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第二章 後現代藝術－二十世紀的繪畫實驗 
 
西方世界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面臨較以往幾個世紀更為激烈的

變動。以科技上的大幅進展而言，1903 年萊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發明了第一架飛機，雖然僅在空中飛行了十二秒鐘。然而今
日飛機卻是最為便捷的交通工具，自由來往穿梭世界各國，急遽地改

變了原本人類對時空上距離的認知。更為甚者，在資訊網路新興科技

的連結下，突破了既有國域與語言的藩籬，建構出不同文化間分享交

流的可能。但在科技技術的發展背後，二十世紀人類卻面臨生存價值

的崩解。1914 年至1918 年，歐洲發生了史無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
戰，幾年戰亂下來，有的國家幾乎從此一蹶不振，有的國家則形成了

極權主義。在各國元氣尚未恢復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繼之而起，

戰爭的規模與毀滅程度使得更多的國家淪為廢墟，並形成分別以美、

蘇兩國為首，相互對抗的冷戰時期。直到80 年代，這種對峙的緊張
情勢才轉趨和緩。而這兩次接踵而至的世界大戰，破壞了原有的一切

秩序，諸如國家觀念、社會價值、道德倫常..等，人類的文明無疑接

受到嚴重的考驗。 

 

這些在科技、政治及其他各方面上種種快得令人無法招架的變

革，使得二十世紀的藝術發展出現前所未見的風貌，其中有許多甚且

荒誕非常而駭人聽聞。但只要印證本世紀在各方面的瘋狂行徑，即不

難發現，所謂現代藝術（Modern Art）的工作者只不過繼續進行他們
前輩所做的—反映時代現象而已。二十世紀的藝術可謂是各種理論、
風格充斥的大總匯，在這個世紀裡，不同的藝術潮流快速更替，藝術

家不再服膺某種理念為終身職志，事實上，有的藝術家的創作生涯便

等同是一部現代藝術發展史。 

 

由於社會秩序及道德觀念的瓦解，許多藝術家轉向質樸的原始藝

術尋求靈感，或深入人類的靈魂深處掘取真相。至於兩次世界大戰均

未成為戰場的美國也取代了飽受風霜的法國，成為現代藝術發展的重

鎮。藝術創作想法上的改變，使得藝術家不再滿足於傳統的技法與媒

材，以因應多元化的藝術理念。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任何一種事物不

能透過藝術的手法轉化成高懸於藝術殿堂的現代作品。充斥在二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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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藝術，就是這樣複雜多變又饒富大膽實驗的可能，正是在於它確

確實實地反映了這個時代難以理解的風貌。 

 
 

第一節現代藝術的興亡 
「現代」（modern）一詞，早流行於1870 年，但追溯其源始，

則在西元五世紀末，被用來區分古羅馬異教年代與基督教正式立教後

的紀元，一為「過去」（the past），另一為「現時」（the present）。
「現代」一詞的涵義，雖因時而異，卻往往用以表達一個紀元的自覺

意識，不但聯繫當今的「現時」與遠古的「過去」，更把自己視為從

「過去」過渡到「現時」的結果
2
。在歐洲歷史中，每當「現代」一詞

重新出現之際，便是一個新紀元急欲與過去劃清界線之時。 

 

現代的名詞，實具有「時間上」的意義，一如「文藝復興」一詞，

是特別指十四、十五世紀歐洲文學藝術的復興運動一樣。「現代主義」

也是針對某一時代階段上的特質而言。現代藝術實質上包含有詩歌、

小說、戲劇、音樂、繪畫、雕塑、建築、電影等各項革命運動，而且

還涵蓋了十九世紀末葉以降各地的前衛藝術與思想。在宗教上，現代

主義則用以專指應用科學理論來解釋教義之謂。 

 

「現代主義」（Modernism）此一名詞乃源自於拉丁美洲文學史，是
近代文藝重要運動之一，目的在對抗自然主義與中世紀時期的陳腐而

產生的革新運動。歐洲歷經工業革命之後，整個社會急遽都市化，使

得宗教於先前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漸淹沒在人們日趨高漲的自我

意識中。一股破舊迎新的改革風潮，成為新社會、新希望的寄託，而

這股改革的風潮，使得藝術上出現「現代主義」運動。 

 

