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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人類進步的腳步，文化資產的保護越趨重要，不管是有形(tangible)或無

形(intangible)資產，博物館都在文化保存的功能上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在人類

歷史的進程上，博物館從過往以私人收藏為主的資產保存，到現今以研究與教育

為文化保存目的的展示方式，本文旨在探討博物館的發展與傳統現今展示方式的

差異，並以英國伯明罕溫特伯宅邸與花園 Winterbourne House and Garden 為例，

闡述英國該景點在保存藝術與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時代下的文化

資產，是以何種方式來展現，其展示方式又與傳統博物館的差異為何。 

Winterbourne House and Garden 致力於保存藝術與工藝運動的文化資產，由於其

年代的藝術品相當具英國代表性，且多為生活家飾品，為使觀眾瞭解藝術與工藝

運動不同於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與裝飾風格，以「Nettlefold 家族歷史」和「藝

術與工藝運動」此二主題為設計主軸，採用情境式的展示方式，讓展品與展場形

成協調感，使藝術與工藝運動時期的家飾品自然融入與展場之中，為了讓展場呈

現一致性，多數採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花草圖騰紋飾，不管是壁紙、

磁磚、地毯、抱枕等，都以此風格的紋樣來作點綴，自然展現藝術與工藝運動時

期家飾品的美學設計。 

    博物館的定位與展示方式有很大的轉型，同樣的藝術與工藝運動為主題的展

覽，Winterbourne House and Garden 和位於倫敦的 V&A 博物館展示手法就有很大

的差異，Winterbourne 選擇以原址展現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為觀眾帶來的感受

又是如何? 博物館展覽方式的轉變是本文將探討的議題。 

 

藝術與工藝運動發展與背景 

    藝術與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起源於 19 世紀末的英國，當時正

值繁榮興盛的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受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在這個講求

效率與速度的年代，生產線的發明，大規模製造與複製成為主流，機器取代人力，



圖 1. Winterbourne 宅邸與花園 

縱使工業革命為現代化奠下不可抹滅的基礎，但量產的代價是品質降低，少了手

工的溫度與細緻，成為「沒有靈魂」的機器產品，許多藝術家與社會學家對此現

象感到不安，認為如此倚靠機器產出的社會，會失去傳統工藝的價值與創造力，

於是一群英國藝術評論家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拉斐爾前派(Pre-Raphaelite)畫家…等人發起並參與藝術與工藝運動，強

調重現手工藝的傳統價值，採用大量自然花卉草木等元素於作品之中，有別於維

多利亞時代過度矯飾的風格，藝術與工藝運動的設計提倡簡化，運用弧形與圓轉

線條來呈現其流暢性。藝術與工藝運動對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且被視為是現代

主義的前奏，亦為英國設計史上相當具代表性的藝術與創作風格。 

 英國對於文化遺產十分重視，於 20 世紀後期，遺產保存運動隨著戰後的休

閒觀光產業快速發展而進行，受首相柴契爾夫人(Thatcher)推動私有化政策的影

響，文化遺產的管理權從國家移轉至民間。在英國文化遺產保存的框架下，位於

伯明罕大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的 Winterbourne house and garden 致力於保

存藝術與工藝運動的歷史文物，Winterbourne 是少數於

英國保存良好的 20 世紀郊區宅邸與花園，建於 1903

年，為 Nettlefold 家族的度假別墅，整體的建築與花園

設計都受藝術與工藝運動的風格影響，宅邸內大量採用

William Morris 花樣的壁紙和家飾品，而花園則是由

Margaret Nettlefold 參考 Gertrude Jekyll 著作所設計。 

 

英國經典花樣設計師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Have nothing in your house that you do not know to be useful, or believe to be 

beautiful ─ William Morris《The Beauty of Life,1880》 

 William Morris 是英國藝術與工藝運動中的領導人之一，1851 年，William 

Morris 參與了在英國倫敦舉辦的第一屆萬國博覽會，儘管活動之盛大，政商名流

甚至藝術人士都積極參與此活動，但是 William Morris 卻認為展品過於粗糙，18

世紀工業革命在材料與技術上的進步，絲毫掩飾不了制式化產品下的粗糙，於是

William Morris 偕同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普金(A. W. Pugin)主導藝術與工藝

