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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得有個過去，我寧願它有多重選擇！ 

小丑(The Joker，譯者按：《蝙蝠俠》漫畫中的大壞蛋) 

 

 

一九八○年代，李文(Sherrie Levine)翻拍史蒂格利茲

(Alfred Stieglitz)以杜象(Marcel Duchamp)作品〈噴泉〉(Fountain)

為題材所拍攝的照片，集結現代藝術的兩項圖徵。時至今

日，究竟翻拍另一件藝術品的作品能否稱得上是藝術品，依

然有很大的爭論，特別是當我們留意到原作的「狀況」：杜

象的〈噴泉〉，它不過也只是個上下顛倒放置的便器，就是

利用「現成物」的重現罷了。李文的攝影照片透過大膽的抄

襲(若在不久前必會被冠上抄襲、剽竊之名)贏得後現代的認

可。李文的攝影作品不僅象徵著現代主義與慾望之客體間不

穩定的關係，更打破了現代主義所稱頌的三個性質：真實性

(authenticity)、自主性(autonomy)與原創性(originality)。 

                                                 
：〈什麼是現代主義？〉(What Was Modernism?)是列文(Harry Levin)
在一九六○年出版的文章中提出。〈現代主義始於何時？〉(When Was 
Modernism)則是取自威廉斯(Williams, 1989)的同名文章。 
：出自蝙蝠俠漫畫〈致命玩笑〉(Killing Joke)，由泰坦出版社(Titan 

Books, 1988)出版。 

第1章 
 

何謂現代主義？始於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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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緒論中曾提到「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一詞，

其英文字首「post」意指在某完結事件之後。但若以後現代

主義作為一種風格流派，定義現在的情況，特別它暗指著與

所謂「現代主義」的絕斷時，則很容易產生誤解。且將分屬

「現代」的杜象與「後現代」的李文兩者作比較，會發現有

很多現代主義的特質仍舊出現在後現代主義的藝術作品

中，這樣的延續性有時會令這兩個名稱看來似乎沒有明顯的

區別。 

    後現代時期的界定，與一九六○年代晚期政治的動盪有

關，一般都以一九六八年為分水嶺。學運、反越戰示威、公

民權與女權運動都是引領後現代主義時期到來的社會力

量。對單一威權政治失去信心的影響擴散到藝術領域，當藝

術面對先前非主流團體的競爭要求，藝術快速的變遷導致對

主流傳統(現代主義)之適切性產生質疑。 

    本世紀在紛擾的一九六○年代之前，藝術是朝著一種本

質上樂觀的方向前進。對於現代主義作為藝術運動或鬆散的

思潮而言，是指近代對藝術產生的一套想法與信念，廣義地

說，就是現代性的文化產物與現代社會生活的經驗。 

 

 

壹、現代主義的發展 
 

 

    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轉變，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文化

漸漸展露出自覺性與變異性，跳脫出工業時代以前緩慢的步

調。在現代，人們相信唯有變動才是恆常不變的，並將變動

視為進步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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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泛檢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的音樂、舞蹈、小說、

詩、戲劇等各種藝術形式，似乎都蘊含一股動力，重新界定

構成各學門之特殊性的界限。平心而論，大家所知道的現代

主義與追趕、變動，甚至和揚棄的概念幾乎是同義詞。因此，

十九世紀藝術家、音樂家與作家紛紛揚棄傳統繪畫形式，貢

布里奇稱之為一場「永久的革命」(Gombrich 1950: 395)，隨

之而來的便是「尋求新的標準」(Gombrich 1950: 425)。這並

不是指音樂、舞蹈、美術的「傳統」形態已經完全消失，而

是意謂著它們與現代藝術沒有直接相關聯之處，雖然這其中

的緣由依舊是熱烈爭辯的話題。畢竟，在現代所發生的事

物，如何能不具備現代的特質呢？這些問題都是基礎架構，

使我們能了解現代藝術的發展。 

暫且不談定義上的難處，且挑選一種藝術形式，來看音

樂上何謂「現代」的例子，如薩提(Eric Satie)與德布西(Claude 

Debussy)早期的實驗性作品，及奧國作曲家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為追求新的樂曲形式，荀白克去除傳

統音樂的和諧結構，放棄構成旋律性與八分音符，創立十二

音列。一九五○年代荀白克的學生、美國作曲家凱吉(John 

Cage)，以「偶然音樂」為實驗創作一首曲子，長達四分二十

二秒，從頭到尾都闐靜無聲――與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ch)

的繪畫作品〈白在白色之上〉(White on White)有異曲同工之

妙。凱吉以非音樂性的聲音製作音樂，並明顯地移除或削弱

作曲家的傳統角色，而音符表現也不遵照傳統的規則。 

    在文學的領域，當許多人正揚棄詩與文學的「寫實性」

及傳統的敘述句構，史坦因(Gertrude Stein)重新定義文句，建

                                                 
：新的作曲系統係指十二音階列序法，發展於一九二一年，利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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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去自然化(denaturalisation)的語法；而建築發展，雖非與文

學同步改變，也拋棄掉幾世紀以來精雕細琢的傳統與裝飾。

同時，傳統的舞蹈概念被視同與一場戲劇演出配一種樂譜一

樣累贅；這些都被剔除而偏好以純粹功能性的動作。戲劇的

角色不若以往，肩負情緒宣洩與營造幻景的作用，而轉成意

念上戲劇的與自我指涉。從早期的俄羅斯前衛戲劇到一九三

○年代德國威瑪和義大利的實驗劇，戲劇皆進行激烈的嚐

試，試圖在自我意識的情形下凸顯出形式。戲劇家〔例如布

萊希特(Bertolt Brecht)〕強調劇院本身就是戲劇，經由各種方

式來提醒觀眾其眼睛所觀看到的只是幻象、是人工的。觀眾

應被強迫以理智而非情感來欣賞戲劇。在某些情況中，這也

意味將演出場所搬到劇院以外的地方，例如咖啡廳、街道上。 

    即使連最新的藝術形式：電影，在一八九五年由盧米埃

(Auguste Lumière)取得專利，隨即也有主流與實驗電影之分。

一九二○年代，早期前衛電影不採用文學意象與傳統敘述手

法，反而全神貫注於影片表現方式的可能性，利用蒙太奇手

法，打斷觀眾預想能在螢幕上看到「真實生活片段」的期望。

電影導演如李希特(Hans Richter)(蘇黎士達達的成員，達達是

結合作家音樂家與藝術的無政府聯盟)將影片拼湊分接在一

起，打破影片慣有的敘事風格與觀眾對「真實」的期待。 

    進入現代主義時期，沒有一個藝術形式仍維持它的原

貌，只是改變的程度不一，其中又屬視覺藝術最為極端，包

括拋棄舊有形式、幾世紀來的技法，甚至是認知。在一般

大眾的想像中以為把實物畫得與原貌不同便是衡量現代藝

                                                                                                           
音階內的十二個同音高的音編列而成，每個音符都占有相同的重要性。 
：應該要記得，十八世紀浪漫主義的宣稱對於組成藝術的要素作了

大幅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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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準則，像立體主義的作品與實物不太相像，而抽象主義

繪畫則是完全不像。現代主義以前的藝術家會因為關心繪畫

的細部表現與相像度而受到讚賞：傳言希臘時期有位畫家在

牆上畫了葡萄，「逼真」到連小鳥都誤以為真而啄食。雖然

是傳聞，卻看出技法所佔的重要性。現代則以重新定義藝術

功能為標榜，藝術功能不再是一種描繪事物「真實」外貌的

再現手法。杜象(1887-1968)的〈噴泉〉(1917)不只是「逼真」：

事實上這確實是「真品」，一個現成的便盆充當成藝術品。

弔詭的是，當否定一件作品為藝術品的同時，也是一種肯定

它的藝術地位的方式，例如布魯瑟爾斯(Marcel Broodthaers)

的作品〈數字七不是藝術〉(7 This Is Not Art)與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這不是煙斗〉(This Is Not a Pipe)都在玩這樣的文

字遊戲。 

    要清楚地掌握「藝術」在現代這個時期中的特色不是件

容易的事。舊有的雕塑技法在杜象與布魯瑟爾斯的作品中已

不存在，但從藝術書籍一再刊載他們的作品來看，證明他們

已在藝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現代主義藝術存在著一個隱

憂，一種關於本身意欲物的危機，也就是說藝術家過度偏好

悖離傳統藝術的物體。同時又需要藝術家自發性地反問藝術

本身的內在功能(通常是形式上的)。這樣的要求，賦予現代

主義運動一個看似無以置喙的藝術地位去認同此時期「最重

要」(significant)的藝術。 

    為了釐清問題，我們回頭來討論「現成物」的觀念。早

在一九一四年，杜象把「現成物」(如置酒器、帽架與自行車

車輪)當成藝術品裝置於畫廊。至一九一七年，最出名的現成

物——〈噴泉〉這個便器——以諷刺作品的地位進入藝術史。

杜象以匿名方式在便器上簽上假名 R. Mutt，於一處紐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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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展覽中展出此一顛倒放置的便器，他試圖提問究竟藝術是

