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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潮流與影響：裝飾藝術復興與日本主義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法國身處於世紀末之頹廢與新世紀之覺醒的矛盾掙扎

中，無論是在社會、文化、或藝術上都充滿了徬徨多變與不穩定的因子。身在這

物質與精神文化相互激盪的時代氣氛中，藝術界醞釀著一股與傳統訣別、開發

「新」藝術氣象的風潮，竭盡所能的呈現各種「現代性」的傾向，藉由藝術家無

國界地分享各種新穎的想法、願景與風格形態，在藝評與報章雜誌的推波助瀾之

下，散發著創新與發明的精神動力，促使世紀末的歐洲整體前仆後繼地激起一股

追求全新藝術風格的意識與自覺。然而各國種種實驗性的藝術從古今東西的精髓

擷取靈感，所謂「新的藝術」實際上充滿了異質、複雜與曖昧的性格，尤其當代

所標榜之藝術領域藩籬的解體－繪畫、雕刻、設計、工藝與建築的結合，使得原

先企求時代性整體風格的意圖似乎顯得更為混沌朦朧。但在這些殊異無序的藝術

表現之中有一無法忽視的共同特質，即裝飾性風格的呈現。源自對十九世紀前期

寫實與自然主義的反動，裝飾性的特質在晚期成為催發「現代風格」的關鍵，從

繪畫的創作到工藝設計、建築等各層面均可見其影響。這種裝飾理念的成形，事

實上伴隨著重塑法國輝煌藝術傳統與高品質文化的呼聲，而荷東與其贊助者所呈

現的生活型態以及對室內裝飾藝術的興趣，即是這股潮流下的一環，突顯了十八

世紀貴族品味與菁英文化於當代的再流行，一種由室內裝飾與私人鑑賞社群所建

構出之風雅氛圍的懷舊。以 1880年代龔固兄弟（Brothers de Goncourt）文化圈

的積極倡言為起始，1890 年代後則有官方積極的宣揚與贊助，裝飾藝術併隨著

洛可可的再興與工藝的現代化理所當然地成為法國創立新時代新風格的主要激

素，塑造了推動荷東朝向裝飾性發展的時代氣氛與背景脈絡。 

第一節  從龔固兄弟到裝飾藝術的復興 

19 世紀末工業社會的急進使布爾喬亞階級擁有豐腴的物質享受，但同時也

浮現了心靈空乏的焦慮。在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重組的時代，這種渾沌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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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價值低落的氣氛使高資產階級與失勢貴族感到強烈的不安，他們深深的懷念

法國舊政權理想的上流氣質，期待回歸到理想有序的舊社會體系，重塑風雅的精

英品味，以抵擋中下階層氾濫而庸俗的物質文化的侵襲。龔固兄弟即為其中之代

表人物，對他們而言，舊政權貴族所繼承的高貴品味與文化氣息在第二帝國（The 

Second Empire）之際已被當代工業社會之小中產階級（petite bourgeois）對物質

的低級渴求所取代。1因此龔固兄弟極為崇尚過去路易十五極盛年代之際的貴族

品味、教養、與藝術，而代表十八世紀藝術顛峰的洛可可（Rococo）風格便成為

龔固兄弟極力尋回的上流階級品味。藉由古董藝品的收藏與室內裝飾，龔固兄弟

在其位於巴黎城郊的宅邸重建了一個完全隔絕外在俗媚的市井生活、充滿貴族風

雅的私人空間。精雕細琢的洛可可家具、瓷器、掛氈，以及遊樂繪畫（fêtes-galantes）

風格的仿古畫將龔固兄弟的居所佈置成恍如十八世紀的典雅廳堂，再現華麗愉悅

的貴族氣息（圖 3-1）。過去文化菁英所喜愛的東方藝術，尤其是日本版畫、屏風、

彩繪瓷瓶等小玩意兒，亦在龔固兄弟的挖掘下再度引起人們的注意，成為引燃當

代日本風尚與收藏熱潮的先鋒人物。對龔固兄弟而言，十八世紀是個在所有東西

上追求美的極致的黃金年代，經由貴族品味的焠鍊呈現出一種富麗奢華的室內裝

飾，因而這是專屬菁英階層的精神享樂，是孤立於社會現實之外的烏托邦。2因

此龔固兄弟的自我隔絕、沈浸在私人構築出的藝術殿堂中，事實上亦呼應了路易

十五年代貴族菁英在城市或鄉間建造屬於自己的私密空間，讓遠離凡爾賽宮廷的

社交、意圖逃離政治與社會衝突的上流人士，得以在柔性的洛可可室內裝飾中尋

得寄託與庇護。 

藉由再現洛可可時代的藝術風貌，龔固兄弟實現對過去貴族雅逸文化的追隨

企慕，同時也再度激起「藝術與工藝統一」這貴族促成並遺留下的思潮。十八世

紀隱遁進私領域的貴族菁英在室內裝飾上的講究給予藝術家與工匠極大的發展

                                                 
1  Debora L. Silverman, Art Nouveau in Fin-de-Siècle France：politics, psychology, and sty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17-18 
2 Silverman, ibid.,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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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與刺激，所有藝術美的呈現蔓延在室內可見的裝飾表面，當代的大師如華鐸

（Watteau）、布雪（Boucher）、佛拉格納（Fragonard）等畫家因而同時身兼雕刻、

畫框及家具設計、陶瓷彩繪等創作，均是所謂的「藝術家--工匠」（artist-artisan），

以精巧的技術雕琢裝飾貴族贊助者的廳房，所有賦予新潮樣式的工藝品均是藝術

性的呈現。因而洛可可時代為貴族菁英的室內陳設而誕生裝飾概念將藝術與工藝

整合為一共同體，於十九世紀末則因龔固兄弟的引領下，再度受到注目。尤其龔

固兄弟在傾倒於洛可可藝術的理想性之際，亦以全新的視野賦予新的意義與價

值：相對於過去的認為藝術為一種極致的技術，龔固兄弟著重發掘工藝品個別的

獨特性與創作者的啟發性，將之提升至與繪畫同樣高尚的品質。愛德蒙．龔固在

撰寫其個人收藏品的目錄《藝術家之屋》（La Maison d’un artiste）一書中便意圖

以繪畫性的語彙闡釋工藝品的質性，他描述一件作品浮雕上細膩的層次有如「畫

布上嬉遊的筆觸」，將絲繡畫比擬為「偉大的圖畫藝術」（le grand art du dessin），

其「細緻的光線效果與對比的色彩足以和畫家爭鋒」。3龔固兄弟將應用藝術的去

物質化與功能性使之成為單純的視覺感知對象，成為獨具天賦者的創作表現，倡

言美的獨立性，再度揭示了「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理想，卻也暗

示了藝術美的享受是為滿足特定高尚菁英對生活品味的追求與精神愉悅的寄託

而存在。 

經由龔固兄弟的倡議裝飾藝術獲得價值上的重鑄，他們對貴族文化的企慕亦

受到上流階層必然的共鳴，尤其在第三共和時期資本主義與通俗文化急遽吞噬傳

統之際，似乎再度營造了貴族菁英退卻至私人領域的時空背景，希冀在復古的室

內裝飾中重建過去高尚氣質的氛圍，藉此維繫上流貴族的文化遺產，並尋回自我

的定位與存在感。隔絕所厭惡的城市喧囂與腐敗墮落的物質風氣，在投射自身品

味的裝飾藝術的包圍下，他們敏感焦慮的心緒獲得了釋放，龔固兄弟的醉心於十

八世紀風貌的裝飾亦並非只是對過去歷史的緬懷企慕，而是藝術純淨的精神性與

                                                 
3 Edmond de Goncourt, La Maison d’un artiste (Paris: Charpentier, 1881), vol.I, pp.5-6, 10-11; vol.II, 
p.273, quoted in Silverman, ibid.,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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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視覺呈現能夠調和其內面心境的紛亂無序。1890 年代初政治現實上不安

穩的權力定位使當時之失勢貴族與上流階層的知識菁英亦在室內裝飾中尋求同

樣的心靈的寄託，4如同工藝家賈列（Gallé）所述，裝飾藝術讓觀者催眠沈浸在

一「夢的境地」（dream state），成為喚起潛意識經驗的觸媒，在有機形式的流動

曲線引導下獲得平靜。5而共和政府在發覺德國工業與現代設計市場漸次凌駕法

國之際，亦重新檢視洛可可藝術象徵國家遺產的價值，再度頌揚革命前貴族文化

所塑造出的、影響遍及歐洲的法國藝術光榮，並在「裝飾藝術中央聯盟」（Union 

centrale des arts décoratifs）有計畫的重建修護十八世紀古蹟和積極的贊助裝飾藝

術下，不但激起洛可可藝術的重生，更引發全面性的裝飾藝術運動。 

裝飾藝術的復興 

「今後，純藝術與裝飾或工業美術的區隔是無意義的。各領域任何追 

求美的實現的人，均是在創造藝術、均稱得上是藝術家」。--馬賀克斯 6 

結合藝術術與工藝的呼聲早在 1860年代的英國便由魯斯金（John Ruskin）

及威廉．莫利斯（William Morris）積極推動，意圖將藝術與大眾生活結合在一

起，將藝術之美呈現在日常用品、家具與建築之中，培養對美的精緻感受性。但

與「英國藝術與裝飾運動」（English art and craft movement）先鋒不同的，以輝煌

傳統為傲的法國，在龔固兄弟對洛可可時代裝飾藝術、與工藝美之獨立性的熱切

倡議下，法國整合藝術所有形式的傳統是得自擁有者（收藏家）對品味與美的需

求的刺激，而非莫利斯所著重的社會性改革與中古精神。隨後在國族主義的發酵

下，轉而成為恢復法國傳統榮光的途徑，再現洛可可時代文化的高貴情懷與秩

                                                 
4 1890 年代法國資產階級組成的共和派中，激進派取代溫和派主導政權，成為資本家帝國主義
壯大的開始，壟斷組織迅速發展，而主張道德秩序與文化遺產的貴族與知識份子則相對失勢。 
5 Emile Gallé, Ecrits pour l’art (Paris: Laurens, 1908), p.75, quoted in Silverman, op.cit., p.239. 
6 “C’en est fait, désormais, de la vaine distinction entre les Beaux-Art et les arts décoratifs ou 
industriels. Quiconque poursuit dans quelque domaine que ce soit la realization du beau, fait de l’art et 
mérite le titre d’artiste… ” Roger Marx, “L’Art industriel au prochain salon,” Le Voltaire (15 Sep.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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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然而今日的尚古絕非擬古，而是藉由法國獨有的風格遺產激發創新的可能，

誠如推動裝飾藝術不遺餘力的學者兼藝術經紀人賓格（Siegfried Bing）所言： 

我們不主張與我們光榮的遺產斷絕關係⋯⋯相反地，若繼續再造早期藝 

術的形式，我們不是也同時嘗試追上激發他們誕生的創造天賦？7 

相較於其他國家急切的與傳統訣別以裸呈新的藝術理念，法國對一世紀以前的傳

統毋寧是懷念的。8賓格回應了龔固兄弟所倡言的上流品味與貴族文化，「高貴與

優雅，是我等民族的傳統」，是所有時間遞嬗下的永恆蛻變中唯一屹立不搖的基

礎法則。9前衛藝評家、身兼「裝飾藝術中央聯盟」領導成員的侯傑．馬賀克斯

（Roger Marx）亦承接龔固兄弟對十八世紀藝術遺產與貴族品味的重視，以及室

內裝飾藝術的整體在心靈平靜上的補償，但馬賀克斯同時亦積極鼓舞現代工藝裝

飾美術的革新，極力在這醜陋的工業都市中宣揚、再造美的純粹感受，希冀藉由

輝煌的傳統復興掙脫對過去藝術的消極緬懷，進一步創造新一代的工藝「藝術

家」。馬賀克斯期許道：  

現代裝飾的大師⋯⋯呈獻給我們的是高貴、優雅、與活力這些國家天賦 

的象徵，總是展現了吾國氣質的特殊神寵。我們瞭解並頌揚⋯⋯其中的 

力量，鑄造出法國精神傑出的特徵。10 

                                                 
7 “We do nor suggest the renunciation of our glorious heritage. Quite the contrary…continuing to 
reproduce the forms of earlier art, do we not try to equal the creative genius that give them birth?” 
Siegfried Bing, La Culture artistique en Amérique (Evreux, 1895), p.81, quoted in Silverman, op.cit., 
p.183. 
8 如維也納建築師 Otto Wagner的激進之言：「新的式樣不是再生，而是誕生。近代生活必須成為
所有藝術創造的起點。除此之外，一切不過是考古學。」比利時雜誌《現代藝術》（L’Art Moderne）
亦指明其「理念是超脫過去，我們所認為的新藝術是具有一切傾向的絕對自由與近代性的特色。」

