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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字與圖像的關係溯源 

第一節 文字與圖像的由來試探 

一、書畫同源說： 

近代以來發現不少的遠古圖畫蹟像，時間最早的畫蹟當是岩窟崖

壁畫（如圖2），其地點分佈如江蘇海州的將軍崖、內蒙古的陰山、甘

肅祁連山及嘉峪關西北方的黑山等地，包括了北方、西南及東南沿海

等全面性的發展；而其時間則約為新石器時代。這些早期的岩窟崖壁

圖畫形式藉以極簡的線條來展現；內容上則以週遭所見之牛、馬、鹿

等為多，由其形制看來，可將它視為早期的圖畫或紀錄形式，或為文

字之前的文字
1。從考古資料看來，於西安半坡村所發現距今5000年前

的仰紹文化，其彩陶器皿上被繪以鳥、魚、蛙、野獸與幾何線條、圖

騰形象等（如圖3），已充分的利用線條與圖案符號的繪畫形式，在這

些彩陶上雖有符號刻記但文字似乎還沒成形，姑且不妨將它視為文字

的前身或最原始的文字2。西元前1250年商王武丁時代，出現了大量的

文字記錄，繪畫文字被刻在獸骨或龜甲上，這些繪畫文字是目前被認

為最早的文字體系，即為「甲骨文」（如圖4），目前出土的甲骨文數量

為數不少，且體系完整，形式與體風趨於成熟穩定，從5000年前以圖

案符號來記錄，進到3000年前則以刻劃文字來紀錄，這應當是經過一

長時間的演化而成的繪畫文字，繪畫文字時期的特性就是字畫不分3（如

                                                 
1
 陳兆複：「史前的岩畫是一種原始語言，一種文字前的文字。」又說：「雖然這種具有記事性質

的圖畫還未進入文字的範疇，但它己經是古文字的母體。」《古代岩畫》（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頁3及頁230。 
2 歐陽中石：「在一些史前文明遺址中，曾發現過不少刻劃符號，其形式特徵與漢字結構有著明
顯的相通之處。如仰韶、大汶口、龍山、良渚、大溪、馬家窯等文化遺址都曾發現過帶刻符的

陶器或陶片。這些刻劃符號被認為是漢字的前身，或者至少是對漢字的產生提供了有益的啟

發。」《書法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 3。任繼愈：「大約在距今五六千年
前的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人們曾發現有簡單的刻畫符號。據學者研究，這可能是中國

最原始的文字。」《中國書源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頁 2。 
3 趙明：「初期的書契與倉頡所造的字，雖乏實物可考，但根據商朝鼎彜上的圖案文字看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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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A），象形的文字看起來似圖畫，而簡化的圖畫又像文字符號，這

是文字演化過程必然的現象，甚至一個字具有多種的寫法。另外，於

二十世紀初陸續發現的木牘及竹簡4是書法筆蹟的一大曙光（如圖5），

它說明中國傳統繪畫與書法工具的使用情形的下限，這些竹簡中又不

乏有長篇著述或已成篇者，因此，在這時期亦可以知道「字」已成「文」，

「文」亦成「書」。 

     

圖2 新石器時代 黑山岩畫《野牛圖》                 圖 3  仰韶文化 彩陶缸 

《繪鸛魚石斧圖》 

      
圖 4  商代 龜殼上的文字         圖 4A  甲骨文的繪畫文字乃字畫不分 

                                                                                                                                            
是象形文字，這個遠古時期旳文字特色就是字畫不分，所以統稱為繪畫文字時期。」《中國書

法藝術（修定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頁 14。 
4 景坡「1901年於尼雅故址發現的東漢木牘四十枚；1906-1908年於敦煌附近發現約西元前 98
年至 153年間的簡牘一千多枚；1972年於山東臨沂銀雀山所發現的西漢竹簡共四九四枚；
1972-1973年於長沙馬王堆的漢代竹簡九百多枚；1975年於湖北雲夢睡虎地山土的秦代竹簡。」
〈略談紙以前的文字傳播工具〉，《藝術教育》第 53期（1992年二月），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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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漢代 竹簡                         圖 5A 竹簡中具有書法性質的文字 

