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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看不見的城市:

中國藝術風中介設計的設計思維

謝芝玲1

摘要

本文依循索緒爾符號學及布希雅擬像的理論，來檢視西方人建構 17-18

世紀中國藝術風這個「看不見的城市」的設計思維。文章主要探討東西方文他融

合過程創造與詮釋「擬像」的歷程，其中幾個關鍵問題為:東西方文他融合過程

人們是如何依循已知建構出未知的「假設」場域?符徵、符旨系統的協議關條如

何轉變? I看不見的城市」背後擁有何種設計思維?本文首先陳述「看不見的城

市」的演進過程、異域想像的文史記載、中國藝術風的發展背景，再以中國藝術

風的作品為範例來說明中介設計在以上幾個問題所呈現的狀態。研究結果發現，

即使「看不見的城市」是個完全跳脫現實的想像世界，但是想像依然需要原有認

知系統經過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轉變過程，才能由「真實對象的再現」發展成「純

粹的擬像 J / I 真正的中國藝術風」。

關鍵詞:擬像、符碼、中國藝術風、中介設計

1 國立臺jt海洋技術學院視覺傅建設計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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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the Invisible City

Design Thinking of Chinoiserie,Designin the Go-between

Chih-Ling Hsieh2

Abstract

Following Saussure's semiotics and Baudrillard's simul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sign thinking of the 1ih~18th century Chinoiserie “ invisible city"

established by the Westerners. This article mainly recounts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nd explaining “ simulation" while East and West culture integrated. The key

questions are: During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between East and West, how did

people establish the unknown “assumption" area? How did the agreement of the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system shift? What' s the design thinking behind the “ invisible

city?" This article first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 invisible citie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exotic world's imagi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Chinoiserie. Second, follow above questions, taking Chinoiserie artifacts as

examples to explain the status of the design in the go-between.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is, even the “ invisible city" is an imagination world, but these imagination

coming from the original cognitive system still need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to

make “ profound reality" become “pure simulacrum"/ “ true Chinoiserie."

Key words: simulation, symbol, design in the go-between, Chinoiserie

2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aipei College of Maritime
Techno Logy.

32



藝術論壇 吾吾九期 2015 年 4 月

一、前言

設計就是一種將「假設」透過某種表述方法實踐的「有目的的創作行為 J '

因此，設計就是種在已知場域尋求抵達某個未知「假設」場域的方法。但這「假

設」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設計者依循既有知識所推測出來的可能，所以設計者的

知識背景及推論的方式，就決定了未知「假設」場域的樣貌。由於在原有已知場

域的典範 (paradigm) 多已成型，較難有變他的空間，因此在這已知與未知兩個

端點之間形成的曖昧( ambiguous) 中介( go-between) 範圍，就是設計者最能自

由發揮的空間，設計界許多相當精彩的融合 (hybrid) 風格都是發生在這個階段。

中介設計( design in the go-between) ，就是在已知與未知這兩個端點之間的

設計，已知的部份就是自己，而未知的部份就是所有不清楚的東西。以物件而盲，

可能是媒材、技法;以文1c層面而言，可能是圖紋、語言及文字;以對象而言，

則是可能是生存於不同時間或是空間的「他者J (others )。時間與空間的疏離，

造成了人們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文他、不同的規範(regulation)以及不同的意識形態

