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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從伯恩-瓊斯的藝術探討唯美主義 

論及前文所述的新興藝術潮流，相關文獻上的定義紛雜不一：有些學者認爲

它從未脫離拉斐爾前派，將之視爲「晚期的拉斐爾前派」（late Pre-Raphaelite）、

「拉斐爾前派的第二階段」（second–phase Pre-Raphaelite），或爲廣泛的「拉斐爾

前派主義」（Pre-Raphaelitism）範圍下的産物；餘如以其倡議不同價值觀的審美

標準而命之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或呈現於外，將純藝術的概念帶入

室內整體環境設計，結合工藝設計等應用藝術環節，範圍普遍而廣泛的「唯美運

動」（Aesthetic Movement）；甚或以容受更廣大範疇的「頹廢」（Decadence）或

「世紀末」（Fin-de-Siècle）等總括言之。 

「拉斐爾前派主義」雖然指出與拉斐爾前派藝術之間的承續關係，但其發展

演繹實已與「拉斐爾前派兄弟會」（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藝術家們，關注

於自然、真實的原意有所分歧，是以理應採用不同於「拉斐爾前派」的他項語彙，

作爲兩者之間的區分；至於「頹廢」或「世紀末」的時間斷代，多以 1890 年代

為主，與本文論述主要集中於 1870 年代，向前或往後延伸至 1860 年代與 1880

年代的範圍有所區隔，況且其廣泛擴及同時代法國的文學、藝術風格，並不侷限

於英國本土，於內涵界定上更爲曖昧模糊；1而「唯美運動」雖然專指由英國發

展而生的新興風潮，然與裝飾藝術、室內設計或者服飾有著較多的關連，容受的

範圍過於龐雜，是以本文乃採「唯美主義」稱此一新興藝術潮流，不僅基於當代

刊物曾以「唯美主義者」（aesthetes），指稱追隨於該項新興藝術風潮的族群，吻

合於本文主要以純藝術創作領域爲論述範圍；復以哲學上原有「藝術超然論」

                                                 
1 “Decadent Movement in England was given a fatal blow on 25 May, 1895, when Oscar Wilde was 

found guilty of acts of gross indecency with other males and sentenced to two years.” 
“ Decadence …rarely used with any precise meaning, …as a matter if fact, the term is in its place 
only when applied to style; to that ingenuous deformation of the language, in Mallarmé, for instance,  
…But a movement …called Decadent could but have been aside from the main road of literature.” R. 
K. R. Thornton, “ ‘Decadence’ in later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Malcolm Bradbury & David 
Palmer eds., Decadence and the 1890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9), pp. 15, 17. 亦有文獻指出
「頹廢」與「唯美運動」之間的關係，如同巴洛克與洛可可之間的相應承續關連。Lionel 
Lambourne, The Aesthetic Movement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96),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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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ism）的說詞，及文學評論領域早已納有「唯美主義」（Aestheticism）

一詞，2沿用「唯美主義」恰能揭示與文學之間深厚的淵源關係，及相關於美學

的引伸概念；此外，考量於討論該藝術思潮之時，誠須有一語彙形容拉斐爾前派

後期的發展，用以指稱其從早期關注於自然、真實的價值觀，邁向體認藝術本質

的關鍵性變化。 

鑒於「唯美主義」一詞所含括的理念過於籠統含糊，似有必要對其意涵、特

質及背後所秉持的思想脈絡作一文獻考究，以釐清其與文學發展、哲學思潮的相

關性與共通點，然唯美主義乃爲一抽象的藝術思潮，並非由某些特定的藝術家所

創造或發起，乃是一股該時興起的藝術價值觀，需藉由實際的藝術創作圖像、審

視藝術品的態度行止加以具體呈顯說明，而伯恩-瓊斯的藝術風格經常被歸諸於

「唯美主義」（Aestheticism）的標籤之下，其藝術仰慕者則被稱爲「唯美主義者」

（Aesthete），因而本章企圖將唯美主義的理念思潮，與伯恩-瓊斯的藝術作品特

質及其藝術觀者群的藝術觀，作一交叉比照，以闡釋伯恩-瓊斯的藝術與唯美主

義之間的關連，深化唯美主義在視覺藝術表現上的具體表現面向，並期能以縱向

史觀審視其於藝術史上的意義。 

第一節    唯美思潮的緣起及理念 

辛尼．卡爾文（Sidney Colvin）於〈1867年間英國的畫家與繪畫〉一文中，

對該時英國畫家的風格作一番審視，指名點出少數藝術家，認爲「其創作之首要

目的似乎僅只爲了美」（whose aim, to judge by their works, seems to be 

pre-eminently beauty），他們是「在自己眼前建立藝術真確目標」（set the true end of 

art before their eyes）的藝術家。在當時參展於皇家學院藝術家之中，指出三名藝

術家，將之置於「非寫實論的美」（beauty without realism）的標籤之下：弗瑞德

                                                 
2 近來相關於唯美主義與文學之間的關連，可見諸 J. Freedman, Professions of Taste: Henry James, 

British Aestheticism, and Commodity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L. Chai, 
Aestheticism: The Religion of Art in Post-Romantic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R. Dellamora, Masculine Desire: The Sexual Politics of Victorian Aestheticism (Chapel 
Hil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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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雷頓（Frederic Leighton）、亞伯特‧摩爾（Albert Moore）與惠斯特勒

（Whistler）；而羅賽蒂、伯恩-瓊斯與賽門．索羅門（Simon Solomon）則是其所

認定的「想像或情慾派的藝術家」（artists of imagination or passion）；最後提到一

些無法歸類的藝術家：華茲（G. F. Watts）、亞瑟．休姆（Arthur Hughs）以及風

景畫家喬治．喜明．梅森（George Heming Mason）。3此外，辛尼．卡爾文更以

美學觀的論點，強化上述藝術家的創作意念：   

繪畫藝術直接將自身呈現於視覺感官；透過視覺感官媒介，傳達情緒與

智識僅爲間接。透過視覺感官，我們能夠明確辨識出的最佳完美，便是

形式與色彩的完美；因此形式與色彩的完美－簡言之，便是美－應該是

繪畫藝術的首要目標。據此，它將擁有最首要的質素；而精神、智識的

美乃取決於此，是不重要的次等考量。4   

    早於 1867 年間，藝評家卡爾文便以如此犀利激進的文字，藉由藝術美學理

論的觀點，強調藝術的宗旨，存乎形式上視覺感官可察知的美，更甚於智識、情

感等間接引伸的觀想，然而其以「創作之首要目的似乎僅只爲了美」、「未寫實論

的美」等宣揚藝術的自主性與獨立領地，並未訴諸任何新的名稱或口號，因而未

能受到廣大的注目迴響。 

「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思想脈絡 

    稍後身兼藝評家與詩人創作者的史維勃（A. C. Swinburne），於 1867年評論

英國藝術家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專書中，引入「為藝術而藝術」（art 

                                                 
3 Sidney Colvin, “English Painters and Painting in 1867,” in Fortnightly Review, n. s. 2(October, 1867), 

pp. 473-476.轉引自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After the Pre-Raphaelites: Art and Aestheticism in 
Victorian Eng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 

4 “Pictorial art addresses itself directly to the sense of sight; to the emotions and the intellect only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sense of sight. The only perfection of which we can have 
distinct cognizance through the sense of sight is the perfection of forms and colours; therefore 
perfection of form and colours－beauty, in a word－should be the prime object of pictorial art. 
Having this, it has the chief requisite; and spiritual, intellectual beauty are contingent on this, are 
something thrown into the bargain. Sidney Colvin, ibid., p.465.轉引自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ibid.,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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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rt’s sake）一詞，5其之所以發展出「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念，乃根源於拜讀

法國藝文家的著作。其一為提歐菲爾．高蒂業（Théophile Gautier），史維勃（A. 

C. Swinburne）曾自承：「道德認同上受到加百列．高蒂業及提歐菲爾．羅賽蒂的

影響。」6史維勃將羅賽蒂與高蒂業的名字相互錯置，或許意指在羅賽蒂的引介

之下，才得以閱覽高蒂業的小說著作《德．摩萍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

該書藉虛擬人物宣揚作者的理念，其序文如此寫道： 

我們有幸現存於這光耀的紀元之中，最可笑的莫過於德行的再度復甦…

現今時尚高潔德行與表現基督教精神。…沒有真正美麗的事物，除非它

毫無所用；任何實用性的事物均是醜陋的，因爲它傳達了某種需求，人

類的所有需求均是卑賤而醜陋的，就如同他自身卑微而不堅定的天性。

比起某些有用日常的瓶罐，我更喜歡綴有古代人物及龍圖案的中國壺，

一項對我而言完全沒有用的器具，…因為愉悅似是我人生目標以及世上

唯一值得之事。7  

    高蒂業在小說的序文，不僅排除所有事物的實用性質，以「愉悅」（pleasure）

作為人生最高目標宗旨，並直言藐視道德宗教的價值觀，儼然揭示以追求感官享

                                                 
5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William Blake: A critical Essay (London: John Camdien Hotten, 1867), 

pp. 91, 101. 轉引自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op. cit., p. 3. 「為藝術而藝術」一詞並非史維勃（A. 
C. Swinburne）首創，諸如 1840年 Richard Hengist Horne曾於其文章中以藝術應「引發高尚的
情感而不倡導獨斷或排外的道德」修正過去「極端的為藝術而藝術」 (extreme …maxim of ‘Art 
for Art’s sake’) ；而《藝術期刊》（Art Journal）則於 1855年稱許在羅馬創作的美國藝術家「為
藝術自身之故，以簡明的敬仰藝術」（in this simple worship of Art for it’s own sake），然而史維
勃以實際藝文創作體現「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影響擴及繪畫領域，乃是英國倡言「為藝術

而藝術」的重要核心人物。 
6 “the morally identical influence of Gabriel Gautier and of Théophile Rossetti [sic]…” Alastir Groeve, 

“Rossetti and the scandal of art for art’s sake in the early 1860s,” in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op. cit., 
p. 17. 

7 “One of the most ridiculous things in the glorious epoch in which we have the good fortune to be 
alive is undoubtedly the rehabilitation of virtue…The fashion to-day is to be virtuous and Christian. 
Nothing is really beautiful unless it is useless; everything which is useful is ugly, for it expresses 
some need and the needs of the man are ignoble and disgusting, like his poor and feeble 
nature…Instead of some useful, every pot, I prefer a Chinese pot which is sprinkled with mandarins 
and dragons, a pot which is no use to me at all, …for pleasure seems to me the goal of life and the 
only worthwhile thing in the world.” Théophile Gautier, Mademoiselle de Maupin, pp 25, 27, 45-46. 
轉引 Alastir Groeve, “Rossetti and the scandal of art for art’s sake in the early 1860s,” in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op. cit.,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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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為主的生活態度，而其對藝術價值的觀點，更明確地呈顯於外： 

我偏愛美麗的嘴唇勝過適切優雅的字眼，喜愛曲線優雅的肩線勝過美好

德行，甚而是宗教美德；－在所有事物之中，我熱烈崇拜形式之美；－

美對我而言，是可見的神聖、極其明瞭的快樂、人世的天堂。－我不明

白基督教的基本要素是肉體的苦行禁慾，…而我則完全同意希臘人對於

美狂野的熱忱。－我察覺人世與天堂一樣美麗，而我認為善行存乎於完

美的形式之中。所有外型上美麗的事物都是好的，而醜陋的事物必定是

邪惡的。－假使我見著一位美麗的女子，即使我已知她有著世上最邪惡

的靈魂，是個通姦者與毒害他人的加害者，我發誓我一點也不會介意，

而這一點也不會妨礙我從她身上得到的樂趣。8  

將上文與序言中的觀念相對照，可知高蒂業斷定「美」的依據不僅端賴該物

是否具有實用價值與功利目的，更繫於外觀形式的完美呈現。再者，提及「所有

外型上美麗的事物都是好的，而醜陋的事物必定是邪惡的」，呈顯著美醜即是價

值判斷的依歸，進而從高蒂業對女性美貌與德行兩相權衡比較的譬喻之中，體察

到在其構築的價值體系內，「美」被祀奉為最高準則歸臬，「美」不僅等同於善惡

價值判斷的標準，其優越性更勝於道德宗教規範定義下的「善」。 

此類將形式外觀的「美」提昇至最高境界，捐棄所有道德桎梧、鄙視宗教規

範等外在枷鎖，高倡感官極度愉悅的享樂主義，企圖顛覆傳統禮教的理念，為波

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所後繼，在其 1857年出版的詩集《惡之

                                                 
8  “ I prefer a pretty mouth to a pretty word, and a well-formed shoulder to a virtue, even a theological 

virtue;…－I adore above all things beauty of form; －beauty, for me , is visible Divinity, palpable 
happiness, heaven on earth. －I do not understand mortification of the flesh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I am in entire accord with the Greeks’ wild enthusiasm for beauty. －I find Earth as 
beautiful as heaven,  and I think that virtue lies in formal perfection….What is physically beautiful 
is good, and I think that virtue lies in formal perfection…What is physically beautiful is good, 
everything that is ugly is bad.－If I saw a beautiful women, even if I knew that she had the 
wickedest soul on earth, that she was adulterous and a poisoner, I swear I shouldn’t mind in the least, 
and it wouldn’t in any way prevent me from taking pleasure in her.” Théophile Gautier, 
Mademoiselle de Maupin, pp 149-151, 201, 210. 轉引自 Alastir Groeve, “Rossetti and the scandal 
of art for art’s sake in the early 1860s,” in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op. cit., pp.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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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Les Fleurs du Mal）中，9以辭藻華美但簡明的詩文，傳達自生活的激情、

