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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蜀素帖〉的流傳與鑑賞
▌何傳馨

宋元祐三年（1088），米芾（1051-1107）於東川造織有烏絲界欄的絹上自書五言、七言古詩、
絕句、律詩各體，共六題八首，名為〈蜀素帖〉。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臘月，〈蜀素帖〉
卷在額駙福隆安家避過火劫，進獻內府。乾隆帝御識：「翰墨因緣，流傳有數，藝林名蹟，當
有神物護持，不可思議耳。」七百年來，〈蜀素帖〉卷由宋代、明代以至入藏清宮，有一段漫
長流傳史，從卷上收傳印記及題跋，可考者至少經過十五位藏家之手，本文增補前人所論，介
述其流傳因緣、相關人物，及歷代鑑藏者的品評，以提供觀賞之助。

蜀素卷主人林希及宋人題記

詆」。後因與章惇（1035-1105）不合，遭罷職，

云：

舒州，六十七歲卒。米芾與林希為舊識，受邀

〈蜀素帖〉卷末有林希六行楷書題記（圖 1），

出知亳州、杭州、太原府。徽宗立，知揚州、

慶曆甲申歲（四年，1044）東川造蜀素

遊苕溪，並書〈蜀素卷〉，即是林希外放至湖

一卷，藏余家者二十餘年，今既裝禠，

州任上。1

將屬諸善書者題其首。熙寧元年戊申
（1068）三月丙子吳郡記。希子中。

林希題記前有熙寧八年（1075）時為蘇州
知州的胡宗愈（1029-1094）楷書四行題識云：

此題書法謹飭，結體寬綽，有顏體筆意。

熙寧八年四月十四日，與東海徐道淵、

內容提到此素絹織造的時間、地點，收藏於林

成都閭丘公顯，同赴子中邵（下有一

家，1068 年林希裝裱後，於吳郡題記，並欲取

點）氏東園之招，觀此數遍。晉陵胡完

此素絹請善書者題寫。

夫題。

林希（1035-1101）字子中，福建長樂人，

同行觀賞者徐氏不詳何人；閭丘氏名孝終

出身北宋仕宦家族，仁宗嘉祐二年（1057）進

（1013-1085 以後），字公顯，吳縣人，曾知

士，英宗朝為昭文館書籍編校官，神宗朝任館

黃州，與蘇軾有交誼。元豐間章岵（1013-1085

閣校勘官、禮部郎中。哲宗立，為中書舍人，

以後）與吳郡長老作「十老」之會，米芾為序，

後外任蘇、宣、湖、潤、杭、亳等知州（1086-

閭丘孝終為十老之一。（鄭虎臣《吳都文粹》）

1094）。哲宗親政後，為中書舍人，預修《神

上兩則題識，前者林希裝治絹素後，於吳

宗實錄》，其時哲宗欲罷黜元祐群臣，「自司

郡題記；其後胡宗愈及吳郡長老閭丘孝終等在

馬光……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

林希府園第觀賞此素絹並題記，顯示蜀素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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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宋米芾〈蜀素帖〉卷末林希（左，1608）、胡宗愈（右，1075）題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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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有密切關係。近人考朱長文（1039-1098）

1068 年林希裝禠蜀素卷，1075 年胡宗愈等觀賞

與林希家族關係，據相關文獻及墓誌，知林希

並題記，或與林希在吳郡的祖居有關。此外，

祖父高、父概，先後去世後，祖母黃氏約在仁

林希存世有一件〈致劉君祕書奉見風範帖〉（故

宗慶曆初（1041）遷居蘇州，含辛茹苦，將諸

宮藏〈宋人法書〉冊（二）第九幅）。其中有「前

2

孫撫育成人。 不過據南宋人趙彥衛《雲麓漫鈔》

此四年嘗於武林（杭州）奉見風範……希閒居

記載，林希十二、三歲（1048）時，隨祖母黃

吳門，相望才數舍……」等語，或為 1078 年監

氏由京師扶護祖父及父柩歸葬福建，道經蘇州，

杭州樓店務後四年所書，當時曾「閒居吳門」，

時蔣堂（980-1054）為知州，林希及弟旦「贄文

也可作為與蘇州關連之輔證。3

上謁，蔣大奇之，留姑蘇，給以戴城橋官屋，

另外，胡宗愈與林希題識之間，有一行小

後號孺學坊，為葬二櫬於寶華山。」蔣堂任蘇

字，書「秦伯鎮書蜀道難已下」九字，有論者

州知州在皇祐元年至三年（1049-1051， 宋兩浙

指出秦伯鎮即秦玠，是林希父輩的朋友，原本

路郡守年表 ），依此，十二、三歲的林希及諸弟

蜀素上有秦伯鎮書寫的蜀道難，「因隨著時代

是在皇祐初，隨祖母黃氏遷居蘇州。因此可知

審 美 眼 光 提 高， 水 準 已 落 後 於 新 進， 因 此 被

裁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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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所出示的傑作，引用關於米芾書法與文

