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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的藝術品味
—

特展前置評量規劃及施行

鄧欣潔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二 一
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在規劃前
○ 三年推出﹁十全乾隆 —
期首先進行前置評量工作，本文簡述本特展前置評量規劃方式及施行歷程，並提出評

先瞭解觀眾對於展示主題的認知與期

目的，即是希望在展覽規劃前期，預

成就一個好的展示內容。展前評量的

必須經過反覆的檢視及評估，才能夠

生成如同新商品的上市，在規劃期間

差；同樣的，一個展示主題及內容的

測，可能導致上市後出現瑕疵及誤

一項商品若沒有經過多次的檢

術品味的認知，以及對於本特展之關

工作，瞭解觀眾對於乾隆皇帝及其藝

年度推出﹁十全乾隆 —
清高宗的藝術
品味﹂特展，依循往例進行展前評量

示內容及教育活動規劃之參考。而本

之認知與期待，並以觀眾回饋作為展

可以事先了解觀眾對於各項展覽內容

由策展小組擬定展示目標及方向，更

業，即是期望在展覽規劃前期，除了

位進行主題規劃之參考。評量預期目

展主題關注的題項，藉以提供策展單

的認知為何，並試圖分析觀眾對本特

觀眾對於乾隆皇帝本身及其藝術品味

及焦點團體座談兩項評量方式，瞭解

因此，本次評量選擇面對面深度訪談

有效且直接了解觀眾的想法與感受，

效。而利用問卷、訪談等方式，可以

確保展覽推出後，能夠達到迴響與成

更 了 解 社 會 大 眾 所 關 注 的議 題 ， 藉 以

量結果及分析，作為展示設計與教育活動規劃之參考依據。

待，促使推出後能滿足觀眾需求，以
注方向。
標如下：

強化博物館展示及教育的功能。國立
博物館學者認為，在展覽規劃

瞭解觀眾對於﹁乾隆皇帝﹂及其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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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進行前置評量工作，能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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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宮 博 物 院 自 二 ○○
九年開始，於大
型展覽規劃初期，進行前置評量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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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所學生參與焦點座談

教育展資處提供
於陳列室出入口邀請入館觀眾進行面對面深度訪談
圖一

作者攝
圖三

十全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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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焦點座談會場次表

相關學系背景

人數
2012/11/09

藝術史相關系所

8
二

2012/12/03

歷史系相關系所

5
三

2012/12/09

一般觀眾

7

術品味的基本概念及先備知識。
做，為兼顧代表性及所表達意見的準

「乾隆的藝術品味」主題展覽，希望得到的資訊、作品或展覽形
態的呈現

確性，第一部份以入館觀眾為對象，

說明：前兩題項事先提供與參與座談之受訪者，受訪者可以事先思考以利座談順利進行，訪談過程由主持人掌控全程，並加入輔助性問題。相關輔助
工具均無事先告知參與者，以求參與者盡量分享自身偏好與意見。

找出觀眾對於該展主題內容的興趣

乾隆皇帝收藏藝術品類型與藝術品味，藝術品味的養成

與期待。
焦點團體座談。

進行面對面深度訪談，第二部分進行

面對面深度訪談
—

分析觀眾先備知識、對於本特展的

第一部分
該部分針對入館參觀觀眾進行
面對面深度訪談，考量本次特展係以

乾隆皇帝的陶瓷品
—

﹁乾隆皇帝﹂為主題，因此，訪談場
地選定﹁得佳趣
味﹂以及﹁子子孫孫永寶用 —
清代皇
室文物的典藏展﹂等與乾隆皇帝相
關之主題陳列室出入口，並挑選年滿
十五歲以上之臺灣觀眾為訪談對象進

經由團體互動方式，獲得有利的資訊
與結果。因此，藉由焦點座談方式
︵圖三︶，能夠獲得觀眾對於﹁乾隆
皇 帝 ﹂ 本身 及 其 藝 術 品 味 的 認 知 與 想
法，並試圖找出較能吸引大眾興趣之
主題選項，作為展示內容及教育活動
規劃之參考。
為使評量成果具有專業度及中立
可信賴度，邀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
學系兼任副教授陳雪雲擔任焦點座談
主持人，訪談前事先給予受訪者訪談
架構，並鼓勵繪製架構圖，提出本身
對於乾隆皇帝及其藝術品味的認知。
︵圖四︶訪談對象除以歷史及藝術史
相關科系背景學生，亦針對曾參與過
第一階段訪談，經篩選認為適合進行
座談之一般觀眾進行另一場座談會。

