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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繪畫，是從壁畫發展到冊頁畫，從人物畫發展到山水花鳥畫，從色彩

畫發展到水墨畫，從寫實畫發展到寫意畫。其中，最能代表中國藝術的民族特色

者，是以山水花鳥為題材的水墨畫。由於從事這種繪畫的多是知識分子，所以又

稱「文人畫」，其特點是文人面對著一張宣紙，用一支毛筆，不重色彩的敷染，

只以水墨，通過山水花鳥人物等的描繪，寄託自己的情思。1品鑑旨禪女史書畫

創作，其筆墨運行的軌跡不僅用來勾勒形體、營構圖像，更蘊含獨立表現主體情

感、個性與人格的意旨，能自由流暢地發揮筆墨本身的審美情趣；再者，女史平

日涵詠於文翰詩詞之中，輒以詩意入畫，所謂「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蘇

軾亦言：「詩畫本一律，清新與天工」，故本章擬從《旨禪詩畫集》中「詩」與「畫」

兩項媒材間交互指涉的有機組合，探究女史詩畫合一的文人氣質及其特質表現。 
 

第一節  文人氣質的呈現流露 
 
中國文化以道德為重心，在藝術方面，審美亦以道德為價值判斷的基準。在

中國藝術中，雖借重自然物象作為詠懷的依託，但在內涵上，借物詠懷，是書寫

胸中逸氣。2探究旨禪女史的詩書畫作，此項傳統文人特質實無入而不自得的於

其間流露配合著，此乃女史承繼自古典漢儒文化的體現，然而真正的藝術創作，

往往是內在精神的傳遞，非僅外在形式的傳襲，女史更於古典傳統中提煉淬取出

屬於自己的新創。 

 

一、漢儒文化的承襲 
    中國傳統文人的生活往往重視文化與性靈修養，追求人生價值，渴望掙脫世

俗功利社會的壓制牽絆，嚮往反璞歸真、精神自由，3特別重視修身養性，寄情

詩書筆墨。而在魏晉南北朝之際，山水詩與山水畫同時興起，詩境被取來做為畫

作的素材，「詩畫合流」的現象應運而生： 

 

晉、宋之際的謝靈運（詩人兼畫家）和其後的謝朓，是公認的山水詩人。

謝靈運的「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謝

朓的「余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等，既表

                                                 
1 蔣孔陽〈中國藝術與中國古代美學思想〉，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主編《文學與美學》第二
集，台北市：文史哲，1991 年，頁 3。 
2 何懷碩〈從文化性格看中國繪畫〉，《創造的狂狷》，台北縣新店市：立緒文化，1998 年，頁 23。 
3 羅中峰《中國傳統文人審美生活方式之研究》，台北市：洪葉文化，2001 年，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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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自然美，也寄寓了作者的情。⋯文學的發展演變，往往先於美術，而

且常常影響於美術。山水詩與山水畫雖屬兩個藝術領域，兩種藝術形式，

但都是以反映自然美為對象的藝術。4

 

詩人描述物色的過程，也是畫家遣筆做畫的過程，而中國傳統知識份子受歷代

儒、釋、道等文化與美學思想薰陶，具備豐富的學養、高尚的品格，其冰心傲骨

卓然獨立不與世俗妥協，真情直諫、不畏權貴的情操，表現在繪事上，自然形成

風格獨特的「文人畫」5。「文人畫」乃結合了儒家的誠心，以詩言志；道家的煉

心，反璞歸真；釋家的明心，見性自度，6其宗旨是「怡悅性情」，抒發「胸中塊

壘」，以達精神抒解，其特色是重意、重簡、重書、重墨趣、重人品氣韻，其中

人品為第一要素，7 換言之，「文人畫精神」是傳統漢儒文化薰陶養成下，文人

詩畫創作活動的要素與精華，首重人格修養、道德學問的增進和知識才情的抒

發，是屬性靈、修養的，也是具有個性的。 

    旨禪女史承襲此項漢儒文化的特色，以詩書畫的藝術創作實現其高尚的節操

品格與崇高的人生理想，亦以清高雅正的人格情操體現其詩畫創作的筆情墨韻，

沈德潛曾強調「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識，斯有第一等真詩」8，紀昀也認為「人

品高，則詩格高」9，更所謂「人品不高，落墨無法」、「畫為心聲，畫品即人品」

                                                 
4 葛路《中國古代繪畫理論發展史》，台北市：華正書局，1987 年，頁 41－42。 
5 明‧董其昌首先提出「文人畫」的觀念，借禪宗分南、北宗派，將中國繪畫區隔成南、北二宗，

