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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拉斐爾前派之後－伯恩-瓊斯藝術風格形塑 

    拉斐爾前派主義（Pre-Raphaelitisim）與拉斐爾前派兄弟會（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兩者之間雖然互有關連，然而其所意指的內涵範圍卻不盡相同。拉

斐爾前派主義與其依存的社會有著極深的淵源，它並非一個獨立的運動，不僅沒

有明確的定義，更無確切起始終結的時間點，1當拉斐爾前派兄弟會於 1848年由

七位明確的成員－包括三位主要藝術家：但丁‧加百列‧羅賽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威廉‧赫曼‧漢特（William Holman Hunt, 1827-1910）、約

翰‧艾佛瑞特‧米雷（John Everett Millias, 1829-1896），及畫家詹姆仕．柯林森

（James Collinson, 1827-1910）、弗瑞德里克．喬治．史蒂芬（Frederic George 

Stephens, 1828-1907），雕刻家湯瑪斯．伍勒（Thomas Woolner, 1836-1892）與為

拉斐爾前派撰寫記錄的威廉．麥可．羅賽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 1829-1919）

等人在倫敦確立成形，2該時英國拉斐爾前派主義的思潮雖已湧現，但尚未呈顯

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第一節   拉斐爾前派與伯恩-瓊斯邁向藝術之路 

拉斐爾前派兄弟會的創立 

在拉斐爾前派兄弟會將追隨文藝復興盛期前的藝術大師標榜於團體名稱，自

詡為「拉斐爾前派兄弟會」以彰顯自我藝術風格與理念之前，英國早於 1830 年

代左右，即便興起一股對於文藝復興盛期之前藝術風格特質的關注熱潮，諸如亞

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 維多利亞女王的夫婿）與約翰．魯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林德西（Lindsay）貴族所共同組成的亞倫托協會（Arundel Society），

基於當時英國倫敦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尚未典藏義大利早期作品，成立

該協會的主要目的是紀錄、複製義大利早期畫作，希望藉由這些早期作品的純淨

                                                 
1 Timothy Hilton, The Pre-Raphaelit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0), p. 10-11. 
2 Steven Adams,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London: Quintet Publishing Limited, 1988), p. 6. 

William Michael Rossetti為 Dante Gabriel Rossetti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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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質風格，轉移大眾喜愛俗氣、不成熟的藝術品味，以提昇英國繪畫與雕塑的格

調。3此外，瓦薩利（Giorgio Vasari, 1511-1574）主張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肇始於

喬托（Giotto di Bondone, 1266-1337）的論點，直到 1850年才翻譯為英文而廣為

流傳，是以英國藝文界普遍認為義大利繪畫乃由馬薩其歐（Masaccio, 1401-1428）

與佩魯基諾（Pietro Perugino, 1450-1523）所開創，因而對當時的英國藝文家而言，

欣賞義大利十四世紀藝術作品就像發現新大陸般，是種嶄新的體驗。藝文家李．

漢特（Leigh Hunt）在參觀過義大利早期壁畫之後，說道： 

在我所曾經見識過的所有馬薩其歐與佩魯基諾作品之中，雖然它們值得

稱許，但就像亨利八世時代的十四行詩無法與喬叟（Chaucer）的詩作

相較一般，它們也不能與早期古代藝術家作品相互匹敵。…也許最好的

想法，就是將他（義大利早期藝術家）與亞伯特．杜勒（Albert Dürer）

的版畫作品及喬叟莊嚴神聖的部分特質相連結。同樣地要求合宜的服儀

－同樣地具有考究、浪漫以及謙遜的特質，－簡而言之，有著相同鮮明

的古樸與初創特質，因為尋求一種確定的藝術表現語彙而顯得較為薄

弱，但也因為所能感受到最原始衝擊以及回神的全部過程，而彰顯其具

吸引力的一面。4 

由上可知，在拉斐爾前派兄弟會尚未成立前，以全新觀點回顧過去中世紀、

早期歌德的藝術，對該時宗教、文學重燃熱情，並再度重視古樸清晰的輪廓描繪

方式，已然呈顯於英國藝術的課題中，拉斐爾前派的組成，只能算是此思潮的現

象之一，而並非首創之起源。然而拉斐爾前派兄弟會的發起與組成，卻在英國藝

                                                 
3 Timothy Hilton, op. cit., p. 23. 
4 “…the Masaccios and Peruginos , for all that I ever saw, meritorious as they are, are no more be 

compared with [the earlier masters] than the sonneteers of Henry the Eighth’s time are to be 
compared with Chaucer. … the best idea , perhaps, is by referring him to the engravings of Albert 
Dürer, and the serious parts of Chaucer. There is the same want of proper costume－the same 
bookish, Romantic, and retired character－the same evidence, in short, of antiquity and 
commencement, weak (where it is weak) for want of a settled art and language, but strong for that 
very reason in first impulses, and in putting down all that is felt.” 引自 Timothy Hilton, op. cit.,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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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為他們具體地將這種對中世紀文學、宗教藝術的熱望

轉化為實際的藝術成果，呈顯於油畫創作之中。 

組成拉斐爾前派兄弟會團體的契機，肇始於在英國皇家學院修習繪畫的三人

－羅賽蒂、漢特與米雷，尤以羅賽蒂別具想法與企圖心，他在 1845 年成為皇家

學院的見習生，但對於學院制度感到不滿與無趣，是以在創作上另外請益於畫家

福特‧麥德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 1821-1893）。5羅賽蒂在參觀皇家學院

展覽作品的偶然機緣下，對於漢特描繪濟慈（Keat）詩作篇章中的作品《聖安格

斯之夜》（The Eve of St. Agnes, 圖 1-1）有所共鳴，羅賽蒂主動與漢特攀談，兩

人因此成為好友，發展出共同的藝術理念。米雷則是一位天賦優異的藝術家，破

例以年僅 11歲的稚齡於 1840年進入皇家學院成為見習生，他亦認同於羅賽蒂與

漢特的理念想法：認為雷諾茲（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首創的皇家學院

式教學對於英國藝術有害而無益，拉斐爾（Raphael, 1483-1520）雖然身為最受學

院尊敬的藝術家，但其作品《變容日》（Transfiguration, 圖 1-2）卻是一幅宏偉誇

張而不顧真實質樸的創作，畫面中的聖徒姿態浮誇不敬，救世主毫無精神靈性、

裝模作勢。6 

奠基於對現有學院體制及創作風格的不滿、共通的藝術理念以及三人的情

誼，擁有義大利血統的羅賽蒂，捨棄英國傳統用以形容因共有興趣理念而結盟的

「俱樂部」（club）用語，從「黑手黨」（cosa nostra）引發靈感，轉而採用「兄

弟會」（Brotherhood）一詞形容彼此結盟的團體，同時將團體成員數量擴大，加

入柯林森、史蒂芬斯、伍勒，以及羅賽蒂的弟弟－威廉．麥可．羅賽蒂。關於「拉

斐爾前派」命名由來，文獻上則存在著不一的記載。布朗認為是他的創意：「當

他們談論到早期的義大利藝術家，我自然地告訴他們有關義大利的拉斐爾前派，

                                                 
5 比拉斐爾前派的成員稍長一輩，曾經接觸過德國的拿撒勒派（Nazarenes）藝術家，他們的理念
是透過宣揚宗教、文化的古樸風尚以淨化國家的藝術，與拉斐爾前派兄弟會的理念相仿。 

6 “…grandiose disregard of the simplicity of truth, the pompous posturing of the Apostle, and the 
unspiritual attitudinizing of the Saviour.” Timothy Hilton, op. cit.,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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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們滿意與否，但他們採用了它。」7但漢特則回憶： 

在我自己的工作室裡，有了兄弟會的初步構想之後，我正和羅賽蒂談論

有關我們的理想目標，我注意到他仍保有與福特‧麥德斯‧布朗討論的

習慣，仍以『早期基督教』談論藝術的新理念。我反對這個屬於某學派

的詞彙，它像是現代的古典主義，毫無活力，而我主張命名為『拉斐爾

前派』，因為它更加精確也更能傳達我們所贊同的理念。8 

無論事實為何，拉斐爾前派的理念確已在其自詡的名稱中揭曉：即是以義大

利早期古樸的藝術風格為圭臬，標榜追求自然與真實，以彰顯改革英國傳統學院

窠臼的理念。此外，他們對拉斐爾前派的認同，展現於使用英文縮寫「P. R. B.」

作為團體的標誌，每月的定期聚會閱讀文學書籍或者觀摩彼此繪畫創作，9創辦

期刊《起源》（The Germ）有意識地將自我主張理念呈顯於文字刊物之中。10拉

斐爾前派兄弟會鮮明的中世紀主義（medievalism）特質不僅表現於畫作主題形

式，更明示於其誤解中世紀（Middle Ages）為藝術團體（artist brotherhood）首

度出現的時代，而選擇在自詡團體名稱之後冠以「兄弟會」（Brotherhood）一詞，

以明示於團體組成的意識型態。再者，拉斐爾前派宣揚成員間同進退、強調「團

體認同」（corporate identity）的「共治行為」（communal good）恰與十九世紀工

業萌芽、商業崛起及資本主義（capitalism）競爭區隔的策略形成尖銳的對比，而

這種無血親淵源、共享理念的同志夥伴卻有著濃於血親的交情，刻意追求資本主

義前（pre-capitalistic）社群間單純緊密的關係，正是中世紀所特有的社會模式。
                                                 
7 “When they began talking about the early Italian masters, I naturally told them of the Italian 

Pre-Raphaelites, and either it pleased them or not, I don’t know, but they took it.” Timothy Hilton, op 
cit., p. 33. 

8 “In my own studio soon after the initiation of the Brotherhood, when I was talking with Rossetti 
about our ideal intention, I noticed that he still retained the habit he had contracted with Ford Madox 
Brown of speaking of the new principles of art as ‘Early Christian.’ I objected to the term as attached 
to a school as far from vitality as was modern classicalism, and I insisted upon the designation 
‘ Pre-Raphaelite’ as more radically exact, and as expressing what we had already agreed should be 
our principle.” William Holman Hunt, Pre-Raphaelitism and 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67), pp. 140-141. 

9 William Holman Hunt, ibid., pp. 140, 144. 
10 史蒂芬斯（Frederic George Stephens）及威廉．麥可．羅賽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更以
為文字的渲染力較純以圖像表達的繪畫藝術來得直接而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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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拉斐爾前派企望歸返「信仰時代」（age of faith）的中世紀，體察該時創作

藝術之目的多為虔敬的精神信仰，而非商業營利之所需，在意識型態上亦帶有些

許反抗商業市場的意味。11因此，這種信念的發軔或許該時正值新舊世代交替、

人心不古的時空背景下，中世紀被歌頌塑造成為簡樸、虔誠與共治的理想徵象有

所相關。 

雖然拉斐爾前派有七位成員，然而柯林森與伍勒卻未曾真正有所藝術創作，

史蒂芬斯與威廉．麥可．羅賽蒂則多以文字書寫創作為主，因此，就實際的藝術

創作成品而言，主要仍僅限於羅賽蒂、漢特以及米雷三人。米雷的首幅拉斐爾前

派油畫風格作品《依莎貝拉》（Isabella, 圖 1-3），由團體成員共同設計完成，以

濟慈（Keat）的詩作〈依莎貝拉〉（Isabella, 或名 the Pot of Basil）為描繪文本，

側臉成列對坐的罕見畫面構圖，人物神態表情各有特色，前景人物奇特的肢體動

作更強化其間有趣詼諧的互動關係，在在呈顯該作意欲揚棄古典圓潤的繪圖公

式，歸返文復早期畫作的企圖，同時表現忠於自然的真實原貌及蓄意仿古的風

格，兼具自然主義風味卻又存在著高度形式化與精心設計的新鮮感；漢特的作品

《雷亞茲誓言為於克拉納與歐西尼內訌中喪生的胞弟伸張正義》（Rienzi vowing 

to obtain justice fort the death of his young brother, slain in a skirmish between the 

Colonna and the Orsini factions, 圖 1-4），取材自包爾．李頓（Bulwer Lytton）所

撰寫的小說《雷亞茲》（Rienzi）中的故事情節，不僅選擇戶外風景作為強調「忠

於自然」的概念，同時在故事題材選擇與人物圖像呈顯上，隱然暗喻著拉斐爾前

派兄弟會熾熱結盟的企望與改革決心，橫向構圖的安排配合著恰與畫面平行的背

景隊伍人群，致使產生一種新的質樸感；相較之下，繪畫技巧較缺乏基礎磨練的

羅賽蒂則選擇創作宗教繪畫題材－《聖母瑪麗的少女時期》（The Girlhood of 

Virgin Mary, 圖 1-5），以象徵無辜純潔的百合花、代表悲傷的圍籬，及意味有所

回饋的棕櫚葉等富含的隱喻深意吸引觀者。就畫面呈顯的風格而言，三人的藝術

                                                 
11 Laura Morowitz and William Vaugham, “Introduction,” in Laura Morowitz and William Vaugham 

eds., Artistic Brotherhood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Ashgate, 2000), pp. 7,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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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氣息頗為一致，追求著共同認可的自然寫實、強調細節、緊湊構圖，以及主

