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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訛傳訛：指把本來就不正確或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話又不正確地

傳出去，越傳越錯。 

—《成語詞典》1 

 

看文配圖，以訛傳訛？ 
 

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  李玉娥、梁曉 

 

從小我們就由看圖識物開始去認識繽紛世界，瞭解歷史文化。記得

我家小侄女四歲時第一次參加比賽獲得冠軍題目就是《看圖講故事》。

講故事只需盡情發揮創作力編一個精彩又流暢“故仔”即可吸引聽眾；

可一旦涉及歷史，還是要儘量多作核實查證。這兩年王小強先生一直專

注於研究寫作《外行梵高故事》系列，而我主要負責協助找文中提及的
                                                
1 另據百度百科，“以訛傳訛”典故出自《呂氏春秋·慎行覽·察傳》“穿井得一人”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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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畫，由此開始涉獵這一領域。英文有句諺語：“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中文直譯“一畫勝千言”。也正如劉海翔所言：“一

圖勝千言，或者說百聞不如一見，哪怕是間接地看著別人筆下的圖畫。

語言的描述總是抽象的，圖例就直觀得多。”2 

可是，如果圖例配錯了呢？ 

 

〈皇帝的旅行〉 

 

在 17、18 世紀的法國，追求東方情調是件時髦的事。《國家人文

歷史》2019 年 8 月刊文〈巴爾扎克真懂“中國”嗎？〉有一段寫到：

“……因中國的一切散發著奇特的魅力，巴爾扎克的父輩們在房裡堆滿

了中國瓷器、漆器和各種小玩意，有錢人在私家花園的中式亭閣裡閒聊，

文人端著景德鎮的茶碗品茗，中國轎成為達官貴人的新寵，路易十四以

裝扮成中國皇帝為榮，宮廷裡到處都是 cosplay……”在這段文字的基礎

上，作者還圖文並茂配上一幅 18 世紀法國皇室博韋織造廠製作的壁毯

彩圖：“〈皇帝的旅行〉，18 世紀，描繪路易十四裝扮成中國皇帝、

乘坐轎子的情形，中國元素如塔、佛像、亭臺樓閣隨處可見。”3（參

見圖~1 左圖）看到畫中的所謂“路易十四”，總覺得有點彆扭，是法

國畫家畫功有待改善，還是畫稿織成壁毯造成人物面貌走樣？按筆者這

兩年的習慣，儘可能到博物館官方網站查核相關資料，果真發現〈皇帝

的旅行〉英、法文簡介與上文大有出入。根據博物館的資料記錄，畫中

主角根本就是當時的中國皇帝。 

                                                
2 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海天出版社 2005，55 頁。 
3 筆者黑體加重；李祟寒：〈巴爾扎克真懂“中國”嗎？〉《國家人文歷史》2019 年

15 期，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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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7 世紀末~18 世紀初，法國皇室博韋織造廠製作的〈皇帝的旅行〉三個版本 

   

註：左圖藏於西班牙桑坦德銀行基金會；中圖藏於美國蓋蒂博物館；右圖藏於波士頓

博物館，直接註明在位年份、指出畫中主角是康熙皇帝。4 
 

我學的不是歷史專業、藝術專業，對於歷史和藝術研究只是款學寡

聞的外行，把發現有誤之處做一個小小更正，希望儘量避免以訛傳訛。 

法國皇家博韋製造廠從 17 世紀後期開始製作《中國皇帝的故事》

系列，並且生產多套。從網上找到分別收藏於西班牙的基金會、蓋蒂和

波士頓博物館的三個版本，供對比參考（見圖~1）。其中，圖~1 的左

圖即為本文焦點、西班牙桑坦德銀行基金會收藏版本。Google Arts & 

Culture 網站刊載了較詳細介紹資料，簡單翻譯如下： 
 

這幅壁毯出自一個被稱為《中國皇帝的故事》系列，由六幅壁毯組

成：〈皇帝的接見〉（The Audience of The Prince），〈皇帝的旅行〉（The 

                                                
4 西班牙桑坦德銀行基金會（The Fundacion Banco Santander）網站：“Manufactory Royal 

Beauvais”；美國蓋蒂博物館網站：“Tapestry: L'Empereur en voyage, from L'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Series”；波士頓博物館簡介原文：“It is a fanciful European 

representation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K'ang Xi who reigned from 1661~1721, seated on a 

luxurious carpet-covered chaise, in a procession.”（波士頓博物館網站：“Tapestry: The 

Emperor on a Journey (from the series The Story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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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s Journey），〈天文學家〉（The Astronomers），〈設宴〉（The Repast），