南宗畫派歸為「文人畫」，視之為中國繪畫的正統。其〈畫禪室論畫〉有：「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

其後董原、巨然、李成、范寬為嫡子，⋯⋯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

正傳。⋯⋯」收入余崑編《中國畫論類編》（下），台北市：華正書局，1984 年，頁 720。大陸學

者薛永年則歸納宋元文人畫理論基本主張，提出「在藝術功能論上，並未否定把握客體世界的『形』

與『理』，但尤重視表現主體世界的『意氣』與『逸氣』，要求體現『物外形』與『象外意』。在

創作方法論上，反對就畫論畫，倡揚借鑒詩歌與書法的表現方式，所謂『詩畫本一律』、『書畫本

來同』，十分講求類似詩歌的『寓興』和書法的『抒寫』，主張藝術意象形成中的『胸有成竹』、『胸

有丘壑』和揮寫時的『如兔起鳶落，稍縱即逝』。在風格論上，反對『俗氣』、『習氣』，標榜『士

氣』、『隸體』、『士人家風』、『逸格』、『逸品』、『逸氣』和『逸筆草草』。在修養論上，排擠有藝

而無文，得技而忘道，力倡『畫者文之極』，以畫為文人『餘事』。見氏著〈文人畫傳統之創生、

內涵與價值〉，《藝術貴族》第 40期，1993 年 4月，頁 30－35；另，石叔明〈蘇東坡畫論〉，《故

宮文物月刊》第四卷第 3期，1986 年 6月，頁 121，亦歸納文人畫的特點有四：一、作者需有多
方面文藝修養，追求「畫中有詩」的意境，善用書法的技巧，運用在繪事上，重「寫意」、輕「寫

實」；二、以「氣韻生動」為尚，要有「士氣」、「書卷氣」，重「神似」、輕「形似」；三、表現新

的意趣與新的風格，將詩、書、印結成一體；四、以水墨為主，多不設色，畫面簡潔高逸有雅趣。 
6 簡恩定、沈謙、吳永猛編著《中國詩書畫》，台北縣蘆洲市：國立空中大學，2000 年 6月初版，
頁 121。 
7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收入余崑編《中國畫論類編》（下），頁 726，有言：「氣韻不可學，生

而有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讀萬卷書，行萬里路，胸中脫去塵濁，自有邱壑內營。」另，

陳衡恪〈文人畫之價值〉，見余于瀾編《論畫叢刊》（下），台北市：華正書局，1984 年，頁 697，
陳氏從「藝之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應」的特點出發，總結了傳統文人畫的四個要素：「第

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 
8 沈德潛《說詩晬語》卷上，頁 2，見丁福保訂《清詩話（二）》，台北市：藝文印書館，1970 年。 
9 紀昀撰、孫致中等校點《紀曉嵐文集》（一），河北：河北教育出版社，1995 年 3月一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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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與「筆墨一道，本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真摯，則性情終不出」11等傳統品評詩

書的美學標準，說明了創作者的性格、品行與涵養必須不斷充實和提高，而人文

教養通過人格與性情，教養愈深，其藝術心靈的表現也愈厚。12

前文探析旨禪女史詩作，發憤攻書、設帳修餔，白手奉親、桃李欣然的塾師

志業，在在展現於詩句之間，這是女史日常生活的記實，也是胸襟抱負的宣誓，

更是掌握一己命運、自主人生的落實；大量借物抒情、歌詠梅蘭竹菊孤高潔操、

凌霜氣節的詠物詩和花鳥圖，奠基於「比德為美」、「取其意氣」13的傳統風格上，

以此類詩畫進行「自娛」、「寄情」、「遣興」和「寓意」的精神慰藉，旨禪女史在

此創作導向下，「純粹性與獨立的審美品格」14得以真實呈現，其清高脫俗、雅

致風韻、適意自如等人文性情和涵養，皆隨心應手、筆精墨妙地外化成這類的藝

術創作。 

    另外，旨禪女史的山水詩、畫則流露著禪境與禪趣。清幽自在、淡泊寂靜的

氛圍，是詩家禪心靜照的展現；幾筆微波、大量空白的畫面處理，樸拙木訥、簡

意線條的物象結構，自有其墨趣律動，體現了畫家胸中丘壑，呈現了高遠淡泊、

物我交融的詩畫意境。人與大自然高度和諧統一的狀態，是禪宗追求的最高境

界，也是中國藝術家認定為「化境」的藝術品評。 

近代畫家李可染提出藝術家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實踐，通過反覆的藝術加工，

長期的錘鍊揉合，成為渾然一體。這樣的作品，處處是生活的再現，處處又是作

者思想情感的化身，便具「化境」。15旨禪女史繼承發揚漢儒文化與美學思想的

傳統，詠畫吟詩、抒情寫意，筆情墨韻、酣暢涵詠，遣興寓意、意境深沈，以傳

統文人氣質實現文人詩畫精神，此項漢儒文化的薰陶承襲正是女史詩畫藝術的創

作根源。 

 