(ideology)及符碼(symbol) ，這些人們在自己生活圈中習以為常的慣例，在沒有

外來變因刺激的狀況之下，就會持續沿用原有觀點，以較慢的速度演進，而當不

同場域的元素相遇時，原有的慣例及演進的模式就會被打破，產生新的融合樣

式。新元素會促使人們跳出原有的制度框架想像其他可能，由已知邁向未知。跨

文忱的文1c互滲(acculturation)過程，就是在已知與未知這兩個端點之間游移，

在這過程，依循不同比例融合兩端的概念就能夠產生無數種的變忱。但這兩個端

點並非直接對應，兩端的人們總是依循自身環境的意識形態推測他者的形象，所

以兩端人們在推論的過程都各自形塑出了男一個看不見(invisible) 的彼方。因

此，兩端人們的交流並非以線性的方式互相邁向真正的彼方，並在中問點相遇，

而是各自邁向自己所「假設」出來的彼方。在這過程，兩端的人們依然持續交流，

因此就產生面的延伸，擁有更多變他的空間，兩個看不見的城市，也就在這曖昧

空間開始對話。

中介設計所包含的範圍，也就合括了所有已知與假設所延伸出來的線以及

線與線之間所產生的面，兩端錯綜複雜交叉影響的狀況，就往往造成發展脈絡前

後關條難以辨別的狀況。即使最後呈現的結果有時難以追溯其發展歷程，但可以

確認的是，促成中介設計持續交叉影響的原因是，設計者與消費者都相當享受在

這曖昧空間任意想像的自由，不但不會以嚴謹的態度看待原有場域的規範'也不

會熱切地想要瞭解新場域的規範，更不急著建立介於這兩者之間的新典範。

索緒爾 (Saussure， 1857~1913)的符號學將符號視為一種編碼的系統，不同

的族群，就擁有不同的系統來詮釋符徵( signifier) 的符旨( signified) 。但這個

在特定環境下所產生的共識一旦跨越了場域，可能就難以成立，由於符徵與符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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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條是使用者之間的一種協議，因此在不同場域使用者之間缺乏協議的狀

況之下，符徵與符旨的關條就會脫離。這協議的範間可能是明確的，也可能是模

糊的。當這協議較為明確的時候，符號就會擁有明確的指向物;當這協議較為模

糊的時候，符號的意義就會隨著使用者的不同而有所變忙(皮埃爾 27) 。延伸索

緒爾的論點，中介設計就是在試探兩個不同場域、不同的符徵與符旨協議系統所

能放寬的程度，並在重新詮釋的過程再創出新的文法來填補兩者之間難以完整詮

釋的細節。但由於這兩個場域，一個是已知的自身，一個是未知的彼方，所以在

已知場域，符徵與符旨的協議關條依然存在，在未知場域的部份，往往只有符徵

受到保留，符旨在流傳到另一端的過程已經消失。因此，在這背景條件之下，中

介設計其實是在試探自身符徵、符旨協議關條所能放寬的程度，並將彼方失去協

議關條的符徵'收在內到自身的新的協議系統中。

本文所要探討的內容就是依循以上所述的幾個概念，探討東西方文化融合過

程，人們是如何依循已知建構出未知的「假設」場域?符徵、符旨系統的協議關

條如何轉變? I看不見的城市」背後擁有何種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以

下幾個段落將先陳述「看不見的城市」的演進過程、異域想像的文史記載、中國

藝術風(Chinoiserie)的發展背景，再以中國藝術風的作品為範例，來說明中介

設計在以上幾個問題所呈現的狀態。

二、建構看不見的城市

《看不見的城市} (Invisible City) 這個名稱是起源於一本由義大利作家伊塔

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a 1923~1972)所寫的小說，卡爾維諾運用了混雜史實和

小說、古代和現代虛實場景的手法來書寫城市。作者以寓言的方式，將忽必烈與

馬可波羅穿插在想像的場景中，討論城市及城市中的人們存在的意義，其中影射

的內在思維，其實都真真切切地存在真實的城市中，但作者運用虛構的場景與虛

構的角色手法，將人們心中可能是過於露骨的想望，用委婉的方式表達出來。作

者企圖解構的其實是人們在當下真實城市中自我存在的疑問，而這些難以找到答

案的問題，在數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存在。跨越時空地，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不

明的曖昧空間，依然充滿了魅力。

二十一世紀交通便利、資訊迅速流通的現象使得當代藝術的發展步調隨之加

速，擁有不同文忙背景、不同語吉、不同文法與不同視覺符碼的各式族群，在實

體與虛擬空間對話時，企圖尋求共識也進而刻意保留差異，這兩者之間的拉鋸，

就產生了相當精彩的混種藝術型態。往前追溯則會發現，尋求異國情調的藝術風

格並非當代藝術的專利，幾乎每個時代都曾試圖將「時」、「空」差異下所產生的

不同元素，帶入現有場域以激發新的思維。中國唐朝引人胡風並蔚為時尚，文藝

復興時代引人古典時期的希臘羅馬文化進而產生了新的美學型態，大航海時代在

西方世界則是興起中國藝術風，一個只存在西方世界的中國。人們對於「他者」

34



藝1棺論僵第九期 2015 年 4 月

不明之處激發出了無限的想像，並在建構「他者」的過程嘗試以不同的視野、不

同的邏輯重新尋求自身立定之地。

人們總是依循「白體」環境所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來推論「他者」的形象，

因此「他者」往往就只存在於白體所虛擬出來的想像界。依循這個概念反推， I他

者」的特定形象，也就只存在特定時空背景、特定族群的意識形態中。布希雅(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 曾經提到: I擬像的出身，也不再是所謂的實質領土、某

