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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何紹基（1799-1873 年）於道光五年（1825 年）春於山東得到〈張玄墓誌〉

拓本，在終生臨寫實踐下，不但影響其自身書風表現，經過他的介紹推廣，讓諸

多金石學家讚嘆推薦，加上清末西方照相印刷術傳入，複印本的產生讓原本孤本

不易流通的因素消除，造成此碑逐漸成近代書壇中主要書法風格之一。 

 

本文試以傳世孤本〈張玄墓誌〉拓本為線索主軸，分幾個部分來加以探索，

第一部分是探討該拓本之版本狀況、書法特徵與相關後人評價，方便讀者了解該

墓誌之藝術價值；接下來再分別以 9 位曾直接臨寫〈張玄墓誌〉內文或集聯的書

家分三個階段來探討，首先要介紹的是清中後期的何紹基開始的倡導階段，此時

有包世臣(1775-1853 年)的書論形成，形成逐步的碑學影響，該拓本先前雖有藏

家遞藏，若無何紹基一生不挫之臨寫與倡導，此碑刻之名無法在清代主要碑學書

論家間傳開，這段時間因為孤本的先天限制，能看過張玄原拓資料的仍屬少數，

流傳還是依靠雙勾或個人臨本；接下來的繼承階段，除了清末民初興起之北碑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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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席捲中國，還有何紹基的書法成就影響，引領不少清末民初書壇的先見之士，

如由近人上窺古法的曾熙（1861-1930 年）、以金文法寫碑的李瑞清（1867-1920

年）與以碑意靈活運用的于右任（1879-1964 年）等人投入臨寫，這時由於西方

印刷術的傳入，原先孤本碑拓開始複印化身百千，因此上述三位可視為繼承階段

代表書家；經由這幾位書家的持續推廣，此時相關〈張玄墓誌〉臨寫者已如野火

燎原般擴散全國，本文為了解在臺灣之發展，試舉 5 位曾長期居住臺灣的書家，

如王愷和（1901-1997 年）、臺靜農（1902-1990 年）、陳丁奇（1911-1994 年）、

奚南薰（1915-1975 年）與江兆申（1925-1996 年）等，這幾位長期在臺灣教育

界服務，其影響臺灣現代書家甚深，五位書家皆有深厚書學功底，藉由欣賞其所

臨寫之書作，看到各自書學軌跡之交互影響，也成為我輩學習之借鏡。 

 

 

 

 

 

 

 

 

 

 

 

 

 

 

 

【關鍵字】〈張玄墓誌〉、何紹基、曾熙、李瑞清、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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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玄墓誌特徵簡介 

〈張玄墓誌〉又稱〈張黑女墓誌〉，全稱〈魏故南陽太守張玄墓誌〉。刻

于北魏普泰元年（531 年）十月。此誌楷書，20 行，每行 20 字，共 367 字。剪

裱拓本，凡 12 頁，每頁 4 行，每行 8 字，該墓誌出土於何處無從考據，原石又

早已亡佚，何時何地出土亦無記載。目前僅有一冊剪裱舊拓孤本存世。因避清康

熙帝愛新覺羅玄燁名諱，故清人通常改稱〈張黑女墓誌〉。 

 

此冊清初歸成榑1。其後有清初山東益都諸生王璵似、王海二跋，皆未有落

款年月。以後在山東輾轉流傳，於道光五年(1826 年)春何紹基購得此孤本于山東

濟南，始逐漸被世人所知。因清末碑學包世臣與康有為推崇，造成清末民初即有

精印本與石印本出現2(參見圖 1)，民國初年此冊歸無錫秦文錦（1870-1938 年，

齋號為古鑑閣）後，其據此照相製版印行，並邀請張大千依拓本文字集成聯句3刊

入古鑑閣集聯書目，於民國十年(1921 年) 由藝苑真賞齋景行於世(參見圖 2)，從

此聲名更著。中共建政後此冊曾入上海博物館，後發還原藏者，4目前下落不明。 

            

    圖 1 民國初年有正書局〈張玄墓誌〉影本狀況        圖 2 秦文錦古鑑閣集聯 

                                                
1何書置: 《何紹基書論選注》(台北，惠風堂，1993年 1月初版) ，P156。 
2清方若原著，王壯宏增補：《增補校碑隨筆》(台北，華正書局，1985年 4月初版)，P340-341 
3《歷代鼎銘碑帖集聯 魏張黑女墓志》(台北，漢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 3月，初版) 
4仲威著:《中國碑拓鑑別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5月初版)，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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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初學時，常對幾處不清楚之文字不知如何下筆，所以陸續買過幾個版

本作比較，其中印的較早的有日本 1961 年二玄社《書跡名品 59 墓誌銘集 3 六

朝》、51963 年 (昭和 38 年) 清雅堂刊行的《魏張黑女墓志》6與 1983 年文物出

版社刊印的字帖，7若細細比較仍可發現三者版本之差異(參見圖 3)。二玄社書跡

名品的版本雖然印的較早，但是為縮減頁數，將原先拓本每頁 4 行每行 8 字改為

每頁 6 行每行 10 字，且影印墨色十分濃黑而有傷字口，後面相關題跋也加以略

去，甚為可惜；另外日本印行的清雅堂版本墨色較能呈現原拓之精神，也維持原

本每頁的行字數與書家在每頁之大部分題眉書跡，據書後藤原楚水題記，稱此本

為「原石孤本轉印」；而 1983 年大陸文物出版社所印資料，為民國初年珂羅版

所翻印，但是此本將歷來書家在每頁之題眉書批略去不印，無法詳查底本為何，

該版本因為用更淡的油墨印刷，與清雅堂本相較(參看下圖 3)，如「女」、「南」、

「葉」等字口更為清楚，但是像是「謂」、「榮」等字則清雅堂本勝之，細較題

跋部分，則文物本較清雅堂本少了每頁之題眉書批、何道州的兩個跋語與張履、

吳式芬觀款，不知兩本是否因為一在翻印造成互有優劣的現象；後來 2014 年吉

林出版社彩印之《何紹基臨張玄墓誌銘》8一書，比較後方知先前數種印本的相

關跋語皆有刪減，而此印本也非直接拍攝目前〈張玄墓誌〉拓本，乃是沿用民國

14 年前有正書局印行之珂羅版與震亞圖書局所刊之石印本合輯套色而成。至此

存世孤本目前知書況為何，亦無人得見，原來的孤拓已無版本比較與斷代問題，

而從目前數種印刷品之比較來看，想選用一個好的底本作臨書參考或研究，似乎

就需挑選各出版者的印刷品質了！ 

 

                                                
5《書跡名品 59墓誌銘集 3 六朝》(日本，二玄社，1961年 6月初版)，1971年 1月 8刷，P37-44 
6《魏張黑女墓志》(日本，清雅堂，昭和 38年(1963年) 12月) 
7《北魏張玄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12月) 
8孫寶文編:《何紹基臨張玄墓誌銘》(吉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 6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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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本 

   清雅堂本 

圖 3 文物出版社與日本清雅堂出版品之比較 

近來網路盛行，許多資料上網搜尋即可獲得，日前偶然上網，發現網路上

有稱上海博物館藏〈張玄墓誌〉全張拓本，9難道地不愛寶，是否原石出土了呢?

細看則不覺莞爾，以文物本之拓本與網站全張拓片比較(如下圖 4)，資料上傳者

可能沒有搞清楚原拓狀況，竟將剪裱本易為全張拓，細對開頭數行，可謂真假立

判，所謂網路資料真假參半，此又添一實例，可供喜愛蒐尋網路資料者鑑鏡。 

(a)  (b) 

圖 4 〈張玄墓誌〉網路全張拓(局部)偽刻(a)與早期文物出版社(b)之比較 

                                                
9上博馆藏北魏〈張玄墓誌〉，孤本拓片高清 http://fansart.com/article_1257/zhangxuanmuzhiming  

http://fansart.com/article_1257/zhangxuanmuzh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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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審此墓誌所存文字，因處於魏晉時期書體變革之際，雖屬正書，表現方

式卻融合隸楷行諸種書體，若由裱本中看到通篇安排疏朗錯落，較之魏晉古楷碑

帖，似與曹魏時期的鍾繇古楷氣息可通(參見圖 5)。 

 
(a) 

 (b) 

  圖 5  (a)〈張玄墓誌〉與(b)鍾繇小楷〈還示帖〉比較圖 

若選取其中個別單字來看，會發現其與漢碑、六朝碑刻和唐碑之間有承上

啟下之聯結性，如下圖 6「河」之水部、「然」與「無」之火部、「於」之末兩

點等都具有行書筆意，在下表 1 中「吏」、「君」右上方轉折似隸體(如〈張遷

碑〉、〈乙瑛碑〉)平折；而〈爨寶子〉之「吏」字左低右高的撇捺關係，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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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方的〈張玄墓誌〉也有異曲同工的表現方式；而「君」右下口部則與唐楷(取