否「他說它是藝術品，那它便是藝術品」。可笑的是，大家

拒絕承認那是藝術品，正是後來它被肯定為藝術品的原因，

尤其是杜象乃遵循著藝術公開評選的規則。具有反抗精神、

反制度立場與突破限制，似乎是現代藝術必備條件。這樣的

精神傳承自一八六三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落選者沙龍展」

(Salon des Refuses)，當時法國印象派畫家在一特定時間展出

他們被官方學院退件的作品，相當具挑釁意味。此後，使作

品被拒於正統之外已成為一種嚴肅的企圖，以及現代主義的

標章。重點是要注意，獲得推舉而被視為現代主義改革過程

的一份子通常是透過回顧追溯的，因而常令許多激進主義只

限於畫筆之下的藝術家感到困惑。杜象的〈噴泉〉作品今已

無緣與大眾見面，所幸美國現代藝術家兼攝影師與畫廊經營

者：史蒂格利茲，拍攝杜象作品所留下的照片以作見證。欲

進到現代主義偉大人物藝術作品的神殿，藝術作品毋須有實

際製作的過程、毋須經過展覽，甚至毋須有實品存在，皆藉

由負面評價達到知名度。 

    繪畫同時以去除偶像崇拜的形式著稱。對不識此道的

人，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ch)於一九一五年在「最終的未

來主義者於彼得格勒(Petrograd)的展覽：0.10」中展出作品〈黑

色正方形〉(Black Squares)，會使人感到一陣困惑，因為畫面

上除了黑色顏料之外，見不到任何的內容物，但歷史上與收

藏上對它的興趣絲毫不減。雖然繪畫藝術與雕塑的外貌表現

方式，與維梅爾(Vermeer)或唐那太羅(Donatello)相較之下的確

有所改變，僅僅關於改變的時間與理由遭受質疑。我們先前

曾提過，跳脫藝術制式框架造就了種種文化形式上的創新與

嚐試。以此為依循準則來檢驗二十世紀的藝術發展雖嫌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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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但至少可用來判定現代主義者心中所認定的二十世紀藝

術的模樣，以及其與傳統藝術又有何分別。 

    從杜象與馬列維奇的作品中，便可顯示出現代主義中的

矛盾。如果說現代藝術的中心在於創新、原創性、自主性(藝

術只指涉藝術本身)與「批判距離」(批判正統藝術)，這些可

能伴隨的特質在一次大戰結束之前的藝術中早已具備。早在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間，〈噴泉〉與〈黑色正方形〉都是

現代藝術挑戰既有藝術形式的代表作品，那麼現代藝術還有

哪些發展空間？另外，後現代主義若是指對真實與原創概念

的反動，為什麼經歷了五十年的時間現代主義才失去新意。

這兩者的作品都立於共同的張力中。杜象的「現成物」是反

抗他之前的繪畫實踐；而馬列維奇所屬的早期蘇俄前衛派，

於一九二○年代完全棄絕架上繪畫(easel painting)。如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1989: 69)所指出的，若真正的「棄絕」(揚

棄傳統)應該要發生，似乎大多數畫家仍無法放棄以顏料作為

媒材(杜象例外)。 

    大體而言，傳統藝術史的建立以運動思潮與流派(-isms)

為主軸，如印象主義、後印象主義或抽象、後繪畫性抽象，

都還是尊崇繪畫與雕塑。甚至像蘇俄建構主義與未來主義的

藝術家，他們也設計衣服與傢俱、創作音樂、拍電影等，但

我們都是先從繪畫著手瞭解他們。一般說來，攝影與版畫此

類可複製性的藝術被歸類為較次等的藝術。這種藝術歷史的

階層取向維持了「主義」劃分方式的獨特與排他性。部分作

品因其短暫過渡性質，就會被排除在藝術史外，如很多達達

的作品，而激浪派(Fluxus)與情境主義(situationism)更不在藝

術史之列。超現實主義也僅見於那些大家熟知的歐洲藝術

家。織錦蕾絲製作和刺繡等「家事」藝術，除非是技巧融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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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或雕塑作品中，否則完全被排除在現代主義的規範外。

我們挑選的例子都顯現出威廉斯認為的「選擇性傳統之手

段」(machinery of selection tradition，譯者按：威廉斯認為文化可分

為三個層面，其中一個層面即「選擇性傳統」，意指將生活文化加以選擇，

而進入記錄性文化之過程)。杜象與馬列維奇雖分屬現代主義的不

同派別，且儘管杜象持反布爾喬亞的立場，而馬列維其具革

命熱忱，他們依然是「舊式概念的現代藝術大師」，一種男

性、白種人、布爾喬亞的文化表現(cultural manifestation)。 

    現代主義的觀點支配了藝術史，首重繪畫，而雕塑成了

次一級的藝術形式。簡單地說，主流的現代主義傳統主張「特

殊化」與「純粹性」的要求，使繪畫必須根基於「自身能力

範圍」(own area of competence)，美國評論家葛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將繪畫定義在「顏料」與平面性的趨向上。紐曼

(Barnett Newman)約十七呎寬的大型作品〈大教堂〉

(Cathedral)(參見圖 1.1)，非常符合現代主義者的需求：開拓

繪畫媒材與達到平面性。在繪畫的表現方面，現代藝術會不

會並不如我們所想的激進，反而是一種保守主義的形式呢？

或者激進主義只存在於藝術家超越媒材本身的限制，以批判

的觀點評估媒材的能力？ 

 

 

貳、現代主義始於何時？ 
 

 

「現代主義」何時才算開始？這不單只是日期的決定問

題，還涉及如何正確定義現代主義。如果僅指風格的轉變，

這問題不是很容易回答──現代主義開始於一八六○年馬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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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紐曼，〈大教堂〉，1950-51 

 

(Edouard Manet)以現代生活為題材、「未臻完成」的畫作如〈福

里白熱爾酒吧〉(A Bar at Folies-Bergeres)(參見圖 1.2)，大約

結束於一九五○年代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就是難以斷

定。在此處日期不明的問題於二百年前是不存在的。十八世

紀時歷史與小說是同一形式，歷史等同於文學，兩者都是敘

述式結構，都在說故事。對敘事法的強調造成撰寫歷史的方

式是照著事件發生的經過，逐一敘述記錄下來。當時最大的

學術成就即是歷史的系統斷年法，就是按照順序、結果、分

類和在歷史加諸確定的年代。現在我們要了解自身與過去

之關聯，會感受到一種「信心危機」，對於透過經驗資料來

了解過去的方式失去信心。雖然我們現在可能覺得歷史是

「按照我們經歷過的事」編纂而成，但有系統的學術活動使

藝術史學門得以建立，而藝術史則是透過其本身對時期劃分

的原則而發展：分成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洛可

可，或地方性的同義字。 

    如此的系統使二十世紀的藝術史仍然留有固定的年代界

限，一種一開始就贊同的結構，並輔以藝術運動與思潮的產 

                                                 
：一般相繼認為是米西列(Jules Michelet)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

hardt)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基於啟蒙思想創立了歷史分期法(period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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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馬奈，〈福里白熱爾酒吧〉，1882 

 

生來斷定劃分。因此研究藝術史的書籍多以不同的主義派別

來分章節。這又衍伸出其他問題，究竟什麼作品才有研究

價值，尤其是考量到現代藝術與研究對象間難以處理的關

係？將派別依年代劃分，雖然是最為普遍的方法，但這是瞭

解現代藝術的唯一途徑嗎？藝術史的「課程」(curriculum)到

底該以藝術品為主，還是以藝術家「敏感的社會觸角」(Barr 

1975: 5)、政治事件或是更迭的時代精神為主呢？倘若以藝術

品為主，又如何選擇研究對象呢？ 

    一般藝術概論總以法國為現代主義發展的核心。甚至當

提到西班牙或荷蘭藝術家時，他們似乎被視為附屬在法國文

                                                 
：參見貢布里希(Ernst Gomrich)、布里特(David Britt)、揚生(H. W. 

Jansen)的著作。泰德美術館出版的《現代藝術運動》(Movements in Modern 
Art)系列(1997)，加入極簡主義、寫實主義、超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等
版本。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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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或位於巴黎的現代性之下。意識到這點後，我們必

須放寬眼界，以更宏觀的視野看待文化框架中藝術的地位，

以開展藝術史，而非將藝術視為與社會脫節的個別活動。社

會影響傳統藝術史的層面通常反映在傳記上：藝術家的生平

細節可讓人更瞭解其藝術活動與藝術的社會脈絡。但是藝術

的「流派」發展加上藝術家生平所編彙而成的藝術史，傾向

強調腥羶色調與悲劇性的一面，常常以個人奮鬥的浪漫情懷

取代了藝術家對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實質涉入。 

 

 

參、一種有系統的歸類方式 
 

 

    到了一九二○年代，現代藝術有感於所需的學術活動之

經驗模式逐漸「窒礙難行」，而須導入新的系譜。學者巴爾

(Alfred H. Barr Jr.)身為第一個現代藝術美術館〔紐約現代美

術館(MoMA)，創辦於一九二九年〕的首任館長，他為現代

主義描繪出一個從現在看來備受批評的系譜輪廓。在一九三

六年紐約現代美術館推出「立體主義與抽象藝術展」的導覽

手冊封面，巴爾嚐試以現代藝術發展歷史的軌跡來裝飾。這

乃象徵著在現今反對所有事物都要明確定義的時代中，那些

試圖要去下定義的人所面臨的困難。巴爾所描繪的圖表輪廓

是暫時性的，雖然他後來又再修訂，但並未做出重要的修正。

由於涵蓋範圍小，加上對於哪些作品有價值、基於何種理由

而創作都自有一套假設，導致他的歸類方法被扣以「歷史主

義」(historicism)，意指以當代的價值觀建構歷史，以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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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巴爾，〈抽象藝術的發展〉，1936 

