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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深研「藝」教其妙 

藝才課綱展新頁︰108年 7月，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暨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以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暨藝術 

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發布，啟動中小學藝才教育全方

位之課程發展，揭櫫藝術基礎人才於實作、認知、審美、普及與

尊重殊異之健全教育思維。 

藝才輔群創新路︰109年 6月，《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輔導群設置及運作要點》發布，9月，藝才輔導群正式成立，15位藝才班/藝才資優班優秀教師，通過 

輔導員遴選，成為我國首屆藝才教育教學與輔導體系之生力軍，兼含來自音樂、美術與舞蹈專業教授 

群的協力指導。 

藝才手冊建新例︰109年 12月，透過 5位藝推主持人員策劃、34位教師研編、20位專家審查及 

2位助理執編，達 560頁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發行，提示 

藝才課程掌握課綱內涵，充實學習構面之施教效益，並以專業社群永續課程之研發。 

藝才教學交享閱第 1屆首章︰110年 8月，集結示例研編、公開授課、社群運作等多面向輔導群 

精進策略 ，在主編及分組副主編週週耳提面命的督促下，與 15位諮審委員面對面的溝通，15位藝才 

輔導員展現無比的能量，產出兼具課程設計、教材綜整、教法務實，篇篇精采之藝才教學示例。 

藝才教學交享閱第 1屆終章︰111年 7月，奠基於 109學年度編撰經驗與團隊共識，透過歷次分組

及全體研編會議的激盪討論，以及諮審會議的專業對話，藝才輔導員及教師們再次展現課程、教材、

教法創新研發之成果，聚焦各教育階段卻能呈現系列整合之藝才教學示例，如期完竣。 

衷心感謝︰副主編陳沁紅、丘永福、曾瑞媛等 3位教授之協力引領，黃新財、郭美女、徐玫玲、 

江淑君、黃芳吟、吳望如、蕭寶玲、羅美蘭、趙惠玲、鄭明憲、董述帆、戴君安、曾照薰等 13位諮審 

委員之慧眼檢視，翁宗裕、柯逸凡、高瑀婕、桑慧芬、林怡君、陳怡蒨、鐘兆慧、莊浩志、簡俊成、 

鍾政岳、陳秋莉、楊芬林、葉宛芃、徐子晴、薛美良等 15位輔導員及尤曉晴教師之熱情編撰[依冊別序]，

以及賴昱丞、李威廷等 2位助理之奮發執編。 

此系列出版已為藝才輔導群每學年度具體成就之一，期能提供藝才教育多元思考，亦請各界不吝 

指教。          

吳舜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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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編序/ 解構「音」論其複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音樂組輔導群教學示例研編：  

