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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陳嘉強 

 

活動主題： 「藝術＋故事＝生命力」  

年級/目標對象：  初中學生                課時：40 分鐘 

 

主題簡介： 

 

藝術不只是造型美的研進，藝術還藉著各式各樣的故事，帶動人的種種情意感應，引

發人對生命、對世界的獨特理解。藝術作品中呈現的內容，總源自創作者生活經驗中

的故事，加以變相及重構最終以某一媒介呈現。除了審美愉悅，藝術更重要的是觸發

人思考生命不同層面的意義。 

 

故事能將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具體的事物陳述，透過對常理與邏輯的有效重置讓人理解

思維與意義。無論故事是真實或者虛構，創作者與受眾從中被牽動的情感，都是真實

的。故事可以提醒人都對生命對世界有愛。 

 

主題活動學習目標：  

認識藝術創作與故事的特質，加強欣賞藝術作品的能力。能以感性觸覺去看世界，以

想像力和創意了解事物 。 

 

學習的概念：  

1. 藝術創作者取材自生活中，把內容置放於「構圖框架」中，帶給觀者的卻不

只框內的世界，最終能拉闊觀者對世界的想像。 

2. 藝術創作者的『靈感』常受其個人生活經驗中的強烈感覺所啟發。 

 

關鍵詞/藝術詞彙： 

內容與形式、觀景框、敍事結構 

 

學生具有的先備經驗或知識： 

1. 聆聽故事及敍述故事 ; 

2. 接觸各種不同媒介的藝術作品。 

 

採用的教學策略/教學法： 

1. 故事分享 

2. 展示以不同藝術媒介說故事的形式來說明藝術創作與故事的特質; 

3. 圖片叙事遊戲 

 

輔助教學的教材資源： 

 

採用的教材內容： 

1. 文字：張愛玲《愛》； 

2. 文字：羅素《火雞故事》； 

3. 影片：Funeral（2008，新加坡）導演：Yasmin Ahmad（馬來西亞） 

4. 影片：Tan Hong Ming in Love (2007，馬來西亞) 導演：Yasmin Ahmad（馬來西

亞） 

5. 影片：Action（2013，澳門）導演：陳嘉強 

6. 油畫：《夜遊者》（1942，美國）愛德華·霍普  

7. 水墨漫畫：《人散後》（中國）豐子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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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墨漫畫：《好花時節不閒》（中國）豐子愷 

9. 音樂：蕭邦《前奏曲降 D 大調，Op.28 第 15 號》，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演奏 

10. 攝影：在聖拉查車站後面（1932，法國） 布烈松 

11. 攝影：戰後的上海－1（1948，中國） 布烈松 

12. 攝影：戰後的上海－2（1948，中國） 布烈松 

13. 攝影：在廢墟玩耍的兒童（1933，西班牙） 布烈松 

14. 攝影：羅馬（1959，意大利） 布烈松 

15. 攝影：事有蹊蹺（1973，美國） Duane Michals 

 

延伸閱讀建議： 

1. 《護生畫集》 

作者: 豐子愷、弘一法師等著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ISBN: 9787532759408 

內容簡介： 

所謂“護生”，實際是在“護心”，要“去除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然後拿

此心來待人處世”，這種愛生敬養的思想對現世亦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護生

畫集》是佛教界、文藝界諸位先賢、大師們絕世合作的結晶，堪稱藝術文化

之精品，其意義早已超出佛學，在詩、文、書、畫等方面都有其特殊的藝術

地位。 

《護生畫集》是豐子愷先生漫畫風格的代表作品。遵弘一法師囑，從 1929 年

弘一法師 50 歲起，每十年作一集，各為 50 幅，60 幅，70 幅，80 幅，90 幅和

100 幅，與弘一法師年齡同長。這部畫集從開始作畫到全部完成，長達 46

年。 畫集共 450 幅作品。由豐子愷先生作畫，第一、二集的文字為弘一法師

書寫，第三集為葉恭綽書寫，朱幼蘭書寫第四和第六集、虞愚書寫第五集。

畫集除了采用古文、古詩詞中的句子、弘一大師所撰的詩文之外，其余為子

愷先生所作。畫集中特別收入馬一浮親筆書寫、夏丏尊撰寫的推薦序言。  

2. 《流言》 

作者： 張愛玲 

出版社：皇冠文化 

ISBN: 9573305410 

內容簡介： 

本書為散文集，內容所記多為二０至五０年代時期，生活於大上海、天津、

北京，以及香港，關於張愛玲的點點瑣碎，有紛擾、有一切繁星抖落般的記

憶碎片。 

 

3. 《故事效應：創意與創價》 

作者： 楊照 

出版社：九歌 

ISBN：9789574447060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關於故事的『故事』書」。用一個接一個故事來說明：喜愛故事是

天生的，然而生活的規律反覆磨損了我們對於故事的敏感，同時也就弱化了

說故事的本事，如果重新培養了說故事的能力，那就能夠在故事貧乏的時

代，刺激創意並創造價值。 

 

4. 藝術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 

作者: [英] 貢布裡希 (Sir E.H.Gombrich)  

出版社: 廣西美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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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807463726 

譯者: 範景中 / 楊成凱  

內容簡介: 

