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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的中國，不時籠罩在砲火煙硝中，各路英雄豪

傑，各據山頭。孫家勤教授，1930年出生於中國北方城市大連

的一個顯赫家庭，其父親曾經為當時掌握中國重要經濟動脈的

東南五省總司令孫傳芳，母親為湖北宜昌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周

佩馨。他字野耘，原籍山東省泰安縣，自幼成長於風光明媚的

天津，就學於元明清三朝古都的北京，古文化的薰陶，使他投

入中國傳統水墨的懷抱，原本就讀北京頗富盛名的輔仁大學美

術系，後因國共內戰，1949年毅然決然隻身渡海來台，重新考

入當時省立師範學院美術系（臺灣師大美術系前身）。由於

成績優異，畢業之後就留任助教、講師，1964年經臺靜農、張

目寒引薦，遠赴南半球的巴西八德園，拜水墨畫大師張大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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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巴西時間長達28年。巴西四季濃烈的色彩，

使他找回水墨畫的顏色，期間創辦了巴西聖保羅大

學中文系，並擔任系主任，讓中文在巴西的黌宮立

地生根。1992年以交換教授身分回台，任臺灣師大

美術系、文化大學美術系教授，2010年10月辭世，

享年81歲。

一生悠遊在丹青墨韻中的孫教授，除了天資聰

穎外，亦相當用功，書畫精湛，以人物畫見長，但

山水、花鳥、畜獸、佛畫等都有深厚的傳統功力，

是當今「活人」畫家中唯一畫作進入故宮者。涵養

極佳，個性詼諧開朗，深得學生愛戴，曾獲得2005

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但他平日不重視宣揚，

知道的人並不多。

筆者與孫教授結識於2005年春天 — 就讀臺灣師

大美術研究所碩士班期間，因為碩士論文寫的是孫

教授大學時期花鳥畫老師金勤伯，所以懷著忐忑不

安的心情去採訪了他。猶記國中時讀民初歷史紛紛

擾擾那一段，青史中的大帥我一個也不認識，面對

孫教授，覺得現實把我和歷史拉得這麼近。原本以

為大名鼎鼎的孫傳芳將軍之子應是嚴肅不苟言笑，

沒想到老師幽默風趣，極盡所能的提供我有關金勤

伯的各種的資料，讓我見識了前輩畫家積極提攜後

輩的無私之心。

孫教授一生足跡遍及全球各地，本文依其主

要的定居地，分別就中國北方游於藝的少年、渡海

來台的文藝青年、旅居巴西的意氣風發壯年、返台

定居的耄耋老年，以及繪畫創作與美術教育理念等

五大部分，來敘述其生平與藝事。以下為了行文方

便，省略稱謂。

中國北方丹青墨韻的少年（1930-1949）

孫家勤的父親孫傳芳將軍，是民國初年東南五

省的總司令，曾經叱吒風雲，擁有一片江山。屬於

北洋軍大系的孫傳芳，與蔣介石一戰中，讓蔣介石

疲於奔命。但在各軍系相互的攻伐中，最後由黃埔

軍系的蔣介石勝出，成者為王，短暫統領了整個中

國河山。

孫父認識孫母時是長江上游總司令，與在鄉下

的元配育有二子；孫母為新時代的知識分子，時年

二十幾歲即當上湖北宜昌女子師範學校校長，與孫

傳芳育有三女二子，孫家勤為年紀最小的幼子，遺

傳有父母親雙方的美貌，他自己說越老越長得像父

親（圖1）。                

孫家勤民國19年出生時，孫傳芳已經下野，返

回北方，居住在大連，家境仍相當優渥。四歲時，

蔣介石為了剷除其他軍系的殘存勢力，派人暗殺了

七八個主帥，孫傳芳即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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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孫傳芳的喪禮規模之大，在天津地區可

