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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楷書的形成 

  楷書是漢字中生命力最長久，並一直使用至今的書體。它與篆、

隸、行、草書一樣，都具有很高的實用性和藝術價值。楷書的名稱很

多，初名楷法，亦稱楷書。《四體書勢》云：「隸書者、篆之捷也。上

谷王次仲，始作八分楷法。」(註1)。 

  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註2)：「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

楷法。」此處的「楷法」，並非指今日所謂的楷書，而是指王次仲的八

分書寫得非常整齊，可以為楷模之意。八分書的出現，可以說是追求

文字美化的結果，亦即書寫藝術化的一種進程。楷書也稱為真書、正

書。張懷瓘〈書佑〉：「且如右軍，真書妙極。」宋《宣和書譜‧正書

敘論：「在漢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

正書是也。⋯⋯降及三國鍾繇者，乃有〈賀剋捷表〉，備盡法度，為正

書之祖。」 

  由上文可知楷書是隸書、隸草演變而來的。蔣文光在中國書法史

中云：「漢字形體的演變過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由商周古字發展為

篆書；又由篆書發展為隸書；再由隸書發展為楷書。」(註3)。它的形

成因循著變革損益的規律，省改了漢隸的波磔，增加了鉤趯，使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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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寫更具有一種堅挺、端嚴之美。 

  最初的楷書可以追溯到漢朝。羅振玉〈簡牘遺文考釋〉認為近代

敦煌發現的漢宣帝神爵四年簡〈西元五八年〉「為今楷之濫觴。」近年

長沙馬王推發現《老子》乙本，鍾明善《中國書法史》云：「筆墨中既

有隸書波磔，也有楷書撇捺。」而東漢桓、靈時代的曹氏宗族墓的字

磚，已有真、行書，且估總數百分之七十二。 

  楷書的特徵為：形體方正、筆劃平直。它較之篆書和隸書，在用

筆上顯得更為複雜；較之行書和草書，在儀態上顯得更為端莊，故歷

來人們都尊之為楷模。王愔『文字誌』載：「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

勢，建初(後漢章帝年號)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

從這段記載看來，可以得到兩項訊息： 

一、楷書在漢朝時仍未完全脫離隸書。 

二、楷書是由隸書、草隸演變而成的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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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節  楷書的發展 

  楷書藝術的嬗變和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古今

學者對楷書的發展都有的共識就是：「始於漢末，盛行於魏晉南北朝，

到了唐代逐漸興盛，一直通行至今。」(註4) 

  筆者撰此論文的著眼點是在「楷書藝術」上，因此，若從書風變

化與價值來替楷書分期，可得三階段： 

一、楷書藝術的發皇時期──魏晉楷書。 

二、楷書入碑的另類風格──魏碑楷書。 

三、楷書日趨完美集大成──唐代楷書。 

  以下，即據此三階段逐一論述。 

  第一 ──魏晉楷書時期，這是楷書藝術的發皇時期。 

  這個時期楷書的主要風格特點是典雅，字多疏放研妙，蘊含著靜

穆清和之韻。這種典雅不是裝飾而成，而是自然生動，渾樸天成，它

「承漢末之遺勢而順進之」 ，有著和漢隸一樣的天然氣息。 

  魏晉典雅書風的產生，這同當時在哲學上「玄學」、「清談」之風

的興起，以及「魏晉風骨」的文學和以「傳神寫照」為主旨之繪畫藝

術之誕生，都有著緊密的聯繫。 

  這個時期主要書家可以「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為代表。 

  三國時期，書法名家輩出。尤其因魏踞中原，故多人才。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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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鍾繇(151∼230)最為有名。鍾繇隸、行、草皆擅長，但他主要的成

就是在楷書。 

  『薦季直表』(圖1)傳鍾繇於魏文帝黃初二年(西元二二一年)八月

書。小楷。此帖點畫多奇趣，結體茂密而修長。 

 

 

▲圖1 魏、鍾繇 薦季直表 

  『賀捷表』(圖2)傳鍾繇書於漢獻 

帝建安二十四年(西元二一九年)閏月九 

日，此帖書寫風格，是以隸書為體勢而 

融入行草筆法的書體。字形飄逸蕭疏。                                    

 

圖 2. 魏  鐘繇  賀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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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命表』(圖3)傳為鍾繇所書。小楷，

共八行。此帖真跡早佚。與《宣示表》、《薦

季直表》、《賀捷表》、《丙舍帖》皆為後人

摹刻。 

 

 

       圖3  ▲鍾繇力命表 

  『墓田丙舍帖』(圖4)相傳也是 

鍾繇所書，王羲之臨。小楷，六行 

，共七十字。此帖點畫中略見草意， 

生動流轉，饒有天趣。 

 

 

 

 

 

                                      圖4 ▲鍾繇 墓田丙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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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示表』(圖5)相傳 