運動，倡導手工藝的回歸，創立了一間公司，專門生產 William Morris 堅持品質



下的各種工藝設計品，晚年投注心力於花樣的設計，如今此設計被製作成壁紙、

布製品、印刷品等，大量被使用並影響英國的花草圖騰設計。 

 Winterbourne 在宅邸的設計規劃上大量採用 William Morris 的花樣設計，不

管是在壁紙、窗簾、門檔、床單、枕套等，四處可見 William Morris 花樣的蹤影，

並搭配適宜的油漆粉刷與地毯，營造出濃厚藝術與工藝運動時期的氛圍。 

 

英國最具影響力的花園設計師─葛楚德．傑克爾(Gertrude Jekyll) 

    Gertrude Jekyll 是英國知名的作家與花園設計師，亦為藝術與工藝運動中相

當重要且具影響力的成員之一，Gertrude Jekyll 設計的花園超過四百座，特色為

鮮明色彩與水彩般的細緻漸層，據說其花園設計的風格影響了後來的印象派畫家

(Impressionist)，Gertrude Jekyll 所設計的花園也被認為是英式風格的經典。

Winterbourne 花園採用了 Gertrude Jekyll 的設計，而該座花園更於 2008 年列入

英國遺產(English Heritage)之中，種植來自中國、北美、南美與高山的植栽，一

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好景色，值得探索。 

    Winterbourne 宅邸與花園傳承至 20 世紀中葉，直至最後的擁有者 John 

MacDonald Nicolson於1944年將Winterbourne的宅邸與花園遺贈給伯明罕大學，

以供教學研究與保存之用途，直至 2010 年春天整修完畢，轉變為一個新的觀光

景點開放給大眾，不只展出 Nettlefold 的家族收藏，也是藝術與工藝運動作品的

實際運用與展現。 

 

