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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吳大澂《愙齋尺牘》之書法風格分析 

 

清代書家留下大量的尺牘，志同道合者相互通信，無論在內容

及書法上均極可觀。書家作札時多用行書、楷書，隸書，而篆書則較

為罕見。比早吳大澂一個世紀、研究古文《尚書》的江聲（1721-1799

）寫信給孫星衍（1753-1818）時，常以小篆書就
327（圖 60），，然留

存數量少，加以目的在於古文字研究，書法上較無可觀之處。據說江

聲交辦下屬之事亦常以小篆書之： 

（江聲）一日書片紙付奴子至藥肆購藥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識

。更以隸書往，仍不識。慍曰：「隸本以便徒隸，若輩並徒隸不

如耶
328
？」 

在存世大量名人尺牘當中，吳大澂的《愙齋尺牘》不僅內容具

有相當高的史料意義，在書法上也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觀其尺牘，箋

紙印刷精美，且多配合書信內容擇用不同之圖案與書體，變化豐富且

                                                 
327 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法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圖版 45。 
328 徐珂，《清稗類鈔》，轉引自陳振濂，〈吳大澂好古〉，《歷代書法欣賞》（台北：蕙風堂，民 80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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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完美。《愙齋尺牘》有行書、草書、精楷、魏碑、隸書、金文等

各種書體之尺牘，其中最為人所熟知及稱道者即金文尺牘。本文在書

法風格上之分析以書體作為區分，並以金文尺牘為探討主軸。其他書

體尺牘亦有其特殊之產生背景，亦將分別擇要析述。 

 

第一節  金文尺牘 

漢代以後篆書逐漸少用於日常之書寫，多用於官方、正式之場合

。一離開篆書作為標準字體的時代，選擇書寫此種古老書體之動機便

參雜著復古、菁英主義、區隔群我之意味。以篆書寫信更限制了觀者

的性質，即觀者必須有接收、解讀此種奇古「符碼」之能力
329
。吳大

澂選擇以金文作札，在文字辨識上較小篆更為艱澀難懂，但也因此更

能彰顯書者與觀者之金石修養與奇古品味。吳大澂嗜寫古篆，迂闊之

行止與江聲如出一轍，令人捧腹： 

（吳大澂）撫湘，有時判事亦書大篆，胥吏不能識，往往奉牘進

                                                 
329 蔡宜璇，〈古樹新花─吳昌碩（1844-1927）的石鼓文〉，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 88，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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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乃手講指話以告之
330
。 

今所見吳大澂金文尺牘之致書對象為陳介祺、潘祖蔭、俞樾、李

鴻裔等四人，均為吳大澂之長輩，以金文作札除展示對於致書對象的

隆重禮敬外，亦表現對收信人學術造詣之尊崇與恭維。王乙之嘗言：

「（吳大澂）作篆因人而施，或多或少含有應酬和奉揚成分在內」，確

為的評
331
。由存世尺牘看來，吳大澂寫給平輩與晚輩之尺牘多用行書

，寫給長官僚屬者，有用行書、工楷者，可見金文尺牘乃予尊長之專

利，與徐珂所言「與人作札，均用古篆
332
」並不符合。 

吳大澂早年從陳奐學習篆書與《說文》，年輕時即以小篆聞名，

時人常以斯（李斯）、冰（李陽冰）相比擬，觀其早年所書篆對線條

勻潔、結字工整，有端正規範之格，然缺古厚變化之態
333
（圖61）。

同治七年至八年（1868─1896）的兩年間，吳大澂與莫友芝（1811-1871

）往來頻繁，經常討論金石文字，吳大澂年譜中曾記載兩人交往之梗

概： 

偲老（莫友芝）以《蕭景》、《蕭閎》兩闕拓本見貽。⋯莫偲翁來

                                                 
330 徐珂，《清稗類鈔》（台北：台灣商務），冊 8，頁 12。 
331 王乙之，〈丁佛言評吳大澂篆書〉，《藝林叢錄》（香港：商務印書館，1973），第八編，頁 67 
332 徐珂，前引書，頁 12。 
333 崔樹邊，前引文，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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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韻初（沈樹鏞，吳大澂妹婿）處同觀泰山廿九字石刻
334
。 

