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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西鋼琴作品中的音畫
許嘉韋

摘要

印象主義是十九世紀末在歐洲文化活動中心巴黎萌生的一種藝術風格。他們

的理念：著重瞬間印象。「印象」的字面意思，是指人的感官在接觸到刺激時，

未經思考馬上產生的感覺，也就是在刺激發生的那一瞬間，我們還尚未經過「思

考」這個過程下的直接反應、感受，即稱為「印象」。

而德布西受印象畫派畫作的影響與啟發，他的音樂風格往往就不再以傳統音

樂所講究的優美旋律或完整樂曲架構為主要訴求，他所追求的是一種聲音色彩瞬

間變化所產生的音響效果；德布西刻意模糊調性，以特殊的創作理念及新穎特出

的創作技法，成功規避了調性和聲的限制，寫下了一批異於傳統風格的作品，因

此，如果能體會、領悟其作品中的音畫，應對於「印象樂派」的音樂詮釋有更進

一步的提升。

關鍵字﹕德布西、風格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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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sical PaintingofDebussy's piano works

ShuiCha-Wei

ABSTRACT

Impressionism,a kind of artisticstyle,producedinParis,which is

theculturalactivitiescenterinEuropein the late19thcentury.The

impressionists'principleisto emphasizemomentalimpression.The

literalmeaningof"impression"is that whenpeople's senses get

stimulated, theyimmediately produce their perception withoutthinking.

In otherwords, itdescribesaboutpeople'sreactionand reception at the

instant ofoccurringstimulus, and thenit is called impression.

Debussygotthe influenceand edification of Impressionismofart,

his music styledid notregard fastidious and gracefulmelody or complete

framework ofmusicalcomposition, whichthe traditional music cared as

hismainideas. WhatDebussypursued istheinstant change of sound.

Debussyobscuredtonalityon purpose and successfully dodged the limit

oftonalityandsound. Throughhisexceptionalcreative ideas as well as

novel and outstanding creative skills,Debussywrote a series of works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tyle.As a result,we will

promote our music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impressionism if we can

appreciate Debussy'smusicalpaintings in hisworks.

Key words﹕Debussy，Musical painting，Pian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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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身為德布西音樂作品的愛好者，曾經練習數首德布西鋼琴作品，筆者認

為在德布西的音樂作品中，瀰漫了一層朦朧美，他所作的音符讓人有迷離恍惚的

感覺，好像所有景象都隔著一層紗，永遠無法仔仔細細清清楚楚地看透它，他的

音樂是多麼的纖細淡雅，曲子充滿色彩清幽的氣氛，就如同印象繪畫的畫境一

般，有著朦朧的美感，因此德布西鋼琴作品中的音畫是了解德布西音樂的最佳輔

助工具，如果能體會、領悟其作品中的音畫，應對於「印象樂派」的音樂詮釋有

更進一步的提升。

在彈過德布西的鋼琴曲和四首聯彈的經驗中，有一首鋼琴曲『水的反光』,

一開始就是在和弦跟滑奏般的琶音中，模仿水的波光，由安靜的水面漸漸醞釀，

濺起激情的漣漪，呈現出難以言傳的透明音響，這就是在水面上伸縮、變形的映

像。彈這首曲子時讓人感覺四週瀰漫著波光粼粼的水，整個曲子的踏板、節奏等

等的設計，讓人能體會、表達出水與光的遊戲，彷彿置身其中。還有德布西的四

首聯彈『船歌』，一開始第一鋼琴是以簡單的音代表映在水面上的光線，而第二

鋼琴則以一連串實值較短的音符代表湖面上的水波正輕輕地流動著，當我在彈奏

這首曲子的當下，能夠從他的作曲方式、音型···等，進入他所要傳達的情境裡

面，進而使自己沉醉在這──美的饗宴裡。

從上述可知德布西的音樂和畫有著密切的關聯，雖然德布西不是每一首鋼琴

作品都是由特定的一幅畫而譜出弦旋律的，但是即使沒有畫作為背景，德布西的

每一首鋼琴曲依舊可以使人自然的與畫作連結，因此，音畫在德布西的鋼琴作品

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畫可以傳達較符合的情境及景象，如此一來有了畫，就

能更明確的掌握它的方向、想像它的內涵、意境，而不會因恣意揣測其意境，而

失去這首曲子原本想要傳達的情感。

當我們在彈奏曲子而沒有靈感時，「畫」可以成為最佳的輔助工具，聯想充

滿豐富情感的畫作，切身體會其中的奧妙，可以讓我們拾回失去的靈感，以及引

起我們對這首曲子的好奇與興趣。

二、文獻探討

(一)印象派的由來

印象主義是十九世紀末在歐洲文化活動中心巴黎萌生的一種藝術風格。印象

派的發生，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是工業革命、現代科學的發生。印象派藝術家的活

動雖然屬於十九世紀的範疇，但是他們所探尋的這種新語言、新風格，卻意味著

與浪漫主義的一些傳統形式及風格的決裂，並為二十世紀以“現代派”面目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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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藝術做好了準備，因此，印象派很自然地成為聯結兩個世紀的紐帶。由於