翁宗裕輔導員/手指來跳舞：巴赫的小步舞曲；以國小第二 

學習階段跨科目為課程設計理念。延伸介紹巴洛克時代舞曲、

pochette口袋小提琴、多聲部音樂等，以多元角度介紹學生欣賞 

巴洛克華麗之美，體驗不同樂器音色交織的多聲部音樂，理解 

該時代的音樂特色。柯逸凡輔導員/巴洛克時期藝術風格與音樂 

大師；以國小第三學習階段為主要對象，介紹巴洛克藝術風格與 

藝術作品，幫助學生在演奏巴洛克時期作品時，能更深入的理解 

音樂及感受音樂之美。高瑀婕輔導員/巴赫創意曲創作手法及作品賞析；以國中第四學習階段解構

巴赫鍵盤對位作品之創作手法及發展脈絡，先以聽覺建立美感經驗再進行分析探究。進而啟發學生

對演奏創意曲的詮釋能力以及複音音樂的演奏協調平衡。最後實踐自由對位的二聲部簡易創作， 

達到預備作曲之樂趣。 

桑慧芬輔導員/音樂 Buffet ─巴赫英法組曲作品賞析；針對高中第五學習階段，從介紹「組曲」 

簡史、舞曲音樂特色及經典作品賞析，同時結合舞蹈律動知識，帶領學習者體驗舞蹈節奏、速度與 

音樂主題的設計，整合聆聽、律動多感官美感經驗，進一步連結曲式分析、演奏詮釋認知層面，提升

藝才/藝優學生多元能力，與課綱構面「知識與概念」、「創作與展演對應」。林怡君輔導員/巴赫十二 

平均律演奏討論；以高中第五學習階段，結合專長領域相關音樂基礎理論課程作為依據，強化音樂 

理論為演奏基礎，拓展至作品當中的音樂結構以及內容的脈絡，近一步探討掌握作品的詮釋方式。 

這五篇教學示例，經輔導群間不斷的腦力激盪及交互討論，已進化至「類教科書」而非傳統之

「教案」示例。因此各篇格式上是以最切合題目之方式呈現，希能保有各個輔導群教師的獨特創意；

亦希冀在這當中仍能「異中求同」，保有上下縱貫之核心精神。希望閱讀者能如輔導群之期許， 

在這有字數限制但文字敘述精妙之示例研編中，不僅能領會箇中奧秘精華，進而受到啟發舉一反三，

青出於藍。 

陳沁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副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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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元名稱 

巴洛克時期藝術風格與音樂大師 

 

貳、設計理念 

一、本次輔導團音樂組選擇從國小第二學習階段到高中第五學習階段，圍繞 

巴赫（J. S. Bach）的作品，並以部定課程設計教學單元。 

 

二、本課程示例用於國小第三階段/五年級，科目可為音樂理論(音樂欣賞/音樂

史)，預定以兩節課為示例範圍。 

 

三、主要設計理念及方向為巴洛克時期(Baroque)藝術風格與藝術家作品簡介；

希望藉由對巴洛克時期的進一步認識，在演奏巴赫及同時期音樂家作品時

能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感受。 

 

參、教材來源/分析 

一、「巴洛克」是一種歐洲藝術風格，指自 17世紀初直至 18世紀上半葉流行於

歐洲的主要藝術風格。該詞來源於葡萄牙語 barroco，意思是一種不規則的

珍珠。義大利語（Barocco)中有奇特，古怪，變形等解釋。作為一種藝術

形式的稱謂，它是 16世紀的古典主義者建立的 16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在

義大利的，背離了文藝復興藝術精神的一種藝術形式。巴洛克時期的思

想、政治、社會在此時正面臨一大混亂發展期。文藝復興時期對理想平衡

的審美觀點已發展至盡頭。宗教上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表現方式，逐漸難

使人產生情緒上的共鳴，乃著重教堂儀式中濃厚的聽覺與視覺的想像，以

不同的藝術形式呈現；非洲與美洲的殖民經營，賦予藝術家更多、更新的

題材，以及廣大的空間感；科學革命亦影響藝術家對現實的描繪。 

 

二、巴洛克藝術是自然而非理想，是感情而非理性的。從感官藝術而言，巴洛

克藝術充滿動作、活力、色彩，著重對世界作真實的描述，具有強烈的 

情緒上衝擊；藝術家放棄「文藝復興」傳統對空間整齊和狹窄的看法， 

改為接受廣大式的觀點，以及表達人在宇宙間的渺小。建築師也喜歡在 

作品中表達無限空間的感覺，建築物正面內部均充滿裝飾，造型採用大量

弧線，普遍採用圓屋頂，室內大扶梯、注重建築物四周的景觀，則為另一

特色。詩人則描寫人生在世的短暫與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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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關鍵字 

巴洛克時期、巴洛克藝術風格、巴洛克音樂、巴赫 

 

伍、課綱對應 

課
綱
依
據(

領
綱)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音才Ⅲ-K2 

藉由音感與讀寫樂譜的初階學習， 

熟悉多元音樂語彙的記錄與傳達。 

音才Ⅲ-C2 

由樂曲創作歷程背景的認識與實際

演出的聆聽，了解音樂與時代及文化

的關聯。 

音才Ⅲ-S2 

透過引導，持續進行音樂特定主題 

研討，拓增音樂專題深度與廣度。 

核心 

素養 

藝才 E-C1 

經由藝術專長的 

學習，培養個人的 

藝術價值觀，樂意 

投注於藝術相關 

服務。 

 