後世對吳大澂小篆之評價並不很高，沙孟海曾評其小篆曰： 

愙齋篆書，用筆也是鄧法，比較直率些，結構最規矩，七平八

穩的，嚴格說來，他的篆書功力有餘，而逸氣實在不足
335
。 

由於整體風格未脫玉箸篆與鄧派篆書之範疇，麥華三則評其曰： 

小篆法石如，功夫最到，雖欠丰韻，而結構平穩
336
。 

向燊云：「愙齋工小篆，酷似李陽冰，又以其法作鐘鼎文，為世

所推重
337
。」可見吳大澂中年之後取法鐘鼎、冶篆籀與一爐之後，其

書品益高、也才更受世人所推崇。吳大澂寫大篆與其對吉金文字之研

究及收藏是無法分割的。由年譜記錄中可知其廿七歲館於吳雲家中，

即曾為上海收藏家居停繪製彝器圖及考釋銘文。同治七年（1868）通

籍以後，受潘祖蔭之影響「始好古吉金文字
338
」，遂積極收藏彝器、

                                                 
334 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28。 
335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頁 61。 
336 轉引自侯傳勛，〈清吳大澂篆書之研究〉，《中原文獻》，80年 10月，頁 34。 
337 引自馬宗霍編，《書林藻鑑（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54），頁 442。 
338 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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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碣拓碑，並為潘祖蔭鉤摹彝器款識。這些過程雖使其漸漸熟稔古文

之結字，然因未精鍊消化，此時篆書作品仍以小篆為多。徐珂於《清

稗類鈔》中曾提到潘祖蔭「往來箋翰，率用籀分
339
」（今未存）；而陳

介祺作書揉合篆、隸、楷、行諸體筆意，每將行楷筆法、金文結構混

為一體，由此推知吳大澂以金文作札，除有江聲之前例外，可能是受

陳介祺與潘祖蔭之影響。 

光緒二年（1876）年以後吳大澂與陳介祺通札即偶用小篆筆法書

金文尺牘，當時用筆仍較為生硬、勻弱，缺乏輕重、粗細之變化，章

法也過於整飭，如同其他形式之金文作品，亦有「布算子」之弊。章

法過於整飭是一般人對於吳大澂篆書之印象，馬宗霍於《霋嶽樓筆談

》中即曾批評： 

愙齋好集古，所得器最多，手自摹拓，而下筆卻無一豪古意，

其篆書整齊如算子，絕不足觀
340
。 

光緒三年（1877）年三月，吳大澂至虞山拜訪楊沂孫，為其致力

於大篆書寫之重要轉捩點
341
。此行吳大澂曾為楊沂孫之《在昔篇》題

                                                 
339 同註 76。 
340 見馬宗霍編，《書林藻鑑（下）》，頁 442。 
341 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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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342
，楊氏勸其「專學大篆，可一振漢、唐以後篆學委靡之習

343
」，在

金文研討與篆籀源流上均有進益，在吳大澂中年的許多作品中可明顯

觀察到與楊沂孫風格之聯繫（圖62、63），年譜中亦可見其臨楊沂孫

《夏小正》之記載，落款中對楊沂孫「兼用大小篆」頗為推崇： 

常熟楊詠春先生沂孫所書《夏小正》，參用大小篆，意趣古雅，

與俗書不同
344
。 

吳大澂中年以後作篆結字模仿楊沂孫，將長方字形壓為正方、字

勢則更為開闊。用墨也偶仿之，曾嘗試濃枯之變化，然墨韻略遜。或

許偏好線條光潔之效果，且意在傳古文之真，寫金文亦不作斑駁線條

。雖然在結體變化與線條張力上成就不如楊沂孫，在「專學大篆」上

則較楊沂孫實踐得更為徹底。由於舉目所及皆為古雅之金文古籀，小

篆在他眼中便成為「俗書」了。 

吳大澂之篆書碑版、對聯作品固然可以看到楊沂孫之影響，然金

文尺牘則直接取法於鐘鼎文字，這也是其金文尺牘風格上的一大特色

，可說是吳大澂篆書藝術中較為獨特的部分。他下功夫寫金文是在光

                                                 
342 同上註。 
343 同上註。 
344 顧廷龍，前引書，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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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二、三年間（1876-1877）任陝甘學政時，得歷寶地、搜奇訪古，與

