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第四章 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的具象表現

第一節 印象主義的社會背景與源起

一、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的美術界是具象繪畫代表的時代，法國以整個歐洲美術的指導者

而成為其中心地。至於這個世紀中葉，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新的領域繪畫已

開拓出來，使繪畫日趨近代化。然而當時的一般的繪畫風氣並Ὁ在描寫現實的

風景，或把實際的日常生活真實的加以描▲，也並Ὁ像柯洛與庫爾培般的理解

繪畫，乃是把古典派或東方派的二流畫家所作的歷史畫、把表面漂亮的或矯柔

做作的東方趣味的繪畫視為偉大藝術或 尚繪畫。不只把庫爾培的作品加以嘲

笑，即連 17∼18 世紀荷蘭或西班牙的風俗畫亦視為未必價值 的藝術。與之相

反的，現實生活之中把自己的眼睛所觀察、所體驗到的描繪出來，這種新的自

然主義與寫實主義之清新與活力對一部份人、特別是年輕人產生極大的回響。

換言之，他們懂得以柯洛與庫爾培的觀念自由描寫對象的喜悅，並從現實活生

生的自然與日常生活之中去發現美，顯然的乃是與時代思潮有關的人類精神發

展；加之科學的發達，特別是照相技術的發明，不久深刻的影響到新繪畫系統

的畫家，此即是經由攝影促進了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現實本身之美，與價值的發

現。然而攝影與繪畫截然不同，例如攝影辦不到的精神深度與歷史事物等意義

只有繪畫能表現，更有甚者，過去繪畫仍有其可為之事、必做之事沒有發現

嗎？事什麼呢？——乃光與色的問題2。

                                                
2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87∼p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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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詳細言之，庫爾培的色彩處理法、對色彩的觀念仍舊是傳統式的，畫

好的事物形態雖然完全像原物似的，色彩則有做作的感覺，大體上是陰沈的。

此乃「視為實際的自然」「實際似的自然」，並Ὁ「如能ᵭ到的、如映入眼簾

的自然」。而實際物的自然色更為複雜，依照光線的情況有Ὁ常微妙的變化，

任何東西的顏色不是以往的單純原色，任何複雜的顏色亦必具有光彩與亮度，

至於它能變化成種種的調子乃是光線的關係，人們眼睛實際所能ᵭ到的乃是由

此光線所變化的顏色。這種光與色的金碧輝煌為何不畫呢？不只顏色，形亦因

光線而ᵭ其變化，這是眼睛所能看ᵭ的形與色，所以自己眼睛可以直接ᵭ其變

化的形象才是應該描繪的，「如能所ᵭ的」「如所感的」去作畫3。因此，從以

上的想法發展出來的繪畫乃稱為印象派，印象派畫家把光的輝煌與色的亮度與

純度加以強調，並如眼睛所ᵭ的去畫，亦即重視視覺的直覺印象。

與 1860 及 1870 年代的許多思想家、作家相同，印象派畫家並不相信一般

的智性，他們是在繪畫中創造印象派，而風格的演變則無疑多少受到暗藏的直

覺影響----這種直覺他們本身無法指出、也無法分析4。

二、寫實主義開始沒落與對「自然」的新解讀

　　十九世紀中葉，寫實主義取代浪漫主義而風行一時，庫爾培認為：「繪畫

的旨趣必須與畫家的日常生活所ᵭ相關才行」。他認為畫家的工作是要把他所

看到的事物，毫不歪曲地、忠實地記錄下來。但是而如上所言，庫爾培所用的

只限於少數幾個深沉的顏色，光與色的變化並Ὁ如實際眼簾所ᵭ的矛盾，不能

滿足新一代的的想法與概念。但是由於此時正好照相術剛剛發明問世，所以，

庫爾培的理論便有了疑問，到底照相跟繪畫的分野在那裡呢?

                                                
3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89∼p390
4 PHOEBE POOL 著 羅竹茜 譯 《印象派》 遠流出版社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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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畫家融合、轉換的許多概念與方法，在十九世紀初就已經開始，甚

至諸如米夏隆、瓦朗仙這些新古典主義的畫家也繪製了油畫的戶外寫生的習作。

事實上，瓦朗仙撰寫了一篇有關透視法的論文，並獲得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 1830∼1903)推薦給兒子閱讀。許多受人推崇的先驅與指導名人，尤

其是康斯坦堡、德拉克洛瓦、柯洛、在巴比松附近創作的藝術家布丹(Eugene

Boudin 1824∼1898)、尤因根德(Johann-Barthold Johnking 1819∼1891 )、

庫爾培、馬奈等人努力下，將較直接具體的知識遺產傳遞給了印象派畫家。

年輕印象派畫家所共有的種種態度是得自浪漫主義---歐洲思想與感情方面

複雜而持久的改變。他們不喜歡太正式與過分雕琢的繪畫5，即是源自浪漫派，

他們認為獨立的藝術家應該是隨時與既定的意ᵭ交戰，持續探索全新未知的領

域，此一觀念也是得自浪漫主義，他們對自然的感情，當然也受到浪漫意識形

態中心特徵的其中之一制約。

尚-傑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崇尚在鄉間獨居恢復精神的方式，

深化並改變了人對「自然」的反應，印象派大師莫內(Claude Monet 1840∼

1926)談到自己「與外在的世界不時的溝通」，並宣稱他的唯一願望就是與自然

合而為一， 就某種意義來說，他們都使用了在前一世紀還不可行的概念。當工

業化之後，更加深了這種感受：當市鎮發展得過大，許多人逃離城市後會有紓

解與復原的感覺，而對於來自鄉間的畫家，認識了城市的殘酷後，更有這種想

法。所以，印象派筆下的風景與城市景象，不僅受到宗教感情的啟發，也受到

他們當時一般習慣的觀察影響，對戶外生活較享樂主義的、較不拘形式的態度，

已經發展成形。雷諾瓦(Auguste Renoir 1841∼1919) 與莫內所描繪的野餐與

水上油湖宴會，並不是白日夢；而是如華鐸（Jean Antoine Watteau 1684∼

1721）理想化的「鄉村假期」；如莫柏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5 貢布里奇(E.H.Gombrich)所謂的「無瑕疵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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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伯夫的小說所▲，這是法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畫家與自然的關係

變更密切，可ᵭ他們對自然真切的好奇心與追求精確的慾望，這可ᵭ於德加曾

繪製各類麵包局部的習作；康斯坦堡相信繪畫是合理的追求；胡梭相信對許多

精確性的準科學意圖的追求。所以，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法國對精確科學的

熱度持續不退，影響了作家、畫家在實踐自己理念的同時，也注意到科學與實

證的影響事實6。

三.科學對印象主義的影響

十九世紀科學的研究對印象派畫家的影響主要是在視覺研究的領域，尤其

是色彩的組合與光線的結構。

(a).色彩的組合研究之影響

當時驚人的研究進展有本生(Robert Wilhelm Bunsen 1811∼1899)與基爾

霍夫(Gustav Robert Kirchoff 1824∼1887)約於 1855 年的光譜研究與發展。

然而，常與印象派畫家色彩理論相提並論的科學家，就是法國化學科學家謝弗

勒(Michel-Eugene Chevreul 1786∼1889)，他在 1839 年寫了《色彩調和與對

比的原理》一書。謝弗勒在書中談到「任何單獨的顏色都被其補色的光暈所影

響。」，即相近的色彩會相互影響、改變，任何色彩單獨看，四周似乎被一圈

為其互補色的光暈圍繞，比方說，白底上的紅點似乎會讓其背景染綠7。他也研

究所謂的視覺混合(optical mixture)，在羊毛線的實驗中，他發現兩條染上

不同色彩的線，在遠處一起看時似乎只有一個顏色。這些光學原理是印象派所

信奉並實踐的金科玉律。

                                                
6 PHOEBE POOL 著 羅竹茜 譯 《印象派》 遠流出版社 p4∼p6
7 這種現象現在稱為「負的餘象」(negative after –i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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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印象派的畫家，他們絕對受到謝弗勒的色彩研究理論影響，有直接

