓功編著：《明拓松江本急就章》（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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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黃門令。書凡三十二章，雜記姓

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敎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

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

於世。57
 

 

又《四庫全書》《急就篇》原序曰： 

 

急就篇者，其源出於小學家。昔任周宣粵有史籒，演暢古文，初著大篆；

秦兼天下，罷黜異書，丞相李斯又撰《蒼頡》，中車府令趙髙繼造《爰歷》，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所以啓導青衿，垂法錦帶也。58
 

 

    在翻閱古籍的過程當中，會發現所載《急就章》的章數不盡相同。從張麗生

《急就篇研究》一書于大成的序可知，《急就章》的章數在各本之間有所異同，

大約可分為四類：59
  

 

第一類：皇象本三十一章。流沙墜簡中有「銅鐘鼎鈃鋗匜銚」一簡，首標「弟十

二」，知是第十二章。這一章在皇象本也是第十二章。由此可知漢簡本與皇象本

相合，舉凡葉夢得以下諸刻本，以及元代人的各種章草寫本均屬此類。 

 

第二類：宋太宗本出於鍾繇本，此本凡三十四章，比皇象本多出三章（第七、第

三十三、第三十四章），皇象本第七章在此本為第八章，以下各章的次第皆向後

遞移，因此皇象本與漢簡中的第十二章，在此本為第十三章。這三十四章的末二

                                                 
57 韋力編：《古書題跋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第 1 冊，頁 49。 
58 ：《急就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223 冊，頁 3。 
59

 于大成：《急就篇研究‧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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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根據王國維的考證，正是鍾繇所續。 

 

第三類：日本僧人空海的今草寫本共三十三章。 

 

第四類：顏師古注為三十二章，顏氏謂：「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

所書篇本，備加詳覈，足以審定，凡三十二章」，由此可知其本是參考互相校訂，

不專主一家，沒有三十三、三十四兩章，蓋從皇象本，而第七章則取諸鍾繇本，

蓋皇象本與漢簡皆無第七章，此章是後人所補，至於是否是鍾繇所補，或出自他

人之手，已經不可考了。 

 

    那麼現在能夠做為本研究最佳參考對象的《急就章》是哪一版本呢？松江本

真草合璧，是目前流傳年代最古的本子，而皇象所書的《急就章》，就是藉此松

江本得以流傳至今，60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現今所見《急就章》拓本當中，

以明拓「松江本」為最佳古本，因此本研究大量參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年印行的《明拓松江本急就章》61內頁的部分書影如下圖：62
 

 

 

 

 

 

 

 

 

                                                 
60 于大成：《急就篇研究‧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8、9。 
61

 啓功編著：《明拓松江本急就章》（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62

 啓功編著：《明拓松江本急就章》（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9、11。 

 



 

39 

 

圖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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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5 

 

    我們從這本《明拓松江本急就章》的內頁書影可以看到，當時學習者學習草

書的課本形式就是草楷並陳。右邊開始第一行是草書，第二行是楷書，是以一行

的草書對照一行的楷書的形式呈現。這樣並陳的目的，並非只是表面上一個草書

對一個楷書，不是為了硬記硬背。我們必須站在當時學習者的角度去想，才能了

解其用意。中國文字這麼多，如果一個字一個字的直接去背草書要怎麼寫，這樣

有效率嗎？比較有效率的方法，就是在這一兩千字的草書與規範字對照中，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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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種部件，思考怎麼樣從楷書變成草書的，進而掌握住變化的規律和型態，才

能有效提高學習草書的效果。 

 

二、隋人智永《真草千字文》 

    本研究的第一章已經介紹過智永其人其事與《千字文》以及《真草千字文》

的重要相關知識，因此在這裡我們盡量不要重複介紹，只進行一些另外的補充。 

    中國古代的蒙書教材並不少，但是未必能夠通過歷史的考驗而流傳後世。史

游《急就篇》一直沿用到隋唐，其字數有二千零一十六字。63前文已提及，《千

字文》為南朝梁周興嗣所作，經隋智永書《真草千字文》廣為流傳，使《千字文》

更加流行；到了唐、宋《千字文》更加蓬勃興盛，至明、清仍盛傳不衰，而且很

快就取代了原來《急就篇》童蒙教材的地位。其實從唐代顏師古、宋代王應麟注

釋《急就篇》，可見《急就篇》對於後代的人來說古奧難懂，已不適合作為蒙書

之用。64南朝梁周興嗣所作的《千字文》，從南北朝流傳到清末，歷經一千四百

多年來的流行，成為中國歷史上現存出書最早，使用時間最久，影響最大的識字

課本，可謂是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蹟。對於草書教育的推廣，智永的《真草千字文》

可以說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著作。清朝一首描寫三家村教育的詩句云：「一陣烏鴉

噪脫風，諸徒齋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

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65 

    《千字文》最特別的地方在於用字不重複，這一千字又多為常用字，可以說

是一種極簡約又極高效的識字教材了。沒有一個字重複出現在編寫上已經十分困

難了，然而為了方便童蒙記憶，還以韻語這種、最有效的記憶體式編成。更不可

思議的是在這一千個不重複的字且為韻語結構的文章限制下，內容竟然能夠包含

                                                 
63 蔡翔宇：《千字文書法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頁 25。 
64

 蔡翔宇：《千字文書法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頁 24。 
65 清．梁紹王兩般秋「村學詩」條，村裡學生搖頭晃腦讀的就是《百家姓》《千字文》一類的蒙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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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曆、道德、歷史、讀書、飲食、地理等等諸多類別，讓學習者在識字的過程中

又能記住對自己有所助益的知識，這可以說是古代中國人的智慧結晶。 

現在比較容易取得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字帖，有兩種版本較為重要其一是

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墨跡本，其二是智永《真草千字文》的關中本。這兩版本

皆是以楷草對照的形式，《真草千字文》墨跡本的內頁形式為一頁草書、楷書各

兩行，共四行，每行十字，草書與楷書的大小相近，右方開始的第一行是楷書，

左方再寫草書，一字一字的對照，智永《真草千字文》的關中本與墨跡本的內頁

的形式相同。下圖是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墨跡本的內頁形式： 

 

圖 B-6 

 

 

 



 

43 

 

下圖是智永《真草千字文》的關中本的內頁形式： 

圖 B-7 

 

 

    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墨跡本與關中本兩者之間有所差異，造成各方面差異

的原因可能包含下面幾項因素：首先，書法作品通常在經過摹拓刻石之後，難以

如實呈現原本以手運筆所能表現出來書跡的豐富變化。第二項重要因素是，石刻

經過積年累月的日曬雨淋，暴露在大自然當中的岩石會受到天氣影響，四季的變

換，長期冷熱的交替，有些刻石的板面會因而產生龜裂。在比較寒冷的地區，岩

石中的水在結成冰的時候會膨脹，這種情況也會使得石頭的材質產生龜裂。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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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雨水偏酸，可能溶化或改變岩石內部的化學物質，石材板面可能會受損。

諸如此類的自然因素都可能會讓原先刻工精良的作品有所耗損。第三項因素則是

刻工的技術水平，工匠的技藝水準越高，自然更有可能刻出更趨近於紙本原貌的

作品。第四項因素為前文提及過智永禪師在永欣寺，於數十年間勤書《千字文》，

之後將書寫好的八百本《真草千字文》散於江東諸寺，這八百本之間所表現出來

的書藝趣味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關中本所依據的紙本底本可能與墨跡本不相同，

也有可能兩者是智永在不同時期所完成的作品。 

    智永《真草千字文》這種楷草對照來解釋草字的對釋方法，絕非如蔡翔宇《千

字文書法之研究》所說的為首創之先例。66這種楷草對釋的方法其實由來已久，

前有所承，承襲的就是前面介紹過的《急就篇》；後有所繼，繼的就是唐代的《唐

人月儀帖》、宋代的《澄清堂帖》、清代乾隆下令重刻的《淳化閣帖》。 

 

 

三、《唐人月儀帖》的註記形態 

    《唐人月儀帖》又名《唐人十二月友朋相聞書》，傳為唐人所書，不知道作

者是誰，原件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唐人月儀帖》多取法二王書法，然而其整

體書法風格與唐代的創作有差異，可能為南朝、隋代的作品。67古代的《月儀帖》

不是單純的尺牘，而是一篇提供人寫信參考的範本。68《唐人月儀帖》69已有楷

草對照的形式，教人如何寫草書書信，草書比較大，楷書比較小並且列於每個草

書的左側，以楷注草，楷書為輔，主要在學習草書寫信，其內容便是配合時節的

應酬措辭。這顯示了《唐人月儀帖》並不像是《急就章》和《真草千字文》，將

                                                 
66這篇碩士論文在第一百七十三頁。 
67彭宏圖：〈〈唐人月儀帖〉的「古質」和「新妍」〉，《現代裝飾（理論）》，4 期，2014 年，頁 151。 

68彭宏圖：〈〈唐人月儀帖〉的「古質」和「新妍」〉，《現代裝飾（理論）》，4 期，2014 年，頁 152。 

69〈月儀帖故宮本〉參見《月儀帖三種》，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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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字與草書寫成一樣的大小，楷書和草書都是學習的重點，不分主從的關係，

屬於雙主體的形式。 

    《唐人月儀帖》規範字與草體字並呈的認字意義，認記草書以利書寫尺牘信

札，其作用與《急就章》和《真草千字文》不同。 

圖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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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9 

 

 

四、宋代閣帖的隸定 

    書法的學習與研究必然會接觸到大量的書跡，但是珍貴的書法真迹容易隨歲

月而毀壞，時日一久幾乎亡佚。因此，複製是必要的，它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多人

的欣賞機會，一方面也可替代「真跡」，延續「真跡」的流傳時間。刻帖使大量

的古人書迹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即使經過了「二度創作」，卻也能夠提供僅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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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跡的寶貴研究資料。「刻帖」在傳承前人書跡、普及書法教育等方面，有著非

常大的作用，對帖字書法的形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70
 

    宋代建立之初，由於歷經了晚唐、五代的戰亂，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停滯。

北宋太宗趙炅即位之後，因為他非常喜愛「二王」的書法作品，所以支持當時已

受到嚴重摧殘的書法藝術的復興行動。71
 

《淳化閣帖》在北宋淳化年間刻於「秘閣」，又可稱為《淳化秘閣法帖》，簡

稱《閣帖》，或稱《官帖》。淳化三年（西元 992 年），宋太宗命翰林侍書王著將

內府所藏的從漢代以來至唐代的著名書跡，刻成《淳化秘閣法帖》十卷，內府再

用澄心堂紙與李廷珪墨拓印，72總計收錄了 103 人的法書，共 420 帖。《淳化閣

帖》的歷史重要性在於它是中國叢帖之祖，其中保留了大量重要的書法作品，例

如：收入王羲之的書帖 160 種，王獻之的書帖 76 種。在《淳化閣帖》出現後，

陸續就有非常多種翻刻本，宋代有 30 種以上，元、明、清各個朝代則有翻刻本

不計其數。73
 

    清乾隆三十四年（西元 1769 年）的內府重模本，是在明代以來的各種翻刻

本當中其中一個影響最大的本子。74乾隆皇帝自述下令重刻〈淳化閣帖〉的動機

與簡單的介紹，其文如下： 

 

朕幾餘不自暇逸，典學之優，時及臨池，曩曾輯內府所藏前人墨蹟刻為〈三

希堂〉、〈墨妙軒〉二帖廣示藝林，復念古帖流傳可補墨蹟所未備者，惟宋

〈淳化閣帖〉鐫集尤為美富，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但惜初搨與賜者

絶尠；或云版尋殘損，當時已為難得，後來翻刻愈繁，真意寖失，有志追

摹者末由津逮。內府舊藏〈淳化閣帖〉極多，而此畢士安所得賜本搨最精

                                                 
70梁均豪：〈〈淳化閣帖〉〉的編刻始末與影響〉，《美術教育研究》，14 期，2017 年，頁 38。 
71梁均豪：〈〈淳化閣帖〉〉的編刻始末與影響〉，《美術教育研究》，14 期，2017 年，頁 38。 
72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最善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年），頁 14。 
73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最善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年），頁 23。 
74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最善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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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爰特勅選工鉤摹上石，冀復舊觀。苐王著昧於辨別，其所排類標題，

舛陋滋甚，不當聽其沿 以誤後學。因命于敏中等詳加考正，以次呈閲，

候朕參定分識各卷，並命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其互異者折衷附記於

後，以資省覽。是於考文稽古之中，兼寓舉墜訂 之益，用嘉惠海內操觚

之士焉。 

 

    這篇文章的大意是：乾隆曾將內府所藏前人的書法墨跡刻成〈三希堂帖〉、〈墨

妙軒帖〉用來展現給藝文界，後來想到宋代〈淳化閣帖〉所收錄的內容尤其美觀

豐富，遠遠超過了《大觀太清樓帖》的各種版本之上，宮中內府舊有珍藏的〈淳

化閣帖〉非常多，其中畢世安所得拓本，拓印的最為精美良好，於是特別命令挑

選工匠重刻。為了除去宋代〈淳化閣帖〉編排、分類、標題錯誤的缺失，避免其

貽誤後學，特別命令于敏中等人詳細的考據指正；並且下令蒐羅採集各家的釋文，

在字旁邊標示楷書，而有疑義的地方，則記述於帖後，以供考校參看。 

    由此御筆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對於〈淳化閣帖〉的重視，而且指出了宋代〈淳

化閣帖〉有訛誤的情況，所以在重刻的過程中有進行改正。更重要的是此一版本，

增加了楷草對照，大字是草書，草書的右邊是楷書。方便了海內外士子文人的閱

覽、學習。75如下圖： 

 

 

 

 

 

 

                                                 
75筆者從《淳化閣帖最善本》得知《淳化閣帖》有 20 種版本，詳參上海博物館編：《淳化閣帖最

善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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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0 

 

    乾隆在《淳化閣帖》草書旁標註楷書的作法，實有前例。如：《澄清堂帖》。

《澄清堂帖》到了明代後期才顯名於世，自此之後就有不少人對於該帖的產生，

包括刻帖的時間、地點，以及是誰刻的？共有幾卷？等等問題進行爭論，直至近

代還沒有得到正確的結論。而徐邦達有充分的證據把《澄清堂帖》定為宋刻，認

為該帖是南宋吳興人施宿，他在嘉定年間的泰州所刻。76既存版刻，其上即有草

                                                 
76參見徐邦達：〈《澄清堂帖》綜談〉，《書譜專冊：《澄清堂帖》──王羲之墨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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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注楷的情形。圖示如下： 

 

圖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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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12 

 

    從西漢的《急就章》到隋代的智永《真草千字文》，而後有唐代的《唐人月

儀帖》、宋代的《澄清堂帖》、清代乾隆下令重刻的《淳化閣帖》，從這一系列的

字帖當中，可以發現：從西漢以降，古人透過這些字帖學習草書有一個特點，就

 



 

52 

 

是以規範字「楷書」與「草書」並列對照的方式呈現。前有所承，後有所繼，然

而為何要因循這樣的體式呢？因為這樣的方式對於編寫教材者、教學者、學習者

來說都是簡易可行，清楚又有效的。聰明的學習者與教學者，他們能夠從大量的

「楷書」與「草書」並列對照的字當中，主動進行比較，由此找到「楷書」與「草

書」之間的對應規則。而智永《真草千字文》在這樣的歷史脈絡當中更是重要的

一環，它的普及度與影響性在前文所介紹的一系列字帖當中最為顯著，也因此成

為本研究的重要參考對象。 

 

第二節  從對照中尋找原則 

一、 楷、草共同的書寫元素 

    東漢末趙壹寫〈非草書〉的原因，是因為那時的人們很熱衷於學習草書，可

是對傳統的儒者像是趙壹這一類的人來說，寫草書沒有辦法運用於舉才和公事，

也不能有助於治理天下，只是雕蟲小技罷了，是可有可無的能力。當時的人練習

草書確實到了一種瘋狂的地步，基於此因素才使趙壹提出了批評。在趙壹〈非草

書〉上有所記述：「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昃不暇食。十

日一筆，月數丸墨。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

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人們把學習草書當成非常重要的事情，專心致志的

鑽研學習到忘了疲勞，十天就寫壞了一支筆，一個月要用許多的墨，即使和眾人

坐在一起，也沒有空閒談天。甚至手指做為筆在地上、牆上練習草書，以至於破

皮刮傷，指甲折斷流血，幾近瘋狂。 

    〈非草書〉中有一段提到草書的創始，以及當時人的盲目學習： 

 

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

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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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

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

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扌蠻)扶拄

挃，詰屈龍乙，不可失也。齔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竟以

杜、崔為楷；私書相與之際，每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

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77
 

 

    趙壹認為草書既非上天所垂示的自然現象，也非河圖洛書，也不是聖人所創，

只是秦朝末年，嚴刑峻法，官方的文書繁多，又多有戰事，軍情緊急，需要迅速

傳遞緊急的軍事文書。所以才產生了帶有隸書筆意的草書「隸草」，目的是要簡

易的指出文書的意義，那不是聖人的事業。不過趙壹也指出了草書的目的是為了

快速，用八個字來概括草書的重要原則就是「刪難省煩，損復為單」78草書與規

範字、隸書相對而言，草書的筆畫較簡易，規範字的筆畫較困難；草書的筆畫較

簡單，規範字的筆畫較繁複。刪去規範字當中比較難寫，比較繁瑣的筆形、部件，

或是將規範字當中複雜的筆形、部件省為草書當中單純的筆形、部件。由此可見

創造草書是為了提升書寫的方便性、快速性。 

    「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這句話點出草書的創造目的是要能夠簡單的

書寫，以及簡單的讓人知曉。因此崔瑗〈草書贊〉說：「臨事從宜。」是一種權

宜方便的寫法，但是東漢當時的人們學習草書卻不去思考草書簡化的目的，居然

以為杜度、崔瑗的書法是神聖的書寫法。趙壹觀察到東漢的社會任由七、八歲以

上的人們涉略學習，皆廢而不學倉頡、史籀所創造的正規文字，居然以杜度、崔

瑗的草書為習字的楷模。張芝在他私人書信的往來上常寫到：恰巧時間緊迫，因

此來不及寫好草書。趙壹認為，草書的本質是簡單、快速，現在的人寫草書反而

                                                 
77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頁 1,2。 
78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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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困難又寫得緩慢，大大的偏離了草書的原意。 

    趙壹〈非草書〉除了可以告訴我們東漢時期人們學習草書犯了什麼觀念上的

錯誤，還指出了草書創造的本意，這正是此篇文章的可貴之處，它同樣可以點醒

現代的草書學習者，要避免忘了創造草書最初的目的。在進一步思考草書的學習，

不論是大人還是小孩在學習草書時必須要有方法，而方法是建立在釐清草書的創

造原則上。所謂的創造原則，正是前文所說的「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創造草

書一開始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書寫速度，出於功能因素，而非藝術因素，因此在學

習草書上一定有省變的規則可循，絕非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的憑空創作。 

    崔瑗〈草書勢〉也有提到草書的「產生背景」與「創造目的」，以及草書在

法則之下仍有靈活之處：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

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

盖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絕險之變，豈必

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

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機微要妙，臨事從宜。

79
 

 

    這段話的大意是文字的產生開始於倉頡，他描繪那鳥獸的足跡，用來制定文

字。到了後世，典籍的數量越來越多，各個時代有許多事情發生，政治有許多權

力的移轉，公家的事情有所荒疏，因為有要抄寫文章的需要，所以有很多幫忙書

寫的隸人，刪減舊的文字。「草書的法則就是簡化，在倉促之間順應時勢的表明

意思」，書寫的效率增加，與篆書、隸書同樣的使用，能夠愛惜時間，節省精力，

                                                 
79崔瑗：〈草書勢〉，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397 冊，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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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是一種簡便的方式，難道一定要遵從古老的體式嗎？「觀察草書字體的形象，

發現皆有法度」，方折處沒有長方形的菱角，圓弧處不像圓規畫的那樣圓潤。有

時一個字是左邊低，右邊高，看起來有傾斜。又像鳥兒拉長脖子，提起腳跟而聳

立留止，內心想要飛動，也像是狡猾的野獸突然被驚動，想要飛奔卻還沒快跑一

樣。草書的巧妙之處就在於當時能採取權宜的作法。 

    上述的古籍文獻告訴我們草書產生於下層官吏需要快捷的書寫。然而草書傳

承至今，因為現代人已沒有再將毛筆做為主要的書寫工具，往來的公共文書多以

電子信件取代，書法自然一方面被一些人所忽略，另一方面則提高到了書法文化、

書法藝術的層次。 

一門學問要推廣、教學必然少不了「科學化」與「簡單化」。書法藝術的「科

學化」所帶來的是較為客觀、確實，減少偏見，減少成見；「簡單化」所帶來的

是較為易懂、易學，容易雅俗共賞，容易交流傳承。筆者認為書法藝術的「科學

化」與「簡單化」必須要有較為具體的「描述」及「比較」，這樣做為研究才能

較為清楚的指引初學者如何學習，而不是似是而非，如果全部都讓學習者自己摸

索會顯得沒有效率。古代的人學習書法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觀察」和「比較」，

現代人同樣可以用這種方式進行有效率的學習。 

    縱觀運用筆畫的角度看，「楷書」、「草書」、「行書」其實共用同一套「基本

筆形」：點、挑、橫、豎、撇、捺、弧。在歷代文獻當中，說得最明白的就是孫

過庭的《書譜》。《書譜》當中特別指出，離晉朝的時代越遠，人們對於書法的學

習開始無法準確的掌握住方向，因為當時的人對於草書的了解不夠深入，只有粗

淺的傳授隸定的法則，他們不懂得對於「楷書」、「草書」、「行書」應該都要精熟

才行，因為這些書體之間有共同、共通的部分。只有旁通各類書體，才能準確的

掌握書法的脈絡核心。他說： 

 

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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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

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便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幅，真乃居

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

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

猶可記文。回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

涵泳飛自。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80
 

 

    這段話的大意是：有的人為了掌握結構分布費時多年，距離書法的原則核心

還是很遠，不懂楷書，學習草書時就會不知方向。假使只淺薄的瞭解草書，粗淺

的傳授隸定的法則，而又陷於偏陋固著，自己就會阻隔住真正的原理通則。哪裡

曉得心手相通，好像是同一個源頭，而分支出不同的派別；轉與用的方法，好像

是一棵樹上分出了好幾條枝條。對於基層的官吏來說，行草書比較便利，因為符

合大量快速書寫的需求；對於題榜刻石來說，楷書優先，因為形體方正，端正清

晰。如果只懂得草書卻不懂楷書，遇到需要專謹工整寫字的時機，就會力不從心；

只懂得楷書卻不通曉行草書，那麼，寫起信札就會太過拘謹，無法自然地適度地

傳遞情感。楷書以點畫為形體本質，動作上的使轉為神韻；草書以動作上的點畫

為神韻，使轉為其形體本質。 

草書在使轉上乖違，不能形成一個有意義的字；楷書在點畫上缺失，仍然可

以紀錄文書。雖然草書和楷書兩者不同，但是大致上也有共同涉略的部分。因此

也要旁通大篆、小篆，融會八分漢隸，參酌章草，吸收飛白，如果不能瞭解這些

細微的部分，就會像是北胡、南越的民俗風氣，相差甚遠了。 

《書譜》「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所指的隸

法。在唐朝，已經可以說是楷法了。上面一段文字，提到的「隸」，其實與後世

認識的楷字相同，不是漢代通行具有蠶頭雁尾的「隸書」。隸書，從漢代成為規

                                                 
80王冬梅主編：《歷代名家碑帖經典：孫過庭書譜（超清原帖）》（北京：中國書店，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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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字體之後，其名稱持續甚久，即使實際規範字已經演化出如後世楷書形貌時，

還是延續「隸」這一稱謂。像《晉書》王羲之本傳中說「羲之善隸」從存在的王

字書迹看，那「隸」書，指的絕不是漢人的八分隸書，而只能是楷書。 

《書譜》中所說的「隸法」應即以楷法來理解。類此書體稱謂比較不像後世

嚴分的情形，還包括他「行」與「草」，往往指的是「草」書這一概念，只是行

文間變換使用而已。 

    在討論如何從楷書省變成草書時，首先必須瞭解漢字的三個重要的觀念，那

就是「筆形」、「筆畫」、「筆順」。在「筆形」方面，楷書有「基本筆形」與「複

合筆形」的概念。「基本筆形」是楷體漢字當中最小單位的筆畫形狀，包括：點、

挑、橫、豎、撇、捺、弧。每一個楷體漢字都是由「基本筆形」所構成。「複合

筆形」就是由兩種以上的「基本筆形」所組成的單位，例如：點合挑，就是由點

以及挑所組成，先點再挑。又如：橫合豎挑，就是由橫、豎以及挑所組成，先橫

再豎再挑。下圖所示徵引自黃明理：〈楷書基本筆形再認識──論寫字教育一個重

要的環節〉的附錄 3-1
81

  

表 B-1 

                                                 
81參見黃明理：〈楷書基本筆形再認識──論寫字教育一個重要的環節〉，《中國學術年刊》，31 期

（春季號），2009 年，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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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對於「基本筆形」下了各種的定義，對於初學者而言這可能會造成混淆，

為此這裡首先要分別釐清關於基本筆形：點、挑、橫、豎、撇、捺、弧的具體形

象知識。82 

 

1. 點，很短距離內，由尖細到粗厚，要以渾圓輪廓作結的筆形。因走勢

方向的不同，約有向左下點、向下直點、向右下點、向右（或稍右上）平

點諸形，而以向右下點為典型。典型之形，可順其勢延伸距離，形成較長

的點，而以「長點」為名。 

 