種成為參考體系的本體，或者實體。它的形成來自於「沒有本源的真實』所堆凝

成的世代模型，或者說，那就是超現實 o J (布希雅 14 )這個現象，存在於影像

氾濫的二十一世紀，更存在於資訊較不流通的古代。人們總是在文本中截取出自

體所要相信的區塊，來，驗證自己的概念無誤，形塑出自身的樣貌、身處的城市，

更進而並推論出他者的存在與他者的世界。他者，包含了所有異於自體者。他者，

是來自不同文t脈絡與時代背景的人;他者，是身處相同時代卻擁有不同語言或

文化背景的人;他者，是擁有相同文他脈絡卻生存於不同時代的人。雖然布希雅

「擬仿物」的概念，是起源於對二十世紀末大量媒體形塑出不存在的擬像所提出

的論點，但其實這現象早在印刷術發明之後就開始發生，透過傳播，擬像已經開

始成為特定族群所共同擁有的意識形態。在資訊較不流通的年代，由於資訊的單

一{仁，擬仿物可能還更容易被形塑，也更容易被信服。

藉由語言，彼方開始被賦予意義;藉由影像，特定族群的社會性假設更受到

強化 o 影像不但助長了人們的想像，更在大多數人不識字的古代較文字更其有影

響力。影像的意義是在製作者、觀看者 (viewers) 、影像 (images) 或文本 (text) ,

以及社會脈絡( social context) 的複雜關條中創造出來的(Sturk凹， Cartwright 56) 。

於是，看不見的城市就以一種擬像的方式存在，成為特定族群的共同記憶。這一

類在各種意識形態下所形塑出來的想像城市無所不在，資訊氾濫的當代與資訊貧

乏的古代都反應著相同的現象，人們對於未知的領域都一樣心存好奇並投射出自

身的期待，企圖在彼方找到所有疑惑的答案。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們所面臨的狀

況是媒體的多元化以及疆界的瓦解，電視、廣播，及網路所傳送的大量資訊使得

人們總是可以在其中找到足以驗證自體想像正確的內容，因此大量各種看不見的

城市都片斷，性的存在。但是在資訊較不流通的時代，人們則擁有較寬裕的時間將

有限的資訊形塑得更為完整，看不見的城市就有機會發展為結構更為完整的國

度，其中，大航海時代西方人古中國 (Cathay) 3想像所形成的中國藝術風就是

個典型的範例，西方人藉由有限的東方船來品想像出一個不存在的中國，而後，

3 Cathay 是英國式契丹 (Catai) 的說法，英文則是中國 (China) 的另一個說法 O 原本 Catai 這

個辭是用來指中亞、西亞及歐洲到中國北方的這個區域，這個用法是源自於馬可波羅遊記。幾

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以為契丹和中國是屬於不同的國家，並擁有不同的文化，到十七世紀末，

歐洲人才發現其實是屬於同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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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將這想像延伸到實體空間的再現，大規模地影響了歐洲工藝、裝飾、建築、庭