轉引自李永熾，《世紀末藝術的起源與特質》，當代，卷六，1986年 10月，頁 16。 
9 “La grâce et l’élégance—qui est la tradition de notre race.” Bing, “Les Arts de l’Extrême-Orient dans 
la collection des Goncourts,” in Collection des Goncourts: Arts de l’Extrême-Orient (Paris, 1897), p.v. 
see also Silverman, op.cit., p.183. 
10 “The masters of modern decoration…project among us the signs of our national gifts of elegance, 
grace, and verve, those gifts that have always expressed the particularism of our temperament. We 
recognize and admire in them…the power to cast in matter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France 
genius.” Roger Marx, “La Renaissance des arts décoratifs,” Les Arts, I (Jan. 1902), p.35, 38, quoted in 
Silverman, ibid.,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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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對洛可可藝術的企慕絕非單一的模仿懷舊，而是以重鑄高貴品味為目的，並

為過去的成就演繹新的解讀與發展，經由傳統的再發現為新世紀的藝術發展注入

一股輝煌的動力。11法王路易十五時代所謂「現代」的樣式—自然、有機、陰性

氣質的風格—在十九世紀末重新崛起，成為激發創新的靈感泉源，尤其藉此圖樣

化的形式讓藝術家得以掙脫獨佔一世紀之久的寫實與自然主義，開啟引導創作

「現代風格」的新視野。賓格於 1895 年發表的一系列專文中論及藝術風格的建

立時除了強調國家的歷史氣質外，亦以自然有機的隱喻形式作為創新的資源與具

體表現，賓格說道： 

自然的回歸是新美學的出發點，為本土的情狀、特定的時刻、與民族的 

精神所建構。12 

當代對自然形式的再發現一方面啟發自洛可可、甚至哥德時期植物與花卉莖葉曲

線的利用，是絕對法國原生的創造，龔固兄弟的追隨者，收藏家菲力普．柏堤

（Philippe Burty）便曾激昂地宣示法國固有動、植物的形式具備所有「絕對創新

的元素，以及絕對法國的裝飾風格。」13另一方面，承繼十八世紀對遠東及日本

藝術的狂熱亦是當代藝術家與收藏家在創新風格與品味上的重要資源，尤其日本

工藝品縝密細緻的自然植物式樣不但激起法國洛可可的裝飾傳統的記憶，更提供

創作者一全新的美學概念與視覺語彙。賓格認為對日本藝術的重視並不代表這戕

害威脅到本國所驕傲的品味與傳統，相反的這兩者絕非相斥的異派而是可衝撞出

火花的助力。賓格說道： 

在從遠東到來之創新的藝術典範中⋯⋯我們將發現值得追隨的例證，當 

                                                 
11 例如裝飾藝術中央聯盟成員之一的 Spire Blondel便在 L’Art intime et le gout en France (Paris, 
1884)一書中闡述所謂的「現代裝飾」，並極力倡言回歸到前一世紀、由貴族建立的品味。 
12 “The return to Nature i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of a new aesthetic, framed by local conditions, a 
particular time, and the spirit of a race.” Bing, La Culture artistique en Amérique, p.111, quoted in 
Silverman, op.cit., p.185. 
13 “…our flora and fauna have all the elements of an absolutely inventive and absolutely Franch 
decorative style.” Philippe Burty, “ La Potérie et la porcelaine de Japon,” Revue des arts décoratifs 5 
(1884-1885), p.392, quoted in Silverman, ibid.,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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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驅逐我們舊美學組織的根基，卻為過去世紀以來那些積極復興我 

們國家天賦之士增添多一份的力量。若沒有持續傾注新的資源，我們如 

何維持我們的活力？14 

日本裝飾藝術細膩而獨具的有機形式提供法國再造以自然為根基的工藝風格，呼

應洛可可傳統的同時，亦賦予全新發展的可能性。做為國家代表性的原創特色，

加上異國情調與形式的刺激，「自然」成為連結法國傳統光榮與現代創新的橋樑，

讓藝術家與收藏家更加確立所選擇的方向，自然生物有機的樣式及其流動性的曲

線儼然與世紀末裝飾藝術的形象特質劃上等號。 

1890 年代裝飾藝術的風潮開始席捲比利時、德、奧、法等國，形成洛可可

時代之後首度再次出現的國際性風格，縱向地觸及建築、室內裝飾、工藝創作、

插圖到繪畫之各種藝術的領域，橫向地近乎遍及歐洲各國，影響廣泛的程度儼然

成為全面性的藝術運動。參雜著世紀末的懷舊心緒與世紀初的憧憬嚮往，當代藝

術家對「新」與「現代性」的企望競求揉合了這時空新舊之交的敏感情緒，捕捉

各國藝術與文化領域的瞬息萬變，而呈現一綜合質性的、象徵時代特色的新風

格。1894年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自由美學」（La Libre Esthétique）展覽

會，便正式宣告了這種跨領域、囊括各種藝術形式的趨向，任何超脫傳統既有秩

序、呈現多元風貌的作品均納入此繁複龐雜的展覽，在裝飾性的隱形框架下醞釀

著種種爆發創新的可能性。除了繪畫、雕刻等純造形藝術，亦有織錦、室內裝飾、

海報設計、插畫圖繪等，參展的藝術家從英國的莫利斯、畢爾斯禮（Beardsley）、

比利時的前衛團體「二十人團」（Les XX）、法國的羅特列克（Toulouse-Lautrec）、

部分印象派畫家，以及荷東等，幾乎涵蓋了西歐各國藝術家的作品。1895 年賓

格在巴黎開設一間名為『新藝術』的畫廊（La Maison de L’Art Nouveau, 圖 3-2），

                                                 
14 “In the novel artistic models that have come to us from the Far East…we will find examples that 
deserve to be followed, not, certainly, to dislodg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old aesthetic edifice, but to 
add one more force to all those that during centuries past we have appropriated to revitalize our 
national genius. How can we maitain our vitality without continual infusions from new source?” Bing, 
“Programme,” La Japon artistique I (1888), pp. 4-5, quoted in Silverman, ibid.,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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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名稱不但宣示了發掘「新」藝術風格的企圖，亦為後人援引為法國世紀交替之

際的這股裝飾熱潮。賓格邀請比利時裝飾藝術大師亨利．范．德．維爾德（Henry 

Van de Velde）及那比畫家設計室內裝潢與裝飾藝品，提供巴黎人最新的前衛藝

術，以及眾多日本工藝和版畫，儼然成為巴黎集聚各國各類裝飾藝術的地標。賓

格本人亦驕傲地宣稱『新藝術』畫廊是「為所有急切地表現其現代性傾向之熱情

年輕藝術家而設的聚集地，亦開放給所有渴望見到迄今未展現力量之當代作品的

藝術愛好者。」15此外，巴黎的街頭充斥著藝術性極高的海報，畢爾斯禮、卡易

葉荷（Carrière）等人的作品華麗與典雅兼具的裝飾性不但將城市櫥窗妝點的美

不勝收，亦令收藏家爭相蒐購。居馬德（H. Guimard）則以輕盈而有韻律的有機

線條設計百座巴黎地鐵站的出入口，其他諸如雜誌書籍、家具、鑲嵌玻璃、織品

等均在裝飾運動的復興下大放異彩，成為藝術家及巴黎市民親身感受到的經驗與

氣氛，是風靡一時的藝術饗宴而非僅是束之高閣的美學理論，無人不知覺這活絡

熱烈的新藝術運動。而這些以自然形式為標誌的裝飾風格在都市化與工業文明急

進的時代，亦帶動了私人室內空間的再生，以和諧感的整體創造一自我的天堂。

在變動頻繁的世紀末，法國顯然在現代性的追求中尋得共同的目標並沈浸其中，

充斥著活潑燦爛的動力與精神。 

1900年世界博覽會的啟示 

  從 1890 年中期開始蓬勃發展的裝飾藝術運動在藝評、經紀商、政治人物與

藝術家們的鼓舞推展下成為國際性的風潮，無人不感染到這高品質與精緻藝術的

熱絡氣息。但這所謂的「新藝術」或「現代風格」（Modern Style）運動事實上是

眾多新穎卻異質的美學形式混雜構築而成，尤其在這物質與精神文化呈現拉鋸局

面的時代，這種多元的綜合質性恰恰符合知識菁英求新求變的渴望。因而歷史主

                                                 
15 “L’Art Nouveau… opened as a meeting ground for all ardent young spirits anxious to manifest the 
modernness of their tendencies, and open to all lovers of art who desired to see the workings of the 
hitherto unrevealed force of our day. ” Bing, Artistic America, Tiffany Glass, and Art Nouveau, trans. 
Benita Eisl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0),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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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現代性、國族主義與國際觀、帝制與社會主義、貴族與平民化、科學與藝術、

自然與人工、物質與精神乃至於東方與西方的概念，均在這世紀交替之際呈現循

環競爭卻又同時並存的現象，最後激發出大潮流下的多樣性發展。1900 年巴黎

世界博覽會便在這裝飾風潮的顛峰正式宣告了這歷史性的風格移轉：極端地相對

於以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作為標誌盛大讚頌工業與資本文明及現代生活的

1899年世界博覽會，1900年則在香榭大道的展覽入口處豎立一女神般的雕像《巴

黎人》（La Parisienne, 圖 3-4）昂首迎接新世紀的到來。誠如她活潑華麗的外表

與柔順卻堅韌的氣質，法國以滿腔的熱血再造傳統精緻裝飾的文化，室內繁複細

膩裝飾的整體取代公共廣場冷硬的鋼鐵紀念物成為頌揚、創造現代生活的象徵。

賓格在 1900 年世界博覽會中的「賓格新藝術展示館」（L’Art Nouveau Bing 

pavilion）也取代十年前的「機械之廊」（Gallery of Machine 

成為風靡各國造訪者的寵兒，宣告了這股風潮的顛峰，「新藝術」幾乎已等同

於「1900年風格」。過去堅信工業技術將觸發現代風格革命的知識份子在這復興

裝飾藝術及傳統光榮的時代氣氛籠罩下，亦改變其信仰轉而支持昇華自法國藝術

天賦的裝飾性傾向。這種意識移轉事實上伴隨著心緒的投射，透露裝飾藝術運動

為面臨世紀轉換及現代之焦慮的法國帶來了自信與寄託。作家左拉（Emile Zola）

說道：「現代社會因焦慮的躁怒導致無止境的傾頹。我們對發展、工業與科學已

感到厭煩而疲憊。」16在「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的表象之下，巴黎人充

滿著現代科技衝擊古典傳統的矛盾與不安，經濟與政治的不穩定亦讓民心浮動焦

躁，因此新世紀前夕法國的「新藝術運動」顯然為這種潛在的壓力帶來了平衡，

脫胎自洛可可傳統並納入異國之情調與形式精髓的新風格結合新材料的使用，將

鋼鐵死板冷硬的形象一變為柔軟浪漫的自然曲線，花草動物的式樣充斥各種工藝

藝術作品及裝飾設計中，感性藝術與理性技術的協調讓巴黎瀰漫著一股新興的青

春氣息，揮散了世紀末曾經縈繞不去的頹廢風潮。 
                                                 
16 “Modern society is racked without end by a nervous irritability. We are sick and tired of progress, 
industry, and science.” Emile Zola, quoted in Silverman, op.cit.,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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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極為諷刺地，這股裝飾藝術的復興運動在 1900 年達到發展期的顛峰

後，卻在新世紀初的數年間令人措手不及地急遽殞落，尤其在 1905 年後各種突

破性的現代藝術理論及畫派如雨後春筍般此起彼落的登上世界舞台，善變的觀者

隨即遺忘不久之前還在國際間大放異彩的「現代」風格。曾經如此盛大的熱潮最

後卻淪為僅是曇花一現的窘況，主要原因是無謂裝飾的氾濫，拙劣的模仿者使品

質日漸的低落而終於導致無情的批判與反動。賓格曾說過，新藝術是一種「運

動」，而非風格或樣式的名稱，是普遍、開放性、而多元的。17即便在發展的過

程中，自然與女性美的題材、陰柔盤繞的曲線式樣，以及貴族般的奢華繁複的裝

飾均成為新藝術最引人注目的形象特質，但這種鬆動的本質與狹隘的界定卻也導

致大量無個性的重複應用或拙劣的模仿抄襲，混淆了藝術家獨具的個性，尤其當

新藝術風潮成為時尚流行的象徵之際，商業化市場的干擾介入使眾多廉價劣質的

二流作品充斥市面，魚目混珠地傷害此運動最初求新求變的創作動機與目的，而

過度氾濫的裝飾非但沒有呼應高品味文化的傳統，反而助長低劣糜爛、俗不可耐

的物質風氣，絕對是著重品質與創新的前鋒人物始料未及的。因而在創作性的疲

乏與困境之下，1900 年代中期後新藝術淪為僅是設計中的一種成分或純造型的

元素，甚至通俗趣味的裝飾樣式，遠不及當年整合藝術與工藝、創立現代風格的

豪情壯志。支持者乃至於藝術家均逐漸背棄已然走入死胡同的新藝術運動，遑論

追求作品之獨特性的收藏家亦另尋獨具藝術價值與創作性的作品，裝飾藝術的復

興運動至此似乎是劃上了休止符。 

但無庸置疑的，即便晚期新藝術的浮濫庸俗讓後世評價優劣的紛歧難以論

定，這個全面性的藝術運動的確為世紀交替之際的法國帶來一時的燦爛風光，其

高度的自覺性與意識型態使整個藝術運動影響所及的程度，從政治、社會、經濟、

科學、到人文及環境上，均與之產生互為因果的連結和影響，它所呈現的面向已

不只是藝術風格發展史中的一個斷面，而是當代法國的一種歷史現象，身處「美」

                                                 
17 Bing, op. cit.,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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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供需關係的藝術家與收藏家、贊助者在這種時代氣氛之下自然共同加入裝飾藝

