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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諸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蘇軾（1037-1101）1的一生在詩、詞、散文、賦、書、畫各方面均有豐碩的

成就，歷來對其研究涉及的範圍有：政治學、經學、文學、美學、書學、思想⋯⋯

等方面，層面之廣泛，內容之深入，已蔚為「蘇學」2，其中就文學藝術範疇而

言：有以老莊、宗教等方向論述蘇軾文學作品，也有從政治生涯論其與文學的關

係，也有從文論、詩論、藝術思想等方面作研究，也有論述其題畫文學、更有專

門針對詩、詞、辭賦、散文、尺牘、策論奏議等不同文類作研究，其中將詩、詞

以分期的方式作深入研究者亦不乏其人。3至於蘇軾的書法，雖傳世墨蹟不多，

就其書寫風格亦可分為三期：神宗元豐二年（1079 年）之前為第一期，元豐三

年（1080 年）到哲宗元祐八年（1093 年）為第二期，紹聖元年（1094 年）到徽

宗靖國元年（1101）年為第三期，4然而至今卻無人以分期的方式，就蘇軾每一

期的墨蹟作全面性、深層地研究，實為研究「蘇學」憾事。 
蘇軾歷經烏臺詩案後，於元豐二年（1079）十二月貶為黃州團練副使，在

黃州（湖北黃岡）居住四年多，於元豐七年（1084 年）元月改為汝州（河南臨

汝）團練副使，同年十月上表，乞求常州（江蘇常熟）居住，隔年五月到達常州，

六月下旬奉命赴登州（山東蓬萊）軍州事，從黃州到常州這段時間是蘇軾一生中

政治生涯落差最大的一個階段，筆者統稱「黃州時期」，5其間的書法風格由前期

                                                 
1 本論文所引用之人物，於人名之後以西元時間標註其生卒年，若生卒年不詳者則省略，不另標

注。 
蘇軾生於宋仁宗景祐三年（1036）十二月十九日，以西元計算則為 1037 年一月十八日。見孔

凡禮《蘇軾年譜》卷一，北京：中華，1998 年第一版，頁 9。 
2 本論文所引用之書籍、文獻，於該章首次引用時則羅列：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

時間、版次、卷數、篇名、頁碼等詳細資料，再次引用則僅著明：書名、卷數、篇名、頁碼，

以避免繁瑣。 
曾棗莊等著：《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2001 年第一版）：「本書所說的『蘇學』是指

蘇軾之學，指歷代對蘇軾的研究⋯⋯因此『蘇學』之稱可謂古已有之，於今為盛。」（頁 774-775）。 
3 例如：林玫玲：《東坡黃州詞研究》（臺灣師大國研所 74 年碩士論文），羅鳳珠：《蘇軾黃州詩

研究》（臺灣師大國研所 77 年碩士論文），張尹炫：《蘇軾生平及其嶺南詩研究》（成大史語所

78 年碩士論文），許錦華：《蘇軾元祐詞研究》（臺灣師大國研所 86 年碩士論文），郭美美：《東

坡詞在詞風上的承繼與創新》（臺灣師大國研所 79 年碩士論文）也分杭州詞、徐密詞、黃州詞、

嶺南詞⋯⋯等期研究。 
4 宇野雪村：《中國書法史》（北京：人民美術，1998 年出版，頁 23-28。）、于大成：〈東坡書法〉
（《中國書法》第十一期，1983 年，頁 278-286。）都如此分期。又盧廷清：〈寒食帖與蘇軾黃

州時期的書法〉（《故宮文物月刊》第十四卷第五期，1996 年 8月），將元豐五年之前的作品

視為第一期，元豐五年到元祐年間為第二期，紹聖元年之後的為第三期，頁 100-125。 
5 郭美美：《東坡詞在詞風上的承繼與創新》，論及蘇軾詞風的繼承時，將徐州、密州時期的詞作

合稱徐密詞，又因黃州時期屬於繼承的詞量少、風格與徐密時期的詞風相近，故附於徐密詞之

下，同時並論，頁 64-65。而蘇軾離開黃州之後的書蹟不多，且風格亦與黃州時期相同，故筆

者亦將離開黃州、赴登州之前的書蹟附於黃州書蹟之下，統稱「黃州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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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雅從容轉為後期的縱橫恣肆的關鍵，故筆者欲以此黃州時期為範圍，探究蘇

