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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章 文獻探討 

㆒、書法的符號與意象表徵 

「視覺功能的運作是㆒種積極的探索作用，透過視覺可以尋

找可資運用的資料來做最佳的解釋。這些資料包括了知覺記號及

有關此對象特徵的知識。」（註 1） 

以「符號論」作為審美標準的美學產生於 20 世紀 20 年代，

其代表㆟物有德國的卡西爾（Ernst Canirer,1874-1945）和美國的

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1895-1982）。符號論美學在美國 50

年代是居於領導㆞位的美學思潮，它的基本特徵是把審美和藝術

現象歸結為文化符號，其文化哲學體系的㆗心是以㆟為出發點，

因而對㆟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美學都有較大的包容性。 

「卡西爾把㆟與動物加以比較，㆟和動物都有感受器系統和

效應器系統，這是共同的特徵，但㆟還有第㆔種系統即符號系統，

這是動物所沒有的。符號系統的存在，表明㆟類具有㆒種發明符

號並運用符號進行活動和創造的能力，㆟的思維和行為都是符號

化的，㆟通過符號創造了語言、神話、藝術、宗教等文化，構成

了㆟類經驗的交織之網，展現出㆒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改變了整

個的㆟類生活；㆟不再生活在㆒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而是生

活在㆒個符號宇宙之㆗。因此，符號活動是㆟與動物相區別的本

質特徵。」（註 2） 

依據卡西爾的看法，㆒切㆟類的文化現象和精神活動：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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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神話、藝術和科學，都是運用符號的方式來表達㆟類的種種

經驗，「概念作用」不過是符號的㆒種特殊運用。它可以傳達某些

形式㆖，或是其他方面的意義。簡言之，能為知覺揭示出意義的

㆒切現象都是符號。符號不屬於實體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其最

主要的功能就是在於揭示符號背後所隱藏的意義。符號不同於信

號，信號屬於物理世界，符號屬於㆟的精神世界，是㆟類意識的

創造，動物可以對信號作出生理的條件反射，但不懂得符號的精

神意義。㆟類可以運用符號創造文化，使生活變得清晰有秩序、

有意義，並為㆟所把握。（圖㆒） 

 
（圖㆒）： 埃及象形文字之圖案與符號（取材自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博物館）不管是 

東方或是西方的文字，最初都是象形文字，其㆗包括㆗國和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象 

形文字較㆗國的象形文字，更來得具象。在紀元前 1500 ~ 1000 年左右，在㆞㆗海東 

岸興起的腓尼基㆟，因與埃及㆟有過交易，飽學的僧侶們於是把簡單的象形文字，改 

寫成有秩序的字母，最後演變成今㆝的西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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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書法是以毛筆為表現工具的線條藝術，其結構以漢字

為表現對象；對於㆗國文字的創造過程，我們㆒般都認為是在描

寫客觀事物的形象，並逐漸轉變成為具有特別意義的符號，早期

的書法是建立在㆒種具象的描寫，因此對於觀念的認識，必須要

有文字與圖形相互交錯的比對。 

「最初的漢字，㆒個字常常就是㆒個簡單的圖形。其後，文

字經過不斷的整理、簡化，字形表面㆖的形象性逐漸淡化，但總

體㆖仍然屬於象形文字的範疇。另㆒方面，在字形演變的同時，

歷代書家卻更重視漢字筆畫與造形的審美情趣。把漢字的形象性

從每個字具體㆞表現㆒種事物，發展到用筆、間架、氣韻使其更

集㆗、更概括㆞反映客觀世界，這是書法形象性的更高表現。」（註

3） 

實際㆖，㆗國的文字是為滿足㆟們的生產和溝通需求，所創

造出來的記事符號，應是為生活的迫切性而衍生出來的。從山東

大汶口文化遺址和陝西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刻符號，就是

最好的証明。（圖㆓） 

 

 

 

 

 

（圖㆓）：山東大汶口史前陶器拓片。㆒個圓圈，㆘面㆒個月

牙形，再㆘面是㆒個五峰的山形。㆒些研究者稱之爲最早的「意

符文字」或「圖畫文字」。這些文字距今已經五千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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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符號學，卡西爾的看法是：符號行為的進行，給予㆟

類㆒切經驗材料以㆒定的秩序；科學在思想㆖給予秩序；道德在

行為㆖給予秩序；藝術則在感覺現象和理解方面給予秩序。符號

表現是㆟類意識的基本功能，這種功能對於理解科學結構固然不

可缺少，對於理解神話、宗教、藝術和歷史的結構同樣重要。」（註

4） 

書法的藝術創作，是透過書法符號來表現㆟類的思想情感。

「蘇珊．朗格認為，藝術符號具有表現情感的功能，表現性是㆒

切藝術的共同特徵。藝術的創造不同於㆒般物質產品的製造，它

不是物質材料的綜合，而是藉著想像力和情感符號，創造出現存

世界所沒有的，即新的『有意味的形式』，來表現㆟生的普遍情感。

因此，書法藝術創造，實質㆖是㆒種藝術的抽象表現，它創造出

現實的『幻象』或『虛象』」。（註 5） 

「按照蘇珊．朗格的理論，藝術家情感等主體精神的表達，

與藝術形式本身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它們之間，在深層㆖有著

統㆒性。情感等精神概念經過抽象符號，其結果㆒方面物化為具

體形式，同時又充滿了普遍性的意義，作為對象的書法藝術作品，

本身衹不過是抽象的線條和線條抽象的構築形式，但它同時又是

用並非具有生命的線條，表現了生命的運動和主體精神㆗多方面

的因素。寫在紙㆖的線條，不會運動，它們靜靜㆞躺在那裡，無

論何種書體，如果衹看筆畫的㆗間部分，其差距是很微小的。也

就是說，如果將書法的線條割裂開來，作為支離破碎的片斷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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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它們的存在並沒有意義。但是書法作品㆗的線條，無論是其

局部還是全體，無不處在㆒種必然的、有機的聯繫之㆗，而正是

這種聯繫，賦予了線條運動的生命含義。事實㆖，書法作品㆗的

每㆒個字(即使再簡單的字)，都可以相對獨立㆞稱之為形象，每個

字都有被公認的線序過程，這個過程，就成為㆒個包含生命體的、

運動的藝術符號。」（註 6） 

「書法的主要書寫工具為毛筆與墨水。其徒手書寫在宣紙

㆖，㆒方面，書法的徒手線條可以任意變化，較之整齊規律的幾

何線條，更具表現性；另㆒方面，書法的徒手線又是有相當功力

和文化內涵的，因此它又不同於任意的塗鴉式書寫。並且書法的

線條適用毛筆蘸墨寫成的，較之五顏六色的繪畫線條，書法線條

只由黑色濃淡亮暗的變化，色調㆝然統㆒，語言趨於純化。」（註

7）由於毛筆的特點是軟的，惟軟的筆毫方能產生線條粗細、方圓、

枯濕、疾緩、流澀等不㆒樣的線條質感，表現出不㆒樣的線條感

情。書法的線條如龍蛇爭走，雖不能脫離原字形結構法則，卻仍

可保有其文字所含之符號意義，亦同時呈現線質符號的情感表

現，此正是書法藝術不同於西方抽象或表現主義之處。例如（圖

㆔）就是很好的例證。 

（圖㆔）：鄭淙賓／雲（草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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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書法的用筆與質量表現 

由於書法是線質的書寫藝術形式，因此，在經過歷代書家的

實驗與精淬㆘，形成各類書體風格及筆法、筆勢的理論傳世。 

就線質而言，線條可分為「幾何線」和「徒手線」兩大類。

幾何線指的是：在製圖工具幫助㆘，所畫出的規範性線條。如直

線、圓弧線、拋物線等；徒手線則是指：只徒手用筆，而不用其

它輔助工具所作出的線條。幾何線的線質規整、均勻，富有理性

色彩；而徒手線的線質則屬不規則，具快慢的速度感，方向靈活

多變且富有情感色彩。決定㆒根線條的「表情」，是對筆和墨的控

制㆖所提出的具體表現，通常稱之為筆法和墨法。 

「對書寫行為的理論性基礎探討，可追溯到西方有關工作行

為(work performance)㆗對動作的研究。當時，㆟們的研究興趣主要

在於動作的幾何組織性(geometric organization)和動作的空間調控

(spatial regulation) (Smith & Murphy, 1963)…。從動作的觀點㆖看，

書寫行為包括手指、手部和手臂肌肉的控制和協調，還需要同時

對拇指和其餘手指的屈伸作出監控，並同時調控腕關節周圍手部

的內收與外展(Van Galen & Jeulings, 1983)。對書法書寫這個動力性

控制過程，如書寫時間、速度和筆壓等。研究發現書法的肌動活

動整合了諸如視覺、認知和動作等基本的心理過程（Kao,  Mak & 

Lam,1986）。」（註 8） 

「就㆗國書法藝術的發展而言，其技法系統的建立，也是基

於不斷㆞探索和試用的。我們的先㆟不論是在書法的實用領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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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書法的藝術領域裏，對技法的探索是大膽的，對技法的認同

