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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人崇尚自然觀，對自然的感悟不僅表現在哲學思想中，也表現在中國傳
統的藝術審美之中，中國書法就是最能體現這種審美意境的審美範疇之一，書法
是中國特有的藝術美學，它獨特的審美風格與中國人的審美觀及哲學思維緊密結
合，書法自覺性發展雖然遲至東漢才正式展開，但事實上從漢文字的創造過程中，
書法即已不自覺的啟發出它藝術的可能性，從商周時期甲骨文和金文，已可見源
自圖象的漢文字具有著章法與結構的形式美。
隨著文字的演變，書法也到逐漸發展出屬於它的文字造形之美，至漢末魏晉
時期，在受到長期以來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變異影響，追求安定及避禍的心態下，
也促使老莊玄學的自然思維，取代儒家而成為士人思想主流，特別是在魏晉以後
隨著文人對書畫藝術自覺的形成，以“自然＂作為書法藝術創作境界的追求，也
成為各朝代書家的終極目標。
本文以書法「自然」觀的形成作為論述核心，旨在揭示自然何以成為中國文
字的審美境界？書家對書法自然審美意識上的深化，不僅建立在早期以象形文字
為基礎的對自然物象的模仿上，更表現在深奧精微的哲學審美意象之中。隨著各
時期的書法風格的不同，人們對於自然觀也有著不同的審美內涵。書藝上從書法
筆墨線質的自然意象、兼具形與意審美表現及玄遠自然的書法風格，均表現出以
「自然」為書法上的重要審美思維。
本文分六章，自第二章開始為論文主題內容之論述，第二章研究主題為書法
自然審美的發端，內容從自然的意涵、自然審美意識的形成、自然意象的審美表
現及書法自然觀的啟發與內化等面向歸納書法自然觀的形成，探討自然一詞所以
成為書法美學思想之原由。第三章從老莊及玄學的思想基礎等分析自然觀在書法
藝術上的深化，論述內容包括書肇自然─書家審美意識的覺醒、從老莊玄學看書
家自然審美意識的啟發、自然思維在書家審美意識上的深化等。第四章則以「自
然」觀在書藝上的實踐為論文主題，論述內容包括書法自然審美的風格態樣、自
然觀在書法理論的審美意識、自然觀對時代書法創作風格的影響及從三大行書看
自然觀在書藝上的深化，作為探究自然觀對書藝審美之實踐與深化。第五章為自
然在書藝上的審美價值，內容包括書文互成的自然意趣、自然在書藝審美上的終
極價值，探討自然觀對書法審美之影響及書法藝術所以成為中國文化最高精神指
標之原由。第六章為本論文之結論。

關鍵詞：老子、莊子、自然、美學、書論、書法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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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文化傳承係以儒家思想為主流，儒家孔子思想最大的特
色在於用理性的態度將人的情感引導到日常生活現實之中，而不是引向外在神秘
境界，或作抽象的玄思。從藝術面觀，這是相對於西方美學上著重現實的呈現，
因此在儒家思維的影響下，中華民族的藝術特質主要以言志、緣情做為境界。儒
家對中國審美思想的影響，可說是表現在文化的各個層面上，近代學者李澤厚先
生說：
孔子所以取得這種歷史地位是與他用理性主義精神來重新解釋古代原始文
化──「禮樂」分不開的。他把原始文化納入實踐理性的統轄之下。 1
儒家推崇仁、禮及倡導中庸之道，因此儒家雖肯定自然之美，但更強調「美」在
倫理道德觀念上的實踐功能。如將「詩」視為最高的實用哲學，評論《詩經‧關
睢》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2（《論語．八佾》），認為〈關睢〉的思想價值與
審美價值就在於情感保持中庸之道，並能在禮的規範下進行 3。儒家思想中禮與樂
是不可分的，因此在儒家仁禮規範下的藝術審美，需達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功
夫，這種藝術美學才符合儒家審美之功能實踐。
由於對藝術的審美，儒家講求的是理性實用與符合社會功利，因此大多以探
討藝術在人文社會中的作用為起點。儒家為中國正統文化，其美學思想在書法藝
術領域上的體現也有著深遠影響，如歷來都強調書法家的德、藝雙備，鹹認為書
家不但要有精妙的筆墨技巧，更要有高操的德性方能相得益彰。唐代書家顏真卿
所代表的儒家精神，即受歷代統治者的推崇；元朝趙孟頫以趙宋宗室入仕元朝，
人品志節即受到時人及後世書學爭議，進而影響其書壇應有的歷史地位。
漢末魏晉之際，儒家經學雖仍為官方學術思想主流，然以《老子》、《莊子》、
《易經》為討論張本的玄學風氣則隨名士清談逐漸流行：
“玄學＂思潮在洛下興盛起來，學風為之一新，從開創新學風的“正始名
士，到“竹林名士的七賢，以至“中朝名士的八子，他們不再像東漢名士
那樣專宗儒常經術，而是“儒玄兼綜，禮玄雙修＂。他們大談“自然＂，
爭論“貴無＂“崇有＂，辯論“言意＂和“才性＂，對人生、社會、宇宙
作出了形而上的哲學思考和理性闡釋，在中國思想史上寫下了精彩斑爛的

1
2
3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2012 年 1 月，第 2 版），頁 53。
楊伯俊：《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 年 12 月，第 2 版），頁 30。
參袁濟喜：《中國古典審美理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 10 月），頁 22。

1

一章。 4
中國古代美學中對自然萬物的基礎，從商代以來農業和手工製作青銅器時期，即
已產生，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於此藝術審美思維並不自覺。漢末魏晉時期來自
哲學思想的美學觀有一進步的發展，此時期由曹魏‧何晏、王弼等人始創的玄學
思想形成，他們推崇道家的《老子》、《莊子》，並結合儒家的《周易》形成「三
玄」。“玄學＂思潮在洛下興盛之後，學風可說是為之一新，他們提倡老莊思想
的「以無為本」，此一思想挹注到藝術領域，也形成了自然審美思維，促使中國
書法在此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此後的書法家除受儒家文化薰陶外，更重要的
是來自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思想之影響。
傳統儒家將遠古傳說和神話傳說逐一理性化和秩序化，在被儒家孔子刪定的
《詩經》中，再也不見這種怪力亂神記載之時，相較於儒家思想，代表著中國另
一根深蒂固文化體系的道家文化，卻以一種有別於儒家積極理性思想，重新塑立
了思想中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此外在文化層次上，更對審美意識產生了決定性的
積極作用。
書法在道家自然觀的影響下，其美學概念也深刻的表現在書法理論之中，
《全
後漢文》卷六十九記載東漢書家蔡邕 5的書法理論〈筆賦〉曰：
昔倉頡創業，翰墨用作，書契興焉。……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
形調博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贊三皇之洪勛。 6
此論指出中國書法的主要功能在「書乾坤之陰陽，贊三皇之洪勛。」這也是對中
國書法的重要禮贊。 7中國哲學向來視宇宙乾坤之陰陽，是一種交互循環及剛柔並
濟的運作，萬物由而生生不息。從出土的商周甲骨文、青銅器及秦刻石中，均可
書法藝術見政治或功績的緊密相關，這是書法的社會性意義，蔡邕此論不但將書
法與政治、社會相結合，更將書法藝術的至高審美與宇宙乾坤之陰陽相結合，這
是書法形上學原理，其一自然與人文的和諧相融，也形成書法自然審美的哲學根
據，此後書法隨著文字在有系統的醞釀及發展下，也亦步亦趨的與文字同步演變
者。書法在不自覺中自發性的持續發展者，直到魏晉時期，士人在受到老莊玄遠
思想的衝擊及偏安一隅的特殊心態下，藉由前人的思想基礎及現有的書寫工具，

4

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
蔡邕(133 年-192 年)，東漢文學家、書法家。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通經史、音
律、天文，善辭章，工篆隸，尤以隸書著稱，創「飛白」書。原有《蔡中郎集》，已佚，後人有輯
本。
(參《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2。)
6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6 月)，
頁 153。
7
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臺北縣中和市：穀風出版社，1987 年 2 月)，頁 68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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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屬於他們的書法藝術，並將這種藝術延續至今。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書法主要是以點和線的形態作為它的形與式，書法發展除受政治環境左右，
也受各時代的文化意蘊和審美特徵影響。初唐書家孫過庭 8著〈書譜〉一文，闡述
書法的書學理論及美學原理，並提出書法「中和」與「自然」觀的理論，此一理
論也是中國美學上的重要理論思想。中國美學的兩大體系主要是以孔子為代表的
儒家美學及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美學，儒家講「中和」與道家的「法自然」更是
此二大體系的核心思想。唐代書法孫過庭在〈書譜〉中論及書法的重要審美理論
亦以「中和」與「自然」作為總結，此理論即源於儒、道思想。儒、道二家雖皆
承續於伏羲八卦，本於「陰陽剛柔」之說，但儒家以陽剛為主，主張剛柔並濟，
著重中和之道；道家則偏重陰柔思想，即以柔克剛，強調致虛守靜的自然之理，9相
對於儒家審美尺規，道家思想以老莊「法自然」做為審美之延伸表現，將自然看
做最崇高的美，此藝術審美的自然原則，也成就了書法藝術風格豐富而多彩。
從近(現)代中國美學史中，可以發現相較於詩文中的理論、畫論及樂論等屬中
國傳統的美學理論，對於書法的論述篇幅總是較為不足，或總是在篇章末節中才
稍有論及，而較少有系統且深入的論述。事實上中國書法自東漢末年在藝術審美
上已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的發展，這種審美上的自發性發展在玄學思想興起之
後，可說是急起直追同屬美學領域的中國詩、畫，且能與之相提並論，但對於屬
書法的藝術美學理論之研究，大多略加論述而未能如詩、畫理論的廣泛及深入。
書法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一，自古即作為文學的載體，涵概文學及藝術二大領域，
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既多元又相互融合的文化素養。書法以其特定格
式及線條形式做為深度藝術表現，橫跨文學及藝術之間，表現著詩、書、畫間的
結合，既是文學用以流傳之載體，更是充分表現文人思想及其藝術涵養。
書家藉書法以抒情達性的審美思維，早在西漢‧揚雄提出「書者、心畫也」
之時便已開啟，繼揚雄之後，東漢‧蔡邕〈九勢〉更有「任情恣性，然後書之」
的名言，但這種抒情功能要到魏晉六朝，在那樣特殊的時期及那樣的絕佳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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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過庭，約生於唐朝(618)初期，到武則天聖曆元年（698）之間，其姓名、籍貫歷代眾說紛紜，
初唐詩人陳子昂於《率府錄事孫君墓誌銘並序》稱「君諱虔禮，字過庭。」，孫氏於大唐武則天垂
拱三年(687)時，著〈書譜〉一文，傳世千年，可謂書論雙絕，是一部書文並茂的偉大著作。而舉
世聞名的墨跡紙本（真跡本）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9
參袁振保：〈八卦──中國文化和審美意識的源頭〉，收錄於周來祥主編：《東方審美文化研究》
第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 6 月，第 1 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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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真正的充分實踐。10魏晉時期可說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政治黑暗期，卻也是中國
美學思想發展最重要的時代，此時期主要延續著老莊自然之道的哲學思想，而進
一步發展出美學上的自然觀，此自然觀對中國書法從文字的未覺到自覺的審美發
展，產生了啟發性的影響。
在書法的學習過程中，初唐書家孫過庭在他的傳世名作〈書譜〉中，提出了
學習書法的三個階段，即從「但求平正」
，進而達「務追險絕」及終至「復歸平正」，
並結論出書家習書最高境界乃「通會之際，人書俱老」
，此境界即源自老子「大巧
11
若拙，大辯若訥」 （《道德經》第四十五章）之理論，老子的這種思想，對於藝
術美學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書法在線條的急澀、濃淡及攲側變化之間，呈現
出自然而然的空間布白。老拙思想亦突顯出藝術創作，反璞歸真的自然理論，此
理論也涵概書法的和諧與自然之美。
自然一詞成為哲學上的概念，可說是從老莊學派開始，而至魏晉時期蔚為風
氣，甚至成為魏晉士人清談上的主要論題。本論文所謂自然觀主要指在老莊傳統
哲學下所衍生的自然之道，此自然之道在魏晉時期受玄談風氣之影響而有了進一
步的發展，魏晉自然之道不僅是哲學上的自然之道，更發展成為美學上的自然思
想。本論文主要以魏晉時期老莊及魏晉玄學自然思想在書法藝術審美上的啟發，
對書法「自然」觀的形成及其與書法創作關係為研究主題，企望通過老莊哲學上
的審美思想之啟發，揭示其蘊含的自然思想，對中國書法審美及創作上的深化與
影響。

二、研究目的
「自然觀」對中國美學上的影響可以說是從古自今，其領域涵概在各個審美
的層面上，相關書籍研究也散見在各個美學領域的書籍中，但在相關文獻研讀上，
從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翻閱相關的美學著作書籍，發現近世紀對於中國美學上的
研究雖可說是內涵豐富、成果豐碩，但在涉及美學上的相關的研究或著作，篇幅
上仍然是著重在中國文學的領域上論述，在屬書畫章節上的研究，也仍是側重在
畫論或畫史上的探討，而屬書法上的美學研究成果，至目前仍大都集中在各個時
代或書家個人風格之的研究，而對於「自然觀」這一跨越哲學領域之研究，儘管
前輩、學者已經有過很深度的探討，但其主題大多著重在哲學思想之研究，在以
老莊哲學自然觀作為書法創作上的探討及書家風格、技法等研究，雖也頗多類似
議題，且有著相關的研究成果，但相較一般學術論文對個別書家的研究及成果之
豐碩，仍然是頗為不足，相關論述至目前仍大都散見於單篇或期刊論文之中，缺
乏統整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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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欽忠：《法書格式與時代書風之研究》
(臺中：正大光明筆墨公司，2002 年 10 月，增訂 2 版)，
頁 1-2。
11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3 月)，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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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之研究除秉持對書法學習之興趣外，也期能藉由前輩、書家在書學領
域上的成果，進一步從中釐析「自然」所以能成為書法藝術上的最高評價及書法
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文化最高精神指標之原由，並期藉由此研究，從而獲得書法學
習上的進一步成果。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中國書法自古即依附於文字，但並不能就此即將古人留下來的文字均視為書
法，書法有超然獨立的一面，卻未能超然獨立發展。至目前為止有關書法審美之
研究，雖可說是史料繁多，但大多仍偏重在對個別書家或各個時代的審美風格作
研究，且有了豐碩的成果。而以哲學角度對於書法自然觀的美學探討，雖經查詢
後之史料也頗多，但大多仍屬於短篇論文之探討或雖有論述，卻散見在各個書家
的研究之中，因相關的研究主題範圍廣泛，而至目前仍較少有完整的歸納與整理。
此外雖隨著各個學科跨領域的研究逐漸盛行，但前人對於有關自然觀研究，主要
仍側重在各自學科的研究領域之中，即專論哲學思想之自然美學，而較少跨越書
法與哲學審美領域之相關研究。故本論文除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予以歸
納整理出較為具體的理論架構外，並將以古代書法理論作為研究論述之依據。
本論文主要以老莊「自然」的哲學思想作為研究書法自然觀的形成及其與書
法創作之關係，在學位論文與出版期刊中，目前尚未有將二者結合作為研究之主
題，故本論文之研究係將範圍擴大至與本論文研究內容較有關係，且主要以老莊
自然審美思想為研究主題者。本論文主要參考的文獻在研究專著部分，包括書法
史、書法集冊、書法賞析及一般專論美學書籍。在前人研究成果部分，包括一般
收錄於書刊的散論、期刊論文與專論。

一、研究專著
1999 年至 2002 年由叢文俊、華人德、劉濤、朱關田、曹寶麟、黃惇、劉恒等
人著作，胡新群及徐金平編輯，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書法史》全套書籍，
係將中國書法從先秦甲骨文到清代碑學的興起與發展，涵概於書籍之中，經由本
套書籍的架構，約可概覽中國書法從甲骨文發明到書法歷經篆書，隸書、楷書、
行書、草書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的產生原由都可見與歷史發展的緊密結合。此
外各書法家和書法作品的年代、書法風格等，均可透過本套書籍予與歸類，書法
家和書法作品也構成了中國書法的發展脈絡。中國書法在歷經各朝代之後，已是
一門成熟的藝術，只是雖有著豐富的理論體系，但在中國古代書法文獻書籍中，
除書林藻鑑可謂專論書法之書籍外，概灠中國千年以上之書法演變，卻未有專論
書法發展之古文獻書籍可供查詢，此類書籍至近代才開始有著書，如本套書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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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書家年代及書法演變之文獻查詢。
2004 年至 2007 年由石頭出版社出版的《書藝珍品賞析》全套書籍，係由兩岸
書法學者菁英或書法名家共同執筆撰寫，將中國書法從書法簡史、書體介紹、書
寫的技法、書寫的工具等主題，到各朝代重要書家作了一系列的介紹，並以豐富
的圖版和紮實的文字敘述，將書家與書法作品剖析入微，其介紹每一朝代的重要
書家並對書家的生平資料做了重點式的概括與評述，其圖版精美呈現書法珍品，
此外在豐富資料中，各幅作品均做出賞析與評論，相關圖片清晰自然，有助於對
中國書法作系統整理及書法藝術欣賞的引導。
1990 年王鎮遠著作，由黃山書社書版的《中國書法理論史》
，此書主要著重在
書法理論的探討，將中國書法之理論與發展分為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五代時
期、宋元時期及明清時期等四編予以有系列的探討。使各時期書藝風格衍變的與
書家個人風格之介紹適可相互對應，對於各時代書法家的藝術審美及書法美學發
展等均詳加分析、介紹，由此可得知在各時期的書法審美思維。
漢代是書法藝術漸趨自覺的時期，王鎮遠說漢代的書法理論是中國書論史的
源頭，此時也是書體大備的時期，中國書論中向來以人品胸次、道德修養、氣質
節操為衡量書法品第，即肇於東漢揚雄的“心畫＂之說。 12此論雖出自儒家文藝思
想，而與老莊哲學及魏晉玄學所標榜的“言不盡意＂之論不同，卻也反應著中國
書法自東漢時期已走向藝術審美的自覺性發展，此與本文所欲探討的書法自然觀
的形成即有著一定程度的關連。
1990 年陳振濂主編，由建宏出版社出版的《書法學》，是一部由 13 位作者集
結而成的近代書法史上重要的書法學專著書籍。該書是一部少數以理性的觀點，
對書法作出有系統的學科研究的書籍，對書法學原理、書法史學、書法美學、書
法賞評及創作等均有著詳實的論述，在書法學科的觀點上，該書可說是建立出一
套有體系的理論架構與內容。對於中國書法藝術的文化現象，該書於導論中說：
書法可以是寫字，可以是視覺藝術，可以是廣義上的繪畫，也可以是一種
字形態與義內容的複合體──更進而言之，書法還可以是文化的、藝術的、
技巧的、或者是一種古典傳統的種種面目。.....它幾乎包容了中國文明史
的全過程，又集中體現出中國人對宇宙陰陽對形態、形式的典型看法。 13
從以上論述可知，書法作為一門藝術，它是具有著多面性的，它所涵概的藝術層
面，既是實用的書寫藝術，也是平面的視覺藝術；它是動態的也是靜態的；是時
間的，也是空間的；是對歷史，也是對哲學思維及各種形態、形式的結集與體驗，
此多面向的藝術理論，在本書中以學科觀點加以闡述，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由雄獅美術在臺灣正式出版的《中國書法理論體系》在 1999 年於臺灣出版發
12
13

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合肥：黃山書社，1990 年 7 月，第 1 版〉，頁 1-4。
陳振濂：《書法學》，臺北：建宏出版社，199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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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書主要特色是將自古以來的各朝代的書法主要理論著作，有系統的重新審
視及深入探討，並運用歷史與哲學的溶合與交叉分析，歸納整理出中國傳統書法
理論發展體系。本書將書法理論分為喻物派、純造形派、緣情派、倫理派、天然
派、禪意派等六個大系統，從中理出書法的在哲學上的審美思維，其中天然派的
書法理論又將審美藝術觀歸類為(1)反浮華雕飾：
「見素抱樸」(2)排斥情感成分：
「無
為好靜」(3)反技巧、反功利：「絕巧棄利」(4)反理性思辨、反道德說教：「絕聖棄
智」
、。此道家精神之理論下所進行的有系統的分析與論述，對本論文所探討的書
法自然觀主題，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本論文在論述老莊自然思維在書家審
美意識上的深化時，即參考熊秉明先生的彙整與歸納。
李澤厚於 1996 年在臺北三民書局出版的《美的歷程》一書係從遠古圖騰及
原始歌舞跨越到明清文藝思潮及小說戲曲的一部兼具深刻思考與理性批判，涵概
了中國哲學、美學和文藝的美學書籍。《美的歷程》一書就是一本中國書法美學
史，對中國審美藝術及文學作了簡要卻具宏觀及概括性的論述，可視為美學研究
之基礎工具書。此外李澤厚與劉綱紀共同主編的《中國美學史》並進一步將中國
美學有系統的加以歸納論述，此書也是本論文之主要參考文獻。
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於 1994 年出版的《宗白華全集》 (1897 年-1986 年)為現
代美學界公認之 20 世紀美學大師，其收錄於《宗白華全集》之書法理論，可謂
開啟書法在美學角度上的研究，是一系列屬於中國書法的美學的重要理論，也為
中國傳統書法美學提供了發展之契機，湯擁華在《宗白華與“中國美學＂的困境
/一個反思性的考察》一書中提到宗白華(1897 年-1986 年)說：
藝術家往往傾向以“形式＂為藝術的基本，因為他們的使命是將生命表現
於形式之中。而哲學家則往往靜觀領略藝術品裏心靈的啟示，以精神與生
命的表現為藝術的價值。兩者一具體一抽象，彼此往往缺乏認同，而“心
靈必須表現於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須是心靈的節奏，就同大宇宙的秩序定
律與生命之流動演進不相違背，而同為一體一樣＂。 14
湯擁華指出宗白華特別強調藝術研究者必須是“哲學家＂與“藝術評論家＂的結
合，才能清晰地揭示形式與生命的內在關聯。15宗白華是繼王國維 16與蔡元培之後
的中國重要美學家，他在引進西方美學理論時仍能站在中國哲學思想的高度，體
認中國化文不同於西方文化的精神及融合中西文化。在建構中國藝術美學理想
14

湯擁華：《宗白華與“中國美學＂的困境/一個反思性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 1 版)，頁 187。
15
同上注。
16
王國維(1877-1927)，初名德楨，字靜安，又字伯隅，晚號觀堂，又有永觀、人間等號，浙江海
寧鹽官人，著述甚豐，是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連接中西美學的大家，在文學、美學、史學、哲
學金石學、甲骨文、考古學等領域成就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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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以兼具中西方美學的思想背景作為中國美學的建構基礎，他所發表的有關
中國書法藝術之相關論文，也為中國書法開啟了進入藝術美學的領域，其相論述
也為本論文的重要參考文獻。
唐君毅於 1953 年出版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對中西文化精神形成的
外緣及文化差異性有著極為精闢的見解，此外在對古代中西自然宇宙觀的發展中
提到：
中國古代之自然律，亦非由神自外賦與或自上而安置於下，而是內在於自
然萬物自身的。在易經及先秦儒道二家思想中，已具體形成一種以自然萬
物自身的，內在於其運行變化之中。 17
此中國自然宇宙觀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層面，表現在書法審美上，也是本論文主要
的探討核心，為本論文在對自然觀這一命題作解釋時的重要參考書籍。

二、期刊論文
本論文參考的單篇論文包括一般散論及期刊論文，一般散論指收錄於有關書
法研究書籍及網路上之單篇文章。其中除部分為網路上的單篇文章外，本書所參
考的單篇論文大都取自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之論文，其中主要包括：楊海蛟：
〈略
論道家學說對中國書法創作的影響〉主要以述論老子“心齋＂、“坐忘＂說、書
法家的修身之道及大美思想─書法創作的至境之理論。許宜蘭：
〈魏晉書學中崇尚
自然的審美觀研究〉係探討魏晉書學自然觀、書法形態所表現出的自然尚韻的書
風及魏晉書學中的自然觀對後世書風的影響，均有著相當詳細的論述。
此外如張秀玉〈中國書法與中國哲學的關係〉、莊義友：〈書法藝術的傳統
特質與書法美學的文化觀照〉、蔡介騰：
〈「無象之象」書寫之意象析論〉
、蔡孟宸：
〈老年與書法─以「晚期風格」向藝術心靈對話〉
、張秀玉〈中國書法與中國哲學
的關係〉
、慶旭：
〈行書中的折釵絕唱──顏真卿《祭姪文稿》〉等，也均屬在書法
美學的角度上對書法審美題材探討的單篇論文，雖論述精闢，主題明確，但在整
體研究廣度仍是較為不足，本論文除參考彙整這些前賢已有的研究成果外，並進
一步蒐尋其已參考的相關文獻，以作為本論文進一步的研究依據。

三、專論
林朝成博士論文《魏晉玄學的自然觀與自然美學研究》寫成於 1992 年，主要
是從哲學審美的角度對魏晉玄學的自然觀思想及其發展作研究，論文範圍雖純粹
屬哲學審美思想之研究，卻可提供本論文在跨哲學領域研究上，對於道家自然觀

17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印行，1994 年 9 月，臺二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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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及魏晉玄學發展之認識基本概念，為本論文在專論文獻上的重要參加資料
及研究基礎。
朱競生碩士論文《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此論文為大陸地區碩士
論文，寫成於 2004 年，主要是以道家「自然」思想為核心，探究道家老莊審美之
道及其對書法美學的重要影響，本論文參考其內容包括 1、老莊自然及其蘊涵的美
學思想 2、率性自然的魏晉自然觀和度高韻勝的魏晉書風 3、任自然、崇放達的唐
代自然觀對盛唐草書的影響 4、尚平淡、重真情的宋代自然觀對書法的影響 5、晚
明叛逆自然觀和晚明浪漫主義書風 6、自然──中國書法的傳統審美理想。論述內
容簡要詳實，也是本論文在專論文獻上的重要參加資料及研究基礎。
魏猷恩碩士論文《拙與老的書畫美學觀研究》與江雅惠碩士論文《書家晚期
風格探析》，主要在分析並歸納書畫美學中拙與老的審美思想起因及精神；《書家
晚期風格探析》則引進西學原理，在拙與老的風格上進一步探討書家晚期之風格，
二篇論文所探討的審美元素均屬近代論文研究中較新的美學題材，對中國書法審
美觀念的探討之價值，具有著承先啟後的指標，對本論文在探討書法自然觀的自
然風格及審美價值頗具參考價值。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自然觀對藝術審美具有著相互涵融的關係。本論文所論「自然」既指現象自
然也指意象自然，也就是從外在現象自然到內在意象自然。事實上中國人對自然
的喜愛自古已然且包羅萬象，尤其中國人自古善以自然做為比興。從審美學的概
念上也往往以「自然」做為主題之核心，用宏觀的角度探索自然，也藉以抒發內
心情緒。本論文之研究，主要以老莊玄學思想的自然之道及歷代書家理論作為研
究依據，老莊、玄學思想研究範圍涵概秦漢時期至近代，歷代書法理論因散見於
各個時代的文人著錄、詩詞、書信及題跋之中，因此本論文主要參考資料係取自
華正書局編定之《歷代書法論文選》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定之《歷代書法論文選續
編》、《中國書畫美學史綱》及《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等所蒐整的論文作為研究
範圍。
在審美概念上，老莊玄學的自然思維相較於儒學思想之影響，可說是過而無
不及，如果說儒家思想形成中國文化重要的外在形象，則老莊思想即可說是中國
文化的內在的精神涵養，書法以中國文字做為表現，為中國的原生文化，其演變
過程可說是中國文字發展的重是環節。本論文特以書法的自然思想做為論文研究
方向，為避免陳述過於龐雜，在道家思想的論證上，主要根據老子《道德經》
，進
一步探討中國書法藝術中的最高美學成份，即「自然」的美學觀，期在書法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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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研究過程中有所增進，並做出些微貢獻。

二、研究限制
(一)書法藝術是一門涵概文學、美學與哲學的審美範疇，它除了需具備一定的
文化素養外，若欲深入探尚須在範圍上跨越哲學及美學理論領域，才能涵
養出厚實的審美才情。本人雖然對書法藝術欣賞、臨帖學習及有關書法藝
術之審美範疇及相關書籍研讀均非常喜好，但仍然限於才疏學淺及無法以
自身書法的書寫的經驗作更具體的分析及研究，而相關之近代美學文獻因
大多引自西方美學理論，西方美學並無屬相關之美學可與中國書法相對
應，因此在書法美學理論上，部分文獻審美理論，尚需藉詩文及畫論中已
具有的美學理論作為旁證，此外又礙於現有的研究文獻，因屬個人智慧財
產，部分研究成果尚非開放讀者研讀，無法進一步探究參考，致本論文在
研究深度上仍有所不足。
(二)本論文主題主要在對自然觀與書法創作關係之研究，但自然觀涉及範圍相
當廣泛，致本論文在主題研究之範圍認定上難免顧此失彼。此外在文獻的
引證上主要以前人收錄的歷代書法論文選作為書法理論之文本，因部分資
料並未在文本之內，資料不全也使本論文在研究論述上受到限制，無法周
全。此外魏晉時期盛行人物品評，此一風潮也使藝術美學上，在這時期形
成特殊的魏晉風度，本論文限於篇幅及未免論述過雜，對此一現象並未能
多加論述，此仍有待後人進一步深入探討。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內容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以老莊哲學上的自然概念作為書法審美之探討核心，並藉由老莊
哲學典籍及相關專書的研閱、釐析，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上，加以統整與歸納，
期能在前人既有的基礎上更臻精進與深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歷史研究法的
資料蒐集及文獻分析法與書家之書法風格以歸納、分析及比較研究法等方式進
行，並藉由文獻中既有的個人見解作為佐證分析之依據，此外亦透過近代學者引
進新的美學觀點進行詮釋及考證。
(一)文獻分析法
本論文主要依據史書文獻及藝術美學理論進行主題之探討。文獻資料則涵概
古今書法理論及文學作品等資料，古文資料主要以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及相
關史書、資料作為研究依據；現代資料則以近(現)代中、西方美學及近代學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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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書法學、美學等之論述及相關文章、研究等作為研究及佐證；史料部分以中
國書法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思想史及中國美學史及中國美學通史等作為研究史
料之依據。
(二)歷史研究法
本論文在研究過程中，主要以歷史資料的蒐集及研讀為研究基礎。在史書資
料研讀上，以中國書法史作為歷史沿革、歷史背景、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及藝術
發展之考據，並參考中國書法美學史及中國書法理論體系、書法學及中國文化史
等作為本論文文獻研讀之基礎及研究主題論述、歸納之依據。此外本論文主題之
「自然觀」研究範疇因跨越哲學領域範圍，故在屬哲學思想的研究考據上，則以
老子《道德經》
、莊子、論語讀本及相關書籍作為歷史研讀之讀本與基礎，並參考
現代中西美學相關之理論、書籍及研究成果，作為本論文在進行歷史研究之參考、
分析、歸納及文本研究之引據。
(三)歸納法
在相關的史料歸納上，本論文研究之史料範圍由先秦時期至近代，因歷代書
法理論主要以文人筆記、散文、詩詞、題跋及往來書信等為主，相關資料較為龐
雜且散置各處，故本論文主要是以前人已蒐整之歷代書法論文著作或前人收錄的
文人全集書冊為本論文研究對象，並依據研究主題歸納相關資料。
(四)比較法
本論文研究主題「自然觀」係涵概文學、思想及藝術美學等領域之理論，在
研究方法上，本論文亦採用書文審美對照與儒道審美理論之比較等作為相關主題
研究之基礎，期能藉跨學科的比較及多元性的研究、論證，加強本論文立論依據。

二、研究內容
本論文探討書法藝術特性，並不在具體的論述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線條
等，因這一類專門研究及論述早已俯拾皆是，且成果豐碩。本論文旨在從哲學審
美角度，來探討書法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精粹的重要元素─自然。在眾多的書法藝
術研究中，以自然做為篇章雖亦不乏所見，但專以自然做為大論文研究，大多仍
侷限在純哲學的思想研究上，本論文嘗試將「自然」做為書法審美研究軸心，從
書法的審美角度，也從自然對中華文化美學發展上的重要意義做為研究。
書法在先秦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和文字是沒有區分的，從先民創造文字之始，
已清楚可見在文字的章法及結構的用心，諸如殷商時期的早骨文、周朝鐘鼎文，
石鼓文等之結體、佈局均已具書藝之美，唐代書家張懷瓘在〈書斷〉中記載漢字
形構乃「博采眾美，合而為字」
，書寫上甚至明顯呈現出文字空間及佈白美感，但
這些都仍是停留在初始文字的基本審美階段。至魏晉時期老莊思想蔚為風氣，此
時由於政治動亂人心思安，文人、士大夫為免遭逢禍害，清談之風成為風氣，清
談思潮引發的「自然」思想成為魏晉時期的一股清流。魏晉自然思想不僅是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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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而已，也影響到文人對美學的評價，當時的美學著作無論是文論、書論、樂
論還是畫論等都走向美學的自覺時代。
藝術最大價值在情感的呈現，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藝術形式。書法除用以記
錄文字，較之文學更直接反映人的內在情感，即使後人讀來也不免遙思作書者的
當時情境而與之產生共鳴，這也是書法正真成為一門藝術，並非在先秦或文治武
功鼎盛的兩漢時期，而是在中國政治上最動亂的魏晉時代。如同唐書、宋詞、元
曲一般，書法也成為魏晉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藝，從形式上書法借助漢文字作
為審美的表現，漢字則以自然之象為體，借自然萬物做為其形構，
「自然」的根基
也成為書法很重要的審美哲學。
本論文所謂「自然觀」非指自然界的時空概念，而是指道家哲學思想的自然
之道，故本論文主要以老莊玄學的自然觀作為研究範圍，並對其在書法藝術創作
上的審美自覺及審美思維作為研究主題架構，探究其對書法審美之影響及時代意
義。在相關內容研究上，主要透過前人文獻、史料等，將資料加以分類、歸納及
作為本論文研究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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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審美的發端

「自然」在中國書學上是一個重要美學概念。自古書家終日苦心經營的最終
境界，無不是在追求書法創作上能達「渾若天然」的境界。宋代文學家蘇轍在解
釋老子「大巧若拙」時曾說「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1，“拙
＂原是相對於美的概念，但在藝術表現上，“拙＂卻是美的極至表現。書法藝術
審美長期受到中國哲學思想的影響，尤其以儒家及道家思想影響最為深遠。若說
儒家中庸之道所衍生的「中和為美」是中華文化藝術審美的核心，那麼自古即潛
藏於中華文化精粹中的老莊自然審美觀，更是藝術中的最高境界，影響中華文化
至今。
在中國藝術美學思想中「自然」成為重要的審美之道，始源自老莊哲學思想。
至魏晉時期由於時代的動蕩不安，反而使得長久以來，固守於儒家思想的知識分
子得到思想上的解脫，中國文藝思想在此時得到了進一步高度自覺性的發展，也
使魏晉時期老莊思想結合儒學形成一種特殊的玄學風潮，在玄風思想下，「自然」
也成為藝術的最高評價標準，對日後中國藝術發展的影響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
也表現在書、畫作品及其論述之中。本章除參考綜合前人研究從成果，對「自然」
加以定義外，並嘗試對書法走向自然觀幾個主要原因加以彙整及探討論述。

第一節

自然意涵及其審美意識的形成

自然一詞它包括形式和內容上的自然，從形式上，它擺脫種種人為不必要的
束縳，有天然之美，而無矯揉造作之態。從內容上來看，它要求的是情感真摯自
然，如蘇軾於《達謝民師書》一文所說：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
自然，姿態橫生。 2
情感真摯乃藝術作品的自然哲理，它所強調的是不勉強造作的自然之態樣，即事
物未經加工的初始形態，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天然」之意，其涵概著藝術思想中
的樸素及天真自然之意。

