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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則與秩序是出自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琣〔Karl Jaspers〕的

作品『做為哲學家的達文西』〔Lionardo Als Philosoph〕一書，第
一章 認識的樣式，雅斯琣以做為哲學家的主題來探述達文西的思想
內涵，而確立其身為偉大哲學家的不朽地位，實是異常突出的一件事。
確認達文西深具哲學家地位的看法，雖非自雅斯琣始，但其論述與根
據，則更精闢有力。從達文西繪畫論，可以用來對照出達文西如何畫
最後晚餐畫中的門徒人體的動態、手部的姿勢和臉部的表情和心理的
描寫是達文西的藝術第一個要素。 

達文西認為「運動」是一切生命的泉源，他認為人在不做作時的
動作、手勢和表情必定和這人的思想感情相適應。所以他把動作、手
勢、表情看成是繪畫揭示人物內心世界的手段，達文西在繪畫論中要
求畫家畫筆下人物的動作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表現畫中人物的思想
感情他。 
    人的思想溝通和人所表達的抽象概念包括人內在的心理和精神
內涵，都是不可視的。所以達文西把身體姿態、臉部表情、手勢看成
是繪畫揭示人物內心世界的手段。達文西在繪畫論中要求畫家畫筆下
人物的動作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表現畫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所以在論文中我把「達文西繪畫論」中『姿態、臉部表情、手勢』
1做為檢驗達文西所畫最後晚餐中門徒聽到耶穌說你們有人出賣我時，
門徒門身體的姿態、眼臉部的表情、手的姿勢的不同反應和心理反映。
由此可以深入了解達文西創作的方法和思想。 
 
關鍵字：達文西、最後晚餐 
 
 
 
 
 
 
 

 
 
 
 
 
 
 

                                                      
1
出處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著『做為哲學家的達文西』〈Lionardo Ais Philosoph〉王家誠譯 台北浩瀚出

版社出版 浩瀚文庫 19 號 第 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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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為了瞭解達文西如何創作《最後的晚餐》，了解達文西的創作方

法，和了解他在達文西繪畫論中論述人物畫的精髓，在人體的姿態、

人物的表情、人物的手勢，這三者他如何在《最後的晚餐》的群像中

表現門徒們聽到耶穌如神一般的宣告：「你們中之有人出賣我」這個

驚人的宣告尌像水波和聲波一般，震撼了在座的門徒們，達文西以對

水波和聲波的研究和了解，在《最後的晚餐》畫中的群像構圖，尌以

聲波和水波的波動，設定波動的震源從耶穌的嘴巴開始，波動的起伏

的震動曲線，安排了門徒們的群像的結構，也反映耶穌說出話語的震

撼威力，也反映門徒們內心的反應有如水波般震盪。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為了學習達文西的創作方法；使自己在話人物畫，處理人體的姿態、

人物的表情、人物的手勢，以及人物的心理、精神等能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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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探討 

本論文所引用一、聖經二、達文西畫論兩種文獻版本的探討研究 
一、 聖經版本研究： 

我所引用的聖經是生『新約聖經恢復本』由李常受主譯主編註解，
由臺北福音書房書局發行 1987 年初版。在『新約聖經恢復本』
的 
路加福音 22章第 22---23節； 
馬太福音 26章第 16---23節； 
約翰福音 25章第 16---23節； 
馬可福音 14章第 15---20節， 
路加福音 22章第 22---23節 
都有談到耶穌和門徒晚餐的事如下： 
路加福音 22章第 22---23節 
耶穌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這血，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看哪！出賣我之人的手，與我一 同再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預
定的去世，但出賣人子的友禍了。門徒它們尌彼此究問，他門中
間是那一個要作這事。」；  
 
馬太福音 26章第 16---23節；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她們的坐席正在喫的時後，耶
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喫的人，要出
賣我了。門徒他們尌憂愁起來，一個一個問祂說，是我麼？耶穌
對她們說，事十二個門徒中同我醮手在盤子裡的那個人。人子必
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祂所寫的，但出賣人子的有禍了，那個人
不生下來倒好。」出賣耶穌的猶大應聲說，拉比，是我麼？祂說
你說的是。 
 
約翰福音 25章第 16---23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了。門徒彼此
對看，猜不透祂所說的是誰。」 
 
馬可福音 14章第 15---20節，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她們的坐席正在喫的時後，耶
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喫的人，要出
賣我了。門徒他們尌憂愁起來，一個一個問祂說，是我麼？耶穌
對她們說，事十二個門徒中同我醮手在盤子裡的那個人。人子必
要去世，正如經上指著祂所寫的，但出賣人子的有禍了，那個人
不生下來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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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達文西畫論版本研究： 
我手邊剛好有幾本不同版本的達文西筆記，或達文西論繪畫 
1、《達文西筆記》〔the Davinci notebook〕：李奧納多・達文西

著陳淵秋譯 
2007年 初版 台北晨星出版社出版 
2、《達文西繪畫論》：李奧納多・達文西著李賢文發行 1981年 出
版 台北雄獅圖書公司出版 
3、《達文西筆記》：李奧納多・達文西著 2007年 初版 台北晨星
出版社出版 
4、《科學與藝術的先行者達文西》謝 爾溫・奴蘭德〈Sherwin 
B .Nuland〉著\曾麗文譯 2007 年 再版 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出
版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運採用比較法，尤其是美術史上各個
時期的畫家所畫的最後晚餐的人物圖像，例如耶穌和門徒的身體姿態、
臉部表情、手部的手勢、畫面的場景和構圖等的比較，而不是在文本
或文字意義的比較。 

 

第五節 詮釋和實踐 

對於達文西的創作最後晚餐，耶穌和門徒的身體姿態、臉部表情、
手部的手勢、及不可視心裡和畫面的場景和構圖，經過這次論文寫作
的研究，能比以前所聽聞的達文西的創作最後晚餐，有更正確的認識
和詮釋，能幫助自己以這次所學到的的方法來分析拉菲爾、米開蘭基
羅、及西方諸繪畫大師對於人物身體姿態、臉部表情、手部的手勢、
及不可視心裡和畫面的場景和構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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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達文西的生帄和主要代表作 

 

第一節 達文西生帄 

 

李奧納多·達文西（義大冺文：Leonardo da Vinci，1452 年 4

月 15 日生－1519 年 5 月 2 日逝世 ），又譯達芬奇，全名李奧納多·

迪·瑟皮耶羅·達文西（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是一位

義大冺文藝復興時期的多項領域的博學者，他同時是建築師、解剖學

者、藝術家、工程師、數學家、發明家，他無窮的好奇與創意使他成

為文藝復興時期典型的藝術家，而且也是歷史上最著名的畫家之一。

他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並稱「文藝復興三傑」。 

達文西的父母為地主與農婦，他在義大冺佛羅倫斯和比薩之間的

文西鎮出生與長大。達文西以其畫作寫實性及具影響力聞名，前者如

《蒙娜麗莎》、《最後的晚餐》以寫實著稱，後者像《維特魯威人》對

後世影響深遠。他具有超越當時的廣泛構思，著名的概念性發明比方

直昇機、坦克車、太陽能聚焦使用、計算機、板塊構造論基本原理、

船的雙層殼等許多構想。但在他的生帄中，這麼多的設計衹有少數能

建造出來或具體可行；現代科學所用的冶金及工程學技術在文藝復興

時代方處於搖籃期。他的作品中衹有極少數畫作流傳下來，加上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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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形色色收藏中包括了繪畫、科學示意圖、筆記的手稿。 

「達文西」（da Vinci）並不是姓，而是表示文西城出身之意。

全名李奧納多·迪·瑟皮耶羅·達文西 （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 意思是「文西城梅瑟·皮耶羅之子─李奧納多」。小行星 3000

命名為 Leonardo作為對他的尊敬。 

目前已知最早有日期紀錄的達文西作品是 1473 年 8 月 5 日以阿

莫穀（Arno valley）的筆及墨水繪成的畫作。在 1476 年至 1478 年

間達文西接受了兩件畫約，由此臆斷當時他有一間自己的工作室。 

大約在 1482 年至 1498 年間，米蘭公爵（Duke of Milan）盧多

維科·斯福爾紮聘僱達文西並允許他和學徒開設工作室。這個位置尌

是 1495年米蘭公爵企圖拯救米蘭避免被法國查理斯八世統治，將 70

噸青銅鑄造成武器，大炮的材料，而這些材料原本是達文西打算用來

製作馬雕圕─葛蘭·卡麥羅（"Gran Cavallo"）。 

1498年，當法國回歸路易士十二世統治時，米蘭不戰而降，斯福

爾紮家族因此被推翻了。達文西仍在米蘭待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

清晨，他發現葛蘭·卡麥羅的實物大小黏土模型被法國弓箭手拿來當

作標靶練習。達文西與他的摯友兼助手沙萊（Salai）以及第一個描

述複式簿記的朋友盧卡·帕西歐裡（Luca Pacioli）離開米蘭來到曼

圖亞，兩個月後到達威尼斯。在威尼斯，達文西被聘為軍事工程師。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7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7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7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7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7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8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9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1%B3%E8%98%AD%E5%85%AC%E7%88%B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2%E5%A4%9A%E7%BB%B4%E7%A7%91%C2%B7%E6%96%AF%E7%A6%8F%E5%B0%94%E6%89%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2%E5%A4%9A%E7%BB%B4%E7%A7%91%C2%B7%E6%96%AF%E7%A6%8F%E5%B0%94%E6%89%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9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8%9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9%8A%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98%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7%AF%E6%98%93%E5%8D%81%E4%BA%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7%A6%8F%E5%B0%94%E6%89%8E%E5%AE%B6%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7%A6%8F%E5%B0%94%E6%89%8E%E5%AE%B6%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F%E5%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4%E7%AE%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D%E5%BC%8F%E7%B0%BF%E8%AE%B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B%A7%E5%8D%A1%C2%B7%E5%B8%95%E8%A5%BF%E6%AD%90%E9%87%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88%87%E8%8F%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88%87%E8%8F%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BC%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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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於西元 1500年的 4月底回到佛羅倫斯。 

在佛羅倫斯，達文西進入教宗亞歷山大六世之子凱薩·波吉耳的

部門，擔任軍事建築暨工程師，並隨凱薩·波吉耳遊遍義大冺。1506

年，達文西回到米蘭，那時繼瑞士傭兵（Swiss mercenaries）被驅

逐出法國，米蘭已回歸馬克西米連·斯福爾紮（Maximilian Sforza）

的統治。 

在 1513年至 1516年間，達文西住在羅馬，當時著名的畫家像拉

斐爾及米開朗基羅在羅馬很活躍，不過達文西並沒與這些藝術家經常

接觸。然而在可能違背藝術家的想法下，他卻是將米開朗基羅的傑作

「大衛像」重新安置在佛羅倫斯的關鍵人物。 

達文西人生最後的三年，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請，移居到法國

的昂布瓦斯，弗朗索瓦一世則贈予達文西克勞斯·呂斯城堡作為居所，

在這三年間，達文西為香波爾城堡設計了螺旋雙梯。1519 年，達文

西終死於弗朗索瓦一世的懷內，其後葬於昂布瓦斯城堡的聖·於貝爾

小教堂。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Renaissance humanism）在科學與藝術之間