印象主義首先是在繪畫中出現的，再加上法國諸姊妹藝術之間的相互聯繫又特別

密切，因此，談論音樂上的印象主義，首先也得從法國的印象主義繪畫談起。

印象派運動是伴隨著 1874年的轟動畫展而誕生的，可以看作是 19世紀 60

年代自然主義傾向的巔峰，也可以看作是現代藝術的起點。（許鐘榮，民 81）印

象主義(Impressionnisme)這個名稱是由法國畫家莫內的一幅風景畫《印象：日

出》中的『印象』一詞而來的，它描繪著美麗的日出印象，整個畫面所要呈現的

是一種模糊印象下的美感。「印象」的字面意思，是指人的感官在接觸到刺激時，

未經思考馬上產生的感覺，也就是在刺激發生的那一瞬間，我們還尚未經過「思

考」這個過程下的直接反應、感受，即稱為「印象」。（許鐘榮，民 81）

在十九世紀以前，法國的藝術仍由官方的規範所限制，產生了所謂的「學院

派」及「沙龍畫展」。官方傳統的限制使藝術創作受到很大的限制，在當時，保

守的畫壇界主導著繪畫流派，他們的繪畫內容不外乎是關於宗教、貴族、花園、

風景、戰場英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一群不滿官方壓制藝術自由創作，

熱愛生活和自然的畫家公開和官方對抗――他們就是印象派畫家。該派反對當時

學院派的保守思想和表現手法，他們的理念：著重瞬間印象。為了捕捉對景物的

真實即時印象，畫家們多採用即興寫生的作畫手法，他們採取在戶外陽光下直接

描繪景物，追求光色變化中表現對象的整體感和氣氛的創作方法，主張根據太陽

光譜所呈現的紅燈黃綠藍靛紫七種顏色去反映自然界的瞬間印象。﹙Patin，Ｓ.，

1995）

那是在 1874年，巴黎一些反對學院繁瑣教學和向傳統繪畫原則挑戰的青年

藝術家，他們要求藝術上的革新和創作自由，於是開始創導並實踐所謂印象主義

或象徵主義，第一次獨立舉辦了旨在同官方沙龍相抗衡的畫展，展出近三十位畫

家的作品。這次畫展受到了輿論的奚落，人們無禮地嘲弄這些藝術家，隨隨便便

地以莫奈的這幅畫為他們取上“印象主義者”的諢號。由於這群青年藝術家對待

“印象主義”這一貶稱並不怎樣介意，從此這個含混不清的偶得之詞便保留了下

來。法國繪畫上的印象主義雖如上述得名於 1874年，但它的淵源還可以上溯到

法國畫家莫奈在 1863年在“落選作品沙龍”展出的《草地上的午餐》。（Janson

H.W.，1980）法國繪畫上的印象主義從它在巴黎第一次公開出現後，不久便成為

一種國際性的風格，它的影響相當深遠，除繪畫外，也深深影響了文學和音樂諸

領域。

由於他們把 “光”和“色彩”看成是畫家追求的主要目的，就不可避免地

將畫家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停留在感覺階段，關注對“瞬間”印象的表現。在他們

看來世界萬物在陽光下一律是平等的。雷諾阿曾說過：“自然之中，絕無貧賤之

分，在陽光底下，破敗的茅屋可以看成與宮殿一樣，高貴的皇帝和窮困的乞丐是

平等的，”這種藝術觀念導致他們在創作中全力以赴地描繪“光”，只注重藝術

的形式，忽視藝術的內容。如支持印象主義的左拉所說：“繪畫所給予人們的是

感覺，而不是思想。”所以我們在印象派的畫中所看到的是充滿陽光的色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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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充滿空氣感。標誌著與傳統藝術觀念、藝術表現方法和藝術效果的決裂，印

象派是西方繪畫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藝術流派。（何政廣，民 85）

(二)印象畫派大師――莫內

印象主義是歐洲繪畫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人稱「印象派之父」的克勞德•

莫內(Claude—Oscar Monet 1840~1926，享年八十六歲。)可說是印象派中最主

要的代表人物，克勞德．莫內生於巴黎。布丹是莫內第一個學畫的老師，布丹經

常帶著他出去畫風景，並且傳授他一些理念，布丹認為畫畫必須要到大自然去，

只是關在家中作畫是畫不好的。布丹的一席話深深的影響著這位未來印象派大師

的心靈。（許鐘榮，民 81）

克勞德•莫內這個名字與印象派的歷史密切相連；印象派的創始人雖說是馬

奈，但真正使其發揚光大的卻是莫內，他對這一藝術環境的形成和他描繪現實的

新手法，比其他任何人貢獻都多。

莫內是一位光的謳區者，他畫了許多的戶外作品，特色在描繪外光。他對光

影之風景的變化描繪幾已到如火入魔的境地，（許鐘榮，民 81）他不斷地在探索、

描繪明亮陽光照射下的自然景物，以調和而優雅的色彩描繪出充滿新鮮感的事

物，光線是色彩產生的源頭，沒有了光線，所有東西將呈現出一片漆黑。他善於

從色彩和光的角度觀照自然，他拋棄了注重色調和形式的傳統繪畫方法。

（Bellantoni，G.Z.，1992）他對『光』的處理極為成功，他試圖用他的筆觸，

打碎物像的形式，捕捉光的效果，（Bellantoni，G.Z.，1992）色彩的輝映效果

充分表現出耀眼陽光的感覺.（許鐘榮，民 81）

他是印象主義繪畫果敢的實踐者,被譽為這種理念最純粹的體現者.莫內也

曾被馬奈稱為『水中的拉裴爾』，如作品「岸邊」「遊艇」等等。（西元１８７３年

起，莫內請人做了一條畫船，他在水上生活，在水上作畫，而創作的作品不禁讓

人眼睛一亮，連甚少讚揚人的塞尚都為莫內的本領讚賞不已）、和『色彩的發現

者』，因為他對水和色彩的表現有非常特殊的成就.