感官慾望層面所獲取的欣喜感，不僅大肆暢言毒品與酒精帶給人的愉悅，更在〈美

的頌歌〉（Hymne à la beauté）一詩中揭示美的重要信條－統御一切、轄蓋任何事

物，但無須負道德之責，只要它能表現出美的本質，不管這種美是來自於天堂或

醜惡的地獄，均值得熱烈擁抱，尤其是源自於醜惡地獄之美，更值得詩人追求。

10該詩文作品於 1861 年以英譯版出現於倫敦，波特萊爾宣揚的思想理念深為史

維勃所贊同，認為其乃為一無所畏懼的夢想家，「遵從詩文藝術絕對與訓示素材

無關的信念」。11 

這類藝術價值觀呈顯於外，表現於史維勃詩作《詩與民謠》（Poems and 

Ballad）的出版，循著高蒂業與波特萊爾的思想軌跡，史維勃以極盡挑逗之詞彙

文句，赤裸呈顯感官慾望的愉悅性，以落實文學創作與教化意味無關，藝術應跳

脫道德規範的信念。是以，史維勃乃據上述兩位法國文藝家的思想，建立捍衛藝

術自主價值的觀點，該理念清楚地表述於 1867年，評論威廉．布雷克（W. Blake）

的專書中：  

藝術無論如何不能成為宗教的侍者，義務的典型，事實的奴僕，道德寓

意的先驅，…就藝術而言，最佳的表現便是極盡美麗；就科學而言，最

佳的典範便是極盡精確；就道德而言，最佳的呈顯便是極盡善行。12 

                                                 
9 Charles Baudelaire, Le Fleurs du Mal (Paris: Poulet-Malassis et Broise, 1857).書中獻辭如此寫道：
「獻給白璧無暇的詩人 法國文學的完美魔術師 我非常景仰的 良師益友 提歐菲爾．高蒂業 
以最深厚的 謙虛之意 我獻上這些病態的花朵」。（AU POËTE IMPECCABLE   AU PARFAIT 
MAGICIEN ÈS LETTRES FRANCAISES   A MON TRÈS-CHER ET TRÈS-VÉNÉRÉ MAITRE 
ET AMI   THÉOPHILE GAUTIER   AVEC LES SENTIMENTS DE LA PLUS PROFONDE 
HUMILITÉ   JE DÉDIE   CES FLEURS MALADIVES） 

10 該詩為書中第 21首詩。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著，《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
莫渝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頁 557-559。 

11 “act on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art of poetry has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didactic matter .”首次
出現於英國期刊《觀察家》（Spectator）中，題爲 “Charles Baudelaire: Le Fleurs du Mal,” Spectator 
34 (6 1862), pp .998-1000. Colleen Denney, At the temple of Art: The Grosvenor Gallery, 1877-1890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p. 38, p. 225. 

12 “Handmaid of religion, exponent of duty, servant of fact, pioneer of morality, [art] cannot in any 
way become; … To art, that is best which is most beautiful; to science, that is best which is moat 
accurate; to morality, that is best which is most virtuous.” A. C. Swinburne, William Blake, pp. 90, 



 171

    史維勃疾言藝術不應為成為闡述事實真理、宣揚道德教化的附庸工具，並將

藝術、科學與道德分立為三大專屬領域，各以「美」、「真」、「善」為該範疇之最

高準則，將藝術置於科學與道德之上，隱約可識得高蒂業部分思想的影響，然而

史維勃並不以正面直接攻訐傳統禮教的激烈文字，以構築、捍衛藝術的自主領

地，而是著眼於卸除藝術外在附加的功用價值，以宣揚「為藝術而藝術」理念。

隔年該語彙為瓦特．培德（Walter Pater）所沿引，用於形容莫里斯（W. Morris）

的詩作集。13較具意義的是，藝術評論觀察者湯姆．泰勒（Tom Taylor）亦於 1868

年引用「為藝術而藝術」一詞評論雷頓（F. Leighton）的作品，14雖然文中並無

特殊的指稱用意，但誠然顯示該詞彙已從史維勃與培德等文藝思想家的深奧著

作，轉變成為常見藝術期刊出版物上的普及用語。  

雖然「為藝術而藝術」出現於不同文章脈絡情境之中，然該語彙所用以指稱

的藝術家或涉及的文藝界人士，均與藝評家卡爾文（S. Colvin）所提及的藝術家

有關連，如史維勃、莫里斯本就與羅賽蒂伯恩-瓊斯等人相當熟稔，而雷頓（F. 

Leighton）及華茲（F. G. Watts）不僅與伯恩-瓊斯等人有所交集，更於 1860年代

末期，逐漸與「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有所牽連。顯然早於 1860 年代晚期，這

些藝術家的圖像表現風格，便有著不同於其他創作者的表現趨向，著眼於藝術形

式華美亮眼，而被連帶歸屬於「為藝術而藝術」的旗幟之下。 

從「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到「唯美主義」（Aestheticism） 

「為藝術而藝術」一詞於 1873 年變得極具爭議性，肇因於培德出刊《文藝

復興：關於藝術與詩文的研究》（The Renaissance : 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時，

將之作為該書冊的結論： 

                                                                                                                                            
98.轉引自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op. cit., p. 7. 

13 Walter Pater, “Poems by William Morris,” in Westminster Review, n. s. 34 (October 1868), p. 312. 
轉引自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op. cit., p. 3. 

14 Tom Taylor, “Among the pictures: Part II,” in Gentleman’s Magazine, n.s.1 (July, 1868), p. 151.轉引
自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op. cit.,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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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維多．雨果所言：我們都在死亡的前提之下，卻有著明確的暫緩時

限：我們有著一段短暫時間，有些人無精打采地度過，有些人以高度的

熱情面對，而最明智者則會選擇藝術與詩歌。我們僅有一次機會發展這

段旅程，因而必須盡可能讓這段過程有著更多的悸動。極大的激情將會

賜予我們富有生氣的人生感受，包括愛的狂喜與悲傷，不同形式的熱情

活動，..將會自然地發生在我們多數人身上。…，而在詩意的情感、追

求美的慾望及熱愛為藝術而藝術之中，存在最多這類明智的活動。因為

藝術給予你的，除了該時它們帶給你的最高悸動，別無他物。15 

    培德秉持著及時行樂的人生觀，疾呼應以積極熱切的生命活力擁抱有限的短

暫人生，並將追求詩文、繪畫藝術的熱望，視為最高層次的人生體驗，強調感受

熱愛藝術的剎那悸動，乃是最能引發生命熱力的行為，不僅與高蒂業、史維勃等

人的思想態度有所共鳴，更有意將之納入哲學的層次思索討論，企圖以宏觀的視

野面向擴展、詮釋「為藝術而藝術」，此脈絡見諸於其書中序言： 

美與其他人類經驗有著相同的特質，乃是一種相對的觀點；想要定義它

則因其抽象的特質，而顯得無意義而無用…所有的藝術作品，以及其他

自然與人類生活的較美好形式，有著衍生愉悅感受的力量或作用，…美

學批評的作用，便是從繪畫、風景生命中的美好個人特質、或者一本書

等附屬物中區別、分析其價值，分梳出產生這類美或愉悅的感覺印象，

指出這種印象的來源為何，或者在何等情況之下這類感受被經驗到。16 

                                                 
15  “as Victor Hugo says: we are all under sentence of death but with a sort of definite reprieve: we 

have an interval, …Some spend this interval in listlessness, some in high passions, the widest …in 
art and song. For our one chance lies in expanding that interval, in getting as many pulsations as 
possible into the given time. Great passions may give us this quickened sense of life, ecstasy and 
sorrow of love, the various forms of enthusiastic activity, disinterested or otherwise, which come 
naturally to many of us. …Of such wisdom, the poetic passion, the desire of beauty, the love of art 
for it own sake, has most. For art comes to you proposing frankly to give nothing but the highest 
quality to your moments as they pass...”. Walter Pater, The Renaissance: 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3.  

16  “Beauty, like all other qualities presented to human experience, is relative; and the definition of it 
becomes unmeaning and useless in proportion to its abstractness… all work of art, and the fairer 
forms of nature and human life, as powers or forces producing pleasurable sensations…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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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培德所構築的價值體系之中，首先澄清美乃是抽象而相對的經驗，並秉持

著「所有美學上的美，其本質便是表現」的理念，17據此推演出藝術及所有富形

式之美的人、事、物，均擁有衍生令人覺得愉悅的深刻力量，「愉悅」（pleasure）

乃是藝術鑑賞中最為重要的核心元素，美學家的任務即是尋找這種情感經驗之由

來。顯然培德著眼於藝術動人心弦的情感層次，並認為這種體驗彌足珍貴，乃為

建構智識上的理論學說，或者信仰抽象倫理道德觀所遠不及的： 

鑑於我們所能體驗的光鮮燦爛及其令人惋惜的短暫，推想我們全部所有

人，均應該拼命地去觀察與觸碰，我們應該沒有時間對所見所及的事物

做出理論性的學說。學理、宗教或哲學思想，如同觀點，是評論的工具，

也許會有助於彙整我們所不注意而逝去的事物。…而這些需要我們犧牲

部分的相關經驗去達成的理念學理或系統，在考量某些我們無法參與的

利益或者某些我們無法認同的抽象倫理學，並沒有實際的需要。18  

    足見學術上的智識追求與建構，或宗教神學的信仰並非培德哲學體系中的要

角，感受藝術的美及其給人帶來的悸動體驗、愉悅享受，才是賦予短暫人生旅程

極大意義，使之具有活力、加倍有意識（quickened, multiplied consciousness）的

價值指標。19針對此一觀點，《全球》（Globe）期刊以泛道德論的角度，批判培德

的著述： 

                                                                                                                                            
function of the aesthetic critic is to distinguish, to analyse, and separate from its adjuncts, the virtue 
by which a picture, a landscape, a fair personality in life or in a book, produces what the source of 
that impression is,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it is experienced.” Walter Pater, op cit., p. xxx. 

17 “The essence of all aesthetic beauty is expression.” Richard Wollheim, “Walter Pater: from 
philosophy to art,”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2. 

18 “With this sense of the splendour of our experience and its awful brevity, gathering all we are into 
one desperate effort to see and touch, we shall hardly have time to make theories about the things we 
see and touch. Theories, religious or philosophical ideas, as points of view, instruments of criticism, 
may help us to gather up what might otherwise pass unregarded by us. …The theory of idea or 
system which requires of us the sacrifice of any part of this experience, in consideration of some 
interest into which we cannot enter, or some abstract morality we have not identified with ourselves, 
or what is only conventional, has no real claim upon us.” Walter Pater, 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 The 
Renaissance (London: Macmillan, 1873), pp. 211-212. 轉引自 Richard Wollheim, “Walter Pater: 
from philosophy to art,” p. 33. 培德於 1893年曾重刊此書，修正部分文字，如將結論的「art for 
art’s sake」修正為「art for its own sake」，此處乃援引首次出版的作品文句。 

19 Walter Pater, The Renaissance: 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 p.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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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的結論宣揚一個摧毀道德的理論…。現代藝術，藉由史維勃的詩文

與賽門．所羅門的畫作，以讓我們熟悉於怪異的事物。但我們不曾憶起

見識過純然的快樂主義如此顯明地被倡議擁護。20 

該評論雖以負面的評價看待培德的著作，然而在表面批判文字之下，潛藏著

富含意義的積極訊息：首先，培德所倡議的及時享樂觀點，確實無法為該時的衛

道人士所認同，並被附加上「不道德」的有色標籤；再者，將培德與史維勃、畫

家所羅門（S. Solomon）作一相關連結，並同以快樂主義稱之，顯示著此一信念

在培德著書出版之前，已有藝文創作者先行以具體作品的風格加以實踐，不僅點

出培德與史維勃兩者理念間的相應共鳴，而「未曾見識純然的快樂主義如此顯明

地被倡議擁護」一言，更突顯培德文字著述的關鍵性地位。 

約翰．莫雷（John Morley）針對書中的論點，及該書所獲得的迴響，分別作

縱向與橫向的深入剖析，並為培德令人爭議的道德觀代言發聲： 

        「快樂主義者」，便是培德先生必定會被那些喜愛歸類之人，所添加的

標籤，而他們所秉持者，乃是人們行為的大體，亦即我們日常生活中簡

樸的實質本體，與其他人們判斷的相同準則…。行為與信仰的部分強

調，揭示著人們的相異點，這顯然是格外的重要，…在遵從基本主張與

外在秩序之餘，是何物賦予其人生價值與意義？絕多大數的人會給予一

個實際的回答而忽略它，而繼續過著沒有重心的單調、隨便生活。許多

人會在獻身於神聖的宗教中尋著解答，而使其一成不變的無趣生活有所

指引。該書作者的答案正如我們所見，而今在富有文化教養的人們之

                                                 
20 “the conclusion enunciates a theory which destroys morality… modern art, in the poems of 

Swinburne and the pictures of Simon Solomon, has accustomed us to strange things. But we do not 
remember ever to have seen the principles of pure Hedonisim more nakedly advocated that they are 
here.” ‘Pater’s Renaissance,’ in Globe, 14 (April 1873), p. 8. 轉引自 J. B. Bullen, The 
Pre-Raphaelite Body: Fear and Desire in Painting, Poetry, and Critic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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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許多團體接受其答案並親身力行。21 