師友通札極為頻繁，致陳介祺金文尺牘集中在這段時期。另一個臨習

金文之高峰期在《說文古籀補》寫作期間，其金文書寫與研究乃一體

之兩面，鉤摹彝器款識之過程中使其熟悉金文之結構、用筆與神韻，

以金文作札則是研究心得之分享與展示。吳大澂至陳介祺尺牘中曾述

及： 

編時皆以拓本對摹，每書一字，必翻閱原拓，心領神會，然後

下筆，即不能絲毫不爽，而字體尚不至錯誤
345
。 

吳大澂編著之《愙齋集古錄》收錄自己與師友所藏彝器拓本千數

百件，家國重器如《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

、《克鼎》、《愙鼎》、《郘鐘》等均詳加考證，其於《愙齋集古錄》自

序中嘗言：「余所集拓本千數百種，又益以川沙沈韻初內翰所遺舊拓

數十種⋯⋯，共成十四卷。」曾詳考其中一百卅六器之銘文
346
。吳大

澂鎮日摩挲彝器、考據銘文，高古之品味自然流瀉於毫端。吉金為吳

大澂之篆法提供無限養分，其中他喜歡臨摹的仍是《毛公鼎》、《大盂

鼎》與《散氏盤》，年譜中臨習《散氏盤》之記載尤多（圖64）。嘗

                                                 
345 同註 308。 
346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涵芬樓影印本，民10），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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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批《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贈其姪吳本善（吳湖帆之父），由題識

中更可知其對大篆之深愛： 

納士（吳本善）吾姪，喜習篆文，見余所拓鐘鼎彝器文字，輒

寶愛之。能識三代古文，深知大篆之勝於小篆也，所見出李潮

上矣。偶檢阮刻四冊貽之，俾置案頭，藉資考證
347
。 

其存世金文尺牘共十五通，其中致陳介祺者十通、致潘祖蔭者

二通、至李鴻裔者二通、致俞樾者一通，寫信時間不同、風格亦有差

異。茲分別整理如下： 

（一）致陳介祺金文尺牘 

致陳介祺金文尺牘之時間集中於光緒二、三年（1876-1877）間

，此時於陝甘學政任內，對於金石之搜訪不遺餘力，以金文作札可視

作熟悉金文結構用筆，與整理、消化研究資料之過程。寫給陳介祺之

金文尺牘，多為長篇累牘，可見其對於陳介祺之崇仰與敬慕。剛開始

作札之筆法與結構仍難脫小篆窠臼，用筆較為板滯，章法之排列亦如

「布算子」，過於整飭，殊少風韻（圖65）。之後所寫金文尺牘，逐漸

                                                 
347 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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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各種不同彝器銘文之風格，由生硬漸趨成熟。有如《毛公鼎》

一般章法嚴謹、結體莊重、筆法端麗者（圖66）；如《散氏盤》般字

形扁平、結體疏朗、意態天真者（圖67）；亦有渾樸厚重、古雅端謹

如《大盂鼎》者（圖68）。隨時間推移，揉雜各種器銘字體與結構之

尺牘逐漸出現，筆法已脫小篆規範，章法錯落自然，高古不可方物（

圖69）。 

（二）致潘祖蔭金文尺牘 

吳大澂寫給潘祖蔭之兩通金文尺牘均未錄年月。第一通為潘景

鄭所藏，收於《中國美術全集》當中（詳見圖43），對照年譜可知此

札應作於光緒三年（1877）四月至九月間
348
，與寫給陳介祺後期金文

尺牘的時間和風格都很接近，是其存世金文尺牘中之精品。此札以大

篆書彝器事，相得益彰、古雅可愛，用筆變化多端，方圓相濟，於中

鋒行筆中間用側鋒起筆，收筆爽利如刀刻，字勢左右參差、字體大小

錯落，是成熟又富創意的一件佳作。另外，《吳愙齋先生年譜》中刊

有吳蔚若先生藏吳大澂致潘祖蔭金文手札一通（詳見圖44），內容與

文字考釋有關，由當中字句可知書於《說文古籀補》寫作期間（

                                                 
348 觀察書風與用語並對照年譜，吳大澂任陝甘學政後只有此段時間在京。因潘祖蔭一直在京任
官，尺牘中又有「許假拓本，以一日為度，不敢緩」之句，可知吳大澂當時必定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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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1883），寫於「愙齋啟事之箋」上，因有界格，文字之排列整齊

