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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達文西是達文西？

達文西的天才展現於其多元想像的手稿，但歷史
上只有極少數被實現(1817年才出版)。使其盛名
流傳而難以被超越的，仍是其繪畫上的成就。



大綱：

一、達文西的畫作鳥瞰

二、西方宗教與藝術的互動(4-19世紀)

三、兩幅達文西作品賞析

四、藝術與科學的交會

五、超越認知與美感的衝突



達文西的畫作鳥瞰



理解達文西作品的困難處

完成作品稀少：
他生前即因繪畫能力知名，各地的訂單邀約不斷，但是目前

已知其參與過的作品僅約20餘幅。若扣除非主要創作和完成度不
高的作品，可能只有12-18幅左右。

幾無說明解釋：
雖然達文西留下超過13000頁的手稿，包含許多草圖，且提

到不少仿效自然不求古人等科學性繪畫的理念，但未對任何單一
作品用文字表達其想法。

實驗風格鮮明：
大部分藝術家在某階段會集中於某類型的風格特色，使作品

容易被辨識。但達文西是實驗風格很強的藝術家，作品又少，又
常擱置未完成的任由其弟子參與。由於不知達文西對於這些作品
的結讀，因此很難確認其想法或貢獻。



達文西主要貢獻且完成度較高的作品(約15-16幅)



其中有2/3以上是與宗教主題相關

不同於大部分藝術家需要靠接
教會的訂單為生，達文西生前
即以各種身分參與公共設計，
政商名流或政府的訂單不斷，

並非無法選擇…



本次演講主要討論的作品



本次演講主要討論的作品

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aint Anne
《聖母子與聖安妮》(1503)
達文西最多的作品主題是聖母子，
而此幅晚年的作品是集大成之作。

Salvator Mundi
《救世主》(1500)

最晚(2011)被鑑定為達文西的真蹟，
2017年拍賣價達4億5千萬美金，

是目前史上拍賣金額最高的藝術作品。

The Last Supper
《最後晚餐》(1495-1496)
達文西最知名、內容最複雜、
也是面積最巨大的宗教藝術
作品。



西方宗教與藝術的互動
(4-19世紀)



聖像 v.s.偶像 (4-7世紀)

西元380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大量傳統民間信仰(包含
希臘羅馬神話)進到教會。原來製作異教偶像的羅馬工匠創作出
栩栩如生的作品，幫助平民百姓認識基督教信仰但也因此產生
混淆。東方教會的修士特別願意以聖像作為冥想靈修的輔助。

5th c., the Church of Santa Sabina, Rome

Christ Pantocrator， Monastery of St 
Catherine， Egypt, 6th c.



聖像破壞運動(8-10世紀)

進入中世紀，人民逐漸對奢華
富裕的教會不滿，要求簡化儀
式。於是 726-843年期間，東
羅馬皇帝嚴格禁止崇拜聖像，
也藉此抵抗教會勢力壯大，但
也因此加速東西教會分裂。

聖像破壞運動促使工匠轉移創
作題材進入世俗領域，但「反
聖像破壞運動」則促進教會對
視覺藝術的支持，成為信仰教
育的主要媒材。兩者都對後來
的文藝復興有很大影響。

拜占庭藝術充滿象徵性與裝飾性，使人陷入似真非真的幻想。
人物造形憔悴與修道主義有關。



信仰與藝術重新結合(10-14世紀)

經過聖像破壞運動，教會重新釐清「偶像崇拜」與「宗教藝術」的關
係，接受用可見的藝術來表達不可見，甚至神祕主義的信仰表達。哥
德式教堂利用扶壁使牆壁變薄拉高讓回聲自然消逝，陽光透過大片彩
繪玻璃射入。抬頭就彷彿是在仰望上帝，自動帶來肅穆、崇高與神秘
的宗教感。但後期受到巴洛克的影
響而增加了裝飾性。

神秘主義大德蘭(1515-1582)：「天使用箭頭
刺向我心，‧‧‧只留下被神的大愛燒盡的我，
使我不禁呻吟、喘息，然而此痛苦所帶來的
甜蜜是如此強烈‧‧‧」(作品：17世紀貝尼尼)



文藝復興(14-15世紀)

北方(荷蘭)16-17 世紀

南歐(巴洛克)
16-17世紀

啟蒙運動(新古典主義) 18 世紀

浪漫主義 (19世紀初)