〈皇甫誕碑〉選字) 比較之，可知兩者在右上角提按轉折而呈 45 度之切角是雷

同的，而從表 1 也可看出，六朝時南方的〈爨寶子〉也有此一繼承隸體之傳統，

略早的〈鄭羲下碑〉已有抬高右肩之筆勢，略晚的東魏〈敬顯雋〉則有了明顯轉

變；另外常常令人誤讀之「坤」字，在漢碑〈乙瑛碑〉中已有傳承篆法之隸體，

相較於東晉王羲之表現面目(〈集王聖教序〉選字)與北方碑體(〈張猛龍〉選字)

結構，可知其繼承篆隸古體之處。再從「河」之可部橫畫起筆處與「君」之橫畫

起筆處，則可明瞭其用筆中鋒與側鋒兼用，且偶有露鋒，下筆角度自然而富變化

（如「坤」之三豎起筆處），行筆無唐楷刻畫造作之意（如「吏」之姿態），收

筆偶有隸書短收筆意（如「吏」的捺筆如隸體之波折與〈爨寶子〉都有此繼承隸

體之處），字構內緊外鬆(如「君」、「吏」筆劃密者集結，疏者舒放) 等書寫

特徵。 

除了上述字法與章法上的特殊性，若將〈張玄墓誌〉全文中之重複文字加

以比較，可發現碑文中對於一字重複過程中，多具有不同樣貌，在圖 7 中的「水」

兩字結構呈現一方一扁，「具」、「俱」兩個具字也因位置安插而有不同變化；

另外像「便是」兩字字形略扁，字距如隸體上下留有較大間隔，而從圖 7「壽女」

兩字或「動言成軌」四字之中軸線來看，雖然其出自剪裱本可能損及原先各單字

的的安排，但並非每行皆會加以調整，細觀其行間單字布局狀況，仍可見猶如行

書般跌宕變化，透過上述分析，讀者或可明瞭為何〈張玄墓誌〉能在近百年來受

到如此欣賞讚揚之故。 

 
河 

 
然  無  於 

圖 6〈張玄墓誌〉中帶行書筆意之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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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張玄墓誌〉與漢碑、六朝碑刻和唐碑之比較表 

 君 吏 坤 

〈張玄墓誌〉 

選字 

  
 

漢碑 

選字 
 

〈張遷碑〉 

 

〈乙瑛碑〉 

 

〈乙瑛碑〉 

魏晉六朝 

書體選字 

 

〈爨寶子〉 

 

〈敬顯雋(敬史君)〉 

  

〈爨寶子〉 

 

〈鄭羲下碑〉 

 

〈張猛龍碑〉 

 

〈集王聖教序〉 

唐楷選字 

 

〈皇甫誕碑〉 

 

〈顏勤禮〉 

 

〈雁塔聖教序〉 



                                         〈張玄墓誌〉書風之倡導、繼承與在臺灣之發展 

9 

 

 
    

圖 7 〈張玄墓誌〉選字 

 

何紹基對〈張玄墓誌〉推重之後，許多書家增加不少評論之語，像是清中期

著有《藝舟雙楫》的書論家包世臣(1775-1855 年)曾題：「此帖駿利如〈雋修羅〉，

圓折如〈 朱君山〉、疏朗如〈張猛龍〉、靜密如〈敬顯雋〉。」另外，重要書

法理論家康有為(1858-1927 年)在其著作《廣藝舟雙楫》中對此碑也十分推崇，

在〈廣藝舟雙楫．備魏〉中說：「峻宕則有〈張黑女〉〈馬鳴寺〉」在〈十六宗〉

裡，稱「〈張黑女〉為質峻偏宕之宗」，並稱「化篆、分入楷、遂爾無種不妙，

無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比肩〈黑女〉者。」；而清末民國初期的沈曾植

(1850-1922 年)評謂：「筆意風氣，略與〈劉玉〉、〈皇甫轔〉相近，溯其淵源，

蓋中嶽、北嶽二〈靈廟碑〉之苗裔。」 

 

二、近現代名家臨寫張玄墓誌  

http://www.baike.com/wiki/%E5%8C%85%E4%B8%96%E8%87%A3
http://www.baike.com/wiki/%E6%B2%88%E6%9B%BE%E6%A4%8D
http://www.baike.com/wiki/%E6%B2%88%E6%9B%BE%E6%A4%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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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嘉慶、道光以後，帖學衰微，而金石學之勃興及碑誌大量出土等環境

條件，使得碑學逐漸興起，後來包世臣與康有為的書論問世，進一步推動碑派書

法由漢碑、唐碑轉向前人少見之北魏碑刻，新的書學表現也帶動藝術市場的蓬勃

發展；清末眾多碑學理論之完成及書家典範之建立，使碑學達到全盛的狀態。加

上清末民初時期，西北出土的流沙墜簡刊行，更讓原先的蓬勃的碑學，藉由新的

出土文獻出現，增添新的發展動力。10 

 

本文選用清中期至近現代 9 位曾直接臨寫〈張玄墓誌〉內文或集聯的書家，

分三個階段來探討，其中晚包世臣約二十年的何紹基，年輕時受其碑學觀念影

響，開始注意到北朝碑刻，於道光五年(1826 年)於山東獲得此碑拓之後，形成倡

導此碑刻的重要書家，他曾任四川學政，又主講濟南、長沙等地書院，在當時士

林影響不小，加上何與包世臣友善，透過包在咸豐同治年間碑學的重大影響力，

〈張玄墓誌〉也逐漸成為清中後期書家所關注，像是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

汪鋆《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方若《校碑隨筆》等

金石學著作開始著錄，其名聲在書壇日益興隆，而何紹基透過長期觀賞臨習，造

就其臨本由似轉為不似，更開啟後續繼承者新的學習方向。 

 

接下來三位繼承型書家，處於清末民國初期，與清末重要的書學理論家康

有為所處時期相近，三位在清代皆有獲得進士或舉人功名，因為諸多因素，三人

直接受到康所倡導之碑學影響較小，甚至自有一番見解。其中曾熙、李瑞清兩位

書家，曾與康有為共同參與清末公車上書活動，可謂熟識，後來曾李鄙其與閹人

交往，漸疏遠之，因此更不可能接受康有為書學理念，兩人後來清亡前幾年擔任

新式師範學堂監督(及現今校長職務)，成為當時中國較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識份

子之一，在這樣背景下，曾李兩人交誼深厚，相互扶持，形成將碑學與帖學融合

                                                
10 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河南，河南美術，1992 年 1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9F%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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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的新互補表現，曾熙於書法極推崇何紹基，其書法表現有許多取法何紹基圓

轉溫潤之處，李瑞清則自幼從臨寫金文而由此深入北碑書學脈絡，表現另一種剛

強方勁之美，兩人或因取法不同，或有意為之，形成別具帖學與金石碑學之不同

面貌，故時人有「南曾北李」之稱；而于右任為前清舉人投入革命而成黨國大老，

與身為民國時期保皇黨重要人物的康有為，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但是于右任還

是受到當時推崇北碑影響，主要原因在於認為藉由書寫魏碑可強化尚武精神，其

弟子胡恒在〈于右任事略與書法〉中說：「于右任曾苦練〈張黑女墓誌〉」，但

今人多無所依據其臨寫之樣貌，本文也依據其書作，試圖找出其臨習之線索；此

三位書家對於〈張玄墓誌〉，皆有不同面向取法，也形成此時期〈張玄墓誌〉之

表現面目能不受侷限，形成更寬廣的表現面目。 

 

1900 年之後出生的王愷和、臺靜農、陳丁奇、奚南薰與江兆申等 5 位書家，

他們成長過程接受到較多新式教育，也無需參與傳統科舉，對於前一時期的政治

立場影響已經大幅減少，受清末碑學大興之影響，其畢生臨池多與碑學有關，這

幾位皆曾長期居住臺灣，並在臺灣教育界服務，所臨寫之書作與觀點，多參有各

自書學軌跡，也成為影響臺灣書壇的重要力量。王愷和奚南薰兩位受包世臣與康

有為書學影響較大，其中王愷和由唐碑入北碑，而奚南薰則由北碑入篆隸唐碑

等，終以篆隸北碑成名；臺靜農受胡小石與陳獨秀等人書學影響，多採明末書家

的方筆與澀筆的勁利之法；陳丁奇青年時期受日式書學教育影響，楷書書風字法

精謹，與傳統來自中原的取法有所差異；五人中年紀最幼的江兆申，長期於故宮

博物院擔任重要職務，眼界自是不同，其以唐楷歐陽詢書風見長，偶一臨寫之〈張

玄墓誌〉，也加入歐書字型誇張錯位之表現；以下藉由〈張玄墓誌〉為論述主軸，

藉由探討不同書家取法之面向，幫助我輩了解其中之差異。因為書家眾多，下圖

就略整理其書家生卒年，以方便觀者明瞭其所處之時代，再分別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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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張玄墓誌〉相關書家生卒年圖表 

 

(一) 倡導者 

➢ 形神合一的何紹基（1799-1873 年）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別號東洲居士，晚號蝯叟，湖南道州人。清代

詩人、學者、書法家。道光十五年（1835 年）舉乙未恩科鄉試第一（解元），

道光十六年（1836 年）進士，後任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等職，咸豐二年（1852