    約翰．莫雷以較為開放宏觀的看法，審視培德的價值體系，將其論點視為個

人獨特化的不同選擇，認為其意在倡議一種不同於以宗教為重心的人生態度，企

圖為該書遭人攻訐批判的理念尋求正當的解釋，並指出這類強調追求藝術賦予人

的深刻感動、愉悅快感，已引起諸多菁英界人士的共鳴迴響。顯然，不管是以道

德批判的觀點，將培德比擬為快樂主義的代言人，或者抱持肯定態度支持培德的

論著，認為其思想已體現部分人士的價值觀，為鼓吹該類風潮、引領多數人力行

踐履的主因，均透露著該書以哲理辯證所構築的價值體系，確然摒除宗教倫理等

傳統價值觀的外在束縛，並有效地將熱愛藝術的情感經驗、追求美的狂熱心緒合

理化為一種最高層次的人生目標。 

此外，約翰．莫雷進一步指出該著作乃為「無信仰運動」（pagan movement）

的支流之一，將「美學的關注推向近來宗教所退讓出的空缺」：22 

        美學的潮流再也無法有系統地在神學理論中找到支撐點。依序分別是魯

斯金先生，拉斐爾前派畫家，史維勃先生，與莫里斯先生，現在最近的

一位則是培德先生，所有人均避開神學領域，他們多數確實因為以簡

明、快樂的無意識，面對傳統神祉存在，而感到可喜。他們多對於傳統

目標、信條說詞與慈善行止漠不關心，就如同他們對所謂神聖天國之屬

                                                 
21“The Hedonist, and this is what Mr. Pater must be called by those who like to affix labels, holds just 

the same maxims with reference to the bulk of human conduct, the homespun substance of our days, 
as are held by other people in their sense…It is the accentuating parts of conduct and belief that 
reveal their differences, and this is obviously of the most importance, …What is to give significance 
and worth to his life, after complying with the condition essential to its maintenance and outward 
order？A great many people in all times, … give a practical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y ignore it, and 
lives of unaccented lives of dullness or frivolity. A great many others find an answer in devotion to 
divine mysterious, which round the purpose of their lives and light the weariness of mechanical days. 
The writer of the essay before us answers it as we have seen, and there is now a numerous sect 
among cultivated people who accept his answer and act upon it.” John Morley, “Mr. Pater’s Essays,” 
in Fortnight review, 19 (April 1873), pp. 474-475. 轉引自 Nicholas Shrimpton, “Pater and the 
‘aesthetical sect’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17, p. 62. 

22 “aesthetic interest to the throne lately filled by religion.” John Morley in Fortnightly Review, 13 
(April 1873), p. 476. 轉引自 J. B. Bullen, The Pre-Raphaelite Body: Fear and Desire in Painting, 
Poetry, and Critic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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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一樣。魯斯金先生的確，誠如我們所知，已俠義地投入社會再造

者的艱困生涯中，但頗難稱得上相當成功。史維勃，就如同多數他所稱

呼為大師的法國詩人一般，總是對於更廣大人類目標展現豐沛的赤誠。

但正是培德先生膽敢說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喜愛，含藏著使得人生完滿的

最真確智慧。23 

   評論家以回溯美學思潮的縱向觀點，考量培德該書著作的影響，指出美學與

神學之間的疏離關係其來有自，從魯斯金的思想論點做為起點契機，歷經拉斐爾

前派、史維勃與莫里斯等藝文創作者，多避而不論宗教之於藝術的關連，僅著眼

於藝術的本體性發揮，然而上述個人所秉持或宣揚的思想觀念，卻未若培德書中

所構築的思想體系來得真切、直接而完整。諸如魯斯金雖然首先為藝術的自主性

請命，卻未能完全將藝術置於道德寓意之外： 

希冀鼓舞英國藝術有兩件事與之相關：其一，必須以它為樂；其二，必

須使之起認真莊嚴的作用。我並非意指嚴肅、必需的道德倫理：以某種

方式而言，我所指的認真莊嚴乃是指有用的，而不只是自私、草率或是

怠惰的。24 

魯斯金認為藝術雖不須與嚴謹的道德倫理劃上等號，並贊同觀者應享有藝術

品所帶來的樂趣，然而仍堅持必須嚴肅地看待藝術的正面積極功用，不能流於草

                                                 
23 “The aesthetic spirits were no longer able to find rest in a system associated with theology. Then Mr. 

Ruskin came, and the Pre-Raphaelite painters, and Mr. Swinburne, and Mr. Morris, and now lastly a 
critic like Mr. Pater, all with faces averted from theology, most of them indeed blessed with a simple 
and happy unconsciousness of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conventional gods. Many of them are as 
indifferent to the conventional aims and phrases of politics and philanthropy as they are to things 
called heavenly. Mr. Ruskin indeed, as we all know, has plunged chivalrously into the difficult career 
of the social reconstructor, but hardly powerful with success that any man can call considerable. And 
Mr. Swinburne, like that most powerful of all French poets he calls master, has always shown a 
generous ardour in the greater human causes. But here is Mr. Pater courageously saying that the true 
wisdom that makes life full.” John Morley, “Mr. Pater’s Essays,” in Fortnight review, 19 (April 
1873), p. 476 轉引自Nicholas Shrimpton, “Pater and the ‘aesthetical sect’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17, p. 64 

24 “you who wish to encourage Art in England have to do two things with it: you must delight in it, in 
the first place; and you must get it to serve some serious work, in the second place. I don’t mean by 
serious, necessarily moral: all that I mean by serious is in some way or other useful, not merely 
selfish, careless, or indolent.” 轉引自 Dianne Sachko Macleod, “Art collecting and Victorian 
Middle-Class Taste,” in Art History Vol. 10, No. 3 (September 1987), p.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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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隨便與自私，儼然無法認同於以「全然愉悅享受」作為藝術的目的。史維勃雖

揚棄藝術外在的附加包袱，親自力行將該理念化為具體的文學創作，並訴諸評論

性文章，高倡「為藝術而藝術」一詞，足以彰顯鮮明立場並引起普遍的關注，然

該論述植基於一股捍衛藝文領域自主的熱情，流於情感的直接表露，未能以全面

的理性邏輯推演含容該觀點。是以，唯有於培德的論著之中，不僅承繼前人倡言

藝術創作價值的自主性，卸除藝術相關於教化訓示的附加條件，更將熱愛藝術的

情感心緒，賦予神聖的合理化地位，使之取代過去宗教的抽象價值，成為人生追

求的至高體驗。自此而起，「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理念，能夠從原意訴求藝術

領域自主獨立的創作本體，延伸至熱愛藝術所賦予的感受悸動、享受藝術品的愉

悅快感，乃有其背後學理化正面支持的論點依據，以構築成尊崇藝術創作、追求

審美文化為人生目標的全面價值觀，亦即培德統整、強化前人所持的思想脈絡，

使得「為藝術而藝術」一詞得以自被衛道人士解讀為，藝文創作者為尋求自身創

作自由、規避倫理道德限制的侷促框架中解放，將崇尚、享受藝術之美的心態，

昇華臻至哲思的大範圍體系，複雜地結合思索人生價值，深化為一種尋著終極目

標的肯定信念。 

「唯美主義…唯有在培德身上方能尋得適當的言語表現」，25明白指出該思

想脈絡其來有自，並突顯培德在唯美主義思潮體系中，集大成的總結性地位，亦

即正是培德著述中的論點，健全整合「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潮流，將之融合轉

化為影響範圍更為廣泛的「唯美主義」，使孤立於傳統價值觀之外的藝文工作者，

得以在此一的學理依據之下，浮顯其創作方向： 

這些引人注目的「研究論著」正是時代的表徵。因為純粹主義者的時代，

當魯斯金先生攻訐揭示文藝復興乃為一空洞、邪惡的紀元時期，一個反

常的逆轉已呈顯於年輕一輩，而他們正依序地型塑該世紀的文學與繪

                                                 
25 “Aestheticism …found an adequate rhetoric only in Pater.” Nicholas Shrimpton, “Pater and the 

‘aesthetical sect’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17,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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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詩文，繪畫與批評均相同－羅賽蒂先生的詩文與繪畫，史維勃先生

的詩作，更別提一大群繼起的仿效者。伯恩-瓊斯先生的繪畫，伴隨著

若干如同我們眼前所見的此類評論性文章－全都訴諸古代文藝復興的

現代復興，一種全新的生活，有時服膺於激情與愉悅，但更好的是，透

過藝術的指引，以達高層次的精神享樂與純粹審美文化的境界。26  

該評論文章刊登於 1873 年的《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儼然針對培

德同年出版的著述作觀察，指出該書體系化的論述，正呈顯著當代藝文創作潛在

方向，並連結培德的著作與唯美思潮，將唯美主義比擬於過去的文藝復興，認為

唯美思潮企圖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再造一個現代文藝復興運動。文中特別指明伯

恩-瓊斯的藝術創作，乃正朝此一方向邁進，因此接續將以伯恩-瓊斯為具體實

例，闡釋唯美主義興起的時代背景，並從藝術家創作主體與其藝術觀者，分述探

討唯美思潮的影響與衝擊，以求釐清唯美主義類比為現代文藝復興的深刻意義。 

第二節    伯恩-瓊斯的唯美主義 

    英國十九世紀的下半葉，正處於一個價值觀快速異動的時代，工商業帶動的

經驗繁榮，促使階級區隔界線的模糊化，科學智識的進步，漸趨動搖傳統宗教領

域的神聖性，尤以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27直接否認世人由神所創造出來的基本

教義，更使神學信仰受到極大的衝擊影響。這種「維多利亞時代的信仰危機」

（Victorian faith in crisis）反映於許多文獻觀察之中，諸如約翰．莫雷（John 

                                                 
26 “These remarkable ‘Studies’ are amo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Since the days of the purists, when Mr. 

Ruskin denounced the Renaissance as hollow and unholy, a singular change has come over the 
young generation who are now in turn moulding the literature and art of the country. Poetry, painting, 
and criticism alike－the poetry and picture of Mr. Rossetti, the poetry of Mr. Swinburne, not to 
mention a host of imitators. The pictures of Mr. Burne-Jones, together with divers critical writings 
such as the work before us－all tell of a modern renaissance of the old Renaissance, of a new life 
sometimes surrendered to passion and to pleasure, but in its better aspects aspiring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 of the arts to the conditions of high mental enjoyment and pure culture.” Nicholas 
Shrimpton, “Pater and the ‘aesthetical sect’ in Comparative Criticism 17, p. 64. 

27 達爾文進化論申述所有一個人類經驗領域均有一個合邏輯進化論的焦點中心，而非目的論的
詮釋。…對於人類經驗哲學提供新探索的刺激，因而對宗教根基、道德以及美學的假設的衝擊
極大。Hilary Fraster, Beauty and Belief: Aesthetics and Religion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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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ley）述及 1850與 1860年代乃為「科學、新知識的時代，尋求批判評論，伴

隨而來的是加倍衍生的不確定感與動搖的信念」，28瓦特．愛德華茲．侯頓（Walter 

Edwards Houghton）則以為：「事實上，在 1870年代之前道德價值觀仍稱堅實，

但自此之後，包括道德倫理在內的所有學識理論，均開始動搖不定。」29這樣的

時空環境，正是伯恩-瓊斯掙扎於獻身宗教聖職志業，與投入藝術創作者行列之

間的背景寫照，其拋棄原有的宗教服務願景，而選擇成為藝術家，恰反應該時代

對宗教信仰的不確定感。 

    早年伯恩-瓊斯希冀從事宣揚教義的聖職工作，乃受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的宗教氛圍感召，30該運動的基本信念認為，教堂乃是一處憑藉著神

的力量而創造、組織的社會，超越政治、地理環境與時代性而存在，更堅信處於

此一神聖社會的體驗，將改變我們如何理解精神事物。31文獻指出該宗教復興運

動，可以解讀為啟蒙智識開化發展之下，理性主義導致心靈與精神地位退化的浪

漫反撲，希冀尋找歷史傳統的價值與定位，抗拒改革以來對古代風俗持不敬、褻

瀆的態度，並企圖重新建立教堂的威望與秩序，強調宗教賦予心靈精神的定向能

力。32該理念正呼應著伯恩-瓊斯身處於過份物質化的工業進步的變遷時代，希冀

尋求內在深化的精神慰藉，其曾回憶首次接觸牛津運動思想的的悸動：「在一個

沙發與躺椅充斥的時代，其告誡我漠視於舒適安逸，在一個如此物質主義的時

                                                 
28 “It was the age of science, new criticism, followed by multiplied doubts and shaken belief.” 轉引自

Walter Edwards Houghton,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187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8. 

29 “The fact is, while moral value were form until 1870, all intellectual theories, including those of 
morality, were insecure.” Walter Edwards Houghton, ibid., p. 8. 

30 由 John Henry Newman、Hurrel Froude等人於 1833年發起，重新詮釋聖經教義以企圖修正亨
利八世以來基督教教義沈積的錯誤，並再度彰顯彌撒的神聖性，但約於 1845年後見諸漸趨減
緩其影響力。伯恩-瓊斯首次接觸牛津運動的思想，約於 1848年左右在神父 John Gross的指引
之下，閱讀 John Henry Newman的著作。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Burne-Jones (London: 
Barrie & Jenkins Ltd., 1973), p. 6. 

31 Larry Crokett, “The Oxford Movement and the 19th-Century Episcopal Church: Anglo-Catholic 
Ecclesiolog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Online Journal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Vol. 1, No. 5 (August 1999), http://www.Quodlibet.net. 