的證據顯示，莫內、畢沙羅與秀拉 Ggeorges Pierre Seurat 1859∼1891 對他

的作品有第一手的認識，正式在謝弗勒的視覺混合理論影響下，印象派畫家才

使用了與投下陰影之物體色彩互補的顏色畫陰影，此外，這理論也促使畫家在

畫布上並置色彩，俾使眼睛在遠處看時混合為一，產生的色彩比在調色板上混

合的效果更為強烈。並置的互補色使印象派畫家獲益良多：它在大塊面積運用

時，能讓彼此更加強烈，而少量運用時，則可溶合成自然的色調。

(b).光線結構研究之影響

光學的發明研究加速了照相機的發展，也對十九世紀中的繪畫影響甚距。

夏夫(Auron Scharf)曾對繪畫與攝影的關係作研究，得到一個重大結論。他認

為 1840 年代末，柯洛的風景產生戲劇性的丕變，就是因為它與葛蘭姆(Grand-

guillaume)、居維里耶(Cuvelier)的友誼往來之故，因為他們兩人當時十分熱

衷於攝影實驗。早期使用玻璃板的照片中，移動形體所導致的模糊影像清晰可

ᵭ，強烈的陽光看來也會損及物體的結構，侵蝕陰影，並使樹葉產生羽毛狀外

觀，而這種情形顯ᵭ於柯洛後期描繪樹木的作品。這種稱為「光暈」的效果，

正是如印象派畫家繪畫中可ᵭ的，產生移動的感覺。而謝弗勒研究顯示，印象

派畫家經常使用實際的攝影照片作為構圖基礎，如巴吉爾(Frederic Bazille

1841∼1870)!的《家人團聚》(Family Reunion,1867)、《梅里陽台》(Terra-

sse de Meric) ，顯示他用了照片；塞尚(Paul Cezanne 1839∼1905)的《楓丹

白 的溶雪》(Melting Sown in Fontainebleau,約 1880) 與自畫像即是根據

照片來畫。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使影像可以被化學藥品固定在金屬上。法國風景畫家達

蓋爾 (Louis-Jacques Mande Daguerre)於 1839 年銀版照相術的發明，使得畫

家們必須對於繪畫的目標，重新再做一次檢討。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為工業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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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顏料之大量生產8。而這些早期的顏料商品，品質並不好，其中深藍色及棕色

很快，變黑變灰，所以有些畫家又開始使用純粹色。這一方面固然為了保持作

品的原來風貌；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如比更可把握他們所關心的，戶外的自然光

線和景色吧。所以，攝影絕對無法比得上印象派繪畫採用 明度原色之傑出而

原創的特質9。

四.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影響與馬奈

因畫家在巴比松村附近的楓丹白 森林寫生而得名的「巴比松畫派」，他

們的畫家主張把畫架帶出室外，這在西洋美術史上是第一次主張，而印象派則

是繼承此主張而更堅定下去，也更徹底。巴比松派雖然希望掌握住自然界瞬息

變化的真實性，但是他們的理想並沒有完全實現，而由後來的印象派畫家加以

完成。而庫爾培在 1860 年以後，由於對政治發生興趣，漸漸地疏遠繪畫事業，

再也沒有把尚未完成的寫實主義往前拓展。此時，起來接棒的是新進氣銳的馬

奈。雖然庫爾培把繪畫題材從傳統的宗教歷史故事中解脫出來，而從現實的生

活中尋覓主題──這一點在當時倒也是新的嘗試，可是從馬奈的眼光看來，僅

僅只有如此還是不夠的，他認為庫爾培的表現方法太固執保守了。

由此，過去繪畫所忽視的極大意義遂被認識，以印象派最初的開拓者之稱

的馬柰，被稱為印象派的畫家便以他為中心而群集的一群。為馬柰並Ὁ一開始

就像之前所說的方法作畫，只是給予顏色金碧輝煌，亦即庫爾培的寫實繪畫未

達到的色彩清澄，進而不同於歷來畫家那樣把表面磨平不ᵭ筆觸，而是自由地、

舒暢地以大膽的筆觸給予畫面爽快清新的感覺，那種明朗自由的畫面感動了許

多不滿足於古老方法的年輕人，在繪畫上，馬柰被稱為將光與色自由解放的第

一人。他所畫的題材幾乎全是人物，亦多都市中的人物之風俗，頗近於 17 世紀

                                                
8在十九世紀之前，大部份顏料都是由藝術家或其助手自己研磨製成的。
9 PHOEBE POOL 著 羅竹茜 譯 《印象派》 遠流出版社 p8∼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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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委拉斯貴茲(Diego de Silvay Velasquez 1599∼1660)或荷蘭的哈爾

斯等的爽快明朗之風俗畫，且不論題材或色彩的亮度上，都特別從哥雅

(Francisco Goya 1746∼1828)得到最大的啟示與影響。

馬奈一面開始在巴黎畫壇確立其地位，同時使他一開始便列入不滿古老繪

畫的年輕畫家之林的《草地上的午餐》(The Picnic 〔Le Dejeuner sur

l`herbe],1863)(圖二十二)與《奧林匹亞》(Olympia,1863)，由於題材與處理

法皆極具現實性、且感覺太生硬，使得習慣於古老技法的一般畫家與觀眾不只

從技法上加以Ὁ難，且大大地責備其道德上的卑俗。其所以會產生這種印象並

不只因題材上的處理方法，也因幾乎不用中間色而以強烈的色彩與明快的顏色

效果作畫。其後馬奈對於色彩的敏銳感覺逐漸成熟，以天才的大手筆畫下旋律

似的色彩之為妙與光輝。至 1870 年左右以後的作品亦分別畫以燦然普照的陽光，

一看到他的畫卻有很強的近代感，其明朗舒暢的的筆觸亦成為妙筆10。

五.十九世紀英國的風景畫---給印象派技巧影響的風景畫家

　　雖然十九世紀的法國是世界的藝術之都，但對於該世紀前半的繪畫最有貢

獻的兩位畫家都是英國人。真正把英國風景畫帶到了 峰，從而影響了整個西

洋美術的則是康斯坦堡和泰納(J.M. Turner 1775-1851)。

在普法戰爭一爆發，馬奈與德加就立刻加入法國國家防衛隊，而其他印象

派畫家莫內和畢沙羅二人則逃往英國，避難到英倫期間，在那裡看到泰納的作

品，而部份英國學者，主張莫內是受到泰納作品中光線、空氣的奇妙效果及空

間感，重調子主義的影響，而間接堅定了莫內的信念及對印象派的形成有重大

影響。但是，在法國學者及批評家的說法就不這麼認為，他們主張在風景畫的

領域給予印象派技巧直接影響的有布丹、荷蘭畫家庸欽德 (T.B．Jong Kind

1819∼91 )，這二人的影響，才促使印象派的產生。所以，印象派興起的動機

                                                
10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90∼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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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說紛紛。有人說是發端於洛蘭的對於光的興趣，並且加以發揚光大；也有人

說是雷諾瓦和莫內兩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從水蓮燦爛的波光得到啟示；

還有英國學者，主張在普法戰爭期間，莫內和畢沙羅二人避難到英倫，在那裡

看到泰納的作品而受其空間感，重調子主義的影響，回來後創立的；比較客觀

一點的論斷還是庫爾培為父而馬奈為直接的生母。儘管眾說紛紜，但印象派不

可能是由一個單純的動機或僅靠一、二個人的力量所完成的，所得到的結論是，

當時環繞繪畫的客觀條件，都有利於求變，而印象派畫家各以不同的動機，不

約而同的到達色彩分析的境界11。莫內與布丹就如此的共同探究開創他們的繪

畫方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他們尚未引用色彩分析的方法。比較接

近色彩分析的，還是英國畫家的作品。

六.法國官辦沙 落選展覽會後的發展

　　落選展覽會於 1863 年舉行，這是當時的皇帝拿破崙三世，為一批被官辦沙

摒棄Ἵ外的落選者特准舉辦一次別開生面的無審查展覽會。原因是那年沙

的審查引起輿論的沸騰，甚至皇帝的親近也有人對其感到憤慨而對落選者表示

同情，而且在皇帝的面前指出審查的不妥。因而皇帝要求另行闢室展出。相傳

的落選展覽會就是如此產生的。然而，當時落選展覽會有馬奈、畢沙羅等人的

作品。其中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2(另名為野餐)是描寫森林中有個ᵴ裸的婦

人，旁邊有二個穿著西裝的男人躺著，可能是馬奈有意於嘗試表現鮮 的色調，

所以對於顏色的選擇及配置很細心。譬如前景的Ὀ色衣服的複雜變化和黃色的

對比，及裸女的皮膚色，用協調的黑色衣服為襯托等等。另一方面，此幅畫所

顯現出來的明暗變化，已沒有過去那樣又黑又暗，在意識上注意到陽光且題材

具有近代性。因此，更給于年輕畫家指了繪畫的新方向。

                                                
11 趙雅博 增訂 《最新西洋美術全史》 啟葉書局印行 p403
12 1863 年沙 落選展中，當時最受人注目的就是馬奈的這張畫，因其自由的畫法與明快的色彩

被人們視為不懂畫法的粗暴製作，其Ὁ常新的現實描寫甚至被視為Ὁ道德的。要之，雖惡名昭

彰，然馬奈亦因此畫而名楊巴黎。 ( 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大陸書局 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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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奈因落選展而出名，一方面在純粹的繪畫問題上，也風靡了年經的作家