角人物面容表情均有著清晰可辨的獨特性，共同營造呈顯出蓄意標誌的中古純樸

氣質。 

然約於 1853 年之後，這種同心一致的情感與默契，卻隨著逐漸發展演變的

個人風格而偏離其成立初衷，個自朝向相異獨立的藝術方向邁進：米雷成為獨立

成熟的學院藝術家，摒棄過去刻意仿古的質樸風格，發展討喜的題材以及較為古

典風格的繪畫技巧；漢特捨棄共同偏愛的文學題材，轉而從聖經故事中汲取創作

靈感；羅賽蒂則逐漸修飾過去中古風格的形式主題，偏離宣揚教理的宗教題材，

企圖創造華麗富含感官美的女性胴體圖像。12因而，拉斐爾前派兄弟會的鮮明旗

幟雖然還存留著，但在米雷、漢特相繼成為皇家學院參展藝術家，三人藝術風格

跳脫初期重視細節輪廓的中古風格，邁向成熟個人化的藝術發展階段之際，追隨

文復大師拉斐爾之前的藝術風格，改革鄙視皇家學院的共識信念已然名存實亡。 

伯恩-瓊斯邁向藝術之路 

    伯恩-瓊斯於 1852 年離開出生地伯明罕（Birmingham），負笈到牛津愛塞特

學院（Exeter College）修習宗教課程是其人生中重大的契機，因為他不僅沒有走

向從事傳教聖職志業的路途，甚至選擇邁入與傳教志業全然迥異的藝術生涯。伯

恩-瓊斯在此結識志趣相投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同樣熱

愛企望已逝的中世紀時代，喜歡沈醉於浪漫冒險小說的情境中，厭惡十九世紀的

現代工業文明，復以互補的人格特質，兩人因而成為終生的莫逆之交。13對於愛

塞特學院傳授宗教信念的方式，及該學院中人漸趨冷漠的宗教情懷感到失望不

                                                 
12 Laurel Bradley, “The ‘Englishness’ of Pre-Raphaelite painting,” in Margaretta Frederick Watson ed., 

Collecting the Pre-Raphaelites: the Anglo-American enchantment (London: Ashgate, 1997), pp. 
202-203. 

13 莫里斯亦為當代具影響力的藝術家，致力在藝術領域中推動社會改革，對於二十世紀的裝飾
應用藝術有其貢獻。兩人互以暱名相稱，伯恩-瓊斯稱莫里斯為 Topsy, 莫里斯則稱伯恩-瓊斯為
Ned. Penelope Fitzgerald,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revised edition, 
1997), pp.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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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14伯恩-瓊斯與莫里斯進而與過去伯明罕的幾位同窗好友共組團體，15藉著成

員之間的固定聚會，共同閱讀討論宗教歷史、神學理論、亞瑟王（King Arthur）

傳奇故事以及濟慈（Keat）、但尼生（Tennyson）等詩作，以獲得同儕精神支持，

並調劑在神學院中無法抒發的宗教熱情。他們從閱讀中得極大的樂趣與感動，其

中闡述古代騎士傳奇故事的《榮耀的基石》（The Broadstone of Honour ,or the Sense 

and Practice of Chivalry）、《辛川與其夥伴》（Sintram and his Companions）以及《瑞

克利夫的傳人》（Heir of Redclyffe）是影響伯恩-瓊斯深遠的小說書籍。16《辛川

與其夥伴》一書的卷首插畫為杜勒（Albert Dürer, 1471-1528）所創作的蝕刻版畫

作品《騎士、死亡與魔鬼》（Knight, Death and Devil, 圖 1-6），該書的創作主軸

即圍繞著此一圖像主題寓意作闡釋，同時杜勒緊緻細密的線條及刻劃入微、描摹

精緻的寫實的技巧深植於伯恩-瓊斯心中，甚至鼓舞其開始嘗試創作繪畫。17《瑞

克利夫的傳人》與《辛川與其夥伴》一書的故事內容相仿，同樣有個主角英雄人

物，擁有位於高聳岩壁上的哥德式城堡，終生與自身命運奮鬥不已，這種闡述中

世紀騎士精神，宣揚愛與勇氣的故事模式，不斷地讓伯恩-瓊斯沈溺在中古世紀

強調心靈契合的時代氛圍中，他曾經表示自己最想要扮演的角色是加拉罕（Sir 

Galahad），希望學習中世紀騎士結盟的精神籌組兄弟會： 

我已下定決心籌組兄弟會。衷心地向加拉罕學習。他將是我們教派的精

神領袖。我已經從他身上得益許多精神與心靈上的支持。總有一天，你

將會有份正統的典章。18 

                                                 
14 在伯恩-瓊斯的書信中，他曾抱怨 “… that only an education, wherein the man is cultivated, not as 

an instrument towards some ulterior end, but as an end unto himself alone…absolutely as a man, 
not …relatively as a professional man.” Georgiana Burne-Jones, Memorials of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93), vol.1, p. 84. 

15 包括 Richard Dixon, William Fulford, Charlie Faulkner以及 Cormell Price等人，多為伯恩-瓊斯
於 King Edward’s Free School結識的好友。除了莫里斯之外，他們均出身於伯明罕。 

16 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p. 28-30. 
17 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Burne-Jones (London: Barrie & Jenkins Ltd., 1973), p. 11. 
18 寫給 Cormell Price的書信，署名為 ‘General of the Order of Sir Galahad.’ “Remember, I have set 

my heart on founding a Brotherhood. Learn Sir Galahad by heart. He is to be the patron of our order. 
I have enlisted one in the project up here heart and soul. You shall have a copy of the canons some 
day.”引自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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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罕（Sir Galahad）是《瑞克利夫的傳人》書中主角人物最欣賞的騎士，

拜讀但尼生（Tennyson）詩作〈亞瑟王〉（Morte d’Arthuer），從而使伯恩-瓊斯進

一步瞭解加拉罕，在其稍後閱覽湯瑪斯．馬羅里（Thomas Malory）所撰寫的完

整傳說故事－《亞瑟王》（Morte d’Arthuer），該書隨即成為他最珍視的著作，文

中騎士冒險犯難的傳奇故事情節更於其往後藝術作品的主題中一再出現，足見年

少時期所閱讀的文學著作對伯恩-瓊斯創作的牽引、影響頗深。此外，伯恩-瓊斯

文中所提及的兄弟會，其成立意旨類近於對抗無情冷漠時代的中世紀十字軍團，

這種理念乃是根據赫爾．弗洛德（Hurrel Froude）著作《大城鎮中宗教復興的計

畫》（Project for the Revival of Religion in Great Town）的想法，希冀創造一個由

教會與俗人共組的社群團體，在倫敦的貧困地區宣揚倡導基督教精神，19此團體

對於文獻記載上的英雄人物有著極為熱忱的仰慕之情，而希望在宗教領域中追隨

這些尋求聖餐杯騎士們的奉獻熱情。顯然，伯恩-瓊斯此時的心緒仍縈繞於獻身

宗教、為社會貢獻服務的熱情，嚮往藝術的隱藏因子尚未萌芽茁壯。 

    然而，拜讀當代作家魯斯金（John Ruskin）的著作卻使得伯恩-瓊斯對於投

身宗教志業的熱情衝勁開始轉向，魯斯金的理念不僅讓伯恩-瓊斯對中世紀的熱

愛情感有著智識學理的背景支撐，20更令其轉而對於藝術創作以及藝術品對於人

類的影響力，產生莫大信心與理想。魯斯金在《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

中提到：「繪畫是種具有高貴表現性的語言，當它傳達思想之時，其價值無可比

擬，但單獨存在即一無所取。」21此外，書中強調：「對大自然的外貌作精確觀

察的重要性，包括從岩石到雲朵以及從鳥兒的羽毛到其翅膀的紋裡，…描繪大自

                                                 
19 Hurrel Froude為 1830年代牛津運動的倡議者之一，他們主張修正自亨利八世改革宗教以來，
宗教上所累積的謬誤，企圖宣揚基督教教義及在日常生活生所彰顯的神蹟，並希冀再度彰顯彌

撒的神聖性，伯恩-瓊斯認為這種思想是該時物質化時代的精神救贖。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6, p. 11. 

20 魯斯金認為建築風格的發展讓工藝家們失去發展個人風格的潛能，諸如希臘人便將建築風格
簡化讓工藝家們無法發揮所長，只有歌德式的建築才能使個別裝飾藝術家發揮潛能。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ibid., p. 12. 

21 “a noble and expressive language, invaluable as the vehicle of the thought, but by itself nothing,…” 
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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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時，所有的細節均應該等同重視。」22魯斯金濃烈而具有鼓舞性的文筆，對

於伯恩-瓊斯有著極大的作用影響力，伯恩-瓊斯自承： 

他是我所知曉學識最淵博的研究學者；《現代畫家》這本著作是精心費

時研究自然的證明，不僅顧及普遍性又能兼具獨特性，在美學領域之

中，他是個專家。23 

魯斯金點燃潛藏於伯恩-瓊斯體內的藝術因子，致使其開始對繪畫藝術有所

憧憬想像，並著手嘗試風景寫生，描繪牛津附近的林蔭與田野。進一步透過魯斯

金的講演稿《愛丁堡演說》（Edinburgh Lectures），伯恩-瓊斯首次聽聞拉斐爾前

派與羅賽蒂之名：「學院繪畫確已走至盡頭，而真理與精神性僅存乎非常少數的

一群在英國創作的年輕人，他們便是拉斐爾前派，一個有點荒謬的名稱。」24 伯

恩-瓊斯不久後，透過牛津出版商湯瑪斯．康（Thomas Combe），得以在其住處

欣賞米雷的作品《聖靈返回方舟》（Return of the Dove to the Ark, 圖 1-7）與羅賽

蒂的水彩作品《貝翠絲之死的首度紀念日－但丁手繪天使》（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Beatrice－Dante Drawing the Angel, 圖 1-8），並特地前往倫敦皇家

學院觀賞漢特的《世界之光》（Light of the World, 圖 1-9）與《良心的覺悟》（The 

Awakening Conscience, 圖 1-10），25其對拉斐爾前派的看法為： 

        我認為拉斐爾前派的創立正迎合一個需要他們的時代，他們的出現讓我

                                                 
22 “ ..the importance of accurate observation of nature in all its forms, from rocks to clouds and from 

bird’s feathers to leaf veins;…in drawing nature all detail must be respected.”引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13. 

23 “ …he is the most profound investigator of the objective that I know of; the whole work [Modern 
Painters] is evidence of a painfully careful study of nature, universally and particularly; in aesthetics 
he is an authority.” “…in prose what Tennyson is in Poetry and what the Pre-Raphaelites are in 
painting, full of devotion and love for the subject.” 引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ibid., p. 
13. 

24 “…academic painting was at an end and that true and spirituality lay with a very small number of 
young men who were working here and now in England. There were Pre-Raphaelites, a somewhat 
ludicrous name.” 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 30. 

25 Christopher Wood, Burne-Jones: The life and works of Sir 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 (London: 
Phoenix Illustrated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1998), p. 15. Penelope Fitzgerald,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revised edition., pp.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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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小小的能力有了依藉，而從他們身上獲得希望的曙光。26 

拉斐爾前派所籌組之兄弟會，對於伯恩-瓊斯等人提供一種共組社群的理想

典範，而這種對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的仰慕傾羨之情，更可見諸於伯恩-瓊斯與莫

里斯及其他伯明罕同窗好友，於 1856 年仿效拉斐爾前派自辦期刊《起源》（The 

Germ）的模式，創刊《牛津與劍橋期刊》（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Magazine, 圖

1-11）。27該刊物原意希冀以插圖為主，配合簡單文字敘述以推廣教育中下階層的

大眾，然而因太過理想而無法實現，期刊實際呈現之內容多以具智識深度的評論

詩文或歷史著作為主，展現從正統基督教義轉向關懷社會議題的基督教社會主義

思想（Christian Socialism），這種傳播福音主義的熱情使伯恩-瓊斯將他們自身比

擬於拉斐爾前派兄弟會：「…我們已經集結成為七人組的兄弟會…」。28伯恩-瓊斯

在刊物中發表的兩篇評論性文章，29分別是〈《新趨勢》短評〉（An Essay on 

Newcomes）與〈魯斯金先生的新書〉（Mr. Ruskin’s New Volume），而在首篇文章

中，伯恩-瓊斯將《新趨勢》的作者與但尼生（Tennyson）、魯斯金、漢特等人並

列，同是「領導著最神聖的改革運動，以對抗虛偽、不確定以及卑劣的風潮，對

抗偽善、拜金以及失去認真真摯（的風氣）」，30，認為該書的主要意旨在於提醒

讀者關注「社會病態、不快樂的主因」，31最後提及書中的版畫作品，極力稱許

羅賽蒂為威廉‧亞拉罕（William Allingham）的著作《晝夜詩歌》（Day and Night 

Songs）所繪製的插畫《艾爾芬梅女子》（The Maids of Elfinmere, 圖 1-12）： 

這是我所見過最美麗的插圖畫作…艾爾芬梅女子的魅力以及她們歌唱
                                                 
26 “I saw the Pre-Raphaelites had indeed come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need for them, and resolved 

after my little ability to depend and claim a patient hearing from them.” Christopher Wood, op. cit., p. 
15. 

