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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贊助的脈絡與影響 

荷東在風格瞬息萬變的公開展覽中雖有不錯的交易情形與評價，卻往往得不到所

企望的、藝評界的廣泛注意與讚揚，藝術市場亦難以繼續擴展，長久的失落使他

退守至其固有觀眾群的經營中。尤其荷東晚期風格轉換之際，這些人對荷東長期

的熱切支持遠大於巴黎公開展覽與藝評給予荷東的短暫注目。藝界與公眾的冷淡

使他不再熱衷於公開新近的創作成果，也無意再尋求藝術市場的肯定，而私人贊

助圈所形成之獨特而緊密的交易網絡以及衷心的擁護，更使荷東願意專為贊助圈

的收藏「愛好者」創作私人專屬的裝飾藝術。因而當裝飾藝術的創作將原本便密

切的贊助關係連結得更為緊密，荷東從藝術商業市場轉移至私人贊助委託的交易

機制可說是自然的結果，裝飾創作則扮演起兩者直接交流的最初媒介，更促成了

晚期荷東與贊助間特殊的互助模式，而兩方所建構的私人鑑賞社群與委託機制，

亦反應了當代品味與文化地位競爭的社交生態，形成荷東創作裝飾藝術之際特殊

的脈絡與背景。 

第一節 私人贊助圈的形成背景 

荷東在世紀交替之際呈現於公眾的是截然不同於早期的新風格，荷東自然積

極尋求藝壇與市場的肯定。事實上，自 1899 年杜沆余葉畫廊（Galeries 

Durand-Ruel）的聯展，那比畫派給予荷東當代色彩主義者導師地位的敬意後，

荷東 1900 年代初期在公開展覽中亦受到一定程度的推崇。除了在杜沆余葉畫廊

的固定展出外，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中荷東參與了法國藝術百年展（Centennale 

de l’Art Français），1903年亦跨足維也納分離展（Vienna Secession），同年為法國

政府受封為榮譽騎士團（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的一員。荷東近年聲

名在《閉眼》（Yeux clos,圖 2-1）一作為盧森堡美術館（Musée du Luxembourg）

延攬收藏後達到的高峰，可說是荷東企求已久的官方肯定。1904 年秋季沙龍

（Salon d’automne）展更禮遇荷東一單獨的展覽室陳列其 64幅作品，與同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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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賽尚（Cézanne）、賀諾瓦、夏凡納（Puvis de Chavannes）並列「現代大師」

的地位。秋季沙龍創於 1903 年，是有別於官方沙龍、與國家藝術組織

（Establishment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Beaux-Arts）強權對立的獨立展，支持為官

方品味所忽略的邊緣藝術家。其主導者與策展人朱荷丹（Frantz Jourdain）以擁

護獨立的、爭議性的藝術家為名，因此秋季沙龍早期的展覽均以新近世代的創作

和當代的前鋒藝術家作為主題。在包含眾多著名大師回顧展的 1904 秋季沙龍

中，荷東相對豐富而量多的作品顯得特別受到注目。荷東亦對此次展覽寄予厚

望，因為相較於私人的杜沆余葉畫廊觀者侷限於固定而少數的藝術愛好者，秋季

沙龍則明顯地以一般大眾為多數，尤其策展人的禮遇益加使荷東期待能在此盛大

的公開展覽會中獲得公眾極大的迴響。1然而除了部分本是荷東支持者的藝評，

如羅格-馬克斯（Claude Roger-Marx）等人給予正面評價，仍舊沒有突破性的評

論出現，即使荷東在展覽中包含了大半色彩前衛的新作。荷東感嘆當代藝評「缺

乏創造性的觀點」，沒有實踐藝評對新的藝術應有的敏銳嗅覺，自己更成為「極

大誤解的對象」，2屢次為公開展覽長時間的經營籌畫，總在失望中落幕，荷東終

究未能如高更、賽尚般在藝評家的手中大放異彩，奠定藝壇的地位與歷史的評

價。爾後三年間，荷東雖持續參與沙龍展，卻僅提出屈指可數的畫作，終在 1908

年後離開秋季沙龍的展覽廳。 

對公開展覽與藝評的失望 

雖然公開展覽的開放性給予荷東將作品推介給一般大眾和廣泛藝評的機

會，藝壇主流的強勢與公眾品味的善變卻難以讓荷東尋得一席之地。荷東挫折的

                                                 
1 “…these exhibitions are visited in the days immediately after the opening by more of the public than 
that which frequents Durand-Ruel’s gallery. ” Redon to Bonger, 21 Aug. 1904, quoted in Douglas W. 
Druick ed., Odilon Redon：prince of dreams,1840-1916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Press,1994), 
p.288.  
2 “La critique d’art n’est pas céatrice.” Redon, A Soi-Même, p.120, see also Dario Gamboni, La Plume 
et Le Pinceau: Odilon Redon et la littérature (Paris: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9), p.223. “Je suis 
l’objet d’un immense malentendu…” Redon à Bonger, 4 décembre 1904, in Roseline Bacou, Odilon 
Redon (Geneva, 1956), vol. I,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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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感嘆道： 

如同所有遊戲，總有某些（作品）是為人所不知的，人們卻寧可相信 

任何貼有官方標籤而不出色的東西。3 

荷東雖然在新世紀之初積極參與公開展覽，卻也逐漸明白其藝術獨特的個人性難

以被歸類於任何一個派別。在這講求創新的時代各種藝術理念與革命洶湧紛至，

藝術家大多組成風格質性類似的群體以求明確的定位，當其中某一成員獲得肯定

時，群體中的其他藝術家亦能得到庇蔭而增加知名度甚至青出於藍。因此獨立的

藝術家若要引起觀眾、藝評與市場的注意力，不如利用團體的同質性以形成較為

顯著的目標和定位。荷東雖數度參與連合展覽，如獨立展（Les Indépendants）、

二十人展（Les Vingt）、第八屆印象主義展、及那比畫派等彩色主義者的連展，

卻只是更加突顯出荷東藝術風格的特出獨立，荷東的堅守其「源於自我的藝術」

使他不願亦無法歸類於任何藝術團體的美學通則中。4然而眼見公開展覽會的選

件日漸趨向同質性的作品，荷東失望的發覺「主流」的品味通則已再度吞沒藝術

獨有的創造力與獨立性，荷東的離開公開展覽似乎是必然的結果： 

我最近去了獨立沙龍展⋯⋯我沒有得到任何的鼓舞，因為在那兒我看 

不到任何特殊的、極突出的作品。我不只是在說獨立展，秋季沙龍亦 

然！⋯⋯在那兒我們見到許多技巧、才能，卻沒有令人欽服的天資、 

意志、與智慧。5 

                                                 
3 “Et comme dans tout jeu il faut qu’il y ait une part d’inconnu, on table préférablement sur ceux 
qu’aucune marque officellment donnée ne distingue” Redon à Bonger, 17 janvier 1901, in Lettres 
d’Odilon Redon 1878-1916 (Paris, 1923), p.44. 
4 “…j’ai fait un art selon moi seul.” Odilon Redon, A Soi-Même : Journal, 1867-1915 : notes sur la vie, 
l'art et les artistes(Paris, 1979),p.11. 
5 “Je suis allé dernièrement aux Indépendants…,je n’en suis pas revenu réconforté parce que je n’y ai 
rencontré aucune oeuvre exceptionelle, vraiment marquante. Je dis cela pour les Indépendants, je 
pourrais le dire pour le Salon d’Automne aussi…nous voyons beaucoup d’habileté, de talents, mais pas 
de genie, mais pas une volonté, pas une intelligence qui rallie à elle tous les assentiments.” in “Des 
Tendances de la Peinture Moderne. XII. Entretien avec M. Odilon Redon.” Les Nouvelles, 5 juillet 
1909, p.4, reprinted in Gamboni,op.cit., 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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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荷東作品中奇詭圖像的並置雖在世紀末逐漸轉變為真實與想像共

存的畫面，較容易為一般大眾所理解而欣賞，但在部分藝評家的眼中卻僅不過是

從「病態的象徵主義」（unhealthy symbolism）回復到「較健康」的自然呈現。6而

即便是荷東固有的支持者，尤其是早年擁護「黑色」（Noir）的象徵主義文學家

與藝評，也未必全然瞭解荷東的藝術理念。1894 年的個展後，荷東寫給友人的

信中提到對展覽評論的意見： 

我得到許多不同的評論文章……但每枝筆都試著將我和他們的信念連 

在一起。他們錯誤地認為我有任何特定的目的。我只是創作藝術而已。7 

荷東晚期作品已逐漸脫離文學的敘述性，藝評卻仍喜好深究荷東圖像的象徵質

性。事實上早在 1880年代象徵主義的盛期，荷東便曾警覺到文學界的支持者「過

度翻譯」（overinterpret）其藝術作品的弊病。8荷東說道： 

那些藉由文章或陳述暴露出他們在精神上的暗示是為了神秘感的顯現， 

而讓我感到驚異訝然的東西離我很遠，不為我的意願所知。9 

荷東的從未正面解釋其圖像意涵與文本來源，是因為這些得自內面昇華的經驗沒

有一確切的答案，正如同其繪畫的本質是曖昧不明的神秘性。尤其當荷東於 1900

年杜沆余葉畫廊的專題展中宣告色彩主義的傾向，並更直接地從自然擷取靈感之

後，荷東的關注點便轉移至繪畫元素純粹與感性的表現，混合真實自然的再現與

想像世界的幻覺，突破了象徵主義文學性教條的窠臼。10然而，即便是受到荷東

                                                 
6 Edouard Saradin, probably in Journal des débats, 1900, quoted in Druick, op.cit., p.259. 
7 “…j’ai eu des articles divers…mais chaque plume veut m’attirer à sa foi. On a tort de me supposer 
des visées. Je ne fais que de l’art.” Redon to E. Picard, 15 juin 1894, reprinted in André Mellerio, 
Odilon Redon (Paris:1913), pp.80-82.許多荷東象徵主義時期的友人在其發展新風格之際仍執意探
討畫中的神秘與文學性，甚少著墨於荷東的創新之處，是荷東所失望的。 
8 see Redon, To Myself, Journal 1867-1915, trans. (New York：George-Braziller, 1986), pp.76-77 ; see 
also Druick, op. cit., p.215. 
9 “Ceux qui, par leurs écrits ou leurs dires, ont révélé ce que leur suggère à l’esprit ce qu’il apparaît de 
mystérieux m’ont donné de l’étonnement et la surprise de choses venues hors de moi, à l’insu de ma 
volonté.” Redon A Soi-Même, p.97. 
10 例如 1899年 Paul Desjardins 便警告象徵主義者不該忽視所有藝術的靈感來源—自然。“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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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風格吸引的第二代藝評家依然容易混淆藝術家前後期創作理念的歧異，雖不再