秦玠字伯鎮，為邵雍（1011-1077）弟子，

學造詣的掌故，適切的表達了讚賞之意，而書

學書于李建中（945-1013）。曾與歐陽修（1007-

此跋時年八十，用筆蒼勁有力，結字講究疏密

1072）論書。（《集古錄跋尾》卷 7） 蜀素卷前若原

變化，墨色亦有濃枯之別，也顯示當時慎重的

有秦玠為林希父輩所書「蜀道難」一詩文，則

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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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下」二字可解作被裁棄。這一行九字書寫

第二紙灑金箋，祝允明（1460-1526）行草

無論結字與筆墨，都與林希題識相同，應是出

書跋（圖 3），此跋未紀年，從內容看，是在收

於其手，裁棄之舉則可能出於林希所為。

藏者汪宗道家觀賞，臨別之際所書，稱此卷為

此卷幅末邊緣有四方殘印（見圖 1），吳升

所見米書最精者；又謂近來有意學米。汪宗道

《大觀錄》（1712）著錄，鈐縫蓋「至道無（无）

生平不詳，弘治十六年（1503）九月，祝允明

為」、琴印一方，下二印未錄。檢視「至道无

曾為汪宗道跋黃庭堅書蹟（《珊瑚網》卷 5），提到：

為」一印，與林希款識所鈐應為同一印。第二

「汪宗道居留都繁麗之下，博雅好古，收蓄唐

方琴形印，縱 7.8 公分，從印色看，或為林希所

宋遺墨甚富。」同卷也有沈周跋，以「好古之

鈐。下方兩印已模糊不可辨，末一印第一字似

士」稱呼汪宗道。又同月九日祝允明為汪宗道

為「西」字。推測此處是卷尾，林希原在本幅

題詩及跋〈趙子昂林山小隱圖卷〉（《珊瑚網》卷

與後隔水騎縫鈐「至道无為」與琴形印，下方

32），謂：「宗道得此圖，因以自號，其向歸可

二印或是林希之後收藏者的鈐印。清人著錄，

知矣。……」此卷亦有沈周跋，可推知汪宗道

如《式古堂書畫彙考》（1682 年序，卷 11）記載「有

活動於十六世紀初，寓居南京，收蓄唐宋人書

御府鈐印、李西厓印」；《江村銷夏錄》（1693，

畫甚富，並以所藏趙孟頫畫〈林山小隱〉為號，

卷 1）從之；《大觀錄》著錄卷前有「紹興」、「內

與沈周、祝允明素有交誼。推測祝允明跋〈蜀

府圖書」印，今均未見，疑是誤記。林希之後，

素帖〉卷當與 1503 年為汪宗道跋黃庭堅、趙孟

此卷傳藏不明，直到四百年後，明代中葉才重

頫書畫同時，時年四十六，為學米本色行書。

現。

明代吳派書家的鑑賞

五十年後（1553），〈蜀素帖〉卷歸松江
藏 家， 嘉 靖 時 詔 拜 中 書 舍 人 的 顧 從 義（15231588，字汝和，松江人）。6 拖尾第三紙起首處，

〈蜀素帖〉卷拖尾第一紙沈周（1427-1509）

有文徵明（1470-1559）嘉靖丁巳（三十六年，

正德元年（1506）八月跋（圖 2），前段引述米

1557）小楷書觀跋：其後顧從義以別紙畫界格，

芾以臨本混充真蹟，眩惑人耳目，自試其藝之

細楷書跋，先述宋代流傳經歷，後段云獲藏經

精的故事，5 後段引蘇軾晚年（1101）由海南北

過：（圖 4）

歸途中，致函在真州（江蘇儀真）任職的米芾，

余自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得見於長

歎賞其文章書法，謂「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

安（北京）友人家，傾囊以搆之。余素愛

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

米書，見者不下廿卷，此卷五百五十六

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

字，詩體具備，墨妙入神，真祕玩也。且

歲瘴毒耶。」（《東坡全集》卷 85） 沈周面對友人

自慶曆至今，五百二十餘年矣，完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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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蜀素帖〉卷拖尾沈周跋（1506）