術的推動中，甚至可說是隱性的積極實踐者。而在傳統光榮的鼓舞下，裝飾不但

從奢華的物質面提升至心靈慰藉的層次，其風格更為歷史與寫實主義藝術的反動

找到了出口。1890 年裝飾風潮開始盛行的同時，在繪畫的領域中亦醞釀著一致

的裝飾性傾向，甚至在 1900 年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新藝術漸次地傾頹

之際仍持續踏實的默默發展。雖然藝術與工藝整合的呼聲蔓延了一段時間，繪畫

仍是佔據著不可侵犯的高階藝術地位，印象主義之後的藝術家卻不約而同地呼應

裝飾性的理念，從 1880年代的象徵主義、到高更與那比畫派均透露著此番傾向，

在經過新藝術風潮的洗禮後，亦從單純的繪畫風格實驗跨足至裝飾藝術的領域，

但在畫家的推動下反而固守繪畫創作的本質與獨立性，不但為失去活力的裝飾藝

術注入源源不絕的新面貌，更啟發了現代抽象繪畫的發展。 

第二節  繪畫的裝飾性風潮與荷東的參與  

    當新藝術風潮於 1895 年全面席捲西歐各國之際，繪畫的發展上不約而同地

並行著相似的理念，在反對寫實與印象主義過度客觀描繪外在世界的前提下，一

方面主張個人內面精神的探索與感受性的表達，一方面藉由單純色彩與線條的表

現以跳脫真實再現的枷鎖。因而在世紀末法國本土繪畫的特質可說是「象徵性」

與「裝飾性」的綜合體，畫家以此概念性的特質作為改革的信念，從高更及其綜

合主義（Synthesism）為起始，到承繼其理念的那比畫派，以及貫穿其中的象徵

主義均各自創作發展出風格殊異的作品，卻也共同呼應了當代裝飾風潮活躍的氣

氛。 

高更、象徵主義與新藝術 

    高更雖是首先受到印象派畫家的啟發開始創作，在 1880 年代後期卻逐漸與

之分道揚鑣，揚棄直接的觀察模寫自然，轉而尋求超越現實與知覺經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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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更說道： 

絕不能過份描摹自然。藝術是一種抽象，是在大自然面前藉由幻想所抽 

離而出的，並去思考創造的過程而非結果⋯⋯遵循我們神聖的造物者所 

做的—創造。18 

在原始主義與日本版畫的影響下，高更拋開傳統形式，開始實驗繪畫形式的簡

化，以堅實強勁的線條與鮮明單純的原色鋪陳出極富裝飾性的平面。無視於透

視、比例，壓縮了的空間中各種豐富的視覺形象與要素以熱烈的張力放肆地突

現，卻同時在某種和諧的韻律平衡下散發一股純粹寧靜的神秘感。雖然高更所繪

的形象並不脫離現實甚至是具體的，卻蘊藏著難以言喻的道德啟示或宗教意涵，

在主觀色彩與暗示性圖像的牽引下，觀者擺脫了物質真實的干擾，探詢著高更畫

面背後透露出的深沈意義。高更在繪畫上的實驗主要是在 1888 年於不列塔尼

（Brittany）地方的阿凡橋（Pont-Aven）與貝那德（Bernard）相遇後，才激發出

突破性的新風格，高更吸取貝那德「掐絲琺瑯彩」（Cloisonnism）的表現手法並

加以發揚，大塊明亮色面的並置以暗色的的輪廓曲線區隔開來，猶如透光耀眼的

鑲嵌玻璃花窗，凸顯了精簡而概念化的形體與強烈而平面的裝飾性色彩（圖

3-4）。以脫胎自生命與自然的記憶經驗為主題，藉由「色彩與線條的安排獲得韻

律與和諧的效果」，高更確切地擺脫了自然寫實的直接再現，決定了呈現精神內

面與情感的造型關鍵，並名之為「綜合主義」。19但高更如今創作的走向受到巴

黎象徵主義文學社群的支持，不但參與馬拉梅的聚會與眾人分享理念，其作品更

觸發年輕的象徵詩人奧里葉（Georges-Albert Aurier）於 1891年定義出象徵主義

在繪畫上的五大原則，確立了象徵主義繪畫的美學觀點：  

                                                 
18 “Ne copiez pas trop d'après nature - l'art est une abstraction, tirez-la de la nature en rêvant devant et 
pensez plus à la création qui en résultera…en faisant comme le divin Maitre, créer ” Gauguin à 
Schuffenecker, in V. Merlhès ed., Correspondance de Pail Gauguin, 1873-1888 (Paris, 1984), p.210. 
19 “J'obtiens par des arrangements de lignes et de couleurs, avec le prétexte d'un sujet quelconque 
emprunté à la vie ou à la nature, des symphonies, des harmonies…” interview de Gauguin par Eugène 
Tardieu, L'Écho de Paris (13 mai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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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念的：因其最終的理想是意念的表達。 

2. 象徵的：因其藉由各種形式表達意念。 

3. 綜合的：因其以一種普遍理解的方式傳達這些形式、符號。 

4. 主觀的：因對象不再僅被視為客體，而是主觀認知的意念的符號。 

5. 裝飾的：以正統的意義而言，正如埃及、希臘和原始時代的理念， 

裝飾繪畫不過就是一種主觀、綜合、象徵、意念整合的藝術表現。20 

奧里葉在結論說到，「因此嚴格來說，裝飾畫才是真正的藝術。繪畫只是以思想、

夢境、與意念去裝飾人類建物的平凡牆面而創造的。」21在此奧里葉揭示了往後

十年間席捲法國甚至整個西歐的藝術理念，亦即涵容象徵與裝飾性的美學呈現。

但就第一代象徵主義畫家而言，他們最初的訴求僅是藉由形式與色彩塑造一種可

與觀者溝通個人對精神、道德、甚至宗教本質的暗示性圖像，而這種表達意念的

「符號」、具隱喻和情感的「象徵」絕非他們所排拒的現實世界所能提供的，因

此諸如美索不達米亞、埃及、遠東等地古老文明與宗教以及早期基督教便成為象

徵主義畫家尋求原始靈性、同時激發精神性的聯想與冥思的寄託，並依個人的詮

釋與暗示性手法闡述其理想的生命及宇宙觀。但即便來源與目的相似，象徵主義

畫家對內面精神與情感的傳達卻是極為個人主義的，並未創造出一致的新圖像或

風格，布維斯．德．夏凡納（Puvis de Chavannes）壁畫式的沈靜色調與空靈氣質、

牟侯（Gustave Moreau）戲劇性的佈局與寶石般的色彩、以及荷東夢魘般的神秘

圖像均呈現截然不同的形式面貌，各自以獨有的想像與表現手法觸發觀者難以名

狀的共鳴心緒。在呼喚精神層面的訴求下，與現實的割裂的意圖自然使象徵主義

畫家傾向創造非傳統寫實的形式，線條、色彩及其所構成的造型成為塑造神秘幻

                                                 
20 “ 1. Idéiste, puisque son idéal unique sera l'expression de l'Idée; 2. Symboliste, puisqu'elle exprimera 
cette idée en formes; 3. Synthétiste, puisqu'elle écrira ces formes, ces signes, selon un mode de 
compréhension général; 4. Subjective, puisque l'objet n'y sera jamais considéré en tant qu'objet, mais en 
tant que signe d'idée perçu par le sujet; 5. Décorative, car la peinture décorative proprement dite, telle 
que l'ont conçue les Egyptiens, très probablement les Grecs et les Primitifs, n'est rien d'autre qu'une 
manifestation d'art à la fois subjectif, synthétique, symboliste et idéaliste.” Georges-Albert Aurier, “Le 
Symbolisme en peinture. Paul Gauguin,” Mercure de France, mars 1891, pp.155-165. 
21 “…l'art décoratif est le seul art, que la peinture n'a pu être créée que pour décorer de pensées, de 
rêves et d'idées les murales banalités des édifices humains.” Aurier,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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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而非再現真實的材料，因此過去對光線、具體形式、乃至於透視效果的忠實呈

現均被象徵主義畫家捨棄，而傾向以主觀的非自然色彩、表現性的線條與暗示性

的圖像並置取而代之。奧里葉象徵主義特質中所聲稱的裝飾性雖是啟發自繪畫原

始本質及功能的回歸，卻非早期象徵主義畫家最初抑或最終的目的，但在反寫實

的前提下可以是形式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尤其高更以後的象徵主義畫家在追求隱

喻內容的同時，亦積極試驗色彩線條的韻律與表現性、形式的抽象簡化、及空間

構圖的平面性等裝飾性的視覺效果，串連了象徵主義與往後裝飾性風潮並行而密

切的關係。 

    象徵主義藝術的理念：以暗示性的視覺元素呈現一理想、主觀的夢土（dream 

state），在世紀末成為「新藝術」運動靈感的泉源。象徵主義者在精神世界形而

上與心理層面的探索，對身處物質與工業文明的生存焦慮下的巴黎人帶來不可避

免的誘惑，並將之應用到室內裝飾中做為自我投射、冥想的私人領域。事實上龔

固兄弟早已首先建立了室內裝飾與心理內面的連結，其居所亦曾帶給象徵主義作

家于斯曼（Huysmans）創作《反自然》（A rebours）一書的靈感，呈現世紀末頹

廢與近乎病態地沈溺於美感享受的景象。但以追求新的風格形式為出發點的新藝

術除了承繼象徵主義題材的頹廢美學與心理學投射，亦將其隱喻性的象徵手法應

用在新形式的拓展上，形成所謂「現代式樣」的線性風格。新藝術最具代表性的

造型特質便是流暢曲線的使用，這種有機迂迴而趨近抽象的線條是藝術家再次取

法自然的結果，卻是涵容了象徵主義者所追求之啟發式的聯想與精神性的寓意。

新藝術運動的創作者承繼波特萊爾（Baudelaire）的理念，視自然為飽藏「象徵」

（symbol）的「聖堂」（temple），它難以捉摸、知覺的真實與變化總能勾起藝術

家探索其「神秘深度」（mysterious depth）的衝動，22極欲捕捉其無形、滲透其奧

秘，在發掘潛藏在表面現象下之精神哲學的過程中，尋得形式的暗示性力量與抽

象本質。事實上象徵主義的畫家雖無所謂共同的風格形式，線條的利用與強調卻

                                                 
22 Gallé, Ecrits pour l’art, op. cit., quoted in Silverman, op.cit., 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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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們創造非現實意境的重要元素，從牟侯、荷東到高更及其追隨者那比畫家