一、自然的意涵

1
2

宋‧蘇轍注：《老子解》卷三，收錄於《老子解(及其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頁 41。
宋‧蘇軾：〈荅謝民師書〉，收錄於《蘇東坡全集》(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9 月) ，頁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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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意涵從詞義上來看「自」的本義象「鼻」之形，但將「自」釋為鼻者，
在古書中古已罕見。今所常見者如「從也」
、
「己也」都是「自」的引申義。3「然」
一字常為形容詞或副詞的語助詞，許慎於《說文解字》訓：「然，燒也」，通假為
語詞，訓為「如此」
，爾之轉語也。4《說文解字》主要是從字形分析字的原始意義，
即字的本義。「自然」一詞從字面上解釋是指「自己如此」，有著「本然」之義，
這是一種不假造作自然而然的狀態，含有著對某種初始狀態的描述，是具有「本
質性的」意義，簡單的說自然就是一種天然的，合理的，沒有人為創設的。
在作為名詞的解釋上，自然一般包括客觀的自然界的天地山川、日月星晨、
及大自然的雨露風霜等。這裏的自然是自然生成的，也是詩人、畫家筆下山水、
田園風光的取材依據。
自然的另一個重要詞性是在作為形容詞解釋的「自然」
，其主要意義在指行為
方式、創作風格等，形容詞的「自然」往往是擷取天地自然的精神，它體現在人
的身上成為人格的自然表現，體現在物的身上而成為物態上的自然風格。5此外「自
然」也是一種獨立於人之外的客觀「事理」
，從古代哲學思想及現代文義上，自然
概念約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科學上的自然概念，如自然科學的自然，即包括人與自然界的萬物，是一
種集體的概念。
(二)天然，即指相對於「人為」的意思對立。
(三)含有「理所當然」之意，即在常態下的合理之意。
(四)是事務的內在本質，也是就事務的本性，此一概念也是道家哲學核心概
念。 6
綜上，從詞義上「自然」除主要指自然界的萬物現象及其相互作用外，還包括了
道家抽象概念的自然之道。道家老子思想不僅是中國重要哲學思想，更對美學上
有著開創性的影響，老子將天地自然提升為形上概念的自然，這種天地自然發展
成為哲學上的自然，也影響了老子以道為核心的哲學思想。老子曰「道法自然」
它指的是一種哲學的本體，也是宇宙的本源。

二、自然審美意識的形成
審美意識起源於上古時代人與自然相互作用及對自然的崇拜過程中，
「從人類
7
學會打制第一把石刀開始，藝術也就開始了萌芽」 。它們除了是人類創造的技巧

3

參林朝成：《魏晉玄學的自然觀與自然美學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年
6 月)。
4
參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 10 月初版)，頁 138、485。
5
劉東陽：《自然美從本質論走向生態論──當代中國自然美研究的一種考察》(首都師範大學碩
士學位論文，2007 年 5 月)，頁 1。
6
參《老子》自然思想的考察，頁 11-20。
7
張維青、高毅清：《中國文化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 月，第 1 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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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也蘊涵著人類創造過程中對「形」的概念的思維和想像 8。審美意識可說
是人們對外在客觀存在的審美對象所產生的內在美感反應，並進而形成和發展出
人對客觀審美對象的審美意識。廣義的審美意識即人在審美活動中，對審美物件
一種產生的認知反映。人的審美活動如王朝聞在《美學概論》一書中說的：
它包括審美意識活動的各個方面和各種表現形態，如審美趣味、審美能力、
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審美感受等等。 9
這是人們從審美心理活動進入到思維階段的一種意識活動，早期人們為了生存，
除社會活動過程中的探索外，也漸對於有著直接關係的自然事物，如土地、河川、
莊稼等發生了興趣。人們對於這些客觀對象帶有著明顯和直接的社會功利觀念。
隨著社會生活型態的發展，這些本屬於自然領域的客觀事物也成為人們欣賞的對
象，這種對社會客觀事物的價值欣賞，不但表現在與生產活動有關的事物上，也
開始出現在與生活沒有直接關連的自然對象上，如樹木、花草等也成為人們欣賞
的對象，並因而產生自然美的審美意識。這種對自然的審美意識的出現，一般來
說是晚於對社會美的審美意識。 10
秦漢時代開疆拓野的氣概，形成秦漢文化精神；時代動亂後，偏安江左的
東晉人士，無論如何，筆下出現不了秦篆漢隸那種氣象，然面卻在魏晉玄
學的蔚然成風以及當時士人對書法的重視和理論探討中，造就了二王一系
的尚韻書風。 11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豐富而神秘的自然景觀，提供了此一地區的民族得以長期定
居，發展出與自然共存的宗教祭祀文化。徐復觀先生在談到藝術起源的時候說「人
類精神文化最早出現的形態，可能是原始宗教，更可能是原始藝術」12古代宗教中
的祭祀儀式，實已將屬於藝術面的歌謠、音樂及舞蹈等元素溶入其中，此外歷經
多次民族溶合後，更形成日今多元的文化面貌。
(一)自然雨露的均霑
在與大自然的關係上，長期生長於中國這一古老國土領域上的漢民族，其與
西方人最大的不同處，在於西方人把自然萬物看作是人的相對對象，他們從大自
然中獲取物質資源並加以利用。而漢民族長期以來是一個農業經濟的社會，一直
仰賴著大自然的風調雨順，以獲得農耕上的收成，因此對大自然總有著一份由衷
8

張維青、高毅清：《中國文化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 月，第 1 版) ，頁 71-72。
王朝聞：《美學概論》(臺北：穀風出版社，1989 年 10 月)，頁 72。
10
參王朝聞：《美學概論》(臺北：穀風出版社，1989 年 10 月)，頁 83。
11
陳欽忠：《法書格式與時代書風之研究》
(臺中：正大光明筆墨公司，2002 年 10 月，增訂 2 版)，
頁 2。
12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10 月，第 8 版），頁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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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激與景仰。天地自然萬物提供了此一民族生存的重要條件，在仰賴天地自然
的情況下，人們除了必須與天地自然共處外，也不斷的在向大自然學習，並逐漸
與之發生契合。
人在自然中見出美，是由於人和自然默契忻合。一種自然對象越是和人默
契忻合，它就越顯得美。 13
在對自然的觀察過程中，自受自然雨露均霑，也汲取自然創造出屬於漢民族的自
然文化，這種現象從中國哲學思想中得以窺見，如被譽為中國美學始源的《周易》
即認為人必須「與天地合其德」
、
「與天地相依，故不違」
，事實上在文字創造過程
中，漢民族將自然界山川風雨、花蟲鳥語用形用聲，大量創造出漢民族文字，已
為中國文字形態奠定自然風格。
在與自然的契合中，
《禮記‧孔子閒居上》曰：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在此
屬漢民族獨特的親近自然，在儒家思想中早已可見端倪，加以春夏秋冬，時節更
迭，自然景象豐富而多彩，效仿自然、追求自然逐漸成為藝術審美的重要原則。
漢民族長期以來屬農業社會，人們親切的與自然相互融合，如宗白華先生所說：
中國人由農業進於文化，對於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親和的關係，
沒有奴役自然的態度。 14
這樣的情境下，中國古代書論美學也以「自然」做為書法的美學始源，書法創作
及賞評中尤能感悟這種對於自然的情感交融 ，“善取物象”將人、書、自然三者
予以統一，成為特殊的傳統文化。
(二)人文歷史的沾溉
藝術形成自有其歷史背景，中國文學受時代的更替變化，而形成不同的文學
主流，如劉勰於《文心雕龍‧時序》篇言：「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章風格的質
樸華麗，隨時代的不同而起更迭變化，這種變化同樣出現於書在風格的遞變。上
古時期的神話歷史記載中，如大禹治水、後羿射日、女媧補天等神話故事中，已
可見人對於宏偉的天地、山川等不可知的自然力量之敬畏，使自然帶有著神秘又
崇高的神性特質，在充滿著神話想像的自然環境中，源於黃河流域的漢民族，對
自然山水的崇拜自古已然。但自然的本質上是多面向的，漢民族甚至將自然比喻
為君子道德修養，對自然的親近從先秦諸多典籍即可窺知。先秦儒家孔子(西元前
551 年─479 年)並不直接談自然，但孔子思想中亦不乏對自然審美的肯定，孔子曰：

13

淩繼堯：《美學的十五堂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年 4 月初版)，頁 51。
宗白華：
〈藝術與中國社會〉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4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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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
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15
孔子以天地四時的自然運作，雨露滋潤，而化生萬物，做為王者教化的準則依據，
認為天道以它本身的規律運動，天道在化生萬物的同時，亦賦予人本身，孔子思
想中，「仁」乃天道與人道的集中表現。
從歷史觀中國封建制度創造了集典章制度、行為規範和思想意識為一體的
「禮」的思想，在以儒家為正統的封建社會仁、禮思想下，對於禮的宣揚美化不
留餘力，如孔子告誡門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16長期
以來禮在中國文化中成為一種制式的規範及理想，卻也束縳著生長在這塊土地的
漢民族雖從心所欲，惟需秉持不逾矩的觀點。面對困境，儒家往往採取「邦有道
則知，邦無道則愚」持道以待政治清明的退隱方式。但自先秦來以來多次經歷朝
代更迭，其中尤以漢末至魏晉時期群雄割據最為劇烈，八王之亂及五胡亂華，更
形成南北朝長期分裂，連年爭戰及長期混亂的政治迫使人民流離失所，
「白骨露於
野，千里無雞鳴」成為一種常態景象，也使社會秩序為之瓦解。舊禮教束縳之崩
潰，使一向根深蒂固的儒家封建思想受到挑戰，在中華文化基礎上，道家哲學思
想崛起並取代儒家，士人從漢代儒教統治下的禮法束縛中獲得解脫，取而代之的
是從隱遁到逍遙的一種在思想上最解放、最富智慧熱情的時代，此時期玄談之風
也成了人們逃避現實方式，文人爭脫禮法約束，思想及信仰的自由，更使藝術創
造一時有如脫繮野馬，崇尚自然之風亦獲得解放。
東漢未年，以張芝為代表的文人化草書在時代動亂中崛起，並形成一股風潮，
這種風潮從東漢‧趙壹《非草書》對當時草書批評曰：
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於斯，後世慕焉。
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
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
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䚡出血，猶不休輟。 17
即可得知草書在當的的風行盛況，草書的興起可視為文人擺脫外在功利，而轉求
自我內在人生的享受及情性的寄託，此後書法也從外在的政教倫理，逐漸走向內
在的審美自覺。
在文人由儒入道的心理轉換過程中，藝術上一種傾向道家思想哲學的自然之
美也蘊釀而生，文人欣賞自然對自然界萬物更迭自有深刻體驗，開啟書法自然觀
的形成。魏晉時期由於連年爭戰，晉士東遷形成偏安局面，文人在放懷自然之情
15
16
17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下（北京：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文 1 版），頁 1278。
楊伯俊：《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 年 12 月，第 2 版)，頁 123。
趙壹：〈非草書〉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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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於社會的動亂又未能忘懷，加以人生易逝的感傷，自使文人追求自然寄情
於山水筆墨之間，達心與物的兩相和諧，因之而有王羲之〈蘭亭序〉任情恣性的
超然玄遠意趣的書風形成。
(三)瑰麗山河的移情
劉勰說：「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文心雕龍‧神思》，「目既往
還，心亦吐納」
《文心雕龍‧物色》
，移情是一種我與物的合一的關係，
「物我合一」
可說是中國藝術最根本的美學觀念，由「物我合一」所產生的移情現象，普遍存
在對大自然美的欣賞中，它不僅是由我到物，也是由物到我，將我的情感移轉到
物，也將物的各種形態移轉到我，於是我受著物的影響，當創作者將主體自我的
情感轉移到客體外物身上，於是覺得外物和自我有了情感上的統一。淩繼堯於《美
學的十五堂課》中引 30 年代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對移情現象的解釋：
用簡單的話說，它就是人在觀察外界事物時，設身處在事物的境地，把原
來沒有生命的東西看成有生命的東西，彷彿它也有感覺，思想、情感，意
志和活動，同時，人自己也受到對事物的這種錯覺的影響，多少和事物發
生同情和共鳴。 18
當對外物有了這樣的情感反應，於是產生了移情作用。人在審美的過程中總帶有
著一定的移情現象，這種移情現象使人有了審美的情感，在一定情境下感知自然
景物，於是不自覺的將自己的主觀意識及情感賦予不具有人類情感的對象物上，
於是物也有了人的情感和思想，進而產生物與我同一的審美效果。朱光潛先生說：
這是一個極普遍的經驗。自己在歡喜時，大地山河都在揚眉帶笑；自己在
悲傷時，風雲花鳥都在嘆氣凝愁。惜別時蠟燭可以垂淚，興到時青山亦覺
點頭。柳絮有時“輕狂”，晚峰有時“清苦”。 19
由於移情作用使然，人們在歡喜或悲傷時，總是把自己的情移到外物身上去，認
為外物也有相同的情境，因此常將物與我合而為一。在對於自然的移情現象上，
朱光潛說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經驗，但美感經驗卻常含有移情作用，移情作
用不單是由我及物，同時也是由物及我。20因此「移情作用」對中國文化及藝術美
學自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文化二大發源地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此處位於
氣候溫和雨量適中的地帶，先民很早即以農為生，農耕文化也賦予了生活在此處
的人們對大自然倍感親切的情懷，安定的自然環境也孕育出和諧的民族思維及文
化素養。而後隨著民族的遷移，加以南北不同的氣候環境，衍生出不同的文化特
18
19
20

淩繼堯：《美學的十五堂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年 4 月初版)，頁 87。
朱光潛：《談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12 年 11 月，第 1 版)，頁 137。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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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在多種族的文化交融下，瑰麗而豐富的地理景觀對文人審美思想亦產生了啟
發性的影響。中國北方大漠風光相對於南方的小橋流水，自有不同的自然審美思
惟。
瑰麗山河對於漢民族文化之陶冶，可說是表現在各個文化領域中。源於黃河
流域以北的漢民族，溫帶地域及天然的地理位置，使其對自界的季節物候自有較
早和較深的體悟思考，在長期以來的耕作生產中，逐步認識季節更替之變化，進
而把一年分為春、夏、秋、冬四季以反映氣溫、雨雪等規律的自然變化。漢民族
對自然變化尤以春、秋最為感慨，劉勰《文心雕龍》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
物色之動，心亦搖焉」隨著節氣變化，豐富的山川景候隨之物換星移，文人心境
亦隨之起著變化，事實上這種對物候的體驗與感慨，直可追溯到先秦或更早時期，
如《莊子‧逍遙遊》
：
「蟪蛄不知春秋。」即表現出文人對自然界生命短暫的體悟。
文人對自然山水的親近，使他們在歷經爭戰、世途變迭等人世滄桑之後，尋
求自我的人生寄託，也託身於山水之中，面對季節物候的自然特質，往往將自身
遭遇與自然意象相結合，審美意識亦緣此情感與認識而生成。21在融合於大自然的
過程中，與大自然特別是與土地結合成一種非常密切的相依相存的關係，從而形
成了一種可以說是最高本體論的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觀念，認為人與自然渾然一
體 22，由於人與自然的情感相契合，自然也形成文人詩詞筆墨的情感表現。中國
山水詩由陶淵明、謝靈運開啟先河，此後由唐宋到明清，幾乎重要的詩人都做過
山水詩。而以點、線做為表現的書法藝術，其點劃之間，原本是只是書家的筆墨
痕跡，但觀者卻在其中看見書家所表現的「氣勢」與「神韻」
，其原因即在於書法
點線之間，也表現了作者的情感與性格，如朱光潛先生所說的：
在名家書法中我們常覺到“骨力”、“姿態”、“神韻”和“氣魄”。我
們說柳公權的字“勁拔”，趙孟頫的字“秀媚”。 23
透過移情作用我們可以從書家筆墨中看到有生氣有性格的東西，可以把字在心中
所引起的意象移到字的本身上面去。而此亦是書家透過筆墨傳達，抒發心中情感
的方式。
(四)文人賞會山水的比興
「比、興」是文人言情托意及感物興懷的重要方式，鍾嶸《詩品》談到詩歌
的審美原則時說：

21

參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44 年 7 月)，頁 173。
邢煦寰：〈一個二維雙向互補的人類對世界藝術掌握方式系統的自我認知整合系統─中西藝術
本質論的比較提綱〉，收錄於周來祥主編，《東方審美文化研究》第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第 1 版），頁 130。
23
朱光潛：《談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12 年 11 月，第 1 版)，頁 13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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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
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24
自古文人即善以“比、興”做為詩文表現方式，如《鍾嶸‧詩品》曰：
「嘉會寄詩
以親，離群託詩以怨。」 25即文學上興的表現方式。文藝上感物吟志的「比、興」
手法，是通過外在事物或景象而藉以抒發內心情感。先秦時期代表北方文學的《詩
經》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即大量運用比興，如《詩經‧小雅‧蓼莪》雲：「缾
之罄矣，維罍之恥」是比，
「南風烈烈，飄風發發」是興，比興表現方式係將主觀
情感予以客觀化，使情感與想像相結合。
詩經賦、比、興的美學原則，也成為後世書法藝術表現方式，王嶽川在《書
法文化精神》一書中說：
當審美主體面對其審美對象時，會因原有的心態模式與景、物對應，激發
而勃然起情。興的“一情獨往”可以使主體的審美體驗，突破景物的表面
層次而進入較深層的審美體味，所以，書家有觀劍舞而悟筆法的。 26
中國文人自古即與山水有著重要的契合，他們在自然山水中遨遊四方不僅移情山
水，更借自然山水託身癒療，自然山水不僅是他們欣賞的對象，也是他的失意時
慰藉之處。因此自古文人即善用自然山水等外在事物做為比喻，以增加文章的生
動形象及文章通俗性，當兩個本質不同的事物之間有著某種相似時，即借這相似
之處用以比方另一事物，這種修辭方式稱為比喻。
詩經以後最能代表中國文學發展主流及浪漫不拘形式者，當推屈原的楚辭作
品，屈原文采吸納五經精華，且能自創新格，可說是後世文學典範，楚辭表現出
先秦時期具浪漫主義色彩精神的南方文學特質，王逸《楚辭章句序》：
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
，上以諷諫，下
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
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 27
屈原作品將私人情感寄託於自然景物，表現出他的憤世嫉俗及對現世的批判，屈
原《楚辭‧漁父》
：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28
這種兼具浪漫主義的不拘形式的特性，形成一種特殊文學藝術。到了魏晉時期文
24

曹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47。
同上注，頁 56。
26
王嶽川：《書法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1 版)，頁 111。
27
王進祥編輯：《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卷〈四部刊要‧史部‧美學史類〉(臺北縣：頂淵文化
事業公司，2008 年 7 月，初版) ，頁 151。
28
吳福助：《楚辭註繹‧漁父》下冊(臺北：裡仁書局，2007 年 5 月初版)，頁 69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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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創作興起，文藝鑒賞也得到蓬勃發展，更是文人追求的境界，晉‧陶淵明《飲
酒》之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29
陶淵明此詩主要在抒發歸隱田園，遠離名利、悠然自得的心境。陶詩大多以農村
田園生活為其詩作，其詩造語質樸，不事雕琢卻意境深遠、自然率真。自古以來
文人即將對「自然」的喜愛表現在文化上的各個層面，
「自然」思想形成寄與中國
文人觀物反思，借自然界的物我關係，對社會人生的廣泛思考。在對自然界、社
會與自我認識的歷程中，直接的感受昇華為理性的思考，理性的總結交融著感性
的體驗。到了唐朝山水詩更達成熟期，此後山水詩更成為詩人慰藉、抒意的表現
形態。
「自然」思想在魏晉時期，成為重要的書法美學概念，但在先秦時期的儒家
典籍中如《詩經》、《論語》、《孟子》等，雖已不乏自然思維，但尚未出現自然的
說法，即無自然一詞之記載，因此也不具有意識性的表現自然思想，老子《道德
經》可說是自然思想記載之始源，且對自然的認知實已超脫自然界的時空概念，
即非指對自然界、宇宙界的自然觀察總結，而是隱含有「本來如此」
、
「自己如此」
的意思，老子認為人應該合於道、同於道，而道也就是一種法自然的原則、法自
然的態度，回歸於道就在於法自然精神的落實。30對自然山水的體驗也表現在書法
的抽象線條之中，文人論書自亦不免使用比喻方式以增加書墨筆畫的動態表現。
王岳川先生說：
書法同抒情性的文學一樣，是通過符號的情感性來表現人，通過線條的生
命體驗轉換來表現人的審美氣質和風神。 31
書法透過文與書的有意結合下，將思想內容貫穿在文的記載之中，文字意含於其
中，文人筆下情感從形式上的文字線條自然流露於書中，文人對自然的體驗，也
表現在文人書法理論之中。書法兼具形、神之美，其意境可高可遠，藉由作品線
條的形式美，也供讀者進入作者的情感意識之中。
29

東晉‧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 年 5 月，第 1 版)，
頁 89。
30
參彭馨慧：《老子法自然的美學》(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6 月)，頁 35。
31
王嶽川：《書法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1 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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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然意象的審美表現

「象」是中國藝術基本綱領之一，它不等同於形象本身所呈現的，還包括著
形象之外的境界，中國古老文字結構以象為形，在文字基礎上，中國書畫藝術亦
可說是發端於象，從出土的甲骨文已可見漢字在此時期，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
它的結構已可見字形大小錯落、自然結體，造字的方式更為後世書法奠定了原則
和基礎(圖 2-1)，此外甲骨文中所蘊涵有「指事」及「會意」的內容，不僅讓漢字
在本質上有別於繪畫，32更使漢字發展出獨特的書法審美思想。從早期書法理論來
看，書家往往借象以言書法之形，從物象的形到意象的勢與態的形成與發展，蘊
孕著這個深具文化素養的東方大國，發展出有別於西方世界的藝術，借由意象概
念的形成，中國人體悟了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並將之表現在各個文化的層面上。
在文字自然審美意象上，漢文字從文字的物象概念已可窺見其審美意象之發展。

圖 2-1〈祭祀狩獵牛骨刻辭〉商‧河南安陽小屯出土。
圖取自：渡邊隆男發行：
《書跡名品叢刊﹝合訂版﹞第 1
卷》(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01 年 1 月)，頁 1。

一、物象概念的自然
自然思想的形成主要在人與自然界的互相溝通，互相融和之下而產生，對自

32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2012 年 1 月二版），頁 41。

22

然界的取材可說是中國藝術思想的重點。中國藝術理論如書法、繪畫等即大量取
材自然之形，作為藝術應效仿自然之道的意象比擬，這種比擬係來自然界自「物
象」概念，中國文字從初創之時，物象概念即已被先民所大量應用，先民以對周
遭物的物象描繪，如對自然界的山川草木等，作為記錄思想及語言的工具，除展
現出外在有形的物象被重塑為文字的一面外，也隱含著先民與外在自然萬物的和
諧相依，並借由外在物象成就了藝術創作的始源。
藝術家以心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
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
境；這靈境就是構成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意境。 33
現代美學大師宗白華先生指出藝術創作的表現，是主觀情感與客觀的自然景
象交融互滲，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藝術境界，而不是純客觀的臨摹自然。從書法
藝術形式來看，中國文字結構取材自然界，以象形圖案作為表現方式，至文字發
展成熟，雖圖像意味漸消，但在文字書法表現上，抽象線條的字體結構下，初始
取法自然的圖像意蘊，卻成就一種文字藝術精神的保留，如相傳為東晉衛夫人 34的
《筆陣圖》中，即以「千里陣雲」及「高峰墜石」等物象作為文字藝術精神的表
現。
中國漢文字在造字過程中，每為一字，各象其形 ，此以自然物象為文字造形
之概念，也是後來書法審美上的一種表現方式，書法很重要的一個特色就是從具
象造形到抽象的寫意，它總是對自然起了仿效與汲取，它是在以象為形的基礎上
構形的，這是自然界的自然，也是哲學概念下的自然基礎。

二、象的自然意境
「象」在作為「符號」的呈現，具有傳達、溝通及表達情性的作用，因此「符
號」外狀的形，包含著眾多的意義，甚至具有著形而上意義的表達。遠古聖人立
象以傳遞情感，因此「立象以盡意」
。從圖象的外觀之中有著傳達思想或精神的涵
意。從這個思惟出發，「象」含括圖象到文字的造形表現，有事物象徵的意涵，表
達出事物的意象性或模糊性。 35《易傳‧繫辭》中記載了孔子對於象的看法：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
33

宗白華：〈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358。
34
衛鑠（272 年－349 年），東晉女書法家。字茂猗，河東安邑（今山西省夏縣）人，號和南，世
稱衛夫人。
35
參蔡介騰：〈「無象之象」書寫之意象析論〉(書畫藝術學刊 第十五期)，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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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盡神。 36
此處的「意」指的是對事物抽象層面的反映；「象」則指形式上抽象的象，而非具
體之物象。由於語言在表達思想感情方面有著一定的局限性，對於複雜情感往往
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故孔子說「言不盡意」
，孔子也提出瞭解決方法，即「立象
以盡意」
，運用形象來表達深刻豐富的意蘊，形象具有直觀性，生動易曉外比起語
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及更廣的函蓋層面，所以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
人立象以盡意」
。在立象以盡意的思維下，中國哲學的理論框架、概念等都帶有具
體的特徵，帶有象的痕跡，如天地、陰陽、五行的哲學框架，都有形象的具體性，
中國文藝理論也是如此，這種思維形式的理論，開啟示了人們在實踐中廣泛地向
自然界模擬。37中國傳統審美觀念主要來自美的意象表現，現代美學家葉朗在《美
學原理》一書中指出：
審美意象不是一種物理的實在，也不是一個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個完
整的、充滿意蘊、充滿情趣的感性世界，也就是中國美學所說的情景相融
的世界。 38
「意象」是中國古典美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客體景物和主體的情的融合，離
開客體的景或主體的情，就無法產生審美意象，如同淩繼堯先生在《美學的十五
堂課》中提到：
美作為價值，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事物的自然屬性和外部形式；第
二個層次是事物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內容，這種社會屬性和社會內容，由事
物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占據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決定。 39
事物的自然屬性指的是事物的本來樣貌，它是一種主觀的存在，完全不添加人為
的因素，事物的社會屬性是指事物的社會功能，它是客觀存在，多了人們的思維
意念及判斷價值。在書法上，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態，書者
將崇尚自然的胸懷透過玄遠意境，一一寓予書中。
象與意是藝術的二大重要概念，也是書法形象的主要特徵，書法上自然美的
形成，源自文字發展起始，唐代書家李陽冰 40曰：「書以自然為師，而備萬物之情
36

呂祖謙編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5 年，北京新 1
版)，頁 58。
37
參袁振保：〈八卦─中國文化和審美意識的源頭〉，收錄於收錄於周來祥主編，《東方審美文化
研究》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1 版），頁 29-31。
38
葉朗：《美學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9 月)，頁 59。
39
淩繼堯：《美學的十五堂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年 4 月初版)，頁 29。
40
唐‧李陽冰(約 713-789)字少溫，祖籍趙郡(今河北邯鄲境內)，後移家雲陽(今陝西省淳化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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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書法雖非再現具象的藝術，但它卻是書家從現實萬象中的感受及情感的表現，
雖抽象卻有著具象意味。

三、意象文字的自然呈現
「意象」一詞發端於《周易》中的卦象占卜，其本意具有立象以盡意，東漢‧
許慎的六書理論對漢字結構做了精闢的分析，其中關於文字起源，許慎《說文解
字敘》曰：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
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
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夬，揚於王庭， 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也。 41
中國文字的始源，係先人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察鳥獸的形象和大地的脈理作
為造字初始，並遠取諸物，近取自身，在這樣的基礎上，先人創作了《易》和八
卦，並用卦象以示吉凶。到了神農氏時期，則使用結繩記事治理天下事務，到了
黃帝時代，史官倉頡看到鳥獸的之跡，悟出以鳥獸足跡可辨紋理，做為記事，因
而開始創造書契文字，此後文字逐漸走向由繁化簡，取其意象。從甲骨文的字形
中，已可見文裝飾性形體的簡化(附表一)。本段敘述在文字學上的重要意義，是把
中國文字的淵源直接指向「自然」物象，確立了文字審美的理論依據。

北)，遂為雲陽人，為書法史上著名的一代篆書宗師。
(參馬季戈：《書藝珍品賞析‧李陽冰》（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5 年 3 月），頁 1。
41

清‧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 10 月，初版)，頁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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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象形裝飾文字與甲骨文形體對照簡表

取自：劉正成：
《中國書法全集》第 2 卷(北京：榮寶齋
出版，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頁 44。
初始文字，即使目的在於實用，也一定儘量使其符合整齊一致性，殷商甲骨
文已經是長期使用的高度成熟的文字，實事上漢字的轉化過程，主要是在長期使
用中約定成俗，而文字在逐漸趨向成熟穩定之後，文字的實用性和藝術性將逐漸
分離，此後脫穎至漢字的書法被當作獨立的藝術欣賞。 42
晉‧衛夫人於《筆陣圖》曰：
一「橫畫」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點畫」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撇畫」 如陸斷犀象。
乙「折畫」 百鈞弩發。
丨「豎畫」 萬歲枯藤。
乀「捺畫」 崩浪雷奔
𠃌「橫折彎鉤」 勁弩筋節 43
此論通篇都是自然界的隨處可見的具體物象，自古書家慣以物象線條來表現點、
線、面所蘊涵的抽象概念，這雖是藝術表現的一種誇張手法，卻蘊涵著自然意象。
梁武帝蕭衍的《述草書》雲：
「疾若驚蛇之失道，遲若淥水之徘徊。緩則鴉行，急
42

參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0。
晉．衛夫人：〈筆陣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2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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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鵲厲，抽如雉啄，點如兔擲。」44即用動態之物象，論述書技的疾、遲、緩、急
等。這些抽象比擬乃取自然界各種物象，目的在使人觀其書，自得心神意會。綜
觀漢末至魏晉時期，書法上各家書論及書法品評，雖文章內容互異，但對書法之
美大至皆採此法比擬。
孔子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
「聖人立象以盡意」
，聖人借天下萬物
的外形面貌，來模擬反映繁雜的事物的特性及現象，名之曰「卦象」
。文字書法是
象，也是為「盡意」而立的，這「意」不只是以象表示主觀意欲，且還包含創造
者對宇宙自然觀的理解。 45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
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46
中國文字在造字起始的時候是以象為形，這種形象化的意境即使到後來“孳乳浸
多”的字體裡仍然保留著，也暗示著。書法源於漢文字，在文字法自然的基礎上，
書法的自然可分為物象概念的自然及老莊道家思想的自然。老子的藝術精神，美
學思想乃源於道，老子的道法自然可以說是中國美學之源。從創作上的視覺觀，
書法的自然形象只是外在的形構，但從書法創作意識觀，書肇自然乃書家的一種
深層文化表現，如唐‧韓愈(768 年—824 年)在論張旭(675 年—759 年)的書法時提
出：
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 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47
此一系列以物象自然作為比擬的書法創作，即書家在創作過程中對外界自然事物
的感悟進而創造思索、模擬其神之妙，呈現出象外的境界。漢代以前「書」主要
在指實用文字，但到了魏晉時期書以審美為目的書法逐漸形成，此時期書家輩出，
書學思想蓬渤發展，書法觀念從實用書法走向審美意境，但仍可看出受文字起源
影響，漢字發展過程中，圖像性的記事逐漸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表意概念的抽象
符號，此一抽象符號也為書法走向藝術精神的自然審美觀起了發展的基礎。

44

梁．蕭衍：〈草書狀〉，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75。
45
參陳方既：《中國書法美學思想史》(北京：人民美術書版社、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聯合出版，
2009 年 1 月，第 1 版)，頁 56。
46
清‧段玉裁 1735 年－1815：《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 10 月，初版。
47
唐‧韓昌黎：《韓昌黎集─送高閒上人序》（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3 月初版），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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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書法自然觀的啟發與內化

自然觀是一個廣泛而多元之涵意，書法藝術精神下的自然觀，也是中國哲學
思想下的自然觀，它表現在人與自然的相互溶合之中，也表現在人對自然的審美
情感之中。中國藝術哲學中的自然觀主要來自老莊哲學思想，作為中國傳統藝術
審美核心的書法，在擷取物象概念及以象構形的基礎上，其審美思維自是深受老
莊自然思想的啟發與內化。

一、老莊思想中的自然涵概
自然概念在先秦典籍中雖早已可見，但「自然」一詞文字記載最早出現是在
老子《道德經》中，為老子哲學精神的體現，《道德經》一書雖僅 5 千餘字，卻建
構出中國千年來上至帝王治世，下至士民階級修身處事的哲學思想，其以「道」
為核心的「法自然」思想，本非在實現藝術創作的美，但它的精神卻涵養出中國
藝術美的境界，其蘊涵著無比豐富的美學思想，其中以自然「本體論」和「無為」
可說是老子哲學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美學發展的始源。
老子的自然觀既是自然哲學的自然，也是自然科學的自然，老子《道德經》
中共出現五處出現對「自然」的用語：
(一)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道德經》
第十七章) 48這是老子的治國理念，老子認為最好的統治者是不言而教，人
民並不感覺到他的存在，而且人民認為本來就是如此。
(二)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道德經》第二十三章) 49老子主
張治國應效法大自然行不言之教，讓人民在自然中接受化育，因此最好的
統治者，人民不知道他的存在，而認為本來就是如此。
(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 50老子認為
道的本質就是自然，道以自然為法則，人應效法道的自然無為之精神。
(四)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經》第五十一章) 51老子認為
道所以被尊崇，德所以被為貴重，是因為它對萬物從來不加以干涉，而讓
萬物能各盡其性，順任自然。
(五)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為。(《道德經》第六十四章) 52老子認聖人對萬物的看法是與他人
48
49
50
51
52

陳鼓應：《老子註釋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3 月)，頁 128。
同上注，頁 153。
同上注，頁 159。
同上注，頁 254。
陳鼓應：《老子註釋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3 月)，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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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眾人看重珍貴難得之物，聖人卻不加以重視這些珍貴難得之物，
而是順認萬物自然發展不加以干涉。
老子的「自然」非指自然界中具體事務的現象自然，而是一種形而上的境界自然，
即不添加絲毫人為的自然現象，這也是老之的「無為」主張。在《魏晉玄學的自
然觀與自然美學研究》一文中，對於自然概念的解釋提到魏晉玄學自然觀，非指
自然界的自然，即非自然科學所探討的自然世界，又說「自」是不借助他者的力
量，但憑自身內在動力，而成為如此。」53在此屬於美學思想的自然觀已隱約可見，
但自然和自然界的觀念並非毫無關連，
「自然」在美學思想上，其意涵簡單來說是
一種自在的、無勉強的，順理成章揮灑而成的狀況。即在不刻意加工情況下；自
然而然的一種近乎天然的、渾然天成的美的概念。
在對自然的解釋上，王弼 54曰：「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
不仁也」 55；郭象 56也指出：「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
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57。王弼與郭象的自然都是一種無為的
思想，即以無為本，將自然無為視為「無」的功用。這種「無」是不加干涉，順
勢而為的自然。陳鼓應、白奚先生於《老子評傳》中指出老子的自然：
“自然＂是一種觀念、態度和價值，也是一種狀態和效果。 58
老子所謂的“自然」
，不是現代人所謂的“自然界＂或“大自然＂，而是自
己如此、本來如此的意思。在老子看來，宇宙是一個和諧的、平衡的整體，
這種和諧、平衡的狀態，是通過構成這個宇宙的萬事萬物自身不受外界強
力幹擾的存在與發展而達成和維持的。也就是說，萬事萬物在不受外界強
力幹擾的情況下，通常都能發揮出自己的最佳狀態，都能與周圍的其他事
物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整個宇宙就在萬物的最佳狀態和良好關係中達到了