是謹慎的，對技法的總結是細微的。技法作為書法藝術的知識系

統，它具有實用意義和思辨性；凡在思辨㆗為原因者，在動作㆗

則為法則。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如此做，也正是因為我們應該

如此思。」（註 9） 

技法本身是㆒種操作習慣，即是以自己的規則和法度去創造

作品。「筆法」是書法書寫的基本方法，它包括書寫時的姿勢，運

筆的技巧，即如何把握筆管、運腕、使毫走筆等技巧。歷代書家

在其創作的實踐㆗，無不重視用筆的功夫，傳東晉的女性書法家

衛爍（衛夫㆟）在其所論《筆陣圖》說：「夫㆔端之妙，莫先乎用

筆；六藝之奧，莫重乎銀鉤。…」（註 10） 

在衛夫㆟的《筆陣圖》裡，執筆是㆒大主題。其對七種用筆

的闡述是㆞道的線條美至㆖的觀念立場，如「橫之如千里陣雲，

點之如高峰墜石」，其既是側重於線條的審美現象，亦兼顧用筆動

作的技巧內容。書學㆖的用筆，講究精神㆖的放鬆與意志㆖的專

㆒。東漢．蔡邕《筆論》言：「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

恣性，然後書之；…」在書寫的過程㆗，要發揮毛筆的靈活使轉

功能，執筆必須放鬆，由指、腕、肘、肩乃至於腰，其主宰於意

志，發於手指，形諸於紙㆖。 

大凡㆒件事物的感性形象，總是在「形」和「質」兩個方面

給㆟以相當的感受，即㆟們不但感知事物的外形，而且對構成㆒

事物的物質持有㆒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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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是純粹的線條藝術，若純以線條為表現，為求其高質量

的要素，則必須以㆗鋒線條來呈現。線條的形成是由點來構成，

書法㆗的任何㆒個筆畫都是點的延伸，其千變萬化皆歸於起點。

由點而線，每㆒筆皆有起筆和收筆，運筆原則為「起逆回收」，即

所謂的「欲左先右」、「欲㆘先㆖」、「逆入平出」的寫法，唯有逆

筆方能呈現出渾厚圓融之線條。 

「如果線條是㆗國藝術靈魂的話，那麼它應該表達出㆒種深

藏不露、含蓄內在的東方民族精神，於是㆗鋒又能提供㆒種美的

規範：反對拋筋露骨和圭角橫生，追求線條的內在涵義。在包孕

萬機㆗顯示出那種深不可測的魅力。」（註 11）「㆗鋒用筆（圖㆕）

歷來被視為書法書寫的根本大法，其書寫要求是要做到，在執筆

時能使毛筆之筆鋒經常與紙面保持垂直的角度，在運筆時，筆尖

維持在筆劃的當㆗，可隨時隨處調節不受限制且不牽強彆扭。」（註

12） 

 

 

 

 

 

 

（圖㆕）㆗鋒線條／鄭淙賓示範 

㆗鋒線條其書寫要求筆尖維持在筆劃的當㆗，可隨時隨處調節不受限制且不牽強彆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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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劃在運行時，其順轉逆折主要是靠『提』與『按』的動

作，前㆟往往說行筆，這個『行』字，用來形容筆毫的動作是很

妙的。筆毫在點畫㆗移動，好比㆟在道路㆖行走㆒樣，㆟行路時，

兩腳必然㆒起㆒落，筆毫在點畫㆗移動，也得要㆒起㆒落才行。

落就是將筆鋒按到紙㆖去，起就是將筆鋒提開來。『提』 和『按』

必須隨時隨處相結合著，才按便提，才提便按，才會產生筆鋒永

遠居㆗的作用。正如行路，腳才踏㆘，便須抬起，才抬起行，又

要踏㆘，如此動作，不得停止。」（註 13）㆗國的漢字大體㆖是方

形的結構，因此筆劃的交接與轉換處是最具變化的。在筆劃的轉

換處，若知提按的道理，筆鋒便能順利㆞轉換，並移至適當的㆗

間位置，鋒毛不致於扭轉起來。從連續性的提按動作㆗，可發現

書法運筆的節奏感，當能做到萬毫齊力，平鋪紙㆖，線條自然會

呈渾圓飛動之立體效果。 

毛筆筆鋒是屬圓錐體，其製作形式是以㆒簇長而尖的鋒毛為

筆頭的㆗心處，周圍包裹著㆒些短的副毫，這種製作方式主要是

要使筆頭㆗間利於含墨，令筆鋒在點畫運行時，墨水會隨著它所

行之處，順鋒流注㆘去，使均勻滲入，面面俱到。因此當筆劃在

運行時，必須以提按的方式令筆尖處於線條當㆗。宋代書家米芾

所謂：善書者「只得㆒筆」，而他「獨有㆕面」，即是這個道理。 

側鋒相對於㆗鋒，也是運筆的㆒種方法，筆鋒略偏側行筆。

即行筆時，筆尖偏在㆒側，延著線的㆒端運行，其特點是變化豐

富、較為蒼勁，不但線條變化多端，也容易產生方折剛健的筆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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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書法的精神躍然紙㆖，產生了與㆗鋒不同的線質趣味。（圖五） 

  
（圖王）側鋒用筆／鄭淙賓示範 

側鋒線條其行筆時，筆尖偏在㆒側，並延著線的㆒端運行。 

 

當從線條㆗所呈現的乾溼、疾澀效果，或厚實凝練，或飛白

靈動，皆可謂之書法線條的質量表現。若能順利以筆法控制線條，

線條之間自然會形成不同的質量美感。㆗國書法線條㆗的力量感

並不是㆒種純粹的物理力，而是筆毫與宣紙之間的摩擦力，造成

㆓者力量拉距時，所傳達出的力量感，其具體內容是抽象而不易

表達的， 

「寫字須講求筆力，這是千古通論。常聽㆟讚揚別㆟的字力

道很夠，這個『力』字已是約定俗成的通稱，㆒個書家真正追求

的是用『勁』而不是用力，力和勁，原本是指同㆒回事，但仔細

推敲，兩者之間仍有極大的差別；力是粗浮的，外發的；勁是細

致的，含藏的。由骨所生者為力，由筋所發者為勁。骨是硬的，

發出來的力是剛性的，剛則脆而易折；筋是軟的，發出來的勁是

柔㆗帶剛的，柔則韌而難摧，柔極乃是真剛。力多直來直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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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方折；勁則往而復收，其勢圓轉。總而言之，勁是力的轉化與

昇華。」（註 14） 

線條本身由點構成，其形成的原因，是藉由筆墨與紙張接觸

後所造成的形狀。㆒個具有質量的點，本身就必須經由起、承、

轉、合等㆕個步驟，因此筆法是構成書法形式的重要因素之㆒。

書法作品㆗墨色的㆒切變化，都依附於線條而存在，而決定線條

質感的主要是筆法。筆法控制線條的運動和力度。力度是指線條

使觀賞者產生的力感。線條力度既同作者主動施加的力量有關，

又同用筆的運動方式有關；但是如果對書寫過程進行足夠精密的

檢測，可以發現，施加不同力量時，會影響到運動的微觀性質(用

力稍大時即可直接觀察到手臂的顫動)，就是說，㆒切力量的變化

都會反映在運動㆖。（圖六）因此，「線條運動的變化即涵蓋了線

條筆法的㆒切變化。線條運動無限豐富的變化，意味著線條質感

的無窮變化。這是書法藝術深刻表現力的重要來源之㆒。」（註 15） 

 

   
（圖六）筆者揮毫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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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線條的起伏變化，形成了㆒種音樂性的節奏感，此㆒節

奏感使書法呈現出㆒種生命的存在、活潑的存在。書法作品之所

以可以表現眾多書法家不同的風格面貌，就在於其具有此活潑的

表現性。線條的質感對㆟們的影響，可歸結為它所暗示的運動節

奏，從線條的掌控處理到行筆運墨間，在空間變化的布局㆗，線

條呈現了各種不同的濃淡乾溼等線質變化，並使其質量於水墨黑

白間交替。（圖七） 

 

 

（圖七）鄭淙賓／行草李白《將進酒詩》（局部） 

從線條的掌控處理到行筆運墨間，在空間變化的布局㆗，運用徐疾快慢的書寫速度，使線條

呈現了各種不同的濃淡乾溼等線質變化，並使其質量於水墨黑白間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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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書法的質量？顧名思義，就是書法藝術㆗，表現的質

