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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物語】 

歷史與賞析 
 

 

P.3 太陽王與他的藝術團隊 

P.14 矯飾主義（Mannerism） 

P.25 理性、明晰的新古典主義 

P.53 威尼斯畫派 

P.60 北方文藝復興 繪畫篇 

P.68 波許(Hieronymus Bosch)的三折畫 《乾草車》 

P.74 波許(Hieronymus Bosch)的《死神與守財奴》 

P.79 霍爾班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使節》 

 

 
花園中正對皇宮的運河和阿波羅池中有雕塑家 Jean-Baptiste Tuby 製作的太陽神駕馭馬車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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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物語】歷史篇 I 

 

太陽王與他的藝術團隊 

從凡爾賽宮到藝術學院 
 

 

 

建築師芒薩設計的鏡廳（或譯鏡廊），深得國王得歡心。 

 

 

 

在法國歷史上，喜愛藝術的君王不在少數。路易十二佔領米蘭時，曾意圖將

《最後的晚餐》搬回法國；而法蘭西斯一世則延攬達芬奇等多位義大利大師到

法國為宮廷創作；亨利四世擴建羅浮宮，將大、小畫廊作為藝術家的工坊；而

出身美迪奇家族的皇后瑪麗．美第奇，則重用法蘭德斯畫家魯本斯，為她生平

創作了一系列神話式畫傳。到了太陽王路易十四，不僅參與藝術的演出和設

計，更主導了當時的藝術和時尚潮流，也確立了法國藝術此後在歐洲的主流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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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布杭（ Charles  Le  Brun）為年輕的太陽王路易十四繪製的肖像 

 

太陽王路易十四與藝術 

「太陽王」的稱號來自於宮廷芭蕾舞劇《夜之頌》，當時十五歲的國王路易在劇

中成功主演了太陽神阿波羅，因而被尊稱為「太陽王」。在希臘神話中，太陽神

阿波羅主掌光明、真理、音樂和藝術，他與繆思女神們居住的帕拿斯山代表著

藝術的最高殿堂。愛好文藝的路易十四確實以光明與藝術之神阿波羅自詡，並

恰如其分地扮演著藝術的領導者、保護者和贊助者。他認為，國家的偉大程度

也可以從它的藝術成就來衡量，藝術成就代表著國家的榮耀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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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除了愛好舞蹈，親自參與芭蕾舞劇的演出和動作規範的制定，對戲劇

也充滿熱情，他扶持拉辛，贊助莫里哀，並在他們的戲劇引發爭議時盡力維

護。國王對莫里哀表現出深厚友誼，自願擔任莫里哀長子的教父，甚至在莫氏

死後建立法國喜劇院，使其戲劇精神得以延續流傳。  

 

路易十四對法國美術的發展也起著關鍵作用。他大量收購各地藝術作品，使盧

浮宮收藏的數量激增到數千件之多；在遷都凡爾賽之後，將法蘭西學院、文學

院、繪畫和雕塑學院以及科學院遷入盧浮宮，並邀請學者和藝術家住在盧浮宮

的一樓和大長廊的二樓。同時，國王積極栽培藝術人才，讓大臣柯爾貝、首席

畫家勒布杭等負責完善各藝術學院。  

 

1655 年，繪畫雕刻學院榮獲路易十四的特許狀，成為第一所用來訓練藝術家的

學院。1664 年，柯爾伯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重組繪畫雕刻學院為皇家藝術學

院。1671 年，又成立了皇家建築學院，鼓勵藝術家採用官方認可的莊重優雅形

式來從事建築與裝飾。他認同普桑的弟子勒布杭的藝術觀點，以義大利文藝復

興的古典作品作為藝術典範，特別在羅馬成立法蘭西皇家學院，設立羅馬大

獎，讓榮獲獎項的學生以公費到義大利學習古典與文藝復興時代的典範。因此

法國藝術家承襲了義大利古典傳統的同時，又溶入法國特有的華麗精緻，在十

七世紀的巴洛克風潮中獨樹一格。此後法國的學院藝術人才輩出，逐漸取代義

大利，使得法國學院藝術成為藝術權威和典範的代名詞長達兩百多年之久。 

 

伴隨路易十四一生的最大藝術事業，則非凡爾賽宮莫屬。這座集結王權意識與

當代的藝術精英才華共同打造的華麗花園宮殿，立即為歐洲其他王室競相效仿

的皇宮範本。  

 

 
凡爾賽宮大門上的皇家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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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廳一角，可見凡爾賽宮的每個角落都精緻考究。 

 

 

凡爾賽 沼澤成仙境 

話說 1661 年，路易十四登基不久，財政部長富凱準備了豐盛的宴席和華麗的舞

會，邀請年輕的國王到他的豪宅（Chateau Vaux-le-Vicomte）作客，原想討好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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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並炫耀自己能力，沒想到卻給自己招來大禍。國王發現這位官員府邸的奢華

氣派遠遠超過皇室所有的宮廷，大為震怒。之後他逮捕了濫用國庫的富凱，同

時也興起了修建一座與皇家地位匹配的華麗皇宮的念頭。  

 

在財政大臣柯爾貝的建議下，國王開始修飾杜勒麗宮和花園，後來又花費钜款

修建盧浮宮。但因巴黎仍然偶有動亂，國王感到不夠安全，最終選擇擴建父親

路易十三在凡爾賽鎮的打獵行宮，雖然那裏還是一片森林和沼澤。國王召集了

為富凱設計豪宅的原班人馬，工程委託給路易．勒沃（Louis Le Vau），庭園設計

交給安德列．勒諾特（André Le Nôtre），室內裝潢則委任給勒布杭和他帶領的

皇家繪畫和雕塑學院的藝術家們，要求他們為國王的皇宮效命。  

 

整個設計過程國王親自參與並給予意見。路易十四保留父親留下的建築，讓勒

沃在狩獵行宮的西、北、南三面添建了新宮殿，將舊的行宮包圍起來。行宮的

東立面被保留下來作為主要入口，入口前是大理石庭院（Marble Court）。而勒

諾特在一六六七年設計了凡爾賽宮花園和噴泉，當然少不了優秀的法國雕刻家

吉哈東、普捷（Pierre Puget）等人的精美雕刻作為修飾和點綴。 

 

 
普桑作品《阿卡迪亞的牧人》 

 

1674 年，建築師芒薩（Jules Hardouin Mansart）從勒沃手中接管了凡爾賽宮工

程，他增建了宮殿的南北兩翼、教堂、馬廄等附屬建築，並在宮前修建了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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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狀大道。為了吸引居民到凡爾賽定居，國王要求在凡爾賽鎮修建了大量住

宅和辦公樓。  

 

然而芒薩最有創意的設計，當屬輝煌氣派的鏡廳無疑了。鏡廳建於一六七八年

到 1684 年，長 73 米，寬 10.5 米，高 13 米，一面是十七扇朝向花園的巨大的

拱形窗門，另一面則是與拱形窗門相對的十七個拱形鏡面門，每個門上有七行

二十一個鏡子，共裝飾著三五七面鏡子。壯麗的建築結構自然不能沒有美術的

裝飾搭配。國王的首席畫家勒布杭，在天頂描繪了路易十四歷次征戰獲勝的場

面，展現了從戰爭走向和平的過程。大廳正中的兩幅天頂畫題為「國王親手治

理」和「法國向鄰國展示力量」的豪華場面。整體鏡廳寬敞明亮，沿著長廊整

排巨型的水晶吊燈和鏡子燈交互輝映，更顯得金碧輝煌。  

 

凡爾賽宮是一個法國藝術精英集體創作的結晶，除了上述勒沃、勒諾特、勒布

杭和芒薩幾位主要藝術家之外，還有芒薩的繼任者德．寇特（Robert de 

Cotte），為凡爾賽貢獻出大量而優質精美雕刻的國王首席雕刻家吉哈東

（François Girardon，1628-1715）、雕刻家安東．誇瑟福（Antoine Coysevox）和

普捷（Pierre Puget）等人；當然為國王製造出無數精緻家具的御用木工布勒

（André-Charles Boulle）也功不可沒。  

 

 

普桑作品《阿卡迪亞的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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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爾賽宮主體建築一直到 1688 年才完工，而整個宮殿和花園的建設直至 1710

年才全部完成。1682 年 5 月 6 日，路易十四已經宣布將皇宮從巴黎遷往凡爾

賽。此時凡爾賽宮已經成為歐洲最大、最雄偉、最豪華的宮殿建築。凡爾賽宮

落成之後，路易十四立即召來主要貴族集中居住。這也是路易十四的策略，可

以就近監控勢力強大的地方貴族（如孔代親王家族），免於地方割據和叛亂。為

了樹立王權的威嚴，國王經常在宮中舉行盛大的典禮、晚會、舞會、狩獵和其

他娛樂活動。（路易十四喜好色彩鮮明、質料華麗裝飾著蕾絲花邊的服飾，也要

求貴族群臣注重禮儀和穿著；他也獨出心裁地發明了假髮、高跟鞋，搭配著華

麗高雅的服飾、披風，為的是使自己更高大，更有份量和威嚴。於是國王的高

貴雍容和他優雅有禮的舉止成為群臣和貴族競相模仿的目標。）凡爾賽的笙歌

曼舞、奢華享樂也真的收服了貴族的心，過去氣焰囂張、動輒反叛的法國大貴

族，如今以受邀居住於宮中為榮，爭先恐後地仿效國王宮中的禮儀、穿著，希

望得到國王的重視。凡爾賽已成為法國乃至歐洲的貴族名流的活動中心。  

 

 

從花園水池看凡爾賽宮，前景為雕塑家誇瑟福（Coysevox）的作品，代表法國的主要河川的河

神。 

歷時 29 年的時間，傾盡人力、物力建成的凡爾賽，使得國庫空虛，國力漸衰，

而貴族養成的奢華享樂風氣，逐漸脫離現實中百姓疾苦，也種下了未來革命的

禍因。然而，路易國王或許「好大喜功」，但絕非窮奢極欲的暴君，他相信「君

權神授」，認為神賦予了他作為國君的使命，自當盡心扮演好國王的角色，一生

勤奮不懈地維護法國的利益和國家尊嚴；即使身體狀況不佳時，仍以堅毅的忍

耐力維持一個國君應有的威嚴、高貴與慷慨的氣度。國王在凡爾賽宮的生活是

對民眾公開的，凡爾賽宮也對人民開放。只要符合禮儀配帶上一把劍，人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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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輕易的進到皇宮參觀鏡廳，看到花園裏散步的國王，甚至可以向國王申訴不

平。他希望法國人民為法蘭西而驕傲，為他們的國王驕傲，為凡爾賽驕傲。歷

史會過去，藝術卻留了下來。凡爾賽是一代明君的雄心壯志領導著治國團隊，

結合當代最優秀藝術人才的智慧和大批人民血汗共同成就的結晶，凡爾賽最終

是屬於全法國人民的。在某種意義上，凡爾賽又何嘗不是屬於全人類呢？   

 

盧浮宮也好，凡爾賽也好，這些藝術瑰寶是法蘭西人民最驕傲的遺產，世代都

在享用受益，而法國人民在這些藝術的潛移默化中，養成著他們特有的生活品

味和文化素質，這可是金錢還不來的，也是藝術的無價之處啊。  

 

美術與學院制度 

自文藝復興以來，法國藝術主要受到義大利和法蘭德斯影響。然而，在十七世

紀巴洛克風潮席捲歐洲的時代，天性愛好和諧、秩序的法國藝術家即使有魯本

斯為瑪麗．美迪奇太后作的二、三十幅華麗壯觀的巴洛克巨作在前，還是偏好

嚴整靜謐的古典風格。而路易十四本人也在 1665 年拒絕了義大利巴洛克大師貝

尼尼提出的盧浮宮東面設計圖，而採用法國藝術家克勞德．佩勞的古典設計。

在法國藝術學院的創立期間，古典路線甚至成為學院教育的主流。而造成這種

影響的決定性人物，卻是一個長期居住在羅馬的法國畫家—普桑。 

 

普桑（Nikola Pussin，1594 –1665）曾在路易十三時代受邀回到法國參與宮殿

和禮拜堂的繪畫與裝飾，但因不能適應宮廷的華麗風格和其他畫家的抵制，短

暫停留後又回到羅馬。然而回程多了一位年輕畫家堅持隨行，這位畫家就是日

後被太陽王路易十四所重用的勒布杭。  

 

 

建築師 Le Vau，園藝造景師 Le Notre 與美術總監 Le Brun 是為富凱建造 Vaux le Viconte 城堡的原

班人馬，受路易十四所召去建造凡爾賽宮。勒布杭 Charles Le Brun (1619 –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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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大臣柯爾貝（誇瑟福作像 

 

出生於雕刻家庭的勒布杭，曾在烏偉（Simon Vouet）的畫室學習， 十五歲就

已經嶄露頭角，受李希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主教的委任創

作。在義大利跟隨普桑的四年時間中，不僅見識文藝復興的名作，研究自拉斐

爾以來，卡拉契、多明尼基諾（Domenichino；1581–1641）等大師作品，甚至

也學得了科托納（Pietro da Cortona，1596/7-1669）的華麗裝飾風格；而從後者

學得的巴洛克經驗完全不妨礙他接受普桑莊重的古典氣質的燻陶，反而使他具

備了各種流派和多元技術的應變能力。普桑對他的影響尤為主要，特別是普桑

後期的藝術理念，成為勒布杭回法國後建立法國藝術學院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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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 勒布杭回到巴黎，曾為財政大臣富凱裝飾豪華宅邸，並為皇太后安妮繪製

肖像。馬紮罕主教發現他的藝術才華和組織管理的能力，便倚重他於 1648 創設

了「皇家繪畫暨雕刻學院」。勒布杭本身是非常優秀的畫家、裝飾和建築師，

1661 年他第一次受皇家委任創作《在亞歷山大之前的大流士家族》，贏得了路

易十四的好感和肯定，1662 年成為御前畫家。由於國王的意志是要使法國成為

歐洲的藝術中心，實踐的責任就落在幹練的行政官柯爾貝和藝術專業人才的身

上。在柯爾貝的支持下， 勒布杭一六六三接手 Gobelins 掛毯織造廠，負責設計

皇家傢俱。學院教育、生產製造總攬大權的勒布杭自此主導法國藝術創作、工

藝和理論超過二十年。  

 

