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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同學的話

藝術 spotlight

‧藝術家個人介紹與作品相關趣聞。

‧藝術作品的賞析及延伸知識補充。

‧解說新學的藝術專有名詞。

‧課程的學習重點提醒。

‧相關聯想的即時提問。

‧生活經驗的連結發想。

思考啟動鈕

認識融入教材的議題，藉此提升自我在

認知、情意與技能面向上的相關能力。

議 題 融 入    即將展開九年級上學期的課程，在最

後一年的學習旅程中，同學想怎麼留下你

的藝術足跡呢？

　　這學期會帶大家認識更多元的藝術形

式、尋找藏匿在生活周遭的藝術作品和概

念，並將你從生活經驗得到的觸動及靈

感，化抽象為具體，實踐在創作中。而在

統整單元「致青春．青春誌」的課程裡，

讓我們重新回顧過去所看、所聽、所感受

到的藝術啟發，試著也將我們的作品搬上

檯面，呈現不斷精進且變化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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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讓任何地方都有靈感」。

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

名  家導言名  家導言

1
感受生活

妙策青春

‧王耀邦 ‧史蒂芬‧桑坦 

藝  術家

‧ 能認識並理解策展，以及與展務相關的知

識與能力

‧ 能嘗試透過日常觀察，思考策劃展覽的題

材。

‧ 能透過團隊討論與合作，完成策展提案。

學  習重點

我們時常可以在電視、網路、街邊看見

各類型展覽的宣傳廣告。如左圖所見，

戲劇表演、美術展覽、音樂會等各類型

的大小展演，在一年之中不停上演。展

覽的存在與我們的教育與休閒娛樂生活

緊密相連。你是否曾經思考過，一場展

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LE
SS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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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時代
辦展覽，是種分享與傳遞，當你想傳達一個觀點、事物、議題或

表達情感，就可以當作是你的辦展動機。展覽除了以靜態 （畫作、雕

塑等）呈現外，也可以是動態 （表演、虛擬實境）呈現，這些都牽涉

到空間的運用。

多樣的展覽世界

在大數據的時代，世界上各類型態的知識都需要被整合、被看

見。我們透過展覽，從中觀察整合後的知識訊息，展覽在現代已不僅

僅作為藝術或是博物館的專屬產物。也因此，策劃展覽已成為現代很

重要的工作角色，甚至許多大專院校還因此開設了策展相關的課程。

以下舉例不同型態的展演主題：

  悠遊風景繪畫——俄羅斯普希金

博物館特展  2018  故宮博物院

常見於美術館、博物館等正式展

演空間，以國內外經典藝術家名

作或重要歷史文物為主題。

經典呈現

  希望 未來 莫拉克風災紀念館——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常設展示廳

觀察世界議題，深入探討

研究，展現這個議題的重

要性，讓它被眾人理解。

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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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經觀賞過或參與過什麼

樣的展覽呢? 

那場展覽最讓你印象深刻的

地方是什麼?

  單位展 2016 臺北松山文創園區。由INCEPTION主

辦，21_21 DESIGN SIGHT企劃，以「單位」為主題

的設計體驗展。

觀察生活中的事物，透過資料毺材蒐

集、整理後，聚焦主題，讓眾人看見

你的觀點。

有趣的觀點主題

  失戀故事館。透過展示失戀故事和物件，希望

能讓觀展的人從中獲得療癒的力量。

將有紀念性的事物蒐

集起來並展示說明。

紀念與告別過去

  成龍溼地國際環境藝術計畫。由觀樹教育基金

會策畫推行，讓當地居民與藝術家、志工互

動，一同完成藝術創作的環境教育活動。

關心自身土地，透過展演讓

觀眾認識在地人文與環境。

深入在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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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源自於生活，不管哪種類型的展覽，都有其被展示的代表

事物，在特定的主題下，要怎麼介紹這些被展示的代表性事物呢？

我們先依循以下的流程，嘗試思考與鍛鍊我們的觀察與描述力吧！

1列出主題下的所有物件做觀察紀錄。

　 以書包為模擬展覽的思考對象，請觀察並寫下你

的書包裡外有哪些物件?

2 請根據第一題所列出之物件 ，選擇三樣你想要

展示的物品。

3 從這三樣物件尋找和自己有密切關聯的關鍵字，

並將之訂定為模擬展覽的主題。

你認為選出來的那些物件代表什麼樣的關鍵字

呢? （請勾選1項）

     青春            友誼               秘密            學習

     成長            牽絆               

     其他 （請自行定義關鍵字：__________）

主題觀察

與紀錄

關鍵字聯想

選擇物件

展覽素材觀察與模擬1

題材思考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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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小練習並熟悉之，我們可以將它應用

在各類型的素材觀察中，你也可以在之後的實作中

找出更有趣、吸引人的展覽題材呢！

4 假設你所選擇的三樣物件即將被陳列展出，你會

怎麼寫展品資訊介紹呢?  

　 請寫下你所列出的三樣物件為什麼契合你所勾選

的關鍵字（可由物件與自己的內心、個人經歷等

層面去思考）？

5 若我們將以上觀察與描述轉化為展覽，你會為展

覽命名什麼樣的標題出現在各大展覽宣傳行銷上

呢?

物件1： 材質：  尺寸：  

 與關鍵字契合的描述： 

物件2： 材質：  尺寸：  

 與關鍵字契合的描述： 

物件3： 材質：  尺寸：  

 與關鍵字契合的描述： 

描述介紹

主題展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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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策展人

策展人（curator）一詞出現於十四世紀

中葉，有監督者、維護者的含意。現代的策

展人角色融合了展覽規劃者、組織者、行政

專員、教育工作者等職權。

在眾多資訊夾雜其中的時代，專業策

展人需掌握全球趨勢的脈動，能整合出吸

引大眾的主題，也因此富有研究精神幾乎

是必備的特質。策展人選擇針對特定主題

邀請適合的藝術家，詮釋他們的作品，促

成藝術家、觀眾之間的對話。

策展人並非一定

由一人擔任，策

劃展覽的面相多

元廣泛。

可以策畫表

演類的展演

可以策畫毼藝術或商業型態
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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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針對策展人的頭銜，有許多爭議，因為策展人不需

要經過特定認證專業考試，也無特定學位或科系需求，

不過專業的策展人常見的領導人特質如下：

每檔展覽都是透過龐雜的資料整合而來，歸納

這些資料，進而發展出主題內容。

溝通
能力

包括語言、商業談判能力。

若想黠進國際移動力，英文是必備條件。

行銷
能力

展覽需要曝光度，擁有行銷策略才能有機

會將辛苦策劃的展覽讓更多人看見，有時

候創意也非常重要。

教育能力

展覽都有潛在的教育仱能，如何將知識帶給不同屬性的觀眾，甚至在策展過程中，教導內部成員策展知識都很重要。

資訊研究管理能力

右方四種能力中，

哪個是你目前最渴

望黠強的部分呢? 

並於下方空位處說

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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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下的多元展場

展覽規劃除了主題內容外，展場空間的規劃

也很重要。除了美術館、博物館可以欣賞展覽

外，你還知道哪些場所可以欣賞藝文展覽嗎？他

們之間又有什麼不同呢？

美術館、博物館擁有自己的典藏以及

相關藝術研究團隊。場域較替代空間

正式，有國家、地方設立的美術館或

私人機構的美術館。通常展出的作品

都是來自專業藝術家層級，較無藝術

作品商業買賣行為，提供毼粹的藝術

作品展示及教育研究。

例如： 臺北市立美術館

南投毓繡美術館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替代空間通常沒有屬於自己的收藏品，場

地開放讓大眾申請，且主辦方依據不同

申請單位而有所不同。空間樣式有許多型

態，如：仿蹟再生的空間、舊倉庫、有展

場的咖啡館等。多樣化的空間型態，很適

合實驗性質的作品展示。近年來常見各藝

術大專院校在校外利用替代空間辦理畢業

展。替代空間除了展示作品外，有些展覽

會因主辦方的規劃，而有商業考量。

例如：臺北 華山藝文特區

高雄 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藝廊存在於都市的巷弄間，類似店面的展示空間，以營利為首要考量，展示藝術品的

同時也推黼藝術買賣的行為。有些藝廊會有自己的館藏，除了邀請藝術家來參展外，

也會與藝術家簽訂契約，並為簽約藝術家打造展覽，吸引收藏家前來。藝廊空間通常

格局規模不大，經營方通常主導每一檔展覽的規劃。

博物館

替代空間

藝廊

根據第6-7頁的展覽案例，哪個展覽是屬於在

替代空間呢？

思考啟動鈕

12 視覺藝術



除了不同的空間型態，在策劃展覽

時，也必須注意展覽的不同性質，以便針

對內容妥善規劃。

常設展

特展

定期展

將館藏以主題式或聚焦某

特定時期的藝術品公開展

示。通常展期較長，可至

幾年以上。

通常為針對某一特定主題

所規劃，展覽時間較短，

通常為幾個月。

這類的展覽像是雙年展、

三年展等，固定每隔幾年

舉辦一次。通常是作為當

代藝術的國際性展覽，空

間不限定在美術館，可以

延伸到城市中的各個公共

場域。例如：臺北雙年展

（每兩年舉辦一次）、德

國卡賽爾文件展（每五年

舉辦一次）。

在疫情時代的展演常以線上

的方式呈現，以Google Arts & Culture

為例，你認為線上展演的優缺點

有哪些？

思考啟動鈕

藝術 spotlight

巴西聖保羅雙年展、威尼

斯雙年展、德國卡賽爾文

件展，並稱為世界三大藝

術展。

藝術 spotlight

Google Arts & Culture

於2011年2月1日推出，Google與世界各

地博物館合作，利用Google街景技術拍攝

博物館內部實景，並且以超高解析像拍攝

館內歷史名畫，並可供用戶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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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要為模擬1的展覽選擇展覽空間，我們要先觀

察與思考目前身邊有哪些空間可以使用。

　請列出學校有哪些場地適合作為展示使用？

2 你的三樣物件若要展出，分別會以怎麼樣的陳列方式呢?

（請勾選）  

　物件1： 釘在展示板上  放在展示櫃上

  放在展示桌上  懸吊於价空中

  其他（請寫出陳列方式）:___________

　物件2： 釘在展示板上  放在展示櫃上

  放在展示桌上  懸吊於价空中

  其他（請寫出陳列方式）:___________

　物件3： 釘在展示板上  放在展示櫃上

  放在展示桌上  懸吊於价空中

  其他（請寫出陳列方式）:___________

展覽素材觀察與模擬2

題材思考與觀察

請根據前面的模擬1，進行以下的模擬練習

列舉場地

展示方式

14 視覺藝術



鬥陣來辦展
策展人除了蒐集資訊、訂定主題外，還有許多關於展出的細節需要顧慮，一檔展

覽並非靠策展人自己完成，它必須以團隊合作模式完成，透過知識分享、建立溝通

網、輔助決策、跨領域結合。 

完成策展主體發想，策略討論後，由

策展人擬定方向，領導團隊執行。
1

展場現場佈展、作品位置量測與擺

放、展品投射燈調整。
3

展出內容確定後，場務規劃執行，透

過模型或是電腦模擬，或是在紙張上

畫出簡單的空間動線也可以。

2

主視覺與DM印製，並展開公關宣傳

活動。
4

15感受生活妙策青春



完成策展主體發想，策略討論後，由

策展人擬定方向，領導團隊執行。

我們可以嘗試將團隊討論的結果，以5W1H的方式整理出

來，除了更清楚聚焦討論結果外，也方便日後調整修正。

1

3

Why
以為何而展做出發，聚焦策展

的主題價值

How 展覽要以什麼方式呈現、宣傳

2

What 列出展出內容有哪些項目

Who 觀眾是否有鎖定特定族群對象

Where 展覽地點

When 展覽開放的時間與日期

1
16 視覺藝術



展覽空間有些是開放性的，有些則是有參觀的動線順序與

特定出入口，我們在紙上模擬展場空間配置時，以下列步

驟練習：

1畫出展場的範圍，若有出入口也要標示出來。

2展出物件的擺放位置規劃，將每件展品標記出來。

　若有參觀的動線順序，請依順序規劃。

展出內容確定後，場務規劃執行，透

過模型或是電腦模擬，或是在紙張上

畫出簡單的空間動線也可以。

入口

出口

展
覽
主
視
覺
牆

作
品

2

藝術 spotlight

展覽主視覺牆

常見以大圖輸出的

方式，於展場入口

處呈現展覽名稱與

相關視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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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現場布展、作品位置量測與擺

放、展品投射燈調整。

我們可以嘗試將團隊討論的結果，以5W1H的方式整理出

來，除了更清楚聚焦討論結果外，也方便日後調整修正。

3

作品掛置方法必須考量以不破壞原有場地為原則，以畫作來

說，常見的展示方式如下：

我們需要思考佈展細節外，也要注重撤展後的場地復原，牆面

如有打洞或破損要記得用補土修補，待補土乾後，再油漆上原

牆面的油漆顏色。

c 各式不傷牆面之無痕黏膠或掛勾

a 金屬線掛
（可調整作品框後方的掛繩，調整作品的

垂直角度）

b 釘子或螺絲

（要注意釘子的長度是否跟框的厚度有符

合，如遇水泥牆面，則先以電鑽鑽洞，再

填入膨脹螺絲，最後以螺絲栓入）

18 視覺藝術



天花板

地板

天花板與畫作

上緣距離一致

齊頭式

畫心與地面距

離一致

齊心式

天花板

地板

掛畫的常見形式

地板與畫作

下緣距離一致

齊尾式

天花板

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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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燈

貼作品資訊名牌

開展前環境整理 

1以目測去觀察 。

2 展燈直直往下打或是打在作品的中間，以將作品清楚呈現，盡量不反光

為原則。

3切勿把旁邊作品或其他物件的影子打在眼前作品上。

4立體作品則需注意不同角度之光線，可嘗試打側面的光源。

5 若有展示螢幕或本身會有光源的展示品，光線宜減暗。

1名牌位置高度要統一。

2 除了必須貼特別的位子，通常跟作品不會太遠，以方便讓觀者知道名牌

書寫方式依序為：作者、作品名稱、使用媒材、尺寸、年代

1 保持展示牆面、空間整潔，若牆面有刮痕或髒汙，可用原牆面色油漆遮

蔽髒汙。

2清除展示空間垃圾。

作者

媒材

尺寸 （高（長）、寬、 厚、直徑、面積）

年代

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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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視覺與DM印製，並展開公關宣傳

活動。

常見的展覽視覺宣傳應用於海報、展覽門票、臉書封面

圖、展覽宣傳的旗幟等。由於是展覽宣傳作用，除了展覽

的主要視覺圖文外，展覽的時間、地點、票價皆必須標示

清楚。

4

1主要圖像與展覽的關聯。

2 整體設計的色系，可應用類似色、對比色去思考。

　背景圖與前面資訊文字的顏色區別。

3字體不宜太多樣化，會讓資訊不易聚焦。

4若要送印還必須考量印刷的材質與經費。

設計主視覺

應注意的細節

還可以設計周邊

文創商品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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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練習布展，不一定非要如正式美術館展覽那樣有專業

設備，我們可以應用以下常見物件來進行布展。

若布展時沒有專業展示櫃，可利用桌子替代。

小件平面作品，若無法在牆面上展示，也可擺

放在桌面展示。

若平面作品無法黏貼於牆面或吊掛展示，則可

使用畫架與畫板處理。但注意若於開放空間展

出，須注意遇颳風天氣容易倒塌，建議於室內

或天氣穩定的開放空間使用。

有些放書的櫃子，可應用於展示立體作品，若

展場空間不大，櫃子有向上拓展空間的特性，

可考慮使用櫃子作展示用途。

校園布展應用

桌子

畫架+畫板

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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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告示板可以簡易圍出展覽動線，也適合作

為平面作品的展示板。若要圍出展示動線，適

合應用於走廊或活動中心等較開闊的空間。

照片、明信片大小等平面作品適合展示於室

內，可以用綁繩和小夾子夾住作品的方式來展

示。此類作品如在室外展示，容易受風吹晃

動，有掉下來的風險。

若作品必須貼在牆面，使用無痕黏貼方式，方

便日後撤展清理，也能留給之後使用者乾淨的

牆面展示。

活動告示板

綁繩+小夾子

無痕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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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格式設計展策總監、格式多媒負責人，其策劃之展

覽屢獲國內外大獎項肯定，包含德國紅點設計獎Best of the Best、

日本優良設計獎Good Design Award best 100、臺灣金點設計獎年度

最佳設計等殊榮。   

策展人直
播間

王耀邦

1身為策展人，您的工作內容項目有哪些?

對我來說，策展不是只「做」展覽，更重要的是「策」展，它是在重新溝通一個新觀念。是

我做設計、思考事情的一個原點。從老房子的活化、臺灣歷史博物館CIS的改造、傳統產業的

策劃到臺北設計城市展、文博會。基本上，在這裡面，有很多事情需要用策展的方式去做策

略的進程，對我來說，策展人其實就是一個運用策展思維去執行事務的方法。

執行範疇通常包含：展覽策劃與空間設計、空間企劃與都市議題研究、視覺設定與平面影

像、主題陳列與多媒體裝置。

認為一個好的展覽，第一要說出大家說不出的聲音，第二是你的作品怎麼讓看展的人有強烈

的共鳴，這除了美學的展現外，還要有對於社會的觀察。好的展覽必須要跟著社會的脈動一

起存在，但過程中則不能假設所有人都能理解這些事，而是要用完整的敘事去誘導，透過空

間、企劃、視覺去做一個整合性的傳達，讓人離開展場時帶著被觸發的想法。

殕費性電子產品的快速發展，引發了更多元的展覽體驗，比如VR虛擬實境，協助民眾穿越時

光空間的維度，用最切身的手法，讓觀者感同身受。藉由數位的科技，展覽可以思考的規模

更大、縱度更深了，也豐富了各種感官的體驗。

2對總監來說，一檔精彩的展覽有哪些特質?

3對於數位化應用於策展中，有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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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去你的南極 Go! Go! South Pole》

「人因冒險之心而進步。」——邁克 霍恩／南非探險家

　　2018年由橘子關懷基金會主辦的「前進南極點」大夢計畫，締造臺灣史上首

支隊伍越野滑雪長征南極點的紀錄，作為延續計畫的「去你的南極 Go! Go! South 

Pole」展覽，透過AR與網際數位科技體驗、身體感知等方式，重現南極點的環境與

氛圍，讓參觀者親身感受暴風的酷寒，並從真實的南極長征事件衍伸出六道敘事章

節，引領參觀者開啟對於冒險核心精神的探索。

　　入場時會拿到一個頭燈，展場裡對應南極的晝夜現象，設定不同明暗的場燈，除

了強化體驗感外，參觀者可自行運用頭燈進行探險、尋找未知。展區內另安排有負重

體驗，可親身感受探險隊員拖行50公斤雪橇的重量。當然，極地中的冰雪風暴、極光

與冰丘等，也都是冒險旅程中的一部份。

    圖1  展覽將整段南極的旅程應用AR與網際數位科技、

身體感官體驗、永晝永夜的現場光環境氛圍塑造。

    圖2  展覽布展從空間的天地壁開始施作，包含桁

架結構、地面工程、電路鋪設等，為空間打下良

好的基礎。

4請分享自己曾經策劃過的展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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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老師介紹及說明展覽的策展理念與展出內容。

地理科陳鈺郿老師實施「如果有一天我變老了」系列課程，以瞭解並連結體會家中

長者為出發點，讓學生透過與家中長輩的主題式多次訪談，認識長輩的生長環境、

成長經驗並記錄著家族記憶，期待透過家庭脈絡進而連結在地。另外，視藝科黃永

箴老師讓學生以繪製長輩肖像畫的方式來呈現訪談內容。透過描繪不同世代的記

憶，引導學生飲水思源、感恩惜福等概念。

此展覽呈現班上同學的部分訪談故事，二十個家族有二十個故事，由學生與家人討

論共創，透過肖像畫及家族物品，呈現每個家族的特色和精神。整體展覽以「竹

籃」意象串連（圖3與圖4），打破族群界線，訴說著彼此的生活，盛裝著彼此的家

族記憶。期待透過家族故事分享，將自己與家「連結」、「感恩」的概念傳達，期

待與大家從家出發進而連結在地，共同串聯島嶼的集體記憶。

展覽呈現學生的部分訪談故事，教師帶著學生從家族故事擷取關鍵特色，並引導學

生初步思考可能的展現方式，後續透過家長座談會說明展覽主軸，並讓學生與家人

討論適合的家中物品來呈現家族的特色和精神。展品除了肖像畫外，還有照片、衣

物、飾品、舊碗盤、唱片、木黌、陣頭服飾等。

2展覽主題明確訂定好後，師生是如何籌備展出作品的呢? 

展覽名稱
：畫說光

陰的故事
 

策展現場
直播間

師生策展
實紀-島嶼記憶

臺北市龍
山國中地

理科陳鈺
郿老師

    圖3、4 「畫說光陰的故事」整體展覽是以竹籃作為意象主軸。參展學生展示家人的肖像畫和家族物品

來呈現自己家族的特色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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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圖5  展間規劃為一個家族有一個展示區供設計擺放

展品。

    圖6  學生進行策展，掛畫並以黏土固定，家族展品

依設計圖擺上展櫃並合作放上壓克力罩保護展品，

最後處理燈光。

4展覽地點和空間確定之後，學生是如何規劃展示空間呢？

1教師扮演引導者，引導學生與家長共同參與。

2展覽主題名稱及主軸由學生討論決定。

3家族故事特色由學生透過心智圖模式擷取。

4家族特色的展品由學生和家長共同討論決定。

5展品擺放由學生透過案例欣賞並進行設計。

6展間導覽工作由學生輪班進行。

此次展覽想呈現二十個家族故事，每個家族有一個家族區塊

供設計。出口動線思考，以彼此互相交換故事的概念，設計

讓觀展者留下自己的光陰故事，並設置傳情區，將觀展者寫

好的明信片寄給阿公阿嬤。

3在策劃展覽的過程中，師生的工作與角色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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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起策展

Team work

發現問題

動機產生
研究

與記錄

展開行動

在科技網路媒體發達

的世代，人們的家族

文化與自我認同逐漸

被淡化，透過發現問

題、探索問題，開展

策展的動機。

由於是探討自身家族

脈絡的主題，因此以

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

調查非常合適。面對

其他類型的議題，若

時間、地點不方便以

訪談操作，可運用網

路、書籍等資料蒐集

研究，記錄有利於策

展的資料蒐集。

釐清與討論動機出現

之後的發展步驟。以

島嶼記憶來說，是以

教師引導，但同學們

也可以嘗試從零開始

策劃。

藉由島嶼記憶的策畫展覽模式

我們也可以應用於議題式的策展

島嶼記憶策展老師

給未來想嘗試策展的國中學生們一些建議。

1平時可多觀賞不同類型的展覽。
2 先想清楚為何策展？並與同學們有共識是重要的
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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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展
小
調
查

你的個人特質有哪些?

 善於領導             合群

 對美感敏銳         文筆好

 善於交談           

 其他:_________

 你覺得你適合擔任策展人嗎?

你對下列哪些展務工作有興趣呢？

 策展人                展場規劃

設計主視覺          導覽解說員

機動型組員（哪裡需要我就去哪）

有了展出的作品後，

開始針對展演場地規

畫布展、宣傳等開展

前籌備工作。若需要

導覽工作，開展前還

必須訓練導覽人員相

關解說工作。

將展覽的資料蒐集視

覺化，策展人可邀請

藝術家針對他的策展

主題提供相關作品。

島嶼記憶是以肖像和

蒐集物品的方式，呈

現同學們的作品。

展覽從零到完整展出

呈現是相當有成就感

的事，團隊合作能讓

一切成果更仰順利，

記得每位組員都是重

要的成員。展覽後的

撤展工作也必須麾力

完成。

展開行動

展務規劃

開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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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玩咖Let ś go——

我們在這個求學階段中，歷經了許多大小事物

也發現了許多不同的知識與樂趣，相信這些日月累

積的養分，能帶給你許多策展靈感。請你運用本課

程的策展練習，發掘出你的策展方案吧！

展覽

主題名稱?

為什麼你想策畫這樣的展覽？   
你想嘗試策畫的展覽內容為？

你的策展理念是？
你預期會來看展覽的年齡層？

場地
若這個展覽可以成真，你希望地點在哪裡？

展出的方式？

價值

你希望這個展覽能帶給觀眾什麼樣的收穫？

策展 x 表達力

Why
What

Where

How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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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畫畫看

場地動線規劃

（請先畫出整個展場的形狀，並將出入口標示出來，並標示出展牆的配置、參觀動線）

你覺得自己在本課的學習獲得幾個格子呢？請將獲得格數塗滿顏色，並跟同學分享！

1 能透過生活觀察與體驗，找到值得關注的策展議題。

2 能理解策展過程中，策展人具備的角色任務與特質。

3 能與他人溝通合作，互相交流分享發想的成果，並尊重多元想法。

課後 Check out

請列出預期展示方式有哪些?（展板、吊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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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怦然心動》（Flipped）2010 美國。是一部浪漫喜劇劇情片，兩個懵懂的青少年，

一起走過一段愛情萌芽的青春歲月、一起學會愛、一起變成更好的人。



2

‧生涯規畫教育

‧多元文化

議 題 融 入

‧李安

‧盧米埃兄弟

藝  術家

‧社會

跨  領域

‧金馬獎國際觀摩影展

‧威尼斯影展

‧影展類型

‧默片

藝  術Spotlight

‧  瞭解電影演進史與臺灣電影史。

‧  認識不同類型的電影。

‧認識影展與策展。

學  習重點

青春展
時光影

你看電影嗎？影像是神奇的容器，可以裝

載不同的時光，紀錄過去、也想像未來。

影像也是時光機，可以用它穿越時空，展

開一場又一場的冒險。讓我們一起透過影

展，用電影閱讀不同世代的青春冒險！

LE
SSO

N

電影是一個很好的藝術載體，他是啟發人的思維和想像力的一種

媒介。可以再現過去，表現未來，也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成長。

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Allan Spielberg）

名  家導言家導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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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安的電影中，少年Pi的青春，在海上與老虎歷經一場生與死的大冒險；在

《我的少女時代》中，少女林真心也在校園中經歷了親情友情愛情的青春旅程。跟著

電影中的角色一起冒險，就像是踩著他們的步伐成長，用他們的眼睛看世界，或許在

眼淚中洗滌出勇氣、從歡笑中找到豁達，從別人的青春中發現自己的熱情與惆悵。這

正是電影吸引人的地方。

國中生活中總會有許多令人難忘的片刻，回想那些青春時光，會讓你聯想到哪一部影

片？根據時間軸的遞進與心情的起伏，在「電影生命心電圖」上標記，並寫下你認為相呼

應的影片。

課堂活動　電影生命心電圖

心
情
起
伏
軸

心
情
起
伏
軸

事件軸 事件軸
日記被偷看

稍息立正
我愛你

腦筋
急轉彎

我的少女
時代

轉學
（範例）

上高中

 圖1 《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

2012 美國。少年Pi因為船難踏上了奇幻

的海上漂流旅程，遇到了許多神奇的事

情，最後奇蹟似的歸來。

思考啟動鈕

在電影中的每個安排都有

導演的用意，你覺得老虎

可能代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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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2021金馬奇幻影展主視覺海報。以「超甜美、超現

實」的概念出發，在馬兒的帶領下，讓奇幻種子萌芽生長

與現實纏繞，象徵獨樹一格的觀影方式，突破觀眾的想像

界線。

  圖2 第五十五屆金馬影展主視覺海報。以李安、侯孝賢、鞏俐、李遠（筆名：小野）化身成層巒疊嶂的山

峰，宛如一部電影包含了所有參與者的個性與樣貌，也象徵金馬不同部門的努力與合作。

電影圈的嘉年華

一個人看電影，是放鬆的娛樂與自我對

話；一群人看電影，是深度的思考與多元對

話。當一群有熱情有想法的人，希望藉由電影

建立共鳴、帶動思考，所以彙整相關影片作適

當安排與活動規畫，再邀請觀眾一同參與，這

就是「影展」。

影展通常會持續幾天甚至數週的時間，地

點不限於專業影廳，學校禮堂、文化中心、社

區活動中心都是可能的場域，而最大的特色，

就是帶有某種文化交流、議題討論，或者商業

的目的性。而影展類型，則讓關注不同議題，

不同類型影片的觀眾有更多選擇性。但是，該

如何策畫一個成功的影展呢？

用簡單的筆畫設計一個小人

物，並在課本的第35到47頁中，

畫出連貫並有些許差異的動作，

透過翻動課本讓小人物動起來，

並且和同學交換分享，體驗紙上

膠卷的變化與樂趣！

課堂活動　紙上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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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進化論

僅僅發展一百多年的電影，是如何飛快地進化到現在多元分工的樣貌呢？開始策

展之前，對電影發展的脈絡有所瞭解，可以幫助我們更多元的選片。就讓我們進入時

光隧道，一探電影的發展歷程！

藝術 spotlight

盧米埃兄弟（The 

Lumiere Brothers）

電 影 放 映 機 的 發 明

者，將電影帶入公眾

的視野，他們從來不

覺得自己是藝術家，

而是發明家。

無聲電影時期 有聲電影時期

第一部有聲電影，技術的進步，讓電影畫面能與

音軌同步，使得電影進入了有聲時期。

由法國 盧米埃兄弟所製作的無聲黑白影片，是世界上

最早付費觀賞、公開播放的「電影」，全長五十秒，

記錄了蒸汽火車牽引著客車，從遠處緩緩進站。造成

當時的轟動，還嚇得咖啡廳的觀眾驚叫逃竄。

1927《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

1895《火車進站》（The Arrival of a Train）

藝術 spotlight

默片

在1920年代末期之前，

大部分電影都是沒有配音

配樂的默片，在播放時會

搭配樂團現場伴奏，或由

辯士（默劇解說員）現場

配音、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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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啟動鈕

在有聲電影技術已經發展的1930年

代，為何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

仍保留默片的拍攝模式呢？

彩色電影時期 3D電影

第一部彩色電影，雖然彩色的技術只有紅、綠、藍三

種顏色，並且顯得失真，但若沒有本片，率先使用彩

色膠卷，那電影的發展將可能延遲許多。

1935《浮華世界》（Becky Sharp）

以有聲電影發展時期為時空

背景，用音樂歌舞的方式描

述電影明星的奮鬥史與浪漫

俏皮的愛情故事。更呈現了

當時電影業者拍攝有聲電影

初期，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1952《萬花嬉春》（Singin' in the Rain）

美國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電影之一，用充滿幽默感

的默劇動作，諷刺工業時代缺乏人性與資本主義

至上的狀態，更是卓別林向默片時代告別的代表

作，雖然是默片，實際上包含了工廠老闆、留聲

機及片尾卓別林哼唱的聲音。

1936《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3D電影已出現許久，而《阿凡達》則以創新的3D

攝影技術所拍攝，令觀眾在影像上產生立體且有深

度的視覺感受。

2009《阿凡達》（Avatar）

藝術 spotlight

1932年義大利 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電影藝術展，是世界上第一個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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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電影之路

世界在拍電影看電影，臺灣也跟上了電影藝術的腳步！最早把電影引進臺灣的是

日據時期的日本人。二戰過後國民政府來臺，當時經濟貧困，大部分電影都是政府

單位主導的政令宣傳片。直到1955年，麥寮拱樂社歌仔戲團與導演合作拍攝《薛平貴

七○年代中期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政府為了

穩定民心、宣揚政府的作為，開始了一段政宣愛國

電影時期。

1965《養鴨人家》

1975《八百壯士》

1960-1980 臺語片時期

六○年代臺灣社會穩定發展，中央電影公司提出健康寫

實路線，強調人性的光明與社會的正向，希望用電影達

到社會教化。描繪臺灣農村階級勞動生活面貌。

由於七○年代高度威權的社會氣氛，文藝愛情為主的

「三廳電影」大受歡迎，所謂「三廳」是指餐廳、客

廳、咖啡廳，成為時興電影的風格。

1973《彩雲飛》

1961《大俠梅花鹿》

以世界童話故事改編而成的臺語片，大膽採用真人扮

演動物演出，故事主軸卻以傳統儒家的忠孝節義思想

貫穿全片。

1960-1970 健康寫實電影 1970-1980 浪漫三廳電影

1970中後期 愛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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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寶釧》，成為二戰後第一部臺語片，在當時引起轟動，更開啟二十年的臺語片時