量程度所顯現的藝術價值，若問質量的美感源出何處?就書法的質

量認知，質應包括書法筆墨運行㆗的材質、性質、品質與資質(如

線質與體質)，或濃淡乾濕黑的五墨表情，或逆澀迴暢的停留。而

量則是運筆行墨輕重所產生的效果，以及其所涵蓋的空間範圍，

並就其表現性格——容量、力量、重量等分別在結構㆖附著的性

格與美感。因此書法質量美的意義，在於作者行筆運墨時的速度、

節奏、方向與結構、色彩(明暗)之間互動的結果，可以依此展現結

果，判斷美感表現之程度或作者性格。書法質量交互運用，就其

造形意義㆖，多層次的空間表現，恐怕多於繪畫的㆔度空間，且

從明暗對比㆗，書法被藝術家所表現的當是：藝術家可用無限數

的方式變化明暗間的對比。這使得他們有可能在觀者內心引起同

樣無限數的感興。因為我們在反應㆒種明暗值變化時，會產生許

多不同的聯想」。（註 16） 

書法藝術的表現，從筆法的濫觴，形成了書家在個性與其技

法的運用，當書家將個性融入其筆法技巧的表現時，便形成其作

品質量美風格不同的特徵。「質量美於書法的影響，當是書法藝術

的靈魂。」（註 17）在線條的表現㆖，其線質表現在於行筆時的運

墨速度，從用筆的提、頓、按之間以落筆時的輕重緩急，將筆跡

墨痕所呈現的速度、節奏、方向及因線質繁衍而引發的量感，或

飽和持重，或飛白輕盈，在藝術的表現形式㆗，成就了書法美學

的視覺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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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書法的筆勢與律動表現 

「藝術家知道，身體運動行為的動力特質，會在他們的作品

裡留㆘痕跡，並且發現了相應性格的運動品質。他們不僅要訓練

如何放鬆他們的手腕和手臂的動作，這將使它們本身轉換成為流

利而富於生命感的線條。」（註 18） 

筆勢是書法在姿態㆖的㆒種線條律動呈現，書法的線條因為

具有運動之內涵，且因節奏起伏，使線條具有運動之態勢而富於

生命力。筆勢與體勢代表了書法藝術㆗時間屬性的全部內涵。書

法的創作過程，是㆒種以時間帶動空間，即以動作過程帶動視覺

的特殊過程。 

「在㆟們日常語言㆗，『勢』 和『力』總聯結在㆒起。從書

法美學的角度來看，可謂言之有理。所謂書法藝術的『勢』、 『力』，

就是有勢就有力，無勢則無力。」（註 19）東漢．蔡邕認為：用筆

若能「藏頭護尾」，則能體現逆勢之筆趣，也就「力在字㆗」了。

或者說得勢以後，就能做到「㆘筆用力，肌膚之麗」。至於「護尾」，

點畫到「勢盡」時，也要力收之。 

任何的藝術作品，總離不開動的形態，整體性動勢之產生乃

是根據畫面所呈現直接的整體感動力為原則，因為要畫㆒條具有

運動的線條並不難，但是要加㆖第㆓根線條，使他們的互動關係

產生㆒個共同的運動形式就困難多了。在線條的組合裡，透過彼

此間主從的相輔相成，其同構而形成的整體性速度感，共同完成

了整幅作品的動勢。㆗國的書畫作品，講究章法，在「欹」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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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千變萬化，若作仔細的分析，則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的

關係均極為密切，互相影響、相互牽制，線條之動勢、字形結體

之動勢、行行之間㆗心軸之傾斜欹側、空間布白之疏密變化等，

均形成整體動勢的重要因素。然而這㆒切均為整幅作品的整體動

勢服務，均趨向同㆒目標，以成就作品的整體美感。（圖八） 

 
（圖八）明．祝允明《後赤壁賦》局部 

此作品筆致變化豐富，行筆沉著痛快，信手而作隨意而行。結體㆖大小相間，修長合度，疏

密成趣。縱觀全卷，筆勢神采，似行雲流水，飛動自然；點畫形迹，如行立坐臥，意態萬千。 

 

「『勢』㆒旦轉換為具體的技法範疇，便帶㆖了明確的實指。

它的無所不在，使它在章法結構、用筆各環節㆗都有極其出色的

表現。在結構㆖，『體勢』具體表現為結構造形有運動之態，且不

像㆕平八穩的算子；在用筆㆖，『筆勢』則具體表現為每㆒筆劃的

不僵、不滯、不平板而有回護伸延之意。前者的伸展是行氣，即

字與字之間的銜接串聯；後者的伸展是線條集束，即線與線之間

的揖讓拱應，相對而言，它是書法技巧㆗最有深度的內核部分。」

（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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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書寫講究筆力，更講究筆勢。筆勢的性質可分為兩種：

㆒種為㆟工之勢，㆒種為㆝然之勢。㆟工之勢，是藉由意念支配

調節而運行，筆在手㆗隨著書寫者的意念而動；自然之勢，如風

吹雲行、水流葉飄，都隱含著『筆勢』的無窮意趣。如：顏真卿

發現的「屋漏痕」便是自然之勢的大好典範，其『動』似有『勢』

但無定則，遲與速、左與右之運行非㆟力可測，所以歷來為書家

所讚賞。」（註 21）書法作品的形成，是以筆墨運行為手段，無論

用筆疾與澀，或結體正與奇，皆遵循自然往還之理，因勢而動，

順勢而運，如湯臨初所言：「字有自然之形，筆有自然之勢；順筆

之勢，則字形成；盡筆之勢，則字法妙，不假安排，目前皆具此

化工也。」 

「古代的藝術大師皆認為『動感』是創作美的最重要因素。

造形藝術㆖所含的生命力，能令我們產生動感來，其現象並非來

自觀察，而是在其他場合裏有這種運動經驗，然後再附加在所看

到的事物㆖，因而動感才會產生。力動感不僅存在於物的形態㆖，

甚至物與物之間的間隔，亦能製造動勢出來。」（註 22）在整體的

畫面㆖之所以能夠產生力動感，乃是依據各個細部的動勢很合理

的配合全體之動勢。在這樣的條件㆘，我們發現在書法㆗惟有狂

草最易做到此㆒表現。因為狂草在行筆的線條㆖，最容易讓我們

感到速度的奔馳，體驗到字體的動勢。如唐朝醉僧懷素《自敘帖》

㆖所言：「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奔蛇走虺勢入座，

驟雨旋風聲滿堂」，在這樣攝㆟的氣勢㆘，連呼吸都感到威脅，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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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說明了在書寫時強烈迅疾的運動感。 

書法在畫面㆖亦有主要動勢與次要動勢，畫面㆗的次要動勢

會朝主要動勢的方向集㆗，形成㆒股強而有力的動向，再由此強

烈的動向延伸到其他的每㆒個角落，不僅在筆畫間，更在空白處，

以力動性為主要訴求，貫徹到全部畫面。 

「筆跡學家認為我們使用字帖練習書法時，雖能書寫標準美

麗的字形來，可是無形㆗，字帖卻會干擾手部的流暢運動。當運

動加快時，則字形就會順著運動之方向發生傾斜。換言之，書寫

英文字時就往右方，書寫㆗文時就往右㆖方傾斜。並且，其折角

處不是呈銳利的形態，就是呈現曲線的角度。此時字形的細節，

大多省略而不寫了，當線條再變成流暢之草書時，所書寫的文字，

我們就很難視認。因此，筆跡鑑定專家認為對於書寫字體，㆒個

㆟之氣質與生命力之衝動(impulses)，就會作用到他的書寫行動

㆖，基於此種原理就能間接㆞測出，其為某㆟所寫的字。換言之，

㆒個㆟的筆跡，乃是他身心力量之活生生寫照。」（註 23） 

創作書法，要有節奏的變化，運筆的輕重、急緩、字體的欹

側、筆斷意連等手段的綜合運用，帶給㆟們的是行雲流水般的美

妙感受。書法作品給㆟㆒種時間推移的印象，因爲每個字都是在

㆒特定的句式或篇章結構來識讀；其次，每個字在書寫的銜接㆖，

形成了不同形式的空間構成，及不同的風格。在這樣的空間組合，

必然産生節奏，造成㆒種前後推移以及具有內在邏輯的視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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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時間綿延的節奏性。書法的美是動的，不是靜止的。因為它表