以說是前所未有，孫家勤說：「其實我跟父親真的

不熟，在我四歲時，他就已經過世了。」唯一有印

象的是在孫傳芳出殯時，天津有一位專門處理喪葬

事宜的「魏小辮」，教導孫家勤該做這個、該做那

個，事隔七十幾年依然讓他印象深刻。

雖是如此，但父親的容貌仍深深印在腦海裡。

孫家勤說2005年重回北京，與哥哥的女兒女婿同遊

一處民國史蹟館，他的姪女在後面大叫：「叔叔，

叔叔，來跟爺爺的照片合照」。他停下來跟姪女

說：「你不認識你的爺爺，但我不可能不認識我的

父親，那不是爺爺，那是吳佩孚將軍。」語畢，哈

哈大笑。姪女和姪女婿滿臉疑惑跑去找管理員，管

理員來了說：有一次颳了大風，把牆壁上的所有照

片吹落了一地，他一個也不識，所以就胡亂地掛了

上去。這次，經孫家勤一一指證，他才恍然大悟誰

是誰。

孫傳芳過世沒多久，孫家勤與母親搬到了北

京。七歲，隨母親向周楊清我女畫師習花鳥畫。

十一歲，入北京「四友畫社」隨陳林齋啟蒙習人物

畫，楊敏習花鳥畫，常斌卿習畜獸畫。楊敏師承金

陶陶（金章），畫工筆花鳥；常斌卿畫郎世寧一派

的工筆走獸。

宋妍嫿（2004）指出：陳林齋教學是用傳統老

方法，開始時以練習線條為主，鍛鍊手力、臂力，

直練到手穩線條美，然後才教著色。孫家勤當時所

擅長的是嬰戲圖，由於根底堅實，筆觸別有骨力，

所以每一筆都能決定性的直接賦予形象，質感與神

韻。

及長，遊學於北京為紀念北方畫壇領袖金城所

創辦的「湖社」畫會諸大家門下。由於資賦優異，

小學跳級兩次，所以十七歲就考上北京輔仁大學美

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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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過程當中，他並非一路順遂，四歲失去