軾書風轉變的關鍵及其審美意蘊，此為本論文的研究動機之一。 
書法是時間藝術也是空間藝術，其點線律動形成時間的空間化，其文字造

型又具有空間的時間性，因此書法墨蹟文本本身就同時具有時間及空間的立體

感。黃州時期是蘇軾在仕途上首次的重創，前人已藉由其詩、詞等文學作品探索

其心情之起伏，而此種文字文本僅能從其文本本身的意義、意象等分析，無法完

全探究主體書寫時內心情感之起伏，故多為平面式的探索，筆者欲透過書法文本

中所蘊含的時間、空間所形成的時間序列6作立體式的解析，以驗前人之論證，

或補前人之不足，此為本論文的研究動機之二。 
一般而言，蘇軾到黃州的第三年，逐漸能化解謫居初期的困境，已能適應

黃州的生活，進而有安於黃州的心態，7此種心境是否呈現於〈黃州寒食詩卷〉

的筆墨律動之中？《書譜》曾云學書的過程：「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

務追險絕，既能險絕，復歸平正⋯⋯會通之際，人書俱老。」8意謂書法章法之

分佈能到達平正與險絕融為一體，變化自如的境界，是需到人的年齡與書寫年齡

都老的時候，然而被譽為「天下第三行書」的〈黃州寒食詩卷〉，9後世對其藝術

成就倍加推崇，卻是寫於蘇軾四十七歲時，其藝術成就何以能超過後來的嶺南書

蹟？烏台詩案、黃州歷練到底給予蘇軾在書法藝術創作上哪些養分？此為本論文

的研究動機之三。 
宋太祖開國，實施重文輕武的國策，帝王雅好文事，沈迷藝術，10在官學中

設立書學博士，逐漸提高書法家的社會地位。然而書法藝術經過唐朝的發展，幾

乎到達登峰造極的程度，唐人在書法上的成就，給予宋代文人很大的壓力。宋代

書法家基本上是學習唐法，在唐人的成就之下，又上追晉人的神韻，亟欲擺脫唐

人技法的束縛。他們注重性靈在筆墨之間的發揮，講究筆墨情趣，表現他們自己

的人格、學問及精神，因此重視寫意的風格。開此風氣之先的是歐陽脩，11蘇軾

是歐陽脩的學生，承其師志，繼續標榜寫意的書風，在書法創作上主張「意造」、

「出新意」，他在〈石蒼舒醉墨堂〉中說：「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6 陳振濂：《書法美學》（西安：西安人民，2000 年第一版），認為書法中的詩、空意識自成一個

獨立的系統，而此二者是相互交叉，而一定的字形大小、偃仰、平直等空間處理，有其一定的

時間序列。見頁 29-33。 
7 蔡秀玲：《東坡黃州經驗之探討》（輔大中文所 79 年碩士論文），頁 94。 
8 朱建新箋證：《孫過庭書譜箋證》（臺北：華正，1963 年初版），頁 93。 
9 陳代星：《中國書法批評史略》（成都：巴蜀，1998 年第一版）：「世傳天下第一行書為王羲之

〈蘭亭序〉，第二行書為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天下第三行書就是蘇軾的〈黃州寒食詩帖〉。」

頁 129。 
10 宋太宗不僅擅長真書，並出御府所藏真蹟，命侍書王著臨搨刻版，為《淳化閣法帖》，徽宗時

設立宣和書畫院，編纂《宣和書譜》、《宣和畫譜》⋯⋯等。 
11 歐陽脩：《歐陽文忠集》（臺北：臺灣中華，1965 年台一版），卷一三一，〈學書為樂〉：「蘇子

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良，亦自是人生一樂。然能得此樂者甚稀，其不為外務

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不工，不能到古人佳處，若以為樂，則自是有餘。」

（頁 2）提出書法為「人生一樂」的「樂心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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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評吳道子的畫、柳公權的書法時，對他們的「出新意」13讚美有加，黃州時

期，蘇軾在書法藝術上又有哪些「意造」之處？此為本論文的研究動機之四。 
李澤厚先生認為蘇軾是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理展的人格化身。14林語堂

認為蘇軾使人敬愛的特點有：「秉性難改的樂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黎

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畫派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憂患來臨，一

笑置之⋯⋯」15蘇軾的人格特質為何？人格理想為何？何以當「憂患來臨」時，

可以」一笑置之」？黃州經驗開啟其何種人生智慧？揚雄曾說：「書者，心畫也。」
16書法是線條藝術，這看似簡單的黑白線條，卻連結主體的人格理想，以及內在

的精神超越和對無限自由的追尋。黃州時期的墨蹟中透露出蘇軾之人格理想及精

神超越為何？筆者欲藉由其書法之時間空間化藝術表現形態，探究其間所透顯的

深層生命意識。此為本論文的研究動機之五。 
基於以上五項動機，筆者欲從事「蘇軾黃州時期書蹟之研究」，以釐析蘇軾

在黃州時期深層的生命意識與審美意識的變化，以作為研究蘇軾後期書法者的階

梯。 

                                                 
12 王文誥等：《蘇軾詩集》（臺北：學海，1983 年初版），卷六，〈石蒼舒醉墨堂〉，頁 235。 
13 蘇軾：《蘇軾文集》（北京：中華，1999 年第一版），卷七十，〈書吳道子畫後〉：「出新意於法

度之中，寄妙理于豪放之外。」（頁 2211）；又卷六九，〈書唐氏六家書後〉：「柳少師書，本出

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金，非虛語也。」（頁 2206） 
14 李澤厚：《美的歷程》（臺北：金楓，1991 年）：「他是上述地主階級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鮮

