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書
法
源
流書法源流

詹坤艋

書法是以文字為素材的書寫藝術。而文字書寫本為實用，以之表

示語彙的機能，伴隨審美的觀念發展，透過造型把用筆質感呈現在點

劃、結構、章法，並融入自己意志的特殊美感綜合表現，在各種藝術

領域裡最具個性表現、民族性及時代風格。

文字為書寫藝術的素材，其演進是漸進發展而非突變產生，某一

字屬於某一時代，某一時期文字與其次一時期的文字，中間存著發展

的過渡性，很難有顯明的疆界。

就書法字體形態的發展講，一般分為真、草、隸、篆四體或楷、

行、草、隸、篆五體，是由今及古，向上逆溯的次序。如依其發展過

程，是由古文而篆、由篆而隸、由隸而楷，行、草則為篆、隸、楷

演變過程中之催化劑，其中行、草又獨立成為與篆、隸、楷不同形態

之書體，尤以草書為然。如果再具體的區分，則古文包括甲骨文、金

文。篆書分為大篆、小篆。隸書分為古隸、八分。草書則分為章草、

今草、狂草。行書則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近代于右任先生所提倡的

標準草書，是整理前賢的草書，再透過分析、歸納使成為易學、易寫

的草書，而非另創書體。

一、古文

「古文」係指上古文字，漢書藝文志尚書類後序：「古文尚書

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

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以其出於孔子壁

中，故稱「壁中書」，又稱為「蝌蚪文」。因為古代冊簡，每以漆

寫，落筆時漆濃，故頭粗、收筆時漆少，故尾細，形似蝌蚪，故稱蝌

蚪文。許慎說文解字序：「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彜，其銘即前代之

古文，皆自相似」。也就是說，古文除了孔子壁中書以外，還有鼎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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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銘刻，其體亦多與古文類似。現在壁中的古文、已經失傳，所能

見到的古文，祇有魏正始三體石經古文和三代鐘鼎彜器銘刻，以及近

代在河南安陽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

(一)甲骨文

自古迄今發現最早具有完整體系的漢字，應推商代的甲骨文；

它是現代漢字體系的鼻祖，卻是最後被世人所認識的古字體。

甲是指龜甲，大多數為龜腹甲，因為腹甲比背甲平而柔軟，較

易奏刀。骨指獸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亦有用鹿、馬、羊骨。這

種在龜甲獸骨上面寫刻的文字，簡稱「甲骨文」。	

清朝以前的字書還沒有「甲骨文」三個字，發現初期有許多種

叫法：由於它是記載占卜、吉凶、祭祀等活動的文字，有稱「甲骨

卜辭」、「貞卜文字」、「契文」、「龜甲文字」。

最早的甲骨文著錄書稱「龜」，如劉鐵雲西元1903年編的第

一部著錄書就叫「鐵雲藏龜」、1915年「鐵雲藏龜之餘」、1925年

「鐵雲藏龜拾遺」。有的著錄書稱「殷墟書契」，如羅振玉1912

年編的「殷墟書契」、1914年編「殷墟書契菁華」、1916年「殷墟

書契後編」。有的稱「殷墟卜辭」，如加拿大的傳教士明義士於

1917年編的「殷墟卜辭」。同年署名姬佛陀編的「戩壽堂所藏殷墟

文字」則稱「殷墟文字」。1921年日本人林泰輔編「龜甲獸骨文

字」----等各種名稱在著錄書和研究論述中出現，稱「甲骨文字」

的學者越來越多，而簡稱「甲骨文」就約定成俗。

甲骨文在殷王朝首都，即今河南安陽縣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村出

土。清光緒二十五年，考古學者王懿榮在北京得了瘧疾，在醫生的

處方中，使他在中藥店發現有一味藥叫「龍骨」，大小不一的骨片

中有古文字跡，幾經專家研究考證為殷商時期的遺物後，中外古董

商、學者紛紛收購，輾轉牟利。	

甲骨脆而易碎，今日所存絕大多數是碎片，雖然也有完整，但

為數不多。其骨片上記載的文字從一個字到一百餘字不等，一般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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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經各家考釋後，除偽刻、重複者外，可辨識字約一千五百字