二、古典傳統的新創 
    日本治臺以前，臺灣社會的發展即以中國內地化為內涵，但因特殊的地理環

境和歷史背景，形成一種不完全與中土社會相同的模式，「漢儒化」遂成為社會

                                                                                                                                            
頁 209。 
10 潘天壽《潘天壽談藝錄》，台北市：丹青圖書，1987 年台一版，頁 57，引沈周言。 
11 王原祁〈麓臺題畫稿〉，見楊家駱主編《明清人題跋》（上），台北市：世界書局，1985 年，頁 
39。 
12 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台北市：學生書局，1998 年 12次版，頁 414。 
13 「取其意氣」謂「重寫意」，強調「遺貌取神」，透過畫中形像，傳達畫者的思想情感，達「以
形寫神」的目的，是傳統文人畫特質之一。另外，「比德為美」可詳參本論文第四章第二節「二、

圖像的意涵」，頁 113。 
14 鄭文惠〈其人其書其詩其畫〉，見氏主編《寇培深詩聯集》，台北市：文史哲出版社：田家炳

文教基金會，2001 年，頁 43。 
15 王琢輯錄《李可染畫論》，台北市：華正書局，1987 年 2月初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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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與文化價值的重要依據，16而所謂漢儒文化乃指一個極深極廣的文化體系，

其可深可入可內可外，在儒教影響的社會裡，包括了政治、經濟、教育、宗教、

人倫秩序等諸方面的價值內涵，皆以其為最高指標，且深深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

體系。臺灣的漢儒文化亦體現在家族制度的運作上，在強調禮治秩序的教養體制

裡，形成一套由內在思維到外在行為的準則，臺灣婦女既生存其中，動靜出入均

接受其規範，17無法擁有獨立人格，只能處於依附、從屬的地位。 

    傳統漢儒文化對女性的制約作用之一，在於強調女性特有的溫柔嫻靜的性情

修養，相對於男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進德之道，女性的人格取向

當以內斂含蓄為尚，因此女性的氣質以陰柔為美，被教導順從與涵養婦德成為女

性一生最重要的課題，遣筆用墨之事，被認定為「閨閣才名不易顯，弄墨燃脂為

自遣」，女性點染丹青以陶冶心性，少有以詩書畫和男性藝術家立足藝壇之志；18

甚者，日治時代臺灣的女性藝術家，受到日本式教育和中國傳統文化對女性的雙

重約束，其作品無論何種媒材，一般皆傾向於清秀柔麗的唯美風格，且多數視創

作為閒暇消遣的遊戲性質。19旨禪女史詩畫養成的根基來自漢儒文化，卻能跳脫

上述箝制女性的傳統認知：「厭聽志弱是釵裙」（頁 36），隻身飄洋離家，創彰化

「平權軒」，舌耕菽水修餔；「鐵筆一枝吟徹夜」（頁 27）、「閨中盡日用工夫」（頁

9）的力求精進與「滿想詩工畫亦工」（頁 27）的自我要求；「花無才思不如儂」

（頁 84）、「閨人不效一秋悲」（頁 16）的自勵奮發，「騷壇鏖戰走風雲」、「筆鋒

劍影較光芒」（頁 87）的壯志雄心，在在擺脫了漢儒文化對女性制約的枷鎖。                 

再者，明末石濤有言：「縱使筆不筆、墨不墨、畫不畫，自有我在。」20正

如鄭板橋所書：「難得糊塗」，自有其快意放任、舒坦自適的寫照，旨禪女史的

「虎」、「牛」、「貓」等大型動物的花鳥畫作，具運筆遣墨的情趣，或寫實工筆，

或水暈墨彰，肖形寫意之間，似是拉開了物我的距離，實是藉畫中主體的具體化

呈現自身的態度與意向。東晉顧愷之首先提出「遷想妙得」和「以形寫神」21的

                                                 
16 尹章義〈臺灣→福建→京師－「科舉社群」對於台灣開發以及臺灣與大陸關係之影響〉，《臺
灣開發史研究》，台北市：聯經，1989 年，頁 527－583。另，日治時期，殖民者雖欲同化臺灣人
民、改造臺灣社會，然而臺灣人民整體的意識本質，依舊承襲漢民族的價值標準，一九二０年代
臺灣新文化運動雖引進西方文明思想，但對傳統的觀念和制度，亦非全盤的否定。見蔡淵洯〈日
據時期臺灣新文化運動中反傳統思想初探〉，《思與言》第 26 卷 1 期，1998（1988）年，頁 109
－132。 
17 楊翠《日據時代臺灣婦女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台北市：

