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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批評的詩性語言與譬喻

謝政達* 

摘 要 

書法藝術從中國漢字長期書寫過程的發展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中國傳統書

法批評理論史上，一種以「形象喻示」詩性言說的批評，成為古代書法批評家最早運

用詩性譬喻的方法。為探討此「以己度物」的詩性譬喻，本文先論述維柯的「詩性智

慧」與書法批評的詩性語言，再進一步剖析歷代書法批評中詩性語言的類型與譬喻，

最後從詩性譬喻的角度分析書法批評文本作為結論。實際上，「似人現象」和「似物現

象」也是一種人的生命化和人格化，因為物體已經被人格化與物件化，寄寓著人的生

命情懷和人格精神。透過這種詩性語言的譬喻，除了啟發書法鑒賞者根據生活經驗和

審美感受與想像力外，也能透過詩性語言與詩性譬喻，讓自己成為具有創造力的主體，

促進人和自然之間重新展開交往，進一步讓原始譬喻轉化為迷人的詩性語言。 

 

 

關鍵詞：書法批評、詩性語言、以己度物、譬喻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斧正得以臻善，謹致謝忱！ 
*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106.10.12；通過刊登日期：107.03.20） 

157



 
 
 
 
 謝政達 興大人文學報第六○期 

158 

一、前言 

自從 18 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對於語言流行的觀點，便認為「語言」與「詩歌」的

起源有關連，並致力於「原始語言」中揭示「詩性」因素的理論性探究，如：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論語言的起源》便堅持認為人類最初的生活

不是推理而是感受，所以原始的語詞是情感逼壓出來的叫喊，原始語言一定像歌聲一

般，充滿激情的形象，因而是詩人的語言。1詩性語言便成為研究語言學與文學極重要

的命題。義大利哲學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在其著作《新科學》提

出「詩性智慧」概念，依據其書中所述來理解「詩性智慧」乃為：「人類史前的原始初

民所特有的一種智能，因為其尚未有推理的能力，卻擁有渾身旺盛的感覺力與生動的

想像力，他們憑藉著想像力來創造，因而被叫做詩人。所以，『詩性智慧』就是一種創

造的智慧。」2薩丕爾（Sapir Edward，1884～1939）在《語言論》也曾云：「語言是憑

藉自覺地製造出來的符號系統來傳達觀念、情緒和欲望的方法。」3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著名的論文《論語言的起源》也曾闡述語言是人憑藉

內在「悟性」創造的產物，且是知性的自然器官，是人類心靈的感官，而非上帝所賜

予的。4同時，他承繼維柯的見解，認為在最早的語言發明者眼裡，整個自然就是神，

事物則是眾神，是行動的生命，因此，語言---眾神的名字---自然充滿著感性生命力。

恩斯特•卡西爾（Enst Cassirer，1874〜1945）更進一步闡明：「語詞，如同神或鬼一

樣，並非作為人自己的造物，而是做為某種因其自身而存在而有意蘊的東西，作為一

種客觀實在出現在人的面前……為神話或言語的客觀形式。」5所以，人類憑藉著對神

的崇敬創造了可以表情達意的語言，而這種語言是充滿神話色彩的，這種神話也同時

成就了語言、自然與人相連相融的關聯性。當萬物有靈時，語言也成為神的話語、神

的名字與神聖的代言，在巧妙地包容著自然、神與人的關係中，將本身與神、自然與

                                                      
1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著，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

傳統》（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22-123。 
2 桑大鵬，〈論玄奧智慧與詩性感知〉，《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3 卷第 2 期（2000 年），

頁 256。原引自維柯著，朱光潛譯，《新科學（上）》（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220-221。指出詩人在希臘文裡就是創造者的意思，根據朱光潛的說法在漢語裡就是作者的意思。 
3 薩丕爾著，陸卓元譯，《語言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7。 
4 赫爾德著，姚小平譯，《論語言的起源》（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98 年），頁 44。 
5 恩斯特•卡西爾著，于曉等譯，《語言與神話》（北京市：三聯書店，1988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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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結合成四位一體。6馬大康也道： 

巫術及人與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它正是建立在原始語言（原始譬喻）的基

礎上，原始語言所體驗的「人---神」關係的巫術特徵極為廣泛地表現在原始人

類的幾乎所有生活中，無論是狩獵、捕魚、收穫、祛病祈福、戰爭、生死等種

種儀式，都離不了咒語和禱告。7 

這說明了語言與文字最初發明是與占卜密切關連的。《禮記•禮運》：「王前巫而

後史，卜筮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為正。」天子前有巫官後有史官、

卜人、筮人與樂官等都在左右。「巫」在中國商代被稱為「史」或「作冊」，后遂稱為

巫史，他們的職責主要是占卜預測吉凶，「掌官書以贊治」，實際上，他們是最早的文

字壟斷者。8其實，漢字的創制最早的記載，見於戰國時代的《世本》，它記錄了黃帝

至春秋傳說時代的歷史，《世本•作篇》：「黃帝使倉頡作書」。9說明了中國漢字由倉頡

創制的起源，足見漢字的起源與巫術占卜有相當的關係存在，並顯見上古時代漢字與

詩性智慧的脈絡關聯。 

許慎《說文解字》：「一惟初太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道立于一，

「一」成了書法形質與精神生發的基礎，表述了漢字源於對書法主體性的立場，也闡

釋書法從自然物中攝取的立象之學，這除了構築了中國書法藝術本體精神的人文基礎

與核心外，也為後世書法理論發展提供了歷史通鑒的參考。10 因此，對於中國漢字的

記錄，書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論從傳統書法批評的發展歷史中，或者歷代書論叢

集中，如何從筆法、筆勢或者氣韻……等不同角度評論書法或書家的美學風格，都很

難脫離中國漢字結構與符號形象來進行評論。也因此，漢字在這種長期書寫的過程中，

衍生出一門專以書寫漢字來表現個人精神風采與感情世界的書法藝術。 

                                                      
6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52。 
7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頁 157。 
8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杭州市：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 年），頁 7。 
9 劉濤，《書法談叢》，（北京市：中華書局，2012 年），頁 2。 
10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23。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文字便是在

一的基礎上建立的。《周易•繫辭》謂：「一陰一陽謂之道」，表達宇宙人生的種種體驗，以此作

為文字的起源，即文字（書法）乃是「人對道的體驗」中產生的，這也構成了中國書法的人文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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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中國書法批評史的「筆勢論」到「筆法論」，再從「筆法論」發展到「筆

意論」的過程。11歷代百家書論中，不管在筆勢論12或筆法論13的角度，所呈現出「以

物象擬喻字」的型態，均極具有詩性智慧的譬喻色彩，這乃根植於對字形整體的審美

掌握，14這種牽涉書法在造型上的譬喻美學可謂為「詩性美學」。然而，這種詩性美學

歸納書法創作其人性化的性質，最終仍不免落為一種言說的「詩意審美性」，這種言說

的詩意性與審美性，體現在「形象喻示」的批評言說方式上，演變成似人、似物、擬

人與擬物的風格，也成為古代書法批評家最早運用的批評方式，先對書法的理想風格

和藝術意象的形象性描繪，慢慢才演變成將文字運用於對書法家形象的喻示，也成為

獨具特色的批評、闡釋與述說方法。15 

王太雄認為詩性智慧作為中國書法傳統批評的詩性特徵，集中在三個方面的表

現：在理論形態上有生命化和人格化的特徵；在範疇的構成上有經驗歸納的性質；在

語言風格上有美文化和詩意化的質素。16故本文藉此三者所牽涉了詩性智慧「以己度

物」的譬喻性；「書法品第」審美的鑑賞；以及「詩性語言」的審美意味，並進而探究

書法批評的詩性美感。 

二、詩性智慧與書法批評語言的關係 

詩性智慧在中西方的認知、文化形態、宗教思維、語言文字、文化結構以及社會

文明諸層面上，形成了倫理體系與先天上的差異性。17為了解開詩性智慧與中國書法

                                                      
11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臺北市：學生書局，2000 年），頁 86。 
12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頁 85。書法對體勢的講求，是漢晉南北朝書論的重點，蔡邕〈筆論〉、

〈九勢〉、成公綏〈隸體書勢〉、衛恒〈四體書勢〉與索靖〈草書勢〉都是以物象擬喻字的型態。 
13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頁 87。書法批評史上討論「法」的文章中，可以張懷瓘的〈論用筆十

法〉和《玉堂禁經》為代表。 
14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頁 86。可從自然物象所帶給人的審美感受上去理解，所以說字可以「頹

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來欣賞其形勢與氣勢。 
15 王太雄，〈中國書法傳統批評的詩性智慧〉（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北大書法藝術網，岳安

杯第一屆國際書法論壇，2011 年），（http://shufa.pku.edu.cn/oldwebsite/view.asp?Class=33&id=214
7）2016 年 5 月 13 日檢索。 