藝才 E-C3 

關心在地與國際 

藝術展演，認識與 

包容文化的多元 

特性。 

學習 

內容 

音才Ⅲ-K2-1 

音樂作品片段相關的音感與樂譜 

讀寫：含調性與節拍的判斷等。 

音才Ⅲ-K2-2 

專長樂器曲目相關的初階音感與 

樂譜讀寫。 

音才Ⅲ-C2-1 

音樂家生平、成就（含作品、演出 

風格及其他）與時期文化的關係。 

（取材考量不同性別、族群） 

音才Ⅲ-C2-3 

至少閱讀 1本音樂家傳記。 

音才Ⅲ-S2-1 

音樂特定主題成果展示與討論：含 

音樂概念構圖、音樂海報製作等。 

議

題 

融

入 

議題 

名稱 
多元文化教育 

實質 

內涵 

文化差異與理解 

多 E3認識不同的文化概念，如族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多 E4理解到不同文化共存的事實。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設備資源 ■投影機 ■布幕 ■音響 ■電腦 ■PPT ■小白板 ■白板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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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評量 

評量 

工具 

1.定期/總結評量：比例  30  % 

□口頭發表 ■書面報告 □作業單 □作品檔案 □實作表現 □

試題測驗  

□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其他： 

2.平時/歷程評量：比例  70  % 

■口頭發表 □書面報告 □作業單 □作品檔案 □實作表現 □

試題測驗  

■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其他： 

評分 

規準 

 
     等級 

評量標準 A B C D 

能表達對巴

洛克時期藝

術風格的認

識 

能清楚表達

對巴洛克時

期藝術風格

的認識 

能大致表達

對巴洛克時

期藝術風格

的認識 

能勉強表達

對巴洛克時

期藝術風格

的認識 

未達 C級 

能簡述巴洛

克時期音樂

家 (與重要

作品) 

能簡述三位

巴洛克時期

音樂家 

能簡述二位

巴洛克時期

音樂家 

能簡述一位

巴洛克時期

音樂家 
未達 C級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音才Ⅲ-K2 

音才Ⅲ-C2 

音才Ⅲ-S2 

音才Ⅲ-K2-1 

音才Ⅲ-K2-2 

音才Ⅲ-C2-1 

音才Ⅲ-C2-3 

音才Ⅲ-S2-1 

一、音樂家生平、成就與時期文化的關係。 

二、音樂特定主題成果展示與討論。 

 

陸、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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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洛克時期的藝術風格 

    巴洛克（Baroque）此字源於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的

「變形的珍珠」。歐洲人最初用這個詞指「缺乏均衡性

的作品」，現今這個詞已失去了原有的貶意，僅指 17 世

紀風行於歐洲的一種藝術風格。 

    在歐洲文化史中，「巴洛克」時期的時間點約是 17

世紀至 18 世紀上半，上接文藝復興，下接古典時期、

浪漫時期。巴洛克藝術代表整個藝術領域，包括音樂、

繪畫、建築等。巴洛克藝術是種追求繁複誇飾、富麗堂

皇、氣勢宏大、富有動感的藝術風格，展現給大家一種

雍容華貴的感覺。 

 

 

【巴黎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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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洛克的建築 

    巴洛克建築著重於色彩、光影、與華麗、誇張的雕

刻特色。十七世紀中期，

巴洛克風格式建築開始

表現於豪華宮殿上，首先

出現在法國，隨後遍及歐

洲。一方面引人注目、炫

耀貴族財富與權勢，另一

方面具有更強烈的情緒

感染力與震撼力。 

【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 

 

 

【法國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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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洛克的繪畫 

    巴洛克繪畫廣泛採用垂直、水平來追求穩定，不

再遵循文藝復興重素描結構的方式，而是並在作品中

強調運動感和戲劇性，追求光線和色彩的表現，廣泛

採用曲線、弧線，偏愛複雜多變的結構等。其作品特

徵為富有豐富而濃重的

色彩和大面積的陰影。

與之前的文藝復興繪畫

不同的是，巴洛克畫家

們更喜歡描繪衝突激烈

的場景。 

【卡拉瓦喬《聖馬太蒙召喚》】 

 

 
【魯本斯《阿馬戎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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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巴洛克的服飾 

    17 世紀，可說是法國

國王路易十四的時代，他

的穿著打扮和行為舉止，

是歐洲人競相模仿的對象。 

    此時男性審美眼光改變，

轉而喜愛俊帥華美的穿著， 

流行戴著長假髮、穿著高跟

鞋。女性服飾有無數的蕾絲或

打著花結的緞帶形成層次感，

十分華麗。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法國王后《Marie Antoinette》電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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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巴洛克的音樂 