也是鍾繇所書，或謂王羲之 

臨本。小楷，十八行，此帖 

風格純樸自然。黃庭堅就云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種，余 

特喜此小字。筆法清勁，殆欲 

不可攀也。」由此看來， 

『宣示表』可視為是小楷的最 

佳範本。 

                                       圖5 ▲鍾繇  宣示表 

  由魏入晉，書法藝術也進入了黃金

時代，其中楷書也已進入成熟定型的階

段。東晉王羲之三○七∼三六五)，眾體

兼備。書藝精湛，最受後人推崇，唐太

宗讚譽他為「書聖」，影響後人深遠。 

  『黃庭經』(圖6)相傳王羲之書於東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西元三五六年)。小

楷。原跡久佚，傳世臨摹翻刻本極多。 

 

    圖6 ▲晉 王羲之 黃庭經 



 17 

  『樂毅論』(圖7)相傳為王羲之書付其子獻之的得意之作。小楷法

帖。唐代褚遂良稱曰：「筆勢精妙，備盡楷則。」樂毅論從筆勢和結構

看來，已經是完全定型、成熟的楷書，後人多視為「右軍小楷之冠」，

可見此書地位之高。 

  樂毅論從筆勢和結構看來，已經是完全定型、成熟的楷書，後人

多視為「右軍小楷之冠」。 

 

 

 

 

 

 

 

 

 

 

 

 

 

                           圖7 ▲王羲之 樂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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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獻之(三四四∼三八六)為右軍之首，書風繼承羲之，其後又取法

於張芝，故特擅行草，傳世者僅洛神賦十三行為楷書之作。 

  『洛神賦十三行』(圖8)東晉王獻之書。小楷法帖。真跡傳至宋代，

僅存十三行，故歷來簡稱此帖為《十三行》。 

 

 

 

 

 

 

 

 

 

 

 

 

 

 

 

圖8 ▲ 晉 王獻之 洛神賦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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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上尊號奏』、『孔羡碑』、『黃初殘碑』、『谷朗碑』、『孝

女曹娥碑』等，都是誕生在這個時期中的名篇佳作。 

  第二 ──魏碑楷書時期(這個時期包括南北朝)。 

  北朝的書法，淵源與南朝一樣，同出於鍾(繇)，索(靖)(註3)之輩，

以行草為尚，在《魏書》和《北史》的記載中，此方書家善草隸、工

尺牘的比比皆是。如北齊的姚元標、顏之推，此周的趙文深、王褒。

由於北朝諸家書跡不見於今，無法探考。今日所見北朝書跡大都為石

刻文字，尤以清代中葉以後，出土極豐。這些石刻資料主要可分為四

類：(一)碑文；(二)摩崖；(三)墓誌；(四)造像記。石刻文字極不整齊，

有復古的隸書，也有極端正的楷書；有大字眼的摩崖，也有小字的墓

誌。(註4)。大體上是以楷體為主流。由於石刻文字是經過斧鑿，筆劃

轉折處甚為鋒勁，與行草書的流麗成對比，成為碑書的特殊風格。書

法史上所謂的「北碑」或「魏碑」就是專指此種風格的字而言。 

  從總體上看，魏碑楷書的藝術風格為雄強拙樸 ，它直接繼承漢以

來鍾繇、王羲之兩派為代表的中原古法，在結體和用筆上雖保留一些

篆隸遺意，但已參以行書的成分，加上刻工刀法上的配合，使之更具

有特殊的韻味。 

  清代康有為對南北朝書法推崇備至，認為「魏碑無不佳著」、「凡

後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可見 魏碑楷書對後世影響之大。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作界定，魏碑楷書主要是指見諸於北朝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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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縱觀東晉末年和南朝的碑刻，在書風上魏碑也有許多相互聯繫的

地方。最為著名的如： 

  『爨寶子碑』(圖9)此碑於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雲南曲靖南出

土。 

  此碑書法之用筆和結字，已集楷書特點，但又帶有極為濃厚的隸

意，是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典型之作。為後世書家所稱賞。清康有為

譽為「樸厚古茂，奇姿百出」(見《廣藝舟雙楫》)。是研究東晉楷書的

重要作品之一。 

 

 

 

 

 

 

 

 

 

 

▲ 圖9.   爨寶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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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爨龍彥碑』(圖10)立於宋孝武帝大明二年(西元四八五年)《爨龍

顏碑》是南朝宋的著名碑刻。雖為楷書。卻饒有隸意，筆勢雄勁，結

體多變。與晉《爨龍子碑》並稱「二爨」。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書中說：「宋《爨龍顏碑》渾厚生動，兼

茂密雄強之勝，當為正書第一。昔人稱篆畫若鐵石，體若飛動，可以

形容之」，又說「當為隸楷極則」，並將此碑列為「神品第一」。 

 