16 王太雄，〈中國書法傳統批評的詩性智慧〉。 
17 郭守運，〈中國詩性智慧的早期生成〉，《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5 期（2007
年），頁 45-78。由於東西文化內在邏輯和外在的表現形態自然大相逕庭，可以從幾方面概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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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詩性語言的關聯性，以下闡釋維柯的詩性智慧，再論述中國的詩性智慧與書法的

詩性語言如下： 

（一）維柯的詩性智慧 

詹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出生於義大利那布勒斯

（Naples），是一名義大身兼政治哲學、修辭學、歷史學和法理的偉大學家，父親是

當地小書商，雖家境窮困，但維柯從小便喜愛羅馬法及拉丁語言文學，曾以十八歲

年紀出席法庭替父親辯護且獲得勝訴，後來就讀那不勒斯大學攻讀羅馬法和修辭

術，以及對於法學及語言學的研究。18其著作以《新科學》（The New Science）聞名

於世，由於《新科學》涉及題材包括法律、宗教、歷史、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

人類學、神話學與社會心理學等領域，影響範圍也相對地廣泛。 

維柯《新科學》從人類學的觀點闡釋出一個語言和文字的起源的原則，其中天神

的意旨是其中的關鍵原則。他說：人類的一些原則，我們可以穩妥的認為，至少等於

「各民族的共同性」。19像「本性」、「民族」和「原則」這些詞一樣，都有一種生育的

意思，這就是由非人變成人所依據的原則，顯然這些原則跟詩性智慧有相關。他說： 

「詩人」是用希臘文的意義，就是製作者或創造者，擅長於製作某種東西，當

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知道怎樣製作它，而且知道怎麼辦（the know-how），當然

就是一種知識或智慧，換句話說，即是發現這種詩性智慧或創造性的智慧，或

是詩人或人類制度創造者的智慧。20 

因此，吾人可以發現詩性智慧的本源乃跟民族共同性或人類本性有相關，也跟天

神的意旨脫不了關係！維柯他說：所有異教各民族的歷史都有神話故事的起源，在希

                                                                                                                                                  
西方的詩性智慧根源的差異性。包括：一、生產文化的種族與環境不同；二、文字、語法與藝

術生成方式的不同；三、宗教、文化與思維的不同。 
18 朱光潛，《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2。 
19 維柯（Giambattista Vico），朱光潛譯，《新科學（上）》（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

頁 41。（英譯者的引論） 
20 維柯（Giambattista Vico），朱光潛譯，《新科學（上）》，頁 43。（英譯者的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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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人之中，最初的哲人們都是些神學詩人。21根據朱光潛所述最早「神的時代」，是在

原始野蠻人中貴族酋長時代開始的。 

全世界都發生過大洪水，如希伯來人的《聖經•創世紀》和《禹貢》裡都提到，

世界洪水把世界淹沒了一兩百年之久，等到這個世界大洪水消退了，地球上積

蓄的水蒸氣初次造成雷轟電閃，在深山野林里游浪的巨人類初次聽到了就驚懼

起來，憑原始人類以己度物的習性，就是詩性智慧，以幻想到天上有一種像他

自己一樣的那種酋長，在盛怒下就大聲咆嘯，向奴隸們耀武揚威、發號施令，

雷電就是天神像人類發出的警告和教令。於是就興起了信仰天神的宗教以及憑

天象去探測天神意旨（providence）的占卜術和掌占卜大權的司祭或巫師。22 

這種信仰天神意旨的宗教就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個起源。維科指出：原始人類都像

野獸一樣，聽從肉體方面的情慾對心靈的支配，只有在肉慾強力支配之下才開動腦筋

思考，對某種神道的畏懼，才迫使他們控制獸性情慾，使他們獲得應有的形式和分寸，

因而進化成為人道的情慾。23這種對神道的畏懼，產生了人類意志所持有的那種動因

或動力（conatus），從而控制肉體強加於心靈的那種獸性情慾，使那些獸性情慾完全

平息下去，才使人配得上做文明人或哲人，或者把情慾引到較好的用途。24 維柯說： 

「諸異教民族的原始人，由於他們強壯而無知，卻憑完全肉體方面的想像，才

創造出事物。而且因為完全憑肉體方面的想像，他們以驚人崇高氣派創造了事

物或制度，這種崇高的氣派偉大到只憑想像便能創造出事物的這群人，令人格

外震驚，因此，他們被稱為「『詩人們』」。」25 

因此，這種對獸性肉慾激動的控制是經由自由意志或自由選擇的結果，並且成為

公道法律的來源，這也是中國儒家所講的克己復禮的動力起源，我們可以稱為詩人們

的智慧或詩性智慧。 

                                                      
21 維柯（Giambattista Vico），朱光潛譯，《新科學（上）》，頁 211。 
22 朱光潛，《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頁 13。 
23 朱光潛，《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頁 38。 
24 朱光潛，《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頁 38。 
25 維柯（Giambattista Vico），朱光潛譯，《新科學（上）》，頁 43。（英譯者的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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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的詩性智慧 

中國詩性智慧與維柯的「詩性智慧」稍有不同，它與「家庭為本」的文化有密切

相關，其最早可溯於殷周時代的「家天下」觀念開始，由於君主統治使個人自由受到

嚴重壓制，致使中國文化的傳統乃奠基於維護民族的獨立上，而不以向外擴張為方向，

是透過道德教化促進「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26這種傳統文化也受到人與自然和

諧的影響，以老莊、荀子與《周易》為代表追求「服從自然說」與「天人協調說」的

境界。 

《周易》作為能具體表達儒家與道家的經典，最能代表中國傳統詩性智慧的思

維，其內涵乃從原始詩性思維生發成充滿詩性智慧的天人合一精神。《繫辭上傳》子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

卦以盡情偽，繫辭以盡其言……」27因此，言雖不能盡意，象卻是可以盡意的，卦與

象雖是一種符號，其實卻已有別於西方的符號概念，它標示了中國古代詩性智慧的產

物。 

漢字的語言體系，以象徵作為核心構成，從《周易•繫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可見得以象形為基礎的漢字，充

滿了神秘的詩性色彩，真正歸屬一種詩性智慧的文字。 

西漢劉安編撰《淮南子•本經訓》寫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

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28其中「天雨粟，鬼夜哭」這六個字道出了因倉頡作書的怪

                                                      
26 《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意思便是說：堯能發揚來自於天命的大德，於私使家族親密和睦，家族和睦；於公

能辨明各族姓的政事，眾族昌明了，便協調萬邦諸侯，天下眾民因此也就相遞變化友好和睦起

來。 
27 劉綱紀、范明華撰，《易學與美學》（臺北市：大展出版社，2001 年），頁 318。孔子說：「文字

不能寫盡言語所能表達的意思，言語又不能表盡心裡所想到的意念。那麼，聖人的心意就不可

見了嗎？孔子又說：「聖人創立卦象以窮盡所要表達的心意，設置卦爻以窮盡所要表達的真偽，

用文辭以窮盡所要表達的言語。」於此便可見《周易》的卦象與文辭旨在窮盡表達的目的與功

能性。 
28 劉濤，《書法談叢》，頁 3。本意是說：「從前倉頡創造出文字，天上就下起了粟米，鬼也在夜晚

啼哭。伯益掘地打井，龍就飛上幽遠的雲中，神靈也棲息到昆侖山上去了。人的智能越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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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現象，將原本為史官的倉頡，透過一些離奇的神話故事，將人間發生的重大事情

與自然現象聯繫起來，揭示出文字產生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並以

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天人感應」方式表達出來。29至此，中國原始詩性智慧愈發開展，

到了東漢朝代，甚至將倉頡本人神化為「四目電光」，將其視覺器官形容得更有神祕

感，從史官逐漸神化為四目，而且閃爍成電光的模樣，此臆測想像倉頡能夠見龜文

鳥迹配聚成字體，將「倉頡造字」的神話故事，提升到「倉頡四目」的神化境界，

並產生此詩性智慧的形象諭示。榮格認為：神話作為現代藝術、科學、哲學與宗教

的起源，是人類精神現象的最初的，整體的表現，是原始人的靈魂。30所以在某種程

度上，這種神話乃是中國思想的起源與文化的精髓，更顯現了漢字起源於東方詩性

智慧不同於西方詩性智慧之處。 

綜合上述，中國古代傳統思想最重視的乃是家族、宗法與君主統治的強固力量和

長期延續，在血緣聯繫與倫理風俗為核心的政治與家庭倫理結構思想下，促成詩性智

慧的進展，所以，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文化本體即是詩性的31。 

（三）書法批評的詩性語言 

語言是人類創造的。當人創造了語言，人才真正成為人，語言成為人與世界建立

關係的不可或缺的中介，成為人學會思考的出發點，也因此成為人類文化創造最初的

範型，從這一角度看，語言即是「文化之母」。32相較於語言與文化，「詩」則是人類

的母親。人類最初的語言，似乎也確實具有詩性特質，它浸潤著強烈的情緒，駕馭著

奇特的想法，以及感性、具體性和獨具的魔力，似乎跟詩性語言並無二致，特別是，

譬喻的語言本身就具有詩性特點，與其說詩性語言是語言的初始階段，不如說其本質

                                                                                                                                                  
性就越淡薄。所以，周朝的鼎上鑄的上古巧匠名叫倕的形象是自己咬著自己的手指的，以此來

說明奇巧之事是不能多做的。」 
29 劉濤，《書法談叢》，頁 3。 
30 榮格（Carl Gustav Jung）著，馮川、蘇克編譯，《心理學與文學》（臺北市：久大出版社，1990
年），頁 13。 