左右。

甲骨文字大致分為兩類：貞卜、記事文。大部分為王公貴族占

卜紀錄。內容分別記載帝王、臣僚名字及婚媾、疾病、狩獵、祭祀

等事項。它是殷代的文獻檔案材料，也是歷史文物。

殷代甲骨文字多出太史之手，二百七十年間有名可考約七十

餘人。所書文字排列順序和現代文字排列無多大區別，直行由上到

下，橫行由左到右。其文法和後代基本相同。甲骨文字在當時尚未

定型，字的結構長短大小變化很大，仍不失均衡對稱。章法布局則

依甲骨片的大小和形狀來構成，因此出現錯落疏朗、變化多姿，或

嚴整、端莊、肅穆等不同風格，為後世章法求新上的啟示。其契刻

方式有的先用毛筆書寫後再刻，也有的信手就刻，因人而異；契刻

的方法，也因人而不同，有全字一次契刻完成，也有一行或一組

辭，不管字數多少，同時刻，先刻直劃後刻橫劃，有的可能刻了直

劃後廢棄不用，有少數字遺忘刻橫劃而有缺刻現象。由於漢文字形

成實用工具系統以後，先後都是契刻或書寫在堅硬的器皿上。由於

材質堅硬只能刻成直角線條，形成漢字為方塊的獨特風格。另外甲

骨上所發現有用毛筆書寫，甲骨學中稱之為「硃書」「墨書」。證

明了用毛筆書寫最晚從商代開始。

1933年甲骨學者董作賓氏，發表殷墟甲骨文分期斷代的論文

「甲骨文斷代例」，有系統的提出十個標準：1.世系、2.稱謂、

3.貞人、4.坑位、5.方國、6.人物、7.事類、8.文法、9.字形、

10.書體。根據這十個標準，將甲骨文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期（武丁時代）書風雄偉。第二期（祖甲、祖庚時代）

書風謹飭。第三期（廩辛、庚丁時代）書風頹靡。第四期（武乙、

文丁時代）作品生動、勁峭、有放逸之趣。第五期（帝乙、帝辛時

代）書風嚴飭工整，秀麗多姿。

從書法藝術的視野觀看甲骨文，可以見到其潛藏的書法構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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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素，具有獨特的書法審美意味；因此，書寫甲骨文貴在發抒天

趣，由於甲骨文是契刻的，故甲骨文書法應表現契刻神采和結構線

條的趣味，如董作賓得天獨厚、朝夕摹挲專意模仿甲骨上書而未刻

的筆寫意趣，故所作多圓潤遒麗，此外，簡經綸則專學甲骨契刻的

刀筆趣味，故所作多挺拔而勁峭。因此多看拓片去體會筆趣，欣賞

結構變化，同時博覽甲骨學論著、金石文字，日後下筆自有水乳交

融之妙。

(二)金文

甲骨文未被發現以前，最早的實物文字是銘刻在青銅器上面的

文字，青銅器是紅銅和錫合金的鑄法，古人把銅稱為金，因此青銅

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或「吉金文」。

這類銅器種類很多，依用途分有兵器、禮器、樂器、食器、酒

器、水器、鏡、度量衡及雜器等，依形狀分為圓底、平底、圓足、

三足、四足、蓋形等，簡略的就器物的外型分類：圓體則多為三

足，方體則多為四足；銅器中以禮器、樂器為最常見，所以禮器的

鐘和樂器的鼎最多，這種文字又稱為「鐘鼎文」。鐘鼎的使用有一

套禮儀規範，古稱為彝器，故金文又稱為彝器文字。鐘鼎是權力與

財富的象徵，是貴族與王者所專有，器物上的文字與物主有密切關

係，所以又稱銘文。

製作方法：有先在鑄模上刻字再翻製成青銅器，約在戰國時期

也有直接刻在青銅器上，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叫做「銘文」，

其文字凹入器面為「陰文」，稱做「款」，即空的意思；文字凸起

者為「陽文」，稱做「識」；「款識」就是刻上文字以記其事。銘

文的排列順序大都由上而下，自右而左。普通銘文都很短，但較甲

骨文長而完整。

金文依附在青銅器上，而青銅器既是實用性的器皿也是禮儀

文化中的形式，形態上不是一種字體；金文的得名，是因為文字銘

刻在青銅器上而言。這些傳世彝器以周代為最多，故所稱金文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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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漢陶陵鼎、承安宮鼎、汾陽侯鼎、日利千金鼎、菑川太子鑪、