莫內並不是以風景或實物來決定畫面上的色彩，而是以在受到陽光照射時各

式各樣不斷變換的光彩為根本來表現他的畫作。他喜歡以點點不同的色彩交織成

豐富模糊的肌裡，又以乳白色作基調來淨化畫面的光圍效果。因此他的作品看起

來像是蒙罩著一層薄紗，清厚寬廣的色彩中，似乎隱藏著無限的空間。

（Bellantoni，G.Z.，1992）

如西元１８６６年莫內畫了「花園裏的女人們」，畫中描繪了一群衣履光鮮

的男女在花叢樹下遊樂。莫內在此畫中只想表現出那些穿透樹葉、花叢以及人們

服飾上的陽光變化，而不是要表明什麼思想。（Bellantoni，G.Z.，1992）

(三)印象樂派始祖――德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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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德•阿希爾•德布西﹙Claude Achille Debussy﹚，1862.8.22生於聖

日曼安雷，1918.3.25逝於巴黎。

德布西是印象樂派的創始者。印象主義這個名詞原本是繪畫上的一個名稱，

印象主義畫家的畫作通常都不著重於具體而精細地描繪，他們在作品中強調光影

徽妙變化所予人的主觀感受。德布西受印象畫派畫作的影響與啟發，他的音樂風

格往往就不再以傳統音樂所講究的優美旋律或完整樂曲架構為主要訴求，他所追

求的是一種聲音色彩瞬間變化所產生的音響效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傳統的和

聲學理論在德布西手中給解放了，因此他的音樂在旋律架構上變得模糊不清，給

人一種朦朧的印象。（楊沛仁，民 90）

印象派音樂是十九世紀最後一種富於特徵的風格，它反映了一個新時代變化

的初步跡象，是新世紀音樂的許多重要特點和精神意境的發端。音樂上的印象主

義一詞是從繪畫借用過來的，印象派音樂的主角是音響和音色。為了讓色彩效果

得以在音樂作品中突出起作用，印象派作曲家大膽地對十九世紀後半葉浪漫主義

音樂的風格和形式提出挑戰，他們認為音樂只能暗示或者提供一種意象或心境，

不必要去轉述一則故事或者字面的含義。（楊沛仁，民 90）印象畫派它不在客

觀地描繪事物的色與彩，而是在主觀的表現由這些物體流曳出來的光或情趣。也

就是不在直接描寫某種事物，而是把握其印象，然後創作成藝術。這種印象主義

也影響到音樂。其印象樂派的創始者就是德布西。（楊沛仁，民 90）

一般都貫稱德布西是「印象樂派」的代表人物，然而，德布西個人卻十分痛

恨別人把他的音樂歸類為「印象樂派」。（楊沛仁，民 90）事實上若以音樂的角

度來看，雖然德布西的一些作品具有印象的特質；如對音色效果的運用處理，但

是稱德布西為印象派可能也太言過於實了，德布西的音樂理念，很多其實是偏向

於「象徵主義」的。他自認為「象徵主義」的精神才是最符合他創作理想的部份，

非印象派的畫派。這或許是因為印象派繪畫後來被貶為“視網膜藝術”（諷刺其

只討好視覺，缺乏內涵），他不想自己的作品落入同樣的批評所致吧，至於真實

的情形為何則沒有人能確知。（楊沛仁，民 90）

德布西會寫出這樣創新的作品，有一部分原因是來自法國的「象徵主義」

﹙Symbolism﹚詩人馬拉梅、魏倫···等人的詩作。「象徵主義」的主要目標，就

是追求豐富的想像力以及夢想世界的無限領域，反對寫實的有限空間，渴望自由

想像、解放的創作疆域（楊沛仁，民 90）。「象徵主義」所要表現的是一種聯想、

或是氣氛，它所要追求的又是一種交響性、神祕性、暗示意謂的東西。德布西一

生受到 Verlaine、Mallarme、Baudelaire等象徵主義詩人的影響深厚，他的作

品不但常以象徵詩集為題材，在音樂呈現上往往也不只是模糊的聲響，德布西要

表達的效果就是「氣氛」，甚至是聯想等象徵手法！幾乎大多數德布西的作品皆

隱含了一個象徵的意義。所以千萬不要被聽覺表面的「印象」誤解了德布西的音

樂了！因而，「象徵主義」的詩文摒棄直接的文字陳述，拒絕客觀的描寫，而藉

暗示、隱喻，含沙射影的方式，製造一個充滿想像力的世界。德布西深深被「象

徵主義」心靈自由遨遊的無疆邊界所吸引，便試圖在作品中呈現「象徵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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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除了「象徵主義」之外，德布西的音樂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法國印象派繪