 

 

 

 

 

 

 

 

 

 

 

 

▲  圖10  爨龍彥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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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瘞鶴銘』(圖11)傳梁朝陶弘景書。建於梁武帝天監十三年(西元

五一四年)。原刻在江蘇鎮江焦山西麓石壁上，宋時被雷擊崩落長江。

清康熙五十二年(西元一七一三年)由陳鵬年募工移置山上，後砌入定慧

寺壁間。今殘石尚存，陳列在寶墨軒碑廊大院的碑亭中。 

  《瘞鶴銘》筆勢開張，點畫飛動，雖是楷書卻有隸書和行書的筆

趣。 

歷代文人書法家評價甚高。宋黃庭堅以為「大字無過《瘞鶴銘》

者」。譽為「第一斷珪殘壁，豈非至寶。」黃伯思云：「蕭遠淡雅，若

其為人。」(見《東觀餘論》)。宋吳琚在《春日焦山觀瘞鶴》詩中曾描

繪說「游僧誰渡降龍缽，過客爭摸《瘞鶴銘》。」可見當時人們對此銘

的重視。《瘞鶴銘》的書法對後世影響很大，為隋唐以來楷書之風範，

論者以為黃庭堅書法得力於《瘞鶴銘》。 

 

 

 

 

 

 

 

▲  圖11  瘞鶴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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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岳嵩高靈廟碑』(圖12)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西元四五六年)

道士寇謙之立。此碑也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書體。康有為評此碑為「體

兼隸楷，筆互方圓」，(見《廣藝舟雙楫》)並云：「『靈廟碑陰、如渾金

璞玉，寶采難名。』 

 

 

 

 

 

 

 

 

 

 

 

 

 

 

 

▲  圖11  北魏  中岳嵩高靈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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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平公造像記』(圖13)北魏太和二十二年(西元四九八年)九月

刻。是洛陽龍門石窟三千六百餘件造像題記中的二十件精品之一。也

是開創北魏方筆的典型之作，有著濃厚的陽剛之美。清胡鼻山跋曰：「字

形大小如星散，天體勢顧盼如魚戲水，方筆雄健允為北碑第一。」 

 

 

 

 

 

 

 

 

 

 

 

 

 

 

 

▲  圖13  北魏  始平公造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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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銘』(圖14)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北魏王遠書。 

  《石門銘》北魏著名的摩崖石刻之一。碑銘刻在陝西偯城石門東

壁摩崖上。損壞較少，全文基本完整，內容為記載羊祉開復石門棧道

的事。碑刻署年為「魏永平二年太歲乙丑」(公元五○九年)。在北魏碑

刻中留有書者、刻者姓名的很少，而此銘刻有「梁秦典簽太原郡王遠

書，石師河南郡陽縣武阿仁鑿字」，更足珍貴。由於興建水庫，已移置

陝西省漢中博物館。   

  銘書字較大，筆劃圓渾勁健， 

結字、布白不拘方整勻齊，就摩崖 

石勢隨意書寫、鑿刻，而筆劃長短 

，字形大小，行間字距，均佈置極 

為自然。更由於魏碑書法大多用 

方筆，此銘方圓兼施，操縱自如， 

尤顯獨特。所以王瓘跋云：「魏書 

體多尚方整，即鄭文公碑於綿密中 

亦露鋒棱，獨是銘運用超妙，如天 

馬行空，王遠亦當時巨手哉！」 

(王瓘跋張之洞藏清初拓《石門銘》)        ▲圖14 石門銘                  

畢沅、康有為等人也都評此銘書法飛逸奇渾，翩翩欲仙，所謂「不食

人間煙火者」為近代書法家所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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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文公碑』(圖15)鄭道昭書。北魏宣帝冬平四年(西元五一一年)

立。此碑分上、下兩碑，下碑尤負盛名。其筆畫輕柔舒展，姿態如同

隨手拈來，但又似乎深藏著用心。使人實在難以相信這份「自然」之

中會有一番籌畫。無怪乎後人在《鄭文公碑》前嘗有如此感嘆： 

「書法何須『創新』，只要寫出《鄭文公碑》的味道，此生足矣！」。

清康有為稱其為北魏圓筆之宗。該碑享有與王羲之相抗衡的「北方書

聖」的盛譽。 

 

 

 

 

 

 

 

 

 

 

 

 

▲  圖15  北魏  鄭文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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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遵墓誌』(圖16)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西元五一七年)十月刻。 

此誌書法結構嚴整茂密，筆劃圓腴厚勁。清葉昌熾《語石》一書說：「 

北朝墓誌《刁惠公》第一」，康有為也說：「《刁遵墓誌》如西湖之水， 

水秀美名寰中」，把此誌列為「精品」(見《廣藝舟雙楫》)。還有不少 

書法家極其贊賞，如包世臣、楊守敬等人。 

 