53

林朝成：《魏晉玄學的自然觀與自然美學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年 6
月)，頁 10。
54
王弼(226 年－249 年)字輔嗣，山陽(今河南焦作)人。出身於東漢名士家庭，祖、父二代與荊州
之學交往密切。荊州之學係東漢末年劉表在荊州所建立的學派。當時，荊州比較安定，文人學者
從中原等地聚集於此，成為兩京戰亂以後新的學術中心。王弼家裡藏書很多，這樣，他「幼而察
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就不是偶然的了。經何晏推薦補台郎，但他不善於做官。正始十
年(西元 249 年)因事免官，同年死於時疫。 (摘自張豈之主編：《精編中國思想史》上(臺北：水牛
圖書出版，2005 年 5 月)，頁 359。
55
魏‧王弼：《老子道德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 10 月初版)，頁 13。
56
郭象（252 年－312 年）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出身寒門。少年時代即表現出才氣，善
辯論。喜好《老》《莊》。以注《莊子》聞名。
(摘自張豈之主編：《精編中國思想史》上(臺北：水牛圖書出版，2005 年 5 月)，頁 372。
57
西晉、郭象注：《莊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3 年 6 月 8 版)，頁 5。
58
陳鼓應、白奚：《老子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1 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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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與平衡，發揮出最大的功能。這就是老子所謂的“自然＂。 59
老子哲學中的「自然」是在通過對宇宙萬物的關照，使萬物在不受幹擾的情況下
自然發展。老子以通過對「道」的意涵的闡發，建構出他的自然之道。陳鼓應先
生在《老子註釋及評介》一書中說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然為依歸，即
道的本性就是自然，此自然的觀念也就是老子哲學的基本精神。老子說：「道常
無為而無不為」，這裏的「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指順應本性，不違背自
然規律。老子自然之道是在肯定客觀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和
諧的運行規律，而主張人處理一切事務應以自然為法則，60老子的「無為」目的在
無不為，所以他主張自然，提出了道法自然的重要觀念，借自然排除人為的作用，
「自然無為」也成為老子的哲學核心概念及中國藝術美學之境界。

二、中國藝術精神下的自然觀
唐君毅先生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中提到中西文化的差異時指出，
西方文化之來源為多元，其所歷之文化衝突自然較多，而這種特殊的文化精神，
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此種超越精神有利於西方哲學發展，
形成西方自然宇宙觀。中國文化就本質而論其來源仍為單元文化，長期以來雖有
爭戰，也大多屬內亂之戰，如漢唐的開拓疆土，也未形成截然懸殊之階級，戰爭
結果使中國文化多了向內推升的助力，也使文化的廣度更趨闊大而被及 61。
相較於西方美學將自然律視為一種物競天擇的可超越性及以純理性的邏輯作
為其精神，中國自然觀則以一種涵融概括的精神作為藝術的表現。
中國自然宇宙觀，視物皆有虛以涵實，以形成生化歷程，故無純物質性之
實體觀念，萬物無永相矛盾衝突之理，而有由相感通以歸中和之理。 62
中國的自然觀不重單純之自然力、自然生命力之表現，而能於至小以觀至
大，於一物見一太極。於是於自然界無往而不見此心仁德之流行，而未嘗
見萬物之相礙而相忍，此即中國古人對自然審美之最重要精神所在。 63
此一思想使中國將自然與社會之矛盾衝突，皆認為是可經由內在自然律的變通而
相互和諧的，中國的自然觀並不重著在單純的自然個體生命力之展現，而在於能
以小觀大乃至相互和諧，此與早期主張物競天擇的西方思想，將自然與社會視為
59

陳鼓應、白奚：《老子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1 版)，頁 88。
60
參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 4 月)，
頁 2-4。
61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印行，1994 年 9 月，臺二版)，頁 1-13。
62
同上注，頁 89。
63
同上注，頁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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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理論、實驗而進行的相互競爭模式是不相同的。唐君毅說：
中國之自然宇宙觀不似西方之自然宇宙觀有系統之科學理論及實驗為之說
明作證。因自然科學本非中國之所長，然中國之自然宇宙觀，自有其所代
表之文化精神，與所表現之對自然之智慧。中國自然宇宙觀之文化背境，
唯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精神，及後來之儒家精神與道家精神。 64
中國古代的自然觀，雖未能如西方民族有系統的以自然科學理論及實驗對於自然
觀加以驗證，而是內化於自然萬物自身的自然，善於向自然萬物學習的中國古代
民族，其自然宇宙觀之最大特徵即是將自然視為自然本身美善之價值。自然在審
美上的意涵，既可指為自然界的物質自然，也得稱為中國先哲自然觀下的心性自
然。
中國文字約可遠溯至敬天祭祖的神聖宗教活動中，因此甲骨占卜文字在文字
始源上即與宗教活動有了緊密的結合。此外在先民取法自然的基礎上，無形中也
促成文字自然審美意象的發展。
古人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在與自然界的長期相處、觀察與體悟中，以形
象的筆畫摹寫大自然的、社會的、生活的各種物象及現象，漢字是古人“觀
物取象＂、“ 依類象形＂即“尚法自然＂的結晶，也是民族自然觀的有力
佐證。 65
從藝術精神的層面上來看，自然泛指拋開形式上的束縳，任由自然客體與主體相
互涵攝，達到精神藝術性的轉化。中國文字在遠古時期可能尚源於圖像，到了甲
骨文時期已懂得客觀的以取法自然物象作為其造字的依據及規律，“尚法自然＂
也提供了文字大量擷取於具體形象的自然。
成熟的漢字是從大自然的具體形象中提煉、昇華，且以象徵的筆劃來揭示
大自然萬物萬象之形貌，是“立象以表意＂的。 66
漢文字形筆取自然萬物，豐富的大自然也充分提供了中國漢文字外在具象的自然
審美結構與應用，而“立象以表意＂的審美發端，更是開啟了對中國文字走向獨
立的藝術性的發展。

64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印行，1994 年 9 月，臺二版)，頁 83。
黃國強：〈書“道＂自然─書法中蘊涵的自然情結〉(福建師範大學福清分校學報，2009 年，第 6
期，總第 95 期)，頁 46。
66
同上注，頁 4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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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法自然的涵融關係
中國藝術精神之下的自然觀，也就是中國哲學中的自然觀，它表現在中國人
對自然審美的感情中，也表現在書法的涵融關係中。在中國先哲的自然觀啟發下，
往往認為自然萬物皆含德性，而人與自然又直接感通，因此中國人常能直接在自
然中識其美善。 67
傳承千年的中國書法，同樣也萃取了中國哲學中的自然觀思維，在以象形為
其始源的基礎上，更將文字從筆墨線條的象(象內之象)揮發成書法意境的象(象外
之象)，而使歷代先賢碰撞出燦爛的花火，書法也成為中國最高之審美藝術。書法
不論是從文字初始的「物象自然」還是老莊哲學的「心性自然」或書法創作過程
的「意象自然」，其並非完全屬於由上而下的演變關係，而是一種有如循環般的
相互涵融的關係，如下圖所示：(圖 2-3)

意象
自然

物象
自然
書法的自
然意境

心性
自然

圖 2-3 書法自然的涵融關係示意圖

從「書」肇使於自然開始，書法即在人文歷史的演變過程中，以筆墨線條的
運作亦步亦趨的展開了屬於它的物象文字之衍變。在以「象」為審美的基礎上，
書法至漢末魏晉時期，更在逐漸受到老莊哲學思想的浸潤下，發展成具有濃厚哲
學思想的「心性自然」之審美藝術，此一哲學自然的思維也使書法凈化出抽象的
「意象自然」的境界，使書家在通過對自然界萬物運行的感悟後，以文字線條將
自然界的外在形態和內在生命活動，化為書法的運筆結字，而形成書法的意象自
然，此自然意象多了書家的心性自然，書家在意象自然的表現上常以自然物象作
為比擬，如西晉．索靖(239 年-303 年)的〈草書勢〉中，即以「婉若銀鈎」、「漂若

67

參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印行，1994 年 9 月，臺二版)，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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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鸞」等意象，形容當時迅速發展的草書之勢。
「自然」在中國文學及藝術美學上，皆表現出無可取代的地位。清‧王國維 68
於《人間詞話》曰：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
關係 、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
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 69
王國維認為自然中的事物，都有著互相間的關係，因此也產生互相限制，而文學
及藝術的創造過程中，必然有所取捨，理想的境界乃是以自然事物為基礎，即使
是來自人為加工的虛構境界，這些境界亦必需合乎自然的法則。
書法以文字為其形構，在文字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兼具實用與審美功效的中國
傳統藝術，作為一種藝術，書法與文字雖有所區別，卻無法完全自別於文字之外，
即書法需在文字的基礎上，屬於它的藝術價值才得以被實踐，「書法是線的藝術。
它具有一個由線啟象(墨象)，由象悟意(意境)的本體結構」 70。意為書體，象為書
用，書法從形的自然到質的自然之轉換，形成中國特有的線的藝術。
書法的自然涵融之關係，也使書法有機會從天地萬物中獲取它的審美意象，
表現出自然審美的高度意境，張懷瓘在〈文字論〉中即以「惟觀神采，不見字形」71
一語，指出書法最高的審美境界。
書法藝術的審美鑒賞不僅要觀照“意象＂，而且還要觀照“意境＂。“意
象＂還是一種“有形＂之象；“意境＂則不僅是一種“有形＂之象，而且
更是一種“無形＂之象。 72
書法藝術最大獨特性是它兼具著記錄語言的功能，因此也涵概了書家情感的表
達，它不僅要觀照有形之象，還要兼具無形之象，始能達張懷瓘所言「文則數言
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73之意境，此外張懷瓘的「神采」之說，也是書
法藝術的高度體現，張懷瓘將“神采”視為書法藝術的一種境界，也將人們對於
書法對鑑常從文字內容的本身，落實到抽象線條的藝術賞析之中。
68

王國維(1877-1927)，初名德楨，字靜安，又字伯隅，晚號觀堂，又有永觀、人間等號，浙江海
寧鹽官人，著述甚豐，是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連接中西美學的大家，在文學、美學、史學、哲
學金石學、甲骨文、考古學等領域成就卓著。
參王國維：《人間詞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 5 月，第 1 版)，頁 1。
69
同上注，頁 5。
70
金開誠、王嶽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 版)，
頁 7。
71
唐‧張懷瓘：〈文字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90。
72
樊波：《中國書畫美學史綱》(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1998 年 7 月，第 1 版)，頁 385。
73
唐‧張懷瓘：〈文字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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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草書的高度發展，即體現了書法從實用功能至藝術審美的境界，此
一自然審美思想也使書法有了創作主體的情性風貌：
如王羲之〈蘭亭序〉所體現的“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的平和自然之美，
正是他隨順自然、委運任化思想的表現，以及他那不沾滯於物的自由精神
的外化(跡化)。唯道集虛，體用不二，這構成中國書法家的生命哲學情調
和藝術意境的內核。 74
書法是一種超越表像的「象」
，在意象文字的自然呈現上，也表現出書家情感思想
的體驗及審美意趣的創作。而在漢字本身即以「立象」作為文字表現的基礎上，
將文之意與文之形相結合，使文字在以書寫為表現的基調上，將文字的「象」進
一步拓展為書法的「象」
，為書之時在任情恣性的揮灑過程中，透過文字「象」的
呈現，也表現出藝術創作的意境美感。
書法藝術創作除汲取了大自然的形象，也同步汲取萬物所體現出來的自然韻
律，書法不僅是追求字體的形，更要感悟字體變化與自然萬物變化的融合之處。75
從文字初創之際即以自然間的萬象作為它的形構，也奠定它成為書法的基礎，此
後隨著文化的成熟發展及先哲藝術精神的啟發，追求有若自然成為書家重要的審
美態樣。書法自然意涵也進入了中國藝術精神層面的意境自然，此自然意涵是書
寫過程的心性自然，因此也是老莊哲學的法自然之道，道家思想追求自然之道。
書法創作在汲取大自然形象的同時，也將之轉換為抽象及虛靜的的藝術境界，蘊
含道家獨特的審美意境與自覺性，使書法得符合自然韻律，形成藝術創作的自然涵
融關係。

74

金開誠、王嶽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 版)，
頁 10。
75
呂永生：〈淺談道家思想對書法創作的審美影響〉(浙江溫州：溫州墨苑書法學校，大眾文藝，
理論研究‧美術)，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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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書法自然審美意象的深化

意象是書法的審美範疇之一，也是書家對現實表像的觀察、擇取，進而形成
新的形象，並表現在書法作品中。早期書法理論文章常可見以物喻自然現象，即
用自然的美來說明書法的藝性，這些文章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將書法與自然相互連
結，借助外在自然的形象來形容書法的美，論者把書法比作龍、蛇、鳥、獸、山
雲、水、壑的形象， 1但這種比擬主要在取自然之意象，並不是要把字寫成實物的
形象一般，相反的這不是中國文字造字的原則，自然也不是書法的取法標準。中
國文字結構兼具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形聲，這些元素不僅豐富了中
國文字的形貌，也使中國文字有機會超越了埃及等其他早期曾經出現過的象形文
字而延用至今。此外在文字的發展過程中，深具哲學化的美學元素更在文字的演
釋過程參與了文字的演化。
中國道家哲學主要以老莊思想為核心。老莊思想認為宇宙的本體是道，道不
生不滅，為而不恃，因乎自然，老莊將道的本質歸結為自然。自然觀是老莊道家
學說的基本思想，也是中國哲學文化的精華，表現在美學上，形成一種崇尚自然
的審美思想，這是對自然審美的追求和對虛華矯飾的反對，這種概念對美學發展
起著重要影響。書法是中國特有的民族藝術文化，在汲取老莊思想的豐富精華，
深受老莊自然思想的影響下，進而走向崇高的藝術境界。

第一節

書肇自然─書家審美意識的覺醒

一、博采眾美的造字原則
清代學者劉熙載於《藝概‧書概》曰：「秦碑力勁，漢碑氣厚。一代之書，無
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 2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美學概念，秦漢時代碑文以樸實
的字體及雄厚的力勁，顯示著一統天下後磅礡的文化素養及氣勢。秦朝文字尚處
在定型的過程中，到了漢代文字書寫始逐漸成熟，書法理論也開始興起。因此對
於書法的發展或美學的研究，一般都是從漢代開始講起。可是人類對美的感受似
乎是與生俱來的，原始石器時代對石器的打造已顯現審美意圖。出土可見的殷商
甲骨文，那已經是高度而成熟的文字了，占卜者在鍥刻文字造形上自然會多出幾
分對美的用心，雖然此時的文字尚未被人們視在可單獨欣賞的，但具有著繪畫一
般的象形文字，早已為後世文字自然審美提供了發展契機。 3至東漢時期中國文字
1
2
3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4。
清‧劉熙載：《藝概》(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 9 月 15 日)，頁 159。
參考陳振濂：《書法學》(臺北：建宏出版社，1996 年 5 月)，頁 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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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老莊自然思想及魏晉玄學發展下，書法才有瞭解脫式的發展。
東漢書法家崔瑗曰：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4此論指
出中國文字起源於圖象。傳為倉頡造字之時，在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
跡之象，有了對自然萬象美感的體驗後，於是「博采眾美，合定而為字」
，此亦奠
定了文字發展乃起於人與自然的神奇遇合，在集眾物之美後，有了文字的初始形
象，它同時也具備了形和意。東漢學者許慎曰：「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
日月是也」
。5《說文解字敘》中國書法以漢字構形，其形則以象為本，
「畫成其物」
也是文字與書法的交集，而在以象構形模仿自然的基礎上，也賦與文字一開始即
已具備了審美上的條件。書法由甲骨文、金文的刻畫線條到隸書的蠶頭燕尾，再
到楷書點畫線條的文字成熟發展，文字從具象漸行到抽象，“象”始終是文字書
法審美上的一種表現方式。書法理論與文字理論不但具有內在的關聯性，而且也
共同建立在「象」的文化模式上，此後取法自然之象，成為書法創作和理論依據。
先秦至兩漢時期是書法藝術萌芽之初期階段，從遺留下來的珍貴文字刻石來
看，
「氣勢」與「力量」可說是構成此時書法藝術的本質。先秦以前出土的甲骨文
是商周時期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占卜文字，甲骨文的線條已經具有橫平豎直、疏
密勻稱等形式，是已具高度成熟的文字形體，占卜者在鍥刻時為配合刻物容體大
小，需在造形上做適當排列，自然會具備審美上的意識，現今出土中的甲骨文大
多用於宗教事務，是先人用以記載宗教活動的書文，此時期的中國文化各家理論
雖蓬勃發展，但要建構藝術書法之所以為美的理論，那是更遲以後的事了。

二、文字到書法美的啟蒙
文字本從圖畫演變而來，對於有形可象的具體事物，先人根據它的形象特徵
與語言結合做為辨識，這就形成了象形文字。中國文字在初始發展階段，雖已具
有「美」的初期概念，但此時文字書寫主要在用以記錄語言、事務，並不刻意著
重美學原理，但通過對萬物形象觀察所形成的中國文字，自然間已流露出物象的
表情與神髓。
此後隨著文字的逐漸成熟發展，文字變得越為抽象化和規範化，進而成為一
種極具文化意味的藝術，此文化藝術隨著書法美學理論萌芽而成為中華民族特有
的文化現象。清代康有為於《廣藝舟雙楫》曰：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
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為主，即分篆、隸、行、草亦聲也，
唯字母略有形耳。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外國之字，

4

東漢‧崔瑗：〈草書勢〉已佚，此處所引為晉衛桓《四體書勢》中的輯文，收錄於《歷代書法論
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6。
5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 10 月，初版)，頁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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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蓋中國用目，外國貴耳。然聲則地球皆
同，義則風俗各異，致遠之道，以聲為便。然合音為字，其音不備，牽強
為多，不如中國文字之美備矣。 6
在以自然物象作為文字構形的基礎上，漢文字不僅有著抽象的意涵，且具備著初
始文字造形的審美基礎，更在這種已具物象之美的奠基下，文字造形極簡而意義
亦可得，即便有些文字造形上仍以象形為主，但後來在文字抽象化的發展下，使
得象形的具象形式更加生動，更具美感，這也是漢文字抽象化的形象之美。從意
義上漢文字的形象具有著一種表現生命的意象。漢文字書寫在古代稱之為「書」，
宗白華說：
寫字在古代正確的稱呼是“書＂。書者如也，書的任務是如，寫出來的字
要“如＂我們心中對於物象的把握和理解。用抽象的點畫表出“物象之本
＂，這也就是說物象中的“文＂，就是交織在一個物象裏或物象和物象的
相互關係裏的條理：長短、大小、疏密、朝揖、應接、向背、穿插等等的
規律和結構。而這個被把握到的“文＂，同時又反映著人對它們的情感反
應。這種「因情生文，因文見情」的字就升華到藝術境界，具有藝術價值
而成為美學的對象了。 7
從形與意昇華到藝術境界的中國文字，也從單純用以記錄語言、事務的「文字書
法」而進入「藝術書法」領域，書法在完成記事、語言的功能後，又賦與文字表
意以外的形象美，這一切可說是奠基於甲骨文。
甲骨文為近代出土文字，是一種用刀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表現手法，其
形自然樸實，又稱為契文(圖 3-1)。金文則是鑄在祭器、酒器等青銅器上的文字，
其排列雖大都為隨意穿插，卻能兼具行列的空間自然分佈。金文與甲骨文書雖皆
以「象」為文字主要形體，但在文字風貌表現上，金文筆畫渾厚樸實，明顯不同
於刀刻的甲骨文(圖 3-2)。近代學者馬琳指出中國書法：
金文時期，不僅在總體章法中保持了甲骨文自然而然的嫻靜，而且在字的
個體章法中增加了富於動感力的均衡模式，它形象奇古，並含神秘、粗獷、
醇拙、野而不文於一體。 8
金文與甲骨文因記載文字器物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視學之美，但人們對於美的
6

祝嘉編：《廣藝舟雙楫疏證》(香港九龍：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9 年 3 月，初版)，頁 5。
宗白華：〈中國書法裏的美學思想〉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403。
8
馬琳：《書藝珍品賞析─書法簡史》(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5 年 12 月)，頁 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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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即使是初民時期，視覺之美都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做為中國特有的圖象文
字，金文與甲骨文雖載體不同，其象徵性、隱喻性，在文字精神上卻是一致的。

圖 3-1：殷商‧甲骨文局部。
取自渡邊隆男發行：《書跡名品叢刊﹝合訂版﹞》第 1 卷
(北京：株式會社二玄社，2001 年 1 月。)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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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商帝乙‧〈小臣俞尊器銘文〉局部。
銘文又稱金文或鐘鼎文，為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
圖取自劉正成：《中國書法全集》第 2 卷(北京：榮寶齋，1993
年 4 月第 1 版) ，頁 50。
書法是中國特有的文字藝術，從審美表現上，書法對於自然的追求不僅建立
在早期以象形文字為基礎的對自然的模仿上，也建立在深奧精微的哲學審美意象
中。宗白華在〈徐悲鴻與中國繪畫〉一文中說：
書法為中國特有之高級藝術：以抽象之筆墨表現極具體之人格風度及個性
情感，而其美有如音樂。且中國文字原本象形，即縮寫物象中抽象之輪廓
要點，而遺棄其無關於物之精粹結構的部分。 9
中國文字雖然是在以象構形的基礎上，衍生出一系列六書文字，但它並不是以再
9

宗白華：〈徐悲鴻與中國繪畫〉，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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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物」的形貌為目的，而是簡省了物之形，萃取其神似，此抽象化的文字發展，
在無形中也使文字與藝術風格發生連結。
中國文字根據目前考古資料顯示，甲骨文算是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以象形做
為它文字的形構，並以線條組合成方塊式的文字，李澤厚先生說道：
「象形」作為「文」的本意，是漢字的始源。後世「文」的概念便擴而充
之相當於「美」
。漢字書法的美也確手建立在從象形基礎上演化出來的線條
章法和形體結構之上，即在它們的曲直適宜，縱橫合度，結體自如，佈局
完滿。甲骨文開始了這個美的歷程。 10
甲骨文已是相當成熟的漢字，有了甲骨文具象形構和抽象的造字基礎，中國文字
進而超越了如繪畫一般的形象模擬，而有機會從純文字的書寫，發展成視覺上的
藝術審美效果，殷商甲骨文在結構上雖然尚未進入文字自覺審美，但其間顯現的
空間疏密及章法結構，若非書者有意為之，以漢字結構的複雜程度，是難以達到
這種緃橫有度的佈局，事實上漢字在造字之始已經開始它美的歷程了。

三、形象到意象的審美表現
中國文字起源於山川鳥獸等自然形貌，在經秦漢篆、隸發展之後，到了六朝
時期隨著文字的發展而進入成熟階段，此後文字也從以書寫為目的的文字書法，
過渡到著重審美取向的「藝術書法」
。中國文字雖以象形為本源，但它卻不是僅在
對自然的簡單模仿，而是在取象意識中，通過用筆用墨及字體的點畫結構，使行
次章法等形象在塑造上達到一種美的境界，同時也使文字漸走向意象哲學的深度
領域中。在易象思維模式下，中國文字由形之象而走向意之象，兼具形與意的抽
象化的文字，避免了文字心物二分，也為漢字文化提供了一個宇宙認識論的契機。11
漢字這種源於生命本體與宇宙本源的終極價值追尋，使它成為非形式化、
非物化的東西，它源於宇宙秩序與自然圖景，但又歸趨於人心，從而成為
自然的人化。.....漢字對象形的超越並不僅僅侷限於漢字元號的抽象意義
本身，而是在於它的前結構--哲學本原上的易象文化原型，正是借助易象
思維模式，漢字才獲得了對宇宙自然與生命本體的巨大涵蓋力。 12
事實上漢字在「書畫同源」奠基上，並非一味以象為形，而是在深層文化中，漸
趨走向抽象而成熟的文字結構，這也是漢字在與其他同屬以象形為始源的文字系

10
11
12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2012 年 1 月二版)，頁 42。
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6。
同上注，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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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唯一沒有發生質的改變，保留著具象書寫方式的文字系統，也使文字有機
會成為藝術書法。
《周易‧系辭上》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國哲學觀以陰陽二氣生成萬物，
萬物皆由氣而生，因而形成生生不息的生命節奏，也使中國的空間思維成為一種
有機的統一的生命境界，中國畫的主題「氣韻生動」就是這種生命節奏。13陰和陽
也是道的二大要素，其互相對立，也互相滲透，變化無窮，也表現出自然不停的
規律運動，中國文字以取法自然物象為本源，因而反應陰陽兩種力量的衝擊與協
調，也表現出文字的剛柔雜錯。14在文字的基礎上，書法除以取法自然做為其意象
表現，也重著線條的流動及空間表現，形成一種特殊的一實一虛的藝術意境。
書法藝術的審美鑒賞不僅要觀照“意象＂，而且還要觀照意境。意象還是
一種有形之象；意境則不僅是一種有形之象，而且更是一種無形之象。 15
在象的表現上，書法的自然涵融之關係，也使書法有機會從天地萬物中獲取它的
審美意象表現出自然審美的高度意境，張懷瓘在〈文字論〉中即以「惟觀神彩，
不見字形」 16一語，指出書法最高的審美境界。

第二節

從老莊玄學看書家自然審美思想的啟發

書學思想的形成，除了書法自身的經驗外，還與當時的文化發展及哲學、美
學等思想發展有者重要關連。傳統中國長期以來主要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為
依歸，儒家的審美觀始終帶著法度內的政教功能，熊秉明先生在《中國書法理論
體系》一書中說儒家形上學和倫理學是不可分的，所以他的美學必然地帶有濃厚
的倫理色彩 17，如同屬中國藝術理論之唐代畫論家張彥遠 18所撰《歷代名畫記》第
一卷〈敘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
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繇述作。」19此語開宗明義闡揚繪畫的功用在藉以教
化百姓，儒家審美思想可以說是以孔子為創始人，其思想博大精深，孔子曰：
「天

13

參淩繼堯：《美學的十五堂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年 4 月初版)，頁 160。
參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合肥：黃山書社出版，1990 年 7 月)，頁 19。
15
樊波：《中國書畫美學史綱》(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1998 年 7 月，第 1 版)，頁 385。
16
唐‧張懷瓘：〈文字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90。
17
參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10。
18
張彥遠，字愛賓。唐朝蒲州猗氏(今山西省臨猗縣)人。彥遠博學能文，工書擅畫，精鑑賞，唐
玄宗稱其家「圖書兼蓄，精博兩全。」「家聚書畫，侔（相當於）秘府。」博學有文辭，尤工書法，
擅長隸書，著有《法書要錄》十卷，《歷代名畫記》十卷，《名畫獵精》。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張彥遠)
19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 年，北京新一版)，頁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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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20（《論語‧陽貨》）即指天地間四
時的規律運行，是在極靜無聲的狀態下進行，天地四時運行之間，宇宙萬物因之
而生生不息。儒家雖肯定自然之美，但更強調「美」在倫理道德觀念的實踐功能，
因此儒家對藝術的審美除強調情感理性的節制外，更偏重在實用上的價值，如對
於中國文字形、聲、韻的確定，即在儒家重實用的要求下獲得技法的取勝及定型，
並達到一種規律的和諧之美，儒家思想內涵，主要在提倡人與人之間和諧的社會
關係，但在一定程度上，卻束縳了人們的情感思想發展及自由創造。 21
與儒家同屬中國二大思想體系的老莊道家哲學，則以有別於傳統儒家著重功
利主義的「道法自然」作為它的審美思想，自然概念從哲學意義來說，可說是來
自於老子思想，老子以「道」為萬物之宗，天地賴以循環運行且周而復始，這是
一種順任自然的運行，老子「道法自然」雖主要在講哲學思想，而由其所衍生的
「自然無為」卻可說是中國美學之發端。

一、老子的審美核心
「自然」表現在藝術上有一個很重要的美學元素，即老子「反樸歸真」的理
念。崇尚自然、順應自然是老子道家思想的主要核心內容，在自然的基礎上，老
子又生發出「素」、「樸」、「淡」、「拙」等影響後世審美態度上的重要美學範疇。
素、樸是事物的本質，即事物在人為的雕鑿裝飾下，仍能保有的天然狀態。老子
提出「見素抱樸」的主張，即指不求外在的繁榮華麗，而以自然無為作為人生最
高境界，只有遵從自然之道，才能真正無為。
(一)虛靜無為
老子的「道」是一種自身無限的存在，也是天地萬物生成的本源，所以老子
以「無」明其特性。又因「道」能創生天地萬物，萬物皆由之以成，所以道又可
以說是「有」
。在以儒家為中國文化主流思想下，老子用了一種有別於儒家「中和」
的「自然」概念做為其思想的理論核心。
「自然」能脫穎而出，與儒家追求道德理
想完全不同的方式為之，此即老子「虛靜」之說。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
物並作，吾以觀復」
。22(《道德經》第十六章)老子的虛與靜之說，既指生理上的虛
靜也是精神上的虛靜，老子曰「道法自然」即以「自然」作為「道」在實踐上的
重要概念，老子的「自然無為」也開啟了魏晉玄學貴「無」論的一個審美觀點。
在美的概念上，老子提出「天下皆知美為美，斯惡也；皆知善為善，斯不善
也。」 23(《道德經》第二章)之論，其論述主要是在反對人為加諸於自然的各種作
為。老子的言論看似反對藝術的，但事實上這是老子對「有無」、「正反」兩面相
20

楊伯俊：《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 年 12 月，第 2 版)，頁 188。
參考劉小晴：（論中和美），收錄於《二十世紀書法研究叢書－審美語境篇》(上海：上海書畫
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1 版)，頁 416。
22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3 月)，頁 121。
23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3 月)，頁 6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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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矛盾，相互對立的論述，老子曰：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合，前後相隨，是以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24 (《道德經》第二章)
老子認為對立的兩方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係，其中「有無」、「難易」、
「長短」、「高下」、「前後」等，都是一種相互對立的兩方。老子的「無為」及不
言之教，即是一種正反兩方相互依存、轉化的順應自然的表現方式。
(二)順任自然
老子理論中經常可見其反對人為加諸於自然的各種行為，老子曰：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25 (《道德經》
第十二章)
老子反對五色、五音等過多美的欲望，從表面上老子看似對藝術持否定態度，但
事實上老子是以反證的方式來論述他的藝術觀，老子以一種順任自然的態度而達
審美的境界，熊秉明歸納老子的藝術觀為以下四個特點：
1、反浮華雕飾：「見素抱樸」。
2、排斥情感成分：「無為好靜」。
3、反技巧，反功利：「絕巧棄利」。
4、反理性思辨，反道德說教：「絕聖棄智」，「絕仁棄義」。 26
老子反對過多的浮華雕飾，反對情感成分及技巧、思辨，其理論主要在強調人能
順應自然之道，不加諸於外物過多的技巧和雕飾。事實上老子的巧是帶有著一種
寓巧於拙的功夫，並不是片面的技巧和機智，而是要摒除過多的人工雕痕，老子
提出的「大巧若拙」並不是指大巧僅是若拙，而是指在巧與拙看似對立的兩方，
一旦到達更高的超越兩者之上時，二者反而形成一種「相若」而達大的境界。在
以老子為中心的道家審美方式是「直觀天性」，這是一種既模糊又直覺的審美方
式，即以「無為」為其思想內涵，在老子哲學思想中，「無」的思想基礎，即是
「自然」，老子認為人只有在摒除外在慾望之後，才能達自然之道。
「自然」成為哲學上的另一重要美學思想，可以說是啟發自老莊哲學，老莊
思想主要在對儒、墨的世俗功利主義做出反省，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並立，君臣
24
25
26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3 月)，頁 60。
同上注，頁 104。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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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禮樂思想限制人心，國與國之間爭戰連年，百姓痛苦不堪，老子對儒家的仁義、
禮樂提出了反省，希望統治者能以「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提供百姓一個安和樂
業的生活環境。老子以「道法自然」作為他的哲學思想，在追求反人文超越世俗
過程中，老子以「無為」做為生命哲學的實踐，無為即是一種對「歸向自然」的
返樸歸真的蘊釀與要求，「順任自然」也是老子思想的主要內涵。
(三)有無相生
在「法自然」的基礎上，老子認為「道」具有「無」和「有」的雙重屬性，
從作為天地之始上，道是無，從作為萬物之母上，道是有，老子的「無為」主要
在強調是順任自然，凡事不強作妄為，老子提出「無為」之道，
「無為」與「自然」
有著相同的意涵。
老子「有無」的觀念也是一種「虛實」的概念，「虛」與「實」相結合也成為
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原則，有無相生的哲學也導致後來受道家影響的美學，以「虛
無」為美為最高境界。 27老子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道德經》第十
一章)，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德經》第四十章)，老子的「無
有相生」觀念，對中國古典美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藝術的「有」
、
「無」、
「虛」、「實」，即是在這種觀念下成為藝術美學的特點。
相較於先秦諸子，老子善以「正言若反」的表達方式來激發人們對價值根源
的省思，這也是道家的重要特色。事實上老子也講和諧，但想較於儒家起而行的
實踐思想，老子是以減損和揚棄做為實踐方式。在實踐上老子以「無」為其思想
精神，「無我」、「自然」成為老子《道德經》的精神。老子說：「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28(《道德經》
第五十七章)，無為而治是老子政治理念，老子認為治天下事不在法令森嚴，在人
民的自我化育及自然富裕、自然淳樸。自然是老子道的精神，彰顯自然，即是一
種無為而無不為的態度。中國藝術審美觀可說是始源於老子自然無為的思想：
老子提出和闡發的一系列概念，如“道＂、“氣＂、“象＂、“有＂、“無
＂、“虛＂、“實＂、“味＂、“妙＂、“虛靜＂、“玄鑒＂、“自然＂
等等，對於中國古典美學形成自己的體系和特點。 29
老子的「道」即為萬物之宗，天地賴以循環運行且周而復始，這是一種順任自然
的運行，老莊自然之道也成為中國審美思想的最高境界。老子「道法自然」就是
要求人生一切作為應以取法自然做準則，這種準則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尺度，而是
真誠的也是自然而然的。「道法自然」雖主要在講哲學思想，卻可說是中國書法
在物象文字基礎的審美之發端。
27
28
29

參考葉朗：《中國美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9 年 7 月，初版)，頁 15-16。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3 月)，頁 275。
參葉朗：《美學原理》(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9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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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莊子的自然思維
莊子是老子思想的繼承者，也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老子法自然的
思想基礎上，莊子也和老子一樣以自然及無為思想來解釋道的本體，但莊子哲學
中更多的是對道家審美觀的啟發及論述。
莊子哲學思想較老子思想更富美學意蘊，其美學精神具有曠達、明麗、瀟
灑與神采飛揚的特徵。雖然莊子本無意於今日之所謂藝令，但順莊子之心
所流露而出者，自然是藝術精神，自然成就其藝術的人生，也由此而可以
成就最高的藝術。 30
在繼承老子思想上，莊子的哲學主要以自然作為他的法理，在自然的基礎上，無
為及自然天成即莊子的藝術審美表現方式，這也是莊子的素樸之美，莊子擅以寓
言闡發他的審美哲學的語境，此境界也是中國書法所追求自然哲學。
(一)庖丁解牛
莊子著重精神上的自由，自由也是莊子思想的核心，莊子一方面主張從一切
實用功利主義和知識的是非束縛中超脫出來，另一方面也從積極的角度展示了對
自由的體驗，這一積極的核心觀念就是「遊」。31莊子內篇對「遊」做了最精彩的
描述就是《養生主》中的傳世著名寓言 “庖丁解牛＂：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
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
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
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32
「庖丁解牛」故事敘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時的一種遊刃有餘的過程，庖丁在解牛
時按照著事物的客觀規律而非一般的技術，這個過程並沒有過多的技巧呈現，僅
是在「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故能達到手起刀落的神妙境界，這是技進於道的
精神呈現，也是積學的過程，達到心手相應，從技術上庖丁是一個解牛能手，但
事實上對庖丁而言，解牛已不在技的境界上，莊子讚美庖丁解牛「依乎天理」
，認
為天地的「大美」就是道，天地之美體現了道的自然無為之特色，不僅是一種技
30

