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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人文中心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之「從影像看

二十世紀中國」研究計畫，自 2011年開始，至 2015年已經進行至第五

年。當第三年行將結束之際，計畫成員思考於 2014年舉辦一個以「影

像與史料」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對影像與歷史素有研究之

學者專家，共同研討相關議題。經過將近一年的籌備工作，「影像與史

料：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4年 10月 11至 12日在

政治大學舉行，共有來自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日本、荷蘭等國家、

地區的學者專家發表論文 32篇，內容含括電影、紀錄片、照片、圖

像、漫畫等各類型影像與歷史敘事或歷史記憶關係之討論。11日開幕

式，並邀請歷史紀錄片《阿罩霧風雲》的監製李崗先生以「阿罩霧風雲

的真誠與真相」為題，進行主題演講，暢談製作這部以臺灣五大家族之

一「霧峰林家」為主題的歷史紀錄片之心路歷程。由於與會學者專家專

業背景不同，包括歷史、新聞傳播、戲劇、美術等，討論十分熱烈，撞

擊出研究的火花。會議結束後，我們請各篇論文的作者參酌會議中的討

論進行修正，著手出版論文集。32篇論文中，除部分論文當初為影像

呈現，難以文字發表，或作者認為論文內容需要再予以補充等原因外，

共收錄 20篇論文，經彙整成編，以《影像‧紀錄》為名，凸顯全書重

點，以及研究計畫主題。內容依影像類型，分為靜態影像及動態影像兩

篇，靜態影像是指照片、圖畫、漫畫等平面的影像，以及它們所形成的

資料；動態影像是指紀錄片、電影等動態的影像，包括相關從業人員所

形成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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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影像篇共有 13篇論文，內容概述如次：

「從影像看二十世紀中國」研究計畫的目的之一，在於希望透過影

像資料理解 20世紀中國的發展，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有 4篇論文：〈1904

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呈現的中國形象〉、〈悖論與尷尬的使命：美軍駐

天津第 15步兵團歷史影像〉、〈近代南京城市公園的發展演變（1900-

1937）〉、〈戰後中華民國陸軍衛生勤務的圖像敘事〉。

許峰源〈1904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呈現的中國形象〉一文，以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學術研究組主任居蜜所彙整《1904年美國聖路

易斯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三冊為基礎，以中國形象作為觀察主

軸，對於清政府參加 1904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從中國代表團形象、中國展品形象、

中國館獨特風格、中國村與〈茉莉花〉、中國海關的形象與負面中國形

象等議題進行討論。作者認為 20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強烈愛

國意識顯現在 1904年美國聖路易國際博覽會，清政府收回之前由海關

辦理參加博覽會之權，由商部、農工商部接續辦理，並指派貝子溥倫率

團赴美出席盛會，顯示其對博覽會之重視。但是自 19世紀中葉起，中

國參加各個國際博覽會，所展示的物品與兜售的商品，大部分是農產

加工品、手工藝品，以及能夠呈現悠久歷史文化的藝術品。與英、美、

法、德、日等國相較下，顯現中國科學技術落後、軍備武力不精、工商

實業卻步的景象。至 20世紀初期的聖路易博覽會，清政府依然給予他

人一種國家發展停滯的意象，而經由《申報》、《外交報》、《東方雜誌》

的報導，愈來愈多民眾指謫政府無能作為，也激起清政府加速新政革

新。

李學通〈悖論與尷尬的使命：美軍駐天津第 15步兵團歷史影像〉

一文，藉由位於美國喬治亞州的本寧堡（Fort Benning）軍事基地內，

一座鐫刻有中英文碑文的白色大理石功德牌坊為引子，透過美國駐天

津第 15步兵團的影像史料，探討功德牌坊背後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並試圖探索這些共同經歷對近代中美關係的影響。指出美國在《辛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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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簽訂後，雖然和列強共同獲得北京、天津到山海關間的駐兵權，但