圖3

〈蜀素帖〉卷拖尾祝允明跋（約1503）

故，又為沈石田、祝枝山、文衡山三先

靖四十年辛酉（1561）閏五月，研山居

生所賞鑒，尤為可寶。余每以此卷自隨，

士顧從義，北上舟南陽閘，展卷謹識。

一日過吳中，謁衡山先生，獨不攜此，

顧從義指出此卷珍貴之處，在於字數多，

適有覆舟之厄，先生曰：米書在否？曰

「詩體具備，墨妙入神」，絹素歷五百二十餘年，

否。先生曰：豈無神物呵護至此耶！嘉

保存完善，又經沈周、祝允明、文徵明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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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蜀素帖〉卷拖尾，上圖由右至左：文徵明觀跋（1557）、顧從義跋（下圖，1561）、王衡跋（1604）

文末記述此卷幸未遭「覆舟之厄」的故事，更

兄顧從禮子顧九錫，卷首下端有其藏印「顧九

增加此卷的神奇性。不過他將此卷主人歸於「邵

錫印」，隨後轉入項元汴（1525-1590）藏篋。

子中」，應是誤載。《石渠寶笈》續編著錄從

在本卷本幅、隔水、拖尾接縫，均鈐有項元汴

之，亦將林希題跋記載為「邵希」。仔細觀察

藏印。

胡完夫題識，在「邵」字下有一點，顧從義題

明清之際〈蜀素帖〉的鑑藏

跋的「邵」字下也有一點，或是後人發現有異，
在兩處「邵」字特別加以標註。
大 約 1561 年 顧 跋 後 不 久， 卷 歸 顧 從 義 長

至於項元汴何時或如何從顧氏得此卷，則未

有確證。董其昌（1555-1636）約二十歲（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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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蜀素帖〉卷末董其昌跋（1604）

時，結識項元汴，此後常至項家，盡覽項氏所

（1603 年刻成，此摹本字形大小，行款位置皆

藏，不過未見提到此卷。至 1604 年，董其昌從

近似真跡。）後從吳廷易得真跡，並引述文壇

吳廷易得，五十年間，〈蜀素帖〉已數易主人

名流徐茂吳（名桂，1551-1605）對此卷的評論，

（顧從義－顧九錫－項元汴－吳廷－董其昌）。

藉以增重其價值。

本幅卷末，米芾書蹟與胡宗愈題識之間，董其
昌跋云：（圖 5）

「新都吳太學」即吳廷（1555-1626 以後），
本 幅 隔 水、 拖 尾 均 有 其 藏 印。 吳 廷 本 名 吳 國

米元章此卷如獅子捉象，以全力赴之，

廷，字用卿，號江村，餘清齋主人。安徽歙縣

當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鴻堂

豐南人，曾為諸生，後入貲為太學生。在京師

帖，甲辰（萬曆三十二年，1604）五月，

善於購藏書畫文物及交易，因善鑑別，好事家

新都吳太學攜真蹟至西湖，遂以諸名跡

見之，不惜以重金價購，買賣入出之間往往有

易之。時徐茂吳方詣吳觀書畫，知余得

數倍價差。吳廷與董其昌交遊始於萬曆十八年

此卷，歎曰：「已探驪龍珠，餘皆長物矣，

（1590），時在京師，此後於杭州、揚州時相

吳太學書畫船為之減色。」然復自寬曰：

晤面，多有書畫交往。7 萬曆二十四年至四十二

「米家書得所歸。」太學名廷，尚有右

年（1596-1614）吳廷將所藏法書名蹟摹刻為〈餘

軍官奴帖真本。董其昌題。

清齋法帖〉十六卷，部分墨蹟仍流傳於今日，

董其昌此跋行草書十二行，寫在本幅蜀素

如王羲之〈行穰帖〉、王獻之〈中秋帖〉、王

上，用筆精到，結字優美，墨色稍淡，為中年

珣〈伯遠帖〉、顏真卿〈祭姪文稿〉、蘇軾〈赤

行書本色。稱此卷「如獅子捉象，以全力赴之，

壁賦〉等，其他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虞

當為生平合作」。先得摹本，刻入〈戲鴻堂法書〉

世南〈臨蘭亭序〉（天曆本）及唐玄宗〈鶺鴒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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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蜀素帖〉卷引首董其昌再跋（約1619）