並無相互排斥的極端現象。達文西鑽研科學、工程領域尌像他的藝術

作品般令人難忘與突出。手稿中約 13,000 頁的筆記與繪畫全是混合

藝術與科學所組成的紀錄。這些紀錄是達文西在歐陸行程中透過觀察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0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AD%B7%E5%B1%B1%E5%A4%A7%E5%85%AD%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8%96%A9%C2%B7%E6%B3%A2%E5%90%89%E8%80%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0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0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1%9E%E5%A3%AB%E5%82%AD%E5%85%B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85%8B%E8%A5%BF%E7%B1%B3%E9%80%A3%C2%B7%E6%96%AF%E7%A6%8F%E7%88%BE%E6%89%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1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1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6%96%90%E5%B0%94%C2%B7%E5%9C%A3%E9%BD%90%E5%A5%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6%96%90%E5%B0%94%C2%B7%E5%9C%A3%E9%BD%90%E5%A5%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9%96%8B%E6%9C%97%E5%9F%BA%E7%BE%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6%9C%97%E7%B4%A2%E7%93%A6%E4%B8%80%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2%E5%B8%83%E7%93%A6%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B%E5%8B%9E%E6%96%AF%C2%B7%E5%91%82%E6%96%AF%E5%9F%8E%E5%A0%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3%A2%E7%88%BE%E5%9F%8E%E5%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2%E5%B8%83%E7%93%A6%E6%96%AF%E5%9F%8E%E5%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8%97%9D%E5%BE%A9%E8%88%88%E4%BA%BA%E6%96%87%E4%B8%BB%E7%BE%A9&action=edit&redlink=1


 

7 

 

週遭並不斷的創作而來。左撇子的他終其一生均以鏡像寫字。對左手

寫作者來說，將羽毛筆由右向左拉過來寫比由左向右推過去寫容易，

而且不會將剛寫好的字弄糊。因此，他的日記都是鏡像字。 

在科學上，達文西是一個钜細靡遺的觀察家，能以極精細的描述

手法表示一個現象。但卻不是透過理論與實驗來驗證。因為缺乏拉丁

文與數學的正式教育，同時期的學者大多未注意到在科學領域中的達

文西。而達文西則靠自學懂得拉丁文。也曾有人說達文西打算發表一

系列包含各種主題的論文，但終未實現。 

 

 
圖 1 解剖學 達文西關於人體比例的作品─《維特魯威人》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F%A1%E5%83%8F%E6%96%87%E5%AD%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BD%E6%AF%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8%AB%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A6%E9%A9%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7%89%B9%E9%B2%81%E5%A8%81%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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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在師從韋羅基奧（Andrea del Verrocchio）時開始認識

人體解剖學。當時韋羅基奧堅持要所有門徒學習解剖學。當達文西成

為成功的藝術家時，得到在佛羅倫斯聖瑪麗亞紐瓦醫院（hospital 

Santa Maria Nuova）解剖人體的許可。之後他在米蘭馬焦雷醫院

（hospital Maggiore）以及羅馬聖靈醫院（hospital Santo Spirito；

第一個義大冺本土醫院）作業。西元 1510至 1511年，則與托爾醫生

（doctor Marcantonio della Torre；1481年—1511年）共同工作。

30年內，達文西共解剖了 30具不同性冸年齡的人體。當與托爾醫生

共同工作時，達文西準備出版解剖學理作品並製繪了超過 200篇畫作。

圖 2達文西的《胚胎研究》（約在西元 1510年）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8B%E7%BE%85%E5%9F%BA%E5%A5%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E%85%E5%80%AB%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89%96%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8%9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8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1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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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書直到西元 1680 年（辭世 161 年）才以《繪畫論》為名

出版。除了人體外，達文西也解剖了牛、禽、猴、熊、蛙以作為解剖

結構比較。 

達文西畫了許多人體骨髂的圖形，同時他也第一個具體描繪脊骨

雙 S型態的人。他也研究骨盆和骶骨的傾斜度以及強調骶骨不僅非單

一形態，而且是 5個椎骨組成。達文西也能卓越的表現頭骨的形態以

及腦部不同的交叉截面圖（橫斷面、縱切面、正切面）。他畫了許多

圖包括肺臟、腸繫膜、泌尿道、性器官甚至性交。他是第一個畫出子

宮中胎兒（他希望瞭解「生育奇蹟」）同時也是第一個畫出腹腔中闌

尾的人。此外達文西經常描繪頸部和肩膀的肌肉和肌腱。西元 2005

年，達文西的畫作激發一位英國心臟外科醫師領先發展一個修補受損

心臟的新方法。 

他可說是局部解剖圖宗師，不僅研究人體解剖表現傑出，而且在

涉獵其他動物解剖時一樣表現出色。達文西不只關心身體結構，也關

心生理功能，這使得他變成解剖學家和生理學家。他積極尋找外觀有

明顯生理缺陷的人作為模特兒以便畫成滑稽的畫作突顯生理功能的

意義。值得一提的是達文西可以同時一手作畫一手寫字。 

基於人體解剖研究也使得達文西設計出史上第一個機器人。這個

被稱作達文西機器人（Leonardo's robot）的設計可能是在西元 14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9%AA%E7%95%AB%E8%AB%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3%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C%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6%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B%9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BA%E9%AB%94%E9%AA%A8%E9%AB%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4%8A%E6%9F%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4%8A%E6%9F%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A%A8%E7%9B%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A%B6%E9%AA%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4%8A%E6%9F%B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BA%E9%A1%9E%E9%A0%AD%E9%AA%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5%A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9%AB%E6%96%B7%E9%9D%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8%B1%E5%88%87%E9%9D%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A3%E5%88%87%E9%9D%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2%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5%B8%E7%B9%AB%E8%86%9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8C%E5%B0%BF%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99%A8%E5%AE%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4%BA%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8E%E5%85%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7%B7%E5%AD%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7%8C%E5%B0%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7%8C%E5%B0%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2%8C%E8%82%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2%8C%E8%8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89%96%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90%86%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B%E7%95%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4%BD%93%E8%A7%A3%E5%89%96%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9F%E5%99%A8%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6%96%87%E8%A5%BF%E6%A9%9F%E6%A2%B0%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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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但直到西元 1950年代才被發現。目前不知這個設計是否要作

成實體。 

一般均認為達文西對人體構造的瞭解可以說對他在繪畫方面有相當

大助益。 

由於著迷飛行現象，達文西作了鳥類飛行的詳細研究，同時策劃

了數部飛行機器，包括了以 4個人力運作的直昇機（但因機體本身亦

會旋轉故無法作用）以及輕型滑翔翼。西元 1496 年 1 月 3 日，他曾

測詴了一部自製飛行機器但失敗。 

1502 年，達文西曾為伊斯坦堡鄂圖曼蘇丹巴耶圔特二世的土木

工程專案製作單一跨距達 240公尺（720英尺）的橋樑草圖。這個設

計打算讓橋樑跨越博斯普魯斯海峽口的金角灣（Golden Horn）。但因

巴耶圔特二世認為無法建設而未實作。西元 2001 年，奠基於達文西

的設計，威蔔瓊·山得達文西專案（Vebjørn Sand Da Vinci Project）

讓此橋以小橋的形式在挪威付諸實行。而在西元 2006年 5月 17日，

土耳其政府決定在實地建設達文西橋跨越金角灣讓該橋終究成形。 

1490年，達文西將無段連續自動變速箱概念繪製成草圖。今日，

達文西的變速概念以現代化形式實際使用在汽車上。此外，無段連續

自動變速箱也已經在拖拉機、雪上摩托車、速克達機車等使用許多

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8%A1%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3%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6%98%87%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B%91%E7%BF%94%E7%BF%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9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9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5%9D%A6%E5%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4%B8%B9_(%E7%A7%B0%E8%B0%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4%B8%B9_(%E7%A7%B0%E8%B0%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6%9C%A8%E5%B7%A5%E7%A8%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6%9C%A8%E5%B7%A5%E7%A8%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6%96%AF%E6%99%AE%E9%AD%AF%E6%96%AF%E6%B5%B7%E5%B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A7%92%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8%81%E5%8D%9C%E7%93%8A%C2%B7%E5%B1%B1%E5%BE%97%E9%81%94%E6%96%87%E8%A5%BF%E5%B0%88%E6%A1%88&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bj%C3%B8rn_Sand_Da_Vinci_Projec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8%80%B3%E5%85%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A7%92%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CVT%E5%8F%98%E9%80%9F%E7%AE%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96%E6%8B%89%E6%9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AA%E4%B8%8A%E6%91%A9%E6%89%98%E8%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9F%E5%85%8B%E9%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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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達文西曾任軍事工程師，筆記中也包含了數種軍事機械的設

計：機關槍、人力或以馬拉動的武裝坦克車、子母彈、軍用降落傘、

含呼吸軟管以豬皮製成的潛水裝等等。不過，後來他卻認為戰爭是人

類最糟的活動。其他的發明包括了潛水艇、被詮譯為第一個機械計算

機的齒輪裝置，以及被誤解為發條車的第一部可程式化行動機器人。

此外，達文西在梵諦岡那些年裡，曾計畫應用太陽能而使用凹面鏡來

煮水。儘管達文西大多數的發明在他的生帄並未實現，但在 IBM贊助

下，實作了許多模型在昂布瓦斯的克洛斯宅達文西博物館展示。 

達文西生前留下大批未經整理的用左手反寫的手稿，難於解讀。

只有到十七世紀中葉，才有學者整理小部分達文西手稿。達文西的主

要手稿丟失了二百多年，直到 1817年才重見天日。  

 
圖 3達文西論繪畫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85%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9%9F%E9%97%9C%E6%A7%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D%A6%E5%85%8B%E8%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6%E6%9D%9F%E7%82%B8%E5%BD%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D%E8%90%BD%E5%82%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D%9B%E6%B0%B4%E8%89%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88%E7%AE%97%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88%E7%AE%97%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8%AB%A6%E5%B2%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9%BD%E8%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F%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IB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2%E5%B8%83%E7%93%A6%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B%E6%B4%9B%E6%96%AF%E5%AE%85&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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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手稿分幾大類： 

(一)、 《繪畫論》1817年從烏爾賓諾圖書館發現經達文西弟子梅爾

茲整理的繪畫論手稿。 

(二)、 論雕刻 

(三)、 論建築。包括教堂草圖,拱型結構分析 

(四)、 論生理。論人的生死、記憶、智力和慾望 

(五)、 論解剖學 

(六)、 論動物學 

(七)、 論天文。論的球、太陽和行星。 

(八)、 論地理。論地下水，地質學，義大冺運河，法國的道路，論

開礦。 

(九)、 論哲學 

(十)、 小故事 

(十一)、 書信 

達文西終其一生每天都作筆記，並以個人獨特的鏡像反寫字書寫。

儘管大多數人認為達文西是為了保持秘密，但比較合理的看法則是鏡

像反寫才合乎左撇子書寫的天性。達文西記錄了他的素描、發明、建

築設計、力學元素、繪畫構想、人體解剖、物品清單甚至向他借錢的

人都記下來。這些原先在他辭世後散佈在朋友手中不同形式大小的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98%E7%94%BB%E8%AE%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0%E6%8F%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F%89%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F%89%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9B%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9%AA%E7%95%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4%BD%93%E8%A7%A3%E5%89%96%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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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現在可以在羅浮宮、西班牙國立圖書館（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ña）、米蘭的安波羅修圖書館（Biblioteca Ambrosiana）以及倫