《藝術的故事》概括地敘述了從最早的洞窟繪畫到當今的實驗藝術的發展歷

程，以闡明藝術史是“各種傳統不斷迂回、不斷改變的歷史，每一件作品在

這歷史中都既回顧過去又導向未來。 

 

跨學科/跨領域的連結：文學、電影、藝術史 

 

 

 

教學流程 

教師引導 教學引導細項的目的說明 

開始 (10 分鐘)  

1. 問題： 在你們經驗中接觸過印象

最深刻的故事有些甚麼？ 

 

2. 真實故事： 

- 青年跳樓誤被其母槍殺事件；

(投影片9-19) 

- 2007年澳門勞動節遊行子彈

墜落傷人；(投影片20-23) 

- “故事是來自遠方的親身經

歷。” （投影片24） 

- 真情滿人間：買煙的故事；

(投影片25-27) 

- 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瑪麗·安

東尼（Marie Antoinette）“Let 

them eat cake ”；(投影片28-

32) 

 

 

 

 

 

以輕鬆的方式與學生交流，談談「故事」

是什麼，分享真實小故事作為引起他們的

興趣。目的為建立討論氣氛。 

 

與學生的交流中，指出故事並非只有傳統

寓言式故事等形式的刻板印像。 

 

 

 

發展 (25 分鐘) 

1. 藝術作品欣賞 

藝術比現實更多樣更豐富。藝術

中的故事一定是來自人的生活經

驗。而藝術呈現的世界，卻又不

只於人們切身的或日常的經驗。 

“真實＋虛構＝故事” （投影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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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電影 

電影是視覺與聽覺一起產生

複合作用的藝術；  

 

 

1.1.1 影片播放：Action（投
影片 39） 
播放前問：留意影片
中的人都在做甚麼？
地點在哪？ 
播放前問：想想這短
片的內容，猜猜這是
甚麼主題？ 

短片的力量，只一個生活的

小切面，就可以呈現很大的

意義。 （投影片 40） 

 
 

1.1.2 影片播放：Tan Hong 

Ming in Love（投影片
41） 

播放前問：留意影片
內容，想想這短片的
主題？ 

影像相比其他藝術媒介，能

最大程度呈現具體的現實世

界。（投影片 42） 

 
 

1.1.3 影片播放：Funeral 

（投影片 43） 

播放前問：留意影片
內容，想想這短片的
主題？ 
 

電影導演楊德昌說：”有了

電影以後，人的生命比以前

長了三倍。” （投影片 4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文字 

文字能包容寬廣的感官世

界；文字描繪的內容，令不

 

 

 

 

 

 

 

 

 

 

 
影像可以不同影像構圖焦點陳示人的行為

與及場景的氛圍，說明影像能將生活情境

再現，這特性能直接把訊息具體地呈現。 

 

 

 

 

 

 

 

 

 

 

影片中簡單以幾句訪問，就能觸及一個深

刻的社會議題， 全靠人的表情、話語所傳

遞的真實感，說明真實感就是簡單而強烈

的說故事手段。 

 

 

 

 

 

 

影片談到生活的小細節，說明一個好的作

品可以從生活細微事物展開構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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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閱讀者以其個人生活經驗

以及想像，解讀出多種不一

樣的想像世界。 

 

1.2.1 張愛玲的《愛》（投影
片 46-63） 

讀出《愛》的同時，播放蕭

邦《前奏曲降 D 大調，Op.28

第 15 號》，提意同學閉眼想

象文字內容，配合音樂想像

情境。  

 

1.2.2 羅素的火雞故事（投

影片 65-6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繪畫 

繪畫藝術中，創作者就像上

帝一樣，完全按照其意願去

選取，並描寫納入構圖中的

一事一物，完全自由地創造

畫框內的世界。而不管最終

畫作的完成品為何，繪畫藝

術都能呈現世界的某一種面

貌。 

展示的畫作的兩位創作者，

都有直接或間接的把自己的

形象及生活內容置放在畫作

中。 

1.3.1 油畫：《夜遊者》（投
影片 71－76） 

1.3.2 愛德華·霍普（投影片
77） 

1.3.3 水墨漫畫：《人散後》

（投影片 78） 

1.3.4 水墨漫畫：《好花時節

不閒》（投影片 79） 

1.3.5 豐子愷（投影片 80-
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音樂 

音樂不是只對聽覺產生作用； 

把現實中具體的事物，轉化為旋

律與節奏，以一種氛圍來叙事。

（投影片 84） 

1.4.1 蕭邦《前奏曲降 D 大

 

 

 

 

張愛玲《愛》以短小的篇幅，描寫一個人

生的時間跨度，很宏觀又微觀地看一種人

生的情感，縱有遺憾卻安然。說明文字可

以極致地把故事以濃縮的方式呈現。 

 

 

 

 

故事中重置了真實世界中的一些尋常事

物，構造出一個雖非真實，卻能真實地引

起人的思維與情緒共鳴的故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創作人總有一種自我觀照意識，作品