32 Owen Chadwick, The Spirit of the Oxford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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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其指引我探索未知不可見的世界。」33這種企圖於宗教信仰領域，找尋個人

心靈安定力量的想望，進而受拉斐爾前派團體崛起的影響，結合身旁志同道合的

友人，擴展演變為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誠如伯恩-瓊斯於 1854 年間透露：「修

道院立足於一個前所未有的順利機會，我相信有天它將會順利達成。」34而 1856

年間籌畫發行的《牛津與劍橋期刊》（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Magazine）更懷

抱著諸多理想抱負，希冀藉由文字出刊物的傳播，在過份物質化的工業文明社會

宣揚精神力量，期使能提昇整體社會的人類境遇。 

從另一方面思考，伯恩-瓊斯渴求精神心靈的提昇，儼然揭示其對於當時物

質繁榮進步、工業文明興盛的社會，抱持負面否定的看法，並企求得能在抽離現

實環境的宗教冥思中，尋得最終的精神寄託，甚或積極結合團體力量，以寄望能

夠有效改善當代社會、提昇世人心靈層次，曾不止一次地表明「熱愛無形的精神

性」（love immaterial）、「渴求遠古時代－強烈地為其背書」（wish for ancient times

－sign heavily for them），35更疾言： 

我不僅覺得我隸屬於另外一個時代或國度，甚而是來自另一星球。…我

討厭這個世界，希望它結束。36 

伯恩-瓊斯雖背離宗教而選擇藝術，然年少寄身宗教的熱望與沈潛、埋首於

神學領域的多年經驗，理應潛藏於其藝術創作之中，並呈顯於外，具體化為圖像

表徵，但審視伯恩-瓊斯的藝術創作，以宗教圖像為母題的創作並不多見，中世

紀文學題材、個人幻想甚而異教神話的比重，均遠超出基督教圖像創作，似乎宗

                                                 
33 “In an age of sofas and cushions he taught me to be indifferent to comfort, and in an age of 

materialism he taught me to venture all on the unseen.” Christopher Wood, Burne-Jones: the life and 
works of Sir Edward Burne-Jones 1833-1898 (London: Phoenix, 1998), p. 9.此處的他乃是引導伯
恩-瓊斯認識牛津運動的神父。 

34 “… the monastery stands a fairer chance than ever of being founded, I know it will some day.” 34 
Martin Harrison and Bill Waters, op. cit., p. 13. 

35 Georgiana Burne-Jones, Memorials of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Publishers, 
1993), vol. I, pp. 84, 120. 

36 “I feel not so much as if I belonged to another time or country but to another time or country but to 
another planet altogether.” “I hate this world, want it to end.” Mary Lago ed., Burne-Jones Talking: 
His Conversations 1895-1898, preserved by his studio assistant Thomas Rook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1), pp. 72,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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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領域對於伯恩-瓊斯的影響，於其選擇藝術創作之時，已徹底完全從其人生觀

中抽除剝離。然而事實上，伯恩-瓊斯正如絕大多數維多利亞從時代的人，雖然

喪失真確的基督教信仰，卻仍保有最基本道德價值觀，希冀對當時工業物質化甚

鉅的變遷社會有所貢獻，而這正是伯恩-瓊斯捨棄宗教，而投入藝術創作的潛在

原因，因為對其而言，藝術與宗教相同均有著安定心靈、改善生活，使得現存社

會邁向更美好未來的精神力量，此一心態隨著伯恩-瓊斯由宗教志業轉向藝術創

作，亦一併轉嫁內化於圖像表現與藝術觀之中。 

伯恩-瓊斯的藝術觀 

對伯恩-瓊斯而言，繪畫創作是陪伴其度過落寞童年，任意馳騁於自我幻想

世界中的方式。伯恩-瓊斯出生於英國工業城伯明罕，該時正值工業革命萌芽起

步，伯明罕亦漸漸由淳樸的農業傳統社會，轉型為發展重機械的工業城。父親為

一裝框裱畫的師傅，母親則因生產伯恩-瓊斯時而難產過世，雖然管家辛普森小

姐（Miss Sampson）十分關心他的身體健康，父親也盡其義務給予伯恩-瓊斯應

有的關懷，但家中仍時常環繞著哀戚的氛圍。伯恩-瓊斯無法從身邊最親近的人

獲取歡樂，因而常常沈溺於自己的想像世界中，並以繪畫具體化之，曾言： 

        我總是在畫畫。擁有傷心的父親而沒有母親照顧，沒有兄弟姊妹，總是

一個人，而我卻未曾不開心，因為我總是在畫畫。37 

漸長後，經由父親朗誦詩人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拜倫（Byron）等的

作品，伯恩-瓊斯自小便熟稔古典神話、特洛伊（Troy）傳說以及奧得賽（Odyssey）

之旅等故事，進而從詩文小說與文學作品中鍛鍊開發他的想像潛力。38因此，伯

恩-瓊斯的想像力，乃由文學中的偉大神話及浪漫派詩文作品所塑造，並透過實

                                                 
37 “I was always drawing. Unmothered with a sad papa, without a sister or brother, always alone, I was 

never unhappy because I was always drawing.” Pachel Barnes, The Pre-Raphaelites and Their World, 
(London, Tate Gallery Publishing, 1998) p. 98. 

38 引自 David Cecil, Visionary and dreamer: two poetic painters, Samuel Palmer and Edward 
Burne-Jon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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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藝術創作而表露於外： 

我有意藉繪畫表現一個未曾有過的美麗浪漫夢境，將來也不會出現，－

在此，光線燦爛勝過任何的發光源，－在此境地，無人能清楚詳細地說

明，或記得，而僅能渴望…。39 

這個透過圖像創作編織的幻想美麗境界，正是伯恩-瓊斯無法於宗教領域內

獲得安定心靈的精神力量，因此轉而尋求於藝術世界之中，描繪其夢想精神殿堂

的具體作為，亦為其選擇抗拒外在物質文明愈發進步，精神心靈越發貧窘的另向

選擇。因此，當伯恩-瓊斯捨棄宗教理想而投身藝術領域，不僅顯示該時傳統宗

教價值觀趨於瓦解的不穩定性，更預示當代世人將選擇他項精神寄託以取代舊時

宗教地位。就伯恩-瓊斯個人而言，其選擇以藝術取代宗教，儼然意味著藝術轉

化為心中的上帝，等同於宗教體系下的神祉，美與真理、善同義，它便是聖餐杯

（Holy Grail），是唯一值得追尋索求的希望來源： 

只有這才是真確的：美是非常完美，並能減緩苦痛、撫慰人心、鼓舞精

神、激勵生活，且向上提昇精神層次而永不墮落。40 

伯恩-瓊斯視「美」為至高無上的完美價值，並具有使精神生活富足的安定

能量，確與培德倡言崇尚信仰美的理念，以構築完整的唯美主義思想體系頗有共

鳴，兩者均訴諸於將「美」的地位提昇至人生價值的最高層次，然而，伯恩-瓊

斯秉持著藝術之美對於精神心靈撫慰鼓舞的積極面，著眼於藉由藝術所創造出來

的美麗圖像，以締造心靈理想化世界，希冀所繪製的圖像能對人心有所助益，以

昇華社會大眾精神層次，足見其對藝術之美的期望，隱然帶著些許社會主義的意

味，而不僅止於個人愉悅享樂的表面層次，其曾義憤填膺地表示： 

                                                 
39 “I mean by a picture a beautiful romantic dream of something that never was, never will be－in light 

better than any light that ever shone－in a land no one can define, or remember, only desire…” 
Christopher Wood, op. cit., p. 6. 

40 “Only this is true that beauty is very beautiful, and softens and comforts, and inspires, and rouses, 
and lifts up and never falls.” Christopher Wood, op. cit.,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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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益發唯物主義，我便應該描繪愈多的天使。41  

伯恩-瓊斯不僅將繪製藝術圖像作品，視為用以對抗文明社會偏於物質取向

發展的最佳途徑，更以為藝術所賦予的精神性，能平衡補償科學智識過於發達的

唯物傾向，即便其以藝術替換宗教於人生價值中的首要地位，崇尚肯定藝術之美

的極致價值，可謂為廣義唯美思潮下擁戴該理念的唯美主義者，然而伯恩-瓊斯

固守著美的精神層面，期待藝術提昇心靈感受的潛在價值，卻未曾完全服膺於過

份偏激取向，亟欲追求創作領域自主而攻訐傳統道德禮教的「為藝術而藝術」，

或專以感官愉悅為導向的唯美信條之下。因為伯恩-瓊斯個人藝術觀中的唯美主

義，雖然體現培德所建構的部分唯美思潮體系，然相較於後者訴諸體現愉悅經

驗、倡議較為享樂感受取向的唯美主義，伯恩-瓊斯所秉持著的唯美價值顯然具

有著較為深沈的意涵，不僅只是「美」之於感官愉悅的體驗享受，而是揉合魯斯

金對於藝術提昇人心的正面期許，及培德將崇尚美視為至高價值的折衷取向，這

種訴求圖像必須呈顯視覺美感特質，並欲藉「美」的圖像實現精神性心靈滿足，

卻又不以過份感官慾望傾向取勝的曖昧性，鮮明地透過伯恩-瓊斯的圖像創作表

露於外。 

伯恩-瓊斯的藝術創作 

審視伯恩-瓊斯的繪畫作品，創作題材多取擷自文學詩作、古代神話傳說，

或個人心緒情感的表露，無一描繪真實世界的生活景況，或紀錄該時自然人文景

象，此點適足以揭示伯恩-瓊斯潛意識裡，對現實環境過於文明物質化世界的抗

拒與不滿，而寧可選擇以古代舊時的人、事、物為藍本，以具體圖像轉化、重現

最終夢想天堂樂園的心態。大衛．西索（David Cecil）亦循此觀點，評論伯恩-

瓊斯的藝術創作： 

                                                 
41 “the more materialistic Science becomes, the more angels shall I paint.” Burne-Jones in Buckley, p. 

164. 轉引自 Larry D. Lutchmansingh, “Fantasy and arrested desire in Edward Burne-Jones’s 
Briar-rose series,” in Marcia Pointon ed., Pre-Raphaelites Re-viewed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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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它們的畫名為何，它們是伯恩-瓊斯個人夢想的創作；他為自身欣

悅而創造的非真實美景國度…伯恩-瓊斯意象世界中的幻想特質乃是其

醒目的特徵，…可見的世界對伯恩-瓊斯而言義意不大，宗教神祉的領

域亦未能賜予其憧憬美夢。因而他必須基於其自身的熱切渴望及其他人

的夢想，構築理想境地。…作品的趨向總是縈繞於夢想的世界，規避著

僅侷限在凡人與日常關注的日常瑣事之中，而讓我們逗留在一個溫和、

半宗教式的神秘主義境界之內。42 

    伯恩-瓊斯透過個人創造想像力，統合圖像元素所營造出的半神秘、類宗教

般之藝術氣質，即為其有別於史維勃等人，以倡議實質感官愉悅享受，作為唯美

理念要素的具體實踐。伯恩-瓊斯的繪畫作品雖循著獨尊審美文化的模式，盡可

能在圖像形式、色彩與線條上，以賦予視覺感受極大饗宴為基本前提，然其欲藉

外在形式所喚起的美感經驗，乃為現實世界未可觸知、不存在的神聖淨化昇華感

受，因而有異於偏重感官慾望需求的滿足愉悅。簡而言之，亦即伯恩-瓊斯的唯

美理念，滲入了對精神層面的渴求與探索，並全然以幻想美夢創造編織圖像創

作，相較於史維勃的詩文創作著眼於肉體感受的挑逗誘人，或培德倡言體驗藝術

作品所帶來的愉悅悸動，伯恩-瓊斯以圖像形式上虛幻的視覺美感，導引入精神

享樂的化外境界，則兼顧精神心靈昇華與視覺感官享受兩者，使其藝術作品未若

史維勃的詩文作品般聳動肉慾，乃是揉合形式之美與整體內涵意境，而自成一股

神秘的唯美風格。 

顯然崇尚藝術之美，獨尊審美文化的唯美思潮，隨著藝術創作者偏於精神愉

悅或感官享受之不同比重，而有各種不同風貌的發展層次，然而彼此之間仍享有

                                                 
42 “whatever their title, they are pictures of Burne-Jones’s private daydream ; visions of the never 

-never land he had created for his own delight. …Its daydream quality is the outstanding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Burne-Jones’s imaginary world. …the visible world meant little to 
Burne-Jones: nor had God vouchsafed him a vision. He therefore had to make up his ideal region out 
of his longings and the visions of other men. …the tendency of the work is to dwell always in a 
world of dreams, to eschew everything that comes too close to merely human and everyday interest, 
and keeps us in the region of mild, semi-religious mysticism.” David Cecil, op. cit., pp. 14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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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的價值理念，除卻將藝術的地位提昇至抽象價值體系的最高點，並認為藝術

