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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文字，從形而成者多，故曰象形文字。象形即畫也，素來有「書畫同源」之說。

儘管古文、小篆、隸、章草、行、大草等體格各自不同，一皆是依靠線條表現則殊途同歸

。以今日藝術大勢觀之，抽象畫方興未艾，而我國的書法，公認為抽象畫之極致。美國當

代畫家薩姆．法蘭西斯（Sam Francis），他所主張的「結構」畫法，其實則效我國的書法

，以及瑞士的克萊（Klee）亦然，其他例子還多，不必贅言。

　　老友羅際鴻，為中國時報名記者，於採訪報導之餘，輒閉戶揮毫，且收藏碑帖甚多，日

夕摩挲臨仿，樂在其中，從未示人。十年前，新竹縣文化中心敦促其開個展，始有機會拜識

，驚其草書超邁放縱，極藝術之能事，大有顛張醉素之風，於並世同路的熊秉明，更堀峻而

有過之，可以說與廣州的吳子玉平分天下。遍觀時下以書法自詡者多矣，大都類若死蛇槁木

，了無生氣，即有氣奈何酸腐氣、市儈氣，總之是俗氣難醫之流。際鴻兄飽讀詩文，交遊多

雅士，故饒書卷金石之氣，不但表露於行為舉止，而顯於書法更令人騫然遐思，如九天雲淨

翻飛之鶴姿。今將結集付梓，囑為序，坦言如上，恕筆拙未能盡其萬一也。

                               

序文

丁亥仲秋　黃祖蔭　拜序

黃祖蔭  /序

※黃祖蔭：文史專家、資深藝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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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際鴻的書法藝術

洪耀華  /序

　　著名書法家羅際鴻先生很忙，在報社寫稿、採訪，忙。在家裡什麼都做，

忙。他朋友眾多，對朋友熱心快腸，忙。難以相信，他的書法精品如此之多，

讀其作品使人眼前一亮。

　　他的書法篆、隸、草、行、楷諸體皆精，甲骨、刻石、碑版和各家墨 廣

泛涉獵，融會貫通自成一家。

　　綜觀他的書法，其深湛的功力與獨樹一幟的書風，是與他堅實的學識修養

及勤奮好學分不開的。

　　他的書法全篇布局渾然一體，氣勢雄渾，達到「神、氣、骨、肉、血」五

者具全，手、眼、心具得，通篇間架結構別出新意，妙參變化。整篇結字端莊

嚴謹，而又天真浪漫。他的結字形態呈傾側之勢，傾而不倒，追險得宜，藏巧

於拙，灑落自然，運筆縱放，勁挺多姿，頗饒風趣。

　　字與字之間血脈貫通，筆斷意連，結字大小，長短合度。

　　用筆以中鋒見力，側鋒取妍，寓偏於中，筆法雄暢，而不枉肆，筆力遒勁

，起勢跌宕。

　　由於書寫內容和書寫時的情緒不同，他不斷變化體勢和筆意，時而平淡沖

和，典雅秀 ，時而端莊嚴謹，圓勁豐厚。

　　他的書論精辟，卓見多有，才華橫溢，巧運匠心，信手拈來便成佳品。

　　總之，際鴻的書品即是際鴻的人品再現，可敬！

　　羅際鴻先生在武漢的書法展覽，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評，除了與書法界、美

術界的專家同仁們切磋、交流、座談外，每日有大量的觀眾觀摩，成批的小、

中、大學生及老年大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參觀，小者七八歲，長者九十五，絡

繹不絕，看到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在海峽對岸熠熠生輝，發揚光大，可喜！

*洪耀：本名洪耀華，前廣州美院副教授、湖北美院教授、嘉禾電影公司

美術部主任、武漢設計學校（大專）校長，兼長油畫與水墨，屢獲國、內

外重要大獎，曾參與電影「忍者龜」形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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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線條」作用只是拿來書寫、紀錄數據或傳達訊息，也許僅淪為生活

中單一的載體界面屬性！從文字發展過程難免貧瘠無趣甚或欠缺生命性格。書

寫者及閱讀者的情感更難融入其中。從古早資料觀之，易繫辭云：「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無論結繩、書契、卦象符號、甲骨文、石鼓、

金文…乃至於篆隸行草等，都具備深度文化記錄和內化為藝術特質的內涵。書

法文字也轉進為藝術表達、純美學探討的重要範疇。

　　溫文儒雅的際鴻先生書法藝術造詣深厚，為人忠懇直爽，鑽研美學理論及

精進的創作態度令人感佩；其書體豐富多變之深刻涵養、功力及點、線、面、

體構成觀念之修習經緯均彰顯其中，能量不斷在線性藝術表現擴散。

　　其作品之形式內容，不僅蘊含傳統書畫深厚基調，同時發揮現代創新意念

訴求表達。創作立論、向度多元精確、感性能量充沛，決定藝術成就之大氣！

這次豐碩的成果展覽提供在大學校園中，呈現精彩之視覺饗宴，實在是喜好書

法藝術者難能可貴的機會，更是大華師生交流研習不可多得的書法教育推廣場

域！預祝羅兄展覽成功！

                               