時報文化，1993 年，頁 33。 
18 蔡秀女、施叔青等編《世紀女性，台灣第一》，台北市：麥田，1999 年，頁 116，文中引詩為
清閨閣畫家駱綺蘭〈題元管道昇墨竹圖〉前二句。 
19 陸蓉之〈戰後臺灣女性藝術家創作的衍變〉，《臺灣美術百年回顧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中市：

國立臺灣美術館，2001 年，頁 64。 
20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錄〉，收入余崑編《中國畫論類編》（上），頁 152。 
21 顧愷之〈論畫〉，同上註，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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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畫方法，晚唐張璪更進一步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22的主張，近代朱光

潛則認為藝術創作者已主觀的將自然與對象理想化與個性化了，23鑑此，對照此

類畫作，其主體是怒吼於千山萬壑、氣象萬千的工筆老虎、低頭微昂芳草自飽的

淡墨水牛以及夜護書窗的白描威風鼠將，不同的動物各具迥異的筆墨情韻，卻有

相同的不凡丰姿：自信炯銳的眼神和卓然獨立的姿態，旨禪女史藉筆凝畫煉的功

夫體現藝術觀照下的主體形象，其自我意識的選擇運用亦流露在畫作主體中，超

脫女子在傳統漢儒定規制約下的附屬地位，展現獨立開創命運的自信和掌握生活

的自主。 

    事實上，畫家必須體驗物理和自我內感相契合，始可借筆於手，創造出自然 

傳神的藝術新生命。對於「理」和「形」之間的對應，東坡在〈淨因院畫記〉有 

具體入微的探討：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

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

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

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

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常理，非高人逸才

不能辨。24

 

東坡認為假託「無常形」而便於盜名欺世，此缺失猶可憫；若物之「常理」－ 

規律精神表現不當，則作品全然可廢，毫不可惜。故其主張先觀察後下筆，強調 

「出新意於法度之中，寄妙理於豪放之外。」25點出畫家只有善用思想才能感應 

妙悟，觸發生機，則圖形狀物始能「畫中有話」、「意外有意」，為詩之道，也是 

相同。 

旨禪女史繼承漢儒文化詩品、畫品體現人品的文人精神，實踐在多數詩畫作 

品中，更從此龐大的文化機制裡，擺脫傳統家室閨閣婉約嫻靜、女子無才便是德

的制約，以詩、畫傳遞情性，其「發憤攻書」、「設帳舌耕」、「修餔奉親」的形象 

對應其筆下千山怒吼的猛虎、芳草自飽的水牛和夜護書窗的鼠將，物我二者不謀

而和，女史掙脫漢儒傳統的框架，自我認知的形成，於焉可證。 

                                                 
22 張璪〈文通論畫〉，收入余崑編《中國畫論類編》（上），頁 19。 
23 朱光潛《文藝心理學》，台北市：台灣開明書店，1985 年 9月重 17版，頁 25－26，朱氏提出
藝術是人為、創造性的，雖以自然為題材，卻需憑作者內在主觀的情感和想像將經驗加以選擇、

整合。 
24 蘇軾〈淨因院畫記〉，見楊家駱主編《蘇軾全集》（上冊），台北市：世界書局，1964 年，頁 
381。 
25 蘇軾〈書吳道子畫後〉，收入余崑編《中國畫論類編》（上），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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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文字與造型藝術的形、色都是一種符號（symbol）。符號是人類文化中最具 

價值和偉大的創造。符號本身具備「意指」，但不同的符號有不同的樣態，而「文

字」和「繪畫」兩種不同樣態的符號，其功能的發揮，一在連貫的運作、時間的

延續；一在鋪陳的展示、空間的延展。26意即繪畫是空間藝術，是以色彩、線條

為造型語言，而詩歌是時間藝術，乃通過語言文字的運用來塑造藝術形象。 

    換言之，「詩」與「畫」隸屬不同的藝術領域，北宋郭熙《林泉高致》卻提

出「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27；一代文豪蘇東坡亦有「詩畫本一律，天工與

清新」28的見解，其直言：「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29至此，詩畫合一的觀念，蔚成風氣。詩以言志，畫出丘壑，二者合一，相輔相