，樸厚嚴整之姿，揉雜了《史頌敦》（圖70）與東周彝器如《齊陳曼

簠》（圖71）一類端謹之風格。 

（三）致李鴻裔金文尺牘 

致李鴻裔尺牘有二通，由書信內容對照年譜，知其時間分別為

光緒三年（1877）之二月廿三日與廿九日
349
。李鴻裔為網師園主人，

吳大澂回蘇州省親，擬於三月三日借網師園邀友人雅集
350
，故爾捎信

商量借園事。由於書信主題輕鬆，其書便具有混雜趣味，充滿即興創

意之實驗性，可見其金文風格中活潑大膽的一面（圖72、73）。錄其

內容如下： 

今日正擬奉訪，適誦手簡，當於午初詣園。「看花」、「讀畫」兩

額皆書就，不愜再書數幅，請擇之。手復 

蘇鄰主人                         愙齋頓首       廿三日 

 

                                                 
349 周駿富輯，《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二）》（台北：明文），頁 819-20。 
350 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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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鄰主人左右： 

上巳佳日不可無雅集，敝居偏小無流水，欲借名園為流觴之會

。坐客即柳南書屋同飲諸公。或主人不欲為客，即吾兩人列名

亦可。不識是日得閒否？   敬問 

起居不莊                             愙齋手狀 

                                     丁丑二月廿九日 

琴西先生量移白門，偉如赴鄲，已見十八日鈔 

（四）致俞樾金文尺牘 

上海圖書館藏有吳大澂寫給其師俞樾的一通金文尺牘
351
，作於

光緒三年（1877）二月十日。此札筆畫圓轉婉麗，字形有長有扁，是

吸收轉化後之成熟表現，整體而言，風格接近《散氏盤》。茲錄其內

容如下（圖74）： 

夫子大人函丈： 

前日奉手示，辱承過獎，且感且愧。命書《曲園集纂》五十卷

，檢專書就呈。教印《雪軒文鈔》，封檢稱謂誤書，易一紙並呈

，乞酌用之。賤恙尚未癒，遲數日詣叩。敬請 

                                                 
351 圖版收於《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6》（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圖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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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安                            大澂謹上  丁丑二月十日 

以金文寫尺牘乃吳大澂之創舉，相較於其他形式之大篆作品，

金文尺牘之風格較為多變，有端謹整嚴者、亦有輕鬆浪漫者，從中亦

可感受到較多的創造力。在這些金文尺牘中，可以看到吳大澂書風之

變化。時間早者多用小篆筆法，結構與章法均較為規整，風格較類似

毛公鼎、大盂鼎等之銘文。時間晚者變化較多，除所見彝器與拓本增

加外，復因熟悉大篆結構與神韻，故能推陳出新，融合大、小二篆之

筆法。其他還有融入金文方筆與篆刻刀法之實驗，在靜穆沈雄中寓有

活潑靈動之巧思。 

吳大澂金文尺牘文字之造形亦極有趣，許多乃出自吳大澂之創

意。由於為數有限之古文並無法涵括尺牘較為口語化之用字，古文中

所沒有的形聲字，吳大澂各取偏旁與部首之古文字形合而為一；有些

後來才衍生出來的文字，則必須假借其他音義接近或通用之古文。以

吳大澂寫給潘祖蔭之金文尺牘（詳見圖43）為例，第二行第二字「

假」即以「　」代之，省略「人」部；第二行倒數第三字「緩」，從

「素」、從「爰」，亦以古文通假；第四行倒數第五字「悔」乃形聲字

，以「心」與「每」之古文相合；第五行第四字「偽」，古文無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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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於「為」字下加個「人」；第六行第一字「審」字，無底下的「

