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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個人風格的開展－1870年代間伯恩-瓊斯的藝術創作 

    伯恩-瓊斯自 1870年退出公開展覽場域後，無須顧及輿論批評與公眾審視目

光，得以沈潛致力於藝術創作中，並分別於 1871年、1873年間赴義大利觀賞古

代藝術遺產，然伯恩-瓊斯對義大利藝術的品鑑已不再依循魯斯金的見解，而漸

萌生個人獨具之品味取向： 

        …現在我最在乎的是米開朗基羅（Michael Angelo）、盧卡．西諾內利

（Luca Signorelli）、曼帖納（Mantegna）、喬托（Giotto）、波特且利

（Botticelli）、帕羅．烏切羅（Paolo Uccello）以及皮耶羅．迪拉．法蘭

契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這次因為某種原因，僅有藝術上的天

賦對我的吸引力較少－所以我甚至不想欣賞提香（Titian）的作品，而

在羅馬第一次觀賞拉斐爾作品的感受正如我在倫敦觀賞其素描作品一

般，不為其所感動。但是喬托聖塔．克羅齊（Santa Croce）的作品，到

處可見波特且利（Botticelli）的創作、歐卡納（Orcagna）於聖塔．瑪

麗亞．諾維拉（Santa Maria Novella）的作品、盧卡．西諾內利（Luca 

Signorelli）在奧維多（Orvieto）的作品，以及米開朗基羅…似乎充斥著

我所想要找尋的靈感。1 

雖然義大利藝術風格仍為其學習效仿之典範，然與魯斯金的藝術品味已有所

分歧而發生多次爭執，2預示著伯恩-瓊斯正逐漸成為獨當一面的成熟藝術家。檢

視伯恩-瓊斯的藝術生涯，其終生繪畫創作豐富而多元，若欲打破單一主題的探

討並規避以年代區隔劃分的含混不清，並兼而能夠洞悉其藝術特質，要如何於特

                                                 
1 “so that now I care most for Micheal Anglo, Luca Signorelli, Mantegna, Giotto, Botticelli, Andrea 

del Sarto, Paolo Uccello, and Piero della Francesca.” “This time, for some reason, artistic excellence 
alone had little charm for me－so that I never wanted even to look at Titian, and saw the Raphaels at 
Rome for the first time as unaffected by them as I can see the cartoons in London. But Giotto at 
Santa Croce, and Botticelli everywhere, and Orcagna in the Inferno at Santa Maria Novella, and 
Luca Signorelli at Orvieto, and Michael Angelo always－…seemed full of the inspiration that I went 
to look for.” Georgiana Burne-Jones, Memorials of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Publishers, 1993), vol. II, pp. 26-27. 

2 Georgiana Burne-Jones, ibid.,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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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空範圍中內，選取代表藝術特質的典型作品實屬不易。 

伯恩-瓊斯於 1877年受邀參加葛洛斯凡那藝廊開幕展之前，約長達七年的時

間鮮少於公開場域展出作品，3多年後再度參展，一夕之間即成為該藝廊最獨特

的藝術家，4不僅因過去長期於藝壇中缺席，更因獨具而特殊的藝術表現風格引

人側目，於藝文評論界中引起諸多討論。在被拒於公開展覽之後，多年後選擇再

度將其作品呈現於大眾之前，這些參展作品或有新創或有舊作，它們的公開展覽

代表著藝術家對藝術的執著、對自身理念的堅持，以及不向世俗眼光低頭以捍衛

藝術家個人創作自由的勇氣與決心，是故本研究乃選擇伯恩-瓊斯參展葛洛斯凡

納藝廊作品切入，以詮釋個人獨具的藝術特質。因這些作品不僅為其藝術風格臻

至成熟的代表作，亦為藝術家自視滿意的成品，得以從中歸結伯恩-瓊斯藝術的

本質，洞悉創作題材與表現的多樣性，並跳脫專論單一題材的不足與侷限。復以

展覽之故，更能夠察知一般大眾與藝評家的迴響與觀感，並藉由觀者的想法與意

見反應當代藝術價值觀，以詮釋伯恩-瓊斯藝術特質與當代藝術觀之扞格與差異。 

然伯恩-瓊斯參展作品或出借於其贊助收藏者，或為過去繪製的圖像，創作

時間延宕極長，端視伯恩-瓊斯個人創作心緒而定，且其藝術創作與參展年代之

間並無相對風格上的延續與傳承，若以參展年代作為討論研究其藝術風格之劃分

依據，恐流於瑣碎且有片段不連貫的缺憾。檢視伯恩-瓊斯提交展覽的創作，不

外乎以詩文架構為基底所做的闡述，或以描述神話或宗教為主題的創作，此類作

品均有其鮮明的文本主題做為圖像背後意涵的延伸與佐證，藉由上述作品的分析

將有助於釐清伯恩-瓊斯的藝術風格，與文學及宗教、神話文本等之間的關係，

以歸納伯恩-瓊斯於詮釋具文本來源圖像時的個人風格。另外，伯恩-瓊斯的作品

之中亦存有毫無涉及任何文本根據，然卻又留予觀者極富想像與故事情節的代表

                                                 
3 僅於 1873年間於 Dudley Gallery展出兩幅作品《廢墟中的愛》（Love among the Ruins, 圖 2-37）
及《金頻果園》（The Hesperides）。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II, p. 31. 

4 “From that day he belonged to the world in a sense that he had never done before, for his existence 
became widely known and his name famous.” Georgiana Burne-Jones, ibid., vol. II, p. 75. 



 40

性創作，為伯恩-瓊斯極具特色的作品典型，而最能凸顯其個人藝術創造能力與

藝術特質，這幾種典型幾乎涵蓋伯恩-瓊斯創作顛峰時期的風格面向，為顧及詮

釋圖像風格的一致性與完整度，本章將以伯恩-瓊斯繪製畫作的題材，作為闡釋

其風格的標準依據，而期使能對伯恩-瓊斯的藝術特質有較周延的瞭解與探討，

並進而從中窺知其藝術風格表現的多種面向。 

第一節   詩畫同境：中世紀文學與當代詩文題材 

     伯恩-瓊斯年幼時便曾聆聽父親朗誦諸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拜倫

（Bryon）、濟慈（Keats）等名家詩作，而於牛津求學期間，更拜讀但尼生

（Tennyson）、喬叟（Chaucer）等人著作，著迷於描述中世紀騎士尋覓聖杯的冒

險傳奇故事《亞瑟王》（Morte d’Arthur）。復以伯恩-瓊斯以詩人畫家羅賽蒂為師，

好友莫里斯（W. Morris）善於詩文創作，又與當代詩人兼評論家史維勃（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交情甚篤，為其著作《詩與民謠》（Poems and Ballads）指明

呈獻者，顯見伯恩-瓊斯與文學創作之間的淵源頗深，經常借用文學題材或同儕

詩作做為圖像創作的靈感來源，因而較其他尋常圖像藝術創作者更能深入領會文

學意境，擁有自身獨特之詮釋，並具將文字創作的抽象意涵具體化為視覺可感受

圖像的潛力。 

I. 《魅惑梅林》（The Beguiling of Merlin） 

《魅惑梅林》（The Beguiling of Merlin, 圖 2-1）為伯恩-瓊斯於 1877年首次

公開展覽的作品之一，此作早於 1870 年便為其藝術贊助者弗瑞德里克‧理察‧

里蘭德（Frederick Richards Leyland, 1831-1892）所委製，然而該作卻緩延遲至

1872 年才開始製作，於 1873 年旋又重新繪製，修改敷塗直至 1877 年才臻至完

稿。圖像創作的故事擷取自法國中世紀小說《梅林傳奇故事》（Romance of 

Merlin），書中敘述魔法師梅林（Merlin）受妮穆（Nimüe）的誘惑，5困於波西萊

                                                 
5 女主角之名有二種說法，一為妮穆（Nimüe），另一則為薇薇安（Viv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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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Broceliance）森林的山楂樹上，即將沈沈睡去永不甦醒。6關於伯恩-瓊斯

選取文本來源，可能有二：一為 1865-69年間早期英國文本協會所出版的英文譯

本，二則為但尼生（Tennyson）於 1859年成書出版的《亞瑟王的傳奇故事》（Idylls 

of the King），該書於文中載有相關的故事情節。7鑑於伯恩-瓊斯對於亞瑟王傳奇

故事的狂熱，忠於原著的熾熱情愫，及但尼生書中的故事情節與角色較具現代

感，8與古籍有所出入，推斷伯恩-瓊斯應據前者文本將圖像情景具體化。 

伯恩-瓊斯以梅林（Merlin）置身處山楂樹叢中，妮穆（Nimüe）反覆述誦著

手中書籍上所載記，傳譯魔法咒語發揮效力的時刻：妮穆矗立於畫面中央，轉頭

側身回望倒臥於山楂樹中的梅林，手中仍緊握持著梅林的魔咒書，扮演受害者角

色的梅林橫臥於枝幹糾結扭曲的山楂樹中，臉色憔悴蒼白、眼神渙散，巾帽下的

頭髮泛白，四肢癱軟無力，似乎死神已在不遠處招望，但眼神仍自下向上仰視妮

穆，並與之目光相接，似乎在交換某種兩人所獨享的默契。梅林並未在臉上呈顯

怨懟的神情，倒似有些默許贊同之意味，仿若預知自己無力抵擋妮穆的美麗誘

人，無法克制其蠱惑他的心智，奪走他的魔力。相對於梅林漸將衰竭失去活力的

憔悴容顏，妮穆夢幻優雅的側臉並未顯露任何驚恐疑懼的神態，動人身軀在伯恩

-瓊斯刻意的安排下，展現身體重心向左側微傾的 S 形樣態，緊密服貼妮穆軀體

的衣袍使其恰似自水中信步走出，誘人胴體一覽無遺，然而略帶金褐色調的長髮

頂上所纏繞的黑蛇，暗示著她動人臉龐與姣好身軀之下，有副邪惡而駭人的心腸。 

就比例而言，屬於男性的梅林略比妮穆稍大，然而妮穆矗立於前景，梅林倒

臥橫躺於其後的構圖安排，致使觀者在初步視覺印象中竟是妮穆比梅林高壯許

多。此外，伯恩-瓊斯花費許多心思描繪妮穆與梅林身上的衣紋縐摺及盤根錯節

                                                 
6 John Christian, Burne-Jones: The Paintings, Graphic and Decorative Work of Sir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The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ish, 1975), pp. 50-51.  
7 John Christian, ibid., p. 51. 
8 伯恩-瓊斯於描繪相關梅林（Merlin）與妮穆（Nimüe）的圖像作品時，但尼生亦於 Little Holland 

House書寫《亞瑟王的傳奇故事》（Idylls of the King），他發現但尼生將妮穆塑造為更具現代感、
不同的性格角色，卻仍保留原名，因而對其提出建言，但尼生善意地將妮穆（Nimüe）更名為
薇薇安（Vivien）。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I, 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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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楂枝幹，致使原本不動的靜態物像在伯恩-瓊斯的巧筆之下，似乎有其獨特

的生命力。妮穆身上蜷曲翻動的衣袖長袍、髮頂上的黑蛇恰與背景圈繞框圍梅林

身軀，將梅林禁錮其中的糾結慘白枝幹相互呼應，而旋轉纏繞的山楂枝幹及妮穆

飛旋的衣紋，對比於梅林毫無生氣的不動身軀，好似此一美麗女子活力充沛的源

頭，吸取自倒臥絢爛花叢中即將燈枯油盡的孱弱男人。畫面前景的紫色鳶尾及白

色山楂刻畫入微、栩栩如生，妮穆的赤足及梅林的雙手似咫尺可及，企圖讓觀者

在視覺上享受極大的真實感，然而弔詭的是，人物身後的背景與足下所踩踏的貧

瘠荒地，蓄意不仿照真實物像的實體原貌，著重於圖樣化的視覺表現效果，企圖

使觀者意識到該物像乃為人造虛擬的假象，是以作品中間雜真假的虛幻效果，更

添觀賞圖像作品耐人尋思的興味。雖然伯恩-瓊斯呈現的是妮穆加害梅林的驚悚

場景，然而畫面圖像所呈現的氛圍，揉合夢幻、浪漫及似假還真的視覺感受，若

非妮穆的蛇髮造型及山楂枝幹交纏編織的詭異動態，為兩人幾近凝結的面容行止

注入些許生命活力，乍看之下根本無法將之與文本中所載記的駭人情節相連。 

伯恩-瓊斯曾於 1860年初嘗試過類似的題材《梅林與妮穆》（Merlin and Nimüe, 

圖 2-2），此場景描述妮穆從梅林追逐中脫逃，並企圖利用後者展示給她的魔法

石，引誘梅林墜入失去使用魔力的毀滅性命運。9早期構圖相當簡單，與手持魔

法書，佔據畫面絕大比例的妮穆相比，畫面上的梅林似乎縮小了許多，腳邊的狗

奮力咬著他的衣角，企圖阻止他更進一步陷入危險境地。妮穆的臉上帶著一抹輕

蔑的陰險，斜眼睥睨梅林是否踏入她所設計的圈套內，兩人身處於一片神秘憂鬱

的場景之中，除了遠處黑黝的山影外，分不清其身邊、腳下透露著金色、白色光

澤的閃爍綠地，是奇異的苔藻亦或者是盛開的花朵。妮穆外罩柔軟寬大的衣袍，

衣紋自成一體，似乎無法察覺衣紋下的身體重量。將之對比於《魅惑梅林》（圖

2-1），進而發覺伯恩-瓊斯近十年藝術風格精鍊的巨變：其不僅在畫面構圖上經

過深思設計，對於人物比例、量感的掌握已臻至成熟，配合著直立的畫面構圖，

                                                 
9 “He could never out for all the craft that he could do.”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Edward 

Burne-Jones: Victorian Artist-Dreamer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8),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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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拉長人體線條，因而呈顯較為修長而完美的比例身軀，以及兼具體積量感的

人像；畫面背景不再是一片蓊鬱、無以名狀而不可及的神秘境地，取而代之的是

似真實可抵的虛擬仙界領地；不同於先前早期作品的晦暗難明，《魅惑梅林》（圖

2-1）給予觀者臻至完美、清晰似可觸知的視覺享受感。雖然兩幅作品於風格圖

像上有著不同手法的呈顯，但均表達相同的概念：亦即妮穆扮演致命女子（fatal 

femme）的角色，利用天生美貌誘惑具有魔法而能力勝過自身的梅林，妮穆與梅

林，一動一靜，一強一弱，將原本男強女弱的態勢完全扭轉。而這種刻意扭轉性

別強弱傾向的圖像表現，實為伯恩-瓊斯自我境遇的寫照： 

題為《誘惑梅林》（The Enchanting of Merlin）圖像中的妮穆，與之前同

樣可憐受害者一樣－連姿態都很相近－她的名字是瑪麗。現在不是很諷

刺嗎？她現在於奧林帕斯山腳邊張望，佔據重要的位置，同樣的樣貌，

及其站立與回望的方式…而我則變成波西萊恩斯（Broceliance）森林中

的山楂樹，每年當山楂數開花之時，便是梅林的靈魂企圖再度復活並開

口說話－因為他留有許多未曾表達的話語。10 

    伯恩-瓊斯文中所提及與《魅惑梅林》相比對者，乃為 1870年所創作的《菲

莉斯與迪瑪豐》（Phyllis and Demophöon, 圖 1-54）。妮穆所在的位置及其離去的

姿態，恰相仿於後者男主角迪瑪豐（Demophöon）在畫面中的呈現，但其轉身側

臉示人的樣態卻又依稀可見菲莉斯（Phyllis）的影子；然而自山楂樹枝幹中現身

的菲莉斯轉換成困坐其中的梅林，先前意欲掙脫女性致命吸引力糾纏的男性角

色，終不敵女性誘惑而精疲力竭倒臥於山楂枝幹花叢中。諷刺的是，畫面上重複

出現的山楂樹叢卻象徵著不同意涵：於早期，它是菲莉斯現身的出口，迪瑪豐企

                                                 
10 “the head of Nimüe in the picture called The Enchanting of Merlin was painted from the same poor 

traitor and was very like－all action is like－the name of her was Mary. Now isn’t that very funny as 
she was born at the foot of Olympus and looked and was primaeval and that’s the head and the way 
of standing and turning…and I was being turned into a hawthorn bush in the forest of Broceliance－
every year when the hawthorn buds it is soul of Merlin trying to live again in the world and speak－
for he left so much unsaid.”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ibid.,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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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掙脫的恐懼來源，然而卻也是環抱梅林、陪伴其瀕臨死亡及撫慰寂寞孤獨的最

