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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在圖書館推出「漢魏遺韵──山東古

代石刻拓片」展，展品共有 30 件由山東石刻藝

術博物館提供。這次展出主要感謝中文系劉惠萍

老師居中聯繫以及中文系書藝文化中心、圖資中

心的共同承辦，得以讓這些經由拓片製作技藝，

清晰地複製千年來存在石頭上的文字、圖案呈現

在東華師生面前。 

展品中有許多珍貴作品，如被譽為魏碑第一

的《張猛龍碑》，文字線條變化多端，為雄強豐

碑代表，又如《張遷碑》文字稜角分明、書體端

正樸拙，細細品味才得見其精巧。另外《史晨

碑》、《禮器碑》和《乙瑛碑》，合稱孔廟三碑，

三碑風格不同，素來為歷代書法家所看重。可惜

展覽只為期一週，總覺意猶未盡，這些流傳千年

以上的碑刻，不論是在藝術層面、歷史典故，即

使到了現代，仍有著細細玩味的樂趣，為了讓全

校師生對展品有進一步深刻的印象和認識，特別

借由月眉書訊再次導引大家略覽秦漢魏碑刻風韻

和畫像石的奇趣。 

《張遷碑》 

明朝初年，山東東平的農民在犁地時，意外

剷到了一塊大石，挖掘出來後竟然是一塊碑石，

是為《張遷碑》。碑額篆書所題全名為《漢故穀

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亦稱《張遷表頌》、

《張公方碑》等，碑刻於東漢靈帝中平三年

（186 年）。《張遷碑》用筆方整，橫畫、捺筆

之波畫提按不甚明顯，隸法樸茂，出土後即獲得

歷代金石、書法家的重視。清代郭尚先《芳堅館

題跋》曾讚此碑云：「漢碑嚴重平硬，是碑為

冠」，是現存漢碑中不可多得之珍品，亦是學習

漢隸的極佳範帖之一。 

 

 

《張猛龍碑》 

全稱《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北魏

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刻。現存山東曲阜

孔廟，被譽為魏碑之冠。碑文記載了張猛龍興辦

教育的事蹟，碑額大字端整

奇偉，碑陰文字雄秀險勁，

書體用筆脫去隸書痕跡，清

末康有為稱其為正體變態之

宗，可視為楷書發展由北魏

邁向隋唐成熟階段的重要標

誌 。 ( 原 文 網 址 ：

https://read01.com/RJOeeg.html) 

《史晨碑》 

一石兩面刻。前碑全稱《魯

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刻于東

漢建寧二年(169)三月。碑文記載

當時魯相史晨及長史李謙奏祭祀

孔子的奏章。後碑全稱《魯相史

晨饗孔子廟碑》，刻于建甯元年

(168)四月，記載孔廟祀孔之事。

碑字結體方整，端莊典雅，清方

朔《枕經金石跋》推崇為「沉古

遒厚，結構與意度皆備，洵為廟

堂之品，八分正宗也。」(原文網

址 ： https://kknews.cc/zh-

tw/culture/oq3zx6.html)  

《禮器碑》 

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

廟禮器碑》，又稱《修孔子

廟器碑》、《韓明府孔子廟

碑》，四面皆刻有文字。碑

文記述魯相韓敕修飾孔廟、

增置各種禮器、吏民共同捐

資立石頌其德事。碑側及碑

陰刊刻捐資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錢數。碑文中正典

雅，法度森嚴，飄逸而不失沉著，規整而不失暢

快。清王澍《虛舟題跋》云：「隸法以漢為奇，

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為奇絕，瘦

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是

以專攻漢隸者，多以《禮器碑》為楷模。 

《乙瑛碑》 

全稱《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用墨

沉細，字體方正純厚，碑文

主要記載魯相乙瑛上書請於

孔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執掌

禮器廟祀之事。此碑結體方

整，點畫秀潤，氣象高雅，

剛健中亦見風韻，是漢隸成

熟期的典型作品。清方朔云：

「字字方正沉厚，亦足以稱宗廟之美。」(原文

網址：https://read01.com/7m8LN4.html) 

這次展覽也展出多幅畫像石拓片，漢代人以

雕刻或壁畫裝飾墓室和祠堂，刻畫的內容有鬼神、

異獸、祥瑞、人物、建築、車馬、歷史故事以及

田獵、農牧、娛樂等關於信仰和生活的描述，是

了解漢代社會、信仰、建築和生活文化史的重要

材料。下舉嘉祥宋山第四、六、七等三圖賞析

(資料出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

石 刻 畫 像 拓 本 資 料 庫

http://rub.ihp.sinica.edu.tw/~hanrelief/h/) 

