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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黃庭堅與黃龍派諸子之交游及其與佛門相關之翰墨 

陳昭坤* 

摘 要 

黃庭堅素以其人品、詩文、書法見重於當時，且對後世有極深遠之影響。黃庭堅

之立身處世無疑是一粹然儒者形象；然而，研究黃庭堅的思想，除了儒家之外，也不

能忽略佛、道二家對他的影響。他好讀老莊、佛典，一生與佛門中人交往密切，甚至

成為佛門居士；同時又是有宋一代的書法大家，留下為數眾多的翰墨，而其中就有不

少是與佛門相關的。本文旨在探討黃庭堅的佛緣及其與黃龍派諸子的交游，以勾勒出

黃庭堅的居士形象；再則就其傳世與佛門相關的翰墨，依次探討其大字行楷、草書、

筆札小行書三種書體的風格及其形成脈絡，或能為理解黃庭堅其人、其作、其藝術思

想，提供另外一個視角。 

關鍵詞：黃庭堅、《諸上座帖》、《七佛偈》、晦堂祖心、靈源惟清、死心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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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涪翁、山谷道人，北宋洪州分寧人，是中國文

化史上著名的詩人、書法家，深受乃師蘇軾賞識，謂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

之文，妙絕當世」1，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並號為蘇門四學士。詩宗杜甫，為「江西

詩派」之祖，對北宋後期及其後的詩壇有極大的影響力，世以「蘇黃」將其與蘇軾並

稱。書法方面則「善行、草法，楷法亦自成一家。」2為宋四大家之一，號曰「蘇黃米

蔡」。十四歲喪父，家中兄弟姐妹眾多，與之友愛相處，弟妹婚嫁之事皆一一精心操持。

入仕後，常迎母親至官所，兄弟同庖每至四十餘口。侍母至孝，有曾閔之行，3名列二

十四孝之一。治平四年登進士第，歷官汝州葉縣尉、國子監教授、太和令、德平鎮監。

神宗元豐八年，奉詔為校書郎。次年，受司馬光推薦，與范祖禹、司馬康等共同校定

《資治通鑑》，任《神宗實錄》檢討官，除集賢校理。後因章惇、蔡卞及其黨羽指其編

《神宗實錄》不實，遂遭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再移戎州。徽宗崇寧二年復以所作

《荊州承天院塔記》遭人採摘其間數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4最後死

於宜州貶所。 

黃庭堅出身望族，世代詩書執禮，讀聖賢書，入孝出悌，其立身處世無疑是一粹

然儒者形象。其論書曰：「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

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5強調學書當以道義為本，再以

聖哲之學廣之。只有先使人品高尚，書作才能不俗。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

人也。」6黃庭堅是身體力行這一思想的，觀其於編《神宗實錄》後遭奸人誣陷，「凡

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7堅毅不屈，這不正是孔子「知命行義」思想的展現

                                                     
1 蘇軾〈舉黃庭堅自代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

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

華書局，1996年 2月，1版 4刷），冊 2，頁 714。 
2 元•脫脫等，《宋史卷四四四•黃庭堅傳》（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 2月），頁 13110。 
3 宋•佚名，〈豫章先生傳〉，轉引自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頁 1714。 
4 宋•佚名，〈豫章先生傳〉，轉引自宋•黃庭堅著，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頁 1714。 
5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五•書繒卷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12 月），頁 47。 
6 同前註，頁 47。 
7 元•脫脫等，《宋史卷四四四•黃庭堅傳》，頁 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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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8晚年遭貶宜州，應通判余若著之請，為書〈范滂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

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

可不熟！』」9如果不是深為范孟博人格精神感召，又怎能對其傳記熟之若此？然而，

研究黃庭堅的思想，除了儒家之外，也不能忽略佛、道二家的影響。眾所皆知，宋朝

立國之初，即採儒、道、釋三教並行政策，而佛門有關心性的論述尤深為其時儒者嚮

慕。許多儒士一方面排佛，卻一方面與僧人往來，並接受佛門義理薰染；而僧人也樂

於研究儒典，與儒者交往，講性說理，藉此增重聲價，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因而形成

「文人居士化、僧人文士化」的情形，從而促成哲學領域儒、道、釋三教合流，圓融

無礙的境界，影響到後來理學的形成。黃庭堅正是處身於這樣的學術氛圍中，所以他

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也烙上了時代的印記。10黃庭堅雅好佛典、老莊，11與佛門的關係更

是密切。而屢遭政敵誣陷，流離轉徙的貶謫生涯、肩負家族生計的沉重負擔、生離死

別的人倫之痛，12種種加諸黃庭堅身上的坎坷際遇與打擊，或許更堅定了其向佛的虔

誠。黃庭堅與佛教的因緣可謂深矣，他一生與佛門中人交往密切，甚至成為佛門居士；

13同時又是跨時代的書法大家，對後世的影響深遠，留下為數眾多的著名作品；而這

些作品中，就有不少是與佛門相關的。令人好奇的是：黃庭堅究竟是在什麼樣的因緣

下完成這些作品，而這些作品反映出的黃庭堅的書法風格為何？這是作為一位喜愛黃

                                                     
8 《論語•憲問》：「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

《論語•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見南宋•朱熹，《四書章句

集註》（臺北：鵝湖出版社，1984年 9月），頁 158、185。 
9 宋•岳珂，《桯史•卷十三•范碑詩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101。 
10 黃庭堅晚年有一首寫真自贊頗耐人尋味：「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反映

了佛道二家的思想。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頁 1380。 
11 在《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內篇論》後》這一則題跋裡，頗可以看出他對老莊的深入。《老子

注解》及《莊子內篇論》都是黃庭堅所撰，《莊子內篇論》今見《內集》卷二十，而《老子注解》

則僅存〈道可道〉一章的注，見《別集》卷四。 
12 黃君先生以為黃庭堅消極厭世和親佛向道的思想成因，除了一般人說的是「新舊黨爭」、仕途波

折、懷才不遇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干係是「婚姻的不幸」。這其實是造成山谷情緒低落，以人

生為夢幻泡影的重要原因。原配孫氏生活一年多即病逝，繼室謝氏亦於元豐三年病逝，繼室謝

氏虔誠信佛，而謝氏之父謝師厚則是「禪悅稱性深，語端入理近」。所以，山谷中年以來信佛漸

篤，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謝氏父女的影響。參見黃君，《千年書史第一家－黃庭堅書法評傳》（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2月），頁 49。 
13 宋•普濟所著之《五燈會元》將黃庭堅列為南嶽下十三世，為黃龍心禪師法嗣。 



 

 

 

 

 陳昭坤 興大人文學報第五十八期 

72 

庭堅以及喜好書法的研究者所感興趣的。底下，筆者擬依次探討其佛緣、與黃龍派諸

子的交遊，及其與佛門相關的翰墨，或能為理解黃庭堅其人、其作、其藝術思想，提

供另外一個視角。 

二、黃庭堅的佛緣及與黃龍派諸子之交游 

黃庭堅與佛的緣分似乎前世就已註定，在宋‧何薳的《春渚紀聞》中有一條關於

黃庭堅的前生是女子的相關記載。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為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國省乾云：山谷自有刻石，記