圖7

董其昌〈雜書〉卷第三段臨〈蜀素帖〉卷〈吳江垂虹亭作〉（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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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也 都 曾 經 吳 廷 收 藏， 並 有 董 其 昌 題 跋。8

霽圖〉卷（日本私人藏）、王羲之〈行穰帖〉

文獻著錄中有吳廷與項元汴交易書畫的記載，

卷（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等。9 題跋中

推測〈蜀素帖〉卷亦是從項氏購得。

往往提到觀賞時相關的人物、地點及鑑賞意見，

萬曆二十六年至此年（1598-1604），董其

與題跋〈蜀素帖〉卷的模式大致類似。

昌辭官，退居華亭故里，經常與友人結伴泛舟，

同年後數月，與董其昌有三代之誼的王衡

游歷蘇杭勝蹟，觀賞鑑藏古代名蹟，留下多幅

（1562-1609，太倉人，字辰玉，父錫爵，子王

題跋文字，除〈蜀素帖〉卷外，1604 年為吳廷

時敏）於拖尾題跋：（見圖 4）

題〈虞世南摹蘭亭序〉（北京故宮藏）、王獻

右米書蓋以老法用禿筆者，遒古可愛。

之〈中秋帖〉（北京故宮藏）、王維〈江山雪

甲辰閏九月九日王衡題於春水船。

芾擬古詩八首〉應即本卷），書此跋或在 1619

王衡敬觀於春水船。」可知為同日同地所題，

年避居江浙期間。不過董其昌在此跋中，對於

此件虞世南〈摹蘭亭序〉卷也是經吳廷轉入董

自己曾經擁有此卷之事避而不談，顯然刻意有

其昌之手，後於 1618 年轉贈茅氏。10

所隱諱。另外故宮藏董其昌 1618 年〈雜書〉卷，

〈蜀素帖〉在董其昌手上僅七、八年，約

第三段臨〈蜀素帖〉卷〈吳江垂虹亭作〉（圖 7），

1612 年以前即轉予他人（詳後）。本卷引首他

題識：「右米詩，刻余家戲鴻堂帖。」也不提

以行草書題跋云：（圖 6）

其曾經收藏。董其昌與陳瓛曾有另一件古書蹟

增城嗜書，又好米南宮書。余在長安得

交易事，見錢泳《履園叢話》（1838 序，卷 10．收藏）

蜀素摹本，嘗與增城言：米書無第二，

記載，謂萬曆三十八年（1610）董其昌將所藏唐

但恨真跡不可得耳。凡二十餘年，竟為

人書〈靈飛經〉卷質押予陳瓛，後於 1626 年遣

增城有，亦是聚于所好。今方置棐几，

其子持金贖回，陳瓛子之伸私將〈靈飛經〉割

日夕臨池，米公且有衛夫人之泣，余亦

留四十三行藏於家，即為現今存世的〈靈飛經〉

不勝其妬也。董其昌題。

四十三行本（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12

題跋中提到二十餘年前，在北京得到一件

由此可知當時古蹟交易頻繁，刻意有所隱諱，

〈蜀素帖〉摹本，此可與 1604 年在本幅的題跋

「余亦不勝其妬也」似乎也是表達不得不轉讓

印證。當時與增城論此為米芾最佳行書，可惜

出手的遺憾。

未見真跡，後增城竟得此真跡。如今增城可置

此卷本幅董其昌甲辰題跋與胡宗愈觀跋之

於書几旁，日夕臨習；「米公且有衛夫人之泣」，

間，空行之中間位置，有陳瓛小楷書觀款云：「萬

意指增城學米，一如王羲之學衛夫人，令衛夫

曆乙卯（1615）長至日海昌陳瓛觀。」（見圖 1）

人感動；「余亦不勝其妬也」則是對於增城可

後本卷歸其子陳之伸（字申父，號魯直），崇禎

以日夕臨此卷，甚為嫉妒。

七年甲戌（1634），陳之伸入都參加會試，隨身

「增城」其人往昔著錄及論述均不詳，今

攜此〈蜀素帖〉卷，董其昌再次觀看，感慨系之，

學者已考知為出身海寧世家望族的陳瓛（1565-

引米芾詩「研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唯有玉蟾

1626），增城為其號，董其昌與其父與郊（約

蜍，向余頻淚滴。」寫下第三則題跋：（圖 8）

1544-1610）有交誼，曾館於陳家，陳瓛因此曾

崇禎七年歲在癸酉子月（十一月，誤甲

從董其昌學書，萬曆四十年（1612）陳瓛集刻

戌為癸酉），申甫計偕入都門，再觀于

11

〈玉煙堂帖〉，董其昌曾為之題序。