們，當時未出名的畢沙羅，以及以他為首的小伙子們──莫內、希斯利、雷諾

瓦等人，對傳統的繪畫也頗感厭惡。也許這是當時一般年經畫家的共同抱負，

也可能是時代的潮流。他們都不約而同的不滿富有鄉愁的寫實主義的技法，而

正在努力於追求自己的理想。顯然的，此時他們已開始洞悉戶外的陽光，是完

全與以往的繪畫所表現的光線不同。而在此時寫實主義的藝術觀仍舊牢牢的纏

住他們思維，待至在落選展看到了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之後，深受感動，

認為此畫已大半解答了他們的問題。於是無形中這一摹小伙子也就很自然的集

合在馬內的身邊，開始日夜的討論他們的新藝術觀。在這一段時間他們在創作

上企圖追求的不外有二點：第一，把畫架搬到戶外去，在戶外精確的描寫明亮

多彩的外光，尤其對外光的瞬時變化更留心；第二，取材上揚棄傳統的題材範

圍，而從日常生活中尋覓題材，而且像自然主義那樣不經安排，就直接處理，

這二點態度恰好是跟學院派、擬古主義、浪漫主義形成了對立。我們可以說，

這時他們已舉起反抗傳統的旗幟了，從此產生了新的繪畫運動。

第二節 印象派的發展與印象畫展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五日起一個月，在巴黎的一群畫家舉行了一次展覽，展

出作品 165 件，其中 51 件為莫內、雷諾瓦、惠斯勒(James Abbot Mac Neill

Whistler 1834∼1903)、畢沙羅、竇加、基約曼(Armond Guillaumin 1841∼

1927)、塞尚、摩里索(Berthe Morisot 1841∼1895)的作品。其他 114 件，是

跟印象派無密切關係的二流三流藝術家的作品。然而當時，尚未採用印象派這

個名稱而以「無名協會」為他們的會名。雖然人潮湧擠，但一般的反應是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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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評價不 。一個批評家甚至還給他們開了一個不懷好意的玩笑，從莫內的

《印象·日出》(Impression, Soleil levant [Impression Sunrise],1873)

(圖二十三)斷章取義，摘取印象一詞為名在報紙上苛評說：「這一群畫家並不

是在描畫自然，實在說;只是描寫那曖昧，無意義的印象。」並且帶著幾分譏笑

的口吻，稱他們為一群印象派畫家的展覽。因為有這一幅莫內的作品《印象．

日出》。而這些畫家對這個諷刺果然沒有加以反駁的意思，反而乾脆也以印象

派畫家自稱了，印象派名稱的由來就是如此的。於此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屆的

展出尚未建立印象派的理論，實際上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印象主義理論的建立

仍是以後的事。

「我送去我在勒哈弗爾的一件作品，創作這一幅畫時，我從窗口望出去，

太陽隱在薄霧中，在前景上船的桅杆指向天空ŊŊ人們問我它的標題以便編入

目錄中，很難說得上是勒哈弗爾的風景。就寫「印象」吧ň我回答說。他們稱

它為印象派，玩笑就此開場了」。十九世紀末，莫內就這樣打趣的講▲了評論

家路易·勒魯瓦在「錫罐樂」(Le Charivari)雜誌上新近杜撰這個詞的起源。

「這幅畫要表現什麼？」

「請看目錄《印象．日出》」

「印象，一點也不錯。我還告訴自己，既然給我留下了印象，畫中必然會有一

些什麼印象ŊŊ畫法是何等的隨意輕率，糊牆紙的紙胚也要比那幅海景來得精

美。」13，

　　

第二屆印象派展覽會是在 1876 年 4 月(此屆塞尚、基約曼末參加)，參加

者共 19 名。本屆特地為逝世的米勒遺作也一併展出。此後按著在 1877 年舉行

第三屆。第三屆的規模要比前二屆都大。至今仍被傳為印象派大傑作的作品，

一連串的出籠，印象主義有自己的技法、樣式到了本屆才更為明顯。此外，更

                                                
13 《巨匠美術週刊---莫內》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1992 p3



50

大的收獲是在過去一向被嘲笑的印象派，至本屆意外的在Ὀ年畫家間，博得廣

大的同情，並且有蔓延的徵候。學院派看到這樣的情形，更是忍受不住。至於

一般觀眾也一時無法領受新的衝擊而憤慨。觀眾為繪畫而引起憤慨並且表現得

如此認真，恐怕在歷史土是空前的。因此打鐵趁熱，印象派畫家，乘其勢連續

在數年間發表他們的作品，一直到第 8 屆才結束。依統計在 8 回展出中超過 5

回的有莫內(5 回)、雷諾亞 (7 回)、畢沙羅 (全)、德加(7 回)、 更(5 回)、

基約曼(6 回)、摩里索 (7 回)，塞尚只參加第 1 屆和第 3 屆。此外在參加展出

活動方面，在前期與後期活躍的人也大不相同。例如秀拉、席捏克(Paul Siq-

nac 1863∼1935)、魯頓(Odilon Redon 1840∼1916) 等人，只參了加第 8 回。

莫內、雷諾瓦、希斯利是活躍在前期， 更是後期，只有年Ἴ的畢沙羅一人是

從 到尾參加的，可ᵭ畢沙羅對印象派運動的熱心與所處地位的重要了。到了

第 8 屆，作品的內容方面已經起了大大的變化。明顯地，可看出在印象派陣營

內，有人開始對印象主義產生懷疑。也許這是每一種樣式或主義發展到 峰，

所會引起的必然結果。這種現象在此時已清楚的顯 出來了。新的一代所嘗試

的是不同於印象派的繪畫觀點，此時已 出端倪來了。

所以，印象派於 1874 年第一次展出以後，總共舉行了八次聯展，連續幾次

的展出都增加了一些新血。可是並Ὁ所有加入印象派畫展的都是印象派的畫家，

至少有一部分的人不以印象主義的繪畫理論而從事創作，他們只抱持著反對官

辦「沙 」的態度才加入。因此 19 世紀後半葉的繪畫，畫面雖是明朗化了，

但僅印象派這個名稱還不能概括所有的畫風，於是美術史才又有後印象派和新

印象派等分支的出現。說這些為分支其實不頂恰當，後印象派本就很難從時間

來與印象派畫出明確的分界。因為他們始終是一夥人的活動，當初在葛布瓦咖

啡廳（Caf & Guerbois）進出的畫家們，可以說畫風一開始就各有各的傾向，

其難有前後的分別，然印象派的理論到底還是在莫內、希斯里、畢沙羅三人的

畫風裡較為明顯，這也是事實，很顯然的在新印象主義的秀拉和席涅克的畫作

裡，將印象派色彩的處理推向了極端，把物體的影像和光的關係以近乎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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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來加以解釋，這種理性的做法與莫內的感性繪畫從一開始就有著差距。德

加和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也在印象派裡出現，

可是畫面的題材和形象輪廓的處理卻都是寫實主義觀念的延續，對光影的ᵭ解

略有改進，也只因為是印象派理論的感染，並未成為他們探求的主要課題。至

於被列為後印象派的塞尚、 更和梵ᵰ這三人，幾乎在印象派聯展後不久便完

全背叛了印象派的精神，雖然三個人各走各的路，且各以不同面貌來奠定藝術

上的地位，但揚棄光與形象的絕對關聯性這一點卻是一致的14。

第三節 印象派的繪畫理念 　

曾有人指出：「印象派在美術史上的貢獻是開闢了白日的繪畫美學。」這

一說法，在莫內身上的確已找到典型的例證：莫內在 1890 年代裡，以稻草堆和

魯昂教堂作題材，畫了許多幅系列的作品。他作畫的目的不在於稻草堆或是教

堂本身，而在於日光的變化加在它們身上所呈現的光影反應，也就是說，藉著

稻草堆和教堂建築來說明作者對印象主義的看法。從這而推演出來的結論是：

物體的色彩因光的變化而變化15。

過去繪畫的製作經過大部分都先用褐色描畫輪廊或打底子。然後加上物像

的固有色。關於陰影的處理，是不管光線的變化如何，一定是用褐色或黑色塗

畫。這種技法相傳甚久。這樣表現在繪畫上的大自然，實際上只是褐色濃厚的

大自然，和現實的大自然迥然不同。雖然形體與實物相同，但是色彩有做作的

感覺，大體上是陰沈的，此乃「視為實際的自然」、「實際似的自然」，並Ὁ

                                                
14 謝里法 著 《藝術的冒險（西洋美術評論集）》雄獅圖書公司 1984 p17∼p18
15 謝里法 著 《藝術的冒險（西洋美術評論集）》雄獅圖書公司 1984 p20∼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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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所ᵭ的自然、如映入眼簾的自然 」16。現在莫內一心一意的想忠實地再