31 郭守運，〈中國詩性智慧的早期生成〉，《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頁 45-78。
發現：中國文化的本體是詩，其精神方式是詩學，其文化基因庫就是《詩經》，其精神頂峰是唐

詩，頁 45。 
32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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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原始譬喻與原始語言。33 

在漢文字結構與文化發展背景下，中國書法傳統批評論述其語言，也極富詩性色

彩，正可謂：「如詩如畫」，除了描寫具體性、形象性和生動性外，在審美的表達用語

上也充滿幻想與詩意，以一種「以已度物」類似移情的概念，透過文字表達兼容抽象

與具體的視覺意象，可稱為「詩性語言」。馬大康認為語言陪伴著人類一起成長，人生

活於於語言世界，透過語言同自然打交道，因此，語言作為文化的母體，它孕育著諸

如：邏輯、歷史、文學、哲學、宗教、科學等等類文化，同時語言自身也日漸發展演

化，並從最初的原始語言孵育出具有種種特徵、功能各異並且日漸專門化的語言，「詩

性語言」即是原始語言演化過程中所結出的碩果。34 

《漢書•藝文志》云：「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後天，

書之用也。」這說明了「意」是先天的理念，是文字的精神源泉；「象」則是後天理念

的對象化，是理念的圖示表徵。35此種「立象說」構成了上古人的宇宙本體論，在立

象的背後潛藏著原始初民天人之間的哲學思考，這也正是文字能夠進一步昇華為具文

化意味的書法藝術原因所在。在這裡「意」是主體，而「象」則是客體，「象」的表現

內容成為主體的投射，即「象」是通過主體抽象思維而產生的，但是「象」的產生卻

不是為了本身，而是為了盡「意」。36這種「意」與「象」的主客關係決定在視覺觀看

上，便如：安海姆（Rudolf Arnheim，1904〜2007）在《藝術與視覺心理學》書所道：

「視覺乃是極主動的探索，並非如照相機似的被動地記錄。」37說明了觀「象」需含

有主體的情感與知覺投入。 

中國書家的作品乃是情感投射於于自然的產物，萬事萬物都能勾起書家的情思，

書法批評家用自然來觀照書法藝術，也最容易被人們所理解書家所投射的意象。例如：

唐代徐浩〈論書〉「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虺翟備色而翱翱百步者，

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38將書法表現譬喻為老鷹隼鳥高飛起

                                                      
33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頁 150。 
34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頁 143-144。 
35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15。 
36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15。更進一步說就是說：「象」與「意」是相互生發的。 
37 安海姆著，李長俊譯，《藝術與視覺心理學》（臺北市：雄獅圖書，1985 年），頁 46。 
38 徐浩，〈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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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骨勁；長尾野雞低翔歸於豐腴；唯有羽翼絢麗又能高飛者，才是書法中的鳳凰。又

如：衛恒〈四體書勢〉形容王羲之書法：謝家子弟，爽爽有一種風氣；形容鍾繇的書

法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形容歐陽詢書法如「金剛怒目，大士揮拳」……這些形

象性的比喻有些很貼切，具體、形象、生動、可感與節奏明快，具有詩句一樣的形式

節奏和韻律，呈現出詩意的語彙與審美意味。庾肩吾〈書品〉：「分行紙上，類出繭之

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崿聞起，瓊山慚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

抽絲散水，定其下筆。」39把隸書用筆之形態如娥、如鶴、如山與如海之姿，描寫成

彷彿有人性之萬物姿態，展現詩性的動態美感，其重視巧態之美躍然於眼前。 

古代書法批評家運用這種以形象喻示的書法批評言說，進行書法藝術的批評與品

鑑，運用這種言說的方式，不僅「傳神」而且「蘊藉」喻意，40透過這種詩性言說的

譬喻，喻體的形象、書法家與書法作品之間有了相似的意象交融視域，除了啟發獨自

的生活經驗和審美感受外，也提供了書法欣賞者自由想像的藝術再造空間。 

維柯指出：憑我們開化人的本性，我們近代人簡直無法想像到，而且要費大力才

能懂這些原始人所具有的詩的本性。41這些由古老詞彙構成的古老的語言，由於滲透

了人的激情，並集聚著事物感性的特徵，因擬人而化為眾神，具有神秘感人的力量……

且成為詩性語言。42因此，對於傳統書法批評語言的詩性傾向，要理解此魅力，或許

只能以詩心和詩情去領略。正所謂：「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

心悟，不可以目取也。」43；「為書之妙，不必憑文按本，專在應變，無方皆能，遇事

從宜，決之於度內者也。」44對書法這種抽象線條造型的生命藝術形式，以及宇宙生

命意味的深情感悟，也只能用詩情畫意式的語言風格，才能較為貼切地表達對宇宙生

命的情懷和生命意味的顯現。正如：詩性語言、詩性譬喻從原始的返回……自然萬物

不再是神，語言也不再是神的名字，而人自己則成為具有創造力的獨立主體……在人

                                                      
39 庾肩吾，〈書品〉，《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80-81。 
40 王太雄，〈中國書法傳統批評的詩性智慧〉。王太雄曾闡釋其傳神之處在於：「一種生動的比喻形

象往往有著強烈的象徵意涵，旨遠而事隱，意含而不露。」；而其蘊藉之處又在於：「沒有抽象

和明確的結論，是一種圖景式的評論。」 
41 朱光潛，《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頁 30-31。 
42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頁 146。 
43 虞世南，〈筆髓論•契妙〉，《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103。 
44 張懷瓘，〈評書藥石論〉，《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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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之間重新展開盡興忘情的交往，詩性譬喻將自伸展化成無邊無垠的精神宇宙，

讓人與語言直接相對、相互交融，人就逍遙於這語言構建的精神宇宙，於是，原始譬

喻中的神性和魔力便藉由詩性語言轉化為令人銷魂的魅力。45 

三、書法批評中詩性語言的類型與譬喻 

西方傳統的觀點認為範疇劃分（categorization）是理解人們思維重要的關鍵，人

們根據事物之間的共通點來劃分或界定範疇。46而中國書法批評的許多範疇界定，也

都具有經驗歸納之性質，其言說方式也都具有詩意化、審美化的明顯特徵。原始人類

構建範疇的方式也是以歸納為範例，正如維柯所說：「我們所說的詩性文字，已被發現

是某種想像的類型（imaginative genera，大部分是由他們想像形成的生物、天神或英

雄的形象），原始人類把同類中一切物種或特殊事例都轉化成想像的類型。」47這些理

想範例和想像的類型，乃原始人類建構範疇的雛型，正如：傳統書法批評的許多概念

存有原始思維的經驗歸納性質，或許我們可以正名為「詩性邏輯」，這意味著人們身上

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意向，即：認為一切生物都跟他們自身相類似，並把這些他們非

常熟悉的想法轉移到每一種對象上面。因此，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思考，人類這種長

期的文化認識和實踐，成為人類「一種普遍傾向」代代相傳的意識狀態，將此自我體

驗模式積澱為人類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態，並成為一種書法批評的類型。 

（一）書法批評中詩性語言的類型 

簡言之，書法批評是以詩性邏輯的觀點進行描述或評第。以魏晉南北朝書法批評

模式為例，主要有三大類型：「直觀審美經驗描述法」、「探本究源分析法」與「系統品

第高下法」。48這三類有大部分評論方法均與「以己度物」的詩性邏輯或「似人現象」

的人格化有關係，簡單論述幾個運用詩性智慧批評的類型如下：

1.形象類比的批評法 

                                                      
45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頁 163。 
46 雷可夫、詹森合著，周世箴譯，《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臺北市：聯

經出版公司，2006 年），頁 9，頁 5-6。 
47 維柯（Giambattista Vico），朱光潛譯，《新科學（上）》，頁 77。 
48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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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乃借自然物象或人的各種生動型態，來比喻書家的書作或書風，由於此種手