年）任四川學政，因謗卸官，後主講濟南、長沙等地書院，後卒於蘇州。其博涉

群書，通經史、小學，論詩推重蘇軾、黃庭堅。書宗顏真卿，參以北碑等碑版意

趣，峻拔奇宕，自成一格。執筆創用迴腕法，11並以此法主攻篆隸，其渾厚雄重

之變化，後人極推重之。小真書尤工，雖黍米而有尋丈之勢。其曾著有《東洲草

堂金石跋》與相關詩文集傳世。 

                                                
11 崔偉:《中國書法家全集 何紹基》(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85%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3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B2%E5%A3%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F%B0%E6%9E%97%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F%B0%E6%9E%97%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B7%B5%E9%96%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B7%B5%E9%96%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2%B8%E8%B1%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5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5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9F%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2%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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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紹基處於金石考據學勃興，碑學興起的書法變革時代，在他之前的書壇，

多崇尚二王、顏真卿、漢碑與唐碑之臨寫追求，加上其父何凌漢身為朝廷大員，

基於科舉的需求，家庭對於何紹基自小書學要求很高，這些環境因素都讓他在早

期的楷書與行草書方面，獲得深厚影響。除了這些時代環境的影響，道光五年，

27 歲的何紹基得〈張玄墓誌〉拓本後，確實讓他有機會跳脫原先時代環境影響

的因素，如圖 9(a)於〈張玄墓誌〉題跋可知「余自得此帖後，旋觀海於登州，既

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1827 年)遊汴復入都，旋楚。戍子(1828 年)冬復入

都，往返二萬餘里，是本無日不在篋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賞，所獲多矣。…」

其欣喜若狂珍愛之情在字裡行間表露無疑，連舟車旅途之中，亦時時把玩臨摹，

加上後來與包世臣往來，更提高他對碑學的興致，造就了他對碑學極力的提倡和

獨闢蹊徑的創新。 

 

何紹基主張學北碑需將篆、隸意趣融入楷書，由於他沒有專門的書法理論

著述，其書學思想大多在題跋、詩詞、言談之中。例如在《與汪菊氏論詩》中寫

道：「如寫字用中鋒然，一筆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韻？安得不雄

渾？安得不淡遠？」；另外，何紹基參以古人彎弓射箭之理，融入書學實踐之中，

於咸豐四年(1854 年)寫下<猿臂翁>，提及：「書律本與射理同，貴在懸臂能圓空。

以簡御繁靜制動，四面滿足吾居中。李將軍射本天授，猿臂豈止兩臂通，氣自踵

息極指頂，屈伸進退皆玲瓏。…」，12此為其自創指實、掌虛、腕平等特性之迴

腕執筆法，此後依此法實踐，另外在 1857 年的題跋(如圖 9(b))提及「余既性嗜北

碑，故摹仿甚勤，而購藏亦富。化篆分入楷，遂爾無種不妙，無妙不臻，然遒厚

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著。每一臨寫必迴腕高懸，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約不

及半汗浹衣襦矣!因思古人作字未必如此費力，直是腕力筆鋒天生自然 !」可見

其為其自創書學所投入鍛鍊之努力。 

                                                
12何書置: 《何紹基書論選注》，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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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9 何紹基在〈張玄墓誌〉拓本題跋墨跡 

先前提到何紹基評論〈張玄墓誌〉拓本具有「遒厚精古」之特色，其實踐

之法，就是以自創的迴腕法以中鋒書寫，過程中試圖讓筆保持垂直紙面，所以書

寫之線條才能產生遒勁渾厚，他能持之以恆的努力觀摩與臨寫，使寫出來的文字

結構筆筆都能精準無誤，而〈張玄墓誌〉略帶隸筆的起收，也影響何紹基在自運

創作上能異於時流，從而表現出別具古意的書作。在長期且多次臨觀原拓，其臨

帖之作可參見圖 10 (a)作品為網站13所見贈與象賓之作(23×27cm×7，私人收藏)，

開頭「玄」字避康熙皇帝諱而不寫，通篇結構精謹如燈取影，佈局較如館閣排列

縱橫皆整齊劃一，結字則略參輕重變化；圖 10(b)為另一通臨寫〈張玄墓誌〉書

作(尺寸不詳，私人收藏)，14原為民國初年震亞書局出版《何子貞臨黑女墨跡》，

其通篇佈局則如魏晉古楷，主要著重直的行氣連貫書寫，每行之間文字的輕重疏

密左右穿插則自然成趣，帖末有民國書學大家譚延闓(1880-1930 年)於丙午年

(1906 年)中秋觀跋一則，略述此作傳遞過程。 

                                                
13何绍基臨〈張玄墓誌〉册，http://auction.artxun.com/pic-403291-0.html  
14崔偉:《從臨摹到創作 何紹基》(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年 1月，一版) 

http://auction.artxun.com/pic-40329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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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10 何紹基臨寫〈張玄墓誌〉墨跡兩種  

從兩件同為何紹基所臨寫之〈張玄墓誌〉墨跡，可知其學書分佈由亦步亦

趨而到達熟後求變之表現手法，此一論點，可與其臨寫百通的〈張遷碑〉(參見

圖 12)相比較，以目前可見之第三十通15、第六十通16與第九十三通17臨作並列可

知，隨著臨寫次數增加，熟練度提升之後，個人主觀創作意識越加強烈，所臨寫

之文字越加遺貌取神，可加印證。 

                                                
15 《何紹基臨張遷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1年 7月，一版) 
16 《中國法書選 何紹基集》(日本，二玄社，1994年 4月，初版四刷) 
17 《清何子貞臨張遷碑》(香港，香港美善同圖書有限公司，1977年 3月，初版) 



2017 造形藝術學刊                                                                     

 

 16 

 

圖 11 何紹基臨寫〈張遷碑〉墨跡三種比較 

關於包世臣與小他二十餘歲的何紹基是否有交往與影響，或許可從〈張玄

墓誌〉冊後題跋，將發現兩人多次對碑帖內容相互題跋討論，從中可推知兩人互

動頻繁。其中較有趣的是圖 12 中，關於包世臣題跋中稱此碑與〈英義夫人墓志〉

風貌相近，隔多年之後何紹基經過多年追訪後，也補題一段文字，稱〈英義夫人〉

聞所未聞，似是給了包世臣一個回馬槍，至於為何不當面請教釋疑，或許包世臣

已經不方便回覆，何紹基謹能藉此表達個人對於北魏碑學考究的一種意見交換。 

 

何紹基書學理論上推崇碑學，加上早年效法顏真卿與歐陽通的基礎，這樣

更能促成其碑學觀念的全面發展，他又善於借鑒與承傳前賢如阮元、包世臣等人

的理論加以結合，加上身體力行，故能開一代書風。其楷書神似〈張玄墓誌〉之

處甚多，並融和其對顏真卿等唐楷書法的學習，而形成「顏七魏三」的自家風貌。

像是後人曾熙就曾在<游天戲海室雅言>中提到何紹基「腕之空取<黑女>」，且

評論「何蝯叟雖以顏體得名，然其結體，實出〈張黑女〉。試觀何書，往往上半

大與下半，與顏書適得其反，此實得諸〈張黑女〉者。特常人見其點畫，一本顏

書，遂謂蝯叟專學魯公耳。」18或許可以此作為何紹基在取法北碑之結語。 

                                                
18 曾迎三:〈曾熙及其書論書法〉，《書法》(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 2月)，第 2期，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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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張玄墓誌〉冊中包世臣與何紹基題跋 

    

(二) 繼承者 

➢ 以近追古的曾熙（1861-1930 年） 

曾熙，字子緝，號俟園、晚號農髯、嗣元，湖南衡陽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

進士，後任提學使，後返湘先後講學於衡陽石鼓書院和漢壽龍池書院。曾任南路

優級師範學堂監督。1909 年（宣統元年）任湖南諮議局副議長，參與君主立憲

活動。50 歲開始學畫，清亡之後，歸隱湖南。後因生活，於 1915 年秋到上海與

李瑞清一同鬻書，當時有「南曾北李」之稱。關於其書畫著述，有門生朱大可、

張大千等人集生前書畫語錄多卷。 

 

據李瑞清〈衡陽曾子緝先生鬻書直例引〉， 提及曾熙書學「在〈散氏盤〉、

〈夏承碑〉、〈華山碑〉、〈史晨碑〉、〈張黑女〉、鍾繇、二王，尤好〈鶴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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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山金剛經〉，自號南宗」，與北宗的李瑞清相抗，觀其書作表現用筆圓通

流暢，線條柔和潤澤，取法二王秀雅婉麗之學為多，再以碑帖融合，形成個人饒

有晉人疏朗秀逸的書法韻致。 

 

欲探討曾熙書法表現，需多了解其書法主張與理念，方能一探究竟，以往

其書法理論較少散播流通，幸拜近來書法興盛所賜，《書法》雜誌19曾轉載一篇

1930 年《金剛報》所刊載曾熙學生朱大可於其過世之後所整理之曾熙書論，才

讓更多人有機會一窺其貌。細讀其文可知，曾熙在書法上對於何紹基極為推崇，

曾評論「何紹基(蝯叟)存閑雅於放肆之中，發生新於甜熟之外，當為清代巨擘。

各體分第一，篆次之，真行又次之。」若再參照曾迎三所編之曾熙年表，20可知

其擔任湖南書院院長時，曾獲得何紹基所臨寫的〈張遷碑〉真跡，後來據此不斷

臨習，故而在篆隸作品中，多有題寫取法何紹基之處，譬如在辛酉年(1921 年，

曾熙 61 歲)所臨寫的課徒稿之一則〈張遷碑〉臨寫範例與跋語，21提及取法何蝯

叟(何紹基)筆意，如圖 13(a) ；乙丑年(1925 年，曾熙 65 歲)所臨寫的大篆對聯作

品22中即提到「以蝯叟腕法入之」，如圖 13(b)。 

(a) 