    巴洛克音樂風格特色，採用多旋律、複音音樂的技法，

強調樂句的起伏，力度速度的變化，即興演奏也使得巴洛

克音樂的形式極富變化，形成其獨有的特色。當時的宗教

音樂在西方音樂的發展占很大的分量，那個時期的器樂

曲發展也很迅速，尤其是弦樂方面

的發展，弦樂的音色更能體現出巴

洛克的特色。以巴赫為這個時期最

具代表性的音樂家。 

 

【巴赫 3D畫像】 

 

 
【巴洛克宮廷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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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大師 

    巴洛克音樂時期大約從 1600一直延續到 1750年，

這一個半世紀又被分為三個階段： 

【1600 年-1640年，形成期】 

    作曲家們試圖擺脫文藝復興時期的舊體裁和對位

法，試圖創造更新的音樂體裁和表現手法。 

【1640 年-1690年，定型期】 

    巴洛克音樂逐漸從義大利擴散到歐洲各國，共同的

音樂語言，新的音樂體裁和形式都更加典型。 

【1690 年-1750年，全盛期】 

    眾多音樂大師們將巴洛克音樂不斷完善，並將這種

延續百年的音樂風格發展到了輝煌的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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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文藝復興時相比，在巴洛克音樂時期，器樂演奏

在各類音樂形式中的地位也愈發獨立，各種複雜的器樂

演奏技巧也相繼確立，當然這與樂器製作工藝的提升有

著很大關係。許多樂器外形上看來和現代樂器已相當類

似，而內部結構的差異使得它們的聲音別具一格，有著

濃厚的歷史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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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蒙台威爾第（C.G.A.Monteverdi，1567-1643） 

    蒙台威爾第是義大利作曲家、

製琴師，音樂史上文藝復興和巴洛

克時期之間的重要過渡人物。歌劇

發展的先驅，巴洛克音樂的早期代

表。他的歌劇創作一直流傳至今日，

甚至影響在後世各樂派的作曲家。 

    其中歌劇《奧菲歐》不僅是蒙台威爾第最早的歌劇

作品，他還在作品中大膽運用不協和和弦，利用序曲、

重唱、間奏曲以加強戲劇音樂的表現力與舞台氣氛； 

又利用弦樂器震音、撥弦演奏法，充分發揮樂器的性能，

為近代管弦樂法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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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帕海貝爾（J.Pachelbel，1653-1706） 

帕海貝爾是德國作曲

家、管風琴家，巴洛克音樂

中期的代表人物。帕海貝爾

是「數字低音時代」的管風

琴大師，在音樂史上經常被

忽略，他的作品也沒有獲得

妥善的保管。 

    《D 大調卡農與吉格》作於 1680 年，是帕海貝爾

最著名的作品，常以「卡農」作為代稱。實際上卡農

（Canon）是一種曲式，並非曲名。D大調卡農原版由

三把小提琴演奏，並以大鍵琴和大提琴及魯特琴伴奏。 

 
【《D大調卡農與吉格》手抄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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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韓德爾（G.F.Händel，1685-1759） 

    韓德爾是德國作曲家，後來

入籍英國。創作作品類型有歌劇、

神劇、及管風琴協奏曲。他被譽

為是巴洛克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

其作品《彌賽亞》、《水上音樂》、

《皇家煙火》至今仍然廣為人知。 

    1743 年《彌賽亞》在倫敦上演，英王喬治二世在聽

到第二部分終曲〈哈利路亞〉時，激動的站立聽完全曲。

現在音樂會演奏此曲時全體觀眾也常會起立聆聽，成為

一個非常特別的慣例。 

 

【韓德爾紀念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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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巴赫（J.S.Bach，1685-1750） 

    巴赫是德國的作曲家及管風

琴、大鍵琴、小提琴演奏家，也是

巴洛克音樂的集大成者，被認為是

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巴赫作品以質量俱佳著稱，

除了歌劇，幾乎涉獵了當時所有

的曲種，包含清唱劇、受難曲、神劇、經文歌、彌撒曲、

聖詠、各種樂器的獨奏曲、組曲、室內樂及協奏曲等等。 

    當時巴赫僅僅作為管風琴演奏家與教師而聞名。

雖然莫札特、貝多芬多位音樂家均對巴赫推崇備至，但

到浪漫樂派作曲家孟德爾頌於 1829 年在柏林改編並 

指揮巴赫的《馬太受難

曲》，才使大家開始正視 

巴赫音樂的價值。此後 

音樂家們對他的作品進行

了發掘、研究、整理和 

推廣，巴赫逐漸恢復了 

崇高的地位。           【聖多瑪斯教堂紀念巴赫的花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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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巴赫的鍵盤作品(大鍵琴/古鋼琴)  