之美能賦予感官、心靈不同層次的愉悅享受的基本前提之餘，更一致歌頌讚揚古

典希臘，或崇尚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輝煌藝文成就，並藉復古懷舊形式元素的重

組，再度詮釋相關於美的價值標準與其時代意義。 

回顧前文第一、二章所論，伯恩-瓊斯由自學的藝術創作者身份入門，自仿

效拉斐爾前派藝術家－羅賽蒂的圖像表現始，歷經 1850 年代末期拙稚、畫面擁

擠不堪、前後物像相應關係不明，以中古風尚為主的圖像風格，在 1860 年代輾

轉透過魯斯金、華茲（G. F. Watts）等人的磨練激勵，吸收古典希臘雕刻，及義

大利十四、十五世紀的藝術精華，漸趨轉化為簡明清朗的繪圖形式，乃至於 1870

年代，伯恩-瓊斯對義大利藝術的品評，更廣及文復極盛時期的十六世紀，透過

融會吸取義大利十四至十六世紀文藝復興經典作品的精粹，進而發展出圖像精緻

優雅、主從分明的個人風格。若以單一直線式的風格發展史觀視之，伯恩-瓊斯

藝術風格遞嬗之開展軌跡，由早期樸拙的表現形式，漸次蛻變為成熟的圖像呈顯

脈絡，以晚近於中古世紀、早期文復的哥德風格為起點，逐漸轉移變化至以文藝

復興中盛時期為主的發展態勢，仿若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流變的再創演示。 

再者，伯恩-瓊斯曾多次造訪義大利以尋求藝術創作之靈感，早年依循魯斯

金的諄諄引導，而後漸萌生個人偏愛之藝術見地，顯然義大利的文復藝術影響伯

恩-瓊斯極深，甚而超越其藝術啟蒙導師－羅賽蒂，而成為個人風格形塑的主要

基石。昆汀．貝爾（Quentin Bell）的觀點正印證該項推論，認為伯恩-瓊斯的藝

術創作乃衍生自義大利的繪畫藝術，除了羅賽蒂，確然與同時代的英國藝術創作

者毫無淵源，亦為真正仔細鑽研義大利文復初期畫作的拉斐爾前派藝術家。43這

種對義大利文復藝術備極推崇的態度，無獨有偶地同樣出現在培德所著作的《文

藝復興：關於藝術與詩文的研究》（The Renaissance : 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一

                                                 
43 Quentin Bell, A new and Noble School: the Pre-Raphaelite (London: Macdonald and Co. Publisher, 

1982),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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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 

培德於序言中開宗明義地闡述文藝復興的界定，認為該詞不獨侷限於義大利

十五世紀時，復興古典的舊時風俗，更應廣義地擴及於人文精神的萌芽與開展，

含括關注於軀體之美（care for physical beauty）、崇尚身軀肉體（the worship of the 

body）的藝文趨向，解除中世紀以來，宗教系統加諸於心靈與想像力的枷鎖等。

44伯恩-瓊斯的創作選擇以人物作為繪製圖像的靈魂主體，人像肢體動作、曲線美

感本就為其所刻意彰顯的環節；再者，圖像表現主題多訴諸情愛糾葛、抒發相關

情感心緒，及彰顯男女之間的關係與差異，題材靈感或源自於中世紀文學故事、

神話傳統，抑或者是宗教母題，然卻無中世紀圖像特重的道德教化、神蹟顯示意

味，而是關注於人的情緒、真切感受等感性層面，琢磨傳達身為人所共有的感情

心緒，恰與培德筆下基於人文主義，回歸以人為本，掙脫宗教義理、教誨訓示的

文藝復興基本精神有所呼應。 

此外，培德認為十八世紀，倡言復興古典的威克爾曼（Wickelmann），終生

希冀恢復希臘精神，與主張智識與想像力的人文主義有所共鳴，可謂文藝復興精

神的最後成果，是以破除時間藩籬的限制，將其納入文復的脈絡下討論。45顯然

對培德而言，希臘時代的精神與廣義文藝復興的意念相仿，均完整體現以人為本

的基本概念，因而將之視為同一體系。在討論威克爾曼理念的專文中，培德更述

及希臘藝術的特點： 

希臘藝術顯示兼具兩種性徵的藝術。兩性同體，自古以來即是深受偏愛

的題材，一再地被發展演變，從大英博物館藏晚期神秘的兩性同體，到

羅浮宮中完美地結合男性與女性之美的兩性體，均受到熱切的關注。46  

                                                 
44 Walter Pater, op. cit., pp. xxxi-xxxii. 
45 Walter Pater, op. cit., p. xxxiii. 
46 “Greek art betrays a tendency even to merge distinctions of sex. The Hermaphrodite was a favourite 

subject from early times. It was wrought ou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 passionate care from the 
mystic terminal Hermaphrodite of the British Museum, to the perfect blending of male and female 
beauty in the Hermaphrodite of the Lourve.” Walter Pater,, Renaissance, p. 263.該段文字於再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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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歸結「希臘雕像中的美，乃是一種無性別之美」（the beauty of the Greek 

statues was a sexless beauty），「其身軀處於絕妙的形式之下」（their whole bodies in 

exquisite service）呈現「精緻與難以捉摸」（delicate and elusive）氣質，47而此正

是激發引燃威克爾曼熱愛希臘藝術的主因。這類重新關注古典希臘藝術的表現特

質，亦以不同面貌的風格浮現於史維勃與伯恩-瓊斯的藝術創作之中。史維勃曾

於 1863年創作題為〈兩性同體〉（Hermaphroditus）的詩作： 

愛立足於你的右側與左側， 

終必抵達沒有日落也沒有月昇的境地 

將會使你成為平息女人嘆息的男人 

或者將你化為取悅男人的女人…48 

該詩創作的靈感得自羅浮宮中的希臘雕像，表述男女性特質雖共存一體，但

卻非融合協調為一完整個體，而是衍生出永無止盡的彼此轉換替代。史維勃以類

似競爭搏鬥的激情角度，詮釋兩性同體呈顯捉摸不定、永恆變換的特出性，體察

這類希臘雕像的特質之於想像空間的延展性，似具體印證培德評論希臘人像雕刻

中「無性別之美」呈現絕妙而不可捉摸之感。巧合地是，藝評家們亦不約而同地

在伯恩-瓊斯的圖像風格中，嗅出其與希臘藝術間兩相遙對的無性別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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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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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正之時，已經被作者刪除。轉引自 J. B. Bullen, op.cit., p.189. 

47 Walter Pater,, Renaissance, p. 176.轉引自 J. B. Bullen, ibid., p.190. 
48 “Love stands upon thy left hand and thy right, 

Yet by no sunset and by no moonrise 
Shall make thee man and ease a woman’s sighs, 

Or make thee woman for a man’s delight.” Swinburne, ‘Hermaphroditus,’ in Complete Works of 
Algernon Charles, Vol. I, pp.212-214, vol. II., pp.5-8. 轉引自 J. B. Bullen, ibid., p.190. 

49 “…they are sublimely sexless, and ready to assume whatever charm of man hood or maidenhood 
that imagination desire.” Henry James, “The Picture Season in London, 1877,” in John L. Sweeney 
ed., The Painter’s Eye (London, 1956), p. 146. 全文詳見第二章頁 81。 

50 “the exaggeration of a beauty which Greek art recognized－a beauty in which the no sex was no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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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維勃、伯恩-瓊斯與培德雖各據不同的藝文領域，卻有志一同地回溯希臘

古典、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輝煌成就，各以不同方式再造其對人體之美的關注、重

塑古典希臘人體美的風範，使唯美主義宣揚以美為尊的理念，透過仿效、倡議古

典、文復的藝術形式，銜接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進而強化倡議藝術之美超脫宗

教、道德的全新價值觀，重視人的感官愉悅、感情心緒之合理性。當代藝文觀察

家亨利．逵爾特（Harry Quilter）於 1880年題名為〈新文藝復興；或激情主義〉

（The New Renaissance; or the Gospel of Intensity）專文中，即體察在詩文與繪畫

領域之內，唯美主義創作者共通的文藝復興表現因子，於英國藝文界形成一股現

代文藝復興的趨向，認為他們自成一個集團，彼此共享獨創的藝術品味與「美

感」： 

這個新學派的藝術、詩文與批評以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組合，也許有天

將會完全被了解。正如它所顯示的，我們知道史維勃撰寫藝術批評與詩

作，一旦羅賽蒂寫詩與創作繪畫，其他人則撰寫相關評論，兩項藝術（創

作與評論）均如此地具有影響力；伯恩-瓊斯則從史維勃的詩作中汲取

靈感創作繪畫，同時亦參與威廉‧莫里斯的裝飾工程；莫里斯作詩並從

事設計，而培德先生則以漸進的方式教育宣導大眾欣賞這種古舊與不尋

常的藝術。51 

亨利．逵爾特以「新文藝復興」、「激情主義」統稱唯美思潮下藝文創作者的

理念，著實指出唯美主義者訴諸古代文藝復興的藝術形式，服膺於藝術美所賦予

                                                                                                                                            
very far removed from the other.” Kathy Alexis Psomiades, “I Knew the Beauty of Her,” in Beauty’s 
Body: Feminin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Aesthe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0-91. 全文詳見第二章頁 81-82。 

51 “The way in which the art, Poetry, and criticism of the new school was mixed up was excessively 
curious, and will perhaps one day be fully known. As it is, we know that Swinburne wrote criticisms 
and poems, that one Rossetti wrote poems and painted pictures, and the other wrote criticisms on 
them, and so influenced both arts; that Burne-Jones painted pictures with motives from Swinburne’s 
poems, and was at the same time in partnership with William Morris in his decoration business; that 
Morris wrote poems and made designs; and that Mr. Pater educated the public generally in the 
appreciation of whatever archaic and out-of-the-way art he could lay his hands on.” Harry Quilter, 
“The New Renaissance; or, the Grospel of Intensity,” in Contemporary Review(1880, 391-400: 393).
引自 J. B. Bullen, “Burne-Jones and the Aesthetic Body,” in The Pre-Raphaelite Body—Fear and 
Desire in painting, poetry, and critic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161.      



 189

的激情與愉悅之基本面向，然而唯美主義隨個人氣質迥異而有不同展現，該思潮

展現於伯恩-瓊斯的藝術觀與創作圖像之中，即轉化為以藝術之美，達較高層次

的精神享樂與純粹審美文化，而這種寄情於藝術的愉悅性與精神饗宴，不唯獨是

藝文創作者的共通理念，更連帶的延伸影響至觀賞藝術的欣賞者，透過伯恩-瓊

斯的私人贊助者的行止心態，與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創立，將能具體而直接地體驗

唯美思潮於該時代的全面性影響。 

第三節    伯恩-瓊斯的藝術觀者群與唯美主義 

    廣義而言，伯恩-瓊斯的藝術觀者群，囊括對其藝術持正面肯定的私人藝術

贊助收藏圈、邀集其參展的葛洛斯凡納藝廊創立者，以及藝文界中伴隨著公開展

覽，對伯恩-瓊斯藝術風格持正反兩面不同觀感的藝文評論觀察家，這些相異觀

點的看法評價，正是是窺見該時文化變遷，唯美思潮崛起而興的衝擊之下，觀者

藝術品味、繪畫圖像價值改變的最佳例證，亦為檢視唯美圖像創作接受度與評價

的參考性指標。 

伯恩-瓊斯的私人贊助者 

    伯恩-瓊斯的私人贊助者乃是隱身於眾多觀者之中，首先表露唯美藝術收藏

觀的族群。早期的贊助者波林特（T. E. Plint）雖對藝術家備極尊重，熱愛收藏、

委製藝術作品乃至於傾家蕩產、無可自拔地步，似體現唯美主義視藝術為人生崇

高價值地位的部分理念，然其對聖經宗教圖像有所偏好，重視圖像題材中道德教

化、神蹟顯示的寓意，更勝藝術表現形式元素中的色彩、線條輪廓等視覺感受，

卻又違逆唯美信念中的基本宗旨，顯然於 1860 年代初期，唯美信念尚未堅實地

立足於贊助收藏者的藝術價值觀之中，舊時寄望藝術於主題、內容上富含教化訓

示意味的觀念依然存在。然而，波林特擺盪於視藝術為宗教信仰、道德教化播送

工具的傳統價值觀，與萌生熱愛收藏藝術品、尊崇藝術創作者的態度行為之間，

不僅隱然呈顯傳統藝術贊助收藏價值觀漸趨瓦解的不穩定性，更預示著後繼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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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收藏者的藝術品味與價值觀，即將為唯美思潮所牽引。 

時間推演至 1860年代中期以降，伯恩-瓊斯新獲致的兩名主要藝術贊助者－

威廉．葛蘭（William Graham）與弗雷德瑞克．理察．里蘭德（Frederick Richard 

Leyland），則展現全然不同的收藏贊助模式與藝術品味偏好。兩者同時在伯恩-

瓊斯的創作於舊水彩協會（O. W. C. S.）展覽遭受惡評之際，不顧他人審視藝術

品的價值判斷標準，仍選擇委託伯恩-瓊斯繪製藝術圖像，不僅顯示對自身藝術

品味的堅持與自信，更儼然流露出有別舊水彩協會以維繫公眾道德、社會秩序審

視藝術創作的傳統價值判斷取向。 

就葛蘭而言，其承繼家族經營企業，自小接受完整良善的教育、文化薰陶，

是以能夠挾其與生俱來的優渥生活環境，對義大利古代藝術創作的品鑑涉入極

深，復以隨季節不同移居各地的生活形態、積極參與政治公眾事物的行為，葛蘭

的生活品味與審美態度，顯然處於中產族群位階的最頂層，其藝術品味偏好與上

層貴族菁英，趨向於偏愛歐洲古代藝術圖像，具備豐富的藝術鑑賞涵養，並能純

就繪畫形、色及整體氛圍進入作品核心賞析的審美文化，頗有相疊之處，因而不

同於多數中產商人著重於以道德教化、述說軼事的角度審視藝術藏品。 

相較於先備條件較為優厚，接受精緻文化薰陶時間極長的葛蘭，白手起家的

里蘭德雖不若前者，有著近似於上層貴族審視藝術圖像的潛在成長環境，然而從

零到有、不斷擴展的事業版圖，以及隨之而來的絕對經濟優勢，不僅使其建立對

己身判斷能力的信心，更使其在文化認同上，亟欲超越普通中產商人的價值觀，

而著眼仿效上層階級的生活形態，以達能相稱於外在鉅富資產的精緻品味，這類

心態呈現於外者，即是里蘭德不斷地購置藝術品以布置、陳設其豪華宅邸，並堅

持每幅藝術藏品的色彩、形式與尺寸大小，均需符合其所先設想的視覺效果。由

此視之，里蘭德先天居於劣勢的文化背景，卻成為其得以跳脫多數中產階級，視

藝術圖像須符合傳統道德禮教的狹隘觀點，相仿於貴族菁英，不論圖像主題是否

含括實用外顯的教化意義，而能單就藝術作品之視覺感受，進行純粹審美價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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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另項優勢。 

