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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的信息 
黃業強 

 
摘要 

米開朗基羅雖然自稱他是雕刻家不是畫家，但他在 Sistine Chapel 天花所畫

的壁畫，卻是不朽的名畫，到羅馬旅遊的人都不願錯過這個景點。 

米開朗基羅其他的作品都有標題，只有這個作品沒有。表面上它的確滿足了

當時教宗的要求，但這位叛逆的藝術家，在這他百般不情願完成的這幅畫中，到

底埋藏了哪些信息？ 

歷經 500 年這幅畫的漸漸褪色，而且壁畫太高，大部份的人無法看個一清二

楚，1980 年代起梵蒂崗開始全面修復，在那之後，畫中的細節才慢慢明朗化。 

本文從歷史著手，追溯壁畫的聖經內涵，並探討當時猶太人的思想，企圖解

讀米開朗基羅在這天花上傳達的信息。 

 

關鍵字：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濕壁畫、米開朗基羅 
 

一、前言： 
羅馬有非常多重要的建築物，其中梵蒂崗的聖彼得大教堂和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到羅馬的人都不希望錯過的景點，因為這兩棟建築物在藝術上和建築上都是曠世

之作。 
位於梵蒂崗博物館(Vatican Museum)內西斯汀教堂的天花，尤其引人注意。每逢旅遊旺

季，即使在烈日下大排長龍數小時之久、進去後又被人潮推擠而出，參觀的人仍然蜂湧而

至。到底魅力何在？大家都知道天花和祭壇上的壁畫是米開朗基羅的不朽名作，但它們到

底表達了什麼信息？正如巴黎羅浮宮內蒙娜麗沙的微笑，大部份的導遊都樂於講解畫中的

八卦，卻沒有太多人了解：畫家到底要表達什麼信息。 
在米開朗基羅目前留下的雕刻和壁畫中，除了西斯汀教堂的天花以外，都有標題，為

什麼？他在天花上畫了那麼多聖經人物，其中有一致的信息嗎？本文把焦點放在西斯汀教

堂的天花，從這座教堂興建的源起、委託繪製壁畫的歷史背景、壁畫的內容、和整座教堂

的空間結構，推測米開朗基羅在作畫時企圖留下的信息。 
 

二、如何解讀 Sistine Chapel 
1. 建築物的空間結構： 

西斯汀教堂主要有三層：(1)用拱頂支撐的地下室，(2)教堂下的夾層，(3)小教堂。平

時開放參觀的只有小教堂，教堂外部上方有防禦性的工事(圖 1)，可以看出它的防禦功能。

在這些空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教堂空間的尺寸─長 40.93 公尺、寬 13.41 公尺、高 20.7 公

尺，根據梵蒂崗博物館的官方導覽，這正是舊約聖經記載所羅門聖殿的尺寸 1。但根據舊

約聖經列王紀上第六章的記載 2

                                                 
1 Fabrizio Mancinelli, The Sistine Chapel, Musei Vaticani, 6th ed. 2006, p.3 

，所羅門建的聖殿長 60 肘、寬 20 肘、高 30 肘(圖 2)，當

2 舊約聖經列王紀上 6:2, 6: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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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肘為單位，根據考古學家的考證，當時的肘約相當於目前公制的 45 公分，因此聖經

所記載的聖殿應是長 27 公尺、寬 9 公尺、高 13.5 公尺，由此可以推論Sistine Chapel的設

計者，企圖設計一個約是所羅門聖殿 1.5 倍大的聖殿。然而，若果真如梵蒂崗官方導覽聲

稱的「西斯汀教堂的尺寸和所羅門聖殿完全一樣」，所羅門建聖殿時所使用的肘，應是另

一種肘，約相當於公制的 67.5 公分，用這個長度當作一肘，歷史上阿拉伯人的確使用過，

但是否就是當時建殿者所使用的單位，仍待考證。無論如何，在羅馬另建一個聖殿的企圖

是非常明顯的。 

  
2. 內部的裝飾： 

至於西斯汀教堂內部的裝飾(圖 3)，南邊牆的下面是連續六張的壁畫，畫的是摩西的一

生，北邊牆的下面也是連續六張的壁畫，畫的是耶穌的一生，分別出自幾位佛羅倫斯的畫

家之手。在這兩系列的壁畫之上，是一系列歷任教宗的畫像，再上面一層半圓拱窗的兩邊

(lunette)和連到天花的三角形部份(spandrel)，米開朗基羅畫的是耶穌的祖先們，在每兩個三

角地帶的中間，米開朗基羅畫的是七位聖經記載的先知(prophets)，和五個聖經沒有記載的

非猶太女先知(sibyls)3

3. 官方的解讀： 

，天花的中央是米開朗基羅所畫，取材自創世記第一章到第九章的九

幅壁畫。祭壇上方是米開朗基羅畫的最後審判。 

面對這些壁畫，我們如何去理解呢？根據梵蒂崗官方的解釋，創世記畫的是人的起源

和墮落，而摩西的一生和耶穌的一生說明了整個從舊約到新約的救恩歷史，說明神如何救

贖人類，讓人有機會與神和好，至於其他的畫，和主題沒有什麼重要的關聨，壁畫的主題

則是「神透過基督的救贖」4

 

，整個教堂的壁畫，展現出神的計劃從舊約到新約的一貫性，

表示所有這些先知和祖先們都指向耶穌的來到和教會的成立。 

                                                 
3 Sibyl 來自 ancient Greek “Σίβυλλα”，是女先知意思，有的書譯成「女巫」，並不妥當，考量米開朗基羅的信

息，譯作「女先知」比較恰當。 
4 Peter Spring ed., Guide to the Vatican Museums and City, Musei Vaticani, 2007, p.112-116 

 
圖 1 西斯汀教堂的外部 

 
圖 2 所羅門建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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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遊書的解讀： 

一般的旅遊書大多只會描述教堂內畫了哪些內容，很少解釋它的意義。比較偏重藝術

的旅遊書 Blue Guide-Rome 講解得比較深入，作者認為文藝復興時代的人將人類的歷史分

成三個時期： 
(1) 摩西律法之前的世界─從神創造萬物到摩西頒佈律法 
(2) 摩西律法之下的世界─從摩西頒佈律法到神差派耶穌來到人間 
(3) 恩典時代─耶穌降生之後 
其中(2)和(3)在這小教堂建好時，教宗思道四世(Sixtus IV)已請佛羅倫斯的畫家畫好