明人格化身。他把上述中晚唐開其端的進取與退隱的矛盾雙重心理發展到一個新的優質點。」

（頁 210） 
15 林語堂：《蘇東坡傳》（臺北：德華文藝，1979 年），〈原序〉，頁 5-6。 
16 孫岳等：《佩文齋書畫譜》（臺北：新興，1969 年），卷五，引揚雄〈法言〉，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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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獻 

 
蘇軾於宋神宗元豐二年（1079）七月因烏臺詩案下獄，同年十二月責授水

部員外郎、黃州團練副使、本州安置、不得簽書公事。17元豐三年正月初一，蘇

軾離京師赴黃州，開始其空有官銜，而無實權，近乎流放，且時時受黃州太守監

視的生活，元豐七年（1084）三月改授汝州團練副使，本州安置。18四月離黃州

赴汝州，元豐八年元月到泗州（江蘇盱貽），上表乞求常州（江蘇常州市）居住，

五月到常州，六月，蘇軾奉命赴登州（山東蓬萊）任知州，到任五天，受司馬光

（1019-1056）推薦而赴京師。從元豐二年到元豐八年六月，是蘇軾一生中政治

生涯落差最大的時段，此段時期之生活經歷、書法作品，本論文名之為「黃州時

期」。 
五年半的謫居生活，蘇軾留下許多詩、詞、散文、書畫⋯⋯等文藝作品及

與友人間往來的書信。毛筆是當時主要的書寫工具，因此蘇軾只要有一篇作品完

成，就應該有一件墨寶傳世，蘇軾視書法為體驗人生、修養身心的雅事，書法既

然是其修身養性、止痛療傷的工具，故此間臨書、抄書的墨蹟亦當不計其數；且

蘇軾在黃州時期書法作品已見貴於時，時人收藏先生作品亦時有所聞，因此在黃

州時期，蘇軾的傳世作品理應十分豐碩。可惜東坡生前對自己的作品不甚珍惜，
19以及書蹟歷經三次浩劫，20故今日可見蘇軾真蹟可謂為鳳毛麟角。 

今日東坡書法真蹟收藏最豐富的莫過於台北故宮博物院。台北故宮依照本

來的尺寸，將原蹟及其題跋影印成《宋蘇軾墨蹟》上、下兩冊，並編入《故宮歷

代法書全集》第十輯等之中，在《宋蘇軾墨蹟》有：〈京酒帖〉、〈喫茶帖〉、〈覆

盆子帖〉、〈獲見帖〉、〈職事帖〉、〈一夜帖〉、〈久留帖〉、〈屏事帖〉、〈前赤壁賦卷〉、

〈歸去來辭卷〉、〈吏部陳公詩跋〉等十一件為黃州時期的書蹟，至於〈黃州寒食

帖〉的真蹟亦收藏於台北故宮21，而〈杜甫榿木詩卷〉亦寄存於台北故宮22，至

於收藏於北京故宮的〈新歲展慶帖〉、〈人來得書書帖〉二帖則輯入《快雪堂法帖》

                                                 
17 孔凡禮：《蘇軾年譜》（北京：中華，1998 年第一版），卷十八，頁 446-460。 
18 《蘇軾年譜》，卷二三，頁 596。 
19 蘇軾：《蘇軾詩集》（臺北：學海，1983 年初版），卷四，〈次韻子由論書〉：「書成輒棄去，謬

被旁人裹。」頁 209。又卷四九，〈答劉沔都曹書〉：「隨手雲散鳥沒矣。」頁 1429。 
20 第一次：元豐二年的烏臺詩案，蘇軾被捕，王閏之帶著一家人投奔蘇轍，皇甫遵派人追趕王

夫人，圍船搜取蘇軾之詩文，王夫人為絕後患，將蘇軾詩文付之一炬，見《蘇軾文集》，卷四

八，〈黃州上文潞公書〉，頁 1379。 
第二次：宋徽宗崇寧元年（1102），蔡京當權，刻「元祐黨人碑」，將蘇軾、范祖禹⋯⋯等人稱
為奸黨，奏請徽宗將蘇軾所為詩文碑刻均毀之，見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臺北：鼎文，1974
年初版），卷四六，〈蔡京當國篇〉，頁 483。 
第三次：靖康之難，金人入侵，輪輸而往者甚重，墨蹟又遭厄運。 

21 傅申：〈天下第一蘇東坡—寒食帖〉（《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卷第七期，1984 年 10月），頁 80-85。 
22 林柏亭：〈東坡先生寒食帖特展〉（《故宮文物月刊》五卷一期，1987 年 4月）：「榿木詩卷⋯⋯
民國初年，溥儀藉著賞溥傑的名義私運出宮，以致散失民間。幸得林柏壽先生購藏，並寄存於

故宮。」（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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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與《中國書法全集》中載入收藏於旅順博物館的〈陽羨帖〉24，以及不之所藏