父親，十五歲失去母親。然而出身優渥家庭的孫家

勤，自幼即喜歡丹青墨韻，把時間都花在繪畫上，

他笑說自己沒有機會成為紈袴子弟。

渡海來台的文藝青年（1949-1963）

1949年，整個中國已經陷入如火如荼的戰火

中，孫家勤和幾個朋友從天津搭船往香港逃難。到

了香港，他們這群家世、風度與外貌均佳的年輕北

方人，很自然的就被電影公司網羅成了電影明星、

歌星，其中最有名的當屬老牌小生張揚。孫家勤志

不在此，於是繼續遷往台灣。

到了台灣，從大陸時期養尊處優的豪門公子，

一下子成為流亡學生。離津時，他並未攜帶任何的

學歷證件，無法插班大學，於是經由已經插班考上

師大體育系的小學同學金士侃介紹，到師大美術系

旁聽他堂叔金勤伯老師的花鳥畫，準備隔年投考

師大美術系。於旁聽期間認識時在軍伍同屬旁聽的

喻仲林，及黃君璧南京美專的學生當時擔任助教的

胡念祖，三人結為好友，後來仿北京「四友畫社」

制度，在師大圖書館後面麗水街，合組台北市第一

個聯合畫室「麗水精舍」，喻仲林花鳥、胡念祖山

水，而孫家勤人物，開班授徒並切磋畫藝（圖2）。

次年，考進師大美術系後，隨系主任黃君璧習

山水畫，林玉山習花鳥畜獸畫、金勤伯習花鳥畫，

溥心畬習山水、人物、花鳥各科，宗孝忱習書法。

孫家勤在北京時期打下很好的國畫基礎，在班上與

劉國松的國畫成績同屬最高分。劉國松說：「進入

師大，我和孫家勤的國畫成績是全班最高的。孫善

工筆，我重寫意」。（葉維廉，1987）孫家勤國畫

極佳，溥心畬最喜歡在他的畫上題字。出身皇族的



溥心畬，往往不忘皇族的身分把詩題在畫面中間，

孫家勤就會提醒他：「老師，這是我的畫⋯」，溥

心畬才驚覺這是孫家勤的畫，於是馬上倒著補題，

將畫面填滿，而且唸起來順暢、詩意完整。溥心畬

國學根基深厚，毫不思索即可前後左右下筆成章，

把一旁的學生嚇了一跳。

孑然一身到台灣來的孫家勤，大學時期經常

接廣告畫籌措學費、生活費，但成績優良，謙和有

禮，頗得老師的疼愛，金勤伯到美國後，他就住到

金家，照顧師弟。

師大畢業後，由於學藝兼優，剛好師大缺人

物畫老師，黃君璧就請他留下來擔任助教並正式開

課，教授人物畫，所以當今畫壇如雷貫耳的大家，

凡師大畢業的都認他為學長，或者是曾受他指導的

學生。

      

旅居巴西的意氣風發壯年（1964-1992）

在師大擔任助教、講師十一年之後，孫家勤積

極想再拜師求進步，經過臺靜農、張目寒的引薦到

巴西八德園拜張大千為師，他是張大千磕頭、行古

禮的關門弟子，張大千十分歡喜說：「元明以後，

人物畫一派墜而不傳，孫生可謂能起八代之衰矣！

晚得此才，吾門當大」（孫家勤，1993）。

孫家勤住在八德園三年，張大千提供吃住外，

還給零用錢，讓他在一旁觀看作畫，還讓他看精心

收藏的畫作。他待人誠懇，不涉是非，深得張家

上下的喜愛。張大千家聘有專門的裱畫師，不喜

歡外人進入裱畫室，唯獨願意教導他許多裱畫的技

術。孫家勤在張家學得相當多的獨傳畫藝，他相當

感恩。張大千說：「我對弟子從來沒有不真實的話

語」。

張大千善作偽畫，遭致褒貶不一的評價，孫家

勤說張大千作假畫，是看不慣有些人自稱是某某專

家，卻一點都不內行，他是故意戲耍那些人，並非

作偽畫以欺世。幾年前，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向王季

遷買了一幅出自張大千「傳董源溪岸圖」一畫，引

起了此畫究竟是否為張大千偽作的爭議。筆者就此

事就教於孫教授，他說：「是否為董源真跡無法確

定，但從筆法來看，這不是張大千的偽作」。

在繪畫創作上，張大千是一個天才絕出的人，

教導孫家勤作為一個畫家每一樣都要會畫。人物之

外，山水、花鳥、畜獸；工筆、寫意、潑墨，潑

彩，孫家勤無一不會。在八德園，張大千給孫家勤

許多珍貴的敦煌佛畫摹本，孫家勤開始投入佛教人

物畫的創作。

中國近代的大家中，張大千起先以畫人物為

主，聽說甘肅省敦煌縣城外的「莫高窟」是佛家

聖地，仍保存有唐楊惠之彩塑真跡，於是帶領大批

的僕從前往敦煌描摹壁畫。張大千在敦煌工作了兩

年八個月，完成了大小四百餘幅的畫作，深得敦煌

壁畫的精髓。敦煌藝術的洗禮，改變了張大千的畫

風，成就了他的繪畫，也奠定了他成為一代大師的

地位，影響了中國繪畫。

孫家勤在拜入大千居士的大風堂後，張大千教

他由敦煌菩薩像入手。張大千說：「唐人畫釋迦、

觀音及諸菩薩，體態柔美自然，色彩豐富，比例適

宜，豔麗而有端莊厚重的感覺，佛的相貌莊嚴慈

祥，親切而人性化，與在中國明清以來人物仕女大

家的唯求淡雅、不重軀體比例的病態不同」。意即

要孫家勤注意到，菩薩的造型體態豐盈，有的豪邁

大方，有的風流蘊藉，超凡而不離人生，著色一反

明清畫家以無色及淡雅為主的觀念，適當處理強烈

對比的色彩，力求鮮豔富麗，莊嚴雅潔（孫家勤，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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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德園住了三年之後，孫家勤原本收拾行