代。

之後臺灣電影及紀錄片蓬勃向外發展，臺灣電影人也開始嘗試兩岸合作拍攝，並

轉向中國市場，探索新的可能與機會。此外，臺灣電影因著自由自主的題材，與成熟

多元的藝術成就，不僅屢創佳績，更揚名於世界舞臺。

全球化的浪潮下，臺灣電影市場

被好萊塢電影佔據；新興視聽媒

體（DVD、有線電視）及娛樂產

業（例如：KTV）興起，瓜分電

影產業對觀眾的吸引力，導致電

影院驟減，製片量下滑。

八○年代，臺灣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如侯孝賢、楊德昌、柯一正、李遠、吳念真等人發起

電影改革，以寫實的主題和拍攝手法，探討當時社會的真實樣貌，開啟「臺灣新電影時

期」，讓觀眾對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有深切的思考，也在國際影壇上奪得一席之地。

1983《兒子的大玩偶》

2008《海角七號》

全球金融危機打擊了美商影視企

業，因此讓臺灣的電影業有了喘

息的機會。從2007《不能說的秘

密》開始，各地華人再度接受臺灣

電影，成為國片產業重要的轉折。

2008年《海角七號》成為戰後最賣

座華語片，讓片商與臺灣觀眾開始

對國片重拾信心。

1980- 1990
臺灣新浪潮電影時期

2007-2010 國片復興期1980晚期 電影衰退期

藝術 spotlight

創立於1980年的金馬國際影

展是臺灣規模最大、歷史最

悠久的國際觀摩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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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現今

內容為探討流浪動物過多問題的紀錄片，歷時三

年，前往美國、日本及奧地利取材，呈現幾個動保

團體及公立收容所的熱血行動，讓大家看見人與流

浪狗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一起思考解決問題的辦

法。

2020《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2020《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

改編自暢銷同名散文的青春校園愛情電影，將愛情

金句化作動人的電影臺詞。描述糾結在好閨蜜和暗

戀對象之間的三角關係，探索愛情與友情的界線，

更引起大學生在網路上的熱烈討論。

改編自導演許承傑過世阿嬤的親身經歷。透過電影

看見臺灣女性的堅忍與力量。完美的劇本和深刻的

人物刻劃，更交織出背後扣人心弦的篇章。

2020《孤味》

2016《社子島少年行》

由導演楊力州執導拍攝，這是關於一個孤島、四個

青少年與熱血藝術家的紀錄片。鐵雕藝術家―仔

仔老師帶著四個喜歡利用島上破銅爛鐵改造腳踏車

的青少年，製造出一臺由資源回收物改造的車環

島，希望讓全臺的人看到被外界隔離的社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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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攻略

也許你會有疑問：為什麼在影展中出現的會是這些

影片？這就有賴策展團隊的眼光和創意了！

在為影展挑選影片的時候，除了注意影片分級，還

必須帶給觀眾不同思考角度、生命體驗及多元視野，讓

影片能對觀眾具有啟發性，也必須思考如何運用安排片

序探討議題，並注意影片調性，適時轉換氣氛，例如：

情緒歡樂和悲傷，節奏緊湊和緩慢的電影，就應該思考

是否安排在一起。另外，設計有創意的內容、講座及配

套活動，更可以激發觀眾的參與度及熱情。

藝術 spotlight

黿展類型

． 特定的影片類型，如：金馬奇幻

影展。

． 以地方或城市命名的綜合型， 

如：臺北電影節、柏林影展、東

京影展。

． 為特殊文化或弱勢團體發聲，

如：女性影展。

． 特定國家或地區文化，如：拉美

影展。

． 聚焦特殊議題，如：人權影展。

  圖5、6 金熊獎（Goldener Bär）是柏林影展頒發的最大獎，

被認為是電影界最高榮譽之一。

  圖4 《大英雄天團》（Big Hero 6）中的角色杯麵（Baymax）現身第二十七屆東京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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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類型電影
恐怖片、喜劇片、愛情、懸疑片

從課本介紹的類型電影中，找出一種你曾經看過，或者最感興趣的電影類型，分享你為

何選擇這種類型？從中感受到什麼？再試著和與你選擇同類型電影的同學，歸納出其中有那

些必備的元素吧！

課堂活動　一起看電影

 類型電影　電影類型

想挑選好電影、安排最佳片

單，就不能不瞭解電影的類型。電

影類型左右了我們的選擇，而「類

型電影」指的就是具有某種特殊性

的主題、情感、形式或是在風格、

情節、角色等方面有類似走向的電

影，詳見以下的類型介紹。

  圖7 《三個傻瓜》（3 Idiots）2009。印度寶萊塢

喜劇歌舞片，描述三個高材生在考試壓力下，探

討教育的本質、找尋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圖8 《牠》（It）2017。這類型的電影透過

故事和營造氛圍，使觀眾產生恐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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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類型電影
歌舞片、動畫片、紀錄片、短片

主題類型電影
科幻片、戰爭片、推理片、動作片、愛情片、災難片

  圖9 《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當冰河

期再度來臨，人類將面臨什麼樣的考驗？透過電影的描繪，喚

起人們的環保意識。

  圖11 《舞動人生》（Billy Elliot）2000。十二歲的小男生以芭

蕾創造他的人生，家人從嫌惡、漠視到支持，過程辛酸讓人催

淚。片中使用大量各式音樂搭配踢踏舞步，引人入勝。

  圖10 《玩命關頭4》（Fast & Furious） 

2009。包括一連串的動作鏡頭，如打

鬥、特技、追車或爆炸等場面。

  圖12 《幸福路上》（On Happiness Road）

2018。臺灣製作的2D手繪動畫電影，透過一

名臺灣女孩的成長過程，來回顧臺灣1970至

2010年代期間的歷史記憶，並思索自己對於

「幸福」意義的真正看法。

思考啟動鈕

全球暖化會為地球及人類帶

來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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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看電影

你會看電影嗎？看電影需要學嗎？策展人需要精準的眼光為觀眾挑出好電影，觀

眾更必須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好的欣賞者。

隨著時代變遷，現代人接觸影像的機率大大提高，我們從各種管道接收各種新知

與各類影像。要如何去蕪存菁，從眾多影片中欣賞有品質、有意義的好作品？如何更

有意識的解讀影像，而不只是被諸多雜訊淹沒，是現代人必須學會的事。

透過以下的活動，試著練習自己對影像作品的解讀能力，理解其中的理念，並訓

練自己看待事物的觀點以及對影像美學的賞析吧！

觀賞課本中提供的短片《死神訓練班》（Deathigner），透過下列問題，試試看分析影像

並撰寫影評吧！

課堂活動　小小影評人―電影美學分析

影片名稱：

　　　　　　　　　　　　　　　　

故事的時代背景：

　　　　　　　　　　　　　　　　

影片中的配樂：

　　　　　　　　　　　　　　　　

整體影片的風格：

　　　　　　　　　　　　　　　　

影片中令你印象深刻的畫面構圖：

　　　　　　　　　　　　　　　　　　　　　　　　

鏡頭和鏡頭怎麼連接？這樣的連接方式產生什麼效果？

　　　　　　　　　　　　　　　　　　　　　　　　

你覺得這部影片想表達什麼中心思想？

　　　　　　　　　　　　　　　　　　　

你對影片中發生的事有什麼看法？

　　　　　　　　　　　　　　　　　　　

《死神訓練班》
完整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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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教會我的事

電影教育讓看電影更有意義，有「美學分析」與「議題思考」兩個層面，前者從

畫面、剪接、音樂、劇情、導演手法進行藝術討論；後者則經由四層次提問的焦點討

論法─觀察影片的段落、畫面，再試著敘述觀影感受，並結合自身經驗及發想其意

義，最後思考影片帶來的啟發，甚至驅使觀眾進一步的計畫或行動，透過層層深入的

提問，幫助我們釐清思考的歷程，瞭解彼此的觀點，更深入思考電影所探討的議題與

我們的關聯，真正看見電影的內涵。

ORID是一套國際知名且簡易的提問方法論，透過四個層次的提問，推動深入的思考，

逐步解剖核心問題。除了分析電影之外，此提問法還可以運用在各領域的學習、分析、解決

問題等，是很實用的思考技法！而透過剛剛初步的影評練習，也請試著進一步思考並回答下

面的提問吧！

課堂活動　ORID焦點提問法

觀察

感受

Objective

Reflective

你看到了什麼？

還記得哪些段落、畫面？

經驗詮釋 Interpretive

為何讓你印象深刻？

為何給你這樣的感受？

引發你想到了什麼經驗？

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哪些讓你印象深刻？

看了這部電影的感受是什麼？

啟發 Decisional

此電影有帶給我們可以改變

或應用的地方嗎？

看完電影你有什麼行動或是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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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是一種溝通與表達的過程，瞭解電影的發展和類

型，學會如何看電影之後，試著和同學分工合作，規畫一

課堂活動　我們的青春影展活動企劃

�影展主題／名稱：　　　　　　　　　　　　　　　　　　

�觀眾對象：　　　　　　　　　　　　　　　　　　　　　

�挑選的影片有哪些？　　　　　　　　　　　　　　　　　

　　　　　　　　　　　　　　　　　　　　　　　　　　　

�映後座談（題目、找誰擔任與談來賓？）：　　　　　　　　　　　　　

　　　　　　　　　　　　　　　　　　　　　　　　　　　　　　

影展
設定

活動
資訊

周邊
活動

�影展地點：　　　　　　　　　　　　　　　　　　　　　　　　

�活動日期、時間（搭配學校活動或社區活動規劃）：　　　　　　　　　

　　　　　　　　　　　　　　　　　　　　　　　　　　　　　　

�如何結合學校或社區的資源／支援：

　　　　　　　　　　　　　　

　　　　　　　　　　　　　　

　　　　　　　　　　　　　　

場屬於自己的影展，並和其他

同學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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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可以純粹只是娛樂，讓觀眾享受其中的各種趣味，但也可以

讓我們從中獲得啟發，甚至訓練我們對於藝術的感知。在影像已經是

日常處處可見的現在，藉由解讀電影，訓練獨立思考、培養理解事物

的能力，甚至瞭解歷史脈絡和不同的美學態度，並激發創造力、敘事

力、表達力，更可以用影展傳達自己的信念、帶領群眾關心重要的議

題，試著透過影展用影像去影響更多人！

  圖 1 3  《 星 際 大

戰 》 （ S t a r 

Wars）簡稱「星

戰」，是美國導演

兼編劇喬治．盧卡

斯所構思拍攝一系

列科幻電影。最早

的 四 部 曲 攝 於

1977年，最後的

一部在2019年上

映 ， 整 整 橫 越

四十二年。是電影

史上最長青的經典

作品，星戰迷們可

以說不分老少與原

力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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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美麗與珍貴，就在於它的無邪與無瑕，在於它的可遇而

不可求，在於它的永不重回。

席慕蓉

名  家導言名  家導言

拾光走廊‧

樂音飛揚

LE
SSO

N

3

‧ 學習如何規劃一場班級音樂成果發表會。

‧ 瞭解音樂會的前置作業、演出到幕後的工

作職掌，與班上同學分工合作完成一場音

樂會。

‧ 演奏中音直笛曲〈當我們一起走過〉以及

習唱歌曲〈啟程〉，並將此二首曲作為班

級音樂會中的演出曲目之一。

‧ 瞭解音樂會中文宣品的功用及需要置放的

活動資訊。

學  習重點

你曾用什麼方式紀錄「青春」呢？或許

是照片，或許是影片，在本課讓我們用

不一樣的方式紀錄青春，規劃一場班級

音樂成果發表會，僅前置作業、幕後策

畫，到實際的演出，譜出屬於你們的時

光走廊吧！

‧表演藝術

跨  科目

‧蘇打綠

藝  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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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瘋狂的年紀，有的人嚮往、有的人迷

茫、有的人回憶，正值青春階段的你，能享受青春的

酸甜苦辣嗎？

從七年級小將，滿懷著剛進到學校時的期待或不

安，到現在轉變為九年級大將，迎接接下來的各種挑

戰，拾起過往時光，為自己在這段時間的經歷與過程

挑幾首樂曲作為代表作，並與同學們舉辦一場班級音

樂成果發表會，譜成屬於你們的「青春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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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成果發表會的事前準備
我們曾在七年級「音樂花路米」熟悉音樂會的禮儀，認識音樂廳

和聆聽音樂會，那麼，一場班級音樂成果發表會又是如何運作的呢？

首先，先將班上同學分為三組，一起分工合作，完成班級音樂成

果發表會的事前準備。

決定音樂會主題。

訂定演出日期與場地。

 確認演出名單及曲目、樂器、演出總

時間長度。

 依班上同學的才藝，進行節目類型編

排與次序安排。

演出規劃

幕後工作

 進行音樂會的準備工作，包含場地布

置、彩排。

 安排演出進行時的工作人員，包含舞臺

監督、舞臺執行、前臺執行（招待）、

梳化妝執行、服裝、攝影/錄影⋯⋯等。

經費估算與執行。

 設計與印製海報、邀請卡、節目單等文

宣。

 掌控海報、邀請卡、節目單製作完成的

時間。

 設計與印製完成後，邀請導師、任課老

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等。

設計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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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音樂成果發表會的工作分配完成後，開始設計這場音樂成果發

表會的節目安排，在國中的各個階段，你會選擇哪些樂曲作為這段時間

的代表作、哪些樂曲代表你的青春呢？

透過節目單，帶領觀眾進入演出者的世界，藉由節目的內容設計、

演出者介紹、樂曲解說、幕後工作人員的安排等，可以瞭解整場音樂發

表會的節目流程與相關介紹。下圖節目單以「青春樂章－910班級音樂

成果發表會」為樣本範例，呈現節目單最重要的一頁，包含「演出曲

目」、「演出形式」、「演出者」及「作詞／作曲者」等。

    圖1  為音樂會節目單樣本，同學們可依實際情形黠添演出者簡介、樂曲解說、幕後工作人

員名單等節目相關訊息調整節目單編排。

青春樂章－910班級音樂成果發表會

節目單

音樂會標題

1.〈希望曙光〉      

2.〈我們青春〉

3.________________

合唱/九年十班全體             

演唱/王涵涵、陳以柔 

_________________

Sia Furler等人 詞/曲

李玉璽 詞/曲 

________________

∼中場休息∼

演出曲目 演出形式∕演出者 作詞∕作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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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啟動鈕

如果是你，你會選擇哪些樂曲作為青春的代表作，試著按照節目單上的範

例，填上演出曲目、演出形式、演出者及作詞／作曲者等資訊吧！

樂來樂動聽－節目安排小撇步
在演出曲目的順序安排上，會因為演出形式或其他因素而

有所調整，例如：將較耳熟能詳的節目放在最後，作為令人期

待的完美結束；或是人數最多、演出形式較複雜的曲目放在第

一首或最後一首，避免節目間的換場花費過多時間。

_________________             

合唱/九年十班全體 

直笛合奏/九年十班全體

4.________________      

5.〈啟程〉

6.〈當我們一起走過〉

________________

啟程作詞小組 詞/曲 

史俊威 詞/曲

演出曲目 演出形式∕演出者 作詞∕作曲者

∼感謝您的蒞臨，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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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好聲音－節目單中的樂曲解說
除了前面的樣本範例，我們也可以試著增加其他讓這份節目單更為增色的內容，

例如節目單中的樂曲解說，可以清楚地傳達每首樂曲的曲意，包含歌詞內容想敘述

的故事，或是作詞作曲者想傳達的內容，供觀眾在節目開始之前或是節目間的空檔瀏

覽，幫助了解演奏（唱）者的詮釋。

現在，藉由以下範例，試著寫寫看，演出曲目的樂曲解說哦！

樂曲解說範例

Sia Furler / Christian Guzman / 

Jason Moore / Sam Smith　詞、曲希望曙光
=80

 When to- mor- row comes, I'll be on my own, feel-ing fright-ened of the things that I don't know

 when to- mor-row comes, to- mor-row comes, to- mor- row comes.

作詞作曲者

樂曲解說

演出曲目 〈希望曙光〉（Flashlight）

Sia Furler / Christian Guzman / Jason Moore / Sam Smith 詞曲

〈希望曙光〉為電影《歌喉讚2》（Pitch Perfect 2）的

主題曲，此曲以友情為主軸，歌詞闡述遇到困境或是身處黑

暗心境時，身旁的知心好友會陪伴你一起度過重重難關，帶

領你步出黑暗、迎向光明。

中文翻譯︰當明日到來，我將獨自一人，

對未知的事情感到害怕，當明日到來，明

日到來，明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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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你試試看

                                                                                                                                                     

                                                                                                                                                     

                                                                                                                                                     

                                                                                                                                                     

                                                                                                                                                    

                                                                                                                                                   

作詞作曲者

樂曲解說

演出曲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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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屬於你們的夢想青春―〈啟程〉
自己創作畢業歌曲，近幾年蔚為風潮，已成為青春留下足跡、回憶的一

種方式，例如全國高中生聯合創作畢業歌曲。

〈啟程〉歌詞寫道「迎風啟程，一起走吧！踏上青春出發」，期許正值

九年級的自己，但仍勇敢正向的態度，邁向未知旅程。

啟程詞曲小組啟程=80

 捲 起 回 憶 收 拾 成 行 囊，帆 布 鞋 踩 過 熟 悉 卻 又 陌 生 的 長 廊， 褪 色

 書 包 還 繡 著 青 澀 模 樣， 勇敢去闖 我們要 追 逐 太 陽。

 放 手 一 搏 我 在 你 身 旁，路 很 長 攤 開 地 圖 用

 心 就能 發 現 寶 藏， 風 吹 雨 打 仍 要 向 前 不 怕 碰 撞， 隧道再長

 終 會擁 抱 滿 天 星 光， 再 眷 戀 的 圍 牆， 也擋

 不 住 內 心 的 滾 燙， 窗 外 的風 光 綻放 無限 的 嚮 往。

 迎 風 啟 程 一 起 走 吧 踏 上 青 春 出 發， 隨 著 夢 馳 騁 天 涯，

12

5

9

15

1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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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一 個 大冒 險 家， 迎 風 啟 程 一 起 走 吧 滿 載 著 祝 福 成 長，

 希 望 的淚 瀟 灑 飄揚 閃 耀 著 明 天 的 輝 煌。

 迷 霧 阻 擋 總 難 免 徬 徨，不 畏 懼 即 使 受 傷 攜 手

 就 能 翻 越 沮 喪， 沿 途 雨 雪 風 霜 就 當 作 是 考 驗 一 場， 你 的 肩膀

 始 終 是 溫 暖 的 避 風 港， 再 艱 難 的 關 卡 也困

 不 住 前 進 的 渴 望。 未 來 的方 向 闖出 自 己 的 光 芒。

 迎 風 啟 程 一 起 走 吧 踏 上 青 春 出 發， 隨 著 夢 馳 騁 天 涯，

 當 一 個 大 冒 險 家， 迎 風 啟 程 一 起 走 吧 滿 載 著 祝福 成 長，

 希 望 的淚 瀟 灑 飄揚 閃 耀 著 明 天 的 輝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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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一起走過〉
此曲由蘇打綠演唱，歌詞闡述當我們在傷痛脆弱，找不到人生方向，想要逃避的

時候，總會有一群朋友，陪我們一起走過這些人生的試煉。

=75
當我們一起走過（節錄） 史俊威　詞曲

音域

4

 我們都曾 有 過， 風雨 過 後的 沉 重， 形同 陌路的口， 但 心 卻 還 流通。

 當 我們一起 走 過， 這些 傷 痛的 時 候， 包著

練習曲與小叮嚀

這首曲子有許多附點、連結線，讓我們先練習下面的練習曲以熟悉節奏型，另

外，也需多練習八度音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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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

16

 將來 我 們都 成 熟， 就不再 困惑 生命有 多少過

 錯。 喔 我 在 曠 野 漂 流， 漂 流 的 盡

 縮， 狂奔的 念頭， 不曾 停止溫 柔， 一 直到

20

23

 頭， 就 是 你愛 的 寬 容， 你 眼 底 的 溫

 柔， 也 為 我 保 留， 心 的 寄 託。

7

 碎裂的心 繼 續 下 一 個夢。 也 知道 我們 並不會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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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啟動鈕

請想想看，音樂會中的工作執

掌還有哪些未列出的工作？

 音樂成果發表會的幕
後英雄－工作人員
節目單的最後，也可以將音

樂會的幕後工作人員名單列出，

包含：舞臺監督、前臺執行（招

待、門控）、梳化妝執行、攝／

錄影等等，一場音樂成果發表會

的完成，除了演出者，幕後工作

人員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這些

角色分別是哪些人？他們的實際

工作內容又有哪些呢？

你們的班級音樂成果發表會幕後工作人員是誰呢？

請紀錄下來，也為他們的默默努力一同喝采吧！

特別感謝

綠風印刷公司 翰林偿中學務處

錄佳影音工作室 910全體家長

Special thanks

工作團隊

梳化妝傊行：李曉薇

攝／錄影：吳秉玫

舞臺監督：陳禮慷

前臺傊行：許源凱、王珊妮

梳化妝執行　　　　　　　　　　　　　　　

舞臺監督　　　　　　　　　　　　　　　

攝／錄影　　　　　　　　　　　　　　　

前臺執行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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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妝髮需在演出開始前30分鐘以上

即完成，剩餘時間可給自己做充足的休

息與準備，在上臺前，也可以請梳化妝

執行做最後的服黀檢查。

梳化妝執行

籌劃演出重要角色之一。負責協助演出

製作前期的規劃、管理及參與排練、監

督演出的前置作業、彩排、執行演出、

危機處理及演出後場地復歸。

舞臺監督

攝／錄影

為這場音樂成果發表會，留下精彩的影

音紀錄。

前臺執行，分為招待和門控

招待  在演出開始前，需提早佈置前臺

環境、張貼海報，演出開始時引導觀眾

拿取節目單及簽名。

門控  門控主要負責樂曲段落的開門，

控制中途需離席的觀眾、吵鬧或製造聲

響的聽眾。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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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你做設計－班級音樂成果發表會邀請卡
演出製作過程中，海報及邀請卡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目的是為了傳遞

重要活動資訊，吸引觀眾聆賞節目，達成宣傳目的。讓我們參考以下的邀請卡

格式範例，然後換你來設計看看！

拾光
、時光，拾起屬於910的青

春回
憶……

活偟時間：2022/05/20（三）

活偟地點：誠信偿中 信一樓5樓會議室

演出人員：910全體

指導老師：陳宜璇 老師

拾．光910班級音樂成果發表會

Dear：

演出曲目：

〈希望曙光〉（Flashlight）

〈啟程〉

〈當我們一起走過〉

大門

信一樓

仁
一

樓

忠
一

樓 中庭

62 音樂



 解決方式

1.                                                                                                                                          

2.                                                                                                                                       

3.                                                                                                                                        

　　準備許久的班級音樂成果發表會

終於來到演出當天，但合唱的同學當

天感冒發燒沒辦法來學校，身為演出

規劃組的你，該如何處理？

 解決方式

1.                                                                                                                                          

2.                                                                                                                                       

3.                                                                                                                                        

　　同學在臺上用麥克風搭配伴奏演

唱，音響在演出過程中突然沒有聲

音，身為舞臺監督，你該如何處理？ 

音樂成果發表會 突發狀況ＩＮＧ
從節目規劃與安排，到邀請卡的製作，在演出的當下，或許有些突發狀況的發

生，下列舉出幾種演出時可能會發生的突發狀況，你會如何處理呢？和同組同學一

起集思廣益吧！

1

2

演出製作的點點滴滴

從演出的規劃、前置作業、上臺演出至演出完成後的收拾工作，在這個音樂

會準備與進行的過程中，你有什麼想要與同學和老師分享的嗎？

                                                                                                                                 

                                                                                                                                    

                                                                                                                                       

                                                                                                                                 

                                                                                                                                    

                                                                                                                                    

                                                                                                                                       

                                                                                                                                 

                                                                                                                                    

                                                                                                                                    

                                                                                                                                    

1
在這次的班級音樂發

表會中，我可以改善

的部分：

如果還有下一次的班

級音樂成果發表會，

我覺得我可以擔任什

麼職務？原因是什

麼？

在這次的班級音樂發

表會中，我表現不錯

的部分：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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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若是一種新型石油，那可視化就是開發這種石油不可或缺

的設備。

大數據若是烹飪的食材，那可視化就是將這些食材做成美味佳肴

的黹藝。

——﹝數據之美﹞

名  家導言名  家導言

‧ 瞭解數據背後所傳達的目的，培養批判性思

考能力。

‧  具備媒體識讀能力，能辨識收集到的資訊之

正確性。

‧ 認識如何將資料視覺化，並能具備資料統整

的能力。

學  習重點

你有「資訊肥胖症」（Infobesity）嗎？

這個徵狀正是形容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資

訊量已遠超過人們可吸收的範圍！如何有

效地透過瞭解、對話與反覆辯證，善用資

訊圖表說故事，不但幫助人們吸收資訊，

也能提高理解效率與增進記憶力。就讓我

們一起探索具備創意與設計的資訊圖表，

讓我們在短時間內迅速理解龐大且複雜的

資訊。

‧社會

跨  領域

目瞭「欄」

讓資訊「藝」
LE
SSO

N

1

‧閱讀素養教育

議 題 融 入

相  關團隊

．Re-lab 資訊設計顧問公司

．用數據看臺灣 ．圖文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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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處理方式
打開手機、新聞媒體和報紙，隨著當今網路發達與資

訊技術進步，伴隨而來的是各種訊息大量地填滿生活。你

曾經因為想要看更多的訊息，而分心或是耽誤了原有安排

好的行程嗎？大腦對不同感覺器官輸入的信息有不同的接

收程度，大致可以分成「視覺」、「聽覺」和「動覺」

型，你習慣用哪一種方式來接受訊息呢？

很多研究顯示，眼睛是人們接受訊息重要的感官之一，在海量資訊的時代，「資

訊視覺化」是利用資訊圖表等視覺化的內容，將圖像化的資訊轉譯成為人們快速有效

閱讀的一種新的溝通方式。並且以「美感設計」加速 「理解力」，改變了資訊設計的

思維、提升訊息傳遞的效率及被記憶的程度。  

「當資訊非常豐盛，注意力

就變成稀有資源。」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賽門

（Herbert Simon）

視覺型

建構學習地圖是掌握訊息重

點的全面性思考方式。

聽覺型

運用戲劇化的朗誦，是一項

非常重要的學習策略。

動覺型

透過身體的活動和親身經歷

來學習某種東西。

1

提高

吸引力&理解力

有助於

圖像式學習

增益記憶 圖像思考

2

為什麼資訊視覺化

（Infographics）？

 圖1 「資訊改造實驗室」 Re-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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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圖表的效力

資訊圖表（infographic）就字面拆解，是由「資訊」（information）和「圖表」

（graphic）兩個字組合而成，簡單來說，就是「使用視覺提示溝通資訊」。請試著快

速閱讀上下的兩張圖，哪一個簡單易懂跟明白？請在框框內打勾，並試圖說出原因。

你發現了嗎？

上方表格主要以「文字」呈現考場攜帶的物品，清楚明瞭；下圖則透過資訊圖像化的形式，以各階段情

境搭配圖文，除了能吸引讀者目光，也黠添讀者對「資訊」的理解程度。

1

2

哪一個圖會讓你快速閱讀？

圖2  Re-lab「指考求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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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數據會說話

THE TAIWANESE NEWS

你有習慣一早看天氣預報

嗎？有沒有一早要出門的時候下

起了傾盆大雨，壞了出門遊玩的

計畫？在以下的這兩張圖裡面，

哪一個圖表對你來說訊息表達得

比較清楚也吸收得比較快？

 圖3  中央氣象局臺灣即時雨量資訊

 圖4  用數據看臺灣即時雨量資訊

「世界上最珍貴的資源，將不再是石油，而是數據」- 《經濟學

人》。生活在網路的世代，大量的資訊，善用資訊圖表說故事的

方式，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率也更清楚地看到實際發生的狀況。

找找看裡面還有哪一些是你關心的數據？

思考啟動鈕

圖4以簡潔有力

的表格呈現各地雨

量，表格中以「紅

色」文字顯示累積

雨量，並輔以溫度

計的標註形式，且

將細節放到「點擊

觀看」，以減少雜

亂的訊息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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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月    日出版

你曾看過家裡的台電帳單

嗎？相較舊版的淡藍底色與繁瑣

文字，新版以不同顏色顯示「用

電數」及「用電度數比較」，

「圖像化」的方式讓居民用電更

有感，藉此達到「省電」效果。

由此可知，運用圖樣設計能更有

效地傳遞資訊。

閱讀資訊圖表的能力

從這一些數據中你發現了什麼？在思考數據想傳達的資訊時，試著去思考這份資料是什麼單位製作的、想

要解釋什麼現象，以及數據的組成方式，才會更全面地去讀取資訊。 

思考啟動鈕

 圖5  舊版電費通知單  圖6  Re-lab帶著民眾來改造的電費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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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表達的神奇魔力
密密麻麻的一堆無感的數據讓人眼花撩亂，適時地藉助圖形化方法，將能有效地

傳達與溝通訊息，增進讀者的瞭解並縮短資訊落差。常見的圖表種類有柱狀圖、條形

圖、折線圖、餅圖等常用圖表之外，還有數據地圖和散點圖等。讓我們一起瞭解不同

圖表的使用與優勢！

適用於顯示一段時間內的

數據變化趨勢，或顯示各

項之間的比較情況。

適用場景：顯示各個項目之間的比較情況，和柱

狀圖類似的作用。

顯示各項的大小與各項總和的比例，不要求數據

精細的情況適用。

數據地圖與心智圖適用於有空間位置的數據集，

表示相關位置與影響關係。

 圖7  Re-lab《人人都能上手的資訊圖表設計術》，實用圖表一覽。

讓我們來舉幾個圖像式思考的例子，如透過畫圖破解數學題目、運用地圖

清楚的呈現歷史上戰爭與地緣的關係，善用圖表更有效地說明實驗結果

等，圖像不僅有母於思考，對於學習和記憶的速度也有很大的幫助。

思考啟動鈕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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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效地統整不同數據的資訊圖表，將資料、資訊或知識點等內容，化繁為

簡後，利用視覺化的圖像形式呈現。請觀察個別圖表的數據表現方式，以及隸屬於何

種圖表類型。

 圖8  圖文不符「熊熊不一樣」所運用的資訊圖表為？

　　　 □柱狀圖　　□條狀圖　　□折線圖　　□餅圖　　□數據地圖　　□散點圖

 圖9  Re-lab和高雄文化局合作的高雄設計節「野設計」展覽，展示野地環境面臨的危機。運用了哪些

圖表？

　　　 □柱狀圖　　□條狀圖　　□折線圖　　□餅圖　　□數據地圖　　□散點圖

在認識這一些圖表之後，你覺得「什麼是好的資訊圖表設計？」

你會發現許多好的資訊圖表大部分都滿足：1清楚的視覺動線2文字的轉合魅力（有邏輯的文字運用）3

資訊圖表的色彩（利用色彩傳遞資訊）4資訊的層次疊疊樂（一目了然的視覺層次）5記憶點，就讓我們

一起來發掘資訊圖表的秘密吧！

思考啟動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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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視覺動線

許多時候讓人無所適從的不是資訊內容本身，而是混亂的視覺動線設計阻礙對於

資訊的理解。清楚的視覺動線，需要更清楚的視覺動線引導與暗示，因此「閱讀慣

性」將是影響視覺動線的重要因素。

 圖12  珍奶概論，Re-lab與《台味誌》第三期合作。

 常見的視覺引導符號（如箭頭、輔助線）可以引導出視覺動線清楚的資訊圖表。

 圖10  橫書時的閱讀次序， Re-lab《人人都能上手

的資訊圖表設計術》

 圖11  直書時的閱讀次序，Re-lab《人人都能上手

的資訊圖表設計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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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轉合魅力

文字的大小、質感與造型設計在資訊圖表中亦傳達重要的訊息。文字有的穩重優

美，有的渾圓弧柔、活潑好動，經過刻意布局與設計出來的文字藝術，表達出書寫的

動感，讓讀者感受到文字的嶄新質感與滋味。

若不從文字字面上的意思來理解，你能感受到這一些文字擁有不同的質感嗎？

 圖13  不同工具創造的字體（風格），具有不同的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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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圖表的色彩