囿於文本性的陳述，卻仍舊跳脫不出以文學性的抒情筆調描述荷東的作品，而非

有助於定位的研究性藝術理論。因此諸如詹姆斯（Francis Jammes）、莫里斯

（Morice）、列布朗兄弟（M.-A. Leblond）等人雖均曾為荷東撰寫評論，卻多傾

於「詩意」的描述，僅對荷東在藝術市場上的收穫較有幫助。11而荷東雖深知公

開展覽是吸引藝評與大眾焦點的直接途徑，不懈地參與展覽會宣揚其新風格的成

果，卻仍然沒有獲得廣泛的認同與注目，長久的不被了解使荷東疲於在公開展覽

中掙扎生存。荷東 1910年在一場訪談中承認：  

事實上，我已不再展覽了。有人說我太驕傲了，原因卻更為簡單。我 

需要平靜，對於我和我的作品，我害怕錯誤的了解⋯⋯不是有人說我 

的藝術是象徵性的嗎？我不瞭解這個說法，我是偏好暗示性的。12 

直至晚年，荷東仍舊和藝評界無法建立共同的信念和語言，其新作卻在藝術市場

獲得不錯的反應，使荷東有意回到商業畫廊固定展出其作品，由藝術經紀商幫助

推介其新作與處理交易的事宜，形成所謂「經紀--批評」的機制（système 

marchand-critique），成為荷東擴展聲名及贊助群的另一個管道。13 

商業畫廊與藝術市場的經營 

荷東早自 1880 年代起便開始積極尋求其新作品的公開地點與市場，意圖擴

展其僅有少數文學家所組成的鑑賞群體。經由于斯曼、馬拉梅等著名作家的介

                                                                                                                                            
個命定的錯誤。畫家若不從可見世界起頭，要從哪裡開始？”Desjardins, Gazette des beaux-arts 
(July 1899), p.48, quoted in Druick, op. cit., p.214. 
11 有關荷東與藝評的關係參閱 Richard Hobbs, Odilon Redon (London：Studio Vista, 1977), 
pp.139-154.Hobbs稱這些藝評作品為「詩意的評論」（poetic criticism），早期象徵主義文學家亦喜
好以詩文的形式演繹荷東作品的神秘性圖像。See also Gamboni, op.cit., p.163. 
12 “Je n’exposerai plus, en effet. On a dit que j’étais un grand orgueilleux ; c’est beaucoup plus simple. 
J’ai besoin de tranquillité, pour moi, pour les miens, et j’ai peur d’être mal compris…N’a-t-on pas dit 
de mon art qu’il est symbolique? J’ignore ce que cela veux dire. J’aime plutôt à suggérer.” in 
anonymous, “Odilon Redon. Un amateur fait don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une collectione de ses 
estampes” Paris-Journal (1 Mars 1910), reprinted in Gamboni, ibid., p.315.   
13 Gamboni, ibid., pp.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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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荷東開始在杜沆余葉畫廊展出其作，雖僅是連展中的部分陳設，卻是少數荷

東得以在巴黎藝術圈現身的場所。141894年，荷東舉行其藝術生涯首度的個展，

藉由其固有收藏家的幫助，馬拉梅、于斯曼、羅格馬克斯、馬列里奧（A. Mellerio）

等作家、批評家均出借其珍藏，不但顯示荷東在文學界所受到的注目，亦有助於

說服藝術評論宣揚其聲名。然而出乎其意料地，荷東在此展覽後並沒有獲得任何

一位新的收藏家的青睞，荷東晦澀神秘的圖像意涵仍為一般觀者所排拒，巴黎的

藝術經紀商亦在印象派畫作仍風行的時刻鮮少對荷東的作品表示興趣。直到1900

年的彩色作品展，荷東在藝術市場的經營才初嚐成功的滋味，去文學性的題材與

亮麗的色彩包含些許貫有的神秘氣氛，使一般觀者皆易於接受荷東的新風格，裝

飾性的樣貌更符合廣泛藝術市場的需求，一時之間荷東的彩作成為炙手可熱的商

品。現代藝術經紀商佛亞得（Ambroise Vollard）是除杜沆余葉外荷東作品主要的

收購者之一，他曾經成功地將遠離巴黎藝壇的賽尚重新推上藝術市場的高峰，奠

定其大師級的地位與身價，荷東因而對他極具信心，期待能以同樣的方式在藝壇

大放異彩。荷東樂觀的認為，必定「仍有些人他未能有機會相遇，而其鑑賞社群

將會繼續擴張」。15但荷東終究未能如願在商業畫廊中有效地推展其贊助與市

場。1903 年杜沆余葉畫廊的第二次重要個展中，荷東費盡心力的籌畫雖吸引了

許多觀者與部分藝評，但作品交易的主要客戶仍是其固有的忠誠收藏者：伻傑買

下了展場中荷東首度公開的，引人注目的白色裝飾鑲板畫，以及多幅粉彩、油畫、

與石版畫。荷東失望的明白他在商業畫廊中的經營難以得到回饋，欣賞其作品與

創新的仍是忠實守候的贊助者，而藝術經紀商所開出的低廉畫價與市場的低迷亦

使荷東必須心痛地買回自己的作品以維持價格的品質。16隨後三年，荷東離開了

                                                 
14荷東首先拜託于斯曼建議杜沆余葉陳列其作品，杜沆余葉遂於 1886 年先邀請荷東參加印象主
義第八次連展。1889 年則由馬拉梅出面遊說讓荷東舉辦個展，但畫廊仍僅將荷東的作品納入一
繪畫雕刻連展中。參閱 Druick, op. cit., pp.239-40. 
15 “…I like to think that there are others I have yet to meet and that my circle will grow.” Redon to 
Bonger, 26 Nov. 1902, quoted in Druick, ibid., p.262. 
16荷東在市場的起伏與回應參閱 Druick, ibid., pp.262-63, 荷東在感謝伻傑的購置展覽作品的信中
提及到“沒有經紀商支持他”的感慨，卻也同時欣慰贊助圈的持續支持。Redon à Bonger, 30 juin 
1903, in Suzy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d’Odilon Redon à Bonger, Jourdain, Vińe (Paris：1987), pp.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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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畫廊而投入秋季沙龍展中，展出的作品已多為贊助者出借的傑作，透露了此

時荷東創作流通的主要管道，尤其是各式裝飾藝術作品，在公開的展覽中總博得

眾人的注目。171906年展出的紅色花卉鑲板（圖 2-2），亦被荷東新的贊助者畢貝

斯科王子（Prince Bibesco）搶先購得以充實其荷東作品的收藏。長期地徘徊於商

業畫廊的現實與公開展覽的冷落中，荷東終究發覺贊助者熱誠的支持才是維持其

藝術生命的重要資源，他們自發性地推介荷東藝術的成果要比畫廊或公開展覽要

更為堅實而有成效，而基於鑑賞美學的共識與社交的聯繫，贊助者間良性的收藏

競爭不但刺激荷東積極地創作，亦吸引了新贊助的出現，形成緊密而充滿活力的

鑑賞社群，支持著荷東晚期創作，進一步地推動其裝飾領域的發展。晚年的荷東

回顧他在藝術市場中的起伏，不禁慶幸自己並沒有太過於依附藝術經紀商的畫

廊，「真正神聖的作品從未來自於買賣，」荷東說道，「而是由喜愛藝術、品味卓

越的愛好者所創作的。」18囿於生計的荷東既無法完全擺脫藝術品交易的箝制，

又意欲秉持藝術創作的自主，忠誠而穩定的贊助圈似乎才能建構出荷東理想的創

作場域。 

贊助圈的形成與擁護 

荷東雖自 1890 年代起便疲憊地週旋於藝術經紀商與零落出現的藝評、觀者

間，其身後卻有一群忠實的支持者持續地擁護荷東的藝術，甚至扮演擴展荷東聲

名的幕後推手，他們熱絡收藏荷東作品的態度使荷東在 1900 年之後逐漸傾向專

心經營其贊助圈，甚至為其贊助者製作包含個人喜好與需求的裝飾性藝術。佛亞

德（Vollard）曾引述荷東所言，那些購買藝術作品的「愛好者」(amateurs)，亦

                                                                                                                                            
1908年之際荷東甚至痛陳藝術經紀商是他的「敵人」(ennemis), Redon à Bonger, 4 juillet 1908, Lévy, 
ibid., p.158. 
17 荷東自 1902 年起至 1908 年間幾乎均有展出委託的裝飾作品，亦向贊助者商借不少收藏品以
充實展覽，例如 1904年秋季沙龍展出的 68幅作品中，便有 29幅是出自贊助者手中。細節參見
Druick, op. cit., p.269, and note 44, p. 414. 
18 see Redon à Bonger, 28 mars 1911, Lévy, op.cit., pp.204-5. “La veritable consécration d’un ouvrage 
ne viendra jamais du marché; elle sera fait par l’amateurs qui l’aime, et par celui dont le goût fait 
autor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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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知心的朋友」(amis de ma pensée)，19足見荷東對其忠誠贊助者的倚重與感

恩，他不只當這些收藏家為買者，而是了解其藝術、共享理念的同伴。荷東早期

經由文學界的友人引薦認識了不少藝評與收藏家，最為積極的當屬作家于斯曼，

鼓勵荷東分送其石版畫作給表示興趣的藝評、作家，運用其人脈為荷東建立鑑賞

社群。20于斯曼的引介和荷東毛遂自薦的策略收到成效，觀者確實迅速擴展開

來，其中文學家馬拉梅成為荷東最有影響力的支持者之一，藉由參與馬拉梅著名

的「星期二聚會」（Mardis），荷東結識了不少年輕的批評作家如莫里斯（Morice）、

艾當（Paul Adam）、穆黑（Gabriel Mourey）等人，均對荷東往後評論的建立有

所幫助。荷東在其鑑賞社交圈的經營使他經由層層的引薦尋得真誠的贊助者，例

如貝那德（Bernard）在 1891年介紹荷蘭收藏家伻傑給荷東，成為藝術家晚期最

重要的收藏家與最親近的好友。而收藏家暨藝評馬列里奧在 1893 年亦引見荷東

認識鐸梅西男爵，開啟贊助者直接委託藝術家合作完成裝飾作品的先例，在荷東

的贊助圈掀起一股風潮。1890 年代晚期，荷東與其收藏家因直接交易的頻繁互

動而逐漸形成一緊密友好的關係，尤其是近來出現的新贊助者，除了伻傑與鐸梅

西還有菲力朋（René Philipon）、法布耶（Maurice Fabre）、傅利左（Gabriel 

Frizeau）、法葉（Gustave Fayet）等，不同於先前文學界的支持者，這些收藏家

不但大量購買荷東早期的作品，也不排斥藝術家新發展出的風格，對於那些實驗

性的粉彩、油畫均有收藏的意願。211899年荷東參與那比畫派等彩色主義者的連

展宣告了其風格的轉向，1900 年成功的將彩色作品推介給大眾，開拓了藝術商

業市場之後，這些收藏家卻仍然扮演收購荷東作品的主要角色。在這個「藝術經

紀商掛帥的時代」，22荷東曾意圖倚賴著名的經紀商如保羅．杜沆余葉與佛亞得

                                                 
19 Ambroise Vollard, Souvenirs d’un marchand de tableaux (Paris: Albin Michel, 1938), pp.231-32. 
20 有關荷東以「贈與」策略擴張其鑑賞圈的研究參見 Ted Gott, “Silent Messengers: Odilon Redon’s 
dedicated Lithographs and the ‘politics’ of gift-giving” Print Collector’s Newsletter (July-August 1988), 
pp.92-101. 
21荷東早期文學界的支持者長期大量購買荷東作品的並不多，並未形成真正的贊助圈。1894年起
荷東家族的莊園 Peyrelebade 因收入吃緊而負債，荷東無法再獲得家族的資助而必須賣出大量的
作品，因而開始與收藏家頻繁的交易。See Druick, op. cit., p.246. 
22 “We are in the era of the picture dealer.” Redon to Frizeau, 22 Nov. 1903, quoted in Druick, ibid., 
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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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在其商業畫廊展出以擴展其觀眾及收藏者，甚至加入秋季沙龍的公開展覽以