變動中的展覽型態 

    傳統博物館如同今日私人收藏家的展示間，彰顯個人財富與品味，黃淑媛指

出：「在過去，博物館一向依賴國家、菁英和資本家的支持，造成這些支持者的

意識形態間接地反映到博物館的展示上。這些支持者以擁有這些收藏品自傲，進

而拿下文化再現的位置與霸佔文化再現的實踐空間。」(黃淑媛，2002)過去的階

級在位者透過文物遺產的知識管束，建構出文化的意識形態，並以民族意識的灌

輸統馭人民的思想，直至十八世紀受法國啟蒙運動的影響，開放收藏的風氣在歐

洲貴族皇室間蔓延，各國才先後成立大型博物館，但其主要目的並非吸引人潮參



觀，仍以捍衛各國博物館名聲而努力，甚至帶有展現王權的意義。 

    十九世紀法國大革命後，王室私人收藏收歸國有，成為全國人民的共有資產，

博物館的意義與使用正式轉型，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也影響了博物

館的發展，博物館不應是保存私人收藏的地方，而是一個人人都有權利共享的學

習場所。 

    十九世紀末進入了博物館熱(museum boom)時代，博物館發展進程也從第一

波的增加展品收藏、第二波重視博物館員專業能力提升，進展到博物館空間與展

覽型式的規劃，尤其是二十世紀末，休閒文化觀光產業興起與國家行政體制的改

變，博物館不得不開始與一般觀光景點競爭增加收入，在博物館競爭者眾、商展

與萬國博覽會又興起的情況下，為吸引更多的參觀人潮，展覽策畫與設計成為一

門新興領域，展品從以往的玻璃櫃中解放，增加各式互動與富參與性的展覽方式，

讓博物館成為更受歡迎的文化觀光景點。  

 傳統的展示型態以接近實證主義的觀念，強調大量真實展品的集中，作為歷

史還原的手法，認為只要透過物的實質證據展現，就能夠滿足展覽的真實性，然

而鄭國賢表示：「傳統展示將經驗意識凌駕於人本意識之上，移轉了物件與人的

主從關係，讓渡物件取得真實性的主位。」然而展示是一種保存生活文化的空間，

跳脫過往博物館是權力展示的場域意義之外，現今的展示應是與人互動，並帶有

生活學習的價值功能，過去這般以大量物件集中展示的方式，則失去了參觀展場

享受文化的樂趣。 

    隨著社會思維和價值觀念的演進，現代博物館開始思考人的自主性，展場改

變了原本的展示架構，開始重視觀眾的需求，讓觀眾成為主體與展品對話。是故，

博物館展覽的改變之處，在於其藉著「物」─人類與其環境的物質證據(ICOM, 1989)，

或以此物質證據重現社會的、文化的或是審美的情境，為觀眾提供官能的經驗，

產生認知而獲得學習(周功鑫，2011)。鄭國賢認為：「展示解構(deconstruct)之後

的新展示現象，創造出了一個允許觀眾一同參與編寫的展示文本，將編寫文本的

權力讓渡給觀眾，造就文本的發展面向有著不一樣的結局。」展場本身不再是物

件單獨發聲的個體，而是觀眾與物件的互動與對話，同一個展示場域，由不同經

驗背景的觀眾來解讀，都會有不同的結果意義。 



展示空間的規劃與轉變：以伯明罕溫特伯宅邸與花園為例 

    展示就是在說故事，展示品是故事的事件，展示空間是鋪張故事的時空背景，

參觀者就是聽眾。(洪楚源，1999) 