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4 月)，頁 5。
參孫燾：《中國美學通史》1 元秦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 1 版)，頁 322。
32
〈莊子‧養生主〉收錄於黃錦鋐注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 2 月)，頁
3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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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而是一種近乎道的藝術的表現。莊子借「庖丁解牛」的寓言說明以自然為用，
也以自然為藏，這種順應自然的哲學思想，乃莊子的養生之道。用在美學技巧上，
如同庖丁所言「臣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是一種「由技入道」的關係，即凡
事能順事物自然之性，依天地造物原理，從而避開是非和矛盾，方可達到遊刃有
餘境界。
莊子此一「由技入道」的例證，如馮滬祥在《中國古代美學思想》中即指出：
「技」在美感經驗中，往往是藝術創作具體的第一步，像希臘的「藝術」
一字(tekhne)，原先即與「技術」 (technique)相通，代表除了繪畫、音樂、
詩歌是「藝術」外，舉凡手工藝、烹調、醫藥、騎射等等，都是「藝術」
。……
一旦「技」純然到了極點，不論那一行，都可稱之為「藝術」，「技」那時
即可與「道」相通。 33
在美的概念上，莊子用「庖丁解牛」寓言來說明人的創作活動要達到神妙，必須
依客觀規律的自然之道，這種自然之道非指固守既定規律、法度，而是寓法度於
自然之中，是一種來自長期的實踐活動和內心的領會 34。此以道法自然的處世的
哲學，表現在審美創作上，往往是通過作家和藝術家天賦，自然不受拘束的創作
來實現，這也是書法的最高意境。
書法是一門極講技法的藝術，沒有不斷的體認與鍛練，將難以達到對技法的
熟諳與運用，孫過庭於〈書譜〉中以莊子「庖丁之目，不見全牛」為例，指出「心
悟手從」的重要性，此乃書法藝術創作「分明是書家有意為之，卻宛如天成」不
見人工雕琢的境界。書法的創作技巧在於「心不忘精，手不忘熟」
，心手相從乃基
本創作及學習之態度，也是書作上從技巧學習進化到心神領悟的之境。如薑夔在
〈續書譜〉中所言：
「大抵下筆之際，盡仿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
除。所貴熟習精通，心手相應，斯為美矣。」35在通過對法的學習之後，唯能心神
領悟通會，才能到達「通會之際，人書俱老」的最高境界。
(二)「心齋」與「坐忘」
在對老子思想繼承上，莊子更提出「心齋」、「坐忘」的精神境界，作為對審
美主體的一種要求：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
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36(《莊子‧
人間世》)
33
34
35
36

馮滬祥：《中國古代美學思想》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 2 月）
，頁 216-217。
參袁濟喜：《六朝美學》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8 月）
，頁 162。
薑夔：〈續書譜〉，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384。
曹礎基：〈莊子‧人間世第四〉《莊子淺注》(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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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齋」、「坐忘」是一種對心去除欲望、擺脫知識，而達虛靜、無己的境界。莊
子為人生求安頓而一往忘知，心齋之心由忘知而呈現，所以是虛、是靜，從虛靜
中達到物我兩忘的狀態，而在這種虛靜的意境中，也才能達到與物體同一，即「心
與物冥」的主客合一，37此亦道家的一種審美觀念。此外莊子的「坐忘」
：
「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38(《莊子‧大宗師第六》）也是一種
離形軀去認知，以摒除外界幹擾，做到無己、喪我的一種境界。「心齋」、「坐忘」
為整個莊子精神的核心，莊子認為一個人能達到心齋與坐忘的境界，也就達到無
己、喪我的至美境界，這也是莊子藝術美學之境。 39
莊子把這種精神境界稱之為「遊」。莊子講「逍遙遊」，講「乘天地之正，
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講「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講
遊心於物之初」，講「得至美而遊乎至樂」，都是指這種徹底擺脫利害觀念
的精神境界。 40
「遊」在這裏是指自由而不受束縳的精神狀態，莊子以遊作為他的人生哲學與態
度，因此提出了「逍遙遊」的論點，《莊子》一書幾乎是環繞著「遊」字作為他的
中心思想。一個人能「忘」故能「遊」於無窮之境，這也是莊子藝術精神之所在。
書家對於莊子「忘」的實踐，如《新唐書》說張旭：
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
復得也。」 41
張旭創造力即借酒而達「心齋」
、
「坐忘」的境地因而得以解放，蘇軾曰：
「張長史
42
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
。 事實上莊子本無意於藝術的追求，
但莊子之心所流露出來的，卻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最高藝術精神。莊子以其具豐富
美學思想進一步說明美的法則，在論及美與真的關係時，莊子以「素樸而天下莫
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指出了自然乃美的最高境界，又曰：「遊心於淡，
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43在此莊子提了順應自然人生哲
學，莊子又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
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44（《莊子‧秋水》）及「言者無所在意」（《莊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參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10 月，第 8 版），頁 79。
曹礎基：〈莊子‧大宗師第六〉《莊子淺注》(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107。
參文潔華：《藝術自然與人文》（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3 年 9 月），頁 116。
葉朗：《中國美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88 年 7 月)，頁 74-75。
轉引至葉朗：《中國美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88 年 7 月)，頁 78。
蘇軾：〈書唐氏六家書後〉，收錄於《蘇東坡全集》(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9 月)，頁 305。
曹礎基：《莊子淺注》(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111。
曹礎基：〈莊子‧秋水第十七〉《莊子淺注》(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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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外物》）等觀點，論述一旦不能以言語推得者，只能在言意之外去求得了，
此觀點也開啟了美學上的另一個境界，即「得意忘言」。莊子在論述生命的實踐
時，其主要基礎觀念便是「自然」，莊子認為自然的妙理不是能用語言文字可表
達的。莊子於〈天運〉篇曰：
夫至樂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理，行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
調理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倫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流光其。 45
莊子以天地間萬物之生死、盛衰、陰陽、四時之變化來說明天道運行的一種「常」
態，其間順天理、應自然、調四時與和萬物的天人合一，即是天道的「循環變化」，
莊子的思想中皆反對人為造作，因此不運、不為而能自行者，便是所謂「天運」。
莊子〈繕性〉篇曰：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神不
擾，四時得節，萬物不傷，羣生不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
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46
在此莊子引用老子：「夫莫之命而常自然」47，提出「莫之為而常自然」之論，此
「為」意指「人為造作」，莊子認自然乃為人的天性，卻被人為造作壓抑人們自
然之性。
魏晉時期士人崇尚老莊哲學，加以清談風氣的盛行，消極避世思想形成，以
無為為有為，追求虛靜、空靈、自然、淡泊。此時期在書藝的表現上，使漢隸古
法書風為之一變，文人找到最適宜的表現的方法，書法藝術成為抒發情感的方式，
並形成一股以自然為美的創作風格，行草書體在此得以迅速發展，這就是晉人書
風，也是莊子藝術之美。
(三)天地大美
在以儒家為文化正統的中國，對文字「美」與「善」在解釋上是相通的，認
為「美」同於「善」。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曰：「美，甘也。」儒家雖肯定自
然之美，但更強調「美」在倫理道德觀念上的實踐功能，因此在對藝術表現上強
調不偏不倚的審美概念。儒家以孔子為其思想的代表，孔子美學思想博大精深，
對中國古典文化審美思想自是產生深遠的影響。
45

〈莊子‧天運〉收錄於黃錦鋐注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 2 月}，頁 186。
〈莊子‧繕性〉收錄於黃錦鋐注譯，《新譯莊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 2 月}，頁 207。
47
《道德經》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不遵道而貴德。道
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
之。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宰，是謂玄德。」
樓宇烈：《王弼集校釋》(臺北：華正書局，1980 年)，頁 136、137。
46

48

在美的境界上，儒家以道德來代替對美飾的追求，認為“充實之謂美＂。而
老莊則以得之於天的自然之性來超越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縛，既追求內在的心齋，
也追求外在的逍遙，不為物累，超越死生，與天合德的境界。48事實上與道同化的
老子，在思想上「大」與「道」幾乎是相通的，老子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49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
在此老子的大美思想已略見端倪，老子的美是建立在以「道」為宇宙本源的認識
基礎上，在繼承老子美的思想上，莊子對道家自然美學作出了重要的發展，即提
出了「大美」與「貴真」的美的理論，莊子著作《知北遊》中有一段對於美的敘
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
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
筆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
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
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
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50
莊子是不談小美的，其藝術精神只有大美與至美，莊子將天地大美視為道的精神
之外在表現，認為天地的「大美」就是道，天地之美無時不在。莊子的天地其實
就是自然界，莊子從讚美大自然發其端，提出順性的主張，認為自然界體現了道
的自然無為特色。莊子的大美是一種廣大無邊無窮之意，莊子認為美是存在天地
自然與生活之中，天地之美並不待言，也無法用言語表現，而四時卻能在其中自
然而然規律運行著。莊子的天地大美事實上也對應著相對於人事萬物的小美而
言，故聖人不在其有大的作為，而在能效法天地之無為，推原天地的大美，莊子
的道和萬物化合，萬物自古就自然的生存著，陰陽四時按自然規律運行，萬物的
死、生、方、圓，亦受育於自然；隨同自然的演變。
老莊的所謂“大美”，是建立在以“道”為宇宙本源的認識論基礎之上
的。不論老子還是莊子都對現實生活中“自美”為美的觀點持否定態度，
他們所追求的美是一種超現實的、永恆的、不以某個（或某些）人的意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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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張法：《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第 1 版），頁 137。
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3 月），頁 159。
曹礎基：〈莊子‧知北遊第二十二〉
《莊子淺注》(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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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轉移的。這種美“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51
老莊思想所追求的美是一種現實的美，莊子思想中「大」不僅是量的概念，更是
審美的尺度。在老莊思想的影響下，書法藝術汲取了這種對大的審美取向，書家
通過作品將對自然界生命力無限之大的體驗，注入書藝作品之中，這種體驗表現
在自然界生命意識的展現與書法藝術相結合，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說的：
「秦
碑力勁，漢碑力厚」即是指在大的概念下衍生出來的美。
莊子不是以追求某種美為目的，但他的思想精神，既是藝術性的，表現在其
人生態度中，已含有著某種性質的美。此反映在藝術作品上，也一定會表現為某
種性格的美，這種美既「純粹」又「素樸」，莊子人生中流露出來的這種「純素」
的自然之美，表現在書畫藝術語境上，即是書畫理論家常說的「逸格」或「平淡
天真」之美。 52
(四)物我同一
「乘物以遊心」《莊子‧人間世》是莊子畢生的追求，莊子的「遊」指的是
心遊於物外，莊子曰：「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
已！」53《莊子‧應帝王第七》這是一種精神的遨遊，只有遊心於物外，不為外物
所動心，才能達到內心的虛靜與和諧，莊子哲學中「虛靜」乃是「心遊」的條件，
透過「心遊」而達內在安閑自適與神精自由的狀態，藝術創作必資於精神自由，
心遊物外始能將人與物相融合。54莊子所追求的道是一種極高的藝術境界，所以莊
子的觀物往往是在物我同一，自然而然成為一種美的觀照，莊子善以寓言故事闡
述他的哲學思想，「莊周夢蝶」是《莊子》一則著名的寓言故事：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
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
矣。此之謂物化。 55《莊子‧齊物論第二》
莊周夢為蝴蝶，當下的蝴蝶就是他的一切，因而覺得很快意，全然忘記了自己是
莊周，忽然醒來回到真實世界，不知是莊周做夢變成蝴蝶呢，還是蝴蝶做夢變成
莊周？夢境與現實兩種境界之間，在莊周看來他們都只是一種現象，莊周也好，
蝴蝶也罷，二者本質上都只是物化，是虛無的道，莊子所代表的是一個忘我與物
化的藝術精神。《莊子‧秋水篇》裏一段精彩的濠梁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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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海蛟：〈略論道家學說對中國書法創作的影響〉，書法研究，頁 90。
參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10 月，第 8 版)，頁 134-135。
曹礎基：〈莊子‧應帝王第七〉《莊子淺注》(中華書局出版，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117。
參陳振濂主編：《書法學》（臺北縣中和市：建宏出版社，1996 年 2 月），頁 987。
曹礎基：〈莊子‧齊物論第二〉《莊子淺注》(中華書局出版，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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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 “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
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 56
在這個故事裏，莊子與惠子的辯論主要在對「樂」的體認。二人用了不同的知覺
對魚作出了認知上的判斷，莊子看到鯈魚時便覺得牠是從容出遊，於是莊子用「樂」
來形容魚的心境，也就是他把對遊的認知投射到魚的身上，認為魚是樂的。莊子
對魚樂的認知，在觀魚出遊的一念之間，他心就是我心，魚兒之樂也就是莊子之
樂。 57
莊子與惠子在思想境界上是完全不同的，惠子用的是理性的思考羅輯及知覺
認知作為判斷，而莊子是以恬適的感情與直覺經驗，對魚作美的觀照。此處惠子
代表的是以善辯為名的理智精神，而莊子代表的是忘我物化的藝術精神，因而二
人對外物的判斷產生了不同的體驗。莊子只是根據自己「出遊從容」經驗，以「直
覺」的情感，否定理智的拘束，將物與我混而為一，因而能深切的體悟魚樂，這
是一種「無待之心」
，即不落兩邊，無所對待精神境界，因而直覺知魚之樂，反觀
惠子將物與我分為相對的兩邊，因此沒有辦法感受到魚之樂，莊子以自適自得的
樂趣，將物我合而為一，其精神是處於不受外物牽制的絕對逍遙境界。莊子哲學
思想著重在精神上的境界自由，這種思想的呈現即莊子學說中 “遊”的境界。
莊子思想「遊」的自由解放精神更是直啟魏晉玄學化的草書門徑，東漢時期
草書興起凸顯出書法擺脫了對實物的模仿和超越現實功利後的純粹審美價值，此
與莊子用「遊」象徵精神自由解放是相通的，書法的自然觀正是具備「無用」和
「遊」的精神解放的特徵。 58

三、魏晉玄遠對老莊自然審美的繼承
漢末至魏晉，政治上的不安定，使儒家學說無法發揮作用，分裂的政治更助
長學術文藝的變異和成長，而隨著儒家經學式微，以思辯、理性的道家哲學為核
心的玄學逐漸興起。59「玄」字取義於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玄即是無，
妙即是有，魏晉名士是玄學的倡導者，
《老子》、
《莊子》
、
《周易》是他們據以發揮
60
議論的思想資料， 在深受老莊思想影響下，他們大談自然，爭論有無，想要尋求
一個順時應變的處世之道，對人生、社會、宇宙綜合出形而上的哲學思考和理性
56
57
58
59
60

曹礎基：〈莊子‧秋水第十七〉《莊子淺注》(中華書局出版，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253。
參孫燾：《中國美學通史》1 先秦(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 1 版)，頁 310。
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18-19。
參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
(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4 月) ，頁 11。
張豈之主編：《精編中國思想史》上冊(水牛出版社，2005 年 5 月 1 版)，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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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61徐復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中提到魏晉清談玄學盛行的結果，引起了
中國藝術精神的普遍自覺，受清談玄學思想影響，一種超脫世俗、清遠曠達的藝
術人生成為當時士人的人生目標。徐復觀說：
寧靜而豐富的自然，與紛擾枯燥的世俗，恰形成一顯明地對照。於是當時
的名士，在不知不覺之中，把自己的心境，落向於自然之中，在自然中，
滿足他們藝術性的生活情調。自然由此時起，憑玄學之助，便浸透於藝術
的各方面，以形成中國爾後藝術發展的主要路向與性格。 62
魏晉學術風貌不再像東漢一樣，專宗儒家經術，經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老子、
莊子、周易的玄學思想的興起，文人往往把心境寄記於自然之間，受玄學興起及
其追求人生「自然放達」的影響，「自然」也成為中國藝術發展的重要元素。
魏晉名士借用《老子》一書，以「無」能不能生「有」為中心議題討論有無、
本末的關係。此時期書法發展亦進入真(楷)草、行三體皆備時期，中國文字從漢字
結構的美，晉升到以追求書法作品的神韻為美，書藝上一種超逸灑脫、追求清麗
氣韻成為最高領域。這種以老莊任自然、返質樸，並反對雕琢的超實用主義，遞
補儒家的實用美學之不足，老莊思想摒棄人為的規範束縛，回復本性自然，助長
了書法朝向更高的藝術化發展。
魏晉時期以探究宇宙最高原理及其與人事政治關係的玄學思潮興起後，
「玄學
家一方面以儒家經義解釋《老子》、《莊子》，另一方面又把《周易》道家化」 63，
玄學思想在吸收了儒學及其他學派思想外，更重要的是對以老莊道學為本的承
繼，同時也形成一種新的自由的文化思想。64此時期由於政治上的激烈變化，人們
開始對現實與理想進行反思，致以闡發聖人微言大義的儒家思想受到挑戰，一種
以追求簡約自然的思想開始形成，這種以老莊哲學為依據的自然思潮影響下，形
成士人們的自我意識覺醒，士人們的自我人生價值受到肯定。玄學思想實際上承
襲儒家的綱常及思想，也汲取了道家的自然之美，是儒道合流的思想體系，融通
儒道二家學說。書法在魏晉時期受玄學影響，諸體併存且吸收吐納各家思想形成
一種特殊的美學範疇，其中尤以二王新書體的開創、總結，使書法的藝術特徵更
為完備。
(一)晉人之美
文字的書寫刻畫在文字產生的同時即已出現，但此時人們審美觀尚在象形階
段，認為文字當以形之象為美，形象不似就不可識，甲骨文如此，金文如此，到
61

參考 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頁 2。
62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10 月，第 8 版)，頁 481。
63
張愷之：《精編中國思想史》(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公司， 2005 年 5 月 25 日)，頁 352。
64
參王俊、許宏泉：《“魏晉新道學”思潮對書法藝術自覺所發生的影響》(書法研究，總第七十輯，
1996 年第二期，1996 年 3 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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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春秋戰國時期，已有的簡帛書也是如此，對於文字書寫尚未有自覺的藝術追求，
寫簡一般仍是書工的事，書工地位不高，雖然也講究書寫方法，且書跡亦有拙樸
真率的美，但當時人不一定以這種效果為美，這些可能只是經驗的積累。65至漢未
魏晉六朝時期，中國政治長期爭亂，卻也形成一個具有美感自覺藝術精神高度發
展的時代，宗白華先生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說：
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南北朝分裂，釀成社會秩序的大解體，舊禮教的總
崩潰、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藝術創造精神的勃發，使我們聯想到西歐十六
世紀的“文藝復興＂。這是強烈、矛盾、熱情、濃於生命彩色的一個時代。66
但是西洋“文藝復興＂的藝術（建築、繪畫、雕刻） 所表現的美是濃鬱的、
華貴的、壯碩的；魏晉人則傾向簡約玄澹，超然絕俗的哲學的美，晉人的
書法是這美的最具體的表現。 67
政治的不安定也造成社會的紛爭與脫序，這樣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卻也醞釀出
文人自舊禮教約束中爭脫的契機，在此之前文人思想上獨尊儒術，儒家思想主要
在尊德性、重禮樂的實踐上，至魏晉時期受老莊自然思想興起的影響，使長期以
來受儒教統治下的禮法得以爭脫束縳，此後形成晉人思想的自由奔放和瀟灑曠
達，滲透在書藝上，如宗白華先生說的：
魏晉的玄學使晉人得到空前絕後的精神解放，晉人的書法是這自由的精神
人格最具體最適當的藝術表現。 68
魏晉時期的審美觀就如宗白華所說的是一種「傾向簡約玄淡，超然絕俗的哲學的
美」，魏晉文人在擺脫了物質與功利之後，開始走向大自然，而文人從隱遁山林，
到陶醉於自然山水之中，在大自然默化與潛移下，也促使了人的精神升華和超越，
文人融入自然萬象之中，而達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晉宋人欣賞山水，由實入虛，即實即虛，超入玄境。......晉宋人欣賞自
然，有“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超然玄遠的意趣。這使中國山水畫自始
即是一種“意境中的山水＂。 69
晉人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味體會自然，乃能表裏澄澈，一片空明，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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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1 月，第 1 版，頁 26-27。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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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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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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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最高的晶瑩的美的意境！ 70
事實上魏晉文人對自然山水的熱衷並非是與生俱來的，東漢末年由於軍閥混戰割
據，形成三國鼎立的局勢，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傳統所秉持的儒家五倫綱常不
振，在解決傳統禮法與自然的衝突下，士人開始尋找衝突渲洩的出口，將道家任
自然之主張加以發揚，並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宗白華先生說：
晉人的美感和藝術觀，就大體而言，是以老莊哲學的宇宙觀為基礎，富於
簡淡、玄遠的意味，因而奠定了一千五百年來中國美感。 71
漢末至魏晉時期，是中國哲學思想繼先秦之後再一次進入自由開放局勢，此時期
重要哲學家何宴、王弼等人重新解釋天道自然之說，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
而聖人體法自然，當以無為本，這種思想發展到正始年間，崇尚自然以老莊為師
的思想不僅反應到生活上，更成為藝術創作的重要元素。 72
(二)美不自美，因人而張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773－819)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
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 73《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序記》，中國歷
代山川景物因為有著文人的深刻描述通過書筆傳達，才得以賦予其生命意義。自
然景物在文人筆下所以成為審美對象，並非僅來自於它本身就是「美」這樣一個
簡單的現象即可實現，而是要有人能夠用溝通的方式去發崛、去意識到它，並用
創造的方式將它所具有的美感形式加以喚醒，讓它的美感是昇華的，這是一個審
美活動的重要過程。74魏晉時期士人以浪跡山水作為風尚，從建安詩人、竹林七賢
掘起，都喜歡行走江湖，暢遊山水、園林這種風氣到東晉時期晉室南下偏安之後
更為盛行。
東晉王右軍去官之後，遊名山，泛滄海，尚且曰：
「我卒當以樂死」這是文人
75
身入化境，對自然山水的一種眷顧與深情。 書法史上如少了永和九年王羲之等文
人對自然山水的邂逗，也就不會有〈蘭亭序〉這一空前絕後的藝術巨著的產生。
東漢末期書法史上開始出現蔡邕、崔瑗、張芝等著名書家，他們在書法上的自覺，
對萌芽於漢初的行草書體注入了一種抒發情感的藝術重要元素，此元素使中國書
法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藝術境界，到了魏晉六朝時期玄學思想興起，士人更以
70

同上注，頁 270。
同上注，頁 278。
72
參陸宇宙：〈從魏晉士大夫審美心理看“二王”書法〉，收錄於《二十世紀書法研究叢書‧審美
語境篇》(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 1 月)，頁 312-313。
73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5 月，第 1 版)，頁 454 頁。
74
葉朗：
《中國美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88 年 7 月)，頁 165-166 頁。
75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73。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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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歸鴻，手揮文弦」」作為他的審美特徵，此後士人對書法藝術的喜愛，更多
了表現自己的思想、人格和瀟灑高逸的精神境界，76正如宗白華在〈論《世說新語》
和晉人的美〉一篇文章中所說的，漢末至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
最苦痛的時代，卻也是最解放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在對自然山水的稱賞中，魏晉南北朝人掙脫出僵化已久的神學意識，盡情
贊嘆著自然山水的萬千氣象，這本身就說明審美主體的情感態度。他們不
但陶醉於美的“第一種形式＂即客觀存在，而且還逐漸闖入了美的“第二
種形式＂即藝術的殿堂。 77
中國自然審美思想有待審美意識的產生，這種契機在漢魏之際得到進一步的發
展。兩晉之時書家大都出自豪門大族，他們雖有政治地位，但由於社會動亂及政
治上的不穩定，使他們在思想上崇尚玄學，玄學思潮對書學的滲透，也促使魏晉
書論實現了由宇宙本體論向人格本體論的轉化，書法已不再單純的的法天象地的
自然附屬物，而成為文化的象徵符號 78，宗白華先生說：
中國人的美感走到了一個新的方面，表現出一種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認
為初發芙蓉，比之於鏤金錯彩，是一種更高的美的境界。 79
中國書法理論家本身也往往就是書法藝術家，受哲學觀念影響，書家理論也著重
具體中顯現超越的氣象和自然意境。
〈蘭亭序〉本身並不是一篇思想論文，而是一
篇融合了賦比興的詩意創作，它體現了晉人「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的自然之美，
沒有這一點，
〈蘭亭序〉不能稱為天下第一大行書。書法唯風韻難及，晉人書法以
韻相勝，即使不是有名的可作典範的書法作品，也有著一種風流蘊藉之態。

第三節

自然思維在書家審美意識上的深化

中國藝術精神與先哲宇宙觀、人生觀及社會文化生活之形態密切相連。藝術
文學精神，乃人內心直接客觀化於自然與感覺性之聲色及文字元號之中，這種精
神在中國文學與藝術精神之中尤其易於形成。80「自然」有意識的成為中國書法美
76

參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4 月)，頁
11-12。
77
張維青、高毅清：《中國文化史》二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年 2 月，第 1 版)，頁 120。
78
參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23-24。
79
宗白華：〈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450-451。
80
參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正中書局印行，1994 年 9 月，臺二版)，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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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重要概念，可說是始源自老莊哲學，老莊思想強調自然之道，這種對合於自然
之理的追求，在受玄風思潮影響下，形成了後世所稱賞的魏晉風度，從書法審美
意識觀，這種魏晉風度對書法也起了深化的作用。
熊秉明先生在《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一書中說天然派的書法理論系，係來自
老莊道家精神的審美觀，此一哲學思想到了魏晉時期與儒、釋結合發展為玄遠自
然思想。熊秉明先生將道家體系的書法理論，歸納為：創作者人品問題「放逸」、
創作時的精神狀態─「無為」
，作品完成後給欣賞者的感覺─「自然」及作品的最
81
高理想─「逸品」
。 等四個問題討論道家體系的書法論。本節將參熊秉明先生的歸
納，探索老莊自然思維在書家審美意識上的深化。

一、老莊玄遠書家人格─放逸
老莊玄遠自然思想影響下魏晉時期特重書家人物品評，這種對書家的人物品
評或居於儒家觀點，或站在道家觀點。熊秉明舉明代項穆：
「人正則書正」與宋代
薑夔「風神者，一須人品高」
，指出儒道二家鹹認為人品是創作的先決條件，也是
欣賞的最後對象。書法到魏晉時期在老莊道家自然思維下，對於人品內涵，總是
超越一般的道德標準。梁‧袁昂(461 年-540 年)在他的〈古今書評〉即以古今書家
人品作為評論其中特推宗張芝、鍾繇、王羲之、王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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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皆充悅，而舉體遝拖，殊不可耐。 82
鐘會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83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84
道家思想講求灑脫飄逸、高蹈遊外的人格精神，這種對人品的要求是超越在一般
道德之上，魏晉時期受玄風思想影響特重書家人物品評，
〈古今書評〉對書家的評
論最大特色是將書法作品與書家的人格精神相聯繫，使書法在藝術的內涵上，得
以超越了技巧的表現及藝術教化的實用性，這種對書家人物的品評，突顯其人品
與書品的精神的表現，也使書法藝術的抽象性表現，在自然美的概念上得以昇華。
魏晉時期隨著書法以實用性為目的而減弱，鍾繇提出了「用筆者天也，流美
者地也」
〈用筆法〉的主張，肯定書法創作上的所蘊涵的美感。 85書法發展到魏晉
時期，受著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在審美思想上有者重大的變化，此一時期受玄
學思想影響，清談之風大盛，清談的名士只求人生清遠曠達超脫世務。
81
82
83
84
85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04-141。
袁昻：〈古今書評〉，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69。
同上注，頁 70。
同上注，頁 70。
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合肥：黃山書社，1990 年 7 月，第 1 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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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靜而豐富的自然，與紛擾枯燥的世俗，恰形成一顯明地對照。於是當時
的名士，在不知不覺之中，把自己的心境，落向於自然之中，在自然中，
滿足他們藝術性的生活情調。自然由此時起，憑玄學之助，便浸透於藝術
的各方面，以形成中國爾後藝術發展的主要路向與性格。 86
魏晉名士在避禍與渴望安平的心態下，自然思維在這段時間自然而然的左右人們
思想。文人也興起賞遊自然山水之風，對於自然的親近倍增，使自然界不再是壓
迫人的宗教神靈，而是與人們相通相近互為依存。此外在玄遠思想下人們開始注
重人格的品評，此一人格品評在魏晉時期可說是一時蔚為風氣。
魏晉時期人物品格在《世說新語》中的經典用詞有：
「放達」
、
「曠達」
、
「高朗」
、
「清遠」
、
「疏放」
、
「狂放」
、
「灑脫」
、
「神明清徹」
、
「放情肆志」
、
「放浪形骸」……
等語詞，這些語詞可說是任性自然的人格精神呈現，即道家所講的「天性」。 87這
些對於人物的品評與描寫，可說是老莊道家思想的延伸，這種思想也形成了「魏
晉風度」的主體精神。
人物的風神氣韻浸染到審美領域中，也形成了美學上傳神寫照、瞻形得神觀
念的產生，在此觀念下，人的內在本體精神論取代了兩漢時期的宇宙構成論，在
審美的創作上也開始注重把握對象的內在精神美和本質特徵，進而改變了兩漢審
美觀注重摹仿的狀況。使審美情感在個體性與自然性的表現上尤為突出。88這種改
變也提供書法走向自然審美的最高境界，近代學者馬宗霍(1897 年─1976 年)在《書
林藻鑒》中，就給了此時期極高的藝術評價：
書以晉人為最工，亦以晉人為最盛，晉之書，亦猶唐之詩、宋之詞、元之
曲，皆所謂一代之也。」 89
唐詩、宋詞、元曲，創造出中國文學最輝煌的文學成就，書為文學載體，文學風
格變動，無形中自亦影響著書法風格。晉人受玄學影響，無論在文學、思想上皆
表現出著重清簡、虛曠的自然風格，在以韻取勝，以尺牘書風見長的晉代，書法
自然流美，最富韻味，自然思維也自然而然滲透在書家書藝上。

二、無心之作自然之美─無為
老莊審美之道主要是建構在「大」的概念上，大具有著廣大、宏大之意，這
是一種無邊的境界，老子以「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做為大的表現。莊子於〈逍
遙遊〉描寫巨鯤化鵬的寓言，說明宇宙間各種事物皆各有天性，能夠發展其天性，
86
87
88
89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10 月，第 8 版），頁 481。
參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42。
參袁濟喜：《六朝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8 月)，頁 86。
清‧馬宗霍：《書林藻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 5 月)，頁 42。

57

就可以逍遙而滿足。這是一種大小雖差，各任其性的逍遙及順應自然。90在老子的
大的概念下，莊子更直接以：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做為美的具體呈現。老莊思想
中的「大」沒有邊際，其表現在藝術領域上，是超越於一般人格標準，而達「忘
我」
、
「無我」的境界，這是莊子「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91
的精神境界，也是「無」的思想。
在汲取老莊自然思維的藝術表現上，形成有心之作，其價值即遠遜於無心之
作，無心之作並無法則，而是一種真情流露及生氣顯現。中國文壇上李白「鬥酒
詩百篇」
；書壇上懷素「枕糟藉麴猶半醉，忽然大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亦
書人無心的酣醉之作，
〈蘭亭序〉所以能成為曠世書法作品，其體現的即是王羲之
92
的「無心之作」。 藝術創作者唯有超越實用與功利，才能將作品意境昇華，使之
自然而然。孫過庭〈書譜〉中以自然界物象的動與靜，形容書法的運筆及收放之
寫作技法：(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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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畫之間，變
起伏於峰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 93
「懸針垂露」
、
「奔雷墜石」
、
「鴻飛獸駭」
、
「鸞舞蛇驚」
、
「頹峰之勢」
、
「崩雲」
、
「蟬
翼」等，都是以萬物生動的自然形象作為對書法自然意象的比擬。
「意象」是書法
的審美範疇，也是書家在通過對現實形象的觀察與記憶，進而經過加工與熔煉，
而形成一種新的形象，此形象是從觀察現實的審美表像，通過心智的抉擇與情意
的統一而產生的。94書法在歷經魏晉時期老莊玄學審美思想浸透之後，對於文字形
象的建構，已而不再只是追文字線條的生動模擬與流動，更是書家情感寄寓之所。
書家從物象文字的基礎上頡取自然的生命力，使書法走向意的延伸。
書家將文字的形之象拓展到意之象，從文字對自然模擬的基礎中，也從自然
中悟取書法筆意，並將自己的心境落向於自然之中，自然由此時起，也憑玄學之
助，浸透於藝術的各個層面上。孫過庭於此處將書法形象以自然比擬，此比擬已
非簡單的形象比喻，而在物象文字的頡取自然形象建構下，覓取書法筆意及自然
界的生命力，將書法審美以的「意象」概念作為論述。書法的點、畫、頓、挫與
自然界的日、月、山、川等物象結合，字裡行間道家思想穿梭其中，其書學理論
已將書法視為「道」的一種自然的體現，也由中表現出書法藝術價值，孫過庭於
此處所說的「同自然之妙有」也是道家「妙擬自然」之道。
90

參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45。
曹礎基：《莊子淺注》(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111。
92
參考葉朗：《中國美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 7 月，初版），頁 78。
93
朱建新：
《孫過庭書譜箋證》
（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
，頁 16。
94
參金開誠、王嶽川主編：
《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 版)，
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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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唐‧孫過庭〈書譜〉局部。
〈書譜〉成書於武后垂拱三年（687 年），為孫過庭以草書寫成的書法理論著作。真
本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取自渡邊隆男發行：
《書跡名品叢刊﹝合訂版﹞》第 14 卷(北京：株式會社二玄社，
2001 年 1 月) ，頁 399。

事實上在〈書譜〉之前西晉衛恒〈四體書勢〉已出現天然之說：
「遠而望之，若翔
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95〈四體書勢〉中衛恒更引崔瑗〈草
勢〉雲：「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 96論證草
書要妙。此論即是以天然為審美概念，此概念所強調的自然，係相對於人工雕刻
的美，與《老子》「既雕既鑿，復歸於樸」的自然思想可說是遙相呼應。葉朗說：
自然美的意蘊是在審美的活動中產生的，是人與自然物（自然風景）互相
溝通、互相契合的產物，因而它必然受審美主體的審美意識的影響，必然

95
96

衛恒：〈四體書勢〉，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3。
同上注，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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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社會文化環境各方面因素的影響。」 97
自然中之物即便相同也會因不同的時代或環境而表現出不同的審美意蘊。魏晉時
期受老莊思想影響，而得以深情體會自然之美，老莊自然思想在書法上的深化，
從東漢時期以張芝為代表的草書崛起，象徵著士人階層審美思潮的變革，也對正
統儒學合法化形成強烈的衝擊。魏晉之後，書法不論在文字形式或藝術原理上，
都著重在自然審美上的追求，如傳為蔡邕的「書肇於自然」之說，王羲之的「書
之形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
〈書論〉
，至初唐時期書家虞世南更於〈筆髓論〉中，
提出創作主體應持有「心正氣和」的境界：
然則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之成形，達性通變，其
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
以目取也。 98
在老莊「無為」的基礎上，虞世南認為書道之玄妙，有時是可遇而不可強求。陳
方既說中國書法美學思想受道家哲學思想的影響很多，特別在文字形式、藝術及
美學追求上大都為道家哲學思想所闡發，這種論述乃是以道家的宇宙本體論解釋
書法的美學理論 99，在受老莊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書法表現出自然審美的特
性，自然與自然界用語從此產生了密切的關係。

