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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998年8月，筆者應義大利雷米尼市（Rimini）

之邀請，赴該市參訪，並參加多項國際性的會議。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主辦單位安排

參觀幾個義大利東北部的古老城鎮，包括拉維納

（Ravena）、洛雷托（Loreto）和威尼斯（Venezia）

等，這些美麗的城鎮都藏有大量珍貴的美術作品，

尤其是馬賽克（mosaic）壁畫，濕壁畫（fresco）、

油畫、雕刻和工藝品，許多作品早已列入西洋美術

史重要的代表範例。值得一提的是，威尼斯聖馬可

大教堂的主教，知道筆者從事美術研究，特別帶領

至該堂未開放的區域，介紹從十一世紀至今的馬賽

克彩色瓷片，以及許多藝術精品的典故，這些豐富

的歷程，使此行更具意義和價值。

　　初期基督教美術所留下的圖像作品以馬賽克壁

畫最多，這些由彩色磁片與礦石所排列出來的創

作，因材料不易風化變質，很完整的保存當初的色

彩，成為研究與介紹基督宗教聖經色彩最早且最佳

的資料，而後來的濕壁畫及油畫作品，其形態和色

彩的表現，又比前述馬賽克作品更為豐富完整，尤

其透過歷代大師級人物傾力創作，幾乎達到登峰造

極的境界，更使基督教美術成為西洋美術史最輝煌

的一頁。

　　色彩在聖經中的分量雖然不是很顯眼的課題，

也很少為學者和神職人員刻意去探究，但是翻開光

輝的西洋美術史，就可見到聖經文字記載是如何影

響到藝術家的創作了。他們畫耶穌、聖母馬利亞等

人的衣著以及約櫃、聖殿等器物，色彩的考量必須

是符合聖經所記述的，而為何使用這樣的色彩，也

必須是吻合宗教所頒訂的規章和生活中的慣性。當

然，有些藝術家並未完全遵照聖經之色彩原則，更

凸顯了藝術的豐富與趣味，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揣

摩。

二、色彩教學研究與聖經記載之相關性
　　

　　因為在教會學校中已擔任近二十年的色彩學課

程，在講授基督教的美術時，常常對聖經中有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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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文字紀錄有較多的關注，我常提起聖經創世紀