    同一個物件會在不同氣氛的情境下而有不同的感覺意涵， Winterbourne 選

擇保留 Nettlefold 家族的家具陳列，規劃為一座沒有明顯距離限制的互動博物館

(interactive museum)，盡可能保留原址的呈現方式，整個博物館就是一幢從二十

世紀保留下來的建築，觀眾穿梭在別墅與花園之中，藉由人與「古」的對話，加

深了人們所感受的情境意象，假想自己真的穿越時空回到二十世紀，使我們回到

物件所的時空裡，成為 Nettlefold 家族邀請的賓客，在此種氛圍之中，人與物件

的聯繫感才可能被建構出來。 

圖 2.及 3.  Winterbourne 的展示長廊與互動性展示設備 

    Winterbourne 進門是舖上地毯的的長廊，擺放了古董鋼琴、書櫃與家族畫像，

多數房間保留其原本用途，部分改造成學術使用的會議室，而原為廚房的區域則

裝修為茶室(tea room)，提供英式餐點與下午茶。場中幾乎所有的展品都能夠觸

碰，觀眾可觸摸感受二十世紀時家具的材質，近距離觀看 William Morris 花樣的

壁紙、窗簾、磁磚、地毯等，歷史空間與 William Morris 藝術交織與相互妥協下

的呈現，讓日常美學毫不拘謹地自然展現。 

    不同於一般書本的視覺學習，博物館能提供參觀者各種官能性的學習，從文

字描述的抽象概念，轉換為實際感受的學習體驗，尤其是對兒童，連結視覺、聽

覺、觸覺甚至嗅覺等官能，其學習成果遠超過書本，並更有效率且深刻，波士頓

圖一 



圖 4. V&A 博物館內的 William Morris 

展區 

兒童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口頭禪：「我聽了而我忘記；我看了而我記得；我摸了而

我了解」(周功鑫，2011)，由此可見，博物館的學習環境不同於學校，它讓觀眾

具自主性，可自由於其中探索，觀眾不需具專業學術背景，透過展覽設計規劃，

博物館能帶給大眾的學習體驗是與眾不同的。 

    且拜科技所賜，展場內結合了電子書、電話講解聲音筒、影片播放、聲音情

境營造等多媒體效果，二十一世紀是資訊爆炸的時代，因網路資訊的大量使用，

改變了人們原本的生活型態，資訊的快速流動影響了人們接收資訊方式的解讀方

式，而博物館在此趨勢之中因資訊媒體技術的導入，而有了不同的展示與被解讀

的管道型式，透過多媒體的呈現手法，增加了觀眾學習的多樣性與娛樂性， 

    一個博物館所涵蓋的多元展示方式豐富了觀眾的學習體驗，觀眾對於

Nettlefold的家族歷史和藝術與工藝運動的學習，不僅僅是在博物館的解說牌上，

其所見的擺設、家具、壁紙、花園甚至建築物本身，都是 Winterbourne 特意保

存修復想要傳達給觀眾的歷史文物，相較於傳統博物館的展示方式，

Winterbourne 讓觀眾能更輕鬆且具某種程度的娛樂性，去了解這裡的藝術品與歷

史意義。 

    為強化展示氛圍，Winterbourne 強調實物展示，這裡的花園和展品都是蘊含

歷史的、文化的和美學的價值，為我們導覽的解說員表示： 

    Winterbourne 的遺址修復都會參考 Nettlefold 家族遺留下來的老照片，包

含花園本身的規劃，都盡可能地還原成原本的樣子。 

    為讓觀眾能了解 Nettlefold 家族當時的生活狀況和環境，特地將展場設計成

以情境式手法表現，因此這裡沒有制式的玻璃櫃與柵欄，沒有突兀而具侵略性的

解說牌，部分展品甚至可以直接觸碰與操作，不僅提升觀眾的真實性感受，也降

低了藝術與歷史對觀眾的距離感。 

    為達到展示主題的一致性，Winterbourne

以 Nettlefold 的家族故事做為背景，並緊扣藝

術與工藝運動風格來展示呈現，因此宅邸內

的壁紙均採用 William Morris 的設計，

Winterbourne 並沒有刻意強調藝術與工藝運

動的展品是哪些，不同於倫敦的維多利亞與



        圖 5.  Winterbourne 的展場設計 

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採用較傳統的方式，將 William Morris

的作品裱框或置放於玻璃櫃內展示，Winterbourne 實際將 William Morris 的設計

運用在展場之中，展覽的空間藝術影響了觀眾在其中所得到的感受，為使主題能

夠被正確詮釋並引發觀眾的興趣與學習動機，Winterbourne 在空間規劃上花了不

少心思，除每個房間都配合其使用目的以 William Morris 設計花樣的壁紙、油漆

與窗簾搭配外，抱枕、地毯、床單，甚至磁磚等都採用 William Morris 的設計圖

騰，實例應用藝術與工藝運動中傢俱的擺設方式，即使是要避免觀光客的隨意觸

碰與坐上傢俱，也不會採用傳統放置禁止牌或圍上柵欄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放

在椅子上的松果或帽子，和攤平在床上的復古睡衣，展場布置在小細節也精心講

究，兒童房的窗台邊擺上骨董小錫兵，供小朋友玩耍的復古偶戲臺等，偶爾會有

發現小驚喜的感覺。 

 

 

 

 

 

 

 

 

    此外，為了能夠達到展品解說的功能，又呈現展場風格的一致感，

Winterbourne 結合房內擺設的傢俱與解說牌，設計出同時具講解和裝飾功能，又

配合房間主題的家具，例如於女士進行休閒活動的畫室(Drawing room)中，擺放

鑲白框的解說屏風，和結合櫥櫃櫃門的解說文字與遊戲拼圖，又或者是書房桌上

隨意散置的解說圖片，骨董電話型態的解說語音撥放器，和觀眾能自由打開的抽

屜等，讓觀光客自由地在宅邸內探索，偶有意想不到的樂趣，在盡可能還原 20

世紀擺設的同時，增進與觀光客的互動程度，不僅增加解說牌的娛樂效果，也能

達到教育與傳達資訊的目的。 



    Winterbourne 還特意設置了下午茶的區域，在逛完了展示區域後，也可在貼

有 William Morris 花樣壁紙和良好採光的茶室內用餐，或是悠閒地享受英式下午

茶。德瑞波(Lee Draper)曾指出： 

    有 75%~95%的觀眾是結伴參觀的…，只有 5%~25%是單獨來館的。參觀博物

館，基本上是一種社會性的經驗…，許多休閒性的活動已成為自我認同和親密關

係的管道…。事實上，觀眾並未將學習和社會互動截然二分，探索博物館和社交

活動的關係至為密切。 

    由此可見博物館已和休閒觀光產業脫離不了關係，參觀除學習目的之外，同

時也有社交目的，因此規劃能夠滿足社交目的的區域是必要的，Winterbourne

除了有室內的餐廳外，室外也設有木製桌椅提供觀眾乘涼，花園裡有小型販賣部，

偶爾會提供手工或園藝課程，讓 Winterbourne 除展示教育外，也具有休閒社交

或娛樂的功能。 

    對博物館人而言，展示設計必

須服從下列幾個條件：以獨特的物件

為主體，設計令人樂於接受的空間形

式，以能夠令人明瞭的圖片、文字來

呈現，妥善的處理聲音，並運用合理

的設備與燈光 (王嵩山  , 2005)。

Winterbourne 營造了相當好的年代

氛圍，以 Nettlefold 家族歷史為展示

主軸，圍繞在藝術與工藝運動設計的展品之中，且展場空間的動線與擺設令人能

夠舒服自在，即使是讓人閱讀的文字解說，都採用簡單清楚的方式來呈現，

Winterbourne 以更貼近人的方式，創造美的體驗氛圍，降低了距離感，創造了一

個自然寫意的展示空間。 

 