終處所，甚而伯恩-瓊斯將山楂花幻化為梅林未曾吐露殆盡的真情流露，想像著

自己就是圖像中盛開遍佈畫面的白色山楂花。伯恩-瓊斯使用重複的圖像及人物

姿態、表達相近概念但不同的故事情節，以及訴諸與原文本敘述意涵不同的畫面

呈顯模式，影射畫面人物神態表情為其對過去不倫婚外關係的心態反映：將兩幅

圖像與伯恩-瓊斯洩露內在個人企望心緒的感言相互連結，揣測《菲莉斯與迪瑪

豐》（圖 1-54）代表的是他當時亟欲跳脫女子的糾纏，而《魅惑梅林》（圖 2-1）

則暗指此段情感經數年沈澱，該名女子已然捨下情絲，獨留他個人仍困守耽溺於

於該段逝去戀情中，追悼不已。是以，文學文本對伯恩-瓊斯而言，僅提供某一

特定故事主角人物及場景情節，然而相關意境與細節卻可隨其個人情感心緒作調

整改變，無須固著拘泥於文字本身的切確陳述，因而審視該作品圖像時，真確知

曉該圖像背後的文學依據並非必要條件，觀者大可自行想像人物關係及故事情

節，甚或單就純粹視覺物像中的線條輪廓、色彩氛圍及人物表情作純然審美，以

享受視覺感官的愉悅性。 

II. 《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 

    《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 圖 2-3）為繼《魅惑梅林》之後，

引發藝評界極大迴響的展出作品之一。這幅作品受伯恩-瓊斯另一名重要贊助者

威廉‧葛蘭（William Graham, 1816-1885）所委託，伯恩-瓊斯早年所繪製同名的

水彩作品亦為其收藏之一。作品的概念根據德國中世紀傳奇故事，敘述一名流浪

的騎士唐懷瑟（Tannhäuser）來到維納斯堡（Venusburg），放縱自我過著耽於感

官享受的生活，由於內在良心的譴責，他前往羅馬尋找教宗以企求告解贖罪，但

教宗則堅持除非其所持的牧杖能夠開花，否則唐懷瑟的過錯不能被原諒。唐懷瑟

失望氣餒之下回到維納斯的懷抱，但不可思議的是，教宗的牧杖竟奇蹟似地在三

天之內的同一時間盛開花朵，於是教宗派遣使者將此信息傳佈開來，但尋求懺悔

的騎士卻沒有獲悉該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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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德國古老傳說經由十九世紀的作家再度詮釋，其中最廣為流傳的是魯德

溫‧迪也克（Ludwing Tieck）所著述的《可信的古傳說》（The Trusty Eckart），

該作品於 1827年由湯瑪斯‧卡勒利（Thomas Carlyle）翻譯為《德國傳奇故事》

（German Romance）。11此外，莫里斯亦將相同的故事情節收編於敘事詩作《塵

世天堂》（Earthly Paradise）之中，將之更名為〈維納斯之丘〉（The Hill of Venus），

莫里斯的創作多從魯德溫‧迪也克的著作中衍生靈感，而伯恩-瓊斯於 1866年間

亦曾經為《塵世天堂》（Earthly Paradise）繪製許多插圖，因而考量伯恩-瓊斯與

莫里斯兩人維繫終生的情誼，伯恩-瓊斯必然對莫里斯創作來源的文本作品相當

熟悉，亦即湯瑪斯‧卡勒利所翻譯的《德國傳奇故事》（German Romance）對於

伯恩-瓊斯而言應不陌生。然而，伯恩-瓊斯與莫里斯兩人作品之間的關連性並不

顯著，12反而是詩人史維勃（A. C. Swinburne）創作於 1862年的同名作品〈令人

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與伯恩-瓊斯圖像中的視覺張力相近。史維勃

所創作的詩文收編於《詩與民謠》（Poems and Ballads）出版於 1866年，內文指

明：「這些詩文真摯、讚賞地獻給我的摯友伯恩-瓊斯。」13追溯伯恩-瓊斯與詩人

史維勃相識熟稔的日期，恰為伯恩-瓊斯創作《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的水彩作品時間吻合，兩人創作時間僅有前後數月之差，因而兩人極可

能共享相似的想像意境。 

    伯恩-瓊斯以炫麗的寶藍、橙紅、墨綠等鮮豔色調渲染畫面，加以背景圖像

                                                 
11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161. 
12 “ So there for long he lay in happy rest, 

As one too full of peace to wish to wake  
From dreams he knows are dreams. 
Upon her breast 
The soft wind did the dewy rose-leaves shakes; 
From out a gleaming cloud the moon did break;  
Till mid her balmy sleep, toward him she turned, 
And into his soul her touch his baseness burned. 
Then a great longing would there stir in him 
That all those kisses might not satisfy.”  
莫里斯作品中著重於害怕死後所遭受到的懲罰。引自Waters Bill, Sir Edward Burne-Jones: 
Laus Veneris (Newcastle upon Tyne: Laing Art Gallery, 1973), p. 10. 

13 “To my friend Edward Burne-Jones these poems are affectionately and admiringly dedicated.” 
Christopher Wood, Burne-Jones (London: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1998),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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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緻繁瑣，致使觀者的眼光視線不斷遊移於豐富交錯的圖像間，難以辨認各物

像之間的主從輕重。身著橙紅連身長袍的主角維納斯神態慵懶無力，狀似虛脫無

力地坐臥於畫面右方的躺椅上，畫面左側的四名侍女，對坐圍繞於維納斯之前，

各人衣著色彩不盡相同，分別以藍、綠、橙、紅等冷暖互補的濃重色調描繪，恰

與維納斯鮮豔的衣著相應，四人手持無以名狀的古樂器彈奏曲調，而作品名「令

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正巧妙地嵌入背對觀者女子所翻閱的樂譜

曲目中。維納斯似乎沈醉在曼妙的音符之中，她撥弄著髮絲的右手、閒置於膝上

的王冠與慵懶的神態，益加增添其耽溺於愉悅享受的無可自拔感。 

主僕五人所在房間內的壁面，布滿富麗堂皇的織毯畫，畫面右方原為伯恩-

瓊斯於 1861年為壁磚所設計的草圖－《維納斯的行進》（The Passing of Venus, 圖

2-4），舉箭張弓的天使、牽引維納斯前行的白鴿，以及爭相進獻個人「真心」的

男男女女等基本圖像元素，並無太大變化，進而以更為優雅律動的人物造型、略

加變更的構圖位置，及呼應前景的鮮麗色調鋪陳（見細部圖 2-5）；於牆面左方的

窄小空間中，伯恩-瓊斯巧妙地鑲入與右側相呼應的「維納斯誕生」圖像（見細

部圖 2-6）。此外，四名侍女身後敞開的窗格外，正有數名行進經過的騎馬騎士對

內張望，然而相對於室內濃重、渾厚的暖色調系，伯恩-瓊斯卻賦以騎士們灰白

間雜淡藍的冰冷色調，好似戶外正值一片寒天凍地的景象。定睛審視，不難覺察

藍色窗台上飾有著一格格細緻的紋樣壁磚，而室內前景地面散落著吹奏的樂器、

代表虛榮的孔雀羽扇，以及單朵象徵愛情的玫瑰，在目光遊走於詭譎炫麗的畫面

圖像之外，為畫面意涵更增添幾許費人臆測的神秘氛圍。 

該作在構圖與畫面視覺效果上，給予觀者一種畫面空間被壓縮的感受，諸如

維納斯膝上的王冠，已然與背景織錦畫中的人物圖像相互交融，幾乎無法分辨；

而牆上敞開的精緻的亮寶藍色窗口，以及向內張望的騎士，若不仔細端詳，很難

不將其視為另一幅圖像作品。簡言之，不管是畫面橫幅開展的尺寸、濃重緊緻的

筆法色調，抑或者是畫面中細細刻畫的大小圖像，在在暗示伯恩-瓊斯有意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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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畫面三度空間幻覺的透視原則，將之塑造成為一幅類近於淺浮雕、去空間感

的油畫作品，企圖以瑰麗的色調、美麗女子的肢體樣態以及刻畫入微的細節圖

像，創造一幅不具立體感、不意彰顯繪畫具再現外在世界的潛質之圖像作品，使

其好似牆上裝飾意味濃厚的富麗擺設，形成一道豐富的視覺感官饗宴，令目光流

連忘返不捨離去。 

史維勃所創作的詩文作品〈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乃是遊走於密閉、隱

匿、充滿女性柔美、性感、詩意的荷爾索（Horsel）境地，以及公開、寬敞、具

有男性武裝的真實世界之間：荷爾索（Horsel）的氛圍是「熾熱」（hot）、「幽香」

（scented），填滿了維納斯的胴體，而「外在的世界」（Outside）卻是「冷漠」（cold）、

「嚴厲」（sharp）而「純潔的」（clean），充斥著「披有鎧甲的俊美男性」（beautiful 

mailed men）。14這種二元區分世界的文字描述景象，與伯恩-瓊斯以緊緻、暖色

調系鋪陳維納斯所在室內，區隔以冷寒色調描繪行經騎士的畫面意境並無二致，

進而解開何以伯恩-瓊斯在畫面上作如此詭譎安排的謎團。甚而作品中的所有圖

像，包括無精打采的維納斯、其旁奏樂的侍女、織毯上的丘比特及戶外寒冷景致

中行進的騎士，均得以於史維勃的詩文中找到對應的文字意境，15諸如維納斯所

在的幽閉、擁擠空間的感受，正呼應詩作中的文句：「在荷爾索（Horsel）當中

其氛圍是熾熱的」；畫面中主導的橙、紅色調系正對應著詩文中不斷出現的「熱

情」（flame）、「生命力」（blood）與「激情」（fire）；16而維納斯一身搶眼的橙紅，

吻合文句中所述「她的寢室潑灑著似花朵絢爛盛開的紅，她的腰帶與頭飾，她的

臂飾與足踝飾物均是」。17再者，文中亦出現相關樂音及相關於維納斯聽覺上的

                                                 
14 Kathy Alexis Psomiades, “I Knew the Beauty of Her,” in Beauty’s Body: Feminin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Aesthe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0. 
15 “Outside it must be winter among men;  
   For at the gold bars of the gates again 
    I heard… 
   … 
   Knights Gather, riding sharp for cold; I know 
   The ways and woods are strangled with the snow; … 
   ….”引自 Kathy Alexis Psomiades, ibid., p. 87. 
16 “ Inside the Horsel here the air is hot…”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168. 
17 “Her little chambers drip with flower-like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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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諸如： 

她耳邊充斥著豎琴若有似無的樂音。 

她的床褥充斥著芳香氣息與悲傷的樂音， 

通往她的途徑是由音樂以及沒有出口的循環 

嘆息、歡笑與眼淚所組合而成。18 

伯恩-瓊斯於畫面中嵌入樂器圖像及維納斯似虛脫無力的慵懶樣態，正呈顯

著相近的視覺意象。然而史維勃的詩文架構中運用相當挑逗誘惑的詞藻，描述維

納斯的肉體及男主角唐懷瑟（Tannhäuser）熱切的感受： 

啊，她臥躺在我身上，而她的嘴 

穿越滲入我的唇彷如靈魂進入肉體 

  而，歡欣的笑，令她的唇更加精彩豐潤； 

她的髮梢聞起來有種南方陽光灑落的氣味， 

… 

而我忘卻所有恐懼與煩人瑣事， 

停止所有禱告以及無趣的感恩， 

  全心感受她的熱切臉龐與髮絲 

撕裂我，如同火焰盤旋而上般的纏繞著…19 

                                                                                                                                            
Her girdles and the chaplets of her head, 
Her armlets and anklets, …” 
Swinburne, ‘Laus Veneris,’ in A Selection, ed. by Dame Edith Sitwell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0), p. 64. 

18 “The languor in her ears of many lyres. 
Her beds are full of perfume and sad sound,  
Her doors are made of with music and barred round 
With sighing and with laughter and with tears.”  
Swinburne, ‘Laus Veneris,’ ibid., pp. 64-65. 

19 “Yea, she laid hold upon me, and her mouth 
   Clove unto mine as soul to body doth, 
      And, Laughing, made her lips luxurious; 
   Her hair had smells of all the sunburnt south, 
   … 
   And I forgot fear and all weary things,  
   All ended prayers and perished thanksg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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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愛，沒有比擁有這更美好的生活了； 

要真正瞭解愛，是多麼苦澀的一件事， 

而在這之後將永遠被逐出神的領地； 

啊，這些人將無法體會他們將會擁有的極樂感受。20 

諸如此類的詩句一再重複地出現，顯見史維勃著墨描述於感官肉慾的熱切享

樂，使其作品整體感受充斥著濃烈的情慾感，然而這種文字所彰顯慾望張力，並

沒有在伯恩-瓊斯的作品圖像中展露，即使伯恩-瓊斯圖像吻合史維勃文字敘述的

某些意境，然而相較於文字鮮明傳達的感官慾望、熱切情意及愉悅舒暢的露骨陳

述，伯恩-瓊斯的圖像顯得相當含蓄而隱晦。維納斯慵懶的神情及略顯撩人的姿

態，為該作品中最具有撩起情慾色彩聯想的人物圖像，然而其旁彈奏的仕女神態

冷靜自若，似乎凝止不動，呈現一種近乎凝結的寧靜境界，好似即便畫中人物敲

擊樂器發出聲響，亦無法擾亂此一靜謐時空中的人、事、物。在整體華麗濃重的

色調之中，帶著些許鬆散憂鬱的氣氛，進而淡化維納斯身上散發的性感氣息，致

使其肢體語言所表露的情慾意念若隱若現，包藏在一片華美圖像與靜謐氛圍之

內。 

繪製構思作品初稿前的 1871年，伯恩-瓊斯恰於此時二度訪遊藝大利，參觀

皮耶羅．迪拉．法蘭契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在阿雷諾（Arezzo）的聖法

藍契斯可（San Francesco）所製的壁畫《真實十字架》（True Cross）的故事，伯

恩-瓊斯自壁畫作品中，借用人物交錯位置的構圖典型稍加修改（圖 2-7），應用

於畫面左方四名侍女圍坐的姿態與面容神情（圖 2-8），諸如背向觀者的人物、目

光逼視觀者的四分之三側面角度等，均神似法蘭契斯卡畫面中圍觀的女子們的姿

                                                                                                                                            
     Feeling her face with all her eager hair 
   Cleave to me, clinging as a fire that clings…”  

Swinburne, ‘Laus Veneris,’ op. cit., pp. 74-75. 
20 “ Ah love, there is no better life than this; 
    To have known love, how better a thing it is, 
    And afterward be cast out of God’s sight; 
    Yea, these that know not, shall they have such bliss.”  