因此，葛蘭與里蘭德雖同屬於從事商業交易的中產階級，但兩人獲致社經地

位的不同背景，間接地影響其生活型態，並造成兩者享受精緻文化品味的些微差

異，讓前者獨鍾於伯恩-瓊斯畫作中的古代義大利藝術因子，後者則偏愛其創作

中精緻刻畫的細節、線條與色彩相互輝映的裝飾意味。儘管兩者表現於藝術品味

的趨向有所不同，喜愛、委託伯恩-瓊斯繪製圖像的緣由各有所異，然而在這部

分差些微異之外，卻呈現著一股相近的藝術價值觀，即是他們均完全拋卻道德禮

教、宗教信仰加諸藝術品的傳統枷鎖，僅著眼於藝術之美的單純判斷標準，進行

收藏、委製藝術作品，而此舉正彰顯培德所倡言「熱愛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信

念。回顧第三章兩人對於藝術藏品的言行態度，並將之與唯美思潮作一比對，更

可清楚察知他們正以私人藝術贊助收藏者的角色身份，踐履唯美主義的價值信

念： 

葛蘭對富有情色慾念的裸體圖像作品，展現極大興趣，適足以說明其對藝術

的審視觀點，奠基於感官享受的體驗；情不自禁地親吻畫作，並以「愛上」一詞，

形容對伯恩-瓊斯所創作之女性圖像的強烈感受，具體演示培德所建構的唯美主

義價值體系下，藝術能賦予人生極大感情悸動（passion）的說詞；自述藝術居於

其人生「首要而珍貴的」價值地位，以為它具有除卻沮喪陰霾、淨化提昇心靈的

精神力量，恰吻合於伯恩-瓊斯將感官愉悅，提昇至精神享樂的另種高層次唯美

理念。 

里蘭德雖然未若葛蘭曾以明確的言談行為，流露對藝術藏品的強烈情感，然

而選擇購置收藏伯恩-瓊斯極受輿論非議，甚而導致其就此退出舊水彩協會展覽

場域的關鍵性作品－《菲莉斯與迪瑪豐》（Phyllis and Demophöon, 圖 1-54），即

為里蘭德不屈從傳統藝術價值判斷標準的最堅實例證；堅持深入瞭解委製作品的

細節設計，特重藝術作品的色彩、形式等裝飾效果，進而說明里蘭德乃基於個人

視覺感受，進行藝術審美價值判斷，而此正符合於「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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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瓊斯的作品統合安置於單一空間中審視凝望，並刻意營造該空間為一處充

斥著「宗教般敬畏感」的神聖場域，以舒緩繁重的事業壓力，此舉顯然隱藏著對

藝術之美內在的崇敬心緒，並寄望華美、炫麗的視覺圖像在使感官愉悅之餘，能

具有撫慰心靈、舒緩情緒的精神力量，更實際地呈顯其乃為唯美主義的忠誠信徒。 

足見於培德之著述，在尚未完整建構唯美主義價值體系的 1860 年代後期，

倡言藝術獨立於道德教條、宗教神蹟約束之外，視藝術創作之美為人生最高價值

體驗的唯美信念，即已然沈潛於葛蘭、里蘭德等高階中產族群贊助者的藝術價值

觀之中，而致使其藝術品味與多數中產階級有所區隔。這股喜愛唯美主義圖像創

作的藝術品味，鑑於其以私人贊助委託的方式進行購置、收藏藝術創作，僅能蟄

伏於零星幾位藝術觀者的私領域之內，無法廣受藝術界的矚目與重視，是以直至

1877年葛洛斯凡納藝廊開幕之後，唯美思潮的藝術品味，透過公開展覽的方式、

極盡奢華的藝廊空間陳設，以及創建者居於上層位階的貴族地位，迅速地將唯美

品味由中產藝術贊助者私領域的窄小範圍，推向廣大的公眾場域，並儼然造成一

股流行、仿效的風潮。 

葛洛斯凡納藝廊與唯美思潮的風行 

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創建，立意於摒棄學院展覽制度中，評審制度對藝術創作

者尊嚴公然的傷害污辱，藝術展品淪為普通商品般的陳設擺置，及過份擁擠而毫

無觀展品質的展覽景況，改採邀請藝術家參展的禮貌性對待，重視個別藝術創作

者展品擺放的統一組織、留意各件展品之間的距離空隙等諸多細節，珍視藝術創

作的天賦，對藝術創作者備極禮遇，強調個別圖像繪畫能在良好優雅的空間中展

現最佳的視覺張力，儼然視藝術為精緻文化中值得「尊崇」的象徵物，適足以體

現唯美思潮下，藝術位居崇高地位的價值觀。 

創建藝廊的主角靈魂人物卡特．林德西雅好義大利藝術，傾慕十五、十六世

紀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由藝文風氣，對文復時代精神的景仰憧憬，恰與培德特意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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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義大利人文主義的論調，相互呼應共鳴；藝廊內部空間，大量採用古典希臘柱

型與雕刻飾帶，外觀完全仿效文復式的建物設計，大門則是自義大利空運而來的

古蹟，葛洛斯凡納藝廊的落成，彷若義大利文復建築再現於英國倫敦，此舉即為

卡特．林德西對文復藝術極度狂熱的具體佐證，亦再度印證唯美主義中，含帶強

烈文復因子的特質。然而潛藏於建物特出的文復古風之下，更具意義的是，卡特．

林德西透過葛洛斯凡納藝廊華美、壯麗的內外搭配設計，給予觀者視覺感官的震

撼衝擊，使之感受到該藝廊空間氛圍對於提昇精神性靈的暗示。 

將帕拉迪歐（Palladio）為教堂設計的大門鑲入建物正面，並以此作為藝廊

進出入口（圖 4-5），乃是葛洛斯凡納藝廊最為特出的外觀設計，展示藝術作品的

藝廊入口，採用如此華美、神聖的裝飾，似有意將該藝廊比擬為舊時的聖殿神寺，

使觀者自尋常居家環境，步入如此美輪美奐的藝廊，追求美感的體驗，猶如來到

一處不同於現實世界的化外境地。是以相較於藝廊建物的其他特徵，葛洛斯凡納

藝廊採用此一帕拉迪歐式的教堂大門，乃具特殊的意涵，它象徵的是居於此門檻

之後的神聖境地，與門外粗俗世界之間的清楚分野，因此藉由安置聖殿般的大門

於藝廊入口，不僅暗示建物內部即是一座供奉美的神殿，更隱喻著該空間內乃是

一處純淨、崇高的領地，進入其內將獲得心靈淨化與精神抒解；再者，牆面的精

緻絲緞布幔、波斯地毯及其他相應擺設，進而有助於將藝廊空間氛圍，導向相仿

於古時神殿般寧靜、可供沈思冥想的處所；此外，室內空間以挑高設計、浮雕飾

帶、與切割牆面的半露方柱配合藝術展品，將各圖像創作與展場空間設計融為一

體，進而使藝廊整體空間氛圍與藝術展品調和無間、相互輝映。 

考量該藝廊內外建築整體的諸多細節，均指向卡特．林德西有意將葛洛斯凡

納藝廊塑造為一神聖的藝術殿堂，而其中展示的藝術作品，則是供人景仰、凝望

的圖像。哈雷（C. Hallé）的觀察，進而明示卡特．林德西對創建藝廊所秉持的

理念： 

繪畫是…漂亮的裝飾物。舊時，當建築師完成作品之後，畫家被召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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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教堂與宮邸之效果。他們的作品不僅是被安排在博物館或畫廊之

中，被視為某學派或某風格的作品…。正是主張畫作的裝飾性價值，致

使林德西爵士以奢華的方式完成建造該藝廊，並盡可能使公開展覽畫作

的安置，猶如其居家牆面上的裝飾物，能與之一同愉悅地生活。52 

葛洛斯凡納藝廊將展品的安置、擺設融入展場空間，使之猶如室內整體裝飾

的一部份，正與教堂中的神蹟圖像，乃為強化宗教精神感受的添加物，同時亦藉

教堂空間氛圍，增長自身神聖崇高性的互惠關係相仿，亦即藝廊室內空間透過圖

像作品的視覺張力，彰顯該處乃為觀者體驗、享受藝術之美的神聖境地，而展出

圖像，則經由藝廊華美精緻的整體設計，益加突顯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再者，

卡特．林德西有意將藝廊內部空間，營造出猶如宗教般的神聖氛圍，以繪畫圖像

替換聖母子，成為觀賞者崇敬瞻仰的標的物，使宗教信仰的肅穆莊重感，由藝術

之美的愉悅性所替換，將原屬神之領地的教堂建築，轉化為世人呈顯、體察藝術

美的高尚領地，在藝廊整體建物的空間氛圍裡，享受繪畫圖像的裝飾性、愉悅感，

似起而代替在教堂中感受宗教精神感召的儀式行為，星期日開放參觀的經營方式

更取代傳統該日做禮拜的宗教功能，顯然在林德西的價值觀中，宗教的崇高地位

已成過去式，而宣揚繪畫裝飾價值、彰顯觀賞藝術的愉悅性，將藝術展品放置於

刻意營造之展場空間的具體行為表徵，無異倡議一股不同於傳統宗教信仰，卻又

援引相仿於宗教慣例儀式的異教崇美文化。這類將藝術的價值揚升至最高境界，

取代舊時宗教之地位，以敬拜「美」替代過去權威神祇的狂妄作為，同時亦為該

時評論所觀察注意，如名為〈令人震驚！〉（shocking！圖 4-22）的諷刺圖像之

中，便蓄意將「唯美主義者」（Aesthete）一詞，誤植為相近於「無神論者」（Atheist）

                                                 
52 “A picture is…a beautiful decorative object. In old days, when architects had finished their work, 

painters were called in to enhance the beauty of churches and palaces. Their works were not regarded 
merely as specimens of certain schools or manners of painting, to be ranged in museums or 
picture-galleries…It was to maintain this decorative value of pictures that Sir Coutts built and 
furnished his gallery in a sumptuous manner, and had the pictures arranged for public exhibition as 
nearly as possible as though they formed the decoration of the walls of the house he lived in, and 
could live in with pleasure.” Colleen Denney, At the temple of Art: The Grosvenor Gallery, 
1877-1890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2000), 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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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etheist」，53儼然影射仿效、支持該藝廊的觀者，均為失去信仰的無神論者。 

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創建，適逢維多利亞信仰極不穩定的年代，舊時寄情於宗

教的嚮往，隨著科學智識的急遽進步而漸趨消逝，人們渴求於其他領域中，抒解

由信仰釋放出來的情感，而藝術正是許多人選擇追求、崇拜的共同標的，一篇發

行出版於 1877年，與葛洛斯凡納藝廊首展同年的小說如此寫道： 

的確，在英格蘭絕大部分兼併於宗教的情感，已成為一種新的客體。這

是個科學家主張最廣及、興盛的時刻，而許多人並沒有努力閱讀他們的

著作或瞭解其教義，已經對於他們以科學的方式解釋所有事情，或者幾

乎每件事感到印象深刻，並坦承宗教幾乎已經快要成為一種愚蠢的象

徵。假使萬物已有合理的解釋，大量宗教情感將會釋放鬆動，並將乞求

另一種對象目的。而有人在最廉價的市場中購得想像的責任，企圖重溫

宗教熱誠，其他人則以大寫字母拼寫「人性」，以尋求未知神祈的替代

物。但藝術－藝術也是個大寫字母－在彼時有著強烈的吸引，最迷人的

魅力。54 

    若將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創建，置於彼時的時代脈絡下檢視，卡特．林德西將

該藝廊營造為一處景仰繪畫圖像的崇高藝術聖殿，實乃為其選擇以藝術替代信

仰，作為人生最高追求價值的外顯表徵，而此正與里蘭德於私人宅邸中，供奉、

珍視其藝術藏品的心態作為如初一轍，然相對於後者崇敬美的心緒，僅止於私領

域的住處寓所，體驗享受藝術美的愉悅性只侷限於少數個人，卡特．林德西挹注

                                                 
53 詳見第四章註 93。 
54 “ Indeed, in England at large a great deal of emotion which had been absorbed by religion was in 

need of a new object. It was the hour of the widest and highest claims of scientific men; and many 
people, who made no effect to read their books or understand their teaching, had an impression that 
they were on the way to explain everything or almost everything, and that to confess to religion was 
rapidly becoming a sign of stupidity. If the universe were being explained away, a deal of religious 
emotion was let loose and was going begging for an object. There were those who tired to warm with 
religious zeal the imaged duty of buying in the cheapest market, and others who sought a substitute 
for the unknown God by spelling humanity with a capital letter. But Art-Art also with a capital 
letter-had at that moment the strongest attraction, the most alluring charm.” Julian Sturgis, Stephen 
Calinar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1), pp. 63-64. 轉引自 Colleen Denney, op. cit., pp.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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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資金，創建一處能容受廣泛群眾的公共藝廊空間，以精心設計的建物排場、