法直觀形象與生動具體，因而普遍為書學家採用，同時也較容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

這種批評直接導源於中國上古社會從《詩經》開始的「比」與「興」的傳統。以借物

喻人寄情於景，將自然與心靈融為一體。作為一種藝術批評方法，這種以形象比喻的

方法興起是在魏晉南北朝，當時包括文學家與書學家在內的一大批文藝學家，爭先恐

後地借物喻人與借人喻藝，對前代與當代藝術家或藝術作品發表自己的見解。 

而最早使用「形象類比法」來論書法作品的是西晉衛恒〈四體書勢〉與西晉索靖

〈草書勢〉，而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也擅長以形象類比法評論書家作品。49  

衛恒〈四體書勢〉：「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頹，

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

綿綿。」50    

袁昂〈古今書評〉如：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

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

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

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舍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51 

在袁昂〈今古書評〉的批評世界中，男女老幼、飛禽走獸、山川河流、花草樹木，

應有盡有，也因而開創了中國書學史上獨有的批評模式。梁武帝蕭衍〈古今書人優劣

評〉也採用此種以自然物比喻的方法，如：「繇書如雲鵠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

實亦難過。」52將三國時代鍾繇的書法，比喻成雲鵠游天與鴻雁戲海的動作，亦可稱

                                                      
49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90。 
50 衛恒，〈四體書勢〉，《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12。 
51 袁昂，〈古今書評〉，《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69。 
52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92。原文可參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歷代書法論文

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76。另甘中流，《中國書法批評史》（2016 年），

頁 91。則道：在梁朝接受蕭衍觀念的還有袁昂，其《古今書評》評價鍾繇的書法特徵就深契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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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形象類比法的經典。這些以形象比喻作為藉物論物的批評方法，常用若、如、喻、

猶……等字來作「比」詞，成為中國書法批評史上，最常為批評家所使用的評論方法。 

2.比照評判的批評法 

即是通過相同或不同時期，兩位或兩位以上書家或書風的比較，對照來評判其各

自之優劣點。如：蕭衍〈觀鍾繇十二意〉「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學子敬

如畫虎也，學元常如龍也。」53另外，庾肩吾〈書品〉： 

「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煙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為，非

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

帛先書，稱為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

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雲：貴越群品，古今

莫二，兼撮眾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為上之上。」54 

庾肩吾這種以書家對比的方式作為評判各自優劣點的法則，稱為「比照評判法」，

並進一步發展成更系統化的「品第高下評判法」。 

3.系統品第高下的批評法 

這是一種以借鑒封建等級制度而評定書家成就高下的批評方法。三國曹丕為魏

文王（220~226 年）間，首創九品中正制度，立官九品。三國《魏書•陳群傳》吏部

尚書陳群「制九品官人之法」，即將官銜先分上、中、下三大等，每等中又分為上中

下三等，共九品。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導致了門閥思想的盛行，加之封建社會固有

的等級、門第觀念影響，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格外看重地位與身分、明貴賤、

立尊卑、別高下與辨雅俗以成全社會之風氣。這種社會風氣逐漸波及影響到文化、

                                                                                                                                                  
衍之說，意指袁昂乃受蕭衍影響；但在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1999 年），頁 24，則認

為梁人袁昂所著《古今書評》是五二三年奉梁武帝命所撰，評了二十五人，不但用相同體例，

且評語中不少也是相同的，有人因此認為梁武帝一文是偽作，但也可能是梁武帝參考袁昂的評

語或保留或刪易寫成他的書評。熊秉明則認為武帝喜歡與人談論書法，和袁昂共評古來書家，

其中也有意見分歧的，也不必然是抄襲，甚至提出袁昂對王羲之的評論「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

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遠不如梁武帝的稱讚。  
53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92。 
54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92。後來庾肩吾〈書品〉在虞龢〈論書表〉基礎上，對書

家以及書法的品第，進行三品九等第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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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領域，因而有此系統品第的高下法。東晉到南朝先後有謝赫著《古畫品錄》、范

汪等撰《圍棋九品序錄》與鍾嶸著《詩品》，分別對繪畫、圍棋與詩歌進行分品評定，

55便是以此法作為方式。 

至於書法批評上，系統品第高下批評法的濫觴，始於南朝虞龢〈論書表〉，此作

雖不是一篇嚴格意義上的品評書家高下的論著，但率先提出了「品」的概念，並有初

步的展開。在〈論書表〉中虞龢是懷著一種鑒定家的眼光來打量自己所過目的歷代法

帖，因此在談論二王傳世書作時尤為挑剔，並不像後世崇拜者那樣一味的讚美。56虞

龢〈論書表〉如： 

「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

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品，

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

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57 

虞龢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二王書法應分為第幾等，也沒有給二王以外的書家作品分

等第，但他強調書評仍「要有優劣」的批評精神，並對二王不同書作之不同「品味」，

作出初步的分析，也為後世書法批評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其後庾肩吾

〈書品〉在此基礎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對書家的品評以及書法的品第作了全面詳盡

的闡述與分析。58從而也為「品第高下法」提供了書法批評的參考依循。張懷瓘採用

庾肩吾慣用之三品九等架構評書，將三品定為神、妙與能。雖然其在〈書斷〉以三品

九等品量各家書藝，但他要欣賞的並不是字形結構之巧、用筆精熟之妙，而是字的神。

59他說： 

「以風神骨氣者居上，研美功用者居下」〈書議〉 

「逸少天質自然，風神蓋世」〈書議〉 

「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丰妍美，乃乏神气，無戈戟銳可畏，無物

                                                      
55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97。 
56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97。 
57 虞龢，〈論書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50。 
58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97。 
59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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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生動可奇，是以劣于諸子。」〈書議〉 

「索靖乃越制特立，風神凛然」〈書斷〉 

「今大令書中風神怯者， 往往是羊也。」〈書斷〉 

「深識書者唯觀神彩，不見字形」〈書斷〉60 

從上述形象類比到系統品地論高下的書論模式，可見由「以物喻書」轉為「以人

喻書」，無疑受到當時品藻人物風氣的影響。從「以物喻書」到「以人喻書」，看似只

是比喻詞語的改變，然而它意味著書法自覺意識從作品中看出了完整人的形象，這雖

然只是一種作品與他人形象的類比，但無疑已向作品—作者兩者形象的重合接近了一

大步，尋根溯源，後世「書如其人」的思想正是從這裡引發的，例如：蕭衍（464〜547）

〈草書狀〉中所說的「體有疏密，意有倜儻，或有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絕之氣，滔

滔閒雅之容，卓犖調宕之志」，人所具有的各種精神內涵已轉移到對作品的感悟之中。

61 

（二）書法批評中詩性語言的譬喻 

雖然自古西方哲人不乏對譬喻闡釋多有褒貶，如：柏拉圖（Plato）、雪萊（Shelley）

與華茲華思（Wrothwroth）等均以貶斥的態度評價譬喻，但其自身卻運用渾然天成的

譬喻而不自覺，甚至這一派（浪漫派）的學者認為譬喻語言不是技巧而是本能，是原

                                                      
60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頁 110-111。〈書議〉原文：「逸少筆跡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質自然，

風神蓋代……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書斷〉原文：「索靖乃越制特立，風

神凛然，其雄勇勁健過之也。」、「『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書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

也。」、「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其隸則習于鍾公，風神稍怯。」與「深識

書者唯觀神彩，不見字形。若精意元覽，則物無遺照」。 
61 邱振中，〈書法藝術的哲學基礎〉（中國社會科學網，2014 年），（http://www.cssn.cn/zt/zt_xkzt/zt

_ysxzt/sfzpqzz/sfwxllyj/201405/t20140508_1152631.shtml），2016 年 5 月 13 日檢索。原文可參詳

蕭衍，〈草書狀〉，《歷代書法論文選》（1988 年），頁 74 。「二王父子可為兄弟，薄為庶息，羊

為僕隸。目而敘之，亦不失倉公觀鳥跡之措意邪！但體有疏密，意有倜儻，或有走流注之勢，

驚竦峭絕之氣，滔滔閒雅之容，卓犖調宕之志，百體千形，巧媚爭呈，豈可一概而論哉!皆古英

儒之撮撥，豈群小、皂隸之所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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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擁有與生俱來的「詩性智慧」。62英國符號學者特倫斯•霍克斯（Terence Hawkcs）

在《論隱喻》寫道：「沒有隱喻，就沒有詩」，63可見隱喻是詩的基礎，也是詩性語言

的根本，我們可以說沒有廣義的譬喻，也就沒有詩性語言。詩性語言對客觀事物的指

示與科學和日常語言有所不同，它是一個同時包容著主體和客體的獨立世界，也就是

說：是一個連結著人與自然的譬喻，在人與自然相同的這個觀點上，詩性譬喻和原始

譬喻是一致的，或者說，詩性譬喻就奠基於原始譬喻上。64 

「譬喻」性表達向來被視為修辭學中的一個修辭類型，是文章或敘事比喻時的一

種修飾法。根據陳望道對譬喻的定義：「思想的對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類似點，文章上