27 發起期刊的動機始於 1855年，然實際出刊為 1856年，每月一期共發行 12期。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13, p. 20. 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 37. 

28 “ …we have …banded ourselves into a Brotherhood of seven.” 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21. 

29 伯恩-瓊斯共撰寫四篇文章，另外兩篇是虛擬的傳奇冒險故事。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13, p. 20. 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 37. 

30 “…who have led on this most godly crusade against falsehood, doubt and wretched fashion, against 
hypocrisy and mammon and lack of earnestness.” 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21. 

31 “…the very core of social disease, unhappy wedded life…”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ibid.,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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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衣袖的舞動…只有像這樣偉大的藝術家才能夠完成它。32 

    另篇文章集中討論魯斯金《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第三冊的第四部

分，引述魯斯金的看法，認為羅賽蒂與喬治．弗瑞德里克．華茲（George Frederic 

Watts, 1817-1904）是「新世紀藝術的曙光」，33伯恩-瓊斯於文中同時表露個人對

《世界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 圖 1-9）、《奧菲莉雅》（Ophelia, 圖 1-13）

等許多拉斐爾前派藝術家作品的讚賞，34足見伯恩-瓊斯在 1856 年初已然對視覺

藝術產生極大興趣，並預示其即將踏入藝術生涯的行列。然而，在此之前的 1855

年前後，伯恩-瓊斯從事聖職信念即已有所動搖，其好友曾透露：「我害怕我們的

共進修道院的夢想將會落空。史密斯已經改變他的想法成為自由主義者，莫里斯

對於教義觀點有所質疑。…瓊斯太過溫和寬容而不適合於成為神職人員。雖然我

們的情誼不變，但他與莫里斯在觀點上越來越不相同…。」35而伯恩-瓊斯自身亦

坦承這種游移不定的心境： 

…因為我的想法及我積極進行的方式，我正在得罪所有人，事實上，我

是害怕我現在已經落入人類最厚顏無恥的極致境界，關於公開宣稱與之

前追隨萬能的主所思所言的有諸多不同，而即使誠實地公開我的背叛，

我現在也不能藉由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神職人員而讓我的朋友覺得榮

耀－一個如此痛心的抉擇時刻，放棄所有的榮耀－也就是即將成為藝術

家，也許沒沒無名或者窮困潦倒，全都因為我無法認同我的先賢前輩，

                                                 
32 “It is I think the most beautiful drawing for an illustration that I have ever seen, the weirdness of the 

maids of Elfinmere, the musical timed movement of their arms together as they sing, are such as only 
a great artist could conceive.” David Cecil, Visionary and dreamer: two poetic painters, Samuel 
Palmer and Edward Burne-Jon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3-114. 

33 “…the dawn of a new era of art…”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21. 
34 “ …the Ophelia－who does not remember that sorrowful picture? thinking that truly death was most 

terrible in youth, most fearful in the mocking light of day, and brightness of the Summer-time: for 
the banks were crowed with flowers, and the birds were out, the robin on the willow bough; and all 
lay in deep light and sunshine, but her eyes were glazed even now, and the inner light was closed for 
ever; and, upon the water lay fantastic garlands she had wrought of ‘crowflowers, nettles, nettles, 
daises and long purples’…參見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ibid., p. 21-22 

35 “[I] am afraid that our monastery will come to nought. Smith has changed his view to extreme 
latitudinarianism, Morris has gone questionable on doctrinal points…[Ted was] too catholic to be 
ordained. He and Morris diverge more and more on views thought not in friendship.”引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16. 



 12

僅止於符合他們的教誨、熟讀聖經。36 

    與莫里斯同遊法國北部成為伯恩-瓊斯人生境遇轉折的導因，法國該地教堂

建築的壯麗與宏偉，不同於清教教義下英國本土教堂外觀的簡單樸素，深深震攝

伯恩-瓊斯與莫里斯，37使他們不顧一切、拋卻所有掙扎猶豫，在回程的法國哈維

（Havre）港口許下未來將獻身藝術的願景。38伯恩-瓊斯於1856年毅然決定放棄

僅剩最後學期即完成的神學課程，隻身前往倫敦追隨羅賽蒂成為專職的藝術家。

在羅賽蒂與伯恩-瓊斯結識之後，可以說是拉斐爾前派與伯明罕團體的匯流，39因

為他們均企圖尋求靈魂出口的管道，認同於魯斯金文中的基本理念－強烈的社會

意識、尋求人類精神性的詮釋及企求視覺上的救贖。然而，在漢特及米雷的作品

中，魯斯金的理念影響極為深遠，而羅賽蒂則漸漸脫離對於外在現象的描摹，朝

向內心世界的探索與詮釋，40尋此脈絡推思，伯恩-瓊斯既以羅賽蒂為師，曾經以

外在自然景物為主題作描繪的藝術創作圖像，在離開牛津、前去倫敦效仿羅賽蒂

習藝之後已成絕響。   

第二節    羅賽蒂之徒－伯恩-瓊斯藝術風格的啟蒙 

羅賽蒂（圖 1-14）兼具藝術家與詩人兩種身份，同時在文學與藝術史上佔有

一席之地，終生極少出沒於展覽舞台、扮演公眾角色，然而生平境遇卻充滿迷人

                                                 
36 “…I am offending everybody with my ‘notion’ and way of going on in general wrecklessness in fact, 

yes I fear I have reached the summit of human audacity now, as to claim forebearance for thinking 
differently from the omnipotent many, and even of acting honestly by publishing my defection, I 
shall not grace my friends now by holding that highly respectable position of a clergyman－a sore 
point that, giving up so much respectability－going to be an artist too, probably poor and nameless 
and all because I can’t think like my betters and conform myself to their teaching and read my 
bible.” 引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16. 

37 “ Crom, we have seen nine Cathedral and let me see how many non-Cathedral churches; I must 
count them on my fingers; there, I think I have missed some but I have made out twenty-four, all 
splendid churches; some of them surpassing first-rate English Cathedrals.” 引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ibid., p. 17. 

38 伯恩-瓊斯立志成為畫家，而莫里斯則希冀成為建築師。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p. 
114-115. 

39 伯明罕團體是指伯恩-瓊斯、莫里斯以及 Richard Dixon, William Fulford, Charlie Faulkner以及
Cormell Price等人，多為伯恩-瓊斯於 King Edward’s Free School結識的好友。 

40 羅賽蒂自己也以為 “ a certain youthful Jones…one of the nicest young felloe in Dreamland. ” 引
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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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遐想空間。父親為流亡海外的義大利愛國者，為研究中世紀詩人但丁（Dante）

的學者。羅賽蒂本名為加百列‧夏勒‧但丁‧羅賽蒂（Gabriel Charles Dante 

Rossetti），而後更名為但丁‧加百列‧羅賽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乃有其意

義：但丁（Dante）代表的是中世紀詩人，加百列（Gabriel）為向聖母瑪麗亞報

喜的天使，羅賽蒂（Rossetti）則是祖姓，從其名字即可洞察羅賽蒂本人深植於

中世紀宗教文學的家庭涵養，於年僅 19歲即創作出成名詩作〈幸福的少女〉（The 

Blessed Damozel），個性極為浪漫熱情，豪放不羈。41羅賽蒂浪漫的個性使其盡

全力鼓勵任何有藝術潛質之人成為藝術家，42正是這種個人特質牽引著伯恩-瓊斯

使其確立投身藝術的志向，鼓勵他發展自我潛力，並應對自己的天賦充滿信心： 

他告訴我不要對自己的想法感到恐懼或羞恥，…無須迎合大眾，總而言

之以自己為主，不要害怕表現出自己（的風格），儘管表現我所最喜愛

的。43 

羅賽蒂不僅在觀念上鼓勵伯恩-瓊斯，更是他實際上繪畫創作的啟蒙老師。

然而鑑於羅賽蒂本身極厭惡過去皇家學院所傳授的創作方式，鄙夷遵循從古代作

品中發展出的制式習畫原則，認為創作的靈魂核心應是藝術家將自身投入想像的

國度，線條、用色以及其他繪圖技巧將隨之而精進，因而並不採用傳統學院臨摹

古作或描繪實物的傳授方式，認為這種訓練模式將會壓縮藝術家創造想像的空

間。是以羅賽蒂指導伯恩-瓊斯的方式，乃是讓其在身邊觀摩他如何進行繪畫創

作，伯恩-瓊斯曾回憶： 

        羅賽蒂曾習以鋼筆與墨水完美地呈現設計圖稿。我也曾嘗試，因為我

                                                 
41 Elizabeth Prettejohn, Rossetti and his Circle (London: Tate Gallery, 1997), pp. 8-9. 
42 也曾鼓勵莫里斯從事繪畫創作。 “Rossetti says I ought to paint. He says I shall be able; now as he 

is a very great man, and speaks with authority and not as the scribes, I must try…So I am going to 
try, …” 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25. 

43 “He taught me to have no fear or shame of my own ideas…to seek no popularity, to be altogether 
myself, …not to be afraid of myself, but to do thing I liked best.” David Cecil, op cit.,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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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他如何創作，像學生般的學習－雖然我不曾滿意這樣的作品。44  

…羅賽蒂…開始先以鉛筆粗略地描繪輪廓，然後再以洋紅色線條清楚

地作精緻描繪。但我從未完整地觀察他創作完一幅繪畫，而我也未能

以相同的方式成功地描繪。而隔三到四天後我們才又再次碰面。45      

    雖然羅賽蒂堅持以非正規的模式啟發伯恩-瓊斯，然而未經基礎訓練的伯恩-

瓊斯仍認為自己需要更多的磨練，因而在晚上參與甘地胥學校（Gandish School）

及凱利學校（Cary School）課程訓練，實際描繪模特兒以增進基本的繪圖技巧。

46在羅賽蒂及加強繪畫技巧訓練之下，伯恩-瓊斯的繪圖技法與風格明顯地有所改

變。早在 1854年伯恩-瓊斯於牛津求學期間，曾允諾阿契鮑爾．馬逵倫（Archibald 

Maclaren）為其著述《甜蜜之家》（Fairly Family）描繪插圖，比較前後插圖頁的

不同，將可梳理出伯恩-瓊斯於初試創作風格上的轉移變化：早期於牛津所繪製

的風格（圖 1-15），展現當代插畫家諸如李察‧朵爾（Richard Doyle）等人的描

繪風格（圖 1-16），包括以極為細緻的細節刻畫，層層交織的交叉細線以製造陰

影的錯覺，及刻意仿製木刻版畫的效果。畫面同時發揮伯恩-瓊斯自中世紀傳奇

小說中汲取的想像情節，呈顯驚濤駭浪的狂暴場景（圖 1-17）、英雄孤寂的身影

伴隨著日落等（圖 1-18），多以俯瞰的角度鋪陳構思畫面，人物在偌大的背景比

例之下顯得微渺而不足道，在視覺上形成一種離奇有趣的感受。稍後圖像風格加

入些許拉斐爾前派藝術的影響，該時恰是伯恩-瓊斯得以識見羅賽蒂、米雷與漢

特的作品之際，畫面引進如雕刻般的人物，線條亦顯簡化精鍊（圖 1-19）；最後

則彰顯羅賽蒂的單一影響力，包括密閉式的空間填滿及較為緊湊、訴諸心理層次

                                                 
44 “Rossetti used to design wonderfully in pen and ink. I used to do it because I saw him do it, as a 

pupil does－though I never satisfied myself in it.” 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 51. 
45 “Rossetti …began by drawing roughly in pencil and then went over it clearly and rather sharply in a 

colour called violet carmine. But I never saw him do any picture all the way through neither did I 
ever find I could do mine in the same way. The next time I came to him by appointment would be 3 
or 4 days afterwards.” 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p. 27-28. 