2. 挑，很短距離內，由粗厚到尖細，要以尖銳輪廓作結的筆形。因走勢

方向的不同，約有向左上挑（如永字之?筆、顧黃之鈎）、向左平挑、向左

                                                 
82參見黃明理：〈楷書基本筆形再認識──論寫字教育一個重要的環節〉，《中國學術年刊》，31 期

（春季號），2009 年，頁 239,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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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挑（如永字之啄筆、顧黃之短撇）、向下直挑、向右平挑、向右上挑（顧

黃之挑與鈎）、向上直挑諸形，而以向右上挑為典型。典型之形，可順其

勢延伸距離，形成較長的挑，而以「長挑」為名。 

 

3. 橫，始末距離明顯長於向右平點，距離內粗細變化均勻，右端通常較

粗厚，須以渾圓輪廓作結的筆形。橫之走勢方向略往右上，與水平線形成

夾角，角度因構字需要而異。基本上不向右下傾斜。 

 

4. 垂露豎，始末距離明顯長於向下直點，距離內粗細變化均勻，下端通

常較粗厚，須以渾圓輪廓作結的筆形。垂露之豎走勢方向略與水平線垂直，

有時因構字之需而作欹斜之狀。 

 

5. 懸針豎，始末距離明顯長於向下直挑，距離內由粗而均勻變細，下端

須以尖銳輪廓作結的筆形。懸針之豎走勢方向略與水平線垂直，用於楷書

時通常不作欹斜之狀，行草則否。 

 

6. 撇，始末距離明顯長於向左下挑，距離內粗細變化均勻，（時或由細而

粗而細），左下端須以尖銳輪廓作結的筆形。走勢方向為右上向左下，因

行進取直線或曲線的不同，遂有直撇、弧撇諸形，而以略帶弧者（如永字

之掠）為典型。 

 

7. 捺，其特徵是：像長點，但不以渾圓輪廓結束，而代之以向右挑出作

結的筆形。簡單的說，就是長點與向右挑的複合筆形，其行筆方向是有明

顯轉變的。而因長點有較平、較斜的差異，所以形成的捺也有平捺、斜捺

之分。斜捺，為左上向右下，筆跡由細而均勻變粗，於最粗轉向右，短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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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內變細以尖銳輪廓作結。平捺，通常比斜捺多一轉向，筆跡初先向右上，

短距離後轉而向右下（斜度小於斜捺），均勻變粗，於最粗處轉向右（或

稍右上），短距離內變係以尖銳輪廓作結。 

 

8.弧，是行筆過程中方向微調所造成的筆跡。蓋上數個筆畫的走勢方向，

基本上都假設為直線運動。可是，物體的移動，由此至彼，直線並不適唯

一的途徑。寫筆畫的完成，既然有始有末，則其運行過程，亦存在走直線

與非直線的差異。弧，即是在由此至彼的行進中，不採直線，而讓方向些

微歧出而又調整回歸所留下的軌跡。點與挑距離短行筆快，故少有以弧線

運行者；至於捺，其轉向處往往便不以折（方向改變明顯形成夾角者）而

是以弧線運動為主。83
 

 

    「筆形」是指形狀，並不包含運行的動作。「筆畫」則是指一般人查字典，

所說的一個字有幾畫，也等同於小學生習字時所計算的一個字有幾畫。「永」字

當中包含了：點、橫合豎挑、橫合撇、撇、捺，總共有五個筆畫，而由點、橫、

豎、挑、撇、捺，共六種基本筆形所構成。又如「大」字，總共有三個筆畫，而

由橫、撇、捺，共三種基本筆形所構成。 

    「筆順」是指每一個筆畫書寫的先後順序。漢字的書寫並非單純自由的以線

條繪畫出形狀，在書寫這些線條時有先後的次序，可參考「筆順歌訣」：「上先下

後左而右；左中右併或從中；辶（ㄔㄨㄛˋ）廴（一ㄣˇ）為基異於走；畫弧多按

順時鐘。」84
 

    首先要說明的是：怎麼分字中筆畫的上下左右呢？以「十」字來說，它由一、

丨兩筆畫組成，但橫畫一半在豎畫之左，一半在豎畫之右，則橫畫到底算是左？

                                                 
83

 根據黃明理：〈楷書基本筆形再認識──論寫字教育一個重要的環節〉，《中國學術年刊》，31

期（春季號），2009 年，頁 239, 240。 
84 黃明理〈神龍本蘭亭運筆圖示習寫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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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右？同樣道理，豎畫是在橫畫之上？還是在之下呢？所以，這裡先要訂下一

個比較位置（上、下、左、右）的基準點。此基準點是什麼呢？應該是指：筆畫

的開頭位置。也就是說，「十」字之橫豎位置比較點在「 」兩處。橫在豎左，

豎在橫上。 

    「上先下後左而右」是說寫字時的順序原則上是由上至下，由左至右。然二

者彼此並無優先次序。也就是說，寫字時，只要合乎其中一種秩序即可。再以「十」

字為例，寫者可以先寫一橫再寫一豎，此循「由左至右」的原則：但也可以循由

上而下的原則，先寫一豎再寫一橫。兩種寫法，都是合乎筆順原則的，筆順都沒

問題，都順。又以「木」字為例，分析其結構，「十」為上半，「人」為下半，寫

字時先寫「十」，之後再寫下半的左撇，最後寫下半的右捺。當然，上半之「十」，

一樣可以有兩種順序，其一是先橫後豎（由左而右），「木」字的順序便為：一丨

；其二是先豎後橫（由上而下），「木」字的順序便為：丨一 。這兩種

筆順，都是合理可循用的。 

    「左中右併或從中」是指當一個字的結構是由左、中、右三個部分組成時，

書寫的順序可以像大多數的漢字一樣，依照由左至右的規則來完成這三個部分，

也可以從中間開始寫，例如：「小」字、「川」字。像「小」字在教師一般教學的

筆順都是先寫中間的「豎折挑」，再寫左點，然後寫右點，但何嘗不可以從左點

先寫，再寫中間的「豎折挑」，後寫右點，順序如同一般教學裡「川」字的筆順。

同理「川」字也可以先寫中間的一豎，再寫左撇，再寫右豎。請參考中華民國教

育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手冊》李鍌的序，85其實明代的梅膺祚對於「川」

字的筆順說法也屬合理。 

表 B-2 

                                                 
85 李鍌：《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手冊‧序》（台北：教育部，1996 年），頁 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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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 

﹝123﹞   

從中間開始寫 

﹝213﹞   

 

    「辶（ㄔㄨㄛˋ）廴（一ㄣˇ）為基異於走」是指「辶」和「廴」都是作為字

的下盤，以書寫的順序來說，是循著自上而下的原理。像是「道」字、「遠」字、

「遊」字、「廻」字、「建」字都是屬於上下的結構，先完成上半部的「首」、「袁」、

「斿」、「回」、「聿」，再完成「辶」或「廴」。 

    基，是根基，這裡指下盤的意思。由「走」組成的字在書寫的順序上是循著

由左至右的原理。像是「起」字、「超」字、「趨」字都是屬於左右結構。由「辶」

或「廴」組成的字是屬於「上下結構」，而由「走」組成的字是屬於「左右結構」，

兩者有所差異，因此書寫的順序也並不相同。 

    「畫弧多按順時鐘」是說因為大多數人是右撇子，所以若要畫弧，一般人用

右手習慣以順時鐘的方向來畫弧，比較簡單輕鬆。 

 

二、 減省與替代 

    在我們瞭解了何謂「筆形」、「筆畫」、「筆順」之後，就能夠來具體探究楷

書是以什麼樣的原則來省變成草書的。 

若以楷書為學習寫字的開始，當熟悉楷書寫法之後，想要字寫快一點，第一

個想到的方法，便是減少、省略某些筆畫。四筆變一筆，十幾筆的字以兩三筆就

完成，就能使寫字速度增快。 

「減省」就是「減少」、「省變」的意思，把楷書筆畫的數量「減少」、「省變」，

化繁為簡而寫成草書；而所謂的「替代」也就是「替換」、「取代」的意思，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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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筆形」或「部件」來「替換」、「取代」原先複雜的「筆形」或「部件」。「減

省」是就「筆畫的數量」而言，「替代」是就「筆形的複雜程度」而言。 

    茲以「口」的結構變成「厶」，來實際談談何謂「減省」與「替代」。「口」

依先後順序省變筆畫變成 → → ，由原先筆畫數三畫，減少成兩畫，

在筆畫數量上有減少的情形，故有「減省」的現象。筆形也由原先「一豎」+「橫

折豎」+「一橫」，變成「撇挑」+「一點」。筆形的複雜程度變得更簡單，故有「替

代」的情形。例如：松江本《急就章》「鉛」字和「冶」字的「口」草書都寫為 。 

圖 B-13 

急就章，頁 18「鉛」 急就章，頁 19「冶」 

  

 

    「減省」與「替代」是兩個概念，但是可以在同一個字由楷書省為草書的過

程當中同時存在。寫成草書是為了求書寫上的快速，因此，常常會有使用簡單的

筆形來「替代」複雜的筆形，其中可能會有筆畫上的「減省」。 

    「減省」是指「筆畫」減少而非動作減少，如果在動作上增加，那麼就只能

說有「替代」，而沒有減省了。這種情況就屬於草書的「連筆」，所以「連筆」不

等於「減省」，兩者不是相同的概念。 

    這裡以「左側的三點水字旁」來談談什麼是草書當中的「連筆」。智永墨跡

本《真草千字文》「左側的三點水字旁」在楷書原本可以是分開的三點「 」，

在草書可省為末兩點相連的「 」，即末兩點有「連筆」的情況，這樣將末兩點

「替代」為一豎，不但在筆墨上沒有減省，反而還稍微增多，但草書不是要求省

便嗎？怎麼還會增多呢？因為草書要求書寫的快速，一次寫成兩點相連，就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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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筆又落下筆重複兩次，寫兩點更加快速。如此「節省起筆落筆動作」，字形上

還多了些筆墨，這樣的情況只有「替代」和「連筆」，而不是筆者所謂的「減省」。

例如：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海」字、「溫」字、「澄」字等水偏旁。 

 

圖 B-14 

智永墨跡本，頁 5「海」 智永墨跡本，頁 15「溫」 智永墨跡本，頁 16「澄」 

   

 

    以下本文將藉由松江本《急就章》、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當中的一些

實際的例子，來說明什麼是「減省」，什麼是「替代」，以及為什麼可以只單獨有

「替代」或只單獨有「減省」的情形。 

 

（一）框框結構的減省與替代 

    由松江本《急就章》、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歸納可知，形似「框框結

構」，例如：「口」、「日」形和「曰」形、「田」、「目」的部件在草書當中可以同

時「減省」、「替代」如下：其一省為「厶」或「倒過來的厶，即 」，其二省為

「兩點」，其三省為「一點」；就是分別用「厶」或「 」或「兩點」或「一點」

來替代具有「框框的結構」，同時也減省了很多筆畫。 

    當然，有某些字的結構當中具有「框框的結構」可以「不必減省」，繼續保

持原來的形態，既沒有減省也沒有替代。但也還有一類是直接省略整個「框框的

結構」，如「郭」字寫為「 」，這就屬於全部減省而沒有替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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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為厶 

    在松江本《急就章》當中，具有「框框的結構」，如：「口」、「日」形和「曰」

形、「田」、「目」的結構在草書省為「厶」的例子有：「鉛」字、「冶」字。在智

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則找不到省為「厶」的例子。 

圖 B-15 

急就章，頁 18「鉛」 急就章，頁 19「冶」 

  

 

2.省為  

    在松江本《急就章》當中省為「倒過來的厶」，即 的有：「筥」字、「害」

字。為什麼能夠變成 呢？當左邊的豎寫為豎點而連寫第二筆的橫，就像是一

起筆帶有點形的橫畫，於是第一筆的豎便省略掉了。「口」省變筆畫變成 → ，

由原先「口」字筆畫數三畫，減少成兩畫，在筆畫數量上有減少的情形，故有「減

省」的現象。筆形也由原先「口」字的「一豎」+「橫豎挑」+「一橫」，變成

的「橫撇」+「一點」，以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筆形，筆形的複雜程度由複

雜變得更簡單，故有「替代」的情形。 

    「筥」字的「竹字頭 」在草書當中可以省變為 ，「呂」的兩個「口」

可用兩個 替代，不論是「竹字頭」還是「呂」的變化都是以簡單的部件取代

複雜的部件，所以都屬於「替代」，而且兩者的筆畫數量又都有減少，因此也屬

於「減省」。「筥」字兩個「口」中間的一個短豎被省略了，有「減省」的現象，

然而沒有以某個東西取代那一個短豎，所以不是本文所指的「替代」現象，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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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被省略的短豎來說，只有「減省」而沒有「替代」。 

    「害」字的「寶蓋頭」依循「在楷書省變成草書的過程中，當一個部件有左

右兩豎時，左邊的豎可以省略」的法則，省略了楷書「寶蓋頭」的左豎點，屬於

「減省」的情形。「寶蓋頭」下面的三橫 ，草書省為兩橫 ，也是屬於「減

省」的情形。最下面的「口」用 替代，用簡單的部件「替代」複雜的部件是

本文所指的「替代」現象。 

圖 B-16 

急就章，頁 19「筥」 急就章，頁 44「害」 

  

 

    一樣省為「 」的情況在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也有：「周」字、「善」

字、「宮」字。 

圖 B-17 

智永墨跡本，頁 7「周」 智永墨跡本，頁 14「善」 智永墨跡本，頁 23「宮」 

 

 

 

 

3.省為「兩點」 

    在松江本《急就章》當中由具有「框框結構」省為「兩點」的有：「若」字、

「俗」字、「銅」字、「諸」字、「禇」字、「道」字。 

    「若」字、「俗」字的「口」在字的下方，「銅」字的「口」在字的中間，他

們「口」的位置雖有不同，卻都能省變為「兩點」。為什麼具有框框的結構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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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兩點」呢？以「口」來說其變化順序如下 → → → 。又或

者，由 → ， 又因第一筆畫寫快而成點帶挑，於是 → → 。 

    由原先「口」字筆畫數三畫，減少成兩畫 ，在筆畫數量上有減少的情形，

故有「減省」的現象。筆形也由原先「一豎」+「橫豎挑」+「一橫」，變成「兩

點」，用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筆形，筆形的複雜程度由複雜變得更簡單，

故有「替代」的情形。 

圖 B-18 

急就章，頁 13「若」 急就章，頁 17「俗」 急就章，頁 18「銅」 

   

 

    「諸」字、「禇」字具有「日」形，由楷書變成草書的過程當中可以將「日」

形中間的「一橫」省略，而「道」字則可以將「目」形中間的「兩橫」省略，之

後兩者的變化順序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口」變為 的方式，都有「減省」與「替

代」的情形。 

 

圖 B-19 

急就章，頁 9「諸」 急就章，頁 14「禇」 急就章，頁 10「道」 

   

 

    一樣省為「兩點」的情況在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有：「結」字、「啓」

字、「宣」字、「植」字、「省」字、「見」字。這些「具有框框的結構」從楷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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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草書「兩點」的原理與上面所述的相同。 

圖 B-20 

智永墨跡本，頁 4「結」 智永墨跡本，頁 24「啓」 智永墨跡本，頁 32「宣」 

 

 
 

 

圖 B-21 

智永墨跡本，頁 37「植」 智永墨跡本，頁 37「省」 智永墨跡本，頁 38「見」 

   

 

4.省為「一點」 

    「具有框框的結構」可以省為最小單位「一點」。「口」由原先筆畫數三畫，

減少為一畫，在筆畫數量上有減少的情形，故有「減省」的現象。筆形也由原先

「一豎」+「橫豎挑」+「一橫」，變成「一點」，以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筆

形，筆形的複雜程度由複雜變得更簡單，故有「替代」的情形。在松江本《急就

章》當中省為「一點」的有：「當」字、「歐」字、「君」字，由此可見不管「口」

是在一字的中間或下方都能省為一點。 

    「當」字上方的左短豎被省略，是基於在草書當中若一個字有左右兩豎時，

左豎可以省略的原則。其中「口」的部件被一個「點」的筆形替代。楷書「田」

的橫折豎在草書當中改寫為一個順時針的弧，這是以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

筆形。「田」的楷書的左豎折橫是由兩筆畫所組成，在草書當中改寫為一筆畫的

豎橫。「田」在楷書當中的十字橫豎，在草書當中豎畫寫得較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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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字有兩個以上的「口」，這些「口」是否都能各自用「點」來替代

呢？答案是肯定的，實際的例子如：松江本《急就章》的「歐」字，儘管「歐」

字有三個「口」，也能夠以「三個點」替代。「歐」字的右側楷書「欠」的「撇」

+「橫」+「短撇」+「長撇」+「長點」，到了草書將前四個筆畫「撇」+「橫」+

「短撇」+「長撇」連筆，一筆完成，再加上一個「長點」，變成兩筆完成「歐」

字的右側。 

    「君」字上方的「尹」由楷書「橫折豎」+「長橫」+「短橫」+「長撇」變

成草書「橫折豎」+「短橫」+「短橫」+「挑」+「長撇」，這兩短橫之間有連筆，

「挑」是為了順暢的將筆勢向上帶，來寫那一長撇，動作上有減少，筆墨上卻增

加。而下方的「口」則以筆形「一點」替代，用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部件，

屬於「替代」的情形。 

圖 B-22 

急就章，頁 12「當」 急就章，頁 33「歐」 急就章，頁 39「君」 

   

 

前面介紹的是直接由口省為一點的情況，這裡要進一步的看看由一個口，分

割成兩個口，同樣能夠各自省為一點的情形。一個長方形的「口的結構」如果中

間被一豎分割，則可以看成兩個較小的「口的結構」。由歸納法可知，一個上下

較長，左右較窄的長方形的「口的結構」，中間被一豎分割為兩個對稱的較小的

「口的結構」，這兩個對稱的小的口形，可以各自省為一點，例如：「勒」字、「遣」

字。 

    「勒」字的草頭可以被省為「 」，左右兩個小的「口的結構」各被省為

「一點」，先寫一豎，再寫一個順時針的弧，這是由原先楷書「革」的「一長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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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連到「力」的「橫豎挑」，所省變而成，這順時針的弧再一筆帶上去直接寫

最末的一撇。 

「遣」字楷書上方的左右兩個小的「口的結構」在草書各被省為「一點」，

而「辶部」則被省為「 」， 先省變為兩個點之後，省複為單，將兩個點

省為一個點 ，這些都是屬於以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部件，屬於「替代」，而

且因為筆畫數又有減少，所以也屬於「減省」。 

圖 B-23 

智永墨跡本，頁 28「勒」 智永墨跡本，頁 39「遣」 

 
  

 

由一個田分割成兩個日，也是能夠各自省為一點。「一個田的結構」也可以

看作是由「兩個日」的結合。由歸納法可知，由兩個對稱的「日」所結合成「一

個田的結構」，對稱的「日」可以各省為「一點」，例如：「薑」字、「動」字。 

    「薑」字的草頭在草書當中可以寫為「 」，「薑」字一共兩個「田」這

等於有四個「日」，在草書將這四個「日」省為四個「點」，是以簡單的筆形替代

複雜的部件，同時也有減省筆畫的情形，既有「替代」也有「減省」。「薑」字把

兩個「田」中間的豎都保留，而合併寫為一條很長的垂露豎，因此也有減省筆畫

數量的情形，屬於「減省」。 

    「動」字楷書的第一筆畫是一個撇，第二筆畫是一橫，在草書當中則是把原

本楷書的第一筆畫的撇省略了，第二筆從原本楷書的一橫畫改寫成一撇。「動」

字的兩個「日」的結構，在草書被省為兩個點，而「重」的最後一筆「一橫」直

接連到「力」的「橫豎挑」，形成一個順時針的弧，增加了書寫的流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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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24 

智永墨跡本，頁 5「薑」 智永墨跡本，頁 21「動」 

  

 

當一個字有兩個框框結構時，有一定都要省變成單一的特定形態嗎？比方說

兩者都要省為一點，或兩者都要省為兩點，非要省為同一樣態不可嗎？ 

我們可以來看看在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一個字有兩個框框結構的例子

如：「露」字、「福」字、「磐」字、「會」字。 

「露」字中的「足」、「各」的口都變成一個點了。「福」字是只有上方的「口」

變為一點，「田」沒有變成一點。「磐」則是上面「般」的右上角在楷書可以寫為

口形，這邊也能夠在草書當中省為一點，另外底下的「石」的「口」則省為兩點。 

    「會」字上方的人省為一個豎折橫，原先的一橫則省為一點。「會」字的「田」

省為一短橫 ，下方的「日」形也省為兩點 ，三者相連而成 。「畝」字

的「田」省為一點。 

 

圖 B-25 

智永墨跡本，頁 4「露」 智永墨跡本，頁 13「福」 智永墨跡本，頁 23「磐」 

   

 

圖 B-26 

智永墨跡本，頁 31「會」 智永墨跡本，頁 35「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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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著思考是否具有框框的結構，就必須在草書中進行「減省」或「替代」？

在草書當中有時候某些字的框框結構不屬於這邊要講的「減省」與「替代」，如：

「鉆」字、「錮」字、「口」字，他們在楷書和草書當中「口」的結構幾乎沒有改

變。 

 

圖 B-27 

急就章，頁 19「鉆」 急就章，頁 19「錮」 急就章，頁 21「口」 

   

 

    由此可知並沒有規定一個字的所有「框框結構」都要減省成特定的形式，而

是這些「框框結構」有時省變，有時不省變，採取的是一種彈性的作法，而非硬

性的規定，需要寫字的人了解其中的原理且懂得如何運用。 

接著請仔細觀察「田」字、「細」字，這邊「田」的結構就有了些微的變化，

→ → 。「田」字、「細」字草書的「田」已變為 形，原先「田」

的左豎和底下的一橫，相連成一筆，將這邊楷書的方折處變得圓滑。 

「田」字由原先「田」筆畫數五畫，減少為 的四畫，在筆畫數量上有減

少的情形，故有「減省」的現象。筆形也由原先田的「一豎」+「橫折豎」+「一

橫」+「一豎」+「一橫」，變成 的「豎折橫」+「橫折豎」+「一橫」+「一

豎」，筆形的複雜程度由複雜變得更簡單，故有「替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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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字的「田」由原先筆畫數五畫，減少為四畫，也有「減省」的情形。

筆形也由原先「一豎」+「橫折豎」+「一橫」+「一豎」+「一橫」，變成「豎折

挑」+「橫折豎轉弧」+ 「一橫」+「一豎」，用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筆形，筆

形變得更加簡單，因此有「替代」的情形。 

「田」字草書中間的豎是垂露豎，「細」字草書的「田」中間的豎是懸針豎，

兩者雖然都是豎，但是因為收筆的方式不同，仍然有細微的差異。 

圖 B-28 

急就章，頁 11「田」 急就章，頁 13「細」 

  

 

「田」在草書當中有時候可以將「田」裡面的「十」字替代成「ㄨ」形，即

草書的「田」變為 形。例如：「田」字、「騮」字、「雷」字。這些例子屬於

有「替代」和「減省」，在筆形上以「ㄨ」替代「十」，所以有「替代」，因為寫

「十」字的「橫」、「豎」的速度較慢，而寫「ㄨ」形「短撇」、「一點」的速度較

快。 

「田」字、「騮」字的「田」外圍口形，其筆形由原先的「一豎」+「橫豎挑」

+「一橫」被省略成「豎折挑」+「橫折豎轉弧」。「雷」字的「田」外圍口形，其

筆形由原先的「一豎」+「橫豎挑」+「一橫」被省略成「一豎」+「橫折豎轉弧」，

「田」字、「騮」字、「雷」字的「田」外圍口形筆形上由複雜變得簡單，所以有

「替代」的情形，這造成整個「田」的部件在筆畫數上的減少，有了「減省」的

現象。 

    「騮」字上面的兩個「口」的部件，可以用兩個點來替代，被取代的同時筆

畫數也減少了，因此有「替代」也有「減省」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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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29 

急就章，頁 13「田」 急就章，頁 29「騮」 急就章，頁 36「雷」 

   

 

    有些字更將草書「田」裡面的「十」字，先由右至左寫，再直接帶上去，寫

成「一個圈」形，例如：「簞」字、「椑」字、「瑰」字。「椑」字、「瑰」字，他

們草書的田都是「一豎」+「橫折豎轉弧」+「圈」。「簞」字依據「在楷書省變成

草書的過程中，當一個部件有左右兩豎時，左邊的豎可以省略」的法則，省略了

左豎，變成「橫折豎轉弧」+「圈」。 

    「簞」字有兩個「口」的部件，其中一個「口」以一點代替，另一個「口」

以兩點代替，一共省成了三點，以簡單的筆形取代複雜的部件；原本寫兩個「口」

的部件要六畫，在草書只要寫三個點變成只要寫三畫，筆畫數有減少，因此屬於

有「替代」也有「減省」的情形。 

圖 B-30 

急就章，頁 20「簞」 急就章，頁 20「椑」 急就章，頁 24「瑰」 

   

     

    「門」字在草書當中有多種寫法，也可以從理解「框框結構」怎麼樣變化而

得到解釋。「門」字在草書當中可以有以下五種寫法： 

圖 B-31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把「門」的兩個日結構省 先從日省為兩點，再將右 從第二種省變，把原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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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點。 邊的點與右邊的豎相連。 二種最左邊的豎也省為

一點，把右邊的豎挑寫為

一個順時針的弧。 

   

 

圖 B-32 

第四種 第五種 

把由左豎和兩個日結構

省為的點與由原先右邊

的豎、挑省成的順時針的

弧相連。 

把第四種的結構中有起

伏的部分寫為一橫，接上

一個順時針的弧。 

  

 

    松江本《急就章》中具有「門」結構的字，在草書省變成以下幾種類型： 

「問」字將「門」的「日」結構省為兩點，右邊的點與右邊的豎相連，屬於第二

種類型。 

 

 

圖 B-33 

急就章，頁 44「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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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閭」字除了把「門」的「日」結構省為兩點之外，將最左邊的豎也省為一