現代藝術的起始與現代主義脫離不了關係。「現代主義」在哲學

思想上，可以溯自康得「自我批評」的根基上。此一哲學思想，帶領

出藝術品超越個人情感的美學觀點，使得十九世紀藝術家可以脫離以

往為歌頌教條與權貴的創作，開始各種不同於以往形式的實驗，把自

己定位在「前衛」的路上，力圖在藝術的主題、形式與表現方法上求

新、求變。當然這種「現代藝術」在二十世紀更擴及現代文化的全部

                                                 
2黃文叡〈現代藝術啟示錄〉，藝術家出版社，台北市，2002，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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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藝術史學者艾肯斯（Robert Atkins）把「現代主義」在藝術史上的分
期，大約界定在1860 到1970 年間，並認為「現代主義一詞，是用以
指稱這段時期特有的藝術風格和意識型態。」

31874 年「印象派」
（Impressionism）藝術家，強調藝術的根本目的是以客觀、科學、無
我的精神去記錄自然或客觀的真實經驗，運用速寫（sketchy）的筆法
描繪「當時」日3 
10 
常生活所見的人、事、物，有別於「過去」傳統學院所承襲的古典主

題和畫風。這種在當時具「反傳統」及「呈現當代」的藝術，便可視

為「現代藝術」最早的基本雛形。其次在傳統中所重視的光影效果，

亦由馬奈（ÉdouardManet，1832-83）予以摒棄，而主張繪畫的平面性。
由於此一概念的倡導，馬奈被史家視為現代主義的先趨。再其次者，

就是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因為他倡導「物象還原原理」，
試圖將混亂的萬物，還原成最基本的球型、圓筒、三角形與方形，深

入探討事物本質的「結構」，被稱為現代主義之父。時至美國二十世

紀六0 年代重要的藝評家格林柏格（Clement Greenberg）甚至將「平
面性」（flatness）的表現形式視作是畫作能否被歸類為「現代」作品
的標準

4
。於是1870 年的「印象派繪畫」可以與1950 年帕洛克

（JacksonPollock，1912-56）的「行動繪畫」，因相同具有「平面性」
的表現而被認定有「現代」的特質。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群走在時代

及創作先端的藝術家，他們所秉持的創作理念，為現代藝術中的前衛

（avant-garde）樹立起了典範，時至今日亦是如此。所以我們若是從
現代藝術史學家認定構成現代藝術的三大元素：「真實性」

（ authenticity ）、「原創性」（originality）與「自主性」（autonomy）
中
5
，便不難去找出現代主義建立在「為藝術而藝術」的龐大基礎。為

此，我們有其必要對現代藝術的歷史脈絡進行深入的瞭解。歐洲自

1880 年以降，便淹沒在殖民主義高漲的競賽下，英、德、比利時等

                                                 
3 Robert Atkins 原著黃麗娟譯〈ART SPEAK 藝術開講〉， 

藝術家出版，1996，頁139 。 
4 Clement Greenberg ," Abstract,Representational and So Forth", in Boston,〈Beacon 
Press〉,1961,p.133. 
5 Pam Meecham & Julie Sheldon,〈Morden Art〉,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0,p.1. 



7 

歐洲強權國內更因此而激起高度的民族主義思潮，衝擊歐洲整個文化

的進程。其中尤以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唯物論（Materialism）
的興起，主導了十九世紀後二十年的人文思維。而十九世紀的法國，

經歷大革命與拿破崙的統治，在一連串的政治勢力重組後，不但於政

治與經濟上有傲人的成績，在藝術上更因受到新古典主義

（Neo-Classicism）、浪漫主義（Romanticism）、寫實主義（ Realism ）、
印象派（ Impressionism ）、後期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及新
印象派（Neo-Impressionism）的洗禮，而一路引領風騷。所以當我們
談論現代藝術的同時，不容置疑地就是談論著一部法國現代藝術史。