線性美學造就文化藝術內涵

李龍泉  /序

※李龍泉：臺灣省政府第一屆特優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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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羅際鴻  /序

　　書法，要何去何從，成了今天不少人的問號。當成工具也好，當成藝術也

好，談起書法，喜歡的人多、會寫的人少。

　　幸運的是，我從小就動筆寫了不少。沒人指導，也從沒參加競技式的書法

比賽，更沒有參與書法有關社團的共同翻炒。我寫、我思、我書，四十歲以前

，書法只是我心中的一種美妙，近十餘年在朋友們敦促下才與同好分享那種說

不出的好。

　　古人說書法：「已變，不可觀；未變，不足觀；將變而未變者，最可觀。

」西秦小篆、東漢分隸或大唐正楷，都是最成型也最成熟的字體，假若它永遠

停住了，定型了，一絲不變，就成了已變和未變，也就不可觀、不足觀了。

　　於是，有清至今，考據出土文物發現的「動態」文字，譬如三千年前經歷

不同階段演變的甲骨文字，西周至西漢八百年的隸變文字，以及魏晉南北朝碑

刻文字中未臻成熟的楷書，那才是最豐富、最可觀的書法藝術寶庫。若有識及

此，又何必對著前人已經過度成熟的字體天天習抄？

　　當代人寫書法，對用筆之法心神領會，對字體結構了然於心就夠了。寧不

抓住一點自己心中偶爾閃爍的靈光，寫出別人永遠抓不住的新意？走出去吧！

莫成書奴，莫成書匠。別再抄顏柳歐趙、別再仿史乙禮曹！

　　寫此短文，是因大華技術學院圖書館邀我辦展和出書，感謝在心。也感謝

藝評家黃祖蔭老師、藝術家李龍泉大哥，和遠自湖北的良師益友前廣州美院暨

湖北美院教授洪耀華、中國電力書法家協會主席呂植華兩位先生為我作序，文

中卻多謬贊，實不敢當。更感謝我家裡的另一半，天天要忍受我那間「雜亂有

章」的大書房。 

          2007.9. 15. 仲秋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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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塞外古城大同烈日炎炎，在市文化藝術中心舉辦的臺灣書法

家羅際鴻書法展中，百餘件翰墨淋漓的作品間溢出陣陣清馨。羅際鴻先生展出

的書法作品，真、草、楷、隸、篆品種盡有，讓人流覽之餘，頓生「翩若驚鴻

、婉如飛龍」之感。

　　縱觀羅際鴻先生的書法作品，完全可以用「點畫流美」四個字來形容。羅

先生的書法，其所以能成為藝術品，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是因他熟悉並掌握了

中國書法的源流，每一幅作品均是從一個個生動的物象中抽象提煉出來的，因

此它們擁有內在的生命力和形象性；二是大部分作品舖亳收鋒，擒縱開闔，極

富彈性，由它所「寫」出的線條，長短疏密，正反向背，濃淡橫斜，變化無窮

。使中國文字在他的手中，其形象內涵有了最恰當的外在表現形式，兩者奇妙

組合使漢字的筆畫、結構、章法等顯出了骨、筋、肉、血以至情感和生命。正

如羅丹所說的那樣，羅先生在抽象的線條中孕育了美，發現了美，創造了美；

在那無顏色的黑白線條和點畫疾徐中，描繪出一個神奇玄妙的大千世界，為中

華文明增添了一筆豐厚的財富。

　　羅際鴻先生的書法作品中，不少是隸書。隸書形成於漢代，所以漢隸是我

國歷代隸書的典範，也標示著隸書發展到最高峰。羅先生的隸書頗得漢隸之三

昧，它質樸自然，既嚴整精密，又不纖巧，不做作，嚴整中不乏粗獷之氣，精

密中寓著大樸大雅，具有一種雄渾的氣魄。從羅先生諸多隸書作品中，可看出

他在臨摹漢「張遷碑」、「禮器碑」、「乙瑛碑」、「曹全碑」等痕跡，這些

古漢隸名品或古樸典雅，或飄逸瀟灑，或清超遒勁，或娟秀清新等，均在羅際

鴻先生的隸書作品中能見一斑，這可說明，羅先生絢麗多姿的隸書，從漢碑中

吸取了不少養分。

　　羅際鴻先生的書展中，除隸書之外，不少是草書，從這些草書作品中，不

難看出其書法功力之深，且善於穩中求險，平中見奇，且富於新意。觀賞羅先

生的草書作品，不由得使人想到明末清初山西的書法大家傅山來。傅山的字剛

勁清厲，風骨凜然，不求字形之美，但追雄奇之神。可以這樣說，傅山之後，

雖書家輩出，且不無刻苦穎悟之人，但在復古、因襲的世風影響下，大多停留

在摹習前人的水平上，很少有創造性。這裡說明一點，于右任先生，在草書創

作上，可直追傅山。而羅際鴻先生的草書作品中可覓到于右任、傅山等前輩大

家的墨意，雖大開大闔，奇譎怪誕，細究源流卻無一點畫不合規矩。

　　羅先生剛進「知天命」之年，其痴心書藝從九歲起，斷續為之，按羅先生

自己所言，此次來我市舉辦書展，一來是從魏碑之源吸取營養，二來是與廣大

書法愛好者交流藝術心得。

　　讓我們潛入羅先生那瀚墨之海，去領略書法藝術之美吧！

觀臺灣書法家羅際鴻作品展

山西大同市文化局長‧李恆成撰，2004.7.19大同日報

藝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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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識歸舟，飛鴻響遠音