田」，用古文「寀」字；最後一行之「謹」字略去部首，以「堇」字

書之。這些巧思有時出於不得不然，有時乃為了字形美觀與章法變化

起見，所做之特殊安排，均為尺牘文字之閱讀與欣賞增添了無比的樂

趣及無窮之韻味。 

 

第二節  魏碑、隸書與行書尺牘   

吳大澂任陝、甘學政之時致力於碑碣訪拓之活動，此時作札談

論訪碑歷程、六朝碑版及造像，多以魏碑書之，現存魏碑尺牘只有致

陳介祺與致王懿榮者。猶如魏碑風格之變化多方，吳大澂之魏碑尺牘

亦有雄強、婉麗、端方、秀雅等不同之面貌。寫給陳介祺魏碑尺牘，

其風格變化歷程與金文尺牘相類，早些時間寫的魏碑尺牘（圖75），

結字、章法與平日所書之工楷接近，混雜了北碑與唐楷的特點，整體

而言較為生硬，是尚未經過轉化與精鍊的風格。因所拓碑版造像日多

，在後來的魏碑尺牘（圖76），遂有不同風格之嘗試，筆畫粗細與字

體大小之變化較多，筆法亦較為熟練，曾以粗而方之側鋒筆法寫尺牘

（圖77），接近北魏造像之風格，大膽而豪邁。愈晚出現之魏碑尺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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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筆與結字都愈臻於嫻熟（圖78），發展出經過詮釋與吸收後之自我

風格，與其書原有清正雅厚之氣質混和，呈現出鎔鑄碑、帖趣味的書

風。雖然魏碑如同其他書體一樣，各有不同的風格與面目，但此種書

體原來是以中、大楷的尺寸出現，在一般人的印象與理解中，是適合

用來寫大字的書體。吳大澂魏碑拿來寫信，此舉本身就是一種創意。

不過限於尺寸，反而難以呈現出魏碑普遍渾穆奇峭之特質。吳大澂用

魏碑寫小楷，較難表現出豪邁雄強之姿，因未刻意強調筆畫粗細對比

、左低右高之勢，故而無法表現出魏碑書體特有之動態感。由於字形

較為平正、章法一貫整飭，筆畫光潔而遒美，加上以小楷來寫魏碑，

整體觀之，反而呈現出靜穆而古雅的書卷味兒，與以其他形式、書體

所寫之書法作品，均有共通之風格特質。 

吳大澂傳世之作品幾無以隸書寫就者，隸書多用以書款；物以

稀為貴，寫給陳介祺的二通隸書尺牘更顯特殊。第一通內容討論褒城

至石門之漢、魏諸刻，便以所拓漢隸書體寫成（圖79），書風質樸秀

雅，可見《曹全碑》遺意。此札用筆不甚精熟，部分筆畫顯得板滯，

缺乏飄逸之韻緻。章法則平板規矩，殊少跌宕之致。另一件尺牘則以

磚瓦文書寫收得磚瓦拓本之事（圖80），形式與內容緊密貼合。此札

刻意模仿磚瓦文書之，章法排比整齊，筆畫直來直往，饒有古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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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吳大澂於隸書與磚瓦文用力不深、未精研，以之寫尺牘，應

