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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會學之眼存在社會學知識產生之前，或社會學成為一門
學科之前，用以察驗與開啟社會學問題意識，挑戰觀者既有認知
模式。本論文以法國畫家馬內為例，就其 1874 年展於沙龍的作
品《鐵路》，探討畫家的社會學之眼。馬內是許多社會思想家討
論過的對象，但未能將馬內與社會學的發生更緊密關聯。馬內的
社會學之眼得透過時代精神論、社會變遷論與社會發生論等角
度來理解。本論文主張在反身性的考量下，除用社會學檢視其他
領域的姿態來自我檢驗，亦應借取其他領域如藝術領域的經驗，
來檢驗社會學自身，以自許作為與時俱進，持續「在形成中」之
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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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學興起於十九世紀末，迄今學科範疇與內容雖多有變遷，
卻仍面臨新時代的挑戰，無論是新興知識領域的崛起、新的資本主
義型態、新的訊息傳播方式等，都考驗著傳統社會學。或有主張更
多關注於新興議題，亦有強調跨領域的整合，有許多的建議無非都
是為了尋找二十一世紀社會學的出路。然而在十九世紀社會學萌發
的時代，就在社會學還沒有形成一門學科之際，並沒有辦法預期到
這門學科會發展成現今的樣貌，社會學的先驅者如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和塔德 (Gabriel Tarde) 等，應對這新的學科「為何」(為
了什麼／是什麼) 多有爭論。然今日已然形式化了的社會學卻甚少
重新思索這根本的問題。或者這是今日社會學處境中的一個可能出
路。
為了尋回早期社會學的視野，本論文將以法國畫家馬內 (Édouard Manet) 的一幅畫作來說明藝術家可能有的社會學眼光。《鐵路》
(Chemin de fer) 這幅畫有馬內作品的連貫性和代表性。首先，《鐵
路》畫成於 1870 年代初期，是馬內繪畫生涯的壯年期，也是重要
的轉型階段，在表現的風格上已臻成熟，足以為畫家個人代表之作。
其次，《鐵路》這幅畫是少數以新興科技事物為主題的作品，畫面
之中卻又是以人物為主要的對象，相當程度反映出馬內對科技融入
日常生活的深刻觀察。再者，馬內本身就是人文社會學者長期關懷
的畫家，從巴塔耶 (George Bataille)、傅科 (Michel Foucault) 一直
到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都曾以馬內為研究的對象。從這些地方
都可以看出這不僅是一幅畫，也不僅是一名庸俗的畫家之作，反而
有其值得深入討論的價值。
晚近在臺灣興起一波對藝術社會學的研究風潮，也匯集不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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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1 而歷來亦不乏以西方社會學觀點來處理藝術現象的研究，
特別是對照布迪厄的藝術社會學理論之作 (許嘉猷，2004, 2012；曾
少千，2002)。然而本論文並不是要去討論圖像美學、藝術品的價值、
或是繪畫風格的歷史演變，不是一種藝術社會學的取徑，而是更激
進地將特定繪畫藝術形式視為一種可以發展出社會學理念的表現。
本論文意圖發展出一種「視覺化」在社會學形成與知識創造過程中
的可能性。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學視覺理念，也相當程度回應了布迪
厄 (Bourdieu, 2013) 所稱，讓社會學也同馬內的畫作一樣，是一場
「象徵革命」。
歷史學家卜正民 (Timothy James Brook) (2008) 曾以十七世紀
荷蘭畫家維梅爾 (Johannes Vermeer) 的一幅圖畫來開啓對殖民主
義貿易歷史的討論。這幅畫在書中的角色是作為索引或背景，歷史
事件本身才是主題。但這種引用是有啟發性的，亦即整個歷史研究
是透過一幅畫作為起點，是從畫中看出歷史研究的可能性，而具體
展現了其「歷史之眼」。社會學研究中，亦不乏以單一幅畫作為分
析對象。若為檢驗與檢討社會學理論，透過理論取樣選取單一作品
作為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當足以收取對理論反思與啟示之目的，並
不減少分析的有效性。例如阿克莉熙 (Madeleine Akrich) (1986) 曾
以《最後的審判》(Jugement Dernier) 這幅畫為對象進行社會學分析。
拉易賀 (Bernard Lahire) (2015) 也就普桑 (Nicolas Poussin) 的一幅
作品討論藝術與宗教的關係，拉易賀甚至以畫發展出整個藝術世俗
化的理論，將畫作視為理論的對象 (le tableau comme objet théorique)。
更何況本研究不僅討論單一作品，也進行比較，更討論創作作品之
畫家，就是把畫家、畫家所處的社會、畫作、畫作的脈絡等，所有

1 參考許嘉猷、黃瑞祺、石計生、黃聖哲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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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的元素都連結起來，採取一種整體性的分析策略。這種策略表
面上近似「作品社會學」的進路 (洪儀真，2014；陳逸淳，2014)，
但作品社會學終究是以社會學的姿態來面對作為社會現象的作品，
即便作品創作、接受、傳播與詮釋相關的行動者亦皆納入考量，依
舊是站在社會學的高度上來檢視藝術世界，而不同於本研究把作品
與畫家視為鏡子一般，透過分析來「回觀」社會學的處境。
因此，我們要追問，在藝術中依舊重要的，以圖像形式的考察
或詩意的表現，在社會學的認識過程會有何意義？或更進一步而
言，若引用法國社會學家漢妮熙 (Nathalie Heinich) 所言之「以藝
術來證成社會學」(2007: 7)，有什麼是目前主流社會學看不到的？
尼斯貝特 (Robert Nisbet) (1976) 就認為社會學就其創造性的想像
特徵而言，這門學問不僅是科學，更是藝術，有藝術的形式。亦有
學者主張社會學應該是具有詩意的 (poetic)，而非僅冰冷的科學面
向 (Brown, 1978)。
本研究沒有在藝術史領域中創新知識的野心，也沒有打算在既
有的社會學知識框架內建立規則或定律。相對於既有的「藝術的社
會學」(sociology of art)，本研究更在乎的是「社會學的藝術」(art of
sociology)：是從處於特定脈絡中的畫家與其作品，就其所處的時代
與藝術家的個殊屬性，去探索社會學的「知識原型」，是畫家對當
下的處境提出的質問，以及可能的回應。而且在時代上，馬內較諸
古典社會學家 (馬克思除外) 年長，分析對象的時期是社會學成為
一門學科之前，也就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前社會學」時期，是「社
會」需要被 (重新) 認識的重要階段。更具體而言，馬內活躍的 1850
年代到 1880 年代之間是社會變遷劇烈，卻還沒有「社會學」這樣
的工具可以提供分析理解的時代，「社會學家」更是未曾聽聞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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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此，排除了今日社會學的框架，馬內的觀察與表現有著各種
的可能。因此，這樣的分析也具有一種「歷史實驗」的效果。
本論文在以下的討論中，將先以形式化的社會學為主題，指出
當前社會學在形式與精神上如何與藝術斷裂、社會學有何可以師法
藝術之處。其次將透過回顧社會學的形式化歷程，重新檢視以社會
學之眼跨越斷裂之可能。接著進入畫家馬內的背景說明，提出這位
畫家能夠擁有社會學之眼的可能原因：時代精神論、社會變遷論與
社會發生論。之後即以《鐵路》這幅畫為對象，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用以揭露其中馬內具有的社會學之眼，是如何透過圖像呈現出來。
最後再以結論終結對此議題之討論，並提出朝向未來的展望。

貳、形式化的社會學
一、展現的邏輯／發現的邏輯
社會學成為一門科學專業、形式化 (formalization) 之後，因其
緊貼或自詡為科學，雖關心自身知識的形式，卻是著眼於如何將形
式普遍運用，視形式為確保知識有效性的一環，而較少將形式作為
問題來看待。以溝通的形式與方式為例，社會學的表達最終要回歸
到文字，唯有文字論述才被視為是學科知識表現的正統形式，文字
才是權力之所在，是社會學的「話語權」。大部分的社會學教學也
因此以閱讀和論述為核心，配合以實證的研究方法訓練，使學生可
以透過文字形式的嚴謹科學過程，藉此手段來進行社會學的思考與
實踐。在這種訓練之下，一方面浮現出這個學科 (discipline) 被賦予
的正面價值，善於文字表達者可以得到社會學社群的讚賞；另一方
面也對學科社群造成「規訓」(discipline)，得以定義社會學的形式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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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形式發展的極端，就產生了社會學學科內部的成果等級化
現象。在主流的社會學溝通工具中，位階最高的文類是學術論文或
嚴謹的專書。這類文類形式之所以被認為具有較高學術價值，一個
原因在於其得以把知識形成階段的粗糙內容隱藏起來，而以「完美
的」、「完成的」樣貌呈現出知識的結果。亦即，如果把社會學的
研究成果當成是一項作品，這項作品就必須是純淨的，只作為知識
的載體，其自身不能夠產生個性。如此一來，相較於完美的成果呈
現，形成階段的工作顯然是沒有太高的展現價值。
這種現象相當程度可以類比於古典繪畫。當然社會學和藝術創
作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但當一幅畫承載著某種使命，像是宗教或
歷史的教化、或是作為某種主流價值的傳遞媒介，畫作就失去了自
身的存在，只是提供一種導向的功能，如同純粹導向知識的完美論
文一般。當人們看到畫，是把畫看透的，只能看到傳達的教化意義
或主流價值，而忽略了畫自身的存在。至少在十九世紀主流的學院
畫就是這樣的功能。也因此，畫自身的物質性侷限通常是被掩蓋住
的，是經由透視法和其他光影技巧，使觀畫者不覺得是在看二維的
物件，反而是三維地呈現。
也因為這樣的要求，構圖、草稿與上色的過程不僅被忽略，甚
至反而成為不得不的階段工作，只為凸顯最終結果的完美性。在十
九世紀末以前，主流的學院畫要求完成的作品必須有嚴謹的歷史考
察，對畫面細節非常考究，每一個鈕釦、每一條繩子都必須符合所
繪主題的時代狀態，而每一筆畫、每一色點也必須是完美的呈現，
不可以留下任何草稿的痕跡。同樣地，社會學的專業論文發展到一
個程度，就看不出是論文，而是清晰聚焦的論證、結論、主張，論
文自身也消失了。論文要成為透明的，使人不覺得是論文，而是「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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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不能忽視在社會學中發現問題的重要性。社會學家通
常主張應當要在無疑之處存疑，也就是要去揭露出理所當然背後的
不理所當然。這種找問題的能力是社會學教育訓練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但這也僅存於養成階段，是在成為學者或社會學家之後，必須
被隱藏起來的基本功夫。這正是尼斯貝特所謂的「展現的邏輯」(logic
of demonstration) 和「發現的邏輯」(logic of discovery) 之別，後者
往往受制於前者所提出的規則 (Nisbet, 1976: 5)。展現的邏輯本身
就是一種表達的形式，代表著成熟的社會學家如何處理知識、進行
溝通，以將知識擴散出去。發現的邏輯是用以產生研究問題，卻必
須配合展現的邏輯，否則就僅止於個人發現。可惜在尼斯貝特的著
作中，並沒有再進一步處理這兩種邏輯的關係。後續的社會學家也
多半不假思索就運用展現的邏輯來進行社會學研究，畢竟唯有透過
在學術社群內有效的展現，才有辦法將研究成果與學說理論擴散出
去。
展現的邏輯是以知識的接受者為中心；發現的邏輯卻是以知識
的創造者為中心。若就視覺效果而言，展現的邏輯著重於生產出來
的知識如何被看到；發現的邏輯則在於產生知識的問題如何被看
到。對學科而言，發現問題與產生知識應該同等重要。再者，社會
學的文本大部分是透過閱讀而被理解，是經由視覺途徑被接受。因
此，所謂視覺途徑未必要經由圖像的表現。更進一步而言，強調圖
像運用或重視視覺途徑也不等同於主張發現的邏輯。晚近部分人文
社會科學界學者主張的「圖像轉向」的趨勢，如米謝爾 (W. J. T.
Mitchell) (1994) 指稱的「圖畫轉向」(picture turn) 和葛羅伊斯 (Boris Groys) (2011) 的圖像轉向 (iconic turn) 等。這方面的討論主要是
針對圖像可以表現出文字能力以外的領域，而且圖像意義可以超越
社會科學傳統二分法的知識形式 (Bartmanski, 2014)。但這類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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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仍屬於研究工具多樣化的討論，而且在學科中依舊是處於邊
緣。無論圖像對研究如何重要，總還是作為證據，而不是理論或概
念的本體，也就是說仍然必須仰賴文字的敘述作為主要的表達工
具。圖像無論如何是無法獨自發生科學論述效果的，其主要功能仍
在於展現，而不在於發現。

