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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此篇論文研究以恥感情緒作為創作手法的七位重要畫家庫爾培、馬內、

克林姆、羅特列克、畢卡索、馬格利特、以及培根，分析此一時期現象之因，

其發展形式為何，探討恥感圖像的延續脈絡與終極目標，以及對繪畫藝術史

進程有何獨特意義。對照特定創作圖像的恥感意識之源，與畫家人格與作品

之社會回饋，了解畫家所開創之藝術性影響。筆者以分析理論基礎、視覺與

美學理論、畫家專述三大部份的文獻資料，探索畫家重大生命事件與社會氛

圍，以研究西洋近現代繪畫史中獨特的發展時期，發現恥感圖像，為畫家逃

避現實的另類語法，恥感情緒於畫面的舒展，深深地影響了西方近現代繪

畫，並成為當代廣為接受的形式。 

此外，恥感圖像的意義遠遠超越現今世人的理解，它構成一種藝術家用

以昇華羞恥、執筆表達複雜人生的特殊圖型語言。然而恥感圖像所顯現之恥

感，並非真實之恥感，一如圖像並非即為真實，而是現實的再次呈現，以至

於重複的再現。恥感圖像或非純然為描繪淫穢下流的現實存有，而是體現了

諸如想像、壓抑、慾望、與顛倒夢想的奇異幻境與情色妄念。然而，足以確

信的是：任何一種源自於恥感情緒的圖像，所見皆為人類意識所創生，並以

獨立渠徑，或其它相互關聯的方式，在獨特的繪畫美學中顯現其存在，成為

文化與藝術史中砂磧涓滴的一部分。 

 

 

 

【關鍵字】：恥感、恥感情緒、恥感圖像、逃避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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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shame emotions as an important creative technique 

used by seven famous artists: Gustave Courbet, Édouard Manet, Gustav Klimt, 

Henri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 Pablo Picasso, 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 and Francis Bacon. The researcher aims to analyze the origin of this 

phenomenon in this period and the form of development of the shame images. 

The researcher also discusses the extensile sequence and ultimate goal of the 

shame images, and the special meanings to the process of the history of painting. 

By comparing the sources of the shame feelings of the specific creative images, 

realizing the social feedback of painters’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works, the 

researcher tries to understand artistic effects created by the artists. Moreover, the 

researcher explores the artists’ important life events and the social atmospher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learn the visual and aesthetic theories, painters’ 

documents, and this unique period of history of western modern art. And find 

that the shame image is the alternative linguist for artists to escape. Using the 

shame emotions to compose the picture had been influencing the western modern 

painting deeply, and becomes a popular art form contemporary.  

Furthermore, inner part of the shame images had deeper and more 

fascinating meanings and associations than we now realize. They made up a 

language of pattern used by artists to convey ideas about complex human life by 

the path of the sublimation of ashamed. The shame images show us the shame 

not the shame itself. Images are not the things shown but are representation 

thereof: re-representation. What shame images represent may otherwise not exist 

in the indecent reality and may instead be confined to the realm of imagination, 

depress, desire, dream, or sexual fantasy. And yet, of course, any image from the 

shame emotion exists as an object within the aesthetic of painting that it in one 

way or another engage, what we see is the produc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itself 

part and parcel of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rt. 

Keywords: Shame, Shame Emotion, Shame Image, Esc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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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恥感」是人類心理層面的道德情感與價值的自覺，由褻瀆倫理禁忌所

引起之自我譴責與貶低意識，無論此禁忌是文化上或是人倫上的，均能引起

強烈自我貶抑的知覺。恥感在現代心理學稱之為「情緒制裁」，「使人的行為

能符合社會的期望，以保證個人的社會化過程能獲得的價值體系。」1成為

一種個人為了融入社會群體而進行的制約機制。恥感作為一種自覺意識，是

主體對於違背道德原則，而被他者加以否定性評價所產生的愧疚不安，以至

於畏懼之心理體驗。 

恥感形成社會評價，呈現在他人面前所展現的另一層面之中，由於任何

個人都是生活在社會關係之中的主體，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必然遭遇到他人

的側目與社會的評價。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在《存

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中指出：「羞恥是對自我的羞恥，它承認我就

是別人注意和判斷著的那個對象。」2他人的存在與注視是主體與自我本身

的中介：由於向他人顯現主體內心因而產生恥感情緒。通過向他人顯現本

身，行為主體才能向一個對象作出判斷，並感到羞愧。美國社會學家本尼迪

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3認為：「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

人感到羞恥是因為當他被當眾嘲笑或遭到拒絕，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弄了。

無論哪一種，羞恥感都是一種有效的強制力量。但這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

要當事人感覺到有外人在場。」4有些人十分注意社會對自己行為的評價，

                                                 
1 韋政道主編，《中國哲學辭典大全》（台北：水牛出版社，1983），1461。 
2 尚．保羅．沙特（Jean-Paul Sartre）原著，陳宣良、杜小真譯，《存在與虛無》（L’ être  

et le néant）（台北：貓頭鷹，2000），271。 
3 魯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是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類學家，民族學家及詩人。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對羅馬尼亞、荷蘭、德國、泰國等國民族性的研究。 
4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223. 
 “ Shame is a reaction to other people’s criticism. A man is shamed either by being openly  

ridiculed and rejectedorby fantasying to himself that he has been made ridiculous. In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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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來的嘲笑和批評極為敏感，甚至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評也會被認為是對

他人格的侮辱。 

在繪畫藝術的領域裡，圖像的意義取決於觀者自身的經驗所衍生出之自

由聯想，因此我們可將圖像視為一種巧妙的文化載體：繪畫便是展現在眾人

面前的圖像，所謂恥感的圖像，意即令繪者或觀者產生羞恥感的畫面，也許

因為生理或心理的私密部份被圖像揭示，或感覺被圖像攻擊及羞辱，甚至繪

製或觀看圖像時的心態被周遭人揣測，害怕因而被周圍人所厭惡和被孤立。

此種輿論氛圍，使人感到周圍有著無形而又無限的制約，覺得背後有人以否

定價值議論著自己，甚至以自己的過錯或惡行在教育他者，讓他人引以為

戒，是為圖像引發這此種議論所製造之恥感壓力來源。然而，有些特立獨行

的藝術家反其道而行，操控人類對恥感圖像的特殊認知，不時挑戰禁忌以求

輿論的聚焦，靠著引起公憤、挑戰觀眾的恥感來傳達自己欲鼓吹的理念，或

單純藉以搏得名氣，甚至以攻擊他人作為極端目的。 

總和前述觀念，可為恥感圖像設定更明確的定義：「引起觀者恥感情緒

之圖像，即使觀者產生注視慾望，卻同時並存心理退卻意識的圖形。」以裸

像而言，其赤裸形式若已超越性興奮之心理情緒，轉而產生自我貶抑的約束

力量，甚至轉化成另一形式的憤怒，以制裁注視的慾望，即為裸體形式的恥

感圖像。 

藝術史學者克拉克（Kenneth Clark，1903～1983）認為「裸體」（naked）

和「裸像」（nude）有其區別： 

「裸體」意指被脫光了衣服，暗指大多數人會感到羞赧的狀態。而相

反地，被文雅使用的「裸像」一詞，絲毫沒有令人不舒服的意味。這

個詞彙給人的印象不是空無防護的畏縮身軀，而是平衡的、豐滿的、

自信的肉身－重新建構的肉身。5 

                                                                                                                                    
case it is a potent sanction. But it requires an audience or at least a man’s fantasy of an  
audience.” 

5 Kenneth Clark, The Nude: A Study in Ideal For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3. 

“ To be naked is to be deprived of our clothes, and the word implies some of the embarrassment 
most of us feel in that condition. The word ‘nude,’ on the other hand, carries, in educated usage, 
no uncomfortable overtone. The vague image it projects into the mind is not of huddl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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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像而言：「naked」即為引發恥感，使人感到羞赧的裸體形象；「nude」

則是追求崇高古典範式的裸體形象。 

以西方文化發展而言，古希臘文化對健美裸體神性的崇拜，開啟了以裸

身作為精神與藝術最高準則的地中海文明。哲人普羅塔哥拉斯(Protagoras，

BC481~BC411)名言「人是萬物的尺度」6揭櫫萬物之靈為世界存有之最高準

則，啟發藝術家探尋隱藏於人所能思考與負載的神聖比例，試圖於作品中完

整呈現由人體結構所揭示的精神幾何，與天神暗示於完美肉身比例的宇宙奧

祕。古希臘宗教哲學建立在「不朽的神性」與「必朽的肉身」等而齊觀的一

致性概念基石之上，宗教眾神為最美好的現世諸人，歌頌肉身即歌頌神性。

赤裸情色的恥感氛圍在黃金比例中切割至無限小，藝術品所展現暴露在外的

生殖器官，只不過是通往神性的各式圓周率與圓錐曲線所敘述的現象方程，

而非細胞生殖遺傳的傳播工具與倫理道德亟欲封鎖的淫慾載體。 

古希臘文化為羅馬帝國繼承保存於歐洲思想體系之中，直至日益擴張的

歐洲基督教將「原罪意識」定為人類墮落的原點，衍生宗教形式的「救贖概

念」，以大量恥感界線劃分道德定位，由酒神與太陽神轉移成耶穌基督嬗變

形成中世紀再也不見公然裸露的道德肉身之藝術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在上帝

之前羞愧遮掩自身的亞當與夏娃，被天使驅逐的原罪先祖形象。人的肉身界

定著背德原罪惡行，而非千年之前的黃金比例與人類作為萬物尺度的高度自

信，恥感意識挾道德尺度攀至黑暗時期歐洲文化藝術的高峰，直至文藝復興

前期馬薩其奧（Masaccio，約 1401～1428）的溼壁畫作品《逐出樂園》

（Expulsion de paradis，1425～1428）、波提切利（Sandro Botticelli，1444～

1510）的《維納斯的誕生》（Nascita` di Venere，La naissance de Vénus），與

多那太羅（Donatello，1386～1466）的雕刻作品《大衛像》（David）突破恥

感藩籬的驚蟄初試，無論藝術家描繪雕刻的是舊約聖經故事或希臘神話神

祇，人物形象皆以自然的裸身表現人原有的樣態，開啟了藝術與文化史上波

瀾壯闊的肉身回歸。 

                                                                                                                                    
defenseless body, but of a balanced, prosperous, and confident body：the body re-formed.＂ 

6 「人是萬物的尺度」為公元前 5 世纪古希臘哲學家普羅塔哥拉斯的著名哲學命题。最早

見於柏拉圖《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人是萬物的尺度，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度，

也是不存在的事物不存在的尺度。」意為：事物之存在對人而言具相對性，人的主觀感

覺主導了對事物的認知，此主觀感覺亦因人而異，而不存在真假差異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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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的壓抑與禁慾的束縛下，公然褒揚裸體之美的藝術家成為引領文

藝復興的旗手，驅逐亞當與夏娃的天使引領原罪的苗裔後嗣，進入一個新的

樂園，整個歐洲文明自中世紀過渡至文藝復興似乎是一陣來自希臘的春風掀

起了猶太文明的層層衣飾，觀者的腦海被重新置入地中海的文化氛圍，找回

人對於自身高度自信的「人本主義」，重新探索人類的精神與肉身本質，藉

希臘之繪筆刻刀再現了一個純粹獨立的「人」。此後雖然歐洲經歷了巴洛克

（Baroque）7與洛可可（Rococo）8時期之藝術風格洗禮，出現了一定數量的

裸體繪畫，但是畫家所描繪的肉身受時代觀念的箝制，依然附屬於巨大之宗

教體系之內。直至十八世紀啟蒙時代，哲人終於完全理解褫去宗教外衣的獨

立意志，漸以理性取代信仰。啟蒙運動引發了 1789 年之法國大革命，哲學

家建立了與教會相互對立的思想，堅信人類的理性能力與足以自主的經驗，

忘卻國家疆界與一切宗派主義。學者姚大志認為： 

啟蒙用理性取代了信仰，用批判精神取代了迷信，打破了基督教神學

一統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啟蒙哲學取代了神學佔據了「王者之尊」

的位置，哲學被認為能夠達到外部世界的終極實在和永恆真理，從而

被用來審視其他文化的部門（科學、政治、法律、道德、宗教和藝術

等）。9 

相較於古代安置在教堂或家中神龕裡、隱去了畫家的個人情緒、層層的金箔

與顏料堆砌膜拜的聖像，現代高懸於美術館與收藏家豪宅壁面的繪畫大師的

作品，似乎成為人類歷經宗教箝制的黑暗時期之後，刻錄畫家自身於現代樂

園中之生命事件，與映襯千萬人觀賞頂禮之後所隱藏的強烈背德意識的另一

種宗教聖像。 

由於本研究鎖定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後期，關於歷史上的「近代」

與「現代」時期之區分問題，據小稻義男主編之《新英和大詞典》將「modern 

                                                 
7  「巴洛克」指發生於歐洲 17 世紀以及 18 世紀上半葉(約 1600～1750），上接文藝復興(1452

～1600)，下承新古典時期、浪漫時期之繪畫、建築、與音樂的藝術風格。字彙源於葡

萄牙文「Barroco」，意指「變形珍珠」。 
8 「洛可可」指源於 18 世紀法國之華麗藝術風格，最初以反對宮廷繁文縟節形式之藝術而

興起。其字彙由法文 Rocaille（一種混合貝殼與石子之裝飾物）與義大利文 Barocco 組

合而成。 
9 姚大志，《現代之後》（北京：東方出版社，2000），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history」譯為「近代史」，10將「contemporary」譯為「現代の、当代の、現

代的な」，11可見此二種和製漢詞之「現代」原譯與「近代」極易混淆。又根

據劉祚昌等主編之《世界史》近代史上卷：世界近代史可分為兩大時期：第

一時期從 1640 年到 1870 年，第二時期從 1871 年到 1917 年。12由於本次研究

範圍為多為近代史第二時期，至現代時期的畫家，故以「近現代」一詞權之。

據此，筆者將題目定為「論恥感情緒對西方近現代繪畫之影響」，研究此一

時期，西方所出現影響後世深遠、以恥感情緒作為創作手法的繪畫藝術大

師，分析何以此一時期出現如此現象？其緣由為何？其發展形式為何？其延

續脈絡為何？其終極目標為何？以及對人類繪畫藝術史進程有何特定意

義？皆為值得探究之議題。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架構 

歐洲社會在人類由近代步入現代的過程中，扮演超越哲學家與規劃者的

對照實驗群組，今日習以為常的人際關係概念與哲學思想，皆定型於十九世

紀風雲變幻的歐洲。以巴黎為中心的文化群體凝結過熱的戰火，如雲的智者

挾睿智名言席捲長期政體更替不絕的舊大陸，為世界降下革新的春雨。研究

此一時期之文化史必然驚異於工業革命之後，人類遭逢前所未有之巨大生活

環境變遷所產生的適應能力，與隨之而來潛伏於次文化之中，獨立於傳統之

外，難以定名的心理關係樣態。哲人與藝術家於彼時如實地紀錄了人類從觀

念上的古代跨入近代至現代之層次變化，使後繼者依然能找尋對照時代的印

刻。其中，手執畫筆的藝術家，將自身投入於廣大卻又封閉的平面繪畫體系

之中。哲學家與社會學者、心理學者試圖解決人類跨入初步近代、現代被拋

擲於工業文明架構下所面對的問題，而藝術家卻讓作品內容直接與社會衝

突，讓觀者發覺自身似乎正步入某種完全不同於宗教氛圍的罪與褻瀆儀式

中，茫然不知應以何種方式面對畫面中混亂時代對視覺倫理井井有條的玷污

                                                 
10 小稻義男主編，《新英和大詞典》（東京：研究社，1980），1000。 
11 同上註，1362。 
12 劉祚昌等，《世界史》，近代史上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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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悔罪。奧地利哲學家施太格繆勒（Wolfgang Stegmüller，1923~1991）認為:

「和古代人以及中世紀的人相比較，現代人非常普遍地採取懷疑的立場。現

代人缺乏那種構成一切宗教基礎的、因而也構成形而上學基礎的天真虔誠態

度。」13近現代人自啟蒙時代以還，強調物質科學上的實證而懷疑曾經建立

其思想基礎的宗教思想，轉而尋求理智的意義，受之影響的藝術作品也如同

形而上學或任何一種信仰般逐漸失去固有道德約束。 

這樣的懷疑立場，即為現代人之所以為現代人，現代藝術之所以為現代

藝術的深層核心，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角度隨宗教壓力的減弱而呈現性別漸

趨對等的現象，無數研究者致力於將懷疑的立場指向僵化的兩性歧異，突破

長期以往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由於性別差異所結締的辯證僵局。以此為前提之

女性主義研究者已認知在科學知識的創生過程中，視覺隱喻的優勢主體性。

不少研究者指出在西方的科學及哲學傳統中，「觀看」與「知覺」已經變成

同義辭，眼睛成為心靈之隱喻。視覺已經被置於其它感官意識之上，改變了

知覺者與被知覺者之間的距離，使可見性的事物客觀化。哈爾丁（Jennifer 

Harding，1956~）認為：「視覺將人與真理連結在一起，同時也將人與肉身

分離」。14作為一種男性的認知方式，特別其觀看對象是女性相關的部份，

視覺的操作宛如控制身體時的某種審查監控機制。「『生物技術式的注視』

（biotechnical gaze）重構了不可視的空間，讓肉身如同在可以拆卸的無限細

小的馬賽克上，更易於理解與控制。」15這樣具懷疑立場的注視批判，為此

論文作為探討繪畫圖像研究方法的基本立場。 

以同樣的觀察角度審視繪畫美學，美學（aesthetic）為研究人類與現實

世界之審美關係，為與哲學(philosophy)、倫理學(ethic)、心理學(psychology)、

藝術理論(art theory)、乃至於自然科學(nature science)均具有密切關聯之社會

科學。自柏拉圖（Plato，428/427 BC ~ 348/347 BC）撰述《大希庇阿斯篇》

                                                 
13 施太格繆勒（Wolfgang Stegmüller）原著，王炳文等譯，《當代哲學主流》（Hauptströmmugen 

der Gegenwartsphilosophie）（北京：商務，2000），19。 
14 Jennifer Harding, Sex acts : practices of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1998）, 31.  
 “ vision connects us to truth as it distances us from the corporeal.” 
15 Ibid, 31. 
 “ …a biotechnical gaze restructures space to see the invisible, and makes the body intelligible,  

and controllable, on an infinitely small scale as a mosaic of detachable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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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pias, grater），對美學進行初步的研究之後，美學曾長期為哲學中之一

脈分枝，漸隨社會與科學發展，直至十八世紀，由德國哲學家包姆嘉頓

（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之研究將美學自哲學中脫胎

為獨立學科。美學與倫理學同為研究美與惡之分別，然而倫理學重視人類的

內在本質與相處的合理關係，美學則研究人的本質力量的感性顯現，建立審

美理想；美學與心理學亦同為研究人類心理，然而心理學研究一般的心理活

動，美學則研究審美的特殊心理活動。16繪畫作品與社會相互的發生影響與

制約作用，使群體意識發生變化，根源於繪畫作品本為社會傳達信息的符

號。因此，審美非封閉現象，而是社會性的複雜思維，研究繪畫美學即為研

究群體意識與繪畫之間的相互影響。 

在研究程序上，我們以啟蒙時代以後的歷史發展為脈絡，討論對藝術史

學之中以法國為主要具開創性關聯核心之重要歐洲畫家，舉其重要作品，作

四個面向之時代性風格論述： 

（一）探索畫家重大生命事件與社會氛圍。 

（二）對照特定創作圖像的恥感意識之源。 

（三）針對畫家人格與作品之社會回饋。 

（四）畫家所開創之藝術性影響。 

據此，本論文以時代為垂直軸心，四個研究面向為水平架構，將之區分

成十九世紀之「世紀末的原慾啟蒙」；二十世紀之「世紀初的華麗褻瀆與畸

形肉身」；以及二十世紀中期之「潛意識時代的自我遺棄者」三個主要章節，

探討工業革命後的社會心理學的圖像性發展，與新時代環境、新人造物所形

成之新象徵，以及宗教影響力日漸衰微的道德機制下，隨之而起的近代哲

學、心理學，如何成為新時代指導人類如何懷疑的另類制約，使恥感成為測

量人性恆常又善變的浮動之最終尺度。 

受限於筆者的研究能力與篇幅，僅選擇西洋近現代重要畫家中，企圖突

                                                 

16 參閱:劉叔成，《美學基本原理》（上海：上海人民，1999），12-13。以及蓋格爾（Moritz Geiger）
原著，霍桂桓譯，《藝術的意味》（Die Bedeutung der Kunst）(北京：華夏，19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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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道德約束，無論有意識或直觀的以造成觀者心理退卻的恥感裸體形象，即

非純粹訴求美感，而是罪惡的裸像，作為其創作生涯中某段特別時期的題

材，並以其先驅姿態而為同時代評論者非議，其後卻成為重要開創者的七位

重要畫家。茲將七位畫家之姓名、國籍、年代、選定主要原因、以及恥感議

題等列表如下: 

 

畫家 國籍 年代 選定主要原因 恥感議題 

庫爾培 法國 1819~ 

1877 

以古典技巧，直接描繪

女性外生殖器官，並於

公開場合展示，引起社

會強烈抨擊的畫家。 

無表情的私處外露 

馬內 法國 1832~ 

1883 

以古典技巧將具性暗示

的裸女畫在現實空間的

環境，並公開展示，引

起輿論撻伐的畫家。 

物化女性、冷靜的裸

體與環境三者的對

應關係 

克林姆 奧地利 1862~ 

1918 

強烈性意識的構圖與歌

頌男女歡愛的裸體圖

像，將恥感包裝於半隱

半現的金箔中。 

1. 性興奮的表情 

2. 精蟲及卵子的圖

像暗喻 

羅特列克 法國 1864~ 

1901 

赤裸描繪二十世紀初的

浮華現場，直接以妓院

作為裸體置入的場景。 

1. 畫家自身肉體殘

缺的恥感意識 

2. 妓院為樂園背景

的背德氛圍主題 

畢卡索 西班牙 1881~ 

1973 

影響現代美術最重要的

畫家。其作品引發世人

對創造力與社會觀感的

省思，尤其後期的作品

透露強烈官能與欲望的

自由表現，大膽呈現突

破恥感的神秘色界。 

男性性器官的亢奮

與衰弱 

 

馬格利特 比利時 1898~ 

1967 

將超現實主義獨特的錯

置構圖法，讓恥感如浪

漫的夢與逝去的情感決

裂。 

1. 疏離又具某種極

端氛圍的恥感情

緒 

2. 青年時期的心理

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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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 英國 1909~ 

1992 

脫離古典傳統技法，首

度以扭曲、血腥撞擊、

做愛、排泄中的人體表

現恥感的所有行為意識

的畫家。 

血腥、污穢、排泄、

罪惡化新陳代謝的

恥感肉身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將以學界關於相近主題之既有成果，彙整以主要參考資料區分

成「分析理論基礎」、「視覺與美學理論」、「畫家專述」三大部份之閱讀程序： 

（一）分析理論基礎： 

由於本次研究所探討為畫家重大生命事件與社會氛圍，因此特別重於精

神分析、身體與社會史之專論，如：安田一郎原著，黃式鴻翻譯之《精神分

析入門》（台北：東方，1969），與 Martha Wolfensteine 載於《孩童心理分析

研究》（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Glencoe, IL：Free Press.28, 1973）

中關於重大生命創傷理論之〈失親的印象〉（The image of the lost parent），

以獲得分析理論之學理基礎。繼以由閱讀 Jean Claude Bologne 之《法式裸露》

(Histoire de la pudeur, Paris: Hachette Littérature, 1986)，以及 Jean-Paul 

Kaufmann 原著，謝強、馬月翻譯之《女人的身體，男人的目光》（Corps de 

Femmes, Regards d’Hommes，台北：先覺，2002），以具體瞭解人類對身體

與社會如何形成相互關係與衝突的歷史。 

恥感情緒的分析牽涉哲學倫理學中之道德法則論述，因筆者並非哲學專

業，因此花了相當長的時間研讀道德法則與恥感理論，並經由業師阮若缺教

授的指引，閱讀相當艱澀的Georges Bataille之著作，如主旨於「惡」之研究

之《文學與惡》（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Paris: Gallimard, 1990），與他另一本

關於色情研究的作品《色情主義》（L'érotisme, Paris : Éditions de Minuit, 

1957）。Bataille的研究展現了西方長期以來，對人類心靈「黑盒子」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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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視，此種對「惡」的關注，幾乎是東西文化研究的最大差異。西方思想由

於宗教氛圍的薰陶，對心靈邪惡的關注，產生了超越東方人「性善」與「性

惡」迴避態度之外的直接剖析，因此對牽涉道德與文藝創作的論文書寫深具

提綱挈領之效。 

此外，在「性意識」的研究方面，由 Jennifer Harding 所著之《性的扮

演：陰／陽特質的實踐》（Sex acts : practices of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1998），與 Lynne Thornton 所著之《東

方風情畫中的女性》（La femme dans la peinture orientaliste, Paris：Acer Édition, 

1985），兩本著作皆為以兩性對等，或以女性圖像為研究客體之專著，有助

於深入了解西方意識之中，對性與兩性實質差異，以及以西方文化為本位，

觀看異國文化作為第二性的文化霸權思想，與衍生奇特的複製異文化場域，

作為潛在性意識發洩途徑的觀念。 

（二）視覺與美學理論： 

在研究「觀看者」心理狀態方面，由 John Berger 所著之《觀看之道》

（Ways of Seeing, London：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72），研究客

體與自體如何成為審美的可能，以及人類潛意識與社會文化對視覺藝術的影

響分析，對論文寫作而言，是相當重要之參考依據；而由 Linda Nochlin 所

著之《呈現女性》（Representing Women,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1999）

則對「被觀看者」之心理狀態與受制約的形式做了精闢的分析。 

（三）畫家專述部份： 

本篇論文所引之參考書籍，其研究之範圍大多橫跨藝術史、社會學、與

心理學。然就引證之部份，則特重文獻之精要部份，與學者之獨特見解。故

就畫家專述書籍，擷取行文之藝術史、社會學、與心理學分析，以為佐證： 

【一】藝術史部份： 

由閱讀當代藝術史大師 E. H. Gombrich 所著之《藝術史》(Histoire de 

l’Art, Paris: Flammarion, 1990) 與 H. W. Jansen 所著之《藝術史》(Histoir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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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t, Paris: Edition Cercle d’Art, 1991)，依時間順序選出庫爾培、馬內、克林

姆、羅特列克、畢卡索、馬格利特、培根等七位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對西方

美術史具決定性影響之畫家，以畫家之專著與傳記，研究其作品風格與重大

生命事件與社會之影響。 

  【二】社會學部分： 

由 Sylvain Amic 所編輯的《裸像：被背叛的傳統》（The Nude：Tradition 

Transgressed）以社會觀察的角度，紀錄十八至十九世紀巴黎藝壇的變遷細

節，並勾勒出畫家與社會相互交流的具體輪廓，對於考證該時代對裸體形象

的關鍵影響，是很具立場的參考佐證。由 T.J.Clark 所著之《現代生活之畫：

馬內與朋友筆下的巴黎》（The Paintings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則將寫作範圍規劃於城市史之中，以馬內與巴黎

為人與地中心描述現代藝術家筆下的契闊談讌，與繪畫逐步邁向現代的艱澀

醞釀過程。 

   【三】心理學部份： 

Gottfried Fliedl所著之《古斯塔夫‧克林姆》（Gustav Klimt），與Douglas 

Cooper所著之《亨利‧羅特列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以及A.M. 