色彩亦是視覺圖表裡「傳達資訊」的重要的角色。善用色彩的資訊圖表，除了可

以引起溝通對象共鳴的顏色和美感的視覺享受，也能夠大幅降低誤解的機率，還能夠

提高資訊吸收和記憶的效果！

 圖14  Re-lab 史高維爾辣度表。海報採用與辣椒相同

的紅色，仰深觀者的記憶點。

 圖15  資產負債表以台電的品牌色藍色為主要顏

色，並選擇黃色作為輔助色以仮顯重點，由 

Relab協助臺灣電力公司製作。

Color chart

Color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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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  「廁所健康小海報」：你今天喝水了嗎？

利用「水」的藍色作為海報底色，引發觀者連結

生活經驗。 由Re-lab和上上芊營養顧問公司共同

合作。

 圖17  「廁所健康小海報」：你今天吃菜了嗎？透過

常見的蔬菜顏色來設計版面，圖文清晰讀取容易且吸

睛。 由Re-lab和上上芊營養顧問公司共同合作。

Color chart

Color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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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是學習的基礎能力。因此在資訊圖表中，將按

照重要順序分層所要傳遞的訊息，再透過視覺呈現設計來凸

顯重點，例如字級的大小層次與物件的大小和排放位置，都

會引導讀者有效地閱讀。

 圖18  Re-lab 以品茶的流程，從第一眼注意到的茶色來呈現殎化程度、端起

茶杯時手感受到的溫度帶出適合沖泡水溫、靠近時撲麽的茶香及入口的韻

味，再看到茶葉的形狀，一圈一圈、一層一層，順著感官去探索茶葉資訊，

最後再以樹種、茶名及正中間的產地有效呈現臺灣各種茶葉的種類與特色！

資
訊
的
層
次
疊
疊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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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9   以樹狀圖說明家族關係，並搭配圖片與脈絡性分層結構，讓人更可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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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傳記變成一本繪本
你曾經閱讀過偉人的傳記嗎？從漫長的時間脈絡與故事中，如何有效地深入淺出

地去理解偉人的生平？

「圖像敘事」是以圖像與文字的選擇與安排來傳遞訊息或描述事件，達到文字與

圖像間的互動，使圖像除了具備單純的故事描述功能之外，也增加更多文學性的藝術

技巧與意義內涵，產生另一層言外之意 。

小試身手 試圖快速地從下面的資訊圖表中，找出相關訊息。
林肯的小故事

出生在哪裡？ 擅長跳舞嗎？

平時興趣是什麼？ 黸除了什麼制度？

美國特勤局成立

原因？

領導了哪場美國

戰役？

曾經赦免什麼動

物並當寵物養？

在何處被暗殺？兇手

是誰？

擁有哪一項東西的

專利？

是美鈔何種面額上

的頭像？

他長期為什麼毁毂

所苦？

平常習慣穿戴的配

件是什麼？

從這一些偉人資訊圖表中，你發現了什麼？試著

透過小組討論，將資訊重新整合分析，認識新的

觀看方式！

思考啟動鈕
 圖20  詹姆士‧格列佛‧漢考克（James Gulliver 

Hancock）〈50位當代名人與他們的那些小東

西：看懂圖就看懂世界知名藝術家、作家、思想

家與夢想家〉2015   EZ叢書館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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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玩咖Let ś go——
認識了各類視覺資訊圖表與各種圖文配置的要訣後，接下來換你以「一天活動」

為主題，設計專屬於個人的資訊圖表吧！

1將一天的作息時間圓形圖分成 24 等份，一格代表一小時。

2正上方是凌晨，正下方則是正午。

3 可以利用顏色區別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睡毒時間、社交與用餐時間、運動時間等。

製圖說明

MIDNIGHT

24
hours

NOON

39

93

6AM6PM

1 hour each 

活動
顏色分類

睡毒時間

主要工作

運動
時間

維持
生計

其他
工作

社交&
用餐

動手做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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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挖出
可口故事

剔除錯誤、
混淆訊息

我想要說的資訊圖表懶人包
在生活中你有常關心的事嗎？你常和朋友聊什麼話題？什麼事是你喜歡的休閒娛

樂？比如說，喜歡的樂團、音樂、動漫、電影、運動、遊戲等，將想跟朋友分享和介

紹的主題，透過以下這一些步驟，完成屬於你獨創的資訊圖表。

像偵探一樣
蒐集資料

多方蒐集各種資料，像偵探

一樣多方蒐集並篩選資料，

然後拼湊所要說的故事全

貌。圖表內容絕不會只是單

一來源。

1
察覺自己生活中關心的議題：如喜歡的歌手、

流行音樂、玩的遊戲、穿衣品牌、旅行的地

方、看展的經驗、籃球明星、未來想念的學

校、未來的職涯規劃。

我挑選這一個主題是因為⋯⋯

這個主題跟現代社會有什麼關係？很多

人關心嗎？

挑選好有興趣的題材後，試

著去解釋有此動機的原因與

過程，或強調當前趨勢等。

然後思考用什麼方法把它說

得引人入勝？

2

隨著故事從數據中浮現，這

時須停下來想想，有些資料

不見得符合預期、反映本來

想說的故事。

3
收集來的數據庫是從哪裡來的？是可靠

的嗎？建議可以將資訊來源放上，黠仰

資訊圖表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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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
分層結構

動手畫版面、
決定圖表主視覺

找到你的「數據亮點」，它將成為鞏固整

個圖表的焦點，其他輔助數據則讓故事變

得更完整。

4

以容易理解的視覺元素來呈現與視覺敘

事，以圖像或隱喻來說故事，讓人一目

了然。

5

將設計重點放在你想傳達的資訊重

點，非一昧地將訊息圖像化，重點

不要超過三個。資訊具有結構與層

次分明，再透過視覺設計來突顯重

點。特別注意在資訊簡化時，也要

注意資訊呈現的完整性，降低溝通

對象的閱讀與理解門檻。

可以簡易的設計草圖進行討論與思

辨資訊圖表化訊息傳達的有效性。

進而思考視覺動線、顏色運用邏

輯，甚至創造有趣的互動閱讀。

81讓資訊「藝」目瞭「欄」



版面有巧思

色彩亦是視覺圖表裡「傳達資訊」的重要的角色。善用色彩的資訊圖表，除了可

以引起溝通對象共鳴的顏色和美感的視覺享受，也能夠大幅降低誤解的機率，還能夠

提高資訊吸收和記憶的效果！

空間分布型

即在地圖相關設計中，讓圖片同時占據兩個版面，除了放大的圖片會更顯張力

外，也能藉由跨頁形式方便讀者對照與閱讀。

01

02 04

03 05 09

10

11

06 08

07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O1

01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O2
02

08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O8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10

10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O3
03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O4

04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O5

05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O6

06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O7

07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O9

09

YOUR TEXT
Lorem ipsum dolor sit sed ut diam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er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it et eses aliquam 

erat volutpat ut wisi enim ad minimum.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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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的連續性

讓大腦處理連續的物件更為

敏捷，因而在判斷訊息時傾

向將物件看成連續的形體。

思考啟動鈕

拼版型

新聞內容由標題、

正文和圖像、邊框線和

色彩組成。大多數的對

開報紙以橫排為主，使

用垂直分欄，而豎排報

紙採用水平分欄，形成

一個中心凸出，主次分

明的報紙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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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GOES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 dolo reas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ame dolo.

DATA

01

TITLE GOES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 dolo reas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ame dolo.

DATA

03

DATA

02
TITLE GOES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 dolo reas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ame dolo.

DATA

01
TITLE GOES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 dolo reas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ame dolo.

DATA

02
TITLE GOES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 dolo reas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ame dolo.

DATA

03
TITLE GOES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 dolo reas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ame dolo.

DATA

01
TITLE GOES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 dolo reas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ame dolo.

DATA

03
TITLE GOES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 dolo reas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ame dolo.

DATA

02
TITLE GOES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 dolo reas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ame dolo.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volutpat. 

TITLE HERE

01
DATA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volutpat. 

TITLE HERE

04
DATA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volutpat. 

TITLE HERE

02
DATA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volutpat. 

TITLE HERE

03
DATA

GRADIENT
INFOGRAPHIC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01
STEP

INFOGRAPHIC

TITLE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as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02
STEP

INFOGRAPHIC

TITLE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as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02
STEP

INFOGRAPHIC

TITLE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as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volutpat. 

TITLE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volutpat. 

TITLE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volutpat. 

TITLE HERE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liquam erat volutpat. 

TITLE HERE

D A TA
 0
3

D
A
T
A
 0
4

D
A T

A  0
1

D
A
T
A
 0
2

GRADIENT
INFOGRAPHIC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my nibh euismod tincidunt.

左右延伸型

除了基本的平衡外，

排版時的視覺重心可將元

素以不同組合排列。亦能

根據主題的形式和特點，

將主角放置中間作為版面

的主要元素，凸顯主題。

綜合型

選定之主題同時有多種資訊

想傳遞時，便會使用綜合型排

版。設計上需注意兩個面向：

1 字體：避免混用多種字體，並

依據不同情境選擇合適的搭配

字體，在閱讀時，字體樣式也

會對畫面產生影響。

2 圖文配置比例：利用各類排版

技巧，讓圖文彼此可說明，並

產生版面上的連結度，這些都

是圖文混排做變化，又不會影

響閱讀體驗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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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自己在本單元的學習獲得幾個格子呢？請將獲得格數塗滿顏色，並跟同學分享！

1 能具有蒐集資料與美感設計的能力。

2 能依據美感的需求進行色彩與字型等元素的設計。

3 能對生活中的數據有感並了解數據背後所傳達的訊息。

4 能具備現代公民的媒體識讀與批判思維，辨識訊息真假。

5 能運用資料視覺化的步驟與方法，並設計出有效傳達訊息的作品

課後 Check out

訊息的可信度-數據從哪裡來？

在前面製作資訊圖表的資料收集過程中，網路為快速且容易蒐集資料的工具

和平臺，製表時，可透過以下幾種作法來辨別訊息真偽：

詢問各領域專家

可透過學校不同專長之教師，協助詢問相關領域的專家獲得更多專業的意見

回饋。

取用開放資料（open data）

可就希望設計的議題，尋找相關的研究單位、政府單位是否有釋出相關資

料。

利用已將開放資料進行加值的平臺

利用上述提到的開放資料，將資料透過如視覺化的方式加值，以覺察出更多

有趣的事實。如「從數據看台灣」等網站，皆有相關資訊。

尋找具公信力媒體平臺發表的新聞

資訊圖表往往與時事結合，因此，報章雜誌等新聞媒體也是重要的蒐集資料

管道。除了要篩選品質較佳、具有良知的媒體外，也能透過申請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的借閱證，利用其數位資源中的新聞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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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塊大理石中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尊雕像，具體且完美地展現

姿態和動作。我只要把拘禁這個可愛形像的粗糙石牆鑿除，就可

以讓其他人得以看到我所看到的。

—米開朗基羅 

名  家導言名  家導言

2
空間中的

雕刻魔塑

．米開朗基羅

．朱銘

．林舜龍

．黃土水

．蒲添生

．榮．穆克

．羅丹

．胡慧琴

．楊北辰

藝  術家

‧雕塑藝術

藝  術Spotlight

． 能認識不同形式的雕塑作品。

． 能實地走訪雕塑作品所在的空間。

． 能欣賞並思考雕塑作品的意義與價值。

． 能透過實作瞭解雕塑的立體概念。

學  習重點

「雕塑」是什麼？美術館收藏的雕塑創

作？還是公共空間的立體藝術？其實

雕塑的範疇，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

多。一般來說，利用物質的量、體以形

塑三維空間的造形製作，皆在其定義之

中。因此，風景名勝區的巨型造像、傳

統廟宇的雕刻、主題式的鹽雕、沙雕與

冰雕創作，甚至小巧的毫芒雕亦屬其範

疇。

LE
SS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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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處處皆雕塑
生活中還有哪些地方運用到雕塑概念呢？從汽車車身設計、產品外型

設計、慶祝元宵的造型花燈、宴席裝飾的果雕，甚至公仔玩具等都是。

隨著時代演進，雕塑的材質更趨多元，題材也包羅萬象，現代雕塑更

開啟全新的視野，許多的公共藝術也運用到雕塑造形的概念，這一課讓我

們來充分認識雕塑的藝術。

 圖1  林舜龍〈森生守護〉 2020  臺中

藝術 spotlight

藝術（fine art）與工藝（craft）的差別

藝術偏向情感呈現，具有原創性，而工

藝屬於應用藝術的範疇，也常結合物件

的仱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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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則有陶土、油土、石膏、水泥等。因陶土、油土泥塑完成後不

易保存，需翻模製成塑膠，或其他金屬材質。當代雕塑使用金屬直接焊

接創作，亦屬塑造的方式。

「雕」是雕刻，以刻、鑿、削的方式除去不要的材料，是減法的概

念，其材料多為石頭、木材、竹材甚至冰塊等。雕

塑

金屬

石頭

冰塊

木頭

水泥

何謂「雕」與「塑」

雕塑是「雕刻」和「塑造」的合稱，可以說是立體的減法與加法。

   圖2  朱銘於工

作室情景。攝

影：柯錫杰。

    圖3  蒲添生於工

作室情景 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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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黃土水〈少女〉 胸像  1920 28×35×50cm  臺北市太平國小

請描述這兩件作品的

視 覺 外 貌 ， 包 含 主

題、造型、色彩等。

這兩件人物頭像的情緒

看起來如何？和五官的

造形有什麼樣的關聯？

作品主要是用「雕」？還

是「塑」的概念製作而

成？你是怎麼判斷的？

作品使用的媒材是？如

果使用其他媒材，你覺

得作品會呈現什麼樣不

同的感覺？

我們在欣賞雕塑作品的時候，可以從視覺

開始，一步步的觀察作品的空間、造型、質

感、量感等。人物的雕塑更可以細膩的感受藝

術家刻劃的神韻。現在讓我們跟著引導，欣賞

分析〈少女〉和〈陳老太太像〉兩件人物頭像

作品的精彩之處。

雕
塑
作
品
大
哉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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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spotlight

黃土水

臺灣日治時期雕刻家，主修木

雕，是第一位入選帝展的臺灣

人，作品表現了對臺灣鄉土的關

懷與熱情。

蒲添生

臺灣雕刻家，作品以人物為主，

題材除了名人的塑像之外，也有

庶民的日常，晚期的運動系列是

其代表作之一，展現了人體的均

衡與動態之美。

 圖6  黃土水〈水牛群像〉1930 玻璃纖維  250×55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

   圖5  蒲添生〈陳老太太像〉 1944    

青銅  55×48×33cm

雕 塑 的 質 感 看 起 來 如

何，光滑還是粗糙？手

感 或 工 具 的 筆 觸 明 顯

嗎？不同區塊的質感表

現有什麼差異？

查 找 並 欣 賞

藝 術 家 的 其

它作品。

平的圓的大不同－浮雕與圓雕

圓雕又稱立體雕，欣賞者可以從前後、左右、上下等不同角度

欣賞作品。浮雕則是价立體的作品，是在平面上將要表現的形

態，或雕或塑成不同的深淺層次，以產生们仮的立體效果。 生活當中有哪些浮雕的例子呢？

思考啟動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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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遊空間賞雕塑
我們在公共空間當中常見到公共藝術雕塑作品，

由於對社區營造及環境美學意識的提升，臺灣在各捷

運車站、機場、公園、廣場與私人社區，處處可見與

環境呼應或與人互動的藝術創作。

  圖8  福田繁雄 〈黑鮪魚紀念雕塑〉 

2004  600×250×250cm  東港-魚面

 圖9  福田繁雄 〈黑鮪魚紀念雕塑〉  

2004  600×250×250cm  東港-字面

 圖7  朱銘〈人間系列-排隊〉 2002  723×150×175.5cm 朱銘美術

館

 圖10  林舜龍 〈水逗娘〉 2018年 

逗娘：900×600×0.2cm，水

草：1030×74×1cm  臺中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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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克里斯福克斯（Chris Fox）〈Interloop〉 2017  雪梨溫亞德車站

空間感

雕塑作品本身的立體空間與周圍環境

空間。

量感

泛指其體積，除了塊、面、線所構成

的「實量」，也包含其彎们或穿透所

形成的「虛量」關係。

質感

雕塑在材料表面所產生的視覺特性，

如軟硬、冷暖、光滑、粗糙等。

動感

雕塑所表現的方向性或動態。

均衡感

在造型上未必類似，但在量感上是平

衡的，給人一種安定性。

雕塑藝術　　大要素5

  圖12  奧伊勒吳聯合事務所（Oyler Wu Collaborative） 〈殷璃雲〉 

2017  932×4459×648cm  忠殒美術館

9393



雕塑萬象報你知
雕塑發展至今型態極為多樣，現代雕塑更加入許多新元素，如：聲音、影像、動

態等，使其成為一種複合多元的藝術形態。

我能懂得你－雕塑的主題與內涵

探索雕塑創作的緣起與發展，會發現具象是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具象是指具有寫

實的特定形象，能看出「它是什麼？」。認識具象的雕塑，大約可從下列幾種面向：

事件的思辨

為了紀念曾發生的特殊事件，有些地區會邀請藝

術家製作群像，詮釋故事或還原現場。這些歷史記憶

透過塑像刻劃在人們心中。

這些群像雕塑姿態充滿動勢，在空間當中變化豐

富，觀眾可環繞作品，感受不同角度欣賞作品的造形

與空間關係。

1 比較看看，此頁雕塑和攝影作品，有何相同和相異之處？

2 將平面圖像做成立體作品，你覺得可能會遭遇哪些挑戰？

思考啟動鈕

 圖14  費利克斯‧韋爾登（Felix 

Weldon）〈海軍陸戰隊戰爭紀念

碑-硫磺島雕塑〉 1951  美國華盛

頓特區．阿靈頓國家公墓

 圖13  羅森塔爾（Joe Rosenthal） 

1945 〈國旗插在硫磺島上〉  攝影 

藝術 spotlight

硫磺島雕塑

將紀念的歷史照片做成

雕塑作品，佇立在象徵

性的公共空間，激發民

眾的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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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spotlight

黃土水〈釋迦出山〉

受委託為龍山寺雕刻佛像，此神

像造形簡潔有力，眉目間展現悲

天憫人的情懷。原作已損毀，幸

保留石膏原模，翻模作品於各大

美術館收藏。

信仰的聚焦

為神話、信仰或宗教的理由造像，可

能是雕塑最早出現的理由之一，人們藉由

雕刻或壁畫形象化所崇拜的神祇，使宗教得以傳

播、教化人們，這現象在多元信仰普及的臺灣尤為明顯。

放眼世界，各地皆可看到不同信仰的宗教造像，這些以

人的形貌製作的宗教雕塑，形態多樣，材質與尺寸各異。其

大者如建築地標，堪稱奇蹟；小者如桌上擺設，引人賞玩，

材質則有混凝土、玉、石、木、銅等，甚至鑲金嵌銀。不論

造型莊嚴肅穆或是華麗精緻，皆呈現了各民族的宗

教信仰、歷史故事與工藝技術。

雕刻作品透過藝術家的巧手，有時會呈現不同於原材

質的質感。觀察右方作品，比較人的皮膚、布毸的皺

褶、臺座的質感差異，形容作品並說出你的感想。

思考啟動鈕

  圖16  黃土水〈釋迦出山〉  1926  

28×38×113cm  高雄市立美術館

     圖17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聖殤〉  1498-1499  大

理石  高174cm  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

  圖15 〈基督像〉 1931  高30m  

里約熱內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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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9  卡夫拉金字塔獅身人面像  約西元前2500年  岩石  

20×60m  埃及吉薩

  圖18  〈跪射俑〉 西元前246-208年  高123cm  中國陜西臨潼毭始皇兵馬俑

博物館（三號坑）

 圖20  明十三陵神道兩側的石像生  1453  完工  中國北京

冥世的守衛

自古以來，不同的文化與信仰對於生命消逝後的世界，

總有許多想像。特別是帝王與貴族，由於對塵世的眷戀，陵

墓往往複製生前的形態，不論是維妙維肖的人俑、巨型的金

字塔等，皆令後世嘆為觀止。

藝術 spotlight

秦始皇陵墓陶俑

總面積約五十平方公里，至今尚未完全發掘

完成。陵墓中，這些真人比例的陶俑，不論

面容、衣著皆相當精緻，表情各有不同，甚

至還有馬匹，儼然是一個地下軍隊。

金字塔

埃及法老的陵墓，守護著法老王，在死後獲

得永生，金字塔外的獅身人面像，有許多神

話的想像空間。

石像生

仿代君王、高官和貴族黡前的石雕，仱用為

彰顯地位、驅邪鎮墓，造型有各種動物或人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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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銘記

公共空間當中有時會佇立著歷史人物的紀念雕

像。然而現今的人物紀念雕像，跨越政治歷史的框

架，涵蓋各個領域有卓越貢獻的名人，如：文學、音

樂、醫學、教育、科學等，表現更為多元，透過雕像

刻劃的神情、姿態、肌理等，也凸顯了雕像人物的精

神與個性。

 圖21  1960-1970  年代法國流行樂女歌手達利達（Dalida）的墓碑

雕刻  1987  法國巴黎蒙馬特公墓

 圖22  林健成 〈旋的冥想〉2014  黮2.85m×高1.85m  雲門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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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觀察——日常的巧思

習以為常的日常景色，也可能是創作的靈感。透過對於身邊事物的所見所感，將

日常生活的物件作寫實的雕塑重現。

藝術家以大型雕塑創作出熟悉的日常生活，你曾經看過這樣子的景

象嗎？如果是你，會想要做出哪個生活物件的巨型雕塑呢？

思考啟動鈕
 圖2 5  克拉斯．歐登伯格

〈湯匙與櫻桃〉 1988  美國

明尼亞波利市雕塑

 圖23  楊北辰〈記憶物件No.6〉2000  樺木、天然蠟  

36×21×5cm  采泥藝術

 圖24  克拉斯．歐登伯格〈大掃除〉 2006  不銹

鋼、鋁、纖維黠強塑料  9.6×7.7×4.6m  美國  丹

佛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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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觀察——逼真的複製

寫實的雕塑創作風格發展至

當代，藝術家用擬真寫實的手法

複製人像，逼真精細的風格，在

展場中與參觀的民眾相映成趣。

藝術 spotlight

韓森（Duane Hanson）

刻劃勞工階層的人物雕塑，栩栩如生的

作品，在展場中表情空洞的望向遠方，

產生衝突的視覺效果。

藝術 spotlight

榮．穆克（Ron Mueck）

超寫實雕塑藝術家，作品涵蓋人物的毛

髮、毛孔、皺毸等，皆相當逼真，這些

尺寸異常的「人」彷彿誤入異世界，或

坐或躺。

 圖26  韓森〈遊客〉 1970  玻璃纖維、油彩（左1、2為作品，

右1為看展覽的觀眾）

 圖28  榮．穆克〈Mueck〉 2001-2002  

矽膠、玻璃纖維

 圖27  榮．穆克〈Boy〉 1999  矽膠、玻璃纖維  

490×490×250cm

在展場當中，這些穿著各異的人物雕塑，讓你有什麼感覺？

思考啟動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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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會用哪些詞語形容鳥類?

2 如果要以雕塑表現行走中的人，你會怎麼

呈現？

思考啟動鈕

     圖30  布朗庫西〈空間之鳥〉  

1940  拋光黃銅

主觀的造型

捨棄寫實的形貌，汲取對象物件的

特點，轉化成簡約的造形，著重在意象

的呈現，作品充滿想像空間。

藝術 spotlight

布 朗 庫 西 （ C o n s t a n t i n 

Brancusi）

作品多刻劃卵形、飛鳥等主題，

將空中飛翔的鳥的形態，用最簡

約的弧度和造形呈現翱翔的輕盈

與速度感，他曾說：「我一生一

直在尋找飛翔的本質」。

藝術 spotlight

抽象藝術

約於1910年，藝術家開始嘗試創作不同於真實

人、事、物的圖像，而是回歸圖像最原初的樣

貌。選擇繪畫的基本元毺—色彩、線條和形狀

來描述作品，開創了藝術新的發展天地

 圖29  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即

席作品第26號（划行）〉1912  油畫  97X108cm 

我想理解你 -造型雕塑的線索

抽象藝術的核心是以點、線、面表達美感，表現的形式更為多樣，抽離具體形

象，讓人不易一眼看出「像什麼？」

 圖31  胡慧琴〈箱子奇遇記(二)〉2006 陶 

100X100X90cm  國立臺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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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2  亨利．摩爾〈大斜倚像〉 1984  聚苯乙

烯、石膏

     圖33  薄邱尼〈空間中連續之形〉 1913  銅  

111.2×88.5×40cm

 圖34  札德基恩（Ossip Zadkine）〈沒有心臟

的城市〉 1951  青銅  荷蘭

穿透的空間

雕塑跳脫了團塊作品的觀念，透過有機形體的

分解，讓內部與外部的空間彼此穿透連結。

藝術 spotlight

亨利摩爾（Henry Moore）

作品中帶有孔洞的人體形象時而斜倚著、時而坐著，身形簡

約，具流線型與韻律感。藝術家的靈感來自家鄉源源不絕的山

巒，強調露天的自然光線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薄邱尼（Umberto Boccioni）

在固態的形體上營造空間中動態的時間感，透過動態的曲線造

形，模擬人正在行走的姿態，讚頌機械時代的速度和未來感。

札德基恩（Ossip Zadkine）

作品多以人為形象主題，其中〈沒有心臟的城市〉為荷蘭街頭

的雕塑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荷蘭鹿特丹市被敵軍轟炸攻

擊，簡約的人物造形心臟掏空、高舉雙手、仰天悲痛黛吼，提

醒人們不要忘記當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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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5  奧本海默〈皮毛餐具〉 1936

 圖36  傑夫‧昆斯〈兔子〉 1986  不鏽

鋼  104×48×30cm

藝術 spotlight

奧本海默（Meret Oppenheim）

瑞士藝術家，在與畢卡索的一次談話中獲得靈感，創作〈皮

毛餐具〉，皮毛柔順且溫暖，但餐具必須入口，產生質感的

矛盾與衝突，將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

藝術 spotlight

傑夫‧昆斯（Jeff Koons）

美國當代藝術家，擅長用不鏽鋼鑄造充氣

氣球的質感，看似輕盈，實質上卻堅硬沉

重，作品當中經常出現可愛的造形或飽和

的色彩，在讓人們喜愛的同時，也反映了

人們對於殕費的欲望。

質感的變異

質感是雕塑作品的重要元素，當代作品由於創意的解放，顛覆質感的呈現。不論

是熟悉材質的轉變，或是纖維、布料等沒有固定造形的材質，皆給觀者完全不同的視

覺震撼。

如果餐具變成毛皮，在使用時會有什麼感覺，你覺得藝術家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思考啟動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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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7  阿曼  〈長期停車〉  1982  汽車、混凝土   高

1950cm  法國法蘭西島勒蒙特賽爾公園

 圖38  達米恩．赫斯特〈生者對死者無動

於衷〉 1991  玻璃、鋼材、甲醛溶液、

鯊魚  217×542×180cm

生活當中有許多環保再利用的例子，像是寶特

瓶變成花盆、光碟變成裝飾品等。想想看，日

常生活中有哪些物件，可以再次利用呢？

思考啟動鈕

藝術 spotlight

阿曼（Arman Pierre Fernandez）

〈長期停車〉使用了現成的汽車黸棄物，仰上

混凝土，這些汽車即靜止在混凝土當中，彷彿

變成一個時代的見證者。

藝術 spotlight

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

透過作品探討生命的本質，〈生者對死者無動於衷〉以真實

的鯊魚標本製作，關注生命與死亡、虛擬與真實的議題。

現成的物件

日常生活的熟悉物件，透過藝術家

的選擇，拆解、分割、重組，以重生的

姿態映入眼簾，展現新的形象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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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0  殒奧．陽森 〈仿生獸〉 1990  塑膠水管、寶特瓶 

800cm×500cm×440cm 荷蘭

 圖39  丁格利（Jean Tinguely）〈黚泉〉1977  機械裝置  瑞士巴賽爾

動態的軌跡

打破雕塑的固態邊界，將動能融入創作的各種呈現。如不斷改變形體達到平衡的

方式、將機械解構後重組，或是藉著力學原理，讓作品彷彿生命體般遷移。

藝術家拆解、重組一個機器，

機器瘋狂而激烈的運作，一段

時間之後開始爆炸、解體，這

樣的作品給你什麼感受？請觀

看QR code的作品片段，說說

你的心得。

思考啟動鈕

藝術 spotlight

仿生獸

殒奧．陽森（Theo Jansen）

使用塑膠、束帶等無生命物

品，塑造出形態各異的沙灘

「動物」，因力學而栩栩如生

的移動姿態與生命體相似，故

名為仿生獸。

  仿 生 獸 影 片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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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spotlight

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

動態雕塑創始者，早期用鐵絲纏繞出各

種對象物。作品隨著環境中的時間、空

氣、角度，不斷地在變動，彷彿每一刻

都是全新的雕塑作品。

作 品 使 用 鐵 絲 和 金 屬 片 ，

從 天 花 板 懸 掛 而 下 ， 隨 著

微風輕微擺動，請觀看QR 

code，欣賞藝術家相關作品

影片，並說說你的心得。

思考啟動鈕

 圖42  豪華朗機工 〈聆聽花開的聲音〉 2018  機械裝置 

高14m  臺中世界花博公園

雕塑在空間當中，或是實體，或可穿透，亦能透過線性材料塑造中空的量體。這

些點、線、面、體的結構，以不同的形態與周圍環境產生關聯，身為觀者的我們，可

試著透過上述線索，感受藝術家想要傳達的理念或意象。

 圖41  考爾德 〈黑寡婦〉 1948 鐵絲、金屬片 325×252cm  

巴西建築師學會

藝術 spotlight

豪華朗機工

由四位八十世代的藝術家張耿豪、張耿

華、陳志建及林昆穎組成。以混種跨界

為創作概念，作品風格以簡潔乾淨形

式，表現出輕鬆意境，

取材於自然環境，討論

奇觀社會中的人性思

維，希望在極度科技及

極度人文這兩個極端中

取得和諧，激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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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玩咖Let ś go

 圖44  考爾德〈牛〉1929  鐵絲   16.5×40.7×10.5 cm  

美國毽約考爾德基金會

 圖43  夢想鋁行，鋁線

粗鋁線、細鋁線、尖黕

鉗、手套、鏡子
準備材料

粗鋁線

尖黕鉗

細鋁線

建立體感的時候必須經常轉動

作品觀察體感是否正確1

鋁線固定方式：鋁線纏繞兩圈

後再用尖黕鉗用力夾一下2

頭像造型掌握：在固定鋁線前必

須確認好鋁線的長度是否正確3

鋁線製作小技巧

運用各種媒材，在空間中形塑一個具有量感的立體作品，即是雕塑的概念。藝術

家考爾德利用鐵絲，以「線」組成「面」，再由面組成「體」，坊間也有一些藝術

家，透過鋁線創作出精采的作品，例如車子、變形金剛、文字吊飾等。

同學平時可以留心日常生活當中的物件，觀察它的立體造形，這些都是創作的靈

感來源。創作時也要顧及不同的觀看角度，透過媒材的彎、折和堆疊，慢慢的形塑

出作品。現在請同學跟著基本的步驟，以自己的頭像為主題，觀察鏡子中的五官和頭

型，用形塑的概念創作出獨一無二的雕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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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粗鋁線做基本骨架和頭型

（讓鋁線可以站立）。1 開始使用細鋁線依粗鋁線建立

出立體感。2 細鋁線製作五官（眉、眼、麽、

黕、耳）。3

你覺得自己在本單元的學習獲得幾個

格子呢？請將獲得格數塗滿顏色，並

跟同學分享！

1 能觀察日常生活當中的雕塑作品

　  

2 能說出「雕」與「塑」的差異

　  

3 能欣賞不同形式的雕塑作品

　  

4 能欣賞雕塑作品的造型之美

　  

5 能以雕塑的立體概念製作出作品

　  

課後 Check out

細節描繪（在重點部位多纏繞鋁線）。4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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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德進〈自畫像〉  1972  油畫  

107×133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無論生命力以何種形式出現，所有人都是自己生命力的展現」

