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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十世紀的具象藝術表現略▲

西洋具象繪畫自文藝復興擺脫宗教束縛走向人文主義，經過古典主義、浪

漫主義與自然主義後，由於極端的寫實主義與科學化的新印象主義的反動，世

紀末後期印象主義掀起繪畫上的主觀表現的革命運動，奠定了崇尚個性發揮的

現代繪畫的獨立基礎。接著有野獸主義、立體主義、表現主義、以及一些最近

的藝術表現主流，都沿著具象繪畫的表現形式，以具象或具象變形的形式來傳

達新的時代繪畫理念與精神，也竭力超脫以往繪畫上的束縛，完全憑藉作者個

人性靈而製作的繪畫藝術。他們有些以越過具象的精確描寫，企圖能夠以自己

的主觀，從心所欲的作各種變形的嘗試和世俗觀念的拘束，注重物象的內在精

神表現，以表達個人的感覺與思想2。

如上所言，印象派的畫風似乎是保守平和的畫派，然而在一百年前，卻是

美術史上變動最大，最具實驗性的美術年代。自世界各地湧到巴黎的年輕畫家

們，不斷地創造出新的美術流派。 包括莫內的「印象派] ，馬諦斯的「野獸

派」，畢卡索的「立體派」，都是告別傳統的前衛運動，打破了文藝復興之後

四、五百年來經由學院派所整理出來的透視、解剖等完整技法，讓具象繪畫藝

術更ᵭ自由與創新。

第一節 現代繪畫運動的具象

                                                
2 何恭上 著 「近代西洋藝術」 藝術圖書公司 p.1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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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以塞尚以後所代表的現代繪畫流派的發展，略作敘▲，將著重於各

流派的樣式涉及具象繪畫方式表現為主的來作介紹，並將它們的主張與重要人

物做摘要式的略▲。

一.野獸主義(Fauvism)

後期印象派的輝煌成果雖一度為所謂先知派(Nabis)的畫家們所繼承。然而

與此稍顯溫和的折衷主義相反的，在 1905 年的秋季沙 有一批年輕的畫家表現

了爆炸性的反抗。他們堅持的主張繪畫 2 次元的造形之確立性即清新感情的傳

達，把強烈的原色直接擲向畫布，野獸主義便由此產生。而這批Ὀ年畫家的中

心人物是馬蒂斯，參加者有馬爾奎(Pierre-Albert Marquet 1875∼1947)、盧

奧(Georges Rouault 1871∼1947)、弗拉芒克(Maurice de Vlaminck1876∼

1958)、德朗(Andre Derain 1880∼1954)、杜菲(Raoul Dufy 1877∼1953)。他

們深受梵ᵰ、 更的作品，特別是其質感、色面構成的刺激，再從中世紀繪畫、

埃及或日本的浮世畫上亦得到啟示，努力於激烈感情的表現，企圖脫離自然主

義的描寫。因此這個轉變成功之後，便隨著各自的個性去表現，但作為一個有

系統的藝術主張則在 1912∼1913 左右宣告破滅3。

野獸派歸納成幾個特色：

＊平面的構圖，取消傳統的遠近比例和陰陽向背。

＊大塊的紫色，盡量使那些顏色成為裝飾趣味，完全忽略題材或目的。

＊注重線條成為畫面的主幹，甚至成為唯一的表現工具。

＊脫離自然的模仿，強調主觀的認識而忽略客觀的形體，發揮狂熱的創作力。

野獸派這些畫家從 1970∼1908 兩年間，創作的精神確實有如野獸一般，在繪畫

史上衝鋒陷陣，作品的氣魄特別雄偉激烈。當時從義大利來此的莫迪里亞尼

                                                
3嘉Ἵ安雄 著 呂清夫 譯 《西洋美術史》 大陸書局 p435∼p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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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deo Modigliani 1884∼1920)也給這一運動，燃燒著刺激著。現代繪畫也