成，文人擁有更多揮灑的空間。 

所謂「詩中有畫」，詩中蘊含動人畫趣，肇因於詩的結構善於經營位置；煉

材上，善於捕捉形象和創造形象；語言上，精於對事物的聲光色態加以攝取融合，

以描繪景色，呈現畫意的靈感。而「畫中有詩」，畫中具有詩意，意指繪畫意境

表現出作者個人的風神情韻，畫幅中的一筆一畫，既是客觀形象的表現，又是主

觀思想情感的冶鍊，蘊藏詩情的內涵。「詩畫合一」的體悟與實踐，深深影響著

中國的詩人畫士們，旨禪女史自不例外。 

試看，女史錄「舊作即景詩」即興所書－「蘆繁隱月難分色，雲鎖虛巖不障

流。溪近潮聲寒帶雨，樹多山意澹生秋」（圖 1），空間位置的經營、自然景物聲

光的融取以及具體形象的營造，動靜相生、清幽淡雅，儼然是一幅秋色山水圖；

「此地絕囂塵，卜居三五鄰。魚蝦時作伴，鷗鷺日相親。處處曝會網，家家理釣

綸。生涯只漁艇，蓑笠老江濱。」30曝網、理綸，魚蝦作伴、鷗鷺相親都是漁家

的生活寫照，不假雕琢、親切自然的「漁村圖」，顯現在字裡行間；「一彎暖徑草

如屯，四面晴嵐花更繁。煙霧縱橫長帶水，雲山高下幾家村。」31縹緲煙嵐、一

                                                 
26 何懷碩〈繪畫與文學〉，《創造的狂狷》，台北縣新店市：立緒文化，1998 年，頁 68，何氏指
出「文字的符號是最高層次的、抽象的，它可以表現情感，更可以直接陳述思想；而繪畫符號是
比較低層次的、具體的，它的意指的樣態主要是形式。」 
27 郭熙〈畫意〉，氏著《林泉高致》，收入余崑編《中國畫論類編》（上），頁 640，郭氏引「前人
言」。另，黃庭堅：「李侯有句不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郭氏以畫家立場談詩論畫，側重「形

象」變化，故稱詩為「無形畫」；山谷以詩人立場出發，以「有聲畫」形容詩，意指詩是充滿聲

調與抑揚頓挫的畫。詳見戴麗珠《詩與畫》，台北市：聯經出版社，1978 年，頁 5－8。 
28 蘇軾〈書鄢陵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收入楊家駱主編《蘇軾全集》（上冊），頁 381。 
29 蘇軾〈書摩詰藍田煙雨圖〉，收入楊家駱主編《宋人題跋》（上），台北市：世界書局，1992 年 
3月 4版，頁 130。 
30 詩見〈漁村〉，《旨禪詩畫集》頁 5。 
31 詩見〈即事〉，同上註，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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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如衣，花繁草盛，點綴幾戶人家，清幽和諧的氛圍，這是詩人筆下淡墨造境，