點，保留最左邊的兩點。最右邊的點與豎、勾相連，寫成一個順時針的弧。屬於

第三種類型。 

 

圖 B-34 

急就章，頁 44「閭」 

 

 

「蘭」字、「門」字、「聞」字，把由左豎和兩個「日」結構省為的點與右邊

的豎、挑相連，屬於第四種類型。  

圖 B-35 

急就章，頁 14「蘭」 急就章，頁 28「門」 急就章，頁 38「聞」 

   

  

    「間」字把由左豎和兩個「日」結構省為的點與右邊的豎、挑相連，寫成一

個順時針的弧，屬於第五種類型。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門」字、「閑」字，

也是屬於第五種寫法的類型。 

圖 B-36 

急就章，頁 49「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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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37 

智永墨跡本，頁 33「門」 智永墨跡本，頁 39「閑」 

 
 

 

（二）左右排列的四個點或三個點變成一橫 

    不論是楷書的「四點火」還是「三點火」都可以在草書中「減省」、「替代」

成「一橫」。不論是從四個點還是從三個點變成一橫，他們都是在筆畫數量上有

減少，因此有「減省」的情形；而從繁複的數個點的筆形改變為簡單的一橫，是

以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筆形，因此有「替代」的情況。 

「三點火」的例子如：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無」字、「熟」字、「庶」

字。「四點火」的例子如：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廉」字、「魚」字、「照」

字。 

 

圖 B-38 

「三點火」省為一橫 

智永墨跡本，頁 17「無」 智永墨跡本，頁 35「熟」 智永墨跡本，頁 36「庶」 

   

 

「四點火」省為一橫 

智永墨跡本，頁 21「廉」 智永墨跡本，頁 36「魚」 智永墨跡本，頁 50「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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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字旁」的三點與四點可以省為一橫 

急就章，頁 29「騏」 智永墨跡本，頁 27「驅」 智永關中本，頁 32「馳」 

   

 

    不論是楷書的「四點火」還是「三點火」的「馬字旁」都可以在草書中「減

省」、「替代」成「 」。可以發現馬的「四點」和「三點」都省為一橫了。保留

楷書「馬」最上面的一橫，中間的框框結構 在草書中可以省為兩個點。楷書「馬」

的「橫折豎折挑」，在草書省為一個順時針的弧。例如：《急就章》的「騏」字、

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驅」字、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馳」字。 

 

    左右排列的四個點或三個點變成一橫，例如：「為」字、「鳥」字、「忘」字、

「思」字、「息」字、「無」字、「騏」字、「驅」字、「馳」字。 

圖 B-39 

 

 

 

 

 



 

79 

 

 

圖 B-40 

 

 

圖 B-41 

 

 

圖 B-42 

 

 

圖 B-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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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下連續的點變成豎 

    上下連續的點可以變成豎，例如：「計」字、「讚」字、「冷」字、「凋」字。 

 

圖 B-44 

 

 

圖 B-45 

 

 

圖 B-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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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複上一字的替代 

    除了前文所介紹的「減省」筆畫與各種的「替代」情況之外，還有一種特殊

的情形是以「兩個點」或「一個點」來替代一個重複的字。 

    在書法當中可以使用「兩個點」來代替一個重複的字，例如：《澄清堂帖》

的「不得西問耿耿」就是用兩個點來替代接續重複的「耿」字，這裡楷書是寫兩

個點，草書是把兩個點相連寫成一豎，與「耿」草書的最後一筆相連。 

 

《澄清堂帖》廉氏本部分圖像 

圖 B-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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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變位置與順序 

    「改變位置」是指改變「部件」或「筆形」的位置，「改變位置」在這裡的

定義是不管「筆形」、「部件」的替代是否已經發生（即是否將 A 筆形替代為 B

筆形，是否將 A 部件替代為 B 部件，是否將 A 部件替代為 B 筆形），只要有位

置被改變，就屬於「改變位置」，可能是從中間移到下方，也可能是由中間移到

上方等等，諸如此類的情形。 

    中文漢字從上古時代的古文字開始就有一些明明是指同一個字，但是部件位

置卻不同的異體字。例如： 

圖 B-48 

《甲骨文字典》第 1312 頁的「好」字86
 

 

子的甲骨文在左邊， 

女的甲骨文在右邊。 

 

子的甲骨文在右邊， 

女的甲骨文在左邊。 

 

圖 B-49 

《甲骨文字典》第 1315 頁的「如」字87
 

 

  

                                                 
86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頁 1312。 
87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頁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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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甲骨文在左上角， 

女的甲骨文在右邊。 

口的甲骨文在左下角， 

女的甲骨文在右邊。 

口的甲骨文在右上角， 

女的甲骨文在左邊。 

 

圖 B-50 

《金文大字典》第 1431 頁的「好」字88
 

 

 

女的金文在左，

子的金文在右。 
 

女的金文在右，

子的金文在左。 

 

女的金文在右，

子的金文在左。 

 

女的金文在右，

子的金文在左。 

 

 

女的金文在右，

子的金文在左。 

 

    我們先以實際的例子來瞭解何謂「改變位置」，例如：「華」字。智永墨跡本

《真草千字文》的楷書「華」字中間的「兩個十字」，在草書當中移到整個字的

下半部，而楷書「華」字下方的兩個長橫，在草書已經被移到了中間的位置化作

兩短橫，兩個十字移到下半部比較能夠增加整個字在視覺上的穩定性。像這樣有

移動「兩橫」與「兩個十字」，也就改變了「筆形」和「部件」的位置，因此具

有「改變位置」的情形，而為了加快「兩個十字」的書寫速度，本來需要四個筆

畫才能完成的「兩個十字」，改變為一長橫加上左右兩個點，以減少筆畫數，變

為三畫，因此也有屬於「減省」的情形。  

                                                 
88潘悠、王文耀、沃興華編纂；戴家祥主編：《金文大字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頁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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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51 

智永墨跡本，頁 23「華」 

    

 

    「改變順序」分成兩個層面：其一是指改變「筆畫的書寫順序」，其二是指

改變「一個筆畫筆勢運行的先後次序，如：原是由左至右的一橫，在改變筆勢的

運行方向之後，變成由右至左的一撇」。 

    我們先談談何謂改變「筆畫的書寫順序」。中文漢字當中有少數的字只由一

個筆畫組成，如：一、丨（ㄍㄨㄣˇ）、乙（筆畫數：1，筆形為橫撇橫挑）等等，

但大多數的中文漢字具有兩個以上的筆畫數，如：你、我、他等等。能夠改變筆

畫書寫順序的自然只有由兩個筆畫以上所組成的字了，書寫中文漢字時從起始的

第一筆到最後一筆之間的每一筆都有順序性，也就是說每一筆畫都有既定的先後

順序。例如：「八」字由兩筆畫組成，第一筆就是要先寫撇，第二筆就是要寫捺，

依循由左至右的順序書寫。又如：「不」字共由四畫組成，第一筆先寫一橫，第

二筆再寫一撇，第三筆再寫一豎，第四筆再寫一點，關於筆畫順序的知識可以參

考前文「以規範字為本思考草書簡化之由」對於「筆順」概念的介紹。 

    在從楷書省變成草書的過程中減省的現象非常常見，因為草書為了提升書寫

的速度，會比楷書的字形更簡化，筆畫數自然會相應減少，所以對本文來說「改

變順序具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改變順序」是指所有筆畫順序有改變的情形，包

含單純因為減省而有筆畫順序改變的情形。「狹義的改變順序」是不單純只有減

省，而是除了減省之外，還有替代、改變位置，或其他情形相應發生，導致筆畫

的書寫次序改變。換個角度思考，只要有替代或改變位置，就一定會有改變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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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發生。 

    本文這裡所指的「改變順序」是「狹義的改變順序」，不然範圍太過廣泛，

幾乎包含所有由楷書簡化為草書的情況。 

    我們現在以實際的例子來談談什麼是這裡所指的「改變順序」，例如：「大」

字。楷書是先寫橫，再寫撇，最後才寫捺。草書沒有改變筆畫書寫的順序，變成

是先寫撇，再寫撇，最後才寫由捺簡省的長點。「橫」這一「筆形」的定義，包

括必須是「由左至右」，在草書時卻改變為「由右至左」，變成了「撇」的「筆形」。

「改變筆形」時，寫法不同，順序就不同了，線條運行的順序有改變，也算是「改

變順序」的一種。 

圖 B-52 

智永墨跡本，頁 9「大」 草書 楷書 

 
  

        

    《急就章》的「伏」字，右邊的「犬」省變成「大」，整個「伏」字筆畫數

少了一畫，因此有「減省」的情形。「伏」字也有「改變筆形」、「改變順序」的

現象，改變了右邊「大」的「橫」這一「筆形」，在楷書是「由左至右」，在草書

時變為「由右至左」，變成了「撇」。 

 

圖 B-53 

急就章，頁 34「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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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與「順序」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可以在同一個字由楷書省為

草書的過程當中同時存在。寫草書時為了加快寫字的速度，有些時候會改變寫一

個字的筆畫順序或結構位置，以達到寫字流暢迅速的效果。改變筆畫順序不等於

改變結構位置，有時候一個字的結構仍然在同一個位置，然而寫字的筆畫順序即

寫法不同，順序就不同，形成了位置不變但順序改變的情況，如前面提到的「大」

字。 

    同時具有「替代」、「減省」、「改變順序」、「改變位置」的情況的例子如智永

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夏」字。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楷書原先「夏」

字楷書最上面的「長橫」，到了草書變成「一短橫」，筆形變得更簡單，因此屬於

「替代」的情況，本來是第一筆變成第二筆，移到中間的位置，改變了筆畫的書

寫次序有「改變順序」的情形。 

草書「夏」字最上面的「一點」，是由「目」這種「具有框框的結構」省變

而成，以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部件，因此有「替代」的情形；「目」的筆畫數

為五畫，省變為「一點」之後，筆畫數為一畫，筆畫數量有減少，因此有「減省」

的情形。原本「目」是在「夏」字的中間，雖然「目」已替代為一點，但是這一

點的位置也變到最上面了，因此有「改變位置」的情形。綜上所述可知智永墨跡

本《真草千字文》的「夏」字有「替代」和「減省」，以及「改變順序」和「改

變位置」的情形。 

    《急就章》的楷書「夏」字可以有兩種省變的方式。第一種方式為：第一筆

的長橫不變被移到中間，變成第三畫，改變了筆畫的順序屬於「改變順序」。用

兩個簡單的點相連替代「目」這個複雜的部件，屬於「替代」；而筆畫數也因此

減少，屬於「減省」。筆畫順序也變成第一筆和第二筆，屬於「改變順序」。 

    第二種方式為：本來楷書「長橫」和「短撇」是分開的兩筆，在草書當中變

成連筆，減少了筆畫數，屬於「減省」。之後將「目」這個複雜的部件替代為「一

橫」，用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部件，屬於「替代」的情形，同時減少了筆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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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減省」的情形。「夏」字楷書的第一筆和第二筆在草書寫成連筆，合起來

變成第一筆，「目」替代為一橫，變成第二筆，這都是屬於「改變順序」的情形。 

 

圖 B-54 

智永墨跡本，頁 23「夏」 急就章，頁 34「夏」 

     

 

    沒有「改變位置」而只有「改變順序」的情況，如松江本《急就章》的草書

「軻」字，其中「口」的筆順有所改變，原本楷書是先寫左豎之後，再寫上面的

橫加上右豎，最後再寫下橫。這裡的草書先寫左豎之後，卻直接寫右豎，再往上

繞一個弧，改變了原先楷書書寫的筆順，用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筆形，寫成草

書有減少整個字的筆畫數量，卻沒有改變部件的位置，屬於有「改變順序」，又

有「替代」和「減省」，卻沒有「改變位置」的情形。 

 

圖 B-55 

急就章，頁 16「軻」 

 

 

    在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有草書的「河」字，其中「口」的筆順也有所

改變，草書變成寫一個圈圈形成的一個點 ，用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部件，

有「替代」的現象。楷書「可」的「豎挑」在草書可以寫成一個順時針的弧 ，

是以簡單的筆形替代複雜的筆形，同樣屬於「替代」的現象。「河」字右半邊「可」

 



 

88 

 

的草書也有「改變順序」的情形，在筆畫的書寫順序上，不像是楷書由左寫到右，

由上寫到下，而是從右邊起筆寫到左，再直接從下往上繞，寫一個順時針的弧 。

「河」字的草書筆畫數量少於楷書，屬於「減省」的情況。也是屬於有「改變順

序」，又有「替代」和「減省」，卻沒有「改變位置」的情形。 

 

圖 B-56 

智永墨跡本，頁 5「河」 

 

 

    在草書中「言」可以寫為 ，以簡單的「豎挑」替代複雜的部件「言」。「五」

的筆畫順序為「橫」→「斜豎」→「橫折斜豎」→「橫」，後來在草書當中可以

寫成一個「乙形」+「一點」。用簡單的部件 取代複雜的部件 ，屬於「替

代」的範疇，「五」在楷書的筆畫順序第一筆為一橫，第二筆為斜豎，第三筆為

橫折豎，第四筆為一橫，但是到了寫成 的時候，第一筆變成一筆畫的乙形（筆

畫數：1，筆形為橫撇橫挑），第二筆變成一個向右的點，和楷書的筆畫順序不同，

因此有「改變順序」的情形。  的總筆畫數為 14 畫， 的總筆畫數

為 5 畫，筆畫數由 14 畫減少變成 5 畫，有「減省」的情況。綜合以上的分析會

發現「語」字也是屬於有「改變順序」，又有「替代」和「減省」，卻沒有「改變

位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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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57 

急就章，頁 48「語」 

 

 

    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深」字屬於有「改變順序」，又有「替代」

和「減省」的情況。「深」字的三點水字旁在草書已被省為 ，以簡單的筆形

代替繁多的筆形，屬於「替代」的情況。楷書的 被省略，是有「減省」而沒

有「替代」。「 」和木的「一橫」 合併成一個連筆，寫為 ，以簡單的

筆形取代複雜的筆形，屬於「替代」的情形。「木」的「豎挑」在草書當中可寫

為「豎弧挑」 ，左撇省為左點，右撇省為右點，因為寫成點可以加快書寫的

速度。上述的改變減少了許多的筆畫，屬於「減省」的情形，然而部件的位置並

沒有改變，所以不屬於「改變位置」。由於部分筆畫、部件經過了「減省」、「替

代」，造成書寫的筆畫順序上與原先楷書的筆畫順序有了差異，而產生了「改變

順序」的情形。 

 

圖 B-58 

智永墨跡本，頁 15「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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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趙孟頫《二體千字文》臨寫的承襲與變化 

第一節  智、趙二帖異形數量統計 

本研究論述的主軸在於趙孟頫臨摹智永《真草千字文》，由此來探究他是如

何學習草書的。本章要對趙孟頫《二體千字文》之於智永《真草千字文》的承襲

與變化進行探討。 

    本節「智、趙二帖異形數量統計」的「智」指的是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

「趙」指的是趙孟頫《二體千字文》，「異形」指的是比較兩者的楷書和草書兩方

面，在字的形體上有相異者。 

    這裡的「楷草異同」是以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

文》做對照，分別比較兩者的「楷書」與「草書」，來辨別差異和相同。智永關

中本《真草千字文》僅作為輔助作用。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以從兩類情況來

說明： 

    第一種情況，假如比較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

與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這三者的同一個字，發現趙孟頫本和智永墨跡本有

差異，但是趙孟頫本和智永關中本相同，這樣就屬於「相異」。 

 

表 C-1 

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 

因為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和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相異，所以判定為相異 

 

    第二種情況，假如同樣的比較上述三者的另一個字，發現趙孟頫本和智永墨

跡本相同，但是趙孟頫本和智永關中本有差異，這樣就屬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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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 

因為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和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相同，所以判定為相同 

 

    接下來的第二節就會使用此一形式的表格來進行比較，也許有會人提出編排

上的疑問？為什麼不將表格設計成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右側直接放趙孟

頫《二體千字文冊》呢？這裡提出的解釋是因為智永墨跡本和這裡的趙孟頫本都

是用筆墨寫的，而智永關中本是用石頭刻的，兩個墨跡本並排難免錯亂，正好用

一個石刻拓本，黑底白字，與兩份的墨跡本白底黑字色彩不同做為區隔，避免混

淆。 

    可能會有人問為什麼要放關中本進來作為輔助呢？這樣做的意義在哪呢？

原因是前文已經說明過智永臨《千字文》八百本分送給江東各寺，趙孟頫所臨未

必是現存的此一墨跡本，如果趙孟頫的字不同於智永墨跡本，不一定是他個人的

變化，也可能是趙孟頫臨寫他本，趙孟頫究竟是臨寫哪一本，目前尚且無法得知，

但已知的是現今流傳下來的《真草千字文》的版本中，就屬智永墨跡本和智永關

中本較為可靠可信，而且智永關中本確實與智永墨跡本在一些字的形體上有所不

同，換言之，這不僅僅是手寫本與拓本在墨跡與刻石之間，因為書寫的載體材料

上所形成的差異，例如：墨跡本的草書較石刻拓本容易保有筆墨間的游絲，或是

墨跡本的草書在使轉上有弧度的地方可能較石刻本為多。 

    在判斷何者屬於「相同」，何者屬於「相異」上，最需注重的就是客觀而有

意義的判斷基準了，而且為了要系統性的探討「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臨寫的

承襲與變化」，這整章都必須要有一貫的標準，不能突然改變判斷異同的依據，

我們將屬於「相異」的範圍縮得比較窄，除了「相異」之外的普遍視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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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臨摩的學習過程中，人畢竟不是機器，不容易寫的與範本一模一樣，所以

倘若在「大小」、「粗細」、「比例」、「色彩濃淡」、「游絲的長短、有無」方面有不

同，我們不判定為相異。 

    我們判定為「相異」的要項是在「筆形」、「部件」上有明顯的差異者，這當

中也包含了「異體字」與「錯別字」。 

    本文這裡的異同統計結果，只有就「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與「趙孟

頫《二體千字文冊》」二帖，分別做「楷書」和「草書」的異形數量統計。在相

異的部分，如果兩者寫的是兩個不同的字，則用「 / 」隔開，以「智永墨跡本

的該字 / 趙孟頫的該字」的方式呈現，例如：召 / 呂，智永墨跡本「召」字的

地方，趙孟頫寫「呂」字。 

 

    「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二帖的「楷書」

比較結果如下表： 

 

 楷書字例 數量 

相異 昃、宿、張、召/呂、騰、露、結、為、麗、崗/

岡、闕、珠、菓/果、芥、薑、海、鹹、河、淡、

鱗/ 、龍、鳥、制、裳、讓、國、陶、唐、弔、

民、伐、發、殷、湯、道、拱、平、愛、育、

黎、戎、遐、體、率、賓、歸、鳴、鳳、樹、

駒、被、賴、恭、鞠、絜、男、過、改、得、

彼、長、覆、器、難、量、墨、絲、染、讚、

行、德、建、聲、聽、禍、福、尺、嚴、與、

盡、臨、深、履、薄、興、清、松、盛、川、

35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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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淵、澄、止、辭、篤、終、籍、無、學、

優、登、詠、賤、睦、訓、母、儀、叔、兒、

連、枝、交、友、隱、弗、義、顛、沛、性、

靜、逸、逐、操、爵、邑、芒、洛、渭、據、

涇、宮、殿、磐、鬱、樓、驚、圖、寫、禽、

獸、畫、帳、筵、設、鼓、瑟、吹、笙、升/陞、

納、疑、通、達、承、既、典、亦、聚、英、

杜、隸、漆、相、路、槐、戶、封、縣、給、

冠、輦、驅、 、世、駕、茂、勒、衡、阜、

營、弱、迴、漢、感、丁、俊、密、晉、楚、

霸、魏、困、假、滅、虢、踐、會、法、韓、

弊、頗、威、漠、馳、譽、跡、秦、恒、鴈、

城、洞、庭、遠、緜、巖、冥、治、於、農、

茲、稼、穡、俶、載、畝、藝、黍、稷、熟、

勸、黜、陟、史、庶、幾、庸、謹、鑑、辯/辨、

祇、譏、寵、增、抗、極、辱、近、皋、幸、

兩、疏、機、逼、處、沉、默、寂、尋、散、

逍、遙、欣、遣、慼、渠、條、杷、翠、梧、

桐、陳、翳、落、葉、飄、颻、運、耽、囊、

畏、牆、湌、飯、適、享/烹、厭、糟、糠、故、

舊、老、異、御、房、扇、銀、瑋/煒、寐、籃/

藍、象、床/牀、絃、舉、觴、矯、悅、豫、康、

後、祭、稽、拜、悚、牒、骸、想、浴、執、

熱、驢、騾、特、駭、超、驤、盜、叛、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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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嵇、紙、釋、淑、嚬、研/妍、矢、曦、旋、

璣、懸、斡、魄、照、修、步、俯、矜、莊、

俳/徘、佪/徊、瞻、眺、孤、寡、愚、焉。 

 

相同 天、地、玄、宇、洪、日、月、盈、辰、列、

寒、來、暑、往、秋、收、冬、蔵、歳、陽、

雲、致、雨、霜、金、生、水、玉、出、崐、 、

稱、夜、光、珎、李、菜、重、 、羽、翔、

師、火、帝、官、人、皇、始、文、字、乃、

服、衣、推、位、有、虞、罪、周、坐、朝、

問、垂、章、首、臣、伏、羌、邇、壹、王、

在、白、食、場、化、草、木、及、萬、方、

蓋、此、身、髮、四、大、五、常、惟、養、

豈、敢、毀、傷、女、慕、貞、效、才、良、

知、必、能、莫、忘、罔、談、短、靡、恃、

己、信、使、可、欲、悲、詩、羔、羊、景、

維、賢、剋、念、作、聖、名、立、形、端、

表、正、空、谷、傳、虛、堂、習、因、惡、

積、緣、善、慶、壁、非、寶、寸、陰、是、

競、資、父、事、君、曰、敬、孝、當、竭、

力、忠、則、命、夙、溫、似、蘭、斯、馨、

如、之、不、息、取、映、容、若、思、言、

安、定、初、誠、美、慎、宜、令、榮、業、

所、基、甚、竟、仕、攝、職、從、政、存、

63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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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甘、棠、去、而、益、殊、貴、禮、別、

尊、卑、上、和、下、夫、唱、婦、隨、外、

受、傅、入、奉、諸、姑、伯、猶、子、孔、

懷、兄、弟、同、氣、投、分、切、磨、箴、

規、仁、慈、惻、造、次、離、節、廉、退、

匪、虧、情、心、動、神、疲、守、真、志、

滿、物、意、移、堅、持、雅、好、自、縻、

都、華、夏、東、西、二、京、背、面、浮、

觀、飛、彩、仙、靈、丙、舍、傍、啓、甲、

對、楹、肆、席、階、陛、弁、轉、星、右、

廣、內、左、明、集、墳、羣、槀、鍾、書、

壁、經、府、羅、將、俠、卿、八、家、千、

兵、高、陪、振、纓、祿、侈、富、車、肥、

輕、策、功、實、碑、刻、銘、磻、溪、伊、

尹、佐、時、阿、奄、宅、曲、微、旦、孰、

桓、公、匡、合、濟、扶、傾、綺、惠、說、

武、乂、勿、多、士、 、寧、更、趙、橫、

途、土、盟、何、遵、約、煩、刑、起、翦、

牧、用、軍、最、精、宣、沙、丹、青、九、

州、禹、百、郡、并、嶽、宗、岱、禪、主、

云、亭、門、紫、塞、雞、田、赤、昆、池、

碣、石、鉅、野、曠、邈、岫、杳、本、務、

南、我、稅、貢、新、賞、孟、軻、敦、素、

魚、秉、直、中、勞、謙、勑、聆、音、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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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貌、色、貽、厥、嘉、猷、勉、其、植、

省、躬、誡、殆、恥、林、即、見、解、組、

誰、索、居、閑、寥、求、古、論、慮、奏、

累、謝、歡、招、荷、的、歷、園、莽、抽、

枇、晚、早、彫、根、委、遊、鵾、獨、凌、

摩、絳、霄、讀、翫、市、寓、目、葙、易、

輶、攸、屬、耳、垣、具、膳、口、充、腸、

飽、飫、宰、飢、親、戚、少、糧、妾、績、

紡、侍、巾、帷、紈、圓、潔、燭、煌、晝、

眠、夕、笋、歌、酒、讌、接、杯、手、頓、

足、且、嫡、嗣、續、祀、蒸、嘗、顙、再、

懼、恐、惶、牋、簡、要、顧、答、審、詳、

垢、願、涼、犢、躍、誅、斬、賊、捕、獲、

亡、射、丸、琴、阮、嘯、恬、筆、倫、鈞、

巧、任、釣、紛、利、俗、並、皆、佳、妙、

毛、施、姿、工、咲、年、每、催、暉、朗、

曜、晦、環、指、薪、祜、永、綏、吉、劭、

矩、引、領、仰、廊、廟、束、帶、陋、聞、

蒙、等、誚、謂、語、助、者、哉、乎、也。 

墨跡破損， 

無從比較 

黃、宙、荒、閏、餘、成、律、調、 、巨、

奈、樂、比。 

13 個 

 

 

    將上述的細部統計資料整理成「字數」與「百分比」的簡表，再以「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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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相異」、「相同」、「無從比較」與「字數」的關係；再以「環圈圖」呈現「相

異」、「相同」、「無從比較」與「百分比」的關係。 

 

 字數（單位：個） 百分比 

相異 356 35.6% 

相同 631 63.1% 

無從比較 13 1.3% 

總數 1000 100% 

 

    從上面的表格可以發現兩者「相異」的共有 356 個字，佔全體的 35.6%；兩

者「相同」的共有 631 個字，佔全體的 63.1%；兩者「無從比較」的共有 13 個

字，佔全體的 1.3%。「相異」的比「相同」的多了 275 個字，相當於 27.5%。 

 