—維吉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

名  家導言名  家導言

3
生命的

肖像

．席德進

．達利

．李錦繡

．高更

．孟克

．波克林

．李嵩

．林布蘭

．梵谷

．畢卡索

．霍克尼

．劉其偉

．郎世寧

．委拉斯貴茲

．林麗華

．卡莎特

．惠斯特

．高爾基

．卡蘿

．陳順築

藝  術家

． 能透過欣賞藝術作品，體會藝術家所傳達

關於生命的思索與觀點。

． 能理解藝術品的視覺符號意義，察覺並感

知 藝術與生命的關聯。

． 能運用多元的藝術形式，表達個人對自我

與家族之關懷與情感，提升自我的生命價

值。

學  習重點

你曾經認真地凝視過自己的身影嗎？認

真地覺察自己的內在嗎？如果有機會，

看到五年前自己的影像，你想要對他說

什麼？你曾經看著親人多年前的照片，

思緒因而飄向過去與他相處的那個時刻

嗎？

LE
SSO

N

‧生命教育、家庭教育

議 題 融 入

‧綜合活動

跨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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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起床後晃晃悠悠、睡眼惺忪之際，在刷

牙洗臉時，你第一個看見的人，是自己。有多久

沒有好好觀察自己？不只是外在的面貌，更包括

內在的自己。心理學家常用「冰山」來隱喻一個

人對自我的認識、一個人外顯出來的行為是海面

上的冰山一角，在海面之下，有更深闊的自我，

包含你的情緒感受、觀點想法、期待與渴望，而

最底層是你的核心本質，你的自我價值，以及蓬

勃的生命力。

請試著找尋近來影響你的一個事件，讓我們跟著冰山

模型的問題，一層一層往下探索，認識自己的內在。

我的 冰 山探險

．請簡單描述一個近來影響你的事件：

． 對於這件事，你是用什麼姿態來面對事件的關係人？

是指責？討好？講道理？還是開玩毴、不在乎呢？

．你的感受如何？

．對這件事抱持的想法是？

．對自己和對方，有何期待與渴望呢？

． 從事件中，我發現自己做得很不錯

的地方是？

事件

應對姿態

感受

觀點

期待與渴望

自我價值

 圖1 席德進 〈雙重自畫像〉 1963  油畫  

109.2×8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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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達利（Salvador Dali） 〈冰山毺描〉 1974  墨水、紙  

50.8×65.4cm  美國薩爾瓦多．達利博物館

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的毺描（圖2），以冰山來隱喻自己，畫下自己的臉龐。臺灣早期旅法女藝術

家李錦繡，用模糊朦朧的灰色團塊，來表達內在的感受（圖3）。根據上述事件，請根據你的發

現，在下面自由創作，畫出自己的冰山圖像。
動動 筆

 圖3  李錦繡〈自我的空間〉 1988  壓

克力顏料、畫布   162×130cm  高雄

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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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叩問

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

這是後期印象派畫家高更（Paul Gauguin）作品的標題（圖4），這不只是哲學家

專屬的思索課題，更是身為一個人不斷對自己的提問：「我是誰？我要追求什麼？我

希望別人怎麼看我？我的期待？我的渴望？我在人世間的價值？」

晚年，身處大溪地的高更遭逢愛女驟逝與創作低潮，巨大的痛苦讓他重新省思生

命的循環，創作出畢生的代表作，長達近四公尺的巨幅油畫。他以大溪地原民為主

角，從出生的嬰兒、青春的少女、摘果的青壯男人，帶到最後在黑暗中的白髮老婦，

從右到左，回應著他對生命歷程的體悟。

表現主義藝術家孟克（Edvard 

Munch）把人生比喻成一場舞會（圖

5），畫面左邊白衣少女象徵新生

命，低頭注視著新鮮的花株，而中

間的盡情舞著的男女，正在享受人

生的雀躍與精彩，右邊則是一位穿

著黑衣的老婦，神情漠然無語。孟

克用黑、紅、白三種衣服的顏色，

象徵人生老、中、青三個階段。

 圖4  高更〈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1897  油彩畫布  139.1×374.6 cm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圖5  孟克  〈人生的更迭〉  1 8 9 9 - 1 9 0 0  油彩畫布  

125.5×190.5 cm  挪威奧斯陸國家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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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李嵩〈骷髏幻戲圖〉 南宋  絹本設色  27×26.3cm  北京故宮博物院

新生命的誕生，我們歡慶；面對生命的消

失，人們也不會去迴避，反而接納並昇華，將之

形成一代一代延續的印痕，匯聚為人類文明的洪

流，引領後繼者繼續前行。在古今中外的藝術作

品，常常可見畫家用骷髏來象徵死神，在象徵

主義藝術家波克林（Arnold Bocklin）的自畫像

（圖6）可以看到，死神正拉著弦樂接近著，畫

家拿著畫筆卻專注聆聽，若有所思。

中國古代也出現過關於生與死的作品，南宋

畫家李嵩〈骷髏幻戲圖〉（圖7），可看到一個

戴帽穿紗袍的大骷髏席地而坐，操作著一具懸絲

小骷髏傀儡，而旁邊有著嬰兒與乳母。在「骷髏

之死、乳兒之生」與「戲中之戲」的精心安排

下，引動對生命課題的探問與觀照，耐人尋味。 圖6  波克林〈我與死神〉 1872  油彩畫布 

75×61 cm  德國柏林國家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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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凝視
每個人的生命經驗，總引人不斷回望自己，

藝術家往往藉由「自畫像」這樣的創作形式，直

接和自己面對面，與深沉的自我進行對話。例

如：被譽為十七世紀荷蘭最偉大的藝術家林布蘭

（Rembrandt van Rijn）、深受精神疾病所擾的印

象派畫家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畫

風多變的二十世紀天才畫家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等人，都是一方面以創作自畫像磨練繪畫

技巧，一方面也藉由不同時期的自畫像創作，探索

自我、檢視人生。

 圖10  林布蘭〈自畫像〉 1630  油彩畫布 

15.5×12cm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

 圖11  林布蘭〈和兩個圈圈的自畫像〉 1665-69 

油彩畫布  114.3×94cm  英國倫敦肯伍德宅邸

 圖9 林布蘭〈34歲的自畫像〉 

1640  油彩畫布  102×80 cm  英

國倫敦國家畫廊

 圖8  林布蘭〈自畫像〉 1628  油彩畫

布  37.7×28.9 cm  荷蘭海牙莫瑞修

斯皇家博物館

歲
22

歲
23

歲
34

歲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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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6    畢卡索〈自畫像〉 

1906  油彩、畫布 91.9×73.3 

c m  美 國 費 城 藝 術 博 物 館

©Succession Picasso

 圖1 7   畢卡索〈自畫像〉

1907 油彩、畫布 56×46cm  

捷 克 布 拉 格 國 家 畫 廊 

©Succession Picasso 

 圖18  畢卡索〈自畫像〉 1938  炭筆  

1.3×0.94 m  法國巴黎畢卡索博物館

©Succession Picasso

 圖19  畢卡索 〈自畫像〉 1972  蠟筆 

65.7×50.5 cm  日本東京富士電視臺藝

廊  ©Succession Picasso 

歲

歲

歲 歲
15

56

24 25

歲
90

 圖15  畢卡索〈自畫像〉1896  

油彩、畫布  32.7cm×23.6cm  

西班牙巴塞隆納畢卡索博物館 

©Succession Picasso

圖18 圖19

 圖12  梵谷 〈自畫像〉 1889  油

彩畫布  51cm×45cm  私人收藏

 圖13  梵谷 〈自畫像〉1889 油

彩畫布  60.5cm×50cm  英國  

考塔爾德美術館

 圖14  梵谷 〈自畫像〉1889 

油彩畫布  65cm×54cm  法

國奧賽博物館

畢
卡
索 

從
青
年
到
老
年
的
自
畫
像
之
演
變

圖
15

-

19

圖12-14 1889年，梵谷 生命最後一年的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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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畫像除了是畫家對自我的凝視之外，也常常展現出畫家所面臨的周遭一切，包

含畫家的所思所想。英國普普藝術大師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自畫像（圖

20）以《泰晤士報》為背景，運用從雜誌、報紙、廣告所收集來的紙片，拼貼出自己

時尚雅痞的形象，鮮豔用色正是霍克尼的創作風格。〈自畫像與藍吉他〉（圖21）則

呈現正在白紙上專注描繪吉他輪廓的自己，旁邊有著影響他甚深的畢卡索畫中女人之

形象。

身兼畫家、作家、教授、工程師、探險家、人類學者等多重身分的劉其偉，其生

命歷程多彩多姿，他的自畫像呈現對生活各種樣貌的投入與感動（圖22、23）。 

 圖23  黋其偉〈人生三部曲 -自畫像〉  1981   水彩  

34×46 cm  私人收藏
 圖22  黋其偉 〈保育代言人—

自畫像〉 2000  混合媒材、棉

布  50×38cm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圖20  霍克尼〈自畫像〉  1954  拼

貼、報紙 41.9×29.9 cm  私人收藏

 圖21 霍克尼〈自畫像與藍吉他〉  1977  油彩畫布 

152.4×183cm  維也納路德維希基金會現代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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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畫像與自己更接近

自畫像代表著畫家的自我表現及內在省思。每個人在外貌、個性與喜

好，都有屬於自己與生俱來的特質，而內在精神與生命關懷，也具有獨一

無二的價值，更有對未來夢想的想望與追求。請完成我的「印象圈」，探

索自己的形象，創作一幅自畫像，為此刻的自己留下紀錄。

是這樣看我

初相識的人

是這樣看我

熟悉的人

是這樣看我

我自己

文
字
表
述

初相識的人是這樣看我

文
字
表
述

熟悉的人是這樣看我

文
字
表
述

我自己是這樣看我

文
字
表
述

圖像或符號表述

學 

習
單

藝術玩咖Let ś go——

認真而嚴肅

幽默好相處，是
開心果

很在意別人看法，需
要被愛、被肯定

文
字
表
述

文
字
表
述

圖像或符號表述

文
字
表
述

作品

Example

作品

副標題：

作品意涵：

作品名稱：

〈                歲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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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  郎世寧〈平安春信圖〉 清雍

正時期   紙本設色  68.8×40.8cm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25  委拉斯貴茲〈宮女〉 1656  油彩畫布  318×276cm  西班牙  

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

記憶的容顏
在沒有照片影像的時代，畫家最主要的任務之

一，便是運用畫技為特別的人、特殊事件或意義，創

作肖像畫作為紀念，也得以藉畫像將人物身影與故事

流傳後世。

義大利的耶穌會修道士朗世寧，原本任務是來中

國傳教，卻因為其精湛的寫實繪畫功力進入清代皇室

成為宮廷畫家。〈平安春信圖〉（圖24）是描繪仍是

年輕皇子時的乾隆皇帝，從他的父親雍正帝手中接過

梅枝，象徵父子傳承、天倫和樂之意。

西班牙畫家委拉斯貴茲

（Diego Velazquez）的〈宮

女〉（圖25），是一張極富盛

名的西洋肖像畫。畫中主角是

瑪格麗特小公主，身邊圍繞

著宮女、弄臣、侍衛以及畫家

本人，而後方鏡子映照著國王

與皇后的身影，他們是畫家正

在畫布上描繪的主角。此作構

圖特殊，虛實交錯，觀者宛如

處於畫布之後的國王與皇后視

角，溫柔地看著眼前心愛的小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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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8  惠斯特〈灰與黑改編曲一號：藝術家

的母親〉 1871  油彩畫布  144.3×162.4cm   

法國巴黎奧塞美術館

 圖26  林麗華〈用盡一生的愛〉 1995  壓克

力顏料、畫布  91×65cm  畫家自藏

 圖27  卡莎特〈讀費加羅報〉1878  油彩畫

布  104×84cm  私人收藏

摯愛的家人，永遠是生命背後最重要

的支持力量，尤其是母親。以藝術家為

例，畫家的母親往往正是那雙推動藝術搖

籃的手，給予無盡的愛與支持（圖26）。

從畫家刻畫母親的肖像中，可以觀察到生

命之間的緊密連結。

印象派畫家卡莎特（Mary  Cassatt）

筆下的母親正在專注讀報（圖27），是一

位關注時事、自信優雅的知性婦女。母親

的全力支持，給予卡莎特闖蕩畫壇的勇

氣，成為少數頂尖成功的女性藝術家。

美國畫家惠斯特（James McNeil l 

Whistler）的母親，特別跟隨兒子前往倫

敦發展事業，打點他的生活起居，並充當

模特兒擺姿。畫面和諧沉穩的〈灰與黑改

編曲一號〉（圖28），成為惠斯特最知名

的代表作，也象徵著一份母親對孩子永不

動搖的愛。

畫
家
的
母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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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母親的身影
母與子之間，總有著最

深刻的生命連結。即使珍藏

著照片，畫家仍懷抱著濃烈

的情感，透過描繪出母親身

影，來懷念親愛的母親。

高更的母親在他年少時

即已離世，高更唯一持有

的，是母親少女時的影像。

依據照片，高更畫出記憶中

母親的溫柔美麗。

高爾基（Alexei Maximovich Peshkov）年少時身處

戰亂之際，他的母親帶著兒女一起逃難，顛沛流離之

間，母親因病過世。後來成為畫家的高爾基，兩度根據

舊照，畫下與母親同框的身影，傳達他無盡的思念。

 圖3 0   高更〈藝術家的母親〉 

1888  油彩畫布  41×33cm  德國  

斯圖加特國立美術館

 圖29  高更母親

 圖32  高爾基〈藝術家和他的母親〉 1926-36  油彩

畫布  152.4×127cm  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

 圖31  藝術家和他的母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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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玩咖Let ś go——看照片畫肖像
人們總透過凝視照片中的身

影，讓思緒飛向記憶的過往，回溯

生命經歷過的片段。而根據眼前的

照片影像，提筆描繪下此時此刻的

感受，更是讓記憶凝結並昇華。整

體經驗最終依然會回到當下，叩問

著「這張過去的照片，對現在的

我，有著什麼意義？對未來的我，

有著什麼啟示？」

人：

事：

時：

地：

對我的意義：

照片 的故事

Step

請選擇一張對你而言有特

殊意義的人物老照片。

1 Step

可利用打格子構圖法，根據

相對位置，描繪照片中的人

物身影。

2 Step

可添加相關物件，或是改變

照片中的陳設或背景，來表

達你現在的感受或想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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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故事
個體的生命來自家族的傳承，一代又一代的故事，

形塑了今日的我們。雖然總因為時間流逝而帶來遺忘，

但藝術卻可以凝結、詮釋與建構屬於我們的家族記憶。

墨西哥女藝術家卡蘿（Frida Kahlo）以「家族樹」

（family tree）的形式畫下〈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和

我〉（圖33），紀錄家族成員的容顏，以及她所成長的

「藍屋」宅院。

臺灣影像裝置藝術家陳順築以「家族黑盒子」系列

作品（圖34-35），將關於家族記憶的舊物件裝入古董木

箱中。「盒子」是「家」的隱喻，透過對物件的回望，

連結了個人與家族互動的點點滴滴。
 圖33  卡蘿〈我的祖父母、我的父

母和我〉  1 9 3 6   油彩畫布 

30.7×34.5 cm  美國紐約現代美

術館

 圖35  陳順築〈家族黑盒子 – 紅

玫瑰與黃玫瑰〉 1992  綜合媒材 

23×63×41cm  臺北市立美術館

 圖34  陳順築〈家族黑盒子 - 臍

帶搖籃〉  1 9 9 2   綜合媒材  

25×60×41cm  臺北市立美術館

你覺得自己在本單元的學習獲得幾個格子呢？請將獲得格數塗滿顏色，並跟同學分享！

1 我能透過欣賞藝術作品，反思對自我內在的認識

2 我能理解藝術品的符號意義，體會藝術家的創作理念。

3 我能選擇適合的藝術形式，探索自我形象進而創作自畫像。

4 我能尋訪自己的家族記憶，用藝術形式傳達自己家族的故事。

課後 Check out

圖34
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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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玩咖Let ś go——

我的家族記憶 計畫構想單

是否可在藏寶盒加入更多相關現成物，諸如：手稿、文件、照片、圖片⋯⋯，或其他生活物件，讓主題

更為突顯，意涵更為豐富？4
Step

作品名稱： 

試著在下面框框中，繪出你的構想，畫出擺放陳列的構成安排。5
Step

物件 關於它的家族的故事

有什麼物件是你想要放進你的「家族藏寶盒」，不僅蘊藏著你自己的回憶，也承載著你的家族記憶。

請在下面列出來，並寫下物件的故事：1
Step

請選擇上述一個或數個物件為藏寶盒的主角，

並根據物件所連繫起你與家人的關係，尋找可

以搭配並產生意義的照片影像或象徵圖像，作

為襯托的背景。

主角：

背景：

2
Step 想一想你與關係人的情感聯繫，請賦予一

個主要色彩意象為代表：

說明：

我的藏寶盒色調是：

3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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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2樂團長期關注人權議題，在他們2005年舉辦的演唱會上，以螢幕投影「世界人權宣言」宣揚人權的重要性。



這將是我們對暴力的回應：使音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更

美麗、更專注。

雷奧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名  家導言名  家導言

LE
SSO

N

正義之聲1
地球，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誕生在這世上

的每一個生命，都有他們應享有的權利和

應盡的義務。僅古至今，在不同時代與環

境背景的音樂裡，我們可以找到，並且聆

聽這些為更美好的生存抗爭、吶喊與憧憬

的聲音。

‧ 習唱歌唱曲〈記得帶走〉，並感受曲調結合文

字所產生打動人心的力量。

‧ 賞析不同風格類型闡述人權議題的歌曲。

‧ 認識藍調音階與藍調音樂風格，並嘗試運用在

歌曲創作。

‧ 從「世界人權宣言」瞭解人權議題，並在創作

的歌詞中融入該議題。

‧ 習奏中音直笛曲〈芬蘭頌〉，並認識作曲家創

作此曲的動機與涵蓋的人權議題。

學  習重點

‧胡德夫

‧妮娜．西蒙

‧U2樂團

‧克勞德－米歇爾．勛伯格

‧西貝流士

‧維科．特若．科斯肯涅米

‧麥可．傑克遜

‧萊諾．李奇

藝  術家

‧國文

‧社會

‧綜合活動

‧英文

跨  領域

‧人權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議 題 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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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帶走〉（When you leave）
這首由歌手徐佳瑩創作的〈記得帶走〉，是為弱勢族群及流浪動物發聲的歌曲。

歌詞充滿對生命的憐惜與關注，提醒我們不要忽視、遺忘那些在角落的微弱生命體，

尊重每個生命的存在，並給予愛和溫暖。

 徐佳瑩　詞曲記得帶走

 什 麼 一 時 情 緒 什 麼 一 生 懸 命， 分 享 同 一 口 氣 你 更

 表 裡 如 一， 如 果 一 面 之 緣 也 都 是 註 定，

 我 會 我 願 好 好 保 護 你。

 只 是 當 我 因 相 信 而 解 惑， 是 誰 用 信 任 的 刀

=48

4

7

10

在七下統整「音樂心方向」，我們提到音樂具有觸摸、鼓舞人心的力量。透過優

美的曲調，以及引人深思的歌詞內容，可以表達出我們對人群環境社會的關懷，帶來

正面的影響，成為推動群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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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你 勒 索， 海 洋 說 你 並 沒 有 錯， 為 什 麼 那 麼 痛，

 為 什 麼 要 痛， 只 是 當 我 因 流 浪 而 自 由，

17

13

請分享一個你曾目睹或經歷過的不平

等待遇，以及當時的心情。找一首歌

來表達你的感受及想法。

思考啟動鈕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有許多風格迥

異、不同種類的音樂，音樂是人類透過曲

調、節奏⋯⋯來描繪他們的內心。聆聽音

樂，是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在本課中

的樂曲，除了展現作曲家才華、技巧，還

包含對於人群、社會與民族議題的關切與

批判，企盼帶來影響與改變。現在就讓我

們一同傾聽，這些歌曲裡訴說的故事。

 是 誰 讓 你 在 浪 裡 流 為 死 囚， 太 陽 說 你

 並 沒 有 錯， 是 他 放 開 你 的 手， 記 得 要 把 愛 帶 走。

20

23

帶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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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山美麗的媽媽
 這首歌曲的曲調出自日治時期的阿美族情歌，由原住民族

音樂家胡德夫改編並重新填詞。歌詞內容描述故鄉大武山的美麗

與鄉愁，但其實創作動機是為了被誘騙 、推入火坑到大城市的

少女發聲。當時臺灣的原住民族部落裡，原始自給自足的生活模

式被工商業經濟模式打破，成年人離鄉做粗工維持生計，一些未

成年的孩子，就被送去當童工；有些女孩則被販賣到風化場所。

胡德夫目睹這種情況，不僅唱了這首歌，也親自投身救援這

些無辜的受害少女，並成立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企盼制止這

些病態的社會現象。

請問「大武山」在臺灣的哪個位置？歌詞中數次提及「山谷」、「山裡」，為何歌曲

標題要強調這座山是「大武山」？作者想透過文字傳達什麼訊息？

思考啟動鈕

胡德夫

具卑南、排灣族血統，

有「臺灣民歌之父」與

「臺灣原住民運動先

驅」的美稱。除了自創

詞曲，如〈太平洋的

風〉與〈最最遙遠的

路〉，也傳唱許多臺灣

民歌，包括〈美麗島〉

與〈美麗的稻穗〉。

藝術 spotlight

 胡德夫　詞曲大武山美麗的媽媽（節錄）

 唉 呀唱 呀 高 興 地 跳 山 裡 的 小 姑 娘，

=72

 唉 呀 山 谷 裡 的 姑 娘 是 那 麼 的 美 麗，

 妳 是 帶 不 走 的 姑 娘， 是 山 裡 的 小 姑 娘， 我 們

 現 在 已 經 都 回 來， 為 了 山 谷 裡 的 大 合 唱，

 我 一 定 會 高 興 地 跳 舞 牽 著 妳 的 手。

4

7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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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調音階是藍調音樂形式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它主要是在大調音階的第三

音、第七音（有時也包括第五音）加入降半音的音高，例如下方譜例圈起來的音符。

在演唱或彈奏時加入這些變化音時，會使曲調線條產生憂鬱的色彩，我們稱這些音高

為藍調音。下方是C大調音階，還有以C音開始的藍調音階。

藍調（Blues）

       — 種族不平等待遇的吶喊
音譯為「布魯斯」，源自於十九世紀末，眾

多非裔人民被大量販賣至美國為奴，他們在困苦

及不平等待遇的生活中，為了抒發心中苦悶所傳

唱出的歌曲。這些歌曲的元素都可回溯到非洲傳

統音樂，如：呼喚與回應的演唱模式，但也結合

了當時其他音樂的特質，如：工作歌、黑人靈歌

及民間歌謠，逐漸形成獨特的音樂形式與風格：

藍調。日後並衍生發展出許多音樂類型，包括：

爵士樂、鄉村音樂，以及搖滾樂等。對流行音樂

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C大調音階

藍調音階

第三音
第五音 第七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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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調音樂形式另一特色，就是它伴奏和弦的進行，有固定的結構和銜接模式，例

如下方譜例，左手標示的和弦進行。這些和弦音搭配右手含有藍調音的曲調，造成不

和諧的感覺，成為藍調音樂的特色：

   圖1  黑人藉由黑人靈歌，抒發自身為奴的遭遇，也透露思鄉情懷。

黑人靈歌

歌曲種類，非裔美國

人所創造的基督教歌

曲。內容除了傳唱宗

教信仰的價值觀，也

同時描述非裔移民在

奴隸制度下的艱辛。

靈歌始於無伴奏單音

式的歌唱形式，後來

也逐漸發展為具有和

聲的合唱編制。

藝術 spotlight

5

9

C
7

C
7

C
7

C
7

F
7

F
7

C
7

C
7

G
7

F
7

C
7

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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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調歌曲〈強烈反對的布魯斯〉（Backlash Blues）
 非裔美籍的妮娜‧西蒙（Nina Simone）集歌手、鋼琴演奏、作曲才華於一身，卻

由於膚色，從小就遭受不平等待遇，在 1960年代，她積極參與種族平權運動，演唱許

多關於敘述非裔美國人在種族不平權下生活的歌曲，這首〈強烈反對的布魯斯〉就是

西蒙對當時美國政府及社會環境中，不平等待遇的抗議，以及不滿情緒的宣洩。

動手做做看
請試著以b

B音排出一組藍調音階，並從上面的歌曲中，圈出「藍調音」。

還有哪些歌曲曾講述到種族不平權的議題呢？

思考啟動鈕

妮娜．西蒙　詞曲強烈反對的布魯斯=72

 Mr. Back-lash Mr. Back-lash just who do think I am

 You raise my taxes, free- ze my wages and send my son to Viet-nam.

 You give me se-cond class hou-ses────. And se-cond class schools,

 do you think that all the colored folks are just se-cond class fools.  Mr. 

 Back- lash,  I'm gon- na leave you with back-lash blues.

＊中文譯詞請見附錄p.224

3

5

7

9

B  7

B  7

B  7

B  7

E  7 E  7

B  7 B  7

B  7F  7 B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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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賞析妮娜．西蒙的「強烈反對的布魯斯」之後，我們可

以更加了解，除了生活周遭環境，每個國家、甚至在世界任何

一個角落，都有需要面對及尚待解決的人類權益問題。

1948年聯合國頒布「世界人權宣言」，是人類為和諧共

存，所設立的努力方向與目標。第一條主題思想的內容是：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

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這個為世界共好所描

繪的美麗藍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權」的內涵與終旨。

本課的課首圖，是即將介紹的U2樂團，舞臺上的螢幕，向

臺下觀眾傳遞宣言內容，在種族、國家、階級、文化⋯⋯多元

並存的現今，同學們唯有透過對人權的認識、更多生活經歷與

觀察，才能體會人權被尊重的可貴性。

U2

1976年成立於愛爾蘭

的四人搖滾樂團。

藝術 spotlight

  搖滾歌曲〈無名之街〉（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1976年U2樂團在愛爾蘭（Ireland）的都柏林（Dublin）創

立，迄今他們仍然是全球流行樂壇極為活躍的團體。在U2的

歌曲中常出現與人權相關的主題。團員們除了透過創作歌曲表

達他們對人類與社會的關懷，並積極參與支援社會、國際性的

人權活動。2005年還曾獲得「國際特赦組織良心大使獎」。

這首〈無名之街〉（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歌詞由主唱波諾（Bono）所寫，靈感來自北愛爾蘭的伯發斯

特（Belfast）。在當地，從居住的街道名稱，就可知道一個人

的宗教背景與經濟狀況，街道名成為一種貧富、種族、宗教的

標籤，而愛爾蘭與北愛爾蘭長年在政治與宗教上的紛爭與分

裂，也造成民族之間的撕裂與衝突。作者透過這首〈無名之

街〉 唱出對於打破社會族群藩籬的期盼，建立一個「不因階

級、財富、種族或任何其他任意準則而分裂的世界」。

132 音樂



 波諾　詞

U2　曲無名之街
=126

 I wan- na run, I want to

 Hide, I wan- na tear down the walls 

 that hold me in- side. I want to reach

 out and touch the flame.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圖2  伯發斯特已漸漸發展成觀光都市，圖片為瀑布路上的壁畫創作。

＊中文譯詞請見附錄p.224

4

7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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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是否聽見人民的歌聲〉作曲者為何以「緩

慢的進行曲」作為歌曲的速度表情呢？他想透過音

樂傳達什麼感受呢？

思考啟動鈕

 音樂劇《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你是否聽見人
民的歌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悲慘世界》是改編自法國文學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同名小說。音

樂由克勞德—米歇爾．勛伯格（Claude-Michel Schönberg）譜寫，英文版歌詞則出於赫

伯特．克萊次莫（Herbert Kretzmer）之手。故事取材自法國十九世紀前半期的社會，

將1832年巴黎共和黨人起義（又稱六月暴動）的事件融入作品。由於當時法國政治改

革不利，社會階級貧富懸殊，充斥著弱勢族群被欺壓奴役的現象，人民對政府充滿了

失望不滿，起而抗爭，期待重建一個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在劇中，人民們群情激

憤，唱出這首為了追求自由平等，無懼威權勇往直前的歌曲：〈你是否聽見人民的歌

聲？〉

你是否聽見人民的歌聲？
 赫伯特．克萊次莫　詞

克勞德–米歇爾．勛伯格　曲

 Do you hear the peo- 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 gry men? It is the

緩慢的進行曲

Slow march

 Mu- sic of a peo- 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 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 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 row comes!

＊中文譯詞請見附錄p.224

4

7

134 音樂



交響詩〈芬蘭頌〉（Finlandia）
1 8 9 9年芬蘭作曲家西貝流士（ J e a n 

Sibelius）完成這首樂曲，在1900年修改後正

式命名為〈芬蘭頌〉。當時俄羅斯帝國侵占

芬蘭，國家失去自治權，作曲家企盼以這首

樂曲喚醒人民對國家民族的愛。

全曲以充滿悲憤激昂、氣勢磅礡的樂音

揭開序幕，直到樂曲末段，西貝流士加入如詩般寧靜詳和的主曲調，後來這段曲調

被單獨引用，成為一首歌曲，由芬蘭詩人維科．安特若．科斯肯涅米（Veikko Antero 

Koskenniemi）填詞，名為〈自由之詩〉（Finlandia Hymn），成為芬蘭重要且廣為傳

唱的愛國歌曲。現在，就讓我們用中音直笛習奏這段著名曲調。

 維科．安特若．科斯肯涅米　詞

西貝流士　曲芬蘭頌

 Oi Suo- mi, kat- so, Si- nun päi- väs koit- taa, 

適度的緩慢

Moderately slow

 yön uh- ka kar- koi- tet- tu on jo pois, 

 ja aa- mun kiu- ru kirk- kau- des- sa soit- taa, 

 kuin it se tai- va- han kan- si sois.

 Yön val- lat aa- mun val- ke- us jo voit taa.

 Sun päi- väs koit- taa, oi syn- nyin-maa.

音域

5

13

9

17

21

＊中文譯詞請見附錄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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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
 這首歌是1985年由麥可．傑克遜（Michael Jackson）與萊諾．李奇（Lionel 

Richie）共同創作的一首歌曲，主要是為了援助非洲飢民的慈善捐款活動而發聲。全

曲由四十五位歌手聯合演唱，有多位都是當時在歌壇知名度很高的歌手，使得這首慈

善歌曲大受歡迎，成功地募集到大量的款項，援助長期處於饑荒與營養不良的非洲人

民，發揮了人類彼此互助、博愛的精神。

 麥可傑克遜、萊諾．李奇　詞曲四海一家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ed a cer- tain call, when the

適度的緩慢

Moderately slow

 world 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 There are

 peo- ple dy- ing and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the great- est gift of all.

