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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藝術是書寫主體生命律動的外化、昇華與張揚，又是其書法文化意識

的躍動、高漲與激發，因此書法藝術除了客體外觀形式的點線結構之外，還包含

主體的生命意志、豐富情感及特殊想像力，而創作主體的生命意志則同時受制於

歷時性文化文本與共時性文化文本的影響。1所謂歷時性文化文本是指從歷史上

不同時間維度觀察同一文本結構的轉化、興替、變異，因此從其動態的、縱向的

發展中可發現其審美規範性的位移，觀察文本的轉化、興替、變異，當可追溯創

作主體從歷時性的文化傳承中吸取的養分；所謂共時性文化文本是指同一時代同

一文本的結構方式，從其靜態的、橫向的發展中可分析、比較、歸納出同一類文

本在某一時代突出的文化品性，然而處於同一時代的創作個體，因其生活經驗、

思想感情、文化修養、個性心理特徵以及心境之不同，其審美經驗亦不同，因此

縱使同一類的文本也形成不同之創作風格。 
書法藝術發展到六朝，步入自覺的時代，不僅各種書體發展完備，審美意

識也逐漸確立，南方是以王氏父子為中心的士族階層為代表，以行、草書為通行

書體，以蕭散簡遠為其主要風格；北方則是融合宗教等因素，致使造像題記興盛，

書寫者多為無名之工匠，呈現出質樸雄偉之風格。唐朝新帝國之興起，一切制度

規範重新建立，在書體方面也改變行、草書隨性書寫的模式，經由唐太宗、歐陽

詢、虞世南、褚遂良等人逐步完成楷書筆法、章法等規範，故唐朝以楷書為流行

書體，其間有顏真卿、柳公權就楷書風格上創新，然而中規中矩的楷書體系實在

無法完全表達中唐以後社會急遽變動的文化風尚與文人士大夫的生命意志，遂有

延續張旭、懷素的狂草盛行，突破楷法的書寫體系。 
宋太祖重文輕武的國策註定宋朝在國力、版圖上無法超越唐朝，面對唐朝

的的國勢及文化成就，無形中宋代文士深層的心理隱約有種焦慮感。宋太宗曾仿

效唐太宗收集二王及歷代名臣書蹟，編成《淳化祕閣法帖》十卷，頒賜文武近臣，

帶動書法藝術的發展及二王書風之再現。然而中國士大夫的心理結構受著儒家思

維的影響，趨向追求穩定、畏懼變化、內向克制的心理狀態，又因禪宗興盛，宋

代文士好與禪僧往來，形成禪宗士大夫化，禪宗的思維無形中影響士大夫的心

理，增添他們平淡自然的文人文化基調，而唐人楷書注重法度的書寫方式實在無

法真切表達宋人內向、細膩的心理，因此宋人在文字書寫上採取背離唐法的模

式，進而上溯魏晉「尚韻」的風格以樹立自己的書風。 
北宋初期的書法則沿續唐代餘波，仿顏體的有李建中、杜綬、歐陽修、蔡

襄等；學李陽冰等小篆的有徐鉉、徐鍇、郭忠恕、釋夢英等。他們構成了北宋初

                                                 
1 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1994 年第一版）認為文體學中語言結

構方式可從歷時的角度作歷史語言學的描述，從共時的角度作結構語言學的描述，由此兩種維

度合觀可以得知文體演變的各種現象，並歸結其中變化之規律，頁 4-7。筆者將此一概念運用

到書法史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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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書壇的主體，雖都得自唐代，但已逐漸改變唐人書風為雍容端麗之風，直到歐

陽修的「樂心說」2、「人品如書品」3，蔡襄的「神氣說」4，宋朝書風才逐漸走

向以儒家思維為基調的寫意風格。宋仁宗嘉祐二年（1057），歐陽脩以翰林學士

兼史館修撰充任知貢舉，有為國舉才之權，始排除險澀怪誕之「太學體」，拔舉

古雅簡淡之古文。歐陽脩為文壇盟主，擁有文化權力，在文人社群中登高一呼，

天下文風為之大變，開宋朝寫意美學之思潮。 
在北宋初期的書法家當中，最享盛名者為李建中和蔡襄兩人，但是真正確

立宋代書風的是蘇軾、黃庭堅和米芾三人。 
蘇軾是歐陽脩的學生，又逢世代交替之時，其延續歐陽脩寫意美學之思潮，

並予以深化，在書法創作上提出：「知法通理、自出新意」，「技道相參、技進於

道」，「由形而神、不計工拙」，「無法之法、無意乃佳」的美學主張。然而從嘉祐

六年（1061）出任奉翔簽判，到元豐二年（1079）七月湖洲追攝為止，其中除了

返鄉替父親守喪之外，十餘年仕宦生涯，從汴京（開封）、鳳翔、杭州、密州、

徐州到湖洲等地均為朝廷命官，又因其受儒家思想之薰陶、以家國為先之人格特

質，在文藝創作上多為奏章、議論、遊歷、酬唱等主題之作，至於個人內心深層

生命情感的書寫較少；詩案之後，謫居黃州，公務之暇，讀書修持，遊覽赤壁山

川，得江山之助，吟哦沈詠，現之篇籍，使其咀嚼已久的美學主張得以實踐，故

黃州時期是蘇軾文藝創作之顛峰期，許多膾炙人口之詩、詞、篇章均為此期之作；

在書法藝術方面，與王羲之〈蘭亭序〉、顏真卿〈祭侄文稿〉並稱的〈黃州寒食

詩帖〉也是此期之作，除〈黃州寒食詩帖〉外，此期仍有尺牘、奏章、詩帖、詞

帖、寫經文字等墨蹟也呈現多樣的風貌，筆者將先從筆法、墨法、結字、章法、

格式等方面探究蘇軾在此一時期墨蹟中所呈現的「意造與無法」；其次從時間與

空間的藝術表現方式論其書蹟中的「神氣與靈韻」的美學內蘊；末則從儒道佛三

家觀點論其「凝靜與豪放」的審美風格及其風格之轉變。 
 

第一節 意造與無法 
 

中國古代士大夫在老莊哲學「以神遇不以目視」5、「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6的啟迪下，已注意到審美活動中運用直覺感受、主觀聯想可以增加藝術美的感

                                                 
2 歐陽脩從實際書寫經驗中體會出書法「樂心之說」。他認為學習書法可以調節精神，讓身心得

到適當的休息；其次寫字時有一種創造的美感及抒發性情的快感，再者在觀摹歷代名人的書蹟

時，可以獲得無窮的美感與快感。見《歐陽文忠集》（臺北：臺灣中華，1965 年臺一版），卷

一三七，〈學書消日〉、〈作字要熟〉、〈晉王獻之法帖〉，頁 7。 
3 歐陽脩有「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惟賢者能存爾」的言論。見《歐陽文忠集》，卷一二九，

〈世人作肥字說〉，頁 4。 
4 蔡襄《端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０九０冊）卷三十四，〈評書〉：「學書之要，唯取
神、氣為佳，若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不知書者所為耳。」（頁 6280）。蔡襄始開啟
宋朝以「神氣」論書的風潮，他認為學書時模象體勢，只有形似而無精神，作品必不能稱佳，

因此他論書法之要在於取「神氣」為佳。 
5 《莊子集釋》，卷二上，〈養生主〉，頁 119。 
6 《莊子集釋》，卷二中，〈人世間〉，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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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力。中唐以後南禪宗興起，禪宗主張「本心即佛」、以心傳心、不立文字，他

們認為任何語言文字都不足以完全表達深邃廣大的禪旨，因此禪僧們以打啞謎、

講究機鋒的方式觸發聽者，故禪宗有「參活句勿參死句」及「頓悟」兩個著名的

觀點，這兩個觀點經由文士活用、轉化到審美活動與文藝創作上，他們自覺到可

以運用藝術感受力和藝術想像力去追溯、補充創作主體在構思時的內心情感及哲

學體驗，以「意」去求「意」，因此沈括曾說：「書畫之妙，當以神會。」7蘇軾

在讀李之儀的詩作時也說：「每逢佳處輒參禪。」8他們讀詩文、評論書畫特別講

究清心淨慮、排除雜念，用自己的直覺觀照、內心體驗，默然神會，在審美時追

溯創作主體背後深遠涵意與情感哲理。審美主體的直觀、聯想就像禪宗「參活句」

一般，拋棄語言文字、具體形象及色彩等的侷限，一切隨審美主體主觀地、直覺

地感知，因此「參活句」並非完全漫無邊際的感知，其中心是「我心即佛」、「我

心清靜」，故將禪宗的「參活句」運用在書法藝術創作上則是「無法之法」，這是

一種熟稔筆法、墨法、章法等技法，又拋棄、活用各種技法之後，筆隨意走的書

寫境界。 

「參活句」的方式是「頓悟」，「頓悟」本是禪宗的主要功夫，禪宗的「本

心即佛」即強調主體的「心」對外物有決定作用，主體可以通過直覺、頓悟而達

到追求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此一心理歷程與文士的藝術創作和審美經驗相似。

藝術欣賞是以審美主體的經驗為主，它的主觀隨意性、直觀性都很強，審美主體

通過禪定的沉思冥想，主體才能到達一種物我交融的境界，下意識裡才能進行大

跨度跳躍性的非理性思維活動，當主體在某一點上突然受到觸發而昇華時，則能

到達「物我兩忘」、空心澄慮、本心清淨的最高境界，此種瞬間頓悟的境界會使

主體有超越一切時空、因果、物我的界限，當這種瞬間頓悟的境界用語言文字、

線條或畫面表達時，語言文字、線條、畫面則是將大跨度跳躍性的非理性思維的

定格化，此時主體已經忘卻所有的遣辭造句、畫法、筆法、墨法、章法等技法，

沉潛於非理性的藝術想像時的真實情感的直接抒發中，此時客體最能準確地傳達

主體的心境。9 
蘇軾稱自己的創作歷程是：「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意造」

一詞可從有正、反兩種不同角度詮釋，早在《南史》中曾以「意造」一詞批評曹

景宗，其言：「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不解，不以問人，皆以意造，

雖公卿無所推。」10李延壽認為曹景宗為人剛愎自用，於不解之處，恥於問人，

妄加臆測，故「意造」一詞在此有負面指責之意；然而在蘇軾的詩集文集中「意

造」則有正反兩面之解釋，蘇軾面對當時學者為學不精時有「略其分齊，捨其度

數，以為不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不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11之言，其以美

                                                 
7 《夢溪筆談》，卷十七，〈書畫〉，頁 169。 
8 《蘇軾詩集》，卷三十，〈夜直玉堂，攜李之儀端叔詩百餘首，讀至夜半，書其後〉，頁 1616。 
9 關於禪宗對與中國士大夫藝術創作思維的影響，詳見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台北：天宇，

1988 年臺一版），頁 184-196。 
10 李延壽：《南史》（臺北：鼎文，1976 年初版），卷五十五，〈曹景宗傳〉，頁 1356。 
11 《蘇軾文集》，卷十二，〈鹽官大悲閣記〉，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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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烹調製作為例，說明學習歷程有其有一定的規矩、法度，因而批評學者「捨其

度數」、「一以意造」，此處「意造」一詞亦是負面用法；然而他也用「意造」讚

美李伯時的畫：「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

若出一人。」12蘇軾讚美李伯時所繪製之佛像，得其精神，使畫像栩栩如生，此

處所謂的「意造」則是「其神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13之後，「天機之所合，

不強而自記」14之創作，因此當主體「神與萬物交」之時，主體本身所擁有的基

本技法也要與之俱進，唯有技道相參、技道並進的創作歷程，方能發揮「意造」

的正面意義，使客體達到渾然天成的境界。至於「我書意造本無法」其中之「意」

與歐陽脩「含不盡之意」、「畫意不畫形」15之「意」相同，是指主體之生命情感

而言，因此蘇軾此處所謂的「意造」是超越「有法」、通過「無法」的方式，藉

由客體顯現主體生命情感之意。 

在烏臺詩案中蘇軾是權力運作下的犧牲者，他謫居黃州不得簽書公事，使

他有機會思索：擁有器識的文士如何在偃蹇的仕途中重構自己生命價值的問題。

詩與書法是北宋文人社群身分地位的象徵，蘇軾因詩案貶黃州，故此時他不作詩

文，以詞代詩，從事書畫創作，通過「無法」之法，藉由點畫形式將其生命情感

寄託於有形的字跡上。「無法」即是禪宗所說的「活法」，是蘇軾最高層次的書法

創作論，是指會通一切法則之後，由心靈徹底超脫而活用一切法則的一種境界，

而此「一切法則」則包含歷代累積的技法和技法之外的自然萬物之法，因此到達

「無法」的境界之後，一切現成的法則都歸於寂滅，可有可無，可用可棄，它與

主體精神融為一體，無彼無此，無此亦無彼，因此客體已成為主體精神的外化，

故無法即是活法。蘇軾的書法從「二王」、顔真卿、柳公權、徐浩、李北海、楊

凝式等各家吸取營養，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又有「識深見廣學富」16之涵養，

因此他在書法藝術創作時會有「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的實際經驗。

筆者將從：筆法、墨法、結字、章法、格式等五方面析論蘇軾墨蹟中的「意造與

無法」。  
 
一、筆法 

筆法分為執筆法與用筆法，從東漢蔡邕的〈九勢〉就已開始討論到筆法，

其論及轉筆、藏鋒、藏頭、護尾、疾勢、驚筆、澀勢、橫鱗等用筆之法；衛鑠的

〈筆陣圖〉論及真、行、草書的執筆法，以及橫、點、撇、戈挑鉤、豎、翻挑鉤

等七種筆法；王羲之的〈筆勢論〉論及「點」與「戈」的筆法；梁武帝的〈答陶

隱居論書〉則略言運筆法、執筆法及「點」的筆法；唐太宗的〈筆法訣〉有「腕

豎」、「實指」、「虛掌」的執筆法，以及「點、畫、撇、豎、戈、環、波」等筆法；

                                                 
12 《蘇軾文集》，卷七十，〈書李伯時山莊圖後〉，頁 2211。 
13 《蘇軾詩集》，卷七十，〈書李伯時山莊圖後〉，頁 2211。 
14 《蘇軾詩集》，卷七十，〈書李伯時山莊圖後〉，頁 2211。 
15  歐陽脩：《歐陽文忠集》，卷六，〈盤車圖〉：「古畫畫意不畫形。」（頁 4） 
16 《書林藻鑑》，卷九：「作字之法，識淺、見狹、學不足，三者終不能盡妙，我則心、目、手

具得之矣。」（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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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詢有筆法〈八訣〉；孫過庭《書譜》談到運筆技巧17；張懷瓘的〈論用筆十

法〉以四字一口訣解釋用筆規則，《玉堂禁經》則分析「永」字用筆法、結字等；

徐浩〈論書〉有：「筆不欲捷，亦不欲徐，亦不欲平，亦不欲側。側豎令平，平

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利。」18大略說明用筆的原則；顏真卿〈述張長史筆

法十二意〉也談到用筆、結字、章法等；憲宗貞元年間韓方明〈授筆要說〉談到

執管、撮管、握管等五種執筆法；元和年間林蘊〈撥鐙序〉有「推、托、撚、拽」

四字法；李煜〈書述〉將林蘊「撥鐙四字法」增為「擫、壓、鉤、揭、抵、拒、

導、送」八字法，故在蘇軾之前討論執筆法、用筆法之言論已多，且有逐漸豐富、

深化之趨勢。 
由於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及增加科舉名額，刺激讀書人口增加，也帶動家