陽泉使者熏鑪、杜陵壺等銘刻文字，顯然與兩周字體不同。而且數

量與份量也不能與兩周器物相比，論理上仍稱為金文，但因其字體

與兩周金文有異，故稱為秦漢金文。

在「藏禮于器」的禮儀文化，使金文的書寫製作必須符合禮儀

規範的莊嚴、穩重、精美、有序的整體美感，章法上也以端莊、穩

重、規整的結構呈現，除了保持由上而下、自左向右的排列外，也

注意到整體的方整，即天與地的齊平，首行與末行也有意的控制在

同一天地的水平上，如毛公鼎。雖然早期金文行有序橫無列，字形

大小錯落有致，但行末與文末仍然掌控的很平整，有意為工以符合

禮儀規範的企圖相當明確。為強化勻稱端莊感，縱橫成行的章法相

隨出現，如虢季子白盤等，甚至帶有界格的章法，如大克鼎等。

章法的發展與金文的用筆相隨而生，受制於禮儀規範的莊嚴

勻稱規整，金文筆畫趨向線條化、平直化；原本西周前期與殷商的

金文，象形的圖像風格較重，彎彎曲曲的線條、特別粗的方、圓團

塊很多，書寫費事。因應禮儀規範，在西周後期則有新的發展，銘

文字數變多，線條化的傾向便於書寫，使特別肥大筆畫的團塊消失

且為線條取代，平直化使曲折彎曲的象形線條被拉直，不相接的線

條也連在一起，降低文字象形的程度，銘文的行間、字間也整齊劃

一。如散氏盤的行序都很整齊，每一個字占一個方格，這種改變也

影響到以後篆、隸、楷書的書寫形式。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車不同軌、書不同文」，書體上也有極大

差異，如東方的齊、西方的秦、及南方的吳、越等國，器物上的文

字風格便有顯著的不同。除了銅器銘文外，近年陸續出土不少周秦

之際的墨跡實物，如山西出土的晉侯馬盟書、湖南長沙出土的楚繒

書，佐證了戰國時代「文字異形」的實況。

青銅器文化興於殷商時代，而於周代發揚光大。殷周出土的鐘

鼎款識，從時代的先後也可見其字體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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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殷器文極簡單，一器一字或數字，多半簡化動物圖形與氏族

名、人名相結合。字體與甲骨手寫者相近，有婉麗的圓轉筆

法，樸質自然且多肥筆。

2、西周初期及前期彜器款識，字體與殷代金文、甲骨文相承接，

筆劃鋒銳，氣魄雄偉，各器字數增多。

3、西周中期彜器款識，字體漸趨端整，字小而缺乏活力，筆劃較

初期纖細而少變化。

4、西周後期諸器，筆畫線條肥筆消失，結構疏密平衡，雍容典

雅，即為大篆的雛形。

5、春秋戰國彜器文字，一改西周金文渾穆凝重、厚實壯美的風

格，顯得飄逸秀美，大多體長畫細，行筆圓柔，已是小篆風格

了。

金文結體，簡練樸茂，書之絹紙，極饒古趣。晚清書家，多攻

古文字、金文集字、集句、集聯之作一時成為風尚。

二、篆書

周代彜器銘刻，經數百年的演變，其字器有狹長、寬扁、尖削、

凝重之不同，但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即是從不規則的型態而漸歸於

規則的弧形圓寫，從方峻的筆劃變為勻稱的線條，而弧形圓寫與勻稱

的曲線，即是篆書的基本條件。

廣義的篆書，實應包含甲骨文及金文，本文的篆書特別指「大

篆」與「小篆」：「大篆」是指西周後期至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前的字

體，「小篆」則為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所制定的標準字體。

(一)大篆

大篆字體，在傳世金石文字中，當以石鼓文最具代表性，也

是現存最古的石刻文字。其製作年代歷來說法不一，最初以為周宣

王太史所作，近代以來因其文字與秦器相合，學者研究多傾向為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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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在唐初發現於陝西陳倉，以其外形似鼓，共十具，故