的〈書營籍周韶落籍詩〉、〈滿庭芳〉（三十三年）兩件，以上共十八件為本論文

可見之真蹟影印本。 
真蹟之外可見的摹搨本以《東坡蘇公帖》25為主。天津本《東坡蘇公帖》收

有：〈梅花詩帖〉、〈與可畫竹贊〉、〈往崎亭詩帖〉、〈羈旅帖〉、〈鐵牛老鼠帖〉、〈兒

子帖〉、〈調巢生詩帖〉、〈杜甫暮歸詩帖〉、〈高文帖〉、〈離揚州帖〉等墨蹟亦作於

黃州時期；北京本《東坡蘇公帖》26收有〈佳事帖〉、〈天涯流落帖〉、〈多病帖〉、

〈掃地帖〉、〈歸農帖〉等為黃州時期的作品。於真蹟難見之下，故以摹搨本為本

論文研究之次一等材料。《東坡蘇公帖》又名《西樓帖》，《西樓帖》今收錄於《中

國法帖全集》27中，《中國法帖全集》所選各帖以傳世的原刻本為主，28故本論文

所使用《東坡蘇公帖》中之搨本皆以《中國法帖全集》為主，共十五件墨蹟搨本。 
除了《東坡蘇公帖》之外，南宋有：《姑熟帖》29、《群玉堂帖》30、《鬱孤臺

帖》31、《鳳墅帖》32等法帖亦收錄蘇軾的墨蹟搨本，其中有與《東坡蘇公帖》重

複者，亦收錄《東坡蘇公帖》未收之搨本，其價值等同於《東坡蘇公帖》，亦為

本論文研究之次一等材料，故本論文從《鬱孤臺帖》取〈徐十三帖〉及〈滿庭芳

帖〉（歸去來兮吾歸何處），從《姑熟帖》取〈黃州謝表〉，共三件墨蹟搨本。至

於《群玉堂帖》、《鳳墅帖》則未收蘇軾黃州時期的墨跡搨本，故本論文未從其中

選取材料。 
關於蘇軾墨跡的刻本，明朝有：《戲鴻堂法帖》33、《雪浪齋蘇帖》34、《餘清

齋帖》35、《晚香堂蘇帖》36、《澄清堂帖》37；其中《晚香堂蘇帖》在選錄蘇軾墨

                                                 
23 《中國法帖全集》：此帖為清初刻本，涿州馮詮選輯，宛陵劉光暘摹刻。此帖在涿州時所搨本，

稱為「涿本」，後黃可潤購版片運至福建，其搨本稱「建版」，後又入清府，乾隆建快雪堂於北

海，其搨本稱「內搨」。頁 221-222。 
24 劉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北京：容寶齋，1991 年第一版）三三冊，頁 192。 
25 《東坡蘇公帖》亦稱《西樓蘇帖》，是南宋乾道四年（1168 年）玉山汪應辰集刻於成都西樓，

據說當時有三十卷，近世殘存六卷，清徐世昌裱褙成五冊，今藏於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上海文

明書局有影印本（六冊）行世，世稱天津本《西樓帖》。是現存收刻蘇帖量最大，摹刻最精者，

可謂下真蹟一等的蘇帖專輯。 
26 大陸淪陷後，北京市文物商店又購得第六冊，計十四帖，其中有二帖與天津本重複，榮寶齋

出版的《中國書法全集》則有複印天津本及北京本的《西樓帖》。 
27 啟功主編：《中國法帖全集》（武漢：湖北美術，2002 年第一版），第六冊。 
28 《中國法帖全集》，〈凡例〉：「所選各帖以傳世的原刻本為主，翻刻本具有價值者，酌選其部

份以供參考，偽刻本概不收入。」頁 1。 
29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南宋淳熙十六年（1189），楊倓、洪邁等刻石於安徽當塗郡，
頁 164。 

30 《中國法帖全集》，此帖為宋韓侂冑輯，其客向若水勒，頁 166。張彥生：《善本碑帖錄》（北

京‧中華，1984 年）， 
31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宋紹定改元年（1228）聶子逑摹刻，頁 168。 
32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宋嘉熙年間（1237-1252）曾宏父摹刻，頁 170。 
33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明神宗萬曆三十一年（1603），董其昌摹勒，頁 189。 
34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明神宗萬曆三十六年（1608），盧氏摹勒上石，頁 190。 
35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明神宗萬曆四十二年（1614），吳廷選輯摹勒，頁 195。 
36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明神宗萬曆四十四年（1616）陳繼儒撰集，釋蓮如、古冰

蕉幻、陳夢蓮摹勒，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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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的過程真偽不辨，故所刻「善惡不一」38，因此本論文去其偽作，於其中選取