既可居又可遊的山水圖；「靜穩（隱）堂深綠四圍，老僧入定掩禪扉。幽閒最是

沙彌輩，坐聽鐘聲送落暉。」32和「水激石磯流出急，風從花底過來香。身於山

色誇清淨，任彼煙雲幻白蒼。」33二詩呈現靜穆觀照自然萬物、物我無間冥合相

應的閒淡幽遠，字字平淡如常，勾畫的空間意象卻具空寂禪境與不落言詮的禪

趣，也塑造了超脫塵俗、蘊涵禪意的形象，此是禪詩亦是禪畫，34女史深入觀察

物象，目會心應，以身、以心、以悟、以靜觀自得，心手相應，再現自然，展現

天工清新，靜謐清空的詩境，呈現一如繪畫的「空間形象」美，正是「詩中有畫」

藝術技巧的具體實踐。 

事實上，旨禪女史曾云其「學畫」的歷程是先臨摹後寫生。35臨摹和寫生被

認為是習得用筆及其表現機能必要的治藝基礎，換言之，師古人以臨摹古畫習得

抽象筆墨，師自然以寫生掌握萬物情態及境界。36女史遣墨運筆的能力，出入靈

活、巧妙自得，而「寫生」的功力亦極為深刻，觀其菊、竹、虎、牛、人物肖像

等，都能意隨景到，筆隨目轉，運用古人的法度，描寫自己的稿本，使物我相契

相合，是其內在情思意境的拓展和呈現，更是人格理想的投射，充滿了詩意化的

意念與風格。 

另外，女史山水畫筆墨簡潔，古樸生拙，具備「淡」的特質，能表現文人高

古、簡淡、野逸的情懷。通過女史個人情思後的創作，由淡到雅，由雅而充分表

現詩意，其清新脫俗、出塵敦柔的美感，涵蘊了詩人的情操，創構在畫作裡，抒

發胸中逸氣、直寫胸中丘壑。事實上，畫境的營造，來自畫情的的傳達，亦即作

者心靈表達的整體，37中國水墨畫「以詩境為靈魂」38，要求「氣韻生動」39，力

求表現客觀物象內在的神韻，自體悟物象至傳神寫形，而詩人繪士往往通過凝神

觀照，將一己主觀精神生命灌注於客體對象中，展現其內在生命律動的節奏－畫

                                                 
32 詩見〈靜隱堂即景〉，《旨禪詩畫集》頁 122。 
33 詩見〈偶作〉，同上註，頁 123。 
34 吳永猛《禪畫欣賞》，台北市：慧炬出版社，1990 年 5月初版，頁 7－11，吳氏認為用繪畫表
示或襯托一個禪意就是禪畫。 
35 〈學畫〉：「書畫由來足自娛，閨中盡日用工夫。而今仿得古人意，坐對青山仔細摹。」《旨禪

詩畫集》頁 9。 
36 嚴守智〈開發傳統‧拓展新局－－張大千、浦心畬、黃君璧三家繪畫成就的意義（上）〉，《故

宮學術季刊》，第十二卷第三期，1995 年，頁 132，氏援引董其昌之言：「以境之奇怪論，則畫不

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論，則山水決不如畫。」佐證。另，張大千也認為「臨摹古人，要學他用

筆用墨，懂得他苦心構想；寫生要認識萬物的情態。」見高嶺梅編《張大千畫》，台北市：藝術

圖書公司，1988 年，頁 67。 
37 黃光男《台灣畫家評述》，台北市：台北市立美術館，1998 年，頁 169。 
38 宗白華〈論中西畫法之淵源與基礎〉，《美學的散步》，台北市：洪範書局，1981 年初版，頁

128，宗氏認為「中國畫以書法為骨幹，以詩境為靈魂，詩書畫同屬一境層。」。 
39 南齊‧謝赫《古畫品論》提出「六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要務，其餘為「骨法用筆、應

物象形、隨類賦彩、經營位置和傳移模寫」。見余崑編《中國畫論類編》（上），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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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詩。女史筆下山水諸圖，清新淡雅，寫意抒懷，筆墨線條間有令人悠遊神往

的畫境，更有饒富意境的詩意。 

總言之，旨禪女史具備詩人與畫家的造詣，擁有捕捉客觀物象之能力與高清 

澄淨的個人情韻，其通過詩人情思表現的自然景象是清新雅致，充滿詩情畫意和

比興抒情的；而藉由畫家筆墨線條展現的造型圖像是自然脫俗，流露詩意畫趣與

託情詠物的，詩與畫在其筆下相融、相友－詩有畫趣，畫含詩意，進而詩畫合一

矣！ 

 

第三節 詩畫意境的交融互見－題畫詩 
 
「詩」與「畫」雖屬不同的藝術種類，各有獨特的表現形式，「詩情」與「畫

意」卻可相互融合－題畫詩－橫跨於詩畫之間，一方面，以「詩」再現畫境，進

而豐富畫境，將畫「詩」化；另一方面，「詩」題「畫」上，此詩則成為畫面的

有機組成部分，詩又被「畫」化，如此便構成畫中有詩情，詩中有畫意：畫中充

溢著耐人尋味的詩意，詩中又閃動著美妙的畫境。40

在中國傳統水墨畫上加詩跋，傅熹年與陶啟勻認為作用有三：「一是充分表

現作者的文采和不同於職業畫家的文人身份」、「二是強調主題、深化畫意」、「三

是以書法補充畫面，平衡構圖」，41然而，詩書畫三絕之所以聯繫起來，歸根究

底還是它們在「審美方式上的相通」42，換言之，中國詩歌與繪畫都講究造意造

象，強調抒情寄性，並追求象外之象、境外之趣，畫面上善留空白，為題詩留下

安排自然的位置，而詩詞融情繪景的語言能力，其鮮活意象本身往往具有組成繪

畫格局的內在資質，故「詩」與「畫」共同的寫意性成為繪畫作品意境會通的基

礎，而題跋是整幅畫的有機組成部分，既是畫意的延伸，也是傳統「言志」價值

取向的互融顯現。43

歷來題畫詩可分為兩類，一是詩人讀畫後所記錄的心得感想，一是畫家題於

自己畫作上的詩，44後者書寫於畫面，其所發揮的藝術功能不僅只在詩句內容。

                                                 
40 文成英〈畫意入詩，詩情入畫－論題畫詩的藝術特色〉，《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

