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個遊戲（投影片），是在上堂時玩的。前題是教完文藝復興一課題。 
可以當是温習，又可以當做課外知識，加深同學對課題的興趣和認識。 
 
目標人物： 
1. 給聰明但頑皮的學生，上堂給予適當的挑戰性可以得到好的學習氣氛 
2. 給聰明但上堂不專心的學生，可以吸引注意力 
3. 給聰明但上堂不出聲的學生，通過具挑戰性遊戲可以刺激他們參與活動 
 
之後的工作紙是有意識地訓練同學的思考能力，不要盲目地相信書本和其他的二

手資料。對一個人或一件事的評價是應該有自己的意見的。因為文字可能比較

多，所以建議老師在堂上略帶一下。 
 
 
 
 
 
 
 
 
 
 
 
 
 
 
 
 
 
 
 
 
 
 
 
 
 
 
 



達文西工作紙 
名字：＿＿＿＿＿＿＿ 
班級：＿＿＿＿（ ） 

 
在文藝復興時期，身心和諧，各種官能達到均衡的發展是人類所追求的目標。每

個時代都曾想過創造｀完人＇（完美的人）的理想，實際上有沒有出現過呢？如

果是有的，那麼一定要推達文西為代表了。那是否等於達文西是全能的天才？很

多書都是這樣說的。你又覺得如何？歷史書上所寫所記的是達文西的完美，那他

又有沒有不完美的一面呢？大家可以通過下面幾個問題從多個角度來思考一下。 
 

 以下是一封達文西呈給盧德維科．斯佛札大公（他其中一個顧主）的信

函： 
 
尊貴的大人： 
承蒙您的賞識，雖不敢自認是個大發明家，但這些經我設計出來的戰爭武器確實

與其他一般機器的用法一樣。我只想盡力把自己實驗的一點心得呈獻給您，或向

任何一位能實際做出成品和適合的人提出，下面我簡短地介紹一下他的構想。 
 
一、 我設計了一種非常堅固、輕巧的橋樑，可適合於攜帶．如此當戰爭發生

時，我們便可以帶著這座橋樑趁勝追擊敵人．它的優點是非常堅牢、不怕被

突擊，也很耐火，隨時可以移動和安置．我還知道多種可以摧毀或焚燒敵人

橋樑的手段． 

二、 我知道一些用在指揮中的必要措施或配備物件，例如：如何使溝渠的水

枯乾，如何造一座大橋以及造一個攻城用的羊頭撞錘、一座登城雲梯，和其

他各種機械用具． 
三、 當我們進攻一地，由於該地填土高起或地形堅固法用砲彈夷平時，我有

幾種可以摧毀此類堡壘要塞的方法，只要它們不是建築在岩石上定可成功． 
四、 我還設計了一種易於運輸和安置的迫擊砲，此砲可以盛滿碎石，如雨點

般射出打擊敵軍．同時它冒出的煙塵擾亂視野、圍困對方，造成對方更大的

損傷． 
五、 我還知道如何挖掘一種曲折和秘密的地下通道，可以一真延伸到任何希

望去的地點，那怕是穿過溝渠或河流也能挖掘成功． 
六、 我另外設計了一種裝甲戰車，確實牢不可破．它們可以發射砲彈侵入敵

人陣地，强而有力地摧毀對方．此時，步兵可以緊隨其後，減少穿城敵陣的

障礙和傷亡．



 
七、 如果要的話，我還可以設計出大型的射石砲和迫擊砲，以及不同於那些

原有的、造型更精巧的火攻器． 
八、 當砲擊受挫時，我可以再設計出一些更有效用射石器，投擲機和其他罕

見的機械來．根據需要，我也能製造更多變化複雜的攻擊和防守機器． 
九、 如果戰場是在海中的話，我有其他非常具效力的攻防武器的構想如在水

中的衣服，以及可以建造一艘耐火而配備火砲的大軍船． 
十、 在太平盛世時，我建議建築一些大眾需要的公寓或私人大厦，以及引導

水利的溝渠． 
此外，我還會做大理石、銅鑄或泥塑的雕像，以及畫出所有您希望的作品． 

最後，我想提醒您，如果我能完成一尊您父親的騎馬銅像，這將會給眾人樹立一

個永不磨滅的、榮耀的、盛名永播的和虔誠追憶的典範，並且也能使斯佛札家族

永垂不朽． 

如果上述任何一項東西是別人所不及或無法完成的，那麼，我將很榮幸地在您的

莊園裏或是任何一個您希望的地點實驗製造出來，我將全力以赴，獻給您大公閣

下． 

你認為達文西是軍事設計天才嗎？ 
是？ 非？ 
因為達文西所思所想都超越了時代，是

當時沒有人想過的。特別是裝甲戰車，

現在的坦克是在１９１６年第一次世

界大戰上才開始在戰場上應用。而且他

不單在軍事上有建議，而涉及藝術等其

他範疇，其才能倍受重視，非常人可以

兼顧。 

雖然達文西寫了很多建議，但是都沒有

令盧德維科．斯佛札大公動心，最後大

公也沒有給予達文西一展所長的機會

（在軍事方面）反而對騎馬銅像十分有

興趣，令他立即開始工作。是否因為大

公認為他的軍事建議對當時戰爭的作

用不大，所以才不予理會？ 
你的意見是什麼，你以為那方比較合理，為什麼？ 
 
 
 