觀眾回饋與結果評析
在面對面訪談與焦點團體進行
時，首先引導觀眾分享其對於乾隆皇
帝的認識。由訪談中亦了解受訪者對
於乾隆皇帝其藝術品味是否有模糊或
錯誤的概念，以作為日後展示及教育

行面對面訪談︵圖一︶，首先詢問觀

眾參觀後的想法與感受，確認觀眾在

參觀過程中，是否能說出展示內容與

乾隆皇帝的連結度與相關性，並進一

步引導觀眾分享對於乾隆皇帝及其藝

焦點團體訪談
—

術品味的概念與想法。

第二部分
焦點團體訪談係由特定條件的

成員所組成，由主持人引導，在自在

輕鬆的氛圍之下，讓參與者分享彼此

對於特定主題或事件的看法與感受，

執行結果
施作地點

參觀「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特展∕「子子孫孫永寶
用—清代皇室的文物典藏」展感想及印象最深或是最喜歡的作品

活動規劃上著重之目標。

品豐富﹂、﹁喜愛在書畫上題字﹂、

於乾隆皇帝的聯想，能夠提到﹁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受訪者對

人皇帝。

卻醉心於漢文化，是位漢化極深的滿

訪者認為，乾隆皇帝本身雖為滿族，

了有政治及武功顯赫之概念，亦有受

受訪者對於乾隆皇帝的印象，除

附庸風雅，愛好文藝

及文藝表現上亦可稱為﹁十全﹂。

及武功上堪稱十全，而在藝術品收藏

有 受 訪 者 回 應 ， 乾 隆 皇 帝 不僅 在 政 治

全老人﹂足以形容乾隆這位皇帝，亦

﹁十全皇帝﹂等直接的聯想，認為﹁十

受訪者可提出﹁十全老人﹂、

十全老人，好大喜功

時，但也是清朝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無論在武功或是文治，都屬極盛之

來，領土最廣，經濟能力最強的時代，

歷經康熙、雍正兩朝，是清朝立國以

多數受訪者會聯想到乾隆皇帝

身處盛世，在位時間長

對於乾隆皇帝的印象分述如下：

帝的藝術品味﹂之暖身題項，受訪者

乾隆皇帝的印象，作為討論﹁乾隆皇

本階段引導受訪者分享本身對於

2012/11/03
（六）

本院「得佳
趣—乾隆皇帝
的藝術品味」 訪談期間預
上午10時至
特展陳列室前 計 接 觸 1 4 6
下午5時
位觀眾，完
下午5時至 106「子子孫 成訪談者計
孫永寶用—清 33位觀眾。
8時30分
代皇室文物典
下午5時至 藏展」陳列室
8時30分
前
2012/11/02
（五）

興趣與期待以及對主題及內容的疑

◆ 以策展小組提供之選件清單為基礎，挑選重點文物於座談當中供參與座談學生參考。由觀眾在清單中，選出
有興趣（或感到好奇）之文物（3-5件（組）），並於座談中分享選取該項文物之原因

下午4時至
8時30分

問，作為展覽規劃及教育活動之參

三、特展選件清單討論

2012/10/27
（日）

考依據。

◆ 聽到「乾隆皇帝」，請問會讓您聯想到什麼？為什麼？
◆ 可否談談您對於乾隆皇帝藝術品味的瞭解？

2012/10/26
（六）

藉由邀請觀眾參與，對該展進行初步

二、乾隆皇帝及其藝術品味討論

時間

對展覽之喜愛
程度評估

推廣及行銷，吸引觀眾注意並引起

◆ 參與者自我介紹，以緩和彼此氣氛。
◆ 可否分享您參觀故宮的經驗，以及對展覽有何深刻印象？（如提及與乾隆皇帝相關之特展，則進一步詢問對
於該展的印象）

面對面深度訪談架構，引自「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特展相關主題觀眾
前置評量報告。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二

對「乾隆皇帝的
文化大業」特展
的印象
參觀過
參觀2002年的「乾隆
皇帝的文化大業」特
展之經驗

「得佳趣—乾隆皇的
陶瓷品味」特展及1
樓106室「子子孫孫
永寶用—清代皇室的
文物典藏展」
基本資料設定
（如年齡、學歷、
職業）

對該展之興趣及對本院的認同度。

一、個人背景與博物館參觀經驗

本次特展評量分為兩部份進行施

表三、焦點座談訪談大綱

日期

（提示前後）看過的展覽及相關連結

一、受訪者對於乾隆皇帝的認知

表一、面對面訪談施作時間表
1.

2.

3.