展示空間與特出的展品風格，將體現繪畫裝飾性價值、視覺愉悅性及獨尊藝術之

美的唯美信念，透過公開展覽的藝廊機制，播送傳遞給予進入藝廊賞析作品的觀

展群眾，復以卡特．林德西身居上流社會的貴族菁英，單就其社經背景本身而言，

即具相當的文化號召力，是以卡特．林德西創建葛洛斯凡納藝廊，不僅致使唯美

主義自少數幾人的私領域中浮脫而出，其將崇尚藝術之美的行為，合理精緻化為

類宗教信仰的例行儀式，更扮演著引領公眾品味趨向唯美主義的重要推手，正如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於首展中所陳述： 

卡特．林德西爵士，藉由偉大的藝術品展示給我們看，將會最實質地幫

助文化復興及熱衷於美的精神再生，將其誕生絕大部分歸因於魯斯金先

生、史維勃先生、培德先生、西蒙德先生、莫里斯先生，以及許多其他

加速並使其活躍人士，每個人均有其獨具的風格。55 

    王爾德不吝於將卡特．林德西，與數位倡議唯美理念、體現唯美風格的藝文

創作者並列同置，讚許其於推動唯美主義的努力作為，不僅揭示唯美思潮早已透

過許多藝文創作者，各以不同形式的創作活躍於藝術界，其直指卡特．林德西透

過葛洛斯凡納藝廊，展示被當時學院展覽所邊緣化的圖像風格，乃是對推動崇美

文化的復興，最有意義的實質作為，更隱然認同該藝廊對於播揚唯美主義的影響

力。然而，葛洛斯凡納藝廊所塑造出的崇美文化，不僅繫於藝廊建物內外空間氛

圍的呈現，更有賴參與展出藝術家及其圖像作品，以實際具體的藝術風格共同將

唯美主義的信念發揮得淋漓盡致，並推展延伸至廣泛社群大眾。 

若將葛洛斯凡納藝廊比擬為尊敬美的藝術聖地，繪畫圖像相仿於供觀者凝

視、朝拜的對象，那麼藝術家便是助長、宣揚該類崇美信仰的教士祭司。因為葛

                                                 
55 “Sir Coutts Lindsay, in showing us great works of arts, will be most materially aiding that revival of 

culture and love of beauty which in great part owes its birth to Mr. Ruskin, and which Mr. Swinburne, 
and Mr. Pater, and Mr. Symonds, and Mr. Morris, and many others are fostering and keeping alive, 
each in his own peculiar fashion.” Oscar Wilde, “The Grosvenor Gallery,” in 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 90 (July 1877), p. 126. 轉引自 Colleen Denney, op. cit.,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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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斯凡納藝廊的展品多為伯恩-瓊斯式的圖像創作，趨向於以古典、義大利風格

描繪人像，選擇以古代文學題材或抒發個人情感作為描繪主題，而這些摒棄傳統

道德寓意、訓示教化價值觀，在形式上追求視覺感官極盡愉悅，並歸屬於唯美風

格呈顯的藝術作品，正是前來體驗藝術之美的觀者們崇敬景仰的要角；另一方

面，就參與該藝廊展出的藝術家而言，他們乃是唯美圖像的創作者，以具體的作

為力行實踐唯美信念，並藉繪畫創作傳達唯美風格，有助於將該藝廊塑造為「美

的聖地」；此外，透過卡特．林德西善於包裝崇美文化，將藝術巧妙地類比於宗

教信仰，使得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創建與參展藝術家的圖像風格，得以接受社會大

眾、諸多藝文觀察評論家的審視批判，引起諸多出版刊物的討論非議，而此正是

唯美主義的藝術風格，從原侷限於卡特．林德西之屬的上層菁英文化圈，廣佈流

傳擴及至一般社會大眾，乃至於形成一股風潮的最大主因。 

唯美思潮的萌芽、成形，具體實踐於藝文創作品，形成一股社會大眾廣泛仿

效的藝術品味指標，乃依藉著文藝家出書宣揚思想理念，藝術創作者以具體圖像

衝擊藝界風格發展，部分私人藝術贊助者正向的支持拔擢，各以不同作為立場呈

顯、支撐唯美理念的流傳演進，而葛洛斯凡納藝廊則集結藝術家創作展示、文藝

家理念實踐與私人藝術贊助等所有分散的力量，以貴族菁英的社會地位背書，成

功吸引大眾出版媒體的廣泛討論，進而將唯美主義的思潮推向極致高峰點。回溯

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展覽迴響與評價，約是褒貶不一、毀譽參半的景況：有若王爾

德讚揚卡特．林德西與倡議唯美主義者為「文化的使徒」，以「極端大膽的手法」

反抗「英國單調乏味的生活」，56以及對伯恩-瓊斯的藝術成就，抱持肯定支持態

度的多位藝評家，亦有如當代期刊《虛榮集》（Vanity Fair）尖酸地評論該藝廊「為

一處僅是肉慾藝術崇敬者的藝術室」，57《營建者》（Builder）則指出該類藝術「迥

                                                 
56 “ ‘apostles of culture’ who were prepared to stand against ‘this dull land of England’ with its ‘vile 

deification of machinery.’” Oscar Wilde, “The Grosvenor Gallery,” in 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 
90 (July 1877), pp. 118-126.轉引自 J. B. Bullen,, op. cit., p. 160. 

57 “…the Grosvenor Gallery would become a merely artistic lounge for the worshippers of the Fleshly 
School of Art.” “Royal Academy and Grosvenor Gallery,” in Vanity Fair 17(1877), p. 281. 轉引自 J. 
B. Bullen, ibid.,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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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於真實經驗，乃是一種有害健康的藝術，將會使繪製、宣揚它的人喪失精力」，

58亨利．逵爾特則同樣地以「有害的」一詞形容唯美風尚的傳播流行。59尤以《衝

擊》（Punch）刊載一系列諷刺漫畫，揶揄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展品風格與藝術品味，

以嘲弄的態度點出唯美主義的具體表現，更有助於加速傳播唯美主義的理念與特

質，因為諷刺漫畫不同於出刊書籍或文章評論，須得經由閱讀思考，將文字表述

轉化理解為概念，漫畫以簡明圖像配合文字說明的單純形式，則較能為廣泛大眾

所接受，雖然該期刊所持立場有誇大醜化之嫌，卻意外成為唯美主義得能為一般

社群大眾所廣泛熟知的傳播利器。 

    這些意見紛歧的出刊文字、書籍與諷刺圖像，印證葛洛斯凡納藝廊確然成功

結合藝術展品的爭議性，將唯美主義、崇美文化推向社會關注的焦點，然而更值

得深思的是，潛藏於正面觀感與負面評價之下，兩造相左意見所執持的價值判斷

標準。細察持反對意見的評論者，多以「有害」、「不健康」、「乏味」或「肉慾」

等詞彙形容唯美圖像風格，認為其不切合真實生活經驗，多為個人奇特幻想的組

合排列，顯然著眼於能否合乎傳統禮教的規範，判斷藝術價值的高低，誠如辛尼．

卡爾文（S. Colvin）為唯美圖像辯解而說道： 

（若評論家能）更為慣常細察該類藝術的特徵，以合宜的用語適恰地形

容於畫作中的行為與表情，我想他將會體察道德精神的不健全、怠惰沈

悶與令人絕望等詞用於此，根本不中肯。60 

    足見導致兩造觀點歧異的根本原因，正是傳統藝術價值觀與爭取藝術領地自

主的拉鋸戰，前者不容許藝術囿於善良風俗、固有禮教之下的判斷標準有所變動

憾搖，後者則是倡言唯美主義的藝文創作者，所極力爭取的「為藝術而藝術」，

                                                 
58 “alien to our real experience,…an unhealthy art, enervating to those who practise and those who 

preach it.” Builder, 35 (1877), pp. 439-440. 轉引自 J. B. Bullen, ibid., p. 150. 
59 詳見第四章，頁 158-159。 
60 “more accustomed to study the characters of art, and to fit expressions and actions in a pictures with 

their appropriate names, I think he would feel that the words disease, languor, and despair were here 
in no sense to the point.” Sidney Colvin, “Art and Criticism,” in Fortnight Review, 32 (1879), p. 
210-223. 轉引自 J. B. Bullen,, op. cit.,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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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藝術創作能有更多、更廣、更遼闊的發展空間，亦即反對批評唯美主義者，

乃是秉持著多數傳統中產階級所服膺的藝術價值觀，無法承受藝術與道德教化分

立兩端的觀念，而支持、樂見唯美主義者，則能以較為寬闊的視野，容受藝術自

宗教神學、教化訓示中抽離，承認藝術有其特有的領地與價值，須以藝術本體的

標準－組成基本形式的色彩、線條等視覺感受度加以審視評斷。 

    將伯恩-瓊斯的私人贊助者、創建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卡特．卡特．林德西，

與唯美主義作連結比對，可以體察唯美思潮不獨是藝文創作者渴求藝術領域獨立

自主的革命呼聲，更是時代變遷、價值觀浮動不定的紛擾糾葛下，連帶影響觀者

審視、評判藝術創作的產物。此外，基於唯美圖像風格特質的限制，能以正面積

極的開放立場，欣賞唯美圖像創作的主力藝術觀者，多屬於社會位階中的菁英份

子，如以伯恩-瓊斯的私人贊助者與卡特．林德西為例，一方是新興的中產富商

階級，另一方則為世襲貴族子弟，然而卻因分處於不同的中層與上層社群，呈顯

對唯美主義的支持、擁護亦有所差異：前者藉由贊助、收藏藝術品的途徑，於私

人領域中獨自享受審美的喜悅快感，後者則能以寬渥的先天經濟、文化優勢，營

造公眾開放空間，將唯美主義的藝術品味廣及群眾並帶動潮流，再度取得引領文

化品味的領導地位。然而特別的是，這類鄙夷多數中產階級傳統藝術價值觀的革

新性思想理念，雖由上層貴族菁英的藝術觀者所推動興起，並進而廣泛引起社會

注意，然卻首先為高階的中產族群所接受支持，由此視之，十九世紀後期的階級

分野，誠如該時藝術價值觀的變動般，已漸趨模糊，不再是衡量藝術品味、文化

生活的絕對標準。 

第四節   唯美主義對視覺藝術的啟示 

唯美主義所指乃發展於維多利亞後期的一股藝術思想潮流，然其相近於美學

的字彙淵源，經常與德國哲學中的美學理論相互牽連，似有必要澄清其間的關係

與互異性。追溯「唯美主義」（Aestheticism）的詞彙淵源，可推及 1750 年德國

哲學家亞歷山德‧賈特里伯‧邦加頓（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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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Aesthetica）中，將該詞語之希臘原意乃指經由感官所察覺的事物，轉

變成一種評論美的獨佔性哲理，進而成為哲學的一支。然而，以系統化的哲理建

構討論美感經驗，並對後人造成極大影響者，實屬於十八世紀的康德（Immanuel 

Kant），其將哲學領地劃分為三，分述於三冊主要的論著之中：《純粹理性批判》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實踐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與《判斷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61首要領域述及世人如何

認識世界，再者則是討論世人的倫理規則為何，前者將論述焦點集中於外在真實

的自然現象界，後者的討論對象則回歸「人」的本體道德，亦即分述外在的自然

現象與人的內在價值取向，然而內外世界的對立需透過一中介橋樑，以消彌存在

於自然現象與本體之間的鴻溝，此即為目的論－合於自然目的性的學說，意指自

然界藉著人主觀的美感，過渡到客觀的本體，因而目的論即是關於審美的學說，

亦為第三本著作所主要詮釋的內容。簡而言之，所謂「純粹理性批判」即為哲學

中的認識論，等同於科學知識的範疇，「實踐理性批判」即為論述道德的倫理學，

「判斷力批判」則是美學的建構，62此亦為人生哲理的三大議題－真、善、美。 

別具意義的是，在康德的哲學架構之下，美的判斷力乃是聯繫探索知性的科

學知識，與剖析理性道德的手段，美感經驗既不能歸結為知識領域，亦不能納入

道德範疇，卻又位居於真與善的中間項，介於兩者的相遇點與融合處，因而具有

雙重身份，是以審美的某部分導向知識面呈現美，另一部份又引發近乎道德的崇

高感。康德（I. Kant）將藝術與科學知識、道德分立，並以為美學乃位處銜接於

知識論與倫理學的樞紐地位，成為諸多後續哲理探討的基礎論點，其中的「藝術

超然論」（aestheticism），即秉持康德的原始概念發展而來。該語彙於牛津藝術字

典中的解釋是： 

應用於不同學理，主張藝術自身的自主性，而無須為隱藏目的，無論是

                                                 
61 分別出版於 1781年、1788年與 1792年。 
62 侯鴻勛，《康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 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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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治或道德而所服務的宣揚。63 

相似的概念亦見諸於維多利亞時代下，相關於唯美主義的陳述與表明，如前

述史維勃所提及的：「藝術無論如何不能成為宗教的侍者，義務的典型，事實的

奴僕，道德寓意的先驅，…就藝術而言，最佳的表現便是極盡美麗；就科學而言，

最佳的典範便是極盡精確；就道德而言，最佳的呈顯便是極盡善行。」64或如王

爾德以感性詩意的譬喻比擬： 

學理如同流沙般消逝，信念如同凋零的秋葉隨之而去，但美麗的事物是

一年四季可感的喜悅與永恆的擁有。65 

倡議唯美主義的文藝家，雖各以不同的文辭語彙形容藝術、科學知識與道德

信仰，但其傳達的概念不離康德三大哲理批評的詮釋輪廓，均一致地指向藝術的

獨立性分別對應於非藝術的他物：藝術一方面有異於科學－象徵事理或概念知

識，亦即史維勃文中相關於科學範疇的「事實」（fact）與「精確」（accuracy），

王爾德則以「學理」（philosophies）廣泛稱之；一方面亦與道德－倫理實踐有所

不同，此即為史維勃引伸敘述的「宗教」（religion）、「責任」（duty），及王爾德

簡化濃縮的「信念」（creed），甚而藝評家辛尼．卡爾文評論中所提及的「智識」

（intellect）、「情感」（emotions）或「精神」（spiritual），66亦可分別連結於概念

性的知識面與宗教道德領域。因此，唯美主義倡言藝術無涉於道德、智識領域，

爭取藝術自身獨具領地的思想源泉，應被視為德國哲思家康德（I. Kant）將美學

獨立於知識論與倫理學之外的基本前提下，透過法國文藝家高蒂業、波特萊爾的

思想傳播，孕育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產物，由此視之，英國唯美主義乃是受到

德、法兩國哲思的雙重影響。此外，唯美主義應歸屬於主張「藝術超然論」

                                                 
63 “A term applied to various exaggerations of the doctrine that art is itself-sufficient and need serve no 

ulterior purpose, whether moral, political, or religious.” 轉引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op. cit., p. 7. 
64 見本章第一節，頁 170。 
65 “Philosophies fall away like sand, and creeds follow one another like the withered leaves of autumn; 

but what is beautiful is a joy for all seasons and a possession for all eternity.” 轉引自 Elizabeth 
Prettejohn eds., op. cit., p. 7. 