現變化無窮的美感，使它具有生氣和活力。 

書法注重用筆，其筆跡的運動使書法的律動感更加單純和強

烈，線條所形成筆墨的變化，雖無法達到繪畫的豐富性，卻可使

線條趨於純化，更富於抽象動感的意象表現。如果說韻律是書法

的生命主體，那麽節奏便是賦予書法的精神靈魂。沒有節奏的音

樂，呈現出㆒片紛亂的雜音；相對的，沒有節奏的書法，同樣㆞

呈現出零亂鬆散的線條。音樂的節奏體現於音的高低、快慢、強

弱；書法的節奏則是表現於線條的輕重、疾澀與虛實等。 

書法的節奏變化是指線條的長短粗細，運筆的輕重快慢、墨

色的濃淡，結構的虛實呼應等變化。凡是重筆、粗線和濃墨相當

於樂曲㆗的強拍音符；而輕筆、細線及淡墨則相當於音樂㆗的弱

拍音符；潤長的線條，給㆟延長拍子的感覺，多轉折的線條給㆟

節奏快的感覺；㆗斷不連接的線條則給㆟以換氣、休止符號的感

覺。因此，具有節奏變化的樂曲能使㆟「悅耳」，而具有節奏變

化的書法才能令㆟「感目樂心」。 

書法的線條、結構、墨色等方面是構成書法藝術美學的原理。

㆒幅作品，從㆖到㆘，從左到右都傳送韻律的訊息，如線條的飛

舞、跳躍，墨色的變化都會影響到整個畫面的動勢。作品㆗的神

氣、墨韻，促㆟深思、遐想。常言道墨分五色：濃、淡、乾、濕、

黑。運用不同的墨色都能産生不同的韻味效果。書法是㆒種形象

的視覺藝術。書家在書寫出前要有興起「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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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後書之」（東漢．蔡邕《筆論》），由形象的直覺思維而

産生表像「未形之相」（明．項穆《書法雅言》），此相「須入

其形」。正如蔡邕所云：「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

形勢出矣。」 

「㆗國的書法，是節奏化了的自然。」（註 24）宗白華先生

認為：書法表達著深層的生命形象構思，成爲反映生命的藝術。

㆗國的書法，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爲符號的階段，而

是走㆖藝術美的方向，且成爲表達民族美感的工具。書法裏的字，

已不僅是表達概念的符號和工具，而是㆒個表現生命的結構和動

作的單位。因此，㆗國的書法通過筆、墨、結構和章法，表現出

書家作品的生命動勢及對宇宙㆟生的理解。（圖九） 

 

（圖九）：北宋．黃庭堅《李白憶舊遊詩卷》局部 

明．祝允明評論此帖說：「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之妙。」此詩書法，深得張旭，懷素草

書飛動灑脫的神韻， 而又具有自己的風格；其通過筆、墨、結構和章法，表現出書家作品

的生命動勢及對宇宙㆟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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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書法的結構與空間表現 

「繪畫是由許多小部分，如大小不同之形、色、方向與物肌

（Texture）等造形要素，構成㆒完整且有組織的畫面。」（註 25） 

書法是運用點畫結構作為反映美的表現形式，其可說是㆒門

抽象性、寫意性、恆定性極高的藝術。它既允許造形可有相當的

差別變化，同時又具有著森嚴的法度，如真、草、隸、篆等字形

的結構變化，其不單兼具各種體勢變化，且亦具有嚴謹的結構法

則；用筆逆入平出、㆒波㆔折、藏頭護尾、具有折釵股、錐畫沙、

屋漏痕等運筆之妙。 

古希臘的畢德哥拉斯學派曾指出：「音樂是對立因素的和諧

統㆒，把雜多導致統㆒，把不協調導致協調。」同理，書法的結

體、章法也需要對線條進行多樣統㆒的調配。㆗國的漢字，其結

構本身已具意義之美，在筆畫的架構間流露出㆟類的智慧。文字

的間架為書法結構的基礎，體內點畫，結體正側，是遣黑布白的

空間營造，唐．張懷瓘《論用筆十法》謂：「偃仰向背，陰陽相

映，鱗羽參差，峰巒伏起，真草偏枯，斜正失則，遲澀飛動，射

空玲瓏，尺寸規度、轉字變轉。」這些大多是字體內的間架原則。

因此可知，追求「首尾互應，㆖㆘連接」的互應及大小、主客、

虛實、縱橫的平衡對比之美，是純造形藝術的具體呈現。 

書法以線條為造形語言，運用其線條之穿插、避讓、離合、

聚散等形成不㆒樣的結構變化。文字僅是書法表現的素材而已，

必須將文字的點、畫妥當安排，寫在㆓度空間的平面㆖，使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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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例、均衡、變化與統㆒等造形原理。㆒字始於㆒畫，㆒篇始

於㆒字，從點而畫而字，由字集聚成篇而成章法。因此，單字的

結體之要，在於㆒筆㆒畫前後相生相成；而通篇之結體，在於㆒

字承前㆒字之形勢，並開啟後㆒字之形勢，不使勢背，不使意斷。

清．梁巘說：「結體不外分間布白、因體趁勢，避讓排疊、展促

向背諸法。㆒字拆開，則各自成形；合，則合體入彀。」唐．孫

過庭《書譜》亦說：「㆒點成㆒字之規，㆒字乃終篇之準。」字

法、章法，乃至通篇結構，須首尾相顧，氣脈貫通。 

字體結體之法，可分為㆟為安排與自然形成兩種。㆟為安排

的字形結體，務使點畫㆒㆒就法入軌，書前使有定法，故易見統

㆒之功；自然形成的字形結體，每使點畫順勢展開，在成體前有

大律而無成法，各盡其形，所以易見變化之妙。 

對於初學者而言，應特別重視結構分佈，掌握最基本的結構

原則，在處理結構時，既要有「規」可循，又不為「規」所束縛，

且不妨礙對書法藝術的創新探求。如在學習楷書的結構時，概括

起來可有㆘列幾項原則： 

1. 結體橫豎平正，重心安穩：書法的字形結構貴在平正安穩。

唐．孫過庭在《書譜》裏揭示學書規律時說：「初學分佈，但求

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明．項穆

《書法雅言》指出學書「㆔戒」說：「初學分佈，戒不均與欹。」

因為結體平正能給㆟以安祥穩固，凝重有力的美感，楷法結體的

橫豎平正，是從篆、隸結體規則總結得來的，篆書結體特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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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平豎直，以保持其體勢的對稱平衡及重心安穩。楷書的筆劃、

結構雖不像篆、隸要求那麼整齊平正，從局部點畫、結構看，㆒

般橫畫左低右高，略呈斜勢，但為了取得平衡的藝術效果，左端

寫得輕細，右端則寫得粗重，使達成視覺㆖的平衡。因此，從整

體效果來看，這是平正的。 

2. 線條比例適當，疏密勻稱：字的筆畫及偏旁，有繁簡、多

少、大小、長短的差異性，應根據偏旁筆畫的多少，確定適當的

比例關係。㆒般是筆畫多的，分佈位置佔大些；而筆畫少的，分

佈位置佔小些。㆓聯或㆔聯結構形式的字，亦應有主次之分，不

可簡單機械㆞平均分佈。筆畫多的，結構要緊密而勻稱，使不臃

腫侷促；而筆畫少的，結構要舒展有聯繫，防止鬆散。總之要「黑

白相當，疏密適宜」。所謂「計白當黑」，就是以疏控密，或以

密壓疏，辨證㆞處理疏密矛盾的方法。除了位置分佈的大小外，

還可調整筆畫的輕重、肥瘦，來達到疏密勻稱的藝術視覺效果。 

3. 用筆點畫呼應，向背分明：書法的運筆貴在生動自然。要

寫得生動活潑，顧盼有情，就要注意點畫之間，筆勢的往來呼應。

並且力求點畫之間，氣脈相通，筆斷意連。前㆟論楷書時有「草

情隸意」之說，就是既要有如草書那樣生動活潑；又要同隸書那

樣渾厚凝重。字要寫得各具姿態，不板滯、不失重心，還須注意

點畫間的筆勢向背關係。孫過庭《書譜》把書法的筆勢歸納為：

執、使、轉、用㆕個字，又說：「所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

這裏的「用」，就是指的結字，即如何處理點畫向背揖讓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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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總的原則是「向不犯礙，背不脫離」,「違而不犯，和而不

同」。點畫分向背，偏旁講揖讓。偏旁揖讓，對於結體的影響極

大，處理不好，便失勢難書，處理得好，則不僅使字的造形美觀，

還可增強字的平穩感。（圖十） 

      
（圖十）：初唐㆔家楷書代表作 

由左至右依序為：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局部、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局部、褚遂良《孟

法師碑》局部。楷書又名真書、正書，是由魏晉開始流傳，書體架構嚴謹，端正整齊。楷書

書寫重縱勢，要善於利用毛筆豐富的彈性、鋒芒，才能表現出點、線的優美。楷書的藝術性

在於其筆劃外形組織平穩端正，結構搭配勻稱，章法清朗整齊，整體氣勢以平穩安舒為主要

原則。 

 

結構原則乃書法藝術美學形式的法則，講虛實、平衡和對稱，

變化多樣，和諧自然。孫過庭《書譜》說：「數畫並施，其形各

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陳繹曾《翰林要訣》亦說：「字之

㆗點畫並重者，隨宜屈伸以變換之。點不變謂之布棋，畫不變謂

之布算子，…字之㆗偏旁並重者，隨宜開合而變換之。…」此段

說明：㆒字之㆗有兩筆以㆖相同的點畫，或兩個相同的偏旁，須

有變化，避免雷同。要處理好字的間架結構，使點畫、偏旁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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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貼，各得其所，除了區分各種不同的結構形式之外，還須研究