名陳倉十鼓。原石高約三尺，文字刻於鼓的四週，全文原七百餘

字，為記敘漁獵之事，故又名「獵碣」，傳至宋，可見的文字尚有

四百六十五字。歷經明清兩代，經拓毀損，現十鼓全部僅得二百數

十字而已。從石鼓文典重、嚴整、遒勁的字體看來，類小篆而結構

較繁複，似金文而較端整，向為藝林所寶；清代中葉以後，考古尊

碑風氣甚盛，石鼓文字，尤為書家推重，吳大澂、吳昌碩所寫的石

鼓文，尤雄視當代。前者得其典重嚴整韻致，而後者發其遒古為雄

拔之氣，兩氏書法，均為後世所重。

(二)小篆

秦是承接西周的字體。秦相李斯等遵照秦始皇的旨意，將大篆

字體，以勻圓齊整，一改古文的象形「隨體詰詘」不統一的寫法，

簡化古文字的形體。整理出統一規範、筆劃簡單、便於書寫的官方

新書體，就是小篆。

「小篆」書體的統一規範，是漢字發展史上一大進步。它的特

點是章法佈局縱橫成行的有序性，其字形結體謹嚴，上密下疏的縱

長方形，運筆速度、力度勻平，曲線圓寫，線條勻稱，遒麗莊重，

給人婉通圓轉、純淨簡約的美感，其筆劃極細而勻整的稱為「鐵線

篆」。至於「玉筋篆」則為工整勻亭小篆的通稱。在文字學及書法

藝術領域上，均有極大的影響。後漢許慎，即以「小篆」為依據，

編著說文解字十五卷，推論六書的義理，為後世研究文字學者所

宗。古今書法作品凡運用圓轉的縱勢筆畫，書寫點化簡約潔淨的行

草書，往往被視之為「篆籀氣」。印章藝術以小篆書體為創作素

材，被稱為篆刻。

秦小篆有圓筆、方筆之別，圓筆以秦刻石為代表，為秦小篆之

正體，有泰山刻石、嶧山刻石、瑯琊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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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稽刻石。其文字均出李斯手筆，多屬紀敘秦始皇功德之作。今之

罘、碣石兩刻己佚，嶧山、會稽係重刻文。泰山二十九字亦燬，僅

存十字。瑯琊則尚存殘石而已。

方筆以秦詔版、權量為代表，為秦篆之俗體；往昔隸書起源史

料不足，囿於「篆圓隸方」的成見，誤把方筆的秦篆視為隸書。方

筆秦篆以折筆逆入行筆後平出，保留波動的用筆，錯落有致的章法

為金文佈局遺意，書體大小隨形而異，頗有率意的動感。

漢魏之際的篆書是秦篆發展的末期，除器物款識及碑額篆文極

勻通外，難得有獨立的篆書；袁安、袁敞兩碑承圓筆秦篆，新莽嘉

量銘承方筆秦篆，天發神讖碑以隸筆寫篆，祀三公山碑、吳封禪國

山碑寓隸法于秦圓篆中；隸書的用筆融入篆書體式裡，雖豐富篆書

藝術表現，但尚屬過渡書體未達成熟階段。至唐代始恢復勻整婉通

的風格，李陽冰是代表人物。篆書在清朝書家鄧石如融會漢隸宏肆

的筆法，合方圓于一體來寫篆，開一代篆書新風格，影響清朝篆書

藝術百花齊放，這種後世繁榮篆書發展現象，相當獨特。也啟迪一

種新生的書法藝術視野，可以開拓發展五大書體不同的審美角度。

三、隸書

秦統一文字，而秦始皇因暴力統治，動輒繫獄，以致公文日繁，

整齊典雅的篆書不能應付日益龐大的工作量。相傳：獄吏程邈，因

罪被囚在雲陽獄中，潛心研究字體的改善，將大小篆的筆法作了簡

化，整理出三千多個美觀實用的隸書。上書請秦始皇採用，始皇甚為

嘉納，遂釋程邈，並封他為御史，同時行政文書使用他所整理的字

體，故稱「隸書」；因為隸書是取其簡捷以佐篆書，所以又稱為「佐

書」。

「隸書」就字體發展先後的時間而言，可以分為「秦隸」與「漢

隸」兩種，如按書體形式的演變來分，則波磔不鮮明的、結體仍存篆

意的秦隸和西漢時期的一部份隸書稱為「古隸」。反之，波磔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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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隸

