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準備〈課程進度及內
容介紹、教學評量說明〉 

第一週: 



文學-----悲慘世界 
法國文豪雨果所寫，整個故事透過

主角尚萬強等人的悲慘際遇，以及

卞福汝主教感化尚萬強後，尚萬強

所做的種種令人感動的事蹟，深刻

揭露與批判了十九世紀法國封建社

會的敗壞本質以及其產生的種種罪

惡，對於窮苦人民在封建制度的壓

迫下所遭受的剝削以及殘酷的迫害

充分表現了憐憫與同情。啟發人施

比得更來的快樂 !  也讓我看見宗教

代給人的心靈寄託!讓一個囚犯如

此的改變，用寬恕的胸懷來打動鐵

石心腸的人!  



《自由引導人民》為法國畫家

德拉克羅瓦最具有浪漫主義色

彩的作品之一，現收藏於巴黎

盧浮宮。 1830年，法國正處

在第二次復闢的波旁王朝為了

增強皇權，宣布解散議會，限

制公民的選舉權和出版自由的

背景下所創作的。法國人民為

了爭取自己的權益，他們再一

次採取暴力革命，工人、小資

產階級、知識分子、城市居民，

紛紛走上街頭，舉起槍支和石

塊，向王宮的壁壘進軍。人民

進行了三天艱苦的巷戰，最終

戰勝了保皇黨人的軍隊，逼迫

國王退位。 

《 

《自由引導人民》       法國畫家    德拉克羅瓦 



路易16 瑪莉皇后 

路易十六命喪斷頭臺 



公主出現後，出了第一個謎題：「有一個幻影
在黑夜中飄盪，穿過層層黑暗，重重人群，全
世界都在呼喚它，懇求它。這幻影在白天悄悄
退去，而在心中生起，每個晚上新生，白天死
去。這幻影是什麼呢？」卡拉夫王子思考一下，
回答：「是希望」。他答對了第一題。 

公主接著問第二個謎題：「有一樣東西像火一樣旺，
但它不是火。有時很激烈，有熱、力、和激情，如
果不動它就冷掉。如果你死了，它就變得冷卻，若
你有征服的夢想，它就沸騰！它有一個聲音，聽了
會使人顫抖，它生意盎然地跳動著！」卡拉夫想了
一下，於是回答：「熱情」。他答對了第二題。 

公主接著提出第三個問題：「你點燃了冰塊，但是
回報你的是更多的冰塊。它是純白的，也是黑暗的，
它可使你自由，但也讓你成為奴隸，如果讓你為奴，
你就會龍袍加身。這點燃你的冰塊是什麼？」 

卡拉夫很快的回答：「杜蘭朵！」 

普契尼1858年 

《杜蘭朵公主》1926年 
戲劇-----杜蘭朵公主 



歌劇中所謂的【詠嘆調】（ＡＲＩＡ） 

顧名思義，就是感嘆的時候在唱的 

一般來說【詠嘆調】通常都是歌劇中最美、最有深度的部份 

而且通常是在劇中的主要人物獨處、沉思、或是向他人吐露情感的時候娓娓唱
出詠嘆調依性質又分為許多種如歌般的、華麗的、平述的、等等……… 

普契尼》  【杜蘭朵公主】 ＜公主徹夜未眠＞（今夜無人能睡） 

威爾第》  【弄臣】    ＜善變的女人＞ 

歌劇-----弄臣 



奧地利分離派畫家克林姆的
情慾創作藝術世界 

第四週、第五週: 



克林姆 

象徵主義中非常具

代表性的一位畫家。

常以女人表達「性

和愛」、「生或死」

的題材作畫。且在

畫作裡嘗試複合美

材與金銀等色彩，

作品大膽且前衛，

是奧地利藝術代表

者之一。 





第六週: 

清明上河圖-富春山居圖 



清明上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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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曾親訪時居大相國寺的畫家張擇端，得悉張擇端繪製汴京繁華的宏

願，十分高興，便拔擢他進翰林院，數年後畫成，張擇端進獻給徽宗，得

蒙御筆以瘦金體書寫「清明上河圖」5字。後來隨朝代興亡，名畫曾5進宮4

出宮，直到中共建政，楊仁愷無意中發現真跡，最後落腳北京故宮博物院

為止。 

  

《清明上河圖》還有什麼謎團呢？有關張擇端的資訊最早出現在1186年，

是北宋滅亡後60年，金朝官員在圖上題跋記述張擇端的出生地、本業及擅

長畫風，「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寫有

〈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 

  