董其昌此跋書在堅實的金粟山藏金紙上，墨

東 華 門 邸 中。 一 似 米 老 重 觀 研 山， 第
無 玉 蟾 蜍 泪 滴 之 恨。 董 其 昌 識。 時 年

色腴潤，運筆勁健灑脫，牽絲引帶，流暢自然，

七十九歲。

結體亦講究緊密疏朗、粗細輕重的變化，精力

至清初本卷遞傳於海寧陳氏家族，由陳之

用意更勝於 1604 年書於本幅綾本上的題跋。由

伸轉歸堂弟之閶（1618-1682），卷後胡宗愈題

董其昌與陳瓛的關係來看，顯然此卷是由董其

隔行有「陳之閶印」與「希亮珍玩」二印。陳

昌轉讓予陳瓛，時間約在 1604 至 1612 年〈玉

瓛觀款旁又有曾孫陳燾小字添款：「曾孫陳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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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堂帖〉刻成之間（〈玉煙堂帖〉卷 23 刻入〈米

拖尾也有王衡一段題跋：「甲辰閏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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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藏傳唐虞世南〈摹蘭亭序〉卷，

富 於 書 畫 收 藏 的 高 士 奇（1645-1703），13 從
56

翰墨因緣，流傳有數

陳氏以白金五百兩購得〈蜀素帖〉，後於康熙
三十年（1691）八月重裝，在卷拖尾最末端題
識云：（圖 9）
宋米南宮蜀素真蹟至寶。康熙丙寅春日，

米芾〈蜀素帖〉的流傳與鑑賞
—

購於海昌陳氏。白金伍百兩。辛未八月，
朗潤堂重裝。
高士奇在《江村銷夏錄．卷一》記載了此
卷，並題七言詩一首，今不見於本卷，迻錄於下：
蜀縑織素烏絲界，米顛書邁歐虞派。出
入魏晉醖天真，風檣陣馬絶痛快。想昔
秋登海岱樓，筆勢江波各澎湃。清雄超
妙氣凌雲，一洗胸襟頑與隘。熙寧造練
元祐書，年經六百未塵壊。獅子捉象喻
筆力，疑有驪龍護神怪。頻歴滄桑兵燹
餘，幾逢七夕鄰家曬。五百五十六字強，
一一琳瑯等金薤。我學青松保嵗寒，漢
隂抱瓮忘機械。見兹頓令心愛慕，似於
吾道有微疥。欲從碧落遊帝宸，鶴羽沖
霄誰可鎩。一官未挂洞庭帆，月夜閒堦
了詩債。江邨髙士奇。
圖8

〈蜀素帖〉卷拖尾董其昌三跋（1634）

詩中轉引沈周引蘇軾跋語，盛讚米芾書法
之超絕，詩文之清雄，稱此卷六百年來，歷經

珍玩」，下鈐「陳燾之印」，並於卷首下方鈐

戰亂災厄，仍保存完好，必有神物護持，隨後

其收藏印。吳其貞《書畫錄》卷五〈米元章擬

聯 繫 到 自 我 際 遇， 康 熙 三 十 六 年（1697），

古詩一卷〉記載卷後陳瓛觀題，並云：「余慕

五十三歲的高士奇上疏請求回鄉奉養老母，是

之久，今始觀于子魚姪孫海昌之僑居，玩賞兩

年十二月在浙江故里，〈蜀素帖〉卷幅末上端

日，陪賞者子魚從兄長公也，時甲辰（1664）

朱文「忠孝之家」印（見圖 1）即始用於此時，

仲冬廿二日。」子魚當指陳之閶，姪孫即陳燾，

14
用以表達孝親與忠君之志。 題跋末句說欲追隨

陪賞的長公即陳之伸。可知此卷在海寧陳家四

天子於帝京，又說閒居無官在身，正是藉著題

代間遞藏，1664 年頃，歸陳燾。

跋名帖，來反映當時心情。

翰墨因緣，流傳有數：入藏清宮始末

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日，康熙帝近臣，

高 士 奇 之 後， 歸 康 熙 內 閣 大 臣 王 鴻 緒
（1645-1723，字季友，號儼齋，橫雲山人，松
江婁縣人）。王鴻緒與高士奇為康熙朝廷同僚，

故宮文物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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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蜀素帖〉卷拖尾
高士奇題識（1691）