均極重視線條--尤其是阿拉伯紋飾（Arabesque）--的表現，那是種轉化自冥想、

幻象，意欲傳達訊息、情感的視覺語彙，透過線條敏感又曖昧的牽引誘發觀者心

緒的共鳴。23而在新藝術運動的時期，則將線條表現拱至主角的地位，或為強烈

情緒的糾結衝動、或為生命力的豐饒奔放、或為精神秩序的安穩和諧，均將線條

所能呈現的象徵力量與情感強度推展至極致，甚至趨近抽象的形式。線條的表現

在世紀末的造形藝術上成為創新現代風格的關鍵，其象徵性概念與生命動力的賦

予卻是如象徵主義者一般從古老文明與宗教中獲得靈感，例如阿拉伯紋飾在伊斯

蘭教藝術中即是一種脫胎自動植物及人類形象的裝飾性線條，往後則蛻變為具意

涵的回教文字與裝飾清真寺的書寫式線條，成為傳達不可見之神預的符碼。於埃

及乃至於日本，除了古老文明賦予的歷史與精神意義外，取材自生物形象卻趨於

圖案化抽象的線條則象徵著生命的張力與自然的永恆。因而藉由同樣的靈感來源

--自然、以及以日本藝術為主的異教形式--加上裝飾傾向的必然結果，新藝術以

線條所繁延出的種種新形式創作的活力與可能性，隨後反而回頭影響以那比畫派

為代表的象徵主義第二代畫家在繪畫風格以及創作格式上的突破。雖然裝飾藝術

盛大的風潮使得當代許多傑出畫家（如莫內），亦不免在贊助市場甚至國家的委

託下亦曾參與繪畫與室內裝飾藝術結合的嘗試，而高更則早在新藝術運動的前夕

便已經常創作陶瓷、玻璃彩繪與木雕等不同領域的藝術，那比畫家卻是世紀末裝

飾風潮下最積極而持續實踐發展裝飾性繪畫的行動家。 

那比派與裝飾繪畫的實踐 

    「……我們這個世代一直在尋找藝術與生活之間的連結。」--波那爾 24 

在當代統合純藝術與工藝或應用美術的趨勢下，畫家的涉獵裝飾藝術創作是

                                                 
23 關於象徵主義畫家於阿拉伯紋飾線條的使用與理念，見“Arabesque”in Pierre-Louis Mathieu, 
The Symbolist Generation, 1870-1910 (Geneva, 1990), pp.22-23. 
24 “Notre génération a toujours cherché les rapport entre l’art et vie.” Bonnard, quoted in Nabis  
1888-1900 (Paris: Galeries nationals du Grand Palais, 1993), 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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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尋常的。奧里葉在以高更為範本確立象徵主義繪畫原則的同時，亦強調高更

「如同所有理想主義的畫家，首先是裝飾藝術家」。25他認為畫家應突破畫框所

侷限的狹窄構圖，畫布不過是大型壁畫的瑣碎習作而已。而維卡德（Jan Verkade）

則以更狂熱激進的宣言，見證當代裝飾藝術理念復興的景況： 

1890以降，反動的呼聲爆發了⋯⋯繪畫不應僭越其自由而孤立其他的 

藝術。畫家的工作是在建築接近完成後才開始。牆面必須維持成平面 

，不可因無限視界的再現而造成破壞。沒有所謂的繪畫，只有裝飾是 

存在的！26 

身處裝飾風潮正揚起狂瀾之際的那比派畫家，一方面吸收高更融合「掐絲琺瑯主

義」與日本藝術的裝飾性風格，一方面亦對夏凡納具深度詩意與哲學的壁畫極為

景仰，塑造成他們兼具象徵與裝飾傾向的美學。當塞魯西葉從阿凡橋帶回高更的

訊息--那抽象色塊所構成的「護身符」（Le Talisman, 圖 3-5）--這些年輕藝術家們

便確立了那比派的創作方向：藉由美學的感應、以及美的語彙來表達情感與及人

類的思想。27那比畫家們在創作實驗之初便傾向裝飾性的構成造型元素的表現，

雖題材風格不盡相同，卻均顯現了一致的意圖：形與色的和諧配置及其所營造的

情感聯繫，亦即高更給予的訓示和靈感。德尼平面和緩的色彩與阿拉伯紋飾的線

條（圖 3-6），維依亞爾如織錦纖維或壁紙花飾般地筆觸鋪陳（圖 3-7），韓森圖

案式的簡化形象與平塗色面（圖 3-8），這些繪畫形式的裝飾樣貌與手法不但使那

比畫家的作品急進地擺脫真實再現，亦與當代新藝術運動產生連結，在同樣追求

裝飾的抽象與現代性的氛圍下，使那比藝術家得以善用自身繪畫的形式風格塑造

                                                 
25 “Gauguin, il faut le répéter, de même que tous les peintres idéalistes, est, avant tout, un décorateur.” 
Aurier, “Le Symbolisme en peinture. Paul Gauguin,” op.cit., p.165. 
26 “Vers le début de 1890, un cri de guerre fut lance…Le peinture ne doit pas usurper une liberté qui 
l’isole des autres arts. Le travail du peintre commence où l’architecture considère le sien comme 
terminé. Le mur doit rester surface, ne doit pas être percé pour la représentation d’horizons infinis. Il 
n’y a pas de tableaux, il n’y a que des décorations.” Jan Verkade, Le Tourment de Dieu (Paris, 1923),   
p.94. 
27  “…l’expression possible des émontions, et des pensées humaines par des correspondences 
esthétiques, par des equivalents en Beauté” Denis, Théories (Paris, 1912),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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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裝飾藝術品。新藝術最重要的倡導者賓格是最早發掘那比畫家裝飾天賦的

伯樂之一，他邀請那比畫家參與其「新藝術畫廊」的設計，如德尼負責一間寢房

裝飾，韓森為餐廳作裝飾鑲板，維依亞爾及波那爾則繪製一系列彩繪玻璃。28然

而就作品的比例與質量而言，那比藝術家所作之工藝藝術品比之專業的工藝家仍

屬散作，未有如帝芬尼（Tiffany）、賈列一般裝飾工藝大家的出現。究其因果，

是畫家雖可為全方位的「藝術創作者」，卻仍以繪畫為主要的創作模式，因此小

型的工藝品多屬實驗遊戲之作，並多需工藝家技術上的支援。而畫家所偏好的大

型裝飾鑲板畫或屏風，雖多為私人贊助或親友的委託而作，卻因畫家在專屬領域

中得以擁有高度的自主性與創意自由而使那比畫派在室內裝飾畫的發展上擁有

獨樹一幟的地位。  

龔固兄弟以洛可可及東方的古董藝品等具高尚文化血統的收藏建構其理想

的古典樂園，一方面提供思古懷舊的詩情，一方面亦提供上流階層品味的典範。

若說龔固兄弟激起世紀末藝術收藏家與贊助者對舊政權時代貴族風雅的懷舊與

企慕，這些贊助收藏家對塑造代表私人品味的室內裝飾的渴望則促發了那比畫派

與荷東整合繪畫於裝飾藝術上的嘗試。因而最能讓畫家自由發展的裝飾創作當以

大面積的鑲板畫（Panneaux decoratif）為首選，並以裝飾贊助與收藏家宅邸的小

型廳室為目的。如今裝飾繪畫的美學概念顯然已不再囿於傳統大型壁畫的崇高倫

理與紀念象徵，而是為了美感享受的愉悅與情感的投射共鳴，加上當代在以裝飾

為本質之日本藝術的影響下，裝飾畫已轉移到與畫架畫同質的地位，成為畫家發

展藝術表現的新領域，繪畫的風格手法可應用呈現在裝飾畫上，裝飾性的效果亦

在繪畫上造成形式發展上的躍進。新藝術與那比派的藝術家均將室內裝飾視為一

個整體（ensemble），裝飾的壁畫亦應與其所陳設的環境建立視覺上的整合與連

                                                 
28  “Des travaux à exécuter pour l'exposition "L'Art Nouveau"…Il confierait l'exécution de la 
décoration murale de la salle à manger au peintre Ranson, au peintre Besnard celle du salon…Au 
peintre Maurice Denis, Bing commanderait la réalisation du mobilier et de la décoration d'une chambre 
à coucher…Une antechambre serait décorée par Vuillard …” in Henry Van de Velde, Récit de ma vie: 
Anvers - Bruxelles - Paris - Berlin. Vol. 1, 1863–1900 (Paris: Flammarion, 1992), pp. 267–68. see also 
Silverman, op.cit., pp.274-75. 



 103

結，因而畫家所重視的是畫面構成的和諧感，避免使牆面原來的平面性產生透視

深度，並以適當不突兀的色調呼應室內其他的擺設。29擷取夏凡納、高更作品的

裝飾性效果，亦即平行並置的畫面層次、表現性的線條與色彩、以及避免厚塗的

筆觸，那比畫家的繪畫打破傳統如「窗戶景緻」的真實再現，使之成為「牆面」

的一部份，但這並非貶損繪畫成為建築的附屬品，而是建構室內空間整體的重要

角色，德尼說道： 

我能夠清晰地想像繪畫在現代居家裝飾的新角色。由一位如波那爾般有 

品味的畫家巧妙地佈置的室內，配合著新風格的家具、與令人驚喜的掛 

毯—明亮、簡單、而愉悅的室內，絕非美術館亦非廉價賣場。在某些地 

點，約略地擺設著合宜尺寸與適當效果的繪畫。我要那些畫有著高貴的 

面貌，以及稀有而難以置信的美⋯⋯而人們會在其中發現一美感情緒的 

世界，純粹而無疑地融合了文藝與高尚。30 

藉由德尼所陳述的理想，我們得以見證了當代繪畫在裝飾藝術上的回歸與重要

性，以及畫家創造精緻的美感品味的新任務。那比畫家稟持著「美」（beatué）的

價值再現為目的繼續實驗裝飾性的造型風格，以「客觀的變形」（déformation 

objective）--將純然美學與裝飾的概念套用於敷色與構成的技巧原則上，將一切

置換成美的呈現；並涵容「主觀的變形」（déformation subjective）--意即脫胎自

藝術家個人情感的風格創造。311899年那比派在杜沆余葉畫廊的連展，德尼、賽

                                                 
29 See Roger Benjamin, “ The Decorative Landscape, Fauvism, and the Arabesque of Observation,” 
The Art Bulletin, LXXV no.2 (June 1993), p.300.賓格的「新藝術畫廊」亦提供那比畫家裝飾整體和
諧性的典範。see Annette Leduc Beaulieu and Brooks Beaulieu, “The Thadée Natanson Panels: A 
Vuillard Decoration for S. Bing's Maison de l'Art Nouveau” Nineteenth-Century Art Worldwide, vol.1 
(Autumn 2002) 
30 “J’imagine assez nettement, le rôle du tableau dans la décoration de la maison moderne. Sois un 
intérieur précieusement disposé par une peintre de goût comme Pierre Bonnard: avec des meubles de 
style neuf et des tentures de dessin imprévu; un intérieur clair, simple, et plaisant, ni un musée, ni un 
bazaar. A certaines places, mais en petit nombre, des tableaux de dimensions convenables et d’effet 
approprié. Je les veux de noble apparence, de beauté rare et fabuleux…et qu’on y trouve tout un monde 
d’émotions esthétique, pures sans doute d’alliages littéraire et d’autant plus hautes.” Denis, “Notes sur 
l’exposition des Indépendants,” La Revue Blanche, v.3 (April 1892), p.232. 
31 “La déformation objective, qui s’appuyait sur une conception purement esthétique et décorative, sur 
les principes technique de coloration et de composition, et la déformation subjective qui faisait ent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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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西葉、貝納德、維依亞爾等人均展出了裝飾作品，藝評馬列里奧在聯展的圖錄

中寫到： 

他們受到裝飾面向的吸引，尋求色彩與形式的平衡以組合成具精神意 

義及視覺愉悅的平面。他們認為繪畫大師擁有一種傳統，而他們嘗試 

去瞭解並革新之。32 

馬列里奧所謂傳統亦即裝飾性的傳統，當繪畫仍屬於裝飾藝術整體的時代，但在

擁抱傳統的同時，那比畫家是以全新的美學概念與企圖貢獻繪畫裝飾性風格的現

代化，在尺寸、技巧與主題上均開創了截然不同以往的造型相貌。深受高更與日

本主義的影響下，那比畫家試驗發展形式上的突破，例如波那爾與德尼偏好阿拉

伯紋樣及迂迴曲線的應用，塑造出極具個人風格的人物樣式；維依亞爾則偏好編

織肌理般的效果與複雜的式樣，形成裝飾意味濃厚的繪畫表面。那比畫家的創作

本身所具之裝飾質性極為適合應用於裝飾繪畫，除了大量的裝飾鑲板畫、尚有摺

疊屏風、扇面等。波那爾、維依亞爾等人更以現代生活的景緻（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為題材，從公園、城市到家居的活動，為傳統裝飾畫難以突破的樣式

尋得新的面貌。因而那比派可說在構成形與色的美感前提下，在繪畫上竭盡所能

地擷取古今東西的精髓加以創新、應用、與實驗，為裝飾與繪畫的融合提供了創

作發展的典範。 

荷東與裝飾藝術運動的連結 

在荷東即將進行鐸梅西男爵（Domecy）所委託之裝飾鑲板連作的前夕，荷

東參與了那比畫派 1899 年的連展，必然見識了這些年輕藝術家在裝飾繪畫上所

                                                                                                                                            
dans le jeu la sensation personelle de l’artiste.”; “Avant d’extérioriser ses sensations telles quelles, il 
faudrait en déterminer la valeur, du point de vue de la beatué.” Denis, “Définition du 
Néo-traditionalisme,” Art et Critique( 23 August 1890), p.154. 
32  “Ils s’éprenaient de l’aspect décoratif, recheerchaient, l’accord des couleurs et des formes 
composant une surface agréable á l’oeil en même temps que significative à l’espeit. Il pensaint qu’une 
tradition avait existé chez les maîtres de la peinture, ils s’efforcaient de la comprendre et de la 
renouveler.” Mellerio, préface, Exposition, Galeries Durand-Ruel (Paris, 10-31 Mars 1899),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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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的熱情與發展，亦經歷了裝飾藝術運動在 1900 年世界博覽會達到顛峰的熱