現真實的大自然，於是過去在畫面上有重要作用的褐色和黑色，在他的畫面上

已匿跡，物體的固有色又被否定。此時他的畫是專以光波搖晃的生動氣氛，代

替輪廓生硬的畫面了。這樣的表現方法，今天我們要是把印象派以前的褐色濃

厚、幽暗的風景畫和印象派的風景畫相比，到底何種較為真實的顯現法國的風

土？那是一目了然的。誰也能肯定的說是印象派的風景畫近於真實，然而當時

的民眾卻不這麼想。

對於印象派畫家而言，對象物本身並不太重要，光線在物體上面所顯示的

變化與陰影底下的微妙色彩，才是他們的繪畫所想要表現的主題。印象派畫家

研究當時新興的色彩科學理論，並且將它用在繪畫上。不過實際上，並不是所

有印象派畫家都像一般說的那麼「科學」。印象派畫家一方面把「光」認作是

唯一真實的對象，卻不知不覺的把「形象」給破壞了。現實性被還原為光的微

粒，印象主義在追求物體的客觀性與物質的微妙現象之同時，卻把物質的實感

丟棄了，而剩下的便只是畫家的視覺的主觀性而已。

雖然印象派的理論是一回事，而各個畫家由於個人的氣質與觀念，將此理

論實踐到什麼程度又是另一回事，在這裡印象主義的理論究竟是什麼？在觀念

上須先有個認識，以下可以說是很具代表性的說法：

一、應用科學方法，以光譜色(亦即分析太陽光透過三稜鏡分析出來的純色七

色)作畫。

二、不用線條輪廓，而且認為陰影並Ὁ是無彩色，認為陰影是有顏色的，惟彩

度與明度較低。

                                                
16 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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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物像的固有色，捨棄黑色及深褐色。物象的色彩是依賴於光的反射，故

色彩要靈活的隨著光線變化。

四、發現到補色關係，在畫布上用純色的點或Ἴ短不同的筆觸將補色並置，讓

它們在觀者的眼中自動調色，如此可以增加畫面的彩度和明度，以致產生明輝

的效果，同時廢棄以往的平塗法17。

五、把剎那的現象留於永遠。因日光時刻變化，以致自然的色彩無法不變。如

要忠實的描寫自然，勢必捕捉特定的剎那間的自然現象。

六、既要追求瞬變的自然，因此不得不在製作上爭取時間，結果無暇 到嚴正

的構圖，以致傾向於速寫型的繪畫。

七、注意寫生，根據圍罩著物體的光波，來表現物體，描畫燦爛的光和氣氛為

目的。於是留下筆觸，結果意外的達成了如交響樂的♂譜那樣的效果。所以說

印象派是創始了交響樂般色彩諧調的構成法。

所以，印象派繪畫理論的基本點是：一切自然現象都應該以光的角度來觀

察，一切色彩都來源於光。

而印象派畫家中，實際上存在兩種類型：一種是重光和色彩；一種是重造

型和素描。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莫內，他的風景畫主要是以表現光和色彩，探求

光和色彩獨立的審美價值。後者的代表是竇加。他重視室內光，他以光的轉換

表現迅速變化的運動，使靜止的畫面產生動感，並用光來加強色調的對比。因

此，在理論上，印象派的色彩以光為憑藉，用色方法也就與從前大不相同。幾

百年來的繪畫不外是用紅、黃、藍三種原色為基礎。然而近年的科學給繪畫一

種新啟示，即：「紅、黃、藍是顏料的主色，而不是光學的主色。」。科學的

分光鏡，求出日光的七色，就定光的原色為：綠、橙、紫。至於「黃」在顏料

                                                
17 李Ἴ俊 著 《西洋美術史綱要》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民 69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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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主色，但在光學上是副色，因為綠與橙接近可以表出黃光。同時，「綠」

在顏料上並Ὁ主色，因他可由黃、藍二色調成，但在光學上卻是主要色。印象

派的畫家否認黑色的存在，認定最黑的色為靛Ὀ、深綠、與深紫。他們不用赭

色，調色板上只有Ὀ、藍、綠、黃、橙、紅、紫等幾種，近乎日光七色的顏料。

此外，顏色愈不混合愈好，我們都知道水彩顏色複雜的混合便會失其鮮明，油

畫亦然。印象派的畫家忌在調色板上調色，只將各種單純的色逐筆加上畫布。

他們要用複雜的色調時，不預先混合，但離畫稍遠察出各色雜處求得結果。而

對於彩色的觀點，著眼色素，而不著眼色度。比如說灰色，平常就要問是淺灰

還是深灰；印象派卻問這種灰是帶紅、帶綠、抑或是帶藍。換句話說，印象派

不問深淺的色度，而是問色素與日光七色中何者最接近18。

其實這幾點都是和其他畫派相對的說法，也不是每一個印象派畫家都具有

上▲的特點。而這些特徵具備得較為完善的只有莫內一人。要是以極端的加以

嚴格桃選，那麼很有可能屬於純粹印象主義的也只是莫內一人了。

第四節 前期的代表性畫家

前期印象派(外光派)最重要的畫家為莫內、畢沙羅與雷諾瓦等。

1.莫內

莫內是印象主義的創始人之一。1840 年出生於巴黎，五歲時因父親經商失

敗，舉家遷往濱海的勒哈弗港。1855∼1858 年間曾畫了一陣子諷刺漫畫，並受

到了當地一位畫材商的鼓勵與啟發，開始到戶外作畫並決定選擇繪畫這條路。

1859 年隻身至巴黎習畫，自此開始了一生在繪畫上的探索歷程。莫內如同其他

                                                
18紹大箴 主編《現代藝術辭典》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p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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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畫家一樣，受到了科學對色彩發現的啟發，相當熱衷於戶外寫生，並致

力於光與色彩的捕捉與研究。《稻草堆》及《盧昂教堂》的連作系列，更說明

了莫內對光色探討的用心與堅持，從不同季節，甚至從日出到黃昏，以數十幅

不同的畫面，捕捉同一對象在不同時間的色彩變化，不愧是印象派的典型。

　　

莫內的後半生相當順利，43 歲那一年，移居巴黎近郊的吉維尼花園，在這

裡，他畫下了大批的寫生作品，包括晚年的代表作《睡蓮》系列，亦是在這種

寧靜詳和的花園住家氛圍中孕育而成。1926 年，結束了多彩的一生，宛如躺在

水面上的蓮花，靜靜的睡去19。在印象派初期畫家中，莫內捕捉外面風景在大氣

中的色彩變化，代表的作品有《日出·印象》、《日光下的乾草堆》(Grains-

tacks in Bright Sunlight,1890) 、 《 盧 昂 教 堂 》 (Rouen Cathedral,

Façade ,1894)、《蓮花池》(The Water-Lily Pond,1899)ŊŊ等。

2.雷諾瓦

生於法國中部里摩西的貧困裁縫師之家，4 歲隨全家遷至巴黎，13 至 17 歲

在塞維爾的工廠當陶畫學徒，此工作便成為他後來作畫時獨特的光滑風格之源。

20 歲入格列爾的畫室，不久就成為印象派的一員。初期作品受到德拉克洛瓦與

庫爾培的影響，自從與畢沙羅及塞尚成為深交的 1870 年之後，便出現了全屬於

印象派風格的筆觸，他喜歡把巴黎小市民的風俗或風景拖諸明快豐富的色彩，

表現出十分健康的畫面，肖像畫亦多，並以此肖像畫使他脫離了貧困。1879 年

到阿爾及利亞旅行後畫面亦更明朗，81-92 年的義大利的旅行給他的風格帶來

了轉機，使他對文藝復興的嚴格線條之追逐持續多年。其後將重點放在色彩的

對比，越發的像個色彩畫家，甚至被稱為「色彩的魔術師」。晚年被風溼病所

困，遷居於南法的肯尼，惟畫事未曾稍廢，繪畫之外亦有雕刻佳作流傳20。

                                                
19蘇錦皆(博士生) 文章《追逐一生色彩的莫內》

http://ftp.nksh.tp.edu.tw/studio/classroom/w_history/monet.htm
20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94∼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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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諾瓦在他的藝術生命裡，描繪的主題是必須面對實體的，所以他大部分