 

 

 

 

 

 

 

 

 

 

 

 

 

▲  圖16  北魏  刁遵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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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猛龍碑』(圖17.)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西元五二二年)正月立。 

此碑是北魏著名碑刻之一。碑在山東曲埠孔廟。 

  《張猛龍碑》的書法在魏碑 

中屬於風格方整雄健一類。其用 

筆，結體嚴謹，筆劃斬釘截鐵， 

係純用方筆所致，但又能在方健 

的筆法中表現出縱逸的風味；其 

字結構綿密雄強，一方面如包世 

臣所言：「雄則生氣勃發，故能 

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 

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碑書常在 

嚴整中時出險峭之筆。富於變 

化。所以《張猛龍碑》的書法         ▲ 圖17  北魏  張猛龍碑 

雖然以方整著稱，但它仍然能做到正中出奇，整而能縱。特別是它的

碑額、碑陽、碑陰書法又各不相同，碑額書雄宕奇偉，碑陰則恣肆不

拘，而與碑陽相互輝映，為魏碑書體中之精品，許多書法家都非常推

賞此碑，沈曾植說它「風力危峭，奄有鍾、梁勝境，而終幅不雜一分

筆，與北碑他刻縱意書寫者不同」。(見《海日樓札叢》)又康有為認為

《張猛龍碑》，結構為書家之至，而短長俯仰，各隨其體。」(見《廣

藝舟雙楫》)又楊守敬評：「《張猛龍碑》，整鍊方折，碑陰則流宕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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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學書邇言》)此外，還須注意的是，《張猛龍碑》書法的結構趨長

方，已開隨唐楷書風規，不只在「不雜一分筆」了。 

  『張黑女墓誌』(圖18)北魏 

節閔帝普泰元年(西元五三一年) 

十月刻。此刻書法峻利疏朗，氣 

度雍容洞達，深為後世所褒愛。 

清何紹基評云：「化篆分入楷， 

遂爾無種不妙，無妙不臻，然 

迺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 

者。」 

  第三──唐代楷書時期。 

這個歷史階段是楷書最為成熟 

的時期，也是楷書藝術的頂峰 

時期。                                圖18 ▲北魏 張黑女墓誌 

  這個時期的楷書繼承了魏晉南北朝的傳統，而有所發展，使更趨

於完善，這種書法藝術的鼎盛現象，和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繁榮興旺

是緊密聯繫著的。 

  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唐朝國威強

盛，經濟繁榮，在中國封建時代是空前的，在當今的世界上也是僅有

的。在這個基礎上，承襲六朝並突破六朝的唐朝文化，博大清新，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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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燦爛，蔚成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 

  唐代楷書藝術的趨向，是日愈規整。歷經數代，楷書的用筆和結

體等法度幾於盡備，在書寫中都恪守著十分嚴格的程式。這種謹嚴規

矩的書風，就是唐代楷書藝術最為顯著的特點。 

  唐代的書法大盛，歷代都有評述，宋朱熹說：「書學莫盛於唐，然

人各偶其所長自見。」(註6)。趙孟頫說：「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

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

盛矣。」(註7)。 

  唐代書壇豪傑接踵繼至，如百花齊放，在書壇上綻放出耀眼的光

芒。茲僅擇其彪炳一代者，並列舉代表性的作品，作一研究與介紹： 

  歐陽詢(西元五五七∼六四一年)，字信本，潭州臨潮(今湖南長沙)

人。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彼令，世稱歐陽率更(註8)。虞世南說他「不

擇紙筆，皆能如意」。除了楷書之外，他還能寫一手好隸書。張懷瓘說

他「八體盡能，筆力勁險，篆體尤精。」(註9)。究其用筆，方圓兼備

而勁險峭拔，「若草裡驚蛇，雲間電發。又「如金剛怒目，力士揮拳。」

(註10)其中「豎彎鉤等筆畫仍是隸意。他的楷書用筆，結體都有十分

嚴肅的程式，後人所傳「歐陽結體三十六法」，顯然就是從他的楷書歸

納出來的結字規律。歐陽詢的兒子歐陽通，書法一本家傳。父子均名

聲著於書壇，被稱為「大小歐陽」。小歐陽《道因法師碑》，隸意更濃，

然而鋒芒過露，含蓄處不及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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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其傑作《九成宮醴泉銘》來看，(圖19.)此碑內容由魏徵撰文。

