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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歐迪隆‧荷東的裝飾繪畫 

1890年代是荷東藝術生涯的轉折點，荷東揮別「黑色」（Noir）時期的炭筆創作，

轉而使用多彩的粉彩與油畫。相較於前者濃厚的象徵主義文學性與沉重晦暗的色

調，荷東在色彩上的初試啼聲顯得大膽強烈，濃重的非自然色彩、抽象空間與朦

朧的型態，與前期風格截然不同。在荷東實驗色彩的過程中，其裝飾的質性已逐

漸醞釀成形，從用色的理念、空間、繪畫語彙、甚至題材，均出現新的詮釋，為

其後的觸及裝飾藝術埋下伏筆。1900 年代之初，荷東完成鐸梅西男爵委託的十

八幅裝飾鑲版的個人創舉後，正式開啟畫家全新的創作視野，揮發出荷東前所未

見的裝飾潛能。而 1890至 1910年間荷東參與公開展覽的歷程、裝飾藝術的迴響、

以及和那比派藝術家的互動，均可顯見荷東於藝術關注點的演變，直接間接地引

領荷東涉足裝飾藝術的領域。 

第一節  荷東裝飾風格的萌芽 

由於荷東的藝術本身所具之複雜性格，藝術史中少有將荷東的作品歸類於

「裝飾藝術」（Art décoratif）的脈絡中探討，歷代圖錄中亦出現不少歧異，裝飾

作品難有固定的分際標準。1畫家晚期作品的兼容線性與繪畫性、文學性與裝飾

性、現實與幻想，以及特有的神秘氛圍，難以單純地被劃歸於裝飾的領域。一般

而言，所謂「純裝飾性」的作品專指荷東在贊助者的委託下所製作的「裝飾藝術

品」，如牆面的裝飾畫板（panel）、摺疊屏風（folding screen）、家具的織面設計、

壁畫等。此類的作品在主題內容、色調處理、與媒材上均與荷東一般的粉彩及油

畫不盡相同。然而荷東裝飾創作語彙的建立，是築基於色彩創作的過程之中，伴

隨著荷東在裝飾領域的探索與發展，1900 年以後荷東的彩作不可避免地與其自

                                                 
1 荷東最新的指標性四大冊圖錄 Odilon Redon, catalogue raisonné de l'œuvre peint et dessiné 
(Paris：Wildenstein Institute, 1992-1998) 中，裝飾藝術的部份亦出現闕漏，有些則併入其他的分
類中，但仍與其他早期的圖錄在裝飾作品的選擇上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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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裝飾理念有所交集，尤其經過當代裝飾藝術風潮的洗禮後，其粉彩與油畫的

裝飾質性更加明顯，裝飾性成為荷東藝術生命最後顛峰的標記。2因此荷東裝飾

徵象的形塑與特色，從 1890至 1900年代間的作品中均可觀察出其質性，是研究

的首要的著手之處。 

色彩的迸發 

1899 年荷東最後一套石版畫集《啟示錄》（L’Apocalypse）的出版，可說是

荷東正式與炭筆畫分道揚鑣的象徵界線，自此荷東近乎全然投入色彩斑斕的粉

彩、油畫創作，沉浸在微妙的色調變化與豐富的融合效果，籠罩著荷東生命與創

作的黑色已遠離而去。31902年在給法布耶（M. Fabre）的信中，荷東肯定明確

地坦承自己已與炭筆決裂，他已「不可能」再畫出過去黑白時期對闇夜夢魘的共

鳴，那種對黑暗面的敏銳感觸已轉變為對光明面的賦彩頌歌。4事實上，在「黑

色」時期荷東並非完全與色彩絕緣，荷東死後其家屬在整理其遺作之際，便發掘

出荷東許多未曾公開的早期風景畫習作，以油畫顏料描繪鄉野農莊的景緻，獨特

的色彩呈現空靈沉靜的氛圍，已然透露荷東對色彩使用的敏感度（圖 1-1）。1870

年代，荷東首度嘗試在舊有的炭筆畫上覆以色粉，結合慣用的圖像題材作為實驗

色彩的練習，從小心翼翼的、些微的薄敷到大膽而稠密的對比色塊並陳，荷東逐

漸對色彩的駕馭收放自如（圖 1-2,1-3）。1880年代後，荷東便直接以粉彩作畫，

愈發掌握粉質肌理與混色、疊色的特質，將此媒材發揮到極致。粉彩與紙材紋理

的輕重摩挲所營造出調子的細緻變化，近似於炭筆的質感，是荷東熟悉的創作經

驗，但荷東並未把色彩僅視為增加視覺真實或描摹自然的繪畫元素，而是發掘出

色彩本身的暗示性力量。尤其是 1890年以降，色彩的表現性逐漸凌駕主題的敘

                                                 
2 荷東在觸及裝飾創作之後，許多晚期的小型粉彩、油畫作品亦呈現濃重的裝飾風味，有些作品
亦曾被圖錄歸類於裝飾作品之列，使得荷東裝飾作品的定義大為擴張。 
3 “I am now increasingly letting go of black…How different color is; I am making pastel…this 
pleasant material, which calms me and brings me joy.” Redon to Emile Bernard, 14 April 1895,引自
Douglas W. Druick ed., Odilon Redon：prince of dreams,1840-1916 (Chicago:1994) , p.283. 
4 “J’ai voulu faire un fusain comme autrfois, impossible. C’était une rupture avec le charbon.” Lettre 
de Redon à Fabre (21 juillet 1902), Lettres d’Odilon Redon (Paris:1923) ,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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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與文學性，擺脫了圖像語彙的禁錮與再現自然的功能，色彩便成為作品中主

要而純然的觸知對象。一如 1899 年封丹納（André Fontainas）在觀賞荷東的近

作後，極其讚嘆其色調鋪陳，似乎不再執迷於追究圖像呈現的神秘感： 

豐富而多變的輝煌金色、許多層次的天空藍、和最為精巧的色調以敏 

銳而聰慧的品味鋪陳並置，這些粉彩系列首先使人駐足而受吸引。5 

而身為色彩主義者重要代表的席涅克（Paul Signac）亦極推崇荷東「靈敏的色彩

並置」（ingénieuses dispositions chromatiques），即使其中包含著文學的意涵，他

仍認為這是荷東藉由奇異的物象「以攫取無法預期的效果、並隨心所欲地自由

安排他的色彩」。6 

誠然，荷東粉彩與油畫作品中繽紛撩亂的色彩並置與豐富輝煌的明亮調子極

富裝飾性，荷東卻鮮少提及這方面的理念，而僅以「和諧」作為色彩創作的標的。

但在此理想的前提下，荷東卻選擇使用濃重的非自然色彩如橘、藍、黃、紫等補

色以相當的比例同時並置，並藉由消弱空間的暗示使觀者全然融入強烈的色彩感

官之中（圖 1-4）。荷東對色彩凌駕一切的關注顯然是受到德拉克窪（Delacroix）

作品的啟示，他曾給予德拉克窪於羅浮宮阿波羅畫廊的天頂壁畫（圖 1-5）極高

的評價： 

這件作品是如此地有力、強烈，因為它是新穎的，整體如首詩、如首 

交響樂。區分各個神祇的象徵顯得無謂，因為色彩已適當地陳述了所 

有的東西。其他為了維持說明性的傳統亦是多餘。7 

                                                 
5 “With rich and varied éclat of golds, many-toned azure blues, and the finest of colored toned placed 
side by side with an astute, educated tastes, a series of his pastels, first of all, stops and charms 
one. ”André Fontainas, “Art moderne” Le Mercure de France (janvier 1899）, p.237. Quoted in Druick, 
op. cit., p.286. 
6 “…ingénieuses dispositions chromatiques...dans lesquels des tas de gens voient de la littérature, 
tandis qu’il ne (lui) semble rechercher l’étrange que pour avoir l’imprévu et être libre de manier les 
teintes à son gré.” Paul Signac, journal entry, 15 Mar. 1899, in John Rewald, “Extraits du journal inédit 
de Paul Signac” Gazzette des beaux-arts (juillet-août 1953), p.46.  
7 “This work is so powerful, so strong because it is new, a whole poem, a symphony. The attribute 
which defines each god becomes useless, so much does the color undertake to say everything and to 
say it properly; the rest of tradition that he still maintains for clarification is redundant.”見荷東對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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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東的評論同時提出對色彩「音樂性」表現的嚮往。荷東本身即是一位音樂愛好

者，不只一次地把繪畫創作與音樂作比較，更曾經指明其「暗示性的藝術」是建

立在音樂的觸發上，強調如音階般的色彩表現。8因此許多當代的藝評家亦以音

樂的「韻律」或「和諧」作為強調荷東晚期色彩表現性的專用語彙，巧妙處理配

置的色彩可等同於音符般，創造出飽含情感波動與聯想的作品。1908 年在描述

「窗」（圖 1-6）一作時他強調： 

（畫中）所有的東西都是不確定的、模糊的。沒有任何特定的指涉、 

僅是暗示性的。唯一清楚的就是和諧色彩的追求，概括地呈現清澈如 

音樂般的色調。9 

荷東所呈現之飄渺不定的色霧、亦或是近似玻璃花窗般透光卻強烈的色彩，均取

代「黑色」的奇詭圖像成為引發荷東作品神秘特質的來源。荷東在過去對陰影、

黑暗面的專注，已轉移至對色彩與光之精神性的嚮往。10是以晚期荷東對色彩的

倚重不言而喻，即使裝飾性雖僅是荷東追求色彩和諧與新風格試驗的結果而非最

終目的，但在荷東持續地創作發展中，這項特質卻成為其後藝術生命中極為關鍵

性的轉捩點。荷東於 1894年寫到， 

色彩……導引我朝向某種不同而新穎的事物。然而我無法解釋我的意 

圖，沒有人能預知明日的藝術。11 

                                                                                                                                            
克窪的評論，Odilon Redon, To Myself (New York : George Braziller , 1986), p.145荷東亦在接續的
文中論及色彩並置的理論。Redon, ibid., pp.147-49 
8 荷東以音樂來解釋繪畫的暗示性： “Cet art suggestif, disait-il, est tout entire dans l’art de la 
musique, plus librement, radieusement.” Odilon Redon, A Soi-Même (Paris 1961), p.27；荷東曾言明色
彩音階性的追求 “…trouvée résumée les tons clairs, ton musique majeur” Redon à G. Frizeau, 8 
janvier 1908；當代評論家以音樂性評論荷東的畫，見 Druick, op. cit., pp.298-99. 
9 “Tout cela est imprecise, gauchement indiqué, ne signifie rien, semble equivoque. Il n’y a d’evident 
qu’une recherché d’harmonie chromatique, trouvée résumée les tons clairs, ton musique majeur.” 
Redon à G. Frizeau, 8 janvier 1908, quoted in R. Bacou,“La Décoration d'Odilon Redon pour le 
Château de Domecy”La Revue du Louvre et des Musees de France, v. 42 (June 1992), p.52. 
10 相對於當代印象主義畫家於光與色彩的科學性分析，荷東意圖藉由色彩的暗示性力量再現光
的精神性。荷東在此的堅持牽涉到他長久與神秘主義與神智學運動的連結，見Maryanne Stevens, 
“Redon’s artistic and critical position” ,in Druick, op. cit., p.284. 
11 “Colours…sway me towards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new, yet I could not speak to you of my 
projects—one doesn’t know the art of tomorrow.” Odilon Redon, “Confidences d’artiste” Lettre à E. 
Picard, 引自Michael Wilson, Nature and Imagination: The Work of Odilon Redon (New York : D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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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確實成為荷東擴展其元生幻象的新媒材，並營造出更具夢境氛圍的視覺表