作為皇家藝術學院的院長，他一方面帶領大批畫家、雕塑家、織工和其他裝飾

工組成的工作團隊，參與了盧浮宮、凡爾賽宮的室內壁畫和裝飾設計（他也和

繼任的凡爾賽建築師芒薩合作，裝飾了巴洛克風格的鏡廳，並設計了一些房

間。）稱職地領導創作出路易十四所需的輝煌華麗氣氛；另一方面，勒布杭以

普桑莊重古典的風格為標準，透過中央集權的管理方式為學院建立一套嚴格的

規範和制度，為培育未來美術人才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1666 年，路易十四授命設立了在羅馬的法蘭西學院（Academy of France at 

Rome)，選拔法國優秀的藝術家留學羅馬，使他們能觀摩文藝復興以來的古典

大師作品。隔年，學院教育更確立了「理想的真實」，即以柏拉圖的「理想支配

自然」的觀點來解釋繪畫的古典美學理念，並以拉斐爾 ── 卡拉契 ── 普

桑的藝術作為典範，來說明這一法則。強調繪畫必須遵循理性的原則。因此透

視法、數學式人體比例、幾何式構圖、正確的結構、明暗表現等均列為基礎訓

練。所謂「理想的真實」，就是在視覺寫實的同時呈現單純、和諧、均衡、完整

等古典美感原則，同時取材於還必須符合道德價值的宗教、神話和歷史故事，

對社會起著教化人心的作用。  

 

 

為了鼓勵藝術人才往既定的方向創作，官方還主辦具表揚作用的展覽。1667 年

首次了官辦畫展，後來移至盧浮宮內的「方形沙龍」（Salon Carré，又譯方形

廳）每二年舉辦一次展出，此後沙龍也成為官辦美展的代名詞和藝術權威的象

徵。在畫展的同時，路易十四也不吝開放部分的王室收藏品給民眾參觀，提升

公眾對藝術的鑒賞經驗和能力。  

 

如此，嚴謹的學院藝術理論結合著國王授予的中央集權式美術行政，長期支配

著法國美術；然而在普桑死後，學院中出現巴洛克的反彈，展開一場強調「線

（disegno）」的『普桑派』和強調「顏色（colore）」的『魯本斯派』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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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之戰」 。然而即使巴洛克勢力的再次抬頭，甚至隨著時代品味遞嬗，演

化成輕浮纖麗的洛可可風格時，學院的嚴格訓練還是生產藝術家的和精美藝術

品的源頭，而其成果已經為法國美術在歐洲打下一片天地，成了其它國家效仿

觀摩的範例。因此，一旦古典熱潮因龐貝考古而再次重新燃起時，學院栽培出

來的藝術大師如賈克·路易·大衛，也就順理成章成了新古典主義藝術的偉大領導

者。此時的法國早已取代義大利，成為的引領歐洲藝術潮流的中心。這一切，

不能不說是路易十四時代，官方主導的學院制度的成就。  

 

然而印象派出現以後，曾經造就無數大師和藝術傑作的學院藝術逐漸被貶抑成

為迂腐、不合時宜的代名詞。為了順應變異的現代潮流，今天的法國高等美術

學府，仿佛也失去了對往昔榮耀的自信，完全拋棄了過去崇高的藝術理念和嚴

謹規範訓練方式，而『從善如流』成了與傳統價值顛倒的當代美術學院…這是

路易十四也好，當時的藝術精英們無論意見如何分歧也好，根本無法想象的局

面吧。 

 

 

 
花園中正對皇宮的運河和阿波羅池中有雕塑家 Jean-Baptiste Tuby 製作的太陽神駕馭馬車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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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物語】歷史篇 II 

 

矯飾主義（Mannerism） 
鄭英男、周錦佩 

 

 

布隆吉諾所繪的大公夫人母子肖像（Portrait of Eleonora di Toledo）呈現冷峻的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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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起背景 

 

 

「矯飾主義」（Mannerism，或譯為「風格主義」）一詞源出於義大利語

「Maniera」，原意為「手法」，引申為一種「有意為之」的作風。在美術史上，

泛指文藝復興晚期以佛羅倫斯、羅馬、和曼圖亞（Mantua）為中心，出現的一

種藝術現象和形成的風格。 

 

1527 年，神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和神聖聯盟（註一）間的戰

爭導致羅馬遭受洗劫，因而結束了「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而這場洗劫也撼

動了「文藝復興」運動的基本信念——「人文主義」和「古典精神」——甚至

引發繪畫觀點的爭議。 

 

面對新教的挑釁，羅馬天主教會做出了一系列的回應。在 1545 年至 1563 年間

召開的特倫托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通過了一連串反宗教改革的方

案，特別還針對藝術作品中的異教觀點與色彩進行全面的審查、掃蕩與滌除。

然而，在重振與捍衛天主教價值的同時，卻也遏止了「人文與古典精神」的發

展。「矯飾主義」便在前述的時代衝擊下應運而生。 

 

文藝復興全盛時期，古典主義藝術對人體結構的掌握、完美比例、形式的均衡

與秩序感及透視技法已經達到巔峰。而文藝復興後期的作品，卻出現了一些過

與不及的問題，或因「個人」或「權貴」癖好為中心的審美觀，或因過度迎合

世俗而造成的道德沉淪。 

 

在宗教與世俗兩股勢力的拉扯與衝擊下，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地區，漸漸地出現

了一批標榜「特立獨行」（idiosyncratic）的畫家。「idiosyncratic」一詞源自於拜

占庭，用來形容一個人「自闢蹊徑」，企望找到靈魂救贖的方法。這些畫家或用

旋繞漂浮，失去定位的構圖（如彭托莫）；或用冰冷沉鬱的色調與延展拉長的形

體（布隆吉諾、帕米賈尼諾、葛雷柯等），營造出某種精神痛苦與掙扎的效果；

或在神秘主義的引導下嘗試淡化不必要的感官刺激與煽惑，強調靈性與內省式

的創新，讓視覺藝術從「形體的寫實」轉向一種「心境上的沉潛與冥思」。 

 

然而這些過度的自我表現與詮釋、實驗性的嘗試，與為規避教會的干預而竭力

掩藏畫中的煉金與異教元素，卻促使藝術作品與觀眾之間衍生出疏離難解的隔

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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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托莫-《卸下聖體》（離心式構圖，人物浮動而無凝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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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突破文藝復興到醞釀巴洛克的過渡階段，這些「別出心裁」卻不幸「陳義

過高」的「矯飾主義」仍有它一定程度的影響與貢獻：它進一步彰顯了自「文

藝復興」以來，畫家追求自我蛻變、勇於突破、深化「文藝復興」的傾向。在

當時義大利混亂的局勢下，這種藝術作風也不失為另一種鼓舞人心、淨化宗教

與喚醒虔誠的方式。 

 

「矯飾主義」這種「莫衷一是」的現象多少受到十六世紀社會情勢的複雜所影

響：那是一個教會權威開始崩解，遭受批判質疑的時代：1517 年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46 年）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啟動了「宗教改革」，一

種標榜更「世俗化」，更「人道精神」的新教派誕生了，新教的「反獨尊」、「反

教會」，挑戰的不只是正統宗教的神聖性，也衝擊到藝術的創作——視繪製聖像

為偶像崇拜，使北德與北歐地區的人物肖像畫大行其道。 

 

那是一個大航海拓殖探險的時代：當歐洲人發現新的海洋、大陸和文明時，茫

然欣喜之餘，粗暴、冷酷、高傲與褊狹的負面心態也隨之而來。視野大了，墮

落與貪婪也增加了，靈性上的考驗與矛盾也更尖銳了；那是一個「科學」挑戰

「宗教教義」的時代，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 年）的「日心

說」出現，使地球與人類頓時從宇宙的中心點，拋到了邊緣的地位（註二）。 

 

那是一個瘟疫肆虐，動盪無常，審判人性的時代：歐洲各國爭相強搶豪奪，擴

大貿易的同時，引進了新物種與新商品，但新疫疾，如麻疹與梅毒等，也順勢

傳入了歐洲；那是一個西、葡、英、法等大西洋沿岸的新強權崛起，重商嗜利

的時代：新航路的發現，開啟了新的全球性視野，卻導致了傳統地中海商貿路

線的沒落，首當其衝的義大利經濟，除了威尼斯外，均呈現停滯的現象，貧富

的懸殊與疫情的蔓延，導致藝術重鎮佛羅倫斯的自由共和政體，被集權的貴族

統治所取代，於是「豪門勳貴」再次（或更穩固的）成為藝術家服務的對象；

那是一個伊斯蘭異教勢力西向擴張的時代：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等

東方的文化元素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快速地對話與交融，為藝術領域注入

了一股嶄新的力量。 

 

自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鄂圖曼土耳其人攻佔以來，基督教世界的版圖更侷

促了。之後的一場政治性的災難徹底地改變了義大利的藝術現況。西班牙國王

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 年）（註三）成為捍衛

西方繁榮、領導西方世界抵擋回教大軍的救星。一五二七年，羅馬卻在查理領

軍之下淪陷了，全城慘遭劫掠。長期以來義大利地區與西歐、北歐各國本就有

「藝術上的歧見」存在，對「古典藝術」向來輕蔑的查理五世，尤其不願支持

義大利的藝術家，不少藝術家因此浪跡四方。查理五世對於義大利的「城市自

治」也不以為然，多數的城市因此被剝奪了自主權。更重要的是，查理五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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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其領導集團的藝術品味主宰著當時大部分的歐洲，貴族們對個人權勢的追

求、財富的展示與對永生不朽的渴盼，也到了一種令人無法想像的地步。於是

結合了勃根地式的繁縟矯揉與西班牙式的宗教狂熱的藝術創作——「矯飾主

義」便得到了嶄露頭角的契機。 

 

 

 

帕米迦尼諾-長頸聖母（寓意深奧難以理解）Girolamo_Francesco_Maria_Mazz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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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稱由來 

「矯飾主義」（Mannerism）一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至 1918 年）爆

發前正式出現的，藝術史家們對此一名稱有過許多的爭論。德國藝術史家海因

里希．沃爾夫林（Heinrich Wölfflin，1864～1945 年）便首先使用此一名詞，形

容義大利在十六世紀時，那些無法被歸類的藝術作品，一種引進法國，具有另

類風格的「文藝復興」。 

 

在發展過程方面，1520 年，「矯飾主義」肇興於義大利中部，受政局波動的影

響，逐漸向外傳播至義大利的其他地區以及北歐。儘管如此，主要的「矯飾主

義」作品依然保留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和羅馬兩地。 

 

事實上，「矯飾主義」既不具備先前正統文藝復興那種平易近人的特質，內容又

過於晦澀抽象，也與後來的「巴洛克藝術」（Baroque）迥異。英國的藝術史家

也認為，「矯飾主義」的定義與特質相當難以分類，對主流藝術的影響也並不明

確。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矯飾主義」本身便帶有與群眾疏離的深奧傾向，難以引發共鳴，並不能

真正突破前進與創新，從十七世紀開始，甚至漸漸呈現貶抑詆毀的聲音，故將

此時這類作品被諷稱為造作之意。 

 

二是由於「文藝復興」時期，強調人的創造性與身心全面完美的寫實技法與人

文傳統仍有其巨大的潛力，從而使「矯飾主義」被十七世紀的新藝術形勢——

「巴洛克」所取代。 

 

 

 

三、盛行時間 

1520 至 1590 年（文藝復興全盛時期後至巴洛克美術前期為止，大約七十五年

的時間），一般而言，「矯飾主義」可分為前後兩期：1515 到 1540 年為前期，

反「古典主義」的特徵在此一時期表現得最為強烈；1540 到 1590 年為後期，

義大利各地的貴族政權與政治局勢已較穩定，他們的宮廷成為藝術家主要服務

的對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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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品特色 

喬治．瓦薩利（Vasari）在其《藝術家列傳》一書中表示：「這些藝術家者以他

們自己的理念、敏銳和角度來追求極致純粹的『美的典範』，而不再滿足於前人

只專注於模仿不完美的現實世界。」只是「矯飾主義」種種隱晦的表現手法

（神話的、象徵的、寓言式的），往往製造了與觀畫者之間距離。十七世紀的理

論家貝洛里（Bellori）在其《畫家的生命》一書中則抨擊「矯飾主義」為「以矯

飾；而非真實為基礎的狂想」，因而失去了與大自然和群眾生命的真實接觸，所

以他們所謂的「風格」就容易被視為矯揉造作，難免遭人詬病與嫌惡。 

 

整體而言，「矯飾主義」的作品有以下的特點： 

 

1. 呈現「反古典主義」的觀點。在空間感的營造上，曖昧且複雜，「矯飾主

義」者傾向將場景移至室內，捨棄對自然景物的描繪，不再滿足於「文藝復

興」的「消點透視法」所營造的框限（三度空間的幻構景深）或「空氣遠近

法」（註四）追求「擬真」的理念，架構宏闊深遠的立體景深的特質均不復見。

這種反自然、反理性的風格印證了弗里蘭德所說的：「……佛羅倫斯的『矯飾主

義』十分強調身體的量感，並強烈抑制空間性與簡化周圍環境的營造，繪畫中

的建築與自然淪為布景道具般，只能扮演著無足輕重的角色。」 

 

2. 在「文藝復興」時期，「美」展現在個體之間比例上的均衡與完美；「矯飾主

義」的畫家則企圖從自身的生命體驗中，藉繪畫的表現與創作，尋求新生，另

闢蹊徑。試圖以誇張扭曲與律動流暢的線條、刻意拉長的人體比例、激情式的

幻想、反自然的變形與非理性的掙扎，突破傳統古典畫派那種沉穩典雅與肅穆

自信的人文氣息，反映人性在世變下的徬徨焦慮與騷動不安，甚至是對未來的

不確定感（unpredictable）。 

 