了。到了教宗Julius II時，獨缺第一個時期，因此請米開朗基羅畫這個時期神的作為 5

5. 沒有解答的問題： 
。 

這些解讀都沒有解釋為什麼耶穌的祖先們都垂頭喪氣？聖經中有那麼多先知，為什麼

選這七位？五位大先知還可理解，為何選撒迦利亞？為何選約拿？他們的姿勢有意義嗎？

除了聖經中的七位先知外，為什麼畫五位非猶太人的女先知？而且在創世記一連串的事蹟

中，前面幾幅都是按次序來的，挪亞卻不然，大洪水之後，挪亞才獻祭，但為何先畫獻祭

才畫洪水？另外，在這些主角的身邊，米開朗基羅畫了不少小天使，這些小天使是否有意

義？還是純裝飾？ 
為了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先了解整個教堂的興建、作畫的背景、與當時的

神學思想。 
 

三、Sistine 的建造和內部壁畫的歷史： 
整個天主教 6

                                                 
5 Alta Macadam, Blue Guide Rome, Somerset Books, London, 9th ed. 2006, p.440-441 

的發展，從一開始在羅馬皇帝提阿多修(Theodosius378-395)的統治下，正

式成為國教後，教宗的所在地就在羅馬，在八世紀正式成立教廷國之後，羅馬更是教廷國

6 Christianity 這個字在英文泛指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信仰，其意義包括早期的「天主教」和改教之後中文所

 
圖 3 西斯汀教堂的內部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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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都，後來因為法國勢力的介入，從 1309 年到 1377 年首著被遷到法國南部的亞維農

(Avignon)。教廷國的意義，原不是一個世俗的國度，它意味著天上的國度，應該不受地上

世俗的影響，然而在這段時期，居然因世上的勢力而遷都到亞維農，對教廷而言實在是一

大恥辱，因此在教會歷史上常以舊約聖經中，以色列人因不聽神的話而被處罰，讓他們被

巴比倫帝國俘擄來比喻這段時期，因此這段時期常被稱為「巴比倫被擄期」(Babylonian 
exile)，之後的教宗為表示他們的正統性，常強調他是在羅馬被選出來的教宗，而不是在亞

維農所立的教宗。 
思道四世(Sixtus IV 1471-1484 擔任教宗) 正是巴比倫被擄期之後的教宗，是個好大喜

功的人，企圖證明他才是這個信仰唯一的傳人，因此在羅馬計劃建西斯汀教堂，要如何表

示他是這個信仰的唯一傳人呢？於是集思廣義，不知是誰(歷史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建

議他在羅馬另建一個聖殿。 
在舊約聖經中記載，約西元前十一世紀，神讓以色列的第三位君王─所羅門，為祂在

耶路撒冷建一個聖殿，當聖殿完工時，神向所羅門顯現，應允他這是神永遠的居所 7

猶太人反省他們的過去，聖殿之所以被毀，都是因為不聽從神的話，因此在猶太人的

法典塔木德(Talmud)中教導猶太人，要聽神的話，神只應許在耶路撒冷建聖殿，任何人都

不准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另建聖殿。 

，以

色列人以後都要到這裡獻祭，不可以在其他地方獻祭，因此耶路撒冷的祭司成為這個信仰

的正統，任何人都不可在別處另立祭司。幾個世紀後，以色列人因不聽神的話，在西元前

586 年，被巴比倫帝國所滅，將以色列立為猶大省，所羅門建的聖殿被毀，以色列人被擄

到巴比倫，在被擄之地被稱為「從猶大省來的人」，也就是「猶太人」這稱謂的由來。但

幾十年後，波斯帝國滅了巴比倫，波斯王允許猶太人回國，重建他們的信仰，因此猶太人

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歷史上稱這聖殿為「第二聖殿」，第二聖殿與所羅門建的聖殿

格局相似，但因財力有限，裝飾少了許多，這個聖殿一直保留到西元 70 年，羅馬將軍提

多(Titus)為平息猶太戰爭而攻入耶路撒冷，才被燒毀，從此，猶太人流浪各地。 

思道四世卻在羅馬另建聖殿，他建殿的企圖心非常明顯：打造一座聖殿，足以媲美所

羅門的聖殿(也許一樣大、也許更大)。採用所羅門聖殿的比例，也有很明顯的企圖心，除

了表示耶路撒冷的聖殿雖然被毀了，他卻是神另立的一個正統，甚至，他不但是當今地上

的正統大祭司，而且還表明他的反猶太情結。於是在 1477-1480 興建了這個教堂，作為教

宗的私人教堂，並作為守護當地的城堡。 
當時義大利半島有另一個大城─佛羅倫斯。經過中世紀幾百年的戰亂，人們希望活得

有尊嚴，希望恢復中世紀以前的繁榮，這些自由的思想表現在不同的藝術中。佛羅倫斯不

屬於教廷，不受教宗的管轄，是個思想自由的城市，成為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佛羅倫斯既

不屬教廷，又多次不配合教廷，當地富可敵國的梅迪奇家族(de’ Medici family)，儼然是當

地的統治者，當然也就成為教宗的眼中釘。當時梅迪奇家族的當政者是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但在一次暗殺行動中羅倫佐的弟弟吉里雅諾(Giuliano)喪生，而羅倫佐重傷逃亡，

接下去一連串教宗對羅倫佐的追捕行動，讓許多歷史學家都將這次行動的主謀指向教宗。

                                                                                                                                             
謂的「基督教」，早期的天主教指的是羅馬天主教，改教運動後，馬丁路德所帶領的分支為與羅馬天主

教區分，被稱為「抗議宗」(Protestant)，也就是現在我們所稱的基督教。本文所探討的時期是在改教之

前，在本文中為與目前所稱的「基督教」有所區分，因此都用「天主教」。 
7 舊約聖經列王紀上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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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的恩怨，羅倫佐仍然是佛羅倫斯的領導者，教宗終於願意與羅倫佐和好，這時正