現，提供更多創作的可能性。12即便在部分裝飾畫中強烈對比色的並置為柔和的

統調所取代，細膩鋪陳的微妙色調仍顯見荷東對色彩敏銳的表現性與暗示性，依

然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平面性的空間 

在「黑色」創作晚期的 1880年代，荷東便逐漸摒棄立體空間的詮釋，藉由

白、灰、與黑色調營造出天鵝絨般豐富的質感與色調，形成奇詭難解的次元結構。

隨後因色彩的介入，荷東以高反差色彩的並置或是繽紛的混色鋪陳出強烈卻難以

言明的想像空間，形成無限蔓延的渾沌之界（圖 1-7）。荷東全然捨去了過去分

割畫面的手法、縮減空間的深度與層次，逐漸地，擠壓的空間整合而為一，形體

亦經由荷東的演譯與轉化，形成趨近平面而兼具裝飾性的圖樣。失去了明確的

前、後景之別，與遠近透視的手法，畫面成為色塊所組成的暗示性空間，呈現裝

飾性的構成。然而這並非只是呆板色塊的並陳，荷東以顫動柔軟的筆觸呈現粉彩

霧狀的濃淡層次，以渦狀線條的變化營造空氣的流動，使畫面未曾有過於凝滯的

死寂，反而具有一種無重力的、自由的空間感。觀者所佔據的平面似乎也被抹去，

與畫中虛無的人影般一同被包圍在多彩的雲煙中。當代對日本版畫的風行以及友

人高更的原始藝術均可能影響荷東平面空間的呈現，但荷東卻在同時間達到個人

風格的完熟。 

荷東在裝飾畫的空間處理上，亦延續彩作的平面性，但在進一步去除強烈色

彩的並置，而施以統調後，畫面空間反而更加渾沌虛幻，使荷東「似抽象」的形

式與背景空間融於一體，形成和諧的韻調，主客體之分際無以名狀，觀者亦難以

從畫面捕捉到確切之實質空間的徵象。荷東曾言明裝飾畫應為一種「暗示性的繪

                                                                                                                                            
Plume ,1978), p.54. 
12 荷東 1900年以後色彩的表現性亦有所變化及實驗性的嘗試，從裝飾畫的統調、瓶花的保守色
與非自然色的交替、到晚期的綜合性風格，均是荷東多樣的創作呈現。最激進的是受高更影響

的《伊特拉士坎花瓶》(The Etruscan Vase, 1912, 圖 1-6.1)，是荷東少數原始風味色系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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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表面」（suggestive painted surface）--既為裝飾牆面的繪畫，便須與牆為融為一

體，強調其平面性質。13因此荷東許多裝飾鑲板呈現出「均勻遍佈」（all-over）

的形式。透視空間的消匿使得荷東能更自由的放縱想像，而那些缺乏堅實輪廓勾

勒的物象，在這不確定的異次元中，亦漂浮流動於色彩韻律所組成的、未定形的

空間結構裡，載浮載沉、忽隱忽現。因此在缺乏統一視點的情況下，整幅畫橫放

直立均可適應視覺的平衡（圖 l-8,1-9）。藉由色調的細膩變化與肌理的濃疏相間，

景深雖狹宰，卻如同懸浮的海市蜃樓般難以判定任何虛假真實或遠近，形成更近

似幻覺的視覺印象。 

因此，相對於友人高更、德尼以色彩所拼貼出之缺乏空氣感的圖案化平面，

荷東壓縮的空間並非是毫無層次的色塊並置，而是以和諧的色彩集錦將原先客觀

描繪的實體更加融入背景中，呈現出趨於平面卻微妙變動的空間，是仍具生命動

力的、涵容空氣、溼度、與光輝的夢境寫實，無限深度與二次元的繪畫平面不可

思議的並存，提供無限的想像與可能性。 

阿拉伯紋飾（Arabesque）與雲紋圖樣 

「此刻，我發現我對阿拉伯紋飾的熱中。線條再次宣示其存在、其必 

要性、以及隱喻性。」14 

1894 年，荷東再次知覺到線性表現在其彩色創作中漸增的重要性。類同於空間

的轉換，荷東畫中的形體亦自三次元的立體塑像，演變成平面化的形式，到最後

具裝飾性的簡化圖樣。在早期的素描中，荷東便充分掌握線條的利用，因而即使

晚期色彩的納入，線條仍是他不可忽視的創作元素之一。1880 年代晚期，荷東

逐漸捨去早期線條形塑與再現的功能，而以波狀的迴旋紋路呈現深具情緒張力的

                                                 
13 荷東在裝飾畫的平面性上有其堅持，「暗示性繪畫表面」一詞出自 letter from Redon to Gabriel 
Frizeau,27 July 1909.引自 Druick, op. cit., p.309.荷東認為應以“暗示性”取代“音樂性”作為裝
飾畫的準則，裝飾應為建築之背景而非主角。 “…decorative painting which your friend calls 
‘musical painting’…it would be better to designate: suggestive, moral surface.” See Redon, To Myself, 
p.92. 
14 “I perceive at this moment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arabesque. The line reclaims its positio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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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如《死亡：我的嘲弄席捲一切》（Death: “My irony surpasses all others”,圖

1-10）一作中似火炎般的線條，即為荷東嘗試表現性線條的代表。19 世紀末之

際，阿拉伯紋飾的利用併合裝飾藝術的再興而蔚為風尚，成為前衛藝術

（avant-garde）創作常用的視覺呈現手法，荷東在此漩渦狀的狂放線條亦是對這

當代潮流的呼應。15由於阿拉伯的紋飾變態自植物形式，不難理解荷東對此渦狀

曲線的採用，因荷東本身對自然花卉草木的描繪，便極重植物莖、葉紋路的流暢

線條（圖 1-11），爾後演變為抽象性的曲線或暗示性的勾勒，即是其創作潛能自

然演化的結果。16談及阿拉伯紋飾的使用，荷東說到： 

想像阿拉伯紋飾或多變的曲線非在平面，而是在空間中展開。以此供 

給靈魂予無盡而未定邊界的天空；想像以線條的遊戲映照或結合最歧 

異的元素……阿拉伯紋飾的旋律，我相信這影響反應自觀者的心境， 

並將激發出或大或小的暗示性幻象。17 

荷東使用阿拉伯紋飾的裝飾質性，明顯呈現在鐸梅西的裝飾鑲版畫中。耀眼卻虛

無的花葉嫩枝迂迴游移，螺旋動態的線條深具表現性與隱喻，不受拘束地穿梭迴

轉於無止境的空間之中（圖 1-12）。極具生命力的線條彷彿再生的植物藤蔓或枝

椏，而非制式化的、被固定住的紋飾。其後，荷東的織毯設計亦不可避免地用到

大量、卻更多元的阿拉伯紋飾，並直接從其根源--波斯或伊斯蘭藝術--得到啟發，

                                                                                                                                            
necessity, its implications.” Letter from Redon to E. Picard, 1894 , p.26引自 Druick, op. cit., p.236. 
15  除了新藝術運動，那比畫派及高更、梵谷等均有採用阿拉伯紋飾風格的特徵。Claude 
Roger-Marx於 1892年對那比派展覽的評論： “With artist (Vuillard) who are keen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line, of the effect of arabesque…decorative art can expect to go far.” quoted in 
Roger-Marx, Vuillard：His Life and Work, trans. E.B. D’Auvergne (London：Paul Elek,1946), p.205. 
16 荷東的線條可說是啟發自自然萬物的肌理、紋路。“He absorbed whatever came his way：the 
texture of old stones, the arabesque of a leaf, the fleeting forms of clouds…” quoted in John Rewald, 
Odilon Redon, Gustave Moreau , Rodolphe Bresdin, (New York :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61), 
p.10. 此外，荷東對蛇（serpent）的描繪在晚期亦成為暗示性的曲線。 
17 “Imaginez des arabesques ou meanders variés, se déroulant, non sur un plan, mais dans l’wspace, 
avec tout ce que fourniront pour l’esprit les marges profondes et indéterminées du ciel；imaginez le jeu 
de leurs lignes projetées et combines avec les elements les plus divers…dans un jeu d’arabesque, où, je 
crois bien, l’action qui en dérivera dans l’esprit du spectateur l’incitera à des fictions dont les 
significations seront grandes ou petites.” See Redon, A Soi-Même,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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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轉換至具個人風格的裝飾語彙。18 

另一方面，當粉彩的使用更加圓熟精鍊之後，荷東並未被他已臻至極致的線

性表現所束縛，而是以新的媒材創造出新的質感，一種如珍珠般柔和、暈染的色

澤與更細緻的光影。而為了達到二次元畫面中豐富的肌理及色彩表現，荷東以明

亮的色彩斷續點綴在較暗的底色上，在逐漸地擴展原本包覆在形體邊緣的阿拉伯

紋飾後，勾勒的線性紋路變成獨立的、繪畫性的表現，成為營造整體空間動勢與

氛圍的一部份，甚至凌駕主體的形式（圖 1-13）。荷東說道： 

所有的輪廓無疑地均可以是一種抽象⋯⋯所能見到的只是表現性，一 

種勝過形式的情感擴張。19 

結合過去素描的經驗，荷東驚人地將傳統線性的阿拉伯紋飾轉變成如漣漪般或絲

綢上迂迴閃亮的「雲紋」（moire），散流飄游於虛構的空間中，構成豐富多樣的

色調與空間層次，類似幾何紋理、極簡化的型態，使得荷東異次元的虛幻世界更

加不可思議（圖 1-14）。 

因此荷東點狀綴飾的雲紋圖樣可說是裝飾作品中獨具的特色。為了裝飾畫面

的和諧性，荷東以統調的鋪陳代替強烈色彩的並置，因而這種紋樣的使用讓畫面

在減少了色彩的多樣性後，成為豐富空間暗示性與情感表現的重要元素。這項特

質一方面或因得自於棒狀粉彩筆的運用，極易於呈現點狀的樣式20；另一方面，

這種色斑紋樣主要應脫胎自荷東漸趨抽象化的幻想花卉與草葉。荷東早期在描繪

植物時便偏好表現飄逸、細碎的點狀花瓣、嫩葉（圖 1-11），這種源自素描筆法

豐富樣式在荷東裝飾創作轉換為更抽象性的表現，點狀的紋飾可構成想像的花朵

或奇異的型態（圖 1-15）、亦可單純作為點綴空間的抽象元素，共同構築出迷幻

                                                 
18 荷東曾親至富藏東方美術品的里昂織品美術館參觀，驚嘆於拜占庭與波斯織毯的華美。見
Redon to Waltner, 12 April 1910, Lettres d’Odilon Redon, p.91. 
19 “tout contour étant sans doute une abstraction…ne voyait que l’expression, que l’expansion du 
sentiment triumphant des formes.” Redon, A Soi-Même, p.22. 
20 荷東對德加 (Degas) 的粉彩讚賞有加，見 Redon, To myself, pp.79-80,134-5.荷東亦可能自其作
品得到靈感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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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富麗的景緻（圖 1-16）。21阿拉伯紋飾與色斑點綴的雲紋圖樣這兩樣裝飾特質，

在荷東完成鐸梅西鑲版的委託後，大量出現在其彩作中，無論是油畫或粉彩，肖

像畫或神話題材，荷東 1900至 1912年間的創作大多可見這兩種裝飾性的抽象表

現，並有逐漸併合的之勢。貝賀傑（Berger）在《幻象與色彩》一書中曾指出荷

東彩作中散佈的流動性紋樣具有「斑點派的元素」（Tachist elements），避開了裝

飾藝術極易跌落至客觀主義、再現真實與插圖化陷阱的危險。22 

主題的移轉：自然、花卉與神話 

荷東雖在晚期彩作仍納入許多早期宗教、文學的主題與圖像，如異教神祇、

窗景、聖者等，但在色彩激發出荷東抽象與情感的表現性後，主題變得僅是刺激

想像或解放形式創作的託辭。荷東畫中原本強烈的敘述性急速縮減，即便是承繼

早期神秘意含的圖像，荷東亦拒絕再為其中的象徵意義作解釋，而著重於想像所

激發出的絢爛色彩與抽象性（圖 1-17,1-18）。在踏出裝飾性的第一步後，自然，

再度成為荷東創作的主要焦距。事實上自然一直是荷東靈感的泉源與精神的寄

託，自幼年因病偏居梅鐸（Médoc）鄉下之際，荷東便在探索自然之美與靈性中

忘卻備受家人忽視的寂寥與孤獨。於 1860 年代結識的好友--植物學家克拉弗

（Armand Clavaud），則引介荷東了解何謂自然「和諧的宇宙觀」，並藉由文學和

藝術領悟自然界永恆的「精神」（spirit），更堅定了荷東一生對自然的尊敬與喜

愛23。荷東晚期的作品可說是全然解放於自然的靈性魅力之中，但荷東絕非純然

的摹寫再現自然，而是以最為卑小細膩的花草樹石為精髓涵容自然之整體，並結

合神話、哲學與心靈的寄託，以呈現自然的本質與和諧之精神，同時賦予荷東無

限的靈感與想像： 

在竭力地精密描摹一顆鵝卵石、一片草葉、一隻手、一張側臉、或是 

                                                 
21 柯賀（Corot）對荷東繪畫的影響，尤其是樹的形式筆法，見 Stephen F. Eisenman, The Temptation 
of Saint Redo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pp.27-34. 
22 Klaus Berger, Odilon Redon : fantasy and colour (New York：McGraw-Hill, 1965), p46.貝爾格甚
至提出荷東比莫內的睡蓮早一步呈現斑點派的源頭。 
23 Eisenman, op. cit.,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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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生物或無機物後，我感到一股精神的沸騰。因而我必須創作， 