是文人雅趣、偶一為之，取書體與內容相合之趣味而已。由隸書尺牘

呈現出來的水準，也可說明為何吳大澂平日僅用以書款。  

篆、隸尺牘較為特殊，但吳大澂作札仍最常用行書，早年師曾

國藩筆意
352
，五十四歲（1888）之後始銳意于「山谷體

353
」。現存吳大

澂與師友談論金石之尺牘多為1883年之前所書，致陳介祺者較為精

雅，前期行書字體較小，筆畫較細，氣質秀逸（圖81）；後期者間架

端方，筆畫較粗，神形厚重（圖82）。致王懿榮之尺牘風格較為隨性

（有許多便條）（圖83），作字大小參差，間有塗改或補字，用筆亦較

不講究，字形圓滑而少方折，字體亦隨時間先後由小變大。作書不如

致陳介祺尺牘之精整，然語氣幽默、態度輕鬆，有「稍從潦草」之趣

。整體而言，其行書於流暢的中鋒行筆中雜有魏碑方折筆法，清靈厚

重兼而有之。吳大澂晚年所寫行書尺牘多用山谷體，姿態上也化斜為

正，波磔筆法參差其中，方折之筆致得力於魏碑。整體而言，粗細與

輕重之對比不大，削弱了「山谷體」予人剛健遒逸之印象，呈現出寧

靜秀雅之名士風範（圖84）。吳大澂存世尺牘中以行書尺牘數量最多

，其致書對象多為平輩、僚屬；因對象之不同、書寫之精整度有別，

                                                 
352 向燊云：「（愙齋）行書師曾文正」，見馬宗霍，前引書，頁 442。 
353 見《吳愙齋先生年譜》，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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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趣與用語亦各異。行書尺牘的內容多談生活瑣事與政經情勢，1883

年後，由於官居要職、時間不如之前充裕，因而無暇刻畫篆、隸尺牘

。加以晚年銳意於山谷體，因此常用以寫信與題款，有濃濃的書卷氣

，與書畫作品之內容相得益彰。 

 

第三節  《愙齋尺牘》之書法特色 

吳大澂作書往往變爛漫為整飭、化斑駁為光潔，反敧側為平正，

此種審美取向不僅反映在篆書作品上，更可說是貫串吳大澂各種書體

作品之共同特徵。書者在風格選取上必有其偏好與動機，吳大澂寫金

文並非單純之傳移摹寫，而是在研究辨識的基礎上，將金文的字型結

構規範化，使其便於掌握運用而得以傳世
354
。承接楊沂孫代表之書學

正統、陳介祺「傳古文字」之使命，加上封疆大吏楷模後學之自任，

作品呈現出之效果和神采便因身份、個性、立意之不同而有了顯著差

異。 

相較於同時代的篆書名家，吳大澂之篆書用筆無疑是較為光潔的

                                                 
354 劉恆，前引書，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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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其對漆書用筆之領悟有關。復因實際接觸鐘鼎彝器，對剔除鐵

鏽後的原始筆畫觀察透徹，於璽印及碑刻爽利之刀口痕跡亦有深刻領

悟，故其書不故作斑駁之筆，其於「古意」之領悟與詮釋與吳昌碩迥

異。線條的質感光潔或老辣，並無優劣之別，天賦、性格、氣質與取

法各不相同，表現出來的風格就有很大的差異。 

尺牘的的書寫較為即興，抒發性靈、表現自我的成分較濃，與其

他篆書作品相較，吳大澂寫給師友的尺牘，在筆法靈活度和章法變化

上，均較為輕鬆自然，風格隨著對象之尊卑親疏、討論主題與致書目

的之不同而有相應變化，時而莊重、時而率真，是評價吳大澂篆書藝

術時不可遺漏之重要環節。《愙齋尺牘》之形式、內容與書體緊密結

合，充分展現了吳大澂的學者風範，其深厚的學識、廣博的見聞與高

古的品味，交織出濃厚而典雅的文人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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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愙齋尺牘》乃吳大澂與師友們情感與思想交流的紀錄，內容牽

涉至深、至廣，可說真實反映了整個晚清金石學界的學術脈動，提供

吾人對於當時活躍的金石學家、熱門的學術主題、流行的收藏品項的

基本認識，並對學者間的友誼、關係、共識、中心思想、關注焦點有

翔實的記載，具有高度的文獻價值。 

《說文古籀補》是晚清最重要的一部金文學著作，《愙齋尺牘》

記錄了此書由發想、蒐集資料、往來商榷到成書出版的經過，是了解

吳大澂學術成就與晚清金文學發展的珍貴史料。其於彝器收藏、鑒別

與文字考釋的嚴謹態度，值得後人崇敬效法。 

《愙齋尺牘》中篇幅最多的，是關於文字考釋與金石相關學問與

技法的意見交換，匯集了眾人智慧之結晶，許多部分對今日之古文字

研究者仍具參考價值。其於金石、文字、考古、鑑藏、藝術各方面的

探討，對民國以後之學者影響深遠，亦為後續金文與甲古文之研究奠

定穩固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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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澂出身富裕家庭，通籍後仕途順利，一生都生活在優渥的