囊準備返回台灣，但張大千豐富的閱歷、精準的

鑑賞眼光與獨到的畫藝等，如無盡的寶庫，讓孫家

勤不忍驟離。孫家勤不好意思繼續待在張家讓大千

居士供養，於是離開八德園開始學葡萄牙文，剛好

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要成立中文系，出身師大的孫

家勤就負起創系的重責大任，並擔任系主任，除語

言外，並教授中西交通文化史及中國文化史。1973

年，孫家勤更上一層樓，獲得聖保羅大學歷史學博

士學位。

這期間，在美國華盛頓弗瑞爾美術館擔任東方

部主任的傅申，為了研究張大千，專程到巴西找孫

家勤，希望孫家勤帶他去見張大千。傅申是孫家勤

師大美術系的學弟，孫告訴他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能

寫張大千的壞話。傅申遵守承諾，將研究所得寫成

《張大千挑戰古人》一書，可見孫家勤是一個懂得

飲水思源，懂得感恩的人。

在巴西，孫家勤與來自台灣的趙榮耐完成終身

大事，學護理出身的另一半，善於持家，兩人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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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仇英滄浪漁笛圖

 1988  117×59cm

4 春郊試馬圖

 1993  132×66cm

神仙眷屬般的生活，育有一子一女，經常帶子女前

往八德園拜謁大千居士，直到1969年張大千移居美

國。

雖然離鄉背景，遠在南半球，不過他在巴西

的家庭生活顯得相當有趣：孫家勤巴西的家，竟有

蜜蜂飛來築巢，趙榮耐說：「我跟你說，我們家的

蜜蜂很厲害，會認人，親朋好友造訪，蜜蜂們乖得

很；但只要有陌生人來，就會追著他們猛螫！所以

啊！我們家根本不會遭小偷」（楊逸宏，2005）。

孫家勤在巴西教授中文，但仍努力鑽研傳統繪

畫，並且舉辦多次畫展，獲致崇高的地位，沈以正

教授（2004）認為只有王己千可與相互爭輝；美國

藝術史學者李鑄晉教授（2003）也說：「其畫取各

家之長，而自成一家，技巧精湛」。

返台定居的耄耋老年（1992-2010）

1992年，孫家勤以交換教授的身分返台定居，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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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師大美術系、文化美術系。去國28年，再回台

