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畫像石專題研究］ 
 

（一）、課程目標/說明： 

《漢畫像石專題研究》，是為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系博碩士班開設的專業選修課。

主要講授漢畫像石的一些基本知識和基本理論，探討漢畫像石的產生、發展及其

演化規律，分析漢畫像石的內容和形式及其美學的、文化學的意義，介紹漢畫像

石研究的前沿學術問題，為進一步研究漢畫像石藝術奠定基礎。此課程的開設，

有利於學生瞭解漢民族的文化傳統，有利於促進學生對先秦及兩漢學術的全面瞭

解。 

（二）、課程綱要：第一單元：文藝美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第二單元:社會歷史研究法  

第三單元:比較文學研究法  

第四單元:文學的文化研究法  

第五單元:精神分析研究法 

第六單元:神話—原型研究法  

第七單元:形式研究法  

第八單元:結構主義與敘事學  

第九單元:解釋學與接受美學研究法  

第十一單元：新歷史主義研究法 

第十單元:解構主義研究法  

第十二單元：後現代主義研究法   

 

第一章  漢畫像石的發現與研究 

第一節 什麼是漢畫像石 

第二節 漢畫像石與漢文化 

第三節   漢畫像石的發現與研究 

第二章  漢畫像的研究方法 

第一節  金石學的研究 

第二節  考古學的研究 

第三節  藝術學的研究 

第四節  文化學的研究 

1.圖像志與圖像學 

2.象徵符號分析 

第三章  漢畫像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  經濟背景 

第二節文化背景 

第三節政治背景 

第四節厚葬習俗 

第四章   漢畫像的區域分佈 

第一節 山東漢畫像石 

第二節 蘇北、安徽、浙江漢畫像石 

第三節 山西、陝西漢畫像石 

第四節 河南漢畫像石 

第五節 四川漢畫像石 



第六節 漢畫像各區域之間的交流 

第五章  漢畫像的題材 

第一節 天文圖像 

第二節 升仙圖像 

第三節歷史故事圖像 

第四節祥瑞圖 

第五節戰爭圖 

第六節狩獵圖 

第七節庖廚圖 

第八節圖案與花紋 

第六章  漢畫像的文化觀念分析 

第一節漢畫像中的神話內容 

第二節漢畫像藝術中的儒家思想 

第三節漢畫像藝術中的道家思想 

第四節漢畫像藝術中的佛教內容 

第七章 墓室與棺槨畫像 

第一節 墓室與棺槨圖像的由來 

第二節 墓室與棺槨圖像的圖像分析 

第八章祠堂畫像石 

第一節 祠堂圖像的由來 

第二節 祠堂圖像的分析 

第九章 石闕畫像 

第一節 石闕圖像的由來 

第二節 石闕圖像的分析 

第十章 漢畫像的宇宙象徵主義圖式 

第一節 宇宙形態論 

第二節 天地生成論 

第三節 漫漫升仙路 

第十一章 漢畫像的符號分析 

第一節 在天成象 

第二節 在地成形 

第三節 十字穿環 

第四節 二龍穿璧 

第五節伏羲女媧交尾圖 

第十二章 漢畫像與中國傳統審美觀念 

第一節鑄鼎像物 

第二節天人合一 

第三節審美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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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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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北京魯迅博物館、上海魯迅博物館編：《魯迅藏漢畫像》 （二），上

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1 年版。 

30 朱錫祿：《嘉祥漢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 1992 年版。 

31 賈慶超：《武氏祠漢畫石刻考評》，山東大學出版社，1993 年版。 

32 顧  森：《中國漢畫圖典》，浙江攝影出版社，1995 年版。 

33 深圳博物館編：《中國漢代畫像石畫像磚文獻目錄》，文物出版社 1995

年版。 

34 蔣英炬，吳文祺：《漢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東美術出版社，1995

年版。 



35 韓玉祥主編：《南陽漢代天文畫像石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 年版。 

36 李  林、康蘭英、趙力光：《陝北漢代畫像石》，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

年版。 

37 朱錫祿：《武氏祠漢畫像石中的故事》，山東美術出版社，1996 年版。 

38 山東石刻藝術博物館：《山東漢畫像石精萃》（原大影印），齊魯書社，

1996 年版。 

39 黃明蘭、郭引強：《洛陽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96 年版。 

40《漢代畫像石磚研究──93‧中國‧南陽漢畫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中原文物》，1996 年增刊。 

41 李淞：《論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現象》，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年版。 

42 李發林：《漢畫石考釋和研究》，中國文聯出版社，2000 年版。 

43 朱存明：《圖像生存——漢畫像田野考察散記》，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7

年版。 

44 中國漢畫學會：《中國漢畫學會第九屆年會論文集》，中國社會出版社

2004 年版。 

45 中國漢畫學會  北京大學漢畫研究所：《中國漢畫研究》，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 2004 年版。 

46《禮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三聯書店 2005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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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張道一：《漢畫故事》，重慶大學出版社，2006 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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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黃佩賢：《漢代墓室壁畫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 年版。 

（四）、作業要求： 

1.在老師的指導下學生應完成相應的閱讀任務，並圍繞所佈置的思考題，

寫出一定數量的讀書筆記和彙報提綱，以備在每週一次的輔導課程上交

流。老師隨時抽查學生的讀書筆記。 

2.課程完成後，每位同學交一份漢畫像石研究方面的作业。選題可以從課

程所講的內容以及自己的研究心得中選取，題目不宜大，但必須言之有

物，杜絕抄襲，字數在 4000 字上下。 

（五）、成績評量： 

本課程成績評量分兩部分，一是結業論文成績占總成績的 60%；一是閱

讀完成情況和課堂討論表現，占總成績的 40%。課程 12 周，課程完成

時，每位同學向老師交一份漢畫像石研究方面的論文作業。老師根據論

文質量打分。 

（六）、其他：其他未盡事宜，根據具體情況商量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