園以及繪畫的表現。東方與西方在探索異域、形塑看不見的城市時，製作者首先

依循自身經驗篩選出在異域所見所知的部份內容，而後再選擇最能夠說服當時觀

者的手法再現，若製作者敘述的內容能夠受到觀看者認同，看不見的城市也就誕

生了，但若這共識消失，這看不見的城市也就消失了。

看不見的城市無法永恆地存在，城市的壽命及城市的發展是取決於製作者與

觀看者之間的共識，或者更精確的說，是製作者所完成的作品與觀看者之間的共

識。因為製作者完成作品之後就隱退了，只留下作品，所以其實是觀看者藉由作

品自行想像這個看不見的城市的存在，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所

述的 If乍者已死 J '在這情境就相當貼切，觀看者即是作者，看不見的城市即是

由觀看者所創造的。但在時光推移之下，即使作品依然存在，觀看者會改變、社

會脈絡也會改變，因此當這些作品與觀看者之間的共識消失，並且沒有新的製作

者賦予這個城市活水之時，這個看不見的城市也就在虛擬的世界消失。

三、異域的想像一古籍記載

自古以來，人們皆會以較開放的態度來合理他異文他中難以理解之事，也因

此，以想像填滿的未知之處就充滿了神秘的色彩。中國探索異域最經典的文獻即

是《山海經 }o{ 山海經〉成書於戰國至漢初，三萬一千字的篇幅，集結了地理誌、

方物誌、民族誌'及民俗誌， {山海經〉既是本巫書又保留了大量的神話，更開

創了中國有圖有文敘事傳統的先河(馬昌儀 1 ) °{山海經〉所記載的的離奇故事

長期受到質疑，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本書是遠古地理的紀錄，並依據(東山經〉所

述的內容實地考察，證明中國古人已抵達美洲(連雲山 62) 。也有學者認為〈山海

經﹒大荒jt經》中的燭龍是指北極極光(中國 308 )。因此，這些目前看似不合

理的神話故事，很可能是當時人們將一些無法理解的事件依循當時邏輯所合理他

的結果，雖然這些想像無法對應到事實的全貌，但也反映出了當時的價值觀或是

宇宙觀。

圖像在這一類文史記載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製作者將眼睛所見的場景加入

想像的內容再運用文字或是圖像「再現」的過程即牽涉了編碼 (encode) 的動作，

觀賞者在解讀時，則重新將這些內容解碼 (decode) ，而每一次編碼與解碼的過

程，參與者主觀的評斷就造成看不見的城市離事實原貌更加遙遠。歷史悠久的《山

海經〉由先秦時期流傳至今即經歷了多次編碼與解碼的步驟。《山海經〉先有圖

後有文，古圖在魏晉時期失傳，只流傳下文字，而後人們再依據文字重新繪製圖

案，至今可見的圖版只剩明清時期的十個版本(馬昌儀 10 )。在不同的社會脈絡

之下，人們企圖尋覓最初觀賞者與作品之間所擁有的共識時，總是依循不同的背

景知識再加入新的詮釋，因此，目前《山海經〉可見的版本，似乎只是重新想像

已經消失的看不見的城市。相隔兩千多年，古代人物的文字被重新賦予圖解，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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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交錯下依據不同判斷標準所重新建構出來的內容，更是挑戰了時空隔閔之下文

字詮釋與圖像詮釋的特性與極限。

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想像也是如此充滿了奇幻的色彩。自從漢代張驀通西域祥、

路開通之後，東西方才開始有較密切的交流，漢代由長安開通到蔥嶺，唐代再延

伸至歐洲，經由漫長陸路行程來到西方世界的東方貨物就成為西方人想像東方世

界的唯一憑藉。而後，在十三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十四世紀的《約翰曼德維爾爵士遊記} (Jehan de Mandeville) 這兩本敘述

東方世界的書籍帶動下，易於散播且看似更真實的圖文敘述就促成了東方熱的潮

流。《馬可波羅遊記》是以古法文書寫， {約翰曼德維爾爵士遊記》則是以盎格魯

諾爾曼語 (Anglo-Norman) 所書寫，這兩本書在當時就相當受到相當歡迎並被翻

譯成多種語盲，因此影響範圍相當大。但這兩本書所述的內容都受到現代學者的

質疑，例如質疑馬可波羅可能未曾實際進入中國的宮廷工作，只是轉述耳聞的故

事;而《約翰曼德維爾爵士遊記》這本書中的約翰曼德維爾爵士可能根本不存在。

雖然如此， {馬可波羅遊記》十三世紀末在中國及約翰曼德維爾爵士十四世紀中

在杭州的傳奇故事，無論是真是假，對西方世界的確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並在當

時成為東方想像的主要憑藉。

十七世紀進入大航海時代之後，東西方接觸的機會倍增，此階段東西方的交

流在荷屬東印度公司 (VOC ，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以商業利益為主要考

量的主導之下，兩端的交流更具規模並更有系統。由於當時荷蘭在中國缺乏經商

根據地，因此關於異地的文獻記載在當時並非單純起因於嚮往異國風情的氛圍，

而是在政治經濟考量前提下所產生的考察紀錄。在當時，這些資料與基督教會的

報告就成為歐洲唯一可信的中國考察文獻。整體而言，此階段的中國想像，已經

較脫離十三、十四世紀神話故事般的綺想，而是西方人在東方居住一段時間之後

所蒐集到的考察記錄。其中， 1665 年 Johan Nieuhoff 所著的《荷使初訪中國記》

4及 1670 年 Olfert Dapper 所著的《第三、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

4 {荷使初訪中國記〉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使團晉竭當時的中國皇帝鞋草旦大汗，介紹1655-1657

年使團訪華期間發生的重要事情及風景地貌，生動描述了中國的城鎮、鄉村、官府、科學、工

藝、風俗、宗教、建築、服飾、船白白、山川、植物、動物以及與體扭人的戰爭。配有實地描繪的

的0幅插圖〉的簡稱。原文為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I'empereur de la Chine, ou grand cam de Tartarie, faite par les Srs. Pierre de Goyer, & Jacob de Keyser,

illustree d'une tres-exacte description des villes, bourgs, villages, ports de mers, & autres lieux plus

considerables de la Chine ... Le tout recueilli par Ie Mr. Jean Nieuhoff ... mis en fran♀ois ... par Jean Le

Carpentier} 。英譯名稱為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簡稱為 {Trave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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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5這兩本著作由於對東方世界有相當詳盡的文字敘述及大量的銅版畫，在大

