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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溥心畬在近代畫家中,身世頗為特殊,他是清代皇室之後,他的祖父為咸豐皇

帝之弟,本人在年幼時也曾成為未來皇帝的候選人之ㄧ。清代皇室包括康熙與乾

隆皇帝都雅好藝術,但是溥氏卻是所有皇室成員中才情與成就最高者。一般人認

為溥氏的繪畫藝術代表二十世紀文人畫的最後一筆;另外一種通行的看法是認為

溥氏的作品傳統而保守,因襲古代遠比創新為多。 

 

   本文的核心便是以溥心畬在台灣時期的作品為例,探討溥氏文人畫在二十世

紀究竟代表什麼意義?還有溥氏的作品果真是食古不化,不受任何西潮的影響?文

中首先簡短的綜述了文人畫的歷史,並指出溥氏雖是二十世紀文人畫的典型,但他

的山水畫、花鳥畫、甚至馬畫都並非使用傳統中文人所慣於使用的風格,如他的

山水畫承襲的是職業畫家北宗的畫風,花鳥畫學習的是北宋的院體,而馬畫則連義

大利教士郎世寧的影響都顯而易見。 

   

   文中分析了溥氏在台時期的摹古山水和寫生山水,發現溥氏無論摹古或寫生,

都沿用古人的構圖,很少自出新意,但用筆則極具個人特色,尤見其書法功力。溥氏

的花鳥畫則於宋代的工筆技巧之外,另有一種非傳統的寫生風格,尤其乍來海島台

灣發現了以往在大陸時期所不曾看過的花卉品種,他更是迭有新遒,使其畫題與畫

技都超出了傳統花鳥畫的範疇。前有學者指出可能受到當時風行的膠彩畫之影響,

但本文經詳細比對舉證後,認為不似膠彩畫,而可能是西洋畫的影響。至於溥氏的

馬畫風格多樣,在所有畫種中來源最豐富,從唐馬、宋馬、元馬、清馬無所不習,而

且其馬畫最富象徵性,他充分利用了此類畫自傷身世,寄託深意。 

 

   此外,一般咸認溥氏畫風傳統守舊,鮮受時代潮流影響,本文則回溯了二十世紀

初期畫壇傳統派與革新派的對立,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身在北京的溥氏,他對

自身畫風的選擇,以及其創作思想的形塑,其實都深受當時也活動於北京的傳統派

大將陳衡恪、金城、以及齊白石等人的影響。由於陳衡恪對文人畫提出了新的見

解,使得文人畫得以鬆綁,不必再拘泥於晚明董其昌以降南宗和北宗的二分法,也

由於金城大力提倡工筆畫,藉傳統院體寫實以對抗康有為及徐悲鴻等人提倡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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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寫實主義,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使得溥氏雖被人目為文人畫家,卻選擇畫院體之

畫風獲得了合理的解釋。因為不僅是溥氏, 陳衡恪、金城、以及齊白石等北方畫

家都採取了對職業與文人畫家傳統兼容並採的態度。 

 

   本文也針對溥氏在台時期作品的品質,與大陸時期做了對照,發現溥氏來台以

後的筆法與畫面的變化,遠較大陸時期來得靈活生動,不僅因為他的書法功力日深,

入畫以後自然韻味無窮,也因他發展出有異於傳統文人擅用的長披麻皴或職業畫

家優為之的斧劈皴,而是非常有個人風格的短線、小皴、與點的堆積互動,這亦是

溥氏晚期筆墨的突破。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文人畫、南宗、北宗、傳統派、改革派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溥儒（字心畬，1896-1963）在「渡海三家」(另外兩家為張大千與黃君璧)中，

被人認為是文人氣息最濃的一位大師。因為在渡海三家中，張大千(1899-1983)雖

然也具有詩書畫三絕的修養，然而他畢生不但於文人、職業風格無所不精，且於

四零年代遠赴敦煌臨摹石窟藝術後，作品時有唐人之大氣魄與裝飾性，已非全然

文人畫一辭所能概括。相較之下，溥氏的詩書畫三者俱明淨淡雅，時有飄逸出塵

之姿，似乎是更純粹的文人畫。是以詩人周棄子在溥氏身後譽之為「中國文人畫

最後的一筆」，時人以為溥氏當之無愧。
1
 

然而有趣的是，溥心畬所習的卻是歷代文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北宗」。文人畫

的傳統始自北宋，那個階段的發展，無異一項士大夫階級美學意識的運動，以蘇

軾（1036-1101）為中心的文人集團中，除了米芾（1051-1107）對山水產生了風

格意識外，餘人大多提出各式文人畫的見解與理論，他們重視的毋寧更是畫家的

作畫態度和文人素養，以求有別於院畫畫家一味重視技巧與過於僵化、制式化的

創作。
2
到了元代趙孟頫（1254-1322）始刻意的追求復古，元四家則一一建立屬

於個人的獨特風格。明代時，由宋代以來存在於文人與職業畫家之間的歧異乃日

趨明朗化～學習南宋的浙派職業畫，與師元四大家的吳派文人畫形成分庭抗禮的

現象，這種各行其是的發展終於使得董其昌(1555-1636)在明末提出「南北宗」的

                                                
1
王家誠，《溥心畬傳》（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 年）， 頁 418。 

2
 關於文人畫的歷史發展和各階段所代表的意義， 見 Susan Bush, The Chinese Literati on Painting: 

Su Shih(1037-1101) to Tung Chih-chang (1555-163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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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董氏在他貶斥職業畫家，為文人張目的理論中大聲疾呼：「若馬夏及李唐、

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3
 

「南北宗」理論雖帶有文人本位主義的偏見，但董氏也的確清晰的指出一個

現象～即歷代文人畫家鮮有追隨北宗風格者。明代的唐寅（1470-1523）是個例外， 

他在考場失意後，放棄了早年與文徵明（1470-1559）相近的文人畫風，改師職業

畫家周臣遠宗李唐的院體風格。唐寅的「棄文人而就職業」可能有其為生計不得

不爾的原因。至於溥心畬作為唐寅之後另一位追隨北宗的文人畫家，其所代表的

時代意義為何？
4
他既習和文人美學格格不入的北宗，卻又被當代評為文人畫最

後的一筆，這究是溥氏的文人素養足以超越歷史的規律呢？抑或另有原因？將是

本文探討的重點。 

另外，文人畫的理想當如蘇東坡所言「無窮出清新」的充滿新意才是，然而

溥氏雖為當世文人畫家祭酒，在山水畫的創作上，卻過份重視臨摹。他既不似石

濤（1642-約 1718）強調「搜盡奇峰打草稿」的重視寫生，亦不以構思的創新取

勝。是以也曾遭人評為脫離時代、復古守舊。究竟他是耽溺於傳統之美過深、以

致不食人間煙火？抑是復古與因襲實為一體之兩面？也是本文試圖呈現並詮釋

的重點。 

 

二二二二、、、、傳統派思想對溥氏畫風之影響傳統派思想對溥氏畫風之影響傳統派思想對溥氏畫風之影響傳統派思想對溥氏畫風之影響    

 

溥心畬的祖父是恭親王奕訢（咸豐皇帝之弟），他的名字「儒」是由光緒皇

帝（1875-1908 在位）賜名的。他自小生長在恭親王府中，恭親王擁有豐富的藝

術收藏，包括陸機（261-303）的《平復帖》、易元吉（活動於 1064-67）的《聚

猿圖》等。 溥氏耳濡目染，養成日後對書畫豐富的知識與眼界。同時，作為愛

新覺羅氏的後裔，他自幼遵守祖制，讀書以理學入手，然後及爾雅說文，漢儒訓

詁之學，旁及諸子百加以至古文詩詞。溥氏一生詩思敏捷，他七歲時學作五言詩，

十歲作七言詩，十一歲作論文。八歲那年就曾即席詠出一幅五言聯為西太后祝

壽，被西太后稱之為「本朝神童」。有了這樣深厚的文學養成基礎，難怪溥氏一

直認為只要詩好、字好、人品好、加上飽讀詩書，畫不學也能畫好。
5
 

                                                
3
 劉李馬夏為南宋院畫畫家劉松年、李唐、馬遠、夏圭，被董其昌歸為北宗；大李將軍則為唐代

畫家李思訓。見董其昌，《畫禪室論畫》，兪劍華，《中國畫論類編》（香港：中華書局，1973）, 頁

720。 
4444 朱靜華認為溥心畬在山水構圖、詩畫合一的修養、與綜合南北宗上，都追隨唐寅。見朱靜華，

〈溥心畬繪畫風格的傳承〉《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故宮博物院，1994

年），頁 286-287。 
5555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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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氏於山水、人物、花鳥、走獸甚至界畫皆無所不精，堪稱全能型的畫家。

他應當在三十歲或更早便開始習畫。 他自述其習畫歷程主要有兩處，一是在＜

溥心畬先生自傳＞中所言：「畫則三十左右時始習之，因舊藏名畫甚多，隨意臨

摹，亦無師承，又喜遊名山，興酣落筆，可得其意。」
6
另一是在陳雋甫筆錄的

＜溥心畬先生自述＞中所提：「余居馬鞍山始習畫」。
7
文中自述二十七歲自德返

國，奉母隱居北京西南的馬鞍山，開始習畫。
8
二者所稱始習畫時間差距不大，

在二十七歲與三十歲之間。不過此時溥氏已時常參與畫會活動，並於三十三歲

（1928 年）時經詩人陳三立介紹，在恭王府與張大千締交，當時他便已頗負盛名。
9
不僅如此，他於民國十五年（1926）三十一歲時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了生平首次

