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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伯恩-瓊斯的私人藝術贊助收藏圈 

伯恩-瓊斯曾兩度進出公開展覽場域，其一乃於 1864 年獲選入舊水彩協會

（Old Water-Colour Society）持續參展至 1870年黯然退出，其二則為 1877年至

1887年間受邀參與葛洛斯凡納藝廊（Grosvenor Gallery）展覽，但伯恩-瓊斯直至

參展葛洛斯凡納藝廊的 1870 年代末期之後，其藝術風格才得以受到藝術界廣泛

的矚目，進而成為該時英國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1在此之前，伯恩-瓊斯圖像創

作的觀者圈，僅侷限於少數以私人力量支持其藝術創作的贊助收藏者，進一步尋

思，這些族群乃是在伯恩-瓊斯的藝術成功獲得大眾接受之前，便已開始委託、

購置伯恩-瓊斯的圖像作品，顯示他們對藝術家的創作能力深具信心，成為最早

對伯恩-瓊斯藝術創作抱持著正面肯定評價的洞燭機先者，其之所以贊助收藏伯

恩-瓊斯藝術作品的隱藏動機與機緣，乃是本章所欲深入探究的重點要項。 

再者，伯恩-瓊斯於 1870年退出展覽場域後，便鮮少公開展示圖像藝術創作，

多為藝術贊助者所委託製作，而這些以實際行動支持伯恩-瓊斯藝術創作的贊助

者，所秉持的審美觀及評鑑藝術的態度與信念，與該時審視伯恩-瓊斯藝術創作，

致使其退出公開展覽場域的價值標準之間，顯然有所差距。深究伯恩-瓊斯私人

贊助收藏社群的組成，其與藝術創作者之間的關係互動，及贊助者如何看待藝術

家及其藝術創作的價值觀，正是窺見兩造之間理念落差的起點契機。 

第一節 伯恩-瓊斯的交遊圈與初期藝術贊助者 

伯恩-瓊斯由一介未接受正規美術學院訓練的業餘生手跨足藝術創作，早年

的藝術贊助者與觀者便是他身邊一干好友，尤以羅賽蒂與魯斯金對其作品最為推

崇，依藉著兩人在藝壇上的人脈，伯恩-瓊斯乃得以逐漸建立欣賞其藝術創作的

                                                 
1 1881年獲牛津大學授頒榮譽博士學位；1883年獲頒牛津愛塞特學院（Exceter College）榮譽校
友；1885年獲選入皇家藝術學院院士，任伯明罕英國藝術家協會（Honorary President of Royal 
Birmingham）榮譽主席，1886年再度獲選入舊水彩協會（O. W. C. S.）；1889年《柯斐多王與
行乞女子》（King Cophetua and Beggar Maid, 圖 2-10）參展巴黎大學博覽會，獲榮譽騎士勳章
（Légion d’honneur）；1892年獲選巴黎藝術學院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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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收藏圈。然而，早年收藏其藝術創作品者，以同屬藝術創作者的喬治．波萊

斯．伯伊斯（George Price Boyce）、2亨利．威爾斯（Henry Wells）、史賓瑟．約

翰．盧丹．史丹哈伯（Spencer John Roddam Stanhope）等人為主，3如伯伊斯（G. 

P. Boyce）為水彩畫家；威爾斯（H. Wells）則為皇家學院藝術家，以創作肖像畫

為主，娶喬娜．瑪麗．伯伊斯（Joanna Mary Boyce）為妻，成為前者的姻親；而

史丹哈伯（S. J. R. Stanhope）曾習藝於華茲（G. F. Watts），並與伯恩-瓊斯一同參

與羅賽蒂所主導的牛津聯合協會（Oxford Union Society）天頂壁畫設計，4這些

藝術家多經由羅賽蒂而與伯恩-瓊斯熟識，進而賞識其藝術創作並購置收藏伯恩-

瓊斯的圖像作品。 

伯恩-瓊斯夫人指出，首位委託伯恩-瓊斯創作的非藝術界人士，乃為里茲

（Leeds）的商人湯瑪斯．愛德華．波林特（Thomas Edward Plint, 1823-1861年），

5其個性隨和、大方而頗具耐心，在獲取藝術作品之前會先預先支付給藝術家酬

勞，且不同於一般的商人而能體會藝術家以單色表現畫面的用意，6十分尊重藝

術家個人的創作，同意藝術家應以個人屬意的方式選擇題材、表現其藝術創作： 

假若你心中已有任何主題，及相關於你所設想的創作期限，請讓我知

悉，假如允許的話，我將親自與你商談。我對聖經題材有所愛好，但我

想你一定已有自己的偏好。讓我擁有你最好的作品，至於主題與想法，

我都留給你全權處理。7  

                                                 
2 曾接收羅賽蒂的舊住所，伯恩-瓊斯夫人於其回憶錄中載記其與羅賽蒂有著共同收集中國藍白
瓷器的偏好。Georgiana Burne-Jones, Memorials of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93), vol.1, p. 251. 

3 參見 Georgiana Burne-Jones, ibid., vol. 1, p. 259. Martin Harrison & Bill Waters, Burne-Jones 
(London: Barrie & Jenkins Ltd., 1973), p. 70. 

4 1857年前後進行，除主事者羅賽蒂外，參與繪製的藝術家包括伯恩-瓊斯、莫里斯（William 
Morris）、亞瑟．修姆（Arthur Hughes）、史丹哈伯（Spencer John Roddam Stanhope）、華倫泰．
卡麥倫．平瑟（Valentine Cameron Prinsep）以及約翰．修爵弗德．帕倫（John Hugerford Pollen）
等七人，並亞瑟王的傳奇故事為主，但因不諳壁畫繪製程序，完成不久後旋即剝落毀損。 

5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 153. 
6 Penelope Fitzgerald,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revised 

edition, pp. 61, 73-74, 77.  
7 “Please let me hear if you have any subject in your mind and heart, and what would be your idea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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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波林特以極為懇切的語氣，向藝術家表露希冀取得的圖像典型，然而伯

恩-瓊斯卻有著迥異的構思與想法： 

我已經選擇幸福的少女（The Blessed Damozel）作為我的年度工作。在

第一幅創作中，我將繪製主角人物走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其間充斥著他

未曾有過的快樂生活景象，孩童、情侶漫步，以及女孩們倚靠著窗邊，

其頭頂捲起一陣因墓園牆邊秋風吹拂而飛揚的葉片，而在漫長街景的另

一頭則是一片綠色的田野與豐收的玉米田。而在另一幅作品中，我將繪

製可愛的天堂景象（Heaven），其間女子立於花園邊傾身探頭，企圖在

光亮的火焰中細數快速移動而模糊不清的小小魂魄，而天堂的花園充滿

著各式各樣的花卉，並圍繞在她四周身旁的還有再度相遇的情侶們。8 

伯恩-瓊斯據其心中浪漫幻想編織而成的圖像美景，與波林特企求以聖經故

事為創作主軸的想法差距極大，足見伯恩-瓊斯仍以自身所嚮往詮釋的景象為構

思前提，並未盡如委託人所請願。此外，這項委託於 1857 年左右的藝術創作，

卻遲未交付完工，一方面基於伯恩-瓊斯忙於參與其他相關藝術創作，9另一方面

更由於身體健康狀況不佳所致。然於 1858年初，波林特於伯恩-瓊斯尚未完成初

次委託的藝術作品之際，便將作品剩餘的酬庸郵寄給藝術家，並熱切地要求希望

獲得更大尺寸的圖像創作，波林特的盼望及其對藝術創作者的無限支持，見諸於

伯恩-瓊斯回憶接受第二次委託邀約的情景： 

                                                                                                                                            
to terms, and I will meet your views if possible. I have a fancy for Scripture Subject, but you must 
have one you delight in yourself. Let me have your best work and thoughts and the subject I leave to 
you.”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154 

8 “I have chose The Blessed Damozel for my year’s work. In the first picture I shall make a man 
walking in the street of a great city, full of all kinds of happy life; children, such as he will never 
have, and lovers walking, and ladies leaning from windows all down great lengths of street leading 
in a space of green field and cornfield in harvest; and all round his head a great rain of swirling 
Autumn leaves blowing from a little walled graveyard. And in the other picture I shall make lovely 
Heaven, where the lady stands at the edge of the garden and leans over, try to count a thick flight of 
little souls in bright flames, and the garden of heaven full of all flowers on every side of her and of 
lovers who have met again.”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 153. 

9 該時正巧亦進行著牛津聯合協會（Oxford Union Society）天頂壁畫設計，並莫里斯（William 
Morris）搬入紅屋（Red House），著手設計居家家具擺設布置。關於該年度的工作情形，參見
Penelope Fitzgerald,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1997), revised 
edition,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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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擔心他將會瞪大眼睛看著羅賽蒂告訴我必須要求的價錢－我很害怕

要求這個數字，但我將會這麼做，因為我十分賣力地繪製作品。但正當

我尚未完成首次委託的工作，幾乎無法開始繪製新工作之際，他這樣做

真是個好心的人，不是嗎？10 

     伯恩-瓊斯的回憶片段呈顯出兩項重要的訊息：首先，乃是其對於自身創作

的市場價值不甚篤定，須借羅賽蒂的經驗與積極鼓勵，才能確認自我藝術創作的

實質報酬；其次，波林特的再度委託，讓伯恩-瓊斯開始肯定自身創作所應得的

回饋，並得以建立藝術創作的自信。顯然羅賽蒂與波林特在伯恩-瓊斯邁入藝術

創作初期，且必須與藝術贊助收藏者進行交涉的同時，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因

為伯恩-瓊斯乃是透過羅賽蒂才得以結識波林特，11而波林特對藝術創作者釋出的

善意，不計較所付出的金錢支出，以及給予藝術創作者極大的發揮空間，正適足

以讓初出茅蘆的伯恩-瓊斯，於早期創作階段建立對自我的肯定，同時亦讓其藝

術生涯的經濟收入有著較為持續穩定的維繫。 

鑑於尊重藝術家的自由意志與想法，波林特並不以金錢財勢作為藝術贊助人

支配操縱藝術創作者的利器，卻是竭盡所能地支持其選擇的藝術創作者。因為他

不僅購置當時已經成名的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圖像創作，更進而冒險挹注資金於收

藏尚未有所成就的伯恩-瓊斯與莫里斯（William Morris）之初期藝術作品，12顯

見其對於藝術品著迷、執著的程度，而此種近乎強迫執迷的收藏行為，具體而實

際地呈顯於其總計約花費二萬五千英鎊於購置藝術作品，甚而在 1860 年財務狀

況開始出現窘況之際，仍不加節制，並於 1861 年以三千英鎊之譜購買漢特

（William Holman Hunt）的作品《於教堂中尋著救世主》（Finding of the Saviour in 

                                                 
10 “I am afraid he will stare at the price Rossetti says I must ask－I’m quite frightened to ask it, but I 

will, for I work hard enough. Isn’t he a brick when I haven’t done the first commission, indeed 
scarcely begun it？”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 174. 