 

 

字數（單位：個） 

相異 

相同 

無從比較 

356個 

13個 

63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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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二帖的「草書」

比較結果如下表： 

表 C-3 

 草書字例 數量 

相異 宙、辰、來、暑、秋、收、閏、歳、律、召/呂、

調、雲、致、雨、露、結、霜、金、麗、玉、

出、崐、崗/岡、 、 、稱、菓/果、李、奈、

海、鹹、淡、鱗/ 、龍、帝、官、裳、推、位、

讓、國、陶、弔、伐、坐、垂、平、章、愛、

育、首、伏、戎、遐、邇、壹、體、賓、鳴、

443 個 

35.6% 

63.1% 

1.3% 
百分比 

相異 

相同 

無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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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場、被、髮、四、大、惟、鞠、豈、毀、

傷、貞、知、改、談、靡、恃、使、覆、欲、

墨、絲、染、讚、羔、行、作、建、立、形、

端、正、堂、禍、惡、積、福、善、壁、寶、

資、曰、嚴、孝、當、竭、履、薄、興、溫、

清/凊、斯、馨、之、盛、流、淵、澄、取、映、

止、辭、誠、宜、業、基、竟、登、職、從、

甘、棠、殊、禮、訓、母、姑、伯、懷、氣、

連、交、磨、箴、規、慈、隱、惻、造、離、

退、匪、虧、性、情、逸、神、疲、守、志、

滿、移、持、雅、自、邑、夏、西、背、渭、

殿、磐、樓、飛、圖、禽、獸、彩、靈、啓、

帳、對、楹、筵、設、席、鼓、升/陞、陛、疑、

通、廣、達、承、集、墳、亦、聚、杜、槀、

鍾、隸、漆、壁、府、俠、封、陪、輦、驅、 、

振、纓、世、富、車、駕、輕、策、茂、實、

刻、溪、衡、奄、營、匡、弱、綺、迴、漢、

武、俊、密、寧、晉、楚、假、塗、滅、虢、

踐、弊、煩、翦、軍、最、禹、郡、宗、恒、

禪、鴈、雞、赤、城、昆、池、碣、鉅、庭、

曠、遠、緜、邈、巖、岫、杳、冥、治、本、

農、務、茲、穡、載、畝、藝、熟、貢、勸、

黜、陟、孟、軻、敦、史、魚、秉、直、幾、

謹、音、察、鑑、辯/辨、色、貽、嘉、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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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躬、譏、誡、寵、增、抗、辱、恥、林、

皋、幸、兩、疏、見、機、組、逼、索、沉、

默、寥、古、尋、散、慮、逍、遙、累、慼、

渠、荷、的、園、條、杷、晚、早、彫、根、

翳、葉、飄、颻、鵾、獨、運、摩、絳、霄、

耽、翫、攸、牆、湌、口、充、腸、飽、飫、

烹、飢、厭、糟、糠、親、戚、老、妾、御、

績、紡、帷、房、扇、燭、煒、眠、寐、象、

床/牀、絃、讌、接、頓、豫、且、嫡、嗣、祀、

再、懼、牋、牒、垢、執、騾、特、躍、超、

斬、賊、盜、遼、琴、阮、筆、紙、並、施、

研/妍、年、矢、羲、曜、旋、璣、斡、魄、環、

指、修、祜、綏、矩、領、俯、帶、矜、莊、

俳/徘、佪/徊、瞻、眺、孤、陋、寡、聞、愚、

蒙、誚、助、哉。 

 

相同 天、地、玄、黃、洪、荒、日、昃、宿、列、

張、寒、往、冬、蔵、陽、騰、為、生、水、

巨、闕、珠、夜、光、珎、菜、重、芥、薑、

河、 、羽、翔、師、火、鳥、人、皇、始、

制、文、字、乃、服、衣、有、虞、唐、民、

罪、周、發、殷、湯、朝、問、道、拱、黎、

臣、羌、率、歸、王、鳳、在、樹、駒、食、

化、草、木、賴、及、萬、方、蓋、此、身、

54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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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恭、養、敢、女、慕、絜、男、效、

才、良、過、必、得、能、莫、忘、罔、彼、

短、己、長、信、可、器、難、量、悲、詩、

羊、景、維、賢、剋、念、聖、德、名、表、

空、谷、傳、聲、虛、習、聽、因、緣、慶、

尺、非、寸、陰、是、競、父、事、君、與、

敬、力、忠、則、盡、命、臨、深、夙、似、

蘭、如、松、川、不、息、容、若、思、言、

安、定、篤、初、美、慎、終、令、榮、所、

籍、甚、無、學、優、仕、攝、政、存、以、

去、而、益、詠、樂、貴、賤、別、尊、卑、

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外、受、

傅、入、奉、儀、諸、叔、猶、子、比、兒、

孔、兄、弟、同、枝、友、投、分、切、仁、

次、弗、節、義、廉、顛、沛、靜、心、動、

真、逐、物、意、堅、操、好、爵、縻、都、

華、東、二、京、芒、面、洛、浮、據、涇、

宮、鬱、觀、驚、寫、畫、仙、丙、舍、傍、

甲、肆、瑟、吹、笙、階、納、弁、轉、星、

右、內、左、明、既、典、羣、英、書、經、

羅、將、相、路、槐、卿、戶、八、縣、高、

冠、祿、侈、肥、功、勒、碑、銘、磻、伊、

尹、佐、時、阿、宅、曲、阜、微、旦、孰、

桓、公、合、濟、扶、傾、惠、說、感、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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乂、勿、多、士、 、更、霸、趙、魏、困、

橫、土、會、盟、何、遵、約、法、韓、刑、

起、頗、牧、用、精、宣、威、沙、漠、馳、

譽、丹、青、九、州、跡、百、秦、并、嶽、

岱、主、云、亭、門、紫、塞、田、石、野、

洞、於、稼、俶、南、我、黍、稷、稅、新、

賞、素、庶、中、庸、勞、謙、勑、聆、理、

貌、厥、猷、植、省、極、殆、近、即、解、

誰、居、閑、處、寂、求、論、欣、奏、遣、

謝、歡、招、歷、莽、抽、枇、翠、梧、桐、

陳、委、落、遊、凌、讀、市、寓、目、囊、

葙、易、輶、畏、屬、耳、垣、具、膳、飯、

適、宰、故、舊、少、異、糧、侍、巾、紈、

圓、潔、銀、煌、晝、夕、藍、笋、歌、酒、

杯、舉、觴、矯、手、足、悅、康、後、續、

祭、蒸、嘗、稽、顙、拜、悚、恐、惶、簡、

要、顧、答、審、詳、骸、想、浴、熱、願、

涼、驢、犢、駭、驤、誅、捕、獲、叛、亡、

布、射、丸、嵇、嘯、恬、倫、鈞、巧、任、

釣、釋、紛、利、俗、皆、佳、妙、毛、淑、

姿、工、嚬、咲、每、催、暉、朗、懸、晦、

照、薪、永、吉、劭、步、引、仰、廊、廟、

束、等、謂、語、者、焉、乎、也。 

墨跡破損， 宇、月、盈、餘、成、家、給、千、兵。 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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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比較  

 

 

 

    將上述「草書」的細部統計資料整理成「字數」與「百分比」的簡表，再以

「圓餅圖」呈現「相異」、「相同」、「無從比較」與「字數」的關係；再以「環圈

圖」呈現「相異」、「相同」、「無從比較」與「百分比」的關係。 

 

表 C-4 

 字數（單位：個） 百分比 

相異 443 44.3% 

相同 548 54.8% 

無從比較 9 0.9% 

總數 1000 100% 

 

    從上面的表格可以發現兩者「相異」的共有 443 個字，佔全體的 44.3%；兩

者「相同」的共有 548 個字，佔全體的 54.8%；兩者「無從比較」的共有 9 個字，

佔全體的 0.9%。「相異」的比「相同」的多了 105 個字，相當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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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 

 

 

圖 C-2 

 

 

 

字數（單位：個） 

相異 

相同 

無從比較 

443個 

9個 

548個 

44.3% 

54.8% 

0.9% 

相異 

相同 

無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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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二帖異形字實例 

一、楷書異草書同 

 

（一）藍笋象床 

圖 C-3 

智永墨跡本，頁 44 智永關中本，頁 44 趙孟頫，頁 58 

    

 

    智永墨跡本寫做「籃笋象床」、智永關中本寫做「藍笋象床」、趙孟頫本寫做

「藍笋象牀」，南朝梁周興嗣所撰的《千字文》由一千個不同的字所組成，四字

一句，對偶押韻，便於背誦，所以按照對偶的規則「笋」對「床、牀」，是名詞

對名詞，「牀」是「床」的異體字。「籃、藍」對「象」，是形容詞對形容詞。 

    「象床」或「象牀」是指用象牙裝飾的床，「藍」指的是藍色的。「籃」如果

要做形容詞解釋，就是用藤、竹等物所編成的。「笋」是「筍」的異體字，這裡

的「笋」當是指「笋席」，又可以寫做「筍席」，是一個漢語詞彙，指的是嫩竹青

编成的蓆子。如果是寫「籃笋」就是指用藤、竹所編成的蓆子，如果是寫「藍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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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藍色的蓆子，「籃」與「藍」都可以作形容詞，因為無法判斷最一開始周

興嗣當時寫作的原意，所以寫成「籃笋象床」或「藍笋象床」都可以接受。 

    那為什麼智永關中本、趙孟頫本都寫做「藍笋」呢？因為古時候的隸書，草

字頭與竹字頭相通，所以在楷書當中也常有草字頭與竹字頭相通的情形。 

   

（二）騰 

圖 C-4 

智永墨跡本，頁 4 智永關中本，頁 4 趙孟頫，頁 18 

    

 

    在草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

「騰」字相同，與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則有些微不同。 

    前兩者相同的部分，我們來看看是如何從楷書省變成草書的，「騰」字左半

邊的「月」形，草書時將左邊的長撇省為一短斜撇，提高到最上；接著寫長豎折

挑，此為楷字「月」形右半「橫折豎折挑」的省略。之後「月」中間的橫、挑兩

畫，省略為一點挑。騰左半的「月」形，其實篆字是舟。不過字形演變過程中類

化為「月」。楷書中舟、月或肉部的左偏旁寫法（月），草書可共形為上述的寫法

（ ）。 

    「騰」字的右半邊，保留原先楷書上面的左點右撇，接著將楷書上方的兩橫

省為一橫，將楷書向左的長撇寫為一短豎。趙孟頫和智永墨跡本都是將原先楷書

的長捺，省為一向左的短撇，智永關中本則省為一短橫。「騰」字的部件「馬」

在草書當中可以省為 ，將原先楷書「馬」下方的三點或四點省為一點，上方

的三短橫省為一短橫，原先楷書的一長豎省為一短豎，「橫折斜豎挑」省為一個

 



 

107 

 

順時針的弧，以上種種減省與替代的情況，皆能加快書寫的速度。 

    在草書的書寫筆畫順序方面，都是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先寫「騰」字的左

半部，寫一個向下的點，再寫弧豎挑（關中本是寫一個向左的短撇，再寫豎挑），

最後再寫一個向右上的挑，筆勢直接往右上帶到右半部，先寫中間的短豎，再寫

左點，再寫右撇，之後寫橫，再寫撇（關中本是寫一短橫），接著寫由「馬」省

略而成的部分，先寫一短橫，接著寫一短撇，再寫一個順時針的弧，最後繞到左

邊寫一個點。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楷書「騰」字，只有在一處特別不同，那就是部件「馬」的底下，筆形

和筆畫數上有了差異。智永墨跡本是寫「三個點」，三畫完成；智永關中本是寫

「一橫」，一畫就完成了；趙孟頫是寫「四個點」，四畫完成。趙孟頫與智永關中

本的差異較大，趙孟頫可能是學習墨跡本再做變化，或是學習智永八百本《千字

文》當中其他寫成「四個點」的版本。 

 

（三）駒 

圖 C-5 

智永墨跡本，頁 9 智永關中本，頁 9 趙孟頫，頁 22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

「駒」字相同。「駒」字左半邊「馬」都是寫為 ，我們先來看看這是如何從楷

書省變成草書的，「駒」字左半邊的「馬」保留原先楷書「馬」最上方的短橫，

接著「馬」的上半部有類似框框的結構，可以省為兩個點，「橫折斜豎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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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為一個順時針的弧，再將楷書「馬」的四點或三點省為一橫。 

    「駒」字的右半邊，省略第一個左撇，「橫折斜豎挑」同樣省為一個順時針

的弧，再將楷書「口」（趙孟頫本是寫厶）省為兩個點。 

    在草書的書寫筆畫順序方面，也是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先寫「駒」字的左

半部，寫一橫，再寫兩個點，直接把筆勢往下帶，寫一個順時針的弧，最後再寫

一個向右上的橫。寫完了左半部之後寫右半部，左半部最後的向右上的橫，筆勢

直接往右上帶到右半部，先寫一個順時針的弧，最後寫中間的兩個點。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楷書「駒」字，有兩處特別不同：其一是部件「馬」的底下，筆形和筆

畫數上有了差異。智永墨跡本和智永關中本一樣都是寫「三個點」，三畫完成；

趙孟頫是寫「四個點」，四畫完成。其二是「駒」字的右半部，智永墨跡本和智

永關中本一樣都是寫「句」，中間是一個「口」；趙孟頫是寫「勾」，中間是一個

「厶」。趙孟頫可能是學習墨跡本或關中本再做變化，或是學習智永八百本《千

字文》當中的其他版本。 

「騰」和「駒」這兩個字同樣有「馬」這個部件，只是「馬」這個部件的位

置不同，「馬」在「騰」字的下方，寫成 ；而「馬」在「駒」字的左方，寫

成 。為什麼同一個部件「馬」會因為所在的位置不同而寫的不一樣呢？我們

在這裡提出可能的說明，首先可能是因為書寫上的方便快速，「駒」字屬於左右

結構，寫成 ， 的最後一筆往右帶剛好可以直接寫右半部的結構，比寫成

更方便。另外，也有可能是出於美觀的因素， 的結構比 瘦長，對屬於左右

結構的「駒」字來說，比較不會壓迫到右半邊寫「句」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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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圖 C-6 

智永墨跡本，頁 4 智永關中本，頁 4 趙孟頫，頁 18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

「結」字相同。「結」字左半邊「糸」都是寫為 ，「結」字右半邊的「口」都

是寫為兩個點。 

    在草書的書寫筆畫順序方面，也是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智永本先寫「結」

字的左半部，寫點折撇轉弧豎，再轉寫一弧橫。第二筆寫右半部的豎轉橫。第三

筆寫靠左邊的一個點。第四筆寫靠右邊的一個點。 

趙孟頫本先寫「結」字的左半部，第一筆寫點。第二筆寫由右至左的一撇，

第三筆寫弧豎轉挑轉一弧橫。第四筆寫一豎。第五筆寫一橫折撇。第六筆寫靠左

邊的一個點，不要斷開繼續寫靠右邊的一個點往左下收筆。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楷書「結」字，有一處明顯不同：「結」字的左半部，智永墨跡本和智

永關中本一樣都是寫「 」，下方是寫一個「挑」；趙孟頫是寫「 」，下方是寫

三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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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彼 

圖 C-7 

智永墨跡本，頁 11 智永關中本，頁 11 趙孟頫，頁 24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楷書「彼」字的左半邊和智永關中

本相同，與智永墨跡本不同。趙孟頫和智永關中本都是寫「彼」字，智永墨跡本

則是寫「佊」字，左側為單人旁「 」。而在右半邊的「皮」，智永關中本與智永

墨跡本寫的相同，最靠近左半部的那一筆都是寫一長撇，趙孟頫則是與兩者相異，

是寫一個垂露豎。 

    再進一步觀察三者草書的字形會發現，趙孟頫右半邊的「皮」除了左邊那一

豎比較短之外，在外型上比較接近智永關中本，「皮」的左短豎與由楷書「橫折

撇」省略而成的弧相連，筆勢往上帶寫中間的短豎，再直接寫撇，最後寫由楷書

的捺省變成的向右長點。 

    智永墨跡本「皮」的上方有保留向上帶寫中間那一豎的那一筆，智永關中本

因為是刻於石上的拓本，在游絲的表現上相對比較不清楚，在「皮」最後的撇和

長點部分，趙孟頫比較接近智永關中本，是分開的兩筆，而不像智永墨跡本由撇

直接帶過去寫向右的長點，一筆畫完成。 

    在草書的筆畫順序方面，「智永墨跡本」第一筆寫最左邊的豎，第二筆寫左

邊數來的第二個豎，之後不要斷開，直接寫一橫轉撇，再往上帶寫一短豎，接著

寫一個順時針的弧，再往上一轉，寫一個向右的長點。「智永關中本」第一筆寫

最左邊的垂露豎，第二筆寫左邊數來的第二個豎，之後不要斷開，直接寫一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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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第三筆寫中間的豎轉寫一個順時針的弧。第四筆寫一個向右的點。 

「趙孟頫本」這裡「彼」字的草書，第一筆寫最左邊的豎，第二筆寫左邊數

來第二個豎，之後不要斷開，直接寫橫轉撇，再帶上去寫中間的短豎，再直接寫

一個順時針的弧。第三筆寫一個向右的長點（向左收筆）。 

 

 

（六）發 

圖 C-8 

智永墨跡本，頁 7 發 智永關中本，頁 7 趙孟頫，頁 

   

 

趙孟頫的楷書「發」字與智永本不同，趙孟頫的楷書上面寫 ，智永

本的楷書上面寫 ，趙孟頫與智永的草書相同。 其實就是來源自小

篆的 。根據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說文‧弓部》裡面的「發」字的

小篆為 。89 其實就是來源自 。秦系簡牘文字《睡.秦 22》

的「發」字寫為 。90 

 

（七）器 

圖 C-9 

                                                 
89

 小學堂網路版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fontcode=27.767C 
90

 小學堂網路版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fontcode=71.ED09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fontcode=27.767C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fontcode=71.ED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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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墨跡本，頁 11 器 智永關中本，頁 11 趙孟頫，頁 26 

   

《干祿字書．去聲》云：「噐、器，上通下正。」考器於隸書作 ，所從 

犬形似工，故訛變作噐。91智永本的楷書寫為「噐」，趙孟頫本的楷書寫為「器」。

如同「因」字有兩種寫法，一寫為「 」，一寫為「因」。 

    智永本和趙孟頫本的「器」字草書相同。 

 

（八）德 

圖 C-10 

智永墨跡本，頁 12 德 智永關中本，頁 12 趙孟頫，頁 26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楷書「德」字的右上角和智永本皆

不相同，其他的部分趙孟頫和智永本都寫的相同。趙孟頫 的草書寫為 。

智永本的 草書皆寫為 。 

    趙孟頫和智永的 草書皆可以省為兩個點，前者的 ，後者的 。

趙孟頫和智永的「心」皆可以省為一橫。左側為雙人旁 可以省為一個點 + 一

個點挑「 」，像是智永墨跡本寫的情況。寫的速度再快一些可以省為 ，像是

趙孟頫本寫的情況。 

                                                 
91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路版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wNjk2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wNj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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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情況之下，楷書十字也可以寫成一點一橫，智永本的「德」字上方寫

十字，趙孟頫寫一點一橫。智永墨跡本和趙孟頫本的「朝」字上方寫一點一橫；

智永關中本的「朝」字上方寫十字，和我們現代人一般的寫法一樣。 

 

圖 C-11 

智永墨跡本，頁 7 朝 智永關中本，頁 7 趙孟頫，頁 22 

   

 

 

 

二、草書異楷書同 

（一）大 

圖 C-12 

智永墨跡本，頁 9 智永關中本，頁 9 趙孟頫，頁 24 

   

 

圖 C-13 

智永墨跡本，頁 9「大」 智永關中本，頁 9「大」 草書 楷書 

    

 

圖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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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孟頫，頁 24 草書 楷書 

   

 

    在草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草書「大」字在筆畫順序上有差異。 

    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大」字，都在第一筆的筆

形上有了變化，「橫」這一「筆形」的定義包括必須是「由左至右」，然而在這裡

的「大」字的草書卻由原先楷書的「由左至右」改變為「由右至左」，從「橫」

變成了「撇」的「筆形」，屬於「改變基本筆形」的一種，由橫改變為撇，運筆

的行進方向與「筆順」當然會隨之而有所改變。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大」字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都有所

不同，趙孟頫這裡的「大」字草書先寫橫，再將筆勢帶上去寫撇，最後再寫右邊

的點，沒有改變第二筆畫的筆形，也就沒有「改變筆畫順序」。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楷書「大」字和智永墨跡本、智永

關中本相同，都是先寫橫，再寫撇，最後才寫捺。 

 

（二）李 

圖 C-15 

智永墨跡本，頁 5 智永關中本，頁 5 趙孟頫，頁 18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李」字，在第一筆的筆形上有了變化，「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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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筆形」的定義包括必須是「由左至右」，而「李」字的草書卻由原先楷書

的「由左至右」改變為「由右至左」，從「橫」變成了「撇」的「筆形」，屬於「改

變筆形」的一種，與上述「大」字相仿。它的書寫順序為，先寫一撇再從這個撇

的左方帶到上方寫一豎，第二筆再寫「木」這個部件的左邊的一撇，第三筆寫右

點，之後再提起筆來寫第四筆，將「子」這個部件的「點折撇折弧橫」一筆完成。 

    在草書的筆畫順序方面，楷書當中「李」字的第一筆先寫「木」的一橫，到

了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草書「李」字的第一筆變成先寫豎，

改變了書寫一個字的筆畫順序，是屬於「改變順序」的一類。墨跡本的書寫順序

為，第一筆先寫豎，第二筆寫「橫折撇」再帶到右邊直接寫一右點，不用提起筆，

接續將「子」這個部件的「點收筆+弧+橫弧」完成。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楷書

「李」字，幾乎完全相同。唯智永墨跡本與另外兩者有一處顯著不同：「了」的

末了「豎折左挑」的地方，寫為「豎折橫折挑」，多了一段比較長的「橫」筆形，

使字的下盤更寬。然而，這是屬於寫字時的表現問題，本文不歸為字形與另二本

相異。 

 

（三）白 

圖 C-16 

智永墨跡本，頁 9 智永關中本，頁 9 趙孟頫，頁 22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楷書「白」字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相同，

都是先寫撇，第二筆寫左豎，第三筆再寫橫折右豎，第四筆寫中間的一短橫，最

後寫最下方的一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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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草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白」字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

本都有所不同，趙孟頫這裡的「白」字草書第一筆改變原先楷書的撇的筆形，由

撇變成點，第二筆的左豎斜度（由右上向左下）頗大；原先楷書第三筆「橫折豎」

變成「橫轉豎轉弧」，寫成一個順時針的弧形往上帶，將原先楷書第四筆（在字

中心的短橫）與第五筆（末橫），轉變成寫兩個相連的點。而第四筆的點位置上

移至第三筆的橫之上。 

    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的草書「白」字相似，但不相同。「智永墨跡本」

草書「白」字，第一筆改變原先楷書的撇的筆形，由撇變成點，第二筆寫一豎，

第三筆由原先楷書第三筆、第五筆在草書當中連成一筆，從「橫折豎」+「橫」

變成「豎轉弧」，第四筆由原先楷書第四筆的一短橫改變成一點，因為寫成點比

寫成橫更能加快書寫的速度。 

    「智永關中本」草書「白」字，第一筆改變原先楷書的撇的筆形，由撇變成

點，第二筆寫一豎，第三筆由原先楷書第三筆、第五筆在草書當中連成一筆，從

「橫折豎」+「橫」變成「橫折豎轉弧」，第四筆由原先楷書第四筆的一短橫改變

成一點。 

    「白」字智永墨跡本和關中本最大的差別在「豎轉弧」和「橫折豎轉弧」的

不同。 

 

（四）綵 

圖 C-17 

智永墨跡本，頁 24 智永關中本，頁 24 趙孟頫，頁 38 

  
 

 

    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綵」字相同，左邊的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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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書當中都寫為 。右半部楷書的第一撇，由撇變成一點，楷書中間的兩個點，

再變成一橫。楷書最右邊的一個短撇保留，部件「木」中間的「豎折挑」不變，

不過「木」的筆畫順序在楷書當中應該是先寫橫，再寫豎，再寫長撇，再寫捺；

到了草書時筆順改變為先寫「豎折挑」，再一筆寫完「橫 + 撇」，最後寫由原先

楷書捺的筆形改變而成的一向右長點。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綵」字則與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有顯

著的不同。左邊的糸部在草書寫為 ，可視為與智永寫法一致。右半部第一筆

是一撇，「采」部件中間的兩點和一短撇直接省略，字形近於「禾」，木的書寫筆

順也是先「豎折挑」，再寫橫、撇、點。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與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楷書「綵」字相同。 

    「綵」與「菜」聲符都是「采」，但是「采」的草書書寫，智永於「綵」、「菜」

二字有別，趙孟頫則是一致書寫如「禾」。 

圖 C-18 

智永墨跡本，頁 5 智永關中本，頁 5 趙孟頫，頁 20 

  
 

        

（五）帳 

圖 C-19 

智永墨跡本，頁 24 智永關中本，頁 24 趙孟頫，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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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草書方面，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帳」字幾乎

相同，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帳」字相異。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

本都是寫錯字，將楷書「帳」字的草書寫成了「悵」字的草書，將「巾」部件寫

成了「忄」字旁。趙孟頫的草書「帳」字沒有寫錯字。 

    在草書的書寫順序方面，智永本第一筆是先寫點，第二筆寫「豎折挑」，第

三筆寫撇之後輕輕抬起筆來，第四筆寫「橫轉挑」，第五筆寫「豎轉橫轉點」（對

應的是智永關中本的「豎轉橫」）。趙孟頫的草書「帳」字因為沒有寫錯字，所以

先寫的是巾，第一筆是先寫「點折橫折斜豎轉挑」，第二筆寫豎，第三筆寫「撇

折橫折挑」，第四筆是最後一筆，寫「豎轉橫轉點」。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楷書「帳」字，只有一處特別不同：趙孟頫楷書「帳」字的最後一筆是

