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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從伯恩-瓊斯的藝術探討唯美主義乃別具深意：首先，伯恩-瓊斯與拉斐爾前

派之間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由此得以窺見拉斐爾前派藝術後續的展演變化，以

釐清唯美主義與拉斐爾前派原創本質之間的異同；其次，則基於伯恩-瓊斯兼具

私人贊助收藏者的藝術交易網絡，與出入公眾展覽場域的歷練際遇，能將研究唯

美主義的議題，擴及觀賞藝術品的廣泛群眾，進而拓展檢視唯美主義的視野，而

此正是本研究進行論述所著力的重點。 

伯恩-瓊斯的藝術生涯，由認同於拉斐爾前派的藝術理念、追隨羅賽蒂習畫

開展，旋即於接觸廣泛而多元的藝術學習管道，包括魯斯金引領其一窺義大利文

復藝術精華成就的諸多面貌，參與莫里斯籌組的工藝設計公司，觀摩學習同時代

藝術創作者華茲（G. F. Watts）、惠斯特勒等人的繪圖風格，以及多次親自造訪義

大利各處的文復藝術瑰寶之後，伯恩-瓊斯將能自身缺乏完整繪畫基礎訓練的劣

勢，轉化為容受廣泛多樣化藝術風格的有利條件，在沈潛於個人圖像創作多年之

後，進而於 1870 年代，將其由各界所吸收學得的圖像表現手法，鎔鑄凝聚成為

伯恩-瓊斯式特有的藝術語彙。儘管伯恩-瓊斯未曾真正參與「拉斐爾前派兄弟會」

（P. R. B.）的創立，然而確已承繼著主導拉斐爾前派藝術團體、鼓吹拉斐爾前派

主義思想的靈魂人物－羅賽蒂與魯斯金的理念精髓，配合著自身對藝術創作的直

覺潛能，在創作質素中大量注入文藝復興藝術的風格因子之餘，以自身特殊的體

驗詮釋探索，將拉斐爾前派藝術關注於自然、貼近真實的原始風貌，帶入另外的

全新境地。 

細察伯恩-瓊斯的藝術創作，無論是 1850年代末藉細密描摹的繁雜圖像，以

營造出有如版畫效果的鋼筆墨水畫，或者是 1870 年代以降的油畫作品，透過細

緻刻畫所有物像，以突顯畫面視覺效果的描繪方式，頗相仿於拉斐爾前派早年創

作的藝術質素－精心繪製畫面上的每寸物像、清楚而明晰的細節輪廓，以成就可

理解的真實畫面，此即為拉斐爾前派藝術的風格因子，透過羅賽蒂的潛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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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根植於伯恩-瓊斯圖像創作的具體例證。然而，拉斐爾前派早年關注於外在