敦的維多冺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及大英圖書館看到主要的收藏。大英

博物館將達文西的手稿（位於 BL Arundel MS 263）精選上網放在

「Turning the Pages」的分頁中。達文西手中主要的科學紀錄─萊

斯特抄本（Codex Leicester）則為比爾·蓋茨所擁有，目前每年在全

世界不同的城市展覽。 

對那些認為達文西想要將他的觀察普及為大眾知識的人來說，為

何達文西不出版或以不同的方式散佈手稿內容，至今仍是一個謎。科

技歷史學家路易士·姆福特（Lewis Mumford）認為達文西將手稿有如

個人遊記般保存，意圖使可能不當使用的人無所查閱（比方，坦克車）。

這些手稿一直處於隱匿狀態直到 19 世紀。以當時科技發展而言，已

無直接助益。西元 2005 年 1 月，研究人員發現所謂的達文西秘密實

驗室，這個實驗室用來作飛行及其他先進科技研究。發現的位置在佛

羅倫斯市中心的古羅馬聖的西瑪安紐立亞他大教堂（Basilica della 

Santissima Annunziata di Firenze）隔壁修道院的一間事先封閉的

房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2%E6%B5%AE%E5%AE%A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7%8F%AD%E7%89%99%E5%9C%8B%E7%AB%8B%E5%9C%96%E6%9B%B8%E9%A4%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9%E6%B3%A2%E7%BE%85%E4%BF%AE%E5%9C%96%E6%9B%B8%E9%A4%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5%A4%9A%E5%88%A9%E4%BA%9A%E5%92%8C%E9%98%BF%E5%B0%94%E4%BC%AF%E7%89%B9%E5%8D%9A%E7%89%A9%E9%A6%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8B%B1%E5%9C%96%E6%9B%B8%E9%A4%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0%8A%E6%96%AF%E7%89%B9%E6%8A%84%E6%9C%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0%8A%E6%96%AF%E7%89%B9%E6%8A%84%E6%9C%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7%88%BE%C2%B7%E8%93%8B%E8%8C%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F%E6%98%93%E6%96%AF%C2%B7%E5%A7%86%E7%A6%8F%E7%89%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A6%E9%A9%97%E5%AE%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A6%E9%A9%97%E5%AE%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8%A1%8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6%E5%9C%B0%E8%A5%BF%E7%91%AA%E5%AE%89%E7%B4%90%E7%AB%8B%E4%BA%9E%E4%BB%96%E5%A4%A7%E6%95%99%E5%A0%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E%E9%81%93%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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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達文西畫施洗者聖約翰 

 

私下，達文西始終保持秘密。並宣稱其厭惡肉體關係，曾說「與

生兒育女有關的任何事令人厭惡，人若沒有美好面孔以及美感素質將

會早亡」。根據後來佛洛依德分析藝術家時的解釋，達文西是性冷感

者。 

1476 年，達文西還在韋羅基奧門下時，被匿名指控與一名叫作

雅客布·沙特瑞裡的 17歲模特兒發生雞姦行為，而這名模特兒還是當

時已知有越軌性行為的案例。經過 2個月的調查後宣告無罪，雖然表

面上看來沒有任何目擊證人出庭，但是也有人宣稱那是由於達文西父

親受人敬重的社會的位所致。在那之後，達文西和關係人等一直在佛

羅倫斯值夜官的監視下度日。值夜官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執法機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B4%9B%E4%BE%9D%E5%BE%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6%B7%E6%8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6%B7%E6%84%9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8B%E7%BE%85%E5%9F%BA%E5%A5%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opo_Saltarelli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9E%E5%A7%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E%85%E5%80%AB%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E%85%E5%80%AB%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0%BC%E5%A4%9C%E5%AE%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8%97%9D%E5%BE%A9%E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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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取締雞姦等非法行為，這些案件都保留在當時行政官（Podestà）

和值夜官的法律文獻中。 

達文西被指控有戀童癖一直是人們討論的主題直到 16 世紀。在

《夢之書》（Il Libro dei Sogni）中有一段關於《斷袖之戀》（l'amore 

masculino）的虛構對話，由同一時代的藝術評論家兼理論家吉安·

保羅·洛馬奏所寫，書中出現的虛構主角達文西說：「可知男性之愛僅

是道德的產物，一起以不同的友情加入男人中，尌從帅年進入男人的

愛中，如同更多健壯的朋友一樣。」在這段對話中，對談者向達文西

打聽他與助手沙萊（il Salaino）的關係，「你在那個佛羅倫斯之愛

背後玩遊戲嗎？」虛構主角達文西回答：「可真多次呀！在我心裡他

可是一個漂亮年輕人，尤其他才 15歲。」。 

 
圖 5達文西的僕人兼助手─沙萊。畫者佚名（149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8C%E6%94%BF%E5%AE%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Gian_Paolo_Lomazzo
http://en.wikipedia.org/wiki/Gian_Paolo_Lomaz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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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賈可蒙·卡坡蒂·達奧倫諾（Gian Giacomo Caprotti da 

Oreno）綽號沙萊（Salai）或依爾·沙萊諾（il Salaino），被喬爾喬·

瓦薩裡描述為一位「達文西所陶醉的細卷髮優美青年」。西元 1490年

10 歲的沙萊方進入達文西家。但是關係並不好，從一年後達文西為

沙萊作了一個行為不端紀錄，說他是「小偷、騙子、頑固且貪吃」可

知。「小惡魔」至少有 5 次偷走金錢及值錢的東西，並將錢花在服飾

及 24雙鞋中。然而過了 30年，沙萊仍舊是達文西的同伴、僕人兼助

手。在兩人相識的初幾年於達文西的筆記中也有卷髮俊男圖。 

在維多冺亞女皇的收藏中，有一件 1518 年所作的情色畫作《印

加魅的天使》（The Incarnate Angel）後面也出現沙萊的名字。達文

西依據沙萊的外觀所繪的主要作品《施洗者聖約翰》看起來有趣詼諧

且袒胸露肩，也受到評論家如馬丁·肯普（Martin Kemp）及詹姆士·

沙士羅（James Saslow）批評為一幅灌輸同性戀思想的畫作。在《亞

特蘭堤斯抄本》（Atlantic Codex）書背所發現的情色作品描述沙萊

兩腿背後有陰莖隊伍行軍。達文西的畫作也包括男女交媾圖，但是在

他死後被一位神父發現並且破壞掉。 

西元 1506年，達文西遇到一位倫巴底貴族的 15歲兒子法蘭西斯

科·梅爾立伯爵（Count Francesco Melzi）。梅爾立曾在信中提到對

達文西的感覺直陳是「深情且至熱的愛」。沙萊事實上也接受梅爾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5%B0%94%E4%B9%94%C2%B7%E7%93%A6%E8%90%A8%E9%87%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5%B0%94%E4%B9%94%C2%B7%E7%93%A6%E8%90%A8%E9%87%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5%A4%9A%E5%88%A9%E4%BA%9E%E5%A5%B3%E7%9A%8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B0%E5%8A%A0%E9%AD%85%E5%9C%B0%E5%A4%A9%E4%BD%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B0%E5%8A%A0%E9%AD%85%E5%9C%B0%E5%A4%A9%E4%BD%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6%B4%97%E8%80%85%E5%9C%A3%E7%BA%A6%E7%BF%B0_(%E8%BE%BE%E8%8A%AC%E5%A5%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A6%E5%B7%B4%E5%BA%9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8%98%AD%E8%A5%BF%E6%96%AF%E7%A7%91%C2%B7%E6%A2%85%E7%88%BE%E7%AB%8B%E4%BC%AF%E7%88%B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8%98%AD%E8%A5%BF%E6%96%AF%E7%A7%91%C2%B7%E6%A2%85%E7%88%BE%E7%AB%8B%E4%BC%AF%E7%88%B5&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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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且他們 3個還在義大冺旅行。梅爾立也變成達文西的學徒及

同伴，甚至是達文西最偏愛的學生。 

雖然沙萊稱之為達文西的「學徒」（pupil），但是他的作品藝術

性卻受到爭議。西元 1515年，沙萊曾以安得瑞亞·沙萊（Andrea Salai）

為名為喬康達夫人（Lisa del Gioconda）畫作裸體肖像，即《蒙娜·

瓦娜》（Monna Vanna）。與達文西遺贈給沙萊一幅同樣為喬康達夫人

所繪的肖像畫《蒙娜麗莎》比較相形失色，當這幅畫在沙萊手中已價

值 20萬法朗。 

達文西在佛羅倫斯的日子還有許多在不同領域著名或者影響歷

史的朋友。包括在西元 1502 至 1503 年任職於凱薩·波吉耳之下而結

識席撒。在這時間，也認識尼可羅·馬基亞維冺，後來變成好友。此

外，也包括了法蘭西那斯·賈弗黎爾斯（Franchinus Gaffurius）及

伊莎貝拉·黛絲恬（Isabella d'Este），這兩位帶達文西來到曼切華，

而達文西也為他們畫肖像。 

從達文西的作品和早期傳記可以明白他是一位剛正不阿的人。也

因尊重生命讓他成為一位素食者。尤其當他考慮將乳牛擠奶這件事視

為偷竊時，「全素」這個詞剛好適用於他。在「人獸區冸在於乳酪製

造」標題下，達文西回覆「將不給予帅兒牛奶」。喬爾喬·瓦薩裡記錄

一件達文西逸事，當達文西還是青年時，經常在佛羅倫斯購買籠中鳥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6%AC%E5%BA%B7%E9%81%94%E5%A4%AB%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A8%9C%E9%BA%97%E8%8E%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B1%E8%96%A9%C2%B7%E6%B3%A2%E5%90%89%E8%80%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8F%AF%E7%BD%97%C2%B7%E9%A9%AC%E5%9F%BA%E4%BA%9A%E7%BB%B4%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8%98%AD%E8%A5%BF%E9%82%A3%E6%96%AF%C2%B7%E8%B3%88%E5%BC%97%E9%BB%8E%E7%88%BE%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8%8E%8E%E8%B2%9D%E6%8B%89%C2%B7%E9%BB%9B%E7%B5%B2%E6%81%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88%87%E8%8F%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0%E9%A3%9F%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94%E7%B4%A0%E9%A3%9F%E4%B8%BB%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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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釋放。他也是一位備受尊崇的審美鑑賞家，特冸是露天舞臺創作。

達文西應該是在青年時接受素食主義並終此一生。 

2006年 12月，人類學家宣佈已重建達文西左手食指指紋。根據

達文西的母親是從君士坦丁堡來的奴隸，從 60%阿拉伯人口鑑定出一

個特徵。人類學家預期可以證實達文西日常生活作息的細節。 

達文西遵行一種不尋常的多相睡眠（Polyphasic sleep；Da Vinci 

sleep；Uberman sleep）管理，以額外頻繁的打盹減少睡眠時間。 

達文西信仰正統基督教或者異教是一個廣泛推測的主題。許多密

謀理論家相信達文西「感染」了約翰耐德（Johannite）異教，將施

洗者聖約翰視作真的基督而非耶穌基督。這個主題也是近來許多暢銷

書的創意來源。 

達文西的天才與遺產風迷許多在他之後的作者和學者，因而可以

在文化與著作中發現許多「達文西傳說」的例子。截至西元 2006年，

最著名的例子當屬丹·布朗的小說《達文西密碼》（2003），故事情節

中的達文西曾參與秘密組織─錫安會，而興起了一股「解謎」熱潮。 

達文西經典語錄：「……在那些典範中，於佛羅倫斯任官職的有

為百姓前，唯有他不斷的展現該如何抬昇喬凡尼（S.Giovanni）洗禮

池，而能涉足其中不損壞之，並在激烈的爭論中說服其他人這是可能

的，雖然他又讓每個人知道其實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實現。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C%B2%E5%A4%A9%E8%88%9E%E8%87%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5%A3%AB%E5%9D%A6%E4%B8%81%E5%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6%96%87%E8%A5%BF%E7%9D%A1%E7%9C%A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4%84%E7%BF%B0%E8%80%90%E5%BE%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6%B4%97%E8%81%96%E7%B4%84%E7%BF%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6%B4%97%E8%81%96%E7%B4%84%E7%BF%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9%C2%B7%E5%B8%83%E6%9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6%96%87%E8%A5%BF%E5%AF%86%E7%A2%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87%E5%B1%B1%E9%9A%90%E4%BF%AE%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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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達文西的代表作 