寫「向右長點」；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則都是寫成「捺」。 

 

（六）通 

圖 C-20 

智永墨跡本，頁 25 智永關中本，頁 25 趙孟頫，頁 40 

   

 

    在草書方面，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通」字相同，

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通」字相異。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都是

先將楷書「通」字「 」部件的一點省略，也將「用」這個部件的左豎省略，

遵循的是在楷書省變成草書的過程中，當一個部件有左右兩豎時，左邊的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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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省略掉的原則。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都是將楷書「通」字的「 」字旁

省為一橫 。趙孟頫的草書「通」字沒有省略「用」這個部件的左豎。「辶」

字旁省為一橫折挑 。 

    在草書的書寫順序方面，前文在楷書的筆順歌訣當中有介紹過「辶（ㄔㄨㄛ

ˋ）廴（一ㄣˇ）為基異於走」是指「辶」和「廴」屬於字的下盤，所以就書寫

順序來看，是因循由上而下的原理，先寫字的上半部，再寫字的下半部。 

    智永本第一筆是先寫「橫折斜豎」，之後不要抬起筆來直接寫「橫轉豎轉挑」，

第二筆寫一個由兩個橫連筆所形成的「z」形，第三筆寫一豎，第四筆是最後一

筆，寫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通」字第一筆寫「橫折斜豎」，

之後一樣不用抬起筆來直接寫「橫轉豎轉挑」，第二筆寫一左豎，第三筆寫一個

由兩個橫連筆所形成的「z」形，第四筆寫一個中間的豎，第五筆寫 。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楷書「通」字，有一處明顯不同：趙孟頫楷書「通」字下方是寫「辶」；

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則都是寫「 」。 

 

（七）業 

圖 C-21 

智永墨跡本，頁 17 業 智永關中本，頁 17 趙孟頫，頁 30 

   

 

    趙孟頫的楷書「業」字與智永相同。趙孟頫的草書「業」字與智永寫的不同。

智永的草書「業」字將頂部的 省為 ，趙孟頫這邊就寫的不夠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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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行書。 

 

（八）並 

圖 C-22 

智永墨跡本，頁 49 並 智永關中本，頁 49 趙孟頫，頁 62 

   

 

  趙孟頫的楷書「並」字與智永相同。趙孟頫的草書「並」字與智永寫的不同。

並字中間的結構 在草書當中可以省為兩個點，也可以省為三個點，趙孟頫就是

將 省為兩個點相連，智永則是將 省為三個點相連。 

 

三、楷書草書皆異 

（一）徘徊 

圖 C-23 

智永墨跡本，頁 51 智永關中本，頁 51 趙孟頫，頁 66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徘徊」不同於智永墨跡本和智永關中本的「俳

佪」。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徘徊」兩字的左邊「彳」字旁，都被省略成

一個點，再加一個「點轉挑」 ，智永的寫法則與楷書單人旁沒有多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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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俳」、「徘」右半部的「非」，智永與趙孟頫基本沒有太大的差異。 

    「佪」、「徊」字右半的 ，智永與趙孟頫寫外「囗」都是先左豎連下橫，

而後上橫轉右弧豎。差異在「囗」內「 」的字形，智永寫為左右二豎中有一

點，而趙孟頫則左右二豎有連筆，其下再加一點，如一「 」字。 

     

 

（二）稽 

圖 C-24 

智永墨跡本，頁 46 智永關中本，頁 46 趙孟頫，頁 60 

       

 

    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稽」字相同，與趙孟頫《二

體千字文冊》的草書「稽」字相異。智永本與趙孟頫本在左半邊「禾」的草書是

相同的 、 、 。智永墨跡本寫 與智永關中本寫 的地方其實只差在墨

跡本的上面有游絲 ，但是關中本沒有游絲；還有 圈圈的比例小與 圈

圈的比例大而已，所以不算相異。 

    智永墨跡本楷書「尤」這個部件是寫一橫，再寫一撇。墨跡本豎折橫筆畫較

短小，橫頓後有明顯向左下出鋒收筆與關中本不算是相異的寫法。智永本「尤」

這個部件的草書，將原先楷書開始的一橫（橫的筆順是由左至右），改變筆順寫

成一撇（撇的筆順是由右上至左下），有「改變筆順」的情形。 

    趙孟頫本在楷書的部分則是將與智永墨跡本「尤」對應的地方寫成部件「九」

，草書寫成 ，先寫撇，然後不要斷開寫轉橫折豎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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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草書的書寫順序方面，「智永墨跡本」是一筆完成整個字的，先寫左半部

的「禾」的一撇，直接寫弧豎轉挑，再連筆寫上面的一橫轉撇再寫挑，將筆墨繼

續帶到「稽」字的右半部，寫了一個順時針的弧，再往上繞順時針繼續寫一個圈

圈，接著往右邊寫一個橫折斜豎轉橫轉點。 

「智永關中本」草書的書寫順序是：由左至右，由上而下，第一筆寫一撇。

第二筆寫弧豎折挑，接著筆不要斷開繼續往上帶寫一橫轉撇轉挑。第三筆寫的是

撇接著往上帶寫一豎，形成一個圈圈狀，接著繼續寫一短橫折斜豎轉橫。第四筆

寫一向右的點。 

    「趙孟頫本」草書的書寫順序是：由左至右，由上而下，第一筆先寫一撇，

不要斷開，直接寫一豎折挑轉橫轉撇，撇後向右上挑去，接著寫字的右半部 ，

先寫撇，然後不要斷開寫轉橫折豎轉點，繼續不要斷開往下接著寫一橫折斜豎折

橫，順著筆勢再寫最後的一個點。 

     

（三）止 

圖 C-25 

智永墨跡本，頁 16 智永關中本，頁 16 趙孟頫，頁 30 

       

 

    在草書方面，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止」字相同，

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止」字相異。智永本是以兩筆畫完成，先寫

一弧豎轉橫出挑，再寫一點。趙孟頫本是以三筆畫完成，第一筆寫豎折橫折挑，

第二筆寫中間的一點，之後繼續連筆寫最右邊的點。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123 

 

字文》的楷書「止」字相異。智永本寫的就是今天所寫的「止」。趙孟頫寫「止」

已經寫的有些行書化了，楷書「止」中間最長的一豎變成一點；豎旁短橫也寫為

一點。 

 

 

（四）茲 

圖 C-26 

智永墨跡本，頁 35 智永關中本，頁 35 趙孟頫，頁 48 

      

 

    在草書方面，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茲」字相近，

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茲」字相異。 

    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的草書「茲」字都是先將楷書「茲」字的草字頭

省為左點右撇下橫，如： 、 。再將 省為 。 

    趙孟頫的草書「茲」字草頭也是寫成左點右撇下橫。字下半 則寫為

（絲的草字）。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楷書「茲」字，有一處明顯不同：趙孟頫本楷書「茲」字上面的草頭有

行書化，寫的是 ；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則是寫 。 

 

（五）瑟 

圖 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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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墨跡本，頁 25 智永關中本，頁 25 趙孟頫，頁 38 

 

 

 

 

    仔細觀察這裡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草書「瑟」字與楷書「瑟」字，會發

現其中「必」這個部件的「筆畫順序」與「筆形樣態」與智永本有明顯的差異。  

    首先就「筆畫順序」來看，在草書方面，兩者「草書」「瑟」字中「必」這

個部件「筆畫順序」的差異可以分為兩類敘述如下： 

    第一類：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的筆畫順序都是第一筆先寫一撇，第二筆

再寫一個弧合挑，第三筆寫最上面的點，第四筆寫左邊的點挑，第五筆寫最右邊

的點。 

    第二類：趙孟頫的筆畫順序與智永不同，第一筆是一個最上面的點，第二筆

是一個左邊的點挑，第三筆才是一撇，第四筆是一個弧合挑，第五筆是最右邊的

點。 

    在楷書方面，智永本與趙孟頫本「楷書」「瑟」字中對於「必」這個部件的

「筆畫順序」幾乎相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與趙孟頫本的筆畫順序都是第

一筆先寫一撇。第二筆智永本寫一個捺，趙孟頫本則是寫一個弧合挑。第三筆寫

最上面的點。第四筆寫左邊的挑。第五筆寫最右邊的點。 

 

綜合上面對於筆畫書寫順序的描述可以整理成下表： 

表 C-5 

 智永墨跡本、 

智永關中本 

趙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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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 

  

楷書 

  

 

    接著就「筆形樣態」來看，其差異可以從前面表格的比較當中得知，會清楚

的發現，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的「楷書」寫為一個斜捺的部分，對應的是趙

孟頫「楷書」寫成一個弧合挑的部分。智永本「必」這個部件的「草書」沒有連

筆，對應的是趙孟頫本「草書」點、挑、撇的連筆 與弧合挑、點的連筆 。 

 

（六）殿 

圖 C-28 

智永墨跡本，頁 23 智永關中本，頁 23 趙孟頫，頁 38 

  
 

    

    在草書方面，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的「殿」字相似，與趙孟頫的「殿」

字不同。草書「殿」字「尸」部件的「框框結構」可以省為「一橫」，「共」部件

的下兩點省為一個挑，直接帶上去寫右半部的 。「殿」字省略楷書右半部

的 部件，減省了筆畫。底下的 省變為 （ ），以簡單的部件替代複

雜的部件； （橫、撇、長點）三筆變成以弧撇、長點兩筆完成。 

    趙孟頫的草書「殿」字「尸」部件的「框框結構」也省為「一橫」，並省略

楷書右半部的部件 。楷書 上面的短橫與 的橫共筆，再直接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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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形成橫轉弧撇轉挑 。在橫上加左點右豎，形成「共」字的上半一橫二

豎的形狀；接著在弧撇包裹的空間中，承接左點右豎後續寫一橫折左下撇；之後

與撇對稱位置寫向右下長點，點與弧撇交叉，形成又形，交代「殿」字的右下「又」

部件。    

    在楷書方面，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的楷書「殿」字相似，與趙孟頫的楷

書「殿」字不同。趙孟頫楷書「殿」字的 ，不寫作共，而是從小篆（ ）來，

將尸的下部件（ ）形楷化作（ ）。 

 

 

（七）晉 

圖 C-29 

智永墨跡本，頁 30 智永關中本，頁 30 趙孟頫，頁 44 

   

 

    在草書方面，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晉」字相近，

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晉」字相異。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都是

先將楷書「晉」字的兩個口省為一點，只是因為第二個點連筆寫下面的橫，所以

才形成了撇狀。墨跡本將楷書「晉」字下部件「日」省為兩個點，將兩個點連筆

書寫；關中本則兩點分開，中無連筆。 

    趙孟頫的草書「晉」字將楷書「晉」上方的兩個厶做減省，左邊的省為一個

點，右邊的省為兩個點，因為第三個點連筆寫下面的橫，所以才形成了撇狀；橫

寫完之後直接把筆往下帶寫一豎，不提起筆，直接再往上帶寫「橫轉豎轉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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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於左豎右弧之間加點，形成（ ）。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楷書「晉」字，有一處明顯不同：趙孟頫楷書「晉」字上面寫的是兩個

「厶」；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則都是寫兩個「口」的部件。 

 

（八）營 

圖 C-30 

智永墨跡本，頁 29 智永關中本，頁 29 趙孟頫，頁 44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楷書

「營」字的差別，只在趙孟頫的「呂」中有一短豎，智永本上下口之間沒有一短

豎。 

    在草書方面，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營」字相同，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營」字相異。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呂」這個部

件的草書寫法，智永本是將兩個口各省為一個橫點，上下兩個橫點以斜豎相連，

並且在第二個橫點以一個挑收筆，最後在這個「Z」形的中間用一個點隔開上下。

這一個點可能是用來表示這是由兩個口省略而成的，也有可能是一種裝飾性的功

能，或是為了美觀讓字看起來比較穩定。趙孟頫本的「呂」將兩個「口」省略成

兩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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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疑 

圖 C-31 

智永墨跡本，頁 25 智永關中本，頁 25 趙孟頫，頁 40 

   

 

    在草書方面，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草書「疑」字相同，

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疑」字相異，但差別不大，只是左半部上方

的差異智永本寫 ；趙孟頫本寫 ，多一短豎開頭，用以表示楷書左上部件（上）

的外形。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和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

字文》的楷書「疑」字有簡繁的不同。 

    為什麼他們的草書和楷書寫得大同小異呢？我們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來談。首

先，他們的楷書就寫得不太一樣，這樣的差異直接反映在草書的字形上。第二，

為什麼智永與趙孟頫都將「疑」字右上方寫成「子」的草書（ ）呢？要弄清

楚這兩個層面，就要從瞭解「疑」字的小篆開始。 

    在《說文解字》當中「疑」字被歸類在子部，从子止匕。矢聲。「疑」字的

小篆寫為 92，從這個小篆字形可以看出，「子」這個部件 的確在右上方，

而右下方是「止」；左上方即匕（ ），左下方是聲符矢。趙孟頫「疑」字的楷書，

左上「匕」寫為「土」，左下「矢」寫為「天」，筆畫有所增、減。而右半部 寫

                                                 
92

 字型採自中央研究院小學堂網站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uanchao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uan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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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子」， 寫的就是「止」。至於智永左上「匕」寫為「上」與趙字略

有不同，而更接近「匕」。右半部「 」其實也是「子」，不過將「 」省為點罷

了，而「止」則寫為「 」。根據《說文解字》的分析結果，「疑」字楷書的左

上方應該是「匕」，左下方應該是「矢」。左上方的部分，智永本寫的比較接近，

寫成了一個「上」形，趙孟頫本把它寫成了一個「土」形。左下方的部分，智永

本和趙孟頫本都把「矢」最初的一撇省略了，寫成了一個「天」形。這樣就先明

白他們楷書的差異了。 

    那他們是如何從楷書變化成草書的呢？「疑」字楷書的左半部寫成「 」或

「 」，簡化的邏輯是：將上豎與下豎撇連成為一豎，而末筆的點予以省略，於

是即將「 」、「 」視為一豎上有三個短橫的字形「?」。智永寫成「 」，趙又

強調「上」形，寫成「 」。 

    字的右半部，他們都將「子」的草書寫成「 」；「止」智永、趙孟頫都寫

為「 」。《千字文》「容止若思」，「止」字智永作「 」，趙孟頫作「 」，

疑字草書右下的兩個點，不過是改變智永草書止的筆順而已， 是由上至下書

寫， 是先寫左邊的一弧豎轉橫出挑，再寫右上方的點。 

 

（十）烹 

圖 C-32 

智永墨跡本，頁 43 智永關中本，頁 43 趙孟頫，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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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楷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楷書寫「烹」字；智永墨跡本、智

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楷書寫成「享」字。有「烹宰」這一個漢語詞彙，指

的是「宰殺烹煮」。沒有「享宰」這樣的詞彙。 

    根據《說文解字》「享」之正篆作 ，另有篆文作 ，篆文寫的就是現在

的享， 就是「享」字的口， 就是「享」字的下半類化為 ，隸定為

「子」。《說文解字》：「 ，獻也。从高省， 象孰物形。經曰：『祭則鬼 之。』

凡 之屬皆从 。  ，篆文亯。」清段玉裁注：「《禮經》言：『饋食者，薦孰

也。……。亯象薦孰，因以爲飪物之偁。……。亯之義訓薦神，誠意可通於神。……。

其形，薦神作亨，亦作享。飪物作亨，亦作烹。」93亯像是拿熟的食物來敬獻給

神，因此亯有另一含意為「飪物」（煮東西），用熟的食物來敬獻給神，誠意可

以直通到神明那裡。亯的字形依據所指的意思而有不同，意思是敬獻給神可以寫

成「亨」也可以寫成「享」。意思是煮熟東西可以寫成「亨」也可以寫成「烹」。 

   「享」篆文作 ，如果講的是煮熟東西，也可以寫成「烹」，由此可知「烹

宰」和「享宰」可以相通。再進一步來推論，可能在隋代智永當時「享」也有「烹」

的意思，所以常能通用，故寫成「享宰」。到了元代「享」和「烹」的意思有所

區隔，「享宰」屬於罕見用法，「烹宰」屬於常見用法，趙孟頫為了配合元代的用

法習慣，才在臨摹時將智永本的「享宰」寫成了「烹宰」。 

 

 

圖 C-33 

                                                 
93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圈點段注說文解字》（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231。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3%80%8C%E4%BA%AB%E3%80%8D%E6%9C%AC%E4%BE%86%E6%98%AF%E4%B8%80%E5%80%8B%E9%8C%AF%E5%AD%9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3%80%8C%E4%BA%AB%E3%80%8D%E6%9C%AC%E4%BE%86%E6%98%AF%E4%B8%80%E5%80%8B%E9%8C%AF%E5%AD%9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3%80%8C%E4%BA%AB%E3%80%8D%E6%9C%AC%E4%BE%86%E6%98%AF%E4%B8%80%E5%80%8B%E9%8C%AF%E5%AD%9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3%80%8C%E4%BA%AB%E3%80%8D%E6%9C%AC%E4%BE%86%E6%98%AF%E4%B8%80%E5%80%8B%E9%8C%AF%E5%AD%9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3%80%8C%E4%BA%AB%E3%80%8D%E6%9C%AC%E4%BE%86%E6%98%AF%E4%B8%80%E5%80%8B%E9%8C%AF%E5%AD%9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3%80%8C%E4%BA%AB%E3%80%8D%E6%9C%AC%E4%BE%86%E6%98%AF%E4%B8%80%E5%80%8B%E9%8C%AF%E5%AD%9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3%80%8C%E4%BA%AB%E3%80%8D%E6%9C%AC%E4%BE%86%E6%98%AF%E4%B8%80%E5%80%8B%E9%8C%AF%E5%AD%9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3%80%8C%E4%BA%AB%E3%80%8D%E6%9C%AC%E4%BE%86%E6%98%AF%E4%B8%80%E5%80%8B%E9%8C%AF%E5%A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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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墨跡本，頁 43 智永關中本，頁 43 趙孟頫，頁 56 

    

 

    在草書方面，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草書與智永墨跡本、關中本稍稍相

異。 

    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都是先將楷書「享」字的 寫成 ，「享」

字的框框結構 ，可視為被省略，或以一撇帶過。其下的「子」部件有部分直

接被保留，寫成「弧豎轉挑轉弧橫」，整個字看起來近似「子」字。 

    趙孟頫的草書不是從「烹」字減省而成的，因為「烹」字下方的四點火不見

了。這裡的草書應該是由「享」字省變而成的。不過或許為了讓草字不要如智永

寫得太像「子」，趙孟頫將「享」中的 （口）簡化為一點，使整個字比智永

所寫的更能對應「享」字。（ 寫為 ， 寫為 ，子寫為 ） 

 

第三節  異變的原因 

這一節要就前面第二節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變化智永《真草千字文》的

實際例子，以及其他尚未列舉的例子提出解釋，說明產生這些種種變異的原因可

能為何。 

    可以歸納出五個理由，分別是：「訂正錯別字」、「提示後來的通行字」、「呈

現書寫的變化性」、「根據小篆構字原理」、「趙孟頫一時筆誤」。 

 

一、 訂正錯別字 

    《千字文》作為古代的習字範本，後代的人在臨摹前人的作品時，如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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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錯別字的地方，有時會提出修正。例如：孝（趙孟頫本）、存（智永本）；帳（趙

孟頫本）、悵（智永本）；抗（趙孟頫本）、杭（智永本）；慼（趙孟頫本）、戚（智

永本）；煒（關中本與趙孟頫本）、瑋（墨跡本）。 

 

（一）「孝當竭力」 

圖 C-34 

智永墨跡本，頁 14 智永關中本，頁 14 趙孟頫，頁 28 

   

 

    智永和趙孟頫的楷書都是寫「孝當竭力」。智永的草書卻寫「存當竭力」，趙

孟頫把這個錯的「存」字改為「孝」字。 

 

（二）「甲帳對楹」 

圖 C-35 

智永墨跡本，頁 24 智永關中本，頁 24 趙孟頫，頁 38 

  
 

 

    在楷書上，智永和趙孟頫都是寫「甲帳對楹」。在草書上，智永本寫「甲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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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楹」，趙孟頫本寫「甲帳對楹」根據《千字文》的上下文文意判斷，應該是要

寫為「圖寫禽獸，畫彩仙靈。丙舍傍啟，甲帳對楹。」智永本草書寫「悵」是寫

錯字了，趙孟頫在臨寫的時候訂正了這個錯字。 

 

（三）抗 

圖 C-36 

智永墨跡本，頁 38 抗 智永關中本，頁 38  趙孟頫，頁 52 

   

 

    智永墨跡本本將「寵增抗極」的「抗」字寫錯了，楷書和草書都寫成了「杭」

字，關中本是楷書寫「抗」字，草書寫「杭」字。趙孟頫把錯字訂正成對的字，

楷書和草書寫的都是提手旁的「抗」字。 

 

（四）慼 

圖 C-37 

智永墨跡本，頁 39 慼 智永關中本，頁 39 趙孟頫，頁 54 

 
  

 

    智永本「慼謝歡招」的「慼」字寫錯了，仔細觀察會發現草書少寫了「心」

這個部件，成了「親戚故舊」的「戚」字。趙孟頫訂正了這個錯字，有將「慼」

字「心」這個部件的草書，以一橫寫出來。而心上的「尗」形，趙與智的處理方

式不同，但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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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38 

智永墨跡本，頁 43 親戚故舊 智永關中本，頁 43 趙孟頫，頁 56 

   

 

 

（五）「銀燭煒煌」 

 

    《啓功叢稿》在〈智永《真草千字文》寫本、臨本和刻本〉這一部份介紹了

四種不同版本的智永《真草千字文》，現存的本子有四：一是智永墨跡本，二是

貞觀十五年蔣善進臨本，三是宋薛嗣昌摹刻本，94四是寶墨軒刻本。南宋《群玉

堂帖》刻殘本亡佚。95他提到，《千字文》當中的「紈扇圓絜，銀燭煒煌。」草

書和真書都應該寫作：「煒煌」，然而智永墨跡本和蔣善進本草書「煒」字真書作

「瑋」字。宋薛嗣昌摹刻本和寶墨軒刻本草書、真書都是寫作「煒」字。96
 

    智永墨跡本真書「煒」字寫成「瑋」，而草書字寫「煒」，可能是因為周興嗣

在編《千字文》的時候，雖然從梁武帝收藏的王羲之書法作品中挑選，卻沒有找

到「煒」字的楷書可用，所集的王字，以真書為主，後才配上草書，因此真書缺

字故借字，草書則不借。97
 

 

啓功沒有講到趙孟頫《二體千文冊》怎麼寫「煒煌」兩個字的部分，因此我

整理出這個表格，並且比較出三者的異同。 

                                                 
94即是關中本。見關中本之後記：「大觀已丑二月十一日樂安薛嗣昌記」 
95啓功：《啓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260-262。 
96啓功：《啓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259-262。 

97啓功：《啓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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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39 

智永墨跡本，頁 44 智永關中本，頁 44 趙孟頫，頁 58 

 
 

 

 

    這裡的智永和趙孟頫草書都是寫「煒煌」。楷書墨跡本寫「瑋煌」與其他兩

種不同，但是因為沒有「瑋煌」這個詞，所以楷書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

「瑋煌」應作「煒煌」。趙孟頫《二體千文冊》和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都

寫作「煒煌」，訂正了墨跡本的錯別字。 

 

二、提示後來的通行字 

 

例如：烹宰（趙孟頫本）、享宰（智永本）。 

圖 C-40 

智永墨跡本，頁 43 智永關中本，頁 43 趙孟頫，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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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孟頫本的楷書和草書都是寫「烹宰」，智永本的楷書和草書都是寫「享宰」。

宰字的辛部件，智、趙都寫作「 」，多一橫筆，與現行正體字不同，直接用現

今通行字「宰」。 

    在智永書寫的時代寫「享宰」大家都知道意思等同於「烹宰」，因為當時「享」

和「烹」可以通用。 

 

三、 呈現書寫的變化性 

在合乎原則下，可以有不同的簡化方法與邏輯。 

 

（一）禽 

圖 C-41 

智永墨跡本，頁 24 智永關中本，頁 24 趙孟頫，頁 38 

 
 

 

 

    墨跡本、關中本的楷書「禽」字幾乎相同，只有字的最後一筆（點），關中

本似乎省略，或者未經拓出。趙孟頫寫的楷書「禽」字，上方寫的是兩個「厶」

（對應智永本的兩個小口），二「厶」上方的橫，後為「 」部的中豎穿過，形

成「十」字交叉。（對應的是智永本的「一橫」+「一豎」，形成一個「T」字的

地方）。「 」部件最後一點省略如關中本。 

    墨跡本、關中本的草書「禽」字相同，第一筆先寫由楷書長撇變成的向左下

點，再寫由楷書一捺變成的一橫，第二筆寫由楷書一短橫變成的一橫點，接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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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本的第二筆繼續往下帶，不斷開寫由楷書左邊的「口」減省而成的點，再提筆

寫第三筆是楷書右邊的「口」減省而成的一個右點。接著寫「 」改變楷書的

筆畫順序，並省略楷書中的末兩筆（一挑與一點），先寫一豎，而後向左寫一個

順時針的弧，以弧這樣簡單的筆形替代原先楷書的左豎、橫折豎折挑（ ）。 

趙孟頫草書「禽」字則與智永有顯著的不同。一開始和前兩者一樣，都是第

一筆先寫由楷書長撇變成的一點，再寫由楷書一捺變成的一橫，第二筆寫由楷書

一短橫變成的一橫點。第三筆開始不同，第三筆寫的一橫的產生原因，是先由楷

書「禽」字上方的兩個小的「厶」各變成一點，再把這兩點接起來形成一橫。這

第三筆不要斷開，接續往下寫斜豎，並寫一個「橫折豎轉弧」，再往上繞寫豎折

短橫點，代表楷書「 」內的一豎一挑。 

     