改教神學在北歐文
化帶來更重視平民
人性的藝術表現。

宗教改革以後
(16-18世紀)



現代主義時期(19世紀中-)

雷諾瓦

梵谷

高更塞尚

啟蒙運動以後，藝術發展
與美學完全獨立於教會之
外，不僅揚棄傳統的世界
觀與人性觀，更強調對人
性內在隱藏面的揭露



1300 1500 16001400

達文西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

哥白尼
地動說

米開朗基羅

拉斐爾

古騰堡
活字印刷聖經

喬托 波提且利

教宗被擄
教廷大分裂

文藝復興時期的特殊時間點

馬薩喬



積極面對自然
現象的科學探

索方式

不受外在禮儀
侷限的宇宙性

信仰

回應真實人性
感受的藝術表

現能力

信仰、藝術與科學三位一體的時期

14-17世紀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科學革命，分別代表藝術、
信仰與科學三方面的新視野，是人類文化史上與自我、自然與
上帝之間所難得的動態平衡時期。

以科學與藝術知名的
達文西，是如何在作
品中表達其信仰呢？

宗教≠信仰
宇宙性的信仰是指能整合
自然與人文世界並理解實

踐的思想



兩幅達文西作品賞析



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aint Anne《聖母子與聖安妮》
Year: 1503
Medium: Oil on wood
Dimensions: 168 cm × 112 cm
Location: Louvre, Paris

人物：
聖母瑪利亞(中)、其母親聖安妮
(後)、聖子耶穌(右)與羔羊

場景：
荒野懸崖地，背景是遠山河谷

2012年修復後，被羅浮宮宣稱為
達文西「最後的傑作」。

敘事內容：
年幼的耶穌想要騎上羔羊的背上，
被母親溫柔的阻止保護。



其他類似主題的作品

Madonna with Child and Two Angels
(Duccio di Buoninsegna, 1283)

Benois Madonna
(Leonardo da Vinci,1478)



其他類似主題的作品

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aint Anne 

and Saint John the Baptist (1500)

Madonna with the Child and Young 

St. John (Raphael, 1513)



1. 聖經：馬利亞的童女懷孕

2. 天主教會傳統：強調聖母的地
位(無罪與升天)乃至於其母

3. 兩位女性的年紀與表情

4.兩位女性的空間關係與肢體

信仰中的母性之美與其超越



信仰中的母性之美與其超越

1. 聖經：馬利亞的童女懷孕

2. 天主教會傳統：強調聖母的地
位(無罪與升天)乃至於其母

3. 兩位女性的年紀與表情

4. 兩位女性的空間關係與肢體

5. 構圖的穩定性與前後景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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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經：馬利亞的童女懷孕

2. 天主教會傳統：強調聖母的地
位(無罪與升天)乃至於其母

3. 兩位女性的年紀與表情

4. 兩位女性的空間關係與肢體

5. 構圖的穩定性與前後景層次

6. 人物動作的流線與視覺焦點

7. 跨越人間之愛的莞爾暗示

信仰中的母性之美與其超越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們按著節期的
規矩上去。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
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
並不知道，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
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親族和熟識的
人中找他，既找不著，就回耶路撒冷
去找他。過了三天，就遇見他在殿裡，
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凡
聽見他的，都希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
對。他父母看見就很希奇。他母親對
他說：「我兒！為甚麼向我們這樣行
呢？看哪，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
耶穌說：「為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
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他所說的
這話，他們不明白。他就同他們下去，
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
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裡。
(路加福音12:42-51)

信仰中的母性之美與其超越



山水

土地

聖安妮

聖母
馬利亞

聖子
耶穌
與羔羊

達文西透過山水、土地與兩位母親
的層層環繞來模擬出子宮中層層保護與
關愛，巧妙融合自然與人性，卻又不是
寫實，而是帶有豐富寓意作品。

他更藉由小耶穌看似天真的動作，
委婉暗示出那進入自然世界，卻又超越
人間情感或規範的信仰價值。

信仰中的母性之美與其超越



Salvator Mundi《救世主》
Year: 1500
Medium: Oil on walnut
Dimensions: 45.4 cm × 65.6 cm 
Location: Private

由於目前已知達文西速寫起草的
圖像頗多，完成的作品太少(<20
幅)，仿作也多，所以每年總有
十餘件被宣稱為其失佚作品的畫
作出現，希望抬高拍賣價格。

前一幅被鑑定為達文西真跡的作
品是《柏諾瓦的聖母》（Benois
Madonna），於1909年在聖彼得
堡所發現的。百年來一直被公認
為最後一幅被發現的達文西作品。