第 26卷第 6期，1994 年 12月，頁 55。 
41 傅熹年、陶啟勻〈元代的繪畫藝術〉，錄入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五千年》，

第一卷，繪畫編（上），北京市：人民美術出版社等五社聯合出版，1991 年，頁 264。 
42 邵彥《中國繪畫欣賞》，台北市：五南，2002 年，頁 10。 
43 宋生貴〈題畫詩的文化底蘊與審美特質〉，《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板）》第 115期，
2000 年，頁 66－67。 
44 宋元以前的詠畫詩，不同於元明時代，並不直接題於畫上，只是作者觀畫起興的詩作。與一

般詩作相異處，在詩題上有歌詠畫贊等字樣。如李白題畫詩〈同族弟金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

歌〉，藉壁上山水起興，回歸於清心、自然的開闊胸次，詩人與畫產生相應暗合的共鳴，繪畫也

具備娛樂人心的效果，觀畫的人在體會的過程中，得到蕭散開懷的情致。詳參戴麗珠《詩與畫》，

台北市：聯經，1978 年，頁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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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畫面組成元素，不管是書寫筆法、位置、字數的多寡、大小或配合鈐印，皆

在畫家整體考量中，換言之，此類題畫詩借重書法獨特而極富表現力的形式美，

使得題畫詩離畫而為詩，入畫而為畫－畫中不可或缺的有機組成元素，繪畫具備

了更開闊的發展空間，45非僅「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理論認知，而是詩句與

畫面的結合互補與相互擴充，達成「詩外有詩，畫外有畫，味外有味」的境界。
46旨禪女史亦有此類題畫詩的書寫，其展現了「詩」與「畫」相融相友的水墨藝

術精萃。 

    試看「菊鳥」圖﹙圖 2﹚，畫幅左側以行書題有「柴桑我愛隱淪高，領略東

籬興太豪。每畫孤芳先自賞，偶然疑是武陵桃。」此詩處處著筆於畫中表現的物

象－－菊花，又處處滲透著詩人主觀的情志：卓然獨立、孤高自賞，花與人已融

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的審美意象拼疊，而詩人借物起興的詩作表現，充滿創

作者盎然蓬勃的生命力，也托出詩人自我情愫。此畫作於乙未（1955 年）春日，

是年冬日，旨禪女史有一圖亦有相同題詩，傲然挺立的盛菊仍是畫中主體，而菊 

的根部卻從磐石掙脫而出，畫中既傳神描繪了菊花

的形象特徵，又蘊含了詩人的人格光芒，女史藉筆

墨抒己胸襟，佐以相同題詩，以詩畫互襯，深化畫

意耐人尋味！ 

                              再者，「幽香」（圖 3）題詩亦有相同意趣－「幽

香浮動晚秋晴，不覺東籬氣自清。多少凡花爭俗

豔，要論風骨總輸卿。」歌詠傲霜的秋菊，不與群

芳鬥豔，清高素逸的風骨，是菊花高貴的品格。畫

幅中，一枝獨秀、枝幹挺勁的菊花自左側巨石崢嶸

而出，借助畫中形象媒介的觸發，運用畫面蘊含的

意致和空白，題詩於右以平衡構圖、延伸畫意，作

者的胸襟氣質與精神世界，因畫境與詩情兩者的交

涉、呼應，煥發出燦爛的光輝。 

女史修道參禪的齋女身份，也可在其題畫詩裡 

見到蹤跡：「曾知彭澤早登仙，底事東籬冷暮煙。

寄語黃花香氣好，許儂獻供法王前。」（圖 28）不

假雕琢、白描的語言，寄語盛開的叢菊，應允神前

供奉，畫寫物外形，詩傳畫外意，詩畫交映，詩人

                                                 
45 楊學是〈詩畫的晤對與璧合－－論題畫詩〉，《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0卷第 4期，
2001 年 8月，頁 22。 
46 潘天壽《潘天壽談藝錄》，台北市：丹青圖書，1987 年台一版，頁 82，潘氏認為「畫須有筆
外之筆，墨外之墨，意外之意，即臻妙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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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佛生涯的虔誠情愫，於茲可證一二。 