的產生與作者的生活有很大程度的關係，

很多時候可以在作品中看到。 

 
很多出色的藝術作品，作者將對個人生活

細節的某種觀察呈現於作品，而這些生活

細節所具有的普遍性，就是感染受眾聯想

及移情的觸發點，能回到藝術的最原點：

談到人與世界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音樂是在眾多藝術媒介中最抽像，依

靠人的感性觸覺去產生移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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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Op.28 第 15 號》 

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演奏

（投影片 8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攝影 

攝影把生命定格。 

攝影的構圖框帶給觀者的不只框

內的世界，最終能拉闊觀者對世

界的想像。（投影片 88） 

 

1.5.1 攝影：在聖拉查車站

後面－布烈松（投影
片 89） 

1.5.2 攝影：戰後的上海－

布烈松（投影片 90） 

1.5.3 攝影：戰後的上海－ 

布烈松（投影片 91） 

1.5.4 攝影：在廢墟玩耍的

兒童－布烈松（投影
片 92） 

1.5.5 攝影：羅馬－ 布烈松

（投影片 93） 

 

“每張照片都是一部電影裡的

一個鏡頭。”（投影片 94） 
 
1.5.6 攝影：事有蹊蹺－ 

Duane Michals（投影片
95-104） 

《事有蹊蹺》照片組

合呈現了一個邏輯矛

盾的世界，有種怪異

的超現實感。組合中

的九張照片各自獨立

看上去都似乎只描述

平平無奇的現實場景

或事物，但當按照作

者安排的順序去看這

些照片時，藉由人的

視覺閱讀記憶，觀者

自會把照片一張張現

實的靜止畫面看成一

個流動的視覺過程，

從而在觀看者腦中產

生一個超現實的世

界。這也是如電影分

鏡的一種示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張照片都是一部電影裡的一個鏡

頭。” 意思是說照片能提供的真實感，會

引導觀看的人對單一畫面以外世界的聯

想。 

 

 

《事有蹊蹺》照片組合呈現了一個邏輯矛

盾的世界，有種怪異的超現實感。組合中

的九張照片各自獨立看上去都似乎只描述

平平無奇的現實場景或事物，但當按照作

者安排的順序去看這些照片時，藉由人的

視覺閱讀記憶，觀者自會把照片一張張現

實的靜止畫面看成一個流動的視覺過程，

從而在觀看者腦中產生一個超現實的世

界。這也是如電影分鏡的一種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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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圖片叙事遊戲： 

運用攝影作品： 

事有蹊蹺－ Duane Michals（投影
片 95-104） 

遊戲內容：  
將學生分組，每組把九張圖片編
排一個順序，並配以故事於課堂
中展示陳述。 
分享過每組的編排版本後，向學
生展示原作的順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的是讓同學嘗試以非文字語言的方式敍

事，同時獲得從思考過程以及最終與原作

參照引起的趣味。 

藉由同學各組分別姐合出不同的順序，說

明圖像的展示時序對構成故事的作用。 

結束(知識鞏固) (5 分鐘) 

總結、提問以及互動時間。 

1. 人生就是故事，故事無處不在 
2. 文字、繪畫、音樂、攝影、電影

等不同藝術媒介是各種故事的載

體；（投影片 106-110） 
3. 用獨特的觀點說故事：所有的故

事均離不開人的生活經驗，故事

作者或藝術創作人追求的，就是

找出獨特的觀看方式，講出人與

世界的關係; 

4. 用合適的媒介語言及修辭說故事 

 
 

 

 

運用不同媒介藝術作品例子去看不同說故

事的方式。說明透過藝術品，看見平常我

們不會集中、專注去看的生命與故事。 

 

指出說故事選用有助描述的媒體的複合使

用。 

 

人最強的感官是視覺和聽覺，一般的情況

下我們是不會以單一的感官去接收信息。 

 

讓學生分享一下，經過這堂課的講解，對

故事或藝術有沒有新的想法和認知。 

  

 

關鍵詞/藝術詞彙： 

內容與形式、觀景框、敍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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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電影： 

 

I.1 短片《Action》 

 

影片為 2013 年澳門文化中心委約製作，是「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之宣傳

片，主題是 Action（行動）。 

影片內容描述澳門城市中四個不同生活背景的人，都在用拍電影來呈現心中的

城市。影片敍事結構以並置四個不同背景的人的生活，去看他們生活的這個城

市，正在不斷變化。人的生活要在變化中找尋一種實在的存在感，而這幾個人

物在自己的個人生活崗位上，各自都得到啟發，最終以電影作為他們實踐行動

的方式。 

影片以電影拍攝時通常導演會說的一句”Action！”作為寓意”要實現心裡所

想的，就要 Action（行動）”的主題。 

 

I.2 短片《Tan Hong Ming in Love》 

 

影片原為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廣告影片，推廣婚姻家庭，以及其國家多元種

族和諧意識。影片獲 2008 年法國康城國際廣告節金獎。  

導演：雅絲敏·阿莫（Yasmin Ahmad，1958 年 1 月 7 日－2009 年 7 月 25 日） 

馬來西亞頗受好評且多次獲獎的電影導演與編劇，並且也是在吉隆坡李奧貝納

廣告公司相當有創意的廣告導演。她的電視廣告與電影作品都因為其中關於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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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差異的幽默、鼓舞與愛而在馬來西亞廣為人知，特別是她為馬來西亞國