 

刻劃符號、甲骨文及竹簡上的文字明顯是不同的系統，刻畫符號

與甲骨文雖有相同的刻劃方式，但兩者文字系統是截然不同。甲骨文

與竹簡上的文字書寫形式顯然兩者皆不相同，筆劃長短，方圓結構，

雖然考古學者亦曾發現甲骨文是先書後刻，但主要是因刻劃而書寫故

對於字形上的用筆不會太講究。甲骨文是刻劃於龜殼、骨頭上，故有

利於保存，而具有秦漢之前的書法筆蹟材料又是何時發明尚無法釐

清。《尚書》：「唯殷先人，有冊有典。」5竹簡當時被稱為「冊」或「簡

冊」，也就是我們現代所謂的「書」，由其文可見殷商早就書寫於竹簡

上，但目前考古資料只能將這種書寫材料的發明推至秦漢而已，其主

要原因可能來自書寫材料的限制，竹簡一類的保存不易，Ebrey《劍橋

插圖中國史》：「由於大多數的文字書寫於木頭、竹子、絲綢一類不易

保存的材料上，故此不能正確說明中國文字的最早使用。」6。因此，

三者之間的文字關係與工具上的演化都有待考查。肇因於此，亦無法

對簡牘之前的書法筆蹟文字發展作更詳盡的描述，須待更多的有關文

字古物出土，尚能彌補其間的遺闕。 

                                                 
5（宋）林之奇撰，《尚書全解》（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5冊，頁

646），卷三十二。 
6 Patricia Buckley 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Exactly when writing was 

first used in China is not known since most writing would have been done on perishable materials 
like wood,bamboo,orsilk.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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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向，從文獻史料來看，關於文字演化創造的傳說，如

《說文解字》載有「庖犧氏畫八卦」7之說，而《周易口義》則有

「伏羲畫八卦」8；《前漢書》、《周易集解》及《說文解字》有「結

繩紀事」9；《說文解字》等文獻中則載有「倉頡造書」10一說。綜

觀這些文獻的說法，對於訛傳上古畫八卦與圖像的關係一事，傳

聞臆測，各文獻說法互異，故難使以徵信，《經義考》中：「伏羲

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11 

郭思《林泉高致集》中言： 

 

自古說伏羲畫八卦，讀為今汝畫之畫，畫文訓為止，不

知畫八卦為等義，故畫當為畫。但今畫出於後世，其實

止於畫字爾，又今之古文、篆籀、禽魚皆有象形之體，

即象形畫之法也。
12 

 

對於畫八卦一事謠傳以久，郭熙不加多談，只對於文字與圖畫之

關係提出一些看法，認為今日（宋代）的畫已不止於畫字，又今

日（宋代）的古書是象形體文字的法度而已。《說文解字》中將文

字分為六書，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及假借等，其中象

形一書與圖畫的關係最為密切，從表述的圖像成為描，這一點可

                                                 
7（漢）許慎《說文解字》：「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逺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 223冊，頁 369），卷十五上。 

8《周易口義》：「義曰：『此伏羲所畫之卦也，伏羲畫八卦始有三爻。』」（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冊，頁 172），卷一。 

9《前漢書》：「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師古

曰下繋之辭。」（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9冊，頁 807），卷三
十。《周易集解》：「古本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

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冊，頁 605），原序。《說文解字》：「神農氏結繩為治。」上引書。《說文解字》，第 223冊，
頁 369。 

10《說文解字》：「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上引書。

《說文解字》，第 223冊，頁 369。 
11（清）朱彝尊撰，《經義考》（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7冊，頁

270），卷二十四。 
12（宋）郭思，《林泉高致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冊，頁

573），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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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出土的甲骨文文字來看，甲骨文字中馬、魚、鳥、木、月等