潮。事實上在更早之前，荷東便已陸續感染到法國裝飾藝術復興最初的騷動，亦

即龔固兄弟文化圈所建構的藝術氛圍。藉由好友于斯曼的陳述，荷東得以獲知龔

固兄弟以十八世紀風格的室內裝飾與日本藝品所塑造的美學天堂，以及匯集眾多

當代著名的象徵主義文學家、日本藝術的愛好者、與裝飾美學的專家熱絡暢談文

藝的景象。33雖然未有荷東曾與龔固兄弟直接來往的文獻證據，至少藉由石版畫

集的贈與讓荷東獲得許多其社群成員的支持與友誼。34在這些上流社會文化精英

的宣揚與充滿精緻藝術品的社交環境中，荷東有機會深入淺出地獲知以洛可可光

榮為根基的裝飾藝術價值，以及再度流行之日本藝術的獨特風格及美學。龔固兄

弟的社群中除了于斯曼，還有朱荷丹（Frantz Jordain）、傑佛瓦（Gustave Geffroy）、

馬賀克斯等與荷東保持友好關係與聯繫的藝評家或知識份子，他們在 1890 年代

末期官方加入參與推動的裝飾藝術復興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更在往後荷東發

展彩作與裝飾畫之際給予極大的鼓舞和讚揚，可說是除了那比畫派在創作上的刺

激與影響外，讓荷東與裝飾藝術運動直接產生實質連結的媒介。朱荷丹是個激進

反對學院派的建築師，在支持為官方所忽視的邊緣藝術家之餘，亦不懈地倡議裝

飾藝術的復興以再造法國的輝煌年代。朱荷丹極為肯定荷東創作的斷絕學院傳統

與絕對個人性的自由精神，1904 年朱荷丹成立之反動性的秋季沙龍，荷東不但

成為主要成員之一，亦獲得沙龍首展中與賽尚、賀諾瓦平起平坐的大師級禮遇。

相對於朱荷丹的左翼角色，馬賀克斯則扮演推展裝飾藝術復興的官方代表。即使

身處政府僵硬的體制中，馬賀克斯仍與當代前衛的文藝社群保持良好互動，是在

官方沙龍推展「藝術與工藝的再統一與法國現代風格最為卓越的倡導者」。35因

                                                 
33 see letter from Huysman to Mme Redon, 5 may 1885, Lettres à Redon, p.101.  
34 荷東於 1889年曾贈與艾德蒙．龔固一套石版畫集而因此獲得不少龔固兄弟文化圈中成員的賞
識。See Ted Gott, “Silent Messengers: Odilon Redon’s dedicated Lithographs and the ‘politics’ of 
gift-giving,” Print Collector’s Newsletter (July-August 1988), p.94. 
35 “Among advocates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arts and crafts in the Salon and of a French modern style, 
Roger Marx was the most prominent.” Silverman, op.cit., p.219.馬賀克斯以及藝評成就與收藏為人
所敬服，遊走於創新的藝術社群與官方文化的體制中，亦是龔固兄弟文化圈的要角，曾任職於政

府藝術部門、博物館督察員，以及裝飾藝術中央聯盟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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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荷東不可能忽視這位友人在當代裝飾藝術復興運動中所扮演的官方認可的角

色，馬賀克斯亦是少數給予荷東作品的裝飾質性高度肯定的權威藝評家，勢必讓

荷東確認對裝飾藝術發展的信心。另一位積極宣傳龔固兄弟裝飾美學的藝評家傑

佛瓦，亦早在 1880年代便與荷東熟識。對室內裝飾的現代化極感興趣的傑佛瓦，

自龔固兄弟宅邸中輝煌的洛可可與日本藝術收藏中，體悟到室內裝飾反應自我品

味與創造的理想，以及藉由個人的設計將傳統及異國的美學轉化為現代性的呈

現。361908年傑佛瓦入主高伯朗國家紡織廠，進一步實現其裝飾藝術現代化的意

圖，荷東亦受邀成為參與裝飾設計的「現代藝術家」之列，可說是在傑佛瓦的提

攜，加上友人馬賀克斯及收藏家桑榭賀的推波助瀾下，促使荷東的裝飾創作受到

官方的肯定。37 

另一方面，除了這些身為法國裝飾藝術復興要角的藝評友人，及其文化社交

圈所營造的裝飾藝術氛圍外，荷東亦從新藝術運動的另一發源地--比利時獲得此

潮流的第一手資訊，及其影響力的深度與廣度。1894 年比利時的藝術社群「二

十人團」與「自由美學」在象徵主義與裝飾風格的影響下，成功的建立了比利時

前衛藝術的地位及推翻既有秩序的企圖。作為象徵主義分支的二十人團與荷東的

關係匪淺，其創立成員維艾亨（Emile Verhaeren）、皮卡德（Edmond Picard）均

與荷東熟識，1894年自由美學首展時荷東更由策展者莫司（Octave Maus）親自

邀請參展，此後直至 1914 年荷東均持續參與自由美學的聯展，是少數與荷東維

持長久聯繫的團體。38當代展覽空間的再造即是室內裝飾復興的一個範例，自由

美學展覽廳本身便呈現一由藝術家與建築師共同合作創造的整體，亦即所謂現代

風格或新藝術的居所設計，加上眾多藝術家在各領域的創作，毫無疑問地提供參

觀者一盛大的「美的饗宴」。比利時藝評家皮卡德甚至將私人的宅邸佈置成名為

                                                 
36 see Silverman, op.cit., pp.218-9. 
37 see Druick, Odilon Redon：prince of dreams,1840-1916 (Chicago:1994), p.327. 馬賀克斯及桑榭荷
均有參與高伯朗對荷東作品的評審會。 
38 see Ted Gott, The enchanted stone : the graphic worlds of Odilon Redon (Melbourne :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1990),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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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之家」（Maison d’Art）的展覽廳，以象徵主義與裝飾美學塑造一理想的、

「現代的」陳列室。391896年曾在此舉辦個展的荷東勢必亦為這空間整體的極致

美學所吸引，影響往後荷東對室內裝飾與空間整合的概念。身在藝術創作如此多

樣化而無藩籬的時空背景，周遭觸目所及的種種裝飾藝術的呈現，荷東可輕易地

獲知新世代藝術的走向與現代性的意義， 1900年以後荷東的朝向裝飾畫創作絕

非偶然。對荷東而言，時代已然改變而新的藝術亦逐漸成形，當荷東在自由美學

展與高更、恩索爾（Ensor）、畢爾斯禮、德尼、圖洛普（Toorop）並列，1899與

那比畫派藝術家聯展時，荷東已然脫離早期象徵主義的文學定位而往前踏進了現

代藝術縱向發展過程的另一階段，藉由裝飾的造型元素與表現性突破舊有的創作

模式與限制，為其藝術生涯開啟一扇新的窗口。事實上，當賓格邀請眾多藝術家

參與其「新藝術」畫廊的裝飾設計時，當代藝評亞列克山鐸（Arsène Alexandre）

便認為賓格不應忽略荷東、高更、賽尚等藝術「創新者」（innovator），足見荷東

藝術的裝飾傾向已為人所注意。40德尼說道： 

最後的時期，荷東成為一位非凡的裝飾藝術家。他的想像已經藉由黑與 

白傳達令人驚嘆的文學精神，如今應用在賦予餐廳、客廳的牆面一非現 

實的樣貌，更為室內裝飾增添了詩意與華美。41 

1890 年代裝飾藝術的鋒芒籠罩了所有藝術創作的呈現，不但扭轉了裝飾工

藝的地位，亦促發的繪畫發展的突破。然而「新藝術」運動對繪畫風格與造型最

大的影響—亦即線性與平面性的表現，甚至其裝飾性美學的建立，最為關鍵的靈

感來源卻是得自於當代法國對日本藝術的狂熱。42從龔固兄弟建立其裝飾美學之

                                                 
39 see Silverman, op.cit., p.368, note 10. 
40 Alexandre, “L’Art Nouveau” Le Figaro (28 Dec. 1895), quoted in Gabriel P. Weisberg, Art Nouveau 
Bing: Paris Style 1900 (New York, 1986), p.80. 
41 “En ces derniers temps, Redon s’est révélé, on le sait, prodigieux décorateur. Son imagination, qui 
déjà traduisait merveilleusement en noir et blanc l’esprit d’un livre, s’est appliquée à revêtir d’irréel les 
murs d’une salle de manger, d’un boudoir, à enrichir de poésie le luxe d’un ameublement.” Denis, 
“L’influence de Paul Gauguin,” L’Occident (Paris, octobre 1903), p.105.  
42 賓格亦指出，當代藝術家藉由線性組合去尋找裝飾與現代風格的來源，這種靈感卻是得自日
本線條典雅、波浪狀的動態形式，而影響了線性的裝飾。“…some artists believed that they could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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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日本藝品便與洛可可藝術享有同等的重要性，賓格、馬賀克斯等新藝術的推

手最初亦是日本藝術的熱烈擁戴者。高更與那比畫派更進一步地將日本藝術的造

型元素融入繪畫創作之中，為創造力凝滯已久的寫實傳統與印象派虛弱的造型能

力找尋到了出口。同樣地，荷東晚期裝飾繪畫個人獨具的特質在當代雖難以尋得

相似的形貌，卻讓觀者明顯地感受到日本風景畫的詩意與氣質，以及各種脫胎自

日本藝術的形式，如畫幅尺寸、結構、用色、以及屏風畫的借用等，均可為荷東

裝飾畫的風格來源與分析找到解答。 

第三節  日本風尚對荷東作品的影響 

十九世紀末洛可可價值的再發現之際，日本藝術古雅精緻的氣質同樣吸引了

法國巴黎文化圈的注意力。承接自十八世紀對東方文物的喜好，龔固兄弟亦是日

本藝術最初的收藏家與宣揚者之一，認定日本藝術帶給歐洲人視覺上的革命是一

種「色彩的新感覺，新的裝飾系統、一種詩意的想像」，43讓正值創造力疲乏的

法國藝術家受到不同的刺激與啟發，在急迫追尋現代風格的過程中是一新鮮而關

鍵性的觸媒。而當代裝飾藝術急進的推動者馬賀克斯、朱荷丹、與傑佛瓦等人在

龔固文化圈的影響之下亦對日本藝術賦予極大的熱誠與企望，尤其日本以裝飾為

本的美學早已達到他們消匿藝術與工藝分界的理想，成為當代裝飾藝術運動中法

國偉大傳統之外的啟蒙與典範。441878年巴黎世界博覽會歷來規模最為完整的日

本展示館使法人對日本風尚的狂熱達到顛峰，當代對遠東藝術文化的興趣之盛，

使得當代一位評論家如此嘆到： 

                                                                                                                                            
s new source of ornamentation or even the lost principles of modern style in various types of linear 
combinations. These attempts appear to have been somewhat inspired by the graceful, wavy movement 
of Japanese lines which has happily influenced linear ornament.” Bing, “Japan,” in Die Kisis im 
Kunstgewerbe, ed R. Graul (Leipzig, 1901), p.87, quoted in Gabriel Weisberg ed., Japonisme：Japan’s 
Influence of French Art 1854-1910, exh. cat. (Cleveland,1975), p.152.日本藝術另一層面的影響則是
擷取於自然的象徵形式。See Yamada Chisaburo ed., Japonisme in art: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okyo, 2001), pp. 15-16.   
43 Edmond de Goncourt,19 April,1884, Journal：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 vol. 3 (Paris, 1956), 
p.334. 
44 see Silverman, op.cit., pp.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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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主義！這時代的魅力造成無法控制的狂熱，影響、攪亂了我們所 