家石油公司所拍的廣告。她的作品無論在馬來西亞國內或是國際上都獲得不少

獎項。 

 

I.3 短片《Funeral》 

 

影片原為新加坡（社青體部）的公益宣傳片，推廣婚姻家庭，以及其國家多元

種族和諧意識。 

導演：雅絲敏·阿莫（Yasmin Ahmad，1958 年 1 月 7 日－2009 年 7 月 25 日） 

 

 

II. 文字： 

 

II.1《愛》－張愛玲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

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

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

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

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人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妻，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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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

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

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

聲：“噢，你也在這裡嗎？”  

 

(原刊 1944 年 4 月《雜志》月刊第 13 卷第 1 期) 

 

李安在拍攝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的電影《色・戒》時曾經說過，張愛玲最缺乏的

就是愛。 

 《愛》開首以寥寥幾筆，勾勒出一個懷春少女的形象，穿的是月白色的衫子，

正如十五六歲人對愛情的想像，很多空白。 

和對面年輕人的碰面，花前月下，張也沒有太多的情景描寫，就只淡淡一句：

「噢！你也在這裡嗎？」這樣輕描淡寫的一句在往後女子的生命裡留下深刻的

印象。越是輕描淡寫留下越多的空白，也讓讀者有遐想的空間。甚麼也沒發

生、甚麼也不能再發生，令人覺得可惜、無奈，卻是一種令人向往的懸念。 

 

「她中文華麗加蒼涼。她的角度永遠和歷史大敘事的角度不一樣，用她自己的

話講，這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自私的個人主義者。張愛玲晚年大概也有這種“有

一個知音就夠了”的感悟，我寫了我給自己看，我為我自己寫。」 

－摘錄自：新京報採訪王德威（比較文學及文學評論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 

 

「從現代文學史看，張愛玲的意義在於她將文人自己的園地與大眾品味趣味交

織在一起，同魯迅一樣，她的重要作品不多，卻被後人越讀越大。」 

－摘錄自《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

任） 

 

 

II.2 羅素的火雞故事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一個關於歸納主義者火雞的故事: 

 

在一個火雞飼養場裡，有一只火雞發現，第一天上午 9 點鐘主人給它喂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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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為一個卓越的歸納主義者，它並不馬上作出結論。它一直等到已收集了有

關上午 9 點給它喂食這一經驗事實的大量觀察；而且，它是在多種情況下進行

這些觀察的：雨天和晴天，熱天和冷天，星期三和星期四……它每天都在自己

的記錄表中加進新的觀察陳述。最後，它進行歸納推理，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主人總是在上午 9 點鐘給我喂食。”可是，事情並不像它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和

樂觀。在聖誕節前夕，當主人沒有給它喂食，而是把它宰殺的時候，它通過歸

納概括而得到的結論終於被無情地推翻了。 

 

這個故事當然不是討論這火雞的可笑，而是嘲笑歸納主義者。羅素的火雞從有

限的觀察中學習，隨著友好喂食次數的增加，它的信心增加了，雖然被屠殺的

危險越來越近，它卻感到越來越安全，當危險最大時它的安全感卻達到最大

值。於是嘲笑歸納主義者由此得出結論：真正的問題比這更具有普遍性。它直

指經驗知識本身，某種東西在過去一直起作用，直到它出乎意料地不再起作

用，而我們從過去獲得的知識實際上頂多是無關痛癢或虛假的知識，甚至是危

險的誤導。 

（摘錄自：寧波萬里國際學校網站－鄧彤） 

 

III. 音樂： 

 

III.1《雨滴》創作背景： 

 

《雨滴》創作於一八三八年。當時肖邦正在地中海馬爾島療養。關於這首前奏

曲的創作，有這樣一段傳聞：一八三八年，活躍在巴黎樂壇上的肖邦，由於肺

病的惡化，經女友喬治·桑的安排，千裡迢迢地來到四季如春的地中海馬爾島。

由於肖邦“的病情和喬治·桑的衣著打扮，使他們在租房問題上發生了困難。後

來經喬治·桑四處奔走，勉強借到一座山殿之中的古老寺院。寺院中不但毫無設

備，而且漏雨，簡直不能住人。因為寺院十分寒冷，買東西也很不方便，所

以，肖邦的養病得到了相反的效果。有一天，喬治·桑上街買東西，恰巧下了大

雨，遲遲不能回來。肖邦躺在家裡即寂寞又懼怕。正在這時候，房間又漏雨，

滴滴答答令人心煩。肖邦在不耐煩之中，起身寫作，一口氣完成了這首著名的

前奏曲。 

（摘錄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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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雨滴》音樂欣賞： 

 