（二）獸 

圖 C-42 

智永墨跡本，頁 24 智永關中本，頁 24 趙孟頫，頁 38 

 

 

 

 

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的楷書「獸」字相同，而趙孟頫《二

體千字文冊》則與前兩者右半部的犬無不同，左半字就有所不同。趙孟頫的楷書

「獸」字左半部上面寫的是兩個小的「厶」（對應的是智永本的兩個小口），左半

部下方寫的是一個較大的「厶」（對應的是智永本的一個較大的口）。在楷書當中

「口」形和「厶」形本來就可以互相替換，像是「強」字也可以寫成「强」；「雖」

字也可以寫成「 」；「弘」字也可以寫成「 」。「强」為「強」之異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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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雖」之異體。「 」為「弘」之異體。其原理是：改變筆順。一般寫「口」

是三筆畫，由左豎、上橫折右豎、下橫所構成。而「口」之字形，若由「左豎折

下橫」為一筆，加上「上橫折右豎」第二筆亦可完成。「 + 」的筆順，速度

快一些即可變為「 + 」成一「ㄙ」形。 

    在草書方面，趙孟頫和智永的草書「獸」字右半部都寫「犬」為「丈」，指

左半部相異。「獸」字左半邊上方的部分，智永將省為左點、右點撇。趙孟頫左

邊的厶省略為一個點，右邊的厶省略為兩個點，由左至右書寫，再寫第三個點的

時候為了與下方由「田」省略而成的「橫折撇」直接相接，所以第三個點變成像

撇的形狀。其下「田」、「一」、「口」三個接續的部件，智永以「橫轉撇繞圈」，

簡化「田」，後接寫「口」，而以「橫」替代，橫末向左上挑去，接寫「一」部件，

而且將「一」與右半部「犬」的橫畫相連。趙孟頫則不如此，他的「田」、「一」、

「口」依序而下，「田」簡化為「橫轉撇」，之後寫一「橫」，橫末向左上挑去，

接寫一「豎」交叉「橫」後往右上接寫右半犬字的橫。 

「智永關中本」基本上與墨跡本相同，不過左半部的兩點變成三個點而已（對

應楷字兩個口）。 

 

四、趙孟頫一時筆誤 

（一）踐、牋 

圖 C-43 

智永墨跡本，頁 18 「賤」 智永關中本，頁 18 趙孟頫，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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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永的楷書「賤」字並沒有寫錯，但是草書的「賤」字少了一個點，趙孟頫

在臨寫的時候修正了這個錯誤。可以找出《千字文》裡面和「賤」字具有同樣右

半部結構的「踐」字及「牋」字來進行比較，比較後會發現像 、 、 、 、

、 ，它們右邊都會有一個點，所以智永本草書「賤」字正是少了那一個點。

但遺憾的是，趙孟頫在「戔」的草書中多了一斜筆，嚴格說來，也有問題與「步」

字混淆。找到趙孟頫「寫錯」的例子了， 像步了，趙孟頫多了 一斜豎。 

 

圖 C-44 

智永墨跡本，頁 31「踐」 智永關中本，頁 31 趙孟頫，頁 46 

   

圖 C-45 

智永墨跡本，頁 46「牋」 智永關中本，頁 46 趙孟頫，頁 60 

   

 

 

五、 美觀因素 

（一）志 

圖 C-46 

智永墨跡本，頁 22 志 智永關中本，頁 22 趙孟頫，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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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永墨跡本「志」字的草書在「土」的部件上繞一個圈圈 ，這是沒有必

要的，而且也不太好看，關中本和趙孟頫都對此提出了改善，沒有效法墨跡本繞

一個圈圈。 

 

（二）林 

圖 C-47 

智永墨跡本，頁 38 林 智永關中本，頁 38 趙孟頫，頁 52 

   

 

    智永本「林」字的草書寫得像行書，寫得不夠草，失去了習草的意義，也並

不是很美觀。趙孟頫改變智永的寫法讓它更像草書的樣態，智永本是用六畫寫成

草書「林」字，趙孟頫只用四畫就寫好了，在書寫上更減省，更快速。趙孟頫是

第一筆先寫左豎，第二筆再寫右豎折挑，第三筆寫橫轉撇，第四筆轉向右長點。 

   

 

（三）獨、燭 

圖 C-48 

智永墨跡本，頁 40「的」 智永墨跡本，頁 41「獨」 智永墨跡本，頁 44「燭」 

   

 

圖 C-49 

智永關中本，頁 40「的」 智永關中本，頁 41「獨」 智永關中本，頁 44「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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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永本的「獨」字右半邊「蜀」的草書寫成 、 相較於趙孟頫 寫得不

清楚也不太好看，因為「狗」字的草書右半邊的「口」也可以省為一個點，「獨」

字草書 和 很容易和「狗」字搞混。趙孟頫在臨摹時有避免這個缺點，

他將「獨」字的草書寫成 。 

    智永本的「燭」字草書的「蜀」也不是寫得很清楚美觀，因為寫成 、

型態很像智永「的」字草書「勺」的寫法 。由草書去判斷楷書時，可能會看

不出來「燭」字楷書「蜀」的部分，而誤將「蜀」看成「勺」。 

    趙孟頫「燭」字的草書右半邊寫 就很清楚地保留了由楷書「 」這個

部件省略而成的結構 ，與「的」字草書右半邊有所區別，才不會混淆。 

圖 C-50 

趙孟頫，頁 54「的」 趙孟頫，頁 54「獨」 趙孟頫，頁 58「燭」 

   

 

這邊有個觀念需要釐清，雖然有時候是因為楷書的不同，草書也跟著楷書變

得不同，如：晉、疑、禽、獸……等等，但是楷書不同，草書也不一定就要不同，

所以才會有「楷書異草書同」的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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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草書簡化原則選取的靈活度 

第一節  趙孟頫變異智永寫法的啟示 

     趙孟頫臨摹智永《真草千字文》，趙孟頫是學習者，他的學習方法並非死背，

因為他臨寫智永《真草千字文》後完成的作品《二體千字文冊》，其中除了有寫

的相似的字，屬於繼承智永的寫法之外，也有和智永寫的相異的字，可以說是變

異了智永的寫法。從這些變異現象可以得到什麼「啟示」呢？「啟示」的意思是

「啟發開示」。趙孟頫變異智永寫法的結果可以給學習者的「啟示」包含「靈活

變通」、「懂得運用」，簡而言之就是「靈活運用」；與之對應的是「死背硬記」、「不

知變通」。 

    趙孟頫沒有和智永寫的一模一樣，這就是他「靈活運用」規則的地方。趙孟

頫和智永都是書法名家，趙孟頫用他的方式學習書法能夠學有所成，對於學習草

書的人來說這一點非常值得去思考和效法。 

    換句話說學習草書並非單純仰賴一個人的記性，還要運用「科學」和「理性」，

從現象分析，最後歸納出一個個合乎邏輯且簡單的規則，讓原先複雜的事物變的

單純，也就是拿這些草書字與楷書字去比對、整理，明白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對

應關係，才能夠把握重點，再將這些重點的規則記住，而後學習者就能靈活地運

用於「辨識草書」與「創造草書」。這種學習法並不受限於有多少人參與，只受

限於學習者與教學者觀念的突破，如果受限於「不知所以然死記草字的舊有觀念」，

那麼就無法再繼續往前看到不同的光景了。 

    回顧前人學習草書的經驗，會發現前人存有「不知所以然死記草字」的舊例，

如果能夠了解其中的一些問題，就能夠進一步思考對於現代人來說，怎麼樣學習

草書才能夠更有效率。接下來要提的是三本關於學習草書的重要著作，分別是明

代《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草書辯論歌》、《草訣百韻歌》，

還有近人于右任的《標準草書》。趙孟頫卒於元朝，這三者都成書於元朝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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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們與趙孟頫的學習方式不同，可以藉由這三本書的內容與編排方式，來看

看過去的一些人是如何學習草書的，以及有什麼缺漏，為什麼屬於「死記草字」

的舊例，三者和趙孟頫「靈活運用」學習的方法差異在哪？ 

從趙孟頫變異智永的寫法可以得到三個啟示： 

一、對照出草書指引教材之不足 

（一）明代《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草書辯論歌》 

圖 D-1 

 

 

1.子七八為結 

    再來就「子七八為結」這句話來分析。「子七八為結」就是將 這個字的組

成分為三個部分來看，左半部是像「子」的草書，右上方是像「七」的草書，右

下方是像「八」的草書。用這樣的辦法來記住「結」這個字的草書該怎麼寫雖然

簡便，然而卻沒有什麼道理。 

    《千字文》裡有一句是「露結為霜」同樣有一個「結」字，我們看智永《真

草千字文》不論是墨跡本的「結」字草書寫成 ，還是關中本的「結」字草

書寫成 ，以結構來說都近似於「子七八為結」這裡寫的 。直接從字形看，

像是像了，但其實結字的部件中，並沒有「子」、「七」、「八」三個字，如此以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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彿之形進行辨記，就是屬於「硬記」。本研究第二章曾分別介紹楷書的「糸字旁」

在草書可以寫成 ，與楷書的「框框的結構」在草書可以省略成「兩個點」的

情形。「結」字的「口」正是屬於這種「框框的結構」，所以可以從楷書的「口」

變化成草書的「兩個點」。 

 

 

圖 D-2 

智永墨跡本，頁 4「結」 智永關中本，頁 4「結」 

  

 

2.一行方作耳 

    「耳」字在草書當中可以寫為 ，然而這裡「一行方作耳」是硬去背誦的，

寫「一」再加上「行」字的草書，組成一個 ，要學一「耳」字，卻還先會如

何寫「行」字的草書，學習程序似有問題。「耳」字楷書中間的框框結構可以省

為一個點，所以才會寫成 ，或是像這邊《中國草書大字典》所列舉的智永《千

字文》、懷素《小草千字文》、吳鎮《心經》。要了解「耳」字變成草書的道理，

而不是去背「一」字的草書加上「行」字的草書，所以才寫成 。 

 

《中國草書大字典》「耳」字，第 941 頁 

圖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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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耳」字的草書並不寫成上述的型態，無法用「一行方作耳」來描述，

如：王羲之《蜀都帖》、趙孟頫《六體千字文》的「耳」字的上下兩橫都保留，

中間的框框結構內的兩短橫省略。而宋克《急就章》是將「耳」字的框框結構裡

面原有的兩橫省為一個點，但是以由下往上挑的寫法予以取代。 

 

《中國草書大字典》「耳」字，第 941 頁 

圖 D-4 

 

  

 

 

（二）《草訣百韻歌》 

 

1.羞見羊踏田 

「羞見羊踏田」意思是「羊」+「田」=「羞」。他這邊是以草書而言，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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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楷書來看「羞」不是由「羊」+「田」所組成，下方的不該是「田」而是「丑」。 

    《草訣百韻歌》有其優點存在，然而其內容也有不明確的地方，恐怕會誤導

讀者。「有點方為水，空挑卻是言。」「步觀牛引足，羞見羊踏田。」這些口訣其

實是為了學習草書而刻意編成的，根本的問題在於通篇必須強記，無法以理解原

理的方式貫通草書的省變規則。 

 

2.長短分知去 

《草訣百韻歌》「長短分知去」這句話是說向右寫得長的是「知」字 ，

向右寫得短的是「去」字 。然而這種分法是不對的，可以參考《章草字典》

的草書「去」字，會發現有向右寫得長的字，也有向右寫得短的字。 

    如果真的如字面上所說「長短分知去」，那麼這裡指的「長」是多長，這裡

指的「短」是多短，沒有寫出長與短確切的定義，意思上含糊不清。 

首先檢驗有「知」字寫成 是否正確，這裡參考《中國草書大字典》「知」

字的例子，發現這兩種資料上寫的相同，確實在最後的時候有向右，可以證明

沒有寫錯。另一方面也發現也有「知」字寫得較短，如：《中國草書大字

典》第 864 頁「知」字向右較短的情形。 

 

《中國草書大字典》「知」字，第 864 頁、第 865 頁 

圖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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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64 頁 
 

第 865 頁 

 

第 864 頁 
 

第 864 頁 

 

第 865 頁 

 

 

 

《中國草書大字典》「知」字向右較短的情形，第 864 頁 

圖 D-6 

 

第 864 頁 

 

第 864 頁 

 

 

《章草字典》向右長的「去」字，第 144 頁、第 145 頁 

圖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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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4 頁 第 145 頁 

 

第 145 頁 

 

《章草字典》向右短的「去」字，第 145 頁 

圖 D-8 

 

第 145 頁 

 

第 145 頁 

 

第 145 頁 

 

第 145 頁 

 

 

（三）《標準草書》 

圖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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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草書不應為  

    《標準草書》列出「受」字草書的寫法 ，硬去背楷書 到了草書

寫為 。《千字文》「外受傅訓，入奉母儀」有「受」字。這三本《千字文》的

「受」字上面兩個點都沒有明顯相連。 的上半部 兩點之間是連筆的

墨跡，而不能將 類化為 。「受」字上面的 根據《說文解字》的

小篆字形可知 ，上面確實是一個「爪」 。查詢草書字典可知，「爪」字

的草書是寫為一撇加上三個點 。現在從獨體的「爪」字來看合體字當中「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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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部件，例如：晉代王羲之《鄉裏人帖》的「爰」字 ，上面有一個「爪」

的部件，就寫的如 。那為什麼這裡智永和趙孟頫的寫法是將「爪」省為兩個

點呢？前文有介紹三個點或四個點可以簡化為一橫。 的三個點可以簡化為一

橫，一橫也可以簡化為一個點。上面的一撇同樣可以用一個點來替代，所以「受」

字的 可以省為 。《標準草書》教材有失誤，誤將 這個部件的草書

類化為 ，如果依照《標準草書》去硬背 在草書當中寫為 ，學

習運用可能會出現問題。 

 

圖 D-10 

智永墨跡本，頁 19 受 智永關中本，頁 19 趙孟頫，頁 32 

   

 

 

圖 D-11 

《草書字典》「受」字，第 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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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12 

《中國草書大字典》「爪」字，第 546 頁 

 

 

 

 

二、草書寫法不只一種   

（一）明代《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草書辯論歌》 

圖 D-13 

 

 

    上圖草書的字很大，位於一行的中央，楷書的字很小，位於每字的右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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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這是以草書為主，楷書為輔的形式。《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

書三十八卷‧草書辯論歌》在這一頁的內容說： 

 

點子方成馬，勾東卻是闌。步須牛引足，門要一圍彎。 

有點皆為水，空挑卻是言。綿頭無左畔，之繚失東邊。 

子七八為結，七九了為聲。五頭添點水，二事併為亭。 

土得將為喜，甲添一是思。一行方作耳，之點卻成書。 

七點方為太，巾加畫是忠。不將書四點，點厶即成公。98 

 

    我們就這段內容之中的幾句話，針對兩個例子進行分析，來辨別它這樣敘述

是否正確或是有不足的地方需要補充。 

 

1.點子方成馬 

    「馬」字在草書當中有多種寫法，首先就「點子方成馬」這句話來分析要寫

成「點子方成馬」這樣 的型態，本研究第二章有介紹「馬字旁」及「馬在一

個字的下方」與獨體的「馬」字在草書當中可能的寫法。在「馬字旁」方面，不

論是「四點火」還是「三點火」的楷書「馬字旁」皆可以在草書中寫成「 」，

這個型態雖然不像 ，卻也可以用「點子方成馬」來形容描述。例如：《急就

章》的「騏」字、智永墨跡本的「驅」字。 

 

 

圖 D-14 

                                                 
98明．劉子明輯：《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重

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北京 : 東方出版社，2011 年），第 10 冊，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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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章，頁 29「騏」 智永墨跡本，頁 27「驅」 

  

    「馬這個部件在一個字的下方」在草書中可以寫成 ，如：《急就章》的「羈」

字。「馬這個部件在一個字的下方」在草書中也可以寫成 ，如：《急就章》

的「驚」字。然而不論是 或 ，兩者都不能用「點子方成馬」來準確描述。 

 

圖 D-15 

急就章，頁 27「羈」 急就章，頁 31「驚」 

   

 

    獨體的「馬」字在草書可以怎麼寫呢？可以寫成《急就章》的「馬」字，

這個型態不像 ，也不適合用「點子方成馬」來形容。 

 

圖 D-16 

急就章，頁 13「馬」 

  

 

2.門要一圍彎 

 

    接著就「門要一圍彎」這句話來分析。「門」字在草書當中有多種寫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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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得是像他這邊寫的 「門要一圍彎」，本研究第二章有介紹「門」在草書

當中可以有以下五種寫法： 

表 D-1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五種 

     

 

    與上述「門要一圍彎」這句話相關聯的「勾東卻是闌」，也可以就「門」草

書的分析結果進行探討。「勾東卻是闌」講的是「闌」字的寫法，是由「勾」形

加上「東」字的草書所構成。「闌，其實从門柬聲，寫成柬的」「 」為「闌」

之異體字，所以「闌」的草書可以寫成 是非常合理的。「闌」是由「門」

這個部件與「柬」這個部件組成，「門」這個部件如上所說不只一種寫法，可以

有上面的五種寫法。如《急就章》的「蘭」字，「門」這個部件的草書就是寫成

  ，「蘭」字的草書就寫成 ；又例如《急就章》的「問」字，「門」

這個部件的草書就是寫成 ，「問」字的草書就寫成 。 

 

圖 D-17 

急就章，頁 14「蘭」 急就章，頁 44「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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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訣百韻歌》 

圖 D-18 

 

 

 

1.有點方為水 

    「有點方為水」、「空挑卻是言」。「有點方為水」這句話的意思是有點才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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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實際例子可知有水字旁寫為 。顯而易見的是：在同一頁面，相隔兩行有

「微茫視每安」一句，「茫」字中的「水」部件，草書便是「空挑」，沒有獨立的

一點。 

    又如常用字當中的：「法」字。「法」字的水字旁可以寫成「三個點」，也可

以寫成「點 + 豎折挑」，也可以寫成「一豎」。由此可證「有點方為水」這句話

有誤。 

     

《章草字典》「法」字，第 502 頁 

圖 D-19 

   

 

圖 D-20 

    

 

 

    本研究對於上述的說明有一些想要補充清楚的地方，這份《草訣百韻歌》的

形式為每頁草書與楷書各三行，每行十字由兩小句所組成，草書的字較楷書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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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許多，由此可知這是以草書為主，楷書為輔的形式。《草訣百韻歌》與《新

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草書辯論歌》都是屬於草書為主楷

書為輔的形式。楷草並陳的方式有利於對照學習，有時候如果只看楷書的韻文而

沒有看草書對照的部分，容易弄不清楚這句話所指的具體到底是什麼，例如：「有

點方為水，空挑卻是言。」 

    「有點方為水」指的應該是在左側的水字旁，而不包括獨體的「水」字，獨

體的「水」字草書沒有寫成「 」的情況。 

 

2. 空挑卻是言 

「空挑卻是言」指的應該是在左側的言字旁，而不包括獨體的「言」字，獨

體的「言」字草書沒有寫成「 」的情況。 

「空挑卻是言」這句話也不一定是對的，因為光是言字旁至少就有三種可能

了， 、 、 。例如：《中國草書大字典》「詩」字就有這三種寫法。 

 

《中國草書大字典》「詩」字，第 1189 頁、第 1190 頁 

圖 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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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90 頁 

 

第 1189 頁 第 1189 頁 

 

第 1189 頁 第 1189 頁 

 

第 1190 頁 

 

第 1189 頁 第 1190 頁 

 

 

第 1190 頁 

 

本研究前面有提到在左側位置的「言」字旁可以省為一豎，也不一定非得省

為一豎，而可以有不同的寫法，在草書當中也可寫為 ，例如：智永墨跡本《真

草千字文》的「調」字、「訓」字。試想那些僅從背誦《草訣百韻歌》來學習草

書的學習者們，假使看到一份只有草書的文獻（即在草書旁邊或在文後沒有註明

楷書的釋文），看到「 」字的 ，他們會怎麼判讀這個字呢？能夠馬上想到這

是「言」字旁嗎？ 

圖 D-22 

智永墨跡本，頁 4「調」 智永墨跡本，頁 19「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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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準草書》 

《標準草書》第十版第 15 頁 

圖 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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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字與「門字符」 

    「羅」字上方的部件不一定是寫為 ，整個字也不一定是寫為 ，《千

字文》裡面也有「羅」字，智永和趙孟頫都沒有寫成 ，兩人「羅」字上方

的部件是寫成 。 

 

圖 D-24 

智永墨跡本，頁 26 智永關中本，頁 26 趙孟頫，頁 40 

   

「羅」字楷書上方的部件是一個「 」，可以形成三個有框框的結構，

即看作並排的三個口，一個口可以簡化為一點，經過這樣的簡省可變為三點，也

就是 。「羅」字上方的部件之所以寫為 ，是從 減省而來，

的三個點相連，左側的點和中間的點形成草書的一橫，最右邊的點收筆形成草書

的折撇。 

 

2. 將 類化為  

    《標準草書》列出「譽」字草書的寫法，將 類化為 ，以「譽」字

為例將 作為部件，然而這 也可以看作是一個部件，《千字文》：「宣威沙

漠，馳譽丹青」裡面也有「譽」字，觀察這些「譽」字楷書的上半部會發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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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可以省為三個點，下面的一橫保留。這三種不同的《千字文》墨

跡，並沒有寫成 。 

圖 D-25 

智永墨跡本，頁 32 譽 智永關中本，頁 32 趙孟頫，頁 46 

   

 

    查詢草書字典「譽」字的其他寫法會發現，有些與《千字文》的相似，都是

將 省為三個點；另外也有與 相似者，如：元代邊武的《千字文》、唐代歐

陽詢的《千字文》。 的寫法，下面的 是「言」的草書，上面的 是

的草書。 省為三個點之後，再將三個點省為一橫，「 」的一長橫可以省

為一個點，將這一橫與一點連筆書寫，才形成了 。 

 

 

《中國草書大字典》 「譽」字，第 1212 頁 

圖 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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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草書大字典》 「譽」字，第 1211 頁 

圖 D-27 

  

 

三、草法使轉有意義，不可任意模糊   

    從趙孟頫寫《二體千字文冊》得到的習草認知就是要把握「楷書對應草書的

通則」，不能只從背誦前人的草書歌訣、草書要訣來學習，這些古人彙編的習草

資料未必全然正確，要懂得判斷，如果只是使用記誦的方式來學習，怎麼思考這

些字寫的正確與否呢？又或者其中究竟有哪些變化的通則慣性呢？ 

 

（一）明代《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草書辯論歌》 

圖 D-28 

 

1. 不將書四點 

 

「不將書四點」是說「不」字的草書是由四個點所組成的，然而「不」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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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當中沒有寫成 的，而是應該寫成如下《中國草書大字典》第 8 頁的「不」

字。這裡誤將草書「不」字中間的一個點挑，安排的太偏下，與左右兩點失去了

「左中右」並列的關係，不能對應楷書中「左撇、中豎、右點」的分布，而不成

文字。所以學習草書絕對不能心態草率，如果抱持著隨便的心理來學習，很可能

就會寫出一個很相似卻是一個錯誤的字了。 

 

《中國草書大字典》「不」字，第 8 頁 

圖 D-29 

 

  

 

《中國草書大字典》「不」字，第 8 頁 

圖 D-30 

 

 

 

    「不將書四點」 ，不但這「不」字的草書寫錯了，其筆畫順序也有誤，

上面是第一筆，左邊是第二筆，右是第三筆，最下面是第四筆。正確的筆畫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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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如陳淳《古詩十九首》、王獻之《江東帖》先寫好上方的第一筆，第二筆寫

中間的結構，第三筆寫左邊的點，第四筆寫右邊的點。 

 

圖 D-31 

錯誤的筆順 

 

 

 

正確的筆順 

  

 

2. 土得將為喜 

「喜」字在草書當中可以寫為 ，但是沒有寫成 ，「土得將為喜」也

是硬去背誦的，而且字還寫錯了，「土」加上一個「得」字的草書，組成 一

個與「喜」字草書相近的錯字。參考《中國草書大字典》第 230 頁的「喜」字。

由王羲之的草書「喜」字 可知， 為士， 為口， 為中間的一長

橫與兩個點， 是由最下方的大的口省為兩個點。 

 

《中國草書大字典》「喜」字，第 2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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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32 

 

 

  

 

 

    王羲之《昨故遣書帖》、俞和《自書詩》較接近原先楷書的「喜」字，看的

出來是屬於「上下結構」，而另一方面，李懷琳《絕交書》、董其昌《臨閣帖》、

祝允明《前後赤壁賦》則是屬於「左右結構」，已經與「喜」字楷書的原形有較

大的差距了。 

從李懷琳《絕交書》的草書「喜」字 可知， 為士， 為口，

為中間的一長橫與兩個點， 是由最下方的大的口省為兩個點。 

董其昌《臨閣帖》的草書「喜」字 ， 為士， 為口， 為中間

的一長橫與兩個點， 是由最下方的大的口省為兩個點。但即使下半實為左

右結構，其字形也與草書的「得」──「 」相去甚遠。 

 

（二）《草訣百韻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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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33 

 

 

    「六手宜為稟，七紅即是袁。十朱知奉己，三口代言宣。」為了押韻而亂掰

的句子，該句本身無現實意義，句子與句子之間也沒有邏輯意義。首先要一一解

釋各句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例如：「六手宜為稟」說的就是「六」的草書 + 「手」