讓自己投入想像的再現中。自然，……成為我的泉源、酵母、與酵素。24 

荷東早在「黑色」時期便喜好描繪枝葉扶疏、花瓣點綴的圖樣（圖 1-19），

進入彩作時期，結合繽紛色調的花葉顯得更加夢幻富麗。1896 年《神秘對話》

（Mystical Conversation,圖 1-20）一作可說是荷東彩色幻想花卉最初、卻極為成

功的表現之一。荷東以豐富的色調點綴出飄零於空中或地面的花瓣，恍若繁花佈

成的織錦，部分不經意的勾勒則浮現出似真似幻的想像之花。即便是天上的粉色

雲彩，亦神似櫻花怒綻般的景緻。此畫或許激發鐸梅西男爵提出大型裝飾委託的

構想，並透露出荷東抽象化植物樣式建立的徵兆，以及嘗試裝飾性創作的意圖。

25而在荷東完成鐸梅西的委託後，極佳的評價使得這項全新的題材—幻想的花

卉—成為荷東往後十年間樂此不疲的創作材料。26 

荷東 1900年以後的花卉題材，尤其瓶花，是可說是徘徊於自然的真實呈現

與魔術般幻覺寫真的面貌中，形成荷東似乎與「客觀主義和解」的趨向。然而事

實上，如同自然對荷東而言並非描摹的對象，而是靈感的泉源，花卉亦是荷東經

過回憶與想像的焠煉而凝結的結晶，因此荷東的花才會具有抽象的質性，才能給

予觀者夢般非現實的印象。（圖 1-21）因而當荷蘭贊助者伻傑的夫人為荷東的花

卉作品命名為《幻象》（Vision）時，荷東極其感謝這少有的知音能理解他作品

中所蘊含之純粹的意義。27大部分對荷東向自然主義低頭的誤解，多是因為無法

                                                 
24 “Après un effort pour copier minutieusement un caillou, un brin d’herbe, une main, un profil ou 
toute autre chose de la vie vivant ou inorganique, je sens une ebullition mentale venir, j’ai alors besoin 
de créer, de me laisser aller à la representation de l’imaginaire. Nature,…devient ma fontaine, mon 
levain, et mon ferment.” Redon, A Soi-Même, p28-29. 
25鐸梅西男爵於 1897 年買得這幅畫，同年提出裝飾城堡餐廳的想法，但此時荷東仍忙於償還家
族的負債，分身乏術，直到 1900年時才著手進行這項關乎其藝術生涯的大型委託。鐸梅西提案
的時間點見 R. Bacou, “La Décoration d'Odilon Redon pour le Château de Domecy” (1992), p.43. 
26 荷東完成這項巨作後，獲得極大的自信與成就感，隨即在 1902年又接到蕭頌夫人、1903年桑
榭賀、1904 年西絲堤雅公主等人的裝飾委託，儼然在荷東的贊助圈燃起一股風潮。這種裝飾性
的抽象植物亦影響荷東小型的彩作，形成荷東往後十年間創作的主軸。 
27 “I know of nothing that gave me such pleasure as your appreciation for these simple flowers 
breathing in their vases.” Letter to Mm. Bonger, Mar. 1902, quoted in Roseline Bacou, Odilon 
Redon :Pastel (New York : G. Braziller, 1987),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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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荷東已疏離象徵主義，拋棄了他奇詭而超現實的圖像，而趨於討喜的花卉創

作。28但荷東從未放棄精神性與幻想的創作堅持，荷東明確地指出其花卉是「再

現」與「回憶」的綜合體，是「由靈性所耙耕出之藝術本身的靈魂、現實美好的

本質」。29因而想像的昇華，便成為追求靈性的媒介： 

在練習和為了生計而畫畫時，我經常將再現所見實物外貌的偶然減到 

最低，但那仍使我難過且不滿。隔天，當我用其他資源，亦即想像， 

掩蓋過形式的回憶時，我是安心而滿足的。30 

因此對荷東而言，花卉並非是描摹的對象，亦或創作裝飾圖樣的元素，而是用以

引發無意識的想像或再現夢境的素材，一如荷東曾在日記中所引述的，花卉可將

「視覺的面向涵容於得以引發思想的整體印象中」。31對自然花草的熟悉使他可

無拘束地自由變換形體直至抽象的樣態（圖 1-22），或僅是以「花瓣般的筆觸」

層層點綴、編織出想像的花草，在二次元的無重力空間中飄揚，擴展綿延如夢幻

的花圃織毯（圖 1-8）。32 

另一方面，1908 年前後，正值荷東裝飾創作高峰，荷東開始創作神話性的

題材。經歷過了不少大型裝飾委託的挑戰，荷東更自由地發揮其創作潛能，不再

因為沒有受過正統繪畫訓練而畏縮，而進一步嘗試傳統史詩般的神話題材，但同

時也顯現荷東開始將其抽象的裝飾語彙及想像與傳統的視覺圖像結合。荷東首先

嘗試「阿波羅戰車」的題材，是直接從其企慕已久的、德拉克漥於羅浮宮的巨作

                                                 
28 對荷東晚期創作負面的批評見 Druick, op. cit., pp.323-4；Eisenman, op. cit., p.242，或 Julius 
Meier-Graef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being a contribution to a new system of aesthetics 
(New York：G.P. Putnam’s son’s, 1908) ,vol.2, p.102 
29 “Fleurs venues au confluent de deux rivages, celui de la représentation, celui de souvenir. C’est la 
terre de l’art même, la bonne terre du reel, hersée et labourée par l’esprit. ” Redon, A Soi-Même, p.120. 
30 “J’ai bien des fois, par exercice et pour ma nourriture peiné devant l’objet jusqi’aux menus 
accidents de son apparence visuelle; mais la journée me laissait triste dans un inassouvissement. Et je 
laissais , le lendemain couler l’autre source, celle de l’imagination par le rappel des forms, et j’étais 
alors rassuré et apaisé.” Redon, ibid., p.120 
31 “Flowers…subjecting the visual aspect to the overall impression which has captured thought.” 
Redon, To Myself, p.99. 
32 “taches fleuries” see Charles Morice, “Revue du mois：Pastels et peinture de M. Odilon Redon” Le 
Mercure de France (Avril. 1903), p.239, quoted in Wildenstein, op. cit.,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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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靈感，但荷東顯然較偏好戰馬的描繪，或因類同於 1900年代初期的《飛馬》

系列，荷東對此神話意象並不陌生，並常用於裝飾畫中。例如 1904年的《神話

幻象》（Mythological Fantasy，圖 1-23）及 1908年的《紅色屏風》（Red Screen，

圖 1-24），均是荷東以神話激發抽象空間表現性的代表作。而除了粉彩或油畫的

小品，「阿波羅戰車」的題材亦在荷東歷史性巨作--楓浮瓦修道院的壁畫中呈現，

為荷東來去黑白與彩色時期、穿梭現實與幻象的最終傑作。33雖然荷東在採納神

話題材之際有傾向再現真實的嫌疑，但是觀察荷東的作品，他並沒有花費功夫在

固有理想圖像的描繪上，如飛馬、女神等，經常以同樣的姿態呈現，或是僅以粗

略的輪廓交代。但藉由這些熟悉而既有的元素，荷東反而更能專注於大型裝飾空

間的構成，完全投注於自然幻象的創造。因此 1908-1910年間所畫的維納斯、安

潔莉卡（Angelica）、潘朵拉（Pandora）、或安朵美達（Andromeda）的形象是混

淆的，因為這些神話象徵僅是荷東用來擴展、再鑄荷東幻想風景的媒介，並非創

作的真正主體（圖 1-25）。因此無論是自然、花卉、或神話圖像，均只是荷東用

以激發想像的酵素、材料，荷東與題材的關係是自由無拘、毫無牽制的。敘述性

是被抽離的、形體是概括的，荷東所關心的仍是色彩線條的節奏和諧與否、平面

空間的韻律表現、及抽象型態的創造，以達到裝飾繪畫的精神性與暗示性理想。

同時顯見的荷東不受限於根深蒂固的美學傳統與形式，孑然獨立的發展出更涵

容、更寬闊的視野。 

第二節  裝飾美學的奠定：荷東的大型裝飾畫 

當荷東仍在摸索發展其彩作及裝飾質性之際，早在 1870年荷東便曾在建築

家友人卡亥（Albert Carré）的慫恿下，為艾哈斯（Arras）地方的禮拜堂作裝飾

設計，是荷東創作生涯中首度的大型裝飾委託。34現今這兩幅作品已於第一次世

                                                 
33關於荷東選擇「阿波羅戰車」題材的心理歷程，可參考 Elizabeth Briggs Lynch, The Apollo/Phaeton 
Theme in the Work of Odilon Redon, PH.D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8)；或 Druick, op. cit., 
pp.333-4. 
34 相關資料見 Roseline Bacou ed., Lettres de Gauguin, Gide, Huysmans… à Redon (Paris：1960), 
p.10,58-62；以及Wildenstein, op. cit., vol.4, p.187. 



 29

界大戰時佚失，我們只能從荷東的草圖略虧一二（圖 1-26）。時值荷東重拾彩筆

之初，不難想見荷東尚未形塑其個人的裝飾美學，而仍沿用固有的宗教題材（基

督、聖人軼事）和表現方式，與其 1900年後的裝飾畫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在此

提出的裝飾創作，仍以荷東經過 1890年代的淬煉，於 1900後大放異彩並影響荷

東本身甚鉅的裝飾作品。 

鐸梅西鑲板畫系列 

「我將餐廳的牆面覆滿了花兒、夢中的花兒，想像的生物……我的 

黑色（Noir），現在到那兒去了?」35 

1900年荷東著手進行鐸梅西男爵（Baron Robert de Domecy）的委託，為其

在勃根地（Burgundy）的城堡餐廳製作一系列裝飾鑲版畫。在這之前，荷東已在

1896 年為鐸梅西製作了一幅鑲版，裝飾在城堡壁爐的上方。然而這幅作品仍只

是延續荷東早期的題材，描繪「一個復仇天使與兩個人物，勸一位向善、激另一

個為惡」，似乎仍以敘述性為主，而並沒有透露出裝飾的企圖。36直到 1900年，

荷東正式承接下這項空前的委託：十八幅大小不一的裝飾鑲版，才隆重的呈現其

嶄新的樣式，成為他往後裝飾畫的基準：以自然花草為基調構成的幻想景緻、趨

近二次元平面的空間處理、以及和諧而具統調的色彩配置。這種半抽象而詩意的

自然風景、蒸融的氛圍與細膩鋪陳的色調，均是荷東前所未見的樣式。 

在第一組畫中（圖 1-27,1-28,1-29），呈現追憶故鄉貝荷勒拔（Peyrelebade）

的樹形以及密佈如雨的幻想花葉。荷東使用濃重但層次豐富的金褐色調，似乎描

繪了有形的空氣流動、但亦同時溶解於無形，形體若隱若現、浸溺於耀眼奪目光

霧中。過去強烈原色的並置均不覆見，濕潤稠密的顏料彷彿仍在滴流，像是伸手

碰觸仍會沾染到蜜般的柔膩色彩。畫中樹木被截去天地，形成懸浮的觀看角度與

                                                 
35 “Je couvre les murs d’une salle à manger de fleurs, fleurs de rêve, de la faune imaginaire…Les 
Noirs, où sont-ils maintenant？” Redon à Bonger, 17 janvier 1901, Lettre d’Odilon Redon (1923), 
pp.43-4. 
36 “Un ange vengeur, avec deux figures, incitant l’un bien et mieux, l’autre au mal.” see Bac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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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的空間，加以輕盈招搖的枝葉與漫天飛舞的瓣蕊，讓畫面充滿飄逸的浮動