就用那另外的事物來比擬這思想的對象，名叫譬喻。」65黃慶萱則認為：「譬喻是一種

『借彼喻此』的修辭法，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事物中有類似的點，說話、作文時運用

『那』有類似點的事物來比方說明『這』件事物，就叫譬喻。」66魏聰祺則認為黃慶

萱的定義已頗為詳盡，不過可增加「有意」二字強調其刻意性。67上述對譬喻修辭格

的定義下，其實仍可再細分為如：明喻、隱喻、借喻……等類別。因本文乃聚焦於書

法批評之譬喻性語言的深入，故不另作修辭格的探討。 

1.「以己度物」的詩性邏輯 

把自己當作權衡一切事物的標準的譬喻方式，在中國歷代各朝的書法文論中幾乎

是俯拾皆是，即書家或批評家普遍有意味地「以人喻書」，或者是把「書藝比作人」，

這種譬喻多數歸因於傳統書法評批理論形態「生命化和人格化」的關係，這種關係在

人類社會史前的考察，可以從原初民的詩性智慧找到答案。原始時代「由於人類心靈

的不確定性，每逢墮在無知的場合，人就把他自己當作權衡一切事物的標準」。68當原

                                                      
62 郭守運，〈中國詩性智慧的早期生成〉，中譯導讀頁 16。周世箴寫道：柏拉圖以後的浪漫派學者

認為譬喻語言即是維柯在 1725 年《新科學》主張的詩性智慧（poetic wisdom）；華茲華思

（Wrothwroth）在 1798 年《抒情歌曲集》也寫道：「語言本身充滿譬喻」。 
63 特倫斯•霍克斯著，高丙中譯，《論隱喻》（北京市：昆侖出版社，1992 年），頁 8。這裡所指「隱

喻」乃是「譬喻」修辭格的一種類型。 
64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頁 152。 
65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頁 77。 
66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2002 年），頁 321。 
67 魏聰祺，《辭格分類及其辨析研究》（臺中市：台中教育大學，2011 年），頁 125。 
68 維柯（Giambattista Vico），朱光潛譯，《新科學（上）》，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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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類出於「無知」而以已度物時，外物也就被賦予了人的名稱、形體、精神與靈魂，

於是「詩人」和「詩性智慧」也就誕生了。 

從現今理性主義下認識論的觀點，詩人或詩性智慧的思維或許被視為「謬誤」，

然卻也潛藏著一種「非理性」思維方式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從《新科學》一書的闡釋

得到這種清楚的輪廓。維柯將原始人與文明人的思維方式，分別稱之為「想像性玄學」

（詩性玄學）和「理性玄學」，認為前者「乃它們天生對各種原因的無知，憑藉詩所賦

予的想像力功能，將不瞭解一切事物而變成了一切事物」；後者則是「通過理解一切事

物來變成一切事物」。69前者是自發的、本能的與被動的集體無意識；後者是積極的與

能動的理性自覺，清醒地將詩性譬喻作為藝術思維的一個具體的操作方式、方法和工

具，兩者其性質截然相反。 

然而文學形式中最深層，乃至於能夠觸動原始先民的心靈，並凝積為心靈底層的

原型，它來自於神話，神話主宰著詩人的創作，奠基於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集體無意識、原始積澱和原型」的觀點，以此他認為：真正的藝

術傑作之所以為全人類所接受，乃基於遠古形成的人類共有的集體無意識上。70所以

若創作者主體「以己度物」的詩性邏輯之發生，客體生命化人格化之完成，心物之間

最大相似性的建立，均有賴於原始思維的自我體驗模式，而且在長期的認識和實踐活

動中，自我體驗模式積澱為人類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稱為人類的一種普遍傾向。71    

因此，依據《新科學》所指，中國傳統書法批評的生命化與人格化，成為極具想

像性玄學的代表性精神，並藉由文字批評的詩性化，讓讀者能夠得以充分體現書法批

評的詩性智慧，乃決定於人類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在書法創作與評論

上，乃奠基於「以已度物」的生命體驗模式，所形成的生命人格本體化的批評理論形

態，進一步以「似人」或「似物」現象來呈現對書法表徵的生命關照，實際上兩者均

                                                      
69 維柯（Giambattista Vico），朱光潛譯，《新科學（上）》，頁 221。 
70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頁 147。原文：文學形式有著更深的根源，來自神話，神話最激

烈、深沉並反覆地觸動了原始先民的心靈，凝縮、積澱為心靈底層的原型並主宰著作家、詩人

的創作，這一觀點不僅與維柯相關，而且直接來源於榮格，即榮格在批判佛洛伊德無意識理論

的基礎上，提出了集體無意識、原始積澱和原型的觀點，他認為，真正的藝術傑作之所以為全

人類所接受，被視為溝通人類心靈的共同財富，就因為它建基於遠古形成的人類共有的集體無

意識上。 
71 李建中，〈原始思維與中國古代文論〉《文藝研究》第 4 期（2002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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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生命化和人格化的詩性精神，因為藉由「物」被人化與物件化，寄寓著人的生

命情懷和人格精神，將人類的這種普遍傾向一代一代遺傳下來。72以下就幾個現象的

譬喻進行闡述： 

2.「似人現象」的譬喻 

在傳統書法文論中，將書法比喻成人的生命化和人格化，這種「似人現象」極其

普遍，如：借王羲之之名撰寫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後〉，其作者繼承了原〈筆陣圖〉

的創作思想，並加以展開：「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

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

者殺戮也。」73已把書法用筆的創作服膺在作戰的陣勢中，除了似物現象外，「心意者

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也充分表現「似人現象」的形象化。 

追溯最早使用「若」這個比喻詞，以蔡邕的〈筆論〉文中以「若坐若行」等人

的生命活動現象比喻書法，又以「弓、矢、水與火」等物象來比喻書法的型態。74自

此爾後，各朝書論中「似人現象」的比喻詞便不曾間斷。如：王羲之〈筆勢論•譬成

章第十二〉也道：「一點所失，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75衛

鑠的〈筆陣圖〉「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就以「多力豐筋」來比喻書法的

生命動態。76宋代米芾〈海嶽名言〉：「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秀潤生，布

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

                                                      
72 李建中，〈原始思維與中國古代文論〉，頁 52。李建中的說法認為這種自我體驗模式積澱為人類

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稱為人類的一種普遍傾向，是透過一代一代永不間斷被遺傳下來。其實是

引自於榮格，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是精神的一部份，它與個人無意識截然不同……構成個人

無意識中的主要是一些我們曾經意識到，但以後由於遺忘或壓抑而從意識中消失了的內容；但

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從來就沒有出現在意識之中，因此也就從未個人所獲得過，它們的存在完全

得自遺傳。個人無意識主要是由各種情節構成的，集體無意識的內容主要是『原型』」。（榮格著，

馮川、蘇克編譯，《心理學與文學》，頁 65。） 
73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60。與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歷代書法論

文選上冊）》（1988 年），頁 24。 
74 蔡邕，〈筆論〉，《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6。蔡邕云：「為

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

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 
75 王羲之，〈筆勢論〉，《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33。 
76 衛鑠，〈筆陣圖〉，《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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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77如果「骨肉筋……」等生理和肉體已成為評

書的標準，顯見「似人現象」的詩性譬喻已充分生命化了。「或如蟲食木葉，或如水中

蝌蚪，或如壯士佩劍，或似婦女纖麗。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起發，

綿密疏闊相間。」78則更具體地把書法的型態表現在蟲獸的生命動態上，甚至以人物

的精氣神的形象上。 

到了南朝，王僧虔則把人的心理和靈魂精神方面作為評為標準，其〈筆意贊〉曰：

「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79可見其重視風采神氣之

生命氣象。爾後，張懷瓘〈書議〉「夫草樹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

猛獸鷙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也能體會古人對書法作品效法的型態上與「自然

界」的草木生長有同一性；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人」的相似性，並且蘊含著人的風、

神、骨與氣等生命的意味。如：北宋蘇軾〈論書〉：「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

者闕一，不為成書也。」80南宋姜夔〈續書譜〉：「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

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撇捺者，字之手足……挑剔者，字之步履」。81元代陳繹曾〈翰

林要訣〉：「字之骨，大指下節骨是也；字之筋，筆鋒是也；字之肉，筆毫是也。字生

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82甚至到了清代周星蓮〈臨池管見〉：「字有筋

骨、血脈、皮肉、神韻、脂澤、氣息，數者缺一不可。」83清代康有為〈廣藝舟雙輯•

餘論第十九〉亦云：「書若人然，須備筋骨血肉。血濃骨老，筋藏肉瑩，加以姿態奇異，

可謂美矣。」84也都說明了書法與自然界或人類生命型態相似性的共同寫照。 

傳統書法批評「似人」的現象，本質上就是「書如其人」的批評模式，作為這批

評模式的基本原則，即是強調書法作品同書家人格的相似關係，強調書法家的人格情

操或精神與書品格調的相似性關係。簡言之，書法創作乃透過書法家真情流露的表現，

                                                      
77 米芾，〈海岳名言〉，《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334。 
78 王羲之，〈書論〉，《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26。 
79 王僧虔，〈筆意贊〉，《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57。 
80 蘇軾，〈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288。 
81 姜夔，〈續書譜〉，《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356-357。 
82 陳繹曾，〈翰林要訣〉，《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450。 
83 周星蓮，〈臨池管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676。 
84 康有為，〈廣藝舟雙輯•餘論第十九〉，《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