可以想見2011年才確認的這幅達
文西真跡當時是如何轟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ZmuJwNIVUc

《救世主》2017年10月在香港展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ZmuJwNIVUc


《救世主》的簡略年表

~1500年：法國國王路易十二（King Louis XII 
of France）及王後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of 
Brittany）委託達文西繪畫《救世主》。

~17世紀中：著名版畫藝術家溫斯勞斯‧霍拉
（Wenceslaus Hollar），根據早前對此畫的摹
本製作了一幅蝕刻版畫。畫作很可能一直保
存於英國皇室，但是未在出現於公開紀錄中。

Wenceslaus Hollar (1650), inscribed in 
Latin: "Leonardo da Vinci painted it,."

~1900年：《救世主》被當成達文西門生Luini
的作品。此時胡桃木畫板已強化，而耶穌的
臉與頭髮更被顏料大幅覆蓋。1958年曾以45英
鎊賣出，後來消失近50年。

~2005年：畫作於美國一場拍賣被當成原畫摹
本重見天日。新藏家進行清潔和修復畫作，同
時進行深入研究和仔細記錄。後來越來越多的
專家投入研究分析，證實所用的顏料、媒介和
技術與達文西其他畫作所用的一致，繪畫技巧
明顯高於其他20多幅作品。直到6年後才得到
鮮少見的一致結論，認定為達文西的真跡。



《救世主》的修復與鑑定

此畫過去是被當成達文西弟子的仿作，有不少塗
抹與畫板的損毀，需要專業修復師先移除上層的
顏料使原作出現來進行修補。最後的修復是由
NYU的藝術史教授Dianne Dwyer Modestini完成。

http://artwatch.org.uk/tag/frank-zollner/

2005                      2005(repairing)                     2011                                   2017

其中一個重要發現是，藉由紅外線檢視，確認右
手的拇指又被重新修改過，這是仿作所不會有的，
是原作的記號。

https://vaaju.com/austriaeng/leonardo-da-vinci-salvator-mundi-from-the-garage-sales-to-the-most-expensive-works-of-art-in-the-world/

http://artwatch.org.uk/tag/frank-zollner/
https://vaaju.com/austriaeng/leonardo-da-vinci-salvator-mundi-from-the-garage-sales-to-the-most-expensive-works-of-art-in-the-world/


與其他人的仿作比較



1. 基督(Χριστός)=拯救者

2. 當神子成為人子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
的榮光‧‧‧， 從來沒有人看
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
他表明出來。」(約翰福音1:14,18)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
的人。」 (路加福音19:10)

神秘的基督？



中世紀的教會受到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比較強調信仰的認知層面，
透過組織宗教性的符號或動作來表現聖經人物以達教育功能，並未非
常鼓勵寫實畫風以免有偶像崇拜之嫌。以致畫家逐漸不知道如何畫得
出「自然」的人。

Christ Pantokrator mosaic, 6th century The Baptism of Christ, Andrea del Verrocchio 

and Leonardo da Vinci (1472–75)

自然與超自然



1. 基督(Χριστός)=拯救者

2. 當神子成為人子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
的榮光‧‧‧， 從來沒有人看
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
他表明出來。」(約翰福音1:14,18)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
的人。」 (路加福音19:10)

達文西儘力將外在的信仰符號減少到最低，挑戰
如何從最「自然可見」的元素(眼神、膚色與肌
理)來呈現「超自然不可見」的神性。

神秘的基督？



與其他達文西晚期的肖相畫比較

暈塗法(Sfumato)，是用手指
將一層一層極薄的油彩在畫
布上調和的方法，使得輪廓
變得柔和，創造朦朧的效
果。 達文西更善於用在嘴角
與眼角，使人難以界定人物
的表情，充滿想像。

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是
以黑暗朦朧的部分與明亮有
銳利輪廓的部分對照，凸顯
出立體效果的視覺感。達文
西在此更於前後景的對照中
強調手指的部分，創造出突
出畫面景深的效果。



1. 基督(Χριστός)=拯救者

2. 當神子成為人子

3. 祝福的右手(sign of cross)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為你
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
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必將生命
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
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
樂。 (詩篇 16:9-11)

神秘的基督？



1. 基督(Χριστός)=拯救者

2. 當神子成為人子

3. 祝福的右手(sign of cross)

