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靜的  
          

近年來鮮少發表作品的孫明煌，他的

藝術理念極似細水長流，他的藝術內涵極

具深度、廣度，加之近年來的沉潛度，已

蔚成一股不可忽視的伏流。藝術的長河與

潛藏的伏流，都是孫明煌追求藝術之道的

性格；但是他每一階段新作的爆發力，又

充分表達出與性格反向的特質，也就是這

一位溫文謙沖，寧屈伏流，不強出頭的個

性，為什麼畫出平凡風景的不平凡氣勢，

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孫明煌一直在潛

心詮釋風景的本質。

畫壇老兵孫明煌  

造化的指引

1938年孫明煌誕生於台北雙連（民

生西路一帶，靠近今捷運雙連站），父親

在鐵道部工作，下班後必定在雙連車站下

車，孫明煌懵懂印象中，還記得偶而會獨

自到雙連車站，等待父親返家。雙連車站

是舊淡水線火車的一站，單層瓦頂雙簷的

木造驛舍，候車室的木製長條座椅面向剪

票口，第二次世界大戰烽火硝煙中，小小

年紀的孫明煌經常安靜地坐在椅子上，心

中企盼外出工作的父親平安回家。

■文、攝影 / 謝秋霞

▲ 退休後的孫明煌給自己更大的創作空間，享受著舒坦的人生

伏流

20 21

藝術人生YUAN Magazine



1945年4月系日本學制的新學年度，

孫明煌以適齡學童進入宮前公學校就讀。

未料，不及半年日本宣布投降，局勢一

變，連學制也改了，同年七月他成為改名

之後的中山國民學校（今中山國小）一年

級生，正式接受現代教育的啟蒙，記憶

中，他幾乎沒有唸過日本書。

中山國小畢業後他考上台北市立大

同中學初中部，當時的美術老師是吳棟材

（1911年∼1981年）。完成初中三年學業

後又考進大同中學高中部，此後，任課的

美術老師張萬傳（1909年∼2003年）啟發

了他對美術的興趣。當年學校有一間「美

術準備室」，孫明煌課餘常常跑到教室裡

逗留，在張萬傳老師應允下，幾乎每天放

學後就到美術教室裡磨蹭個1、2個小時，

自己練習作畫，或觀摩老師畫畫，當時常

到美術準備室的學生不多，唯有認真的孫

明煌在老師身邊跟久了，也跟出深厚的師

生情誼。

校園內有關壁報或任何美術活動，

只要訓導處或教官到美術準備室找人協助

時，張萬傳老師必推薦孫明煌參與。出了

校園又是因緣巧合，張萬傳老師的住處居

然和孫明煌家算是雙連附近的鄰居，長時

間近距離相處，師生之間的互動與彼此之

瞭解，直到張萬傳去世，一直保持緊密的

聯繫。

1954年至1957年，孫明煌仍在學

中，大同中學的「美術準備室」，除了來

練習素描的學生之外，也是當時對美術有

興趣的老師、同仁們時常聚集論藝之所

在。例如擔任理化老師的邱水銓（1928∼

迄今）、黃清溪（1920年∼1980年，雕

刻家黃清呈的弟弟），教務主任蔡蔭棠

（1909年∼ 1998年）等人，都常穿梭美

術準備室，大家談論畫壇現狀，抒發世界

知名畫家觀感，青澀年紀的孫明煌在一旁

靜靜畫圖，也耳聞這些似懂非懂的話題，

從不插嘴多問，唯潛移默化之間，深藏他

心中的美術種籽逐漸萌芽了。

彼時，大同中學的校舍在今新生南路

金華國中之現址，當年校舍全是木造的，

「美術準備室」位於進校門第一排教室右

手邊，與理化科設備組毗鄰，幾位理化老

師也不知不覺地跨領域一起談美術了。孫

明煌在此習畫，幾乎所有的材料都由老師

供應，認真勤奮的學習態度看在老師眼

裡，除了室內苦練石膏像素描之外，老師

們也隨時隨地指導他嚐試油畫技巧，校門

外新生南路上瑠公圳兩岸柳樹，也常成為

他寫生的素材。

1959年大同中學遷校至長春路，原校

地交予「台北市女中」，其後改制為「金

華國中」，孫明煌雖已畢業離校，但心中

仍念念不忘在「美術準備室」那段可稱之

▲ 孫明煌沉穩、不好大喜功的個性，和近期沉潛、收斂的畫風不謀而合
▲ 任教於致理商專美術社時與學生之合影（孫明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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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藝術搖籃的時光。