3. 一般而言，「矯飾主義」作品的服務對象不再是城市新興的中產階級，而是

顯赫的宮廷貴族，表情一概肅穆冷酷。聖母不再是民間慈母或一般婦女的形

象；變成了高不可攀、雍容矜持的貴族仕女，刻意追求形式之美；色彩看似強

烈卻深峻暗沉，不循自然，欠缺一種光影暈染下的清新明亮；人物姿態怪異，

肌肉線條表現誇張，近於畸形瘦長的比例與對物體動態的描繪，加上隱晦抽象

的迷宮式構圖，多了一份孤獨憂鬱、冷漠疏離的脫俗氣質……然而這些卻受到

當權者的青睞，因為它成功地掩飾了當權者的真正心理，營構出一種貴族式的

高傲不羈，契合了政治界「爾虞我詐」、「故弄玄虛」的特性，滿足了王侯將相

在競逐權勢的現實政治圈中慣有的優越感與突顯不凡的氣勢，但缺乏人性的溫

暖，一旦情緒、性格屬於人性部分被抽空，必然走向一種令人不解的、驚異的

美，深不可測又冷漠疏離，令人摸不著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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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矯飾主義」雖然注重人體的描繪，但跳脫出形體的寫實而強調作品的精神

內涵與寓意，試圖將世俗事物哲理化與神秘化，探索內在的人性。進而造成曲

高和寡、違背常理的議論。生命的意象在神話式語境與扭曲變形的筆觸之下，

呈現精神上的深度與複雜，造成知識菁英與一般觀眾在美感經驗傳達上的落差

與疏離。 

 

有學者如馬克斯．德沃夏克（Max Dvorak）、尼古拉．佩夫斯納（Nikolaus 

Pevsner）與阿諾德．豪瑟爾（Arnold Hauser）等人認為，十六世紀是人類面臨

宗教、政治、社會各種多舛動盪的危機，而「矯飾主義」正是這些危機在視覺

藝術上的反映。義大利藝術史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評論「矯飾主

義」時，也提出一項發人深省的看法，他說：「自知有所殘缺的人，才需要極盡

能事地去修飾。突顯了靈魂在創作過程中，欲蓋彌彰式的內在衝突與不安。」 

 

所以儘管矯飾主義的作品表面上仍依循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寫實風格，卻與達

芬奇的典雅內斂，米開朗基羅的雄闊恢弘，拉斐爾的清朗澄澈所展現的精神舒

展向上的張勢明顯不同。這充滿隱喻與象徵的暗示性題材與逼仄疏離的氣氛，

不僅一般人無法窺其堂奧，也阻滯了性靈揮灑後的感染力道，更容易被誤解為

矯揉造作與浮誇情色，必待慧眼詳加考察後，才能辨其究竟。 

 

在米開朗基羅晚期的作品中（如：寶琳禮拜堂壁畫），馬匹和人物的外形就以近

乎於失去平衡的型態出現過，使他一度也被稱為「矯飾主義」者。但米開朗基

羅誇張的筆法中，仍透露出磅礡恢弘的英雄般氣勢。「矯飾主義」者雖欲透過仿

效米開朗基羅等大師的技法，改良文藝復興後期藝術作品中，某些精神與性靈

層面的匱乏，不願落入「過度世俗化」泥淖，但仍不免徒具神聖的形式而失其

昂揚激越的氣度與鮮活的生命力，不足以撼動人心。顯現出「矯飾主義」者勇

於否定前人，卻無法破繭飛升，處在一種進退維谷，徘徊摸索的窘迫狀態。 

 

其主要代表畫家有：佛羅倫斯的彭托莫（Jacopo Carucci da Pontormo，1494～

1557 年）、帕米賈尼諾（Francesco Parmigianino，1503～1540 年）、布隆季諾

（Agnolo Bronzino，1503～1572 年）、威尼斯的丁托列多（Jacopo Robusti 

Tintoretto，1518～1594 年）以及拉斐爾的弟子羅曼諾（Giulio Romano，1494～

1546 年）等。 

 

如前述，被後世稱為矯飾主義的藝術家們並非有共同的師承或創作理念，他們

只是在文藝復興盛期過後那個特殊階段影響下的各自展現，因此也風格各異。

關於藝術家的生平或作品將在本網站「人物」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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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雷科-耶穌升天（人物形體拉長）grec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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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 由羅馬教皇、法國和威尼斯等組織或政權所組成，是自中世紀以來「政

教衝突」的寫照。 

 

註二. 長時期以來基督教會是採信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約 90～168

年，西元二世紀希臘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及地理學家）「地心說」的天文體系，

這一體系的基本出發思想是：上帝所創造的地球與地球上依靠教會透過聖禮救

贖的人類，是處於宇宙的中心。哥白尼對托勒密的系統產生了懷疑。為了簡化

理論，符合實際觀測的結果，1543 年出版的《天體運行論》一書中，哥白尼將

宇宙天體運行的不動點從「地球」移動到了「太陽」上，提出了「日心說」。他

指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與五大行星一樣圍繞著「太陽」公轉，其自

身又以地軸為中心自轉。史稱「哥白尼的革命」當時許多天文工作者只把這本

書當作編算「星曆表」的一種方法。《天體運行論》在出版後七十年間，雖然遭

到馬丁路德的斥責，但未引起羅馬教廷的注意。後因布魯諾和伽利略公開宣傳

「日心地動說」，危及教會的思想統治，羅馬教廷才開始對這些科學家加以迫

害，並於西元 1616 年把《天體運行論》列為禁書。然而經過克卜勒、伽利略、

牛頓等人的工作，哥白尼的學說不斷地推陳出新；恆星光行差、視差的發現，

使「地球繞太陽」轉動的學說得到了更近一步的證明。哥白尼的學說不僅改變

了那個時代人類對宇宙的認識，而且根本動搖了歐洲中世紀宗教神學的理論基

礎：因為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那麼救贖人類原罪的教會組織，形同被

邊緣化了，失去了中流砥柱的核心位置。哥白尼之後，「自然科學」雖開始從

「神學」中解放出來，科學的發展大踏步地前進，但人類對「神」的虔誠，也

就日益微弱了。 

 

註三. 史家將 16 世紀視為查理五世（Charles V）的稱霸期。15 世紀時，西歐已

有一些實施「君主集權制」的「民族國家」出現；16 世紀時，這些王朝間的

「均勢」，被通過聯姻而迅速崛起的西班牙王室所破壞。西班牙王室斐迪南

（Fernando II de Aragón el Católico，1452～1516 年）和伊莎貝拉（Isabel I la 

Católica，1451～1504 年）夫婦將他們的女兒胡安娜（Juana I de Castilla，1479

～1555 年）嫁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的腓力一世

（Felipe I el Hermoso，1478～1506 年）胡安娜和腓力的兒子查理繼承了西班牙

聯合王國、西班牙在美洲和義大利（薩丁尼亞 Sardìnnia、西西里 Sicilia、那不勒

斯 Napoli）的殖民地以及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歐的世襲領地（奧地利 Austria、施

蒂里亞 Herzogtum Steiermark、卡林西亞 Kärnten、卡尼奧拉 Carniola 等四個公

國和蒂羅爾州 Tirol）。另外，查理的祖母（勃艮地的瑪麗 Marie de 

Bourgougne）還傳給他勃根地（弗朗什孔泰 Franche-Comté、盧森堡 Luxemburg

和富裕的尼德蘭 Netherlands）。查理不顧分別來自法、英兩國君王法蘭西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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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和亨利 8 世的反對，於 1519 年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因而，查理五世在

十九歲當上統治者時，領地比從九世紀查理曼帝國建立以來任何一位君主所擁

有的版圖還要大，查理成為當時歐洲的頭號權勢人物，掌控整個歐洲和新世

界。查理五世的王朝勢力除了介入宗教事務之外，也帶動「重商主義」與經濟

競爭的潮流，深深地影響了 16 世紀歐洲歷史的進展。整個歐洲貪婪地注視著源

源不斷地流入伊比利半島的香料和金銀。法國、荷蘭和英國在競爭心態下也都

渴望打破西、葡兩國對東方貿易的壟斷，直接與商機日漸茁壯成長的西屬美洲

殖民地（中南美）往來，企圖迎頭趕上，建立他們自己的殖民版圖。 

 

註四. 由於遠處物象與眼睛之間隔著層層空氣或雲霧，越是遙遠顏色越淡，因

此畫家常將遠處景物描繪成彷佛籠罩在霧中朦朧的感覺，甚至偏藍（達芬奇認

為空氣是藍色的），以達到空間推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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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物語】歷史編 III 

 

理性、明晰的新古典主義 

(Neoclassicism) 
謝春華 

 

 

 
《荷拉斯兄弟之宣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1784 年，大衛，油彩、畫布，330 x 425 公分 

羅浮宮博物館，巴黎，法國。 

 

 

「古典」（classic，classism）一詞，含有傳統的、典範的意涵，通常是指來源於

古代希臘、羅馬藝術美的價值或風格。最早用於文學，17 世紀以後才運用在美

術上，當時的學院普遍認為古代希臘羅馬的藝術已為未來立下典範，如文藝復

興也是受到古藝術的啟發，才從中世紀的不成熟走向藝術的鼎盛。所以「古典

主義」或「新古典主義」，都是指受古希臘、羅馬文學、美術、建築等藝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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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潮、審美觀和藝術風格，其特徵在追求完美與永恆的價值，強調理性、秩

序、明晰，形式上偏好結構的單純、平衡與比例的整體和諧；精神上則崇尚尊

嚴、高貴、平和等內斂性質。 

 

「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在 18 世紀中葉興起於羅馬，風潮所至涵蓋繪

畫、雕刻、建築、文學、戲劇和音樂等不同領域，甚至連陶器、傢俱、紡織品

等工藝，都受到影響。究其成因則有天時、地利環境和人文制度等條件，如龐

貝等古城出土引發的「仿古」熱潮、美學家溫克爾曼等對古典精神的推崇，在

學院制度中對專業嚴格訓練的堅持和傳承，以及後來拿破侖的大力倡導等等，

都是促使新古典主義高度發展的重大因素。  

 

 
龐貝城的《帕喀俄．普羅科魯斯夫婦肖像》（Pompeii, House VII, 2, 6 ，Paquius Proculus and his 

wife）濕壁畫（fresco），西元一世紀。國家考古博物館（th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Naples）, 那不勒斯（Naples）, 義大利。 

 

龐貝等古城出土 引發研究熱潮  

十八世紀中葉，義大利的兩個古羅馬城赫克拉寧(Herculaneum 於 1738 年)與龐

貝(Pompeii 於 1784 年)相繼被挖掘出來，引發各界研究古代文化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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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貝城位於義大利那不勒斯（Naples）東南，西臨那不勒斯灣，北靠維蘇威

（Vesuvius）火山。這座城市始於西元前 8 世紀前葉腓尼基人的開發，到了西元

前七世紀，希臘人趕走腓尼基人繼續統治，到被納入羅馬屬地、西元前 87 年成

為羅馬的自治城市，人口約兩萬。西元 63 年，維蘇威火山發生過強烈地震。正

當龐貝居民由震災逐漸恢復之時，79 年 8 月 24 日中午，維蘇威火山又突然噴

發，熔岩落地時凝固成石塊，覆蓋火山附近地面，岩漿奔流，所經之處盡成焦

土；接著又下暴雨，挾帶著石塊和火山灰泥流，將龐貝城整個埋沒。    

 

一千多年來，龐貝城逐漸被遺忘在維蘇威山腳五至六公尺深的地下。歷史學者

在查閱羅馬古書時，知道有個龐貝古城，但難以知曉它的遺址。1599 年，建築

師封塔納(Fontana)在建造、挖掘水道工程時，發現了龐貝遺跡；十八世紀初，

義大利農民在維蘇威火山西南八公里處修築水渠時，曾挖出一些古羅馬的錢

幣，以及雕琢過的大理石碎塊；1738 年，與龐貝同樣遭遇的古城—赫克拉寧，

被發掘出來；1784 年，人們在附近挖出一塊刻有「龐貝」字樣的石塊後，龐貝

被重新發現，同時開始正式挖掘。持續至 1860 年，由考古學家指揮領導，對龐

貝古城進行有系統、大規模的挖掘工程之後，使整座龐貝古城得以重見天日。  

 

龐貝城內面積一．八平方公里，石砌城牆四周長四．八公里，設有七座城門。

被挖掘出來的物品，皆顯示深受古希臘文化影響。而希臘人於此地，所曾留下

的建設與文化影響，亦可由城內壁畫得知。這些壁畫和遺跡，除了顯示出當時

羅馬帝國的發達富裕，工藝精美成熟之外，卻也深刻反映了人們沉溺酒色、驕

奢淫靡的風氣。龐貝不是逐漸沒落廢棄的城市，而是突發的天災瞬間摧毀的昨

日繁華。遺跡中甚至保留了當時的真實景況，包括被熔岩瞬間凝固的掙扎人

形…如此慘烈的景象彷彿上天給人「道德沉淪招致天譴」最真實的警示。 

 

赫克拉寧、龐貝古蹟的挖掘中，真實古物相繼出土，吸引了全歐學者探訪義大

利，並把其發現紀錄成書出版。1750 年代，正當歐洲各國對洛可可風格的虛

浮、享樂與甜膩開始反感之時，這些古代藝術中的簡樸理性風格重新受寵，一

股對出土文物的模仿熱潮於焉興起，特別是在工藝品與繪畫上，處處可見。（註

一）  

 

 

溫克爾曼對古典精神的推崇 

德國的學者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 年)於 1755 年

在德勒斯登（Dresden）發表《關於模仿希臘作品的繪畫與雕刻之思考》

（Gedanken u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 )，推崇希臘美術理想、高貴、單純與靜穆之美。他又到羅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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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古代文化八年，全心鑽研古代希臘、羅馬藝術史，於 1764 年在其著作《古代

藝術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一書中，闡述古代文化之特質及發

展過程，帶動美術界和社會對古代美術、藝術表現的重視和研究。他相信古典

藝術具有「高貴的樸實與莊嚴感」，並主張藝術家無論在道德或美學上，對作品

都應抱著誠實的態度。1784 年，法國畫家大衛（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 年）創作了《荷拉斯兄弟之宣誓》（圖 2），表現羅馬建國之初，荷拉

斯三兄弟在父親面前宣誓捍衛羅馬的故事，正是對溫克爾曼主張的一種回應。 

 

與新古典主義大約同時期的啟蒙運動（註二）和理性主義溶合成一個較長時期

的文化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主張邏輯、清晰、單純與道德，對古希臘、羅馬

時期的藝術充滿緬懷復古之情，也希望回返到古代當時的美學，與新古典主義

的理念不謀而合。  

 