 
 
 
 



 
 再詳細看看四樣他所設計的戰爭武器： 

１．迫擊砲 

需要太多的時間去上彈，而且所用

彈藥過多，不是一般軍隊的消耗

量。加上沒有機動性，很難運到戰

場。 

 

２．射石器，投擲機 
體積太大，同樣機動性不足，雖以

其體形足以嚇阻敵人，但是實際功

能不大。 
 

３．裝甲戰車 
戰車的推進力所需能量極大，不是

戰場上可以負擔的，而且很難在高低不平的地方前進。 
 

４．水中的衣服 
沒有水中呼吸的功能，只可以在淺水運用。 
 
 

現在你的意見有改變嗎？為什麼？ 
 
 
 
 
 
 
 
 
 
 
 



 達文西除了是軍事家外，還是解剖學家 
他強調經驗的絕對重要

性，不由古代的雕塑或二

手資料去學習解剖。他在

佛羅倫斯的新聖馬利亞

醫院和羅馬的撒西亞聖

靈醫院觀察並解剖人體

與動物。他的解剖研究重

視各部位的生理性，正常

與病理狀況皆在調查範

圍之內，包括肌肉、呼吸

系統、泌尿系統、腦、神

經、軟骨、皮膚、骨骼。

許多當代在解剖學中頂

尖的學者都十分珍視他

在這方面的研究。 

 

 

你認為達文西是解剖界的奇葩嗎？ 

是？ 非？ 

他在解剖學上有很多重大的新發現。

如： 

１．心臟也是一組肌肉 

２．對肌肉學有重大的貢獻 

３．對女性的解剖有所研究，發現了子

宮乃一獨立空間 

４．創造了一套圖解，而此圖解迄今仍

為醫學所用。第一本現代醫學敎科

書《人體結構》中，所用插圖即以

達文西的方法製作，也就是今天大

家所見到的解剖圖模樣。 

 

他研究解剖的本意乃更真實的表現人

體，而非對醫理有濃厚興趣，因為他本

不是醫生，也從未行醫。但他用在解剖

學上的時間似乎過多，研究得過於細

膩。如果他將時間分配的好些，就可以

在其他方面（特別是藝術）有多些貢

獻，而不是只有二十多幅畫作傳世。 

你的意見是什麼，你以為那方比較合理，為什麼？ 
 

 

 

 

 



 對於飛行的研究 

滑翔機，降落傘和直昇機的螺旋部份都是達文西對於飛行的執著。但這些到

底是耽於幻想還是飛行技術的演變過程之一呢？讓我們仔細看看他的三樣發

明： 

１．滑翔機並非是幻想，它是以雀鳥的飛

行為基礎。在近期有人以達文西的手

稿對此加以重組，證明只要稍加改進

就可以飛行。 

２．降落傘以實物造出，可用。 

３．直昇機的螺旋部

份雖然符合現

代螺旋的理

論，但本身太本身太重，而

且其速度不可

能將自己提

升。 

 

你以為達文西是否偉大的科學家？ 

是 否 

他的降落傘是不用改進而可行的，不要

忘記，那是五百年前的發明。而且其他

兩樣都符合理論，是他自己研究出來，

而不是別人教他的。其聰明才智，不是

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他雖然有科學家探索自然的好奇心，同

時也能將知識善加運用，但他的草圖中

沒有進一步的付諸實行，總是在要進入

具體實現計劃之前，就轉向其他的興趣

了，所以他不是成功的科學家。 

而且對於自己的研究也並不公開，反而

用鏡面文字加以保密。死後文稿四散，

後人對其不得而知。 

你的意見是什麼，你以為那方比較合理，為什麼？ 
 

 

 



 

 天才藝術家 

相信達文西最為人知的不是他在科學，軍事等的研究，而是作為一個藝術家。

依據達文西的界定：藝術尤其是繪畫，是一種科學，它提供的不只是獲取知

識的工具，也是傳達知識予世人的手段。史家瓦沙利在達文西死後半世紀左

右寫他的傳記，它的開始是： 

  “有時候，上帝給人以最美妙的天資，而且是毫無限制地集美麗，嫵媚，

才能於一身。這樣的人無論做什麼事情，他的行為總是值得人家的讚賞，人

家覺得這是上帝在他靈魂中活動，他的藝術已不是人間的藝術了。達文西正

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是藝術家中的天才嗎？  

是 非 

他共有二十幾幅作品傳世，全都是大師

級的作品。所用的矇矓法，更令｀蒙娜

麗沙＇的笑容更為神秘。另外｀最後的

晚餐＇也令人注目。至到現在都有人用

來做為小說和廣告的買點（Dan Brown, 

Da Vinci＇s code）。 

他的《繪畫論》是他許多專論中最著名

的一部。包括遠近、透視、素描、模塑、

解剖以及繪畫上的許多問題，也留給後

人參酌的依據。 

雖然｀最後的晚餐＇是如此的享負盛

名，但有達文西在畫時有個錯誤（壁畫

的底油用料不當，是他的實驗失敗），

令｀最後的晚餐＇在他有生之年就開

始褪色，始至今天，已慘不忍睹，要依

靠今日的修護技術才得以保留。 

你的意見是什麼，你以為那方比較合理，為什麼？ 
 

 