二、社會學如何向藝術學習
即便社會學家布迪厄在一生的社會學志業中持續關懷藝術現
象，也不免以社會學霸權姿態來面對藝術。他在 1960 年代的早期
研究著作就以美術館為主題，1980 年代與畫家哈克 (Hans Haccke)
有 近 十 年 時 間 的 持 續 對 話 (曾 少 千 ， 2002; Bourdieu & Haacke,
1993)，而晚年在法蘭西公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最後兩、三年的
講座，就是以馬內為主題 (Bourdieu, 2013)。當他稱馬內是象徵革命
的發動者，相當程度也在指稱自己的工作，亦是以社會學為一場象
徵革命 (Suaud, 2014)。然而即使布迪厄非常關心藝術現象，卻仍僅
將藝術視為社會學分析的對象。即使他在《藝術的法則》(Les Règles
de l’art) 中推崇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的著作有社會學的精神，
終究福樓拜的創作也只是藝術場域生成的過程，藝術仍然是社會學
的對象。
法國藝術社會學家漢妮熙就認為，藝術與社會學的關係並不應
該是大部分社會學家所做的，將藝術視同其他的社會現象，都臣服
在社會學的框架中，成為社會學分析的對象；相反地，社會學家當
可以透過藝術表現來察驗社會學與社會學家，並因此看出社會學的
真相 (vérité) 來 (Heinich, 1998)。
漢妮熙是在 1998 年出版的小書《藝術為社會學所做的》(Ce
que l’art fait à la sociologie) (Heinich, 1998) 中，以針對布迪厄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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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社會學觀點，提出她自己的社會學立場。這個時間點相當重要，
因為布迪厄就是在這一年開始，於法蘭西公學院講授為期兩年的
「馬內」講座。漢妮熙雖然在布迪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但是在
畢業後多年間浸淫於藝術社會學的研究之後，她卻發現社會學不應
該只有布迪厄所宣稱的那樣。根據她特為此書中文譯本寫的序言所
言，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要去「建立自己對社會學的概念，以便擺脫
布迪厄思想的影響」(2)，並且「跳出某種社會學傳統，特別是以布
迪厄思想為代表的社會學」(2)，因為「布迪厄的社會學帶有話語的
霸權，試圖展示社會學相對於其他學科的優越性，同時也強調了社
會性和集體性對個人或個體性的決定地位」(4)。這個聲稱是重要的，
因為她主張要重新使社會學可以回到形成中的狀態，不被已然固化
的形式和精神侷限。
在布迪厄式的社會學中，學科的精神在於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
與理解的「實證性」、「批判性」、「歷史性」、「政治性」以及
最重要的「反身性」。布迪厄的研究相當講求證據，從早期在阿爾
及利亞的民族誌田野研究開始，接著透過大型調查資料分析寫成的
《學術人》(Homo Academicus)、《國家菁英》(La Noblesse d’État) 和
《秀異》(La Distinction) 等著作，都是紮實的實證研究成果。而這
些研究的目的，都指向一個社會中具有支配 (domination) 屬性的批
判。換言之，布迪厄的研究帶著高度的批判性，是以揭露社會中因
受支配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再者，布迪厄向來主張研究對象的狀態
必定是長期累積且在權力關係中形成的，這是他的主要立論「慣習」
(habitus)、「場域」(champ) 和「資本」(capital) 之基本條件，也就
是要深入去考察現象的歷史與權力脈絡，使得社會學研究具有歷史
性與政治性。最後，投入在研究中的一切，不論是研究者、研究工
具和研究對象，都必須接受前述基本條件的相同檢驗，也因此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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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具有高度的反身性。
然而如同漢妮熙所言，藝術對於社會學的啟發卻可能在於其
「反化約主義」(Heinich, 1998: 11)、「反批判」(23)、「描述性」
(31)、「多元性」(41)、「相對性」(55) 和「投入在其中的中立性」
(71)。漢妮熙所稱的化約主義 (réductionnisme)，是以社會學提供的
觀點或框架作普遍性的解釋，尤其是排除對象的個體稟賦差異、跳
過個別的獨特性，尋求以整體來解釋個體處境的作法。化約論是傳
統社會學的本質之一，是為將各式現象都收編到社會學的知識體系
內，但卻經常過於激進地陷入到因果或社會決定論，造成對現象理
解被鎖死在具有強烈規範性的規則 (des règles) 或定律 (les lois) 裡
面。而這也正是展現的邏輯最擅長之處：讓現象的解釋具有高度的
秩序感。將事物區分為神聖與世俗兩類就是社會學慣有的形式。二
元論是社會學傳統中恆常的元素：精神／物質、結構／行動、心靈
／肉體、神聖／世俗、有機／機械、社會／社群等，使得社會學家
在進行分析時，可以很快地將現象拉到兩個極端之一，因此形成的
分類可以進一步抽象化出知識，建立秩序。這就陷入到漢妮熙所稱
的化約主義中。漢妮熙認為社會學應該向藝術學習「反化約主義」
(anti- réductionnisme)。
批判性是社會學經常被主張的「德行」之一。這種屬性源於古
典社會學的姿態，例如涂爾幹經由社會定義出來的宗教、韋伯基於
理性主張的科層組織、或馬克思在資本觀點下的上下層結構，都意
圖建立一種普遍、明顯、對集體的效果有鑑別力的立場：以觀察結
果之對準或偏移作為採取救贖或傾覆行動的判準，而成行動主義
(activism) 批判知識之起頭。然而在這種立場的堅持卻也造成社會
學自然而然偏向「秀異」(distinction) 的重視，反而忽略了對「獨特」
或「特異」(singularité) 甚至「例外」(exception) 的理解。但是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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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的是，發現的邏輯常常是從獨特和例外中顯明出來。漢妮熙因
此主張社會學應該要尋回「反批判」(a-critique) 的姿態。
描述是社會學一開始的姿態，也是與藝術相容的姿態。但社會
學拋棄了這種傳統，反要以解釋、甚至規範性的姿態來進行現象分
析。這是形式化了的社會學最嚴重的一個部分：將對象的行動與現
實切割開來，使行動成為脈絡解釋的對象。漢妮熙以藝術作品的分
析為例，主張作品不僅只是一項創作行動的成果，更是具有行動能
力的主體，可以連結創作者與制度，並且也是積極參與在改變社會
價值判斷體系的成員，而不是被動的工具。換句話說，作品是行動
者 (actant)，不是被動為社會所建構，反而積極參與建構社會。社會
學的「解釋」(explication) 姿態或應重新檢討，至少應回歸到更謙卑
的「揭露」(explicitation) 姿態。
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的主張向來就是後現代對現代性的批判，
也是對古典社會學的主要批判方向。漢妮熙延續這兩方面的反省，
主張應該從其他學科的「優勢」中習得社會學不足之處。學科之間
的異質性不是互斥的，反而應該是互補的。如果可以用社會學家的
社會學之眼看待其他學科，那麼藝術家應當也可以用藝術之眼來看
社會學。甚至社會學家也可借用藝術家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學科。
社會學應當回溯到源頭，就是在其成為一門學科、界定出學科疆界
的那個時候，重新檢視其他的可能。
最後一個是中立性的介入姿態。這是社會學最困難、最有矛盾
性之所在。這其實也是對社會學形式化的終極挑戰，為的是避免一
下子就跳入到形式化的社會學「偏見」之中。藝術作為社會學的啟
蒙，是以發現的邏輯為基礎，但學科精神卻是基於展現的邏輯，是
為了取得學科社群的認同。

86 歐美研究

三、小結
展現的邏輯與發現的邏輯作為社會學知識工程的兩種核心邏
輯，應該同等的重要。但在社會學形式化之後，特別是「涂爾幹-布
迪厄」這個傳統下來的社會學霸權論述，使得發現的邏輯最終被展
現的邏輯支配。社會學內雖然有不同的知識傳統，但最終形式的完
美表現仍是普遍接受的最高價值。但就如漢妮熙所倡議的，重點不
是要廢除形式，而是要適度承認形式「完成」之前的過程，包括反
化約、尋回、揭露、不可知的姿態等，尤其在知識萌發的階段，也
應該有表現出來、可被重視的機會。而藝術可以提供給社會學更根
本的回觀，是比布迪厄主張的反身性更基礎的自我檢視之道。

參、社會學的形式化
一、前社會學到社會學的形式化
社會學與藝術的對話早在涂爾幹的《社會學方法的規則》(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出現之前，在 1887 年就已經為早
逝的法國哲學家居由 (Jean-Marie Guyau, 1854-1888) 提出。居由在
1887 年 著 作 了 《 社 會 學 觀 點 的 藝 術 》 (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 一書，大膽運用社會學一詞來談藝術 (Guyau, 1930)。
他在書中討論藝術的社會學本質 (l’essence sociologique)，主要關懷
在於藝術的傳播及因藝術接觸之感覺所蘊含的社會學意義，又探討
社會生活如何可以透過藝術作品表現出來，並特別以寫實主義為例
進行討論。但居由的社會學毋寧是一種「社會性」的討論，是一種
反康德美學的藝術主張，也就是排除了個人或超驗的美學創作性，
將藝術表現視為社會功能的發揮。一方面藝術使個人可以產生認
同、可以進行溝通，甚至透過藝術可以得到「提升」，而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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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藝術也是社會的結果，是一種社會表現 (expressions sociales)。故此，希臘英雄寫史詩，十九世紀的法國則寫小
說，充分表現出當時社會的特性。
居由對藝術的社會學分析最終的目的，在於理解宗教與神聖性
式微的現代社會。他主張，自然如果以其抽象的形式 (sa forme abstraite) 表現，就是形而上學，若以其想像的形式 (sa forme imaginative) 表現，其表徵就是詩，兩者相結合，就逐漸取代了宗教。在藝
術表現的風格 (style)，就是「同理的溝通」(communication sympathique) 和「美學社會性」(sociabilité esthétique) 的工具。這些概念
可說是居由稍早的一部著作《未來的非宗教》(L’irréligion de l’avenir:
Étude sociologique) (Guyau, 1887) 的延伸，而這部著作裡面有關於
社會學的主張，特別是關於宗教失去功能之後的狀態描述，也對涂
爾幹發展出「迷亂」(anomie) 這個概念有相當大的影響。
不同於居由熱衷於處理藝術現象，涂爾幹甚少談及藝術。涂爾
幹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中，曾經深入討論到圖騰的現象。圖騰原本是可以從藝術美
學的方向來予以理解。但在圖騰作為宗教的一種現象上來看，涂爾
幹根本上排除了在藝術層面上的關懷，而進入到一種所謂「全面美
學」(total aesthetics) 的狀態 (Miller, 2004)。事實上，涂爾幹在其作
品中多處表現出對「藝術」的貶抑，並不以為藝術是值得深入研究
的議題，充其量是一種「休閒或玩樂」之類的現象 (Fournier, 2013:
129)。因此，討論涂爾幹在藝術層次上的美學觀點並沒有太多意義。
涂爾幹對於宗教的分析，是企圖從中建立起為社會所決定的集體生
活形式。這種形式貫穿歷史，從原初社會的最基本元素，到複雜的
現代社會之中，都可以找到其軌跡。全面美學是屬於「嚴謹的生活」
(la vie sérieuse) 的層次，是社會學分析的對象，而不同於流於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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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藝術現象。所談的形式是具有「律」(règle) 一般的社會世界，
是可以對照於自然世界由物質之間關係形成的基本樣貌。
涂爾幹對社會學最大的貢獻就在於透過方法論的界定來確立
學科疆界 (Durkheim, 1894)，再以其一系列的學術著作，鞏固了形
態學式 (morphological) 的社會學基本形式。自此，社會學雖有多重
典範，卻仍有可辨的形式。在涂爾幹後期的作品中，形式不是用以
解釋社會的原因，而是用以界定起源或原初的狀態，是一種無法化
約的整體性概念。「因此，不意外的是有個更高的生命會自行脫離
出來，去作用在造成這生命的所有元素，將他們提升到一種更高級
的存在形式，並且改變他們」(Durkheim, 1912: 637)，形式甚至是
概念的分類狀態：
集體意識是心靈生活的最高形式，因為這是眾意識的意識。位
處個體與局部的偶然性之外與之上，其當僅見永久與基本的事
物，是維繫於可溝通的概念上。其同時也由上、由遠而觀，掌
握所有知曉的實在，這也是為何唯其得以提供思考的框架，用
以瞭解人類全體，並進而予以思考。(633)

無論是「存在形式」或「最高形式」，都是涂爾幹對社會提出的形
式，而不是社會學的形式。但這樣的主張，也就是將社會學框限在
集體的、作為一種事實 (fait social) 的形式內，作為理解社會的獨特
方式，也就為往後社會學的形式化奠定了基礎。
與涂爾幹同時代的社會學家拉羅 (Charles Lalo) 即主張自孔德
(Auguste Comte) 和蒲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以來，社會學
即以一種「去美學的社會條件」(conditions sociales anesthétiques) 來
處理藝術議題 (Lalo, 1921: 2)。拉羅認為從社會科學方面來理解藝
術現象，除了這種強勢的社會學傳統，還有兩種他不支持的途徑：
一是循著泰因 (Hippolyte Adolphe Taine) 結合種族 (race)、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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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 和環境 (milieu)，也就是綜合了生理與心理的美學觀點；
另一則是純粹基於社會心理學，包括居由和塔德等人的主張。特別
是後者，特別強調藝術的社會生活是透過模仿而產生的社會心理現
象，而偶有的創新是個人層次上的行為。因此，藝術的社會心理解
釋是本質 (par essence)，社會學詮釋只是意外 (par accident)。為了對
抗這些觀點，拉羅提出「非美學社會功能下的美學條件」(conditions
esthétiques des fonctions sociales anesthétiques) 作為美學社會學的核
心取徑 (Lalo, 1921: 7)，意在挑戰個人美學之可能。拉羅顯然相當
認同涂爾幹的主張，將美學有條件地置於社會制約之下，於是藝術
現象可以成為社會學分析的對象，並伴隨著社會學的制度化，終使
藝術亦臣服於社會學霸權。
我們可以用涂爾幹在處理社會學與實用主義的差異時 (Durkheim, 1914)，對形式主張作為以上論述的總結，當能更清楚看出社
會學對於感官經驗的排除。涂爾幹認為形成知識的思維形式有三個
階段，分別是感覺 (sensation)、意像 (image) 和概念 (concept)。感
覺提供的只是瞬間即逝的知識，意像也與行為有密切關係，是從感
覺而來的。唯有概念才能脫離行為，並且因此脫離個體，可以解釋
比個體夠強大的心理能量，成為集體表徵。透過這種集體表徵，解
決了與實用主義在「真理」定義上的衝突。由於繪畫藝術的主要特
徵，就在於其屬於一種圖像式的想像 (iconic imagination)，正好就
是從感覺到意像的階段，也自然就被涂爾幹的形式化主張所排除。

