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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ūfǎ      yìshù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中中中中 國國國國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藝藝藝藝 術術術術 –書法書法書法書法

�全世界唯一將文字變成藝術的是中國書法
quán shìjiè wéiyī jiāng wénzì biànchéng 

yìshù de shì Zhōngguó shūfǎ 
In the world, only Chinese text became the 

art.
�書法是中國第一藝術
shūfǎ shì Zhōngguó dì yī yìshù 

Chinese calligraphy is the best art in China. 

練書法的好處練書法的好處練書法的好處練書法的好處(Benefits of the 

Practicing Chinese Calligraphy )健康 jiànkāng  health長命 chángmìng longevity提升心靈tíshēng xīnlíng elevate one's   mind, and spirit
請看看書法在哪裡?

Qǐng  kànkàn shūfǎ zài nǎlǐ?
– 毛公鼎毛公鼎毛公鼎毛公鼎(Máogōng dìng )

海報海報海報海報((((hǎibào ))))

時尚服裝 (shíshàng 
fúzhuāng )

泳裝 (yǒngzhuāng )

水墨畫中水墨畫中水墨畫中水墨畫中
shuǐmò huà zh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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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就是一幅畫
shūfǎ jiùshì yī fú hu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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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ūfǎ shì wǔdǎo shì yīnyuè shì xīnqíng de 
jiézòu 

可以舞動成一個舞蹈
kěyǐ wǔdòng chéng yī ge wǔdǎo 

可以譜成一首動聽的歌
kěyǐ pǔ chéng yī shǒu dòngtīng de gē

書法有各種體型書法有各種體型書法有各種體型書法有各種體型

shūfǎ yǒu gèzhǒng tīxíng

The forms Chinese calligraphy

書法字體書法字體書法字體書法字體
styl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 

• 甲骨文(Jiă gŭ wén )�１
篆書（Zhuàng shū））））�２
隸書（ lì  shū）�３
草書（Căo  shū）�４
行書（ Xíng shū）�５
楷書（ Kăi   shū）�６

甲 骨 文
Jiă gŭ wén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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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篆篆篆 書書書書

Zhuàng shū２
隸隸隸隸 書書書書
lì shū

秦篆秦篆秦篆秦篆 漢隸比較漢隸比較漢隸比較漢隸比較

３３３３
草草草草 書書書書

Căo  shū４４４４
行行行行 書書書書
Xíng shū５

楷楷楷楷 書書書書

Kăi   sh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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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女女”的演變的演變的演變的演變("nǚ" de yǎnbiàn ) 猜一猜書法字體猜一猜書法字體猜一猜書法字體猜一猜書法字體
(Guess the 

correct nswer)

隸書
lì  shū 篆書Zhuàng shū

行書行書行書行書Xíng shū 行書行書行書行書Xíng sh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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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草書草書草書(Căo  shū) 草書(Căo  shū)＆隸書（ lì  shū）

隸書（ lì shū） 隸書隸書隸書隸書（（（（ lì shū））））

楷書楷書楷書楷書Kăi   shū

行書(Xíng sh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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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史
楷書結構原則楷書結構原則楷書結構原則楷書結構原則

均衡原則均衡原則均衡原則均衡原則當許多相同筆畫疊排或並排時間隔距離當許多相同筆畫疊排或並排時間隔距離當許多相同筆畫疊排或並排時間隔距離當許多相同筆畫疊排或並排時間隔距離要儘量相同大小要儘量相同大小要儘量相同大小要儘量相同大小如如如如 三三三三 川川川川

覆載原則覆載原則覆載原則覆載原則覆覆覆覆::::上半部要能罩得上半部要能罩得上半部要能罩得上半部要能罩得住下面住下面住下面住下面，，，，但也不能但也不能但也不能但也不能頭重腳輕頭重腳輕頭重腳輕頭重腳輕 如如如如：：：：官官官官載載載載::::下半部要能承載下半部要能承載下半部要能承載下半部要能承載得住上面得住上面得住上面得住上面，，，，所以下所以下所以下所以下半部要大半部要大半部要大半部要大((((長長長長))))一一一一些些些些 如如如如：：：：皇皇皇皇
避就原則避就原則避就原則避就原則[避]是能讓，如：觀觀觀觀 點畫之間不相觸犯[就]是依附，如：參參參參 點畫之間不能太過疏離