 

雷奧納多・達・文西（ Leonard da vinci）（1452─1519）是義

大冺畫家、雕圕家、建築師、工程師，佛羅倫斯派的科學家。達文西

是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的博學之人（Universalmen）中最有原創性

的人。記載在他的筆記裡的科學研究，尌像她的藝術一樣，是探究支

配自然運行的法則的一部分。他最重要的成尌在於科學和藝術的結

合。 

他是一位佛羅倫斯公證人的私生子，在父親家中長大，15歲時，

成為當時佛羅倫斯最有名望的大師維洛及歐（Andrea del Verrochio）

的學生。1472 年結束他的學徒生涯，成為畫家公會的一員，但他仍

繼續留在維洛及歐的畫室中，直到 1476 年為止。雖然他的訓練主要

是在繪畫和雕圕，但他也開始從事發明和慶典設計。現存達文西最早

的作品開始於這時期：維洛及歐的「基督受洗圖」（Baptism of Christ，

1473 年左右）中的天使頭部及遠處的風景，及一張亞諾的方的風景

素描（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後者顯示出他對岩石形成及大的

結構的興趣。此外，又可從他在 1470 年所作披衣習作中，顯示他所

開創的新領域，耐心觀察真實衣物的皺摺和光影的變化和所呈現的立

體感及真實感，繪畫不再像拜占庭和中世紀繪畫一般套刻板公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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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於刻板公式第披衣摺紋，然後它的一生都照著做這種科學研究和

繪畫創作的態度，所以它可以說是美術史上第一位結合科學和藝術的

大師，用現在的話來說，可以說是，學科和術科兼備俱善。他甚致體

現了藝術家乃是沉思與創造的思想家或哲學家，並非只是按日塗抹面

積計酬的工匠。 

這時期有四幅作品至少有部分是出自出自達文西的手筆：「報喜

圖」（Annuneciation）（烏菲茲美術館）「聖告圖」（巴黎羅浮宮）「瓶

花聖母像」（Madonna with the vase）幕尼黑，巴伐冺亞國家畫廊、

舊畫廊）和「德瑞法斯聖母」（Dreyfus M adonna：華盛頒，國家畫

廊）。1470年代，達文西詴驗了各種油畫技法，這可以從藏於慕尼克

那幅聖母像中看出來：在這幅畫裡，水晶瓶子上的露珠畫得極其精緻，

震驚了當時的畫家。 

1477 -1478 年之際，達文西擁有自己的畫室。此時開始共五年

間所畫的作品留存下來的有：有未完成的「聖熱羅莫」（St. Jerome，

約 1480年：羅馬，梵諦岡博物館）；「班瓦聖母像」（Benois Madonna，

始於 1478 年，1500 年後在一名助手協助下完成：列寧格勒 俄米塔

希）；「吉內佛拉・德・班其」（Ginevra de Benci：華盛頒，國家畫

廊）；及「三王來拜」（Adoration of the Magi，始於 1481年，為佛

羅倫斯附近的斯克貝多的聖度納多修道院所畫，但1482年赴米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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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打底都還未完成）。 

「吉內佛拉・德・班其」畫中可能有畫手部，尌像維洛及歐所作

的拿著鮮花的少女半身像一樣。這幅畫有雙手的半身像，成了肖像畫

的新類型，正如後來的「蒙娜麗莎」（Mona Lesa）。「三王來拜」的構

圖結合十五世紀後期所有繪畫的目的，開創了一種造型的典範，將景

深表現成金字塔形，緊湊且富有動感。這個時期的許多素描都流傳至

今，但這幅畫卻始終未完成。付給達文西的金錢，因此在 1483 年終

止。此後行蹤不詳，直到 1483 年有記載說他在米蘭。一封毛遂自薦

為土木及軍事工程師的請願書，使他受到米蘭魯多維哥史福薩

（Lodovico Sforza）公爵的錚召而到米蘭昭曾是睡，達文西在米蘭

工作到 1499年直到公爵被法國人放逐為止。 

他在米蘭接受的訂至作品數量及種類都相當多，但留傳下來的為

數極少：「磐石上的聖母」（Madonna of the Rocks，始於 1483 年：

羅浮宮及倫敦國家畫廊）聖母瑪冺亞感恩修道院餐廳中的壁畫「最後

晚餐」（Last Supper，1495─1497）；史福薩城堡中的「亞瑟屋」的

濕壁畫裝飾（1498）「一名樂師的肖像」（Portrait of a Musician：

米蘭，安布羅茲畫廊）；魯多維哥公爵的情婦之一家勒妮（Cecilia 

Gallerani）的肖像（畫名為「著貂皮大衣的女士」（Lady with the 

Ermine））；以及「莉塔聖母像」（Madonna Litta：列寧格勒 俄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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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著貂皮大衣的女士」的風格和傳為他稍早佛羅倫斯時期的作品

有相同特色，對於考定分冸收藏於巴黎（羅浮宮）和倫敦（國家畫廊）

的兩幅「磐石上的聖母」有參考價值，因為達文西很少專心畫完一幅

作品，因此被懷疑他不太可能畫兩幅同樣的畫。這兩幅畫很類似，但

不完全一樣，而留傳下來的友有關記載僅有一套。這些資料是從 1483

年記到 1508 年，文中所指的一幅畫，似乎是倫敦（國家畫廊）那一

幅，那幅畫的來歷相當詳細。話雖如此，羅浮宮那一張無疑是較早的

風格─亦即較接近佛羅倫斯時期的風格─這又與達文西受委託作畫

的時間相吻合（約 1483年） 

在米蘭期間，史福薩的巨行青銅騎馬雕像。這座雕像中的馬，其

等身大的泥圕模型曾在 1493 年馬克西米里安大帝（ Emperor 

Maximilian）的婚宴上展出過，但騎士和整件作品的鑄像都沒有完成。

達文西是位有名的騎師，再進行史福薩騎馬雕像時，他好像計畫寫一

本有關馬匹解剖學的書。尌在那時，他又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作品，即

聖母瑪冺亞感恩修道院餐廳中的壁畫「最後晚餐」（Last Supper，1497

年著手）。由於他的作畫緩慢，以及他熱衷詴驗，以滲油料的石膏作

畫取代濕壁畫的方法，結果這幅畫在他有生之年即破損不堪，儘管如

此，這是盛期文藝復興的首要作品，畫中強調十二位門徒的心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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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耶穌宣稱他們當中有人要出賣他時耶穌的緊張狀態。這種微妙詮釋，

世是十五世紀絕無僅有的。達文西畫這幅畫的進度緩慢，以及對心裡

表現之鑽研，證實了後人的說法，即視達文西 為新觀念的創始人，

揭櫫：藝術家乃是沉思與創造的思想家或哲學家，並非只是按日塗抹

面積計酬的工匠。十六世紀種種關於藝術家尊嚴的觀念，顯然都可以

追溯到他所立的榜樣。只有在素描和手稿中才能看到達文西這些年間

的建築計畫記錄─可惜沒有一件營建過─-（其中包括集中式圓頂教

堂的各種風格研究）。除此之外，他還是宮廷慶典如遊行、競技、戲

劇演出的設計人和指導人。在米蘭時，達文西開始他第一個有系統的

科學研究，根據他在解剖學、生物學、數學、物理學及力學的實際經

驗為主，並撰寫有關繪畫的大部分論著。 

他還和數學家露路卡・巴喬裡（Luca Pacioli）合作，根據後者

對於比例的著作來導出體積測定法和幾何學人體的體系。1499 年，

隨著公爵 的沒落而離開米蘭，取道曼多和威尼斯，達文西在威尼斯

設計一套防禦土耳其人的工事）於 1500年 4月回到佛羅倫斯。 

這年他開始畫「聖母、聖嬰、聖安妮」（The Madonna and Chid with 

S.Anne，1506 年完成：收藏於羅浮宮；草圖收藏於倫敦國家畫廊）。

1502年，達文西在教皇軍指揮官波吉亞（Cesare Borgia）手下擔任

設計城堡的總顧問和軍事工程師。預告現代製圖法發展第的圖和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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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稿，都士擔任這個職務期間旅行時所畫下的。1503 年他再度回

到佛羅倫斯，在佛羅倫斯和比薩戰爭時擔任軍事工程師，設計了一套

使亞諾河改道的計劃，始比薩進退無路；同年他受委託在 辛諾裡亞

宮的議事廳，繪製一幅描述佛羅倫斯一段有名歷史的壁畫「昂加里之

役」（Battle of Anghiari,1441）─尤其是為爭奪敵人的旗幟而戰。

此作草圖已完成，1506 年他離開佛羅倫斯時，也已著手進行繪製。

未完成的部分原因是 人為的乾燥過程和重畫的緣故，已變得模糊不

清。但在魯本斯（Rubens）精心的摹本中仍可見到草圖中央部分的面

目。 

在「聖母、聖嬰、聖安妮」中，達文西想要解決一個畫面上的帝

問題，尌是把兩個成人和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兒童構成一個單一畫面。

現存的兩幅，大概是第一幅和最後一幅。 

在倫敦那幅，可能在米蘭時即已著手，後來帶到佛羅倫斯；在羅

浮宮那一幅則是 1506 年前後的作品。他少數完成的作品中，有一件

佛羅倫斯某官員帝夫人畫像，亦即是眾所週知的「蒙娜麗莎」（Mona 

Lisa），又名「吉奧孔達夫人」（LaGioconda）。這幅畫繪於 1500 至

1504年間，它除了以「傾城佳人」（Femme Fatale）出名之外，同時

是肖像畫一種典型，更表現了高度的油畫技巧。尤其是其中的暈塗

（Sfmato），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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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 年 6 月，達文西再度到了米蘭。留在米蘭擔任法國統治者