第一層東王公：中間為

東王公，左側分為上下

兩部份，上有羽人，左

側手拿盤子，其餘二人

手持嘉禾，下部為左端

有一羽人跽坐手執嘉禾，

及鳥首人身手執奩，向

東王公參拜，鳥首人身前有一獸；右側由左至右，

分別為玉兔搗藥，三羽人，其中一人執蓋，二人

手執嘉禾。第二層為拜謁：由左至右，左側屋宇，

屋中有一人跽坐右下，屋外有一人向其跽坐拜謁，

屋外有一樓梯，上有一人荷物而行，右側有五人

(左端為一人左向，旁二僕，中間之人掛劍左向，

右端之人左向)。第三層車馬出行：由左至右，

左行之騎吏，執節步卒，馬車上有二人。 

第一層：東王公，

中間為東王公，左右兩

旁各有馬首帶翼人身仙

人，馬首人身仙人作拜

謁狀；左側為二兔搗

臼，臼下有一蟾蜍；右

側有一犬首人身仙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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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筋經 
「漢魏遺韻──山東古代石刻拓片」展簡介 

中國語文學系  李秀華教授 

★學生為了寫報告，如果「少量引用」他人的著作，是符合著作權法中合理使用的規定， 

只要註明出處，就不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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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前往的遠方》 

黃慧雯  採訪編目組 

摘自本書作者後記 Life Goes On ： 

“2016 年開始動手書寫時，一邊寫著，父親也一邊繼續在老

著，等到書已完成，回頭再看到當時記下的點滴，竟然許多已是無

法再按鍵重來的記憶。父親的話更少了，打盹的時間更長了，現在

的他，有時會突然抓住我的手握著，所有他再無法組織成字句表

述的感受，只能寫在那掌心裡。 

我想，我要用文字記下的，就是在那樣的一握裡，所有以前的

我所無法懂得的人生。” 

或許，感恩、認命與甘願，才有機會將曾甩開的手再次牽起

~~陪老、學老，一起攜手前行。 

 

《蔬果歲時記》 

東王公跪狀，口吐雲氣紋。第二層為庖廚，由左至右，左側有一灶，灶上有

甑鑫，灶前有一人燒火，灶上則有豬腿、豬肉、豬頭、雞、兔、魚、等肉脯；

中間部分，分上下兩部份，上部有二人，對面跽坐作殺魚狀，下部有一女子

在燒火者後，作和麵狀；右側則為一女子用桔橰，往井中取水，後有一人作

屠犬狀，桔橰橫桿上有三鳥停佇。第三層車馬出行圖，由左至右，左向車馬

(軺車)上有二人，後有騎跟隨。 

第一層為西王母，中間端坐西王母；左側為二

人首獸身跽坐，一人手執仙草嘉禾，獸首人身手持

捧杯向西王母跪侍；右側由左至右，羽人跪坐手持

三珠果，後一鳥一狐，後有一犬吹笛。第二層由左

至右為二人踞坐拜謁，二人行六傅，二人宴飲。第

三層為孔子見老子圖：左側由左至右為孔子弟子，

右側由左至右為孔子、項橐、老子、執簡侍者。第

四層為車馬出行圖，為左向之二馬車(軺車)上各有

二人。 

李秀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現為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中文系書藝

文化中心主任。學術專長為書法教學與創

作，中國藝術史，書法教育。 

 

『只有蔬果才能表現季節的節奏感。』 

農諺：「正月葱，二月韭，三月莧，四月蕹，五月匏，六月瓜，

七月筍，八月芋，九芥藍，十芹菜，十一蒜，十二白(菜)」說明了

天地依節氣運轉，蘊育萬物，先民們依時耕種而得出最美味的蔬果

品嚐佳期。 

藉由 65 種蔬果，述說美味與自身的體認，道盡歲時轉換、天

地人情，是焦桐給臺灣土地的溫柔記事。 

郭強生著， 

遠見天下出版， 

本館索書號：  

855/0712-11/2017 

 

焦桐著 

二魚文化出版， 

本館索書號： 

427.07/2047/2016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新版介面上線 

新版 JCR 資料庫首頁：直接輸入查找的期刊名稱或利用瀏覽方式查找

期刊名、學科領域等。 

 

常用功能一 

查詢期刊之影響指數---點選 Browse by Journal 於 Select Journals

輸入要找的期刊名稱，點選 Submit。 

 

新的介面在期刊檔案增加多項資料可以更全面地瞭解期刊主題、內

容、所屬國家和地區以及對期刊影響力有貢獻的機構。如下圖 

 

 

常用功能二 

查詢學科領域之期刊排名---點選 Browse by Categories 於 Select 

Categories 輸入要找的領域，點選 Submit，就可得到左圖的結果。 

 

陳昱佐  圖資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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