藝術學院以學術方式延續傳統 

法國美術在十八世紀以前並未居於領導地位。1648 年，路易 14(Louis XIV，

1638—1715 年)在位期間當時的宰相瑪薩林(Giulio Raimondo Mazzarino，1602— 

1661 年)執政，以類似聖路卡學院的模式（註三），創建法國皇家繪畫暨雕刻學

院（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註四），任命勒布杭（Charles 

Le Brun, 1619—1690 年）擔任藝術學院院長，制定學院規章，奠定法國學院藝

術的方向。（註五） 

 

通常藝術學院的學生得要經過測驗，並有藝術老師推薦才可能進入學院，他們

必須有數年嚴格的基本訓練。此後，以法國學院為藍本、模仿其教學法和風格

創立的學院，遍及全歐洲，例如英國的皇家藝術學院就是其中之一。學院藝術

傳承強調藝術必須遵循理性的基準，爲了描寫正確、畫的逼真，因此透視法、

數學式人體比例、幾何學式安定構圖、正確的結構、明暗表現等等，均是重要

的學術基礎訓練。(註六) 

 

路易十四在 1661 年重組法國皇家繪畫暨雕刻學院，並由官方主辦畫展，在

1667 年首次舉辦之後，往後每二年舉辨一次，後來移至羅浮宮內辦展，同時把

王室的收藏品給民眾半公開參觀。這種官方辦的展覽因為在羅浮宮的「方形

廳」（Salon Carré）舉行，後來稱之為「沙龍」。路易十四並於 1666 年於羅馬創

立法蘭西羅馬藝術學院（French Academy in Rome），設立「羅馬獎」（Prix de 

Rome），選送法國優秀的藝術家到羅馬留學（註七）。例如法國畫家布歇

(François Boucher ，1703—17701720）、維恩（Joseph Marie Vien，1716—1809

年，1745 年）、大衛（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1774 年）、安格爾

（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 年，1810 年）等等，皆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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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獎」至義大利留學，回法國之後，成為學院會員，為影響力頗大的畫

家。西方藝術的傳承發展中，藝術學院以學術方式的研究、訓練制度，對藝術

創作的題材、技術和風格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這種強調理論和學術的正規學

校訓練，有力的延續著藝術傳統，也是促成新古典主義畫家興起的紮實基礎。 

 

法國皇帝拿破侖提倡，開展正統藝術有利環境  

十九世紀初即位稱帝的拿破侖（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 年）提倡古

代羅馬式宏偉高貴的藝術風格。1830 年，拿破侖在羅浮宮內設置讓民眾都可參

觀王室收藏品的「拿破侖博物館」，是國家藝術博物館的正式成立，也是其理想

中歐洲大帝國公民的藝術聖地。拿破侖軍隊縱橫全歐洲，每征服一個國家，就

帶回當地的貴重藝術品（註八）。例如 1796 年至 1807 年從荷蘭、義大利和德國

帶回大批藝術品充實羅浮宮的收藏；1798 年 7 月舉辦「科學與藝術作品的凱旋

儀式」；遠征埃及時，讓一百多位學者、畫家隨行，從事考古與記錄工作，創立

美術考古學奠定埃及學的學術研究基礎，也為羅浮宮充實了埃及古物的收藏。

拿破侖大規模擴建羅浮宮、增加古羅馬和古埃及藝術品展廳，他命擔任宮廷畫

家的大衛管理，同時每年編列十萬法郎的經費收購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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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奧尼達在溫泉關》（Leonidas at Thermopylae）（Leonidas an den Thermopylen），1814 年，大

衛，油彩、畫布，392x 533 公分，羅浮宮博物館，巴黎，法國。 

 

羅浮宮自十二世紀末興建以來，從禦敵的城堡，經法蘭西斯一世改建為文藝復

興色彩的皇宮，此後不斷擴建，路易十四令建築師比洛（Claude Perrault）和勒

沃（Louis le Vau）按照文藝復興風格改建東立面；到了拿破侖時期承先啟後，

命佩西葉（Charles Percier，1764—1838 年）和封登（Pierre François Léonard 

Fontaine，1762—1843 年）沿著里沃利路（Rue de Rivoli）（註九）加建了北翼側

館，使羅浮宮形成一個完整對稱、擁有美麗花園的古典式宮殿。羅浮宮為堅固

嚴密的石造建築，樓層對稱協調，顯得古樸端莊，仰之彌高。廊柱間飾以精緻

典雅的雕刻，本身就堪稱一件精美絕倫的古典藝術品。羅浮宮博物館館內收藏

豐富，包羅廣泛，堪稱為藝術的寶庫，激發人們對藝術的嚮往，為其它藝術館

樹立典範也是推行美術教育的重要機構（註十） 

 

除了建設和開放羅浮宮，拿破侖也建造了凱旋門（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註十一）和忠烈祠（現瑪德蓮教堂 Église de la Madeleine）等古典復興風格的

紀念碑式地標建築。如巴黎十二條大街都以凱旋門的星形廣場為中心，向四周

成放射狀，氣勢磅礴；其中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或 les 

Champs-Élysées）連接凱旋門與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並與杜勒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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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卡魯塞爾凱旋門（Arc de Triumph du Carrousel）（註十二）、羅浮宮成一直

線，遙相呼應；其壯觀足以傲視全世界的城市設計。拿破侖曾說要把巴黎打造

成世界上最美的一座城市，顯然並非虛言。其建設和制度，促使新古典藝術蓬

勃發展，也鞏固了當時法國在西方美術上的領導地位。 

 

新古典主義的藝術特質 

文藝復興時期，對古代的嚮往蔚為風尚；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更因考古的發掘，

再度引起人們收藏古董的喜好，和對古典主義的興趣。這時以羅馬為背景描繪

表現古人精神的題材也風行起來，人們不僅是欣賞及學習文藝復興時期藝術，

進而試圖直接學習希臘、羅馬的古典風格。 

 

新古典主義的繪畫是以文藝復興時期的素描為基礎，在表現形式上模仿希臘、

羅馬的古典規則，強調理性的表現，作品單純而明晰。其構圖多呈靜態，均衡

嚴謹，畫面細膩精密；題材多以古代神話、傳說，或表現歷史和現實的重要事

件為主，借古代英雄的事跡表達勇敢、光輝等高尚品德和歷史的大場面。其復

古精神不在於直接模仿古物，而在仿效其美的本質，重現古典的樸實風格。因

此創作按嚴謹的學院技法依序完成，講究考古與逼真寫實，從衣著、手勢、到

肢體動作都十分講究，所以作品兼具現實感和莊嚴的戲劇性。目地在使觀者在

感同身受，以喚醒人們的高尚道德情操，與獻身於理念的純樸美德。  

 

 
盧浮宮《拿破侖的加冕典禮》展現的畫幅非常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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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義的代表藝術家 

繪畫 

新古典主義的畫家有漢彌頓（Gavin Hamilton，1723 — 1798 年，英國）、蒙斯

(Anton Raphael Mengs，1728—1779 年，德國)、大衛（Jacques-Louis David，

1784—1825，法國）、阿比亞尼（Andrea Appiani，1754—1817 年，義大利）、

吉漢 (Pierre-Narcisse Guérin，1774— 1833 年，法國)等著名畫家，最具代表性

的畫家是法國的大衛和他的學生。 

 

大衛(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法國) 

新古典主義代表畫家大衛出生於巴黎。1765 年，布雪推薦大衛給維恩，隔年大

衛進入皇家繪畫暨雕刻學院；1774 年大衛獲羅馬獎，翌年其師維恩就任羅馬藝

術學院院長時，大衛趁便前往羅馬研究藝術，在羅馬直到 1780 年返回法國。在

羅馬的六年期間，大衛對羅馬古代文化發生極大興趣，期間曾前往那不勒斯、

龐貝與赫克拉寧，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和古羅馬文化影響，他研究了考

古發掘出的紀念章、浮雕、青銅雕像等等，不僅參觀龐貝之發掘作業，與雕刻

家、考古學者亦來往密切。(註十三) 

 
《布魯特斯的誓言》（The Oath of Brutus），1763-64 年，漢彌頓，油彩、畫布，213 x 26 公

分，耶魯英國藝術中心，紐黑文（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New Haven）康州

(Connecticut)，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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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的國王斐迪南四世》（Ferdinand IV，King of Naples），1760 年，蒙斯，油彩、畫

布，179 x 130 公分，普拉多博物館（Museo del Prado），馬德里（Madrid），西班牙。 

 

1780 年大衛回到巴黎之後，門生漸多。1781 年大衛成為皇家藝術院院士；1782

年成婚，育有二個子女。1784 年大衛被推舉為藝術院會員，1785 年以呈現理

性、明晰、和莊重的《荷拉斯兄弟之宣誓》參加沙龍展，當時受到極大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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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大衛和其同樣得過羅馬獎的遠親布歇相較，布歇(註十四) 1756 年的《龐巴

度夫人》以清澈的色彩畫出玫瑰般色澤的肌膚和精美衣裳的柔軟質感，而大衛

的《荷拉斯兄弟之宣誓》則以平衡的構圖將英勇挺拔的戰士與哀傷哭泣的女眷

形成陽剛與柔弱的對比，其嚴謹的筆法和莊重的色彩，單純有力的表現出古代

雕像般莊嚴站立的英雄，突出了「完成大我、犧牲小我」的高貴主題，突顯了

英雄爲國家獻身的情操。以古喻今的《荷拉斯兄弟之宣誓》這幅作品於 1785 年

巴黎沙龍展中，獲得「世紀最高作品」之美譽。 

 

1789 年，大衛爲路易十六繪製的《侍從搬來布魯圖斯兒子的屍體》（圖 15）在

沙龍展出。在此畫面左側、樸素的多立克柱式的建築門廊前，坐著沈默在陰影

中的布魯圖斯（Lucius Junius Brutus）（註十五），背後的侍從正搬進來兒子屍

體，與右邊明亮光線下，激動悲愴、絕望又無力的母親和女兒們形成對比。這

畫不只是在描寫一個家庭，布魯圖斯為維護共和大義滅親的故事，更是觸及當

時大眾的價值判斷。 

 

 

格羅《拿破侖巡視雅法城的黑死病人》（Napoleon Bonaparte Visiting the Plague-stricken at 

Jaffa），1804 年，油彩、畫布，523 x 715 公分，羅浮宮博物館，巴黎，法國。 

 

1789 年法國大革命之後社會混亂失序。1792 年第一共和，大衛被選為國民公會

的代表，成為公共教育委員會和藝術委員會的委員，是法國博物館的奠基人之

一。1793 年六月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 年）被暗殺，大衛立即著

手畫《馬拉之死》，以深切的感情描繪樸素的英雄形像。九月他被指定為公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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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的委員，追隨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 

1785 — 1794 年）。羅伯斯比爾失勢後被斬首處死，大衛在 1794 年、1795 年

兩度被捕，由於他的學生們奔走而獲釋。這時期他創作了《自畫像》，和唯一的

ㄧ幅風景畫《盧森堡的花園》，那是從監獄窗口看出去的景象。獲釋後他主要從

事教學和肖像畫的創作。 

 

 

《拿破侖鎮靜駕馭烈馬橫越阿爾卑斯山》（Calme sur un cheval fougueux）（Bonaparte, Calm on a 

Fiery Steed, Crossing the Alps）1801 年，大衛，油彩、畫布，260 x 221 公分，瑪爾美松城堡國

家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du Château de Malmaison，Rueil），法國。 

1799 年，大衛取材自古代歷史和羅馬傳說，創作了結構宏偉的《薩比諾婦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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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調停》（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bine Women）。主題取材自古代羅馬建國傳

說﹕羅馬人為繁衍人口，曾用計強擄薩比諾族女子為妻。數年後薩比諾人爲了

要奪回被羅馬人劫掠的婦女，向羅馬人挑戰，而此時薩比諾女人懇求和平，進

入雙方中調停。大衛在畫中特別以古典雕刻般的裸體人物表現英勇戰士的氣質

和內涵（註十六）。其畫面主要人物埃爾西莉（Hersilia）是薩比諾領袖達狄斯

（Tatius）之女、同時也為羅馬將領 Romulus 之妻，她張開雙臂站在丈夫和父親

之間，懇切呼籲停戰；其他的婦女孩童則在兩軍廝殺中哀求哭喊，顯得格外無

辜可憐。大衛用薩比諾與羅馬人之間的恩怨情仇，來比喻造成無數無辜受難者

的多年內戰。作品透露出要求和解的建言和畫家對和平的渴望；其嚴肅的意義

和繪畫的技巧同樣動人。 

 

《薩比諾婦女出面調停》在美術館陳列展出時，大衛要求必須買票才能觀賞，

這在當時是很不尋常的，但看的人還是很多（註十七），這幅畫整整展覽了五年

（1799—1804 年）。然後大衛開始創作《雷奧尼達在溫泉關》到 1814 年才完

成。 

 

傑哈《拿破崙在奧斯特利茨戰役》（Napoléon at the Battle of Austerlitz），1810

年，油彩、畫布，510 × 958 公分，凡爾賽宮，法國。 

 

《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1793 年，大衛，油彩、畫布，162 x l25 公分，布魯塞爾

皇家美術館，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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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巴度夫人》（Portrait of Marquise de Pompadour），1756 年，布雪，油彩、畫布，201 x 157

公分，古代美術館，慕尼克（Munich），德國。 

 

 

1799 年拿破侖擔任第一執政，1800 年大衛成為首席宮廷畫師。 

 

1800 年拿破侖第二次遠征義大利勝利後，與西班牙卡洛斯四世（Carlos IV）和

解並重建外交關係。在傳統禮物交換儀式中，拿破侖從代表西班牙王室的畫家

歌雅手中得到了西班牙國王夫婦的肖像；駐西大使阿爾齊耶（Charles-Jean-

Marie Alquier）也代表卡洛斯四世請求得到大衛繪制的拿破侖的肖像，以便懸掛

在馬德里皇宮作為二國新關係的象徵。在接受這個請求後，拿破侖指示大衛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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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三個版本，分別送往巴黎郊區的法國皇家聖克勞德城堡（the Château de 