11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 154. 
12 擁有莫里斯（W. Morris）早年的圖像創作之一《葵娜薇爾皇后》（Queen Guinevere）。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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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mple, 圖 3-1），復以預先支付藝術酬庸的慷慨作法，進而導致波林特驟然

逝世後僅留予妻兒滿室的藝術收藏品。13 

綜觀波林特的藝術收藏品，以泰納（Turner）與拉斐爾前派的藝術創作居多，

諸如福特‧麥德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的《工作》（Work, 圖 3-2），米

雷（John Everett Millias）繪製的《基督在其父母的屋中》（Christ in the House of His 

Parents, 圖 3-3）、及漢特的作品《於教堂中尋著救世主》（Finding of the Saviour in 

the Temple, 圖 3- 1）等，14多幅拉斐爾前派藝術家早年重要創作均為其藝術典藏

品之一，比對上述藏品題材與波林特自述的藝術品味取向，不難察覺其確然對於

聖經故事圖像有所偏愛，而此類藝術品味偏好的隱藏誘因，亦可藉由波林特積極

參與公眾事務的社會意識，窺見其對藝術的觀點與看法。 

傳承自家族對於公眾事務的關心，15同時受到父親開明自由思想的影響，波

林特乃為積極的福音教派份子，身兼東遊行教堂禮拜學校（East Parade Chapel’s 

Sunday School）的督察長與俗人傳道者，並於逝世後出版《聖歌與宗教詩篇》

（Hymns and Sacred Poetry）一書，顯見波林特對於推動宗教公共事務涉入頗深，

適足以說明其之所以偏愛聖經題材的潛藏緣由。此外，布朗的孫子曾追憶波林特

審視《勞動》（Work, 圖 3-2）一圖的心態，乃「似預期要造成某種道德性思想的

革新效果，而不僅是藝術。」16更表明波林特認為藝術乃是藉以改革社會的工具

之一，而其秉持著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 Socialism）看待藝術的觀點，正與拉

斐爾前派藝術家早年的理念不謀而合，17足見贊助與藝術創作者之間共享的價值

觀，乃是維繫兩造之間合作契機的潛在因素，亦為身為贊助者的波林特，對於拉

斐爾前派藝術家特意眷顧抬愛的最大誘因。 

                                                 
13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180. 
14 Dianne Sachko Macledo, ibid., p. 460. 
15 其兄為里茲議事改革協會（Leeds Parliamentary Reform Association）的共同發起人之一。Dianne 

Sachko Macledo, ibid., p. 181. 
16 “…. as destined to effect an important moral, almost more than an artistic, revolution of thought." 

Dianne Sachko Macledo, ibid., p. 181. 
17 見第一章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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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林特給予藝術家充裕創作時間、自由選擇題材的創作空間，並耐心

等候的寬厚態度，卻使得其獲取圖像創作成品的時間延宕多時，諸如首次委託伯

恩-瓊斯創作的圖像《幸福的少女》（The Blessed Damozel, 圖 1- 33）遲至 1861

年才交付完成，18而最後一幅交付作品，更是倉促之下而達成的交易。該作乃是

伯恩-瓊斯首次嘗試油畫創作的宗教圖像作品，以祭壇畫的方式呈現：畫板中央

繪製《國王與牧羊人的禮拜》（The Adoration of the Kings and shepherds）的圖像，

雙翼則以《聖告》（The Annunciation, 圖 2-17）為母題，將天使與聖母的圖像分

列兩側，該圖設計原意是用以踐履聖保羅教堂（St. Paul Church）的委託作品，

但由於繪製過於精細，而不適合擺置於教堂遠距離觀賞，適逢贊助者波林特於

1861 年的驟然辭世，因而便將此幅宏偉而巨大的作品交付波林特遺孀，以求儘

速完成與波林特之間的契約交易。19 

由此可見藝術家與贊助者兩造之間微妙的輕重關係：伯恩-瓊斯身為藝術創

作者，知悉委託者波林特習於接受委製作品的遲延，而先行製作他人委託的工

作，並於委託人逝世後，為求不拖欠前者，轉而移交他項作品作為交易成品；而

居於委託者的波林特，似乎僅求能獲得藝術家的圖像作品，乃至於創作主題、所

需的時間與創作者要求的報酬金額等，均為次要考量。以藝術創作者的角度衡

量，波林特此屬的藝術贊助者乃是最佳的合作夥伴，因其不設限、不干涉的心態

與想法，不僅讓藝術家得以自由發揮創作構思而不多設限，且又能得到實質的經

濟報酬；然而就贊助收藏的鑑賞立場而言，波林特似乎過於順從藝術家個人的期

待與心願，鮮少堅持自身委託品的藝術風格趨向，缺乏鑑別藝術作品的自我主

見，在藝術品創作生產過程裡，與創作者交涉協商的角力關係中屈居下風。 

                                                 
18其他收藏尚包括以鋼筆墨水繪製的《聰明與愚魯的少女》（The Wise and Foolish Virgins, 圖

1-27），及以水彩繪製的《西多尼雅》（Sidonia von Bork）、《美麗的蘿薩瑪與伊莉娜皇后》（Fair 
Rosamond and Queen Eleanor, 圖 1-35）等。其中的《西多尼雅》（Sidonia von Bork）有兩幅，
波林特所擁有的是尺寸較小並已佚失的。Christopher Wood, Burne-Jones: The life and works of 
Sir 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 (London: Phoenix Illustrated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1998), pp. 43-44. 

19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p. 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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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瓊斯早年重要中產商人贊助者，還包括新堡（Newcastle）地區的詹姆

斯‧雷勒（James Leather, 1820-1895），其擁有多幅伯恩-瓊斯於 1860年代初期，

以水彩繪製的圖像作品，包括《梅林與妮穆》（Merlin and Nimuë, 圖 2-2）、《仁

慈的騎士》（The Merciful Knight, 圖 3-4）、《西多尼雅》（Sidonia von Bork, 圖 1-29）

與《克拉蘿》（Clara von Bork, 圖 1-30）等。20雷勒乃為一位白手起家的中產階

級，自 1846 年起，在事業上漸有成就後，便開始購置藝術作品，因擔任新堡藝

術學校（Newcastle School of Art）的幹事（Secretary），藝術偏好與品味受到於該

校任教職的威廉．貝爾．史考特（William Bell Scott, 1811-1890）左右影響，21因

而擁有許多拉斐爾前派極佳的藝術收藏品，諸如布朗（F. M. Brown）所創作的《羅

蜜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 圖 3-5）、《勞動》（Work），22及羅賽蒂的《碧

翠斯問候》（The Salutation of Beatrice, 圖 3-6）等。然而伯恩-瓊斯與雷勒之間似

乎鮮少來往，伯恩-瓊斯夫人的回憶錄中，未見隻字片語提及該名藝術贊助者，

足見兩人交情不深，唯一的交集乃是共同友人羅賽蒂，因羅賽蒂與史考特（W. B. 

Scott）交情匪淺，23雷勒極有可能透過羅賽蒂，進而間接賞識購置伯恩-瓊斯的圖

像創作。此外，雷勒對待藝術創作者的態度與波林特如出一轍，羅賽蒂曾以「兩

隻祭壇下獻祭的羔羊」（twin lambs at the altar of sacrifice）戲謔兩人，24顯見雷勒

於委託製作藝術品交易過程中，亦同樣容易遷就藝術家個人的習性與見解。 

伯恩-瓊斯早期所吸納的藝術贊助者，不僅均透過羅賽蒂才得以自身建立藝

術委託收藏的人際網絡，而其所交付的圖像，均屬 1856年至 1863年間的創作，

此一時期乃為伯恩-瓊斯踏入藝壇的初期，藝術風格仍未脫羅賽蒂的影響，以呈

                                                 
20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Edward Burne-Jones: Victorian Artist-Dreamer (New York: 

The Metripolitan Museum, 1998), p. 66. 
21 身兼詩人與藝術家，在拉斐爾前派兄弟會成立之初便與該團體藝術家有著密切的聯繫，雖然
其一直待在新堡（Newcastle），然而經常定期拜訪倫敦，亦常邀請友人至此休憩。Elizabeth 
Prettejohn,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London: Tate Gallery, 2000), p. 29. 

22 並非自波林特（T. E. Plint）的遺產中購得此作，而是向藝術家重新訂製一幅尺寸較小的複製
品。Dianne Sachko Macledo, , p. 327. 