 

的論思考」的指控，建立一個系統，猶如藝術必然會朝向一

個「自然」目標演進(參見圖 1.3)。巴爾的圖表標示出藝術流

派演進的軌跡，從後印象主義、立體主義、表現主義、機械

美學、超現實主義到最後結束於兩種抽象藝術的形式：圖左

邊為「非幾何」、「生物型態」(biomorphic)的抽象藝術，典型

的代表藝術家為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圖右邊是幾何

抽象藝術，以荷蘭畫家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為代表。雖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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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清楚明白，看來也具有科學圖表的威信，巴爾的圖表仍

有問題存在。首先，藉由支持技巧上「革新」的實踐，促使

舊式保守作風與激進主義之間的對立；其二，它將社會、政

治因素排除，而社會政治因素通常對這些被認為偏好失根藝

術的運動是有影響的。在很多方面，這種看法象徵了現代主

義的主流觀點：平面、重覆、非具像、規律性與有界域的。

如果我們信奉藝術有著純粹化以及將藝術本身導向平面性

的必要性，它可能是代表了一種現代主義的定義，但重點是

要掌握到，現代主義(雖然一向用以歸類/定義某些藝術品)也

是一套關於藝術品的理念和信仰，而且這套理論本身並不穩

定且經常是很主觀的。加之，二十世紀的文化活動是動態且

不停變動的，還有各地對現代化全然不同的文化反應，這些

應該會減少同質化與單一化的結果出現，但這種同質、單一

的結果卻似乎是巴爾所贊同的。 

 

 

肆、我們現代嗎？ 
 

 

作家常將十八世紀視為現代的開端。德杜福(Thierry de 

Duve)認為從德畢爾(Roger de Piles)和杜布瓦(Abbe Dubois)的

作品中皆可看見十八世紀的重要轉變，改以強調個人主觀為

本時期的特色。德杜福主張品味(taste)是支撐現代主義一個很

重要的意識型態，而且認為品味的概念已從集體式走向個人

決定。此一時期強調感受是判別品味的基礎。並不是說高度

成形的自我意識不存在於十八世紀之前，只是到了十八世

紀，個人施為已逐漸凌駕上帝的宰制。「我們現代嗎？」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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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不只是年代，還包括個人概念的重塑。 

    十八世紀為啟蒙時代，通常又稱理性時代，反對貴族權

威這個道德與品味的傳統代表體。法國作家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84)，為第一本百科全書(Encyclopedie)的編輯，

他反對古典美的原則，相信美存在於日常生活、尋常的事物

裏。他強調品味的基礎在於經驗，而非靠教育。更重要的是，

對十七世紀信條的信心崩解，如「君權神授」觀念以及貴族

的價值觀受到挑戰。我們將瞭解「活過的經驗」才是現代主

義驅動力的主要來源。評論家與作家，如十九世紀法國詩人

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英國愛德華時期的佛萊(Roger 

Fry)、貝爾(Clive Bell)與稍後的葛林伯格和弗萊德(Michael 

Fried)都給予「當下」較高的評價，更勝於任何現存的古典樣

式。德國理論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在其論文《現代

性：未完成的計畫》(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 1990)

中提到他認為「現代」的開端是「啟蒙」時代，他將現代化

視為啟蒙時期精神的延續，相信啟蒙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態

度，對邏輯解決問題的能力有信心，而不是靠「機器神」(deus 

ex machina)降臨扭轉局面。 

    啟蒙時期具深遠的影響力，甚至觸動了美國與法國大革

命。它的哲學理念深入社會生活的每個層面，此處我們關切

的是它與藝術的關係。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相信通過科學、技

術與自主性藝術(藝術成為自我控制活動的一環)的結合，則

萬事萬物連同自然都可被征服，所有社會問題便可迎刃而

解。藝術被視同為增進人類道德社會條件的媒介，和早期的

藝術功能完全不同，依德杜福的說法，早期藝術功能應該是： 

 

榮耀死者，為教會服務，為布爾喬亞家庭作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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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慰品味⋯⋯但它發揮的功能從來不在捍衛道德規

範。當批判功能出現於藝術品中，這種功能――由

於是前所未有的――使藝術形式急速地與過去脫

離；不允許任何人對那種毫無突破性的藝術形式給

予評價(de Duve 1996: 432)。 

 

    部分涉及現代主義的藝術作品具有某種教化要求，本書

稍後會再提及此一概念。然而這並不是個明確的論題。維多

利亞時期的訓化傾向，大部分基於自我改進的概念，不直接

等同於現代主義所專注的道德意寓高標準。德杜福認同的是

「批判距離」(藝術是批判正統)。隨後會看到道德不被涵蓋

於現代藝術的審美進程中，但矛盾的是，為追求更純粹的審

美，現代主義總聲稱他們是具有另一種道德高標準。 

現代主義最大的建樹是建立了藝術家是天才的概念。從

早期前衛運動的英勇階段(雖短暫)即可判別出當中存有十

八、十九世紀浪漫運動的遺風。疏離與反叛成為浪漫主義時

期藝術敏感度的構成因素。前衛運動需要一種新的主觀形

式，這種主觀性至少有部分是反對古典主義所強調的秩序與

嚴謹，關於主觀性我們將於稍後幾章再更詳細談到。浪漫時

期藝術家至少在一般相信的概念中，都被認為帶有拜倫式的

精神，「瘋狂、具顛覆、危險性格」。嚴謹不再是當時的規則：

風景畫特別著墨於「壯闊的」(sublime)悲劇表現，且充滿著

災難與工業化破壞自然所帶來的浩劫。所以前衛「接收」浪

漫主義的特質：反傳統、反工業化的規則模式、強調個別性。 

    這種反叛的時刻相當受人注意，因為在之前的時代顯然

沒有人會去期待維梅爾或林布蘭(Rembrandt)作技術上的革

新，發表一種宣言，或者宣稱他們在他們的藝術裡所創造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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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既有秩序或現狀間的「批判距離」的理由。也許事後我們

會重視林布蘭特與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居民之間的曖昧關

係，但這並不是說他的藝術就是進步的或與主流秩序相違抗

的。早期現代主義因前衛受到注目，前衛企圖透過藝術改

革、實驗與印行激進的宣言來達成政治轉型的要求。以義大

利的未來主義為例，宣言應是先於任何作品產生。馬利內提

(Filippo Marinetti)出版未來主義者繪畫的第一次宣言是在任

何具體的作品產生之前。宣言的辯論性質，對於旨在說服大

眾「意識」並建立一種干預大眾「意識」的機制，是很重要

的。這是種刻意的表述和早期的藝術家所使用的私人日記或

書信與形式大為不同。 

 

 

伍、形式主義 
 

 

    常有種說法認為現代主義運動「為藝術敲起喪鐘」。

對某些人來說，如美國批評家葛林伯格，確立(在他定義之下

的）現代主義是立於過去的延續上這點是重要的。他將現代

主義視為歷史現實，並認為攝影的傾覆效果(一八三九年銀板

照像的發明，結合版畫與攝影技術)對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藝

                                                 
：米勒(Catriona Miller)和其他人持相同看法都認為：呆板的機械化致
使十九世紀的舊秩序已淹沒於現代的洪流⋯⋯但事實上藝術的喪鍾早已於

十多年前響起」(Miller 1996: 159)。她以野獸派(Fauvism)與立體主義為現代
藝術閃耀的開端，這兩個重要的日期分別是一九○五年與一九○七年。野

獸派成員包括德安(Derain)、馬諦斯(Matisse)與烏拉曼克(Vlaminck)，於一
九○五年的秋季沙龍(Salon d’Automne)展出他們的作品；而一九○七年畢
卡索完成他早期立體主義作品〈亞威儂姑娘〉(參見圖 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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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實踐造成危機，加速藝術外觀與功能的劇烈變化。和其他

現代主義的主張不同，他認為這不是繪畫上碰到的首次危

機。事實上，歷史畫早在十八世紀就受到威脅，當時鏡子傳

進貴族家中作裝飾時，因為大家都偏愛這種光線反照的鏡

子，所以造成大量「過時的」歷史畫被移除。 

    葛林伯格對於現代主義開始的日期以及其顯現自己的

方式都有明確的定義：即作品所使用的形式。他的文章似乎

指出現代主義，不論做為觀念或是一種趨勢，在某方面都是

依個別意志而自我定義的，葛林伯格說： 

 

現代主義首先在技巧上清楚地彰顯出來，就其最立即、

最具體意義的技巧。這就是馬奈如何和過去產生斷裂，

其程度之大是他同輩藝術家或其他任何藝術所不及

的。他並非完全與傳統斷絕。他回到更遠的過去從西班

牙繪畫找到創作靈感，因而在技巧方面更往前跨進一大

步(Greenberg quoted in O’Brian 1986: 30)。 

 

現代繪畫在外觀上有令人吃驚的形式表現。色彩的扭

曲、反叛自然的慣性與大膽反對古典英雄式的構想而偏好平

易世俗路線，但依舊有吸引觀者的魅力。岡查洛娃(Natalia 

Goncharova, 1881-1962)一九一三年作品〈床單〉(Linen)(參見

彩圖一)，變形的尺寸、非英雄式題材、不自然的構圖，與懸

掛其旁的學院派作品形成很大的反差，很容易即可辨別出其

技法的改變與創新性、對形式主義的強調，所有的這些都是

「現代」藝術作品的主要特色。 

    不知是否為蓄意，葛林伯格總愛併用詞彙而模糊了這個

時期。「形式主義」與「為藝術而藝術」這兩個辭彙常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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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用來形容現代藝術。鮮有一個定義是可以歷經時間考驗而