                       圖 13 曾熙題跋書法中引用何紹基之作品例子(局部)   
(b) 

                                                
19曾迎三:〈曾熙及其書論書法〉， P54-60 
20曾迎三:〈曾熙年表〉，《書法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 1月) ，總 139期，P99-124 
21劉海粟美術館編:《曾熙與上海美專書畫作品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11月)，P172 
22曾迎三編:《曾熙書法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 12月)，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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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楷書方面，曾熙除了學習何紹基所推崇之〈張玄墓誌〉，並歸納出魏碑

具有兩大體系，「其中〈刁遵〉、〈崔敬邕〉、〈張黑女〉、〈高貞〉、〈敬史

君〉等，屬於陰柔之美者也；〈鄭文公〉、〈張猛龍〉、〈馬鳴寺〉、〈嵩高靈

廟〉等得陽剛之美也；〈龍門二十品〉，陽剛居十之七八，陰柔居十之二三」。

此書學論述與其好友李瑞清所述相近，卻與當時康有為學說有所不同。可知民國

初期碑學雖盛，並非定於一尊而是諸家學說紛呈之盛況。 

 

曾熙除了學理上形成一種獨特的書學脈絡，在書寫實踐上，目前可見有十

餘件曾熙臨寫之〈張玄墓誌〉書作傳世，略擇數件分述如下，圖 14(a)與(b)是明

確臨寫之作，圖 14(a)為北方畫壇大家金城先前贈送曾熙一件葡萄畫(19×52cm，

上海私人收藏)，23曾熙回贈一柄書畫扇，此為其中之書法，通常書畫好友相餽贈，

多選自身擅長或特別之作，以顯出一種尊重，此作表現較原碑更為秀雅靈動，且

疏密錯落有致，或許與其多方接觸魏晉人行草書而受影響之故；圖 14(b)則是另

一件曾熙臨寫〈張玄墓誌〉的橫幅作品(27×172cm，私人收藏)，24其題跋中稱「〈張

黑女〉善用其空，魏誌第一石」，可知其推崇此碑為北魏墓誌第一；圖 14(c)則

是曾熙參考古鑑閣集聯所刊印的〈張玄墓誌〉集聯之作(127×21cm×2，私人收藏)，

此集聯為其學生張大千於民國十年所作，此作雖無年款，卻可據此推測其書寫時

間。余所見曾熙所書題款取自〈張玄墓誌〉之作，也有出於自身所作之聯句，如

圖 15(a)所見之〈漢德魏銘聯〉(176×45cm×2，私人收藏)，25對於進士出身的曾熙

而言，其集字作聯句為小事一樁，或許因為上海鬻書需求較大，為求變化，甚至

連原先其他可運用之資料亦可轉化，另外〈芳麗山石聯〉(142×34cm×2，私人收

藏，如圖 15(b))，26其題寫「集〈張遷碑〉以黑女筆勢為之」，將原本古鑑閣刊

印的〈張遷碑〉集聯內容調整為張玄書體，可說曾熙善於學古而化之的例證。 

                                                
23《曾熙李瑞清書畫特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0 年 4 月)，P167 
24曾迎三編:《曾熙書法集》，P172-173 
25曾迎三編:《曾熙書法集》，P161 
26曾迎三編:《曾熙書法集》，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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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圖 14 曾熙臨寫作品與〈張玄墓誌〉原碑選字比較 

 (a)         (b) 

                  圖 15 曾熙關於〈張玄墓誌〉題款之自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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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比較曾熙與何紹基兩人之臨寫與〈張玄墓誌〉原碑選字比較，從

一些蛛絲馬跡推斷曾熙可能直接臨寫震亞書局出版《何子貞臨黑女墨跡》之書

作，在圖 16 中，若單就「新」字來說，〈張玄墓誌〉的特色在於「斤」部左邊

豎筆與右邊豎筆形成合包之勢，在何紹基臨寫版本中，或許出於迴腕法書寫習

慣，何紹基將「斤」部左邊豎筆改為右上往左下撇後帶勾之動作，這個動作在曾

熙臨寫的圖 14(a)寫與金城之扇面、圖 14(b)橫幅與圖 16 之中堂書作27中，都被忠

實保存下來，且曾熙通篇錯落的布局章法，也接近何紹基的表現樣貌，也符合曾

熙與何紹基同為湖南籍，且曾收藏其書跡，自會影響其臨寫之習慣。 

 

圖 16 曾熙臨寫與何紹基臨寫與〈張玄墓誌〉原碑選字比較 

➢ 形精法備的李瑞清(1867-1920 年) 

李瑞清，字仲麟(一說仲霖)，號雨農、梅盦、梅癡，江西撫州府人。齋名師

鄭室、玉梅花盦、黃龍硯齋、雙散鬲齋等。光緒十九年（1893 年）中舉，光緒

三十一年（1905 年）進士，後分發為江蘇候補道，署江寧提學使，也曾出任首

                                                
27《曾熙與上海美專書畫作品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11月)，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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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兩江師範學堂監督（即校長），於任內創設圖畫手工科，並親自講授國畫課，

培養了中國最早期的近代美術師資和藝術人才。清帝遜位後，李以遺老自居，自

稱清道人，於民國九年病逝上海。 

 

李瑞清為臨川李宗翰之後代，家中歷代以收藏揚名江南，故能自幼鑽研六

書，自十歲開始學習大篆金文。清亡後，轉往海上鬻書，期間對殷墟、周、秦、

兩漢至六朝文字皆加以整理研究，或許參考其清末擔任兩江師範學堂監督時，所

引進之西方資訊，提出別具傳統觀念之文字演變脈絡。例如在其所作〈玉梅花盦

書斷〉中，將在他當時所見出土之鼎彝金文加以分類，提出篆書流派之形成與地

理風俗息息相關，在整理出殷、周兩大脈絡之後，又將周代以下出土之青銅器文

字列出具代表性的七十件，透過其中文字風格來「以器分派」，歸納出九種周代

金文風格，其各自風格演變影響了秦漢魏晉碑刻表現，造成後代碑刻不同風貌的

脈絡，這觀點與康有為所論述觀點有很大的差異。所以李瑞清曾自稱其書法根基

於金文，以此基礎再博取漢魏諸多碑刻面貌，後又以大篆筆法作畫，形成各體皆

備又具統一的金石趣味，成為民國初年享譽上海的書畫家。 

 

1916 年後李瑞清與曾熙在上海鬻書，並標榜「南曾北李」，〈張玄墓誌〉

雖為北魏墓誌刻拓，但是在曾李二人的風格分類中，〈張玄墓誌〉被認定是北魏

時期繼承曹魏時代鍾繇古楷書風的書家所作，故兩人雖有南北派之區分，卻皆有

臨寫之作品傳世。在 2010 年第 10 期到 2011 年第 9 期的《書法》雜誌中，有十

二期連載李瑞清當年臨寫〈張玄墓誌〉(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如圖 17)之全文可

供研究比較，此作之用紙因為加了界格，所以通篇文字寫來大小勻一，又先前提

到李瑞清自幼臨寫金文與北碑之淵源，所以此臨作被加入一種強調北宗碑刻的雄

強且稜角分明面貌，或許也與清末張裕釗等人所主張北碑書學表現之面目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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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李瑞清臨寫與〈張玄墓誌〉原拓本之比較 

 

下圖則選了幾件李瑞清所臨寫的〈張玄墓誌〉作品，在圖 18(a)中是取自中

國嘉德 2013 年拍賣圖錄(182.5×49.5cm，私人收藏)，28此作為李瑞清所書〈張玄

墓誌〉書作中起收筆較為圓潤之作品，或許可證明其方銳之碑體表現是有意為

之。另外，李瑞清對此碑認為系傳承自〈曹全碑〉一脈，並與〈敬史君〉同一脈

絡，29這個觀念常借書作題款表達出來，在圖 18(b)中，題款「與〈敬顯雋〉(即

〈敬史君〉)〈張猛龍〉殊途同歸，而結構凝歛，筆力遒麗，視諸碑尤過之」；

另外圖 18(c)另一件李瑞清之臨作(尺寸不詳，私人收藏)，題款也強調東魏〈敬顯

雋〉碑與北魏〈張玄墓誌〉有近似之表現。另外，李瑞清到民國時期仍以清遺老

自居，對於原文中之「玄」字臨寫時，則以減省末筆方式避清聖祖名諱，這種習

性似也成為一種真偽鑑定的法則。 

                                                
28《吉金樂石-中國書法的別樣逸趣》(北京，中國嘉德公司，2013年秋季拍賣會)，編號 1716 
29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論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5月，一版)，P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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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18 李瑞清臨寫與〈張玄墓誌〉原拓本之比較 