呂植華  /序

　　「天際識歸舟，飛鴻響遠音」，這兩句古詩中含有「際鴻」二字，是我見

到羅際鴻先生後，突然記起來的。雖不對仗，卻也算是趣味，也且耐人尋味。

　　羅先生是來武漢辦書展時認識的，他那溫文爾雅的文人風度，虔誠通達的

談吐，留給我的印象頗深；加之，新年之際又有羅先生信片從臺灣飛來，更覺

親切與熟悉。

　　綜觀羅先生的書法作品，總體而言是十分講究傳統，他那典雅的「二王」

之風躍然紙上，筆墨用得精到，不激不勵，其點畫質樸、清秀細密，線條輕巧

而流動，章法嚴謹而不失呆板，追求的是一種秀逸靈巧與典型的文人書法語言

。這是他的主體。

　　但是，羅先生又不拘泥於傳統，又不滿足於現狀，又不甘於寂寞。他眼光

放得很開，看的很高。他旁及其他諸體，去蕪存真，吸取營養，豐富自己。筆

墨當隨時代，我孤陋寡聞，這在臺灣地區恐怕很少，僅這一點就很可貴。我曾

在他的書法作品研討會上，說他「很調皮」，就是這個意思。的確不一般，超

越了平庸，脫離了俗套，有了新的追求，是不可小覷的。

　　我深信，這次的書法作品，定有新的突破和成就，從內心深度遙祝他「知

難而進，拾級而上；書藝長青，獨放異彩」。

　      　　　　　　     遠方的書友七十叟　呂植華　丁亥仲夏於武漢市

附：

1.本人為中國電力書法協會第一屆主席，現已退休，為湖北書畫藝術研究

  院院士。

2.「天空識歸舟」──謝眺、柳永曾用句；

  「飛鴻響遠音」──謝靈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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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或創作書法有那麼困難嗎？由於書法教育偏頗和書法創作風氣的

式微，如今有太多人產生這樣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覺得書法十分重要、另

一方面卻對於書法欣賞或創作覺得難窺堂奧。

　　其實，只要抓住幾個要素，稍加了解，欣賞和學習書法其實不會太難。

　　本文嘗試從筆法、筆力和章法佈局三個角度，談談書法欣賞與創作的

問題，其中有些淺顯的訣竅，可使人輕鬆入門玩味而不覺困難。

第一節　筆法問題  

　　「書法」一詞，可淺顯解釋成「書寫文字的方法」。不過，如果僅止於此

，恐怕還談不上是一門藝術。假如把「書」、「法」拆開來談，就有趣又深刻

多了，它衍生出來的各種言論，正是書法之所以成為一門藝術的根由。

　　「書」可以解釋成文字，可以包括各體書法，是名詞；也可以當動詞，說

成「書寫」。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序」說：「著於竹帛謂之書。」「釋名，

釋書契」提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永不滅出。」 

　　「法」，可說是簡單的書寫的方法，進而指書寫優美文字的楷模與法則。

　　經過數千年字體演變，書寫技法日益精進，審美能力提高，實用性的文字

逐漸進步成藝術性，熟於書寫者，能夠將自己的個性、情感、素養、趣味、氣

質等精神因素，灌注在日益深奧的法則之中，而成為一種獨立的審美對象——

書法藝術。（前人語）

　　因此，「筆法」就成為書法創作的第一要件，是所謂的「用筆」之法。唐

代書法家張旭說：「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顏貞卿說：「某

早歲嘗接游居，屢蒙激動，教以筆法。」每一位歷代重要書法家幾乎都曾提到

唯有深悟筆法，才能得書法妙境。

　　歷來討論「筆法」，有人從「執筆法」析論所謂單鉤、雙鉤、撥鐙等，另

有從「運筆法」討論提按、行筆、藏鋒出鋒……等原則，五花八門。一般人光

是從「欣賞」的立場看待這些問題，就讓人眼花潦亂。

　　筆者在新竹清華大學書藝社擔任指導期間，與同學們討論，多次提出「筆

法」要注意一個大原則：「字體風格與用筆之法，不外乎圓筆、方筆和尖筆，

但是萬變不離其宗，離不開用中鋒的原則。」我不強調絕對的用中鋒，而要求

中鋒為主、側鋒為用。元代第一書家趙孟頫說「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

易」，應是此意。

　　清周星蓮名著「臨池管見」指出：「書法在用筆，用筆貴用鋒。」用鋒，

是指運筆時運用筆尖的方式和能力。筆尖行的方式，不外乎中鋒、側鋒與偏鋒

。中鋒、側鋒是常用筆法；偏鋒則不能用，用則俗，成為病筆。

書法欣賞與創作淺談（書論節錄）

作者/ 羅際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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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中鋒？