不被推翻(而且不是沒有理由)。用英文大寫「M」開頭的現

代主義來表示與葛林伯格相關的那種現代主義，這種企圖會

使人誤解。葛林伯格式的現代主義比較接近一種相對有用的

定義，是針對主流顯現的現代主義歷史所定義，不僅界定過

去，更在藝術家開始對批評感到不安的當時，影響藝術家的

創作方法。葛林伯格的論點根基於形式主義者的評論傾向與

貝爾和佛萊的理論，但整個現代主義或葛林伯格的理論不應

該以如此概括性的詞彙來涵蓋。形式主義，與其說它像是現

代主義的一種表現傾向，倒不如說它提供解讀作品的方式或

藝術家與觀眾欣賞作品的美學觀。形式主義主要是一種強調

線條、色彩、色調、塊面而犧牲題材內容的方法，它完全無

法提供與藝術作品相關的社會背景。乍看之下，這顯然是一

種「簡單的」藝術理論，其對現代繪畫、雕塑運動進展方向

的回應，雖然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五○年間歷經幾次的轉變。

由英國畫家和藝評家貝爾與佛萊於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四

年間發展出來，形式主義尊崇這種僅透過視覺產生的審美反

應。視覺敏銳度成為欣賞藝術時必備的條件，真正的審美經

驗是自我滿足與無私的。這種方式的最大力量在於不論任何

文化或時期的任何物件或作品皆能以形式主義來解讀。但是

形式主義亦有其哲學面，可追溯到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康德，

透過康德甚至遠到柏拉圖(Plato)。簡言之，這是一套審美判

斷與審美價值體系，有其內在複雜性，認定美不是藉科學方

法即可測得的，是透過「感受」和「審美快感」才能欣賞。

康德美學的關鍵主旨在說明審美快感是無私的：即審美感應

超越肉體。這種美學讓藝術的形式欣賞更加晦澀難懂，因為

常訴諸繪畫與雕刻的專斷概念，哲學涵意相當高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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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形式主義的立論目標顯得開放，奇怪的是少有藝術

是因創作過程具特色而列入偉大藝術之列，創作過程就是貝

爾所說的是「有意義形式」的參與(Bell 1982: 67-74)。貝爾欲

藉此表達一個概念，有品質的藝術作品可經由形式性質受到

認同，而這些形式性質即成了作品意義的指標。從巴爾的圖

表中(參見圖 1.3)，可看出「偉大藝術」的典律是多麼獨斷。

看來現代主義對所強調的審美反應是種獨斷而非涵蓋性的

觀念。回頭來看杜象的作品，並套用形式主義觀點來分析，

不難理解〈噴泉〉遭受冷落的原因。康德的審美反應論只適

用於部分現代主義作品，〈噴泉〉以此論觀之則會給人帶來

「厭惡感」。 

    以形式為主並非貝爾、佛萊與葛林伯格獨創的想法。象

徵主義畫家德尼(Maurice Denis)於一八九○年主張：「一張

圖⋯⋯在變成戰馬、裸女或故事之前，在本質上都是依秩序

排列而成之附著顏色的塊狀表面」(Denis 1890: 94)。也許此

處最大困難在於如何維持以形式的「眼光」觀畫。這樣心無

旁騖的「欣賞」可以維持多久，而不去想到作品的其他問題、

不以社會角度去考量作品的主題訴求？儘管如此，早期現代

主義似乎仍捨棄主題內容而獨鍾於形式表現。 

 

 

陸、現代藝術的內容 
 

 

現代主義已成為某些特定現代藝術繪畫的同義詞：老牌 

                                                 
：在哈里遜(Charles Harrison)最近一本介紹現代主義的書中，杜象

只被提到一次(參見Harris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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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惠斯勒，〈藍與金色中的夜景：巴特西舊橋〉，約 1872-75 

 

現代藝術家塞尚(Cezanne)、莫內(Monet)、畢卡索(Picasso)、

波洛克(Pollock)都為人所熟知。除了有確切的例子作為現代

典型，現代主義也是一連串對那些作品的想法與信念，必須

與作品本身有所區別。這些作品構成現代藝術的典律，透過

一種與十九世紀藝術學院的遴選方式不同的選擇與獲肯定

過程，進而使其本身能被鑒別。現代主義其中一個定義即是

反抗學院價值的意義，學院的衡量價值被新一代的藝術家視

為保守、壓抑的；而且牽涉到布爾喬亞的訓化矯正概念，對

應於繪畫上即是要求精準與「完整」筆觸。例如，羅斯金

(Ruskin)曾批評惠斯勒(Whistler)作品〈夜景〉(Nocturnes)(參見

圖 1.4)其筆調太急促，不單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更將作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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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逼真度視作對道德的污蔑。馬奈「未完成」與凌亂的畫

面被視為不夠水準的繪畫(這點可以簡單地調整)，還象徵著

道德的淪落。 

    皮孔(Gaeton Picon)在《現代繪畫的誕生》(The Birth of 

Modern Painting)一書中談到與過去關係的絕裂，早在一八六

三年：  

 

當「落選者沙龍」於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五日在巴黎成立

時，彷彿歷史正上演著一大事件，就繪畫順序上，它代

表著與過去斷裂並且有了嶄新的開始⋯⋯這場戲劇性

事件中有幾位主角，有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馬奈，他的

作品〈草地上的午餐〉，不論贏得讚賞或受到批評，稱

他為英雄應是當之無愧(Picon 1978: 7)。 

 

這段文字的重要性在於它喚起幾項憂懼。對一九七○、

八○年代的社會史學家而言，英雄用語以及與過去歷史英勇

決裂的推論，都造成藝術史的過去神話化。這顯示著激烈

爭辯(特別是受到所謂新藝術史的支持)已經打開舊藝術史的

領域，而且大部分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詮釋。事實上，儘

管鮮少被認可，柏格(John Berger)早在一九六○年代便揚棄讚

頌、鑑賞式藝術史寫法以批判、反省的角度來寫藝術史。馬

克思主義充斥在許多啟發性著作中：克拉克(T. J. Clark)的《人

民形象：庫爾貝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Image 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1973a)、《絕對的布爾

                                                 
：參見一九八二年此社會藝術史學家於英國開放大學所開設的課程

〈現代藝術與現代主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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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亞：藝術家與法國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的政治》(The Ab-

solute Bourgeois: Artis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51) 

(1973b)，修正了書寫藝術史的觀點，他在《人民形象》書序

「論社會藝術史」一文中提到： 

 

當一個人在寫社會藝術史時，與其提出一套系統性的使

用方法，不如直接指出應避免使用的方法來得簡單⋯⋯

所以我由禁忌這方面著手，我對藝術作品「反映」意識

形態、社會關係或歷史的概念並不感興趣。我不想讓歷

史只是藝術作品的「背景」⋯⋯我反對身為社會一員的

藝術家，其參照點只先驗地侷限在藝術界的觀念，⋯⋯

最後，我不想令藝術的社會史只是靠著形式與內容的直

覺類比⋯⋯庫爾貝〈奧南的葬禮〉(Burial at Ornans)沒有

固定的構圖焦點，是畫家表現平等主義的手段；馬奈〈巴

黎世界博覽會之觀〉(View of Paris World’s Fair)(1867)

中切割式的構圖在視覺上等同於一股工業社會中人的

疏離感(Clark 1973a: 10-11)。 

 

新型態的藝術史似乎充斥著否定的態度，但是他們共同

的目標是從少數人能懂的觀點來評比藝術，並將藝術推回與

社會相關的形式。 

馬克思主義者論點的特色在於它認知到歷史重構的主觀

性。「無私的歷史」或「無私的審美」之假定論超出歷史重

建可能性之上，已被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女性主義

的藝術史學家所揭穿。馬克思主義藝術史(必須公平地指出馬

克思主義有許多流派――如列寧主義者、恩格斯主義者、阿

圖塞主義者――以不同擁護者而命名)的中心信條認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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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受社會與政治環境的影響而產生。而究竟社會政治條件會

實際地影響藝術品到何程度，則尚有爭論。有些馬克思主義

者(他們通常被稱為「通俗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所有藝術作

品皆是任一既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消極產物；然而也有部分

馬克思主義者則給予藝術品較多的自主空間，認為藝術與社

會經濟的關係比較遠。 

    馬克思主義瓦解現代主義論述中「藝術家為英雄」(在群

眾中，但不屬於群眾)的中心性。現代主義藝術家是反學院風

格、反傳統主義者，致力於突破現狀而且不在意他人的肯定

與否。但是，有證據顯示馬奈及其他藝術家依然渴望獲得正

式的認同。二十世紀的前衛風格中，持續的存在著藝術家與

威權、展出機會、贊助人與畫廊之間的互動關係。具反叛性

格的藝術逐漸被正統學院派吸收，造成現代烏托邦理想的幻

滅。東方集團的垮台加上後結構主義拒絕接受極權的信條，

導致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工具的信心不足。然縱使烏托邦

理想的光環漸褪，馬克思主義者對藝術史的貢獻力量與嚴密

研究亦不容忽視。 

    回到皮孔以馬奈為「一個出眾英雄」的論點上：皮孔將

現代主義創新與反叛的特質歸集於馬奈身上。介紹文藝復興

時期或巴洛克時期的藝術史書籍不太可能以介紹藝術家為

起始。就其他時期而論，他們不會把創新、原創與真實的性

質分離歸屬於藝術家個人的天份，所以不像現代主義中透過

自我表現的概念即可使藝術家的主觀性反映出時代的真

相。將藝術家視為英雄是現代主義建立起的機制。那些必屬

於現代藝術的藝術品有一定的定義，並需接受特定方式的肯

定。如果克拉克與女性主義藝術社會史家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想使用新方式解讀現代主義的典型作品如馬奈的〈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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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匹亞〉(Olympia)，其他持反對意見者則偏好威廉斯對現代