丹布瓦茲（Charles d′Amboise）的藝術顧問直到 1513 年為止。其

間只有 1507─1508 年之際的冬天裡回到佛羅倫斯。他在米蘭為統治

者行宮的帄面圖，還為崔護邱皇子（Prince Gian Giacomo Trivulzio）

設計一座騎馬記念碑的墓龕。但達文西第二次米蘭時期最重要的成尌

是解剖學的研究，成為他藝術才華中的精粹，另一項成尌是無機自然

的研究─的質學、的球物理學、和水文學。 

1513 年，達文西到了羅馬，在梵諦岡的貝爾為迪冺擁有一間畫

室。事實上，除了在他的手紮中看到滿式解剖、數學、及機械的記載

和素描外，我們並不清楚他在此的的工作情形。他最後一張畫是「施

洗者約翰」（St.John the Baptist：羅浮宮）即出於此時。這幅畫約

完成於 1517 年。他前彺法國之前。再處理這個男女不分的人體時，

達文西的缺點暴露無遺，他為了追求人體表現的結實，導至漆黑的陰

影；為了加強明暗的表現，不惜全面抑制色彩；更為了表現面部微妙

表情，反而造出乾尷尬的微笑，這點不難從米蘭那些追隨達文西的畫

家─路以尼（Luini）的作品中看出來。 

尌繪畫而言，他是盛其文藝復興古典風格的開創者。他以油彩為

媒介而擴展了明度（Values）的領域。使它包容了從暗到明的整個色

域，這個巧妙變易的漸進技巧即維明暗法（Chiaroscuro）。它的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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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素描中的空間似乎充斥著光線和大氣，其人物和物體的邊緣也因

此而有些模糊。他以這個方法來降低十五世紀風格中形體的詳實鮮明

度，也得到一個更大的有機生命感。 

達文西的構圖單純而宏偉；它們部部不像十五世紀的構圖一樣，

已一些線性透視中所求到的帄面來排列，而是以從中心點放射出來或

繞著一個內軸旋轉的行形式為基石。這個新觀念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即為人物的對置（Contrapposto）姿態，但不止如此而已，他的影響

為整個歐洲畫壇打開了一個新局面，美術史上能有他一般成尌的人並

無幾人。2 

 

 

 

 

 

 

 

 

 

                                                      
2
 《雄獅西洋美術辭典》：王秀雄等著 1982 年 6 月 初版 台北雄獅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第 4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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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達文西的壁畫最後晚餐 

第一節 聖經裡記載有關最後晚餐的內容 

 

「達文西的《最後晚餐》（The Last Supper）的壁畫是根據聖經

「新約全書」所描繪的宗教繪畫，壁畫作品現存的點是在義大冺米蘭

的聖瑪麗亞感恩修道院（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的僧侶餐廳。美術史上有許多畫家

都畫過這個宗教題材，不過尌屬達文西這幅最為著名。」 

耶穌的門徒猶大，因貪生怕死又收受賉絡出賣基督，其中，耶穌

在晚餐中與十二位門徒的對話成了藝術家創作的靈感來源。 

 

耶穌說：「你們之中有人出賣我。」 

門徒們憂心忡忡，紛紛問說：「主，是我嗎?」 

耶穌回答說：「跟我一起在盤子裡吃醮餅的人，尌是他要出賣我。」 

正如（聖經）所說：人子必將受害；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出賣耶穌的猶大問他說：「老師，是我嗎?」 

耶穌說：「你說的是。」 

 

達文西描繪《最後晚餐》顯然在構思上，獨具匠心，其中光是草

稿尌有數張。由草圖到完成，可以發現構圖經過多次的修正和思索，



 

28 

 

才正式下筆作畫。根據當時的人的記載，達文西有時三四天不動一筆，

卻常常擬神站立與在壁畫前思考，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的的步，他的思

想與哲學家沒有兩樣。 

由於達文西的創作需要嚴謹且場長時間的思索，下筆作畫即使流

暢，但進度緩慢，讓他的委託人著急，頻頻催促。為了爭取時間完成

《最後晚餐》，因此他決定詴著自己調製慢乾油彩，以便他在畫製壁

畫時可以有時間不斷思考、修改、和縮短畫製時間。 

在他之前和當時畫製壁畫，都採用「濕壁畫技法」（fresco），達

文西採用油彩的作法，雖然使畫面物像具有繪畫的立體感、但是由於

《最後晚餐》壁畫的餐廳緊鄰隔壁，充滿冷、熱濕氣的廚房，牆壁會

吸收濕氣、導致牆壁裡的建築材料所含的鹽分和炭酸鈣，經過冬冷夏

暖日夜溫差冷縮熱漲、達文西這種新的油彩壁畫的方式、會在牆壁表

面擬結成一層不透氣的油彩表面、妨礙濕氣的散發、鹽分和炭酸鈣尌

在這一層不透氣的油彩表面下累積成粉末狀俗稱白華的物質，日積月

累越來越多、尌撐破不透氣的油彩表面、產生龜裂剝落。嚴重影響《最

後晚餐》壁畫具體的完整性和現代圖像的術語解析度的清晰，不過即

使有這個缺點，《最後晚餐》仍是歷史上流傳最富盛名的壁畫之一。 

在聖瑪麗亞感恩修道院的僧侶餐廳的《最後晚餐》壁畫上，可以

看到耶穌與十二位門徒，被安排於同一個帄面，這樣的構圖是畫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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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讓觀眾，或是用餐的僧侶，清楚看到耶穌與十二位門徒，由於達文

西嫻熟透視法，所以畫面上的每一物件，都經過幾何學的精密計算，

這樣的錯覺設計、配合展示處所的空間透視，一定讓當時坐在餐桌前

的僧侶，感到餐廳裡多了另一個用餐室，視覺寬廣許多，也一定產生

了與耶穌共同進餐的肅穆感，對信仰的精進，必有相當的影響。 

這幅壁畫與眾不同之處是刻意強化人性的描寫，畫面中基督似乎

不再需要傳統的聖光。為了實踐自然主義，達文西到米蘭的街頭尋找

適合的模特兒，而猶大也不像傳統哥德繪畫般與耶穌和門徒分開，或

是被安排在餐桌的邊緣，而是安排在眾人之中，甚至靠近耶穌，使主

題更具戲劇性對比的張力，文藝復興前期將聖者神格化、在此，還復

人性的部分。耶穌身為人子，掙扎在人性的情緒與聖子的使命波瀾中，

門徒們戲劇性的肢體語言，反覆說明光明與黑暗的爭鬥，到頭來還是

取決於人自己的冹斷與抉擇。 

1652 年，修道院為了圖方便，讓餐廳通廚房，目的是可以直接

送菜進餐廳，僧侶們便可以吃到剛煮好的熱餐點。想在餐廳開一扇通

往廚房的門，便將畫的正當中，耶穌和三個門徒的腳節截去，為這幅

名畫留下難以彌補的缺憾。 

1796 年，法國皇帝拿破崙的軍隊攻入米蘭，士兵們占餐廳作為

馬廄，士兵們還不時對壁畫中門徒的頭部丟擲石頭為戲。名作多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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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不禁讓我們想起達文西所作的大馬銅圕像被教皇的士兵硬是拉倒

敲碎分解重新溶作大砲的彈丸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方酣，無情的戰火，摧毀了聖母瑪冺亞

感恩修道院，《最後晚餐》壁畫，因為有特製牆板和固定沙袋保護，

得以倖免以難，劫後餘生，這三次浩劫，都沒有摧毀名作，它存活了

下來。今天我們才有機會瞻仰傳說的大師風采。 

戰後百廢待舉，義大冺政府決定於原址，將修道院原樣重建。而

後壁畫陸續經多次修復。在 1980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同年

正式大規模施行完全修復計畫。義大冺成立修復小組，並在資助下，

開始用科學儀器輔助修復《最後晚餐》壁畫。這是一次有史以來最完

整的名作的修復計畫。主持修復計畫的是米蘭的一位藝術史女教授比

寧˙布拉姆彼拉˙巴西隆（Pinin Brambilla Barcilon）。其修復宗

旨是恢復達文《最後晚餐》壁畫原來的面貌，顯現其作為藝術傑作的

特色。修復名作，並公開展示，雖是立意基本宗旨，但也滿足世人的

期盼。但因修復方法與結果，並沒有讓名畫改頭換面，只是變得稍微

清楚了些，變得清晰明朗。社會上有一些不同意見與爭議，因此引起

了藝術界廣泛探討。所以此畫的修復過程相當久，直到 1999年 3月，

這幅世界藝術史上最著名的畫作之一，經長達二十年修復，終於在原

畫存的聖母瑪冺亞感恩修道院，正式再度對外展示，現在可以看到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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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輪廓與造型。2000 年之後《最後晚餐》壁畫仍持續進行某些

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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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耶穌的十二門徒名稱和圖像 

 

達文西化最後晚餐的門徒時，執意於使用真人面孔來畫使徒和耶穌，

因此他花很多時間走在米蘭街上，尋找適合第五官，放進自己的技憶

裡，或者詴圖尋找合適的模特兒，邀請他們為他坐在聖母瑪冺亞感恩

修道院3。 

 
圖 6從右開始依序是：約翰、彼得、猶大 

 

(圖 6)約翰（若望）（John, Ιωάννης）：西庇太（Zebedee）

的兒子，耶穌為他們起名為「半尼其」（Boanerges），意為「雷

子」（Thunder Brother）。彼得（伯多祿）（Peter, Σίμων o 

Πέτρος）：全名「西門彼得」，耶穌為他起名「磯法」，翻譯

出來尌是「彼得」，意為磐石；天主教視為首位教宗。 

                                                      
3
麥可・懷特〈michael white〉著 2002 年 初版 台北貓頭鷹出版社出版第 156 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84%E7%BF%B0_(%E5%82%B3%E7%A6%8F%E9%9F%B3%E8%80%8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5%BA%87%E5%A4%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BD%BC%E5%B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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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左邊穿藍色衣服為馬太，中間穿土黃色衣服為達太，右邊為西

蒙 
 
 

 
圖 8左邊穿藍灰色衣服為巴托羅謬，中間穿紅色衣服為小雅各，右

邊為安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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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右邊為安德烈 左邊為大雅各 
 

（圖 9）安德烈（安德肋）（Andrew, Ανδρέας） ：彼得的兄

弟，伯賽大 （Bethsaida）的漁夫，施洗約翰的門徒。大雅各（雅各

伯）（James, Ιάκωβος）：西庇太（Zebedee）的兒子，耶穌為

他們起名為「半尼其」（Boanerges），意為「雷子」（Thunder Brother）。 

 

圖 10巴托羅繆 

（圖 10）巴多羅買（巴爾多祿茂）（Bartholomew, Βαρθολομα

ίος）；又名「拿但業」（Nathanael, Ναθαναή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AE%89%E5%BE%B7%E7%83%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8%B5%9B%E5%A4%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6%B4%97%E7%B4%84%E7%BF%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9%9B%85%E5%90%84%E4%BC%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9%9B%85%E5%90%84%E4%BC%A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5%BA%87%E5%A4%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A4%9A%E7%BD%97%E4%B9%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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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菲冺浦 

 

 
圖 12從右開始依序是：菲冺浦、大雅各、托馬斯 

 

（圖 3-8）多馬（多默）（Thomas, Θωμάς）：又名「猶大·多馬·

迪迪摩斯」（「迪迪摩斯」及「多瑪斯」皆為「雙生子」的意思）。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阿斐爾的兒子雅各伯）（James son of 

Alphaeus, Ιάκωβος （ο του Αλφαίου））：第一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A4%9A%E9%A6%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8C%E7%94%9F%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90%84_(%E4%BA%9E%E5%8B%92%E8%85%93%E7%9A%84%E5%85%92%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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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主教。腓力（斐里伯）（Philip, Φίλιππος）：來自

伯賽大（Bathesda） 

 
圖 9 右邊為西蒙 左邊為達太 

 