Hammacher所著之《賀內‧馬格利特》（René Magritte）從心理分析角度分析

創作意識，並引證文獻中多樣的紀錄，其藝術史觀與心理學的書寫形式，對

本篇論文以創作意識與圖像分析，男女關係、女性圖像、身體與社會關係，

以及恥感道德意識之系統書寫有深刻影響。Dawn Ades與 Andrew Forge合著

的《法蘭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以及John Berger《畢卡索的成與敗》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則將父權的反抗心理與性意識於藝術創

作的衝擊，做了深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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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紀末的原慾啟蒙 

第一節    恥感繾捲的甦醒－  庫爾培 

人體是精妙的圖像載體，但在現實之中，源自後天教育而生成的恥感情

緒使極少人願意在大庭廣眾下公開袒露自己的身體。私密的肉身是令人羞恥

的意象，人們會將這些部分保護起來，築起道德的藩籬以使自身免於遭受外

界的評論。然而就近代哲學觀念而論，道德並非純粹之具文，它必須是一種

行為與對行為的一種詮釋及規範，而圖像無關乎道德，因為它並未構成行

為，它只是靜止不動的觀賞物。因此，當我們提到圖像藝術表現時，它應是

獨立於規範之外不受道德評論。然而，這樣的觀念是在人類歷史進程非常後

期才發展出來，並建立成明確價值的思考邏輯。歐洲早期基督教對女性刻板

的規範源於經典所紀錄的夏娃，因此長期以來女性一直被植入道德束縛，型

塑成誘惑者的圖式，道德反而成為繪畫圖像與觀者接觸的第一層顏料。文藝

復興時期雖然推崇人本思想，讓裸體的人類形象再登大雅之堂，然而，對裸

身的女性圖像依然延續前代的歧視觀感。布洛涅（Jean-Claude Bologne，

1956~）認為：「十八世紀時，文化上的去宗教化，肇使人們對裸女的看法越

來越理性化。」17但理性面對恥感標的物並非平順地朝向觀念的理性，雖然

十八世紀的歐洲歷經工業革命的洗禮，大量生產的效益使人類開啟了前所未

有的物質文明啟蒙。當時的歐洲已然是世界開放思想發展最迅速的地區，思

想界百家爭鳴，文化藝術受中產階級的興起蓬勃發展。但是經由一個世紀推

展的去宗教化觀念與開明的性別思想辯證，卻依然存在著極大的僵局。以繪

畫圖像為例：寫實主義大師庫爾培（Gustave Courbet，1819~1877）在十九

世紀歐洲被視為驚世駭俗的作品《酣睡》（Le sommeil）【圖1】以同性戀為

主題，描繪女同性戀歡愉後的疲態和繾捲，女體散發出淫佚的官能氣息與私

密氛圍。宣揚同性戀的作品極受當時衛道人士的排斥，然而卻被現代同性戀

                                                 
17 Jean-Claude Bologne , Histoire de la pudeur（Paris: Hachette Littérature, 1986）, 17. 
 “ La laïcization de la culture au XVIIIe siècle entraînera de plus en plus une rationalisation de la  

pudeur fémi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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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奉為「聖畫」。18庫爾培另外一幅《世界之源》（L’origine du monde）【圖2】

更以震撼當時的精緻筆調，直接寫實地描繪色情樣式的女性私處。當作品最

初被展覽的時候，畫面覆蓋著一件床單，觀者不得不像偷窺一樣將它掀開，

在私密的斗篷中注視更為靠近的女性下體。裁切式的構圖去除人物的身分暗

示，不具備最低限度的敘事可能，成為一個純粹被目光巡禮觀察的女性性

徵，讓觀者在公眾展場的隱密帷幕中對自身無可掩飾的性興奮產生一種無地

自容的羞恥感。庫爾培似狂徒般接連而來挑戰大眾視覺禁忌的恥感爆破作

品，反倒獲得了不少支持者的熱情回應： 

「我們熱烈的回應是沒止境的」，甘必大（Léon Gambetta）19告訴作

者兼喜劇作家的路多維·阿勒威（Ludovic Halévy）20，「它看起來是奇

妙傑作。庫爾培根本不把這當一回事，我們的熱情再度被揚起。」21 

同時，這幅遊走在臨界點的畫作也讓不少評論家面臨極大的挑戰： 

即使要求以小心謹慎的方式描述庫爾培的《世界之源》，並從各種女

性生殖器的同義詞中做艱難的選擇，多數評論家仍藏身灰色邊緣去敘

述這幅畫的主題，他們強調這幅畫是畫了一個胸與兩腿之間的裸女軀

體，十九世紀政治家甘必大在 1866 年首展時看到這幅畫時大嘆：『一

名赤裸婦女，沒腳也沒頭。』 比較勇敢精進的評論家和觀者則補充

這名婦女的腿是攤開的。 紐約時報評論家羅貝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描述這幅畫是『毫無裝飾的女性軀體以及其攤開大腿的特

寫』，史密斯還小心的加註它是『客觀重於情色』。」22  

                                                 
18 吳澤義，《西洋名畫家高爾培》（台北：藝術圖書，1999），113。 
19 萊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國共和派政治家。1879~1881 年擔任眾議

院議長，1881~1882 年被任命為法國總理。   
20 路多維·阿勒威（Ludovic Halévy，1834~1908）是法國作家和劇作家。 
21 Ludovic Halévy, Trois dîners avec Gambetta（Paris：Grasset, 1929）, 86-87. 
 “ There was no end to our enthusiastic reactions, Gambetta told Ludovic Halévy, the author and  

 vaudevilliste. It's marvelous-a masterpiece it seems. Courbet didn't bat an eye. We began  
enthusing again.” 

22 Francine Prose, “Behind the Green Veil: a Paean to Courbet's Origin of the World,” Modern 
Painters, v. 20 no. 4 (May 2008)：64-67.  

“ Even to describe Gustave Courbet's painting《The Origin of the World》 requires all manner of 
delicate andchallenging choices among various synonyms for the female genitalia. Most critics 
take refuge in describing the subject's borders. They write that the painting portrays a naked 
woman's body between the chest and the thighs or, in the words of the 19th century polit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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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件前無古人的大膽之作也掀起不少負面聲浪的指責，痛斥庫爾培此畫

有害社會良善的風氣，福樓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的遊伴，攝

影師兼作家居尚（Maxime du Champ，1882~1894）認為： 

掀起帷幕，任何人都很震驚地看見一個同女性實體大小的、奇特的、

痙攣的、引人注目的繪畫……但是由於令人難以置信的失察，畫家在

畫活生生的模特兒時忽略了畫出她的足、腳、腿、腹部、臀部、胸部、

手、胳膊、肩膀、脖子和頭。 有一個詞彙是人們能用來形容這類的

髒東西……，但是我不該在讀者面前把它說出來，它通常是在屠宰業

才會使用到的詞彙。23 

不少群眾們惱羞成怒，群起攻之，然而，到底庫爾培的意圖何在？弗朗辛‧

普羅斯（Francine Prose，1947~）曾評論： 

這幅作品極端寫實，它甚至比一個沒上柔焦鏡頭、沒有間接或失真的

理想化或醜化、也沒有霧化或美化之特效處理的女性裸體更為真實。

這幅畫被命名為世界之源一點都不令人意外。庫爾培向我們展示生孩

子的器官，也同樣向我們揭示我們何以延續生存物種的緣由。24 

庫爾培對繪畫上「真實」有著眾所皆知的執著，同時，他也藉著這幅畫去揭

發人性的真實面，他深知男性消費者和觀者在藝術委託交易中所扮演角色之

                                                                                                                                    
Leon Gambetta, who saw the painting in 1866, when it was first displayed, ‘a naked woman, 
with no feet and no head’. Braver or more exacting critics and viewers add that the woman's 
legs are spread. The New York Times critic Roberta Smith described the painting as ‘an 
unembellished close-up of a woman's torso and open thighs’ that, Smith was careful to add, is 
‘more clinical than erotic’.” 

23 Isabelle de Wavrin, “Ambroise Vollard: les recettes d'un marchand d'art de légende,” Beaux 
Arts Magazine no. 277 (Juillet 2007)：66-67. 

 “ Maxime du Champ, the writer, photographer, and traveling companion of Flaubert, wrote, 
‛Lifting the veil, one was stupefied to see a life-sized woman in frontal view extraordinarily, 
convulsively aroused, remarkably painted…But by some incredible oversight, the craftsman, 
who had copied his model from life, had omitted to show the feet, legs, thighs, belly, hips, 
bosom, hands, arms, shoulders, neck, and head. There is a word for people capable of this kind 
filth…but I shall not pronounce it for the reader, it being used only in butchering trade’.” 

24 Francine Prose, “Behind the Green Veil: a Paean to Courbet's Origin of the World,” Modern  
Painters, v. 20 no. 4 (May 2008)：67. 

 “ The work could hardly be more realistic, could hardly seem more real－that is, more like a  
real woman's body without soft focus, without the mediating or distorting lenses of idealization  
or disgust, without the aid of the airbrush or cosmetological intervention. It's no accident that  
the painting is called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Courbet is showing us nothing less than the  
apparatus of baby making, the reason why we continue to survive as a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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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如英國社會評論家伯格( John Berger，1926~)所言「歐洲的裸體油

畫中都沒有首要的主角；主角在畫的前方，也都推測為男性；所有的內容都

是為他而存在的」25，藝術家和觀賞的大眾都是男性，被描繪的女人是男性

凝視的對象，這些畫作的收藏家、贊助人大多是上流社會的男性達官顯貴，

也大多享有名望而為人敬重，「在歐洲的裸像藝術中，畫家、觀賞者、收藏

家通常都是男性，而畫作的對象往往是女性，這不平等的關係深植於我們的

文化中。」26然而庫爾培的《世界之源》跨越文化許可與禁制的兩端，所以

當收藏家貝衣（Khalil Bey，1831~1879）27將繪畫藝術懸掛在牆上作為財物

展現的同時，卻必須懸掛在家中廁所的布簾之後，28庫爾培藉這些畫作來諷

刺這些衣冠楚楚卻道貌岸然、虛情假意的上流人士，撕裂他們的一切道德偽

善，貶低到最原始的生理反應以及恥感情緒，讓他們最真實的面貌在觀畫時

全然顯露出來。 

普爾茲（John Pultz）以社會史的觀察角度認為： 

從法國大革命以降至第一帝國（1804～1815），男性身體主宰了人體

藝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與安格爾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的新古典主義藝術

（Neoclassical art），善於從古老的題材中使用輪廓鮮明、肌肉發

達的男性裸體。29 

但是在法國第二共和至第二帝國（1852～1870）時期，由於攝影術的發展，

以及越來越多中產階級的男性成為消費主流，許多具色情意味的女性裸體照

片，以隱晦的管道流通於淫窺者的秘藏之中，另有一部分由藝術家攝製的優

                                                 
25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London: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72）, 54.  
 “ In the average European oil painting of the nude the principal protagonist is never painted. He  

is the spectator in front of the picture and he is presumed to be a man.” 
26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London: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72）, 63.  
 “ In the art－form of the European nude the painters and spectator－owners were usually men  

and the persons treated as objects usually women. This unequal relationship is so deeply  
embedded I our culture…” 

27 哈利勒貝（1831～1879），埃及人，是奧斯曼帝國的外交官和藝術收藏家。 
28 “The Nude：Tradition Transgressed ” in Gustave Courbet, by Sylvain Amic et al（Ostfildern： 

Hatje Cantz, 2008）, 381. 
29 約翰‧普爾茲（John Pultz）原著，李文吉譯，《攝影與人體》（Photography and the Body），

（台北：遠流，20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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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裸照，成為畫家秘而不宣的構圖利器。 

攝影術的發展，間接使一部分的畫家將研究對象從堅實的形象因素轉向

柔和，同時也包含原本就存在於新古典時期的色情因素。「法國畫家（特別

是庫爾貝[培]）將色情藝術的焦點從男性轉移到女性身上，豐腴、飽滿、母

性的身體---相對於新古典主義中緊繃的男性身體。」30色情的光學影像讓畫

家更清晰的認知現象，認知由攝影術瞬間靜止的赤裸肉身是多麼強烈的意念

載體，足以使「畫面」成為性幻想的介質，並且以更為掩飾的方式接近私密

的窺視。這樣的窺視感同樣也影響了畫家筆下的裸身，使她們的丰姿越來越

脫離崇高的古典，轉而以間接的影像，直窺私密。而公開展示的繪畫作品，

成為驚擾私密幻想的現實醜聞。 

 

第二節    連接原始與現代的標的物 

庫爾培的《世界之源》也掀起了藝術界在「恥毛」這個議題上的爭論，

普羅斯提到這方面的問題： 

……談到《世界之源》幾乎不可能不去提及模特兒的恥毛，它是以忠

於真實及不浪漫的方式繪成，像她的陰戶和陰蒂的描述，在藝術中幾

近獨一無二的……庫爾培的繪畫是少數傑作之中同樣有邊緣作用

的，31偉大的藝術同樣都很少論及性和政治，雖然顯而易見的，論及

這兩個主題的的天才之作是存在的。畫作何以性感迷人 (同樣對男人

和女人而言)及無可取代，其實和它的主題相關：庫爾培的天賦是做

一個能把所見、所繪的事物，融合他顯著影響力及喜好的畫家。32 

                                                 
30 約翰‧普爾茲（John Pultz）原著，李文吉譯，《攝影與人體》（Photography and the Body），

（台北：遠流，2005），53。 
31 高等脊椎動物中樞神經系統中由古皮層、舊皮層演化成的大腦組織以及和這些組織有密

切聯繫的神經結構和核團的總稱。邊緣系統所包括的大腦部位相當廣泛。邊緣系統的主

要部分環繞大腦兩半球內側形成一個閉合的環，故此得名。邊緣系統內部互相連接與神

經系統其他部分也有廣泛的聯繫，它參與感覺、內臟活動的調節並與情緒、行為、學習

和記憶等心理活動密切相關。 
32 Francine Prose, “Behind the Green Veil: a Paean to Courbet's Origin of the World,” Modern 

Painters, v. 20 no. 4 (May 2008)：67. 
“ …it's nearly impossible to discus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without mentioning th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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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畫作中，聖母的頭髮是垂披在身上的，但是為了去除關於性方面

的聯想，後來畫作中的聖母，頭髮多包覆起來。無獨有偶，伊斯蘭教教國家

也約束女性必須將頭髮及面容覆蓋在層層包裹的面紗下，在《東方情調繪畫

中的女性》（La femme dans la peinture orientaliste）一書中提到： 

罩在臉上的面紗並非宗教義務，《可蘭經》（Le Coran）囑咐女信徒

除了她們的丈夫及近親，必須對其他男性遮掩……以避免挑起性慾。

戴面紗漸成社會習俗，是恥感及美德的象徵，也意味由孩童過渡至成

熟女人的階段。33  

直到近年來才受到流行情色文藝承認的恥毛，過去一直心照不宣的禁止出現

在裸女畫作上，因為它暗示某種觸覺的實體。在後第二帝國的年代裡，公然

提及女性性慾的事物都被視為猥褻，非延續子孫之性享受是男性的專利，34

因此，如恥毛這類顯示活躍女性情慾的事物皆被迫除去。伯格也提出過他的

看法：「歐洲傳統中，習慣不描畫女性的體毛。毛髮涉及性能力與激情。唯 

有減弱女人的性激情，才能令觀賞者感到他獨佔她的激情。」 

 

第三節    十九世紀的私密場景－馬內 

馬內 (Édouard Manet，1832~1883）的《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圖 3】被學界認為是繪畫觀念跨越現代風格的重要關鍵。圖中所描

                                                                                                                                    
pubic hair, which is painted with a fidelity to truth and a lack of romanticization that, like the 
depiction of her vulva and clitoris, is nearly unique in great art…. Courbet's painting is among 
the few masterpieces that have that same limbic effect, great art about sex being almost as rare 
as great art about politics, though obviously works of genius on both topics exist. What makes 
the painting sexy (to both men and women) is the same thing that, along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makes it so unique: Courbet's gifts as a painter operating combination with his obvious 
affection and fondness for what he's seeing and painting.” 

33 Lynne Thornton, La femme dans la peinture orientaliste（Paris:Acer Édition, 1985）, 54. 
   “ Se voiler le visage n’était pas une obligation religieuse：le Coran enjoint les croyantes de 

cacher … à tout homme autre que leur mari ou leurs parents proches, pour éviter de susciter 
son désir. Peu à peu, se voiler devint une institution sociale, un signe de pudeur et de vertu, la 
marque de la transition entre l’enfance et l’âge de femme.” 

34 Carol Mann, Modiglian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51. 
 “ In the post-Second Empire age, any public reference to the female libido was considered  

obscene: sexual enjoyment, when not an accidental byproduct of perpetuating the species, was  
a male p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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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的就是當時普遍流行的戶外野餐場景，但他對人物服飾的處理和構思上是

不合時宜的，甚至是荒謬的，而令人詫異的是這些人物在現實中確有其人。

35 雖然馬內明顯借鑑於古典名畫的構圖36，但是他將裸體放在一個真實的場

景中，觀眾好似在幽靜的森林裡漫步，突然闖進了一個私人聚會，發現聚會

的女主角一絲不掛的坐在兩個衣冠楚楚的紳士旁邊。兩個男士並不在意裸體

女士的存在，而她似乎也沒有參與到紳士們的聊天當中，她扭過頭托著下

巴，似笑非笑的盯著闖入者，讓人感覺不到真實意圖。馬內以蒙太奇的手法

將柏拉圖式的饗宴（Symposium）混入這些中產男性的意淫之中，似乎畫面

中的裸體女性只是森林餐會幻想出來的虛構人物，以赤身的裸女相伴好掩飾

空間的過度靜謐。 

即使拿現在的生活和審美觀點來看，兩個身著整齊套裝的男士與兩個裸

體女人在戶外活動也是尷尬的，無可置疑的傷風敗俗，更何況是在十九世紀

中葉的法國，人們對繪畫普遍的審美理想仍然停留在文藝復興時代的藝術

觀，藝術所透露的是抒情詩般的審美情趣，題材離不開古希臘神話和歷史掌

故，必須有借助神話或宗教故事，畫中人物必須是神靈或天使才有赤身裸體

的通行證。因此，當馬內把他的作品帶到展覽會時，理所當然地受到拒絕和

謾罵，他被看作是愚蠢滑稽的可恥之人，《草地上的午餐》也被人們視為玩

笑的嘩眾取寵之作，拿破崙三世甚至指責這幅畫冒犯了公認的莊重合宜的尺

度。37蒙謝列特（Charles Monselet）在《費加洛》報以「邱比特先生」（M. de 

Cupidon）的署名寫了下列的文字：「馬內先生是哥雅（Francisco Goya，

1746~1828）及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追隨者，他已

                                                 
35 參閱 Paul Hayes Tucker, Manet’s Le déjeuner sur l’herbe（New York：Cambridge, 1998）, 24.  
  這兩個男性也是可辨識身份的：右邊那一位是依據馬內的兩個哥哥尤金及古斯塔夫，而

畫中央那一位是依據荷蘭雕刻家菲迪南．利恩霍夫，他也是馬內未來妻子蘇珊娜．利恩

霍夫的兄長。 
“ The two male figures are also identifiable: the one on the right is based on Manet’s two 
brothers , Eugene and Gustave, and the one in the center on the Dutch sculptor Ferdinnand 
Leenhoff , brother of Manet’s future wife Suzanne Leenhoff.” 

36 馬內的作品顯示了他受古代藝術大師的影響，如提香（Titian）的《田園音樂會》（Fête 
champêtre），畫中有兩個身著整齊的男子兩個裸體女子，《田園音樂會》收集在巴黎羅浮

宮，因此很有可能被馬內研究，見【圖 4】。 
37 參閱 Edouard Manet , Manet（Paris : Celiv, 1988）, 4. 
 “ … avec ta toile de grand format Le déjeuner sur l’herbe, que l’Empereur lui-même déclara  
  ‘indécente’.” 
「……對他大開數的《草地上的午餐》，拿破崙三世表示是『猥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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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讓中產階級人士感到厭惡」，38 看到一個坐著的裸女（可以辨識她是

個模特兒，而非一個女神）陪伴著兩個衣著整齊的藝術系學生，使傳統主義

者受到極度驚嚇。自此，馬內的名字，從畫室到最平常的客廳，出現在每個

巴黎人的嘴邊。 

無獨有偶，馬內於兩年後展出的《奧林匹亞》（Olympia）【圖 5】，最

終推動馬內成為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分水嶺，並成為二十世紀最有挑戰意義

的作品之一。這幅當時被認為驚世駭俗的經典之作，立即轟動了整個巴黎。

依據巴茲爾（Edmond Bazire，1846 ~1892）的紀錄： 

木棍及雨傘在這個剛睡醒的美人面前揮動，武備無法驅散聚集的人

群，政府當局非常驚恐，於是派了兩個佩戴黃金穗帶的隨從在旁值

班。即使如此，仍不足以解決問題！當再次展覽時，他們將她令人厭

惡的裸體擺到高處，如此一來，憤怒的示威者及目光都不會注意到

她。39 

有將近 50 多位評論家對這幅畫進行了批評，例如藝術史學家兼藝評家

克拉克（T. J. Clark，1943~）的趣味評論:「竇加在 1870 年說到他（馬內）

和夾酸栗果醬的餅乾一樣有名」、「從未有一張畫可以激起如此的嘲笑、譏

諷和噓聲」40或是另一種較嚴肅的說法：「所有藝術界先輩畫的裸像多少都

                                                 
38 Pierre Courthion, Edouard Manet（New York : Harry N. Abrams, 1984）, 74. 
“ In Le Figaro of May 24, Charles Monselet, signing himself ‘M. de Cupidon’, wrote as  

follows：‘M. Manet is a disciple of Goya and Braudelaire. He has already succeeded in  
disgusting the bourgeois’.” 此外，參考讓‧保羅‧考夫曼（Jean-Paul Kaufmann）原著，謝 
強、馬月譯，《女人的身體，男人的目光》（Corps de Femmes, Regards d’Hommes.）（台 
北：先覺，2002），160。考夫曼對此論述：「當馬內在一八六三年以一幅『草地上的午 
餐』引起譁然時，並不是因為她表現裸體的程度（許多古典畫作更有過之），而是因為 
他表現裸體的新環境（日常生活的方式），使得觀眾失去了視而不見的坐標。」足見中 
產階級對空間意識的根深蒂固之道德觀感與反應至裸身存在的荒謬結合，是馬內亟欲顛 
覆的意識圍牆，從成效來看，馬內以畫筆成功的完成了融合破壞與建設的美感革命。 

39 Pierre Courthion, Edouard Manet（New York : Harry N. Abrams, 1984）, 76. 
“ Edmond Bazire tells us that ‘sticks and umbrellas were brandished in the face of this  

awakening beauty. Crowds formed which the army could not disperse. The authorities were so  
alarmed that they set two attendants in gold braid to mount guard over her. But even that was  
not enough! When as usual the exhibition was rearranged, they placed her offending nakedness  
so high that neither demonstrations of anger nor the eye could reach her’.” 

40 Francis Frascina et al, Modern Art and Modernism : a critical anthology（London：Sage, 1982）, 
259. 

“ Degas in 1870 's said Manet was as famous as Garibaldi.”、“ Never has a painting excited  
such laughter, mockery and catc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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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化了，而這個未修飾的真實裸女的視線激起了來自各方的辱罵。」41  

克拉克甚至直指畫中女子是在花街柳巷賣身的女子。而《成人日報》（Le 

Grand Journal）、《宇宙箴言報》（Moniteur Universel）及《時代日報》(Le Siècle）

也輪番批評： 

奧林匹亞，像隻雌性的大猩猩，被黑暗包著。這穿橡皮衣的怪物，在

床上裝模作樣，全身一絲不掛……。42 

膚色暗濁，一無是處的模特兒。43 

這個紅頭髮的女人是醜陋的極至表現；臉孔愚蠢，膚如死屍……我們

愕然於她的眼神。44 

如克拉克所言，「奧林匹亞」的名稱就好似巴黎高級妓院中妓女時興的曖昧

藝名。45大量妓女的存在已是當時法國社會的普遍現象，妓女是在官方合法

註冊登記並且納稅。此幅畫作面中描繪的裸體斜倚在床上的女子，予人感覺

                                                 
41 Edouard Manet , Manet（Paris : Celiv, 1988）, 5. 

“ Tous les nus de ses prédécesseurs était plus ou moins idéalisés; la vue de cette nudité réelle 
suscita des insultes de tous côtés.” 

42 T. J. Clark, The Paintings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5）, 132. 

 “ This Olympia, a sort of female gorilla, a grotesque in India rubber outlined in black, apes on a  
bed, in a state of complete nudity…” 

43 Robert Rey, Manet（Paris : Flammarion, 1977）, 54. 
 “ Le ton des chairs est sale, le modèle nul.”（Théophile Gautier, Moniteur universel, 24 juin）」 
44 Robert Rey, Manet（Paris : Flammarion, 1977）, 54. 
 “ Cette brune rousse est d’une laideur accomplie; sa face est stupide, sa peau cadavérique…nous 

saisit le regard et nous stupéfie.”（Félix Deriège, Le Siècle, 2 juin） 
Pierre Courthion, Edouard Manet（New York : Harry N. Abrams, 1984）, 76. 
事實上，根據馬內寫信給波特萊爾的信件，馬內直言：「我遭受到一陣羞辱。」（I am being 
subjected to a hail of insults.）可見馬內非常在意外界的批評，他並非對此革命性的事件胸

有成竹，他並不完全知道他正在創造歷史。 
45 筆者在此銘謝阮若缺師針對此觀點之提醒。 
  （1）「奧林匹亞」（Olympia）是希臘南部平原的一個城市，是希臘神話的發源地，也是

眾神的故鄉，然而馬內的《奧林匹亞》，畫的並不是神話中的女神，而是把娼妓以

女神般的姿勢畫出來諷刺，強烈表達一種顛覆舊傳統，迎向新時代的精神。 
  （2）在畫中扮演「奧林匹亞」（Olympia）是名為莫涵（Victorine Meurent）的畫模。參

考 Edouard Manet, Manet（Paris : Celiv, 1988）, 4. 
“ …Victorine Meurent, le modèle préféré du maître jusqu’en 1875 ; c’est encore elle que 
nous voyons dans Olympia.” 