博得廣泛的注意，但成果總不如荷東所期望的。反而是荷東的贊助群在荷東現身

藝壇後愈加積極地增加收藏品，使荷東驚覺他在藝界公開場域的經營仍舊比不上

其私人贊助不變的熱誠支持。事實上當代藝術市場常藉由拍賣會炒作部分熱門藝

術家的作品以哄抬畫價，其餘邊緣藝術家的作品卻被貶至慘不忍睹的低價格流通

於市面，荷東便曾因此自行掏腰包買回部分高品質卻價位慘澹的作品。23儘管藝

術市場的畫價低落起伏，荷東直接與贊助者交易的價格卻是穩定的提高，荷東之

子艾里（Arï）回憶道： 

（我的父親）窘於受惠，每當賣畫定價時，他幾乎對收藏家感到抱歉 

，深怕他所訂定的價格或許會過高。24 

不同於其他藝術家的避免直接參與作品的買賣，荷東並不避諱與收藏家和贊助者

直接相對，親自處理複雜的交易過程。荷東的贊助者雖亦可自藝術經紀商手中購

得價格較低的作品，卻通常直接洽詢畫家挑選新作。藝術家穩重不屈的風範、收

藏家誠心的支持，兩者情誼的成熟與理性緩和了金錢往來的現實，難得地維繫著

密切友好的關係。 

另一方面，當荷東在藝術市場的反應不如預期之際，部分贊助者亦從幕後現

身公開場合幫助推展荷東的事業，私人贊助家加入了原先為官方與藝術經紀商所

壟斷的市場操作，企圖挽回荷東日漸被邊緣化的地位。誠如荷東於 1901年所寫

下的感觸與企望： 

有官方介入的地方就有走調的市場⋯⋯有藝術是能遠離標籤框架的，今 

                                                 
23 “Je tâcherai de me racheter moi-même. Je le fis dernièrement d’un très bon dessin…”Redon à 
Bonger, 30 juin 1903, in Lévy, op. cit., p.98. 
24 “…embarrassed to be obliged, whenever he sold a painting, to set a price for it, and he almost 
apologized to his collectors, for fear that the amount stipulated might appear too high.”Arï Redon, 
preface to Lettres à Odilon Redon (Paris, 1960), quoted in John Rewald, Odilon Redon, Gustave 
Moreau , Rodolphe Bresdin, (New York :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61),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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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它將由一可自行評斷的群眾所接納，他們購置、收藏、也投資。25 

荷東在此所指涉的群眾即是那些具備涵養與品味的藝術愛好者與收藏家，他們依

自己的喜好收購藝術品，彰顯個人的品味，甚至提拔宣揚所欣賞之藝術家的聲

名。某些藝術經紀商亦會代表隱身幕後的收藏家競標以拉抬畫作價格，形成有別

於公開展覽的宣傳策略。荷東的贊助者法布耶便曾經於 1902 年籌畫一場藝術品

拍賣會，包含許多歷代大師以及荷東的作品，意圖影響荷東的畫價品質。法布耶

和其他贊助者如法葉貢獻出自己的收藏，加上荷東本人提供的畫作於拍賣目錄

中，雖然最後拍賣的結果不甚理想，卻也替荷東的作品再度爭取了一次公開露面

的機會。26隨後，1905 至 1906 年間當荷東因家族負債而必須拍賣大量收存的作

品，這些贊助者亦大宗的收購幫助藝術家度過難關。1911 年法布耶再次意圖影

響荷東在杜歐特大樓（Hôtel Drouot）舉行的拍賣會。荷東相信藝術商業市場必

定曾私下協定壓制其作品的低價，法布耶便設法說服與荷東關係不錯的杜葉畫廊

（Galerie Druet）經紀商幫忙維持出價的水準，並找到部分潛在的收藏家。27無

論成敗與否，卻顯見荷東贊助者誠心的支持與協助。荷東許多主要的贊助者雖然

並非都身處在巴黎的社交圈中，卻各自以其方式助長了荷東的聲名與收藏圈。除

了法布耶的參與拍賣會增加荷東作品的流通性，遠在荷蘭的伻傑不但經常貢獻其

豐富的私人收藏予以北方的公開展覽，1909 年時甚至在阿姆斯特丹為荷東籌辦

了一場個展暨作品研討會，匯集眾多伻傑擁有的收藏精品及近乎完整的石版畫

集，荷東本人亦提供了一些藝術理念與評論的文章，伻傑儼然成為荷東作品在荷

蘭、比利時等北國藝術圈的宣傳代言人。28而遠離巴黎久居波爾多的贊助家傅利

                                                 
25 “C’est qu’il y a une légion d’officiels dont les affaires vont mal…il y a un art hors du cadre 
estampillé qui est désormais pris en considération par un public qui juge maintenant par lui-même. Ce 
public achète, collectionne, et même, spécule aussi.” Redon à Bonger, 17 janvier 1901, in Lettres 
d’Odilon Redon, p.44. 
26 關於拍賣的細節見 Druick, op. cit., note 17, p.412. 
27 see detail in Druick, ibid., p.277. 
28 遠在巴黎的荷東需倚重伻傑拓展荷蘭的鑑賞收藏圈，尤其當荷東無法直接掌握北方展覽的策
劃時，一方面需向伻傑商借收藏，一方面亦徵詢其意見。荷東跟伻傑說道：「你對比我瞭解荷蘭

的狀況。」（You know the Dutch public better than I.）, see letter form Redon to Bonger, 27 Apr. 1907, 
quoted in Druick, ibid., 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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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雖不似伻傑般與荷東如此親密，亦不如法布耶的為荷東投身藝術市場的操作，

傅利左卻在其長久經營的文藝圈中廣傳荷東的藝術。相較於伻傑在荷蘭收藏圈的

孤立，傅利左對文學、藝術的熱心贊助則使他成為一群藝術家與作家所組成之社

群的中心，提供荷東涉足文藝界仕紳社群的機會以擴展聲名與支持的觀眾。傅利

左收藏豐富的荷東作品使頻繁拜訪的友人亦能接觸到荷東的藝術，藉由社群熱絡

的鑑賞與討論賦予荷東應得的評論與地位。例如詩人詹姆斯（Jammes）、作家吉

德（A. Gide）便是在傅利左的社交圈中結識荷東與他的藝術，不但成為其支持

者，爾後亦為荷東的彩作寫了不少評論。經由如此緊密連結的鑑賞網絡，傅利左

在其私人社交圈中便可為荷東的藝術作宣傳並擴展藝術家狹窄的交遊，增加瞭解

其藝術的觀賞者。因而最終成功拓展荷東藝術聲名的，並非他費盡心神經營的公

開展覽或藝術市場，而是藉由「贊助--批評」機制的建構促成荷東一定程度上的

知名度與成就。相同的情形亦可在其他重要贊助者私人鑑賞交流圈中實現，如音

樂家蕭頌、西絲堤雅公主、及法葉等，當 1910 年贊助者畢貝斯科王子在倫敦特

地為其荷東的收藏設立專室展示時，荷東夫人告訴伻傑荷東真誠的喜悅：  

王子在其倫敦的宅邸中成立一間特別收藏荷東作品的房間，「真是光榮 

阿！」荷東笑著說到，成功的確是到來了。29 

贊助者對藝術家的熱情支持與竭盡心力的幫助使荷東以同樣的心境回報

之，兩者的忠誠是對等相互的付出。荷東的決定遠離公開展覽的場域，原因之一

即是對其贊助者及收藏家的關切與責任，荷東嘆到： 

人是如此容易地被欺瞞，這些藝術愛好者對我十分忠誠，我不願有人 

誤導他們。30 

                                                 
29 “Le prince Bibesco a fait à Londres dans son Hôtel toute une salle Redon. C’est la gloire, dit en riant 
Redon, c’est la réussite sûrement qui arrive.” Camille Redon to Bonger, 1 Jan. 1910,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p.196. 
30 “On s’est si souvent trompé! Des amateurs me sont fidèles; je ne veux pas qu’on les égare.” in 
anonymous, Odilon Redon. Un amateur fait don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une collectione de ses 
estampes, reprinted in Gamboni, op. cit., 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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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荷東的鮮少依賴藝術經紀商，贊助者亦多直接向荷東收購畫作，即使藝術經

紀商所開出的低價極為吸引人，但經由與藝術家的直接交易不但更鞏固了兩者的

情誼，更能選購到荷東特別為贊助者留下稀有珍品，有時荷東更自行創作贊助者

及其家人的肖像畫贈與之。31荷東對贊助者照顧的回饋，最顯見的即是裝飾藝術

的委託。雙方友好密切的關係使贊助者敢於嘗試探詢荷東為其製作裝飾畫的意

願，當鐸梅西男爵首先獲得藝術家的首肯完成一項前所未有的大型裝飾畫委託

後，其他贊助者群起效尤，紛紛向藝術家訂做專屬其私人空間的藝術品，在荷東

的贊助圈掀起一股裝飾風潮，意外地使荷東擴展了藝術的新領域並更加投入私人

贊助圈的經營。由於裝飾藝術的創作牽涉到委託者居所空間的陳設與品味的需

求，使得荷東與贊助者的互動達到高峰，兩者間頻繁的溝通協調亦成為委託過程

中的重要環節。因而裝飾藝術委託的機制與過程不但見證了藝術家與贊助者合作

關係的協調與否，更直接介入了藝術品最後呈現的結果，成為激發荷東創作裝飾

藝術不容忽視的影響因子。 

第二節  裝飾藝術的委託機制與過程 

荷東的贊助者直接向藝術家委託製作裝飾作品，不但推動了荷東在此領域的

初次嘗試，亦開創了不同以往的合作關係。荷東從前曾經接過不少贊助者直接委

託創作的肖像畫，從精緻寫實的素描到參雜想像元素的粉彩，大量的創作儼然成

為荷東固定的收入來源之一。但由於大型的裝飾畫需配合贊助者居所的格局設計

與整體裝潢，委託與製作過程要複雜得多，畫家與委託者必須經過不斷的溝通與

協調，以期完成符合雙方需求的委託品。荷東與贊助者友好的交誼使得兩方對於

裝飾畫委託的細節討論異常的熱絡，除了荷東偶爾視情況造訪贊助者的居所以了

解作品擺設的環境並斟酌呈現的形式，兩者之間頻繁的書信往來實為主要的聯絡

                                                 
31 荷東早期贈與石版畫的宣傳策略在晚期轉變為以肖像畫的創作贈與忠誠的贊助及友人。荷東
回饋其支持者的畫亦可為他爭取到一些額外的肖像畫委託，形成互惠的結果。參見 Gott,“Silent 
Messengers: Odilon Redon’s dedicated Lithographs and the ‘politics’ of gift-giving,” p.99, 及 Druick, 
op. cit., p.259,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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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更見證了裝飾畫的委託過程與創作細節。因而針對不同的贊助者與需求各

異的委託作品，荷東亦呈現不同的成果甚至異質的風格，贊助者介入的程度便成

為荷東創作過程中重要的影響來源，直接關切到裝飾作品完成的樣貌。 

貴族與上流階層的委託 

雖然生活在遠離文化中心巴黎的勃根地，鐸梅西男爵自荷東創作「黑色」

之際便已成為其固定收藏者，極為欣賞荷東藝術中的獨特語彙與象徵主義美

學。鐸梅西憑藉著與荷東長期而友好的贊助關係，大膽地要求荷東為他製作裝

飾城堡（Château de Domecy）餐廳的鑲板畫。鐸梅西早在 1896年便先委託了一

幅壁爐飾畫作為裝潢城堡的第一步，1897 年春天鐸梅西在荷東的信中說明「他

還未完成餐廳壁爐尺寸的計算」，點出當時兩人已在計畫城堡餐廳裝飾的委託。

32由於荷東隨後面臨家族莊園出售、負債的困境，這項委託直至 1900 年才開始

執行。在鑲板的製作過程中，藝術家與贊助者多次通信討論尺寸、色彩、及邊

框等問題，鐸梅西事先寄給荷東一份餐廳的照片，在他意欲擺置鑲板的地方標

上記號，並特別「要求」荷東採用明亮的色系： 

決定了，在作品及整體效果上，為了使空間顯得明亮並襯托掛氈，色 

彩必須以紅色和黃色為主；不要用到藍色。33 

荷東並沒有完全接納鐸梅西的想法，為了色彩的協調性他仍以些許的藍緩和黃

色調為主的畫面，並在作品抵達城堡後親自檢視鑲板的裝框，修飾因搬運的些

許損壞。34在雙方意見的溝通討論下，荷東呈現出創作生涯中前所未有的風格：

                                                 
32 “Je n’ai pu encore prendre les dimensions de la chiminée (salle à monger)…”Lettre de Domecy à 
Redon (printemps 1900)引自 Roseline Bacou,“La Décoration d'Odilon Redon pour le Château de 
Domecy (1900-1901)” ,La Revue du Louvre et des Musees de France (v.42 June 1992), p.43. 
33 “Décidément, ajoute-t-il, dans cette pièce et pour l’ensemble qui a besoin d’être éclairé et pour la 
tapisserie, les couleurs qui doivent dominer presque exclusivement sont le rouge et le jaune；le bleu ne 
va pas…”Domecy à Redon (autumn 1900), Bacou, ibid., p. 43. 
34 荷東為此委託在勃根地待了至少三個月，見荷東給友人 P. Gobillard (décembre 1900)及其妻
（févier 1901）的書信。Bacou, ibid., pp.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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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去除空間貫有定義的金黃色森林和自由漂浮其中的幻想之花。畫面平坦卻