圖 19 則是將曾熙與與李瑞清兩人，各自臨寫〈張玄墓誌〉的共同段落列出

比較，前文提到的「新」字，在兩人臨作就可看出差別，李瑞清選擇忠於原碑帖

的字構，但過於規矩勻一，而曾熙之臨作則較近於何紹基臨本，呈現一種參差錯

落的魏晉古楷面目。曾李兩人的往來極深，在書論上也相互影響，其表現差異為

何迥異?這個答案或許是有意為之，以求鬻書所強調之面目差異；或許也是使用

書寫工具不同所產生，像是在曾熙臨與其弟子之〈瘞鶴銘〉跋語(如圖 20)中提及

「…，在予書能用縮豪(毫)，以視令師梅道善使長鋒，其源可辨」，30可看出兩

人在書寫用具刻意與當時一般書寫有明顯差異，進而強化不同的個人表現面目。 

                                                
30陶喻之:〈鶴銘師道不了情〉《中國書法》 ( 北京，中國書法雜誌社，2013年 9月) ，第 9期副

刊〈鶴銘豪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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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李瑞清與曾熙臨寫〈張玄墓誌〉之比較 圖 20 曾熙臨寫〈瘞鶴銘〉之局部 

➢ 以意活之的于右任（1879-1964 年） 

于右任，原名伯循，後以字行，號騷心，又號髯翁，晚年號太平老人，1878

年生於陝西省三原縣。他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革

命，1927 年起，任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國民政府委員兼審計院長和監察院長

等。擅長詩詞、書法，以魏碑書體與標準草書出名，故被時人譽為「當代草聖」、

「近代書聖」，並著有《于右任詩詞集》《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早年書從趙孟頫入手，也有臨寫過二王等帖學書跡傳世，而 1918 年

以後，于右任更熱衷於北魏碑誌書法之研究，像是北魏墓誌、〈石門銘〉、〈龍

門二十品〉、〈廣武將軍〉、〈奚智墓誌〉31等碑刻，都有所涉獵，由於其融合

多種筆法表現新的行楷書體，故有縱長緊結或是方正寬博等諸多面目，形成多樣

又極有辨識度的自家面貌。根據于右任弟子胡恒先生在〈于右任事略與書法〉32

                                                
31 鍾明善，《于右任書法藝術管窺》(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 10月一版)，P63 
32 林銓居，《草書．美髯 于右任》(台北，雄獅美術出版社，1999年 4月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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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說：「于右任曾苦練〈張黑女墓誌〉，直到形神俱似時，再臨〈石門銘〉、〈龍

門二十品〉。」 那要怎麼找出于右任書法表現和〈張玄墓誌〉明確關聯呢？ 

 

北魏碑版大略可分為墓誌、碑碣、摩崖、造像等類型，它們的風格面貌各

不相同。于右任書寫以「無死筆」為核心，臨寫六朝碑版多靈活表現，曾蒐羅北

魏墓誌數百方原石，名之曰「鴛鴦七誌齋」，由於目前並無發現其一板一眼臨寫

其中墓誌之書跡，但是每隔一段時期的行楷碑體造型都會有明顯不同，應是吸收

不同養分所造成之結果，筆者大膽推測于右任北碑行楷書風格中，從縱長緊結改

為方正寬博的面目表現，應該是吸收〈張玄墓誌〉而產生之變化，主要是因為筆

者發現于右任的〈奇松高木聯〉是以古鑑閣〈張玄墓誌〉集聯句子所寫之書作

(150.5×39cm×2，私人收藏，如下圖 21)，33今將兩者比較，于右任將〈張玄墓誌〉

上大下小或上小下大的字型特徵加以吸收，像圖中「天」、「自」、「高」、「木」

等字皆有雷同之處，而差別在橫劃右揚產生傾斜度統一較〈張玄墓誌〉原先文字

為高，而其中「高」、「臨」、「若」與「有」幾字和原碑特徵相似度大；「自」

若以原集聯文字較不似，取碑中另一字相較則相仿；「松」字的筆順與舒密亦相

近，但姿態略有變化；「天」下面長橫畫略為加長，但撇與奈兩筆表現亦有黑女

筆意，試以碑中「吏」字末兩筆為比較亦有相近之處，實是因此兩筆劃為黑女碑

中與其他碑刻差異較大之特徵用筆，料想于右任在臨寫時印象深刻而加以引用；

「壽」自上面一筆長橫劃若改為折亦神似原碑；「神」自結構相近，但純用行草

筆意書寫；「風」除了斜勾沒有拉出，其餘結構多有相似；由此推斷于右任方正

寬博的北碑行楷法書系列，具有〈張玄墓誌〉加上其他北碑的疏密特徵如〈張猛

龍〉的奇側變化，再佐以隸筆與行草筆意之行楷混用，可能就是于右任對〈張玄

墓誌〉等北碑的體悟與取捨後的表現手法。 

 

                                                
33《千古一草聖 于右任書法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年 6月)，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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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這一線索找到其他相似作品並作比較，如下圖 22，下圖(a) (b)作品乍看

似乎與〈張玄墓誌〉並不相關，但是以原碑之字置於一旁作比較之後，就會覺兩

者有所相似之處，以圖 22 (a)作中「高」、「岳」、「有」、「神」字與圖 21

聯句中相同，對比原碑特徵，亦多相近之處。「重」取自「動」字左邊偏旁，因

為黑女字數不多，挪用偏旁組合出所需之字，亦為一般書家所常見；在圖 22 (b)

作中風格略近圖 22 (a) ，其中「書」、「葉」、「字」、「風」四字原碑有之，

對比之下，「書」、「葉」兩字與原碑面貌相似度高，或有引用之可能性，「字」、

「風」兩字變化差距較大，另外「織」字若以原碑「純」與「識」兩字依部首偏

旁加以組合，「浪」的右半取自原碑「根」字右半，「紋」取原碑「純」的左半

與「故」的右半再依「文」結構寫法略作調整，則會發現許多符合原碑書寫架構

之相似風格，于右任向來靈活運用北魏碑刻中的筆劃偏旁，像是後來的標準草書

亦可靈活運用北碑架構，相較之下此舉實屬常態。以上幾個例子當然只是于右任

眾多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在此僅列出較具體的發現于右任法書與〈張玄墓誌〉之

間的關聯性，希望其他方家能惠予建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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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于右任奇松高木聯與〈張玄墓誌〉集聯文字比較 

 

(a) (b) 

圖 22 于右任法書與〈張玄墓誌〉原碑文字比較 

(三) 在臺灣發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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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唐入魏的王愷和（1901-1997 年） 

王愷和，字子中，安徽桐城人，齋名慎獨軒。幼時酷愛習字，曾入私塾七

年。後入武昌法政專門學堂。於陶仙橋先生家得借臨顏魯公、柳公權、褚遂良、

李北海諸家。1928 年，王愷和擔任河南省安湯林區局長後，開始購得碑帖臨寫，

於〈張猛龍〉、〈鄭文公〉頗有心得，又臨漢隸〈孔宙〉、〈衡方〉、〈乙瑛〉、

〈曹全〉、〈史晨〉、〈尹宙〉、〈華山〉、〈禮器〉、〈張遷〉、〈石門頌〉

諸碑，書藝進益，書風逐漸成形。1936 年擔任冀察政務委員會秘書，得同好王

潛剛先生指導，書藝更進。又任安徽潛山縣長、稅捐處長等職。之後輾轉由港來

臺，擔任考選部與考試院工作，於 1972 年退休。 

 

王愷和畢生以弘揚書道為職志，退休後在臺大、政大、師大及淡大敎授書

法，且以「楷書」聞名台灣書法界。王氏對於書藝有其特別之見解，他常引古人

名言，心領神會、追求境界。他引古人有關運筆之妙，要達到「如庖丁解牛，筆

一著紙，有頓挫之方，有轉折之妙，有向背之趣，有賓主之別。知頓則精神豐盈，

知挫則骨節靈通。」他又要求習書須先達平正，必須多寫，若欲求變化，必須多

看。由於其自年少即投入書學，又遍臨漢魏六朝及唐宋名碑，終能兼融各家之長

且自成一格。 

 

王愷和曾長期臨寫〈張玄墓誌〉為國內書壇所熟知，日前偶於國內藏家看

到其年 85 歲時，於民國 74-75 年期間臨寫整通之長卷(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如

圖 23)，由落款可之係贈與藏家本人，落款雖自謙「歷時四個月陸續寫竟，以致

大小不一，墨氣亦不能如一」，但是在此作中看到顯示精謹之楷書功力，表現一

種人書俱老的線條面貌，觀其所臨之書作點劃角度雖較原碑平正，卻與孫過庭提

到的「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之

回歸平淡有所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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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王愷和臨寫〈張玄墓誌〉全卷局部 尺寸不詳 

另一件其所書之松風草木五言聯(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如圖 24)，亦為早

年於國內網站中所見，其內容亦出自張大千所集之古鑑閣刊印之聯句，以一般對

聯尺寸推測，此作每字約 20 公分以上大字，對比聯句內容可發現王愷和在放大

數倍之臨寫，依然能精準表現原本之疏密變化，可見其於楷書多年所下之苦工。 

  