開頭是由黑暗中有了光開始（創1：3）1，然後在挪

亞方舟的洪水過後出現了彩虹（創9：13.14），因

此光中有彩虹，彩虹是光的一部分，正合乎現代色

彩學的理論，即色彩來自光，有光才能看見顏色。

因此，從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角度進入聖經的世界，

筆者發現，許多色彩的記載雖從神學出發，但却與

色彩學的理論基礎不謀而合，這是令人十分興奮的

事。經過幾年的了解和整理，終能將聖經中的色彩

當作色彩學課程的一個單元來與學生分享，且獲得

不錯的反應，也助長了本研究持續的進行。

　　現代色彩學的研究，大都以科學角度為出發

點，在生理學、物理學、化學、社會學和心理學

等，都累積了相當可觀的色彩文獻供大眾學習研

討，這些色彩研究的成果對於現代人的生活，產生

了實質的功能和效益，同時給予藝術家更多的資源

和靈感，創意的表現更不在話下。然而，有關聖經

記載表現在西洋繪畫中的色彩辯證文獻，以及在宗

教和神學領域的研究，有如鳳毛麟角，研究其原

因，可能是研究者對宗教的色彩意涵與規制涉獵不

多，或者是擔心缺乏實質研究基礎，無法有效的駕

馭這個主題。因此，筆者不揣粗陋，希望透過這篇

論述拋磚引玉，能引起從事這方面教育者的注意和

投入。

三、有關基督信仰造像之典故與本研究之範圍

　　基督宗教是敬拜獨一真神耶和華，為了堅守一

神之教義，從一開始就嚴禁偶像的崇拜 2，以杜絕當

時廣大多神信仰者瘋狂祭拜偶像的風氣，因此，有

一段很長的時間不准信徒為上帝造像。然而，當使

徒四處傳教之際，發現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看不

懂經文章句，對傳福音產生了很大的障礙，經過漫

長一段時間的爭論與思辨，終於決定有限度的的開

放造像。

　　造像開始的時候，人們只能從聖經章節中的文

字來揣摩聖經中人、事、地、物的形態和色彩，要

造出什麼形象，有沒有達到客觀合理的標準，是一

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因此，早期的基督教美術，充

滿很多臆測和不確定性的圖像，爭論比較多是無庸

置疑的。

　　當今存在最早的基督宗教圖像，大都是耶穌降

生之後的幾百年才產生的，當時的藝術家雖然表現

技巧十分的生澀甚至鈍拙，形象處理做不到自然神

似，但是可以看出他們是以一顆十分虔誠的心情，

完成這些神聖的作品，他們創作的源頭來自聖經文

字的描述，再憑著自己的想像和造形能力，企圖呈

現一個莊嚴又有美感的形象，除了裝飾各處聖殿和

傳教場所外，也有許多圖像進入民眾家庭之中，對

信仰之理解與強化有相當的助益，這種為解釋聖經

而造像的工作，維持了一千多年，到了西洋文藝復

興與巴洛克時期，更為蓬勃發展，文藝復興的基督

教美術，已經從神學的角度逐漸轉移到美學的表

現，同時滿足人們視覺感官的需要，更成為藝術史

上重要的經典之作。

　　由於有關色彩的圖像資料十分龐雜，許多作品

很難與聖經文字呼應比對，所以本單元僅就比較值

得研討的圖像，提出論述和分析。其中以新約四福

音書  3 中的主要人物 — 耶穌基督和聖母之衣著色

彩為主，本文所採用之圖版在時間上是從五世紀至

十八世紀期間的作品，其中以繪畫為主，主要是繪

畫色料保存較為容易且不變質，在研究與立論上較

為可靠。 

四、耶穌基督圖像色彩表現之探討

　　依照聖經的記載，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

他降臨人間是為了救贖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的一生

行誼充滿了傳奇與神秘色彩。有關耶穌的故事，最

初是由門徒在傳福音講道時傳述的，主要的理由

是，這些門徒在耶穌生前傳道的生涯中，一直跟隨

著他到各處去傳播福音，而且在耶穌死後，將其一

生的作為連貫起來昭告信眾，四福音書籍是其中最

重要的部分。創造耶穌的形象是在其死後幾百年才

開始用的，早期藝術家憑著有限的知識和信徒的傳

說，造就了最初的形象，因為早期的材料粗陋，持

久性不強，大都已缺損失色，真正留存且色彩未變

的，要算是羅馬帝國保存最多的馬賽克壁畫了，接

著是濕壁畫和哥德式彩色玻璃圖像的表現，哥德式

教堂的玫瑰花窗鑲嵌了基督教最艷麗的色彩，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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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與巴洛克時期，因油畫的發明，除了能準確的