畫﹙Impressionism﹚的啟發。印象派繪畫在各方面都具有強烈的革命性格，成

為現代繪畫的里程碑，而德布西音樂作品的外觀，幾乎可以和印象派繪畫直接比

對，二者甚至分毫不差。（楊沛仁，民 90）。德布西一生中所交往的友人，竟不

是所謂的音樂家夥伴，而是些詩人與畫家，如印象派大師麥拉爾梅(S.Mallarme)

等等，德布西成為他們小團體中唯一的一位音樂家。（Dawes，F.，1984）自此德

布西的音樂逐漸加深了內在美。他的作品完全是把印象用音樂編織起來，所有的

作曲技巧都自由的柔合在一起使用，一點也不受到約束，而以獨特的手法描繪出

心中的印象。「必須忘記鋼琴是有琴槌的。」這是他的座右銘。（Cox，D.，1995）

他的作品中沒有剛強性，自始至終總是優美、華麗、纖細、馨香的，儘管技巧是

嶄新的，內容是深遂的，但他的音樂一點也沒有狂傲或冷峻之感。

印象畫派意在捕捉色彩與光線的動感，而音樂正是最佳的動感藝術，大自然

的各種意像透過德布西以敏銳的感官捕捉印象，而後被輕易的轉換為音樂，成為

一種新的語彙。

三.討論

印象畫派ＶＳ﹒印象樂派

（一）印象畫派特色

印象主義繪畫在於它以陽光和色彩為主角，即借助光與色的變幻來表現作

者從一個飛逝的瞬間所捕捉到的印象，而光線的奧妙就是瞭解印象畫派的關鍵所

在。

印象派的畫家們所要追尋的是來自戶外大自然的景象，他們極度強調光線所

造成的效果。光線是色彩產生的源頭，沒有了光線，所有東西將呈現出一片漆黑。

光線無時不刻的在改變，物體、景物的顏色也不斷地在變換，印象派畫家所要捕

捉的便是景象在剎那一瞬間的樣子；這包涵了光線的明暗程度、光線的角度、陰

影的位置，陰影被物體反射出來的顏色及物體在光線下所呈現出來的顏色，畫家

們甚幾乎把色彩、光線當成一種科學來研究了。（顏義勇，民 81）

人們的視覺之所以能感知自然界中的物體，都得以光所提供的條件為其前

提。陽光籠罩萬物，使各種物體呈現出不同的色澤，換句話說，所有的物體都是

染色的形，人們就是根據不同表面的不同色澤，即從不同染色面的分界才得以認

知物體的形狀的。如果光一消失，形和色也就不見了。於是，乾草堆、教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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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和泰晤士河等，便在不同的時辰中一再地被描繪（同一個對象可以畫出幾十