圖 24  王愷和法書與〈張玄墓誌〉集聯文字比較  

➢ 方澀取勁的臺靜農（1902-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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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靜農，字伯簡，號靜者，齋名龍坡丈室，生於安徽霍丘，畢業於北京大

學國學研究所。1946 年來臺，歷任臺灣大學、輔仁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著

有《靜農書藝集》及小說、散文出版，曾於歷史博物館舉辦書法個展。臺氏為學

者書家，早年以濃厚的人道關懷創作文藝，甚獲魯迅青睞，在當時即享有文名。

臺靜農早年視寫字為文人之餘事，並不著意為之，然抗戰期間，臺靜農於四川教

書八年，期間有機會向陳獨秀、沈尹默和胡小石等人問學共事，讓他進而鑽研書

法，這個淵源在臺大退休之後，就成了他抒發心中鬱積的出口，其書風高雅蒼勁，

透顯著明末倪元璐，黃道周之倔強傲岸風骨。 

 

臺靜農的書法表現與胡小石是有很深關係的，34胡小石曾從李瑞清學習金

文、北碑，擅長〈鄭文公〉、〈張玄墓誌〉等方筆澀筆之法，另外，胡小石也從

沈曾植學史，所以在胡小石之行草亦兼具章草與倪元璐筆意。臺靜農與胡小石兩

人在四川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曾共事四年，此時胡小石擔任系主任，相

關書學主張也深深影響年輕時的臺靜農，像是「凡用筆作出之線條，必須有血肉、

有感情。易言之，即須有豐富之彈力，剛而非石，柔而非泥」等，這些都在日後

從臺靜農的書寫作品中表現出來。 

 

《沉鬱．勁拔 臺靜農》一書中，有一件臺靜農漫臨〈張玄墓誌〉集聯內容

之作(136×34.5cm，私人收藏，如下圖 25)，35為何稱為漫臨？因為此作完全不照

原聯句順序書寫，原聯為「春風曉日暉群木，巨海長河接太空」、「奇松參天自

長壽，高木臨風若有神」與「玉宇星河照蘭室，春城風雨接華朝」，加以比對可

發現句子分散零落，猜想他下筆兩字之後，看到下聯聯句就往下寫了，寫了發現

錯了，餘紙似成臨習之用，且應該先完成上半截，再書寫完成下半截，因此「玉

宇星河照蘭室，春城風雨接華朝」句子，就縮小臨寫在下半截紙張，也形成較完

                                                
34盧廷清，《沉鬱．勁拔 臺靜農》(台北，雄獅美術出版社，2001年 11月，初版)，P54-64 
35《臺靜農書畫紀念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1年 10月，初版)，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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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段落，此作沒有臺老正常落小款，僅有一方「臺靜農」白文印。或許出於書

寫自然，這件作品才被保留下來。 

 
圖 25 臺靜農楷書條幅與古鑑閣集聯比較 

    《臺靜農的書法藝術》一書中，除了選錄上述書作，還有另一件〈水新風春

聯〉乃是書與張臨生的作品 (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如圖 26)，36此聯可從古鑑閣

本七言聯「出水新浦含秀氣，臨風春草散清芳」看出，皆為捨棄上下聯開頭第一

字後，異動為六言聯句。另外，此作落款開頭寫「張大千集白水〈張黑女〉字…」，

也是另一能証明古鑑閣〈張玄墓誌〉集聯作者，即為名書畫家張大千本人。 

 

從這兩件書法作品，推知臺靜農書寫〈張玄墓誌〉時多參看古鑑閣集聯本，

從這兩件作品看出，臺靜農在起收筆之處理多呈方銳，行筆間呈現艱澀而有力之

線條，整體結構精謹，但是〈張玄墓誌〉有部分大開大闔與疏密聚散之變化，其

臨寫作品多將外放之逸筆加以收斂，如圖 25 首行之「春」、「風」、「太」等

                                                
36盧廷清，《臺靜農的書法藝術》(台北，惠風堂，1998年 9月，初版)，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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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與圖 26 中的「含」、「春」、「散」等字。所以，原本〈張玄墓誌〉因筆畫

開合而形成字型較扁的結構，臺靜農卻因筆畫收斂而造成字型變長，這也形成他

個人臨寫的自我風貌。 

 
圖 26 臺靜農楷書對聯與古鑑閣集聯比較 

文前提及臺靜農的書法與胡小石有淵源，胡小石又從李瑞清學習北碑，那

將先前李瑞清所臨寫之〈張玄墓誌〉中選出與此聯相同之文字，能否看出一些差

別或關連呢？從下表 2 中，我們將個別單字分別整理，可看出在轉折處理上，兩

者筆畫交接轉折之處，多有外方內圓的表現共同點，像是「新」字的斤部、「浦」

字的甫部或是「清」字的月部等，這部分相似性很高；但是在單字的結構比較中，

臺靜農還是有因筆畫收斂而造成字型變長，這在李瑞清的書跡中並沒有找到相似

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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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靜農與李瑞清單字比較表 

 

➢ 和筆法精的陳丁奇（1911-1994 年） 

陳丁奇，字壽卿，號天鶴，世居臺灣嘉義。幼時由雙親與前清漢學教師之

啟蒙，後於日治時期接受當時日人積極推動現代化的學校教育影響，從此投入數

十年歲月致力於書法之研究及教學，在臺灣光復之後，其長期於嘉義教育界服

務，曾多年執教南臺灣「玄風書道會」，並從民國五十七年起擔任嘉義師範學院

的書法社指導教師，前後長達二十七年，這種為書學教育的付出也讓他成為臺灣

書法史上重要的書家與書法教育家之一。 

 

天鶴老人一生淡泊名利、正直耿介，其書法理論體系借鏡日本而融鑄古今，

從其作品集《任道．澄懷 陳丁奇書法選集》中可看出其一生所從事之書法創作

十分多元而豐富，隸楷行草諸體之作皆多方嘗試，可謂筆筆有想法而非一味抄襲

前人，其表現迥異於當時書壇面目。據李郁周於〈天鶴先生的書道傳承〉37一文

中指出，天鶴先生(陳丁奇)書法由楊守敬、日下部鳴鶴、山本竟山、伊藤犀水一

系傳衍而來，並於當時日治時期就讀臺南師範學校開始，接受日本多位書家函授

                                                
37《任道．澄懷 陳丁奇書法選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2010年 4月初版)，P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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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故其書法傳承多少與早年日本書學訓練所養成之習慣有關，本文就其臨寫

〈張玄墓誌〉全通四條屏38(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如下圖 27)略加探討，在下圖

中可看到其全篇作品狀況與局部和原碑拓本之比較，陳丁奇先生在臨寫每個字

時，多遵照原帖架構，字字筆法精謹，神形具足，對於筆法之使用似乎較原碑更

為複雜，故呈現另一種碑學表現意趣；另外在布局章法方面，從圖 27(b)中可見，

原先魏晉碑刻因與漢代隸體時代較近，布局多有一種爽朗且隨筆畫多寡自然安排

的樣式，在天鶴先生臨寫過程中改為章法布局森嚴，字字上下緊湊銜接之狀，字

字大小控制較為勻一，形成另一種通臨全碑的表現面貌，這種布局方式在早年日

人所做之楷書書蹟中常見，或可推測是出自個人日課之鍛鍊，或由於受到日本書

學臨寫半切紙之訓練，養成之布局習慣所致。 

(a) 

                                                
38〈臺灣典範書家陳丁奇數位美術館〉， http://140.130.48.5/tingchi/tingchi.php 

http://140.130.48.5/tingchi/tingchi.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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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27 陳丁奇先生臨〈張玄墓誌〉(a)全文 (b)作品局部與原碑拓本比較 

➢ 遒勁秀逸的奚南薰（1915-1976 年） 

奚南薰，號墨孫、墨蓀、玄孫、蜀玄翁，江蘇武進人，1974 年曾因罹肺癌

後改名南勛不到一年，後又改回原名。其兼善醫學及書法，曾任衛生署中醫委員

會主任委員、臺北市中醫公會理事長、中國醫藥學院教授等職。書法方面兼善篆、

隸、行、楷，懸腕作書，尤精篆隸，其書作線條潔淨俐落，結構嚴謹大方，兼有

遒勁與秀逸之美，曾著《奚南薰篆書集》。 

 

奚南薰曾作〈鴑馬十駕〉一文自述其習書經過，文中提到 20 歲前後，因拜

讀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原先預計依照其學書順序臨寫，後因無法備全各家碑

帖，改而專攻漢魏碑刻，並以十年為期，訂立功課臨寫，過程中曾接觸了〈鄭文

公〉、〈張猛龍〉、〈鶴銘〉、〈刁遵〉、〈崔敬邕〉、〈張黑女〉等碑誌，旁

及顏真卿〈爭座位帖〉、孫過庭〈書譜〉及宋代蘇黃米三家，進而體悟到包世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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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逆入平出」、「筆豪平鋪紙上」之法，讀其臨書過程，可想像其臨帖著

實下了不少功夫。 

 