具文化、製筆文化的快速改變，唐末的高腳桌椅到宋朝逐漸普遍，讀書人坐椅倚

桌而書，筆鋒以軟毫或兼毫為主，因此執筆法則以「撥鐙法」或「五指執筆法」

為標準，如此方能中鋒行筆，造成筆劃渾厚圓潤、呈現立體感之書蹟。蘇軾則取

唐太宗的「實指」、「虛掌」的執筆法，他堅持「把筆無定法，要使虛且寬」19的

原則，主張筆不可拿死，至於何種執筆法，則以書寫方便、靈活為主，因為書寫

姿勢的改變，蘇軾則以偃筆單鉤法執筆，「單鉤法」是唐以前的執筆法，宋朝因

書寫桌面升高，仍拘泥於「單鉤法」執筆會造成創作主體之不便，蘇軾則以偃筆

單鉤法執筆，取其靈活、方便之書寫品性。 
唐末五代畫家荊浩曾就張彥遠「書畫用筆同法」20的概念，將書法之筆法活

用到繪畫上，荊浩提出用筆要靈活，要突破「筆」這種物象「形質」的限制，他

說：「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不質不形。」21才能畫出「如飛如動」22的氣

勢。因此用筆靈活則先要執筆靈活，蘇軾的偃筆單鉤執筆法適用於書寫小字，清

朝書法家朱履貞也說：「惟小楷可用，餘皆不可。」23陳振濂也認為「寫尺牘小

頁無妨，寫擘窠大字就難以擒縱自如了。」24因此以此種執筆方式書寫日常之尺

牘、奏章等字形小於四公分的楷書或行楷書皆可，又因為其掌握「實指」、「虛掌」、

「腕活」的原則，遇到行、草書連筆書寫時，因手腕靈活而減少字形侷促現象，

「腕活」的概念蘇軾得之於歐陽修，他說：「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

不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卻不免敧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

謂筆正。」25所謂「指運而腕」正是執筆不可僵硬，行筆時手指、手腕均要靈活

                                                 
17 《孫過庭書譜》：「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峰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豪芒。」（頁 16） 
18 《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引徐浩〈論書〉，頁 142。 
19 《蘇軾文集》，卷七十，〈記歐公論把筆〉，頁 2234。 
20 張彥遠提出書畫同源同法之見解，他認為：「書畫用筆同法」、「書畫異名而同體」、「同源而異

流」，見氏作《歷代名畫記》，卷一〈敘畫之源流〉：「書畫異名而同體。」（見《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八一二冊），（頁 279）；又卷二，〈論顧陸張吳用筆〉：「書畫用筆同矣！」（頁 293） 
21 荊浩：《筆法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一二冊），頁 424。 
22《筆法記》，頁 424。 
23 朱履貞：《書學捷要》（《叢書集成新編》五二冊，臺北：新文豐，1985 年初版），卷下，頁

29 
24 陳振濂：〈環肥燕瘦誰敢憎〉（《書譜》總第六二期，一九八五年第一期），頁 16。 
25 《蘇軾文集》，卷七十，〈記歐公論把筆〉，頁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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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轉之意，蘇軾以實際書寫經驗領悟歐陽修之言，今分析其墨蹟：〈一夜帖〉最

後一行「季常」二字的連筆有十一公分長、〈黃州寒食詩帖〉十四公分長的「紙」

字、近八公分長的「年」字，甚至於〈梅花詩帖〉中「裂」、「飛」等大字，及「的

皪」、「昨夜」、「關山」等連筆草書（如下圖），皆須手腕靈活運轉才能完成，縱

使蘇軾執筆時以手抵案，其手腕依舊活動自如，否則十一公分長的「季常」、十

四公分長的「紙」字如何寫出其中靈活的姿態？因此陳師道稱蘇軾執筆：「以手

抵案，使腕不動為法。」26陳振濂稱：「腕著和肉必襯紙，使揮灑幅度比較有限。」
27筆者認為其二人未詳細分析蘇軾墨蹟，以致所言有待商確。 

 
 
 

 

 
 

  
 

  

 
 

 

 
 

 

 
 

  

〈一夜帖〉 〈黃州寒食詩帖〉 〈梅花詩帖〉 

 
蘇軾使用偃筆單鉤執筆法，姜夔（1163-1203）對此種執筆法曾有：「筆偃則

鋒出」28之言，因此蘇軾墨蹟中多出現起筆露鋒、偏鋒行筆之筆法，姜夔在楷書

的用筆時又說：「不愈多露鋒芒，露則意不持重」29然而蘇軾因活用筆法，雖起

筆多露鋒，卻無不持重之意，例如〈前赤壁賦卷〉董其昌因其「全用正鋒」30而

喻之為「坡公之蘭亭」。31然而仔細分析〈前赤壁賦卷〉中橫畫、撇畫多以露鋒

行筆，全幅正鋒、側鋒並用，卻造出莊重又不失閒適之意。又行筆於轉折處圓筆、

方筆靈活運用，至於在行筆過程中，突然改變運筆方向翻轉疾行的翻筆32，在墨

蹟中亦常出現，圓筆有蕭散超逸之姿，方筆、翻筆有凝整沉著之勢33，如〈黃州

寒食詩帖〉中「黃」、「海棠」、「雨勢來不已」的「雨」等橫轉豎時用圓筆，「容」、

「雲」、「負」、「夜」等字橫折撇處則用方筆，而「真有力」的「有」、「病起頭已

白」的「病」則運用翻筆，就整篇而言方筆、翻筆的使用多於圓筆，可見其書寫

力度及雄強之勢34。而〈吏部陳公詩跋〉則多圓筆，故有蕭散渾勁35之勢。康有

                                                 
26 陳師道：《後山叢談》 
27〈環肥燕瘦誰敢憎〉，頁 16。 
28 姜夔：《續書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一三冊），〈用筆〉，頁 558 
29《續書譜》，〈用筆〉，頁 558 
30 《畫禪室隨筆》，卷一，頁 37-38。 
31 《畫禪室隨筆》，卷一，頁 37-38。 
32 康有為認為翻筆是寫成方筆的方法之一，見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臺北：華正，1985 年初

版），〈綴法〉：「圓筆用絞，方筆用翻。」（頁 196） 
33 《廣藝舟雙楫》，〈綴法〉：「圓筆者蕭散超逸，方筆者凝整沉著。」（頁 196） 
34 《廣藝舟雙楫》，〈綴法〉：「行草無方筆，則無雄強之神。」（頁 197） 
35 《廣藝舟雙楫》，〈綴法〉：「方用頓筆，圓用提筆。提筆中含，頓筆外拓。中含者渾勁，外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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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曾云：「運筆，必先能運腕，而後能方能圓也。」36蘇軾墨蹟中方筆、圓筆、

翻筆交互錯雜使用，由此也可證明蘇軾運筆時手指、手腕均靈活使轉。蘇軾因執

筆、用筆的靈活無法，配合墨法、結字、章法，使〈黃州寒食詩帖〉、〈前赤壁賦

卷〉、〈吏部陳公詩跋〉等不同的書寫題材，表達出不同的生命情感。 
 

二、墨法 
墨法是書法藝術形式的重要因素，包世臣曾說：「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

墨，則墨法尤為書藝一大關鍵已。」37重視墨法在書法創作上的重要性。而蘇軾

所言：「書必有神、氣、骨、肉、血。五者缺一，不可成書也。」38 其中「血」
與「肉」是書法的形質，指的就是紙上水墨。書法的線條藉由單純含蓄的墨色，

不但使書法作品更富層次感與節奏感，又能蘊藏著創作主體豐富的生命氣質。墨

色一其濃淡區分為渴、潤、濃、淡、白五種，即所謂「墨分五彩」，此五彩又常

與筆法、章法並存，其中的「白」是指結字、章法上的空白部分，是創作時在客

體所留下的空白、空間。其他四彩中「濃」與「淡」在創作之前主體已決定，並

結合字體、章法、風格及書寫題材所蘊含的情意作直覺的構思；而「枯」與「潤」

也是相對的概念，無論使用濃墨或淡墨者都會有枯筆與潤筆出現的情形，善於墨

法者，通常是先出現潤筆，當筆腹中所含的墨已經枯竭，而主體無意停筆沾墨，

才會出現枯筆，因此枯筆是主動、不經意地出現在書寫文字的後半部，以漢字而

言，上下結構者是先寫上半部再寫下半部，如是左右結構者則先寫左半部再寫右

半部，故渴筆出現於字體的下半部或右半部，以便與潤筆取得和諧的結合，枯筆

在潤筆的對比之下，常給人蒼勁之感。 
蘇軾取墨以黑且亮為佳，他並以小孩的眼睛為喻，認為墨要黑要亮，字蹟

才有神采，39故其書蹟給人有豐腴之感。在黃州時期的書蹟中，筆者欲從搨本墨

蹟中分辨其墨色之潤、渴，實屬困難，故僅從其現存紙本墨蹟之影印本中一窺其

用墨之妙。 

黃州書蹟中如〈前赤壁賦卷〉或尺牘大多使用濃墨，因此給人神采煥發之感。

在濃墨中蘇軾亦有潤筆與枯筆之別，〈職事帖〉通篇皆為濃墨，墨色溫

潤，末尾記日「八月十九日」便出現枯竭之渴筆（如左圖），襯之以前

者的濃墨潤筆，寫出蘇軾與曹九章為同鄉、姻親、同僚的多重關係之下

的適意。與〈職事帖〉篇幅相似的〈獲見帖〉，其墨色與〈職事帖〉相

較則為濃重，舉凡可以展開之字，如：獲、辱、遣、感、慰、長官董侯

等字（如下圖），皆因濃重的墨色而顯得行筆遲緩。寫出對這位相識不

                                                                                                                                            
者雄強。」（頁 196） 

36 《廣藝舟雙楫》，〈綴法〉：197。 
37 包世臣：《藝舟雙楫》（臺北：華正，1985 年初版），〈述書下〉，頁 28。 
38 《蘇軾文集》，卷六九，〈論書〉，頁 2183。 
39 《蘇軾文集》，卷七十，〈書懷民所遺墨〉：「世人論墨，多貴其黑，而不取其光，光而不黑，

固為棄物，若墨而不光，索然無神采，亦復無用，要使其光清而不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

佳也。」（頁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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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即將分離、且志同道合的友人不捨之意。 
 

   
 

  

 
相對於〈獲見帖〉濃重而顯得遲緩的墨色，〈覆盆子帖〉則一反平日墨色求

黑亮的書寫習慣，行筆快速，時有枯筆出現，如帖的第三行末一字與第四行首二

字：「見之也」墨色尤其乾枯，第五行末二字與第六行首字：「角請送」的墨色也

是枯筆，將〈覆盆子帖〉的墨色與其使用的「行草書」40字體，顯示蘇軾書寫此

一尺牘時的倉促與隨興。然而在黃州時期的書蹟中以〈黃州寒食詩帖〉的墨色最

富層次感，在〈黃州寒食詩帖〉中的一至三行字形較小，用筆較輕，「年、」41超

過八公分的長度，增添行距的寬度，在濃墨上顯得較輕；三、四兩行寫到海棠被

雨水摧殘時，字形放大，用筆較重，墨色比前三行重；五、六兩行是第一首詩的

結束，字形大小、用筆輕重與開始的三行相似，故墨色又顯得較輕；第八行到十

二行前半，字形放大，用筆較重，九、十兩行間的行距縮小，是整幅墨蹟中墨色

最濃的部分；從十二行後半「但見烏銜紙」以後，因為「銜紙」二字的用筆輕，

「紙」字懸針拉長且筆畫細之故，使得此三行「白」的空間較寬疏，致使墨色又

顯得較輕較淡；最後三行詩句因用筆加重，「哭窮塗」三字字形放大，墨色又顯

得較重。總合而論蘇軾在書寫此帖時依然保持濃墨的習慣，然而因為字形大小、

用筆輕重等緣故，使得〈黃州寒食詩帖〉在整體的墨色上呈現：輕→重→輕→尤

重→次輕→重等多種層次的變化，筆者認為蘇軾活用墨法，尤其是在〈黃州寒食

詩帖〉中，最能以輕重不同層次的墨色，暗喻其內心起伏不定的變化。 
 

三、結字 
書法創作中將字的筆劃依照一定規則的組合稱為結字。清馮班稱之為「間

架」，他在《鈍吟書要》稱：「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

書法無他秘，只有用筆與結字耳。」42他認為美好的結字配合精熟的筆法，才能

有神妙之創作；顏真卿稱之為「結構」，他在〈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稱：「結構

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43說明點畫之間有相互呼應之作用。在

蘇軾之前談論到結字者有：〈筆勢論〉曾云：「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

形勢不得上寬下窄；不宜傷密，密則似痾瘵纏身；復不宜傷疏，疏則似溺水之禽；

不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挂樹；不宜傷短，短則似踏死蛤蟆。」44此舊題為王羲之

                                                 
40 《宋蘇軾墨蹟》上，頁 43。 
41 〈寒食雨二首〉中的第一首：「年年欲惜春」，「年」字重複，在詩帖中作「年、」，「、」表示

重複的「年」字，見圖三九。。 
42 馮班：《鈍吟書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八六冊），卷六，〈日記〉，頁 563。 
43《顏魯公文集》，卷五，〈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頁 5。 
44 《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引王羲之〈筆勢論〉，頁 131。 



第五章：黃州書蹟的美學內蘊與風格 

 195

撰，孫過庭《書譜》則言其出於依托45，然而可視為南北朝行、草書體流行的時

代，書法家對結字的重視。隋朝釋智果〈心成頌〉以四字一口訣並舉例說明字的

結構；唐朝歐陽詢以兩字或四字為一主題說明字之結體法，計三十六法；張懷瓘

《玉堂禁經》「結裹法」其舉例說明十種結字法；徐浩〈論書〉有：「字不欲疏，

亦不欲密，亦不欲大，亦不欲小。小促令大，大蹙令小，疏肥令密，密瘦令疏。」
46就結字作原則性的論述；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大字促之令小，小

字展之令大。」47以張旭與顏真卿問答方式，論間架佈置，然所言與徐浩相同。

故蘇軾之前書法家論及結字者有作原則性的論述，亦有歸納各類字體結字之法。 
蘇軾掌握各種字體、字形的品性，在結字方面僅作原則性的主張，他在替

王晉卿所藏的〈蓮華經〉題跋時曾有：「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

有餘」48之言，此種結字原則同於歐陽詢三十六法中的「大小成形」49。在其今

日可見黃州時期的墨蹟中，就其整體的結字而言：〈前赤壁賦卷〉如長方形或正

方形的結字法，致使重心平穩；以輕重相似的筆劃，行筆遲、速度均勻，致使墨

色均勻散開；如黍米般排列，致使行氣不至偏離中軸線，均造出謹慎、莊重之意；

〈歸去來辭卷〉以橫輕豎重如節奏似的筆法，圓筆、方筆交互運用、重心平穩的

正方形結字法，以及行筆速度加快，造出田園之樂與歸隱之輕快；藉著草書〈梅

花詩帖〉的字形逐漸放大，空間越來越寬鬆，意造出其禁梏已久而重獲自由的奔

放心情。 
蘇軾不贊同杜甫所言：「書貴硬瘦方通神」50。主張「短長肥瘦各有態，玉

環飛燕誰敢憎。」51認為字形短、長、肥、瘦各種型態均有其優美之處，因此〈黃

州寒食詩帖〉的結字有平行四邊形、長方形等各種形態，字形大小相去甚遠，而

「春江欲入戶」的「春」字、「那知是寒食」的「是」字、「墳墓在萬里」的「里」

字、「死灰吹不起」的「死」與「不」等字的重心欹側，又「海棠花」的「海」、

「那知是寒食」的「寒」、「君門深九重」的「重」、「墳墓在萬里」的「墓」等字，

因用筆特別重，致使結字呈現「黑」的部分多，似乎背離蘇軾自己「大字密結無

間、小字寬綽有餘」的結字原則，然而〈黃州寒食詩帖〉的後半部進入無意識之

創作，以「短長肥瘦各有態」的原則審之，則更能呈現其凝重之心情。 

蘇軾擅用各種筆法，使結字重心平穩、偏正、疏密搭配得宜。如〈人來得

書帖〉、〈答畢仲舉書〉的「朋」字，利用草書的借筆，將兩個「月」字連寫（如

下圖）；〈往崎亭詩帖〉的「魂」字利用借換之法52，將左右位置位移成上下結構；

〈一夜帖〉、〈黃州謝表〉的「團」字，因筆劃多而將「專」字省去「ㄧ」及「、」；

                                                 
45 《孫過庭書譜》：「代傳羲之之與子敬筆勢論十章，文鄙理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