　　中鋒或稱正鋒，運筆行進間，將筆尖保持在點或線的中間。這是歷來書家用

筆的「根本大法」，特別是書寫篆書，傳統書法家多力追筆筆中鋒。中鋒用筆，

線條才能圓融、有質感，筆毫舖開時，才能產生「萬毫齊力」鉅力萬鈞之感。

　　善用筆者，快慢得宜，節奏分明。中鋒運用得法，快，則剛直有力；

慢，則如古人謂「推畫沙」、「屋漏痕」、「印印泥」，筆力吃得下去。

快、慢之間視書者情緒變化而產生節奏變化，也受沾墨多寡和濃淡的影響

。通常用筆稍慢者會優於過快者，快易滑，滑則俗；過慢也不行，否則易

流於呆滯。 

　　中鋒用筆是大多數欣賞者要深深體會的原則。力求中鋒有兩方面意義，一

為用筆能力與形象方面的，另一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講求中庸之道而提煉成的

心理因素與審美觀。這兩種層面的意義，又不斷的揉合為一。

　　譬如，宋代沈括「夢溪筆淡」說：「徐鉉善小篆，映日觀之，畫之中心，

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折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

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明代趙宦光「寒山帚談」也說：「鋒不正不

成畫，畫不成，字有獨成者乎；鄙俗審矣。」清代笪重光「書筏」、王澍「論

書剩語」等無數書論大家，都從書法點畫線條形象上主張中鋒，幾乎是亙古不

變的傳統。

　　透過這種「形象」上的中鋒，再透析到書者的精神、心裡層面，實際就成

為千古文人愛書法的重要理由。中鋒是如此重要，可是「用筆」過程中的「運

筆」、「行筆」，筆者主張應有「三要」，即「要活、要生、要澀」。

　　活，是指用筆控制自如，意到筆到，有音樂的律動感。

　　生，是指避免過於熟練，古語說「熟則俗」，每天寫一樣的字、一樣的筆

法，就太熟，也太俗！

　　澀，是指用筆要澀進，有如文人精神主張的堅忍不拔，不畏橫逆阻礙。澀

筆，是避免「尖、飄、薄、滑」的關鍵，才能出現蒼勁之筆。所謂「人書俱老

」，老而彌堅的成功書畫家，用筆愈為生棘。如黃賓虹、齊白石、高劍父、沈

耀初，都是境界極高的大家，他們的「生棘」之筆，也就是充分掌握了「活、

生、澀」三要。  

第二節　筆力問題

　　筆力，是書法初學者和一般欣賞者最難體會的問題，卻是極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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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筆力」，是書法藝術中非常困難的課題，容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

有理。山西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書協會員胡金來說，自古以來所有書論

家都不太願意碰觸這個問題，他建議筆者改為討論「筆 」，可能更為有趣。

　　不過，一般人欣賞者總是對「筆力」問題有嚴重誤解，以為寫得「粗壯」

就叫有力。蘇東坡曾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臨」，若有人談論書法也將「

粗壯」當成有力，或許也可以說是「見與兒童臨」了。

 

　　寫書法不是比蠻力，「筆力」是一種精神的力量，否則唐代大詩人杜甫不

會主張「書貴瘦硬方通神」，宋徽宗也不會寫出著名的「瘦金體」，「瘦硬」

的書法風格，有明顯的「骨力」，必須有深厚功力才能寫出來的。反過來說，

如果只知粗筆豐墨寫成一團團粗黑筆畫，卻少骨力，那是功力極淺的表現，甚

至被批評是「墨豬」。

　　筆者嘗試為「筆力」作以下註解：「它是文人執筆寫字時，將畢生所學所

涵蘊的思想、學問、美學觀、長期臨習書法碑帖的實踐體驗等修養習練功夫獲

得的『才力』，透過『用筆』工夫，心手相映，凝煉在點畫線條上的一種『精

神力量』」。

　　譬如深懂音樂的人，對樂理有所掌握，對音樂中的動機、樂句、樂章

，演奏時的速度、節拍，都十分清楚，當欣賞別人一場優美的演奏時，往

往會閉目細聽，細聽之中又可能隨著音樂進程輕輕搖頭，或彷彿以手虛按

琴鍵或輕按節拍，那種隱隱約約的動作，絕不是胡亂做作出來的，那也是

由一種「精神力量」導引出來的有節奏的動作。

　　書法藝術被稱作「無聲的音樂」。因此，懂書法的人或擅長書法創作

的人，在欣賞別人的作品時，會在心中產生一種心理學上所稱的「移情作

用」；在創作時，會把心中「無聲的音樂」，伴隨著一種律動節奏，透過

種精神力量導引到執筆的手部動作，書寫出來。

　　書法家這種精神力量，若愈能夠自己掌握，透過筆尖發揮在書藝創作

上，作品的「筆力」就愈強，它可能是含忍之力、也可能是果敢之力，綜

合表現出來，就會形成個人獨特風格。懂得欣賞的人，也就能感應到書法

家作品中這種精神力量，就如聽音樂時會忍不住按著節拍。

　　筆力是書法藝術表現非常關鍵的要素。經年累月習書到足夠深度者，往往

可以從他人落筆寫字的功力上判斷這個人習書法所累積的大約時間，因此，筆

力問題，就成為真正習書功力達到某一高點上的書法家們彼此之間的「特殊語

彙」。

　　因為這個理由，引伸到「書畫原本一家」的中國畫上面，中國畫和西方繪

畫就有關鍵性的不同。

　　中國繪畫用毛筆，優秀畫家用筆功夫深厚產生的「筆力效果」，成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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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繪畫的「特殊語彙」，因此內行人會這樣說：「看中國書畫，先看落款，