性與目標物的研究途徑：一種以大眾文化與精緻藝術間的關

係作為分析的方式。 

    傳統的現代主義歷史，學院派的繪畫如佛斯(William 

Frith)的〈帕丁頓車站〉(Paddington Station)是不納入現代主義

之列的；相較於莫內以車站為主題的畫作，卻都是屬於現代

主義的範疇，這並非自然地發生，也無法歸於某種自我挑選

的抽象概念。所以作品挑選的過程還是要在受到制度認可支

持的既定論述中進行，即使當時是明顯對立的。僅僅透過馬

克思主義或女性主義的觀點來重新解讀原典律，依舊無法毀

損典律本身的地位。 

    從爭論中便又引發關於探討品質的本質、「無私審美」的

信心與研究對象的選擇等新的爭論。藝術史該以藝術品為中

心嗎？對於典律的指定上也出現相同的問題。如我們所見，

「現代主義」有著階層性的基礎，著重高級文化形式與實踐，

而把圖象設計、工商業攝影、電影排除在藝術門檻之外，所

以提出關於現代主義的問題就是在詢問文化價值觀的問題。 

 

 

柒、前衛藝術 
 

 

唯一別具意義、品質的現代藝術就是前衛藝術。任何藝

術若只要運用現代性之前的藝術功能就已滿足(如：符合

他人品味)，便失去本身價值與批判的功能因為它遲滯不

前。所以羅欽可(Rodchenko)是藝術家而波納爾(Bonnard)

則否(de Duve 1996: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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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一詞在不同的脈絡中都曾被提及。在與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文化實踐的關係上均保有重要(或者意義不明甚

至矛盾的)立場。雖然近來對前衛的信仰逐漸動搖，前衛藝術

中仍保有現代藝術的重要特色(即使是虛構的)，特別是就它

包含與排除的內容而定。福斯特(Hal Foster)指出前衛藝術慣

見的問題在「⋯⋯進步的意識型態、原創性的假定、菁英主

義者的隱逸論、歷史的排斥性、文化工業的挪用(Foster 1990: 

5)等等」。福斯特的負面批評破壞了這個不可侵犯的領域：從

福斯特陳述中那種我們不覺陌生的語調顯現出一種對於前

衛文化「感受」上的改變。一般而言，大眾可能不會喜歡前

衛藝術家的作品，但大眾也公認前衛藝術是與時俱進、原創

的，甚至是真實的。即使前衛藝術的隱逸性與超俗性顯得遙遠，

它的立場依舊受到認同，並未使其被扣上「菁英主義」之名。 

    前衛運動的歷史輪廓並不清晰。前衛運動本身(通常是自我

定義的)即因模糊其本身的歷史而惡名昭彰。這是由於前衛藝術

家常游疑於尋求官方認同卻又不願受制於正統規範。為了有效

地與支配秩序對抗，藝術家、作家、音樂家發明了新的策略技

巧，也構成一些十九、二十世紀藝術上最有趣的藝術衝突。 

    前衛一詞本是軍事用語，用以定位十九世紀末起藝術努

力情況的指示性名詞。相對而言，這是個相當新穎的名詞，

挑明現代藝術實踐與之前藝術的差異。其含有危險、冒險之

意，是一種應用於西方文化實踐中的軍事比喻，前衛作為開

路先鋒首先上戰場，其餘的現代藝術流派則跟進或是說「殿

後」。在這些條件下，莫內以火車站畫作帶頭領先，佛斯卻

被逐出團隊中。然而二十世紀末，很明顯的，前衛藝術再也

不是眾現代藝術追隨的對象。這麼說又扯太遠。但至少在藝

術上，「領先」即代表革新與原創。但是在十九世紀中具有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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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與獨創性又是意指著什麼呢？工業化為西方世界帶來劇烈

的社會變動，其中英國是歐洲各國中為最早工業化的國家。 

    從英國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的作品中，可發現面對此天啟

性(apocalyptic)改變時所作出的其中一種反應。拉斐爾前派於

一八四八年形成，評論家認為這是前衛藝術步上軌道的日

期，這個團體的作品可能形成一種激進的實踐。畢竟它以「反

制度」為名與社會形成批判關係；它與現代性的關係是複雜

的，在作品的意象在技巧、視覺性、象徵喻意上都別出心裁。

它有著關鍵性的聯結。佛萊與後印象主義的審美反應形式有

密切關聯，一九二八年佛萊撰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是介紹

位於陽光港列維夫人畫廊的藝術收藏，但是很不幸地此篇文

章為畫廊的收藏品，無法付梓成書販售。在文章中佛萊提

到：「藝術主題的浮濫愁感、瑣細詼諧或誇張戲劇效果，在

十九世紀中的藝術家之間盛行，而反抗這些項目則是拉斐爾

前派所建立起的準則」。所有前衛主義應具備的特質似乎都

固定在：反叛、天才，與佛萊所指的「嚴肅與信念」一種圖

像式的道德高標準。依佛萊所言，拉斐爾前派反叛的重要因

子，特別在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如詩般的創造力和

主題的鮮明與強烈」的特性上表露無遺。然而佛萊不得不「承

認」即使拉斐爾前派「在此時期是這般獨特、鮮明的進展亦

被吸收進皇家學院的繪畫觀」。雖然佛萊認為拉斐爾前派與

皇家學院是處於對立的立場，遺憾的是他無法認同這些的作

品說明性。所以反抗精神(即使是對抗學院)不足以說服像佛

萊這樣的評論家。他要求的是圖象，不是說明功能；他這樣

評論羅塞蒂：「羅塞蒂從未以正確的方法表示他是畫家，他

的表現方法過於生硬而壓抑」。因此佛萊雖欣賞拉斐爾前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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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羅塞蒂，〈但丁的夢境〉，1871 

 

但以前衛所要求的技巧創新標準來衡量，卻足以讓他將此派

排除於前衛外。不論怎樣才算是一位真正畫家，對他而言羅

塞蒂稱不上是一位畫家。 

    有一種對「說明性」的拒絕，就必定有「心理想像狀態

的直接表達」，正如同佛萊讚賞美國象徵主義畫家惠斯勒

(James McNeil Whistler)。關於拉斐爾前派作品的主要想法乃

將他們視為一種回到過去神話的退隱，而非進步，在這樣一

個狄更斯小說般污穢黑暗的現實世界裡，他們顯得沈溺。相

對的，惠斯勒的作品似乎與「當下」較有關聯。對那些博學

到足以利用但丁(Dante)、馬洛里(Malory)和濟慈(Keats)的人而

言(參見圖 1.5)，拉斐爾前派，似乎是現代世界的多情解藥或

是靈丹。在第三章會談到，現代主義的特點之一便是它與想

像力的關係，有能力去領悟不同於現在不同於工業化困境的

可能。涉入現代性不見得會造成那種龐大單一的法國模式。

拉斐爾前派刻意讓自己的技法顯得古老，而非僅是「非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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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圖像解說。這種藝術運動是有計畫地自我意識的，是

現代主義的隱徵之一。冒著被扣上狹義愛國主義的罪名，必

須說十九世紀的英國繪畫對歐洲繪畫發展的影響頗深。英國

畫家康斯塔伯(John Constable)經常受到褒揚，因為他的作品

廣為法國印象主義者接受；雖然拉斐爾前派後來的象徵主義

有些微相關性，但很可惜象徵主義並不受美國與英國主流藝

術史學的青睞。 

    依據波特萊爾對涉入現代性的定義，描述現代生活的繪

畫，需要共生式聯結到一種再現生活在工業時代下的人們的

新方式，如此拉斐爾前派的確無法擠身前衛藝術之列。亞瑟

王傳奇或是在資本主義下道德說教的故事是不夠的。必須藉

由技巧與題材的創新跟上當時代的步調。在繪畫的技巧與題

材上缺乏新意，也發生在爭論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

激進本質。威廉斯曾問及，究竟基於什麼理由狄更斯的激進

寫實主義成就遠不如喬依斯(James Joyce)、卡夫卡(Franz 

Kafka)、吳爾芙(Virginia Woolf)與艾略特(T. S. Eliot)呢？是什

麼原因，會獨尊這些採用「去自然化」語言的文學家更勝於

狄更斯這類使用像鏡子般反映真實語言的作家呢？前衛藝

術家皆反對藝術只是反射真實世界的影像。然而把「事物外

相」都只看作是世界的簡單反影的觀念也不正確，因為繪畫

中再怎麼世俗化的東西都還是會有象徵或寓意的意涵。巴爾

相信，畫家「已對真實的描繪感到厭倦」，而他的信念掩蓋

了再現的複雜性。 

    諾克林(Linda Nochlin)的《視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Vision)(1991)一書中主張，「前衛」一詞最早是在一八三○年