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略言：

山谷初與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學士

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

遷謫不至，聞之亦似憒憒。既坐黨人，再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語之云：「某

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為男子，得大智慧，為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

學士近年來所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為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

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啟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除也。」既覺，果訪得之，

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為再易棺，修掩既畢，而腋氣不藥而除。14 

文中提到在當時就流傳有黃庭堅前身是女子的各種不同說法，而何薳提出的說法

是根據陳安國之說。考察相關史料，蘇黃二人訂交於神宗元豐元年（1078），但一直到

哲宗元祐元年（1086）時，才初次見面，此後一直到元祐四年（1089）五月，蘇軾出

知杭州，這段時間，是兩個人密切交往的時期。文中提到二人同去拜訪一位長者，若

屬實，應該是元祐元年到元祐四年五月這一段時間的事。15這位老者告訴黃庭堅說他

的前身是一位女子，但不肯詳言，只說日後到涪陵自然有人會告訴他。後來，紹聖元

年（1094）黃庭堅果然因為被誣指修《神宗實錄》不實，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

而到涪陵之後，夢見一女子，女子自云是黃的前生，喜歡持頌《法華經》，來生志願成

為一位男子，具足大智慧且名動天下。女子甚至還指點他如何除去腋氣，黃庭堅依之

                                                     
14 宋•何薳，《春渚紀聞•坡谷前身》（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卷一，頁 4。 
15 參見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164-225。

黃君，《千年書史第一家－黃庭堅書法評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2月 1版 1

刷），頁 63-86。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5月北京 2刷），頁 70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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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腋氣不藥而除」。黃庭堅曾將這件事題寫在涪陵的江邊石頭上，因為春、夏二季

水面高漲，石頭為江水所淹，以致傳摹不易，此事遂不為人知。這樣似乎能解釋何以

正史都不曾載及此事，然而通觀這則記載，充滿濃濃的神異氣息，轉世之說，更覺荒

誕不經。《四庫全書提要》謂《春渚紀聞》所錄雜記「多引仙鬼報應，間及瑣事」，16以

此觀之，信然。 

無獨有偶，民間也流傳有類似傳說，網路上多見散播，謂出自於黃庭堅故鄉所編

的《修水縣志》。言黃庭堅於二十六歲出任黃州知府時，一日午夢，夢中步行至鄉村某

戶人家門前，門口設香案一張，上面供著一碗芹菜麵。黃庭堅覺得餓，就端起來把麵

吃了，不多時夢醒，嘴裡竟然真的有芹菜的香味。以後接連兩天做夢，都是同樣的情

景：吃了麵，醒來嘴裡有芹菜味香。黃庭堅感到非常奇怪，於是循著夢中的路徑走，

果然來到一處鄉村，所有景物都和夢裡一模一樣，夢中見到的白髮老婦也正站在門前，

旁邊是一碗香噴噴的芹菜麵。黃庭堅上前問緣由，老婦說道，今天是她女兒的忌辰，

女兒生前最愛吃她做的芹菜麵，所以每年這個時候，都會擺上面來祭奠。黃庭堅想，

事情也真巧，今天正是他的生日，遂又問，那女兒死去多久了？老婦說，26年了。黃

庭堅一驚，他今年正是二十六歲。後來進屋裡去，裡面有個塵封多年的大櫃，因為不

知道女兒把鑰匙放在那兒，所以一直沒打開過。黃庭堅想了一下，輕而易舉地找到了

鑰匙，櫃裡全是女孩兒生前讀的書，還有寫的文章，居然和他自己歷次考試的文章一

字不差。黃庭堅這時明白自己回到了前世的家。那老婦，自然是他前世的母親，於是

接回府衙，奉養終身。17 

記載中言此事發生於黃庭堅二十六歲擔任黃州知府時，然而考諸相關記載，黃庭

堅仕宦生涯中從未有出任黃州知府的相關紀錄。其自英宗治平四年（1067），時年二十

三歲進士及第以後，曾短暫擔任餘干縣主簿，18旋即調汝州葉縣尉，任滿四年後，於

                                                     
16 《四庫全書提要》，見宋•何薳，《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頁 1。 
17 以上關於黃庭堅為女子的相關傳說，轉引自網友南方部落新世界〈關於黃庭堅前世故事的真

偽〉，網址為 http://wpym2013.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9.html，網路上仍有許多關於黃庭堅

前生為女子的文章流傳，與此大同小異，而皆謂出自於江西《修水縣志》，此不贅舉。 
18 此採明•周季鳳〈山谷先生別傳〉之說。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頁 1722。 

http://wpym2013.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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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歲時再參加四京學官之考，名列優等，改北京國子監教授，兩任凡八年。19據

此，《修水縣志》所載時間及內容顯然有誤。再者，將這則紀錄合《春渚紀聞》所載以

觀，如果《修水縣志》所載屬實，那麼黃庭堅二十六歲時就認定自己前身為女子是真，

此後於元祐年間，四十多歲時，與東坡同謁長者，為何聽到長者說自己是女子時會有

那麼奇怪的反應呢？20其中錯謬可見，再者，筆者查閱 1991年由修水縣誌編纂委員會

會編的《修水縣志》，卻未見有載錄黃庭堅前生為女子一說，筆者心疑莫非另有其他年

代修撰之《修水縣志》，然據是書〈編後記〉，修水縣自清同治版《義寧州志》以來，

已經一百多年未修縣誌，此前也沒有另外一本縣誌以《修水縣誌》為名，而 2014年 8

月出版的續修《修水縣誌》，21收錄的時代斷限 1986-2008，其中也未見有山谷的前生

是女子是條；據此，流傳已久的黃庭堅前世為女子之說出自是書的說法，顯然不是事

實。22 

關於黃庭堅前身為女子之說，誠如《春渚紀聞》所言，在宋代就有各種不同說法。

雖然，不管是《春渚紀聞》抑或是謂此說出自《修水縣志》所載，都不足採信，但卻

提供給我們一個訊息，那就是在宋朝時黃庭堅的居士形象已經深植人心，或許是因為

名滿天下再加上與佛教的關係密切的原因，才使得好事者以佛教輪迴轉世的觀念曲為

附說，在以訛傳訛的情況之下，進而衍生出眾多不同的說法，使得黃庭堅的身世染上

一層神祕的色彩。 

黃庭堅之信佛主要表現在痛戒酒色食肉，與佛門中人互動密切，而其詩文裡也經

常流露出佛理。 

元豐七年，黃庭堅移監德平鎮，過泗州作發願文，禮僧伽佛塔。在佛塔前發願痛

                                                     
19 參見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24-93。黃

君，《千年書史第一家－黃庭堅書法評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2月 1版 1刷），

頁 36。 
20 此說見網友南方部落新世界〈關於黃庭堅前世故事的真偽〉，網址為 http://wpym2013.blogspot.t

w/2014/02/blog-post_9.html。 
21 見修水縣委縣政府門戶網站，可全文下載，網址: http://www.xiushui.gov.cn/Item/53651.aspx。 
22 修水縣自古就有修志傳統，可考者凡十七修，現存者有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和康熙十九年