〈宋蘇軾書心經楷蹟〉、〈書九歌〉、〈乞居常州奏狀卷〉、〈楷書歸去來辭集字詩詞

赤壁二賦卷〉、〈種橘帖〉、〈菩薩蠻（買田羨陽吾將老）〉、〈乳母任氏墓誌銘〉等

七件搨本作為論述書體之用。 
清朝內府編有的《三希堂法帖》、《續三希堂法帖》、《快雪堂法帖》，私人所

摹刻的有：《觀海堂蘇帖》39、《景蘇園帖》40、《東坡蘇公帖》41等，而《三希堂

法帖》、《續三希堂法帖》在編排摹勒時，改變原蹟的行際、版面格局，無法一窺

蘇軾書法的精神原貌，因此在取作研究材料時，僅能做為論述書體或參考比對之

用，而不取全件書蹟分析，本論文中所引用〈答畢仲舉書〉即是取自《續三希堂

法帖》。至於《觀海堂蘇帖》是重摹《西樓帖》的刻本、《景蘇園帖》又是重摹《觀

海堂蘇帖》的刻本，42因此二者與原蹟的精神頗有差別，此本論文不取《觀海堂

蘇帖》、《景蘇園帖》中的搨本。 
清內府編定的《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著錄蘇軾某些墨蹟收藏、評

定的情形；此外，從宋、元、明、清各朝民間書畫家的題跋，亦記錄蘇軾部分墨

蹟流傳、收藏、品評的情形；近二十年來，海峽對岸對前人書法作品之收集，書

法藝術之研究均不遺餘力：官方有《中國古代書畫圖目》43，其中收有蘇軾書蹟

有：〈定惠院月夜偶出詩稿〉44、〈新歲展慶帖、人來得書帖〉⋯⋯等，其將原蹟

以等比縮小，照相製版，並經過專門人員作鑑定，對書蹟之流傳，有鑑定之功，

上述均可作為本論文論述書蹟流傳的佐證；大陸民間有《中國法帖全集》、《蘇軾

法書字典》45、《中國書法全集》46、《中國墨蹟經典大全》47等，鄰國日本亦有《書

跡名品叢刊》48、《蘭千山館書畫》49等，對於蘇軾可見墨蹟之影本均儘量收集，

以作為本論文輔助論述之材料。 
總計本論文所使用蘇軾的墨蹟有：真蹟影印本計十八件，此為本論文研究

                                                                                                                                            
37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又名《來禽館真跡》，為明泰昌元年（1620）邢侗輯刻，頁 202。 
38 容庚：《叢帖目》（臺北：華正，1984 年初版），卷十三，頁 1167。 
39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清道光十八年（1838），廖甡重摹《西樓帖》，共收二十九

首詩，頁 322。 
40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清光緒十八年（1892）楊壽昌輯《三希堂》及《觀海堂蘇
帖》，劉維善刻。頁 353。 

41 《中國法帖全集》十七冊：此帖為清道光三十年（1850），瑛桂輯，頻陽仇和摹刻《西樓帖》

五、六卷，頁 334。 
42 張彥生：《善本碑帖錄》（北京：中華，1984 年第一版），頁 190。 
43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北京：文物，1999 年） 
44 因《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圖版較小，故本論文所用之圖版取自劉正成主編的《中國書法全

集》，頁 130。 
45 李志賢等主編：《蘇軾法書字典》（上海：上海書畫，1997 年第一版），本書是將蘇軾同一字的

不同寫法收集在一起，並標明出處。 
46 此書有兩種版本，一為劉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北京：榮寶齋，1991 年北京第一版）；

一為雒啟坤主編：《中國書法全集》（北京：九州圖書，1999版），本論文使用的《中國書法全

集》均為劉正成所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以免混淆不清。 
47 周侗主編：《中國墨蹟經典大全》（北京：京華，1998 年第一版） 
48 西川寧、神田喜一郎兼修：《書跡名品叢刊》（東京：二玄社，2001 年） 
49 林柏壽：《蘭千山館書畫》（東京：二玄社，1978 年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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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要材料；從《東坡蘇公帖》中取墨蹟搨本十五件、《鬱孤臺帖》取墨蹟搨本

兩件，從《姑熟帖》取墨蹟搨本一件，以上十八件均取自宋代刻本，其與原蹟的

精神相去不遠，卻多一份金石之氣；益以取自《續三希堂法帖》的〈答畢仲舉書〉、

取自《中國書法全集》的〈定惠院偶出詩稿〉計二十件墨蹟搨本。在真蹟難見之

下，此二十件摹搨本為本論文研究之次一等材料。又《中國書法全集》中收錄兩

件下落不明的書蹟影本，其為〈書營籍周韶落籍詩〉、〈滿庭芳〉（三十三年）兩

件，50本論文將此二者視為研究之次一等材料；至於《晚香堂蘇帖》、《景蘇園帖》

等則去其偽作，將其與前人題跋中所論述之書蹟，置於「其他」一類，作為論述

書體或輔證之用。 

                                                 
50 《中國書法全集》三三冊將〈書營籍周韶落籍詩〉置於〈天際烏雲帖〉之後，頁 83-88。三四
冊言〈書營籍周韶落籍詩〉、〈滿庭芳〉（三十三年）：「現不知所藏。」（頁 40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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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人研究之成果 