軍。」頁 64。 
46《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引徐浩〈論書〉，頁 142。 
47《顏魯公文集》，卷五，〈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頁 5。 
48 《蘇軾文集》，卷六九，〈跋王晉卿所藏華嚴經〉，頁 2195。 
49《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引歐陽詢〈三十六法〉，頁 96。 
50 《杜工部詩集》，卷七，〈李潮八分小篆歌〉，頁 14。 
51 《蘇軾詩集》，卷八，〈孫莘老求墨妙亭詩〉， 頁 371。 
52 《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引歐陽詢〈三十六法〉，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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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帖〉、〈前赤壁賦卷〉的「曹」字上半部省去「∣」；〈前赤壁賦卷〉、〈杜甫

榿木詩卷〉的「美」字，將「大」字寫作「人」字並於左右各加一點；〈前赤壁

賦卷〉、〈往崎亭詩帖〉、〈獲見帖〉的「流」字省略右上方的「、」；〈杜甫榿木詩

卷〉的「畝」字將右邊的「久」寫成「又」；〈往崎亭詩帖〉的「畝」字將右邊的

「久」寫成「∣」和「又」字，都是利用減筆53，減省部分筆劃；〈歸去來辭卷〉

的「氏」字則利用增筆於右上角多加「、」；〈歸去來辭卷〉、〈往崎亭詩帖〉的「瓶」

字，〈前赤壁賦卷〉的「樽」字則利用避就54原則，均將「缶」部左下角寫成「止」，

避免同一字中豎畫太多，以上都是蘇軾在理智創作時，活用各種筆法，達到楷書

或行楷書在個別結字時疏密得宜，使整幅書蹟在章法上達到字與字、行與行之間

相互揖讓、呼應的效果。 
 

      

   
 

 

 
 
四、章法 

章法是字體、篇章結構安排的方法，又稱「布局」、「布白」。指的是字與字

之間要筆筆呼應，行與行之間要顧盼映帶、行氣貫注，全篇要氣韻生動。章法有

「小章法」與「大章法」之別，「小章法」即為「結字」，而整個篇幅的章法稱「大

章法」，一般而言，楷書的章法有行有列，行是指字與字之間縱向的聯繫，列則

是指字與字之間橫向聯繫，草書的章法則分為有行無列、無行無列兩種，行書則

兼有楷書及草書的章法，隨書寫主體之情意而鋪陳。在蘇軾之前討論到章法佈局

者有：〈題魏夫人筆陣圖後〉：「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神靜思，預想字形大小、

偃仰、平直、振動、令筋脈相連，意在筆前，然後作字。若平直相似，狀如算子，

上下方整，前後齊平，便不是書，但得其點畫耳。」55從反面說明行列排列忌諱

之處；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有言：「欲書先預想字形佈置，令其平穩，

或意外生體，令有異勢。」56以顏真卿與張旭之間的問答說明章法佈置之巧。 
蘇軾本之於「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凡推求」的書學主張，因此在其

題跋中罕有個別論及章法佈局之理論，筆者認為「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

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57可視為其在章法上的主張。在楷書具有結字方正、

                                                 
53 《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引歐陽詢〈三十六法〉，頁 95。 
54 《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引歐陽詢〈三十六法〉，頁 95。 
55《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引〈題魏夫人筆陣圖後〉，頁 74。 
56《顏魯公文集》，卷五，〈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頁 5。 
57 《蘇軾文集》，卷六九，〈跋王晉卿所藏華嚴經〉，頁 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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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法端正的品性，因此在章法上帶有飄揚之意韻，使楷書不致過於呆板；在草書

具有飄揚自由品性，書寫時略帶莊重之意，使草書不致過於放任不羈，這些須經

由行列之間的章法佈局才得以顯現。就蘇軾黃州時期墨蹟而言，完全屬於楷書的

墨蹟則無，然而〈前赤壁賦卷〉、〈歸去來辭卷〉、〈吏部陳公詩跋〉三帖屬與行楷

書，故能顯示其莊重又不失飄揚之意韻。 

尺牘的書寫比較自由，尤其是寫給平輩，其字形大小相去不遠，

字距較小，行距較寬，呈縱有列橫無行的排列，以疏密揖讓、對比

照應的形式隨主體的情緒變化、起伏而造出其生命底層之意，如〈一

夜帖〉的前三行墨色濃，中軸線略偏左，而各行最後二、三字又將

中軸線拉回，寫出尋物不得著急之情；第四、五行用筆較輕，「納去

也」、「一餅」、「好事」三處或用連筆，或筆斷意連，顯示行筆速度

稍快，且行際之間輕重、疏密相互揖讓、呼應，空間布白處較前者

多，最後一行不忌「也」字的單字成行，寫出其尋獲解答輕鬆的心

情；「也」字單字成行亦是章法上的忌諱，故蘇軾於其下補以「軾白」

二字，「軾」字的簽名方式如〈喫茶帖〉，有「勾連回環」58之姿，與

前兩行的流暢作左右的呼應，「白」字的重墨亦與「也」字作上下的

呼應；然而「也」與「軾白」之間的留白部分太大，蘇軾於最後一行將「季常」

二字放大且加重力度，濃厚的墨色不但填補「也」與「軾白」之間的空白空間，

又與前三行重墨作左右呼應，而「常」字長達七點五公分的豎筆懸針，先偏左再

回到中軸線的姿態，消解「季常」二字因濃墨所造成的凝重感，致使全帖的章法

雖作重→輕→重的佈局，卻營造出：「尋物」的沉重心情以及獲得解答的輕快心

情，而「季常」二字的濃墨更顯示出有好友可倚靠的安全感。 

草書〈梅花詩帖〉雖然維持縱有行橫無列的排列，然其中軸線忽左忽右，

隨主體之意左右移動。〈梅花詩帖〉的前兩行：「春來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

間」，純寫梅花的開放，蘇軾站在欣賞者的立場寫梅，為有意識的書寫，故以每

行六個字，字形大小相近，中軸線較直的形式表現；第三行也安排六個字，一開

始「間、昨、夜」三字的字型開始放大，最後一個「吹」字縮小，有勉強安置於

第三行的痕跡，此行寫到「夜來風」三字時中軸線略微偏右，到「吹」字時因與

「風」字連筆又拉回中軸線；到的第四行的「裂」、「隨」二字時，字型又開始放

大，是前面字形的二或三倍；第五行僅「飛雪渡」三字，第六行僅「關山」二字

以連筆表示之。筆者認為後兩句：「昨夜東風吹石裂，半隨飛雪度關山」，表面是

寫落梅的飄零，實際上也是寫自己，蘇軾書寫這兩句時，情緒隨詩意而激動，已

顧不得前三行的佈局，任筆之所之，字越寫越大，也不在意中軸線是否偏離，已

然進入無意識的創作境界。且帖中的「飛」字的長寬各是十二公分、八公分，「關」

字的長寬各是十點五公分、七公分，是整幅字中字形最大的兩字，「飛」與「關」

兩字如此的佈局，顯得十分突兀，就欣賞者的角度而言，第一眼就會注意到這兩

字，蘇軾不經意地以放大字體的方式書寫，表達想要突破現況的心理，因為翻過

                                                 
58《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喫茶帖〉，頁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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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就是黃州，蘇軾在書寫「飛」、「關山」時，亦將自己心中的意識轉到梅花之

上，與梅合而為一，落梅隨飛雪度過關山，猶如自己能像雪中的落梅一般度過黃

州這段人生的黑暗期。因此筆者認為：蘇軾在有意無意之間想要藉著梅花孤高、

清遠的形象自我映射，跳脫淒涼、孤獨的現實困境。 

相對於〈梅花詩帖〉的字形逐漸放大，〈黃州寒食詩帖〉（見圖三五）的第

二首字形大小則相去甚遠，小字如：「空庖」、「君」、「在万里也」等其中「也」

字只有一點五公分長，「空」、「万」也只有兩公分長，在章法佈局上似乎不能立

刻引人注意；大字如：「雨勢」的「勢」、「漁」、「破灶」、「葦」、「銜紙」、「墳墓」

的「墓」、「哭涂窮」等字，而這些字中最長的「紙」字有十四公分，「灶」、「葦」、

「墓」、「窮」等字也有六公分以上，且這些字的用筆都較重，在章法佈局上很容

易吸引欣賞者的目光。若配合每個字的涵義，則可發現：「雨勢」的「勢」字字

形變大，用筆較重，頗有雨勢越來越大的感覺；「破灶」的「灶」字寫成「穴」

下加「土」加「黽」的造型，筆劃雖繁多，但方筆、沉濁的筆觸強調「破」的涵

義，傳達黃州的生活情況－－窮；「銜紙」兩字安排的空間超過整行的一半，但

其用筆卻是整首詩中較輕的部分，此處以較寬疏的結字、較多的空白強調詩中時

間的概念－－烏鴉銜紙，又是清明；清明掃墓，祖墳何在？蘇軾以厚重的「墓」

字傳達思鄉之情，又以緊密、較小的「在万里」三字表達故鄉的遙遠；然而當初

為報君恩而離家，而今「君門深九重」59，「君」的字形縮小，有君門遙遠、難

進之嘆，因此前途是茫然不知所措；「哭塗窮」三字筆劃加重，配合下一個「死」

字，頗有未來無望之感。蘇軾其有意無意地將字形放大或縮小，筆劃或輕或重，

以表達他生命底層的真實聲音。 

〈黃州寒食詩帖〉此種字形大小相差懸殊、用筆輕重分明的章法在六朝、

隋唐五代的書家中極少看見，唯有顏真卿〈裴將軍碑〉（見圖四四）中略見其痕

跡，筆者認為蘇軾本之於「書畫同源」及「活法」的原則，在〈黃州寒食詩帖〉

中活用長短、輕重、高低、上下、遠近等繪畫技巧60，以近於繪畫近大遠小、近

深遠淺的章法佈局，強調「雨勢」的「勢」、「漁舟」的「漁」、「破灶」、「濕葦」

的「葦」、「銜紙」、「墳墓」的「墓」、「哭塗窮」等字的義涵，其實都與他詩中激

動的情緒暗合，他利用這種大小、輕重的字錯落安排於詩卷上，意造出：黃州多

雨、生活窮困、時光飛逝、君恩難報、故鄉難歸之意。 

〈黃州寒食詩帖〉中以懸針拉長為收筆的寫法在蘇軾墨蹟中也十分罕見。

他早年學習二王的字蹟，在王羲之的〈大道帖〉（見圖四十）中「耶」的最後一

筆、〈諸賢帖〉（見圖四一）「耳」字右邊的豎筆，然而在王書中這種豎筆作懸針

                                                 
59 《蘇軾詩集》，卷二一，〈寒食雨二首〉，頁 1113。 
60 宋初〈山水訣〉及〈畫山水訣〉中對山水畫形式美構造提出長短、輕重、高低、上下、遠近、
隱顯、有無、繁簡、虛實、疏密、聚散、清濁等美學概念，見《佩文齋書畫譜》，卷十三，引

李成〈山水訣〉，頁 283：文同畫竹雖主張成竹在心，而藏於臺北故宮的〈墨竹圖〉已運用到長

短、輕重、高低、上下、遠近、疏密、聚散、清濁等形式美的構圖原則及繪畫技巧，蘇軾從文

同學畫，無形中亦受其陶染，因此筆者認為：蘇軾無論書法、繪畫非不重技法，而是技道相參、

技進於道，以達到傳神采的境界，故蘇軾在書寫〈黃州寒食詩帖〉時雖無異使用何種技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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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拉長的表示手法不常見，尤其是「耶」的豎畫縱長是王書中少見的異態61；中

年學習顏真卿的字，在顏真卿的〈裴將軍詩〉中的「軍」「麟」二字、〈述本帖〉

（見圖四三）及〈劉中使帖〉（見圖四二）的「耳」字也有拉長的現象；然而在

王羲之、顏真卿的墨跡中，懸針拉長的收筆法使用不頻繁，至於〈黃州寒食詩帖〉

中「年」、「中」、「葦」、「紙」四字均以懸針的方式收筆，這種在同一件作品中不

忌諱的安排四次懸針，表面上是他在章法上的「自出新意」，而與詩之內容同時

觀看時，或有跳脫現實生活枷鎖的用意。 
此外書法創作中鮮有單字成行的布局者，〈劉中使帖〉中「耳」字單字成行，

張旭〈自言帖〉（見圖四五）中「神」、「耳」亦單字一行，然而顏真卿、張旭均

以懸針將「神」、「耳」等字豎筆拉長，使其佔滿一行的佈局，以避單字成行之忌，

然而在〈黃州寒食詩卷〉中「起」字則以濃墨成字，單獨成行，筆者認為這也是

在章法上的「自出新意」，而欲突出「死灰吹不起」之涵意。 
書法作品有贅字點掉或有落字時，一般都補在作品之後，且被視為有瑕疵

的作品，如果書寫者認為雖有瑕疵，然而再寫一次無如此次傳神，往往會保留原

件。在〈黃州寒食詩帖〉中有兩處瑕疵，黃庭堅稱此帖：「試使東坡復為之，未

必及此。」62因此蘇軾有意留下此手卷，果真有其「匠心獨運」之處。兩處瑕疵

在：第一首詩中點掉「子」字，在於「殊」、「少」兩字之間加上「病」字；其次

是「春江欲入戶，雨勢來不已」之後多寫一個「雨」字，當蘇軾發現多寫一個「雨」

字，不以為意地直接點四點。「病」字字形雖小，但突出於「夜半真有力⋯⋯」

一行之外，有引人目光之意，「雨」字旁邊加上四點，有突出「雨」字的涵義，

若與詩意同觀時，或可交織串蘇軾的內心之意：蘇軾在這段時期身體狀況是多病

的、黃州的氣候是苦雨的。 
書法創作藉由章法的變化最能蘊含主體內心深層的用意，蘇軾在黃州已是

貶官身分，甚至到無官可銷的地步，然而王珪等人依舊伺機羅織罪名，蘇軾不敢

作詩文，因此在書法創作上，活用前人的章法，以異於以往的書寫形式，隱藏其

不同層次的內心意識。〈梅花詩帖〉已用字形逐行放大的方式變更以往書寫的章

法，而〈黃州寒食詩帖〉更有：字形大小的變化、四次懸針筆法、落字贅字、單

字成行、以及不同層次的墨色等章法上的變化，因此近人劉正成從形式構成的創

作意識而論〈黃州寒食詩帖〉：「如果用今天形式構成的創作意識來分析，其字形

的欹側，其行氣的錯落，其章法的高潮迭起，均是匠心獨運。」63筆者贊同劉正

成的評論，認為〈黃州寒食詩帖〉確實以圖像的方式造出黃州時期蘇軾窮困、多

病、矛盾、無奈的心情。 

  
五、格式 

                                                                                                                                            
因技道相參、技進於道的緣故，不經意的活用各種技法。 

61 《中國書法全集－－三國兩晉南北朝編》十九冊，頁 363。 
62 《山谷題跋》，卷八，頁 265。 
63 《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頁 64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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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創作是主體自我生命的外顯，因此主體個人之生命經驗與藝術風格皆