美國當時並未行使這一權利。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方派遣第 15步

兵團前往中國，駐紮天津，至 1938年撤離。而在第 15步兵團駐紮天

津 26年的歷史，對中美兩國及兩國關係究竟產生了什麼作用和影響？

作者認為第 15步兵團無意中培養的對華交往人才和他們積累的在華經

驗，確實在日後他們對待中國的態度與策略上逐漸發揮影響，但是在

華期間的作用亦應該予以正視。功德牌坊背後所顯示的就是第 15步兵

團在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保衛地方民眾安寧，民眾感念立碑

贈匾的一段故事。指出通過這個陳年舊事，探討在這個「軍愛民，民擁

軍」故事的背後，呈現出近代中國歷史的多面與複雜，反映在中美關係

上則成了一個色彩斑斕的萬花筒。

于靜〈近代南京城市公園的發展演變（1900-1937）〉一文，以文字

記載輔以圖像資料，展示近代南京城市公園的發展演變。指出 1937年

之前，南京城市公園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清末時期，代

表為南洋勸業會時期建成的綠筠花圃；第二階段是軍閥統治時期，代表

為 1923年建成的秀山公園，其建築風格與娛樂設施都仿效西式公園，

成為南京城內少有的西式休閒娛樂空間，也成為各種政治活動的舉辦

地；第三階段是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代表為 1928年正式被闢為公

園的玄武湖，因為得天獨厚的山水風光以及市政當局的著力打造，玄武

湖的休閒娛樂功能被充分挖掘，成為極受市民歡迎的遊憩空間。三個階

段三個公園的不同命運，既體現了公園在近代的曲折發展，也體現出了

國人對公園的認知水準不斷提高。而透過保存完好的南京各個公園圖像

資料，可以從中窺得近百年前的公園景象，同時可以看到當時國人對於

公園的態度，公園娛樂所帶給人們的各種體驗如平等、公共、公開、自

由、舒適等被普遍接受。公園的真正意義開始體現出來，這應當是近代

以來城市現代化的突出成果之一。

楊善堯〈戰後中華民國陸軍衛生勤務的圖像敘事〉一文，以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中國國防軍三十六年度衛生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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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攝影冊為資料，從軍隊人員的身體檢查、戰地救護、救護運輸

載具、衛生勤務人員訓練、榮譽軍人等方面，探討戰後中國國軍的衛生

勤務概況。認為《中國國防軍三十六年度衛生業務概況攝影》的史料價

值，在於過去所印行出版的圖像冊、攝影冊、照片集中，關於軍事的部

分，大多收錄重大軍事戰役戰況、軍事領導人物、具代表性的軍事標的

物、軍事領導人演講、軍隊誓師閱兵、軍事性宣誓等類型的圖像照片，

中下階層的軍事情況照片則較未被重視，尤其是在軍事醫療以及基層衛

生勤務這些方面，更鮮為人所注意。而該攝影冊中所收錄之圖片，將當

時基層士兵的衛生勤務概況、戰場傷患救護、軍隊醫療人員訓練等方面

的情況，較為完整的呈現出來，使後來者能據以瞭解當時的軍隊衛生及

醫療情形，具有相當之貢獻。

影像形成過程以及影像形成後的載體，是運用影像資料時需要注

意的問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有 3篇論文：〈「消遣」與「自我精神存

在」：民國時期「美術攝影」民族風格的探索〉、〈日本的戰爭宣傳：《支

那事變寫真實記》的圖像敘事〉、〈日本畫家筆下的中日戰爭：以《靖國

の繪卷》為中心的考察〉。

徐希景〈「消遣」與「自我精神存在」：民國時期「美術攝影」民族

風格的探索〉一文，指出攝影在中國早期的傳播與西方國家相類似，照

相館攝影師是中國早期攝影發展中的中堅力量，並以其方便快捷與逼真

性對傳統畫像行業造成衝擊，一些從事肖像畫的畫師想方設法學習照相

技術，改業經營照相，但是在表現形式上似乎並沒有受到西方畫意主義

的影響，紀實主義和應用主義引導著中國攝影師走著他們自己的路，當

時的中國人更多地把攝影當作一種匠藝，而認為東方的繪畫藝術和攝影

似乎是兩回事。因而，早期中國的攝影師並沒有像西方攝影師那樣過多

受到繪畫的影響。五四運動以後，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一批文化界精

英階層加入到攝影隊伍中來，出現了一些熱衷於攝影的業餘愛好者，他

們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對傳統藝術的意蘊、精神有著深刻的認識，又

有著追求文人藝術的傳統，攝影就成了他們手中的筆墨，成為他們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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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意的工具。許多攝影家借鑑文人畫的寫意手法，運用攝影來創造「中