二、重返前社會學的社會學之眼
結合前一節的討論，我們可以把社會的形式化總結在「以展現
的邏輯支配發現的邏輯」這句話。這也反映出「前社會學」的處境
其實是一種「在行動中」(in action) 的狀態，如此才有機會使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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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成為問題，而非處於真空。而論及「前社會學」，至少有兩種
情況：第一種是社會學成為一門學科之前，就是雖有倡議，但是社
會學尚未有清楚的知識和方法論的一段時期；第二種則是進入到正
式的社會學分析之前，是社會學科學分析工作之前的階段。這兩種
定義都對本研究有意義。在社會學成為一門學科之前，社會學語言
尚未成熟，對形式與內容的要求未確定，對於社會學者的身分亦無
法認定。而尚未進行正式的社會學研究之前，則是以「社會學」或
「類社會學」的途徑，發覺到可以進行社會學分析的現象，並可能
已經提出超越社會問題的社會學問題來了，甚至已經有了對問題解
答的假說。無論是較長的時期或瞬間的階段，這兩種處境都需要具
有導向社會學的「元社會學」(metasociology)，2 就是某些特徵的綜
集，可以是結合對現象的關懷、看待現象的視角、提出問題的方式
以及預期的回應等 (Österberg, 1988)，因此可以開展出後續的形式
化或正式的階段。
前社會學階段的成果未必真正會轉換為社會學知識的形式。居
由或塔德的社會學並沒有成為主流社會學認可的知識，同樣有許多
社會學者的研究也沒能被學術社群接受，成為流傳社群中的概念。
在前社會學階段的元社會學畢竟只是開始，需要許多條件的到位，
才有可能產生最終的知識。但元社會學卻是重要的。對於成熟的社
會學家而言，具備元社會學的能力是理所當然的，甚至已經是一種
直覺，無法清楚去講述。畢竟在整個社會學家的養成過程中，就已

2 Meta-是超越的意思。在形上學 (metaphysics) 裡，則代表超驗性的終極理論，也是最

基本的理論。「元社會學」，就是關於社會學發生、形成的基本理論。或者也可以說，
元社會學就是把社會學當成研究對象，例如探討社會學自身的範疇與方法 (Furfey,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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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將這方面的能力基本的要求內部化了，社會學的想像力可能就是
其中的一項。
實則在社會學傳統中，經常談到「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而較少論及「社會學之眼」(sociological eye / oeil sociologique)。布迪厄是曾經提到社會學之眼的少數社會學家之一，他
在法蘭西公學院演講中曾舉過一個關於他自己具有社會學之眼的
例 子 (Bourdieu, 2013: 32) ， 有 一 天 當 他 行 經 高 等 社 會 科 學 院
(EHESS) 後面附近一家書店時，看到櫥窗內有一本書，忽然感到其
中有著有趣的事物，值得深入去挖掘。這本書談到一些天主教信徒
對儀式變革的回應，原本對非信徒是極其無聊的事，但布迪厄看到
了其中的象徵意義，正好可以從這個具體現象中去分析改宗 (conversion) 的象徵革命歷程，後來也因此寫出了《言下之意》(Ce que
parler veut dire) 一書。這種從視覺引發對於社會學思考的展開歷程，
必須在一開始就有「辨視」(看出差異) 和「辨識」(看出意義) 的能
力，可以「看到」社會學思考的需要，就是具有社會學之眼的能力。
社會學之眼的發生要比社會學的想像更為前端，是先有所見，才有
所想與所思，所見的是提供為想像與所思的基礎。
今日的社會學訓練在許多的制度性規範之下，或有「思辨」能
力的養成，卻已經不再有這樣的「視辨」條件。造成視辨缺陷有許
多原因，當然首先就是根本欠缺關於社會學的素養，毫無社會學之
眼的基礎。因此，過往有一些社會學的入門教材會以「社會學之眼」
為標題，收錄社會學家的部分文本，作為學生參考讀物，如 Hughes
(1971) 和 Shostak (1977)。第二種原因則是學科制度效果所致。這
個源頭近似米爾斯 (C. Wright Mills) 主張的社會學的想像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其實是針對社會學流於學科形式，失去原本
社會學「揭露」所見卻未得見之事。這種主張視「思辨」與「視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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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而強調教學現場的實作必須有某些原則，例如 Ruane 和 Cerulo
(2004) 以及 Korgen 和 White (2011) 分別以生活化的社會議題與社
區實況來帶入社會學的思考，用以打破社會學知識與現實社會的藩
籬。
第 三 種 原 因 可 以 參 照 前 美 國 社 會 學 會 會 長 柯 林 斯 (Randall
Collins) (1998) 的主張，是將「思辨」與「視辨」、行動與啟發區別
開來。柯林斯曾經提及，在現代社會學體制化之內，社會學家可能
擁有兩種投入社會學工作的動力源頭，一是社會學之眼，另一是行
動主義 (activism)，兩種可以同時存在，卻有可能是以衝突的關係存
在。行動主義往往是帶著狹隘的觀點：如果你不是解答，那麼你就
是問題。在這種觀點之下，不能夠看見新的，因為心中早已經有了
決定。因此，相較於社會學之眼，行動主義反而是一種「盲」，是
因立場而產生的盲點。這種主張與漢妮熙的看法亦相互應。
在社會學萌發的時代，在制度性的學科基礎還沒有發生的時
代，就有著這樣的機會。馬內的時代也是社會學生成的時代。社會
學家對於時代變遷的敏感度未必一定比藝術家更強，只是在知識的
表現形式上，在以知識進行社會溝通的架構上提出了具有邊界功能
的主張，因此確認了學科。「看」是畫家最擅長之處，但畫家或許
不擅長用文字來論述所看的。不過，畫家卻能夠用圖像把所見的表
現出來，同時也在圖像中表現出眼所不見的。
究竟馬內在他的時代、在他的生活中看到了什麼？馬內自稱
「我畫我所見」， 3 就是透過他的作品把所見的表現出來。這其中

3 這句話是奧賽美術館前資深收藏員 Françoise Cachin (1936-2011) 為其著之《馬內》

(Manet) 傳記所下之次標題 (Cachin, 1994)，原文引自馬內摯友 Antonin Proust 的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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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們有機會瞭解到，也透過他的畫作來看到，馬內所具有的除了
「藝術家之眼」，還有其中「社會學之眼」的成分。杰伊 (Martin Jay)
(1993) 就主張視覺是比其他感官更重要的認識世界的途徑，更是社
會思想家改變人們世界觀的關鍵，整個延續希臘哲學的法國社會思
想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關於「觀看」的歷史。思想家們透過「看」
(voir)，有了從視覺而來的刺激，以至於有了對現象的「了解」(savoir)，
並因此擁有了關於現象的「權力」(pouvoir) 之可能。
社會學原本也是為除魅 (disenchantment) 而採取的一種新興
知識類型，是以世俗化途徑而實現的。畫家的世俗化眼光與一般人
(或「世人」) 的眼光並不相同。畫家之所以可以表現出一般人難以
看到或無法看到的事物，在於他們可以透過凝視並以獨特的眼光看
出事物中的特殊現象。這就有如福西永 (Henri Focillon, 1881-1943)
所指出，當面對一面斑駁的牆，「人們只看到尋常情況留下的斑痕，
但藝術家卻看到飄零或疊加的人影、戰爭、鄉村或崩壞中的都市，
也就是形式。這些形式作用在藝術家活躍的眼光中，而被眼光所拆
解、重構」(1943: 80)。
一般人看不到的事物可以區分為幾類：為視覺認知結構所限而
難以察覺者、複雜度高而超越肉眼可辨識者以及象徵性的或具有特
殊意涵的抽象表現者。舉例而言，人們在一群人之中，如果看到熟
人，就會把目光集中到熟人身上，忽略其他人的存在。這是因為視
覺認知結構支配著人們的眼光，人們經常只能到自己想看的，忽略
其他同樣也進入到眼中的事物。再者，瞬間出現在眼前的眾多事物
往往讓人眼花繚亂，一般人在混亂複雜的情境中，不容易一下子就
看出來其中有些什麼。此外，如果有些什麼突然的領悟、直覺到的
秩序、或某些抽象邏輯，並不是自然浮現的，就必須跳脫肉眼直接
的觀看，而唯有透過具有象徵性的圖像予以表現才得以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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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畫家的凝視下以其獨特的眼光方得以表現出來的。因此，
社會學之眼是在藝術家或畫家眼光中一個可能的元素。

肆、馬內：思辨與視辨的畫家
馬內出生於 1832 年，卒於 1883 年，享年 51 歲。對照代表性
古典社會學家的年代，比馬克思 (1818-1883) 晚 14 年出生，但同
年過世。比涂爾幹 (1858-1917) 大 26 歲，更比韋伯 (1864-1920)
長 32 年。馬內可以算是涂爾幹和韋伯的前一代人物，但又比起社
會學之父孔德 (1798-1857) 晚一個世代。可以這麼說，當馬內完成
第一幅參加沙龍競賽的畫作《喝苦艾酒的人》(The Absinthe Drinker)，
馬 克 思 正 著 手 《 資 本 論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涂爾幹剛滿一歲，韋伯則尚未出生。當馬內完成《鐵路》
這幅作品，馬克思則幾乎已經完成三冊的《資本論》。這凸顯馬內
生存的年代是社會學這門知識成型的初期階段，並且也以多元的方
式表現出來。我們可以把馬內所處的時代稱為「前社會學」的時期。
更進一步來說，馬內的年代是在涂爾幹奠定社會學基礎之前，
雖然在馬內之前已經存在「社會學」這個詞，但是從 1838 年孔德
對「社會學」作了概略的定義，到 1895 年涂爾幹寫出《社會學方法
的規則》之間，超過半個世紀，並沒有確切有關社會學形式與方法
的準則，甚至涂爾幹也必須在 1902 年從波爾多大學回到巴黎大學
任職之後，才有機會站在當時法國學術高峰上為社會學定調，排除
其他異音，消滅包括塔德一派的主張 (Joly, 2017)。因此，在尋找社
會學原型的歷程中，十九世紀後半葉各種對當時諸般萌發現象提出
省思的任何表達形式，都有可能為社會學帶來影響。
福西永基於美學的立場，認為一件藝術作品之所以具有獨特性
且可以成為普遍的語言元素 (élément d’une linguistique univers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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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三種「價值」的相互關係，分別是因為技術物質條件對創
作的限制或帶來的突破、創作者的個人屬性以及所謂的「精神家族」
(famille spirituelle) 的作用，就是在一群人之間共同擁有的、超越時
空的信賴 (Focillon, 1943)。這種原本偏向於藝術「內部史」的詮釋，
配合著過往特別關注於馬內現象的相關研究，可以針對馬內社會學
之眼的發生，發展出至少有三種更具社會學意義，也就是更有符合
社會學精神之「外部史」意味的解釋，分述如下。

一、時代精神論
巴塔耶在 1955 年寫了對馬內的評論，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語
詞對畫作進行分析，但不是為了畫作本身，反而是朝向作家的本性。
巴塔耶認為馬內一路走來總在追尋、不斷地嘗試怎樣的表現才能夠
把所見到的畫出來。透過一些關鍵詞包括「高雅」(élégance)、「非
個人性」(impersonnalité)、「主題的消滅」(destruction du sujet)、「沈
默」(silence)、「秘密」(secret)、「高貴」(majesté) 和「遊戲」(jeu)
等，巴塔耶主張馬內個人及其畫作不僅有著超越同時代藝術現象的
特質，更是與下一個世紀的思想主流相符應。巴塔耶認為能在藝文
圈內博得好名聲、得以受印象派畫家推崇、又有前衛文學界一派的
支持，顯見馬內個人有著高雅的特質，是不同於以繪畫混口飯吃、
純粹視創作為生產工具的畫家，而有其高貴的品味。
馬內和其同輩畫家及追隨者最大的差異，除了在品味上，更在
於馬內擅長結合引用的傳統。例如蘭德 (Harry Rand) (1987) 就解
析過《鐵路》這幅作品，指出馬內是如何引用過往的圖像，成為他
個人特質鮮明的作品。弗萊德 (Michael Fried) (1996) 更進一步提供
龐大的引用參考，用以支持馬內作品中具備的藝術史淵源，使馬內
成為藝術圖像知識豐富，有著極高度藝術素養的畫家。雖然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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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資料可以證明馬內是位博學多聞的畫家，但至少從他的作品中
可以看出是受過訓練，並且也擅長「仿作」的畫家。為何同時代的
畫家們，甚至馬內的追隨者們，享有同樣的圖像資產，卻沒能表現
出馬內一樣的引用呢？這顯示圖像運用是他的一項「工夫」，而成
為開啟一個時代的能力特質。
這種以個人能力表現出時代性的分析，最經典之分析當屬傅
科。傅科曾經多次以繪畫為對象進行哲學討論，藉以建立具有時代
性的知識型。他首先在 1966 年的著作《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Foucault, 1966) 中 ，以十 七世 紀西班 牙畫 家維拉 斯奎茲
(Diego Vélasquez) 的一幅畫《宮娥》(Les Ménines) 開始，展開他對
不同時代知識與認識的考古學研究。之後傅科又以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的作品《這不是一支煙斗》(Ceci n’est pas une pipe) (1968)
來談藝術中的模仿與殊意。
傅科曾想要寫一本關於馬內的書，但終究沒有實現，只以講座
的方式發表。他最初於 1967 年在米蘭、1970 年在日本、之後於 1971
年在北非突尼西亞的一系列演講中，針對馬內畫作進行討論分析。
目 前 可 見 的 資 料 是 1971 年 5 月 一 場 演 講 的 錄 音 稿 (Foucault,
2004)。他主張在《鐵路》這幅畫作之中，透過兩位女主角的視線，
可以構成兩相悖離的世界。女士的目光投向觀眾的側邊，若有所思
地忽略了觀眾的存在。女孩則完全背對觀眾，將目光投向火車離去
後的煙霧中。兩位女性的目光都投向觀眾不可見之處，因此產生了
畫中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é)，是馬內玩弄的正反面遊戲。
傅科是以畫作的表現來理解知識型的時代變遷，是以既存事實
的方式投入知識型的考古分析。繪畫只是用來表現某一種認識的狀
態，透過狀態的特徵，可以看出當時代的精神理念，這種進路與圖
像學的取徑似恰好相反。圖像學是以圖像和時代精神相連結，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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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圖像是反映出來的結果，時代性的思維理念或精神是原因。
傅科則相反，他認為觀看的方式開啟了新的思維模式，而有了新的
知識型。
這種觀點亦得有柯拉瑞 (Jonathan Crary) (1999) 的支持，他認
為從 1870 年代開始，馬內的畫作呈現出開放 (unbinding) 的視覺
表現，是自《陽臺》(Le Balcon) 這幅畫就開始呈現出來的趨勢。馬
內的作品表現出由畫作之內向外部開展的目光，而相當不同於過往
畫作內部必須保持目光集中的效果。這樣的現象在《鐵路》畫中也
是清楚呈現，而展現出一種「超越理性化和控制可能性的發明、解
離與創造合成的另類路徑」(1999: 148)。然圖像學的研究和傅科式
的觀點都共同承認在馬內的作品中承載了時代的精神性，無論是總
結或新啟。