須透過客體而張揚，客體包含內容、形式兩部分，內容是指書寫的題材而言，形

式則可細分為形式與格式兩部分，書法的形式可以是「線條」64，可以是「用筆、

結構、意境」65，筆者綜合稱之為筆墨律動的線條。而書法的格式根據史紫忱先

生認為是：碑、帖、立軸、屏、橫披、冊、卷、對聯、鏡面等九種，66陳欽忠先

生將書法格式分為：尺牘書法、詩卷書法、立軸書法、對聯書法等四種。67此處

所論述之格式即採用陳欽忠先生的說法。 
晚唐以來詩人與書法結合，詩人以書法作為其感物吟志的抒情方式，因而

興起詩帖寫作風氣，此種風氣傳入北宋則展開書法文學化的書寫傾向，舉凡詩、

詞、散文、題跋等均可作為書寫之題材，使詩卷、詞帖等格式的書寫風氣蓬勃發

展。就蘇軾傳世墨蹟而言，在詩案之前除了尺牘之外，已有〈答任師中家漢公詩

帖〉、〈次韻答劉涇詩帖〉、〈章質夫寄崔徽真詩帖〉、〈續麗人行詩帖〉、〈次韻秦太

虛見戲耳聾詩帖〉等詩帖，其中屬於搨本者，筆者無法判斷其篇幅之長短68，至

於現存於臺北故宮的〈次韻秦太虛見戲耳聾詩帖〉則為短篇之詩帖69；詩案之後，

蘇軾謫居黃州，公務之暇，仍有詩帖的創作，如：〈梅花詩帖〉、〈往崎亭詩帖〉、

〈黃州寒食詩帖〉、〈調巢生詩帖〉等，其中以〈黃州寒食詩帖〉的書寫格式最為

特殊，〈黃州寒食詩帖〉是詩卷的格式70，其結合〈寒食雨二首〉的內容與行書

自由書寫的形式，有雙重抒情的相乘效果，再配合其無意識的、大跳躍的佈局，

寫盡蘇軾黃州生活淒苦、思念國君、思念故鄉之意。 

〈寒食雨二首〉作於元豐五年（1082）的寒食節，〈黃州寒食詩帖〉應該寫
於〈寒食雨二首〉稍後，在此之前蘇軾興建的雪堂落成，並榜書「東坡雪堂」四

字，有〈雪堂記〉為誌，文中蘇軾與客有一段對話，客因「藩余者，特智也爾。⋯⋯

人之為患以有身，身之為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

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不能釋，心以雪而警，則神不能凝。⋯⋯

子見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見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71因此以老莊

的逍遙物外，邀請蘇軾作「藩外之遊」72，經過一番對話之後，蘇軾自以為不及

客之境界，於文末歌曰：「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性之便，意之適，不

                                                 
64 葉秀山：《書法美學引論》（北京：寶文堂，1987 年第一版）：「我們不能把書法的內容完全局

限於文字的含意，而忽略書法線條本身的含意，如果沒有後者，書法和文字就不能很好地區別

了。」（頁 93） 
65 劉綱紀將「用筆、結構、意境」三者視為書法形式美的藝術。見劉綱紀：《書法美學簡論》（長

沙：湖北人民，1982 年第一版），頁 22-52。 
66 史紫忱：《書法史論》（臺北：中國文化大學，1982 年初版），頁 159-184。 
67 陳欽忠：〈法書格式的演變與展望〉，伍—6。 
68 〈次韻答劉涇詩帖〉、〈章質夫寄崔徽真詩帖〉、〈續麗人行詩帖〉三者均為搨本，帖心高二九

點五公分，據劉正成主編：《中國法書全集－－蘇軾卷二》，三四冊，頁 1。 
69〈次韻秦太虛見戲耳聾詩帖〉為紙本，現存於臺北故宮，其長寬分別為三十點七公分、四五點

三公分，見《宋蘇軾墨蹟》，下，頁 26。 
70《中國法書全集－－蘇軾卷二》三四冊：〈黃州寒食詩帖〉不含引首與托尾，其長寬分別為三

三點五公分、一一八公分，頁 2。 
71 《蘇軾文集》，卷十二，〈雪堂記〉，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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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他，在於群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不棄兮，我

其子歸。」73孔凡禮認為文中之「客」實以潘大臨為原型74，潘大臨是黃州處士

潘革之孫，蘇軾謫居黃州時，潘大臨曾向蘇軾學詩，後為江西詩派詩人。筆者認

為蘇軾在〈雪堂記〉以潘大臨為原型所代表的「客」具隱逸之生命取向，「客」

以對話方式出現在〈雪堂記〉，可視為蘇軾真實自我的投影，而文中的「蘇子」

則代表蘇軾現實的部分，因此在〈雪堂記〉中蘇軾透過與客的一段對話的過程，

實際上是現實的自我與真實的自我的一場深層心靈的對話，是蘇軾的自我獨白，

蘇軾透過自我對話方式，自己說自己聽的自我溝通的過程，表達其內心處於仕與

隱、進與退之間的矛盾心情。 
寒食節過後，蘇軾有沙湖相田之行，回程途中遇雨，有「何妨吟嘯且徐行，

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75之言，蘇軾以實際經驗領悟淋雨狼狽之

後的灑脫，其後又有「蝸角虛名，蠅頭微利，算來著甚乾忙，事皆前定⋯⋯江南

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76頗有超越功名、歸於平淡之嘆；又以詞的形式

改寫陶淵明的〈歸去來辭卷〉為〈哨徧〉，抒發其思鄉歸隱之情，蘇軾除了以小

楷抄錄分別贈與董毅夫、朱壽昌之外，於耕種東坡時，令家僮歌之，自己則釋耒

而和之；而後七月既望有赤壁之遊，悟得宇宙萬物常與變相對之理，同時又有「人

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77、「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78等感嘆，而後

有「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79的打算；同年十月，蘇軾再遊赤壁，終於悟出

「化」的永恆性、持續性。這一年是蘇軾遠離政治核心的第三年，年初，蘇軾身

體不適，左臂腫脹，經聾醫龐安常一針而癒80；不久，神宗有意起用蘇軾為中書

舍人兼翰林學士，卻被王珪所阻；益以舉試不第的秦觀、王適（蘇轍之女婿）、

亡命的巢元修、辭官的董毅夫、道士楊世昌等人先後到黃州探望、投靠蘇軾，而

蘇軾又不斷地重讀《莊子》，齋居靜坐，致使佛家、道家空無逍遙的思想逐漸濃

厚。故知元豐五年，蘇軾之思想正處於矛盾、蛻變之中。〈黃州寒食詩帖〉超越

章法的佈局除了寫出其窮困的生活、多雨的天氣、無奈的心情之外，還有暗藏仕

隱、進退間的矛盾。 
〈黃州寒食詩帖〉於手卷前後各有一段很長的「引首」及「托尾」，這是在

詩案之前其他紙本墨蹟所沒有的現象，董其昌云：「東坡作書，于卷後餘數尺，

曰：『以待五百年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81睫庵云：「坡仙與孫子書云：

『過辱枉顧，知事物冗迫，不敢久留，語紙軸納去，餘空紙兩幅，留與五百年後

                                                                                                                                            
72 《蘇軾文集》，卷十二，〈雪堂記〉，頁 411。 
73 《蘇軾文集》，卷十二，〈雪堂記〉，頁 412。 
74 《蘇軾年譜》，卷二一，頁 535。 
75 《蘇東坡詞》，卷二，〈定風波〉，頁 234。 
76 《蘇東坡詞》，卷二，〈滿庭芳〉，頁 237。 
77 《蘇東坡詞》，卷二，〈念奴嬌〉，頁 247。 
78 《蘇東坡詞》，卷二，〈臨江仙〉，頁 252。 
79 《蘇東坡詞》，卷二，〈臨江仙〉，頁 252。 
80 《蘇軾文集》，卷五三，〈與陳季常〉第三首，頁 1565。 
81 《畫禪室隨筆》，卷一，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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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跋尾也。』⋯⋯兩紙餘幅甚長，不見他卷。」82蘇軾欲以此留給後人作為題跋，

用意深長，如果配合〈雪堂記〉、〈定風波〉、〈哨徧〉、〈念奴嬌〉，前、後〈赤壁

賦〉之體悟，筆者認為：蘇軾以罪犯之身分，不敢作詩文，卻留下〈黃州寒食詩

帖〉，表面上是寫黃州生活淒苦、思君思鄉之意，然而內心身處正處於進退仕隱

的抉擇。詩案之前，蘇軾的詩文、墨寶已有名於世，〈黃州寒食詩帖〉留下托尾，

一段空白的空間，豈只是期望後之學者對其詩文或墨蹟作題跋？石守謙曾言：「原

來，這種形式上的空白，實際上充塞著東坡傲岸的自負，與其向後世書家的挑戰。」
83再配合〈黃州寒食詩帖〉中錯落的章法，無意識大跳躍式的書寫方式，正是生

命情感波動起伏的流露，長長的托尾除展現出蘇軾「傲岸的自負」之外，更是期

望能與後人作生命的交流。 
在黃州時期類似此種長卷形式，有「引首」或「托尾」者還有〈前赤壁賦

卷〉、〈歸去來辭卷〉兩件墨蹟。就書寫題材而言，蘇軾已從「詩」擴大為「賦」

或「辭」；就書寫內容而言，〈前赤壁賦卷〉是體認到宇宙萬物「變」與「常」之

理，〈歸去來辭卷〉則是陶淵明歸隱田園的誓言，蘇軾抄寫此二文有認同道家、

佛家思維的傾向，也是此一時期審美感知改變的印記；然而就其作用而言，前者

是送給傅欽之，後者或是送給毛維瞻；因贈與對象不同，一為書寫自己的作品，

一為抄錄古人的詩文，因此在〈前赤壁賦卷〉的跋語有叮嚀的意味。 
蘇軾因政治詩而獲罪，到黃州不敢作詩文，故黃州期間的詩文數量極少，

相對此一時期詞作大增，蘇軾更以「詞」作為書寫題材者，而有「詞帖」的書寫

格式。詞發展到蘇軾之前，仍限於男歡女愛、離愁別恨的主題，李煜、范仲淹等

人雖開展詞「言志」的傾向，其作品仍屬少數。因此宋朝初年，填詞風氣雖已開，

然而在士大夫傳統的觀念中，仍視詞為「艷科小技」，所以晏幾道將所作的詞集

送給韓維看，韓維說：「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不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

補不足之德，不勝門下老吏之望。」84可見當時在士大夫階層視填詞為「德不足

者」所作。故知詞這種新文類到蘇軾時仍不受文士的肯定與接受，時人就評蘇詞：

「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85李清照也批評蘇詞：「皆句讀不葺之詩耳，又

往往不協音律者。」86可知蘇軾當時在詞壇上的聲譽遠不及詩文的聲譽。 
蘇軾任杭州通判時才開始填詞87，然而他本之於「物一理也，通其意，則無

適而不可」88的創作原則，因此他認為任何主題均不限於一種文類表達，可以詩、

詞、散文等不同文類書寫之，故其在黃州時期蘇軾曾將陶淵明的〈歸去來辭卷〉

改寫為〈哨徧〉詞及〈歸去來集字十首〉詩。蘇軾的烏臺詩案因〈湖州謝上表〉

                                                 
82 《壯陶閣書畫錄》，頁 200。 
83 石守謙：〈無佛處稱尊—談黃庭堅跋寒食帖的心理〉（《故宮文物月刊》第八卷第一期，1980
年四月），頁 19。 

84 邵博：《邵氏聞見後敘》（北京：中華，1983 年第一版），卷十九，頁 151-152。 
85 《後山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四七八冊），頁 279。 
86 李清照：《李清照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2000 年第一版），卷三，〈詞論〉，頁 266-267。 
87 今存蘇軾詞集中，〈浪淘沙〉是他的第一闋詞，作於熙寧五年（1072），時蘇軾三十七歲，任
杭州通判。見曹樹銘校編《蘇東坡詞》，卷一，頁 91。 

88 《蘇軾文集》，卷六九，〈跋君謨飛白〉頁 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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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治詩之內容所致，到黃州仍是小人環伺，故其不作詩文，以戒口業，然而以

蘇軾不吐不快個性，趁著詞不受文士普遍接受的趨勢，藉詞作為一個中介空間
89，以傳達他的心意。蘇軾本之「通意」、「活法」，將詩中可以歌詠之主題以長

短句的方式表達，他的詞除了不談政治之外，舉凡登高、懷古、記人、敘事、抒

情、議論等內容均可入詞，他打破「詩言志，詞言情」的界線，以詩為詞，將個

人的「志」蘊含在詞中，完成詞的「士大夫化」90，清人陳廷焯（不詳）曾讚美

蘇詞：「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不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蓋仿九

品論字之例，東坡詩文縱列上品，亦不過上之中下。若詞則幾為上之上矣。」91

庾肩吾（487-551）作《書品》一卷，將漢到齊梁時期擅長真書、草書者，分為

上、中、下三品，三品中又再細分上、中、下三品，合為九品，陳廷焯仿庾肩吾

評書法之分等級，將蘇詞列為上上品，可知蘇軾詞作之質。蘇軾藉詞依曲拍的長

短句型，與行書憑性情書寫的文化品性，更以詞作為書法藝術創作的題材，在今

日可見之墨蹟中，黃州時期的詞帖有：〈滿庭芳詞〉（三十三年）、〈滿庭芳帖〉（歸

去來兮）、〈哨徧〉、〈菩薩蠻〉（買田陽羨吾將老）、〈漁父破子詞〉（漁父飲）等。

其中〈滿庭芳帖〉（歸去來兮）、〈哨徧〉兩件墨寶還具有酬贈之用，牽涉到交往

性之儀式作用，以小楷書寫，翻造出蘇軾莊重之意。 
自晚唐興起詩帖書寫風氣之後，杜牧更於詩帖前加「序」，其〈張好好詩並

序〉帖已有「詩」「序」兩種不同文類並置的格式，蘇軾在黃州時期則有「詩」

「跋」、「賦」「跋」、「詞」「序」跨文類的書寫格式，藉著不同文類的性質、文類

並置與書體本身文化品性的相乘效果，更能表達其創作時的不同心情，例如：以

行楷書書寫的〈前赤壁賦卷〉，〈赤壁賦〉一文中疏朗、開闊的氣氛難見，圓潤的

筆法，「如黍米琲」92的章法，筆者認為可視為蘇軾從元豐五年到元豐六年對人

生體驗的採樣，再配合賦帖之後的跋語，造出其沉著而謹慎地向傅欽之表達此一

時期思想轉變之意。 
無論是詞帖書法或辭賦書法，基本上可視為詩卷書寫格式的衍生，因此蘇軾

在黃州時期的書法創作以尺牘書法及詩卷書法的書寫格式為主，至於立軸書法及

對聯書法則不見。自西蜀孟昶在除夕題「新歲納餘慶，嘉節號長春」93的對聯之

後，新春的門聯、對聯由此而興，春聯原是皇宮內苑或官宦人家才能張貼，直到

明太祖時春聯才進入民間，至於對聯在宋朝時因蘇軾等人喜歡在各地寺廟中，撰

                                                 
89 劉紀蕙：《孤兒女神負面書寫》（新店：立緒文化，2000 年第一版），引用巴柏「舞臺」為「空

隙通道」的概念：中介空間不屬於任何被指定的身分認同，接續社會上層與底層，黑人與白

人，介於種種不同社會族群的組織結構之間。她說：「舞臺是一個中空的過度空間，隨時會

被不同社會階層、不同意識型態範疇或是不同文化認同的聲音填充遞補。」因此她認為舞臺

像是不同意識轉換的界面，頁 66-67。筆者認為：由舞臺亦可轉換到文類上，創作主體可藉

由不同的文類，達到其書發情感、意識型態等目的，更可藉由酬贈等活動達到情感交流的作

用。因此筆者稱「詞」為一中介空間。 
90 楊海明：《唐宋詞史》（高雄：麗文，1996 年初版），頁 337-342。 
91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開明書店據光緒原刊本校印），卷七，頁 2。 
92 《蘇軾文集》，卷六九，〈評草書〉，頁 2183。 
93 《蜀檮杌》，卷四，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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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楹聯而蔚為風氣，在《中國楹聯鑑賞辭典》中就記錄蘇軾與黃庭堅等人間相互