國畫意」的獨特韻味，走過了一條與攝影藝術在西方的早期發展相類似

的仿畫派攝影之路。作者認為 20世紀 20、30年代，「美術攝影」的興

起，在現代情懷的內容取向與傳統文化符碼交織的視覺表述和圖像呈現

中，具有傳統與現代之間矛盾的、共生的、相互依賴的豐富性和複雜

性。通過研究民國時期中國知識階層對於攝影這種來自西方的視覺媒介

的接納、吸收，美術與攝影互動激盪，並且按照中國的文化傳統和藝術

傳統加以利用、改造，梳理這一時期攝影藝術的發展歷程和歷史動因，

對其價值進行客觀的定位，進而重構特定年代攝影發展的脈絡，挖掘出

這一時期的攝影創作在民族文化傳承演進中所作的貢獻及其對當下攝影

創作的啟示，有其時代意義。

蕭李居〈日本的戰爭宣傳：《支那事變寫真實記》的圖像敘事〉一

文，指出由於照片具有呈現現場實景的功能，日本於甲午戰爭時開始將

攝影技術運用在戰場上。在 1894至 1895年甲午戰爭期間，日本軍部

首次組織大本營隨軍照相班，招募隸屬軍部工作的攝影師，拍攝戰爭訓

練、編撰戰史或軍用地誌使用的照片材料。隨著攝影技術的進步與照相

表現概念的改變，日本在 1930年代出現一種「報導寫真」的方式，透

過圖解的照片，讓複雜的故事得以運用照片敘述和解說，其效果成為形

塑意識形態與觀念的絕佳武器。因此引起日本官方注意，並予以廣泛利

用。1937年 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各報社紛紛派遣特派員前往

中國戰場，對國內民眾報導日軍勝利的新聞消息。而外務省、內務省和

軍部在對媒體進行統制之時，對於宣傳方面亦有相關的規範，其中能夠

「再現」戰場樣貌的影片和照片，更是為日本官方所重視。1938年 7月

由東京軍事教育普及會出版的《支那事變寫真實記》，書名為「寫真」，

但內容上卻不是一本僅有照片的圖冊，而是同時充滿文字敘述，文圖

並茂的中日戰爭初期的日軍戰史「圖」書，目的在「榮耀一年來戰無不

勝、所向披靡的日本皇軍」。作者認為該書的內容確實是不同於後來長

期戰爭期與國際關係孤立期所出版的《支那事變寫真全輯》與《靖國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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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卷》。書中照片呈現中日戰爭初期的日軍形象與戰爭印象，說明戰爭