創作基督之色彩與形象外，藝術家同時帶進了更多

的色彩美學觀念。有關耶穌基督的色彩表現的作品

不勝枚舉，本單元常是從歷史發生的前後順序，選

擇具代表性且與聖經敘述切近的作品，在色彩的意

義上加以討論分析。

（一）早期馬賽克壁畫基督衣著之色彩表現

　　西元313年羅馬皇帝 — 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

蘭赦令」，教會正式獲得承認與尊重的開始，基督

徒不再受到迫害、欺凌和歧視，羅馬皇帝與人民也

相繼接受了基督信仰，西元四世紀末，狄奧多西一

世立基督教為國教。在教會看來，這是基督信仰的

勝利（羅國輝，1998）。自此，以義大利為中心，

各處開始興建聚會的聖堂，這些教堂的牆面初期是

利用色粉作畫，因為很容易脫落褪色，後來改採用

彩石鑲嵌，由許多細小色塊彩石組合成圖像，這些

作品雖不十分成熟，但却是早期基督色彩的最佳見

證。

　　五世紀開始的鑲嵌畫作，耶穌基督的衣裳是

以金黃色最多，如羅馬聖普正珍堂（The Church of 

Santa Padenziana，5世紀）和聖葛斯莫和達彌盎教堂

（SS. Cosma Damiano，6世紀），其拱壁上的基督造

像（圖1、2），均以極亮眼的金色彩石表現衣著及

頭部的光環，這是要表達勝利和天主的光輝，顯示

最極至的榮耀。此外，基督有時也穿上紫色系或深

紫藍色系的衣服，表達他即是真理和宇宙的君王，

同時也是祭司（羅國輝，1998）。紫色的衣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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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羅馬聖普正珍教堂拱壁中之基督（局部）　馬賽克　5世紀 圖2  羅馬聖葛斯莫和達彌盎教堂拱壁基督 
  馬賽克　6世紀

圖3  義大利拉維納聖維他教堂拱壁基督像（局部）
 馬賽克　5世紀

圖4  義大利拉維納聖約翰依文葛利斯特教堂基督
受審壁畫　馬賽克　5世紀

圖5  義大利拉維納聖約翰依文葛利斯特教堂苦路壁畫　
馬賽克　5世紀



聖經中一再被記述為帝王富賈衣服的色澤，因此早

期馬賽克作品中穿紫袍的基督圖像十分常見，如義

大利東部的拉維納的聖維他教堂（The Basilica of St. 

Vitale，6世紀），拱壁畫中的基督，就是著紫色的

袍子（圖3），而拉維納內另一教堂聖約翰依文葛利

斯特教堂（The Basilica of st. John the Evangelist，5世

紀），教堂內的基督衣著，幾乎全以紫色馬賽克鑲

嵌（圖4、5），足見當年的教會和藝術家是如何的

給予紫色多大的尊崇和榮耀。

（二）中世紀至文藝復興基督衣著之色彩表現

　　中世紀濕壁畫興起，至十世紀之後又有蛋彩畫

的發明，文藝復興時期油畫大為盛行，這些繪畫材

料，可以很準確的描繪比較之下，更為真實精美，

色彩表現細膩的程度更甚於前者。

　　此時期的基督造像，很少看到穿著黃色的衣服

或紫色的衣服，這可能是畫家或工藝家逐漸將耶

穌基督的形象世俗化，目的是更親近人們，使傳

福音的工作淺顯易懂。此時期描繪基督的聖像，

最常見是穿著紅色長袍外加藍色披肩，如杜喬（B. 

Duccio, 1255-1319）的「山頂的試探」、馬薩其奧

（Masaccio, 1410-1428）的「納稅錢」、喬托（B. 

Giotto, 1267-1337）的「拉撒路復活」、達文西

（Leonado Da Vinci, 1452-1519）的「最後的晚餐」

和洛托（L. Lotto, 1480-1556）的「耶穌與姦淫的女

人」等（圖6-10），這些作品常常以耶穌身著大面積

紅衣為焦點，再配以其他顏色的人物和環境，也是

強調主調色的配色法則。以上紅藍兩色的使用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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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達文西　最後的晚餐　濕壁畫　1498 圖10　洛托　耶穌與姦淫的女人　油彩　1535

圖8  喬托　拉薩路復活　油彩　1305圖7  馬薩其奧　納稅錢　濕壁畫　1427圖6  杜喬　山頂上的試探　蛋彩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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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在耶穌受難前的圖像出現，至於描寫耶穌被捕