肖邦在這首前奏曲中，形像化地使用了一個固定的單音，它伴以單調的節奏

型，好像是對有節奏的雨滴聲的描繪。這首前奏曲的音樂形像雖然比較單一，

但它仍然有許多細膩的變化。  

樂曲的開始部分十分抒情，歌唱性的旋律伴隨著悠悠自如的“雨滴”聲，仿佛

是從朦朧的雨中傳來的田園牧歌----這段“牧歌”的情緒也微微地起伏變化。開

始是沉醉在大自然的的悠閑，慢慢地變得有些激動，好像是作者對大自然發出

的感嘆中間部分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段落，它把人們引進神秘的境界。低聲部緩

緩行進的旋律伴隨著單調而神奇的“雨滴”音型，顯得十分深沉、威嚴。有人

把這段音樂看作是一幅富有浪漫氣息的圖畫：夜間，一列人群在莊嚴而陰郁的

眾贊歌中神秘地緩步而行  

中間部分的音樂形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莊嚴的眾贊歌中，夾雜著各種情緒

變化。第一個對比的形像，是出現在十二小節的眾贊歌以後，低聲部的八度雙

音，在五度的跳進中起伏，加上很強的力度，使這一部分的音樂形像顯得十分

強烈、鮮明。中間部分的第二個對比形像，是在它的末尾。這是一段十分抒情

的音樂，優美的旋律和歌唱性的低音線條綜合在中聲部隱約可見的“雨滴”聲

中，顯得十分靜謐。  

前奏曲的再現部分比較簡練，它只再現了一個樂句。但它的尾聲比較完整，並

且意味深長：音樂漸漸遠去，“雨滴”聲慢慢消失，留給人們的是無比豐富的

想像。 

（摘錄自維基百科） 

 

IV. 繪畫： 

 

IV.1 豐子愷（1898 年 11 月 9 日－1975 年 9 月 15 日） 

 

浙江省石門縣人，散文家、畫家、文學家、美術與音樂教育家，原名潤，又名

仁、仍，號子覬，後改為子愷，筆名 TK。師從弘一法師（李叔同），以中西融

合畫法創作漫畫以及散文而著名。 

豐子愷先祖在故鄉開了一家染坊，父親豐鐄長於詩文，是中國史上最後一年及

第的舉人。 

豐子愷在讀師範時期，有兩位恩師。一位是藝術家李叔同，一位是教育家夏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98%E4%B8%80%E6%B3%95%E5%B8%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B%E7%94%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8F%94%E5%90%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4%B8%8F%E5%B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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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在預科班二年級時，上李叔同教授畫石膏像課，豐子愷沉迷其中，畫藝進

步很快。在李叔同的指點與鼓勵下，豐子愷一方面努力寫生，一方面觀摩西洋

名畫，並學習繪畫理論。  

1919 年前往東京深造學習美術。 

美術方面，豐子愷專攻炭筆畫。 但某日，他在舊書攤上看到《夢二畫集·春之

卷》。竹久夢二是日本一位自學成功的畫家，專攻簡筆漫畫，在當時可謂自成

一家。竹久夢二的畫構圖技巧來自西方，但畫趣卻是東洋味。豐子愷認為，這

些畫作簡直就是「無聲的詩」。從竹久夢二的作品中，豐子愷找到了日後美術

的途徑。 

豐子愷創作漫畫的動機，先是因校務會議過於無趣之餘，他便觀察同事不同的

姿態，回宿舍後畫成圖稿，頗覺有趣，便開始嘗試其他內容。 

1925 年，《文學周報》開始連續刊載豐子愷的畫作，鄭振鐸給這些畫定了「子

愷漫畫」的標題。1949 年到香港舉行畫展。後來豐子愷一直住在上海。 

1960 年，上海市中國畫院成立，他擔任首任院長。 

1961 年到 1965 年，他翻譯日本古典名著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世界上最早的

長篇小說），幼女豐一吟協助。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他蒙受屈辱；背著莫須有的罪名，遭批鬥、迫害，摧

折他的身心。 

1975 年 8 月，癌症病發（9 月診斷為右葉尖肺癌）；9 月 15 日在上海逝世，享

年 78 歲。 

直到 1978 年 6 月 5 日才平反，書面通知送交長子豐華瞻。 

豐子愷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緣緣堂隨筆》、《緣緣堂續筆》、《車廂社會》、

《緣緣堂集外遺集》； 

彩色畫冊《子愷漫畫選》、藝術理論著作《豐子愷美術講堂》、《豐子愷音樂講

堂》漫畫集《子愷漫畫》、《護生畫集》 

（摘錄自維基百科） 

 

水墨漫畫：《人散後》 

 

畫題取自北宋詞人謝逸（字無逸，臨川人）的 「千秋歲。夏景」詞之後闕：

「密意無人寄，幽恨憑誰洗。修竹畔，疏簾裏，歌餘人拂扇，舞罷風掀袂。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B9%E4%B9%85%E5%A4%A2%E4%BA%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4%AD%E6%8C%AF%E9%90%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A%90%E6%B0%8F%E7%89%A9%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3%E8%91%89%E5%B0%96%E8%82%BA%E7%99%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7%A3%E7%B7%A3%E5%A0%82%E9%9A%A8%E7%AD%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7%A3%E7%B7%A3%E5%A0%82%E7%BA%8C%E7%AD%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90%E6%84%B7%E6%BC%AB%E7%95%AB%E9%81%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90%E6%84%B7%E6%BC%AB%E7%95%A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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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 