二、社會變遷論
時代精神論在挑戰視覺智能 (visual intelligence) 的普遍性，但
卻難以解釋開創性的突破表現從何而來，終落入「自源」的困境。
與此相反，一些以「現代主義」為主題的研究著作，意圖透過馬內
及其追隨者的畫作，追問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特別是在第二帝國
因普法戰爭失利，進入到第三共和時期，並過程中伴隨著產業、政
治與科技的變遷，因此造成的都市現代生活是何等的樣貌。即如哈
維 (David Harvey) 所言，歐斯曼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在
巴黎改造出來的新空間，對於巴黎人的感性影響是更大的，時間的
縮 短 造 成 空 間 之 中 關 係 的 壓 縮 ， 使 得 巴 黎 人 手 足 無 措 (Harvey,
2003)。尤其是以巴黎都會生活為中心的藝術創作，標誌著與傳統繪
畫的斷裂，是現代主義的代表性主題。由馬內所開啟的現代主義，
是一種對社會變遷的具體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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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而言，隨著鐵路在十九世紀上半葉開始在西歐擴張，巴
黎是首先接受這項大眾運輸技術的城市之一，並且也因此加入拿破
崙三世的第二帝國下，由歐斯曼主導的整體城市規劃架構裡面。值
得一提的是，歐斯曼的規劃終止於 1870 年，也就是第二帝國結束
之際，更是馬內作畫《鐵路》的開始。但一直到二十世紀整個巴黎
地區的建設卻仍概略朝向歐斯曼的規劃發展，將當初已規劃卻未及
實現的建設一一完成 (Morizet, 1932)。這幅畫相當程度也反映出巴
黎都會在物質建設方面的一個極端關鍵時點。因此，歐斯曼的計畫
不僅改變了巴黎的市容，更「固定」了巴黎的市容。
克拉克 (T. J. Clark) 是社會變遷論最具有代表性的倡議者，他
主張在日常生活中的漸進變化，是一種在時間與空間向度同時滲透
進入畫家生活細節的過程，刺激了馬內將經驗轉變為畫作的內容主
題。在 1985 年出版的《現代生活的畫像》(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中，克拉克特別強調
以馬內為首的印象派不僅在技巧上創新，更是透過圖像來表現出眼
中所見的現代巴黎。他用得最多的詞彙是「階級」與「景觀」，對
應的是印象派圖像中的「妓女」、「街道」、「鐵路」、「近郊」
與「咖啡廳」等。換言之，現代都會的巴黎是以物質表徵連結到印
象派的作品之中，兩者有直接的對應。在此書第二版的序言中，克
拉克以非常感性的文字對《鐵路》一幅畫提出藝術社會史式的分析，
其特徵仍在於強調畫作中的物質性脈絡。例如他提到女人的眼神可
以「是朝向同一個階級的人」。因此，他主張從繪畫中看出的現代
性是悲愴也是拘謹的歡愉。克拉克的分析是典型的「現代主義」
(modernism) 手法，著重在「現代生活」的表徵屬性，而沒有深入到
「理性化」、「經濟化」和「非人性化」等在意識層面上與傳統斷
裂的「現代性」(modernity)。換言之，現代主義著重形式，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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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則強調思維上的效果。
由於這類以克拉克為代表的藝術史學研究著重明顯的「外部因
素」，不僅常常為傳統內部觀點的藝術史學者所抨擊，也遭到主張
要提出有力證據的布迪厄嚴厲的批判。藝術史學者不輕易把畫作的
解釋權交給外部因素，即如社會學難能接受不從社會來解釋現象一
樣。布迪厄則認為克拉克的解釋途徑犯了「短路」(short-circuit) 的
嚴重問題，就是未經合理的驗證 (如果要談到階級，就必須真的要
透過資料證據把階級關係界定清楚)，就直接把外部因素連結到欲以
解釋的現象上 (Bourdieu, 2013)。實則克拉克對社會變遷的觀察有
啟發性，唯可惜是以線性史觀的姿態來處理馬內在藝術史上的位
置。而這也是社會變遷論最常被挑戰之處。

三、社會發生論
此處「社會發生論」特別指稱布迪厄研究馬內的藝術社會學觀
點，有別於伊利亞斯 (Norbert Elias) (1991) 討論莫札特現象的架
構。 4 布迪厄認為馬內是在社會空間中的優勢地位者，他的家世背
景、學院傳承和名流交遊關係都有助於他在繪畫上有所發揮。因此，

4 伊 利亞斯 最重要 的著作 當屬 1939 年出 版的《文 明的進 程》(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而其有關藝術家的直接分析，則以《莫札特》(1991) 一書為代表。《莫
札 特》顯 然是承 繼《文 明的進 程》和 1969 年 出版之《宮廷 社會》 (Die höfische
Gesellschaft) 等所建立起來的體系，用以理解「天才」現象的小品之作。伊利亞斯主
張莫札特的藝術創作之所以成為美好的作品，必須具備三個相互融合，卻是代表著個
人、創作素材以及社會的條件。這三條件是個人想像的自發性與創造力、關於創作運
用的材料所具有的法則性知識，以及對社會接受的藝術家良心判斷力。這也反映出跨
越個人、自然與社會的交互關係，而成為伊利亞斯所稱的形態 (Figuration)。伊利亞斯
的社會發生論相當程度跳出了傳統社會學的框架，將心理與自然這兩種在涂爾幹式的
社會學理解之外的因子帶入創作的認識內。但其畢竟是以音樂創作為對象，如何用以
處理馬內的「社會學之眼」，則有待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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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主張馬內之得以畫出不同的東西，並且取得一部分重要支持
者的正面回應，是在於馬內所擁有的秉性 (dispositional) 條件。馬
內所做的是在非意圖性的慣習裡面發生，不是他刻意要怎麼樣，而
是他的訓練、經驗、自然而然的思維邏輯下，配合他的能力因此而
產生的實作。
馬內同樣也有他的意圖，卻比較多是在繪畫生涯上的，以進入
沙龍為志。這種意圖誠然是相當膚淺的，不是雄心壯志的那一種，
就只是個階段性的任務。因此，研究馬內的意圖不僅沒有太大的社
會學意義，也是徒費工夫的瑣事。然而也因為這樣的緣故，使得馬
內非意圖的表現最大的特徵是建立在他畫作中傳達出來的「除魅」
以及深刻的「世俗化」。馬內的畫作不僅排除了私人情感，也抵抗
傳統利益，因此有著非個人性的特質，並且消滅了承載使命的藝術
主體意識。
馬內不僅是都市中產階級背景的畫家，而且也受過嚴謹的傳統
學院畫訓練，他的老師是歷史畫巨作《墮落的羅馬人》(Les Romains
de la décadence) 的創作者庫屈賀 (Thomas Couture, 1815-1879)，是
當時代傳統學院畫派的指標性人物。因此，馬內也可說是出自名師
名門的畫家。馬內一生以其畫作得以進入沙龍為志，但卻以非常另
類的畫風，以致引起很多的爭議。在馬內的作品中，融合了傳統與
現代：構圖是傳統的，但畫法和神韻，也就是整個意境卻是現代的。
他雖然接受了傳統的繪畫訓練，卻摒棄透視法和合理的構圖邏輯，
顛覆從古典到寫實的傳統。他的畫作因此破壞了傳統繪畫的神聖
性，拋棄了學院派繪畫承載宗教或歷史意義的使命，使繪畫從儀式
功能中被解放出來，而進入到世俗的領域。在意境的表現上，馬內
把他對當時代的感覺，也就是經驗上的時代性，絲毫沒有保留地呈
現出來。這種表現的方式對當時的觀畫者無疑是一種忤逆，讓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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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常不舒服。這不舒服顯然是反美感的，卻是有益於思考的，只
是觀看者並不是為了思考才來看畫。
人們可以在文字或語言論述中建構出某些抽象的、具有思辨意
味的後設論述，而稱之為社會學的知識。但這類知識卻不具備有實
作的意涵，特別是缺乏「視覺性」，也就是「看不見的不可見」
(invisibilité invisible)。但布迪厄的《言下之意》卻是「能見的不可見」
(invisibilité visible)，是可以透過眼光來發現的。「眼光」必須與「不
可見」同時存在，是觀者當下發生的，或者也可稱之為「當代性」。
布迪厄主張馬內在當時代的繪畫表現是象徵資本的累積，促使現代
繪畫的場域可以形成。布迪厄相當推崇巴克森德爾 (Michael Baxandall, 1933-2008) 關於「時代眼光」(period eye) 的論著 (Baxandall,
1972)，認為透過眼光，特別是實作的眼光，有助於理解馬內如何可
以畫出驚世駭目的作品。布迪厄認為眼光通常是在無意識狀態下的
一種反應，使畫家可以不假思索地把能力表現出來。你若問畫家為
何要這樣做，畫家未必回答得出來。這是內在於畫家的一種實作行
為模式，或也可以稱之為慣習之一種類型。
然而就如同前揭漢妮熙對布迪厄的批評，以藝術場域與慣習觀
點來看待馬內現象，本質上就帶著社會學的霸權氣質，對現象有著
過分主張社會性的決定因素。並且，在最終賦予實證資料詮釋的絕
對正當性，排除了主觀與感官過程的同時，也排除了對社會學一部
分的反身性。後者是必須跳脫出社會學的眼光才看得到的，這反而
是與布迪厄自身經驗過的社會學之眼產生了矛盾。

四、小結
時代精神、社會變遷和社會發生論或各可以解釋一部分馬內具
有「社會學之眼」的成因。時代精神論主張馬內的眼光開啟了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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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但相當程度也維持了社會作為解釋原因的優勢地位，畢竟眼光
直接間接受到當下社會整體的作用。社會變遷論則相反，提供一種
馬內是由社會造成的論述，社會是原因，馬內是結果。雖然「時代
性」、「社會性」可以解釋馬內在主題的選擇和某些構圖安排的理
念，但馬內同時代及其周遭也有其他類似社會出身的畫家，像是竇
加 (Edgar Degas) 也是布爾喬亞出身，卻不同於馬內的風格。畫家
個人的獨特經歷，甚至是個人與天俱來的特質，也可能對其創作產
生作用。亦即時代精神和社會變遷觀點可能過於宏觀，未能解釋馬
內在其他畫家之中何以自成一格。相較於此，社會發生論則更傾向
透過畫家自身的社會位置來解釋其特殊性。社會發生論則是以馬內
所處的社會位置，造成他可以有機會發揮，並且也有能力發揮。但
這種觀點又可能太過絕對，帶著強烈的決定性色彩。
本論文則認為可以採取一種折衷主義的作法，就是馬內之所以
可以擁有社會學之眼，三種解釋都提供一部分的原因。他能夠經歷
社會環境帶來的刺激，無論是戰爭、都市建設或是政治變遷；他也
有機會表現出具有時代性的理念，可以放膽來作畫；以及他有素養，
不是亂畫，是有出身與養成的依據。換言之，馬內的社會學之眼是
一種能力的表現，是在特定的時空情境下，在創作的階段中表現出
來。能力是透過後天的學習可以建立，也有賴環境條件的配合，而
有別於完全是與生俱來的天分。
更進一步而言，觀畫者如果對作品與畫家能夠暫時擱置在美學
上的思索， 5 純就畫家對社會世界所見所表現，就其所處時空狀態

5 配合著畫家的美學或藝術理念而刻意表現出來的精神，有時反而不容易讓人看出他們

對社會生活所見之深度。例如庫爾培 (Gustave Courbet) 對寫實的堅持，並有強烈意
圖性地讓自己成為畫作的中心人物，反而因這種強烈的政治主張和立場，失去讓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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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應，並且帶入觀畫者自身的處境，就有可能看出畫家創作當下
的社會學之眼。如果觀畫者也是社會學家，這種發覺畫家具有社會
學之眼的工作就格外具有啟發性，因其是一種「同源性的」
(homological) 回觀。當畫家在社會生活的平凡之中，把本來可能是
沒有意義、不起眼的 (insignificant) 素材，表現為具有現實張力的圖
像，也就開啟了對日常的提問。這是畫家之眼與手的聯合，透過畫
中所呈現的事物造成的日常生活之發明 (l’invention du quotidian)。
而這種發明也是社會學家的工作之一。於是，像馬內這樣的藝術家，
雖未受過社會學訓練，在當時也沒有社會學，卻依舊可以跨越認識
論的障礙，造成觀畫者的視覺衝擊，進一步使現象意像化，以致於
為後續的概念化、操作化以及最終的形式化提供了可能性。這雖是
折衷的理解，卻是有更大的啟發性。

伍、鐵路的發現與再現
一、畫家用鐵路建構的世界
《鐵路》或稱為《聖拉札車站》(Gare Saint-Lazare)，是馬內在
1872 年完成的畫作，參考圖 1。這幅畫是馬內作畫生涯中期的作品，
處於一個畫風轉換的階段。在此畫作《鐵路》之前，馬內已經是一
名頗具爭議的畫家，他的主要畫作《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 和《奧林匹亞》(Olympia) 已經讓他聲名狼藉，再也沒有比
這兩幅畫帶來的衝擊更大的了。雖然有左拉 (Émile Zola) 和馬拉美
(Stéphane Mallarmé) 為馬內說話，但大多數當時的藝評家都對馬內

行思考的可能。這與古典畫作意圖承載神聖或歷史使命的強烈立場並無二致。庫爾培
是有政治野心的畫家，當然也因此在 1870 年的政治活動中得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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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馬內畫作《鐵路》又名《聖拉札車站》。