 
蘇軾逝世至今九百年，此間有關其人、作品的研究號稱「蘇學」，海內外研

究之成果，實難一一列舉，因本論文主要在論述其黃州時期的書法藝術，故前人

研究成果乃以書法為主，再參酌其他文學藝術的研究視界與成果。 
就學位論文而言，專門研究蘇軾書法者有：陳錚的《蘇東坡書法研究》51、

曾憶慈的《蘇東坡書法及其教學之研究》52，前者偏重於資料之蒐集與整理，後

者又將蘇軾的書法與書法教學連結；盧廷清的《蘇東坡的書法藝術》53，此文著

眼於蘇軾書學理論、書風發展、書法之評價及影響；許玉芳的《書法線條中的情

緒表現—以顏真卿、蘇東坡、徐謂為例》54，此文則以蘇軾等人的書墨蹟為例，

從心理學的角度論書法線條中透露的情緒。就蘇軾書法對後世影響方面的研究

有：夏賢李的《金代書法之蘇軾與米芾傳統》55，其將蘇軾與米芾的成就並列，

側重於趙秉文對蘇軾書法之繼承；王心悅的《陸游與范成大的書法研究—兼論宋

金的蘇黃米傳統》56，此文側重蘇軾對南宋書法的影響。至於從文藝美學方面兼

論蘇軾書法美學理論的有：衣若芬的《蘇軾題畫文學研究》57、謝惠芳的《蘇軾

題畫文學之研究》58、鄭文倩的《蘇軾藝術思想研究》59、范文瑞的《蘇黃書畫

理論中道與象的辯證問題》60。 
就期刊論文而言，專門討論〈黃州寒食詩卷〉及其相關問題的有：盧廷清

的〈蘇東坡黃州寒食帖賞析〉61，傅申的〈天下第一蘇東坡—寒食帖〉62，江兆

申的〈蘇東坡寒食帖〉、石守謙的〈無佛處稱尊—談黃庭堅跋寒食帖的心理〉63，

林柏亭的〈東坡先生寒食帖特展〉、張清治的〈三年寒食黃州雨，一氣呵成萬古

書—東坡寒食帖今賞〉64，熊琛的〈對「臺」「海」之辯的商榷—申論山谷〈寒

食帖跋〉的原旨〉、洪惟助〈也談東坡與西臺—山谷寒食帖跋中的李西臺是誰？〉，
65鄭瑤錫的〈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東坡書法特展簡介〉66，趙明的

                                                 
51 陳錚：《蘇東坡書法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 73 年碩士論文） 
52 曾憶慈：《蘇東坡書法及其教學之研究》（高雄師大國文教學 92 年碩士論文） 
53 盧廷清：《蘇東坡的書法藝術》（臺灣師大美研所 77 年碩士論文） 
54 許玉芳：《書法線條中的情緒表現—以顏真卿、蘇東坡、徐謂為例》（屏東師範學院視覺藝術

教育所 90 年碩士論文） 
55 夏賢李：《金代書法之蘇軾與米芾傳統》（臺大藝研所 81 年碩士論文） 
56 王心悅：《陸游與范成大的書法研究—兼論宋金的蘇黃米傳統》（臺大藝研所 88 年碩士論文） 
57 衣若芬：《蘇軾題畫文學研究》（臺大中研所 88 年博士論文） 
58 謝惠芳：《蘇軾題畫文學之研究》（臺灣師大國研所 83 年碩士論文） 
59 鄭文倩：《蘇軾藝術思想研究》（臺灣師大國研所 80 年碩士論文） 
60 范文瑞：《蘇黃書畫理論中道與象的辯證問題》（淡江中文所 81 年碩士論文） 
61 載於：《美育月刊》第五四期，1994 年 12月，頁 15-18。 
62 載於：《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卷第七期，1984 年 10月，頁 76-85。 
63 江、石二氏的作品載於：《故宮文物月刊》第八卷第一期，1990 年 4月，頁 10-29。 
64 林、張二氏的作品載於：《故宮文物月刊》第五卷第一期，1987 年 4月，頁 18-35。 
65 熊、洪二氏的作品載於：《故宮文物月刊》第五卷第十二期，1988 年 3月，頁 111-117。 
66 載於：《故宮文物月刊》第九卷第七期，1991 年 10月，頁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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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黃州謫居和寒食詩卷書法〉67，盧廷清的〈寒食帖與蘇軾黃州時期書法〉
68等。有敘述〈黃州寒食詩卷〉流傳的情形，有評論〈黃州寒食詩卷〉的藝術價