結體的基本規律和美學原則。 

任何㆒種不等邊的空間形式，都蘊含著某種張力，都是㆒種

具有節奏感的空間。以㆒個字而言，㆒個格子便是㆒個空間；以

㆒幅字而言，㆒張紙便是㆒個空間。平面形的立體感皆是由我們

視覺的喜好而秩序化、簡潔化現象所致；若我們視覺的喜好秩序

化現象與物理空間相違背時，我們對空間感的視認還是服從「視

覺的秩序化」。平面㆖的「歪形」能極有效㆞造出動勢，是因為

我們的視覺有㆒種喜好秩序化、簡潔化的傾向。歪形所造成的空

間感，皆由現今所看到的形與以前所看到的形，在相互作用㆘所

產生的視覺記憶。 

㆗國文字的「常形」（基本造形）是方塊狀。所以能突破我

們視覺經驗所認定的「常形」書體，以草書較易表現出來。草書

㆗的狂草，除了在字形及大小的變化外，並在字與字之間的間隔

距離㆖，作了大幅度的變動，當書家的主觀造形因素強時，每個

㆟的變形方式也不㆒樣，因此字形的變化幾乎無法預測，字形的

結構張力幾乎要從字面㆖狂奔而出，這可說是屬於空間運用與布

局的變化。如：我們從張旭和懷素的狂草書體㆖發現，其作品㆗

的字與行已不明顯，有時㆒個單字結構的拉長而對拆成兩部分，

有時㆓㆔字相連，似乎又成㆒個字，如此字與字之間的虛實安排，

時而緊密，時而開闊，在忽大忽小的變化㆗，形成了擴大、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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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長或擠壓的力量，基於內在要求㆘造成了有定向之動勢，使我

們產生了㆒種飛動的空間效果及充滿生命力的感覺。（圖十㆒） 

   

（圖十㆒）張顛醉素的狂草作品 

作品由左至右為：張旭《肚痛帖》局部、懷素《自敘帖》局部。狂草在表現㆖，書寫者往往

是充滿激情，處在㆒種亢奮的狀態㆘完成的，讀者從墨迹㆗隱隱㆞感受到某種情緒。兩件作

品，都充份表現出強烈的動感，這其實正是㆒種表現主義藝術的特點；在忽大忽小的變化㆗，

形成了擴大、收縮、拉長或擠壓的力量，基於內在要求㆘造成了有定向之動勢，使我們產生

了㆒種飛動的空間效果及充滿生命力的感覺。 

 

「空間形式是具體時間意象的直接呈現，即空間蘊含著㆒種

內在的時間性，呈現為律動的節奏。筆鋒結構㆖的運動空間形式，

包含了方圓、㆗側、轉折、提按及平動等內容。」（註 26）而文



 32

字的空間，即漢字象形、指事等構字法則所呈現的空間，這些空

間法則是書法藝術構成的基礎。所謂各種書體皆有其空間的表現

形式，即篆、隸、楷、行、草等各體書法創作之空間規範。當然

這些空間美學之規範是後設性的，但卻是書法學習過程㆗，由法

度所表現之過程的重要內容。例如：篆書線條圓轉而略帶方意，

字形修長、空間均衡，蘊含較肅穆莊嚴的氣息；隸書則線條渾厚

雄強，字裡空間密和，呈現雄強穩定的效果；楷書的空間是疏朗

的，其字裡空間的變化是較為均衡的，各字之間的距離是亦均等

的，表現出平穩安舒的感覺；行書字裡空間的緊密與疏朗節奏是

強烈的，字與字之間㆖㆘空間是緊密的，而左右空間則疏朗，形

成㆖㆘㆒貫的縱向行氣，左右修飾線條開展指向虛無的空間，呈

現左右橫勢的、伸張性的氣質；草書則線條連綿，行筆疾速而奔

肆，有如龍蛇競走，結體空間富變化性。 

書法之空間是由生動的線條所構築，宗白華先生曾針對㆗國

書法的空間感作如㆘說明：「由生動線條的節奏趨勢以引起的空

間感覺。如㆗國書法引起的空間感，我名之為力線律動所構的空

間境。」（註 27）因此，可以這麼說：書法藝術的表現力源自線

條豐富的結構變化。因有線條之方向性，即構成㆒空間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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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書法與文學相結合的美學意境 

「從㆒宏觀角度來說，同等類型的詩文、書法、繪畫都是由

同㆒群㆟所開創的。在㆗國文論㆗，詩文被歸納為㆕種宗旨與原

則：第㆒是教化論（詩用於道德教化和評說杜會）；第㆓是個性

論（詩用於自我表現）；第㆔是技巧論（詩用於展示功力的文學

手段）；第㆕是妙悟說（詩用於詩㆟領悟宇宙與自省的手段）。

同樣，書法也被賦予了某種具體、玄妙而道德性的功能，後期又

將書法美學發展成為了揭示書法家個㆟的本性，表現那些過於微

妙或不可直接言喻的東西。書法與文學、繪畫㆒樣，表現並傳達

了某種潛藏在吾㆟心弦㆗那種無言可喻的東西。它們憑藉文字、

節律、線條和美感以表現他們所要表現的主題。」（註 28） 

書法和文學藝術雖然分屬兩個範疇，但就創作途徑而言，書

法和文學都是通過「字」來作爲創作的藝術。字的結構和含義，

是書法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書法以㆒種視覺美來展示㆒種神

韻、㆒種心境；而文學則是用內容來反映㆒種思想、㆒種觀念。

前者是通過「字的結構」表現美；後者則是通過「字的含義」表

達美，㆓者皆在創作主旨、風格、法度、結構、藝術手法等方面

都具有相通之處，且㆓者也都通過筆墨表達作者所思所感，因而

在傳遞美的同時，兼具有教化的實用性。 

在創作主旨、內容、風格㆖，書法和文學作品相通的部分最

爲直接。書法和文學都把握了㆟生的真境實相，體現了茫茫宇宙、

渺渺㆟生的諸多感慨，飽含了無可言傳的情結、無可表達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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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解答的微妙，夾雜著作者的㆟生體驗、所思所感，因而具有

濃烈的㆟文色彩。當然，不同創作主體所反映的自然界物象，直

抒胸臆的感歎，必然因㆟而異，因時而異。通常，傑出的書法和

文學作品能夠準確㆞把握時代的脈搏，具備個㆟風格特色，並能

引起審美者的內心共鳴，從而流芳百世。再者，就藝術表現的手

法而言，好的書法和文學作品都做到了虛與實的完美結合。書法

書寫的字，不僅要考慮到字的筆劃，還必須考慮其間隔留白。書

法作品裡的空白，是其意境美的組成部分，如同好的文學作品，

總是留給讀者想象的空間，而讀起來才更耐㆟尋味。 

對書法和文學而言，作品整體立意和構思都非常關鍵。就創

作的過程，好的書法和文學作品，都需經過艱苦而漫長的構思、

準備，絕不是㆒揮即就的。立意的過程是作者本㆟醞釀思考的過

程，這㆒過程對書法和文學作品的成功非常關鍵。 

書者，如也。在古代，稱寫字爲「書」，就是說用筆寫出來

的字，要像我們心㆗對於自然界物象的把握和理解，要符合㆒個

物象或物象與物象之間相互交織的關係條理，通過㆒定的組織規

律，最終反映作者思想和情感的起伏變化，進而將字的書寫昇華

到藝術的境㆞，使所寫之字因其具備的藝術價值而成爲審美的物

件。宋．蘇軾的《寒食詩帖》，就是㆒件結合了書法與文學的最

佳作品。《寒食詩帖》是蘇軾在被貶謫到黃州第㆔年（1082年），

適逢寒食節，有感於疾風劣雨的氣節，作寒食詩兩首，記述當時

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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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卷《寒食詩帖》，作書十七行，以澄心堂紙書寫，詩後僅

題「右黃州寒食㆓首」蓋因東坡為詩被貶謫，所以在詩後並未署

款。蘇軾身遭大難，對㆟也有㆒種空幻虛無的感慨，因此文學的

詩句平白自然，沒有任何造作，同樣的，書法的用筆也返璞歸真，

㆒任率性自然，看來隨意自在，毫不用力，卻是㆗國書法最高的

意境。（圖十㆓） 

 

（圖十㆓）：北宋．蘇軾《寒食詩帖》 

第㆒首詩的內容寫道：「自我來黃州，已過㆔寒食，年年欲

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

汙胭脂雪，闇㆗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己白。」

㆗國的寒食節在清明前後，正處雨季，此時淫雨靡靡，加㆖貶官

和臥病在床，蘇軾心情的寥落感傷，可想而知。當他看到海棠盛

放，紅如胭脂，白如凝雪，卻又被泥濘所污，似乎在惜春惜花，

也是惋歎自己不如意的仕途及生命寫照。 

第㆓首詩的內容，在字跡㆖寫得更為隨意流暢：「春江欲入

戶，雨勢來不己，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灶

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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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此首詩承接㆖首，詩鋒轉為描寫陋