有的東西，我們的藝術、時尚，品味、甚至思考。45 

因而自 1880 年代始，日本版畫和工藝品頓時全面性地成為法國文藝與收藏圈的

寵兒，巴黎林立著進口中國及日本精品的商店與畫廊，賓格創辦的月刊《藝術的

日本》（Le Japon Artistique）則提供了許多獨到的日本藝術的介紹以及豐富精美

的圖片（圖 3-9），日本藝品著名的收藏家龔固兄弟、居邁（Emile Guimet），學

者及藝評家龔司（Louis Gonse）、柏堤（Philippe Burty）等人亦時常在此期刊或

《裝飾藝術雜誌》（Revue des arts décoratifs）中發表有關日本藝術美學與鑑賞的

文章。相對於 1870 年代對日本藝術的收藏與喜愛僅止於少數社群與藝術家，如

今在巴黎各種日本美學的深度資訊唾手可得，種類繁多的工藝品與繪畫充斥市

面，「日本風尚」蔚為潮流。印象派畫家梵谷、莫內，以及惠斯特勒、提梭（James 

Tissot）等人的畫中均可見截然不同於西方傳統的風格，甚至是直接借用或描摹

日本藝術的主題圖樣，足見當代畫家對這東方古國的著迷與狂熱。（圖 3-10, 3-11）

然而在經歷裝飾風的復興與反寫實的渴求催化下，1890 年代的藝術家才真正地

將日本美學與風格形式化為個人的血肉，跳脫了以往僅止於呈現「異國趣味」的

表面層次。企求前衛與現代性的藝術家從日本版畫中找到了以象徵與表現性為目

的造形色彩範例，提供藝術創作者一個全新的視野與無限的可能性，而造成歐洲

繪畫形式革命性的變化。尤其日本版畫中裝飾性的外觀、缺乏空間深度與立體感

的平面，流暢的線條表現與強烈的主觀色彩，這些新的藝術語彙及造型原則均成

為高更、羅特列克、與那比派等追求非擬寫現實之象徵性表現的藝術家成功推展

藝術變革的關鍵。1886年貝納德宣稱「日本版畫的研究使我們朝向簡化的形式，

而創造了掐絲琺瑯主義」，粗黑迂迴的輪廓線勾勒出簡化的形體，並區隔鮮明的

                                                 
45 “Japonisme! Attraction of the age, disordinate rage, which has invaded everything, disorganized 
everything in our art, our customs, our taste, even our reason.” Victor de Luynes, Rapport du Jury 
International,” Classe 20. Rapport sur la céramique (Paris, 1882), quoted in Weisberg ed., Japonisme, 
op.cit., p.147. 1867年日本官方首度正式參與世界博覽會，在此之前法國僅有機會目睹少數版畫作
品，爾後因東方藝品的大幅進口之際使法國得以迅速獲知更為完整的日本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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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色色塊，確實凸顯了脫胎自日本版畫的特質。46杜亞登（Edouard Dujardin）亦

在 1888 年行文提出日本、原始藝術、以及象徵主義與掐絲琺瑯派的關係，或許

是最早慧眼挖掘出現代藝術重要啟蒙來源的伯樂。47而伴隨著十九世紀末裝飾品

味的復興，日本藝術裝飾性的本質正巧呼應了當代潮流需求，「裝飾性」不再因

功能性的標籤被貶值，反而成為造型繪畫跳脫傳統主要的表現手法。那比畫家波

那爾、德尼等人將綜合日本誇飾的造型曲線與新藝術的阿拉伯紋飾呈現一充滿動

勢與力量的畫面（圖 3-12），維依亞爾則著重以滿佈的線條與筆觸交錯組織呈現

有如日本和服般講究華麗的紋理。（圖 3-13）在追求線條表現同時，空間深度與

體積感的再現不再是畫家的著眼點，加以日本畫特有之不對稱構圖與特殊視角的

採用，儼然為跨出了單純模仿或借用日本樣式的窠臼，以西方的手法創造極具個

性的新形式。 

由於荷東眾多文藝界的友人從交誼密切的作家馬拉梅、音樂家維涅、到龔固

兄弟社群中的傑佛瓦、馬賀克斯等均是日本藝術的愛好者，再加上那比畫家熱衷

的研究與引用，荷東不可避免地亦受到這遠東古老文明與藝術的吸引。1899 年

好友貝納德更直接對荷東疾呼： 

我推崇東方！他的沈靜、他祥和的光線、他極為高貴的形式，在此我們 

見識到這新的影響。48 

但相較於梵谷、高更及那比畫家作品中日本形式顯明的轉換與影響，荷東與日本

藝術複雜隱晦的關係在當代及藝術史的討論中鮮少有所提及。然而如同印象派畫

家早期對日本藝術的興趣直接表現在圖像與式樣的借用，觀者亦可在荷東的作品

                                                 
46  “The study of Japanese prints les us (with Anquetin) toward simplicity. We created 
cloisonisme-1886.” Bernard, in Y. Thirion, “L’Influence de l’Estampe Japonause dans l’Oeuvre de 
Gauguin,” Gazette des Beaux-Arts, XLVII (Jan./Apr. 1956), pp.95-114. quoted in Weisberg ed., 
Japonism.,p.124. 
47 Edouard Dujardin, “Aux XX et aux Indépendants: Le cloisonnisme,” La Revue Indépendante (mars, 
1888), p.489. 
48 “J’attribue à l’Orient, à son calme, et sa sereine clarté, aux formes plus nobles qu’on y voit cette 
nouvelle influence” Bernard à Redon (17 Jan. 1899), Lettres à Redon,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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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擷取自日本圖樣的蛛絲馬跡。藝術史家貝賀傑（K. Berger）指出，荷東在

其「黑色」（Noir）畫中超自然的奇詭形象與日本古老幽靈傳說之間的相似性，

是荷東畫作中最早透露日本圖像影響的例證。49尤其是葛飾北齋（Katsushika 

Hokusai）的「漫畫集」（Manga）中詭異畸形的妖怪圖像與不著邊際的「黑色空

間」均為荷東「黑色」系列夢魘般的世界增添不少靈感與異國的想像（圖 3-14, 

3-15）。50而 1908 年以後荷東常以「海底幻象」為主題的作品一方面重拾早期奇

詭生物型態的創作，一方面也再度援引日本鬼怪的面貌，顯現日本圖像對荷東的

吸引力絲毫不弱當年（圖 3-16）。而荷東晚年著名的作品「獨眼巨人」（The Cyclops, 

圖 3-17）中，那巨大的身形突兀地聳立於高水平的前景之後，與日本另一畫家歌

川國芳（Utagawa Kuniyoshi）所描繪之日本傳統的海怪（圖 3-18）亦頗有相似之

感。51然而當荷東擺脫「黑色」之晦暗世界的精神煎熬，轉向色彩繽紛、愉悅和

諧的繪畫表現之際，荷東對日本藝術的關切點自然轉移至不同的境地。在以荷東

彩色作品為研究主體的專論《幻象與色彩》一書中，貝賀傑首度提出荷東 1900

年代作品所呈現之日本或東亞藝術的影響。52藉由日本彩色木版畫的啟發，荷東

作品的空間深度逐漸趨向暗示性的平面，陰影的描繪與明暗對照的手法消失了，

豐富多彩的色塊並置取而代之，並以輪廓線簡略地勾勒出半抽象的形式。荷東的

瓶花畫（圖 3-19）中可顯見這些特質的存在，抽離自現實的各樣花卉叢聚鋪陳出

極為鮮麗耀眼的組合，單一平面的空間與清淡的底色卻有如東方畫傳統的留白背

景，以暗示性的虛實掩映透露一股空靈神秘的氣質。此外，畫中所呈現之荷東收

藏的日本、中國、與土耳其花瓶，不但印證了畫家對東方藝品的興趣，更增添畫

                                                 
49  Klaus Berger, Japonisme in Western Art from Whistler to Matisse, trans. David Britt, 
(Cambridge,1992), p.172. 1908年Meier-Graefe最早提出荷東的「Noir」與日本幽靈幻象的描寫具
有相似的氣質，見 Julius Meier-Graef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t: being a contribution to a new 
system of aesthetics before 1912, 1908, trans., vol. 2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68), p.100.  
50 Siegfried Wichmann, Japonisme : the Japanese influence on western ar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New York : Harmony Books, 1981), p.270. 在「象徵、主題、與抽象」（Symbols, theme, and 
abstractions）一節中Wichmann對荷東與日本版畫（尤其是葛飾北齋的）圖像的關連與異同有詳
盡的分析探討。參見頁 269-271。  
51 Wichmann, ibid., p.269. 
52 Berger, Odilon Redon : fantasy and colour, trans. Michael Bullock (New York : McGraw-Hill, 1965),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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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些許的異國情調（圖 3-20, 2-6）。然而在裝飾畫方面，荷東顯然不同於當代藝

術家自浮世繪版畫中獲取眾多形式與題材上創新與突破的靈感，而是從日本繪畫

中尋得其裝飾畫理想的典範，從技法與格式的運用、風格的轉換、到精神層次的

傳達，均讓荷東的裝飾畫作品呈現截然不同於西方傳統的面貌。 

日本裝飾畫的影響 

1890 年代裝飾藝術的復興帶動了法國文化圈對日本藝品的熱潮，1900 年巴

黎世界博覽會中展出之日本早期藝術品，包含平安朝（897-1105）及桃山時期

（1576-1615）、及廣受歡迎之江戶時期的版畫、漆器、與精緻典雅的屏風畫等，

更將日本裝飾品的狂熱推展至高峰。53隨著日本藝品大量輸入，荷東得以見識除

了版畫之外的眾多式樣與風格的日本藝術，其友人及贊助亦擁有不少收藏品，當

荷東參與文藝圈的聚會時不但有機會目睹之，更藉由這些文人雅士的鑑賞品論獲

知日本美學的精髓。異於當代藝術家同在時代潮流影響下所呈現的高度相似性，

荷東的裝飾繪畫承續其慣有的個人特質，從鐸梅西的裝飾鑲板畫為始，荷東便呈

現出極為新穎的、獨有的裝飾美學，甚至截然不同於以往繪畫創作的風格。1975

年日本主義聯展中尼德漢(Gerald Needham)所著之《日本對法國繪畫的影響

1854-1910》一文中，首度提出荷東畫中美麗朦朧的色彩、漂浮流動的空間、以

及暗示性的表現手法，引人聯想到日本畫家俵屋宗達（Tawaraya Sotatsu, 

1576-1643）或其後繼者的作品（圖 3-21），強調荷東受到日本繪畫「完全的影響」

（complete effect）。54宗達是日本 16、17 世紀裝飾風格流派--「琳派」（Rimpa 

school）的開創者，藝術家自「大和繪」（Yamato-e）風景與文學的古老傳統獲取

靈感來源，以柔和的筆觸﹑豐富的色彩和溫雅的情調﹐體現日本藝術固有的精神﹑

趣味和情感。琳派畫家常以屏風或卷軸為創作格式，在裱以金箔的背景上以明亮

                                                 
53 Michael Komanecky and Virgina Faldori Butera, The Folding Image：Screens by Western Artists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Haven：1984), p.26，提及在世博中的東方風景畫及花
卉屏風。 
54 Weisberg ed., Japonisme,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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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彩墨描繪精緻的四季花草蒔卉或人文風景，追求極富詩意與高貴氣質的裝飾美

學，對 19 世紀日本及歐洲的裝飾藝術均有所影響。代表畫家另有本阿彌光悅

（Hon’ami Koetsu,1558-1637）、尾形光琳（Ogata Korin,1658-1716）等。艾德森

（Natalie Adamson）在《日本主義與荷東之裝飾繪畫》一文中則更直接將荷東鐸

梅西裝飾鑲版畫中金色調的空間呈現與日本琳派華麗的金地設色花卉屏風（圖

3-22）作風格的比較。55琳派的使用金箔裱底是受到幕府時代狩野畫派（Kanō 

school）的影響，最初的動機是為了增添幕府御用的裝飾屏風華麗豪壯的氣勢，

並讓耀眼的金色輝映照亮陰暗幽森的石造城堡。而荷東的鐸梅西鑲板亦有相同的

意圖，鐸梅西男爵與荷東商議，要求使用鮮麗的紅、黃色的作為主調以使城堡走

道明亮些。56日本藝術家使用金色的背景不只是為了明度的需要以及輝煌的氣

勢，亦是用來象徵抽象的空間整體。畫面的天與地均被省略為一色，以二度空間

為前提的繪畫平面卻增添無限深度的想像、以及視覺的流動性。57尾形光琳的《鳶

尾花屏風》（圖 3-23）即為此類型的代表作，亦曾刊於《藝術的日本》中，成為

法國觀者眼中日本裝飾畫屏精緻美學的典範。58日本屏風畫中夢境般的庭園風景

與神秘空間深深的吸引著荷東，顯然成為其裝飾畫理想的樣本。以植物花卉為主

體的鐸梅西鑲板溶解於一色的畫面彷彿是日本金色畫屏的再現，但相較於後者精

鍊纖細的畫風與絕對平面的底色，荷東則以近似色的統調與自由揮灑點綴的筆觸

表現空間的層次與流動性，增添更豐富的視覺效果與想像空間。除了整體效果的

相似性之外，荷東在細部的描繪上亦透露著東方書畫技法的影響。例如鐸梅西鑲

板中敏捷撇畫的紅色細枝（圖 3-24）顯然得自東方水墨的畫法，而襯托掩映的花

                                                 
55 Natalie Adamson, “Japonisme and Odilon Redon’s decorative painting：the search for a lost 
paradise”Apollo, v. 146 (London, Oct 1997), p.18. 
56 「作品及整體的效果必需使走道明亮些…色彩最好主要為紅色與黃色…」Domecy to Redon未
出版的書信,日期不明，引自 Roseline Bacou, “Le Décoration d’Odilon Redon pour le Château de 
Domecy 1900-1901,” Le Revue du Louvre (June 1992), p.43. 
57 金色底可同時暗示天與地的存在，亦即「上為蒼穹下為沙地」（air above or sand below）的聯
想。Elise Grilli, The Art of Japanese Screen (New York and Tokyo, 1970), p.78. see also Wichmann, 
op.cit., p.157. 
58 Louis Gonse, “Korin,” Le Japon Artistique, no.23 (Paris, mars 1890) 此期刊有《鳶尾花屏風》的
黑白複製照，龔司並詳加介紹其細節以及宗達與光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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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或以線條圈繪、或直接點捺瓣葉成簇，均使人聯想到線描鉤勒與沒骨寫意的綜