層次細膩，點綴散落的筆觸極具裝飾性。雖然這項龐大的工作（18 幅尺寸不一

的鑲板）使荷東耗盡精力，他對委託的進行與最後的成果均感到相當滿意： 

這件重要的牆面裝飾委託工作攪亂了我的日常生活⋯在大型鑲板上部 

份以膠彩顏料、aoline，甚至粉彩來處理，有不錯的效果。⋯它會是 

我的藝術的延續，我相信。35 

藝術委託的和諧與成功，一方面需滿足顧客的要求、一方面得保有藝術家

創作的自主性，但主導權的掌握者對作品的創作過程與風格的趨向均有決定性

的影響力。委託者有權向藝術家確保委託物滿足其需求，卻必須有賴創作者選

擇性的讓步，若藝術家全然接受顧客的指定，不但動搖了藝術創作獨立性之不

可侵犯的象徵地位、亦輕易地被貶抑為諂媚依附的藝匠。因此在委託關係中主

導權的運作實是一微妙複雜、不亦取得平衡的拉鋸戰。然而荷東在其裝飾藝術

的委託中似乎沒有因為溝通的衝突而感到困擾，雙方的友誼與互相的接納絕不

同於傳統贊助的從屬關係。在創作鐸梅西的鑲板之際，荷東在給好友伻傑的信

中愉悅地寫到： 

我非常高興（在此委託中）所擁有的獨立立場，為忠誠的愛好者創作我所 

喜愛的藝術。36 

對荷東而言，與長久支持自己藝術的「愛好者」及「知心好友」維持和諧的贊

助關係，似乎是比汲汲於追求畫壇的公開肯定要有實際價值。而為他們製作專

屬的裝飾藝術，非但不影響荷東藝術創作性的能力，更實現他為收藏愛好者創

                                                 
35 “La commande d’un important travail de décoration murale qui dérange toute mes habitudes…le 
tout par grands panneaux, traités avec un peu de tout, la détrempe, l’aoline, le pastel même dont j’ai un 
bon resultat…C’est une suite de mon art, je crois” Redon à Bonger (January 17,1901), Lettres d’Odilon 
Redon 1878-1916, p.44；荷東自稱的「aoline」是一種快乾、不透明、無光澤的顏料，參見 Druick, 
op. cit., p.376, 430, note 63.  
36 “Je suis bien heureux dans la position indépendante où je suis, faisant toujours un art que j’aime, et 
pour un nombre d’amateurs qui sont constants”, Redon à Bonger , ibid.,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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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真誠藝術品的心願，而不必再繪製因應藝術市場的、非藝術家所願的投機之

作。對藝術家與贊助者而言，這項委託的創舉在其社交圈及鑑賞社群中均造成

雙贏的結果，鐸梅西成為此贊助圈中裝飾風潮的開創者，凸顯其獨到的眼光與

品味，而荷東亦因此開拓了新的創作領域，裝飾藝術意外地成為荷東支持者目

光的焦點。而藉由私人文化社群的鑑賞聚會或是少數的公開展覽，荷東的裝飾

藝術吸引了亦其隱性愛好者的目光，獲得了新的、且多為上流或貴族階層的顧

客，擴展了荷東贊助網絡的範圍。譬如西絲堤雅公主（Princess de Cystria）即是

受荷東裝飾藝術吸引而來的新客戶，1903 年荷東接下委託製作一幅摺疊屏風，

身為上流階層的委託者，公主亦不例外地提出了個人的要求，荷東提到： 

她不想要有花朵或人物呈現（在畫屏上），還有什麼可畫的？您應可簡 

單地猜到：一個全然幻想的世界！我將以極大的精神投入這個作品中。37 

西絲堤雅公主並不想要荷東以花卉人物的描寫所塑造的裝飾風景，而希冀荷東

能呈現不同的東西，面對此直截了當的意見，荷東卻巧妙地將顧者「有所侷限」

的要求轉化為讓自己的發揮全然幻想的挑戰，自由地擷取生物、神話及固有圖

像並加以轉化組合，呈現一混合神話想像與奇異樣態的世界。 

荷東的裝飾畫經常在上流社會社交聚會中吸引住與會者的目光，除了西絲

堤雅公主的文藝沙龍，蕭頌夫人（Mme Ernest Chausson）的音樂沙龍亦是荷東

裝飾藝術另一重要的鑑賞據點。身為作曲家恩斯特．蕭頌的遺孀，蕭頌夫人在

1899 年丈夫辭世之後仍繼續主持其著名的文藝聚會，亦承接對荷東藝術的贊

助。蕭頌夫人委託荷東繪製一組五屏的鑲版畫，裝飾在一音樂廳的牆上。荷東

原先在中央鑲板繪有一個人物，但在夫人的要求下抹去，以呈現一全然花卉的

                                                 
37 “On ne désire y voir représentés ni fleurs, ni figures! Que restera-t-il? Vous le devinez aisément, tout 
le monde chimérique. Avec quel entrain vais-je m’y mettre à cet ouvrage. ”Redon to Bonger, 30 June 
1903, in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1987,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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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緻。38作品完成後，蕭頌夫人與荷東邀請許多文藝界的友人前來欣賞，無論評

價如何，荷東最重視的似乎仍是贊助者的滿意與否： 

我的裝飾鑲板完成了，並終於安置妥當……總之，蕭頌夫人似乎由衷 

地感到高興，而這是必要的。39 

然而藉由如此私人聚會中「公開」的展示鑑賞，的確讓更多的贊助者發現荷東在

裝飾領域的可能性。如收藏家凱斯勒伯爵原先僅熟知那比畫派在裝飾領域的經

營，並為他們主要的贊助者，但在參觀過蕭頌夫人的鑲版畫後，凱斯勒便極感興

趣地立即委託荷東為他創作裝飾藝術品，荷東描述到： 

他看起來極為歡喜的，當下立即邀請我為他那兒做些東西，以及一幅 

做織錦用的畫稿。40 

荷東與凱斯勒伯爵委託的細節鮮少有文獻留存，僅有 1904 年荷東回覆給凱斯勒

伯爵的信中提及他已收到伯爵家中牆飾鑲板與家具的樣本，讓他得以決定其作品

的呈現以配合周遭環境，實際作品為成與否不得而知。41為了達到空間的和諧

性，荷東對裝飾畫及其擺設空間的相稱度極為重視，荷東在諸多委託中均極為仔

細地詢問作品裝置地點的空間構成與色彩組合，他認為「繪畫、塑像、和紀念碑

並非附屬於因應設計的地點，而是與之相互影響的」。42尤其裝飾畫是屬於個人

特定空間的擺設，而非開放性的、變動性高的公眾領域，荷東更不樂見其作品更

                                                 
38見馬列里奧收到蕭頌夫人參觀鑲板的邀請函（December 1921）後所寫下的註解，引自 Druick, op. 
ci., p.311, and p.420, note 25. 
39 “…mes panneaux décoratifs étant terminés, et enfin posés…Enfin Madame Chausson me paraît en 
être bien sincèrement contente, et c’est l’essentiel.” Redon à Bonger, 12 décembre 1902, in Lévy, 
op.cit., p.85. 
40 “Il parrut ravi et sur place, il me demandera, quelque chose pour là-bas, même une maquette pour 
faire exécuter un tapis.” Redon à Bonger, 2 janvier 1902, unpublished letter cited in Bacou, Odilon 
Redon (Geneva: Pierre Cailler, 1956), p.166. 
41 see letter form Redon to Kessler, 28 Nov. 1904. and Druick, op. cit., p.316. 
42 “Is it true that paintings, statues, and monuments do not belong to…but interact with the places 
which they were conceived?” Redon to Bonger, 16 May 1909, quoted in Druick, ibid., p.319. 



 68

動收藏地點，使其裝飾畫不再與其環境相互輝映而失去功能。43因此荷東鮮少自

行創作裝飾繪畫，僅有的幾幅亦多為沒有特定主題的花卉鑲板，例如荷東 1902

年的作品、以及畢貝斯科王子於 1906年購置的「紅色鑲板」。 

中產階級的贊助者 

相較於荷東的許多裝飾委託均來自有地位、名望的富有人士與文化精英，身

為律師的伻傑卻擁有凌駕其他贊助者的收藏數量與熱誠。自 1891 年荷東與伻傑

因貝納德的介紹而認識後，兩人便一直維持著密切的友誼，1900 年後伻傑每年

幾乎都收購了荷東主要的創作，成為荷東藝術最重要的收藏者。在頻繁往來的書

信中，荷東多次提到其裝飾委託及創作的細節，從最初的鐸梅西、蕭頌夫人的鑲

板畫、西絲堤雅公主的屏風、到凱斯勒伯爵的織毯畫，伻傑均自荷東得到第一手

資訊，伻傑想當然爾地亦極想要荷東的新作品。早在荷東創作鐸梅西鑲板之初，

伻傑便向荷東透露對裝飾委託的興趣及想望 ： 

我免不了感到妒忌那位擁有你裝飾以幻想之花卉的餐廳的收藏家，我 

的夢想之一就是擁有一間依我個人的喜好、由你和貝納德所裝飾的小 

房子。44 

事實上伻傑在此信中便表示決定買下荷東曾提及之一幅大型的花卉粉彩畫，可見

伻傑亦急於收藏荷東的裝飾性畫作。45但顯然此時畫家仍忙於鐸梅西的委託，無

暇完成此作，不過荷東亦保證在這龐大的創作工程完成後會另外為伻傑繪製他所

                                                 
43 “I am afraid of the movement of my work. Everything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new relationships 
created by another milieu.” Redon to Bonger, unpublished letter, 23 May 1906, quoted in Druick, ibid., 
p.319. 
44 “Je ne puis m’empêcher d’envier ce collectionneur dont vous décorez la salle à manger de fleurs 
imaginaries. Ce fut un de mes rêves d’avoir une petite maison à moi selon mes goûts intimes,décorée 
par vous et Bernard. ” Bonger à Redon, 19 mars 1901, cited in Bacou, “La Décoration d’Odilon Redon 
pour le Château de Domecy, 1900-1901,” op. cit., p.44. 
45 “Y aurait-il indiscrétion de vous demander de me réserver le grand pastel dont vous me parlez? Ou 
si vous vouliez me l’envoyer déjà maintenant. J’en serais ravi.” Bonger à Redon, 19 mars 1901, in 
Bacou, ibid.,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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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的作品。46而當荷東於 1903 年首度公開展出一幅裝飾鑲板，伻傑甚至未見