隸書實為漢字演變的一大進展，因為過去文字發展的幾個階

段：「古文」、「大篆」、「小篆」等，都是從整理到統一，而隸

書不僅改變秦代以前字體的曲線為直線，變劃為點，變圓為方，且

擺脫象形面目而進於意符的使用，使文字發展確立於簡省實用的方

向。自漢以後，歷魏晉南北朝隋唐各代，其間字體縱有改變，也都

循著「簡省」與「實用」的方向發展。

秦隸是篆書發展形成隸書的過渡字體，其特點是半篆半隸，筆

劃由圓轉變為方折，但還沒有波磔和挑法，其字形仍然保持著細長

的狀態。一九七五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現了一千多支秦簡，竹簡

上的墨書秦隸字體，結字仍為篆體，其橫平豎直，波磔已在形成之

中，由於用筆較快而潦草，筆劃變為方折散開，書寫比圓轉勾連的

筆道方便。結體長方大小不拘，不像秦小篆拘束在長方體及大小整

齊劃一中。這種秦隸，有人也稱做篆書兼古隸書。

傳世金石碑碣器物中，足以代表「古隸」筆意的有五鳳二年

刻石、萊子侯刻石及三公山碑、延光殘石、裴岑紀功碑等。至於建

初元年(公元七六年)的大吉買山記刻石，則已略有波磔，近於「八

分」體勢了。

(二)漢隸

漢代最發達的字體，為逆筆突進，波磔呈露的「八分」體。

後世對於「八分」的定義，眾說紛紜，或謂西漢變「小篆」為「古

隸」，得「小篆」之八分。而東漢變「古隸」為有波磔之作，又得

「古隸」之八分。或謂因其書體上狹下寬，格局有如「八」字，故

稱「八分」。或謂說文所云：「八者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因

八分體的波磔，有左右相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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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至後漢，已呈突飛猛進形勢，同時也是「八分」體的全盛

時代。當時文房用具，均已完備，書寫極為便利，書法巧拙易見，

而且能書之士，極為世人所重，於是群起研習，書家輩出，書法漸

漸成為一種風雅高尚的藝術品。

秦代立碑以紀功德，僅限於帝王階級，故秦碑刻傳世極少。漢

則無此限制，達官顯宦、小吏庶民有德有功於世者，地方父老，後

代子孫，均可為之立碑，以彰其美，故立碑之風，盛極一時。當時

可應用文字，有便捷遒美的章草，但對碑碣文字，仍採用「八分」

體，以昭鄭重。在後漢二百年間，所立碑碣之多，難以勝數，時至

今日，已歷二千餘年，尚有完善的漢碑拓本百餘種傳世，故一般稱

「八分」體為「漢碑」。如乙瑛碑、禮器碑、西嶽華山碑、熹平石

經、史晨前後碑、韓仁碑、曹全碑等，樸茂遒美，波磔呈露，均為

典型的「八分」書體。

其他如石門頌、北海相景君碑、白石神君碑、魯峻碑、校官

碑、夏承碑、尹宙碑、衡方碑、西狹頌、張遷碑等，或縱長茂密，

或寬平疏落，或樸茂雄邁，或駿爽疏宕，或高渾凝整，或華艷秀

麗，或豐厚溫潤，均各極其態，蔚為大觀。

漢唐以來，寫八分書體，代有能者。但古樸雅健的表現八分書

體神采的，仍以清代居多。如鄭盙、金農、鄧石如、伊秉綬、何紹

基等筆力精湛，深得八分體勢而能自出機杼。

四、草書

「草書」是有組織有系統的簡省書體，秦末漢初伴隨隸書在民

間誕生，在不斷豐富發展中，逐漸形成不同體段，其演變過程是先有

「章草」而後有「今草」，至唐又有「狂草」。近代于右任先生並就

前賢草書之跡歸納整理，以便後人易於學習，名為「標準草書」。

(一)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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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矩，存隸之波磔。其名之由來，有史游作急就章說、漢章帝愛