環境中，沒有經濟上的困擾，與趙之謙、吳昌碩等科場失意、出身貧

困的文人相較，先天條件和世界觀就有很大差異。為了生存之需求，

趙之謙與吳昌碩必須鬻書賣畫、攀附權貴，作書與繪圖出於自我之意

志與自由外，不免要考量贊助者與市場的反應。由於吳大澂沒有迎合

市場趨尚之必要，因而無須發展特異之風格、試探消費者的反應，所

以終其一生，書畫之風格均具有一致性，平和而靜穆、端謹而古雅，

相較之下，其創造與變化的動力較為不足。 

吳大澂乃進士出身之名臣，科場得意、仕途平順，意氣風發且

自視甚高。於其眼中，藝術的門類是有階級之別的。詞、賦與詩都屬

「玩物喪志」的範疇，而繪畫乃「工匠」之事，「篆刻」則屬文人餘事

： 

詩畫二事皆余夙好，童而習之，然亦是玩物喪志，不足稱重，

甚不欲以此見長。少陵云「詞賦工無益」，昌黎亦曰「餘事作詩

人」，至於畫則稱工、稱匠，縱使神乎其技，亦不過供人玩弄
355

。（咸豐十一年二月初一日記，時廿七歲） 

                                                 
355 顧廷龍，前引書，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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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篆刻以鐘鼎古印二者筆法為師，可破近人陋習。大澂心知之

而手不逮。大由平日嗜好過多，不能潛心於此。雖文人餘事，

亦須有一番苦功
356
。 

吳大澂早年因科舉與庭訓之故，將「吟詩作畫」視為玩物喪志

，任官之後，詩畫則為閒暇時之自娛，中、晚年以後才大量臨摹古畫

。終其一生，亦將篆刻視為「文人餘事」，故爾雖有治印之能，卻以

研究著述為重，用印往往自書印文後，交剞劂手操刀。 

大抵清代文人得意於科場者，多半能寫一手黑、光、圓、大的

館閣體，要考差順利、直上青雲，更要把寫白摺子的正楷練得精到
357

。吳大澂早年為了科舉順利，楷書寫得工整遒麗，雖然富有書卷氣，

非尋常之俗書，但筆畫平正、章法整飭的習氣難改，嚴謹的態度與書

生性格也充分反映在「功力有餘、氣韻不足」書法風格上。 

承前所述，這樣一個財官雙美的傳統士大夫，以道統自任是自

然而不突兀的。由其屢任疆臣、自請參戰之舉可看出其「捨我其誰」

的自負，而以四平八穩的大篆寫當時的「教科書」（四書與五經），為

                                                 
356 《吳愙齋（大澂）尺牘》，頁14。 
357 莊練，〈翰林生涯望考差〉，《清代史事與人物》（台北：台灣商務，民 1995），頁 2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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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仕子典範的想法蘊含其中。由於天賦優異、多才多藝，加上出身

良好、表現優秀，其對自我之期許甚高，不能甘於平凡，其一生行事

本於「光前譽後」之動機，在官場上如此，在文化圈中亦可做如是觀

。於是就如曾樸所言，吳大澂「恨不得把古往今來名人的學問事業，

被他一個人做盡了纔稱心」。由於以人間麟鳳自視，因此當世之「顯

學」─理學與金石學，除了要通曉之外，更要成為箇中翹楚；當代之

「英雄」─曾國藩與胡林翼，除了效法其學性文章以外，更要允文允

武、肩負家國之重任。 

由上述之推論，對照吳大澂的人生與藝術，雖然在金石、書法

、繪畫、篆刻等領域皆有水準以上的表現，在學術領域上，其自我定

位為金石學家是沒有疑問的。他並不認為自己是畫家、篆刻家與書法

家，在年譜與尺牘中均沒有這樣的聲明或自我期許。其書法無論書體

均保持一貫之風格特質，平正端麗有廟堂之姿、清逸遒雅富書卷氣息

。相較於書畫的成就與貢獻，吳大澂在金石文字學上之造詣更為深湛

、影響也更為深遠。其於學術之強烈興趣與使命感，表現在積極收藏

、研究與著述上。其學術目標受到陳介祺之影響，以「傳古文字之真

」自任。收藏金石書畫、以大篆寫四書五經，其出發點與終極目標均

在「傳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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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尺牘是吳大澂的創舉，由於致書對象為實力相埒的學者，