的畫展，獲得熱烈的迴響。
10
如果根據自己的說法，僅學畫年餘便有此成就似乎

不大可能，故此處稱僅剛剛習畫可能只是自謙的說法而已。據他的侄兒指出，溥

氏早在六歲便已習畫，而在他現存早期遺作中，有作於他十八到二十一歲左右的

作品。
11
 

 

他習畫的過程頗為特殊，一是由清初四王上溯馬夏。照理一般人由四王應上

溯四王奉為圭臬的元四大家才是。他卻反其道而行之，先學文人畫再轉學職業

畫。二是眾所周知，馬夏好用偏鋒作斧劈皴，他卻易之以「篆籀之筆」。他在自

述中如此提及其習畫進程：「時山居與世隔絕，故無師承，亦無畫友，習之甚久，

進境極遲。漸通其道，悟其理蘊，遂覺信筆所及，無往不可。初學四王，後知四

王少含蓄，筆多偏鋒，遂學董巨、劉松年、馬夏，用篆籀之筆。始習南宗，後習

北宗，然後始畫人物、鞍馬、翎毛、花竹之類。」
12
溥氏此處所謂篆籀之筆應是

指文人所優為之的書法筆意吧，因為嚴格說來，溥氏的書學來源中，甚少碑學或

篆籀的因子，他也不似近世畫家吳昌碩（1844-1927）以石鼓文錘練出的老辣筆法

入畫。觀其山水之作，正確的說，應是以其深厚的個人書法功力，一改馬夏之刻

露而為文人的溫潤秀雅。 

 

的確，溥氏不僅兼擅南北，而且在各種畫類上都有極高成就，甚至連界畫都

有精深造詣，與傳統文人畫家極不相類，因此是在何種時空背景下培養出如此特

殊的大師，就頗值得探討，而就在溥氏隱居習畫的這段期間，中國正展開了一場

                                                
6666 溥心畬，＜溥心畬先生自傳＞，《溥心畬書畫選集》（台北：國泰美術館，1980 年），頁 96。 
7
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台中：東海大學印刷所，1991 年），頁 57。  

8
民國成立後，溥心畬即奉母隱居北京西南方的馬鞍山戒壇寺，直至 1924 年後才遷回恭親王府中

的萃錦園，1938 年左右再搬入頤和園。見《溥心畬傳》末附＜溥心畬年譜＞,同註 1，頁 432-441。 
9
 李永翹，＜張大千年譜＞（成都：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7），頁 50。 

10
鄭國，＜一硯梨花雨＞《溥心畬─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台北：錦繡文化，1993 年），前言, 頁

 2。. 
11
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54。 

12
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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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東西文化的激烈論戰。 

  

（（（（一一一一））））    民國初年的國畫革新民國初年的國畫革新民國初年的國畫革新民國初年的國畫革新    

 

民國四年（1915）以來，連續爆發了東西文化論爭、文學革命、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等思潮，這一連串的運動終於激發並孕育出美術革命的思想。康有為

（1858-1927）、呂澂、陳獨秀（1879-1942）、徐悲鴻(1895-1953)等人率先對中國畫

提出批判，他們所提出之理論對中國畫以後的發展走向影響甚大。 

 

康有為首先主張「引西潤中」。他在民國六年（1917）的《萬木草堂藏畫目》序

言中指出，「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對中國畫的失望可謂到了極點。他反對寫

意與筆墨粗簡，主張用古代界畫、院體畫來矯正文人畫弊病。認為這樣才能拯救

中國畫於危亡，並起而與日本歐美競爭。不只如此，他甚至過份主觀且樂觀 

的期待，未來只要能引西法入傳統國畫，則國畫的前途將是一片光明：「他

日當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者」。
13
 

 

繼康有為之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也不遑多讓，認為中國畫簡直衰落

到需要革命的地步。他在民國七年（1918）一月發表＜美術革命--答呂澂＞一文

指出：「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要革王畫的命，……大概都用臨、摹、仿、托四

大本領，複寫古畫，自家創作的，簡直可以說沒有，這就是王派留在畫界最大的

惡影響」。康有為主張向西畫學習，而陳獨秀則更具體的提出必須輸入西方的寫

實主義：「像這樣的畫學正宗，像這樣的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

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
14
 

 

康有為的學生徐悲鴻亦於同年五月發表〈中國畫改良之方法〉，呼應前述看

法，強調寫實的重要性。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

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採入者融之。」目標在做到「惟妙惟肖」。
15
  

 

                                                
13
 康有為：「以形神為主而不取寫意，以著色界畫為正，而以筆墨粗簡者為別派，士氣固可貴，

而以院體為正法。庶救五百年來偏謬之畫論，而中國之畫乃可醫而有進取也。……此則比人藏畫、

論畫之意以復古為更新。」；「中國畫學至國朝而衰弊極矣，豈止衰弊，至今群邑無聞畫人者。

其遺餘二三明宿，摹寫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筆如草，味同嚼蠟，豈複能傳後，以與今歐美、日

本競勝哉？」見康有為，〈萬木草堂藏畫目〉；轉引自郎紹君、水天中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美

術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21-25。 
14
 陳獨秀，＜美術革命--答呂澂＞《新青年》第 6 卷第 1 號（1918 年 1 月）；轉引自《二十世紀

中國美術文選》，頁 29-30。 
15
 徐悲鴻，〈中國畫改良論〉，原發表於《繪學雜誌》第一期（1920 年 6 月）；轉引自《二十世紀

中國美術文選》，頁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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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時的畫壇除了徐悲鴻、林風眠（1900-1991）這些激進的國畫改革派

外，在北京地區也存在著數量更多的傳統派，如齊白石（1864-1957）、陳師曾

（1876-1923）與金城（1878-1926）等人。溥心畬雖自稱「山居不出」，此時可能

也非完全隱居不出，或許也曾時常往來於戒壇寺與北京間，參與各畫會的活動。

他與從兄溥雪齋（1803-1966）二人曾加入民國四年（1915）左右由湯定之、余紹

宋（1882-1949）等成立的「宣南畫社」，與陳師曾、姚茫父（1876-1930）、陳半

丁（1877-1970）、王夢白（1887-1938）、沈尹默（1883-1971）等名書畫家以雅集

形式吟詩揮毫、切磋藝事。後又加入民國九年（1920）五月成立的「 中國畫學研

究會」與民國十一年（1926）冬成立的「湖社」。
16
 

 

相對於康有為、陳獨秀、徐悲鴻等人的痛斥傳統，提倡美術革命；「 中國畫

學研究會」卻反對革新派所主張的革新。該會係以庚子賠款之退款成立，並獲得

雅好書畫的總統徐世昌支持。研究會以「精研古法、博採新知」為宗旨，提倡學

習宋元及南北各家，不專宗四王。會長金城民國八年（1919）仲春於北大「畫法

研究會」發表演講，說自己從事畫學近三十年，然並無師承，而是出於閉戶自修，

並特別強調讀書的重要性：「學畫者必先讀書，而畫人者則尤非真讀書人不可」，

最終也提出畫「工筆」為真能畫之人，值得重視學習。
17
其本人於民國五年（1916）

年摹元代邊魯（十四世紀）的《起居平安圖》（1916 年）（圖一），以水墨作工筆

花鳥，確實實踐了其融工筆與文人筆意於一體的藝術主張。 

 

觀「 中國畫學研究會」不專宗四王與提倡工筆之主張，固與溥心畬熱心院體

的態度不約而同，而金氏「學畫者必先讀書」之言論，更與溥心畬以為自己「經

學第一，詩文第二，書法第三，繪畫第四」有異曲同工之妙！
18
 

 

金城在其〈畫學講義〉中亦對此時「棄舊求新」的反傳統思潮提出辯駁，以

為「無舊」即「無新」，而且強調欲求新意，不在技巧的新舊，而在境界：  

 

「世間事務，皆可作新舊之論，獨於繪畫事業，無新舊之論。我國自唐迄今，

名手何代蔑有，各名人之所以成為名人者，何嘗鄙前人之畫為舊畫，亦謹守

古人之門徑，推廣古人之意。深知無舊無新，新即是舊，化其舊雖舊亦新，

                                                
16
關於這些北方畫社的成立，見萬青力，〈對民國初年北方畫壇的歷史思考〉《民初十二家：北方

畫壇》（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8）,頁 7-8。至於 1925 成立的「松風畫會」（皆清皇室成員組

成，由溥雪齋主持，會員有溥心畬、溥毅齋、溥松窗、溥佐、啟功等），也是由「湖社」分出。

見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59。  
17
金城，〈金拱北演講錄〉，原載於《湖社月刊》第 21 册（1938 年 7 月）；轉引自《二十世紀中國

美術文選》，頁 43-47。    
18
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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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其新雖新亦舊，心中一存新舊之念，落筆遂無法度之循。溫故知新，宣聖

明訓。……總之作畫者欲求新者，只可新其意，意新固不在筆墨之間，而在

於境界。 」
19
 

 

以金城當時身為北京畫壇的「廣大教主」之地位，溥心畬不會對他這種「以

古開今」的思想毫無所知。雖然我們無法找到他因應當時畫壇現象所發表的言

論，但與他十分友愛的兄長溥雪齋所秉持的立場卻很明確。當徐悲鴻以北平藝專

校長身份強行推行「以素描做為國畫基礎」時，除引起國畫系數位教授罷教外，

溥雪齋也與陳半丁、徐燕孫、秦仲文、壽石工等原湖社的成員撰文加以批判。
20
想

必與雪齋同屬湖社與松風畫會、彼此時相唱和的溥心畬，當時亦該是站在同一陣

線上，而心有戚戚焉吧？ 

 