的作品不以為然，甚至一些流行雜誌以嘲諷馬內的作品為樂，吸引
大眾的注意。
馬內當年滿 40 歲，從 1862 年的《草地上的午餐》起算，畫齡
已屆十年，可說是成熟期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和《奧林匹亞》
等畫作，可以清楚看出是在畫室裡面完成的作品，即使《草地上的
午餐》是以室外活動為主題，卻可以清楚看出是畫家刻意以室內靜
物為對象，人物之間的比例關係以及構圖樣貌，都顯得不自然，絕
非戶外寫生作品。特別是光線的處理，讓人一看就是在室內的光景，
就好比攝影師透過閃光燈把光線投射在人物身上，因此產生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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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鐵路》這幅圖部分承繼了這樣的畫風，但表現上更為自然。
事實上，《鐵路》這幅畫是在半室內的狀態下完成的，是在馬內朋
友家的花園中進行，處於畫室和戶外寫生之間的狀態。馬內在此之
前還沒有真正進行戶外寫生。他的第一幅寫生畫作應該是《洗衣服》
(Le Linge)，風格上更接近印象派 (Mallarmé, 1876)。《鐵路》這幅
畫仍然有著強烈的畫室色彩：細緻的人物刻畫和靜物作品。
雖然馬內這幅畫是在 1872 年就已經完成了，但並未參與 1873
年的沙龍徵選，而是推遲了一年，才如其所願入選了 1874 年的沙
龍展。當年馬內提出三件作品參與沙龍競賽，但只有《鐵路》獲選。
事實上，當年在沙龍之外，另有第二次落選沙龍 (Salon des Refusés)
同 時 舉 行 ， 是 以 印 象 派畫 家 的 作 品 為 主 。 莫 內的 《 日 出 印 象 》
(Impression, soleil levant) 就是首度在這一場另類的畫展中，開啟「印
象」之名。巴黎舉辦的第一次的落選沙龍是在 1863 年，當時的風
雲人物非馬內莫屬，是因為他那幅引發醜聞的《草地上的午餐》。
而 1874 年，雖然印象派畫家在另一處展出他們的作品，與沙龍展
互別苗頭，馬內卻選擇參與正統的沙龍，並且也以《鐵路》這幅畫
受到評審團的肯定。有學者就指出，馬內參展沙龍即表明了他與當
時印象派畫家的區隔，是刻意的行為 (Roos, 2012)。而其結果也顯
現公眾對於馬內的觀點有所改變。雖然馬拉美不以為然，他仍認為
評審團刻意拒絕風格強烈的《假面舞會》(Bal masqué à l’opéra) 和相
對溫和的《燕子》(Les Hirondelles) 這兩幅畫，保留似乎較為中性的
《鐵路》，是策略上讓馬內無法得逞，但未被評審團的謀略所傷的
《 鐵 路 》 ， 卻 有 著 別 的足 以 使 他 們 吃 驚 的 事 物， 是 未 察 覺 到的
(Malllarmé, 1874)。
當年沙龍大獎是給了學院派大將傑若姆 (Jean-Léon Gérôme)
的《著灰衣的樞機主教》(Éminence grise)。這是一幅典型的學院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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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法、顏色技法都極為成熟，並且把關於十七世紀初喬瑟夫神父
(Père Joseph) 作為政權幕後操控者的典故「黑幕」之歷史極其考究
地描繪出來。故此，以傑若姆為代表的學院畫，是「已經完成的」
(completed) 作品，一方面表現出技巧的完美無暇，讓觀眾透過肉眼
看不出是一幅表現在二維平面上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傳遞了畫作所
承載的教化意義，發揮了畫作的社會功能。在這雙重的「自我隱藏」
效果下，畫作成為一種透明的工具，也可以說作品的物質性自身消
失了。學院畫的這種特徵屬性可以非常準確地對照於社會學的專業
學術著作。相較於傑若姆完美的畫作，馬內的作品卻是在揭露自身，
把畫作自身的侷限毫不保留地表現出來。傑若姆的畫高 68.6 公分，
寬 101 公分，馬內的鐵路則是寬 93.3 公分，高 111.5 公分，傑若姆
歷史巨作的尺寸居然比馬內的鐵路還要小。6 馬內這種毫無「宏旨」
的畫作，與帶著教化功能的學院畫一同掛在沙龍，而且居然有更巨
大的尺寸，本身就是一種招搖。
馬內的《鐵路》一畫是以編號 1260 的作品陳列於沙龍展中，
當時的作品還沒有被命名。7 此畫完成之初，就被聲樂家佛瑞 (JeanBaptiste Faure) 買下 (馬內家人指稱佛瑞往往以過低的價格買畫，
幾年後再以高價售出)。馬內過世前一年，也就是 1881 年，此畫終
為畫商杜朗胡耶 (Paul Durand-Ruel) 所收購。馬內過世之後，摯友
普魯斯特 (Antonin Proust) 在 1884 年為馬內舉辦了一場個人紀念
畫展，當時這幅畫的編號是 25，而同時被賦予《鐵路》的標題。1898

6 在當時以這樣大小的畫作應該是要用在比較具有神聖意涵的主題上，例如宗教或歷史

畫。馬內從《草地上的午餐》、《奧林匹亞》就一貫地以不按慣例處理畫作的主題與
大小關係來顛覆學院規矩。
7 但相信以《鐵路》命名此畫應在沙龍之後沒多久，因為馬拉美對 1874 年沙龍的評論
文中，就已經以《鐵路》來稱此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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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國企業家哈維邁耶 (Henry Osborne Havemeyer) 到巴黎收購
名畫，咸信是在印象派女畫家卡薩特 (Mary Cassatt) 的推薦下，買
下了這幅畫。從此這幅畫就離開了巴黎，被收藏在大西洋彼岸的紐
約。當時這幅畫很可能就是在聖拉札車站上了火車，一路到勒阿佛
(Le Havre) 港，再搭船到美國紐約。1913 年十二月，畫商杜朗胡耶
在紐約舉行一場馬內回顧畫展，向哈維邁耶家族借了這幅畫來展
出，當時此畫編號 12，並同時被給予標題《聖拉札車站》，自此這
幅畫可稱之為《鐵路》或《聖拉札車站》。這幅畫經過超過半世紀
的私人收藏，哈維邁耶家族後代在 1956 年將畫作捐贈給美國政府，
而成為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家美術館重要的收藏品之一。在此之後，
鐵路這幅畫亦多次外借展出，多半參與以「印象派」、「現代性」
或「鐵路」等為主題畫展。這些展出的主題，相當程度反映了後來
藝術界和策展人對這幅畫的認識與定位。
雖然整個二十世紀《鐵路》並不在法國，不像《草地上的午餐》
或《奧林匹亞》一般成為巴黎奧塞美術館的重要展出品，加上畫作
本身還有超過半個世紀是屬於私人收藏的狀況，能夠公開展示的機
會甚少。《鐵路》之所以不為人所遺忘，反而引發諸多評論，原因
在畫作的複製、媒體傳播和評論的效果。事實上，馬內似乎在《鐵
路》完成之時，就想過要讓這件作品更廣泛流傳、引發更多討論，
證據之一就是他要求高第 (Anatole Louis Godet) 為這幅畫拍照。此
外，馬內自己也以水彩和其他方式重製這幅畫的內容 (Rand, 1987)。
這幅畫就如同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所稱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
作品一般，在許多出版品中都可見到複本。晚近更透過資訊網路的
散佈，即使沒能親自造訪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也可以看到複製
的圖像。另一方面是因為一開始這幅畫就被藝文人士提及，並在藝
評領域多有討論，以致於引起相當之重視。例如非常支持馬內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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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馬拉美就曾以〈1874 年畫作評審與馬內〉(“Le Jury de Peinture
pour 1874 et M. Manet”) 為 題 寫 作 一 篇 重 要 的 文 章 (Florence,
1986)，其中也談到了《鐵路》這幅畫，是馬內研究至為重要的文獻。
更別說《鐵路》畫作在沙龍展出時，一些諷刺漫畫如何調侃這幅畫，
而引起大眾更多的關注。因此，《鐵路》這幅畫不是以作品的物質
形式發生作用，而是以形象、象徵與被建構的意義等形式，在社會
中傳播與傳承，持續發生效果。
畫作一旦離開畫家的工作室，就成為獨立的物件。畫作的流傳
不僅是市場的 (經濟的)，更有著其他的支援條件，並也因此產生了
作品與社會相互建構的效果。上述透過《鐵路》這幅畫的流動傳播
而產生的路徑，一方面創造出物質性的作品本身在地理空間的移動
軌跡，另一方面也因作品的意義連結到時代性的詮釋網絡裡面，因
此產生了藝術「真品」的雙重空間效果。換句話說，《鐵路》這幅
畫其實同時承載著馬內的創作性眼光與後來人們詮釋性的眼光。前
者與畫家的秉性及其時代背景有關，後者則與時俱進，並沒有辦法
在畫家的時代得到確認。尤其是詮釋性的眼光會決定作品的生與
死，在藝術市場以及評論的市場中使作品的生命能夠跨時代延續，
也就是透過不同時代的美學力量，支持或消滅作品存在的價值與意
義。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眼光與所造成的效果是可以割裂的。但是畫
家以其擁有的眼光，讓畫作可以形成的當下，卻必然受到形體的侷
限。
從形式與歷程上來看《鐵路》形象的傳播與擴散，實則與一般
學術研究知識的擴散模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都是經由概念的表
現、傳遞、評價等程序，而成為普遍被接受的知識。一項社會學研
究也必須先以文字書寫，或配合以圖式，經由期刊或專書的流通，
並引起討論、批判或被引用，而成為社會學知識體系中的一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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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知名的 Blau and Duncan model 作為一種地位取得的解釋方式，是
透過簡潔的圖像來表達，不僅有助於資訊的傳達，也更容易引發各
種可能的回應。但這個模型的建構，卻是需要一定的能力，並且有
其當時的條件限制 (分析工具、製圖工具、製圖理念以及期刊印刷
技術等)。並且後面整個知識擴散的社會過程是在文字與圖像之類的
符號層次上，而不是以物質性或實體的人、事或物為中心。從這裡
也可以看到美術作品如何在社會接受 (social reception) 的概念上
與抽象的社會學知識擴散有可以對照比擬之處。
故以《鐵路》而言，作品形式固然重要，但形式卻必須面對傳
播工具的挑戰。透過各種可能的途徑擴散開來，反而使得既有形式
(油畫) 的效果減弱了，而馬內受物質所限而採取的形式 (二維而非
三維的表現方式) 反更適合以新興媒體的方式傳播。因此，畫家眼
光的效果並不會被實體化的作品侷限，反而可以透過形體之外的條
件而實現，甚至強化與擴大效果。換言之，作為一種能力的眼光，
是在創作的當下發生；但眼光表現出來的效果或結果，卻可以脫離
能力而擴散出去。

二、主題的選擇：中立的參與者
法蘭卡斯代爾 (Pierre Francastel) (1965) 主張畫家在作畫時，
除了表現其所想像的，也表達了信息。想像是屬於個人內心的圖像，
信息卻是對外溝通的圖像，具有社會功能。這種社會功能就使得「社
會學之眼」有從畫家的「藝術家之眼」裡抽離出來的可能性，也就
是暫時擱置藝術史或美學專業主要的詮釋，只考量其中一個側面，
即畫家選用圖像來表現出其所見社會生活世界。暫時擱置的意思，
就是先不考量圖像的美醜、是否合乎主流繪畫形式要求等。在美學
形式的要求下，馬內的作品是顛覆性的。但在社會溝通的意義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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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是開啟問題、引發思考。是「怎麼畫」與「畫什麼」的差異。
馬內是在作為社會參與者，而且是中立的參與者情況下，也就是不
帶著傳遞重大教化或歷史意義的使命，選擇平凡、熟悉的事物為對
象，以此開啟他的社會溝通。

(一) 新鮮的事物
車站與鐵路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畫家們經常取用的作品
主題。但大多數的畫家是以寫景為主，有別於馬內畫作中的象徵意
義。莫內在 1871 到 1877 年間畫了不下十幅以火車、鐵路和車站為
主題的作品，其中有兩個主要的取景處：阿讓特伊 (Argenteuil) 橋
和聖拉札車站。這兩處剛好連接了莫內這個時期繪畫生涯的事業活
動中心。當時莫內進駐到巴黎郊區新開發的城鎮阿讓特伊長期進行
寫生工作，而聖拉札車站就是從巴黎地區搭乘火車前來阿讓特伊的
出發點。馬內也曾到阿讓特伊來拜訪莫內，並且受到莫內影響開始
嘗試以寫生進行繪畫。在莫內的畫中，鐵路和車站的主要內容就是
火車、軌道和週邊的風景，而與馬內聚焦於主題人物的風格殊異。
後來印象派畫家像德蘭 (André Derain)、奧特曼 (Henry Ottmann)、
希涅克 (Paul Signac) 甚至梵谷等也都畫了鐵路或車站的作品，也多
以同莫內的主題內容方式處理。
雖然大部分的鐵路畫是以寫景為主，仍有一些作品側面展現出
畫家對此新興科技的關懷。例如莫內在一幅聖拉札車站的畫中，以
軀體龐大的火車對比身材渺小的鐵路工人。卡耶博特 (Gustave Caillebotte) 以畫筆勾勒出跨越聖拉札車站鐵道的歐洲橋，畫中剛直穩
當的鐵橋對照著好奇走過，或靜或動的男性們。奧地利畫家卡格
(Karl Karger) 則將車站內物質性的科技秩序，與混亂的社會秩序進
行對比，展現車站內的理性與情感。這些畫家們都以直接寫景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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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呈現出「人」與「鐵路」的關係：規模、秩序、情感等向度。對
照這些印象派畫家對鐵路議題的處理方式，更顯馬內將鐵路以象徵
方式入畫的獨特與重要性。馬內的畫中完全沒有鐵路、車站或甚至
火車，也沒有男人。
以火車或車站為主題的東方畫作也不少。日本浮世繪晚期，包
括月岡芳年、小林清親等，多有火車鐵道的版畫作品。唯這些作品
多是物形之刻畫，並沒有傳達出更深的意義 (三浦篤，2003)。例如
已進入明治維新初期，小林清親在明治 12 年 (1879 年) 所作的《高
輪牛町朧月景》，刻畫出月夜行過海濱的火車，高大煙囪和投影水
面的車窗燈火，是幅恬靜的版畫之作。這幅作品顯然是寫景之作，
較無對現象的反思關懷。而伴隨西方作畫技巧與風格的引入，對於
相關主題的表現也開始有變化。最早旅法習畫的黑田清輝 (18661924) 與法國印象派畫家相當接近，返回日本之後開啟西畫的風
潮。他的學生赤松麟作 (1878-1953) 就曾於明治 34 年 (1901 年)
完成《夜汽車》一畫，為走入現代的日本社會群像留下紀錄。但《夜
汽 車 》 的 表 現 方 式 完 全不 是 印 象 派 的 風 格 ， 而是 以 接 近 杜 米埃
(Honoré Daumier) 的寫實風格表現出夜晚搭乘火車的人們。高階秀
爾 (2014) 曾把杜米埃的《三等車廂》(Le Wagon de troisième classe)
和《夜汽車》併陳對照，更能看出其間近似之處。這些在日本進入
現代過程中所留下來的，針對鐵道的藝術圖像，要不就承繼浮世繪
的寫景傳統，要不就以西方技巧寫實反應社會實況，是以尋常眼目
所見即所見，是淺白的表露，是紀錄而啟發，而顯然並沒有馬內一
般的「眼光」。
早年臺灣畫家也曾有以火車站或火車為對象的作品。這部分受
到日本的作用，甚為明顯。石川欽一郎的學生李澤藩就曾於 1938 年
以新竹車站為背景，作成主題是《送出征》的一幅畫，有著當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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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帝國統治下的元素，反映出對日本繪畫學院體制的風格與主題之
延續性。無論日本和臺灣在「現代化」早期階段的畫作中，較難看
出跳脫繪畫既有框架，未能表現出獨特眼光。這某種程度也呼應了
社會學的由核心向邊陲擴散的傳播模式。