記載唐太宗在九成宮避暑時發現泉水之事。此碑立於唐貞觀六年(公元

六三二年)。楷書24行，行49字，歐陽詢七十五歲時所書，正值畫書

藝到達顛峰境界。額陽文篆書「九成宮醴泉銘」六字。此碑用筆方整， 

且能於方整中見險絕，字畫的排列緊湊，勻稱，間架開闊穩健。明陳

繼儒評論說：「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能令王者屈

膝，非他刻可方駕也。明趙涵《石墨鐫華》稱此碑為「正書第一」，也

是歷來公認學習楷書的最佳典範。《醴泉銘》對後世的影響之大，不下

於王羲之的《蘭亭序》。(註11)。 

 

 

 

 

 

 

 

 

 

 

圖19 ▲ 唐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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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王世貞說：「信本書太傷瘦儉，獨《醴泉銘》遒勁之中不失婉潤， 

尤為合作。經由這些前人的看法可以知道其書法的特徵與特色⋯⋯硬

瘦重骨。這一風尚也是初唐在書法審美上的一種通則。 

  另一位一樣從隋入唐的著名書家虞世南(西元五五八∼六三八)字

伯施，越州餘姚(今浙江)人。官至秘書監，封永興縣字，故世稱「虞永

興」，享年八十一歲，賜禮部尚書。(註12) 

  虞世南幼年學書於王羲之七世孫，著名書法家僧智永，受其親傳，

妙得「二王」及智永筆法。虞世南為人沈靜寡欲，志性剛烈，議論正

直，又有人才，唐太宗曾詔曰：「世南一人，又出世之才，雖兼五絕：

一曰忠繼，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有一於此，

足為名臣，而世南兼之。」(註13)。是以可知虞世南受重視之程度。

他的書法，筆勢圓融遒勁，外柔而內剛。論者以為如裙帶飄揚，而束

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其傳世的書法作品不如歐陽詢多，《孔子廟堂

碑》(圖20.)為其傑作。尤其本人撰文並書寫。原碑立於唐貞觀初年。

楷書35行，每行64字。碑額篆書陰文「孔子廟堂之碑」六字。碑文

記載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後裔孔德倫為褒聖侯，及修繕孔廟

之事。是虞世南六十九歲所書，此碑書法用筆俊朗圓潤，字形稍呈狹

長而尤顯秀麗。橫平豎直，筆勢舒展，一片平和潤雅之象。 

  虞世南的書法作品中，處理轉折部分較之歐陽詢有著明顯的不同。 

歐字轉折處較方，而虞字轉折處較圓(註14)。虞字在戈法、捺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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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旁都特別長，長撇有輕重提按的變化，不是平平掠過。 

 

 

 

 

 

 

 

 

 

 

 

圖20  ▲唐  虞世南  孔廟堂碑 

  褚遂良(西元五九六∼六五八或六五九)(註15)，字登善，錢塘(今

浙江杭州)人。官至右僕射河南公，世稱褚河南(註16)。他的書法學王

義之、虞世南。《唐人書評》說他的字是「字裡金生，行間玉潤，法則

溫雅，美麗多方(註17)。他所寫的《雁塔聖教》，最有自家之法。在此

碑中，他把虞、歐法融為一體，波勢自然。從氣韻上看直追逸少，但

用筆、結字，圓潤瘦勁之處卻是褚法。張懷瓘對他的真書〈楷書〉書

風有一段描述：(遂良)真書甚得其(王羲之)媚趣，若瑤臺青繅，窅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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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人嬋娟，不任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註18) 

 

 

 

 

 

 

 

 

 

 

▲  圖21  褚遂良  雁塔聖教序 

  雁塔聖教序(圖21.)亦稱《慈恩寺聖教序》。凡二石，均在陝西西安

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為序，全稱《大唐三藏聖教序》，唐太宗李世民

撰文，褚遂良書21行，行42字。後石為記，全稱《大唐皇帝逑三藏

聖教序》，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書，20行，行40字。前後皆為楷

書。現所選為前石拓本。《雁塔聖教序》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書風格的

作品，字體清麗剛勁，筆法嫻熟老成。褚遂良在書寫此碑時已進入了

老年，至此他已為新型的唐楷創出了一整套規範。在字的結構上改變

了歐、虞的長字形，創造了看似纖瘦，實則勁秀飽滿的字體。在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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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則採用方圓兼施，逆起逆止；橫畫豎入，豎畫橫起，首尾之間皆有

起伏頓挫，提按使轉以及回鋒出鋒也都有了一定的規矩。唐張懷瓘評

此書：「美女嬋娟，不任羅綺，鉛華綽約，歐虞謝之。」(註19) 

  就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這三家的楷書作品而言，雖然個人面

貌因為個人特質不同而有所差別，但是就其結字形體用筆等方面卻又

相當的類似(註20)，這樣的表現方式構成初唐三家的時代風格。 

  在初唐三家之後，楷書的延續出現綜合的現象，前兩家的書法風

格開始沉澱，而褚遂良的書風繼續展延，薛稷(西元六四九∼七一三年)