 Swinburne, ‘Laus Veneris,’ ibid., pp.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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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而畫面左上角牆面容易為人忽略的維納斯，其柔軟而具律動感的身軀線條、

飄動的髮絲及雷同的手勢姿態（圖 2-6，局部放大），則為伯恩-瓊斯效仿波提且

利（Botticelli）作品《維納斯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 圖 2-9）所呈顯的成

果。正因伯恩-瓊斯的圖像風格中滲入義大利早期文藝復興藝術元素，致使其人

物典型偏以沈著靜謐的特質展現，復以刻意強化的輪廓線條，及以非尋常色調鋪

陳渲染人物軀體，因而呈現圖樣化且不真實存在的傾向，而無法亦不願表露太過

強調感官的凡俗胴體感。此作品另一特出之處，在於伯恩-瓊斯以許多造型奇特

新穎的附屬物品妝點畫面，諸如裝飾華美的藍色壁磚、維納斯坐臥的精美座椅以

及其旁仕女們所演奏的樂器，似乎極為新奇而少見，然而考證相關圖像文獻，得

知造型細緻的椅腳，及精緻典型的磁磚圖樣出自於莫里斯籌組設計公司的傑作，

而至於造型類似鈴鐘上懸掛吊桿的奇特樂器，則是出自於伯恩-瓊斯個人的想

像，21在此，藝術家再度運用虛實相間的繪圖手法沖淡、削弱圖像文本趨於過份

感官肉慾的特質。 

史維勃作品集中昭然若揭的情色意味，給予讀者曖昧纏綿的無盡遐想，同時

亦遭受評論界極大的攻訐，認為該作品內容不雅，純屬墮落腐敗的幻想，有著褻

瀆社會風俗的威脅性，甚而遭受禁止出版的命運。此外，羅勃．巴丘南（Robert 

Buchanan）在 1871 年在期刊發表評論文章，大肆討伐羅賽蒂及史維勃的詩文作

品集，22譏諷兩人不顧及賦詩為文所應謹守的韻腳文法，蓄意以挑撥字眼撩起感

官慾望的享受，並以〈肉慾詩派〉（The Fleshly School of Poetry）譏諷名之。伯

恩-瓊斯的圖像作品雖不若史維勃詩文作品中有著強烈露骨的煽情意念，然而身

為該史維勃作品集指名呈獻者，並繪製同名的圖像作品，因此該圖像作品被視為

史維勃詩作於視覺圖像上的具體化表現，因而一併遭奚落與惡評，但亦有部分藝

評家著眼於畫面華美圖像的呈現，對於該作極為賞識，是以該作評價趨於兩極化。 

                                                 
21 參見Waters Bill, op. cit., pp. 9-10. 
22 羅賽蒂的作品《詩集》（Poems）恰於 187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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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伯恩-瓊斯以文學文本為取材靈感的創作，不難覺察中世紀文學傳說故

事，仍繚繞於心而成為藝術創作的主題之一，即便圖像創作乃據當代詩文加以闡

述，仍有著古代文獻來源，而這種自牛津求學期間即根植於心、嚮往古代文學的

偏好，不惟獨是伯恩-瓊斯的個人興趣，更是與之交遊甚歡、交情甚篤的藝文友

人所喜愛重新詮釋的題材，諸如《柯斐多王與行乞女子》（King Cophetua and 

Beggar Maid, 圖 2-10）一作的靈感，雖源自於湯瑪斯．波西（Thomas Percy）所

編纂的《英國古詩補遺》（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中的古代民謠傳說，

23然而但尼生（Tennyson）亦曾於 1842年以相同題材創作〈行乞女子〉（The Beggar 

Maid），從而推知伯恩-瓊斯及其友人往往共享相同主題的藝術創作。自早先與羅

賽蒂學習繪畫的初期開始，此類發自對中世紀文學的仰慕之情，而產生創作靈感

的共同性即不曾改變，只不過他們所使用的藝術元素不同，伯恩-瓊斯以「圖像」

表現視覺張力，諸如莫里斯、史維勃、但尼生等藝文好友則以「文字」傳達概念。 

即便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摯友，對於故事情節的吸收詮釋亦因人而異，從圖像

與文本表現的差異性對照於伯恩-瓊斯先前的圖像風格，推得伯恩-瓊斯於詮釋文

學文本時，並不著實依據文字鋪陳畫面，乃是揉合個人經驗與想像，使畫面呈現

獨特的魅力。諸如覆以妮穆一頭蛇髮造型、維納斯所坐臥造型奇特的椅子、女子

們所敲擊樂器、背景維納斯的行進及藍色窗格上的紋樣等等，均為伯恩-瓊斯自

行創造幻想，或取汲於設計應用藝術類等其他相關體驗，使畫面中的圖像元素或

為古代中世紀的衣著服裝，或為子虛無有的幻想，抑或者是十九世紀的設計，然

而卻存在於同一畫面中而不顯突兀，甚而於視覺效果上極為和諧一致，此乃導因

                                                 
23 主要描述柯斐多王對於異性不感興趣，但在無意間為一名美麗動人的女乞丐所傾倒，希冀與
之共結連理。伯恩-瓊斯畫面中的行乞女子無言端坐於金碧輝煌的宮殿內，比較近於古老的敘
事詩的意境： 

  The king with curteous comly talke 
    This beggar doth imbrace: 
  The beggar blusheth scarlet red,  
  And straight again as pale as leade, but not a word at all she said,  
    She was in such amaze. 而不同於但尼生簡短描述行乞女子與柯斐多王之間的邂逅，僅以 

“This beggar shall be my queen!”做為故事的結束。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p. 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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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伯恩-瓊斯本就對中世紀文物極為關注，因而對其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瞭解，復

以伯恩-瓊斯所參與的設計公司，所創造的應用家具著重復古裝飾性，目的在於

配合建築室內本身，是以能配合畫面不致使整體時空錯置的雜亂感，更重要的

是，伯恩-瓊斯統一畫面的筆觸、賦予人物典型的質感及描繪所有圖像的細膩手

法，得以讓觀者即使對於故事情節、人物間彼此關係不甚清楚的前提下，仍可就

畫面上刻畫入微的各個物像、似真實可觸的人像以及豔麗閃動的色調中，純就畫

面的形狀、線條及色彩賞析，享受圖像本身給予視覺無比的滿足。 

第二節   神蹟與寓意：宗教與神話題材 

    自文藝復興以來，古代希臘羅馬神話史詩及中世紀盛行的宗教圖像，歷經各

時代風格交替轉換、人文環境區域差異的不同表現，以及近現代對此類古舊文本

題材限制的檢討聲伐，致使其逐漸脫離藝術家擷取創作題材的來源。時至今日，

雖然它不再是藝術史上佔據要角的主流題材，但依舊存在於藝術作品之中，未曾

完全退出藝術創作的演出舞台，而此類藝術創作題材亦為伯恩-瓊斯所擷取採

納，成為創作靈感的來源之一，如宗教圖像中的經典母題「聖告」即不斷出現於

伯恩-瓊斯的藝術創作之中。24此一圖像場景暗示著基督教信仰理念最具體化的呈

現，伯恩-瓊斯將之稱為「歡頌聖誕的基督教精神」（Christmas Carol Christianity），

意指在此之後，基督將於俗世人間廣施福音、表顯神蹟。伯恩-瓊斯於不同時期

運用多樣媒材重複創作同一母題，足見此乃伯恩-瓊斯最喜愛的宗教題材，深深

期盼圖像背後所暗藏的基督教救贖精神早日到臨。 

I. 《聖告》（The Annunciation） 

1880年展出的《聖告》（The Annunciation, 圖 2-11）創作於 1870年代晚期，

為一畫面尺寸宏大的狹長形作品。伯恩-瓊斯將過去瑪麗亞與報喜天使加百利

（Gabriel）相遇場景移至室外，加百列與即將被告知受胎懷孕、產下救世主耶穌

                                                 
24 1860年代早期祭壇作品（圖 2-17）以及 1863年的油畫作品（圖 1-4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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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瑪麗亞分處畫面左上與右下，並利用人物所在的建築背景，以層層相環的

開敞拱形門戶暗示空間深度，為窄長而只能朝上下延伸發展空間的畫面限制解

套，並進而造成空間幻景的視覺感受與變化。加百列翩然挺立於空中，出現在枝

繁葉茂的樹叢裡，雙手自然的肢體動作及轉頭微微偏向畫面內部的樣貌，顯得相

當自然放鬆；然而接受神聖使命、身穿白色連身衣袍的瑪麗亞，卻神情茫然若有

所思地朝前直視，與天使加百列之間似乎沒有相對的交流互動，置於前胸的右手

更顯其驚疑未定，不知如何是好的混亂思緒。 

關於聖告母題中天使與聖母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修士羅伯特（Fra Roberto）

曾做過相關的剖析詮釋，認為歷代「聖告」圖像的表現風格有三種呈顯面向：第

一種是強調天使的任務（the Angelic Mission），所欲彰顯的意涵包括天使是介於

神與凡人之間溝通媒介的合宜性（Congruity）、加百列是天使位階中最高者的尊

貴（Dignity）地位，並透過天使顯現於瑪麗亞之前，讓俗世眾人瞭解天國美夢的

明示（Clarity）功能，以及聖告的時間（Time）、地點（Place）等環境因素；其

次，著重於天使對聖母所呈顯的致意（the Angelic Salutation），表現於天使向聖

母跪拜的榮尊（Honour）、免除聖母生產的痛楚不適並賜予其優雅的氣度、代表

凡人與神的結合，以及給予瑪麗亞既是處子之身亦尊為母親的特別祝福等。然

而，前述的面向，屬於較為聖告母題發展較為初步或區域性的圖像表現風格，而

第三種詮釋面向的層次較具深意並趨於人性化，呈顯的是天使與聖母之間的對話

交流（the Angelic Colloquy），表現於聖母的面容神情與肢體動作，而含括聖母表

情神貌中的不安、憂慮（Conturbatio, Disquiet, 如圖 2-12）、沈思（Cogitatio, 

Reflection, 如圖 2-13）、疑惑詢問（Interrogatio, Inquiry, 如圖 2-14）的手勢、服

從（Humilistio, Submission, 如圖 2-15）的樣態，以及聖母在天使離去之後所獨

享的功績（Meritatio, Merit, 如圖 2-16）等幾種類型，而這種深化的表現面向是

十五世紀義大利藝術家處理聖告母題最常運用的手法與策略。25 

                                                 
25 Michael Baxandal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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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檢視伯恩-瓊斯歷來相關的聖告圖像風格，可描繪出其詮釋該宗教母題

轉變的脈絡痕跡：伯恩-瓊斯於 1860 年曾創作過一幅祭壇作品（圖 2-17），其側

翼便以聖告為圖像母題，天使與聖母分別於左右兩側，加百列跪著向聖母傳遞喜

訊，並表達對聖母的敬意與祝福；聖母則端坐於椅上，優雅地接受這項使命，至

於聖告的地點、時間及背景環境，則因伯恩-瓊斯引入大量哥德式的金色背景，

而不再是圖像傳達的重點訊息，因而判斷該作似乎較著重於天使對聖母所呈顯的

致意（the Angelic Salutation）。而 1863年以水彩為媒材的聖告之作（圖 1-44），

加百列從瑪麗亞寢房窗口探出頭，張揚的羽翅、從而散發出來的神蹟聖光、更添

其代表神的使者之使命與正當性。聖母不再端坐於座椅之上，而是恭敬地跪著接

受天使所傳達之信息，透露著平凡女子見證神蹟顯現的反應，從天使與聖母上下

的相應關係及其服儀行舉的表現，可以判定圖像人物傾向於著墨加百列的使命

感，亦即上述的第二種面向－天使的任務（the Angelic Mission）。相對而言，1879

年所完成的聖告作品（圖 2-11），其圖像重心似乎已從前述的天使，或者天使與

聖母之間的應對關係，轉移至聖母瑪麗亞個人的神情姿態之上。前述兩幅作品的

瑪麗亞圖像，不管是以端坐於椅上或者虔敬的跪姿描寫，均以二分之一轉身的側

臉表現，觀者無法清楚地從中窺知瑪麗亞的表情，僅能從其肢體動作推知一二，

然而此幅作品之中的瑪麗亞卻以正面全身像的迎向觀者，包括投向畫外但若有所

思的目光，稍稍傾斜的頭及置於胸前的手勢，清楚地詮釋著瑪麗亞對於知曉即將

受孕、身懷救世主等未來境遇的反應。 

相關於這類聖母瑪麗亞神情的詮釋，正吻合於瓦特．培德（Walter Pater）於

1870年對於波提且利（Botticelli）所繪製的《聖告》（The Annunciation, 圖 2-18）

聖母神情的詮釋：「聖母因突如其來無法承受的名節而感到沮喪，並因未來即將

發生令人裹足不前、極度悲慟的大事而瑟縮。」261870 年代間伯恩-瓊斯於義大

                                                                                                                                            
Pictorial Sty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88), pp. 49-56. 

26 “…dejected by the intolerable honour of their destiny and saddened perpetually by the shadow upon  
them of the great things from which them shrink.” Walter Pater, Fortnightly Review August 14, 1870, 
pp. 157-158. 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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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多次造訪之中，已表明對波提且利的關注，復以作品中聖母的右手撫胸、右

腳微彎身形樣態，幾與波提且利作品《維納斯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 圖

2-9）的姿態有所相應，是以伯恩-瓊斯必定對培德的評論有所涉略，因而在此一

作品中注入不同於以往的詮釋。這幅圖像風格恰符合於羅伯特（F. Roberto）所

歸類的第三種面向，著重於天使與聖母之間的對話交流（the Angelic Colloquy），

亦即聖母的態度神情乃為藝術家所欲深究詮釋，並切合於十五世紀義大利藝術家

對於聖告母題所普遍呈現的處理模式。再者，聖母身後建築物門頂上的橫帶淺浮

雕，鑲嵌著亞當與夏娃被逐出伊甸園，象徵著人自天堂墮入凡間，這種預示未來

不幸的預兆高高地籠罩在聖母頂頭，更加添聖母瑪麗亞未來使命感的沈重負擔。

此外，作品整體的色調籠罩於一片亮麗的淺淡金黃調系之中，彷如所有物像皆沈

浸於耀眼日光照耀之中，沾染刺眼光芒而失去原有的顏色，致使畫面幾乎呈現同

一色系的單純，也與波提且利身為佛羅倫斯地區畫家，不同於威尼斯繽紛豔麗的

地域性色彩，而顯現較多的淺淡色調表現一致。 

相較於伯恩-瓊斯 1860年代早期祭壇作品中哥德金色背景的引進、人物姿態

的簡化（圖 2-17），以及 1863年間融匯拉斐爾前派藝術、北方法蘭德斯及個人奇

想創新的初步嘗試（圖 1-44），這幅作品在尺寸與畫面意境呈現上顯得較為雄偉

而具企圖心，顯現古典、精緻優雅而具有學院作品中經智識處理的圖像風格，不

僅在畫面構圖與空間部分經過過濾剪裁，人物姿態身段亦經特意思量，而羅馬式

的拱門造型、橫帶雕刻的裝飾及畫面右下狀似古典式水瓶的造型，更顯見伯恩-

瓊斯於圖像風格形式的關注焦點，自過去拙稚的中世紀蛻變為以希臘羅馬的古典

主義為師。至此，可歸結伯恩-瓊斯對於宗教圖像的詮釋，自較為初步、淺顯而

直接的表現方式，進而演變為具知性深度思索之後的內化呈現，而於圖像描寫的

風格則由哥德、北方法蘭德斯漸至轉變為揉合十五世紀義大利文復風格及希臘羅

馬的古典韻味。然而，過去對於衣紋細節的刻意經營描摹的圖像特質仍在局部物

像中顯現，諸如大天使加百列身上層層緊密交織的衣紋起伏摺紋，以及自其臂膀



 56

展延、伸出羽翼層次清晰可辨的膀翅，一如精密打造的工藝製品般，被賦予一絲

不苟的細膩刻畫，這類外加的附屬物件圖像以較為暗沈的色調鋪陳繪製，而與大

天使因光芒顯耀而顯近乎透明的臉龐、雙手及其懸宕於空中的赤裸雙足有所抵

觸，彷彿加百列背負著沈重繁複的盔甲，然卻又能免除地心重力的影響，自若地

漂浮於空中，在視覺上造成奇異而弔詭的感受。該作為伯恩-瓊斯第三度於葛洛

斯凡納藝廊公開展覽，古典、優雅而細膩的圖像風格贏得藝評家們的多數好評，

而同年展出的系列作品《匹邁利安與雕像》顯示伯恩-瓊斯懷舊復古的範疇，不

僅止停留於中古時代的文學與亙古不變的宗教圖像，更擴及至希臘羅馬的古代神

話與英雄事蹟。 

II. 《匹邁利安與雕像》（Pygmalion and the Image） 

《匹邁利安與雕像》（Pygmalion and the Image, 圖 2-19∼圖 2-22）所敘說的

故事，曾出現於許多古代著作之中，大意闡述匹邁利安（Pygmalion）為賽普勒

斯（Cypus）的雕刻家，認為世間女子一無是處，對於她們均相當的反感而不感

興趣，因而決定終生不娶。某日，憑藉著精湛的雕刻手藝，自白潔的大理石創造

一尊完美的女體雕像，雕像的身形容貌栩栩如生、極為完美，而致使匹邁利安愛

上自己所創作的雕刻石像，並經常觸碰雕像以確定這完美的形體僅只是一尊冰冷

而無生命的大理石像。但匹邁利安總不願相信它只是一尊沒有生命的雕像，為該

雕像穿戴各式各樣華美的服飾衣著，無時無刻、盡其所能地愛護著自身所創造出

來的完美形象。該時，在賽普勒斯正進行慶頌維納斯祭典，匹邁利安對著維納斯

懇求，希冀讓女神能夠讓他找到與雕像相近的女子，27恰好維納斯聆聽到他的願

望，而讓匹邁利安面前的聖火跳動三次，以暗示其願望將被實現。維納斯降臨匹

邁利安的住所，以手指觸碰雕像，將靈魂生命注入雕刻家所創造的藝術作品，並

                                                 
27 “Ye gods, who can do all things, give me, I pray you, for my wife, one like my ivory virgin.” 引自

http://www.bulfinch.org/fables/welcome.html#Contents 點選 Chapter VIII: Pygmalion - Dryope - 
Venus and Adonis - Apollo and Hyacin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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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為嘉菈蒂（Galatea）以幫助匹邁利安實現心願。28當匹邁利安回到家中，發