就知作者功力高低。」若不看落款，只看畫上的筆力，也可以體會出畫家的基

本工夫是否經過長時間的磨練（註七）。

　　西方繪畫則不然，西畫可用各種工具作畫，有金屬刮刀、毛刷、或其他任

何工具皆可使用。因此，欣賞中、西畫，除了顏色、構圖、表現內容等要素，

兩者皆有之外，唯獨毛筆的「筆力」（或稱筆下功夫），是西畫所不講究，中

國畫卻是非常重要的一端。筆力，是需要時間所累積下來的功力問題。

第三節　章法布局

　　章法、布局，或稱分間佈白，就是在整幅作品當中，字與字、行與行之間

互相連貫、呼應、關照的關係。

　　因為有筆墨之處為黑色，無筆墨處為白，一幅成功的作品，不僅要欣賞筆

墨，也要欣賞留白之美，因此有所謂「計白當黑」，黑白對應形成陰陽、虛實

之美。有些藝術家甚至會說「留白最難」，過多的黑，猶如過多的白，都有不

足，都有缺陷。黑與白互相恰到好處時，才使人有美慼，才算成功的作品。「

氣 生動」，原是形容水墨畫的，同樣可用於形容書法。而在一幅書法作品上

，要產生「氣 生動」的藝術效果，特別需要講究章法布局，分間佈白。

　　限於篇幅，這裏僅從極為關鍵的「呼應」一詞來申述如何形成良好的章法。

　　明代張紳「書法通釋」有一句名言：「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

之主。」每寫一個字，點畫運筆之間，必須互相呼應，前一畫的提筆與後

一畫的落筆之間，其運動力量必須是互相連貫的，否則就滯塞不通，氣不

相貫。現今有些人習字，譬如學儲遂良有出鋒特色的楷書字帖，本來點畫

之間的筆鋒往來，應該是血脈相連的，卻往往用「描」的功夫「畫」出筆

鋒，失去原意，點畫之間變得彼此不相關連，故有「有形無質」之譏。

　　明代潘之淙「離鉤書訣」也認為：「字之脈，章法是也。藏鋒出鋒，皆欲

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其脈相通為佳。」

　　有人認為，潘之淙提到的「章法」，應該說是字與字之間呼應的「小章法」

。至於「大章法」，是指行與行之間，進而為通篇上下左右的互相呼應關照。

　　清代名書論家包世臣所著「藝舟雙楫」引鄧石如語：「字畫疏處可以走馬

，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換句話說，筆墨雖然在紙上造

成黑色效果，但是，書家創作之時，不能忽略了留白之處產生的對比效果。能

夠充分掌握到全幅作品中白色部分與黑墨之間對應產生的美感效果時，往往會

讓一件作品出現強烈而異想不到的藝術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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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董其昌對米芾和王羲之作品章法的評語，更為透徹。董氏「畫禪室隨

筆」說：「古人論書，以章法為第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余見米痴小

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紈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

法耳。右軍『蘭亭敘 』，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

手所如，皆人法則，所以為神品也。」

　　明代解縉「春雨雜述」也說：「是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定挈矩之道也

。而一篇之中，可夫挈矩道乎？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疏密，各

有攸當，上焉連延，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斗亂而不亂，渾渾沌沌

，形圓而不可破，若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

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須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從橫曲折，無不如

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

　　董、謝二人對於章法的解析，已經十分完備。至於解縉所言「形圓而不可

破」一詞中的「圓」字，十分重要，不是說字形筆畫和章法要像畫圈圈一樣，

這裏的圓，指的是圓滿或完備。章法完備，指字形盡美之外，更要全篇黑白布

局盡善盡美，各不能多一分、少一分，橫斜疏密，縱橫曲折，極為恰當。

　　當代書法名家之一山西省胡金來特別重視一項創作觀點：「一字之中有主

筆，一幅之中也有主筆。」古人也有「爭此一筆」的說法，或說「一筆敗，餘

筆皆敗」。

　　一字之中，關鍵性的一筆，總是視覺效果上最突出、最明顯的一筆，這一

筆若寫壞了，所在的位置、或字的大小、或正或側，恰好又處於全篇幅視覺效

果上特別突出的地位時，就算是其他部分寫得盡善盡美，卻因這一主筆失敗，

全篇作品就會完全失敗。換句話說，一件成功之作，可能因為這一主筆產生良

好效果而畫龍點睛，令人滿意；若這一筆失敗，卻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

章法全然失敗，貽笑大方。

　　常有人用「收放自如」稱讚某某書法家的功力，其實很不恰當，筆者時常

告誡自己：「若功力不足，寧可『收』一些，不可隨意亂『放』，否則缺點很

容易就『放』出來給人看。」一般俗作，最常見這種不當的「放」，行、草之

類尤多，隸書亦常見之，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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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甲骨文壹‧甲骨文