幅）；由於藝術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光線和空氣對色彩的影響方面，至於畫

布上所描繪的受光物體便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顏義勇，民 81）

正因為這些畫家關心捕捉的角度在於光線與色彩，他們不可能去畫一種永恆

的東西，在他們觀念中，一切都隨時在變化，每一分一秒都在改變，他們所能畫

下的也僅是上一秒鐘留在記憶裡的那個印象，而那個印象也往往是概略性、雖模

糊但具有特質的，他們沒有時間慢慢調色慢慢畫，所以他們採用原色，以補色的

效果來取代調色，色彩因而顯的鮮豔多了；為快速捕捉景象，他們的筆觸也不再

細膩，整個畫的目的就是要呈現出畫家對景物印象的捕捉，模糊、大膽、鮮豔不

重輪廓的美感因應而生！（Patin，S.，1995）

印象派畫家在陽光探索和色彩分析上有重要發現──在對光與色的表現上

豐富了繪畫的表現技巧，他們倡導走出畫室，面對自然物進行寫生，以迅速的手

法把握瞬間的印象，使畫面出現不尋常、新鮮、生動的感覺，揭示了大自然豐富

燦爛的景象，這是對藝術創造的一大貢獻。（Patin，S.，1995）

他們捨棄先入為主之見觀察自然，將感覺立即留在畫面上，以得到明亮、生

動效果的技法．．．等，都是印象派畫家們著重的重點。

（二）印象派繪畫的技法

在色彩及構圖等技法上，印象派也帶來了重要的革新，其基本原理是色彩分

解，即只用光譜中的七種純色作畫，他們為了儘可能地用畫具表現出接近光的印

象，而導入「筆觸分割」及「視覺混合」的手法，這是為了要調出某色，而將繪

具混合，（顏義勇，民 81）將純色的色斑放在一起，如果站遠點而看，這些混合

起來的顏色就變得非常鮮亮，從而創造出更為強烈的發光度。而且，在構圖上他

們為了做出自然印象再現的效果，他們參考日本的浮世繪及照片運用意想不到的

剪影，極端的俯瞰構圖等嶄新的構想。（顏義勇，民 81）

談起「印象畫派」，一般人總會奇怪：這些畫家到底在表達些什麼？近看畫

作盡是些色塊和條紋，遠看卻變成模糊的輪廓，難道其中有何奧妙嗎？怎樣才能

看懂畫作呢？

這其實並不困難，只要我們掌握光線的奧秘；也就是說：光線與顏料之間的

色彩差異是瞭解印象畫派的關鍵所在，這也是印象畫派最大的特色所在。

如何藉著顏料著色來直接表達自然環境中光線的變化呢？經過一再嘗試，畫

家們瞭解到光線隨時都在變化，難以捉摸和掌握，若是運用顏料的混和來作畫，

依然無法表現光線三原色混和後造成的透明感，反而變成是混濁的黑色。這就是

印象畫派試圖去突破傳統，創新格局的特點：只有運用原始的色塊和條紋，不經

過混色而直接在布料上著色，讓這些純色由觀賞者的眼睛加以重組和融合，才能

表達出光線的千萬種種變化，特別是透明度和明亮度。（顏義勇，民 81）

因此，要看懂這些印象畫派的畫作是需要有技巧的,由於畫家們都是以色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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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勾勒出主體、輪廓，印象畫派的畫作如果近看的話，往往只是原始顏料的色塊

和條紋，不明瞭是什麼意義；但是只要觀賞者站在一定距離之外，就會奇妙地發

覺到圖案反射的光線形成特殊的輪廓和形體，讓你意會到作者要表達的「印象」

為何。（顏義勇，民 81）據說當初那些看不懂的保守畫家就是因為在看畫時站太

近了，以至於盡是看到一團、一塊顏色混在一起，他們不知道印象派繪畫必須要

站遠一點，才能達到補色效應，才能看出一幅畫的內容。

如印象派大師--莫內（Monet）在一八七八年的畫作：聖德尼街的節日（Rue

Saint-Denis）以及它的姊妹作品：蒙托爾熱街的節日；它們都是在陽台上俯瞰

全國性節日慶典時快速畫成的，出色地顯示出莫內運用顏料三原色隨意揮灑的技

巧，來表達光線的燦爛及變動。（張心龍，民 83）

仔細審視這兩幅畫作，可以看到畫面上沒有任何形體、更沒有明顯的輪廓；

紅、黃、藍三原色以歡快、騷動的節奏調和在一起，用急驟的筆觸塗抹於畫布上，

加上黑色與白色的烘托，創造出真實而絢爛的光斑；透過光線的反射使的畫作變

得栩栩如生，色彩繽紛亮麗地在空氣中顫動，彷彿喧鬧的街景與飄揚的彩旗重現

在眼前。

在看了幾本印象畫派的書後，筆者認為他們對畫的表現方式是以較大的色塊

來取代以往畫家對畫的每一部分都精雕細琢的描繪方式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讓

世人重新體悟到光與自然的結構，所以這一視野的改變，以往甚至難以想像它所

散發出的光線、色彩、運動和充沛的活力，取代了繪畫中僵死的構圖和不敢有絲

毫創新的傳統主義。他們的畫不太過於拘泥、約束,描繪的筆觸也不再那麼細膩,

他們要的是對景物印象瞬間快速的捕捉，因此以大膽、鮮豔、模糊、不重輪廓的

筆法來畫他們的作品。（顏義勇，民 81）這無疑的和印象樂派所要表達的意境是

如此的吻合，如德布西的音樂風格不以傳統所講究的優美旋律或完整樂曲架構為

主要訴求，而追求一種聲音色彩瞬間變化所產生的音響效果。

（三）印象樂派――德布西的音樂

印象主義的理念影響到音樂，在音樂上所要表達的則是聽覺上的印象，一般

提到印象音樂的代表作曲家指的即是法國作曲家德布西。當德布西(C. Debussy)

還是一個音樂院的學生時，便展露出不凡的天賦，他很早就顯示出對非正統和聲

的獨特見解，在他的課業裡，經常出現違反規則的不尋常和聲，這使得他獲得了

〈傳統的破壞者〉稱號。德布西在這些樂曲中充份運用了鋼琴的特性，如踏瓣的

使用，高、低音域間的對比以及泛音的混合效果等。（楊沛仁，民 90）他的一些

新嘗試，讓世人對鋼琴音響有了全新體認，他的作品極富創意，但也因而成為音

樂院保守派煩惱的學生，他的作品“春”即被評為具有模糊的印象主義色彩，這

說法亦是以「印象」來貶損德布西，而德布西也不喜歡別人如此稱乎他的作品。

（楊沛仁，民 90）每一個人都不喜歡被別人貼上標誌，如舒曼當年曾被「浪漫

主義」這個名詞所激怒，那你怎麼能怪「印象主義」冠在德布西頭上時，他會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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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火冒三丈呢？「印象主義音樂大師」的影子註定跟著德布西直到永遠。印象主