46 Christopher Wood, op cit., p. 20. 此外，伯恩-瓊斯也曾於 Kensington Life Academy學習繪畫。這
是倫敦唯一一所只要繳交學費便可獲准入學的藝術學校。Alison Smith, “ The Pre-Raphaelite 
nude” in Margaretta Frederick Watson ed., Collecting the Pre-Raphaelites: the Anglo-American 
enchantment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p. 78.但多屬短期非正統的學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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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省風格，人物在畫面上佔有極大份量並躍升成為導引故事情節的靈魂（圖

1-20，圖 1-21）。47 

因此，伯恩-瓊斯在前去倫敦以羅賽蒂為師邁入藝術家行列的初期，羅賽蒂

藝術的風格因子成為左右其藝術創作面貌的關鍵，而此更清楚地展露於其單一獨

立的圖像作品中：諸如《騎士的告別》（The Knight’s Farewell, 圖 1-22）、《上戰

場》（Going to the Battle, 圖 1-23）、《國王的女兒》（Kings’ Daughters, 圖 1-24）

以及《加拉罕爵士》（Sir Galahad, 圖 1-25）等作品，均以鋼筆沾墨水描繪於紙上，

呈現中世紀浪漫氛圍的題材，特別是畫面上各個物件間的緊密相挨，人物典型姿

態沿襲相同模式而變化不大，局部細節不因為距離遠近或體積大小與否，而予以

模糊簡化，前景與背景間的距離未經精確透視思量，因而在視覺感受上造成緊湊

的壓迫感，致使三度空間被壓縮而徒留二度平面感，這種特意刻劃、著重細節以

及填滿空間的中世紀主題作品，正呼應當時羅賽蒂於 1850年代的創作風格。 

比較 1858年間伯恩-瓊斯與羅賽蒂處理相同題材的作品：《上戰場》（Going to 

the Battle, 圖 1-23）與《戰爭之前》（Before the Battle, 圖 1-26），將能發現箇中

圖像傳承元素：羅賽蒂將畫面焦點集中於前景身著紅綠交織的服飾，幾乎佔據畫

面大半的女子，她正側身將旗幟固定於畫面左下方，身著湛藍色服裝騎士所持的

長矛上，主角女子身後尚未取下的標旗、架置的編織器具，以及背景橫排成列埋

首編織的女子們，暗示著旗幟上充滿冒險幻想成分的圖案紋樣，出自於女性巧手

的編織，代表著她們為即將出征的英勇男性騎士們所獻上的祝福，但由於主角女

子高高在上，觀者被迫以仰式的角度解讀畫面；伯恩-瓊斯則將觀者視線置於三

名為出征騎士送行的女子身後，以細密描繪的圍籬阻隔前景女子與中景成列執長

矛出征的騎士，遠處背景則是中世紀城堡的景致。 

                                                 
47 然或因伯恩-瓊斯窘於面對過去拙稚不成熟的作品，或因前後風格差異太大而無法統一，該書
於 1857年出版並未含括輔助內文所設計的插畫，僅留有伯恩-瓊斯為書本首頁及章節標題所做
的裝飾設計。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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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材的一致性，表現於兩者均蓄意刻畫女性於男性征戰之時的表現作

為，而圖像場景呼應於當時莫里斯所創作的詩，48更說明當時他們同樣對於中世

紀場景的嚮往與執迷，因而共享包括喬叟（Chaucer）、亞瑟王（Arthur King）傳

奇故事，及自身創作的詩文作品在內等相同的創作靈感。49雖然在媒材使用上，

羅賽蒂的色彩鮮明水彩作品不同於伯恩-瓊斯單色墨水創作，且伯恩-瓊斯將場景

轉移至戶外，在前景與後景之間加入成群執矛的騎士，企圖造成空間深度的幻

覺，較羅賽蒂所描繪的密閉式場景，讓視覺感官稍有緩和喘息的機會，然而兩人

僅以近大遠小的簡單原則暗示前後景之間的距離，重複利用主角人物、矗立長矛

等直立圖像，與背景的圍籬及城堡、張開的旗幟與編織器等橫向擴張的物象，在

畫面上作交錯縱橫的豐富層次，及伯恩-瓊斯畫面中央女子裙擺上的紋樣，與羅

賽蒂所繪製的旗幟圖樣表現類近的幻想紋樣效果等，在在呈顯伯恩-瓊斯確已濡

染羅賽蒂圖像處理模式。再者，細察伯恩-瓊斯的《聰明與愚魯的少女》（The Wise 

and Foolish Virgins, 圖 1-27）及羅賽蒂的《瑪麗．瑪達德蓮倚於賽門門邊的天堂

樂園》（Mary Madadelan at the Door of Simon the Paradise, 圖 1-28），亦不難察覺

兩者於呈現耶穌頭像時，特意以窗口將之框圍，耶穌頭像發散聖光，塑造出彷如

聖像的的相近模式，更明確地顯示羅賽蒂之於伯恩-瓊斯的影響力。 

若單就伯恩-瓊斯個人藝術風格的開展視之，其於呈現整體構圖及相關畫面

空間的處理亦有所成長，從人物幾近被禁錮於幽閉空間的《騎士的告別》（The 

Knight’s Farewell, 圖 1-22），過渡到以中景縮小的騎士拉出部分空間深度的《上

戰場》（Going to the Battle, 圖 1-23），乃至於前景與觀者具有自然景深的《聰明

與愚魯的少女》（The Wise and Foolish Virgins, 圖 1-27），足見伯恩-瓊斯企圖以不
                                                 
48 O, ruseet brown and scarlet bright,  

When the Sword went out to sea,  
My sisters wore; I wore bur white:  

Red, brown and white, are three;  
Three damozels; each had a knight,  

When the Sword went out to sea.  
引自 Elizabeth Prettejohn,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London: Tate Gallery, 2000), p. 105. 

49 1857年在羅賽蒂的奔走組織之下，邀集莫里斯、伯恩-瓊斯等藝術家共同繪製牛津協會（Oxford 
Union）的壁畫，即從亞瑟王故事中擷取片段描繪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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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畫面構圖作嘗試，審思著墨於空間深度的呈現，雖然缺乏空間深度的二度平

面感仍為其後藝術風格特質之一，然而此乃伯恩-瓊斯有所思索、經過選擇而刻

意凸顯的效果。此類以鋼筆沾墨完成的小型作品充分展現伯恩-瓊斯的學習能

力，誠如美國作家諾頓（Charles Eliot Norton, 1827-1908）所言： 

（這些作品）表現極端拉斐爾前派藝術的風格，極為講究過度、無窮盡

的細節。50 

羅賽蒂對於早期伯恩-瓊斯以鋼筆墨水表現的作品，亦大力讚揚： 

在完成度與想像的細節上極為精妙，也許除了亞伯特．杜勒最好的作

品之外，無可比擬。51 

    兩人同時著重伯恩-瓊斯作品中關於細節的描繪與刻畫，羅賽蒂更進而將

其畫面效果與德國文藝復興大師杜勒（A. Dürer）的作品相媲美，點出伯恩-瓊

斯過去對於杜勒版畫作品的洞察，歷經數年沈潛呈現於藝術作品的圖像風格

上。這種德國版畫風格的影響尤以伯恩-瓊斯所描繪的《加拉罕》（Sir Galahad, 

圖 1-25）最為鮮明，馬匹略帶憂鬱的神情、騎士執矛跨坐的姿態及其執持作戰

武器的構圖，與杜勒作品《騎士、死亡與魔鬼》（Knight, Death and the Devil, 圖

1-6）中的騎士如出一轍。畫面主角為身著中世紀全副盔甲的加拉罕騎士，其

手執長矛跨坐馬上，神情似若有所思，沈思於自我世界中，加拉罕身上盔甲的

精細描繪似乎已超越僅為物件的象徵，而帶有表現騎士剛毅勇敢的精神象徵意

義。伯恩-瓊斯再次運用圍籬作為前景與背景間的區隔，然而密佈空間的背景

男女及密密交織的叢林枝葉，致使畫面略顯過於平面化的壓縮感，隱然透露羅

賽蒂風格的因子。這種平面化緊湊細密的風格約從 1857年持續約至 1859年，

                                                 
50 “in the extreme Pre-Raphaelite manner, exquisitely over-elaborated [ and ] of infinite detail.”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Pre-Raphaelite apprenticeship” in Edward Burne-Jones 
Victorian Artist-Dreamer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8), p. 51. 

51 “…marvels in finish and imaginative detail, unequalled by anything except perhaps Albert Dürer’s 
finest work…” 引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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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伯恩-瓊斯學習模仿羅賽蒂藝術創作的初試啼聲，在主題選擇及描繪風

格上承襲拉斐爾前派所秉持的刻畫精細的寫實、歸返文藝復興盛期之前的中世

紀精神，亦參酌自以往對文學作品的想像認知。然而，或因伯恩-瓊斯未曾接

受過基礎美術技法訓練，因而描寫能力顯得較為生硬青澀，畫面構圖安排不盡

理想，人物之間互動甚少，藝術風格仍處於摸索嘗試的不確定時期。 

    藉由羅賽蒂為學習的對象與榜樣，伯恩-瓊斯的藝術視野亦隨之擴展，結

識眾多藝壇中人，包括拉斐爾兄弟會的藝術家米雷、漢特與布朗（F. M. Brown）

等人，也因而有著更多與其他藝術家交流學習的機會，伯恩-瓊斯的藝術開始

在單純承繼拉斐爾前派古樸風格之中，注入更多樣不同的藝術元素。伯恩-瓊

斯於 1859 年因身體狀況欠佳，前往當代倫敦藝文家、藝術家將常往來聚會的

小荷蘭屋（Little Holland House）修養，52結識平瑟（Pinsep）家族長期贊助的

藝術家喬治‧弗瑞德里克‧華茲（George Frederic Watts），得以與之交流切磋

繪畫風格，羅賽蒂曾對伯恩-瓊斯如此描述華茲： 

瓊斯，你必須認識這些人；他們都是些出色的人們，你將會認識一名

畫家，他創作有關神與創造的題材，作品中具有一種令人昏炫的力

量。53 

    因此，若以亦師亦友形容羅賽蒂與伯恩-瓊斯的師徒關係，那麼藝術家華茲

便在伯恩-瓊斯藝術風格的發展中，扮演另名繪畫導師的角色。儘管華茲沒有真

正指導過伯恩-瓊斯，而是鼓勵其以較客觀的方式研究古代希臘雕刻，但對他仍

有極大的影響，使伯恩-瓊斯漸漸褪去拙稚的中古風格，朝向較為古典優雅的藝

術方向。華茲的基本理念為：  

                                                 
52主人為平瑟太太（Mrs. Pinsep），為藝文愛好者，Tennyson, George Howard, Thackeray, Tom Hughes
等人均經常到此聚會交談。Christopher Wood, Burne-Jones: The life and works of Sir 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 (London: Phoenix Illustrated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1998), p. 28.  

53 “You must know these people, Ned; they are remarkable people; you will see a painter there, he 
paints a queer sort of picture about God and Creation. “Christopher Wood, ibid.,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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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譴責所有的…形式主義，除了自然實物之外，沒有任何值得特別研

究（艾爾金的大理石浮雕像除外）。54 

此外，華茲的學生曾提及其藝術理念與教學方式： 

我現在正經驗華茲所稱之的素描訓練，也就是一開始就應該或已經做過

的。…我現在正在描繪一條披散在地上適宜練習創作的毛巾，華茲吩咐

我盡可能地描繪，盡所能地創造優美的線條，即使是那些陰影，只為能

使我研究並描摹我所能見到的所有物體。他說首要目的便是要能獲得描

繪任何物體的能力，不管是以黑色或白色的線條呈現，這是最快最容易

獲得這種能力的方式。…他建議我仔細果決地描繪許多物體的輪廓，但

不要塗改它；避免毫無區分地從任何古代作品描摹作品，因為他說這樣

會破壞對於形式的品味。55 

華茲強調觀察自然、重視素描根基的看法，顯然近於傳統學院的基礎描繪練

習，這種迥異於羅賽蒂自由放任的傳授模式，給予伯恩-瓊斯極大的震撼衝擊，

完全沒有經歷紮實培訓的伯恩-瓊斯曾經回憶：「是華茲強迫我嘗試，進而使我進

步。」56意識到自我基礎功夫與藝術學養的不足，伯恩-瓊斯於 1859 年首次拜訪

義大利北部，遍訪比薩（Pisa）, 佛羅倫斯（Florence）及威尼斯（Venice）等地，

                                                 
54 “…utterly condemns all…mannerisms, and says that nothing ought to be studied (the Elgin marbles 

excepted) but nature.” 引自 John Christian “‘A Serious Talk ‘: Ruskin’s Place in Burne-Jones’s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Leslie Parris ed. Pre-Raphaelite Papers (London: Tate Gallery, 1984), p. 
198.艾爾金的大理石浮雕像（Elgin marbles）所指乃艾爾金)自雅典帕德嫩神廟的殘骸中收藏的
大理石浮雕，存於大英博物館。引自 John Christian “‘A Serious Talk ‘: Ruskin’s Place in 
Burne-Jones’s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Leslie Parris ed. Pre-Raphaelite Papers (London: Tate 
Gallery, 1984), p. 198. 