航海時代就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書籍。在這兩本書之前其實已有幾本描述中國的書

籍，但由於不具有豐富的圖像，所以就比較不受到關注(Falkenburg) 。這兩本書

的圖像部份，合括了地圖、動植物、建築、服飾、樂器、兵器、圖騰、文字、宗

教、習俗、戰爭、吏治、刑罰......等等。文字部分則都是以荷蘭文書寫，但在當

時就隨即被翻譯成法文、德文、英文等等版本流傳至歐洲各地。

影像在東西交流的過程，成為最有說服力的傳播模式，跨越語吉與文字障礙

地，製作者將東方擬像建構到觀者的腦海，在觀者沒有太多判斷依據的狀況之

下，偏離事實的擬像也成為西方人的集體認知。雖然這階段西方人開始企圖將中

國真實的一面記載下來，但由於東西方理解模式差異及西方人對東方世界的認知

深度依然不足的狀況，依循東方觀點觀察這兩本書籍的圖案時，仍可以輕易發現

其中有不少謬誤之處，西式圖騰出現在東方人的穿著上(圖 1 )、東方的龍竟也

長了翅膀(圖 2) ，中文字則經常無法書寫正確(圖 3 、圖 4) 。此時就會令人開

始納悶，當時的西方人究竟為何將東方世界描繪成這個樣貌?當時的西方人看到

了什麼東西?關於中文字的部份，由於書中部份中文字書寫得還算正確，而且還

標示了文字的發音(圖 5 ) ，所以西方人在繪製這些圖像時肯定有中文範本可供

參考，並且有懂得發音的人從旁協助，但為何西方人依然「畫出」了大量的偽中

文字 (pseudo Chinese) 7 由這個現象可以發現，製作「擬像」與模擬中國品味

(Chinese taste) 的概念在當時已經成型。西方人在第一手記錄東方時，可能是

因為製作者理解力的限制、描繪重點的選擇，或是考量觀者看不懂所以也不用太

注重其正確性等等原因，製作者最後就選擇放棄抄襲原樣，以擬態的方式再現。

東方熱(Chinese Craze) 所察覺的東方、再現的東方只是追尋東方意象，真正的

東方依然只存在東方，西方人所見的東方也就是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所述的「東方忱的東方J (orientalized

orient) 。但即使如此，許多當時的藝術家與建築師仍然將這兩本書的插圖視為東

方意象的靈戚來源並從事延伸設計，因此，中國藝術風的發展基礎其實就已經是

個偏離事實的虛擬世界。

5 中文譯名又稱〈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清帝國海岸及內地值得紀念的活動〉。荷文原名為

{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時 of Sina: behelzende het tweede gezandschap aen den 0吋e叮r-kon凹in時g Sir呵lamon

en veldheer Ta剖i心凶s叫ing Liψpou山Ii; door Jan van Kampen en Konstantyn Nobe l. Vervolgt met een verhael van
het voorgevallen des jaers zestien hondert drie ein vier en zestig, op de kust van Si凹， en ontrent
d'eilanden Tayowan, Formosa, Ay en Quemuy, onder 't gezag van Balthasar Bort: en het derde
gezandschap aen Konchy, Tartarsche keizer van Sina en Oost-Tartarye: onder beleit van Zijne Ed.
Pieter van Hoorn. Beneffens een beschryving van geheel Sina. Verciert doorgaens met verscheide
kopere platen. Beschreven door Dr. O.~英譯名稱為 {Memorable Ente叩rise of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on the Coasts and in the Empire ofthe Great Ch'ing of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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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藝術風

Chinoiserie 這個字是是法文，源自於法文的 Chinois '即是英文的 Chinese'