的草書就可以寫出「稟」的草書，簡而言之就是「六」+「手」=「稟」。「七紅即

是袁」是說「七」的草書 +「紅」的草書可以寫出「袁」的草書，換言之就是「七」

+「紅」=「袁」。依此類推，「十朱知奉己」就是「十」+「朱」=「奉」。「三口

代言宣」就是「三」+「口」=「言」。簡言之可以用 A + B = C 來解釋。 

    要如何知道各句話是否有誤呢？要由檢查各句中的資訊來明白前人之誤，例

如：「六手宜為稟」要查的就是「六」的草書、「手」的草書、「稟」的草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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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將「六」的草書與「手」的草書結合就能成為「稟」的草書呢？又如：「七紅

即是袁」就要查「七」的草書、「紅」的草書、「袁」的草書，是否將「七」的草

書與「紅」的草書結合就是「袁」的草書呢？用這樣的方式來逐句檢驗即可得知

各句的正確與否。以「六手宜為稟」、「七紅即是袁」、「十朱知奉己」為例來查草

書字典。 

 

1. 六手宜為稟 

    《草訣百韻歌》的「稟」字 寫對了。 草書底下其實寫的是「禾」。 

手與禾草書近似，但還是有細微的差異，「手」的末筆結束是橫，除非為了接寫

下一個字而產生游絲，否則其結束處是頓停；「禾」的草書末筆則是撇與捺的連

筆，所以結束之處會稍向右下頓後，向左出鋒。可參見下圖。  

 

圖 D-34 

六 手 

《中國草書大字典》第 114 頁 

 

《中國草書大字典》第 115 頁 

《中國草書大字典》第 4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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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七紅即是袁 

    為了確認《草訣百韻歌》的草書是否寫的正確，首先檢查《草訣百韻歌》的

草書與《中國草書大字典》的草書是否有異，如果有差異則查看《草訣百韻歌》

是否有錯。以「七紅即是袁」為例，《草訣百韻歌》的「七」和《中國草書大字

典》的「七」是否有結構上的顯著差異，如果有差異則查看《草訣百韻歌》的「七」

字是否有錯，這裡發現兩份資料的「七」字相同。同理會發現兩份資料的「紅」

字相同，這就表示「七」字和「紅」字都沒有寫錯。「袁」字也寫對了。 

圖 D-35 

 七 紅 袁 

《草訣百韻歌》 

   

《中國草書大字典》

頁碼 

2 1062 查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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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字典》「袁」字，第 799 頁 

圖 D-36 

 

 

 

3.十朱知奉己 

    以同樣的「十朱知奉己」，也是「手」與「禾」混淆的例子。奉字下半部件

為手，末筆為橫；朱字下半部件為木，末筆也是撇捺合筆。 

    仔細觀察《草訣百韻歌》與《中國草書大字典》「奉」字的草書，兩者的草

書大致相同但仍有所差異，可以發現《中國草書大字典》「奉」字有向右捺卻沒

有如《草訣百韻歌》的「奉」字向左收筆，代表寫的是「 」是手。 

 

圖 D-37 

 十 朱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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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訣百韻歌》 

 
  

《中國草書大字典》

頁碼 

173 735 371 

 

 

 

 

 

 

    由這三個比較清晰的單字 來檢驗《草訣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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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歌》「奉」字草書 的正確性。將「十」置於「朱」的上面形成「奉」字，

與 幾乎相同只差在最後收筆： 。後者末筆往左邊出

鋒，寫成「禾」這個字的草書了。由此可見歌訣，在禾（木）、手（ ）上應有

的差別是不分明的。 

 

（三）《標準草書》 

1. 「不同的楷書部件」到了草書寫成相同的型態，但是《標準草書》沒有說明

每個部件的演變原因有不同的地方。 

 

《標準草書》第十版第 10 頁 

圖 D-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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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寸 

    「口」這個部件在草書可以省略成兩個點，兩點相連形成 。口→ 

→ → 。 

    「寸」這個部件在草書當中簡化成 的理由與「口」不同，「寸」先省掉

裡面的一個點，再省掉橫與豎交叉突出來的兩筆，最後再將楷書的「橫折豎折挑」

省成「橫轉斜豎」，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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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些「楷書部件」在草書並不寫成 A，但是《標準草書》將其類化為 A。 

 

《標準草書》第 16、17 頁 

圖 D-39 

 

（1） 將 類化為  

《標準草書》列出「夏」字草書的寫法 ，將 和其他「字上日字符」

歸在草書簡化為 的一類。《千字文》：「都邑華夏，東西二京」有「夏」字。《急

就章》、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和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都

有草書的「夏」字，墨跡清晰可見，沒有破損。「夏」字楷書上面的一橫可以省

為一點或一短橫，「夏」字的部件「目」屬於框框結構的一種，可以省為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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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部的 ，橢圓形框框的部分應屬於連筆，所以這裡因為連筆後的形

體相近而類化為 。 

 

圖 D-40 

智永墨跡本，頁 23 急就章，頁 34 

     

 

圖 D-41 

智永關中本，頁 23 趙孟頫，頁 40 

     

 

     

第二節  草書單字教學實驗 

    「草書單字教學實驗」這節之下分為兩部份：一、「未知草體的字」草寫練

習。二、「已有草書的字」創新練習。 

    授課的理念是希望學生可以養成獨立思考，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態度，

對於已學到的或未知的草書單字提出疑問與進行解釋，從實際操作中培養實事求

是，客觀切實的學習方法與態度。在課程當中減少單純背誦草字的特定寫法，多

讓學生動腦思考各個草字為何寫成各字形背後的生成原因。 

    教師在授課的過程當中應注意到「楷草轉換原則」的兩個重要面向：其一是

「原則運用的可行性」，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把握原則並靈活運用。其二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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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運用的侷限性」，目的是強調此原則固然能夠幫助草書的學習，卻仍然有受限

的部分。 

    此種教育方式必須盡量讓學生都能接受並學有所得，如果只有少數的學生能

聽得懂、學得會，教師就要調整教學步調，並釐清學生是哪裡不懂，是否有什麼

先備知識需要補充，減少學生學習上的困難。這裡的教學重在「傳達」與「啟發」，

如果溝通和說明不清，自然無法有效「傳達」，如果引導和指示不明，亦難以「啟

發」。 

    本研究在前面幾個章節已經說明了楷草轉換的原則，為了增加草書教學的深

刻性及趣味性，教師要設計出能讓學生有效學習的教學方式，教學的過程當中除

了可以安排學生個人學習，或是擴大成團體學習之外，為了增加學生們彼此幫助

的團隊精神，以及與老師的溝通互動，教師還可以安排一些趣味的活動，像是將

兩個人編為一組互相出題考對方，又或者在一個班級上發展出競賽活動，讓學生

們比賽書寫沒有學過的字的草書，從「正確」與「速度」來表揚學生的學習成果。

上述的學習方式，不但能夠促進學生與教師的互動，使教師了解教學時自己講述

的優點與盲點，更可以帶給學生們更多思考的時間與空間，利用先前所學的已知

原則，推理一下，書寫出更多的草書樣態。 

    接下來的部分所列舉的不論是「未知」還是「已知」單字的實際例子，都可

以提供教師自由參考，依照教師對於學生個人，乃至於班級學習進度的掌握與理

解程度，自行活用於上述的「個人教學」、「團體教學」、「兩人一組」，又或者「競

賽活動」。 

    智永和趙孟頫他們兩個都運用了古人楷書與草書對照的方式在學習草書，所

以用字帖來學習書法，不僅是直觀的一筆一畫來臨摹，還可以做到靈活的再創造。

趙孟頫藉由比較與分析進而掌握楷草轉換的法則，這樣的學習方法也可以運用在

「草書教育」和「草書的教學」，在草書當中對於不同楷字之間「共形」或「形

近」的字，如果沒有弄清楚這些不同的字之間是運用了哪些轉換規則的規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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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死記硬背了，一旦稍微記錯，也就在不知不覺之中寫錯字了。例如：《千字

文》當中的「叔」字與「甚」字的關係，他們的草書就是屬於楷書字形不相近，

草書字形相近，這時若是瞭解兩者各自依循哪些原則來變成這樣，就十分有學習

上的意義。 

    在草書當中有不少字之間有「共形」或「形近」的關係，像是遇到這樣的情

況該如何判斷呢？這時就要從上下文的文義來判讀了。藉由這些實際的例子與實

際的操作，教導學生如何去活用知識，由簡單的例子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注

意力，使之產生比較深刻的印象與反應。 

    還有一方面需要和學生強調，大眾對於草書的誤解，草書不是單純憑書寫者

的意思任意創造，多了幾個筆畫，少了幾個筆畫，就可能變成一個錯字，或是誤

寫為另一個字。有些時候雖然符合「減省」、「替代」等原則，然而文字本身之所

以能夠通行無礙，乃是基於一定的約定俗成。一個字的草書也可能有各種變化，

這些變化都能被接受，不必要依循原則將該字簡化到最簡化。 

 

一、未知草體的字草寫練習 

這邊的草書教學實驗是假定以這兩本《千字文》為教材，在教導完智永《真

草千字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之後，對於學生而言這兩本《千字文》一

千個字以外的屬於「未知」。 

這些楷書轉換成草書的變換規則有其可行性，也有其侷限性，除了造字時考

量到美觀的因素以外，實因文字本身乃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工具，除此之外還要避

免草書共形易於混淆的情況，因此古人在創造草書或將草字推行的過程當中，會

盡量避免讓太多的字彼此共形，降低人們在使用與閱讀上判讀的困難。 

    在學生已經知道楷書轉換成草書的變換規則的情況下，面對於《千字文》內

容之外的字，去思考有哪些可能的寫法，以下茲舉數例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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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字 

 

    例如：「閱」字，在已經讓學生學會「門」這個部件有五種寫法，也有教過

口這個部件可以寫為一點之後。請學生們嘗試設計「閱」字的草書，再請他們查

一下草書字典檢驗看看，會發現下列的寫法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中國草書大字典》「閱」字，第 1289 頁 

圖 D-42 

 

 

 

 

圖 D-43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五種 

     

 

（二）「品」字 

 

例如：「品」字，在已經讓學生學會「口」、「曰」、「日」等等具有框框的結

構可以省為厶，或省為 ，或省為「一點」，或省為「兩點」這些情況之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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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想想「品」字可以有哪些寫法，讓他們寫在紙上。 

    有些學生可能會以「一個點」來分別替代品字的三個「口」，將「品」字的

草書寫成三個點，這時老師首先請同學翻看智永《真草千字文》或趙孟頫《二體

千字文冊》裡面的「上和下睦」的「下」字，引導學生發現「下」字在草書當中

可以寫為「三個點」。 

 

圖 D-44 

智永墨跡本，頁 19 智永關中本，頁 19 趙孟頫，頁 32 

    

 

    接著請學生去查《草書字典》，請他們查「下」字的草書寫法，進而發現「下」

字的草書可以寫成以下幾種字形。 

 

《中國草書大字典》「下」字，第 5 頁 

圖 D-45 

 

 

  

 

 

    老師這時就可以說明雖然有很多種可能性，但不是每一種寫法都可以，例如

將「品」字寫為 ，為什麼這種寫法不能呢？經過解說學生就會知道，為了

避免與「下」字的草書寫法混淆，所以才不能寫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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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請大家使用草書字典來進行查詢，會發現「品」字草書的某些寫法是

可以被接受的，是曾經有人使用過的，例如以下的兩種寫法，前者是將「品」字

的「口」分別替代為兩個點，總共由六個點組成的情況；後者是將「品」字最上

方的「口」替代為一個點，下方的兩個「口」分別替代為兩個點，總共由五個點

所組成。 

 

《中國草書大字典》「品」字，第 220 頁 

圖 D-46 

  

 

    獨體「品」字的三個「口」雖然不能各替代為一個點，但是若是在合體字當

中「品」作為一個部件，就可以用一個點來替代一個「口」，例如：「臨」字的「品」

部件。 

 

《中國草書大字典》「臨」字，第 1117 頁 

圖 D-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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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成由上而下的三個口形，每個口形可以個省為一個點 。 可

以省為 ，從兩筆完成變成一筆完成。 

    《月儀帖》、趙眘（南京孝宗）《後赤壁賦》都是將「口」各省為一個點；《月

儀帖》是將三個點連起來寫。趙眘《後赤壁賦》則是分別寫出三個點。 

    懷素《小草千字文》、蘇軾《臨講堂帖》、劉仲游《米芾墨跡跋》又將在下的

兩個「點」合寫為一點，成為上下兩個點。 就是由兩個「向右下的點」連寫

所構成。 

 

（三）三 

    例如：「三」字，對於將簡單的楷字寫為草書這件事，學生可能會想太多而

出現一些創意的寫法。教師請學生將「三」字可能的寫法寫在紙上，等大家都完

成後再進行解說。 

    教師說明雖然草書有時會將筆畫減省，但是「三」字若省略一橫則變成「二」

字，「三」字若省略兩橫則變成「一」字。草書有時也增加筆畫，但是「三」字

若於字的中間增加一豎則變為「王」字。「三」字若 90 度旋轉則變得像「川」字

的草書。在使用規則的過程當中也可能會有人提出各種假設： 

    首先是第一種假設，三橫不過是三個線段，只要保持三個線段的單位，就能

具有一定的辨義作用，至於三者的角度如何並不是要項。基於這樣的想法把這三

個筆畫看成三條直線或是三條弧線，打破楷書「三」字的三橫到了草書必須保持

橫的框架，提出各種書寫的方式。然而我們從草書字典的字例，可以看出並沒有

這種情況，用事實驗證了這種假設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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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草書大字典》「三」字，第 3 頁  

圖 D-48 

  

  

 

 

    由草書字典的字例可知「三」字基於美觀因素，盡量讓這三橫彼此的傾斜角

度相當，讓三橫彼此平行，不會出現橫變成豎或是撇等情況，也不會變成弧線，

以下僅舉出幾個不可能的情況提供參考，上面為圖示，下面為說明，這裡的目的

只是為了呈現部分可能的情形： 

圖 D-49 

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 第三種情況 第四種情況 

    

橫變成豎。 

橫變成向左斜豎。 

橫變成向左一撇。 

書法的豎是由上

而下書寫， 

   這個情況書法

比較不會出現。 

較不可能出現的

原因同第二種情

況。 

橫變成豎。 

橫變成向右斜豎。 

橫還是橫。 

第五種情況 第六種情況 第七種情況 第八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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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右至左是撇， 

變成三橫都是撇。 

變成三豎可能與

「川」字混淆。 

橫變成豎。 

橫還是橫。 

橫變成向左一撇。 

書法的撇是由上

而下書寫， 

    這個情況書

法比較不會出現。 

第九種情況 第十種情況 第十一種情況 

   

三橫皆變成向下

的弧型。 

三橫皆變成向上

的弧型。 

上橫變成向下的弧。中間的橫不變。 

下橫變成向上的弧。 

 

    第二種假設是這三橫彼此的傾斜角度相當，讓三橫彼此平行，然而其中的間

距沒有規範，可以隨意安排，在以下的這三種情況當中，只有第三種情況較常出

現在草書字典上，因此第二種假設也不合乎事實。 

圖 D-50 

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 第三種情況 

   

第一橫離第二橫

明顯較遠， 

第二橫與第三橫

第一橫離第二橫

明顯較近， 

第二橫與第三橫

「第一橫與第二橫的間距」和 

「第二橫與第三橫的間距」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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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較近。 明顯較遠。 

 

    由對於「三」字構型的推理可知，草書絕不是隨便寫寫，任意創造，各個字

的草書本身具有一定的形式。 

 

（四）峰 

 

    請學生想一下「峰」字的草書該怎麼寫，將想到的寫在紙上。教師可以提示

請同學想一下「峰」字是由哪些部件組成。「峰」字是由「山」、「 」兩部件組

成。可以請學生利用草書字典查詢這兩個部件的寫法，先不要查「峰」字怎麼寫，

試著將兩個部件拼湊看看，這也是一種教師教學的引導方式。 

《中國草書大字典》「峰」字，第 322 頁 

圖 D-51 

 

 

 

 
 

 

教師在學生們操作完成之後進行解說，現在我們一般常寫的「山峰」的「峰」

字，在古代有兩種通用的寫法「峰」、「峯」。這是因為「山」這個部件的位置可

以有所不同：「峰」字的「山」在左側，整個字屬於「左右結構」。「峯」字的「山」

在上方，整個字屬於「上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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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獻之 就是將「山」寫成三個點，將 的右捺省成一向右的撇往左收

筆， 中間三短橫省為兩短橫 。懷素 又比王獻之寫得更草，先寫「山」

中間的一豎，再寫左豎轉橫，省略了「山」的右豎與 最開始的短撇。 就

是由 簡化而來，三短橫省為兩短橫，書寫的筆順先寫上面的短橫，再寫第

二個短橫，再繞上去寫一豎，一筆畫完成 。 

    孫過庭的 ，保留了「山」的形態，主要是將「峯」字的右捺省略，直接

往下寫一豎。 

 

（五）寬 

 

    請學生想一下「寬」字的草書該怎麼寫，將想到的寫法寫在紙上。教師可以

引導學生將「寬」字拆成「寶蓋頭」、「艹」、「見」、「、」，再想想以前教過的省

略法則有哪些可以靈活運用。部件可以移動嗎？有移動的可能嗎？教師可以試著

提問。等到學生都寫好之後，教師再請他們查詢草書字典，看看自己寫的是否正

確，或有哪些需要改進。 

 

《中國草書大字典》「寬」字，第 314 頁 

圖 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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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4 頁 

 

第 314 頁 

 

 

第 314 頁 

 

 

    學生查詢後可以發現，草書「寬」字的部件不能任意移動，「寬」字的「寶

蓋頭」會省略最左邊的豎，「艹」這個部件可以省為 ，或十字形 。

「目」這個部件可以省為兩個點 ，或一點 。最右下角的一點可以省略。

「寬」字的 可以用簡單的筆形替代為一撇與一弧橫 ，或是可以

保持 不變。 

 

 《中國草書大字典》「寬」字，第 315 頁 

圖 D-53 

 

 

第 315 頁 

 

第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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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然 

 

    教師請學生思考「然」字的草書該怎麼寫，並將想到的寫法寫在紙上。教師

可以引導學生觀察「然」字有哪些部件，再靈活運用楷草轉換的原則。部件可以

移動嗎？部件可以「縮小」或「放大」嗎？教師可以試著用提問引導學生思考。

學生書寫完畢後，教師請他們使用草書字典，看看自己寫的是否同字典上的可以

被接受。 

 

《中國草書大字典》「然」字，第 656 頁 

圖 D-54 

 

 

 

 

 

 

    教師進行分析「然」字的草書型態可以從這個字的「 」、「犬」、「四點火字

旁」這三個部件來思考。「四點火字旁」可以省為一橫，這「一橫」的「長短」

與「位置」都可以有所不同，這一橫可以寫的較長置於最下方，或是寫的較短置

於右下方。「然」字左上的部件 可以將裡面的兩個點省為一個點。「犬」的一

橫可以保留，原先的向左一撇到了草書要寫為一豎，原先的向右斜捺在草書要寫

為一撇，「犬」右上的一點可以省略或保留，因此有寫為 ，也有寫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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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 

 

    請學生將想到的「計」字的草書寫法寫在紙上。教師可以提示請學生思考「計」

有一個左邊的「言」字旁，「言」字旁的草書不等同於獨體「言」字的草書嗎？

為什麼？可以請學生先思考這兩個問題。 

    等學生們思考並且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後，教師請學生利用草書字典查詢「言」

字旁、獨體「言」字的寫法，先不要查「計」字怎麼寫。教師以具有「言」字旁

的「護」字為例子，帶領學生一邊查詢一邊進行說明，這也是一種簡單的教學方

式。 

    教師進行解說，獨體的「言」與「言」字旁的不同也是在於避免被誤判，倘

若獨體的「言」寫成「言」字旁的樣子 會與「丨」混淆。 

 

《中國草書大字典》「言」字，第 1182 頁 

圖 D-55 

言 

 

 

 

 

 

    再來請學生查詢「計」字的草書寫法，學生會發現「計」字的「言」字旁確

實省為 不同於獨體的「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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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字，第 1183 頁、第 1184 頁 

圖 D-56 

 

計 第 1183 頁 
 

計 第 1184 頁 

 

計 第 1184 頁 

 

計 第 1184 頁 
 

計 第 1184 頁 

 

 

    這時或許會有反應快的學生提出一個疑惑，如果這時學生並沒有提出來教師

也要說明，那麼「汁」字的草書，位於左側的水字旁若省為 ，「計」字和「汁」

字的草書豈不是會混淆，這時教師可以請學生使用草書字典查詢看看「汁」的草

書，以這邊的《中國草書大字典》為例，可以看出並沒有位於左側的水字旁省為

的字例。如果學生有發現「計」字和「汁」字的草書有共形的情況，這時要請

老師教導學生從文章上下文的文意來判斷。「計」字和「汁」字兩者的意思不同，

所以倘若分辨不出來應該是哪個字才對，可以分別帶入看兩者誰更適合。 

 

《中國草書大字典》「汁」字，第 669 頁 

圖 D-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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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汁 

 

669 汁 

 

669 汁 

 

（八）護 

 

    請學生嘗試書寫「護」字的草書。「護」字的楷書由「言字旁」、「草字頭」、

「隹」這個部件、「又」這個部件所組成。寫成草書時省略了「隹」這個部件， 

 

「護」字，第 1211 頁 

圖 D-58 

  
   

 

    「護」字的「草字頭」可以省為 、 、 。部件「又」可

以省為 、 。「言字旁」可以省為豎折挑 。 

 

 

（九）譜 

 

    請學生嘗試書寫「譜」字的草書。教師可以請學生利用在「計」字學會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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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言」字旁寫的方式，還有「譜」字可以拆成哪些部件？可以請學生先自行嘗

試，再查詢草書字典，確認有哪些可以被接受的寫法。 

 

《中國草書大字典》「譜」字，第 1211 頁 

圖 D-59 

譜 

 

   

    這邊以《中國草書大字典》為例，可以看出「並」至少有 、 、

、 種形式。米芾 是將楷書「並」中間的 省略成三個點。

潘伯鷹是改變了書寫的筆畫順序還有將「並」上面的兩點和下方的豎相連，第一

筆是寫由右至左的一撇，原先的楷書的橫是由左至右。 第一筆寫一

撇之後往上拉寫一豎，再拉上來寫第二豎，再拉到中間寫左邊的點，接著直接寫

右邊的點，之後再一轉寫一橫，用一筆畫直接完成整個「並」。 張

錦芳第一筆先寫一橫，第二筆寫左豎，第三筆寫右豎，第四筆寫一橫轉斜豎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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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 

 

 

二、已有草書的字創新練習 

    教導完智永《真草千字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後，這兩本《千字文》

裡面的一千個字屬於「已知」、「已有」。從這部份來設計一些草書的單字教學，

效法趙孟頫的學習方式，靈活運用草書的規則。 

 

（一）同 

 

    已知智永《真草千字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都有「同」字，也知道

他們的草書寫法，請學生想想「同」字是否還可以寫成其他的樣子，請他們將其

他可能的寫法寫在一張紙上。 

圖 D-60 

智永墨跡本，頁 20 同 智永關中本，頁 20 趙孟頫，頁 34 

   

 

待學生寫完之後，請他們使用草書字典，看看「同」字草書的其他寫法。草

書「同」字內部的「一」加「口」，「口」可以省為一個點。一短橫與一個點，兩

個連筆會寫為 。 

 

《中國草書大字典》「同」字，第 202 頁 

圖 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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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草書大字典》「同」字，第 203 頁 

圖 D-62 

 
 

 

 

    「同」字楷書的「口」可以省為兩個點，草書也可以寫成 、 。 

「同」字草書還可以寫成 ，省略楷字的一短橫，以簡單的筆形一個圈圈替

代複雜的「口」。 

    老師可以拋出一個問題，楷書有左右兩豎時，寫成草書左豎常常可以被省略，

請問各位學生「同」字外圍的左豎可以被省略嗎？可以嗎？不可以嗎？為什麼？ 

待學生回答完之後，老師提供解釋。老師解說楷書的「同」字如果省略左豎的話

就會變成「司」字，在草書當中也一樣，若是「同」字省略外圍的左豎，「同」、

「司」二字易相混淆。請學生運用草書字典找到「司」字的草書來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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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草書大字典》「司」字，第 199 頁 

圖 D-63 

   

 

請學生思考「詞」字的草書該怎麼寫，想好之後寫在紙上。接著請學生運用

草書字典了解「詞」字草書的正確寫法。 

 

《中國草書大字典》「詞」字，第 1188 頁 

圖 D-64 

    

 

 

    請學生參考這項資料，宋代米芾的《致伯充尺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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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65 

 

 

    首先可以知道的是這封信是米芾寫的，釋文如下：十一月廿五日。芾頓首啟。

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但怵以相知，難卻爾。「區區思仰不盡言○官

行奉數字草草」。芾頓首。伯充台坐。 

    其中「區區思仰不盡言○官行奉數字草草」這段話要如何解釋，如何標點，

會成為這篇文章的判讀重點。○應該是哪個字呢？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8xo339g.html 

圖片在 http://theme.npm.edu.tw/exh103/calligraphy10310/ch/ch01.html 

    請學生嘗試將文言文的意思轉成白話文。有的學生可能會發現宋趙構《洛神

賦》的「詞」 與米芾《致伯充尺牘》的 很相似，那這邊要如何判斷呢？

從上下文文義判斷的話這兩種可能都說得通： 

「不盡言詞，官行」公家系統裡的差員傳遞，所以就要啟程。 

 

https://kknews.cc/culture/8xo339g.html
http://theme.npm.edu.tw/exh103/calligraphy10310/ch/ch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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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言，同官行」同官位的人要走了，所以趕快寫好信託他送走。 

 