(二) 熟悉的地景
馬內的一生除了年輕時有出海當船員的短暫經驗，大多數的時
間都是在巴黎市區生活。他的故居就在塞納河南岸的美術學院附
近。之後開始繪畫生活，就移居北岸，特別是在現在的第九和十區
範圍內工作生活。這個區域深受聖拉札車站建設發展的影響。除了
聖拉札之外，在巴黎地區有幾個重要車站也都依序在十九世紀初中
期建立起來。巴黎地區的鐵路一開始是以貨物運輸為主，後來逐漸
成為都會與郊區之間區域人口流動的重要媒介。馬內自己也借車站
與鐵路之便，而有機會經常往郊區走動，例如在阿讓特伊與其他畫
家交遊。鐵路為巴黎帶來的最大衝擊，尤其是透過聖拉札車站作為
起點與終點的連外網絡，就是讓都會的中產階級生活可以向郊區擴
展，同時也將產業的勢力向都會之外延伸，可以馬內 1874 年的畫
作《阿讓特伊》為證。這種中產階級生活的極端象徵，就是聖拉札
車站在 1889 年開幕的終站旅館 (Grand Hôtel Terminus)， 8 這旅館
標 榜 豪 華 高 貴 的 品 味 ，完 全 就 是 當 時 中 產 階 級奢 華 生 活 的 象徵
(Pinçon & Pinçon-Charlot, 2009)。
除了為中產階級提供另外一種象徵意義，鐵路與車站帶來的衝
擊還包括幾個方面：時間的概念、時刻表的規範性、紀律、犯罪、

8 終站旅館在 2014 年改裝之後，成為希爾頓飯店的成員，現名為「希爾頓巴黎歌劇

院」(Hilton Paris Opéra) 旅館，仍然是高檔的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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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站 與 都 市 規 劃 的 關 係、新 興 城 市 以 及 其 所 對 應 的 階 級 關 係
(Richards & MacKenzie, 1986)。在車站與鐵路連結便利的都會角落，
也是人口流動性較大，外地移民、社會各階層人們交流混雜、既有
秩序維持不易的地方，然而這些地方卻是都會之中創意最為蓬勃之
處。藝術家通常也可以在這樣的地方找到創作的題材與靈感，也因
此這些地方往往成為思想或時代感較為敏銳之處。
大巴黎地區的鐵路初期建設雖相較於英國是比較晚開始，但卻
是在 1850 年代末期歐斯曼的整體都市規劃之前就發生了，可以回
溯到 1830 年代，而且是從民間開始，由一些抱持進步理念的聖西
門主義者，像是波黑兄弟 (Émile et Isaac Pereire) 之類的實業家所發
動的 (Leroy & Bellot, 2010)。而到十九世紀末為止，整個巴黎市區
有七個火車站。這些車站中，以聖拉札車站最早設立，是在 1843 年
完工運作 (Sauget, 2009)。從 1830 到 1876 年之間，法國地區的鐵
路總長度從 22 公里增加至 22,673 公里。相較於其他運輸方式，鐵
道運輸在半個世紀之間暴增 22 倍之多 (Rubin, 2010)。
而這些車站分佈在巴黎不同的區域，也因此連結到不同的郊區
生活方式。鐵路擴張與車站運作帶來的變化非同小可，身處巴黎都
會中的畫家必然有所感。尤其印象派畫家特別集中在聖拉札車站附
近，主要還是以此車站連通西北邊郊區，更接近工業化先驅英國的
方向，而更具有現代意味。大部分的印象派畫家都是以聖拉札車站
及其連結的鐵路為作畫對象。而更多對於現代都會生活的反思，也
圍繞在聖拉札車站區域 (Pinçon & Pinçon-Charlot, 2009)。

(三) 親密的伙伴
但馬內的畫作卻不是停留在變遷的事物上，而是受到衝擊的生
活。1870 年到 1872 年之間，不僅是馬內自己，法國和巴黎都經歷

114 歐美研究

了一場巨大的變動。從馬內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如何親身經歷普法
戰爭。他於 1870 年底「加入了砲兵，即駐紮在 Porte de Saint Ouen」
(1870 年 11 月 7 日)，經歷恐怖：「我昨天在 Bourget 和 Champingny
之間展開的戰爭現場，……砲彈從各方飛過頭頂」(1870 年 12 月 2
日)，並且失去摯友：「我昨天才得到可憐的巴齊耶 (Jean Frédéric
Bazille) 的死訊，我相當難過」(1871 年 2 月 9 日) (Wilson-Bareau,
2000: 60-65)。1871 年初戰爭結束後，巴黎公社的短暫出現，期間
混亂的巴黎景象也在馬內生活中留下影子。這段期間馬內承受經濟
上的壓力，於是將原本坐落在吉由路 (rue Guyot) 的工作室遷移到
聖拉札車站附近的聖彼得堡路 (rue de Saint Pétersbourg)，也因此促
成這幅畫作的完成。而知名印象派畫作的收購商杜朗胡耶也開始經
常走訪馬內在聖彼得堡路的畫室，但當時並沒有買下《鐵路》這幅
畫。包括戰爭、經濟環境、工作轉換調整等諸多衝擊，馬內的生活
在 1870 年到 1872 年間經歷了極大的變動 (Lobstein, 2002)。
馬內從尋常中看出不尋常來進行創作。他的主題是鐵道，但內
容卻是人。馬內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人像為主題，刻畫的對象也是
他周邊的人物。這些人物不是刻意去挖掘的窮人、弱勢者，反而是
跟他處在一樣的社會位置上，像是左拉、馬拉美這類藝文界人士。
也有他熟悉的畫家，茉莉索 (Berthe Morisot)、莫內等，更有他熟悉
的模特兒、朋友和朋友的女兒等。馬內透過追問生命或生活的形式，
更進一步也觸及到生命之間的人、事和物，尋求的這些對象是處在
怎樣的共存和共構形式之中，而成為一種社會學式的追問。

三、圖像的選擇與表現：發現新社會
馬內同時代的人們對他的畫作多半嗤之以鼻。但今日重新回顧
馬內在繪畫史中的地位，他不僅是開啓印象派之人，更是現代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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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始者。他的繪畫使得人們開始注意到繪畫本身，而不是繪畫意
圖帶來的神聖意義。這是一種「除魅」的過程，而與社會學被賦予
的責任是一樣的。布迪厄主張馬內之所以造成醜聞，是因為他的畫
作提出一種不同於當時代人們對美感認知的表現方式，是直接把眼
睛所見不假修飾地呈現出來。這種呈現方式有雙重的挑釁效果，第
一重在於衝擊到人們所接受的美學教育，是一種建立在腦中的認識
結構。第二重則更進一步與社會結構相互衝撞，馬內挑戰了繪畫應
有的神聖性、作品應處的社會位置以及繪畫主題的分類關係等。布
迪厄因此稱馬內實際上是發動了一場傾覆古典畫的「象徵革命」，
徹底改變了繪畫的意義 (Bourdieu, 2013)。雖然因悖離承載神聖意
義的傳統而被稱為異端，馬內的除魅卻有著高度的社會學意涵，是
由於讓作品可以離開原本失去藝術本質的歷史脈絡，產生對繪畫歷
史的「去脈絡化」，馬內生活時代的社會脈絡才能夠進入到作品之
中，因此產生新的「脈絡化」。這也是馬內開啟現代藝術之門的重
大意義所在。
今日重新回頭看這幅畫，對熟悉西方繪畫的觀者而言，並沒有
特別了不起。但若回到馬內所處的時代，這幅畫卻是相當古怪，而
挑戰著人們的視覺。在鐵路這幅畫中，若不說出標題，並不容易聯
想到車站、鐵路等與現代科技有關的事物。畫面中除了右側粗黑鋼
架一般的一小塊圖像之外，其餘的事物皆非認知中鐵路或車站的表
徵。因此，透過標題的提點，觀畫者會對畫面有所期待，但卻未能
在畫面中看到想看見的，馬內反而讓「視而不見」的事物在畫中呈
現出來，造成視覺與認知上的衝突。
畫的重心仍然是人物，是占滿畫面的兩名女性。對科技現象的
隱晦表現可以反映出畫家的世界觀。鐵路可以成為畫的背景，相當
程度反映了畫家對此現象的好奇。但畫家並沒有直接把鐵路、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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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甚至火車清楚明白地畫出來，或許是因為這種新興的科技現象在
畫家的無意識世界中尚未成熟。馬內曾經正式向鐵路公司申請作
畫，但這已經是 1880 年以後的事了，事實上他一生也沒有真正實
現對鐵路或火車的寫生工作。
故此，《鐵路》這幅畫雖已經非常不同於馬內前期的畫作，但
畫中的構圖仍然讓人非議，先前的效應依舊存在。一般畫評人仍然
對馬內的作品抱持貶意。例如諷刺漫畫家貝塔爾 (Bertall，本名是
Charles Albert d’Arnoux) 就特別針對這幅鐵路之作大發議論，說如
同購入此畫的佛瑞在 1870 年戰爭期間躲在比利時，之後又轉移到
英國，就正好是像畫中火車離開留下的煙霧一般，完全可以解釋馬
內何以畫出這樣的畫來。又有其他諷刺漫畫家惡意醜化兩位畫中的
女性，並說是逃不出馬內畫出來的鐵牢。
作者曾親自到聖拉札車站及其周邊進行考察，並且試圖重建馬
內的構圖精神 (參考圖 2、圖 3、圖 4)，但卻無法實現。當然距離馬
內作畫之際已經將近一又半個世紀之久，時間改變了許多的事物。
但是即使如此，同樣取景自車站之外，如同作者拍攝了如圖 2 所示
的照片，同樣以欄杆作為畫家與車站相互隔離的設計方式，作者也
難以想像馬內如何選取兩位女性作為主題對象。這裡面就牽涉到這
位畫家不同於一般人的眼光。一般而言，若為表現出鐵路的效果，
採取圖 3 的取景角度最為清楚。如果再與莫內同樣設定為聖拉札車
站為主題的作品來比較，如圖 5，作者也拍了車站內部的照片，參
考圖 4。對比圖 4 和圖 5 莫內這幅從車站內部畫出的作品，其中也
有煙霧，但就莫內強調光影的表現，如何透過技巧來摹寫眼中接受
到的來自於自然的訊息，從這方面來看，是比較容易想像得到畫作
最終的表現方式。換言之，圖 4 和圖 5 的近似性是可以預期的，其
中的差異是畫家純粹技藝的表現。更進一步而言，若為取鐵路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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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在羅馬路上隔著欄杆看到車站內部的月
臺與火車 (作者攝於 2016 年 7 月)。

圖3

從歐洲橋上往聖拉札車站 (作者攝於 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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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圖5

今日聖拉札車站內部 (作者攝於 2016 年 7 月)。

莫內，The Gare Saint-Lazare (or Interior View of the Gare
Saint-Lazare, the Auteuil Line),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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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為主題，圖 2 的取景方式也是令人匪夷所思，誰會把柵欄如此招
搖地擺在車站或鐵路之前面當作前景，如此選擇確實不符合視覺邏
輯。無怪馬內畫作一開始就讓人摸不著邊際。
事實上，馬內這幅鐵路畫作中有一些基本的構圖元素，包括人
物、柵欄、煙霧等，都有其來有自的引用，是某種近似學院式文獻
參照的屬性。馬內如何畫出《鐵路》這幅畫，從傳統觀畫者的角度
來看，是不可能理解的。但從社會學家的角度，應該有移位的考量，
就畫家作畫當下的處境來理解，知道這些引用如何而來。這就是進
入到創作的過程中，從這位畫家的出身、養成與經歷，並且一貫的
表現方式來重建其框架，追索其來源。這些會表現在畫家的實作過
程之中。所以，人們可以看到在《草地上的午餐》有雷蒙地 (MarcAntoine Raimondi)、在《奧林匹亞》有提香 (Titian 或 Tiziano Vecelli)。