頁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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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我的品性、胸懷、修養、才情、學識或隱、或顯、或間接甚至直接滲透到作品中，

形成所謂書卷氣、清剛氣與古雅氣等人格精神的投射氣質。清代劉熙載在《藝概•書概》

寫道：「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85說明這種投射

式的評論方法，誠如「如」字本意便有接近、相似、好像、類似等涵義，陳述了書家

主體心志與書法品格具有的相似、相近對應關係，讓書法作品成為書家人格精神與魅

力的外顯表象，成了「有意味的形式」也成為人格化的表徵。相對於書法創作，書法

批評所需要檢視的乃是抽象的符號結構，美國認知語言學家萊科夫（George P. Lakoff）

在《女人、火與危險事物》一書論述有意義的議題時，反對客觀主義的理性觀將「意

義」建立在範疇劃分的基礎上，認為： 

「有意義的思維，並不僅僅是對抽象符號的機械操作，這些抽象符號本身沒有

任何意義，它們只有透過與世界上的事物相對應來獲得意義。」86 

他認為這種客觀主義的論述，基本上忽略人的存在。語言表達所表示的各種符號

結構，在透過與實際世界事物和範疇的聯繫或對應時，應該將人們進行思想與理解的

一種過程納入。因為人的思維並不只對待抽象符號的認識，而更多的是對富有生命力

和生機世界的判斷與理解。87故歷代書法批評論文，乃是根據書法批評家的本性或經

驗來進行書法作品的特徵與意義的聯繫，因此才產生了這種「似人」比喻的批評現象。 

3.「似物現象」的譬喻 

其實早在漢代書法批評理論，便已不侷限關注文字的結構取象的議題，反而重視

書法本體所呈現的審美型態，這在東漢崔璦與蔡邕的書論中均有清楚的描述。88崔璦

〈草書勢〉道：「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89從描述草書形態的

                                                      
85 劉熙載，〈藝概•書概〉，《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666。 
86 喬治•萊科夫著，梁玉玲譯，《女人、火與危險事物：範疇所揭示之心智的奧（上）》 （臺北市：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頁 523。 
87 孫翀、何繼承，〈解析斯賓格勒的詩性智慧〉，《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31 卷第 4 期（2011
年 4 月），頁 84。 

88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20。 
89 衛恒，〈四體書勢〉，頁 14。《四體書勢》一卷，收錄四體為：古文、篆、隸、草，各為其敘其

起源，兼及遺事，後系以贊。其篆勢贊記，實為蔡邕撰；草書贊記，實為崔瑗撰；古文字勢贊

及隸勢贊，應為恒自撰。崔璦〈草書勢〉收錄在晉朝衛恒的〈四體書勢〉中。白話解釋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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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中，蘊含了強烈生命力的態勢與生命韻律。另外蔡邕〈篆勢〉：「或龜文針裂，櫛

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撇，鷹跱

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90這些遣詞用字均以「似物現象」作為詩性邏輯的表

徵論述。歷代「似物現象」的譬喻其實不少，以〈書斷〉為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

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其銘題鐘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如聆管絃。長毫秋

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絲縈箭激，電繞雪雰。淺如流霧，濃若屯

雲。」與「仲將書如龍拏虎踞，劍拔弩張。」另外西晉楊泉在〈草書賦〉也使用了「或」

與「如」字來擬物：「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擇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

翰攄藻，如春華之楊枝。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91利用山雨之象擬草書之態，

將草書之布局、揮毫與潑墨用筆，利用這些「似物」喻詞描繪其奇妙之感。上述舉例

足可見以物擬書的詞語實不在少數。 

袁昂〈古今書評〉：「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92此

書評雖以龍與鳳形象比喻「文筆、書法縱逸雄勁」，但其「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所指

不免讓人模不著頭緒？因此唐代孫過庭便提出不同的看法，其在〈書譜〉云：「至於諸

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93這裡所說的諸家勢評，即是上述崔

璦與蔡邕等論書勢或書狀一類文章。 

                                                                                                                                                  
書的形象像野獸踮起腳來，飛鳥聳起身子，想要飛走離去的樣子；也像狡兔突然受到驚嚇，想

要奔跑而還未奔跑的姿態。 
90 衛恒，〈四體書勢〉，頁 13。蔡邕〈篆勢〉也收錄在晉朝衛恒的〈四體書勢〉中。指出文字的筆

畫「或像龜紋裂痕，像龍鱗排列，寬體舒尾，長翅短身。下筆如黍稷之穗下垂，筆劃積聚如蟲

蛇之錯雜盤聚。有的像掀起了波浪。受到振動激蕩，有的像鷹聳立身子，鳥顯得驚懼，伸頸張

翅，勢必淩空飛去的樣子。」 
91 楊泉，〈草書賦〉，《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市：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 年），頁 19。其意：

或如山之濃雲高高揚起，或如細雨過後，春筍自己破土而出。佈局的美好，猶如明珠的色彩絢

麗繁雜。揮毫抒發出現的文采，猶如春天華麗的楊樹枝條。潑墨縱情書寫的字體，猶如美貌女

子的長眉。 
92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71。 
93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市：雄獅美術，1999 年），頁 25。先提及唐代孫過庭這種

比擬法提出異議，並在其對〈書譜〉序提出質疑，原文見孫過庭：〈書譜〉，《歷代書法論文選》

（上冊），1988 年，頁 115。解釋為：「至於以前各家對書法的評說，多數都流於表面，華而不

實，莫不都只描繪其外形，而對其內蘊的真諦都言之模糊不清。」熊秉明這裡所提及的「比擬

法」，嚴格來說應歸屬修辭格的「比喻法」較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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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海岳名言〉也同樣提出了批評：「歷觀前賢論文，徵引迂遠，比況奇巧，

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詞求工，去法愈遠，無益於學者。」94指的便

是這種詩性譬喻，因此，他們對書法批評語言的詩性詞藻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然而，

仔細審視他們自己的書法論文中，卻也不乏一些形象的喻示或華美的辭藻。再舉前述

孫過庭〈書譜〉道： 

「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

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

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

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95 

但就懸針垂露、奔雷墜石、鴻飛獸駭……等華麗詞藻的諭示，與龍跳天門或虎臥

鳳闕的形象比喻，對於學習書法者而言又有何差異呢? 

唐代以後的書法評論仍沿襲著此比喻法，雖然僅被當作次要的方法，以欣賞玩味

的角度借來說明主觀的感受，並傳達某些複雜的欣賞經驗。96仍足見書法批評家本身

雖然都明白詩性譬喻的辭彙，無益於學習者理解書法的字體結構，但在評論書法時，

詞彙的選用均難以避免「以物象喻示」的遣詞用字，歸咎原因不免仍肇因於漢字本身

創造時，原本就歸屬於詩性智慧的產物。 

4.「似物與似人並陳」的譬喻 

至於將「似物與似人」譬喻相互使用的書法文論中，也是有的。如：唐代竇皋〈述

書賦（下）〉：「至如虹縈系帶，鸞舞錦褾。青間綾文，出之衣表。檀心鼊首，金映銀絡。

                                                      
94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頁 26。也有提及宋代米芾也反對這種比擬法。原文可參閱米芾，

〈海岳名言〉，《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1988 年），頁 332。 
95 孫過庭，〈書譜〉，《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112。解釋為：

「看他們書法中懸針垂露的奇異形狀；如疾馳的雷電、墜落的石頭之奇觀；如大雁飛期、猛獸

驚奔的殊姿；如鳳舞蛇驚的妙態；如斷崖顛峰的氣勢；臨危地、鋸枯木的險絕。有的重如崩氣

的濃雲，有的輕若蟬之薄翼；有時行筆流暢如清泉潺潺流注，有時頓筆凝重渾厚，象山嶽一樣

安然屹立；有時運筆細微輕柔，猶如新月初上懸於山崖；點畫佈置疏落有序，象銀河群星疏密

相間，生動自如；其神奇奧妙如大自然，達到非人力所能創造的境界；確實可以說是智慧和技

巧的完美結合，心與手運用得暢達和諧，他們筆不妄動，每下一筆有它的理由。」 
96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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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囊貌妍，撫卷香作。多此飾類，又難詳備。」其中「檀心鼊首」一句便同時運用了