初期日軍在攻勢戰略的順境期間，日本方面以形塑舉國一致、推動國民

精神總動員為目標，在傳達日本國力、發揮日本精神與促進國民自信心

的宣傳政策下，給日本國民的中日戰爭印象，是一場沒有血腥、亦無殺

戮的光明「聖戰」。

劉萍〈日本畫家筆下的中日戰爭：以《靖國の繪卷》為中心的考

察〉一文，通過對 1940至 1941 年由日本陸、海軍省編撰的兩冊《靖國

の繪卷》的研究，從其主題、內容、布局、構圖、色彩等方面，對日本

畫家形塑的中日戰爭進行解讀；並與同時期日本隨軍記者的攝影作品比

較，探討戰爭期間，日本畫家與攝影者提供的中日戰爭的視覺形象，如

何構築了日本國民對戰爭的歷史認識與形象記憶。作者指出縱觀日本戰

時留下的所有影像和畫冊，無論是主題還是內容，以及畫面構圖，甚至

於編排順序，都驚人的雷同。這種步調一致的表現手法，雖然容易造成

以一窺十的視覺疲勞，但卻通過不厭其煩地反覆呈現，不斷給觀者以強

烈的視覺刺激方式，在日本人民面前建構或形塑了這樣一場戰爭形象：

為了建立「東亞共榮圈」，把亞洲人民從英美統治的舊秩序中解救出

來，建立新的「東亞新秩序」，天皇發動了「聖戰」；日本作為神道國，

其戰士英勇無畏，不可戰勝；日本軍隊所向披靡，一往無前；戰爭把亞

洲人民解放出來，日本占領下的領土變成了「樂土」，因而受到亞洲人

民的歡迎。這種帶有強烈的軍國主義意識的形塑，無法客觀公正地還原

戰爭的真相，無法建立全面的戰爭形象，這是在利用和研究戰時日本的

影像和繪畫所必須警惕的。而單一的主題、模式化的畫面，也使得對戰

時圖像的研究缺乏廣泛的解讀空間，這也許是目前中日戰爭視覺研究面

臨的難題。

影像出現後對於長時期以文字為主體的媒體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在

文字與圖片互動中所呈現的含義，有 2篇論文進行探討：〈從圖文關係

性看《世界畫報》演進〉、〈20世紀 20年代《京報副刊》的圖像敘事〉。

李明哲〈從圖文關係性看《世界畫報》演進〉一文，以「世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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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世界畫報》來作為文本分析研究的對象，從圖文關係的文

本理論，來解釋《世界畫報》所走過的三個階段更迭，是一種相互繼

承的辯證發展過程呢？還是主事者個人的偶然性之決斷而已？作者認為

報刊文本是一種敘事文本─廣義新聞，敘事文本的媒材原本是以文字

為主，圖像的加入過程，換言之即圖像「如何使用」的過程，是一種在

敘事的需求下圖與文相互調整、角力的過程。《世界畫報》圖像的圖像

性、獨立性如何彰顯，是在這個過程中被辨視出來的。

員怒華〈20世紀 20年代《京報副刊》的圖像敘事〉一文，指出

20世紀 20年代，中國的報刊界出現了新一輪的圖像熱。不同於晚清以

《點石齋畫報》為代表的繪畫圖像，這一輪圖像熱來自於作為新媒介技

術之攝影的支撐。1920年 6月，上海《時報》創辦了中國報紙的第一

個攝影專刊《圖畫週刊》。隨後，北京《京報》的《圖畫週刊》、《晨報》

的《星期畫報》、《世界日報》的《世界畫報》、上海《天民報》的《圖

畫附刊》相繼問世。1926年大型綜合性攝影畫報《良友》的創刊，更是

將 20年代的攝影圖像熱推向高潮。這股熱潮也影響了報紙綜合性文藝

副刊對攝影圖片的重視，其中《京報副刊》以其圖文並茂而獨樹一幟。

作者以《京報副刊》為例，從 1924年 12月 5日創刊，至 1926年 4月

24日因《京報》被封而停刊，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刊發圖片一百 

八十多幅，在綜合性文藝副刊中實不多見。而這些圖片不僅呈現 1920

年代副刊對影像圖片的重視與多種運用方式，同時保留了豐富的圖像文

化資料，提供學者進一步發掘與研究。

影像本身是一種意識的呈現，包括廣告、漫畫、繪畫、照片等，都

能夠透過視覺傳達特定效果，有 4篇論文在這方面進行探討：〈日本仁

丹在華的市場策略及其與中國人丹的競爭〉、〈淪陷區漫畫報刊裡的戰爭

意象：以〈中華畫刊〉及《北京漫畫》為例〉、〈從《觀光》月刊看中華

民國的形象（1966-1971）〉、〈蔣夫人國畫外交初探〉。

李培德〈日本仁丹在華的市場策略及其與中國人丹的競爭〉一文，

從商業史角度出發，以商標和廣告切入，討論日本「仁丹」和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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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所採取不同的宣傳策略及其因應市場反應之調整。作者指出「仁