「……人們又發現莫涵（Victorine Meurent）這個直到 1875 年都為大師偏愛的模特

兒，在《奧林匹亞》中我們一樣看到她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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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看穿人性的妓女，她的手非常顯眼的放在處於構圖中心的私密之處，身

上沒有一絲遮蓋物，卻穿著充滿性暗示的高跟鞋，46戴著閃亮的手鐲與頸

飾。她的腳邊是一隻拱著背、閃著幽綠眼睛的黑貓。在西方傳統文化中，黑

貓不是寵物，而是某種邪惡魔法與罪惡的象徵，黑貓高舉勃起的尾巴就朝著

在床上搔首弄姿的女人，令觀者產生十分曖昧的聯想。旁邊的黑人女僕捧著

一束似乎是恩客剛剛送來的耀眼的鮮花。根據索恩頓（Lynne Thornton）對

繪畫中不同種族膚色的女體所提出的文化見解：  

……大部分十九世紀的女性閨房畫中將切爾克斯人以牛奶白的色調

呈現，而他們的僕人是非裔黑人是十分合乎情理的【圖 6-9】，在 1865

年的沙龍展中，馬內的《奧林匹亞》掀起的議論的因素，與其說是畫

面中兩個女人的膚色，還不如說是在當時歐洲的文化背景下呈現裸體

奧林匹亞的行為。即使無疑的，東方情調的畫家單純因審美因素而喜

歡這種對比，他們也仍率先投入這方面的社會歷史評論上。47 

黑人奴僕與雪白肌膚的裸女使男性中產階級的觀畫者引發了性慾與權力慾

望，似乎在畫幅之內退縮的黑色與膨脹的白色代表了控制的力量與安全的

性，在靜謐的空間內，觀畫者窺視了自身的雙重意識，或是心理上得慾求不

滿（Frustration），投射在畫幅中的黑人奴僕及雪白肌膚的裸女，像是黑色

的男性荷爾蒙（Androgène）與白色的女性荷爾蒙（Oestrogène）在完美的型

範（Imago）中，滿足了男性觀者的英雄空想與色情妄想，黑人不只服侍了

雪白肌膚的女主人，也理所當然的服侍了觀者自身現實上不能滿足的權利

慾。48如果說《草地上的午餐》所挑戰的是時人對於女體裸像的心理認同, 那

                                                 
46《奧林匹亞》中的女子穿著鞋斜臥於床上，而且不是拖鞋，她的左腳上掛著的是一隻高跟 

鞋，另一隻鞋躺在身邊。藝術家明白告訴觀眾，她剛輕褪羅衫，她可能在等待先送花來 
的客人。 

47 Lynne Thornton, La femme dans la peinture orientaliste（Paris:Acer Édition, 1985）, 54. 
“ …un grand des femmes de harem montré dans ces tableaux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étaient 
sensées représenter des Circassiennes au teint de lait, et leurs servants des Afrcaines noires. Le 
scandale causé par l’Olympia d’Edouard Manet au Salon 1986 n’était pas tant dû à la 
différence de couleur des deux femmes qu’au fait de représenter Olympia une dans un contexte 
européen contemporain. Bien qu’il soit hors de doute que les Orientalistes aient aimé ce 
contraste pour des raisons purement esthétiques, ils se livraient avant tout à un commentaire 
social et historique.” 

48 關於膚色與階級的問題，對照畢卡索的變形畫，其中亦有故意由白人服侍黑人奧林匹亞，

如【圖 10】，其諷刺寓意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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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奧林匹亞》則是對當時裸女像與妓女心理定義的雙重顛覆，因為作為妓

女，極易挑戰以男性為支配地位的價值觀念，從而撕裂一切道德偽善，回歸

純粹的生理供求關係。因此，關於妓女的文字及圖像表述中必須弱化其性表

徵，強化其優雅而順從之從屬地位，以加強作品道德感的外在顯現。然而畫

中主人翁的臉卻直盯著觀者，她不含怯意地瞪視似乎拒絕人把她只當做一種

性慾的對象。在她身上，觀眾們看不到他們喜歡的那種優雅柔美而又充滿誘

惑的裸體以及置身於古典神話中的場景，他們看到的是不知羞恥的妓女徹底

的摧毀了觀眾的傳統審美心理。觀者好像突然闖進她私有的房間，但她卻肆

意的攫掠觀看者的目光並且加以玩弄、嘲諷與挑逗，男人都會感到一種被侵

犯與手足無措複雜情緒。她在主動的注視觀者，極其曖昧的引誘意圖詆毀其

肉身者，她已經從傳統的被動關係中擺脫出來，觀眾在雙目對視中感到驚慌

失措並且下意識的躲避，無法接受自己想像中的性意識對象是一個在巴黎隨

處可見的大膽妓女，更不希望自己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一個妓女這樣明目張膽

的引誘，哪怕是畫中虛擬的幻象，這都令他們感到萬分羞恥，波特萊爾曾提

及： 

所有中產階級的傻子老是不停的提到傷風敗俗、敗德、藝術的及其蠢

事的道德，這讓我想到一個值五法郎的妓女維勒蒂尤（Louvre 

Villedieu），有一次她陪我去她從未到過的羅浮宮，一進到裡頭後她

竟開始臉紅並用手遮著臉，每隔一會兒便扯我的袖子，在不朽的雕像

及畫作前問我人們怎麼能公開陳列這些無恥的東西。49 

公開靜態的展示赤裸肉身使注視的人無處可逃，陷入莫名的羞恥情緒之中，

似乎自己日常的交媾行為是合目的性的隱遁，而無生命的畫作與雕像召喚強

烈的恥感認知反倒使妓女道德崇高了起來，心靈昇華如純真處子。克拉克認

為：「評論家說它是無恥的，肢體屈曲的，下流的，並且被塑造的像隻蟾蜍，

他們不隱晦的玩弄了各種各樣的辭意，而在此時，他們正握著自己的生殖

                                                 
49 Edouard Manet, Manet（Paris : Celiv, 1988）, 5. 
 “ Seule lucidité ‘géniale’ de Beaudelaire avait su saisir le sens profond de ces réactions：‘Tous 

les imbéciles de Bourgeoisie qui prononcent sans cesse les mots：immoral, immoralité, 
moralité dans l’art et d’autres bêtises, me font penser à Louvre Villedieu, putain à cinq francs 
qui, m’accompagnant une fois au Louvre où elle n’était jamais allée, se mit à rougir, à se 
couvrir le visage et, me tirant à chaque instant par la manche, me demandait devant les statues 
et les tableaux immortels comment on pouvait étaler publiquement de pareilles indéc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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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50真實情形是更令人困窘，當自命清高的藝評家及收藏家抨擊這個身

份卑賤的妓女時，卻掩飾不住他們身體的反應，畫中的女主人翁的雙眼似乎

也看穿了他們虛偽的浮動道德。無論是生理或心理的私密部份被圖像揭示，

或感覺被圖像攻擊及羞辱，甚至觀看圖像時的心態被周遭人揣測，馬內以赤

裸妓女之圖像引發這此種議論，製造之恥感壓力來源，在輿論的壓力中孤立

的畫家正悄然以恥感營造開創時代的英雄氛圍，以作為藝術的先知與旗手之

絕佳宣教方丈與競技戰場。恥感情緒成為新時代藝術密教的入門儀式，鼓吹

的理念突破禁忌以求輿論的聚焦，使觀者自身的經驗由觀畫過程中昇華，社

會與歷史由此而邁入新時代的辯證。 

 

第四節    羞辱的注視 

探究馬內的作品被非議與責難的原因前，必須瞭解法國十九世紀中期對

於女性、裸體、裸像等女性意象之概念。伯格曾指出:「女性以男性的角度

觀察自身。因此，她把自己變作觀察對象──而且是一個將自身視為一幅景

觀的特殊視覺對象。」51觀看與被觀看不只決定了男性與女性的關係，同時

也決定了女性和女性自身的關係。舊時代男性是主體，女性則是被觀看的對

象。因此，這就要求女性的外在特徵必須要符合男性的心理需求與觀賞習

慣。同樣，繪畫作品中的女性也必須符合這一要求，尤其在裸體女性的展示

上，必然有男性充滿精力的凝視，這便如十五世紀時佛羅倫斯的女性側面畫

像如「文化展示」般，將畫中女模特兒的「眼睛朝向側面，使臉部能夠被仔

細打量」，她們是被男性中心的社會當作地位及財產的交換的象徵，52 如文

                                                 
50 T. J. Clark, The Paintings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5）, 135. 
 “ When the critics said it was shameless, flexed, in a state of contraction, dirty, and shaped like a 

toad, they toyed with various meanings, none of them obscure. The genitals are in the hand.” 
51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London: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72）, 47. 
 “ The surveyor of woman in herself is male：the surveyed female. Thus she turns herself into an  

object－and most particularly an object of vision：a sight.” 
52 參考諾瑪‧布羅德、瑪麗．葛拉德（Norma Broude、Garrard Mary D.）編，謝鴻鈞等譯，

《女性主義與藝術歷史Ⅰ》（The Expanding discourse feminism and art history）（台北：

遠流，19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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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復興時期的畫家烏切羅（Paolo Uccello，1397~1476）及波拉幼奧羅（Antonio 

Pollaiolo，1432~1498）的女性半身圖【圖 11】53充分展現了此時期人像構圖

的通則。由著名女權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的經

濟一元論婦女觀點分析女性相對弱勢之處境，54並且身不由己的逐漸順從於

男性的支配地位，結果培養了她們獨特的社會氣質。55她們將自己一分為二

作為換取這個社會氣質的代價。女人不斷的在注視自己，幾乎無時不與自己

的個人形象連結在一起，她必須注意自己與自己的行為，因為她給別人的印

象，特別是給男性的印象，將會成為別人評判她一生的關鍵。別人對她的印

象，取代了她原有的自我感覺，如同伯格認為女性善於將自身意象一分為二

乃肇因於「一位女士必須經常注意自身儀容，時刻與自身形象為伴」56的特

殊壓力之下。時刻處在男性的注視中使得女性一方面成為內在於自己的「觀

察者」，觀察自己的舉止外表在男性的眼中是否有魅力；另一方面使得女性

外在成為在於社會的「被觀察者」，即被處於社會主導地位的男性所觀察。

建立層層由恥感機制包裹的觀察點，以完整呈現合於社會觀感的馴化外在形

象。 

然而馬內所處的時代，西方世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物質文化飛

速發展，生活方式劇烈變化。從十七世紀以來，隨著沙龍在法國的興起，宮

廷女性教育程度普遍提高，對文化、社會甚至政治的影響日甚一日。詩人、

藝術家、社會批評家是特殊且敏感的人群，在日新月異的變化中首先察覺到

女性角色的潛在變換，前幾個世紀藝術作為主要題材的聖潔聖母，將要讓位

給「危險女人的原型」、「世紀末的社會象徵」、放蕩不羈的莎樂美（Salomé）。

                                                 
53 註引自翁格羅‧德‧福洛等（Anglo De Flore et. al.）原著，顧維周譯，《巨匠美術週 

刊：烏切羅》（台北：錦繡，1996），20。 
「烏切羅按照當時流行的風格來繪製……勾勒側面的線條乾淨俐落，尤其她的一頭金黃 
色秀髮更是纖細而幾乎絲絲可見，柔軟光亮又帶著透明感……《女性側身像》是文藝復 
興肖像畫中最著名的典型作品。婦女的臉型輪廓，充滿典雅、細緻的線條，勾勒出她莊 
重的神態，而華貴的頭髮及頸間事物則襯托出她的高貴風度。」 

54 在父系社會裡男性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掌握著社會生產資源使其社會地位明顯高過女 
性，並且在很大程度上對女性有著支配作用。 

55 Griselda Pollock and Rozsika Parker 的《The Mistresses》一書中便描述了社會對女性量身

的「女性氣質」特徵（如脆弱、悲觀、優雅、情緒化等），實際上是建立在有利男性的

社會認知和兩性的對立，以描繪中產階級的特色。 
56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London: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72）, 46. 
  “ But this has been at the cost of a woman’s self being split into two. A woman must  

continually watch herself. She is almost continually accompanied by her own image of  
he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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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十九世紀的西方人來說，莎樂美是一種以各種面目出現的象徵符號，她昭

示女性社會角色的變化與內心莫名的憂慮。布洛涅認為： 

十九世紀的恥感觀念只是承自古典主義時期的觀念的翻版或延伸。我

們發現，在此一時期的沐浴，有裸體的也有穿袍子的，既可以在浴盆

裡也可以在公共場所接待客人。道德觀浮動不定，同樣一件事卻有不

同的詮釋。並非革命本身承擔了決定性關鍵，而是革命把中產階級推

上了浪頭，他們的生活方式引領了時尚浪潮。57 

在浴盆中接待客人的貴婦，與宮中裸舞的莎樂美，皆象徵女性成為關注的核

心，成為私密空間擴展至公共環境的被窺伺者。蘊釀中的革命反應在馬內的

畫作中，傳統繪畫蘊含的欣賞者與擁有者，以及男性「觀察者」與女性「被

觀察者」的關係被馬內徹底推翻。女性裸體不再完全作為其他兩者（欣賞者

與畫作擁有者）的最終指向目標，她附帶了「觀察者」的地位。而處於傳統

「觀察者」意義上的畫面中男性角色與畫面前的觀眾被驅趕到可有可無的狀

態，另一方卻轉變成了一種被觀察的「觀察者」狀態。於是畫面就在同時並

存的目光對峙中產生了矛盾與對抗，誠如學者雷（Robert Rey，1888~1964）

所形容：「《奧林匹亞》像死屍般令我害怕，我感到她妖術般的逼真目光重

壓在我身上。」58。觀眾們一會兒覺得自己是欣賞者，一會兒又覺得自己被

戲謔輕佻的盯著，他們感覺不到傳統中那種觀看裸體畫擁有的愉悅心情，對

這麼一個讓自己看得渾身不自在的作品感到矛盾，尤其在馬內的畫中，觀者

面對的是一個恥感由此而生的卑賤妓女。 

如同前述以恥感作為攻擊武器的激進藝術家，馬內正是希望通過他的畫

作引起輿論的攻訐對立，進而突顯隱藏在社會背景下的「觀察者」與「被觀

                                                 
57 Jean-Claude Bologne , Histoire de la pudeur（Paris: Hachette Littérature, 1986）, 54. 
 “ …le XIXe siècle n’a fait que reprendre et développer les conceptions de la pudeur héritées  

des siècles classiques. On y retrouve aussi bien les bains nus que ceux en chemise, les  
réceptions dans la baignoire que les établissements publics. Les mentalités pourtant se sont  
retournées comme un gant ; les mêmes anecdotes appellent une autre interprétation. Ce n’est  
pas la Révolution en soi qui a porté le coup décisif, mais elle a mis à la mode des  
comportements jusqu’alors confinés dans les milieux bourgeois.” 

58 Robert Rey, Manet（Paris : Flammarion, 1977）, 54. 
 “ Olympia m’effrayait comme une morte et, pourtant, je sentais peser sur moi le maléfice de  

son regard terriblement vivant.” 從圖像色澤來看，馬內處理奧林匹亞膚色的質感似乎過 
於偏向冷調，違反了學院派暖色調肉身的用色技法，也許使雷認為這樣的色澤接近令人 
畏懼的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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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的不平等關係，顛覆這一積澱已久的傳統。他的《草地上的午餐》及

《奧林比亞》能夠看到女人們掌控她們自己的身體，她們不是某些極具侵略

性慾望的客體。她沒有將自己展現給男性觀者，她瓦解了傳統的預期，自信

地看著男性的凝視，她不是如往例地專心於其他事的或是被理想化的呈現她

屬於真實自身的慾望。更進一步說，她的姿勢是預期使人敵對的，馬內藉著

她去挑戰他的觀眾，強迫十九世紀的男性視野，去面對奧林比亞挑釁的身體

姿勢和手勢以及她妓女的身份。某種意義上，這兩幅畫的歷史意義與其說是

建立在藝術技巧上，不如說是立基在藝術家所表現的勇敢精神上，這兩件作

品可說是一種象徵，一個畫家敢於挑戰傳統審美眼光的精神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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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紀初的華麗褻瀆與畸形肉身 

      第一節    華麗的世紀初歡場祭典－克林姆 

    維也納畫家克林姆（Gustav Klimt，1862～1918）畫作中的女性身形與

五官修長纖細，腰肢如水蛇一般扭動，並竭力展示誘惑，她們妖豔而華麗，

卻又抑鬱而冷酷。通過克林姆筆下的女性形象的描繪，不難看出女性在克林

姆眼中是美豔絕世、曲線玲瓏、充滿著情慾和性誘惑，眼神縹緲而輕蔑如女

妖化身，她們彷彿視世界為草芥而拒人於千里之外，沉浸於自我感受之中。 

克林姆畫了幾百張躺臥在長椅和床上的全裸或半裸的女人的素描習作，邀請 

式地在觀者面前展現她們的身體。鉛筆或蠟筆線條描繪的是探索和愛撫，或 

像繪畫這個舉動本身就是前戲和性交的一部分。這些女人完全是性對象：克 

林姆是只約略畫出她們的臉孔，但卻強調描繪其他部分，頭髮和私處都被誇 

張了，以成為觀者注視的焦點。裁切頭部以及沒有背景前縮法59構圖，都是 

意圖使觀者將注意力集中在性官能的表現手法。她們的衣服不是用來掩體， 

而是為了以襯托手法彰顯肉身的暴露和表現出構圖與筆調的戲劇性。這些素 

描中的女人幾乎像夢一般讓人無法辨識，一如弗洛伊德的精神分析中解析是 

從夢的畫面顯示開始，再進入潛在的內容。克林姆「竭力使用潛在的性象徵 

去詮釋他的視覺世界中外顯的色情。」60裸體女性們的存在只為了引起男性 

觀者的慾望【圖 12-17】。弗里德．弗里德爾（Gottfried Fliedl）認為：「克林 

姆特的女人多半是裸露的、肉慾的，她們緊閉或者半張著眼睛，她們為觀者 

展現性感。」61神情恍惚迷離，目光只與自己的身體交流，觀者成為窺伺者， 

走在一條通往女性身體祕密的單向街上： 

                                                 
59 前缩法是繪畫中的名詞，透視法的一種。在描繪人體或者物體時稍加調整，使服從於欣 

賞的需要。例如躺卧的人體照片，離鏡頭最近處的部分（如脚）看起來特别大，距離鏡 
頭遠處的部分（如頭）又顯得非常小。 

60 Gustav Klimt , Tout l'œuvre peint de Klimt , introduction par René Passeron , documentation     
par Sergio Coradeschi（Paris : Flammarion, 1983）, 14 

“ Klimt travaillait à traduire l’érotisme manifeste de sa vision du monde en un symbolisme 
sexuel latent.” 

61 Gottfried Fliedl, trans. by Hugh Beyer, Gustav Klimt（Köln：Taschen, 1997）, 199. 
“ The eyes of these women are mostly cast down or closed. Their sexuality is meant to be 

look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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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許多色情圖片是十分尖銳地對著男性觀者，克林姆為他的模特兒安

排一些姿勢去展示她們的身體，對於某些裸像，他採取非常近距離的

視線並加以極度的透視法，使身體的某些部位被強調出來或讓女子露

出局部身體，藝術家的設計是為了強調畫中捕捉到的色情及性的成

份。62 

除了這些素描習作，《黛娜》（Danae）【圖 18】圖像中的金黃精液之溪在她

張開的雙腿間流過時，她似乎正甜蜜地酣睡著。儘管克林姆的作品經過古典

引喻和寓言的堂皇偽裝，很多畫作還是相當令人震驚。他的《莉達》（Leda）

【圖 19】是跪著往前靠過去，那天鵝陽具式的頭正在愛撫她的背，顯然企

圖從後方滑入她體內。他的《水蛇 II》（Les serpents d’eau II）【圖 20 右】當

然不是半人半蛇的美女或任何其他傳說及神話裡的女妖，而是在表達大部分

男性對於窺視一對女同性戀愛侶，她們正因高潮而狂喜的扭曲半裸軀體的幻

想。 

克林姆總是有兩三個模特兒任他差遣，弗里德爾也曾提到克林姆對模特

兒的態度：他靠著能自行組合的眼睛，去創造來源自眾多模特兒的理想外

型，這些模特兒因她們身體的屬性，她們的動作、姿態及身體局部。對克林

姆來說，「模特兒不算是個人，充其量只能稱作可供藝術用途的人體模型。」

63當她們不用工作時，就光著身子或穿著內衣在畫室裡閒晃。克林姆心血來

潮時就會停止作畫，找其中一位模特兒親熱來刺激動力，這些女人是他創作

的靈感來源，經常也變成愛人，但是彼此之間並不存在任何承諾。似乎在畫

中諸多妖嬈女體存留著彼時模特兒特殊的關係紀錄，煙行媚視的姿態吐露輕

柔的腐敗氣息，那是畫家不願正視，或早已了然於胸的肉身結構，恰若事物

剎那生滅，瞬息萬變，無論情感、肉身存有、乃至於靈魂，在永無休止的變

                                                 
62 Gottfried Fliedl, trans. by Hugh Beyer, Gustav Klimt（Köln：Taschen, 1997）, 191. 
 “ Many of these erotic drawings are quite bluntly aimed at a male viewer. Klimt often arranged 

models in postures where they were exposing or offering themselves. For some nudes he chose 
an extremely closed-up view together with an equally extreme perspective so that certain parts 
of the body were particularly stressed or the women appeared fragmented－an artistic device 
to emphasize and enhance the erotic and sexual element of the moment captured in the 
drawing.” 

63 Gottfried Fliedl, trans. by Hugh Beyer, Gustav Klimt（Köln：Taschen, 1997）, 196-197. 
“ … For Klimt, models were not real people but merely physical shapes that could be utilized 

arti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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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滅中，美好與腐朽皆嬌艷如花，一如法國詩人波特萊爾鉅作〈惡之華〉

（Les fleurs du mal）64： 

吾愛，你是否記得那美好的夏日清晨  

我倆所見之物：在小徑彎處，一具潰渙的屍身 

橫臥碎石之路  

兩腿裸裎，像縱淫蕩婦  

灼熱且流出毒汁液  

以無所謂的可恥態度  

暴露充滿惡臭的腰腹。65 

 

當時一般認為藝術家的模特兒只比娼妓好一點，當然他們大部分都景況不佳

又很窮困，但克林姆有時會對他的員工大發慈悲。據說他曾負擔一位模特兒

父親的喪葬費用，還為另一個差點被房東趕出去的模特兒付房租。然而，通

常他付給她們的錢很少；他剝削她們，只把他們當成肉身模型，從克林姆對

模特兒的私密描述就可看出他的態度，他曾說：「模特兒的『屁股』比她們

的臉還顯得睿智聰慧的多。」66這段看似淫穢的書信內容提供了他對真實藝

術觀的具體線索，他的話透露了自己重視肉身每一部份的重點，而非只在乎

臉部的美感。克林姆提升一般人視為羞恥部位的位階至於臉部的審美主體

性，甚至超越了純粹肖像畫形式臉部的傳統繪畫價值。 

克林姆也有不少以男女交歡為主題的露骨畫作【圖 21-22】，而事實上他

                                                 
64《惡之華》是法國詩人波特萊爾於 1857 年出版的詩集，在一百多首詩中出現許多愛情與

縱慾的主題以及病態的肉慾詞語，他甚至因此被冠上妨害風化的罪名。女人如酒、鴉片、

麻煙一樣能令他沉淪，正呼應克林姆對女性的態度，故筆者在此章節之標題援引波特萊

爾千古之作《惡之華》。 
65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I（Paris：Gallimard,1976）, 31-32.  

Rappelez-vous l'objet que nous vîmes, mon âme, 
Ce beau matin d'été si doux: 
Au détour d'un sentier une charogne infâme 
Sur un lit semé de cailloux, 
Les jambes en l'air, comme une femme lubrique, 
Brûlante et suant les poisons, 
Ouvrait d'une façon nonchalante et cynique 
Son ventre plein d'exhalaisons. 

66 錄於克林姆致艾德伯格書信（Letter to Rudolf Eitelberger）轉錄自 Gottfried Fliedl, trans. by 
Hugh Beyer, Gustav Klimt（Köln：Taschen, 1997）, 197. 

“ His words that a model’s posterior is often more beautiful and intelligent than her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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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需求也很大，他自己的一幅漫畫 【圖 23】 就提供此一有趣的證據。

這幅畫把他的臉畫得像顆牛頭，身體第一眼看上去像隻鳥，但仔細一看會發

現那是一個女人的臀部或一對睪丸，67 這幅畫象徵著強烈的性慾，而她的

女人也是一個接著一個。克林姆愛玩女人及性癖好特殊已是眾所皆知，他從

不給他所愛的女人諾言。68藝術家漢斯．泰特茲（Hans Tietze，1880~1954）

在 1919 年出版了一篇文章，她描述這位藝術家的個性深受矛盾之苦，泰特

茲認為克林姆非常需要愛情，女性身軀的魅惑魔力讓他難以自制，但是他拒

絕這種滿足：「……那種性愛神經衰弱症的顫抖充滿了最痛苦的經驗。克林

姆不敢負起歡樂後的責任。」69  

在《古斯塔夫．克林姆與艾蜜莉．佛洛吉》(Gustav Klimt Und Emilie Flöge)

一書中，費雪（Wolfgang Georg Fischer，1933~）講述克林姆與女人間的關

係，他把克林姆看作當時維也納中產階級男性的典型範例，他們同時有著幾

種不同的謹慎生活。即使表面上看來是值得敬重和信賴。克林姆其實還過著

一種隱祕的生活。當他和艾蜜莉（Emilie Flöge，1874~1952）70與她的家人

                                                 
67 Frank Whitford, Klim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0）, 166. 
“ Klimt also slept with several of his models and seems to have had a powerful sexual appetite.  

A caricature of himself provides amusing evidence of this. The drawing shows his face as a  
bull’s head on a body which at first sight looks like that of a bird, but on closer inspection  
reveals itself to be a woman’s bottom or pair of testicle.” 

68 克林姆對女性的態度，一直都是對他有興趣的藝術愛好者議論的主題，「對像他這樣的

男人，首要特徵便是女人多如過江之鯽，絕不會少，從 1896 年的奈普司（Sonje Knips）

及 1899 年的雷得勒（Serena Lederer）到 1918 年未完成的美女畫像，這個畫像陳列室就

像是一本『名冊』……也許是他必須保持自由之身以便去取悅所有的女性，所以一輩子

都沒迎娶愛蜜莉。」參閱： Gustav Klimt , Tout l'œuvre peint de Klimt , introduction par René 
Passeron , documentation par Sergio Coradeschi（Paris : Flammarion, 1983）, 6. 

 “ Pour un homme comme lui, la femme est d’abord plurielle. De Sonje Knips（1896）et de 
Serena Lederer（1899）à la belle inachevée de 1918（Portrait de femme）, il semble que cette 
galerie de portraits soit un ‘catalogue’…et que ce soit pour rester libre de les courtiser toutes 
que n’a jamais épousé Emilie.” 