自然世界真實原貌的理念，隨著伯恩-瓊斯沈醉於流逝的中世紀時代，企圖於創

作中再造一處現實不存在的心中理想世界，而有著決定性的關鍵轉變。伯恩-瓊

斯曾區分藝術與「自然」之間的差異，提出對於寫實的看法： 

寫實主義？直接從自然臨摹抄寫？我認為「攝影家」能夠給予我們所有

正確的形體與色彩之時，人們將會發現他們所討論的，並不是藝術而是

科學…將來會有人在某種情況之下，成功地製作出有如鏡面般永恆的反

射畫面。這跟藝術有何關係？自然的摹本，我要自然的摹本有何用？我

較喜歡她自身的印記，我不要多少是傾向於技巧性的膺品。1 

由此可知，伯恩-瓊斯認為繪畫的寫實，並非將藝術視為外在世界的「副本」

（transcript），而應是藝術家紀錄對於外在世界的所知所感－亦即現實自然的「印

記」（signature），此種對於真實生活的觀想，相較於如實地載錄自然的原貌，更

為貼近所謂的真實（true）。因此，伯恩-瓊斯理想的圖像創作，乃是透過藝術家

重組外在的形式元素，以表達自身的想法，並非一成不變地抄襲視覺所見的原

貌；在反映外在事物的部分原貌之餘，更注入自身對於真實的詮釋，融合對外在

世界的企求與盼望，以構築一楨楨夢幻般的圖像作品，是以不同於拉斐爾前派早

年藝術創作，強調直接觀察、學習可見自然原貌的風格呈顯。伯恩-瓊斯的圖像

創作之中，雖存在著某些可辨識的植物類屬，諸如《情歌》（Le Chant d’Amour, 圖

2-31）前景的粉色鬱金香，或《魅惑梅林》（The Beguiling of Merlin, 圖 2-1）作

品中的紫色鳶尾花等，似應呈顯一個與真實生活有所接軌的畫面，然畫作整體氛

圍卻與外在世界的真實有所距離，圖像之內仿若自成一獨立的和諧世界，表現著

                                                 
1 “Realism? Direct transcription from Nature? I suppose that by the time the ‘photographic artist’ can 

give us all the colours as correctly as the shapes, people will began to find out that the realism they 
talk about isn’t art at all but science…Some one will have succeeded in making a reflection in a 
looking-glass permanen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What has that to do with art? …Transcripts of 
Nature, what do I want with transcripts? I prefer her own signature; I don’t want forgeries more or 
less skilful.” Georgiana Burne-Jones, Memorials of Edward Burne-Jon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Publishers, 1993), vol. II,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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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異於現實世界的化外境地，而與日常生活的「真實」景象無所關連。 

深究伯恩-瓊斯的圖像之所以與現實存在無形隔閡的原因，不僅基於其寄望

在圖像中，打造一處不實存的夢想天堂，將較多的視覺焦點關注於畫面內在的韻

律節奏，進而呈現虛幻的氣質樣態，更繫於繪畫本身的題材，帶著些許謎樣的難

解意味。在審視畫面之時，也許能夠透過畫作名稱與畫面中的人物角色扮演，知

曉伯恩-瓊斯所描繪的主題為何，然而觀者似乎不能參與其中，無法辨識出正確

的時代背景，不能獲知畫中人物過去的與未來將會如何，人物的面容表情亦無流

露出鮮明的內在情緒，而此缺乏顯著的敘事特性，正是伯恩-瓊斯的圖像創作與

早期拉斐爾前派繪畫，甚或是絕大多數維多利亞時代藝術作品之間，最為顯著的

區別分野。在恩-瓊斯繪製具有文本依據之創作題材，諸如故事情節最為鮮明的

系列作品－《匹邁利安與雕像》（Pygmalion and the Image, 圖 2-19∼圖 2-22）之

中，即可識得伯恩-瓊斯減緩該圖像述說故事情節的嘗試，而其進一步將敘事性

完全抽離畫面的創作成果，更可見諸於最人所熟知的代表作品《金色階梯》（The 

Golden Stairs, 圖 2-33）。 

這種以人像作為畫面表現的主角，卻又未含帶明確故事情節陳述的創作，導

致觀者僅能藉由表面圖像明察創作的主題，卻不能瞭解圖像組構之後所欲傳遞的

真正意涵，圖像間的互動關係，似喪失作為解譯圖像隱藏特定思想、寓意的線索

指引，進而使圖像的線條、色彩等形式因子反客為主，凌駕超越圖像內容、主題

意涵，成為主導整體畫面氛圍的重心要角。伯恩-瓊斯嘗試轉換藝術創作中，主

題內容與形式要素之間的比重，即顯示著拉斐爾前派藝術邁向唯美主義的重大轉

變，因為強調形式更甚於主題、內容，重視畫面的視覺效果更甚於圖像傳譯的意

涵，正是高倡「為藝術而藝術」以爭取藝術創作自主，摒除藝術為任何其他領域

背書的具體實踐。再者，伯恩-瓊斯轉換畫作的整體氛圍，選擇能夠彰顯、表露

人的情感心緒之創作題材，配合音樂圖像的引入，畫面鋪陳著非真確視覺所見的

實驗色調，表現精緻優雅且兩性差別無多的主角人像，以探索自身所以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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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藝術典型，追求畫面之於視覺感官的愉悅享受，復以其認為唯有藝術之美