義也好，超現實主義也好，德布西就如同一個詩人或畫家一般的玩弄音符，藉彩

繪這個世界來提昇事實。

德布西對學院派的作曲家抱持極度的反感。他完全無視於布拉姆斯的存在，

厭惡柴可夫斯基， 認為貝多芬令他難以忍受，他從來不用奏鳴曲形式，這種莫

札特以來即普遍採行的形式作曲。他相信 交響曲形式已經僵化。他的音樂非常

具有個性，幾乎可以說是完成訴諸觸覺的感覺音樂，是缺乏和聲 的「理所當然」

解決的音樂，同時也是開始分解調性，首次運用二十世紀風形式與技巧概念的音

樂， 他是繼華格納以後，最早以全新的形態作曲的作曲家。

德布西是持有一對較任何音樂家都更敏感的耳朵的天才，他具有選擇最合適

色彩的和弦， 而絕對不出差錯的本能，這一點也是他凌駕所有作曲家的地方，

他的觸鍵極其微妙，他的踏板 學問也獨樹一格，所造成詩一般的效果，更非他

人可比擬。（Dawes，F.，1984）

德布西的作品，完全是把印象用音樂編織起來，他所有的作曲技巧，都自由

地揉合在一起使用，一點也不受到拘束，而以獨特的手法，描寫出心中的印象，

德布西對感受性的反應要遠比對古典形式的關心強烈得多，孩童時代他就是個感

受性強的男孩子，長大以後這方面的秉賦有增無減，他捕捉瞬間印象或氣氛，力

圖以簡潔的手法正確地記錄下思想的神髓，把這瞬間的感受表達出來。（Cox，

Ｄ.，1995）

在德布西音樂中所標榜的是「規矩中的自由」，他把自己的夢幻世界於音響

中具體化。（Dawes，F.，1984）

要自由卻不放縱；要神秘，然而是要大家能觸摸到的神秘。形成他音樂中充

滿了曖昧的調性、諷刺性、暗示力、感官神經的剌激。（Dawes，F.，1984）他呈

獻給我們的是一連串的感官印象，曲式的發展在他的作品幾乎找不到，因為總是

在即興中擺盪。想要欣賞德布西的作品並不容易馬上進入狀況，因為他的作品不

只是和聲與弦律的美感變化，而是將音樂提昇至精神與美學的層次之上，一種潛

在而未發展出來的音樂。（堀內敬三 ，民 84）

德布西的作品以鋼琴作品成果最為突出，他本人就是一位優秀的鋼琴能手，

鋼琴也一直是最能符合他音樂理想的樂器，我們甚至可以說，德布西音樂風格的

神韻，完全根植於鋼琴音樂之中，他最深刻的樂思都在鋼琴音樂裡吐露，甚至，

連他的管絃樂作品，也都被認為是披上了管弦樂外衣的鋼琴音樂。（楊沛仁，民

90）

德布西鋼琴音樂

德布西藉由各式新手法來描述各種事物，他採用的不是寫實記錄聽覺效果的

方式，他以特殊效果來營造一種氣氛，讓這個氣氛的感覺象徵著他所要描述的東

西。

例如他的作品「前奏曲」第一集的第十首，取名為「沈沒的教堂」(Submerged



13

Cathedral）。首先以教會調式引射出年代的久遠古老，再以鋼琴製造出水冒泡

泡的效果，他沒有直接點出教堂，卻又以鐘聲來代表它，這便是一個象徵的例子。

它是德布西根據法國西北部的 Bretagne半島上的一則傳說所作的曲子。這則傳

說是這樣的：「以前，以斯濱海的市鎮設有海堤，水門的鑰匙由以斯的國王保管，

某夜，公主為了情人偷走了水門的鑰匙，打開了水門，結果整個城市被海浪吞滅。」

德布西用鋼琴把被海浪掩沒的教堂，以及仍然在教堂深處唱著聖詩的僧侶寫入這

首充滿幻想的曲子中。他的手法壯大，如波濤洶湧，震懾人耳。（邵義強，民

89）

印象派音樂的主角是音響和音色，聽覺上的印象及詩一般的意境,是訴諸想

像及感覺的，他們要的是朦朦朧朧、霧霧的感覺,而不是以直接、傳統的作曲形

式來表達音樂。（Dawes，F.，1984）（例如﹕古典樂派的音樂是以優美雅典、形

式清晰、簡單、結構精緻、著重對稱．．．等來呈現音樂。)