69 Frank Whitford, Klim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0）, 172. 
“ …One suspects that which trembles with erotic neurasthenia in his most sensitive drawing is 

filled with the most painful experience. Klimt did not dare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happiness…” 

70 艾蜜莉．芙露吉是克林姆兄嫂的妹妹，艾蜜莉是家族中最小的妹妹，兩人相差十二歲，

當克林姆的父親及兄長相繼過世後，他便擔負起照顧全家的責任，兩人有過一段很長時

期的親密關係，她是一個迷人、美麗、有品味的才女，艾蜜莉崇拜在藝術界地位崇高的

克林姆，雖然每年都一起前往卡梅爾渡假，但是兩的交往通信中，並無證據顯示兩人有

過性關係。克林姆跟艾蜜莉同居的關係到了後期有些類似許多晚期的婚姻：丈夫除了性

以外，什麼事都指望他太太，但是又拒絕和他享受床笫之樂，性的需求他會在別的地方

解決。克林姆就像許多已婚男人一樣，對太太的感情冷卻後，就找其他的女人發洩性慾。

也許對於一個男性而言，讓他產生慾望的女孩，和他只能愛而絕不會產生慾望的女孩有

完全不同的性質，她們是兩種完全不同的人，而艾蜜莉就是克林姆可以愛而不會有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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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在鄉下度假時，他無法隱藏定期收到來自住在維也納最惡劣區域的一個

房間裏的咪姿（Mizzi Zimmermann，1879 ~ 1975）71和他們的孩子的絕望索

錢信件，72 足以證明克林姆人格的缺陷，無法承擔完整的家庭人倫。 

弗里德爾描述克林姆的興趣「聚焦在色情意味濃厚的掙扎女體上，這樣

不正常的女體令他興奮。」73這些令人亢奮的裸女圖畫，清晰描繪出克林姆

對性的態度。無法否認，在心理學家弗洛伊德仍是默默無聞之時，克林姆已

讓人們接連斥責以性去看所有的一切，玷污了美好的感受，讓正經的男女脫

去衣飾，「用對淫穢事物好奇心的感染力煽動他們去分享作偷窺者的愉悅。」

74克林姆以最高貴的材料與最艱深的技巧描繪難以言喻的羞恥場景。克林姆

在畫面中創造了無數替代他的眼睛，《流動之水》（Eaux mouvantes）的章魚

眼睛監視著畫裡與畫外的人【圖 24】，《水蛇 I》（Les serpents d’eau I）右方

的魚眼透露似笑非笑的怪異曲線【圖 20 左】；《茱荻斯》（Judith）右下角的

斷頭像哲學家閉著雙眼【圖 25】，暗示偷窺者被懲罰，「繪畫提供了克林姆

                                                                                                                                    
的女人。即使克林姆從未娶艾蜜莉，但到他死前的最後囑咐：「叫艾蜜莉過來。」可見對

她的不捨，而她在克林姆死後仍忠貞不二。 
71 研究克林姆的學者同意（畫作《彈鋼琴的舒伯特》）中坐在左邊的女人便是模特兒咪茲，

她為克林姆生了兩個孩子。他們似乎從 1899 年左右開始暗通款曲，傳說該年她第一個孩

子出生。雖然無法確定正確時間，但是在克林姆的私生活中，咪茲看似擁有如母親般的

身分，而這也吻合當時學者認為畫作左手邊的人像是一位較年長的女性的觀點。 
Scott Messing, Schubert in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New York：Boydell & Brewer Inc , 
2007）, 83. 

“ Klimt scholars agree that the sitter for the woman on the left was the model Mizzi  
Zimmermann, who had two children by the artist. Their affair seems to have begun around  
1899, the year in which her first son is said to have been born. Although exact dating is not  
possible, it appears that Mizzi Zimmermann had a maternal status in Klimt’s private life that  
dovetails with contemporary views that the left-hand figure was indeed an older woman.” 

72 Frank Whitford, Klim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0）, 172. 
 “ In his book Gustav Klimt Und Emilie Flöge Wolfgang Georg Fischer devotes an entertaining  

and revealing chapter to Klimt’s relationship with women. He sees Klimt as an entirely typical  
example of the Viennese middle-class male of the period who led several concurrent and  
discreetly separate lives. By all appearances respectable and reliable, Klimt led a secret life－ 
although it was not always as secret as he would have wished. While he was on holiday in the  
country with Emilie Flöge and her family, he was not always able to hide the letters which  
regularly arrived with their children in a room in one of the most miserable districts of  
Vienna. Klimt was far less disturbed by Mizzi’s descriptions of her predicament than  
embarrassed by the delivery of her letters.” 

73 Gottfried Fliedl, trans. by Hugh Beyer, Gustav Klimt（Köln：Taschen, 1997）, 195. 
 “ …his interest focused on the erotically stimulating body and the way it excited him, not the 

female body in original.” 
74 Gustav Klimt, Tout l'œuvre peint de Klimt , introduction par René Passeron , documentation 

par Sergio Coradeschi（Paris : Flammarion, 1983）, 6. 
 “ … d’inciter le monde à partager, par la contagion d’une curiosité scabreuse, leurs plaisirs de 

voy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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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於描繪偷窺者的諷刺性想法，所有藝術性的窺視者是作為窺視者的窺

視者，並且自身能逃出被窺視的命運。」75 觀者像隔著黃金花窗般欣賞萬

花筒組成的華麗密室之內歡愉的肉身交合，潛伏在畫家創造的纖細線條下的

原罪意識不再是警世箴言，而是全然蜷曲於高漲情慾所點醒的生命曲線裡，

急速與沉穩相互交織的筆觸裹脅繽紛色彩使人忘卻圖像中的色情場面：克林

姆精心排演了恥感的華麗歡場，無聲的裸女在畫局中歡歌如金秋麥浪。76 

 

第二節    肉身嘲諷－羅特列克 

法國畫家羅特列克（Henri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1864~1901）

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中，就像其他脈脈相傳的貴族一般，他們幾乎是完全近

親聯姻。77先天發育有缺陷給他的一生蒙上了抹不去的陰影。庫柏（Douglas 

Cooper，1911~1984）有一段關於羅克列特的記敘：「……他不能再參與他

的父親及其他親人的生活，因此，他不能繼續做他們的同伴，阿方斯（Count 

Alphonse，1838~1913）不再對他兒子的作為感到興趣。」78 羅特列克注定

與貴族之途無緣，不能像父親一樣展示騎馬獵鷹的雄姿，身體狀況斷絕了他

                                                 
75 Gustav Klimt, Tout l'œuvre peint de Klimt , introduction par René Passeron, documentation 

par Sergio Coradeschi（Paris : Flammarion, 1983）, 7. 
 “ La peinture donne à Klimt les moyens d’une méditation critique sur le destin de voyeur. Tout 

voyeur artiste se fait voyeur du voyeur, et échappe à ce destin.” 
76 克林姆在他頹廢派的作品中常看到貴氣逼人的金箔【如圖 26】，許多人聯想這也許跟他

父親是金飾工匠有關。在此之前，金箔多用於宗教的聖像畫，而克林姆揉合濃重而神聖

的金黃色以及強烈的情慾，呈現自己心中褻瀆且背德的聖像。 
77 羅特列克的祖父母是姐弟，他的父母是堂兄妹，他的姨母嫁給他的叔叔，並且生了十四

個小孩，其中三個生下來便是殘障不全，另外一個則是侏儒。羅特列克無疑也遺傳了一

種罕見的侏儒症，在近親通婚的案例中有百分之二時的人患了這種病症。在他青少年時

期發生的兩件意外事件與造成他殘障的結果可以說是毫無關係，當然，他的父母為了否

認近親婚配所造成的遺傳隱疾，自然樂於接受這兩件意外是造成羅特列克身體缺陷的原

因，因為如此可以降低他們內心深處的罪咎。 
參閱：Bernard Denvir, Toulouse-Lautrec（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1）, 9. 

 “ The two accidents that happened to him when he was in his early teens had little or nothing to  
do with his basic deformity although they were seized on as a socially acceptable explanation  
of his condition by his parents, anxious to deny any hint of congenital disease in a family of  
such genealogical distinction, and all the more vehemently, no doubt, because of deeper, less  
conscious feelings of guilt.” 

78 Douglas Cooper,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New York：Harry N.Abrams, 1982）, 11. 
 “…he could no longer take part in the life of his father and his other relatives. And so, when he  

ceased to be a companion, Count Alphonse lost interest in his son’s do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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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學之路，他只能轉而寄情於繪畫。 

他的畫作上難掩的嘲諷意味和落寞氛圍主要也是肇因於他本身的肢體

的畸形，雖然他曾強作樂觀說：「任何醜陋之處總是擁有美好的一面，去發

現這些為他人忽略的地方是令人興奮的。」79但是羅特列克這種隱疾造成他

身體許多其他的怪異特徵仍令他黯然神傷：寬大的鼻翼、下巴退縮、突起而

厚實的紅嘴唇，特大的舌頭使他說話不清楚，而且流出過多的唾液，另外也

造成他濃厚的鼻音。由於近視的緣故，他戴上一副夾鼻的眼鏡，而可能是侏

儒症引起的其中一項病徵，使得前頭蓋骨之間軟骨在出生之後不能連接起

來，以致額頭之上留下一個過敏的區域，因此他終年都必須戴上帽子來當作

保護，即使在室內也是如此。80 「比起羅特列克渴望的公爵頭銜，人們更

常稱他小矮子。」81 即使他力圖用迷人自信的形象來掩飾他身體上的缺陷，

但是纖細敏感的他，在內心深處卻仍不免自慚形穢，羅特列克不但成為上流

社會議論的對象，也是各家媒體爭相關注的焦點。不過媒體重視的並非他的

畫作，而是他出人意表的言行舉止和笑話，但他從未對媒體過於誇大的報導

作出回應與抗議。庫柏曾詮釋羅特列克的內心世界，認為他對「羅特列克自

知外表缺陷，而他易感的心思很容易因惡意評論受傷害。」82 勒佩樂提耶

（Lepelletier）在 1899 年三月 28 日《巴黎迴響》（L’Echo de Paris）中傷他，

玩弄著藝術家的敏感脆弱之處： 

 

                                                 
79 Douglas Cooper,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New York：Harry N.Abrams, 1982）, 12. 
 “ Everywhere and always ugliness has its beautiful aspects；it is thrilling to discover them where  

nobody else has noticed them.” 
80 Bernard Denvir, Toulouse-Lautrec（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1）, 9. 
 “ …large nostrils, a receding chin, thick, protuberant and unusually red lips, an enlarged tongue  

which made him lisp and salivate excessively, accompanied by a persistent sniffle. Shirt- 
sighted, he wore pince-nez and, possibly because one of the, symptoms of pyknodysostosis is 
that the fontanelles－the soft membranous gaps between the bones of the front part of the skull
－do not knit together after birth, thus leaving a sensitive area  above the forehead, he nearly 
always wore a hat, even indoors.” 

81 Dominique Jarrassé,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Monfa：entre le mythe et la modernité 
（Marseille : AGEP, 1991）, 16. 
“ On use d’autant plus de《nabot》que Lautrec pouvait aspirer au titre de comte.” 

82 Douglas Cooper,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New York：Harry N.Abrams, 1982）, 11. 
 “ Lautrec was as conscious of his abnormal appearance as any court dwarf, and his sensibility 

was quickly wounded by adverse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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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弱多病、發育不良又畸形，與其說是引領基督徒解放聖地耶

路撒冷的雷蒙（Raymond）83後裔，他更像是七個小矮人之ㄧ，在

富麗堂皇城堡中的安樂椅後裝腔作勢……84 

也許對他來說嘲笑比努力理解來得輕鬆，他自幼便懂得搶先別人自我嘲諷一

番，表現出一副毫不在意的模樣以隱藏痛苦。但是在與親友的對話中，無法

遮蓋他強烈的自卑感，他對自己的醜陋非常敏感，並且深知自己外表的缺

陷。在他 1885 年一月寫信給他的母親，建議母親「把我骯髒的吻抹去」，並

在信後自稱為「恐怖自卑的動物」。85他雖然身體殘缺、長相醜陋，但生理

上卻是正常的，擁有著常人甚至超過常人的七情六慾。羅特列克過著雙重生

活：表面上不失紳士的溫文爾雅，內心有著無人知曉的苦惱他渴望愛和被

愛，但又無可奈何地把對愛慾的嚮往和痛苦當作羞於啟齒的疾病隱藏在內心

深處。 

羅特列克對娼妓特別感興趣，致使同時代的雷諾瓦（Pierre Auguste 

Renoir，1841 ~ 1919）把他看成「妓女的畫家」，86甚至在羅特列克死後三十

年，埃米爾•布蘭奇（Jacques-Emile Blanche，1861~1942）仍對他的「妓院

場景」餘怒難消。87他以娼妓做主題的動機不能否認有尋求精神寄託甚至滿

足情慾的因素，除了妓女之外沒有正常女人和他交往。庫柏認為： 

                                                 
83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中，法國南部的隊伍由羅特列克的先人圖盧茲伯爵聖吉爾‧得‧ 
（Raymond de Saint Gilles）和阿德馬爾領軍。 

84 Dominique Jarrassé,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Monfa：entre le mythe et la modernité
（Marseille: AGEP, 1991）, 16. 

“ …chétif, rabougri, contrefait, plus sembable à un de ces nains grotesques qui grimaçaient  
derrière le fauteuil ducal dans les châteaux seigneuriaux qu’à un descendant de Raymond  
conduisant la chrétienté à la déliverance de Saint-Sépulcre…” 

85 Bernard Denvir, Toulouse-Lautrec（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1）, 143. 
“ …he was sensitive to his ugliness, and aware of his apparent undesirability. Writing to his 
mother in January 1885, he advised her to ‘wipe away a kiss as dirty as mine is’, and later 
refered to himself as ‘this horrible, abject creature’.” 

86 Dominique Jarrassé,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Monfa：entre le mythe et la modernité 
（Marseille : AGEP, 1991）, 16. 
“ Renoir voyait en lui《le peintre des femmes au bordel》…” 意即「專門描繪從事低賤職業 
婦女的畫家」，藉以區隔雷諾瓦體態豐腴、隨樂音翩翩起舞的矯情上流社會仕女。 

87 Ibid,  
“ Jacques-Emile Blanche, trente ans aprè la mort de Lautrec, s’indigne encore de ses 《Scènes 
de bo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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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的，就某些程度上來說，這（對貴族圈格格不入）導致羅特列

克嘗試和不體面的人交往：馬戲團或樂團的藝人、老鴇、妓女、變

性人之類的朋友。比起他所屬成長的貴族圈，在這些人當中讓他感

到自己比較不怪異。88 

身體上的殘疾所帶來他人排斥的目光，使他對愛撫、依戀等情感的需要比別

人更為強烈。由於深深的自卑所引發出的強烈自尊，又使他不可能以正常途

徑從人群中尋求心靈的慰藉，而只能在社會底層的青樓妓院中找尋溫暖，並

且以放蕩不羈的行為來證明自己不弱於常人的存在。莫瑞（Gale Murray，

1945~）認為： 

羅特列克是她們的朋友，有時是她們的諮商顧問，但從不會是評判

她們的法官，也不是她們安慰者，不如把他說成是慈愛的手足更為

貼切。當他談論到這些可憐的女性時，接續好幾分鐘，他的聲音透

露出那般急切、衷心的憐憫……。89 

自卑的心理投射反而使羅特列克成為溫暖的祭司，手執火燭侍立於牆角幽暗

處的心靈守護者，以中性的超然姿態傾聽孤客悲傷的語落，腕中電流般的畫

筆照映孤苦的靈魂。羅特列克大多的作品都是在室內完成的，他不肯參加正

常的社交活動，他在劇院、舞廳和酒吧有幾個固定的位置，這些位置大多不

被人注意，他坐在那裡被桌椅遮住雙腿，正常的上身與他人無異，使他自己

心理感覺在肢體上和他人一樣，如【圖 27】。兩腿懸空地坐在酒館裡的羅

特列克，用迅速有力的線條畫跳動的舞女，舞女的腿畫得有力又精巧。如庫

柏所言：「羅特列克成功的讓自己被另外一個世界平等的接納。」90，或許

舞女地位卑賤，但有健美、靈巧的雙腿，而自身雖然出生高貴，但肢體卻有

                                                 
88 Douglas Cooper,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New York：Harry N.Abrams, 1982）, 11. 
 “ To some extent, no doubt, this accounts for the fact that Lautrec developed a taste for  

disreputable company-circus or music hall artistes, pimps, prostitutes, perverts, and the like-in  
which he felt less exceptional than in that aristocratic social world to which he belonged by  
upbringing.” 

89 Gale Murray, Toulouse-Lautrec: Un peintre, Une Vie, Une Oeuvre（Paris：Belfond, 1992）, 188. 
 “ Il était leur ami; leur conseiller parfois; jamais leur juge; leur consolateur; bien plutôt leur  

frère de miséricorde: Quand il parlait de ces pauvres femmes; par minutes; l’emotion de sa  
voix trahissait la pitié si chaude de son coeur…” 

90 Douglas Cooper,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New York：Harry N.Abrams, 1982）, 11-12. 
“ Lautrec succeeded in getting himself accepted in this other world on terms of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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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形成同病相憐的平等關係。也或許是他本身雙腳行動不便，他通常會

誇張畫中人雙腳的姿態。 

    羅特列克將他的社交圈和娛樂業表現為兩個相互重疊的領域。他筆下的

明星們大多有他的朋友陪伴，為了製造幽默效果，身材矮小、發育不良的藝

術家身邊陪伴著他身材高挑的表哥。此外，羅特列克描繪的表演者都有點怪

異，在一些作品中，舞女細長的雙腿、靈活的運作、來回移動的步伐看起來

則有些滑稽和憂鬱。他也堅持自己在藝人圈中的角色，其中一些譏諷也針對

自己。91他畫她們，其實也是在畫自己，畫自己的不堪、孤獨和痛苦。他描

述自己時也是毫不留情，我們可以從許多畫作及石版畫中看到許多他亦狠毒

亦詼諧的自畫像。有時他的嘲諷直接對著他的父親阿方斯而來：事實上，他

相當尊敬他的父親，如 1889 年的畫作中，他除了戴著一頂圓頂高帽外，便

全裸登場，抑或是 1893 年那幅名為《在紅磨坊：一個粗野的人！一個真正

粗野的人！》（Au Moulin-Rouge: un rude! Un vrai rude!）的畫中【圖 28】，

阿方斯戴上同樣是圓頂高帽，狼吞虎嚥著一個三明治。羅特列克在公眾面前

發揮幽默感是有實際的理由，主要的是為了補償心理的渴望，也藉此移開大

眾對他醜陋、不討喜外表的注意，他寧可被描繪的很怪異，也不願被醜化。

92從【圖 29-35】他的自畫像中可以感受到羅特列克用很詼諧幽默的線條來

調侃自己的外型，似乎刻意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開懷、百無禁忌的樂觀性

格，但是隱藏在內心深層的仍舊是揮之不去的自卑心態。學者亞哈謝

（Dominique Jarrassé）認為：「他（羅特列克）致力欲將自己速寫成一個以

拐杖──他的腳部矯正器的金屬鉤──當做武裝的小矮人，以面對他人在神態

                                                 
91 Marcus Verhagen, “All the World's Backstage,” Modern Painters (September 2005)：76-77. 
“ Lautrec presented his social circle and th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as overlapping spheres. In a  

couple of images, the artist, who was stunted, put in cameo appearances, accompanied for  
humorous effect by his beanpole of a cousin; more often he showed stars in the company of his  
friends. He pictured the performer as a faintly grotesque figure, but insisting as he did on his  
own involvement in the performer's world, some of the ridicule attached to him too.” 

92 Douglas Cooper,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New York：Harry N.Abrams, 1982）, 11.  
 “ But he was equally remorseless in portraying himself, as we can see from the many drawings 

and lithographs which contain half-cruel, half-witty self-caricatures. Sometimes too his 
mockery was directed against his father－for whom in fact he had a considerable respect－as 
in the drawing of 1889 where he appears naked except for a bowler-hat, or in the lithograph of 
1893 called At the Moulin Rouge：A Boor! A Real Boor!, where Count Alphonse, again wearing 
a bowler-hat, is seen gobbling a sandwich. Lautrec cultivated his sense of fun in public for 
practical reasons. Chief among these was a desire to compensate for and distract attention from 
his deformed and unlovely appearance, which should perhaps be described as grotesque rather 
than u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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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言詞上的嘲笑。」93出版於 1882 年之《席雷朗（Celeyran）葡萄園浸水除

蟲工作》（Submersion des vignes à Celeyran）的畫冊中，以圍成大圓圈的人

們作為畫冊的結尾，他則再次以坐在草地上旁觀者出現，但是在遊戲之外，

「他當然也以漫畫手法描繪他的朋友們，但是並未如畫自己時的激烈。」94

【圖 36】在他所描繪的色情素描中（很多其他的色情作品在他去世後都被

他的母親撕毀），95有一幅存留下來，描繪格蘭尼（Lili Grenier，1834~1917）

96替他進行口交的情景，他的臉上流露出愉快的笑容。【圖 37】這只是他的

幻想而已。羅特列克常常有美女圍繞，她們的可望而不可及一定令他非常困

擾。渥爾坎（Vulcan）97的傳奇令人相信身體有殘疾的人往往以過度的性行

為來彌補他們的缺陷，羅特列克也有這方面的傳聞，98不過這很可能是歡場

女子討好客人的甜言蜜語。圖中他的陽具被明顯的誇張了，自 1850 年日本

事物傳入西方，對不少藝術家產生了衝擊，羅特列克亦然，不僅題材上選擇

與日本浮世繪常見的市井百姓、青樓藝妓及舞台藝人，就連畫作中刻意誇大

男性生殖器的情形也與浮世繪雷同，也許是心理的補償作用，抑或是自卑感

作祟，就內心層面來討論，這也許透露出他們同樣對自己性器官尺寸有著過

度在意及極度自慚的複雜情緒。 

                                                 
93 Dominique Jarrassé,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Monfa：entre le mythe et la modernité

（Marseille : AGEP, 1991）, 21 
 “ Devançant la dérision que réflètent l’atitude et les paroles des autres, il s’acharne à se croquer 

en nain armé de sa canne, son《crochet à bottines》…” 
94 Ibid,   
 “ Certes il a aussi caricaturé ses amis; mais sans l’acharnement qu’il eut contre lui-même.” 
95 參閱：Dominique Jarrassé,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Monfa：entre le mythe et la modernité

（Marseille : AGEP, 1991）, 16 
 “ …sa famille avait ‘épuré’ l’oeuvre du peintre；car on trouve chez ses contemporains des 

allusions à des dessins érotiques très libres…” 
「因為在他同伴家中發現十分大膽的色情漫畫，他的家人已經淨化過他的作品。」這也是

羅列克的母親為了保護自己與離世的孩子，以及貴族尊嚴的最後激烈手段。 
96 莉莉．格蘭尼（Lili Grenier，1834～1917）是雷內·格蘭尼的太太（René Grenier），她是 

竇加及羅特列克的模特兒。 
97 火神希費斯特斯 Hephaestos 是希臘奧林帕斯十二主神之七，羅馬名字伏爾坎(Vulcan)， 

是宙斯與希拉的兒子，亦是諸神的鐵匠，具有高度的技巧，製造了許多著名的武器、工 
具和藝術品。阿波羅駕駛的日車，愛羅斯的金箭、銀箭都是他鑄製的。他是長得最醜陋 
的天神，而且是個瘸腿，但卻娶了最美麗的女神阿芙柔戴娣，並以超人的性能力而聞名。 

98 羅特列克很快成為這裡（妓院）的常客，被親暱的稱為亨利先生，有時則又稱他為「咖 
啡壺」（暗指他超然的性能力）。 

  Bernard Denvir, Toulouse-Lautrec（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1）, 145. 
 “ Lautrec became a favoured lodger, known to its inmates as M. Henri, or sometimes－in tribute  

to his Sexual prowess—as ‘The Coffee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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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 年，羅特列克少數保留的自畫像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殘酷的批

評【圖 38】，它精確的紀錄他當時的狀況；當時他顯現出的一些病徵令他

的朋友們十分憂心，畫中的羅特列克把自己長期失眠加上酗酒的樣貌，以誇

張可笑的筆法呈現出來，深沉的沮喪感及間歇性的幻聽，讓他受盡折磨。99 

1898 年後，羅特列克酗酒的問題日趨嚴重，隔年，他的母親對於他酒後失

控的暴力行為一籌莫展，最後他的雙親只能將他送至私人療養院接受治療，

此時媒體聞風而至，紛紛惡意中傷，赫普（Alexandre Hepp）在三月二十六

日的《日報》（Le Journal）中寫道：「杜魯斯．羅特列克被關進瘋人院：

既然他現在已被監禁起來，我們可以正式確定他的油畫、素描和海報都是出

自一個不知名的瘋子手裡。」100 ；三月二十八日的《巴黎回聲報》（L’Echo 

de Paris）中巴雷提雅（Pelletier）也報導：「他現在被關在人類墮落的奇怪

樂園中，在一個對神智清醒的人來說是一個恐怖的地方，他可說是非常快樂

的了。」101 即使他後來離開了療養院，但酗酒的惡習如影隨形。1901 年他

因中風而幾近全聾，精神上也陷入混亂，同年九月辭世，得年僅 36 個寒暑。

對於羅特列克私密的情色素描，觀者很難以衛道人士的眼光來評論，因為我

們讀的到畫家對自己畸形身軀極盡戲謔的背後，是多麼恥為外人知曉的不

堪。令人想起學者亞哈謝以微帶悲傷的筆調，對羅特列克所作的論述： 

 

 

                                                 
99 Götz Adriani, Toulouse-Lautrec（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238. 
 “ In 1899 Lautrec was merciless in his self-criticism, and this is the most relentless of the 

caricatures of himself. It is a precise record of his condition; by this time he was showing 
symptoms that made his friend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Deep depressions hallucinations 
alternated in ever more rapid succession in 1898~1899. His alcoholism was disastrously 
combined with symptoms he had been neglecting for years …” 

100 Alexandre Hepp, “La Vraie Force, ” Le Journal , 20 mars 1899. 
   “ Toulouse Lautrec avait la vocation de la maison de santé: On l’a enfermé hier; et c’est  

maintenant la folie qui à masque découvert signer officiellement ces tableaux, ces dessins, ces  
affiches, ou elle était anonyme, si longtemps.” 
轉錄自 Gale Murray, Toulouse-Lautrec: Un peintre, Une Vie, Une Oeuvre（Paris：Belfond, 
1992）, 283. 