直至受難一系列的圖像，也有很深刻的表現，此時

畫家以一種哀戚同情的悲壯心境，大部分將耶穌身

上的華麗的色彩褪去，樸素單調的色相代之而起，

其中白色、藍色、灰色被充分的運用，格呂奈瓦德

（M. Gruneroald, 1475-1528）的「基督被嘲弄」和丁

托列托（Tintoretto, 1518-1594）的「基督在比拉多面

前」（局部）、提香（Tiziang Vecellio, 1487-1576）

的「基督被鞭」和包士（H. Bosch, 1450-1516）的

「扛十字架的基督」等（圖11-14），這種色調的改

變，比較能讓信徒對受難苦痛感同身受，也比較符

合色彩學中的對比效果。

　　至於基督復活的圖像，有經過思慮的藝術家，

會選擇白色來作為服裝色彩，主要是白色有聖潔、

純淨和光芒照射下的新生命，優秀的藝術家，如

安吉利訶（圖15、16）、喬托（圖17）、拉斐爾

（Raphael, 1483-1520）等（圖18），他們作品和前

兩段的色彩表現產生合理的連貫性，他們的作品在

美術史較受肯定，配色成功也是關鍵之一。

　　文藝復興時期大師輩出，將聖經文字用形色

詮釋已做得十分完備，就連最深沉的黑、深灰色

的衣著，都因為畫面需要而出現在作品之中（圖

19-21），可以說色彩感情的觀念已深入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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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格呂奈瓦德　基督被嘲弄
  油彩　1505

圖12  丁托列托　基督在比拉多前（局部）
  油彩　1480

圖13 提香　基督被鞭　
  油彩　1570

圖14 包士　扛十字架的基督　
  油彩　1480

圖16  安吉利訶　開啟冥界門的基督
  油彩　1450

圖15 安吉利訶　基督復活　蛋彩　1441



（三）巴洛克時期基督衣著的色彩表現

　　文藝復興是基督教美術的全盛時期，藝術

家將全部的精力用來解決聖經文字記載所能呈

現形象的問題，所以，有關整本聖經的圖像表

現大致上已十分完備，加上此時期的歐洲各國

大師級的藝術家輩出，他們的優異表現，不但

對基督信仰有加乘效果，且在藝術創作的成

就，亦是值得後人鑑賞與品味的。

　　有了文藝復興如此嚴謹的色彩研究之後，

十七世紀巴洛克時期4 的藝術家找到另一個創

作的空間，他們對色彩美感的表現，除了一部

分遵照聖經的文獻和前人的慣例之外，另外還

希望將個人的美學理念和原創思考的信念，充

分的發揮到這些作品之中。巴洛克時期是歐洲

各封建帝國的全盛階段，許多皇宮貴族好大喜

功，建造了不少教堂和宮殿，為了裝飾這些寬

廣的空間和建立統治的威望，各國均十分鼓勵

與重視藝術的創造，而基督教美術躬逢其盛，

一種雄壯絢麗藝術創作風格，在這時代發揮得

淋漓盡致，一直到十八世紀還未中止。

　　巴洛克時期有成就的藝術家，已從義大利

逐漸擴展到歐洲各國，其中西班牙的葛雷柯

（El Greco, 1541-1614），荷蘭的林布蘭（Van 

Rijn Rembrandt, 1606-1669）、法蘭德斯的魯

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等人，對

描寫基督的形象都有自己一套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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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喬托　基督升天　濕壁畫　1310 圖18 拉斐爾　聖容顯現　油畫　1517

圖19 關恩　基督接受試探
  油彩　約1500

圖20 關恩　拉薩路的復活　
  油彩　1518

圖21 布朗　耶穌替彼得洗腳　油彩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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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雷柯是一位重視動態造形的大師，其中的