才足以向上提昇社會人心，並欲藉視覺愉悅感達到精神享樂的藝術觀，因此，雖

然伯恩-瓊斯復古的圖像創作，傳承接續拉斐爾前派藝術，對十六世紀之前義大

利文復藝術的擁護卿慕，共享此類原始（primitive）藝術的理想形式，然而拉斐

爾前派原創藝術理念已不復存在，亦即伯恩-瓊斯的圖像之中雖仍挾帶著強烈的

文復風格元素，然而確已將拉斐爾前派的創始精神－關注自然的真實原貌，轉換

為崇美的唯美主義。 

若從支持伯恩-瓊斯創作的藝術觀者視之，則能補足僅從藝術風格發展的單

一面向，以藝術創作者的本位立場探究唯美主義之缺憾，進一步深刻體察唯美主

義思潮於維多利亞時代普遍的衝擊與影響。以私人贊助的角度而言，隨著工商業

繁盛而新興崛起的中產富商階級，確實得以挾其豐厚的財富資本，在收購委製藝

術藏品的文化領域中，與隸屬於上層菁英份子的貴族階級分庭抗禮、各據一席之

地。然而，多數中產階級仍囿於己身所見所聞，謹守著當時社會傳統的道德禮教，

視藝術闡釋日常生活訓示、蘊含教化人心的文化工具，喜愛於圖像中尋找熟悉的

生活場景，習於解讀明確可知的敘事寓意，因而無法接受伯恩-瓊斯的夢境幻想

式的唯美風格，這類反應與抨擊可以明確地見諸伯恩-瓊斯於舊水彩協會的展覽

迴響。然而，隸屬於高階中產族群的格蘭與里蘭德，卻能夠拋開傳統希冀傳達事

理的教化功用，甚於表現形式之美的藝術價值觀，不以道德禮教的標準審視藝術

作品，單就藝術的形式之美欣賞伯恩-瓊斯的圖像創作，雖各以不同的行為舉止

呈顯對藝術的熱切情感，但均指向培德於 1873 年出版著述中，所具體書寫的唯

美信念，可以見得唯美主義於 1860 年代後期的逐漸醞釀發酵，進而衝擊改變著

中產階級的藝術觀。  

1877年葛洛斯凡那藝廊盛大開幕，創建者卡特．林德西爵士身為世襲貴族，

不滿皇家學院粗糙的展覽政策，以及中產階級務實、庸俗的藝術品味主導展覽風

格，企圖於藝術市場中，重新尋回上層菁英的文化領導權，因而挹注雄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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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一處猶如神殿般的藝術展覽空間，對參展藝術家與其創作品備極尊崇肯定，