(一)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
《鐵路》兩位主要人物的選擇都有典故，是馬內決定畫作中模
特兒一貫的做法。畫中女士是人們熟悉的《草地上的午餐》、《奧
林 匹 亞 》 兩 幅 畫 中 ， 長 期 與 馬 內 配 合 的 模 特 兒 莫 紅 (Victorine
Meurent)，這幅畫作是她最後一次在馬內的作品中出現。小女孩則
是馬內的朋友易賀許 (Alphonse Hirsch) 的女兒蘇桑 (Suzanne)。現
實上，這兩名女性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純粹就是兩名模特兒，
是透過馬內而連結的，是馬內因構圖需要而配置在畫面中的併陳肖
像。如此一來，這兩人在畫面的併陳未必是現實中的「同時存在」，
即使他們互不認識也無所謂。這種一起在畫中出現，卻未必要是同
時、相關或相識的安排，在畫中還有除了人以外的靜物擺設，像是
葡萄對比於小女孩。
莫紅在這幅畫中有非常象徵性的裝扮。頭飾、扇子是她在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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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的標準配備，身上另有一隻睡著的狗以及正在閱讀的書，右手
手指插在書中，標誌著正在閱讀的部分。克拉克對這些動作細節有
非常具想像力的解釋 (Clark, 1985)。馬內對莫紅身上一切飾物的安
排確實有點令人吃不消，尤其是對照右邊小女孩所表現出來的階級
特徵，更顯出二名人物在身分上的反差。 9 從藝術史來看，這些個
別的裝飾元素多少都有古典畫的傳統象徵意義。但就如同馬內向來
的作法，包括在《奧林匹亞》裡隨意放了一隻貓一樣，他根本不在
乎這些符號的特殊意義。這是馬內的美學 (或說是他的反美學)，是
取用舊的元素來排列組合，並因此產生無意義構圖的顛覆與批判。
相較於莫紅是以諸多外加的事物來表現其狀態，小女孩則有更
多在自身表現上的不尋常之處。首先，小女孩的臉是完全背對畫家
與觀畫者的，只能看到頭髮。還有，小孩的右手不見了，這種畫法
在正常的繪畫作品中是少見的。
寫實主義如庫爾培 (Gustave Courbet) 或巴比松畫派 (École de
Barbizon) 等，因以排除對象徵圖像的運用而與古典畫斷裂，使畫作
可以貼近當下的實境，並且傳遞畫家的理念，立場十分鮮明。這就
像是寫實的報導，是為了揭露，為了使人見到什麼，而且是非常明
顯地展現其表現的企圖，甚至超越畫作自身。於是，畫作又還原回
到一種訊息傳遞的工具，雖然沒有古典或學院畫之使命，卻依舊是
「畫以載道」，是用以傳遞非神聖的、世俗的理念，赤裸的人道精
神之類的。畫作再次變成透明的理念工具。

9 莫紅的實際身分向來就是藝術史與文藝人士好奇的主題。馬內與莫紅的長期合作關係

促使莫紅後來自己也成為畫家，但卻沒能像茉莉索或卡薩特一樣的知名畫家，這終究
也與出身、經歷以及社會階級有關 (Lipton, 1992)。而馬內在這幅畫中把莫紅如實畫
出，顯然也在表現其相對於蘇桑的身分反差：她們明顯不是母女關係，這是當時熟知
馬內藝術的觀畫者都可以看出來的，也造成了衝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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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內卻不是以寫實主義的方式來處理兩位人物。對照於杜米埃
針對性地，畫出坐在三等車廂中的窮苦人物，明顯要去揭發什麼。
馬內卻是平凡地，把他生活中熟悉的人物表現出來。而且，馬內也
不透過畫中人物來傳遞悲情或喜悅，沒有任何可以讓人揣摩的人物
心理。反倒是觀畫者常常對號入座，像是自己的心理狀態被揭發出
來，產生感受性的直接反應。這也是何以當時許多諷刺畫出現的原
因之一。

(二) 切割世界的柵欄
藝術史學者主張馬內畫出柵欄的原始理念是來自日本浮世繪的
潛移默化 (Néret, 2003)。馬內受日本浮世繪的影響是明顯的，無論
是在《左拉肖像》(Portrait of Emile Zola) 裡，或是在他身後整理出
來的收藏物，都有浮世繪畫作圖像。無怪乎日本作家永井荷風論及
浮世繪對法國畫家的影響時，第一位提到的畫家就是馬內 (永井荷
風，2000)。永井荷風甚至認為是浮世繪裡面的風情影響到馬內，因
此產生悖離學院精神的創作風格，才有《草地上的午餐》和《奧林
匹亞》之作。
在許多日本江戶時代浮世繪畫者的作品中，常有紙拉窗或紙拉
門 (日文稱為「障子」) 作為圖畫背景，也就是在人物背後有鉛直平
行的柵欄。這種畫作的複製品在當時的法國相當流行，馬內也同樣
受到這樣的影響。有藝術史學者指出，馬內的這幅畫受到江戶浮世
繪畫家喜多川歌麿 (1753-1806) 大約在 1800 年的作品《仮宅の後
朝》的影響 (Néret, 2003) (參考圖 6)。喜多川歌麿的這幅作品其實
是三連幅 (大判 3 枚続) 之作，其中最左幅的畫面中，就以障子切
割出兩個世界，前面是三名女子，後面則是戶外的風景，包括神社
的「鳥居」。《仮宅の後朝》明顯運用柵欄的設計來對照兩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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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喜多川歌麿大約在 1800 年的作品《 仮宅の後朝》。

的情境，觀畫者與畫中的人物是在室內，是事件發生之所在，而柵
欄隔開的戶外則是當時的大環境背景。而且馬內在畫中使用柵欄這
樣的圖像元素並非首次。他在稍早的作品《陽臺》中就已經利用柵
欄來區隔畫中的人物與觀畫者，只是在《陽臺》畫裡，人物是被柵
欄隔開，與觀畫者在不同空間。
內部史觀點著重於馬內如何在一系列畫作中使用柵欄，如何引
用浮世繪的用法。從外部觀點來看，就如同傅科所談論的，是透過
圖像內主角的目光來延伸出畫框之外的世界，是帶著時代性的眼
光。這兩種觀點都重要，但若從社會學之眼來看，本論文更關心的
是柵欄在此畫中的運用，是如何來回應對車站或鐵道的提問。
相較於其他畫家選擇直接畫出車站或火車，讓畫面中有具體的
物件，馬內卻是選擇用柵欄來編織整個畫面。對造訪車站的人而言，
圖 2 的取景是最直接的，但也是最不可取的。因為畫面中如果有柵
欄，設定為主題的車站或火車就變得不明確。人們想看車站，就要
直接看到車站的內部、看到火車，眼光會自動跳過將民眾與車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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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隔的柵欄。但馬內沒有跳過，他忠實地把柵欄畫出來。不必要
用心中對車站和火車的期待來欺騙眼睛。柵欄因此也是一種「障眼
法」，卻是讓「真實」還原，使尋常眼光所期待的火車或車站被真
實的柵欄所掩蓋。
柵欄難道不也是車站的一部分嗎？透過柵欄能夠界定車站的
範圍，透過柵欄可以切割出屬於客體對象的車站和屬於畫家與觀者
的主體世界。所以，這物件是如此平凡，我們沒能特別去注意，但
卻是讓車站的秩序可以維持、讓軌道的移動與日常的生活可以切
割、讓公共運輸和私人生活可以產生對比。
更進一步而言，畫中兩位女性同時處於被柵欄隔開，與觀眾同
在一側的空間之中，且是一個相當狹隘擁擠的空間。這是畫家的空
間，是他自己安全的地方，卻也面對著真實的未來，就在柵欄之外。
人們可以背對著正在變化中的新世界，看著自己安全的地方，但是
年輕的一代卻是充滿好奇，即將跨過欄杆的限制，投入到新的世界
之中。只有小女孩，將要去經歷更多的年輕一代，才會專注在那個
新時代 (Rubin, 2010)。馬內自己有一半在新的世界裡面，他的畫室
已經在新時代那裡了，但是他的畫還在舊時代這裡。
從畫中兩名女性的表現方式，已經可以看出畫家對科技進入日
常生活的感受。畫家把兩個人物的視野，透過一道柵欄，分割出兩
個地理空間，同時也產生了兩個時代、兩個世界的悖離與交融。相
較於馬內其他的作品，這幅畫中的反差性是最大的，也相當程度回
應了社會學傳統的分類邏輯：將世界分成兩種基本的理念型，有傳
統與現代、保守與進步、悠閒與緊張、老成與輕浮、可見與不可見
的等等象徵。兩個世界可以處於衝突的狀態，但更多是在平行多元
的情況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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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掩飾缺席的煙霧
在《鐵路》中，馬內對火車的處理方式是完全不處理，只用一
片煙霧來替代車站與火車。火車也許是在畫中少女的眼中，卻不在
觀畫者的視界裡。這種作法近似馬內另一幅作品《陽臺》，站立在
陽臺的三名人物背後是非常黝暗的室內，馬內以一片漆黑來處理室
內，使得觀眾幾乎看不到裡面的構圖，卻隱約有著事物存在。對照
於英國畫家特納 (J. M. W. Turner) 的作品《雨、蒸汽與速度》(Rain,
Stream and Speed)，馬內的鐵路是更加隱晦的。特納的畫中還可以看
出火車的煙囪，也感受到第一印象的衝擊，儼然是印象派的前身。
但馬內的處理方式一方面既是還原了尋常景象，另一方面也有著象
徵的意義。
實則煙霧是十九世紀畫家處理現代與科技現象的重要元素。除
了特納的經典名作，另印象派畫家竇加亦曾以煙霧來表現當時工業
化的景象，是印象派中作貼近馬內的作品。但竇加沒有把人物點畫
出來，只是寫景。莫內也是一樣，雖然以聖拉札車站為主題，卻也
僅以煙霧、火車和車站建築為主要構圖元素 (圖 5)。
煙霧的運用在馬內的作品中並不少見。在 1865 年的作品《海
戰》(Le Combat du Kearsarge et de l’Alabama) 中，馬內就以煙霧來
遮掩戰火中的船艦。1867 年的重要作品《馬西米連諾皇帝的處決》
(Exécution de Emperor Maximilien) 中，槍火產生的煙霧掩蓋了受處
決者的胸部。1874 年的作品《阿讓特伊》也在遠處以煙囪和煙霧代
表著工廠的運作。
事實上當馬內在草擬《鐵路》時，在 1872 年的速寫簿中，就很
明 顯 看 到 他 並 沒 有 把 鐵路 勾 勒 出 來 ， 只 是 留 下平 坦 空 白 的 地面
(Wilson-Bareau, 1998)。顯然他一開始就不打算畫出鐵道。然這幅畫
又被命名為鐵路，其實是在打一場煙霧仗。馬內是以火車帶來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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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來替代火車，以象徵來代替實物。但又不僅於此，實際上在鐵道
所佔的空間中，空缺的時間是比起有著火車通過的時間更多的，亦
即在一天大多數的時間中，鐵道上可能是沒有火車的，這是顯著的
真實情況，卻是人眼不預期要看見的，以致於成為不可見。
馬內在《鐵路》畫中以煙霧替代缺席的火車，讓小女孩的目光
指向觀眾看不到的車站內部景物，形成一種「缺席」的圖像效果，
也使得看不到的部分成為畫作有限空間的延伸。這種圖像的表現方
式，若對照精簡的文字表現，如具有高度想像空間的詩作，當有其
意義。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 就在一首詩中，把人與車站的關係非常具有存在意涵
地表現出來：
我的缺席／準時抵達Ｎ市的車站
你已經被告知了／透過一封沒有寄出的信
你趕上在約定的時間／不前來
……
所有一切都留在自己該在的位置／所有細節／在劃定好的
軌道上移動 (2013: 21)

這首詩透過「缺席」來呈現巨大的陌生人群與精準時間之間的高度
反差。車站是一個表現現代社會高度理性化的場所：對號的座位、
分毫不差的時刻、月臺間交錯的列車等，都在緊湊卻有條不紊的秩
序中發生。在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因為車站的特殊屬性而可
能有更多的聯結。只是面對熟悉的人的缺席與不克出現已經是常
態，反而與陌生人的相遇隨時都可能發生，但卻也不會有任何實質
的交流。在一個分工的社會之中，車站這樣的地方使得人們因為工
作生活而同時在一個地點擦肩而過，是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過程中
的意外相遇而已。車站拉近的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卻反差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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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這首詩相當程度也反映了馬內畫作中沒有交
集的眼光、沒有回應的互動。空有鄰近的物質性存在，而沒有社會
性的內容。
今日人們對馬內畫作的認識，不僅止於十九世紀沙龍的評價，
更多是後來針對畫作的評論以及對畫作的引用仿效。例如透過各種
主題的展出，使得人們對畫作的認識與主題產生立即的聯結。事實
上，這幅畫完全不是印象派的作品。馬內在這幅畫裡面清楚地呈現
他自己所經歷的日常生活：熟悉的、沒有壓力的傳統生活在柵欄的
這一邊，是跟畫家同在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卻是狹隘的，就是院子
的一角。柵欄的另一邊極其廣闊，卻是個摸不著邊際的另一個世界，
在煙霧之中有新的秩序，畫家還沒有機會端詳。那個世界是連結到
未來去的，正如畫家的畫室是在那個世界裡。至於畫中的主角，莫
紅的眼光留在傳統的這一邊，少女的心思卻追著新的世界。

(四) 其他的重要元素
馬內作畫之處是易賀許坐落於羅馬路 (Rue de Rome) 自家的
庭院，就在從這裡看出去可以看到車站裡面的情況。但馬內顯然並
沒有按照實際的角度和景物配置來構圖。他把自己的畫室也放在畫
中，同時縮小且模糊了車站內景物，只把歐洲橋 (Pont de l’Europe)
的一小部分結構畫出來。作者親自走訪聖拉札車站附近的羅馬路，
以其地景實境，馬內畫室與歐洲橋實際相距甚遠，不可能同時放入
畫框，顯然馬內構圖的象徵性更大於寫實。
這部分的差異恐怕不是美學的考量，而更多是馬內的時代性敏
銳感所致。此處可以圖 7 這張 1909 年聖拉札車站軌道拓寬工程照
片，重新來看待馬內當時的眼光。這張照片的取景處比較接近馬內
的畫室，剛好與易賀許的住家，也就是馬內作畫之處遙遙相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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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可見到沿著羅馬路的住宅建築與軌道平行，照片下方則有近似
馬內畫中的站內軌道旁的小工寮或倉庫。圖 7 照片的視角剛好與《鐵
路》直面觀看。如果馬內在畫室中是他的日常，那麼透過《鐵路》
把畫室表現出來，就成了一種自我觀看之道，是馬內把尋常的自我
放到畫中，反轉了視角，讓自己也成為畫中的一部分。這是畫家與
觀畫者一同透過車站看到畫家 (缺席) 的畫室，一種倒轉社會視角
為個人視角，卻又讓日常生活成為煙霧一隅的反身視角。