灣已屆花甲之年，對人生自有另一番體悟。

孫家勤自謙說：「張大千是一個天才型的畫

家，可以支配命運：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受命運支

配，命運要我到哪裡，我就到哪裡」。回顧他一生

的路徑：出生大連，長於天津，就學北京，後到台

灣，拜師求藝至巴西，晚年再回到台灣，跑遍一大

半的地球，然他天生豁達，篤信天主教，心甘情願

接受命運的支配。

隨著兩岸的開放，孫家勤回大陸老家的次數也

多了。他說天津是一高雅之地，幾乎所有的北洋將

領都會在天津購屋，且個個都是古董收藏家，來自

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讓他也精於鑑賞。孫傳芳的

故居在天津，孫家勤父親的墳墓、故居已成為「國

家文物保護單位」，觀光的景點。

1926年，孫傳芳掌東南五省最富庶的「蘇、

浙、閩、贛、皖聯軍總司令」時，曾經發生上海美

專校長劉海粟開設人體寫生課遭到各方的壓力，並

由上海知縣危道豐下令禁止開課的事件。劉海粟連

續兩天在《申報》發表給孫傳芳的公開信，強調設

立人體繪畫課的必要性，駁斥危道豐的禁令。危的

禁令，本就不是孫傳芳下的。不到半個月，孫傳芳

親手回信給劉海粟，沒有對劉的挑戰暴跳如雷，信

寫的相當客氣，稱劉為「海粟先生」。

就此一事來看，當時擁有重兵，掌握生殺大權

的孫傳芳修養非常好，相當有雅量，孫家勤的涵養

也得自父親的遺傳吧。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孫家勤希望將

來有一天，後人修「民國史」時，能給父親孫傳芳

一個客觀的定位。

孫家勤出自將軍之門，歷經百年來中國最動亂

的年代，或許四歲時父親遭遇政治謀殺的陰影，或

許天生對藝術的愛好，「忍將彩筆換兜鍪」（孫家

勤在巴西時，張大千友人留德的梁穎文寫了「玉樹

炯炯兩秋眸，敢將彩筆換兜眸。南場老子掀髯笑，

滄海明珠我見收」一詩送他。謂孫出自武將家庭，

卻以追求藝術為目標，而自稱南場老子的張大千喜

獲此徒弟。）寧願快樂地優游在藝術的殿堂中。不

管在大陸時期，或來到台灣之後，他遇到達官貴

人、社會名流的機會多得是，然而他一生不願意碰

政治，不願去攀龍附鳳，選擇繪畫與教書作終生的

職志，無怨無悔。

繪畫創作與教育理念

從七歲陪同母親習畫開始，迄2010年仙逝，長

達七十幾年的時間，孫家勤博涉古今，兼習中外，

綜觀其繪畫創作與美術教育理念可分述如下：

明清非中國繪畫的衰落時期

民國以後，才有人整理前人資料寫成中國美術

史，但將明清繪畫歸為衰落時期，孫家勤說：「明

清非中國繪畫的衰落時期」。其理由是，歷史的演

進是一代比一代進步，繪畫的發展也是如此，焉有

宋元是中國繪畫巔峰時期，而到了明清時期反而衰

落的理由。他說民初寫中國美術史者，以西方寫實

主義的觀點來寫美術史，導致了對明清繪畫的偏

頗。

孫家勤說，中國繪畫的寫生，與西洋繪畫的

寫生不同，中國繪畫是「寫生意」，不是單純的寫

生。中國畫家面對自然時，不像西方寫實主義的畫

家照自然摹寫，而是加以轉化吸收，再獨抒機杼，

例如寫生山水，要確實認識此山，甚至住在此山，

否則只畫得皮毛，無法見其精神。

清初「四王」中，孫家勤最欣賞「王原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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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王原祁的意境最高，清雅厚重，獨出樞