4. 水晶球所代表的世界

神秘的基督？



https://arxiv.org/abs/1912.03416

水晶球的光學問題

質疑這幅畫為達文西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水晶球幾乎未展現任何
折射效果。這不可能是曾深入研究光學現象的達文西所發生的失誤。

達文西原作(亮度增加) 實心水晶球(電腦模擬) 空心水晶球(電腦模擬)

https://arxiv.org/abs/1912.03416


https://www.artyadshq.com/blog/salvator-mundi-leonardo/

鑑定小組中的牛津大學藝術教授Martin Kemp認為水晶球的三個亮點顯示
這是只有達文西才可能注意到的方解石雙折射現象，也與下方的白色小氣
泡一致。但他不認為達文西需要處理衣服皺摺的細部。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479174a

https://www.artyadshq.com/blog/salvator-mundi-leonardo/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479174a


https://arxiv.org/abs/1912.03416

水晶球的光學問題

質疑這幅畫為達文西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水晶球幾乎未展現任何
折射效果。這不可能是曾深入研究光學現象的達文西所發生的失誤。

達文西原作(亮度增加) 實心水晶球(電腦模擬) 空心水晶球(電腦模擬)

個人看法：由原作的光點、陰影與雜質來看，達文西應該是想要畫
出一個實心的水晶球，但不願因此讓基督的手掌看起來被削去不見。
達文西從來就不是寫實主義者，對他而言科學知識只是輔佐創造更
動人的幻象，更好呈現整體的視覺美感或精神興味，而非反客為主。
(他懂人情世故，不是科男或宅男)

https://arxiv.org/abs/1912.0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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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晶球所代表的世界

5. 細緻的捲髮與文藝復興的衣飾

神秘的基督？



1. 基督(Χριστός)=拯救者

2. 當神子成為人子

3. 祝福的右手(sign of cross)

4. 水晶球所代表的世界

5. 細緻的捲髮與文藝復興的衣飾

6. 整體畫面的結構搭配

神秘的基督？

朦朧的
神性面容

清晰突出
的祝福手勢

透明光亮
的被造世界

精緻細膩的
當代服飾髮型



神秘的基督？

達文西雖未曾展現積極的個人信仰
生活，甚至是特立獨行，不屑僵化
的宗教禮儀，但他深諳基督信仰的
核心在於結合神性與人性的救世主。

他使用當時流行且描繪極為細緻的
貴族衣飾於耶穌身上，用來凸顯耶
穌的當代性與人性，與朦朧臉部所
散發恆久的神性作對照，產生時間
上的內在衝突感。

他再以清晰突出的祝福手勢與明亮
透光的水晶球搭配出空間上的層次
感與動態平衡。整體效果散發耐人
尋味的神秘美感，將「自然的人性」
與「超自然的神性」相結合，超越
歷代以來所有同類作品。



藝術與科學的交會



藝術心理學：「看見」並不只需要眼睛，更要大腦

右腦輪廓
或形狀辨識

左腦邏輯
分析與語言



釋放神經訊號刺激情
感、語言或行動回應

審美是更複雜的生理與心理過程

眼睛感光細胞接受光
線作資料初步整合

視神經傳到大腦視皮質
作初步輪廓分析

視皮質將處理過的訊息
傳到大腦各處分工解讀

各處將解讀後的資訊傳
至前額葉整合形成認知

引
導
眼
球
肌
肉
運
動

重
複
關
注
或
是
繼
續

直覺性的大腦分工，
不容易被察覺但卻
暗中影響我們視覺
欣賞的情緒與果效

認知性的思維，直
接受到知識、語言、
習慣、社會、文化
等等的影響。

形式

意義





超越認知與美感的衝突

知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晚年時，更提出超自
我實現（Over Actualization）需求，是一個在
認知理解、美感欣賞、自我實現以外透過
「高峰經驗」而超越自身的精神需求。這或
許是達文西作品中許多神秘感的來源。



積極面對自然
現象的科學探

索方式

不受外在禮儀
侷限的宇宙性

信仰

回應真實人性
感受的藝術表

現能力

。

超越認知與美感的衝突

看著我們這台機器的您，請不要為了自己與其他人這必死的生命
感到難過，而是要為我們的創造者賦予我們如此出色的智慧而感
到高興。 ──達文西

https://www.deism.com/davinci.htm

https://www.deism.com/davinci.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