字，是「應物象形」的而成，這些文字就是看到字形就能聯想到

實物。當然刻劃於這些甲骨之上的文字，它本身是被用來占卜，

故難免使人與畫八卦一事作一聯想。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引

顏光祿所言：「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像是也；二曰圖識，

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13若按此載看來，圖之形是為

繪畫，而圖之識為字學，字學即是文字，則繪畫文字則屬圖形兼

圖識，而卦象則屬圖理，若從此文看來甲骨文則屬圖理、圖識及

圖形三者兼具，因此，卦象、字學與繪畫三者當是「同源異表」。

又張彥遠言：「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

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

也。」其中說明字學與繪畫之間尚存先後關係，宋代韓拙《山水

純全集》中：「嗣於黃帝時，有史皇倉頡生焉。史皇狀魚龍龜鳥之

迹，倉頡因而為字，相繼相更，始而圖畫典籍萌矣。書本畫也，

畫先而書次之。」14文字本出於繪畫（書本畫也），先有繪畫而有

鳥書、象形書等（畫先而書次之）。據杜學知於《繪畫原始》中說

道：「文字起源於繪畫，而繪畫既在舊石器時代即有如此之發展。」

15由上述總體看來，象形「文字」出於「圖畫」是不辯自明，而圖

像又具圖理、圖識及圖形之意。總結看來，文字的創製演變，由

原始時代的岩刻壁畫至結繩記事，後以刻記符號圖像演變至甲骨

文字。當然，除了甲骨文字與書簡之外，尚有許多的文字記載，

如鐘鼎文、金文、石鼓文，或刻劃或鑄記於玉、鐵等材料上的文

字，這些文字記錄多少都牽連著甲骨文或書簡演化的結果，且待

                                                 
13（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頁 2。 
14 (宋)韓拙，《山水純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7，中國學術名著第五輯藝術叢編，第一集第
十冊，頁 193），序。 

15 杜學知，《繪畫原始》（臺北：學林出版社，1960），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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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科技發現尚能將之發展一一釐清。 

 

二、書與畫的合流與分流： 

瞭解畫與書的先後關係後，我們必須進一步來探討文人畫中所謂的

「書畫同源」所指的真正意義，到底指「書」字所指的是「文」、「字」

或「書」呢？「書」字依許慎《說文解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著於竹帛謂之書。」16當然對於刻劃符號與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言，並

沒有「文」、「字」與「書」的爭議，因此，「書畫同源」一詞在原始時

代並無太大的意義，但若以書簡中的用筆而言，則「文」、「字」與「書」

三字是有所差別的，因此書簡的出現對於「書畫同源」一詞來說就有差

別了。唐代韋續的《墨藪》中亦言：「自三皇已前結繩為政，至太昊，

文字生焉，所以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

17從此文中又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端倪，那就是「文」與「字」是指六

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及假借），而「書」是書寫於竹子

或絲織物上的文字，對於此「書」字的定義當是以筆書寫於某些材料上

而言，並非指刻劃文字。「書」字因時代科技、工具材料的改變，形成

一個跨時代的意義，而韋續的「書」字其實則當包容「文字」形體與「書

法」線條而言。這與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之中，所提提倡的「書畫同

體」或「書畫用筆同法」18有相同之意。 

前所論述的文字與圖畫的關係，乃肇因於「象形」一書，是書畫的

                                                 
16 上引書。《說文解字》，第 223冊，頁 369，卷十五上。 
17（唐）韋續纂，《墨藪》（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冊，頁 376），
序。 

18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敘畫之源流〉：「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
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又卷二〈論顧陸張吳用筆〉：「顧愷之之迹，緊勁聯綿，循環

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

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

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

用筆同法。」，頁 2及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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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鄭樵《通志》：「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畫取多，書取少。」