受過這種洗禮，因而更傾向於「純粹造型」的表現了4。

馬諦斯的畫作裡，充滿著飽和的色塊，豔紅的地毯，Ὀ綠的軟墊，黃藍交

錯的大花壁紙，帶著幸福慵懶姿態的女性躺臥其中。不過這樣叛逆於主流美術

的創作，自然也進不了沙 展，和印象派一般，馬諦斯用色狂放大膽；而莫迪

里亞尼帶來義大利西耶那一帶的美學傳統，以優美的線條來勾勒人物，那拉Ἴ

的面容、杏桃核一般的眼睛、還有沈鬱的表情，經常令人想起義大利的聖母

像；弗拉芒克的畫充滿了感情和衝動，他雖寫實但不求外形相似，他把看到的

物象隨意畫在畫面上，筆觸奔放、大刀闊斧、顏色強烈；盧奧的畫，以濃厚且

粗獷的黑色線條，縕畜著被壓迫的反抗力量，使畫面增加了火光的閃耀，熾熱

的色調，看來總是要附上同情心，這是力的揭 ，詩的聲韻，像悲天人的聖靈，

輕觸著人們的靈魂；德朗的「紅樹林」題材，雖然畫了再畫，但人鮮活的色彩，

強烈的線條，像炸彈般震撼人心，以強烈的色彩來抒發內心激烈的情感5。

二.立體主義的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1973)

在二十世紀裡，集現代藝術流派於一身，不斷地創新風格、領導新畫風的，

要以來自西班牙的畢卡索最為驚人。經過所謂的「藍色時期」(1901∼1904)、

小丑時期(1905∼1906)的具象繪畫。之後，受黑人雕刻的強烈影響而致力於對

象的分析與綜合。面對一個人，畢卡索以俯瞰、仰望、或東張西望的各個角度

來觀看，然後將各種角度的觀看還原成一個人，創立了「立體派」。之後他感

染了古羅馬雕塑的雄壯，又以碩大巨型，如紀念碑一般的人體，進入「新古典

時期」。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畢卡索永遠在創新實驗、超越自己，而這正是二

十世紀美術的根本精神6。

                                                
4何恭上 著 《近代西洋繪畫》 藝術圖書公司 p66
5何恭上 著 《近代西洋繪畫》 藝術圖書公司 p76∼p80
6蔡文婷 文章《世紀風華----法國橘園美術館珍藏展》 光華畫報雜誌社 網站

http://www.sinorama.com.tw/main/ch/show_issue.php3?id=200018901048c.txt&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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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管立體主義如何的抽象化，終究他們的最後畫畫依據，依然是我

們用肉眼所能看到的具體事物，因此立體主義雖有了抽象畫的過程，可是就其

根柢，仍未能與自然斷絕聯繫7。

三.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

表現主義的興起是受到野獸派的影響，野獸停下後，在德國則又出現「表

現主義」，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人們內心格外苦悶，許多畫家藉繪畫

發洩他們對戰爭的不滿。此派在藝壇的潛力即深，今日世界上的「抽象表現繪

畫」，大部分承襲著這遺風，淵源大部是從那裡移植過來的。表現主義的作品

大多是以心緒的表現為主題，而且對於心緒的表現是如此的有力，甚至連物體

的正常面目都被扭曲了。表現主義通常的缺陷是許多極端的心緒只不過是藝術

家自己的心緒，對其他人來說沒什麼太大意義，也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但是

從表現主義最了不起的作品中，例如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的「吶

喊」卻揭示了世人心中廣泛存有的絕望情緒，而這種情緒在以前的繪畫中是無

從表現的。德國的藝術史學家沃林格(W.Worringer 1881∼1965)就說：「表現

主義不僅僅是一種藝術風格，而是充分的體現了人對外界的反應。」8

表現派畫家，描寫映於作者眼內的事物形態，不像寫實主義、自然主義、

印象主義、野獸派的描寫外物，如眼睛所能ᵭ的形狀。它否認「物體是眼睛所

能ᵭ到的姿態」，而以為「物體是我們眼睛上所能現出來的姿態」，是作為一

種現象的物體。畫家應該爽直的表現自己內心中所顯現出來的姿態，這種姿態

                                                
7 劉振源 著 《抽象派繪畫》 藝術圖書公司 p19
8 Rosemary Lambert 著 錢乘旦 譯 《二十世紀—劍橋藝術史》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p16∼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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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真實的。我們心中所出現的事，便要照著自己內心所要顯現的東西，要求