三、抽象化的書法意境─同自然
熊秉明先生在《中國書法體系理論》中指出道家理想的書法作品「同自然」，
可從唐代書家孫過庭在〈書譜〉裡的一段描寫論述：
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
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 100
熊先生說這裡所說的「自然之妙有」是將書法看作和自然物同為一層次的存在物。
其一字都和日、月、山、河、一片雲、一株樹有同樣的客觀性、實在性及存在的
價值。 101書法是以意造境的藝術，書家在受老莊自然思想啟發下，也開啟了對自
然意境審美的自覺，因而形成一種以意造境的的藝術。如唐代張璪提出了「外師
97

葉朗：《美學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9 月，頁 193。
虞世南〈筆髓論〉
，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03。
99
陳方既：《中國書法美學思想史》(北京：人民美術書版社、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聯合出版，
2009 年 1 月，第 1 版)，頁 17。
98

100
101

朱建新：
《孫過庭書譜箋證》
（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
，頁 16。
參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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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自然)，中得心源」的山水畫理論，即用以闡釋繪畫在工夫程式上必須先外師
造化，然後才可以中得心源。此外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也是中國很重要的美
學著作，外張彥遠曰：
草木敷榮，不待丹碌之采；雲雪飄揚，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
鳳不待五色而綷 102
張彥遠於《歷代名畫記》提出自然中的草木、雲雪等萬象之美，並不待人為加工
而成，即能呈現出一種美的視覺與境界，此一境界也是自古畫家上畢生的追求，
可見「同自然」在藝術審美上的重要意義。張璪與張彥遠於繪畫上的審美理論，
在書畫同源的基礎下，均可為書法「同自然」理論的參考與論據，張彥遠繪畫與
中國書法的共通處，即皆以取法自然作為它審美上的依據。
因為中國美學視自然為最高境界，所以“師自然＂的本體創造才能使自然
山川生動奧妙之處，映照心源，而把握其靈感，來成就種種藝術創作的妙
象。以心來曠觀自然，進而從此一觀照之中，自發地貫通主觀的心源與客
觀的自然清真的妙景，這是意境美學當中客觀面的景與主觀面的意，在天
道自然當中一體發生，達到自然天成之清真的真實世界之創生， 這個心師
造化的本體創造與藝術創造是“渾然天成＂的。 103
中國美學既視自然為最高境界，因此在師法自然的過程中，常以自然現象作為其
靈感來源，書法在說明筆法巧妙時，也常以自然現象中的事物相結合。如古人有
所說的「拆壁」
、
「屋漏痕」
，是指書法作品呈現一種自然形成的痕跡，即作品有如
自然現象中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結合，而無佈置與經營的用心。 104自然是老莊藝術
哲學的精神表現，書法這種「同自然」的呈現，實表現出藝術之美的最高境界。
書法在創作過程中，除筆墨上對於自然意境的追求外，更以作為一種抒發情
感的藝術表現形式，在有意為之的情感活動過程中，往往不自覺的將主觀情感的
意與客觀的景相溶合，而達藝術創造的自然境界。
劉勰《文心雕龍》曰：「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意指意象是中國繪畫、
文學上的精神內涵，也是書法的審美範疇之一，所謂立象見意，書家用「俯仰自
得」的心境，從自然中覓取書法意象及靈感，進而熔鑄、加工形成書法的意象美，
將書法形象比擬自然萬象通過抽象的點、畫、線，不僅是取其自然表面形象，還
要體會自然萬象生生不息的內在精神，要求在通過對現實形象的觀察體悟之後，
進而將之注入作品中形成新的形象。宗白華在對意境作解釋時引用方士庶（1693
102
103
104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 年，北京新一版)，頁 72。
賴賢宗：《意境美學與詮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0 月，第 1 版），頁 35。
參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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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751 年）在《天慵庵隨筆》之言說：
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實境也。因心造境，以手運心，此虛境也。虛而
為實，是在筆墨有無間，──故古人筆墨具此山蒼樹秀，水活石潤，於天
地之外，別構一種靈奇。或率意揮灑，亦皆煉金成液，棄滓存精，曲盡蹈
虛揖影之妙。 105
魏晉以前象、意共同構成書法陰陽運動變化及法則，但到了魏晉隨著儒學的全面
崩潰及玄學的興盛，象與意的關係由宇宙本體論向人格本體論轉化，對意的關注
也構成書法理論的內在核心。 106
漢末至魏晉時期是文藝自覺的時期，在文學上產生了文學批評與討論等著
作，繪畫上出現了繪畫品評之文章，在書藝上屬於書藝理論文章也在這一時期先
後產生，如晉‧衛恒的〈四體書勢〉、蔡邕〈篆書勢〉、崔瑗的〈草書勢〉等，儘
管書法不同於繪畫的摹仿藝術，但他們仍用大量的自然界的形象來比擬書法的意
境， 107如衛恒〈四體書勢〉曰：「遠而望之，若鴻鵠群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
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 108即書家用自然界栩栩如生的形象，比擬書法
的審美意境。
(一)書法筆墨線質的自然意象
書家的筆意墨像是書法審美的重要內涵，書法的一筆一畫，在虛實強弱、轉
換頓挫之間，滲入著書家情感悲喜，其力勢、節奏無一不是融入書家天趣神韻之
表現。書法的象內之象構成書法本體的筆墨線條，在筆墨運行、舒展之間，書法
從自然萬象中淨化出抽象的線條，洗練出書法的文字結構之美及意蘊之深遂 109，
書法線質的主要表現在於用筆、用墨。
筆墨意象，將意味融注在形式之內，造就出書法的力勢、節奏、氣質、韻
味。這是一種在書法線條的輕重疾澀、虛實強弱、節奏韻律中融入書家天
趣神韻、個性情意的“人法雙忘”的境界，一種在線條點畫之“形”中，
滲入書家精神、悲喜等宙美意向性的“以意造象”、“因象寄意”的過
程。 110

105

宗白華：〈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增訂稿)，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357。
106
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21。
107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1999 年 9 月），頁 11-13。
108
衛恒〈四體書勢〉：《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4。
109
參王嶽川：〈中國書法的藝術精神〉收錄於金開誠、王嶽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 版)，頁 10-11。
110
王嶽川：《書法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1 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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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意象可說是書家情感與線條運作的結合，也是書法從實用書寫走向審美藝術
的重要因素，當書家情感自然轉換遊走於筆墨之間時，也使書法蘊含著豐富的筆
墨意涵，而在點畫線條之間，除了書家自身情感，更往往溶入一個時代的精神。
源於文字的書法，以點和線的形態為表現方式，點線一旦集合成字，就跳脫圖像
的範圍，而成為一種可供辨識的有意義符號，書法結字就是用點線構造出來。
漢字將點線納入它應占的一個方格之中，漢字又規定點線的運行路線和斷
連規則。點線雖然受到了字的約束，但另一方面又得到了極大的機
遇……。 111
漢字透過點線發展成書法，先天上的優勢是它是一種象形文字，是具象和抽象的
結合，借圖像作為它的形構，圖像本身就具備美的形式，漢字以簡化圖像，運用
線條分佈及構造，形成一種美的概念。
書法的筆墨線質是指由用筆墨變化而生的線條所產生的內在表現情致，書家
筆毫在點畫過程中，如書法筆力、筆勢的輕重、徐疾、滑澀、枯濕、和墨韻等交
互作用的技術層面上，亦以自然的形象，作為行筆運作間筆法的形象描繪，如黃
庭堅曰：
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馬入林、
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 112
“折釵股”“屋漏法”“錐畫沙”及“印印泥”等均是古代書論中以形象喻筆法
的代表。書法的意象不僅在表現自然的意象，更是書家自身情境借由抽象的線條
形象深層轉化，書家在漢字的書寫過程中，運用筆墨在點線形式上表現出剛柔、
輕重、緩急及動靜、虛實等，雖未刻意卻無形中賦與漢字生命情感使漢字從形象
表現提昇到意象表現。此外因為人的性情、思想、環境等因素，也有著氣質上的
差異，此種差異則與個人修為有關。
書家透過筆墨線質寄託胸中之意，
「意」指的是作書者的情感、心態，書法筆
意乃是書家的意緒和情操的結合，情感渲洩也往往使書法書斷意連。意的另一個
含意也指書法的意趣，即後人所謂的「晉人尚韻」的韻字。晉朝時期受玄學思想
影響，成為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如晉代尺牘書風下，被譽為天下第一行
書的王羲之〈蘭亭序〉即是兼具結體變化之流美自然與書家情感的典型代表作，
此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王獻之(344-386)〈中秋帖〉及王珣(350-401)〈伯遠帖〉
均是東晉士人的尺牘代表作品，此三帖在清代，曾被乾隆皇帝並稱為《三希堂法
帖》。〈伯遠帖〉：
111
112

陳廷祐：《書法美學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 5 月，第 1 版)，頁 99。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黃庭堅全集》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 5 月，第 1 版)頁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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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筆自然流暢，放筆直書，毫無造作、板滯的痕跡，鋒棱轉側，備極精妙。
意境悠遊恬淡，江左風華，晉人風流，盡在期中。 113
《伯遠帖》是傳世晉人墨蹟中惟一具有名款的真蹟，董其昌(1555 年-1636 年)評價
《伯遠帖》曰：「瀟灑古淡，東晉風流，宛然在眼。」
《畫禪寶隨筆》
。書法藝術在
書家的提按頓挫之間，不僅表現在形式上的美，更著重在情感上的表達，書家以
抽象的線條做為抒情達意的表現，其寄寓之情感濃密，實不亞於詩文樂畫的表現。
(二)兼具形與意審美表現
明代書法家項穆在《書法雅言》中說「觀其相，可識其心」從古代書法的主
要功能來看，書法相較於音樂、繪畫等其他藝術創作，它不只是具備著藝術性表
現，且兼具文學、記事功能，一幀書法藝術品之所以能與觀者產生共鳴，甚至流
傳千古仍能令人為之動容，絕不僅是書家創作的技藝表現，更兼具書人情感意識
表現。
此外人也是自然中的一部分，
「法人」成為書法中人本精神的一種表現，書法
創作除表現技巧，也以兼具神、氣，韻做為作品的生命形象，對於書法的象，蘇
軾曰：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 114此論述係將書
法視為有生命的形象，即將書法筆墨運用與人體的審美要求做具體的結合，並賦
與書法情感活動。書法亦由此逐漸擺脫了它的實用功能，進入另一個審美的階段，
此階段並不是一個單層的平面的自然底再現，而是一個境界深層的創構， 115在這
種境界下有了東漢草書的發展，東漢時期書法家如杜度、崔瑗、張芝等人的草書，
使書法本身流美而富於動感的線條獲得充分的發展。
從東漢開始，書法宇宙本體論逐漸向人格本體論演化，由此，“象＂被“勢
＂、“力＂、“神采＂所取代。到南朝，“神采論＂正式確立並演化出“氣
＂、“韻＂、“妙＂等宙美範疇，而“勢＂，“力＂則為“骨＂所取代，
“骨＂成為連結書家主體精神──“氣＂、“韻＂與書法內在生命力──
“勢＂、“力＂的仲介，並由此構成“骨氣＂、“風骨＂這些獨立的審美
範疇。 116
“骨氣＂與“風骨＂的自然生命的形象，也提供文人書家將文學與書法的抒情性
加以繫聯，而書法自由變化的造型，易於體現人的情感個性，因而含有傳情達意
的作用與觀賞審美的價值，這樣的體驗在唐孫過庭的〈書譜〉中即以王羲之作品

113

華寧：《書藝珍品賞析‧王獻之及王氏一門》(臺北：石頭出版，2004 年 12 月)，頁 20。
蘇軾：〈論書〉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288。
115
宗白華：〈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增訂稿)，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362。
116
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31-3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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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117書法作品取法
《詩經》、《離騷》透過作品抒發內心情感也反映事物之美，將人的情感與自然之
美加以溶合，並藉以達情寫意。

四、作品的最高理想─逸品
「逸」可說是道家的生活形態和精神境界，先秦就有所謂的「逸民」
，他們在
追求「逸」的人生，要求超脫於濁世之上，這與道家哲學那種超然出世、忘卻功
利而追求思想解放和個性張揚是相一致的。魏晉時代評論人物注重「氣」
，超逸的
118
精神氣度便稱為之「逸氣」
。 「逸」也是中國傳統的哲學精神衍生出來的藝術審
美範儔。中國藝術美學上對於「逸」的確立，大約在唐代即已萌芽，但真正確立
還是在逸格與神格之爭後，逸格才取得它的地位。
道家思想的書法評論家在道家自然觀的基礎上，除要求書法家的人品是「放
逸」的，也要求書法家在創作時的精神狀態是「瀟散」的，他們認為最高的書法
是「逸品」。 119書法品評在歷經梁‧庾肩吾(487 年-554 年)於〈書品〉一文中，把
從漢到梁的名書家分為上上、上中、上下……等九品之後，到了唐代李嗣真於〈書
後品〉曰：
昔倉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蓋德成而上，謂仁、義、禮、
智、信也；藝成而下，謂禮、樂、射、禦、書、數也。吾作『詩品』
，猶聞
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難也。及其作『書評』而登逸品數者四人，
故知藝之為末，信也。雖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當夐絕終古，無復繼
作也。故斐然有感而作『書評』
，雖不足以對揚王休、弘闡神化，亦名流之
120
美事耳。
李嗣真所作《書後品》在九品之上加了「逸品」
，並把它放在最高的品位上，他指
出張芝、鍾繇、王羲之及王獻之四賢之跡曰：「揚庭效伎，策勳厎績。神合契匠。
冥運天矩，皆可稱曠代絕作也。」 121李嗣真雖提出了「逸品」之論，並將之視為
書法評定的最高等級，但他並沒有對「逸品」的理論多加解說。至北宋黃休複在
《益州名畫錄》曰：
畫之逸品最難其儔。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

117

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箋證》（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頁 90。
丁微微：《逸的審美內涵─秦祖永論逸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學位論文，2002 年 6 月)，頁 7-8。
119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50。
120
唐‧李嗣真：〈書後品〉，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121-122。
121
同上注，頁 12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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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可楷模，出於意表，故名之曰逸格耳。 122
黃休復認為逸品是繪畫中最難達到的境界，逸品側重的是得之於自然之形。黃休
復將繪畫依序區分為逸格、神格、妙格、能格等美學境界的四個層次，並將逸格
放在四格之首，影響後世書畫美學對於逸格的推崇及對美學層次的建立。
「逸品」的美學觀可說是源自中國的哲學自然審美思想，具有著超脫於物外，
而不受常法束縳的自然精神之內化，它最早來自於對人物的品評。
從古代的“逸民”、“逸士”，到書畫理論中的“逸品”、“逸格”，從
人的“解衣槃礡”、“東床袒腹”到藝的“筆簡形具，得之自然”，都體
現了中國傳統的民族精神與思維習慣，這種傳統文化又塑造了中國特有的
傳統美學精神，共同構建了“逸品”這個中國書畫藝術的最高美學範疇。 123
在受道家自然思想的影響下，魏晉六朝時期士人崇尚老莊哲學，因此莫不以「逸」
作為人生哲學思想，魏晉名士為追求放達與遺世獨立的精神，從 “解衣槃礡”到
“東床袒腹”可說是完全不受法的約束而將於對「逸」的追求落實到日常生活表
現之中，對「逸」實踐已作出了充分的發揮。
以「逸」作為藝術美學的品評，約在唐代雖經李嗣真提出「逸品」理論後即
得到確立，但至中唐時期「逸格」還是為「神格」所取代，如唐代張懷瓘的「神
采論」即將唐代書法論由中和向神格的轉換，使王羲之的書聖地位在他的理論視
野中幾乎常去推崇的價值。 124張懷瓘於〈書斷〉中將書法分為神、妙、能三品，
其中以「神品」為高，
「神格」理論始終帶有著濃厚的儒家審美精神，成為儒家書
法理論所認為的理性的至高理想。也標誌著儒家書學理論在唐代受儒道釋三教合
流的思想影響下，形成一種多元併存的文化發展，因而有李嗣真「逸品」書法理
論的出現，「逸格」理論在審美表現上，姜壽田在論述「逸格」的崛起時說：
“神格＂雖然也注重對審美對象的內在意蘊的洞徹幽微的揭示，但這是在
對“形＂的把握的前提下，“神＂與“形＂構成主客體的統一。繪畫美學
中的“以形寫神＂論便特別強調“形＂對“神＂的制約關係。“逸格＂則
超脫了有形象限而直入精神幽邃處，從而具有審美自由的表現特徵。 125
此一論述指出「逸格 」與「神格」最大的差異是「神格」乃在「形」對「神」的
制約關係之中，而逸格則在神格之上，超脫了有形的象而直入無形的精神境界，
122

轉引自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51。

123

李潔：
〈“逸”之精神及書畫“逸品”探微〉(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2010 年 4 月)。

124

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52。
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5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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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熊秉明於《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中所說神品的天成是「縱心所欲不逾矩」
，而逸
126
品的天成則是「同自然之妙有」
。 張彥遠於《歷代名畫記》即將自然列於神品之
上：
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
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 127
張彥遠於畫論中將「自然」視為上品之上，他所說的自然實際上也就是相當於李
嗣真於〈書後品〉中所說的逸格。「逸格」與「神」、「妙」二品實際上都是源自道
家得之自然的思想，但它們之間也確實存在著重要的區別。逸品思想在到了唐宋
以後逐漸從「再現自然」轉換為一種著重「表現」的藝術形式，它在表現藝術家
的超脫世俗，也就是在要求審美意象的簡古、澹泊與平淡。 128這種形式也就是宋
代發展出來的「寫意」及「淡」的書法風格，自此逸品的藝術美學內涵也得到了
充分的發揮。
道家逸品書風之實現，可從明代董其昌的書法風格中窺見，董其昌官至明代
禮部尚書，人又稱其為董容台，他集文人、學者、藝術家於一身，為明代重要書
畫家。在書法方面，董其昌以「淡秀」的書法風格自成一家，也以此成為晚明以
後最重要的書法家。對於前朝書畫逸品與神品的風格高下之爭論，在唐代著名書
論家張懷瓘的〈書斷〉及宋代朱長文的〈續書斷〉中均分神、妙、能三品，並以
神品為高的理論下，董其昌曰：
書家以神品為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出於自然而後逸，此
誠為篤論。 129
董其昌認為書法確實以神品為宗極，只是在在神品之上還有一境界，名為逸品，
他推翻前人論述，將逸品書風列為書法品評之最高位階。在深受道家自然思想影
響下，董其昌的書畫美學觀對於逸品的定義是「出於自然」
，這也是董其昌書畫中
的自然觀理論。在受到來自於禪宗思想的影響下，董其昌將這種高逸的自然風格
下名之為「淡」
，並一生著重在書法中於「淡」的推崇與實踐，這與他「以禪喻書」
的審美價值觀是一致的，他對於書畫自然的追求與實踐，表現在他「淡逸」風格
之中，也使得「逸」的內涵更為豐富。
董其昌對於淡逸的追求，表現在他的書畫作品上是一種質樸無華及平淡自然
的境界。在表現淡的意韻上，董其昌特別著重在對於墨韻上的追求他說：
「用墨須
126
127
128
129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53。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 年，北京新一版)，頁 73。
葉朗：《中國美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9 年 7 月，初版），頁 210-216。
轉引自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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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穠肥，肥則大惡道矣。」 130在墨色的枯淡變化之中，也

而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淡而不薄、枯而不浮」及其無拘無滯的書法藝術風格(圖
3-4)。董其昌的書畫上的藝術成就，即來自於他對筆墨的實踐。
董其昌可說是繼承唐宋以來文人的書畫傳統，在書畫上對於「淡逸」風格的追求，
董其昌不僅是將之表現在他的書畫美學觀上，對於詩文董其昌也是一樣的要求，
因此他說作書與詩，皆在淡與不淡耳。他將質樸無華及平淡自然作為書法藝術的
最高境界，且將這種境異盡情的表現在他的書畫作品之中。
董其昌追求「淡逸」書學理論的背景，主要建立在對項穆從理學立場對「中
和」所作出理論闡釋的不滿，從而將晚明書法審美觀念引入淡逸之境，用淡來修
正項穆以理學對書法對僵滯。 131董其昌淡的書法審美觀係源自魏晉時期道家的書
法自然觀，因此也可說是在繼蘇軾之後對魏晉蕭散書風的繼承與發揚，而在延續
著前人唯美的書風上，他把「逸」加入了他的書法風格中，為明代以後的書法開
闢了新的境界。

圖 3-4：明‧董其昌〈仿古山水圖冊〉局部。
取自齊淵編著：《董其昌書畫編年圖目》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252。

130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503。
131
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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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書法自然觀的實踐

崇尚「自然」
、順應「自然」是道家老莊美學意蘊的主要泉源，道家自然觀浸
潤到文學和藝術領域，便成為中國傳統美學中的核心精神。書法，作為中國文化
特有的藝術形式，不論是書學理論還是在書法實踐上，也都以「自然」為尚。道
家老子在「自然」基礎上生發「素」、「樸」、「淡」、「拙」等的審美表現態樣，書
法也衍生出的老拙、虛實、平淡、神采等重要的自然美學理論及風格態樣，並把
它們總結為自然的審美準則，形成了後世追求樸實和反對雕飾、媚俗書風的精神
依據。書法在萃取老莊自然哲學思維及擬自然過程中，進而表現出自然審美、任
其性情之書者風格。

第一節

書法自然審美的風格態樣

歷代書法在自然哲學思維及追求自然的過程中衍生了下列幾項對後世有重大
影響的風格態樣：

一、古拙自然
「拙」原是相對於「美」的概念，在中國藝術審美的概念上，
「拙」係源自道
家老子「大巧若拙」的思想，在書家筆下卻蛻變成美的最高境界。源自於物象形
貌的中國文字，在具象的文字模擬與抽象的筆畫簡省之間，處處可見老莊美學思
想的浸潤。書法對於「古拙」的審美要求，早在先秦的甲骨文字、金文及秦漢的
刻石、簡牘帛書均已可見，在東漢崔瑗提出了“觀其法象”的命題以後更確立「古
拙」思想在書法上的審美定位，此亦為莊子所言的「既雕既琢，復歸於樸」
《莊子‧
山木篇》的審美表現。
莊子不是以追求某種美為目的，而是以追求人生的解放為目的。但他的精
神，既是藝術性的，則在其人生中，實會含有某種性質的美。因而反映在
藝術作品方面，也一定會表現為某種性格的美。而這種美，大概可以用「純
美」或「樸素」兩字加以概括。 1
莊子「樸素」的審美思想主要係承自老子「大巧若拙」的概念，老莊的「大巧若
拙」及「樸素」思想原並無心為藝術而藝術，卻發展成中國藝術的正統精神。其
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符合自然規律、體現自然運作而無過多修飾的風格。此亦影響書家
1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10 月，第 8 版），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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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情性下，產生了豐富多樣的書體：
漢代藝術還不懂後代講求的以虛當實、計白當黑之類的規律，它鋪天蓋地，
滿幅而來，畫面塞得滿滿的，幾乎不留空白，這也似乎「笨拙」
。然而，他
卻給予人們以後代空靈精緻的藝術所不能替代的豐滿樸實的意境。 2
得力於取法自然物象的中國文字，實已兼具了自然形式之美及以毛筆寫作工具的
獨特性。漢代以前書法藝術雖然還不懂後代所講求的筆意墨象等規律，但在書作
的運筆、速度與力量之間，文字書法無形中實已兼具藝術書法的美學元素，且對
於後世藝術書法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運筆、速度與力量是書畫藝術有別於其他
藝術的重要元素，而樸拙自然也成為漢代書藝風格，相較於其他的藝術作品，漢
代書藝憾人的氣勢，來自它的自然古拙，這種「不事細節修飾」特色也從此奠定
中國書法的重要審美觀。
作為書寫的藝術，書法代表著文人藝術中最為微妙而又家富含心靈趣味的
一類，它捨棄了造型的複雜與色彩的絢麗，而獨具幽玄深遠的境界。 3
漢代以前的書法藝術儘管只是處於人類文明藝術的初創期，然而其不重華麗與細
節，卻更顯出它的洗練與樸拙，又由於它兼具實用上的價值，而不以自身形象為
目的，反更展出開放而不封閉的藝術風采。宋代書家黃庭堅更將書法視為人格精
神表現，其評價書法的首要條件即曰：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
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4此乃書法高度的藝術化和風格表現。黃庭
堅〈松風閣〉即以中鋒運筆，欹斜而不鬆散，表現出渾樸自然的大家之氣。(圖 4-1)

圖 4-1：北宋‧黃庭堅〈松風閣詩〉局部
取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https://www.npm.gov.tw/zh-tw/)。

2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2012 年 1 月二版），頁 89。
任鵬：《中國美學通史》2 漢代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 1 版)，頁 366。
4
宋‧黃庭堅：（論書）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3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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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傅山在《霜紅龕集》曰：
寫字無奇巧，只有正拙，正極奇生，歸於大巧若拙已矣。不信時，但於落
筆時先萌一意，我要使此為如何一勢，及成字後，與意之結構全乖，亦可
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手熟為能，邇言道破。 5
傅山以老子的「大巧若拙」論述書法並無奇巧，只有正拙，並提出「寧拙毋巧」
書法理論。傅山之意並不是要把字寫醜，而是在對趙孟頫、董其昌等流美習尚書
風的矯正，此論與老子「大巧若拙」的論述相通。
清代學者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曰：
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 6
怪石以醜為美，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一醜字中丘壑未易盡言。 7
此論即要求古拙而妙造自然，似大匠運斤，而無斧鑿之痕，如庖丁解牛，因其自
然之理，從而達到藝術審美的極高境界。 8中國藝術審美思想在傳統道家的思維下
受老子「大巧若拙」及莊子「復歸於樸」影響下，呈現藝術的一種樸拙之美。古
拙在審美表現上，是一種以質取勝的美，其注重的是內在情感呈現，而不要求外
在人工雕琢，因此顯得深沉含蓄又樸實無華，這種特性表現在書藝上也成為歷代
審美的重要理論。

二、虛實相生
李澤厚先於《華夏美學》中說書法是「綫的藝術」
，書法是中國特殊的古典藝
術，它一方面是漢字的形體結構，另一方面則是通過表現方式構成審美趣味。在
點畫線條之間，書法結體、章法提供了此一審美之表現，如孫過庭說的：
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
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
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 9
此虛實表現方式也是書法的「空白」美學，孫過庭將之視為書學上的基本美學思
想。書法在用筆上有剛柔、疾遲，墨色有枯潤、濃淡，結體有大小、欹正，章法
5
6
7
8
9

清‧傅山：《霜紅龕集下》卷 25 字訓(臺北：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71 年 8 月，初版)，頁 694。
清‧劉熙載：《藝概》(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 9 月 15 日)，頁 168。
同上注，頁 168。
劉小晴：《書法藝術的創作與欣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9 月，第 1 版)，頁 81-82。
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箋證》（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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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疏密、虛實之別，清包世臣《藝舟雙楫》載鄧石如曰：
「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
10
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 即指書藝字裏行間的「有無虛實」呈
現出來的空白之美。書法是文字與載體的結合，也是一種抽象藝術，其所以能形
成藝術，除書法筆墨形態意趣外，更在於書法載體的與筆墨間的空白意趣，書法
之空白形態，隨筆墨線條變化而變化，相較於筆墨，空白的抽象程度更甚於筆墨。
在具象的筆墨和抽象的空白之間，也與書法表現出來的書家心性、情感及其人生
閱歷相結合，其相較筆墨線條表現，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空白審美意識覺醒，也
是文字走向書法的重要標誌。蔣天耕在（空白論－黑與白的辯証）中提到：
書法是具有生命意蘊的抽象藝術形式，其空白的抽象程度甚至比筆墨線條
還要高，因其抽象程度高，所包容的內涵亦大，它反映人，也反映宇宙存
在運動的根本規律，太極圖所概括的矛盾統一原理，高度體現了書法黑白
之形的關係。 11
書法在創作上著重章法與布白，章法布白也是書法作品的空間形式安排，它將形
式元素轉化成形式關係，而成為虛實相互呼應的藝術創作表現，中國書法及繪畫
都非常重視章法布白的形式關係，南宋牧谿的〈柿圖〉中所呈出來的濃淡墨色的
排列組合，所造成的虛實、疏密及參差之對比，恰可為這一理論作為驗證(圖 4-2)。12
空白與線條表現，即一種「有無虛實」的實現，此亦印證了老子「無有相生」之
理論。老子的這種思想對於中國藝術美學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書法行列之間，
無論是有行有列、或有行無列、無行無列，在線條左右搖擺之間，講求自然而然
的空間布白及筆墨虛實相生，從而達到書藝最高境界。

10

包世臣：〈藝舟雙楫疏證〉 (臺北：華正書局，1990 年 5 月，初版)，頁 5。
蔣天耕：（空白論－黑與白的辯証），收錄於《二十世紀書法研究叢書－風格技法篇》（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 1 版），頁 309。
12
李蕭錕：《書藝珍品賞析‧書法空間藝術》(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5 年 8 月)，頁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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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南宋‧牧谿〈柿圖〉局部。(日本京都大德寺龍光院藏)
(圖取自：戶田禎佑：
《牧谿‧玉澗》水墨美術大系第三卷(東京：
株式會社講談社，昭和 48 年 5 月)，頁 3。

書法與繪書的最大差別是它在書寫的過程中，要求書寫時的不可重複性，因
此用筆速度的輕重緩急、墨色乾濕及線條分佈間，均形成書法空間上的無窮變化。
書法虛實相生的自然之道，既表現在之書法墨法之中，也表現在用筆的實踐上，
宋‧黃庭堅在書家用筆的旨意上曰：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
則有力。 13
書法之「用筆」功夫可說是既具體又抽象，為自然之道虛與實的高度體現。黃庭
堅為宋代書壇代表家之一，其草書在書法上的成就，可說是得利於他對「用筆」
體會與運用，不同的筆法和筆勢往往構成書法的多樣性面貌。

三、平淡自然
中國古典美學主要以儒道二家為本，孔孟儒家注重人事，在審美趣味藝術追
求上講究文采藻飾，即偏重於濃，反之，注重自然，崇尚素樸本色及不事雕琢、
老莊，則以輕描淡寫作為它自然風格的呈現。14「平淡」一詞源於先秦時期的道家

13

宋‧黃庭堅：〈論筆〉，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327。
14
曹銀虎：《尚“淡＂─蘇軾書學思想再認識》(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5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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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道德經》第三十五章) 、
「為無為，事無
事，味無味」(《道德經》第六十三章)，至莊子更在繼承老子思想上提出：「夫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15(《莊子‧天道》)書法「平淡自然」意指不做
作，不刻意，即率性為之。
漢末魏晉時期盛行人物品藻，平淡之美也成為衡量人格操守的指標，觀察人
格之美必先察其平淡，書藝上晉人書法中的「淡」
，也就是晉人自然意韻的表現方
式。至宋代書法以平淡為美，書家在繼承自然思想的基礎上，又把平淡視為自然
審美的表現方式，強調「平淡自然」之美，並表現出對人生的淡泊與超脫的氣質
及書家的真性情。
宋代最初提出平淡美的是梅堯臣（1002 年－1060 年），他在「作詩無古今，
惟造平淡難」16〈讀邵不疑學士詩卷〉一語中提倡平淡之論，闡明平淡乃審美的理
想。宋‧趙令畤（1051 年－1134 年）於《侯鯖錄》中提到蘇軾與其侄雲：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
平淡，絢爛之極也。」 17
蘇軾對「平淡自然」的解釋是書法到了漸老漸熟的階段可說是已臻平淡之美，蘇
軾論述書法應於自然中表現出平淡之美，平淡其實是絢爛的極至表現，而非平淡
無奇。蘇軾對書法風格的評論，也反映出他豐富多變化的美學之思想。蘇軾書法
作品講究風格自然多樣，因此他的作品即使部分字形太扁，被黃庭堅調侃為“石
壓蛤蟆＂他也毫不在意。宋代書家在繼承書法自然觀的基礎上，又把自然和平淡
聯系起來作為書法審美觀，在以平淡作為書法自然的審美論述上，如蘇軾於〈書
唐氏六家書後〉中贊賞智永書法曰：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
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趣。 18
由本論述可知書法審美風格到了宋代，
「自然」不再是怪、奇、險、麗；平淡也非
拙、淺、易，而是平淡自然。19書法講求平淡自然，其真正形成時期是在宋代的文
人審美觀下形成的，雖然他尚非屬於宋代審美的主流風格，但它最可貴的是適時
的糾正了在晚唐之後，逐漸形成流行風潮的險怪奇澀的「太學體」詩文風氣，而
將宋代書法風格導向自然書風。
15

曹礎基：《莊子淺注》(中華書局，2000 年 6 月，第 2 版)，頁 185。
宋‧梅堯臣：《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1 月，新 1 版)，頁 845。
17
宋‧趙令畤：《侯鯖錄》(秦皇島：中華書局出版，1985 年，北京新 1 版)，頁 79。
18
蘇軾：〈書唐代六家書後〉，收錄於《蘇東坡全集》(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9 月)，頁 305。
19
參瀋立勇、陸慶祥、章輝、吳樹波著：《中國美學通史》5 宋金元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1 月，第 1 版)，頁 9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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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代董其昌說：
「作書與詩文同一關捩，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20
董其昌是位善於臨古的高手，其書法主要以行草書體造詣最高，他在趙孟頫、文
徵明之書風盛行的時代，綜合了晉、唐、宋、元各家的書風，並另創造出秀逸、
淡遠的書法藝術，“淡”與“疏”也是其書法審美觀的核心風格。
董其昌〈樂毅論〉一篇(圖 4-3)，書風秀逸自然，可說是集書家追求適意自然
的審美情趣，其筆畫秀逸，平淡古樸。保持正鋒用筆而少有偃筆或拙滯之筆。在
章法上，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分行佈局，疏朗勻稱，力追古法。此外在枯濕濃
淡的用墨表現上董其昌曰：
「用墨須使之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穠肥，肥則大惡。」21
其對淡遠意境的追求，可說是將書法一任自然的淡雅風格推向極至。正是這種淡
雅的美，使董書能在明朝眾多風格迥異的書家中脫穎而出，進而備受清朝康熙、
乾隆皇帝的推崇，影響書壇思想甚巨。
老子「素樸之道」成為一種美學的範疇，其反應到書法審美上，形成書法上
追求平淡自然、反對雕飾、妍媚書風的精神依據，宋代以平淡為美的審美觀下，
黃庭堅更提出「書要拙多於巧」、清‧傅山提出醜、拙、真率的書學觀。書法創作
自古講求師從造化之美，這是一種契合自然，是體現天地自然之美的表現，此可
知老子的自然之道對中國審美取向產生著深化的作用。

圖 4-3：明‧蕫其昌〈樂毅論〉局部。
〈樂毅論〉書法古澹質樸，書風秀逸自然，為董書上品。
圖取自齊淵：《董其昌書畫編年圖目》 (北京：人民美
術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211。