19象形文字的產生雖與圖畫同出，一開始可能都為記事之用，但其後取

簡或取繁而殊體。文字是語言的表像之一，文字的構成則藉由指事、象

形、形聲、會意、轉注及假借六書為歸納20。 

呂思勉：  

 
文字之初，原於圖畫；然有異於圖畫者二端：一為圖畫貴於肖

物，文字取足示意而止，故其筆畫必簡。二為圖畫袛能象有形

之物，若無形之物，袛能於有形中曲傳其意，而文字不然。故

凡字之直接象物，或以極簡之筆畫示意者，皆初文也。21 
 

除了看圖識字的「象形」一書外，文字的構成中的其他五書與圖畫本身

的關係並不會有太多的直接關係，但有間接的「曲轉其意」的關係。簡

單地來說，圖畫並非全部等於文字，而文字亦非全出於圖畫。又六書中

的「指事」，《說文解字》解為：「視而可識，察而見意。」重點在於自

然的意象不在形象，而是取其形而意其會，這點可從甲骨文文字來驗證。 

當文字與圖畫分別各自脫離其原有的意義，而進到獨立美學的形

式，文字變為「書法文字」形式；圖畫則成為「繪畫圖像」形式，則可

說是書畫的分流。又文字與圖畫各自脫離壁畫及甲骨，進而書繪於紙絹

之上成為作品的形式，則兩者之間的關係可以說亦近亦遠，近者為兩者

之間的筆墨，遠者為兩種藝術形式的獨立。「書」與「畫」兩字，以字

源學而言只是分別代表兩個形式上的物件或作品，但以內涵之精神層面

而言則可以「筆」與「墨」來代替，可以說書畫同等筆墨，這是因為這

                                                 
19（宋）鄭樵，《通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3冊，頁 367），
卷三十一。 

20 六書是後人研究文字學的歸納，並非文字出於六書。古之六書見於《前漢書》：「象形、象事、
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上引書。第 249冊，頁 807-808，卷三十。《周禮注疏》：「象形、
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0
冊，頁 253），卷十四。《說文解字》；「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上引書。第 223
冊，頁 369，卷十五上。今以《說文解字》為主。 

21 呂思勉，《字例略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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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創作基本材料是相同的，這個基本材料就是筆、紙、墨、硯等。

就以書畫作品欣賞來說，江兆申曾提出幾個要點：「在中國，論書法的

要點有三，其一用筆，其二間架，其三豐神。而論畫法的要點亦有三，

其一筆墨，其二章法，其三氣韻。」22用筆與筆墨其實就是相通之意。

總結來說，書畫當初以文字圖畫為合流，書寫工具材料的發明後使得書

畫有了分流，但在分流之餘卻又有共同的因素「筆墨」將其二者拉攏。 

 

第二節 文字與圖像的互參 

一、文字與圖像的功用論： 

文字與圖像的互參關係約可分二，一種是圖顯示文字的形式，則

如故事畫或詩意圖等；另一種則為文字附於圖像的形式，則為題畫詩、

跋記贊詞等。依文圖說的形式，較具政治功能及教化功能；而依圖附

文，則形式較多且功能不一，因圖而異。《歷代名畫記》：「成教化、助

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又說：「見善足以

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

往之蹤，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贊頌有詠其美，不能備其象，

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23歷代君主帝王、名將功臣、聖賢文士除透

過文字的記載之外，也常以圖像再現的方式流傳於後。這些圖像多少

具有政治功能之外，也有助鑒戒或教化之功能。政治功能或政治贊助

的繪畫，是由皇宮貴族所蓄養儲備繪畫人才，用來作為政治宣傳、教

化人心之用，這樣的繪畫作品從流傳下來的幾件作品即可窺之一二，

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傳）閻立本《步輦圖》（如圖6），其畫上有

宋代章友直的題畫跋款（如圖6A）： 

 

                                                 
22 江兆申，〈書與畫〉，《故宮文物月刊》創刊號（1983年四月），頁 103。 
23 上引書。〈敘畫之源流〉，《歷代名畫記》，卷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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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洗馬武郡公李道誌。 
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 
大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裝背。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祿東贊為右衞大將軍，祿東

贊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於吐蕃，其贊普遺祿東

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皆合旨詔，以瑯邪長公主外孫女妻之，

祿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少小夫妻，雖至尊殊恩奴不願棄舊

婦，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取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

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 
唐相閻立本筆 章伯益篆。 

 