德布西的鋼琴曲集――印象（第一集）：

「水的反光」﹕如果我們在長時間裡凝視著某對象物，那時眼中的瞳孔將被擴

大，所見光景亦將失去焦點的鋒銳性，而陷入昏睡的狀態。此曲，正是這樣的樂

曲。在這裡可以感覺落於池面的映影，毫無止境，不斷地變化，作曲家正久久凝

視此一光景而陷入模糊的狀態。（Dawes，F.，1984）

此曲最初的部份，便是在幽靜的「噗通」聲中同時落下 3個音，使著原靜

止的水面光景，開始飄蕩變形。在稍往前推進後，倒映在水中的景物開始呈現，

這在音樂上，則以反進行的和聲性對為法為其描寫，而這樣的一個水面繪畫世

界，由於瓦遂斷片的墜落而遭致破壞，等倒影再度恢復原形之前，小變動又繼續

發生。這便是德布西拿來表現旋風與漣漪時的象徵性音樂模型。（Dawes，F.，1984）

此曲中亦展現德布西嶄新的鋼琴性名技。陽光照射在水面上的反光，概以

光輝燦爛的琶音及分散和絃模型為其描寫。最後一頁美感度集中了，最初出現的

3個噗通墜落聲，宛如著了魔法，在完全另人心醉的迷境下，結束整首曲子。在

德布西創寫的所有終結部分中，這可說是最具夢幻性而幽靜結束的一曲了。

（Dawes，F.，1984）

德布西的鋼琴曲集――印象（第二集）：

「金魚」﹕有人說是金魚缸中的金魚；亦有人說是中國製漆器上所描繪的金魚。

不過，原來想必是指東方的刺繡品或日本製的版畫才是。德布西把他製造成最通

俗的作品之一，所描寫的是活潑嬉遊、具有生命的金魚。飄揚的魚翅與水波，則

以豐富的顫音與震音，還有終結部漂亮的裝飾奏等予以暗示，全部都是燦爛奪目

的，沒有和平的氣象。（Dawes，F.，1984）

這個金魚，（倘若他就是金魚缸的話）這就是此魚君臨世界的隱居之處，這

從第 64小節開始，由於低音的八度動態頻繁，而呈現不吉的凶兆。這首金魚也

展示了德布西風觸技曲的另一面，是一首要求嚴格技巧的練習作品。此曲中，無

論是全音音階的距離處理；或是以更純熟的方法在和聲上表現水的生態；或者是

樂節性的轉換等等，都會令人聯想起「魚」在極至有限的行動範圍中，翻滾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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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泳姿。（Dawes，F.，1984）

在彈德布西的作品時,總是可以感受到音樂細細、飄飄、濛朦的感覺，因為

他所寫的音型及和聲效果…等，早已具備這種若隱若現的特質了。德布西都會以

踏板來製造朦朧的效果，他會以相同的和弦音不斷地進行並以一個延續踏板來醞

釀出如同仙境般美好的情境.因此彈到他的曲子只要對他作曲背景稍作了解，這

樣對於彈奏他的曲子便不是太難掌握，最起碼我們有一個明確的方向知道他要的

是什麼、想表達的意境是什麼。

（四）德布西的創作技法

印象派音樂喜歡反映微妙和難以捉摸的東西，而不喜歡堂皇、不朽的雄偉氣

派；喜歡暗示和隱喻，而不喜歡過分誇張、直率和毫無保留。所以，模糊的輪廓，

朦朧的色彩，不易分辨的色調變化，都是印象派音樂的明顯標誌；它所塑造的種

種幻象、印象和氣氛，都同莫內的模糊印象、塞尚的奇異夢境、雷諾瓦的美妙溫

柔、秀拉的眩眼精巧相對應。（Dawes，F.，1984）

德布西有強烈的反古典主義思維，在他的曲子中找不到古典手法常用的整句

或整段的重複及主題的發展和變奏，德布西所處的年代是根深蒂固的「大、小二

調」，調式基礎開始被動搖的時期，而德布西也是刻意打破這種較為德國化格律

的先鋒。音樂對他來說沒有大調與小調之分，因為和聲的選配全憑美的感覺而不

是為了用和聲的功能來確立調性，而調號或調性的出現也只是一種給予別人特殊

暗示的手段。自由應用以往所忌諱的手法——平行和弦進行、全音音階、五聲音

階、教會調式的廣泛使用也成了德布西印象手法的標記。

他是一位靦腆內向的作曲家,終其一生將現實中難以表達、模糊朦朧的東

西，經由音樂表達出來。他一生所追尋的東西，或許他想以自己的音樂與生命，

作一個結合的印證，而在難以探測的深淵上鋪下透明的薄紗，去編織生命的美感。

德布西對其作品詮釋的方法並不像其他樂派,他有著強烈的個人音樂喜惡，

優秀的音樂必須有別於德、奧的傳統風貌，而且要能夠表達出人類語言所不能傳

達的部份，他們認為音樂只能暗示或提供一種意象或心境，不必要去轉述一則故

事或者字面的含義。例如﹕無法言喻的氣氛、朦朧的意象、虛幻空間的經驗、或

個人的直覺感應．．．等，「言語終止時，音樂聲響起」這大概就是德布西心目

中優秀音樂的特徵。（楊沛仁，民 90）

德布西使樂曲音響效果朦朧飄忽，由於他的音樂創作深受爪哇及西班牙的影

響――爪哇音樂採五聲音階（pentatonic scale）創作產生的特殊音效、音響，

都和歐洲音樂以大小調音階創作的作品大相逕庭；而西班牙的影響，主要是因為

西班牙的文化溶有中東風情，這股特殊的東方魅力，（Dawes，F.，1984）在當時

法國的藝術界蔚為一時風尚，德布西便以寫作西班牙風味的音樂作品，回應了這

股在法國流行一時的西班牙熱潮。（楊沛仁，民 90）德布西採用五聲音階的創作

經驗，進而一步的激發了他後續實驗新音階體系的大膽動作，他開始採用一種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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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八度音階，以六個音平分的「全音音階」（whole–tone scale）系統創作，