俯仰向背俯仰向背俯仰向背俯仰向背俯仰俯仰俯仰俯仰一字當中若有兩橫一字當中若有兩橫一字當中若有兩橫一字當中若有兩橫，，，，第一畫多第一畫多第一畫多第一畫多採仰式採仰式採仰式採仰式,,,,最後一畫多採俯式最後一畫多採俯式最後一畫多採俯式最後一畫多採俯式,,,,如如如如王王王王向背向背向背向背一字當中若有兩豎一字當中若有兩豎一字當中若有兩豎一字當中若有兩豎，，，，或寫成背或寫成背或寫成背或寫成背勢勢勢勢，，，，或寫成向勢或寫成向勢或寫成向勢或寫成向勢,,,,如如如如國國國國 變化原則變化原則變化原則變化原則 一個字有 2 個相同筆畫，要能變化 ,一篇文章中有 2 個相同的字也要能有變化，以求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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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原則脈絡原則脈絡原則脈絡原則 也就是點畫的運筆路線，[筆斷意連]是脈絡原則的基本原則。如：[之之之之]字 增減原則 歷代碑帖中多一點或少一畫的字非常多，或為錯別字或為結構之美而寫成和字典不同的字，經過書家延用已成獨特藝術之美，大家見怪不怪。

練習 文文文文 房房房房 四四四四 寶寶寶寶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毛 筆（máo bǐ ,Writing Brush,）
�以大小分(by the size大楷大楷大楷大楷（（（（dà kăi））））中楷中楷中楷中楷（（（（zhōng kăi））））小楷小楷小楷小楷（（（（xiăo kăi）））） • 以毛的軟硬分以毛的軟硬分以毛的軟硬分以毛的軟硬分(by the 

hairs soft or hard )

– 剛毫剛毫剛毫剛毫（（（（gāng háo））））
– 柔毫柔毫柔毫柔毫 （（（（ ró  háo））））
– 兼毫兼毫兼毫兼毫（（（（ jiān  háo））））

毛筆四德(Four Virtues of Brushes )

• 尖（jiān, pointy）
• 齊（qí, even）
• 圓（yuán, round）
• 健（jiàn, resili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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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mÒ, Ink-Stick ）

• 墨汁墨汁墨汁墨汁（（（（mÒ zhī）））） 紙（zhǐ, Paper ）

• 棉紙（mián zhǐ）
• 宣紙（xuān zhǐ）
• 毛邊紙（máo biān zhǐ）

硯（yàn, Inkstone ） 書法練習的工具書法練習的工具書法練習的工具書法練習的工具兼毫筆（jīan háo bǐ）墨汁（mò zhī）毛邊紙（máo biān zhǐ）硯台（yàn tái ）或碟子（dié zi）文鎮（wén zhèng）或筆山（bǐ shăng）筆捲（bǐ juăn）墊布（diàn bòu）
文房四寶怎麼放文房四寶怎麼放文房四寶怎麼放文房四寶怎麼放?「紙」（zhǐ）用墊布(diàn bòu)墊著,放在自己的正前方，也可以直 放也可以橫放。「硯臺」（yàn tái ）與「墨」（mÒ）要放在紙的右前方。「筆山」(bǐ shăng)擱筆用，亦可壓住紙的右上方。

發筆發筆發筆發筆(fā bǐ, Preparation of A New 
Brush )新筆先把筆毛搓開，再沾水順手瀝乾。若不趕時間，先用清水浸泡筆毫，將膠質泡發，但不可太久，以免筆管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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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墨磨墨磨墨磨墨(mó m, rub an ink stone )磨墨磨出好性情可以磨出耐心 坐的姿勢(Requirements of Posture )

• 頭要正 (Keep head straight, Keep head and 
neck in a naturally bent curve but not too 
forward )

• 身體要直 (Keep torso straight )
• 肩膀放鬆,雙手平放在桌面上 (Relax shoulders. 

Hands flat on the desk) 
• 兩腳平放在地面上，不可交叉

(Keep feet on the ground. Do not cross legs)

執筆的方法(How to Hold a Brush )擫擫擫擫(yè )：大拇指押押押押(yiā )：食指鉤鉤鉤鉤(gō )：中指格格格格(gé )：無名指抵抵抵抵(dǐ )：小指掌虛指實掌虛指實掌虛指實掌虛指實：手指和掌心之間，形成約和雞蛋大小的空隙。五指執筆法五指執筆法五指執筆法五指執筆法懸脕懸脕懸脕懸脕枕腕枕腕枕腕枕腕懸肘懸肘懸肘懸肘
•

練習(practice)--紙上走鋼絲
tightrope on the paper with a brush可以加強熟練執筆、坐姿與蘸墨的技巧。以紙上紅線為鋼絲，在紅線上畫線，好像在空中走鋼絲。注意起筆要用「藏鋒」，運筆的時候用「中鋒」。

永字八法永字八法永字八法永字八法yǒng zì bā f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