2.
3.
4.
說明：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同仁於每場座談會均列席旁聽及紀錄

實施方式

時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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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畫文物上蓋章﹂、﹁喜愛作
詩﹂等敘述，顯示受訪者認為，相較
於歷代帝王，乾隆皇帝喜愛文藝是其
重要特色，亦是觀眾對於乾隆皇帝的
重要連結之一。

二、受訪者對於乾隆皇帝藝術品味
的認知
進一步詢問受訪者針對﹁乾隆皇
帝的藝術品味﹂提出看法，無論是已
具備相關學科背景之學生，亦或一般
觀眾，皆對於﹁藝術品味﹂較難明確
下一定義。回答該題前更需稍停頓思
考始能進行分享，顯示﹁藝術品味﹂
對於受訪者而言為一抽象且模糊之概
念。經由適度的引導後，將受訪者對
於﹁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之認知歸
納如下：

獻處以及器物處三研究單位提供之初
步選件清單當中，挑選部分展件，製
作圖版輔助工具提供參與者討論，並
引導受訪者藉由輔助圖版，分享對於
特展之興趣與關注方向。
期望瞭解乾隆皇帝在不同生命歷程

中，個人藝術品味的養成與轉變。
受訪者對於乾隆皇帝，最直接
聯想是位文藝愛好者，而當告知明年
將以﹁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為特展
主題後，受訪者期待在展覽當中，瞭
解乾隆皇帝在生命歷程中，對藝術喜
愛的轉變，以及受到哪些人事地物，
包含家庭、群臣、各種外來文化的影
響，造就其特有的藝術品味。而乾隆
皇帝尚未即位前的收藏，更是受訪者
的關注與興趣，認為這些收藏物件能
夠認識乾隆皇帝在非皇帝身分之下，
較為﹁個人﹂的獨特品味。
乾隆皇帝對於文物的整理脈絡及品

鑑方式
受訪者認為，乾隆皇帝對於自
己的收藏，應有一套特定的整理︵包
含分類、包裝以及複製等︶及品評方
式，而對於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品
評誤差一事，亦讓受訪者印象深刻，

難形容何謂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對

是受訪者對於乾隆皇帝的印象之一，

皇帝藝術品味的好壞仍有可以商榷的

圖﹀真偽的事件︵圖五︶，提出乾隆

有受訪者以乾隆皇帝誤判︿富春山居

帝的藝術品味產生負面的評價。亦

作刻意留白的美感，因此對於乾隆皇

字的舉動，破壞了創作者對於原有畫

訪者認為，乾隆皇帝喜愛在書畫上題

也有所改觀，相關背景之學生則表示

皇帝應是鍾愛華麗精巧文物﹂的認知

在觀賞完﹁得佳趣 —
乾隆皇帝的陶瓷
品味﹂特展後，對於原本認為﹁乾隆

品味有著分歧看法。多位觀眾表示，

中題詩或蓋章，對於乾隆皇帝的藝術

乾隆皇帝最直接的聯想是喜愛在書畫

或藝術史及歷史相關背景之學生，與

乾隆皇帝的﹁滿人﹂皇帝血統存在其

根據近年來進行之展示評量及觀

程度的涉獵與關注，因此，觀眾期待

於滿、蒙、藏甚至西洋文化皆有一定

昌書栖真志﹀卷中等乾隆個人的創作

本︿敬勝齋法帖﹀清高宗︿御臨董其

主題進行組件式展示，以利觀眾於參

物、圖書文獻等分項方式展示，轉以

的狀態下，如能打破過去以書畫、器

遊歷等，並以景點的情境設置、收藏

生中曾經駐足的重要地點，以及南巡

性的展示內容呈現，進而瞭解乾隆皇

望看到新奇、接近生活，以及有故事

待因本身背景有所不同。一般觀眾期

126

乾隆皇帝所處時代及環境，造就本
於定義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出現了分
歧的意見。
經由乾隆皇帝的題字及相關文獻檔

案，能夠一窺其本身的藝術品味。

成本身特有之藝術品味，除了本身個
而受訪者亦認同，乾隆皇帝的題字、

乾隆皇帝喜愛在書畫上題字蓋章

性喜好，父親、祖父的傳承，為乾隆
題詩可以瞭解乾隆皇帝對於書畫的喜
好 。 另 外 ， 清 代 留 存 下 來 的 重 要檔 案
如御製詩、活計檔、以及園林建築規
劃更能體現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