Saint-Cloud）（註十八）、法國巴黎官兵療養院（Les Invalides）和在阿爾卑斯山

南側的米蘭共和國的宮殿（the Cisalpine Republic in Milan）收藏，而大衛自己保

留第五個版本直到去世。畫中描繪拿破侖橫越阿爾卑斯山的要衝聖貝爾納多時

的英姿。畫家積雪的陡坡為背景點出地勢的險峻，拿破侖跨在著躍起的烈馬

上，舉起手臂向前指向前方山頂，顯示出不畏艱難的決心。腳下岩石上除了拿

破侖的名字，還刻上了羅馬時代的名將漢尼拔和中世紀的查理曼大帝的名字，

代表拿破侖立意與先賢齊名的雄心。其實此次遠征，拿破侖是騎著騾子由侍衛

引導在大雪中橫越阿爾卑斯山的，但拿破侖認為繪畫首要呈現的是精神與人格

特質，因此要求大衛畫出他《鎮靜沈著的騎在一匹烈馬上》 (Calme sur un 

cheval fougueux)的，可見拿破侖自信能統治這烈馬般難以駕馭的歐洲。 

 

畫家將《拿破侖越過阿爾卑斯山》原作複製多次，從這五幅畫裡，可以清楚看

到大衛的畫風素描精確、色彩炫麗透明，絲毫不因複製作品而略減其嚴謹的態

度，可作為繪畫傳承、史上珍貴的典範（註十九）。 

 

1804 年三月拿破侖制定法典、五月成為法國皇帝，之後大衛以古典、宏大的形

式創作了大幅钜作：《拿破侖的加冕典禮》（Coronation）、《授鷹旗式》

（Distribution of the Eagles and Gros’ Battle of Aboukir，凡爾賽宮夏托國家博物

館）。 

 

《拿破侖的加冕典禮》確切的標題是《1804 年 12 月 2 日在巴黎聖母院拿破侖

一世皇帝的祝聖儀式與約瑟芬皇后的加冕典禮》（Consecration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I and Coronation of the Empress Josephine in the Cathedral of Notre-Dame 

de Paris on 2 Dec 1804）。大衛受拿破侖委任畫此歷史性的巨幅作品，畫中如實

描繪拿破侖皇帝爲約瑟芬皇后加冕典禮的時刻﹕拿破侖緩緩爲跪立的皇后約瑟

芬戴冠，盛裝與會的男女貴賓皆全神貫注觀禮。嚴密的構圖、高雅的形態、華

麗的服裝刺繡和金飾等的細膩描繪…畫面色彩鮮艷、質感逼真，十分動人。大

衛當時在場參加了典禮，並當場速寫。他將週遭環境和整體情景以古典形式烘

托、對當時人物悉心觀察而真實的刻畫，在充分掌握光線和色彩變化下，使這

幅畫的場面表現出輝煌氣氛。為了貼切而真實地表現這一重要事件，大衛請了

許多人作模特兒，畫了許多寫生習作，並就構圖與色彩作整體布局思考。教宗

庇護七世、卡普拉拉紅衣主教等當代人物鮮明生動，每個角色在人群中一一可

辨。畫面上站在教宗右側的卡普拉拉紅衣主教、和俯瞰全場的皇帝的母親事實

上並未出席此一盛典，而教宗的手勢則是按拿破侖本人要求而畫的。這幅畫為

歷史留下了記錄，也寓意著君權神授的莊嚴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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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房中的拿破侖》（Napoleon in his Study），1812 年，大衛，油彩、畫布，204 x 125 公分，

華盛頓國家藝廊，美國。 

 

 

《書房中的拿破侖》畫於一八一二年，大衛在此表現的不是戰場上的英雄，而

是一位政治家和立法者。畫面中拿破侖穿著制服，右邊寫字臺上燃剩一小節的

燭光，背景座鐘指著清晨時間；左邊攤開的書有「Code」（法典）的紙捲、加上

座椅上的配劍呼應著拿破侖的穿著，說明他正放下工作，準備去視察軍隊。（註

二十）大衛在一八○○年開始畫《雷奧尼達在溫泉關》，之後中斷多次，1805

年一度放棄，後來又拾起畫筆重新畫，到 1814 年才完成。 



40 
 

 

 

雷奧尼達是斯巴達國王、古希臘英雄人物，於西元前 480 年，率領三百名勇士

抵抗波斯人的侵略，堅定捍衛溫泉關而英勇犧牲。這幅畫的背景是溫泉關天險

地形的壑谷岩石，雷奧尼達半坐在畫面中央，手持寶劍、盾牌和兵械，冷靜的

仰視前方；圍繞他的是眾多鬥志昂揚、誓死奮戰的士兵們。他們以戲劇性的姿

態向上攀爬、高舉花冠、吹奏號角等等，或或聚散、高低錯落形成兩層弧線結

構，看似混亂、實則有序。在慷慨激昂的氣氛中更顯雷奧尼達超脫個人生死、

冷靜英勇的犧牲精神。（註二十一） 

 

1814 年拿破侖宣佈退位。1815 年拿破侖百日王朝，於滑鐵盧戰役失敗之後，波

旁王朝復辟。1816 年大衛不願接受和解，離開巴黎流亡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他在 1808 年即開始著手複製的《拿破侖的加冕典禮》於 1822 年在布魯塞爾精

準的複製完成，此大幅钜作現在收藏於凡爾賽宮。 

 

大衛先後擔任國民議會議員、教育及美術委員會之委員長等要職，拿破侖就任

皇帝時，又被推舉為宮廷畫家，在畫壇有極大的影響，也為羅浮宮和法國博物

館的維護和建設有不小的貢獻。大衛的著名弟子有吉洛德（Anne-Louis Girodet 

de Roucy-Trioson，1767—1824 年）、傑哈(François Gérard，1770—1837 年)、格

羅 (Antoine-Jean Gros，1771—1835 年) 、朗格洛伊斯(Jerome-Martin Langlois，

一七七九—一八三八年)、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

年）等人。 

 

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1780—1867 年，法國) 

大衛的學生安格爾出生於法國南部蒙特班，擅長於歷史畫、人像畫及風俗畫，

也是十九世紀對抗浪漫主義運動的新古典主義的畫家。安格爾善於把握古典藝

術的造型美，他的畫風簡煉而單純，力求做到構圖嚴謹、色彩單純、形象典

雅。安格爾 1791 年進入土魯斯學院就讀，1797 年到巴黎大衛門下。1801 年

時，以《亞迦曼儂的使節》（Ambassadors of Agamemnon）贏得了羅馬大獎。

1806 年以前他以肖像畫為生，在該年前往義大利後一待十八年，於 1824 年返

回巴黎。一八三五年安格爾再度回到羅馬，成為羅馬法蘭西學院的院長。1841

年回到巴黎以後，他站在學院藝術的立場，以學院的影響力毫不妥協的反對浪

漫主義。他從事藝術教學，因而更重視美學，強調素描形態甚於色彩。但是在

革命時代激烈質疑過去的氣氛影響下，安格爾有意將人體變形，卻遭受批評。

作品如《朱彼得和特蒂斯》（1811，艾克斯-昂-普羅旺斯省）、《宮女》（1814，

羅浮宮）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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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洛德《歐辛來接法國英雄魂》（Ossian Receiving the Ghosts of French Heroes），1798 年，油

彩、畫布，192 x 184 公分，瑪美松城堡國家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du Château de Malmaison, 

Rueil），法國。 

 

1812 年，拿破侖委任安格爾負責他羅馬宮殿臥房的天頂裝飾畫；次年，安格爾

也完成他委托繪製的《歐辛的夢》。作品來源於詩人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在蘇格蘭高地收集的古老詩歌—「歐辛作品集」。1761 年麥克弗

森聲稱發現了由古代盲人吟遊詩人歐辛寫的史詩，主要歌頌古愛爾蘭英雄芬葛

（Fingal）的生活和戰爭，於是將之編輯成冊。帶著詩集複本遠征莫斯科的拿破

崙，委任安格爾以歐辛為題材創作。安格爾《歐辛的夢》把主題表現的像塵

土、石像雕塑般的樸素。 

 

《靜坐的墨瓦特雪夫人》這件作品是安格爾晚年的傑作之一。墨瓦特雪夫人是

一位富有的煙草商夫人、社交界的名人，安格爾曾說她有一頭美麗的頭髮，一

雙靈巧的雙眼，顧盼生姿。這件作品從 1844 年訂製，畫了十二年的時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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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花紋清晰、華麗的絲緞禮服、碩大的寶石、綢緞織作的沙發、東洋風的瓷

瓶、鑲金的鏡緣、墨瓦特雪夫人豐潤的肩膀以及福態的手腕等等，呈現其生活

的富庶，也利用鏡子的反照間，蘊生出寂靜、崇高的空間來。 

 

 
朗格洛伊斯《普里阿摩斯在阿基里斯腳下》（Priam aux pieds d'Achille），1809 年，油彩、畫

布，113 × 146 公分，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法

國。 

 

《拿破崙在奧斯特利茨戰役》（Napoléon at the Battle of Austerlitz），1810 年，油彩、畫布，510 

× 958 公分，凡爾賽宮，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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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三的誓言》(The Vow of Louis XIII )，1824 年，安格爾，油彩、畫布，424 × 236 公

分，蒙托邦聖母大教堂(Cathedral of Notre-Dame，Montauban)法國。 



44 
 

 

 

 

 

《朱彼得和特蒂斯》(Jupiter and Thetis)，1811 年，安格爾，油彩、畫布，324 × 260 公分，艾

克斯普羅旺斯，格拉內博物館(Aix-en-Provence, Musée Granet)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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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爾《歐辛的夢》（The Dream of Ossian），1813 年，油彩、畫布，348 x 275 公分，安格爾美

術館（Musée Ingres），蒙托班（Montauban），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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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坐的墨瓦特雪夫人》﹝Madame Moitessier Seated﹞，1856 年，安格爾，油彩、畫布，120 

x 92 公分，國家畫廊，倫敦，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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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德蓮教堂內部，巴黎 

 

註釋： 

 

註一. 除了龐貝等古城的啟發，另有古文物的發現。1820 年 4 月 8 日，愛琴海

希臘米羅島上，農夫約爾哥斯（Yorgos Kentrotas）父子在田地附近，挖掘出一

尊用希臘最名貴的巴羅斯大理石所雕刻的、希臘神話中被稱為阿芙羅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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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rodite）的維納斯雕像，此雕像正面稍稍內傾，結合另外製作、圍著衣裙

的雙腳，體態輕盈、優雅。左腳小步跨前，重心落在身體右側，眼睛凝視遠

方，自然流露古典、柔和的動感。  

 

法國領事之前曾受命：「一發現古代藝術品，可即時購入。」所以當法國代理領

事路易．布瑞斯特一得知《米羅的維納斯》出土，立即報告總領事，又快速轉

達法國駐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於是，正當土耳其船隻正準備運走維納斯雕像之

際，法艦「拉．修普烈多號」趕到，將雕像攔截下來，帶回法國獻給法王路易

十八，再贈給盧浮博物館，盧浮博物館曾將雕像送往世界各地展覽。《米羅的維

納斯》在被運至盧浮博物館但還未公開展示之前，大衛便已向館方提出申請，

希望能夠臨摹雕像。後來大衛因為拿破侖失敗遭流放，他的學生葛羅（Antoine-

Jean Gros，1771—1835 年）轉託其學生德貝(Auguste-Hyacinthe Debay，1804—

1865 年)完成這一心願。 儘管《米羅的維納斯》雙臂失落，然而雕像的端莊與

高貴氣質卻無與倫比。當時考古學家和藝術各界嘗試了各種復原構想，都無法

盡表其完整的理想典型之美。  

 

1863 年，法國駐安德．諾普爾的領事查理．尚普瓦索（Charles Champoiseau），

在愛琴海希臘薩摩塔克（Samothrace）島上的一所大教堂遺跡後方，發現了

《有翼的勝利女神》雕像。這尊原來豎立於露天劇場最高處的雕像，也被送往

盧浮宮博物館收藏。希臘語 Nike 即勝利女神，象徵著「海上的勝利」。此雕像

頭部已失落，然而其正面迎風、昂然挺立的軀幹和高舉的雙翼，不僅流露出健

壯剛毅的律動美，更具有一種神聖威嚴的迫人氣勢。向後飄揚的衣褶，反映出

海風的強勁和周圍環境的空間關係；流動的線條和靜謐高貴的體態形成強烈對

比。有關此尊雕像的年代，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西元前 190 年代的；有的認

為是西元前五世紀馬其頓王為了紀念海上勝利、或為保佑航海平安而作。從石

材與雕鑿痕跡來看，可能更古老。 

 

註二.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思潮包括：思想方面有三權分立與主權在民等思

想，批判專制政體，而有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的爆發；經濟方面有亞當斯密

提出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說；政治方面，部分君主脫離絕對專制走上開明專制；

藝術方面，有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等風格的表現。 

 

註三. 傳統最早的藝術學校是 1562 年時，喬治‧瓦薩里(Giorgio Vasari，1511—

1574 年)在佛羅倫斯所創建的藝術學院（Accademia dell’ Arte del Disegno），學

生們在學院裡學習繪畫技巧，包括解剖學和幾何學。十年後，另外一間學院：

聖路卡學院（Accademia di San Luca）在羅馬創立。和佛羅倫斯的繪畫藝術學院

相較起來，聖路卡學院是比較偏重教育和藝術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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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 法國皇家繪畫暨雕刻學院成立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區分藝術家與一般工

匠，讓藝術家免於受同業者工會的約束，保障藝術家的藝術活動自由和利益。 

 

1648 年創建的法國皇家繪畫暨雕刻學院與 1669 年創建的法蘭西音樂院和 1671

年創建的法蘭西建築院，此三院於 1803 年拿破侖當政時，合為法蘭西藝術院。 

 

註五. 十七世紀時，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宮廷畫家勒布杭曾於 1642 年跟隨普

桑到羅馬，有四年時間在羅馬學習繪畫理論和技藝。法國畫家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 年）自 1624 年到羅馬，學習義大利文藝復興大師們的理

論和作品，尤其推崇拉斐爾。普桑認為，一幅畫必須包含最高的道德內涵，表

現在能傳達其知性內涵的結構中。他用蠟質模型的小舞臺佈景，來練習構圖和

採光照明，再根據這模型效果畫無數張習作才完成定稿；普桑要使繪畫成為一

種條理分明的表達方式，使觀賞的人受益。 

 