是西斯汀教堂完工的時候，教宗急須裝飾這個教堂，根據官方的記錄，是羅倫佐為了表示

友好，派了四位當時佛羅倫斯有名的畫家，去為教宗畫壁畫，在 1481-1482 畫好了摩西的

一生和耶穌的一生。從這四位畫家的壁畫中，可以看出許多對教宗的諷刺和戲謔，而教宗

思道四世卻沒看出來。 
當時西斯汀教堂的天花由另一位畫家皮亞曼提(Pier Matteo d’Amelia)畫上了滿天星

斗，畫的是創世記 28 章的記載：雅各離開家鄉，夜裡夢見一個梯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

來，並且神向他顯現，保證神會看顧他，直到神的應許實現 8

之後的三任教宗沒有在這個教堂加添什麼。1503 年被選上的教宗儒略二世(Julius II 
della Rover)是思道四世的姪兒，當時 60 歲，綽號「恐怖教宗」，他也好大喜功，歷史上對

他沒有什麼好評，但他對藝術品味不凡，看上了米開朗基羅的才華，找他來重畫西斯汀教

堂的天花。 

。這滿天星斗畫的就是雅各

夢見的天空，表示神對雅各的揀選，現在也臨到在這屋頂下服事的教宗。祭壇上面畫的是

馬利亞升天圖，跪在馬利亞面前的，正是思道四世，表示他的權柄是從天上來的。 

 
四、米開朗基羅的經歷： 

在藝術創作方面，佛羅倫斯有其特別的地位。當時，在教廷的勢力範圍內，人們出於

宗教情操，尊敬教宗如同尊敬神，教宗因此成為最有權勢的人，藝術家也因效忠於教宗，

藝術作品總是以宗教為主題。佛羅倫斯卻不然，這是個風氣自由的城市，因為不屬於教廷，

思想開放得多，政治人物的考量不在於宗教而在於經濟，能成為當地的主導人物，必須具

備高明的經濟政策。同理，藝術家從事藝術活動，是效忠業主，而不是教宗，因此藝術的

主題不限於宗教，這就給了藝術家許多的自由，也因此造就了許多的藝術家。 
猶太人自從亡國之後，流浪各地，根據新約聖經的記載，當時主張殺害耶穌的是猶太

人的宗教首領 9

米開朗基羅於 1475 年生於佛羅倫斯，家人並不希望他學藝術，但當時佛羅倫斯的統

治者羅倫佐看上他的天份，因而把他帶回家，當作自己的家人，還送他去學藝術。藝術家

要有相當的學識，才能作出有深度的創作，羅倫佐為復興希臘文化而在佛羅倫斯創辦了聖

馬可學苑，米開朗基羅被帶到聖馬可學苑接受教育，他對拉丁文沒興趣，但對哲學很有興

趣，在那裡，他受到的教育包括希臘哲學、希伯來文、猶太人的律法、猶太經典與各種猶

太人的神秘思想，對他日後的藝術創作有很深的影響，終其一生，常企圖融合各領域的思

想。 

，當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猶太人的後代被看成是殺害耶穌的兇

手，是不得救的一群，到處受到排擠，甚至被集中管理，出門要配戴記號，猶太人的經典

也因此常遭燒毀。但在佛羅倫斯，猶太人因為對經濟很有貢獻，竟然能得到平靜的生活，

因此猶太人的思想得以在佛羅倫斯流傳。當時的藝術家們為了投身宗教性的藝術創作，需

要了解聖經，在佛羅倫斯，藝術家還必須了解猶太人的經典。另一方面，為了要讓作品逼

真，還必須熟習人體解剖學，但教廷國嚴禁人體解剖，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天才達芬奇

( Leonardo da Vinci)因在羅馬私自進行人體解剖被教宗發現，因而出走法國，所以有不少作

品留在法國，而佛羅倫斯的藝術家們，卻可自由解剖。 

                                                 
8 舊約聖經創世記 28:10-17 
9 馬太福音 2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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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 年羅倫佐過世，米開朗基羅開始另謀出路。1496 年米開朗基羅 21 歲，來到羅馬

闖天下，他在羅馬雕刻的酒神（圖 4），和聖母哀子像(圖 5)，展現了他的雕刻天才。1501
年他為了一場比賽回到佛羅倫斯，雕了大衛像(圖 6)，一舉成名。1503 年，儒略二世被選

為教宗，要求米開朗基羅到羅馬為他設計他的墓，於是米開朗基羅於 1505 年再度來到羅

馬。但當時老舊的聖彼得教堂出現了安全警訊，教宗決定先重建聖彼得教堂，由當時的名

建築師布拉曼特(Bramante)設計，將所有的經費投資興建聖彼得大教堂。當時米開朗基羅

已經為教宗的墓訂購了大批石材，教宗卻付不出錢來，米開朗基羅因而成為討債的對象，

於是一氣之下逃回了佛羅倫斯。 

   
儒略二世雖然鉅資興建聖彼得大教堂，但他的野心不僅止於此，並不想放棄他個人的

陵墓，於是用各種方法逼米開朗基羅回羅馬。米開朗基羅並不想回去，三番兩次拒絕，但

教宗位高權重，米開朗基羅最後還是乖乖負荊請罪。 
當時教宗才剛征服波隆納(Bolona)，於是命令米開朗基羅雕一座教宗像來贖罪，教宗

的要求是三個人高的銅雕，放在波隆納的城門口，讓當地的人看到雕像就知道不可造反。

銅雕難度極高，米開朗基羅不擅長銅雕，又不能拒絕，只好勉力而為。 
完工後回到羅馬，教宗卻又改變主意，先不急著造墓，先為西斯汀教堂畫天花。米開

朗基羅認為自己是個雕刻家不是畫家，百般不願意接受這個委託，他希望繼續完成教宗的

墓，但教宗堅持要他畫完天花後，才讓他設計墓。當時，教宗已經有明確的構想，要他畫

新約聖經中記載的耶穌十二位使徒，並由建築總監布拉曼特為他挑選助手，表面上是協

助，其實是監視，他因此更不情願接下這份工作。經過多方的折衝，米開朗基羅最後終於

答應作畫，但條件是辭退所有原先預備好的助手，由他自己挑選助手，內容也由他決定，

而不是畫教宗的構想，教宗居然也都答應，於是 1508 年米開朗基羅在百般不情願的狀況

下，動手畫天花。 
 

 
圖 6 大衛 

 
圖 5 聖母哀子像 

 
圖 4 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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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教堂天花要表達的信息： 
1.用創世記表達神對人的計劃： 