作品便立即訂下，此畫雖非委託之作，荷東卻認為其明亮的色調極適合伻傑居所

較昏暗的裝潢色系。471905年伻傑更進一步收藏了兩幅荷東大型裝飾畫的傑作：

《佛陀》（Le Boudha, 圖 2-3）及《紅色的樹》（L’Abre Rouge, 圖 2-4）。在直接

委託荷東之前，伻傑已表明了對其裝飾藝術的熱誠。 

雖已有許多贊助直接委託荷東創作，身為好友的伻傑至今擁有的裝飾畫大部

分仍都是收購已完成的作品，極為尊重藝術家創作的自由。直到 1906 年當他搬

到一空間更為寬闊的新居後，伻傑才首度特別要求荷東為他製作一幅折疊屏風。

荷東對委託者要求的欣然接納，基於兩人的友誼，荷東更表達前所未有的關注於

這件作品的討論中，以期符合伻傑的期望，甚至兼顧伻傑夫人的意見。荷東熱心

而詳細的回信道： 

當然，我非常樂意為你作一幅屏風。您只需告訴我，您想像中最洽當的

尺寸及折屏數目。構想出最適合您、並符合房間整體裝飾精神的作品；

任何（想法）都有可能、都可實現。我將使用和您已擁有的鑲板相同的

媒材⋯關於尺寸，考慮一下它在您身處之房間中的用途；我將同意您提

出的所有建議。重要的是，它必須以相稱或對比的高級布料簡單地裱

貼。在伻傑夫人的同意下為作品創造些東西，並告訴我有關她的意見。

我們會成功的。48 

                                                 
46 “Je ne pouvais pas vous répondre favorablement quant au pastel de fleurs dont je vous ai parlé 
sommairement. J’ai sans doute oublié de vous dire qu’il fait partie de la décoration de la salle à manger 
dont l’exécution m’ocuppe…Je ne puis que vous promettre de me remettre à l’ouvrage quand j’aurai 
fini cette besogne…il me serait fort agreeable de vous en faire un autre, à la fin de l’été.” Redon à 
Bonger, 19 avril 1901, in Lettres d’Odilon Redon, p.47. 
47 see Redon à Bonger, 5 Apr. 1903, in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p.93. 
48 “Bien entendu, je vous ferai, avec le plus grand plaisir, un paravent. Vous n’avez qu’a me dire, à 
votre guise, ce qui vous semblerait le mieux, pour la dimension des feuilles, leur nombre. Concevez-le 
comme il vous conviendra le mieux, et dans l’esprit de la décoration de la pièce ; tout est possible, tout 
est faisible. Je le ferai de la même matière que le panneau que vous avez…Pour la dimension 
concevez-la pour l’usage de la pièce où vous êtes; je m’accorderai de tout ce que vous m’indiquerez. 
La chose importante est qu’il soit monté très simplement, sur une étoffe de qualité assortie ou 
tranchante; créez-là quelque chose avec le concours de Madame Bonger et parlez-m’en. Nous 
réussirons.” Redon to Bonger, 23 Oct. 1906, in Lévy, ibid., 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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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照片及描述，荷東掌握了屏風擺設地的環境與整體風格，繪製的過程

中並多次與伻傑及其夫人討論修正屏風的尺寸、式樣與主要色彩的選擇。49當畫

面完成後，為了使邊框無礙於視覺在三幅畫屏間的流轉，維持畫面的連續性，

裱框布料的色彩與花樣亦是荷東所關注的細節。在伻傑夫人的參與下，他們選

擇了繡以精緻織紋的米色布料來裱貼畫框與包覆活動樞紐，細膩謹慎的質地與

色彩調和了強烈對比的表現性畫面，足見荷東在此折疊屏風上所投注的精神與

心力，而成就此臻至極致的作品。50在荷東熱誠的回應下，伻傑雖毫不隱瞞地陳

述其想法，卻沒有像先前的委託者般有特定題材或色調等細節的指定，反而全

然接受藝術家的建議與選擇（如尺寸的更改與裝飾色系的決定）51，反倒是荷東

殷切地尋問、確認伻傑夫婦的需求與同意。荷東與伻傑在委託過程中所透露出

之密切連結與合作已超越了一般委託機制。未曾向人解釋其藝術的荷東甚至在

書信裡向伻傑仔細地描述主題的內容與想法： 

我想這幅畫是得自夏日山中時光的印象。那是在山峰上，一種無形的 

陽光射線下所意識到的混沌。畫中有些我未曾用過的冷灰與淡藍色調 

，無疑地是我從阿爾卑斯山之旅擷取而回並留存於潛意識中的。52 

在友誼的發酵下，這項委託早已跳脫藝術家與贊助者交易的實質，而是兩者合

作下所激發完成的傑作，荷東亦推崇其「價值是難以論定的」。53伻傑個人品味

的喜好實際上是植基於對荷東藝術的信仰，因此荷東實際上是獲得了創作自主

                                                 
49 Redon to Bonger, 18 Dec. 1906,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荷東將伻傑提出的屏風寬度 190cm建議
改為 234cm 較為適合屏風的高度，參見 Michael Komanecky and Virgina Faldori Butera, The 
Folding Image：Screens by Western Artists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Haven：
1984), pp.80-82. 同一封信中荷東亦決定了紅色系的主調。 
50 Redon to Bonger, 3 Mar. 1908,荷東向伻傑說明邊框及背面布料的選擇，並另請裝潢師執行裱貼
的工作。參見 Komanecky and Butera, ibid., pp.82-83. 
51 此委託執行之際伻傑曾表示要購買荷東的另一幅裝飾鑲板，但荷東不認為灰色調適合其居所
整體的裝潢。見 Redon to Bonger, 18 Mar. 1907, in Lévy, op.cit., p.145. 
52  “Je crois qu’il porte la date de mes impressions d’été à travers les montagnes. C’est une sort de 
chaos dans des cimes perçu à travers des raies amorphes de lumière. Il y a quelque gris froid et bleutés, 
que je ne fis jamais et que j’ai sans doute rapportés de mon passage en Suisse et des récoltes de 
l’inconscient.” Redon à Bonger, 3 mars 1908, in Lévy, Lettres inédites,1987, p.153. 
53 “…ce sont des valeurs difficile à établir.” Redon à Bonger, 3 mars 1908, in Lévy, ibid.,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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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然自由，荷東感恩地說道：「你對我的藝術永遠忠誠的陳述是彌足珍貴的。」

54在老主顧忠誠「信仰」的保證下，荷東大膽呈現前所未見的，與之前裝飾畫的

細膩謹慎截然不同的奔放風格：此幅屏風空間形式的抽象性、大塊面積的色彩，

與大筆揮灑的氣勢使了荷東的藝術創作攀上另一顛峰。 

公家機關的委託 

荷東在裝飾創作上的經營於 1908年獲得了官方的肯定：他接到了高布朗國

家手工藝中心（Manufactures Nationales des Gobelins）的委託。高布朗手工藝中

心的主管傑佛瓦（Gustave Geffroy）在荷東創作「黑色」時便是其好友及收藏家。

1907 年身為裝飾運動倡導者之一的傑佛瓦入主高布朗，並意圖促使織錦設計朝

向現代化的發展，以重振代表法國裝飾文化象徵的高布朗因缺乏創新而逐漸沒

落的聲勢。他邀請具革新性格的藝術家參與裝飾設計群如莫內、賽尚、維依亞

爾等人，「各以其風格呈現這個時代的裝飾藝術」。55而荷東以其獨有的非寫實風

格與裝飾性的趨向被納入傑佛瓦的名單中，無疑地顯示其創作重心的移轉已獲

得注意。顯然地，傑佛瓦在拜訪荷東工作室時發現他在裝飾藝術上的驚人的發

展與可能性，1908年荷東告知法葉夫人這個消息： 

我今早已將伊瑟兒的肖像畫寄送給你，以及我最大的感謝之意。這作 

品引發我為高伯朗創作的意願，此肖像畫受到主管的喜愛因而委託我 

繪製屏風及織毯。謝謝伊瑟兒她的構想，她為我帶來了好運。56 

荷東為法葉之女所繪之肖像畫（圖 2-5）周圍佈滿色彩鮮麗的花葉，半抽象的形
                                                 
54 “Ce que vous me dites toujours fidèlement de mon art m’est bien précieux.” Redon à Bonger, 4 July 
1908, in Lévy, ibid., p.158. 
55 “Tous représentatifs à leur manière, de l’art decoratif de ce temps.” G.. Geffroy, Exposition de 
tapisse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Paris: Manufacture Nationale des Gobelins/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1933), p.3.   
56 “Je vous ai fait parvenir ce matin, le portrait d’Yseult. Et voici mes remercîments empresses. 
L’ouvrage venait appuyer mes desires de travailler pour les Gobelins et la portrait a plu au Directeur 
qui me cinfie l’exécution d’un écran et aussi un tapis. Rémerciez Yseult de sa conception, elle m’a 
porté bonheur.” Redon à Mme Fayet, 4 April 1908, Leblond, Lettres d’Odiln Redon 1878-1916
（Paris:1923）,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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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極富繪畫性的裝飾表現極受傑佛瓦賞識，同時也發覺荷東已在進行的折疊屏

風的創作，更確定了荷東在裝飾領域的能力。荷東同樣愉快地告知伻傑其屏風畫

帶來的肯定： 

他們看到我做的摺疊屏風，使我與高布朗手工藝中心建立了聯繫。他們委 

託我設計一幅屏風與織毯，將以蠶絲或羊毛織製。57 

高布朗的委託對荷東而言是其企慕許久、遲來的公開肯定。在傑佛瓦的期望下，

荷東也意圖為高布朗設計出獨創而現代的裝飾式樣，並從波斯、日本及法蘭德

斯的織繡藝術中尋找靈感。58但傑佛瑞雖意在追求現代性的裝飾，卻仍希望荷東

設計「花朵環繞」（fleurettes circulaires）的傳統式樣作為家俱織面的設計。59雖

然荷東仍保有其想像的花朵獨特的半抽象性，高布朗的委託時卻無疑地顯得較

為拘謹保留，似乎不若同一時期所作之裝飾作品的開放成熟。但顯然傑佛瓦和

參與評鑑的收藏主管非常滿意荷東的作品： 

你所做之扶手椅的圖繪鮮麗細緻，不只我而已，國家藝術委員會的副 

秘書亦如此認同，並迫不及待地要織作為成品。60 

作為國家級的機關，高布朗比一般贊助掌握有較多的委託主導權，實際而具體

地提出所要的式樣風格，即便無明確指涉，藝術家似乎亦戒慎斟酌風格的使用。

因此即使荷東自由的空間配置、想像而半抽象的花朵設計對高布朗織廠而言已

是非常現代化的樣式，比之荷東的裝飾創作仍是過於拘謹傳統的呈現。此外，

                                                 
57 “Autre nouvelle qui vous fera plaisir: le paravent, qu l’on a vu, m’a aide à me mettre en rapport avec 
la Manufacture des Gobelins; j’ai commande d’un écran et d’un tapis, pour être execute en soie, ou en 
laine.” Redon to Bonger, 10 April 1908, in Levy, op.cit., p.156. 
58 Redon to Charles Waltner, 12 April 1910, in Lettres d’Odilon Redon, p.91.描述荷東至擁有豐富東
方藝術品（含大量來自波斯、中國、日本和土耳其的絲製品與織錦）館藏的里昂織錦博物館參觀

的感想。 
59 Geffroy to Redon, unpublished and undated letter recorded in Hôtel Drouot auction catalogue, Paris, 
16 Dec.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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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Vous modèles des fauteuils sont délicieux, et ils ont été trouvés tells, non seulement par moi, mais 
par le Sous-Secrétaire d’État aux Beaux-Arts et ils vont mis incessamment sur le métier.” Geffroy to 
Redon, 1910, in R. Bacou, ed., Lettres à Redon (Corti: 1960), p.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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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佛瓦雖為荷東作品「完美的配置與絕妙的自由」風格所傾倒，荷東所收到的

