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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章 作品說明 

以㆘是此次創作展的幾件代表作，並按作品編號依次分析說

明。（作品之彩色圖版列於最後相互對照） 

 

㆒、作品目錄圖表 

編  號 作品名稱及說明 備  註 

1 ㆙骨文對聯       （舊德先疇㆟樂其事，龢風甘雨㆝降之祥。）  

2 篆書 橫披        （與今㆟居，與古㆟稽。）  

3 隸書 對聯        （君子履躬以禮，賢者臨義必為。）  

4 楷書 圓面        （勇猛精進）  

5 楷書 對聯        （事能知足心常愜，㆟到無求品自高。）  

6 行書 東坡詞句    （驚濤拍岸）  

7 行草 東坡詞句      （亂石崩雲，驚濤拍岸）  

8 行草 李白詩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9 草書 李白詩句    （飛流直㆘㆔千尺，疑是銀河落九㆝）  

10 行草 王維詩句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11 行草 張旭桃花溪詩（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 

桃花盡日逐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 

 

12 行草 孟浩然詩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風落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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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草 韋應物詩    （獨憐幽草澗邊生，㆖有黃鸝深處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舟自橫。） 

 

14 行草 寒山子詩（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 

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㆒樣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15 放大印拓 吾真大醉  

16 放大印拓 ㆝涯倦客  

17 水墨 紅荷  

18 水墨 激湍  

19 水墨 濱海濤聲  

20 水墨 野渡無㆟舟自橫  

21 高巖飛瀑之㆒      （以字為“圖”，圖為“㆞”）  

22 高巖飛瀑之㆓      （以圖為“圖”，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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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作品說明 

作品㆒：㆙骨文對聯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42 ×34 公分 ×2 

3. 材質／灑金宣紙、筆、朱砂墨 

4. 解說／ 

（1） 釋文： 舊德先疇㆟樂其事，龢風甘雨㆝降之祥。 

（2）說明： ㆗國在文字發明與使用㆖，有其代表神 

性的意識。例如：依目前所見，發現最

早的古資料，也最具有完整體系的漢字 

，就是刻在龜㆙和獸骨㆖的㆙骨文字，

這些文字大都是因國家大事、戰爭、農

作等等，分別向神問卜後所作的紀錄。 

              ㆙骨文其書刻方向，或向左向右，或倒

寫側寫，使字形的結構多變活躍。㆙骨

文章法形態的意義，從視覺形式而言，

是㆒種穩定的書寫機制，其自然的形態

具有潛在的書法審美因素，有力㆞促進

了獨立形態書法的產生。 

              本幅作品以篆法書寫，呈現圓轉流暢之

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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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㆓：篆書橫披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35 ×34 公分 

3. 材質／灑金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與今㆟居，與古㆟稽。 

（2） 說明：㆗國的篆書，在寫法㆖，注重對稱與平

衡之美。其書體的體勢為排列整齊，行

筆圓轉，線條勻淨而長，呈現出莊嚴美

麗的風格。 

              ㆒般篆書的運筆以㆗鋒為原則，使其表

現出高質量的立體線條，㆗鋒的圓潤、

渾厚，可使平面的空間，凸現出立體美

感的視覺效果。 

本幅作品，除表現對稱圓轉的筆勢外，

並參以小顫筆的筆法，以㆗鋒滲墨的方

式，表現出遲澀的墨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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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㆔：隸書對聯 

1. 類別／書法 

2. 尺寸／69 ×14 公分 ×2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解說／ 

（1） 釋文：君子履躬以禮，賢者臨義必為。 

（2） 說明：隸書的產生，是將篆書的筆法加以簡化， 

           在字形㆖使長形變為扁形，圓轉的筆劃變 

           為方正，並增加波磔之橫性線條，產生古 

           樸飛躍的律動美。 

           本幅作品，以漢隸為基礎，並參以木簡的 

           寫法，在波磔處呈現凝重渾厚的視覺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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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㆕：楷書圓面 

1. 類別／書法 

2. 尺寸／34 ×34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勇猛精進。 

（2） 說明：楷書又名真書或正書。始於曹魏，盛於 

東晉，到了唐代技法更加成熟，並發展

到極盛階段。 

            弘㆒法師的書法作品，神斂鋒藏，在碑

帖相融㆘，獨樹㆒幟，其字裡行間，給

㆟㆒種渾金璞玉般，無㆟間煙火氣的視

覺效果。 

            弘㆒法師的書藝，㆒直以來是吾㆟醉心

學習的對象，本幅作品以弘㆒法師的筆

意書寫，力求線條的線質勁挺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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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五：楷書對聯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10 ×16 公分 ×2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事能知足心常愜，㆟到無求品自高。 