感。然而第一幅畫板（圖 1-27）以較具量感的樹幹直立於畫中，使隨著落花殘

枝飄游的視線稍有停駐之處，穩定住光束流竄的不穩定空間。枝幹與點綴飄散的

花葉浮於平坦如鏡的繪畫表面上，彷若金色水流中的倒影與浮花、亦或是黃昏時

分金色霧中的森林幻影，映照出異世界的奇幻深度。時間與空間在此停滯，不重

要亦不具意義。第二幅畫板則以溶解於一色的畫面使觀者有如身陷於光霧漩渦

裡，花影撩亂，與繽紛綴飾的斑紋呈現引人迷失的渾沌幻境。（圖 1-28）只有前

景具體的雙樹、與底部趨近於壁紙花飾的平面使人從暈眩幻覺中醒來。第三幅畫

（圖 1-29）輕柔的乳黃底色緩和了前兩幅絢麗耀眼的色彩，延展過來的金黃枝

葉漸次沒入雲氣之中，下方的奇花則彷彿出塵自煙水裡，並與第二組淡雅的乳白

色鑲版相呼應（圖 1-30,1-31）。清爽而簡潔的空間平息了第一組鑲版的繁花亂

舞，僅以雅緻詩意的花卉組合結成 S 形曲線聯繫兩幅鑲版，形成流暢的視覺動

向。荷東極富裝飾性的想像風景傳達了其夢中自然的神國之境、或是萬物涵容的

宇宙，兼具知性與感性的面貌。 

鐸梅西鑲版系列中，僅有一對是描繪人物的，相對於其他充斥自然幻象的鑲

版，是唯一較具主題及人文暗示的作品。（圖 1-32,1-33）近似於荷東過去作品常

見的形象，兩位包裹著衣袍的神秘女子以難解的姿態神情垂首佇立在一介於幻境

與現實的花園。圍起的柵欄與豎琴延伸的弧線串聯起兩幅畫，似乎暗示著密境的

入口，兩個少女便扮演著引導人或司祭的角色，呼應鐸梅西 1897年所收藏的《神

秘對話》（圖 1-20）一作，整合了鐸梅西城堡中的藝術作品。但如今她們的神情

不再如過去般迷惘懺悔，為難解的謎題或啟示所纏困，尤其是左方的年輕女子，

怡然舒適地伸展肢體，這奇境恍如她夢中綺想的再現，其 S 形曲線的姿態亦首

度透露晚期維納斯系列的樣式。充斥畫中迂迴的阿拉伯圖飾或為流線型的植物、

或為衣袍上的圖樣，亦讓人喚起對遙遠東方的神秘懷想。 

                                                                                                                                            
Décoration d'Odilon Redon pour le Château de Domecy” (1992),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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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餘較小型的窗邊壁飾中，荷東則試驗了現實與抽象的極端呈現。有些可

明顯辨認出如雛菊、花楸漿果等植物，與迷濛空間的組合形成強烈的對比，似乎

還原為無機的、方圓規矩的壁紙裝飾（圖 1-34）。有些卻是不明所以的幻想之花，

甚至變形為仿似原始細胞生物般奇異的樣式，下一瞬間又不知要變異為何種形態

（圖 1-35）。其餘灰黃色調的鑲板，則呈現近乎全然的抽象，僅僅浮現出些許抽

象的原型—植物莖葉的裝飾圖樣（圖 1-36）。在極淡薄的色調下，線條與圖樣肌

理的密度變化成為畫面的主體，荷東自由無拘地創作形與線的裝飾性鋪陳，這些

柔和的壁飾結合輝煌的大型鑲板，形成濃淡而疏密有致、幻象與現實並陳的韻

律，環繞在整間廳室中。 

綜觀此系列的作品，荷東在此建立了未來十年間持續發展的創新圖像：抽象

而瞬息萬變、現實與夢境錯落的花卉植披。雖是初次的嘗試，荷東對自己在這項

委託中創作的結果感到非常滿意，即使其中創作的過程與極大的數量尺寸使荷東

異常辛苦，完全打亂了荷東原本規律的生活。371901年作品完成後，荷東極為自

信的向伻傑直陳這次的創作「將會是我的藝術的延續，我相信」。38確實，荷東

的全新風貌將要完全擺脫過去，自此開創了藝術創作生涯的新領域。 

蕭頌夫人的音樂廳鑲板畫 

荷東完成鐸梅西的裝飾後，隨即於 1902年，好友的遺孀蕭頌夫人便委託荷

東為其住所的音樂沙龍製作一幅五屏鑲板（圖 1-37）。延續荷東初創的裝飾語

彙，荷東於這幅鑲板上呈現極富詩意的景緻，充滿「開花的植物，半真實、半

想像的」。39在蕭頌鑲板畫中荷東更加掌握植物與空間的虛實交替，類似鐸梅西

的金褐色調，卻多了更多細膩的斑紋變化與層次。整幅畫板似為整體，又可各

                                                 
37 “…L’ouvrage qui m’a occupé, et dont une partie est en place, ne compte pas moins de 36 m2 de 
surface, divisée en 18 panneaux. Je vous dis ceci pour vous donner une idée du dérangement de mes 
habitudes, travail debout, et fatigues.” Redon à Bonger,, 19 avril 1901, Lettre d’Odilon Redon, 1923, 
pp.47-48. 
38 “…C’est une suite de mon art, je crois.” Redon à Bonger, ibid., p.44. 
39 “Une végétation fleurie, mi-réelle et mi-partie idéalisés” André Mellerio, Odilon Redon：Peintre, 

dessinateur, et graveur (Paris:1923),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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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獨立，底部濃稠的色調與高密度的筆觸，以漸層之勢往上方淡去，渲染成暗

示性的景深。中央畫版佇立了一叢高聳而盛開的花葉，豪邁原始的樣式摻和了

寫實與抽象（圖 1-38），頂端隨著背景的色調融化般的消逝，虛實難辨。漂浮

於空中的嬰粟花枝、或羽毛般飄逸的松葉（圖 1-39），漫天飛舞、如花瓣亦如

蝶翼的柔軟筆觸所聚集成的繽紛綴飾，描繪出初春晨霧般的氛圍，亦或是水草

飄搖的的水中景致，昇華如詩般的靈性與幻覺的深度（圖 1-40）。 

相較於鐸梅西鑲板以油畫為底，摻以不透明水彩（gouache）、粉彩等，荷

東在此則以膠彩顏料（distemper）為主，此媒材之流動性與在帆布上自然的效

果極適於呈現荷東所要之和諧色調，迅速而即興的筆觸在統調中富於變化，形

成一同時具內部深度，卻以平面為主之繪畫空間。40爾後荷東大多以膠彩作為

裝飾畫的主要媒材，顯示畫家刻意有別於架上畫的效果與需求。荷東利用稀釋

的膠彩顏料薄刷於畫布上，以多彩的色點重疊出層次感與抽象的型態，並偶以

油畫甚至粉彩加以點睛修飾，呈現新穎混合的質感。41荷東的要求平面性效果

是為了契合其裝飾理念，荷東認為以裝飾為目的的藝術品必須能融入建築的整

體，不可過於喧賓奪主而干擾了空間的效能與和諧性。荷東曾經評論波爾多大

劇院（Bordeaux’s Grand Théâtre）的天頂裝飾抽象性不足、以至於無法整合建

築架構並啟發精神性的氣氛與經驗。而音樂廳的裝飾亦不可太過暗示性而難以

辨認，干擾了人們的注意力。因此裝飾畫必須拿捏平衡，過於寫實的畫面無法

呼應引發精神的聯想與經驗；太過於暗示性的抽象風格則顯得突兀不協調。42對

他而言，裝飾畫應為一種「暗示性的繪畫表面」（suggestive painted surface），

荷東所追求的是融合記憶真實與虛幻夢境的想像空間，兼具詩意與靈性的裝飾

                                                 
40荷東喜歡膠彩顏料的效果，適於即興創作及塗抹大幅表面：“détrempe…exige à mon avis, tout la 
fraîcheur de l’improvisation et du premier jet. Elle donne en ce cas une matière précieuse.” Redon à 
Bonger, 18 décembre 1905, Lettre d’Odilon Redon , p.69. 
41 荷東於鐸梅西鑲板混合繪畫媒材的實驗便獲得不錯的效果，促使荷東於裝飾畫上經常使用混
合各式顏料的手法。 “…le tout par grands panneaux, traits avec un peu de tout, la détrempe, l’aoline, 
l’huile, le pastel même dont j’ai un bon résultat…” Redon à Bonger, 17 janvier. 1901, Lettre d’Odilon 
Redon, pp.43-4. 
42 Druick, op. cit., p.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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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而非僅是再現真實的視覺幻象。荷東在裝飾領域雖僅是初生之犢，卻獨

具個人的裝飾理想，不隨波逐流或因襲傳統，蕭頌夫人裝飾鑲板一作，可說是

實踐其論點的明證。43 

摺疊屏風 

除了裝飾鑲板，荷東亦創作了為數稀少（現存完整者僅二幅）、卻屬其裝飾

藝術傑作的摺疊屏風。受到當代裝飾藝術復興風潮以及那比友人的積極採用，荷

東對此藝術格式並不陌生，在贊助者的委託下，他亦嘗試製作此具可變陳列狀態

的摺疊屏風。1903年荷東為政府官員及現代藝術收藏者桑榭賀（Olivier Sainsère）

製作了一幅色澤淡雅的屏風。（圖 1-41）此作承襲荷東裝飾鑲板中常使用的花草

母題、卻加入了更多非真實自然的想像。荷東特別以深赭獲黑藍色勾勒出想像生

物的輪廓，以突顯出深陷朦朧背景中的型態，但荷東非自然的線面虛實處理卻使

得整體景緻難分前後、更加虛幻。例如中空而僅有細線鉤勒的樹幹，卻搭配深色

點綴的葉瓣（圖 1-42）；細膩描繪的奇異花蕊，不是沒有花瓣、就是僅有輪廓暗

示的葉片陪襯。加上荷東完成大部分的描繪之後，再以粉色薄塗於畫面，有些甚

至掩蓋過已鉤畫完成的植物，使整體呈現融於水霧中的朦朧效果。稀釋的膠彩顏

料及不透明水彩重疊薄敷於未處理過的帆布上，飽含水分地渲染出漸層如墨的濕

潤空間，乳色背景上再繪以漣漪或花蕊般的紋路，更增添筆觸層次變化和空間的

流動性。（圖 1-43）因而軟細的枝椏與奇異的形式變得極像水中飄搖的海洋水草

與生物，乍看為自然景緻的畫，穿插了許多荷東貫有的獨創形態：絨刺狀的生物、

抽象而圖案化的植物，以及隱沒於深處的神秘臉孔，均可自荷東石版畫集《起源》

（Origins）找到相似的圖像，在此彷彿真正實現了一原始海洋王國的幻象。44但

整幅屏風優雅溫和的氛圍並未受到奇異抽象形式的干擾，溫潤的調性極似一幅東

方水墨。這幅四折屏風是荷東少數曾在公開展覽會中展示的裝飾創作。於 1905

                                                 
43荷東常在敘述作品中道明其裝飾藝術的質性，如自然、平面、簡化等。Suzy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d’Odilon Redon à Bonger, Jourdain, Vińe (Paris：1987), pp.117-123. 
44 Groom, “The late Work” Druick, op. cit., pp.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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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秋季沙龍中，此屏風引起許多批評家驚異的讚嘆： 

屏風裝飾性的斑點、濕潤的花瓣、透出磷光的昆蟲，率性地揮灑於未 

加工的畫布上，費心地覆以輕盈透明的色調，其光彩足以媲美最為耀 

眼的絲品。45 

荷東此屏風「絲鍛般閃爍的質感」除了精緻鋪陳的筆觸營造外，主要仍是得自膠

彩顏料濕潤透明、光澤柔和的效果。事實上這種混合稀釋膠糊與色粉的媒材因快

乾、難重複塗畫而不容易使用，但荷東覺得其稀薄的質性適於裝飾畫平面性的表

現，並與粉彩的質感極為相似，因而可運用其粉彩創作的技巧，以相似的風格共

同輝映於收藏家的居所中。46尤其膠彩顏料會隨著時間更迭變化，呈現更為和諧

柔潤的成熟風采,，是荷東極為賞識的特質。47 

1907年在好友及贊助者伻傑（Andries Bonger）所委託的紅色屏風（圖 1-44）

一作中，荷東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奔放風格與抽象形式。荷東以紅色調大膽揮灑

糾纏蔓延的線團圖樣（圖 1-45），呈現熱情奪目的暖色山景，僅以灰、藍、綠等

冷色點綴來緩和洶湧襲捲的紅雲。在給伻傑的信件中荷東指出此畫是他自瑞士阿

爾卑斯山一遊得到的靈感、一個夏山的印象。48雖有特定指涉的地點，荷東整幅

畫卻呈現抽象的紅色漩渦、及不可辨之型態與空間，但如同荷東所言，這「虛無

並非來自虛無」（Rien ne vient de rien），而是在山頂上烈陽光線下所感受到的「混

                                                 
45 “Le paravent dont les taches décorative, pétals humides, insects qu’on dirait phosphorescents, posés 
à cru sur la toile bise, couverte à peine de légers frottis, rivalisent d’éclat avec les soies les plus 
chatoyantes.” Gustave Babin, “Le Salon d’automne,” L‘Écho de Paris（17 octobre 1905）, p.1-2.Quoted 
in Wildenstein, op. cit., p.193. 
46 “J’eu autrefois l’occasion de produire sur une grande surface murale, à la détrempe, une matière très 
apparentée au pastel, j’en ai eu un bon résultat.” Redon’s note in Mellerio-Redon Paper, pp.14-15 
quoted in Druick, op. cit., p.422, note 55. 
47 有關荷東使用的膠彩（distemper）可參考 Druick, op. cit., pp.318-19, 376-78, and note 55, p.422.
荷東明瞭膠彩會因時間溼度而有所變化，在看過兩年前他為西絲堤雅公主所繪製的屏風後，荷