耶穌像，最強調紫紅色長袍，加上藍綠色肩帶或披

肩，對比十分強烈，如「耶穌潔淨聖殿」（圖22）

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閃耀紅色光像的基督，在畫中

所引起的騷動和力量。林布蘭被稱為聖光畫家，其

作品往往能營造一種神秘的光影氣氛，「基督升

天」（圖23）之作品，可以看出基督升天剎那，潔

白無染的衣裳和圍繞在周邊之祥瑞光氣，與下面陰

暗的人群呈現強烈對比，林布蘭的作品巧妙運用的

明暗效果與戲劇性的光影變化，令人神往。

　　魯本斯是巴洛克時期色彩最瑰麗的畫家，他畫

基督通常是形體豐腴肌膚光滑，魯本斯畫基督像色

彩均十分豐富，包括膚色、髮色、衣著顏色無不精

美絕倫，且能照耶穌每個時期改變調整，作品之多

無人出其右，「鑰匙交給彼得」（圖24）之作，可

以看出其用色的變化和色彩構成的美感。

（四） 四福音中耶穌被戲弄換穿衣服色彩的問題討論
　　四福音中每一書對於耶穌被帶到羅馬巡撫的衙

門處，都記載著被兵丁嘲弄羞辱的過程，其中有

關色彩的部分，就是將耶穌衣服脫去，換給他一件

彩衣，四福音傳說和撰寫人認知的差異，寫出來的

色名也有不同，影響藝術家創作時的色彩選擇和表

現，因此特別在此提出討論。

　　馬太福音之記載之英文是scarlet robe，中譯為朱

紅色（太27：28）；馬可福音之英文是purple robe，

中譯為紫袍（可15：17）；路加福音之英文記載是

gorgeous robe，中譯為華麗的袍子（路23：11）；

約翰福音之英文為purple robe，中譯為紫袍（約19：

2），因此馬可和約翰同為紫袍。其實這個描述，對

後來藝術家色彩的表現，有較多的選擇性，雖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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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葛雷柯　耶穌潔淨聖殿　油彩　1614 圖24 魯本斯　鑰匙交給彼得　油彩　1614

圖23 林布蘭　基督升天　油彩　1636



此，歷史上的名作，大部分以紅色或紫紅色袍子最

多，主要的原因，是羅馬時期的紅衣或紫紅色的衣

著，就是富人和貴族王宮的專用色。至於純粹的紫

色，因製作材料非常難找，製作過程不易，常為帝

王或富賈專用。以四福音之文字記載而言，袍子是

士兵隨興抓給耶穌披上，想必不會是一件珍貴的紫

衣，紅色或略帶紫的紅是最有可能的。此外，路加

福音所敘述的華麗衣裳，應只鮮豔色彩的袍子，這

也很難脫離以紅色為主的思考，所以，紅色系的解

讀可能合理些，而西洋美術史上圖像的表現亦印證

這樣的推論。

五、 聖母馬利亞圖像色彩表現之比較分析

　　基督信仰所繪製的圖像作品，在新約聖經的部

分大都以耶穌基督為核心的內容情節最受青睞，但

是，新約的前面和最後受難的部分，有關聖母和聖

嬰、受難聖殤的圖像，却是基督宗教最受歡迎與喜

愛的圖像，尤其是聖母從受胎告知到聖嬰誕生的階

段，可以說不知多少藝術家傾其一生的功夫，都想

一試的題材，這在西洋美術史的發展占有相當重要

的分量。而苦路和聖殤圖的表現，對基督徒而言，

是信仰最強烈的震撼和最大的感動。

  　上述這些場景，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幾乎都參與其

中，且在聖誕的前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馬利亞

是人非神，因是耶穌的母親，常被神格化，在基督

信仰的內涵中，有其一定的意義存在。

  　本單元所要探討的是藝術家如何用色彩來表現馬

利亞，茲以色彩的搭配加以分析比較，並嘗試找出

聖經精神呼應之討論空間。

（一）聖告受胎前的馬利亞服飾色彩樣式

　　一位鄉間的少女，樸實無華安分守己的女孩

子，照理說不太可能穿著華麗高貴的衣著和奢侈的

打扮，尤其是在兩千多年前的社會裡，可能性應該

很低。

　　因此，初期馬利亞的圖像，依常理是不需要

太過於裝飾才對，像凡．德．偉登的「讀書的馬

利亞」（圖25），其一襲綠衣，加上素淨的白色頭

巾，神情自若的閱讀書籍，優雅的神態和合宜的色

彩搭配，是詮釋少女馬利亞最理想的色彩之一，吉

拉德．大衛（Gerard David, 1460-1523）的「聖告」

（圖26）圖中的馬利亞，全身暖灰白長袍，也是十

分吻合這樣的感覺，如此的狀況，欣賞者比較能將

注意力轉移到臉部表情和手勢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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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凡．德．偉登　讀書的馬利亞（局部）　蛋彩　1450