Chinoiserie 就是英文的 Chinese-esque '意思就是「中國式的 J '中文翻譯為中國

藝術風、中國風設計或是中國情趣。中國藝術風指的是指的是 17~18 世紀歐洲依

循中國想像在工藝、裝飾、建築、庭院以及繪畫領域所風行的一種西式東方風格。

與字面不同的是 Chinoiserie 這個名稱所指的範圍是廣義的東方，並非侷限於中

國，而是包含了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由於大航海時代的遠洋貿易並非單點質易

而是沿途停靠，所以當船隻駛回西方時，各個東方國家的貨物已經夾雜在一起難

以辨別其來源，因此，中國、日本及南洋地區的工藝品都成為了中國藝術風的靈

戚來源。

由第一批運送到西方世界的東方工藝品到訂製、仿製、再創階段的主要改變

是詮釋權的轉移，東方思維、東方製作，西方思維、東方製作，演變到西方思維、

西方製作。在這脈絡之下，每個步驟東西兩端編碼與解碼的方式、強調與忽略的

內容就決定了最後一階段西式東方風格的樣貌。雖然這整個發展過程是由西方人

所主導，但東西方符碼轉換的過程並非單向進行，而是多元迴圈地交錯進行，西

方對外來文他不解之處，沿用了自身原有的價值體系重新詮釋，產生西式的東方

風格之後再要求東方製作「東方忱的東方」的產品外銷到西方。在同時間，中國

與日本也在西方市場的主導之下互相影響，歐洲不同國家所發展的風格也持續交

流，此時，再加上西方國家的各個工坊各自開發不同的設計風格相互競爭，最後

就造成中國藝術風的發展脈絡演變得相當複雜。中國藝術風所形成的看不見的城

市沒有一個固定的樣貌，這個城市除了混雜著中國、日本與南洋的文忙，還混雜

著歐洲各個國家不同歷史背景、不同語吉、不同文忱的人們的各式奇想。在這看

似包容力相當大的融合過程，其實是多種美學架構妥協下的產物，尤其是東西方

全然不同的美學架構在相遇時，有些觀念上無法避免的衝突，在尋求適當中介點

的過程，就有許多既不東也不西的中介風格出現。

探討中國藝術風這介於東西之間的設計風格可以從兩個角度切人，一是新材

質的試驗，一是繪畫風格的發展演變。東方器物材質的特殊性首先引起西方世界

的好奇、想像與模仿，但西方礙於技術限制的狀況之下，就只好在造型、色彩及

繪畫風格的部分盡其所能地依循原樣提高仿作的相似度。因此，大航海時代的早

期就出現許多相當高品質的仿製品。但是材質無法突破的現狀，如歐洲無法生產

東方等級的樹膠來製作漆器、歐洲到十八世紀中才研發出燒製瓷器技術的狀況，

就使得仿製品始終明顯是次級品的情形必須要藉由其他方法轉型才能有所突破。

此時，再加上東西海運時程過長且西方向東方定製的產品常與期待有落差的狀

況，就促使西方人在當地開始尋求替代方案並自行從事延伸設計。西方的工匠於

是從摹仿者的身分轉型為設計者;中國藝術( Chinese Art)也開始轉型為西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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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風格的中國藝術風。在西方學者定義之下，真正的中國藝術風不會依據東方樣