  徽宗時期編纂《宣和畫譜》達20卷，收錄晉代至北宋231位畫家共6396幅

作品，但沒提到《清明上河圖》，也沒有張擇端的名字。 

《清明上河圖》描繪社會風俗，與畫壇主流的文人山水畫相比，絕非主流；

「藝術作品在當代不受好評，在作者死後才大放異彩變成『名作』的也非

稀奇之事。」 

 



富春山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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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圖》是元朝畫家黃公望約元順宗至正十四年（1354）去世，享

壽八十六。《富春山居圖》以浙江富春江為背景，山和水的布置疏密有致，

墨色濃淡乾濕並用，用墨秀潤淡雅，但氣度不凡、極富變化，是黃公望的代

表作，獲後世讚譽為「畫中之蘭亭」、「山水畫第一神品」。總長約690公

分，畫作非一氣呵成，黃公望在題跋提到這幅畫從至正7年一直畫到至正10

年，他會隨身帶著依興致添加筆墨，反覆畫了好幾年，使「富春山居圖」前

段和後段不盡相同。前後兩段分隔361年之後，「剩山圖」與「無用師卷」

於2011年6月2日在中華民國（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  

〈富春山居圖〉作於元順宗至正十年（1350），時黃公望82歲，流傳至清

世祖順治七年（1650），收藏者雲起樓主人吳洪裕臨終之際，以此卷火殉，

幸經家人救出，因火毀損而分為兩段。前一段〈剩山圖〉橫51.4公分，今

為浙江省博物館的重要收藏；後一段橫636.9公分，於清高宗乾隆十一年

入藏內府，今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級畫作。三百六十餘年間，兩段原蹟

不曾在同一地展出，2011年特展商得浙江省博物館同意出借〈剩山圖〉來

台，兩卷瑰寶得以合併展出，重現〈富春山居圖〉的原貌。  



「無用師」是黃公望的同門師友鄭樗。  鄭樗，字無用，號散木。  

是全真道士金志揚的弟子。  明代吳洪裕時，被燒成兩段，畫幅後

半段被稱為「無用師卷」，前端為「剩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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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花，索馬裡亞「割禮」
千年習俗對女性迫害 

第七週、第八週: 



割禮發生在非洲某些國家，譬如塞內加爾、索馬利亞、甘比亞、布吉納法索的

偏鄉 ，它也存在於印尼和泰國的偏鄉。在許多資訊不發達的偏鄉，父權主義的部

落社會。華莉絲·迪里，一名索馬利亞黑人模特兒。生於索馬利亞模特，當選福布

斯30位全球女性典範之一，被譽為「非洲女權鬥士」。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第十一週: 

文藝復興三傑的藝術特點賞析  

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 



文藝復興藝術所表現的題材，除了取自古希臘、羅馬的神話，與

具有現實性的景物（如日常生活、肖像、人像等）之外，宗教性的故

事仍舊盛行，但表現的手法和中世紀大不相同；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作

品中，透視法、明暗表現法等寫實性技法，有相當純熟的展現。   

 

 藝術家在文藝復興時期釐，開始被認為是有思想的人，而不只是運

用材料的工匠而已。除了較大的作品，藝術家所做的草圖、素描等，

也都被人收藏；雖然當時帝王、教會的贊助或干預仍存在，但藝術家

的地位已較從前大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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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家  

天文學家維梅爾是希特勒下令納粹士

兵進行掠奪期間重要的畫作之一。1940年

被佔領巴黎的德國納粹組織搶走，戰後這

幅畫是從猶太人羅斯柴爾德家族獲得，畫

布後面有一個卍字1983 年被法國贖回，  

從此留在了盧浮宮。  

地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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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第十三週: 

「綠皮書」種族隔離時期的
旅行指南，幫助有色人種應
對種族歧視。 



《綠皮書》：面對種族歧視，唯有勇氣才能改變人心 



第十四週: 