鄭振鐸先生描述這幅畫給他的感受：「雖然是疏朗的幾筆墨痕，畫著一道捲上

的蘆簾，一個 放在廊邊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壺，幾個杯，天上是一鉤新月，我

的情思卻被他帶到一個詩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美感，這時所得

的印象，較之我讀那首『千秋歲』（謝無逸作，詠夏景）為尤深。實在的，子

愷不惟複寫那首古詞的情調而已，直已把他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圖了。」  

從此鄭先生念念不忘豐先生的漫畫：「子愷的漫畫，沒有一幅不使我生一種新

鮮的趣味。我嘗把他們放在一處展閱，竟能暫忘了現實的苦悶生活。」  

於是豐子愷畫作陸續發表在「文學週報」上， 鄭振鐸先生並給這些畫題了「子

愷漫畫」的題 頭，從此，「漫畫」這個詞開始廣為人知。在鄭振鐸支持下，這

些漫畫作品不久後也集結成冊出版，書名就叫「子愷漫畫」。可以說 「人散後

一鉤新月天如水」是促成「漫畫」一詞在中國誕生的漫畫，也是促成豐先生成

名的代表作，意義深遠非常。  

對於子愷漫畫，幾位文學藝術大師早已評定。  

朱自清先生這樣評價：「我們都愛你的漫畫有 詩意，一幅幅的漫畫，就如一首

首的小詩一一 帶核的小詩。你詩的世界東一鱗西一爪地揭露出來，我們就像吃

橄欖似的，老覺著那味兒。」將漫畫比作帶核橄欖般芳香甘澀。  

俞平伯先生說豐先生的漫畫「其妙正在隨意揮灑，譬如青天行白雲，卷舒自

如」，「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著人問的情味。」點出子愷漫畫精神在於寫意的人

問情趣。  

華君武先生認為子愷漫畫值得重視的有三點： 「一是子愷漫畫的民族風格，二

是子愷漫畫的普及性，三是子愷漫畫的深入淺出。」點出子愷漫畫的通俗，老

少咸宜。 

 

IV.2 愛德華·霍普 Edward Hopper (1882 年 7 月 22 日－1967 年 5 月 15 日) 

 

是一位美國繪畫大師，以描繪寂寥的美國當代生活風景聞名。 

愛德華出生在紐約州的奈亞鎮（Nyack），並在紐約市學習商業藝術與繪畫，他

最重要的老師，也是對他畫風影響最大的人是美國早期都會寫實畫風的推廣者

羅伯特·亨利（Robert Henri），這位老師最常要求學生的是：他們的創作要「引

起世界的騷動」，這些學生們幾乎都成為了美國重要畫家，並被評論家稱為垃

圾桶畫派（Ashcan School）。 

在愛德華·霍普完成早年教育後，他曾經前往歐洲三次，主要在研究歐洲新興的

畫風，但他獨樹一幟的捨棄了當時立體主義畫派的抽像潮流；而走向寫實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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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理想主義（idealism）這一點可從他早期畫作中看出。 

1925 年，他畫出了《鐵道旁的房屋》（House by the Railroad）這幅作品，日後這

幅畫成為了美國藝術的經典之作，也是他知名的一系列荒涼都會畫作的開始。 

愛德華明顯的畫風：包括有銳利的線調和大幅的塊面；詭異的燈光（非正常的

日光、多為人造燈光；如日光燈）也是特點之一。 

愛德華企圖在平凡的主題場景，如加油站、汽車旅館或一條街上，添加寂靜的

情感。 

1942 年，他最著名的作品《夜遊者》（Nighthawks）引起了世人的注意，這幅畫

作中有幾位孤獨的顧客坐在某個城中 24 小時營業的餐館裡，餐館中日光燈非

常明亮，外頭的街道上有大塊透明玻璃窗所投出來的光影，上方陰暗，看得出

來是午夜的氣氛，畫作中央背對觀眾的顧客，坐在吧台前的圓凳上，使人好

奇，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這些顧客孤伶伶的坐在小館當中。 

而愛德華並不會全都畫風景，1940 年，他畫了一系列新英格蘭地區的鄉村主

題，其中有一幅《加油站》（Gas），也是經典的「愁眉苦臉式（wistful）」畫

作，他的這一系列畫作常常被拿來與另一位美國知名畫家，諾曼·洛克威爾比

較。諾曼雖然也畫許多美國小鎮的風土人情，但相較之下，多了幽默、溫暖和

許多精細的角落描繪；而愛德華的畫作則一貫的帶有憂鬱。總是存在有無人的

空間、表情不明確的人物（僅有背面、側面等等），無車的街等等。形成相當

強烈的風格。 

1967 年，愛德華在紐約市華盛頓廣場區的畫室去世，他的妻子，畫家喬瑟芬·

尼維森（Josephine Nivison），在他去世十個月後，也離開了人間。目前紐約的

惠特尼博物館藏有大部份愛德華的畫作，而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伊利諾州

的芝加哥藝術學院，也能找到一些愛德華的經典作品。 

 

 

 

 

夜游者(Nighthawks)（1942） 

 

是美國畫家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代表作，描繪人們坐在城裡的餐廳吃

晚餐。它除了是畫家的代表作以外，也是其中一張最為人所熟悉的美國藝術

品。它現在被收藏於芝加哥藝術學院。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468536/468536/0/00a827011ece911d7aec2c21.html?fr=lemma&ct=single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468536/468536/0/00a827011ece911d7aec2c21.html?fr=lemma&ct=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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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作的靈感來自一個在霍普居住地，紐約格林威治村的餐廳。霍普在珍珠港事