代由法國烏托邦社會學者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使用

於藝術相關方面。對早期前衛主義者而言，社會革命與藝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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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脫不了關係的。藝術不光是侷限於美學上的領域。諾克林

(Nochlin, 1991: 2)引用拉維但提(D. Laverdant)的《藝術的任務

與藝術家的角色》(De la Mission de l’art et du role des ar-

tistes,1845)： 

 

「藝術，社會的表情，以極致的高眺型態成為最先進的

社會趨向：它是社會的先驅與啟示者。所以要判知藝術

是否有盡到它自身為領導角色的任務，或判斷一個藝術

家是否屬前衛藝術，必須先瞭解人性的發展方向與人類

的命運⋯⋯」。 

 

學院對技巧的嚴格要求，與現代藝術太不相同，學院不

論是在人類肉體的細膩雕鑿、仔細的色調層次、線條重於色

彩，這都是返求古典技法。然現在藝術家必須比一般人更有

責任感，更具洞悉社會的能力。根據諾克林的說法，這種前

衛主義的觀點可從庫爾貝的作品〈畫家的工作室〉(Painter’s 

Studio)(1882)(參見圖 1.6)中找到。然而前衛文化的本質要素

(從布爾喬亞的規範中脫離)直到馬奈、作家福樓拜(Flaubert)
與波特萊爾才有明確的顯現。許多人辯稱馬奈的作品〈福里

白熱爾酒吧〉(1882，參見圖 1.2)結合了承擔社會的責任與庫

爾貝的激進技巧，所結合運用的孤立與疏離感就是刺激前衛

主義的因素。馬奈的作品運用諷刺手法與蔑視意味重新詮釋

藝術史上的經典繪畫〔如：吉奧喬尼(Giorgione)田園詩風的

〈田園的合奏〉(Concert Champetre)與提香(Titian)的〈烏爾比

諾的維納斯〉(Venus D’Urbino)〕，製造出意義不清的繪畫，

根據前衛文化觀點，此乃為前衛實踐奠定了可依循的標準。

但是在這種銜接階段，馬奈作品中所涉及社會與政治面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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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庫爾貝，〈畫家的工作室〉，1855 

 

度還是有爭議。儘管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是反對拿破崙三世

的第二帝國與其帝權，馬奈雖然從布爾喬亞的根中脫離出

來，但他從未曾嘗試丟棄已建立的藝術原則，至少不是透過

他的藝術。 

馬奈有五件系列作品於一八六八年開始創作(參見彩圖

二)，描寫馬克西米連皇帝(the Emperor Maximilian)遭處決，馬

克西米連是拿破崙的傀儡皇，後來在墨西哥時拿破崙干預殖

民地不成，被拿破崙遺棄。馬奈利用這場發生於當代的處決

事件，並改變細節使作品中透露出更多關於大西洋兩岸情勢

的訊息。隨後幾年，馬奈似乎著迷於此系列的創作。此系列

批判拿破崙的無能，無力挽救馬克西米連皇帝免於被傑瑞茲

(Benito Juarez)領頭的墨西哥自由革命軍處決。畫中正在裝填

彈藥以完成致命一擊的士兵是以拿破崙為描繪對象；此外，

而這些軍隊像法國士兵而非墨西哥士兵。不似其他的處決題

材繪畫，這系列的畫作遭受嚴格的審查，可以產生更廣大通

路的石版被沒收，作品在法國不曾完整地展出過。縱使馬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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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與作為現代歷史畫的意圖強烈，卻遺漏掉前衛實踐，

美國藝評家葛林柏格指出「(這個系列的作品)持久的震撼在

於注意媒材的處理方式⋯⋯同樣地，印象主義畫家隨著馬奈

的腳步，只以其使用顏料的方式引起震撼或反感」(Greenberg 

quoted in O’Brian 1986: 31)。 

這對前衛文化來說是很重要的議題。馬奈作品對社會與

政治的涉入是建立前衛議程(agenda)的關鍵。現代主義者聲稱

馬奈的作品只是「繪畫的藉口」，他對政治的投入充其量也

只是附屬於「作畫」；葛林柏格的說法更極端地忽略作品的

內容，只偏重其色料處理方式。然而有充足的證據顯示馬奈

的作品不僅只是形式的練習，他是有明確的政治動機。馬奈

作品中的模糊難解性(至少有部分)是為了避開審查，不是因

為他擔心繪畫被指控為無能或是因為太沈溺於顏料的樂

趣，而是因為作品內容具煽動力。馬奈也許早已與布爾喬亞

疏遠，但於此特例中，他支持自由布爾喬亞的反抗立場(譴責

拿破崙不正當的政治野心)。 

葛林柏格在其論文〈現代主義者繪畫〉(Modernist Painting)

中堅持他的立場，認為「應避開內容，如同避開瘟疫」；此

外，他寫作極力強調平面性與他所稱之為「視覺性」

(opticality)。他認為：「馬奈的繪畫成為第一批現代主義的繪

畫，是因為其坦率性，因為其作品所欲表達的，與繪畫表面

呈現是一致的」(Greenberg 1982: 6)。一個世紀之後，討論的

焦點從馬奈在一八六○年代所關心的對象是什麼，轉而探討

評論家的文章。很顯然地，強調探究出畫家意圖已面臨難

                                                 
：知名作家，像雨果(Victor Hugo)與左拉(Emile Zola)相繼聲援馬
奈，反抗拿破崙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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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同時亦難清楚區分現在與過去所關心的主題有何不同。 

葛林伯格的文章蘊含兩股拉力，代表了近五十年來藝術

史發展的兩大對立的立場。藝術家們該怎麼做才能符合美學

與政治這兩種看似不同活動領域的要求呢？ 

來看另一個相關的例子。以畫室內與浴女出名的法國畫家波

納爾(Pierre Bonnard)如今在前衛藝壇已占有重要地位。但是

當初所持的爭論立場卻再次地改變。當前衛文化正受到機構

與大眾讚賞時，藝術史學家毫不留情地潑了前衛運動一桶冷

水。波納爾不被認為是前衛藝術，因為據德杜福與其他評論

家的說法，此名稱原本不過是虛名。這確實也印證了在十

九、二十世紀裡想成功地兼顧美學與政治需求不是件容易的

事，尤其當時還加上創新與原創的要求條件。在德杜福的眼

中，蘇俄建構主義藝術家、設計師兼攝影師羅欽可的作品〈人

體金字塔〉(Human Pyramid)是藝術品；而波納爾〈浴中裸女〉

(Nude in a Bath)(參見圖 1.7)卻得不到德杜福的認同，雖然明

顯有特殊偏好，但這並不是證明前衛文化在分類上的困難。

傳統藝術史會因為波納爾在技法的創新而將其納入藝術史

範圍，反而是羅欽可會因其政治取向與照片素材而遭受忽

略。德杜福諷刺地突顯出歸類的問題，他誇大地寫到： 

 

你不是藝術史學家；你只是前衛藝術史學家。只有實踐

的名稱令你感興趣。藝術的命名和它所冀求的認同感也

不過是這些實踐的回顧性規條。它讓他們變得自主，這

麼做也使他們疏離；它認同他們，這麼做就是枯竭他們

的力量；它肯定他們，這麼做即是否定它們的否決能力

(de Duve 199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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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波納爾，〈浴中裸女〉，1937 

 

 

捌、美學自主性 
 

 

「自主」與「藝術」的關聯是現代才有的現象，部分因

攝影的發明而使繪畫失去了革新性的一種結果，也是資本主

義下現代生活日益商業化的一個反應。簡言之，此自主性可

視為藝術從社會領域中跳脫。布爾格(Peter Burger)指出若把

藝術視為社會之外的自主性活動，會產生矛盾現象，因為欲

指出藝術的獨立性你必須「⋯⋯在社會框架下才能指出具自

主性藝術的定位⋯⋯」(Burger, 1984: 35)。在此意義下，布爾

格繼續說道「提出自主性是受歷史性制約的現象，反而變成

自主性的否定；自主性僅幻覺」。自主性藝術不只有這個主

要矛盾，甚至做為布爾喬亞社會的建構，前衛藝術的歷史發

展上更是妨礙了自主性藝術的可能。福斯特指出這類菁英主

義欲創造出一個隱匿世界同時是清晰易懂與隱晦難解，將藝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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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閉絕於社會之外，造成前衛文化內部發生問題。這又回到

我們先前的立場：雖然藝術品被定位與建立在布爾喬亞的準

則之中，藝術品能否被化約成布爾喬亞的準則？藝術有沒有

可能凌駕那些環境控制條件？我們必須抓住一個概念，藝

術品既然是在社會和美學論述中形成，對現代主義所產生

的不同的美學反應，表示藝術家不單是主流的社會與美學

論述的被動反映。特別是這些國際超現實主義者的作品，

結合了佛洛依德與榮格的潛意識論，藉以反駁這種認為藝

術不過是布爾喬亞價值觀映照的化約理論。超現實主義者

透過將平常事「奇異化」的表現手法，希望重新評估布爾

喬亞的準則。 

    對某些理論家而言，藝術自主性的確是個頗棘手的問

題。伊格頓(Terry Eagleton)提醒我們： 

 

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藝術莫不致力賦予自主性優越

地位，而此自主性還是其商品地位強迫加諸於上的，不

啻為一種化阻力為助力的手段。自主性在這令人擔憂的

定義下(即意指缺乏社會性的功能)被曲解成生產意義下

的自主性：藝術就像是其本身的一種有意的表演，是一

種對社會秩序〔套句阿多諾(Adorno)的話，「拿槍指著自

己的頭〕的沈默抵抗姿態。美學自主性變成負面的政治

(Eagleton 1990: 370)。 

 