圖10

〈蜀素帖〉卷引首乾隆帝御題（1783）、前隔水董誥奉勅書御識（1788）

交往密切，並常有古書畫交換題詠事蹟，據張

此跋收在《御製詩》卷九十四，「幸逭鬱

照跋趙孟堅〈落水蘭亭詩序〉卷，高士奇去世

攸獻晉卿」下注：「米芾書蜀素卷為額駙福隆

前，交待家人，將平生珍祕書畫全部贈予王鴻

安所進，其家昨臘不戎於火，惟此卷以付裝獲

緒。（《石渠寶笈．續編》）可見二人書畫交往密切，

全，幸為丁甲呵護矣。」「堪與漁村為合璧」

〈蜀素帖〉卷或因此歸王鴻緒收藏。

一句下注：「王詵真蹟世不多覯，內府所藏凡四，

王鴻緒之後歸高宗孝賢純皇后之弟，官至

漁村小雪卷筆墨縱逸，有咫尺千里之勢，最為

軍機大臣的傅恆（1722-1770），遞傳其子額駙

傑作；瀛山圖次之，煙江疊嶂圖兩卷，為又次，

福隆安（1746-1784）。乾隆四十七年（1782）

因用詵事，偶及之。」「似爭蘭畹擅連城」一

臘月，福隆安家不戒於火，是卷適以付裝，獲

句下注：「舊藏米芾離騷冊，筆意精到，為米

全，因進入內府。次年癸巳（1783）仲春，乾

蹟中最佳者，此卷神采煥發，洵堪競爽。」

隆帝於引首空白處行楷書御題：（圖 10）

乾隆帝以額駙（駙馬）福隆安比擬於宋英

猶看蜀素存米老，幸逭鬱攸獻晉卿；堪

宗駙馬王詵，認為〈蜀素帖〉卷與宮中所藏王

與漁村為合璧，似爭蘭畹擅連城；書雖

詵〈漁村小雪圖〉堪稱書畫合璧，又與米芾「最

涉放原規整，辭固云顛頗具英；磬折香

佳」的〈離騷經冊〉媲美，並親書題簽，定為

光非謬譽，謂獅捉象是精評。

神品。（圖 11）乾隆五十三年（1788）命董誥

翰墨因緣，流傳有數

58

米芾〈蜀素帖〉的流傳與鑑賞
—

圖11

〈蜀素帖〉卷乾隆帝題簽

圖12

〈蜀素帖〉卷後隔水董誥奉勅書
〈御製題東竺菴慈柏〉（1789）

於前隔水書御識，記載入藏原委，稱：「翰墨

藏清宮內府，流傳之緒整理如下：

因緣，流傳有數，藝林名蹟，當有神物護持，

宋代：

不可思議耳。」（見圖 10）次年董誥於後隔水

林希（1088）－

再奉勅書〈御製題東竺菴慈柏〉，辯駁米芾擬

元代：不詳

古詩「甲松乙柏」，實為「顛語」，並說：「張

明代：

照頻臨此帖，何未致一語耶？」（圖 12）張照

汪宗道－顧從義（1553）－顧九錫－項元汴－

（1691-1745）歷仕康、雍、乾三朝，臨米芾書，

吳廷－董其昌（1604）－陳瓛（約 1612）－陳

深得乾隆帝賞識，〈臨擬古詩〉軸（圖 13）可

之伸－陳之閶－

為印證。

清代：

結語

陳燾－高士奇（1686）－王鴻緒（約 1703）－

〈蜀素帖〉卷自元祐三年米芾書成後，歷

至於鑑賞題跋者，包括明代吳派書家沈周，

宋、明、清代名家鑑藏及題跋，七百餘年後入

稱此卷：「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

傅恆－福隆安－乾隆內府（1782）

祝允明見此卷，欲學米書。明代後期，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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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三次觀覽題跋，盛讚此卷「如
獅子捉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
作」，又評定「米書無第二」。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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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後，得乾隆帝品題，詞臣奉勑書御
識或臨寫。九百多年後，至今為故宮
典藏國寶名蹟，應驗了「翰墨因緣，
流傳有數，藝林名蹟，當有神物護持」
一語。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
圖13

清張照〈臨米芾擬古詩〉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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