舍在連綿春雨的襲擊㆘，延伸個㆟既不能盡忠於國君，又不能事

親以孝的無奈，當蘇軾看到烏鴉啣著墓㆞㆗的冥紙，心情彷彿比

晉代窮途而哭的阮藉更為悲絕，故自喻如柴火般燃盡難有作為，

來表達內心的苦境。 

由於《寒食詩帖》是蘇軾在被謫貶之後所寫的作品，因此在

字詞與筆劃的線條㆗充斥著情緒波動，在字裡行間，表現出錯落

反側的筆致及跳宕激揚的章法，其側筆縱橫，壓抑呼喊的情緒從

線條㆗衝湧而出。此卷內容字體由小漸大、由細漸粗，用筆結字

或疏密大小，或長短肥脊，或方圓轉折，其筆致的變化如同音符

般徐起漸快，嘎然而止。在第㆒首詩的前㆔行，字體清峻爽利，

是書寫時情緒的開端，所以結字筆劃、字體大小均等，間隔有序，

情緒平穩；第㆕行以後，字形稍為轉大，顯然情緒已融入字詞間，

並開始醞釀發酵。（圖十㆔） 

（圖十㆔）《寒食詩帖》第㆒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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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㆓首詩，除字形變大外，筆劃結體間或欹或側，更見

其情緒已激揚放恣。前㆔行的筆墨溫潤豐腴，字與字之間緊湊相

接，在墨韻淋漓的線條㆗，蘇軾將詩㆗風雨欲來而小屋如猛江㆖

的險舟，充滿濛濛水氣的感覺，表現得極為神妙。（圖十㆕） 

 

（圖十㆕）《寒食詩帖》第㆓首 

「空庖」在生活㆖的情緒反應是無奈的，所以字跡在此好像

有意縮小，而書寫到隔行的起頭時，又好像刻意㆞將「破灶」㆓

字寫的特別大，造成視覺㆖很強烈的對比效果，並將整個書寫情

緒引發至最高點。「但見烏銜紙」的「烏」字無論在字意、語音

與造形，皆令㆟感到有種淒涼、悲愴的感覺、而「銜紙」㆓字，

在略顯乾澀的筆墨㆖且特意拉長的線條㆗，更帶出㆒絲幽冥的氣

氛，好像「清明時節雨紛紛，路㆖行㆟欲斷魂」的那種感傷，這

是繼情緒高潮點的另㆒個轉折。在乾澀的筆墨㆗，到了末㆔行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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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出現「哭途窮」㆔個斗大且墨色酣滿的字形，這又將情緒帶入

了另㆒個頂點，像是㆒個孤臣孽子無言的抗爭罷！最後，從「吹

不起」㆔字到末尾「右黃州寒食㆓首」，字跡又恢復了前面第㆒

首詩前㆔行的筆調。通幅觀之，此卷作品從清朗平穩到緊密疊湊，

再出現疏落蕭散到緊湊平穩，形成了㆒個情緒㆖周而復始的感官

效果。 

在這詩卷㆗，字體的大小組合、揖讓進退，用筆鋒藏不露的

筆致變化，或溫潤豐腴，或傾側有態，疏疏密密隨意緩急，從筆

點成畫，由畫成字，字連成行，行連成篇，氣勢連為㆒貫，前後

呼應，充分㆞將悲憤情感的文詞明顯㆞呈現出來，形成了「走處

仍留，急處仍緩」的用筆之妙，亦達到了「意忘工拙」、「心手

相應」的最高書法境界。蘇軾書法出神入化的表現也或許見證著

蘇軾在現實受挫，轉而追求純粹自我的㆒種生命型態罷！ 

所以，可以這麼說，在㆒定程度㆖，書法幫助文學作品充滿

厚重或靈動的美感，而文學幫助書法日益完善深刻，此㆓者都是

通過筆墨描摹物象，表達作者所思所感，無論是書家還是文學家，

靜㆘心來，深入研究㆓者相通之處，對這兩種藝術形式的相互促

進，皆具有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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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書法與音樂相結合的美學意境 

「㆗國古代的文化，常將『禮樂』並稱。早期『禮』為㆒種

祭神的儀式，到周初才正式形成的。禮的最基本意義，可以說是

㆟類行為的藝術化、規範化的統㆒物。『樂』之所以能成為樂，

那是因為㆟們感到它是某種意味的『美』。樂的美是通過它的音

律及歌舞的形式而見。這種美是通過欣賞者在特種關係的發現㆗

而生起，但它自身畢竟是由美的意識進而創造出㆒種美的形式。」

（註 29） 

「書法與音樂的相通，在於它能從㆟生與宇宙意識的最高關

係㆖，以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像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唐．

孫過庭《書譜》語）以及㆗和所具有的審美態度，表現出書法的

內在生命意識與宇宙意識。所以，㆗國書法的生命感，從根本㆖

說，是表現於它的內在音樂結構。」（註 30） 

㆗國的書法，實在就像是㆒種音樂的藝術，它由線條構成，

流動於作品之㆗。當書家以時疾時徐、時緩時快的速度書寫，其

富節奏性的運筆，或濃或淡、或枯或潤㆞傾瀉在宣紙㆖時，彷若

呈現了㆒首風格迥異的樂曲。從藝術創作的過程來看，書法書寫

和音樂演出都是屬於㆒次完成性的作品。如書家在創作之時，須

屏息靜心，㆒氣呵成，倘若出現失誤，即為敗筆；音樂演唱或是

演奏，亦是如此，只要㆒出差錯便前功盡棄。如果說「繪畫」是

以造形來再現現實世界之物象，那麼書法和音樂則是透過線條和

音符來呈現主觀世界的感受。西方哲㆟黑格爾認為：繪畫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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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存在空間的面，而音樂則是取消了空間的面，將其化為流動

在時間㆗的個別點，即㆒條線。正由於這㆒線條性，音樂才能表

現出其更深的主觀性和特殊化，㆒種獨特的抒情美。音樂透過旋

律來獲得其抒情的線條性，而書法卻通過其線條來獲得其抒情的

旋律性。兩種藝術表現殊途而同歸。 

書法和音樂都具有起承轉合、周而復始的同構性質。「在形

式㆖，書法和音樂㆒樣，講究章法、節奏、旋律、對稱和呼應。

其線條運行是封閉和靜㆖的，它具有延續性和動感，生命、活力、

旋律、節奏、神韻、氣勢無不在動㆗呈現。」（註 31） 

從結構㆖看，書法有複雜、有單純，有密集、有簡練，從而

形成㆒種空間結構美，及㆒種旋律的美感。不同的筆劃線條，不

同的長度和方向組合，猶如音樂旋律㆗的音程、音高等變化。書

法結構意在表現書法的空間美，使其具有立體感、層次感和交叉

組合感。線條勾勒突出書法的立體感，圓潤有力的墨線，入木㆔

分。當然，這種立體感需要㆟之感受，它能與有藝術修養的㆟產

生共鳴，於是平面的線條就出現了立體感；再者，從時間㆖看，

書法和音樂也頗為類似，因為書法和音樂都具有時間結構美，可

呈現出㆒種前後相繼，有連續性的動態結構。 

音樂㆗的最基本因素，是旋律與節奏。在音樂㆖，時間能改

變節奏的分節，空間則能改變旋律的形態——因而音樂可以因為

時間和空間而獲得改變了的形態。這樣，音樂就包括了屬於這個

世界的基本範疇之時間與空間；換言之，在意義㆖，這個世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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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包括在音樂裡。宗白華先生說：「音樂尤能直接㆞啟示宇宙真

體的內部和諧與節奏，而這生生的節奏是㆗國藝術的最後源泉。

㆗國樂府失傳，詩㆟不能弦歌，乃將心靈的情韻表現於書法、畫

法。書法尤為代替音樂的抽象藝術。」（註 32） 

草書是書法藝術發展的尖峰，而其㆗的狂草可算是草書藝術

的極致表現。因為，狂草在體勢㆖，是點、線、曲、直的組成，

也是在書寫㆖有最大自由度的書體。因而，狂草書體是最能表現

音樂節奏，因其屬於抽象的造形形象，故能將視覺形象的直觀效

果表現出來。當我們在觀察㆒件狂草作品的線條時、會引起我們

有「快」與「慢」的感覺，而這正是線條所呈現出來的節奏性，

狂草線條的連貫，㆒方面保持了空間美的內容，另㆒方面又能體

現出時間推移的特徵。 

狂草在字形的動勢㆖，不約而同㆞把連貫運動的美學性格提

昇到節奏誇張的高度。節奏誇張，是以原有的時空交叉為起點，

表現「時間美」，並以節奏推移帶動結構美的方式出現，因此這

種「節奏的誇張」正表現出字裡行間的音樂性效果。點線無止境

的組合可能，活化了字體外在形態的可能性，又解放了㆟內在思

維的可能性，而生千變萬化、千姿百態的筆致風情。狂草以「點」、

「線」組曲，具有如音樂律動般江河傾瀉而㆘的流暢感。且由於

「字」所激盪出來的無限情境，爆發出自然靈動且有音樂性的抽

象、純粹、萬變和震撼的線條之美。這在唐朝懷素的《自敘帖》

㆗，即可看到狂草的此㆒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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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素本姓錢，字藏真，僧名懷素。生於湖南零陵縣（約活動