空間。另有受訪者持不同看法，認為
可經由御製詩、活計檔等珍貴文獻，

整體而言，無論是一般觀眾，抑

經由乾隆皇帝在瓷器上題寫的御製詩
瞭解乾隆皇帝藝術品味的展現。

對於展示的期待與關注方向
此一階段以本院書畫處、圖書文

多元文化與多語文化的展示與詮釋

在文物陳列同時輔以文獻檔案圖版說

特殊性，雖醉心於漢文化，企圖以漢

相較於中國各朝代的漢人帝王，

明，將能讓觀眾進一步認識乾隆皇帝

察，展覽中詮釋當時的日常生活是觀

在特展中看到，乾隆皇帝在多元文化

之疑問。加上文獻顯示，乾隆皇帝對

眾關注的重要面向之一。對於乾隆皇

影響下，呈現的藝術品味。
在文物陳列與詮釋上，以組件方式
展示，讓觀眾能 夠整合性及系統性
的認識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

有較多的關注，並提出希望能夠藉由

觀同時進行比較或比對，將能夠促使

受訪者建議，在不影響文物保存

乾隆皇帝本身的創作，瞭解其獨特的

觀眾更容易對於特展主軸有更深的瞭
解與認識。

展現乾隆皇帝在生活中所展現藝術品

帝的藝術涵養；相關背景學生則期望

總括來說，觀眾對展覽內容的期

味，將能引起觀眾的興趣與關注。

隆皇帝曾經居住及遊歷之處，包含一

此外，部分受訪者亦表示，乾

品味。

臨米芾孔聖手植檜贊﹀︵圖六︶及拓

訪者對於︿清乾隆御筆古檜並題張照

座 談 中 進行 文 物 清 單 討 論 時 ， 發 現 受

收藏品鑑外，亦在生活中運用，而在

帝的藝術品味，受訪者普遍認為，除

味

影響藝術品味，為座談時受訪者提出

文化統治其疆域，但其滿人血統是否

乾隆皇帝如何在生活中展現藝術品

對於自身收藏之整理與品鑑。

於文物的整理方式以及品鑑標準，並

因此，若能在特展中展出乾隆皇帝對

本身應是一藝文愛好者，但受訪者較

可以發現，受訪者認同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的獨特品味。

文，提昇了瓷器的藝術價值，更顯現

壞，出現不同的看法與意見，部分受

受訪者針對乾隆皇帝的品味好

現了不同的看法與聲音。

對於乾隆皇帝藝術品味的好壞，出

皇帝藝術品味養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夠經由接觸各種不同的藝術文化，養

貢的各種管道順暢，促使乾隆皇帝能

時代為清朝極盛之時，朝臣及外來進

受訪者認為，由於乾隆皇帝所處

身藝術品味的養成。

1.
2.
3.

2013年10月
故宮文物月刊·第367期

127

受訪者繪製與乾隆皇帝及其藝術品味相關之認知
架構圖 廖伯豪提供
圖四

3.
4.

5.

1.
2.

經由展示，有系統及有脈絡的詮釋乾
隆皇帝的品味，以及藝術品味如何展
現在其收藏。

小結
在新博物館學的影響下，以觀

眾為中心的趨勢成為博物館不可抵擋
之風潮，然而，要能夠有效傳達專業
的文物知識及展覽脈絡，又要滿足大
眾對於展示內容期待，是每一個博物
館亟需努力的課題，前置評量的施作
目的，即是希望在規劃前期了解觀眾
想法，在展覽推出後能滿足觀眾期
待，並於參觀後在學習收穫上能有加
乘的效果。本次﹁十全乾隆 —
清高宗
的藝術品味﹂特展，期望透過文物的
展示與詮釋，讓觀眾認識乾隆皇帝藝
術品味的獨特性，而根據展示評量之
結果，能夠了解觀眾對於乾隆皇帝本
身的認知程度與期待，並能夠在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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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認知的基礎之上，建構符合社會

大眾期待之展覽內容與脈絡，本文回

顧展覽規劃前期進行展示評量之歷程

與結果，期望經由不斷檢視及調整，

促使觀眾期待與專業研究能夠取得一

平衡點，讓觀眾認識不僅在武功上十

全，在藝術成就上亦可堪稱十全的
﹁乾隆皇帝﹂。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提供文物初選清單，以及特展文物內容等專業諮

感謝本院器物處、圖書文獻處及書畫處策展同仁
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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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乾隆 御筆古檜並題張照臨米芾孔聖手植檜贊
院藏 此扇是受訪者期待看到的展件。
圖六

受訪者對於乾隆皇帝評判〈富春山居圖〉子明卷的真偽，有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局部
富春山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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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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