雖然此本非閻立本親筆，但應是一卷可靠的宋摹本，宋代大收藏家、

鑑定家米芾曾看過《步輦圖》並記載於《畫史》：「唐太宗步輦圖有李

德裕跋，人後脚差是閻立本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又載：「宗

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閻立本《太宗步輦圖》，以熟絹通身背，畫經梅（黴），

便（使）兩邊脫磨，得畫面蘇落。」24米芾所載有李德裕題跋，但此圖

只見章友直跋款。而從題畫跋記可以知道此畫經重新裝裱，李德裕跋

款可能喪失，故有章友直補上，這也是題畫跋記的功用之一。再從「繪

畫圖像」及「題畫跋記」來看，尚可意會出本卷在唐代時的政治功用

與教化的功能。元代湯垕於《畫鑒》記載「《步輦圖》畫太宗坐步輦上，

宮人十餘輿輦，皆曲眉豐頰，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執笏引班，後有

贊普（晉）使者，服小團花衣，及從一者，贊皇李衞公小篆其上，唐

人八分書贊普（晉）辭婚事，宋高宗題印，完真奇物也。」25由此記載

看來，左邊三立者的前後關係似乎有官階的高低。中間者實為吐蕃使

者祿東贊，從此圖像的躬敬的態度看來，正符合章友直所跋記「顧問

進對皆合旨詔」。若是米芾與湯垕的這兩則記載是跋記於此畫後，則無

疑地題畫文學有直接參透繪畫圖像意境的可能性。 

                                                 
24（宋）米芾撰，《畫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冊，頁 4及
頁 17）。 

25（元）湯垕，《畫鑑》（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4冊，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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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傳）唐代 閻立本《步輦圖》 

 

圖 6A 《步輦圖》章友直題畫跋款 

 

《易圖明辨》：「古者有書必有圖，圖以佐書之所不能盡也。凡天

文地理、鳥獸草木、宮室車旗、服飾器用、世系位著之類，非圖則無

以示隱賾之形。」26圖像具有文字以外的顯形、表像的功能，若不是圖

像的存形，今日則無從知前代之物。而這一類的圖像顯其形者誠如故

事畫，其定義：「古代君王、名臣、聖賢或傳說人物的事蹟，除了透過

文字記載之外，也經常藉著圖畫再現的方式流傳於世。以圖畫為媒介，

觀者更容易從具體的形象中，掌握故事的內容，接收畫家所要表達的

                                                 
26（清）胡渭撰，《易圖明辨》（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冊，頁

639），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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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並與史籍傳說的文字記載產生共鳴。」27這樣的圖像意境大部分

用來敘述人物故事的內容，如〈金門應昭〉、〈袁安卧雪〉、〈文姬歸漢〉、

〈三顧芧蘆〉、〈蘭亭集序〉、〈西園雅集〉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中引陸士衡言：「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

於言，存形莫善於畫。」28正是如此的參透作用。明宋濂《畫原》： 

 

倉頡造書，史皇制畫，書畫非異道也，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

無彰施。二者殊途而同歸，六書始於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

形，不能盡象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盡會而後諧之以聲，聲不

能盡諧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

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也，使畫可盡則無事書矣！29 

 

從此文亦可以瞭解文字與圖像有各自的功能，圖像無法完全代替文字，

而文字無法完全取代圖像，須互借互表裏，才能使意念與功能盡善盡美

矣！ 

 

二、文字與圖像的意境論： 

前述及依其文附其圖者形式有二，一為故事畫；另一則為詩意圖，

兩者之間有時亦難以區別其形式，而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文字與圖像之

間的「意境」論。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古之秘畫珍圖，名隨意立，

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30依此文所載的這些

秘畫珍圖雖然已不得見，但從畫的題名看來，可將之歸為詩意圖一類，

這些詩意圖即是每一幅圖像皆有一文本，古代的詩意圖難免帶有政教功

能，討論這類的文字與圖像的關係時，就必須回到這些文本的原意，其

                                                 
27 此定義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於 2005年四月特展《故事人物畫》的定義。 
28 上引書。《歷代名畫記》頁 3。 
29（明）宋濂，〈畫原〉，《禦定佩文齋書畫譜》（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819冊，頁 381-382），卷十二。 