〈摘鳳梨〉（Collecting Pineapples）和〈採茶〉（Tea Picking）。基於維

爾南薩勒（Guy-Louis Vernansal）、貝林（Jean-Baptiste Belin）和蒙諾耶

（Jean-Baptiste Monnoyer）的草圖，它是法國皇家博韋工廠最受歡迎的

編織系列之一，從 17 世紀晚期開始生產了多套。它強化了法國的“中

國風格”品味，這種風格始於 1670 年在凡爾賽建造的特里亞農宮瓷宮

（Porcelain Trianon），並將在整個 18 世紀盛行。這種審美趨勢結合了圖

像的準確性，以及從文學角度看待中國的一種小說式的異國情調。 

本系列中出現的一些人物形象基於真實的歷史人物。“王子”（The 

Prince）是康熙皇帝，描繪的姿勢取材於荷蘭旅行家紐霍夫 1668 年《荷

使初訪中國記》卷首，而肖像來自於耶穌會神父基歇爾 1667 年在阿姆

斯特丹出版的《中國圖說》（參見圖~2）。左側寶塔樓梯上的人物也

出自《中國圖說》，實為耶穌會神父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他也出現在題為〈天文學家〉的壁毯中（圖~3 左圖），該圖的

左部分類似於桑坦德銀行基金會收藏的另一幅壁毯。在〈皇帝的旅行〉

的常見版本中，構圖的左邊通常截止於轎子近旁的樹枝，而右邊一般會

在灰斑紋馬的臀部截止（圖~1 中圖、右圖）。上述常見版本的構圖形

式均是垂直的，然而，當前的這個示例卻是橫向的，表明它是專為特定

位置編織的。這一幅壁毯的織邊，看起來與 1700 年前後編織的一套大

致吻合。5 
 

17 世紀要來中國一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漂洋過海起碼要歷經數

個月，而且不像現今年代有發達的資訊科技。因此，對沒有機會到中國

的那些藝術家來說，前人插畫記錄成為了主要的信息源泉，儘管呈現在

他們面前的東方世界已經加了“濾鏡”。 

                                                
5 筆者黑體加重；Google Arts & Culture 網站：“The Prince's Journey, Beauvais Manufactory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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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 世紀歐洲畫家眼中的“中國皇帝” 

  

註：左圖為《荷使初訪中國記》卷首圖；6 右圖中國皇帝肖像出自《中國圖說》，大都

會博物館說畫中人是“康熙帝”（The Emperor K'ang His）。7 
 

壁毯的畫稿就是參照這類藍本，再發揮創作的。利奇溫對畫家懷托

                                                
6 荷蘭旅行家約翰·紐霍夫（Johan Nieuhof，1618~78），最著名的旅行是他在 1655~57

年間從廣州到北京長達 2400 公里的旅行，由此他成為當時在西方有關中國主題的權威

作家。《荷使初訪中國記》法譯本（1665）、德譯本（1666）、拉丁譯本（1668）和英

譯本（1669）相繼出版。 
7 德國博學家阿塔納修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80）：《中國圖說》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et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Joannes Janssonius à Waesberge & Elizeus We

yerstraet 1667，112~113 頁中插圖（電子書：https://archive.org/details/bub_gb_CSjQ6j3d

WcsC/page/n153）。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網站：“The Story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A

 Beauvais Tapestry Series”，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1976 年 11 卷，1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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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過以下評論： 
 

懷托的中國畫稿是很著名的。他的畫使我們看到一個離奇怪誕的世

界，和真正的中國很少有相同之處。懷托畫中的中國人，實在只是化了

裝的歐洲人。例如一幅命名為“中國皇帝”的畫，即是集種種怪誕的大

成。圖中皇帝手持鮮花節杖（中國被認為神話的香國），坐於葵樹下的

高壇上，四周為花枝所擁；旁有一個中國侍者，右方有兩個歐洲人，正

在趨前致敬。8 
 

圖~3：《中國皇帝的故事》系列壁毯〈天文學家〉和〈皇帝的接見〉 

  