強烈的個性發揮。每個人的內在精神，不應只是存在著，而是應當創造出來。9

所以，表現主義畫者主張捨棄印象派，著重於「表現」。外界的自然印象只不

過是藝術家藉以表現內在的情緒的手段罷了。畫家們不在意是否一定運用具象

或抽象的表象方法，只要作者的感情或精神能夠表現出來就行了，不是「寫

實」，而是「寫意」。

四.超現實主義

雖然達達派(Dada)的藝術風靡了當時的歐洲畫壇，但是，似乎太消極了，

而漸漸消失在餘燼中，超現實主義這時開始萌芽了。1924 年，超現實主義的創

始人，也是達達派的詩人與評論家-安德烈布爾頓(Andre Berton )發表了"超現

實主義宣言"(The Surrealist Manifesto)。宣言中指出：超現實主義是結合了

意識的和無意識的精神領域在每天現實生活中而完成世界的美夢與幻想。

超現實主義者認為，潛意識是一切創作的根源，一切新的創意都得到這裡

來汲取養分。10

簡單的說，超現實主義不但重視人類意識的思考，另外更重視下意識的範

疇。他們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在無意中畫出的圖畫，信手寫出的字，小孩或瘋

子的圖畫，結合心理學與精神病學的原理，配合上人的夢境與幻想。結論是：

美是在解放了的意識中那些不可思議的幻象與夢境。所以超現實主義是一種超

理性、超意識的藝術。超現實主義畫家不受理性主義的限制而憑本能及想像，

表現超現實的題材。他們自由自在的創作理念是在一種時空交錯的空間，不受

空間與時間的束縛，表現出比現實世界更真實更有意義。超現實主義首先在法

國展開，立即受西班牙畫家的歡迎，很快普及到全世界。這原本單是純的美術

                                                
9何恭上 著 《近代西洋繪畫》 藝術圖書公司 p109∼p110
10 Jacques Marseille/ Nadeije Laneyrie-Dagen 編著 《世界藝術史》 聯經出版社 p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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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運動，不久也影響到了文學、雕刻、戲劇、戲劇舞台、電影、建築等其它

的應用藝術，所以超現實主義可以說是影響全世界的新文藝運動。但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大量的藝術家遷往美國，同時影響美國超現實主義的風行。1945

年之後"新具象"在藝術之都巴黎興起，超現實主義才漸漸沒落11。

代表畫家有奇里柯(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達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米羅(Joan Miro 1893∼1984)、埃倫斯特(Max Ernst 1891

∼1976)、瑪格利特(Ren’e Magritte 1898∼1967)。

五.具象繪畫(Figurative Painting)

二次大戰後的歐洲，雖然受到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及極限主義的影響，但許

多歐洲的藝術家積極的想從文化傳統中找尋自我。具象繪畫繼承了歐洲超現實

主義及野獸派的畫風，加入了表現主義的悲慘主義的傾向，成為了當時歐洲極

受歡迎藝術新畫風。具象繪畫是當時由畢費(Gernard Buffet 1923∼1999 )在

內的一個團體－「目擊者」所發起的，當時他們想要用傳統的精神來把握真正

的真實，他們繼承了立體派與野獸派的傳統，企圖用具象繪畫來表現潛在內心

中的「人間性」表現出來。他們放棄野獸派對色彩的執著，而著重對「人的本

能」的研究與發展。所以具象派失去野獸派奔放愉快樂觀的色彩，而表現出人

類生存的苦惱與對社會醜惡的悲觀情調12。

六.新寫實主義(Nouveau Realisme)

「新寫實主義」是法國美術評論家雷斯塔尼(Pierre Restany 1930∼2003)、

克萊因(Yves Klein 1928∼1962)以及其他藝術家在 1960 年巴黎所組成的，與

美國的新達達(Neo-Data)相等。他們為了要糾正「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11http://web2.ctsh.hcc.edu.tw/~s9311206/a6.html

12張淑慧 碩士論文 「法藍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藝術中「框」意義的研究」指導教授:

王哲雄 2004 出版 全國博碩論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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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ism)、「硬邊藝術」(Hard-Edge) 、「色面繪畫」(Color-field

painting) 等抽象藝術，把藝術帶入極端主觀而愈與生活環境不發生關係的傾

向，力倡藝術必須回歸到實在(reality)的世界，而以表現吾人生活的環境或生

活的行為為主。雷斯塔尼說：「新寫實主義是不用任何的爭論，忠實地記錄社

會學的現實 (Sociological reality)；不用表現主義或社會寫實主義(Social

Realism)似的腔調敘▲，而是毫無個性的把主題呈現出來」事實上，美國的新

達達、集合藝術(Assemblage)以及普普術家，都參加了法國的新寫實主義美

展；所以，新達達、新寫實主義、普普藝術的界限是很難劃定的13。

而超寫實主義( pure realism )是 1960 年代發生於紐約，以「照相」為標

準又稱「照像式的寫實主義」。主要是受二十世紀機械文明的環境與行為的影

響，如受電視和電影等的刺激是感官延伸，依賴照相術，是都市生活形態的產

物，呈現的是「人工的自然」。代表畫家有勃爾斯坦(Philip Pearlstein,

1924∼)，科斯洛(Chuck Close 1940∼ )，唐艾迪(Don Eddy)，和伊斯特斯

(Estes)等14。

寫實藝術在二十世紀中葉後重新出現在美國的藝術潮流中，藝術家雖打著

重返寫實主義的旗幟，但是此時期的寫實藝術除了延續十九世紀以前的傳統寫

實藝術，是一方面也受到二十世紀的抽象藝術的影響，美國不少寫實藝術家之

前便接受抽象藝術訓練，因此也在寫實藝術作品中，援用了抽象藝術的形式構

成概念，已經不是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1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也於 1973 年由回國的謝孝德教授倡導新寫實主義，

著《新寫實主義》一書，為國內倡導新寫實主義的第一人。「照相寫實」由謝

                                                
13http://www.lib.pu.edu.tw/artcenter/09-17-02/intro_n_3.htm
14http://content.edu.tw/junior/art/tc_wc/History/west/ch11/c319.htm
15葉穎霓 碩士論文《理查．伊斯特斯(Richard Estes,1936-)紐約城市風景繪畫研究》 指導

教授:王哲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碩論文系統 93 年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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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德、許坤成、 重光等人引介入台，80 年代以師大、藝專、文大為主的學院

教育，成為寫實繪畫的大本營，間接也催生了「新古典藝術」，Ὁ但要求古典

油畫技法，在理念上也運用「挪用」手法，大玩古今錯置的視覺遊戲，這些都

是後現代藝術敞開後的新局面16。

七.新表現主義的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

新表現主義的培根是二十世紀中葉成名的英國具象畫家，一生以人物為其

創作主題，他是一位自學而成的藝術家，但他的藝術語言仍受其他藝術家的影

響，其中包括委拉斯貴茲(Diego de Silvay Velasquez 1599∼1660)的教宗圖，

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變形時期的人物造型，還有十九世紀末攝影家

梅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的連續動態，培根的某些作品，被視為具有超

現實主義的色彩，將不相關的圖像並置，造成畫中詭異的效果，還有無意識的

自由聯想，欲以強烈、驚悚的影像帶給觀者最強烈的直接感受。

八.巴爾蒂斯

波蘭裔的法國藝術家巴爾蒂斯(Balthasar Klossowski de Rola 1908∼

2001)曾被多位藝術史家推崇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畫家。他終其一生提倡復古精

神，埋首於具象藝術的再營造。在二十世紀抽象主義主控畫壇之後，接連著一

連串的反藝術運動，巴爾蒂斯仍固守具象，不做任何妥協。事實上，在二十世

紀層出不窮的無數風格變化之中，巴爾蒂斯繪畫裡的形而上精神17，較之前所謂

前衛藝術，其繪畫似乎更富革命。

                                                
16file:///Volumes/NO_NAME/part2%20Document.htm
17巴爾蒂斯了解超現實主義對潛意識探究有特殊意義，但是他不能接受Ὁ理性怪誕的幻覺畫面，