打開藝術圖像之眼

完成高中三年課業與美術的磨練之

後，1958年孫明煌任職台北市教育局，

初嚐社會新鮮人的滋味，開啟他漫長的、

規律的上班生涯。然而喜愛繪畫的火苗仍

時時在心中延燒，當他得知理化老師邱水

銓等人在張萬傳的慫恿下組織「星期日畫

家會」（1954年創會迄今），二話不說，

也參與了畫會的定期寫生活動。早年國內

的美術資訊格外缺乏，為了打開眼界，他

業餘勤跑台北美國新聞處（後來的美國文

化中心，原址已改為「二二八國家紀念

館」），借閱外文畫冊。那時候市面上根

本沒有中文美術圖書，而美國新聞處圖書

館確有許多歐美的畫集，是彼時藝術青年

的恩物，甚至館內還收藏有世界名家的影

片，孫明煌特地想辦法弄到一台放映機，

與星期日畫友一同欣賞珍貴的藝術饗宴。

總之，儘管對西洋美術史所知有限，

但孫明煌著重的是世界級大師的創作風

采，若能得到觀摩的機會也是習畫的一種

管道。翻閱西洋繪畫圖書達到如醉如痴的

地步，也促使他到舊書攤蒐遍駐台美軍釋

出的各種雜誌，如LIFE、Newsweek 、

TIME等期刊常有名畫介紹，更進一步者，

他還特別訂閱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為的不過是週刊別冊每期必登的世

界名畫專欄。

剛開始時，台北舊書攤都集中在「中

華商場」未建前的中華路鐵路邊，孫明

煌下班後即騎著腳踏車前往尋寶。直到

1960年代，台北市終於有了大陸書店、三

省堂、鴻儒堂、廣洋堂等日文書店，書架

上精美的日文畫集又是另一座寶山。這訪

書尋寶的行動，已成為延續孫明煌早年課

後留校畫素描的那一股勁，轉而為下班後

再衝刺的一課，揣摩名畫，盡情欣賞，雖

然外文不見得全懂；但畫面予他的心靈悸

動，已有進一步領會。他冀望表達的是，

畫出來的作品，能否有令自己也為之悸動

的效果。是以孫明煌渴求繪畫的感動度，

僅就畫觀想而已，因為他並不在乎於什麼

是印象派？誰又是後期印象派或野獸派？

追求藝術資訊如久旱渴盼甘霖之迫

切，任何畫展皆不肯錯失。1960年代後

期，那時台北中山北路有專以美軍眷屬為

對象而開設的畫廊街，這裡也是他經常徘

徊的去處。美援初期的年代，社會經濟力

不足，鮮少畫廊，美術圖籍更缺，對於一

個求知若渴的美術青年，以自己微薄之力

去尋找替代資訊誠屬不易，也因為資料來

源有限，他一概吸收，反而因廣泛的接

觸。而沒有讓自己侷限於某一家某一派，

初生之犢的孫明煌取得繪畫養分的均衡，

注入了創作體質得以有健全性發展。

藝術圈人脈與淡水

孫明煌由張萬傳「師父領進門」，

然後建立了密切的、持續的師友感情，從

而再擴及張萬傳的同輩畫友圈之人脈。早

年大家都沒有自用車，台北的畫家無不視

淡水為台北風景線的最後堡壘，尤以張萬

傳出生淡水，一生獨鍾淡水，孫明煌和老

師張萬傳正好都住在雙連車站附近，從雙

連搭火車到淡水是最為便捷的交通動線。

雙連的下一站是圓山，可以與家住圓山附

近雙城街的蔡蔭棠約好車班時刻，馬上就

能在車上碰面，同往寫生。所以淡水寫生

行最容易，也最具吸引力，畫它千遍也不

厭。早年同道畫友，不少是淡水寫生的同

好，淡水風景簡直是孫明煌青年時代繪畫

創作的試金石。

彼時畫家前往淡水概循鐵路前往，線

路幾乎與現在的捷運相差無幾。當年這條

台鐵支線車速雖慢，卻分外悠閒，畫家們

滿懷興奮坐火車去寫生，一下車總是往高

處爬，爬到可以將靈山秀水盡收眼底的高

崗上，飽覽風光之後オ欣然下筆。淡水的

地形本就崗巒起伏，順著山勢密集的民房

聚落，其幽徑曲巷沒有不能入畫的構圖。

說到孫明煌與淡水的「情緣」，在