綜觀以上革新派與傳統派的代表性言論，可知兩派都贊成國畫必須改革，只

是一派主張引入西洋畫法，一派主張引院體之工筆以濟文人寫意之不足。民初北

京另一位畫壇領袖陳師曾，其山水廣學諸家，在人物畫方面畫過仕女、道釋人物，

還畫過風俗人物；花鳥則從吳昌碩入手，上溯青藤（1521-93）、八大（1624-1705）、、、、

李鱓（1686-1762）、華喦（1682-1756）及上海畫派諸家；除繪畫外，其書法、篆

刻、詩詞亦成就斐然，對文人畫、院體畫、民間畫乃至工藝美術皆無所不通，與

溥心畬一樣，都是一位繪畫題材廣泛、詩書畫無一不能的天才型畫家。其作品被

學者評為「融工筆之準確於寫意之豪放，著意於情感精神的表現，而托意於再造

之形象」。
21
其實這種風格正是當時傳統派主流主張的具體實現。此外，留日的陳

師曾學的是「博物學」，使其成為民初畫壇少數幾位真正研究過自然科學的畫家

之一。其學貫中西的特殊經歷與家學淵源，使其比絕大多數留學生更懂中國藝術

的精髓，也比一般傳統型畫家更具有先進的開放精神。 

 

而溥心畬的許多作品也與陳師曾有相當高的同質性。約成於民國十三年

（1924）的《山水》軸（圖二）可能是目前所能看到溥氏最早的作品之一，其時

他正由北京西南郊區的戒壇寺搬回恭王府旁的萃錦園，有意在北京尋求發展；陳

氏的《秋山飛瀑》（圖三）（1921 年）亦作於稍早。巧合的是，二者皆可歸為受北

宗影響的「文人畫」。陳氏畫中的山石造型雖有石濤影子，然而用筆轉折、頓挫

明顯，筆勢爽利，則為北宗山水作風。觀其轉折處多有迴旋之意，很少出現暴露

的圭角；溥氏的這件馬夏式山水亦然，山石造型奇峭，但用筆亦頗有含蓄之意。

                                                
19
金城，〈畫學講義〉《湖社月刊》第二十一冊，1938 年 7 月初版；轉引自于安瀾，《畫論叢刊》（台

北：華正書局，1984），頁 698-749。    
20
 林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廣西：廣西美術出版社，2000 年），頁 584。 

21
林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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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雖屬北派山水，然皆蘊涵極為純正、濃厚的文人氣息，而明亮典雅的用色又

與四王末流的枯淡、僵化截然不同，畫面散發出活潑的生命力。 

 

兩人的畫風時有重疊處，而且是輾轉學自海派畫家。陳師曾曾在上海學書畫

於吳昌碩，而與吳昌碩亦師亦友的海派領袖任伯年（1840-95）曾於光緒十一年

（1885）作了一幅《吉金清供圖》（圖四）。作法是先將古青銅器的形狀與銘文拓

印在畫上，然後再補上花卉，增添了畫面的古雅之氣。
22
陳師曾也感染了晚清這

種熱心考古與研究出土青銅器之風尚，他與姚華（1876-1930）合作的《博古花卉

圖》聯屏（圖五）（1925），亦可說是北京畫壇對上述海派新畫風的正面回應。
23
而

溥心畬多年後也同樣以半拓印、半筆墨的手法製作了的《蕙蘭盆景》（圖六），兩

者的淵源不言可喻。 

 

位於南方的上海畫派對藝術顯然採取比北方更為開放的態度。海派一方面吸

收文人畫的傳統，一方面又吸收民間畫的作風，形成一種亦古亦今、雅俗共賞的

新畫風。由上述陳氏受任伯年、吳昌碩等海派畫家影響看來，海派畫風應給陳氏

很大的啟發。陳師曾曾鼓勵齊白石變法，將文人畫、院體畫與民間畫融於一體，

而溥心畬的兼擅文人畫與院體畫，與海派、陳師曾、齊白石之畫風又常有不謀而

合之處，如果不是巧合，陳師曾對溥氏的影響可能是關鍵性的。 

 

至於齊白石亦是當時傳統派中的大將。民國六年（1917）陳師曾贈詩鼓勵齊

氏自創風格，而齊氏後來終於將院體畫的精細寫實、民間繪畫的樸實清新與文人

藝術的灑脫放逸融於一體，形成「兼工帶寫」的獨創畫法。齊氏也經常參與「湖

社」的活動，與溥心畬有藝術上的直接互動。據說有一次，張大千在一橫幅上畫

了荷花與莖，溥心畬補上荷葉並題詩，而被齊白石看見了，於是又在一朵紅花上

補上一隻紅蜻蜓，精工細緻，與二人的詩畫配合的天衣無縫。
24
 而這樣的場景可

能就上演於湖社的聚會中。由這件軼事看來，當時的溥心畬在工筆草蟲的造詣應

該還未能與齊白石相比，但以溥氏後來所作的《池塘秋意》中的蜻蜓與白石老人

的《雁來紅蜻蜓》（1940 年）相比，可以發現兩者風格頗為相似，因此，溥心畬

花鳥草蟲畫的風格很可能曾經受過齊白石的影響，然而或許因為個性上的差異，

在精工細緻上，溥氏似乎猶有過之。 

                                                
22
    李鑄晉、萬青力，《中國現代繪畫史－晚清之部》（台北：石頭出版社，1997 年），頁 109。 

23
 傅雷＜現代中國藝術之恐慌＞一文中指出：「吳昌碩與陳師曾這兩位，在把中國繪畫從畫院派

的頹廢風氣中挽救出來這一點上，曾盡了值得頌讚的功勞。吳氏的花卉與靜物，陳氏的風景，都

是感應了周漢兩代的古石雕與銅器的產物。」載於《藝術旬刊》第 1 卷第 4 期，（1932 年 10 月 1

日）; 轉引自林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頁 250。    

。 
24
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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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溥心畬與齊白石有過互動，也可能受過齊的影響，而且兩人都屬北方的

傳統畫派，兩人又都將文人畫與院體畫融為一爐。齊能將傳統民間通俗的用色及

造型入畫；溥則身為文人畫家，卻以馬夏風格獨樹一幟，甚至連最下品的界畫都

不避諱。但兩人的風貌畢竟有著基本的歧異，齊白石將工寫合一，並以其強烈的

筆觸、濃烈的色彩與優秀的概括能力開出新局；而溥氏則工是工，寫是寫，在構

圖、用色、造型上仍固守傳統，也更沈湎於文人精緻的雅趣，而與齊氏之走普羅

路線、追求現實生活的意趣大相逕庭。 

 

（（（（二二二二））））溥心畬的摹古山水溥心畬的摹古山水溥心畬的摹古山水溥心畬的摹古山水    

    

民國三十八年（1949）大陸易幟，北京政權有意發佈溥氏為部長，溥氏婉辭

中共之邀，決定渡海來台。是年溥氏登上台南赤崁樓並賦了一首七律：「、、、

永嘉喪亂悲南渡，庾信登樓賦北遷，遙憶西山舊松菊，衡陽歸去是何年。」詩中

溥氏將國共內戰比作永嘉之亂，而將在南台灣登樓的自己比作離家去鄉的江南才

子庾信。
25
東晉士族當日倉惶南渡，據說王導只懷抱一卷鍾繇書法便渡江，但日

後中原的文化香火終於得以延續於江左；而溥氏為躲避戰火，輾轉由舟山群島抵

台灣後，據其自述：「因行李錢財皆不能攜帶，困窘情況甚於上海、、、」。
26
失

去皇室蔽蔭的舊王孫，來海隅以後，幸有腹內的詩書畫賴以維生。 

 

溥氏一面在師大授課，一面在家中授徒，著述講學之餘則筆不停揮，創作量 

驚人。
27
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以臨摹做為學習與創作的方法。在創作的時候，溥

氏常令弟子將古畫或古畫印刷品以放大尺放大，再以透明紙、濃墨描下，供其作

畫時勾勒輪廓。在詹前裕對溥氏仿古山水的研究比對中，發現溥氏渡台之後的臨

摹對象大致是以日本出版的畫冊圖片為主，包括郭熙（1023-約 1085）、趙大年（活

動於 1100 前後）、李唐（1066-約 1150）、馬遠（活動於 1190-1225）、夏圭（活動

於 1194-1224）、梁楷（活動於十三世紀初期）、孫君澤、曹知白（1272-1355）、倪

瓚（1306-74）、方從義（約 1302-93）、馬琬（活動於 1370 前後）、李在（？─1468）、

朱端（（1501 進士）、周臣（活動於 1513-33）、唐寅、仇英（約 1495-1522）、文嘉

（1501-83）、華喦等人的作品，對象廣泛，但仍以北宗畫家為主。
28
 

 

                                                
25
 溥心畬曾說他最愛庾信的〈哀江南賦〉，他自己的文風也類此，見啟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

藝術生涯〉《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249。 
26
 〈溥心畬上蔣介石書〉，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194。 

27
 溥氏弟子陳雋甫表示：「心畬先生渡臺十四年有餘，筆不停揮，著述講學之外，書畫可分自藏

精作與應酬小品，平均日以五幅計，則傳世之作，不下兩萬五仟件。」同註 7，頁 160。 
28
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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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詹前裕所提出的對照組來看，溥氏的這些摹古之作確實有許多是將原作構

圖一五一十地複製下來，只是用筆、用墨並未刻意模仿，因此並沒有以假亂真的

疑慮。溥氏倒不像張大千有時會「創造」古畫當真蹟出售，他只是臨摹而已，不

過他自己並不認為是抄襲：「有些人認為我不創作，其實不然，我沒有一幅畫沒

自我精神，也沒有一幅畫像奴隸般地抄襲古人。藉古人骨架，發揮自我筆墨、精

神，是國畫的特點。」
29
的確，「師古人」是中國畫的傳統，甚至是學畫的不二法

門，而「仿黃公望筆意」、「仿倪瓚筆意」這類作品在繪畫史中屢見不鮮，尤以清

初四王的作品為甚。溥心畬在筆法上以為四王不值得學習，但在摹古的態度上，

似與四王甚為接近。 

  