創世記的壁畫(圖 7)是米開朗基羅最為人所知的名畫，米開朗基羅將中間的九幅分成三

部份 
三幅畫神造人以前的景象：神將光和暗分開、神造日月草木、神造陸地和水 
三幅畫神造人類：神造亞當、神造夏娃、亞當和夏娃的墮落 
三幅畫挪亞的事蹟：挪亞獻祭、大洪水、挪亞醉酒 

 
在這些畫中，有些常見的問題：在造亞當的那幅畫(圖 8)中，亞當是第一個人，圍繞在

神四週的是誰？在挪亞的事蹟中，神看見人類的墮落，於是吩咐挪亞造方舟，讓挪亞一家

進入方舟後，神用大洪水將地上各種動物都淹沒，挪亞出方舟後向神獻祭，之後挪亞醉酒，

在帳棚裡赤身露體，他的三個兒子進到帳棚裡，用衣服為他蓋上 10

一般被眾人接受的解讀是那些環繞在神四週的是天使

。按聖經的記載，大洪

水應發生在挪亞獻祭之前，米開朗基羅為何將它畫在大洪水之後？ 
11

  

。至於挪亞事件的順序，在天

花的整個版面的結構看來，是一幅大一幅小，而米開朗基羅為了讓大洪水占比較大的版

面，因此將挪亞獻祭放在前面。 

1975年一位美國印弟安納州的猶太醫生瑪西佈格(Dr. Frank Mershberger)到西斯汀教堂

抬頭看神造亞當那幅畫時，意外地發現米開朗基羅畫的是大腦剖面圖(圖 9)。在猶太經典中

認為人的受精並不始於女性的生殖器官，而是男性的大腦，米開朗基羅將神造亞當的場景

畫成一個神的大腦，神在大腦中造人。若米開朗基羅的確如此想，那在神週圍的就是亞當

                                                 
10 舊約聖經創世記 6-9 章 
11 蔣勳，破解米開朗基羅，天下遠見出版社，台北，2006，p.89 

 
圖 9 人腦的構造 

 
圖 7 創世記 

 
圖 8 神造亞當 



 

-8- 

之後的人，這點我們也可以從後面這些人看出線索：若我們比對在神後面的那位女孩(圖
10)，和後來的夏娃，可以看出那是少女期的夏娃(圖 11)，由此可知米開朗基羅深受猶太思

想的影響。 

  
當時的天主教嚴禁人體解剖，而米開朗基羅畫的神造亞當一幕，將整個人腦的剖面畫

在天花上，其中重要的線條都和人腦的紋理相同，沒解剖過人腦的人是無法看出其中的奧

秘，教宗不見得可以看得出那就是人腦的剖面，而米開朗基羅將一個人腦畫在天花重要的

部位，讓教宗每次都在一個剖開的人腦下主持彌撒，可以看出他在抗議當時天主教對解剖

的禁令。 
人類墮落那幅畫中，左邊是偷吃禁果，右邊是被逐出伊甸園，在中世紀，天主教會大

多認為禁果就是蘋果，蘋果也常出現在教會藝術中，米開朗基羅畫的卻是無花果，而猶太

教的塔木德認為禁果是無花果，可見米開朗基羅採用猶太教的看法。 
聖經記載的是蛇引誘夏娃吃禁果，夏娃不但自己吃，也給亞當吃 12

舊約聖經創世記中記載，蛇在引誘夏娃吃了禁果後，被神咒詛從此要用肚子行走，終

身吃土

，因此有人認為夏

娃應負較多的責任，因為是夏娃先吃禁果，但米開朗基羅畫的是亞當親自去採無花果，他

應該不是為夏娃脫罪，而是認為亞當也要負責，若比較吃禁果之前和之後，可以看出他們

兩位都老了許多，這是他們應得的後果。 

13

在整張人類墮落的構圖(圖 12)中，可以看出左右是對稱的，左邊的蛇和右邊的天使姿

勢幾乎完全相同。臉也相同，從這對稱的構圖中可以讓人推測米開朗基羅在構圖時，他的

意圖是將兩個相對的畫面配置在同一個圖面中，一邊是人的選擇，另一邊則是選擇的後

果，米開朗基羅似乎在告訴我們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可以選擇順服神，也可以選擇不順服，

不順服的後果是很明顯的。 

。這不禁讓人想起另一個疑問，蛇在受咒詛之前是如何行走，米開朗基羅將蛇畫

成有手臂也有腿，在猶太經典米示大(Midrash)中的確將蛇描述成是有臂有腿，米開朗基羅

顯然也採用了猶太人的看法。 

                                                 
12 舊約聖經創世記 3:1-6 
13 舊約聖經創世記 3:14 

 
圖 10 神造亞當時的夏娃 

 
圖 11 偷吃禁果時的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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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相同的邏輯去看挪亞的事蹟，就不難理解挪亞的事蹟中，為何大洪水與獻祭的場

景是次序顛倒的。接下來三幅挪亞的事蹟(圖 13)中，挪亞獻祭是因挪亞順服神而得救，於

是獻祭感謝神。醉酒卻是挪亞的人性，因酒醉不省人事，他的兒子含還指指點點，表示那

不是神所喜悅的。中間一幅則是大洪水，大洪水中所有被沖走的人穿的都是象徵羅馬顏色

的衣服─紅色和金色，顯示米開朗基羅有意指出羅馬這個城市的罪惡。更值得注意的是三

張圖的順序，一邊是挪亞因順服神而討神喜悅，一邊卻是因肉體的放蕩而不討神喜悅，中

間則神的審判，和前一幅人類的墮落表達的是同樣的概念，因此我們可以推論米開朗基羅

要表達的是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順服神，也可以選擇背叛神，你要選的是哪一邊？ 

 