註：左圖〈天文學家〉The Astronomers，1697~1705，藏於美國蓋蒂博物館；9 右圖〈皇

帝的接見〉The Audience of The Prince，設計 1685~90、編製 1685~1740，藏於大都會博

物館。10 
 

2017 年 4~5 月，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辦《乾隆意象：路易十五
                                                
8 筆者黑體加重；利奇溫 Adolf Reichwein 1925：《18 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

務印書館 1962，41~42 頁。安東尼·懷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也譯華鐸、

華托，法國 18 世紀洛可可時期最有影響力的一位畫家，是“中國風格”早期的主要代表。 
9 蓋蒂博物館網站：“Tapestry: Les Astronomes, from L'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Series”。 
10 大都會博物館網站：“The Audience of the Emperor from the series The Story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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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皇帝壁毯與北京宮廷戰圖銅版畫》展覽，博物館總監羅諾德對這

類壁毯也有介紹： 
 

18 世紀法國首席宮廷畫師兼洛可可藝術的領軍人馬布歇其實從

未踏足中國，他根本不知道中國人或者中國的東西是怎樣的，畫中呈

現的其實是法國人對中國之想像。對中國的認知僅僅來自流入法國的

中國工藝品，也足以令布歇對千里之外的東方皇朝產生種種美好的幻

想。他筆下的“中國”有熱鬧的市集、舞會和戶外宴會，人們聚集一

起狂歡，如此生活方式，顯然反映了法國上流社會的生活面貌；畫中

歌舞昇平的繁華景象，無非是法國人對美好生活的投射。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故事，法國人憑空想像了一個中國，更把個

人想像製成大型作品，送給中國的皇帝。事實上，乾隆十分欣賞這批

壁毯，可能是因為連他自己也沒有認出畫中的是中國人。11 
 

看來，《中國皇帝的故事》系列壁毯中主角的樣貌，確實容易令人

誤認。不過，無論是利奇溫批評懷托畫的中國人“實在只是化了裝的歐

洲人”，12 還是羅諾德吐槽可能連乾隆自己“也沒有認出畫中的是中國

人”，沒說畫的主角是歐洲人、法國人？ 

 

路易十四扮演過“中國皇帝”嗎？ 

 

關於歐洲 17、18 世紀“中國風”（Chinoiserie）的中文書藉和資料，
                                                
11 丘瑞欣：〈宮廷掛毯的中國風情〉，《明報週刊》2017 年 4 月 29 日。弗朗索瓦·布

歇（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法國畫家、版畫家和設計師，是洛可可藝術最具

典型性的代表畫家，“中國風格”集大成者。 
12 英文原文：“ Watteau's Chinese are really only Europeans in disguise.”（Adolf Reichwein 

1925：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XVIII Century，Routledge 

1996，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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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都有提到“17 世紀末，凡爾賽常舉行盛大化裝舞會”，但說法卻不