55 “I am undergoing what Watts terms the discipline of drawing, which I ought and should have done at 
first starting, … I am at work upon a towel scattered in a picturesque way upon the floor, and which 
Watts has enjoined to draw with as hard as I can get, and shade with the finest lines possible, in order 
to study and imitate every thing I see upon it, and even to the blacks. He says the first object is to 
acquire power and facility in representing any object whatsoever upon paper in black and white, and 
this is the greatest and quickest way of arriving at that facility… He recommends me to draw lots of 
outlines as well carefully and decidedly, and without rubbing out; but to avoid drawing even from 
the antiques indiscriminately, as he says it is sure way of spoiling one’s taste for form.” 引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41-42. 

56 It was Watts who compelled me to try and draw better. Christopher Wood, op cit.,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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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摹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 1444-1510）、吉爾蘭達尤（Domenico Ghirlandaio, 

1448/49-1494）、曼帖那（Andrea Mantegna, 1430/31-1506）、卡帕其歐（Vittore 

Carpaccio, 1460/66-1525/26）、西諾雷利（Luca Signorelli, 1450-1523）與歐卡納

（Orcagna, active 1343-1368）等人的作品，為其藝術風格開展奠下基石。 

《西多尼雅》（Sidonia von Bork, 圖 1-29）以及《克拉蘿》（Clara von Bork, 

圖 1-30）為伯恩-瓊斯於 1860年嘗試以水彩創作的成果，呈顯藝術風格漸趨精

緻的蛻變軌跡。兩幅作品可謂成組之聯作，畫作題材的靈感得自於德國的小說

《西多尼亞女巫》（Sidonia von Bork: Die Klosterhexe），全書主軸圍繞在出生於

波美拉尼亞（Pomeranian）貴族世家中的女子－西多尼雅（Sidonia），因女巫

之罪名，在 1620 年於其八十歲高齡被處以火焚燒的極刑。西多尼雅是位具有

令人無法抗拒其魅力的美麗女子，致使見過她容貌的人都會愛上她，但她亦是

位擁有邪惡思想而無法自拔的女子，一生從事著駭人的勾當，意圖對波美拉尼

亞（Pomeranian）的掌權家族施行妖術與咒語，最後目的在於使其滅亡。57畫

面上的西多尼雅是她年僅二十歲的模樣，她背對觀者，半側臉龐的表情似心懷

鬼胎，正在思量如何算計謀害沃嘉思特女爵（Duchess of Wolgast），背景右上

角縮小的身影即為沃嘉思特女爵，正緩緩地向前景走來。另幅畫作《克拉蘿》

（圖 1-30）描繪女子克拉蘿（Clara von Dewitz），她下嫁西多尼雅堂兄，扮演

著總是在西多尼雅急難之時伸出援手的善良角色。58伯恩-瓊斯畫筆下的克拉

蘿，一臉寬容憐憫的神情，胸前懷抱著象徵純潔的鴿子，穿著橙黃色服飾以四

分之三的側姿迎向觀者，前景右下角覬覦獵物的黑貓與西多尼雅同屬邪惡一

派，環抱著幼鴿的克拉蘿則代表著良善，恰與貪心黑貓所影射的西多利雅形成

善惡正邪的對比。再者，對照兩幅作品中的女子服著樣式，西多利雅繁複的頭

                                                 
57 原著於 1847年出版，作者為 Johann Wilhelm Meinhold, 1849年該作由 Lady Wilde（Oscar Wilde
之母）翻譯為英文 Sidonia the Sorceress. 參見 John Christian, “ Early Paintings 1860-1864,” in 
Burne-Jones: The Paintings, Graphic, and Decorative Work of Sir Edward Burne-Jones, 1833-1898 
(London: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ish, 1975), pp. 25-26. 

58 John Christian, op. cit., 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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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以及身上白底映襯著糾結令人眼花撩亂的黑絲帶，不同於克拉蘿或沃嘉思特

女爵身上簡潔典雅的中世紀服飾，顯見伯恩-瓊斯企圖在西多利雅的衣著樣式

傳達某種訊息。 

考證相關文獻，西多尼雅穿著的鮮明服飾正相應於原書中詳盡的描述：「多

年之後，除了美麗的容顏依舊之外，…她讓自己身著喪服－白色衣裳挾帶著黑

色絲帶。」59而西多利雅畫像的局部細節，包括金黃色的髮網罩在她金色的髮

絲上，手上握持著棕色皮革的龐帕多（Pomdadour）髮飾等，暗示著西多尼雅

正值青春貌美的顛峰時期，此乃依循十六世紀德國藝術家克拉那赫（Lucas 

Cranach, 1472-1553）之門徒所繪製的圖像傳統。回溯伯恩-瓊斯早年鋼筆墨水

創作，即已呈顯部分杜勒式的圖像風格，而此再度印證德國的古代蝕刻版畫與

傳奇小說對於伯恩-瓊斯的影響。此外，根據伯恩-瓊斯的追隨者愛德華．克理

弗（Edward Clifford）表示，這幅作品的構圖及服飾構思受惠於漢普敦宮

（Hampton Court）的繪畫《依莎貝拉女爵》（Isabella d’Este, 圖 1-31）。60該作

由朱利歐‧羅瑪諾（Giulio Romano, 1503-1540）所繪製，將之比對於伯恩-瓊

斯的《西多尼雅》（圖 1-29），兩者在人物的服飾特徵有著相同繁複處理，不僅

右上角背景人物離去的姿態相仿，在主角人物神情傳遞的圖像意涵上，同樣帶

著陰險神秘的不祥預兆。61羅賽蒂本身雖然沒有描繪過《西多尼亞女巫》書中

的場景，亦留有類似題材的創作《路可西亞‧巴基雅》（Lucretia Borgia, 圖

1-32），畫面中的巴基雅（Borgia）似乎在餵食其夫致命毒藥後清洗她的雙手，

她雖然與伯恩-瓊斯作品中的西多尼雅身形樣態不盡相同，然而瞟向遠處的眼

神、圖謀不軌的心緒神態溢於言表，與西多尼雅如初一轍。再者，兩者於畫面

構圖上均以人物全身像為重，同樣以主角身後開敞的門暗示深遠空間，並在主

                                                 
59 “ in the prime of mature beauty, …a gold net drawn over her almost golden yellow hair,…a 

pompadour of brown leather.”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68. 
60 John Christian, “ Early Paintings 1860-1864,” in Burne-Jones: The Paintings, Graphic, and 

Decorative Work of Sir Edward Burne-Jones, 1833-1898, op cit., p. 26. 
61 Johann Wilhelm Meinhold, Sidonia the Sorceres, translated by Lady Wilde, 3d ed. (London, 1926), 

pp. vi-vii. 轉引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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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詮釋著相同的概念：迷人而具有神奇魔力的女性，她們致命的力量則來自

其美麗魅人的容顏。62因此，透過《西多尼雅》一作圖像風格的分析，即可察

覺伯恩-瓊斯善於吸納各方資源，廣於汲取不同創作表現方式，並加上其對文

本的詮釋揉合組成自身作品，而不再限於全盤接收羅賽蒂單一來源的處理模

式，然不變的是，兩者仍共享題材的一致性。 

此外，相較於 1850年代末期的作品，伯恩-瓊斯在營造故事氛圍及創造畫

面空間景深的整體效果亦有所精進。置於畫面中央的主角人物成為仔細描繪的

焦點所在，在簡化背景細部及製造空間深度的構圖巧思營造之下，故事場景所

在的封閉空間，顯得具有讓畫中人物自由走動的閒餘，不若之前繪製的《騎士

的告別》（圖 1-22）給人沈重的視覺壓迫感。再者，基於伯恩-瓊斯描寫能力的

增長，刻意描摹加強故事人物的神貌表情，致使觀者得以隨著伯恩-瓊斯所設

計的畫面線索進入藝術家所意欲訴說的情節，傳達過去讓視覺焦點模糊化、整

體空間滿佈物像的單色鋼筆墨水作品所無法的畫面張力。 

1861年的水彩作品《幸福的少女》（The Blessed Damozel, 圖 1-33）在畫

面構圖上，更明顯較 1850年代末期的創作精簡許多。該作構思於 1856年間，

據羅賽蒂的創作詩為畫面靈感來源，63過去充塞畫面的眾多圖像而今被剪裁為

錯落有致、主從分明的簡明佳作：主角人物據畫面左方，側身倚著欄杆，少女

手持冠戴似乎在低頭凝望水中的自我，身後則是一片生機盎然的花叢，雖然作

品仍舊帶有些許拙稚的中古氣息，然而主角人物置於中央，適時裁減前景與背

景中屬於配角的襯托物象，較早期單色墨水創作更顯精緻優雅。作為背景的矮

灌木叢及與主角少女相呼應的鬱鬱青樹，已擺脫過去單一制式化的典型，展現

                                                 
62 以羅賽蒂為首包括伯恩-瓊斯在內的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將美麗的女子將之為「絕世佳人」
（stunner）。 
63 The blessed damozel learned out 

From the gold bar of Heaven; 
Her eyes were deeper than the depth 
Of waters stilled at even  
引自 John Christian, “ Early Paintings 1860-1864,” in Burne-Jones: The Paintings, Graphic, and 
Decorative Work of Sir Edward Burne-Jones, 1833-1898, op cit.,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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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接近自然樣貌的真實呈現；女子裙襬下方複雜起伏的衣摺描摹不同於以往的

簡化形式，暗示著人物體積重量感，顯示伯恩-瓊斯逐漸熟稔描寫物件的技巧。

畫面色彩繽紛炫麗，大片鮮綠恰與主角少女的耀眼金黃形成視覺互補而相互輝

映，足見伯恩-瓊斯對於色彩運用的天賦與想像力，而這種鮮豔色彩的呈現方

式，早於前述的《西多利雅》（圖 1-29）及《克拉蘿》（圖 1-30）圖像表現中已

隱然說明。 

伯恩-瓊斯初到倫敦的 1850年代末，曾至國家藝廊觀摩揚．范．艾克（Jan 

Van Eyck, 1395-1441）的作品《艾諾芙尼的婚禮》（The Arnolfini Wedding, 圖

1-34），作品中鮮綠、橙黃等鮮亮色系的渲染似展現學習范．艾克色調的部分

成果，而這種對范．艾克作品的熟悉度，再度顯露於同年所繪製的水彩作品《美

麗的蘿薩瑪與伊莉娜皇后》（Fair Rosamond and Queen Eleanor, 圖 1-35）。64該

作畫面背景造型特殊的圓鏡，乃借用范．艾克同一作品的物像元素，鏡中所有

影像均反射伊莉娜皇后（Queen Eleanor）的頭像，以強化她意欲戕害蘿薩瑪

（Rosamond）的關鍵剎那，達到闡釋畫面悲劇性效果的張力。特別的是，這些

作品雖以水彩為媒材，然在視覺效果上卻不同於傳統水彩作品呈現的透明流動

感，反而刻意製造如油畫色調般的渾重濃厚，展現鮮綠、橙黃、艷紅等鮮明不

多見的色調。這種刻意使用不透明水彩，及添加樹膠、金粉等的複合媒材運用

方法，仍出自羅賽蒂之創舉與傳授。曾任兩人助手的夏勒‧費爾法斯‧莫瑞

（Charles Fairfax Murray）曾注意到羅賽蒂以及伯恩-瓊斯早期作品的相似性，

發覺他們都在水彩創作過程，作刮擦表面的動作： 

在早期，愛德華．伯恩-瓊斯在早期水彩作品之中經常運用大量的牛

膽汁，一種他從羅賽蒂那邊學得的方式，而羅賽蒂可能還在大量的使

用，但關於這點他則加以否認…我擁有一幅早期作品《愛蓮娜與優雅

                                                 
64 故事敘述亨利二世（Henry II）的情婦蘿薩瑪（Rosamond）被他充滿妒意的妻子伊莉娜皇后
（Queen Eleanor）所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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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羅塞瑪》仍停留在最初繪製階段－它同時以鉛筆及洋紅色筆描繪，

