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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勳與宦蹟： 

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

 

馬雅貞
 

明人文集中關於描畫戰勳圖繪的記錄其實頗多，傳世也尚有少數留

存，提供了我們理解明代視覺文化的不同視野。這些當代戰爭題材

的圖繪既不屬傳統文人畫的範疇，也非商業作坊所生產的仿古畫

作，而有獨特的需求、表現和流傳網絡，因此與近來興起的明代雅

俗交錯之文化研究大異其趣。究竟為什麼戰功圖像會在明代盛行？

涵蓋的內容為何？屬於什麼樣的生產和視覺文化？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和明代戰爭相關的圖繪，經常以個人事蹟為中心，尤其是環繞

在特定官員的勳功，與清代中期以後多以交戰對象來表述的方式很

不同。為什麼明代牽涉多方的戰爭，多以個人勳績來總結？這種現

象與紀念戰功的官員並不限於武職，也包含層級更高兼理軍政的文

官間有什麼關係？究竟明代這些和戰爭相關的圖畫出現的脈絡為

何？本文先釐清戰爭圖的相關問題，討論其出現與官員視覺文化的

關係，並以版刻個案分析明代戰勳相關圖繪的發展，最後略論其影響。 

關鍵詞：戰爭圖 宦蹟圖 倭寇圖 安南來威圖 剿賊圖記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NSC99-2410-H-007-044 之部分研究成果。文稿於 2011 年 12 月

10 日曾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報告，謝謝與會學者的提問與討論，特別是山崎岳教

授的評論。感謝許多師友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建議。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50．馬雅貞                                              明代研究 第十七期 

〈題李霖寰少保平播冊〉 

親從黃石授書來，盟府勳名切上臺。 

主帥幾誰劘虎穴，文人今有畵麟臺。 

旌旂陡覺風雲變，圖版重將混沌開。 

元老黑頭真不數，金甌還倚補天才。 

〈郭青螺六命冊〉 

日月旂常姓自懸，鐃歌凱曲舞衣前。 

師行長子標銅柱，帝念封君比渭川。 

摩頂麒麟堪入畵，盟書帶礪永相傳。 

上公九命君家事，次第承恩已六篇。 

董其昌(1555-1636)，《容臺集》，卷三。
1
 

 董其昌乃中國藝術史上備受推崇的書畫創作者、南北宗畫論家與書畫鑑

藏家，可以說是文人藝術的巨匠。這兩則為平定播州楊應龍之亂的兩位要角

──李化龍(1554-1611)與郭子章(1543-1618)──所題之〈題李霖寰少保平播冊〉

和〈郭青螺六命冊〉，卻和學界編纂其書畫鑑藏題跋所見的文人藝術或古典

題材相啻甚遠。
2
雖無法確認此二冊是以文字或圖像為主，

3
但是以當代戰功

為題結集而成的作品，與一般藝術史學者對於文人藝文活動的認識很不相

同。
4
此二冊雖未見流傳，但明人文集中關於描畫戰勳圖繪的記錄其實頗多，

                                                
1
 ［明］董其昌，《容臺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2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

館藏明崇禎三年[1630]董庭刻本影印)，卷 3，頁 36a、38a-b。 
2
 劉晞儀，〈董其昌書畫鑑藏題跋年表〉。Wai-kam Ho and Judith G. Smith eds.,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Kansas City, Missouri: Nelson-Aktins Museum of Art, 
1992), pp.487-575. 

3
 郭子章的文集有〈題平播、經理二圖像贊•裂石歌•忠勳祠記〉，此平播圖像不知

是否即為董其昌所題的李化龍〈平播冊〉？［明］郭子章撰，［清］郭子仁編，《青

螺公遺書》(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光緒八年[1882]冠朝三樂堂本)，卷

28，〈題•跋•書後〉，頁 19-20。Clunas 在討論文徵明時，強調其文集中文字篇

章的物質性，亦即作為書法作品與禮物的交換作用。或也可於此等同看待董其昌文

集中的題跋，而視之為書法作品。Craig Clunas, 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4
 不過，董其昌也是《民抄董宦事實》中聲名狼籍的惡紳。不著撰人，《民抄董宦事

實》(《叢書集成續編》，第 278 冊，據又滿樓叢書排印)。王守稼、繆振鵬，〈畫

壇巨匠、雲間劣紳：董其昌評傳〉，《東南文化》，1990:1(南京，1990)，頁 15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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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世也尚有少數留存，提供了我們理解明代視覺文化的不同視野。這些當代

戰爭題材的圖繪既不屬傳統文人畫的範疇，也非商業作坊所生產的仿古畫

作，多是名不見經傳的職業畫家所製，而有獨特的需求、表現和流傳網絡，

因此與近來興起的明代雅俗交錯之文化研究大異其趣。
5
究竟為什麼戰功圖像

會在明代盛行？涵蓋的內容為何？屬於什麼樣的生產和視覺文化？ 

另一方面，董其昌文集內的這兩則記錄，提醒我們近年來學界對於明代

社會的新理解，如商業繁榮、出版業興盛、揉雜的雅俗文化等，
6
和同時頻頻

發生的寇亂邊事並非分屬不同的世界。王鴻泰最近的研究指出晚明士人的文

化與城市生活，和同時存在的邊防戰事其實不無關係，認為明代士人的習武

風尚和異類交游，是在國家危機、社會繁華以及個人挫折的複雜情勢下，衍

發出「談兵論劍」的時尚。
7
士人文化與寇亂邊事的關係不僅止於間接的尚武

風氣，還包括對於戰爭的直接表述，不論是嘉靖(1522-1566)年間「倭寇」所引

發的海防課題，或是萬曆(1573-1619)年間的三大征等，參與其中的官員、乃至

直接或間接受到影響的民間，都有相應的圖像和文化表述。以「嘉靖大倭寇」

為例，過去學者多視之為私人海上貿易衝突的結果，最近從資訊傳播以及萬

曆年間出版和地方官的角度，來反思晚明之所以流傳特定倭寇形象的討論，
8

                                                
5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

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新史學》，17:4(臺北，2006)，頁 73-143。石守謙，

〈雅俗的焦慮：文徵明、鍾馗與大眾文化〉，《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6(臺
北，2004)，頁 307-342。 

6
 例如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Dorothy Ko, Teachers of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59-64. 關於明清出版的研究討論，參涂豐恩，〈明清書籍

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20:1(臺北，2009)，頁 181-215。 
7 王鴻泰，〈武功、武學、武藝、武俠：明代士人的習武風尚與異類交游〉，發表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所主辦的「近世中國(960-1800)的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2005.12.16-17)。另參 Kathleen Ryor, “Wen and Wu in Elite Cultural Practices 
during the Late Ming,” in Nicola Di Cosmo ed.,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19-242. 

8
 吳大昕，〈猝聞倭至：明朝對江南倭寇的知識(1552-1554)〉，《明代研究》，7(臺北，

2004)，頁 29-62。吳大昕，〈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南投：暨南

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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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見寇亂並非只是軍事或經濟問題，其文化面向的意義仍有待開發。藝術

史學者石守謙也曾指出，金陵文化的主導者從權貴豪富轉移到地方文人，與

蘇州文士為避倭亂而寄居南京不無關係，且對浙派繪畫的發展有所衝擊。
9
而

倭亂除了對嘉靖時期的江南文化有間接影響外，也引發了直接的回應。當時

平倭的參與者就曾製作相應的圖像，並邀請江南文士題贈詩文。例如嘉定人

王翹就曾為受讒譴的邵應魁繪製戰功圖，徐學謨(1521-1593)、王世貞(1526-1590)

和王世懋(1536-1588)都題詩貽之。
10
此外，坊間也存在可能為蘇州片的〈胡梅

林平倭圖〉，
11
以及描述胡宗憲(1512-1565)平定王直(汪直)和徐海勾結倭寇、侵犯

閩浙沿海事的《胡少保平倭戰功》小說等。
12
可見不論對明代文士或商業作

坊而言，戰爭並非置身於外的事件，而是藝文生產活動的一環。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和明代戰爭相關的文藝論述，都以個人事蹟為中

                                                
9 石守謙，〈失意文士的避居山水〉，收入氏著，《風格與世變》(臺北：允晨出版社，

1996)，頁 328。 

10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9-1284 冊)，卷 50，
〈詩部•題邵將軍海上戰功圖〉，頁 10a。［明］徐學謨，《徐氏海隅集》(《四庫

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24-125 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1612]
徐文嘏重刻本影印)，卷 22，〈七言絕句•題邵將軍功圖有序〉，頁 9a-b。［明］

王世懋，《王奉常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3 冊，據首都圖書館藏明

萬曆刻本影印)，卷 14，〈詩部•題邵侯戰功冊〉，頁 8b。 
11
關於「明文徵明畫胡梅林平倭圖卷」的詳細描述，參［清］張鑒，《冬青館集》(《續

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92 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四年[1915]劉氏嘉

業堂刻吳興叢書本影印)，甲集卷 4，〈文徵明畫平倭圖記〉，頁 5b-11a，與目前藏

於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和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倭寇圖卷》和《抗倭圖卷》極為接近，