圖26 
吉拉德．大衛　聖告（局部）

油彩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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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告受胎的圖像到了文藝復興大師的手中，產

生相當理想美的色彩，達文西於1475年的「告知受

胎」（圖27）一作中，畫幅改用長方形，聖母坐於

右方，聖母穿著紅色長袍，外加深藍色披肩，很少

的配件裝飾，情態從容優雅，這樣的配色手法，較

之前述二位畫家更為積極，達文西追求理想美的色

調，可以從此件作品一覽無遺。相形之下，西班牙

畫家葛雷柯的「聖告」圖（圖28），其色彩表現有

過於討好矯飾的情況，藝術的品味不若達文西。 

　　而再看洛托的「受胎告知」（圖29），色彩已

到十分誇張與輕浮的程度，加上逗趣的表情和詭異

的姿勢，很難確定是一件優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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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達文西　告知受胎　油彩　1478

圖28 葛雷柯　聖告　蛋彩　1560 圖29 洛托　受胎告知　油彩　1527



（二）聖家族與聖母子時期馬利亞服飾的色彩表現

　　耶穌誕生和聖家族的題材，在基督教美術中可

以說是最膾炙人口且數量最龐大的，這些作品在

教堂、宮廷和民間家庭內，都大受歡迎而被高高陳

列著，尤其是基督徒對這樣喜訊所製作的圖像，大

都愛不釋手，因需求量大，致使許多藝術家不斷地

創作類似的作品，所以有關這類作品的色彩比較分

析，應該是十分有趣的事。

　　早期聖母與聖嬰的圖像，大部分給聖母穿著深

色的衣服，像九世紀羅馬聖馬利亞教堂中的馬賽克

壁畫（圖30），中坐之聖母用深藍色，意思是代表

人性（羅國輝，1999），與中間著金黃色衣服之耶

穌產生強烈對比，人性與神性也因此區分出來。

　　油畫的發明人凡．艾克（ J a n  Va n  E y c k , 

1395-1441）的「宰相羅蘭的聖母」（圖31），內穿

深色衣服並以純紅外袍表現聖母女性的氣質，在整

幅作品中，甚至壓過其他一切的色彩，強化聖母的

重要性，此件作品已極具裝飾色彩，凡．艾克的紅

衣模式，影響了以後許多畫家畫聖母的用色觀念，

文藝復興盛期至巴洛克時期的藝術家也擅用紅色作

為基色，再加上其他配件的色相，成就了自己的色

彩風格。

　　達文西的「岩窟聖母」（圖32）可以說是文藝

復興中的經典作品之一，他仍堅守聖母為人的本

質，外披藍色披肩，內穿深色衣服，巧妙運用色光

的變化，將聖母之情態表現得如此優美與平靜，這

件作品深受美學家肯定，達文西描寫光影變化的長

處，也從這件作品散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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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羅馬聖馬利亞教堂拱壁中之聖母子（局部）
  馬賽克　9世紀

圖32 達文西　岩窟聖母　油彩　1508圖31 凡．艾克　宰相羅蘭的聖母　油彩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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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拉斐爾　聖母子與聖約翰　油彩　1508

圖34 拉斐爾　小椅子上的聖母　油彩　1514

圖35 拉斐爾　聖家族　油彩　1514

圖36 普桑　台階上的聖家族　油彩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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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斐爾是西洋美術史上被公認畫聖母子與