20

轉引自張繼文：《董其昌藝術“淡＂的思想研究》
(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3 月)，頁 21。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50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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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采為上
古來論書法作品之高低，大都以形神是否完備為標準。書法的「形」，指的
是作品中的點畫結構及篇章佈局等。而「神」，則是指書法作品所展現的神采、
氣韻。唐代書家張懷瓘在論述書法形式問題時，提出：「深識書者，惟觀神釆，
不見字形，若精意玄鑒，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22此論強調書法神采的重要性，
書法之所以能感動人，大都數人都認為是格調和神韻的作用。而「神韻」又稱氣
韻、神采、意趣等，是書法作品中表現出來的風采、精神，而這種神采具有著深
蘊的內涵，是書法審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在古代論書中神采，或稱為“精、
氣、神”或稱為「風采神韻」，南齊王僧虔《筆意贊》：
書道之妙，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以斯言之，豈易
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情，書不忘想，是謂求之不得，
考之即彰。 23
書法以神采為上之思想所以深獲書家的認同，乃因書家可將喜怒哀樂、情懷意趣
予以寄託於書藝，並將之呈現於作品的方式，此後一千五百年中國書法的創作，
都深受王僧虔這一思想的影響，書法由此獲得了更廣闊的表現天地。張懷瓘《文
字論》在解釋王僧虔這一論點時有更精闢的見解，他說：「文則數言乃成一字，
書則一字已見其心。」
魏晉以來，書家崇尚「神采」，因此將書法當作具有骨、筋、肉、血的生命
體，在書寫中寄託了書家以自然為美的審美理想，並以之展現自己的風度、及其
人格魅力，崇尚「意境」 並將之奉為是書法的最高境界。書法的點畫、結構、章
法等，都是書家用來呈現筆下的形質之美，而書法作品中的精神、格調、氣質、
情趣和意味所表現出來的氣韻生動及深蘊的內涵，實際上都是作者心靈的反映，
能令欣賞者有體味不完這種美的快感，才是書法的神采之美。而神采高下之分，
雅俗分際的掌握，則與書者的學問、修養有著深不可分的牽連。書法是書家表達
其審美境界的一種具體表現。自古以來成功的書藝作品，無不反映出書者的人格
氣質、學識修養、生活閱歷和情感性格等。一幀好的書法作品，就像是一個具有
骨、筋、肉、血的自然生命，因此只有將自然體現在書法作品中，才能使作品具
有感人的氣韻神采。「書當造乎自然」（清‧劉熙載《藝概》）就是這個道理。

五、人書俱老
22

唐‧張懷瓘：〈文字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190。
23
劉宋‧王僧虔：〈筆意贊〉，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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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論中的「人書俱老」乃將人生自然法則落實到書法藝術的體驗上，它涵概
著書法自然思維，這也是孫過庭〈書譜〉中的重要理論，孫過庭於〈書譜〉中提
出書法學習上的久變及創新的三個重要學習階段：
至如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
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24
書法是一種藝術境界追求與表現，因此在一開始的學習過程中只求平實，這種初
學過程尚未形成風格，但此時的平正早已不同於初學的階段，在書法創作概念上，
追求一種自然與和諧的表現，也是書藝中的章法表現。書法先有平正後，才能走
向險絕，使平正與絕險之間能有著一定的平衡，不致過於偏頗，這樣的轉環歷練
之後，最後再經時間淘洗及人生歷練之後，從險絕回到平淡自然，達到通會境界，
此時的書家已能隨心所欲的信手拈來，此亦即老子「返樸歸真」之體現。書法歷
經「返樸歸真」的過程，而達「人書俱老」
，此處「書之老」確是由歲月沉累所完
成的， 但「人之老」卻不僅是身體的退化與心智的成熟而已，包含著品格、氣質
等的生命「力度」
，在境界上的「技術」已臻至隨心所欲的境界。項穆於《書法雅
言》曰：
書有老少，區別淺深，勢雖異形，理則同體。所謂老者，結構精密，體裁
高古，巖岫聳峰，旌旗列陣是也。所謂少者，氣體充和、標格雅秀，百般
滋味，千種風流是也。 25
在書法的藝術風格上「老」有筆力蒼勁、格調高古之意，此外在意義上「老」還
包括書法技術上達到風格最成熟的階段，它將主觀與客觀、意與象、意與法及熟
與生等矛盾達到有機的、渾然的統一，這種統一的境界也表現出書法的自然風格。
書法境界的「老」並不在強調書家年歲的長短，而在其生命歷練之後表現在
書法上的自然風格，書法創作在進入書家暮年的老境，其風格在經過險絕，回歸
平正之後，使書法有更大的表現空間，其自然而不造意境，也往往使書法呈現出
淡然卻蘊含醇厚老境，這種老境並非天成，而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從初而未及到
中則過之，而後反覆實踐，終能達到爐火純青的藝術高峰 26，此即孫過庭所言的
「人書俱老」之境。
書法從平正到險絕，從險絕再到平正」的過程中，也是書法由臨摹的「師古」
到書家對既有形式、筆法的突破，因為技術與身體已非牽累；對美感、書學史的
朱建新：
《孫過庭書譜箋證》
（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
，頁 93。
明‧項穆：《書法雅言》，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490。
26
參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
（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年 8 月，第 1 版）
，頁 634-635。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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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悟也有定見， 而能直抒胸臆，透過「書寫」表現生命情調。書法境界的老並不
在書家年歲的長短，而在其對於生命的歷練。書法的「人書俱老」
，無疑是書家從
過往的眾多風格當中，淘選、領會、融貫、並使之精純，而獲得的高超境界。

第二節

自然觀在書法理論的審美意識

道家自然觀滲透到書法品評時，即常以自然界的物象作為描述，如錐畫沙、
屋漏痕等，而古代書家常以自然景象悟得筆意，在漢、晉時期即有蔡邕〈筆論〉
中對於為書之體有以「蟲蝕木葉」
、
「風行水上」作為書法取法自然之比喻。
「其若
自然」也成為書家畢生的追求。從歷代對於書法的賞評中，亦經常可見將自然做
為書法審美之比擬，此外書家之中亦多從自然景象悟得書法筆意，歷代書家在評
價作品時，善於運用形象化的文字，將抽象的書法敘述得栩栩如生，如南朝‧梁
武帝以「書如雲鵠遊天，群鴻戲海」比喻鍾繇筆法，以「龍躍天門，虎臥鳳闕」 讚
譽王羲之書法；張懷瓘用「美人嬋娟，鉛華綽約」形容褚遂良書法等，均將書法
與自然萬物相互交融做為論述，而形成特殊的文化風格。

一、書法理論對自然物象的比擬
東漢末年可說是中國藝術萌芽時期。書法創作及相關的美學理論日益繁富，
此時期書法理論如崔瑗的〈草書勢〉
、蔡邕的〈筆論〉
、
〈九勢〉及鍾繇的〈用筆法〉
等，已可見書家藝術覺醒及書法審美取向。近代學者熊秉明先生在《中國書法理
論體系》一書中將書法比擬自然的方式分為四大類：
一、描寫拆散開來的筆觸，如說：「點如高峰墜石」。
二、描寫一種書體，像(篆書勢)、(草書勢)......等文章中的描寫。
三、描寫某一個書家的風格，比如說王羲之的字：
「如龍天門，虎臥鳳闕」。
四、把文字本身看作有生命的形象，談字的骨、肉、血、氣等。 27
秦代完成文字一統後，文字也引領書法進入歷史上最早的規範化字體「篆體書
法」， 28再由篆字演變為隸書，很長一段時間，書法始終依附文字實用之用，並隨
著文字載體的演變而演變。雖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已可見文字的大小、空白、對
稱等變化關係之變化已具書法形勢， 並隱約可見文字中的線條表現及章法佈局，
已呈現出一種美的意象概念，但此時書法發展尚處於一種混沌的啟蒙階段。
至漢代書家也大多為文字學家，因此在論述書法技藝時，開始出現大量以自
27
28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6-17。
參考馬琳：《書藝珍品賞析‧書法簡史》(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5 年 12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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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萬物特徵來描述書法形、線之美的論述及各式擬自然之態的書法運筆理論，
如崔瑗在〈草書勢〉以自然物象比擬書法形象：
書契之興，始於頡皇。寫彼馬跡，以定文章……。觀其法象，俯仰有儀，
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兀若竦崎，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
暴駭，將奔未馳。 29
崔瑗在此用一系列生動活潑的自然形象，形容草書的自然形貌，他以觀其法象之
說強調書契之興的始源及取勢，此亦形成書法初始的法自然之象。崔瑗對文字興
起的生動比喻，來自他的文字學素養，也來自他對自然萬物形、質、意、理、勢、
態的形象的體現。崔瑗對草書物象的比擬，已不是單純的文字形擬自然，而是走
向心性自然之境界。如陳方既先生在《中國書法美學思想史》中所說的：
開始作書之時，人們只求畫出點畫，結構文字，絕無創造審美形象的意欲。
可是，這由點到綫，以點成綫的有節律的書寫運動，書者雖只是在結構文
字，可是依單音構成的一個個漢文字，書者不知不覺中接受了各種單個的
自然形體構成規律的暗示，也按這些規律運用點畫處理結構，從而使分明
只是抽象的文字元號，也有了嚴若某種自然生命的形體。 30
草書的藝術性發展可說是文字審美自覺的開端，草書也因而構成文字在審美轉換
上的契機，使文字擺脫模仿而進入超功利實用的老莊藝術精神審美特徵。31在文字
由點到綫的書寫過程中，草書表體現了自然運作的規律，此後書論如〈篆勢〉
、
〈隸
勢〉等也均以取自然之形作為書法技巧的運用，而「勢」也成為書法作為一種藝
術的重要元素。
當人們從運筆結體中感受到“勢＂的存在並感受到它的審美效果時，說明
書者已是有意無意把書法作有生命的形象來尋求它的效果了。 32
此後的書法也漸與生命情感相互連結，成為書家用以抒發情感之藝術書法，蔡邕
於〈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 33在此已可
見書家創作之主觀意識的形成，蔡邕將書家主觀上的情緒與書法創作的客觀審美
結合，而不僅是將書法視為現實物體的模仿，此一論點在藝術理論尚未成熟的階
29

轉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草書勢_(崔瑗)
陳方既：《中國書法美學思想史》(北京：人民美術書版社、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聯合出版，
2009 年 1 月，第 1 版)，頁 45。
31
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10-11。
32
同上注，頁 44。
33
東漢‧蔡邕：《筆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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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實具有極高之藝術價值。蔡邕〈筆論〉曰：
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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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緃橫有可象，方得謂之書矣。 34
這種師法自然，對自然體察與總結的物象化的自然審美理論，從漢末至魏晉時期
皆非常盛行，書家將抽象的書法比擬成自然界人、事、物的具體形象，藉以描述
書法的藝術美感。在通過對具象自然界山川雲霧及日月星辰等的觀察後，借具象
以言抽象，並用以記錄對書法的審美認知和感受。
蔡邕書論中將書法結字比擬各種物象，其本意並非在指書寫過程中「應擬諸
客觀物象」，而是應從客觀物象中感悟到自然運動的規律，擬之諸形，象其物宜，
此不僅為文字結構意識，也是書法的深層自然美學意識。在《九勢》一文蔡邕更
提出「勢」的審美理論，將書法的形與勢相結合：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
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35書法是書寫漢字的藝術，書法自然既指文字書
法的起源，也指人們在書法創作過程中能符合自然之理，文字初創取法自然，書
法藝術表現也以自然為根本，書法之勢源於自然，在自然的基礎上進一步產生剛
柔、輕重、虛實等各種相對立的意態。
蔡邕之後鍾繇繼起，鍾繇除繼承蔡邕的書法理論，更提出筋和力的審美思想，
將筋和力作為審美標準，此外鍾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在用筆上鍾
繇將天地高遠及人的自然審美意識相結合，此說涵概了天地的高遠及書法自然之
美，可說是將魏晉玄遠思想中，高度呈現在書法筆勢之中，此論也提供魏晉時期
書法藝術從不自覺走向自覺的審美意識。鍾繇之後西晉‧成公綏(231 年-273 年)曰：
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綉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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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此論即透過自然物象的再現方式比擬書法的自然之美。東漢至魏晉時期對於書法
審美的論述與欣賞，可說是用了各種生動活潑的自然物象來描繪、比擬。唐代書
法理論家孫過庭在評論書家借物象述論書法時說：
「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
37
狀其形，內迷其理。」 可知其對於諸家善取法具象用以論述抽象書法，似乎不以
34

同上注，頁 6。
東漢‧蔡邕：〈九勢〉，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6。
36
西晉‧成公綏：〈隸書體〉，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9。
37
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箋證》（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頁 5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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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然，但在他的〈書譜〉理論之中對書法的審美上，自也不免多處取法於自然界
的物象，如“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
及“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等，均以物象概念來解釋形容書法的用筆及佈局，
可見對於抽象的藝術，若純粹以技法論述，有時侯實難以表現其間之意境風格。
以物象作書法技法比擬的方式，即使到了近代仍不免取用。如清代學者康有
為評論南朝名碑「黌龍顏碑」：「下筆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
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38亦取法物象作為比擬解釋，取物象是意在言外的
一種表現方式，這種觀物取象的比較在藝術美學上是很普遍的，也可見它在書論
上的重要意義，而自然界的千變萬化，也確實提供了書法創作上的靈感。
書法在超越外在物像之後，所展現出來的一種具生命力的自然意象。書法以
自然做為審美依據，是源於哲學思想，事實上傳統中國學術是以經、史、子、集
做為分類，並沒有所謂哲學、美學這一類的名稱，但屬於中國的哲學思想及美學
理論早在先秦時期即已發靭，此後來自哲學思想的審美理論架構大致已備。

二、書家創作得之自然
中國文字蘊含著自然界的物象，因此對於抽象線條往往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書法的自然之美可說是道家自然思想在書藝上的滲透和影響，在以老莊為代表的
自然思想影響下，書法藝術家對自然風的追求，主要是以「道法自然」作為創作
美學，在法自然的基礎上，書法與繪畫的最大差異是書法不做對自然事物的描寫，
但在書家在創作過程中，卻常可見受自然事物啟發之例。
唐代書家褚遂良(596-658)於《論書》中首先提出「用筆當如錐畫沙，如印印
泥」
，錐畫沙意指錐鋒畫進沙裏，沙地形兩邊凸起，中間凹成一線，形成自然而有
力的畫痕，如同中鋒用筆起止無跡，筆力勻整而不露鋒芒，筆毫雖軟卻能運使如
錐(圖 4-4)。印印泥則以古代寄物之時，包裝封口糊上特製的紫泥，並在泥上面加
蓋印章，形容書法的藏鋒與下筆的筆功之穩。 39唐代天寶年間蔡希綜在《法書論》
中曰：
僕嘗聞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後因閱江島間平沙細地，
令人欲書，復偶一利鋒，便取書之，嶮勁明麗，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
蓋草正用筆，悉欲令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則成功極致，自然
其跡，可得齊於古人。 40
蔡希綜在本段的論述即引用顏真卿於〈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中向張旭(約 675-759)
38

祝嘉編：《廣藝舟雙楫疏證》 (香港九龍：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9 年 3 月，初版)，頁 107。
參考網站：華夏文化百科(wenhuawiki.com/index.php?title=《印印泥》&variant=zh-hant)
40
唐‧蔡希綜：〈法書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24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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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益書法的對話，張旭提出禇遂良雲：「用筆當如錐畫沙、如印印泥」，這是一種
通過對自然物象美領悟，而達到書法意象美的實踐。
圖 4-4：〈懷仁集王字聖
教序〉局部。鮮明地展
現了王羲之錐畫沙筆
法。
圖文取自
https://read01.com/6nKa
O6.htmlttps://read01.co
m/6nKaO6.html 網站

草書大家張旭在自述草書師自然而得筆法的過程中亦曰：
「始吾見公主擔夫爭
41
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神。」 張旭生性喜歡喝酒，據說在
寫草書時，總是喝得大醉，藉著酒意揮灑而得自然筆意。張旭的草書是在張芝、
王羲之行草的基礎上升華的一種狂草，其狂草書體表現出一瀉千里之勢及高度的
藝術境界。如被視為較可信的張旭書蹟〈肚痛帖〉摹刻本(圖 4-5)，在前三行之運
筆忽重忽輕，到第四字開始即奮筆疾書，幾乎每行一筆到底，其運筆上下映帶相
連，用墨輕重分明，可說是將草書結構與書家情致表現到極致。宗白華指出：
張旭的書法不但抒寫自己的情感，也表出自然界各變動的形象。但這些形
象是通過他的情感所體會的，是“可喜可愕的＂；他在表達自己的情感中
同時反映出或暗示著自然界的各種形象。或借著這些形象的概括來暗示著
他自己對這些形象的情感。這些形象在他的書法裏不是事物的刻畫，而是
情景交融的“意境＂，像中國畫，更像音樂，像舞蹈，像優美的建築。 42
張旭書法善借自然界的各種變動的形象的表現，而達抒發書家自身的內在情感，
因此他的草書雖看似顛狂，卻又能在大膽使用疾筆及不規則的尺度下，將書法的
實踐提升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哲學高度。
張旭在見公主和擔夫爭道、聞鼓吹之聲、睹孤蓬驚沙、觀公孫大娘舞劍，都能與
之有著偶然性的結合，從單一的師法傳統轉入師法自然，而自然萬物，如孤蓬、
驚沙、夏雲、屋漏、壁裂、江聲也無一不是其良師。 43

41

轉引自朱光潛：《談美》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12 年 11 月，第 1 版)，頁 227。
宗白華：〈中國書法裏的美學思想〉，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401。
43
參仲威：《書藝珍品賞析‧張旭、懷素》（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4 年 7 月），頁 3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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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唐‧張旭〈肚
痛帖〉局部。
取自渡邊隆男發
行：
《書跡名品叢刊
﹝合訂版﹞》第十
五卷(北京：株式會
社二玄社，2001 年
1 月)，頁 7。

杜甫在《八仙歌》即形容「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
雲煙。」44唐代陸羽（733 年－804 年）記錄懷素與顏真卿論草書的一段著名對話：
懷素與鄔彤為兄弟，常從彤受筆法。彤曰：
「張長史私謂彤曰：
『孤蓬自振，
驚沙坐飛，餘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真卿曰：
「師亦有自得乎？」
素曰：
「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
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
「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
「得
之矣。」 45
這段書論主要在揭示書法與自然物象間的創作關係，張旭之後，唐代另一草書名
家懷素亦從觀夏雲奇峰、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等物象中覓取其筆意。懷素〈自敘
帖〉以狂草寫成，全幅作品除主要用筆圓轉外，更打破字距及間距的限制，字與
字之間不僅筆意相連，且在用筆的律動中，上下字之間往往相連而成，字與字相
互呼應，形成豐富多變化的字形，呈現出懷素不拘成法的自然筆意。(圖 4-6)此外
「坼壁路」、「屋漏痕」等也都成為書論中的審美語意。

44

引自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張旭
唐‧陸羽：〈釋懷素與顏真卿論草書〉
，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25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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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唐‧懷素〈自敘帖〉局部。
此帖寫於代宗大曆十二年（777 年），以草書寫成。現藏於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取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s://www.npm.gov.tw/zh-tw/

書家從這些著名的書法美學概念中，煉取心中的感悟，得其筆意，也表達書法家
在長期的實踐基礎上的一種豁然貫通，即借助於自然形象觸發的頓悟，「坼壁路」
與「屋漏痕」要求書法線條得如天成，而毫無佈置之巧及造作之跡，也成為書法
史上著名的比喻。46書法在作為文字載體的之時，也同步實踐了它的美學思維，此
複雜卻又自然的審美哲學，使得它在歷代書家審美語境中，直與自然界的各種萬
象相結合，此亦在老莊自然審美思想下，憑添豐富的自然想像與風采。
書法藝術的意象美，是從天地所孕中、雨露所濡中獲取生成的，雖書法家
極意構築，然而要表現出天趣自然來，天覆育萬物，化而生之，養而成之；
四時不同氣，氣各有宜，物各有美；但終而復始，秩序井然。 47

在受到自然的洗禮下，書法不再只是實用上價值，更進一步正式過渡到純為審美
取向的「藝術書法」
，這一發展在兩晉南書論中清楚可見，許多書家和書論家均將
自然概念引入書論中並充分應用。書法上講「剛勁」、講「虛實」
、講「古拙」、講
48
「大氣磅礡」等 ，均取自然之美，書藝創作在老莊自然思想的啟發下，點畫之
間自成法度，用筆用墨，濃淡枯潤之間相互呼應，自然形成的一種輕重緩急，疏
46

參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年 8 月，第 1 版），頁 647。
金開誠、王嶽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 版)，
頁 141。
48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5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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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開合、行留疾澀及濃淡枯潤、動靜虛實的多元變化，達到作品線條形式美的元
素，在變化中能達到既求變化又能統一，對後世書法流變影響深遠。黃庭堅於《山
谷題跋》中亦曰：
然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及來僰道，舟中觀長年盪
槳，群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49
書法在外師造化的過程中，並不是摹擬或再現外物形象，而是一種對自然的悟得，
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懷素觀夏雲變幻、蘇東坡從草間蛇鬥而得筆意，都是從
觀察中悟得書法之自然深奧妙理。李陽冰著（上采訪李大夫論古篆書）一篇即表
達出他對書法得之於物象的的看法：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
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卦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
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
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
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
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匯，備萬物之情狀者矣。 50(《全唐文》
第 5 部·卷四百三十七) 51
李陽冰為中唐書家，在觀唐代前輩書家，法度森嚴的書體之時認為前人遺跡，美
則美矣，但仍不免是偏傍模刻之作，於是不禁緬想古代聖達賢人造書之時係取法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雲霞草木及蟲魚禽獸等自然界萬物，進而隨手萬變，任心
所成立卦造書，於是產生了初始的文字，漢文字在產生過程既是取法自然之象，
以文字為創作載體表現的書法，在文字法自然的基礎上，當然也應以自然為師，
即以追求自然物象作為創作之源，這種人與自然的連結，也是心與意的結合，於
是形成了書法的自然意象。
唐代書法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下，前有歐、虞、褚、薛謂為初唐四家，後
有顏魯公、柳公權合稱顏柳書體及張旭、懷素的草法盛世將唐代書法推向極致，
篆隸二體在唐代之時，已略呈衰微，幸有李陽冰為唐以後的篆隸書體奠下學習的
礎基。52〈滑台新驛記〉碑為李陽冰約六十歲的晚年篆書之作，其筆力雄厚，已不
再一味追求篆書筆畫上的細勁勻淨，用筆轉折之處也多處呈現出隸化的方形用
49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 5 月，第 1 版)頁
1630。
50
轉引自金開誠、王嶽川主編：
《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
版)，頁 240-241。
51
周紹良主編：
《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5094。
52
馬季戈：《書藝珍品賞析‧李陽冰》(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5 年 3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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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結字追求平穩方正，為李陽冰晚年書蹟中的代表之作。 53(圖 4-7)

圖 4-7：唐‧李陽冰〈滑台新驛記〉局部。此碑結字方正，用
筆也較為粗放，頗具「變化開闔，風行雨集」之姿。
取自馬季戈：
《書藝珍品賞析‧李陽冰》(臺北：石頭出版公司，
2005 年 3 月)，頁 15。

三、質文兼備的自然書風
「文」與「質」的理論首見於孔子《論語》
「文質彬彬」一語，是中國古典文
學上的重要概念。唐代書家孫過庭於〈書譜〉中提出質文兼備的書法理論，其意
大約指作品的形質與情性二者得以兼重和在此基礎上的作品整體風格，兩者得以
相輔相成，均衡調和，以達到盡善盡美。書法自漢代已逐步擺脫文字實用上的意
義而走向審美自覺，東漢時期由於人物品評之風的盛行而產生了骨、肉，血、筋
的審美範疇。至東晉書法在王羲之新體書法影響下，風格逐漸由鍾繇質樸書體走
向妍美的書風，傳為王羲之所撰的〈用筆賦〉一文，即要求以運筆表現書法之形
質、意態，充分體現自然之理：
方圓窮金石之麗，纖粗盡凝脂之密。藏骨拘筋，含文包質。沒沒汨汨，若
濛汜之落銀鈎；耀耀晞晞，狀扶桑之掛朝日。或有飄颻騁巧，其若自然。54
此一觀點奠定了書法既講生命形象的筯骨血肉，又講形式與精神內涵、文質併茂

53

馬季戈：《書藝珍品賞析‧李陽冰》(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5 年 3 月)，頁 14。
東晉‧王羲之：〈用筆賦〉，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3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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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學觀點。儒家思想稱王羲之〈蘭亭序〉為盡善盡美，又謂〈蘭亭序〉為天下
第一行書，表現的正是這種不偏不倚、典雅的形質兼備之美。
孫過庭在〈書譜〉中對書法也提出了「質文兼備」的具體方向，事實上書法
質妍之爭從古至今從未間斷，孫過庭早於唐初之時，即體察到書壇遞變乃時代趨
勢，對於「今不逮古、古質今妍」之說，孫過庭指出「不必厚古薄今」的書法理
論觀點：
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
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 55
書法自古即為文化精神的最高表現，其文字線條書寫所蘊涵的文化意蘊，自然反
應出時代精神及藝術特色，魏晉時期是書法走向自覺發展的藝術書法時期，文人
書家從篆隸字體孕育出唯美的真書字體，書法漸趨不拘古法，任情恣性的在創作
藝術上發揮，此時便利書寫的行、草書字體，自然而然迅速發展。書藝上從質樸
到妍美思維，也自然因時人的好尚而轉移，推陳出新是事物發展的常態，筆墨當
隨時代，古質今妍乃歷史發展之必然，書法的可貴在能學古卻又能夠順應時代發
展。
質文概念可說是來自儒家先哲孔子思想：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
56
彬，然後君子。」 《論語‧雍也》一語即要求質文二者則以兼備。明‧項穆於《書
法雅言》曰：「中也者，無過不及是也。和也者，無乖無戻是也。」 57即強調質文
二者得以兼備。項穆書法和諧之美的理論，可說是將儒家中庸觀落實到藝術的表
現上，項穆論書很注重情性對書風的影響，他指出：
「人之性情，剛柔殊稟；手之
58
運用，乖合互形。」 其以中和為本，以雅正為尚的書論主張，顯然來自予儒學思
想。在書法理論中項穆提出了「書者，心也」之論點，也顯然繼承了「書為心畫」
的傳統，而更強調了心的作用。 59
儒家中和思想表現在書藝上，是審美的最高理想和指導原則，如孫過庭曰：
「一
60
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凖」。 即指書藝創作點畫之間，自成法度，但在萃
取儒家審美思維下，書法更著重在形質上得以自然與和諧，點畫之間能自然形成
的一種輕重緩急，疏密開合、行留疾澀及濃淡枯潤、動靜虛實的多元變化，達到
線條與筆墨相互呼應的形式美，在變化中也能達到既求變化又能統一；相互制約
55

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箋證》（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頁 6。
楊伯俊：《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 年 12 月，第 2 版)，頁 61。
57
明‧項穆：〈書法雅言〉，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489。
58
同上注，頁 478。
59
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合肥：黃山書社，1990 年 7 月，第 1 版)，頁 380-381。
60
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箋證》（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頁 11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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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相互和諧的藝術境界。「中和」的思想不論是出於經世致用的「中庸」原則，
還是本於自然法則之中和，都對書法藝術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與影響，而中
和思想的藝術極境，事實上也是進入書法自然的高度領域。

第三節

自然觀對時代書法創作風格的影響

中國書法所以能在既定的書寫規範下成為一門特殊藝術，是因為它在文字的
發展過程中，突破文字狹隘的實用目的，在抽象的線條之外，憑藉它蘊含著自然
界的萬種物象，形成一種只可意會的美感。此外道家自然觀的啟發與滲透，也使
書法「自然之美」成為書家對藝術創作的實踐與追求的終極目標，書法「契合自
然」也是各時代書法風格之基本規律。
從漢末以來，書法在汲取哲學自然思想之後，即被文人有意識的從審美取向
加以推展及應用，並在各個時形成它的創作風格。朱競生的《論道家自然觀對中
國書法的影響》一文中，對道家自然觀思想在各時代的呈現有著精闢的論述，本
節將參其理論內容與架構，進一步對此命題加以探討。

一、瀟散自然的魏晉風度
中國藝術裏的自然，它的哲學淵源係來自老莊儒家《周易》
。先秦道家哲學中
《老子》、《莊子》思想中，係將自然視為最高法則，而把一外人的事物，如社會
規範、道德秩序等，看作是與自然相對立的，這種觀念在魏晉玄風思潮中發生了
根本性的轉變。61漢代末年在經朝政腐敗，社會動亂之後，以老莊為主流的玄學思
想代而興起，到了魏晉，玄風清談思想在著重人物品評及放逸的風尚下，更形成
一種特殊的藝術美學。
魏晉時期繼承了先秦道家傳統的哲學思想，以老莊哲學為主流的玄學思想，
也在學術領域中逐漸形成了統治地位，使魏晉時期的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從重「天」
到重「人」的轉變。魏晉哲學自然觀明確肯定人的自然本生，同時也拓展了自然
概念的豐富內涵。62魏晉名士打破儒家傳統思維，要求思想上的解放與自由，這種
思想表現在文化領域上，形成魏晉風度，李澤厚先生說：魏晉風度表現的，不是
人的外在的行為節操，而是人的內在的精神性。
書法史上，在漢代以前長達三百餘年的時間裏，並無顯赫書家，直到東漢末
年，在儒教神學逐漸失去統治人心的力量之後，儒家經學日益衰退，取而代之的
是以道家哲學為核心的玄學思想的興起，隨著玄風大熾，士人清談放逸之風形成，

61
62

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4 月)，頁 10。
同上注，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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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的一種不受拘束的屬於藝術上的審美自覺亦自然形成，書法史上也出現了
蔡邕、崔瑗、張芝等書家。
魏晉時代書體變革之頻繁，書風之豐富多彩都是其他時代所無法比擬的，
而這種突破成規的書體變革，到了東晉王羲之那裏，更是達到了極致。 63
魏晉之際，士人無不談玄說道，崇尚自然，此時期帶有著反傳統傾向的老莊
的自然哲學觀，適好助魏晉士人對任自然、重情性，講究高雅脫俗及體現優雅從
容的風度的追求。64魏晉士人在哲學和美學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反映到書法的創作
和審美上，形成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高峰期，魏晉書體尤以行書為最高成。近人
馬宗霍在《書林藻鑒》中評價晉代書法曰：「晉人書以韻勝，以度高。夫韻與度，
皆須求之於筆墨之外也。

二、放達自然的唐代風采
周秦以後書法出現了兩次重要的歷史高峯，一是晉代，另一高峰，則出現在
唐代，晉代書法受惠於亂世衝擊，文人思想得到進一步的解放而發展；唐代書法
上則匯集魏晉六朝筆法，加以碑的復興，刻石記功之風再起，此時期由於魏晉以
來的名家墨跡多有流傳，可資取法，此外楷書的成熟發展，更奠定唐代各體齊備
豐富的書法風格。
唐代楷書以歐陽詢(557 年-641 年)、虞世南(558 年-638 年)、褚遂良(596 年-658
年)顏真卿以及柳公權(778 年-865 年)最稱典範，歐、虞是隋入唐的大書法家，他們
和稍後的褚遂良，皆以楷書稱世，被稱為初唐三大家。在歷代書家評論中，言及
唐代必定以崇尚法則做為結論，這與唐代倡導書法選拔人才有很大的關係，唐太
宗崇尚儒學，強調書法中的教化功能，在以儒學為正統的倫理秩序上，王羲之書
法成為盡善盡美的學習典範，也確立了王書在中國書壇上的地位。
唐代雖然沒有出現像魏晉玄風時期那樣的熱潮，但在受道家思想影響下，崇
尚自然真趣的美學內涵也深為唐代文人士族所接受，而成為普遍的審美意識。唐
人在藝術上對自然美的追求除表現在文學、繪畫上，也表現在書法領域上。唐代
書法在著重法度的唐楷書體之外，草書也如同唐代詩壇及繪畫，崇尚自然審美的
精神。
唐代草書以其充分追求個體精神自由的藝術表現和豪邁飄逸、放達不羈的
藝術風格確立了它在草書史上的豐碑地位，而其極具天籟之美的藝術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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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4 月)，頁 12。
同上注，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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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來源於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 65
草書興起東漢末年，草書的大放異彩的時期卻是在歷經六朝之後的唐代，可見唐
代書法對自然之風推崇並不遜於前朝。從書法美學家將書法的地位提升至道的層
次即可印證，如孫過庭的〈書譜〉即是初唐時期的重要書法理論，孫過庭在書論
中以「達其情性，形其哀樂」一語指出了書法藝術的本質在於表情達性，此亦揭
示了書法在情感表達上的藝術真諦。唐代另一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在論述書法藝術
的本質時即曰：
「書者，法象也。」進一步明確指出書法與自然的關係。在論及草
書藝術時，張懷瓘曰：
或烟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有類雲霞聚散，觸
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 66
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
量其力。是以無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 67
張懷瓘在此用了一系列的形象論述書法的自然意象及草書與真書的差異，而這種
以自然界物象作為比擬，顯係受老莊自然哲學的啟發，這也印證了唐代書法在法
度之外對於效法自然之道的追求。
唐代書法不僅在理論上推重自然，在實踐上更是力求放達自然之境界，盛唐
草書正是這種追求放達自然下的高度發展的代表，此時期以張旭、懷素為草書的
代表，更將狂草藝術的發展推向極致。68草書的高度發展也將源自老莊道家的自然
思想和唐代書法相結合。

三、平淡寫意的宋代書風
漢文字在歷經唐朝盛世之後，篆、隸、楷、行、草各體已臻完備，此後的文
字也從實用性文字漸走向書法內部的自然發展。宋代以前書家對於書法「自然」
的論述，大多涉及在對自然的感受，到了宋代在歷經隋唐之後，宋代在擺脫唐代
尚法書風的束縛之後，書法以一種代表文人精神的方式展現。不僅結合詩、詞更
與文人山水畫結合，書家藉由書法的形式，作為抒發個人情性，宋代書法最大的
特色是書法逐漸走向與文學合流階段，形成著重學識的書卷風氣，書法文字也成
為抒發個人情性及賞玩的藝術。
宋代書法除了「天然」、「功夫」兩個層次外，尚注重學識(即書卷氣)，開
65
66
67
68

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4 月)，頁 14。
唐‧張懷瓘：〈書議〉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35。
同上注，頁 135。
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4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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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宋以後「文人書法」的書家群體結構，「文人書法」呈現出的疏朗之風，
在宋後形成特殊的集體審美風格。 69
文人書風以平淡為美，此一觀念在宋代的時候獲得了高度的發展，如宋代書家大
家蘇軾即提出了平淡乃「絢爛至極」之語，此一明顯與魏晉道家自然觀有別的審
美語境，係在匯通了儒、道、禪三教之後，從自身生命體驗中生發出來的。70宋代
書法在文人集體審美的寫意書風之下，也對唐代「尚法」的陳規做了反叛與修正。
宋代尚意書風，主要是指將胸中意趣抒發於紙上毫端，蘇軾為宋代「尚意」書風
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書法創作上，他提出了「無意為佳」可說是尚意書法的風格
特色。
宋代平淡思想係源自先秦的道家《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無」、「為無為，
事無事，味無味」及《莊子》
「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此平淡自然，在繼承了魏晉自然觀的基礎基上，又把自然和平淡聯系起來，以平
淡為美的審美理想成為兩宋自然觀的一大特色 71，宋代書壇在繼梅堯臣及蘇軾等
文學大家提出平淡為美的之後，即明顯呈現出對晚唐五代時期崇尚求形式美華，
不重內容習尚的對書風作修正。