溥氏的弟子江兆申（1925-96）亦為其師辯解：「心畬先生的畫臨舊本是因為他

不願花時間去想構圖。他取的臨本有時不見得比他自己好，但舊本新畫總能畫出

自己的感覺來。有人因他仿古人構圖，批評他傳統多，創新少，我以為這正是中

國繪畫奧妙之處。中國畫以筆墨、氣息為重，構圖變化固然重要，但不及前者。

中國畫可以臨可以仿，構圖雖同，筆墨氣息卻絕然不同。溥先生有些畫雖臨古人，

意境卻遠超古人。」容天圻也有相同看法，他說：「心畬先生作畫受宋朝江西詩

派的影響很大，江西詩派常將古詩稍作改寫，或更換一兩字，即有點鐵成金或奪

胎換骨之妙。心畬先生常借用古畫的構圖，運用自己的筆法，畫出比古畫更佳的

感覺。」
30
 甚至連李鑄晉教授也認為：「溥心畬極力臨摹，用古人的筆法和構圖，

以探討古人的精要；但他並不刻板的抄襲，而是從中流露個人的作風，傳統之外

又有自己的面目。他的創新，好像一個音樂家一樣，他用古人的曲譜表達自己的

感情。」
31
 

中國藝術的創新常常植基於復古之上，從六朝謝赫（活動於 490 前後）提倡

的「傳移摹寫」到董其昌所謂富有創意的「仿」，莫不是此一觀念的展現。然而

或許受了西方觀念的影響，當代的評論者愈發強調藝術作品的原創性，以此觀

之，溥氏由於構圖的因襲與重複，在創作態度上遂顯得退縮而保守。如他所作的

《策杖邀月》（圖七）中之構圖極可能得自現藏於日本的傳馬遠《高士觀月》圖

（圖八）。但是細觀之下，後者雖採馬夏式的對角線結構，但是山形疲軟，空間

扁平，除了松樹仍保持了一些馬遠勁挺的拖枝法外，呈現的更多的是後世不重視

皴法的作風，哪有半分馬遠的精緻與詩意？但是溥氏將院畫之絹本易之為文人筆

墨得以發揮的紙本，又將其乏力之岩壁易之以書法性之輪廓線，框線內是揮灑自

如、半寫半染的皴擦，尤其將院畫僵直刻板的松樹易之為頓挫有節、線條一變再

                                                
29
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239。 

30
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156。 

31
 李鑄晉，〈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講評暨發言紀錄〉《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

文集》，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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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松枝與溫潤秀雅的松針，著實發揮了他筆墨的魔力。再觀他所繪高士與小廝

之筆法亦復自然靈活，較之院畫中高士面無表情的空洞觀月動作，溥氏的月亮旁

有些微雲襯托，高士亦有神情之描繪，因之高士的目光與月色之交會，不但緊扣

《策杖邀月》的主題，也更能重現南宋馬遠常有之觀瀑觀梅的詩情畫意之精神。

雖然溥氏此作取法不高，套用了後代襲馬遠之作的構圖，但是居然由於溥氏筆墨

活潑靈動，充滿書卷氣，因而完全改造了原本平庸凡近的畫意，使得他的即使摹

古之作仍然擁有自己的風格。 

 

（（（（三三三三））））溥心畬的寫生山水溥心畬的寫生山水溥心畬的寫生山水溥心畬的寫生山水    

 

關於溥心畬渡海來台後對台灣國畫發展的影響，學者以為溥氏以中原正統大

師的地位在師大藝術系授課，學生們臨摹他的畫稿成為學習國畫的正途，讓國畫

界瀰漫著臨摹的風氣，也扭轉了台灣國畫的發展方向；而在此同時，重視寫生與

本土色彩的膠彩畫反而受到排擠而逐漸沒落。
32
雖然這些都是當時真實的狀況，

但認為是溥氏扭轉了台灣國畫的發展方向，這樣的指控未免太嚴重。膠彩畫的沒

落是政治環境驟變下自然的演變結果，至少不是溥氏有意為之的結果，因為在他

心中，授課、賣畫不過是「丹青易米」的不得已之舉。
33
他從來不是位擁有雄才

大略、立志開創新局的畫壇領袖。 

 

雖然溥氏讓學生臨稿習畫，但若據此便說溥氏不重寫生，亦不盡然。他可能

只是因學生的筆墨功夫尚未純熟，因此未及讓他們發展到寫生階段，因為我們審

視溥氏的作品與自述，都可發現他對寫生的重視。 

 

溥心畬自述其隱居馬鞍山（1912-1924）時的習畫過程：「時山居與世隔絕，故

無師承」。「自學」在文人畫傳統中可謂常態，其「初學四王，後知四王少含蓄，

筆多偏鋒，遂學董巨、劉松年、馬夏」這種「師古人」的過程，亦是文人畫家養

成的必經之路。
34
而自唐代張璪（活動於 750 年前後）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

源」的論點後，後世山水畫家奉為圭臬，溥心畬自不例外，在遍臨古人名蹟的同

時，對「師造化」亦未嘗偏廢。隱居戒壇寺之初，溥心畬於讀書寫字之餘開始描

繪寺旁古松，他想畫出古松屈曲偃蹇之態，結果卻畫得頗為凌亂，於是找出所藏

古畫來揣摩比較，甚至臨摹，然後再重新對樹寫生。
35
 

 

                                                
32
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166。 

33
 江兆申，《江兆申詩文書畫篆刻選》（江氏自行出版，1974 年）內年表，「民國三十九年條」。 

34
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57。 

35
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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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初學畫的人都有類似溥氏的這種經驗，在真正面對自然時才發現細節如

此繁雜，不知如何下手，而轉而參考別人的作法。德國藝術史學者費德蘭氏（Max 

J. Friedlander）(1867-1957)說：「藝術愛好者以自己的眼睛觀看自然及藝術，只是

藝術家已經指示你怎樣去觀看。藝術愛好者從大自然學習了解藝術作品，也從欣

賞藝術作品學習欣賞大自然。」
36
也就是說，作畫者對自然的感受並非生理性的

「感覺」，而是受自身修養與興趣等期待性心理所支配的、有選擇性的「知覺」。

因此對於溥心畬來說，對松樹寫生一事其實並非忠實地「再現」所見之松，而是

在記憶中尋找有用的經驗來適當「表現」此一對象，而在他的經驗中，各家各派

的大師與其畫作便是指導他創作的導師。如果持此論點來看溥心畬的許多台灣風

景寫生，便能理解何以他所畫的景物與我們期待看到的,在寫實性上有相當大的

落差！ 

 

以民國四十七年（1958）的兩件山水畫卷為例。作於秋季的《鳳凰閣秋景寫

生》卷（圖九）畫的是新北投「鳳凰閣」旅社附近的景色，後識為：「戊戌信宿

鳳凰閣中，秋色滿山，憑窗寫此。」因此自應歸為寫生作品。然而，畫中空寂清

冷的石山、虯矯蒼秀的老松與拄杖而行的老叟，全是傳統山水中慣用的圖式，哪

有半分台灣溫泉鄉的風光？據國立歷史博物館人員的研究，此作中的崗巒、松樹

與左虛右實的布局，都和傳為唐寅所作的《夢仙草堂》圖卷（圖十）頗為神似，

設色也明示著唐寅的因子。
37
不過唐寅此畫以帶水份的長筆披皴為山石的肌理，

幾乎有著半透明的輕快效果；溥氏卻還是慣用他所最熟悉的斧劈皴，只是將馬夏

簡勁的筆觸予以文雅化了。這種現象顯示了「自然」在興起畫家創作意念時之作

用，並非促使畫家直接刻畫自然的皮相，而是使畫家將眼前所見與古法相印證。

此一看法頗足以說明溥氏寫生山水的確實狀況。對懷著「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

鄰」觀念的文人畫家來說，與其說「寫生」是要畫出最像的作品，不如說是要畫

出一件最好的作品，以抒發遊歷時的心境，因此溥氏此作「寫意」的成分實是遠

高於「寫實」。 

 

同年冬天，溥心畬以玉山為題作《玉峰雪景》卷（圖十一）。卷尾題跋為：「台

地暖，雪難見如閩粵，惟玉峰高峻，冬必雪，然陰則凝，晴則消矣。戊戌壬子冬

之月，茅舍沍寒，玉峰已雪，峰巔皚然，而平岡茂林猶碧。且其山谿深險不能往，

寫此圖以寄意。」玉山為台灣最高峰，溥氏雖心嚮往之，但卻遺憾未能往遊，此

幅是他遠眺和想像中的創作。
38
因此雖然畫中的玉山山勢連綿、山頭白雪靄靄，

                                                
36
 梁春生譯，《藝術與鑑賞》〔Max J. Friedlander (1867-1957) On Art and Connoisseurship〕（台北：遠

流出版社，1993 年），頁 13。 
37
 參見國立歷史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網站。 

38
王家誠，《溥心畬傳》，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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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是以傳統圖式與既有筆法建構出來的台灣景物。而由題跋中的「風土敘述」

而非「實景描述」，以及「寫此圖以寄意」之語，當可知此作「寄意」之目的遠

勝於「寫景」，而這對溥氏大部分的寫生山水來說，也都是可以成立的。 

 