聖家族最成功的畫家，其所畫的作品不但多，

品質均十分整齊，可以說每一件作品都具備創

作的完美性，期中「聖母子與聖約翰」（圖

33），聖母著紅與深藍兩主色之衣服，配色十

分調和，且能彰顯女性的氣質和慈祥的情態，

「小椅上的聖母」（圖34），則以紅配黃綠之

上身，色彩的變化豐富高雅，配色技巧無懈可

擊。此外「聖家族」（圖35），聖母衣服又採

取藍紅兩色構成，可以看出拉斐爾擁有很多套

的配色美學，他不拘泥固定的色彩模式，每一

種色調均十分耐人尋味，作品備受歡迎肯定是

可以理解的。

　　巴洛克時期聖母子和聖家族之圖像，

最值得提出是法國的普桑（N .  P o u s s i n , 

1594-1665）、荷蘭的林布蘭和法蘭德斯的魯

本斯三人。普桑作品充滿著陽光（圖36），聖

母穿著雖然沒有什麼不同，但是搭配恰如其

分，也是作品焦點所在，普桑這類作品顯現健

康與活力色彩之美。林布蘭的「聖家族」（圖

37），似乎是用自己住家為場景，聖母暗紅與

深色的衣服色彩融入整幅作品，代之而起是林

布蘭最擅長的神秘的聖光現象，這件作品在近

乎矯飾的巴洛克作品中，顯得十分有特色。魯

本斯的「花園中的聖母子」（圖38），聖母之

紅藍色衣飾配上豐腴的肌膚，是巴洛克大師中

最為華麗的，魯本斯深受宮庭貴族的喜愛，主

要的吸引力在他用色的功力和特質。

（三） 耶穌受難過程與復活之後馬利亞服飾的
           變化
　　耶穌受難之前過程是十分令人動容的，在

苦路途中馬利亞跟隨著，在釘十字架時，馬利

亞也在場，這樣悲淒的場面，馬利亞的裝扮色

彩照理是有必要改變才對，歷來的藝術家大部

分注意及此，所以作品顯得低調許多，當然，

到了耶穌復活升天，馬利亞被封為聖時，圖像

所顯現的又是另一種色彩的搭配。

圖37 林布蘭　聖家族　油彩　1640

圖38 魯本斯　花園中的聖母子　油彩　約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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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德．偉登的「墓前的哀掉」（圖39）， 左