詳見下文討論。前者參［明］仇英，《倭寇圖卷》(東京：近藤出版社，1974)；後

者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54-67。 

12
［明］周楫纂，陳美林校注，《西湖二集》(臺北：三民出版社，1998)，卷 34，頁

688-718。清初的《胡少保平倭記》乃改編自《西湖二集》，［清］錢塘西湖隱叟，

《胡少保平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鈔本影印，1990)。當然

明代小說以倭寇為題材，和時事小說流行亦有關係，不過對於時事小說的定義仍有

爭議。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頁 580-613；張平

仁，〈明末清初時事小說考訂〉，《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2(長春，2004)，頁

29-32；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小說戲曲研究第三集》(臺
北：聯經出版社，1990)，頁 181-220。除了時事小說外，晚明時事戲的發展也值得

注意，參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臺北，1999)，頁 1-48，感謝馬孟晶告知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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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尤其是環繞在特定官員的勳功，與清代乾隆(1765-1795)以後多以交戰對象

如〈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來表述的方式很不同。
13
為什麼明代牽涉多方的

戰爭，多以個人勳績來總結？這種現象與紀念戰功的官員並不限於武職(如邵

應魁將軍)，也包含層級更高兼理軍政的文官(如李化龍、胡宗憲少保)間有什麼關

係？究竟明代這些和戰爭相關的文本與圖畫，出現的脈絡為何？以下先釐清

戰爭圖的相關問題，討論其出現與官員視覺文化的關係，並以版刻個案分析

明代戰勳相關圖繪的發展，最後略論其影響。 

一、明代官員的戰爭圖 

描繪當代戰爭的圖畫在傳統的書畫著錄幾乎完全不見蹤跡，也少見於一

般的繪畫圖錄，但若檢索明人文集，其實可以發現不少紀念個人戰勳的相關

戰爭圖條目。之中除了少部分如〈題李廣利(?-88BCE)伐宛圖〉是題寫描繪過

去征戰的圖畫外，
14
絕大多數應是明中葉後針對時人時事所題。其中題寫紀

念武將的戰功圖，如〈題陳總兵百戰圖二首〉、
15
〈題張將軍百勝圖〉、

16
〈凱

旋圖為總兵官彰武伯楊公題〉、
17
〈題邵將軍海上戰功圖〉、

18
〈題大將軍出師

圖〉、
19
〈大海波寧圖為沈將軍賦〉等，

20
卻非文集資料中的大宗。相反的，

為兼轄軍政的文官所描繪的戰爭圖數量較多。除了類似的命名如〈凱旋圖序〉

                                                
13
馬雅貞，〈戰爭圖像與乾隆朝(1736-95)對帝國武功之建構：以〈平定準部回部得勝

圖〉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14
［明］宋濂，〈題李廣利伐宛圖〉，參［清］清聖祖敕輯，《御定歷代題畫詩》(《中

國書畫全書》，第 9 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1999)，頁 236。 
15
［明］蔡潮，《霞山文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據東京內閣文庫藏明

刊本影印，1990)，卷 3，〈貴陽詩稿•題陳總兵百戰圖二首用正韻〉，頁 10a-b。 
16
［明］林弼，《林登州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7 冊)，卷 5，〈七言律詩•

題張將軍百勝圖〉，頁 2b。 
17
［明］韓雍，《襄毅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5 冊)，卷 2，〈七言古詩•

凱旋圖為總兵官彰武伯楊公題〉，頁 8a-9b。 
18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 50，〈詩部•題邵將軍海上戰功圖〉，頁 10a。 

19
［明］公鼐著，趙廣升點校，《問次齋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頁 113。 

20
［明］何喬遠，《鏡山全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據日本內閣文庫藏

崇禎十四年[1641]刊本影印，1980)，卷 7，〈詩•大海波寧圖為沈將軍賦〉，頁 8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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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王以旂)、
21
〈凱旋圖頌〉(副都御史羅明)、

22
〈出師禦敵圖記〉(憲使李君)、

23
〈劉

觀察出師圖序〉、
24
〈題嶺海昇平圖壽殷中丞〉、

25
〈題熊心開中丞閩海昇平圖〉

外，
26
文官戰勳圖涵蓋的畫名還有〈臨戎決勝圖序〉(河南都御史鄧璋)、

27
〈大

司馬大總制範溪鄭公制虜圖序〉，
28
以及強調平定主題的〈朱憲副平賊圖記〉、

29

〈西平圖詠序〉(雲南巡撫陳用賓)、
30
〈平蠻奏凱圖為司徒王公賦〉等。

31
可見作

畫紀念戰勳非但不是武將的專利，負責邊事兼理軍政的中高層文官更是明代

戰爭圖的重要主角。 

文官戰勳圖在文獻中數目較多的原因和文集的性質有關，仕宦網絡的相

互題寫而得以留下記錄的機會自然較多，不過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值得考慮。

首先是收藏流傳的問題，士人家族累世的社經地位使其不僅具備保存先祖文

                                                
21
［明］王邦瑞，《王襄毅公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隆慶五年[1571]湖廣按察使溫

如春刊本)，卷 9，〈凱旋圖序〉，頁 23-26。 
22
［明］徐階，《少湖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80 冊，據天津圖

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宿應麟刻本印)，卷 5，〈凱旋圖頌〉，頁 6a-7a。 
23
［明］張瀚，《奚囊蠹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01 冊，據中山大學圖

書館藏明隆慶六年[1572]刻本影印)，卷 13，〈出師禦敵圖記〉，頁 9b-10a。 
24
［明］范欽，《天一閣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41 冊，據寧波市天一閣

博物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22，〈劉觀察出師圖序〉，頁 1a-3b。 
25
［明］黃克晦，《吾野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89 冊，據復旦大學

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黃隆恩刻本影印)，卷 3，〈題嶺海昇平圖壽殷中丞〉，

頁 68a-b。 
26
［明］丁啟濬著，［明］丁榗輯，《平圃詩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

據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十四年[1641]刊本影印，1991)，卷 1，〈題熊心開中丞閩海

昇平圖〉，頁 28-29。 
27
［明］何孟春，《何文簡公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永州府同知邵城刊

丁亥湯日昭增補本)，卷 10，〈臨戎決勝圖序〉，頁 31a-b。 
28
［明］張佳胤，《居來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1 冊，據中國科學

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36，〈大司馬大總制範溪鄭公制虜圖序〉，頁 1a-4a。 
29
［明］楊一清，《石淙文集》，收入［明］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續修

四庫全書》，集部第 1656-1662 冊，據明崇禎平露堂刻本影印，卷 118，〈朱憲副

平賊圖記〉，頁 17a-19b。 
30
［明］鄧原岳，《西樓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73-174 冊，據福建

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1628]鄧慶寀刻本影印)，卷 12，〈西平圖詠序〉，頁 6b-8a。 
31
［明］李堂，《堇山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4 冊，據北京大學圖

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卷 5，〈平蠻奏凱圖為司徒王公賦〉，頁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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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條件，後世子孫也較可能延請其他文士題跋，而增加被記載的機會。例

如：弘治年間羅明(1429-1489)的〈凱旋圖〉就是「越四十六年，嘉靖甲午(1534)

某 (徐階 )始從其孫元凱觀之」；
32
清代陳用光 (1768-1835)甚至觀看了秦瀛

(1743-1821)〈八世祖舜峰先生會試硃卷及凱還圖畫像〉，
33
均是經過幾個世代的

家族收藏後，請人題寫而留下的記錄。相對來看，武將的戰爭圖繪並無出現

跨越數代的家族收藏記載，也未見傳世作品。另一方面，除了保存和流傳的

優勢外，文官戰圖的製作情境似乎也較多元。雖然文集中對於武將戰勳圖的

製作脈絡資料有限，但從上述〈邵將軍戰功圖〉的少見特例來看，乃幕客王

翹為受讒譴的邵應魁繪製，或為邵氏所主導的可能性很高。文官的戰勳圖亦

有自己「屬善繪者貌其平賊之狀」，
34
但更多資料顯示經常為其屬下和部民所

作，更不乏武職僚屬所贊助者。例如：〈鄭公制虜圖〉是「上谷民部趙君某、

大將軍麻君某、少參劉君某、僉憲劉君某、副總兵董君某，念奇績不宜泯泯，

且當公岳降之辰，乃繪圖上壽」；
35
〈劉觀察出師圖〉乃部屬參將艾升「追敘

前勩，以出師繪圖」；
36
王以旂的〈凱旋圖〉亦是「鎮守總兵王君縉奉公部曲，

乃繪凱旋圖以狀軍容之盛」。
37
可見武將隸屬於文官之下，戰勳亦常歸屬上

司，再加上這些和文官個人戰勳有關的繪畫有時也會和祝壽結合，像是前述

〈題嶺海昇平圖壽殷中丞〉與〈鄭公制虜圖〉的製作脈絡便是特別註明的例

子。多元的製作脈絡使然，莫怪乎戰功圖多以文職官員為主。 

雖然多數文集記載的戰爭圖繪已經佚失，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平番

圖卷〉，可作為理解明代官員戰爭圖的一個例子。
38
此卷根據卷末朱啟鈐

                                                
32
［明］徐階，《少湖先生文集》，卷 5，〈凱旋圖頌〉，頁 6a-b。 

33
［清］陳用光，《太乙舟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93 冊，據湖北省圖

書館藏清咸豐四年[1854]孝友堂刻本影印)，卷 4，〈丙寅十二月十九日小峴先生作

東坡生日因得觀其八世祖舜峰先生會試硃卷及凱還圖畫像丁夘元旦夜作七古一

首〉，頁 3a-4a。 
34
［明］楊一清，《石淙文集》，收入［明］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 118，
〈朱憲副平賊圖記〉，頁 17a-19b。 