是面對寫生的實體作畫，他曾說:「我喜歡對有吸引力的東西寫生，若畫風景必

吸引我去一遊，如畫女人，要能吸引我去擁抱」。因此，他的裸體女性，看來

是如此流暢，那麼自然，不論貴族的雍容華貴或平民少女的樸實無華，盛裝的

少婦或荳蔻年華裸體少女。雷諾亞筆下的美女，裸體的或著衣，全景那樣豐美

而誘惑、Ὀ春而亮 。雷諾瓦的印象派時期最主要的作品為《夏本蒂埃夫人及

千金》(Madame Georges Charpentier (Marguerite-Louise Lemonnier) and

Her Children,1878)(圖二十四)。與印象派團體分開之後，開始畫有輪廓線及

刺眼色彩的畫。他最後期的作風是色彩豐富、筆觸流動。他甚至也畫如舞會大

場面的作品，如《船上的午宴》(Luncheon of the Boating Party,1880-81)、

《煎 磨坊舞會》(Dance at Le Moulin de la Galette, Montmartre,1876 )

等作品。

3.畢沙羅

畢沙羅 1830 年生於安迪列斯群島的法屬殖民地聖湯姆斯，父親是一位原

籍葡萄牙的法國猶太人，畢沙羅度過了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童年生活，在 1841

年他的父親送他到法國讀書，又過了五年，他結識了年輕的丹麥畫家弗里茨．

麥爾白，藝術的吸引力促使他離家出走，隨著麥爾白到了委內瑞拉。1855 年，

畢沙羅的父親終於允許他到巴黎學畫，他拜訪了兩位藝術家，一位就是帶他到

委內瑞拉的丹麥畫家麥爾白；另一位則是柯洛，畢沙羅尤其對柯洛推崇備至，

覺得自己與柯洛志同道合。而在瑞士學院，他認識了莫內，兩人成了好朋友。

就在這幾年當中，他的作品一直能在沙 展出。1870 年，普法戰爭開始，畢沙

羅偕同朱 一起奔赴倫敦，並在那兒結婚。而畢沙羅在倫敦曾和莫內重逢，並

與他一起發現了康斯坦堡、泰納和波寧頓的繪畫，並受到感動和影響。他描繪

倫敦城市和郊區的景致，在這十年當中，為了養家糊口以及應付債務，他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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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夜的工作。這段時期他與住在奧文尼．蘇爾．瓦玆的保羅．塞尚往來密切。

1874 年，「藝術家、畫家、雕塑家、版畫家與無名氏合作會社」成立了，這個

團體向攝影家納達爾在卡普西尼林蔭大道借到一個地方展出了一個月的時間，

畢沙羅以五幅作品參加這個畫展，從此，他未曾在這類畫展中缺席過，甚至把

他越來越多的風景畫拿出去參展。然而，在當時的藝術圈裡，只有少數的人去

維護這些參展人，而批評和攻擊這類畫展的卻是大有人在，直到 70 年代末期，

他才得到藝術批評界的Ὀ睞。

為了接近大眾，他獻身於以粉彩、蛋彩、扇貝和蝕刻製作一些色調偏淡的

作品，從事純屬裝飾性的工作。在這個經濟優渥的時期，使他在伊雷格尼購買

了一所房子，安安靜靜地從事繪畫工作。80 年代初，印象派團體徹底地解體，

這時，他被秀拉和席涅克的「點描主義」繪法所吸引，當秀拉和席涅克知道畢

沙羅在支持他們時，還頗為自豪。畢沙羅在 1886 年所畫的《第厄普的鐵路》

畫中，做到了絕對的點描主義手法。最後，他還是捨棄了與他志趣不相投合的

點描主義，又重新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作畫。

畢沙羅的作品由於在法國和美國獲得成功，使他在一生中的最後十二年裡

得到寬慰和安定的生活。在美國經杜朗．魯耶的推荐而享有盛名，還為他舉辦

了一次個人畫展。畢沙羅一向與年輕人相處親密，並保持友好的關係，在繪畫

研究方面還充當他們的 問。他對先後印象派之間所發生的爭論感到驚奇，參

加後印象派的 更和梵ᵰ，則公認畢沙羅是他們的老師和典範。1903 年，他在

巴黎逝世，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具有偉大心靈的人，這個人對生

活充滿熱情與愛戀。」21 所以，畢沙羅是印象派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並且也是

他最先堅定而熱忱地支持塞尚，是許多印象派畫家的導師。代表作品有《採蘋

果的人們》(Apple-Picking,1886)(圖二十五)、 《牧羊女》(The Shepherdess

                                                
21 李賢輝(副教授) 文獻《十九世紀印象主義時期---畢沙羅》 國立台灣大學網路教學

http://vr.theatre.ntu.edu.tw/hlee/course/th9_207/painter-wt/pissarro/pissarro-

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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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Peasant Girl with a Stick],1881)、《夜晚的巴黎蒙馬特大道》(The

Boulevard Montmartre at Night,1897)ŊŊ等等。

4.希斯利

　　希斯利是英國人而生於巴黎，但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在法國渡過，故美術史

上將他視為法國畫家，在格列爾的畫室認識莫內、雷諾瓦，與畢沙羅、塞尚亦

熟，儼然印象派中心人物之一。初期作品受柯洛、庫爾培的影響，逐漸轉向明

快的色調，特別是在大氣的澄明及柔光的調和中表現獨特的味道，他在印象派

畫家中畫塞納河畔風景畫得最多，同時在印象派的大畫家中，只有他一生沒沒

無聞，遭時不 ，然至今與莫內及畢沙羅並稱於世22。希斯利的作品有如溫馨親

切的抒情小品，主要描寫日常生活中習ᵭ熟悉的郊區街景，或緣意盎然的鄉間

小路。由於他的畫面柔和富有詩意，多小品，因此較少改革性的巨構或創ᵭ。

希斯利吸取英國風景油畫家康斯坦堡和透納及法國風景油畫家柯洛等畫家

的優點，將之引伸溶進自己的印象派技法中。記錄同一景物瞬息萬變的色彩、

光影與氣氛變化，但並未將景物融入色彩氛氛中。他有極佳的寫實描繪能力，

因此，雖然畫面看來有如捕捉瞬間稍縱即逝的景緻，但卻都是細心規劃、觀察

入微，仔細塗繪的結果。構圖雖避免定形，但每一筆一都是經過詳細規劃、煞

費心機，應其來有自的。在他的風景畫中，天空中瞬息萬變的朵朵雲彩，與水

面盪漾的波光倒影，相映成趣、相互輝映的景緻，雖僅重複研究、演變少數幾

種建築物或景緻，在不同時間氣氛下的光影色彩變化，卻依然那樣地清新、鮮

明，引人入勝的主要成因，希斯里是印象派晝家當中最純粹也最單純的一位。

他始終衷心信奉著印象派運動的原始動機，他的風景畫格調也很 ，可惜一生

際 不好。代表作品有《馬利港洪水》(Flood at Port-Marly,1872)、《草

                                                
22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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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The Small Meadows in Spring,1880)(圖二十六)、《沐浴在陽光中的莫

瑞教堂》(The Church in Moret in Winter,1894)ŊŊ等等。

5.德加

德加在本質上是個古典主義者，不過他所畫的芭蕾舞女，在用色上無疑是

印象派的。德加致力於表現都會生活最深的一位畫家，雖然他的作品和印象派

一起展出，然而他和印象派畫家之間的關係是含糊的，因為他主要的興趣不是

在風景畫，而且他都在畫室中作畫，鮮少、甚至不曾在現場進行寫生，一直很

關注素描以及過去的藝術。不過他對真確性的觀感無異於印象派藝術家，甚至

在某些方面上比印象派藝術家們還要更激進。他喜愛煤氣街燈下及咖啡廳裡俗

和條粹的夜生活，更勝於莫內和雷諾瓦筆下清新歡樂的戶外景象。如此說

道 :「對你來說，戶外自然生活定必要的，而我要的是人的文明生活」。

1874 年德．貢考特(Edmond de Goncourd)看到德加關於洗衣婦與芭蕾舞者

的油畫時，提到德加「和現代生活熱戀」。幻想和現實──閃爍的變裝和裸的

真相──在這些看來好像Ὁ正式的構圖裡，是那麼巧妙地對比著。他所畫的舞

者們在欄杆前冒著背部受傷的危險苦練，或是蹲在地上疲累得喘不過氣來，他

們的樣子鬆垮、肌肉腫脹，當他們一點兒也不優雅地張開雙腿休息時，完全沒

有任何性吸引力或魅力。更誇張的是那些洗衣婦的油畫，她們一邊打著呵欠還

一邊抓背。大概是因為這些油畫和後來一些以婦女晨俗與擦乾身體為主題的粉

彩畫，讓人以為德加是一位討厭女性的人。然而他的超然態度是為了藝術而Ὁ

感情。他告訴愛爾蘭作家喬治．摩爾(George Moore)：「裸體的人像總是為了

預設的現象而刻意擺姿勢，而我畫的這些女性都是誠實與單純的庶民，她們此

刻並不關心和她們的身體狀態不相干的事。德加終其一生只展出過一件雕塑品

──《十四歲的小舞者》(Little Dancer of Fourtreen 1881 年)，他始終深

深關切雕塑的各種問題，不論在造型還是在圖像媒體方面，他確實都堪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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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偉大的藝術家。雷諾瓦一直堅信德加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雕塑家，那些雕像，