但這不意謂所有的現代藝術就是法國藝術，只是因為此時期的法國具

備了成就現代藝術該有的文化內涵，不但在藝術詞彙上的揭櫫與引用

上，有著先師的地位，其久經衝擊而練就的文化洞察力，更是自命為

「現代」的藝術家所急欲靠攏的對象。 

 

其中印象派的角色，雖可視做寫實主義的延續，但如以「採納自

然光法而加以現代化的寫實主義」形容之，似乎更為貼切。因不滿印

象派固有的限制，而另闢新徑的後期印象派，其繪畫則表現出強烈自

主性筆法，再加上心理學家佛洛依德（ Sigmund Freud ， 1856-1939 ） 
精神分析理論（Psychoanalysis）的提出，大大地加強象徵主義
（Symbolism）原止於文學的理論基礎，不但圓滿解釋了高更（ Paul 
Gauguin，1848-1903）作品中「原始」和「象徵」元素，更掀起了一
股「原始主義」（Primitivism）的風潮，影響了二十世紀如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和畢卡索（PabloPicasso，1881-1973）作品中的
原始意義。 

 

象徵主義的的創作理念無疑是開啟了法國藝術兩大潮流：強調畫

面結構的立體主義（Cubism）及強調色彩、線條動力的野獸派
（Fauvism）。而隨著立體主義在1907 年的第一次宣言發聲，後期印
象派的勢力便宣告走入歷史。二十世紀的藝術風格仍是延續著十九世

紀後半葉的紛擾，且顯得熱鬧非凡。藝術史家詹森（H.W.Janson）曾
將二十世紀前半期的複雜的藝術風格區分為： 表現

（Expressionism）、抽象（Abstraction）和幻想（Fantasy）等三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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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6
。 
 

在表現方面，最先是野獸派在1905 年於巴黎的首展，正式為二
十世紀的現代藝術揭開序幕。同年在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的年
輕藝術家組成「橋樑畫會」（Die Brucke）也同樣受到野獸派的影響，
並在德國也掀起了表現主義的風潮。 

 

繼野獸派之後， 以俄國畫家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為首的「藍騎士畫會」（Die Blaue Reiter）於1911 年在
德國慕尼黑成立。康丁斯基抽離繪畫中的具體形象並予以簡約化，大

膽創造出「抽象」觀念的原形。 

 

接續野獸派而成為二十世紀現代藝術進展的重要樞紐應屬畢卡索的

「立體主義」。立體主義與野獸派同樣是承襲了十九世紀末後印象派

所強調的平面色塊，以及象徵主義反自然主義的再現手法，還有來自

塞尚後期繪畫的抽象視覺分析。畢卡索完成於1907 年的〈亞威農的
姑娘〉（附圖1），是透過了自身於非洲部落面具上所獲的原始主義
訊息，大膽以「視覺分割」的方式突破平面畫布對三度空間的傳統認

知，完成了在階段上屬於「分析立體主義」（Analytical Cubism）的
作品。在1910 年後，畢卡索與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
開始將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材料如報紙、標籤、繩索等加入「拼貼」

（Collage）的藝術創作， 打破了當時「高藝術」（High Art）傳統的
觀點，重新回到從「大眾文化」的角度來看待藝術。其實早在十九世

紀末的藝術家如庫爾貝（Gustave Courbet，1819-77）和馬奈，在作品
的「主題」便有些部分是直接取自大眾生活，而畢卡索與布拉克只是

把這種擷取日常生活的主題放入媒材中加以呈現而已。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 年爆發，整個歐洲文化受到戰爭的
摧殘，其嚴重程度不亞於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大流行，戰後政治勢力重

新洗牌，首先是俄國在1917 年推翻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 dynasty，
1613-1917）建立一個實踐馬克思主義（Maxism）的共產體制國家；
在義大利則由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於1922 年建立法西斯
（Fascist）政權；而戰後的德國威瑪共和政府（the Weimar Republic），
                                                 
6黃文叡〈現代藝術啟示錄〉，藝術家出版社，台北市，2002，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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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了經濟萎縮、通貨膨脹的壓力，使得納粹主義於1930 年間趁機
興起，加上1936 年西班牙爆發內戰，使得整個歐洲籠罩在一股政經
局勢曖昧不明的氛圍當中，當然這也影響藝術創作藉以成為逃避戰亂