23 羅賽蒂經常至新堡（Newcastle）拜訪史考特（W. B. Scott），並留有兩人的合照（圖 3-7）。 
24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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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樸拙風格為主，因而導致藝術創作者與贊助者之間互惠關係並不顯著，亦即這

兩位伯恩-瓊斯的早期藝術贊助人，於藝術創作生產的過程中，並未顯著左右藝

術創作者風格發展的趨向，同時伯恩-瓊斯圖像風格尚未出現贊助人所特意獨鍾

的藝術特質，而致使兩造之間的合作關係極為短暫。 

伊麗莎白．海爾辛格（Elizabeth Helsinger）曾在〈拉斐爾前派的親密交情：

魯斯金與羅賽蒂〉一文中指出，拉斐爾前派藝術家之間，透過友誼的親密承諾

（promise of intimacy）串接聯繫互異的風格與主題，並傳衍數代以組構錯綜複

雜、難以界定的「拉斐爾前派」一詞。這類親密承諾不僅表現於拉斐爾作品的本

身，包括藝術創作的處理風格或主題的擷取有所重疊、雷同，亦呈現於創作圖像

過程之間的往來互動，諸如在工作室創作圖像之中或閒暇之餘，他們相互傳達承

諾的共享價值觀。此外，更以羅賽蒂與魯斯金為例，認為這類親密承諾感有助於

拉斐爾前派藝術在維多利亞的藝術交易市場中，創造反經濟（counter-economy）

的買賣景況，由羅賽蒂多年未曾公開展覽其作，僅依賴私人贊助委託或收藏購置

其圖像創作，即可見此一脈絡端倪，而即便其他藝術成員相繼參與公開展覽，以

尋求更廣大的藝術買賣市場，這種藝術家彼此之間的交流聯繫亦不曾間斷，甚而

透過各類物像的保存，諸如藝術作品或書信集的流通，具體強化相互認可的親密

情誼，這層特出的關係不僅繫於藝術家彼此之間，更透過藝術家傳遞予藝術收藏

者或贊助委託人。25 

伯恩-瓊斯在藝術生涯初期追隨羅賽蒂，吸納其藝術創作的熱情與價值觀，

該時創作的圖像風格及主題與羅賽蒂頗有重疊之處，正印證上述拉斐爾前派藝術

家們緊密的情誼聯繫，具體呈現於藝術作品的表象創作方面，而這層親密友誼的

人情關係，更藉由羅賽蒂傳遞予其私人贊助者，使他們進而委託購置伯恩-瓊斯

的圖像作品，將拉斐爾前派藝術家之間的緊密友誼，延伸拓展至委託、購置拉斐

                                                 
25 Elizabeth Helsinger, “Pre-Raphaelite intimacy: Ruskin and Rossetti,” in Robert Hewison ed., 

Ruskin’s Artists: Studies in the Victorian Visual Economy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p.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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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前派藝術創作的私人贊助收藏圈。然而這種墊基於私人情誼，藉以販售藝術作

品的藝術市場網絡，有其侷限與矛盾衝突所在：首先是藝術家彼此之間的作品市

場無法作有效區隔，藝術贊助收藏者對於花費金額購置相近圖像風格的創作，並

不具必要性；再者，僅憑藉著有限個體的人際網絡，作單一直線式的擴展，頗難

有效尋覓與創作者意氣相合的買主或贊助者；此外，墊基於情誼而非由衷賞識的

交易基礎，無法承受長久時間的考驗。 

檢視伯恩-瓊斯的早期贊助收藏圈，僅侷限於藝術圈中同屬創作者的友人，

以及透過羅賽蒂所間接衍生的中產階級商人－波林特（T. E. Plint）與雷勒（J. 

Leather），無法吸納較為大量的贊助收藏者；其次，波林特驟然逝世而無法確知

其後是否仍會繼續委託伯恩-瓊斯創作，但經由雷勒所購置的作品多屬伯恩-瓊斯

1860年代的早期創作，於 1863年後似乎便停止收藏其作，隱然揭示伯恩-瓊斯與

其早期贊助收藏者的交易關係相當薄弱。再者，波林特的藝術收藏品於 1862 年

進行拍賣，以求得家族財務的平衡，然而伯恩-瓊斯的作品《幸福的少女》（The 

Blessed Damozel, 圖 1-33）從當時獲取委製報酬的 350基尼（guineas）下滑跌落

至 16基尼；26此外，當時的藝術觀察評論者湯姆．泰勒（Tom Taylor）體察該次

藝術藏品拍賣景況，認為伯恩-瓊斯及羅賽蒂「全然為中世紀主義者，將其藝術

倒轉回復至十四世紀」，相較於米雷「比起早期的創作，稍後較不怪異的作品能

獲取較佳的價錢」的市場景況，27隱然指出拉斐爾前派藝術創作品在市場價值上

的歧異，進而驗證早期較為神秘而帶有中古風格的圖像主題，較缺乏交易買賣的

藝術市場。此一現象或許解釋雷勒不再繼續購置伯恩-瓊斯作品的部分因素，更

間接導致伯恩-瓊斯藝術風格於此時漸漸轉變的部分市場誘因。因為伯恩-瓊斯若

希冀在該時的藝術市場，覓得更多贊助委託的機會，便必須轉變其藝術風格取

                                                 
26 基尼（guineas）為英國舊時貨幣單位。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185. 
27 “thoroughgoing mediaevalist who would transport the art to fourteenth century,…, later and less 

eccentric works obtained far better prices than his earlier productions.” Dianne Sachko Macledo, 
ibid., 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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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時亦須在依附羅賽蒂所間接架構的人際網絡之外，另外尋求不同的途徑以

擴展其藝術贊助收藏圈，而此時魯斯金的適時提攜正扮演著重要的關鍵性角色。 

第二節  公開展覽評價與新的藝術贊助收藏者 

魯斯金為拉斐爾前派最熱切的藝術支持者，對藝術收藏的熱愛源自於乃父的

家族傳統，28不僅依藉著豐富龐大的家族資金，挹注於購置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的

作品，更利用身為藝術評論者的文字影響力，在觀念思想上大力褒揚拉斐爾前派

藝術家，並鼓吹大眾接受該團體的藝術創作。 

誠如第一章所述，魯斯金與伯恩-瓊斯的關係，初始於前者需要傾聽與實踐

其藝術理念的對象，後者則處於藝術生涯的啟蒙階段，尚未萌生個人主觀意識，

希冀吸收接受強勢權威指引之下而開展奠定。若以贊助者與藝術家的角度考量，

魯斯金不僅自身購置伯恩-瓊斯的創作圖像，29並積極向有潛力的藝術贊助收藏者

宣傳推銷其圖像作品，30進而邀請伯恩-瓊斯同遊義大利，指導其臨摹古代藝術家

作品，企圖修正精鍊伯恩-瓊斯過份趨於中古的藝術風格，由此視之，魯斯金實

為左右伯恩-瓊斯初期藝術風格發展個人色彩頗為鮮明的贊助者。 

魯斯金結識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在先，且伯恩-瓊斯與魯斯金的實際交往乃透

過羅賽蒂，因而在廣義的認定上，魯斯金仍屬伯恩-瓊斯透過拉斐爾前派人際網

絡所吸納的贊助者，31然不同於前述的初期藝術贊助者，魯斯金與伯恩-瓊斯之間

不僅發展出類似拉斐爾前派藝術家之間的親密情誼，復以前者對藝術創作領域涉

入頗深，兼具藝評家、業餘藝術家與藝術贊助人的多重身份，且年長伯恩-瓊斯

                                                 
28 父親約翰．詹姆斯．魯斯金（John James Ruskin）為狂熱的藝術收藏者，魯斯金（J. Ruskin）
曾於其回憶錄中載記其父於 1832年首次於舊水彩協會（O. W. C. S.）購置藝術作品並安置於家
中的情景。關於魯斯金與其父親之間的藝術收藏品味詳見 Robert Hewison, “Father and son: the 
Ruskin family art collection,” in Robert Hewison ed, op. cit., pp. 2-15. 

29 包括《查爾德．羅蘭》（Childe Roland）、《辛蒂瑞拉》（Cinderella, 圖 3-8）與《美麗的蘿薩瑪》
（Fair Rosamond）等。 

30 曾向里茲（Leeds）的Miss Ellen Heaton推薦伯恩-瓊斯的創作，卻遭斷然拒絕。Penelope Fitzgerald, 
Edward Burne Jones (London: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p. 74. 

31 Dinah Birch, “The critic as auto biographer: Ruskin and his artists,” in Robert Hewison ed, op. cit., p.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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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歲之譜，於該時已然成為重量級的藝術界人物，不同於羅賽蒂純為藝術創作

者的社經地位，擁有優渥的家族資產與顯著的社會地位，而能為伯恩-瓊斯單純

的藝術人際網絡，開拓不同的新起點路線。尤以魯斯金薦舉伯恩-瓊斯成為舊水

彩協會成員，成為其藝術作品交易網絡中最具意義的轉捩點，因為藉此伯恩-瓊

斯得以在公開的展覽場域內，接收陌生觀者對其藝術創作不同觀感的正反評價，

並從中吸納由衷賞識其藝術風格的私人贊助收藏者。 

魯斯金的父親約翰．詹姆斯．魯斯金（John James Ruskin）自 1832年以來，

便常出入舊水彩協會展覽場，從中收藏購置藝術作品，對於協會的運作與藝術風

格品味的傾向必定有所瞭解掌握，加以透過魯斯金居中穿針引線，伯恩-瓊斯遂

得順利獲選入舊水彩協會，這種關係見諸於約翰．詹姆斯．魯斯金曾寫信恭賀伯

恩-瓊斯成功獲選，透露父子兩人關切的態度，並揭示兩人對於此事共同的期盼： 

約翰（魯斯金）的確很在意，而且我們都非常關心，我自己對於評選結

果感到十分焦慮，我對於瓊斯先生的入選感到相當欣喜，因為近來似乎

要獲准進入該協會有相當的困難性。過去幾年來，該協會並無顯著作

為，而似乎著眼於強化它對於大眾的影響力，其經常賦予大眾的快樂與

讚美，勝過其他更為大型的展覽，假使它有所缺點，那麼便是瓊斯先生

將會對它證明展示極大的本領與實力。32  

舊水彩協會成立於 1805 年，於該時英國藝壇上屬於歷史悠久的展覽機構，

協會自詡為維繫藝術完整原樣（artistic integrity）、公眾道德（public moral）與社

會秩序（social order）的監護者，該理念落實於圖像風格的藝術表現形式，即為

重視純粹的色彩、不容許有所謂不健康的病態感，或過於感官肉慾的呈現。33然

                                                 
32 “John did care, and we all cared very much, and I was myself really anxious about the Election, and 

I rejoice at Mr. Jones’ success, for latterly they appear to be very great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admission into this Society. It has done nothing for years more likely to strengthen its hold on the 
public to whose enjoyment and admiration it has always contributed more largely than larger 
exhibitions, and if it has a weakness it is just where Mr. Jones will prove a host of power and 
strength to it.”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p. 273-274. 