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中女性
的角色 



莎士比亞四大悲劇 

《奧賽羅》與嫉妒 

受嫉妒的操弄，毀滅

自己本來擁有的美好

事物。伊阿古因為嫉

妒卡西歐而決心毀滅

奧賽羅，奧賽羅也因

為嫉妒殺了自己的妻

子。 

奧賽羅堅信妻子對他

不忠，在殺了她之前

看著她熟睡的臉說； 

願你到死都是這樣。

我要殺死你， 

然後再愛你 

自戀的人，愛自己勝

過別人，最終會導致

愛他的人跟他愛的人

都受傷。李爾王明知

道自己被愛，只因為

小女兒不順他心，戳

破他的自戀，便在盛

怒之下犯了大錯。 

《李爾王》與自戀 《哈姆雷特》與猶疑 

劇中哈姆雷特從一開

始就陷入掙扎，他擔

心自己疑神疑鬼，殺

錯了人。每個人都曾

有進退兩難的局面，

矛盾與掙扎是人性最

複雜的一面。 

《馬克白》與野心 

馬克白和他的夫人都

因為野心而盲目，不

擇手段登上王位，為

王之後卻飽受罪惡感

折磨，成為殺人無數

的暴君，更斷送了自

己的生命。 

馬克白夫人鬼迷心竅，

要馬克白趕快下手殺

了國王，這段話結束

後馬克白終於同意殺

了國王。 



黑澤明對夢的勾畫，全片共有八
個夢境; 這八個夢幾乎貫穿了人類
生活的所有主題，戰爭與和平、
社會與人生。在不同的夢境裡有
著不同的場景，配合不同的色彩
把人類所面對的所有主題一一呈
現。 

黑澤明在1990年執導的電影，
該片由八則夢境片段組成，曾
入圍1990年坎城影展。  

第一段：太陽雨 

第二段：桃園 

第三段：暴風雪 

第四段：隧道 

第五段：鴉 

1第六段：紅色富士山 

第七段：鬼泣 

第八段：水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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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日本浮世繪以日常生活為題材 

的寫實畫 



葛飾北齋------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畫家，他的繪畫風格對後來的歐洲畫壇

影響很大，德加、馬奈、梵谷、高更等許多印象派繪畫大師都臨摹過他的作

品。他還是入選「千禧年影響世界的一百位名人」中的唯一的一位日本人。  

19世紀後半葉的歐洲，不管是繪畫還是設計都掀起了一股日本風，強調平面

和裝飾性。 

馬奈、莫奈、梵谷等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的代表人，本就是變革的先驅，看膩

了延續幾百年的寫實主義繪畫，自然對浮世繪這種新奇的來自神秘東方的藝

術狂熱。 

浮世繪的出現對於當時的歐洲印象派繪畫是很大的衝擊，除去內容的平民化

很吸引人之外，使他們耳目一新的是藝術的構圖方式一樣可以表現透視關係、

遠近關係，線條和無陰影的平塗一樣可以帶來立體效果和體積感，鮮明的色

彩更具裝飾效果，多視點、非單一主體使畫面能容納更廣泛的內容。 

日本浮世繪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寫實畫 



現代廣告畫先驅----紅磨坊畫家
羅特列克作品，借鑑浮世繪平
塗手法。 



馬奈---《吹笛少年》幾乎沒有影子的平面人物畫法，對比明顯、艷麗的

色彩，以及讓人物懸浮在畫面上無空間感很不符合古典精神，明顯是受

了浮世繪的影響。繪畫技法不追求立體化，平面大塊平塗，色彩對比明

顯，不追求陰影過度， 



梵谷---這也是從浮世繪繪畫中得到的啟

示。有人拿這幅旋轉的星空和葛飾北齋

《神奈川衝浪里》的巨浪來對比。 

 



第十六週 

兵馬俑藝術中中國古代女性殉葬
制度探討 



兵馬俑 
秦始皇陵 



宛渠之民：兩目如電，耳出於項間，顏如童稚，注意觀察人類世界一有新的 

動向，哪怕去十萬里也要奔而視之，對洪荒時代的地球了如親睹，對於少典 

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為大鼎之事甚為關心，曾趕到現場考察見三鼎己成。 

公元前400年的金字塔壁刻 



裙甲不僅多採用小甲片，而且甲

片與甲片之間的間隙也比身甲要

大得多。這一別具匠心的特殊設

計，使裙甲上下翻動更加靈活，

從而使勇士身著鎧甲行軍作戰不

受拘束。 



第十七週 

三峽祖師廟的藝術與文化 



三峽祖師廟重建經過 

三峽祖師廟創建於清乾隆三十四年(西元1769年)，至今已有二百多年歷史，歷

經三度重建。 

第一次因大地震被毀，於清道光十三年(西元1833年)重建。 

第二次因甲午戰爭失敗，馬關條約中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三峽鎮民以祖師廟為

反抗大本營，事敗後廟堂遭日軍焚毀，至光緒二十五年(西元1899年)再度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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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持國天 

（調） 
南方增長天 

（風） 

西方廣目天 

（順） 

北方多聞天 

（雨） 

四大天王 

（俗稱「四大金剛」），又喚名「風調雨順」， 

增長天王持劍，劍上有鋒，故隱意為「風」。 

廣目天王拿一面碧玉琵琶，琵琶能彈發出音調，故隱意為「調」。 

多聞天王手持珍珠傘，傘能遮雨，故隱意為「雨」。 

持國天王掌紫金龍與狐貂，因龍為蛇類，它與蛇一樣有紋鱗，故隱意為「順」。 



第十八週: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