中所造成的殘酷和災難的藉口，這種偏向自我內心關照，帶有「幻想」

的超現實主題，顯然是受到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試圖將人

類潛意識裡的夢境和幻想，以一種非主觀意識控制的形象來表達。基

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夏卡爾（Marc Chagall，
1887-1985）與克利（Paul Klee，1879-1940），便是將藝術視做為一
種符號，然後用這些符號去重組潛意識裡的影像，藉此喚起觀眾對「類

似經驗」的記憶。然而當這種符號式的創作語彙加入了達達主義

（Dadaism）所強調的「機會」理念，這便影響了「超現實主義」的
形成，其中以達利（Salvador Dali，1904-1989）和米羅（Joan Miró，
1893-1984）成為此派的代表畫家。 
 

「達達主義」運動在1916 年由一群漂泊在蘇黎士的文人與藝術
家興起，而「達達主義」的精神就如同「達達」該字是偶然取得的名

稱，並無任何含義。這個運動的目的在宣告所有存在的一切道德或美

學的價值在相較於戰爭所帶來的災難，都變得毫無意義的。但達達主

義並非完全顛覆藝術中的美學價值，在它意圖透過反理性的行為，尋

找到解放的因素，一種向未知挑戰的創造心態。1917 年杜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的作品‹噴泉›（Funtain）（附圖2）便是將一
個陶瓷製的尿盆簽上「R.Mutt」作為他的藝術創作，這種將日持生活
中的物品解構後再創造，重新賦予現成東西新的意義，徹底顛覆了傳

統對藝術創作的思模。 

 

相較於歐陸淪為大戰焦土之際，美國則避開了戰火的摧殘，一躍

成為世界軍事及經濟強國，同時也成了當時歐洲藝術家躲避戰火的

「迦南地」，這使得美國在現代藝術的發展上，反因大戰而成為主導

世界藝術潮流的另一重地，逐漸發展出具自己文化背景的藝術風格。

其中「抽象表現主義」，涵蓋了以帕洛克為首的「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及羅斯科（Mark Rothko，1903-70）的「色域繪畫」（Color-Field 
Painting），堪說是「美國製造」的代表。由於此派大部分藝術家以
紐約為根據地，因此又有「紐約畫派」（New York School）之稱。抽
象表現主義的出現無疑宣告了美國藝術的來臨，對歐洲當時的藝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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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造成不小的衝擊，因為此一時期的歐洲，在藝術上並無等量的創

造力和新觀點可與美國相抗衡。 

 

美國在50 年代，大舉進入歐洲市場，受此番大眾商品文化的影
響，倫敦於1955 年興起「普普藝術」（Pop Art）的潮流。普普藝術
可說是「大眾藝術」（Popular Art），它以商業文化與流行元素為基
本材料，是一種利用大眾影像為內容的表現手法。而在美國本地的普

普藝術發展，則是自抽象表現主義中蛻變而來，並非延續自英國的普

普系統。普普藝術所表現的大眾文化主題，成功的在短期攫取藝壇的

注目，正是戰後這群年輕的藝術家能將都市文明中通俗的題材進行創

作，以最直接、最熟悉的形象，呈現人們所生活的大眾文化真實面貌。 

 

70 年代興起的反抽象表現主義的風潮，造就了「極限藝術」
（Minimal Art）的出現，極限主義是一種簡潔幾何造型的雕刻藝術，
所創造出來的作品像工廠製造出來的成品一樣，力求標準化而且毫無

個性，一反抽象表現主義中的多變形式。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ch，
1878-1935）的「絕對主義」（Supermatism）（附圖3）作品，便是由
簡潔的幾何圖形所構成的。 

 

走過「極限」的年代，現代主義的腳步已漸趨緩，所以當1975 年
「後現代主義」（Post-Modenism）一詞被使用在建築的風格上開始，
藝術便宣告進入到另一個階段，在反叛與繼承中，開啟了「後現代」