筆尖被特意製成刷筆般的形狀。然後以這組工具繪製畫面，特意製造

以兩種媒材描繪的效果。65 

         以鉛筆刮擦表面的技巧與動作，已然跳脫線條單純勾勒描繪外在輪廓的基

本之用，進而注意到畫面肌理層次的處理問題，這種考慮畫面空間層次的進一

步思索，恰與伯恩-瓊斯在嘗試不同創作媒材的時間點一致，易即伯恩-瓊斯在畫

面空間與整體層次全盤考量的開展，不僅來自觀摩學習其他藝術家的創作練

習，由羅賽蒂身上所學得的媒材技法亦為箇中因素。伯恩-瓊斯嘗試藝術風格探

索的初期，羅賽蒂為其繪畫創作起步的啟蒙者，縱使伯恩-瓊斯經過多元藝術風

格洗禮，在單一接收羅賽蒂圖像元素處理模式之外，注入其他因子以粹煉原有

拙稚的不成熟風格，模塑出個人特有語彙，然早年由羅賽蒂得來於創作媒材技

法、圖像元素、創作靈感來源與繪畫觀念等所深植的根基，諸如中世紀的故事

場景、當代詩文創作題材、平面裝飾化的構圖、以人為主的創作主軸等，仍持

續出現在其往後藝術創作之中。 

第三節   自中古邁向古典－伯恩-瓊斯藝術風格的精鍊 

    羅賽蒂是伯恩-瓊斯藝術生涯學習效仿的啟蒙者，然而結識越來越多的藝術

家，以及參與莫里斯等人創立的設計公司，66讓伯恩-瓊斯不再繼續以羅賽蒂之徒

的身份自居，並向外吸納廣泛而多樣化的藝術風格面貌。參與設計公司不僅讓伯

恩-瓊斯有著較穩定的經濟收入，以支持其繼續從事純藝術創作，並滿足其應用

不同媒材發揮豐富的創作想像力，更由於設計公司涉及商業營利，需於短時間之

                                                 
65 “ Edward Burne-Jones in his early watercolours used considerable quantities of ox-gall, a practice he 

learnt from Rossetti who used it in still large quantities probably, but this he denied…I have an early 
picture of Eleanor and Fair Rosamund arrested as the first stage－it is drawn in with the pen with 
violent carmine, the heads being treated much like the brush. Then scraping set in until the whole of 
the surface of the paper was more or less destroyed for the purpose of painting two.” 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 op. cit., p. 28. 

66 設立於 1861年，名為Morris, Marshall, Faulkner and Company。業務範圍涵蓋壁畫、色玻璃設
計、金屬裝飾珠寶設計、家具裝潢、織毯畫、磁磚等相關於建築物內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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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密集多產地將創意理念轉化為藝術圖像，促使伯恩-瓊斯在往後藝術創作之中

沿襲著同時進行數張作品的繪製創作，並造就其藝術成品極為多產的模式。此

外，參與設計公司為教堂委託而設計繪製的色玻璃宗教圖像，或應居家環境之需

而設計的織毯、壁磚作品，更反覆地以相同主題、相似雷同的構圖但不同素材的

創作，出現於伯恩-瓊斯的純藝術創作之中，顯示伯恩-瓊斯於應用藝術所習得的

設計風格與繪圖經驗，不因媒材或使用目的之不一，而與純藝術創作有所分野，

兩者關係為相輔相成、相互為用，甚而其純藝術創作的圖像主題多存有應用藝術

設計圖稿的先例。 

於當代頗具影響力的藝評家魯斯金，在伯恩-瓊斯藝術發展邁入不同階段的

演變中，扮演關鍵性的主導人物。魯斯金認為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的作品乃是植基

於對自然現象十分瞭解的前提下，透過想像力的創造喚起崇高的景象，恰與其個

人的藝術理念一致，因而大力拔擢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希冀指引或提昇他們的藝

術理念，伯恩-瓊斯的出現讓魯斯金能夠發揮其藝術理念並經之付諸風格實踐；

而尚未擁有個人藝術風格並缺乏完整基礎訓練的伯恩-瓊斯，早年不僅熟稔魯斯

金的藝術理論著作，對於已在藝壇建立一席之地的大師魯斯金，更有著熱情崇拜

的心態，67因此兩人間初期的交往關係與互動模式可謂一拍即合、極為融洽。 

伯恩-瓊斯與魯斯金結識於1856年間，自此後魯斯金便對屬於藝壇後輩的伯

恩-瓊斯讚譽有加，經常將其藝術創作展示予其他人觀賞，稱許其作品有著「無

可限量的地位」，並熱情地讚揚暱稱伯恩-瓊斯為「偉大的瓊斯」。68然而他對於伯

恩-瓊斯承襲羅賽蒂的中古主義風格頗不以為然，在回信給華茲（G. F. Watts）時，

更明確地表態：     

                                                 
67 “ Just come back from being with our hero for four hours－so happy we’ve been: he is so kind to us, 

calls us his dear boys and makes us feel like such old old friends. To -night he comes down to our 
rooms to carry off my drawing and shew it to lots of people; to-morrow night he comes again, and 
every Thursday night the same－isn’t that like a dream？think of knowing Ruskin like an equal and 
being called his dear boys. Oh! he is so good and kind－better than his books, which are the best 
books in the world.”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1, p. 147.  

68 “…in unqualified terms”, “…Gigantic Jones”. 引自 John Christian, ibid.,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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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興收到你的信，並且在這件事的觀感上與你相同－並甚至比你

指責我的更應受到責備，因為我對於這大量要命的中古主義有些解釋－

並不是真的因為透視的原則－而是基於其呈現出與古典優雅、寧靜相對

的僵硬、離奇怪異與強烈對比。…對於羅賽蒂之黨所形成的所有歌德式

風格感到失望不滿，我現在只想追隨保羅．維諾內斯…。最糟的是這些

追隨者的所有樂趣便是直接沈浸於其作品之中，無法使之稍憩片刻，或

者抗拒這種幻想；好似它輕敲其靈魂之鐘，他們便一路狂鳴，亦不在乎

正確的時間。69 

羅賽蒂的追隨者們，其藝術風格發展過於依賴羅賽蒂，而需要多些的古

典精緻與優雅。70 

魯斯金不僅諷刺以羅賽蒂為首的中世紀風格，認為羅賽蒂將自身所倡議的講

求真實感的原則扭曲，並明確指出這些風格之所以令人厭惡，乃是因其不同於古

典的優雅與寧靜，顯然在魯斯金的心中自有衡量品評藝術風格的定見。他雖倡議

真理（truth）需藉由徹底瞭解觀察客觀真實（reality），71同時將想像力置於至高

無上的地位，72然而羅賽蒂以及伯恩-瓊斯等人作品中過份講究精緻的細節、耽溺

於想像的中世紀傳奇故事，73卻讓他覺得太過而無法接受。魯斯金提倡哥德式的

                                                 
69 “I’m very glad to have your letter entirely feeling with you in this matter－and even more culpable 

than you charge me with being; for I am answerable for a good deal of this fatal mediaevalism in the 
beginning of it－not indeed for the principle of retrogression－but for the stiffness and quaintness 
and intensity as opposed to classical grace and tranquility…sickened of all Gothtic by Rossetti’s 
clique, all the more that I’ve been having a great go with Paul Veronese…The worst of it is that all 
the fun of these fellows goes straight into their works, one can’t get them to be quiet at it, or resist a 
fancy; if it strikes them ever so little a stroke on the bells of their soul, away they go to jingle, jingle 
without every caring what o’clock it is.” 引自 John Christian, “‘A Serious Talk ’: Ruskin’s Place in 
Burne-Jones’s Artistic Development,” op. cit., p. 190. 

70 “stiffness and quaintness and intensity of Rossetti’s followers, and thought that they needed more 
classical graceful and tranquility.” Christopher Wood, op. cit., p. 28.  

71 “…should go to Nature in all singleness of heart, …rejecting nothing, selecting nothing, and scoring 
nothing; believing all things to be right and good, and rejoicing always in the truth. Then, when their 
memories are stored, and their imaginations fed, and their hands firm, let them take up the scarlet 
and the gold, give the reins to their fancy, and show us what their heads are made of.” John Ruskin, 
Modern Painters, David Barrie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7), pp. 178-179. 

72 “…the suggestion, by the imagination, of noble ground for the noble emotions.” John Christian, “‘A 
Serious Talk ‘: Ruskin’s Place in Burne-Jones’s Artistic Development,” op. cit., p. 188. 

73 曾對莫里斯採用中世紀細密畫中的花鳥與動物做為壁畫主題，認為其「聰明但不正確」（cl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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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強調象徵意涵的重要性，熱愛但丁（Dante）以及喬托（Giotto），不僅為

拉斐爾前派藝術發展提供思考路線方針，更讓這些藝術家觀賞得以中世紀細密畫

的手抄本及杜勒（A. Dürer）的版畫，74但魯斯金企求藝術家們效仿的是喬托與

杜勒作品中隱含的神秘寓意，而非注重細節、緊湊及太過強調細節的描繪。因此，

魯斯金希冀伯恩-瓊斯的作品能夠更為古典精緻，以符合其所認可的「沈著寧靜」

（repose）： 

沈著寧靜：它是神聖創作永恆的榜樣，…沒有一件偉大的藝術能夠沒有

它，而所有的藝術之所以偉大都是因為有它存在吧？…任何一種藝術，

其呈顯的結果只能依賴這種標準分類，任何沾染到邪惡的事物、混亂迷

惑、色彩過份刺目搶眼、缺乏見解或見解的不一致，不自然的表現，劣

等題材的選擇、過份裝飾以及細節過度的抽離等，在它面前將會自暴其

短。75 

魯斯金文中所提及的 「沈著寧靜」（repose）同義於「古典的精緻與優雅」

（classical grace and tranquility），而這種繪畫的理想典範存在於古代希臘雕刻，

及其所認可的繼承古代傳統的藝術家喬托、歐卡納（Orcagna）、提香（Titian, 

1485/90-1576）以及丁托雷多（Jacopo Tintoretto, 1518-1594）等藝術家。此外，

魯斯金亦秉持「人文精神的信念」（a religion of Humanity）認為：「…人類的作

品必須誠實而透底地被完成，因為我們是人－不管我們曾經希望成為天使或曾為

                                                                                                                                            
but not right）。John Christian, “‘A Serious Talk ‘: Ruskin’s Place in Burne-Jones’s Artistic 
Development,” op. cit., p. 191. 曾抱怨伯恩-瓊斯總是想要製造但丁式的幻想，而這令他覺得十
分厭煩。 “Jones is always doing things which need one to get into Danteque visionaries before one 
can see them…it tires me so.”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82. 

74 呼應前述所提及 “for I am answerable for a good deal of this fatal mediaevalism in the beginning 
of it,”，再者，其所參與的亞倫托協會（Arundel Society）於引進中世紀細密畫作品及杜勒版畫
作品頗具貢獻，其本身亦收藏不少此類作品。 

75 “Repose: the Type of Divine Permanence, … no work of art can be great without it, and …all art is 
great in proportion to the appearance of it？…There is no art …whatsoever, but its results may be 
classed by this test alone, everything of evil is betrayed…by it and confusion, and glare of colour, 
inconsistency or absence of thought, forced expression, evil choice of subject,…pretence, over 
decoration, over division of part.” John Ruskin, op. cit. , pp.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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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魔，實際上並無關係。」76這種信念反映於其藝術價值觀上，主張藝術應該

表達「一種好的、結實及自我節制、成熟的動態」，77尤以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威

尼斯作品中最能彰顯此類特質，而此信念更使其轉而認為早期法蘭契斯卡

（Francesca）、安其利卡（Angelico）以及所有純粹主義者的作品雖然美麗，但

缺乏人類力量，因而全成為軟弱不足的創作。78 

循著伯恩-瓊斯圖像風格的發展脈絡，即可察知魯斯金藝術理念實踐於伯恩-

瓊斯藝術風格中的比重。伯恩-瓊斯於 1859年首度拜訪義大利，魯斯金的影響力

已無所不在，正如與其結伴共遊的斐‧平瑟（Val Pinsep, 1831-1892）所回憶： 

魯斯金似乎跟著我們一起，我們尋找每個被他所稱許的飛簷、設計或

是歷史遺址。我們向丁托雷多致敬並解嘲山索維諾。79 

伯恩-瓊斯臨摹的對象均為魯斯金所倡議的理想藝術典型，例如其在比薩

（Pisa）從歐卡納（Orcagna）壁畫作品《最後審判》（The Last Judgment）圖像

中擷取的一群嚇壞婦女素描（圖 1-36），乃為魯斯金於《愛丁堡演說》（Edinburgh 

Lectures）中闡釋拉斐爾前派主義理念的輔佐例證，並在其題為〈虛偽的宗教典

型〉（False Religion Ideal）的內文中重複出現；魯斯金進而將歐卡納壁畫作品中

的其他圖像如《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解讀為能詳實瞭解真實後

賦予充沛想像力的代表例作，且於〈奇特的理想主義〉（Grotesque Idealism）內

文中，將此圖像列為最具寓意的作品之一。此外，在著作《威尼斯的基石》（The 

Stones of Venice）中，魯斯金形容歐卡納是位能夠品味「希臘藝術較精緻的特質，

也能立即瞭解提修斯（Theseus）」的藝術家。80顯然，由歐卡納於比薩所繪製壁

                                                 
76 “…human work must be done honourably and thoroughly, because we are now Men;－whether we 

ever expect to be angles ,or ever were slugs, being practically no matter.” John Christian, “‘A Serious 
Talk ‘: Ruskin’s Place in Burne-Jones’s Artistic Development,” op. cit., p. 192. 