關於奚南薰年輕時的臨書作品，目前並無從得見，但是在 40-50 歲投入大

量金文大篆臨習之後，50 歲起，再度立定在楷書下功夫的目標，目前所見 1974

年所臨寫的〈張玄墓誌〉(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如下圖 28)，該書作於 60 歲時，

當時因大病為求改運而改名為奚南勛期間，書作中字形輕重疏密安排頗似魏晉閒

散疏朗的表現，以其中「爰」、「舉」、「故」、「書」與「軍」幾字來看，大

小輕重一任自然橫列安排，與原碑表現意趣相近，更看不出書家病後初癒氣力不

濟之狀，該作曾刊載於 1986 年的《時代生活》39與 1989 年書藝出版社參照有正

書局底本所刊印《南陽張黑女墓志》40修復放大字帖中，此作置於放大碑帖之後

的名家範例，因此臺灣許多臨寫〈張玄墓誌〉的人多曾拜讀此大作。 

 

圖 28 奚南薰臨〈張玄墓誌〉銘作品  

                                                
39《時代生活》(台北，時代生活雜誌社，1986年 1月 10日 ) ，P12-13 
40《南陽張黑女墓志》(台北，書藝出版社，198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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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件取自《奚南薰先生紀念專集》的四體書屏中之〈張玄墓誌〉原文

臨作(尺寸不詳，私人收藏，如下圖 29)，41原書作並無落款時間，而四體書屏另

一聯中有提到書於 1974 年，故暫定此作應書於此一時期，相較於前述同年之作，

落款又改為奚南薰，所寫之內容感覺粗細變化較前作為均勻，字型開合也趨方

正，但是在「鬱」、「蘭」、「漢」、「澤」與「散」的右上部，則縮減筆畫之

間的距離，形成墨色較集中的區塊，讓整件作品不致過於平整勻一。 

    

圖 29 奚南薰臨〈張玄墓誌〉銘作品與原碑拓本比較 

 

                                                
41《奚南薰先生紀念專集》(台北，奚南薰先生紀念展專集編輯委員會，1987年)，P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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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法森嚴的江兆申（1925-1996 年） 

江兆申，字椒原，1925 年出生於安徽歙縣的書香世家。童年由雙親教導讀

書習字，並由舅父指導作畫。在傳統家庭教育薰陶之下，孕育了日後藝術創作的

基礎。1949 年後來臺擔任中學教師，曾從學於溥心畬先生研習詩文。後來其才

華被人發現而進入故宮任職，先後擔任臺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與副院長，也

曾在文化大學擔任教席多年，在藝術鑑賞與藝術史學的成就十分重大，加上個人

在「詩、書、畫、印」各面向皆有耀眼成就，號稱四絕，其過世後，人稱「文人

畫的最後一筆」。42 

 

江兆申書法方面，對行、楷、篆、隸等書體都擅長，字體的書寫安排，婀

娜多姿，整篇充滿活潑生氣，自是獨具一格。據《江兆申書法藝術之研究》一書

中，巴東先生認為江兆申楷書多著力於唐楷與歐書43，歐書有較明顯的結構上下

錯位的特徵，這從江兆申先生於 1972 年自運所書之《頭城雜詩》44一書中，節

錄其中一頁如下圖 30 所示，其中「盡、意、黃、葉、苔」等字，都可明顯看出

唐楷歐書之韻味與江兆申先生刻意上下錯位之表現風貌。 

 

因此不難想像，其 1985 年稱為偶一為之的節臨〈張玄墓誌〉斗方 

(25.5×26.5cm，私人收藏，如下圖 31)，45亦參雜此一書寫習慣，以當時江兆申與

日本書壇多位重量級書家與出版商(例如二玄社高島義彥等）多有交情，府上碑

帖應多聚珍本，故對比原碑拓本，發現此作前幾行多保留原碑風貌，如「乎」字

右傾之勢與常態較異，江兆申亦忠實臨寫；後來，臨寫一陣子之後，己意愈出，

明顯看出末兩行之「氣、貫、岳、榮」等字，較原碑之上下錯位加以誇大顯示，

這種唐楷書風的追求，也成為江派書風的主要風貌之一。 

                                                
42 李蕭錕，《文人．四絕 江兆申》(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10月初版) 
43 巴東，《江兆申書法藝術之研究》(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2004年 8月初版)，P85-89 
44 江兆申，《頭城雜詩》(台北，沈氏放懷堂書法美術館，1986年 7月二版)  
45 《震嶽川靈 江兆申書法特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2年 4月初版)，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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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0 江兆申《頭城雜詩》局部(1972 年)        

 

  圖 31 江兆申節臨〈張玄墓誌〉斗方與原拓本文字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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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本文藉由〈張玄墓誌〉為論述主軸，先介紹了〈張玄墓誌〉之版本、藝術

特色與後人評價，進一步將清中期至近現代 9 位曾直接臨寫其內文或集聯的書

家，透過書作比較來探討不同之表現差異，為使讀者明瞭，共分三個階段來探討。

首先，嘉慶同治年間的何紹基，是倡導〈張玄墓誌〉的重要書家，他曾任四川學

政，又主講濟南、長沙等地書院，在當時士林影響不小，他透過長期觀賞臨習，

造就其臨寫由似轉為不似，其書跡更開啟後續繼承者新的學習方向。加上他與當

時碑學名家的讚揚，〈張玄墓誌〉也逐漸成為清中後期書家所關注，其名聲在書

壇日益興隆。 

 

接下來所選擇的三位繼承型書家，皆在清代皆有獲得進士或舉人功名，因

為諸多因素，三人直接受到康有為所倡導之碑學影響較小，甚至多自有見解，其

中曾熙、李瑞清兩位書家，時人有「南曾北李」之稱，兩人皆於清代擔任新式師

範學堂監督(校長)，為中國較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識份子，兩人交誼深厚皆將碑

學與帖學融合運用，曾熙於書法推崇湖南前輩何紹基，其臨寫〈張玄墓誌〉之作

本文發現多借徑何紹基從而上窺其筆法，加上運用短鋒筆書寫，呈現個人圓潤筆

觸風貌；李瑞清則自幼從臨寫金文，又善使長鋒，其臨習北碑之作，不若好友曾

熙，多了一份刻意方筆的金石氣韻味；而于右任為前清舉人投入革命而成黨國大

老，早年曾著力於北碑臨習與北魏墓誌收集，然其臨書多參以己意靈活運用，世

人多忽略其曾取法〈張玄墓誌〉，本文從其臨寫之〈張玄墓誌〉集聯書作，找出

字型方正寬博一路，當為其取法之表現面貌；此三位書家對於〈張玄墓誌〉，皆

有不同面向取法，或由近追古、或形精法備、或以意活之，三種不同的觀點也形

成此時期〈張玄墓誌〉更寬廣的表現面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6%94%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9F%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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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愷和、臺靜農、陳丁奇、奚南薰與江兆申等 5 位書家皆長期居住臺灣並

擔任要職，尤其長期在台灣教育界培育後進，故影響深遠。這幾位書家受清末碑

學大興之影響，其畢生臨池多與碑學有關，經由這些書家推介，臺灣地區的書壇

對於〈張玄墓誌〉可說廣為人知，所臨寫之書作與觀點，則參有各自書學軌跡，

也成為影響臺灣書壇的重要力量。由前文可知，王愷和、奚南薰兩位受包世臣與

康有為書學影響較大，其中王愷和幼年由唐碑後入北碑，終身臨寫不挫，觀其晚

年臨書之作則回歸平淡，有人書俱老之韻致；而奚南薰則先由北碑入手，後習篆

隸唐碑等，受篆隸等碑學影響，其臨書多了幾分遒勁秀逸之氣；臺靜農受胡小石

與陳獨秀等人書學影響，多採明末書家方澀用筆的勁利之風，字型一改〈張玄墓

誌〉之開闔方扁而多成縱長之面貌，形成異於原碑之面貌；陳丁奇青年時期受日

式書學教育影響，與傳統來自中原地區的觀點和取法有所差異，臨寫書風字法精

謹，全篇章法緊密，可稱為和筆法精；五人中年紀最小的江兆申，年輕時來臺，

長期於故宮博物院擔任重要職務，其詩書畫印相互影響，成為當代重要文人畫之

代表人物，其以唐楷歐法為結構基礎，偶一臨寫之〈張玄墓誌〉，也加入字型誇

張錯位之詮釋，形成另一面目；試將上述諸家書跡局部相近之處整理比較如下

表，更可以看出表現面目之不同。 

 

圖 32 王愷和、陳丁奇、奚南薰與江兆申臨寫〈張玄墓誌〉之比較 



                                         〈張玄墓誌〉書風之倡導、繼承與在臺灣之發展 

43 

因本文陳述書家眾多，下表 3 就略整理各書家生卒年、生平簡述、臨寫底

本與書風特色整理，以方便觀者明瞭其書寫特色。 

表 3 諸名家生平簡述、臨寫底本與書風特色整理  

文 本 書家選用

底本 

書家生平書學簡述 臨寫〈張玄墓誌〉表現

特色 

何 紹 基

（ 1799-1873

年） 

臨摹原碑拓

本 

以四川學政卸官，主講濟南、

長沙等地書院 

執筆創迴腕法，早年小真書尤

工，雖黍米而有尋丈之勢。晚

年主攻篆隸，其渾厚之變化，

後人極推重。 

楷書長期臨摹魏唐碑

拓，能臨摹原碑拓本由

形似而神似，呈自家面

目 

 