字嗣通，蒲州三分陰(今山西萬榮)人。他是魏徵的外甥，官至禮部尚書，

太子少保，世稱薛少保。他書法學虞世南和褚遂良，是褚的高足。 

唐人說：「買褚得薛，不失其節」，足見他「銳精臨仿」、董 《廣川書

跋》說他「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為爪。 

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成一家」。 

這就是宋徽宗瘦金書之所由出。 

其作品《信行禪師碑》(圖22.)為唐李貞 

撰文，薛稷書，唐章龍二年(西元七○六 

年)八月立。原石久佚，僅有清何紹基舊 

藏剪裱本，現存1800餘字。此碑明顯的 

汲取褚書的特色，有一種清健娟秀的風 

韻。尤其是豎法的微曲輕勾，純然是褚  ▲  圖22  唐 薛稷信行禪師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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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面目，然於筆的起落間又流露出自己的風格，不失為唐楷佳品。 

  另外一種創造是由顏真卿所開啟，顏真卿(西元七○九∼七八五

年)(註21)唐京兆萬年人，字清臣。開元進士，遷殿中侍御史，為楊國

忠所惡，出為平原太守，故世稱顏平原。安史之亂，顏抗賊有功，入

京歷任吏部尚書，太子太師，封魯郡開國公，故又世稱顏魯公。真卿

為瑯琊氏後裔，家學淵博，工於尺牘；從褚遂良得筆法，其正楷端莊

雄偉，氣勢開張，一變古法，自成一格，人稱「顏體」。其書法作品朱

長文《續書斷》譽為神品(註22)，具有強烈個人特質。宋歐陽修評云：

「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 

莊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 

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 

多而不厭也」。 

  其作品多《寶塔感應碑》，(圖23.) 

是真卿中年所作，字體不大，保存也 

較完好，碑文結體嚴密，筆劃粗細變 

化不大，是他繼承傳統的作品，與他 

後來所書的《顏家廟碑》、《麻姑仙壇   ▲ 圖23 唐 顏真卿 多寶塔感應碑 

記》風格迴異，而與唐人寫經有明顯的相似之處，說明顏真卿在向前

輩書法家學習的同時，也非常注重從民間的書法藝術吸取營養。此碑

最便於初學書法者臨，現藏於西安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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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頌》(圖24.)全稱

《大唐中興頌》，元結撰

文，顏真卿書於摩崖，

時年六十三歲，楷書，

現在湖南祁陽縣浯溪。

元結是唐代著名文學

家，罷官後居於浯溪，

溪邊山岩峰巒疊 

▲  圖24  唐  顏真卿  中興頌              障，石壁嶙峋，《中興頌》 

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塊石壁上。此文記平安祿山之亂，頌唐中興之事。 

此刻石書風磊落奇偉，石質堅硬，經千年尚保存完整。此碑最能表現 

出顏體的氣勢磅礡。 

  《麻姑仙壇記》(圖25.)全稱〈有唐撫州 

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顏真卿撰文並書。 

唐大歷六年(公元七七一年)四月立。碑舊在 

汪西臨川，明季毀於火，楷書，據傳世剪 

裱本計共九○七字。此碑楷書，莊嚴雄秀， 

歷來為人所重，是顏體代表作之一，為顏真 

卿六十多歲時的作品。此時顏真卿楷書風格 ▲ 圖25 唐 顏真卿 麻姑仙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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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基本完善，不但結體緊結，開張一任自然，而且在筆畫上也從光亮