合。這些顯著的特質在《花枝》（La Branche Fleurie, 圖 3-25）一作中更為一目了

然，成為往後荷東洗鍊筆法的基礎。此外，荷東在鐸梅西鑲板中使用的多種特殊

構圖，諸如截去天地的樹幹（圖 1-27）、由外伸展入畫面的花樹枝葉（圖 1-29）、

或是飄遊於空盪平面中的花簇（圖 1-30），都可說是擷取自日本畫特殊視角與虛

實相映的構圖法則。此外，系列中的《漿果》（圖 1-34）則一反其他鑲板半抽象

的呈現與自由的想像鋪陳，此畫中精巧描繪的細節與規律的排比似乎再現了北齋

的花卉習作或是日本織錦設計的樣式。59 

荷東裝飾畫中最具日本屏風畫庭園景緻之自然詩意與古雅氣質的，當屬1902

年為蕭頌夫人（Jeanne Chausson）所作之五面鑲板（圖 1-37），以及 1903年荷東

為桑榭賀（Olivier Sainsère）製作的屏風（圖 1-41）。蕭頌夫人的鑲板畫延續鐸梅

西系列的黃金色調，但在植物的描繪上更加細膩刻畫，即使是加上個人奇想的抽

象花草以及胚胎細胞般的瓣葉花蕊，均在荷東精緻的點綴描畫下形成真實與虛幻

兼具的靈性花園。尤其荷東漸次捨棄油彩，以更具流動性的膠彩顏料塗敷大面積

的表面，快乾的質性亦使荷東的筆法更為靈巧敏捷。荷東攫取自東方水墨的特質

在桑榭賀屏風中達到極致。溫潤細緻的金色調與古老遙遠的氛圍乍看彷彿即是日

式屏風的再現，卻涵容了荷東以個人之藝術語彙與手法解讀的筆墨韻致之美。畫

中想像的植物形態有著深色鉤勒的輪廓，卻非掐絲琺瑯技法般的強烈剛硬，而是

以生動流暢的纖細線條作強調。簡化的花葉與中國畫譜的形式原則極為相似，濕

潤的書法筆觸鉤畫著前景山石的形狀和肌理，遠方的則以淡色暈染出剪影襯托

（圖 3-26）。而以稀釋顏料濕潤層疊的大片背景與水墨渲染潤色的效果幾乎如出

一轍，統調中色彩的細膩變化與層次足以比擬墨色之濃淡乾濕所營造出的空氣感

與流動性。60荷東裝飾畫中所呈現之題材的氛圍（庭園花草、霧景…）與繪畫手

                                                 
59 Adamson, op.cit., p.17. 
60 琳派畫家亦常運用「濕畫法」（tarashikoma）以混和墨色與金粉，具精緻的色調變化並利於繪
製大面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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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書法的筆觸、重疊描繪勾勒、水墨的質感…..）極易引發觀者或批評家將荷

東的作品與其所略知的日本藝術概念連結，彷如日式風景屏風中所呈現詩意情調

與想像空間，一個令人醉心癡迷的原始、古老、而理想的時代，實現充滿優雅、

情感和貴族氣息的裝飾美學。61 

格式的借用：長軸與屏風 

荷東從創作之始便以非常嚴謹的態度來看待畫作的尺寸，他認為每一種主題

風格均有其適當的尺寸格式以符合畫作本身的價值。62因此畫幅的大小與比例均

是荷東深思熟慮下的決定，成為後人鑑定其作品裝飾功用與否的指標之一。依從

當代的習慣，荷東的裝飾畫多為邊長超過一公尺的大型鑲板，但細查荷東所做之

裝飾鑲板中，可發覺荷東對比例至少 1：2 的長形格式的偏好。63這種得自日本

傳統「掛軸」（Kakemono）的格式在 1860 年代便為印象派畫家所引用。在狹長

版面的限制下，日本畫家發展出饒富趣味的構圖原則，對 1890 年代著重設計感

與裝飾功能的西方畫家而言更是一極為重要的靈感來源。64比例懸殊的長形格式

使得畫面空間受限於垂直軸線方向的發展，相對的橫向平面非但毫無表現的空

間，甚至導致物象被切割的結果（圖 3-27）。然而此種切割式構圖所呈現的特殊

視角與張力卻甚為西方藝術家所喜愛，成為海報設計與繪畫創作者積極採用的模

式（圖 3-28）。荷東 1897年為愛子艾里所繪之肖像畫便明顯地透露荷東對此長形

格式與構圖的興趣（圖 3-29）。艾里被切割的側身像擁擠地安排在畫面邊緣，佔

據不到二分之一的空間，如此大膽的構圖即使在現代亦是極為罕見的。在裝飾畫

方面，荷東最初使用長形鑲板的格式是為了配合特定裝設地點的限制，如鐸梅西

                                                 
61 列布朗兄弟亦曾盛讚日本繪畫中的庭園景緻「混合了感受性與貴族的氣息」，呈現一「遠東伊
甸園的夢境」。Leblonde, L’Idéal du XIXe siècle (Paris 1909), pp.235-6, quoted in Elisa Evett,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Critical Response to Japanese Art: Primitivist Leanings” Art 
History 6, no. 1(March 1983), p.100. 
62 例如荷東認為蝕刻版畫適合小型的尺寸以強調細部的描寫，而繪畫雖較少限制，卻易被二流
藝術家濫用而破壞原則。See Redon, A Soi-Même (Paris, 1961), p.83. 
63 荷東最常用的比例約為 3：7。 
64 see Wichmann, “Pillar pictures and Vertical formats” in Japonisme (1981), pp.17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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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蕭頌夫人的系列鑲板中有數幅均需擺置於狹窄的窗間壁上。65但在往後荷東眾

多自行創作的裝飾鑲板中，荷東顯然獨鍾長軸的格式，尤其是以人物為主題的畫

作。當代法國坊間的日本版畫中，可常見以長軸來繪製人物特寫，以人體身形與

長形版面的融合來強調畫面垂直的動勢（圖 3-30）。而荷東作品中的人體亦多以

S型的姿態呈現，在硬直狹長的邊框陪襯下更添視覺動向的流線韻律（圖 3-31）。 

另一方面，日本藝術家亦常在自然與風景畫中以這種垂直動勢象徵生命源源

不絕的動力、或精神性的無盡綿延與昇華。此類型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那智瀑布》

（The Nachi waterfall,圖 3-32）一畫，狹長的格式使觀者目光的焦聚完全集中在

畫面中央垂流而下的瀑布，水的源流直底天際，彷彿來自天頂那一輪光明的神國

之境，蘊含著深刻的宗教意義與精神哲學。66荷東對此的共鳴表現在《雅各與天

使的搏鬥》（La Lutte de Jacob avec l’Ange,圖 3-33）中，此副裝飾畫的構圖方式亦

在荷東作品中極為罕見，長形畫面中巨樹蓬勃豪壯地聳立於兩旁，茂盛的樹蔭形

成祭壇般的拱頂，高過遠山、頂住天際的樹梢枝椏卻似乎仍要無止境的繼續伸展

拔高。相對於龐然筆直的樹幹，在底下奮力搏鬥的天使與雅各顯得極為渺小而毫

不起眼，彷彿象徵著神人之間的爭鬥比之大自然雄偉的生命氣魄是如此的微不足

道。而在《海底幻象》（Vision sous-marine,圖 3-34）一作中畫面空間雖傾於「均

勻遍佈」（all-over）的形式，圖中奧妙的生物型態卻亦應和著長形格式作垂直方

向的排列，水中充滿活力的微生物恍如自深邃的海底源源不絕地浮升高漲，透露

著無窮境的生命動力與澎湃的精神啟發。荷東對長軸格式的喜愛到晚年更加顯

著，例如 1914年荷東封筆之前所繪之《向達文西致敬》（Hommage à Léonard de 

Vinci,圖 3-35）雖是使用粉彩為媒材，卻仍以大型裝飾畫的尺寸與比例呈現，印

證了長形的格式已成為荷東裝飾與創作美學的一部份。 

                                                 
65 鐸梅西鑲板的擺置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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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頌夫人音樂廳的陳設見 Odilon 
Redon, catalogue raisonné de l'œuvre peint et dessiné (Paris：Wildenstein Institute, 1992-1998), p.219. 
66 Wichmann, Japonisme (1981), pp.1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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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十九世紀末藝術格式的刺激除了長軸畫幅的採用，另外則是摺疊鑲板

的再流行。早在十八世紀沈浸於中國熱（chinoiserie）的法國便已將屏風視為不

可或缺之裝飾藝術品，而藉由洛可可文化與裝飾藝術的復興、以及日本藝品的大

量輸入，屏風在 1880 年代起再度成為法國文藝圈的寵兒，從龔固兄弟到左拉等

作家、馬內（Manet）、維依亞爾、賽魯西葉等藝術家更收藏有日本屏風，成為當

代畫家發展裝飾藝術的另一重要格式與美學的啟發來源。身為日本風尚影響下的

重要代表，那比派可說是當代最積極發展屏風畫的實踐者。早在 1891 年的巴黎

獨立沙龍展中，人稱「非常日本化那比」（Nabis très japonard）的波那爾便首度

展出他在屏風畫上的嘗試。雖然當時波那爾重視畫面構圖與色彩的純粹裝飾性要

甚於屏風的整體及功能概念，卻開啟了那比畫家創作摺疊屏風的熱潮。67與那比

畫家聯繫密切的荷東勢必深知這些年輕藝術家在屏風畫上的突出表現，1899 年

與之連展時當然也直接見識到他們對裝飾藝術過人的熱愛。當 1902 年荷東首度

接到桑榭賀委託的屏風畫之際，正是日本屏風在各大畫廊與展覽場獨領風騷的極

盛期。68相較於那比畫家結合現代生活題材的作品，荷東顯然對遠東繪畫古雅的

氣質較為欣賞，對其中繪畫技法的共鳴亦甚於日本版畫圖案化的形式。因此荷東

在屏風畫中並不專注於裝飾性的處理，而是畫面整體空間的統合協調與靈性的氛

圍，以達到屏風「隔離諾大的外在世界、創造私密領域」的功能。因此荷東在桑

榭賀屏風（圖 1-41）所呈現的是一乳棕色統調營造下的詩意風景，在習慣絢麗色

彩與花俏裝飾的當代觀者眼中雖是極「空蕩」（empty）的畫面，卻再現了東方風

景美學所重視的流動性空間、以及虛實相映的美感。維克曼（Wichmann）更指

出荷東作品中無重力的與實體的是得自佛教屏風藝術的影響。69而畫中雅緻的筆

觸鋪陳與細膩的色調變化亦使當代藝評聯想到日本屏風畫繪於絲綢上的溫潤質

                                                 
67 Komanecky, The Folding Image (1984), pp.72-73. 
68 Komanecky, ibid., p.75 
69 藝評Mauclair 評論此屏風有著「美麗的筆觸表現……極為空蕩、卻具美好的品味。」Camille 
Mauclair, “La Peinture et la sculpture au Salon d’automne.” L’Art décoratif (Dec. 1905), p.226; 佛教
屏風的影響參見 Wichmann, op.cit., 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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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70 另一方面，荷東在折疊屏風邊框的裱貼或裝設上亦投注了異於常人的關