30（宋）郭若虛，〈敘圖畫名意〉，《圖畫見聞誌》（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卷一，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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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之中已帶有政教的功能，無可否認圖像之中必帶有「成教化、助人

倫」之功用，這亦使得故事畫與詩意畫之間難以區別的原因，而故事畫

創作有時較傾向「尋聲逐跡」的形式，又使之與插圖一類有所相似。郭

熙：「余因暇日閱晉唐古今詩什，其中佳句有道盡人腹中之事，有裝出

人目前之景。」31郭熙平日喜閱晉唐詩什，因此「詩意」成了他的創作

來源，雖《宣和畫譜》中載有郭熙《詩意山水圖》二卷，但卻未見流傳

於世，不過在他列舉的羊士諤〈望女兒山〉詩： 

 

女几山頭春雪消，路傍仙杏發柔條。 

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悵回車下野橋。 

 

則成了唐寅創作的來源，其《春游女几山》（如圖7），雖然不知道唐寅

是否去了女几山，但從其詩中看來似乎已游賞了此山。其題畫詩（如圖

7A）： 

 

女几山頭春雪消，路傍仙杏發柔條。 

心期此日同游賞，載酒携琴過野橋。 

 

從其構圖看來，前景作三株古松，二株作橫斜隱斷路橋，為空間的暗示，

一株作向上姿態，作為中景山石空間的連續「意境」指向，古松之間夾

以桃杏，象徵了春天的意象，亦是以「詩意」而作杏花；又作一高士與

童子正行往於山間草堂，高士手中似乎應提了一壺酒，而童子被山石擋

住，不見其手中是否帶了琴，依其自題詩「載酒携琴過野橋」應有酒與

琴，亦可以看出本幅描繪重點著眼於「載酒携琴過野橋」。而中景描寫

了一樓閣，作一人於樓閣之中，有如遠眺圖、觀潮圖的形式，可見唐寅

熟記古人構圖於胸，湖中作兩小船。後景則作遠山淡出，時高時低。除

此之外，唐寅另一幅《松林揚鞭圖》上的自題詩亦與其詩同，但以此幅

                                                 
31 上引書。《林泉高致集》，第 812冊，頁 57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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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來看似乎較重「游賞」二字之詩意。 

 

    
圖7 明 唐寅《春游女几山》               圖7A 《春游女几山》款書 

    

圖8 明 唐寅《山路松聲》                  圖8A《山路松聲》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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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其壯年之後（約四十七歲作）的代表作《山路松聲圖》32（如圖8）

描寫景象與羊士諤〈望女兒山〉詩意有相似之處，其「春雪消」所指當

然是春天的景色，而雪消則泉瀑飛渫而下，與唐寅中所繪有不可言語的

意境，且看唐寅自己的題畫詩（如圖8A）： 

 

女几山前野路橫，松聲偏解合泉聲。 

試從靜裏閑傾耳，便覺沖然道氣生。 

 