（1680）、乾隆二年（1737）、道光四年（1824）、同治十二年（1873）五個舊誌版本，但都不以

《修水縣誌》名之，之後便是 1991年修的《修水縣志》了！因此，若要繼續追溯黃庭堅前身為

女子這一傳說的源頭，就得再去查考上述的五個版本了。請俟將來。 

http://wpym2013.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9.html
http://wpym2013.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9.html
http://www.xiushui.gov.cn/Item/5365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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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酒色與食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圖法。23晚年遷謫西南，飽受病痛所苦，即以維摩居

士自比。如建中靖國元年發戎至荊作《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中有「翰墨場中老伏波，

菩提坊裡病維摩」句。24按維摩居士為佛陀住世時印度毘舍離城長者。昔者佛陀在毘

舍離城，五百長者之子往詣佛所，請佛為之說法。維摩稱病，欲令佛遣諸比丘菩薩問

其病，藉此與佛派來問病之文殊師利等，反覆論說佛法，因成《維摩詰經》。維摩藉由

疾病的示現，闡說所證不可思議的解脫法門，故此經又稱《不可思議解脫經》。黃庭堅

藉由自比維摩居士，試圖尋求對肉身病苦的超越。其〈又答斌老病癒遣悶二首，其二〉

言「魚游悟世網，鳥語入禪味。一揮四百病，智刃有餘地。」25即從禪終極真實的體

悟中，達到對病苦的超脫。「一揮四百病，智刃有餘地。」是黃庭堅融合《維摩詰經》

與《莊子》游刃有餘26的典故，《維摩詰經•菩薩行品》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

27四百病即佛經中所言四百零四病，為人類所有疾病之總稱。或許是因為熟讀佛典及

與佛門互動密切，與山谷同時而深受其影響的釋惠洪，謂其「情如維摩詰，而欠散花

之天女；心如赤頭璨，而著折角之幅巾。豈平章佛法之宰相，乃檀越叢林之韵人也耶！」

28以維摩詰、僧璨況擬山谷學佛之虔誠，後二句則謂山谷精通佛典，發而為詩，深具

禪境，為佛門詩人。 

黃庭堅與當時許多佛門中人都有往來，在其文集中有許多與佛門相關的文字，大

多是有關佛教的碑記塔銘、高僧語錄序、燒香頌、高僧像贊、開堂疏以及談禪論道方

面的書信。由於地緣關係，影響黃庭堅最深的還是當時盛行於江西、湖南的黃龍派。

黃龍派的奠基者黃龍惠南（1002-1069）祖籍信州（江西上饒縣），其一生活動行跡大

                                                     
23 〈豫章先生傳〉，轉引自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 9月），頁 1714。 
24 黃庭堅〈病起荊江即事十首〉其一：「翰墨場中老伏波，菩提坊裡病維摩。近人積水無鷗鷺，時

有歸牛浮鼻過。」其二：：「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仄，病著不能朝

日邊。」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1068。 
25 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862。 
26 《莊子．養生主》：「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見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3月），

頁 119。 
27 李翊灼校輯，《維摩詰經集注》（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7月初版），卷 9，頁

21。 
28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十九•山谷老人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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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江西，曾先後在廬山歸宗寺、高安縣黃檗山及分寧縣城西邊的黃龍山寺住持。宋

惠洪《禪林僧寶傳•黃龍南禪師》中說惠南「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馬祖、百丈

大智」，29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於黃龍寺去世，徽宗大觀四年追諡為「普覺禪師」。

黃庭堅年輕時與黃龍慧南即有交往之記錄，早在熙寧元年（1068），山谷即有《寄新茶

與南禪師熙寧元年葉縣作》詩，30時年僅二十四歲，剛進士及第，調河南葉縣尉。詩

的末句表達向佛問道之意。大抵此時黃庭堅對佛教產生興趣，且已接觸不少佛教文字，

但對佛教精神、佛法大義可能還沒有真正把握，所以態度也不是很虔誠和嚴肅。 

哲宗元祐六年，黃庭堅丁母喪，直到元祐八年九月服除。因守喪之故，於雙井幽

居。在這一時期，修禪看經，體究佛法，以及勸人學道、推揚佛教似乎成為他生活的

重心。根據黃君先生統計，黃庭堅在元祐八年（1093）春到元祐九年（1094）約一年

內所寫有關佛教的碑記塔銘、高僧語錄序、燒香頌、高僧像贊以及談禪論道方面的書

信等文字多達百餘篇。此一時期，他與江淮一代僧人如芝上人曇秀、佛印了元、六祖

師範、開先行瑛、花光仲仁、慧林宗本、法雲法秀、東林思度、興化以弼、玉溪紹慈、

羅漢系南、黃龍元肅、曉純等保持往來，這些僧人絕大多數是黃龍派傳人，黃庭堅與

他們或敘道誼，或論禪法，或為寺院諸法事做功德等等，自謂「深味禪悅，便求無功

之功」。31其中，關係最為密切且對山谷有重要影響的是黃龍派三位高僧－晦堂祖心、

靈源惟清、死心悟新。32 

黃龍祖心（1025－1100）諡寶覺，慧南死後繼任黃龍山住持十二年後退居晦堂。

黃庭堅是祖心的入室弟子，在〈為黃龍心禪師燒香頌三首〉33中，對祖心以「老師」

相稱，認為他是天下禪師諸佛之樞機，是渡人苦海的「大法船」。對他的激烈禪風形容

                                                     
29 宋•釋惠洪，《禪林僧寶傳》收入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5年），卷 22，頁 51。 
30 詩云：「筠焙熟香茶，能醫病眼花。因甘野夫食，聊寄法王家。石缽收雲液，銅瓶煮露華。ㄧ甌

資舌本，吾欲問三車。」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26。 
31 黃庭堅，〈與周達夫〉，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825。 
32 參見黃君，《千年書史第一家－黃庭堅書法評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2月），

頁 97。 
33 黃庭堅，〈為黃龍心禪師燒香頌三首〉「老師身今七十六，老師心亦七十六。夢中沉卻大法船，

文殊頓足普賢哭。」「一拳打破鬼門關，一笑吐卻野狐涎。四海崢嶸龍象鼻，鼻頭只用短繩牽。」

「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見鄭永曉整理，《黃

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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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拳打破鬼門關，一笑吐卻野狐涎。」在〈跋心禪師與承天監院守瓌手誨〉中稱

祖心是：「法中龍象，末世人天正眼也。」34有關黃庭堅與晦堂祖心的互動，《五燈會

元》載之甚詳： 

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

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花香麼？公曰：「聞。」堂曰：「吾

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

公到家耳。」35 

祖心先引《論語•述而》中的一段話來問黃庭堅，以他的熟讀儒典，所答能貼近

孔子原義，自然不是問題，可是卻未受到祖心認可，黃庭堅為此迷悶不已。後來，在

一次的踏山之行中，適逢木犀花盛放，祖心問他：「聞到木犀花香了嗎？」他回說：「聞

到。」於是祖心說：「吾無隱乎爾。」他聽到後，心下立刻頓悟。到底黃庭堅從木犀香

中領悟到什麼？而這跟上述孔子所言「吾無隱乎爾」，又有什麼關係呢？宋代雲門下一

世洞山守初（910－990）曾說：「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是為活句。」所謂

活句，即是對某種問題不作正面解釋，從中找不到與所問相對應的內容，相反的即是

死句。宋代叢林的禪師上堂很少正面說法，因為諸如真如、佛性及解脫之類的概念是

任何語言都不能準確地描述的，愈正面描述離題愈遠。瞭解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白，