具有解讀與欣賞奇古文字的能力，又都是氣味相投、嗜古成癖的同好

，彼此又有強烈的共識與傳古之使命感，故而吳大澂的金文尺牘反而

比其他形式的篆書作品，更具有情感的張力與風格的實驗性。因其動

機與立意並非出於刻意、沒有道統自任之壓力，故而筆法、章法均較

為輕鬆自然，呈現出一般作品中少見的天真浪漫氣息。 

在晚清金文研究相關領域中，吳雲、陳介祺、潘祖蔭實承先啟

後之風氣闡揚者，吳雲與王懿榮在收藏和考釋上亦各擅勝場，然最具

影響力之金石收藏家及金文研究之集大成者仍非吳大澂莫屬。由於吳

大澂仕途通達，官跡遍歷陝、甘、豫、湘等古物藏地，故所收數量繁

多、品類豐富、價值亦高；並得以親身訪碑、拓碑，於歷代碑碣無所

不窺。不僅自藏鐘鼎彝器三百餘件，所集師友投贈銘文拓本為數更多

358
。復因專心著述，將研究成果形諸文字，影響特別深遠。吳大澂在

從政餘暇治古文字，於兵馬倥傯中著書立說，在同時代學者中固屬佼

佼者，作為封疆大吏，其精神尤為可貴。其與師友通書論學、相互切

磋，證明學術交流在研究實踐上的重要性，其「求實」與「真好古」

之態度、駕馭新資料、鑒別並吸收學界研究成果之能力，亦足為後學

之典範。 

                                                 
358 曾憲通，前引文，頁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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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澂一生專注於文字、致力於著述，在書法上的成就雖不如

楊沂孫、吳昌碩高，但其承先啟後之重要性不可忽視，在金石文字研

究上貢獻更是輝耀千古。研究金石學問並以大篆作字，其目的在於「

傳古文字」，而非傳自我之「書藝」。這是其年譜、日記與尺牘中少見

書法相關論述的原因，即便有，也都是附庸於金石文字學之下。其自

我定位為文人、學者、官員、典範，終極關懷始終在於文字。他認為

詩與畫乃怡情之技藝，非士大夫所應從事之正途。由於吳大澂得意於

科場，仕途甚為順遂，經濟亦極寬裕，使其無須鬻字畫為生，因此書

法的風格保持一貫性，無須因應市場潮流而調整，故創意和變化較少

。由清史、小說、年譜、日記、尺牘和相關記載中，可知吳大澂的性

格端正而嚴謹，治學態度與從政治事均極為實事求是，有著「憨直」

、「正派」、「認真」、「嚴謹」的特質，與其各種書體尺牘中呈現出來

的書風也是相當貼合的。 

吳大澂之書法典重端凝、樸厚高古，透過對藏品的整理、摹拓

、研究與臨撫，使其在金文書法的領域中有突出之造詣，可謂金文書

法之開山鼻祖。其於寧古塔屯防時曾刻朱文木印「上追軒頡、下揖冰

斯」，恰可說明其學習古籀之抱負。由於直接取法鐘鼎款識，使其篆

書遠邁漢、唐而直追周、秦，成一代大家。其與師友間往來之尺牘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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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了這群金石同好人生中之菁華片段，乃理解其鑒藏、學術、思想、

著述、交游、性格之捷徑。躍然寸箋之論古文字，交融吳大澂一生學

術與書法之成就，以其意不在書，反而運筆生動、神采自然，充溢著

質樸天真的書卷氣與金石味，反映了吳大澂一貫端謹莊重的風格之外

，直率而古雅的一面，值得吾人細細玩味。 

 

 

 

 

 

 

 

 


	第一節金文尺牘
	第二節魏碑、隸書與行書尺牘
	第三節《.齋尺牘》之書法特色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