《二聲部與三聲部創意曲》（BWV 772-801） 

《英國組曲》（BWV 806-811） 

《法國組曲》（BWV 812-817） 

《鍵盤練習 I》（BWV 825-830） 

《鍵盤練習 II》（BWV 831.971） 

《平均律鍵盤曲集》（BWV 846-869，870-893） 

《郭德堡變奏曲》（BWV 988） 

《賦格的藝術》（BWV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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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師補充資料 

巴洛克的源起 

    巴洛克一詞的起源有多種不同的見解。一種說法來自葡萄牙或西班牙文，指為不規

則、變形的珍珠；另一說法來自義大利文，有奇特的、古怪的含義。如果作為形容詞，

巴洛克帶有「庸俗凌亂卻極盡華麗」的意思。歐洲最初用這個詞，代表「沒有依循傳統、

結構失衡的作品」。 

    現在的巴洛克一詞，指為 17世紀歐洲的一種藝術風格。17世紀的歐洲在文化各方

面都有重大的改變與成就。牛頓、伽利略等人引領科學的發展，文學名家如莎士比亞；

繪畫大師魯本斯，倫勃朗等，都造成極深遠的影響。 

巴洛克的歷史 

    巴洛克風格的興起與天主教教會有密切關係；西元 1600年時逢宗教改革，羅馬和

梵蒂岡教會，要求藝術應以宗教為主題，透過絢爛豪華的奢華美感，反擊以簡單純樸為

主要理念的基督教派。 

    巴洛克風格從此在各天主教國家深入紮根，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尤其喜歡巴洛克的

奢華藝術風格，並把富麗堂皇璀璨奪目的形象植入宮廷禮儀與建築中；當時歐洲君王和

貴族們紛紛效法，巴洛克式的宮殿也一座座的興起。 

巴洛克建築 

    巴洛克建築起源於 18世紀的義大利，在文藝復興風格建築風格，添上華麗誇張裝

飾。巴洛克式建築著重色彩、光影、雕塑性，帶有強烈的風格特色。 

  ＊巴洛克建築的特徵包括： 

    寬闊的、圓形的中殿 

    強烈的光影對比，明暗對照效果 

    大量裝飾品、巨大尺寸的天花板壁畫 

    戲劇性的主體、繪畫與雕塑，建築與美術的融合 

巴洛克繪畫 

    巴洛克繪畫在西元 1600年左右開始逐漸成形，影響整個 17世紀到 18世紀初的藝

術風格。巴洛克繪畫作品帶有豐富濃重的色彩和與大範圍的明暗對比的陰影，而且常見

激烈衝突場景的描繪。 

    著名的巴洛克畫家，如：委拉斯凱茲、卡拉瓦喬、倫勃朗、魯本斯、普桑和弗美爾

等人，都經常使用明暗對比的繪畫技巧。巴洛克繪畫風格在歐洲各地蓬勃發展，風格也

逐漸在不同區域產生微妙的差異。 

巴洛克音樂 

    巴洛克音樂特色有著大量的裝飾音，節奏強烈、旋律精緻，調性音樂逐漸取代了教

會調式。複音音樂對位發展越見明確，並在巴赫時期發展到巔峰。 

    巴洛克音樂創作以貴族宮廷、私人學會以及天主教教會為主，其中又以宮廷最具影

響力。這時期的音樂作品有適合在宮廷演奏的大協奏曲，貴族沙龍的樂器奏鳴曲，宗教

類的彌撒、神劇、受難曲以及豐富的管風琴曲；同時，歌劇在義大利快速興起，音樂創

作樣貌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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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洛克樂器作品的類型 