另外，檢驗女史對於平日可見「牛」、「貓」等

尋常動物，其圖像意涵與題款之間詩畫意境的交涉

互見更是暢快淋漓、生動豐富的。詩人題牛、貓而

不滯於物象本身，而是以神攝形，賦予牛和貓內在

的生命與人格型態，展現出尋常動物的動人神韻，

「芳草得來且自飽，更虛何計慰平生」（圖 4）、「威

名鼠將夜護，書窗晝靜花陰」（圖 29）短短數言，

一是書寫流利娟秀的行楷，一是古拙樸素的正楷，

黃賓虹認為畫家都十分重視題畫詩在畫中的重要

作用，作畫時總要苦心經營位置，事先預定題詩的

空間，把詩納入畫面的整體佈局，俾使詩、畫互為

輝映、相與發明。詩可長、可短，短則一句、二句，

長則百言，總以畫龍點睛，一盡畫之未盡之意，一

抒胸襟方止。詩可楷、可行、可篆、可草，或春蚓

秋蛇，或龍飛鳳舞，於是畫面益顯元氣淋漓，畫家

一腔浩然之氣，便借此沛然而出。47旨禪女史以詩

畫相融相友，表現出內在活潑的生命與高尚峻潔的

人格，堪稱丹青題詠，妙處相資！ 

    旨禪女史的人物畫作上，亦有題詩，「竹下老者」（圖 20）和「李白斗酒」（圖

30），老者以白描淡墨勾勒身軀，托腮臥躺於石群，眼觀前方，神情安適，透出

了悟世間塵俗的自得，後有修竹，以濃墨繪成，空白處多用渾厚粗濕的筆墨，化

用白居易〈池上竹下作〉詩句－「竹解虛心是我師，水能淡性為吾友」，題識「竹

能虛心是我師，遂中通而分直，竹心虛而節堅，與蓮並稱君子」諸句，位置由右

及左，句型由短到長，不僅凸顯畫旨、平衡畫幅，其採用中鋒的用筆技巧，襯托

老者的內斂智慧及竹的謙遜有節；「李白斗酒」圖則以工整細膩的筆法，精細描

繪李白醉臥狀，不居小節、放任自適，頗為傳神寫意，且另有作揖呈卷的官吏和

斟酒的小廝，一前一後，表情各殊，自然靈活，以行書題杜甫〈飲中八仙歌〉「李

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來不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具一氣

呵成的流暢美感，更襯出李白性情的純真可愛。上述二圖，主體造型不同，一單

純簡括，一縝密細微；其題款筆體亦有異，一粗筆茁重，一細筆縱橫，旨禪女史

經營書畫之功，內蘊外化展現而出，所謂「意在筆先，筆盡意存」，詩情畫意於

此相互生發、相應成輝。 

                                                 
47 云雪梅編著《黃賓虹畫論》，河南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年第 1版，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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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旨禪詩畫集》詩畫的交互指涉 

    上述女史的題畫詩文，離畫獨立即成「詠物」之作，具詠物詩托物言志、寄    

懷寓意之效。事實上，題畫款識與詠物作品

在書寫上有共通之處，因此，應注意不粘不

滯，不即不離，若即若離的原則，太即太粘，

易流於浮淺；太離則會天馬行空，毫無所

託，不具題畫效能，48畫家面對畫幅，必須

掌握畫作的神髓，透過對真實景物的凝神觀

照，進而對筆下圖畫形象心領神會，神馳於

畫境所能提供的想像天地，借助畫中形象媒

介的觸發，落筆成款識，將畫意具體化、個

性化，而所詠之物，其形象得以突破時空間

限制而賦予延續性和空間感，是畫家的「二

度創作」。宋人‧晁以道說：「詩傳畫外意，

貴有畫中態」49，旨禪女史詠物題畫詩，寫

物不滯於物性，能寫物之神，或取譬寓寄，

或起興抒懷，既切合畫旨，卻不粘於原畫，

以文字呈顯畫中物象之態，並以之擴充畫幅

的旨趣意境，延伸一己的審美內涵，正是「清

新與天工」的藝術創構。 

清‧張潮有言：「『情』之一字所以扶持宇宙；『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

旨禪女史正以一己才情，自得從容於多重角色中，揮灑在詩書畫的天地裡，創造

出屬於自己的乾坤宇宙。詩書畫三者皆精，治為一爐，畫意入詩，詩情入畫，相

得益彰，處處不離古人，處處又自有我在，興至筆來，援成詩畫，除了承襲自漢

儒文化而顯現的古典傳統文人詩畫風格外，也展現了女性自主的風貌。其詩畫內

在意涵交互指涉，意境互通，抒情言志、寄懷寓意，採擷於漢儒文化的傳統古典

養分，卻能從其中的制約中跳脫而出，此等背景正是形塑《旨禪詩畫集》不凡成

就的重要原因。 

 

 

                                                 
48 麻守中、張軍、黃紅華主編《歷代題畫類詩鑒賞寶典‧前言》，長春市：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年，頁 2。 
49 晁以道〈論形意〉，余崑編《中國畫論類編》（上），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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