所作的對聯，94可知宋朝文士之間作對子風氣之盛。在黃州時，蘇軾常往王文甫

家，一日近除夕，王家正整理桃符，蘇軾曾為其書一春聯：「門大要容千騎入，

堂深不覺百男歡。」95亦可知宋朝時在桃符上題寫春聯風氣之盛行。至於立軸書

法雖盛行於明朝，然而宋朝在繪畫方面已有巨幅畫作96，且將「掛畫」與「飲茶」

同時視為文士之間風雅之事，詩與書法被視為宋朝文士身份的象徵，蘇軾又提出

「詩畫本一律」的主張，以蘇軾「自出新意，不踐古人」97的創作風格，或許也

會有立軸書法的書寫，然而或因立軸書法及對聯書法二者多牽涉到酬贈交往的儀

式行為，蘇軾在黃州沉潛避禍，不作詩文，對於為亭臺作記、為詩文作序的要求，

也多予以婉拒，因而黃州時期或有立軸、春聯的書寫，然或因春聯的年年更新，

或書蹟毀於元祐更化，故今日無法得見。 
 

六、小結  
蘇軾生長於佛教氣氛濃厚的家庭，自幼受到佛教的薰陶，及長遊宦四方，

參訪寺廟，與禪僧往來唱和，參寥道潛、佛印了元等都是他的好友，謫居黃州時

又常到安國寺參禪，因此禪宗「活參」、「頓悟」的思維方式的確影響蘇軾的文藝

創作與審美思維。黃州時期是蘇軾從政的低潮期，卻是他文藝創作的顛峰期，他

從禪宗處悟得「活法」，用在詩的創作上是「捷法」98，用在書法創作上則是「意

造無法」，蘇軾擁有豐富的字內功、字外功及一股浩然正氣，因此他在從事創作

時得以跳脫傳統的筆法、結字、章法、格式等羈絆，寫出其黃州時期心靈的矛盾

與人生觀的轉變。當蘇軾以輕重相似的筆法、結字大小相近的行楷書，造出其謹

慎、嚴肅又不失流暢之意，如：〈前赤壁賦卷〉、〈歸去來辭卷〉、〈吏部陳公詩跋〉

等；當他以或急或徐的行筆速度、或濃或淡的墨色，結字或成四邊形、或大或小，

中軸線或左或右的流轉，當這些情況出現在一幅作品時，則造出蘇軾內心思緒的

快速變化，情感的激動，如〈一夜帖〉、〈人來得書帖〉、〈黃州寒食詩帖〉、〈梅花

詩帖〉等，或造出蘇軾喜悲之間心情的轉變，或造出其進退之間的矛盾，或欲掙

脫桎梏之意。 
 

                                                 
94 《中國楹聯鑑賞辭典》（北京：新華，2001 年第一版），載有：黃庭堅有「松下圍棋，松子每

隨棋子落」之句，而蘇軾則以「柳邊垂釣，柳思常伴釣絲長」之句對之，頁 439；黃庭堅有
「晚霞映水，漁人爭唱滿江紅」上聯，蘇軾則作「朔雪飛空，農夫齊奏普天樂」下聯，又蘇

軾也以「四詩風雅頌」、「四德元亨利」、「兩朝兄弟邦」、「一陣風雷雨」對遼國使者的「三光

日月星」見邱素雲編：《中華對聯鑑賞辭典》（臺中：村尚文化，2001 年初版），頁 75。 
95 張邦基：《墨莊慢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六四冊），頁 77。 
96 現存於臺北故宮黃伯鸞：〈山鷓棘雀圖〉（97cm*53.6cm）、〈雪竹文禽圖〉（97cm*53.6cm）等。 
97 《蘇軾文集》，卷六九，〈評草書〉，頁 2183。 
98 蘇軾在回答明上人尋求作詩的「捷法」時，蘇軾將禪宗隨機應變，縱橫自在的通脫精神用在
詩法上，提出「捷法」便是禪宗的「無法」。見《宋代詩學通論》，頁 215-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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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神氣與靈境 
 

自三國、魏晉開始中國書法步入自覺之時代，書法家將書法視為有生命的

形體，首先以人體的部分形容書法，例如：衛鑠的〈筆陣圖〉曾云：「善筆力者

多骨，不善筆力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猪。多力豐筋

者聖，無力無筋者病。」99張懷瓘的《書斷》曾記載衛瓘之言：「我得伯英之筋，

恆得其骨，靖得其肉。」100均是以人的「骨」、「肉」形容書法的「形」；唐太宗

有「今吾臨古人之書，殊不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力，而形勢自生耳。」101認為

通過字形外表之「骨」、「力」以表達字之「勢」；孫過庭也重視書法藝術中的「骨

氣」與「風神」的關係102。 
歐陽脩以其文學聲譽及文化地位與蔡襄唱和，也主張作品必須蘊含「神

氣」。103蘇軾受其師之影響，並融合前人之說，謂「書必有神、氣、骨、肉、血，

五者缺一，不為成書也。」104他將文字的生命形體作深刻的描繪，其中「神」是

「神采」之意，是創作主體的意識狀態，表現在書法上是一種顯現精神煥發、旺

盛生命力的的審美意味；「氣」是「氣韻」之意，指創作主體的內心情緒與生命

氣息，表現在書法上是一種勃勃生氣流動貫通的審美意味，二者均屬心理現象，

必須透過筆法105、墨法106表達在結字的「筋」、「骨」、「肉」、「血」之上。黃庭堅

評蘇軾書法：「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

爾。」107劉熙載也說：「凡論書氣，以士氣為上。」108在儒家思維的創作體系下

皆主張涵養主體心中之正氣，唯具足鬱鬱芊芊之廟堂之氣、書卷氣、文士氣等高

雅、優雅之氣，客體才能避免各種低俗之氣。109因此宋朝文士主張多讀書以修養

個人的胸次。  
蘇軾於「神」、「氣」之外也論及「韻」字，他認為書法的理想風格是在筆

                                                 
99《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引衛鑠〈筆陣圖〉，頁 74。 
100 《書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一二冊），中，頁 56。 
101《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引唐太宗〈論書〉，頁 134。 
102 《孫過庭書譜箋證》：「凜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假令眾妙攸

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逎潤加之⋯⋯」（頁 42-110）。 
103 《歐陽文忠集》，卷一三十，〈試筆作字要熟〉：「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頁 3）；
蔡襄：《端明集》，卷三四，〈評書〉：「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若模象體勢，雖形似而

無精神，乃不知書者所為耳。」（頁 6280） 
104《蘇軾文集》，卷六九，〈論書〉，頁 2183。 
105 筆法相當於「骨」、「肉」二者，陳繹曾《翰林要訣》（楊家駱主編《宋元人書學論著》，臺北：

世界，1992 年四版）：「字之筋，筆鋒是也。斷處藏之，連處度之，藏者首尾蹲搶是也，度者

空中打勢飛度筆意也。」（頁 505。）又〈第五肉法〉：「字之肉，筆毫是也。疏處捺滿，密處
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捺滿即肥，提飛則瘦。肥者豪端分數足也，瘦者豪端分數省也。」

（頁 506）又〈第三骨法〉：「字無骨，為字之骨者，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矣，
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頁 505） 

106 墨法相當於「血」，見《翰林要訣》：「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頁 504） 
107《山谷題跋》，卷五，〈跋東坡書遠景樓賦後〉，頁 230。 
108《藝概》，卷五，〈書概〉，頁 167。 
109《藝概》，卷五，〈書概〉：「若婦氣、兵氣、村氣、市氣、匠氣、⋯⋯皆士之棄也。」（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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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之外的「蕭散簡遠」神韻，110他也以「韻」評詩，他說： 
 
至於詩亦然⋯⋯獨韋應物、柳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

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亂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

論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不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

酸之外。 
 

蘇軾所謂的詩之美在「在鹹酸之外」就是指文字之外的言外之意。黃庭堅也主張

書、畫、詩文都要以「韻」勝，其言：「觀魏晉間人論事，皆語少而意密，大都

猶有古人風澤，略可想見。論人物要是韻勝，尤為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

得彷彿。」111魏晉時代品評人物以「語少而意密」、「有古人風澤」為主，其「語

少而意密」構成韻勝的因素，以書畫詩文而言就是含有言外之意。「韻」的概念

經過蘇、黃提出之後成為一時的風氣。 
郭熙對自然山水的審美關照有高遠、深遠、平遠三種方式，112郭熙認為「山

形步步移」113、「山形面面看」114，因此「一山而兼數十百山之形狀」115、「一山

而兼數十百山之意態」116，也就是說山水的審美形象具有無限多的側面，然而，

主體要有「林泉之心」117的審美胸襟，面對自然山水才能發揮審美觀照，而此「林

泉之心」是一種「齋以靜心」118之後「萬慮消沈」119的胸襟，此種「胸中寬快，

意思悅適」120是充滿生機的胸襟，主體以此種胸襟觀看自然山水，才能將自己的

情意與自然山水融合，形成審美意象。宋朝文士亦將「三遠」的觀物視境活用到

創作主體的心靈胸次上，他們認為學識能涵養創作主體的胸襟與氣質，雖然胸中

有書數千卷，並不能直接影響書法藝術筆墨線條的構成，但卻影響主體審美意識

的高雅以及創作時線條序列121的時空安排，終而影響書法作品中「神韻」之有無。 
書法是視覺藝術，屬於空間藝術，其空間部分是書法所呈現「形」的部分，

又因書法是由線條所成，點線律動具有一次性、不可逆性、程序的規定性三種特

性，故書法又是時間藝術，其時間部分則是指創作主體在書寫時所顯現的「勢」

                                                 
110 《蘇軾文集》，卷六七，〈書黃子思詩集後〉：「予嘗論書，以謂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

筆畫之外。」（頁 2124） 
111《山谷題跋》，卷四，〈題絳本法帖〉，頁 219。 
112 郭熙：《林泉高致》（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一二冊），〈山川訓〉：「山有三遠，自山下

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至遠山，謂之平遠。」（頁 578） 
113 《林泉高致》，〈山川訓〉，頁 576。 
114 《林泉高致》，〈山川訓〉，頁 576。 
115 《林泉高致》，〈山川訓〉，頁 576。 
116 《林泉高致》，〈山川訓〉，頁 576。 
117 《林泉高致》：「看山水亦有體，以林泉之心臨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臨之則價低。」（頁 574） 
118 《莊子集釋》，卷七上，〈達生〉，頁 658。 
119《林泉高致》，〈畫意〉，頁 579。 
120 《林泉高致》，〈畫意〉，頁 579。 
121 陳振濂認為書法中的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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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氏作：《書法美學》，頁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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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因此由行筆的速度、力度、向度所形成的「勢」是動態的，此種具有時間性、

方向性、連續性、聯繫性的筆勢與字勢是書法造型空間的獨特審美因素，一次不

可逆的書寫造型方式，使得書法的「形」有過程性的審美內涵，因此造型空間的

時間性，以及時間過程的空間凝結，二者共同形成線條的序列，也形成單元結構

的序列，更形成感情的序列，因書寫先後順序所形成的時間的延伸、推移，也紀

錄創作主體在創作過程中感情的起伏，此種因線條序列而形成的感情序列，必然

帶有創作主體一定的心理變化痕跡，當其與創作客體的內容混然化一時，則形成

不同的美學內蘊。故當主體將胸襟所隱沒的意象化為簡約的線條時，所形成的線

條序列、感情序列就含有無限意蘊，以及隱沒的深度空間、立體維度。 
因此本節將從空間的時間性以及時間的空間凝結所形成的線條序列、感情

序列論蘇軾黃州時期墨蹟中的「神氣與靈韻」。因本論文所採用的文本有「蘇軾

墨蹟」的影印本及《東坡蘇公帖》的搨本兩種，從影印本的點畫波磔中猶可分析

蘇軾書寫時行筆的力度、速度及向度，而搨本則經過刻工鐫刻上石的過程，其原

蹟的力度、速度已失，故僅能從其點畫所構成的空間想像其書寫時的神情。以下

將從凝練靜穆、平淡自然、灑脫超逸三種美學內蘊論述之。 
 
一、凝練靜穆 

各種字體有其不同的文化品性，創作主體在特定的時空書寫特定的題材，

其所使用之字體乃取決於主體的審美心理。蘇軾在較理性狀態之下，有所為而為

的作品，其內容有：呈給國君的奏章、書寫自己的詩文詞賦、抄寫古人之詩文或

佛教經典，其所使用的字體大多以行楷書或楷書為主，其中大部份是有應酬作

用，而抄寫古人之詩文或佛教經典部份則有抒情作用，雖是不同的書寫緣由，然

其書寫態度都是端莊嚴謹的，以下就書寫內容與字體相稱者、書寫內容與字體不

相稱者二類，從其點線律動的時間序列論述其凝練靜穆之意蘊。 
 

（一） 書寫內容與字體相稱者 
「詩言志，歌永言。」123抒情是詩歌創作的特徵，詩人採用極具創造性的

語言系統，透過語言結構的重構和變形，以求獲取最豐富的心理內涵和審美效

果，因此詩人在書寫自己的詩作時，配合詩的內容選擇最適合的書體，最能適切

地表達詩人的內心情感。蘇軾以行書書寫的〈往崎亭詩帖〉，其實是楷書、行書

兩種書體相互使用，從其用筆之輕重一致，行筆速度相似，字形大小相去不遠，

致使中軸線直，可以想像蘇軾在書寫此詩時，心情思緒處於平穩的狀態之下，再

配合〈正月二十日往崎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女王城東禪莊院〉一詩中梅花之

多重意涵，在端莊的楷書與流暢的行書之間，流露出凝練靜穆之美。 
至於抄寫古人之詩作，在詩與文字之間，其中又多一層創作主體的文化記

                                                 
122 書法的時間意識早在魏晉時代就已經萌芽，例如：索靖的〈草書勢〉、衛鑠的〈筆陣圖〉、歐

陽詢的〈八訣〉等就以自然的形象比喻書法中筆法的運行。 
123 《書經》（臺北：藝文，1955 年），卷三，〈舜典〉，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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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亦有以古人為師、藉古人詩句澆我心中塊壘之意。蘇軾在黃州所寫的〈杜甫

榿木詩卷〉、〈杜甫暮歸詩帖〉，雖書寫時間不同，然而書寫時經由杜甫文化記憶

的召喚，對其人格典範的崇敬，對自我生命意義的實踐方式逐漸清晰，故杜詩有

安慰蘇軾空寂心靈之作用。〈杜甫榿木詩卷〉是紙本，詩的部分有行無列、直行

不偏離中軸線，多用鋒的筆法，致使力聚神凝，有「字畫沈著，用墨濃淡適中。」
124「結體秀潤」125之美；跋語的部分：用筆輕重不一，楷126、行、草127三種書體

隨結字、章法之需要而交錯使用，且多用懸針、出鋒的收筆，致使跋語姿態橫生，

神采奕奕128，全幅墨蹟行筆流暢、行際間相互揖讓、呼應，致使章法布局疏朗開

闊，有典雅清麗之風。至於鐫刻上石之後的〈杜甫暮歸詩帖〉搨本，雖是行書書

體，卻因搨本之故而少一些行書該有的自在、流暢感，「計白當黑」的中「白」

的部分變成文字，有意義的文字襯之以「黑」的部分，又凸顯其文字本身所蘊含

的意義及占有空間之形態，從其點劃、撇捺、鋒芒、使轉中依稀可想像蘇軾書寫

此詩時的神情、用筆之力度、呼吸及行筆之速度，驗之以杜詩之內容與蘇軾之心

境，〈杜甫暮歸詩帖〉又多一份凝練端莊之感。 

蘇軾本之於「活法」原則，認為詩與詞只是不同形式的情感表達方式，因

此詞發展到蘇軾時，已由歌者之詞轉為士大夫之詞，使詞亦具有抒發創作主體真

實情感之功能。今可見黃州期時的墨蹟中，〈滿庭芳詞〉（三十三年）以行書書寫，

從其點劃、撇捺、鋒芒、轉折中可知其行筆之流暢，輕提重按的筆劃交互使用，

使行間疏朗、墨色有變化，〈滿庭芳〉詞中對棄官黃州三十三年的王長官極為推

崇，配合王長官高潔之為人，全帖流露凝練靜穆之意蘊。 
同樣具有酬贈目的是〈吏部陳公詩跋〉及〈與可畫竹贊帖〉二帖，前者是

蘇軾為陳師仲祖父的詩集作跋語，後者是蘇軾為朱壽昌的屏風作贊語，二者都有

歌頌的作用。無論是陳師仲、朱壽昌或是文同，蘇軾對他們都持有一份特別之情

感，故其睹物思人，表現於筆墨則是用筆平穩，墨色均勻，二帖均以行楷書書寫，

實際上則是楷書、行書交互使用，從四方形的結字、有行無列的章法、疏朗的布

局中，顯示出既流暢又不失端莊之美，由於〈吏部陳公詩跋〉是紙本，點劃、鋒

芒、提按、使轉、映帶之跡清晰可見，故於流暢、端莊之外又多一份俊秀之美。 
 
（二） 書寫內容與字體不相稱者 

以行楷書書寫的〈前赤壁賦卷〉分為「賦」與「跋」兩部分。賦的部分：

橫豎筆劃輕重相似，除了「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之外，捺筆藏鋒、出鋒交互使用，撇筆少有舒展之姿，從鋒芒、挑趯、轉折中可