35
［明］張佳胤，《居來先生集》，卷 36，〈大司馬大總制範溪鄭公制虜圖序〉，頁 1a-4a。 

36
［明］范欽，《天一閣集》，卷 22，〈劉觀察出師圖序〉，頁 1a-3b。 

37
［明］王邦瑞，《王襄毅公集》，卷 9，〈凱旋圖序〉，頁 23-26。 

38
圖版參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



．56．馬雅貞                                              明代研究 第十七期 

(1871-1964)與瞿宣穎(1892-1968)從圖中所列人名的考證，應為萬曆三年(1575)平

定甘肅洮州十八番之事。的確從卷中「固原兵備劉伯燮督兵」、「陜西總兵官

孫國臣統兵」等榜題來看，正是《明史》所云之「洮州之變」。
39
不過，此卷

要紀念的並非姓名羅列其中的官員，而是榜題上未現其名，但坐鎮於卷初「軍

門固原發兵」與卷末「軍門固原賞功」儀典中的陜西總督石茂華(?-1584)。石

茂華自萬曆元年(1573)起負責陜西三邊軍務，
40
督理諸部屬平定洮州西羌乃其

職守，上述卷初和卷末兩段正中著紅色官服、端坐面對下跪武將的長官應該

非他莫屬。榜題首先出現的官員劉伯燮在其文集《鶴鳴集》，也記錄其所贊

助的一組三套〈平番圖〉，就是要讓石茂華、孫國臣和自己各留一冊： 

右平番圖，滇南永昌生陸希顏……為余貌此冊，凡三。戊寅(1578)夏迄

己卯(1579)春成。……一送之大司馬石公所，一致之孫都護，其一余藏

之。……萬曆癸未(1583)上元日。
41

 

而〈平番圖卷〉中最先出現榜題的亦是劉伯燮和孫國臣，那麼統領兩人之上

的，除了石茂華外，應別無他人之想。 

 〈平番圖卷〉紀念石茂華戰勳的主要內容──以發兵和賞功的典禮為開

始和結束，之間描繪行軍陣容以及作戰場景──在其他戰爭圖繪也可以見

到，算是集大成的綜合圖繪。第一，儀典在明代以前戰爭相關的圖像中就是

最常出現的主題，例如傳北宋李公麟(1049-1106)的《免冑圖卷》(臺北故宮)、傳

遼代陳及之的《便橋會盟圖卷》(北京故宮)等都是描寫歷史故事的會盟、受降

或獻俘的典禮。
42
明代描繪當代戰事的圖繪中也有受降如〈三省備邊圖記〉

                                                                                                                        
頁 28-51。 

39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330，〈列

傳•西番諸衞•安定衞•阿端衞•曲先衞•赤斤蒙古衞•沙州衞•罕東衞 

罕東左衞•哈梅里〉，頁 8546-8547。 
4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1966)，卷 17，萬曆元年九月庚寅條，總頁 498。 
41
［明］劉伯燮，《鶴鳴集》(《四庫未收書輯刊》，伍輯第 22 冊，據明萬曆十四年[1586]
鄭懋洵刻本影印)，卷 27，〈雜文•平番圖跋〉，頁 12b-13a。 

42
傳李公麟《免冑圖卷》、傳(遼)陳及之《便橋會盟圖卷》，前者圖版參國立故宮博物

院編，《故宮書畫圖錄》，第 15 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 289-294；
藤田美術館收藏，貝塚茂樹等編輯，《文人畫粹編•董源巨然》，第 2 卷(東京：中

央公論社，1975)，圖 66。後者圖版參余輝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 4•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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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撫處銅鼓諸叛苗圖〉、〈撫叛苗者亞圖〉等典禮；
43
上述文集記載的〈出

師禦敵圖記〉、〈劉觀察出師圖序〉容或也有類似〈平番圖卷〉的發兵場景，

而〈平蠻奏凱圖為司徒王公賦〉或〈凱旋圖序〉或可想見也描繪了賞功之類

的儀典。第二，行軍主題在明代戰爭畫中越形突出。傳為金代的〈趙遹瀘南

平夷圖卷〉(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of Art)已有將領率領騎兵隊伍的描繪。
44

〈平番圖卷〉中盛大的軍伍，也可以在關於周鼎「善寫真，客左良玉(1559-1645)

幕中，嘗繪出師圖，人馬器仗、旌旗壁壘、鐃吹鉦鼓、鐙袍盾櫓、車牛驢駝

輜重之類，備極精工，累紙十餘丈，彩攢錦簇，復饒疏落之致」的記錄見到。
45

顯示前述明代文集中屢屢出現的〈出師圖〉，應該也都有軍容壯盛的行軍場

面。第三，交戰場景在明代逐漸增多。傳為金代〈趙遹瀘南平夷圖卷〉中，

乾隆帝標為「此段畫趙遹出師攻克村囤諸落事」與「此段畫用火揉破輪縛大

囤事」的段落，幾無描繪具體的攻防戰況。相反的，〈平番圖卷〉攻破番族

的場景，就生動地刻劃了明兵在著火的屋舍間打殺「番賊」的景況。明代通

俗小說就有不少呈現主要人物打鬥的插圖，
46
而下文述及的〈三省備邊圖記〉

                                                                                                                        
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圖 116，頁 232-241；余輝，〈陳及之便橋會盟

圖考辨兼探民族學在鑒析古畫中的作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1(北京，1997)，
頁 17-51。 

43
［明］蘇愚，《三省備邊圖記》(《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 2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刻本影印)，頁 877-941。關於《三省備邊圖記》

的討論，見本文第三節。 
44
相關的討論參見姜一涵，〈十二世紀的三幅無名款山水故實畫(上)、(下)〉，《故宮

季刊》，13:4、14:1(臺北，1979)，頁 25-53、45-57。Lawrence Sickman and Kwan-shut 
Wong, “Chao Yü’s Pacification of the Barbarians South of Lü by a Sung Artist,” in 
Wai-kam Ho and Sherman E. Lee,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leveland, Ohio: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in cooperation with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37-41. 林莉娜，〈千載寂寥、披圖可鑑：宋人畫趙遹瀘南平夷圖新

探〉，《故宮文物月刊》，8:5(臺北，1990)，頁 10-27。傅熹年，〈訪美所見中國

古代名畫札記(下)〉，《文物》，7(北京，1993)，頁 73-80；後收入傅熹年，《傅熹

年書畫鑑定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頁 80-97。Maxwell K. Hear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under the Mongols,” in James C. J. Watt et al., 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 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0), pp.211-213. 

45
《六安州志》，轉引自［光緒］《安徽通志》(《中國省誌彙編》，冊 3，臺北：華文

出版社據清光緖三年[1877]重修本影印，1967)，卷 263，〈人物志•方技〉，頁 22a。 
46
例如《玉茗堂批點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的《徐元帥大破帖木兒》，《玉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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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描繪對抗平地倭寇、山寇、海寇與據城堡而守的潮寇，而出現了依戰場、

對象而不同的作戰圖式。 

 不過整體來看，〈平番圖卷〉中描繪戰鬥的比重約五分之一，更多的是

儀典和行軍的場景。其中對軍容和典禮的強調，以及有限的交戰場面，突顯

的並非征伐戰功的武力，而是整飭的軍事儀仗與典禮，可以說和石茂華並未

著戎裝出現於交戰的場景，卻是穿著官服主持儀典的作法一致。這與〈三省

備邊圖記〉中雖然發展出複雜的作戰圖式，但其中的主角──「奉敕整飭都

清、伸威、興泉等處兵備」之蘇愚──並非著戎衣，
47
而是以一襲官服和官帽

在傘蓋與旗幟的簇擁下，與其說是指揮戰局不如說為視察戰場的形象，有異

曲同工之處。明代文官的戰勳圖固然蔚為流行，但強調的不是其軍事領袖的

武藝，而是仍在文官形象的框架內，描寫其坐鎮出兵、運籌帷幄或獎功犒賞

等行事。 

 進一步來看，〈平番圖卷〉卷首與卷尾甚至都不是和戰爭相關的場面，

而是固原城牆和鄰近的建築。這些建物或有榜題「東嶽廟」突顯其存在，或

具「總督三邊」、「望軍樓」、「校場」、「後樂亭」等文字標示，顯然非如有些

長卷模糊帶過的開場或結尾風景，而是刻意標舉的建築。那麼，何以要在紀

念石茂華平定洮州之役的圖卷中，特別描繪這些建物？首先，卷前與卷尾都

出現了標示「三邊雄鎮」的固原州城，雖原是發兵之所在，但尤其是卷首完

整的堂皇城廓，不禁令人聯想到方志記載城牆乃「萬曆三年(1575)總督石茂華

以土築不能垂遠，乃甃以磚洎乎」，
48
因此〈平番圖卷〉特別以固原全城突出

其作為邊防要城的重要性，應該和石茂華以磚加強城牆的事蹟有關。的確，

後世地方志提到石茂華的政績時，「奏甃磚城，建尊經閣，城南書院置學田，

設昭威臺於東城以望邊烽，開城北暖泉入清水河濟民汲食。州人頌德弗衰，

申請入名宦祠」，
49
名列首位的就是「奏甃磚城」，可見〈平番圖卷〉雄偉的

                                                                                                                        
批點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臺北：國家圖書館據明崇禎元年[1628]刊本)，卷

1，〈徐元帥大破帖木兒〉，頁 4b-5a。 
47
［明］蘇愚，《三省備邊圖記》，〈序〉，頁 8a。 

48
［宣統］《固原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宣統元年[1909]刊本影印，1970)，卷 2，
〈地輿志•疆域•城池〉，頁 6b。 