組成小家庭之後，仍是舉家郊遊兼寫生的

後花園，那是1960年代從淡水眺望觀音

山，不啻為台北風景線永遠的地標。孫明

煌探索淡水，除了自然山光水色之外，淡

水另一特色就是沿岸歷史層疊的建築群，

▲ 孫明煌是個多產的畫壇老兵，在家裡收藏著許多過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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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織著西式城砦、紅磚教堂、長老教會學

校、淡水偕醫館、節毗鄰次的閩式老街等

不同時代的人文組合，此般淡水的歲月殘

影，孫明煌格外鍾愛白樓（1990年代初拆

除），以及從山崗上畫教堂尖塔，甚至紅

毛城未開放之前他就闖入現場寫生，直到

管理員還歡迎他以後常來。即使後來淡水

逐漸走向高度都會化；但孫明煌依然鎖定

尚存的斷垣殘壁，盡情揮灑，他留住淡水

永恆的光影，點出淡水永遠的風情。台鐵

淡水線結束營運（1988年7月15曰），孫

明煌也不錯過機會，特意來搭上最後一天

的營運列車。 

1967年孫明煌考進國立藝專美術科，

在這裡又遇上張萬傳老師的課，也結識

了洪瑞麟等本來就是張萬傳老友的許多

恩師。進而因寫生結交的畫友，愈來愈多

了；寫生景點也愈來愈廣，他那種凡有寫

生機會，無役不與的活動力，至今中生代

以上的畫家，幾乎沒有人不認識孫明煌。

他和氣待人，配合度高，又擅於開發新景

點，長年以來他心中自有一張精彩的寫生

地圖，是畫友們最信賴的領隊，之所以他

人緣佳、人脈廣無不基於他老馬識途。

國立藝專畢業之後，孫明煌轉換跑

道，在國中擔任美術老師，他企求在單純

的教書生活方式下，更能勤於耕耘自己的

美術花園。從1970年到1998年的18年歲

月，美術教學的領域也擴大至台大美術

社、雄獅美術素描班，以及致理商專等社

團擔任指導老師，一點一滴播下美術的種

籽。

1979年，這股靜默的伏流終於迸放出

浪花，剛過而立之年的首度個展，成為個

性內斂的孫明煌對自己的一大挑戰。自從

進入國立藝專進修深造之後，又累積將近

十年的油畫寫生體驗，加之長年在張萬傳

粗獷的風格中悟出新意，所以作品中出現

大膽的黑，豪放的筆觸，創意的變形，是

他初試啼聲給藝壇的鮮明印象。

時序進入1980年，台灣繪畫市場新

興，本來就喜歡參觀畫展的孫明煌，更有

機會到各畫廊觀摩，他帶著學習心，謙虛

行，連他自己也沒想到許多展出的畫家和

畫廊界人士，對他都不陌生。儘管有如此

廣泛的人際關係，孫明煌卻一本低調的作

風，從未主動要求辦個展，甘心平凡與淡

泊，此也是孫明煌的人格特質。

從二輪到四輪

50、60年代是孫明煌最優哉的腳踏

車人生，從圖書館、日文書店到書報攤，

遍尋蒐羅西洋美術的圖像資料。1970年開

始以摩托車代步，這下跑得更遠、更深入

了，台北近郊的風景幾乎都逃不過他的畫

筆。遠一點的如淡水、基隆、九份等地，

▲
 

▲ 懂得欣賞畫作的妻子，是孫明煌的頭號粉絲

     孫明煌老師家裡保存著前台南市市長
所贈的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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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利用大眾運輸的火車或客運。等到