動手做做看
請同學聆賞〈四海一家〉歌曲，並從下列答案選項，

找出這首歌副歌的歌詞。並嘗試翻譯成中文。

There are people dying and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And the truth,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nee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A

B

C

＊中文譯詞請見附錄p.225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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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我一首友善的歌—為「友善校園」發聲
在學習、欣賞過這些與人權議題有關的歌曲後，我們瞭解到，當

文字轉換成可被演唱的歌詞，透過音樂中的曲調、節奏⋯⋯等，成為

感動人心、推動社會的一股力量。在學校裡，也同樣需要這些溫暖而

正義的歌聲，傳遞關懷、彼此接納、友善的力量。

步驟 2

將完成的歌詞，反覆誦讀，標示出語調的輕重，嘗試寫出對應的節奏：

例如：

步驟 3

將設計好的歌詞與節奏，用前面單元學過的藍調音階，譜寫成有音高的曲調：

例如：

步驟 1

歌詞寫作，寫出一至二句的文字，能夠表達出我們如何打造出一個友善的校園環境：例如：「唯有

愛與尊重、聆聽與同理，我們校園因此美麗。」

現在，就讓我們試著以「友善校園」的議題來創作、發想：

完成後請和同學分享，並試著唱唱看。

 唯有 愛 與 尊 重 聆 聽 與 同 理 我 們 校 園 因此 美 麗

 唯有 愛 與 尊 重 聆 聽 與 同 理 我 們 校 園 因此 美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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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美人的故事在歐洲流傳許久，也是許多藝術家創作的靈感來源，例如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芭蕾舞劇便

是取材於此。



舞蹈是有節拍的步調，就像詩歌是有韻律的文體一樣。

培根（Francis Bacon）

名  家導言家導言名  

2聞樂起舞

LE
SSO

N

音樂與舞蹈源於人類生命的本能，是人們

為了盡僓宣洩生命的力量、僓感而創造

的，兩者關係密不可分，相輔相成。不同

地理環境、文化背景與風俗習慣，產生許

多不同的舞蹈音樂，就讓我們一起來探索

這些舞蹈音樂吧！

‧表演藝術

跨  科目

‧禹智皓

‧柴可夫斯基

‧史特拉汶斯基

‧陳維斌

‧雷哈爾

藝  術家

‧ 認識並賞析柴可夫斯基、史特拉汶斯基著名

芭蕾舞劇音樂作品。

‧ 能演唱〈桐花圓舞曲〉，領略作曲者以圓舞

曲形式表達桐花飛舞的感受。

‧ 能以中音直笛習奏〈風流寡婦圓舞曲〉，吹

奏出輕快的圓舞曲曲調。

‧ 理解圓舞曲形式，並能創作簡單的圓舞曲曲

調。

‧ 探索不同國家或民族的舞蹈音樂，理解其音

樂語彙，及音樂藝術與文化的多元和差異。

學  習重點

‧鋼片琴

‧8va

‧哨笛 

‧風笛

藝  術Spotlight

139音樂



聽聽音樂，動動身體
每種舞蹈音樂有各種節拍及曲子風格，帶給人們不同的感受；不管高興或悲傷，

人們都想藉由跳舞宣洩內心澎湃的情感。

聽聽以下二首曲子，第一首是韓國藝人Zico的〈Any song〉，及第二首臺灣藝人周

杰倫的〈Mojito〉，同樣都是四拍子、可以跳舞，請同學聽聽音樂，動動你的身體，試

著將〈Any Song〉的舞蹈動作配上〈Mojito〉的曲子，你覺得在音樂的感受上有什麼不

同呢？同樣動作搭配不同音樂風格，是否合適呢？

挑 戰 步 驟

一、 請同學先看〈Any Song〉這

首曲子的影片，掌握四拍的特

性，學習這首曲子的舞步。

二、 將這首曲子的舞步配上周杰倫

的〈Mojito〉，請同學寫下心

裡的感受：
〈Any Song〉官方

舞蹈MV
〈Mojito〉官方MV

禹智皓
韓國饒舌歌手、音樂製作人，藝名Zico，除了

自己演唱之外，也為許多歌手創作詞曲或參與

合唱。

藝術 spotlight

1 雙手擺動至少九十度，腳

踏步。

2 右手搭在左手上，右手在

空中畫兩次圓圈，接著換手

做一樣的動作。

3 右手抬起九十度，右腳往

前走二步。

4 模仿 DJ的姿勢，右手放耳

朵，左手作出轉唱盤的動

作，接著換手做相同動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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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與舞蹈的綜合藝術—芭蕾舞劇
舞蹈與音樂，有時候是先有舞蹈才產生音樂，有時卻是先有音樂才產生舞蹈。這

些舞蹈音樂，有些是民間音樂發展而成的，有些則是作曲家用心譜寫的；接下來要認

識的芭蕾舞劇，劇中的舞蹈曲子，都是作曲家配合故事內容所譜寫而成的，讓我們一

起來欣賞！

芭蕾舞劇發展至今已創作出無數經典作品，透過肢體舞蹈動作，表演故事情節及

情感意境的傳達，是結合音樂、燈光、佈景、道具、服飾、化妝的舞臺藝術，在選材

上往往以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故事，例如神話、傳說、童話故事為主題。 

芭蕾舞劇音樂是作曲家為各種類型的舞劇所寫的音樂，其中以柴科夫斯基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的《胡桃鉗》（The Nutcracker），和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的《彼得魯什卡》（Petrushka）、《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較

著名。

胡桃鉗

柴科夫斯基將交響音樂的特徵，引入芭蕾音樂中，使音樂在芭蕾舞劇成為主導

的作用，他創作的《胡桃鉗》常被與「聖誕節」和「俄羅斯」聯想在一起，是由大

仲馬（Alexandre Dumas）將霍夫曼（Ernst Hoffmann）原著的《胡桃鉗和老鼠王》

（Nußknacker und Mausekönig）改編成芭蕾舞劇本，敘述女主角克拉拉在夢中造訪胡

桃鉗王國。

 圖 2  克拉拉在聖

誕夜晚得到了一個

胡桃鉗娃娃，並在

睡夢中發現胡桃鉗

是王子的化身，王

子為了感謝克拉拉

打敗敵人老鼠王，

便帶她遊歷胡桃鉗

的糖果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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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曲（March）

聖誕夜時，克拉拉和鄰

居的孩子們，在客人面前表

演舞蹈，這是他們的進場音

樂。由銅管宣告孩子們的進

場，之後輕快的小提琴樂

段，顯示他們快活的跳躍。

糖梅仙子之舞

（Dance of The Sugar 

Plum Fairy）

這是第二幕糖果王國中

的音樂。描寫王子帶著克拉

拉來到奇妙的糖果王國，糖

果仙子們跳舞歡迎他們。以

鋼片琴清脆的聲音，奏出溫

柔的曲調，表示溫婉美麗的

糖梅仙子來臨。

花之圓舞曲（Waltz of the 

Flowers）

這首樂曲運用三拍子的

圓舞曲節奏，由木管樂器開

始，接著豎琴奏出華麗的裝

飾奏樂段，之後由法國號奏

出圓舞曲主題。在舞劇中，

此時正演出熱鬧五彩繽紛的

團體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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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科夫斯基　曲糖梅仙子之舞
行板

Andante

8va
octava的縮寫，義大利文「八

度」之意，若是紀錄在樂譜上

方，則表示一個音符或一系列

音符，演奏時需比曲譜記錄高

八度音。

藝術 spotlight

鋼片琴（celesta）
外表像是直立的小鋼琴，利用鎚子敲打

鋼片發出聲音，聲音清脆明亮。有一個

至兩個踏板，功能和鋼琴的延音踏板一

樣，踩住踏板時，手按琴鍵立即放開

後，聲音仍能持續。

柴科夫斯基　曲進行曲
很活潑地

Molto vivace

銅　管 小提琴

花之圓舞曲
圓舞曲速度 

Tempo di Valse 柴科夫斯基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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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斌

牙醫學博士，畢業後赴日本行醫，而後為了推廣閩南語歌曲，遷回臺灣，

至今已發表五十多首作品。

藝術 spotlight

 旋 旋 兩 輪 輕 輕 仔 飛，

 阮 佇 風 中 跳 芭 蕾。

陳維斌　詞曲桐花圓舞曲
慢板

Adagio

 旋 旋 一 輪 慢 慢 仔 旋，

 據 在 春 風 對 阮 吹，

5

13

9

 桐花圓舞曲
在前面的芭蕾舞劇中，已聽過圓舞曲三拍子的音樂風格，接下來演唱這首由臺灣

作曲家陳維斌創作的閩南語圓舞曲〈桐花圓舞曲〉。

桐花是臺灣常見的植物，這首曲子以桐花為題材，d小調，三拍子的圓舞曲形式，

細膩的表現出桐花飛舞下，情人間浪漫、關懷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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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 花 花  若 開，

 春 天 用 白 花 染 樹 枝，

 花 若 落 飛 離 枝，

 春 天 用 桐 花 拗 風 車

 送 予 你。

17

21

25

2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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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寡婦

 風流寡婦圓舞曲
《風流寡婦》（Die lustige Witwe）是雷哈爾（Franz 

Lehár）的歌劇，故事敘述富有的寡婦漢娜在舞會中巧遇

前男友，一開始因為誤會針鋒相對，後來終於和好並結婚

的喜劇。

此劇中的圓舞曲非常出名，讓我們用中音直笛來吹奏

這首輕快的曲調。

雷哈爾　

奧地利作曲家，父親是軍樂隊的隊長，曾為他們寫作多首進行曲、圓舞曲等，也有歌劇的創

作，以《風流寡婦》最為著名。

藝術 spotlight

很活潑地

Molto vivace

音域

雷哈爾　曲

9

17

25

5

13

2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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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我的圓舞曲
圓舞曲（Waltz）又稱華爾滋，是一種中庸速度三拍子的舞曲，源自於德、奧

兩國，是十八世紀時歐洲的社交舞音樂，其節奏型態「咚洽洽、咚洽洽」為華爾

滋圓舞曲音樂最醒目的特色。

以下用鋼琴譜當作範例，左手伴奏，便是運用華爾滋「咚洽洽、咚洽洽」的

節奏特色。請你以它當作基礎，運用不同音高、不同時值的音符或休止符，創作

四小節的圓舞曲曲調，並和同學分享喔！

範例：

我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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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隨著太陽升起，

少男少女們為了獻祭

儀式跳舞。

春之祭

這齣芭蕾舞劇是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他希望把俄羅斯遠古時期的祭祀儀式搬至

臺上，用音樂來表現自然界偉大的力量。全曲分為兩幕：第一幕〈大地的崇拜〉（The 

Adoration of the Earth）由八首舞曲組成，第二幕〈獻祭〉（The Sacrifice）由六首舞曲

組成。

春天的占卜（Augurs of Spring）

出自第一幕〈大地的崇拜〉祭典上，巫師狂亂的擺動身體，而少男少女遵循著節

奏前進，兩者形成對比。弦樂像鼓一般，重重的擊出一個不斷重複、刺耳的，包含二

度、七度等不協和音程的和弦，充滿無法預期與不規則的重音。

史特拉汶斯基　曲
正確的速度

Tempo guisto

短號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

大提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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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魯什卡

《彼得魯什卡》劇情改編自俄羅斯民間故事，敘述一位魔術師在市集上表演木偶

戲，笛音讓木偶們有了生命，其中的彼得魯什卡、摩爾人都同時愛上女芭蕾舞者。

此曲原為鋼琴和管絃樂合奏，後來改編為芭蕾音樂，到了1921年，鋼琴家魯賓斯

坦（Arthur Rubinstein）請作曲家改編成鋼琴獨奏版，鋼琴版本分為三個樂章：第一

樂章〈俄羅斯舞〉、第二樂章〈彼得魯什卡的房間〉、第三樂章〈狂歡節〉，其中以

〈俄羅斯舞〉最為出名。

 圖4  魔術師讓木偶活了起

來，劇中的舞者必須模仿

木偶肢體僵硬的感覺，圖

片裡是摩爾人和女芭蕾舞

者的雙人舞。

俄羅斯舞 史特拉汶斯基　曲
準確的快板

Allegro giusto

藝術 spotlight

彼得魯什卡
這是俄羅斯很常見的農

民名，史特拉汶斯基特

意選了這個名字，也暗

指當時的農民生活就像

木偶一樣受人操控，身

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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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曲目：〈錯位〉（Desencaja）

這首曲子由舞者克里斯蒂娜．阿奎萊拉（Cristina Aguilera）所演出，她在安達盧西亞青年學院舉

辦的2015年Desencaja競賽中，獲得了佛朗明哥舞蹈一等獎。

多元文化具民族風格的世界舞蹈音樂
從古到今，不同地理環境、文化背景與生活風俗習慣，以及不同世代、族群，都

造就了許多不同風格種類的舞蹈，而在這些舞蹈中，音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

讓我們來認識這些富有音樂特色且具不同風格種類的舞蹈音樂吧！

是西班牙的藝術形式，包括歌曲、音樂

和舞蹈。源自於吉普賽、阿拉伯等民族音

樂。最初只有清唱，通常是男女以坐姿演

唱，透過極具表現力的歌詞傳達喜怒哀樂，

後來加上吉他伴奏、有節奏地拍手或踢

踏，並搭配舞蹈。以下是佛朗明哥節

奏，是三個聲部構成的四小節，先將

每個聲部分開練習，並注意重音。熟

悉後全班分成三個聲部合奏。若沒有木

箱鼓，也可用其他樂器代替，例如響板。

佛朗明哥（Flamenco）

拍手 

木箱鼓

踢踏

拍手 

木箱鼓

踢踏

3 4

歐洲

西班牙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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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踏舞(Tap Dancing)

源於愛爾蘭和蘭開夏（Lancashire）的木

鞋舞，以腳尖踢擊或腳跟踩踏地面，節奏性

強。可獨舞也可團體舞蹈，舞者保持上半身不

動，僅靠著下半身的震動來營造視聽效果。舞

曲以豐富而複雜的節奏變化著稱，並運用愛爾

蘭的傳統樂器，例如：風笛、哨笛。因為踢踏

舞是一種節奏型舞蹈，若能先理解舞者使用哪

一種拍子結構，便可以知道他們正踢出什麼節

奏。以下是五種較常見的基本節奏結構，我們

可以先用拍手來體驗，熟悉以後，就可以運用

你的腳尖或腳跟，試著踩踏看看。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三連音

十六分音符

swing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藝術 spotlight

哨笛
愛爾蘭傳統音樂裡使用很廣

泛，是金屬材質，也有木製，

吹口材料則為塑料或木片。

目中表演者多使用節奏譜例中的八分音符與十六分音符節奏演出。

欣賞曲目：

〈再五小時〉（Five More Hours）

歐洲

愛爾蘭

蘭開夏

藝術 spotlight

愛爾蘭風笛
氣鳴樂器，結構包括風袋與功能不同的音管：有指洞

可演奏曲調的「曲調管」，沒有指洞的「和管」，以

及為風袋充氣的「吹管」。音管以一個簧片為主，風

袋用牛、羊的肺，或其他材料製作，類似氣囊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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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巴西民間最流行的群眾性舞

蹈，音樂特色是節奏感強、熱情奔

放而歡樂，並運用許多打擊樂器，

顯示森巴音樂深刻受到非洲黑人音

樂的影響，巴西每年的嘉年華都是

以森巴為主要活動內容。

請同學運用樂器，練習打出以

下森巴節奏的譜例，再欣賞曲目，

感受一下熱情的森巴音樂。

森巴（Samba）

欣賞曲目：真理會讓你自由（A Verdade vos Fará Livre）

此曲的歌詞中表達耶穌回來了，正在對他的人民演說，期許我們應該要和遭受苦難的人並肩作戰。

沙　鈴

三角鐵

小　鼓 

大　鼓

藝術 spotlight

國標森巴
在國標舞中，也有森巴，

同樣源自巴西，也都有熱

情歡樂的氣氛。但是巴西

森巴舞是群眾舞蹈，可以

和觀眾互動；國標舞中的

森巴則是雙人舞蹈，注重

舞者之間的默契。

動 手 做 做 看

熟悉上面的節奏了嗎？現在請你們分組，以四人為單

位，一人負責一種樂器，並上網搜尋一首森巴舞曲，用

這個節奏來為這首舞曲增添熱鬧氣氛吧！

我們選的曲子是　　　　　　　　　　　　　　　　　

負責沙鈴的是　　　　　　　　　　　　　　　　　　

負責三角鐵的是　　　　　　　　　　　　　　　　　

負責小鼓的是　　　　　　　　　　　　　　　　　　

負責大鼓的是　　　　　　　　　　　　　　　　　　

美洲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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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根廷的舞蹈，也是器

樂曲與歌曲體材之一，最早流

行於平民間，後來傳入歐洲，

至今盛行不衰。探戈的曲調大

多速度徐緩，並帶有濃重的哀

傷、惆悵的情緒。

請同學打出以下的探戈節

奏，其特色是搖曳的感覺。

探戈(Tango)

欣賞曲目：〈一步之差〉（Por Una Cabeza）

這是一首著名的西班牙語探戈歌曲，「Por una Cabeza」本為賽馬術語，意思為僅以「差一個

（馬）頭」的長度險勝／惜敗，在歌曲中用來表示對情人之間錯綜複雜、難以割捨的惋惜。

沙　鈴

遨遊世界舞蹈音樂
學習完本課後，我們熟悉了圓舞曲三拍子的節奏型態、森巴及探戈的節奏，並欣

賞踢踏舞及佛朗明哥舞的音樂，請你運用手機或平板電腦，找到以下影片，並將這些

影片與這些音樂風格進行連連看，除此之外，也請就其中一段影片的音樂風格給你的

感受，和同學一起分享喔！

森巴舞音樂 佛朗明哥舞
音樂

踢踏舞音樂
圓舞曲 探戈音樂

美洲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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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德爾頌依據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劇情譜寫音樂，並以音樂營造出婚禮歡樂慶典的氣氛。

  歌劇《魔笛》（Die Zauberflöte）中的塔米諾王子（Tamino）在森林裡吹響魔笛時，所有動物都被笛聲吸引

而來。



3
音樂與戲劇皆為綜合藝術，音樂可豐富戲

劇的表現力，多變的戲劇手法也為音樂增

添了許多表演空間，不僅使觀眾更易入

戲，也可與表演者產生共鳴。

‧ 理解音樂在戲劇中的用途，並能嘗試運用音

樂表達劇情。

‧ 理解歌劇的組成元素。

‧ 以直笛演奏〈阿巴內拉〉舞曲，並能掌握其

樂曲風格。

‧認識《杜蘭朵公主》之故事背景及曲目。

‧ 認識音樂劇以及不同區域作品的特色。

‧ 演唱〈阿根廷別為我哭泣〉，並能理解其歌

曲意義。

‧ 聆賞《木蘭少女》之劇情及曲目，理解其故

事意涵及性別議題，並能依照花木蘭之角色

設定設計歌曲展現其特色。

學  習重點

‧國文

‧英文

跨  領域

‧比才

‧浦契尼

‧蔡柏樟

‧王希文

‧提姆萊斯

‧安德魯洛伊韋伯

藝  術家

‧幕間劇

‧戲劇女高音

‧抒情女高音

藝  術Spotlight

．性別平等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議 題 融 入

「那些語言所無法傳達的，當音樂進來了、舞蹈進來了，所有要

傳達的一切，就全面了，音樂劇是最完美組合的存在，她是全面

性的演出。」

羅北安

名  家導言名  家導言

劇中作樂

LE
SS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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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中的音樂
看到以下的四格圖片，針對不同內容，你的腦中會產生什麼樣的感受呢？

請你想想看，將感受寫下來，並試著搭配一首以前學過的音樂或上網搜尋適合

的曲子，並與同學討論分享吧！

這張圖片給我的感受是　　　　　　　　， 

可以搭配的音樂為　　　　 　　　　　， 

因為　　　　　　　　　　　　　　　　。

這張圖片給我的感受是　　　　　　　　， 

可以搭配的音樂為　　　　 　　　　　， 

因為　　　　　　　　　　　　　　　　。

這張圖片給我的感受是　　　　　　　　， 

可以搭配的音樂為　　　　 　　　　　， 

因為　　　　　　　　　　　　　　　　。

這張圖片給我的感受是　　　　　　　　， 

可以搭配的音樂為　　　　 　　　　　， 

因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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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定的音樂元素象徵人

事物或氛圍：例如《哥吉

拉》（Godzilla）的主題

曲，每次哥吉拉出場，皆

搭配厚實的銅管低音齊

奏，呈現驚天動地的景

象。

1

除了上述所說，你

還想到音樂與戲劇

間有哪些關聯及可

能性呢？

思考啟動鈕
綜上所述可以瞭解，在戲劇中，音樂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除了以配樂方式和戲劇結合之外，若是演員本身就會唱歌呢？

以歌者與音樂來引導劇情、以服裝和舞臺來強化時代背景，偶

而增加舞蹈讓演出更華麗，這是什麼樣的演出方式呢？接下來

讓我們感受音樂與戲劇合作無間的魅力吧！

用音樂說故事
前面的四格圖片配上

音樂後，是否更增添戲劇

感？音樂與戲劇的結合，

往往影響了觀眾的注意

力、情緒及感受，而音樂

與戲劇的結合可以分為以

下幾類：
以相同曲調變奏或改變風格，傳

達不同情感：例如《天外奇蹟》

（Up）中以相同曲調，搭配

不同演奏速度與伴奏，

呈現夫妻從年輕充滿

夢想到年老辭世

的過程。

2 特定時刻增強氣氛，造成

心理的衝擊，也加深對這

個片段的印象，例如電影

《K歌情人》（Music and 

Lyrics）主題曲，優美的

曲調強化男女主角間

曖昧與浪漫的感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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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間劇
義大利文原意即為「在中間」。古時候

的劇場沒有布幕可供轉場，由樂手們演

奏音樂，填補換裝與撤換道具的時間，

後來開始加入有演員的歌舞表演。

藝術 spotlight

音樂

以器樂作為伴奏並

搭配歌者演唱，強

調 歌 者 的 聲 樂 技

巧。

劇本

以神話故事、文學名

著及當代故事等作為

劇本。

舞蹈

偶而穿插，有時作為

換幕時的表演。

服裝背景

依照劇情搭配服

裝設計及舞臺背

景的配置。

唱出來的戲劇――歌劇
你是否會和同學在假日相約看電影呢？而

十七世紀的義大利人，平時的娛樂就是到戲劇

院欣賞歌劇。除了看戲，還可以與他人交際，

可說是當時最盛行的娛樂活動呢！那麼就讓我

們來認識這個兼具各類藝術的舞臺演出吧！

歌劇特別之處在於演出時，人物多以歌

唱表達內心想法，以音樂

推動劇情，較少口白對

話。」這種演出方式

源自於古希臘悲劇，

另外也受到義大利幕

間劇（Intermezzo）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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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的靈魂――音樂
歌劇之所以受人喜愛，除了精彩的故事情節與戲劇張力外，音樂也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元素。音樂有聲樂及器樂的呈現方式，依照演出方式可分為以下幾種：

1器樂

多為配合人聲及舞蹈的伴奏，也有用於開頭的序曲及間奏曲。

快板

Allegro

1序曲（Ouverture）

歌劇開演前，介紹歌劇情節的音樂。不過十八世紀之後序曲也常被拿來單獨演

奏，例如：羅西尼（Gioachino Rossini）《威廉泰爾》（Guglielmo Tell）的序曲，下列

由弦樂合奏的譜例，其進行曲風格在主題反覆後逐漸高昂。

2間奏曲（Intermezzo）

歌劇每一幕之間，更換場景時的器樂曲。例如：馬士康尼（Pietro Mascagni）《鄉

間騎士》（Cavalleria Rusticana）的間奏曲，以輕柔的弦樂合奏，散發出恬靜的氣息，

描繪陽光灑落在鄉村的景致。

沉著的行板

Andante sostenuto

159劇中作樂



2聲樂

又分為獨唱（solo）、二重唱（duet）、多人重唱及大合唱，每種歌唱方式皆搭配

樂器伴奏。獨唱則有宣敘調及詠唱調兩種形式：

1 宣敘調（Recitativo）

義大利文「朗誦」之意，因為歌劇沒有口白，在需要交代劇情或是描述演唱者狀

態時，以節奏自由、半說半唱的方式來表達，並引導出抒發情感的詠唱調。 例如《彌

賽亞》（Messiah）中的宣敘調〈那天使對他們說〉〈And the angel said unto them〉。

阿巴內拉
這首詠唱調是相當有名的歌劇代表作之一，聽到曲調似乎就看到了婀娜多姿的卡

門呢！比才的《卡門》（Carmen）描述吉普賽女郎卡門、年輕軍官荷西及鬥牛士艾斯

卡密羅三人間的愛情故事。整部歌劇帶有強烈的民族音樂色彩，而此首〈阿巴內拉〉

（Habanera）顯示卡門奔放不拘、魅力誘人的形象，讓我們透過音樂來認識她吧！

2 詠唱調（Aria）

用於角色表達感情，帶有曲調結構的演唱，是歌劇中最富音樂性的部分，演唱者

根據音域而有不同的分類，例如歌劇《強尼史基基》（Gianni Schicchi）中，擔任女主

角的女高音演唱的〈親愛的爸爸〉（O mio babbino Caro）。

行板

Andantino

 O mio bab- bi no  ca    - ro,  mi  pia-ceè  bel- lo,  bel       - lo,  vo'an-

 Da- re in Por- ta  Ro         - ssa  a  com-pe- rar  l'a- ne- llo！

  And  the  An- gel  said un- to  them,  Fear  not;  for  be-

 hold  I  bring  you  good  ti- dings  of great joy,  which shall be  to  all  peo-ple.

＊中文譯詞請見附錄P.225

＊中文譯詞請見附錄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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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內拉  比才　曲

 近乎行板的稍快板

Allegretto quasi andantino

6

10

14

18

22

26

30

g
#2（Sol）23456

2
3

4
5
6

音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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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蘭朵公主（Turandot）
浦契尼之著名歌劇，劇本改編自義大利劇作家勾齊

（Count Carlo Gozzi）的作品，描述中國公主杜蘭朵以三道

謎題招親，卡拉富王子（Calaf）憑其智慧完成考驗，但公

主卻拒絕認輸，王子因而另設謎題考驗公主，在忠心的僕人

柳兒（Liu）協助與犧牲下，以真誠的態度融化了公主冰冷

的心。劇中設計充滿中國元素，並以中國民謠〈茉莉花〉作

為杜蘭朵公主的主題曲調，並多次以不同配器呈現。

藝術 spotlight

浦契尼

十九世紀義大利作曲家，

著 名 歌 劇 作 品 有 ： 歌 劇

《蝴蝶夫人》（M a d a m a 

Butterfly）、《波西米亞人》

（La Bohème）及《強尼史

基基》（Gianni Schicchi）。

在第一幕以〈茉莉花〉曲調代表杜蘭朵公主出場，以小號演奏表示杜蘭朵的驕傲與殘酷。

譜例一       〈茉莉花〉

小行板

Andan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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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高音杜蘭朵與男高音卡拉富分別以富有挑戰的高音，表現自己

必勝不屈服的決心，讓我們欣賞第二幕第二景中，由杜蘭朵演唱

的部分。

譜例二       詠唱調：〈在這個國家〉（In questa reggia）

此曲出現在第二幕第二景，由杜蘭朵演唱，以曲調高低及音量大小搭配著謎題的描述，更增加其戲

劇性及神秘感。

譜例三       詠唱調：〈異鄉人，你聽好〉（Straniero, ascolta）

小行板

Andantino

 Gli- e  nig  mi so  no-tre  la mor - te  eu  ha！

 謎 題 有 三道， 人只 活 一 次。

小行板

Andantino

 Stra- nie- ro, a- scol- ta,

 異 鄉 人 聽 好 了，

 Nel- la cu- pa not- te vo- laun fan ta sma i- ri- des- cen- te.

 在 漆 黑 的 夜 晚 有 一 個 虹 彩 幽 靈 在 飛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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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四       詠唱調：〈公主徹夜未眠〉（Nessun dorma）

柳兒的性格溫柔，堅強，全心為愛付出，演唱時的音色更需具備

抒情及明亮的效果，曲調音域較高，屬於抒情女高音，被刑求

時，她向杜蘭朵公主訴說自己的心聲。

卡拉富給杜蘭朵的謎題是猜出他的姓名。他對於杜蘭朵公主無法解答十分有信心。

譜例五       詠唱調：〈你那冰冷的心〉（Tu che di gel sei cinta）

和緩的行板

Andante sostenuto

 Ma il mio mi-stero è chiu- so me, Il no-me mio nes sun sa- prà!  No, no, sul- la tua

 我 的 秘 密 深 藏 於 心， 無 人 知 道 我 的 姓 名！ 不， 不，唯 當 我

 Bo- cca lo di- rò, quan-do la lu- ce spleen-de- rà！

 吻 妳 唇 才 透 露， 當 太 陽 光 照 耀 之 時！

小行板

Andantino

 Tu che di  gel sei cin   - ta, da tan-ta fiam- ma  vin  - ta.

 你 那 顆 冰 冷 的 心 將 被他的 熱  情 融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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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契尼將杜蘭朵描繪為傲慢無情及握有

權力的女性，有別於一般印象中如柳兒

般溫柔婉約的特質。你認為普遍對女性

的性別刻板印象有哪些，你覺得合理

嗎？為什麼？

思考啟動鈕

（一）角色類別大考驗

　　聽完了杜蘭朵公主的介紹，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劇中主要角色分別屬於

人聲音域圖的哪部分吧！

1 杜蘭朵：音域 □高　□低，屬於　　　　　　　　　　　　　　　　。

2 柳兒：音域 □高　□低，屬於　　　　　　　　　　　　　　　　　。

3 卡拉富：音域 □高　□低，屬於　　　　　　　　　　　　　　　　。

4 流亡的韃靼國王（卡拉富之父）：音域 □高　□低，屬於　　　　　 

　　　　　　　　　　　　　　　　　　　　　　　　　　　　　　。

動手做做看

（二）特色分類

歌劇中有些角色的特性鮮明，亦有依其特性分為不同類型，例如杜蘭朵音

色明亮，且曲調有大幅度的戲劇音色變化，屬於戲劇女高音；反之，柳兒

音色溫暖，以抒發情感為主，屬於抒情女高音。請蒐集資料，並找出各一

個代表人物，並介紹他們的故事背景與著名歌曲。

． 戲劇女高音：代表人物為歌劇　　　　　的角色　　　　　　　　　，

著名歌曲為：　　　　　　　　　　　　　　　　　　　　　　　　。

． 抒情女高音：代表人物為歌劇　　　　　的角色　　　　　　　　　，

著名歌曲為：　　　　　　　　　　　　　　　　　　　　　　　　。

戲劇女高音
 有大幅度戲劇音色變化，音色明亮，通常為個性鮮

明的女主角。

抒情女高音
 以抒發感情為主，音色輕柔。

藝術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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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院新寵兒—音樂劇
二十世紀初期，觀眾口味的改變，加上錄音技術、及科技的發展，歌劇漸漸式

微，取而代之的是娛樂性更高的音樂劇。音樂劇（Musical），吸收十九世紀歐洲輕歌

劇、綜藝秀等戲劇的精華，將音樂、戲劇與舞蹈結合，並融入流行音樂元素，更增加

許多舞臺效果，戲劇主題也有更豐富的內容。

不同區域的音樂劇也有不同的特色，讓我們來看看：

1866年芭蕾舞團與戲劇《惡騙子》合作，成為史上

第一齣歌舞音樂喜劇，劇場業者也開始在百老匯劇

院（Broadway Theatre）附近進駐，而百老匯大街

及時代廣場一帶，則成為美國娛樂業的中心。

藝術 spotlight

   圖1  《阿伊達》歌劇由威爾第創作，音樂劇版本則由迪士尼改編。敘述衣索比亞公主阿伊達和埃及軍官、公

主間的愛情故事。音樂劇版本融合藍調、民謠和搖滾音樂等多種音樂曲風，受到觀眾的喜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原創的

美國歌舞劇開始蓬勃發展，劇中

融入綜藝節目及秀場歌舞表演，

除了娛樂性質外也探討嚴肅議

題，類型十分多元化。

美國百老匯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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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中，是以音樂與歌唱為主導；但音樂劇則是以戲劇為基礎，

音樂與舞蹈為之增色，一起來看看歌劇和音樂劇的不同吧！

歌劇 音樂劇

起源 幕間劇 喜歌劇及歌舞雜技

演唱方式

美聲唱法

以表現人聲之美及歌唱技

巧為主要目的之聲樂風格

自然發聲的流行唱法

依照角色設定及音樂風格而

調整不同唱法

對白 宣敘調 無伴奏的口白

音樂
管弦樂團伴奏，以古典音

樂為主

使用樂團或電子樂器伴奏，

也可加入流行音樂元素

   圖2  《鐘樓怪人》善良的主角和邪惡的主

教形成強烈對比，每個角色都有優美的曲

調，故事也相當動人。 

　　開展二十世紀新風貌，幾乎不

使用對白，以歌曲敘事連結劇情，

重視流行元素，角色可由流行歌手

擔任，重視歌曲曲調的通俗性。

法國音樂劇

   圖3  《貓》在晚會中，貓兒們自我介紹，希望

能進入貓的天堂。每隻貓個性迥異，因此也有

各式各樣的曲調，有的活潑、有的抒情。 

　　七○年代崛起，維持音樂敘事的模

式，較不重視舞蹈表演，並加入流行元

素。

英國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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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英國音樂劇《艾薇塔》（Evita），描述阿根廷前第一夫人伊娃．裴隆（Eva 

Perón）的故事：她幼年貧困，但力爭上游，從事演藝事業。而後因輔佐丈夫裴隆將

軍，受人民愛戴，卻在三十三歲癌症過世，結束短暫又富戲劇性的一生。

《艾薇塔》曾獲得東尼獎最佳音樂劇等多項大獎，此劇中最有名的這首〈阿根廷

別為我哭泣〉（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是劇中艾薇塔在將軍就職典禮上演唱的

歌，表達希望人民支持他們的心聲，現在就讓我們來習唱這首歌曲吧！

 Don't cry for me Ar- gen- ti- na, the truth is I ne- ver  left you.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 is - tence,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And as for for-tune, and as for fame, I

 never in- vit- ed them in. Though it seemed to the world they were all I de- sired.