件後不久就開始畫夜游者，因為在珍珠港之後，他深深地感受到籠罩著美國的

一片愁雲慘霧，而他也把這種感覺融入這幅畫作裡。在餐廳外，城市的街都是

空空如也的，在餐廳裡的三個人也沒有對對方談話或看著其他人，但都在自己

的世界中迷失了。左邊的兩人是情人，背對的男人孤獨地坐著。而餐廳內的唯

一一個侍應生，雖然有抬起頭來，但似乎是望著顧客們後面的窗戶。畫作描繪

了現代城市生活的苦悶﹑孤獨；這是霍普一向慣用的主題。如果細心一點看，

會發現餐廳沒有明顯的門口可以讓客人走出去，突顯了畫作的另一個主旨：囚

禁與限制。霍普否認他是故意畫成這樣的，但他承認「也許，我的確是無意識

地在描繪一個大城市的孤獨。」在畫作完成的那個年代，螢光燈技術才剛剛出

現，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畫中的餐廳對比窗外空空如也而又漆黑的街道，會發

出一陣怪異陰森的光。菲利士煙草的廣告就是以它作藍本拍攝的。 

（摘錄自維基百科） 

 

V. 攝影： 

 

V.1 亨利·卡蒂爾－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1908年8月22日－2004年8月

3日） 

 

法國著名的攝影家，年少時學習繪畫，1930年開始加入攝影創作，1931年廣泛

遊歷各地，作品也開始在報紙、雜誌、書籍上陸續發表。 

偏愛黑白攝影，喜愛萊卡135旁軸相機與50mm標準鏡頭，反對裁剪照片與使用

閃光燈，認為不應干涉現場光線，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家之一及現代新

聞攝影的創立人。他同時也是知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創辦者。他的"決定性

瞬間"攝影理論影響了無數後繼的攝影人。 

「決定性瞬間」  

1952年，布烈松的著作 《決定性瞬間》(法語：Images à la sauvette/英語：The 

Decisive Moment)出版。在此後，這本書幾乎成為紀實攝影的聖經。法語版

Images à la Sauvette，大意為「圖像進行時(images on the run)」或是「攫取的圖像

(stolen images)」，名稱由布烈松本人所敬仰的希臘裔法國出版家Tériade所取。英

文名「決定性瞬間」則由Simon & Schuster出版社的迪克·西蒙(Dick Simon)所取。 

二戰期間，布烈松在德國戰俘營中度過了35個月。經過3次嘗試後，他逃了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9D%E5%BD%B1%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1%9E%E6%94%9D%E5%B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1%9E%E6%94%9D%E5%B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A0%BC%E8%98%AD%E6%94%9D%E5%BD%B1%E9%80%9A%E8%A8%8A%E7%A4%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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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抵達巴黎並加入了地下抵抗組織。1943年，他挖出了那部他所鍾愛的萊卡

相機(之前被他埋在孚日省的一塊農田裡)。1945年他為美國當局導演了紀錄片

《回歸》Le Retour (The Return)，慶祝法國的解放。 

（摘錄自維基百科） 

V.2  Duane Michals 杜安·麥可思（1932 年 2 月 18 日－ ） 

 
1932 年生於美國賓州，大學唸的是平面設計，沒上過正規的攝影學系，但是從

事商業攝影很多年。他的作品最為人稱道的是： 

1.照片配上手寫字，表達內心的想法 

2.類似小型紙上電影般的系列式攝影 

以上兩者都有他強烈的影像風格，而且還充滿了對事情的諷刺，更吸引人的

是，他的圖片有著令人驚喜的幽默感。 

麥可思的作品使得照片序列富有創新性，常合併文字研究情感。 

（摘錄自維基百科） 

 

VI. 現實故事 

 

VI.1  青年跳樓誤被其母槍殺事件 

 

在五十年代美國加洲，有一天，青年人 Barrenger 因為心理抑鬱而一心要跳樓輕

生。那天早上他從自己寓所大樓的天台一躍而下，就在他下墜至大樓五樓高度

的一刻，五樓窗內突然向外開了一槍，打中正在下墜中的 Barrenger 的胸口，

Barrenger 即時死亡，而仍然下墜中的身體，卻被位於一樓的裝修工人安全網接

住，於是 Barrenger 沒有因為跳樓而傷到一根頭髮，卻於下墜期間，被五樓那一

顆子彈當場擊斃。 

 

五樓開槍的是一名婦人，而這婦人正是 Barrenger 的母親。事發當天早上她正與

Barrenger 父親在吵架，而母親如常會拿出家裡的雙管獵槍威嚇她的老伴，但這

對老夫妻明知槍內很多年也沒有裝上過子彈了，所以一直大家都是一時之氣在

吵鬧。但偏偏這天獵槍內為何會裝上子彈呢？原來是 Barrenger 一直不滿家無寧

日兩老一直天天在吵，於是一氣之下，就在他自己要自殺的前一天晚上，

Barrenger 為獵槍裝上子彈了，心想他們總得有其中一個要先死掉，他們才會停

止吵鬧下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5%8D%A1%E7%9B%B8%E6%9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E%B1%E5%8D%A1%E7%9B%B8%E6%9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A%E6%97%A5%E7%9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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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宗本來尋常的跳樓自殺案，離奇地一下子變成了凶殺案，而受害人與間接凶