33 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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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伯恩-瓊斯並非接受學院訓練的正統專業藝術家，復以其慣於使用色彩飽和的

技法繪圖，而與一般水彩清透爽朗的表現特性相有違逆，若非魯斯金與其父親極

盡關切、力保支持伯恩-瓊斯，或許無法獲選入該協會展示作品，因而伯恩-瓊斯

進入該協會展覽後，所遭遇到的排擠及輿論抨擊乃是可以預見的，因為在參展作

品多以風景或風俗畫做為創作素材的團體中，伯恩-瓊斯的圖像作品顯然相當突

兀，而此正呈顯於伯恩-瓊斯回憶在舊水彩協會的感受： 

當我出現之時，他們就會聚在一起談話，並讓我無意間聽到他們對作品

所下的負面、有敵意評斷，…（認為我的作品）是種女性傾向的風格。

他們採用較為間接的方式報復你，除去令你感到滿足的觀眾舞台…當你

獲選入會，會員們全都會與你握手，而對待我，全部的會員僅有兩位與

我握手。34 

舊水彩協會成員以消極的方式，表現對伯恩-瓊斯獲選入會的不滿，諸如在

伯恩-瓊斯於 1864年首次參展，送交《辛蒂瑞拉》（Cinderella, 圖 3-8）、《美麗的

蘿薩瑪》（Fair Rosamond）、《聖告》（The Annunciation, 圖 1-44）與《仁慈的騎

士》（The Merciful Knight, 圖 3-4）四幅作品展覽，當中的作品《仁慈的騎士》

在尚未展出之前，即遭到協會成員強烈的反對質疑，並被高掛懸吊在不被觀展群

眾注意的位置，35以企圖減低觀展者欣賞伯恩-瓊斯藝術創作的機會；此外，這種

反對的壓力，不僅來自協會成員本身不友善的敵對態度，更來自公開藝評輿論的

譏諷嘲弄：《藝術期刊》（Art Journal）以尖酸的語氣嘲弄《仁慈的騎士》（The 

Merciful Knight, 圖 3-4）中的武士：「似乎在其嘎嘎作響的盔甲中搖擺不定」

（seems to shake in his clattering armour），並認為「這類中世紀主義的極端表現，

                                                 
34 “They would be talking together when I turned up and let drop remark about it of a hostile nature for 

me to overhear, … , a feminine manner. That indirect way they have when they want to pay you out, 
of dropping a sort of audiable stage gratifying to your feelings. …When you were elected they all 
shock hand with you. With me all but two did, and they would never have a word to say to me.”  
Mary Lago ed., Burne-Jones Talking: His Conversations 1895-1898 preserved by his studio assistant 
Thomas Rook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1), p. 107. 

35 “…The Merciful Knight was objected to and hung high…”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p. 90-91. 
“Some of them were furious with me for sending it, …”Mary Lago ed., op. cit.,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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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必定無意識地，卻相當有意圖，亦無可避免地，將我們所希冀尊崇的真理轉

成笑柄。」36另幅作品《聖告》（The Annunciation, 圖 1-44）所招致的評價較為

中肯，然而褒貶相參的文句之中，評論者以「令人吃驚」（astonishing）的形容詞

描述觀賞伯恩-瓊斯畫作的感受，暗示一般觀者無法接受此類藝術風格的反應： 

對於伯恩-瓊斯（的作品），我們所瞭解的並非其具有安排這類奇景，以

達成如此令人瞠目結舌景象的能力。西恩那的杜其歐（Duccio），或佛

羅倫斯的齊馬布伊（Cimabue），似已經走入培爾美爾街（Pall Mall），

並在這些牆上懸掛他們中世紀且帶有古風的的畫板，當然對於藝廊的觀

者而言，亦不會有任何保留的震驚與訝異。讓我們一同進入聖告的世界

之中。畫面有個置於花園裡的床架，聖母身著睡衣跪拜其上；大天使加

百列的膀翅，看來似乎像是被擄獲在蘋果樹上；然而，他正企圖從某種

敞開的天窗中，傳達其使命。37 

    伯恩-瓊斯在舊水彩協會中，即使遭受內部協會其他成員的敵意對待，與外

在藝評界的責難批評，然而藉由參與該協會伴隨而來的是，藝術家得以擁有分享

創作成果的公開展覽舞台，並能以較為有效的方式，將其圖像創作風格傳遞給予

陌生廣大的藝術觀者群，進而擴展其藝術收藏贊助圈的範疇，跳脫過去侷限於拉

斐爾前派藝術圈內，直線傳導式的人際網絡。因此，伯恩-瓊斯進入舊水彩協會，

於藝術生涯中具有格外特殊的意義，因為在此一公眾展覽場域中，伯恩-瓊斯與

其收藏贊助者之間，乃是透過展出的創作圖像，由互不相識的陌生個體，轉變成

為後者真心賞識前者藝術特質表現，前者則經由獲取後者青睞，以得其經濟援助

                                                 
36 “such ultra manifestations of medivaelism, however well meant, must tend inevitably, though of 

course unconsciously, to bring ridicule upon truths which we all desire to hold in veneration.”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93. 

37 “For Mr. Burne-Jones we know not what spectacles he can have put on to gain a vision so 
astonishing. Had Duccio of Siena, or Cimabue of Florence, walked into Pall Mall and hung upon 
these walls their medieval and archaic panels, surely no surprise could have been in reserve for 
visitors to the Gallery. Let us approach by way of the Annunciation. Here is a bedstead set above 
garden, at which the virgin kneels in her nightdress; the angel Gabriel in his flight appears to have 
been caught in an apple tree; however, he manages just to look in at a kind of trap-door opening, to 
tell his errand.” 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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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惠關係，亦即兩造關係奠基於對於藝術作品共享的價值語彙，而非過去立足

於親密承諾（promise of intimacy）及友誼基礎下的附屬產物，交易合作關係勢必

較為堅實穩固而趨於長久。 

再者，在公開展示作品的外界評價迴響之下，潛藏著伯恩-瓊斯與贊助收藏

者之間合作關係的深刻意涵，尤以其藝術作品的特出風格遭受協會成員的冷漠對

待，復以藝評界輿論普遍抱持著負面評價的看法，於此時願意以實質行動支持伯

恩-瓊斯延續藝術創作的收藏贊助者，相較於初期的藝術贊助同好，更具藝術品

評鑑賞的識別力。因為他們勇於排拒藝評家或藝術市場的潮流趨勢，敢於肯定多

數觀者不表認同的藝術風格，顯示伴隨著展覽市場而來的新興贊助收藏者，對自

身藝術品味深具信心，而這些在展覽場中因藝術品而結緣的贊助收藏者，更成為

伯恩-瓊斯藝術創作最忠誠的賞識者，尤以威廉．葛蘭（William Graham, 1816-1885, 

圖 3-9）與弗雷德瑞克‧理察‧里蘭德（Frederick Richards Leyland, 1831-1892, 圖

3-10），在伯恩-瓊斯進入該協會遭受內外壓力的展覽初期，便開始委託購置其藝

術作品，38並於伯恩-瓊斯退出展覽場域之後仍持續不輟，成為其多幅重要代表畫

作的擁有者。 

葛蘭為蘇格蘭地區的黃麻製造商，稍後於 1865年獲選為格拉斯哥（Glasgow）

地方的國會議員（M. P.），同時在此時期前後親自到訪畫家的工作室，進而結識

伯恩-瓊斯。伯恩-瓊斯夫人曾如此記錄兩人的互動關係：「他喜歡進入（工作室），

並注視愛德華創作，很快地出現又離開，但不會打擾到他人。…愛德華在意他對

自己繪畫創作的共鳴，僅次於羅賽蒂。」39葛蘭得以自由來去於伯恩-瓊斯的住處，

並觀察藝術家的創作進展，且後者企求獲得前者認同，顯見兩人交情匪淺，其關

係不僅限於藝術品買賣交易的贊助人與創作者，更有著超乎顧客買主之外的濃郁

                                                 
38 均為觀賞舊水彩協會展覽的常客，於 1864年伯恩-瓊斯首次展覽之初即醉心於其藝術創作，並
自 1865年起開始購買其作品。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 295.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p. 99-100.  

39 “He liked to come and look on while Edward painted, appearing and disappearing very swiftly, but 
bring no sense of disturbance with him. …Edward cared for his sympathy about his pictures next to 
that of Gabriel.”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1, p.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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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交存在。 

這種深厚情誼的奠定不僅繫於個性上的投契，更基於雙方共享的藝術品味，

因為葛蘭藏有許多義大利十五世紀藝術家，包括喬托（Giotto）、修士安其利卡（Fra 

Angelico）、吉爾蘭達尤（D. Ghirlandaio）等人在內的重要作品，為該時英國擁

有最豐富義大利早期畫作的個人收藏家，40而此恰與伯恩-瓊斯的藝術偏好取向相

吻，兩造之間的親密情誼以及對繪畫趨於一致的價值觀，更隱然透露於伯恩-瓊

斯在葛蘭之子阿格斯．葛蘭（Agnes Graham）遊歷義大利時，以伯叔輩的語氣，

在往返的書信文字中，懇切地與之詳述闡釋喬托、波提且利（Botticello）與吉爾

蘭達尤等人的藝術成就，以強化阿格斯（Agnes G.）對自身家族藝術藏品的鑑賞

力。41 

此外，葛蘭對於藝術品鑑賞的獨特見解與眼光，使之於 1884 年受邀任命為

倫敦國家藝廊的評議員，42足見其對藝術品鑑賞的深度，已由業餘收藏之姿臻至

專業顛峰的境界，而此點正印證伯恩-瓊斯夫人對其人格特質的側寫： 

他對繪畫有著天生的認知理解，對於令人驚嘆的古代作品有著敏感的直

覺。…他有著相當敏銳的見解，…愛德華曾說過即使作品是上下倒置

的，其依舊可以辨識出好作品。43 

    顯然，伯恩-瓊斯之所以看重葛蘭對自身創作的觀感，不僅因其與己身有著

相近的藝術價值觀，更因後者有著敏銳的藝術鑑賞力，在贏得贊助人委託認同之

時，相較於初期藝術贊助人來者不拒的寬容態度，較能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成就

                                                 
40 Oliver Garnett, “William Graham e altri committeenti di Burne-Jones,” in M. Benedetti and G. 

Piantoni eds., Burne-Jones dal preraffaellismo al simbolsimo (Rome: Galleria Nazionale d’Atre 
Moderna, 1986), p. 86. 