       甲骨文       
       扇面「寶馬香車」
2003 　二材

       扇面「好風如雨」
2003 　二材

壹‧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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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       
       長聯「新月如眉寶馬香車人乍去，舊遊若夢好風靈雨我來歸」
2005 　八尺對開條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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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草書十條屏貳‧草書十條屏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1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2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貳‧草書十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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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3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4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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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5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6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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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7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8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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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9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狂草       
       李白長詩「夢遊天姥吟留別」-10
2007 　六尺對開十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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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隸書參‧隸書

       篆與隸       
       康有為書論名言一句（行隸）
2001   四尺全開

參‧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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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與隸       
       興酣不疊紙，執筆操狂詞」
2001 　四尺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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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與隸       
       前人對聯「平生自高義，書劍百夫雄」
2002   四尺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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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與隸       
       曹植．洛神賦一句「驚若翩鴻、婉若遊龍」
2004 　四尺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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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與隸       
       集李白詩句「閒垂一谿釣，獨散萬古意」
2004   六尺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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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與隸       
       前人聯「雪泥千里印，山月一溝斜」
2005 　四尺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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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與隸       
       前人聯「明月一壺酒，清風萬卷書」
2005   四尺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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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篆與隸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2000 　四尺對開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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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行書與草書肆‧行書與草書肆‧行書與草書

       行與草       
       醉書「朱敦儒．鷓鴣天」
2001   四尺全開（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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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王陽明．題壁間詩
2000 　45x6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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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臨王獻之「中秋帖」
2003 　39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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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辛棄疾．青玉案
2003   六尺對開條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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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王琪．望江南
2004 　四尺全開（中堂）

       行與草       
       臨王羲之「蘭亭集序」
2004 　137x3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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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杜甫．春日喜雨
2004   四尺全開（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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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徐渭．題畫詩
2004 　四尺全開（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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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元曲、天淨沙
2004   四尺全開（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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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陳與義．臨江仙
2004 　六尺全開（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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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范仲淹．蘇幕遮
2004 　六尺全開（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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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馮延己．醉花間
2004   六尺對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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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白居易．憶江南
2004 　六尺對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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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陳與義．臨江仙
2004   六尺二條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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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小品「梅徑尋春」
2004 　67x33.5xm

       行與草       
       小品「惠風和暢」
2004 　67x33.5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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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岳飛．滿江紅
2005   四尺全開（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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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少字書法「擊壤」
2006 　六尺全開（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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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滿徑綠陰春睡起，坐臨流水看春潮」
2006   六尺全開（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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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草       
       扇面臨黃庭堅「花氣詩帖」
2006 　二材

       行與草       
       好雨時節　扇面(約二材)
2006 　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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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楷書       
       臨「瘞鶴銘」全文並補遺
1993 　九宮格紙開

伍‧楷書伍‧楷書伍‧楷書



��
       楷書       
       臨「瘞鶴銘」全文並補遺
1993 　九宮格紙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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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楷書       
       臨「瘞鶴銘」全文並補遺
1993 　九宮格紙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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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貴乎自然莫窮齒竅　138ｘ72cm
千禧年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展作品

歷年代表作

提筆四顧天地窄．長嘯一聲山月高
此作刻於浙江省富陽市孫權故里
「龍門古城」中

朱敦儒詞．鷓鴣天　70ｘ134cm
2001年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
雙年展作品

李白詩．月下獨酌　48ｘ180cm
千禧年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展作品

一條水牯斜陽外．種得山頭十畝霞　
44ｘ69cm
千禧年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展作品

大陸報章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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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新竹縣文化中心個展，右起羅際鴻、何浩天、章然、胡
金來與許玉富。1997

竹科智邦藝術館羅際鴻書法與彭坤炎（右）漆藝雙人展
。2006

羅際鴻書法展中左起李龍泉、鍾琴夫婦，中為范正德，
右二是羅際鴻夫人張寶束。2006  

湖北美術館羅際鴻書法創作邀請展，湖北藝術界數十人
參與開幕，主持人為傅啟中。2006

羅際鴻與湖北美院前院長馮今松（左）。2006  羅際鴻於山西大同市文化藝術中心個展與一群臺灣朋友
合影。2004

羅際鴻與湖北美術界泰斗周紹華（右）。2006 羅際鴻獨照一張

歷年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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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大陸媒體）