統一。“國王路易十四登場時，竟然坐在一頂中國式的轎子裡”？“路

易十四化裝為中國人”？“國王出場時的打扮，一半像波斯人，一半像

中國人”？也有說法“舞會上一個扮成中國皇帝的演員在一頂中式轎子

旁走來走去”？……主角到底是誰？ 

故宮與凡爾賽宮先聯展、再出書《“太阳王”路易十四》，其中兩

篇文章也提到此節。一篇說法：“1667 年狂歡節時，凡爾賽宮舉行舞

會，路易十四主持開場儀式，他的裝扮既像波斯人又像中國人。1685 年

狂歡節時，王弟菲利普最後出場，他身上穿著‘中國大臣的服裝’。1700

年 1 月，凡爾賽舉行盛大舞會，路易十四乘坐中國式的轎子出場。”13 

另一篇說法：“1667 年某大祭典中，路易十四化裝為中國人；1670 年營

建凡爾賽宮之後常在宮內舉行東方情調的化裝舞會，參加者身著中國式

刺綉服裝，皇家樂隊用笙、笛、鑼等中國樂器演奏音樂。”14 文末註明

分別引自許明龍和張國剛。再查許明龍的原文：“1700 年元月，凡爾賽

宮舉行以‘中國之王’命名的盛大舞會，國王路易十四登場時，竟然坐

在一頂中國式的轎子裡。1667 年狂歡節，在凡爾賽宮舉行的一個舞會由

法國國王和王后主持開場，國王出場時的打扮，一半像波斯人，一半像

中國人；而他的兄弟在 1685 年的狂歡舞會上，接連不斷地換裝打扮，最

後出場時穿的是中國大臣的衣裝。”15 張國剛的原文：“1667 年某一大

祭典中，路易十四化裝為中國人；1670 年營建凡爾賽宮之後常在宮內

舉行東方情調的化裝舞會，參加者身著中國式刺綉服裝，皇家樂隊用笙、
                                                
13 筆者黑體加重；郭華榕：〈路易十四 — 世界著名的君王〉，故宮博物院、凡爾賽

宮博物館：《“太陽王”路易十四》，故宮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 2005，52 頁。 
14 筆者黑體加重；朱賽虹：〈從守望到會通 — 康熙和路易十四時期的中法科技文化

交流〉，故宮博物院、凡爾賽宮博物館：《“太陽王”路易十四》，82 頁。 
15 許明龍：《歐洲 18 世紀“中國熱”》，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132~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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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鑼等中國樂器演奏音樂；1700 年元旦，法國宮廷舉行中國式慶典，

王弟在凡爾賽宮開舞會時以中國式小餐宴客，又在馬德里宮（Madried）

開化裝舞會時上演《中國國王》（Roi de la Chine）一劇。”16 

以上段落，也沒見到路易十四扮“中國皇帝”一說？再對照周寧的

書：“1700 年 1 月 7 日，凡爾賽宮舉辦化裝舞會，慶祝新年新世紀。參

加舞會的法國王公貴族都化裝成中國人，貴婦小姐們裝扮成菩薩，30

位樂師全部穿著中國袍，舞會開始時，樂師們用轎子抬進一位‘中國皇

帝’，鼓樂齊嗚。這是一次別出心裁的慶典，時髦而又奇特。”17 此處

倒是寫了轎子抬進一位“中國皇帝”，可也沒說是路易十四扮的？ 

許明龍、張國剛、周寧的書，在此節均無具體出處。再從參考書目

著手，發現研究歐洲“中國風”的很多學者都不約而同參考了昂納

（Hugh Honour）1961 年英文書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18 有關

段落，在 2017 年中譯本《中國風：遺失在西方 800 年的中國元素》也

能找到： 
 

中國連帽化裝斗篷最初受到關注是在 1655 年的大齋期舞會

上。……可是不久，蓄著下垂的小鬍子、帶著尖頂帽子的中國人就同

皮耶羅和哈利昆一樣成為化裝舞會的一個重要部分。不過，當國王身

穿……“一半波斯風格一半中國風格的裝束”現身舞會的時候，還是

引起了小小的轟動。而在 1685 年的狂歡舞會上，他那位從不讚成折中

辦法的兄弟……脫掉了那身粗製的衣服，突然“穿上一身中國顯貴的

裝束”。 

一些為了讓宮廷度過愉快之夜而安排的中國風娛樂活動則更加複

                                                
16 張國剛：《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51 頁。 
17 筆者黑體加重；周寧：《異想天開：西洋鏡裡看中國》，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7，80 頁。 
18 Hugh Honour：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John Murray 1961，6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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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其中最為有名的要數 1700 年 1 月 7 日國王在馬爾利（Marly）舉辦

的舞會，緊接著就是一週後在凡爾賽舉辦的“給先生用的中式風味小

吃”。舞會以一段《中國國王》Le Roi de la Chine 的表演開始，30 個

身穿中國服裝的音樂家將坐在轎子中的國王抬了進來。19 
 

看過昂納書中這兩段原文，前面的種種說法似乎都有了或隱或現

的藍本。但是，翻遍中、英兩個版本仍沒找到“路易十四扮演中國皇帝”