註六. 以法國美術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的課程為例：裸體素描和繪畫習

作被稱為「académies」，是學院藝術的基本課程，也是學習中必須的步驟。學

生先要臨摹經典雕像的圖片、熟習輪廓的原理及光線的明暗，經由這種臨摹吸

收前輩大師的技巧；臨摹的習作經評估認可後，才能開始直接臨摹經典的雕

像；而繪畫雕像技巧成熟後，才能進入繪畫真人模特兒的階段。 

 

註七. 最著名的繪畫競賽是羅馬大獎（Prix de Rome）。羅馬大獎的獲勝者將能獲

得最多五年的獎學金前往法國羅馬學院學習。參與競賽者必須是法國籍、男

性、三十歲以下且單身，他必須先通過類似法國美術學院的標準，並且有知名

藝術教師的推薦。競賽過程要經過好幾個階段的淘汰才會到達最後階段，最後

階段剩下的十名競爭者單獨在畫室裡作畫七十二天，以畫出他們最終的歷史繪

畫。競賽的贏家將能確保他未來職業畫家的地位。 

 

註八. 隨著 1815 年拿破侖的第二次退位，除了約一百幅繪畫作品留在羅浮宮之

外，蒐藏品中約有五千多件藝術品被歸還給原來所屬國。 

 

註九. 被稱為「一條充滿時尚氣息的商業街」的里沃利路（Rue de Rivoli）是巴

黎最著名的街道之一， 命名於 1797 年，拿破侖對抗奧匈帝國利勝利戰役。 

 

註十.羅浮宮的工藝部門阿波羅廳，除了陳列、展示包含路易十五與拿破侖加冕

的王冠和寶石等等精巧工藝、稀世之寶外，四面牆壁上留有歷代的聖賢畫像：

其中有腓利二世．奧古斯都、法蘭西斯一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等四位聖明

君王，藝術家則有列斯克等十位建築師、庫強等七位雕刻家、普桑等七位畫家

的肖像畫，從這裡可見到法國對藝術家的尊崇，及對其貢獻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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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一. 巴黎凱旋門，即雄獅凱旋門（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是紀念

1805 年拿破侖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擊敗俄奧聯軍的勝利而建，法國的國威至此

達到頂峰。拿破侖於 1806 年下令修建，以迎接日後凱旋而歸的法軍將士。凱旋

門按照建築師夏爾格蘭(Jean Chalgrin，1739 —1811)的設計建造，然工程因拿破

侖退位而中輟，直到 1836 年才全部完成。凱旋門高四十九．五四米，寬四十

四．八二米，厚二十二．二一米，中心拱門高三十六．六米，寬十四．六米。

在凱旋門兩面門墩的牆面上，有四組以戰爭為題材的大型浮雕：「出征」、「勝

利」、「和平」和「抵抗」。凱旋門四周門內刻有跟隨拿破崙遠征的三百八十六名

將軍之名，和九十六場勝戰紀錄，而門上刻有 1752 年至 1815 年間的法國戰事

史。群眾可乘電梯或登二百七十三級石梯上凱旋門，上面有個歷史陳列館，裡

面是凱旋門的各種歷史文物、拿破侖生平事跡的圖片和法國的各式勳章、獎

章，還有兩間放映巴黎歷史變遷的資料片的電影放映室。凱旋門的頂部平臺，

可以鳥瞰巴黎勝景。到現在，巴黎人民還保留著這樣的傳統：每逢重大節日盛

典，一個手持劈刀、身穿拿破侖時代盔甲的戰士，守衛在《出征》雕像前，象

徵法蘭西民族的驕傲，鼓舞法國人民為自由、平等、博愛而戰鬥。 

 

註十二. 為紀念 1806 至 1808 年拿破侖勝利，佩西葉和封登建造仿羅馬風格的

卡魯塞爾凱旋門。卡魯塞爾（Carrousel 馬隊）名稱取自路易十四在 1662 年為

慶祝太子誕生舉行的著名慶典。卡魯塞爾凱旋門上端放置四匹青銅馬是拿破侖

領法國大軍自威尼斯聖馬可教堂帶回的。這是完成於希臘亞歷山大大帝時代的

青銅馬，這些馬最初在青銅上貼有金箔，充滿精神、活力充沛的成對並進，後

來被尼祿帶到羅馬，君士坦丁又將之帶到位於土耳其的新都君士坦丁堡，威尼

斯人東征帶回威尼斯聖馬可教堂，拿破侖於 1797 年征服威尼斯，把青銅馬從威

尼斯帶走，屹立在羅浮宮廣場的卡魯塞爾凱旋門頂端，直到拿破侖退位，青銅

馬又回到威尼斯聖馬可教堂。原來在帝國時期馬車是空的，因為拿破侖拒絕將

自己的雕像安置在上面。復辟時期在卡魯塞爾凱旋門上的四匹銅馬是根據波西

歐新鑄的一組四馬戰車替代，現在馬車上載的是象徵法國的雕像。 

 

註十三.《世界名畫全集八》，高敬忠著 ，光復書局，一九七九年， 頁九四。 

 

註十四.布雪是洛可可時期的代表畫家，也是新古典畫家大衛的遠親。 

 

註十五.布魯圖斯（Lucius Junius Brutus）是西元前六世紀羅馬共和國的第一任執

政官，布魯特斯的兒子因參與被罷黜的傲慢王（盧修斯‧塔克文‧蘇佩布，

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之圖謀復位，被布魯圖斯依法處死。 

註十六.人們對於大衛在畫中以裸體人物來描述主題內容提出質疑，他陳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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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古代的畫家、雕塑家、也經常用裸體來表現英雄和神，和一切他們

想歌頌的人，像米開蘭基羅、達芬奇、拉斐爾等。他們要表現的並不是一個哲

學家，他們只在人物的肩上加上一個披肩，他們真正要表現的是被畫人物的氣

質和特點。他們也不是在畫一個戰士，他們只在裸體戰士的身上加上頭盔，腰

挎寶劍，手持盾牌，腳著涼鞋，但一樣讓我們感到戰士英勇的精神和氣質。如

果要給人物增加一些美感，那麼只要給他披上一個披肩即可，……。」 

 

註十七.《西洋繪畫二○○○年》黃文捷等編譯，臺北市，錦繡出版社，一九九

九年，頁二七。 

 

註十八.拿破侖於一八○四年五月十八日在壯麗的聖克勞德城堡宣告作為法國皇

帝。 

 

註十九.前兩幅作品從畫的筆觸和暖色調的統整看出大衛的積極作畫。（第一幅

原作品保留在馬德里直到 1812 年。）以後的複製畫中，他的參與集中於畫中少

數幾個主要部分，其他重複的繪畫工作就轉交給工作室的高級學生助手，並要

求保留他的榮耀。根據法國藝術專家、收藏家喬治威爾頓斯坦(Georges 

Wildenstein)的說法，第三版（凡爾賽宮版）是完全由朗格洛伊斯(Jerome-Martin 

Langlois，一七七九—一八三八)畫製。 

 

註二十.拿破侖很欣賞這幅畫，曾對大衛說：「您發現了我，親愛的大衛，在晚

上我為國民們的幸福工作，而且白天的時候我為他們的榮耀工作。」（You have 

found me out, dear David, at night I work for my subjects’ happiness, and by day I 

work for their glory.） 

 

註二十一.溫泉關是一個易守難攻的狹窄通道，一邊是大海，另外一邊是陡峭的

山壁。這個村莊附近有熱湧泉而得到溫泉關（Thermopylae）的名字。 

 

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一世以其本國精兵三百人及七百名底比斯人和六千名希臘

各其他城邦的聯軍在溫泉關抵擋數量上遠遠超過他們的波斯軍隊長達三天。列

奧尼達的軍隊擋住了當時認為唯一能通往希臘的通道，但在第三天，一個希臘

當地的居民背叛希臘陣營，帶領波斯軍隊沿著山區的小徑繞到希臘聯軍的後

方，見此列奧尼達解散了希臘聯軍，留下三百名斯巴達精兵與七百名底比斯志

願軍。列奧尼達與眾人視死如歸，堅守自己的位置，奮力頑抗，同時保護其他

正在撤退中的希臘部隊，直至最後一口氣。 

列奧尼達率領的部隊在溫泉關勇猛的死戰，為雅典的海軍提供了寶貴的時間，

使雅典在接下來的海戰中能夠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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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紀念他們的英勇戰績，人們在一尊獅子狀紀念碑上鐫刻下這樣的銘文：「過

客啊，請帶話給斯巴達人，說我們踏實地履行了諾言，長眠在這裡」。 

 

 

卡魯塞爾凱旋門， 佩西葉和封登，1806-1808，巴黎。 

 

里沃利路的羅浮博物館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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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物語】歷史篇 IV 

 

威尼斯畫派 
周錦佩、鄭英男 

 

 
提香 - 聖母升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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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香 - 聖母升天圖中光的表現 

興起背景 

法國哲學家兼藝術史家丹納（Taine, H.A.，一八二八～一八九三年）曾經說過：

「藝術的風格受種族、時代和環境三要素的決定。」十六世紀，當「文藝復

興」運動在義大利其他地方逐漸衰弱時，威尼斯的文化藝術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與充分的發展，這種現象的產生不僅和威尼斯政治獨立穩定，遠離羅馬教廷控

制和未遭法國、西班牙等外國軍隊的蹂躪密切相關，也和商業的繁榮分不開。 

 

自十二世紀以來，威尼斯即是北義大利最大商業城市和國際貿易重鎮。十五世

紀上半葉起，威尼斯共和國甚至已控制了東西方之間的貿易，躍升為義大利境

內控有世界市場的經貿基地，也很快成為歐洲商業的中心。到了十六世紀，拜

獨特優越的地理位置之賜，威尼斯比義大利的其他城市，能有效地減輕地中海

航線沒落所造成的商貿危機，威尼斯的文化也穩健地進入鼎盛繁榮的時期。財

富快速且大量積累，使威尼斯的貴族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即使一般的市民，

也較其他義大利地區的人民富裕，這些社會經濟現象與歷史人文環境，造就出

極富特色的繪畫風格。 

 

威尼斯繪畫藝術自十五世紀後期風格已趨近成熟，到十六世紀達到鼎盛。藝術

家之間多有師承關係，雖然日後各自發展出不同特色。後人把這時期威尼斯地

區的藝術表現通稱為「威尼斯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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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奧喬尼-牧羊人的朝拜 The Adoration of the Shepherds - Giorgione - 1505 NG Wash DC 

代表畫家 

「威尼斯畫派」發軔於貝里尼（Jacopo Bellini）和維瓦利尼（Antonio Vivarini）

兩大畫師家族。其中以喬凡尼·貝里尼（Giovanni Bellini，一四三〇～一五一六

年）最具影響力。威尼斯真正的「文藝復興」就是始於一四六〇年貝里尼的繪

畫改革，至吉奧喬尼（Giorgione）和提香（Titien）時達到頂峰，後期大約結束

於一五九四年去世的威尼斯矯飾主義畫家汀托列多（Tintoretto）。期間更不乏一

些不出名但也十分有特色的畫家。 

 

作品特色 

1. 威尼斯畫家對色彩敏感，以用色豐富、飽滿著稱： 

 

雖然在藝術技法上吸收了佛羅倫斯畫派精確的「透視法」，但威尼斯畫家們更以

豐富的色彩變化與細緻的質感見長。這項特色的展現與貿易息息相關。因為十

六世紀的威尼斯是義大利往地中海進行絲織品、顏料、香料貿易的大門，許多

來自東方拜占庭藝術富麗的圖案，刺激了畫家們對色彩的想像力而成為靈感與

取材的來源。而進口的各種稀有顏料，更是藝術家們艷羨的作畫珍寶。據說拉

斐爾就曾派助手遠從羅馬到威尼斯來採購特殊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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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傍水的威尼斯特殊的地理環境，也有助於畫家對色彩的敏銳度。畫家們觀察

到從「環礁湖」發出的光輝所造成色彩的層次變化，因而學會把色彩當作塑造

形體的主要手段，而非輪廓性的線描勾勒。與此同時，從北歐尼德蘭（今荷

蘭、比利時、法國北部）發展成熟並傳來的油畫技術，其色彩的豐富變化和亮

麗表現更為威尼斯畫家們提供了發揮色彩天分的工具。於是，重色彩的威尼斯

畫派因而與重素描與造形的佛羅倫斯派分庭抗禮，各佔一席之地。這種對比性

的延伸和影響所及，成為日後西方的兩大繪畫路線的對立，如十七世紀的魯本

斯派與普桑派之爭，以及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的抗衡。 

 

 

2. 加入新素材——油畫技術： 

威尼斯的航海業十分發達，但因為威尼斯氣候潮濕，壁畫不易保存。而繪畫作

為一種向海外輸出的商品，必須想辦法突破傳統壁畫的缺失。十六世紀初，威

尼斯藝術家便開始用輕便的帆布取代木板作畫，加上尼德蘭傳來的油畫技術不

但色澤豐富細膩，還容易修改和保存，可說根本上解決了繪畫的運送、保存等

問題（註一），也為後世的畫布油畫模式奠定基礎。油畫媒材是由拿波里的畫家

梅西納（Antonello da Messina,1430-1479）於一四七五年傳至威尼斯（他曾至尼

德蘭，受教於 Van Eyck 兄弟之手下），他對油畫的使用和形的表達，對威尼斯地

區的畫家造成深刻的影響。一四七五年後，在畫布上創作油畫的風氣越來越普

遍，尤其出現在卡帕喬（Vittore Carpaccio；一四五五～一五二六年）和提香

（Titian）（一四八二～一五七六年）的作品裡。 

 

3. 文化藝術主要是為商人和權貴服務，繪畫題材豐富多樣： 

受到當時盛行的人文主義注重現世生活的影響，加上繪畫的贊助者或訂製者皆

是王公貴族，使得威尼斯的畫家即使繪製宗教題材的畫作，也帶著濃郁的世俗

化色彩，並喜歡借助神話故事來詮釋與描繪統治階級追求歡樂的豪華生活與宴

會場景，促成歷史畫及裸體畫的興起。宗教的訓誡意味減少了，代之以人間生

活的美滿想像力。 

 