 They are il- lu- sions, they're not the so-lu tions they prom-ised to be, the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提姆萊斯（Tim Rice）　詞

安德魯洛伊韋伯

（Andrew Lloyd Webber）　曲

緩慢地

Slowly

5

9

1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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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人類史上性別歧視存在多年，但歷史上仍有許多因個人魅力或是能力嶄露頭角的女性，試著搜尋古

今中外各領域中出色的女性，並與同學分享她的故事！

思考啟動鈕

 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 ry word is true.

提姆萊斯

英國音樂劇作詞家，著名作

品有電影《阿拉丁》、《獅

子王》。

安德魯洛伊韋伯

英國音樂劇作曲家，著名作

品有：《貓》、《歌劇魅

影》。

藝術 spotlight

25

21

28

 an- swer was here all the time.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

   圖4  艾薇塔在將軍就職典

禮上，演唱〈阿根廷別為

我哭泣〉。

歌詞中譯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事實是我從未離開你。即便在我那些行事妄為的瘋狂歲月，我還是信守承

諾，請不要遠離我。名與利我從不企求，雖然全世界都以為那是我的渴望。它們不過是幻象，

不能解決問題，答案始終如一，我愛你也希望你愛我。我是否太囉嗦？我想不出還有什麼能告

訴你，但你只要看著我，就能知道我句句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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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少女
改編自中國傳說故事，探討軍隊文化及性別認同等社會議題，藉由通俗的劇情與

劇場語言，寄託從前被忽視的議題，引導觀眾省思。

此劇由王希文作曲，蔡柏璋作詞，創作於2009年，共有十九首歌曲，融合古典、

搖滾及民謠小調，編織出膾炙人口的歌曲。

許多小說改編，會因導

演或劇作家解讀的角度，與

原著有所差異，花木蘭的故

事出現在古詩裡，也有動畫

《Mulan》、音樂劇《木蘭

少女》，以及真人版電影

《花木蘭》。

在每部作品中，不只呈

現花木蘭的特質，也傳達不

同創作者想專注的議題與細

節。若有機會欣賞不同的版

本，別忘了感受不同版本之

間的差異喔！

　譜例一   可否請你幫我撿個肥皂

歌曲以藍調風格搭配趣味的歌詞，描寫木蘭女扮男裝後化名的木男，與將軍在浴室相遇的過程。

 可否 請你 幫我 撿個 肥 皂 掉 在 不 遠 不 近 那 裏 的 那塊 肥 皂

譜例二 美麗的錯誤

這首歌曲是木蘭的鄰居演唱，以俏皮曲調搭配唸唱方式，唱出崇德村裡的樸實單調。

 唧 唧 復 唧 唧， 崇 德 村 的 日 子 像 連 鎖 賣 場 服 飾， 永 遠 不 換 季。

   圖5  木蘭和軍中的夥伴們一起唱出軍營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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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曲中，我想呈現花木蘭的哪些性格：

　　　　　　　　　　　　　　　　　　　　　　　　　　。

 我選的歌曲為：

　　　　　　　　　　　　　　　　　　　　　　　　　　。

 這首曲調的音樂風格是：

　　　　　　　　　　　　　　　　　　　　　　　　　　。

一日店長特輯～主題曲創作家！
在音樂劇《木蘭少女》中，花木蘭大大展現了與傳統女性不同的思維，不

僅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她更勇於追求自我、勇敢做自己。這些特質都非常值得

我們學習與效法喔！請同學為花木蘭這個角色設計一首主題曲，表現其心中的

想法，可用現成曲目改編歌詞，亦可自行創作，並與大家分享吧！

王希文

作曲家及音樂製作人，作品橫跨劇場、電視、電

影、廣告、現代舞與流行音樂，並於2009年以電

視配樂《曬棉被的好天氣》獲得第四十四屆金鐘獎

最佳音效獎，有《台灣有個好萊塢》等作品。

蔡柏璋

舞臺劇導演、劇場創作者，有《木蘭少女》、

《Re/turn》等作品。

藝術 spotlight

 為什麼我會選這首歌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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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作品《回到里山》為差事劇團於2015年受邀至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季

演出，傳達人、水和土地間相互依存、無法分割的關係。



名  家導言家導言名  

「戲劇」是共同生命經驗的表達、是庶民大眾的、而非僅是菁

英的消遣娛樂。

鍾喬

1的劇場

開啟對話

‧喬納森．福克斯

‧鍾喬

藝  術家

‧語文 

‧社會 

跨  領域

‧流動塑像

‧一對對

‧前文本

‧教師入戲

‧形象劇場

藝  術Spotlight

‧ 認識多元的應用戲劇和劇場類型。

‧ 學習使用應用戲劇及劇場形式，表達自己

的想法。

‧ 透過應用戲劇和劇場策略，激發學生的同

理心和行動力。

學  習重點

戲劇在哪裡？在你我他的生命故事裡。

戲劇在哪裡？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裡。讓

我們一起走出劇場，透過戲劇看見世

界，運用戲劇和自己和周遭人事物，在

傾聽和同理氛圍中，開啟和平對話。

LE
SSO

N

議 題 融 入

‧家庭教育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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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和平的契機

提到和平，多數會聯想到最直接且影響所及最廣的暴力─戰爭，然而，

世界上還存在著許多間接的暴力，像是歧視、貧窮、階級對立和資源缺乏等。

在一般劇場空間的演出作品，導演會透過演員演出故事，讓觀眾看見事件的黑

暗面，例如：富裕社會下的貧窮狀態，溫馨家庭中的暴力行為等。同時也讓觀

眾感受事件中人物的生命力。 

二十世紀開始，戲劇開始被應用到社區、教育、治療等領域，並和一般民

眾共同創作故事及演出，例如：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過程戲

劇（Process Drama）、民眾劇場（People's Theatre），讓我們在戲劇情境中，

互相交談，彼此傾聽，喚起我們的感受力和思考力，帶領著我們成為戲劇情境

中的人物，在動態情境中看見、感受、思考和行動，透過真實的互動，學習瞭

解、同理和溝通，以戲劇創造對話機會，開啟和平契機。

思考啟動鈕

． 想一想，讓世界和平、遠離邪惡慾望的正向力

量，還有哪些？請將你想到的三種正向力量填

在粉紅色框內！

． 想一想盒子中，還飛出哪些邪惡的慾望，造成

人世間的不幸？請將你想到的三種邪惡慾望填

在藍色框內！

正義

善良

勇氣

感恩

1

1

2

3

一人一故事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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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

2

3

暴力 權力

過程戲劇

民眾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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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當內心有滿滿

的情緒感受時，你會怎麼

做？如果有人能夠跟你一起

開心大笑、難過痛哭、生氣

大吼，感同身受你所有情

緒，接納發生在你身上的故

事，是否有被同理尊重的感

覺呢？

每一個群體之中都有人在受苦，你知

道他們是誰嗎？每一個群體之中都有人被忽

視，你能夠辨認他們嗎？每一個群體之中都

有人被視為異類或自覺為異類，你能夠看到

他們嗎？

喬納森．福克斯（Jonathan Fox）

聽我說我―一人一故事劇場

 圖1《恐懼紀念日》三語事劇場 2020 二二八國家紀念

館一樓展演廳。於二二八事件73周年紀念日上演出對

歷史的省思。

 圖2 《不能說的秘密》知了劇團 2019阿嬤家-和平與女

性人權館。受婦女救援基金會邀請呈現慰安婦的故事。

由喬納森．福克斯和喬．薩

拉斯（Jo Salas）於1975年在美國

定名的「一人一故事劇場」，強

調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值得被聽

見。演出時演員和樂師會運用不

同形式，例如：流動塑像（fluid 

sculptures）、一對對（pairs）等

來呈現觀眾心情感受或個人故

事。表演主題多元豐富，包含生

活、家庭、情感、友情、霸凌、

社區、災難、政治、年老、性

別、人權等。

藝術 spotlight

流動塑像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表演形式之一。樂師

使用樂器，演員混合肢體和聲音，簡短

的表現說故事者的心情感受。

一對對

指的是演員兩人一組站在舞臺上，用表

情或肢體呈現觀眾說出的對立矛盾情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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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察圖片，試著想想照片內的人物可能發

生了什麼事？造成衝突的原因是什麼？

2 再請你想想：曾經為了什麼原因和家人爭

吵？當時你的心情感受為何？

3 挑選四位示範的同學上臺。

4 其中一位試著敘述關於和家人爭吵的心情

感受。例如：我覺得很無奈，他們都不聽

我說話⋯⋯。

5 請其他三位同學用肢體和聲音展現出同學

的心情感受。

讓我們運用一人一故事劇場

中，呈現個人心情感受的「流動塑

像」形式，練習傾聽和同理彼此。

課堂活動　心心相印
藝術 spotlight

一人一故事劇場中，並沒有固定的樂器種類，樂師

可以使用自己方便取得或是擅長的樂器來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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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本

舉凡照片、畫作、影像、日記、新聞報導、真實事

件、生活故事、傳說神話等資料，都可稱為前文

本。在課堂上透過前文本的引導，能知道事件發生

的來源，並順利進入故事情境中，扮演角色。

教師入戲

由老師扮演故事中的角色，帶領學生一起進入故事

情境。

如臨其境的體驗―過程戲劇

如果能夠讓你走進電動玩具的世界裡？如果能夠讓你回到古代或是穿越到未來？

你想到哪個時代？哪個情境裡？ 

二十世紀後期，一種透過戲劇來學習的方法─過程戲劇，強調集體共同建構

故事，並在戲劇扮演過程中探討角色的處境和內心世界。引導者以「前文本」（Pre-

text）為故事內容，並結合「教師入戲」、「建構空間」、「思緒追蹤」、「日記信

札」等不同的戲劇策略，讓參與者變身成故事中的人物，在對話過程裡，與故事中的

角色，一起感受、思考與行動。

 圖4 蘇慶元老師運用

「教師入戲」的策

略，扮演日據時代的

日本人，禁止布農族

人自由下山與漢人進

行買賣。

 圖 3  香港樂施會的

「無窮世界」互動教

育中心，利用過程戲

劇的方式，帶領學生

經歷氣候變遷對小島

居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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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進入圖片中的情境來進行人物扮演，

增加感同身受的能力。

課堂活動　當我就在那裡 思考啟動鈕

最後想一想，身處在臺灣的我

們，可以為這些災害後的倖存

者做些什麼？

1 建構空間：運用隨身可得的道具，搭建出圖片

中的場景。

2 思緒追蹤：說出救生艇上的母女或救難人員會

說的一句話。

3 日記信札：請用現在身處在臺灣的你的這個身

份，寫下一封信給這些正在經歷洪水氾濫的人

民。例如：從哪裡得知這個訊息？當知道你們

正處於什麼事件中？我的感受是？我想對你們

說？其他？

 圖5 2020年

雅加達洪水

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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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民發聲―民眾劇場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喜怒哀樂，社會的每

個角落也存在光明和黑暗的故事，這些真實事

件，都是戲劇作品的最佳素材。

1980年代末期，鍾喬將民眾劇場引進臺灣，

不在劇院演出，而是將戲劇帶進社會底層、弱勢

和被壓迫的民眾生活中，喚起民眾對自己、生

活、社區、環境等方面的重視，也帶領民眾自己

說出、演出自己的故事，為自己發聲，進而有行

動力去改變不合理的情形。

（People's Theatre）

 圖6 《看見我們》南洋姊妹劇團 2015

臺北市文山區永安文藝館。南洋姊妹

劇團是在2009年由南洋臺灣姊妹會協

助成立，是全臺灣第一個以東南亞女

性新住民為主的劇團，透過戲劇演出

讓觀眾更瞭解新住民面臨的生活議題

和處境。

 圖7 《心中的河流》石岡媽媽劇團 2003南投

縣文化局、華山藝文特區烏梅酒廠。2000年

成立的石岡媽媽劇團，是921大地震後，由

差事劇團進入災區進行一系列民眾戲劇工作

坊後成立的劇團，透過戲劇的力量，展現臺

灣農村女性的生命力。

藝術 spotlight

鍾喬

具有詩人、作家和劇場工作者等身分，80年代開始進行報導寫

作，參與社會運動，90年代初期創立差事劇團，透過民眾戲劇的

方式帶領不同社群，探尋自我的處境，找到屬於族群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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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spotlight

形象劇場

是讓參與者運用身體雕塑，定格

展現事件畫面，其他參與者可以

根據對事件的想法來修改雕像動

作，讓事件展現多元可能性。

讓我們練習操作民眾戲劇工作坊中「形象劇場」（Image Theatre）的活動，將想法

變成實際行動，讓正向力量幫助我們改變黑暗情境。請觀察照片後，想像自己是圖片中

的人物。

1創造現實形象（actual image）：模仿照片中人物的動作，做出定格畫面。

2 創造理想形象（ideal image）：思考照片中人物們，最友好的人際關係，並做出定格

動作展現圓滿狀態。

3 轉化形象（transitional image）：想一想，有哪些方法，可以讓照片中人物關係，達到

最友善的狀態？請改變人物動作來呈現你想到的方法。

課堂活動　從形象到行動

 圖8 受到歧視欺凌的男孩。

 圖9 現實形象：大

家議論著不與大家

交流的同學。

 圖11 轉化形象：有同學主動遞

上水與之交談。（你還有哪些方

法嗎？請寫下來！）

　　　　　　　　　　　　　　　

　　　　　　　　　　　　　　　
 圖10 理想形象：四人建立良好友誼，

並相約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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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太多不可預期，並不

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善意甚至和

平，如果是你在這樣的生活處境

之下，你會為自己、為他人、為

社會，做出哪些良善的行動呢？

 圖12 COVID-19病毒來襲。

啟動對話的六把鑰匙

1 將全班分成三組，並抽籤決定各組

主題。

2 各組觀察照片內容，想一想發生什

麼事？

3 依下列六個問題完成學習單，並與

組內同學分享各自的感受和看法。

4 指派一位同學進行報告，

其他同學分別以動態或定

格肢體，呈現內心的想法

和感受。

5 分享觀看後的體會。

1
我看見的照片內

容是：

 圖13 柬埔寨人民在金邊附近的垃

圾場尋找可回收利用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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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故事劇場，用戲劇的力量，讓我們面對真實的情感和真實

人生故事；過程戲劇，用戲劇的力量，陪伴我們經歷不同的人生；民

眾劇場，用戲劇的力量，教會我們為自己發聲。戲劇用藝術的形式

帶來和平的希望，因為我們在觀賞或體驗的過程中，看見、感受、思

考、和行動；用溫暖正向力量對抗人生和周遭的黑暗。

2 3 4 5 6
我看見照片時想到： 我看見照片時，內

心情緒是：

如果我是照片中的

人物，我經歷過：

如果我是照片中的

人物，我想說：

如果我是照片中的人物，

我可以如何改變現況：

 圖14 持續數個月的澳洲森林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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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單

 當你說出來的心情感受，被別人同理和理解的時候，你內心的感受是什麼？

　　　　　　　　　　　　　　　　　　　　　　　　　　　　　　　　　　　　　

　　　　　　　　　　　　　　　　　　　　　　　　　　　　　　　　　　　　　

　　　　　　　　　　　　　　　　　　　　　　　　　　　　　　　　　　　　　

　　　　　　　　　　　　　　　　　　　　　　　　　　　　　　　　　　　　　

這一課，讓同學們認識三種不同於舞臺表演的戲劇／劇場形式。接著，請同學們

帶著這些學習經驗，來進行延伸思考，請把你的想法寫下來。

 以過程戲劇的方法，讓自己親身扮演角色，感受、思考和行動，與純粹當個觀

眾，坐在觀眾席中，觀看舞臺上的戲劇演出，有什麼樣的差異？

　　　　　　　　　　　　　　　　　　　　　　　　　　　　　　　　　　　　　

　　　　　　　　　　　　　　　　　　　　　　　　　　　　　　　　　　　　　

　　　　　　　　　　　　　　　　　　　　　　　　　　　　　　　　　　　　　

　　　　　　　　　　　　　　　　　　　　　　　　　　　　　　　　　　　　　

 在你居住的國家，你認為還有哪些人、或哪些團體，或哪些需要讓大家更知道的

議題，可以透過戲劇來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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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找找近期讓你最感興趣的議題，將照片列印出來，貼在圓中心，並在四個空格

中填上內容！

浮貼處

我覺得這照片中，人物的感

受是？我自己對這件事情的

感受？

　　　　　　　　　　　　

　　　　　　　　　　　　

　　　　　　　　　　　　

　　　　　　　　　　　　

如果我是照片中的人物，我

可以做什麼行動來改變現在

的狀況？

　　　　　　　　　　　　

　　　　　　　　　　　　

　　　　　　　　　　　　

　　　　　　　　　　　　

請描述事件發生的時間、地

點和狀況？

　　　　　　　　　　　　

　　　　　　　　　　　　

　　　　　　　　　　　　

　　　　　　　　　　　　

我為什麼對這件事情感興

趣？我認為有哪些因素造成

這事件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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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蟲面具為法國藝術家賈克．樂寇（Jacques  Lecoq）為培訓演員而開發的。它處於「人類

前狀態」，仍在「轉變為角色中」，所以演員必須放大動作和手勢，才能做出清晰的特徵。



名  家導言家導言名  

LE
SSO

N

2

‧賈克．樂寇

 ‧ 亞里斯多德

 ‧ 賽士比斯

 ‧ 埃斯庫羅斯

 ‧ 索福克勒斯

藝  術家

‧中性面具

‧戴奧尼索斯

‧悲劇

‧囃子

‧地謠

藝  術Spotlight

 ‧ 認識古今中外以「面具」作為表演媒介的

戲劇與舞蹈。

  ‧ 體驗面具表演的技藝，並以面具形象塑造

一個由外而內的戲劇角色。

  ‧ 分析自己與面具角色的異同，學習尊重不

同生命故事的獨特性。

學  習重點

議 題 融 入

‧生命教育

你是否曾在校慶或萬聖節透過面具扮演

令人驚豔的角色？是帥氣的蝙蝠俠？詭

譎神秘的無臉男？武功高傾的鹹蛋超

人？還是擁有超能力的綠臉摩登大聖？

就讓我們一起探索以面具為傇礎的表演

藝術，看看這些面具是如何發揮它神奇

又魔幻的能力！

面面俱到

表演趣

‧社會

跨  領域

我最在乎的是尋找真正屬於劇場的面具，也就是那些能夠傳遞

人性，提供轉化並且達到特定表演層次的面具。

賈克．樂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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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假假真真

你是一個真情流露的人嗎？在生

活中和別人相處時，我們有時會不經

意戴上「面具」營造某個「形象」，

可能是為了確保地位、保護自我，也

可能是為了贏得掌聲。躲在「面具」

後面，我們有了安全感，但卻不一定

出自真心。 

而真的戴在臉上的面具，則有多

元的意涵。面具的使用，普遍被認為

與人類的原始文化、宗教信仰、圖騰

崇拜、祭祀儀典等有關。隨著文明進

步、宗教意味的降低，「面具」成為

表演時使用的媒介，除了能吸引觀眾

的注意力外，更能以外在形象建立角

色，搬演動人的生命故事。

思考啟動鈕

在中性面具的練習中，你的個性可以呼應

哪個元素／質感？請和同學們分享。

藝術 spotlight

中性面具（Neutral Mask）

是一張沒有年齡、性別、個性且無表情的臉，可以讓演員

回歸最真實與純粹的狀態，也是所有面具表演的基礎。

 圖1 《大頭仔去𨑨迌》魔梯形體劇場 2019 台北兒童

藝術節，攝影師：小川先生。魔梯形體劇團以可愛的

「大頭仔」真誠卻魔幻的呈現臺灣人可愛美麗的生活

時刻，透過劇場式的互動與參與，揭開人生中的酸甜

苦辣、美麗哀愁。

沒有臉部表情時，該用什麼樣的肢體才

能讓觀眾接收你表達的訊息？戴上面具後，

以不同的元素或質感，例如：水、火、風、

膠、鋼等為題，試著展現不同的肢體。

課堂活動　戴上面具，讓身體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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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表演的濫觴

古希臘戲劇是西方劇場的起源，早在公

元前五、六世紀就有面具表演的紀錄，起源

於三月底、四月初為祭祀酒神戴奧尼索斯

（Dionysus）舉辦的「城市酒神節」（City of 

Great Dionysia），那段期間舉國休假，舉辦

狂歡的歌舞及遊行，並有戲劇、舞蹈以及歌

隊的悲劇競賽。

歷史上第一位演員賽士比斯（Thespis）

就是靠著不同的面具，一人分飾多角並和歌

隊互動，成為第一次悲劇競賽的冠軍得主。

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

則加入了第二位演員，使得角色間有面對面

衝突之展現。之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又加入了第三位演員，讓戲劇的高潮與情節

更加完整。

 圖3 《阿卡曼儂》同黨劇團 2014 臺北牯

嶺街小劇場。埃斯庫羅斯的《奧瑞斯提

亞》（The Oresteia）三部曲包含《阿

卡曼儂》（Agamemnon）、《奠酒

人》（The Libation Bearers）及《和善

女神》（The Eumenides）。

 圖2 《伊底帕斯王》金枝演社 2016 臺

北國家音樂廳。索福克勒斯的《伊底

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首演於

西元前430年，被譽為古希臘悲劇的典

範。

藝術 spotlight

悲劇（Tragedy）

古希臘悲劇大多改編自神話、史詩與英

雄傳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詩

學》（Poetics）中指出：悲劇是對一個

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模仿，

使用經過裝飾的語言，以戲劇而非敘述

的方式，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使這些

情感得到抒解。

戴奧尼索斯

古希臘神話中的酒神，是宙斯與少女賽

墨勒之子，被天后希拉殺後遭肢解而後

奇蹟復活，成為酒與豐腴之神。戴奧尼

索斯象徵著生命循環、重生、季節輪轉

等意象，然而祭祀祂更是為確保春天的

再來與豐饒作物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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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面具的奧秘

古希臘戲劇的面具常以亞麻或軟木製成，誇張的線

條使得觀眾能辨識角色的造型，悲劇面具帶有痛苦、悲

傷的表情，喜劇面具則以笑臉示人或帶有奸邪之味。在

面具結構方面，有利於表演者聲音的傳遞，使臺詞具有

穿透力，讓露天劇場的每位觀眾聽得清清楚楚。

然而，面具本身是死的，唯有經過表演者動人的詮

釋與肢體動作的搭配，才能彰顯面具角色生命的色彩。

請發揮創意，以壓克力

顏料在一般布製口罩上，畫

出有趣又搞笑的嘴巴，讓

它有不同形狀與弧度。戴

上口罩後，動動眼睛、

眉毛，加入肢體動

作，並和同學分享還

可以有哪些變化？

課堂活動　我的口罩面具最酷炫

 圖4 古希臘戲劇的

喜劇（左）與悲劇

（右）面具。

 圖 5  希臘悲劇中的歌

隊。演員會戴上面具與

歌隊互動演出，當演員

離開了舞臺去換裝與更

替面具成為另一個角色

時，歌隊便以載歌載舞

的方式彌補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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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多姿的面具表演

與古希臘戲劇有異曲同工之妙，也以面具作為表

演媒介，還包含具代表性的義大利即興喜劇、中國儺

戲、日本能劇、印度查烏舞、泰國倥舞等。讓我們一

起欣賞他們的箇中奧妙吧！

義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

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為躲

避政府審查劇本，演出前會在後臺

張貼劇情大綱與結局，而逐漸發展

即興表演的模式。定型角色（stock 

characters）是特色之一：除了情侶

不戴面具外，一般人物、僕人皆會

以面具形象建立角色，搭配誇張的

手勢與姿態、戲謔的性格詮釋，無

不讓觀眾捧腹大笑。

 圖6、7、8 即興喜劇的

定型角色。義大利即興

喜劇透過面具給予角色

固定形象，例如：潘大

隆（Pantalone）是狡

猾卻容易受騙的威尼斯

商人、博士（Dottore）

愛賣弄學識，又愛講聽

不懂的拉丁文，事實上

他根本一知半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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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儺挪戲

「儺」是中國古代用以驅

邪避凶的巫術，「儺戲」則從

儀式祭典中吸取民間歌舞與戲

劇逐漸轉化而成。儺戲的演員

大多是巫師，表演內容涉及宗

教鬼神與驅疫納福，依角色類

型戴上所屬的彩繪木質面具，

使用的樂器有鑼、鼓與鈸等，

蘊含了民俗、歷史與宗教等珍

貴的藝文價值。

日本能劇（Noh）

能劇興盛於西元十四與

十五世紀，本質是舞劇的一

種，氣氛神祕而有意境。表演

者深信面具是有靈魂的，神

聖性不容侵犯。表演由三個

系統組成，包含全為男性的

「演員系統」（actor system） 

、樂隊「囃子」以及有如希

臘歌隊的「地謠」。於2001

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世界非物質文化

遺產名錄。

藝術 spotlight

囃 子（Hayashi）

在能劇中由小鼓、大鼓（大皮）、太鼓（締太鼓）

以及笛子（能管）四種樂器所組成的樂隊。

地謠（Jiutai）

能劇中以言語、歌唱來推展劇情的表演系統。

 圖9 安徽省池州市的儺戲。有人稱儺戲為中國戲

曲的活化石，至今在中國各地仍有儺戲上演。

 圖10 東京都澀谷區的能劇。演員戴上能劇中常見的般若面具

（Hannya），此角色是因嫉妒心而幻化成的女鬼。面具外型以頭

上長角、張嘴露齒、眉頭深鎖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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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查烏舞（Chhau Dance）

查烏舞源於印度東部偏

遠山區，舞者的動作像是模

仿禽鳥獸類作戰時的動作，

會穿戴華美又巨大的面具，

配合手勢和千變萬化的姿態

傳達情感。演出內容大多改編

自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羅摩衍

那〉（R a m a y a n a）與傳說

等，並於2010年被列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

泰國倥空舞（Khon）

倥舞擁有四百多年的歷

史，是一種華美氣派、色彩

鮮豔的戴面舞蹈，結合了武

術、音樂與吟誦，排場十分

宏偉。早期只對皇宮貴族表

演，近代才逐漸走向民間。

倥舞題材來自泰國文學作品

《拉瑪堅》（Ramakien），

可謂印度史詩〈羅摩衍那〉

的泰國版本。

 圖12 泰國紅統群島的倥舞。倥劇的角色大致可分為：人、惡魔

和動物。主要角色之一：神猴哈奴曼就戴著絢麗的白色面具出

場，祂武功高強，是泰國人民勇敢機智的精神象徵。

 圖11 印度西孟加拉邦村的查烏舞。「查烏」原文有面具、影

子之意。舞者會穿戴華美的服裝與面具，在顏色方面，綠

色、紅色代表神祇或好人，黑代則表邪惡的一方，色彩斑

斕、炫彩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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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面具角色都擁有它的獨特性、動人的生命故事。請發揮想像力，試想面具角色

說了什麼臺詞？為他們設計一個合理的劇情吧！

課堂活動　面具角色的四格漫畫

思考啟動鈕

獨一無二的面具角色有著自己的生命故事，當然你更是如此。請

和同學分享你最滿意自己哪裡？有什麼特點是最與眾不同的？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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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表演的秘密

思考啟動鈕

你還發現了哪些面具表演的撇步？請和

同學分享。

 圖13 《黑色微光》飛人集社 2019 臺中國

家歌劇院。飛人集社劇團與大師賴瑞 李

德（Larry Reed）合作挑戰「電影式光

影」的敘事手法。透過真人演出、面具人

偶等變化，帶領觀眾進入故事裡心靈受創

的小男孩內心，伴隨他走過一段在黑暗中

看見微光的歷程。

尊重並愛護每一個面具

每一個面具就像一個有生命的個體，我們運用他並與他互動和表演，因此

在收納、拿取時更要懂得尊重與愛護。

背對觀眾戴上面具

表演前，先背對觀眾或在屏風後戴上面具，再以全新的樣貌面向觀眾，讓

面具角色帶領你說話與行動。

面具的正臉才是王道

面具角色的側臉、背面較不易傳達情感，因此表演時盡可能以面具的正臉

示人，並以他的眼睛和視界來觀看這個世界。

1

3

2

4 放大肢體動作，找到角色姿態

當面具遮住臉孔，演員的肢體動作便顯得格

外重要。唯有將動作準確的、直接的、誇張的表

現出來，才能讓角色動人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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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表演使用的面具時常會刻意誇

飾其造型，例如：扭曲的鼻子、大大的

嘴巴等，透過臉上的線條、顏色、皺

紋、肌理變化，讓觀眾能馬上分辨角色

鮮明的形象，由外而內塑造角色。讓我

們用簡易的材料，呼應角色的個性與生

命故事，塑造獨一無二的面具角色吧！

課堂活動　動手做面具

戴上面具並擺出一個富有戲劇張力的定格畫面，讓同學猜猜看發生什麼事。最後再

想一句臺詞，當老師拍到你的肩膀時，大聲地說出角色的言語。

課堂活動　從面具到角色

思考啟動鈕

你的面具造型有什麼特色？為什麼你選擇這些顏色？你和這個角色的個性有何異同？

剪刀
紙漿面具

塑土工具 畫筆

壓克力顏料

超輕土

白膠

鬆緊帶

面具完成

步驟1 步驟2

拿取適量的超輕土，塑造出角

色的眉毛、鼻子、兩頰肉、額

頭、皺紋等造型。

步驟3

等超輕土乾後，拿取剪刀順著

肌理剪成半臉面具。

將白膠均勻地抹於紙漿面具的

嘴唇以上。

步驟4 步驟5

將面具翻面，塗上一層白膠、再

押上鬆緊帶，最後蓋上一層超輕

土固定、待乾即可。

使用壓克力顏料上色，善用陰

影及亮面之變化，強化其立體

感。待乾後依照角色特質黏上

毛髮等。

材料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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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你製作的半臉表情面具為基礎，發揮想像力完成以下五

個部分：先在中間的圓圈裡畫上你設計的面具，並寫上面具角色

的名字和年齡；外圈的四個部分代表該角色的生活面貌以及生活

中會接觸到的人，分別為：住所、親人、閒暇、工作／學習。

課堂活動　面面俱到的角色

 圖14、15 《生命無限好》弗洛茲劇團 2016 愛丁堡國際音樂節。利用面具、肢體、音樂三者為創作核心，以

詼諧式默劇的風格名聞遐邇。《生命無限好》以喜劇形式展現老與幼、生與死的故事，透過演員風趣的肢體

動作綻放不一樣的生命力。

名字：　　　　　　　年齡：　　　　

主角有哪些重要朋友？

在閒暇之餘會做哪些事

情呢？

　　　　　　　　　　

　　　　　　　　　　

閒暇

主角的工作地點在哪？

主角在生活中喜歡去哪

裡呢？

　　　　　　　　　　

　　　　　　　　　　

工作／學習

主角住在哪？

那個空間有什麼？

　　　　　　　　　　

　　　　　　　　　　

　　　　　　　　　　

住所

主角有哪些家庭成

員或親戚？

　　　　　　　　　　

　　　　　　　　　　

　　　　　　　　　　

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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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組員發揮想像力，彼此分享已製

作完的半臉表情面具：他的個性、

動作、生活條件、個人故事等。

各組抽籤決定戲劇情境：火災、探

險、逃獄、喪禮、頒獎典禮等。

排練一個具有完整片

段，約五分鐘的喜劇或

悲劇表演。

分組呈現。

各組依照情境抽籤討論各個角色如

何因應這樣的戲劇情境，面具

角色彼此的關係又為何。

將全班分組，每組四至五人。

　　　分享與回饋：哪組的表演最令

人印象深刻？為什麼？如果是你面對

此戲劇情境，你和面具角色所做的決

定有哪些異同？

1
2

3

4

5

6
7

 面目一新的 

戲劇表演

當不同面具角色聚

集在一起，會發生什麼

有趣的事情呢？接下

來，讓我們透過肢體、

聲音、情緒來詮釋角色

的生命故事吧！

198



回顧古今中外的面具表演，無不為表演藝術帶來豐沛的劇場

美學。戴上面具，我們成為嶄新的角色，詮釋多采多姿且逼真的

生命故事；卸下面具，我們更應該找回真心的自己，迎向獨一無

二且真摯的人生旅程。雖然我們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卻可以努

力創造生活的價值！讓我們試著卸下保護色，讓真、善、美進入

生活中，使人生旅程面面俱到，動人而閃耀！

 圖16 《再一次．美麗人生》沙丁龐客劇團 2020 臺北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演