譬如像這位舞者，她的右腳底構想得是如此完整，而且全然三度空間思維，不

能從單一視點來看她們。觀眾必須環繞著雕像從不同的位置來欣賞，就像欣賞

古代最成熟傑出的雕塑，譬如喬凡尼．波隆納的《阿波羅》等。代表的作品有

《芭蕾舞排練》(The Rehearsal of the Ballet Onstage,1874)、《苦艾酒》

(In a cafe or L`Absinthe,1876)( 圖 二 十 七 ) 、 《 四 位 舞 者 》 (Four

Dancers,1899)ŊŊ等等。

第五節 新印象主義 Neo-Impressionism

一.背景

　　印象派發展至 19 世紀末最 峰時後，緊接著誕生了「新印象」， 此一繪

畫運動的興起是受到印象派理論的啟示。以秀拉為首，比印象派更進一步的由

外光的追求而運用科學化的描寫法，理論根據光學而來，將色調分割成七種原

色(分析太陽光後得到的七色)。由光線釀出來的色彩變化，即包含在一個顏色

之中的各種色彩要素之微妙復合與結合，要言之，乃是經由色彩斷片的並排而

獲得調和，眼界到此為止者為莫內等印象派的思考方式。這種方法又被極端的

科學化與理論化，亦即外光派的畫家以自己肉眼的的感覺而綜合各種色彩片斷

並追求某種效果，在對色彩的感覺方法中，自己的各種感情或個性便強烈的表

現出來，更有過分執著於光、時而使色彩混濁的情況。與此相反的，運用這種

新方法的畫家又有採用當時盛行的科學色彩論——色調分析的法則，為著更能

保有色彩的純度與光彩而機械式的分析色彩。更詳細的說，例如紫色調產生於

某色與某色在某種比例下如崁瓷似的並立，如是以大小相同的顏色點子散布在

畫布上。者種方法確實可以保持色彩的的純度，但由於過分依賴科學，並由外



61

光派畫家直接映入自己眼簾的印象加以綜合的方法，使繪畫帶有科學實驗的危

險23。

他們企圖以更科學的方法，把各種色調分析體系化、機械化，分析色彩細

密整齊的小筆觸，堅實的構圖及裝飾風的作風。在畫面上直接以原色小點作畫，

利用人們的眼睛自行把色彩混合(光學中的補色原理)。以原色小點直接點在畫

面上，保持色彩本身的純度和明度，使畫面色調鮮明而活潑，又稱 Point-

illism(點描派)或 Divisionism(分割派)。在構圖上運用數理的構造，大膽導

入希臘以來有名的「黃金分割比例」。這種畫法在 1880 年左右以後便明確的出

現，這批人遂被稱為新印象派或點描派。領導者為秀拉與席涅克(Paul Signac

1863∼1935)。

影響:OP Art(歐普藝術)在色彩的表現上受到新印象派的啟示。

二.代表人物

1.秀拉

　秀拉出身於巴黎一個資產階級家庭。1878 年，他考入了美術學校。在安格

爾 (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 的弟子亨利．勒曼(Henri

Lemann）的指導下，他臨摹和學習了古典作家的作品，其中他特別尊敬弗蘭且

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 1416 左右∼1492)。他開始對當時方興未艾的所

有有關光和色的科學理論發生興趣。他坦率、謹慎同時又好強的個性卻十分清

晰地流 在他的作品上，特別是 1881∼1891 年這十年的作品，表現了他無可爭

議的現代化的個性。

                                                
23 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97∼p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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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藝術上更加偏愛普維斯．德．夏畹的文藝復興前的古典主義與米勒自

然主義的觀念、德拉克洛瓦的色彩和表現形式上的自由、柯洛對周圍環境的敏

感以及庫爾培現實主義的有ᵭ地的觀察力。當然，他也研究印象派的畫家。但

是他無意去追隨任何人，他只想樹立自己的風格。他Ὁ常仔細地、有時似乎是

過分仔細，甚至是對極小的細節進行估算；合理地、有條不紊地研究和安排空

間、線條、色調、陰影和光線。凡是印象派畫家所提倡的想像與實踐的自由及

自發性的創造力之理論等，秀拉都竭力地推崇其嚴謹性24。

他是點描派的創始人。企圖以更科學的方法，把各種色調分析，分析色彩

細密整齊的小筆觸，堅實的構圖及裝飾風的作風。代表人物為秀拉《大碗島的

星期天下午》(A Sunday on La Grande Jatte,1884 )(圖二十八)堪稱不朽的傑

作。另外有《馬戲團》(Chahut,1890)、《女模特兒》(The Models,1888)、

《擦粉的女人》(Young Woman Powdering Herself,1888-90)ŊŊ等傑作。

2.席涅克

席涅克生於巴黎，在印象派大師之一的喬曼(Armand Guillaumin 1841∼

1921) Ἵ下學其技法，亦受 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塞尚作品的影

響，足跡遍及義大利、荷蘭、瑞士各地，特別喜歡海港的風景。1884 年的獨立

美展中展出秀拉的作品「水浴」，他被此畫所感動，其後發展新印象派理論與

技法，1908 年成為獨立美展的會Ἴ，精於理論體系的建立，著有《從德拉克洛

瓦到新印象派》。他認為新印象派並不是「點描的」(Pointillist)而是「分割

的」(Divisionist)25。

                                                
24 李賢輝(副教授) 《十九世紀印象主義時期—秀拉》 國立台灣大學網路教學課程

http://vr.theatre.ntu.edu.tw/hlee/course/th9_1000/painter-wt/seurat/seurat.htm
25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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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後印象主義 Post Impressionism

一.形成

印象派風格一些最精練、最有力的作品是這些經常被概略稱之為後印象主

義者所完成。這些人根據自己的藝術與個人目標，採用印象主義的發現，並予

以改變；他們有助於二十世紀藝術的形成，也有助於放棄印象主義對日常生活

事實的直接關切26。

現今所談的後期印象派是指 1878 年塞尚離開了印象派後，到 19 世紀末葉

及二十世紀的一段時期中，塞尚、梵ᵰ、 更等三人創作的總括，也就是在他

們三人死後，才被稱為後期印象派。初期印象派與新印象派只追求光的變化，

把重點放在光與色的分析上，不久人們對這種只依賴視覺及科學分析的畫法感

到不滿，而重新反省繪畫的本質並重新開始探討，追求對內在精神的渴望漸漸

甚於外在表面的現象。於是被稱為後期印象派的塞尚、 更、梵ᵰ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便陸續出現。他們的共同點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段印

象派時期，反對把物體分解成支離破碎的「光」和「色」，回復事物的「實在

性」。

三人都是從印象派走出來，再去反對印象派。他們覺得印象派及新印象派

對光與色的描寫太偏於視覺的寫實，而忽略了對象本身；過份於注重客觀的表

現，否定主觀的表現。後期印象派雖是印象派後期的一個階段，沒有實際組成

一個繪畫運動，但它卻含有反抗印象派的自然主義之意義。雖含有反抗印象派

的自然主義之味道，但並不是去否定印象派，而保有印象主義的一些特色，注

重創作，尋求畫面動態關係與精神層面的探索。運用強烈的主觀將視覺以外的

精神層面表現出來，即致力於自我的表現，並重視形成的觀念。

                                                
26 PHOEBE POOL 著 羅竹茜 譯 《印象派》 遠流出版社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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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塞尚的意義

前面所提到因光線的不同，會使物體的形看起來略有差異，但一顆蘋果在

任何的光線條件下看，它不仍是一顆蘋果嗎？以塞尚為例，他以本質為主而追

求形的一面，由基本的單純化形態之組合而畫下永恆不變的空間或立體的自然

形象。以單純化的面與色作最有效的描寫。因此，印象主義只注重瞬間形成的

光與色，而忽視了物體的基本型與固有色，脫離了事物本質的表現。例如蘋果

確因光線使色與形都覺不同，然不論任何光線的條件下，蘋果不仍是蘋果嗎？

所以，把多餘的附屬物或表面的一時現象去除，把最富 果之相(不變的本相)