現其創作已然不再是冰冷、沒有反應的雕像，並已幻化為金髮碧眼的美麗女子。

維納斯祝福這段由其促成的姻緣，婚後他們產下帕弗斯（Paphos），而奉祀維納

斯的城市亦隨之更名。29 

伯恩-瓊斯運用四幅連續的畫面呈現故事情節，首先是《心之所想》（The Heart 

Desires, 圖 2-19），主角匹邁利安神色凝重、雙手環抱胸前站立，其前空無一物，

狀似深思如何創造完美的藝術作品。室內背景為匹邁利安所雕琢的三美神雕像作

品，畫面左側戶外則有少女談笑而過，然而匹邁利安均不為所動，逕自沈溺於藝

術創作的思量中，暗示著匹邁利安無法在俗世凡體，或其所創造出來的雕像成品

中，尋獲其所理想中的完美典型。在第二幅作品中（圖 2-20），匹邁利安若有所

思地站在幾乎已經完成的女體雕像之前，雙手仍握持著雕刻工具，散落一地的雕

刻工具，以及仍未雕琢完全的雕像台座，暗示著雕刻家即將完成作品，但為求達

到完美境界而繼續努力的景象，正吻合該作品題為《手藝之極限》（The Hand 

Refrains）的作品名。此外，伯恩-瓊斯將畫面重心擺置於雕像與藝術家之間的關

係，背景部分僅以模糊渺小的人像，將室外女子們從事日常瑣事的光景略為帶

過。接著是維納斯的降臨（圖 2-21），她身著輕薄透明衣飾，頭頂著花冠頭飾，

右手握有桃金欀，腳下盤旋著口啣玫瑰的白鴿，在在表明其乃為祝福愛情、掌管

婚姻的女神。自雕像幻化成人的嘉菈蒂與維納斯相對而視、雙手交纏，象徵著透

過指尖的觸碰，維納斯將最珍貴的熱情活力注入冰冷無生命的石刻雕像之中，使

其成為一位活生生、擁有個人思想情感的美麗女子，因而伯恩-瓊斯將之命為《神

來之助》（The Godhead Fires），並著重於維納斯顯現神蹟的關鍵時刻。最後的故

事情節是匹邁利安與嘉菈蒂相聚的場景（圖 2-22），值得深究的是，伯恩-瓊斯以

跪拜尊敬的恭奉姿態，描繪匹邁利安面對嘉菈蒂的激情反應，兩人之間擺放著象

徵情愛的玫瑰花，畫面右側牆面懸掛著經常於法蘭德斯作品中出現的鏡子，代表

                                                 
28 Galatea為希臘文，意指鮮白色，暗示著大理石雕的特質。 
29 參見 Robert Graves, The Greek Myth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55), vol. I, pp. 2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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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人生的無常虛幻、愛情的短暫以及心靈的純淨永恆，伯恩-瓊斯將之名為《靈

魂之獲得》（The Soul Attains）。 

圖像中的女體幾乎全以裸像表現，恣意展現動人的嬌柔體態，波動彎曲的胴

體線條、拉長而近乎變形的手足、人體趨於細長的不合宜比例，以及維納斯身著

透明衣飾的表現風格，再度呈顯伯恩-瓊斯對於波提且利藝術風格的關注，並呼

應其重視女體圖像曲線韻律感的特殊形式（圖 2-9, 圖 2-23）。此外，四幅圖像在

畫面構圖上一再重複，似乎僅有主角人物從此地此景轉換為彼時彼地，考驗著觀

者能否注意到畫面景物之異同，使觀者不確定故事情節是否發生在相同地點，無

法確定相同的視覺元素能否代表相同意義，抑或者無須特意關注這些無關要緊的

細節。此類不斷地運用著重複的伎倆，亦反映於畫面人物相近容貌的描繪特質之

中，諸如於第二幅《手藝之極限》（The Hand Refrains, 圖 2-20）的畫面中，與匹

邁利安相對的石刻雕像，同樣具有著削尖的下顎線條、突出的上唇及相似的臉形

輪廓，而在維納斯與嘉菈蒂相對而視的圖像中（圖 2-21），兩人更仿若孿生姊妹

般擁有極為相近的五官輪廓、金色長髮與修長的四肢身軀。 

整體而言，該系列作品將重點置於畫面中的主角人物，人像的比例幾乎佔據

畫面一半以上，背景的人、事、物概以模糊縮小的人影略略帶過，進而使得人物

的臉部表情及其肢體語言成為畫面重心，藉此引導觀者將視線焦點投注於此，並

以此作為傳達圖像意涵的主要張力，又因相似畫面場景的反覆出現，顯見故事發

生的場景地點、其周遭的細節瑣事，甚或依附著述細節所組構而成的故事情節，

並非伯恩-瓊斯欲藉此系列圖像所表現的重點，主角人物遞嬗於外的情感張力，

及角色間互動交流所衍生的內藏深意，更是藝術家執著關注的焦點。 

早於繪製該幅展出作品之前，伯恩-瓊斯曾於 1860年代末期繪製相似的《匹

邁利安與雕像》（Pygmalion and the Image, 圖 2-24∼圖 2-27），30兩者同以油彩繪

                                                 
30 為 Euphrosyne Cassavetti所委託繪製，其為伯恩-瓊斯發生婚外不倫之戀女子Maria Zambaco
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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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但於整體色調氛圍呈顯上有所不同，早期作品的色調偏以深重綠色調系鋪

陳，參展作品則顯得較為透明純淨，多以粉色的紅藍色調系敷塗。再者，於背景

構圖或畫面概念呈現部分，前後期的單幅圖像作品亦有些許不同的調整改變，諸

如在第一場景中，早先的畫面背景之中，狀似真人窺伺匹邁利安的四尊女體雕像

（圖 2-24），被簡化修飾為經典的三女神雕像（圖 2-19）；而於繪製匹邁利安苦

心思索如何雕琢完美人像的第二故事場景部分，伯恩-瓊斯稍加更動雕像的姿態

與臉龐：由轉向畫面內部的側臉，隱匿右側軀體的身形樣態（圖 2-25），轉變為

毫無所掩、迎向觀者的全身像（圖 2-20），此外，相較於早年作品，重新繪製的

圖像作品進一步強化雕像台座鮮明、未完成的凌亂感，益加彰顯雕刻家仍在進行

藝術創作以求完美的強烈意圖。兩楨作品於表現維納斯倏然出現，並賜予雕像靈

魂生命的表現差異較大（比較圖 2-26與圖 2-21）：之前與凡人相差無幾的厚重衣

著，換置為透明輕薄的薄紗，增添維納斯身為美神的飄逸脫俗感；背景遠處原有

匹邁利安正於維納斯祭壇前祝禱祈求的景象則被略去，以凸顯畫面重點在於維納

斯將右手所持的桃金欀送給已有感情思想的嘉菈蒂，以象徵祝福愛情順遂、締結

婚姻之意。在最後的故事結局中，伯恩-瓊斯添置牆上的鏡子，以及擺放於匹邁

利安與嘉菈蒂之間的玫瑰花，更添圖像畫面的深層寓意（比較圖 2-27與圖 2-22）。 

與《匹邁利安與雕像》相同以古典神話故事為創作的系列作品，如丘比特與

女神（Cupid and Psyche, 圖 2-28）、特洛伊的故事（Story of Troy, 圖 2-29），31及

柏修斯（Persuse）系列作品等，32均曾收錄莫里斯的敘事詩集作品《塵世天堂》

（The Earthly Paradise）之中。伯恩-瓊斯曾為該詩作書頁的插圖設計，其中相關

於《匹邁利安與雕像》作品的木刻圖稿設計，創作時間自 1865 年起直至 1878

                                                 
31 將故事情節分散於不同畫面，結合繪畫與雕刻，將之融合成一企圖雄大的祭壇作品，惜未完
成。其中的圖像（祭壇台座最右側）成為後來完成作品《命運之輪》（The Wheel of fortune圖
2-30）的初步構想。 

32 接受亞瑟．貝爾弗（Arthur Balfour）委託，為其設計新居，即以柏修斯（Persuse）故事系列
中的〈亞逵西斯王的命運〉（The Doom of Acrisius King）為創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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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成品多達十一張，分框收藏為三個部分，33上述兩系列油畫作品中的構圖

設計，乃結合初步構思的插圖素描而加以繪製完成，因而瞭解該素描作品之圖像

呈現模式，將有助於釐清伯恩-瓊斯繪製《匹邁利安與雕像》作品意念及擷取故

事情節的思索路線，但因該素描原稿並未付梓，僅得能從文獻紀錄上窺知其概

略：34    

第一部份首先著眼於匹邁利安個人孤寂的身影，他獨自站在工作室中，不與

外界有所接觸，正吻合賽普勒斯（Cypus）地區的女子，未達匹邁利安超高的外

貌、道德美標準的故事背景。這一系列的素描作品中，伯恩-瓊斯所欲呈現的是，

雕塑家企圖創造超越先前所模塑出來的藝術作品，背景所擺放的雕刻作品正暗示

此一意涵，該場景與系列油畫作品中的《心之所想》（The Heart Desires, 圖 2-19）

所欲表達的概念一致。承接的個別素描圖像分別為《雕琢石像》（Sculpting the 

Image）與《完成雕像》（Completed Image），前者鋪陳匹邁利安正著手進行創造

貌似女性的雕像，後者則著重於匹邁利安仔細地從想像記憶中進行對該雕像最後

雕琢。《完成雕像》（Completed Image）與《手藝之極限》（The Hand Refrains, 圖

2-20）的概念相仿，企圖展現的是雕塑家匹邁利安關注於即將完成的雕像作品，

暗自思忖著該雕像的形體姿態是否已臻完美。 

第二部分為《壁龕中的雕像》（Image in a Niche）與《匹邁利安的失望》

（Pygmalion Despairs），主要描繪雕刻家經歷許多不同的失望與痛苦，因為他已

著迷於自身所創造的形象，並將雕像置於寢室的壁龕中。圖像場景有些描繪著匹

邁利安正彈奏著樂器給其心中的女神欣賞，有些表現著匹邁利安為雕像穿戴衣裳

與飾品，有些則繪製著其正將雕像移至寢室內，因為匹邁利安無法忍受與雕像稍

作分離。而以描繪匹邁利安轉向懇求維納斯，向其呈進精緻的貢品的素描作品《維

                                                 
33 典藏於英國伯明罕城市博物館與藝廊（Birmingham C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34 Liana de Girolamu Cheney, “Burne-Jones: Mannerist in an Age of Modernism,” in Susan P. Casteras 

and Alicia Craig Faxon eds., Pre-Raphaelite Art in Its European Context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5), pp.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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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斯與供奉物》（Venus and Offerings）作為此部分的結尾。 

第三部分主要將焦點置於維納斯賦予雕像生命的戲劇化時刻。圖像場景包括

出現於火焰光芒中的維納斯觸碰冰冷的雕像，幻化為人的女子自壁龕中信步走

出，且其身上原有擺置的華美飾物紛紛掉落，此外，維納斯與雕像的相對位置恰

與《神來之助》（The Godhead Fires, 圖 2-21）相置換。該系列的素描作品續而闡

述當匹邁利安回到工作室，發覺雕像已經轉變成為真實的女子，並以圖像《愛人》

（Lovers）作結，描繪匹邁利安擁抱幻化為真人的女子，背景則為一尊端坐於祭

壇的維納斯雕像，她的右手握著蘋果，愛神丘比特歇息於她的膝下，代表著愛的

力量戰勝藝術創作的美，亦即匹邁利安的熱情與誠心勝過其擁有創造完美形象軀

體的技藝能力。然而在油畫作品《靈魂之獲得》（The Soul Attains, 圖 2-22）中，

伯恩-瓊斯僅以簡單的構圖，強調雕刻家接受自身創造物已轉變成為真人，及懇

求嘉菈蒂（Galatea）接受他誠摯的愛。相較於素描作品中詳盡而繁複的練習創作，

伯恩-瓊斯不僅只從中選擇四張圖像表達整個故事意念，同時在呈現圖像作品

時，更經思考琢磨以簡化過多的細節闡述，不再以敘說故事、強調情節過程的方

式呈現畫面，復以伯恩-瓊斯多次繪製此一古老文本的圖像，顯見此一神話故事

對其意義之重大。 

回歸油畫系列創作，伯恩-瓊斯選擇四幕場景以表現主要故事情節乃有其深

意：於前兩幅圖像作品著重於雕刻家的藝術創造，含括雕刻家不關注於外在世

界、不尋求真實世界中的人物典型，以及歷經自我創作思索的煎熬、力求完美典

型的仔細斟酌；後兩幅作品則將焦點置於雕像幻化為真實完美形象的轉變，包括

雕像在外力介入之下（維納斯的顯現）而擁有獨特的生命活力，及雕刻家「臣服

跪拜」於「完美創造物」之前。伯恩-瓊斯捨棄匹邁利安苦戀其自身所創造藝術

品，及其懇求維納斯的故事情節，將畫面張力集中於藝術品的創造及雕像幻化為

真的轉變：前者暗示著從無到有，雕刻家從毫無形體的雕刻材料之中，創造一尊

有形體的完美作品，隱然直指藝術家的想像力勝過仿效天生自然的原貌，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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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感可以模塑毫無形象的物件，使其臻至完美的境界；後者象徵的是藝術家渴