本製作，而只是將東方樣本視為靈戚來源(Jacobson 52) 。也因此，製作東方品味

「擬像」的設計方法，在這階段已經展開。

(一)、材質的試驗

材質試驗大致可分為摹仿、改造、再創這三個階段。摹仿階段由於材質技術

仍然還在開發階段，所以這個階段的製作者將研發材質及掌控材質特性視為最高

準則，此時製作者的目標就是將物件製作到無法分辨真偽。而後，當材質研發成

功或是替代材質開發得較為穩定之後，因應使用者的需求，製作者就會開始試圖

將外來元素應用在自身的場域。在這階段，外來元素將會被拆解再重新組合運

用，而後，當拆解與重組這個動作依然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時，就會進入再創

的階段。再創階段，製作者不再直接摹仿外來元素，而是依循原有認知架構消他

吸收之後再重新設計。這幾個階段，大致對應到了布希雅在擬仿物與擬像一書中

所提到的符碼發展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真實對象的再現，符碼是現實狀態的

反射;第二階段是曲解真實，符碼及影像已經不再真實地呈現現實狀態，但在其

中有包含部份的真實;第三階段是真實的消失，擬仿物偽裝成真實對象的再現，

所謂的真實已經不存在;第四階段是純粹的擬像，擬仿物已經不和任何真實有所

關連(布希雅 23 )。對應過來，材質摹仿的階段，製作者只是企圖再現真實;改

造階段，由於技術的限制，替代材質已經產生，真實開始受到曲解;再創階段，

外來元素不但被拆解，更受到重新詮釋，因此，擬仿物已經偽裝成真實對象再現，

更甚者，已經不和真實對象有關連。西方學者所定義的真正中國塾術風也就是發

生在這個階段。

觀察跨文他融合的歷程，製作者總是會由摹仿演變到再創。摹仿，是為了瞭

解製作方法;再創，是為了將異文他應用到自身文忱的脈絡中。在大航海時代，

當西方人開始能夠掌控東方材質的特性或是研發出替代材質之後，純粹再現真實

對象也就無法滿足西方人的好奇，因此就進入了再創階段，摹仿者開始變成設計

者，新材質就被應用在西方原本運用其他材質所製做的物件上。如台夫特陶

( Delftware)就開始出現許多摹仿其他材質的試驗，像是摹仿金屬材質的燭台(圖

6 、圖 7) 、木頭材質的小提琴(圖 8) 、木頭材質的鳥籠(圖 9) ，或是台夫特陶

摹仿漆器黑底上彩的效果(圖 10 )的器血。這部份的試驗，西方人不但試圖將

原本在西方世界就有的器物以新奇的材質呈現，也試著將外來的不同材質融合呈

現。此外，西方人也開始將中國贅術風這個新題材應用到西方原本就有銀器上(圖

11 )。在缺乏新銀的十仁世紀，東方並沒有外銷貴重金屬到歐洲，這一類西方人

自行運用當地材質及製作技法所製作的中國藝術風工藝品就是相當典型的「東方

他的東方」。

以上這幾種跨材質的試驗大致展現了追求新奇、高度實驗性，以及物件原有

功能轉變這幾個特質。西方世界早期追求新奇並從事蒐藏或是掠奪的行為依然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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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於試圖將他者收容內於自身的脈絡，但是探索新奇材質極限的意圖，就將難度推

至頂點。如圖 9 鳥籠運用纖細的陶土製作框架並留下大面積縷空的效果就需要對

燒製技法有相當的瞭解;圖 10 仿漆器黑底並在上層繪製多種色彩的效果也需要

對袖藥及燒製程序有相當瞭解才能達成。這些看似只是為了追求材質極限的實驗

性表現，似乎只是為了好玩、追求新奇，但新奇的背後卻需要付出相當高的代價，

時間、金錢、人力成本都難以計算。西方人願意花如此多的資源將中國藝術風發

展到如此完整的主要背景因素是因為當東方新材質來到西方之時，十七、十八世

紀歐洲權貴階級也正逢重組階段，所以新興富有階層也需要新的風格來宣告自己

的身份(Jacobson 32) ，中國藝術風，也就在這時機點成為象徵權貴的符碼。在這

背景因素之下，符碼的特性已經受到改變，宣告功能已經遠大於物件原有的實質

功能，所以即使台夫陶所製做的小提琴不能作為實際演奏之用，鳥籠不再輕便易

於清洗也完全不會減損其價值。當擬仿物已經不再試圖偽裝成真實對象且物件的

原有的功能已消失之時，擬仿物也就不和真實有所關連。

(二)、圖紋風格演變、

圖紋風格演變也是依循布希雅所述的四個階段來發展，但由於西方繪畫原本

已經擁有發展完整的脈絡，所以與材質試驗的狀況又不大相同。材質試驗的部

份，由於東方的瓷器、漆器，以及絲之類的材質是西方人前所未見的材質，所以

在再創階段西方人就比較能夠勇於嘗試任何想像得到的組合，雖然有些組合方式

會將製作技術的難度提升許多，但是並不會牽涉到是非對錯的問題。但是繪畫這

種將立體世界壓縮在平面的表現手法，就內最了許多邏輯思考在其中，如透視、

人體結構，或是畫不畫陰影都是當時西方人隨即意識到的問題。在文藝復興時期

的歐洲，經過「科學之眼」訓練的西方創作者已經有一套建構完整的美學與設計

方法，所以在融合或是再創的過程，自然無法完全走出這個框架。因此，即使西

方人覺得東方繪畫的表現手法相當新奇，但是仍然認為其中某些表現手法是「錯

誤的」、「需要修正的 J (Myer 206) 。除了關於科學上的認知之外，十七、十八世

紀歐洲藝術的主流是強他情緒、色彩等戲劇性張力表現手法的巴洛克風格，因

此，當時西方的審美品味自然偏好裝飾性風格。東方美學講究留白與虛實變他的

審美架構，在這系統的觀點之下自然不夠具有美戚，西方在不理解東方審美系統

的狀況之下，簡約的風格也就顯得貧乏而需要調整。依循以上所提的幾個西方美

學觀點，東方風格的繪畫就開始出現單點透視的空間(圖12 )、畫面也開始出現

地平線(圖 13) 、物件也開始被畫上陰影(圖1 ) ，原本應該是留白的背景，也被

畫上了網格或是線條(圖 15 )。這一類依循東方形式實踐西方美學的手法，由於

部份真實依然受到保留，所以兩端難以整合的部份就以比較奇怪的方式並存在一

起。

回到本文初所提到的: I 中介設計是在試探自身符徵符旨協議關條所能放寬

的程度，並將彼方失去協議關f擎的符徵收納到自身的新的協議系統中。」這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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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改造階段由於仍然延續部份真實，所以依然難以自然地收納到自身系統 o 直