四、變古出新的晚明浪漫書風
明代書法在隨著經濟日益發達，市民階層興起，人們的價值觀念有了重大轉
變之後，在長期以來受到封建正統意識束縳的思想，而得到變古出新的突破性的
發展，這新的思潮，在王陽明心學由哲學理念向藝術思想的轉換中，首先李贄(1527
年-1602 年)起了重要的發端。
李贄為明代著名思想家，他富於個性意識的思想是出於對真樸之情的崇尚，
他反對當時摹古的文風，而主張文學創作必須是出自「真心」
，他說：
「夫童心者，
真心也。」(李贄《童心說》)，此一論述主要在指文章上能擺脫傳統束縳，呈現真
實情感，這種文學上的理論也是抒發個人「情性」的哲學觀。
在道家哲學中「真」與「自然」是密不可分的，自然就是情感真實的表現。
李贄的《童心說》思想就是來自於他崇尚「真樸之性」的老莊的哲學。李贄在哲
學觀念的「真樸」思想，也影響了他在文藝上的審美觀念，他主張以表現人的純
真自然之本性為美。72此一審美主張對晚明書法風格有來突破性的發展。而受到李
贄《童心說》思想的影響，明代文學上出現了以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為代表的公安派，他們倡導性靈說，尤強調「趣」的範疇曰「夫趣之得之自然者
69

簡月娟：《近現代書法美學建構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年 7 月，初版)，頁 76。
潘立勇、陸慶祥、章輝、吳樹波：《中國美學通史》 5 宋金元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 1 版)，頁 76。
71
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4 月)，頁 16。
72
朱競生：《論道家自然觀對中國書法的影響》
(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4 月)，頁 21-2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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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得之學問者淺。」《敘陳正甫會心集》，他們的對「童心」也進一步的加以闡
述，認為雖童子雖不知趣，卻無往而非趣。
童心的表現，赤子之心的表現，人的天性的表現，就是「趣之正等正覺最
上乘」。人的聞見知識越多，「性靈」就被束縳得越厲害，因而離開「趣」
就越遠。 73
他們提倡詩要「情真而語直」
，主張變古出新，獨抒性靈，以清新的藝術風格，
此一自由而不受限，抒發自己喜怒哀樂的情感之追求，也推動了晚明文學的革新。
在受李贄來自老莊道家自然觀為基礎的「童心說」與公安派「性靈說」的影
響下，晚明書風也不自覺地將這一時代精神浥注到書法創作上，形成重獨創作及
重情感達意，抒發真實情感的晚明浪漫書風。在晚明變革的潮流中，也使儒家「傳
統敦厚」的美學思想再次受到新的衝擊，如徐渭以其狂放不羈的性格和憤世嫉俗
的叛逆精神成為晚明浪漫主義書風興起的代表。

第四節

從三大行書看自然觀在書藝上的深化

一、王羲之─蘭亭序
東晉時期由於連年爭戰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盛行談玄論道，混亂的政治
卻也造就思想上最為活躍的時期。
「山陰道上桂花初，王謝風流滿晉書」(唐‧羊士
諤〈憶江南舊遊〉)，一詩即可知王、謝家在當時的社會地位。
南朝宋劉義慶集士人門客作《世說新語》一書曰：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
相邀新亭，藉卉飲宴。」74南渡後的文人雅士每逢佳節，常相邀對飲新亭，飲酒作
詩。有天下第一行書之譽的〈蘭亭序〉原稿，又稱作〈禊序〉
、
〈蘭亭序〉
、
〈禊帖〉、
〈臨河序〉等，為東晉王羲之所書。東晉永和九年(西元 353)三月初三日， 王羲之
與孫統、謝安等名士在山陰蘭亭舉行的曲水流觴，雅集盛會，並流觴作詩，王羲
之在酒酣之下，乘興為大家所作的詩寫序，是日天氣晴朗，崇山峻嶺及茂林修竹
的景致之下，王羲之用鼠鬚筆將此序寫在烏絲闌蠶繭紙上而成為曠世名作。
〈蘭亭序〉寫道「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
聽之娛，信可樂也。」這種遨遊於自然山水，俯仰天地間的宇宙觀，而成就王羲
之千古屹立不遙的書聖之尊，〈蘭亭序〉通篇文章天趣盎然，字距疏密分佈得宜，
錯落有致，具備晉代尚韻書風的主要特色，也是書法典雅、中和之最高境界，故
被米芾譽為為天下第一行書。張懷瓘於〈文字論〉中評論王羲之書法曰：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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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葉朗：《中國美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9 年 7 月，初版），頁 241。
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9 月，再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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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鍾、王真行，一古一今，各有自然天骨，猶千里之跡，邈不可追。今之
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得，惟張有道創意物象，
近於自然，又精熟絕倫，是其長也。 75
王羲之〈蘭亭序〉所以為書法極品，流傳千年地位不衰，並不完全取決於它的形
式之美，而在於作者於書作中的情感表達及流露出來的處世哲學。
〈蘭亭序〉敘中
有情有景，在“ 群賢畢至”和“惠風和暢”下，王羲之將人生感懷付諸筆墨之中。
〈蘭亭序〉雖為行書，但其字體在飄逸、圓潤自然之中亦見方正穩重之態，在崇
高優美的典範下亦內含著深沉而秀偉之氣，既有陽剛之氣，又有陰柔之情，既具
有高度和諧統一，又賦予隨情感高度自然變化。近代學者劉正成指出：
〈蘭亭序〉通過書法藝術作品的魅力推出他遊目騁懷、放浪形骸之外的達
觀思想，傳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文化人的處世哲學。 76
放浪一語簡單說就是道家思想中的自然天性。魏晉時期在受玄風思想影響下，士
人往往表現出道家遊目騁懷、放浪形骸的曠達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在書法創作者
的身上，形成一種放逸的書風，
《世說新語•容止》中就記載了時人目王羲之：
「飄
若浮雲，矯若驚龍。」之語。
王羲之的飄逸放達，不僅體現在他年輕時代任性自然，坦腹東床的故事，更
是他之後不為官爵祿位所束縛的處世態度，這些都是他追求飄逸之美的人格展
現，其人格之美可說是少數充分的表現在書法風格上的人。77如劉熙載於《藝概‧
書概》所說：
「書如也，如其字、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78又曰：
「賢哲之書溫醇，駿雄之書沈毅，奇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79王羲之在書
法上所呈現出來的「飄逸」風格，正是來自於他深受自然審美意識影響的結果及
中國藝術精神的體現。宋代書家黃山谷在評論王羲之書法時即曰：
右軍書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
理拘之。 80
王羲之崇尚自然的美學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在他書法的“飄逸”風格之間，此與

75

唐‧張懷瓘：
〈文字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92。
劉正成：《書法藝術概論》（北京：北京大出版社，2008 年 4 月），頁 110。
77
參何來勝：《《蘭亭序》及其書法文化意義》(中國美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5 年 6 月)，頁
22-23。
78
清‧劉熙載：《藝概》(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 9 月 15 日)，頁 170。
79
同上注，頁 170。
80
宋．黃庭堅：〈山谷論書〉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年 8
月，第 1 版)，頁 61。
76

93

魏晉士人心游於林泉之間，崇尚的自然山水的情趣是相一致的。黃庭堅評價〈蘭
亭序〉曰：「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 81〈蘭亭序〉中所呈現的即是
王羲之這種放達的自然思想，〈蘭亭序〉一書寫於東晉時期，呈現出在受玄風自
然思想影響下，士人遊目騁懷、放浪形骸之外的魏晉文化之精神與內涵，這樣的
時代下有了〈蘭亭序〉筆意墨韻的典雅與和協之美。
王羲之於〈蘭亭序〉曰：「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
帶左右，引以為流暢曲水，列坐其次。」在擺脫了先秦兩漢以來儒家傳統“比德”
思想的限制，士人在玄風薰染下開始追求山水自然的形貌，就是一篇典型的山水
玄言詩，王羲之以有形的山水，表現無限玄遠與自然。82黃山谷說〈蘭亭序〉裏的
每一字一筆均無不盡其妙處，其字形筆法及行距間的自然變化，可說是王羲之書
法的重要風格特徵，
〈蘭亭序〉受道家自然思想的影響在此也得以體現。這也是王
羲之書法所以顯得瀟灑的重要原因。宗白華說：
王羲之的《蘭亭》詩﹕「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闃無涯觀，寓目理
自陳。大哉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真能代表
晉人這純凈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覺所啟示的宇宙觀。 83
《蘭亭序》通篇作品中，俯仰、相背、欹側、奇正、參差等特點處處可見，字與
字之間雖不盡相連，但行筆連貫，一氣呵成。此外，其有行無列，虛實掩映，疏
密有致的自然風格，顯示出王羲之即興書寫時那種應運自然、超然物外的心境。84
從〈蘭亭序〉中也反映出王羲之書法著重在遊心的境界上，從他散見在各種
書法史料之中，均可看出他對於書法中“意＂的強調，所謂「點畫之間皆有意」
自有其言所不盡之。85張懷瓘在他的〈書議〉中形容王羲之書法「筆跡遒潤，獨擅
一家之美，天質自然，豐神蓋代」86，在〈蘭亭序〉書稿中可見王羲之融合精煉與
俊美於一體的書法獨特風格，在用筆提按轉換，或細若遊，或頓挫峰回之間，均
表現出書家創作的自然風格。(圖 4-8)

81

劉琳、李勇先、王蓉貴：《黃庭堅全集》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 5 月，第 1 版)頁 710。
參何來勝：《《蘭亭序》及其書法文化意義》(中國美術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5 年 6 月)，頁 8。
83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75。
84
於朝君：〈淺析《蘭亭序》藝術美的三個層次〉(鞍山市群眾藝術館)。
85
張秀玉：〈中國書法與中國哲學的關係〉(西安航空技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8 卷第 4 期，2000
年 12 月)，頁 24。
86
唐‧張懷瓘：〈書議〉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33。
82

94

圖 4-8：東晉‧王羲之《蘭亭集序》
，褚遂良臨摹本局部。
取自戴蘭村譯：
《書道全集》第四卷(臺北：大陸書店，1989
年 1 月再版)，頁 12。

二、顏真卿─祭姪文稿
〈祭姪文稿〉是唐代書家顏真卿行書中的代表作之一，其豐富的筆法與王羲
的〈蘭亭序〉可稱伯仲之間，在書法史上被推為「天下第二行書」
。中國書法自王
羲之以後可說已形成一種美的典範，王羲之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樹
立了書法的典雅風格，也成為後世書法審美及效法之依據，這種情形一直要到顏
真卿之後始以再度開啟新的風格。
〈祭姪文稿〉為顏真卿 50 歲時所書，其撰文悼念在西元 755 年節度使安祿山
於範陽起兵發生暴動時，在「安史之亂」中因報效國家，為叛軍所害的姪子顏季
明而寫的一篇祭文草稿，此稿是顏真卿悲痛義憤下，以行草書體寫成，通篇作品
在迅筆疾書的過程中，書家時而沈鬱痛楚，時而低回掩抑，在悲憤交雜情感下，
用筆縱橫揮灑，姿態橫生，不經意的表現出生動自然的自筆之妙。87馬宗霍於《書
林藻鑒》中引歐陽修《集古錄》曰：「魯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

87

參李怡：《書藝珍品賞析─晉隋唐五代系列－顏真卿》(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4 年 7 月)，頁
8。

95

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88讚賞其人品。顏真卿不僅是唐代的
中興大臣，更是一位剛正不阿、具崇高人格的書家。因為有這樣的歷史背，
〈祭姪
文稿〉在書家情感起伏迭蕩，自然奔騰中，也如同王羲之〈蘭亭序〉一樣成為一
篇不經意，而有自然生動之妙的書蹟。
篆籀兼具的顏體書法風格，在楷書的評論上向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蘇軾
評〈東方朔畫贊〉為魯公諸碑中「最為清雄」者，而向以率真豪邁不拘著稱的宋
代書家米芾，便直呼顏氏楷書不過：
「入俗品」而已。但行草書體則可謂眾口稱讚，
米芾評顏真卿〈爭座位帖〉為「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也。世
之顏行第一書也。」
〈寶章待訪錄〉
，89〈祭姪文稿〉在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歷代
評價更是直可與〈蘭亭序〉相互映輝。顏真卿書法最大的特色是在兼具篆籀古法
的基礎上，一任為之，鮮明大器的顏體書風，在王氏書風下，可說是一大突破，
尤其以行草書體寫成的稿書更能撼動人心。
《書藝珍品賞析‧顏真卿》一書中將顏真卿〈祭姪文稿〉依筆法、章法及墨
法歸納為三大特色：
(一)圓轉遒勁的篆籀中鋒筆法：
此稿厚重處渾樸蒼穆，如黃鐘大呂；細勁處筋骨凝練，如金風秋鷹；轉折
處，或化繁為簡、遒麗自然，或殺筆狠重，戛然而止；連綿處，筆圓意賅，
痛快淋漓，似大河直下，一瀉千里。 90
(二)開張自然的結體章法：
此稿一反「二王」茂密瘦長、秀逸嫵媚的風格，變為寬綽、自然疏朗的結
體，點畫外拓，弧形相向，顧盼呼應，形散而神斂。字間行氣，隨情而變，
不計工拙，無意尤佳，圈點塗改隨處可見，在不衫不履的揮寫中，生動多
變。 91
(三)渴澀生動的墨法：
此稿渴筆較多，且墨色濃重而枯澀，這與顏真卿書寫時所使用的工具有關，
這一墨法的藝術效果與顏真卿當時撕心裂肺的悲慟情感恰好達到了高度的

88

清‧馬宗霍輯：《書林藻鑒 書林記事》卷第八(文物出版社，1984 年 5 月)，頁 149。
參慶旭：〈行書中的折釵絕唱──顏真卿《祭姪文稿》〉(江蘇教育‧書法教育，2016 年 12 月)，
頁 28。
90
李怡：
《書藝珍品賞析‧晉隋唐五代系列－顏真卿》(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4 年 7 月)，頁 8。
91
同上注，頁 8。
89

96

和諧一致。 92
從結體上〈祭姪文稿〉兼具有楷、行、草三體，各體隨書者情感起伏而各體互見，
既融入了篆書和籀文的中鋒筆法，也摻雜了屋漏痕的穩重自然。在縱筆豪放，一
瀉千里之間，墨色亦因行筆的起伏停走，而有濃枯急澀之變化，其中刪改塗抹處，
更可見其書寫時情緒起伏轉折的心路歷程。〈祭姪文稿〉通篇文章措辭雖莊重嚴
正，卻流露至情至性的書家情感。
顏深受當年戰爭經歷的激動，既懷同仇敵愾之憤，又感家族巢傾卵覆之痛，
臨文時感情激昂悲壯，一發難收，且毫無拘謹地將長期積累的精湛技藝流
於筆端，有驚心動魄之氣，無矯揉造作之跡，真可謂初不用意，實為奇跡。93
書稿從開始書寫時由於情緒較為平穩，字體顯得較為工整，此有如顏體楷書風格，
而後隨著書者的情感起伏越為激烈，整幅作品呈現出由內斂的楷書筆法到情緒渲
瀉的行草運筆之急速奔放，書稿一氣呵成，可說是將書家悲憤之情表現得淋漓盡
致。此外顏體書風呈現出來的以藏鋒收筆及大小參差不拘文字，也形成整幅作品
「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透風」的自然而疏密不一書風特色，全幅作品提按之間，
呈出的是書家情感的自然流露及天真爛漫的自然之風格，也表現出渾厚遒勁，樸
拙自然的書法意趣。(圖 4-9)其間可見的率意塗改及有所遺漏，更可見書家情之所
系的自然用筆，蘇軾說顏魯公「信手自然，動有姿態」〈題魯公書草〉，並推崇顏
書曰：
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
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 (書唐氏六家書法後) 94
蘇軾對於顏真卿書法的評價更奠定顏氏書體在書法史上的重要地位，顏真卿書法
剛勁鏗鏘，可說是一洗六朝書風，在二王法體之外別具其趣，將顏書藝術成就推
至極高點。
〈祭姪文稿〉在顏真卿特有的筆墨交相映襯下，形成虛實、輕重及黑白
之間的節奏變化，再加上草稿特有的率意所造成的用筆「不拘小節」
，和結體的偏
於鬆散，形成了顏體稿書的自然風格。此作品也獲得歷代書家的高度評價，元代
書家鮮於樞即將此作品與王羲之〈蘭亭序〉相媲美，並稱其為「天下第二行書」。

92

李怡：
《書藝珍品賞析‧晉隋唐五代系列－顏真卿》(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4 年 7 月)，頁 9。
金開誠、王嶽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 版)，
頁 150。
94
宋‧蘇軾：〈書唐氏六家書法後〉，收錄於《蘇東坡全集》(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9 月)，
頁 305。
93

97

圖 4-9：唐‧顏真卿〈祭姪文稿〉局部，文中除了記載顏季明和其父杲卿勇敢抗
敵的經過，從字體大小、筆劃粗細及墨調濃淡的形式轉變，展現詩意與激情交雜
的戲劇張力。
圖文取自：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https://www.npm.gov.tw/zh-tw/)

三、蘇軾─黃州寒食帖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既是詩人同時也是書畫家，他的書法風格往往與他詩文的
相互映輝。蘇軾〈黃州寒食詩帖〉作於元豐五年，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此作為
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失敗後，被貶黃州第三年，於寒食節寫下的即興詩作：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
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脂雪，闇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
年，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竈
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裡。也擬哭塗
窮，死灰吹不起。 95
〈黃州寒食詩帖〉為蘇軾在寒食節中對於自身處境的感慨，藉由筆墨將思想感情
轉化為書法藝術的形式來表現，此書也是蘇軾一生中的行書代表作。
蘇軾論書，曾根據自己的書寫經驗提出了「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的重要理論，
通觀此書全帖，形式變化多樣、文字形態大小錯落、收放自如，線條的長短、粗
細可謂氣象萬千，其運筆自然，收筆蒼勁有力，通篇作品自然而無矯柔造作之姿，
表現出書家的無意之作。 從詩文的內容來看，此詩第一首藉海棠凋殘，感嘆年華
老去，天涯淪落，第二首則寫出書家當時的處境，想回歸故里，家鄉又在萬之遙。
95

宋‧蘇軾：〈寒食雨二首〉，收錄於《穌東坡全集》上(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9 月)，
頁 181。

98

從書法章法與筆意來看，起首兩行字形略小而疏，行筆緩而輕，第三行開始字形
漸大，自是寄情所在，到了第二首詩，情感漸次奔放，筆隨意轉，提按明顯，
「破
竈」與「塗窮」皆字體明顯加大感情激動自然流露，全篇寫來一氣呵成，收放自
如，書家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成就了此詩與書得千古流傳。 96(圖 4-10)

圖 4-10 北宋蘇軾〈黃州寒食詩帖〉局部。
取自渡邊隆男發行：《書跡名品叢刊﹝合訂版﹞》第十九卷(北京：株式會社二玄
社，2001 年 1 月)，頁 73。

蘇軾為人正直、性曠達，才華橫溢，詩詞文賦之外，對書畫也很擅長，他重在以
書寫"意"，寄情於"信手"所書之點畫。蘇軾在中國文壇上詩、詞、散文等均成就非
凡，在〈荅謝民師書〉一文中蘇軾尤強調文理之自然。在文學創作經驗上，蘇軾
自評曰：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
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
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97〈蘇軾‧自評文〉
“隨物賦形＂意指按照事物的自然形貌來創作，這是蘇軾在文學創作觀，在書法
上蘇軾也是將這種平淡自然思維充分反映在他的書法創作理論觀上：
筆墨之跡，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茍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
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弈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

參盧廷清：《書藝珍品賞析‧兩宋系列－蘇軾》（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4 年 7 月）
，頁 14。
宋‧蘇軾：〈自評文〉，收錄於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文集十)(石
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 1 版)，頁 7422。

96
97

99

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98〈蘇軾‧題筆陣圖〉
筆墨之跡除作為文人自樂及遣興抒懷，也提供了宋代淡的書風發展的契機。蘇軾
作書主張「無意於佳乃佳」，〈黃州寒食詩帖〉正是蘇軾無意為書的思想的經典作
品。蘇軾除詩文上的成就外，在書法、繪畫等藝術領域上更是獨領時代之風，其
書法思想不僅能左右當時書壇的創意風氣，更是影響後世書家書法深遠，宋代「尚
意」書風可說是以蘇軾做為代表，其書法藝術上「自出新意、不踐古人」可說是
成就了宋代書法的新面貌，蘇軾曰：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此自然天趣，更使其
書作散發出天真自然的形質美與神韻美，值得後學細心品賞。
〈黃州寒食詩帖〉字裡行間隨著文詞不同的情緒波動，有所節奏變化。就行草書
言，字形可大可小，較有自由變化，
〈黃州寒食詩帖〉為蘇軾行草書體的代表之作，
其自謂字體「短長肥脊各有態」
，在這卷書法裏字體的大小組合，揖讓進退，乃至
於如「年、中、葦、紙」諸字，最後一筆直下成一長豎，在布白與行氣以至於整
篇的章法形成一特殊行間布白。99〈黃州寒食詩帖〉為蘇軾在受挫於現實困境中，
仍能秉持其追求純粹自我的率真自然之作品，此自然之風也是蘇軾文學作品之風
格。蘇軾在書法上秉持的是相容態度，他強調書法風格的多樣性，如對杜甫「書
貴瘦硬」的審美觀，即提出異議認為「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蘇軾‧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他講求書法自然「無法」，這種風格可說是宋代書兼容禪意
書風的尚意風格之代表。元朝書法家鮮于樞譽〈黃州寒食詩帖〉為繼〈蘭亭集序〉、
〈祭姪文稿〉之後的「天下第三行書」。
中國古典書法中的每一件書法作品，都有著它的值得後人賞評的歷史淵源或
故事背景，三大行書在它的歷史背景下的共同特性，即無一不是稿草，此無心之
創作也使三帖得以自然而任情恣性地揮灑，在無意為書的情形下，達到最佳創作
效果。

98

宋‧蘇軾：〈題筆陣圖〉，收錄於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文集十)(石
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6 月，第 1 版)，頁 7764。
99
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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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然在書藝上的審美價值

漢代書論家蔡邕在〈筆論〉中論及書法藝術的抒情本質時，強調情、性、懷
抱在書法創作中的重要價值，書法在作為視覺藝術上，因筆墨線條具有音樂般的
律動感，而成為一門抒情寫意的藝術。書法所以能成為一種藝術，主要因素來自
於它是以象形文字作為起始的，此外它特殊的書寫工具，提供了文字從模寫形象
裏的文到孳乳浸多的字體裏，得以鋪毫抽鋒極富彈性，因此變化無窮裏，造就它
特殊的藝術風格。
中國傳統文化對文學及藝術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儒、道二家思想，中國文化
的主流以儒家思想為代表，在儒家孔子對文學應具「興、觀、群、怨」標準下，
賦予文人強烈的道德性格，把美和善兩個觀念相互統合，影響了歷代文人在藝術
上的成就，因此儒家講君子以自強不息，講文以載道。在受儒家「中庸」思想的
啟發下，文學之美講求中和及理性，而反對個人情感的過度渲洩，因此文學作品
在抒情寫意上，總帶著含蓄而委婉，溫柔而敦厚，做到孔子所說的「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
，的中和之美。在以文字作為載體的前提下，書法與文學必然形成密不
可分的關係，因此歷代著名書家往往也都是文學大家，文人對自然意境的追求也
形成書文自然審美的相互輝映。

第一節

書文互成的自然意趣

文學上的演變，往往也是美學上的演變過程，魏晉時期人們反對傳統禮教束
縛，著重在追求個人自由的表現開始，發乎自然已成為文學及美學上的重要藝術
價值，如鍾嶸於〈詩品〉中即曰：
「文多拘忌，傷其真美」1，又曰「自然英旨，罕
值其人」 2，詩歌倘若繁瑣拘束，自是有損作品的自然真美，魏晉時期中國文學如
此，書法亦是如此，中國書法所以特殊，除了它的外在形式外，更著重的是它內
容情感的自然表現。

一、文人自然意境的追求
詩經為中國早期詩歌創作，它主要在通過比興手法反映當時人民的生活和思
想情感，不但具備史料價值的研究，更是中國藝術審美發展的前身，詩經中的比
興手法，即是詩與自然的結合，雖這種文學與自然結合在魏晉以前，都尚在不自
覺的過程中進行，卻已提供中國藝術審美發展的一個方向，直至魏晉時期，動亂
1
2

曹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452。
同上注，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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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與寧靜而豐富的自然成了鮮明的對比，文人名士在對政治紛爭的無力下，
將自己的心境寄託於自然之中，徐復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中國畫與詩的融
合》一文中說的：
魏晉以前，在文學中的自然，只是偶然相遇，旋綰旋開的關係。人並不曾
著意去追尋自然；也不曾把人生的意義要安放於自然之上，此時自然在文
學中的地位，畢竟是處於消極地狀態。到了魏晉時代，人開始在文學中主
動地追尋自然，並且要在自然中安放人生的價值。」 3
文人與自然的關係從無意識的與自然相遇，到將人生寄託於自然情境，這種轉變
對同屬中國古代藝術的書法也自然是無獨有偶的。中國文學與書法二者乃相與生
成，互為表裏，事實上中國古代社會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是以詩書禮樂作為根
基，其中又以禮、樂成為中國文化的二大砥柱，二者在潛移默化中，貫注到社會
生活上，形成一個端莊儒雅有別於西方的文化，這種文化涵養表現在藝術上，著
重對稱、整齊、諧和之美，但這種發展實際上卻是有所偏頗的。
東漢末年，漢室衰微後，儒家亦因失去政治力量的支持而衰落，儒家的衰退
給了中國文化一個緩和與檢討的空間。儒家沒落起而代之的是主張自由自在，反
對人為束縛的老莊哲學興起，在此風潮的影響下由諷喻而走向個人特色的文學形
色彩形成，如代表著東漢後期成熟的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一時之作，所寫情景
亦不一致，但多質樸自然，含蘊溫厚。

二、文人自然風格建構對書畫的影響
東漢末年由於政治上的腐敗，人民飽受爭戰流離之苦，長期以來居於主流地
位的儒家思想，受到時代動亂的衝擊而地位動搖，在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同時，取
而代之的是以探討人生意義和重建封建統治論為目的的玄學思想開始盛行，玄學
思想興起除學術上的自身發展外，更受魏晉時期長期以來政治、經濟上的不安定
影響，一種不拘禮法超越世俗的，一味追求虛靜、淡泊、自然的玄學思想蔚為風
尚，士人所崇尚的老莊思想，也提供了玄學取代經學，承續儒、道二家的發展契
機。而在沒有過多禮法拘束下，人們思想變得自由而開放，形成一種新的人生觀
和文化觀，反應在文藝上並非消極以對，而是一種新的契機，這種新的契機就是
人的覺醒，這種覺醒所帶來的正面能量，正如現代美學大師李澤厚先生所說的：
《十九首》
、建安風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淵明的自挽歌，對人生、生死的悲

3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10 月，第 8 版），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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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並不使人心衰氣喪，相反，獲得的恰好是一種具有一定深度的積極感情 4
同屬來自文人創作的書畫，自是參與也構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宗先生在〈中
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一文中說道：
中國的書法本是一種類似音樂或舞蹈的節奏藝術。它具有形線之美，有情
感與人格的表現。它不是摹繪實物，卻又不完全抽象，如西洋字母而保有
暗示實物和生命的姿式。中國音樂衰落，而書法卻代替了它成為一種表達
最高意境與情操的民族藝術。 5
書法用形與線建構出屬於它的節奏藝術，這是中國特有的，宗白華對中國書法藝
術的生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形成因素，即書法因為它不是摹繪實物，卻又不完全
抽象，中國畫中的空間意識即是書法特有的藝術空間表現，而事實上書畫同源這
樣的論點，在中國古代書論中早已被大多數的書家所認同，如唐代張彥遠即曰：
「書
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6
書畫同源一般指書法藝術與繪畫藝術均發展於觀察天地萬物的最初的卦象，南
宋‧鄭樵(1104 年-1162 年)說：
序曰：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畫取多書取少。 7 (《通志》卷三十
一)
書與畫同出於自然物象，在自然的基礎下，畫取其形而書取其意，二者可說是同
源而分流，但在以「以形寫神」的境界上，書與畫是統一的，這也是構成書畫在
審美創造上的相互融合。中國書畫歷經文人審美自覺發展，到了北宋時期，以蘇
軾、米芙、黃庭堅為代表的文人書畫興起，如張彥遠所說「工畫者多善書」及「書
畫用筆同法」。熊秉明說：
藝術到了最高境地，不是人格的完成，而是人性溶入自然性，人天相泯，
所以在書法上講「自然」
、
「天然」
、
「同自然之妙有」
，用比喻來描述，即所
謂「芙蓉出水」、「舞女低腰，仙人嘯樹」、「野竹過雨，輕燕側風」、「白雲
出岫，舒卷自如」。 8

4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三民書局，2012 年 1 月二版），頁 98。
宗白華：〈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6 年 12 月，第 1 版)，頁 143。
6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 年，北京新一版)，頁 8。
7
南宋‧鄭樵：《通志 1》卷三十一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2 版)，頁 488。
8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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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在審美思維的建構上，講「虛靜」
、講「空靈」、講「簡澹」
，這些來自於老莊
哲學思相的自然審美元素，在善擅畫者大多為善書者的情形下，也構成書畫兩者
在藝術上分流發展之後，又起了相互滲透與影響，這也是郭熙 9說：「人之學畫，
無異學書」(《林泉高致‧序》)的主要論述。中國文字在造字上，主要是以自然界
的萬物做為它的本源及取法依據，但它並是只在對自然界萬物做出簡單的模仿，
而是在取象意識中，設定了意象論這一哲學前提，從而避免了心物二分。10如現代
著名畫家徐悲鴻先生在他收藏的六朝殘拓題跋中寫道：
中國書法造端象形，與畫同源，故有美觀。演進而簡，其性不失。厥後變
成抽象之體，遂有如音樂之美。點畫使轉，幾同金石鏗鏘。人同此心，會
心千古。抒情悉達，不減晤談。 11
這是書法歷經千年演進而不變的審美精髓，中國書法與畫同源，卻能成為一門獨
特的藝術，主要在於它的形式是漢字作為表現，除得力於漢字賦予其獨特的抽象
性審美特徵外，更在於它作為本體語言的記載而成為獨特且具抒情功能的藝術。
日本書法理論家‧伊福部隆彥說：
從漢字書法的構成來看，它不只是具備視覺藝術的要素，而且還具備思想
藝術的要素。這一點與繪畫、雕刻是不同的。在繪畫和雕刻上，儘管繪畫
是平面的，雕刻是立體的，兩者不同，但都屬視覺藝術。……漢字書法的
藝術特性，既具有由運筆而產生的點、線流動的造型美，同時又具有依據
文字詞句加以表達的象徵性的概念美，兩者之高度的協調產生書法美。 12
書法在參與文字記載的過程中，除具備自有的藝術形式，也具備文字思想要素，
相較於同樣具有著空間藝術的繪畫，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的書法，在作為文字內
容記載同時，也將這來自文字內容的情感，自然而然的挹注在書藝創作之中，這
也是書法與其他藝術最大的差異。
書法一度因不在西方美學的藝術分類範圍內，而被認為似乎非屬藝術的範
疇，但相較於具時間藝術的文學及具空間藝術的繪畫，書法更是兼具時間與空間
二者的特性，在與文學的關係上，更是形成一種互為表裏的文化素養。書法雖不
能像文章那直接闡述義理或表達情緒，而只能根據自己的書寫特性作為文字的表
現方式，但其與文學的密切關係，形成一種自然而相互滲透的藝術繫連，書法也
9

郭熙（約 1000 年－約 1087 年後），字淳夫，世稱郭河陽，為北宋著名畫家、繪畫理論家，河陽
溫縣（今河南溫縣）人，享年 80 歲以上。(引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tw/9郭熙)
10
姜壽田：《中國書法理論史》(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6。
11
轉引自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年 8 月，第 1 版），頁 426。(見《美
術研究)1982 年第 4 期。)
12
同上注，頁 363-364。

104

因而被視為中國特有的視覺藝術。

三、從文學自然到書法的自然意境
自然是一種相對於人為的概念，魏晉時期老莊思想結合儒學形成為一種特殊
的玄學風潮，自然也成為藝術的最高評價標準，對中國文人影響不僅表現在文學
著作，也表現在樂、畫及書家作品及其論述之中，在中國文學、美學及藝術史上，
皆表現出無可取代的地位。
(一)文學自然審美意識表現
文學上「自然」意涵大約是指詩歌、文學創作不刻意做過多的堆砌及典故，
詩經是中國最古老的詩歌集(距今 2500 年-3000 餘年)，詩經中的許多詩篇均表現著
人與自然合的和諧相處，從早期詩經作品來看，
《詩經「國風」部分採自民間歌謠，
真實反映當時社會低層生活，因為他們的地位不高，只是對於當時的社會現象心
有所感，也沒有世俗名節高譽的束縛，只是抒發個人的感情，所以能夠呈現詩歌
的樸實、自然風貌，並對後世文學作品產生重要的影響。詩經作品自然思想早已
多處端倪可見，詩經《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
方。」蒹葭一詩中呈現出人與物的相互融和，「自然」意境在此詩中已可見端倪，
表現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
魏晉時期，在反對禮教束縛下，
「發乎自然」任情率真成為藝術創作的審美原
則。追求個人自由，要求率真自然成為一種風氣，
「自然」表現在文學藝術上大約
是指作品的情真景實，清新自然而無矯揉造作之跡。唐朝詩人李白以：
「自從建安
來，綺麗不足珍」《全唐詩卷 161》，要求詩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全唐
詩卷 170》糾正齊、梁以來的綺靡文風。 13自然之美正如蘇軾所說「大略如行雲流
水」
，即文學作品得以直書胸臆，不必施加人為修飾，能妙然天成意韻無窮；或雖
重視人工的提煉，但最終必達於不見雕琢痕跡，自然是中國文學價值的依據更是
中國書法審美的重要範疇。
(二) 書文相互依存的情感交融
唐‧書論大家張懷瓘曰：
「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徴，期合乎道，故
14
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 書法可說是源自文學上的書學，「書」一開始也就是
文字，它以象形為基礎做為記錄語言及思想的載體工具，在漫長的歲月下逐漸分
化出文飾上的審美功能，與文學在關係上可以說是相互依存，也有著相對獨立的
價值 15，書法因作為文學的載體而得實現其藝術性，有了文學的內容映托使書法
能有別於其他藝術，在審美層次上更為豐富，從另一方面因為有書法藝術的實現，
13

顧俊發行：《中國古代美學範疇》(臺北：木鐸出版社，1987 年 7 月初版)，308 頁。
唐‧張懷瓘：〈書斷〉，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40-141。
15
參章利國：〈從線構視知到模糊意象－試論書法藝術審美特徵〉，收錄於《二十世紀書法研究
叢書‧審美語境篇》(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 1 月)，頁 24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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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將文學作品廣為流傳。 16如王羲之於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即曰：「因寄所
託」；「取諸懷抱」
，既寓文意，亦寓書旨。宋、元時期，書法與詩文、繪畫等更成
為士人必須有的修養，一個詩文作家可能同時也是書家和畫家。張彥遠於「歷代
名畫記」即引陸機之言曰：「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
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17說明藝術在教育上得與一般文學功能並舉，書法的原
始功能在用以寫字記事，透過寫的過程而記錄文字的意涵。但到了文人筆下，書
法逐漸成為抒發情感的工具，並與文學形成一種相互滲透與影響。
(三) 文學比興到書法的感悟而動
「興」自古即為中國文學創作所應用，可說是中國古典美學與藝術生命的重
要元素，從早期《詩經》以自然起興，到《楚辭》的香草美人，詩人即擅長“由
物而興＂的表現方式，中國文人在對政治的失意下，往往自我放逐徘徊、寄情於
山水自然之間，其間的詩文創作，常可窺見文人對自然的喜好與寄與，
《詩》的“興
＂大都表現在風俗人情與政教得失上。文人對自然景物的吟詠鋪陳，奠定自然在
文學上的價值，只是這些大都在尚未出於自覺的情況下完成。
東漢末年，隋著傳統社會與政教的瓦解， 文人在社會的淪落與失意中，自我
意識逐漸覺醒，到了魏晉六朝，政治的分裂釀成社會秩序瓦解，舊禮教受到了挑
戰，這種背景下，促使文人思想和信仰解除束拘，也為中國各項藝術發展起了一
個新的契機。如宗白華先生於〈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所說的：
「晉
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18，詩畫如此，因而有了陶淵明、謝
靈運的永雋山水詩作。有感社會黑暗與世道的不公，這種對藝術生命表現有著重
大影響的自我覺醒更為鮮明，於是在對社會的腐敗與與黑暗進行批評與抨擊中，
同時也流露出對人生虛無的感歎，及時行樂開始追求各體的自由，形成自我意識
覺醒，文學藝術脫離了兩漢時期皇統制的專制及意識形態的約束，
「興」的審美範
疇不再只是附著於政教與倫理道德，而是以超越對政教意義，以一種充滿自然表
現力的方式，豐富了藝術審美的內涵，成為人們情感寄託與渲洩的重要表現方式，
文人賞遊山水，借助於自然景物與社會人事的種種感受而興發抒懷，詠物寄情。19
此時期的中國書法亦隨著文人思想上的自覺而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文學比興
的表現方式，亦成為書法審美的重要表現，書也和詩一樣，對於現實的反映，對
於自然的表現，是感悟而動的，此即孫過庭的「取會風騷」之意，也因此而有了
王羲之在〈蘭亭序〉中的：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賞遊與感歎，書法
自書聖王羲之開始樹立了美的典範。