廳。世界上最小的面具，就是紅鼻子。這齣戲保有戲劇小丑的幽默喜劇風格，帶

領觀眾探討生死議題，也讓觀眾學會笑著道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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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單
一、面具知識小學堂學習單

（　　）1 下列哪一種面具是法國藝術家賈克．樂寇為培訓演員而開發的面具，它處

於 「人類前狀態」，好像還沒長大發展成熟的生物？

A幼蟲面具　B中性面具　C半臉表情面具　D嘉年華面具

（　　）2 古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的《奧瑞斯提亞》三部曲，不包含下列何者？

A《阿卡曼儂》　B《奠酒人》　C《和善女神》　D《米蒂亞》

（　　）3 歷史上第一位演員靠著不同的面具，一人分飾多角並和歌隊互動，並成為

第一次悲劇競賽的冠軍得主，他是誰？

A亞里斯多德　B莎士比亞　C賽士比斯　D索福克勒斯

（　　）4 義大利即興喜劇的表演者會戴上面具演出，每個面具也有固定的表演方式

與動作姿態，請問這稱之為何？

A戲劇高潮　B定型角色　(C)社會角色　D角色衝突

（　　）5 能劇興盛於西元十四與十五世紀，氣氛神祕而有意境，表演由三個系統組

成，不包含下列何者？

A男性的「演員系統」  B樂隊「囃子」 

C佈景複雜的「水舞臺」  D如希臘歌隊的「地謠」。

二、世界各地的面具表演

想想看，本課教了哪些世界各地的面具表演？寫出標示地點中代表的國家名稱與

表演劇種為何。

希臘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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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的半臉面具最特別

請戴上面具後依照下列指定的情境與動作，拍照並列印出來貼

於此。想想看，如何明確地以外顯動作與表情彰顯角色的性格。

2我的深刻省思

1 我飾演的角色跟我自己的個性有何異同？如果我面對同樣戲劇處境時，我會怎麼做？

　　　　　　　　　　　　　　　　　　　　　　　　　　　　　　　　　　　　　

2在這次的面具表演呈現中，我有何優點與待改進處？

　　　　　　　　　　　　　　　　　　　　　　　　　　　　　　　　　　　　　

等公車等得不耐煩

中了樂透，興
奮不已

鬼鬼祟祟地撿起地上
的物品

最佳團隊
最佳面具設計 最佳角色塑造

獲獎原因：

　　　　　　　　　　　　　　

　　　　　　　　　　　　　　

獲獎原因：

　　　　　　　　　　　　　　

　　　　　　　　　　　　　　

獲獎原因：

　　　　　　　　　　　　　　

　　　　　　　　　　　　　　

四、面具表演金像獎

1 在課堂呈現─「面目一新的戲劇表演」中，哪些小組或同學令你印象深刻？請寫

出你心目中的最佳團隊、最佳面具設計、最佳角色塑造，並寫出獲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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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紐約百老匯街景。



3
LE
SSO

N 歌聲舞影

戲上場

名  家導言家導言名  

‧奧斯卡．漢默斯坦二世

‧理查．查理斯．羅傑斯

‧史蒂芬．約書亞．桑坦

‧安德魯．洛伊．韋伯

藝  術家

‧歌舞劇　　　

‧百老匯

‧四大音樂劇　

‧東尼獎

‧音樂劇節

藝  術Spotlight

‧認識音樂歌舞劇的沿革。

‧認識音樂歌舞劇的類型及其代表作品。

‧認識音樂歌舞劇的核心元素。

‧瞭解臺灣音樂歌舞劇的現況。

‧瞭解從音樂歌舞劇到歌舞片的發展。

‧學習創作音樂歌舞劇元素的片段。

學  習重點

議 題 融 入

‧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國際教育

內心有僓緒，我們可以放聲歌偰；內心有感

偟，我們可以起身舞偟，當我們用歌來說故

事，用舞來傳遞僓感，也許能傌彌補純粹語

言文字的不足，讓人更能感同身受。

‧視覺藝術

‧音樂

跨  科目

音樂劇本質上那是種渲染力，而歌舞又把戲劇裡的情感擴大

了、投射了在你身上。身為一個創作者，能用這樣方式來創作

是很開心的。

王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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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C a t s）、《獅子王》（T h e  L i o n 

K i n g）、《歌劇魅影》（T h e  P h a n t o m  o f  t h e 

Opera）、《鐘樓怪人》（Notre-Dame de Paris）、

《歌舞青春》（High School Musical），都是曾經巡

迴臺灣，並造成熱烈迴響的演出，這些作品有一個共

通性－都是「歌舞劇」！

「無聲不歌，無動不舞」這樣的形容，最早是在

中國的傳統戲曲中出現，雖然給予觀眾的感動不盡相

同，「歌舞劇」卻同樣三位一體：以戲劇達意，歌曲

傳情，並以舞蹈畫龍點睛，風行於當代的舞臺！

讓我們穿越世界及臺灣的劇場之間，體驗兼具視

覺與聽覺雙重享受的「歌舞劇」之旅。

藝術 spotlight

歌舞劇（Musical）

以「劇本」情節發展為主軸，結合「歌唱」及「舞蹈」藝術形式的劇場作品，最常見

的翻譯為「音樂劇」或「歌舞劇」，但若以較廣泛的說法，及較深的意涵論之，則以

「歌舞劇」更全面。

課堂活動　第一眼印象

音樂歌舞劇的海報設計，經常會有獨特意象和辨識度，令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請你從課本出現的海報中，和同學分享原本就知道的作

品，也藉由觀察和思考，試著猜猜其他作品可能的主題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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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開表演藝術的新頁

所有的成就都來自累積，「歌舞劇」

的發展就是來自英國與美國多種表演型

態的累積，例如：十八世紀融入當時民

謠、詩歌、民間音樂且有教化目的的「乞

丐歌劇」（Beggar's Opera），十九世紀

取材現實、通俗且輕快幽默的「輕歌劇」

（Operetta），二十世紀結合歌唱舞蹈來說

笑嘻鬧的「歌舞喜劇」（Musical Comedy）

等，都為「歌舞劇」的興起奠基。直到

1927年《畫舫璇宮》（Show Boat）以熱

鬧有趣的形式、通俗的情節，廣為觀眾喜

愛，正式開啟歌舞劇發展的序幕。

藝術 spotlight

百老匯（Broadway）

為美國 紐約市南北向的交通要道，因路兩旁劇

院林立，全年無休上演各類型表演，尤以音樂

劇最為著名，因此成為音樂劇的代名詞。另一

個與之齊名的，則是英國 倫敦西區，也是許多

音樂歌舞劇公演的所在。

思考啟動鈕

在你的印象中，曾經學過或看過什麼樣的演

出，也融入歌唱及舞蹈於戲劇之中的呢？

 圖1 《畫舫璇宮》2010 美國聖路易斯市立歌

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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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花齊放的風貌

「歌舞劇」有著不拘一格的自由性，相較於其他類型的表演藝術有較大的商

機，所以不斷有新作品推出，經典劇作更能在專屬劇院長年公演，即便已經落幕，

再重製演出也屢見不鮮。藝術很難絕對歸類，然而瞭解幾個粗淺的分類，可以幫助

我們進入歌舞音樂劇的世界。

文本型歌舞劇

以述說情節為主，並適時加入抒發情感的

歌曲，及協助劇情推演、進入高潮的舞蹈，

劇情通常起伏較大而牽動人心。有「美國音

樂劇教父」之稱的漢默斯坦和羅傑斯合作的

劇作是其中代表，例如：《奧克拉荷馬》

（Oklahoma）、《國王與我》（The King and 

I）、《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等。

 圖2 《奧克拉荷馬》2019 英國奇切斯特節日劇院。描述二十世紀初在美國西部原印第安人居住地的女主角，

和愛慕她的兩個追求者之間的故事，充滿了鄉村純樸又真摯的氣息。

藝術 spotlight

奧斯卡．漢默斯坦二世

（Oscar Hammerstein II）

美國音樂人、歌詞作家、音樂

劇製片人、導演，《畫舫璇

宮》即為其作品，兩度榮獲奧

斯卡最佳原創歌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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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星期天與喬治在公園》2013 法國夏特雷劇院。本劇創意發想來

自法國畫家喬治．秀拉（Georges Seurat）作品〈大碗島的星期天下

午〉。透過畫作與上下半場時空背景間隔一百年的對話，展現藝術作品

傳世千古帶給後人的深遠影響。

理查．查理斯．羅傑斯

（Richard Charles Rodgers）

美國著名的流行音樂及音樂劇作曲

家，是首位達成榮獲娛樂圈四類主

要年度大獎：艾美獎、葛萊美獎、

奧斯卡獎、東尼獎殊榮的音樂家。

史蒂芬．約書亞．桑坦

（Stephen Joshua Sondheim）

美國音樂劇及電影音樂作詞作曲

家，曾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

獎，七次東尼獎，東尼獎戲劇終

身成就獎，及普立茲戲劇獎。

概念型歌舞劇

 打破「說故事」

的形式，藉由文本探

討各種人生或社會議

題，傳達嚴肅或深沉

的意涵，所以故事

間較無連貫性，也有

更多的可能性。史蒂

芬．桑坦的作品《星

期天與喬治在公園》

（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拜

訪森林》（ Into  The 

Woods）等，都是此

類的作品。

 圖4 《拜訪森林》2014 奧地利布雷根茨。融合格林童話《灰姑娘》、

《小紅帽》、《長髮姑娘》、《傑克與魔豆》等故事情節與角色，在巧

妙編排下進入彼此的生活，發生一連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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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歌舞劇

因應龐大的市場需求

而生，講究大場面、大編

制，甚至還有炫目的特效或

裝置，娛樂及感官效果十

足，其中不乏許多著名且感

人的作品，安德魯．洛伊．

韋伯的《歌劇魅影》及與之

齊名的《西貢小姐》（Miss 

Sa igon），以及運用各式

偶、面具的《獅子王》，都

屬於頗有規模的大型音樂歌

舞劇。

 圖5 《歌劇魅影》 2013 德國不倫瑞克體育館。由法國作家卡斯

頓．勒胡於1910年出版的的小說改編，描述年輕的女歌劇演員和

一位年輕貴族，以及躲藏在法國巴黎歌劇院地下的天才怪人－魅影

之間的愛恨情仇。

 圖6 《西貢小姐》2017 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改編自浦契尼歌劇

《蝴蝶夫人》，並將時空背景改至1970年代的越南西貢，講述一

名越南女子與美軍士兵相戀，卻又遭其拋棄的悲劇故事。

搖滾型歌舞劇

搖滾，不只是一種音樂類型，更是一種文化

與生活態度，「搖滾音樂歌舞劇」便是以此為音

樂創作形式，在不斷創新與跨界下誕生的作品，

節奏強烈分明，更能打動人心，《萬世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阿依達》（Aida）、

《吉屋出租》（Rent）都是此類作品。

藝術 spotlight

安德魯．洛伊．韋伯

（Andrew Lloyd Webber）

《歌劇魅影》、《西貢小姐》、

《貓》、《悲慘世界》被稱為「四

大音樂劇」，分別以向觀眾席掉落

的水晶吊燈、凌空降下的直升機、

整個劇場裝置猶如大型垃圾場、如

積木般的電動佈景和旋轉舞臺，成

為舞臺特色，也都各有令人難忘的

場面和代表歌曲。

20世紀晚期最受歡迎的音樂劇作曲

家，曾獲多座東尼獎、葛萊美獎、

奧斯卡金像獎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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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 《吉屋出租》 2016 美國聖詹姆斯劇院。改編

浦契尼歌劇作品《波希米亞人》，改變其時空背

景，描述一群藝術家在理想與現實，以及愛滋病的

陰影下，仍奮力追尋愛與夢想。

 圖9 《萬世巨星》 2015 德國柏林。描述耶穌在

世的最後七天，以沒有明確是非善惡的現代觀

點，刻劃十二門徒中的猶大，對耶穌的心境轉

變和情感。

 圖7 《獅子王》1999 蘇格蘭皇家蘭心劇院。故事靈感來自莎士比亞作品《哈姆雷特》，敘述非洲草原的獅子

國王遭親兄弟謀殺篡位，小獅子辛巴一路成長蛻變，最終為父復仇成功，使動物重獲和平。本劇改編為音樂

電影亦大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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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劇並重型歌舞劇

這類型的歌舞音樂劇，大量增加舞蹈與歌曲的份量，

甚至演員不再「說」臺詞，情節推進都由音樂、歌詞和肢

體動作來展現，使得歌、舞、劇等量齊觀，發展出另一種

風貌，例如：《貓》、《酒店》（Cabaret）、《歌舞線

上》（A Chorus Line）都是其中經典。

思考啟動鈕

看過老師準備的歌舞劇

之後，你認為和一般戲

劇作品有何不同？其中

有哪些部分最令你難忘

和喜愛？為什麼？

 圖10 《酒店》2010 西班牙達戈爾達戈姆。以1930年代的魏瑪共和國的柏林為背景，描述年輕的夜總會女歌

手，在酒店表演時的遭遇，以及和一名作家之間的戀情，同時反映出德國如何遭到納粹黨的侵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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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之本―劇本

歌舞劇的故事，不宜過於複雜難

懂，或者蘊含太過艱澀高深的意象，才

能引起觀眾共鳴，所以取材自社會現

象、生活觀察，甚至改編知名文學作

品都是合適的劇本。例如：《悲慘世

界》（Les Misérables）改編自《孤星

淚》（Les Misérables）、《西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則改編自《羅密歐與

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讓觀眾

在熟悉故事情節的狀況下，更快地融入

表演之中。

 一齣歌舞劇的誕生

除了情節，歌舞劇還融合歌、舞，

相較其他表演藝術，動員的人力和製作

的經費較多，前製規畫與排練過程也更

為周密和辛苦。那麼「歌」、「舞」、

「劇」在這個綜合藝術的創作上，有哪

些特色呢？

思考啟動鈕

上網搜尋曾經演出的音樂劇作品，還有哪

些作品，是由文學作品改編的呢？

 圖12 《西城故事》2019 澳洲雪梨歌劇院。描寫

兩位相愛卻身處敵對族群的主角，最終為愛犧牲

的故事。反映出二戰後美國社會中種族歧視、青

少年犯罪等現實問題。

 圖13 《悲慘世界》2019 英國特拉法加廣場。以

1832年巴黎共和黨起義為背景，主角為了家人偷

麵包遭判重刑，多年後獲假釋希望得到救贖，並

用愛再去救贖別人的故事。被英國BBC電臺票選

為「全國第一不可或缺的音樂劇」。

 圖11 《歌舞線上》2013 倫敦守護神劇院。以歌舞團甄

選團員的過程，道出十七位舞者的心路歷程，最後在金

光耀眼的裝扮，和整齊一致的舞蹈動作中，讓人窺見逐

夢背後的殘酷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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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全班分成四組，以抒情、歡快兩種曲風的音樂，運用曾經在現代舞中所學到的技

巧，設計四個八拍的舞蹈動作，呈現「抒情：快手快腳」、「抒情：慢手慢腳」、「歡

快：快手快腳」、「歡快：慢手慢腳」的風格。

課堂活動　手腳×快慢

藝術 spotlight

東尼獎

1 9 4 7年起，由美國

戲劇聯盟（American 

Theat re   Wing）所

頒發的東尼獎（Tony 

Awards）是為獎勵百

老匯優秀的舞臺劇作品

而設立，也肯定歌舞劇

創作者的努力和用心。

有感即舞―舞蹈

舞蹈的設計，要確實配合故事的年代、人物的性格、歌曲

音樂的語法與調性做編排，以免出現與整體風格不符，甚至

令人感覺突兀的畫面。有些歌舞劇更會以某種舞蹈種類貫串其

中，以凸顯鮮明的風格。例如：《芝加哥》（Chicago）將舞

蹈動作的焦點放在手部，多變且層次豐富，而《四十二街》

（42ndStreet）則有許多群眾共跳踢踏舞的場面，除了靈活運

用腳部的節奏感，整齊劃一的大場面也表現出歡樂的感覺。

 圖14 《芝加哥》2020 墨西哥Teatro Telcel劇

院。背景設定在1920年的芝加哥，在紙醉金迷

的社會氛圍下，女殺人犯亦能一躍成為明星，

以真實事件題材諷刺司法與獄政系統的腐敗。

 圖15 《四十二街》 2017 英國皇家劇院。敘述平凡但有

舞蹈天賦的合唱團團員，誤打誤撞後經自身的努力，成

為百老匯明星，因簡單的劇情、具記憶性的歌曲，和精

彩的踢踏舞，成為膾炙人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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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全班分組，以老師指定的歌曲為素材，分別以

喜、怒、哀、樂等情緒進行演繹，體驗同一首歌以不同

詮釋所帶來的感受。

課堂活動　喜怒哀樂演歌趣

隨心而歌―歌曲

在編寫歌舞劇本時，應當將歌舞出現的場次和位置做好事先的規畫；尤其是歌

曲，不但必須適切的交代劇情發展、反應角色的心情感受，更牽動著舞蹈的風格走

向，而動聽的歌曲更容易受到喜愛。如：《貓》中的〈回憶〉（Memory），其詞、曲

意境都讓人動容。

 圖16 《貓》（Cats）2011 德國漢堡音樂廳。改編自詩人T．S．艾略特的詩集，故事從貓群在某個夜晚舉行

一年一度的慶典展開，呈現歡樂與盛大的歌舞場面，也看到了許多貓的故事，而老母貓因為領悟了生命，瞭

解幸福的意義，最後在祝福中進入天堂。

藝術 spotlight

運用原本為人所熟知的

歌曲，再編寫劇本將

之連結貫穿，也是歌舞

劇的一種創作方式，近

年來也改編為電影的

《媽媽咪呀》（Mama 

Mia），即是採用瑞典

流行樂團ABBA的多首

膾炙人口的歌曲所完成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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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為風潮的臺灣歌舞劇

雖然歌舞劇源自西方，在資訊發達、交流頻繁的現在，臺灣的表演藝術團隊，在

兼顧創作理念與商業價值的思考下，也開始致力於製作以本土為背景，並且更適合本

土觀眾的歌舞音樂劇作品，也許取材傳統音樂的菁華，也許融入流行音樂的元素，都

因為更貼近我們，於是漸漸發展出屬於自己風格的本土音樂劇！

 圖17 《台灣有個好萊塢》瘋戲樂工作室  2019  臺北城市舞臺。改編自國片《阿嬤的夢中情人》，以60年代

臺語片盛行時代為背景，敘述當年有「台灣好萊塢」之稱的北投片場中，電影人在現實與夢想間努力的過

程。

 圖18 《DAYLIGHT》躍演 2019 新北市藝文中心。故

事在一家名為「DAYLIGHT」的夜店中展開，講述一群

都會男女，對於愛情的各種態度，並在層層揭開秘密

後，找到屬於自己生命的日光。

 圖19 《天堂邊緣》天作之合 2018 臺中國家歌劇院大

劇院。三個沒有離開主角身邊，與之相處二十年的靈

魂，在所剩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必須離開人間前往投胎的

時候，幫助主角，並與之一同找回面對生命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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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 《吻我吧娜娜》果陀劇團 2018 臺北國家戲劇院。改編莎士比亞劇作《馴悍記》，講述一對姊妹與兩個

男子之間，對於愛情與男女地位的看法，於1997年首演，被稱為臺灣第一齣搖滾歌舞劇。

 圖20 《木蘭少女》台南人

劇團、瘋戲樂工作室聯合

展演 2011 臺北國家戲劇

院。以現代的觀點重新詮

釋古代花木蘭代父從軍的

故事，情節中翻轉刻板的

性別印象，重新定義木蘭

的心境，並以幽默趣味的

角度與觀眾拉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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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 《紅磨坊》（Moulin Rouge）2001 美國歌舞

片。榮獲第七十三屆奧斯卡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服

裝設計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等多項提名。

 圖25 《阿拉丁》（Aladdin）2019 美國歌舞片。

片中〈A Whole New World〉於動畫版榮獲第

六十五屆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

當百老匯遇上奧斯卡

音樂歌舞劇深受歡迎之後，為了讓更多觀眾感染其魅力，於是有了改編搬上大螢

幕，甚至新創作的歌舞片(musical film)，除了保留音樂劇的特色外，更運用實景拍攝、

攝影機運動、鏡頭剪接等技巧，讓歌舞呈現更豐富的場面，觀眾不只賞心悅目、目不

暇給，得到不同的享受與滿足，甚至因此獲得電影獎項的肯定與認同。

 圖23 《La La Land》 2016 美國歌舞片。於第八十九

屆奧斯卡獲得十四項提名，最終榮獲最佳導演、女主

角、攝影、原創音樂、原創歌曲、藝術指導六項大獎。

 圖22 《夢幻女郎》（Dreamgirls）2006 美國歌舞片。

榮獲第七十九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及最佳混音獎，最佳

歌曲、男配角、服裝設計等8項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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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百老匯

瞭解了歌舞劇的魅

力後，你是不是希望自

己能夠集唱、跳、演於

一身呢？

1 將全班分組，使各組都有擅長編劇、

歌唱及舞蹈等才華的同學，或集體討

論創作後，交付同學分工負責。

2 以歌曲＜I have a dream＞為共同創作

發想的主題歌曲，並以生活經歷為素

材，延伸創作約十分鐘的劇本。例

如：熱愛音樂的小琳，遇上了比賽的

挫折，而暗戀小琳的小翰默默的支持

著她。

3 配合劇中情節，再選擇幾首不同類型

及曲風的歌曲穿插其中，並可依據情

境改編歌詞。例如：小翰為鼓勵小

琳，邀約幾個好友一同外出，改編陳

明韶的〈讓我們看雲去〉為〈讓我們

看海去〉。

4 設計能展現歌曲的簡單舞蹈或肢體動

作。例如：演唱〈讓我們看海去〉中

「讓我們看海去」時，以手勢舞動類

似海浪的質感；而「年紀輕輕，不該

輕嘆息」時，則設計加油打氣的動

作。

5 練唱、練舞、排戲分開進行後再予以

結合，檢視有無突兀或不妥之處。

6上臺分組呈現。

 圖27 討論改編並試著練

唱會運用到的歌曲。

 圖28 配合歌曲，做

出能凸顯歌曲情境的

動作：小翰想要鼓起

勇氣邀約小琳。

 圖29 舞蹈畫

面也可以有高

低不同的變

化：身邊的朋

友為許願的小

琳加油打氣。

 圖30 歌曲尾聲

有特別的定格

畫面，凸顯人

物的心境，也

強化主題：最

後朋友們看著

天上的星星，

也期許一起完

成「星」願！

〈I Have A Dream〉

音樂

218 表演藝術



歌舞劇以美麗奪目的身影，在表演藝術的舞臺占有一席之地，各類型和題

材的歌舞劇演出，正以方興未艾的姿態吸引眾人的目光與喜愛，世界如此，臺

灣亦然，不管看熱鬧或看門道，歌舞劇都是很好親近的表演藝術。

別忘了親自走進劇場，感受歌舞劇歌曲、舞蹈、戲劇三合一的美好經驗，

視覺、聽覺與心靈震撼的三重感動，如果你願意，也可以用這樣的形式，向身

邊的人表達情感，相信會比單純的文字或語言更為濃郁，也更為動人！

藝術 spotlight

因為音樂劇普遍受到歡迎，世界各地也會以

策展的形式，進行交流與展演，亞洲就有韓

國 大邱國際音樂劇節（Daegu International 

Musical Festival）、上海國際音樂劇節，臺

灣 新北市近年來也開始籌辦新北音樂劇節。

 圖31 《黑膠男孩》─黃士偉 One Man Show 

天作之合劇場 2015 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全劇一人飾演多角，從一張被遺忘的黑膠唱

片，和一首神秘的歌曲開始，回溯一個男子

的人生與心境轉折。

 圖32 《焢肉遇見你》 C MUSICAL 2019 臺

北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全劇由陳品伶一人

飾演十個角色，敘述一個三十多歲、專長離

婚官司的女律師，當自己面對婚姻與愛情時

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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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玩咖Let ś go——馬卡龍鑰匙圈

同學經過櫥窗的時候，會看到許多精美的食物模型，我們的生活周遭，也有許多

運用黏土製作的可愛文具小物。在欣賞了具象的雕塑作品後，讓我們透過黏土的揉、

捏、拉、塑形等，製作精緻可愛的馬卡龍鑰匙圈吧！

取直徑約20mm圓球的粉紅色黏土，搓揉成光滑

圓球。
1

用手修整圓片外型，使其呈現圓滑無角度。3

以牙籤搓出馬卡龍裙邊。5

使用墊板或直尺壓成直徑約30mm的圓片。2

取直徑約13mm圓球的粉紅色黏土，搓成細長條

圍繞在圓片周圍。
4

同樣的製作方式，完成二片馬卡龍餅皮。6

示範藝術家： 蕙菁

配合視覺第 2 課「你不知道的雕與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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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直徑約13mm圓球的白色黏土製作馬卡龍內

餡，並用墊板或直尺壓成直徑約25mm的圓片。
7

放上9針。9

將白膠塗在一片馬卡龍餅皮內側，放上馬卡龍

內餡的白色黏土圓片。
8

在另一片馬卡龍餅皮上塗上白膠並黏合，即

完成一顆馬卡龍。
10

將馬卡龍串上鑰匙圈扣環，再加上蝴

蝶結裝飾，即完成馬卡龍鑰匙圈。
11

藝術 spotlight

　蕙菁，一名黏土創作

藝術家。提倡使用生活

中隨手可得的小工具製

作，創作從食物、花草

為出發點，透過黏土千

變萬化的魅力，將仿真

的食物、花草黏土融入

生活，以雙手的溫度捏

塑出屬於黏土的魅力與

特色。

課堂延伸創作 221



藝術玩咖Let ś go——凝結的記憶
藝術家透過現成物的選擇，讓物件跳脫原本的功能性，賦予新的意涵。你的身邊

是否有這樣的物件呢？也許是小時候的玩具，也許是被時代淘汰的3C產品⋯⋯，雖然

它們沒有了當初的功能，卻仍帶給我們滿滿的回憶。不妨透過本單元的實作，將它做

成一個全新的紀念小物吧！

將A劑和B劑以重量2:1的比例，加入杯內充分

攪拌混合，直到透明均勻為止。1 靜置約三到五分鐘，會看見許多氣泡浮起(若有散

落的小蒲公英可先置入幾朵)，等待氣泡消除。2

環氧樹脂（A劑+B劑，選擇SGS認證無雙酚A溶劑使用）、模具、紙杯或塑膠杯、攪拌棒、爽

身粉、布手套、塑膠手套、鑷子、要凝結的物件（以蒲公英為例）
準備材料

． 每年四到七月，可到校園、公園或河邊尋找蒲公

英，將其採集置入盒內乾燥，一週後即可使用。

． 製作時請維持室內通風良好，手部塗抹爽身粉後

戴上手套保護雙手。

!
注意事項

示範藝術家：蔡懷毅

藝術 spotlight

蔡懷毅，一位用樹脂工藝，自然重現蒲公英

於空間漫舞姿態的藝術家。致力推動環境觀

察及手工藝教學活動，以期待記憶中的自然

環境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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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紙杯中的環氧樹脂慢慢地倒入方形模具中

（約九分滿）。3

靜置24小時後，再調製一次環氧樹脂（步驟如

前），倒滿模具剩下的部分。5

將蒲公英用鑷子取出，輕放在樹脂上，等待其

自然而然的沉入。4

再靜置24小時後，即可置於水中脫模，完成一

顆透澈有生命力的蒲公英冰磚！6

完成一顆透澈有

生命力的蒲公英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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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反對的布魯斯〉歌詞中譯

中文譯詞 歌詞原文

反對先生，反對先生 Mr. Backlash, Mr. Backlash 

你以為我是誰？ Just who do you think I am 

你提高我的稅， You raise my taxes, 

凍結我的工資 freeze my wages 

把我兒子送去越南  And send my son to Vietnam

你給了我次等房屋  次等學校 You give me second class houses and second class 

schools 

你認為所有的有色人 Do you think that colored folks 

只是次等的傻瓜？  Are just second class fools.

反對先生 我要離開你 Mr. Backlash, I'm gonna leave you with the backlash 

blues.

（配合第一課p.131）

〈無名之街〉歌詞中譯

中文譯詞 歌詞原文

我想逃出去 I wanna run 

或是躲起來 I want to hide

我想拆除這座高牆 I wanna tear down the walls that hold me inside

這高牆鎖住了我 I want to reach out 

我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and touch the flame

我想知道「熱愛生命」是怎樣的感覺？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當我站在這條無名的街道上

（配合第一課p.133）

中文譯詞 歌詞原文

你是否聽見人民的歌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高唱憤怒民眾的歌？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這是一群不願再被奴役的民眾，屬於他們的音

樂。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當你的心跳因著音樂裡的鼓聲，迴盪不已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一個嶄新的生命就要開始，當明天降臨時！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你是否聽見人民的歌聲〉歌詞中譯 （配合第一課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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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頌〉歌詞中譯

中文譯詞 歌詞原文

芬蘭，看呀， 你的白天在破曉， Oi Suomi, katso, Sinun päiväs koittaa,

黑夜的威脅現今已被驅散。 yön uhka karkoitettu on jo pois,

在晨光中雲雀在蔚藍的天空 ja aamun kiuru kirkkaudessa soittaa

容牠自由自在； kuin itse taivahan kansi sois.

現今黑夜的勢力為白天所控： Yön vallat aamun valkeus jo voittaa,

妳的曙光已現! 我們的芬蘭呀！ sun päiväs koittaa, oi synnyinmaa.

（配合第一課p.135）

〈四海一家〉歌詞中譯

中文譯詞 歌詞原文

當我們聽到了懇切的呼喚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ed a certain call

全世界都應該要團結一致 When the world 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

有些地方的人們正逐漸死亡 There are people dying

是該伸出援手的時候了 Oh, and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對生命而言這是最好的禮物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配合第一課p.136）

〈那天使對他們說〉歌詞中譯

中文譯詞 歌詞原文

天使對他們說，不要害怕， And the angel said unto them, Fear not: 

因為，我帶給你們無比喜樂的好消息， for, behold, I bring you good tidings of 

是關乎萬民的。 great joy, which shall be to all people.

（配合第三課p.160）

〈親愛的爸爸〉歌詞中譯

中文譯詞 歌詞原文

喔，我親愛的爸爸 O mio babbino caro

我愛著俊美的他 Mi piace è bello, bello

我要去龐德羅莎街 Vo'andare in Porta Rossa

買定情戒！ a comperar l'anello!