另一件對台灣風景的寫生為五十二年（1963）所作的《烏來山觀瀑》（圖十二）。

此作簡單的對角式構圖與斧劈皴法，顯然源自於南宋山水；淋漓的水氣與概括性

的簡逸用筆讓人聯想到畫僧玉澗（活動於十三世紀下半）現藏於日本的《廬山

圖》。而岩石上的斧劈皴，用筆迅速、大膽，則帶有明代浙派畫家如呂文英

（1421-1505）的《江村風雨圖》（圖十三）的味道，只是和浙派一味強調力道的

誇張性相比，仍較有收斂與含蓄之感。可見即使在溥氏的寫生山水作品中，也仍

然是得力於古人者多於受實景之感發。 

 

時至清代，傳統的包袱是如此沈重，畫家已習於不再觀察自然，只從古人的

作品中討生活。因此，清代范璣才會在《過雲廬畫論》（1795 年前後）中論及：「世

之寫圖，毎遇實境必棘手，即寫詩詞摘句亦少見長。……苟能胸富邱壑，畢備諸

法，縱疊出數十圖，境界自無雷同。」
39
范璣先強調寫實景之難，但解決之法卻

又是畢備諸「法」， 便能變通出數十圖來，似乎仍是以學習來的「法」來變化構

圖，而非真正的去「寫生」。論者皆以為構圖是溥氏創作上最弱的一環。
40
面對實

景，溥氏的棘手之感想必也不輕，或許我們可由此推測，他之所以畫了如此之多

近似古人的作品，一方面可能因他對構圖中的新意根本不重視，也很可能他所謂

的寫生便是如范璣所言，藉著牢記諸家的構圖，而達到「胸富邱壑，畢備諸法」

的境界，這樣在創作或面對實景寫生時便能得心應手，而不至於幅幅面目相同

了！  

 

三三三三、、、、改革派思想對溥氏畫風之影響改革派思想對溥氏畫風之影響改革派思想對溥氏畫風之影響改革派思想對溥氏畫風之影響    

    

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畫壇上，雖然傳統派畫家占了絕大多數，但在當時思想、

文化界中新與舊的矛盾衝突之下，逐漸醞釀出一股求新求變的美術革命思潮，其

聲勢之浩大更是沛然莫之能禦。甚至連在二十世紀二 0 年代重新提倡文人畫價值

的陳師曾這樣的傳統派，也一度傾向於以西方的科學寫實來改造中國畫。他在民

國八年（1919）指出：「我國山水畫，光線遠近，多不若西人之講求，此處宜採

                                                
39
兪劍華，《中國畫論類編》, 頁 921。 

40
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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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法以補救之。……他如樹法、雲法，亦不若西法畫之真確精似。」
41
而他也曾

將西方的明暗、體積、透視融入傳統的中國畫中，畫了許多庭園寫生與人物畫。
42
 

事實上，除了齊白石、黃賓虹（1864-1955）、李瑞清（1867-1920）、王震（

1867-1938）等少數十九世紀中期出生的老一輩畫家外，民初畫壇中的畫家們大多

是從現代學校出來的。即使當時年齡較長的陳師曾、金城、李叔同（1880-1942）、

何香凝（1878-1972）、高劍父（1879-1951）等人，雖然其時國內尚無新學可讀，

但也都到過日本或英國留學。
43
因此即使是身為當時傳統派中堅、呼籲要「謹守

古人之門徑」的金城，其作品也明顯出現西畫影響的痕跡。例如《草原夕陽圖》

（1926 年），雖然岩壁輪廓仍以墨線勾勒，但夕陽斜射下所造成的光影對比極為

明顯，儼然有西式風景畫的味道。不過，在溥心畬的山水畫中尚未看到明顯受到

西方影響的跡象。 

 

（（（（一一一一））））溥式的花鳥寫生溥式的花鳥寫生溥式的花鳥寫生溥式的花鳥寫生    

 

同為旗人的書法家啟功說溥心畬居住在恭王府萃錦園的時候（1924－1938），

便常以園中的花卉、瓜果等為寫生對象。而渡台後所畫的鳳凰花、水薑花與蝦蟹、

海石等，亦皆是以實物為對象的寫生作品。溥氏在其《寒玉堂畫論》中亦強調畫

花鳥時寫生的重要：「染鳥之翎羽，必觀真鳥文彩，調色寫之；差之毫釐，即失

其真。……古人無臨本，惟用寫生，後世臨摹，漸失其真，……。」
44
但一般皆

認同溥氏的工筆花鳥主要學習宋代的院體風格，他自己在畫論中亦對宋代花鳥畫

最為推崇。
45
例如溥氏的《秋高鳴鵙》卷中的伯勞鳥就頗得宋代李安忠（活動於

1119-1162）《竹鳩》的神韻；而《池塘秋意》亦深得宋院畫的重理、一絲不苟的

精神，若將畫中蜻蜓與南宋許迪《野蔬草蟲》中的蜻蜓相比，則用筆顯得更為精

細，尤其透視法的運用也更為成熟，真可謂「唯妙唯肖」，顯示其寫實功力相當

深厚，亦不禁讓人懷疑其表現技法是否受到西畫影響。 

 

只是，研究溥氏畫風的學者們普遍認為溥氏的繪畫絲毫不受西洋感染，沒有

一點「西洋味」。
46
和渡海三家中的另兩位比起來，張大千於五零年代在西方抽象

                                                
41
 陳師曾，＜陳師曾演講對於普通敎授圖畫科意見＞《繪學雜誌》（北京：北京大學，1920 年）;

轉引自林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頁 244。 
42
 林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頁 248。 

43
 林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頁 593。 

44
溥心畬，《寒玉堂畫論》（台北：學海出版社，1975 年），頁 79。 

45
 溥心畬：「古之善畫者，唐有薛稷、邊鸞之妙，五代有徐熙、黃筌之奇，宋則趙昌、崔白之倫，

李迪、馬遠之徒。北宋集其大成，南宋窮其變化，匪獨畫其形容，且能通其情性，後之作者，莫

或加焉。」溥心畬，＜論花卉＞，《寒玉堂畫論》，頁 27。 
46
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165；鄭國，＜一硯梨花雨＞，前言,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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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主義的氛圍中，發展了潑墨潑彩的風格；黃君璧則在山水的透視與寫生技法

上受西畫影響甚深，似乎唯獨溥心畬不為所動，果真與二人相交甚篤，且曾兩度

赴日、甚至可能留學德國的溥心畬能夠自外於時代的風潮之外？
47
 

 

民國三十八年（1949）十一月，溥氏渡海來台後不久，在新生報上公開讚揚

台灣的膠彩畫：「本省國畫大部作品，都已融匯西畫筆法，此雖似脫逸正宗，但

多會意新穎，別成格調，對古典的國畫，或能增新生機，別闢蹊徑。」
48
由此看

來，溥氏對西洋畫法應該有起碼的認識，而且並不排斥。但是溥氏又曾私底下在

課堂上批評膠彩畫，認為它是「日本畫」，不是中國畫。
49
有些人據此斷定溥氏排

斥膠彩畫，因此之前的揄揚說法只是恭維的客套話。其實，若我們較寬容地來看

這兩段話，溥氏的態度並不是那麼的矛盾：他確實認為膠彩畫頗有可取之處，但

它終究不能取代中原正統的國畫。同樣地，我們亦不應因他無法接受西洋的現代

抽象畫，就斷定其拒絕所有的西畫技法。
50
 

 

在民國初年的第一次國畫改革浪潮中，選擇站在傳統派陣營這邊的溥心畬或

許曾反對徐悲鴻在北平藝專實施的「以素描為國畫基礎」的敎學方式，但他是否

能始終如一的堅決抗拒西方寫實技法？而當他渡海來台，自己成了師大美術系的

教授時，再次遭遇到西畫組的素描教學，並與早年有習西畫經驗的系主任黃君壁

共事，這時他是否對西方古典寫實畫法與其所能達到的逼真程度會有更深刻的體

認？因為如果與講究寫實的西方靜物畫相比，宋代花鳥畫雖然同樣相當重視細節

與立體結構，但因不強調明暗對比，因此單一母題的立體感不足；也不注重前大

後小的後縮感，因此整體構圖會顯得較為平面，深度感不夠。 

 

試舉幾件溥氏來台以後的作品來看他在寫實表現上的特色。以《螔蝓軸》（1950

年）（圖十四）為例，不僅題材特殊、新穎，以墨色的深淺變化含蓄地表現出蝸

牛殼渾圓的立體感，在傳統花鳥畫中極為少見。而《朱槿圖》（1952 年）（圖十五），

                                                
47
 關於溥氏是否曾留學德國取得天文及生物雙料博士，始終是研究者爭論不休的問題。本文採用

詹前裕氏的結論，即溥氏不大可能於所稱赴德期間，一面留學德國，一面又在北京與友人作詩文

唱酬。見詹前裕，《溥心畬繪畫研究》,頁 41-52。 
48
 蕭瓊瑞，《台灣美術史研究論集》（台中：伯亞出版社，1991 年），頁 50。 

49
 民國四十三（1954）年溥氏在師大授課時，曾向學生表示過：「政府聘我去做全省美展的審查

委員，第一次去他們就拿一張「日本畫」過來說：『這個青年畫家需要鼓勵。』再拿一張「日本

畫」說：『這個青年畫家需要鼓勵。』又拿出一張來，還是「日本畫」。既然他們說該鼓勵，那就

鼓勵吧，我也不願去爭。到第二年去了，又是同樣一套，活把人給氣死，這算什麼審查？以後我

再也不去了。」見劉國松，《臨摹‧寫生‧創造》（台北：文星書店，1966 年），頁 102。 
50
溥心畬曾於 1963 年參觀過一次現代畫展後大呼：「不像『畫』、不像『話』。」原刊於羊汝德，