曾   熙

（ 1861-1930

年） 

參見《何子

貞臨黑女墨

跡》與秦文

錦集聯本 

曾任南路優級師範學堂監

督，湖南諮議局副議長 

書作表現用筆圓通流暢，線條

柔和潤澤，取法二王秀雅婉麗

之學為多，再以碑帖融合，形

成個人饒有晉人疏朗秀逸的

書法韻致。 

書風受何紹基與碑學影

響，以短鋒筆呈現由帖

入碑的圓潤筆觸風貌 

 

李 瑞 清

（ 1867-1920

年） 

參見清代晚

期精印本 

任兩江師範學堂監督，首創圖

畫手工科 

得力於金文而能融入碑帖表

現，復以此為基礎博取漢魏碑

刻，形成各體皆備又具統一的

金石趣味 

由金文線條而入北碑，

以方筆與顫筆呈現結構

精準的金石意趣  

于 右 任 參見秦文錦 曾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長和監 其北碑臨習多不求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F%9F%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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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 書家選用

底本 

書家生平書學簡述 臨寫〈張玄墓誌〉表現

特色 

（ 1879-1964

年） 

集聯本 察院長 

主張「無死筆」，書法擅魏碑

與行書、章草結合的行草書，

創立標準草書，被譽為「近代

書聖」 

似，而字型多方正寬博 

 

王 愷 和

（ 1901-1997

年） 

參見秦文錦

集聯本或民

初影本 

曾於臺大、政大、師大及淡大

敎授書法 

要求先達平正，必須多寫，欲

求變化，必須多看。自年少即

深染翰墨，又遍臨漢魏六朝及

唐宋名碑，終兼融各家且自成

一格 

由唐碑入北碑，晚年臨

書回歸平淡，字有人書

俱老之韻致 

 

臺 靜 農

（ 1902-1990

年） 

參見秦文錦

集聯本 

歷任臺灣大學、輔仁大學教授 

書風高雅蒼勁，透顯著明末倪

元璐，黃道周之倔強傲岸風

骨。 

受胡小石、陳獨秀書學

影響，多參用明末書家

之方筆與澀筆的勁利表

現，字型多變縱長 

陳 丁 奇

（ 1911-1994

年） 

參見日本相

關印本 

執教南臺灣「玄風書道會」、

嘉義師範學院的書法社 

借鏡日本的書法理論體系而

身體力行進而融鑄古今 

青年時期受日式書學教

育影響，楷書書風字法

精謹，全篇章法較為緊

密 

奚 南 薰

（ 1915-1976

年） 

參見日本二

玄社印本或

有正書局本 

任臺北市中醫公會理事長、中

國醫藥學院教授等 

書法方面兼善篆、隸、行、楷，

受包世臣康有為書學影

響，由北碑入篆隸唐

碑，以篆隸北碑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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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 書家選用

底本 

書家生平書學簡述 臨寫〈張玄墓誌〉表現

特色 

懸腕作書，尤精篆隸，其書作

線條潔淨俐落，結構嚴謹大

方，兼有遒勁與秀逸之美 

其臨書多了幾分遒勁秀

逸之氣 

江 兆 申

（ 1925-1996

年） 

參見日本二

玄社或清雅

堂本印本 

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文化大

學教授 

在藝術鑑賞、藝術史學與

「詩、書、畫、印」各面向皆

卓然成家，行、楷、篆、隸等

書體都安排自然而充滿生氣 

以唐楷歐陽詢書風為基

礎，臨寫加入字型錯位

誇張 

 

 

本文藉由探討不同書家在臨摹存世孤本碑帖的相同基礎上進行比較，看到

他們各自加入自身書學經驗，形成在創作過程中獨特的面目，透過這樣的比較學

習，讓我們了解成名書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深入取法古典的韻致，也存有不

同比例的個人表現面貌。不少書家多經歷臨寫〈張玄墓誌〉原碑碑文的長期吸收，

而鬻書需求的因素，集字為聯成為新的趨勢，而集聯本的出現，更有效推廣〈張

玄墓誌〉，這也成為書家臨寫參照之常見資料。 

本文也嘗試將諸位書家取法方向略做整理，所介紹的九位書家多數追求結

構上之臨寫，或許這也是較易為人所理解之臨寫觀念；在整個探討過程中，看到

于右任更能取其筆法造型特色，加入更多自我想法之延伸，這個在於其「無死筆」

的核心理念支持下，形成很高明的似與不似之間的表現；另外，在對於大小錯落

之章法表現上，我們看到長期臨寫〈張玄墓誌〉的書家，像是何紹基、曾熙、奚

南薰等人，也都發現這個特點並在作品中加以表現，其中的何紹基與曾熙，更看

到熟後求變之呈現面目，這也是藝術表現能生生不息、無限開拓的原因。  



2017 造形藝術學刊                                                                     

 

 46 

參考文獻 

書籍 

[1]清方若原著，王壯宏增補:《增補校碑隨筆》(台北，華正書局，1985 年 4 月初

版) 

[2]仲威:《中國碑拓鑑別圖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 5 月初版) 

[3]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河南，河南美術，1992 年 1 月) 

[4]崔偉:《中國書法家全集 何紹基》(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5 月) 

[5]崔偉:《從臨摹到創作 何紹基》(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 年 1 月一版) 

[6]劉海粟美術館編:《曾熙與上海美專書畫作品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7]曾迎三編:《曾熙書法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8]《曾熙李瑞清書畫特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0 年 4 月) 

[9]《曾熙與上海美專書畫作品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10]《吉金樂石-中國書法的別樣逸趣》(北京，中國嘉德公司，2013 年秋季拍賣

會) 

[11]林銓居:《草書．美髯 于右任》，雄獅美術出版社，1999 年 4 月二版) 

[12]鍾明善:《于右任書法藝術管窺》(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0

月一版) 

[13]《千古一草聖 于右任書法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 年 6 月) 

[14]盧廷清:《沉鬱．勁拔 臺靜農》(台北，雄獅美術出版社，2001 年 11 月初版) 

[15]盧廷清:《臺靜農的書法藝術》(台北，惠風堂，1998 年 9 月) 

[16]《任道．澄懷 陳丁奇書法選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0 年 4 月初版) 

[17]《奚南薰先生紀念專集》(台北，奚南薰先生紀念展專集編輯委員會，1987

年) 

[18]李蕭錕:《文人．四絕 江兆申》(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0



                                         〈張玄墓誌〉書風之倡導、繼承與在臺灣之發展 

47 

月初版) 

[19]巴東:《江兆申書法藝術之研究》(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2004 年 8 月，

初版 

[20]《震嶽川靈 江兆申書法特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2 年 4 月初版) 

[21]崔爾平選編點校:《明清書論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年 5 月一版) 

[22]何書置:《何紹基書論選注》(台北，惠風堂，1993 年 1 月初版) 

期刊 

[1]曾迎三:〈曾熙及其書論書法〉，《書法》(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 2

月)，第 2 期 

[2]曾迎三:〈曾熙年表〉，《書法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 1 月)，

總 139 期 

[3]陶喻之:〈鶴銘師道不了情〉《中國書法》(北京，中國書法雜誌社，2013 年 9

月) ，第 9 期副刊〈鶴銘豪翰〉 

[4]《時代生活》(台北，時代生活雜誌社，1986 年 1 月 10 日) ，總 297 期 

碑帖 

[1]《歷代鼎銘碑帖集聯 魏張黑女墓志》(台北，漢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 3 月，初版) 

[2]《書跡名品 59 墓誌銘集 3 六朝》(日本，二玄社，1961 年 6 月初版，1971 年

1 月 8 刷 

[3]《魏張黑女墓志》(日本，清雅堂，昭和 38 年(1963 年) 12 月) 

[4]《北魏張玄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 12 月) 

[5]孫寶文編，《何紹基臨張玄墓誌銘》(吉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

年 6 月第 1 版) 

[6]《南陽張黑女墓志》(台北，書藝出版社，1989 年 4 月) 

[7]何紹基:《何紹基臨張遷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1 年 7 月，一版) 



2017 造形藝術學刊                                                                     

 

 48 

[8]何紹基:《中國法書選 何紹基集》(日本，二玄社，1994 年 4 月，初版四刷) 

[9]何紹基:《清何子貞臨張遷碑》(香港，香港美善同圖書有限公司，1977 年 3

月，初版) 

[10]江兆申:《頭城雜詩》(台北，沈氏放懷堂書法美術館，1986 年 7 月，二版) 

網站 

[1]上博馆藏北魏〈張玄墓誌〉孤本拓片高清

http://fansart.com/article_1257/zhangxuanmuzhiming 

[2]何绍基臨〈張玄墓誌〉銘册，http://auction.artxun.com/pic-403291-0.html 

[3]〈臺灣典範書家陳丁奇數位美術館〉，http://140.130.48.5/tingchi/tingchi.php 

http://fansart.com/article_1257/zhangxuanmuzhiming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81-403291.shtml
http://auction.artxun.com/pic-403291-0.html
http://140.130.48.5/tingchi/tingchi.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