藝術的新紀元，而現代藝術也就正式劃下了句點。回顧百餘年來的藝

術現象，由「現代主義」所牽引出的藝術進程，其實在「後現代主義」

中同樣會出現的應該是更為嚴肅的藝術實驗。 

 

 

第二節後現代主義的趨勢動向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藝術風潮，可以說是進入了所謂「後現代」

（Post-Morden）時期。如照「後現代」字面上的解釋，「後」（Post-）
代表的是一種「結束」，而「後現代」便意味著「現代」的結束，然

而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是無法用「風格」來清楚劃分的，他們兩者

之間無論在藝術風格與表現形式上不但涇渭不明，而且有所傳承，只

能大略從時間上的分期做區分，因此一般認為反現代主義的潮流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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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漸漸興起，而進入到80 年代後，「後現代主義」便已經匯聚形
成國際性的大風潮。 

 

「後現代主義」最早產生於建築，大致發生於60 年代中期的建
築。後現代主義認為現代主義過分迷信科學，因此對價值規範產生錯

誤。現代建築常將人對建築的需求置於客體，成為以經濟性與物理性

為其內涵的機能，並將建築的根本建立在物質力量上，忽略了人的主

體性。其次是國際樣式的建築，造成都市的冷漠、單調、視覺經驗欠

缺親和力，結果是人與人之間隔絕孤立，阻斷了與自然、歷史的溝通。

因此後現代的建築藝術便大破以往的建築成規，大膽採用拼貼、湊置

等現代主義的手法，試圖去對抗現代建築的單調面貌。後現代主義建

築的理論，也許可以用羅伯．梵塔利（Robert Venturi）為代表，他摒
棄現代建築的教條，主張建築本體的多樣性，強調本土價值和藝術價

值，並致力於大眾意象的追尋。本來現代主義的產生，正是以質疑的

精神對傳統形式有所不滿，因而追求新的形式。然而由於文化模式的

壟斷，和美學規範的拘囿，以致使得形式的追求，更陷入到枯竭的地 

步。這些都是後現代對現代建築的最大質疑，但這同時也就開啟了後

現代建築的時代來臨。 

 

後現代主義誕生於二次大戰後，存在主義興起，西方傳統的理性

主義與柏拉圖式理想主義均面臨一個正面挑戰與瓦解的時代。影響其

發展的還有「現象學」（Phenomenology），希望透過現象找到事物
的本質，以數理和心理的分析，找出思想的形式內容，並承認事物本

就存有正反兩面的態度，亦就在意識中，達到主客、物我合一的境界。

這與榮格（C.G.Jung）的心理學以及赫塞（Hermann Hesse）的文學中，
反對西方與自然對立的科學文明理論相同，同時它與東方的思想頗為

接近。 

 

後現代主義這個術語首先出現在文學理論著作中，美國文藝批評

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很早就提出這個術語，在他於1930 年
代便已出現的某些文藝批評作品中。而文學理論家邁克．科勒（Michael 
Kohler）在1977 年的著作《後現代主義─一種歷史觀念的概括》一書
中提到這個概念的複雜起源。他提到早在1934 年就有弗雷得里科．
德．奧尼茲（F.Onis）採用了「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o）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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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1942 年達德萊．費茲採用「後現代」（Post-Modern），1947 年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恩比也採用了「後現代」（Post-Modern）這
個術語，但是，他們都沒有對這個詞的實質涵義進行準確的界定。荷

蘭烏特勒支大學教授漢斯．柏頓斯（Hans Bertens）在他的《後現代
世界觀與現代主義的關係》中提到有幾位理論家認為後現代主義是50 
年代美國反文化活動開始的，因而把普普運動作為後現代主義的起源

看待。他們認為後現代主義的實質精神是對傳統的現代主義反動，是

一種「反智性思潮」（anti-intellectural current）。諸如此類，對於後
現代主義的意含、時間概念、發展情況等，都眾說紛紜

7
。許多理論家

都企圖確定「後現代主義」這個術語產生的時間，其中包括加達默爾

（H.G.Gadamer Jacques）、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傅科（Michel 
Foucault）、羅蘭巴特（Loland Barthes）、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李歐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詹姆遜（Fredrie Jameson）、史潘諾斯（William Spanos）等等。看法
各各不同，有些認為後現代主義形成於1960 年代，是伴隨現象學、
分析哲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的衰落，以新解釋學、解構哲學主義