他是依照自己心性，以具象、理智來處理意識上所知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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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幾乎一生都如此，他不喜歡談論自己，尤其不喜歡談論自己的作品；他

只是潛心作畫，不應邀赴宴，不收信作答，不公開自己的地址和電話；他迴避

新聞記者，幾乎不接受採訪，不讓人給他照相；他僅與少數的朋友往來。他面

對自己的世界，將背影留給世人，把迷霧留給評論家。對他的藝術眾說紛紜，

褒貶不一，他的人像個迷，他的作品更像個迷，而這些作品卻讓他成為畫壇的

傳奇人物。而畢卡索卻稱頌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畫家」。

第二節 回歸秩序---當前衛選擇傳統的風格

一.秩序的回歸

一次大戰結束後，野獸派與立體派的畫家們，對自己在 1914 年之前所發起

的前衛運動，反倒是不如對傳統那麼感興趣了。「拉斐爾是未被理解的最偉大

畫家，是唯一的神明ň」這話刊登在 1912 年一份叫《新精神》的雜誌上，說話

者是當時法國最著名的畫家德朗(Andre’ Derain 1880∼1954)。

德朗曾和馬蒂斯一同創立野獸派，他曾是畢卡索與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的同路人，然後從 1910 年初開始，他拒絕用立體派那種割裂的、

令人困惑的的圖形來代替事物和人物的「古典」形象。他完整的保留事物的外

部形態，繼續用寫實手法畫風景、靜物、肖像，他與「拼紙畫」保持距離，當

然更不涉及德羅奈(Robert Delaunay 1885∼1941)和康丁斯基(Wassily Kan-

dinsky 1866∼1944) 等畫家的試驗。因此，1919 年當時，德朗代表了傳統趣

味與「回歸秩序」的主流。所謂秩序的回歸乃是形式的模仿、以假亂真的、透

視的、明暗的以及感情的回歸。這就是路特(Andre Lhote 1885∼1962)所說的

德朗的作品顯出勃勃生機的「復興」，包括他那些得到蘇巴蘭(Francisco de

Zurbaran 1598∼ 1664) 和夏爾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 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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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啟發的作品，結合著雷諾瓦與安格爾技巧的裸體，帶有大量柯洛印記的風

景，以及受到大衛(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與安格爾影響功力深厚

的肖像畫。

所以，多數的前衛派藝術家的演變過程與德朗一樣。馬蒂斯轉向更傳統的

藝術，即裝飾性的、寧靜的印象主義，令法國與美國的藝術愛好者為之傾倒。

德羅奈畫了許多逼真的肖象，找不到一絲 1913 年圓形抽象畫的影子。格里斯

(Juan Gris 1887∼1927)在此之前一直是所謂「徹底立體主義」的信徒，此時

卻畫了丑角與靜物，甚至為朋友畫素描肖像，而堪與安格爾比美。畢卡所更令

崇拜者茫然不知所措，他展出了一些似安格爾風格的肖像畫，與《亞威濃的姑

娘》時期的作品相去甚遠，卻更接近粉紅色時期的作品，他藉助靈活的技巧與

早年在西班牙接受的正規教育，而於 1919 年創立了一種新古典主義 。一些巨

大的人像，以石柱與沙灘背景，無論裸體或披寬袍的Ἴ衫，都重新展現古希臘

的風采。一批擁護立體主義者則驚呼其背叛18。

當然，擁護「回歸秩序」(當時叫做「回歸形象」)，最一群積極的年輕畫

家們，路特是他們的發言人，不過最成功的卻是如上所說的巴爾蒂斯，他堅持

帶有強烈色彩的個人古典風格，對於「復古」之類的攻擊漠然視之。而在義大

利的主將則是奇里柯，他創造一種「形而上」的繪畫，對早期的超現實主義者

產生極大的影響，在 1919 年他突然改變了風格，1920 年他宣佈師事拉斐爾，

效法十五世紀義大利的大師，即原始派藝術家，他的肖像畫、自畫像與古代風

格的題材畫，把原本奠定其聲譽基礎的神祕風格，從創作中排擠出去，超現實

主義者忿恨不平地與他分道揚鑣，但這對奇里柯並沒產生什麼有影響，相反，

                                                
18 Jacques Marseille/ Nadeije Laneyrie-Dagen 編著 《世界藝術史》 聯經出版社 p292∼

p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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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堅韌不拔的走回傳統繪畫，像早年臨摹法蘭德斯畫家一樣，臨摹著威尼斯畫