知其行筆之力度相似、中鋒行筆使鋒正力勁，欲透紙背，終篇結字均呈四方形，

                                                 
124 安岐《墨緣彙觀祿》（臺北：商務，1970 年），頁 27。 
125 吳升《大觀祿》（北京：中國大百科全書，1997 年），卷五，頁 482。 
126 如：蜀、中、也、耳、三、乃、凡、木、中、肥、田、句、尤等字。見《蘭千山館書畫—書
蹟》，頁 41-42。 

127 如：聲、蜀二字。見《蘭千山館書畫—書蹟》，頁 41-42。 
128 《石渠寶笈》續編：「御題：神采尤奕奕飛動，超越筆墨之外。」頁 2861-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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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寬厚豐腴的字形中，筆力凝聚收斂在筋骨中，此謂「純綿裹鐵」，顯現其書寫

時心情平和、態度莊重。明董其昌讚揚此賦「是坡公之〈蘭亭〉也。」王羲之〈蘭

亭序〉既有詩情畫意，又滲透玄理，蘇軾〈赤壁賦〉則為融合莊子及《楞嚴經》

的思想，參透宇宙萬物變與不變之理，其曠達胸襟、高潔靈魂與王羲之亦有相似

之處，王羲之將他風神蕭散、不滯於物的襟懷藉由行書〈蘭亭序〉中表現出來，

蘇軾書寫此卷時，牽涉到酬贈交往之儀式，故選用行楷書書寫，因此表現出一種

靜穆而深沉的氣息，特別耐人尋味。 

〈前赤壁賦卷〉後有一段跋語，蘇軾以行書書之，其行筆速度略微加快，

增加其流暢感，然而提按轉折處用筆變化不大，可知其力度相似，唯「多難畏事」

四字用墨較重，顯示出詩案的陰影仍揮之不去，因蘇軾心中懷有一份芥蒂，故於

書寫時未曾選擇流暢的行書表達〈赤壁賦〉一文中心情之轉換與體悟，卻以行楷

書顯示其書寫時的謹慎態度，故就墨蹟中賦與跋同時觀看，仍呈現典雅靜穆之風。 
書寫內容與選用書體不相稱的情形也顯示在〈歸去來辭卷〉上。以行楷書

書寫的〈歸去來辭卷〉也分為「序」與「辭」兩部分，序的部分：結字成四方形，

由橫輕豎重的筆劃可見其行筆時提按的節奏感；撇捺、出鋒、轉折處展現其舒放

之姿，可知其行筆時呼吸運氣的速度是平穩而有規律；辭的部分：結字成平行四 
邊形，連筆之處增多，行筆速度有逐漸加快的現象，甚至出現「撫孤松而盤桓」、

「或棹孤舟」、「懷良辰以孤往」三處「孤」字以一筆完成，一筆書寫時限條流暢、

轉折處不露稜角，由流暢的線條中呈現主體愉悅之情感。又「農人告予以仲春將

有事於西疇」一句「仲」字訛誤，有點去之跡，遺漏「及」字又無增補之痕跡，

在在顯示蘇軾書寫〈歸去來辭卷〉時的輕快心情，

郭衢階云：「此卷筆法遒勁飄逸。」129配合序與辭

的內容，呈現寧靜飄逸之美。 
 

然而，分析陶淵明的〈歸去來兮辭並序〉一文，序的部份說明辭官歸去的

緣由，兼有理智說理與情感抒發兩部份，而正文部分則充分顯示陶淵明歸返故

里、享受農村生活之樂趣，全文結束於自由、愉悅、毫不後悔辭官的氣氛之中。

筆者以為若配合行書自由、便捷、最適合士大夫抒情達意文化品性，與蘇軾擅長

行書的書寫習慣，以行書或兼有草書的書體，行筆隨著〈歸去來兮辭〉的內容作

速度上的調整，或可有連筆、一筆書的出現，輕重、行氣當隨筆意而有變化，或

乃更能表達〈歸去來兮辭〉中之歸隱田園之意蘊，然而蘇軾卻以參有楷法的行楷

書書寫，點畫撇捺之間參有楷書之筆法，因此又多一份深沉的氣息，耐人尋味。

若將書寫背景設定在贈予毛維瞻致仕之用130，則又牽涉到交往性的儀式行為。元

豐五年（1082）底毛維瞻致仕，蘇軾為其書寫〈歸去來兮辭〉並序，蘇軾一方面

將自己在東坡體驗耕讀生活之趣與其分享，一方面感謝毛維瞻在筠州對蘇轍的照

                                                 
129 《故宮書畫錄》（臺北：臺灣商務，1965 年初版），卷一，頁 48。 
130 元豐五年（1082）毛國鎮自筠州太守致仕，向蘇軾索取墨寶以便「林下展玩」，蘇軾書寫陶淵

明的〈歸去來辭卷〉贈之，見《蘇軾文集》，卷六十九，〈題所書歸去來辭後〉，頁 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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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因此在歸隱之樂中，又蘊藏一份凝練端莊之意。 
元豐七年（1084）蘇軾離開黃州時替潘大臨兄弟書寫〈歸去來兮辭〉、〈歸

去來集字十首並序〉、〈哨徧〉、〈赤壁賦〉、〈後赤壁賦〉五件作品，前三件言歸隱

之趣，後兩件言悟道之樂，筆者認為配以行書或行草書流暢的字體、自由的書寫

方式，尤能表達其中之趣味，然而蘇軾以楷書書寫此五件作品，楷書的筆法的嚴

謹，字形大小亦影響空間的疏密，且每行二十一二字的小楷書，欲表達其中體悟

自然之趣味，實有困難，故蘇軾於其中又參有行書的筆意，造成「結字嚴謹、使

轉鬆秀」131的現象，在凝重嚴肅的離別氣氛中，又增添些許流暢之韻味。 
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之書信，因其所言多日常瑣事，往往意有所思則援筆

立就，因此書寫者可以真實的自我，作無所拘絆的傾吐，以致一般尺牘皆有蕭散

自然的風格。然而在今日可見之黃州時期的墨蹟中，〈高文帖〉、〈久留帖〉與〈屏

事帖〉三者卻異於一般尺牘的風格，呈現出謹慎端莊之風。以行楷書書寫的〈高

文帖〉，是一封婉拒程建用請求「為亭作記」的書信，詩案之後，蘇軾對於索取

詩文一事格外謹慎，常是拒絕或以書寫佛經代之，其中有其不得已之難處，從〈高

文帖〉中大小相似之字形，第三行開始中軸線直，行氣凝聚，可知蘇軾書寫時謹

慎端莊之神情。 

〈久留帖〉與〈屏事帖〉是赴汝州途中所書寫的兩封書信。此二帖內容簡

短132，或申感謝之意，或報平安之用，蘇軾採用行楷書的書寫。〈久留帖〉橫輕

豎重的用筆方式與〈歸去來辭卷〉相似，致使行筆時提按有序，又「頻」、「啟」

二字的長斜撇、「軾」字的長戈、「拜」字的懸針、「餽」字的豎折橫戈等都顯示

出行筆時的舒緩，以及行氣之間的遲速節奏，而蘇軾平和深厚的謝意也從有節奏

的筆墨中逐漸流露出來；〈屏事帖〉幾乎全是楷書，蘇軾以近於楷書的筆法，在

點畫之間透露其矜持內斂之意，蘇軾一家二十餘口，自黃州順長江而下，過筠州，

往金陵，從元豐七年四月啟程，將近一年的旅途漂流，途中物資缺乏，行色匆匆，

蘇軾卻以異於以往尺牘的書寫風格，向「宣猷丈人」報平安，顯示其莊重嚴謹的

美學內蘊。黃庭堅曾評蘇軾的尺牘：「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133近

人李敬忠稱此帖：「字字獨立，真行相伴，藏巧於拙，寓天真於平淡⋯⋯行程一

種體度安莊，氣象雍容，淳古遒勁的風格美。」134筆者認為用之於〈久留帖〉亦

屬適當。 
 

二、平淡自然 
蘇軾在感情流暢沖和、有意無意、輕鬆自在的狀態之下完成的作品，屬於

理性的創作，故作品中不刻意雕琢、無故作姿態，於平淡質樸中趣味橫生，在尋

常的揮灑間有一股濃厚的書卷氣和高妙的韻趣呼之欲出，此類作品大多以行書書

                                                 
131 《壯陶閣書畫錄》，卷三，頁 176。 
132 〈久留帖〉共四十三字，〈屏事帖〉共二十三字，見《宋蘇軾墨蹟》上，頁 35、41。 
133 《山谷題跋》，卷五，〈題東坡字後〉，頁 227。 
134《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頁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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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內容多為蘇軾與朋友間往來書信。 
尺牘的書寫有其實用的目的，其接受的對象可以是家人、親戚、師長、朋

友等不同身分之人，其內容更可以是：吉凶慶弔之應酬語、發表自己見解之議論

語、以及問候抒情等語句，又因收信對象不同，故書寫內容無所不包，形成一種

宜於表露情意的書寫情境，從而造就尺牘書法的妍妙。尺牘施於家人朋友之間，

意有所思則援筆立就，所言內容多屬日常瑣事，因此書寫者可以一種純然率真之

自我，作無所拘絆的自由傾吐。再加上「趨變適時」135的行書品性，以及書寫者

與受信者之間交情深淺的不同，更增添尺牘隨機書寫的隨興、自然之美。 

在今日可見之尺牘書蹟中〈京酒帖〉、〈喫茶帖〉是蘇軾初到黃州之作，二

者都是寫給杜道源的，因其內容簡短、字數少，因此不拘泥於書信的開頭及結尾

的固定格式，顯然是在匆忙之中、不經意書寫的便條，姚淦銘評〈啜茶帖〉：「蘇

軾此書亦非經心。」136故有「結體穩密，姿態橫生」137之美。蘇軾與杜道源有世

交之情誼，蘇軾謫居黃州，在異鄉見到故人，蘇軾的心情是「釋然無復有流落之

嘆。」138此帖用筆較重且遲速有序，致使結字留白的空間較少，於濃厚的墨色中

依然有其蕭散之美。〈喫茶帖〉與〈京酒帖〉明顯差別在於〈喫茶帖〉結字留白

的空間較多，益以「孟堅必已安好」六字的連筆、「軾」字的「勾連迴環」139，

致使全帖有一股疏朗之氣，驗之於「無事」、「喫茶」的書寫背景，可知蘇軾書寫

此信之目的。宋代文士有飲茶的風俗，他們不僅視茶為一種普通的生活習慣，且

將茶與藝術結合，形成所謂的「文士茶」，喫茶可視為文士精神風貌的寫照，因

此從〈喫茶帖〉平穩的行筆速度、力度，結字大小相去不遠的空間布局，顯現出

一種自由、疏淡之美。 
與〈京酒帖〉、〈喫茶帖〉同樣具有便條性質的是〈覆盆子帖〉，此帖亦不拘

泥於書信的開頭及結尾的固定格式，甚至無收信者姓名，顯然也是在匆忙中書寫

的便條。此帖墨色如〈京酒帖〉用筆重、按的動作較多，然而帖中三個「一」字，

姿態不一，蘇軾又將其橫畫拉長，有舒緩行筆速度、舒展空白空間之效，因此〈覆

盆子帖〉不似〈京酒帖〉飽滿。且其行氣略有偏左，又常有枯澀之筆，或於匆忙

之中援筆而書，然而從枯潤並陳的墨色中透露出「貌妍容有矉，壁美何妨橢」140

平淡自然之韻味。 

〈新歲展慶帖〉、〈一夜帖〉二者皆是寫給陳季常，〈新歲展慶帖〉文字較長，

內容或言雪堂起造、或言沙枋畫籠、或言木茶臼子等，書寫時頗有行於所當行，

止於所不可不止之意；〈一夜帖〉文字稍少，或言尋畫不得、或請陳季常致意、

或寄團茶，二帖所言皆屬日常瑣事，因此蘇軾在書寫此二帖時是以一種純然率真

之自我，無所拘絆的對陳季常自由傾吐。〈新歲展慶帖〉在行筆時提按自如，遲

                                                 
135《孫過庭書譜箋證》，頁 31。 
136《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頁 639。 
137 吳升：《大觀祿》（北京：中國大百科全書，1997 年），卷五，頁 509。 
138《蘇軾文集》，卷五八，〈與杜道源〉第一首，頁 1757。 
139《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頁 639。 
140 《蘇軾詩集》，卷五，〈次韻子由論書〉，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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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有序，致使全帖輕重有變化，九處連筆更增添筆墨線條的流暢性，也增添此帖

率真自然之美。〈一夜帖〉的前三行行筆的遲緩，致使墨色濃厚，第四行之後行

筆速度逐漸加快，出現墨色濃淡的變化，最後一行「季常」二字放大且加重力度，

致使墨色又濃厚，與前三行濃墨作左右呼應，然而「季常」二字連筆、「常」字

近六公分由左而右的懸針，將行氣拉回中軸線的活潑姿態，取代前者因濃墨所造

出凝重的氣氛，有「書法流麗，神彩動人」141的效果，從而也使書寫結束在開朗

的氣氛中。 
蘇軾在黃州時期的尺牘常是書隨情發、從意適變，無論是弔傷主題的〈人

來得書帖〉、或是敘離別的〈職事帖〉、〈獲見帖〉，在蕭散的風格中又增添一股悲

涼之感。〈人來得書帖〉的長度與〈新歲展慶帖〉相當，卻無〈新歲展慶帖〉的

流暢活潑，因為此帖是弔喪之用，弔唁陳季常亡兄之痛，蘇軾採用帶有楷書筆意

的行楷書，致使其行筆速度緩慢，墨色濃重，因此從遲緩濃重的點畫波磔中可見

蘇軾書寫此信時沉重之心情；〈職事帖〉是與曹九章道別之用，豐腴濃黑的墨色

減少文字「留白」的部分，也減緩行筆的速度，蘇軾內心之感傷流露在點畫間架

之間，又因此帖以行書書寫，而「特」、「瀆」、「不」四字142卻以草書書寫，草書

行筆快速的特性以及「辱」字一筆書寫、「明日」「閣下」連筆書寫的流暢性，消

解帖中部分因行筆速度遲緩所造成的凝結氣氛，因此《書畫記》稱：「蘇東坡主

簿曹君帖，書法精妙。」143筆者認為：蘇軾、蘇轍、曹九章、曹渙有親戚關係144，

他們常有書信往來或有實際拜訪行動以互通信息，未嘗意識到時間、空間的距

離，未牽涉生離死別之情感，故雖為道別信函，凝結、悲傷之氣氛卻相對減弱。 
在這三封書信中墨色最濃的是〈獲見帖〉，《石渠寶笈》

初編稱此帖為「神品」。145分析〈獲見帖〉可知其用

筆重、按的動作多，致使結字部分「黑」多於「白」，

蘇軾將其與董毅夫離別之情暗藏於點畫波磔之中，雖

然此信中也有「見為」、「居佳」、「以時日」、「閣下」等四處連筆，然而「居佳」、

「時日」、「閣下」的牽絲厚重，消解原來連筆所造成輕快的流暢感。〈獲見帖〉

與〈職事帖〉雖同為道別信函，然而此信所離別之人是董毅夫，蘇軾與其認識不

久即將分別，董毅夫是告老還鄉，蘇軾身為貶官之人，不得擅離黃州，因此蘇軾

意識到時間與空間造成的阻隔，故書寫時在隨意揮灑之間，又多一份「此地一別，

何日相聚」之感慨，蘇軾將這種凝結沉鬱化不開的離情以濃重的墨色表達。 
 
三、灑脫超逸 

蘇軾在感情濃郁、興之所至時，在非理性之下一揮而就的創作，常蘊含灑

                                                 
141 《書畫記》，頁 533。 
142 「特辱訪別」的「特」、「輒特上」的「特」，故「特」出現兩次。 
143 《書畫記》，卷五，頁 507。 
144 曹渙為曹九章之子，娶蘇轍第三女為妻，故曹家與蘇家有姻親關係。元豐五年（1082）五月
曹渙曾過黃州拜訪蘇軾，至同年九月才離黃州赴筠州。見《蘇軾年譜》，卷二一，頁 547。 