規整向「屋漏浪」(註23)的意趣邁進了。歐陽修《集古錄》中說：「此

碑遒峻緊結，尤為精悍，筆畫巨細皆有法。」 

  楷書的發展到了晚唐，便逐漸做出轉變，書體自身的變動逐漸凌

架於對法度的要求，以比較與初唐三家的楷書作品而論，初唐遵照的

王字風格已經消失，對於中唐顏真卿所出現的(注重中鋒用筆)形式，顯

然已經取代前述的線條。 

  柳公權(西元七七八∼八六五)(註24)字誠懸，京兆華原(今陝西耀

縣)人。官至太子太師，世稱柳少師。《舊唐書》講：「公權初學王書，

遍閱近代書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柳書在結構上，與歐陽詢極有

淵源，屬於險勁(註25)一派；在筆法上， 

橫畫收筆和轉折頓筆之處，與顏書頗為類 

似。他學顏字，但能自創新意。世稱《顏 

筋柳骨》。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筆字斬釘 

截棱角分明的長處，把點畫寫得好像刀 

切一樣爽利深挺。 

  神策軍碑(圖26.)全稱〈皇帝巡幸左 

神策軍紀聖德碑並序〉，柳公權書。唐會 

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立，原碑久佚。    ▲ 圖26 唐 柳公權 神策軍碑 

〈神策軍碑〉是柳公權書的代表作之一。此碑較人們熟知的〈玄秘塔〉



 39 

的書法風格更成熟，更具有特色。結體布局平穩勻整，保留了左緊右

舒的傳統結構。運筆方圓兼施，運用自如。筆畫敦厚，沉著穩健，氣

勢磅礡。典型地表現了柳體楷書渾厚中見開闊的藝術特點。正如岑宗

旦《書評》云：「柳書『如轅門列兵，森然環衛』」。讀此碑可以使人加

深對〝顏筋柳骨〞這句話的藝術特徵的理解。(神策軍)在唐代原為戌邊

的軍隊，後為皇帝的衛隊，分為左右兩軍。〝神策軍碑〞原石立在神策

左軍的駐地禁內，一般人難以進去摹拓，因此拓本傳世極少。 

  玄秘塔碑(圖27.)全稱〈唐故左街僧錄 

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 

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唐裴休撰文， 

柳公權書並篆額。〈玄秘塔碑〉立於唐會昌 

元年(公元八四一年)十二月，碑在陝西西安 

碑林。楷書28行，行54字。劉熙載《藝概》 

謂：〝柳書《玄秘塔》出自顏真卿〈郭家廟〉〞 

，王世貞云：〝柳法遒媚勁健，與顏司徒媲美〞 

。〈玄秘塔〉是柳公權六十四歲時所書。王澍 

《虛舟題跋》說此書是〝誠懸極矜練之作〞。 ▲ 圖27 唐 柳公權 玄秘塔碑 

〈玄秘塔〉結字的特點主要是內斂外拓，這種結字容易緊密、挺勁；

運筆健勁舒展、乾淨利落、四面周到，有自己獨特的面目。所謂「顏

筋柳骨」無非是說柳公權的書法面貌與顏真卿相近，但是柳公權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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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是在字體突顯出來的「骨勢」。也就是指柳公權的字體有轉折硬爽

的感覺。 

  顏柳的書法，大體上繼承初唐三家，法度嚴謹，他們將楷書中的

出鋒筆法，如鉤、撇、捺等筆畫加以強調，一變魏晉以來受隸書牽制

的筆法，樹立了唐人獨自的風格。此風格將書學發展帶入一個新的階

段。且「數百年間，人爭效之」成為一種書學的典範。唐人的書法，

尤其是顏書，對北宋的書學影響甚大。宋蘇東坡在「書吳道子畫後」

云：「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艮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

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事矣。」(註 26) 

  由以上可見，唐代是我國楷書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燦爛的鼎盛時

代。 

  繼唐以後的宋、元、明、清代，歷時一千餘年。這期間雖也不乏

有書家力追「晉唐風神」，但由於受到種種歷史條件的局限，從總體上

來說，楷書藝術在經歷了其高峰時期以後，已經跌入了底谷。 

  這種局面的出現，探究其原因，大致可以歸納成下列兩個原因： 

  一是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並不崇尚書藝，而一些文人學士只把書法

當作趨炎附勢的敲門磚，以至楷書的藝術生命每況愈下。 

  二是晉唐以來真跡佚失，學書者多用幾經翻刻的法帖去做藍本，

難窺法書真諦，正如丁文雋『書法精論』所曰：「公私所刻法帖日多，

輾轉摹拓，竟不能出其範圍，而臨池者奉為圭臬，書法遂日趨卑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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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唐以後的楷書「日趨卑弱」，但其間也誕生了一些具有歷史價

值的不朽名作，如五代楊凝式的『韭花帖』；宋蘇軾的『表忠觀碑』、『豐

樂亭記』、『醉翁亭記』，蔡襄的『謝賜御書詩』，宋徽宗趙佶的『瘦金

體』、『玄妙觀重修三門記』；明祝允明的『敘字帖』、『後出師表』，文

徵明的『千字文』、「離騷經」，董其昌的『阿房宮賦』等。 

  這期間名家的臨習楷書作品，數量之多是歷代無可企及的。它也

是傳統的楷書藝術寶庫中，不可遺缺的一分珍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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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楷書的社會應用 