41 Frances Russell, “Advice for a Young Traveller from Burne-Jones: Letters to Agnes Fraham, 1876,” 
in Apollo, no.108, (December 1978), pp. 424-427. 

42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421. 

43 “He had an inborn perception about paintings, and an instinct for old pictures that was marvelous. 
His eye was so keen …Edward said he knew gook work even when it was upside down.”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p.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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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進而使得藝術創作者與贊助委託者兩造關係更為緊密。 

    葛蘭首次擁有伯恩-瓊斯的作品，乃是於1865年間所購得的兩幅水彩作品《情

歌》（Le Chant d’Amour, 圖 2-32）與《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Laus Veneris, 私

人收藏），他認為這兩幅作品「在複雜之間有著自身最好的運作」（nel complesso 

fra le sue opere migliori），尤以「豐富而浪漫的色調」（colore ricco e profondo）為

最，44因而深深為畫面所感動。這些評論透露出，葛蘭對於伯恩-瓊斯圖像作品中

豐富浪漫的色調有所偏愛，而令其遙想威尼繪畫的整體氛圍，他曾表示：「這些

畫作的色彩相近於丁多雷托最好的作品。」45是以，葛蘭隨即於 1868 年，委託

伯恩-瓊斯以油畫重新繪製此二幅作品，並希冀與《盲目的愛》（Blind Love）配

合形成主題統一的三聯作，46雖然這項三聯作的委製計畫，僅有兩項交付完成而

並沒有完整付諸實現，卻隱然揭示葛蘭對於威尼斯藝術風格的情有獨鍾，因為此

二幅作品不僅於色調鋪陳上瑰麗多變，畫作氛圍浪漫而抒情，且均以橫向構圖做

為畫面格局安排，極富威尼斯地方畫作特色。 

再者，葛蘭對於特別偏愛的藝術作品，習於擁有兩種不同媒材、尺寸的藝術

作品，除卻上述訴諸情愛主題的作品之外，葛蘭更另行委託伯恩-瓊斯以油畫再

度繪製《綠色夏天》（Green Summer, 圖 3-11），以及荊棘玫瑰系列（Briar Rose 

series）作品的較大版本，47而前者恰為伯恩-瓊斯嘗試以減緩敘事性，並帶有喬

久涅式（Giorgionesque）田園牧歌情懷的風格創作；另外，葛蘭的藝術藏品中，

還包括伯恩-瓊斯所創作的《創造之日》（The Days of Creation, 圖 3-12∼3-16）

與《聖喬治》（St. George, 圖 3-17）等非威尼斯風格的圖像創作，這兩件作品趨

                                                 
44 Oliver Garnett, op. cit., p. 87. 
45 “Il colore de questo quadro e simile a quello delle migliori opere del Tintoretto.” Oliver Garnett, 

ibid.., p. 88. 
46 “Non dimenticare che Laus Veneris sara il pendant di Chant d’amour e L’amore é cieco andrà tra I 

due.” Oliver Garnett, op. cit., p. 88. 
47 《綠色夏天》（Green Summer, 圖 3-11）乃是 1864年的水彩版本（圖 1-50）的再版，而荊棘
玫瑰（Briar Rose）系列作品則以 1871-1872年所創作的圖像為藍本，該向委託工作直至 1890
年後才陸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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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直立拉長的尺寸，自色玻璃設計圖稿的初步想法潤飾修改而成，48迥異於前述

威尼斯式橫向構圖的創作，然而《創造之日》金黃耀眼的豐富色調，及《聖喬治》

人物身後一片茵鬱的綠地景致，仍遺留著部分威尼斯式作品的元素，再度印證葛

蘭對威尼斯情調作品的喜好。這種偏愛早期義大利藝術風格的共有理念，及伯恩

-瓊斯的圖像表現風格恰契合委託者欲之藝術特質，使得葛蘭於 1874年後，因痛

失愛子之故，便極少參與公共事物，49進而減緩委託收藏藝術品的熱忱，但仍與

伯恩-瓊斯之間維繫著終生至交的友人關係。 

另一位長期委託伯恩-瓊斯繪製圖像的里蘭德（F. R. Leyland），則為利物浦

（Liverpool）白手起家的船商大亨，1867 年起因事業版圖擴展之故，而遷居至

位於皇后大道（Queen’s Gate）的新屋，50並開始購置藝術作品以布置其新寓所。

不同於葛蘭以純藝術欣賞的角度收藏委製作品，里蘭德著眼於以自身的眼光，利

用圖像作品將私人寓所布置為一完整的藝術空間，藝術經紀人夏勒斯．豪沃

（Charles Howell）曾如此批判里蘭德的藝術收藏習性： 

只要他一直待在皇后大道（Queen’s Gate），他就不會購買太多（藝術

品），因為他其實並非藝術收藏家，而僅購置一些他需要放置於某處的

飾物。他未曾感動於某個花瓶或其他飾物的美麗，他只是需要在屋內這

樣的轉角處需要一尊花瓶，於是他便訂製一個。51 

    藝術經紀人對於里蘭德購置藝術品的看法，或許基於商業利害關係的考量，

缺乏中肯的評斷而顯得過於偏激，然此觀點仍揭示里蘭德對於收藏藝術品，有其

個人堅持的部分事實片段。伯恩-瓊斯夫人以「混雜著友誼與基於公事處理的敏

                                                 
48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 215. 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Burne-Jones 

(London: Barrie & Jenkins Ltd., 1973), p. 31. 
49 Dianne Sachko Macleod,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423. 
50 M. Susan Duvsl, “F. R. Leyalnd: A Maecenas from Liverpool,” in Apollo, Vol. 124, No. 294 (August, 

1986), p. 110.  
51 “As long as he keeps to Queen’s Gate he will not buy much more, for he really is not a collector, and 

only buys a thing when he wants it for a certain place. He is never taken with the beauty of a certain 
pot or anything, he only sees that such and such a corner requires a pot and then he orders one.” M. 
Susan Duvsl,op. cit.,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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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度」（a mixture of friendship and sensitiveness in business dealings），形容里蘭德

與伯恩-瓊斯於 1868年間，討論交涉委製藝術圖像《賽絲之風》（The Wind of Circe, 

圖 3-18）的互動過程，因為里蘭德在該幅作品完成之際，伴隨著「盡請笑納」（made 

its acceptance possible）的書信文字，交付超出原本約定的價錢予藝術家，而伯恩

-瓊斯則以熱情懇切的語氣回覆： 

你無需為《賽絲》這幅畫感到窘困－所有我在它身上所下功夫均是必須

的，…我從未真正考量過繪畫的實際價錢等問題，而我真正開心的是你

和你的朋友們一般而言似乎對它還算滿意。我曾未想認為它過於便宜，

或期望你會這麼做。52 

    顯然里蘭德有感於伯恩-瓊斯所交付的委製作品，高出其原先所預期的圖像

品質，因此以實質金錢報酬，表達對藝術家盡力配合的感謝之意，足見里蘭德對

於藝術家所提交的委製作品有著預設標準，意即里蘭德非常清楚該項作品所將欲

呈現的風格樣貌，乃至於伯恩-瓊斯的藝術成品超於預期之外，便以多於原先約

定的交易金額作為相對的回饋。此項特點印證於伯恩-瓊斯在書信往返的文字

中，向里蘭德詳細描述另項裝飾圖像作品《四季》（The Season, 圖 3-19∼3-22）

與《日夜》（Day and Night, 圖 3-23∼3-24）的想法細節： 

今年最後完成的是《春天》，…我將把它與《秋天》一起寄給你看。我

想要再多繪製四個人物以完成整個系列…這將是他們全部的計畫：首先

是《日》，全裸，他站在黃色的大理石上，其身後有著藍天－接著是你

已經清楚的《春天》，《夏天》站在藍色的大理石上，身後則是綠色的布

幔與薔薇色的花園，水中有著勿忘我的植物。《秋天》你已經瞭解，接

續著是穿著淡藍色與棕色皮衣的《冬天》，配合著棕色大理石與凍結的

                                                 
52 “You had no need to feel uncomfortable about Circe－all the work I gave her is needful , …I never 

for one moment thought anything about the value of the picture really, and I was glad enough when 
you and your friends generally seemed content with it. …I never thought about it being cheap or dear 
I never look up for you to do so…”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2.,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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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而最後，《夜》的身後是一扇灰色闔上的門，她站在藍色的大理

石上，握著僅有的光源而已然闔眼。這便是全部的計畫，包括色彩、表

情與所有的全部。53  

在鉅細靡遺的描述過程之中，隱然透露著里蘭德希望完全參與、瞭解將會獲

致的藝術成品，因而要求伯恩-瓊斯事先告知相關的繪圖設計構想，甚且對於圖

像人物的表情、衣著與色彩等諸多細節，亦得一併報備的互動情形。由此可知，

里蘭德雖不若葛蘭對於藝術作品的收藏鑑定有相當深入的瞭解研究，卻仍依循著

自身所認定的方式，在委託機制運作的過程中，透過與創作者討論交涉藝術成品

的細節，影響藝術成品的製作。就藝術創作者的立場而言，伯恩-瓊斯特意將委

託圖像設計為一系列的作品，從一日之晨轉移至四季春夏秋冬的變化，最後以夜

幕低垂作結，在整體的設計考量上，不僅各圖像均以單一人像作表現主體，並配

合著季節時間的推移，作不同服儀、姿態的變化，以及色調與視覺效果上的統調

搭配，是以伯恩-瓊斯委婉地希望擁有作品的委託人，能將該系列作品擺置於同

一空間，以凸顯設計其整體效果： 

當然我希望它們全部擺置在一起，但你無須為此感到有所受限，因為這

並不是非常重要，但我認為他們將於一室之中形成一組裝飾性畫作。54 

伯恩-瓊斯的系列畫作純粹針對視覺感官愉悅設計，且毫無涉及敘事性質的

裝飾性質，極適於配合著室內空間環境作整體搭配設計，此項藝術作品深得里蘭

德心中所願，因此不僅尊重伯恩-瓊斯身為藝術家的敏銳感以及該作品整體設計

                                                 
53 “Here comes the Spring at last, …I send it with Autumn with it for you to see. I tended four more 

figures to complete the set… This is to be the plan of them all: first Day, naked, with a blue sky at 
the back of him and yellow marble to stand on－then Spring, which you know－then Summer, with 
green curtain and a rose-garden at the back, standing on a blue marble and forget-me-nots in the 
water. Then Autumn, which you know－then Winter, in light blue and brown fur, and a brown 
curtain and black marble and frozen water－and last, Night in grey, shutting a door after her, eye 
closed. There is a plan throughout, of colour and expression and everything.”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2, pp. 9-10. 