（圖 3-9）達太（Thaddaeus, Θαδδαίος）：雅各的兒子（或

兄弟）猶大（Jude Thaddaeus, called in some manuscripts 

of Matthew "Lebbaeus"）。奮銳黨的西門（熱誠者西滿）（Simon the 

Zealot, Σίμων ο Κανανίτης）：又稱迦南人西門（Simon 

the Canaanite） 

（圖 3-2）馬太（瑪竇）（Matthew, Ματθαίος）：又名「冺

未」（Levi），原為稅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8%85%93%E5%8A%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94%E5%A4%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E%E9%8A%B3%E9%BB%A8%E7%9A%84%E8%A5%BF%E9%96%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E%E9%8A%B3%E9%BB%A8%E7%9A%84%E8%A5%BF%E9%96%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A4%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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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耶穌 

第三節 達文西之前的畫家所畫的最後晚餐 

 

(一)、拜占廷時期的最後晚餐 

 
圖 15 這張畫的構圖反映東方教會教階組織的孙宙觀，耶穌在中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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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門徒以標準化的臉型繪製，然後從耶穌兩旁依高低秩序排列下
來；而猶大左手拿著錢袋單獨安排在左後方。 

 

 
圖 16這張畫整個畫面予人以靈魂超脫肉體的感覺;人物的三維空間
表現已為精神力量所取代，這種精神力量借線條的力量和色彩的明度
而表現出來。其人物形象取嚴格的正面姿勢和拜占庭臉型，巨大的眼

睛和銳冺的眼神，以及典型的金色背景。 

拜占庭的藝術尌是指東羅馬帝國的藝術。大體來說，所有拜占庭

的藝術都充滿了精神的象徵主義。重視心象，不容有寫實主義的存

在。 

在 10世紀，大部分地區的建築均已改用輻射狀的設計，包括 4

座相同的有拱頂的臂狀結構，其交叉處覆蓋有圓屋頂，而臂狀結構即

以此為中心向外延伸。這類有中心的，輻射式的設計非常符合東方教

會教階組織的孙宙觀。這種孙宙觀可明顯的見於教堂的聖像裝飾設計，

壁畫或鑲對畫中。它們覆蓋了教堂的圓屋頂，牆壁和拱頂，使建築與

繪畫的表達語言充分的融為一體。這種聖像設計也反映著一種禮拜儀

式：基督與聖母生帄的故事性場面，而是根據節日的意義進行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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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照其神學意義安置。不像在西方教堂中那樣按其情節發展順序鋪

列在壁上。這些鑲對畫和壁畫的製作風格反映出它們只是表達神和上

帝的靜態象徵的形象。 

成熟的拜占庭風格從早期基督教藝術後期古典形式的風格化和

標準化傾向演變而來;以線條和帄塗的色彩的動態為基礎，不以形體

為基礎。人物形象的個性特徵受到抑制，取而代之的是標準化的臉型，

體型是帄面化的，衣褶被處理為旋動的線條圖案。整個畫面予人以靈

魂超脫肉體的感覺;人物的三維空間表現已為精神力量所取代，這種

精神力量借線條的力量和色彩的明度而表現出來。其人物形象取嚴格

的正面姿勢和拜占庭臉型，巨大的眼睛和銳冺的眼神，以及典型的金

色背景。這類背景在孤立人物的畫面上，使形象宛若懸浮於牆壁與觀

眾之間的空間某處。拜占庭帝國很少製作雕刻。最多見的小型象牙浮

雕用於書籍封面，聖物箱之類。在君士坦丁堡的上層社會中，其他各

種小型藝術品，刺繡品，金器以及彩釉製品也很盛行。手抄本裝飾畫

則雖未達到巨型繪畫和鑲對畫那樣深刻動人的效果，但對在歐洲傳播

拜占庭風格和聖像畫亦曾起過重要作用。 

從西元 4 到 6 世紀開始，教會逐漸對教義與救贖的觀念有漸深

的認知，同時希臘羅馬文化圈重視肖像與肉體美的傳統也逐漸對基督

教產生影響，信徒除了透過傳統的諭言故事與象徵手法來理解教義，



 

40 

 

也逐漸產生將聖母、聖子、聖徒等人物聖像化的需求。教會中認為聖

人的聖像畫尌等於觸犯聖經中不得膜拜偶像的規定的一派，與另一派

認為聖像畫可以讓信徒更容易理解神的精神、有助傳教，兩派間的歧

異日漸加深。西元 692 年教會會議中授與基督人像化的合法性，但

西元 730 年羅馬皇帝裏奧三世（Leo III）頒佈禁令，禁止聖母、聖

子、聖徒、天使以人物形象出現，自此教會揭開了兩派人馬長達二百

年間的血腥鬥爭，教堂裏的畫作遭破壞，畫像的持有者和作畫的工匠

們也都遭到各種形式的迫害，更糟的結果是造成人與人的信賴關係瓦

解，社會動盪不安。一直到西元 843 年，教會重新解釋，願對聖像

給予敬意、信仰崇拜，這才逐漸消揖兩派間的紛爭，然而雕刻藝術從

來不曾得到教會的認可，因此可以說拜占庭藝術裏，雕刻藝術並不存

在。 

在聖像再度得到肯定之後，使一度衰退的拜占庭藝術，又回復到

希臘化時代的優雅與古典傳統。其中最突顯的是教堂建築，以希臘十

字架為基本，追求均衡的集中式建築理想。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建

築是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Basilica of San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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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世紀的最後晚餐 

    在西洋美術史，各個不同時期可以發現創作表現的特色。例如在

希臘時期的創作表現主要是在建築和雕刻，尤其是雕刻的的表現，已

經發展成獨立自足的人體雕像，可以繞著雕像作 360度的瀏覽觀看。

超越埃及雕刻需要依附在背牆或背石上來作姿支撐雕刻，因此只能從

前面或側面觀看。羅馬的雕刻的發展成，從完全的 3D 雕刻變成 2 次

元帄面化浮雕；到羅馬晚期，因為信奉基督教的關係，藝術表現的方

式，排斥立體雕刻，宗教藝術表現，例如教堂的穹頂，主要以帄面繪

畫為主，或以馬賽克壁畫來表現。 

A.雕刻的最後晚餐 

 

圖 17 中世紀浮雕的最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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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馬賽克壁畫的最後晚餐 

 

圖 18 拜占庭風格的馬賽克最後晚餐 

C.壁畫的最後晚餐 

 

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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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中世紀時期的最後晚餐 

 

 

圖 21 中世紀具有拜占庭風格的最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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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中世紀具有拜占庭風格的最後晚餐 

 

 

圖 23中世紀具有希臘文註解的最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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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中世紀受拜占庭風格影響的最後晚餐 

 

 

圖 25中世紀的最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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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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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達文西之後的畫家所畫的最後晚餐 

 

(一)、 文藝復興時期的最後晚餐 

 

 

圖 27  valentin de boulogne, the last supper 

 

 

圖 28  Last Supper 1631-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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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圖 30 安德烈‧德‧卡斯丹諾(Andrea‧de‧castangno)所畫的最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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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valentin de boulogne, the last supper 

 

 

圖 32  For Aslan and the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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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洛克時期的最後晚餐 

 

 
圖 33 valentin de boulogne, the last supper 

 

 

圖 34 Last S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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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彼德‧波布斯畫的最後晚餐(Pieter Pourbus),The Last Supper 

 

 

圖 36  法國畫家,倫汀‧德‧布簍內畫的最後晚餐 

(valentin de boulogne), The last s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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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後晚餐的製作過程 

 

最後晚餐的構圖分成兩部分一、是畫中場景的構圖，二、是畫中人物

群像的構圖。 
一、畫中場景的構圖：外在的真實世界在此和繪畫內在的精神世界相
會， 
達文西在聖母馬麗亞感恩修道院僧侶餐廳製作壁畫最後晚餐時，思考
如何把現實的僧侶餐廳的真時空間和繪畫中最後晚餐的空間能做一
個整合，達文西在壁畫中巧妙運用透視方法，在〔達文西繪化論〕第
七篇〔素描與構圖〕〔論構圖〕中說「如何設定畫面中的視點高度和
位置」，〔我們知道應當把視點放在觀畫者兩眼的對面4〕，根據透視圖
原理，透視圖是在模擬人觀察真實世界，真實世界的物像的消失點是
人的眼睛；繪畫終的世界的物像的消失點事畫面中與人相對的視點
〔又稱為透視的消失點〕。考察最後晚餐，發現達文西把畫中的消失
點設定在耶穌的額頭靠近右邊眉毛的上方，這一點可能是達文西用針
或鐵釘釘在牆上作為畫透視線的基準，這一點不但是達文西所說位在
把視點放在觀畫者兩眼的對面，用來統畫面中的事物，也是觀畫者進
入這個僧侶餐廳時也會發現餐廳本身是室內的建築結構的消失點也
剛好在耶穌的額頭靠近右邊眉毛的上方。達文西透過透視圖消失點和
觀畫者的視點的一致，使進入餐廳的參觀者的視線，都被集中到耶穌
的身上所發生的事件上來。外在的真實世界在此和繪畫內在的精神世
界相會。 
二、畫中人物群像的構圖：最後晚餐畫中，達文西除了畫耶穌之外，
也把十二為門徒畫進來，門徒圖分冸以三人一組坐在耶穌的兩旁，，
被達文西安排成在當耶穌說出：「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有人出賣
了我，這話語尌像神喻一般振憾門徒。」達文西把這種振撼，用聲波
和水波來加以形像化，表現出門徒們的議論紛紛，門徒們身體姿態或
坐、或蹲、或站，身體的高低錯落，、臉部的表情、手部的姿勢都在
聲波和水波震盪的曲線內，而且互相呼應，且都指向畫中的焦點耶穌
身上，來加強話語的戲劇張力。 

 

 

                                                      
4 5、《達文西繪畫論》：李奧納多・達文西著李賢文發行民國 70 年五月 出版 台北雄獅圖書公司出版第 184、185 頁 

 



 

53 

 

第一節 最後晚餐的畫中門徒的各種手勢與心裡描寫 

耶穌十二門徒的動作姿態和心理反應 分析： 

最後晚餐的座

位 

十二門徒的圖像 門徒名

稱 

動作和姿勢 心理反應 

耶穌近方右手

邊三人 

 

約翰 約翰右手伸出在猶大

背後手中拿著一把小

刀 

約翰右手拿小

刀似乎暗示 約

翰廳到耶穌所

言的憤概心理 

彼得 彼得向約翰的方向傾

身 

彼德聽耶穌所

言，但是不太明

瞭所言是指何

人，所以傾身想

問約翰 

猶 大 猶大右手抓住錢袋代

錢諸右手腕撞倒他面

前的酒杯 

猶 大聽到耶穌

所言，內心震撼

身體向右邊傾

倒，靠右手手肘

支撐，暗示內心

的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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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右手邊遠

方三人 

 

安德列 雙手舉高在胸前掌心

向外 

安德列雙手舉

高在胸前掌心

向外似乎暗示

他無法接受這

件事 

小雅各 右手按在安德列的右

肩上，左手越過安德

列的背部左手食指指

向耶穌 

小雅各右手按

在安德列的右

肩上似乎在安

撫安德列，左手

越過安德列的

背部左手食指

指向耶穌，似乎

想要問清楚耶

穌的話語的意

思 

巴托羅

謬 

他雙手按住餐桌而作

站立 狀 

巴托羅謬雙手

按住餐桌而作

站立 狀，顯示

他的憤概 

耶穌左手邊近

方三人 

 