145 《石渠寶笈》初編，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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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超逸之美學意蘊，其多以大行書或草書書寫平日之詩作，其作品一改其平日凝

練靜穆或風神蕭散之美學意蘊，藉由書寫之題材與使用書體的相乘效果，將內心

潛藏、隱沒的意象和思維藉由筆墨律動釋放出來，故其筆勢變化多端，結字大小

不同、形狀各異，章法行氣忽左忽右，趨向豪放不羈之感，難以掌控。蘇軾在黃

州時其所書寫的詩帖、詞帖中以〈黃州寒食詩帖〉、〈梅花詩帖〉有灑脫超意的美

學意蘊。 
行書本身是無法有體的，其形體最大的特點是用連筆或省筆，不用或少用

草化的符號，但保留楷書可辨識性的結構，而達到其簡易、流暢、快速、易識的

文化品性，當行書書體放大之後，點劃之間的律動更為明顯，線條序列、情感序

列更清晰，因此創作主體深層心理變化的痕跡就更易洞悉。在〈黃州寒食詩帖〉

中用筆之方圓頓挫、行筆之忽快忽慢、字的形狀或長或扁或方或圓隨著詩的內容

而變化，因此蘇軾內心深層的心緒波動也從質樸的筆法、大小不等的字形、欹側

的形狀、越來越重的墨色、錯落的行氣中自然流露，因此張縯稱此帖：「老仙文

高筆妙，粲若霄漢雲霞之麗。」146董其昌不欣賞蘇軾的偃筆執筆法及濃肥的用墨，

卻稱此帖為「甲觀。」147吳其貞也說：「書法豪宕，鋒鋩奕奕，神品書也。」148前

人對〈黃州寒食詩帖〉的率真多所稱道，然而此種興之所至、無意識的表達方式

有別於黃州時期其他詩帖、詞帖的章法，〈寒食雨二首〉詩意內容，多愁苦之音，

而〈黃州寒食詩帖〉卻以大行書、大跳躍的方式書寫，其內在實具一股欲跳脫現

實困境，追求瀟灑超越的美學意蘊。 

與〈黃州寒食詩帖〉同樣是抒情之作，也能將內心潛藏、隱沒的意象和思

維無限制釋放出來的是〈梅花詩帖〉，蘇軾以草書書寫〈梅花詩帖〉。草書是快速

書寫之下產生的書寫符號，其文字草化的方式有省筆與連筆兩種，或省去字形結

構的一部份，或省去部分筆劃，或以一種符號兼併不同的偏旁，省筆的目的是為

了便於連筆先後的順序，以達到草書書寫快速的目的，因此草化的省筆和連筆強

化豐富漢字點畫符號的線條化的表現能力，同一偏旁不同方式的省筆寫法豐富其

點畫的組合能力，連筆線條不但拓展點畫的空間展示能力，更形成新的筆畫形

態，豐富筆畫的表現能力，因此孫過庭說：「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

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149也就是說創作主體隱而不見的情感藏在點畫書

使轉的草書書寫寫過程中。蘇軾自稱不擅長草書，因此〈梅花詩帖〉雖為搨本，

然而，在搨本金石氣的背後，仍可從其點畫波磔之間流露出隱含草書本身快速的

流動感，及一份生澀感，這份生澀感隨著〈梅花詩帖〉中字形越來越大、用筆輕

重的搭配、時間空間化所切割的空間造型而越顯著，求之於詩的內容以及蘇軾書

寫〈梅花詩帖〉的背景，亦有跳脫現實藩籬，追求瀟灑超越的美學意蘊。 

 

                                                 
146 《石渠寶笈》續編，頁 2677。 
147 《石渠寶笈》續編，頁 2677。 
148 《書畫記》，卷四，頁 433-434。 
149《孫過庭書譜箋證》，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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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意」是歐陽脩美學思想中重要的概念，當他為文壇盟主時，以他為中心

所形成的文人社群為宋朝開展出寫意美學的路徑，他們承繼／拓展前代詩、書、

畫論中的「神」、「氣」、「韻」等美學思維，認為作品中的「有餘意」、「言外之意」

是存在於創作主體的「神」與「氣」之中，需由審美主體心靈的共同參與才有「韻」

可言，因此宋代文士提出的「韻」象徵其對生命最高靈境的嚮往，因而也影響宋

人對書法藝術的批評，成為宋代書法的審美理想。 
蘇軾在黃州的心理意識交織驚恐退卻、寬慰感恩、進退矛盾等情思，此種

複雜的心理意識藉著筆墨律動表現在書蹟上，則呈現凝練靜穆、平淡自然的美學

意蘊，蘇軾藉著書寫內容與書體相稱或相左的方式，表達其中凝練靜穆之美；藉

著書信隨興書寫日常瑣事的方式，表達其中平淡自然之美；至於偶爾出現觀灑脫

的心理意識時，表現在書蹟上則有一份瀟灑超越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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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凝靜與豪放 
    

作為溝通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兩端的文藝作品處於一個中介的角色，其色

彩、線條、結構、感情、文字、意象的作用，一方面能凝聚創作主體豐富的內心

情感、深邃微妙的哲理體驗及廣泛馳騁的想像性形象，另方面又能啟迪接受主體

的藝術聯想，為這些聯想的空間提供線索，使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題兩端產生共

鳴。因此文藝作品中藝術思維的表現方式，一方面取決於創作者構思內容的表現

程度，一方面影響接受主體追溯、體驗創作者在構思中的情感與聯想。藝術思維

是一個民族長期發展、積澱的產物，因此對創作主體而言，文藝創作是其形象、

情感、哲理、與審美理想的凝聚與表現，對接受主體而言，文藝創作是聯想、體

驗的啟迪和引導。自古以來儒、道、佛三家思想就以不同時空、不同方式融入文

士的生活之中，因此不同文化世代其藝術思維實具差異性，縱使同一時代，因人

的學養、經歷、人生體驗不同，所表現的創作思維也不盡相同，因此也發展出不

同的藝術風格。蘇軾早年受儒家薰陶，其行事思維一以儒家思想為中心，謫居黃

州後，在反觀自我之情感機制下，童年時期埋下佛教、道教、道家的思想種子得

到召喚與實踐，故黃州時期是蘇軾儒、道、佛三家思想衝撞、消長、融合之時，

當其儒家思維突出時則呈現嚴謹典雅的書風，佛道思維突出時則呈現蕭散清遠的

書風，亦有在思想快速轉變時出現豪放與寧靜並置的風格。本節將從儒、道、佛

三家的觀點論述蘇軾在黃州時期的書法風格及其風格之轉變。 
 

一、儒家思維與端莊典雅 
儒家的藝術觀是以「助人倫、成教化」為主，他們認為藝術有陶冶性情、

修身養性的功能，有移風易俗、感化人心的效果。因此儒家視藝術是「心之所發」
150，認為藝術的創作活動是一種道德行為的表現，可以反映主體的心理、展現主

體之人格。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表現在書法藝術上則顯現一種「溫柔敦厚」的中

和美，因此可以藉由書法點線形質表現出創作主體的生命氣息及其旺盛的生命

力。 
當書法被視為與人品、人格修身有關時，歷來的書法理論者則從儒家思維

出發，論述客體之優劣與否，當唐穆宗問柳公權筆法時，柳公權以「心正則筆正」
151勸諫唐穆宗，傳為歷史佳話；項穆也說：「人正則書正⋯⋯故欲正其書者，先

正其筆，欲用正其筆者，先正其心，所為誠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神，勿虛勿貳

也。」152以書法相人心，說明心正則書作自正；傅山（1607-1684）更有「作字

先做人，人奇字自古」153之言，他們立基於儒家思維之下，一致認為通過筆墨率

動及文字字型以了解創作主體的心理狀況，人品如書品，書法美也是人格美的顯

                                                 
150 項穆：《書法雅言》（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一六冊），〈辯體〉，頁 247。 
151《佩文齋書畫譜》，卷六，〈唐柳公權筆法對〉，頁 147。 
152《書法雅言》，〈心相〉，頁 258。 
153 傅山：《霜紅龕集》（臺北：漢華文化，1971 年出版），卷四，〈作字示兒詩〉，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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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因此主張創作主體要擁有高雅的人格，以「正心誠意」、「思無邪」、「毋不敬」

的精神狀態從事創作，客體則能呈現「中和」之美。儒家又認為讀書學習可以改

變人的氣質，154因此黃庭堅、劉熙載等都認為有書卷氣能涵養主體的氣質，如此

客體才能含和文雅，不粗露，不劍拔弩張，也不姿媚。 
蘇軾將書法視為有生命的形體，他認為主體的生命氣息、旺盛的生命力可

以透過用筆時提按的輕重、墨色的濃淡表現在字形的間架、行氣之中，故有「書

必有神、氣、骨、肉、五者闕一，不為成書也」155之言，又蘇軾早年以儒家思維

為主，故表現在書法上不論尺牘、詩帖、祭文等多具典雅之風。今觀其黃州之前

的墨蹟：寫於英宗治平元年（1064）的〈亡伯蘇渙輓詩帖〉、神宗元豐二年（1078）
的〈祭文與可文〉二者均為祭文，以小楷書書寫；作於元豐元年的小楷書〈遠遊

庵銘〉是應文與可之請而書寫的；約作於神宗熙寧十年（1077）的行楷書〈問養

生帖〉，是蘇軾向吳復古問「養生」，而紀錄吳復古之言；書於熙寧十年的小楷書

〈答任師中家漢公詩帖〉，是蘇軾和任師中及家勤國的一首詩帖，任師中是蘇洵

的朋友，也是蘇軾兄弟所敬重的人，家漢公是蘇軾同年家退翁之兄，詩中對二者

多所推崇，此類書蹟在書寫之前蘇軾已存有嚴謹、莊重等儒家處事的思維，故無

論字體為何，皆多呈現典雅雍容的風格。至於寫於仁宗嘉祐四年（1059）的〈奉
喧帖〉、〈眉楊奉候帖〉及寫於熙寧三年（1070）的〈走馬處書帖〉均為書信，前
二者是蘇軾寫給年長他二十六歲的堂兄寶月大師的書信，後者是寫給堂兄蘇子明

的，尺牘書寫的隨意性雖高，然而主體的創作思維處於儒家兄友弟恭的規範時，

客體亦呈現典雅之風。 
此種本之於儒家創作的思維，益以蘇軾在黃州時期對屈原、杜甫、顏真卿

的文化記憶，故其墨蹟中亦屢屢出現儒家典雅的風格，故當其書寫〈黃州謝表〉、

〈乞居常州奏狀卷〉等奏章時，心中存有忠君之思；書寫〈屏事帖〉、〈久留帖〉、

〈答畢中舉書〉等尺牘、或〈楷書歸去來兮辭集字詩詞赤壁二賦卷〉等詩帖時則

蘊含對朋友的感謝或敬重，書寫〈吏部陳公詩跋〉、〈與可畫竹贊〉等具有酬贈交

往的儀式作用時，內心則蘊藏一份朋友之誼；當其抄寫屈原〈離騷〉與〈九歌〉、

李白〈梁園吟〉、杜甫〈堂成〉與〈暮歸〉、等古人詩文作品時，內心則深藏一份

對先賢人格典範的仰慕與追尋：或為乳母任氏所寫的墓誌銘，凡此君臣、師友、

朋友、主僕間之情義等多屬於儒家思維的範疇。至於〈定惠院偶出詩稿〉雖為詩

稿，然而，從其塗改之詞語、更動之痕跡，可見其囿於現實，刻意隱藏怨懟之語，

此種嚴謹的創作態度亦出自於儒家的思維。主體的創作思維會影響其書寫的題

材、文體與使用的字體，其以上諸帖或為行書、或為行楷書、或為楷書，從其筆

                                                 
154 《論語》，卷十六，〈季氏〉引孔子之言：「不學詩無以言⋯⋯不學禮無以立」（頁 117）；孟子
雖主張人性本善，他曾以牛山之木為喻，說明人若放其良心為所欲為，則仁義之心不存，亦

認為後天涵養、學習可以擴充善性，故《孟子》，卷六，〈告子上〉：「苟得其養，無物不長，

苟失其養，無物不消。」（頁 164）；荀子雖認為人性本惡，但他卻主張後天的學習可以改變

人性，變化人的氣質。《荀子》，卷一，〈勸學〉：「方其人之習，君子之說，則尊以遍矣，周

於世矣。」（王先謙：《荀子集解》，臺北：藝文，1973 年三版），頁 122。又《荀子》，卷十
七，〈性惡〉：「今人之性惡，必將待師法而後正，得禮義然後治。」（頁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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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墨法、章法以及黑白交織的空間結構中都呈現秀潤156、溫潤157、嚴謹158等端

莊典雅的風格。 
離開黃州之後，寫於哲宗元祐二年（1087）的〈齊州舍利塔銘〉、〈祭黃幾

道文〉，元祐三年的〈司馬溫公碑〉等，仍是儒家的創作思維，故又顯現端莊、

典雅、溫潤的書寫風格。至於〈宸奎閤碑〉、〈司馬溫公碑〉、〈醉翁亭記〉、〈豐樂

亭記〉等大楷書「外柔內剛」，如「綿裹鐵」，159有顏真卿圓勁、雄秀之風。 

 
二、佛道思維與蕭散清遠 

以老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基本上是反對一切以人為因素加於自然的各種

作為，因此他們反對人為的道德規範，卑視功利與榮譽的爭奪；禪宗提倡的「本

心即佛」，他們認為一切行為皆以依從本心為主，因此根本上也是解脫一切外來

束縛和清規戒律的一派宗教，當道家與禪宗結合後，道家之徒吸取佛家禪宗之

靜、淨、明心見性等養分，又突顯其清淨空寂、閒適恬淡的特色，因此廣為文士

所接納。文士取道家的「心齋」160、「坐忘」161用在文藝創作上，則是一種「內

視反聽」的內心體驗，此種內向的體驗與其自然恬淡的人生情趣結合，所得到的

是一種純精神的、淡而悠長的快感，因此道家體系的哲學思維為文藝創作帶來的

是一種充分心靈化的純淨、和諧的自然形象，一種偏於含蓄沖淡、自然悠遠的審

美情趣。 
禪宗融合中國「直觀外推」與「內向反思」往復推衍的思維方式，以對空

靈澄澈的「本心」的體驗為中心，亦推崇「自然」與「本色」。因此禪宗以直覺

觀照、沉思默想的參禪方式，以活參、頓悟的領悟方式，以自然、凝煉、含蓄的

表達方式，突出禪僧的表現與自悟，此種方式正好吻合士大夫試圖在文藝創作中

表現自我細膩、微妙感受的希望，因此禪宗在對唐宋文士滲透的過程中，文士也

不自覺地習慣禪宗的思維方式，逐漸形成三合一的藝術思維習慣，162這種心理性

格、審美情趣、藝術思維的結合使唐以後文人士大夫的文藝創作長於抒情，注重

哲學與情感的表現，偏愛寧靜、和諧、澹泊、清遠的風格。 

                                                                                                                                            
155 《蘇軾文集》，卷六九，〈論書〉，頁 2183。 
156 《虛州題跋》，評〈到黃州謝表〉：「秀潤天成。」（頁 433）《大觀錄》，卷五，評〈杜甫榿木

詩卷〉：「結體秀潤。」（頁 482） 
157 《紅豆書館書畫記》，卷一，引劉基評〈宋蘇文忠公書李白梁園吟卷〉：「右梁園吟一卷⋯⋯字

形溫潤，無一點俗氣。」（頁 36） 
158 《狀陶閣書畫錄》，卷三，評〈楷書歸去來兮辭集字詩詞赤壁二賦卷〉：「字體嚴謹。」（頁 177） 
159 《式古堂書畫彙考》，評〈醉翁亭記卷〉：「瀟灑縱橫，雖肥而無墨豬之狀，外柔內剛，真所謂