49
［宣統］《固原州志》，卷 2，〈地輿志•疆域•城池〉，頁 55b-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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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城牆全景，應兼有突顯石茂華的宦蹟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卷首位於

固原東郊東嶽山頂的東嶽廟、
50
位處城東南的校場，

51
和在城南的後樂亭，

52
都

顯示〈平番圖卷〉是從東南方描繪固原城，或許也和石茂華在城牆的另一政

績昭威臺不無關係，「按臺在州城東南城上，明總督石公茂華所建。環甃以

磚，有階可循，蓋築以望烽堠也」，
53
不知是否正是圖中標示「三邊雄鎮」之

處？畫中固原城東南校場旁的高臺標舉著「望軍樓」，也不免讓人聯想到望

烽的作用。
54
無論如何，〈平番圖卷〉描繪的固原州城除了點出發兵之位置，

還有暗示石茂華在此重要邊城的政績之意義。相對於此，東嶽廟和後樂亭雖

非石茂華所建，卻也是其前幾任兼有武勳和政績的總督所創。東嶽廟為嘉靖

二十七年(1548)任總督的王以旂(1486-1553)所創修，
55
上有「東嶽廟感應碑，按

碑刊於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總制王公以旂，知州倪公雲鴻建在東嶽山。其

略云提兵過境，神靈呵護，因紀其事」。
56
而王以旂「安靜不擾凡五年。最首

功番虜共六百餘級，塞定邊瓦楂梁三十餘里，收屬番三千四百餘人置嘉裕關

外」，
57
前述明人文集中就有其〈凱旋圖〉的記錄。後樂亭則是嘉靖十一年(1532)

在任的唐龍(1477-1546)所建，「公餘在州城南三里，開魚池，建後樂亭，以通

流泉焉」，
58
乃其著名事蹟。唐龍於「(嘉靖)十三年(1534)破虜之犯甘肅入安會者，

最功得四百餘級」，
59
並且曾上「救荒十四事，賑禦兼籌」，

60
可以說和石茂華平

                                                
50
［宣統］《固原州志》，卷 1，〈圖說〉，頁 42a。 

51
［宣統］《固原州志》，卷 1，〈圖說〉，頁 41a。 

52
［宣統］《固原州志》，卷 8，〈藝文志•記〉，頁 56a。 

53
［宣統］《固原州志》，卷 2，〈地輿志•疆域•城池〉，頁 21b-22a。 

54
雖然若依晚清方志所言：「大校場，在州城東南郊太白山下。地極宏闊，下環清水

河，縈抱如帶。營門屹立，中建演武廳五楹，並閱射樓一座，樓稱高峻……。」望

軍樓或屬校場一部分的閱射樓？［宣統］《固原州志》，卷 1，〈圖說〉，頁 41a。 
55
［宣統］《固原州志》，卷 1，〈圖說〉，頁 42a。 

56
［宣統］《固原州志》，卷 10，〈藝文志•碑類〉，頁 14b。 

57
［萬曆］《固原州志》(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刊本)，卷上，〈官師制〉，

頁 36。 
58
［宣統］《固原州志》，卷 2，〈地輿志•疆域•城池〉，頁 52b-53a。 

59
［萬曆］《固原州志》，卷上，〈官師制〉，頁 35。 

60
［宣統］《固原州志》，卷 2，〈地輿志•疆域•城池〉，頁 52b-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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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洮州之功與「開城北暖泉入清水河濟民汲食」的文武宦蹟相當。也難怪〈平

番圖卷〉特別標記出，擷取自同樣具有文武形象的范仲淹(989-1052)名言「後

天下之樂而樂」，所命名的後樂亭。
61

 

 從〈平番圖卷〉可以發現，紀念文官的戰勳圖固然囊括作戰情景，但凸

顯的並非其軍事武功，軍容與典禮占據的篇幅更為重要，甚至還特意標舉其

相關的宦蹟，顯示文官的戰勳和其政績密不可分。事實上，戰爭圖雖是為了

紀念總督或巡撫等平定亂事而作，但更是其作為官員的個人政績圖繪的一

環。下節便以明代所謂的宦蹟圖為中心，討論其與戰爭圖之關係，以及相關

題材的議題。 

二、宦蹟圖與官員圈的視覺文化 

 明代官員的戰爭圖除了獨立出現外，也見於學界目前以宦蹟圖通稱的圖

繪。現存《王瓊事蹟圖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第十六開〈經略三關〉就是描繪

王瓊(1450-1532)帶兵出征的場景，
62
《梁夢龍恩榮百紀圖冊》(中國首都博物館藏)

的〈旄鉞三邊〉、〈黃嵯防禦〉等頁，
63
或也與梁夢龍(1527-1602)的邊疆軍務有

關。文集也有不少將戰勳納入個人事蹟圖繪的例子，如〈詠徐大夫素履十二

圖〉就有〈持節平番〉和〈靖海揚戈〉，
64
或是〈題明范文忠公畫像并宦蹟圖〉

也描繪了范景文(1587-1644)的〈援廬奏捷〉、〈豫師護陵〉、〈援滁拒寇〉等勳績。
65

可見戰勳作為官員功績的一部分，亦是所謂宦蹟圖會出現的題材。宦蹟圖中

                                                
61
感謝李卓穎提醒後樂亭與范仲淹文武形象之關聯。 

62
圖版參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

頁 21。 
63
此冊雖題為「恩榮百紀」，但目前殘存不到三分之一。部分圖版參中國古代書畫鑒

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感謝中國首都博物館

保管組主任武俊玲女士的協助，得以觀覽全冊。 
64
［明］駱徒宇，《澹然齋存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1637]武康駱氏原

刊本)，卷 1，〈詠徐大夫素履十二圖〉，頁 34a-37b。 
65
［清］黃彭年，《陶樓文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52-1553 冊，據復旦大

學圖書館藏民國十二年章鈺等刻本影印)，卷 11，〈題明范文忠公畫像并宦蹟圖〉，

頁 2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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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戰爭相關的描繪，和獨立出現的文官戰勳圖一樣皆不強調軍事武力。就少

數留存的繪畫來看，宦蹟圖中的戰勳並無刻畫作戰的場景，而以出征(如王瓊

的〈經略三關〉和梁夢龍的〈旄鉞三邊〉)和典禮(如梁夢龍的〈黃嵯防禦〉)為主，其中

出現的主角也是穿著官服而非戎裝的形象，可以說和單獨的文官戰勳圖特色

一致。
66
因此討論明代文官戰勳圖的興起，也必須宦蹟圖一併考慮。 

 學界對所謂宦蹟圖的討論方始，楊麗麗透過對北京故宮所藏〈徐顯卿宦

蹟圖〉的引介，將其院藏肖像圖中，屬於「某個人的多幅具有紀事性質的肖

像畫，內容有宦蹟、省親、家慶、祭祖、行樂、遊樂、患疾等」，通稱為宦

蹟圖。
67
雖然這些內容並非均為官宦任事相關的事蹟，但主角均曾為官員，

主要仍是以為官生涯為主，其中今人視之為私生活的部分，下文會述及對明

人而言乃屬官宦經歷的一環，因此本文仍沿襲此名稱。不過這類的畫作在明

代並無統一的名稱，多半直接以宦途經歷的代名詞命名，如〈履歷圖〉、
68
〈宦

途履歷圖〉、
69
〈巡歷圖〉、

70
〈行歷圖〉等名，

71
甚至有〈王陽明先生圖譜〉

                                                
66
目前僅見北京故宮所藏《張瀚宦蹟圖卷》兩卷各有一圖繪張瀚穿戎裝，其一自題「余

亦批執較閱」而強調此特殊性，的確在其他圖中，張瀚都是以文官官服的形象出現，

可見文官以戎裝出現的形象應為特例。部分圖版參楊新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

珍品全集 8•明清肖像畫》(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頁 24-31。此外，宦蹟相關

圖繪的贊助人亦與戰勳圖類似，除了自己之外，有時亦是部民或僚屬所作以呈，例

如〈郡邑諸大夫相與召畫史寫君狀貌為瓊林春意圖〉。［明］周瑛，《翠渠摘稿》(《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4 冊)，卷 1，〈瓊林春意圖序〉，頁 4b-5b。 
67
楊麗麗，〈一位明代翰林官員的工作履歷：《徐顯卿宦迹圖》圖像簡析〉，《故宮博物