望理想典型得能與真實人生結合，而這種企望「理想美」的心緒熱情，超越獨一

無二手藝技巧所僅能給予藝術品的外在完美，致使藝術品與藝術家得能完滿結

合。是以，伯恩-瓊斯藉此神話所表達的重點，不在於雕像幻化為真人，或雕刻

家與雕像成為戀人的神話，強調的是藝術創造的過程及其意義－在雕刻家匹邁利

安苦思創作的專注神情中，察覺到藝術家於構思靈感的焦慮；在其幾近完成時仍

汲汲營營於作品呈現的細微末節，識見到藝術家對於創作品的錙銖必較；在雕刻

家跪倒於其自身藝術創造物之前，瞭解到藝術家對於完美藝術作品所抱持的熾熱

情感。然而，圖像中維納斯的降臨，則暗喻著藝術家只能創造理想美的局部，之

中需要維納斯的介入協調，才得以實現完滿的理想典型，意即藝術家於創作藝術

品時得歷經多次不斷的失敗，需要不斷地努力，才有機會創造理想美的純粹性以

達完美境界。因此，藉由洞悉此系列創作圖像選擇畫面場景的深刻意涵，足見伯

恩-瓊斯並非著眼於描述古老傳說的文本訊息，乃是有意識地選擇兩組對照圖

像，以傳達其藝術價值觀，系列題材的故事圖像僅是藉以傳達意念的外在包裝，

因而闡釋情節內容的敘事性質被刻意地減緩至最低限度。 

回顧伯恩-瓊斯處理古典、宗教題材的圖像風格，不難覺察其於描寫技巧的

成熟精進，趨向更為優雅、精緻的古典風格發展，不同於先前作品圖像中濃重鮮

豔的色調，試驗著清新柔和的色彩，帶給觀者另種輕快的視覺享受感。然而，在

令人愉悅的圖像呈顯之下，背後所隱藏的寓意或象徵理念卻更為潛藏深化，不管

是為人熟知的宗教主題，抑或者是情節繁複的神話故事，伯恩-瓊斯均能以其個

人獨到的思考方式創作構思，顯見伯恩-瓊斯在熟稔藝術技巧之後，能夠善用繪

圖技法駕馭其豐富的想像創作能力，使其成為個人意念表達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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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唯美抒情：無敘事性的幻想作品 

    除卻具有文本依據的文學題材及古典神話宗教圖像，伯恩-瓊斯的藝術作品

中尚存有毫無文本依據的繪畫創作，這類作品仍以人像為主，人物的神態、互動

與肢體動作，在畫面上呈顯一種獨具的氛圍，釋放出曖昧含混不清的訊息，致使

觀者深陷於猜解圖像意涵的謎團之中，希冀追溯此類作品創作之原意或根據。此

外，繪畫中的抽象元素，諸如色彩、線條與形式等所佔比例，逐漸凌駕圖像所呈

現的內在意涵，使得過去多數繪畫原有紀錄事實、闡釋文本或隱含寓意的附加功

能減至最低，而單以圖像的外在抽象形式元素作為繪畫的主角發揮，是以此類圖

像作品不僅滿足視覺感官愉悅的享受，曖昧未明的圖像表徵內涵更引人遐想、費

人猜疑，致使觀者來回懸宕於賞析藝術抽象形式與臆測其內在創作意念之間，無

法獲致真正的確切解答。 

I.《情歌》（Le Chant d’Amour） 

《情歌》（Le Chant d’Amour, 圖 2-31）與前文曾提及的《令人迷醉的維納斯

之丘》（Laus Veneris, 圖 2-3）同屬威廉．葛蘭（William Graham）所委託製作，

並於 1878年共同參展於葛洛斯凡那藝廊。該圖像早於 1860年便存在著以水彩繪

製的版本，在藝術贊助者委託之下，1868年旋即以油畫媒材另行繪製主題相同、

構圖相仿的創作，此作陸續修改至 1870 年代，直至參展前年才臻至完成。畫面

以彈奏管風琴的女子為主角，其身著銀白色寬鬆衣袍，跪立於管風琴前的深藍軟

墊，左手翻閱琴譜，右手則置於琴鍵之上；畫面左側的少年，蹲踞於管風琴的另

一側，雙手扶握著管風琴的壓縮風口，顯然正在協助女子進行演奏，特別的是，

他身著火紅的衣袍，胸前頭上配戴著枝葉編織而成的花冠飾品，身後左側有著歇

息整齊的寶藍色膀翅，右側則露出一小截的箭羽，臆測該少年應為愛神丘比特。

畫面左側的男子則以背對畫面的側坐姿態呈現，身上暗灰色的盔甲暗示他的身份

為中古世紀騎士，其正以左手撐地、右手置於蜷曲小腿肚上的閒逸姿態聆聽曲

樂。伯恩-瓊斯於前景引入各式多樣不同紅、黃、藍、紫等鮮豔花卉，人物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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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片青鬱綠地，暗指該場景為郊外野地，畫面遠景的村落建築物隱隱約約表露

於薄霧瀰漫的空氣之中，似為一處夢想境地，而幽暗的遠景、沾染暮白淺藍色天

際，更讓人分不清這些人物身處於天亮未明的清晨朝暮，或者是落日未沈的遲暮

黃昏。 

背景色調刻意以彩度較低的紫灰色調鋪敘，致使以大片鮮麗色系為主調的前

景部分成為關注的焦點，然而三人間的表情在明亮豐富的色調之外，更造成啟人

疑竇的視覺張力：彈奏女子遊移於琴鍵樂譜之間的雙手，似乎與望向畫外觀者的

面容神情不甚契合，其雙眼所視並非專注於觀賞畫作的觀者，更像是神遊於自我

世界中的冥想神情；背持箭羽、收整翅膀、雙手正在輔助演奏的丘比特，其斜屈

著身子、閉目陶醉的樣態，無疑地加添樂音沈醉動人的震攝力；全副盔甲騎士雖

僅以側面示人，然目光膠著於彈琴女子之上，專注而熾熱的眼神，說明其並非沈

浸於賞欣自女子指尖流洩而出的美妙樂音，而在乎彈琴女子的一顰一笑、一舉一

動，乃致使其身上所配飾的紅圍巾隨風遠颺而不自知。女子為畫面重心焦點所

在，然而她與醉心於樂音旋律的丘比特，或癡心愛慕於己的騎士之間，卻沒有任

何眼神交會，逕自演奏並對於兩人的行止無動於衷。三人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與

表情，加諸於伯恩-瓊斯所命名的畫作名稱《情歌》（Le Chant d’Amour），給予解

讀作品意涵極大的想像空間：是否女子所彈奏演示的悅耳動人情歌，致使愛神丘

比特忘卻發射自身背負著陷人於愛戀的箭枝，而讓騎士孤獨地陷入單方面的苦

戀？抑或者圖像人物所暗喻者，僅是愛神丘比特一如凡人俗體的騎士，易遭個人

情愛所困，同樣也會惑於外在曼妙樂音，致使其錯失撮和有情人的任務？ 

暫且不論圖像真正意涵為何，而回歸圖像風格深究，茵茵鬱鬱的色調以及串

連三人關鍵性的音樂性元素，在視覺意向上喚起詩意般的律動感，而令人回想起

喬久涅（Giorgione）及其傳人作品中的視覺感受：將人物置於田園牧歌式的戶外

場景之中，缺乏明確的敘事性內容，但卻藉由調弄情愛的象徵暗示及音樂元素的

滲入，強化圖像呈現情感的視覺張力，使作品有著溢於視覺圖像呈現之外的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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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氣氛。威尼斯畫作中強調感官視覺性的亮麗色澤表現，及訴諸情感的感性手

法，給予伯恩-瓊斯極大的影響，其曾於遊歷威尼斯之後提及：「世界上再也沒有

其他藝術作品能與卡帕其歐（Carpaccio）及其他威尼斯畫家媲美。」35在喬久涅

式圖像風格的畫作之中，對伯恩-瓊斯影響最深刻者應屬典藏於羅浮宮中的《田

園交響曲》（Concert Compêtre, 圖 1-40），該作品原被意屬於喬久涅（Giorgione）

所繪製，後被判定出自於其助手提香（Titian）之作，而伯恩-瓊斯於 1855 年、

1859年及 1862年間多次順道訪遊羅浮宮，該作品必定為其所熟知。因而或許即

是喬久涅式藝術風格的影響，犧牲作品清晰的敘事說明特質，強化整體圖像的氛

圍，將聽覺性的音樂元素嵌入以視覺性表象為主的圖像之中，致使伯恩-瓊斯創

作出這類最具浪漫抒情特質的典型作品。 

根據瓦特．培德（Walter Pater）所撰寫的文章〈喬久涅學派〉（The School of 

Giorgione），提及音樂乃為其他藝術尋求形式完美圓融的過程中，持續不斷渴求

之標的物，意指其倡議以音樂作為所有藝術表現的完美典範，此外更名列多位包

括羅賽蒂、惠斯特勒（Whistler）等人在內的藝術家，認為其圖像藝術創作中帶

有音樂性元素，或正朝此一理想典型邁進。36以此角度觀察，伯恩-瓊斯與音樂之

間的淵源更顯深刻，因伯恩-瓊斯不僅於前述的羅賽蒂、惠斯特勒在藝術創作上

有所切磋交流，更實際對音樂演奏有所接觸瞭解，其曾震攝於華格那（Wagner）

與梅耶比（Meyerbeer）歌劇中的效果，37傳統而古典的音樂亦是令其感懷於心的

美妙催化劑：伯恩-瓊斯的藝文好友，諸如彼得‧保羅‧馬歇爾（Peter Paul Marshall）

引介其欣賞蘇格蘭傳統民謠的曲樂音符，38另一名音樂學家友人亨利‧艾利斯‧

威爾德利齊（Henry Ellis Wooldridge）則引領伯恩-瓊斯夫婦進入十七世紀義大利

                                                 
35 “I remember after my stay in Venice, when I Came back thinking there could no painting in the 

world but Carpaccio’s and other Venetians, there were nothing whatever wanting in Hogarth’s to my 
eyes When I saw the marriage à la Mode again…” Mary Lago ed., Burne-Jones Talking: His 
Conversations 1895-1898, preserved by his studio assistant Thomas Rook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1), p. 167. 

36 其他藝術家含括 Frederic Leighton、Walter Crane、Henry Holiday及 Simon Solomon等人。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98. 

37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I, p. 114. 
38 Georgiana Burne-Jones, ibid., vol. I,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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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動人的歌曲境界裡，使伯恩-瓊斯沈醉其中而一再地要求其友人不斷地重複

頌唱。39此外，即便伯恩-瓊斯不擅樂器演奏，僅能自欣賞者的身份進入音樂醉人

的世界中，然而其夫人美妙的嗓音及善於彈奏鋼琴的天賦，40亦能成為伯恩-瓊斯

在藝術創作中導入樂音因子的靈感來源，以及其賞欣音樂的最大樂趣。美國友人

夏勒‧艾利歐‧諾頓（Charles Eliot Norton）曾回憶： 

瓊斯夫人有十分悅耳的嗓音，極為具有音樂涵養的天賦－而她所歌頌的

樂曲是極為罕見的那種類型，不是現代流行的，而是以前較為悅耳的英

國曲目。她會令人欣悅地歌唱一個小時，從海頓、從巴哈或者轉而從舊

時的莎士比亞、班‧強森等以輕旋律風格為主的作曲者曲目，或者更為

久遠英國古調、法國小曲等中挑選歌曲。41  

畫作之所以命名為《情歌》（Le Chant d’Amour），正源自於一曲古調中的疊

句，或許即為伯恩-瓊斯夫人經常唱頌的曲目之一： 

啊！我曾憶起那情歌，  

悲傷或快樂，一首接著一首。42 

此幅作品的設計原稿本意乃是作為裝飾風琴上的圖樣，原圖設計僅有彈奏管

風琴的女子及丘比特，後來經過修改增減，而讓畫面上同時呈現三名人物，將之

                                                 
39 “to a new world of beauty in Italian song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n almost entirely 

unknown－and his singing of Casissimi and Stradella gave us the keenest pleasure：Edward used to 
ask him for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I, p. 302. 

40 如藝術家William Bell Scott曾載明她的歌聲相當迷人。”the ballad of ‘Green Sleeves’ and others 
in loud wild tones, quite novel and charming.” William Bell Scott, Autobiographical Notes (London, 
1892), p. 59. 友人 G. P. Boyce也提及曾沈醉於伯恩-瓊斯夫人美妙的歌聲下。 “ Mrs. Jones, sang 
several things of Glück and Beethoven and Schubert, and charmed us in this way till nearly 1 
o’clock.”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p. 98-99. 

41 “ Mrs. Jones has a pleasant voice, pleasantly cultivated－and her music is of rare sort, and not of the 
modern but of the former better English school. She will sing for an hour delightfully from Hayden, 
from Cherubeni, from Bach, or will return from these composers to the lighter style of the old 
shakespearian and Ben Jonson songs, or the still older English airs and French chansons.” Sara 
Norton and M. A. DeWolfe Howe eds., Letters of Charles Eliot Norton (London, 1913), vol. I, p. 348. 
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ibid., p. 99. 

42 Hélas! Je sais un chant d’amour,  
Triste ou gai, tour à tour. 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ibid.,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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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於 1865 年間完稿的水彩作品（圖 2-32），可梳理出伯恩-瓊斯於描繪圖像風

格時的精進與修正。比起水彩版本的作品，以油畫創作的後期作品選擇色相較為

飽和的彩度，雖然畫面整體的明度稍有降低，但就視覺觀賞的效果而言，卻顯得

更為鮮亮而搶眼；圖像人物細節的改變，諸如彈琴女子翻動樂譜、彈奏琴鍵的雙

手不再含糊帶過，騎士的雙腿顯得較符合人體結構等，則顯出伯恩-瓊斯近十年

來對於描寫物像所努力的成效。然而，之中變異最為顯著的角色人物莫過於丘比

特，其身上包覆厚重的衣袍置換為簡明而清涼的短衣短袍，刻意顯露人像軀體四

肢的曲線，足見伯恩-瓊斯對於描繪人體自信度已然提高；蒙蔽著眼睛的布幔而

今遭修正移除，因而可以清楚瀏覽丘比特的神情；過去頸邊飄揚的銀灰色巾帶幾

乎與丘比特身後的羽翅混為一體，難以辨識，而現改以對比互補的寶藍與深紅色

調敷塗等，致使丘比特於畫面中所扮演的圖像角色更為優雅精緻，不再模糊難

識。此外，比較兩幅作品於前景中所引入的鬱金香花卉等，早年作品顯得較為凌

亂無章，高低錯落的花朵甚而與騎士的足踝相混，致使兩者間喪失應有的距離

感，後者則摒除之前創作所呈現的失誤，而將高低錯落的花卉作不同層次的安

排，得以使前景色彩繽紛的各式花朵為畫面視覺效果起加分之效。 

相較於早年所完成的作品，伯恩-瓊斯在描繪物像的細節部顯得更為得心應

手，諸如丘比特羽翅的紋裡、胸前的枝葉飾品、前景不同花瓣的處理模式，以及

在管風琴的側面加入雕琢精細的紋樣圖案等，顯示其確已能運用精密的描寫技巧

清晰地表現預設圖像，而無須以模糊淡化的方法加以掩飾，此外，更進一步彌補

修正過去無法清楚交代各個物像間遠近關係的尷尬窘境，以追求視覺感官接收

上，更為賞心悅目的和諧圖像創作。正因藝術家所欲追求的是視覺效果，進而使

畫面中產生諸多啟人疑竇之處：如丘比特蜷曲的奇特姿態，騎士轉頭及其側身臥

坐的樣態，實不吻合人體工學結構，而女子隨風飄動的金色髮絲，竟與丘比特身

後豔紅色飄盪的巾帶各自朝向相反的方向等，顯見畫面的圖像安排僅為虛構，純

為藝術家個人想像之外，更具意義的是，創作者為彰顯畫面張力，進而不顧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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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的合理性，刻意扭曲人像軀體以符合創作理想中的完美構圖形式，致使作品