好說、漢章帝創始說、用於章奏說等等。而以杜度(字伯度)所作草

書，因漢章帝的喜愛，准其施於章奏，故名章草，比較能符合當下

社會生活情況。

漢代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完備，文明日進，人事日繁，復因兵

戎征伐，軍令傳遞，急如星火，故漢代不僅軍事文書用草書，印章

也是鑿以應急，又稱「急就章」。故「急就章」一詞不論其用於書

寫，或用於印章，均屬「應急」而名。

「章草」是早期草書與漢隸相融合的雅化草體，字字獨立，

字形扁方，筆帶橫勢，氣局遒厚。從秦漢之際簡帛書中，即可略窺

「草書」遺意，實際上是為了應急的粗率「隸書」。其筆法還存隸

書一波三折的筆意，保留挑法、波勢，務求「險」、「便」。所謂

「險」，就是縱任奔逸，驚險動人。「便」，就是「赴速急就」，

簡便易行。它打破隸書的框框，保留隸書的長處。章草到東漢張芝

始臻成熟，至魏晉而登峰造極。著名書家，如魏的韋誕、吳的皇

象、晉的索靖，均一代章草宗師。

隋唐以後，因「今草」的大行而趨衰微。至元代有復興之勢，

趙孟頫、饒介、鄧文原、楊維楨、方從義等，均善章草。明代則有

蛻變之態，宋克以狂草筆法入章草，獨創一格，在當時及對後世影

響甚為深遠。清末民初沈曾植以二爨筆法入章草，古雅樸茂，深得

變化之妙。

今日史游杜度字蹟已不可見，即張芝章草，在淳化閣帖中祇有

一帖而已。現在坊間印行的皇象所書「急就章」，索靖的月儀帖、

出師頌等，雖幾經傳刻，但結體謹嚴，規模尚存，仍足供後人臨摹

研究。

(二)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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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草」，即今現行的草書，世傳為後漢張芝(伯英)所創。張

芝精「章草」，研其體勢，去其波磔，每字一筆而成，偶有不連，

而形斷神接，是為「今草」。

「今草」和「章草」不同之處，唐張懷瓘《書斷》說：「章

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連茄，上下牽

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說明

了章草與今草的不同體勢及兩者之間差別。

今草側重用筆的連綿暎帶關係及廣泛地引用符號來代表，每

個字的姿態，可依自己的意念加以發揮，一個字而有多種不同的寫

法。王羲之所謂：「一形眾象，萬字皆別」。即是形象儘管可以變

化，但是變的不是組織，而是體勢。姜夔所謂：「一字之體，率

有多變，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名有義理，王右軍書「羲」字、

「當」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不同者，而未不同也」。這

一點，是值得玩味的。

草書的寫法簡省漢字繁瑣的筆畫和突破方形體勢，所以書寫速

度上比其他書體簡便快速，從這一個角度，今草大大的提高了漢字

的書寫效率。

東晉以後，草書最為流行，對後世的影響力也最大。一直到現

在，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草書，仍被奉為習草圭臬。兩晉以後書

家，多兼擅草書，晉的衛瓘、衛恆、王導、王廙、王洽、王珣、王

珉、郗鑒、郗愔、謝安、南北朝的張融、王僧虔、梁武帝、劉珉、

庾信、智永、智果、唐代太宗、高宗、賀知章、孫虔禮，五代的楊

凝式，宋代的李居簡、蘇舜欽、秦觀、蘇軾、黃庭堅、米芾，元代

的鮮于樞、揭奚斯、吳鎮、明代的宋璲、宋廣、沈粲、祝允明、文

徵明、王寵、董其昌、張瑞圖，清代的王鐸、傅山等，均屬一代名

家。

(三)狂草

「狂草」又名「大草」，是草書中最放縱的一種。也是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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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張旭每次作書，多以酒刺激情緒，有時還要借助自然的現象來