１‧湖北電視台「火鳳網」專訪報導：
兩岸書法 江城斗豔 ( 2006-03-22 20:22) 火鳳網(現在直播)今天上午，中國美術家協會，台灣

美術界和中南五省的書法大家們齊聚江城，以書法來會友。中國美術館著名書法家孫克的書法以

鄭碑為體，雍容遒雅，通篇充滿陽剛中和之氣，浸染傳統文化的靈氣，台灣書法家羅際鴻的書法

吸取了漢碑飄逸風格，被業界讚為‘翩若驚鴻，婉若飛龍’。  兩岸書法家用黑白線條描繪出神

奇的大千世界，為兩岸書法界增添了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  現在直播記者武漢報道。  (湖北台 

樊曉琦 岑卓 )

２．中國書法網、中郵網、書畫快訊……等
台灣書法家羅際鴻作品開展（2006.3.22起）

本報訊（記者黃征 通訊員丁竹君）昨日，台灣書法家羅際鴻作品展在湖北美術館開展。

　　此次來漢與湖北同行交流切磋的羅際鴻今年52歲，是一位記者，9歲開始習字。羅際鴻童年時

生活環境不太好，最大的樂趣就是躲在家裡在舊報紙上臨帖，每天寫半小時。他說：“當時很多

帖子沒有封面，也不知道是誰的，長大后才曉得，原來書法大家顏真卿、王羲之的帖子小時候都

臨摹過了。”

　　經過多年練習和創作，羅際鴻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了不少養分，他的隸書質樸自然、嚴整

精密、不纖巧、不做作，其草書穩中求險、平中見奇、富有新意。書法評論界認為，羅際鴻的書

法作品可用“點畫流美”來形容，其鋪毫收鋒，擒縱開闔，極富彈性，擁有內在的生命力和形象

性。觀賞之余，讓人頓生“翩若驚鴻，宛如飛龍”之感。該展將于27日結束。

（按：丁竹君先生係湖北美院美） 

（臺灣媒體）

３．智邦藝訊電子報（智邦藝術館藝展回顧）：
　　羅際鴻先生，1954年生於新竹縣關西鎮，自九歲起習書法，於潛心自研之外，亦廣為臨摹各

家碑帖，因沒有師承，羅際鴻的書法創作風格相當自由，但從作品中仍可窺見背後藏蘊深厚的傳

統書法功力。 

　　羅際鴻的書法作品裡，真、草、隸、篆、楷各體皆具，如納百川，一路走來，除了下心力潛

研他不斷探索書法中的新意，尋找新的感覺與體悟，在他過去多次展出中，也獲各界肯定其在書

法創作中的探索精神，並曾兩度入圍文建會與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雙年

展」，這是半世紀以來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書法展。另外，在2004年於山西大同市舉辦的個展中，

大同市文化局長讚其書法曰「翩若驚鴻、婉如飛龍」，以此形容羅際鴻獨特而富有生命力的書法

，他更擔任過多次書法比賽評審，其書法造詣之高甚獲好評。

４．公共電視客家新聞雜誌240期（2006 年 06 月 16 日）
　　第 240 集： 媒體人羅際鴻 揮毫寫書法 藝術家彭坤炎 琢磨天然漆 黑墨與彩漆的聯展 是一

場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當傳統的書法和現代的漆藝相遇，會擦撞出什麼樣的火花呢？新竹科學園區的智邦藝術館，特地

在這個月舉辦了「黑墨與彩漆的融合－彭坤炎、羅際鴻聯展」，希望把兩個源自於中國傳統的藝

術結合在一起，給觀眾不同的視覺享受。 

   

　　羅際鴻、是這次展覽的兩位主角之一，也是在書法界頗具盛名的藝術家，他曾經兩度入圍文

建會與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共同舉辦的、「書藝傳統與實驗雙年展」，這也是近半世紀以來台

灣最具影響力的書法展。羅際鴻寫書法最大的特色，就是不被傳統字體所框架，但又不失紮實的

書法功力，像這幅王安石的「江上」，他以狂草來書寫，別有一番風味。 

   

兩岸媒體報導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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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端莊的楷書，充滿古風的隸書，甚至是氣勢磅礡的草書，似乎都難不倒羅際鴻，他甚

至還把康有為的名句，依照不同的字、用不同的筆法創作出來，深厚的書法造詣由此可見。在這

次展出的三十件書法作品中，羅際鴻最得意的、就是這幅甲骨文的對聯，他把隸書的線條、運用

到甲骨文的撰寫上，算是一種創新的書法藝術。

　　另一位參展的主角、是彭坤炎，他和羅際鴻一樣、已有二十年以上的創作經驗，他的漆藝作

品和一般傳統的漆器不同，他結合了雕塑和堆漆的技法，讓作品更有空間感以及曲線之美。要完

成一件堆漆的藝術品、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光是作品的粗胚就要慢慢堆砌三個月左右，然後才能

上色裝飾，像這件「富貴年年」，就花了彭坤炎半年的時間、才大功告成。 

   

　　所謂的堆漆藝術，就是製作過程完全不使用任何的器物作為胎體，全部都是用天然漆。因為

天然漆具有防潮、防腐、防鏽以及強韌的特性，即便是不小心打破了、都可以再修復回來，這是

堆漆與一般漆器最大的不同。 

   