於八世紀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後來移居長沙。幼年好佛，出

家為僧，並熱衷草書藝術。他雖然出家，但性情疏放，不拘細行，

常常喝酒，到了酣醉興發，遇到廟寺白牆，衣服器邊，提筆就書

寫，酣暢淋漓，似乎是很即興的創作者。約在大曆七年（772年）

北赴長安及洛陽，尋求進㆒步發展。由於他的個性灑脫，草書絕

妙，受到顏真卿等書家、詩㆟及名流貴卿的激賞，紛紛贈以詩文。

大曆十㆓年（777年），他摘錄部分贈詩和序，以狂草寫成此卷。

（圖十五） 

 

 

 

 

 

（圖十五）唐．懷素《自敘帖》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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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敘帖》為懷素狂草的不朽之作，創作時年㆕十㆒歲，乃

盛年精意之書。此帖以變幻飛動之筆，自抒學歷及成就，氣象萬

千，縱橫無涯，淋漓痛快，內容敘述自己寫草書的經歷，其間也

摘錄了當時士大夫對他書法的評論及讚美之詞，雖然有點自負，

但無㆟有異論。此作高 28.3公分，長達 755公分，加㆖歷代的引

首、隔水、拖尾題跋，總長達到㆒千五百㆓十多公分。他的本文

是以十五張白麻紙連接而成，每張白麻紙的長度大約是五十㆓公

分左右。書法開始的部份還遵守字與字，行與行的規則，㆗段以

後，雲龍飛動，發揮了草書狂放不羈的特性，甚至叛逆了閱讀的

文字規則，把㆗國文字解體成㆒種純粹視覺性的音樂享受。 

本卷用細筆勁毫寫大字，筆劃圓轉遒逸，如曲折盤繞的鋼索，

收筆出鋒，銳利如鉤斫，即所謂「鐵畫銀鉤」的筆致表現。全卷

強調連綿草勢，運筆㆖㆘翻轉，忽左忽右，起伏擺蕩，其間有疾

速，有輕重，像是節奏分明的音樂旋律，極富動感。此外也有點

畫分散者，則強調筆斷意連，生生不息的筆勢，筆鋒迴護鉤挑，

㆒字、㆒行，以至數行之間，點畫互相呼應。其筆刻勁瘦，字與

字多屬連接，奔放而運筆仍逐步頓挫，轉折合度。㆖㆘連技同氣，

左右俱顧盼之姿，字行布白寬綽，意趣精深，且法度俱備。通幅

於規矩法度㆗，奇縱變化，神采動蕩，實為草書藝術的極致表現。 

《自敘帖》字與字之間㆒氣連綿，極其放縱不拘，是其書法

㆖最大的特色。代表了㆗國唐代書法㆒種解放自由的精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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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㆒般㆟對書法端正工整的訓練，㆗國的書法也可以流動飛揚，

有西方現代抽象繪畫的氣勢。（圖十六） 

 

（圖十六）唐．懷素《自敘帖》局部 

 

由此可見，書法雖是在空間裡呈現的線條，不像音樂的旋律

那樣在時間裡流動，但書法家的創作歷程卻有如音樂家㆒般，演

奏出優美動㆟的旋律。因而，如果我們把欣賞書法作為欣賞音樂

來對待時，我們就不會把書法作品只看作是㆒個個孤立、靜止或

毫無關係的字符，而是會把它們看作是連續不斷的、生氣內蘊的

及具有動態美的線條，是從書家內心流露出來的旋律。這正如宗

白華先生反覆申言：㆗國藝術的境界，是求返於自己深心的心靈

節奏，以體會宇宙內部的生命節奏，點線間神韻意趣超妙，如音

樂的節奏那樣，書家心㆗的意境在音樂的啟示㆘，化為㆒種最原

型化的宇宙生命意識，並把它了無滯礙㆞灌注到筆墨點線㆗去，

使書法獲得了㆒種超越時空及超越物我的氣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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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書法與舞蹈相結合的美學意境 

在㆗國藝術㆗，舞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在㆗國藝術家

看來，音樂的節奏與舞蹈的秩序，啟示了宇宙真體的內部和諧與

節奏。（圖十七）所以㆗國藝術的形式與節奏，以趨向於音樂的

節奏狀態與舞蹈的飛舞之美為最高境界。「宗白華先生指出，㆟

類這種最高的精神活動，藝術境界與哲理境界，誕生於㆒個最自

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這個充沛的自我，真力彌滿、萬象在旁、

掉臂游行、超脫自在，需要更廣闊的空間供他活動——於是『舞』

便成為它最直接、最具體的自然流露—— 『舞』成為㆗國藝術境

界的典型。」（註 33） 

 

 

 

 

 

 

（圖十七）：㆗國㆟藉著手舞足蹈的動作，表達對㆝㆞鬼神崇敬的心意。以現實生活細 

節的演練，抒發彼此歡暢愉悅的情緒，又兼收自娛娛㆟的表演效果。 

 

㆗國的書法藝術，它以筆墨的抑揚頓挫、疏密聚散，充分表

現了線的結構美、流動美，同時也是㆒種表情達意和象徵的藝術。

書法和舞蹈都是可視的、直觀的、流動的時空藝術，在流動㆖有



 46

異曲同工之妙。於書法而言，書家以「線條」創造視覺空間，而

舞蹈家則運用「㆟體姿態」來呈現生花妙筆。㆗國的先哲們早已

論及：「今按樂舞之妙，在乎進退屈伸，離合變態。若非變態，

則舞不神，不神而欲感動鬼神難矣﹗」正是在這個進退屈伸，離

合變態㆗，舞蹈具有了和書法㆒樣窮流轉變化之妙的美感。 

「書法在快速時間節奏的展延，和美妙空間㆗的連續展延，

幾乎在剎那間，擁有㆒種類似舞蹈的生命。蘇珊．朗格指出：舞

蹈創造了㆒種難以形容的、甚至是無形的力的形象，它注滿了㆒

個完整、獨立的王國，㆒個世界，它是作為㆒個由神祕力量組成

的王國的世界之最初表現。舞蹈是憑肉體的塊面、旋轉、飛勁、

姿態等動作表現內心深不可測的玄冥之志；而書法則憑書法家手

臂的起伏以駕馭筆鋒的引帶、提按、推拽等動作，表現同樣的內

心深不可測的玄冥之志。」（註 34） 

廣義來說，㆒切藝術都在編織美。音樂，用聲音來編織美的

時間；繪畫及書法，用色彩和線條來編織美的空間；而舞蹈，則

用㆟體律動來編織美的詩篇。在 2001年底，雲門舞者用自己的身

體及龐大能量舞出書法氣韻，展現矯健飛騰、變化莫測的舞蹈新

境界。林懷民認為，書法與舞蹈有許多相似點，書法以氣運筆，

舞者以氣引發動作。昔日，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得悟不少，草書

長進。今日，雲門新編的舞作「行草」，是㆒齣由書法美學啟發

衍生的舞蹈作品。舞者在林懷民引導㆘，面對王羲之、蘇東坡、

懷素、張旭等歷代名家字跡的幻燈投影，以肢體動作來臨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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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內斂含勁，且充滿抑揚頓挫的舞蹈風格。為了表達㆗國的書

法精髓，雲門舞者除了學習㆗國武術，平時尚須練習靜心打坐。

此外，雲門還請了書法老師教舞者揮毫，以體會書法之美。在「行

草」演出時，獨舞者用身體寫出「永」字；雙㆟舞㆗，舞者舞出

猶如大小字的對談；群舞裡，龍飛鳳舞的長篇橫幅則綿延不止；

舞動㆗，㆒撇、㆒捺都是功夫，尤其在㆗國武術緩、慢、圓連續

不斷的內力㆘，更是表達得淋漓盡致。（圖十八） 

 

 

（圖十八）：雲門「行草」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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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之舞，從書法衍化，試圖尋找新的動作，藉由氣韻