結語與反思 

    英國博物館學家麥克‧貝傑(Belcher Michael)曾說： 

    博物館展覽猶如一溝通的媒介。展覽所給予的力量是無限的，有限的是人的

圖 6. Winterbourne 改造自廚房，現今提

供英式餐點與午茶的茶室 



想像力、實際技術、外在能力與預算。 

    這句話道出展場的力量是無限的。Winterbourne House and Garden 以

Nettlefold 家族二十世紀時所保存下來的宅邸、花園，和當時藝術與工藝運動的

傢俱設計為主，重新整理規劃，並依據史料重建保存，與伯明罕大學合作重新讓

原本只屬於研究性質的 Winterbourne House and Garden 開放給大眾參觀。藝術與

工藝運動是英國於十九世紀末強調手工藝細緻的運動，不同於當時維多利亞時代

的矯飾風格，藝術與工藝運動的作品更貼近人手工的溫度，在機器的便利之下加

入手工的精細，創造出不同於量產無變化的複製品。而 William Morris 則是此運

動中不可不提及的主要人物之一，其作品多以英國花卉草木為主題，設計出來的

花樣不僅運用於壁紙上，更織成布製品，爾後被視作英國花草圖騰的重要風格之

一，在英國各重要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和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

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等都有其專屬展區，然而傳統博物館的展示方式不

外乎是將圖樣裱框或放進玻璃展示櫃內，Winterbourne 為營造出二十世紀的住家

氛圍，實際使用並展示藝術與工藝運動的家飾產品，撤掉制式的玻璃櫃、柵欄和

解說牌，然而如此強調氛圍的展示方式，為了整體的美感與協調性隱藏了許多圖

標解說，若沒有導覽員的適時補充，觀眾難以清楚了解該展覽的資訊細節，反倒

是以傳統方式呈現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透過依照年代擺放的序列和充足

的展示說明，完整扮演了博物館作為知識傳遞者的角色，觀眾得以有順序地了解

William Morris 創作風格的改變與方式，顯而易見的解說牌清楚說明 William 

Morris 的生平和特色，縱使展覽型態不如 Winterbourne 般生動有趣，卻省卻了

導覽員的必要性，觀眾可自行閱讀或以掌上型數位導覽輕鬆了解博物館所要傳達

的資訊，因此 Winterbourne 固然營造了工藝時期的情境，創造讓觀眾更自在寫

意的展覽空間，在實際的知識傳遞上，傳統博物館仍扮演了無可取代的重要角

色。 

    現今博物館受大環境影響，不得不與其他類型的博物館和運動休閒場所競爭，

為能永續發展，不管是以資產保存或永續經營為目的，都希望能提高觀光客前來

拜訪的意願，為滿足現今越來越多元且複雜的觀光客需求，博物館的整體規劃強

調多功能使用，在滿足以學習為目的特定觀光客時，也能滿足其他不同目的的觀

光客群，因此博物館逐漸提供不同的服務，而不僅僅是以展覽為主。 

    歐文所於 2013 年赴 Winterbourne House and Garden 參訪時，負責人為我們



解說的投影片點出了他們的未來規劃與展望，五個要點分別是： 

一、提供休憩與一日遊的場所 

二、展現更多愛德華時期的伯明罕 

三、透過實際參與課程和紀錄史料從中學習 

四、提供舉辦會議和活動的場地 

五、在高品質的傳統茶室享受午茶 

    由伯明罕大學職管的 Winterbourne House and Garden 在發展規劃上，可明顯

看出與私人企業經營觀光景點的不同，除營造一個具英式傳統的一日觀光景點和

下午茶地點外，也著重實際與社會性用途，於發展上伯明罕大學給予實際建議與

協助，於學術上 Winterbourne 提供研究的史料保存和會議場地，於社會上

Winterbourne 創造了讓學生和市民休閒社交的空間，透過成為觀光產品達到永續

經營的目的，且能夠保存維護文化資產的使用，讓更多人能夠了解 Nettlefold 家

族歷史，和英國藝術與工藝運動作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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