四、面向未來的眼光
馬內究竟是畫出「意念」，還是「眼睛所見」？馬里永 (JeanLuc Marion) (2014) 在分析庫爾培時，提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在
學院畫體系中，如果是描繪宗教主題，畫家就必須作足功課，將聖
經內容與寓意完全掌握，再依照歷史現場的人、事、物形象進行有
意義的構圖。故此，雖然眼睛參考了模特兒和靜物，卻是以意念產
生作品。是意念在支配畫家的手，因此產生出繪畫來。但在庫爾培
的畫作中，寓意淡薄了，考究也不重要了，反而是視覺重於想像。
因此，從意念轉向眼睛所見。但庫爾培的寫實主義風格依舊遵循透
視法，講求古典美學的規則。這在馬內那裡更進一步被打破了。馬
內並不利用技巧來欺騙人的眼睛，反而透過畫面的壓縮與外展，打
破透視法的規則，使畫作的二維的平面屬性完全展現。而就在這個
將畫面還原為二維的情況下，觀畫者看到了原本在三維裡面被掩飾
的，自認為看到的，卻原本應該是矛盾的。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陳述，
就是馬內透過畫作的物質性限制，更具體表現出當時代物質性條件
變遷下的非物質性效果：沒有火車的車站、沒有交集的目光、沒有
畫家的畫室、沒有過去與未來的一幅沒有故事的作品。
然而在非物質性的表現下，畫作自身的物質性卻反而清楚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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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ésveaux (2012)。

圖7

1909 年聖拉札車站拓寬工程。

社會學之眼 129

現出來。於是畫作自我的存在取代了畫中的意旨，成為問題，成為
標的，而不再僅是手段。透過馬內的「引用」，畫中的元素組成擺
脫了其起源，而成為馬內對所生存時空的一種真誠表現。用傅科的
話來講，就是透過這幅畫，在可解碼的參照之下，「畫與畫自身有
種新的關係，是為了展現出博物館的存在。……福樓拜之於圖書館，
就如同馬內之於美術館」(Foucault, 1967: 11)。甚至，觀畫者透過觀
畫，無論是美術館裡的、印刷品上的、甚至是螢幕上的《鐵路》，
就與馬內的創作連結，被牽引到馬內對這幅畫的持續創作過程中。
這也是社會學之眼的功能之一，是以畫作不可化約的整體浮現，使
觀者進入到與畫家一樣的處境之中：與畫連結、與畫中的人物連結、
與畫中的時代以及可能的時代精神連結。觀畫也因此進入到畫家的
當下，形成一種「真實」的考察狀態，並且持續建構世界。如同前
巴黎美術學院院長布西歐 (Nicolas Bourriaud) 沿用波特萊爾對馬
內的勸勉所言，確實看到馬內在《鐵路》一畫當中具體表現出「必
須把握當下，並讓當下成為永恆，而且去雕塑經歷過的時光，建造
日常生活，如同模塑黏土一般」(2003: 24-25) 的精神，表現出來的
是面向未來，並且參與建構未來的眼光。

陸、結論
一幅繪畫作品可否與作者斷裂，純就作品本身來產生意義？布
迪厄堅決反對這種作法，亦即作者一旦消失，作品也就失去在社會
空間中的參照，也不再有意義了。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小心，
不能夠過度主張作者承受的社會力量，用此來詮釋作品，否則將落
入具有霸權意味的社會 (或社會學) 決定論之中。作品一方面反映
創作者當下的處境，另一方面也建構出創作者難以掌控的未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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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故此，如果以「社會學之眼」來看，馬內的作品確實反映出一
種具有社會學意識的圖像表現方式。然而，這種「看見」並不是普
遍的現象，是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下，也就是前社會學階段中的條件
所致。對於找尋社會學的出路，馬內提供了有趣的想像。作為對於
當下社會高度敏感的藝術家，透過他的眼光讓今天的觀畫者也能夠
看到萌發的一個新世界，比起瞬間的照片或帶著使命的古典畫，馬
內的作品更可謂為社會學之作。

一、布爾喬亞的社會學
在社會學的起源論中，絕大部分是圍繞在社會學處理的對象脈
絡上，也就是承繼孔德、古典三大家等所關懷的資本主義、新政治、
社會組織等新興議題，甚少從發展出這個學科的「社會學家」出身
背景來理解。事實上，以「元社會學」來討論社會學起源的一派學
者，就認為像涂爾幹和韋伯，甚至是齊末爾等早期社會學家，雖然
彼此之間的理念不同，卻一致地帶著對抗唯物史觀的立場，而具有
濃厚的布爾喬亞色彩 (Österberg, 1988)。從這方面來看，馬內作為
布爾喬亞畫家的身分，雖然職業不同，卻與大部分早期社會學家的
出身是相容的。
這相當程度也可以解釋何以引入鐵路技術的日本明治維新時
期以及二十世紀初的臺灣，雖也同樣受到引入鐵道運輸技術的衝
擊，也有畫家處理相關議題，卻未能產生如馬內一般的「社會學之
眼」。這一方面與社會學作為一個時代與社會整體性的學科有很大
的關係，另一方面更涉及可以產生社會學思辨性的場域條件。換言
之，馬內之得以擁有社會學之眼的能力，同時也反映出無法分割的
各種條件：馬內所處的時代性、他的社會出身以及他個人的獨特風
格是交融在一起的。若此，社會學之眼的發生與個人的出身和養成

社會學之眼 131

有著相關性。亦即雖然社會學的想像是可以經由學科的訓練產生，
但社會學之眼卻是一種與社會位置相關的秉性能力，需要個人與處
境條件兼具。就連布迪厄自己也不能否認，他一路走來成為頂尖的
社會學家，能夠擁有看出問題的社會學之眼，也是在特定的社會脈
絡下，以他能夠擁有的秉性條件而得以可能 (Bourdieu, 2004)。而這
也反映出社會學家與社會學自身的侷限性。

二、以社會學之眼展現出發現的邏輯
社會學形式化了的實證性使得這門學問只能從過去找到證據，
至少是已經發生的事情。社會學家看到，卻未必「真正」看到，其
所見的仍是所欲見的，不是「發現」，而只是「展現」，就是讓心
中預見的理念，透過資料的展現，證明所言為真，如此而已。但社
會學具有的思辨 (speculative) 精神卻必須是朝向未來的。這是馬內
的畫作所體現的，至少在《鐵路》這幅畫中，馬內提出一種開啟思
辨精神的圖像實作，是有著社會學的眼光。
從展現的邏輯轉向發現的邏輯，若以繪畫來對比，就是讓畫作
自身成為問題。畫作本身不再是透明的、讓視覺穿透的、使觀畫者
無感於畫自身存在的狀態。相反地，馬內畫出受到空間侷限的畫，
也就是把畫原本的二維性展現出來，就是一種刺激觀者眼睛，挑戰
觀者的認知的動作。以致於畫自身被突顯出來了。所以，去看美術
館中的畫，不再是去看「教化」，而是看真正的畫「自身」，使美
術館真的成為「美術」館 (Foucault, 1967)。
馬內不僅讓畫作自身展現成為問題，也在《鐵路》這幅作品中，
使畫家自身的處境 (milieu) 成為問題。真正的畫家是與觀畫者在柵
欄同一側，而「日常」的畫家卻在另一側的畫室中，如同不可見的
火車一般。畫家從日常中跳出，與觀畫者一起去發現日常，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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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習慣，卻是畫家慣習中的發現邏輯，是以社會學之眼揭發了自我
與社會的對話關係。
因此，本論文對社會學之眼或發現的邏輯的主張，是讓所見的
成為問題。特別是在不起眼 (insignificant) 之處，看出其並非一般的
問題，而是指向「現代性」、當下的問題，也就是社會學的問題。
換言之，社會學之眼關鍵在於「造成問題」(mettre en question)，而
且是多層次的，包括物質與精神、實際與象徵、內涵與形式，乃至
於在時序與秩序上的既有狀態也可能一併地被顛覆，為的是開啟後
續的社會學研究。

三、重回前社會學狀態的想像
馬內作出《鐵路》這幅畫，雖脫離了古典畫的脈絡，卻尚未進
入到現代畫的詮釋脈絡中。這介於歷史的考究與純粹理念傳遞之
間，也正好是前社會學的位置。馬內提出了當下的問題，用可能的
框架來予以重新理解，也就是用「繪畫」的有限屬性來表現出鐵路
的現代意義。這在今天看似容易，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卻是跳躍，是
具有顛覆效果的革命之作。
馬內是不可再現的個案，如同歷史中許多事件一樣。涂爾幹也
同樣是不可再現，被定義的社會學形式是不可逆的。前社會學階段
的提問，是以提問者和問題自身存在，尚未進入到完成的知識的樣
態。涂爾幹是透過定義社會學的終極表現形式，因此排除了以圖像
表現的途徑。要以社會學之眼的發現邏輯來對照涂爾幹社會學的展
現邏輯，就如同馬內的《鐵路》對比於傑若姆的《著灰衣的樞機主
教》。前者是草稿，後者是完美的作品。是「隨便」對比與「嚴謹」。
這種對比又好比是一個年輕的社會學者，仗著幾篇報紙上的讀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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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或雜誌裡的專欄短文，就想要提出升等或爭取創作獎一樣。但從
另一方面來看，制度化的涂爾幹 (尤其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時期) 卻是與生活斷裂，也與實作斷裂。
馬內之所以重要，在於他正好打開一道縫隙，讓藝術家的眼光
裡面有社會學的眼光，這個縫隙在他之後又被關了起來。在馬內之
前的主流畫家，必須恪守學院的規矩，在畫作的形式之間承載繪畫
被賦予的歷史的或是宗教的使命，使觀畫者看到的不是畫，而是其
中的教化意義。畫本身作為物質性的物件狀態不應在畫被觀看的時
候存在。在馬內之後，一方面社會學走向形式化，排除非社會學家
的觀點；另一方面也因物質性狀態超越了畫作被賦予的崇高意義，
畫就是畫，必須讓畫自身表現出來。這兩種情況都沒有辦法讓畫家
的社會學之眼發生效果。或者我們可以說前者是過於「社會」，後
者過於「自然」，都不能進入社會學的範疇。或者也可說前者在美
術的學院體制下，後者則排除於社會學的學院體制外，都因過分的
學院而難有社會學之眼的功能發生。馬內一方面使用學院的繪畫元
素，另一方面卻又表現出他所見的真實。他是在元素與意義之間產
生了一種獨一無二的 (unique) 語法，是具有社會學式發現的雛形。
只是後來在社會學的專業化過程中，社會學的形式已經不再被關
心。社會學的形式與生活斷裂，也與實作斷裂，自然也就閉上了社
會學之眼。
作為「前社會學」時期或階段的眼光，是看到朝向未來的可能
性。素描或草稿是為了後續更嚴謹、更完整的作品，當然也可以就
是完成的作品，這是馬內眼光的啟示。社會學原非自然的，甚至是
「非」自然的，是人造 (artificial) 的，是有藝術成分的 (artful)，也
是藝術的 (ar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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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當前社會學知識形式的反思
漢妮熙 1998 年出版的小書並不是嚴謹的社會學之作，當初也
遭到多家出版社拒絕刊行。但其對社會學本身「發現的邏輯」有洞
見。這部著作並非她最重要的研究，反而是最易被遺忘的，但仍然
在本論文中扮演串接前社會學時期思考模式與馬內的關鍵作品。另
外，即便是社會學霸權的代表人物布迪厄，在他二十世紀末的一系
列針對馬內的研究中 (Bourdieu, 2013)，以其未及完成的秉性回歸，
反而挾帶了高度不確定性，侵蝕了其過往社會學霸權性格中的決定
性，而使得對世界的認識混雜了更多的有待開啟的不可知。這無非
也是社會學之眼所揭露的過程，是布迪厄在課堂上、在草稿中展現
出的「發現的邏輯」，且並不亞於他已經出版的完美著作。
許多以圖像途徑呈現，或以揭發發現過程而非最終結果的表達
方式，在社會學的工作中或許還未能被正式認可，但或作為開啟社
會學工作的理念原形，或作為導引社會學知識生產的指針，而有其
不可被忽視的意義。然而目前主流社會學的教育卻往往略過這個重
要的環節，更甚者，是以嚴謹方法的訓練來掩蓋這部分的工作。嚴
謹科學並非不重要，而是在科學工作中把發現的過程揭露出來，這
樣的表現也應當同等重要。社會學原本是一項「除魅」的科學，卻
可能因過度的形式化，反使自身進入另一種「魅」中，使社會學家
難能跳脫思考與表達的窠臼。為此，除了呼籲已久的「社會學的想
像」，「社會學之眼」也不能等閒視之，甚至我們也需要社會學之
耳、鼻或甚至手指。社會學的想像是基於過去或當下的事實的反思，
社會學之眼是看向未來的眼光。社會學的思辨是腦部的工作，是用
既有的概念產生意義；社會學之眼卻是視辨，是在視網膜與心之間
的連結，是把投入眼中的真實影像誠實地展現，因此可以開啟更多
正式的科學研究。故此，社會學之眼是透過與具體的圖像或視覺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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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開展出來的、超越既有認知模式、對現象的另類認識，一方面得
以跳脫制式或制度僵化下的社會學視野框架，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模
糊概念的掌握，而得以捕捉具有時代性前沿、在概念萌生前階段的
知識發生過程，對於重新建構面對嚴峻挑戰的社會學有相當之啟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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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Édouard Manet’s work Chemin de fer, also
known as Gare Saint Lazare, to discuss the concept of oeil sociologique
(sociological eye). Although being selected and exposed in the Salon of
1873, Chemin de fer was very different, in subject, style and even size,
from other paintings exposed in the Salon, such as that of Gérôme’s
Éminence grise. With an oeil sociologique, Manet saw unconsciously
and spontaneously “problematic” dimensions in an ordinary scene. The
picture prepares for a good start poi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railway’s impact on modern life. The oeil sociologique is available only
when sociological thinking emerges, in a pre-sociological stage prior to
consolidation of a discipline called sociology or to initiation of a sociological study. By analyzing Chemin de fer, in accompaniment with Manet’s career, I propose that period spirits, social changes and social genetics are potenti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oeil sociologique. Manet’s case is a non-reproducible historical experiment occurred in an
age when sociology was about to emerge. But the conditions and situa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Manet’s oeil sociologique are heuristic for us in
this age of sociology i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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