  
2.用猶太人的先知表達對教宗的不滿： 

米開朗基羅也選了七位舊約聖經中的先知─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但以理、約珥、

撒迦利亞、約拿，但那麼多先知，為什麼選這幾位呢？舊約聖經中有五卷大先知書，分別

由四位先知所寫─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但以理，這幾卷書的篇幅比較大，因而被稱

為大先知書，這四位大先知所傳的信息比較多，因此被認為比較重要，米開朗基羅選這四

位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他幾位又代表什麼意思呢？讓我們來討論其中的三位先知： 

 
圖 13 挪亞的事蹟 

 
圖 12 人類的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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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 
撒迦利亞是被擄回國後鼔勵大家重建聖殿的先知，在這個「新」的聖殿中，米開朗基

羅將他畫在入口的正上方，正是可以俯視整個教堂的位置。西元前 586 年以色列人被巴比

倫滅亡而被俘擄到兩河流域，當波斯帝國擊敗巴比倫後，允許以色列人回國恢復他們的信

仰，撒迦利亞就是帶領以色列人回國，並鼔勵大家建聖殿的先知。在這個「新」的聖殿中，

將撒迦利亞畫在中央入口的上方，看著整個聖殿，是可以理解的。當我們比對拉斐爾所畫

的教宗儒略二世的畫像(圖 14)，可以看出米開朗基羅是把撒迦利亞畫成教宗的模樣 (圖
15)，教宗看米開朗基羅將他比成撒迦利亞想必非常高興。但在撒迦利亞背後有兩位小天

使，像是調皮地從後面偷看撒迦利亞正在看的書，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但仔

細看那小天使的手勢，這相當於中世紀比中指的手勢，可以看出米開朗基羅對教宗的不滿。 

   
不但如此，在非猶太人的女先知中，女先知庫米(The Cumean Sibyl)的畫像(圖 16)也有

類似的現象。傳說這位女先知年輕時，因貌美曾得阿波羅神(Apollo)的愛慕，並向她告白，

她向阿波羅要求長壽，阿波羅賜她長壽，但她卻拒絕了阿波羅的告白，阿波羅對她的不守

信用非常生氣，於是說她只向他求長壽，沒有求年輕，因此她越來越老，頭也越來越小，

最後小到可以裝進一個瓶子裡。在米開朗基羅的筆下，她是一位老婦人，有一個小頭，但

身上穿著的是教宗儒略二世家族的顏色─金色和藍色。旁邊的小天使看著她正在看的書，

也比了中世紀比中指的手勢，表示米開朗基羅用這個說話不算話的女先知比作教宗，指責

教宗的不誠不信，並在他後面無言地抗議。 

 
圖 15 米開朗基羅畫的先知撒迦利亜 

  

圖 14 拉斐爾畫的儒略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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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 

米開朗基羅在畫這些聖經人物時，用了不少模特兒，但其中有幾位特別的人物，米開

朗基羅並沒有用模特兒，而是畫他自己。若將耶利米和 16 世紀的畫家筆下的米開朗基羅(圖
17)對照，祭壇上方的耶利米先知(圖 18)畫的就是米開朗基羅本人。這幅畫的其他部份也非

常引人注意，他背後畫著一位婦女似乎背著包袱，好像要離家出走的樣子，另外一位年輕

人，腳下踩著書卷，耶利米穿著紅色和金色的衣服，所有其他的先知都沒有穿鞋子，只有

耶利米穿著鞋子，愁眉苦臉地向下看。 
耶利米先知是舊約聖經中命運悲慘的先知，他愁眉苦臉是可以理解的。聖殿原是地上

的大祭司朝見神的場所，舊約聖經出埃及記記載，當摩西見到神時，神要求摩西脫下鞋

子 14

耶利米背後那位年輕人，腳下踩著書卷，書卷上寫了一行很清楚的字 ALEF-，ALEF
是希伯來文字母。在希伯來文中和兩個字母是不發音的，而希伯來文通常不標母音，這

兩個不發音的字母更增添了希來文發音的難度。在猶太經典塔木德中教導，若大祭司無法

，免得玷污聖地，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其他先知沒穿鞋子，因為這「新」的聖殿是聖地。

但耶利米為何穿著鞋子，卻是耐人尋味的問題。在舊約聖經耶利米哀歌中記載，耶利米在

耶路撒冷淪陷、聖殿被毀後，以淚洗面地看著耶路撒冷的廢墟寫下耶利米哀歌。若米開朗

基羅畫的是那個時候的耶利米，在西斯汀教堂裡穿著鞋子，愁眉苦臉地看著教宗的座位，

似乎表示教宗已玷污了這個聖所。耶利米穿著象徵羅馬市的紅色和金色，他在為羅馬而哀

哭，背後的婦人背著包袱背對著他，似乎表示著人心的向背，大家都想離開羅馬。 

                                                 
14 舊約聖經出埃及記 3:5 

 
圖 16 女先知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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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和，就不配當大祭司。在這裡，書卷居然是被踩在腳下的，很明顯地在諷刺教宗無

法分辨和，不配在這裡當教宗。 

   
約拿： 

天花祭壇的正上方，也就是一走進教堂的正前方，畫的是先知約拿，和撒迦利亞先知

面對面。舊約聖經有十二卷小先知書，約拿寫的是其中的約拿書。其他的先知書都花大部

份的篇幅記載神要先知傳講的信息，約拿書卻用大部份篇幅記載先知如何背叛神的旨意。

神派他去向敵人傳講悔改的信息，若他去了，敵人也悔改了，神一定會祝福敵人，這樣一

來他自己的同胞將受到敵人的攻擊。於是他企圖逃走，但神用大風浪阻止他，並安排一條

大魚將他吞到腹中，約拿百般不願意地在魚肚中過了三天三夜，終於屈服於神的旨意，神

命大魚將約拿吐到旱地，約拿只好乖乖地到尼尼微城傳講悔改的信息。 
一般人的解釋，可以在新約聖經中得到線索。在新約聖經馬太福音中記載，耶穌在回

答當時宗教領袖的詢問時，曾用約拿當例子，說：「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

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15約拿在魚肚子裡過了三天三夜，常被用來當作耶穌被釘

死後第三天復活的預表。因此米開朗基羅將約拿畫在正中央，眼睛看著天花，正預告著新

約耶穌的來臨 16，梵蒂崗官方出的導覽也持這個看法 17

然而，約拿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約拿的遭遇和米開朗基羅非常類似： 

。但是，米開朗基羅畫的約拿到底

是被魚吐出後的約拿、還是尼尼微城外生氣的約拿，史學家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約拿 米開朗基羅 
不願意為神傳訊息 不願意為教宗畫壁畫 