101 Bernard Denvir, Toulouse-Lautrec（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1）, 189. 
 “ And now in that strange paradise of human degeneracy, in the curious Valhalla which is a  

place of terror only to those mortals still burdened with sanity, he is as happy as is possibl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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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是家族單傳的最後血脈……被酒精、梅毒及精神錯亂徹底擊

垮，根斷脈絕的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三十六年的光陰歲月畢竟不敵

人蓄意的自戕早殤，他說：「我和我的扁鬃筆正在挖我自己的墳基。」

留下貽笑後世的最終一筆。102 

 

第三節    迷宮與妖怪－畢卡索 

    將「性慾」公開當作重要學問來討論研究的，還是二十世紀開始的事；

即使當今一切透明開放的時代，在藝術中把女性器官當作花朵那樣精描細繪

的，畢竟還是有點叫人難為情。而畢卡索（Pablo Picasso，1881~1973）卻絲

毫不在意，而他的大部分畫顯然超過色情標準，然而他專注於女體的程度，

還是有些出人意外。他的創作始終伴有性的脈動，在八歲時畫的素描，就早

熟地表現出對女性的興趣，他在十三歲時便畫了一幅題為《小驢與母驢》

（Âne et mulet）【圖 39】的作品，他畫出驢子在交媾的場景，直到耄耋之

年的作品，還對女性的身體表現了零碎悲哀的看法。 

    以一幅畢卡索讓一名女子為他口交的《自畫像》【圖 40】為例：畢卡

索在 1900 年首次到了巴黎，在蒙馬特高地「洗滌船」附近過著自由自在的

窮畫家生活。理查森（John Richardson）與麥可雷（Marilyn McCully）認為

極度不穩定的生活經驗，或許成為激發畢卡索藝術家意識與原慾展現的催化

劑：「飢餓似乎也刺激了他的熱情，在他剛起頭的困窘時期完成的許多作品

中，充斥著極端的性慾，如同他所聲稱，唯有這些性慾望能讓他感到真正的

滿足。」103那個時期的素描與速寫大多是青樓情景與作愛場面，以及自己跟

                                                 
102 Dominique Jarrassé,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Monfa：entre le mythe et la modernité

（Marseille: AGEP, 1991）, 16. 
 “ Ainsi le peintre, dernier rejeton d’une race épuisée … sombrerait sans descendance, achevé 

par alcool, la syphilis et la folie！Car la mort à trente-six ans, dans laquelle on a vu un suicide 
sciemment opéré－《Je creuse, disait-il, ma tombe avec ma queue》－, vient donner la touché 
finale d’éternité au maudit.” 

103 John Richardso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arilyn McCully, trans. by William O. Desmond. 
Vie de Picasso（Paris : Chêne, 1992）, 253 

“ La faim semble également avoir foueté son ardeur. De nombreux autres dessins, exécutés au 
cours de ce qui fut la période la plus misérable de ses débuts, débordent d’une sexual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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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女一起的自畫像。這段時間，他曾居住在巴黎的馬洛克旅店（Hôtel 

Maroc），令他討厭的西班牙人常常來找他飲酒作樂，令他十分不耐，但是

對某些拜訪他的女性倒是十分歡迎，成為他創作靈感繆思，其中必然夾雜著

強烈的原慾衝動，西班牙友人為窮困的畢卡索提供繪畫需要的材料，畢卡索

則以自己激烈發洩的幻想色情畫回報他們，如同牛頭怪米諾特（Minotaure）

與宰殺他的賽修斯（Theseus）的合體，104一起引誘步入迷宮深淵的少女，

以赤裸肉身獻祭（技）。杜杭（Guillaume Durand，1952~）描述著這幅畫： 

這個下流的巴布羅（畢卡索）並不是完全放著不管，他注視著這個女

子，他的手撐在脖子後。長而濃密黑髮的女子拉著一塊布幕覆蓋在他

的陰莖上……在那個時期的畢卡索（1902~1904）像瘋子般的和朋友

一起工作，並且在花街柳巷放鬆自己。105 

除此之外，【圖 41】是畢卡索畫自己為女性口交的畫作，畫中女子陶醉的

面部表情及強烈的肢體反應激發出觀者的恥感，羞赧的情緒將觀畫者逼迫至

無處可逃，畫面左方，床頭板上的刻飾明顯是一副男性陽具，點畫出更濃厚

情色意味。熱衷於交際的畢卡索也和女歌手有親密的往來，當他在 1902 年

                                                                                                                                    
désespérée；mais le sexe, comme il le déclara, était alors le seul de ses désirs qu’il pouvait se 
permettre de combler.” 

104 牛頭怪米諾特的起源是來自於希臘神話。克里特島的國王米諾斯（Minos）可說是擁有

極大權力的王者，在他統治之下的國家也顯得相當的和平。某天，海神波賽頓賜給他一

隻極為美麗的白色公牛，而這是給諸神的獻禮。可是，米諾斯一時起了貪念，竟然把這

頭公牛據為己有。震怒的波賽頓，於是下了一個強大的詛咒：祂讓米諾斯的皇后愛上白

公牛，並且和牠生下了一個牛頭人身的怪物。羞愧的米諾斯請希臘最強的工匠達德洛斯

建造了一座巨大的迷宮，將這個怪物藏進這出不來的大迷宮中（Labyrinth）。從此之後，

每年米諾斯都要派出七名少年少女進入迷宮，當作這頭怪物的祭品，這些少年都因為迷

失方向而成為牛頭怪米諾特的食物。數年之間，克里特島的居民生活在恐懼中，惶惶不

可終日。希臘的英雄賽修斯（Theseus）聽到這個傳聞之後，自願進入這座大迷宮。在公

主愛瑞雅妮（Ariadne）的協助下，他帶著一團線捲進入迷宮，殺死牛頭人之後靠著一條

線一路走出迷宮。 
參考 Kenneth. J. Procter , “Beast, Bird, and Animal Nature,” Drawing (Interweave Press) v. 3 
no. 9 (Spring 2006)：91. 

 “ In Greek mythology, the Minotaur, with a bull's head and tail on a human body, was the 
monstrous outcome of Cretan queen Pasiphaé’s lust for a glorious white bull. Imprisoned in a 
labyrinth, the Minotaur was fed an annual tribute of seven youths and seven maidens, until it 
was slain by the guiltful Athenian hero Theseus, aided in his quest by the Cretan princess 
Ariadne.” 

105 Guillaume Durand, “Portrait de l'artiste faisant l'amour,” Beaux Arts Magazine, no. 278 (Août  
   2007)：46-47. 
 “ Ce salopard de Pablo n’est pas totalement à l’abandon; il regarde la dame faire. Ses mains 

soutiennent sa nuque. La chevelure noire de la fille tire un rideau sur son braquemark …À 
l’époque, Picasso travaillait comme un fou avec ses amis et se détendait au bor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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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巴黎時，畫了不少色情畫，其中一幅畫中的女孩正在自慰，另一幅上頭的

牆上有一個巨大的生殖器與一臉媚惑年輕女孩。【圖 42】正如 2001 年「情

色畢卡索」展覽的負責人吉安．克雷（Jean Clair，1940~）所言：「注視即

是雙眼的勃起」。106 畫中的女人毫不在乎把身體袒露在一群窺私的嫖客面

前，滿足他們視淫的快感。晚年時在安達魯西亞（Andalou）的畢卡索忍受

著耳聾與頑疾的困擾，如同他常承受另一種安達魯西亞的典型困擾“mirada 

fuerte”，在字面上解釋為「激烈目光」，即作為感官受體之首的眼睛，所撩

撥的，或極度渴望接收現象世界中窈窕客體的亢奮症狀，卻在暮年老者脆弱

的病變視網膜中激烈炫惑，「眼睛就如同性器官……太熱烈的觀看一個女性

會撩起視覺的姦淫。」107畢卡索的「激烈目光」是把意念的鑰匙，它提供通

往畢卡索最後幾件作品祕境入口的唯一解碼。作為謎語的創造者，畫布上慾

望流泄成卷舒線條囈語的造夢者，畢卡索對藏於自身的創作母體叩問：「為

何不把性器官放到眼睛上面，而就把眼睛擺在雙腿中間呢？」108錯置的器官

讓眼睛與私處同化成畫家，既讓自己、也讓觀畫者在漁色之徒的非議之間找

到一個充滿中間色調的位子，這個同化而成的私密席位讓畫家更肆無忌憚的

拓展他的想像，甚至超越了原有的界線，像精神錯亂者淆亂的人際與空間認

知，變得物我兩忘，變得肉慾橫流。畢卡索被描述成「剛開始遵循自然形式

作畫，接著他嘗試作抽象表現，最後他索性四處躺著愛撫他的模特兒」109 的

縱慾畫家，足可見他對「性」乃完全出於天性的熱衷，出於自身與客觀世界

超越見解，出於幽微夢境中少女膚觸所激起的獸慾，以及等量齊觀的創作力

量。 

                                                 
106 Gauillaume Durand, “Portrait de l'artiste faisant l'amour,” Beaux Arts Magazine , no. 278  
   (Août 2007) ：46. 
  “ Le regard est l’erection de l’œil.” 
107 John Richardso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arilyn McCully, trans. by William O. Desmond. 

Vie de Picasso（Paris : Chêne, 1992）, 10. 
 “ En Andalousie, l’oeil est semblable à un organe sexuel…regarder trop intensément une 

femme relève d’un viol oculaire.” 
108 Ibid, 10. 
  “ Pourquoi ne pas mettre les organes sexuels à la place des yeux et les yeux entre les 

jambes？” 
109 Françoise Gilot and Carlton Lake, Life with Picasso（New York：Anchor Books , 1989）, 49. 
 “ First he works from nature, then he tries abstraction. Finally, he ends up lying around 

caressing his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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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年，畢卡索在巴塞隆納接受朋友的招待，為了表示感謝，他在撲

克牌背後繪圖，其中一部分構築了畢卡索性幻想的縮影：某些是粗率繪製而

成的，其他則表達了青少年的色慾，最能顯露出邪淫之風及歧視女性的想法

的畫則將藝術家二十多歲時赤裸裸的性幻想形象化。110【圖 43】 1930 年到

1937 年，畢卡索完成了《佛拉系列》111，他的版畫及素描中直接創造了一

個新的人格：巨大、男性而多毛，古老且野蠻的牛頭怪米諾特承載了中年時

代畢卡索的自我感受及藝術感的重量。對超現實主義者而言，迷宮底下住著

的牛頭人身怪獸是他們對「心」的概念，它是米諾斯王后與白公牛雜交所產

之怪物，是牛頭人身形象的禁忌象徵與恥感神祇，圍困牠的迷宮則是對禁忌

與恥感的重重包圍，框限人類內心潛在獸性，畢卡索將自身投射於此類型之

恥感與暴力的綜合形象中，激發創作的能量。 

    由於 1920 年代末期，畢卡索對上流社會不再抱任何希望，112他退縮到

自我的天地。1933 年起，他的作品大多是內省的……這時期的意象是西班

                                                 
110 John Richardso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arilyn McCully, trans. by William O. Desmond. 

Vie de Picasso（Paris : Chêne, 1992）, 281. 
  “ Une partie d’entre elles constitute un microcosme des fantasmes sexuels de Picasso：certaines 

ont une rudesse de graffiti, d’autres une lascivité adolescente et les plus révélatrices trahissent 
une perversité et une misogynie qui préfigurent les chimères réalistes de l’artiste des années 
30.” 

111 Timothy Hillton, Picasso（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177-178. 
《佛拉系列》系列是花了好幾年的時間才完成的──畢卡索從 1930 年一直畫到 1937 年，

但並不是不間斷的畫──這是為由畫商佛拉（Ambroise Vollard）所策劃一本以富裕的收

藏者為對象、收錄一百多張蝕刻畫的畫冊。這系列畫作並不只是直覺的描繪……有一半

描寫他工作室中的雕像，有四分之ㄧ則是不同主題的組合──裸女、鬥牛場面、馬戲團、

長了翅膀的牛等。有一小部分的畫是林布蘭風格的，或是關於掠奪或強暴的主題；還有

一些則是以人身牛頭怪米諾特為主題的畫。 
 “ The Vollard Suite, one hundred etchings for a luxury collectors’ edition planned by the dealer  

Ambroise Vollard, was some years in the making, and work on the project was not at all  
continuous. It was begun in 1930 and completed in 1937…The Suite is not illustrational in a  
direct sense. Half the plates represent the sculptor in the studio. A quarter are miscellaneous,  
showing nude women posing or reclining, bullfights, circuses, a winged bull. Smaller groups  
are concerned with Rembrandt, and a rape; and two larger groups have the Minotaur as their  
subject.” 

112 1.Timothy Hillton, Picasso（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177.  
    畢卡索的第一任妻子歐卡總是誘拐畢卡索去參加高級舞會、海灘派對、虛榮的社交場

合，使得畢卡索的藝術受到干擾，而且使他越來越無法忍受。 
“ Picasso had been enticed by Olga into a high life of balls, beach parties, la vie snobe; that 
this interfered with his art; and that it became intolerable.” 

2.瑪莉‧洛爾‧貝爾纳達克、寶拉‧迪布歇（Maire-Laure Bernadac、Paule du Bouchet） 
 原著，葉小芍、古瑛芝譯，《畢卡索──新畫派的宗師》（Picasso : Le sage et le fou）（台 
 北：時報，1998），70。 

   「老友們說：『畢卡所在高級地區裡活動。』確實，過著上流社會般的生活，講究排場，

大擺盛宴，邀約紛飛至畢府。當他們宴客時，初識的友人無不驚訝招待方式的考究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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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的、神話的及儀式的。它的符號是牛、馬、女人及牛頭怪米諾特。在這個

時候，畢卡索陷入一場熱烈的戀愛中，1131936 年畢卡索和瑪麗．泰蕾茲（Marie 

Thérèse Walter，1909~1977）及女兒在海邊生活，這段時間，很多他最好的

作品在靈感及內容上都與性愛有關，也或許是自己已婚的狀況及泰蕾茲未成

年的身份，這段感情一開始必須祕而不宣，於是畢卡索透過希臘神話的人身

牛頭怪米特諾來陳述自己的故事。在某些作品中，牛頭怪米特諾就是畢卡

索。114 出生在克里特島的半人半獸米諾特，是一個女人及公牛的愛情結合，

「牠是畢卡索內心世界的中心主題，這個的勝利且悲劇的形象將性衝動具象

化，畢卡索在他身上看到自己。」115牛頭怪米諾特意指怪獸侷限於人的形式

中；他也意味著渴望和感性被拒絕的痛苦，因為他們存在於一個不吸引人，

亦即未馴服開化的身體。牛頭怪米諾特暗示某種文明的批判，文明先是壓制

他，繼則排斥他。116普克特（Kenneth.J.Procter）認為畢卡索「把米諾特畫

                                                                                                                                    
勤，每個細節都有專人負責……。這一次，畢卡索家居生活型態徹底的改變了……畢

卡索和舊時好友碰面的機會減少許多。」 
113 1.John Berger,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102. 

“ In the late twenties Picasso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the beau monde. He retreated into 
himself. During the thirties his work was mostly introspective…The imagery of this period 
is Spanish, mythological, and ritualistic. Its symbols are the bull, the horse, the woman, and 
the Minotaur. At this time Picasso was involved in a passionate love-affairs, and many of his 
best works were sexual in inspiration.” 

2.1931~1932 年畢卡索的婚姻關係漸趨惡化的期間，畢卡索在街頭上搭上一個不可思議的

十七歲女孩。她是瑪莉．泰瑞茲，後來成為畢卡索的情婦並為他生了一個女兒。她給

畢卡索三○年代的畫和素像很多的靈感，有時她也成為作品的主題。畢卡索當時已婚，

泰瑞茲當時還未成年，那時候對未成年少女的不倫關係判刑很重，因此兩人只能偷偷

交往。畢卡索一邊守著不能宣之於口的祕密，一邊忍不住在畫中宣告自己的愛情。 
    參考 Timothy Hillton, Picasso（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177. 

“ An increasing estrangement within the marriage became total in 1931 or 1932, when Picasso  
approached a striking seventeen-year-old in the street, This was Marie-Thérèse Walter, who  
became his mistress and bore him a daughter. She inspired, or at any rate is the subject of,  
very many of the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of the 1930s.” 

114 André Fermigier, Picasso（Paris: Le Livre de Poche, 1992）, 233. 
“ Le Minotaure, c’était Picasso lui-même.” 

115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de la communication, des grands travaux et du bicentenaire. 
Picasso：Une Nouvelle Dation（Paris :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0）, 154. 

  “ Le Minotaure ….est un thème central dans l’univers de Picasso qui se reconnaissait dans la  
figure triomphante et tragique incarnant des pulsions sexuelles.” 

116 John Berger,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102. 
 “ The Minotaur represents the animal in the captivity of an almost human form; it also  

represents the suffering which is caused by aspiration and sensibility being rejected because 
they exist in an unattractive, that is to say untamed, uncivilized body. Either way, the 
Minotaur suggests a criticism of civilization, which inhabits him in the first case, and 
dismisses him in the second. Yet, unlike the Beast, the Minotaur is not a pathetic creature. He 
is a king. He has his own power－which is the result of his physical strength and the fact that 
he is familiar with his instincts and has no fear of them. His triumph is in sexual love, to 
which even－he civilized ‘Beauty’ eagerly resp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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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聯繫人性和獸性的活性隱喻元素。」117他在性愛上的勝利，甚至比對於他

啟發的「美女」都要朝思暮想，牛頭怪米諾特不像「野獸」，他不是悲哀的

動物，他是迷宮的國王與永遠的繼承人，有他自己的生理力量以及他熟悉又

無懼的本能所構築而成的權力。 

    在《佛拉系列》中，牛頭怪米諾扮演重要的角色，畢卡索回到性愛的主

題上，構圖十分大膽，很多主題都是有關掠奪或強暴，這樣的主題讓筆者聯

想到魯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118的《掠奪魯奇帕斯的女兒們》

（L'enlèvement des filles de Leucippus）119【圖 44】，兩者似乎都鼓吹著「性

暴力的愉悅」，此外，畢卡索熱愛鬥牛，也愛看摔角，暴露的身體及人與人

暴力的扭打與這系列畫作似乎也有著巧妙的關聯。「在安達魯西亞的男性中

心主義裡，性慾仍維持為『男性的專利』，男人是挖壟溝的犁牛，女人是肥

沃的田土。」120畫家將自身的意念投射在畫中的米諾特身上，牠時而溫柔、

時而野蠻、時而淫蕩，牠具人性又有殘暴的衝動和傾向。當牠受傷或失明時

令人同情【圖 45】；當牠將馬匹撕裂時令人不安；當牠爬近一個熟睡的女

孩，撫摸她的臉而不驚擾她時，令人感到一種難以想像的原始溫柔【圖

46-47】；但是當我們看到牠攤趴在一名女性身上時，才驚覺這頭野獸明顯

曾對她施暴過【圖 48-49】，藝術家凱特．史坦尼茨（Kate T. Steinitz，

1889~1975）認為：「繁衍下一代對於畢卡索而言，人類比其他動物更為從

                                                 
117 Kenneth. J. Procter , “Beast, Bird, and Animal Nature,” Drawing (Interweave Press) v. 3 no. 9 

(Spring 2006)：91. 
“ Pablo Picasso frequently drew the Minotaur as a flexible metaphor for elements in human 
nature that link us to the beasts.” 

118 魯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 ~1640）是法蘭德斯派畫家、版畫家。他擅長神話、歷 
史、宗教及風俗畫，同時，也精於肖像畫及風景畫。 

119 參考 Norma Broude、Garrard Mary D.編，謝鴻鈞等譯，《女性主義與藝術歷史Ⅰ》（The 
Expandingdiscourse feminism and art history）（台北：遠流，1998），279-280。 
魯本斯的《強暴魯奇帕斯的女兒》是根據希臘神話 Leucippus 的兩個女兒已經許配給一 
對孿生兄弟，不過由於這對姊妹招來了眾神之王 Zeus 與斯巴達王妃 Leda 所生的孿生 
兄弟雙子神 Caster 與 Pollux 的色慾，兩人一個善騎，一個善戰，英勇無敵，Caster 與 
Pollux 兩個黝黑的壯漢把 Leucippus 的兩個女兒從睡夢中劫走，正準備強行拉上馬背的 
情景。圖中有兩姊妹、攣生的雙子神、兩匹馬、兩個長著翅膀的小孩，這四對人馬在完 
全動態與眾多方向中互相彌補，形成對比。在驚跳起來的兩匹馬之間，兩個威尼斯風的 
豐滿裸女被左邊騎著馬的 Caster 和右邊的 Pollux 捉住，少女扭曲的身體有如一幅神祕的 
色情圖畫，這裏既是暴力，又是一種充滿喜悅的遊戲，畫面左側一角，畫家又添畫上一 
個長著翅膀的小愛神，它給整個畫面作了一點暗示：這是一種愛情的暴力。 

120 John Richardso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arilyn McCully, trans. by William O. Desmond. 
Vie de Picasso（Paris : Chêne, 1992）, 10. 

  “ Dans l’Andalousie phallocentrique, affirme Gillmore, le sexe reste encore ‘un monopole 
masculine, L’homme est la charrue qui creuse le sillon, la femme le sol fer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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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與壓迫中解放。」121畫家非理性的「男性性慾」的實像也藉由米諾特的

獸性震懾了觀賞繪畫的人們，畢卡索的米特諾不被侷限在神話故事裡，也不

是英雄角色，牠是自由的，牠可以手持酒杯在雕塑家的工作室裡醉酒調情【圖

50-51】，米特諾就是活在畫家內心迷宮的半獸人。伯格認為：「只有當他

（畢卡索）被反映在女人身上時，他才能充分看到他自己，好似如此一來他

便會更稀罕，幾乎只有透過性愛美妙的共享的主觀性，他才能讓自己為人所

知。」122「恥感」在畢卡索的創作世界裡幻化成自身與外界的城門與護城河：

他以當時其他畫家視為羞恥的原始藝術強行灌合在古典藝術之中，讓他們像

神話裡的白公牛與米諾安王后一般雜交，成型的作品就是聚積恥感與禁忌的

牛頭怪米諾特；他以極端色情的意象與幼童般的筆法鼓動難以勾勒的情慾，

讓恥感爆發成攤倒在無辜少女裸身上的牛頭怪米諾特，讓無數世人汗顏其情

色祕境竟存有自己潛意識的席位。畢卡索擾亂了數世紀積累而成的古典，阻

絕了甫出母體的現代。他破壞舊體系，摧毀新藝術，恥感與他聯手，共同創

造了一個新的時代。 

    1932 年，畢卡索為愛人瑪麗．泰蕾茲畫了一幅非常著名的畫──《睡著

的女人》（Le rêve）【圖 52 左】，模特兒金髮碧眼與豐滿的體態，讓畢卡

索心動不已。畢卡索用華麗的色彩和流暢的弧線詮釋他心中的美人，這幅作

品十足是在戀愛和討好異性的舉動。畢卡索熱衷於描繪睡眠中的女性，例如

1962年的速寫本123便是以此為主題【圖 53】，女性的藝術史學家諾克林（Linda 

Nochlin，1931~）在討論裸體女性時曾寫道：「睡眠中或假寐中的女性裸體

是對男性慾望凝視開放並為男性快感所設定的極致典型表現。」124在模特兒

                                                 
121 Kate T. Steinitz, “Picasso for Vollard, Hans Bolliger, intro. (Book Review) ,” Art 

Bulletin,48:3/4 (Sept./Dec. 1966)：454.  
“ For Picasso, man unleashed and uninhibited, is more of an animal than animals are, begetting  

another generation in painful compulsion.” 
122 John Berger,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89）, 102.  
  “ It is as though－and here Picasso is like most of us－he can only fully see himself when he is  

reflected in a woman. And it is as though－and here he is rarer－it is almost only through the  
marvelous shared subjectivity of sex that he can allow himself to be known.” 

123 這本《法式風情》螺旋活頁速寫本有著卡通的綠色封面，內含 11 頁及 19 張畫，於 1962 
年一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五日間完成。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de la communication, des grands travaux et du bicentenaire. 
Picasso：Une Nouvelle Dation（Paris : Ré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 1990）, 242-247. 

  “ Carnet de croquis à la française à spirales avec une couverture cartonnée verte comportant 
11 feuillets et 19 dessins.” 

124 Linda Nochlin, Representing Women（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99）,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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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腴的體態曼妙的姿態下，色彩雖然複雜但卻和諧，女孩的滿足感表情更讓

畢卡索衝動。此外，畫中的泰蕾茲長了六指的雙手，很多人認為是畢卡索無

心之過，但是兩隻手都呈現不正常解剖結構，這對於精通素描的畢卡索帶了

另一層規律動作的意義。相較於同年所畫的《閱讀的女人》（La lecture）【圖

52 右】，除了左手拇指因角度關係被遮蓋，其餘指頭皆確切可數，不多不

少，因此《睡著的女人》的雙手應該是刻意描繪成處於動態下而產生疊影，

也就是她以自慰的方式挑逗取悅著畢卡索。對於畢卡索而言，為女人們畫人

像就是誘惑她的一種方式，女人們也是通過她們的肖像來認同自己的，而一

旦他歇手不畫她們了，她們的一切也就將結束。在《睡著的女人》中，畢卡

索描繪愛人獨立自足的性愉悅，似乎將身處觀者地位的畫家隔離於異樣的恥

感氛圍之中，畫中女孩手指投射畫家自身個人主義式的直觀經驗：一方面畫

家將向畫中的手指較量，情慾高漲的激動靈魂安撫不了似紙頁般快速翻動的

纖纖玉指，羞辱了觀者自身雄性尊嚴；另一方面畫家將向畫中手指學習，如

何既輕柔又激動地完成幻想與創作的極樂境界，無論他身處如何不為人理解

的孤獨世界。 

    隨著年齡增加，畢卡索在作品中的色情越來越強烈，但上了年紀的他更

常把自己置於偷窺者的地位，只留下了「看的權力」，而且年紀越大，就越

喜歡年輕的崇拜者。到了 1953 年尾，畢卡索開始一系列的素描，兩個月結

束時他畫了 180 幅。這些作品表現的極為強烈，它們是畢卡索自己的故事，

描繪畢卡索自己的命運……當它們最初展覽、出版時，大家都看出它們普遍

的特徵，在讚美他「美妙靈活的運用線條」之餘，人們也討論到他的「感情

困擾」125。1953 年秋天，畢卡索過去十年的女伴法蘭西瓦絲（Françoise Gilot）

126離開他，帶走了他們的兩個孩子，讓他不知所措。為了驅走他的焦慮，藝

                                                 
125 John Berger ,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186.  
  “ Toward the end of 1953 Picasso began a series of drawings. At the end of two months there 

were 180 of them. Drawn with great intensity, they are autobiographical; they are about 
Picasso’s own fate. When they were first exhibited and published, their general character was 
recognized. Besides praising the ‘exquisite use of line’, people talked of an ‘emotional 
disturbance’.” 