威尼斯畫家筆下的聖母和天使，往往是一些穿著華麗、肌膚圓潤的上層貴族婦

女形象。這種傾向反映著威尼斯社會摒棄宗教的禁慾主義，充分顯示現世生活

的一切美好享受，以華麗的色彩來展現威尼斯的富庶、宏偉、華麗、奢侈及榮

耀，追求享樂的心理狀態。而此一心態在藝術上表現的相當突出，從而形成了

「威尼斯畫派」特有的繪畫風格。此外，由於他們對大自然充滿興趣，所以也

在其畫作中增添更多的風景描繪。「威尼斯畫派」繪畫題材豐富多樣，也為後代

的畫家提供繪畫主題的多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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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香-宙斯擄走歐羅巴，畫面用色大膽豐富 

4. 深受「新柏拉圖主義」（註二）的影響，藉由『光』來表現： 

如果說中國人認為「氣」是生命的本源（註三）；西方人則認為（註四）「光」

是整個世界秩序得以開展的動力與泉源。許多古老文化都將「光」等同於「神

明」（註五）。陽光普照大地，驅散陰暗，帶來生機，這些形象與特質，在中世

紀透過「新柏拉圖主義」，滲透到「基督教傳統」，也影響到「威尼斯畫派」對

美的詮釋——上帝是一種流溢全宇宙的光芒；是一種無所不在的至高能量；

「光」即真理，人類與萬物唯有浸潤於神聖之「光」中，方能得到向上的、正

確的指引與昇華，並「回歸」（reductio）到最初的光耀。繪畫除了比例、色彩

的運用，也需要有「光」：因為它豐富了色彩的變化，帶來層次、深度、生命力

與神聖的清晰感，讓畫面呈現一種整體協調的詩意寧靜之美，並創造出一種氣

氛莊嚴的「光感」，從中呈現出一種深具人文特質的獨特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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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 早期只有「濕壁畫」與「蛋彩畫」但均無法呈現光投射在物體上的色彩

層次變化，十五世紀後出現了「油畫」，可塑性多變的油彩是以色粉與亞麻仁油

（固著劑）、松節油（溶劑）調和而成。「油畫」具備便於混合暈染、調性豐

富、筆觸質感精緻細膩、色澤透明、容易保存、修改等優點。 

 

註二.「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是古希臘文化末期，最重要的哲學流

派。對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產生重大的影響。「新柏拉圖主義」最早誕生於

埃及的亞歷山大城，那裡一直是希臘哲學與東方神祕主義的交會地，最早的創

始者是第三世紀的學者阿摩尼阿斯．薩卡斯（AmmoniusSaccas），其學生普羅提

諾（Plotinus，二〇五～二七〇年）將之發揚光大，結合了拜占庭、阿拉伯與波

斯等東方哲學與詩作，賦予柏拉圖哲學嶄新的見解。 

 

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將心靈「存有」（Being）的高層世界當作是永恆不變

的，和肉體的感官變異（Becoming）成對比。柏拉圖的形式（Forms）或理念/

理型（Ideas），也就是永恆的絕對者（eternal absolutes）。對柏拉圖而言，普遍

概念要比個別事例（理型世界的模本）更真實。 

 

柏拉圖認為「靈魂」是單純不朽、無法分解的，有其生命力與自發性，也是唯

心（精神屬性）的、理性的，但卻有追求結合的慾望，因而墮落到地上，被圈

限於會腐朽的肉體中，注定要經過一個淨化的階段方能圓滿。較完美靈魂是清

明而有理性的，具備聰明（sofi,a）、勇敢（andrei,a）、克己（sofros,unh）和正

直（dikaiosu,nh）四種德行，會使較高的層次（修成開悟的那一面）駕馭指導

較低的層次（混沌未明白的部分），絕不聽任惡性為所欲為。由於物質世界是不

完善的，所以靈魂要設法從這種迷障中解脫出來，否則只有不斷的墮落，終至

萬劫不復，形神全毀。 

 

「新柏拉圖主義」受到柏拉圖的影響，演繹出一種獨特的「光照理論」，靈魂

（柏拉圖所提出的形式或理念/理型）受到「神聖之光」的照耀，物質與肉體則

處於光度較弱的黑暗世界。「神聖之光」是世間唯一的真實存在，是最高的理

性、是善、是上帝，是一股勃郁發散（流溢/emanation）的力量，當這股力量

充貫滿盈於宇宙時，會自然流溢而出，並逐級減弱下降，而產生不同層次的光

度，人間與世俗是「神聖之光」的退化或反射，常是混沌愚昧光度不足的，唯

有透過自身去接觸或體悟美與善（如：觀賞藝術與自然），甚至在重重考驗之

下，激發出某種人性底層的動人力量，學會犧牲與奉獻，不斷淨化與提升，方

能回返神聖之鄉。「新柏拉圖主義」認為：世界有兩極，一端是被稱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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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聖之「光」（天堂），另一端則是完全的黑暗（地獄）。但「新柏拉圖主義」

也相信，完全的黑暗並不存在，只是缺乏「光」的照耀而已，所以有人說對撒

旦而言，最大懲罰就是永遠失去了上帝，無法再見到永恆的光。 

 

「新柏拉圖主義」強調，世間一切事物（地獄除外）都浸潤在神聖之光中，最

接近上帝光芒的，是人類的靈魂，只有靈魂才能與神祕與偉大的真理感應交

融。正確的時空情境下（突發的醒悟），人甚至可以體驗到自己就是神聖之光的

一部分，進而出現一種回歸永恆（絕對的真、善、美）的衝動。 

 

註三. 南齊的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到《六法》之一：「氣韻，生動是也」。

以「生動」來詮釋「氣韻」，說明「天地氤氳」之中，萬物自有一股交流相感與

化和配接的生成存續與流動之象。藝術家將自身的「心領神會」，透過作品與無

限的自然生命與精神融合激盪，靈明灑脫，不受羈絆與天地元氣相往來——

「過者化，存者神」。 

 

註四.《舊約．創世紀》說：「第一天，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時候，曚昧混沌的

黑暗如波濤騰湧的深淵般籠罩著大地。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出現了

光。」 

 

註五. 閃族之神「巴爾」（Baal）、埃及的太陽神「拉」（Ra）、波斯祆教的善神

「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在古文化中均是以太陽或光作為化身或象徵

性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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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物語】歷史篇 V 

 

北方文藝復興 ── 繪畫篇 
王淑蕙 

 

 

范‧艾克《阿諾菲尼的婚禮》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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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文藝復興蓬勃發展的同時，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諸邦在藝術上也展

現了不同風貌的進展，對日後西方藝術成就也同樣功不可沒。 

 

北方文藝復興涵蓋德意志和尼德蘭地區（Netherlands 低地國）和法蘭德斯地區

（Flanders，包括目前的德國西部、比利時西部、荷蘭西南部和法國北部的一部

分）。時代上從十四世紀晚期至十六世紀末，較出色的畫家則來自德意志地區與

尼德蘭地區。 

 

北方地區在自然條件上不同於南方的義大利，氣候較冷、冬天漫長且酷寒，一

年四季難得見得到陽光，大半年的時間，人們得待在室內。加上地質貧瘠，物

資較不豐富，為了生存必須與大自然對抗，因此北方民族形成了樸素、踏實而

有耐心的性格，與南方意大利拉丁民族的樂天與活潑熱情截然不同。在繪畫表

現上，北方風格基本上較嚴肅、沈穩，對於畫面的細部總能不厭其煩的耐心處

理。風格上承襲了歌德式繪畫的精神，宗教性的主題佔絕大多數，「道德教化」

仍是繪畫的主要使命。 

 

 
商人喬治‧吉斯（Georg Giese）的肖像,小漢斯‧霍爾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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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紀時，歐洲幾個重要的公國和統治家族分散在各地，許多出色的藝術家

常常遊走於各宮廷之間，提供技藝的同時，也帶動了不同地區風格與審美觀的

交流與融合，形成歷史學家所稱的「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基本上，

這是一個融貫了精美手繪本的插圖、鮮艷的彩色玻璃，和不同民族雅緻品味等

因素的綜合表現，呈現出優雅、流暢、精細與寫實的風貌。林堡兄弟（Paul and 

Jeande Limbourg）為勃艮地公爵繪製了飾有月曆的祈禱書就是著名的例子。 

 

北方繪畫承傳了歌德藝術的國際風格，具備了對自然寫實及細膩描寫的特色，

然而在自然比例上不太講究，經常主觀強調主體，畫中人物的大小取決于他的

重要性。如揚．范．艾克的《教堂裏的聖母》（Madonna in the Church, 1430 年, 

Staatliche Museen, Berlin- Dahlem）中，聖母瑪利亞幾乎高達一層樓。此外，在

表現空間的透視法方面，早期尼德蘭繪畫純以視覺經驗結合熟練的手繪技巧來

建構空間；而義大利則發展出學術（數學）基礎的透視運用，以求更客觀而理

性的呈現。 

 

北與南的藝術雖然有著先天的相異性，然而在二者相遇交流之後卻互補不足，

相得益彰。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下，北方藝術家對透視、解剖、比例和造

形更為講究，使得寫實藝術更加為爐火純青；且在對外在形象逼真刻畫的同

時，也不忘呈現人物的內在性格。如霍爾班（Hans Holbein d. J.）風格樸實卻又

栩栩如生。 

 

 
《農民的婚禮》,1568 年,老彼得.布魯格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525 年－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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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畫家對文藝復興另一大貢獻在於油畫媒材的改良，特別是范．艾克兄弟研

發的油畫技術，使得繪畫在色澤的飽和度、光影的透明感與物體的細膩質感達

到前所未有的自然真實。這一技術使義大利畫家大為驚艷，競相採用，加上前

述的素描、造形、結構、比例和透視各方面的進步，使得繪畫的面貌更為豐

潤、逼真、完美，而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最終油畫取代了蛋彩、壁畫等，成

為日後西方繪畫的主流媒材。 

 

另外，十五世紀中德意志地區的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1400-1468）發

明了歐洲的活版印刷術，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思想的傳播起

到了關鍵的作用。北方藝術細膩寫實的特質，也藉由蝕刻版畫得以充分發揮和

流傳。 

 

在文藝復興這樣一個思想與藝術、技法與創意互相激蕩的時代，人才輩出，競

爭激烈。藝術家們在追求構思和技法的新知之時，自不輕易放過觀摩他人傑作

的機會。除了「臨摹」原作之外，版畫的流傳正好也能滿足了這一需求。也由

於版畫的傳遞，意大利藝術家們能大量的吸取北方藝術的優點，來豐富意大利

繪畫的内涵。例如達文西《蒙娜麗沙》的背景處理即受到早期尼德蘭風景繪畫

的影響。 

 

發源於義大利的人文主義也為北方畫家開拓新的思想領域。人們跳脫了中古世

紀以來絕對化的宗教觀，不再摒棄現世社會，以現世精神從新衡量人本身的價

值，人與神的關係，人與社會和自然的關係。萬物為神所造，包括人與自然也

在其中。人既是神依自己的形象造的，在藝術上對於人物、人體的表現必須更

莊嚴、準確而真實；對自然、風景的描繪也應重視。 

 

北方文藝復興繪畫中的背景，從單色平塗逐漸發展成遼闊悠遠的風景；深度甚

至更延伸遠達到天空，以至無窮遠的宇宙。原本作為畫面背景的風景最終被獨

立出來，成為正式的風景繪畫。如德意志國畫家阿爾多弗（Albrecht Altdorfer，

1480-1538 年）的許多作品中幾乎沒有人物，完全以神秘莫測的大自然風景為

主，等於宣告了風景畫的誕生。 

 

十六世紀時的荷蘭地區，不願再承受西班牙統治者的恣意肆虐，興起了類似獨

立運動的八十年戰爭。文藝復興後期的北方繪畫，也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出

現不少表現出紛擾不安或控訴現世的批判性繪畫，但仍多以詼諧諷刺的筆調做

隱喻式的描述；在尼德蘭地區甚至形成了寓意畫和風俗畫，如老布魯格爾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525 年－1569）的作品。也因為著眼於對現世生活

細節點滴的描繪，後來逐漸的派生出專門描繪靜物與花卉的畫種；如老布魯格

爾的次子楊．布魯格爾（Jan Bruegel，1568- 1625），就是以風景、花卉見長。 



64 
 

十五、十六世的紀歐洲處於劇烈變革的時代。航海事業的發達，刺激了沿海貿

易的活躍，豐富了社會物資，資產階級也隨之興起。而隨著神聖羅馬帝國逐漸

崩解，取代的各地的諸侯公國與貴族，成為實力堅強的藝術雇主。加上宗教改

革中新教崇尚簡樸，不支持教堂的藝術裝飾，宗教藝術在新教國家便逐漸讓位

給更接近世俗生活的風景、靜物和肖像畫了，而後者就在貴族和中產階層需求

下得以蓬勃發展，這是與義大利反宗教改革運動影響下堅持宗教題材的繪畫風

貌明顯區別之處。 

 

 
《貝里公爵的豪華時禱書》（或譯《貝里公爵豪華日課經》）之一月，為林堡兄弟（Paul and 

Jeande Limbourg）為勃艮地公爵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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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范‧艾克,《教堂裏的聖母》（Madonna in the Church）,14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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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根斯堡附近的多瑙河風景》,阿爾多弗（Albrecht Altdorfer,1480-1538 年）,1520 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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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ancholia 愁緒” 杜勒的銅版畫 

 

 

 

 



68 
 

 

【藝術物語】賞析篇 I 

 

波許 (Hieronymus Bosch) 的三折畫 

《乾草車》 
史多華 

 

 
波許《乾草車》三折畫全圖（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文藝復興北派畫家波許（Hieronymus Bosch，或譯波希）以善於表現地獄、妖魔

鬼怪為名，作品經常充滿了神秘和的怪誕想像。在早期，人們認為這些畫面只

是用來娛樂和嘩眾取寵，而把波許說成《煉金術士》和善於《創造妖怪》的

人。 

 

然而收藏波許作品的菲利普．艾爾認為他的作品教育意義大於娛樂意義。一位

十七世紀初的德國歷史學者描述波許作品中的神怪內容「恐怖多於趣味」。到了

二十世紀，學者確信波許的作品有更深的內涵，其來源和意義值得深入探討。

有的學者則將波許的藝術視為和達利同類型的超現實風格；另一些則認為波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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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中世紀神秘的宗教習俗。不論如何，波許在當時確實是風格最神奇怪誕

的畫家。 

 