                                                 
15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12:40 
16 Andrew Graham-Dixon, Michelangelo and the Sistine Chapel, Phoenix, London, 2009, p.154-155 
17 Peter Spring ed., Guide to the Vatican Museums and City, Musei Vaticani, 2007, p.116 

 
圖 17 米開朗基羅的畫像 

 
圖 18 耶利米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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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呼召到一個罪惡的城市傳訊息 被教宗召到一個罪惡的城市畫壁畫 
企圖逃避神的呼召但被強迫召回 企圖逃避教宗的呼召但被強迫召回 
  

米開朗基羅選約拿似乎在發洩個人的情緒，他畫壁畫和約拿傳信息一樣的無奈。猶太

拉比布拉奇(Benjamin Blech)更指出 18

 

從另一個角度看，更可以看清米開朗基羅要表達的意

思；約拿用一個很不自然的姿勢，身體向後傾，後面的天使明顯地用手比了一個五，再往

前看約拿的腳正好形成一個希伯來文的字母。在希伯來文中有一種數字表示法，是用子音

去表示數值，在西元前二到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常使用這數字表示法，其中字母表示的也是

五，到底米開朗基羅要說什麼？約拿的兩隻手比了一個手勢，正是希伯來文字母的，這是

希伯來文聖經創世記 1 章 1 節開頭的字母，因此米開朗基羅應該指的是摩西五經。當時的

天主教為了強調他們是唯一的救贖，因而強調新約，米開朗基羅要強調的是摩西五經才是

信仰的基礎，因此米開朗基羅似乎在呼籲：「回到摩西五經吧！」 

3.用五位非猶太人的女先知指出教宗對猶太人的壓迫： 
在天花上畫得最大的是先知們，米開朗基羅選擇了五位非猶太人的女先知： 

女先知德爾菲(The Delphic Sibyl)：希臘女先知。 
女先知厄利特里亞(The Eritrean Sibyl 米開朗基羅寫成 Erythraea)：巴比倫女先知 
女先知波斯(The Persian Sibyl)：波斯女先知 
女先知利比亞(The Libyan Sibyl)：埃及女先知 
女先知庫米(The Cumean Sibyl)：羅馬女先知 

                                                 
18 Rabbi Benjamin Blech & Roy Doliner, Sistine Secrets: Michelangelo’s Forbidden Messages in the Heart of the 

Vatica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New York, 2008, p.183-186 

 
圖 19 先知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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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朗基羅為何選她們來畫，一般大家接受的解釋是：當時人認為她們是神與人之間

的仲介，地位視同聖經中的眾先知，大致上，她們的預言都可以解讀成預言以後耶穌的來

臨、和羅馬天主教掌權 19

在米開朗基羅的天花上，她們的位置和聖經上的先知相互交錯。當時有許多女先知的

預言更直接地指向耶穌，但米開朗基羅都沒看上，猶太拉比布拉奇指出

。 

20

 

：五個女先知比

較明顯的是來自五個不同的區域，因此我們可以從她們來的地區思考作者的企圖，這可以

從她們相臨的四個角落的壁畫看出一點線索，天花上的四個角落畫的是猶太人從四個不同

國家的壓迫中得到神的拯救(圖 20)： 

西南角畫的是哈曼被掛在木架上，展現的是以色列人被波斯帝國統治時期發生的事，

和他最接近的是波斯女先知。 
西北角畫的是摩西舉銅蛇，展現的是以色列剛離開埃及的逼迫在沙漠中發生的事，旁

邊畫的的是埃及女先知。 
東北角畫的是猶滴殺何樂弗尼的事件─在猶滴傳中雖然寫明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時期，但在巴比倫的年表中，並沒有記錄這次的戰爭，然而猶太人的傳統都將這個事件放

在希臘統治的時期，而這幅畫的旁邊畫的是希臘女先知。 
東南角畫的是大衛和哥利亞，這是畫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 17 章大衛和歌利亞的事件，

大衛以一顆石頭戰勝非利士巨人歌利亞，當時巴比倫是中東的強國，非利士人受巴比倫統

治，在這幅畫的旁邊畫的是是巴比倫女先知。 

                                                 
19 Andrew Graham-Dixon, Michelangelo and the Sistine Chapel, Phoenix, London, 2009, p.142-147 
20 Rabbi Benjamin Blech & Roy Doliner, Sistine Secrets: Michelangelo’s Forbidden Messages in the Heart of the 

Vatica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New York, 2008, p.168-178 

 
圖 20 西斯汀教堂天花平面─女先知和神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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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份畫的是羅馬的女先知庫米，卻沒有任何一個拯救與她對應，表示猶太人現在

是受羅馬教廷的統治，但卻沒有得到拯救。 
4.用人物表達他人生的無奈： 

雖然米開朗基羅是個藝術天才，這天花上的壁畫，也受到那麼多人的肯定，但他並不

是心甘情願地畫這壁畫，他認為他最擅長的是雕刻，不是繪畫。教宗本來要他設計的是教

宗自己的墓，那是雕刻藝術，但後來卻要他畫壁畫，他百般不願意地花了四年時間完成，

在這期間，壁畫的進度又多方的不順，人生對他而言都是逆境，從壁畫的內容，我們可以

看出他將這些心情反映在壁畫上。 
耶利米( Jeremiah)先知 

前文提及耶利米先知是米開朗基羅的自畫像。「先知」在舊約時代是個非常不討好的

角色，中文翻譯作「先知」，好像是位預先知道一些事的人物。但在舊約時代以色列人用

的希伯來文中，「先知」意思是「神的代言人」，當以色列人不聽神的話時，神就呼召先知

警告以色列人。在舊約的先知中，耶利米大概是生平最慘的一位，他生在以色列人亡國之

前，歷經猶大國最後的五個王，置身於以色列人亡國之際。當時神對以色列人的悖逆已經

忍無可忍，於是派遣耶利米嚴厲批評當時的王和祭司，因而引起王和祭司們的不滿，通緝

耶利米。到最後一個王時，神已決定讓巴比倫把以色列滅了，於是耶利米勸王投降，因為

抵抗是沒用的，但大臣們就因此認為耶利米為敵人工作，將耶利米囚禁起來，直到耶路撒

冷城淪陷，巴比倫王才將耶利米放出來 21。亡國之後，巴比倫王將大部份的王室貴族擄走，

將當地設成猶大省，立基大利作省長，等到巴比倫退了兵，原來王室的人不服，將基大利

暗殺後逃亡。留下的人民害怕巴比倫王報復，拜託耶利米求問神，他們要怎麼辦，神向耶

利米顯現，要他告訴百姓留在原地，不要逃亡，神會保護他們，但百姓怕巴比倫人，不聽

耶利米的話，就挾持了耶利米一起逃往埃及 22

何樂弗尼(Holofernes) 