126 法蘭西瓦絲．紀婁（Francoise Gilot，1921~）是個才華洋溢的畫家，出身富有的家庭， 
認識畢卡索時正在主修文學和法律，還學繪畫。1943 年與畢卡索相遇。隔年成為情侶。 
1946 年懷孕。隔年生子克勞德（Claude），1948 年再度懷孕，隔年生女帕洛瑪（Paloma）。 
女兒繼承雙親的藝術才華，成為活躍的設計師。1952 年他們關係轉冷。隔年關係惡化， 
她帶子離開，大師的妻子和情人中惟法蘭西瓦絲仍然健在。1964 年她出版《與畢卡索 
在一起的日子》，這本書既大膽又詳細，幾乎無所不寫，甚至連同畫家的性歷險，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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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進行一系列的繪畫（1953 年十二月至 1954 年一月），他用一種冷漠且

極度諷刺的方式分析著猛攻這些老藝術家配年輕女性的問題。127幾乎每一件

素描作品中都有一個妙齡女郎，通常是赤裸的，也往往表現的令人愛慕。她

的作用是存在，是自然，是性，是生命。女郎身邊的畢卡索顯得衰老、醜陋、

矮小、甚至是荒謬可恥。為了隱藏，同時也調侃自己，甚至是討好面前的女

子，他戴上面具，像一個雜耍的喜劇演員【圖 54-55】。因為她在年輕美好

的肉體及性方面的所有快感是這麼自然，所以相對的，他的衰老就顯得猥瑣

令人羞恥，他的面具更強化了這種猥褻感。他自認創作的概念： 

她（模特兒）是年輕的，我是老的，她在那兒，自我陶醉的，對週遭

漠不關心，神聖不可侵犯的，情人取悅著她：我知道所有的狀況也知

道該如何做但卻只敢偷窺她的美貌？她要離開我了，她不再看我

了……128 

    畢卡索坦承年老體衰，然而精力旺盛的想像力否定這種恐懼，這一系列

的畫中出現猴子，牠是一種自由的象徵。畫家嫉妒著牠，因為年輕的女郎總

是逗弄著牠【圖 56】，也因為牠追求慾望時不需要像年老的自己一樣那麼下

流不堪。接著他在奇想中尋求慰藉：他老邁的臉才是面具，面具後的他則是

青春如昔【圖 57】，然而，此一系列作品最後幾件素描，顯示出他想逃避衰

老可鄙的企圖是徒勞無功的，因為畫中的小丑拿著代表想像力所能創構的面

具，向戰勝的猴子展示作為主觀能享有一切的象徵，但是猴子卻面無表情的

望著他，悲傷的小丑握著面具，而他自己的臉被處理的也像一張面具，但那

隻猴子坐在女郎腿邊，似乎隨時要跳入她的懷裡，而她也很樂於接受牠【圖

58】。伯格對這系列的作品提出評析：「至此，我們可能認為這一系列的素描

                                                                                                                                    
這種書還屬罕見，因此引起軒然大波，畢加索從此拒絕再見她生的一對子女。 

127 參考 John Richardso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arilyn McCully, trans. by William O. 
Desmond. Vie de Picasso（Paris : Chêne, 1992）, 4. 

  “ La vie de Picasso, à cet automne 1953, venait d’être bouleversée. Le départ de Françoise 
Gillot; sa maîtresse d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 qui avait emmené leurs deux enfants avec elle le 
laissait déboussolé. Pour exorciser son angoisse, l’artiste entreprit de faire une série de 
dessins（décembre 1953-janvier 1954）…analysant avec un détachement et une ironie extrême 
les problèmes qui assaillent un vieux peintre doté d’une jeune maîtresse.” 

128 André Fermigier, Picasso（Paris: Le Livre de Poche, 1992）, 343. 
  “ I’idée générale serait：elle est jeune; je suis vieux: Elle est là; enivrée d’elle même;  

indifférente; intangible; l’amour la courtise：Je sais tout et que faire sinon loucher vers sa  
beauté？Elle me quitte; elle ne me voit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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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達一種有感於青春消逝的極為強烈而苦澀的悲歌，以及對老去年華殘酷

的剝奪性愛的一種猛烈的抗議。」129在畫作中，畢卡索終於招認了自己的衰

老與難堪。 

1968 年，88 歲的畢卡索在《老男人想著他的年輕時光：坐在馬戲團馬

背上的小男孩及女人》（Vieil homme pensant à sa jeunesse: garçon sur un 

cheval de cirque et femmes）的作品中透露些許信息：相較於畫面中間自在展

現年輕肉體的女人及小孩，左下角的老男人不僅身體顯的弱小無力，且目光

卑微的朝向他處，不敢與人交會，直接表露了畢卡索對似水年華無情流逝的

感慨【圖 59】，恥感的刺刃最終指向了畫家自己。 

畢卡索於 1968 年《347 系列》（Séries 347）中俏皮且情色的模仿安格

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814 年的《拉斐爾與弗爾納麗娜》

（Raphael et la Fornarina）畫了一系列的版畫【圖 60-64】，畫中的拉斐爾手

持畫筆和模特兒交歡，旁邊有個上了年紀的窺淫狂在觀看，這個偷窺狂的有

時是教宗，有時則是其他藝術家，竇加（Dégas）、林布蘭（Rembrandt）及

米開朗基羅（Michelangelo Antonioni）均在其中，也許是尼采的「上帝之死

（Gott ist tot）」影響，畢卡索甚至讓尊貴的教宗坐在馬桶上偷窺。引人注

意的是在《347 系列》中，所有的男性都被畫上了鬍子，包括教宗在內，畢

卡索自稱「每一次我在畫一個男人時，總會下意識的想到我的父親……對我

來說，男人就是我的父親（Don José）。」130將血緣的遺緒與窺淫狂混同為

具權威形象的虯髯長者，直接成為自我指引的暗示。 

畢卡索的畫裡充滿了他對性的迷戀與焦慮，他一生作畫三千多幅, 其中

有不少情愛作品，他在作品與生活中都全身心地享受性的樂趣。愛和性是畢

卡索創作的原動力，畢卡索畫中赤裸裸的表現，令觀者羞赧困惑，困惑有一

部份來自分不清他的畫到底是色情(pornographique)或情色(érotique)，然而，

無論色情與情色都不過只是恥感量尺中的不同刻度。 

                                                 
129 John Berger,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Picasso（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186. 
  “ Thus far one might consider this series of drawings as a very poignant and bitter lament for  

lost youth, and a protest against the savage sexual de privation of old age.” 
130 Georges Braissai, Conversation avec Picasso（Paris：Gallimard, 1964）, 71. 
  “ Chaque fois que je dessine un homme, involontairement, c’est à mon père que je  

pense…Pour moi, l’homme, c’est ‘Don Jos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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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潛意識時代的自我遺棄者 

第一節    野獸與雌牛－馬格利特 

1947年是馬格利特（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1898～1967）在繪

畫上的 「雌牛時期 」（La Période Vache），馬格利特以「Vache」這個字眼

諷刺「野獸」(Fauve)這個名稱，131。他想藉這樣尖銳的名稱去激怒那些自滿

於藝術品味的巴黎人，藝評如蘇西•加布立克（Gablik Suzi）認為： 

  他（馬格利特）希望這些畫會侵擾到巴黎人，他似乎覺得他們當時對

藝術品味和習慣過於自滿。馬格利特藉一天一幅畫來攻擊他們的能

力，那些畫既粗糙又沒有他慣有的慎思從容。他藉由立即揮灑的粗率

技巧以及憤怒的筆觸來諷刺野獸派風格。132 

此時期馬格麗特的作品所呈現出來的是深具野獸派風格的畫面，與其先前經

過縝密規劃所呈現出的畫面風格相比，可說是天壤之別，相對他的經典的作

品的冷靜、精確而又切合實際的態度，和作品背後的概念考量，馬格利特雌

牛時期的作品則顯得俗艷、二維空間及速成，顯現出如打草稿般的率直，他

                                                 
131 Esther Schlicht and Max Hollein, “René Magritte 1948. La Période Vache,”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Press Release（24 October 2008）：2. 
這個馬格利特用來稱呼他新的一批作品的詞彙「vache」，大多被理解為具有對野獸派

歷史性運動的諷刺意味，在馬格利特的作品中模仿其誇張的色彩以及他們裝飾性愉快的

特色。再者，在法國，“vache”並不僅僅意味著「牛」，也同樣意指著「卑劣的」或「骯

髒的」，“vacherie”意味著「惡毒的」。其他相關的詞“femme vache”是一個極為肥胖的

女人，“peau de vache”是一個可怕的、惡意的人，或“amour vache”是野蠻且肉慾的愛。

因此，這個詞彙暗示著這些畫侵略性和蓄意粗糙化的特徵。 
 “ The term ‘vache’ used by Magritte for his new group of works is mostly understood as a n 

ironical allusion to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of the Fauves, whose exaggerated coloring 
Magritte’s works parodied as much as their decoratively pleasing character. Yet in French, 
‘vache’ does not only mean ‘cow’, but also as much as ‘mean’ or ‘nasty’; ‘vacherie’ signifies 
a mean trick. Other related words are ‘femme vache’ for an extremely corpulent woman, 
‘peau de vache’ for a horrible, malicious person, or ‘amour vache’ for brutal carnal love. Thus, 
the term hints at the aggressive and deliberately crude quality characteristic of the pictures.” 

132 Suzi Gablik, Magritte（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149. 
 “ He hoped the paintings would annoy the Parisians, who seemed to him at the time overly  

complacent and self-satisfied in their artistic tastes and habits. Magritte was attacking their  
facility by making a painting a day, crudely and uncensored by his usual deliberation. In a  
truculent technique of instant gestures and angry brushwork, he tried to caricature the Fauvist  
styl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0

並非虛應故事，相反的，他是意圖經由其草率手法所創作出的作品來諷刺野

獸派，也刻意去激怒、攻擊巴黎人。「藝術家故意構想展覽是一種對巴黎市

民的挑釁和攻擊。用一種預料不到的粗糙、玩鬧及故意作怪的方式作畫。」

133他藉著每天一幅畫來嘲諷野獸派的速成：「以一種新的、快速、侵略性的

畫風來回擊，尤其受到漫畫及連環畫的流行源頭的激發，但也綴以諸如恩索

爾或馬蒂斯等藝術家風格上的引用…」134這些元素都靠著混合流行視覺文化

而轉化成為一些滑稽、輕浮或荒唐的東西，135，有時瑪格利特會賦予色情味

道於作品中，畫題往往極富挑釁的情色意味，就像《鵝卵石》(Le galet) 【圖

65】中的女人，她一面揉著自己的胸部，一手貼撫私處，並側著頭用舌頭舔

她的肩膀，撩人的姿態散發出濃厚的挑逗意味，以達到鄙視野獸派的目的。

同樣散發低級情色意味的畫還有《心理學家》(Le psychologue) 【圖66】，畫

中裸體的男人手持著花，含羞帶怯地歪頭斜睨，略帶嬌嗔的表情令人啼笑皆

非。謝力特（Esther Schlicht，1971~）與何蘭（Max Hollein，1969~）認為：

「馬格利特的雌牛時期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和風格並不構成一貫的整體性，而

是把自己呈現像是不同偽風格東拼西湊的結果，其中或多或少是公開借鑒其

他藝術家和自己的早期作品。」136如馬格利特模仿馬內的作品《羅拉德瓦斯

林》（Lola de Valence）【圖67】，刻意將它變形的像裝飾的彩色壁紙，用以諷

刺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的畫風，藉以達到羞辱野獸畫派目的

攻擊目的。 

                                                 
133 Esther Schlicht and Max Hollein, “René Magritte 1948. La Période Vache,”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Press Release（24 October 2008）：1. 
“ The artist deliberately conceived the exhibition as a provocation of and an assault on the 

Parisian public. Painting in an unexpectedly crude, playful, and intentionally ‘bad’ manner.” 
134 Esther Schlicht and Max Hollein, “René Magritte 1948. La Période Vache,”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Press Release（24 October 2008）：1. 
 “ Relying on a new, fast and aggressive style of painting – and particularly inspired by popular  

sources such ascaricatures and comics, but also interspersing his works with stylistic  
quotations from artists like James Ensor or Henri Matisse …” 

135 Esther Schlicht and Max Hollein, “René Magritte 1948. La Période Vache,”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Press Release（24 October 2008）：2. 

  “ These elements are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comic, trivial, or grotesque by being blended  
with aspects of popular visual culture.” 

136 Esther Schlicht and Max Hollein, “René Magritte 1948. La Période Vache,”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Press Release（24 October 2008）：2. 

“ Regarding both their motifs and their style, the works of Magritte’s Période Vache do not 
constitute a consistent ensemble but rather present themselves as a patchwork of different 
pseudo-styles borrowing more or less openly from other artists and drawing on the artist’s 
own earlie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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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利特對巴黎人有如此難解的心結，緣由在於巴黎不僅是藝術世界的

中心，也是超現實主義運動首要之都，而馬格利特身為比利時超現實主義的

中心人物，從1920年代便一直密切與布荷東（André Breton，1896~1966）的

圈子接觸，然而，這不僅是他試圖讓自己在法國得到肯定，雖然在三年努力

後失敗了（1927年至1930年），甚至1930年間，當他於國際間的認可提升後，

在巴黎的作品仍未獲得足夠的賞識。1948年來自巴黎的邀請展成為這場爭議

事件的主要背景，馬格利特「認為這是一個可以靠著驚人之舉向藝術舞台之

都的驕傲自負，以及已經撐得過久且過度為社會接受的超現實主義的僵化態

度復仇的良機。」1371948年，馬格利特於巴黎的弗布畫廊（Galerie du 

Faubourg）展出「雌牛時期」時期的十五幅的油畫和十幅膠彩畫，然而，他

帶著羞辱野獸派意圖的畫展只持續了兩個星期，巴黎展覽的結果如預期中的

失敗。大眾的反應幾近不解，按照馬格利特自己對那場展覽的描述，多數人

以「不像以前那麼有深度」、「比利時式的幽默」、「看的出他不是來自巴黎」

等諷語反應對他的失望。138展覽期間一幅畫作被賣出，媒體反應冷淡，公眾

感到震驚，巴黎的超現實主義人士和他保持距離。馬格利特生前雌牛時期的

作品除了一件之外，其他都僅僅展出了一次。139一般大眾和藝評家都對這次

展覽有惡劣的評價，認為這個展覽是「可恥的」，他們以民族主義之怒指責

馬格利特是比利時人，而且他不住在巴黎，他們還為了他的畫作像雷諾瓦及

雌牛時期畫作中不可原諒的鄙俗而叱責他，此外，連超現實主義者也批評

他，如同「雷諾瓦時期」140被砲轟般，「雌牛時期」的馬格利特成為眾人指

                                                 
137 Esther Schlicht and Max Hollein, “René Magritte 1948. La Période Vache,”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Press Release（24 October 2008）：2-3. 
  “ …This was the polemical context in which Magritte regarded his invitation to Paris in 1948  

less as an overdue chance of success in the French metropolis but rather as an opportunity for  
taking revenge – for the arrogance of the capital’s art scene and the ossified attitude of a  
Surrealism that had outlived itself and become far too socially acceptable – by pulling off a  
surprising coup.” 

138 Jacques Meuris, René Magritte, 1898~1967（Köln ; London ; Los Angeles : Taschen, 2004）,  
181. 

  “ The response of the public, according to Magritte, verged on almost total incomprehension： 
The usual tripe：‘not so profound as he used to be’, ‘Belgian humour’, ‘you can see he’s not  
from Paris’.”  

139 Esther Schlicht and Max Hollein, “René Magritte 1948. La Période Vache,”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Press Release（24 October 2008）：3. 

  “ The exhibition in Paris turned out the expected failure. Not one picture was sold. The press 
reacted frostily. The public was appalled. The Paris Surrealists kept their distance. Only one 
of the vache works was exhibited again during Magritte’s lifetime.” 

140 1940 年三月，德軍入侵比利時，馬格利特避居南卡爾卡松（Garcassonne）三個月，德 
國的佔領可以當作是他的藝術創作的轉折點，他的作品的意義就是『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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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的對象，但他的內心仍堅信站在歷史正義的一方，他不惜用羞辱自己的作

品的方式，以及長時間累積的社會關注去攻擊野獸派。在展覽期間馬格利特

從巴黎寫信給史古特奈爾（Louis Scutenaire，1905~1987）： 

      艾呂雅「喜歡」我的展覽，但他傾向「收藏」往昔的馬格利特。他那       

      模稜兩可的話語……他說要從好的方面來解讀。雖然他喜歡展覽的那   

      些畫作，但他不會把它們掛在自家牆上。（毫無疑問的，那是因為一 

      旦我們把畫掛到牆上後就再也不去看它了 ）。141  

即使信中仍透露出對野獸派的鄙視及諷刺，馬格利特最後還是屈服於現實，

放棄了此階段的諷刺性創作，回到了往昔的作品風格，直到1967年過世，皆

未曾再出現過此類畫風。馬格利特這階段的創作在歷史上評價不高，但是他

卻成功地傳達出個人所想要表達的意涵；此外，馬格利特藉繪筆開戰的情形

不只這一樁，他於1949年前完成的兩幅畫《大衛的雷卡米耶夫人》（Madame 

Récamier）【圖68】及《透視法：馬內的陽台》（Perspective, le balcon de Manet）

【圖69】，這兩幅詭異的致敬畫充滿了高妙的嘲諷，他用黑色幽默來嘲諷畫

中穿著講究的中產階級，他保持畫中的結構，但將原畫作中的紳士及夫人們

換成一具具比利時式的棺材，似乎在輕嘆繁華落盡，當初衣香鬢影的上流社

會人士最後也不過是一坏墳中黃土，兩幅變形畫中的幽閉空間放著令人毛骨

悚然的棺材，這類指涉「死亡意象」的畫作在馬格利特的作品中不算少數，

學者哈馬歇爾（A.M.Hammacher，1897~2002）對這樣的特殊構圖作了以下

分析： 

 

                                                                                                                                    
（counter-offensive），因此，馬格利特於1943年放棄了慣用的作畫模式，開始進行印象 
主義的色彩實驗遊戲，他試圖利用炫麗的色彩抵抗戰爭的悲慘景象；歡愉的畫面衝擊令 
人窒息的悲觀主義。1943年至1944年，馬格利特的畫風被稱為「雷諾瓦時期」（Reonir  
period）， 但他本人卻非常不喜歡這個名稱，他比較喜歡的名稱為「陽光時期」（Sunlit  
period），因為他認為他作畫的靈感並非來自於雷諾瓦。此階段是馬格利特最受爭議的一 
段時期，絕大多數的愛慕者或瞭解他的人都不喜歡他在這階段的轉變。 

141 Suzi Gablik , Magritte（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150. 
 “ Eluard ‘likes’ my exhibitions, but he would prefer to buy ‘the Magritte of yore’. His  

equivocal word…must be taken in a good sense, he claims. He wouldn’t like to have the  
exhibited paintings ‘on his walls’, even though he likes them.（No doubt because we no longer  
look at paintings once they are on the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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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格利特一生都著迷於死亡的誘惑，這一切始於他孩提時期母

親跳水自盡的影響，之後一反常態，反而被吸引到希寧（Signes）

的墓地玩耍。某次，馬格利特在探訪製作棺材的朋友時，他花

了一個下午躺在豪華的棺木裡，但是這次的經驗對他來說並不

好過，因為興起於一個小玩笑，卻以一個禮拜的突發性神經焦

慮作結束。142 

 馬格利特十三歲時，他罹患精神病的母親蓓婷香（Régina Bertinchamp）投

水自盡，如此經歷足以使一位少年抑鬱一生。馬格利特早年的生活資料不

明，他極少向人談起母親的自殺事件，也極不樂意談論他的早年生活，然

而他的畫作卻提供了許多與那段不堪記憶的聯結，似乎他細密推敲所完成

的畫作才是他早年經歷的自敘帖。學者卡爾佛寇列希（Richard Calvocoressi）

認為馬格利特罹患精神病的母親自殺，屍體在松貝爾河（River Sambré）中

被尋獲，「大家關切自殺者的臉被睡衣覆蓋的部份，而在將睡衣揭開來時，

亡者的面容寧靜美麗；也流傳著在發現遺體時，十三歲的馬格利特在場的

說法。」143馬格利特的母親自殺當晚，他以及弟弟是否目睹打撈起來的遺 

體一直是被討論的佚事，但是無論是直接目睹或是間接聽聞，從弗洛伊德精 

神分析理論的角度來看，這一事件無疑會成為他成長過程中一個極為深遠的

影響根源。 

然而，馬格利特並不喜歡受到這方面的關注，他喜愛過一種中產階級式 

隱蔽的生活。身為超現實主義者，他不像其他成員那麼好於議論，總是盡量

低調不引人注意，平時也甚少出遊。他筆下穿戴黑衣黑禮帽的男子彷彿自己

的化身，當他出現在畫面時，周遭便籠罩著孤獨的氛圍，予人強烈的距離感。

馬格利特不僅避談早年的生活，也對於別人認為他的作品中「隱藏任何象徵

                                                 
142 A.M.Hammacher, René Magritte（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6）, 108. 
  “ Magritte was fascinated by death throughout his life, beginning with the experience of his 

mother’s suicide by drowning while he was a boy and then his perverse attraction to playing 
in the graveyard at Signes . During a visit to a friend who was a coffin maker, Magritte spent 
an afternoon in a magnificent coffin. But the experience did him no good, for what had begun 
as a joke ended a week later in fits nervous anxiety.” 

143 Richard Calvocoressi, Magritte（Oxford：Phaidon, 1984）, 9. 
 “ For many years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face of suicide had been found shrouded in her 

nightdress and that, when uncovered, it had worn an expression of calm beauty；it was also 
alleged that the thirteen-years-olds Magritte had been present at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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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含的想法不以為然，以及坦率表達對心理分析尤其的厭惡。他也不相信任

何一個自然生成的詮釋是具有任何理由。」144在馬格利特的作品中我們依然

可以確定這個重大事件帶給他永難擺脫的影響，以及嵌入潛意識以影響他創

作的蛛絲馬跡。在他畫中蒙蓋白紗的女人讓人聯想起他母親以睡袍掩面的屍

身。兩幅完成於同年，尺寸幾乎相同的《情人》（Les amants）(1928)【圖 70】

一對是隔著白紗正在親吻的戀人，一對是頭蓋白紗並肩而立的頭像，直接表

現了他對母親的印象與孺慕想望；《事情的核心》（L'histoire centrale）【圖 71】

中蒙著臉的女人勒著自己的脖子，旁邊放著象徵要遠行的行李箱以及吹奏輓

歌的土巴號（tuba），暗示著母親自殺的意象：同樣蒙著白紗幽靈似的形象

還出現在其他畫中【圖 72-73】。即使沒覆蓋上白紗，馬格利特筆下的女體大

多沒畫上臉孔，並且只呈現局部軀體，其他部份則消失在畫面中，漂浮的存

在感及如鬼魅般冰冷的色調宛如逝去的母親現身在畫布上，如【圖 74-75】；

而《洪水》（L'inondation）畫面中上半身漸漸消失的女體則讓觀者產生母親

投水身亡的灰暗聯想【圖 76】；另一幅作品《集合的想像》（L'invention 

collective），魚的上半身結合女體，落水的人或離水的魚皆難逃死亡的命運，

冰冷的軀體讓人聯想馬格利特是否以畫筆勾勒出自潛意識裡封存的母親自

殺現場【圖 77】。《夜行性動物》（Le genre nocturne）中女性刻意以雙手遮住

面容，而並列於畫面右方破碎的物體暗示生命的破滅及記憶的殘缺【圖 78】。

《裝腔作勢的女人》（La gâcheuse）則直接在女體頭上畫上了一顆頭蓋骨，

漸進式的透析死亡與生命之間的無常掙扎【圖 79】。馬格利特一連串深具死

亡意象的畫作，揭示他亟欲穩定地確認釐清記憶的界線，使畫面細節朝向真

實境域發展。他一絲不苟描繪足以回想的點滴線索，讓背景與主題像處於無

塵室的靜謐氛圍之中，以單純說明自身的細節，孤獨地招回密封的情感。那

是馬格利特的標本室，那是他的禮拜堂，當他如家族合影般仔細地安排靜物

的列位之時，他卻怎麼也想不起母親，白布覆蓋下的亡者，應該也存有那麼

清晰的面容。 

    馬格利特如同自我封閉的孩童，從事件之始即不願卸下心防，記憶的真

                                                 
144 A.M.Hammacher, René Magritte（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6）, 12. 
  “ His pronounced hostility to the idea of the symbol in relation to his work, his undisguised 

dislike of psychoanalysis in particular, and his distrust of any and every interpretation 
naturally had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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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阻隔所有嘗試把他的圖像解讀成潛意識的壓抑慾望。誠如哈馬歇爾所言： 

  馬格利特的私生活允許小規模以心理分析學去發掘，要進行這樣的

工作，必須無視於藝術家的加諸於這方面研究的禁忌，然而這不一

定表示抱著期盼的侵入者會空手而回。馬格利特不樂意提及他的過

往，並且對少年時期的一場騷亂故作漠不關心，這明顯是由於心中

的壓抑。他的往事絕對是強大潛意識的源頭……如果我們因而試著

去了解他反抗的意圖，我們便能以轉換另一角度去探觸他的作品，

而且馬格利特並未禁止我們如此作為。145 

研究者試圖從他的畫作中揣測他避而不談的生命經歷，拾掇或許是他無意間

遺落在潛意識中的創痛片段，卻總與變形的女體不期而遇。在《強暴》（Le 

viol）【圖 80】中，馬格利特將變形女體軀幹畫成一副古怪的臉孔，女人的

臉則異化成視覺上的肉身，器官成為造夢者的謎語，記憶在畫布之後的另一

個空間重組，母親的亡故或許已成為馬格利特一同埋葬的早逝青春，遺體掀

起的睡衣遮蓋了所有幼年記憶，變成了安魂的覆土。哈馬歇爾對馬格利特

1937 的《向麥克·賽納特致敬》（En hommage à Mack Sennett）【圖 81】提

出看法： 

每個人都知道我們所愛人的衣物會喚起我們一些感情。但是它（這

幅畫）並不涉及色情，而是死者的衣物所具有的呼喚他們再現的力

量。沒人能斷言它（這幅畫）是否主要是記憶的投射，這記憶透過

衣物具體化成一個形象，或是衣物自身被這個身體形塑成各式各樣

的形狀，使記憶觸及人的感官以及視覺的核心。146 

                                                 
145 A.M.Hammacher, René Magritte（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6）, 8-12. 
 “ Magritte’s private life permits little psychoanalytical excavation.To undertake such work 

would be to disregard the ban the artist himself laid on such investigation, yet this need not 
mean that any prospective lawbreaker would not come home with valuable booty. Magritte’s 
unwillingness to talk about the past and his feigned indifference to highly disturbing events in 
his youth are obviously due to repression. His past must have been a source of powerful 
unconscious influence…If, therefore, we try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of the meaning of his 
resistance－and Magritte never forbade us to attempt that－we shall come closer to his work 
by this roundabout way.” 

146 A.M.Hammacher, René Magritte（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6）, 78. 
  “ Everyone is aware of the feelings that the clothes of someone we love can arouse. But it is 

not only the erotic that it involved, for the clothes of the dead often have the power of 
conjuring up their presence again. No one can say whether it is mainly the proj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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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利特之後又持續創作了《閨房裡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畫中再現了宛若母親墜河當晚身上的睡衣，不少他筆下的女體都

是穿著這樣的薄衫，似乎正從夢境中走向告別世界與自身的典禮。卡爾佛寇

列希認為：「馬格利特被睡衣的經歷煩擾，這些影像深深刺進他的潛意識裡，

似乎還一再浮現在他某幾張作品上，畫中人像的覆蓋及隱藏佔有極度的重要

性。」147這幅畫中是一件溼漉漉的睡衣懸掛在乾燥的衣櫥內，衣服後面浮現

一副女乳，一雙露著腳趾頭的高跟鞋暗示將遠行，憑空浮現的不完整的人體

與人鬼魅精靈般的柔順漸層。無解的謎題，母親的死讓馬格利特覆蓋象徵告

別世界的薄衫，仔細保存母親衣櫥裡是那來不及辭行的祕密【圖 82】。 

卡爾佛寇列希分析《幾何精神》（L'esprit de Géométrie）【圖 83】：「這種

類型的作品中，最具弗洛伊德形式的可能是泰特美術館（Tate Gallery），最

初稱作《母愛》（Maternité）的水彩畫《幾何精神》（L'esprit de la Géométrie），

畫中嬰兒與母親的頭部比例相互對調了。」148迥異於古典作品中母子溫馨的

畫面，這幅畫中的母子頭像視線毫無交流，右方母親神情漠然的看往他處，

似乎是暗示著母親的無情與漠視，而左方嬰兒目光埋怨的注視著母親。圖中

母子的頭像錯置的比例，或許暗示了馬格利特無法釋懷的心境與對親情的質

疑。 

1928 的《發現》（Découverte）【圖 84】，女體半身的皮膚木紋交錯，弗

洛伊德認為木頭及女人之間具有「母親」關聯：「他提到這個名字「馬得里

亞」（Maderia）這個林木茂密的島嶼，意指「木頭」，源自「母親」（mater），

以及「材料」（materia）這兩個字」149依照弗洛伊德的解讀，這畫中的女人

                                                                                                                                    
memories, which take shape as an ‘image’ through the clothes, or whether it is the clothes 
themselves, in all the various shapes the body molded them into, which touch one’s sensual 
and visual nerve center.” 