「似物與似人」譬喻。另外也有以己度人的詩性邏輯進行譬喻的，如：鄭杓正文（劉

有定注）〈衍極卷三 造書篇〉：「瓘自言我得伯英筋，恒得伯英骨，靖得伯英肉。靖矜

其書，名為銀鉤蠆尾法。」，「瓘自言我得伯英筋」其意是指：衛瓘汲取張芝筋強骨勝

的特色，融人自己的筆法。這種將「伯英筋、伯英骨與伯英肉」作為「以己度人」的

詩性邏輯作為譬喻，充分顯現以人作為比照評判的書法批評的譬喻語言。 

（三）書法批評中詩性譬喻的生命化 

中國古代最早的書法理論著述是東漢後期崔瑗的〈草書勢〉，其後討論文獻漸多

起來，他們都有共同的特點及用大量的詞藻來形容各種書體的美。97可見古代書法批

評家最早運用形象喻示的批評方式，是針對書法的「理想風格」和「藝術意象」的形

象性描繪，後來逐漸演變成將文字運用於對「書法家的品第」，這兩種獨具特色的言說

批評。前者對書作的「理想風格和藝術意象」，運用形象喻示的風格作出批評言說，有

西晉衛恒的〈四體書勢〉、西晉成公綏的〈隸書體〉與唐代竇臮的〈述書賦〉等書論。

以成公綏〈隸書體〉為例： 

「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磊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

文之布曜，緯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

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98 

                                                      
97 甘中流，《中國書法批評史》（北京市：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年），頁 29-30。這些文獻包括：

東漢末期的蔡邕〈篆勢〉和〈筆賦〉、趙壹的〈非草書〉、成公綏〈隸書體〉、索靖〈草書勢〉、

衛恒〈四體書勢〉、楊泉〈草書賦〉、劉劭〈飛白書勢〉與王珉〈行書狀〉等。這些文章反映了

先民最早的書法審美意識的自覺。 
98 成公綏，〈隸書體〉，《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市：華正出版社，1988 年），頁 9。註釋：「操

筆假墨，抵押毫芒」，是指書法的主要工具，生動形象地描畫出執筆時小指和食指的姿態。「彪

煥磊落，形體抑揚」，則是對隸書形體整體的讚美，文采壯麗，形體有抑有揚。「芬葩連屬，溢

分羅行」，指章法像香花不斷，相間地羅列在每一行。「爛若天文之布曜，緯若錦繡之有章」，指

燦爛如天上的日月星辰放射光輝，華美如錦繡一樣富有文采。「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以拂、

振、按、挑四筆法，由輕、徐、緩、急四種動作所創造，「挽橫引縱」這四個字，指橫畫、豎畫

都要「挽引」取勢，即橫畫逆鋒落紙，豎畫逆勢向上。而「左牽右繞」四個字突出縱、橫兩畫

的中心筆畫地位，要求其它筆畫都要圍繞這個中心結字。至於「長波鬱拂，微勢縹緲」拂即長

形的撇，鬱字將長撇的一波三折描繪得淋漓盡致，「微勢縹緲」長撇隱約飄動之勢盡收眼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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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批評言說可謂將隸書體的用筆的描寫得淋漓盡致，亦可見善用自然物或器物

形容書家用筆的體態與筆勢的文詞範例。後者則對「書家的品第」運用形象喻示的風

格做出比較，通常被稱為品第論，99有南朝袁昂〈古今書評〉、東漢蔡邕〈筆論〉與東

晉衛鑠（衛夫人）〈筆陣圖〉等書論。今以袁昂〈古今書評〉品評了古代二十五位書家

的藝術風格為例，將各書家的獨特風格以形象喻示的描述做出評比：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李斯書世為冠

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

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

能書……」。100 

宋代沈作喆〈論書〉便道： 

「筆法自蕭翁以來，模冩比擬取諸物象，始盡其妙，如為心畫傳神也。謂鍾元

常行間茂宻，如雲鵠游天羣鳬戲海；王右軍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張芝如漢

武好道，馮虚欲仙；羊欣如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真……」。101 

以「似物現象」或「形象喻示」發展出的書法評論方式，乃是從人的生命化和人

格化所衍生，維柯在《新科學》的闡釋，這種源於原始初民對外在物體的「以已度物」

方式，稱之為「詩性的譬喻」，並指出這種涉及生命的事物的表達方式，都是用人體各

部分、人的感覺和情欲的譬喻來組成的。實際上便是一種泛生命化與泛人格化的精神

本質。維柯也舉了大量的有關「詩性譬喻」的例子，其喻體涉及到人體的各個生理部

位，人的各種心理功能和人的精神領域。所以，人參照自己來認識自然，又參照自然

來認識自己，人與自然原本融合一體且永遠也不可徹底分離，當人逐漸將自己同自然

區分開來，將萬物區別開來的同時，人又實際上把自己化作為自然，化作為萬物，從

                                                                                                                                                  
巧難傳，善知者少」說明技藝巧妙難以用語言表達，因而真正能掌握這種技藝的人很少。「應心

隱手，必由意曉」，表唯一的辦法就是應會於心，熟練於手，這樣才能意會知曉。 
99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97。書法批評上，品第高下之法的濫觴於虞龢《論書表》，

此作雖不是一篇嚴謹品評書家高下的論著，但率先提出了「品」的概念，並有初步的展開。 
100 姜壽田主編，《中國書法批評史》，頁 69-71。 
101 沈作喆，〈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市：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 年），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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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立起這一割捨不了的情感紐帶。102說明了譬喻暗合了人------「以己度人」與「以

己度物」，把自己當作權衡世間一切事物的標準，變成整個世界了，此乃古人追求天人

合一的理想境界。 

四、書法批評文本的詩性譬喻分析：以索靖〈草書勢〉為例 

以西晉書法家索靖〈草書勢〉作為詩性譬喻的分析文本，乃基於索靖在崔瑗〈草

書勢〉的基礎上，論述草書的實用性和藝術之美，全文近二十句的譬喻修辭，可謂歷

代論文批評中最具詩性譬喻的代表之一。索靖（239〜303）字幼安，敦煌（今屬甘肅）

人，為名書家張芝姊之孫，曾拜酒泉太守，善草書八分，尤精章草，章草極為後世所

重。梁武帝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曾稱譽索靖書法「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唐代

張懷瓘〈書斷〉將索靖章草列為神品，八分與草書列為妙品，並評其書云：「有若山形

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  

（一）〈草書勢〉譬喻意涵的解釋 

索靖在〈草書勢〉文中對草書體態的描述，一連用了好幾個「若」來譬喻：「蓋

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複安。」，其意涵可以解釋為：

關於草書的體狀，就像懸掛在天空的新月那樣，明媚彎挺，勾連俊俏，又如飄逸待發

的珍奇鸞鳳，伸展羽翼，意欲飛翔，靜中寓動。這裡用「銀鉤」是形容趯（tì）筆的

遒勁有力，如丁、亭、寧等字都有此筆畫，因此索靖自矜其筆勢如「銀鉤蠆尾」，由此

可知，此筆勢又像鸞鳳舒翼待飛之姿。另外也提及草書其他體勢：「蟲蛇虯蟉，或往或

還，類婀娜以羸羸，歘奮亹而桓桓。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可以被解釋為：類

似像軟體動物蟉虯，屈曲盤繞來回往返，也像婀娜多姿的美人輕盈緩步徐行的舞姿，

也有的像勇猛武士，急倏地揮舞著利劍，在筆調態勢上，呈現出恣肆游逸卻彼此顧盼

的姿態。  

索靖進一步將草書體態譬喻為：「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wā）隆揚其波。芝

草蒲萄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意思是說：

草書的筆畫姿態有的像脾氣暴躁的烈馬想掙脫韁繩急奔；有的如同波浪澎湃洶湧，因

                                                      
102 馬大康，《詩性語言的研究》，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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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騰而起伏無定；有的又像芝草伸蔓，葡萄展藤，連綿不斷；有的似棠棣樹，花蕊融

融琳琅滿目，有的好比兩隻黑熊互鬥，各自盤據山頭對抗；更有的像春燕低空飛舞，

穿梭追逐形成參差錯落的畫面。 

如果再次觀察草書的體態，又似乎如：「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玄

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也

就是說：像和風吹拂樹林，幼枒擺動仰俯，枝條飄動順暢……也好像出現了古時的奇

珍異獸在嬉戲，敏捷的猿猴與輕快的飛鼬在攀騰與飛躍自得其趣，成群的魚在湖中漫

遊，張牙的蛟龍在空中舞爪。

（二）「譬喻」修辭的結構 

為了瞭解索靖〈草書勢〉的詩性譬喻，必須先理解譬喻修辭結構。根據雷可夫

（George Lakoff）與詹森（Mark Johnson）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對譬喻有開