其「泉聲」不就是「雪消」的結果，而羊士諤的「心期欲去知何日」與

唐寅的「試從靜裏閑傾耳」二句則有呼應的關係，前者期待何日之意；

後有就地傾聽的意思，這在唐寅《春游女几山》圖上的自題詩早已有所

回應，其「心期此日同游賞」不就同等此意嗎？羊士諤詩中旳原意已由

唐寅自我詮釋而成新的意境，這是畫家自我解讀「轉化」的本能，也可

以說為唐寅的再創作。唐寅熟讀昭明文選、晉唐古詩，自然地在他的腦

中浮現這些詩意的景象，從詩意轉換成畫意，將本然看不到的詩意轉成

看得到畫意，傳為唐寅的《唐六如畫譜》（或稱《唐解元仿古今畫譜》），

其中所繪有以詩意入畫者，雖然此譜為後人偽託，但可以看出明代中晚

期流行著詩意畫，而明代中期以後流行詩意畫的原因，除了文人雅士的

推崇外，另一形成流行的原因就是來自這些刻譜，這些刻譜隨著印刷術

的流行而大為流傳發行，如萬曆年間江子升的《唐詩鼓吹》、新安汪氏

的《詩餘畫譜》及天啟年間新安黃鳳池的《唐詩畫譜》，前一刻本是最

早以一詩一文形式出現的畫譜，後二本皆是仿其一詩一文的方式刻印而

成，皆為一首詩詞搭配一幅作品，也是以詩境成畫境的畫譜，黃冕仲於

《詩餘畫譜中跋道：「詩餘固詩之變也，詩餘而為畫譜又一變也，然則

詩果可以為畫哉！」
33在這文中早已說明了詩畫越位的可能性，從這些

                                                 
32 按江兆申：「故宮所藏《山路松聲》巨輻，⋯，是四十七歲時的面目。」上引書。《關於唐寅
的研究》，頁 107。 

33（明）新安汪氏，《詩餘畫譜》（臺北：名實出版社，197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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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圖看來都已脫離政教功能，而進到以藝術為主的繪畫圖像意境。 

且看《詩餘畫譜》中以李太白〈閨情〉（〈菩薩蠻〉）（如圖9）詩（詞）

境轉變成的畫境：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 

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欄干（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所謂的「詩餘」34乃是指出現在唐詩之後的長短句。整首詞意中，充滿

了「閨怨」的意味，而圖像的意境則以「暮色」為氣氛，表現出期待「歸」

來之意，是借景表情的方式之一，更是將看不見轉成看的見的境。 

 

    

圖9 《詩餘畫譜》中李白〈閨情〉的詩意圖        圖9A〈閨情〉的詩詞書法 

 

此詞原不知作者，後人定為李白所作，從這首詞的內容形式看來，有宋

                                                 
34《全蜀藝文志》：「詩餘。唐人長短句。宋人謂之：「填詞」，實詩之餘也。」（臺北：商務印書

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1冊，頁 248），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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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李清照、朱淑真一類的風格，應該不是李白的風格35，又此時尚無此

題名，故應是有誤，而雖有誤卻不減則《詩餘畫譜》的畫境。又雖在形

式上有屬於圖說文的感覺，但在時代的意義上也起了不少的影響。這一

點我們可以從明代文徵明的《楓林詩意圖》及《畫新燕篇詩意》、文嘉

《詩意圖》、董其昌《畫王維詩意圖》、盛茂華的《唐詩山水圖冊》、宋

懋晉《寫杜甫詩意圖》、謝時臣《杜陵詩意圖》、陳裸《畫王維詩意圖》、

清代王時敏《杜陵詩意冊》、王翬的《唐人詩意圖》、沈源《畫新月詩意

圖》、任熊《大梅詩意圖冊》等得到證明。又詩意圖一類，主題流傳最

廣的如〈洛神賦〉、〈桃花源〉、〈歸去來〉、〈赤壁賦〉等。 

而在花鳥畫上，宋代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譜》中，早已利用一首詠

物詩（不一定詠梅）來配一個梅花的圖像，然而圖像意境只限於梅花的

形態，但這樣的圖像卻與歐陽修的〈盤車圖〉詩中一段：「古畫畫意不

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
36頗為

相近。又明代高松所刻《高松菊譜》是參照宋伯仁形式，一首詠物詩一

個菊花的圖像，這兩本刻譜皆著重於花的「姿態」，但因題材類別的不

同，它只影響到花鳥畫一類，雖然它没有山水詩流行來的廣泛，但在山

水畫與花鳥畫都可以看到詩意圖畫譜的影響。 

 

 

 

 

 

                                                 
35《李太白集注》：「〈菩薩蠻〉。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帯傷心碧。暝色入髙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一作更）短亭。」又「近傳一闋云：『李白

製即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皆定其為太白之作者也。胡應麟《筆叢》：『菩薩蠻之名

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

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制菩薩蠻曲，文士亦徃徃聲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

則太白之世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此則辨其非太白之作者也。」（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7冊，頁 127），卷五。 
36（宋）歐陽修，《文忠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2冊，頁

62），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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