委託金額卻相對的低落。61但無論如何，荷東的確是對其裝飾藝術的受到官方肯

定感到欣慰而滿足，隨後三年間相繼而來的委託荷東均欣然接下，高伯朗也賦

予更多的創作空間，留下數量頗多的織錦創作，形成荷東裝飾創作中的異數。62 

創作美學的完成：楓弗瓦鑲板壁畫 

相對於高布朗委託的壓力與侷促，荷東於 1910 年接下贊助者法葉委託的裝

飾壁畫則再度擁有完全的創作自由與自主性。因法布耶的介紹與荷東相識，法葉

雖身在遠巴黎社交與藝術圈的南法，卻在其鄉村莊園中收藏大量荷東的作品，營

造出與地區性傳統的保守品味截然不同的收藏風格，足以和城市上流階級的大收

藏家比擬。雖然法葉因喜愛荷東的「黑色」系列而成為其贊助者，但隨著荷東風

格的轉向，以及對高更與野獸派作品興趣的增加，法葉亦欣然接受荷東新的、多

彩的藝術形式。631904年法葉夫婦買下楓弗瓦的西妥會修道院，意圖將之修復至

羅曼式風格的古樸原貌。法葉或許在 1908 年荷東首度造訪楓弗瓦時便提出裝飾

其新居的想法，1909 年 7 月法葉至西絲堤雅公主的沙龍觀賞荷東的屏風作品、

討論荷東提交給高伯朗的花草圖樣時，更進一步促發法葉的決定邀請荷東為修道

院的圖書室繪製鑲板壁畫。64年事已高的荷東十分重視此項委託，兩度親自造訪

楓弗瓦，審視丈量圖書室整體的裝潢與配置。楓弗瓦的壁畫由兩幅 6.5尺高的長

型鑲板以及四幅較窄的側邊鑲板組成，荷東在巴黎完成《晝》華麗的側邊鑲板與

                                                 
61 “…Une measure parfaite, une liberté délicieuse.” Geffroy, “L’art moderne des Gobelins” Les Arts 
(Oct. 1916), p.18; 荷東的所收到的金額 (800F)比起當代同輩藝術家如莫內 (8000F)、 Jules 
Chéret(5000F)等人要少得多，或因荷東的作品較為小件，或因荷東在此領域相對的低知名度。See 
Druick, op. cit., p.327. 
62 1911年荷東與伻傑說高伯朗對其作品愈加地接納。“Gobelins manufactory est de plus en plus 
ouverte à mon activité et n’attend que les effets de ma vaillance.” Redon to Bonger, 16 Sep.1911, in 
Levy, op.cit., p.212. 
63 法葉本身即是現代藝術的愛好者，收藏有賀諾瓦、賽尚、梵谷、馬蒂斯、德尼的作品，以及
高更著名的大型畫作《我們從哪來？我們是誰？我們將往何處去？》（D’où venons-nous? Que 
sommes-nous? Où allons-nous?）。1908年後法葉才開始大量收藏荷東的彩作。 
64 參見 R. Bacou, “La Bibliothèque de L’Abbaye de Fonfroid” Chefs d’œuvre de L’Art Ornemental 
(Jan. 1970),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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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主畫面後，才於 1910年 8月再度抵達楓弗瓦完成《夜》與其餘的部分。

荷東顯然在此古老的修道院中再次感受到「黑色」夢魘的魔力，促發他在經歷數

年彩作的發展後再度拾起炭筆描繪那些奇詭莫名的神秘圖像： 

我被群書所包圍著，坐落於所支撐的鑲板之下和完全的寂靜之中。你 

無法理解想像生活在這十三世紀及部分十七世紀的石牆下所需忍受的 

精神力。那感覺是酸苦而哀傷的。人有必要遠離它們的影響⋯⋯。65 

但此時荷東不再為過去的陰鬱感受所困，因在親友與收藏家的包圍下，荷東感到

從未有過的自在和愉悅，夏天的楓弗瓦成為文藝界友人聚會的中心，音樂家維涅

彈琴、法葉討論的詩歌，讓荷東在此中古時期靜寂清幽的修道院裡，沈浸於音樂、

文學與歷史的詩情中，「在（委託者）的同意下宣洩所有可能的奇幻想像」。66因

而此巨作可說是荷東在經歷一生藝術的探索後，坦然面對而整合過去與今日風格

的結果，並以裝飾藝術作最後的完整呈現。 

荷東與其贊助者的友好關係，使贊助者敢於大膽要求藝術家依其「個人喜好」

來「訂作」藝術品，但其過程的協調，在不侵犯藝術創作獨立性的前提下，實有

賴藝術家的同意讓步。這種巧妙避開委託的主從意味，卻又渴望滿足支配慾（贊

助者之於「訂製」權，藝術家之於創作自主權）間微妙的拉据關係，在荷東的裝

飾畫委託中和諧地完成實現。荷東在書信中如此描述一項新的裝飾委託： 

你無法想像當我接到另一件相似的委託時我有多麼高興，一位英國女 

士訂了一幅屏風，她在巴黎有一間充滿了來自中國、日本和印度之奇 

珍異品的華麗宅邸。她給我完全的自由去構思，但她告訴我她比較喜 

                                                 
65 “Je suis entouré de livres, placé en soubassement sous mes panneaux et dans un silence parfait. Vous 
ne sauriez vous imaginer la mentalité que l’on subit en vivant sous des murs du XIIIe siècle, une autre  

partie du XVIIe, c’est austere et triste. On y sent e besion de se départir de leur influence…” Redon à 
Bonger, 13 septembre 1910, Lévy, op. cit., pp.199-200. 
66 “…avec la permission de laisser au dévergondage toute la fantaisie imaginaire possible.” Redon à 
Bonger, 13 septembre 1910, Lévy, ibid.,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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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水中世界的主題。67 

委託者雖尊重藝術家創作的自由，卻免不了表達出個人的想望，但荷東信中並沒

有透露出委託者的「喜好」與藝術家的「創作自由」間極可能發生的衝突，雙方

均不排斥接納彼此的意見，呈現一良好的互動與和諧的委託關係。荷東裝飾藝術

私人委託的機制使他脫離現實的藝術品交易市場，贊助圈與收藏家所付出的忠誠

與尊重，遠勝過殘酷現實的商業與藝術的競爭。荷東亦表明在創作裝飾作品的過

程中與贊助者互動合作能夠同時滿足其創作獨立性的需求以及贊助者的期望，反

而是能彰顯、維持藝術家地位與尊嚴的方式。另一方面，荷東因贊助者不同之角

色地位、不同程度之密切與互動關係而在創作風格上有所差異，是贊助及委託機

制在荷東裝飾創作過程中最顯明的影響。例如比較桑榭賀（圖 1-41）屏風與伻傑

的紅色屏風（圖 1-44），前者是為喜愛現代藝術卻保留官方品味的政府官員、後

者是為友誼密切的老主顧而作，明顯地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風味：雖然均是以想

像的風景作為主題，桑榭賀屏風所呈現的雅緻色調與沉穩氣氛，與伻傑之紅色屏

風自由奔放的氣勢比較起來，顯然較為保守而謹慎。當然，相距四年餘的創作時

間必含有風格形式的轉換，但荷東依雇主之角色而有所斟酌形式的採用，是不爭

的事實。68這種情形在高布朗織廠的委託上亦是一有利的明證，顯見贊助對荷東

裝飾藝術動機與形式發展上是一極為重要而直接的關鍵。但在固有贊助者的信仰

下，尤以伻傑與法葉裝飾委託中的給予的全然的尊重，荷東有絕對的自由與積極

的動力嚐試現代性的激進創作，得以在贊助圈中建立個人的裝飾美學並向外拓

展。因此荷東與其贊助圈可說是以互相依存的關係在當代主流藝術界與品味的主

導階級中爭得生存的空間，甚至以邊緣者之姿影響藝術創作與欣賞的發展。而荷

東與贊助者合作開創之裝飾藝術發展雖是築基於彼此密切的連結與供需關係，事

                                                 
67 “Je suis, imaginez-vous, tout heureux d’une autre enterprise semblable, un paravent destinée à une 
anglaise qui occupe à Paris une résidence délicieuse, emplie de marveille de Chine, Japon, Inde. Elle 
me laisse libre de concevoir ce que je voudrai, mais en m’indiquant ses gouts pour les evocations 
sous-marines” Redon to Bonger, 8 Feb.1907,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p.141. 
68 荷東雖有風格的移轉，卻非全然依時間性的轉換。荷東將曾發展過的風格均視為創作的元素，
無論是彩色或黑白、寫實或想像，時常因應環境狀況或市場的需求而加以混合或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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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亦反映了當代法國文化圈競爭激烈的贊助生態及品味追求，因而藝術家與收

藏家實為身處同一立足點，在「贊助-批評」的機制中建立互惠的地位與關係。 

第三節   品味的競爭與文化地位的追求 

荷東贊助圈內裝飾委託興起時正值 1900年代初荷東積極在公開展覽會探路

之際，因此他曾向伻傑表明大型裝飾畫的製作使他遠離了公共的場域，耽誤了

為公開展覽準備的創作。69然而荷東並沒有因此回絕裝飾創作的委託，反而陸續

告知伻傑接下新委託的喜悅。贊助者與收藏家的支持使荷東成功的在競爭激烈

的公開場域外開創新的藝術風格並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因此再度吸引市場的注

目，可說是贊助圈藝術收藏競爭與品味追求下形成對主流藝評與市場的反撲。

足以負擔創作性裝飾藝術品的高價，並直接向藝術家委託的贊助者不意外地多

是上流階層或富裕的高中產階級，所形成的收藏圈子雖不大，其鑑賞社交圈宣

揚荷東藝術的力量卻是不可忽視的沈穩伏流。除非荷東本人情商借展，荷東的

裝飾藝術創作能夠「公開」展示鑑賞的場合往往僅限於收藏者私人社交圈的聚

會中，因此有幸目睹到荷東裝飾藝術創作的少數觀眾多是受邀參與的文藝界人

士、知識分子亦或是具品味教養的貴族。這些社會菁英擁有一定的文化地位和

被認同的品味能力，荷東不易為大眾所瞭解的藝術卻受到他們的高度評價，因

而這種私人的聚會便成為荷東凝聚注意力、推銷其裝飾藝術最重要的媒介場

所。經由這些菁英份子頻繁的交遊與鑑賞討論，更牽引出許多具貴族身份的新

收藏家加入了荷東的贊助圈，荷東固有的贊助群亦因這些代表高尚品味與教養

人士的支持，對荷東裝飾藝術的信心亦更加的穩固。因而在此網絡中的循環作

用中荷東接連獲得裝飾委託，在私人社群中建立起聲名，不再孤立於藝術市場

與收藏家的視界之外。 

                                                 
69 “des retards dans ces rappels que nous faisons au public par nos expositions.” Redon à Bonger, 26 
Nov. 1902, Lévy, op. cit.,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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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領導者的競爭 