呈現許多不符常理的荒謬景象。是以該作品於展出之時，雖然許多藝評家讚嘆於

用色的大膽，但確實因伯恩-瓊斯過份強調莫名的情緒與氛圍，引人聯想逃避現

實的病態感而招致批評。 

II. 《金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s） 

    《金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s, 圖 2-33）為伯恩-瓊斯於藝術史上最為人所

熟知的代表作品，幾近於單色調的表現手法，與前述色調瑰麗、氣氛浪漫富麗的

《情歌》（Le Chant d’Amour, 圖 2-31）全然不同。窄長形的直立構圖，早於前年

所完成作品《聖告》（The Annunciation, 圖 2-11）中預見，兩者同於 1880年參展，

然而相較兩者之尺寸大小，《金色階梯》加長拉大的巨幅規模更顯伯恩-瓊斯宏大

的企圖心。該作設計構思始於拜訪義大利歸來後的 1872 年，然而延宕至 1876

年才真正動手繪製，歷時達四年左右，伯恩-瓊斯夫人對於當時伯恩-瓊斯迫於時

間壓力，必須趕工完成創作的情景回憶道：「繪畫已然繪製完成，而畫家也幾乎

已經竭盡心力、鞠躬盡瘁。在這一生當中他從未因時間的壓力而如此地催促自

己。」43 

    足見伯恩-瓊斯希冀趕在葛洛斯凡納藝廊年度展覽前完成作品，然而這種時

間壓迫的倉促感並未減損該作品的優雅與細緻度，伯恩-瓊斯仍以一貫精密細心

的態度刻畫作品圖像中的每個細節。乍見作品，只覺大片銀白金黃色系映入眼

簾，予人極為壯觀高雅的氣勢感。定睛審視作品中所描繪的圖像，僅見一群從階

梯上緩步下樓的白衣少女，手中握持著各式各樣形狀各異的樂器，或三兩交談，

或凝神沈思，或將目光投向畫外，神情姿態各異，少女們身著古式長袍裙襬的衣

飾，似以輕軟服貼的柔順綢緞裁製而成，隨著她們的手足四肢的遊走移動而起伏

律動，寬大的衣袖以及高腰設計的款式一如過去伯恩-瓊斯所描繪女子們的裝

                                                 
43 “The picture is finished, and so is the painter almost. He never was pushed for time in his life.”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II,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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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既增添女性優雅氣質卻又兼具舒適自然的特性。仔細觀察畫面中的十八名女

子，不難察覺箇中相近卻又互異的構圖安排，自畫面最上緣起，一名自屋內信步

走出的女子，在畫面裁切與前行女子的遮擋之下，僅呈現半身體態，從片段的部

分樣貌猜測其手中所握持著，乃為弦樂之屬的大型樂器。正於階梯上行走的女子

們，可依其相關位置及彼此間的互動關係，稍加區分為階梯上半段的六名女子、

正處於階梯轉圜處的兩名少女，以及階梯下半段即將轉入下層建築中的少女們。 

階梯最上方的兩名少女手中握持著相同的吹奏短笛，其中一名背對著觀者，

從與之相對而視的女子手勢、張口說話的神態，臆測兩人正在閒話家常；其下女

子雙手一上一下握持著細長似喇叭的樂器，以四分之三左側面的全身像描繪，暗

示著樓梯的旋轉方向；身旁的左側女子回頭張望，左手前搭另名臂上飾有花葉圈

環的少女，不僅讓人物間有所互動，更引導著觀者視線向前延展銜接。臂膀上飾

有葉環的女子，由上而下俯視的目光吻合其身處於階梯較高點，並與觀者恰於畫

作下方觀賞審視的角度相契合，她左手持鈴鼓，右手則拎著拖曳的裙襬，則將觀

賞焦點轉移至前方彎著腰身的盤髮少女。盤髮少女的身軀雖然仍舊以側面描繪，

然而轉頭前傾的姿態樣貌，續而將少女們行進間的節奏律動感，向前傳遞至階梯

中段轉圜處的兩名女子。位於階梯中段的女子幾以正面迎向觀者，其一回應彎腰

盤髮女子的手勢，轉頭回望，從其懷中抱持樂器的部分樣貌，猜想此乃狀似古箏

般的弦樂器鐘琴（bell-harp），該樂器與早年作品《悲嘆》（The Lament, 圖 1-51）

中所描繪的古樂器形制一致。另一名女子則執持提琴，其右手拉弓置於琴弦上，

表情肅然似在聆聽調校樂器的音色。伯恩-瓊斯在此將行進成列中的女子們稍作

區隔，在前後人物間留下較大空間，以續接下方互動排列更為緊密的少女群。 

金色階梯下段的女子們一致以兩兩成對、左右並置的模式組織集結，然而為

使畫面不呈現過於制式化而單調呆板的構圖，以人物彼此之間的互動或轉頭側身

的不同角度，打散原有一致性，例如手持鈴鼓的女子身軀前傾，伸手搭肩加入下

方兩名面容相對少女們的談話陣容；前方女子的頭上、腰間與臂膀上皆綴有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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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環，手中執持長柄喇叭，左手輕提起飄動的裙襬，神情舒緩而專注地前行；步

下最後一階樓梯的少女，左右手各執一片鈸鑼，開合的手勢似乎想試試該樂器音

色響亮與否。上述女子們多以左側面像示人，而與階梯迴旋盤轉的角度相應符

合。階梯最下緣背對觀者的少女已然轉身欲走向建築物內，前行更近室內入口的

女子仍回頭張望，這兩名少女雖已然即將離開階梯平台，邁向建築室內，但在畫

面構圖上，仍與前述雙手執持鈸鑼與長柄喇叭的少女們並列成雙，並以背對的樣

貌姿態暗示她們於前進行列中的相對位置。已進入階梯下方室內的兩名金髮女

子，其一僅以側面呈現，但見其手扶門框，似有留戀之意味，另一名則回眸凝望

觀者，露出神秘而耐人尋味的微笑。從女子們面前僅有一小部分敞開的門望向室

內，僅見金碧輝煌的古典柱頭，顯見室內裝潢非同凡響。 

面對狹長難以發揮的直立形構圖，伯恩-瓊斯利用曾於工藝設計中累積的經

驗，發揮善用畫面空間的所長，讓畫面眾多物像的堆砌，在視覺上不至過於擁擠

而產生壓迫性，或閒置過多不必要的間距而徒留空洞之感，諸如畫面頂緣開敞的

木瓦屋簷頂，其上歇有數隻白鴿，並引入一小片湛藍的天空，右側挖空的兩扇窗

格擺置著花器植物，隱然透出亮眼的光線，讓室內空間展延至戶外，不僅暗示著

畫面背景乃以非封閉的室內空間為舞台，同時也讓原有侷促的空間有著向外舒展

的想像空間。其次，刻意將畫面左下角階梯下方的空間留白，在畫面中央階梯轉

角處植入密密叢生的植物枝葉，呼應著其下緊密依偎的成群少女，讓畫面構圖產

生有鬆有緊的節奏變化。再者，伯恩-瓊斯將一行十八名女子安置於自上迴旋而

下的圓弧狀階梯之上，順著階梯的蜿蜒讓女子們的身軀隨之轉向改變，以顯示其

正在行進的方向，然而在固定既有的規律性中，以少女們手執不同的樂器，稍加

變化的服儀裝扮，或轉頭側身談笑、或低頭暗自沈思，或彎腰俯身等各式多樣的

神情樣態，豐富而活潑化原本可能沈悶簡單的行進列伍。作品一統於不同白色、

銀色調系之間的微妙變化之下，少女們似有規律卻又帶些變化的肢體動作，與其

手持的樂器所象徵的音樂性似乎有所呼應，致使畫面流洩出一曲默默於心田輕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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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柔順樂音。 

畫面中少女的身軀姿態均描繪自相同的專業模特兒安東尼奧．卡娃（Antonia 

Caiva），44並在繪製人像之前先行練習裸體的姿態，以掌握瞭解人物的動態與結

構，藉由伯恩-瓊斯所留存下來的素描練習（圖 2-34），可證明其對於各種姿態所

做的練習。這種預先以人體裸像為練習，乃為傳統學院所沿用的方式，然而作品

完整呈現之時，雖帶有古典的優雅，卻無傳統學院繪畫特質的陳腐，誠如藝評家

弗瑞德里克．喬治．史蒂芬（Frederic George Stephens）所言： 

自我們首次觀賞該作品以來，該作已然喪失當時我們所讚賞的希臘特

質…它已經被修飾過，而現在更像是皮耶羅．迪拉．法蘭契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藝術創作。蒼白的淡膚色（亦即金色的軀體），寬闊

的前額，深邃而狹長的眼眸及其凝望的神情，甚至是其大致的輪廓及頭

頸與肩膀接和的樣態，明示了那位可愛畫家兼具詩意設計者的影響。45 

喬治．史蒂芬原為拉斐爾前派兄弟會創始成員之一，必定熟識伯恩-瓊斯而

瞭解其繪製該幅作品的過程，復以該作構思於 1872年，恰為伯恩-瓊斯臨摹法蘭

契斯卡於聖法蘭西斯（San Francesco）創作壁畫的隔年，或許正因早期義大利文

復大師的影響，而減緩修正原有的學院氣息。另外，少女們的面容臉龐則多描繪

自伯恩-瓊斯身邊友人或其女兒，如伯恩-瓊斯的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出現

於階梯下方，扮演著臂膀上有花環的女子；前行手執持鈸鑼的女子，則以伯恩-

瓊斯贊助人威廉．葛蘭的女兒法蘭絲．葛蘭（Frances Graham）為雛形；一位與

伯恩-瓊斯熟稔的女演員潔莉．布雷德（Edith Gellibrand）化身為階梯中段處彎腰

俯身的女子，其下正對觀者，手持提琴的女子則以莫里斯的女兒瑪麗（Mary）

                                                 
44 Russell Ash and Bernard Hill, Sir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Russell Ash, 1993), p. 45. 
45 “Since we first saw this picture it has lost much of the Greek quality we than admired…It has…been 

modified, and now resembles in many points the art of Piero della Francesca. The pale golden 
carnations [i.e., flesh golden], the broad foreheads, the deep-set, narrow eyes and their fixed look, 
even the general contours and the poising of the heads on the shoulders, plainly tell of the influence 
of that lovely painter and poetic designer.”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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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貌為肖像。46即便畫面人像的模特兒容貌各有不同，然而繪製於同一模特兒

的勻稱身軀，無數幾近相同的赤裸足踝，復以畫家筆下塑造人物相近的服儀裝

扮，沾染相近的氣質及散發著相同淡淡哀傷、憂鬱神態，使人在乍見畫面之下，

恍如見得一群孿生少女們列隊成行，而無從察覺辨識個別人物間五官容貌的細部

差異。 

畫作的整體色調偏向銀白、金色系等單一調性，配合著畫面上緣敞開天井灑

落的耀眼陽光，呼應著該作之名－「金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s）。值得玩味

的是，在定名為「金色階梯」之前，「國王的婚禮」（The King’s Wedding）與「階

梯上的樂音」（Music on the Stairs）皆曾為選擇畫作名稱的考量之一，然而最後

選擇「金色階梯」作為定案的題名乃更具意義，因為它不似前兩者給予觀者較多

解開畫面意涵的暗示性線索，讓觀者有著較為寬闊的想像空間，增添作品引人入

勝的神秘性魅力：階梯上一行女子手中執持各式樂器，自上層建築物信步走出，

緩緩踱步而下，進入下層另一個建築空間，她們是誰？從何而來？又將往何處

去？為何穿著相近的衣飾，執持樂器？在作品圖像或畫作名稱中，觀者均無法尋

得正確解答的提示。 

對於習於解讀繪畫作品中的確切圖像意涵，慣於追溯經典文本的觀者而言，

圖像繪畫所呈現的應該是明白地傳遞某定特定的訊息，然而《金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 圖 2-33）中所有的圖像，均像是一團難以理解的謎，讓觀者持續地

懸宕來回於各種假設之中，即便是專業的藝評家亦莫衷一是，沒有肯定統一的說

法：有些或許鑑於先前曾納入考量的作品名稱，而逕自將之解讀為這群女樂手正

離開婚宴場合，但對於圖像創作的動機與真正意圖仍不得其解；有些則完全不加

解釋，認為出現於階梯上的女子們並沒有任何特殊的意涵，她們的表情亦沒有其

他隱藏的意義，而作品之所以吸引人，乃是由於藝術家刻意經營的結果。47伯恩

                                                 
46 Russell Ash and Bernard Hill, ibid., p. 45.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ibid., p. 248. 
47 “…a band maiden minstrels leaving a marriage feast,…without such motive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picture’s] raison d’être.” “that the maiden minstrels…are there for no reas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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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斯本人對於觀者尋求創作該圖像真確意涵的回應則為：48 

我所意指的只是…希望每個人用自己的角度去觀賞。…經常因為那些焦

慮的人們必須被告知他們應該如何去理解畫面，或者他們執意要尋找出

每個輪廓線條所代表的意義而感到好笑。49 

    對於這類「無主題」（subjectless）圖像創作的解讀，伯恩-瓊斯乃是希望觀

者們有自己獨特的想法，無須框架侷限於傳達特定意念的高深見解，由此可推知

伯恩-瓊斯捐棄較具提示性的畫名，改採中性作品名以影射無特定情境的潛藏理

念，乃在於企圖嘗試詮釋、表達另一種創作價值觀，亦即藝術作品不再只是含藏

特定意向的包裝手法與利用工具，圖像外在形式的本質即有其價值存在，這種理

念呈顯於外在圖像創作，包括畫面的人像違逆正常健康胴體的膚色，以求視覺效

果達一致、和諧的銀白色系；為求女子們曼妙身段樣態的不同變化，避免將圖像

中女子足踝置於同一格階梯；為營造絕佳視覺效果，不惜將畫面部分人物圖像作

不完全的剪裁切割；輔以交代不清的時空場景、曖昧未明的創作意念，宣告圖像

背後所隱藏的內容理念不再是繪畫創作的主角靈魂，圖像形式的線條、色彩以及

輪廓等抽象元素，從附屬於高深理念的媒介工具躍升成為圖像創作的重點要角。 

    伯恩-瓊斯在繪畫創作中企圖將圖像與音樂相結合，嘗試互換繪畫抽象形式

與圖像內涵比重關係的創作發展脈絡，與同時期藝術家惠斯特勒（Whistler）的

創作有許多雷同之處，兩者於圖像畫面表現上，雖然同樣有著統一和諧的色彩調

性，以及圖像與音樂間強烈的暗示性關連，並趨於降低圖像背後意涵的傾向，然

而惠斯特勒直接將音樂性嵌入畫作名稱，強調抽象元素的色彩凌駕一切，純粹專

                                                                                                                                            
particular, and their expressions mean nothing in particular: if they are pleasant to look upon, that is 
all the artist’s business.”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May 8, 1880, p. 451. 轉引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248. 

48 伯恩-瓊斯夫人回憶來自各地的信件要求伯恩-瓊斯為作品真正意涵作闡述。”Many letters 
received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sking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Golden Stairs’.”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I, p. 297. 