的面貌形成的﹔有些人則認為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與哲學變遷關係不

大，而主要是因為後工業時期造成的社會思潮的變化而形成的﹔有些

人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形成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是以反現代主義的

目的而形成的﹔有些人認為後現代主義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反

對，因此形成於1950 年代，種種如此，不勝枚舉，也沒有定論。而
在文化層次上的後現代主義的時間界定，比較受到大多數理論家肯定

的還是漢斯．伯斯頓，他提出作為文化傾向和社會傾向的後現代主義

有四個階段，即： 

一、1934-1964 年─後現代主義這個術語開始出現和運用。 
二、1965 年之後─後現代主義出現與現代主義精英意識的裂絕。 
三、1972-1976 年─存在主義為中心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出現。 
四、1976-1980 年─後現代主義觀念日趨具有綜合性、包容 
性，因此使用更加廣泛

8
。 

 
 

                                                 
7
王受之〈世界現代美術發展〉，藝術家出版社，台北市，2001，頁131。 

 
8
王受之〈世界現代美術發展〉，藝術家出版社，台北市，2001，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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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後現代藝術的多重面貌 
後現代藝術的繪畫思想，明顯是繼承了「達達主義」與「超現實

主義」的精神，而根植在對現實社會的反映與批判，它同時也批評了

藝術上最重要的表象問題，即在二十世紀以前的藝術，繪畫上的意

象，都可以從圖像上來解釋，從作品的外觀所表達的，便很容易瞭解

其所描繪景象的內容。但是在後現代，所謂內容與形式、客觀與主觀、

理論與創作、分析與表現、比喻與隱義、嚴肅與通俗，在今日已不再

是絕對適用。由於「達達主義」已經將創作與批評、社會與個人問題

加以消解，因此，我們可以把後現代繪畫理論，回溯到達達與超現實

革命當中。它的理論特徵是反形式、珍惜偶然，觀眾直接參與藝術之

中，注重過程、展現和偶發性，講求變化性與混同性。因此，後現代

主義對於混亂、潑辣、放任，顯然是有一份矯情與喜好的氣味。 

 

但如果從後現代藝術運動的表現形式中來看，70 年代末以來，
大多數藝術家和建築師都採用多種傳統，並以一種「任意表現的古典

主義」（Free-Style Classicism）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是一種豐富而廣
闊的形式語言，但也可說將現代主義的因素與較廣闊的經典傳統自由

地連結在一起的一種折衷主義的大雜匯（an eclectic mixture）。 
 

對於藝術創造繪畫性的恢復，是當很多歐洲和美國藝術家在現代

主義逐漸衰退時，後現代藝術開始探索的方向。從1960 年普普運動
以來，藝術創造基本上是一個取消描繪，取消傳統繪畫媒介的過程，

藝術日益變得難與觀眾親近，這種當代藝術的發展趨勢，自然讓人對

舊形式的藝術開始懷念，而逐步出現繪畫性復興的現象。如果從後現

代建築理論中去尋找相同的脈絡，後現代主義建築設計大師羅伯特．

斯因坦（Robert Stern）在的著作《現代經典主義》一書中，將後現代
主義建築劃分為五個大範疇，頗能做為後現代主義中視覺藝術發展的

參考基準
9
： 

一、「遊戲的古典主義」（Ironic Classicism） 
二、「比喻性的古典主義」（Latent Classicism） 
三、「基本古典主義」（Fundamentalist Classicism） 
四、「復古主義」（Canonic Classicism） 

                                                 
9 Robert Stern,〈Modern Classism〉,Rozzoli,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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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代傳統主義」（Modern Classicism） 
 

 

後現代繪畫的形式在這個脈絡下不難發現它具有的幾項特徵： 

 