這個新創作系統並成為構成他音樂作品中的重要條件。（楊沛仁，民 90）

德布西刻意模糊調性，以特殊的創作理念及新穎特出的創作技法，成功規避

了調性和聲的限制，寫下了一批異於傳統風格的作品，他的音樂中大量採用非傳

統的材料――他的音色、節奏、不和諧音響、全音音階、五聲音階、教會調式，

平行的四度、五度、八度，所以調性、和聲的連接對他而言不再有意義，（楊沛

仁，民 90）對一向聽慣了調性音樂的人而言，他的音樂令人找不到方向，主題

會在沒有清晰的陳述下不知不覺地出現,令人摸不清下一段音樂會走到哪裡，再

加上他在音色色彩的重視勝過曲式，使得曲子常有模糊、朦朧、不明確的印象感。

他們的具體做法，首先是在和聲方面利用音的各種新的結合（九和弦、十三

和弦、含附加音，如添加不解決的二度音的和弦，以及各種增和弦等）和這些非

常複雜的和弦連接，而創造出不斷閃爍的強烈色彩，（Cox，Ｄ.，1995）就像印

象派繪畫的純色並列一樣。從這裡可以看出，和聲的進行完全是服從於音色效

果，配器方面也是這樣，華格納式的龐大樂隊編制還是保留著，但用非常雅致的

手法加以處理：銅管樂器常常加用弱音器，木管樂器則多使用其神秘動人的低音

區，弦樂器的分奏也相當細密，打擊樂器中的鐘琴、鋼片琴和三角鐵，以及豎琴

在色彩性處理上都發揮了很大作用。（Cox，Ｄ.，1995）

同音色效果密切相關的還有力度方面的因素－一印象派作曲家為了突出音樂

的恬淡、纖巧、嫵媚、甚至帶點傷感等情調，愛用弱奏和極弱奏，樂曲中的力度

高潮大多只是短暫的閃現。（Cox，Ｄ.，1995）至於旋律方面。在器樂作品中往

往沒有大段的旋律，而是一些互不連貫的短小動機的瞬息自由飄浮，其中變化多

於穩定，正如德布西所說，旋律的連綿進行從不被任何東西打斷，而且永遠不回

復它的本來面目。

德布西的音樂題材大多是海水、風、雨、天空或月光等自然界的景物，他的

作品曲曲如詩如畫,他憑藉個人的心所捕捉的大自然印象，鋪陳在自己的樂譜中,

再營造出朦朧而璀璨的音樂情境，使人聽來不禁心醉神迷。德布西認為音樂是一

種自由的藝術，必須像海水、風、雨、天空、海洋一樣不受拘束、自由湧現。在

德布西的印象風格音樂作品中，明晰的曲調消失、和聲也超越了一般的理論和規

則，而只當作色彩加以使用，他的印象主義音樂和以往已有明顯的差異，而且無

一人能直追『最偉大的夢境畫家』――德布西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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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從以上所整理的資料內容可知印象派繪畫和印象樂派德布西鋼琴音樂是很

有關聯的，對於主修音樂的學生來說，想要領悟到德布西的樂曲意境，必須了解

德布西的音畫在德布西的鋼琴作品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認識印象派繪畫的特

色對了解德布西的音畫將有很大的幫助。以下是他們的共通點:

印象派繪畫與德布西鋼琴音樂的共通點:

1.皆拋棄舊有的風格，試圖排除明確的線條或輪廓。繪畫家重視色澤光影，

較少輪廓清晰的寫實，使繪畫的焦點模糊，他們使用顏色的變化、光影的

強弱、構圖的比例，藉著淡淡的色彩,來表現感情，常予人以朦朧閃爍之

感；音樂創作者藉音符的高低、強弱、節奏、以和聲、音色來營造氣氛、

抒發情感，音樂的色彩更加幻化無常，相對地降低了旋律的地位，也令人

有朦朧閃爍之感。（楊沛仁，民 90）

2.所要表達的意境皆是捕捉對景物瞬間變換的印象，不在直接描寫某種事

物。且追求的目標是大自然豐富燦爛的景象。他們作品的標題互相映照，

幾乎都以戶外風景為題材。（楊沛仁，民 90）﹙例如：德布西《雨中的庭

園》…﹚

3.所要傳達的意境皆是對景觀、事物的主觀表達,而非客觀的描繪事物.

4.一個是拋棄傳統對於作畫的細膩而改以大塊色彩的描繪筆觸;一個則是以

相同和弦音再加上延續的踏板，音樂中浮蕩飄緲的音色、似光隱幻化般的

音響，皆呈現出若隱若現、模糊不清、就像是漫步在充滿飄飄柔柔的霧氣

雲端中。

5.德布西堅持了法蘭西民族的特性，反對德國人擅長的龐大曲式─他用簡短

的靈活形式來代替奏鳴曲結構，運用得非常出色。這些表現情緒的樂曲，

顯現了印象派畫家所喜愛的形象：雲彩、日光、海洋、霧靄、雨中花園……。

6.印象主義原指畫家的畫作不著重於具體精細地描繪，而強調光影微妙變化

所帶來的主觀感受。德布西受印象畫派畫作的影響與啟發，音樂風格不以

傳統所講究的優美旋律或完整樂曲架構為主要訴求，而追求一種聲音色彩

瞬間變化所產生的音響效果。

因此，德布西的音畫在他的音樂中是很重要的，它是主修鋼琴的學生在詮釋

德布西鋼琴作品時不可或缺的元素；也就是說，想要把德布西鋼琴作品表現得很

符合很貼切，了解德布西的音畫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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