對伊格頓而言，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拒絕單一的美學標

準，創作以自身為反對對象的藝術(art against itself)，這也是

接下來本書中會介紹到前衛所採用的相當熟悉的政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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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前衛與布爾喬亞文化的關聯 
 

 

前衛與布爾喬亞(也就是指中產階級)文化的關係，依威

廉斯在《現代主義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一書中

所言，「是敵對、冷漠的或甚是粗鄙的；布爾喬亞是有創意

的畫家必須忽視與規避的對象，現在甚至要做到撼動、嘲笑

或攻擊他們」(Williams 1989: 53)。所有前衛運動皆以反對布

爾喬亞為口號，卻又被布爾喬亞的社會結構所同化。正如克

拉克所說：「布爾喬亞社會總是有效率地將藝術變成他們自

己的藝術」(Clark 1973a: 6-7)。現代藝術與布爾喬亞的關係，

因為布爾喬亞又另有歷史上「高」、「低」等級之分，而更加

複雜，就像英國有中上、中下階級之分。 

    這種歷史的分野起源自法國，得從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

命談起，革命之後貴族勢力沒落，取而代之的是獲勝的布爾

喬亞。這些勝利的中產階級革命份子，或許是為了掩飾面對

貴族「品味」時的不安，布爾喬亞很快地在現代藝術中吸收

或建立(端看你立場的極端性)「獲得品味」的能力。這「高」

布爾喬亞視自己為品味的裁決者和藝術贊助體系的繼承

者。此時，擁有品味就必須與波希米亞主義保持曖昧但不危

險的關係──某種毫無不適的快感。十九、二十世紀藝術以

降的流派，並非奠基於可學得的技法層級而是在需要一種新

的感受形式才能「被瞭解」的藝術形式上，這些藝術流派便

成為藉以與低層的庸俗品味區隔的最佳媒介。值得注意的

是，即使在英國也有南與北這樣的分別，一般說來，船主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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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坊主偏愛「工於技巧」的繪畫，如拉斐爾前派和維多利亞

晚期的作品；在他們眼中法國的塗抹作品「軟弱無力」卻深

受倫敦的中上階層喜愛。佛萊曾形容畫家歐查森(Sir William 

Orchardson)是個「文雅但感受力貧乏的人」(Fry 1928)。在工

業化時代裏，財富不再勝任區分社會階級的特徵。新興的富

人有足夠的錢財去打造和勞工階級不同的身分，但光是這樣

還不夠。雖然這樣的推論略顯單薄，但我們在緒論已提到，

貝爾與佛萊論文中所極力讚賞的新藝術其所需要的感受力

已非是人人都可以普遍地獲取，這特點變成了特定階層的優

越表徵。 

    能跟上典範藝術史流派的腳步而快速更動成為培養鑑

賞力的先決條件，而前衛文化也成為主流時尚必需汲取的風

格。從所謂客觀的勝任標準來看，這種流派變動必須要有評

論的支持和關鍵的發言人，才能夠鑒別出藝術中的挑戰。受

過教育的中上階層布爾喬亞，為了確立他們的地位與權力，

都樂意擔任起這份須具備辨視能力的聖職。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區辨：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1984)更加重此觀點，認為前

衛藝術就是不斷地將先進的藝術重新定義在與通俗品味相

反的方向。他在著作中提出，前衛文化與提高某些藝術作品

層級的作為，不論是在文學、音樂或是視覺藝術方面，都代

表文化領域中的階級鬥爭。他指出布喬亞的手段便是不斷累

積「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形成一股力量驅使品味走向

讓勞工階級觀眾望塵莫及的方向。高等藝術極具挑戰性的視 

                                                 
：雖佛萊所參與的政治聯盟中，其同盟的成員也有許多人來自於

社會主義背景，並服務於勞工教育協會(WEA/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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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畢卡索，〈亞威儂少女〉，1907 

 

覺語言，例如畢卡索的〈亞威儂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1907)(參見圖 1.8)一作，便確切地示範了上述觀

點。就前衛文化而論，評論界與大眾的接受時間會有一種內

建的時差。文化資本的獲取仰賴前衛：最近，這種手段逐漸

式微，因為前衛藝術所帶來的「新奇的震撼」，並未達成預

期的目標，而且在爭論上也沒有單一的前衛藝術。 

 

 

拾、兩種前衛 
 

 

曾有段時期，前衛擁有更大的文化隱身處也因此失去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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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威廉斯指出前衛文化複雜與脆弱之處： 

 

我們必須記住一點，前衛藝術的政治從一開始大致有兩

個走向。新藝術可以在新社會秩序上找到它的位置，另

一則是建立在文化修正轉型後的舊體制上。從現代主義

出現第一次的刺激開始，到前衛藝術講求極端的形式，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一項東西是依然維持原貌：內在

壓力與極度矛盾下會促成某種劇烈變動的發生(Williams 

1989: 14)。 

 

要辨別這兩種前衛主義並不難(雖然兩者的差異性並不

明顯)：一派的前衛主義是屬於「純視覺性」，它的支持者有

佛萊、貝爾、葛林伯格與弗萊德；另一派則是指達達、超現

實主義、未來派、建構主義等的前衛。基本上兩方皆是烏托

邦式的藝術項目，雖然目標一樣但目的卻不同。 

達達主義，是一群無政府主義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的

結盟，於一九一五年蘇黎士興起。達達根源於早期蘇聯前衛

主義的革命藝術，並促成紐約、柏林、巴塞隆納及巴黎等「分

派」的產生。達達藝術形式的多樣性與規模〔詩、歌舞表演、

喧鬧、音樂、海報與繪畫等，就像揚科(Marcel Janco)〈伏爾

泰酒店〉(The Cabaret Voltaire)的畫面所呈述〕中，皆隱含個

人與政治改革的意念。二十世紀末「革命」一詞已喪失它的

通用性，甚至潤髮乳的製造、三層牛肉漢堡都可稱上具革命

性的發展。然而，在蘇黎世的鏡巷(Spiegelgasse)裡，達達那反

叛的活動地伏爾泰酒店倒有好友陪伴。在蘇聯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革命中策動大規模革命的領導者列寧(Lenin)，流亡

蘇黎士時就住在對街。政治與藝術在達達主義的文字辯論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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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與反宣言中皆是不可分的。 

    包爾(Hugo Ball, 1886-1927)是在伏爾泰酒店裡領導達達

的重要人物，他的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透過歌舞表演

型式的藝術作品)乃是達達用以作為與布爾喬亞之間的消耗

戰的手段，阿爾普(Hans Arp)寫道： 

 

布爾喬亞視達達主義者為生活放縱的無賴、差勁的革命

者，沒有教養文化的亞洲人，只會企圖謀取他們的注

意、汲取他們財富與名聲。達達主義者想盡辨法使布爾

喬亞不得安寧⋯⋯達達主義者給布爾喬亞帶來一陣混

亂像是一場地震距離雖遠卻強大地掀起一陣騷動，所以

他們的警鈴開始響起，他們開始躊躇，他們引以為傲的

名聲開始沾上污點(引自Richter 1965: 37-8)。 

 

阿爾普在〈達達樂園〉(Dadaland)提及前衛文化的命運： 

 

對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屠殺反感，我們在蘇黎士投身於藝

術中。當遠方的槍聲隆隆作響，我們盡情唱歌、畫畫、

拼貼、寫歌。我們在找尋一種藝術，一種建基於最根本

的藝術來治癒這瘋狂的年代，找尋事物新規則可以修復

天堂與地獄間的平衡。我們有個哀愁的預感，感覺到這

群權力薰心狂終有一天會利用藝術作為麻痺人心的工

具(引自Richter 1965: 25)。 

 

當時莫內在法國吉維尼就是一邊畫水蓮(參見圖 1.9)，一

邊聽到槍聲。究竟前衛藝術所採用的哪種技法最有效果尚未

有定論。在藝術史「選擇性傳統之手段」(回想威廉斯的理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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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莫內，〈綠色倒影〉(細部)，約 1916-26 

 

下，莫內的形式主義(不問政治)獲得較高評價，而達達主義

卻是頑皮學童的一場滑稽鬧劇。 

    前衛文化與大眾距離太遠是它的另一項矛盾之處。超現

實主義領導者布賀東(Andre Breton)在一九二九年撰寫〈超現

實主義第二次宣言〉時提出「應避免大眾的認同像避瘟疫一

般」。超現實主義談內在世界精神自我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有共生性的連結關係。但是超現實主義對政治的貢獻卻不

大，其困難乃因為超現實主義技法上求新，形式上求變都以

揭發內心世界為主，易淪為實驗性而脫離了政治訴求。超現

實主義者提倡的自動運作論著重拓印法(frottage)，搔刮法

(grattage)，謄印法(decalcomania)、蒙太奇手法，技巧創新但

中和了激進的潛能。本質上超現實主義的困境正反映了前衛

令人擔憂的現狀。 

由創新的觀點看來，激進藝術不再是現代社會革命的唯

一選擇，不管前衛藝術者的說法為何，將前衛藝術視為與過

去的斷絕仍是對前衛文化的誤解。列寧與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肯定布爾喬亞藝術形式的成就，雖然是肯定其本質上