法國社會學家布賀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巨著《差異：品味判斷的社

會性評論》（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中闡明西方

社會中藝術社會性功能建立的基礎在於「品味」意識的覺醒：藝術品的擁有意

味著品味的表徵，而品味是後天養成、非天賦予人的。70因此品味成為界定文化

地位的指標，而藝術品的收藏強化了社會階級差異的界線。介於傳統與現代交

替、帝制與共和意識並存、失勢貴族與新興中產階級對立的過渡期，1890至 1900

年代間的法國文化圈中仍存在著品味主導權的角力，尤其當各種現代藝術風格

並起之際，各階層的收藏家莫不希望能以獨到的眼光「發掘」出負發展潛力的

藝術家以彰顯品味的特出，並以此再度區隔經歷混淆及重整的位階結構。因此

藉由藝術品的收藏與鑑賞品味的聲望，前貴族積極鞏固原有身分所代表的文化

地位以彌補所失去的政治權力，而資產階級亦找到了構築「後天」品味、累積

文化資本的途徑，與一般「大眾化」的低俗品味劃清界限以提升位階。71因而對

於有意擠身新構成之主流社交圈的富有失勢貴族與資產階級精英而言，文化力

量是一有價值的資源，得以和他們認為陳腐的、物質主義至上的大眾文化有所

區別。因此充斥於當代法國文化精英社群中之藝術收藏與高尚品味的競爭並非

是為了經濟上的獲利或奢華的表徵，而是為了布賀迪厄所謂無價的「象徵性收

益」（symbolic benefits），意圖累積美感與品味所塑造的「象徵性資本」（symbolic 

goods），以獲得文化的力量並藉此重返或晉身宰制階層。72而在這文化競爭的過

程中，「投資」個人的資本（智識、感知能力、文化產品…）成為必要的手段，

「新品味」的創造則是競爭者所企求的，得以迅速建構地位以區隔階級身份的

                                                 
70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Routledge & Kegan Paul press,1984). 
71「對藝術的收藏與藝術家的崇敬成為資產階級必要的『心靈補償』（supplément d’âme）及精神
上的榮譽。」in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e Production (London,1993), p.44. 
72「象徵性資本」係指文化性的資本，是相對於物質性的經濟資本而言。象徵性資本雖意味著一

種對資本經濟的排斥與不認同，卻又同時隱含了意圖取得經濟與政治利益的保證。Bourdieu, ibid.,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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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徑。因此「選擇」個人偏好、稀有而新穎的藝術品成為塑造新品味的投資和

賭注，這種文化的消費與品味的競爭概括地架構出二十世紀初私人贊助風行的

社會脈絡。是以對荷東的贊助者而言，對擁有特殊收藏73（新品味的資本）的渴

望使得荷東的裝飾藝術創作得以付諸成形，當鐸梅西男爵開啟了荷東裝飾創作

的契機並得以實現之後，其他的贊助者紛紛效尤，在隱性的品味競爭之下荷東

裝飾藝術的委託機制與鑑賞圈迅速構成並擴張。荷東藝術的特質原本便與一般

觀者喜好的客觀題材相背離，尤其是深奧難解的文學性極不符合普羅大眾的胃

口，卻讓少數排斥已化約的鑑賞概念、懂得欣賞荷東藝術的收藏者獲得文化智

識與修養過人的優越感，強調出不同品味階級的差異。因此布賀迪厄甚至認為

藝術的資質（風格）亦是種象徵性資本，因為藝術作品陳述的意義是在社會中

建構的，其價值因擁有解讀能力的人而存在。74當晚期涵容自然描繪的花卉作品

為藝術市場所接納後，其固有贊助者必然意欲再度追求「與眾不同」的作品，

因此當鐸梅西男爵成功地獲得荷東的首幅的裝飾畫，儼然成為鑑賞社群中「品

味的開創者」（tastemaker）後，不意外地立刻引起其他收藏家的注目，加上裝飾

藝術多陳設於私領域的質性，僅有少數經過選擇的觀者有機會目睹之，使得荷

東裝飾藝術成為上流階級文化社群象徵品味卓越與獨特的私有收藏。而與荷東

友好之部分中產階級的贊助者（如桑榭賀、伻傑）亦渴望加入這種私人的藝術

品委託機制，藉由擁有同樣的特殊收藏維持鞏固鑑賞圈中的優越地位，亦同時

享受到原屬宮廷或貴族權益的委託傳統，彰顯與藝術家密切的交遊關係。 

就布賀迪厄而言，藝術家聲望構築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對其藝術「信仰」

的建立與累積，在藝評家與藝術市場的合作之下去「發掘」藝術界中的「新天

                                                 
73 特殊收藏指的即是布賀迪厄所謂「有限之產品」（restricted product），是相對於大眾文化中大
量生產、通俗品質的產品而言，經濟利潤是次要的，因此生產者具高度的自主性，意在增加塑造

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象徵資本。Bourdieu, ibid., p.115. 
74 Richard Harker, Cheleen Mahar, Chris Wilkes 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The Practice of Theor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00),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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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經由他們的文章與建議來引導觀者與收藏家的選擇。75然而在荷東的藝術

生涯中扮演推手的卻是小眾的贊助者與收藏家，這些具備或象徵高品味的文藝

界人士與上流社會成員是荷東凝聚鑑賞圈外注意力的資源，為構築荷東裝飾藝

術乃至於所有創作的認同網絡中重要的延伸結點。因而這些有限作品的收藏家

形成自主的社群，不受主流品味與的牽制並達成社會位階的區隔實踐。76贊助者

與收藏家所構築的信仰圈雖可能會產生過於內化而封閉的鑑賞場域，卻是荷東

實現藝術「原創性」的最佳背景。77社會藝術史家豪瑟（Arnold Hauser）認為若

藝術家獲得藝術市場持續的支持，利益的介入將削減追求藝術原創性的熱誠。78

其說法驗證了荷東於 1906-1908 年間為代償家族負債而大量繪製受市場歡迎的

瓶花作品，以極高的比例佔據其拍賣的目錄。雖然荷東曾表明花卉靜物的創作

未曾使他倦怠過，亦不願使觀者誤解那是他唯一的風格，卻不可避免地呈現部

分重複性高的樣式。79（圖 2-6,2-7）雖然布賀迪厄亦認為藝術家容易不自覺地屈

從於市場主導的的品味準則，贊助者與收藏家直接的委託卻也箝制了藝術家的

創作自由。80然而荷東回歸獨立的創作卻是築基於贊助圈的支持和所給予的尊

重，並在創作自主的前提下為他們繪製裝飾藝術品。重要的是荷東並沒有被支

持者的信仰下所形塑的優越假象所蒙蔽，反而因與贊助者的互動激勵了畫家挑

戰新的風格而形成截然不同以往的創造性，同時得以避開藝術家所厭惡之「在

商言商」、現實的市場供需關係，並滿足收藏者在文化地位的競爭下對獨有品味

象徵的追求。  

文化地位的建立 

                                                 
75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e Productionop, op. cit., p.78. 
76 Bourdieu, ibid., pp.119-120. 
77如布賀迪厄所陳之吊詭之言 “taste classifies, and it classifies the classifier” quoted in Bourdieu, 
ibid., p.2. 
78 Arnold Hauser,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vol.2, trans., S. Godman ( New York: Vintage, 1951), 
p.71. 
79 see letter from Redon to Frizeau, 22 May 1906, Redon to Bonger, 18 Dec. 1906, and Druick, op. cit., 
p.271. 荷東顯然對大量創作花卉畫是感到矛盾的，雖欣喜市場的熱絡反應，荷東仍擔心地向友人
說明花卉畫「並非他的全部」，Redon to Waltner, 26 Feb 1906, in Lettres d’Odilon Redon, 1923, p.70.  
80 Bourdieu, op.cit.,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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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東裝飾藝術的傳播除了倚賴屈指可數的展覽，主要仍是透過收藏者邀請眾

多文藝界和上流社會人士與會的鑑賞聚會，增加作品「公開」展示的機會。荷東

亦明瞭藉由收藏家的文化地位和社交活動，其裝飾畫得以從私人的擁有轉變為展

示在「明顯牆面」（mural apparents）上的藝術品。81誠如布賀迪厄所言，相對於

大量文化製品的針對廣泛的消費者與一般性的標準，有限生產（ restricted 

production）的場域則傾於由特權階級的觀者、顧客、與競爭者所組成的社群去

建立自己的準則來評價所擁有的象徵資本，以達到真正的文化認同。82因此擁有

荷東稀少獨有的裝飾藝術的收藏家藉由公開的鑑賞討論以增強其品味與擁有物 

的價值（象徵利潤的最大化），不但有助於拓展特殊收藏品的知名度，自組社群

與文藝聚會亦是建構並彰顯文化地位的必要模式。83例如以蕭頌夫人為中心的文

化社群即是以擁有自成一格之鑑賞美學與品味偏好而聞名，接續其丈夫在文藝界

的交遊，其居所雖不在巴黎社交圈的中心，卻成為許多藝術家與音樂家例行聚會

的場所。一位社群中的成員如此描述蕭頌家的沙龍聚會： 

令人驚異的品味與藝術⋯⋯畫廊中有著荷東與德加斯（Degas）的作品 

，旁邊亦有貝那德、布維斯（Puvis）、卡葉賀（Carrière）的⋯⋯常來這 

裡的朋友均是當代首要的藝術家。84 

不同於鐸梅西裝飾的私密性，僅有城堡少數的訪客有幸目睹荷東的裝飾藝術傑

作，蕭頌夫人的私領域是開放性的，在荷東為其音樂沙龍繪製的鑲板在裝設完成

後，蕭頌夫人便準備舉辦一場沙龍聚會來「公開」此裝飾鑲板，邀請了許多藝術

家、詩人、收藏家、音樂家前來參觀品評，荷東亦主動通知其友人來參與盛會，

                                                 
81 Redon to Bonger, 26 Nov. 1902, in Lévy, op.cit., p.83. 
82 Bourdieu, op.cit., p.115.及邱天助, 《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市：桂冠）, 1998, 頁 124。 
83 透過團體的凝聚可有效地促進象徵資本（品味）及象徵貨物（藝術品）價值的再製，若成功
地自行建立認同的網絡（社群），勢必成就品味領導者與文化地位的奠定。 
84 “…a marvel of taste and art…a gallery where the Odilon Redons and the works by Degas were 
neighbors with those by Bernard, Puvis, and Carrière…The friends who came often were the premier 
artists of our time.” Gaston Carraud, “Ernest Chausson,” Le Ménéstrel (2 April 1920), quoted in Scott 
Grover, Ernest Chausson: The Man and His Music(London, 1908),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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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其描繪「半真實、半理想化」花草的裝飾新作。85在蕭頌宅邸的聚會彷彿一

場藝術的饗宴：觀賞藝術作品、聆聽音樂、頌揚描述荷東美麗鑲板的詩歌： 

晃動的水族生物整個飄搖於淡色的膠彩中，所經之處，些許天竺葵的 

花朵甦醒了、蔓延著⋯⋯。86 

在充滿文藝氛圍的聚會成為藝術家與知識份子所構成之高度文化性的社交場

域，參與的成員得以找到品味與鑑賞的共同語言，為荷東的藝術及其觀者建立閱

讀風格的語彙與美學價值的品評範例，不但促進了對荷東藝術瞭解與收藏家的認

同感，更強化了「信仰圈」的凝聚力與擴張的潛能。 

另一方面，在眾多文藝人士與支持者的包圍下，藝術家在這陳設其作品的文

化殿堂裡亦覺醒到自身樣版（stereotype）地位的破除，從藝術品的生產者晉身到

知識與文化菁英的社群階級中受到尊崇的角色。87 伴隨著裝飾藝術的創作荷東

與贊助者的關係更為直接而密切，藉由這種聚會的參與他見識到上流階層講究的

生活品質與文化，充分地感受到他們在文藝界的優勢與存在感，亦使他擴展了交

遊並遇見潛在的顧客，荷東在受邀至西絲堤雅公主的沙龍聚會後，跟伻傑描述到

他新奇的經驗： 

公主接待了許多人士，特別是來自音樂界的。我的際遇是多麼奇怪而 

有趣！在那兒我看到了年邁的貴婦、公爵夫人、以及男爵夫人，如此 

迷人。88  

                                                 
85 “Une végétation fleurie, mi-rérlle, et mi-partie idéalisés” Redon to Viñes, 24 Jan. 1903荷東其他的
邀請書信如Redon to Mellerio,30 Jan.1903; to Gide, 31 Jan.1903，引自Druick, op. cit., p.420, note 26. 
86 “Tout un mouvant aquarium se berce à leur pâle détrempe, où par place, se éveille et rampe quelque 
fleur de geranium…”Lucie Delarue-Mardrus à Redon, 2 Feb. 1903, in Bacou, ed., Lettres à Redon 
(Paris, 1960), p.254-55. 
87 Bourdieu, op.cit., p.47. 
88 “Cette princesses reçoit beaucoup, et particulièrement le monde musicale. Étrange et curieuse suite 
de ma destinée. Chez elle, j’ai vu des vieilles dames, duchesses, et baronnes, charmant.” Redon to 
Bonger, June 30,1903,Lévy, op. cit., p.97. 西絲堤雅公主與荷東及其夫人交誼不淺，不但時常邀荷
東家人參與其聚會，亦曾到荷東的住處拜訪。參見維涅的日記有許多此社群聚會的紀錄：Suzy 
Lévy, Journal inédites de Ricardo Viñes(Pari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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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再是孤立於藝術主流外的邊緣者，荷東總算否極泰來，擺脫了長久以來的