院院刊》，120(北京，2005)，頁 63。關於此圖的討論，尚有朱鴻，〈《徐顯卿宦迹圖》

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54(北京，2011)，頁 47-80。 
68
例如〈雲衡履歷圖〉，見［明］邊貢，《華泉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4
冊)，卷 9，〈文集•雲衡履歷後序〉，頁 8a-9a；［明］劉春，《東川劉文簡公集》

(《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32 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劉起宗

刻本影印)，卷 7，〈都憲王公履歷圖序〉，頁 2a-3a；「《蒲州集》二本，……係明

陳綰撰，……卷八〈楊南海履歷圖序〉」，見［清］姚覲元，《清代禁毀書目四種》

(《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1 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緖十年刻咫進

齋叢書第三集本影印)，〈抽毀書目〉，頁 20b。又，晚清唐鷦安題〈孫峰溪僉憲雲

山履歷圖〉，不知是否依據孫氏所著《雲山履歷稿》，抑或另有他據？［清］葛嗣

浵，《愛日吟廬書畫續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088 冊，據清宣統二年[1910]
葛氏刻本影印)，卷 8，〈鄉先哲遺墨〉，頁 1a。 

69
例如〈宦途履歷圖詩〉，見［明］丘濬，《瓊臺會稿》(《叢書集成三編》，文學類

第 38-39 冊，據《丘文莊公叢書》本影印)，卷 10，〈宦途履歷圖詩序〉，頁 30b-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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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稱者，
72
突顯出這類圖繪依照個人生涯的時序，選擇重要事件描畫為圖的

特色。
73
除了特別標舉經歷的名稱外，亦有以所繪主角的事蹟數目合稱者，

或是再加上對個人的讚詞，例如〈詠徐大夫素履十二圖〉、
74
〈江陵劉侍御四

美冊〉。
75
此外，尚有以宦遊稱之的「宦遊紀勝雜題為唐大參賦」，包括「鹿

鳴燕罷」、「瓊林醉歸」、「京庾巡行」、「藩垣議政」、「金門待漏」、「公餘行樂」

等十則經歷，
76
亦是按時間先後描畫官員生平事件。反倒是稱明人此類圖繪

為「宦蹟圖」的記錄到晚清才出現，目前所見兩則記載皆因後世子孫請託題

跋而留下記錄，與前述戰勳圖一樣多是累世保存於家族內。一為黃彭年

                                                                                                                        
70
例如〈題王顯宗巡歷圖〉，見［明］貝瓊，《清江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8 冊)，卷 8，〈題王顯宗巡歷圖〉，頁 15b。 
71
例如〈少保雨川葛翁行歷圖像序〉，見［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 69，〈文

部•少保雨川葛翁行歷圖像序〉，頁 8a-10b。另有康熙時張貞〈丁野鶴先生行歷圖

記〉記載丁耀亢(1599-1669)自寫「行歷一卷」，應亦是沿襲明代的用法。見［清］

張貞，《杞田集》(《四庫未收書輯刊》，柒輯第 28 冊，據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
春岑閣刻本影印)，卷 4，〈丁野鶴先生行歷圖記〉，頁 1a-2b。 

72
［明］鄒守益，《王陽明先生圖譜》(《四庫未收書輯刊》，肆輯第 17 冊，據清鈔

本影印)，頁 468-485。 
73
此與年譜形式的傳記亦有關係，尤其是依照個人生涯時序的自敘年譜。自敘年譜的

討論參 Pei-yi Wu,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9), pp.32-41. 自個人生涯選擇重要事件描

繪為圖的作法，若是應用於過去不平凡的人物如釋迦摩尼、孔子等，則有《釋氏源

流》、《聖蹟圖》等模式，《王陽明先生圖譜》可能比較接近此類。關於《聖蹟圖》

的討論，參許瑜翎，〈明代孔子「聖蹟圖」研究：以傳世正統九年本《聖蹟圖》為

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中國美術史組碩士論文，2010)。Julia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74
［明］駱徒宇，《澹然齋存稿》，卷 1，〈詠徐大夫素履十二圖〉，頁 34a-37b。 

75
［明］劉伯燮，《鶴鳴集》，卷 13，〈七言雜體•江陵劉侍御四美冊〉，頁 9a-10b。 

76
［明］吳玄應，《雁蕩山樵詩集》(臺北：故宮博物院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五

年[1556]樂清吳氏家刊本)，卷 11，〈宦遊紀勝雜題為唐大參賦〉，頁 9-11。這種宦

遊圖和清代如張寶(1763-1832)《泛槎圖》或麟慶(1791-1846)《鴻雪因緣圖記》主要

描繪仕宦游歷風景的方式很不同。［清］張寶，《泛槎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8)。范白丁，〈《鴻雪因緣圖記》成書考〉，《新美術》，29(北京，2008)，頁

44-48。不過，清代亦有如《阿克敦奉使圖》的首幅圖式為下文將述及之金門待漏像

者，亦有描繪其奉使至朝鮮之風景者。圖版參阿克敦著，黃有福、千和淑校註，《奉

使圖》(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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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1890)《陶樓文鈔》有〈題明范文忠公畫像并宦蹟圖〉之項、
77
陸心源

(1838-1894)《穰梨館過眼錄》則有「張恭懿公宦蹟圖卷」的條目。
78
看來明代

紛雜的品名，到清代才逐漸統一起來，繪畫著錄也終於偶爾出現宦蹟圖的記

錄。雖然已不再侷限於文集記載中，但是出現於繪畫著錄的頻率仍然很低。

即便是現代圖錄囊括的圖版也很有限，以下對宦蹟圖的討論只能說還在起步

的階段。 

 就目前所見記錄而言，宦蹟圖的主角與戰勳圖類似，多是進士出身的中

高層官員，因而這些宦蹟圖選擇描繪的事件有許多共通者。最常見的有登科

慶祝的鄉試鹿鳴宴和會試瓊林宴，以及拜恩於朝的金門待漏，前者是標舉進

階為官員的重要程序，後者是正式成為官員的象徵。〈徐顯卿宦蹟圖〉就有

「鹿鳴徹歌」、「瓊林登第」，《梁夢龍恩榮百紀圖冊》也有「鹿鳴嘉宴」、「恩

榮賜宴」，〈題儲御使四圖〉亦有「歸宴」、「待漏」，
79
前述「宦遊紀勝雜題為

唐大參賦」更將「鹿鳴燕罷」、「瓊林醉歸」、「金門待漏」都涵括其中。進入

官宦生涯後，這些中高層的官員多半有代表朝廷出使巡行的經歷，因此也可

見到「奉使晉陽」(《梁夢龍恩榮百紀圖冊》)、「行驄」(〈題儲御使四圖〉)、「巡視

風廬」(《王瓊事蹟圖冊》)等巡歷。而如前所言總督邊疆軍務者若遇戰事，則有

戰勳的相關圖繪。 

 除了這些和任官事蹟直接相關者外，宦蹟圖經常出現的內容還包括為官

者公務之外與退任之後的事件。不論是公暇如「宦遊紀勝雜題為唐大參賦」

的「燕居展卷」、「公餘行樂」，
80
退休返鄉如「梓里榮歸」(《王瓊事蹟圖冊》)，

退休後的生活如〈詠徐大夫素履十二圖〉的「歸田課孫」等，和官員的身分

                                                
77
［清］黃彭年，《陶樓文鈔》，卷 11，〈題明范文忠公畫像并宦蹟圖〉，頁 2a-8b。 

78
［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087 冊，據清光緖

十七年[1891]吳興陸氏家塾刻本影印)，卷 22，〈張恭懿公宦蹟圖卷〉，頁 12a-21b。 
79
［明］李濂，《嵩渚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70-71 冊，據杭州大學

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卷 14，〈七言古詩三•題儲御使四圖〉，頁 12b-13b。 
80
關於行樂圖的研究，參 Cheng-hua Wang,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hip: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Ph.D. di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8), pp.216-221; Hui-chi Lo, “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endence: The Yongzheng Emperor’s (1678-1735) Deployment of 
Portraiture,” (Ph.D. di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9), pp.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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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可分割。
81
為官的榮耀甚且上溯父母，宦蹟圖中描畫的各個階段都不