49 “and what I meant…wanted everyone to see in it for themselves. …was often amused by the anxiety 
people had to be told what they ought to think about the pictures as well as by their determination to 
find a deep meaning in every line he draw.” Georgiana Burne-Jones, ibid., vol. I, p.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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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於形色間的微妙變化，甚至拋開具體物像的清楚形式，與伯恩-瓊斯專注於細

節物像的精緻描摹，線條輪廓為其藝術創作不可或缺要角的表現手法，有著迥異

的視覺效果。以惠斯特勒所繪製的《和諧的灰與綠：西斯里‧亞歷山德小姐》

（Harmony in Grey and Green: Miss Cicely Alexander, 圖 2-35）為例，肖像人物被

安置於一片灰綠色調之中，各種不同灰綠色存在著奇異微妙的差異，主角女孩身

著的白色蕾絲洋裝凸顯於灰色調系之上，側身的肢體動作與個性倔強的神情隱沒

於對比搶眼的色彩之中；其他作品如《藍色與金色的夜曲：古老的貝特希橋》

（Nocturne: Blue and Gold -Old Battersea Bridge, 圖 2-36），更進一步在幽暗而幾

不可見的背景中，隱約呈顯著黝黑的橋樑身段與幾許零星的火光色點，經由抽象

的音樂性標題連結於畫面的色彩，進而強化創作者所欲傳達的，僅是眼前形式、

色塊動人心弦的視覺印象，而非真實情境的紀錄。顯然惠斯特勒借用音樂的元

素，刻意凸顯的是繪畫形式、色彩等抽象因子，關注於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

於視覺感官上的效果；而伯恩-瓊斯雖然提昇抽象元素於繪畫中的比重，並同樣

著眼於視覺效果，但仍未完全拋卻畫面圖像隱藏內涵給予觀者的衝擊影響，追求

的是畫面整體性的氛圍，抽象形式與涵藏意境之間的和平共處，樂器圖像的引

入，則進一步深化其所欲營造神秘曖昧的抽象效果。 

    伯恩-瓊斯這類以形式唯美、意境抒情著稱，帶有音樂性的詩意作品，嘗試

著減緩繪畫闡述文本、傳達教義、宣揚理念的功能性目的，以凸顯圖像色彩、輪

廓、線條等形式的直接衝擊，對其而言，實非突破性的重大轉變，僅為進一步地

將圖像的故事腳本抽離藝術作品的嘗試性策略。檢視伯恩-瓊斯過去作品的圖像

風格，炫麗的色彩、清晰舒暢的線條輪廓、執著於細微圖像的細膩刻劃等，重視

形式元素的表現原屬創作風格極為特出之一面，而今乃放棄依據多數人所可能共

享的圖像文本，轉而訴諸純以個人私密想像創作為依據，致使多數觀者無法順利

解譯圖像中符碼，僅能著眼於藝術家在圖像表現中對於抽象形式的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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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唯「美」至上：伯恩-瓊斯的藝術特質 

    綜合審視伯恩-瓊斯多元不同的圖像創作呈顯，不難從中梳理出其一貫的形

式元素與特出的藝術特質，無論是具有中世紀文本根據的詩文創作，隸屬於希臘

古典的神話題材，亙古流傳的宗教圖像，抑或無以名狀、陌生夢幻國度的呈現，

伯恩-瓊斯均以個人獨具的藝術風格賦予圖像嶄新不同之詮釋與新意，然而於紛

雜多樣的題材之外，連結串接各圖像表現的背景時空，一致地指向已然消逝的黃

金歲月，即便題材本身之時空背景無法確知是否屬於中古世紀，追古懷舊的物像

仍暗示著圖像的時代隸屬於遙遠的過去，諸如《金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s, 圖

2-33）女子們身著打摺的衣裙、《情歌》（Le Chant d’Amour, 圖 2-31）中的武士

鎧甲等等。雖然從消逝的古老歲月中汲取創作源泉，乃為伯恩-瓊斯決心追隨羅

賽蒂為師，開始進行藝術創作之後，便秉持不變的思考方向，然而在表現形式與

圖像呈現上卻有著與先前不同的嘗試與轉變。 

顯而易見的是，1870年代前後伯恩-瓊斯所創作之圖像作品，畫面尺寸變得

極為宏大而具挑戰性，如《情歌》（Le Chant d’Amour）早期水彩作品的尺寸為

56×78㎝（1865年, 圖 2-32），稍後進行的油畫版本的畫幅則擴增為 114.3×155.9

㎝（1868-1877, 圖 2-31），約為原設計的四倍之大。此外，1870年代末期的作品

進一步嘗試拉大畫幅長寬的比例，如《聖告》（The Annunciation, 圖 2-11）的尺

寸為 250×104.5㎝，《金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s, 圖 2-33）更增為 269.2×116.8

㎝，整體畫幅不僅巨大，同時長度約為寬度的二倍之多，形成罕見的窄長形巨幅

作品。窄長而巨幅的畫面雖然有利於呈現人像全身比例的完美性，但同時亦提高

構圖剪裁的困難度，然而伯恩-瓊斯卻選擇挑戰巨幅創作，企圖以畫面尺寸宏偉、

罕見窄長畫幅的氣勢鎮攝觀者的第一印象，足見其著眼於畫作予人的雄偉感受，

而此種強調畫面的視覺性更表露於伯恩-瓊斯精緻雕琢的線條輪廓、不忽視畫面

細微局部謹慎處理，及恣意揮灑渲染畫面色彩，呈現時而交織多彩炫麗的飽和色

調，時而以相近單一色系作巧妙對比轉換的圖像質素之中，這幾項突出的藝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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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亦被當代倫敦藝評家所點明，諸如原屬拉斐爾前派兄弟會成員之一的史蒂芬（F. 

G. Stephens）評論觀察《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 圖 2-3）說道： 

為本國最具天賦最可親的畫家之力作，…能夠一吋吋地被仔細審視而帶

有無盡的樂趣，...，乍見之下，它像是光鮮的中世紀彩圖，閃耀著極佳

的深紅、銀白、寶藍與玫瑰紅等色彩，…50 

另一名藝評家葛蘭‧羅伯森（Graham Roberson）則表示該作「為一幅令

人愉悅、而光彩閃耀的作品－在經過這許多年之後依然嶄新而色彩鮮麗，我仍牢

記著當我年幼時觀賞它的第一眼印象。」51此外，藝評界認為伯恩-瓊斯所創作的

《金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s, 圖 2-33），可謂之「白色和諧」（harmony in 

white），因畫作「巧妙安排白色衣著的變化」，人物「均以銀灰白色調及其類似

淡色系敷塗」，並具有「以混合珍珠紫與最純的灰色調，調和成黯淡與閃耀銀色….

的微妙變化。」52不管是《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中炫麗多彩的鮮明呈現，或

是《金色階梯》中幾近純淨單色的鋪陳，藝評家們一致注意到伯恩-瓊斯作品中

色調精緻多變的呈現，著墨於色彩給予視覺感官的享受。 

史蒂芬在陶醉於伯恩-瓊斯作品色調變化之餘，更進一步體察作品細部的效

果，並以同樣的觀點評論伯恩-瓊斯的另幅作品《聖告》（The Annunciation, 圖

2-11），以為該圖像「顯然是藝術家創作之中最完滿的作品；比起先前其他作品，

繪製更為細心謹慎，潤飾更為透徹，精心設計的效果更為彰顯而突出。」53點出

                                                 
50 “the great work of [our] most lovable and masterly painter,…inch by inch with unending 

pleasure,…poem in paint so absorbing.” Athenaeum, May 18, 1878, p. 642. “At first sight, it looks 
like a brilliant medieval illumination resplendent with superb scarlet, white, blue and rose 
colour; ….” Athenaeum, January, 1893, p.128.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167. 

51 “…a lovely , glowing things－as fresh and brilliant as ever after all the years. How well I remember 
my first sight of it as a boy.” Roberson, Letters, pp. 284, 295.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ibid., p. 167 

52 “the subtly-managed variations of white in the dresses”,…”all in silvery grayish-white and its allied 
tints”,…”the exquisite varieties …of the tarnished and lustrous silver, in purplish pearly hues and 
purest greys.” Times (Lonodn), May 1, 1880, p. 8. Athenaeum, May 8, 1880, p. 605. 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247. 

53 “by far the most complete picture of our artist has produced; the execution is more search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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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瓊斯圖像作品的特出之處，即是細細刻畫描繪作品整體的局部細節，以及

重視畫面刻意經營裁剪設計的視覺效果，伯恩-瓊斯自身亦坦承： 

我喜歡繪製我的作品如同工匠精心鑲製其珠寶工藝品一般。我喜歡作品

每一吋表面均是如此的美麗細膩，以致於如果不是作品整體，而是作品

的某部分被污損或遺失，找到它的人會如此說道，不管這上面所描繪的

是什麼，它是件藝術，因為它有著美麗的畫面與精妙的色彩。54 

足見畫面色彩、線條輪廓乃至於構圖安排，均為伯恩-瓊斯所特意關注之焦

點，並藉此以達刺激吸引觀者注目之效，而畫面整體是否如外在真實世界般具有

立體的質感，便非其所執著拘泥的部分。伯恩-瓊斯似乎與絕大多數藝術家刻意

在畫面的二度平面中追求三度空間的幻覺呈現相背而馳，甚而為追求個別局部的

細微枝節，不惜犧牲畫作呈現三度空間的可能性，而使其圖像過而平面化而失去

空間深度的表現，此觀點印證於評論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觀賞過伯

恩-瓊斯所描繪的《魅惑梅林》（The Beguiling of Merlin, 圖 2-1）後，察覺伯恩-

瓊斯的人物「似乎僅有表面，而缺乏側面與背部」，55並評論《令人迷醉的維納

斯之丘》（Laus Veneris, 圖 2-3），說道： 

我有意譴責伯恩-瓊斯圖像人物中的謬誤，即是他們太過平面化，而似

乎僅僅存在於表面之上。於線條輪廓上極為鑽研與修飾，…而讓觀者有

種模塑物件的印象－希望本身有著浮雕般的震攝力量。56 

                                                                                                                                            
finish more thorough, the design has been more effectually carried out than in any former work of 
his.” Athenaeum, May 3, 1879, p. 575. 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247. 

54 “ I love my picture [he said] as a goldsmith does his jewels. I should like every inch of surface to be 
so fine that if all but a scrap from one of them were burned or lost, the man who found it might say, 
whatever this may have represented it is a work of art, beautiful in surface and quality of colour.” 轉
引自 David Peters Corbett, “Visuality and Unmediation in Burne-Jones’s Laus Veneri,” in Art 
History Vol. 24, No. 1, (February 2001), p. 91.  

55 “seem flat and destitute of sides and backs,…” Henry James, The Painter’s Eye: Note and Essay on 
the Pictorial Arts, ed. by John L. Sweene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isn Press, 1989), p. 
145.  

56 “the fault I should be inclined to charge upon Mr. Burne-Jones’s figures is that they are too flat, that 
they exist too exclusively in surface. Extremely studied and filled in outline, they often strike one as 
vague in modelling－wanting in relief and in the power to detach themselves.” Henry James,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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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藝評家赫伯．德．拉．西札哈內（Robert de la Sizeranne）則以「英國風

格」（English method）形容伯恩-瓊斯圖像創作方式： 

繁重、瑣碎、費時費力，以乾筆、急促短暫、濃重緊密的筆觸揮灑；…

觀者可感受到畫家所耗費的心力。你也許會覺得自己正在審視著一幅由

哲學家或數學家拼命所編造出來的織錦畫。57 

上述引文闡釋伯恩-瓊斯的畫作表面，以濃重的乾筆觸重複敷塗，致使每抹

筆觸在畫面上有其實體存在感，畫作表面突出的物質特性，致使觀者在感知理解

圖像作品時，干擾阻斷觀者將畫面圖像理解轉化成為平日視覺所見的外在世界，

顯見伯恩-瓊斯有意拒絕效仿世界外在的肌理，將觀者注意力轉移至虛構且趨於

缺乏空間深度的畫作表面，極為吻合其自身所陳述之理念：「我並不想佯裝這不

是一幅繪畫。」58因此，注重圖像繪畫之表面、著眼於畫面視覺性的呈現，並賦

予圖像創作極為亮眼突出之視覺特質，正是該信念的強調。 

這種著重於畫面色彩、線條、輪廓等抽象形式的藝術特質，若以亨利其．沃

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在其著作《藝術史的原則》（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中的分類，59相對於「繪畫性」（picturesque）所欲呈顯者，乃為視覺所見的外在

世界，顯然伯恩-瓊斯的圖像創作偏向於書中所述的「線性」（linear）分類，因

為繪畫性強調世界變動的外貌及物像間的前後關係，而線性則著重於堅實的形

體，以線條做為界線，形式是固定可測量觸知的，令觀者可以很清楚感受到造型

之風格。60沃夫林進而指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模仿性」（imitative）與「裝飾

                                                                                                                                            
p. 164. 

57 “…heavy, trivial, laboured, dry, limited, in thick, close touches, tight; the labour is apparent, the 
constraint is surmised, the pains taken by the painter are felt by the spectator. You might be looking 
at a tapestry woven with infinite pains in exile, by a philosopher or a mathematician.”轉引自 David 
Peters Corbett, op. cit., p. 91. 

58 “ I don’t want to pretend this isn’t a picture,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I, p. 261. 
59 創造五組二元對立之名詞，企圖用於比較 16世紀與 17世紀的藝術風格，界定兩個相對藝術
風格之特性。分別是線性（linear）相對於繪畫性（picturesque or painterly）、平行表面形式（parallel 
surface form）與對角深度形式（diagonal depth form）、封閉（closed）相對與開放（open）、多
樣性（composite）與統合性（fused）及清晰（clear）與相對不清晰（relatively unclear）等五
種。 

60 Heinrich Wölfflin, 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M. D. Hottinger tran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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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decorative）效果之不同，線性繪畫所欲創造的並非「可見」（visual）的世

界，而更近於「可觸」（tactile）之圖像。61著重畫面意向的可觸性，捨棄創造真

實觀看世界的可視性，不僅展現於伯恩-瓊斯對圖像表面刻意的雕琢經營，畫面

缺乏空間深度的暗示，更呈顯於其所選擇創作之內容題材，因為伯恩-瓊斯所描

繪者多為古代舊時的經典神話傳奇，縱使作品有實質文本之參酌印證，然畫面所

鋪陳者，仍經由藝術家創造想像的揮發剪裁，甚或純為個人幻想虛擬的飄渺世

界，而非訴諸於歷史事件的陳述紀錄或寫實傳真當代的社會發展。 

再者，深究細察伯恩-瓊斯圖像表現主題，多以情愛糾葛、抒發相關情感心

緒及彰顯男女之間的關係與差異為主，除上述所提及的《魅惑梅林》（The 

Beguiling of Merlin, 圖 2-1）、《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 圖 2-3）

及《匹邁利安與雕像》（Pygmalion and the Image,圖 2-19~圖 2-22）外，餘如《柯

斐多王與行乞女子》（King Cophetua and Beggar Maid, 圖 2-10）、《廢墟之間的愛》

（Love Among the Ruins, 圖 2-37），62及非關詮釋文本的《情歌》（Le Chant 

d’Amour, 圖 2-31）等均屬此類，是以「人物」為畫面表現不可或缺的靈魂主軸，

因為人像之神情、肢體語言及人物之間的關係，往往是深入解譯圖像隱藏意涵之

符碼，藝評界人士對此亦有所感，相繼提點出伯恩-瓊斯圖像創作中人物表現情

感的細膩及其與眾不同之處，如威廉．麥可．羅賽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

指出《魅惑梅林》（The Beguiling of Merlin, 圖 2-1）中主角人物的特點： 

妮穆神秘、優雅而高大的身軀，帶著些許不祥的美麗容顏，讓她置身於

盛開的白色山楂花叢中，卻又巧妙地使妮穆不至於真正地成為十惡不赦

的加害人。63 

                                                                                                                                            
INC., 1950), 7th edition, pp. 18-27. 

61 Heinrich Wölfflin, ibid., pp. 27-29. 
62 作品原構思出自於莫里斯與伯恩-瓊斯共同翻譯十二世紀詩人 Omar Khayyém所著述的

Rubáuyát之插圖頁。 
63 “the grand figure of Nimue dark and lovely, with a loveliness that looks ominous and subtle without 

being exactly sinister, and the exquisite painting of the lavish white hawthorn blossom.” Academy II, 
(1877), p. 467. 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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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亨利．詹姆斯（H. James）似乎被《情歌》（Le Chant d’Amour, 圖 2-31）

中「神秘而年輕騎士的美麗、入迷而頹廢的樣態」而擄獲，以致於其坦承無法「獲

知該在何處尋找更為精緻表現患有相思病的年輕男子。」64值得玩味的是，藝評

家們似乎默契一致地以「美麗」一詞形容人像之特質表現，即便是扮演男性角色

的騎士，亦被塑造為具有女性化特質傾向的典型，這類評論見諸於史蒂芬（F. G. 