注，印證荷東對日式屏風美學的理解程度。荷東顯然明瞭邊框對屏風畫的整體效

果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現存的兩副屏風中均可見荷東對邊框的費心選擇與設

計。桑榭賀的屏風荷東以鍍金的木材作框架，並簡單地以竹節的形式呈現，每副

畫屏的角落更飾以徽章般的花形紋飾，為屏風增添極為濃厚的日本風（圖 3-36）。

金色的細框與乳棕色的畫面相互印襯，荷東以驚人的心思打造了這副狀似日本屏

風，卻完全以其個人特有之想像世界所創造的裝飾極品。另一個則是伻傑所擁有

的紅色屏風。經歷多年的摸索荷東已建立了屬於自己的裝飾風格，但伻傑屏風中

大膽呈現的紅色漩渦與抽象空間亦是個人藝術生涯的突破，這個得自阿爾卑斯山

回憶的山景可說是荷東繪畫所能呈現之象徵與現代性的極致。荷東在此屏風中直

接以的稠布裱貼為框，連活動卡榫處亦謹慎地包覆（圖 3-37）。荷東對細節的關

注使此作成為極為精巧華麗的藝術品。米色的布料有著細緻浮凸的日式菱紋，不

但呼應畫面部分的灰棕色調、亦緩和了狂放揮灑的紅色塊面。71荷東的選擇顯然

極為成功，整體看來簡單的裱匡讓三副畫屏間視覺的連續性絲毫不受阻礙，觀者

置身其中彷彿將陷入荷東所創造的幻想世界。荷東的製作摺疊屏風均是藉由贊助

者的委託，數量稀少卻成為荷東裝飾藝術中的不可忽略的成就，更反映了荷東對

當代日本風尚的熟知與研究。而日本藝術中所呈現的不確定空間或想像的景緻，

與荷東本身的創作美學殊途同歸，不但提供荷東在色彩、空間與裝飾性的表現上

一全新的視覺經驗與典範，其中所蘊含的宗教哲學與奧秘亦觸發荷東在精神領域

上的共鳴。 

東方哲學的影響：自然的精神與佛教 

日本古老之繪畫傳統，尤其是對自然的描寫為荷東的裝飾畫提供了想像的原

                                                 
70 「屏風裝飾性的斑點……輕盈透明的色調，足以媲美最為耀眼的絲品」 see Gustave Babin, “Le 
Salon d’automne,” L‘Écho de Paris ( 17 octobre 1905), p.1-2. 
71 關於邊框布料的討論與抉擇過程見荷東給伻傑、以及荷東夫人給伻傑夫人的信件。see  
Komanecky, op.cit., pp.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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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但絕非照本宣科的擬寫或挪用。荷東在創作之初便為自然無垠的深度與奧秘

所吸引，並極力在創作過程中尋求自然觀察與想像世界的平衡點。誠如荷東所

言，他創作的資源首先是對自然物極為精密仔細的傳移模寫，然後這些自然的元

素便成為其想像的材料，成為其創作的「泉源、酵母、與酵素」。72而達文西曾

言之「自然充滿著經驗所無法提供的、無止境的道理」，更是荷東念茲在茲的箴

言。73荷東以自然為其想像與精神世界的根源與靈感，與日本的美學極為相似。

賓格在《藝術的日本》創刊號中便開宗明義地指出，「持續指引日本藝術家跟隨

的嚮導名為『自然』，是他們唯一的、可敬的導師，而自然的印象則提供他們源

源不絕的啟發」；傑佛瓦則認為日本藝術家是藉由詩歌、記憶、與情感，摻以個

人的想像使自然呈現意味深長的詩意與情懷。74因此荷東與日本畫家均有意呈現

一種想像的或象徵的風景畫，以自然的精髓呈現自然所蘊含的價值--和諧、情

感、哲學、與詩意的啟發，經由藝術家的轉化詮釋形成一深富意義與靈性的「心

象風景」。而東方哲學中一花一草一世界的啟示，亦是荷東始終秉持的信念。自

然界中所有雄偉、含蓄、微小奧妙的物象形式、甚至於顯微鏡下細胞胚胎，各種

豐富的生命均讓荷東遙想夢見世界最純粹的原始樣態，經過其心靈的發酵後形成

蘊含宇宙太初意象的抽象形式，並以此構築出呼喚著生命奧秘的夢幻景緻。 

另一方面，荷東很早便對非西方的文學與宗教產生興趣。1860 年代，好友

暨植物學家克拉弗（A. Clavaud）介紹印度詩給荷東，引發他一生對以自然為靈

感的東方神話的喜愛。荷東的藏書中亦有印度史詩「羅摩耶那」（Ramayana, 1864）

的譯本、福樓拜（Flaubert）的《聖安東尼的試驗》、卡育斯（Paul Carus）的 《佛

陀教義》（L’Evangile de Bouddha, 1895），克勞德（Paul Claudel）的《東方智識》

                                                 
72 Redon, A Soi-Même, p30. 
73 “La Nature est pleine d’infinies raisons qui ne furent jamais en experience.” 荷東在《自我》書中的
引達文西之言。Redon, ibid., p.25. 
74 “…the constant guide whose indications he(Japanese artist) follows is called ‘Nature’ ; she is his 
sole, his revered teacher, and her precepts form the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his inspiration.” Bing, 
introduction in Le Japon artistique, no.1 (Paris, 1889), p.6; Gustave Geffroy, “Japanese Landscape 
Painters” Le Japon Artistique, vol.6, (1891), both quoted in Adamson, op.cit.,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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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aissance de l’Est, 1900），以及 1890年代極具影響力的學者徐亥（Edouard 

Schuré）所著之《偉大使徒》（Les Grands Initiés, 1889）等書，顯示荷東對當方哲

學與宗教的廣泛涉獵。75尤其徐亥對佛教的研究與東西方宗教的比較對荷東有極

大的影響，加上荷東基本上傾向「綜合唯心論」（synthetic spiritualism）的，使其

藝術創作亦以融合東西方宗教的和諧為基礎。76荷東對東方宗教與哲學思想的興

趣在繪畫的最直接的表現即是 1904 年為荷蘭贊助家伻傑所做之兩副裝飾鑲板：

《佛陀》（le Buddha,圖 2-3）、以及《紅色的樹》（L’Arbre rouge,圖 2-4）。在《佛

陀》一作中荷東以輝煌驚人的奇異花卉環繞著跪坐於樹下閉目冥思的年輕佛陀，

周遭惑人的繁花撩亂乍看彷彿是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前神魔所設下的妖異幻

象，卻絲毫無法動搖禪定者平靜無波的靈淨心神。因而在此極端的對比中荷東反

而達到了平衡點，狂亂紛飛的花葉為佛陀不可侵犯的精神意志所馴服，溶解在佛

陀周遭的祥和金光中成為神聖靈魂即將覺醒的禮讚。因此誠如當代藝評所言，畫

家「創造了一惑人的自然王國，為這光明之子所引誘、所主宰、而順服之」。77荷

東在此畫中以其特有的表現手法確實地再現東方宗教的深義，尤其是藉由閉目

「靜思」所能體悟之生命奧義與精神的昇華，自然的表象甚至佛陀本身的形體已

不具意義，而是同樣沐浴在佛光之下化為一體。荷東前所未有地以極富哲理的象

徵性將抽象的理念具體化，亦印證荷東對東方宗教哲學與自然不可分之真諦的理

解。另一幅作品《紅色的樹》中，則可說是荷東受東方畫自然啟發與象徵哲學影

響的再現，整體極具中國文人畫的禪意與情懷。從左方蓬勃地伸展入畫中的赭紅

樹枝點綴或鉤畫著搖曳紛飛的白色花朵，是荷東極為偏好的式樣，不但頗具脫胎

自東方截枝梅樹的姿態，亦使人聯想到梵谷曾經模寫自日本畫的作品（圖 3-38）。

                                                 
75 R. Bacou, “La Bibliothèque d’Odilon Redon,” Festschrift to Eric Ficher (Copenhagen, 1990), 
p.29-37. see also Druick, op. cit., p.229. 
76 對荷東而言佛陀與耶穌基督是同等的、兩者均是人類最偉大的精神講師。因而藉由荷東非再
現固有文本並涵容想像的作品中，佛陀與耶穌的形象甚至是混淆的。例如 1906年《神聖之心》
（Sacred Heart）一作顯然予以觀者類近耶穌的形象，荷東隨後卻把畫名改為《佛陀》。參見 Druick, 
ibid., p.229. 
77 “…the artist seems to have been to create an enchanted realm, of nature seduced, dominated, and 
served be this son of light.” Louis Cordonnier, “ the Salon d’automne,” La Grande Revue (16 Nov. 
1904), quoted in Druick, ibid.,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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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下蹲坐著一模糊的人影，彷彿無視於這春光爛漫的美景而兀自靜謐地沈思，融

入了人與自然的精神交流，亦或是在滿地腐黃的落英與樹梢繽紛的鮮花對比中體

悟生命循環與再生的哲理？藉由當代藝評家列布朗兄弟（Marius-Ary Leblond）

的描述，或能道破荷東所創造的、遠離都市文明的詩意風景中所所要表達之人與

自然的深刻連結與啟發： 

由其森林、鳥鳴、與果實所妝點的無垠空間，我們想像一個自太初以來 

擁有地球上最神聖植物的永恆樂園⋯⋯並理解到，就是此地神聖的花朵 

與原始的森林觸發了人類在智慧與哲學上的啟蒙。78 

荷東在其裝飾繪畫中使用了異國古老的藝術語彙，結合自己獨特的異想，呈現出

一種直覺的、想像的、裝飾性的自由時空，並吸收日本繪畫所涵容之純粹的原始

與理想，使其藝術能兼具精神性的共鳴與小宇宙的宏觀。列布朗兄弟總結荷東的

藝術是「充滿著屬於西方歐洲精神最基本的特質，更藉由幻想達到了西方與東方

精神的結合與混同」。79因而荷東那啟發自異國世界和「東方傳說」（oriental 

legends）80的作品成功傳達人與自然共生的、無污染的神秘境地，使觀者遠離歐

洲工商業城市腐敗的氣息，營造一兼具真實與幻夢的聖地，而成為寄託心靈與鄉

愁的自然天堂。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之外、高貴而純淨的氛圍，荷東的浪漫的田園

風景提供觀者疲倦的雙眼一自然無暇的聖地，具備當代繪畫性裝飾藝術所需之

「治療目的」或心理補償。81藉由東方的文化氣質與美學影響，荷東作品成為超

然情感與精神性的投射，從而化身為呼喚理智的反省、回歸道德真理、引導人與

                                                 
78 “Vast, illuminated by all his forests, by the sounds of the birds and his fruits, we imagine it since the 
dawn of time an eternal paradise of the most divine flora on earth…Understand it is here that the 
initiation of man to wisdom and philosophy by sacred flowers and primitive forests took place.” 
Marius-Ary Leblond, “Le Merveilleux dans la Peinture：Odilon Redon” La Revue Illustrée, no.5 (1907), 
p.158. quoted in Adamson, op.cit., p.19. 
79 “His work is full of the most essential qualities belonging to the genius of West Europe, furthermore, 
it accomplishes the synthesis, the hybridization of Western genius with the genius of the Orient because 
Redon’s imagination.” Leblond, ibid., p.160.   
80 A. Flament, review of the Salon d’Automne, La Presse (18 October 1905), quoted in Druick, op. cit., 
p.297. 
81 Roger Benjamin, “The Decorative Landscape, Fauvism, and the Arabesque of Observation,” The Art 
Bulletin, LXXV, no.2 (June 1993), p.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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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調和的裝飾藝術。 

荷東裝飾藝術品的特質讓當代的觀者，尤其是追求上流品質的人士，將之與

當代象徵精緻風雅品味的裝飾文化與日本風尚加以聯想比擬，無異使荷東的作品

在巴黎文化社群間具有一定的品質與地位。82而此種藝術的品味傾向實歸因於當

代高階層人士對十八世紀洛可可光榮的懷舊以及對日本藝術風雅氣質的追求，企

圖保留或鞏固精英文化與價值的運作。他們借用裝飾藝術贖回對舊帝國光榮的企

慕，同時敏銳地察知跟進日本藝術的流行，重構法國貴族室內裝飾的精緻文化。

荷東身在這般時代氣氛下，其裝飾藝術之兼具象徵主義圖像（僅少數知識分子收

藏家得以了解鑑賞）、日本主義風格、以及洛可可藝術的痕跡，成為上流知識菁

英與文化人士形塑高尚而獨特品味的文化產品。如此一來荷東裝飾藝術的價值得

以建構，亦使其裝飾創作得以在新世紀之初、裝飾藝術風潮中留有一抹不可忽略

的歷史文化意義。 

 

  

                                                 
82 荷東的友人亦會相互討論其新作的品質，是推展荷東藝術價值的隱形助力。例如 1907年詩人
Alain-Fournier告訴其友人 Jacques Rivière荷東之大幅裝飾畫《花的世界》（Le Monde des Fleurs）
是一「極優雅、非常日本式的植物…」。Alain-Fournier to Jacques Rivière (2 April 1907) 
Correspondance ,1907-1908(vol 2, Paris, 1926), pp.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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