＜嘯傲煙霞一王孫＞《聯合報》第三版，1963 年 11 月 19 日；轉引自王耀庭，＜從南張北溥論雅

俗、摹古及筆墨之變＞《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512。 

 



2006 造形藝術學刊 

 

 
34

由不同方向翻轉的花瓣所組成的立體構造頗為真實自然，且花蕊柱頭的彎轉前伸

與適當的拉近放大，都表現得自信滿滿，一方面顯示溥氏繼承了宋代工筆花鳥的

細膩用筆，一方面也證實他在立體感營造上的技巧相當進步與純熟。另外一例是

《蘆草白鼠》（1960 年）（圖十六），草叢中的鳥窩的明暗對比非常誇張，讓立體

感更形強烈，完全不似傳統國畫的風格；尤其未以連續的墨線描出輪廓，而是使

用幾乎粗細一致、往外輻射的平行短直線條，更給人類似西方炭筆素描的感覺。 

 

我們可試將溥心畬民國四十三年（1954）所作的瓶花《花》（圖十七）與傳南

宋李嵩(1166-1243)所作的《花籃》（圖十八）以及十九世紀廣州畫工所繪製的外

銷通草紙畫《花籃》（十九）一起比較，用以分析溥氏花鳥中是否含有西洋的成

份。通草紙畫為了符合西方顧客的口味，加入了西方「更為複雜的和科學的成

分」。
51
但仍使用中國毛筆與國畫顏料來繪製，因此也算是一種「引西潤中」的中

國畫。
52
我們可以發現，李嵩的畫將最大朵的、也就是最主要的花放在花籃的中

央，但在溥心畬的畫與通草紙畫中，尺寸最大的花都在最前方，因此都比李嵩的

畫更有深度感；而李嵩的花雖然立體結構相當清楚，但多只在花瓣邊緣以白粉描

邊，雖增加了花瓣的凹凸感，但整朵花並沒有明暗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在後兩者

中就比較清楚，例如在通草畫中，光線是從右上方而來，造成花朵上部亮而下方

暗；而在溥氏畫中最左邊的大理花，所有花瓣的邊緣顏色都上得非常淡，與顏色

很深的中心形成極為戲劇性的明暗對比，讓人感覺到一道由左後方而來的強烈光

源。 

 

除此之外，溥心畬《魚蝦冊》(1962 年)（圖二十）中的中國畫味道也頗淡，

輪廓線的粗細變化並不明顯，甚至有點類似簽字筆所畫的線條；墨法亦不似傳統

渲染，而是以淡淡色彩作小塊平刷，產生出近似透明水彩的效果。 

 

《變葉木》（圖二十一）作於民國四十八年（1959），其上並題有一賦，形容

其葉「乍丹乍黃」、「五色燦然」。如王耀庭先生所說，此作畫法大異於傳統的勾

勒填彩。
53
但是否如其所言是因採用了膠彩畫的技法，卻不易判斷。此畫以赭紅

色線條鉤出葉片輪廓與葉脈後，以淡黃色塗滿葉面為底色，再用紅、橙、綠三色

以塊狀填入，因此在葉脈周圍留下淡黃色的條狀區域。看來這似乎不是很特殊的

技法，但將多種顏色巧妙地融合在一個葉片上，製作出鮮豔對比與多層次色調變

                                                
51
 Craig Clunas, 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London：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4）, p.81. 

52
 G.H.R. Tillotson, Fan Kwae Pictures—Painting and Drawings by George Chinnery and Other Artis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London： Spink & Son Ltd., 1987）, 

p.56. 
53
王耀庭，＜從南張北溥論雅俗、摹古及筆墨之變＞《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頁 512。 



丹青千秋意，江山有無中~溥心畬（1896-1963）在台灣 

 

 
35

化的效果，在傳統花鳥畫中確實罕見，說明了溥氏在色彩運用上所具有的過人天

才與開放態度。而如果與台灣老一輩的膠彩名家作品相比，會發現膠彩畫家的作

品大多仍侷限在傳統的花卉上，例如林之助（1917-）作於民國五十年（1961）的

《月下美人》（圖二十二）中的曇花與民國五十七年（1968）陳進（1907-1998）

《香蘭》（圖二十三）中的蘭花，不僅題材、構圖都很傳統，用色上也很保守。

相較之下，溥心畬《變葉木》的五彩繽紛更具有現代感，而這樣的變化與其說來

自於膠彩畫的影響，西洋各種近現代畫派－例如印象派－說不定提供了更直接的

刺激。此外，此作的寫實程度也更高，不僅葉片的前伸、後縮與翻轉都非常接近

真實，並且完全不怕前後葉重疊，甚至三葉相疊，顯示出寫生觀念的進步，而這

顯然已超出了古畫的滋養。 

 

依此看來，溥心畬的花鳥畫應該曾在傳統的工筆畫法中融入一點西方的寫實

技巧。雖然尚不敢斷定這些西方技巧從何時開始影響溥氏的繪畫，但如果我們把

金城的一些花鳥作品拿來看，例如民國二十二（1923）年的《秋海棠》與民國二

十四年（1925）的《鸚鵡》，就會十分驚訝地發現，雖然金城表面上是主張「以

古開今」的傳統派領袖，但實際上卻在暗中將改革派「引西潤中」的主張予以實

現，由此推論西方畫法給溥氏的影響可能很早就開始了。 

 

（（（（二二二二））））溥氏的馬畫溥氏的馬畫溥氏的馬畫溥氏的馬畫    

 

溥心畬曾向友人表達對於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8）畫的看法，

認為其「並非上品」。
54
溥氏的看法並不特別，毋寧代表了傳統士大夫對西畫，尤

其是西方繪畫技巧的看法。早在康熙時期的鄒一桂（1740 年前後）便已經批評，

這類繪畫雖然寫實技巧令人驚訝，但於氣韻則無甚可觀：「雖工亦匠，不入畫品」。
55
當然更非「上品」了，而溥心畬會作如是語，卻自有其歷史之背景。 

  

金城自英倫留學回國後，即仿歐美博物館之例倡立了「古物陳列所」展示瀋

陽故宮點交文物，稍後溥儀被迫出宮，即在此基礎上成立「故宮博物院」。自此

宮廷珍藏得以公開於世，而其中郎世寧作品的重現人間尤其具有特殊之意義。郎

氏於乾隆年間供奉宮廷，將西畫技巧與中國筆墨工具結合，創造出令人驚嘆的逼

真形象，唯因與中國繪畫的筆墨審美觀不符，故僅在宮中流傳，以致長期埋沒於

宮廷庫房中。而在民國初年，郎世寧中西合璧的寫實畫風恰為求新求變的訴求提

                                                
54
 宋訓倫：「溥先生真不愧為中國畫的一代宗師，而且代表典型的中國士大夫；他認為中國畫就

是中國畫，不得滲入任何外國色彩或氣息，即以郎世寧的畫，在他看來，也並非上品。」見王家

誠，《溥心畬傳》，頁 355。 
55
 鄒一桂，《小山畫譜》，收入鄭昶，《中國畫學全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頁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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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條途徑，故一時郎氏畫風風靡藝苑。當時的北方畫家溥雪齋、馬晉、與海

上畫家趙叔孺等人皆受其啟發。郎世寧畫作的重現與後來國畫改革論者所主張

「非以寫實無得濟中國繪畫衰弊之窮」，其間有密不可分的關連。
56
例如馬晉取法

郎氏之際，正是康有為主張「合中西而成大家」、「當以郎世寧為太祖」之時。
57
 

 

馬晉自幼便愛畫馬，在得見郎世寧的作品後，遂自學郎氏畫法。後拜金城為

師，加入中國畫學研究會，後轉入湖社，在金城、陳師曾的引導下廣泛學習院體

畫與文人畫傳統。因此在其後來的馬畫中傳統國畫的元素就更多，例如以墨線畫

輪廓。而溥雪齋雖以細筆山水享譽畫壇，但亦宗郎世寧法，畫馬之名甚著。在此，

我們再一次看到，民初這些傳統派陣營中的大將，竟然順理成章地便接受了改革

派的主張，亦即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畫壇上，似乎鮮有人能抗拒得了西方優秀的

寫實技巧。 

 

但溥心畬似乎是個特例，即使他的花鳥畫確實如我們指出，可能帶有一些西

方的影響，他自己也有意識地要盡量將之減到最低，以維持傳統的純度。因此他

和上述北方畫家很不相同，他的馬主要是學傳統的韓幹（？─780）、李公麟

（1049-1106）趙孟頫（1254-1322）與任仁發（1255-1327）。溥氏十五歲起便學騎

射，因之這樣的題材，不僅透露他對過去生活經驗的懷念，也常配合類邊塞詩風

的題畫詩，成為他傷逝情懷的寄託。誠如啟功所言，溥氏筆下的作品往往有來歷，

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傳韓幹《照夜白》便出自他的家藏。觀他所作《奚官調

馬圖》(1948 年)中的馬匹一臉野性未脫，其奮力掙扎的神情實與韓幹一脈相通。
58
他的《臨李公麟滿川花》（1957 年）則是臨自李公麟《五馬圖》中的最後一段。

相較之下，原作的鐵線描粗細一致，而溥氏的畫馬線條則顯得較為纖細，也更有

律動感，但溥氏所學的，毋寧更是李公麟以馬象徵士大夫際遇之深意。溥心畬不

但深諳韓幹、李公麟之傳統，他的畫馬之作風格多樣，也有很多作品非韓幹《照

夜白》或李公麟《五馬圖》的白描風格所能概括，例如《驃騎圖》（1959 年）（圖

二十四）與《駿馬圖》（1959 年）（圖二十五）。 

 