值，亦有從〈黃州寒食詩卷〉中論述蘇軾在黃州的生活及心情變化，亦有從〈黃

州寒食詩卷〉論述蘇軾的書學的創作理論、美學風格，更有論述〈黃州寒食詩卷〉

的跋語。 
從美學的角度討論蘇軾書法思想、書法美學理論的期刊論文有：朱孟庭的

〈論蘇東坡書法美學思想〉69，張德文的〈蘇軾論藝術的自然美〉70，王世德的

〈蘇軾的文藝美學思想〉71，朱郁華的〈蘇軾的書論、書藝及其美學思潮〉72，

林同華的〈中國傳統書法文化與現代美學思潮〉73，白砥的〈對書法美的本質及

其表現形式的思考〉74，莊耀郎的〈蘇軾的書法美學論〉75，陳靜琪的〈宋四大

家行草書神韻之美研析〉76。 
專門討論蘇軾的書法創作理論的期刊論文有：江正誠的〈蘇軾的書法及其

書論〉77、盧延清的〈蘇東坡書學思想之探討〉78、石叔明的〈自出新意不踐古

人—東坡論書及其墨蹟〉79、蕭燕翼的〈以意為尚的蘇軾書論〉80。而陳奕純的

〈中國古代書論的兩大命題與蘇軾書論的形成〉81則是從道的映象與主觀感情的

表達論述蘇軾書學理論的形成；陳秉貞的〈莊子藝術精神與蘇軾的書法創作思想〉
82則是從莊子精神的自由解放、心齋與坐忘、由技進道、平淡天真之美論述對蘇

軾書法創作的影響。 
專門討論蘇軾的書法風格的期刊論文有：戴麗珠的〈蘇東坡論書法〉83、蔡

崇名的〈蘇東坡書法賞析〉84、于大成的〈東坡書法〉85、汪中的〈書藝與靈境

兼論東坡〉86、俞美霞的〈蘇、黃的尚意書風〉87、周詳林的〈自然之最寫意之

                                                 
67 載於：《新竹師專學報》六期，1980 年 6月，頁 173-211。 
68 載於：《故宮文物月刊》第十四卷第五期，1996 年 8月，頁 110-125。 
69 載於：《國文雜誌》第三期，1999 年 6月，頁 263-282。 
70 載於：《中國文化月刊》一四一期，1991 年 7月，頁 64-73。 
71 載於：《國文天地》九十期，1992 年 11月，頁 9-19。 
72 載於：《書法研究》1991 年第二期，頁 67-80。 
73 載於：《書法研究》，1995第三期，頁 32-38。 
74 載於：《書法研究》，1999 年第一期，頁 1-15。 
75 載於：見《淡江史學》第十期， 1999 年 6月，頁 91-106。 
76 載於：《嘉義師院學報》第十三期，1999 年 11月，頁 101-129。 
77 載於：《幼獅月刊》四三卷二期，1976 年 2月，頁 60-64。 
78 載於：《實踐學報》二七期，1996 年 6月，頁 79-102。 
79 載於：《故宮文物月刊》五卷四期，1987 年 6月，頁 122-127。 
80 載於：《書法叢刊》四十期，1944 年 4月，頁 19-24。 
81 載於：《書法研究》，六一期，1954 年，頁 52-63。 
82 載於：《人文及社會科學教學通訊》十一卷二期，2000 年 8月，頁 171-186。 
83 載於：《幼獅月刊》四三卷五期，1976 年 5月，頁 45-47。。 
84 載於：《高雄文獻》九卷十期，1982 年 3月，頁 1-35。 
85 載於：《中國國學》第十一期 ，1983 年 9月，頁 277-287， 
86 載於：《孔孟月刊》二一卷，1983 年 8月，頁 49-51。 
87 載於：《美育月刊》第五五期，1995 年 1月，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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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蘇東坡的書法藝術觀—兼及蘇米比較〉88。也有以宋代書風為主題，兼論蘇

軾書法風格的期刊論文：尹旭的〈求意態於兩極之間—宋代書風論要〉89此文以

泛論兩宋的書法風格為主，兼顧蘇軾的書風；王壯為的〈北宋的忠藎書家—歐陽

脩、蔡襄、蘇軾〉90此文從忠君的立場將歐陽脩、蔡襄、蘇軾三人同時並論；徐

利明的〈蘇、黃異同論〉91則是比較蘇軾與黃山谷二人在書法上的異同。 
黃山谷評蘇軾的書法：「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處，郁郁芊芊，發於筆墨

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92論及書卷氣對書法風格的影響，而提及蘇軾

書法蘊藏書卷氣的期刊論文有：陳方既的〈論「書卷氣」〉93、管毅平的〈書卷

氣‧學者心—兼論傳統及其他〉94、葉鵬飛的〈書卷氣、創作、創新〉95、叢文

俊的〈「書卷氣」考評〉96。 
至於從宗教對書法影響的角度立論，並以蘇軾為例的有：陳美的〈禪意詩

情—由王維與蘇軾作品談起〉97、楊諤的〈禪與書法〉98、傅京生的〈禪宗發展

歷程斷面及從書法藝術看禪宗思想的異化〉99等。 
 

                                                 
88 載於：《書法研究》，1999 年第二期，頁 22-40。 
89 載於：《書法研究》，四五期，1991 年，頁 66-76。 
90 載於：《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三期，1975 年 1月，頁 174-179。 
91 載於：《書法研究》1992 年第四期，頁 47-55。 
92 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五，〈跋東坡書遠景樓賦後〉，見楊家駱主編《宋人題跋》（臺北：世界，