    組曲（Suite） 

    奏鳴曲（Sonata） 

    協奏曲（Concerto） 

    賦格曲（Fugue） 

    羅曼尼斯卡（Romanesca） 

  ＊巴洛克創作技法 

    數字低音（basso continuo） 

    頑固低音（basso ostinato） 

    賦格（fugual polyphony） 

    競奏（concertato medium） 

    即興演奏（improvisation） 

巴洛克服飾 

    以法國路易十四執政時期為巴洛克服飾風格的成熟時期。這時期的服裝風格華麗

充滿活力，強調裝飾性，是以緞帶、花邊、皮革、長假髮共同組成的時代。 

  ＊男性 

    領飾、高跟鞋、帶有排扣的長外套、燈籠褲和靴襪、羽毛裝飾的大帽子、假髮。 

  ＊女性篇 

    蓬鬆的裙子、巴黎臀墊、泡泡袖、寬大的領口。 

蒙台威爾第 

    克勞迪奧·喬瓦尼·安東尼奧·蒙台威爾第 

（Claudio Giovanni Antonio Monteverdi，1567/05/15-1643/11/29） 

義大利作曲家、製琴師，是歌劇發展的先驅，古典音樂史上一位劃時代的人物，是

巴洛克音樂的前期代表。他雖然不是第一位寫出歌劇的作曲家，然而他創作的歌劇一直

流傳至今，影響著後世各樂派的作曲家。 

    其中《奧菲歐》是蒙台威爾第的最早的歌劇作品，他用不諧和和聲強化音樂的戲劇

張力與舞台氣氛；又利用弦樂器的撥奏、震音等演奏技法，充分發揮各種樂器的性能。 

帕海貝爾 

    約翰·帕海貝爾 

  （Johann Pachelbel，1653/09/01-1706/03/?） 

德國作曲家、管風琴家。帕海貝爾在音樂史上經常被忽略，他是「數字低音時代」

的管風琴大師，而且他的作品對巴赫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巴赫的哥哥曾經是他的學生。

帕海貝爾作品多為教會音樂，包括聖詠 78 首、以及最著名的：由三把小提琴與數字低

音的《D 大調卡農與吉格》（Kanon und Gigue in D-Dur für drei Violinen und Basso 

Continuo）。 

D大調卡農與吉格 

  「卡農」大約在 1680年完成，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知名曲目。「卡農」並非曲名，而是

一種曲式，由數個聲部的旋律依次出現，給人綿延不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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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德爾 

    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韓德爾 

  （Georg Friedrich Händel，1685/02/23-1759/04/14） 

    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德國)，後來入籍居住在英國。作品有

多部歌劇、神劇、頌歌及管風琴協奏曲。 

    韓德爾是巴洛克時期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作品《水上音樂》、《皇家煙火》和《彌

賽亞》至今仍然廣為人知。韓德爾是一位多產的作曲家，一生創作了大約 40部歌劇，

5首頌歌，5首加冕讚美歌，37首奏鳴曲，20首管風琴曲，還有許多小品。他還親自參

加劇院的管理、擔任音樂指揮和藝術總監等工作。 

    1743 年，神劇《彌賽亞》倫敦演出，據說當時英國國王喬治二世親臨劇院；當聽

到《哈利路亞》大合唱時，國王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站立起來聽完了全曲，將它稱為

「天國的國歌」。現在音樂會演奏此曲時全體觀眾均也會起立聆聽，成為一個非常特別

的現象。 

巴赫 

    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03/31-1750/07/28）， 

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及管風琴、大鍵琴、小提琴演奏家，被認為是音樂史上最重要

的作曲家之一，巴洛克音樂的集大成者。 

    巴赫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德國）的一個音樂世家，成年的巴赫先後在阿恩施塔特

和慕豪森擔任管風琴師，後歷任威瑪與柯騰的宮廷樂長，以及萊比錫教堂音樂總監。 

    巴赫一生作品極多產，作品以品質數量俱佳著稱，除了歌劇，幾乎包含當代所有的

樂曲種類，有清唱劇、受難曲、神劇、經文歌、彌撒曲、聖詠、各種樂器的獨奏曲、組

曲、室內樂及協奏曲等等。巴赫的創作廣納了當時德、義、法等國的音樂手法，並展現

了巴洛克音樂風格的精華與深奧的思想。 

    由於歐洲晚期音樂風格轉而追求簡明、輕巧，巴赫的複音音樂一度被視為迂腐的表

現，過世後的數十年內都未得到應有的評價，僅作為管風琴家與教師流傳於世。即使莫

札特、貝多芬等大作曲家都對巴赫推崇至極，但直到 1829年浪漫樂派作曲家孟德爾頌

於在柏林改編並指揮巴赫的《馬太受難曲》，才使樂壇正視巴赫音樂的價值。此後數代

音樂家對他的作品進行了研究、整理、發掘和推廣，巴赫逐漸恢復了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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