147 Richard Calvocoressi, Magritte（Oxford：Phaidon, 1984）, 9. 
  “ Magritte was affected by the story of nightdress: the image stuck in his unconscious and 

appears to have resurfaced in certain of his paintings where images of cover or concealment 
play a prominent role.” 

148 Richard Calvocoressi, Magritte（Oxford：Phaidon, 1984）, 6. 
  “ Possibly the most Freudian of all such works is the Tate Gallery’s small gouache The Spirit 

of Geometry（Originally called Maternity）, where the heads of a baby and its mother are 
interchanged to scale.” 

149 A.M.Hammacher, René Magritte（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6）, 66. 
  “ …Freud saw a connection betweem wood and the idea of the woman, the mother. He 

referred to the name ‘Maderia’, the wooded island, since it means ‘wood’ and is derived from 
the words mater（mother）and materia（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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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著畫家死去的母親，她身上如棺木般的木紋似乎透她的死亡。希爾維斯

特（David Sylvester，1924~2001）探討馬格利特的《獨行者的沉思》（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圖 85】： 

      畫面背景設計成一條河，是按照夏德雷（Châtelet）的松貝河的比例

繪製，有一座橋橫跨於其上，全都籠罩在漢諾特（Hainault）典型的

陰霾天色中。畫面前方是個漂浮在空中的裸像，或許是人體，也可能

是躺著的人偶，例如在櫥窗中的人體模型，是死亡的神祕意象。150 

根據希爾維斯特的考證，畫中重現了當年悲劇發生的場景，天色濃厚陰鬱的

河堤邊，一具沒有血色的軀體漂浮在畫面前景中，背對著「它」的是一個走

向遠方的身影，身著馬格利特慣常穿戴的黑衣及黑禮帽，暗示他不願面對漠

然的軀體與冰冷的過去。沃芬斯坦（Martha Wolfenstein，1911~1976）直接

指出這些漂浮物隱喻「對尋回他所失去與再復生的深切渴望」，151流露出漠

然的馬格利特對母親逝去依然存在著不捨之情。《潘朵拉的盒子》（La boîte à 

Pandore）同樣以河堤為背景，一身黑衣黑帽以背面示人的形象再次出現在

畫面中央，仍然意味對回憶的規避。一朵白玫瑰則取代了《獨行者的沉思》

中蒼白的軀體，同時似乎也暗示對亡者的追悼紀念【圖 86】。 

    根據弗洛伊德的精神分析理論，人在幼年時期所經歷的重大事件（尤其

是傷害）必將對其一生產生無法消彌的影響，卡爾佛寇列希認為： 

 

 

                                                 
150 David Sylvester, Magritte：the silence of the world（New York：Harry Abrams, The Menil 

Foundation, 2002）, 14. 
 “ The setting presents a river, one on the scale of the Sambré in Châtelet, with a footbridge 

across it, under a lowering sky that is typical of Hainault. In the foreground, the naked figure 
floating in the air－perhaps a body, perhaps a lay figure, such as shop-window mannequin－

is a myth image of dead.” 
151 Martha Wolfenstein, The image of the lost parent.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Glencoe, 

IL: Free Press.28, 1973）, 450-451. 
 “ …a deep longing for revival and return of what has been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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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格利特是表達幽閉恐懼、焦慮、恐慌等反常的生理及心理狀態的天

才，這是他的藝術中最特殊且獨具特色的部份，例如《夜晚的獵人》

（Les chasseurs de la nuit）。偶爾在他作品中描述安祥平靜的死亡，

看似雲淡風輕，但是我們也可將這想像的描繪歸因於幼童時期的喪

親，其中有幾個版本的《記憶》（Memory）最令人印象深刻。152 

《夜晚的獵人》（Les chasseurs de la nuit）【圖 87】確實流露出逃避的企圖，

以及試圖低調壓抑的恐懼與面對的緊張情緒；此外，三幅各自相隔多年的《記

憶》（La mémoire）【圖 88】，同樣是三顆女性雕像的頭部，額上染著血印，

不具表情的斂目冷容，證明即使時光流逝，深植於馬格利特腦海中的喪親傷

痛仍在他的記憶底蘊中纏繞不去。 

    超現實主義在 1920 年代成為當時的畫壇主流，藝術家們服膺於弗洛伊

德的心理分析理論，畫家的主題多半是利用女體在畫布上傳達非理性的潛意

識，與女體有關的原始慾望、戀母情結及性趨力等早期心理學概念。然而對

於馬格利特而言，無論外界的疑惑與揣測，關於心理分析，他從未克服對它

的反感，而這種厭惡感確實隨著時間變強烈。153馬格利特相信「對於我們以

及喚醒世界奧祕的藝術工作，心理分析無法說明任何事」154然而十三歲喪親

的馬格利特長成後甚少談及這段往事，即使對他的摯友也是淡淡帶過，對這

件事他唯一承認的回憶是：「當天晚上我突然成為街坊鄰居及同學關注及憐

憫的焦點，這讓我感到有些驕傲。」155馬格利特以毫無感傷意味的言詞與超

                                                 
152 Richard Calvocoressi, Magritte（Oxford：Phaidon, 1984）, 9. 

“ Magritte’s ability convey abnormal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states－claustrophobia, anxiety, 
panic（for example, The Hunters at the Edge of Night）－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and 
original features of his arts. Less immediately alarming but possibly also traceable to the 
fictive account of childhood bereavement are the occasional references in his work to the 
serene composure of death, of which the several version of Memory are among the most 
haunting.” 

153 A.M.Hammacher, René Magritte（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6）, 17. 
  “ In regard to psychoanalysis, Magritte is ironical；he fends it off. He never overcomes his 

aversion to it, which indeed grew stronger with the years.” 
154 A.M.Hammacher, René Magritte（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6）, 18. 
  “ Psycho-analysis has nothing to tell us either about works of art, which evoke the mystery of 

the world.” 
155 M. Paquet, René Magritte 1898-1967 thought rendered visible（Köln: Benedikt Taschen 

Verlag GmgH., 2000）, 24.  
 “ The only recollection which Magritte himself admitted to having of the affairs was that of a 

feeling pride at suddenly finding himself the focal piont of interest and sympathy both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among his fellow pup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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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常理的冷淡的態度，刻意閃避直接談論喪母的感受。弗洛伊德的精神分析

理論指出：「把痛苦與不愉快的體驗，忘得乾乾淨淨；而且無論怎麼努力，

都無法記起，即不登上意識；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壓制』。」156由此推論馬

格利特壓抑著一些令他難以回顧及羞於啟齒的記憶：他是被母親遺棄的孩

子；他企圖壓抑著自己感性的部份，強調以理性作畫，排斥任何非理性的成

分；他以哲學家自居，異常地強調清醒及理性，似乎間接讓人推測他意圖與

「精神病患的兒子」劃清界線。被否定及被拋棄的憤怒及自卑，讓他無法面

對發自內心的怨懟，他想掩飾，抗拒承受他人異樣眼光，更恥於承認自己對

母親的思念，情感全都壓抑在他冷靜的線條下，像受傷的孤兒獨自無意識地

破壞玩具，既戲謔又莊重地重組四散的組件，使它成為再生的生命寄託替代

品。馬格利特轉而分裂他所有畫面中的對象，任意組合器官靜物至無以為計

的荒謬窘境，卻又那麼靜默地展示吞噬於冰冷的陰鬱。畸形的異變圖像共同

承擔了畫家與作品彼此的羞恥鼻息，當懷念、感傷與無垠黑暗的背景畫面都

退卻至畫布之外時，馬格利特開始占斷恥感的讀心術。 

 

第二節    恥感幽靈的血腥祭典－培根 

    英國畫家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作為現代英國藝術最富獨

創性的形象畫家，也是十七世紀英國著名自然哲學與方法學大師弗朗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後裔，他無疑地是二十世紀特立獨行

藝術家之極致。在二次戰後抽象風格逐漸流行的時代裡，堅持以人像畫作為

終生創作的主題，「他長期對不合理狀況的關切，可以在他變態的、因惡習

受損的、強調人性黑暗看法的人像中尋得佐證，其中僅有一部分是由卑賤、

獸性的狀況發展過來。」157他所描繪人像的動作和姿勢，似乎傳達出完全被

                                                 
156 安田一郎原著，黃式鴻譯，《精神分析入門》（台北：東方，1969），61。 
157 Lawrence Gowing and Sam Hunter, Francis Bacon（N.Y.,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9）, 32. 
  “ His abiding concern for the irrational is evident in his imagery of the abnormal and impaired, 

underscoring a darker view of a humanity only partially evolved from an ignoble, anim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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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世界遺棄的焦躁不安，帶有不為當代人所理解的痛苦感受：婦人像孺子

般在軌道上匍匐爬行；被屠宰支解的動物屍塊懸掛於夾牢；浸泡在血泊中的

人體攤倒在床上；手臂內側插著針筒者蜷曲在被褥中；齜牙咧嘴的猙獰臉孔

與嘔吐排泄者……這些似肉團又似怪物的「人」，在在都衝擊觀者視覺神經，

隨之而來的是連串的困惑【圖 89-94】。 

培根焦慮不安的作品常被溯源自他的成長經歷：培根與父母關係不親

近，與父親尤為疏離。在培根印象中，父親是個性剛烈脾氣暴躁又神經質的

怪人，兩人經常爭吵。培根回憶起他的家庭時曾說到： 

……我和父母的關係從來沒好過，我們未曾相互聆聽……我記得只有

一次窺見父親真實的情感，那是在我弟弟死去的時候，他（父親）深

深愛著他（小弟），然而我和我父親之間沒有任何真實的關係。他不

喜歡我，也不喜歡我成為一個藝術家的念頭，我的家庭完全沒有這方

面的傳統，他們認為那只是他們兒子一種單純的怪念頭。158 

他的父母對於培根想做藝術家的念頭感到惶恐，亦相當反對。對培根而言，

歷經遷居、兄弟去世、長期與父母關係不睦等不快樂家庭生活的無奈狀況，

父親嚴厲的身影以及想要自家庭失和中掙脫的念頭，便成為培根日後畫中苦

悶焦慮至大聲吶喊的形象靈感來源。 

兩次大戰期間，人類彼此殘殺，相繼延燒的戰火使人類的精神領域出現

了危機，人們對未來失去信心，而工業革命後的迅速發展推翻了人對物質世

界的傳統認識，使人們對自己產生了懷疑、傷感、落寞、悲觀甚至是厭世的

念頭，藝術家紛紛對現實環境抱著逃避的心態，對社會文明及人類自身存在

的意義產生懷疑，虛無主義思潮醞釀而生，加以洛伊德心理分析論的啟發，

在藝術表現上尋求心理的無意識狀態，創作時表現出心靈的原始狀態，把注

                                                 
158 Francis Bacon, Repères - Cahiers d'art contemporain n°39（Paris: Galerie Lelong, 1987）, 22. 
 “ …mes relations avec mon père et ma mère n’ont jamais été bonnes. On ne s’est jamais 

entendus…Je me rappelle que la seule fois où j’ai vu mon père montrer vraiment de l’émotion, 
c’est à la mort de mon plus jeune frère, il l’aimait profondément; mais je n’avais, moi, aucune 
relation véritable avec mon père. Il ne m’aimait pas et n’aimait pas l’idée que je devienne 
artiste. Vous comprenez, il n’y avait pas aucune tradition de cette espèce dans ma famille, et 
ils pensaient que songer à être un artiste était de la part de leur fils une excentricité pure et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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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力都集中在主觀的內心世界，培根描繪經歷戰火劫掠的虛空人類，以及他

們無處落腳的存在感，他的畫作中可見到人們如幽靈般的魅影。此時的藝術

不再是宗教的，也不是浪漫或批評現實的，更不是沉浸於美好世界的，藝術

轉為異化的表達，成了人在這個社會遭遺棄的表達，成了人類生活意義最終

喪失的表達，成了人的歷史意義最終喪失的表達。他剝除了象徵人物社會身

份的衣裝，掏洗了他們的物質空間，使他們一絲不掛的地面對心靈與物質的

一無所有。輕刷的筆觸所鋪陳的畫面人物顯得毫無踏實感，像是沒有體積的

一塊陰影。「他們被畫成不具自制力、不具社會形象、只是受著衝動及本能

驅使的人，培根把他們描述成對注視死亡的絕望所產生的不可壓抑的對立。」

159在尼采及（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學說中，世界是一種虛無的表象，這種不真

實感導致了人內心深處的恐慌，法國存在主義學者沙特認為存在有其荒謬性

（absurdité），人必須面對這個充滿冷酷無情的荒謬世界。160依沙特所言，

人來到這個世界上都是孤單的，因此世界是充滿恐懼的外在，「虛無」、「焦

慮」、「存在」、「荒謬」等字眼在培根具悲憤性質的油畫中成為主題，培

根把個人經驗和內在的極度痛苦以獸性生滅的恐怖形象呈現出來。藝評家杭

特（Sam Hunter，1923~）認為： 

  他已經察覺到，至少在一般群眾中，他是一位激烈感情的販子，藉由

肢解人體的猥褻恐怖想像特質，產生與二十世紀苦難歷史悲歌及當世

個人困境的急切相關性。至少以當代文學來看，培根是用本質上的「荒

謬」的態度來體驗生命。161 

對於「人的肉身」，培根筆下人物的身體臉孔形塑成扭曲變形的男性軀體，

                                                 
159 Dawn Ades and Andrew Forge, Francis Bacon（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5）, 10. 
  “ They are painted not as self-controlled, social creatures, but as beings driven by those urges 

or instincts. Bacon describes as the irresistible counterpoint to the despair of contemplating 
death.” 

160 李天命，《存在主義概論》（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86），106-107。 
161 Lawrence Gowing and Sam Hunter, Francis Bacon（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89）, 27. 
  “ He has been perceived, at least by the casual public, as a sensational trafficker in obscenely 

horrific imagery of the mutilated human form, which in turn generate an association with 
some of the more distressing historical episo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with and with 
the plight of the individual today who has, a least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xperienced life 
as basically ‘abs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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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在由線條與色面所構築成的密室牢籠中，兩度空間與三度空間交錯分割

混沌不明，流露出極端病態的恐慌情緒與感官疏離，呈現心靈極度痛苦與難

以言喻的寂寞。培根「沒有繪出人可以生存的實體空間，人體被獨立隔絕在

自己侷限的空間裡，可能是一張椅子或床，有時也許只是以線條框限的空

間。」162他的形體隔離在肉身涅盤玻璃盒中，在純淨色彩的範圍所框限的無

名空間中，他們的孤絕並不能阻止他們被注視，雖然形體孤獨，但是他們卻

完全沒有隱私【圖95-98】。藝評家戴維斯（Hugh Davies）認為：「裸體的男

子關在一個不知名且無對流的隔間裡，這個人物傳達自省、退化、孤癖感及

一種和監獄或庇護所相關的內部陳設，是一種被剝奪文明的男人之典型狀

況。」163畫中人物的頭總是轉向一方，無法和觀者的視線交會，也讓周遭瀰

漫著疏離失落的傷感氛圍。【圖99】 

    培根經常提及畫家及觀賞者擁有不屬於大腦管轄範圍的獨立神經系

統，大腦只能去欣賞愚笨乏味的寫實人像畫或圖解式的畫，詩人哈巴德（Sue 

Hubbard）認為培根的作品「透過扭曲的形式與觀者的『直覺神經系統』對

話，並且打開『感官的活閥』。」164 強調培根的繪畫激烈的滲透性，直接

以扭曲污穢的形體激發觀者的恥感情緒，引發由感官經驗所形成之「興奮的

绝望」（désespoir ragaillardi）。165培根刺激了觀者的「神經系統」，所描繪

的「人」是一種去除掉外在形象之普遍概念下的「人」。這樣的「人」反映

了當時二次大戰後歐洲宛如處於修羅煉獄，生存價值乃至於精神信仰皆因人

心充滿恐懼絕望而蕩然無存，戰後的一切都彷彿超現實一般荒謬不可置信，

柯林（Matthew Collings，1955~）認為培根的畫作「在戰後時代，內容對他

而言，必須處理對一切絕望及可怕的存在，這些是當時夠顯而易見的。」166

                                                 
162 Dawn Ades and Andrew Forge, Francis Bacon（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5）, 9. 
 “ There is no illusion of real space for the figure to exist in ; the body is isolated in its own 

localized space,which may be a chair or bed, or may be just a frame of lines…” 
163 Hugh Davies and Sally Yard, Francis Bacon（New York：Abbeville Press, 1986）, 29. 
  “ Calling to mind naked men locked away in anonymous, windless cells, this figure conveys  

the introspection, regression, and withdrawal associated with prison or asylum inmates, the  
quintessential posture of man divested of civilization.” 

164 Sue Hubbard, “A dark prophet,” New Statesman ,（22 September 2008）：65. 
“ He wanted his paintings to address the viewer's ‘nervous system directly’ and to ‘unlock the  

valves of feeling’ with his distorted forms…” 
165 Sue Hubbard, “A dark prophet,” New Statesman ,（22 September 2008）：65. 

“ His paintings, he claimed, were a form of ‘exhilarated despair’.” 
166 Matthew Collings, “Yippee, we're all going to die. Hirst, Bacon, Rothko: prophets of doom or 

merchants of joy? ” Mod Painters ,no.10（Jan 200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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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用變形誇張的手法展示心靈中的激情，變形折射出嚮往回歸原始、回歸

人類本真狀態的原始情緒，但他也認為「人的天性是完全不具希望的，意識

到出生及死亡之間短暫的存在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絕望還比較有助益，從

絕望中你會發現自己冒著險採取激烈的方式去繪製圖像。」167在培根以突破

性的狂暴畫風一舉成名後，1944 年的三聯畫作品《受難三習作》（Trois études 

pour des figures à la base d'une crucifixion）【圖 100】，靈感來自於宗教「釘刑

圖」（Crucifixion），是培根早期創作的重要主題之一。然而培根「並不特別

對贊同某一套的制式化信仰有興趣，然而，他深深對哲學的相關問題感興

趣。」168培根選擇這個與悲劇、痛苦、死亡有關的充滿戲劇性的場景，以一

種普遍形象的「人」取代了十字架上的「耶穌」以去聖像化，提示人們真正

需要關心與哀悼的應該是漂泊的自身。畫中十字架上的男子扯開頸項，齜牙

咧嘴、哀號吶喊的醜陋身軀，如同一團猙獰的異形肉瘸，突破了傳統的人物

畫表現，重新詮釋出肉身焦慮不安的特異面貌：紅色的背景彷彿煉獄一般映

照出遭受戰爭死亡摧殘而瀕臨崩潰的人類內心陰影，釘刑被創造成人類暴力

的典型刑具枷鎖圖像，受刑台上演著框限人類肉身於恥感幽靈血腥舞台的神

祕祭典。 

 

第三節    威權與道德的排泄者 

    培根在訪談中回答過他的確對各種形式的宗教都非常厭惡，不管是神祕

宗教或基督教。169宗教生活對他而言是獨斷教條主義者的精神，所有的教條

                                                                                                                                    
“ Content for him has to do with despair and the gruesomeness of existence, the hopelessness  

of everything, which is fair enough for the times, the postwar era.” 
167 Lawrence Gowing and Sam Hunter, Francis Bacon（N.Y.,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9）, 19. 
“ One’s basic nature is totally without hope…It does not make any difference to my awareness  

of the shortness of the moment of existence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Perhaps…despair is  
more helpful, because out of despair you may find yourself making the images in a more  
radical way by taking greater risks.”  

168 Dawn Ades and Andrew Forge, Francis Bacon（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5）, 11. 
“ Bacon is not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subscribing to any other given set of beliefs, although 
he is profoundly interested in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 involved.” 

169 大衛‧希爾維斯特（David Sylvester）原著，陳品秀譯，《培根訪談錄》（Interviews with  
Francis Bacon）（台北：遠流，199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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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排擠他人。在《繪畫，1946》（Peinture, 1946）中【圖 101】，十字架異

變了形式上的屠宰場，一大塊屍肉高高張掛起，枯望救贖的動物屍身否定十

字架所象徵之解除苦難的神聖力量，前方穿著黑色西裝手執象徵送葬黑傘的

人，臉孔浸淫於在黑傘籠罩的陰影中，似將吞噬無辜者靈魂的駭然血盆大口

撕裂在光線晦明的交界，加深了畫面的詭譎氣氛。1950 年的《痛苦的碎片》

（Fragment d’une crucifixion）【圖 102】，表現人類虛弱乏力的身軀釘掛在十

字架上受苦的情景，面孔上開合著不規則的空洞獸性口器，無聲嘶吼的痛楚

與後方背景視若無睹的過往人車形成強烈對比。170這種對宗教不敬的作品震

撼了當時許多觀眾與藝評家，藝評家們不知該如何找一個具體的名稱來為這

些形體命名，甚至無法形容當時所見到的感覺。培根以陌生的造型改變了人

們習以為常的觀看方式以追求他心中的「真實」，培根曾自道：  

人們似乎認為我在的畫中試著去表現生死交關之際生存本身的意

識，這不是我要強調的事－但是假若你儘其所能的試圖朝著神經系統

去表達時，就種想法不自主就會產生了……生命……的確充滿痛苦與

與絕望。171 

培根雖然借用宗教題材形式，但表達卻是他個人關注的主題，「教宗」的主

題便是最鮮明的例子。培根在 1951 年起，便針對委拉斯奎茲（Diego 

Velazquez，1599~1660）作品《教宗英諾森十世》的圖片，創作了一系列相

關作品【圖 103】。培根畫中的「教宗」並未延續自文藝復興以物質的表象

來描繪刻畫人物的傳統，而是刻意悖逆寫實，以一種粗率且充斥情緒化的筆

觸呈現人物的面容與衣著。與維拉斯蓋茲的原作比起來，培根筆下的教宗英

諾森十世並沒有足夠特徵去辨識他的教宗身份，這個平凡的畫中人物可以是

任何人。他沒有明晰的面孔，原先畫作的教宗的王座、禮戒、衣袍也全部消

                                                 
170「空洞之口的吶喊」經常出現在培根作品中，這張嘴多半有著如動物般的牙齒，黑暗的 

口就像是不可見的深淵，一股神祕而撼人的力量便自下朝上散射出一股懾人的力量，例 
如他在 1948 至 1949 年間所作的「頭像」系列中，《頭像六》（Head VI）裡的人的臉 
孔消融在有如瞬間凝止的擦抹筆觸中，只剩下那張空洞的口清晰可辨，它彷彿擁有生 
命，是這尊身軀中的另一個黑暗幽魂。 

171 Dennis Farr and Massimo Maritino, Francis Bacon：A Retropective（New York：Trust for 
Museum Exibitions,1999）, 8. 

  “ People always seem to think that in my painting I’m trying to put across just existence itself 
as one goes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It’s not that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side of things－but 
I suppose that if you’re trying to work as near to your nervous system as you can, that’s what 
automatically comes out…Life…is just filled, really, with suffering and des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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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了，人的影像變成一抹難以辨識的黑影，而在培根的接續創作的畫像中，

教宗更變成了一團模糊的血肉形象，畫家似乎按部就班的在畫面上層層削

弱，藉由模糊及抹去畫中人物影像的繪畫效果來詮釋戰後人們對生存價值的

質疑，連位高權重的教宗，也逃不出這股黑潮的侵蝕，培根藉著他向戰前的

文明社會、道德價值及宗教信仰作了道別。這個充滿自信的人物形象，「被

一種暴力的筆觸破壞殆盡，他撕裂人物的一襲長袍，模糊他的形象，分解人

物的肌理組織，然後像電視影像消失的畫面一樣，是一片黑暗。」172培根反

復多次地讓這個神聖的羅馬教會中職位最高的人在畫裡神經質地尖聲喊

叫，彷彿正在作絕望的咆哮。而《教宗 I》（Pope I）【圖 104】，圖保羅二世

是一個歇斯底里的暴虐形象，給人一種殘酷和暴力的印象，也許他的用意是

試著把他所畫的最偉大的肖像之一 ：一個高高位居於同伴之上的男子（典

型的父親，接近神聖的地位），讓他被緊張的情緒箝制，只有這樣的詮釋能

讓他更貼近野獸。173 斯帕爾丁（Frances Spalding，1950~）認為：「培根的

教宗像他所有的人物畫一樣，處於一種危機的時刻，似乎被推向忍耐的邊

緣。一些被困在一個玻璃框內，增加了疏離感」174新的教宗形象被重新形塑

出，培根活潑的創作能力將狡猾且自以為是的教廷的天子變成一個具威脅性

或墮落的現代感圖像。175傳統宮廷與教廷的權威被培根瓦解了，有如瞬間凝

止的擦抹筆觸中，教宗至高的威嚴消失了，他一如普通世人因面對諸多紛亂

心靈狀態而陷入悲憤吶喊，甚至身上掛著一隻纏著粉紅彩帶，象徵原罪與恥

辱的黑猩猩【圖 105】，至此，禽獸都敢於挑戰的教宗只剩下蕩然無存的威

嚴。 

培根這羞辱教宗的系列畫作惹惱了不少人，藝評家高文（Lawrence 

Gowing，1918~1991）及杭特認為教宗主題從拉斐爾開始，提香接續，委拉

                                                 
172 何廣政主編，《培根》（台北：藝術家，2002），68-69。 
173 Dawn Ades and Andrew Forge, Francis Bacon（London：Thames and Hudson, 1985）, 15. 
  “ Perhaps his idea was to test one of the greatest portraits ever painted, of a man set highest 

above his fellow men（the archetypal father, verging on the divine）in the grip of a feeling so 
intense that the only expression of it brought him close to the beasts.” 