此二圖採用的仍是傳統的線描與墨、彩之暈染，馬的各部比例適當，體態圓

渾飽滿，具有相當程度的體積量感。溥氏對體感的重視和韓幹、李公麟的純以線

描、僅加以些微陰影的方式很不相同，可說溥氏已採取了郎世寧觀看馬的方式(尤

                                                
56
 石允文，＜京華煙雲－民國初年北方畫壇概述＞，《民初十二家：北方畫壇》（台北：國立歷史

博物館，1998 年），頁 16。 
57
見康有為，〈萬木草堂藏畫目〉；轉引自郎紹君、水天中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頁 21-25。  

58
啟功提及（傳）韓幹《照夜白》曾在溥家。見啟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張大千

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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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驃騎圖》更為明顯)，但他畫中的量感主要是來自於以線條標示出來的結構，

有別於郎世寧不用線條、而僅以色彩來表現光影在馬身上變化。雖然這樣的結構

乍看之下與郎世寧的馬很接近，但兩者的技巧差異是很明顯的。 

 

溥氏雖評郎世寧「並非上品」，那是出於他一貫對傳統價值的維護與堅持；但

在實際作品中，他又未能自外於時代的風尚之外，仍與上述近代畫家一樣，在繪

馬時逐漸與郎世寧靠近了。綜觀他的繪馬作品可謂轉益多師，既有較傳統以線描

取勝，表達出馬之壯氣及內在生命如韓幹者，也有勾勒出溫雅內斂的言外之意如

李公麟者。溥氏在他的《困驊騮圖》中的題跋提到，韓幹與李公麟畫馬的精神其

實「皆得於驪黃之外也」。言下之意，這才是溥氏自己在畫馬時所欲追求的。而

觀溥氏之畫馬，以傳統畫法為之的固然能引人作「驪黃之外」意境的聯想；而與

郎世寧逼近的，則於傳統筆法之外，更有一種以往國畫所無的肥美豐腴。在最接

近郎世寧創作概念的《驃騎圖》（圖二十四）中，他提到年少時與此駿馬的一段

因緣，但自從他隱遯西山、避難海島以後，遂與此千里馬絕緣，文中充滿了悵然，

馬的主題遂成了他身世之痛的象徵。除了動人的文字外，溥氏在增加驃騎馬本身

的量感時，又把「郎世寧」予以秀雅化了。相較之下，郎世寧的原作反倒顯得體

態臃腫，氣格不高，自難有中國藝術自漢代《馬踏飛燕》以來，整個民族對馬所

投射之「實為龍媒」的概念與想像。 

 

溥氏這類近乎郎世寧的作品代表他的作畫技巧極高，居然可以用傳統的線描

及渲染，畫成近似郎世寧的效果。也印證了學者以為溥氏學畫並無師承，且天分

高於功力的說法。
59
溥氏於心理排斥西畫（郎世寧），但又在實際作品中受其影響

的現象，不只於畫馬，在前述的花鳥畫作品中亦見之。也許我們可用傳統派大將

陳師曾的話解釋：「東西洋畫理本同，閱中畫古本，其與外畫相同者頗多，西洋

畫如郎世寧舊派，與中國畫亦極相接近。」
60
陳師曾此言無異替中畫西化予以合

理化，再加上郎世寧曾任清廷內廷供奉，在他的畫進入「故宮博物院」前身「古

物陳列所」以後，顯然已成為中國傳統藝術之一部分，因此傳統派畫家以郎氏為

師，也就沒有違背自身信念之虞。 

 

四四四四、、、、台灣時期的畫風發展台灣時期的畫風發展台灣時期的畫風發展台灣時期的畫風發展    

 

溥氏渡海來台後，距離他去世之十四年間作畫不輟。以目前數量豐富的台灣

                                                
59
啟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239,250。 

60
 陳師曾，〈徐悲鴻赴法記〉《北京大學繪學雜誌》，1920；轉引自林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

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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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作品與為數較少的大陸時期作品相較，我們可從實際作品的比對中一窺端

倪。以北京故宮所藏《山水》（約 1924 年）（圖二）為例，在此一較早期作品中，

山石之造型尖銳峭立，斧劈皴之形式特徵清晰，皴筆線條不多，筆法變化少，屬

於典型北宗的馬夏派風格；其松樹的輪廓線連續而缺乏變化，造型亦稍顯肥而乏

力；在用色上亦顯得淡薄、保守。稍晚一點的扇面《黃牛峽詩意》（1930 年）（圖

二十六）同樣帶有南宋的風格，畫面仍然保持清淡、柔和，沒有突出、鮮明的用

筆與用色。到了渡海來台之前，溥氏的畫風似乎有了較為明顯的轉變，例如《松

隱圖》（1948 年）（圖二十七）中的松樹輪廓已有頗為明顯的轉折，但線條的連續

性仍高，頓挫之間也未見較強的筆力；而《湘帆圖》（1948 年）（圖二十八）的松

樹與地面輪廓的畫法也有相同的特徵，雖有較多的轉折，但轉折間的力道不強，

因此畫面顯得較為平淡。 

 

至於臺灣時期的作品，不僅風格更為多樣，在用筆、用色上也出現了較具突

破性的變化。如民國四十二年（1953）的《紅葉扁舟》（圖二十九），不僅樹的造

型更為瘦長而顯清勁，且輪廓轉折也更多，一掃早期的軟肥姿態；山石上的皴筆

與輪廓之筆法變化更大，設色上的冷暖對比也更為鮮明。而在溥心畬與張大千合

作的《松蔭話舊》（約 1955 年）（圖三十），中，更可發現溥氏個人風格相當強烈

的松樹，其樹身不斷轉折，幾無一寸之直，而輪廓線已不再具有之前的連續性，

每一個頓挫都充滿了自信與力量，讓簡單的對象具有了豐富的變化性與強烈的表

現性。而這樣的特色在其《西山草堂古松》卷（1962 年）（圖三十一）中更完整

而徹底地呈現了出來。在溥氏的筆下，古松已不再是個描寫的對象，而是展示筆

法的媒介，也就是說，溥氏此時已進到「玩弄筆墨」的筆墨深化期，也達到其風

格最成熟的階段。 

 

溥氏此一時期的作品，雖然景物同樣清幽空靈，但豐富的筆墨變化卻打破了

大陸時期作品中的平面性與靜止感，而讓畫面有了更深厚的層次、也充滿了活潑

的生氣。他在《寒玉堂畫論》中亦明確地論述了他在用筆上的此一獨到心得，他

說：「用筆之法，一點一畫，必有起伏頓挫者，與竹弓一尺十節，皆一理耳。」

「古人論畫，一字之訣曰活；活者，謂使轉迅速，頓挫不定，無遲滯板刻之病。

用筆能活，則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皆有神。」
61
 而溥氏在臺時期所作的山石、

樹木輪廓線之所以不斷地轉折、斷續，除了藉此增加線條的變化與可觀性外，不

能不說這也與其始終強調以書法用筆入畫有關。這不禁令人聯想到那位同樣提倡

以書法入畫、極力標榜文人畫的董其昌，他就曾說：「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摺為

主，毎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樹有四枝，

                                                
61
溥心畬，＜論用筆＞《寒玉堂畫論》，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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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四面皆可作枝著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此祕

訣也。」
62
溥氏晚期的作品確實做到了這點，並且也做到了「下筆而有凹凸之形」，

讓物象具有更為真實的立體感。 

 

溥氏晚期的作品中，短線、小皴筆甚至點的運用都更為頻繁，亦是其筆墨另

一突破處。溥氏曾學唐寅畫風，而唐寅以文人身分學北宗而用長披麻，斧劈皴亦

較為收斂，使北宗畫帶有了文人的雅氣；而溥心畬亦如唐寅學北宗，但更將長線

化為短筆。關於這種短筆的優點，黃賓虹在民國八年（1929）便曾提出，他說：

「皴法古人用短筆，如雨點、牛毛、豆瓣、斧劈皆然。自董北苑披麻皴改為長筆，

至今奉為南宗正派，然最忌浮滑輕率。」
63
溥氏所採用的短筆避掉了長線條可能

帶來的「滑」，因而使其作品顯得比唐寅的畫更為雅緻。也由於這種短筆能更佳

地呈現精巧細雅的圖像，因此更適合小畫，而一些如鐵釘般的短線亦讓線條更具

力量，其組合而成的節奏也更為輕快活潑。這也是何以溥氏的小品畫特別受到推

崇的原因，他在台灣時期所作的一些冊頁，如《太平廣記》、《西遊記》等，便是

這類極為清新可喜、又具個人風格的作品。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文人畫的質變文人畫的質變文人畫的質變文人畫的質變    

 

一般以為溥心畬以馬夏派的院體風格在民初畫壇獨樹一幟，復興了沉寂數百

年的北宗畫法，對明末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論」以後的文人畫家而言，實在是繪

畫史上的異數。受了董其昌理論的影響，整個清代都籠罩在崇南（宗）賤北（宗）

的氣氛中。因此沈顥在《畫塵》（1650 前後）中說：「若趙幹、伯駒、伯驌、馬

遠、夏圭，以至戴文進、吳小仙、張平山輩，日就狐禪，衣缽塵土。」
64
可謂以

輕蔑的語氣把南宋到明代的職業畫家全都形容得一無是處。而錢杜在《松壺畫憶》

（1820 前後）中更直指：「宋人如馬夏輩，皆畫中魔道。」
65
在這些代表文人觀

點的作者筆下，北宗山水已被貶抑得十分不堪。  

 