波許的家鄉在赫托根波許（Hertogenbosch）, 一個安靜的荷蘭小城。其祖先在

十四世紀或十五世紀初從德國的 Aachen 到此定居，波許因地名而取其姓氏。關

於波希的生平記載不多，大都是從西元一四七四年的市政誌和聖母兄弟會的記

載得知。沒有任何記載日期可以考證他的學習過程和遊歷。據說他兄弟也是畫

家，所以推測他的繪畫技能可能來自於家傳。一四七九到一四八一年間他娶了

家境富裕的梅爾芬妮（Aleyt Goyaerts van den Meervenne）為妻；並在一四八六

-八七年加入了聖母兄弟會，且為其創造過許多宗教題材的作品。到一五一六年

死前，波許似乎一生沒有離開過家鄉。 

 

雖然歐美許多私人或美術館收藏的作品被認為是波許的手筆，但其中不乏臨摹

的仿作，只有約三十多件被確認為真跡；而這些作品也很難找出正確的日期作

編年的研究。 

 

在波許的作品中，描寫人類的原罪和墮落是他所擅長的題材。除了已經介紹過

的《享樂的花園》，《乾草車》也是一幅類似題材的三折式作品。 

 

屏風三折畫的左翼描寫的是天堂，上帝高高在上，大放光明，手中拿著象徵宇

宙的球體；其下畫面表現了幾個不同場景，分別是《創造夏娃》，《偷吃禁果》

和《逐出伊甸園》。這是早期西方繪畫常常出現的手法，把不同時間發生的事件

同時呈現在一個畫面內。 

 

《乾草車》的典故則來自於法蘭德斯的諺語﹕「世界是一輛載滿乾草的四輪

車，人人從中取草，能撈多少就撈多少。」波許借用了這個諺語來表現人類為

追求物欲而墮落。在此，乾草比喻人世間的名利和物欲是短暫、易腐敗而無價

值的；然而人們卻不擇手段地盲目追求。而這種對物欲的追求正好為所魔鬼利

用，帶引人走向罪惡的淵藪，甚至毀滅性的結局——地獄。 

 

中央的主畫面呈現了一輛滿載了乾草的大車，周圍的男男女女正拼命用各種工

具搶奪車上的乾草，不擇手段，甚至殺人害命。右前方一批教徒已取得了乾

草；正在分配收藏，並開始享受；在車子的後面，連教皇本人、皇帝和貴族們

都不顧身份地列隊緊跟。而人們卻渾然不知乾草車正由貪婪的鬼怪拉著，朝向

右方地獄前進。波許用尖刻諷刺的手法描寫人們的貪婪嘴臉，揭示出諺語的真

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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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夠擺脫物欲的誘惑呢？在草堆上，有一對戀人和幾個音樂家，對誘惑似乎

無動於衷。好像只有熱戀中的人和藝術家因為專注於自己的熱愛，而輕忽世俗

的紛擾。然而，在他們的右邊有一個長了翅膀的白色魔鬼，正用鼻子吹奏著笛

子；左邊則有一個天使正抬頭仰望著出現在雲霧中的耶穌；還有一個躲在樹後

的人，手持繫著一只象徵淫蕩的罐子的長棍在窺伺著。也許波許在暗示，人性

是不穩定的，即使暫時超脫了，周圍還是隨時有惡魔的威脅，欲望的誘惑，當

然也永遠都有神的慈悲呼喚。畫面上方的神看著無知犯罪的人們，表現出無奈

又著急的神情。 

 

如《享樂的花園》一樣，三折畫最右邊的部分呈現了地獄。同樣的背景暗紅色

天空襯托著災難氣氛；前方，一些罪人被鬼怪追逐、吞食；另一些人則被趕進

一座正在搭建的監獄高塔，上方有一個絞刑架。遠處的一個高塔上已有絞死的

尸體懸掛著，依稀可辨。 

 

顯然，波許並不是以畫神怪或地獄為樂，也不見得是什麼超現實主義。他以真

誠的心想告訴人們善惡有報的道理，勸誡世人重德行善，可謂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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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天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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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乾草車（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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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地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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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物語】賞析篇 II 

 

波許(Hieronymus Bosch)的 

《死神與守財奴》 
史多華 

 

波許 《死神和守財奴》（Death and the Miser ，Der Tod und der Geizhals）約 1490 年作，油畫

於木板，高 93，寬 31 公分，美國華盛頓國家畫廊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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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許（Hieronymus Bosch， 一四五〇至一五一六，或譯波希）是文藝復興時期

北方的尼德蘭（今荷蘭）畫家。雖然不像意大利藝術家那樣注重精準的人體結

構和美感，但是他的作品幾乎每一幅都充滿著想像趣味，並且蘊涵了深刻的人

生哲理。一四九零年的作品《死神和守財奴》就是一幅道德勸世的寓言畫。 

 

這幅作品原屬一套三聯畫中右翼面板內側的畫面，其它現存的部份還包括《愚

人船》（The Ship of Fools）、《貪食和情慾的寓言》（Allegory of Gluttony and 

Lust），和外部右側面板上的《旅行者》（或譯浪子回頭）（Wayfarer）。 

 

《死神與守財奴》屬於傳統宗教警言「memento mori（記得人終將一死）」的主

題，即以死亡的必然性提醒人世間無常，萬事皆空。這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北歐

十分熱衷的題材。作品很可能受十五世紀流行的《垂死的藝術》(Ars moriendi，

註一)畫本的影響，其目地是勸告人們在生命的最後超越物欲而選擇與神同在。 

 

 
死神與守財奴局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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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描寫一個終生追求財富財的人，臨死前仍放不下他的財寶，因而苟延殘

喘、不甘心死去。垂死的財主一生為錢財奮戰不休，而今他卸下了盔甲和武器

（在畫面的低處），只能裸著身子病懨懨地坐在床上。波許藉此告訴世人「來時

一身光，走時一身光」，物質財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道理。 

 

由於財富是爭奪而來，財主小心翼翼地將財寶囤積在自己床腳邊的櫃子裏。這

個守財奴在畫中出現兩次，除了病床上的瘦弱老人之外，另一次在床腳以平日

健康的狀態出現﹕他穿著樸素的衣服（由於吝惜金錢），正滿足地將幾枚錢幣放

到錢罐子裏。 

 

由於生平的貪婪，守財奴在垂死之際招引來了許多魔鬼和業障潛伏在病床的四

周；死神也狡猾地探頭進來，並邁入了一隻腳。守財奴大吃一驚，他還沒有準

備死去呀！這是生命的最後一場搏鬥，卻沒有了盔甲的防護。床邊的一個小鬼

提供他一袋金子，但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回生命和健康。床的上方，扒著另一個

妖怪充滿興趣地期待著結果。 

 

死神與守財奴局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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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故事的結局尚未定論。因為守財奴的身後有一個善良的守護天使，仰望著

左上方的耶穌像，而耶穌也似乎在召喚財主的神性，希望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能認清人世間財富的空虛，放下執著，回歸到神的世界。 

 

在波許的作品中也經常透露這樣的訊息﹕無論人幹了什麼蠢事，犯了什麼過

錯，慈悲的神都沒有放棄，還在等待著他們自己最後的覺醒。 

 

 

 
死神與守財奴局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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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物語】賞析篇 III 

 

霍爾班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使節》 
史多華 

 

 

 
西洋名畫賞析 霍爾班 《使節》 （The Ambassadors） 1533 年，油彩．橡木，高 207，寬

209.5 公分，英國倫敦國家畫廊收藏。（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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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漢斯・霍爾班(Hans HOLBEIN the Younger,或譯霍爾拜因，一四九七至一五四

三)生於德國的奧格斯堡，和兄長一起受教於父親老霍爾班（HOLBEIN, 

Ambrosius）的畫室。後來畫室關閉，霍爾班先後到巴索（Basle）、琉森

（Lucerne）去發展，一五二三年時他已經成為有名的肖像畫家，特別是為神學

家伊拉斯摩斯（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所作的三幅肖像畫使他享譽國

際。由於當時宗教改革引起動亂，他於一五二六年帶著伊拉斯摩斯的推薦信前

往英國，並進入摩亞爵士和沃翰主教的社交圈。在倫敦住了十八個月之後，霍

爾班回到德國，發現宗教紛爭更為惡化，甚至教堂中許多繪畫都被破壞，他只

好再回到倫敦。此時摩亞爵士已經失去權勢，他就為一些在英國的德國商人畫

畫。但是，他的名氣很快再度使他進入宮廷的社交圈。一五三三年，霍爾班受

法國駐英外交官瓊・德・丹特維爾所託，作了一幅真人大小的雙人肖像畫，使

他聲名大噪。原本不太欣賞他的英王亨利八世也意識到霍爾班可以令他名垂千

古，從此委託他製作大量的皇室肖像畫。 

 

 

西洋名畫賞析 霍爾班《使節》局部圖一 

 

這幅《使節》，也是霍爾班傳世最有名的作品。它不僅是肖像畫，也反映出了當

時的英法兩國的政治關係，宗教改革的背景，同時隱喻了值得玩味的人生哲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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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左邊站立的是衣著華麗的法國年輕貴族瓊・德・丹特維爾，奉法蘭西斯一

世之命到倫敦，在英王亨利八世身邊擔任使節。他右手握著短劍，金黃色劍鞘

上註明了他的年齡：二十九歲。右邊的神職人員的是法國拉沃地區（Lavaur）

的主教喬治・德・賽爾弗（Georges de Selve），也是一位出色的古典學者兼外交

官。主教肘下的書側也註明他的年齡：二十五歲。一五三三年，喬治到倫敦拜

訪丹特維爾，丹特維爾便請畫家霍爾班為他們的友誼留下了這永久的紀念。 

 

畫面經營顯然經過用心設計。兩個人物之間有一雙層木架，上面的陳設反映了

兩人的學問素養，也代表了四大學科：幾何、算學、天文、音樂。霍爾班在此

充分展現了他的寫實功力，從明暗、逼真的質感到對透視法的精準掌握；也藉

由這些靜物帶出豐富的寓意。 

 

 

西洋名畫賞析 霍爾班《使節》局部圖二 

 

 

畫面的結構若從左右來區分，學者認為兩人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屬性：左邊衣著

華麗的貴族屬於是塵俗的、物質的；右邊較簡樸的主教則代表出世的、精神信

仰的。兩人的名字分別註明在匕首與書本上，也象徵著代表「行動（Action）」

與「靜思(contemplation)」兩種宗教生活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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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上下來觀察，上層土耳其桌毯上羅列著星象儀（天球）、計時器和一些和航

海儀器等等。其中筒狀日晷儀標示了當時日期為四月十一日；另一個多角形日

晷則標示了一天中的兩個不同時間。這些靜物反映出宇宙和時間的抽象概念；

而木架下層的地球儀和夾著 T 型尺的算學著作、右邊的魯特琴與調音笛等等，

則反映著人世間的文化和知識技能。地球儀上表明著小小的 Policy 一字，點出

了畫中主人丹特維爾的來歷和家族城堡的所在，也是這幅作品未來的歸所。細

心的觀眾會注意到代表和諧的魯特琴斷了一根弦，應是畫家有意反映當時宗教

改革氣氛下，新教和教廷之間的決裂；也由於置於兩個身份不同的人物之間，

也可能代表世俗與天國，或學者與神職人員的衝突等等。總之是個耐人尋味的

神來之筆，暗喻了世事的脆弱與不穩定。 

 

 

西洋名畫賞析 霍爾班《使節》局部圖三 

 

這幅畫更引人入勝的特點還在畫面下方：即馬賽克地板中央湧現一個奇怪的狹

長形狀。正面看不出來是什麼，只有從左側斜下方或右上方以極為貼近畫面的

角度才能辨認出它的原形——骷髏頭骨，霍爾班以高明的變形手法隱藏了它

(註)。如此，從兩層靜物到骷髏，正好呈現出天宇、塵世、死亡三個境界。 

 

在西方自中世紀以來，骷髏一直是一個警惕世人的標誌。拉丁語中所謂

「Memento mori」——勿忘人終將一死。延伸的意義是：人生短暫、世事無

常，一切對物慾的追求與執著都是徒勞的一場空。 

 

那麼什麼才是永恆的呢？畫家的答案也藏在畫面的細節中。與骷髏斜角相對的

畫面左上方邊緣，有一個耶穌受難雕像；此外，魯特琴下有一本馬丁路德翻譯

的讚美詩集，上面的文字歷歷可讀：「聖靈來到我們靈魂中，當一切回歸塵土

時，基督的信念給予生命永恆的希望。」 只有對神的信仰，才能給予生命永恆

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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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中兩個學者外交官，雖然在青年時期已擁有了地位、財富、學問、名聲，

他們卻沒有志得意滿的神情，反而略帶感傷。或許是對人生早已了然，知道功

名利祿轉眼成空，人間一切都是有限的。他們的友誼也只有在藝術的見證下才

得以流傳後世。生命短暫，藝術長久，但真正不朽的還是神所執掌的永恆真

理。 

 

這幅畫還有另一層涵義。由於骷髏是隱藏的，只有從特定的角度才能看清，隱

喻了世事不能只看表面，要從不同的角度才能看清事物的真象。當觀眾從正面

欣賞作品時，被畫面的精緻與逼真所感動，認為表現的是現實景象，而下方的

骷髏只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幻影；可是當我們走到骷髏的角度看清它的形狀時，

骷髏成為現實，而原先華麗逼真的場景反而變成了虛幻。到底何者是真實，何

者是虛幻呢？它似乎藉此在說：常人總是迷於事物的表象，把虛幻當作現實，

把真象當作虛幻。 

 

這幅畫在被倫敦國家畫廊收藏之前，曾收藏在丹特維爾家族的波利西（Policy）

城堡中。據說它掛在樓梯旁邊的牆上，使得人上下樓梯時就能從斜角看到骷髏

的原貌；也有人說它掛在城堡入口玄關的正面牆上，人們一進門會先看到正面

的華麗肖像，但他們轉到右邊門時就會從側面角度驚奇地看到骷髏。 

 

這幅肖像畫的繪畫技巧純熟，兼顧了視覺寫實與豐富的寓意，可說是文藝復興

最富巧思的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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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有人認為這是畫家的一種簽名方式，以畫家名字 HOLBEIN 與 Holho Bein

（意為『空心骨』）極其近似之故。如巴哈在《賦格藝術》中的用他的名字

BACH 的四個音符的作為結束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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