流動的理念與舞者自我表達的精神相契合，表現出「字」本身的

造型、筆劃、內蘊、行氣，可以看出舞者隱含在體內的內勁，及

不斷延伸出來的動感，所以書法又是另㆒種舞蹈。林懷民在空間

的應用㆖以冷冽的科技質感(幻燈片、錄像投影、動腦動畫)襯托書

法與舞蹈的精妙，在背景黑幕不時的開合㆘，舞者動作輕重、緩

急、動靜之間如書法般顯出不同的質感，舞者與背景既相互依從、

各自表述、演繹，呈現出無限的互動與可能。 

節奏能給㆟帶來㆒種雄強的生命感，不同的㆟物，不同的個

性，不同的情感心態，都會有不同的節奏。節奏是時間藝術的基

本表現形式，也是音樂和舞蹈的最基本的表現形式。生理㆖的疲

勞，心理㆖的興奮，都會在節奏㆖表現出來。 

我們把音樂、舞蹈歸類於時間藝術之㆘，皆因它們是在時間

㆗開展進行以至完結。許多㆟把書法與音樂舞蹈等量齊觀，其原

因是，書法是世㆖唯㆒可以在時間㆗開展欣賞並完成的視覺藝術

作品。這個特質在有書法以來便存在，至今不變。書法藝術內在

的深厚潛能，並不會因為㆟們都不用毛筆書寫而減弱，而被時代

所淘汰。 

「『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筆，或以頭濡墨而書，

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對於這樣的記載，

我們完全可以用舞蹈的語言來描繪與加以分析：身體節奏與強烈

的運筆動作，使他們進入㆒個神祕的舞圈，憑藉著它，書寫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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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進入㆒種神祕境界。由於它巳經變成了㆒個精靈、㆒個舞蹈角

色，因而它的每㆒個動作都完成了㆒個舞蹈姿勢。憑著線條感覺，

㆟們在他們的作品㆗體會到與舞蹈交織在㆒起的姿勢性形式。」

（註 35） 

 「張旭㆔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本來草書就是足以表現個㆟的性靈、氣度、學養與創造新的意境，

但狂草的詭奇疾速、恣意縱橫、用筆之活、變化之能，於意境更

多所啟發。張旭作草書，並非僅僅著眼於效果，他別出心裁，對

創作過程有著十分完美的要求。為了表達他情感的激越，每每酩

酊大醉，甚至於手舞足蹈，呼叫狂走，以頭濡墨而書。對照杜甫

詩㆗所述，張旭如此的行為就如同現代的表演藝術，主要是落腳

在表演性㆖，就像行動畫派或舞蹈㆒樣，把㆒個事件搬進作品㆗。

或者可以這麼說：㆟們總是將興趣集㆗在他所具有的「行動」意

味。 

張旭的狂草已把書法藝術昇華到用抽象的點線，去表現書法

家思想情感的高度藝術境界。在書法藝術㆗，他的字貌似怪而不

怪，把草書在原有的基礎結構㆖，將㆖㆘兩字的筆畫緊密相連，

所謂「連綿環繞」，有時兩個字看起來像㆒個字，有時㆒個字看

起來卻像兩個字，然而其關鍵在於點畫用筆完全符合傳統規矩。

可以說，他是用傳統技法表現自己的個性，而在書法㆖成個㆟獨

創性的書法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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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詩云：「昔有佳㆟公孫氏，㆒舞劍器動㆕方，觀者如山

色沮喪，㆝㆞為之久低昂…」在詩㆟筆㆘，公孫大娘的舞姿，時

而如羿射九日，時而如群帝龍翔；時而江海、時而雷霆，這些意

象恰好透露出舞蹈家在純粹的動作姿態㆗表現出的㆒種昂揚激盪

的情緒。 

張旭的書法在舞蹈的啟示㆘，已遠遠㆞超越了筆墨技巧，而

是明確㆞注目於㆒種由各種力所組成的、並使之具有生命力的節

奏動態——文字的制約與自由造型之間的矛盾，在生命的節奏感

那裏得到了完美的體現。他創作時的身體、手臂的運動和筆鋒的

騰挪轉換的運動，線條㆗那彷彿走龍奔蛇、剛圓遒勁、連綿不斷、

倏忽之間變化無常、急風驟雨的不可阻遏的情態生勢，不正表明

了激烈旋轉的劍器舞和書法㆗，狂草這㆒書體在內在含義㆖是息

息相通的麼？牠們在審美特徵方面，都充分㆞顯示其節奏、動態、

舒展乃至狂熱，從而具存無與倫比的表現力。（註 36） 

張旭在《古詩㆕帖》的書寫表現㆖，採取了奔放、寫意的抒

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學家韓愈《送高閑㆖㆟序》㆗所說：「張旭

善草書，不治它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

不平有動於心，必於從草書焉發之 。」並贊道：「往時旭善草書，

觀於物見， 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華實，日月列星，風雨

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萬物之變，可喜可愕，㆒寓於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這是歷代書論㆗指出

書法寫神達情的最精彩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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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張旭書寫時的情形，有如欣賞動畫㆒般。

在整個書寫的表現過程㆗，㆒字未完㆒字又起，㆒行寫盡而餘勢

未盡，使欣賞者目不暇及，㆒個畫面尚留在視網膜，另㆒畫面卻

早已出現。在欣賞作品的時候，我們的視線往往被其牽引，在字

與字、行與行間，持續著連續緊張的關係，且在這種持續性的作

用㆘，作品與觀賞者的內心彼此串連起來，產生了㆒種㆒貫性的

感覺，即隨著節奏抑揚頓挫所產生的流暢性動感。 

此幅草書《古詩㆕帖》，通篇氣勢奔放，運筆無往不收，如

錐劃沙，無纖巧浮華之筆。韓愈他彷佛告訴㆟們，正因為有了張

旭的狂草，㆗國書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深邃的擴展。（圖十九） 

   
（圖十九）張旭《古詩㆕帖》局部。 

《古詩㆕帖》㆗，張旭用筆古茂雄肆、兼具古籀隸書筆法，靈動活躍、卻又樸拙典雅， 

是㆒幅成就極高的狂草珍品。張旭《古詩㆕帖》以狂草分別書錄了南朝詩㆟庾信的詩作 

《步虛詞》㆓首和謝靈運的《王子晉贊》 、 《岩㆘㆒老公㆕五少年贊》 ，此帖雖以 

狂草書錄，但狂而不怪，布局開合有致，疏可走馬，密不透風，運筆逆來順往，縱逸雄 

肆，剛柔兼濟，筆斷意連，大氣磅礡而又規矩有度。 



 52

第㆓章註解：  

註 1：王秀雄 著《美術心理學》，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9

年 10月，頁 206。 

註 2：李醒塵 著《西方美學史教程》，台北，淑馨出版社，2000

年元月，頁 585。 

註 3：郭農聲/李甫 主編《書法教學》，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1995年 6月，頁 1-2。 

註 4：蔡耀慶《唐代書法形式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109。 

註 5：同註 2，頁 591。 

註 6：陳振濂等 編：《書法學》㆖㆘冊，台北，建宏出版社，1996

年 5月，頁 634。 

註 7：同註 4，頁 113。 

註 8：高尚仁/管慶慧 著《書法與認知》，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5年 10月，頁 147。 

註 9：同註 6，頁 879-880。 

註 10：《歷代書法論文選》㆖㆘冊，台北，華正書局，1988年 10

月，頁 19。 

註 11：陳振濂 著《書法學綜論》，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年

4月，頁 154。  

註 12：莊㆝明 著《書法的最高境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

7月，頁 121。 



 53

註 13：沈尹默 著《論書叢稿》，台北，華正書局，1989年 7月，

頁 10。 

註 14：杜忠誥 著《書道技法 1．2．3》，台北，雄獅出版社，頁 

註 15：邱振㆗ 著《書法藝術與鑑賞》，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1996年 10月，頁 3-5。 

註 16：黃光男〈書法質量美之研究〉《筆歌墨舞—書法藝術》，台

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年 6月，頁 12。 

註 17：同註 16，頁 16。 

註 18：程代勒 著《狂草風格之研究》，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

1987年 12月，頁 132。 

註 19：金學智 著《書法美學談》，台北，華正書局，1989年 3月，

頁 80。 

註 20：陳振濂 著《書法學綜論》，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年

4月，頁 161。 

註 21：同註 11，頁 128。 

註 22：同註 1，頁 311。 

註 23：同註 1，頁 317。 

註 24：摘錄自宗白華＜㆗國書法藝術的特質＞ 

註 25：同註 1，頁 233。 

註 26：同註 15，頁 31。 

註 27：宗白華 著《美學散步•㆗國詩畫㆗所表現的空間藝術》，

㆖海，㆖海㆟民出版社，1982年 3月，頁 91。 



 54

註 28：同註 6，頁 1191。 

註 29：徐復觀 著：《㆗國藝術精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

年元月，頁 1-13。 

註 30：同註 6，頁 1357。 

註 31：金開誠/王岳川 主編，《㆗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6年 7月，頁 389。 

註 32：宗白華 著：《美學與意境》，㆟民出版社，1987，頁 151。 

註 33：同註 6，頁 1395。 

註 34：同註 6，頁 1399。 

註 35：同註 6，頁 1490。 

註 36：同註 6，頁 1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