77 “a good, stout, self-commanding, magnificent Animality.” John Christian, ibid., p. 192. 
78 “Francia and Angelico, and all the purists, however beautiful, …, poor weak creatures.” John 

Christian, ibid., p. 192 
79 “Ruskin in hand, we sought out every cornice, design, or monument praised by him. We bowed 

before Tintoret and scoffed at Sansovi.” John Christian, ibid., p. 198. 
80 “taste the finer characters of Greek art,…understood the Theseus instant.”提修斯（Theseus）是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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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經常於魯斯金的著作中出現，並深植伯恩-瓊斯的記憶之中，使其雖遠在義大

利的異地仍謹記不忘。另外，伯恩-瓊斯壁畫作品《德葛凡騎士婚禮行進之列》（The 

Wedding  Procession of Sir Degrevaunt, 圖 1-37）中騎士婚禮舉行的構圖排列顯

然依據喬托於帕度亞（Padua）的壁畫作品《聖母回返家中》（The Virgin Returns to 

Her Home, 圖 1-38）所繪製，雖無伯恩-瓊斯直接仿製喬托作品的證據，然確有

亞倫托協會（Arundel Society）於 1853年所出版的木刻版畫可供參考，而該圖像

註解由魯斯金執筆： 

在所有構圖之中，它以該時最具特色的方式製作… 這種簡明與沈著寧

靜的特質是十四世紀所特有的。為期使能公平地評斷它，它應該先與具

有古典構圖的作品相比，－例如，艾爾金的大理石浮雕像的某部分－兩

者將立刻呈顯不可思議的肅靜、高貴，及行舉動作的緩慢，這種效果主

要產生自其最終線條特別簡約之故。81 

從魯斯金文字表述，不難覺察喬托作品正符合其所期許的古典式優雅之理想

典型，而這圖像亦再度為伯恩-瓊斯所擷取仿效。1862 年伯恩-瓊斯應魯斯金之

邀，同赴歐陸遊歷，停留於法國羅浮宮後轉赴義大利北部，此行對於伯恩-瓊斯

而言，其目的不僅只為觀摩藝術作品，更在於符合魯斯金臨摹藝術作品的要求。

因而該年伯恩-瓊斯所描摹的圖像，多為魯斯金認定即將毀損而須加以臨摹保存

之作，魯斯金並希冀伯恩-瓊斯能從中吸收獲取繪畫理想典型之範例，已精進藝

術創作的修養能力，故魯斯金之於伯恩-瓊斯既是贊助者且又身兼指導的雙重身

份。伯恩-瓊斯於法國觀賞修士安其利卡（Fra Angelico, 1395/1400-1455）的作品

                                                                                                                                            
神話中的雅典王子，打敗克里特島的怪物米諾陶魯斯(Minotauros)，進而拯救自己國家的人民。 
John Christian, “‘A Serious Talk ‘: Ruskin’s Place in Burne-Jones’s Artistic Development,” op. cit., 
pp. 198-199. 

81 “Of all the composition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noble time in which it was done, …the 
simplicity and repose which were peculiar to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In 
order to judge of it fairly, it ought first to be compared with any classical composition－with a 
portion, for instance, of the Elgin frieze－which would instantly make manifest in it a strange 
seriousness and dignity and slowness of motion, resulting chiefly from the excessive simplicity of all 
its terminal lines.”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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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的加冕》（Coronation of the Virgin, 圖 1-39）與威尼斯藝術家作品《田園

交響曲》（Concert Compêtre, 圖 1-40）；在米蘭參訪大教堂及聖．安布里鳩（San 

Ambrogio）的圖像創作等。82該年臨摹的作品較先前 1859 年自行描摹的習作完

成度更高且尺寸較大，而大部分仿作以威尼斯作品為居多，83其中伯恩-瓊斯所仿

的丁托雷多（Tintoretto）作品《聖母拜會聖伊莉莎白》（Visitation, 圖 1-41, 圖

1-42），正為魯斯金所極為讚譽推薦者： 

（在威尼斯）沒有一禎作品我如此垂涎…人物姿態表情勢與喬托作品相

符是如此簡單俐落與自然，只能表現在更為壯麗的線條上，而除了丁托

雷多無人能達此境界…衣袍的輪廓是如此嚴謹以致於個體之間的距離

好似大岩塊之間的峽谷，具有著高山溪谷於黃昏之下的壯麗。84 

就畫面本身完整度而言，伯恩-瓊斯顯然尚未完整描繪該作；就魯斯金本身

而言，他自己雖不需該幅仿作，但堅持伯恩-瓊斯應該完整地臨摹它，因為它將

「對其創作最有助益」，85足見魯斯金與伯恩-瓊斯之間指導磨練的成分更甚贊助

關係。此次義大利之旅，伯恩-瓊斯亦臨摹其他較為小幅且風格不同於威尼斯藝

術的圖像，而此正呈顯魯斯金美學價值觀的反轉，再度倡議「持久穩定的藝術」

（constant art），重返對 1470-1520 年間義大利藝術的推崇，86伯恩-瓊斯仿路尼

（Luini）的作品即為一例（圖 1-43）。該作品以描繪聖徒圖像為主題，為 1862

年間伯恩-瓊斯已知完整完成的唯一仿作，其圖像典型人物相貌較為細長優雅，

                                                 
82 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57.《田園交響曲》（Concert Compêtre）經考古檢驗發
現為提香所做，現已更正。 

83 包括提香（Titian）早期於 Padua的壁畫，丁托雷多（Tintoretto）、維諾內斯（Veronese）在 Duel 
Palace、Scuola di San Rocco、Santa Maria della Salute的作品。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83. 

84 “There is no picture [in Venice] that I covet so much… The gestures are so simple and natural as 
Giotto‘s, only expressed in grander lines, such as none but Tintoret ever reached…the outlines of the 
drapery [are] severe that the intervals between the figures look like ravines between great rocks, and 
have all the sublimity of an alpine valley at twilight.” John Christian, “‘A Serious Talk ‘: Ruskin’s 
Place in Burne-Jones’s Artistic Development,” op. cit., pp. 200-201. 

85 “best fir [his] work.”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 247.  
86 1867年提出” represents beautiful things, or creatures, for the sake of their own worthiness only; 

they are in perfect repose, and are there only to be looked at …It is what they are, not what they are 
doing, which is to interest you.” John Christian, “‘A Serious Talk ‘: Ruskin’s Place op. cit., 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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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動作亦較為靜謐沈穩，與前述丁托雷多作品中激烈動態、強健的人物典型有

著截然不同的風格呈顯。然而，伯恩-瓊斯個人對這些畫作的感受卻未如魯斯金

般深刻感動，他自承： 

觀賞這些繪畫對有很有幫助：我感覺到我已經能畫得好很多。我從未知

曉老舊的聖馬可教堂中約翰提歐‧貝里尼作品的模樣。今天我們仔仔細

細一點一點地領會該作，而它正是將畫面剪裁到它盡所能的樣貌…我十

分感動地逗留在貝里尼並思索著在多短的時間內它會成為第七天國的

唯一記載。87 

    貝里尼（Gentile Bellini, 1429-1507）雖為威尼斯藝術家，但並未名列於魯斯

金「理想藝術典型」的傑出範例之中，然伯恩-瓊斯卻予其極高評價，顯見伯恩-

瓊斯對於藝術的品味與偏愛亦有所長，並不完全屈從於魯斯金評斷藝術價值的標

準。伯恩-瓊斯所描摹的圖像雖多為魯斯金所認可的作品，但因該次義大利之行，

魯斯金身兼贊助者，或出於履行委託或出於私人情誼，仿作風格並不能全然代表

伯恩-瓊斯個人藝術偏好。然而，魯斯金為伯恩-瓊斯藝術風格的發展，開啟另片

新天地，讓其得以一窺義大利藝術全盛時代的精華，供給其找尋個人圖像風格的

探索方針，實為不可抹滅的重要關鍵人物，而義大利藝術的多樣風格因子於其後

藝術創作中一再呈顯，正是早年魯斯金及義大利藝術給予伯恩-瓊斯潛在影響的

最佳例證。    

伯恩-瓊斯於 1863年創作的《聖告》（The Annunciation, 圖 1-44），隨即汲取

於義大利所吸納的藝術元素，並具體應用於圖像創作之中。該作表現聖母接收大

天使報喜訊的情景，瑪麗亞身穿白色衣裳跪在其臥床前，迎向由窗口邊大天使帶

來象徵神聖的耀眼光芒，畫面左側的大天使左手拿著白色百展翅飄盪於空中，右

                                                 
87 “The look of the pictures has done me good: I feel that I could paint so much better already. I never 

knew quiet what a memorial of old St Mark’s that picture of Gentile Bellini’s is. We followed it 
carefully bit by bit today, and it is as exact down to the least item as it can be…, I hung quite 
affectionately about Bellini and thought how soon it might be the only record of that seventh 
heaven.” 引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58. 



 32

手的肢體語及其和緩的神情，似乎向瑪麗亞表現勿驚慌的撫慰動作。特別的是，

伯恩-瓊斯為增加視覺的豐富性，將臥房中原有阻擋觀者視線的隔牆省略，同時

於右側添加枝葉繁密開滿點點花苞的景致，使得此臥房似乎座落於田園中，加上

伯恩-瓊斯太過專注於細緻大天使紅色衣袍的褶紋，致使天使沒有預期想像中的

輕盈飄逸，反而像是被困於樹叢的滑稽窘況，造成觀賞時荒謬奇異的感受。 

構圖採取天使自窗口張望的戲劇化張力表現，隱然可見喬托壁畫作品《出現

於安妮面前的天使》（The Angel Appearing to Anna, 圖 1-47）的視覺效果，而畫

面中的紅色的床，其上的布簾，瑪麗亞的脫鞋及東方風格的方毯等，借用卡帕其

歐（Carpaccio）作品《聖爾索拉之夢》（Dream of Saint Ursula, 圖 1-48）的圖像

元素，天使同樣出現於聖光照耀的神蹟顯現之下。而喬托於帕度亞（Padua）的

壁畫作品，及卡帕其歐（Carpaccio）所描繪聖爾索拉（Legend of Saint Ursula）

之一生，恰為伯恩-瓊斯於 1862年間曾於義大利賞識過的藝術作品，足見義大利

藝術的表現因子，已然萌生於其創作之中。 

此外，聖告為經常出現的聖經圖像，以跪著聖母迎接傳遞報喜佳訊的大天使

加百利的模式，可回溯莫里斯為設計公司所製作的圖稿作品《報喜天使》

（Annunciating Angel,圖 1-45），該作之設計式樣乃主要依據范‧艾克（Van Eyck）

所描繪的同名作品《報喜天使》（Annunciating Angel, 圖 1-46），兩者描繪大天使

左腳前屈右側微彎的身態，及其左手執持百合花的圖像元素幾乎全然雷同一致。

以兩人默契相投，朝夕相處的熟稔程度而言，伯恩-瓊斯對此類圖像母題的創作

典型理應同樣熟悉，僅見其將大天使的姿態稍作改變，收於身後的膀翅翩然舒

展，表情神態較為放鬆自然，然而露出衣袍之外的赤裸足踝，著重於衣飾皺摺層

層相疊的細膩刻畫，仍為法蘭德斯北方藝術風格的呈顯。88因此在伯恩-瓊斯的圖

                                                 
88 北方法蘭德斯的藝術風格應為伯恩-瓊斯由大英博物館中的手抄書或相關圖像的印刷出版中習
得，其友 G. B. Boyce曾提到 ” Met Jones and H. Wells & Joanna at B. M. (British Museum) Jones 
having promised to show us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manuscript in the collection. First the Roman 
de la Rose…”引自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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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創作中，除卻義大利藝術風格因子的表現之外，亦可見得其他藝術元素的影