觸發靈感。懷素在他所書的「自敘帖」中曾引李御史丹云：「昔張

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

顛，誰曰不可。」所以「狂草」，一方面是由於所書時的「疾速」

與「詭奇」，以及所表現一「顛」一「狂」的狂態而得名。

狂草的特質，唐張懷瓘《書斷》中說「字之體勢一筆而成，

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因此字字相

連，氣候不斷，飛走流注，千態萬狀等，它與今草相比，書寫更加

簡便快速，奔騰放縱，體勢連綿不斷，字字上下牽連，字形變化繁

多，大有馳騁不羈、一氣呵成之勢，故人們或稱「一筆草」或「連

綿草」。

在書法藝術領域裡，草書最足以表現個人性靈氣度學養與創造

新的意境。同時草書也是最難學的一門。何況以詭奇疾速、姿意縱

情的狂草，更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學得好的。張旭、懷素，尚須藉酒

性以作狂草，醒後自視，以為不可復得，他人又如何去規撫。

儘管狂草不容易學，但由於東晉二王統治書壇過久，人多思

變，因而自張旭、懷素以後，仍多狂草作家。如唐代高閑、步武張

顛，書名甚顯。五代楊凝式，尤工顛草，筆迹雄強。宋代黃庭堅，

自謂學草三十餘年，最後始以張顛狂素為依歸。米芾雖極力主張復

古，力抵狂草，但他的書法，一股驃悍之氣，不能不說受狂草的影

響。元代的饒介、張雨，均得力懷素。明代宋璲、宋克、宋廣、祝

允明，均為狂草健者。

張旭草書，雖著錄多載，但少傳世之作。坊間所流傳的悲秋

賦、肚痛帖、千文斷碑，亦難判真偽。但其筆下狂態，自有可賞之

處。懷素流傳書跡較多，聖母帖及苦荀帖、自敘帖，雄奇暢酣，淋

漓盡致，用筆之活，變化之能，於意境尤多所啟發。黃庭堅所作李

白憶舊遊詩卷，氣勢雄肆，深得藏真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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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準草書

「標準草書」並不是一種獨創的書體。而是將歷代所存的草書

歸納、整理、分析，然後確定書寫的標準，使能在簡省的原則下而

不失書寫規矩。

由於草書書寫最自由，因為其自由也就容易喪失其字法的準確

性，同時影響辨識性。如前述草書發展到「狂草」的階段，已經脫

離了實用範圍，而以己意縱情為之，擴大了讀者、作者間的鴻溝。

但草書的快速省時，在今科學日進，文字力求簡速，仍具有其優良

的特性。于右任先生在民國二十一年，便創設標準草書社於上海，

廣求歷代草書遺跡，及漢晉簡冊甎石，從事於草書的整理、分析、

歸納。

經過多年的搜集，在七十多種的先賢手跡及簡冊甎石中，就

「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個原則下定取捨。將

各字的部首、偏旁分列系統，成為七十一個代表符號，於古人千變

萬化的亂絲中，求出嚴整清晰的演變規徑。學者祇要熟記這七十一

個符號，則習用的文字，可以運用自如。並在民國二十五年印行標

準草書千字文附檢字表釋例等問世，使前人窮年累月而未得的草書

妙理，成為一種通俗易學的草書範本，為晉唐以來研究草書開闢一

條新的道路，亦為近世漢字致用藝術一項最有價值的整理歸納。

五、行書

「行書」，即「楷書」的簡化，也是楷書的快寫體。介於楷書與

草書之間，以其有通行書體之意，故稱「行書」，世傳為後漢劉德昇

所創。但是一種字體的形成，是經過許多時日，歷經多少人的智慧累

積而成，所謂草創者，不過在當時從事作有系統的整理，而且比較有

名望的書家罷了。從近世敦煌發現的木簡字體，我們可以窺見行書的

根源，是與草書同一時期的。

行書與篆、隸、草、楷四體最大的區別在於它沒有形成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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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學者也沒有整理過，它是草書向楷書演化的中介書體，在連筆與