66 見本章第一節，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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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ism）的諸多學理觀點中，最具意義性的一項，因為它彰顯的是二十世

紀末尚未結束討論的藝術議題，卻早於十九世紀後期即為該時藝文家所揭示。 

二十世紀初的英國美學家克利夫．貝爾（Clive Bell, 1881-1964），主張所有

視覺藝術的共同性，在於表現出「有意義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透過藝術

家將線條與色彩作搭配組合，乃是作品充滿審美趣味的主因： 

何者是聖．索菲亞教堂、卡爾特修道院的窗飾、墨西哥雕刻、波斯古碗、

中國地毯、喬托的壁畫於帕度亞以及普桑、皮耶羅．迪拉．法蘭契斯卡、

與塞尚名作中所共有的？唯一可能的答案便是－有意義的形式。在各個

作品之中，線條、色彩以特殊的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者構築形式之間

的關係，以激起我們的審美情緒。67  

克利夫．貝爾從而歸結出無法感受審美情感之人，只能專注於繪畫的主題，

對畫面有所感的觀者，則往往對畫作主題一無所知，因為其未曾注意具象表現的

因素，他們所關注者乃在於圖像的外形、線條與色彩之間的比例關係，因而能根

據線條的質感判斷藝術作品的高低優劣，68此即為現代藝術理論中著稱的「形式

主義」（formalism）美學觀。循此論點的尚有羅杰．弗萊（Roger Fry）與二次大

戰後以形式主義的美學思想，主導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發展態勢的藝評家克雷蒙．

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均將作品的形式－包括形狀、大小、尺寸、結

構、規模、色彩等視覺要素，供奉為審視藝術品的最高準則，由此衍生的即是其

相對忽視作品表現的內容與題材，是以極端的形式主義視抽象繪畫為藝術成就的

最高極致表現。 

克利夫．貝爾提出關於「有意義的形式」之論點闡述，與五十年前藝評家辛

                                                 
67 “What quality is common to Sta. Sophia and the windows at Chartres, Mexican sculpture, a Persian 

bowl, Chinese carpets, Gitto’s frescos at Padua, and the masterpieces of Poussin, Piero della 
Framcesca, and Cézanne？ Only one answer seems to possible－significant form. In each, lines and 
colours combined in a particular way, certain forms and relations of forms, stirs our aesthetic 
emotions.” Clive Bell, A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3. 

68 Clive Bell, op. cit.,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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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卡爾文述及「繪畫藝術的完美，便是形式與色彩的完美，…因此形式與色彩

的完美應該是繪畫藝術的首要目標」，69頗有相合共鳴之處，同樣訴諸線條、色

彩等形式因子，作為判斷藝術價值的標準，其列舉許多不同屬性的藝術品闡釋美

的多樣性，恰與培德認為「繪畫、風景、生活或書本中動人的特質、《喬坎大》

歌劇、克拉拉的山陵…各個物件均能以其特質給予我們特殊、獨一無二的愉悅感」

的說法如出一轍；70而葛蘭與里蘭德揚棄傳統中產階級以題材判斷藝術價值的觀

點，純就繪畫形式的視覺效果賞析伯恩-瓊斯的創作，以及葛洛斯凡納藝廊企圖

於學院展覽多以敘事主題、教化內容為甚的藝術潮流之外，獨樹內容、題材無法

見容於官方的展品風格等，正早一步體現貝爾認為關注繪畫主題內容，乃是無法

進入真正審美境地的阻礙，審美的關鍵點在乎繪畫主體所外顯的形、色；在在印

證唯美主義與形式主義之間無形的關連性，因此廣義而言，兩者均隸屬於廣泛的

「藝術超然論」（aestheticism）之下，唯美主義可謂二十世紀形式主義論崛起的

先聲，在伯恩-瓊斯嘗試轉變形式與內容之比重關係，使得繪畫本質的形、色要

素凌駕圖像的隱藏內涵，繪畫的內容退居配角，形式表現元素躍升為繪畫表現的

主體，即於藝術史風格發展的歷程裡，隱然埋下數十年後抽象藝術生根萌芽的種

子，就縱向藝術史觀而言，唯美主義理應被視為現代主義潮流中的先驅。 

蘇利．賈伯立克（Suzi Gablik）在《現代主義失敗了嗎？》著作中，提及傳

統藝術與現代藝術的主要差異，71繫於時代變遷下迥異的社會價值體系。傳統的

藝術家擁有相同的技藝、世界觀與宗教信仰，藝術家與其作品被期許肩負宗教、

道德與社會責任，藝術與社會、宗教秩序乃是密切的結合為一體，然而現代則是

充斥著懷疑與不信任感，過去堅實而清楚的概念變得模糊於斷續，藝術因而失去

                                                 
69見本章第一節，頁 167。 
70 “the picture, the landscape, the engaging personality in life or in a book, La Gioconda, the hills of 

Carrara, Pico of Mirando, are valuable for their virtues, as we say in speaking of a herb, a wine, a 
gem; for the property each has affecting one with a special, a unique, impression of pleasure.” Water 
Pater, op. cit., p. xxx.  

71 蘇利．賈伯立克（Suzi Gablik），滕立平譯，《現代主義失敗了嗎？》（Has Modernism Falled？），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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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的表現風格，與欠缺能被廣泛譯解的符碼，致使現代藝術對一般大眾而言，

或許意味著藝術的墮落與道德淪喪，甚而出現當人們面對一件無法理解的藝術作

品之時，便可能認為這件作品是用來污辱他們的負面觀感，而此正是現代主義容

易為人所誤解之處。72唯美主義立足萌生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工商業極度繁盛，

世人傳統價值信仰搖搖欲墜的時代，正切合於前述現代藝術的肇始環境；唯美理

念在指向剝除宗教、道德外加於藝術的責任之際，即已宣示著與傳統價值體系的

分道揚鑣，邁向所謂的現代藝術大道；藝評家認為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展品「對大

多數的人（而言）…是難以理解的謎團，…是令人憤慨反對的理由或是愚弄人的

嘲諷…似乎是令人不能接受的格外奇異怪誕的片段」，73適足在從該時觀者的迴

響與反應之中，再度驗證唯美圖像風格的現代性。 

再者，唯美信念渴求藝術創作領地獨立自主的聳動口號－「為藝術而藝術」，

宣卸除除藝術成為其他領域利用的傳達工具，尋求更自由廣泛的創作空間，成為

後繼藝術風格發展與社會脫節，創作與生活無關的前導標竿，因為過去傳統的藝

術需具備某種社會責任的束縛已不復存在，藝術家無須為多數觀者能否理解畫面

而負責，而可自由選取創作方式以表現其創作意念，誠如專注於表現繪畫色彩的

現代藝術家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所言：「為藝術而藝術」是

物質主義時代下所擁有的最佳理想，因其乃是對物質主義以及凡事皆有實用價值

要求的一種無意識抗議。」74此外，在關注繪畫的精神層面之際，更列舉羅賽蒂

與伯恩-瓊斯乃是十九世紀後期探索藝術抽象性的創作者，認為他們企求復興拉

斐爾前派的非物質主義（non-materialism），藉由外在具體的形式以尋覓內心的抽

象精神。75檢視伯恩-瓊斯的創作歷程與藝術觀，其厭棄機械文明過於發達的現實

世界，不外求描摹真實世界的樣貌、記錄現實的生活景象，歸返古典神話與中古

                                                 
72 蘇利．賈伯立克（Suzi Gablik），滕立平譯，前引書，頁 4-5。 
73 第四章，頁 138。 
74 蘇利．賈伯立克（Suzi Gablik），滕立平譯，前引書，頁 12。 
75 “These men sought for the ‘inner’ by way of the ‘outer’.” Wassily Kandinsky,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trans by M. T. H. Sad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81),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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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創作題材，重新排序組合圖像元素，使得繪畫創作成為抒發個人內在心緒

情感的具體表徵，不再表現出眾人皆可明瞭理解的圖像意境，即是藝術創作逐漸

遠離現實世界、專注於自我與個人內心思索的最佳寫照，亦為康丁斯基所認定對

藝術抽象性的初步嘗試，顯然唯美圖像正為後繼藝術創作者摒棄寫實、向內自

省，藉想像加諸於畫面的形式、色彩，並因而演繹出多樣不同的現代藝術風格鋪

路。 

培德．布爾格（Peter Büger）於詮釋前衛藝術理論之際，更以廣泛的藝術超

然論（aestheticism）作為二十世紀前衛藝術運動的基礎條件，認為藝術體制雖於

十八世紀末即已形成，然而藝術品內涵的發展仍受制於歷史脈動的影響，最終於

十九世紀崛起的唯美主義中，藝術與社會生活脫節之際，美學層面才能得到全然

的發展，才使得藝術成為藝術本身的內容。76布爾格更以為所謂二十世紀的前衛

運動，即是立足於承認藝術超然論反抗駁斥藝術的生產機制（即社會）的理念，

又企圖改革藝術超然論對社會缺乏影響力的基準點，亦即藝術超然論疾言藝術與

社會生活極度的脫離，便是二十世紀前衛藝術運動藝術與生活再度結合的先驅。

因此，藝術超然論乃是前衛意圖的必要先決條件，77而英國的唯美主義隸屬於藝

術超然論之下最早發聲的支系，由此視之，更足以彰顯唯美主義於藝術史發展中

別具意義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的唯美主義雖與後起的形式主義美學觀，有著共享的觀

點，然而克利夫．貝爾提出「有意義的形式」作為界定審美的絕對標準，容受藝

術價值高低好壞的範圍有所侷限，甚而鄙視與其理念相近的唯美主義。78相對而

                                                 
76 原文雖以大寫的「唯美主義」（Asthetizismus）概稱，並以為其發軔於十九世紀，然而體察上
下文義，其所指稱的乃為範圍較大的「藝術超然論」（aestheticism），而非專指英國維多利亞時
代的藝術潮流。Peter Büger,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trans. by Michael Sha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49. 

77 Peter Büger, op. cit., p. 49.  
78貝爾（C. Bill）認為十九世紀中期之後，藝術即已死去，能把形式作為傳審美情感手段的藝術
家，僅餘印象派的莫內（Monet）、雷諾瓦（Renoir）與惠斯特勒（Whistler）。此外，與唯美主
義相關的藝術家多被歸屬於最為粗鄙無價值的維多利亞主義（vilest Victorianism）。Clive Bell, 
op. cit., pp. 168-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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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培德開宗明義便指出「美與其他人類經驗有著相同的特質，乃是一種相對的

觀點」，反對一統的範疇性質，以企圖尋求各式審美愉悅的獨特性，顯然唯美主

義之所以有著多樣不同的變種風貌，之所以無法有著明確的學理定義，乃是因其

對所有審美價值採取開放性的態度所致，所以唯美主義呈現於外，可以是如伯恩

-瓊斯之屬的藝術創作者，透過細緻刻畫、精心營造的圖像畫面滿足觀者的視覺

愉悅性，並建構心中理想世界以達精神享樂的滿足感，亦能化身為葛蘭熱愛藝術

圖像的心緒情感、里蘭德滿室藝術品的私人宅邸，甚或是葛洛斯凡納藝廊狀似氣

宇不凡的藝術聖殿，崇敬藝術創作者及其作品的態度，以及透過此一展示空間瞭

解、仿效所謂品味生活、崇美文化的行為舉止，這些人各據不同的身份、位階與

能力，共同體現多樣化的唯美主義，而此正是唯美主義不願對美的愉悅性有所設

限箝制的必然結果。因此，在形式主義的美學觀引起反動、極度抽象繪畫遭受質

疑批評之餘，重新檢視唯美主義，其價值不應僅只是形式主義的前導化身，更應

將之開放的理念，視為修正二十世紀形式主義過份狹隘、僵硬的思考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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