54 “Of course I should like them all to go together, but you needn’t feel tied by that, for it is not of vast 
importance, but I think they would make a nice set of decorative pictures for one room.”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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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意，將六幅作品安置於皇后大道（Queen’s Gate）中的用膳房（Dining Room），

使之成為該宅邸中最具整體設計感的空間，更進而委託伯恩-瓊斯全權負責裝飾

該宅邸的壁紙設計。55里蘭德重視畫作裝飾性效果的藝術觀點，進而呈顯於其與

羅賽蒂之間的書信往返： 

    我覺得你所提議的主題非常棒，且從你的描述能夠完全地想像到，但在

決定它是否符合我的需求之前，我必須親自趕過來與你會面討論…事實

上，我希望瞭解關於畫作的尺寸大小與人物的比例，…這是個重要的考

量，因為畫作只是用來裝飾屋內空間，而非擺放於藝廊之中。56 

書信末句明白揭示里蘭德對於委託收藏藝術品的重要價值觀：私人收藏擺放

不同於公開展示的開放空間，因此在圖像的主題效果、色調之外，里蘭德更偏重

於畫作的尺寸規模，能否吻合其預想的整體空間環境。藝術委託者誠然有權在畫

作繪製之前得知委製品的主題與效果，然里蘭德所要求的，更繫於畫作的尺寸與

人物的比例規模，間接暗示委託人所關注者，乃在於作品的視覺效果能否符合於

其心中既定的安排或者彰顯出全體的環境效果，而伯恩-瓊斯畫作中刻意壓縮的

平面空間感，以刻畫精緻之女性圖像為主的設計，希冀作品的每一細節均為美麗

細膩畫面，並帶有濃厚裝飾性意味的圖像風格，恰能配合、滿足里蘭德特重藝術

作品與居住環境硬體的結合搭配，將藝術品視為室內空間擺設裝飾之一環的理

念，因此兩人合作關係自 1860年代晚期，持續直至里蘭德因設計孔雀屋（Peacock 

Room）之故與惠斯特勒（Whistler）關係決裂，並於 1877 年後極少收藏委製藝

術作品，57兩人之間的往返互動才漸趨遞減。 

                                                 
55 M. Susan Duvsl, op. cit., p. 111. 
56 “I think the subject you now propose a very good one and form your description can quite imagine it, 

but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it will suit me I must come up and see you about it…the fact is I wish to 
know more about the size and the scale of heads in the picture, …this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hen pictures are merely used for rooms and not in a gallery.” Francis L. Fennell Jr. ed., The 
Rossetti-Leyland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an Artist and his Patron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4-25. 

57 里蘭德邀請Whistler、Thomas Jeckyll為其位於王子大道（Prince’s Gate）新居設計用膳廳。因
Whistler私自更改多細節，並該裝飾計畫自行通知出版媒體進行拍照，導致兩人關係徹底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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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蘭與里蘭德均為當代著名的藝術收藏贊助者，各據其累積雄厚的資本額收

藏、購置藝術作品，兩者同樣藏有古代義大利藝術品，58亦委託該時的當代藝術

創作者，為其量身訂製藝術圖像，對自身藝術品味有相當程度的信心，因此於伯

恩-瓊斯藝術生涯遭逢困阨瓶頸，亟需賞識其作並兼具實質經濟援助的藝術贊助

者之際，忠於自身對藝術的判斷鑑賞能力，選擇不迎合傳統價值體系，以支持伯

恩-瓊斯度過人生低潮期，顯見兩人擁有相近的藝術審美觀與獨到的價值判斷標

準，而此正是探究維多利亞後期，藝術贊助者品味趨向的契機起點，適足以窺見

該時審視藝術藏品的價值觀。 

第三節   贊助收藏圈的階級與其藝術價值觀 

伯恩-瓊斯於參與舊水彩協會展覽的 1860 年代中期，除卻葛蘭與里蘭德之

外，新的贊助收藏者還包括同屬藝術創作者本行的藝術家，弗瑞德里克．雷頓

（Frederick Leighton, 1830-1896）購置其 1864年間的作品，59麥爾．博克．弗斯

特（Myles Birket Foster）委託伯恩-瓊斯，繪製聖喬治與龍（St. George and the 

Dragon）系列作品，60以作為其新居裝飾的一部份。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與藝

術人脈的累積，伯恩-瓊斯的收藏贊助圈擴及隸屬於希臘裔富商伊歐尼德家族

（Ionides）的亞歷山大‧伊歐尼德（Alexander Ionides, 1810-1890）、61尤芙絲恩．

卡薩凡提（Euphrosyne Cassavetti），62以及貴族背景出身的喬治．豪沃（George 

Howard, 1843-1911）、63亞瑟‧貝爾弗洛（Arthur Balfour）等中上層階級，64這些

                                                                                                                                            
M. Susan Duvsl, op. cit., p. 112-114. 

58 在伯恩-瓊斯強力推薦之下，購置波特且利（Botticelli）的作品。M. Susan Duvsl, op. cit., p. 112. 
59 雷頓（F. Leighton）自 1878年起擔任皇家學院院長直至逝世為止，於 1886年力邀保薦伯恩-
瓊斯成為皇家學院院長。 

60 弗斯特（M. B. Foster）於舊水彩協會中少數志同道合的藝術家友人。該系列作共有七幅，創
作於 1865-1866年間，乃是伯恩-瓊斯所創作的第一幅系列作品，因而完成度最高，該作安置
於弗斯特（M. B. Foster新居的用膳廳（dining room ）。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p. 101-104. 

61 共擁有包括《潘與女神》（Pan and Psyche, 圖 3-25）在內等四幅伯恩-瓊斯的作品，多於 1870-75
年間所繪製的尺寸適中作品。Stephen Wildman and John Christian, op. cit., pp. 239-240. 

62 委託伯恩-瓊斯繪製多幅作品，藏有《匹邁利安與雕像》（Pygmalion and the Image, 圖 2-24∼
2-27）與其女兒的肖像畫《瑪麗亞．蘭巴可》（Maria Zambaco, 圖 1-58）。 

63 相識於 1860年代中期，其後曾以業餘藝術家的身分向伯恩-瓊斯討教，更委託其繪製壁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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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收藏者多與伯恩-瓊斯結識於公開參展的 1860 年代後期，並於 1870 年代形

成伯恩-瓊斯失去展覽舞台後的少數零星觀者群。 

檢視伯恩-瓊斯的贊助收藏圈，其社經地位多隸屬於該時社會的中產階級

（middle-class），65尤以從事商業交易的生意人，諸如前述提及的波林特（T. E. 

Plint）、雷勒（J. Leather）、葛蘭（W. Graham）、里蘭德（F. R. Leyland）等，乃

為購置藝術作品最為狂熱的贊助收藏者，顯然隨著維多利亞時代背景的轉移變

遷，財富資本由擁有土地的傳統貴族，快速轉移至隨著工商業繁榮而崛起的中產

階級，依藉著累積的財富，這些中產階級得以於文化領域的疆土中，與過去獨佔

資源的上層貴族們，分食藝術收藏委託的特權，誠如畫家雷斯里（Charles Robert 

Leslie）於 1850年代的觀察： 

這個國家私人贊助的增長情形令人訝異。幾乎每天我都聽聞某些未曾聽

聞名字的富有之人，正在醞釀形成某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收藏，而且他

們不是商場上的生意人，便是在商場上致富而退休的人。66 

顯見在該時藝術市場中，新興崛起的富商中產階級，成為藝術創作者的最大

支持者。黛安娜．莎琪可．瑪可蘭德（Dianne Sachko Macleod）在其專文〈藝術

收藏與維多利亞中產階級品味〉中指出，67中產階級與傳統貴族的藝術收藏品味

有所區隔，前者因忙於繁雜的商業事務，無暇如後者得以悠閒至歐陸地區旅遊，

以深化品鑑藝術遺產的能力，復以當代藝術刊物、藝評家倡議對本國藝術家的支

持，因此中產階級不同於傳統貴族鍾愛歐陸古代的藝術作品，較偏愛於官方或非

                                                                                                                                            
青綠宅邸（Palace Green）的室內裝飾。以丘比特與女神（Cupid and Psyche, 圖 2-28）的系列
為描繪主題，但未完成而改由另名藝術家瓦特．逵連（Walter Crane）接手完成。Bill Waters, 
“Painter and Patron: The Palace Green Murals,” in Apollo, No. 102 (November, 1975), pp. 338-341. 

64 伯恩-瓊斯以柏修斯（Perseus）系列畫作設計為其宅邸的音樂廳設計一系列畫作。Penelope 
Fitzgerald, op. cit., pp. 160-162. 

65 在此中產階級的定義乃指非出身於貴族（aristocracy）或仕紳（gentry）家庭的個人。 
66 “The increase of the private patronage of Art in this country is surprising. Almost every day I hear of 

some man of fortune, whose name is unknow to me, who is forming a collection of the works of 
living painters; and they all either men in business, or who have made fortunes in business and 
retired.”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in Art History 
Vol. 10, No. 3 (September 1987), p. 329. 