為何祖心要以孔子的這段話來問黃庭堅了！ 

祖心圓寂之後，黃庭堅為作《黃龍心禪師塔銘》，並有偈弔之曰：「海風吹落楞伽

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後兩句或許表明了自己已

勘破生死，所以即便是對自己有重要意義的晦堂師父圓寂，心仍如一把「細柳絲」搭

在玉欄杆上而不會因此起心動念。按晦堂去世於哲宗元符三年（1100），是年黃庭堅已

五十五歲，自哲宗紹聖二年遭貶涪州、黔州安置已歷六年，飽經顛沛困頓之苦，加以

體弱多病，對人生的體會自是深刻。 

除了受祖心教誨甚深之外，黃庭堅也與祖心座下二位弟子靈源惟清、死心悟新有

                                                     
34 黃庭堅，〈跋心禪師與承天監院守瓌手誨〉，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1142。 
35 宋•普濟，《五燈會元•卷第十七•太史黃居士》（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 5月），頁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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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往來。據《黃庭堅全集》所載，山谷直接寫給惟清的詩書信有 17件，在文章中

或給別人的書信中間接提到惟清的有二十次；直接寫給悟新的詩書信五件，間接提到

的有八件。36他對二人推獎有加，在〈與周元翁別紙〉中說：「有清、新二禪師是心之

門人，道眼明徹，自淮以北，未見此人。」37在〈與分寧蕭宰書〉稱讚二禪師「今江

湖淮浙，莫居二禪之右者。」38按靈源惟清（1040－1117），俗姓陳，南州武寧人（在

今江西），從黃龍祖心受法得悟。在〈題錄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彥〉中，黃庭堅說惟清「具

正法眼，儒術兼茂」，自己「年將五十乃得友，與之居二年，渾金璞玉人也。久之，待

以師友之禮。」39兩人的往來主要集中在黃庭堅丁母憂回分寧守喪那一年半多的時間，

是時黃庭堅已近知天命之年。他在給外甥徐俯的信中甚至還勸他經常參謁惟清，請教

禪法。他說：「太平清老，老夫之師友也，平生所見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之右者。

方吾甥宴居，不嬰於王事，可數至太平研極此事，精於一而萬事畢矣。」40所謂精於

一是指參扣「心地」之法，參悟自性。從這兩封信可以看出他對惟清敬仰之深，而兩

人的互動也相當頻繁。在黃庭堅遭編管謫居外地時，靈源惟清曾託人送給他詩偈曰： 

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 

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 

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去覓瞳人。 

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41 

化女，在大乘佛經中常見佛、菩薩為教化需要，以神通變現為女子，稱化女或幻

化女。瞳人，意指眼瞳中所現人像。頸聯二句，是惟清要黃庭堅參悟萬物虛幻空寂的

實相。金色頭陀指的是摩訶迦葉；新，當指死心悟新。全偈以輕鬆的筆調表達彼此想

念之情，並以帶有戲謔的口氣對自己的師兄悟新參禪的境界表示讚許。黃庭堅和之以

詩偈曰： 

                                                     
36 楊曾文，《宋元禪宗史》，頁 528。 
37 黃庭堅，〈與周元翁別紙〉，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809。 
38 黃庭堅，〈與分寧蕭宰書五〉，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604。 
39 黃庭堅，〈題錄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彥〉，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882。 
40 黃庭堅，〈答徐甥師川〉，見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頁 1038。 
41 南宋•釋曉瑩，《羅湖野錄》卷上（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54年），頁 7。 



 

 

 

 

論黃庭堅與黃龍派諸子之交游及其與佛門相關之翰墨 

 

79 

石工來斲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 

白牯狸奴心即佛，龍睛虎眼主中賓。 

自攜缶去酤村酒，卻脫衫來作主人。 

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裡有清新。42 

首句用《莊子•雜篇•徐無鬼》中「運斤成風」的典故。將惟清對自己的開悟，

況擬成匠石斲去郢人鼻端的汙痕。次句則謂禪宗的境界更新，以引人自我斷除心中無

形的煩惱為旨。全詩大概意謂禪師引導人們自我直探心源，祛迷悟性，雖包括動物在

內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然而有意參扣也會陷於被動；知朋遠來自應酤酒熱情相待，

即使相隔萬里也如同對面相看，想必此時惟清、悟新二位禪師正在死心寮中談禪吧！ 

黃庭堅與祖心另外一位弟子死心悟新（1043－1114）也相善。死心悟新，韶州曲

江縣人，俗姓黃。哲宗元祐七年（1092）出住分寧縣雲岩禪院，於寺設立經藏，黃庭

堅應請為寫《洪洲分寧縣雲岩禪院經藏記》，稱「江東西經藏乃十數，未有盛於雲巖者

也。」43關於黃庭堅與死心悟新的互動，《五燈會元》中的一段記載可以參考： 

謁雲岩死心新禪師，隨眾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

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

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日常蒙苦口提撕，

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

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

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44 

對於往昔丁母憂時，於黃龍山常蒙死心悟新禪師苦口提撕，黃庭堅十分感激。死心要

他在解脫生死最大執見的根本處，體究世間萬事萬物的平等一如之相，洞明人生煩惱

與執礙虛幻名相的關係，從而在日用生活之中隨處見自在本性，不為物礙。然而，黃

庭堅始終未能入悟，則是因疑情未斷。後來在遠貶黔州途中才恍然頓悟。回思往日曾

參謁眾多禪師都未有入處，只有死心禪師能使他入悟，心下十分感激。而到底一個年

近半百，飽嚐困頓的人究竟在貶謫途中於「無思念」中，明白了什麼，實在令人好奇！ 

                                                     
42 同前註。 
43 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頁 1714。 
44 宋•普濟，《五燈會元•卷第十七•太史黃居士》，頁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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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聖元年夏季，山谷在黃龍寺以及雲岩寺中的活動時間較多，且得祖心、死心、