1980年代，自用轎車逐漸普遍，在以寫

生作為考量的前提下，孫明煌成了有車階

級，這一來不僅邀約前輩畫家同行寫生有

了利器，後車廂裡寫生道具一應俱全，除

顏料、畫架、畫布之外還準備了遮棚、雨

具、大草帽等等，不管日曬雨淋都阻擋不

了寫生的興致，使得他探索風景的幅員更

擴大了。此期間，台灣鄉土運動如火如

荼，也影響藝術家熱中尋找懷舊題材，不

過孫明煌卻沒有隨波逐流，他熱中的依然

是鄉土的「現在進行式」，在時代巨輪轉

動中殘留的當下風貌，他畫出了現存的台

灣原味，這種眼光宛如法國印象派畫家留

住19世紀的巴黎之影；孫明煌作品中呈現

了農工業轉型中的台灣現象。

1985年孫明煌發表第二次個展，適逢

台灣繪畫市場高峰期，他的作品也相當受

到矚目，陽光灑落蔚藍海岸與青翠大地，

反照出和諧唯美的畫面，「陽光」似已蔚

成此一時期孫明煌的藝術新主張。

翌年（1986年），孫明煌首度旅歐，

在荷蘭與法國悠遊了一個月，這一趟歐洲

行帶給他最大的衝擊，可以從近年來的畫

作窺出端倪。也或許歐遊的寫生體驗，讓

他感受到從荷蘭到法國的風景，無不原始

而壯麗，清一色的葡萄園、綿長的海岸線

是多麼地自然、單純，令人滌盡俗慮，其

原因大概是歐洲的風光沒有太多突兀的干

擾吧！這深刻的印象引起的驚豔與視野，

令他日後反覆思考，其結果我們發現孫明

煌的風景畫完全去除雜質，抽離沒必要的

添加物，讓風景還原至一大片海，一大片

綠地和一長列純樸的古厝，去蕪存菁，境

界澄明。

畫遊人生

結束是另一個開端之始，1988年孫明

煌從工作崗位退休了，這是他夢寐以求，

冀望海闊天空的全方位畫遊人生。沒有工

作的束縛，遍歷北台灣無遠弗屆，像苗栗

三灣的綠野，北濱的岬角天涯，新竹尖山

的幽谷教堂等處，孫明煌的寫生版圖正不

斷擴張，若是有了新發現，他會邀請老畫

家像張萬傳、蔣瑞坑（1922年∼2007年）

等同車前往，他除了自己作畫，也默默觀

察老畫家筆下所呈現的，同風景不同角度

的創作風格，從來不自滿的孫明煌，一點

一滴地匯聚伏流的能量。        

成為全職畫家的孫明煌，1991年再

度選擇荷蘭、法國舊地重遊，此行重點則

專注於美術館的名畫欣賞和仔細體驗異域

風光。返國後的創作，漸趨廣角度構圖，

粉色系躍出，畫風則呈現沉潛、收斂。這

幾乎和他沉穩、不好大喜功的個性不謀而

合。他覺得能無後顧之憂，作一個自由自

在的畫家已經夠了，從來不趁畫市興旺時

鑽營求利；反而更低調行事。留白天地

寬，給自己求個安分的創作空間，才是最

舒坦的人生。

退休畫遊再經過幾次個展之後，表面

上的畫壇活動逐漸沉寂，私底下卻持續奔

逐於山崖海濱、荒村野地，寫生帶給他的

快樂遠勝於畫壇爭逐的虛假，他情願對土

地用情。

孫明煌愈淡泊，創作質地愈發精鍊的

純度，「質地」就是土地的質感，是風土

的本質、原汁，這與他借蒼天為帷幕，以

大地為畫室，那樣無垠廣闊的心境是相互

呼應的。浸淫風土，熱情揮灑，彩繪人生

已是孫明煌的生活方式和終身志業。

伏流形成的力道來自潛入於地下的水

流，宛如孫明煌「漫步」土地，進以「慢

筆」鋪陳畫布，表面沉靜，地底奔騰。

他早已走出了老師張萬傳狂與快的畫風，

「漫」與「慢」是現階段孫明煌秉持的創

作觀，伏流在河底，看不出推擠與累積；

但爆發力是不容忽視的。

▲ 孫明煌愛與同好結伴外出作畫，與老師張萬傳（右一）培養出亦師亦
友的情誼（孫明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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