，相傳最後耶利米死在埃及。米開朗基羅把

他自己畫成耶利米先知，必然是將他一生中百般的不順，自比為耶利米先知。 

另一個米開朗基羅的自畫像出現在教堂東北角上。教堂的四個角落都是畫以色列人在

災難中，如何被神拯救的事蹟，而東北角畫的是猶滴傳中神的拯救。猶滴傳並不屬於正統

聖經，而是屬於次經 23

何樂弗尼來到了耶斯列平原旁的伯夙利亞(Bethulia)，圍城一個多月，城中的水用盡

了，於是大家到守城的軍官烏西雅那裡，烏西雅說：「我們再等五天，看神救不救我們，

。在次經猶滴傳中描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17 年，在與瑪代王一

戰中，要求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出兵相助，包括當時巴勒斯坦的推羅、西頓、猶大等國，但

大家都拒絕參戰，他在打敗瑪代後，出兵懲罰這些不出兵參戰的國家，於是先派大將何樂

弗尼(Holofernes)作先鋒，當何樂弗尼大軍到時，各國都懼怕，紛紛派人求饒，只有猶大國

備戰，何樂弗尼大怒，召集摩押、亞捫各將領訊問如何可以得勝，亞捫人的首領亞吉奧說：

「以色列人有他們的神保護，若他們犯罪，觸犯了他們的神，那你一定可以打敗他們，若

他們沒有違背他們神的律法，你最好不要動他們。」何樂弗尼大怒，於是判他放入以色列

營中，等他打敗以色列人時，讓他同歸於盡。 

                                                 
21 舊約聖經耶利米書 38-40 章 
22 舊約聖經耶利米書 42-43 章 
23 「次經」是約西元前二世紀到一世紀間，一些猶太人的宗教作品，這些作品並沒有被列為正典，但在猶太

人中有廣大的讀者群，因不具正典的地位，而被稱為「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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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救我們再出去投降。」當時有個寡婦叫猶滴(Judith)，她向烏西雅說：「給神五天的時

間是試探神，我有一計，但不要問我做什麼。」猶滴是個美貌的寡婦，她打扮得很漂亮出

城來到何樂弗尼的軍營，大家都為她的美貌迷倒，她告訴何樂弗尼說亞吉奧的話沒錯，但

以色列人真的要犯罪了，因為城裡的糧食吃完了，他們正準備吃獻給神的祭物，神派我來

告訴你，去懲罰他們，只是我每天要到山裡禱告，等神告訴我何時要你出兵。」何樂弗尼

信了她，每天放她回山上，到第四天何樂弗尼要她陪他喝酒，猶滴見時機來了，將何樂弗

尼灌醉，用他自己的劍砍下他的頭，並將身體推下床，將頭交給她的女僕，帶回到以色列

營中。第二天以色列人將何樂弗尼的頭掛在城牆上，出兵攻敵，以色列人大勝，猶滴終生

未再婚，最後 105 歲死，葬在她丈夫的身邊。米開朗基羅畫的是何樂弗尼被猶滴殺死的那

一幕(圖 21)，猶滴的女僕在盤子上托著何樂弗尼的頭，正是米開朗基羅的自畫像。米開朗

基羅自比為被砍頭、放在盤子裡的何樂弗尼，可以想像他當時人生的境遇，教宗對他多方

無理的要求，讓他覺得人生不如一死。 

 
 
5.用耶穌的祖先表達他對教宗反猶太人的抗議： 

在米開朗基羅畫耶穌祖先們的畫像中，若不是每幅旁邊都有名字，實在很難辨認他畫

的是誰。因為畫像和這些祖先們的功績毫不相干，而且每個人物都是滿臉無奈(圖 22)。 
其中，大衛和所羅門是統一以色列國的大君王，尤其是大衛，戰功彪炳，所羅門雖生

在皇宮，但他以智慧出名，然而，畫像中的這兩位都沒有大君王的架勢，卻像是在自己的

房間生悶氣。 
烏西雅也是神所喜悅的君王，他曾帶領以色列人打過許多勝仗，在米開朗基羅的筆

下，卻像無奈地看著旁邊調皮搗蛋的小孩。 
約西亞是亡國前最後一個英明的好王，舊約聖經歷代志花了兩章的篇幅記載他所做的

宗教改革，使背逆的以色列人回到神的面前，但在米開朗基羅的筆下，卻像是剛和太太吵

了一架，還有一個小孩在旁胡鬧。 

 
圖 21 猶滴殺死何樂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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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巴伯是以色列人亡國被擄後，帶領以色列人回國重建聖殿的大功臣，在米開朗基

羅的筆下，卻無精打彩地看著太太如何處理小孩的吵閙。 
這類不易解讀的畫像，還有不少，甚至有些名字，無法找到對應的畫像。為什麼所有

人的表情都那麼無奈呢？  
一般被大眾接受的的解釋是，他們都在期待著耶穌的來臨。沒有和名字對應是因為米

開朗基羅並無意對號入座，而是畫一群祖先 24。而梵蒂崗博物館的官方導覽，對耶穌的祖

先這一區，根本略過不提 25

米開朗基羅畫耶穌的祖先，是依據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的家譜，但為什麼沒有按照順序

呢？引許多藝術史家不同的猜測。 

。 

在米開朗基羅的傳記中提到，他到羅馬後花了許多時間在猶太區，和他們相處，從那

裡得到靈感。這些祖先們畫的都是當時的猶太人，米開朗基羅在佛羅倫斯受的教育，讓他

接受許多猶太的思想。因為猶太人被視為謀殺耶穌的民族，在佛羅倫斯雖然沒受到逼迫，

在羅馬，卻是次等公民。1215 年天主教召開的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決定猶太人要配戴