靈源三位高僧指點開示，因而深入佛法，頓悟禪機，並由此貫串書法、文法觸類旁通。

山谷晚年論詩書文法最喜用禪家之語，這與他長期參禪並有紹聖年中的契悟是密不可

分的。45 

三、黃庭堅現存與佛門相關翰墨略說 

黃庭堅與佛教的因緣可謂深矣，書法詩文既為其所長，自也樂於以此襄贊佛事。

他一生喜書老宿偈語，也寫了為數眾多的佛經，如《七佛偈》、《古德二偈》、《香嚴偈》、

《樂天八字偈》、《大慧禪師禮觀音文》、《金剛經》、《華嚴疏》、《頭陀贊》、《開堂疏》、

《提咒》、《達摩頌》等等。其題名有《題萬松亭》、《石門寺題名》、《題太平觀壁》、《無

等院題名》、《題固陵寺壁》、《題廬山西林寺壁》、《禮思大禪師題名》等等。其題字題

榜有「巫山榜」、「講義堂」、「浯溪禪寺」、「觀音堂」、「南極老人，無量壽佛」等。46 黃

庭堅是書法史上少見的大家，其楷書（大字行楷）、草書皆取得極高成就，這在以行書

見長的宋代書壇裡，尤其難能可貴。此外，其筆札小行書亦頗有可觀之處。檢視其傳

世書跡，與佛門相關者，正巧這三者皆備，且頗能反映其書風特點與藝術成就。茲依

楷書（大字行楷）、草書、筆札小行書為序，次第略述之。 

（一）楷書（大字行楷） 

黃庭堅的作品除了大草以外，最為人矚目的便非大字行楷莫屬了。和唐人以寸楷

小字為主，刻在碑版上，講究法度嚴謹，追求平正勻稱之美不同，他的楷書往往寫在

高約三十幾公分的橫卷上，每行三到六字不等，採有行無列的章法，字形攲側平正，

隨意所之，大小參差錯落，行筆帶有行書筆意，這些特徵從其晚年的幾件代表作如《松

風閣詩》、《經伏波神祠》、《砥柱銘》（圖 1）……等，不難看出。而傳世的幾件與佛門

相關的作品，則為其早年之作，還沒有形成自己固定的風格，底下依次討論。 

 

 

                                                     
45 黃君，《千年書史第一家－黃庭堅書法評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 2 月），頁

108。 
46 參考水賚佑，《新俏瘦硬清雄雅健－淺談黃庭堅書學》，《書法研究》1986年總第二十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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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黃庭堅《砥柱銘》局部，約作於 1096－1098，紙本，38×824cm，私人收藏。 

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大字行楷書》，頁 31。 

（1）發願文（圖 2） 

元豐七年（1084）書於泗州，大字行楷書。有關此作的創作背景，可於〈豫章先

生傳〉見之： 

公奉佛最謹。過泗州僧伽塔遂作《發願文》，痛戒酒色與食肉，但朝粥午飯，如

浮屠法。時元豐七年三月也。47 

此作作於移監德州德平鎮的路上，黃庭堅是時已年屆不惑，剛結束在太和縣的三

年任期。在太和縣令任上，他與佛門往來活動已明顯增多。黃庭堅的故鄉江西洪州是

禪宗黃龍派盛行之地，耳濡目染，接觸佛教自是理所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是年黃庭

堅始得一子，此子得來殊為不易，為第三任妻子所生，而前二任妻子皆早逝，且僅留

下一女，黃庭堅為延香火才又納一妾。未及成年即喪父、現實生活的沉重負擔、妻子

的相繼離世，或許讓黃庭堅了悟了人生的真諦，進而契入佛理。且看他在〈發願文〉

中的至誠款款： 

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

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

住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

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酒顛倒，應受苦報，

                                                     
47 宋•佚名，〈豫章先生傳〉，轉引自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

社，2011年 9月），頁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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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殺

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48 

觀此，其信佛之誠，殆無可疑。而此後他也多次為人書寫此文，以法施人，儼然佛教

居士形象。49 

從書寫風格來看，此作屬其早年作品。一般人熟知黃庭堅的大字行楷風格為其晚

年作品：幅射式的結體、中宮緊縮，而某些筆畫如長槍大戟般展開，在此作中雖有跡

象但還不甚明顯，更多的是學顏真卿的痕跡：結字寬綽，筆劃首尾提按分明等特點，

清楚流露顏字的根基。 

圖 2 黃庭堅《發願文》局部，作於 1084，紙本，33×680cm，台灣林伯壽蘭千山館收藏。

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大字行楷書》，頁 1。 

（2）水頭鑊銘（圖 3、4） 

最典型反映黃庭堅顏字功力的早期代表作則要數《水頭鑊銘》。該銘為元祐二年

（1087），黃庭堅四十三歲時，為京師法雲寺所作。法雲寺是當時京師開封三大皇家寺

院之一，真宗長女冀國公主施資所建，住持為圓通法秀禪師。元祐二年寺內建大水鑊

（盛水的缸），山谷應法秀之請作銘文並書寫。此作可謂深得顏體之神髓，用筆沉實精

謹，藏頭護尾；內部空間寬綽疏朗，顯得雍容大度，神采飛動，雖根柢魯公而實具自

家神采，妙在不即不離之間，黃庭堅之善學也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顏魯公以其忠義貫日月之氣，發而為挺拔雄偉之跡，自二王後，

                                                     
48 黃君主編，《黃庭堅書法精品集•大字行楷書》（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 6月），頁 9-19。 
49 「雲巖西堂度夏，舊莊主有出家兒氣節，為眾竭力之心，以知事方圓一不合，遂縮手袖間，余

深為雲巖惜失此人，因書此發願文贈之。紹聖元年五月己酉山谷老人書」見《山谷題跋•卷九•

書發願文後》，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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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書史一大家，宋代書家鮮有不受其沾溉者，著名者如宋四家，皆深受其影響。然

自楷書以觀，如蔡襄之步趨魯公，遂至影從，在當時雖推為第一，畢竟少自家個性，

雖工不貴。米芾以行草名家，楷書非其所長。至於蘇軾，雖亦有楷書之作，「然從書法

審美角度來看，用筆太實、結字拘局，恐是其明顯不足，加以不講求章法佈局，難免

有板刻布算之嫌。」50黃庭堅是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人，他論書主張有自我面貌，貴

獨創，「自成一家始逼真」、「學我者死」，所以不管取法書史上哪一位大家，都能遺貌

取神，自有我在，對於今之學書者，仍深具啟發意義。    

圖 3 黃庭堅《水頭鑊銘》，作於 1077，刻本拓片，帖心高 22cm，北京大學圖書館

收藏。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碑誌行楷書》，頁 13。 

圖 4 《水頭鑊銘》局部  

圖 5 《七佛偈》局部一，作於 1091，摩崖刻石，拓本，240×250cm，首都圖書館藏本。

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碑誌行楷書》，頁 56。 

                                                     
50 黃君，《山谷書法鉤沉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2月），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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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七佛偈》局部二，頁 59。 

（3）《七佛偈》（圖 5、6） 

元祐六年（1091）六月，黃庭堅之母病逝。秋天時，黃庭堅護喪歸故鄉分寧。期

間遊歷廬山，應住持之請書《七佛偈》。書罷，刻之於秀峰讀書台右側石壁上。《七佛

偈》是遠古七位古佛圓寂時所說偈，《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皆載於卷首。「七佛」

指佛教的七位古佛，分別為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以及釋迦牟尼佛。《七佛偈》作為禪宗「教外別傳」的心印、心法之根源，廣為