（2） 說明：本幅作品，以弘㆒法師的筆意為之，筆 

法是楷法，參用行書的筆致，每筆劃各

自有起訖，於起筆與收筆處之提按處皆

很輕微，不特意修飾，輕輕㆞起，淡淡

的收，不做造形㆖的雕鑿。 

            字形的結體，利用部分筆劃間不相搭的 

線條，使字形結構和字幅間產生寬舒流

動的空間，營造出寒簡淡泊的溫潤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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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六：行草圓面／東坡詞句 

1. 類別／書法 

2. 尺寸／34 ×34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驚濤拍岸。 

（2） 說明：本幅作品是圓形的畫心，因此利用部分

筆劃穿插空白處，使產生連綿穩定的結

構。內容僅有㆕個字，故以重墨粗線來

表現，其㆗將「驚濤」㆓字筆劃相連，

使語句的氣勢相連；「拍岸」㆓字字形

雖不相連，但形成獨立的單字形體，與

視覺感官㆖，無論是字形或讀音皆有揖

讓、頓挫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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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七：行草條幅／東坡詞句 

1. 類別／書法 

2. 尺寸／83 ×25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亂石崩雲，驚濤拍岸。 

（2） 說明：行草書以其連綿的筆意及圓轉的線條呈 

現書法表現的內容。本幅作品以行草的

筆勢表現，利用水墨濃淡的變化，表現

出水氣迷濛，結構相疊的書法美學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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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八：行草條幅／李白詩句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26 ×19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

醉後各分散。 

（2） 說明：詩仙李白於酒後常有佳作出現，「酒」 

可說是㆒種可以鬆弛個㆟精神緊張狀態

的飲料，並呈現出率意自然、渾然㆝成

的創作作品。 

            本幅作品在內容的取材㆖，節錄了李白

《花間獨酌》詩，以濃淡、乾溼、疾澀

的線條表現，呈現出酒後真我的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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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行草條幅／李白詩句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38 ×17 公分  

3. 材質／灑金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飛流直㆘㆔千尺，疑是銀河落九㆝。 

（2） 說明：李白的詩句率意自然，其過㆟的才情， 

揮毫落筆，直有千軍橫掃的氣概。 

本幅作品以迅疾圓轉的筆法線條，呈現

飛流長瀑㆒瀉千里的流動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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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行草橫披／王維詩句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35 ×68 公分  

3. 材質／灑金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松風吹解解帶，山月照彈琴。 

（2） 說明：本幅作品擷取王維《酬張少府》詩，其

㆗的兩句，以行書的筆致書寫，在畫面

㆖以㆔㆓句的字數呈現，使其間部分的

空白，產生恬靜蕭散的文學意味；在字

形的結構㆖，採取部分連綿的筆劃，如

第㆓行㆗「解帶」㆓字筆意連綿，並產

生濃淡之墨韻變化，在「帶」字拉長的

線條㆗表現出林間吹帶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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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㆒：行草條幅／張旭詩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21 ×19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

花盡日逐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 

（2） 說明：本幅作品，字體的承接由㆖而㆘，行氣 

呈垂直或㆒直線的發展。由於行氣呈垂

直，故利用部分字形穿插在空白處，使

產生空間虛實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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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㆓：行草條幅／孟浩然詩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21 ×19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

花落知多少。 

（2） 說明：本幅作品，利用筆墨濃淡的不同，形成 

視覺前後的感覺，此外濕筆與枯筆等墨

色的變化，亦會造成不同層次的前後感

與空間距離的效果；在行氣的運用㆖，

利用濃淡、輕重、乾溼、大小的關係，

當作㆒有機的處理，配合整體空間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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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㆔：行草橫披／韋應物詩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35 ×68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獨憐幽草澗邊生，㆖有黃鸝深處鳴；春

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舟自橫。 

（2） 說明：本幅作品，利用筆墨濃淡乾溼等墨色的

變化，造成不同層次的前後感與空間距

離的效果；在線質的運用㆖，利用濃淡、

輕重、乾溼、大小關係的安排，使其具

有強弱的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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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㆕：行草橫披／寒山子詩 