時出現雙親的影子。例如「南宮第一時雙親具健」(〈題宮定菴四蹟圖〉)、「赴

霅省親」(〈題明范文忠公畫像并宦蹟圖〉)、「萱壽疊封」(《江陵劉侍御四美冊》)、「幽

隴沾恩」(〈徐顯卿宦蹟圖〉)。
82
顯示宦蹟圖涵括的不僅僅是為官的事蹟而已，

不論公私只要與仕宦相關的生涯進程，也都納入其中。因此有些宦蹟圖甚至

從科考中試前描畫起，如〈兄弟讀書圖〉(〈題宮定菴四蹟圖〉)、〈庭闈受業〉(〈詠

徐大夫素履十二圖〉)等；少數可能是逝世後才製作者，甚至包括〈子姓祭掃〉、

〈遣官諭祭〉(《王瓊事蹟圖冊》)之死後哀榮。 

 正如明代官員的戰勳圖既單獨出現，也見於宦蹟圖中，上述這些宦蹟圖

一再描畫的內容，亦經常獨立製作。尤其是鹿鳴宴、瓊林宴以及待漏圖，雖

然傳世的作品寥寥可數，但是明人文集中的記錄卻不勝枚舉。換個角度來

看，由於宦蹟圖的記錄裡詳列各條目者並不多，上述歸納的常見內容其實不

夠全面，倒是可以從明人文集中經常出現的項目，逆推以補充其他描繪為官

生涯的重要主題。前述出使、巡行的主題，就還有區分出邊地者，如〈題臧

梧岡司寇行邊圖〉、
83
〈省邊圖〉。

84
並有與觀風合稱，如〈驄馬觀風圖序〉、

85

〈題恩縣行臺屏風畫使者觀風圖〉。
86
從〈觀風圖詠〉之序說明其乃「錄公善

政懿哉」來看，
87
除了描繪官員出使地方的儀仗行列外，可能還有具體政績

                                                
81
［明］駱徒宇，《澹然齋存稿》，卷 1，〈詩•詠徐大夫素履十二圖〉，頁 34a-37b。 

82
〈雲衡履歷圖序〉言：「其事可以紀者二十四條……其圖屬乎親者六，屬乎師者一，

屬乎君者十有七，他不與焉。」見［明］邊貢，〈雲衡履歷後序〉，《華泉集》，

卷 9，〈文集〉，頁 8a-9a。 
83
［明］許成名，《龍石先生詩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聊城丁氏芝城刊

本)，卷 1，〈題臧梧岡司寇行邊圖〉，頁 9-10。 
84
［明］周倫，《貞翁淨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1 冊，據蘇州市圖書

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周鳳起刻本影印)，卷 7，〈省邊圖二首〉，頁 7a。 
85
「奉命巡按雲南，居歲餘，戎夷安之」，見［明］沐昂，《素軒集》(《續修四庫全

書》，集部第 1329 冊，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卷 11，〈驄馬觀風圖序〉，

頁 11b-12b。 
86
［明］薛瑄，《河汾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2 冊，據北京圖書館

藏明成化五年[1469]謝廷桂刻本影印)，卷 5，〈七言律詩•題恩縣行臺屏風畫使者

觀風圖〉，頁 31a。 
87
［明］莫如忠，《崇蘭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04-105 冊，據中國

社會科學院文學硏究所藏明萬曆十四年[1586]馮大受董其昌等刻本印)，卷 18，〈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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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畫。如此和描畫德政的〈侍御使八閩陳公德政圖〉，
88
或是〈留犢圖寄贈

樊使君〉之類的主題亦相似。
89
相關的尚有〈觀闕榮還圖〉、

90
〈送別少司徒

張公督餉北還圖詩序〉等返回朝廷的題材；
91
而面對天顏的光榮，亦有〈傅

曰川兄弟入朝圖〉、
92
〈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93
〈面恩圖頌〉等主題；

94
甚至

還有以感謝帝恩來概括個人的為官經歷，如〈恩遇圖序〉、
95
〈四朝恩遇圖〉

等。
96
個人的仕宦榮蹟之外，也兼及因任官遠離雙親而生的思念，

97
如〈題楊

僉憲潤思親卷〉、
98
〈題宦遊思親卷〉，

99
或是仕宦之中慶賀父母具在或壽秩之

                                                                                                                        
著•觀風圖詠冊〉，頁 4a-5b。 

88
［明］兪允文，《仲蔚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40 冊，據北京大學

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1582]程善定刻本影印)，卷 10，〈侍御使八閩陳公德政圖序〉，

頁 7a-8b。 
89
［明］楊干庭，《楊道行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8-169 冊，據原北

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6，〈七言歌行•留犢圖寄贈樊使君〉，頁 28a-b。 
90
［明］徐階，《少湖先生文集》，卷 3，〈記類•觀闕榮還圖記〉，頁 22b-24a。 

91
［明］康海，《對山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2-53 冊，據北京師範大

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吳孟祺刻本[卷八卷九配鈔本]影印)，卷 10，〈送

別少司徒張公督餉北還圖詩序〉，頁 15a-16b。 
92
［明］陸釴，《春雨堂稿》(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弘治年間刊本

影印)，卷 5，〈記〉，頁 8a-b。亦見［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1250 冊)，卷 10，〈詩稿十•題傅曰川修撰日會中書兄弟趨朝圖〉，頁 21a-b。 
93
［明］焦竑，《焦氏澹園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61 冊，據中國科學院

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刻本影印)，卷 42，〈七言律詩•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頁 9b。 
94
［明］亢思謙，《慎修堂集》(《四庫未收書輯刊》，伍輯第 21 冊，據明萬曆詹思

虞刻本影印)，卷 3，〈賦頌•面思圖頌有序〉，頁 3a-5b。 
95
［明］林文俊，《方齋存稿》(《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1 冊)，卷 6，〈恩遇圖

序〉，頁 32b-33b。 
96
毛紀(1463-1545)，「自以位登臺輔，全節完名，製為四朝恩遇圖一冊，凡十有六幀」。

見［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 冊)，卷 64，〈史部

二十〉，頁 6b-7a。 
97
明代甚且發展出相當明確的文官省親制度，參趙克生，〈明代文官的省親和展墓〉，

《東北師大學報》，232(長春，2008)，頁 17-23。 
98
［明］薛瑄，《河汾詩集》，卷 5，〈七言律詩•題楊僉憲潤思親卷〉，頁 30b。 

99
［明］韓經，《恆軒遺稿》(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正統間刊本)，卷 1，〈七言律詩•

題宦遊思親卷〉，頁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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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慶圖為李岱給事中作〉、
100
〈楊給事歸慶圖〉等圖繪。

101
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這些明人文集中獨立的事蹟圖繪，也有可能合為成套的宦蹟圖。例如描

繪傅曰川兄弟的事蹟，就有〈入朝圖〉、
102
〈雁行待漏圖〉

103
。林大春《井丹

先生集》亦將〈造士圖贊〉、〈巡海圖贊〉、〈迎恩圖贊〉、〈勸農圖贊〉並置，
104

雖然未以統一的名稱冠之，但很可能也是為同一人所作。 

 從這些種類繁多的題材記錄來看，宦蹟圖相關的圖繪在明代應該相當流

行，而且也發展出固定的模式，並引發了不同的反應。雖然這些官員間流行

製作的相關圖繪傳世和出版有限，但對照文集記錄，可以發現其中格套的存

在。例如〈陳伯友早朝像軸〉(北京故宮藏)刻畫主角身穿朝服雙手持笏，立於

重重殿簷前的宮城門外，
105
和王材(1509-1586)所言「自一命以上拜恩於朝，還

旅舍必求繪事者貌之，其上則五雲繚繞，重宮複殿，玉柱蟠龍，金稜棲雀，

銀河迴合，碧樹參差，約如聖天子臨御之所。下則梁冠帶佩，衣裳秉笏，曳

舃逶迤，拱肅遲佇，于闕廷之外，名之曰金門待漏圖」之描寫可以說十分雷

同。不過，此格式顯然有誇大之嫌，王材便言「然朝廷之典，非大禮稱慶，……

皆幞袍靴笏而已」。
106
莫怪乎王畿(萬曆戊戌年[1598]進士)特別將其生平事蹟的圖

繪名為〈賤歷圖〉，
107
雖然除了畫其〈窮苦諸圖〉外，亦包含〈通仕諸圖〉，

                                                
100

［明］張悦，《定菴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7 冊，據上海圖書館藏

明弘治十七年[1504]刻本影印)，卷 1，〈詩類•具慶圖為李岱給事中作〉，頁 73b-74a。 
101
〈楊給事歸慶圖〉，「曰此吾歸慶圖，吾繫官於京三年，每思及吾親初度之辰，歸

以慶焉而不得也，將寓此以為壽」。［明］何孟春，《何文簡公集》，卷 9，〈序

上〉，頁 12a。 
102
［明］陸釴，《春雨堂稿》，卷 5，〈記〉，頁 8a-b。亦見亦見［明］李東陽，《懷

麓堂集》，卷 10，〈詩稿十•題傅曰川修撰日會中書兄弟趨朝圖〉，頁 21a-b。 
103
［明］倪岳，《青溪漫稿》(《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1 冊)，卷 2，〈七言古詩•

題傅曰川曰會雁行待漏像圖限韻短歌〉，頁 21a-b。 
104
［明］林大春，《井丹先生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據日本宮內廳書

陵部藏萬曆十九年[1591]刊本影印，1990)，卷 17，〈雜著〉，頁 27a-28a。 
105

圖版見楊新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8•明清肖像畫》，頁 63。 
106
［明］王材，《念初堂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據東京內閣文庫藏雍

正五年[1727]正氣堂重刊本影印，1990)，卷 14，〈序〉，頁 10b-12a。 
107
［明］王畿，《樗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78 冊，據清華大學圖書

館藏清乾隆二十四年王宗敏刻本影印)，卷 2，〈賤歷圖跋〉、〈賤歷圖譜引〉，頁

13a-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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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仍是在宦蹟圖的範疇之內，但很可能因為強調光榮履歷的圖繪過於泛