一、使用寫實的繪畫方式來呈現 
後現代主義藝術與照相寫實主義不同，除去前者是一個具有國際

化的藝術運動外，其實在強調寫實描繪及內容的絕對客觀性這兩點上

是相當一致的。如西班牙後現代主義畫家安東尼奧．羅佩茲－賈西亞

（Antonio Lopez-Garcia，1936-）在1968 年畫的水槽中的一堆濕淋淋
的衣服，名為〈水裡待洗的衣服〉的作品（Clothing in Water）（附圖
4），便是以寫實的繪畫技巧去描繪瑣碎、片段的、無關緊要的題材，
清楚呈現出當代生活零散、不完整的面貌，同樣在美國的照相寫實畫

家中，亦可見到如此客觀，並且帶有對現代社會的批判，而這是後現

代主義追求的內在精神實質。 

 

二、應用傳統技法表現具宗教的、傳說的題材 
後現代主義繪畫的另一個特徵是通過傳統的技法來描繪古老的

主題，這包含利用古典的方式來傳達某種復古或者是懷舊的動機，這

種略為不清晰的、含糊其詞的表現方式，隱隱約約地表現出某些現代

人追憶過往的曖昧情愫。如果以愛德華．施密特（Edward Schmidt）
在1993年的作品〈夜曲〉（Noctune）（附圖5）來看，作者顯然以古
典的技法、古典的題材和氣氛，企圖要擺脫現代化社會，畫面中裸體

男女安寧地沉睡模樣，似乎是對後工業化時代的某種諷刺。採用古典

形式去表現對後工業化社會的反對立場或看法，特別是具有一種寧靜

外表下的憤怒或者不滿的對立衝突，這在後現代主義藝術中是相當常

見的表現手法。 

 

後現代主義藝術中亦有完全復古或仿古主義之流者如彼得．薩利

（Peter Saari），它採用完全復古的創作方式，製造出一塊與古羅馬
出土的壁畫一模一樣的仿古壁畫殘片，體現了藝術家對那個消失的久

遠年代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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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現代主義的刻意嘲諷 
後現代主義藝術家中，有不少是採用紮紮實實的技巧去描繪毫無

人情味的靜物或人物，他們排除複雜的透視，採用橫向排列的單調方

式來體現客觀性，而這種排列和描繪內容，卻是對現代主義與後工業

化時代、後現代化時代的最大諷刺。以威廉．巴利（William Balley）
1993 年的油畫作品〈普拉脫〉（Prato）（附圖6）與希德萊．古德曼
（Sidney Goodman）的作品〈五人肖像〉（Portait of Five Figures）（附
圖7）為例，均是對所描繪的對象採用中性、絕對客觀的方式進行，
視覺上出現寧靜、脫離、隔閡的特徵，但是卻能呈現強烈反現代主義

的主觀立場。 

 

後現代主義的反形式、反嚴謹、一派輕率玩弄的態度，遭到部分

學者的激烈排斥。詹姆森（Fredric Jameson）便認為後現代的特點是
一種「新的平淡感」，換句話說，就是欠缺深度的一種「淺薄」。在

後現代繪畫或是建築中，人們都可以體驗到這種平淡感；在文學的領

域如「新小說」，它是片段的材料，也是破碎的、永遠不能形成某種

最終的解決，只能在永久的現在的閱讀經驗中，給人一種移動和結合

的不定感﹔在後現代音樂中，也是沒有時間感的調子的統一，或奏鳴

曲的形式。 

 

現代主義作品的混亂和放任，由於喪失了邏輯的連繫，這種新的

體驗─新的平淡感頗難使觀眾或是聽者把握藝術家的原意﹔我們至

少可以認為它阻礙了作品有機的統一，故喪失其深度。換言之，後現

代的作品似乎不再提供任何現代主義般經典作品，能以不同的方式，

在人們心中激起意義和經驗。 

 

上述是後現代被非議的一個典型例子，後現代主義涉及各方思想

甚廣，目前許多核心問題仍然在熱烈爭論之中。然而，後現代主義畢

竟是產生了，而他的發生自有它的環境何背景因素，亦即二次大戰後

整個世界政治和社會都改變了，人們不得不重新探索並採取突破，否

則將無法繼續滋長和茁壯的。時至今日，我們面對後現代藝術，就須

一如我們當年接受現代主義一樣，首要之務便是摒除偏見，然後才能

去接近它、了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