邊聖母著深色帶藍綠的衣裳，頭覆白巾，是低沉哀

戚的心情寫照。

　　凡．代克的「哀悼基督」（圖40），聖母一身

深藍衣物，襯托出耶穌淺色肌膚，畫家將寒色系用

在最傷心的聖母身上，是十分相配的。

　　基督復活升天，聖母亦相繼去世，在天國由基

督冊封為聖，象徵天上女王，衣著又變為耀眼或純

潔無染的色彩。羅馬提伯河西聖母大殿（The Basilica 

of Santa Maria in Trasterere）正殿拱壁上的聖母（圖

41），身著金色馬賽克彩衣，色彩豐富光艷，是屬

於天國的色彩。此外，安吉利訶的「聖母戴冠」

（圖42）聖母與基督均還原到純白，象徵聖潔平和

的天國世界，令人嚮往。

六、結論 

　　聖經中有關色彩的文字記載，已由許多專家學

者和神職人員徹底的蒐集整理，將各種色名與色

彩記事分門別類組成系統，並建構在網路上供研究

者瀏覽查詢與運用，目前可以說是十分的方便。本

研究發現了許多過去不曾見到的詮釋觀念與方法，

也發覺許多色彩的記事，與今日人們的生活關係密

切，對於西洋美術史中的色彩鑑賞，應有一些小小

的助力。　　

　　聖經所衍生的圖像作品，可以說是西洋美術史

最吸引人之處，許多聖經名畫在人類藝術史占有

相當重要的地位，然而，坦白的說，在台灣除了基

督徒對聖經圖像的意義，比較有機會去了解之外，

一般大概只能欣賞其形色的表現而已，主要的理由

是，這些圖像與聖經文字是相呼應且緊密相連的，

沒有閱讀聖經，只能靠行家粗淺的導覽，談不上對

作品真正的理解。近來許多國人到歐洲旅遊，參觀

著名的美術館常是旅遊的重點，面對如此龐雜且內

容豐富的基督教美術，如果沒有事前的準備，走

馬看花到此一遊的情況，必定比比皆是。其實，筆

者雖然是美術科班出身，照理說應較一般人更為清

楚才對，但是，因為學習過程中，很少老師會如此

詳盡的介紹基督教美術之淵源和真正內涵，到頭來

也是一知半解，這個問題一直到了近年詳讀聖經之

後，配合許多圖文並茂的書籍，逐漸將大部分的聖

經圖像解讀出來，本研究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才有

勇氣提出。

　　聖經圖像的色彩研究在台灣的色彩學界，是很

少人去碰觸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與文字記述對照

的問題，且範圍如果過大，也不是短時間就能完成

的工作。所以，有關圖像的研究就只有鎖定在較能

比對分析的題材內容，如果能同時將神學與美學結

合起來，對作品做出合理的論述和批評，不管是對

信仰、藝術或是教育，相信能夠增加不少新的觀點

和思維。

圖40 凡．代克　哀悼基督　油彩　1634圖39 凡．德．偉登　墓前的哀悼　油彩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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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創1：3」即是指基督信仰聖經中各章節的簡稱，此段是「創世
記第一章第三節」之意，詳如附表1、2。

2 舊約時期的偶像崇拜十分盛行，埃及的法老王和巴比倫的伯沙撒

王所統治的廣大地區，均信奉多神宗教，新約中羅馬帝國未定基

督教為國教之前，宗教信仰亦形形色色，從埃及、希臘和近東傳

來的民間信仰十分盛行，可以說是一個多神的宗教觀。

3 新約中的四福音，即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等四本福音書，記

載內容大同小異。

4 巴洛克（Brogue）時期的美術，是主張尊重自由的精神，將藝
術與世俗的眼光巧妙結合，表現十七世紀當代風華絢麗且壯麗無

比的藝術風格，巴洛克藝術十分重視歌頌現實，重視社會大眾品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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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安吉利訶　聖母戴冠　濕壁畫　1441圖41 羅馬提伯河西聖母大殿拱壁中之聖母（局部）　12世紀

附表1　舊約書卷名之簡稱表

書名 簡稱 書名 簡稱 書名 簡稱

創世紀 創 歷代志下 代下 但以理書 但

出埃及記 出 以斯拉記 拉 何西阿書 何

利未記 利 尼希米記 尼 約珥書 珥

民數記 民 以斯帖記 斯 阿摩斯書 摩

申命記 申 約伯記 伯 俄巴底亞書 俄

約書亞記 書 詩篇 詩 約拿書 拿

士師記 士 箴言 箴 彌迦書 彌

路得記 得 傳道書 傳 那鴻書 鴻

撒母耳記上 撒上 雅歌 歌 哈巴谷書 哈

撒母耳記下 撒下 以賽亞書 賽 西番雅書 番

列王記上 王上 耶利米書 耶 哈該書 該

列王記下 王下 耶利米哀歌 哀 撒迦利亞書 亞

歷代志上 代上 以西結書 結 瑪拉基書 瑪

附表2　新約書卷名之簡稱表

書名 簡稱 書名 簡稱 書名 簡稱

馬太福音 太 以弗所書 弗 希伯來書 來

馬可福音 可 腓利比書 腓 雅各書 雅

路加福音 路 歌羅西書 西 彼得前書 彼前

約翰福音 約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前 彼得後書 彼後

使徒行傳 徒 帖撒羅尼迦後書 帖後 約翰一書 約壹

羅馬書 羅 提摩太前書 提前 約翰二書 約貳

哥林多前書 林前 提摩太後書 提後 約翰三書 約參

哥林多後書 林後 提多書 多 猶大書 猶

加拉太書 加 腓利門書 門 啟示錄 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