一個黃色的記號，因為黃色是尿液的顏色，擺明是侮辱猶太人。在米開朗基羅筆下，他們

穿的衣服都是當時的上等材質，可以看出他對猶太人的同情。而在耶穌的祖先亞米拿達 26

  

的

衣服上有一個黃圈，正是在羅馬教宗規定猶太人配戴的記號，可見米開朗基羅對當時教宗

的不滿，他畫出當時的天主教如何用逼迫和恨意對待那些猶太人，而耶穌的祖先也是猶太

人，他們現在都承受著教宗的迫害。 

 
六、結論─整個天花的信息： 

教宗原來希望米開朗基羅畫的是新約聖經中所提到的耶穌十二個門徒，這十二個門徒

正是往後教會的起源，尤其是耶穌的門徒─彼得。耶穌死後，彼得到了羅馬，因為他的努

力，建立了教會的傳統，教宗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自認為是這個信仰的正統繼承人。

當米開朗基羅畫這天花時，旁邊記念彼得的聖彼得大教堂正在大興土木，教宗企圖藉著天

                                                 
24 Andrew Graham-Dixon, Michelangelo and the Sistine Chapel, Phoenix, London, 2009, p.140 
25 Peter Spring ed., Guide to the Vatican Museums and City, Musei Vaticani, 2007, p.112-114 
26 新約馬太福音 1:4 

 
圖 23 耶穌的祖先─亞米拿達 

 

 
圖 22 耶穌的祖先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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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上的裝飾，呼應聖彼得大教堂的傳統，強調教宗就是這個信仰的唯一正統。而米開朗基

羅心中想的卻是這個信仰更深遠的源頭，表面上他將教宗的意思作了更深刻的發揮： 
天花的正中央畫的是神的創造，祂造了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神雖希望人順服神，

但祂也給予人自由意志，讓人選擇，而人選擇了墮落。 
但神仍為人提供了拯救，在天花的四個角落畫的是以色列人的歷史中，神對以色列人

四次的拯救。 
兩邊的先知們都預言神更大的拯救─耶穌的來臨。耶穌的祖先們，更是神在耶穌來臨

以前放在人間的伏筆。從創世記、到眾先知、到耶穌的祖先，都指向耶穌的到來。 
西斯汀教堂是新的聖殿，位於新耶路撒冷，教宗是神所指定的大祭司，除此之外別無

拯救，這樣的信息自然滿足了教宗的虛榮心。 
四年作畫期間，米開朗基羅卻在這些壁畫，利用各種技巧埋下了背後的信息─天花中

央畫了神造亞當和夏娃，神也給了人自由意志，人有順服與反叛的選擇，但人卻選擇了背

叛。 
四個角落雖然記錄了神四次對以色列人的拯救，但眾女先知卻顯示現在人們落在不適

任教宗的迫害中，人們還沒有得到拯救。 
耶穌的祖先們當然是猶太人，當然也正受到教宗的迫害。這是聖地，不適任的教宗玷

污了這個聖地，耶利米先知正在為羅馬哀哭：悔改吧！教宗！不要只讀新約，這個信仰的

根源在舊約，回到摩西五經吧！ 
 

七、後續： 
米開朗基羅在 1512 年完成此壁畫，拿到錢後馬上打包離開那個罪惡之城─羅馬，回

到佛羅倫斯。教宗儒略二世於次年 1513 年過世，當時另一件重大事件正在醞釀中─宗教

改革，1517 年馬丁路德將著名的九十五條貼於威登堡城教堂大門上，成為改教運動的導火

線，接下來的幾任教宗都因為改教運動而焦頭爛額。 
1527 年西班牙查理五世因不滿教宗革利免七世(Clement VII)而容許軍隊侵入教廷國，

攻下羅馬，造成歷史上所謂的羅馬大劫掠(Sack of Rome)。教宗逃入梵蒂崗的天使堡，軍隊

在羅馬大肆洗劫，許多史學家認為這就是米開朗基羅的警告應驗了。 
教宗儒略二世原希望死後葬在聖彼得大教堂，但他死的時候，大教堂還沒有完工，他

退而求其次，希望葬在西斯汀教堂裡。顯然他並沒有看懂米開朗基羅的弦外之音，對天花

的壁畫非常滿意。 
米開朗基羅完成西斯汀教堂的天花後，按教宗原來的計劃，他應該回頭繼續打造教宗

的墳墓，但可能因為米開朗基羅埋下了這些伏筆，心中不安。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教宗身

體欠安，而他起先對教宗墳墓的設計，若由他一人執行，需要四十年才能完工，當然不可

能在教宗有生之年完成。因此燒掉了他所有的草稿，回到了比較安全的地方─佛羅倫斯。 
教宗革利免七世在位時，他正是米開朗基羅小時候的好朋友，於是召米開朗基羅到羅

馬畫最後的審判。意思是要將前面那幅思道四世跪在馬利亞前那幅壁畫除掉，表示對以前

思道四世作風的不滿，也表示他改革的決心。 
米開朗基羅於 1534 年來到羅馬，當然樂意將他所不認同的教宗除去，但還沒開始動

工，革利免七世就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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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位的教宗保祿三世(Paul III)同意他繼續作畫。祭壇上的壁畫「最後的審判」於 1541
年完工，當時他已 66 歲。 

米開朗基羅幾乎每一個雕刻和壁畫都有個主題，唯獨西斯汀教堂的天花沒有命名。 
米開朗基羅大概是不敢為他的壁畫命名，四年漫長的歲月，他將許多細節隱藏在畫

中。到底誰是他的神學顧問？史學家在他的自傳和信件中完全找不到線索，我們只能相信

這些神學的信息，來自這位藝術家自己。 
這些隱藏的細節當時因為離地太遠，當時的人本來就不太看得見。經過多年，顏色漸

暗，更看不清楚了。 
1980 年代開始經歷十多年的修復，許多畫的細節才漸漸浮現。如今，我們要如何為這

幅偉大的天花壁畫命名呢？ 
我認為：「悔改吧！教宗」應該可以成為恰當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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