苦悶而嚐到了生命豐富多彩的滋味。在巴黎，荷東活絡地參與文藝界友人或贊助

者的社交聚會，原本甚少離家的荷東偶爾更在收藏家的資助下一同至外地旅遊。

89而當夏天畫家至波爾多北方聖喬治（St. George）的海岸別業避暑之際，友人維

依亞爾、胡梭、封丹那亦攜家人前來造訪共度假期，荷東滿足地告訴法布耶： 

我從未如此享受到生命的快樂⋯⋯在這兒，空氣中散發著喜悅。90  

畫家的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語，尤其當荷東從巴黎左岸的波西米亞社區搬遷到右岸

環境較佳而寧靜的布爾喬亞公寓後，荷東亦將其公寓和畫室加以裝飾佈置以接待

友人與收藏家，一個屬於他的小型「文藝沙龍」隱然成形，荷東說到： 

這個月底我專注於完成一幅鑲板，為了裝飾我們的小沙龍那片過於空 

白的牆面⋯⋯以略大於畫架畫的作品裝飾並使牆面的裝潢有更好的整 

體感。91 

荷東約攝於 1910 年的照片中可見畫家身處於擺設眾多裝飾鑲板畫及創作小品的

廳室中，儼然就是荷東藝術專有的陳列畫廊（圖 2-8）。荷東將自己的居所塑造成

極適於藝術交流與展示宣傳的場所，文藝界的友人莫里斯、列布朗兄弟、馬列里

奧，藝術家畫家波那爾、維依亞爾、德尼、貝納德是理所當然的常客，收藏家鐸

梅西男爵、桑謝赫、法葉、甚至西絲堤雅公主亦不時造訪。身居外地的友人如佛

利左、法布耶及伻傑都曾遠道至此，參與荷東每逢週五夜晚（vendredi soirées）

的聚會，享受談論藝術的樂趣、單純的欣賞或品評荷東的新作，荷東的新生活儼

                                                 
89 1900 年荷東在鐸梅西的資助下與他一同至義大利旅遊，亦經常到他在甘納（Cannes）的城堡
別業去度假；1908年則與封丹那到威尼斯。See Bacou, “La Décoration d’Odilon Redon pour le 
Château de Domecy, 1900-1901” op.cit. (1992), p.44. 
90 “Je n’ai jamais autant goûté la joie de vivre… dans l’air, un ferment de plaisir.” Redon to Fabre, 6 
Aug. 1901, Lettres d’Odilon Redon. p.49. 
91 “Je consacre la fin de ce mois à l’exécution d’un panneau pour l’armement de notre petit salon dont 
on trouvait les murs trop blancs…Les pièces un peu plus grandes que le tableau de chevalet ornent et 
tiennent mieux le décor des murs dans un ensemble.” Redon à Bonger, 18 Dec. 1905, Lettres d’Odilon 
Redon,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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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沈浸於二十世紀初巴黎上流社交型態的風雅。92 

當贊助者與收藏家藉由擁有荷東獨特的裝飾藝術品區隔自身品味的特出，並

在自組的文化社群中推廣宣揚之以建立認同的網絡同時鞏固其文化地位，荷東經

由這些彰顯高度文化的社交圈活動的洗禮，並獲得此階級的身份認同後，亦自然

面臨到文化及社會定位的移轉，在參與西絲堤雅公主的沙龍聚會後，荷東向法布

耶承認，他感到自己身在「貴族」與「民主」質性中的矛盾，即使他也曾經強調

其藝術創作的自主應是平衡的，不依附任何布爾喬亞或波西米亞的品味。93但無

庸置疑地，藝術家不可能跳脫外在世界與社會人文的影響，任何高自主性或純美

學的創作活動，與特定場域中的文化實踐或競爭是不可能完全斷絕關係的。誠如

布賀迪厄所提出的品味區隔理論，便是揭露藝術與文化的生產與消費，無論知覺

或刻意與否，最終均將導致合理化之社會差異（legitimating social different）的完

成。94然而荷東與贊助關係的可貴之處，便是在這品味甚至風格的競爭之下荷東

仍能保持藝術家的自主性與創造力，贊助者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卻也不僭越對藝

術創作者獨立性的尊重。荷東在這高度文化氣質社群的潛移默化中即使知覺到自

身生活形態的改變與文化地位的奠定，亦未曾絲毫改變與贊助密切友好的關係，

甚至形成更加緊密的連結。荷東晚年於法葉的裝飾委託中，便完整地呈現了荷東

所追求的，藝術家在支持者的包圍下自由地創作他喜愛的、「真正的」藝術，充

分地展現雙方和諧互動關係的極致。當法葉於 1908 年買下楓弗瓦修道院作為別

業之後，此處便成為荷東與法葉熟識的藝術家、音樂家與作家等文藝圈友人聚會

的新地點，從最初修道院的翻修到 1910 年荷東著手進行圖書室的鑲板壁畫，均

                                                 
92 荷東習慣將完成的作品掛滿牆面，造訪者無不驚異荷東不懈的創造力。 “The walls of his studio 
were covered with pastels and paintings of flowers; the large, whitewashed room had become a real 
greenhouse with luxuriant vegetation.” see Arï Redon, preface in Lettres à Odilon Redon, p.19. quoted 
in Leblond, op.cit., p.42.關於參與荷東家聚會的成員見 Bacou, Odilon Redon, vol. 2, op.cit, 
pp.143-44. 
93 “Je me sens au fond démoncrate et aristocrate.” Redon to Fabre, 21 juillet 1902, in Lettres d’Odilon 
Redon, p.50; “…la volonté seule nous tient, en équilibre, où ne marchent ni lers bourgeois, ni les 
bohëmes. Redon to Bonger, 13 Dec. 1895, in Lévy, Lettres inédites, p.97.  
94 Bourdieu, Distinction, op. cit., p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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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藝界人士的圍繞下進行，記錄下當時法葉社交圈友人在楓弗瓦為文學、音

樂、與藝術所包圍下的豐富生活與燦爛時光，並見證荷東在此留下其藝術生命完

整的總結。荷東向伻傑描述到： 

我帶著鑲板畫到此（楓弗瓦）繼續進行，這帶給我極大的趣味⋯⋯在 

極為熱鬧而活潑的受邀者社群的包圍下，我在這中部爽朗亮眼的陽光 

下創作⋯⋯維涅也在這，夜晚他為我們彈奏音樂，白天時則四處攝影 

⋯⋯有人則熱心地投入文學討論中作為消遣。95 

音樂家維涅可說是楓弗瓦文藝生活最重要的見證人，留下許多描述當時情境的日

記、書信及影像。當荷東事先在巴黎完成的側邊鑲板地達楓弗瓦時，所有的人全

都爭相聚集在一起目睹作品的開箱，並興致勃勃地討論要如何裝飾佈置較為適

當。96荷東與其他友人均攜家帶眷來到這古樸的宅邸，共同分享友情與藝術圍繞

下的愉悅假期。荷東在圖書室創作之際，維涅彈奏德布希（Debussy）的樂曲，

其他人或在客廳沏茶談天 、或靜守一旁觀看荷東作畫。（圖 2-9, 2-10）法葉回憶

到： 

我經常看到荷東坐在畫架前，儘管不喜歡有人看他作畫⋯⋯他從不停 

止地塗刷，畫筆連續的點繪卻沒有任何添滿畫面的感覺。有人想說這 

作品可能無法很快完工，而到了晚上竟已完成了。97 

在親密的家人與朋友的陪伴中，荷東毫無拘束地、全心投入創作之中，即使身處

                                                 
95 “J’ai emporté le travail pour le continuer sur place. Ca m’intéresse énormément…Je conduis la 
chose, entouré d’une société d’invitées fort vivants, enjourés, sous le ciel gai et lumineux du 
Midi…Viñe est ici. Il nous fait le soir de la musique, durant la jour, il fait de la photographie…Par 
diversion on se livre avec passion à des discussions littéraires.” Redon à Bonger, 13 septembre 1910, 
Lévy, op.cit., pp.199-200.  
96 “Naturellement, nous nous réunissons donc dans cette salle pour le désemballage des panneaux 
commence à Paris…discuter sur qu’il conviendrait de placer ici ou là, soit comme meubles, tapis ou 
tableaux.”Letter of Viñe, 27 Aug. 1910, in Lévy, Journal inédites de Ricardo Viñes, op.cit., p.127.  
97 “J’ai vu bien souvent Redon assis devant son chevalet, bien qu’il n’aimât guère qu’on le vit 
peindre…Il peignait sans arrêt. C’était une série de petits coups de pinceaux, donnant l’impression de 
ne rien ajouter au tableau. On avait envie de dire: cette toile ne sera pas finie de si tôt. Et le soir elle 
était finie. ” from Fayet, quoted in Bacou, Odilon Redon à l’Abbaye de Fonfroid (Geneva, 1965)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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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者的居所中、在造訪者的包圍下作畫，依然能沈浸於想像中自在揮灑。在此，

藝術家與贊助者的關係早已自委託交易的本質中昇華脫胎至共享藝術與文化生

活的伙伴，若非雙方成熟的風範與交誼，提供啟發荷東創作的最佳背景，荷東無

法成就此凝聚其藝術生命兩種面向的和諧並存，藉由這紀念性的大型裝飾畫將其

藝術推展至完美的總結。 

荷東與其贊助者藉由裝飾藝術所形成的文化社群呈現一高度品味的生活形

態，反映出當代上流階層在這物質文化席捲的時代對過去貴族文化風雅氣質的懷

念。尤其荷東裝飾藝術的贊助者本多以歐洲貴族及高資產階級人士為主，他們堅

持維護其文化地位與品味氣質，為自身在資本社會漸趨傾頹的階級區隔中樹立象

徵性的標籤，自成一以文化為基礎和資源的社群。從小型的室內裝飾為出發點，

他們藉由收藏的偏好與品味建構了專屬私人的空間，隔絕外在鄙俗混同的資本主

義文化。事實上這種裝飾藝術及其所反映的意識型態可追溯至 1880 年代龔固兄

弟的積極宣揚，至 1890 年代後則由一連串的裝飾藝術運動所繼承，儼然成為一

股國際性、歷史性的風潮，與當代各種「現代風格」的追求共同競逐爭鋒。因而

荷東贊助者裝飾藝術品的委託實是在這大潮流意識影響下的一環，即使在二十世

紀初各種新潮藝術百家爭鳴的競爭環境下，此風潮逐漸成為隱性的伏流，卻仍促

成荷東與贊助者以互相依存的姿態佔據當代文化界不容忽視的一個角落，並凸顯

裝飾性的特質在當代追求「現代性」的脈絡下不可磨滅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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