　　胚體做好後，還要用砂紙研磨，然後再用彩色的礦物質漆上顏色，您可別以為只要漆上這一

層就夠囉，因為色彩紋理設計得好不好，關鍵就在這個步驟，因此還得要重複漆十幾次，可以說

是費時又費工！經過反反覆覆的上色，等它完全乾燥後，最後再用細砂紙研磨，用生漆髹飾，聽

說這個也是需要十幾道工夫。

５．中國時報( 2006.5.13)：
彭坤炎、羅際鴻聯展 書法、堆漆 相輝映

　　書法、漆器都是傳統藝術，羅際鴻、彭坤炎妙手創新再出發，十二日在竹科智邦藝術中心迸

出沈蘊之美，耐人尋味。 

　　「他們都是純手工創作。」促成「黑墨與彩漆融合─彭坤炎與羅際鴻聯展」的幕後策展人、

智邦藝術中心執行長羅淑儀表示，這次展覽是中心創立來展品最大量的活動，羅際鴻從五年來創

作中，挑出二十六件，搭配彭坤炎二十三件創作，讓竹科人一睹中國傳統藝術的創新境界，相當

難得。 

　　四十一歲的彭坤炎，早年因家境從事傳統唐木家具塗裝摺漆工作，因緣際會，愛上日本漆器

，萌生漆器創作的想法，是台灣少數創作者，在日本知名度非常高。他利用「堆漆」技法，以天

然漆為媒材，從底部一層一層慢慢堆砌成所要表現的形狀，成為作品粗胚，一天只有一公分的進

度。 

　　堆漆完成後，運用雕刀雕出作品的力與美，透過色彩紋理設計、砂紙研磨，再以生漆修飾才

算完成。時間耗費需半年以上，才能呈現一件質感優雅、觸感溫潤的堆漆作品。友人形容：「一

日兩三滴，百日初成器，反覆打磨再髹飾，半年始見有生氣」，可想見他對漆藝創作的執著。 

　　九歲開始習書法的羅際鴻，目前是中國時報特派記者，卻始終無法忘情書法，潛心自研外，

並廣為臨摹各家碑帖，因沒有師承，創作風格非常自由，作品中不時窺見背後藏蘊的深厚傳統書

法功力。這次展出的作品，涵蓋真、草、隸、篆、楷各體，如納百川。 

　　他說，一路走來，除了不斷探索書法新意，尋找新感覺與體悟外，並積極舉辦展覽，與同好

切磋，曾兩度入圍文建會與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雙年展」，這是半世紀

以來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書法展。去年在山西大同市個展中，大同市文化局長讚其書法 ：「翩若驚

鴻、婉如飛龍」。 

　　這項展覽即日起到六月二十三日，周一到周五上午十點到下午七點，在竹科園區二路灝科技

大樓八樓展出。

兩岸媒體報導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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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所獲獎項或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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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生於臺灣新竹縣關西鎮，高工、工專、大學新聞系畢。

曾任
管樂器廠課長、大學出版部股長、雜誌編校、新竹清華大學書藝社指導、書法類比賽評委

多次。

主要展出與獲獎
新竹縣文化局個展

山西大同市文化藝術中心個展

湖北省美術館個展

新竹智邦藝術館個展

文建會、何創時「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展」2次

（曾獲教育部大專學生論文比賽佳作獎、吳舜文新聞採訪獎2次、兩岸關係新聞報導獎，入

圍卓越新聞獎新聞攝影獎）

現任
台新藝術獎提名委員、新竹市美術協會名譽顧問、竹塹文教基金會董事、中國時報特派記者。

書法主要經歷
2007  新竹社教館北臺灣與山西書法交流展；

2006  湖北省美術館羅際鴻書法邀請展。

      智邦藝術館「黑墨與彩漆的融合」與彭坤炎漆器雙人展。 

2005  錄入「新竹百位藝術家專輯」。

2004  作品十件錄於「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twcca」大陸‧山西省「羅際鴻 

      書法創作展」；

      新竹縣美術家聯展；兩岸書畫家交流展。

2002  新竹縣、市美術家聯展分別邀展。

2001  新竹師範學院（教育大學）美教系首屆「現代書藝展」評委；

      入圍文建會、何創時書藝基金會「當代書家傳統實驗雙年展」。

2000-2002　清華大學書藝社指導。

1999  文建會、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首屆「千禧年當代書家傳統與實驗展」。

1998  都城隍廟250週年北臺灣書畫家聯展。

1997　新竹縣文化中心首邀書法個展，出版「羅際鴻作品集」（藝術叢書第5號）；

      與大陸全國書協鄒德忠、白昫、崔陟等名家座談與揮毫。

      識大陸洪耀華、胡金來、湯文奇等書畫家切磋影響，次年春節新購紙筆，遊戲筆墨

      、觀帖，並涉書法理論。

1981　向畫家沈耀初稍作請益。

      九歲起習字，臨脫頁不知名字帖若干；中學後習碑帖，受鄭文公、顏貞卿、王羲之

      及禮器、曹全等漢碑影響較多。

E-mail：b72099a@yahoo.com.tw；

部落格：http://tw.myblog.yahoo.com/jw!XyqkdgiQR0VLuwRo_Mht

羅 際 鴻

個人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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