濫，故以恰恰相反的「賤歷」來宣示其不同流俗。相對來看，文官周煦為其

寡母所贊助的〈誌窮卷四圖〉則特地非以男性官員習見的「履歷圖」名之，

透過對照來突顯出其母一生「青年守志」、「遺腹傳芳」、「孤兒發科」、「四世

承懽」的不同性別成就。
108

 

 相對於這些特殊的對比，其他非文官更多的是沿用仕宦相關的模式，
109
而

可見宦蹟圖的影響。非文官或襲用宦蹟圖系列，例如官刻描繪道士邵元節

(1459-1539)〈欽遣使臣賚敕徵聘〉、〈欽命禱雨相〉、〈慶八旬合家歡樂相〉等二

十六幅像的《賜號太和先生相贊》，
110
劉大夏(1436-1516)題〈楊參將出征小像〉、

〈戰罷歸來小像〉等則是武將的例子；或模仿個別的任官主題，例如〈題晏

太監行邊圖〉便可見非行政官員出身的太監也製作了描繪其出使的畫作，
111
甚

至女性謁見帝后之特殊事蹟亦比照男性官員，而有〈趙淑人宮門待漏圖〉。
112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沿用宦蹟圖模式的非文官，或為文官的親戚、同事等，

與官員仍有關係。顯示宦蹟相關圖繪的主角仍是以文官及其網絡為主，官員

圈儼然發展出獨特仕宦主題之視覺文化。 

 事實上，明代官員視覺文化的主題不限於上述宦蹟圖，描繪同年登科的

官員身穿官服在園林中聚會之官員雅集圖如〈五同會圖〉、〈十同年圖〉等，
113

                                                
108
［明］王材，《念初堂集》，卷 3，〈賦•誌窮卷四圖〉，頁 10a-b。原來可能只有

描繪三件事蹟而為〈三窮圖〉，當時題跋的人很多，例如［明］鄒守益，〈三窮圖

問答〉，《東廓鄒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5-66 冊，據北京大

學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卷 1，〈序類〉，頁 39b-41a。 
109

當然就像戰爭圖在之前已有其傳統，也不限於描繪文官，宦蹟圖相關的題材亦未必

僅限於官員，例如明初的〈題甘肅軍人思親圖〉就不必然是受到宦蹟圖的影響。［

明］蕭儀，《襪線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1 冊，據江西省圖書館藏

清乾隆五年[1740]重刻本影印)，卷 13，〈五言律•題甘肅軍人思親圖〉，頁 3b。 
110

趙前，〈明司禮監刻本《賜號太和先生相贊》初探〉，《紫禁城》，5(北京，2005)，
頁 104-111。 

111
［明］黃綰，《久庵先生文選》(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刊

本影印)，卷 4，〈七言絕句•題晏太監行邊圖〉，頁 5a。 
112

「先伯祖妣趙淑人朝孝節烈皇后、孝哀悊皇后，因而傳寫者也」。［清］朱彛尊，

《曝書亭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17-1318 冊)，卷 54，〈跋十三•題趙淑

人宮門待漏圖〉，頁 15b-17b。 
113

關於〈五同會圖〉與〈十同年圖〉的討論，參蘇玟瑄，〈從明代官員雅集圖看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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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也是官員視覺文化的一環。除了肖像之外，學者宋后楣論及明代畫馬

時，提到〈驄馬行春圖〉、〈驄馬榮任圖〉、〈驄馬朝天圖〉、〈五馬趨朝圖〉、〈五

馬朝回圖〉等在文集中的記載數量很多，於十五世紀中葉的御史間非常盛

行，
114
經常在其出使或返朝時作為送行的禮物。甚至〈送寇公去任圖〉之類

贈別地方官的送別圖，
115
也和官員視覺文化息息相關。這些與明代官員視覺

文化有關的圖繪，多顯示對繪畫傳統圖式的借用。例如〈十同年圖〉等圖沿

用描繪高官的〈杏園雅集圖〉，
116
僅將官員以正面的肖像方式描繪，而與前述

〈陳伯友早朝像軸〉的肖像表現接近；〈五馬趨朝圖〉挪用任仁發的九馬圖圖

式，以駿馬來比喻官員坐騎朝廷馬匹出使、上任等仕宦事蹟；
117
〈送寇公去

任圖〉則運用明代勝景圖的模式，以美好地景象徵地方官對當地的良善治

理。這些在文官網絡圈流行的圖繪，藉由挪用既有的繪畫圖式，再針對為官

特定事件與場合略作調整，而得以成為官員網絡的媒介，官員之間透過餽

贈、出示和題跋等方式維繫與彰顯社交關係。 

 總的來看，明代中葉之後興起了蓬勃的官員視覺文化。不論是個人系列

的宦蹟圖，獨立的仕宦主題像，乃至於非肖像的馬畫等官員視覺文化的圖繪

                                                                                                                        
雅集圖及群體肖像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中國美術史組碩士

論文，2010)。 
114

Sung Houmei,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Horse Painti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36: 2 (July, 2002), pp.62-73, 收入氏著，Decoded Messages: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71-206. 

115
關於〈送寇公去任圖〉的討論，參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

圖》的雙重性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4(臺北，2008)，頁 287-289。 
116

王正華認為〈杏園雅集圖〉是英宗初年描繪宣宗朝事，反映宣宗朝承襲永樂朝鼓勵

皇帝、高官、院畫家互動的獨特宮廷文化。Kathlyn Liscomb 也指出永樂朝高官贊

助的祥瑞圖繪等，反映了當時特殊的政治文化。二者的研究都顯示明初高官的相關

圖繪和當時宮廷特別的文化有關，而與本文所論明中葉以降中高層官員的視覺文化

有所不同。Cheng-hua Wang,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hip: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8), pp. 
340-347. Kathlyn Liscomb, “Foregrounding the Symbiosis of Power :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Some Chinese Commemorative Art,” Art History 25:2 (April 2002), pp. 
135-161. 

117
Sung Houmei,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Horse Painting,” pp.62-73. Sung 
Houmei, Decoded Messages: The Symbolic Language of Chinese Animal Painting, 
pp.17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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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個人事蹟為中心。明代多元的視覺文化固然提供了官員視覺文化的背

景，
118
中後期科舉競爭與政治黨爭日益激烈，以致能夠通過科考，

119
成為中、

高層文官，並能在宦途中生存的比例較過去更為稀少，因此仕宦生涯也更成

為值得稱述的榮耀，可能因而促成宦蹟圖的流行。前述以個人事蹟為中心的

文官戰勳圖，可說是在盛行記錄為官事蹟的官員視覺文化下興盛起來。 

三、刻版成書的戰勳圖像 

 不過，戰勳圖與宦蹟圖其他常見的主題還是有所不同。畢竟負責統督軍

務的職位有限，發生戰事的比例也不見得高，兩者的紀念意涵終究有所差

異。以王材為「家于京三世」的榮子安所題的〈金門待漏圖序〉為例： 

四方之士，出於荒樸，其顓質未散，耕無畎，賈無貲，則勵志於學。……

居京都者，自提抱所見，罔非浮靡譎怪之機，市易供用之事，富者土

木於膏毳，貧者營時給日，未始為信宿計也，視為學不可期，故仕者

鮮。……然服是服以入者既鮮，則繪之亦足以誇其族戚里閭，而示其

子孫，易其市易供用之心，浮靡譎怪之智，土膏木毳之愚，營時給日

之鄙。
120

 

他為了突顯榮子安是少數「以都人登內列」者，而強調一般京居者多受世俗

誘惑而不志於學的問題，而在明中後期商業繁榮且科考激烈的時代，其他地

區又何嘗不面臨同樣的狀況？因此一般的宦蹟圖除了誇耀之外，應該不無王

材所言之「示其子孫」的教化功能，希望後代從祖先具體的範例見賢思齊，

莫怪乎經常出現「以示後世子孫」之類的囑咐。
121
相比之下，個人戰勳圖繪

                                                
118

關於明代多元視覺文化的討論，參 Craig Clunas,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6-1644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7) and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 

119
關於明清科舉文化的研究，參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20
［明］王材，《念初堂集》，卷 14，〈金門待漏圖序〉，頁 10b-12a。 

121
［明］王畿，《樗全集》，卷 2，〈賤歷圖跋〉、〈賤歷圖譜引〉，頁 13a-15a。［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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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具此種教化功能，畢竟戰爭並非一般所樂見。劉伯燮(1532-1584)請人製作