東寫到： “Le temps dépose là quelque chose qui complète ces simple substances, mieux que dans 
I’huile.” Redon à Bonger, 18 décembre 1905, Lettre d’Odilon Redon, p.69. 
48 “ … j’ai sans doute rapportés de mon passage en Suisse et des récoltes de l’inconscient. Rien ne 
vient de rien.” Redon à Bonger, 3 mars 1908,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p.153.此外Michael Komanecky 
and Virgina Faldori Butera, The Folding Image：Screens by Western Artists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Haven：1984), pp.80-83.一書中亦有此屏風製作過程的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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沌」（chaos）。49右畫板上方有一隻躍立於懸崖上的飛馬，是畫中唯一可辨認的形

象（圖 1-24）。然而飛馬的主題只是表面性的、僅是給予想像空間的觸媒，山景

亦是得自內心深處回憶轉化而來的畫面，是抽象而概念性的。因此創作時荷東不

必受到各種結構、透視或敘述性的牽絆，無拘地嘗試創作最大的可能性。觀者身

在其中，便立即為紅霧漩渦所包圍，隨著神話中的飛馬跌入與世隔絕的穹宇中遨

遊探密。 

荷東寫給買主伻傑的信中說明他極為滿意紅色調的選擇，完全沒有提及飛馬

的主題，似乎色彩才是荷東所關切的表現對象。50因而和諧的色彩、屏風整體的

裝飾性構成與抽象空間的試驗成為荷東主要的創作重點。除了飛馬、隱約的山峰

一角、以及渺小如蜉蝣的奇異生物，紅色調的線團圖樣佔據近三分之二的空間，

荷東沒有因為必須考慮摺疊屏風的活動性而感到創作或構圖上的束縛，畫面上呈

現的如磷粉般華麗繽紛的色彩，自由的畫面配置，與無邊際的奔放空間使觀者的

視線毫無阻礙地在三幅畫屏間流動。尤其是大筆揮毫的、如線團般的抽象圖樣，

雖在鐸梅西鑲板中已見相同紋飾的利用（圖 1-46），荷東在此作中全然開放性的、

狂妄瀟灑的表現卻是其創作生涯中獨一無二的。紅色屏風的創作突破了以往庭園

景緻幻想的細膩處理、或是細碎花卉環繞的洛可可風，大膽擺脫了裝飾藝術不易

捨棄的精巧的「設計」感。此作因而呈現出一股磅礡的氣勢，紅色顏料風起雲湧

地流竄於屏面、更有全面瀰漫淹沒的趨勢。屏風強烈的存在感已近乎超越了裝飾

的陪櫬角色，不可否認地成為藝術品中的上乘之作。 

織錦設計 

1908 年荷東接到高伯朗國家手工藝中心（Manufactures Nationales des 

Gobelins）的主管傑佛瓦（G. Geffroy）委託繪製織毯、屏風等設計圖版。事實上

                                                 
49 “C’est une sorte de chaos dans des perçu à travers des raies amorphes de lumière.” Lévy, ibid., 
p.153. 
50 “Bravo! Pour le choix de la couleur rouge comme dominante.” Redon à Bonger, 18 décembre 1906,  
Lévy, ibid.,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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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02年荷東開始發展其裝飾創作之際，凱斯勒伯爵（Count Kessler）便曾

率先委託荷東設計一幅織錦畫，雖然這項計劃似乎並沒有完成，但兩人於 1904

年的書信中仍提及此項構想，顯示當時兩人對織錦藝術創作的興趣依然不減。51

而荷東 1900年至今對花卉表現的實驗與成就持續為人所稱頌，尤其是荷東自行

創作的花卉鑲版（圖 1-8），在無委託的牽絆設想下，呈現花瓣筆觸無意識般遍

佈的華麗裝飾，為藝評家莫里斯（Ch. Morice）譬喻為絕妙的夢幻織錦。52因此

即便傑佛瓦早先於 1899 年曾批評荷東的花卉作品僅是“試驗性的”

（tentative），如今也見證了荷東的成熟並點名荷東為開發高伯朗現代化織繡工藝

的先鋒之一。53在傑佛瓦的看重下，荷東亦企圖為高伯朗設計「獨特風格」（mode 

spécial）的織錦草圖，以「幻象與直覺」將過度濫用自然主義的傳統織錦帶來「修

正」。54荷東現實與抽象交雜的花卉主題呈現之典雅、柔性的風格，卻讓人回憶

起十八世紀法國洛可可精緻、感性的美學。（圖 1-47）荷東使用未加工的粗糙畫

布再現恰如織品纖維的質感，以其點綴如瓣的筆觸與雕琢的配色描繪各樣花卉的

組合，如放射狀的花束、排列如勳章般的圖樣、亦或是自由的紛落散置，彷彿是

荷東採擷夢境中的繁花擺置裝飾於織布上。馬列里奧稱頌荷東織毯圖樣的設計

「如紡紗的紮實而柔韌，不追求真實的再現，而足以和架上畫媲美」。55細緻的

樣式、精心勾勒的線條、與懷舊的溫潤色彩亦使傑佛瓦不禁讚嘆這是「迸發華麗

的東方香味、最絕妙而豐郁的花束」，引人跌入過去洛可可宮廷「典雅生活」（La 

vie élégante）的美麗回憶中，具十足的吸引力。56因而 1908至 1910年間，荷東

陸續接下高伯朗的委託，包括椅子織面（圖 1-48）與壁爐遮屏（圖 1-49）的設

                                                 
51 Druick, op. cit., p.327.   
52 Charles Morice, “Revue du mois：pastels et peinture de M. Odilon Redon,” op. cit., p.239 
53 Gustave Geffroy, “Premier Salon,” Le Joural, 14 Mars 1899, quoted in Druick, op. cit., p.323. 
54 “Je crois que le mal des travaux est dans l’abus du naturalisme.…je pouvais apporter là (Gobelins) 
un correctif, avec quelque peu de fantaisie et d’intuition.” Redon à Waltner, avril 1908, in Lettre 
d’Odilon Redon, p.82. 
55 “…solide et souple de trames tissées, sans viser au trompe-l’ œil, rival de la peinture de chevalet.” A. 
Mellerio, “Odilon Redon, 1840-1916” in Gazette des Beaux-Arts (août-septembre 1920), p.154. 
56 “…the most subtle and fullest bouquet, which unfolds with a deliciously oriental perfume.” Geffroy, 
“La Dépêche de Toulouse,” 13 décembre 1909, quoted in Druick, ibid., p.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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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讓傑佛瓦有意為荷東專設一陳列的沙龍。57  

在接觸正統裝飾工藝同時，荷東對掛毯（tapisserie）藝術的興趣亦趨濃厚，

尤其欣賞古老波斯與法蘭德爾（Flandre）作品的「創新與想像」。581910年他向

友人陳述里昂織品美術館帶給他的驚艷： 

我在織品美術館所見是令人讚嘆的……那裡有拜占庭與波斯的織錦殘 

片，染色絲綢所有的調子歷經了時間的遞嬗，最為有趣。這些奇觀、 

珍品，無庸置疑地在這一刻，我的眼睛享受著它們的美。59 

東方織繡藝術品的吸引力刺激荷東創作了一系列「祈禱毯」（Tapis de prière）的

圖繪，不同於高伯朗委託的雅緻高貴，卻深具近東織毯美學的濃烈風情（圖

1-50）。60荷東的作品擷取阿拉伯紋飾的精髓，改變規則彎曲的藤蔓形式與花樣為

更具表現性的抽象型態，平均卻隨意地鋪散於框格的空間裡，強烈的紅、棕、藍

等色彩區塊統合了不規則並置的淺色圖樣，並留存外圍鑲邊的規律性，使荷東以

自己的風格自由地再現織毯的繁複華麗與近東風情，成為兼具傳統與新意的現代

化設計。同時，這種織毯畫中框邊設計的格式，也被荷東應用在晚期創作中成為

裝飾的元素之一。如 1912 年的《安朵美達》（圖 1-51）一作，荷東結合彩繪玻

璃窗格與織毯畫框邊的形式，營造出恍如祭壇裝飾般的畫面。不再侷限於邊框設

計的規則性，荷東任由其非自然的花草圖樣點綴於畫面周圍，打破了格線的所劃

分的平面，原本飾邊的花葉彷彿掙脫邊框的限制再度活絡生長起來，使畫面滿溢

著理想的美、再生的力量、與自然的靈性。 

                                                 
57 “Completer le salon Odilon Redon, qui comprend déjà une scène de fauteuils et écrans” Geffroy to 
the Sous-Secrétaire d’État des Beaux-Arts, 4 Jan. 1914, cited in Natalie Adamson, “ ‘Circles of belief’: 
patronage, taste, and shared creativity in Odilon Redon's decorative painting”, Studies in the 
Decorative Arts (Spring/Summer 1996), p.130, note 58. 
58 “Ce que nous connaissons de la Perse et aussi des Flandres nous montre plus d’invention et 
d’inmagination.” Redon à Waltner, in Lettre d’Odilon Redon, p.82. 
59 “…j’ai vu à Lyon le Musée des Tissus, qui est admirable.…Il y a des lambeaux d’étoffes de 
Byzance et de la Perse; toute la gamme de la coloration des soies, à travers la durée du temps, qui est 
du plus grand intérêt, Des merveilles, des reliques, j’avais les yeux entraînés, sans doute, pour en 
goûter, en ce moment, la beauté.” Redon à Waltner, 12 avril 1910, Lettre d’Odilon Redon, p.91. 
60 這些祈毯設計或許亦是受委託而製作的草圖，但最後計劃並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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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弗瓦修道院圖書室鑲版畫：晝與夜 

1910 年荷東接下其藝術生命中最具企圖心的大型裝飾委託，為好友及收藏

家法葉（G. Fayet）於楓弗瓦（Fontfroide）新居—原為西妥教會（Cistercian）的

修道院—的圖書室製作兩幅巨型鑲版畫。繼鐸梅西男爵委託後的近十年間，荷東

從未再度挑戰如此大面積的創作，因此法葉的委託著實讓荷東感到不小的壓力。

61然而經過一年的醞釀與創作荷東呈現了綜合其藝術生涯風格的歷史性巨作：一

為呼喚過去「黑色」時期之圖像與神秘的《夜》（La Nuit,圖 1-52）；一是綻放輝

煌色彩的《晝》（Le Jour,圖 1-53）。年屆七十的荷東從容地在此回顧自身藝術歷

程的變化與成就，相對的兩幅畫板彷彿是前後藝術風格最終的和解，晝與夜、光

與暗、彩色與黑白已不再對立而各據一方，夢境、想像、自然、神話，知覺亦或

無意識，均由荷東熔於一爐再現為個人藝術之大成。誠如維涅（Viñes）的曾經

形容荷東炭筆的添以粉彩，如今色彩再度接納黑色，是「過去的荷東」（嚴肅、

莊嚴、偉大的風格）、與「今日的荷東」（和諧而輝煌的色彩幻象）兩者的合而為

一。62 

《夜》一作的中央鑲版再度呈現許多為人所熟悉的、極為個人的繪畫語彙，

荷東任由自己想像放肆揮灑所有的可能性，灰黑色調描繪的圖像與人物無意識的

並置共存，更添畫面的奇詭莫名。兩個披著罩袍的神秘女子各朝著不同方向窺視

尋覓什麼似地，一旁卵形的圖樣如鏡子般映照著一張苦悶的面容；上方懸浮著一

奇異的巨形人面蝴蝶，空洞無神的臉孔令人費解，四周則飛翔著呼應中古時期天

使樣式的有翅臉孔，或變異為花瓣飄揚於空中，有些則若有似無地近乎隱沒於黃

色光暈中。一古老石柱佇立於右方，如蛇亦如蔓藤的阿拉伯紋飾攀緣而上，直抵

頂端化為石像的女子與兩個嬰孩，永恆不變的神秘笑容似是為楓弗瓦十二世紀古

                                                 
61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me tourmente en face de pareille surface.” Redon à Bonger, 13 
septembre 1910,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p.200. 
62 “…réunir le Redon d’avant( sévérité, majesté et grand style) et le Redon actuel: enchantement des 
couleurs harmonieuses et éblouissantes.”see Lévy, Journal inédit de Ricardo Viñes (Paris,1987),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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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石牆的神秘魔力所封印。石柱後方陰影中的臉孔則更加晦暗疏離，隱遁於黑暗