174 Frances Spalding, British Art since 1900（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6）, 148. 
  “ Bacon’s popes like all his figures, are found in a moment of crisis, as if pushed to the edge of 

endurance. Some are trapped within a glass frame, which heighten their isolation.” 
175 Lawrence Gowing and Sam Hunter, Francis Bacon（N.Y.,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9）, 30. 
 “ Bacon’s vivid invention transformed the crafty and smug prince of the church into a 

threatening, even depraved, moder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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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貴茲完成的宗教人物畫典型直接影響了培根的憤怒筆調： 

培根的繪畫從他們那裡得來的力量並非是受時代讚揚的豐富內涵，而

是來自於反抗和詆毀傳統的機會，和反轉對於道德遵從的期望，藉由

從每個意涵以激怒和犧牲這宗教和藝術上父權形式的安祥感。176 

培根蔑視瓦解宗教權威的行為，在藝評家高文的評論中被視為反抗父權的心

理。培根獨特的畫作正如他的感情世界與人生觀，遠離傳統而運用強烈色彩

刻畫人生。培根性向上的認同，在現實情境中某種程度上是被壓抑的，從小

在一個父權的家庭中長大，被迫要有男子氣概，文弱的他總是得不到父親的

肯定，直到少年期被揭發偷穿母親內衣，他的性傾向就被揭發且被驅離家

中，他近乎發洩似的畫著男體，也繪著變形的教宗，以作為被壓抑的性慾潰

堤以及對自己性向不被父親及宗教認可的宣洩和報復。培根在與大衛•希爾

維斯特的訪談中曾表現對宗教提供的救贖力量及永生的靈魂毫不領情，他寧

可受酷刑也不願受教條的約束：「我認為人們是如此的依戀於自我，以至於

寧願在全面的毀滅中受酷刑。」177在他 1984 題為《伊迪帕斯與斯芬克斯》

（Oedipus et Sphinx）的作品中也可窺得對父親複雜的情結，希臘神話中的

伊底帕斯是遭受命運擺佈的悲劇人物，他是底比斯國王賴優斯（Laius）之

子，誕生之後，國王到太陽神殿求神諭，預言其子長大後將弒父娶母，於是

懼怕的國王將伊底帕斯以鐵線綁其雙腳棄之於荒山野嶺，而培根彷彿藉由這

樣的題材以及這幅畫中濺著鮮血的傷足，控訴著父親的狠心的背棄，也讓伊

底帕斯的弒父來宣洩自己憤怒的情緒【圖 106】。更精確的說，他的畫像包

含了復仇的羅神（Furies）去追捕伊迪帕斯與斯芬克斯（Sphinx）的神話，

因為他可憎的弒父、亂倫及弒母的罪行。為了用新版的弗洛伊德的心理分析

術語去設定這兩個神話人物，引起培根原始罪惡感的極度痛苦。1781971 年

                                                 
176 Lawrence Gowing and Sam Hunter, Francis Bacon（Whashing,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9）, 16. 
  “ Bacon’s picture gain their momentum not only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e time-honored by  

vexing and victimizing the paternal serenity of this－in every sense－father figure of  
religious and artistic establishment.” 

177 Francis Bacon, Repères - Cahiers d'art contemporain n°39（Paris: Galerie Lelong, 1987）, 42. 
 “ Je pense que les gens sont si attachés à leur ego qu’ils préfèrent le tourment au simple 

anéantissement.” 
178 參閱：Lawrence Gowing and Sam Hunter, Francis Bacon（N.Y.,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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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藝術生涯上重要而悲痛的一年。那年十月正當他於巴黎的大皇宮舉辦個

人作品回顧展，於會場上接受各界肯定與讚賞之時，他的好友兼摯愛的伴侶

戴爾（George Dyer，1934~1971）自殺身亡。自此，培根的畫中經常出現在

洗臉台前嘔吐，或者坐在馬桶上捲曲的人物，這些影像其實也是培根本身痛

苦的縮影。【圖 107】法國思想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認為 :

「性關係本身就是交流與活動，它具有慶典的性質，正因其本質為一種交

流，它從初始就引發某種從自身排遺的運行。」179巴塔耶的論述或許正可解

釋那些坐在馬桶上或洗臉台前嘔吐排泄的人物背景：在培根纖細又敏感的情

緒中所支撐的，是脆弱的生命與愛情，以及伴侶所帶來足以耽溺於愛戀與性

愉悅的安適感，然而一切皆如他將老去的肉身一般逐漸失去控制能力，儘管

他血管裡流浪的基因依然狂暴，枯竭的靈魂將潑撒噴流的顏料處理成帶有血

腥色彩慶典儀式的性隱喻，但是他的繪畫中已無法負荷如此的陰暗巨流，自

我異化成身處於冷漠異常衛浴空間裡扭曲的人形，無處躲藏而徹底崩潰。 

 

 

 

 

 

 

 

 

 

                                                 
179 Georges Bataille, L'érotisme（Paris : Éditions de Minuit, 1957）, 231. 

 “ La relation sexuelle est elle-même communication et mouvement, elle a la nature de la fête, 
c’est parce qu’elle est essentiellement communication qu’elle provoque dès l’abord un 
mouvement de sor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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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繪畫的恥感與美學 

無論是主體對於違背道德原則，或為他者否定性評價，在前諸章節之所

論證可知：「恥感」作為一種自覺意識，以至於畏懼之心理體驗，在藝術創

作中，反而成為極端的性靈昇華(Sublimation)要素；普爾茲所認為由攝影術

呈現的裸像，讓觀者認定「女性身體是一種美學的與色情藝術的物體」180，

將色情意象由新古典時期的男體，轉向為中產階級男性所喜好的女體，是「法

國文化的一次轉變」，181則是顯示恥感隨社會演進，中產消費主體的倫理觀

念，亦隨之改變，如下圖所示： 

 

 

 
 

                                                 
180 約翰‧普爾茲（John Pultz）原著，李文吉譯，《攝影與人體》（Photography and the Body），

（台北：遠流，2005），53。 
181 約翰‧普爾茲（John Pultz）原著，李文吉譯，《攝影與人體》（Photography and the Body），

（台北：遠流，20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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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由學院所建立完美的、健美的男性裸體形式，成為歌頌帝國權

威的圖面法則。淵源於古典的形式，在新的時代，逐漸轉變成另一種陽剛的

造神場域。然而在帝國瓦解，新的開放觀念來臨之際，繪畫朝向為個人服務，

歌頌自然的肉身，在十九世紀，裸體的形式放棄了陽剛的神格，轉向柔和的

母性，乃至於色情。在此潮流之中，畫家是開創者，他將女性裸體與局部器

官的繪畫作品公開展示，甚至將女性裸體安置在曖昧的場合之中，而非古典

的優美風景或壯麗戰場之內。逐漸地，畫家直接讓表情訴說情慾，拋棄古典

哀愁的面容，前所未有地以毫不掩飾放浪狂歡的淫慾作為母題，描寫失控的

神馳表情，繼而開啟了變形裸體的時代，乃至於二十世紀支解肉身，表現血

腥污穢的恥感身軀。 

自十八世紀起，每一次文化史的改寫，意味著由天真浪漫的恥感形象所

率領的狂潮突飛猛進，與另一方頑固道德的節節敗退。美國哲學家所羅門

(Robert C. Solomon，1942~2007) 認為：「個人本體核心價值，使西方思想之

理型與國家正當性相容，人性本善的理想，替換了舊世界的『原罪觀』，據

此引發了美國獨立革命與法國大革命。」182。藝術家受此時代氛圍影響，將

藝術作品中獨立的人，安置於十九世紀後高密度近代社會封閉的空間之內，

並隨逐步的現代化光怪陸離俶詭奇幻滲透到獨立的人形中。退卻宗教外衣的

恥感意識再度成為審核藝術作品爭論的中心，讓甫受啟蒙洗禮的歐陸，成為

全新開幕的恥感圖像競逐樂園。然而，對於潛伏於內心深處的道德意識、簡

化為宗教的儀軌德行、原來供奉於圖像正中心、古代藝術家竭盡心智描繪正

襟危坐或代人受過的宗教聖像，一旦被現代思想的藝術家抽離於創作母題之

外，那些曾經被前一世紀視為褻瀆、使世世代代必須面對聖像懺悔原罪、強

制壓抑的背德恥感情緒，接替了原有的虔誠，回歸到另一種樂園式的天真.。

克拉克評論馬內的《草地上的午餐》在十九世紀的社會所引起軒然大波，認

為： 

 

                                                 
182 Robert C. Solomon, A Passion for Wisdom: A Vary Brief History of Philosoph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5. 
 “ ...the central Westren ideal of individual autonomy was rendered compatible with the 

legitimacy of the state, and the ideal of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humanity replaced the age-old 
of ‘original’ human sin. Then came the American and Franch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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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早期基督教徒的顧慮不同，它（《草地上的午餐》）沒有任何宗教動

機，也與貞節和異教崇拜無關。它更像是一個非比尋常虛假門面裡的

必要部份。在這個門面之後，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足以進行其自我調

節。研究分析證明，原先預期由體面肉身隱藏、似乎將充滿相互矛盾

變異的未完成密碼，有其統合於上的目的，此目的即逃避現實。183 

在十九世紀的學院體系，與混亂的時代社會背景，以及個人心理的重重壓力

之下，畫家所創造的恥感圖像，無異是逃避現實的曼陀羅，以另一種迷亂的

形式遁入極端自我的世界，完成自我使命與心理上的自我完整，如下圖所示： 

 

                                                 
183 Kenneth Clark, The Nude: A Study in Ideal For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1. 
“ Unlike the scruples of the early Christians, it had no religious motive and was not connected 

with a cult of chastity. Rather it seems to have been a necessary part of that enormous façade 
behind which the social revolu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uld adjust itself. The unwritten 
code of physical respectability that was then produced seems at first to be full of 
inconsistencies, but analysis proves it to have had one overriding aim, to avoid the coarseness 
of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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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本篇論文所論述畫家之恥感圖像共同根源，無論外在工業時代疏離

感與戰亂，抑或內在的心理壓力，其終極因素皆為逃避現實。當畫家的行為

無法符合社會的期望，個人的社會化過程不完整，以及性意識與心理創傷自

潛意識躍升為創作母題之時，恥感圖像成為畫家逃避現實的秘密出口。它招

引觀者的目光，佈建矛盾窘境。雖然裸體攝影呈現更為精確、令人幻想的色

情圖像，然而在畫家，乃至於所有繪畫者的筆下，心理學所謂恥感之「情緒

制裁」，正以撕裂的方式，畫出桃花源的挾口，產生超越光學現實的、令人

注視的慾望，卻同時並存心理退卻意識的恥感圖像。恥感情緒影響西方近現

代繪畫，變成從藝術史、社會學與心理學集體探討的一個混亂、卻又潛藏獨

特中心的論證結構，如同所論證之七位畫家，恥感情緒使他們的作品擁有了

更為激烈的構圖語彙，以紀錄失去的層層感傷。    

對畫家人格與作品之社會回饋方面，布洛涅認為： 

 

對裸體的恥感產生於視裸露身體為軟弱（如中世紀）或可笑（於十九

世紀）象徵的時代。到了今天，文學、藝術、廣告從肉體廉恥中解放

出來，於是，裸體在藝術領域中消失了，在日常生活中卻如雨後春筍

般湧現。184 

 

以布洛涅的論述對照本文援引文獻之中當時的社會現象以及對畫家的嚴厲

批判，可以發現裸體（裸像）作為恥感受體跨越恥辱的軟弱、可笑，直至今

日開放多元社會，那樣的裸體（裸像）的寫實或抽象形象隨處可見，若百川

歸海，稀釋了每一思想支流的獨立特性。這解釋了社會對某種意識的歧視，

可能正好為支持其轉化前進的力量，以某種激烈的手段將原有的既成觀念開

放至其他領域。換言之，藝術需要突破此種辯證的僵局，以此種對立成就其

絕對的自身。 

在論證之畫家所開創之藝術性影響方面，畫家作為自我潛意識的窺探

                                                 
184 Jean-Claude Bologne , Histoire de la pudeur（Paris: Hachette Littérature, 1986）, 15. 
  “ La honte de sa nudité est nées à une époque où se montrer nu était signe de faiblesse（comme  

au Moyen Age）ou de ridicule（au XIXe siècle）. La mode aujourd’hui veut que la littérature,  
les arts, la publicités se soient affranchis de la pudeur corporelle：elle a donc disparu du  
domaine artistique, tandis que la vie quotidienne en fait encore grand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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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形之於圖畫之中，跨越圖像的神聖性與神祕性的鴻溝，無意間啟發了去

宗教化時代哀哀無告的靈魂。在新的時代來臨之前，開創型的畫家是落難的

先知；在新的時代來臨之後，宣洩原初意識的畫作成為背德的聖像。迨培根

以降，西方藝術走向狂飆時期，創造了百家爭鳴的現代藝術。為了引人注目

與探究自身，不堪的恥感成為開催藝壇百花齊放的春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

大畫家似先知般引導藝術思想的激進解放，人類從無任何時代能如同此時徹

底揚棄形象的道德束縛，摧毀古典制約，以走向更深層或更表面的現象世

界，擾動觀者經驗直至拓展新型態的美學境界。人與人相處之美好安全的疏

離感、畫家自身層層演繹的潛意識、社會群性的道德聚合體、哲學思潮的搧

風點火，在藝術反應爐中不再存有任何界限，人性在此融合成不同趨向的色

相環，以不同光譜群集催眠著畫家與觀者自身。在獨立的思維王國中，恥感

與褻瀆是深不可測的護城河，畫家跨越眾人的恥笑，並以相同的態度還擊眾

生，成為不可抹滅的藝壇領主。 

巴塔耶認為 :「色情即是對生命由生至死的認可」185。以本文所論證之

畫家在探索畫家重大生命事件與社會氛圍，對照特定創作圖像的恥感意識之

源方面，無論是冷靜如馬內、馬格利特，或狂亂如畢卡索、培根，畫家所致

力表現的終極目標，不過是真誠地於畫布之上釋放困於肉身之中與生俱來的

慾望特質，以及被成長經驗與社會氛圍型塑於記憶深處的歡樂和創痛，而那

些本應包裹於心中的私密刻錄，卻在畫布上顯現成羞恥的色情形式，影響了

無法預期的後繼者。色情作為人類官能的表現型式，確實在畫家的作品之中

「認可」、「鑑定」或「讚揚」了畫家卓越的生命動力，而這種能力根源於昇

華的生殖意義與相對的死亡意象，以及存在於生與死的段落之中，不斷加諸

於人類的種種複雜影響。由這樣的「認可」、「鑑定」或「讚揚」中，色情通

過恥感情緒認證某種思想的超脫性，逃避現實中難以認可的生死，直至性靈

的昇華。 

                                                 
185 Georges Bataille, 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Paris: Gallimard, 1990）, 13. 

“ L’érotisme est, je crois, l’approbation de la vie jusque dans la mort.” 
業師阮若缺教授指導筆者閱讀巴塔耶關於色情慾望的論著，巴塔耶迂迴行文的作品非常

難以純文字的角度直接理解，但若以某種圖象形式，或藝術創作本源分析的方式解釋藝

術家的創作心態， 卻有一語以貫通思想精髓的巨大力量。這難以理解的一段法文在作

為畫作中恥感意識之源的結論似有某種穿透力：「approbation」有「認可」、「鑑定」或「讚

揚」的字意。在此對阮教授的關鍵提點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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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1】Gustave Courbet，《酣睡》（Le sommeil），1866 

 

【圖 2】Gustave Courbet，《世界之源》（L’origine du monde），1866 

 

【圖 3】 Manet，《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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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Titian 的《田園音樂會》（Fête champêtre），autour 1510 

 

【圖 5】Manet，《奧林匹亞》（Olympia），1865 

 
【圖 6】Louis-Emilie Pinel de Grandchamp，《愛蜜娜，東方的回憶》（Emina, 

souvenir d’orient），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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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Frederick Goodall，《閨房內的曙光》（Une nouvelle lumière dans le 

haren），1884 

 
【圖 8】Paul-Louis Bouchard，《出浴圖》（Après le bain），1894 

 

【圖 9】Edouard Debat-Ponsan，《按摩與大浴池場景》（Le massage, scène de 

Hammàm），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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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Pablo Picasso，《自畫像以及在馬內的奧林匹亞床邊的沙巴斯提亞》 

（Autoportrait avec Sebastià Junyer Vital au chevet de l’Olympia de  

Manet），1903 

 
【圖 11】Gauche：Paolo Uccello，《女性肖像》（Ritratto Femminile），1456 

Droite：Antonio Pollaiolo，《女性側身像》（Ritratto di Giovane  

Donna），1947 

 

【圖 12】Gustav Klimt，《橫臥的半裸像》（Demi-nu couché），1904 

 

【圖 13】Gustav Klimt，素描，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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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Gustav Klimt，素描，1909-10 

 

【圖 15】Gustav Klimt，《交握著雙手的裸體》（Nu avec les mains étreintes）， 

1912-13 

 

【圖 16】Gustav Klimt，《躺著的女性》（Femme étendue），1914 

 

【圖 17】Gustav Klimt，《開腿坐的女子》（Femme assise avec des cuisses 

ouvertes），19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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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Klimt，《黛娜》（Danae），1907-8 

 

【圖 19】Klimt，《莉達》（Leda），1907 

  

【圖 20】Gauche：Klimt，《水蛇 I》（Les serpents d’eau I），1904-1907 

Droite：Klimt，《水蛇 II》（Les serpents d’eau II），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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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Gustav Klimt，素描，1914 

 

【圖 22】Gustav Klimt，《愛侶》（Amants），1914 

 

【圖 23】Klimt，性象徵式自畫像，1900 

 

【圖 24】Klimt，《流動之水》（Eau mouvante），1907，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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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Gauche：Klimt，《茱蒂斯 I》（Judith I），1901  

Droite：Klimt，《茱蒂斯 II》（Judith II），1908 

  

【圖 26】Gauche：Klimt，《吻》（Le baiser），1907-1908 

         Droite：Klimt，《艾蒂兒畫像之一》（Portrait de l'Adèle 

Bloch-Bauer），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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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Henri de Toulouse-Lautrec，自畫像（Auto-portrait），1882 

 

【圖 28】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在紅磨坊：一個粗野的人！一個真正

粗野的人！》（Au Moulin-Rouge: un rude! Un vrai rude!），1893 

 

【圖 29】Henri de Toulouse-Lautrec，自畫像（Auto-portrait），1885 

 

【圖 30】Henri de Toulouse-Lautrec，自畫像（Auto-portrait），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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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Henri de Toulouse-Lautrec，自畫像（Auto-caricature），1882 

 

【圖 32】Henri de Toulouse-Lautrec，自畫像（Auto-caricature），1899 

 

【圖 33】Henri de Toulouse-Lautrec，自畫像（Auto-caricature, monte sur un 

pinceau)，1882 

 

 

 

 

 

【圖 34】Henri de Toulouse-Lautrec，自畫像（Auto-caricature)，1885 

 

【圖 35】Henri de Toulouse-Lautrec，《裸身的羅特列克》（Lautrec nu)，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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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席雷朗葡萄園浸水除蟲工作》（La 

submersion des vignes à Celeyran)，1882 

 

【圖 37】Henri de Toulouse-Lautrec，羅特列克與莉莉．格蘭尼爾的諷刺畫，

1888 

 

【圖 38】Henri de Toulouse-Lautrec，自畫像（Auto-portrait），1889 

 

【圖 39】Picasso，《小驢與母驢》（Âne et mulet）， 1893~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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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Pablo Picasso，自畫像（Auto-portrait），1903  

 

【圖 41】Pablo Picasso，《兩個人及一隻貓》（Deux figures et un chat），1902  

 

【圖 42】Pablo Picasso，《戴寶石項鍊的高級妓女》，（Courtisane au collier de 

gemmes），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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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Pablo Picasso，dessins érotiques sur des cartes，撲克牌上的色情圖

畫，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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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Peter Paul Rubens，《掠奪魯奇帕斯的女兒們》（L'enlèvement des filles 

de Leucippus），1615-1618 

 
【圖 45】Pablo Picasso，《夜裡女孩引導著失明的米諾特》（Minotaure aveugle 

guidé par une fillette dans la nuit），de La Suite Vollard，1956  

 
【圖 46】Pablo Picasso，《米諾特撫抱一個睡著的人》（Minotaure caressant 

une dormeuse），de La Suite Vollard，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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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Pablo Picasso，《牧神揭開女人的幃幕》（Faune dévoilant une 

femme），de La Suite Vollard，1936 

 

【圖 48】Pablo Picasso，《熱情的米諾特與女希神》（Minotaure amoureux d'une  

femme-Centaure），de La Suite Vollard，1933 

 

【圖 49】Pablo Picasso，《多拉及米諾特》（Dora et le Minotaure），1936 

 

【圖 50】Pablo Picasso，《伴隨著米諾特的酒神巴克斯》（Scène Bacchique au 

Minotaure），de La Suite Vollard，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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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Pablo Picasso，《手執酒杯的米諾特》（Minotaure, une coupe à la 

main），de La Suite Vollard，1933 

 

【圖 52】Gauche：Pablo Picasso，《睡著的女人》（Le rêve），1932 

Droite：Pablo Picasso，《閱讀的女人》（La lecture），1932 

 

【圖 53】Pablo Picasso，螺旋活頁速寫本，Carnet de croquis，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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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Pablo Picasso，《女子與猴子》（La femme au singe），1954 

 

【圖 55】Pablo Picasso，《小丑和面具》（Clown au masque），1954 

 

【圖 56】Pablo Picasso，《年輕女子及猴子》（Femme et singe），1954 

 

【圖 57】Pablo Picasso，《戴面具的情人》（L'amour masqué），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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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Pablo Picasso，《猴子與面具》（Le singe et le masque），1954 

 

【圖 59】Pablo Picasso，《老男人想著他的年輕時光：坐在馬戲團馬背上的

小男孩及女人》（Vieil homme pensant à sa jeunesse：garçon sur un 

cheval de cirque et femmes），de Séries 347，1968  

 

【圖 60】Pablo Picasso，《拉斐爾與弗爾納麗娜 XXII：帶著虛情假意微笑的

教皇在其中》（Raphael et la Fornarina VIII：Le Pape entre avec un 

sourire patelin），de Séries 34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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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Pablo Picasso，《拉斐爾與弗爾納麗娜 XXII：米開朗基羅在床下》

（Raphael et la Fornarina XXII：Michel-Ange sous le lit），de Séries 

347，1968 

 

【圖 62】Pablo Picasso，《拉斐爾與弗爾納麗娜 XVI：教皇總是坐在他冥想

的便桶上》（Raphael et la Fornarina XVI：Le Pape est toujours sur son 

pot songeur），de Séries 347，1968 

 

【圖 63】Pablo Picasso，《拉斐爾與弗爾納麗娜 XII：在扶手椅上，教皇感到

被背叛》（Raphael et la Fornarina XII：Dans son fauteuil, le Pape se 

sent cocu），de Séries 347，19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8

 
【圖 64】Pablo Picasso，《拉斐爾與弗爾納麗娜 VII：教皇在那頭坐著》（Raphael  

et la Fornarina VII：Le Pape est là assis），de Séries 347，1968 

 
【圖 65】René Magritte，《小卵石》（Le galet），1948 

 

【圖 66】René Magritte，《心理學家》（Le psychologue），1948 

 

【圖 67】Gauche：Édouard Manet，《羅拉德瓦斯林》（Lola de Valence），

1862 

Droite：René Magritte，《羅拉得瓦斯林》（Lola de Valence），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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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Gauche：Jacques Louis David，《雷卡米耶夫人》（Madame Récamier），

1800  

Droite：René Magritte，《透視法，大衛的雷卡米耶夫人》（Perspective,  

madame Récamier par David），1949 

 

【圖 69】Gauche：Jacques Louis David，《雷卡米耶夫人》（Le balcon），1868 

        Droite：René Magritte，《透視法，馬內的陽台》（Perspective, le balcon   

              de Manet），1949 

 

【圖 70】René Magritte，《情人》（Les amants），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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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René Magritte，《事情的核心》（L'histoire centrale），1928 

 

【圖 72】René Magritte，《對稱的詭計》（La ruse symétrique），1928 

 

【圖 73】René Magritte，《生活的發明》（L'invention de la vie），1928 

 
【圖 74】René Magritte，《駭人的天氣》（Le temps menaçant），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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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René Magritte，《水滴》（La goutte d'eau），1948  

 

【圖 76】René Magritte，《洪水》（L'inondation），1928 

 

【圖 77】René Magritte，《集合的想像》（L'invention collective），1935 

 
【圖 78】René Magritte，《夜行性動物》（Le genre nocturne），192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2

 

【圖 79】René Magritte，《裝腔作勢的女人》（La gâcheuse），1935  

' 

【圖 80】René Magritte，《強暴》（Le viol），1934 

 
【圖 81】René Magritte，《向麥克·賽納特致敬》（En hommage à Mack  

Sennett），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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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René Magritte，《閨房裡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1947  

 

【圖 83】René Magritte，《幾何精神》（L'esprit de Géométrie），1937 

 

【圖 84】René Magritte，《發現》（Découverte），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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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René Magritte，《獨行者的沉思》（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1926 

 
【圖 86】René Magritte，《潘朵拉的盒子》（La boîte à Pandore），1951 

 

【圖 87】René Magritte，《夜晚的獵人》（Les chasseurs de la nuit），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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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Gauche：René Magritte，《記憶》（La mémoire），1938 

Centre：René Magritte，《記憶》（La mémoire），1948 

         Droite：René Magritte，《記憶》（La mémoire），1954 

 

【圖 89】 Francis Bacon，《人體習作》，(Études du corps humain)，1970 

 

【圖 90】 Francis Bacon，《受難三習作》，(Trois études pour une crucifixion)，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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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Francis Bacon，《皮下注射的仰躺人體》，(Figure étendue avec la  

seringue hypodermique)，1963 

 

【圖 92】 Francis Bacon，《人頭 I》，(Tête I)，1948 

 

【圖 93】Francis Bacon，《洗臉盆前的人像》，（Figure à un lavabo），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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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Francis Bacon，《房中三人像》，(Trois figures dans une chambre)， 

1964，部份作品。 

 

【圖 95】Francis Bacon，無題，1952 

 

【圖 96】Francis Bacon，《人體習作，開燈的男子》（Étude du corps humain,  

homme allume la lumière），190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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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Francis Bacon，《坐著的人像》（Figure assise），1983 

.  

【圖 98】Francis Bacon，《蹲姿裸像習作》（Étude pour le nu accroupi），1952 

 

【圖 99】培根在倫敦的百年展覽會場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9

 

【圖 100】Francis Bacon，《受難三習作》（Trois études pour des figures à la base  

d'une crucifixion），1944 

 
【圖 101】Francis Bacon，《繪畫，1964》（Peinture, 1946），1964 

 

【圖 102】Francis Bacon，《痛苦的碎片》（Fragment d’une crucifixion），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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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Gauche：Diego Velasquez，《教宗英諾森十世畫像》（Portrait de Pope 

Innocent X），1650  

Droite：Francis Bacon，《委拉斯奎茲的教宗英諾森十世習作》

（Étude après le portrait de Velazquez du Pape X     

Innocent），1953 

 

【圖 104】Francis Bacon，《教宗 I》（Pope I），1951 

 

【圖 105】Francis Bacon，《教宗和黑猩猩》（Pope et chimpanzé），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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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Francis Bacon，《伊底帕斯與斯芬克斯》（Oedipus et Sphinx），1984 

 

【圖 107】Francis Bacon，《三聯畫》（Triptyque），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