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更高雅些」。「四王」的

摹古，向來遭寫美術史的學者詬病，謂其毫無生

意。但孫家勤說：「四王最高明處，是仿董源不像

董源；仿巨然不像巨然；仿李成不像李成，仿王蒙

卻不像王蒙⋯⋯，而均有自己的風格在」。孫家勤

也喜歡仿宋代或明清畫家筆意，例如仿明代四大家

之一仇英的「滄浪漁笛圖」（圖3）；具有嚴謹宋畫

風格的「春郊試馬圖」（圖4）。

孫家勤又說：「過去五年，我一直在逃張大

千，可是越逃越像他，張大千畫的荷花，都是飽滿

富有生意，從不畫枯荷，不配小蟲；我就畫枯荷，

配小蟲，以避免像張大千。可是，現在從四王處，

我忽然豁然開朗，彼此成長過程、修養及性格均不

相同，可以仿張大千而不像老師，不必在形式上找

變化。」在師大和文大上研究生的課時，他常常告

訴年輕一輩學中國美術史的學生，期勉他們將來寫

中國美術史時，能為「明清繪畫是衰落期」作一翻

案。至於為何自己不寫，他笑說：「我太老了，怕

來不及寫完，我不願意死不瞑目」。

因為明清繪畫非衰落時期，所以當代的繪畫大

家，才能在前人既有的基礎上，獲得更大的成就。

從傳統入，又能從傳統出

孫家勤一生受教於中國近代繪畫名家，也是當

今台灣畫家中少數有幸親炙「渡海三家」溥心畬、

黃君璧、張大千畫藝者。傳統功力深厚，但鍾情於

「變種繪畫」（孫家勤稱自己突破傳統的繪畫為

「變種繪畫」），他自承影響他一生畫藝最大者有

張大千與師大美術系同班同學郭豫倫。

孫家勤最佩服張大千，他說張大千一輩子都在

求創新，即使到了晚年，還邊畫「廬山圖」，邊布

置庭園，在巴西的八德園中，原已長大的松樹長得

不理想，而命工人不惜一切的改移到另外的地方，

這就是張大千常常告誡他的：「藝術家最怕學自己

的昨天」！他自認才氣不能和大千居士相提並論，

但創新的勇氣猶如初生之犢，卻是深受到大千師的

影響。

郭豫倫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教授的夫婿，也

是台灣現代繪畫「五月畫會」的創始會員之一。

那時孫家勤剛到巴西，郭告訴他：「你完了，中國

畫在洋人眼裡根本就是沒有色彩，洋人根本不會欣

賞」。孫家勤如醍醐灌頂般，內心深受衝擊，決定

找回中國畫的色彩。

1972年元月，孫老師回國舉辦畫展，人物、

山水、花鳥無不兼長，大千先生極嘉許其成就，為

文言及隨從七、八年中，不僅敦煌壁畫固能專精，

山水上追董、巨、劉、李，花鳥兼綜徐、黃、滕、

崔，而其縱肆處能攝取白陽、青藤之精魄。所以家

勤師由早年以人物畫為主，轉而兼能儘窺古今的技

法為一爐，使得大千的絕藝得以存傳（沈以正，

2004）。

張大千在中國大陸時期，為了增廣見聞，提升

藝術修為，在同一個地點不曾滯留四個月以上。因

此，雖然一生收徒弟百餘位，但甚少有徒弟跟隨他

達四個月以上，孫家勤在巴西跟隨他五六年（孫家

勤1964年1月從台灣啟程至巴西八德園追隨張大千，

至1969年張大千移居美國，約五、六年時間），盡

得真傳，在張大千的眾弟子中成就也最高。

巴東在國立歷史博物館128期的《歷史文物月

��



刊》中，將孫家勤的畫精析研究歸納為四類，「花

鳥畫」、「人物鞍馬」、「山水畫」、「敦煌佛

畫」等，相當詳盡。筆者在這四類之中，再析出

「變種繪畫」一類，來探討最能代表孫家勤「從傳

統入，又能從傳統出」的繪畫思想。

到了張大千家，厚道的孫家勤才開始畫工筆

花鳥畫，且畫大鳥，畫變種，原因是基於「麗水精

舍」的情誼。在台灣，喻仲林畫花鳥，他就不和他

打對台。「役古人，而不被古人所役」，是孫家勤

畫「變種繪畫」的原因，在顏色上求熱鬧，剛好與

張大千的潑墨潑彩不謀而合，也和敦煌壁畫、巴西

自然環境有關。在巴西四時都有不謝之花，天然的

色彩豐富，繽紛燦爛，五色都有。

孫家勤說：「我的變種繪畫，是純粹的藝術，

只求畫面的協調，不是寫生」。他將潑彩、寫意與

工筆結合在同一幅畫上，有時甚至用點刷等技法

來畫。他畫「黑孔雀」，坦承畫的是他心目中的

藝術，自然界並沒有黑孔雀，但他可以在色彩上創

新，作他花鳥畫的造物主。他用重彩來畫自然界相

當稀有，中國歷來畫家不曾畫的「白猿」，也是創

作理念的一種創新。「紅柿白猿」（圖5），落款：

「世世封侯」，柿與世諧音，猴與侯諧音，將傳統

的世世封侯觀念，與突破傳統的白猿相融合，是作

者的匠心獨運。

孫家勤與猿的淵源始自入巴西八德園不久，他

負起照顧小猿的責任，而小猿也喜歡接近他，或是