中。（圖 1-54）左方棕黑色枯搞的樹木卻生長著飽滿的藍色果實與樹葉，樹下繁

花中倚著一墮入凡間的折翼天使（ange déchu），旁邊卻蹲坐著一隻天真無畏的

小猴兒（圖 1-55）。對荷東而言，楓弗瓦沉靜肅穆的古老石砌建築深具威嚴的氣

勢，甚至使他感到害怕，不由得喚起他過去對陰影的夢魘與幻想，再度激發了《夜》

的創作靈感、憶起遺忘已久的過去。63然而如今的荷東已能駕馭黑暗的恐懼，從

容地回顧依然潛伏心中的奇詭幻象，荷東在楓弗瓦牆上所繪之黑色憂鬱的圖像，

人形臉孔均以家人及朋友的形貌呈現，如荷東夫人、兒子艾里（Arï）、委託者法

葉一家人、維涅、法布耶（M. Fabre）、或在荷東作畫之際造訪楓弗瓦的友人。64

因而在親友熟悉面孔的轉化下，深沉的意象昇華為神秘劇的角色扮演，為令人不

安的畫面注入些許幽默。加以荷東亦明瞭黑色圖繪並不適於大幅面積的裝飾畫，

楓弗瓦的《夜》結合「黑色」的素描於淡赭的底色上，點綴以藍、白色，呈現溫

和對比而新穎的表現手法。65此外，荷東在兩旁的側面鑲版以更多變的柔和色調

繪以植物花卉，包覆著整體鑲版的外圍，尤其是右方鑲版（圖 1-56）茂密綴飾

的藍色果葉與漫天飛舞的紅色瓣蕊（或微生物？），迴旋圍繞著銀白色的光暈，

呼應中央鑲版兩覆袍女子後方如「磷火」（Feu follet）般的光紋。66微妙而半抽

象的萬般型態凝聚為有如宇宙太初成形之際的渾沌，更象徵著驅散黑夜的晨曦即

將破曉而出，懸浮空中的單色臉孔似乎也平靜地溶於天光之中，並透露了另一幅

鑲版畫《晝》的到來。 

相對於《夜》的採取過去的圖像語彙，《晝》一作則呈現荷東晚期經常描繪

的神話風景—飛躍的阿波羅戰馬車：： 

                                                 
63 “Vous ne sauriez vous imaginer la mentalité que l’on subit en vivant sous des murs du XIIe 
siècle…” Redon à Bonger, ibid., p.200 ; “…ces vieux murs si hauts, ces vieilles pierres me font 
peur…”cited in Lévy, Journal inédit de Ricardo Viñes, p.31. 
64 相關圖像與人物的對照參見Wildenstein, catalogue raisonné, op.cit., p.224.圖像的根源與意涵參
見 Druick, op. cit., p.338. 
65 “Le noir sur de grandes surfaces est terrible. Il ne faut pas en abuser, je le vois.” Redon à Bonger ,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d’Odilon Redon, p.200. 
66 荷東本人曾以“Feu follet”（狐火、磷火）一詞形容其畫中點綴的閃爍光紋，參見Wild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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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著再現（總是不明確的）的危險描繪一四馬二輪戰車，由一或兩 

個有翅膀的人物操控。各種花卉的中間為山岳群峰，以及千變萬化的 

光影碎片。67 

對此傳統的題材，荷東面臨了「再現真實」的陷阱，因此除了馬匹的描繪外，荷

東極力營造一非自然的、形式曖昧的景緻。四匹白色戰馬奔躍於金色雲紋鋪成的

耀眼斜坡上，操馳的兩個精靈般的模糊小人有著如花瓣的透明薄翅，輕盈地看似

即將無法掌控戰馬狂奔高昂的氣勢。遠方藍紫色層疊的山形讓人憶起荷東曾描述

過的阿爾卑斯山景，伻傑紅色屏風中被捲雲遮掩住的山峰在此畫中一覽無遺，卻

不再呈現刻劃嚴峻的肌理而融於藍色調的層次中（圖 1-57）。經由細緻筆觸描繪

的紋路肌理與對比色的襯托，荷東果然在此展現其所言之細碎多變的光芒，全然

解放白晝之下色彩驚人的耀眼輝煌。在搭配《晝》的兩幅側面鑲版中荷東呈現了

豐盛茂密的奇花異草，以極富生命力的姿態與熱烈的色彩包覆圍繞著畫面主體。

右方鑲版（圖 1-58）聚集了各式看似寫實卻加以簡化誇大的植物圖樣，濃厚的

棕紅色調花草以明確豐碩的型態呈現，對比的藍色點綴烘托其中。截然不同於以

往（或主景）細膩不可捉摸的色調與朦朧的型態，這裡植物的葉片以塊面色彩平

塗，堅實的輪廓線明確刻劃出即使是變形過的奇異樣貌，讓人想起高更作品中亞

熱帶的色彩與掐絲琺瑯彩（cloisonnisme）的樣式。68此處多樣性的花葉可能擷取

自荷東之前植物的寫實習作，過去非定型的模糊形式如今全然揭去面紗，參雜著

熟悉與抽象的花草蟲蝶、襯以細點描繪的羽狀斑紋，密實的描繪形成豐富的相

貌。而左邊鑲版（圖 1-59）的植物聚落雖不若右邊的緊實有力，強烈原色點繪

的花葉與瓣蕊卻燦爛的難以逼視，除了紅梅般的花枝與樹木其餘為較為抽象的樣

                                                                                                                                            
op.cit., p.229, and Druick, op. cit., p.338. 
67 “J’ai risqué la representation (toujours indéterminée) d’un quadrige conduit par un ou deux être 
ailés, sorte de fleurs au milieu des montagnes et de divers bris lumineux.”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d’Odilon Redon., p.200. 
68掐絲琺瑯彩主義（cloisonnisme）平面敷色與輪廓線的特質原為高更所創，後為那比派藝術家
廣泛利用。荷東甚少純然使用此風格，除了《晝》的側面鑲版外，便是大約同期所作之《伊特

拉斯坎花瓶》（圖 1-6.1）一作，呈現荷東少有的、趨近平面的裝飾風格。由於《晝》的側面鑲版
是荷東率先在巴黎完成的作品，或許《伊特拉斯坎花瓶》是此新風格的實驗性作品，隨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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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飄游懸浮的姿態形成漩渦般的花雨，令人難再分辨是荷東的畫筆將色彩幻化

成花、亦或是花兒成就了荷東運用色彩的精髓。荷東此確實呈現了自然純粹而最

原始的「本色」： 

如同自然般地創造鑽石、金子、藍寶石、瑪瑙、珍貴金屬、蠶絲、果 

肉；這是醇美感官的賜予，結合一點最純粹的液態物質，便可構成或 

豐富這生命。69 

《晝》的整體無疑地是色彩各種表現性的迸發，除了亮麗的原色運用，從細膩的

單色雲紋、微妙的色調變化、圖案化的平塗、亦或是色班的點綴，荷東驚人的將

各種風格融於一畫中，相對於《夜》色系與強度的控制，此畫確實輝煌熱烈地宣

告了陽光的馳抵人間，不但驅散「黑色」系列的深沉不安、亦照亮了楓弗瓦陰冷

的石牆。 

楓弗瓦鑲版主題與風格的二元性為荷東的藝術生涯作了一個指標性的註

解。黑夜的陰鬱與白晝的光彩佔據了荷東創作經驗的兩個領域，荷東曾經遠離陰

影的纏困而投入色彩的愉悅，如今兩者可說是在《沉默》（Le Silence,圖 1-60）

一作的見證下和解。作為入口的門楣裝飾，此作象徵著圖書室靜默的要求與冥思

的功能。轉嫁自荷東 1890年代常作之《閉眼》系列，畫中神秘的臉孔緊閉著雙

眼，手指置於唇上，為傳統沉默圖像的手勢。包圍在黃色的光暈與抽象花葉的緣

飾之中，黑色描繪的肅穆面容與裝飾性的外框形成強烈的對比，強調了他隔絕於

外在世界喧鬧浮華的寂靜與沈默，及其不可忽視的存在感。一如晝夜、光影兩者

是循環呈現，甚至是同時互補存在、缺一不可的。因此荷東最終同時接納面對，

在其藝術成就完熟的階段綜合其靈感內面的元素、結合風格變異的層次，在楓弗

瓦的委託中再現了他對宇宙、生命、以及本身二元哲學的存在。 

                                                                                                                                            
荷東用於鑲版的創作中。See Wildenstein, op.cit., nº170, p.285. 
69 “C’est ainsi que la nature, créer du diamant, de l’or, du saphir, de l’agate, du métal précieux, de la 
soie, de la chair ; c’est une don de sensualité delicieuse que peut avet un peu de matière liquide la plus 
simple, reconstituer ou amplifier la vie.” Redon, A Soi-Même,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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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風格的迴響：公開展覽與那比畫派 

1900年前後，荷東逐漸開始將其彩作摻雜在「黑色」（Noir）系列中一同展

出，同時面臨觀者對其轉換自色彩主義的接受與否。經由象徵主義文學家的擁護

以及石版畫集的陸續出版，荷東的「黑色」已然坐定某種程度的聲名，並擁有一

固定的收藏家群體。因此荷東十分保守地經營其彩色作品在公開展覽中的初次登

場，新風格截然不同的面貌確實容易使原本的支持者抱持著懷疑觀望的態度，尤

其荷東漸趨裝飾性的傾向與過去內斂深沉的文學性似乎呈現主客觀相對的矛

盾，崇尚「黑色」神秘圖像的固有觀者未必樂於接受亮麗討喜的裝飾性風格。因

此荷東 1899年在杜沆余葉畫廊（Galeries Durand-Ruel）與那比畫派藝術家聯展

時，他所展出的彩作整體數量雖超過黑色素描的系列，挑選的作品卻是 1890年

代早期結合固有圖像語彙的實驗性作品。事實上荷東於 1896年以降均偏重彩色

作品的創作，展覽之際應累積不少新作，但荷東似乎仍沒有冒然呈現他的風格轉

換，即使這些作品在私人贊助圈中已獲得不少好評。70然而荷東的新作在 1899

年的展覽中同樣受到觀眾的喜愛，荷東向伻傑陳述他的意外與驚喜： 

我發覺給我愉悅的（色彩）同樣給其他人相同的感覺。我在展覽會的 

作品是一項勝利，買賣上亦然：所有東西全賣光了，除了我為自己與 

贊助保留的。⋯⋯收藏家們要求我讓他們先知道下次的作品。這就是 

巴黎！多麼奇怪阿！71 

因而 1900年荷東在杜沆余葉畫廊舉辦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彩色作品展」，清

一色是其歷年來的油畫、粉彩，在新世紀之初正式宣告其藝術新面向的到來，一

                                                 
70荷東展出的七幅粉彩畫中，有三幅畫是舊有題材轉化的作品：《席達》（Sita, 1893）、《東方的女
子》（Woman of the East, 1893）、《鎖鏈》（The Chain, 1876）引自 Druick, op. cit., p.254.荷東的贊
助者在 1897年以降均有陸續購買其粉彩新作。  
71 “Je vois que ce qui a fait ma joie fait aussi celle de quelques autres. Les ouvrages que je viens de 
placer à l’exposition ont eu du succès, et du succès de vente: tous partis sauf un que je réserve, plus des 
commandes…des amateurs me priant de les prevenir des mes prochains ouvrages. Ainsi donc est Paris! 
Que c’est étrange! ” Redon à Bonger, 25 Mar. 1899, letter unpublished, quoted in Druick, ibid., 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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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間藝術經紀商趨之若鶩。721904 年以反官方美學著名的秋季沙龍（Salon 