67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pp. 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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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展覽場域中，選取描繪與自身生活景象、文化背景相關的藝術創作，並收購、

委託當代藝術家創作；此外，這類收藏當代藝術家作品的整體趨向，隨著時空環

境的遷移，年代互異的中產贊助收藏者，對於藝術藏品的價值觀與態度有所不

同：早年的中產藝術收藏家，視其收藏的繪畫圖像具有教化下層勞動階級的附屬

價值，是以所委託或購置的作品，偏重於述說道德寓意的敘事性題材，誠如《藝

術協會》（Art-Union）期刊及編纂捐贈目錄的官方研究員，評論維多利亞早期藝

術收藏大家羅伯特．維爾南（Robert Vernon, 1774-1849）在 1847年將其部分收

藏品捐贈予國家藝廊的社會意義：68 

藝術對於廣泛大眾心靈的救贖影響乃是毫無疑問的：人們不可能有著精

緻而有智識的享受，卻又同時是粗俗或卑劣的；繪畫藏品強而有力地有

助於減少救濟院與監獄的數量…。69 

不可能高估這類新增的大眾財富；它將滿足、啟蒙並開導人們，…它將

成為提昇其社會與道德進步的最佳利器。70  

    因此，對維多利亞時代早年的藝術收藏贊助者而言，藝術並非是件輕鬆而愉

悅的個人興趣，繪畫圖像不能單純僅具有視覺觀賞的審美享樂，更需背負著教化

提昇心靈的價值功能。然而這類著重於藝術附加道德訓誡價值的收藏觀點，至維

多利亞中期之後便已漸漸鬆動，此一趨向揭示於魯斯金對藝術收藏動機所提出的

質疑： 

我們之中購置藝術作品的富有族群，有著複雜的動機，有時是為了填滿

走道上的轉角；有時則為擴展晚餐前在繪畫室中的話題；有時因為畫家

                                                 
68 1848年後更名為《藝術期刊》（Art Journal）。 
69 “The salutary influence of Art on the universal mind requires no argument: it is impossible that a 

people can be coarse or vicious whose sources of enjoyment are refined and intellectual; a collection 
of pictures powerfully helps to thin our poorhouses and prisons…”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p. 330. 

70 “It is impossible to over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accession to the public wealth; it will gratify, 
enlighten, and instruct the people, to who the National Gallery is free; and it becomes a powerful 
means of promoting their social and moral improvement.”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p.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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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很流行；偶爾因為畫家很窮困，我們並非不常擁有收藏繪畫的專

家，…但是在最好與最稀少的情況之下，是對畫作存著迷戀與愛好。71  

    魯斯金引用「迷戀遐想」（fancy）一詞，指涉收藏者情感完全投入圖像作品，

能在收藏鑑賞藝術品的過程中感受到快樂及愉悅的體驗，指出能著眼於藝術美感

價值賞析，並能單就藝術品的「美」而感動之人，才是最好的藝術收藏家，隱然

宣揚迥異於早期藝術收藏贊助者的審美觀點，進而預示著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以

降，贊助收藏者看待藝術藏品態度的轉變。 

以此檢視伯恩-瓊斯的中產贊助者，即可觀察出其早期藝術贊助人與新興贊

助收藏家藝術價值觀的互異：波林特偏好於聖經故事題材，熱中積極參與公眾事

物，加以顯著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個人特質，期待藝術作品富有教化價值，顯然對

於藝術收藏品的功用與目的，不僅止於圖像作品純然的美學價值，有著更多社會

功能的希望期待，因而重視藝術的教化訓示價值，更甚於其作為奢華物品的審美

作用。然而，伯恩-瓊斯的主要新興贊助者－葛蘭與里蘭德則表現出全然不同的

藝術品味與價值趨向，而類近於魯斯金所述的「迷戀遐想」（fancy）。 

葛蘭偏愛伯恩-瓊斯圖像中的威尼斯色調及其抒情浪漫的氛圍，里蘭德則於

其作品濃厚裝飾意味裡，覓得屬意的藝術典型，復以兩人伯恩-瓊斯於標榜高道

德繪畫標準的舊水彩協會備受抨擊排擠之際，漠視傳統品評藝術著重教化的價值

判斷，斷然委託伯恩-瓊斯進行藝術創作，顯見兩人審視藝術藏品的判斷標準，

乃以圖像本身的藝術價值為依歸，並不在意藝術作品是否含帶附加的道德教化意

涵，此舉無異違逆初期中產藝術收藏先輩，強調藝術須具教化寓意的傳統信念，

而兩人對於藝術收藏的熱情執著與尊崇喜愛圖像的態度，更各自以不同的言行舉

                                                 
71 “those who are rich amongst us buy a painting or two, for mixed reasons, sometimes to fill the 

corner of a passage－sometimes to help the drawing-room talk before dinner－sometimes because 
the painter is fashionable－occasionally because he is poor－not unfrequently that we may have a 
collection of specimens of paintings,…and in the best and rarest case of all, …as we call it, taken a 
fancy to the picture.”轉引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p.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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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表露於外。 

葛蘭的女兒形容其乃「是位對美有著熱切情感的愛好者」（a passionate lover 

of beauty），72這種對於藝術品的特殊情感，鮮明地表現於葛蘭以必須擁有「在你

工作室中愛上的女子」（Ladye I fell in love with at your studio）的強烈字眼，73表

達對於伯恩-瓊斯所繪製圖像的熾熱狂愛。再者，葛蘭曾於書信中向伯恩-瓊斯提

及：「《令人迷醉的維納斯之丘》以及《瑞內的蜜月》之中均帶有某些（獨特的魅

力），那對我而言是種快樂。」74足見欣賞、擁有藝術作品對葛蘭而言，乃是一

種純然愉快的心理享受，而這種僅能由從畫作圖像中得到的愉悅快感，使之難以

抗拒伯恩-瓊斯作品中令其傾倒讚嘆的藝術美，進而不斷向藝術家要索收藏更多

藝術創作成品： 

每幅作品均有其迷人之處，但它們唯一的缺點即是，我眼中所見你的每

一幅作品，都讓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是位於奧立佛街邊多瑟男孩餐廳裡的

飢餓男孩，「不能自己地索求更多！」…你明白我是多麼無法自拔地頻

頻索求甚或不知滿足。75      

此外，羅賽蒂曾指出葛蘭「對於誘人情色有著強烈的慾念」（ letch for 

tantalisation），而伯恩-瓊斯亦證實：「我起先認識他時，我總是在他面前藏起某

些畫作－人物是裸露的圖像作品－但很快地我發現他是最喜歡它們的人。」76伯

恩-瓊斯夫人更憶起：「是葛蘭作了件肯定沒人會作的事，因為愛德華說有次當他

                                                 
72 Frances Horner, Time Remembered (1933), p. 5. 轉引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 p. 340. 
73 轉引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ibid., p. 341 
74 “Laus Veneris and Rene’s Honeymoon has both something in them that is enjoyment to me.” 轉引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p. 341. 
75 “There are each charming in its way and the only disadvantage of them is that like almost everything 

I see of yours they make me, like the hungry boy at the Dotheboys Hall in Oliver Twist [sic], unable 
to resist ‘asking for more!’…you see I am importunate and incorrigible or rather insatiable.” 轉引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p. 341. 

76 “When I first knew him I used to hide some pictures from him－pictures where people were naked
－but I soon found he liked them best of all.” Frances Horner, Time Remembered (1933), p. 7. 轉引
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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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某件繪畫作品，『其中有一部份繪製得如此深得其心，以致於他彎下身上前

親吻了它。』」77顯然葛蘭對繪畫圖像的執迷與狂熱，已在心靈層次上進入一種

對於藝術品過份喜愛，類近於狂喜忘我（ecstasy）的恍神境界，以致於作出令常

人不可理解的瘋狂舉動。 

從葛蘭與其家人朋友的文字表述之中，不難察覺葛蘭將藝術品視為自身私密

慾望抒發、寄託心理慰藉的出口管道，希冀藉著悠遊於藝術圖像中的曼妙世界，

得使其忘卻心中煩憂與日常瑣事的潛在想法，此推論印證於葛蘭有感而發的文字

片段： 

對我而言，似乎藝術總是首要而珍貴的，因為它撥去我們心頭的烏雲，

並呼應我們心中美妙而甜蜜的樂音以及未知的無瑕世界。78  

    是以葛蘭對於收藏藝術圖像的價值觀點，乃是基於個人真切情感的表露抒

發，偏重於心理的情感層面，複雜地揉合藝術之於觀者的精神撫慰作用，而非關

道德教化、宣揚真理、訓示教育等嚴肅目的，因而選擇贊助收藏伯恩-瓊斯於當

時不合禮教傳統，甚而遭駁斥的藝術圖像風格，顯然有別於多數傳統中產階級著

眼於繪畫圖像應具備寓意、教化價值功能的審視標準。 

里蘭德在心態上與葛蘭相同，急切地希冀獲取伯恩-瓊斯為其繪製的藝術成

品，在伯恩-瓊斯尚未完成作品之時，即預先支付全部的酬庸以暗示伯恩-瓊斯盡

快完成作品，並心急頻頻去信詢問進度，致使伯恩-瓊斯不得不在往返書信中，

不斷地央求委託人耐心等候： 

你是如此寬厚，但卻使得我覺得虧欠你太多恩情，且對於完成它們感到

                                                 
77 “It was Graham who did a thing surely no other man did, for Edward said that once when he shewed 

him a picture, ‘it had a part of it painted so much to his mind that he went up to it and kissed the 
panel.’”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1, p. 296. 