  中國文字的創造，歷史已久；而書法藝術的形成，不僅是中國文

化的寶藏，更是世界文明中的特產！書法是一種藝術，除了中國文字

之美的這項主因。更大的誘因是，書法本身具備有極大的實用功能。

追溯先民「結繩」的原因，無非是為了「記事」；始皇「書同文」的理

由，正是為了要使政令得以推行。到了現代，一般人的讀書、寫字、

通信、作文章，到政府的文告，民間的交易活動，或是電腦的文書資

料，幾乎都是利用楷書來達成目的，畢竟篆、隸古奧深邃，實非販夫

走卒所能理解；行、草飄逸不羈，不宜正式場合普遍使用。至於楷書，

結構穩定故易於學習，形體雅正而適合表現，因此在實用上，佔了最

大的優勢。 

  當我們每天走在繁華的街道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楷書在商業上

的應用，廣告、牌匾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接，每天我們所閱讀的報

紙，雜誌也幾乎是用楷書來印刷完成的。除此之外，有些人新居落成，

也會請當地書法名家代寫匾額懸掛於客廳之中，以資紀念，又如開幕

典禮，歡迎遺賓蒞臨時，一幅漂亮的手寫楷書對於來賓來說，是無上

的敬意。其次，宣傳海報、寫信、請帖，若能用毛筆以楷書書寫，顯

得格外莊重有禮，結婚證書、獎狀之類若能用毛筆楷書書寫，更讓人

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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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的，若是寫了一手醜字，在古代，恐怕永遠考不上科舉。即

使到了現代，字寫得不好，也會給人不好的印象，更別說當一位老師，

板書寫得不楷不草，字寫得東倒西歪，恐怕也會讓台下的學生笑到西

歪東倒吧！ 

  楷書相傳興起於漢末，迄今，也約有一千八百年的歷史，現代人

仍廣泛地使用，成為主流字體。再加上字形優美，而被普遍地學習，

成為一種典範字體。對學習過書法的人而言，楷書往往是他們的「初

體驗」。如何從結構勻稱、大小得宜，以求字體能合於法度，更進一步

地從運筆的輕重緩急，用墨的濃淡乾濕、筆畫的疏密肥瘦，筆勢的映

帶起伏，以及結體的俯仰向背，都充分的發揮了線條美、結構美、章

法美、意境美的極致。 

  自古以來，以楷名家者多有：三國鍾繇為之肇基，王羲之的樂毅

論、黃庭經則震鑠古今，楷書在唐朝時更大為盛行，顏真卿、柳公權、

歐陽詢的作品，更是後代學習書法者的第一選擇。世界上現存的文字，

只有漢字才能將書寫提昇為藝術，而楷書則是引領我們進入書法藝術

的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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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 1：見《晉書‧魏恆傳》，頁 104。 

註 2：見《法書要錄》卷一，頁 5。 

註 3：蔣文光，中國書法史，32頁。文津出版社。 

註 4：索靖：西晉書法家。工書法，尤擅章草。其字骨勢峻邁，筆力堅勁，

見《雄獅中國美術辭典》，秋雨印刷，1989.9二版，頁 318。 

註 5：神田喜一郎，「中國書道史」6，「南北朝 II」，在《書道全集 6》「南

北朝 II」，頁 1∼15。 

註 6：《朱熹論書》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論書》七。 

註 7：《趙孟頫論書體》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二，《論書》二。 

註 8：其傳在《新唐書》有載，台北鼎文書局，1980.3六版印行。 

註 9：張懷瓘《書斷》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174。 

註 10：見《墨藪》〈唐人書評〉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頁 15。 

註 11：《法書苑》評歐陽詢語，轉引自石峻，《書畫論稿》頁 13。 

註 12：其傳在《舊唐書》列傳第二十二有載，台北鼎文書局，1980.3六版

印行。 

註 13：轉引自張懷瓘《書斷》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175。 

註 14：這種圓通渾融的筆致，疏朗秀健的氣韻，最為後世推崇。《宣和書譜，

卷八》云：「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馬藏器，以虞為優。」 

註 15：其生卒年依鄭鋒明《褚遂良書學之研究》所考，台北，文史哲出版

社，1988.6出版，頁 6。 

註 16：其傳在《新唐書》有載，台北鼎文書局，1980.3六版印行。 

註 17：見《墨藪》〈唐人書評〉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頁 15。 

註 18：《書斷》，《法書要錄》卷八，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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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9：張懷瓘〈書議〉收錄於《中國書畫全集⋯⋯第一冊》，頁 93。 

       出鋒指運筆過程中，起筆收筆的動作均外露，出鋒的效果，會使字

顯得較為銳利。 

註 20：關於三家的書法風格說明有多篇文章進行討論，參閱鄭聰明〈美人

禪娟說褚字〉《故宮文物月刊》總 90期，之表 1說明，頁 92∼105。 

註 21：宋，董 《廣川書跋》卷七〈郎官石柱記〉載。收錄於《中國書畫

全集》第一冊。 

註 22：朱長文《續書斷》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297。 

註 23：屋漏痕，對豎筆的要求比喻，意思是行筆不可直刷而下，必須頓挫

行筆，像屋子漏水的痕跡蜿蜒淳厚。見《書法典藏小品展》台北國

立台灣藝術館，1997.6出版。 

註 24：關於柳公權及其書法藝術，參考《中國書法全集》，北京，榮寶齋，

1993.3出版。 

註 25：《宣和書譜》卷四，頁 115。 

註 26：見《東坡題跋》(商務「叢書集成簡編」四八六)卷五，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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