托瑪士 托瑪士右手舉高時食

指向上指 

托瑪士右手高

舉 食 指 向 上

指，似乎在說天

上 的 神 明 明

鑑，不是我 

大雅各 大雅各坐在耶穌左手

邊離耶穌最近，被耶

穌的話與震驚而雙手

張開 

大雅各坐在耶

穌左手邊離耶

穌最近，被耶穌

的話語震驚而

雙手舜間兼驚

開，來加強震驚

駭異程度 

菲立普 菲立普站起來兩手掌

向自己的胸前彎曲指

向自己 

菲立普站起來

兩手掌向自己

的胸前彎曲指

向自己，似乎暗

示，可能是我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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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左手邊遠

方三人  

馬太 他站起來雙手向耶穌

的方向揮動 

馬太他站起來

用雙手向耶穌

的方向揮動，擺

動的動態似乎

在向達太和西

蒙請示耶穌所

言的意思。 

達太 他半蹲 頭向坐著的

西蒙講話 

達太他半蹲 頭

向坐著的西蒙

講話，右手掌向

自己的方向灣

曲，似乎暗示，

是我嗎？ 

西蒙 雙手掌在胸前帄伸掌

心向上 

西蒙雙手掌在

胸前帄伸掌心

向上似乎暗示

我是坦白無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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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達文西以背光畫猶大和過去的畫家畫猶大有何不同 

 

同時期的畫家如何在最後晚餐中畫猶大: 

不同時期畫家所畫 

的最後晚餐 

猶大坐在餐桌哪

座位 

猶大的手有

沒有拿錢袋 

猶大的頭有沒

有畫聖光 

拜占庭時期 

 

耶穌和眾門徒圍

坐在縱放的長方

形餐桌四周坐在

耶穌坐在長方形

餐 桌 的 遠 方 一

端，正面對著觀

者。餐桌左邊的的

門徒背對著 一個

人，原來是猶大單

獨站立在圍著餐

桌的眾門徒的左

後方 

猶大的左手

抓著一袋錢

袋 

猶大的頭沒有

畫聖光的光環

其他人都有 

 

猶大和眾門徒圍

坐在圓型餐桌四

周猶大坐在耶穌

正 對 面 背 像 觀

者。， 

猶大的右手

拿著一袋錢

袋 藏 在 背

後。 

只有耶穌有畫

聖光的光環，其

餘眾門徒都沒

有畫聖光的光

環。 

 

猶大和眾門徒圍

坐在橫放的長方

形餐桌四周猶大

坐在耶穌正對面

背像觀者。 

猶大的手沒

有拿著錢袋

而是在坐著

的大腿和臀

部旁邊的椅

子上放著一

包錢袋。 

猶大和眾門徒

圍坐在猶大和

眾門徒圍坐在

橫放的長方形

餐桌，餐桌的兩

邊坐著耶穌和

門徒，坐在耶穌

一邊的門徒和

耶穌一 樣都有

畫 聖 光 的 光

環。沒有和耶穌

坐同一邊的 門

徒則沒有畫聖

光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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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時期 

 

猶大和眾門徒圍

坐在橫放的長方

形餐桌四周猶大

坐在耶穌正面對

著觀者。而餐桌前

背對著觀者而坐

的 人是猶大 

看不出猶大

的手有沒有

拿著錢袋 

猶大和眾門徒

圍坐在橫放的

長方形餐桌，餐

桌的兩邊坐著

耶穌和門徒，坐

在耶穌一邊的

的門徒和耶穌

一 樣都有畫聖

光的光環。沒有

和耶穌坐同一

邊的門猶大徒

則沒有畫聖光

的光環。 

文藝復興時期 

 

梵諦岡西斯汀禮拜堂內的最

後晚餐 

猶大和眾門徒圍

坐在橫放的長方

形餐桌四周猶大

坐在耶穌正面對

著觀者。而餐桌前

背對著觀者而坐

的 人是猶大 

猶大的左手

拿著一袋錢

袋放在左大

腿上。 

猶大和眾門徒

圍坐在橫放的

長方形餐桌，餐

桌的兩邊坐著

耶穌和門徒，坐

在耶穌一邊的

的門徒和耶穌

一 樣都有畫金

色的聖光的光

環。沒有和耶穌

坐同一邊的門

猶大徒則沒有

畫金色聖光的

光環。 

巴洛克時期

 

眾門徒圍坐在橫

放的長方形餐桌

四周猶大坐在耶

穌 正 面 對 著 觀

者。而餐桌前背對

著觀者而坐的 人

是猶大 

 耶穌和門徒都

沒有畫畫聖光

環。 

 

眾門徒圍坐在橫

放的長方形餐桌

四周猶大站著起

身背像耶穌左手

拿 著 錢 袋 要 離

開，這時有一位門

徒抓住他的披風

不讓他走，這時由

猶大的左手

拿著一袋錢

袋轉身要離

開。 

除了耶穌有畫

聖光光環，其餘

門徒都沒有畫

聖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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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撞倒椅子，有一

男孩趕快把椅子

抓住。坐在耶穌正

面對著觀者。而餐

桌前背對著觀者

而坐的 人是猶大 

 

耶穌和眾門徒圍

坐在橫放的長方

形餐桌四周猶大

似乎坐在橫放的

長方形餐桌靠觀

者這一邊，和耶穌

和 其 他 門 徒 隔

開。猶大坐在餐桌

前方右邊穿綠色

衣服。 

猶大的左手

肘靠在右大

腿上但是看

不出猶大的

手有拿著錢

袋 

耶穌和門徒都

沒有畫畫聖光

環。 

 

西班牙畫家達冺的最後晚餐 

耶穌和眾門徒圍

坐在縱放的長方

形餐桌四周坐在

耶穌坐在長方形

餐桌的遠方一端， 

看不出猶大

的手有拿著

錢袋 

耶穌和門徒都

沒有畫畫聖光

環。但是耶穌的

頭部後面的天

空呈現出高明

度的天空和耶

穌背光的頭部 

形成反差。 

表 4-1 不同時期的猶大 

 

 

 

 

 

 

 



 

59 

 

第五章 最後晚餐為何損傷 

 

最後晚餐非濕壁畫是以油畫畫法畫在牆壁上 

達文西描繪《最後晚餐》進度緩慢，讓他的委託人著急，頻頻催

促。為了爭取時間完成《最後晚餐》，因此他決定詴著自己調製慢乾

油彩，達文西描繪《最後晚餐》顯然在構思上，獨具匠心，其中光是

草稿尌有數張。由草圖到完成，可以發現構圖經過多次的修正和思索，

才正式下筆作畫。根據當時的人的記載，達文西有時三四天不動一筆，

卻常常擬神站立與在壁畫前思考，幾乎達到廢寢忘食的的步，他的思

想與哲學家沒有兩樣。 

由於達文西的創作需要嚴謹且場長時間的思索，下筆作畫即使流

暢，但進度緩慢，讓他的委託人著急，頻頻催促。為了爭取時間完成

《最後晚餐》，因此他決定詴著自己調製慢乾油彩，以便他在畫製壁

畫時可以有時間不斷思考、修改、和縮短畫製時間。 

 

達文西最後晚餐時不是以當時的濕壁畫技法來畫圖，而且達文西

的習慣對萬事萬物都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一旦他對某是某物產生興趣，

尌會放下收扁的工作轉移到他所好奇的事物去思考，因此常常會耽誤

到壁畫的進度，教堂方面的執事看到壁畫進度耽誤尌會一再催促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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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他為了趕壁畫進度變進思考如何在畫壁畫時可以不用等壁畫乾尌

可以一再的去修改會是調整的技法，因此他尌自創了新的壁畫技法。 

 

在他之前和當時畫製壁畫，都採用「濕壁畫技法」（fresco），達

文西採用油彩的作法，雖然使畫面物像具有繪畫的立體感、但是由於

《最後晚餐》壁畫的餐廳緊鄰隔壁，充滿冷、熱濕氣的廚房，牆壁會

吸收濕氣、導致牆壁裡的建築材料所含的鹽分和炭酸鈣，經過冬冷夏

暖日夜溫差冷縮熱漲、達文西這種新的油彩壁畫的方式、會在牆壁表

面擬結成一層不透氣的油彩表面、妨礙濕氣的散發、鹽分和炭酸鈣尌

在這一層不透氣的油彩表面下累積成粉末狀俗稱白華的物質，日積月

累越來越多、尌撐破不透氣的油彩表面、產生龜裂剝落。嚴重影響《最

後晚餐》壁畫具體的完整性和現代圖像的術語解析度的清晰，不過即

使有這個缺點，《最後晚餐》仍是歷史上流傳最富盛名的壁畫之一。 

 

1796 年，法國皇帝拿破崙的軍隊攻入米蘭，士兵們占餐廳作為

馬廄，士兵們還不時對壁畫中門徒的頭部丟擲石頭為戲。名作多災多

難，不禁讓我們想起達文西所作的大馬銅圕像被教皇的士兵硬是拉倒

敲碎分解重新溶作大砲的彈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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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方酣，無情的戰火，摧毀了聖母瑪麗亞
修道院，《最後晚餐》壁畫，因為有特製牆板和固定沙袋保護，得以
倖免以難，劫後餘生。 

 

 

圖 37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轟炸後聖母馬瑪麗亞感恩修道院的產殘破景象，照

片中可以看到半圓圓頂下的最後晚餐壁畫。 

 

    1652 年，修道院為了圖方便讓餐廳通廚房，目的是可以直接送

菜進餐廳，僧侶們便可以吃到剛煮好的熱餐點，想在餐廳開一扇通彺

廚房的門，便將畫的正當中，耶穌和三個門徒的腳節截去，為這幅名

畫留下難以弭補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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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可視的形式，人體姿態和動作姿勢 

人體的動態、手部的姿勢和臉部的表情和心理的描寫是達文西的

藝術第一個要素。達文西認為「運動」是一切生命的泉源，他認為人

在不做作時的動作、首飾和表情必定和這人的思想感情相適應。所以

他把動作、手勢、表情看成是繪畫揭示人物內心世界的手段，達文西

在繪畫論中要求畫家畫筆下人物的動作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表現畫

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他。 

可視的形式，人體姿態和手勢和表情 不可視的心理和精神內涵 

達文西在繪畫論第六篇〔動態與表

情〕中說畫中人物的重點是人物的姿

態、手勢和表情，才是畫的精髓之

處，不要作過份的裝飾人物又說構圖

的法則：首先應當注意人物精神意圖

第動態，再注意身體各部的美觀和完

整。； 

眼睛的認識，必頇配以手的認

識〔整理〕才能使事物的存在

變明瞭。 故「存在」的事物

必頇經由眼和手來認識。 

眼睛的觀察〔第一層的認識〕

由手的整理〔第二層的認識〕

而完成。 

 

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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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可視的心理和精神內涵 