手，竟就是同一個人。 

（摘自電影”Magnolia”(港譯：人生交叉剔)，1999,美國。故事跟據真實事件

改編。） 

 

VI.2  2007 年澳門勞動節遊行子彈墜落傷人 

 

2007 年澳門勞動節遊行，發生在 2007 年 5 月 1 日下午，由六個澳門社團組織

市民以「反貪腐、保民生、削外勞、除黑工、安居樂業、家庭團聚、構建和諧

社會」為口號，就澳門回歸後的社會問題表達意見，遊行人士亦包括個別立法

會議員及少量公務員。與去年同類遊行一樣，是次遊行亦有出現警民對立與衝

突場面，甚至有警員朝天開槍及使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300 米外的一名路

人懷疑遭流彈擊傷；事件至當晚八點結束。 

5 月 1 日約晚上九點，傳媒傳出消息稱，下午三點十分（即正值遊行期間），53

歲男子梁毅強與家人乘摩托車出遊，在三角花園交通燈位停車等候時，剛巧被

從天而降的不明物體擊中左肩近頸位置直入肺部，其妻報警求助；傷者送往山

頂醫院求醫，經 X 光檢查初步懷疑為子彈所傷，晚上由山頂醫院轉介到鏡湖醫

院深切治療部，於當晚凌晨一時從肋骨取出一公分長金屬異物，傷者情況穩

定；澳門司警在翌日下午五時證實梁為.38 Special 子彈所傷，不排除傷者是被

警員流彈擊傷，澳門司警在半個月之後的 5 月 15 日公布調查報告，其刑事技

術廳以其發射之槍支與該枚子彈作比 1 與測試、分析現場及對周邊環境勘察、

並聘請廣東省公安廳作同樣測試佐證得出子彈為同一種類型號槍支發射（即點

38 Special 子彈），但因材質問題未能認定「彈頭為該槍所射出」這直接證據；

報告雖如此，司警綜上推斷認為當天警員向天開槍傷人事件的可能性較大；報

告出台後案件隨即送往檢察院處理。治安警察局在兩天後表示高度遺憾，日後

會處理騷亂培訓，並就事件檢討。但對傷者之賠償問題卻未回應。事後坊間盛

傳有熱心人士送贈 400 萬元給該傷者作慰問金。 

另外澳門軍事專家黃東當時與開槍警察距離十公尺，目睹一名穿米色衣服的警

員以其點 38 左輪手槍，以 70 度左右向天連續開槍，他表示若這樣傷人情況屬

實的話，則十分罕見。香港科技大學物理系教授吳大琪指出這情況在國外皆屢

見不鮮。香港射手聯會創會會長黎永權亦指每到新年都會向天開槍慶祝的巴西

每年都發生中流彈死亡的事件，所以向天開槍是愚蠢行為，容易誤傷無辜，導

致傷亡。 

遊行開槍事件引致遊行氣氛轉差，而成為遊行最終被警方定性為「騷亂」事件

的導火線；當時雖有媒體與照片作佐證，但參與遊行成員方與政府、親政府團

體意見成兩極化，另外這也是繼 1990 年三·二九事件後澳門警察首次向群眾開

槍示警。 

（摘錄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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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3  真情滿人間：買煙的故事 

 

有一個工人去買了包 90 元的香煙，給了老闆 100 元，這老闆一忙之下，找了

工人 20 元，結果這個工人裝傻就走了 。 

没走多遠～老闆喊住了工人說：先生！你的煙没拿！ 

工人流下了感動的淚水，拿出十塊錢還給了老闆說：你多找了我十塊錢 。 

老闆也留下了感動的淚水：小伙子，把煙拿來，我給你換一包真的 。 

抽著老闆新換的煙，那純正的味道不禁再次感動著工人：老闆！把剛才那張

100 元的拿來～我也換一張真的給你 … 

（摘自網路軼名故事） 

 

故事取材自一件尋常小事，以兩個人物多次的”真情”表白，引起多次故事情

節的逆轉，造就一種有趣的敍事結構。故事內容寓意現實生活中很多你我以為

的「真相」，其實轉一個彎，發現原來也只是「真相」的幻象。 

 

VI.4  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瑪麗·安東尼（Marie Antoinette）“Let them eat cake ”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前夕，巴黎許多窮人壅飧不繼。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瑪麗·

安東尼（Marie Antoinette），因奢侈無度，令國家債台高築。有一次她躺在浴

缸，吃著甜點對那些正在挨餓的民眾提出的解決辦法是：百姓沒有面包吃，可

以吃糕餅啊（Let them eat cake)! 當然這個故事不一定真實，很可能是革命黨人

捏造的，用意在於破壞王室聲譽，譏笑王室不知民間疾苦。革命爆發之後，皇

后瑪麗·安東尼就被送上了斷頭台。 

 

現在，人們會用 Let them eat cake 這個習語來說“ 以輕佻態度看人家的困苦”

或“ 那些人的事我可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