的明確說法，而最近似的源頭看來就是 1700 年 1 月 7 日這場舞會。英

文版可見：“The ball opened with a divertissement, Le Roi de la Chine, in 

which thirty musicians, all dressed in Chinese costumes, carried in the king of 

China on a palanquin.”整句話描述的都是名為《中國國王》的表演，沒

說坐轎子的是路易十四，也沒有特指“the king”，按上下文理解，被抬

進來的“中國國王”應該也是參與演出的演員。— 當然，這個模糊表

述，再譯成中文，確實容易讓一般讀者產生歧義誤會，理解錯了也情有

可原。但是，從這個誤會，再額外演繹、擴展到認為著名古董壁毯的主

角“中國皇帝”是由路易十四扮演的，實在有點匪夷所思了。 

回頭對照法國學者、耶魯大學博士德尚對當日舞會的明確解說，就

更清楚了： 
 

1700 年的狂歡節期間，時尚先驅們爭相發明最新穎、最時尚的派

對觀念。用最早的社交新聞記者德維茲的話來說，“宮廷的享樂氣氛

之盛，莫過此時。”1 月 7 日，國王用一場以“中國皇帝”為主題的

舞會，拉開了狂歡節的序幕。凡爾賽仿中國式的室內裝潢構成了晚會

完美的背景。舞會上，一個扮成中國皇帝的演員在一頂中式轎子旁走

                                                
19 筆者黑體加重；昂納 Hugh Honour 1961：《歐洲大地的“中國風”》，北京大學出

版社 2017，75、77~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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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走去，而身著中國服裝的演員們則夾雜在賓客之中。20 

 

後記 

 

因為一幅畫的機緣，這段時間密集翻閱了不少有關書籍，並與梁曉

反復討論修訂，獲益良多。 

如有興趣詳細瞭解 17~18 世紀法國藝術“中國風”的來龍去脈，推

薦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內容豐富，以百餘幅圖例貫穿起

來，而且梳理脈絡的表述清晰縝密，值得一讀。例如，論及與前文討論

相關的內容時，劉海翔的表述嚴謹，再加配圖令人一目了然： 
 

從 1682 年直至他去世，貝然擔任了路易十四的宮廷設計師，專

為皇帝下詔舉辦的各種活動服務。從豪華的舞臺美術，華麗的服裝，

慶典所用的裝飾品到室外露天宴會等等，都由貝然親自主持設計。在

這個職位上，他還曾為皇帝舉辦的化裝“中國舞會”設計過“中國服

飾”。 

1700 年，在世紀交替迎新年的時候，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內舉行

的化裝舞會上，就出現過身著這類東方服裝的貴族。你看他頭戴裝飾

著月牙兒形尖頂的斗笠，身穿長袍，手裡還拿著一根木杖，這副打扮

還真頗有幾分東方哲人的模樣。21 
 

                                                
20 筆者黑體加重；瓊安·德尚 Joan E. Dejean：《法式韻味：時尚美饌、生活品味、優

雅世故，路易十四送給世界的禮物》，（臺灣）八旗文化 2014，311 頁。德尚專精 17、

18 世紀法國文學及文化研究，曾在耶魯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任教，著有多部關於路易

十四時期的法國文學、歷史及文化領域的作品。 
21 筆者黑體加重；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94~95 頁。翻查劉書〈參考文

獻〉，昂納 1961 年英文版也在列。讓·貝然（Jean Berain，1637~1711），法國藝術家，

洛可可藝術的早期代表人物，在 18 世紀初負責皇室宮殿的裝飾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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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貝然《中國舞會服飾》 

註：同一幅配圖，參見昂納《中國風》英

文版正文 61 頁對應的配圖~18“design for 

masquerade costume by Jean Berain, c. 

1700.”耐人尋味的是，昂納《中國風》中

譯本該段，卻沒有配此圖，而是另配了六

七幅英文原版沒有的圖片。 
 

在資訊發達“網絡無國界”的今天，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

表達自己的言論。而隨著社交網絡興起，轉發一條信息，分享一篇文章

只需轉眼功夫。是否第一時間報導轉發，已成為眾人爭相追求的目標。

在這種情況，還有多少人會“浪費時間”慢慢去查證？現實中我們看到

愈來愈多人藉傳播科技斷章取義、誇張失實，“編”得越激情越能引人

注意。特別是 PS 技術已達到爐火純青的階段，各種 AI 技術 APP 大熱

推出，“有圖也未必有真相”。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助理教授胡翌霖說：

“新技術應接不暇的同時，社會大眾的相關知識、文化、倫理和法律的

滯後性成為嚴峻的社會問題。”22 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有根有據，著書

立說小心謹慎，儘量避免人云亦云成了以訛傳訛？ 

                                                
22 胡翌霖：〈從靈魂攝影術到換臉 App：人類與 PS 技術的對抗史〉，界面新聞網站

2019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