1. 類別／書法 

2. 尺寸／158 ×36 公分  

3. 材質／灑金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 

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㆒樣松；

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2） 說明：本幅作品，利用筆墨濃淡乾溼等墨色的

變化，造成不同層次的前後感與空間距

離的效果；在用筆㆖由濃溼轉乾枯的線

條，使視覺產生空間躍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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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五：放大印拓條幅 

1. 類別／篆刻書法 

2. 尺寸／135 ×34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吾真大醉（印面）；棄微名，去來心快

哉，㆒笑白雲外，知音㆔五㆟，痛飲何

妨礙，醉袍袖舞嫌㆝㆞窄（書法）  

（2） 說明：本幅作品利用絹版將印拓放大，並於印 

拓之㆘書寫貫雲石《雙調清江引》。印

面之刀法，以浙派小切刀之刀法刻製，

在筆劃銜接處，或以斷筆，或以圓轉之

筆意帶過，呈現外圓內方之筆致；書法

部分以草書筆法書寫，求其酣暢痛快之

筆墨情趣，以符合印面之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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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六：放大印拓條幅 

1. 類別／篆刻、書法 

2. 尺寸／135 ×34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 

4. 解說／ 

（1） 釋文：㆝涯倦客（印面）；明月如霜，好風如 

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

寂寞無㆟見，紞如㆔鼓，鏗然㆒葉，黯

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

小園行偏，㆝涯倦容，山㆗歸路，望斷

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何在，空鎖

樓㆗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

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歎。

（書法）  

（2） 說明：本幅作品利用絹版將印拓放大，並於印 

拓之㆘書寫蘇軾《永遇樂》。印面以浙

派小切刀之刀法刻製，筆劃線條似㆗鋒

筆毫以遲澀之法緩慢行進，以求其勁挺

之書寫筆意；書法部分以魏晉小楷之筆

法書寫，鬆散的行氣空間，呈現蕭散自

然的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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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七：紅荷 

1. 類別／水墨 

2. 尺寸／34 ×34 公分  

3. 材質／灑金宣紙、毛筆、墨、國畫顏料 

4. 說明／元趙孟頫《秀石疏林圖卷》自題詩云：「石 

         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於八法通，若也有㆟能 

         會此，方知書畫本來同。」本幅作品以寫意法 

         畫荷，運用露鋒波磔之隸法寫荷葉；㆗鋒篆法 

         寫荷花柄；行草之筆法寫雜草細枝，印證書畫 

         之筆法相通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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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八：激湍 

1. 類別／水墨 

2. 尺寸／135 ×69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國畫顏料 

4. 說明／本幅作品運用乾筆飛白之筆法皴擦石頭及流水 

         部分，在構圖的動勢與筆法㆖，與草書有異曲 

         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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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十九：濱海濤聲 

1. 類別／水墨 

2. 尺寸／135 ×69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國畫顏料 

4. 說明／本幅作品在結構㆖，岩石的剛硬與海浪的輕柔 

         是相對性的，運用㆗側鋒及飛白之篆隸法寫岩 

         石之剛；而利用輕快之草法筆觸寫海水之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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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㆓十：野渡無㆟舟自橫 

1. 類別／水墨 

2. 尺寸／166 ×26 公分  

3. 材質／宣紙、毛筆、墨、國畫顏料 

4. 說明／本幅作品本是㆒張墊紙，因先前留㆘之墨漬墨 

         韻㆝然，且造形頗似㆒遠眺之平野圖，乃再加 

         筆點染潤飾而成㆒件水墨作品。由此可見，畫 

         本隨處皆在，只要稍加留意，便可掌握㆒些不 

         錯的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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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㆓十㆒、㆓十㆓：高巖飛瀑之㆒、之㆓ 

1. 類別／水墨 

2. 尺寸／139 ×53 公分（外）；139 ×53 公分（內）  

3. 材質／宣紙、毛筆、墨、國畫顏料 

4. 說明／以連續的文字書寫，形成高嚴飛瀑之岩壁與瀑 

         布之肌理表現；運用「圖與㆞」之構圖原理， 

         或以字包圍圖，或以圖包圍㆞，形成視覺前後 

         的空間感；並以裱貼手法增強其立體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