78 “… it always has seemed to me as if art were chiefly precious as it shadows out to us and echoes in 
our hearts the music of that fair and sweet and stainless world unseen.” Graham to Rossetti, 
21September,1875.轉引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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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雖然我必須全部一起完成它們，設想它們看起來像是一組整體的

好作品。…你必定不能催促我，因為我無法跳脫繁重的多項工作，而假

使我落入自己無法掌控延誤的耽擱局面，我將會不停的擔憂而失控…。

《魅惑梅林》極可能將要完成：請不要沮喪失望，且別再寫信來提醒我

不曾忘記的事情。79 

顯然里蘭德對於委製藝術成品殷切詢問的程度，與葛蘭（W. Graham）猶如

貪心孩童不知節制、向伯恩-瓊斯頻頻要索圖像作品的情況不相上下。然而，不

同於葛蘭以私下的言語行動，表露對於藝術熱切關注的心緒，里蘭德則以打造一

個凝視珍愛藝術藏品的私人專屬空間，不加虛飾地呈顯該時中產藝術收藏贊助

者，熱愛藝術品的另種面向。 

里蘭德自 1874年由皇后大道（Queen’s Gate）遷入王子大道（Prince’s Gate）

新居，於此便積極將收藏的藝術品作更大規模、有組織的安排，以建造一所私人

所擁有的奢華「愉悅寓所」（pleasure-house）：一樓包含著由惠斯特勒（Whistler）

主導設計，於當代極為著稱的「孔雀室」（Peacock Room, 圖 3-26）；整個二樓設

計乃為三個裝飾精緻的獨立空間，由相鄰的帷板間隔彼此，移除之後則成為單一

整體的大沙龍空間。位居中央的房間擺置著七幅伯恩-瓊斯的作品，含括自皇后

大道（Queen’s Gate）舊居遷移至此的《四季》（The Season, 圖 3-19∼3-22）與

《日夜》（Day and Night, 圖 3-23∼3-24）系列作品，以及《維納斯的照鏡》（Venus’s 

Mirror, 圖 3-27）。80 

專為伯恩-瓊斯作品設計的沙龍展示空間樣貌，或可藉緊鄰其旁的繪畫室

（Drawing Room, 圖 3-28）而加以想像：於細細打造的玻璃天頂之下，映入眼簾

                                                 
79 “How kind of you, but it makes me feel horribly in debt and nervous about finishing them. I must 

carry them on together though, if they are to look well as a whole. …you mustn’t press me, for I 
cannot escape work and grow nervous and maddened if I fall in arrears more than I can feel master 
of….The Beguiling of Merlin was likely to be finished: Don’t be dismayed－and never write to 
remind me of what I never forget.” Georgiana Burne-Jones, op. cit., vol. 2, pp. 10-11. 

80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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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羅賽蒂筆下的女性肖像作品，各圖像作品依繪製不同人物的風格呈顯完美的

組合搭配，復以桌椅家具及地板相映的繁複圖案，讓整體室內空間瀰漫一股富麗

奢華之感，尤以左側牆面飾以尖拱形外框的《幸福的少女》（Blessed Damozel, 圖

3-29），及其旁兩幅風格相仿的創作，喚起宗教祭壇畫作的相關聯想，使得空間

中的女性圖像仿若教堂聖殿中供人朝拜的聖像。此外，超出照片之外的另面牆

上，則擺置著伯恩-瓊斯所繪製的《魅惑梅林》（Beguiling of Merlin, 圖 2-1）及

《菲莉斯與迪瑪豐》（Phyllis and Demophöon, 圖 1-54），81仙境夢幻似的人物背

景，更顯空間神聖飄渺的虛無感。 

這種將繪畫嵌入整體室內空間設計，以造成華麗的視覺愉悅感之效，同樣見

諸於書房（Study Room, 圖 3-30）的裝飾布置，從而可同理感受他室藝術藏品的

整體氛圍：不管是以伯恩-瓊斯個人作品為主的展示室，或是專為羅賽蒂與伯恩-

瓊斯作品所設計的繪畫室，空間陳設配合著這些以女性圖像為主的藝術作品，不

僅提供收藏者觀賞凝望的視覺享受，更有如私人的藝術聖堂（temple of art），在

此供奉著收藏家獨鍾的藝術圖像。評論家希爾鐸．查爾德（Theodore Child）曾

描述觀賞在此一空間的感受： 

（這些畫作）仿若擁有詩意般的概念，而它們似乎流竄在一種以宗教般

敬畏感充斥觀者全身的華美氛圍之中，並帶領觀者遠離粗劣的物質主

義，從而進入一種溫柔迷醉幻想領域之中。82 

從上述觀察可知，藝術藏品對於里蘭德而言，似是使其跳脫日常繁瑣忙碌的

生活，轉而進入令人愉悅滿足境地的心靈慰藉。因而，查爾德（T. Child）不僅

提及「宗教般的敬畏感」（religious awe），更以「現代英國藝術最完美產物的某

                                                 
81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p. 342. 
82 “…poetic conceptions which seem to float in an atmosphere of beauty that fills the spectator with a 

sort of religious awe, and carries him away from coarse materialism into a region of tenderly ecstatic 
revery.” Theodore Child, “A Pre-Raphaelite Mansion,” in Harper’s 82, (December, 1890), p. 91.轉引
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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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聖祠」（the shrine of some of the most completely beautiful production of modern 

English art.）形容這些展示空間，83其將里蘭德安置藝術藏品的特出陳設效果，

比擬於宗教崇拜的儀式，隱然揭示里蘭德所特意建造的繪畫空間，乃為一處私人

的藝術聖堂，為其實踐尊崇美（worship of beauty）心態的外顯行為。 

該時某位中產商人之妻，曾如此描述其丈夫的生活與心理狀況：「這些人整

天以大規模的手法在商場上控制操作，經常有數百名工人需要管理，…當他們從

商場上返家時，在身心上既疲倦又憂煩，除了讓他們自己覺得舒適之外，沒有心

情再作其他的事。」84此一緊張忙碌的工作現狀，或許亦為里蘭德生活實況的側

寫，相較於家有恆產、承繼先備資產的中產階級，里蘭德自白手起家乃至成立自

己船運公司的經營過程之中，更需承受較大、較多的精神壓力，誠如其自身所述：  

最近這幾個月以來，與我的工作夥伴爭論要如何處理我們在十二月底結

束的合作關係，感到非常的憂心與焦慮。85 

其友人亦證實：「里蘭德在利物浦豎敵太多，以致於他似乎要快速地通過街

道，若一直站在那兒則會被憎惡…。」86充分彰顯里蘭德所面臨的生活挑戰，與

必須承受情緒緊張的壓力指數，而將私人寓所打造成為一處極盡精美奢華感受的

藝術殿堂，正是里蘭德藉以跳脫精神壓力的桎梏，舒緩工作瑣事所帶來煩憂焦慮

的實際證據。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如此解讀純然審美（pure aesthetic）

的品味與中產階級之間的關係： 

                                                 
83 Theodore Child, “A Pre-Raphaelite Mansion,” in Harper’s 82, (December, 1890), p. 84.轉引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ibid., pp. 284-285. 
84 “The men engaged all day in business operations on a large scale, frequently with several hundred 

workpeople to manage, …[They] were tired and harassed when they came home from business, and 
were in no mood for anything more exalted than make themselves comfortable.” 轉引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Private and Public patronage in Victorian Newcastle,”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52,1989), p. 196. 

85 “I have been most anxious and worried these last few months in disputes with my partners as to 
what is to done on the approaching termination of our partnership on the 31st December.” Francis L. 
Fennell Jr. eds., op. cit., pp. 24-25. 

86 “Leyland’s Liverpool enemies are so numerous and loud that he seems to hungry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stand there almost hated…”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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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然的審美乃是…種選擇遠離自然或社會世界的必須性之風潮，以一種

道德未知論的形式，或將唯美趨向視為普遍具正當效力的原則，而將中

產階級否認社會化世界的心態推向極限。87 

    布爾迪厄所申述強調者，乃是以社會階級的觀點解析，認為中產階級若以「純

然審美」的觀點審視藝術，是種意圖仿效上層精英階級文化認同的表徵行為，並

使之得能超脫大眾美學品味（popular aesthetic）以實用功利價值看待藝術品，88里

蘭德奢華的藝術收藏室內陳設，誠然顯示其確實存有炫耀財富及向上層菁英靠

攏，以尋同歸屬認同的部分心態，然而文中所指稱的「否認社會化世界」、「遠離

自然或社會世界的必須性」，卻也貼切地指出里蘭德相關於心理層面的另項行為

指標，即為藉由收藏藝術圖像所特意構築的華美虛擬世界，使之得以遠離現實生

活的壓力束縛，暫且跳脫於實際社會中所必須承受的種種困境，而能在純粹審美

世界中得到抒解釋放。 

此外，不同於白手起家、身家背景較為特殊的里蘭德，89葛蘭承繼著家族累

積的優渥資產，受教於私立學校與格拉斯哥（Glasgow）大學，冬天待在倫敦，

夏天則在歐洲大陸，秋天待在蘇格蘭，幾與上層貴族的生活形態無異，復以 1866

年成功參政，已然擁有足夠的財富、政治權力及美滿家庭，然而卻仍有著令其友

人難以理解的個性特質：「他心理狀況即是憂鬱，而奇怪的是如此一個包圍在可

愛與親切的家庭中的人：厭世感（taedium vitae）應是最大的禍源。」90是以對於

                                                 
87 “The pure aesthetic is…an ethos of elective distance from the necessities of the natural and social 

world, which may take the form of moral agnosticism or of an aestheticism which present disposition 
as a universally valid principle and takes the bourgeois denial of the social world to its limit.”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ichard Nice tra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 5.  

88 Pierre Bourdieu, ibid., pp. 1-5. 
89年幼時家境貧寒，幸而其出生於工業發展快速的利物浦（1831年），復以工業革命時代影響，
船運量大增，市場擴及美國與遠東，利物浦歷史學家William Heaton Wakefield收集當地著名
人物之身家背景史料，透露 Leyland的母親曾因其父拋棄家庭，被於街上販賣派餅。M. Susan 
Duvsl, op. cit., p. 110. 

90 “His state of health is melancholy, and curious in a man surrounded by an exceptionally loving and 
gracious family: taedium vitae appears to be the main evil.”轉引自 Dianne Sachko Macledo, Art and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p.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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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感到空虛不滿，乃是葛蘭尋求藝術藏品心理補償的最大潛因。因此，無

論是葛蘭視藝術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珍寶，能使之獲致精神上的愉悅及心境滿足

感，抑或者里蘭德將藝術珍祀於特意設計的私人空間，以求壓力抒解與心靈慰

藉，顯示此時中產藝術贊助收藏商人，審視藝術的價值態度已有所不同，過去著

眼於藝術教化的公眾理念與傳統禮教，漸趨轉化為專以私人需求層面的考量，視

藝術為個人撫慰宣洩其自身情感慾望、獲得愉悅快感的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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