省筆中它不用或少用草書符號，而保留較多可辨識楷書的結構，這一

種游移的特質使其書體的結構、用筆往往可以和諧均衡的與隸書、草

書、楷書融合。所謂「行草」、「行楷」是行書融入之後的稱呼。

漢字書體，自唐以後，即少變化。而行書自晉王羲之、王獻之父

子出，則已臻極則，行書不僅在當時被認為是最進步、最流行、最廣

泛使用的字體，而且時至今日，行書在實用藝術上，仍保有最高的地

位。至於草書，雖有快速的優點，但不易學習、不易辨識，祇能作為

純藝術的欣賞品。行書的行筆較篆、隸、楷諸體要迅速流暢，其縱橫

使轉的筆勢靈活又灑脫，把楷書的平易性和草書的流美集於一身，其

用墨及章法也比楷書講究。這種實用美觀，易識易寫，很容易為一般

人所接受。在未有新的文字符號發明以前，行書的使用價值，仍是很

大的。

以行書擅長的書家、法帖不可勝數。王羲之的「蘭亭序」，

古今推為行書第一，自不待言。而懷仁和尚集王書三藏聖教序，計

一千九百餘字，王書精華，盡萃於此，實為習行書的最好範本。王氏

書蹟，大部份已刻入各種法帖中，如「快雪時晴」、「喪亂」、「二

謝」、「得示」、「哀禍」、「孔侍中」、「平安」、「如何」、

「奉橘」諸帖均為震鑠古今的劇蹟。王獻之的「地黃湯帖」、「廿九

日帖」，也足媲美右軍。

唐代顏真卿行書用圓勢筆法區別於王羲之方勢筆法，其「祭姪

稿」有天下第二行書之美譽；另李邕行書，沈厚端凝，風骨高騫。

宋代四大家的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等，均以行書名世。法帖手

蹟，傳世甚多。元代著名書家，如趙孟頫、鮮于樞、虞集、揭奚斯

等，亦均以行書見重於時。明代的宋克、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

清代的傅山、張照、劉墉、梁同書、翁方綱、王文治、梁巘、宋湘、

翁同龢，民國以後的譚延闓、戴傳賢、沈尹默等無不以行書著稱，且

不離晉唐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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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楷書

楷書又稱真書，或稱正書，原出古隸。宋宣和書譜：「漢建初有

王次仲者，始以隸字做楷法，所謂楷法者，即今之正書是也。」「楷

書」的「楷」字，張懷瓘：「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

模也」。可知「楷書」在最初的意義是指楷模與法式而言，宋以後

「楷書」始成為書體的名稱。

因楷書的形體方正，同時以隸書的用筆作楷模。它是節制草書並

由楷隸退去波磔形成的，是由隸書、章草演變而來的。初期楷書字形

稍扁，結體橫長而直短，保有幾分的隸意。如鍾繇的宣示表、還示帖

及賀剋捷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黃庭經、曹娥碑等。它萌芽於漢代

盛行於魏晉六朝，到了唐朝又有了高度發展。所以，楷體書從魏晉時

起至現代，一直為普遍通行的書體。

南北朝時，群雄割據，各自為政，書法風格因歷史民俗及地理

環境的不同而大異其趣。大抵南方水土柔和，民俗善變，書多疏放妍

妙。北方山川深厚，民性善守，書法多質樸方嚴。包世臣與康有為極

力推崇南北朝書法，尤重北魏碑體。康氏並就魏碑的優點，舉其十美

如下：「一曰魄力雄渾。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

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

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在康筆下的北魏碑體，可謂眾美俱

臻，無所不妙。

平心而論，南北朝碑字，種類繁多，作者品質學養互異，優劣自

不能一概而論。經過近代名家的品評，其較為完美的，如爨龍顏、爨

寶子、鄭文公、石門銘、張猛龍、張黑女、根法師、高貞、崔敬邕、

泰山金剛經、華岳廟、刁遵及龍門造像二十品等，或峻拔跌宕，或高

簡穆，為楷書，實參篆隸，用筆結體，各極其趣，書家也各有所好。

一直到隋唐，楷書規格，始歸平正和暢。

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實為中國書法藝術最燦爛的時代，對後世

書法傳播，具有深厚的影響，書法大家均崛起於此一大時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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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唐初書法，仍存魏晉遺規，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薛稷等，

號稱初唐四大家，或以婉雅見長，或以端方名世。至真卿而以筋骨遒

練書體，納古法於新意之中。晚唐柳公權，又變顏法，去其豐腴，加

以遒勁，自成一格。

此外宋代的蔡襄正書，溫厚雅健。元代趙孟頫和明代文徵明的

小楷，均遠溯晉唐，獨步當代。清季錢澧和民初譚延闓的楷書氣勢磅

礴，均源出顏魯公。

以上是從書體的發展變遷中，簡略概述書法源流。從中也可以理

出書法的發展，蘊含在現實生活領域中，書法的隆盛發展或萎頹沈滯

傳移，其背景也象徵時代的興隆與衰退；書法藝術的傳達，要把個人

學養、時代精神、民族特性加以融入而且感動最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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