    教師提供參考答案，這段話的意思大致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米芾行禮說：

謝謝你的指教，你認為我是天下第一，可能是你看錯了，您對我相知相惜我受寵

若驚，對您的讚譽實不好意思推卻。我對您的思慕景仰溢乎言詞。這邊的「不盡

言詞，官行」、「不盡言，同官行」都可以說得通，米芾向伯充大人叩首。 

    其次，「詞」字與「同」字的草書還是有些微差異的，我們運用放大工具來

觀察。「詞」字的豎與右半部結構的距離應該繼續查章草字典增加「詞」與「同」

相似的資料再作說明，孤證無法成立。 

圖 D-66 

宋趙構（南京高宗）《洛神賦》的「詞」字 米芾《致伯充尺牘》的「同」字 

  

 

（二）洞 

    由上述的「同」字再延伸來思考「洞」字的草書，這時可以請學生先回想智

永《真草千字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洞」字草書的寫法，並且寫在紙上，

再請學生確認自己是否寫的正確。接著請學生思考「洞」字的草書是否有其他種

寫法，並且寫在紙上。教師最後請他們查看草書字典確認自己寫的是否正確。 

圖 D-67 

智永墨跡本，頁 34 洞 智永關中本，頁 34 趙孟頫，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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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可以問學生，我們可以利用「楷書有左右兩豎時，寫成草書左豎常常可

以省略的原則」來省略「洞」字外圍的左豎嗎？可以嗎？不可以嗎？為什麼？ 

教師應盡量鼓勵學生回答再提供解釋。教師解說，我們可以先從楷書來推理，首

先楷書的「洞」字，如果省略外圍左豎的話就會變成「泀」字，99這樣可能會

和「泀」字的草書混淆，這是一個原因，所以省略左豎不見得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另一個原因要從草書去思考，請學生運用草書字典找到「洞」字的草書。會

發現沒有省略外圍左豎的情況，因此就不會和「泀」字的草書混淆。「洞」字

左側的水字旁草書可以寫成「一點加一豎」或「一豎」，「同」這個部件裡面的「短

橫」可以省為「一個點」，「口」也可以省為「一個點」。 

 

 

《中國草書大字典》「洞」字，第 685 頁 

圖 D-68 

 

  

 

 

 

                                                 
99 教師須確認學生是否能使用異體字字典或其他可查找罕字、難字的工具，可以推薦學生使用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路版）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zA2MDk3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zA2MD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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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千字文》裡面的「上和下睦，夫唱婦隨」有「上」字的草書，請學生先看

看這三本《千字文》「上」字的草書要怎麼寫。請他們將其他「上」字可能的寫

法寫在一張紙上。 

圖 D-69 

智永墨跡本，頁 18 上 智永關中本，頁 18 趙孟頫，頁 32 

   

 

    等大家寫好後，再請他們查草書字典，看看其他的寫法。讓他們講講看其他

「上」字草書的筆畫順序，教師最後公布參考答案，像是：唐代李世民 ，

是先寫左上的一個點，第二筆再寫撇轉一橫。唐代張旭 ，則是先寫上方的

短橫，再向上轉寫一豎，第二筆再寫一橫。宋代黃庭堅 是先寫上方的一個

點，第二筆再寫一豎轉一個向左的弧轉寫一長橫。明代祝允明 是先寫左上

方的一個點，第二筆再寫右上方的一個點，第三筆再寫最下方的一橫。「上」字

這個教學的例子是讓學生知道，同一個字的草書字形，即便形體近似，在筆畫的

順序上也可以有多種可能。 

 

《草書字典》「上」字，第 2 頁 

圖 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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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71 

 
 

 

 

（四）為 

     

    《千字文》裡面的「雲騰致雨，露結為霜。」有「為」字的草書，請學生先

看看這三本《千字文》「為」字的草書要怎麼寫。請他們將「為」字其他可能的

寫法寫在一張紙上。 

圖 D-72 

智永墨跡本，頁 4 智永關中本，頁 4 趙孟頫，頁 18 

   

 

    再請學生們查找草書字典，請他們看看自己運用楷草轉化的規則最後寫的草

書結果是否如字典裡面的，有哪些地方一樣，有哪些地方不同，並且自己運用原

則提出解釋。 

 

《中國草書大字典》「為」字，第 5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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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73 

 

 

 

 

《中國草書大字典》「為」字，第 549 頁 

圖 D-74 

 

 
 

 

 

    學生們看完之後要嘗試做出一個結論，教師最後指出重點，並且補充不足。

「為」字草書上面的「左點」與「從右上至左下的一撇」，兩者可以相連在一起，

簡化為一個筆畫，也可以兩者分開，不必簡化。「為」字的草書可以寫得很簡化，

也可以寫得不那麼簡化，而這些都是可以被接受，被允許的寫法。不論是從三個

框框 簡化成一個框框 ，還是簡化為兩個框框 。雖然楷草轉化有

規則性，卻未必要簡化到最簡化，這也是草書教學需要注意的觀念，並不一定要

用上所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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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寫 

 

    《千字文》裡面的「圖寫禽獸，畫彩仙靈。」有「寫」字的草書，請學生先

看看這三本《千字文》「寫」字的草書要怎麼寫。請他們將「寫」字其他可能的

寫法寫在一張紙上。 

圖 D-75 

智永墨跡本，頁 24 寫 智永關中本，頁 24 趙孟頫，頁 38 

   

 

    教師請學生思考並且解釋智永墨跡本、智永關中本、趙孟頫本這三者「楷書」

與「草書」的異同，以及分別是如何從楷書轉變成草書的。 

    教師公布答案：在楷書方面，關中本和墨跡本相同，與趙孟頫本不同。在草

書方面，智永墨跡本與趙孟頫本相同，與關中本不同。 

    在楷書的特徵方面，「寫」字的楷書智永是省略寶蓋頭上的一個點，與將四

個點省為一橫，趙孟頫則是沒有省略這兩個部分。 

    在草書上，楷書 中的 到了草書變為 ； 屬於框框結構，到了

草書省為一向下長點 ，下方的橫折斜豎折挑省為順時針的弧。以簡單的筆形

一個點替代四個點。 

    智永墨跡本草書，基本上與趙字寫法相同；關中本則在「舄」的部件，交代

得不清楚。尤其最後四點省為一點，卻逸出 外，有違字理。 

    再請學生們查找草書字典，請他們看看自己運用楷草轉化的規則最後寫的草

書結果是否如字典裡面的，有哪些地方一樣，有哪些地方不同，並且自己運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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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提出解釋。 

 

《中國草書大字典》「寫」字，第 313 頁 

圖 D-76 

   

 

《中國草書大字典》「寫」字，第 314 頁 

圖 D-77 

 
 

  

 

《中國草書大字典》「寫」字，第 314 頁 

圖 D-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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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可以請學生查草書字典知道「寫」字有哪些型態？再按照自己的觀察來

分類，分出彼此接近或是彼此差異較大的來進行說明。做這樣的練習，其實是幫

助學生掌握一個字各類草書字形當中的「共性」與「差異」，提高對於草書文字

形體的「觀察能力」，以及字體轉換上的「描述能力」。 

    教師這裡提出一種分類方式與說明供學生參考，我們將「寫」字的中間構造

「臼」的這塊當作分類的基準，寫得相近的屬於同一類。 

 

1.中間結構由「三個點」所組成，楷書的橫省略，豎省為一個點，框框結構變成

兩個點，例如：祝允明《唐人詩卷》。 

圖 D-79 

第 314 頁 

 

2.中間結構由「兩個點」所組成，楷書的橫省略，豎省為一個點，框框結構省略

成一個點，例如：智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文徵明。 

圖 D-80 

智永關中本，頁 24 

《真草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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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81 

 

第 313 頁 

 

3. 中間結構由「一個點 + 一橫 + 一個點」所組成，楷書的橫保留，豎省為一

個點，框框結構變成一個點，例如：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趙孟頫《二體

千字文冊》。 

圖 D-82 

智永墨跡本，頁 24 寫 

《真草千字文》 

趙孟頫，頁 38 

《二體千字文冊》 

  

 

圖 D-83 

 

第 313 頁 

 

第 3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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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84 

第 314 頁 第 314 頁 

 

4.中間結構由「一橫與一直點，交叉成十字型」所組成，楷書的橫保留，豎省略，

框框結構變成一個向下的直點，例如：黃慎、文彭、于右任、趙雍、趙孟頫《六

體千字文》。 

圖 D-85 

 

第 314 頁 

 

第 314 頁 

第 314 頁 

 

第 314 頁 

 

第 313 頁 

 

 

5.「與」字、「舉」字、「學」字（學生以組為單位四人一組） 

 

    「與」字、「舉」字、「學」字屬於常用字，請學生觀察《千字文》當中已有

的「與」字、「舉」字、「學」字，請他們從智永本及趙孟頫本整理出前兩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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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部件有哪些寫法，還有和「 」相似的部件「 」以及分

析為什麼會這樣寫的原因，讓學生試著從實際操作來觀察，自己理解並整理出潛

在的規則。學生可以先獨立操作之後再與其他同學討論，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必害

怕答錯或不清楚內容，教師須培養學生正向的學習態度。像這種從多個字來找規

則的學習方式，可以將數個學生分配成一組來教學。 

圖 D-86 

智永墨跡本，頁 14 與 智永關中本，頁 14 趙孟頫，頁 28 

   

 

圖 D-87 

智永墨跡本，頁 45 舉 智永關中本，頁 45 趙孟頫，頁 58 

   

 

圖 D-88 

智永墨跡本，頁 17 學 智永關中本，頁 17 趙孟頫，頁 32 

   

 

    趙孟頫「與」字的楷書上半部 也就是現在寫的 ，這個部分可以寫

為三個點，在草書中三個點可以省為一橫。「與」字楷書中間的一橫可以省為一

短橫。「與」字下面的兩個點，可以省為一短橫。連接這三短橫中間的兩個斜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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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連筆所形成的。 

    趙孟頫「舉」字楷書的 可以寫為三個點，之後再省為一橫。「舉」字中

間的一長橫可以省略為一短橫。這兩橫中間的斜豎，是由連筆所形成的。「舉」

字下方的長撇與斜捺被簡化為兩個點，寫在草書字體的最下方。 

    趙孟頫「學」字的楷書 上半部 也就是現在寫的 ，這個部分

可以寫為三個點。 因循當楷書部件有左右兩豎時，左豎可以省略的原則寫

為 。 

    像這樣把相同型態的楷書部件，經過歸納整理出一條條規則，最後就能在學

習的過程當中得到規則，也學習到靈活運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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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綜合全文的研究成果，可依各個章節來說明本研究的發現。首先第二章是從

《急就章》、智永《真草千字文》，以及其他文獻材料當中，確實歸納出楷草轉換

的簡化原則與變化規律。楷草轉換的四種核心原則分別為「減省」、「替代」、「改

變位置」、「改變順序」。「減省」是指減少「筆畫」，而非減少動作。「替代」是指

以另一個「部件」或「筆畫」取代原先的字形結構。如果僅僅是減少了動作，卻

增加了筆畫，那麼這類情形便只有「替代」，而沒有「減省」了，草書的「連筆」

為達到書寫的快速，減少運筆動作的同時，又因筆畫相連的部分而增加了筆畫，

由此也可以分清楚「連筆」不等同於「減省」，兩者是有區別的概念。 

「減省」與「替代」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卻可以在同一個字由楷書省為

草書的過程當中同時存在，本研究藉由松江本《急就章》、智永墨跡本《真草千

字文》當中的一些例子，就「減省」與「替代」加以說明。可以單有「替代」或

獨有「減省」的情形。 

    透過將松江本《急就章》、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當中，具有「框框結

構」，例如：「口」、「日」形和「曰」形、「田」、「目」的字，加以歸納可知，「框

框結構」在草書當中可以同時「減省」、「替代」為幾類情形：一是省為「厶」或

「倒過來的厶，即 」。二是省為「兩個點」。三是省為「一個點」。換言之就是

分別用「厶」或「 」或「兩點」或「一點」來「替代」具有「框框結構」的

部件，這一方面有以簡代繁的「替代」，同時也「減省」了書寫的筆畫，體現了

同時有「減省」與「替代」的情形。 

    規則與規則之間還可以互相通用，藉由對「框框結構」怎麼樣變化的理解，

就能進一步解釋「門」字在草書有五種寫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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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位置」是指改變「部件」或「筆形」的位置。「改變位置」的定義是，

不管楷草轉換時楷書「筆形」、「部件」的替代是否已經發生，只要位置被改變就

屬於「改變位置」，例如：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楷書「華」字中間的「兩

個十字」，寫成草書後移到整個字的下半部，而楷書「華」字下方的兩個長橫，

寫成草書後被移到了中間的位置化作兩短橫，為何將兩個十字移到下半部呢？可

能是為了增加整個字在視覺上的穩定性。 

    「改變順序」是指改變「筆畫」或「筆運行」的順序。改變「筆畫」的順序

是指改變筆順。改變「筆運行」的順序若以實際例子說明，就如：智永墨跡本《真

草千字文》中的「大」字。楷書寫的是橫，在草書時筆的運行卻是「由右至左」，

變成了「撇」的「筆形」。 

 

智永墨跡本，頁 9「大」 草書 楷書 

   

 

    「位置」與「順序」也是兩個相異的概念，但是可以在楷草轉換時併存。「改

變筆畫順序」不等於「改變結構位置」，有時候一個字的結構位置不變，然而寫

字的運筆順序卻有不同，屬於位置不變，但順序改變的情況，如前所述的「大」

字。 

    也有同時具有「替代」、「減省」、「改變順序」、「改變位置」的例子，如：智

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的「夏」字。 

    接著第三章將第二章所得的原則及分析方法作為基礎，開始第三章的第一節

「智、趙二帖異形數量統計」。「智、趙二帖」指的是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

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異形」指的是兩者在楷書和草書兩方面，於字的形體

上有相異者。若趙孟頫本和智永墨跡本有差異，但是趙孟頫本和智永關中本相同，

 



 

209 

 

屬於「相異」。若趙孟頫本和智永墨跡本相同，但是趙孟頫本和智永關中本相異，

屬於「相同」。 

    趙孟頫在摹智永的學習過程中，畢竟不是機器，不容易與範本完全一模一樣，

因此若在「大小」、「粗細」、「比例」、「色彩濃淡」、「游絲的長短、有無」方面與

智永有不同，並不能判定為「相異」。在「筆形」、「部件」方面具有顯著差異者

即屬於「相異」，其中也包含了「異體字」與「錯別字」。 

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的「楷書」比較結果：

兩者「相異」的共有 356 個字，佔全體的 35.6%；「相同」者共有 631 個字，佔

全體的 63.1%；「無從比較」者共有 13 個字，佔全體的 1.3%。「相異」者比「相

同」者多了 275 個字，相當於 27.5%。 

    兩者「草書」「相異」者共有 443 個字，佔全體的 44.3%；「相同」者共有 548

個字，佔全體的 54.8%；「無從比較」者共有 9 個字，佔全體的 0.9%。「相異」

者比「相同」者多了 105 個字，相當於 10.5%。 

    至第二節「二帖異形字實例」之下又可以分為三類：「楷書異草書同」、「草

書異楷書同」、「楷書草書皆異」，第三節針對第二節的例子以及其他字例來解釋，

趙孟頫變異智永寫法可能的原因為：1. 訂正錯別字，例如：「銀燭煒煌」的「煒」

字 2. 提示後來的通行字，例如：烹宰（趙孟頫本）、享宰（智永本）3. 呈現書

寫的變化性，例如：「禽」字、「獸」字。4.趙孟頫一時筆誤，例如：「賤」字 5. 美

觀因素，例如：「志」字、「林」字。 

    從趙孟頫變異智永的寫法可以得到三個啟示：1. 對照出草書指引教材之不

足。例如：明代《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子七八為結」。

《草訣百韻歌》「羞見羊踏田」。《標準草書》 的草書不應為 。2. 草書

寫法不只一種。例如：明代《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點

子方成馬」。《草訣百韻歌》「有點方為水」。《標準草書》「羅」字與「門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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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草法使轉有意義，不可任意模糊。例如：明代《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

萬寶全書三十八卷》「不將書四點」。《草訣百韻歌》「六手宜為稟」。《標準草書》 

「口」這個部件在草書可以省略成兩個點，兩點相連形成 。口→ → →

，「口」能省略為兩個點都是有意義的。「寸」這個部件在草書當中簡化成

的理由與「口」不同。寸→ → → 。「寸」能省略為 是有意義的。 

    第二節「草書單字教學實驗」這節之下分為兩部份：一、「未知草體的字」

草寫練習。二、「已有草書的字」創新練習。「原則運用的可行性」及「原則運用

的侷限性」是本節教育設計的兩大重點概念。 

    智永和趙孟頫兩人皆運用了古人楷書與草書對照的方式在學習草書，用字帖

來學習書法，不僅是直觀的學習字帖的一筆一畫，還可以進一步做到靈活的再創

造。其中有幾個重要觀念需要強調： 

 

1.大眾對於草書的誤解，草書不是單純憑書寫者的意思任意創造。筆畫的增減都

可能變成一個錯字，或是誤寫為另一個字。文字本身之所以能夠通行無礙，乃是

基於一定的約定俗成，有時雖然符合「減省」、「替代」等原則，卻不必要依循原

則將該字簡化到最簡化。 

 

2.一個字的草書也可能有各種變化，這些變化都能被接受。  

 

3.對於彼此「共形」或「形近」的字，應理解各個字的轉換規則，死記硬背下草

字形體容易混淆寫錯。 

 

4.在草書當中難免有些字屬於「共形」或「形近」的關係，像是遇到這樣的情況

該如何判斷呢？這時就要從上下文的文義來判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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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人在創制草書並將草字推行的進程中，會盡量避免讓字與字之間彼此共形，

減輕人們在使用與閱讀上的困難。 

 

    接著本節藉由數個實際例子的操作，教導學生如何去活用已學會的知識。 

「未知草體的字」草寫練習可從 4 個例字來簡要說明原則的運用與限制：「品」

字講原則運用的侷限性；「臨」字講原則運用的可行性；「然」字講部件的「縮小」

或「放大」及部件的「位置」；「三」字講假設及原則運用的侷限性。 

「未知草體的字」草寫練習，草書教學實驗是假定以智永《真草千字文》、

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為教材，這兩本《千字文》一千個字以外的屬於「未知」。

本文在「未知草體的字」草寫練習列舉數例供教學者參考，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例

子有：「品」字，由「品」字的草書可知楷草轉換的侷限性，部件「口」雖然可

以轉成一個點或是兩個點，但是當獨體的「品」字三個「口」個省為一個點的時

候，卻與「下」字的草書 易於混淆了，因此獨體的「品」字不會寫成如「下」

字的草書。「品」作為某字的部件與獨體的「品」字在楷草轉換之間又有所不同，

如：「臨」字有「品」這個部件，在草書該部件可以簡化為三個點 或是兩個

點 。 

在思考草書一字當中各部件是否可以隨意移動這個課題上，可參考「然」字

的草書，部件的組成可以移動嗎？各個部件可以「縮小」或「放大」嗎？由幾個

不同型態的「然」字 、 、 、 可知，在部件的組成上，有無

右上方的點皆可被接受，而下方最後一筆的一橫，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可置於

中間的下方位置，亦可置於右下方的位置。 

另由「三」字構型的假設與論證可知，草書絕非書寫者的任意創造，草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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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間有約定俗成的形式。 

    在上述「未知」條件以外的則屬於「已有」、「已知」，本文在「已有草書的

字」創新練習列舉數例供教學者參考，並藉由這些例子來帶出原則運用的幾個重

點：「同」字、「洞」字講原則運用的侷限性及判斷原則；「上」字講改變筆畫順

序；接著講幾個字為一組的教學類型，首先是「與」字、「舉」字、「學」字，這

組字講觀察力和規則運用的可行性。 

    「上」字的草書教學可以說明同一個字的草書具有改變筆畫順序的情況，就

列舉了四種不同的字形 、 、 、 ，其書寫的筆畫順序也不相同。 

    「與」字、「舉」字、「學」字這一組字。「與」字、「舉」字都具有「 」

部件，「學」字則是有「 」部件。「與」字楷書的上半部 ，這個部分可

以寫為三個點，在草書中三個點可以省為一橫，另外將「 」最長的一橫保

留，兩橫間加上連筆，形成 。「與」字下方的兩個點相連 。趙孟頫「舉」

字楷書的 也是可以先寫為三個點，之後再省為一橫。「舉」字中間的一長橫

可以省略為一短橫，連筆寫為 。「學」字的「 」部件 這個部分可

以寫為三個點，下方的 則循著當楷書部件有左右兩豎時，左豎可以省略的

原則來省略寫為 。 

    本研究有一些成果與貢獻如下：本研究深入的從西漢的《急就章》、隋代智

永的《真草千字文》、唐代的《唐人月儀帖》、宋代的《澄清堂帖》、清代乾隆下

令重刻的《淳化閣帖》等等文獻中，歷史性的整理出楷草轉換的學習方式，這些

字帖都具有一個特點就是將「楷書」與「草書」並列陳示，從西漢到清代都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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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體式，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形式對於「編寫教材者」、「教學者」、「學習者」

來說既是「可行的」又是「有效的」。 

    古代聰明的學習者與教學者們，他們知道藉由比較「楷書」與「草書」大量

的字的方式，找到「楷書」與「草書」之間的對應規則。在本文所介紹的一系列

字帖當中智永《真草千字文》的普及度與影響性最為顯著，因此成為本研究的重

要參考對象。「楷書」與「草書」之間既有對應的規則，就表示此一原則也不是

憑空創造，而是前有所承後有所繼的，本研究對於規則的整理較全面且更有系統

性。 

    在整理前人對於草書教育方面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過去的研究者對於草書

的教育少有以變化原則切入，然而本文循序漸進地由原理、原則談草書的教育方

法，以及實際應用。自第二章開始從《急就章》、智永《真草千字文》、宋代閣帖

中草書的隸定，點出規範字與草寫體並識並學的情況是前有所承後有所繼，自古

有之，提出相較於前人來說更加清晰的歷史脈絡整理。接著說明從楷草對照中能

夠找到變化的原則有「減省」、「替代」、「改變順序」、「改變位置」，相較於文獻

回顧所見的資料，有更具系統性的說明。 

    第三章「趙孟頫《二體千字文》臨寫的承襲與變化」，從前人尚未深入切入

的角度，做了「智、趙二帖異形數量統計」，再從兩份字帖當中的異形字實例去

看「楷書異草書同」、「草書異楷書同」、「楷書草書皆異」這三類情形，最後分析

整理出趙孟頫異變智永寫法的原因，對於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在臨寫智永《真

草千字文》的字形變化上，以及變異的原因做了較為深入且全面的分析。 

    最後第四章「草書簡化原則選取的靈活度」則統整前面幾章的概念，整理出

趙孟頫變異智永寫法帶給現代學習者的重要啟示，就是「靈活運用」而非「死背

硬記」。趙孟頫和智永都是書法名家，趙孟頫用這種「靈活運用」的方式學習智

永書法能夠學有所成，現代人將此一思考模式應用在草書的單字教學，比單純「死

背硬記」草字的方式更具系統性與知識性，於是據本文所提出的清晰概念，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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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真草千字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為基礎，設計了「未知草體的字草寫

練習」、「已有草書的字創新練習」將研究之心得提供給未來的草書教育者及學習

者參考。 

    本研究除了上述的研究成果之外，仍有一些研究上的限制，與可以提供建議

的地方，《千字文》成文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其中著名書家多以此學

習書法，除本文的研究對象智永和趙孟頫之外，還有歐陽詢、褚遂良、懷素、趙

佶、趙構、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于右任等人，皆有書寫《千字文》流傳於

世。未來若要選擇書法研究議題可從各類書體的《千字文》來進行探討。 

    在研究的選材上首先是版本限制，趙孟頫的《千字文》作品種類多樣，不僅

有單體的草書千字文、楷書千字文、行書千字文；還有多體的四體千字文、六體

千字文、真草二體千文。本研究僅從值得信賴的《二體千字文冊》來進行研究，

未來還可以就其他《千字文》作品來研究。而智永《千字文》流傳至今一共有三

個版本，除了本文提到的：《關中本千字文》、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本以外，

尚有刻於清初的《寶墨軒本千字文》可供參考研究。另外，在研究的參照對象何

者為主，何者為輔的主從關係上，本文是以墨跡本為主，以關中本為輔，未來如

果以關中本為主，以墨跡本為輔，也許會有不一樣的收穫。 

    本研究未來可以繼續研究的方向：為避免將智永墨跡本《真草千字文》、智

永關中本《真草千字文》、趙孟頫《二體千字文冊》三者互相比較過於複雜，所

以只有比較智永墨跡本與趙孟頫兩者之間的楷草異同，未來如果要更深入的研究

可將三者彼此比較。另外，本研究提供的例子也僅從較具有代表性者來說明，未

來若從各方面繼續增加字例，補充概念，最終可以得到更全面的研究成果。本研

究希望從「科學化」的角度切入草書字形間的比較，然而現在尚無電腦程式可提

供判斷，如果未來科技進步，有發展出能夠判別字形異同的程式，關於字形異同

的統計結果可以更具科學性。 

    書法教育中的草書教育有其順序性，如本文的講述次序安排，應先建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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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例如：何謂「筆形」、「筆畫」、「筆順」。學習的過程當中需要以循序漸進

的方式，逐步掌握重要觀念，對於一般的學習者來說，如果沒有基礎的先備知識

不容易深入瞭解楷草轉化的規則。另外，教學者可以提供幾門學習草書的路徑給

學生，例如：介紹草書的書籍與相關資料、草書的字典、楷書對應草書符號的表

等等。 

    從草書教育的角度而言，我們應該提供各種有助於學習者的方式，去幫助他

們學習，有些學習者可能喜歡用背誦的方法來記憶，我們不能否定這樣的一種方

法，但本文要強調的是：從思考趙孟頫學習智永的方式，靈活運用草書的規則性，

這種方法可以省去死背硬記的過程，或許對於推廣草書學習以及草書教育有一些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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