學者傳頌，並為參禪的基本教材之一。黃庭堅以為「七佛所說偈，蓋禪源也」、「乃最

上乘入理之極談」，可以考見「諸禪濫觴」，故其「常願手書千紙以勸道緣」51。此件

作品是以行楷書寫成，雖然在章法上有行有列，如唐楷般排列井然，但就字法而言，

則漸與素所宗法的顏體拉開距離，筆劃之間時見映帶，書寫速度明顯加快，甚至還出

現了像行書慣用上下字以游絲牽連的情況，如「以為」二字（圖 6）。就單字字內空間

來看，筆劃突破顏體寬綽疏朗的特徵而隨意騰挪。中宮緊縮，藉由突出某些筆畫如長

橫、撇、捺以取勢。此件作品處於將變未變之際，雖然經刻工上石之後，筆畫不免顯

得光潔勻整、神氣稍失，卻仍可窺見黃庭堅行楷風格變化的痕跡，也可以作為學習黃

書的參考。 

（4）華嚴疏卷（圖 7） 

此件作品據陳志平先生考證，約作於紹聖元年前後。52大字行楷書，寫在湖色花

綾上，現藏上海博物館，內容是為巽上人為修繕華嚴禪寺化緣所做「疏」文並跋。此

                                                     
51 同註 5，《山谷題跋•卷一•跋七佛偈》，頁 3。 
52 關於此作繫年略有爭議，今從陳志平先生之說。參見陳志平，《黃庭堅書學研究》（北京：中華

書局，2006年 10月），頁 29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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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作品和前所述的《發願文》、《水頭鑊銘》這兩件作品一樣都是黃庭堅學習顏體的佳

作，然而卻也無意中透露出其廣泛取法古人的消息。自結體以觀，以顏體的平正寬博

為基調，但又交雜一些變調異響。其中，既有小楷的精謹凝鍊，如「生、天、西、山」

諸字（圖 8）；也有像「五」、「聲」、「郎」、「孟」、「與」（圖 9）那樣的長槍大戟，突出

某些筆劃，顯得縱斂有度。自章法以觀，有行無列，字字大小不齊，輕重交錯，從而

造就了節奏變化、活潑不板滯的藝術效果。與其說是楷書，倒不如說是行書化的楷書

為確。值得注意的是：此作也可以窺見黃庭堅晚期楷書作品的「輻射體」特徵，這顯

示出黃庭堅求新求變、貴在獨創的自我意識，正逐漸朝自己的面貌轉化中。 

黃庭堅大字行楷為人所熟知的風格大約形成於元祐末、紹聖初年，從以上幾件與

佛門相關的作品來看，正好反映出黃庭堅大字行楷書成熟前的樣貌，清楚地顯現黃書

積極變法，汲古生新的演變軌跡，值得有志於書法者借鑑。 

圖 7 黃庭堅《華嚴疏卷》作於 1086，湖色花綾本墨跡，25×115cm，上海博物館收藏。

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大字行楷書》，頁 22。 

 

 

 

 

 

圖 8 《華嚴疏卷》局部一，頁 25。       圖 9 《華嚴疏卷》局部二，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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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書 

黃庭堅的草書，歷來公認是他諸體第一，對北宋以後，尤其是明清兩代都有過巨

大的影響。他傳世的草書作品目前可見十九件，53較為知名者有《花氣薰人帖》（圖 10）、

《李白憶舊游詩卷》（圖 11）、《廉頗藺相如列傳》（圖 12）、《諸上座帖》（圖 13）……

等等。其中，《諸上座帖》書寫的內容是與禪宗有關的。元符三年（1100）黃庭堅在戎

州，是時應好友李任道之請，為寫五代金陵法眼宗文益禪師的語錄。這段文字大要是

文益禪師要參禪人莫執著理、事、色、空，並揭示「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一

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要參禪人莫只是傍家行腳，尋人唾沫，而應「審諦些子

精神」，於接物觸境之時，以「道眼」觀之，反照自心，從而參究天地萬物莫非一心所

現的真如實相。主文以大草寫成，主文之後，黃庭堅以大字行楷書作跋。跋云： 

此是大丈夫出生死事，不可草草便會，拍盲小鬼子往往見便下口，如瞎驢喫草

樣。故草此一篇，遺吾友李任道。明窗淨几，他日親見古人，乃是相見時節，

山谷老人書。54 

所謂拍盲小鬼子是罵人的話。拍盲本指拍瞎、打瞎眼，引申為懵懂、籠統。「拍盲」一

詞常見於佛經，如《禪林寶訓》卷二：「拍盲禪治野狐僧。」55小鬼子，指小僧、小沙

彌，相當於今人所說的「小崽子」、「臭小子」之類。禪門中常用「尿床鬼子」叱罵年

輕一輩的僧徒。跋語中的「大丈夫出生死事」，指的是覺悟與否。禪宗歸趣為「明心見

性」，「明心見性」即為禪門之宗、之眼，也即文益禪師所謂的「道眼」，要時時以此道

眼觀一切法。佛語以心為宗，所有的法門偈頌無非是要幫助修禪人識證本心的方便施

設，但貴活參妙解，不可死於句下。故黃庭堅此中深意當指於參禪讀佛典之際，需靠

自家體會，不可如「瞎驢喫草樣」，無所揀擇，囫圇吞棗。此件作品如跋語所言，乃贈

友人李任道者，觀文末數句，當是與李任道分別時所贈，或許黃庭堅自知此去再無與

友人見面時，所以才說「他日親見古人，乃是相見時節」，亦未可知。 

此作為草書長卷，凡九十行，四百七十七字。縱三十三釐米，橫七百二十九點五

                                                     
53 此據黃君先生統計，詳見《千年書史第一家－黃庭堅書法評傳》，頁 97。 
54 黃庭堅，《諸上座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年 4月），頁 40-46。 
55 宋•釋淨善輯，《禪林寶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影印明萬曆 28 年澄照寺刻本)，

卷 2，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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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米。黃庭堅自言於「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56「其後又得張長史、

僧懷素、高閑墨蹟，乃窺筆法之妙」，57此後草書漸入神奇超邁之境，此卷當為壓軸之

作。黃庭堅晚年草書大進，對此，他也時常毫不掩飾地流露得意之情： 

此書驚蛇入草，書成不知絕倒。自擬懷素前身，今生筆法更老。58 

書尾小字，惟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棲輩見，當羞死。59 

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引數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

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夕所謂鰲山悟道書也。60 

 

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耳，不知與蝌蚪、篆、隸

同法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61 

引文中提到的「鰲山悟道」為佛門典故。62唐時雪峰義存禪師求道甚謹，曾先後在齊

安國師、洞山良价禪師、德山宣鑒禪師門下親承教誨，然心下總未踏實。一日，與其

師兄岩頭禪師因外出辦事，阻雪於澧州鰲山。雪峰禪師仍如往常打坐，岩頭禪師只是

倒頭睡去，雪峰禪師後來實在看不慣，就抱怨了幾句。岩頭禪師則反問雪峰禪師有何

不可？雪峰答以：「我心仍未安穩，不敢自謾。」因從頭向岩頭禪師述說親蒙諸位禪師

教誨經過。岩頭禪師要其一一放下，並曉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之理，復曰：「他後

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當下，雪峰大悟，便

做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黃庭堅謂己研學草書凡四十年，其

間艱苦探索，歷經波折，此夕忽如雪峰禪師澈悟。而究竟黃庭堅悟的是什麼？

或許就是岩頭禪師說的「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他一生始終堅持向前賢古人學

                                                     
56 同註 5，《山谷題跋•卷五•書自作草後》，頁 48。 
57 同註 5，《山谷題跋•卷七•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頁 67。 
58 黃庭堅，〈墨蛇頌〉，引自鄭曉華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 9月），頁 1401。 
59 同註 5，《山谷題跋•卷七•李致堯乞書書卷後》，頁 68。 
60 同註 5，《山谷題跋•卷七•李致堯乞書書卷後》，頁 68。 
61 同註 5，《山谷題跋•卷八•跋此君軒詩》，頁 79。 
62 參見宋•普濟著《五燈會元•卷第七•雪峰義存禪師 》，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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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以草書來說，從早期的學周越、蘇才翁、蘇子美二兄弟，到後來親見張旭、懷