16

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年 8 月，第 1 版），頁 362。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 年，北京新一版)，頁 11。
18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73。
19
參袁濟喜：《興：藝術生命的啟動》(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 年 9 月，第 1 版)，頁
36-3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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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法到無法的審美移轉

藝術創作都有它的共通規律及既定格式，書法作為中國傳統藝術，當然也有
著它要遵守的格律與制約，如書法的格局大小、字體比例等都是前人長期的經驗
及積累，成為後人的修習的功夫。
書法受字形結體的制約，不受外物形狀的制約，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它遵
守視覺形式的規律(如對稱、比例等)更加直接，但其變化則不受外物的形
象的決定，而是按照一定的韻律表達思想和感情。 20
從法度上，書法雖受字形結體的制約，卻能在老莊自然思想的啟發下，達到
遵守文字元號外部形體結構的既定格律及時間上的不可重複性，又能於不變中求
其萬變，爭脫既有的法度及紙張書寫的有限空間，而成為少數可同時兼具思想表
達及情感渲洩的時間與空間藝術。

一、唐人典則
魏晉六朝受惠於亂世衝擊，文人思想得到進一步的解放而發展，可說是玄學
最為盛行的時期，此時期從道家無為之道的精神境界所衍生出來的自然觀，仍具
有著倫理規範中的和諧與規律的概念，書法美學風格也在自然與法度之間依其規
律。南朝齊、梁間最有成就的書論家王僧虔(426-485)於《論書》一文曰：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雲：「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21
天然與工夫成為書法藝術的兩大基本要求，它們難以孤立存在，又難以完全統一，
有的人講究工夫，重視法度，有的人講求天然不重工夫，致心手相乖。 書以天然
為美，實與老莊尚自然思想遙想呼應，宗白華說：
晉人風神瀟灑，不滯于物，這優美的自由的心靈找到一種最適宜於表現他
自己的藝術，這就是書法中的行草。行草藝術純系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
全在於下筆時點畫自如，一點一指皆有情趣，從頭至尾，一氣呵成，如天
馬行空，遊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於虛。這種超妙的藝術，只

20

葉秀山：《說『寫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年 4 月，第 1 版)，頁 65。
劉宋‧王僧虔：〈論書〉
，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5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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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晉人蕭散超脫的心靈，才能心手相應，登峰造極。 22
書法發展到了唐代可說是到達崇尚法度的巔峰，唐朝盛世迥然有別於晉代歷史背
景，文學上律詩在這時期形成，唐律具有著嚴謹的形式。書法上楷書也在這時期
達到最後的定形，且成為後世的範式，從此中國文字進入成熟期，不再演化新的
字體 23。唐代書法在中國歷史地位稱得上是鼎盛輝煌，不論是真、草、隸、篆均
能各體發達，但書法藝術正如唐代的詩歌一樣，在創作實踐上的一個特點是，遵
循嚴謹的法度。唐朝國力鼎盛唐太宗崇尚儒學，自是強調書法中的教化功能，在
太宗提倡下，書法成為唐科舉取士的重要條件，不擅正書難入仕途，在以儒學為
正統的倫理秩序上，唐太宗以王羲之書法為盡善盡美的學習典範，但在法度之外
的書法創作過程中，太宗亦推崇書家的自然運作：
故其始學，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
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粗而能銳，細而能壯，長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24
（《全唐文》卷十）
唐代是一個非常崇尚道家境界美也非常強調「法度」的重要性，
「法」也成了唐代
書風的代表，書法之所以為法，是因為它特別講究學習過程及從學習中的體驗工
夫，在書法入門學習過程中，如孫過庭在書法理論中所揭示的：「至如初學分佈，
但求平正」
、
「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初學書法大都借由「臨帖」的
過程，學習提、按、撇、捺之運筆方式及點畫之間的平正分佈，這些可說是學習
書法基本工夫。書法的學習過程中如果沒有經過不斷的練習，是很難從中得其技
法的，不得技法或無法在技法上靈活應用，是難以達到一定的境界。清‧劉熙載
在《書概》中引《金石略序》說: 「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
可見唐人之典則。」 25唐代書法：
與晉人相比，又自有相對統一的地方，即由晉人通脫襟抱的自然流露書，
轉為在端麗竣整的法度中求風神，卻亦能於法度中求風神飄灑與典雅壯
大。 26

22

宗白華：
〈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
，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71。
23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37。
24
周紹良主編：《全唐書新編》第 1 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33。
25
清‧劉熙載：《藝概》(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 9 月 15 日)，頁 159。
26
汪湧豪：《風骨的意味》(中國美學範疇叢書之六)(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
1 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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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取得一定成績的唐朝，
「尚法」只是書法的整體發展中
的一種表現方式，它只具備書法本體發展的局部理論價值，無法達到完全自由和
自在的創作活動。對於「法」的論述中唐書家徐浩(703-782)在《論書》中對此作
了充分的發揮。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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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其大經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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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則其大較矣。 27
此審論述詳細地剖析了字的疏密、大小、肥瘦、捷徐、平側之道，對於「法」的
實踐可說是森嚴完備，已達法度巔峰，但唐代書法在著重法度規矩下，卻能各具
風格不至於拘法失意，讓楷書書體的美學特質發揮到極致，這有一部分書法總體
審美傾向的哲學基礎，在深受二王書法影響下，唐代書法。此外草書的崛起，中
唐時期張旭、懷素在法度之外發揚二王今草「縱引」的筆勢，以連綿之筆作草書，
形成一種新的草書體式，名曰「狂草」
，其連綿回繞、變化萬千的筆勢，形成唐楷
之外的另一巔峰之作，法的講究與情的宣洩，也成為唐代書法的風格。

二、從有法到無法的轉換
藝術發展脈絡係延續著前朝思想體系，唐太宗李世民倡導儒家思想，在藝術
美學上卻也仍不免受道家思想影響，其《筆法訣》中指出：
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
字則攲斜；志氣不和，書必顛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攲，滿則覆，中
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 28
在這一段論述中，太宗在儒家「和」的基礎上，融入了玄妙與沖和的概念認為心
正氣和，則契於玄妙，而正者，即沖和之謂，玄妙與沖和正是道家重要美學思想，
玄妙二字出於《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在歷經唐朝盛世之後，篆、隸、楷、行、草各體已臻完備，此後的文字也從
實用性文字漸走向書法內部的自然發展。唐初諸家尚法，著重追求平衡、理性及
有秩序的美，這種審美風格也形成束縳個人情感及自由創造，在經過法的登峰造
極之後，到了宋代文人書法興起，書法的發展出現對唐風的反動，他們著力於擺
脫而自由抒情，如蘇軾的「我書意造本無法」
，到了南宋薑夔更提出「唐人應規入

27

唐‧徐浩：《論書》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252。
唐‧李世民：〈筆法訣〉，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頁
105-10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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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無復晉人飄逸之致」的尚意書風 29，此後書法更以一種代表文人精神的方式
展現，不僅結合詩、詞更與文人山水畫結合，書家藉由平淡寫意書法的形式，作
為抒發個人情性，宋代書法最大的特色是書法逐漸走向與文學合流階段，形成著
重學識的書卷的文人風氣，書法文字也成為抒發個人情性及賞玩的藝術。
書法雖以線條為構成元素，卻帶著一種抽象的藝術性，如「坼壁」與「屋漏
痕」在書藝上的比擬均指書家自然筆意，即使經過「法」的經營佈置，終能以一
種自然的現象呈現，表現出書法自然之美。此外而作品質感風格，更決定書法的
藝術境界，書法發展，從尚意到尚態即以質感為美，充分表現出各期書法創作風
格及藝術態度。蘇軾在自論書法的創作過程中亦曰：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若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 30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又嘗語舒堯父曰：「作字之法，識淺、
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 31
無法之法即是書法自然之美的最高體現，也是書家思想上情感意境的追求，蘇軾
生於憂患之中，政治上他持守儒家思想，然而老莊的「自然」、「無為」思想，更
影響他在困頓中亦能處之泰然，在貶謫黃州期間，蘇軾曰：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
32
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定風波〉，詩文中蘇軾以自然現象寫出他人生哲理，
使詩文於簡樸中更見深意。書法上蘇軾《黃州寒食詩帖》的筆墨作品，即是「自
然之美」的最高體現，與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姪稿》並稱作「天下三大
行書」，其最大特色，即是作品中毫無矯揉造作的真情流露。
這種無法之法也是宋人論書的共通特點，都重視書法創作中的主觀因素，即
「意」的表現，歐陽修提倡學書為樂，重在自然興會，以為書宜出自胸臆，真實
地表現書家人格。蘇軾以「意造無法」要求作書須能「寓意」以「意」為書法創
作之靈魂。黃庭堅亦強調「得妙於心」認為一切成功的筆法都有一種共同之處，
就是擺脫掉矯揉造作的人工雕鑿，而進入一種沉潛於藝術內部而完全忘掉個人存
在的境界。這就是心不知手，手不知心，就像張旭、顏真卿、王羲之都達到了這
種境界。
唐代書法在尚法的階段將書法推向書藝術造形之高峰及文字的成熟期，但也
為書法走向自然平正的藝術境界奠定基礎，此後文人書法的興起即在唐代法的奠
基下將書法推向另一個平淡自然的審美境界。

29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39。
宋‧蘇軾：〈和子由論書〉，收錄於《穌東坡全集》上(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9 月)，
頁 42。
31
引自清‧馬宗霍：《書林藻鑑》卷第九（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 5 月新一版），頁 213。
32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2 年 9 月，第 1 版)，頁 35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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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書藝審美上的終極價值

藝術的美學並不是只靠哲學推理與演繹來完成的，哲學主要是用理性來認識
與思考，它是抽象的、純粹概念符號的，著眼於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思辨，而藝術
主要是用情感來認識這個世界，它是具體而感性，不是理論與抽象，是生動的形
式與關係，不是概念與邏輯的思辨關係。33當代學者劉正成先生於《書法藝術概論》
中提出「藝術的終極價值─唯情而已」的主張時說：
「情感表達的飽滿度是決定藝
術作品好壞的重要因素，甚至是終極因素。如果情感不飽滿，藝術的穿透力就不
強。」34，藝術的最高價值，實來自於它那一份具有著穿透力的生命情感，這種生
命情感早在先秦詩歌即已形成，孔子曰：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35
《論語陽貨》，這一個「怨」字也是《詩經》與《離騷》的寫意主題，正是感發於
詩歌作者真摰的情感。
一、取會風騷之意
藝術的最高境界，來自於它的哲理化，更來自於它生命的呈現，在藝術創作
過程中，有些藝術家偏重客觀物家模仿表現，有些偏重主觀情感的自然表達。
《詩
經》可說是中國美學思想始源，歐陽脩在探究《詩》之本意言道「詩之作也，觸
事感物」
。詩經作品可反應出詩人內心情感，具言情達性功能。古詩十九首上承詩
經，鍾嶸評論：
「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36（《詩品》）
，
即使流傳千年，依然膾炙人口。綜歷代詩歌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所以感人，
往往不在作品本身的詞句是否優美，章法是否得宜，而是來自作品本身蘊涵的情
感，賦予作品生命力，如宗白華先生說：
藝術意境的創成，既須得屈原的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的超曠空靈。纏綿
悱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萬物的核心，所謂“得其環中＂。超曠空靈，
才能如鏡中月，水中花，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所謂“超以象外＂。 37
書法藝術在「超以象外」下，不僅表現形式的美，更與文人情感相互呼應，如王
羲之的〈蘭亭序〉雖在記敘行樂，也不免流露出偏安江左的悲觀情懷，突顯出文
學內容的美。初唐之時唐代書家孫過庭在書法理論上，即已先於前人細微觀察到
33

參金開誠、王嶽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 版)，
頁 103。
34
劉正成《書法藝術概論》(北京：北大學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頁 113。
35
楊伯俊：《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 年 12 月，第 2 版)，頁 185。
36
曹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91。
37
宗白華：〈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增訂稿)，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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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作品中流露之情感，而提出了書法的抒情寫意之道「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
意」，情動形言典出詩經‧毛詩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
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
舞之也。 38
孫過庭在〈書譜〉中論證書家情感時引據詩序中的情動形言，認為書道藝術與詩
歌具有著相同的功能，即二者都是感物而動，緣事而發，並取會國風、離騷，將
書法之意境與此二大文學巨著相比擬，將書法之藝術境界，視同文學之最高境界。
在書法表意上孫氏又曰：「書表情性，技進於道」 39的主張：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
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
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 40
在此孫氏將「詩以言志」的情感，擴大到書法上的實現，並綜合出書法體式篆、
隸、草、章都能達到形神間的一種微妙變化及結合，孫氏更引王羲之書法為例，
論述其「達其情性。形其哀樂」之觀點，總結了書法古典的形質之美：
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
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
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緩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 41
孫過庭以王羲之書法為範例舉出書家在創作時，不同時空下所呈現出不同情感，
賦予作品生命。王羲之「樂毅論」、「畫讚」、「黃庭經」、「太師箴」等作品，都充
分表露出書家當下情感意境，孫氏認為王書所以成為書法大宗，主要是由於他在
書法點畫之間的「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書情表意，取法的是《詩經》
、
《離
騷》中「詩以言志」的作用。42書情表意也是書家情感之呈現，書家在創作過程中，
往往不自覺的將自身情感溶入書中，呈現出有如文學作品中的情感表達，相較於
文學以作品內容傳達情感，書法則是更直接的透過文字感染讀者。

38
39
40
41
42

胡樸安：《詩經學》（高雄：啟聖圖書，1974 年 9 月，再版），頁 9。
參考王仁鈞：《書譜導讀》（臺北：蕙風堂筆墨公司，2007 年 9 月，二版），頁 11。
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箋證》（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頁 41-43。
同上注，頁 90。
陳廷祐：《書法美學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 5 月，第 1 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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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的移情現象
從審美的角度上言，
「移情」簡單的說，即是將抽象事物透過具體事物加以轉
化，朱光潛先生在《談美》一書中對於移情作用的解釋是：
「它不僅把我的性格和
情感移注於物，同時也把物的姿態吸收於我。」43自古中國文人即善用移情現象。
中國文人很早就從觀察自然而領悟到美感的運用，在各種形式藝術中，如音樂、
繪畫及大量詩歌文學等，無不以追求自然意境做為審美的最高境界，其中大量山
水、田園等的文學創作最能反應出文人困頓中自然意境的追求，文人在現實與社
會的不斷衝突與激發下，往往出仕而不得志，非理性的精神寄託與移情現象，卻
創作出藝術表現的活力，從主體審美注意與情趣由宏壯的漢賦、抽象的玄理轉向
自然山川林壑 44。晉‧陶淵明在田園詩《歸去來兮辭》中說「質性自然，非矯勵
所得」陶詩風格，充份展現詩人隱逸之情，陶詩「自然」一詞，道出了魏晉時期
自然思想對文人的衝擊。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高藝術意境之書法，其抒情性一般來是較少被提出來
討論的，抒情性一詞原指詩歌典藉等文學作品中所呈出來的情感，書法再透過記
載文學作品的同時，自也不自覺的汲取其抒情性，將文書的真誠情感溶入其書筆
之中，使情成為書家的筆墨意蘊一部分，書法為法，因此當然要講法，但從有法
到無法的法境界，往往也是書家情感最真摰的表達。

三、表意與抒情
書法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浸潤下，不僅表現出書法線條中的形式美，更著
重表現在書家內在「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孫過庭〈書譜〉)的情感表達之美，
呈現出高度的哲理思想。如王嶽川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中說：
中國書法藝術精神是中國人文精神的重要維度。書法是一種超越表像模擬
而直指心性的藝術，在意象的抽象線條中展現出人的胸襟懷抱。 45
書法直指心意，在具有著形、質、理、意、韻、態、勢等美學特性於一爐的審美
表現上，書法把自然具象之物加以抽象化。此藝術特質得益於東方民族特有的生
活氛圍和思維習慣，更得益於民族傳統哲學的滋養。而以老莊衍生出的道家學派
更是強調這種直覺思維 46。受哲學思想影響藝術上相對於西方著重現實的呈現，
43

朱光潛：《談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12 年 11 月，第 1 版)，頁 137。
參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7 月)，頁 109。
45
金開誠、王嶽川主編：《中國書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 版)，
頁 13。
44

參杜道明：
〈道家的審美直覺論〉
，收錄於周來祥主編，
《東方審美文化研究》第一輯（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1 版）
，頁 9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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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特質主要以言志、緣情做為境界，書法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其社會性
的實用功能逐漸的縮減、淡化著，但它的社會性的審美功能卻逐漸加深著，
當社會上較普遍而自覺地表現出講求書法的審美功能，把握書法美本體規
律的取向時，中國書法也就進入“浸乎竟美”的階段了。 47
老莊道家思想在作為傳統哲學文化上，其地位雖不及儒家，但在作為藝術審美思
維上，它可說是將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儒家思想桎梧加以爭脫，將以長期儒家思
想為壟斷下的藝術困境加以諧和，比起儒家思想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尤
以書法藝術上的影響最是可見。
繼孫過庭之後，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評論張旭的草書時說：
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
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
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
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
世。 48
此論揭示草書可說是最具有抒情性的書體，在書寫的當下書家的心性與情志往往
呈現於書，這是不可重複製的，書家在借書法表現出自己的喜怒哀樂的同時，也
彰顯出書法在主觀情意與客觀物象之間互通的審美觀照。張旭在草書中將自身情
感投入書藝中，其狂草書法奇緃舒展，超妙入化，不但抒寫自己的情感，也表現
出自然界中各種變動的審美意象及自己對這些意象的情感移轉。自然界的形象在
張旭的書法裏不是事物的刻畫，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當代學者徐復觀徐先生說
中國以山水畫為中心的自然畫，仍玄學中的莊學的產物，自然由此時起，憑玄學
之助，便浸透於藝術的各方面。 49徐先生對中國藝術精神有著深入的研究，他主張
中國藝術精神主體的根源在老莊，尤其是莊子的道，落實在人生的實踐上，成為
崇高的藝術精神，書法的自然之美是老莊道家自然觀對藝術創作品評的滲透和影
響，在老莊的自然思想啟發下，
「樸素自然」成為審美的主要元素，合乎自然之道
也成為中國文化最高的審美境界。書法藝術可說是一種最富於於哲學意味的審美
表現，它除建立在老莊哲學觀念上，也建立的書家對自我的認識與體驗。

47

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年 8 月，第 1 版)，頁 58。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收錄於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 2 月，第 2 版)，頁 303。
49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 10 月，第 8 版)，頁 48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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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節

結論

穿透時代風格的自然意境

「意境」一詞始源於中國哲學思想，從《易傳》的「立象」、「盡意」莊子
提出：「言不盡意」之後，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盛行的「言意之辯」，王弼的「得
意忘象」之說。到唐代王昌齡在論詩時首次提出「意境」之說後，意境一詞也成
為中國書法藝術審美的語境之一。中國人對於「意境」之說強調的是情景交融，
這也是中西哲學思想最大差異，這種直覺思維可說是中國哲學和美學的一個顯著
特點。其中尤以書法意境更直接顯現中國哲學中的獨特美學思維。
書法由於它特有筆墨意趣，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從文字書寫到藝術自覺的
發展，這也意味著書法從主要以文字記載到藝術賞玩的醒覺，東漢以後記載書法
藝術的論述開始興起，這些豐富的論述除有理論專著外，亦散見在歷代文人的文
集、書畫作品中。雖然各個時代書法風格有所不同，但一個重要的審美元素，即
對自然精神的追求及表現，自古不移。中國文字從秦漢古樸書風之後，魏晉以尚
韻書風流傳後世，隋唐崇尚法度、宋元時期表現出意態書風，到了明清則以樸拙
稱趣，各個時代都發展了屬於它的文化風格。
熊秉明先生將歷代書論分成六個大系統，即喻物派、純造形派、緣情派、倫
理派、天然派、禪意派，但正如該書引言所說的：
中國人談藝術不大肯局限在一個邏輯推論裡，這是一個缺點，講問題往往
不透徹；但也是一個優點，因為看得比較周全。 1
熊秉明這一段話，事實上也是中西文化最大的差異處，西方文化著重邏輯推論，
即使論述美學也始終不背離邏輯推理，相較於西方，中國文化善用大的格局加以
涵概，詩學如此、文學如此、脫穎自深奧哲學基礎的中國書法更是如此。
晉唐時期以尺牘、手劄為書法的形式表現；明清時期大量立軸、屏聯等皆可
見時代的書風 2，但以自然為書法最高意境，此一表現方式無論是隱藏於內，還是
顯露在外，自古無不蘊涵於各家風格之中，為書家畢其一生的最高追求境界，而
在自然返樸歸真審美表現下，以醜為美、寧拙勿巧至今成為藝術審美的重要概念。
先秦以前人們對外在事物的認識一直帶有著感性的直觀和宗教迷信的色彩，
如《周易》以八卦排列來說明宇宙萬物的生存與變化，
《尚書‧洪範》以五行解釋
1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7。
參沈茹菘、潘德熙：〈從亳縣曹墓字磚窺測東漢書法之一斑〉收錄於《二十世紀書法研究叢書‧
歷史文脈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 1 月)，頁 2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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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狀態與發展變化，到了西漢時期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仁之美者，在於天，
天，仁也」(《春秋繁露‧卷第十一》)，認為萬物所以和諧相生，這完全是天意的
安排，因此自然美與藝術美也都是天意所生，此一論述反映出早期神學思想對美
學的滲透與影響 3。到了秦漢時期雖尚未進入對書法本體美的追求階段，但此時一
個重要的美學觀點，就是以書法體勢為「道合自然」
，此觀點傳最早為秦相李斯所
提出：「夫書之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眇邈不可得而聞矣。」 4又曰：「夫用
筆之法，先急回，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 5此論在當時可
說是文字走向藝術的重要論述，為書藝的自然概念起了開端，李斯也當然是中國
書法史上第一個可被稱為書法家者，李斯相傳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巡視天下書文刻
石，李斯所書〈嶧山碑〉是小篆中的經典，也是刻石中的傑作；
〈泰山刻石〉為秦
始皇立功德銘和二世詔書，傳亦李斯篆書，其結構特點可說是直接繼承了〈石鼓
文〉的簡化和方整，呈長方形，線條圓潤流暢，疏密勻稱，表現出外拙內巧書藝
技，可說是為後世書法藝術奠定了自然概念的豐富意涵，從書法的發展上來看，
熊秉明先生在《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中說：
這是書法第一次離開了竹帛，離開了銅器，成為巍然獨立的巨製，這一種
歷史紀念性的任務，在別的文化裡往往由雕刻(像希臘勝利女神)或建築(像
羅馬凱旋門)來完成的，在中國則用了書法。 6
李期刻文書字在當時主要目的在彰顯秦王朝稱霸天下的政治上意義，但從這些刻
石上也可見自古中西文化上的表現差異，中國的碑石文化大多以文字獨立完成，
而少見以圖象立石，如西臘的羅馬凱旋門等則以圖象做為表現方式。李斯之後中
國文字逐漸由篆書圖型字體走向隸楷的方型抽象字體，在文字演變過程中除解決
圖型字體書寫上的便利性外，在筆畫之間更兼顧到字型美感與流暢，漢字形體演
變既兼具此一考量，先天上已具有美的重要因素。李斯作〈倉頡篇〉七章除具有
著文字規範化的作用，更具有著高度的藝術價值。
秦代刻石在書法發展上也無意間成為具極高的藝術價值的時代精神之代表，
在同屬以象形文字為始的國家中，中國文字以有別於其他國家的文字發展，將象
形文字從具象走向抽象，雖然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書法始終是依附於文字載體，忠
實著做為記錄語言的工具，但這樣的發展走向，早已為文字從文字書法到藝術書
法確立發展起萌。

3

參袁濟喜：《六朝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8 月)，頁 87-88。
陳思：〈秦漢魏四朝用筆法〉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 4 月)，
頁 367。
5
同上注。
6
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99 年 9 月)，頁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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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字與自然造化力量的關聯進一步延伸到書法中時，書寫者的加入再次
拓展了這一維度。借助於書法，人在自我與宇宙之間建立起特殊的聯系，
這一聯系不同於通常意義上的模仿，而是超越了再現的維度，致力於通過
抽象的筆畫與綫條呈現宇宙之運行的本相。 7
中國文字最大的特色就是將文字與自然造化作緊密的結合，書法在抽象文字的基
礎上，大量汲取了文字的自然造化，而書寫者在書寫的過程中，將時間與空間及
書家情感一併結合在文字的書寫過程，也將文字協調的轉化為視覺上的圖像，提
供文字書法走向自然審美的契機。
中國藝術發展過程中，書法算是較早取得重要藝術地位者，在歷經漢代對人
物形貌、功業、節操、學問的講求，到魏晉時期對人物品評講求風韻與品格、才
情的著重，書法發展在這種轉變過程中，也參與了主要以老莊思想為基礎並揉合
儒家成為種玄學思潮的渲洩，雖然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不少書家對甲骨文、鐘鼎
文、石鼓文等各種書體推崇有加，但一般說來它們都還只算是做為記字用的文字，
書法真正興起大約要在秦漢時期，只是秦國祚短促，除李斯外別無大家，因此一
般言書都以漢代做為起始，而書法真正要得到空前發展，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在中國歷史上的是一個重要變化期，也是書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宗白華
先生說：
這個時代以前─漢代，在藝術上過於質樸，在思想上定於一尊，統治於儒
家；這個時代以後─唐代，在藝術上過於成熟，在思想上又入於儒、佛、
道三教的支配。只有這幾百年間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
自由。 8
對於哲學和美學的認識，在漢代以前都是從外在世界加以探討，而不是對事物本
體的觀察，因此中國哲學思想即使在春秋戰國以前曾經大放異彩，但也還沒有到
把書法當作獨立的藝術來欣賞，此時期雖已具備對文字書寫的用筆、結構、章法
的認知，但對於文字都還是處在象形階段，先民對於文字的刻畫大多著重在文字
的形象上，至東漢末年隨著玄學的興起屬文字的美學思想才開始慢慢形成。
到了魏晉時期書法有了另一個重要的發展契機，士大夫崇尚老莊哲學，老莊
以「無為」為有的思想，到了魏晉時期得到步發展，成為藝術上追求虛靜自然之
意境，南朝劉義慶所編《世說新語》一書記述了晉時士代夫的言行，也反應了當
時的審美觀點，尤其在對人物的品藻中除了以具體的自然形象作比喻外，相關記
載還出現了道德、審美等概念，如生氣、骨氣、風骨、風韻、自然、溫潤、情致、
7

任鵬：《中國美學通史》 2 漢代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 1 版)，頁 368。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收錄於《宗白華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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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眞、韻、秀、高等，人物品評的盛行，在當時對文藝作品的審美評價產生了
重大影響，也成為詩、文、書、畫中審美範疇， 9其中對於自然美的欣賞和藝術理
論，更間接影響中國書畫後世發展。
書法美的最高境界已超過基本技法，其中蘊含「我」的生命哲學與精神價
值，使書法成為呈現書寫者生命精神的一門藝術，尤其能在代表生命形象
構思的線條、黑白錯落與對比中傳達出一種空靈動盪的意境。 10
書法因各時代的風格不一而影響到各時期的書家之創作有所差異，但當書意與詩
文、跋語結合之時所展現的書卷氣，也形成文人書法獨特的風采。而這種蘊含書
卷氣與文學雅韻的特質，經由詩卷的創作、文人書畫的揮灑，而延傳至今。

第二節

自然風格對書法藝術發展重要啟思

藝術創作最可貴的是對於自由精神的體現，這也就是莊子「遊」中的境界。
文學如此，中國書法也是如此，取法自然是中國文學與書法慣用的手法，表現在
詩歌文學創作上，在於思之深與感之切的抒發，在書法的創作上同樣著重這種遊
於藝之的精神體現。 11孫過庭在〈書譜〉中提出書法創作的此一重要概念：
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距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
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 12
書法創作除了對字形的熟稔外，另一個重要過程就是「意隨形賦」
，這也心與手訓
練過程的昇華，此即書法創作過程中，書家的意志與情感的呈現。
書法藝術活動中，雖大部分的人都未必受過相當程度的書法訓練，對作品中
的文字內容，如篆、草書體等書寫內容未必全然認識，但這些並不妨礙他們對作
品的欣賞，這是因為書法中的文字內容並不是唯一可供欣賞的。觀賞者藉由作品
的筆畫勾勒、字體的分佈留白所表現的氣勢與精神，仍能感受到書者的意志與情
感的寄託。
西方美學從內容上是將藝術分為文學、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戲劇、影
視、建築和藝術設計等九種藝術樣式，又將藝術在時間和空間的展開上區分為空

9

參王進祥編輯：《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卷〈四部刊要‧史部‧美學史類〉(臺北縣：頂淵文
化事業公司，2008 年 7 月)，頁 215。
10
簡月娟：《近現代書法美學建構之研究》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年 7 月，初版)，頁 150。
11
王嶽川：《書法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4 月，第 1 版)，頁 115-116。
12
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箋證》（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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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藝術、時間藝術和空間時間藝術，屬於空間藝術的有繪畫、雕塑、建築、藝術
設計，屬於時間藝術的有音樂、文學、屬於空間時間藝術的有舞蹈、戲劇、影視
等，其中均不見將列入書法藝術，宗白華是中國三○年代繼朱光潛之後的美學大
師，對中國書法藝術與西方美學理論有著深入的研究，他從對中國藝術的體驗，
強調探索中國美學的詩文、音樂、舞蹈、建築與書法等藝術範疇，以總結出自身
民族藝術的共同規律，而其中則以書法最具代表性。 13
宗白華先生指出這是因為書法乃中國所特有文化，西方美學理論對中國書法
這一種特有的藝術是找不到對應點的，因此未將書法列入藝術樣式。
宗白華對中國藝術體驗深刻，並具備東、西方比較藝術的學術背景，強調
中國美學得探索詩文、音樂、舞蹈、建築與書法等藝術範疇的共同規律，
以總結出自身民醫藝術的共同規律，其中又以書法代表性最高。 14
書法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相較於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自古即帶有著崇天的觀
念，即使是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天人理論仍是多家學說重要理論，文人學者亦以
「究天人之際」為己任，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審美活動最大特色是包含著濃鬱的
傳統哲學精神，在以道家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一的影響下，它不僅在中國哲學思想
上起著重要的地位，且直接影響文學及藝術審美概念，在儒、道二家思想下，中
國傳統的強調陰陽互補、融合和諧、對立統一，這種傳統的哲學觀對書法審美產
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尤以道家自然觀意識影響最為顯著，使書法藝術表現達到
意和象相連，動和靜結合，變與相濟，情和物交，從而達到天人合一、大道自然
的藝術境界。 15
書法藝術在歷經千年之後的當代，受制於西方文化的堀起及強盛，逐漸形成
一種相對式微的藝術創作，在書法賞析上也因為忽視書法藝術的特點，而將書法
其他藝術混同，如將書法視為抽象的線條藝術，認為書法與繪畫一樣，都是以象
形作為手段，因此自古常以書畫同源稱之，事實上中國書法與繪畫最大的差異性
是二者雖同取物象作為其藝術的表現方式，但繪畫取其具象而書法在物象的基礎
上寫其抽象，畫家在作畫之前可能已先構思好一幀作品，而書法藝術大多非在創
作之前即構思好所寫作品，而是隨之情感而有所體驗或感悟，即書法中自發性、
不自覺的情感流露。如張旭、懷素、楊凝式等書家創作中可窺見他們的作品中的
結構，絕非創作之前即於心中將構思擬定好。 16
在藝術的發展過程中，傳統哲學思想始終都具有積極的引導作用，書法中和

13

簡月娟：《近現代書法美學建構之研究》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年 7 月，初版)，頁 140。
同上注，頁 140。
15
參莊義友：〈書法藝術的傳統特質與書法美學的文化觀照〉（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 5 月，第 24 卷第 5 期），頁 37。
16
參陳振濂主編：《書法學》(臺北縣中和市：建宏出版社，1996 年 2 月)，頁 102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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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形式上是指各種致美技法在「過猶不及」間運用得宜，相對於儒家的端正
與實用，道家則更強調人的思想、行為應效自然法則。書法可說是最簡易樸實的
自然藝術表現，它完全在黑與白的單一線條之間恣意變化，法取自然分佈，進而
成為一種形式美和情感的寄託。以「和」為核心的中和思想是歷代的書家追求的
審美目標，在中和概念下，
《老子》的「大辯若訥」也正是孫過庭所說的「復歸平
正」
。書法源於自然，又超越自然，中和思想下自然之美蘊涵其中，書法家將內在
情感和對自然的感受，同時傳遞到書法作品中，使書法相較於其他傳統藝術創作
鮮明而突出。
現代人行事講求效率，書法不再參與日常生活記事寫字，而成為少數人專為
藝術之創作，此時的「藝術書法」
，不再用以傳達心之所欲，少了心意與書筆的相
輔相成，書法成為一種專門的技法研習，在藝術表現多元化的今天，書家亦善以
獨特風格，創造個人表現，但往往形成一種偏執；不受拘束的美的形象，雖然偏
執也可以發展成獨特的美，但少了文化元素的美學基礎，終難以博大精深。中國
書法美學思想係融合了傳統的民族精神與文化，成為一個和諧、有序的整體。即
使到今日，這種自然審美的概念仍然是不自覺的維繫著社會和諧的基礎。
書法發展到了近世紀再度受到西學東漸之後的衝擊，西學研究新方法的引
進，開啟中國藝術審美視野，中國書法由於它特有的東方藝術文化，在西方審美
理論引進過程中，一度因為無法從西方藝術科學中找到相對應的門類，而受到了
非藝術的質疑。書法困境從近代美學大師王國維在兼融中西方美學之際，雖未否
定書法藝術，猶不免將之列為「低等的美術」17即可見一般。但從藝術審美的角度
來看，西方美學理論固然有值得書法在成為一門美學的借鑒，但不同的時代背景
下自是孕育出不同的審美文化，不同的審美文化自是形各自獨特的審美形態，書
法終究是來自於中國自有的、獨特的文化內涵及藝術精神，是無法完全參照西方
的美學理論，時至今日如何在西學思想全面影響之下，能讓這屬於高文化的傳統
美學仍能延續性的傳承著及發展著，實有待當代政府及民間各界力量的推動。

17

參簡月娟：《近現代書法美學建構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 年 7 月，初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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