確實的加以描寫才是最重要的事，所以，Ὁ把蘋果最基本的單純形象確實抓住

不可，如構成蘋果基本物乃是圓形與紅色。

在這樣的反省下產生了後期印象派，其中心人物乃是大畫家塞尚，他以本

質的東西為主，追求形的一面，隨著對古典以來的傑作之重新加以研究而看透

構成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形，更由基本的單純化形態組合而畫下永恆不變的空間

或立體的自然形象、內涵、及其獨特的色彩(如熟透的蘋果以紅色為基本色)。

如他所愛畫的故鄉聖維克多瓦爾山，經由有限的一點線與色便很確實的畫出此

山的特徵，同時亦可感覺到崇峻之山的某種精神深度。同樣的道理亦可用在人

物畫與靜物畫上，繪畫並Ὁ單純的把自然的一部份照抄出來，乃是以自然為素

材而創造繪畫的新秩序與調和的世界，由此必須盡量把自己想描繪的東西作有

效果的表現，這裡畫面的組織特別重要，故素材上能任意自由配置的靜物畫他

最喜歡，更進而為著對象特質的表現，不論風景或人物都可自由的將其一部份

予以省略或變形。這種繪畫思想其後變成 20 世紀繪畫的最大根源27。這種思想

啟發了兩個法國藝術運動：立體派及野獸派。

                                                
27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400∼p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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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印象派之後的印象派畫家們了解到，印象派太注重光影變化，新印象

派忽略主題本身的形與色。再加上照相術的日益精進，印象派那種客觀的繪畫

法，只要彩色相片加上網線和布紋紙，繪畫實在不是其對手。第二點影響後期

印象派畫家的是 1862 年倫敦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在博覽會中他們對東方繪畫的

簡潔明瞭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中國人的山水畫家加上畫家的主觀ᵭ解，把

複雜的形體簡化，使畫面更加含蓄、生動、有韻味。這種主觀的作畫方法正好

成了這些思變的法國畫家模仿的對象，之前印象派的馬奈，莫內常把東方畫掛

在牆上參考，到了後期印象派的畫家塞尚、梵ᵰ、 更進而想臨摹東方畫的精

神。尤其是梵ᵰ，他在 35 歲時遷居至南法的亞耳城(Arles)時的睡房。掛在床

的就是一幅日本畫。總而言之，後期印象派的特色是，修正印象派太注重光

影變化及新印象派忽略主題本身的形與色，摻入東方畫家的主觀觀察，最後創

造出一個脫離文學，宗教，哲學等繪畫無關的東西，純粹的表現眼睛所看到物

體的形與色。這些反思與再思考使得後期印象派的畫家成為了印象派的精華。

三.代表人物

1塞尚

塞尚生於法國南部艾克斯，因銀行家父親之期望，1856 年進艾克斯法學院，

逐漸熱中於繪畫，22 歲至巴黎進入巴黎學院，在此認識畢沙羅、喬曼，並得以

與印象派同仁結合無間，其後考美術學校失利，回艾克斯，在巴黎時作品屢在

沙 落選，益發決定獻身成為印象派的一員。其初期強勁有力的塗色方法在印

象派畫家中亦很獨特，他與畢沙羅私交甚篤，1874 年他便遠離了這些人，在孤

獨之中不斷的創作，1896 年以後完全脫離巴黎的生活而在故鄉落腳，從此展開

他真正的藝術生命，但是此後的藝術頗不被世人承認，至今才被稱為二十世紀

繪畫發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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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早期在巴黎過著與人隔絕生活，從他寫給左拉的信與詩文中可以窺ᵭ

一二，他的詩文經常偏向死亡與強烈的情緒，與恐怖情景，這也反應在他的作

品上，如早期代表作《掠奪》(1867)與陰森森的《驗屍》，可ᵭ一般，這些作

品看不出一絲他立刻成為印象主義畫家的痕跡，唯有在《黑色時鐘》(1870)一

作，預示了他成為當代偉大畫家的未來，咸信此作是 1867 年秋偕同畢沙羅與吉

梅揶一起從事藝術探險工作的成果。他完成了一些優美的作品而且不再使用畫

刀，但是依然強勁有力，「奎拉」28(couillarde)的風格已被較小筆觸所取代，

不再出現黑暗與明亮猛烈的對比。1872 年他前往龐圖瓦茲與畢沙羅會合，如同

梵ᵰ與 更接受畢沙羅的督導，他變得冷靜超然，畫風被印象派的特質所控制、

影響，他的作品不再必須有文學或個人的聯想，他藉由運用過去自己未知的印

象派色彩，達到作品的結構與畫面。但是在許多方面來看，基本上他與印象主

義者有所差距，如與莫內相比，他遠為重視堅實性與構圖、平衡與結構，其形

狀與色彩較不符合自然主義，較有重量感，所以他的作品經常給予永恆的感受29。

他的最大成就，是對色彩與形式前所未有的精闢分析。這與印象派畫家捕

捉表面的印象，並快速作畫的方式完全不同。他的一些關於這方面的理論至今

仍具有重要的意義，他曾說：「要從自然中學習普桑的畫法，並且希望使印象

主義能夠像美術館中的藝術品一樣，堅實而且歷久彌新。」顯然印象主義在形

式的特質上，是有所欠缺的，然而「當色彩的豐盛達到極致時，形式也就隨著

充實起來。」在這裡，更暗示了日後立體主義(Cubism)的基本理論，就是畫家

必須從自然中尋找圓椎體、球體和圓柱體的基本形來作畫。

2!. 更

                                                
28 塞尚早期的幻想題材作品，經常使用畫刀，以濃厚、豐富的厚塗法完成，他自己將這種猛烈、

衝動的風格(經常蜷曲如蛇般的筆觸構成)稱為「奎拉」法。 (PHOEBE POOL 著 羅竹茜 譯

《印象派》 遠流出版社 p139)
29 PHOEBE POOL 著 羅竹茜 譯 《印象派》 遠流出版社 p141∼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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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 年 更出生於巴黎，1851∼55 隨母親定居於祕魯，之後他返回法國，

十七歲時成為水手，1871 年 更進入巴黎的股票經濟公司，過著經濟商的優渥

的生活，但 1875 年，他結識畢沙羅與其他印象主義者，越來越沈迷於繪畫。

1883 年，他終於辭去工作，全心投入藝術，這個壯烈的決定讓他陷入了永無休

止的掙扎與貧困。

他最早期業餘的作品，受到柯洛、尤因根德(Johann Barthold Jongkind

1819∼1891)、杜比尼(Charles Daubigny 1817∼1878)的影響，1873 年 更開

始繪畫，並收藏印象派畫家作品。 更早期的繪畫帶有實驗性，也很拘謹，令

人聯想起在巴比松畫派影嚮下畢沙羅的作品，他從畢沙羅身上學到與塞尚完全

相同的教誨。1880 年代早期， 更將筆觸放鬆、變寬，賦予畫面顫動的韻律特

質，色彩仍很拘謹。他把顏色做塊面處理，自由地加重色澤的明亮感：例如以

鮮亮的藍色畫陰影，以紅色畫屋頂，而使之自背景中突出。但 更向來不是完

完全全的印象派畫家的說法，有幾分道理，與塞尚相比，印象主義的技巧較不

符合 更偏裝飾的概念，但印象主義則提供一個未來色彩解放的跳板與教條，

雖然其鬆散也引來日後 更的抗爭。

1887 年的馬丁尼克之旅是 更脫離畢沙羅督導的第一個明顯的階段，作品

雖有畢沙羅的色彩，但色調已偏單一色調，這也是他平坦的色彩配置的開始。

1888 年從馬丁尼克返回厚， 更在不列塔尼完成了《山頂訓誡後的幻象》(The

Vision after the Sermon [Jacob and the Angel],1888)(圖二十九)，開始與

畢沙羅和印象主義分道揚鑣，他現在技巧純熟足以用顏料表達所感受的事。遠

離了自然主義，而朝向夢的暗示以及藉由隱喻、象徵、表達力所呈現的幻象。

他稱這種新技巧為「綜合主義」(synthetism)。 更當時祈求「象徵主義」畫

家的理想答案，使他的後期象徵主義時期的作品，自然無法歸類於任何印象主

義的討論範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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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 年他曾與梵ᵰ在阿爾共同生活過，由於彼此性格起衝突而離去，後來