素、高閑等人墨跡，以及《山谷題跋》中多件的跋古法帖，可知黃庭堅的好學，而這

也是一位有志於書史爭得一席之地的書家的必經之路。然而，廣泛研習諸家，畢竟只

是借徑，並不是終點，最終目標當如岩頭禪師所云，要「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也就

是黃庭堅自己所標舉的「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63或許是長時間的漸修，

於一夕頓悟，黃庭堅信心大增，他多次地將自己與唐代的狂草書家張旭、懷素相提並

論，甚至自擬是懷素，頗有當仁不讓的意味，這樣的自負頗與黃庭堅平素予人的謙遜、

自律形象相悖，而究竟其草書有何過人之處呢？值得吾人深究。底下可以先看看前人

對此卷的評論。 

昔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穆父獨惜以為未見懷素真跡。後山谷見《自

敘帖》，書法遂覺頓異，不審此卷作時是嘗見耶？抑或未見耶？64 

這一段文字見於《諸上座帖》後的跋語，乃明吳寬所題。跋文中提到的錢穆父（錢勰）

以為黃庭堅沒有看到懷素的真跡，所以不予認可的事，於南宋曾敏行的《獨醒雜志》

可見相關紀錄，而黃庭堅自己本人也曾多次提及。錢勰謂黃庭堅的字俗，黃庭堅初始

疑之，後來更因為這樣不肯為人作草書。直到紹聖中貶涪陵，於石揚休家中見懷素《自

敘帖》，銳意臨習，才草法大進，也才相信錢勰之評。由此可見，懷素對黃庭堅晚年草

書的形成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在黃庭堅晚年的幾件草書作品裡，都看得到懷素的

影子；然而，具有強烈創新意識的黃庭堅又怎會甘居人後呢？考諸《諸上座帖》和懷

素《自敘帖》（圖 13），二者雖有相似之處，但實相去甚遠。史稱懷素每每醉後作書，

在眾人面前乘興揮灑，所謂「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65者，可以想像他

用筆的迅疾且帶有表演的性質。對此，近人熊秉明先生曾有過一段發揮： 

懷素似乎是用了作字的迅速來表現書法的反書法特質的。……懷素的草書只是

純速度，沒有抑揚頓挫，筆鋒似乎要從才寫成的點畫中逃開去，逃出文字的束

                                                     
63 黃庭堅，〈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元豐三年太和作〉，引自鄭曉華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頁 222。 
64 黃庭堅，《諸上座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年 4月），頁 48-49。 
65 唐•懷素，《自敘帖》（東京：二玄社，2008年 5月），頁 39-40。 



 

 

 

 

論黃庭堅與黃龍派諸子之交游及其與佛門相關之翰墨 

 

89 

縛、牽絆、沾染。一面寫，一面否認他在寫，「旋說旋掃」，文字才形成，已經

被遺棄，被否定，被超越，文字只是剎那間一念的一閃，前念後念，即生即滅，

「於念而無念」，「說即無，無即說」，才落筆，已成過去，已被推翻，即寫即無。66 

從禪宗「運用的語言文字是排斥語言文字的語言文字」這一特質，聯想到懷素作為禪

僧，他的書法豈非也是「反書法的書法」？當然，懷素本人是不是有意識的要在他的

書法中表現禪宗這種「反語言文字」的意識，這恐怕連他自己都答不出來；但可以確

定的是：為了追求筆勢的迅疾，勢必會犧牲掉筆畫的提按頓挫。《自敘帖》上的線條，

恰如黃庭堅所言「用筆皆如以勁鐵畫剛木」，67筆觸沉實細瘦，好像用鋼筆寫出來的。

熊先生以為這反映出「情感上沒有悲歡的高潮與低潮，又反映出和外在世界拒絕作密

切的接觸，對現實生活維持一個距離，只在這距離上冷觀世界。」68 

毫無疑問的，懷素是中國草書史上的一座高峰，黃庭堅深受其影響，從技法上受

到他的啟發；然而，在此基礎上，黃庭堅又有所發展。如果說懷素的草書只靠一條鋼

線在紙上盤旋飛動、迅疾變化來懾人心目，那麼黃庭堅的草書或許可以以天女散花或

一群天女從容優游地持著彩帶翩翩起舞喻之。當然，這只是一個方便的施設，其內在

精神不當如此。相較於懷素狂風驟雨式的用筆，黃庭堅的用筆則是從容徐緩，閑閑而

來。他採用高執筆的方式，注重用筆提按、頓挫、使轉的各種變化，所以他的草書線

條粗細變化大，筆觸豐富多變，十分耐看。在結字上，講究每個字的鬆緊、正側、收

放，進而考慮到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的揖讓、穿插、搭配。而墨色濃淡乾溼的變

化，更增加視覺欣賞的豐富性。可以這樣說，「山谷大草書意欲把一切可以訴諸視覺形

式的筆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以此來經營一個整體而有機的紙上空間。」69因此，欣

賞黃庭堅的草書得到的審美感受，正同於欣賞一幅畫。他調動繪畫手段以移入草書中，

這對張旭、懷素以來寫草書過分強調筆勢的連綿直下，不注重空間的安排，毋寧是一

個重要的修正與調整，為草書的豐富性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此，邱振中先生有很精

                                                     
66 熊秉明，《中國思想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0年 1月），頁 189。 
67 黃庭堅，〈跋懷素千字文〉，引自鄭永曉整理，《黃庭堅全集輯校編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 9月），頁 1593。 
68 《中國思想理論體系》，頁 188。 
69 黃君，《千年書史第一家－黃庭堅書法評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 2 月），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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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的詮釋： 

黃庭堅刻意將被粉碎的空間進行新的組合，這是運用傑出的智力精心安排的結

構，出人意表，別開生面，並啟發人們去尋找那一切尚未被征服的空間。不過，

對空間的精心構築，已使他的作品中空間節奏超過時間節奏而居於主導地位，

這是對唐代草書的重要修正。70  

以上點出了黃庭堅對草書空間的補充與發展，確為有識之言。黃庭堅可謂繼唐代顛張

醉素之後又一草書大家，由於他的苦心追索，使得草書在以行書見長的宋代書風中不

至黯淡沉寂，甚至還影響到有明的祝允明、徐渭，清初的王鐸、傅山。而這件書寫禪

語的「諸上座帖」，論者以為「既具自己面目，又在用筆上得『以勁鐵畫剛木』風姿，

堪稱最能代表黃庭堅狂草水準的極品」，71確為的評。 

 

 

 

 

 

圖 10 黃庭堅《花氣薰人帖》作於 1098，紙本墨跡，31×43cm，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來源：《宋四家墨跡選》，頁 16-17。 