1992 年四版，頁 230。） 
93 《山谷題跋》，2000 年第三期，頁 1-18。 
94 《山谷題跋》，1995 年第四期，頁 39-44。 
95 載於：《書法》總一 O三期，1995 年第四期，頁 2-5。 
96 載於：《書法》，總九七期，1994 年第五期，頁 45-47。 
97 載於：《明道文藝》二四六期 1996 年 9月，頁 154-157 
98 《山谷題跋》，1991 年第一號，頁 64-77。 
99 《山谷題跋》，1996 年第六期，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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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論文先從《宋蘇軾墨跡》、《中國法帖全集》中的《東坡蘇公帖》、《中國古

代書畫圖目》、《中國書法全集》、《書跡名品叢刊》等蒐集蘇軾的墨蹟，依據前人

研究之成果，整理、分析、比較其墨蹟創作之時期，選出屬於黃州時期的墨蹟，

作為分析之主要文本。並以《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以及宋、元、明、清、

民國及大陸地區官方編輯的圖目為主，民間書畫家鑑賞的題跋為輔助，了解蘇軾

書蹟流傳、收藏、評鑑的情形。歷經浩劫之後出現之影本、搨本，前人無法確定

是否為黃州時期之墨蹟時，則匯集同一字的字體，就其用筆、結構、墨色的風格，

分辨其是否為黃州時期的墨蹟。此外，參考前人對蘇軾文學藝術的研究成果，並

從蘇軾的詩、詞、文章中歸納出蘇軾的書學創作論。 
其次運用焦點透視法先從蘇軾早年的政治主張立論，論述其踏入政壇後實踐

理想的方式，引發烏台詩案的經過、臺諫追攝及身陷囹圄的遭遇。其次從務農養

生、親友慰藉、參禪悟道、讀書創作、寄情山水等五種方向說明蘇軾在黃州時期

的生活面貌。最後歸結出蘇軾在黃州時期大多是驚恐退怯的心態，當受到友誼慰

藉時又毫不掩飾其心中感激之情，這種感恩之情隨著時間的醞釀，其內心又有一

分退隱與進取的掙扎，然而蘇軾的內心深處畢竟是孤獨寂寞的，所以偶爾也會有

自我寬慰的達觀灑脫之語出現。 
再者以審美心理學的觀點切入，論述蘇軾經由烏台詩案的政治事件刺激，使

其暫時放下原有的政治理想，轉向以文藝創作的方式重新建構其新的生命藍圖。

因此，先從蘇軾與歐陽脩、黃庭堅等師友的切磋，宋代寫意思潮、前人影響的焦

慮、蘇軾書學的師承、學問的累積、人品的涵養，以及其豐富的人生經驗等，歸

納蘇軾書論形成之因。其次從其「意造」、「神氣骨肉血」的主張，分析蘇軾書論：

自出新意、不踐古人，技道相參、技道並進，形神相依、不計工拙，以及在執筆、

運筆、結字、章法、用墨等技巧上的不拘法度，到無法之法的境界。再將蘇軾黃

州時期的墨蹟依字體分行書、草書二者論述其書蹟創作的緣由、內容及流傳。 
又透過讀者反應理論，分析蘇軾從閱讀古人典籍所留下的文化記憶、文化

圖像，及運用符號學、文化批評等方法，分析黃州時期墨蹟中的筆法、章法、墨

色等。首先釐析〈黃州謝表〉、〈前赤壁賦卷〉100等墨蹟，論述其忠君愛國的觀念，

死而後已的士人執著，然而，一旦受小人構陷，經歷冤獄，九死一生，謫居黃州，

面對政治重挫的恐懼與盡忠朝廷的矛盾。其次分析〈梅花詩帖〉、〈黃州寒食詩卷〉

等墨蹟中灑脫不羈的風格，論述其茫然無奈的心情與自我超越的尋求。再分析〈歸

去來辭卷〉、〈往崎亭詩帖〉及尺牘等墨蹟，並以抄佛經等事實作佐證，論述其超

越現實與修身進道的方法。最後以與友人的尺牘及乳母墓誌銘等，論述其內心深

                                                 
100 於本論文中〈前赤壁賦卷〉是指元豐六年（1083）所書寫的書蹟，〈赤壁賦〉則是指元豐五年

（1082）所書寫的文章，以此區隔本論文中詩文與詩帖的名稱，其餘諸帖與詩文的名稱對照參

見本論文之後所附之表一，筆者將不另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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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處理私我情感與群性倫理的表現。 
此外，運用心理美學先從筆法、墨法、結字、章法、格式等方面論述蘇軾墨

蹟中所呈現的「意造與無法」；再從墨蹟中造型空間的時間性，以及時間過程的

空間凝結，二者共同形成時間的序列，從凝鍊靜穆、平淡自然、灑脫超逸等三方

面論述其書蹟中所蘊藏的美學意蘊；最後從儒道佛三家的觀點，論述其端莊典

雅、蕭散清遠的書寫風格，以及思維快速轉變時所呈現「凝靜與豪放」的風格與

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