以刻意經營的展品陳列方式、藝廊建築的豪華氣派，展現、襯托圖像創作獨具的

價值，並自居為被藝術市場邊緣化的唯美圖像創作之代言者，獨鍾伯恩-瓊斯式

的圖像風格，有意以藝術之美取代宗教神祇的地位，倡議獨尊藝術之美的異教審

美文化，在掀起一股有別於皇家學院展場、英國傳統的藝術潮流之餘，更將唯美

思潮推向震撼英國藝壇的最高點。 

卡特．林德西爵士相對於 1860 年代後期，以私人收藏的方式欣賞、擁護伯

恩-瓊斯唯美圖像創作的新興中產階級，擁有較寬裕的有價資產與無形的社會人

脈資源，出資創建的葛洛斯凡納藝廊，乃是一處能夠容納群眾參觀的展示空間，

而該藝廊彰顯藝術展品的佈展方式、奢華尊貴的陳設擺置，以及不為該時英國藝

界熟悉的展品風格，皆由於公共開放的場域特性，得以受到廣泛群眾的注目審

視，進而引起英國藝壇的討論批判。透過諸多大眾出版媒體的爭相議論，一方面，

伯恩-瓊斯的圖像創作配合著藝廊空間氛圍，得以從沒沒無名的藝界創作者，一

躍成為藝廊之中最為閃耀的明星藝術家，進而被視為唯美主義的領航者；另一方

面，葛洛斯凡納藝廊以相仿於景仰神祇的宗教儀式，尊崇創作圖像與藝術家，賦

予藝術神聖崇高的文化地位，欲以繪畫的裝飾性、視覺官能之愉悅美感，取代宗

教之於人心教化指引的嚴肅功能，使藝術之美所衍生的精神享樂，恰填補時代變

動下、宗教信仰崩解之後的空虛感，不僅體現唯美信念中以藝術為尊的最高原

則，復以該藝廊的內外整體建物，標誌著菁英份子的品味趨向，對於關注藝術的

廣泛觀者而言，著實具文化說服力與煽動性，因此，唯美主義的理念挾帶著上層

貴族的引薦推崇，透過伯恩-瓊斯式具體圖像風格的呈顯，配合豪華精緻的藝術

展示空間，得以在葛洛斯凡納藝廊匯聚最大的凝聚力，影響左右多數藝術觀眾群

的藝術品味與價值觀，衝擊著英國舊時的傳統藝術發展風格。 

然而，就葛洛斯凡納藝廊播送唯美主義理念的影響層面而言，原意標榜著菁

英文化所欣賞的崇高藝術圖像風格，經由後繼培德理念的王爾德、瓦特．漢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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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Walter Hamilton）等人續以接承發揚，2將熱愛藝術的心緒，延伸普及至生活

的各層面，擴展滲透至重視居家環境的整體設計、個人的服儀裝扮配飾等，實用

性工藝藝術的應用層面，使得葛洛斯凡納藝廊的內部空間陳設風格，及展品中伯

恩-瓊斯式的女性服儀樣式，成為認同者模仿效法的標的物，發展出藝術與生活

趨於結合的另項面向。因此，唯美主義發展的範圍、容受的限度極大，不僅只限

於創作者的角度，力爭藝術擺脫外在枷鎖而訴求「為藝術而藝術」，進而拓展純

藝術的發展空間，更擴及欣賞藝術品的觀賞族群，意外地使傳統不被重視的工藝

藝術設計，納入流行普及的範疇之中，諸如伯恩-瓊斯贊助者，包括喬治．豪沃

（George Howard）、亞歷山大‧伊歐尼德（Alexander Ionides）與亞瑟‧貝爾弗

洛（Arthur Balfour）等人，並非單純地委託伯恩-瓊斯繪製單張藝術圖像，而是

要求伯恩-瓊斯為其宅邸的空間，作整體的規劃設計，此類相關於藝術的工藝設

計，雖不在本文主要以純藝術為討論研究的範疇之內，然不失為一值得探索深究

的主題，或許可作為後人研究唯美主義的另一發展起點。 

回歸唯美主義對於圖像繪畫的影響層面，伯恩-瓊斯的唯美圖像風格向前回

溯義大利文復的形式因子，確已消弭創作內容應有正面積極教化意味的期待，褪

去畫面傳遞事實信息的附加包袱，訴諸情感心緒的宣洩抒發，並純就個人以為的

視覺效果鋪陳渲染畫面，探索著形式元素與圖像內涵寓意之間的比例關係，在不

支解具體圖像的前提之下，嘗試著跨出實驗藝術抽象精神性的一步，提前在十九

世紀後期，為二十世紀蓬勃發展的現代藝術預示發展的可能性。 

特別的是，相對於同時代的法國印象派，立意於描寫當時生活景況、關注以

實証科學的方式捕捉視覺可見的色光變化，於形式、題材或技法上均與過去有著

革命性的決裂，以成就法國現代藝術風格發展趨向，然而唯美主義作為英國邁向

現代藝術潮流下的前導指標，卻是回顧過去的藝術元素，不願拋卻細緻刻畫圖像

                                                 
2 王爾德（O. Wilde）於 1882年在紐約發表〈英國藝術的復興〉（The English Renaissance of Art ）
講演，同年，漢彌爾敦（W. Hamilton）出版《英國唯美運動》（The Aesthetic Movement in England）
更廣泛而具體地討論唯美思潮之於工藝藝術應用層面的發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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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守舊技法，在既有的傳統質素之中汲取所需，以構築嶄新不同的藝術風

格，顯示著英國的唯美主義體現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名言：「在沒有吸收與再統一

到一種回歸歷史的過程之下，現代性無法自保。」3因此，對英國的藝術創作者

而言，舊有消逝的傳統過去，並不是其所欲泯除摒棄的敵對者，卻是時代需求之

際可供依賴慰藉的來源。 

 

                                                 
3 “modernity cannot assert itself without being swallowed up and reintergrated into a regressive 

historical process.” 轉引自 Dinna Sachko Macleod, Art and Victorian Middle Class: Money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