Stephens）觀察《魅惑梅林》（The Beguiling of Merlin, 圖 2-1）中的人物圖像表

現：「妮穆以蛇髮為造型的邪惡強度與張力極為不可思議，與梅林孱弱女性化的

臉龐有所不同。」65而一一審視伯恩-瓊斯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圖像，諸如《匹邁利

安與雕像》（Pygmalion and the Image, 圖 2-19∼2-22）中匹邁利安，在伯恩-瓊斯

畫筆下成為面容娟秀、文質彬彬的白臉小生；《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 圖 2-3）的男性在畫面中所佔的比例極小，僅為陪襯之角色；單從《聖

告》（The Annunciation, 圖 2-11）中的天使側面容貌實難確認其性別等，似乎伯

恩-瓊斯圖像中的男子確缺乏強健活潑、積極主動的男性氣概，女性諸如《魅惑

梅林》中的妮穆（Nimüe）、《匹邁利安與雕像》中的嘉菈蒂（Galatea）等，則經

常為畫面主導之靈魂核心，甚而進一步表現優於男性力量的強勢傾向，而與此類

藝術特質相應的是，人物的男女性別角色界線分野不清，面容性徵相互倒錯混淆

的描繪風格。 

詹姆斯（H. James）於 1877年首次觀賞伯恩-瓊斯展覽作品，對於其圖像中

男女兩性面容特徵作詳盡的觀察與描述，提及： 

  在伯恩-瓊斯的畫作中可以領教見識到早期拉斐爾前派主義中寬闊下    

顎、豐厚嘴唇的女性容貌之極致表現…她們是男性亦或者女性？我想稱

他們為年輕女子，但即使是這種說法，對於如此神秘的創造物而言，似

                                                 
64 ”the beautiful ,rapt dejection of the mysterious young warrior,… know where to look for a more 

delicate rendering of a lovesick swain.” Henry James, op. cit., pp.162-164. 
65 “Nimue’s face in its snacky intensity of malice is marvelous, not so the weak and womanish visage 

of Merlin.” Athenaeum, May 5, 1877, p. 154. 轉引自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ibid.,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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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太過粗俗不雅。也許他們是年輕的男子，而他們看起來的確頗似傷感

的年輕男孩。或者，倒不如說他們是崇高的無性別象徵，準備呈現不管

是男性或是女性幻想所欲的獨具魅力。66 

此外，面對其他藝評家認為伯恩-瓊斯的圖像人物表現「頹廢」（debauched）、

「衰弱」（debilitated）的傾向，詹姆斯不得不承認「男子氣概確實是這位持反對

意見藝評家所拒絕認可的，這些畫作所透露出來的特質正是倒逆了男子氣概，此

乃其主要抱怨的部分。」67但他亦認為正是這些「似無氣力的溫和與柔弱」（flaccid 

softness and weakness）致使伯恩 -瓊斯的圖像風格有種「誘人的純淨感」

（enchanting purity）。由此可知，詹姆斯（H. James）雖然認同於伯恩-瓊斯人像

描繪中精緻美麗、具有魅力的容貌表徵，稱許其為神秘的創造物，並以為此乃其

圖像魅力的來源之一，但同時亦為伯恩-瓊斯畫作之中男女性別分際不清、雌雄

難辦的人像特徵所困惑，進而認為伯恩-瓊斯企圖以女性圖像男性化，男性人像

趨於具有女性特徵的「雌雄同體」（androgynous）人像典型，創造出男女兩性均

得以殷切盼望的理想美典型。另一名藝評家弗瑞德里克‧溫德摩（Frederick 

Wedmore）觀賞《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 圖 2-3）後，評論其中

維納斯的形象： 

她的雙手，骨瘦如材、似為多餘而感覺…她的臀骨，窄而直挺－誇大希

臘藝術所認可的標準－一種兩性之間差別無多的美麗。在這裡他們全都

融為一體，也都可以被辨認出來。68 

                                                 
66 “square-jawed, large-mounthed female visage of early Pre-Raphaelitism, which in Mr. 

Burne-Jones’s productions we see its supreme presentment… Are they women or men? I call them 
young women, bur even this is talking a grosser prose than is proper in speaking of creatures so 
mysteriously poetic. Perhaps they are young men; they look indeed like rather sickly boys. Or rather, 
they are sublimely sexless, and ready to assume whatever charm of manhood or maidenhood that 
imagination desires.” Henry James, op. cit., pp. 146-147.  

67 “The manhood, indeed, the protesting critic denies; that these pictures are the reverse of manly is his 
principal compliant.” Henry James, ibid., p. 147.  

68 “And the hands, bony, wasted, almost nerveless…And then the hips, narrow and straight－the 
exaggeration of a beauty which Greek art recognized－a beauty in which the no sex was not so very 
far removed from the other. Here they are together and identical….” in Temple Bar 53 (July 187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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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德摩進而將伯恩-瓊斯的人物表現特徵，與古希臘藝術人像美的標準認定

作相關連結，認為兩者均富有表現男女兩性間，差別不大的藝術風格傾向。肯尼

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其風格分析巨著中提及，古代希臘雕刻自西元前

四世紀前後，便漸趨有非常優雅、非常健壯或極具有肉體之美的幾種風格傾向，

並分析普拉克西特拉斯（Praxiteles）雕刻作品《阿波羅屠殺蜥蜴》（Apollo 

Sauroktonos, 圖 2-38）的風格，認為之前阿波羅豪邁的英雄形象，已轉而被塑造

成為有著女性清秀特質的男孩，他的臉龐與女性無所區別，而沒有之前雕刻男性

軀體的威嚴、寬闊與方正，身體線條形成優美流暢的曲線，以此佐證希臘藝術的

某部分流於過份優美精緻之觀點。69以此審視伯恩-瓊斯的圖像人物創作，誠如上

述藝評家們審視伯恩-瓊斯圖像作品後所理解詮釋，其追求人體美之理像典型，

契合於古代希臘雕刻表現優雅人體之典型範例，而正因伯恩-瓊斯傾向於以優

雅、精緻展現其心中的理想美，進而致使其作品中多以女性圖像為主角，縱使為

人像為男性，亦傾向於表現溫文儒雅的女性化特質，復以男女面容差異性不大，

致使人像描繪趨於具有女性氣質的中性化特徵。 

此外，為展現人體曲線的美感，伯恩-瓊斯經常於畫面嵌入強化肢體動作的

物像，如人物手中執持的樂譜書籍或各式形制罕見的樂器，尤以頻繁出現的樂器

圖像，暗示著與視覺性圖像繪畫迥異的聽覺性樂音，更令人不禁聯想兩者之間的

關連與其間的象徵意涵。由於伯恩-瓊斯於圖像作品中所描繪的樂器，幾乎均未

曾出現於維多利亞時代中，因而瞭解伯恩-瓊斯是否真確熟稔古樂器之形制、彈

奏方式及樂音旋律，乃是詮釋其將裝飾意味濃厚的樂器物件，安置於特意細膩描

繪圖像中之前提。追溯伯恩-瓊斯對於古樂器的執著，乃根源於其中世紀文化的

狂熱，在牛津求學期間與莫里斯等好友，一同狂熱地閱讀古籍文獻資料，使伯恩

-瓊斯累積、識得古代社會禮俗中，所使用的多樣不同樂器的知識。70此外，參與

                                                                                                                                            
339. 轉引自引自 Kathy Alexis Psomiades, op. cit., pp. 90-91. 

69 Kenneth Clark, The Nude: a study in ideal for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46- 47. 

70 其妻在回憶路中載記 “Here, when they were alone in the evenings, the friends read Cha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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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湯瑪斯教堂（St. Thomas Church）的單音聖歌協會（Plain-Song Society），71並

曾自亞諾得‧多梅克（Arnold Dolmetsch, 1850-1940）工作坊訂製古樂器之複製

品，72從而推測伯恩-瓊斯曾親身歷經英國初期古樂器的復興階段，對於古代樂音

的節奏旋律理應有所認識瞭解，是以其應不僅知曉如何表現描繪古樂器之特性，

更能進而欣賞古樂器音色之奧妙。 

再者，伯恩-瓊斯早期素描簿中的相關記錄，載記著曾考究鑽研古物學者卡

蜜拉．貝那德（Camille Bonnard）所著述《服儀史》（Costume Historique）中的

版畫圖樣（圖 2-39），73證實其確然曾經對於中世紀的服儀穿著打扮有所考究。

伯恩-瓊斯既曾鑽研、臨摹古物之樣式形制，顯示其具有詳實研究、註記物像外

型的紮實功夫，復以其熱衷於樂器描摹，故推想伯恩-瓊斯所繪製之樂器圖像理

應正確而無所謬誤，然而重複出現於其作品《悲嘆》（The Lament, 圖 1-51）、《金

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s, 圖 2-33）及《廢墟之間的愛》（Love Among the Ruins, 

圖 2-37）中的鐘琴（bell-harp），乃據當時南肯辛頓博物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中藏品所描繪，而伯恩-瓊斯創造的樂器卻缺乏前方聲板，必須加大拉

扯琴弦的力道，才能順利彈奏。74深究伯恩-瓊斯之所以蓄意讓樂器有所缺漏不完

整，乃是因為聲板將妨礙描繪琴面上琴弦的完整性，是以樂器形制對其而言，裝

飾成分大過於正確描寫的意味，亦即伯恩-瓊斯著眼於物像表徵的視覺美觀性，

而非照本宣科傳譯正確的資訊，此項特質正契合呼應於前述伯恩-瓊斯為追求人

像理想美，而不惜特意犧牲傳統固有之男女兩性典型氣質特徵的作法。 

                                                                                                                                            
together, and in the daytime they went often to look at the painted books in the Bodlein. Old 
chronicles too they devoured, and anything of any kind written about the Middle Ages, …”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p. 104. 

71 William Dyce（1806-1864）為當代有名之畫家，亦為該協會成員，為單音聖歌（plain-song）
提議復興的領導者，而其著作出版之前，教堂唱詩班必須依藉著古代流傳下來殘缺不全的樂章

和聲吟唱。Suzanne Fagence, “Representations of music in the art of Burne-Jones,” in Apollo, vol. 
147, no. 435, (May 1998), p. 9. 

72 Arnold Dolmetsch與其同僚鑽研 1750年代之前相關古樂器正確的演奏方式。Suzanne Fagence, 
ibid., p. 9. 

73 Suzanne Fagence, op cit., p. 10. 
74 現為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藏品 no. 240-1882。Suzanne Fagence, ibid.,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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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代以降，伯恩-瓊斯相關於音樂圖像的繪畫創作，其主題選擇及描繪

鋪陳之方式，似乎更能深入地與音樂想像結合。深究過去演奏音樂的目的有二，

一為作曲（composition），二則為表演（performance），前者首重表達宗教虔誠信

仰的儀式，後者則涉及感官情慾的愛戀，75若以此考量伯恩-瓊斯將音樂圖像引入

繪畫創作之動機，不難覺察其企圖藉由音樂雙重指涉的特性，傳達中世紀傳奇故

事與禮俗，尤以《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 圖 2-3）所傳達的圖像

意念為箇中翹楚：在一般顯現宗教神蹟故事中，聖母身旁多有天使或唱詩聖者吟

唱聖樂（圖 2-40），而在伯恩-瓊斯的創作中，主角維納斯彷如同聖母，被身邊一

群彈奏的仕女們所娛樂圍繞，音樂似乎取代象徵以聖母為中心主角的有形光環，

透過抽象無形的樂音，彰顯維納斯與聖母的地位同等，乃是被崇敬的人物與對

象。是以透過音樂的雙重指涉之特性，伯恩-瓊斯似乎同時呈現給觀者，維納斯

感官愛戀的形象，與聖母被朝拜崇敬的地位之雙重身份。 

其次，伯恩-瓊斯圖像中的樂手清一色均為女性，亦符合於音樂與感官慾望

享樂之間的密切關連，因為女性相對於理性、智識化（rational, intelligence）的

男性，代表象徵傾向情緒（emotional）的一面，而音樂之根本源頭在於創造力，

有本身特出的軌跡規則，也應是有教養女性所不可或缺的涵養，76因此音樂被強

化歸屬於為女性特質之一，亦被等同連結於女性特質的柔性情感傾向。再者，音

樂適合傳達柔性感情心緒，涉及感官愛戀意味的特質，契合於伯恩-瓊斯圖像創

作選擇訴諸情感愛戀之主題內容，是以在精緻的圖像中嵌入樂器，強化音樂本身

固有特質的象徵隱喻，乃為伯恩-瓊斯選擇以音樂襯托畫面張力之主因。此外，

音樂於撩人遐思，撫慰心靈及訴說愛戀情感的情感性功能之餘，本身更有著獨具

的節奏與旋律性，而伯恩-瓊斯善用音樂特出的抽象性，將之結合於畫面的構圖

形式中，諸如《金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s, 圖 2-33）中女子們緩步下降的步

伐節奏，重複出現的赤裸足踝、金色階梯與相仿的曼妙身軀，無一不雷同類近於

                                                 
75 Suzanne Fagence, op cit., pp. 10-11. 
76 Suzanne Fagence, ibid.,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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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本身抽象的旋律。伯恩-瓊斯排拒訴諸音樂性過於鮮明的慾望感官暗示，轉

而重視圖像的外型輪廓，希冀結合音樂的抽象樂音與具體記號，減緩作品的敘事

成分，而焦點轉移到畫作視覺外觀的本體課題，致使觀者無法從中尋求其道德訓

誡之意或者高尚的情操，因為音樂對於多數人而言，本就有著難以親近而不亦掌

握之特質，77因此透過樂音符號的彰顯，益加強化伯恩-瓊斯企圖在炫麗奪目的圖

像外表之下，傳譯一般觀者不易解讀的深層意境。 

伯恩-瓊斯的圖像創作植基於緬懷遙想消逝的過去時光，將主題焦點鎖定於

表現人物關係與互動，運用古樂器、人物特殊服飾裝扮及夢境般的時空背境，營

造一幅幅華美具詩意般的特殊圖像。而在以「人體」為主題的圖像創作中，照本

宣科描繪文本所述，或藉由畫面鋪陳故事劇情，均非其企圖透過人物圖像所欲想

傳譯給觀者的主要訊息，藝術家更在乎重視的是，圖像給予觀者的視覺感官享

受，並透過嘗試著畫面尺寸的拉長變大、實驗色彩豐富多變幻化，以及重視圖像

各處細微呈現的風格表現呈顯於外。此外，伯恩-瓊斯更抗拒尋常創作以視覺再

現為主的表現模式，犧牲空間深度的暗示，捨棄特意彰顯物像前後位置關係，不

依循視覺所見，賦予之物像色調，有意於觀者眼前營造不真實的虛幻空間。在伯

恩-瓊斯的圖像作品中，以往繪畫藝術創作以仿效外在真實可見世界的最高原

則，被其心中理想美所取代，所有的圖像包括人體面容、肢體動作及服飾衣著，

甚而襯托主體的建築背景、花葉草木等，均以能否達到藝術家自認為的視覺效果

為歸臬，然而其是否合理正確，則非伯恩-瓊斯所關注之議題，亦即伯恩-瓊斯在

營造畫面效果之際，以自身以為的「美」為準則，為追求作品特出而驚豔的視覺

效果，所有加諸於繪畫創作中傳統的桎梧包袱，諸如題材的選擇，清晰意念的傳

導，及透視原則等可拋卻不顧，一切以追求最佳化的視覺效果為依歸。伯恩-瓊

斯心中自成一格的審美標準，以及將之化為具體圖像的藝術風格表現，雖然不為

當代所有觀者群所廣泛地認同接受，然而在其藝術觀者群中，尚存有部分贊助者

                                                 
77 “… the sonata or symphony is to us a poem in a foreign language, with whose modes of expression 

especial cultivation can alone familiarize us.” Suzanne Fagence, op cit.,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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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恩-瓊斯於 1870年辭去舊水彩協會會員資格，進而失去公眾展覽舞台之後，

仍持續不斷委託伯恩-瓊斯繪製藝術作品，以實際的行動表達對伯恩-瓊斯創作風

格的支持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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