（配合第三課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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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音（tenor）

音質優美，嘹亮結實。

莫札特《魔笛》

角色：塔米諾王子

著名曲目：第一幕〈這幅畫像

迷人美艷〉

（C∼c
2）

男低音（bass）

音質渾厚寬廣。

穆索斯基《鮑利斯．戈多諾夫》

角色：俄國沙皇

著名曲目：第四幕第三場〈再見

了我兒〉

（E∼e
1）

男中音（baritone）

音質華麗。

羅西尼《塞爾維亞的理髮師》

角色：費加洛

著名曲目：第一幕第一場〈好

事者之歌〉

（G∼g
1）

d e f g a b c
1

d
1

e
1

C D E F G A B C

男高音

男低音

男中音

人聲音傁圖
歌劇演唱家，會依照音域分為以下幾種類型，就讓我們來認識他們不同

的聲音特質，並欣賞每種角色的著名曲目。和同學討論或是請教老師，你認

為自己的聲音適合唱哪種類型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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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低音（alto）

音質低沉。

羅西尼《灰姑娘》

角色：灰姑娘

著名曲目：第二幕〈不再憂傷〉

（ f∼f
2）

女高音（soprano）

音質柔美明亮。

莫札特《魔笛》

角色：夜后

著名曲目：〈地獄之復仇沸騰在

我心中〉

（c
1∼c

3）

次女高音（mezzo-soprano）

音質溫厚。

比才《卡門》

角色：卡門

著名曲目：第一幕第五場〈阿

巴內拉舞曲〉

（ a∼a
2）

f
1

g
1

a
1

b
1

c
2

d
2

e
2

f
2

g
2

a
2

b
2

c
3

女高音

次女高音

女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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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家小故事― 

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1865-1957）

生平簡介

芬蘭和其他歐洲大國比較起來，相對面積較小，但卻非常重

視藝術與文化發展，西貝流士就是受到政府贊助的藝術家。

西貝流士從小就展露音樂天份，雖然因為家庭因素，大學先

研讀法律課程，但仍然執著於音樂，後來便專心往音樂之路前

進。

當時的芬蘭受到俄羅斯帝國統治，他創作《芬蘭頌》時，正

值俄羅斯打算加強控制，他以音樂表達民族情感，同時也鼓舞了

芬蘭獨立運動，終於獲得成功。

他的音樂具有北國風情，但並非以芬蘭民謠直接創作，而是

取材自芬蘭民間故事，以及用音樂來描述大自然美景。

除了受到芬蘭全民的愛戴，也是當代享譽國際的音樂家，然

而他在六十歲過後就開始不再創作，至今無人知曉原因，但他的

音樂仍為後世帶來很多感動與影響。

重要作品

交響詩《庫雷佛》（Kullervo）

交響詩《芬蘭頌》（Finlandia）

協奏曲《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Op. 47）

參考來源

《西洋音樂史與風格》劉志明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　1994年

《音樂史與欣賞》楊沛仁著　美樂出版社　2002年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J. Peter Burkholder, Donald Jay 

Grout, Claude V Palisca 7th edition 2005

可配合音樂第一課「正義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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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家小故事― 

柴科夫斯傇（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

生平簡介

柴科夫斯基原先是公務人員，後來才進入莫斯科音樂學院，

是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後在學校授課，並一邊創作。

他的音樂雖然帶有俄羅斯風情，但也非常浪漫。因為他在學

的時候，課程是以歐洲音樂為主，不過他很喜歡本國文學，例如

普希金（Pushkin）、托爾斯泰（Leo Tolstoy）⋯⋯等人的作品，

也從俄羅斯民間故事中汲取靈感，蘊含在樂曲中。

透過音樂家好友尼古拉．魯賓斯坦（Rubinstein Nikolay）的

推薦，他認識一位富孀—梅克夫人，她欣賞過柴科夫斯基的作

品後，非常讚賞，決定長期資助他，雖然兩人僅正式見面一次，

但信件往返千餘封，談話內容無所不包，友情延續了十多年。

柴科夫斯基許多作品適合舞臺演出，例如他的歌劇與芭蕾舞

劇，除了音樂動人之外，故事與情感都相當細膩，直至今日仍是

時常上演的作品。

重要作品

芭蕾舞劇《天鵝湖》

歌劇《尤金．奧聶金》

交響曲《悲愴交響曲》（Symphony No.6 in B minor, Op. 74, 

“Pathétique”）

參考來源

《古典音樂400年－浪漫派的巨星》錦繡出版　1994年

《音樂史與欣賞》楊沛仁著　美樂出版社　2002年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J. Peter Burkholder, Donald Jay 

Grout, Claude V Palisca 7th edition 2005

可配合音樂第二課「聞樂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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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家小故事― 

史特拉汶斯傇（Igor Stravinsky，1882-1971）

生平簡介

史特拉汶斯基的父親是男低音，發現兒子也很有天分，就讓

他學習音樂，但又因為他不規律練習，並不太支持他往這條路發

展，但他跟隨李姆斯基—科薩科夫（Rimsky-Korsakov）學習

後，越來越沉浸在作曲樂趣中。

他和迪亞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合作許多芭蕾作品，例

如：《火鳥》、《春之祭》等等，雖然《春之祭》在巴黎首演

時，引起觀眾騷動，但強烈的節奏感，粗曠而富生命力的俄羅斯

風情，撼動大家視聽，為音樂與舞蹈帶來革命性的影響。

他的風格多變，一開始富有國民樂派特色，轉為新古典主

義，最後嘗試用十二音創作，但不論哪個時期，他都是以縝密的

理性態度在作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移居美國，常指揮演出自己的作品，

愛上看電影、和許多文學家往來，過著多采多姿的生活。

重要作品

芭蕾舞劇《春之祭》

芭蕾舞劇《彼得羅西卡》

歌劇《夜鶯》

參考來源

《古典音樂400年-現代樂派的大師》錦繡出版　1994年

《西洋音樂史與風格》劉志明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　1994年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J. Peter Burkholder, Donald Jay 

Grout, Claude V Palisca 7th edition 2005

可配合音樂第二課「聞樂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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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家小故事― 

萊哈爾（Franz Lehár，1870-1948）

生平簡介

萊哈爾還在布拉格音樂學院就讀期間，就受到德弗札克

（Antonín Dvorák）注意，期許他不要為了學習小提琴而放棄作

曲，雖然當時學院規定作曲與演奏只能選擇一種，但受到鼓勵的

萊哈爾，還是私下向老師學習，也利用課餘時間自學。

他的父親是軍樂隊的隊長，因此萊哈爾在畢業之後，進入軍

樂隊，一開始只是助理，但很快晉升為指揮，之後更擔任維也納

歌劇院的指揮。

當時民眾的娛樂是看舞臺秀，劇情輕鬆通俗，載歌載舞，服

裝與布景則講究華麗，這種風氣從巴黎蔓延開來，萊哈爾的《風

流寡婦》也以這種方式，讓維也納的輕歌劇風靡全世界，甚至有

英文版本，還造成「風流寡婦時尚」，女孩們都依照劇中樣貌打

扮，萊哈爾也因此名利雙收呢！

重要作品

輕歌劇《風流寡婦》

輕歌劇《微笑大地》

管弦樂曲《金與銀圓舞曲》

參考來源

《我要和你一起聽音樂》許麗雯著　華滋出版　2012年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J. Peter Burkholder, Donald Jay 

Grout, Claude V Palisca 7th edition 2005

可配合音樂第二課「聞樂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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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家小故事― 

羅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

生平簡介

出生在音樂世家的羅西尼，受到良好的音樂教育，也很早就

獲得成功，《塞爾維亞的理髮師》就是他二十出頭歲的作品，

《威廉泰爾》更是連續演出五百場，可見其受歡迎。

他的作曲速度非常快，每年都能創作三到四部歌劇，角色刻

畫自然不做作，而且強調「美聲唱法」，使得曲調優美動聽。奇

怪的是，他約莫四十歲後，卻不再創作歌劇，甚至隔了十年之

久，才又開始寫作音樂，據說他患有躁鬱症和疑病症，一直覺得

自己身體有問題，但其實他的生活過得相當優渥，每逢週末還會

在家中舉行派對。

他熱愛美食，除了聘請歐洲有名的廚師之外，自己也會下

廚，還開發出許多食譜，例如「羅西尼牛排」。除了音樂成就，

他對料理界也貢獻良多呢！

重要作品

歌劇《塞爾維亞的理髮師》

歌劇《威廉泰爾》

歌劇《阿爾及爾的義大利女郎》

參考來源

《西洋音樂史與風格》劉志明著 全音樂譜出版社　1994年

《寫給年輕人的古典音樂小史》洪允杓著　林芳如譯　原點出版

　2018年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J. Peter Burkholder, Donald Jay 

Grout, Claude V Palisca 7th edition 2005

可配合音樂第三課「劇中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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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家小故事― 

馬士傸尼（Pietro Mascagni，1863-1945）

生平簡介

馬士康尼和浦契尼一同在米蘭音樂學院學習，也都走上歌劇

作家之路，兩人遭遇卻大不同：浦契尼成為名利雙收的著名音樂

家；馬士康尼除了《鄉村騎士》之外，雖然也有其他創作，卻都

沒有得到持續的關注。

馬士康尼以《鄉村騎士》這部歌劇參加出版社的新人歌劇

獎，他在截稿日當天完成，卻差點因為郵務耽誤時程，幸好仍準

時送達，他獲得首獎與演出的機會。

他以「寫實歌劇」的方式來表達，故事發生在義大利 西西

里島，音樂充滿當地民俗風情，甚至連景色都栩栩如生，他還運

用西西里方言，讓外國觀眾印象深刻。

然而他後來為獨裁的墨索里尼政權效命，不但不能自由寫

作，也受到諸多批評，政權垮臺後，他被進駐的聯合國沒收財

產，之後落寞的過世。

重要作品

歌劇《鄉村騎士》

參考來源

《音樂家被告中！：今天出庭不上台：古典音樂法律攻防戰》趙

炳宣著　陳聖薇譯　有樂出版　2018年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J. Peter Burkholder, Donald Jay 

Grout, Claude V Palisca 7th edition 2005

《The Story of Music: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Maria Lord, 

John S. Nelson Ullmann Publishing 2013

可配合音樂第三課「劇中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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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家小故事― 

殗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

生平簡介

浦契尼一家從玄祖父開始，就在教堂中擔任樂職，他自然也

走上音樂之路，雖然父親很早過世，但母親一直非常支持他的選

擇。

他擅長在歌劇中描繪女性內心情感，每個女主角也都有鮮明

個性。而他對劇本非常挑剔，一旦發現劇本不適合譜曲，即便已

經開始創作，仍然會毅然放棄；他也會為了讓故事更具真實性，

認真考究史地以及文化，例如寫《蝴蝶夫人》時，他就請朋友在

日本為他記錄當地音樂，讓他的創作更具日本情調。

他的歌劇幾乎都很受歡迎，卻也人紅是非多，有人批評他的

作品過度煽情、虛情假意，但他的故事其實許多都反映國家動盪

下，市井小民的無奈，也因此受到一般大眾的共鳴。

重要作品

歌劇《波西米亞人》

歌劇《托斯卡》

歌劇《強尼史基基》

參考來源

《古典音樂400年-浪漫派的巨星》錦繡出版　1994年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J. Peter Burkholder, Donald Jay 

Grout, Claude V Palisca 7th edition 2005

《The Story of Music: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Maria Lord, 

John S. Nelson Ullmann Publishing 2013

可配合音樂第三課「劇中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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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節奏練習

同學們可用穩定的拍子練習拍打以下節奏。

1

2

3

4

5

6

7

8

9

0

音樂傇礎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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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直笛指法表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右手

食指 4—

中指 5—

無名指6—

小指 7—

— 0 大拇指

—1食指

—2中指

—3無名指

左手

f 1 g1 a1 b1 c2 d2

Fa Sol La Si Do Re

4 5 6 7 1  2

 f  g /a  b  c 2  d 2/e 2     f 2  /    g 2       g 2  /a 2

 升Fa 升Sol/降La 降Si 升Do 升Re/降Mi      升Fa /         降Sol 升Sol/降La

 4 
 

5 /6 
 

7 
 

1  
2 / 3

 
4

 
/ 5

 
5 / 6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音名

唱名

簡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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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開孔

 ＝閉孔

 ＝半開孔

 b
2
 c 3  d 3  / e

3
 f 3   / g

3
 g 3/a

3
 b

3

 
降Si 升Do 升Re / 降Mi 升Fa / 降Sol 升Sol/降La 降Si

 7
 

1
 

2
 / 3

 
4

 / 5
 

5 / 6
 

7

 e2  f 2  g2  a2  b2  c3  d3  e3  f 3  g3  a3  b3  c4

 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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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毻引
感受生活妙策青春

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1946-，英） 5

王耀邦 24

陳鈺郿 26

時光影青春展

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Allan Spielberg，1946-，美） 

 33

盧米埃兄弟（The Lumiere Brothers，兄1862-1954，弟

1864-1948，法） 36

李安（1954-） 34

拾光走廊．樂音飛揚

席慕蓉（1943-） 49

希雅（Sia Furler ，1975-，澳） 54

克里斯坦．古茲曼（Christian Guzman，美） 54

傑森．摩爾（Jason Moore） 54

山姆．史密斯（Sam Smith，1992-，英） 54

史俊威（1979-） 58

讓資訊「藝」目暸「欄」

赫伯特·賽門（Herbert Simon 1916-2001，美） 66

空間中的雕刻魔塑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義） 87

林舜龍（1958- ） 88

朱銘（1938- ） 89

蒲添生（1912-1996） 89

黃土水（1895-1930） 90

福田繁雄（Shigeo Fukuda， 1932-2009，日） 92

克里斯福克斯（Chris Fox ，澳） 93

喬．羅森塔爾（Joe Rosenthal，1991-2006，美） 94

費利克斯．韋爾登（Felix de Weldon，1907-2003，

美） 94

達利達（Dalida，19331-1987，法） 97

林健成 97

楊北辰（1970- ） 98

克拉斯．歐登伯格（Claes Oldenburg，1929，瑞典） 98

韓森（Duane Hanson，1925-1996，美） 99

榮．穆克（Ronald Mueck，1958-，澳） 99

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

俄) 100

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1876-1957，法） 100

胡慧琴（1977- ） 100

亨利．摩爾（Henry Spencer Moore，1898-1986，英） 

101

薄邱尼（Umberto Boccioni，1882-1916，義） 101

札德基恩（Ossip Zadkine，1890-1967，法） 101

奧本海默（Méret Elisabeth Oppenheim，1913-1985，

瑞） 102

傑夫．昆斯（Jeff Koons，1955-，美） 102

阿曼．皮埃爾．費爾南德斯(Armand Fernandez，1928-

2005，法） 103

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1965-，英） 103

丁格利（Jean Tinguely，1925-1991，瑞） 104

泰奧陽森（Theo Jansen，1948-，荷） 104

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1898-1976，美） 105

生命的肖像

席德進（1923-1981） 108

維吉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1916-1988，美）  

 109

達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西） 111

李錦繡（1953-2003） 111

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1848-1903，法）  

 112

孟克（Edvard Munch，1863-1944，挪〉 112

波克林（Arnold Bocklin，1827-1901，瑞） 113

李嵩（1190-1230，中） 113

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1606-1669，荷） 114

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 115

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西） 115

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1937-，英） 116

劉其偉（1912-2002） 116

朗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義〉 118

委拉斯貴茲（Diego Rodríguez ，1599-1660，西） 118

卡莎特（Mary Stevenson Cassatt，1844-1926，美〉  

 119

林麗華 119

惠斯特（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美）119

馬克西姆．高爾基（Alexei Peshkov，1868-1936，俄） 

 120

卡蘿（Frida Kahlo，1907-1954，墨） 122

陳順築（1963-2014） 122

正義之聲

徐佳瑩（1984-） 126

胡德夫（1950-） 128

妮娜．西蒙（Nina Simone，1933-2003，美） 131

波諾（Bono，本名保羅．大衛．休森（Paul David 

Hewson）1960-，愛爾蘭） 133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 134

克勞德．米歇爾．勛伯格（Claude-Michel Schönberg，

1944-，法） 134

赫伯特．克萊次莫（Herbert Kretzmer，1925-，英） 134

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1865-1957，芬） 135

維科．安特若．科斯肯涅米（Veikko Antero 

Koskenniemi，1885-1962，芬） 135

麥可．傑克遜（Michael Jackson，1958-2009，美 ）  

 136

萊諾．李奇（Lionel Richie，1949-，美） 136

聞樂起舞

禹智皓（1992-）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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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1979-） 140

陳維斌 144-145

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

俄） 141、143

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俄 ）  

 141、148-149

雷哈爾（Franz Lehár ，1870-1948，奧地利） 146   

劇中作樂

羅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義） 159

馬士康尼（Pietro Mascagni，1863-1945，義 ） 159

浦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義） 162

伊娃．裴隆（Eva Perón，1919-1952，阿根廷 ） 168

胡安．裴隆（Juan Domingo Perón，1895-1974，阿根

廷） 168

提姆萊斯（Tim Rice，1944-，英 ） 168

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1948，英）  

 168

王希文（1982-） 170

蔡柏璋（1981-） 170

比才（Georges Bizet，1838-1875，法） 160-161

開啟對話的劇場

喬納森．福克斯（Jonathan Fox，1943-，美） 176

鍾喬（1956- ） 173、180

面面俱到表演趣

賈克．樂寇（Jacques Lecoq，1921-1999，法） 187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322，古希臘） 189

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前525-456，古希臘） 189

賽士比斯（Thespis，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 189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約公元前496-406，古希臘）  

 189

歌聲舞影戲上場

奧斯卡．漢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II，1895-

1960，美） 206

理查．查理斯．羅傑斯（Richard Charles Rodgers，

1902-1979，美） 207

史蒂芬．約書亞．桑坦（Stephen Joshua Sondheim，

1930-，美） 207

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 

BaronLloyd-Webber，1948-，英） 208

人名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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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資料來源內容

感受生活妙策青春

主題頁 插畫 / 李昀芸提供 

P.6 俄羅斯普希金博物館特展 / 聯合數位文

創公司提供

P.6 希望 未來 莫拉克風災紀念館 / 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提供

P.7 單位展 / 啟藝文化創意有限公司提供

P.7 成龍溼地國際環境藝術計畫 / 財團法人

觀樹教育基金會提供

P.7 失戀故事館 / 珍奇展覽有限公司提供

p.6-7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p.8-9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p.10-11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p.12-13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p.14-15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p.16-17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p.18-19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p.20-21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圖1 展覽圖 / 格式設計展策 提供，攝影：王

耀邦

圖2 展覽圖 / 格式設計展策 提供，攝影：汪

德範

圖3 展覽圖 / 陳鈺郿 提供

圖4 展覽圖 / 陳鈺郿 提供

p.26-27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p.28-29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p.30-31 插畫 / 馮珉彤提供 

時光影青春展

主題頁 《怦然心動》/ 典匠資訊提供

圖1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典匠資訊提供

圖2 第55屆金馬影展主視覺海報 / 臺北金馬

影展執行委員會提供

圖3 2021金馬奇幻影展 / 臺北金馬影展執行

委員會提供

p.36 盧米埃兄弟 / 典匠資訊提供

p.36 《爵士歌手》/ 典匠資訊提供

p.36 《火車進站》 / 達志圖庫提供

p.37 《摩登時代》 / 達志圖庫提供

p.37 《浮華世界》 / 達志圖庫提供

p.37 《萬花嬉春》/ 典匠資訊提供

p.37 《阿凡達》/ 典匠資訊提供

p.38 《大俠梅花鹿》/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

中心提供

p.38 《養鴨人家》/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p.38 《彩雲飛》/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提供

p.38 《八百壯士》/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p.39 《海角七號》/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提供

內容 資料來源內容

p.39 《兒子的大玩偶》/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p.40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華映娛

樂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p.40 《孤味》/  彼此影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p.40 《社子島少年行》/ 後場音像記錄工作

室、波谷影片有限公司提供，導演楊力

州

p.40 《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 牽猴子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導演Raye

圖4 東京影展 / 典匠資訊提供

圖5-6 柏林影展 / Gettyimages提供

圖7 《三個傻瓜》/ 典匠資訊提供

圖8 《牠》/ 典匠資訊提供

圖9 《明天過後》/ 典匠資訊提供

圖10 《玩命關頭4》/ 典匠資訊提供

圖11 《舞動人生》/ 典匠資訊提供

圖12 《幸福路上》/ 幸福路映畫社有限公司

提供

p.44 《死神訓練班》/ Deathigners提供

p.46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13 《星際大戰》 / 典匠資訊提供

讓資訊「藝」目暸「欄」

主題頁 視覺資訊圖表 / 典匠資訊提供

圖1 資訊的處理方式 / Re-lab提供

圖2 指考求生指南 / Re-lab提供

圖3-4 即時雨量資訊 / 從數據看臺灣提供

圖5 舊版電費通知單

圖6 臺電與Re-lab合作的新版電費通知單 / 

Re-lab提供

圖7 常用圖表一覽 / Re-lab提供

圖8 熊熊不一樣 / 簡訊設計有限公司提供

圖9 野地環境面臨的危機 / Re-lab提供

p.71
「思考啟動鈕」文字內容出自《人人都

能上手的資訊圖表設計術》

圖10 橫書時的閱讀次序 / Re-lab提供

圖11 直書時的閱讀次序 / Re-lab提供

圖12 珍奶概論 / Re-lab提供

p.73 字型「ICE」/ 典匠資訊提供

p.73 字型「Spice」/ 萬兆豐提供

p.73 字型「orange」/ freepik提供

圖13 不同工具創造的字體 / justfont提供

圖14 史高維爾辣度表 / Re-lab提供

圖15 臺灣電力公司資產負債表 / Re-lab提供

圖16 你今天喝水了嗎? / Re-lab提供

圖17 你今天吃菜了嗎? / Re-lab提供

圖18 一圈一圈，從顏色出發/ Re-lab提供

圖19 50位當代名人 / EZ叢書館提供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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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資料來源內容

圖20 家族樹狀圖 / freepik提供

p.81 超級蔬菜 / 學生作品

p.82 空間分布型 / freepik提供

p.83 拼板型 / 萬兆豐提供

p.84 綜合型 / freepik提供

p.84 左右延伸型 / freepik提供

空間中的雕刻魔塑

主題頁 雕塑插畫 / 翰林出版

圖1 〈森生守護〉 / 達達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圖2 朱銘於工作室情景 / 潔錫杰影像工作室

提供，攝影柯錫杰

p.89 石頭 / 萬兆豐提供

p.89 木頭 / 萬兆豐提供

p.89 冰塊 / 萬兆豐提供

圖3 蒲添生於工作室情景 / 財團法人蒲添生

雕塑文化藝術基金會提供

p.89 金屬 / 萬兆豐提供

p.89 水泥 / 達志影像提供

p.89 陶土 / 萬兆豐提供

圖4 〈少女〉胸像 / 臺北市太平國小提供

圖5 〈陳老太太像〉 / 財團法人蒲添生雕塑

文化藝術基金會提供

圖6 〈水牛群像〉 / 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圖7 〈人間系列-排隊〉 / 朱銘美術館提供

圖8 〈黑鮪魚紀念雕塑〉 / 達志影像提供

圖9 〈黑鮪魚紀念雕塑〉 / 大鵬灣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提供

圖10 〈水逗娘〉 / 達達創意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

圖11 〈Interloop〉 / 典匠影像提供

圖12 琉璃雲 / 忠泰美術館提供，呂國瑋攝影

圖13 國旗插在硫磺島上 / 達志影像提供

圖14 海軍陸戰隊戰爭紀念碑-硫磺島雕塑 / 典

匠影像提供

圖15 〈基督像〉 / 達志影像提供

圖16 〈釋迦出山〉 / 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圖17 〈聖殤〉 / 達志影像提供

圖18 〈跪射俑〉 / 萬兆豐提供

圖19 卡夫拉金字塔獅身人面像 / 萬兆豐提供

圖20 明十三陵神道兩側的石像生 / 萬兆豐提

供

圖21 〈Dalida〉 / 萬兆豐提供

圖22 〈旋的冥想〉 / 聯合圖庫提供

圖23 〈記憶物件No.6〉 / 采泥藝術提供

圖24 〈大掃除〉 / 典匠資訊提供

圖25 〈湯匙與櫻桃 〉萬兆豐提供

圖26 〈遊客〉 / 典匠資訊提供

圖27 〈Boy〉 / 典匠資訊提供

圖28 〈Mueck〉 / 典匠資訊提供

圖29 〈即席作品第26號(划行) / 典匠資訊提

供

內容 資料來源內容

圖30 〈空間之鳥〉 / 達志影像提供

圖31 〈箱子奇遇記(二)〉 / 國立臺灣美術館提

供

圖32 〈大斜倚像〉 / 萬兆豐提供

圖33 〈空間中連續之形〉 / 達志影像提供

圖34 〈沒有心臟的城市〉 / 萬兆豐提供

p.102 毛線 / 典匠資訊提供

p.102 木頭 / 典匠資訊提供

p.102 鐵絲 / 典匠提供

p.102 冰塊 / 典匠提供

圖35 〈皮毛餐具〉 / 達志影像提供

圖36 〈兔子〉 / 典匠資訊提供

圖37 〈長期停車〉 / 達志影像提供

圖38 〈生者對死者無動於衷〉 / 萬兆豐提供

圖39 〈噴泉〉 / 萬兆豐提供

圖40 〈仿生獸〉 / 典匠資訊提供

圖41 〈黑寡婦〉 / 萬兆豐提供

圖42 〈聆聽花開的聲音〉 / 豪華朗機工提供

圖43 夢想鋁行，鋁線 / 夢想鋁行工作室提供

圖44 〈牛〉 / 達志影像提供

生命的肖像

主題頁 〈自畫像〉 / 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圖1 〈雙重自畫像〉 / 雄獅美術提供

圖2 〈冰山素描〉 / 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圖3 〈自我的空間〉 / 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圖4 〈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要往何處

去？〉/ 典匠資訊提供

圖5 〈人生的更迭〉/ 典匠資訊提供

圖6 〈我與死神〉/ 典匠資訊提供

圖7 〈骷髏幻戲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

圖8 〈自畫像〉/ 典匠資訊提供

圖9 〈34歲的自畫像〉/ 典匠資訊提供

圖10 〈自畫像〉/ 典匠資訊提供

圖11 〈和兩個圈圈的自畫像〉/ 典匠資訊提

供

圖12 〈自畫像〉/達志影像提供

圖13 〈自畫像〉/ 達志影像提供

圖14 〈自畫像〉/ 典匠資訊提供

圖15 〈自畫像〉/ 畢卡索基金會提供

圖16 〈自畫像〉/ 畢卡索基金會提供

圖17 〈自畫像〉/ 畢卡索基金會提供

圖18 〈自畫像〉/ 畢卡索基金會提供

圖19 〈自畫像〉/ 畢卡索基金會提供

圖20 霍克尼〈自畫像〉/ Gettyimages提供

圖21 霍克尼〈自畫像與藍吉他〉/ 

Gettyimages提供

圖22 〈保育代言人—自畫像〉/ 劉其偉文化

藝術基金會提供

圖23 〈人生三部曲-自畫像〉/ 劉其偉文化藝

術基金會提供

圖24 〈平安春信圖〉/ 典匠資訊提供

圖25 〈宮女〉/ 典匠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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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資料來源內容

圖26 〈用盡一生的愛 〉/ 林麗華提供

圖27 〈讀費加羅報 〉/ 典匠資訊提供

圖28 〈灰與黑改編曲一號： 藝術家的母親〉

/ 典匠資訊提供

圖29 高更母親 / 新銳文創提供

圖30 〈藝術家的母親〉/ 達志影像提供

圖31 藝術家和他的母親合照/ 新銳文創提供

圖32 〈藝術家和他的母親〉/ 典匠資訊提供

p.121 家族肖像 / 孫菊君提供

圖33 〈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和我〉/ 典匠

資訊提供

圖34 〈家族黑盒子 - 臍帶搖籃〉/ 臺北市立美

術館提供

圖35 〈家族黑盒子 - 紅玫瑰與黃玫瑰〉/ 臺北

市立美術館提供

正義之聲

主題頁 U2演唱會 / 典匠資訊提供

圖1 黑人靈歌 / 典匠資訊提供

圖2 伯發斯特 / 典匠資訊提供

聞樂起舞

主題頁 《睡美人》 / 典匠資訊提供

圖2 胡桃鉗 / 萬兆豐提供

p.142 進行曲 / 典匠資訊提供

p.142 糖梅仙子之舞 / 典匠資訊提供

p.142 花之圓舞曲 / 典匠資訊提供

p.144 桐花 / 典匠資訊提供

p.146 圓舞曲 /  萬兆豐提供

p.147 圓舞曲 /  萬兆豐提供

p.148 《春之祭》 / 達志圖庫提供

p.149 《彼得魯什卡》 / 達志圖庫提供

p.150 佛朗明哥 / 典匠資訊提供

p.151 踢踏舞 / 典匠資訊提供

p.152 森巴 / 典匠資訊提供

p.153 探戈 / 典匠資訊提供

劇中作樂

主題頁 《魔笛》場景 / 萬兆豐提供

p.156 《魔笛》場景 / 萬兆豐提供

p.156 《魔笛》場景 / 萬兆豐提供

p.156 《魔笛》場景 / 萬兆豐提供

p.156 《魔笛》場景 / 萬兆豐提供

p.157 《哥吉拉》 / 典匠資訊提供

p.157 《天外奇蹟》 / 典匠資訊提供

p.157 浪漫氛圍 / 萬兆豐提供

圖1 〈阿伊達〉 / 達志影像提供

圖2 〈鐘樓怪人〉 / 典匠資訊提供

圖3 〈貓〉 / 典匠資訊提供

圖4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 典匠資訊提供

p.170 〈木蘭少女〉 / 瘋戲樂工作室提供，攝

影：許斌

開啟對話的劇場

首頁圖 《回到里山》/ 差事劇團提供

內容 資料來源內容

圖1 《恐懼紀念日》/ 三語事劇場提供

圖2 《不能說的秘密》/ 婦女救援基金會提

供

p.177 家庭糾紛 / 典匠資訊提供

p.177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3 《無窮世界》/ 香港樂施會提供

圖4 過程戲劇中教師入戲 / 蘇慶元老師提供

圖5 雅加達洪水泛濫 / 美聯社提供提供

p.179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6 《看見我們》/ 南洋姊妹劇團提供

圖7 《島上的家》/ 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圖8 受到歧視欺凌的男孩 / 典匠資訊提供

圖9、

10、11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12 身穿防護衣的醫護人員 / 典匠資訊提供

圖13 一家人在垃圾堆上尋找可回收的垃圾 / 

典匠資訊提供

p.182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14 持續數月的森林大火  / 美聯社提供提供

p.183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面面俱到表演趣

首頁圖 幼蟲面具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1 《大頭仔去 》/ 魔梯形體劇場提供，

攝影：小川先生

p.188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2 《伊底帕斯王》/ 金枝演社提供，攝

影：陳少維

圖3 《阿卡曼儂》/ 劉人豪提供

圖4 古希臘戲劇的喜劇與悲劇面具 / 達志圖

庫提供

圖5 希臘悲劇中的歌隊 / 典匠資訊提供

p.190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6 即興喜劇的定型角色 / 典匠資訊提供

圖7 即興喜劇的定型角色 / Gettyimages提供

圖8 義大利即興喜劇 / 美聯社提供

圖9 中國儺戲 / 典匠資訊提供

圖10 日本能劇 / 典匠資訊提供

圖11 印度查烏舞 / 典匠資訊提供

圖12 泰國倥舞 / 典匠資訊提供

p.194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13 《黑色微光》/ 飛人集社劇團提供

p.196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p.197 白半面具 / 萬兆豐提供

圖14、15 《生命無限好》/ Gettyimages提供

p.198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16 《再一次美麗人生》/ 沙丁龐客劇團提

供

p.200 地圖 / 典匠資訊提供

歌聲舞影戲上場

首頁圖 美國紐約百老匯街景 / 典匠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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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4、

205

海報牆海報 / 典匠資訊提供

圖1 《畫舫璇宮》/ Meetmeatthemuny提供

圖2 《奧克拉荷馬》/ 典匠資訊提供

圖3 《星期天與喬治在公園》/ 路透社提供

圖4 《拜訪森林》/ 典匠資訊提供

圖5 《歌劇魅影》/ 典匠資訊提供

圖6 《西貢小姐》/ 典匠資訊提供

圖7 《獅子王》/ Bridgeman提供

圖8 《吉屋出租》/ 典匠資訊提供

圖9 《萬世巨星》/ 典匠資訊提供

圖10 《酒店》/ 典匠資訊提供

圖11 《歌舞線上》/ 典匠資訊提供

圖12 《西城故事》/ 典匠資訊提供

圖13 《悲慘世界》/ 典匠資訊提供

圖14 《芝加哥》/ 達志圖庫提供

圖15 《四十二街》/ 典匠資訊提供

p.212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16 《貓》/ 典匠資訊提供

p.213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17 《台灣有個好萊塢》/ 瘋戲樂工作室提

供，攝影：秦大悲

圖18 《DAYLIGHT》/ 躍演提供

圖19 《天堂邊緣》/ 天合劇場有限公司提供

圖20 《木蘭少女》/ 瘋戲樂工作室提供，攝

影：許斌

圖21 《吻我吧娜娜》/ 果陀劇團提供

圖22 《夢幻女郎》/ 典匠資訊提供

圖23 《La La Land》/ 典匠資訊提供

圖24 《紅磨坊》/ 典匠資訊提供

圖25 《阿拉丁》/ 典匠資訊提供

圖26 《大娛樂家》/ 典匠資訊提供

圖27-30 活動示範照 / 翰林出版社提供

圖31 《黑膠男孩》 / 天合劇場有限公司提供

圖32 《焢肉遇見你》/  C MUSICAL製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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