溥心畬一直被認為是典型的文人，卻作了迥異於傳統文人的另類的選擇─不

但習畫從南宋的馬夏入手，而且成為他畫風淵源最重要的一卷所謂《無款南宋山

水畫》，應該只是一張明代的院體畫。
66
然而溥氏於民國十四年（1926）在北京

的首展卻極為轟動，當時觀眾之一的台靜農先生回憶道：「凡好此道者皆為之歡

                                                
62
兪劍華，《中國畫論類編》, 頁 727。 

63
林木，《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頁 228。 

64
兪劍華，《中國畫論類編》,頁 770。 

65
兪劍華，《中國畫論類編》,頁 934。 

66
朱靜華，〈溥心畬繪畫風格的傳承〉《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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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讚嘆」。
67
另一位北京藝評家則指出：「惟有心畬出手驚人，儼然馬夏」。

68
顯

然此時畫壇對文人畫、院體畫的認知與評價已有明顯轉變。 

 

首先，將文人畫等同於南宗畫的觀念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出現了變化，而此一

轉變的刺激正是來自於前述的中西文化衝突。面對西畫在寫實上的優勢，傳統派

在國畫傳統中掘出了院體畫的「工筆」來補救文人畫的此一弱點，因而文人畫以

南宗「畫法」的內涵也不得不加以修改。這種新的文人畫，對繪畫技巧上的要求

已不同於以往的僅強調「以書法入畫」或「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而是要求畫

家以一種「集大成」的方式，將各個時代、各類畫科中的各項長處都引為己用，

以補文人畫之短，尤其重視寫實的技巧。因此溥心畬對北宗畫的「復古」自具有

時代上之意義，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他的北宗畫得以成功地攻佔當時的

北京畫壇，而完全未受到所謂「正宗」畫派的反撲。 

 

其次，陳師曾發表於民國九年（1920）的＜文人畫之價值＞，對文人畫所下

的定義已完全脫離了董其昌的理論，他說：「何謂文人畫？即畫中帶有文人之性

質，含有文人之趣味，必須於畫外看出許多文人之感想。」
69
他不再重視南北宗、

或文人職業的風格區分問題，而更強調繪畫者的創作思想、態度及韻味，其實這

種看法與宋代蘇東坡對文人畫與否的標準是更為接近的，因為宋代的文人尚未有

強烈的風格自覺。 

 

另外，溥心畬個人的詩書素養使得他的作品充滿了靈秀與飄逸的氣質。他雖

採取的是北宗較公式化的構圖，但是卻以出入王羲之、柳公權多年的書法功力

畫，使得他的線條充滿彈性和速度，頓挫使轉處既勁健又跳脫，雖輕盈卻不荏弱，

靈活而不虛浮。如果說他的山水構圖過份仰賴古人，則他的小品如《水薑花》（1959

年）、《帚生菌》（1959 年）等作實是文人心靈的反照。他以在台灣日常生活瑣瑣

及每日所能接觸和觀察到的物事為題材，將自己的心境與感情寄託其中，不但畫

上的題畫文字俱是有感而發，每一個畫面亦都是自創。而線條的典麗雅潔、畫面

的纖塵不染與意境的高超，歷史上唯深富隱逸性格的元代文人畫家錢選（約

1239-1299）可比。 

 

在山水畫方面，南張北溥成為強烈的對比。張大千的山水畫常以壯遊名山勝

水的經驗為作畫的靈感，他早年遊歷黃山兩次，甚至參考黃山的相片以為作畫的

依據；而溥心畬卻很少基於自然作畫，他的題材和構圖，幾乎都從摹古而來。相

                                                
67
 台靜農，〈有關西山逸士二三事〉《大成》，123 期，頁 8；轉引自王家誠，《溥心畬傳》, 頁 97。 

68
 黃秋月，〈花隨人聖庵摭憶〉；轉引自王家誠，《溥心畬傳》, 頁 94。 

69
    陳衡恪，＜文人畫之價值＞《中國畫研究》第一期，1981 年 11 月，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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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下，張前瞻進取，溥則延續著文人畫自董其昌以來，特別是清初四王以後的

積習。然而溥心畬從來不是勇於祛舊迎新的畫家，他仍舊認同那個逝去的舊世

界，他平生怨恨孫中山與國民黨，因為他們撼動了他的大清帝國江山，使得他祖

先一手締造的王國為之風雲變色。對他這個末世王孫而言，四王的意義或許並不

像在一般人心目中，成了陳陳相因的代名詞。進入清代，在皇帝刻意的禮遇與提

倡下，標舉董其昌理論的「清初四王」成了「畫學正宗」，不但王原祈（1642-1715）

入直南書房、王翬（1632-1717）也奉旨繪《南巡圖》，文人畫反而成了「院畫」。 

 

不但如此，他的先祖康熙皇帝雅好董其昌的藝術，康熙的書法且追隨董的風

格；乾隆則以熱愛並學習趙孟頫的書風知名。溥心畬自己的書風也一如他們，出

入於帖學系統的王羲之（321-379）、褚遂良（596-659）、柳公權（（778-865）和米

芾之間。清代中葉以來考古的發現造成碑學大興，幾乎所有的重要書法家莫不深

受此風氣的感染與滋養，但溥氏卻是極少數能完全自外於此風的書家，他在繪畫

與書法上既傳統又保守的態度也使得他成為捍衛清代正統書風與畫風，最後也最

傑出的一名皇室成員。 

 

溥心畬攜其詩書畫三絕的素養，來台度過十四個年頭，而且在此創作了比大

陸時期猶精彩的數量豐富的作品。綜觀他在台期間的作品，山水畫雖曰師法北

宗，但大部分作品僅取法乎明代。當他以台灣風景為題材作畫時，卻往往反映出

更多古畫的影子；幸賴其幽雅明潔的書法筆意和文人的襟懷使得他的山水作品有

了更高雅的韻致。他的花鳥則從宋代入手，不但寫實功力紮實，畫中也不時引入

類似水彩畫的手法或西洋透視的觀點，尤其面對台灣的新事物與新題材時，更能

自出新意，以自創的技法為之。至於他的畫馬作品，則轉益多師，取材最廣，從

唐韓幹至清郎世寧無不師法，也無不嫻熟，但比起唐馬之駿發不羈，宋馬之沉穩

溫文，元馬之渾圓趣味，清郎世寧馬的光影變化，溥心畬的馬完全以一「雅」字

高出時人。在台期間他所畫之馬幾乎篇篇有跋，也篇篇有寄意，馬畫成已為他緬

懷個人身世最佳的媒介。 

 

他過去以後，再也不可能有斯人斯畫，是時代的捉弄，先有民國成立，後有

國共內戰，江山易主，世亂不已，使舊王孫的命運丕變，卻也使得文人畫的最後

一抹馨香長留台灣。倘若溥氏當日未輾轉來台，可能在彼岸政治的風暴下，無一

藝術家能倖免，悠然自得的文人畫恐怕也要被迫變了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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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金城 《起居平安圖》 

1916 年 私人收藏 

圖二 溥心畬《山水》

1924 年 北京故宮博

物院藏 

圖三 陳師曾《秋山飛瀑》 

1921 年 私人收藏 

   

圖四 任伯年《吉金清供圖》 

1885 年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圖五 陳師曾、姚華

《博古花卉圖》

1925 年 私人收藏 

圖六 溥心畬 《蕙蘭盆景》  

無年款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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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溥心畬 《策杖邀月》取自台灣

商務印書館《溥心畬先生書畫遺集 

上》    

圖八 傳南宋馬遠(1190-約 1225) 《高士觀

月圖》日本熱海美術館藏    

 

圖九 溥心畬《鳳凰閣秋景寫生》1958 年 國立歷史博物館託管 

 

 
圖十 唐寅（1470-1523）《夢仙草堂圖》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圖十一 溥心畬《玉峰雪景》1958 年 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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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溥心畬 《烏來山觀瀑》

1963 年 取自正因文化《溥心畬書

畫集》 

圖十三 呂文英（1421-1505）《江村風雨圖》美

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 

   

圖十四 溥心畬《朱槿圖軸》 

無年款 國立台北故宮博物

院藏 

圖十五 溥心畬《螔蝓軸》

1950 年 國立台北故宮博

物院藏 

圖十六 溥心畬 《蘆草白

鼠》1960 年取自正因文化

《溥心畬書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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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溥心畬 《烏來山觀瀑》

1963 年 取自正因文化《溥心畬書

畫集》 

圖十三 呂文英（1421-1505）《江村風雨圖》美

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 

   

圖十四 溥心畬《朱槿圖軸》 

無年款 國立台北故宮博物

院藏 

圖十五 溥心畬《螔蝓軸》

1950 年 國立台北故宮博

物院藏 

圖十六 溥心畬 《蘆草白

鼠》1960 年取自正因文化

《溥心畬書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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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溥心畬《花》 

1954 年 私人收藏 

圖十八 李嵩(1166-1243)《花籃》國立台北故宮博

物院藏 

 

 

 

 
圖十九 《新呱畫冊之六 花籃》 

十九世紀 取自 Craig Clunas, 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 

圖二十溥心畬《魚蝦冊》 

1962 年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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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溥心畬《變葉木賦軸》 

1959 年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二 林之助《月下美人》 

1961 年 高雄市立美術館藏 

 

 

 
圖二十三 陳進《香蘭》 

1968 年 高雄市立美術館藏 

圖二十四 溥心畬《驃騎圖軸》 

1959 年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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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溥心畬 《黃牛峽詩意》 

絹本扇面 1930 年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五 溥心畬《駿馬圖》 

1959 年 私人收藏 

圖二十七 溥心畬《松隱圖》 

無年款 吉林省博物館藏 

   
圖二十八 溥心畬《湘帆

圖》194 年 吉林省博物館

藏 

圖二十九 溥心畬《紅葉扁

舟》1952 年 私人收藏 

圖三十 溥心畬、張大千 

《松蔭話舊軸》1950 年代

中期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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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 溥心畬《西山草堂古松並題卷》1962 年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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