創性的解釋： 

對於多數人而言，譬喻是一種詩意的想像與修辭性誇飾的技巧---一種與日常語

言迥異的表現。……恰恰相反，譬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遍布語言、思維

與行為中，幾乎無所不在，我們用以思維與行為的日常概念系統（ordinary 
conceptual system），其本質在基本上是譬喻的。103 

舉「爭辯是戰爭」這句話為例子。主旨在論述時，「爭辯與戰爭」顯然是兩回事，

即：言詞說話與武器衝突，其行為表現分屬不同種類，但是爭辯是局部運用戰爭的字

眼來建構、了解、表現與談論的，此概念是譬喻性建構。它的基本構成為「爭辯（本

體）是（喻詞）戰爭（喻體）」，104（圖 1）以下將運用上述的譬喻修辭結構作為分析

〈草書勢〉。 

                                                      
103 雷可夫、詹森合著，周世箴譯，《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頁 9。本書作

者雷可夫另有中譯為萊科夫，雖然本書將英文 Metaphor 翻譯成「譬喻」，也有人翻成「隱喻」，

然兩者在修辭喻詞（繫詞）用字並不相同（可參考中文導讀頁 67）。 
104 雷可夫、詹森合著，周世箴譯，《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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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爭辯是戰爭」為例的譬喻句 

（三）〈草書勢〉譬喻修辭的結構分析 

將索靖的〈草書勢〉全文加以分析其詩性譬喻的類型，分為「似人」與「似物」

的詩性譬喻兩類。陳述如下：

1.「似人現象」的詩性譬喻 

根據統計表（表 1）可以發現，只有兩句「似人」的詩性譬喻為：「類婀娜以羸羸，

歘奮亹而桓桓。」而且這兩句雖然都沒有譬喻修辭的本體，但因為句首以「蓋草書之

為狀也」，可知其本體為「草書」。兩句中只有一個喻詞「類」字，都也無明確的「喻

體」，只能從其描述據意會出奇喻體為何?如：「類婀娜以羸羸」此句，從婀娜多姿的輕

盈緩步以及徐行的舞姿，便可以推敲其喻體為「女子」和「美人」；相同地，從「歘奮

亹而桓桓」此句急倏地揮舞著利劍上，推斷喻體為「武士」或「兵士」。 

表 1 〈草書勢〉「似人現象」的詩性的譬喻結構表

原 文 本 體 喻 詞 喻體（描述句）

類婀娜以羸羸，  類 美人（婀娜以羸羸） 

歘奮亹而桓桓。   武士（歘奮亹而桓桓） 

2.「似物現象」的詩性譬喻 

從「似物」的詩性譬喻結構表發現有十七句，其中可以分為動物、植物與非生物

三類如下： 

（1）動物類的喻體 

以動物為喻體的譬喻句有九句：「漂若驚鸞，」用了「若」為喻詞，喻體為「鸞」，

其他句型均省略喻詞，如：「蟲蛇虯蟉，」喻體為「蟲蛇」；「騏驥暴怒逼其轡，」喻體

為「騏驥」；玄「熊對踞于山嶽，」喻體為「玄熊」；「飛燕相追而差池。」喻體為「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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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螭狡獸嬉其間，」喻體為「玄螭與狡獸」；「騰猿飛鼬相奔趣。」喻體為「猿與鼬」；

「凌魚奮尾，」喻體為「魚」；「駭龍反據，」喻體為「龍」。索靖共用了 12 種動物的

形象來譬喻草書之態。    

（2）植物類的喻體 

以植物為喻體的譬喻句則有五句：「芝草蒲萄還相繼，」喻體為「芝草與蒲萄」；

「棠棣融融載其華。」喻體為「棠棣」；「和風吹林，」喻體為「林」；「偃草扇樹，」

喻體為「草」；「枝條順氣……」喻體為「枝條」，共用了 6 種植物的形象來譬喻草書之

態。 

（3）非生物的喻體 

以非生物為喻體的譬喻句則有兩句：「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喻詞為「若」

字，喻體為「鉤」字；另外「海水窊隆揚其波。」喻體為「海水」字。 

表 2 〈草書勢〉「似物現象」的詩性譬喻結構表

原文 本體 喻詞 喻體（描述句）

婉若銀鉤， 蓋草書之為狀也 若 鉤（銀） 

漂若驚鸞，  若 鸞（驚） 

蟲蛇虯蟉，   蟲蛇（虯蟉） 

騏驥暴怒逼其轡，   騏驥（暴怒逼其轡） 

海水窊隆揚其波。   海水（窊隆揚其波） 

芝草蒲萄還相繼，   芝草與蒲萄（還相繼） 

棠棣融融載其華。   棠棣（融融載其華） 

玄熊對踞于山嶽，   玄熊（對踞于山嶽） 

飛燕相追而差池。   飛燕（相追而差池） 

和風吹林，   林（和風吹） 

偃草扇樹，   草（偃）樹（扇） 

枝條順氣……   枝條（順氣） 

玄螭狡獸嬉其間，   玄螭狡獸（嬉其間） 

騰猿飛鼬相奔趣。   猿（騰）鼬（飛） 

凌魚奮尾，   魚（凌波奮尾） 

駭龍反據，   龍（驚駭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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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靖透過詩性譬喻對草書藝術之美的描繪，顯見「似物」譬喻多於「似人」譬喻，

以動物類喻體的詩性譬喻句最多（表 2），高達九句（十二種動物）；植物類詩性譬喻

的喻體則有九句（六種植物），其他非生物「似物」詩性譬喻與「似人」詩性譬喻只有

二句（分別為鉤、海水、美人與武士）。他以這種詩性譬喻句，將草書的動態美、靜態

美，豪壯美、飄逸美描繪出一種形象逼真的意象，表現出靜中有動的姿態、動中有靜

的姿態，如：「婉若銀鉤」的剛，有「漂若驚彎」的柔，有「駭龍反踞」的勁猛，有「凌

魚奮尾」的流暢，透過這種詩性文字所描繪的形象，更貼切地傳達出草書美感的體態。 

 

五、結語 

中國漢字的起源與巫術占卜有相當的關係存在，也與先民詩性智慧的脈絡有關

聯。此奠基於「以已度物」的體驗，此模式對於漢字記錄的影響，在長期書寫的過程

中，衍生出一門以書寫漢字來表現個人精神與感情的書法藝術，進而衍生出中國傳統

書法批評理論的形態，歸納出一種體現在「形象喻示」的言說批評，即「以己度物」

的詩性邏輯，衍生出「似人與似物」現象的詩性譬喻。如：書法文論中出現的「如」、

「若」、「喻」與「猶」等喻詞，具有接近、相似、相關與好像等涵義，即書家的主體

意識與書藝的品第具有相似與相近性的關係。書法作品成為書家人格精神和人格魅力

的外在顯現，書法作品不僅成了「有意味的形式」，也成為人格化的表徵。 

為探討此「以己度物」的詩性美學，本文論述了柯維詩性智慧與中國詩性智慧差

異，再加以剖析傳統書法批評的譬喻語言，最後以索靖〈草書勢〉為例，進行詩性譬

喻的結構分析，發現如下： 

一、「似物」詩性譬喻多於「似人」的詩性譬喻。 

二、動物類譬喻的喻體最多達九句（十二種動物）。 

三、植物類譬喻的喻體則有九句（六種植物）。 

四、其他非生物「似物」與「似人」譬喻只有二句。 

透過對索靖〈草書勢〉的詩性譬喻分析，發現索靖對自然物描繪出一種逼真形象，

表達出草書的動態美、靜態美、豪壯美與飄逸美。正如：原始初民參照自己來認識自

然與自己，原本人與自然已融合一體，但是，當人逐漸將自己同自然區分開來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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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透過詩性譬喻把自己化作為自然，化作萬物的「以已度物」的生命體驗，形成了生

命與人格本體化的形態，是故「似人」和「似物」的詩性譬喻，被一代一代地遺傳下

來。書法評論成為書法家人格精神和魅力的外顯表徵，它不僅呈現「有意味的形式」，

也揭露了歷代書法批評家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詩性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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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ic Speech and Metaphor of Calligraphy Criticism 

Cheng-ta Hsieh*

Abstract

Calligraphy ar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history. My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ic speech and 
metaphor in calligraphy criticism. Image metaphor is a poetic speech which is earli-
est used in Chinese calligraphy criticism theory.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image 
metaphor works in anthropomorphism, this article first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co’s poetic wisdom and the poetic speech of calligraphic criticism. Then, 
it analyzes the poetic speech genres and metaphors used in calligraphy criticism. Fi-
nally, an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ic speech of the above analysis is used 
as a conclusion. Both the “anthropomorphism phenomenon” and “objectification  
phenomenon” are human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because the physical matters 
have been personalized and objectified. The metaphor of the poetic speech cannot 
only inspire calligraphy connoisseurs’ aesthetic feelings and imaginations, but also 
gives them the creativity to re-engage with nature. Therefore, the original metaphor 
can develop into graceful poetic speech.  

Keywords：Calligraphy Criticism, Poetic Speech, Anthropomorphism, Meta-
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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