d’Automne）首展中，荷東提出 64 幅作品，黑白素描與彩作約各佔一半，亦證

明荷東對色彩的重視在短時間內凌駕於對既有成就的經營。然而聲名已具的「黑

色」系列似乎仍較為批評家所重視，對於稱頌其中的文學質性與神秘內涵感到樂

此不疲。73因而即便當時荷東的彩作益趨成熟，仍鮮少有人能注意到荷東新建立

的美學及其對新潮藝術的貢獻。當時唯一慧眼獨具的是荷東新風格的支持者侯

傑．馬賀克斯（Roger Marx），他是率先擺脫以象徵主義、夢魘、文學性等陳腔

濫調評論荷東的藝評家之一，並察覺到荷東彩作耀眼的裝飾性，讚嘆其作品將秋

季沙龍的「牆面裝飾以華麗的東方織毯，以及理想天堂中豐繁的植物」。另一位

評論亦被荷東「為日光所主宰、創造，充滿自然誘惑的魔幻領域」所吸引。74隨

後，當代裝飾運動的倡導者傑佛瑞、秋季沙龍策展人朱荷丹（Frantz Jourdain）

等人均陸續表達對荷東彩作的支持，經過一段時間的螫伏，荷東的新風格在藝評

界逐漸獲得認同。尤其是列布朗兄弟（M.-A. Leblond）持續為荷東尋找新的批

評語彙，不但盛讚荷東的新作是捕捉住「自然中的超自然」（supernatural in 

nature）、呈現一「眾形與無形兼具的世界」（unformed and multiformed world），

並提出這種轉變的精神性象徵，確切地道出了荷東風格移轉的內涵： 

荷東很快地離開漩渦般黑暗的地獄，那種他所經歷過的但丁之界：他 

發覺對光明的渴求，藉由色彩攀登上天堂的國度⋯⋯達到一種輝煌色 

                                                 
72 。荷東 1900年一月給伻傑的信中描述其粉彩作品的炙手可熱，“粉彩很討人喜愛，人們想要
它，作品一完成便被買走”。 “Je travaille toutfois avec une grande joie à mes pastels. Et ils plaisent, 
on les desire, on me les prend aussitôt qu’ils sont faits.” Redon to Bonger, 3 Jan. 1900,in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p.78. 
73 例如當時的展覽圖錄評論仍以「黑色」為荷東的代表作：“Certainly, he is a close relation of 
Baudelaire, from whom he takes the best of his inspiration. With him, literature oppresses painting.” 
Jean Pascal, Le Salon d’Automne en 1904 (Paris：1904), p.10. Quoted in Richard Hobbs, Odilon Redon 
(London :1977), p.136. 
74 “The walls are adorned, thanks to him, with the sumptuousness of oriental carpets, with the 
luxuriant vegetation of an ideal Paradise. ” Roger Marx, “Le Salon d’Automne,” Gazette des 
Beaux-Arts (Decembre 1904), p.465. Quoted in Hobbs, ibid., p.136 ; “…an enchanted realm, of nature 
seduced, dominated, and served by the son of light.” Louis Cordonnier, “Le Salon d’Automne,” La 
grande Revue (16 Nov. 1904), quoted in N. Natanson, “Japonisme and Odilon Redon’s decorative 
painting.” Apollo, v. 146 (Oct 1997),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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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微妙而燦爛的流洩。 75 

裝飾畫的公開與評論 

荷東純粹裝飾的作品與粉彩、油畫的創作可說是並行的過程，尤其 1900年

以後，荷東可說是完全專注於裝飾委託與色彩創作之中。雖說對荷東而言鑲板裝

飾（decorative panel）與架上畫（easel painting）的美學是不盡相同的，兩者卻

可說是相互影響激盪才塑造成荷東所謂的新風格。由於荷東大型的裝飾作品初時

是經由私人委託才構成創作動機，完成的作品自然直接收藏在贊助者的私人居

所，鮮少有（或幾乎沒有）機會出現在公開的展覽廳室中。然而經歷過了鐸梅西

鑲板畫裝飾委託的挑戰，荷東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我肯定，藝壇與批評界亦逐漸接

受其色彩的美學，因此荷東繼續發展其裝飾性創作的興趣是可預見的，同時也開

始嘗試在公共場域中展出純裝飾的作品，尤其是 1902至 1908年間裝飾創作的高

峰，荷東每年的展覽幾乎均有新作呈現，有意地宣告新領域的創作成果。荷東第

一幅出現在公開展覽場所的裝飾畫為 1902 年所作之《鑲板》（圖 1-8），不意外

地，這幅畫並非委託下的產物，而是荷東自行創作的裝飾畫，因此得以在隔年於

杜沆余葉畫廊中與其他彩作同時展出。在沒有委託者的情形下，這幅鑲板可說是

荷東個人裝飾美學的純然的呈現：精緻靈活的筆觸點綴出半抽象的花朵，密佈的

花瓣與微妙的色調形成朦朧的空間。荷東並沒有為畫命名，去主題化的意圖及單

純的感官呈現正符合荷東所強調之所謂「簡單裝飾」（simple decor）的理念。膠

彩顏料稀薄的肌理與大幅畫面遍佈分散的整體（overall ensemble）亦達到與牆面

融於一體的錯覺。荷東於 1903年展出這幅奶油白夾雜黃、菊、粉藍色的大型裝

飾畫時，立即喚起群眾與藝評的注目，曾撰寫評論奠定荷東象徵主義地位的藝評

家莫里斯（Ch. Morice），如今亦發現荷東是個鮮為人知的「卓越的裝飾畫家」，

極為推崇此畫原創性的表現手法：  

                                                 
75 “Redon soon left this sort of spiraling, dark hell where he had passed through Dantesque circle: he 
felt the need for light, and climbed toward color as if toward Paradise…achieving a tender and radiant 
outpouring of glorious color. ”see Marius-Ary Leblond, “Le Merveilleux dans la peinture, Od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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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白色的鑲板，散佈著精緻而美妙的花樣筆觸⋯⋯是這新穎風格的鮮 

明跡象。多麼一個高貴、純粹、波動的氣氛，顯然地，使你夢想以相 

似的絕美裝飾牆面。當後退遠離時，如同沉浸於輝煌的無限之中。76 

那比派藝術家德尼亦驚豔於荷東此次展覽中所呈現的裝飾作品，近乎抽象的設計

與飄逸的繪畫筆觸，結合靈性的氛圍宣告荷東新的裝飾美學的出現： 

他所構想的裝飾藝術，是去除任何形式、素描、造型輪廓的概念，僅 

藉由對比和近似的色彩暈染創造，以無數燦爛筆觸的集合賦予表現性 

，沒有任何人為的、人類經手介入的干擾。77 

1904 年荷東在秋季沙龍中則展出西絲堤雅公主所委託的屏風，當代的評論

描述荷東這幅作品描繪了「一種有翼人馬飛揚在金黃與深紅色的天空中，奔馳

過許多奇異形態的、被遺忘的動物與不可知的植物」。78經歷過二次大戰的烽火

戰亂，如今此作雖僅存一幅版面（圖 1-61），主要畫面的倖存仍使我們得以理解

上述的抽象意象，尤其是漂游於人馬飛揚過天空所拖迤出的金紅色痕跡中的，如

微生物般難以辨認的「奇異型態」，確實如荷東所述是個「全然幻想的世界」。79 

1907年列布朗兄弟所發表的一篇極受荷東欣賞的評論中，亦如此生動的描述到： 

多樣色調的流體形成一豐富層次，卻沒有因層疊而失去水般的流動性 

，漂浮地游移盤桓著葉片、花兒、海星、魚兒、水母，持續循環於我 

                                                                                                                                            
Redon,” La Revue illustré (20 Feb. 1907), pp.155, quoted in Druick, op. cit., p.296,315. 
76 “Un décorateur magnifique s’est depuis peu manifesté en Redon, et le panneau blanc, semé de 
delicates et délicieuse taches fleuries…est une explicite indication de cette manière nouvelle. Quelle 
atmosphère de noblesse, de pureté, ondoie, sensiblement, entré les murs que vous rêvez tapissés 
d’analogues merveilles. Comme ils reculent et s’écartent, illuminés, baignés d’infini. ” Charles Morice,
“Revue du mois: pastels et peinture de M. Odilon Redon”Le Mercure de France (Avril. 1903), p.239.
莫里斯於 1890年曾於《Les Hommes d’aujourd’hui》發表文章界定荷東於象徵主義中的地位。參
見 Druick, op. cit., p.200. 
77 “He conceived this ornamental art, detached from any idea of form, of drawing, of plastic 
silhouettes. He has created it through contrasts and analogies of colors and tints: to render it expressive 
he…combined thousands of radiant touches, without disturbing them by a gesture, a single human 
gesture. ” Denis, “Exposition Odion Redon,” L’Occident (April 1903), quoted in John Rewald, Odilon 
Redon, Gustave Moreau , Rodolphe Bresdin, (New York :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61), p.43. 
78 “Une sorte de centaur ailé chevauche dans un ciel d’or et de pourpre, faisant surgir à son galop des 
forme fantastique d’animaux oublié et des florasons inconnues.” Louis Cordonnier,“the Salon 
d’automne,” La Grande Revue (16 Nov. 1904), p.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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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眼前如同黃道十二宮的象徵圖樣。80 

荷東作品中流動性的細膩色調與絨刺狀的細胞型態給予當代觀者一種原始海洋

的幻想景緻，多變的奇異樣式持續賦予荷東的裝飾藝術仍具過去的神秘氣質。這

種無法捉摸的非定型樣態如同海洋孕育出的生命之源，間斷卻持續地給予荷東創

作的靈感。1905 年的秋季沙龍中荷東向桑榭賀商借展出其所收藏的屏風，這幅

兩年前完成的裝飾作品亦具類似的風情（圖 1-41）。大型摺疊屏風在當代日本風

尚的潮流與那比派畫家的推廣下在藝壇成為極富收藏價值的裝飾藝術品，在荷東

的作品中更是獨樹一幟、極為稀有的，為展覽廳中注目的焦點，尤其大型屏風的

格式、柔和的色調、與優雅的氛圍均是荷東在公眾場合少見的裝飾風格。眾多展

覽評論文章，包括莫里斯再次給予極高的評價： 

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歐迪隆．荷東，一位豐富形式的創造者，一位極富 

深度、純粹色彩的集合者……他呈現了遠離空間與時間的氣氛、具奇 

異而純淨的高貴。我理解這其他能手未曾領悟的獨創藝術。那是種極 

簡的風格！但這種簡單是完整實在的……時而華麗、驚人，時而嚴謹 

、黯淡、誘人的。81 

抽離時空定位與模糊特定樣態的畫面使觀者難以明瞭畫家所創造出的抽象

視覺，藝評家和荷東所謂的「simple」亦涵容了無限的意義與聯想，卻極易引發

知覺情感的共鳴，以最單純的意象呈現令人驚歎的深度。荷東的裝飾作品在公開

展覽中雖獲得不少善意的回應，但在其整體創作中仍屬稀有，大多數的裝飾作品

仍多直接成為私人收藏，從未現身於公開場合，因此有許多佳作均鮮為人知，而

                                                                                                                                            
79 “tout le monde chimérique” Redon à Bonger, 30 June 1903, in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p.97. 
80 “En de grandes couches d’une sorte de fluide de toutes nuances qui se superposent sans confondre 
leurs cours moirés, flottent à la dérive et gravitent des feuillages, des fleurs, des astéries, des poissons, 
des méduses, tournés toujours vers nos yeux comme des emblèmes zodiacaux.” Leblond, “Le 
Merveilleux dans la peinture. Odilon Redon,” La Revue illustré (20 Feb. 1907), p.157. 
81 “Il faudra bien qu’on…reconnaître en Odilon Redon l’un des plus riches inventeurs de formes, l’un 
des plus savants assembleurs de couleurs franches…Il habite une atmosphère hors de l’espace et du 
temps, d’une étrange et noble pureté. J’entends bien qu’à cet art candide les adroits n’entendent rien. 
C’est trop simple! Mais cette simplicité est solide…, tantôt somptueuses et surprenantes, tantôt sévères, 
blanches, câlines.” Morice, “La Salon d’automne,” Mercure de France, 1er décembre 1905, p.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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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有機會替荷東於裝飾藝術的領域搏得一席之地。然而既有贊助支持與部分藝