子，顯然伯恩-瓊斯仍處於個人風格探索的嘗試階段，而廣為吸收容納各類圖像

風格，企圖從中擷取各方優點為正是伯恩-瓊斯建立個人風格的策略。 

    經由參與設計公司委託其他藝術家設計色玻璃圖稿，伯恩-瓊斯的交遊圈擴

及曾於歐陸習藝的藝術家，進而吸收英國本土之外的藝術理念與想法，更加擴展

過去僅限於拉斐爾前派狹隘僵化的藝術視野，風格形式中原本哥德式緊繃的線條

被解放，神秘敘事性的圖像轉變為富含裝飾意味的風格，朝向關注藝術創作本體

性的美學議題發展，亦即伯恩-瓊斯開始注意畫面中形體、色彩等純粹抽象元素

的表現性，而不再完全沈浸於傳遞某種特定敘事情節。惠斯特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1575-1593）所創作的《和諧的白，一號：白衣女子》（Symphony 

in White, No.1, 圖 1-49）即為一例，該圖像並不刻意訴說某種特定情境下的背景

氛圍，畫面上一名白衣女子矗立於潔白的窗簾布幔之前，整體畫面配合著簡潔清

楚的作品名，於感官上形成極佳的視覺享受。1864年前後，伯恩-瓊斯以深淺不

同的綠色主調所繪製的《綠色夏天》（Green Summer, 圖 1-50），即為其企圖以惠

斯特勒畫面表現張力效果為先例，意欲於試驗色彩的創新作品：畫面構圖簡潔有

力，女孩們三三兩兩成群，卻不顯疏離，似乎正在分享朗誦閱讀的樂趣，但或許

她們的年齡、身份及其確切所做所為並不重要，因為伯恩-瓊斯所企圖表現的是

經由畫面的布局安排，透過不同明度亮度的綠色調，刺激觀者視覺感官，以傳達

藝術家個人刻意營造的氛圍，觀者得以自行於女孩們放鬆自得的神態，及慵懶的

肢體動作中恣意聯想，以編織探索沒有標準答案的開放夢想。此外，該作品中人

物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及類近於田園牧歌式的情境呈顯，帶有著些許威尼斯藝術

家作品《田園交響曲》（Concert Compêtre, 圖 1-40）中的詩意，但相較於其古典

傳統的用色方式，顯然伯恩-瓊斯於色彩創意的表現較為大膽而創新。 

相隔約二年所完成的作品《悲嘆》（The Lament, 圖 1-51）延續前述作品風

格的發展，尋求畫面本身所顯現的視覺張力而非訴說某種特定故事情節，然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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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綠色夏天》的田野情調，該作簡潔崇高的雄壯氛圍，如橫飾帶般的構圖，

蒼白、幾無彩度的色調，創造似淺浮雕的效果，暗示著圖像作品風格中的古典希

臘雕刻因子，而伯恩-瓊斯為該作所預作準備的草圖，更明白指出畫面人物典型

的靈感汲取自大英博物館所收藏之帕德嫩（Parthenon）橫飾帶雕刻（圖 1-52，

圖 1-53）。畫面中僅有兩名人物，左側著紅衣的女子正演奏著樂器，另一男子則

低頭思索聆聽，兩人均陶醉於個人情緒，眼神與肢體動作與觀者沒有互動。先前

填滿擁擠的無透視空間背景已然剪裁，僅餘清晰具層次感的建築空間與妝點其間

的玫瑰花，伯恩-瓊斯放棄先前濃烈色調的表現手法，僅留予主角人物衣著的淺

淡紅藍色調相互輝映，非關主題的背景部分以幾近單色系處理，企圖以畫面的黯

淡色彩撩起悲傷感嘆的氛圍。 

將之對照於《騎士的告別》（The Knight’s Farewell, 圖 1-22）可察覺伯恩-瓊

斯風格演變的鮮明差異：《騎士的告別》（圖 1-22）與《悲嘆》（圖 1-51）兩者均

採取橫向構圖、人物採取左右相應的相互對照，其姿態與對應關係變化不大。兩

者最大差異並非在於前者乃為注重形式細節的中世紀風格，後者則是幾近古典式

的圖像典型；更具指標性意義的是，前者瑣碎繁複物像的象徵寓意，剪裁轉變為

後者鬆懈隨意的氛圍、清晰明朗的畫面結構。《騎士的告別》由諸多物像構成一

個完整故事，似乎畫面的每件物像均為故事的線索提示，藝術家必須清楚交代逐

件細節，使觀者得以依尋畫面線索拼湊故事。然而，面對簡潔明確的《悲嘆》，

觀者卻可輕易一瞥，攫取畫面主要圖像而忽略故事的呈現，伯恩-瓊斯將觀者引

導至僅由兩名人物呈現的圖像情境中，讓觀者憑自身經驗及其視覺觀點作判斷，

無須亦無法從畫面上其他線索臆測故事情節內容。因而就伯恩-瓊斯藝術風格視

之，雖然複雜的敘事情節仍在其藝術創作之中仍佔有極大比例，但其處理模式已

經智識思慮剪裁，而不再著重於敘事本身。 

1864 年在魯斯金的引薦之下，伯恩-瓊斯進入舊水彩協會（Old Water-Color 

Society, 原名皇家水彩協會，Royal Water-Color Society）成為固定參展會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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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伯恩-瓊斯於 1870 年的參展作品《菲莉斯與迪瑪豐》（Phyllis and Demophöon,  

圖 1-54）為其邁向藝術成熟風格的里程碑。該作品取材自古代文學的浪漫題材，

喬叟（Chaucer）的著作《真女子傳奇》（Legend of Goode Wimmen），及歐文（Ovid）

所著的《希律歐德》（Heriode）均載明相似的故事情境：90菲莉斯（Phyllis）是

瑟瑞斯（Thrace）國王之女，迪瑪豐（Demophoön）則是提修斯（Theseus）國王

之子，兩人於瑟瑞斯的宮殿中相識相戀。迪瑪豐因事須離開並允諾菲莉斯必定歸

來與之相聚，卻沒有履行其諾言而致使菲莉斯自戕身亡，並化身成為一棵杏樹。

故事的結局是迪瑪豐最終歸來，悔恨不已地擁抱由菲莉斯幻化的杏樹，菲莉斯因

而顯身原諒迪瑪豐，並與之再次相聚。 

伯恩-瓊斯於畫面上所呈現的是迪瑪豐回歸菲莉斯身邊，兩人再度相聚的一

刻：主角人物迪瑪豐佔據畫面中央，與之緊緊相擁的是畫面左側由杏樹枝幹中現

身的菲莉斯，迪瑪豐右手微揚、右腳離地的動勢姿態恰由畫面右上延伸直至左下

角，仿若將畫面裁切為區分為左上及右下兩區塊，密密交織的杏樹枝葉小花、菲

莉斯飄盪飛揚的長髮及其半裸臂膀的側面身軀，幾乎填滿畫面左上空間，相對於

畫面左側豐富細膩的圖像，右側的圖像於青鬱綠地的背景中僅以枯林殘枝及、野

地小草點綴其間，讓畫面的左右兩側一重一輕，互有映襯。然而伯恩-瓊斯所描

繪的迪瑪豐，臉上的神情呈顯著不安與焦躁，肢體語言與動作訴說著反抗與恐

懼，似乎是驚恐地想要掙脫由杏樹枝幹中突露身影的菲莉斯，菲莉斯雙手緊攫環

抱迪瑪豐的軀體，身上隨之舞動衣帶纏繞男主角雙腳的樣態，觀者似乎可從中感

受菲莉斯不願放手的熾熱情意。 

雖然圖像呈現的情節與故事文本所述有所出入，甚而相違逆，但卻給予觀者

震攝人心的想像空間，讓畫面更具戲劇性發展的張力。91此楨作品雖有文本依

                                                 
89 後來部份藝術家又成立新水彩協會（New Water-Color Society）與其抗衡，故皇家水彩協會又
名舊水彩協會（Old Water-Color Society）以區分之。 

90 伯恩-瓊斯認為歐文（Ovid）所著的《希律歐德》（Heriode）文獻較早。 
91 菲莉斯（Phyllis）由杏樹枝幹中突露身影的構想為伯恩-瓊斯所創，於喬叟（Chaucer）或歐文
（Ovid）的著作之中均未提及。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p.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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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但伯恩-瓊斯已然將敘事性的情節緩至最低，刪減不必要的其他細節，僅留

與主要關鍵主角人物與基本圖像元素要件，縱使觀者不熟稔該古文學故事，仍可

透過人物的肢體動作揣測藝術家所意欲傳達的圖像意涵。考證伯恩-瓊斯的生平

可確知菲莉斯的臉龐乃依其外遇女子的容貌描繪，92而該時伯恩-瓊斯正欲意抽離

此段不倫之戀，陷入與該名女子糾葛不斷的情愛之中，或許此幅作品正為伯恩-

瓊斯將自我心緒幻化於外的潛在表徵。93 

特別的是，該幅作品乃為伯恩-瓊斯以裸體呈現人物的姿態動作的首度嘗

試，約於 1866 年左右，伯恩-瓊斯的素描本中即出現相關描摹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Bouoarroti, 1475-1564）、曼帖納（Mantegna）等人的習作（圖 1-55，

圖 1-56），而《菲莉斯與迪瑪豐》則顯示其對以裸體展現人物動態肢體曲線與肌

肉感的創作圖像有所回應，而構圖的模式呼應於當年收藏於倫敦國家藝廊，由安

東尼奧．戴爾‧帕拉尤羅（Antonio del Pollaiuolo, 1432-1498）所繪製的《阿波羅

與達芬妮》（Apollo and Daphne, 圖 1-57），兩名主角人物相擁角度與肢體動作姿

態極為相仿，兩者差別在於主動擁抱達芬妮的男性阿波羅，角色顛倒互換為爭取

自我幸福的女性菲莉斯。由此延伸的是，伯恩-瓊斯對於義大利藝術的傾慕已不

再侷限於魯斯金所認可的「理想典型」，關注的焦點由十五世紀早期的義大利藝

術家轉移至文義復興盛期的帕拉尤羅、米開朗基羅、曼帖納等人，其後的藝術風

格更鮮明地呈顯此種傾向。雖然以裸體做為圖像表現的藝術創作不在少數，然而

伯恩-瓊斯卻大膽地將男性與女性的裸體擺置於同一畫面，復以男性軀體正面全

裸、毫無掩飾地暴露敏感的生殖器官，對於時保守的英國藝壇而言實難接受。94

再者，人物軀體以偏向蒼白無活力低彩度的色調敷塗，男、女胴體之間的肌肉質

感幾無所異，該作遭致許多藝壇評論攻訐，甚有匿名信件郵寄至舊水彩協會，大

                                                 
92 比較伯恩-瓊斯為其所繪製的肖像（圖1-58），可覺察其突出特別的下顎線條。從 1866-1870年
初與Maria Zambaco相戀，此時作品圖像中的女性多以 Zambaco的容貌為描繪。 

93 參見 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p. 119-121. 
94 Alison Smith, ‘The Pre-Raphaelite nude,’ in Margaretta Frederick Watson ed., Collecting the 

Pre-Raphaelites: the Anglo-American enchantment (London: Ashgate, 1997), pp. 82-83. 



 37

肆抨擊該作未以任何衣物適時遮掩不雅私處，協會主席裁示伯恩-瓊斯必須修改

該作，否則應將作品撤出展場，伯恩-瓊斯不願屈從於輿論壓力更改自身創作，

因而向舊水彩協會提出辭呈，繼而失去公眾場域的展覽舞台，伯恩-瓊斯自此後

亦於在英國藝壇中消聲匿跡。 

審視伯恩-瓊斯 1860年代間的創作，媒材多以不透明水彩為主，間雜樹膠等

其他不同材質，刮擦作品表面以便畫面吸收色彩，而能創造出所希冀的幻想效

果，創作取材則源自於其興趣濃厚的文學作品、色玻璃設計的宗教圖像、抒發個

人心緒等多元而豐富的主題。雖然伯恩-瓊斯利用不透明水彩創造似油彩濃重的

技法仍承襲羅賽蒂，然早年追隨羅賽蒂習畫所呈顯的不成熟中古風格，歷經魯斯

金藝術品味的導正、親自臨摹觀賞義大利藝術作品、奔走學習於大英博物館及倫

敦國家藝廊的諸多藝術圖像瑰寶、討教觀摩於當代英國藝術創作者及參與設計公

司等多方學習體驗，原本瑣碎複雜的線條構圖、濃重對比的色調，漸漸精鍊結晶

成為簡明單純趨於古典化的成熟風格，顯見伯恩-瓊斯正持續地吸納周遭各式不

同相關於藝術創作的經歷，由過去拙稚異想性的素人畫家風格，為凝結個人獨具

藝術語彙、邁向獨立成熟的藝術家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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