綿裹鐵也。」（頁 482） 
160 莊子認為：物之觀察體驗，不須依靠感官、邏輯與理性，而是依靠空靈澄澈的直覺體驗對外

界事物之觀察體驗，不須依靠感官、邏輯與理性，而是依靠空靈澄澈的直覺體驗。《莊子集

釋》，卷四，〈人間世〉：「若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為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頁 147） 
161 莊子認為：要排除一切理智分析與客觀觀察，直覺體驗「道」。《莊子集釋》，卷三，〈大宗師〉：

「墮肢體，黜聰明，離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頁 284。） 
162 唐宋文士受禪宗思維的影響有：以直覺觀照、沉思冥想的構思方式，以參活句與瞬間頓悟的

審美方式，以及自然、凝煉、含蓄的表現手法，見《禪宗與中國文化》，頁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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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在黃州之前雖已接觸佛、道，然而佛道並非蘇軾行事風格的主軸，因

此在早期的書蹟中，欲尋得呈現蕭散清遠書風的書蹟，時屬困難，或許從〈治平

帖〉、〈延平郭君帖〉、〈北游帖〉中尋得其「任情縱意的前兆」163，寫於熙寧三年

的（1070）〈治平帖〉164、元豐元年（1078）的〈北游帖〉165都是寫給方外的友

人，與熙寧四年的〈延平郭君帖〉166風格略近於〈蘭亭序〉，已呈現從容、寧靜

的風格。 
蘇軾在黃州時期的尺牘如：〈京酒帖〉、〈喫茶帖〉、〈覆盆子帖〉、〈獲見帖〉、

〈職事帖〉、〈新歲展慶帖〉等，屬朋友間往返的書信，其間或問候寒喧、或閒談

瑣事，信手書寫，隨意性極高，故有平淡自然之風；至於〈書營籍周韶落籍詩〉

等自己的詩詞之作，或書寫陶淵明〈歸去來辭卷〉，因其內容或是遊戲之作，或

有歸隱之趣，故偏向佛道自然、樸質的創作思維，因此呈現瀟灑清遠的風格。 
 

三、書風的並置與轉換 
主體的創作風格受制於其創作思維，縱使同一時期，因人生體驗不同所表

現的創作思維也不同，因此呈現多種風貌並置、轉變的藝術風格。蘇軾自幼接受

儒家思想的影響，踏入仕途之後也以實踐儒家理想為職志，故儒家的藝術思維早

已深植其文藝創作之中，貶官黃州是其政治前途幾近絕望之時，童年佛教、道教

等宗教信仰的召喚，此時給予萌芽的機會，再加上蘇軾對《莊子》思想的深刻體

悟，致使道家、道教、佛教的思想也同時影響蘇軾此一時期的文藝創作，因此蘇

軾在黃州時期的思想是儒、道、佛三家思想並置、融合的時期，因此當主體在創

作時思緒轉換快速，其在創作時會出現各家思維交錯並置、相互融合的現象，因

此實難再由單一思想所主導，甚至因書寫內容的改變導致心情的轉變，致使在同

一客體中同時出現典雅與瀟灑、矜持與豪放等不同風格並置的現象。 
〈赤壁賦〉一文是蘇軾運用《莊子》及《楞嚴經》的觀點，體認到世界萬

物「變」與「常」的相對概念的一篇文章，全文結束於疏朗、開闊的氣氛之中，

然而元豐六年（1083）蘇軾再次抄寫此文時，作為酬贈之用，有文章可能外流之

顧慮，故書寫時態度謹慎小心，多用圓筆，行列勻齊，呈現雍容典雅之風格。然

而主體在抄寫詩文時，心情會隨著文意不自覺地起伏、變化，因此蘇軾寫到「蘇 

                                                 
163 《中國書法全集》三三冊，頁 6。 
164 〈治平帖〉是寫給家鄉眉山的寺僧史院主及徐大師的一封信，信中請寺僧照管兩處墳墓，又

言不久即將見面，這年蘇軾正處於反對王安石變法，而遭謝景溫彈劾之時，故起歸隱之心。 
165 〈北游帖〉是回覆西湖僧可久法師的一封信，信中提到離開杭州之後，歷密州、徐州，五年

間「塵垢所蒙，已化為俗吏矣」等事，見《宋蘇軾墨蹟》上，頁 17-18。 
166 熙寧四年郭至孝辭官，蘇軾欲送行故作〈延平郭君帖〉，見《宋蘇軾墨蹟》上，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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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

乎⋯⋯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167一段，心情隨文意豁然開

朗，整段中有十一個「之」

字，前十個「之」字的最後

一筆以平捺收筆，由「得意

乃徐出」168的捺筆中顯示出

瀟灑之個性，且此段中「耳

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

色，取之無禁」三句共十六字，除了「之」字外，「聲、遇、取」三字也用平捺

或斜捺收筆，十六字中捺筆的有六字均用出鋒，全然不避諱捺筆同時出現時要與

長點（反捺）交替佈局的章法，故於典雅拘謹之中又暗藏一份瀟灑不羈之風格。 

與〈前赤壁賦卷〉相似，同時具有兩種書寫風格的有〈一夜帖〉、〈調巢生

詩帖〉、〈梅花詩帖〉。〈一夜帖〉是寫給陳季常的一封書信，陳季常是蘇軾在患難

時最真誠的朋友，蘇軾視陳季常是無所顧忌、無所不談的摯友，然而當蘇軾一夜

尋畫不著愧對友人時，思緒則落入儒家「朋友有信」的規矩框架之中，故〈一夜

帖〉的前三行呈現端莊收斂的風格，後半因蘇軾已尋得答案，心中疑慮執著消解，

行筆輕快，字形放大，又呈現瀟灑不羈的風格。 
〈調巢生詩帖〉的前十六句「春雨如細塵⋯⋯坐作寒螿呻」是寫蘇軾家貧，

無法善待遠來的同鄉巢元修，創作思維隨著詩意落入儒家有朋自遠方來，設酒殺

雞作食殷情款待的世俗酬酢之中，因此前七行行筆緩慢，用筆較重，呈現內聚凝

斂的風格，後四句「努力勿怨天，我爾皆天民；行看花腳動，共享無邊春。」蘇

軾轉而放下有形窮困，以無邊春色與同鄉共享，思緒轉入莊子超越物質我進入抒

情我的境界，故詩帖最後以行筆輕快、提按有變化的方式收束於自然灑脫的風格

之中。 
〈梅花詩帖〉的前兩句「春來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純為詠梅，

配合梅花堅貞的屬性，屬理性書寫，故有端莊凝斂之風，後兩句「昨夜東風吹石

裂，半隨飛雪渡關山。」由梅聯想到自己，自己因實踐儒家理念而遭牢獄之災，

京城百姓歡度新年時刻，自己卻得忍受翻山越嶺奔復謫居地的失意及屈辱，甫出

獄必須立刻面對、處理家族大事169，諸如此類沉重的感觸已不是儒家思維所能紓

解，此時蘇軾跳脫儒家的框架，跳脫貧富、榮辱、貴賤等外在加入人心的道德規

範時，享受精神的自由，故詩帖的後四行呈現瀟灑不羈的風格。 
蘇軾寫給陳季常的書信並非每一封都呈現瀟灑的風格，仍得視書信內容而

定，其中〈人來得書帖〉論及陳季常兄長過世之事，儒家視人之生死為大事，對

                                                 
167 《宋蘇軾墨蹟》下，頁 8-14。 
168 《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引李世民〈筆法訣〉，頁 77。 
169 指蘇軾於元豐三年正月到陳州與蘇轍商量處理表兄文同之喪，以及蘇軾出獄之後面對一家十

幾口人的經濟問題、生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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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親人朋友間吉慶凶弔之事，儒家均以禮事之，因此《禮記》對士大夫階層有吉、

凶、君、賓、嘉各種不同的禮儀規定，170故此書信的前八行面臨生死大事時，用

筆輕重、字形大小一致，筆觸矜持收斂，呈現儒家典雅之風，然而第九行開始，

蘇軾以佛家生死無常勸慰陳季常時，其心情稍微釋懷，書寫時行筆稍快，提按有

變化，又呈現瀟灑的風格。書信結束於「惟萬萬寬懷，毋忽鄙言也，不一一。軾

再拜」數句，信後並附記：「知二十九日舉挂，不能一哭其靈，愧負千萬千萬，

酒一擔，告為一酹之，苦痛苦痛。」171蘇軾的思緒又回到貶官身分無法親臨弔喪

的儒家思維中，因此書寫風格又轉回凝靜之風。 

與〈人來得書帖〉相似，同時具有凝靜與豪放兩種書寫風格轉變的是〈黃

州寒食詩帖〉。〈黃州寒食詩帖〉是由兩首〈寒食雨二首〉組合而成，第一首是寫

黃州多雨，海棠不堪雨打而凋零的情形，分析〈黃州寒食詩帖〉中的第一首詩，

「自我來黃州，已過三寒食」兩句，筆觸沉著、勻靜，行間距離較寬，有一份典

雅疏朗之氣；第三、四句「年年欲惜春，春去不容惜。」筆勢逐漸展開，行筆數

度逐漸加快，原本嚴謹的線條變得隨意，無奈的心情流於筆端，「臥聞海棠花」

以下數句，隱含自己身世的寄託，筆劃加重，空白的空間減少，蘇軾此刻的心情

隨著海棠而凝結，風格由開始的典雅疏朗轉為凝斂內聚。 
第一首情感的節制正為第二首宣洩心中的激憤而蓄積能量。第二首從「春

江欲入戶⋯⋯但見烏銜紙」數句，出現筆劃加重、行筆速度加快、字形欹側不一、

空間變大等現象，此非理性書寫之處，有豪放不羈的風格；從「君門深九重，墳

墓在萬里」以下四句，蘇軾的思緒又回到君臣份際、懷鄉情節的儒家倫理思維之

中，由「但見烏銜紙」五字的輕筆轉為厚重的筆劃，字形的大小隨字義而有近大

遠小無意識的安排，最後「右黃州寒食二首」七字字形大小收回與「自我來黃州」

相同，用筆較重，行筆緩慢，又回到凝斂典雅的風格。因此筆者認為〈黃州寒食

詩帖〉的書寫風格是：「典雅疏朗」→「凝斂內聚」→「豪放不羈」→「凝斂典

雅」，它所呈現的是：雅斂到豪放再回到雅斂的審美風格的轉變。 
然而，蘇軾經由黃州四年多的沉潛，道佛也逐漸成為他思維的中心，離開

黃州之後，在宦途上遇到的不順，蘇軾逐漸能以達觀處之，故其書風逐漸由平淡、

清遠到瀟灑不羈之風。離開黃州之後的墨蹟，如：〈司馬溫公碑贊詞〉、〈禱雨帖〉、

〈李太白仙詩卷〉仍出現由「凝斂內聚」轉「豪放不羈」的風格。寫於元祐二年

（1087）的〈司馬溫公碑贊詞〉是一篇祭文，前六行仍有書寫祭文時應有的莊重

態度，故有典雅之風，從「見公，末如我先」以下，用筆勁健恣肆，呈現瀟灑不

羈之風；寫於元祐八年（1083）的〈李太白仙詩卷〉的前兩行仍有凝靜之風，從

「逸勢如飛翔」一句以下，或許是李白的人格典範反射到蘇軾身上，筆意開始放

縱，呈現瀟灑不羈之風；〈禱雨帖〉是元祐六年（1081）蘇軾任潁州（安徽阜陽）
知州時為民祈雨的禱告文，前十二行的禱告詞字形大小相去不遠，章法整齊，有

                                                 
170 《禮記》（臺北：藝文，1955 年）：有〈昏義〉、〈冠義〉、〈祭義〉、〈射義〉、〈燕義〉等規範士

人的禮儀。 
171 《蘇軾佚文彙編》，卷二，〈與陳季常〉第四首，頁 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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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容典雅之氣，後半行筆速度加快，字形逐漸增大，是黃州時期〈梅花詩帖〉、〈黃

州寒食詩帖〉書寫風格的延續，呈現恣意縱情的豪放之風。 
黃庭堅評蘇軾晚年的書風：「沉著痛快，乃似李北海。」172今觀其寫於元祐

五年（1090）的〈次辨才韻詩帖〉、紹聖元年（1094）〈洞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

均呈現瀟灑之風格，而作於哲宗元符三年（1100）的〈渡海帖〉及建中靖國元年

（1101）的〈江上帖〉是經過儋州五年蠻荒生活的體驗，「挾海上風濤之氣」173，

於蒼勁的筆觸中又多了一份自信，故此二帖多雄健豪壯之風。 
 

四、小結 
蘇軾的傳世墨蹟雖不多，然依其書寫風格亦可分為三期。蘇軾早期書法主

要是由王羲之及晉人書蹟入手，故呈現優雅從容的風格；晚期用筆勁健，體勢欹

側，呈現縱橫恣肆之風，由早期的優雅從容到晚年的縱橫恣肆，其中風格的轉變

黃州時期的書風是極為重要的過度時期，蘇軾在政治上不順遂的際遇，致使此期

成為其儒、道、佛三家思想相互衝撞、融合的時期，因此其基於儒家思維之下的

創作，如：〈到黃州謝表〉、〈乞居常州奏狀卷〉、〈屏事帖〉、〈久留帖〉、〈答畢中

舉書〉、〈前赤壁賦卷〉、〈吏部陳公詩跋〉、〈與可畫竹贊〉等呈現典雅端莊的風格；

基於道家、佛家思維之下的創作，如：〈京酒帖〉、〈喫茶帖〉、〈覆盆子帖〉、〈獲

見帖〉、〈職事帖〉、〈新歲展慶帖〉等則呈現瀟灑清遠的風格；至於〈前赤壁賦卷〉、

〈一夜帖〉、〈調巢生詩帖〉、〈梅花詩帖〉、〈黃州寒食詩帖〉等則因書寫內容的轉

換帶動創作思維的轉變，致使書風有雅斂與豪放並置或轉變的情形，因為黃州時

期多樣化的書寫書格，造就元祐之後的：〈祭黃幾道文〉、〈次辯才韻詩帖〉、〈洞

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禱雨帖〉、〈李白仙詩卷〉、〈渡海帖〉、〈江上帖〉等成熟

豐收的書法藝術創作174。 

                                                 
172 《山谷題跋》，卷五，〈跋東坡書〉，頁 229。 
173 《山谷題跋》，卷五，〈跋偽作東坡書簡〉，頁 231。 
174 劉正成將蘇軾元豐以前的書法創作稱為創作準備期，並喻為明媚的春天；元豐年間的書法稱

為創作突變期，喻為火熱的夏天；元祐年間的書法創作稱為成熟期，喻為豐收的秋天；紹聖

之後的創作稱為戀獄之歌，喻為寒冷的冬天。見《中國書法全集》，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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