丹」作為外資企業，採取是靈活的策略，在廣告手法上盡量本地化，以

中國的文化傳統和語言去設計廣告，也利用中國人崇尚日本現代化醫學

科技的心理來吸引消費者，使其可以完全掌握在中國市場的廣告符號。

其次，「仁丹」在中國建立龐大和細密的銷售網，一方面開拓以上海為

首的長江流域市場；一方面則以天津為基地，發展華北市場。在此龐大

細密的區域網下，與中國商人合作，充分利用地方上的社會關係，完善

這個銷售網絡的配置。當中、日兩國進入戰爭狀態時，又把市場的重心

轉移到中國東北。第三，「仁丹」在中國的廣告宣傳可謂相當成功，其

滲透手法，不僅在大城市，就算在落後的鄉村地區亦同樣攻勢凌厲。

張世瑛〈淪陷區漫畫報刊裡的戰爭意象：以〈中華畫刊〉及《北

京漫畫》為例〉一文，以漫畫為主題，探討淪陷區漫畫報刊裡的戰爭意

象。作者表示漫畫強調的是直接的表達，用大眾化的意象，甚至是刻意

粗俗的內容來取得效果。它是一種普及藝術，容易複印，是傳播思想的

有效和方便的媒介。漫畫的內容淺白有趣，因此可以即時和有力地揭示

事情的關鍵所在，這是其他媒介所無法比擬的。作者以汪政權最主要的

機關報《中華日報》副刊〈中華畫刊〉，及與日本華北支那駐屯軍、華

北政務委員會關係密切的華北文化書局所辦《北京漫畫》為例，以這些

富有濃厚政治目的的漫畫，探討他們如何宣揚日本及附日政權的政治訴

求。指出從〈中華畫刊〉及《北京漫畫》這兩份同樣刊行於淪陷區內的

漫畫刊物來看，兩者不論漫畫主題、重點或畫作風格，均存在不小的差

異性。〈中華畫刊〉與《中華日報》作為汪政權主要的言論刊物，所創

作的漫畫主題與汪政權的意識形態緊密相關，但《北京漫畫》在其所發

刊場域地點的北京，來自於華北政務委員會等政治力的介入，其實並不

明顯。《北京漫畫》雖是武德報社的刊物，在日本駐軍勢力的絕對控制

下，《北京漫畫》的編輯群雖然也反覆提及漫畫創作必須要為和運國策

服務，但是在《北京漫畫》眾多的漫畫作品裡，更多的是反映小市民生

活點點滴滴，充滿趣味性與休閒意味的題材，所呈現的戰爭意象，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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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流露出一種戰爭性質不明、敵我意識不清的隱晦風格。《北京漫畫》

還有一項很重要的特色，即不見容於戰時情境下的反戰含義，許多漫畫

作品呈現出戰爭對於人民生活無情的毀滅與破壞。此外，《北京漫畫》

以娛樂及休閒為主的雜誌風格，也沒有類似上海淪陷地區報刊的道德與

政治包袱。

鄭巧君〈從《觀光》月刊看中華民國的形象（1966-1971）〉一文，

以 1966年由臺灣省觀光事業管理局發行的《觀光》月刊來探討中華民

國所呈現的形象。《觀光》月刊以國際宣傳為目標，外籍旅客為主要讀

者，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大部分：文化、風景、節慶以及政績，透過大量

的影像資料，輔以中英對照的文字說明，表現出中華民國欲呈現的形

象。作者指出《觀光》出刊時與中國大陸的文革同期，兩相比較之下，

自然呈現出「自由中國」就在臺灣，社會安定進步，建設成果豐碩，人

民生活和樂。《觀光》月刊挑選極具中國風味的物品，例如平劇臉譜、

旗袍、年畫，刊登煙波繚繞、如詩如畫的風景相片，重複宣傳雙十節的

歡樂慶典，放大臺灣農民、原住民的笑臉，一切看起來是如此的美好，

彷彿「中國」就在臺灣，「自由」確實降臨。

林佳樺〈蔣夫人國畫外交初探〉一文，從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的學畫

歷程與個人經歷，勾勒蔣夫人如何運用中國傳統國畫，將文化當成一種

宣傳利器，以逐步地將民族精神融入自己的創作中，形塑精神傳遞之效

益。其次，透過探討民族精神與國畫間的關聯，認識中華傳統文化之博

大精深，以及獨特的國族文化精神。再次，則藉由蔣中正總統題字與蔣

夫人國畫創作之結合，研析精神宣傳與國畫外交的成效。作者指出透過

影像紀錄與檔案的記載，得以瞭解蔣夫人自 1951年起習畫之後，充分

運用自己創作之國畫，作為接待外賓的一種文化交流，不管是解說畫作

中的中華傳統文化之涵養，還是即席創作並請總統題字之舉動，在在拉

近並縮短彼此間的距離，短時間建立起良好的友誼，可說成功地運用藝

術創作達到文化交流之目的。

動態影像篇共有 7篇論文，主題涵蓋歷史電影與歷史事實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