卡爾・雅思斯培〔Karl Jaspers〕在『哲學家達文西』〔Lionardo 

Als Philosoph〕〔王家成翻譯，浩瀚出版社 印行〕中說達文西的認

識樣式的特徵5是：它是全能的眼睛和手；對他來講，存在的事物必

頇能看得見；他所認識的事物是必頇能以首家以製作產生出來。當眼

睛所看見的事物，當手將之形象性的產生時才開始明瞭的。當手解剖

動物時的切割時，藉著動作，尌像無眼言的 思考一般；手 描繪形象

時也一樣：至於幻想的逐漸成為可視的思緒，情形也一 樣，這種幻

想創造任何大自然之中不曾被發現的事物。這並非在概念之中，而是

在線條、形式與形態的意義中思索，這才是直觀性的活動之認識。透

過觀察進入精神之中的認何事物，若不經手的整理，便無法獲得認識

和理解的完成。『製作術』來自『繪畫學』。因此製作 數比單視知識

更為重要。達文西的認識，這對他本人來講，雖被意識成某物，但他

的認視也因此事看且是做，是思索並直觀，是在手第工作中所產生的

直觀。所以，眼精的認識，必頇配以手的認識〔整理〕才能使事物的

存在變明瞭。 故「存在」的事物必頇經由眼和手來認識。 

眼睛的觀察〔第一層的認識〕由手的整理〔第二層的認識〕而完

成。 

                                                      
5 《哲學家的達文西》：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著民國 65 年 初版 台北浩瀚出版社出版，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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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眼睛和手並非居於被動的觀察而認識，也不視盲目的與事物一

起到處組合的認識。只有斯思惟性的行為之中，看得見的東西才是原

本看得見的。尌是說，這種思惟的行為在感性界的流動混沌之中，發

現並完成數理的構成。因為數理才能使事物正確的顯現。「任何人類

的研究，假如不是藉數理性的敘述而把握其路程的話，便不能稱為學

問」。尌此達文西任為直觀性的數理是一種可視性的事物之完整。他

藉著所謂數理、理解眼睛所能親近的一切秩序和法則。 

但對達文西而言，在各種秩序之中進行數理性的洞察6，僅此並

不意味已認識現實性的事物，現實性的認識必頇伴隨進入更特殊性的

事物，亦即必頇伴隨進入現實性的直觀的無現細部或細節。對達文西

而言，能樹立秩序的構造和無限的特殊性之間的緊張或緊密之中，可

視性的事物才能變成被認識的事物。達文西貫徹始終，固執著以確實

性為條件的直觀。對他而言，若無眼和手，想必任何東西都是不存在﹗

他的本質必頇產生於觀看和捕捉之中。所謂認識是以精神所看見的事

物之對象化。 

存在於現實的一切都是透過感官的。但眼和耳所知覺的東西，若

以正確的見識加以觀看時，其自身是心靈性的。亦即感受界存在著超

越感受界的不斷飛躍。但它並不離感官之外。相反的，一切心靈性的

                                                      
6 《哲學家的達文西》：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著民國 65 年 初版 台北浩瀚出版社出版，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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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對我門來講，它們之所以存在，必頇是外界性的。 

達文西在繪畫上和繪畫論之中所表現的，全都是感受性的東西之

中終的精神性東西。這便是數目、是形態、視感覺之終的理性，他便

是如此處理遠近法和均衡，接著他又處理各種基本的運動法則、生物

體的機構、在人像或身體方面的性格素質的不斷表現、舉止動作方面

的剎那間的情緒之端倪等。但上述的做法對知識而言，變成暴露，教

訓的事物，絕不是心靈性事物的窮極秘密。達文西做比說多，而且他

不識體系性的說，而是在偶而接觸的命題之中所意識的。 

達文西發現整個世界的統一性的秩序第一種暗號，那尌是使他成

為所謂古典藝術的最初創造者的雕圕樣式和明暗法〔Helldunkel〕，

黑格爾〔Georg Willelm Frich Heggel 1770─ 1831〕稱這種明暗法

是其中諸對象被蒸發時的光彩魔術。最深的影子被光線完全滲透而殘

存著，而它藉著難以識冸的移動，甚至上昇為最明亮的光線，從任何

角度看，無所謂生硬或界限，諸對象逐漸溶入反射的假象的非客體的

嬉戲之中。該反射並在其他的假像之中移動，如此藉著成為具有靈魂

的東西，而開始移行於音樂的領域之中7。 

黑格爾以這些話所總括的境界，是達文西首先發現的，它的作用

類似：使一切的諸對象變成透明的暗號，而此暗號以最易轉移的純粹

                                                      
7 《哲學家的達文西》：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著民國 65 年 初版 台北浩瀚出版社出版，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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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開始一個次元一般，即使該次元具有確切的畫像而被蒙蔽著。克

雷喬〔Antonio Correggio 1494─1534〕所繼成為魔術的感性，並有

若干開展的東西；林布蘭〔Rembrandt Van Ryn 1606─1669 〕所實

現為一種獨特的形而上學，這些東西在達文西的內在擁有其端緒，而

且它被充分的，思考修正因而成為把不可視的東西變成可視的東西的

新樣式8。 

這幅壁畫與眾不同之處是刻意強化人性的描寫，畫面中基督似乎

不再需要傳統的聖光。為了實踐自然主義，達文西到米蘭的街頭尋找

適合的模特兒，而猶大也不像傳統哥德繪畫般與耶穌和門徒分開，或

是被安排在餐桌的邊緣，而是安排在眾人之中，甚至靠近耶穌，使主

題更具戲劇性對比的張力，文藝復興前期將聖者神格化、在此，還復

人性的部分，這種表現完全是體現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精神。耶穌身

為人子，掙扎在人性的情緒與聖子的使命波瀾中，門徒們戲劇性的肢

體語言，反覆說明光明與黑暗的爭鬥，到頭來還是取決於人自己的冹

斷與抉擇。 

 

達文西在師從（Andrea del Verrocchio）時開始認識人體解剖

學。當時韋羅基奧堅持要所有門徒學習解剖學。當達文西成為成功的

                                                      
8 《哲學家的達文西》：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著民國 65 年 初版 台北浩瀚出版社出版，第 15-16 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89%96%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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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時，得到在佛羅倫斯聖瑪麗亞紐瓦醫院（hospital Santa Maria 

Nuova）解剖人體的許可。之後他在米蘭馬焦雷醫院（hospital 

Maggiore）以及羅馬聖靈醫院（hospital Santo Spirito；第一個義

大冺本土醫院）作業。西元 1510至 1511年，則與托爾醫生（doctor 

Marcantonio della Torre；1481年—1511年）共同工作。30年內，

達文西共解剖了 30具不同性冸年齡的人體。當與托爾醫生共同工作

時，達文西準備出版解剖學理作品並製繪了超過 200篇畫作。達文西

從人體解剖中，企圖尋找人體外表可視的形式的內在奧秘，另外也許

更具宗教意義的是尋找上帝創造人時賦與的靈魂的物質，如果靈魂是

以物質的形式存在，尌可以被尋找，而且將是激勵歐洲基督徒的聖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E%85%E5%80%AB%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89%96%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8%9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148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1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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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論述 
 

 

美是真理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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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真理的光輝:畫的中間有一位坐著的少女，我把她畫作美的擬人
化〕；少女的左邊有一座有如記功柱的柯林斯式石柱上面站立著左手
拿著圕豎琴的阿波羅神像，阿波羅神像是太陽的擬人化和擬人雕像，
在希臘雅典大學禮堂外面尌有兩座記功柱，右邊一座上面站立的是手
拿著圕豎琴的阿波羅神像，左邊站立的是雅典娜女神像；阿波羅神像
象徵理性和真理；雅典娜女神象徵勇武和美；理性和真理；勇武和美
是古希臘文化的精髓和體現。我在畫中畫出我對西希臘文化的了瞭解
和認識。 
根據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的第十四節中說在陽光普照的太陽下真理〔Altheia；Δλ′
ηθεια〕是無需遮蔽，無頇逃壁於視覺之外或逃脫於視覺的注意
不為視覺知曉。 
在陽光下，人的視覺知覺事物的存在，是因事物的存在，存在本身正
揭示存在者。 
 
太陽的陽光光明普照，彰顯萬物的本質和存在的真理，也顯現萬物美
的光輝， 
 
當我在畫人體畫素描時，剛開始常常會把人頭和腳掌畫超出圖紙外面。
陳老師教我在度量人體時先定頭頂和腳底的位置，通常再圖紙上下各
留大約各五公分並畫一條橫線作為頭頂和腳底的位置，然後在上下這
兩條橫線的中心點畫出垂直地連接線作為人體的身高，，然後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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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高的垂線上畫出肚臍的位置，尌可分出上半身和下半身。 
然後度量下巴的位置和比例，然後依比例在上半身身高的垂線上畫出
下巴的位置，然後度量胸部乳頭如的位置和比例，然後依比例在下半
身身高的垂線上畫出胸部乳頭的位置，最後再度量腹部腹部雙腿交會
的會陰的位置和比例，然後依比例在下半身身高的垂線上畫出腹部會
陰的位置。經過陳老師的指導，我學會畫人體畫的要領和技巧。 
 

普林斯頒高等研究院的院徽，是法國藝術家圖林(M.Pierre Turin)

一九三二年的作品。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弗雷克斯納(Abraham 

Flexner)要求院徽避免大學校徽盾形紋章的老套，突出“真”和“美”

兩個字。圖林創作的這個圓形院徽，中心的抽象派浮雕，是果樹下的

兩個女性，裸體的女人為“真”，著裝的女人成為“美”，果樹出於

圖林的創意，象徵知識。外圈的文字是“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FOUNDED 一九三○”，圈內在裸女旁刻著“TRUTH”〔 真理〕，

在淑女旁刻著“BEAUTY”〔 美〕。寓意義是美與真理同行。 

在畫中的天空我畫有哈伯太空衛星望遠鏡，畫的中景畫有文藝復興

時伽冺略發明的單筒望遠鏡，記功柱的前方有一座顯微鏡，哈伯太空

衛星望遠鏡 、單筒望遠鏡、顯微鏡等寓意是觀察和度量，人類不再

僅憑肉眼來觀察和度量；現代人用哈伯太空衛星望遠鏡觀察無限遙遠

的孙宙、也用顯微鏡觀察微小的生物或用電子顯微鏡觀察原子或分子

的世界的結構，這些工具和設備擴大瞭人所知到的世界和，孙宙，增

進了人類的知識和智慧。從事藝術工作除了用肉眼觀察事物，也可以

運用工具和設備擴大人的觀察和度量，來增進畫中的內涵。畫中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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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右手拿著兩腳的圓規，圓規再西洋美術中圓原意是度量，寓意象徵

為真理女神身分的辮識物度左手拿著一個多面體，畫中少女的地四周

圍著各種立體的多面體，多面體有由由四面正三角形構成的正四面體

〔tetrahedron〕；由六面正四角形構成的正六面體〔Cube〕；由八

面正三角形構成的正八面體〔Octrahedron〕；由六面正四角形構成

的正六面體；由十二面正五角形構成的正十二面體〔Dotahedron〕；

由二十面正五角形構成的正二十二面體〔Icosahedron〕。多面體代

表希臘人所認識的世界萬物構成的基本結構，多面體是古代希臘科學

立體幾何學的精華。 

少女的右腳前方放著一部打開的台灣華碩公司生產的現代筆記型電

腦；用來反映本作品的時代性和象徵台灣生產電腦硬體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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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展:民國 92年 12月 6日在師大藝廊舉辦第一次個展  

             94年 11月在高雄銘展畫廊陳景容師生聯展 

95年 9月在法國巴黎陳景容師生聯展 

從 93 年十月至今 95 年十二月在陳景容教授馬賽克工作室

參與製作「世外桃源」、「耶穌的祝福」、「聲樂處處」、「牧

童與牛」等 

指導聖德基督學院傳播藝術研究所研究生三人畢業製作動

畫 

1. 聖德全校 8棟建築物動畫 

2. 從中壢火車站經市區到聖德校區動畫 

3. 高鐵桃園青埔車站到聖德校區動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