評的肯定仍使荷東持續在這領域中發展，1908年杜葉畫廊（Galerie Druet）的大

型展覽中，荷東展出的三幅裝飾鑲板畫便綜合了晚期題材的裝飾性呈現：神話性

的《再生》（Renouveau, 圖1-62）、描繪水中幻象的《海底》（Sous-marine）、及

宗教性的《聖母》（Madone, 圖1-63），結合自然花草生物的幻想景緻、閃爍細

膩的色調與飄搖浮動的空間，再度攫住評論家的眼。82荷東 1900 年代在裝飾領

域的曇花一現，雖未激起藝壇上極大的迴響，卻顯然是集其藝術之大成的結果。

荷東在新世紀之初的重要發展，除了肇因於贊助的動機，當時圍繞在荷東身邊，

扮演受教者兼具新思潮觸媒的那比派藝術家的支持，是荷東建立新美學之際極為

重要的刺激來源與基石。 

那比畫派藝術家的推崇 

「我們世代所有的人都為他的魅力所吸引，並接受他的指導。」83 

--波那爾 

1899 年那比派藝術家在杜沆余葉畫廊策劃的首次展覽以「向荷東致敬」

（Hommage à Odilon Redon）為主旨，標記出荷東於新世紀之初在新一代藝術家

心中的地位。早在 1890年代初，那比藝術家便極為推崇荷東非自然主義的圖像

語彙與神秘質性，稱其為「我們的馬拉梅」（Notre Mallarmé），宣示荷東為新一

代象徵主義者的精神領袖。84事實上，當繪畫性象徵主義（Pictorial symbolism）

最初的領導者高更離開法國前往大溪地之後，以及梵谷、秀拉（Seurat）的陸續

辭世，這些年輕的色彩主義者頓時群龍無首，因而此時年邁的荷東作為前期象徵

主義的要角，遂成為他們意欲追隨的長者。但荷東並非僅是象徵性的指導者，那

比派藝術家在荷東的藝術中找到他們所企求的「精神性的再現」：情感的深度與

                                                 
82 當代對 1908 年荷東展覽之鑲板畫的描述見 Druick, op. cit., pp.296-97. 其名稱及流傳史參見
ibid, p.418, note 41. 
83 “Toute notre génération subit son charme et reçoit ses conseils.” Bonnard, “Hommage à Odilon 
Redon” La vie (30 novembre 1912) 
84 Maurice Denis, “Hommage à Odilon Redon” ibid.,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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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視象，以個人的、非關傳統的繪畫語彙呈現抽象性的新藝術。85尤其荷東

1890 年代後的創作兼具文學性與繪畫性的象徵、非敘事性的靈性魅力與鮮麗的

感性色彩，益發使那比藝術家驚異於荷東仍在發展的創新風格。波那爾亦指出，

荷東作品最令他懾服的便是「兩種近乎對立特質的整合：極純粹的造型元素與

神秘的表現性」。86而象徵主義繪畫的理論建立者奧里葉（Albert Aurier）在 1892

年時，亦已發覺荷東對那比畫派的影響並不弱於高更最初的啟發，他如此形容荷

東： 

在那些擅於啟發年輕人的預言者中，一位特出、原創的藝術家，一位 

極至的理想主義者，⋯⋯藉由對現實模仿的高傲蔑視、對夢境與心靈 

的熱愛，即使不若前輩藝術家的直接，也因共鳴而影響了今日藝術家 

新靈魂的定位：歐迪隆．荷東。87 

那比藝術家對荷東毫無保留的支持使原先擁護那比畫派的藝評家納丹森（Thadée 

Natanson）亦注意到荷東藝術的價值，並為荷東冠上「夢的王子」（Prince du Rêve）

此著名的稱謂。他認為荷東的作品是少數成功地以單純的線條、色彩與構成表達

感官的畫家，他所創造的夢境甚至凌駕於詩人所能表達的意境： 

當沉浸在不確定的氣氛中，思維比知覺回憶給予我們的愉悅更為深切 

，在那裡幻想自在地遨遊，而陶醉於夢中⋯⋯是夢塑造了詩人，而夢 

的質性創造了他們作品的品質。在此，夢是造型藝術所有的靈感。88 

                                                 
85 “…represent a state of the soul—emotional depth, interior vision. ” Denis, “Hommage à Odilon 
Redon” ibid., p.129, quoted in Druick, op. cit., p.307. 其他有關德尼評論荷東的文章見 “Quelques 
notices, IV: Exposition Odilon Redon”(1903) and “Cézanne” (1907) , “L'époque du symbolisme” 
(February 1934), reprinted in Gazette des Beaux-Arts 76, no. 854 (March 1934), pp.165-79. 
86 “C qui me frappe le plus dans son oeuvre, c’est la réunion de deux qualities presque opposes: la 
matière plastique très pure et l’expression très mystérieuse.” Bonnard, “Hommage à Odilon Redon,” 
ibid. 
87 “Parmi les annonciateurs de la bonne parole, qu'aiment à invoquer les jeunes, un autre artiste aussi 
original, aussi profondement idéaliste, …par son hautain mépris de l'imitation matérielle, par son 
amour du rêve et de la spiritualité dut agir, sinon aussi immédiatement que les précédents, du moins 
par contre-coup, sur l'orientation des neuves âmes d'artistes d'aujourd'hui: Odilon Redon.”, Albert 
Aurier, “Les peintres symbolistes,” Revue encyclopédique 2, no. 32 (1 April 1892), pp. 474–86. 
88 “Plus profondément que dans la jouissance qu’est le souvenir de nos sensations, la pensée se 
complaît encore à baigner dans une atmosphère imprécise où sa fantaisie peut se jouer librement et qui 
l'enivre : le rêve. . . c’est lui qui consacre les poètes et sa qualité qui fait la qualité de leurs oeuv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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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丹森亦同意荷東的身為那比畫家們的指導者，荷東擁有那比藝術家最為渴求之

「極致的原創造型天賦」，並教導他們如何深刻挖掘自身的能力與資源，是荷東

對那比派最深刻的影響。89德尼（Denis）於 1900 年所作之《向賽尚致敬》（圖

1-64）一畫，可說是宣告荷東在那比派藝術家中導師地位的圖像證據。荷東獨立

於這藝術家群像中的左方首位，面對眾人從容地擦拭眼鏡；環繞在他與賽尚靜物

畫四周的年輕畫家：波那爾、維依亞爾（Vuillard）、韓森（Ranson）、賽魯西葉

（Sérusier）、胡梭（Roussel）、及德尼等人，靜肅而殷切企盼著他的品論。對那

比畫家而言，荷東的地位是足以和塞尚等前輩大師並列的： 

在賽尚、高更、貝那德（Bernard）的影響之前，是荷東思想，藉由其 

石版畫系列與極佳的炭筆素描，以精神性的感知主宰了 1890年代藝術 

的啟發。他是我們至今所經歷過的，所有美學創新或修正、所有品味 

革命的開始。90 

荷東雖受到這些畫家的尊崇，卻亦同時為這些年輕藝術家們旺盛的創新企圖

所吸引，尤其那比畫派在裝飾性藝術上的熱切關注，直接間接地使荷東知覺到當

代新覺醒的潮流。那比畫派自 1890年代起便投身於裝飾性的創作中，自中世紀

藝術、日本版畫、英國藝術與工藝運動（English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中尋

找裝飾風格的靈感，藉此擺脫象徵主義的文學性及根深蒂固且諸多限制的繪畫傳

統。德尼是那比畫派中較為激進的裝飾藝術倡導者，致力於為那比裝飾的傾向建

立理論性的辯證。德尼認為所有的繪畫均可還原為「以某種秩序集合的色彩所覆

                                                                                                                                            
Cette fois il est toute l'inspiration d’un art plastique”; Thadée Natanson, “Expositions”, La revue 
blanche 6, no. 31 (May 1894), pp. 470–71. 
89 "M. Odilon Redon a appris aux jeunes qui l’entourent quelles libertés autorise le don, … Il a au plus 
haut point ces dons plastiques primordiaux dont ils ont avant tout le souci et le respect. Voilà qui donne 
un sens profond à sa presence”, Natanson, “Une date de l'histoire de la peinture française: Mars 1899,” 
La revue blanche 19, no. 148 (1 Aug. 1899), pp. 505–6. 
90 “ Avant l’influence de Cézanne, à travers Gauguin et Bernard, c’est la pensée de Redon, par ses 
series de lithographies et ses admirables fusains qui détermina dans un sens spiritualiste l’évolution de 
l’art en 1890. Il est à l’origine de toutes les innovations ou renovations esthétiques, de toutes les 
révolutions du gout auxquelles nous avons depuis lors assisté.” Denis, “Hommage à Odilon Redon,” op. 
cit.,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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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的平坦表面」，以取悅觀者的眼睛為目的。91 在此德尼宣示繪畫應回歸到裝飾

的原始功能，並暗示了繪畫朝向抽象性表現的發展。但那比畫家仍保留了主題和

物象的再現形式，而以具節奏感的扭曲線條與強烈的情緒性色彩增加畫面豐富的

視覺呈現，在平面性的空間中鋪陳形與色的和諧配置以達到裝飾性的效果。那比

畫派所建立的裝飾風格為荷東提供了不少創作媒材與表現性的新思維，荷東晚期

對瓶花大量的客觀描繪可說是與那比藝術家自出自同樣的意圖，作為實驗色彩、

造型、與線性表現的媒材，荷東瓶花作品的演變即是其追求繪畫的精神內涵與抽

象形式的過程。而隨著色彩介入荷東藝術的裝飾性，在贊助委託的推波助瀾下使

荷東真正開始發展純裝飾創作的潛能。事實上，當荷東自 1900年開始著手進行

首次的大型裝飾委託之際，那比藝術家們已在裝飾藝術的領域經營了一段時日，

因此荷東初次的嘗試自然直接受到那比畫派的刺激與當代風潮的感染。同時，兩

者密切的關係與類同的創作理念亦使荷東晚期裝飾創作的委託者部份與那比藝

術家有所重疊，如音樂家恩斯特．蕭頌，凱斯勒伯爵等。德尼亦曾邀請荷東前往

委託者的居所參與聚會並鑑賞他的裝飾新作。92由此觀之，那比派藝術家於荷東

在新世紀之初的朝向裝飾創作確實扮演極為重要的觸媒，他們在裝飾藝術運動中

的活躍促使荷東知覺到藝壇的新潮流，在私人贊助圈中嘗試發展大型裝飾畫的創

作，建立屬於自己的裝飾美學，直至 1908年更進一步地受到高伯朗國家手工藝

中心委託的官方肯定。 

雖然自 1890年代末起公開展覽廳與藝評均接納了荷東的新風格，那比藝術

家亦給予極大的敬意與支持，荷東卻仍處在藝壇潮流的邊緣。象徵主義的全盛時

期已過，「黑色」的闇影亦已逐漸遠離，荷東雖在彩作中重新找到一片天，並常

和年輕一代的彩色主義者歸類在一起參與公開展覽，荷東藝術本身的獨創性格卻

                                                 
91 “…un tableau… est essentiellemen une surface plane recouverte de couleurs en un certain ordre 
assemblées, et pour le plaisir des yeux.” Denis, “Définition du Néo-traditionalisme,” Art et 
Critique( 23 August 1890), quoted in Gamboni, op. cit., p.230. 
92 德尼在 1894年時為音樂家恩斯特．蕭頌，亦是荷東的贊助之一，製作了一幅天頂壁畫《春》，
並邀荷東前往鑑賞。Druick, op. cit., p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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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顯得格格不入。即使部份展覽給予荷東相當推崇的地位，藝評家如莫里斯亦積

極將其與賽尚、賀諾瓦（Renoir）、羅丹（Rodin）並列定位，荷東仍迅速地被風

起雲湧、瞬息萬變的現代藝術群體所遺忘。93然而與荷東情誼深厚的贊助群，長

期擁護荷東的藝術創作使他得以忘卻在公眾場域的失意，尤其是 1890年代末新

贊助者的加入，如伻傑、鐸梅西、傅利左（Gabriel Frizeau）、以及法葉等，在荷

東晚期的創作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只是荷東的贊助或收藏家，亦是交

誼密切的友人，經由往來的信件與藝術家保持聯繫，甚至交換藝術鑑賞的觀點。

荷東更時常於信件中陳述其創作的內容、理念與心得，成為研究荷東晚期藝術不

可缺的重要佐證與文獻。尤其在荷東大型裝飾創作委託的過程中，贊助者不但是

最初的推手，實質的介入更造成兩者密集的互動，激發裝飾作品的完成。是以荷

東裝飾領域的創作，可說是其特殊贊助機制下的完美呈現，益發促使荷東遠離公

眾場域回歸到私人的贊助圈，在其熱誠的收藏家友人支持下專心於藝術的創作。 

  

                                                 
93 部分藝評對荷東藝術地位的推崇，參見 Druick, op. cit., pp.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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