 

 

 

 

 



 

以上分別以軍事，解剖，飛行和藝術成就，希望以比較公正的來審視達文西

的成就。同學可以分別以自己對達文西各方面的認知，對這位奇人做一個定

位。所謂人無完人，雖然達文西被視為最接近完人的例子，但他也不是完人，

也有很多錯失。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被人稱為全能的天才，必有其道理。

他對知識的執著和毅力，他的膽識毅力，他的熱情和發掘真相的精神，對藝

術一絲不苟的態度都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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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規則

• １．如果成功在第一部份就猜到主人翁是誰，恭
喜你，你是天才，你對主人翁非常了解，所以可
免做這次的作業．但也請你仔細閱讀一次，會有
意想不到的收穫哦～

• ２．如果在第二部份猜到主人翁是誰，也恭喜
你，你對主人翁有不錯的認識，你有留心上課，
但你要完成作業，加深印象～

• ３．如果在第三部份猜到主人翁是誰，你要加油
完成作業，下次上堂老師會特別留意你，要用心
噢～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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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某人做過模特兒．

• 某人文雅，風趣．

• 某人唱得比誰都好．

• 某人精於魯特琴．

• 某人嚴肅又不失赤子之心．

• 某人有非常強的求知慾．

• 某人極受歡迎．

• 某人自信十足，咄咄逼人．

• 某人不屑別人的恭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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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某人只吃素，不吃肉．

某人是個私生子（父母沒有結婚，所以他
不冠父姓）．

某人愛鳥，在花錢買鳥後，立刻放牠們，
讓被監禁的鳥兒恢復自由．

某人是”派對／舞會搞手”．
某人也是”搞笑高手”．
某人周遊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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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某人沒有受過正式教育．

• 某人自學成才．

• 某人受顧於不同國家的貴族和皇室．

• 某人名極一時．

• 某人可能和耶穌的裹屍布有關．

• 某人不受別人影響．

• 某人名言：”只有笨徒弟才超越不了他的老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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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某人對人與自然有關的任
何知識和工作都感興趣 ．

• 某人排斥事物的神化價
值，置身於法規準則之
外．

• 某人享年６７歲．

• 某人名言：”當我以為學習
到如何活下去的時候，我
更學到了如何死去．”

某人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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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猜到某人是誰
了嗎？呵呵呵～
沒有不要緊，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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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某人精通音樂．

• 某人的魯特琴和
歌藝一流．

魯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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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某人是軍事設計師．

• 某人曾寫信自薦做為一個戰爭武器設計師．

• 某人為了方便老闆打仗，而繪製意大利各城市的
地圖．

• 某人設計迫擊砲，裝甲車，機關鎗，火攻器，地
下通道，和各式各樣的戰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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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鎗
各式戰車



© 2005 Melchan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二部份

• 某人是解剖學家

• 某人為研究人體解剖，不惜偷走死人的屍
體進行解剖．

• 某人研究生理的問題，正常和病變都在範
圍之內．

• 肌肉、呼吸系統、泌尿系統、心臟學、神
經系統、軟骨、皮膚、骨骼和胚胎學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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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某人是工程師．

• 某人愛上了鳥類，想飛．

• 某人研究鳥和蝙蝠翅膀的構造，做出他認
為會飛的機器．

• 某人設計的降落傘在２１世紀終於被證實
可行．

• 某人還繪製了連續式螺旋梯，運河，河流
分道，甚至隱形眼鏡的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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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設計圖

降落傘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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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某人也是建築和城市設計師．

馬廏設計圖
教堂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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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 某人習慣寫鏡像文字．

我是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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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猜到某人是誰了
嗎？

加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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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某人天文地理，十項全能，但最為人知的
是藝術方面．

• 某人是繪畫和雕刻大師．

• 某人是米高安哲羅所針對和妒忌的對象．

• 某人作品有聖約翰、抱白貂的婦人、岩窟
的聖母、天使報喜等．

• 還有以下兩幅是某人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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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出我們
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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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 某人生於意大利文西村．

• 某人生於文藝復興時初期．

• 某人和拉斐爾，米高安哲羅同時被人稱為
藝術界的三巨匠．

• 某人名叫．．．．．．還不知道嗎？你下
堂要小心聽書哦～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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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歐納度．達文西雷歐納度．達文西雷歐納度．達文西

Leonardo Leonardo Leonardo 
dadada VinciVinciVi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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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

• http://library.thinkquest.org/13681/data/link3.
htm

• http://www.allaboutarchaeology.org/leonardo
-da-vinci-and-the-shroud-of-turin-faq.htm

• http://www.lairweb.org.nz/leonardo/life.html
• http://www.leonet.it/comuni/vinci/
• 高實行譯，藝術家的花園：達文西．牛頓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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