垂掛臂上，或是仰躺膝上曬暖陽。

大千居士見他與猿如此親近也頗高興，於是

囑咐趁機多認識猿的手腳結構、長短比例，仔細

分析猿與人的差異，為何能在枝幹間縱躍如飛，擺

盪優美。張大千更提醒他注意猿的飛躍姿態，強調

畫猿則需表現其「靈」，並拿出收藏的易元吉「檞

樹雙猿」囑其臨摹，好與真猿作印證（宋妍嫿，

2004）。

大學時期，溥心畬教導孫家勤畫工筆的北宗

山水畫，黃君璧教導他畫煙雲瀑布的山水畫，到巴

西張大千又拿出珍藏的經典教導他高古的唐五代、

宋代山水畫。孫家勤是當代畫家中，少數能畫嚴謹

的宋代山水畫者，在用筆、用墨和構圖上等能仿宋

人，可是保有自己的風格。

得自「渡海三家」山水畫的扎實傳統功力，

讓孫家勤在畫「變種山水畫」時，遊刃有餘。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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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潑墨技法，融合彩墨，西洋繪畫理念，透明水彩

的重疊方式，畫沒有輪廓的沒骨山水畫，開創出個

人「變種山水畫」的風格，如「深谷蕭寺圖」（圖

6）。

孫家勤對藝術的熱愛，感動了張大千，因此

張大千將畢生心血，悉數傳授愛徒，尤其是在敦煌

的佛教繪畫上。他得天獨厚經張大千指點臨摹敦煌

佛畫的稿本，為張大千之後，敦煌佛畫的佼佼者。

在大陸時期，由於動亂他無法前往敦煌，直到1987

年，他才從巴西第一次踏上敦煌，敦煌的絢麗色

彩，再次激撞他的彩筆。離開敦煌之後，他開始畫

變種佛畫，依自己的內心心意，將色彩重新組合，

如「南方天王圖」（圖7）。

不要將自己侷限在中國文化的格局裡

最想給年輕一輩水墨畫家的一句話是什麼？

孫家勤說：「不要將自己侷限在中國文化的格局

裡」。他勇於創新，敢向西洋文化、西畫學習。張

大千說畫家只會作畫，而藝術家卻是無所不能，畫

家動筆，而藝術家動思想，兩者天差地別，他謹遵

恩師的教誨，不敢自我滿足。每年寒暑假他都會出

國遠行，以寬闊自己的眼界。他說：「人生七十度

年如日」，孜孜不倦的他自然惜寸陰，每天仍然忙

得要命。

對繪畫始終保持赤子般熱誠的孫家勤，從傳

統出發，對人生自有一套詼諧的態度。幽默風趣

的他最喜歡開乾隆皇帝玩笑，將乾隆的用印「古稀

天子」改為「古稀赤子」；「乾隆御覽之寶」改為

「乾隆未覽之寶」（圖8），因為乾隆的確沒見過他

的畫；「三希堂精鑑璽」改為「四希堂精鑑璽」，

自動幫乾隆皇帝鑑定書畫；「宜子孫」改為「不宜

子孫」，為何不宜子孫，他說玩書畫玩到像「清明

上河圖」發生後代子孫爭奪的「一棒血」事件，當

然不是好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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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家勤一生見過民國初年中國捭闔縱橫的局

勢；也見過豪門大戶的排場；也曾在槍林彈雨中逃

難；為了尋訪名師遠赴巴西。多才多藝的他「處繁

華而不熱中，耐寂寞而不落寞」，在繪畫上創作不

輟，不論山水、人物鞍馬、花鳥、佛畫、變種繪畫

等，成就極高，筆者認為值得在台灣美術史中記下

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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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筆者2005年11月於臺灣師大美術系圖君翁室，旁聽孫

家勤教授之「中國繪畫名作賞析」，課後孫教授多次留下

來接受我的採訪，提供諸多個人資料、圖片與畫冊讓我翻

拍，相當感激，採訪之原稿並送一份給老師留存；驚聞孫

教授已於2010年10月30日乘黃鶴歸去，念恩師生前對晚輩

學生的提攜與愛護，筆者將此原稿稍加修改與增補，並藉

由《美育》讓更多愛好藝術的人士知曉孫教授的儒者風範 

—「哲人雖已遠，典型在夙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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