的保守性質。因此並無沒有必要完全否定之前的藝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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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文學與藝術》(Literature and 

Art)一書裏闡述：「藝術創意總來自於舊形式的複雜改變，而

且被藝術外的刺激所影響」(引自 Timms and Collier 1988: 

179)。列寧無法接受普羅特克特(Proletkult)所提倡的新藝術形

式，普羅特克特是一個工人與工廠藝術的聯盟，由人們為人

們製造藝術的藝術工廠；他同樣反對建構主義的藝術形式，

同樣為人製造藝術，只是以抽象的視覺語言，這種視覺語言

支持布爾喬亞的正統。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一九二○年代早期於杜林

(Turin)工作，組成無產階級文化機構(Institute of Proletarian 

Culture)，早於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政權興起之時，也還未開

始他隨後十年的牢獄生涯。該機構類似於蘇聯的普羅特克

特。葛蘭西也有注意到布爾喬亞所主張的個人主義魅力，所

以提出修正方向，企圖將其導向大眾文化。而社會改革的運

作方式便是放棄與傳統的連續性，以現代主義者的斷裂、反

抗、疏離手段作為策略。然而即使多數人否認，但社會永遠

與過去有某部分的連結。 

 

 

拾壹、商品 
 

 

對某些人來說，將藝術與金錢併而論之⋯⋯就好像犯下

了叛國的滔天大罪。他們將藝術視為嬌貴的花朵，錢就

如同落葉劑一般，若將藝術與錢併在一起，不久就會看

到一片荒地(Watson,1992: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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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商品相互依存是現代主義顯見的特質之一，可從

兩方面觀察到：一、現代藝術傾向描繪商業文化(如〈福里白

熱爾酒吧〉)；二、藝術求取商品的條件。華生(Peter Watson)

的敘述或許誇張了點，卻點出十九、二十世紀藝術的明顯特

質，此特質有時會干擾藝術實踐，卻普遍被藝術從業者與大

眾所接受。如我們所見，前衛文化存在著幾個悖論：藝術市

場對藝術產生的工具效益目標在使藝術自主與「解放」，卻

同時要遵從藝術標新立異的特色。 

現代主義另一個較具「英雄式」的特質是避免商品化的

定位，而且甘願冒著撤離世界之險，或者是讚頌從這世界隱

退。從蘇聯的普羅文化運動、達達、超現實主義、國際情境

主義至抽象表現主義，都欲極力擺脫市場的操控機制。抽象

表現主義在某層面的分析上，藉由退回純美學的領域嘗試把

藝術抽離政治與市場影響。批評家葛林伯格接受前衛藝術與

贊助者間曖昧難明的關係，畢竟畫家也要吃飯，但是他主張

藝術家必須與商業行為保持距離，而且經常脫離社會，為了

藝術家生涯能長存，這才是一種英雄主義的行為。在視覺上

帶來的結果就是使畫面紛紛揚棄具象現實世界的描繪。葛林

伯格陳述： 

 

從觀眾期望中抽離，前衛派詩人與藝術家為維持藝術的

高水準，將藝術範圍縮小並提昇至表達絕對世界，如此

所有的相對與矛盾就會消失，題材或內容成了如瘟疫般

避之唯恐不及之物(Greenberg 1939: 35)。 

 

但這樣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想保護藝術免於被商品化

的企圖仍告失敗。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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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庫魯格，〈「無題」我買故我在〉，1987 

 

除了「贈予文化」之外(常被降格為「原始」經濟型式範

疇，因而屬於人類學者的學術範圍，否則便被邊緣化到西方

資本主義經濟的外圍)，十九、二十世紀的文化活動幾乎都涵

蓋在商業活動的範圍之內。早在一九○○年，德國哲學家齊

美爾(Georg Simmel)於《貨幣哲學》(Philisophy of Money，譯者

按：北京華夏出版社有中譯本)中即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文

化無法免於被商品化的命運，他相信現代資本主義將使人類

創造活動跟著市場興衰而變動起伏(見Simmel 1978)。 

自從一八六○年代以來，印象主義者不再視官方沙龍為

唯一的經濟市場，從而發展一套藝術市場經理人的制度，有

些藝術家持反對態度(如杜象)，有些則非常贊同(如安迪渥

荷)。商品作為其交換價值的欲求對象，而且自從馬奈〈福里

白熱爾酒吧〉畫中出現量產式的消費品如瓶裝的巴斯啤酒，

商品已成現代主義的意象，已經充斥於藝術實踐與展示中。

近來，後現代主義「擁抱」商業文化有時是立基於一種啟示

性的層面──例如克魯格(Barbara Kruger)的〈「無題」我買故

我在〉(‘Untitled’ I Shop Therefore I am)(參見圖 1.10)，即是一

種採用的手段，嚴重減低早先現代藝術家宣稱「批判距離」

乃藝術操作之原則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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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商業化的最好佐例：李佛休姆(Lord Leverhulme)由皇

家學院購得周普林(Louise Jopling)的作品〈爐火點燃，家庭光

亮〉(Home Bright, Hearth Light)(1896)(參見圖 1.11)作為廣告

用途，為他所生產的陽光香皂作促銷。一九九○年代跨國服

飾公司班尼頓也打出不同的廣告宣傳，它對暴力美學、死亡

與人類痛苦的描繪引發不少的爭議。班尼頓的意象打破藝術

與廣告之間的界線，與〈爐火點燃，家庭光亮〉不同，它所

引發的爭議是因為圖與產品內容無相關之處。班尼頓用〈黑

手黨受害者與血泊〉(Mafia Victim and Pool of Blood)(參見圖

1.12)一圖，與販賣物根本毫不相干。是商業文化的力量，才

能使一個品牌與不相關的影像可以在全世界賣起衣服來。 

 

 

拾貳、前衛今何在? 
 

 

    福斯特評論前衛失敗之因： 

 

對布爾格而言，歷史的前衛也失敗⋯⋯它沒有使達達主

義破壞傳統藝術類別、無法令超現實主義調和超越客觀

與社會革命、也沒有讓建構主義把文化生產工具都聚合

起來，但是它是敗得英勇、慘烈；而新前衛，根據布爾

格的說法不僅是再度失敗，充其量不過無價值、荒鬧的

演出更落得憤世嫉俗、投機之評(引自Foster 1996: 13)。 

 

修斯(Robert Hughes)於一九七九年的《週日時代雜誌》寫

到：他有足夠信心宣布前衛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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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周普林，〈爐火點燃，家庭光亮〉，1896 

 

藝術寫作的陳腔濫調。突然一個字也擠不出來，這種突變

著實令許多人感到意外。對許多仍相信藝術具實際改革功

能的人來說，這突然的變化與美國激進的左派突然消失在

一九七○年後，一樣令人感到困惑(Hughes 1980: 18)。 

 

其他作家試圖埋葬現代主義，他們指出如科技革新、廣

告對前衛技法的重新運用及藝術崩解成純粹商品等都是現

代主義死亡的證據──並且是後現代主義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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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班尼頓廣告〈黑手黨受害者與血泊〉 

 

但是根據其他人的說法像修斯關於「前衛已死」的宣佈

還言之過早。如果現代主義是失敗的，那它所留下的遺風(如

〈噴泉〉)又該如何交待呢？當代藝術實踐替前衛文化發掘許

多新的使用法。前衛喪失其純粹性，最明顯的視覺形式可從

後現代建築中看出，後現代建築大量引進之前自主性風格於

建築物中。回過頭看李文翻拍史蒂格利茲的〈噴泉〉照片的

案例，她明目張膽地抄襲原作，也是象徵著現代主義技巧被

同合於後現代之中的另一階段。就某層面而言，這或許可視

為後現代主義承認現代主義以及一般統整化傾向的失敗。普

遍論的現代主義的整體概念漸漸褪色。但是蓋伯利克(Suzi 

Gablik)辯稱，就李文「複製」的手法來看，後現代藝術「不

過是愉悅的傾頹合奏曲，碎裂不全的文化反映鏡，產品都是

抄襲其他產品，藝術家成了其他人作品的作者」(Gablik 1991c: 

36-7)。 

    後現代主義的勝出(至少在西方)，其實是慘痛的勝利。

二十世紀末後現代所面臨的危機是對藝術與文化的功能產

生信心危機，然而後現代主義的收獲之一，是它的復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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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它令藝術家與歷史學家的眼界放寬，重新探索現代主義

時期被忽略的作品與技法，也令一些具本土性與特殊性的藝

術作品得以重新被考量，呈現出文化多元性與差異性。另一

個優點，它犧牲一種整體效果以排除階級觀念。對於單一自

我與一貫的表現方法喪失信心，使得原本侷限的空間開展容

納多元的文化與差異性。打著後現代主義旗幟，林枸(Faith 

Ringgold)的〈在羅浮漫舞〉(Dancing in the Louvre)(1991)就是

慶祝黑人亦能涉入西方藝術歷史中，同時亦頌揚藝術實踐本

身的文化多樣性。林枸的作品在主題與媒材方面皆採綜合方

式，結合純美術的形式實踐(繪畫)與家事手工(織物拼貼)。 

    現代主義的力量源自於它以反抗精神為目的――部分基

於它固有的對立與疏離等反叛。至少在西方文化中，當藝術

逐漸與商品融合時，它所將面臨的困難，在於現代藝術帶有

反叛性格會消失。結果造成藝術本身具有的力量與烏托邦理

念的消逝。下一章會繼續探討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不過

是以公共空間、紀念物與雕像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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