派，把模仿古人畫風的做法，提升到具有美學意義的水平上19。

二.在傳統與當代思考之間

倘若說 1970 年代肯定繪畫的死亡，以致於將各種歷史與博物館拋諸腦後

的藝術實踐層出不窮，那麼 1980 年代則是要宣稱要重新掌握古典手法和技巧。

於是，公眾又與容易理解的具象藝術和解了。這種繪畫的復古，無論是在美國

或是在歐洲都有表現。在歐洲，下列藝術運動的誕生就是證明：義大利的跨前

衛主義(trans-avant-garde)，德國的新表現主義(nouvel expressionnisme)，

法國的新具象主義 (nouvelle figureation)ŊŊ其中多數都稍縱即逝。但是，

顯然這些流派的藝術家不在熱中物品的「拼裝」，而是重新使用傳統的表現方

法----繪畫、雕塑，雖然他們大都是問津繪畫史的題材----神話、《新約》與

《舊約》，但他們都自命為「現代派」，他們的實踐並Ὁ復古，而是對繪畫、

素描、雕塑、版畫等表現方法的性質與可能性，進行歷史的再思考20。

德國在經過Ἴ期「美國式」抽象之後，要復古具象實Ὁ易事。盧普爾茲

(Markus Lupertz 1941∼)：有時滿足於表現極少的事物，彷彿是想更清楚的證

明，從繪畫的角度來看，形象必不可少的，但是形象並不構成作品的價值。基

弗爾(Anselme Kiefer):他的作品中不忘歷史的內涵，而『歷史畫」卻有意識的

採用現代技巧。巴資歷茲(Georg Baselitz 1938∼)Ἴ期在抽象與具象之間徘徊。

法國畫家加魯特斯(Gerard Garouste 1946∼)一方面努力重新掌握傳統繪

畫的技法，另一方面又更加小心以免自己的作品有逆時守舊之嫌，認為形象與

與繪畫是不可分的，所以他的作品是具象的，但形象在他的畫裡，似乎只是表

                                                
19 Jacques Marseille/ Nadeije Laneyrie-Dagen 編著 《世界藝術史》 聯經出版社 p293
20 Jacques Marseille/ Nadeije Laneyrie-Dagen 編著 《世界藝術史》 聯經出版社 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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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東西。另一法國畫家阿爾貝洛拉(Jean-Michel Alberola 1953)也使用古代

神話與聖經的題材，還參考了丁拖列多(Il Tintoret 1518∼1594)、林布蘭類

似題材的作品。

1980 年的義大利繪畫情況與法國相似，「超前衛派」畫家的希阿(Sandro

Chia 1946)、克雷蒙泰(Francesco Clemente 1952∼)、庫奇(Enzo Cucchi

1949∼)，既取材於義大利歷史又取材於神話。

紐約的畫家施那貝爾(Julian Schnabel 1951∼)他也對表現主義有濃厚的

興趣。其他的紐約畫家，如塞爾(David Salle 1952∼)、巴斯基亞(Jean-

Michel Basquiat 1960∼1988)，還有那些皈依「嚴肅」繪畫的「壞畫家」，也

就是那些經常在街 或地鐵站裡亂畫的畫家，他們在使鄉村與城市景象重新成

為繪畫的熱Ἵ題材方面，功不可沒。他們的作品有意識的觸及社會的新聞、犯

罪、吸毒、愛滋病等問題。

當傳統與當代的思考之間，一方面是回歸繪畫的喜悅，另外一方面則是前

些年延續下來對形象的侷限性思考，在兩者之間，畫家們並未做出Ὁ此即彼的

選擇，他們做的是把描繪形象的喜悅，和明顯貼近當代思想的表現技法，結合

起來21。

                                                
21 Jacques Marseille/ Nadeije Laneyrie-Dagen 編著 《世界藝術史》 聯經出版社 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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