到再創階段，真實受到捨棄之後，這個概念才真的開始實踐，這個階段也就是西

方學者所說的真正中國藝術風的階段: I不依據東方樣本製作，而只是將東方樣

本視為靈戚來源。」在這階段，西方人將他們從東方文物中所觀察到的某些特徵

在西方世界建構出新的符徵符旨協議關條，如東方印象的材質與色彩:中國外銷

青花瓷的白底藍花樣式、日本漆器的黑底上彩樣式;東方印象的物件:寶塔、飛

槍、長傘、鈴錯、長袍，椰子樹(圖 16 )等等 o 在這個階段，象徵東方的元素

不但從原有的架構中被抽離，被改造，更被強化，來到西方失去符徵的符旨在西

方被賦予了新的造型與意義，看不見的城市於是成型。

五、結論

依循索緒爾詮釋符碼及布希雅詮釋擬像的概念來觀察中國藝術風這「看不見

的城市」的設計思維可以發現，即使「看不見的城市」是個完全跳脫現實的想像

世界，但是想像依然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歷程才能由原有的認知系統逐步發展成一

個完整的「擬像」。西方人由摹仿、改造到再創造幾個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困難點

持續在轉變，技術的研發、美學的調整，以及符徵符旨系統的協商都需要經過相

當續密的設計歷程才能轉換成功。布希雅主張: I擬仿物從來都不是隱藏起真相

的東西:它隱藏起的是『從來都沒有所謂的真相』的那個真相。擬仿物本身即為

其實。 J (布希雅 13 )依循這概念，也就沒有所謂的東方的真正的東方，東方的

概念也只是由一群居住在東方的人所營造出來的擬態，而中國藝術風也就是西方

人長期建構下來的「真正的東方」。所以，只要有人相信擬仿物的存在，擬仿物

就是真實，只要有人相信「看不見的城市 J '看不見的城市就會開始變成「看得

見的城市」。所以當中國藝術風的發展從工藝品逐步延伸到傢俱、室內裝潰、建

築、園藝的時候;當東方也開始摹仿西方的中國藝術風的時候，真實與想像也就

不再擁有界線了。符徵與符旨的協議關像是需要被繼承才能延續的，且這協議關

像是由製作者所宣告的，消費者所助長的，所以當東方失去符旨的符徵來到西方

之後，在改造階段，東方的符碼就先被拆解成零散的元件，並依循西方的概念重

新拼湊起來，如此重新建構符徵符旨協議關條的翻譯過程，自然產生許多語焉不

詳的零散元素混雜在其中。因此在再創的階段，這些連西方人看起來也覺得可以

捨棄的雜訊就被抽離了，適合保留的元素依循西方的文法重新詮釋之後，擬像就

此成型。唯有透過西方重新定義符徵符旨的協議關條、運用西方語吉重新詮釋後

的東方才有辦法被西方人所以理解、被西方人所相信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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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旗幟(局部放大) , 1670 年。(圖片來源 Dapper 458-459 中間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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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釋迦摩尼(全圖與局部放大圖) , 1670 年。

(圖片來源 Dapper 44-的中間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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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臭某樹(局部) , 1670 年。(圖片來源 Dapper 2 L4-215 中間插頁)

(左)圖 6 銀燭台， 1674 年。(圖片來源Aronson ， Dutch Delftware 2005 L6 )

(右)圖 7 台夫特陶，約 1690 年。

(圖片來源Aronson， Dutch DeLftware 2005 L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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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台夫特陶小提琴， 1725 年。(圖片來源 Fourest J66)

圖 9 台夫特陶鳥籠，約1685-1700年。(圖片來源 Dam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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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10 台夫特陶，約 1695-1715 年。(圖片來源 Dam 120)

圖 II 中國藝術風銀托盤，倫敦製，1682/83 年，長度 12.5 英吋。

(圖片來源 Dauterma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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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B1ick1ing Hall Norfolk 手工印製壁紙 1760 年代。(圖片來源Jacobson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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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台夫特陶瓶局部，約 1695-J700 年。(圖片來源 Dam 107)

矗立:
圖 14 台夫特陶盤局部，約 1720 年。(圖片來源 Fourest 96)

53



達4脅看不見的城市 中國華術風中介設計的設計思維

圓的台夫特陶瓶，約 1630-50 年。(圖片來源 Aronson ， Dutch Del社ware: The

7)

圖 16 法蘭索瓦﹒布雪 (Fran<;oisBoucher 1703~1770) ，中國釣魚宴 (The

Chinese Fishing Party) , 1742 年。(圖片來源 Jacobson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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