 

 

 

 

圖 11 黃庭堅《李太白憶舊游詩卷》局部，作於 1104，紙本墨跡，37×393cm，日本

京都滕井齊成會有鄰館收藏。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草書》，頁 124。 

                                                     
70 邱振中，《書法的形態與闡釋》（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年），頁 91。 
71 曹寶麟，《中國書法史•宋遼金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月），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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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黃庭堅《廉頗藺相如列傳》局部，作於 1096，紙本墨跡，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

館收藏。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草書》，頁 81。 

 

 

 

圖 13 黃庭堅《諸上座帖》局部，作於 1100，紙本墨跡，33×730cm，北京故宮博物

院收藏。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草書》，頁 102。 

 

 

 

 

 

圖 14 懷素《自敘帖》局部，作於 777，紙本墨跡，28.3×755cm，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來源：二玄社 中國法書選《自敘帖》，頁 38-39。 

（三）行書 

黃庭堅的書法，論者以為大字行楷與草書成就最高，對後世影響也最深遠；然而，

其書寫於尺牘之上的小行書，亦甚精采可喜。作為「通訊問，敘睽離」之用的尺牘，

從漢魏以來就因其實用性質而成為文人藉以表現書法的載體；而行書因其書寫便捷及

易於辨識，廣為書家採用。存世的黃庭堅多通筆札尺牘亦多以行書寫就。其中，有兩

通是與其方外摯友靈源惟清有關的。一件是〈惟清道人帖〉（圖 15、16），墨跡本；另

一件是〈僧惟清帖〉（圖 17），拓本，收錄於宋曾宏父集刻的《鳳墅帖》。這兩通筆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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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內容來看，應作於為母親守喪於故鄉分寧期間，72且有前後的關聯，〈僧惟清帖〉應

寫於〈惟清道人帖〉之前。〈僧惟清帖〉是寫給當時的江南西路轉運使張商英，73而〈惟

清道人帖〉則是寫給武寧縣宰呂晉父，二人與黃庭堅皆有交誼。合二札以觀，內容是

指張商英堅持要靈源惟清出任江西豫章的觀音寺住持，而靈源惟清不願去，黃庭堅遂

為之致書，婉轉表明不去之因，並要靈源惟清親自去見張商英。後來，張商英果然就

打消了念頭。在這兩通信札中，可以看出黃庭堅對靈源惟清的敬重，如「此僧真法器，

規模宏遠」、「其操行智識，今江西叢林中未見其匹亞」、「其人甚可愛敬」等皆是，為

兩人之間的交遊，留下可見的書面記錄，十分珍貴。 

這兩通信札的書法皆十分精采。黃庭堅早年書法也曾學習過乃師蘇軾，74其作於

元豐三年的〈次韵叔父仲夷詩帖〉（圖 18），面貌與蘇軾接近。但這兩件作於元祐間的

筆札，則明顯與蘇軾拉開距離，無論在結字、用筆上都自有法度，這顯現出黃庭堅對

書法精勤執著的態度，始終不間斷地向古人學習，並結合個人情性，逐漸地形成自家

獨特的面貌。 

 

 

 

 

 

 

 

圖 15 黃庭堅《惟清道人帖》，作於 1093，紙本墨跡，29×32cm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信札行楷書》，頁 20-21。 

 

                                                     
72 關於此兩件信札書寫的年代，黃君先生以為皆成於元祐八年春，陳志平先生則以為〈惟清道人

帖〉當成於元祐七年春夏之前，〈僧惟清帖〉則未見討論。 
73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關於其生平事蹟，可參見元•脫脫等，《宋史卷三五一•張商英》（臺

北：鼎文書局，1991年 2月），頁 11095-11098。 
74 蘇軾嘗自謂：「魯直學余書。」見《東坡題跋•卷五．記奪魯直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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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黃庭堅〈惟清道人帖〉局部，頁 20。 

 

 

 

 

 

 

 

圖 17 黃庭堅〈僧惟清帖〉局部，作於 1093，刻帖拓本，帖心高 38cm，宋拓孤本現

存上海圖書館。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信札行楷書》，頁 71。 

 

 

 

 

 

 

 

圖 18 黃庭堅《次韵叔父仲夷詩帖》局部，作於 1080，刻帖拓本，29×18cm，凡三頁。

《三希堂帖》早期拓本，現存國家圖書館。來源：《黃庭堅書法精品集•信札行

楷書》，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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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處身廟堂與江湖之間，飽嚐人世憂患、貶謫之苦的黃庭堅，雖然立身處世仍以忠

君愛國、入孝出悌的儒家思想為主幹，但禪宗的明心見性、解縛去執、超脫生死的宗

理，撫慰了他鬱悶痛苦的心靈，成為他複雜思想組成的一部分。與黃龍派諸子的交遊，

接受佛法的薰染，不僅拓展了他心靈的深度與廣度，使他在面對人生苦海、現實磨難

之際，顯得更超脫無礙；影響所及，在詩文、書法的創作上，也深具禪意，而在書法

史、文學史上獨張大旗，影響後世甚深。本文透過探討黃庭堅的佛緣及其與黃龍派諸

子的交遊這一視角，發現：與僧人的深入交往，使得他留下為數不少與佛門相關的翰

墨。而這些傑出精采的作品涵括了大字行楷、草書、筆札小行書三種他擅長的書體。《發

願文》等四件作品為我們清楚地顯示了其大字行楷由初始學顏真卿到逐漸確立自我風

格的演變軌跡；《諸上座帖》則為其草書壓卷之作，可謂繼唐代的張旭、懷素之後，在

草書史上又樹立了一座高峰；〈惟清道人帖〉、〈僧惟清帖〉兩通信札則為其與靈源禪師

的交游留下可見的書面記錄，並見其信手揮灑、不假雕飾的書寫風格。凡此，皆可以

窺見山谷書法之成長與遞變之跡，與師法古人，卻不為古人所限，戛戛獨造的藝術成

就。時隔千年，觀其翰墨所聚，猶筆畫振動，如見其下筆揮運之時，足以令人低回流

連，讚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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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uang Tingjian’s Calligraphy’s Relation to Buddhism 

and Making Friends with Huang-Long Faction Members 

Chao-kun Chen 

Abstract 

Huang Tingjian was famous for his personality, poems, and calligraphy in his 

period, and he deeply affected future generations. Huang Tingjian was surely a 

Confucianist; furthermore, he was undoubtedly a Buddhist and a Taoist at the same 

time. Huang Tingjian was enchanted with the sutra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o-tzu 

and Chuang-tzu. He kept good company with many eminent monks, and he was 

even a kulapati. Huang Tingjian was a master of calligraphy and created many 

works of art and literature. Some of them are related to Buddhism. This study ex-

amines Huang Tingji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mbers of Huang-Long; moreover, 

by researching Huang’s handwritings, Running Hand and Cursive, we may learn 

more about Huang Tingjian’s personality, philosophy, poems, and art.  

Keywords: Huang Tingjian, Zushanzoutae, Seven Budha Brave, Huitangzuxing, 

Lingwuanwayching, Sxingwuxi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Received August 30, 2016; Accepted March 13,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