回巴黎後又厭煩都市的文明生活，憧憬原始自然的生活，1891 年遠渡到大洋洲

的大溪地，在那他更持續的畫出人物造形簡化，平塗的強烈色彩，充分表現大

溪地的原始風味及神秘性的自我風格。他掃除自然主義的傳統，認為繪畫是概

念性的影像，反應人的內在或精神面並發覺此一層面。現代藝術家中， 更是

促成往後二十年間廣為流行的原始藝術(primitivism)的第一人30。大溪地的美

與神秘，令他深深著迷。他Ὁ但捨不得離開，更去探尋那片原始、未開發的純

真。他把「野蠻人」理想化，認為是受本能引導、接近自然的人，是真正創作

的泉源。此時， 更已不再使用補色。他變得喜歡並用紅色與橘紅色、藍色與

綠色、紫色與暗褐色，將靛藍當作黑色使用。儘管此時畫作在色調上比起他早

期的作品來得陰沈些，但是在構圖上卻變得更為直接而大膽。這些作品同時具

有壁畫的風格與份量。1901 年前往馬貴斯群島。儘管一時極端的消極， 更卻

在此段期間完成了他一些最活潑鮮明、最富想像力的作品。

3. 梵ᵰ

梵ᵰ在荷蘭鄉下出生，為牧師之子，曾住過布魯塞爾、艾登、海牙、德倫

特、魯恩和安特衛普等地。

梵ᵰ在荷蘭時期所表現的繪畫特色是：用色陰暗，造型滯重，描繪主題主

要為農民及其農務。其弟西奧(Theo)勸他用當時一般印象派畫家所用的明快的

色調，他不予理會；但在安特衛普的短期停留期間，他開始對日本的浮士繪和

魯本斯(Pi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的作品發生興趣。1886 年，梵ᵰ回

到巴黎和西奧一起工作，由於西奧當時主持的畫廊全力支持新派畫，因此他認

識了羅特列克、畢沙羅、竇加和 更，同時也接觸到許多印象派畫家作品。因

此這時期，他繪畫的題材和用色有了全然的變化；他採用印象派畫家的技法，

                                                
30 PHOEBE POOL 著 羅竹茜 譯 《印象派》 遠流出版社 p156∼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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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度傾向秀拉的點描法，題材則轉向花卉、巴黎景物、人像畫及自畫像，這

種轉變使他嘗試到新的觀念。

1888 年，梵ᵰ前往阿耳(Arles)，他畫了很多色彩明亮、生動、充滿情感

及對光的表現的風景畫和人像。不久 更也前去同住，使他的作品明顯受到綜

合主義(Synthetism)的影響，其特色是造型簡化，少用混色。1888 年 12 月，

梵ᵰ精神變得錯亂，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不斷遭受間歇性精神病的折磨。在聖

雷米(St Remy )和奧文斯(Auvers)期間，梵ᵰ完成的作品中使用鮮活的色彩、

陰鬱而如火焰般的筆法，充分顯 出他深受折磨的精神狀態。1890 年 7 月，梵

ᵰ於奧文斯持槍自殺31。代表作品有《阿爾的紅色葡萄園》(Red Vineyards at

Arles,1888)、《夜晚 天咖啡座》(Cafe Terrace at Night,1888)、《鳶尾

花》(Irises,1889)、綁繃帶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a Bandaged Ear

and Pipe,1889)、奧維的教堂(The Church at Auvers,1890)(圖三十)ŊŊ等許

多名作。

第七節 印象主義之影響與筆者創作的關係

一.印象主義的結論與影響

十九世紀末的印象主義，在美術發展史上，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除了對

傳統學院派提出另一種美學的觀點外，更在表現技法上，重新詮釋了畫面的光

和色彩。廿世紀的美術發展，藉此才得以展開。可說是自文藝復興以來，另一

個藝術的 峰。

                                                
31 李賢輝(副教授) 文獻《十九世紀印象主義時期---梵ᵰ》 國立台灣大學網路教學

http://vr.theatre.ntu.edu.tw/hlee/course/th9_1000/painter-wt/vangogh/vangog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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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給了人類新的天地，但印象主義者更接近這個說法；他們讓 更的發

現得以成真。就某種觀點而言，這個運動可以視為極為典型的十九世紀感情表

達，這種想精確描▲並存蓄真實情景的感情，我們可以在康斯坦堡、托爾斯泰

(Loe Tolstoy 1828∼1910)、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k 1799∼1850)、左拉

之各種不同形式與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的筆記可以

看出，此外也可以ᵭ於前拉翡爾派所作的過分事實、溫情的惡夢。當時的哲學

文化寫實且現實，鼓勵了這種藝術；這正如德國的理想主義哲學家創造的文化，

有利於 更與他這一代的人持較概念性或較內省的態度。

印象主義最偉大的創新以及他們對後代子孫最偉大的獻禮，在於他們當代

之人所呈現的耀眼成就：純粹、明亮色彩的解放。就是這一點促使梵ᵰ或馬蒂

斯等的後繼者，得以使用從未夢想過的直接與鮮明風格來繪畫。而印象主義的

另一個偉大的特質在於他們構圖所達到的簡潔與統一。從眾多的印象主義作品

瀏覽到十九世紀早期的法國大師( 甚至德拉克洛瓦與庫爾培 )後，我們會對老

一輩作品的冗贅感到驚訝；一幅作品似乎包括了太多的事物。我們或許可以用

斯湯達爾(Stendhal 1783∼1842)的一句話，讚美印象主義者：「他們反覆描繪

的細節，真是少之又少ň」。

印象主義對題材的態度也不同於以往。比較來說，他們對題材較冷漠，認

為過分注意主題會讓藝術家轉移對繪畫本身目的之注意。他們一方面一概反對

學院派所喜愛的嚴肅古典主義，另一方面又攻擊浪漫派所描繪散漫戲劇。印象

主義者以及屬於他們軌道內的畫家，對運動而Ὁ戲劇或情節感興趣。當巴吉爾

說題材選擇並不重要時，又繼而補充，自己一般會選擇( 不過並Ὁ獨斷地一定

會)描繪自己時代的生活。而這種態度，使得認識這些印象主義者(不成功地)

企圖以幾乎記錄性的方式完成描繪當代生活之計畫的人，倍感迷惑。但是事實

上沒有一位印象主義者嘗試這麼做，除了當時與波特來爾ᵭ面的馬奈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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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並Ὁ真正的印象主義者。對印象主義者而言，他們是否畫當代的景致並不

十分重要；他們向來集中於風景的作風，使得他們的繪畫瀰漫永恆的氣氛。大

部分的印象派繪畫流 一種微妙的天真浪漫，一種洗鍊的簡單，這與福樓拜或

龔古爾兄弟的作品有關，大異於浪漫與象徵主義時期狂熱而奧祕的作品32。

二十世紀的藝術，對梵ᵰ與 更之繪畫所重視者，若沒有先前的印象主義

成果，將無法被創造，也無法想像。之後，印象主義的持續影響可ᵭ於波納爾

(Pierre Bonnard 1867∼1974)與烏依亞爾(Edouard Vuillard 1868∼1940)，

甚至擴及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他的《餐桌》顯示他對光學一

派學習的痕跡。

1860 年代的巴黎畫室存在如此多活潑、技巧熟練的年輕藝術家，是罕ᵭ的

愉快意外，他們的天分各有不同，或許正確的來說，並沒有印象主義，只有印

象主義者。這些年輕人皆以獨特的直接、精巧、卻絲毫不濫情的手法，描繪大

自然。Ὁ常主要的是與印象主義者相比，他們的前輩與後繼者不但和舞台的關

係較密切，私生活也較戲劇化，印象主義者常被稱為庫爾培與他在烈士酒館之

寫實主義朋友的繼承人，但他們對田園、自然、直接、即興發揮的崇拜，或許

更應被視為浪漫主義對繼起的歐洲文化較晚但絲毫不可小看的貢獻33。

二.印象主義與我創作的關係

當筆者進入師大研究所之初，繪畫的風格就是以類似印象主義的繪畫風格

為主，以大筆觸的厚塗，重視色彩的搭配與光線的描寫----ᵭ附圖八與附圖九，

雖然不完全是印象派的筆法，但畫面的呈現與對繪畫的觀點一直以來就是受印

                                                
32 PHOEBE POOL 著 羅竹茜 譯 《印象派》 遠流出版社 p200∼p204
33 PHOEBE POOL 著 羅竹茜 譯 《印象派》 遠流出版社 p208∼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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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派繪畫思想所影響。來到師大之後，接觸了新寫實主義的寫實畫風，對於老

師與同學們的寫實作品，感到十分的新鮮有趣，讓筆者很想一窺究竟，因此，

寫實的畫法開始影響原本畫印象派畫法的我，但筆者又不想與同學一樣，將描

寫對象對象畫得極為寫實，所以、才從十九世紀寫實的自然主義畫風找到了出

口，尤其是十九世紀末的自然主義畫家們所畫的作品，一因筆者很喜歡他們的

畫，二則是因那時期的畫家有些也被印象主義影響，藝術史上有些畫家還被歸

類於印象主義，所以處於印象主義與寫實主義的筆者，自然會研究與模仿這時

期畫家的繪畫風格。然則，我的創昨題材與描繪對象自然是現代社會的人、事，

物之「當代性」，甚至有現代繪畫主義批判的味道，到現在為止，還在摸索與

研究的階段，希望以後可以創新畫法、展現自己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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