三套〈平番圖〉後的自敘，僅言「令三氏子孫自後儻有合焉，以備世講」，
122

突顯其難得之外，並無激發有為者亦若是的意圖。 

 倘若宦蹟圖的教化作用以「示其子孫」為主，而多為家族收藏，那麼在

明中葉之後出版文化興盛的背景下，為什麼除了前述特殊的官刻〈賜號太和

先生相贊〉外，均未出版？為什麼與邊事和戰勳有關的官員事蹟，
123
卻有三

本特別於標題標舉「圖」的刻書──《安南來威圖冊》、《三省備邊圖記》與

《剿賊圖記》──傳世？
124
何以這三本戰勳圖像跳脫一般宦蹟圖與戰爭圖的傳

統繪畫媒材，而選擇雕版刊印？這些問題雖然限於資料而難以具體回答，以

下分別從其製作梗概以及與相關圖像的比較，或可以窺知一二，進而藉以觀

察明代戰爭圖的發展與特色，以及與晚明出版文化的關係。 

《安南來威圖冊》 

 《安南來威圖冊》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主要記錄招撫安南叛明莫登庸

(1483?-1541)之事。
125
前半為附有圖說和序詠等同名的《安南來威圖冊》(為與全

書之名區別，以下稱此前半為〈安南來威圖〉)；後半版心為《安南輯略》，收有此事

件相關的文書。雖二者均以「安南」為題，但其實都是以當時任廣西太平府

                                                                                                                        
劉春，《東川劉文簡公集》，卷 7，〈都憲王公履歷圖序〉，頁 2a-3a。 

122
［明］劉伯燮，《鶴鳴集》，卷 27，〈雜文•平番圖跋〉，頁 12b-13a。 

123
雖然〈安南來威圖〉因安南事件以招撫收場而無戰爭場景的描繪，但是招撫可視為

廣義軍事的一環，且招撫受降也是明代戰勳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於此亦納入一

併討論。 
124

後文會提及晚明尚有關於宋代先人戰蹟的圖繪(報功圖，參注 156)，以及描寫當代

戰爭的刊本(《王公忠勤錄》與《巡城錄》)亦附戰勳插圖。但由於《安南來威圖冊》、

《三省備邊圖記》與《剿賊圖記》乃筆者目前所知描述當代戰爭主題的刊本中，於

標題中特別突顯出「圖」者，可見插圖在此三刊本的重要性，故此節特別討論之。 
125
［明］馮時暘，［明］梁天錫，［明］江美中輯撰，《安南來威圖冊》(《北京圖書

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雜史類第 10 冊，據明隆慶刻本影印)，頁 373-479(此書因

原版刻頁數混亂，故以影印本之新編頁數注)。又，Kathlene Baldanza 曾比對中越

文獻(包括《安南來威圖冊》)對此事的不同記錄，參 Kathlene Baldanza, ‘The 
Ambiguous Border: Early Modern Sino-Viet Relations,’ (Ph.D. dis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0), Chapter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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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的江一桂(1484-1545)為中心，強調其在安南事件的作用。《安南輯略》上

卷就錄有其行狀、墓誌銘、傳記等以其個人經歷為主的記錄。〈安南來威圖〉

則從〈白石先生像贊〉、〈白石先生小像〉和其逝世前幾個月嘉靖皇帝(1522-1566)

派其出使雲南的升遷敕令為始，上卷描繪江一桂招撫莫登庸的過程如〈單騎

奉辭〉、〈因壘歌凱〉、〈定平報成〉；中卷刻畫後續的儀典和效應如〈開璧受

降〉、〈典納方物〉；下卷圖繪建寧、鳳陽、太平等處子民對其德政之感念，

如〈留都遺愛〉、〈光榔生祀〉等，再加上中間穿插收錄〈征南奏捷賦並序〉、

〈奏績序〉、〈本邑崇祀文〉等，可以說〈安南來威圖〉是側重江一桂的安南

事蹟和地方德政之宦蹟圖。事實上，《安南輯略》上卷內以江一桂個人經歷

為主的記錄，就包括凌琯於 1566 年(嘉靖四十五年)所書〈脩攘圖冊序〉。此乃

江一桂「之子太學生原泉君、孫鄉進士儀卿君，取建寧、鳳陽、太平舊所嘗

為圖，繪為一冊，凡士民之扳留，戎衛之讋服，轅門之委任，土夷之信服，

一一為之臚列，為之標目，一展卷而以政得民，以威服眾……」，
126
可見原來

江一桂的宦蹟圖應是以「脩攘圖冊」為名。到了編輯〈安南來威圖〉時，將

凌琯的 1566 年序複製於書前，但更動時間為 1571 年(隆慶五年)，題名改成〈安

南來威圖冊序〉，並加上〈郡愽馮子•邑令梁子嘗為公標校來威圖〉等。
127

 

 不過，〈安南來威圖〉目錄和內容不完全一致，
128
且《安南來威圖冊》並

無總合〈安南來威圖〉和《安南輯略》的目錄，何時結合為一書的狀況不明，

可能此書經過多次的編輯與出版。而且《明史藝文志》與黃虞稷(1629-1691)

《千頃堂書目》皆稱「江美中安南來威輯略」，
129
與不見於現存《安南來威圖

冊》的〈前給事中嚴從簡安南來威輯略序〉和沈懋孝〈安南來威輯略後語〉

                                                
126

凌琯，嘉靖壬戌(1562)進士，傳記見［明］過庭訓纂集，《明分省人物考•四》(周
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 132 冊) ，頁 431-432。［明］馮時暘，［明］梁

天錫，［明］江美中輯撰，《安南來威圖冊》，頁 430-431。 
127
［明］馮時暘，［明］梁天錫，［明］江美中輯撰，《安南來威圖冊》，頁 375-376。 

128
例如〈白石先生像贊〉、〈白石先生小像〉以及嘉靖皇帝派其出使雲南的升遷敕令

就未列於目錄之內。［明］馮時暘，［明］梁天錫，［明］江美中輯撰，《安南來

威圖冊》，頁 377-379。 
129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97，〈志 73〉，頁 2384。［清］黃虞稷，《千

頃堂書目》(《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 冊)，卷 5，頁 12b-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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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題者，或應為同一書。
130
但這些有限的記載均未提及有圖，是否《安南來

威輯略》就是《安南來威圖冊》？嚴從簡序自稱「前給事中」，並言「予罪

竄星源，暇閱新安宦業傳白石江公……後獲安南來威輯略」，應是其在 1567

年到 1575 年降職為婺源縣丞之間或是之後所題，
131
很可能晚於收錄了凌琯

1566 年序的《安南輯略》，但從現存《安南來威圖冊》未錄嚴序來看，也許

嚴從簡所序並非《安南輯略》，而是另一獨立出版但今已不存的《安南來威

輯略》？還是因為嚴從簡的經歷或其他不知名的原因，使得現存的《安南來

威圖冊》刪去其為《安南輯略》所書之序？ 

 無論如何，《安南來威圖冊》系列可能印刷並更動了數次，而其製作應

和江氏三世的生涯密切相關。江一桂並無功名，是由鄉薦起家，雖然《安南

來威圖冊》對其宦蹟記載歷歷，但就其中主要標舉的安南事件來說，《明實

錄》中完全沒有江一桂牽涉此事的記錄，若非《安南來威圖冊》的留存，其

在此事件中的作用幾乎不見於明代史料中。相反的，《明實錄》中唯一關於

他的條目，卻是「革雲南按察司副使江一桂職，仍命所司逮治之。以一桂先

任廣西太平府知府，賍污不職，為廵撫都御史張岳(1492-1552)論劾，故也。」
132
此

革職令與前述《安南來威圖冊》所錄明世宗派其出使雲南升遷敕令，僅相隔

三月。而革職令發出後數日，江一桂便過世了。也難怪沈懋孝在「安南來威

輯略後語」感嘆：「忠信行蠻貊，而不獲於當路，其命也。夫不有茲編，後

世曷知？」
133
而列名為主要編纂者的江美中亦無功名，地方志言江一桂招撫

之事，「一切多美中贊畫」，
134
或許也因此江美中於書中特別強調其父的安南

事蹟。不過相關的紀念活動多是其孫江朝陽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試舉人

                                                
130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35-736 冊，據北京圖

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6，〈安南下〉，頁 38a-39b。［明］沈懋孝，《長水

先生文鈔》(《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59-160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圖

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四餘編〉，頁 16a-17b。 
131

《明穆宗實錄》，卷 3，隆慶元年一月壬午條，總頁 90。 
132

《明世宗實錄》，卷 302，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丁巳條，總頁 5740。 
133

［明］沈懋孝，《長水先生文鈔》，〈四餘編〉，頁 16a-17b。 
134

［民國］葛韻芬，《重修婺源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第 27-28 冊，民國 14
年刻本)，卷 28，〈人物七•孝友一〉，頁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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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135
陸續花了十餘年才請人完成墓誌銘、傳記、宦蹟圖序等文章，在此基

礎上也才得以編纂《安南輯略》，並進而發展為《安南來威圖冊》。 

 江美中與江朝陽以刻版刊印的江一桂宦蹟圖，除了跳脫宦蹟圖通用的繪

畫媒材之外，還有幾個不尋常的特色而值得一併考慮。首先，江氏並非一般

宦蹟圖常見的進士出身之中高階官員。像江氏這樣由鄉薦起家而任職中低階

外官者，通常難以躋身標榜「瓊林宴」、「金門待漏」等的宦蹟圖主角行列。

雖然少數中低階官員亦繪有為官經歷，但多為單獨製作標舉德政者，如〈鄧

程番遺愛圖〉乃為「貴州有府名程番」所作，
136
或是〈繪圖贈美鄞令蔣君德

政序〉。
137
即便極少數具有難得事蹟者，如〈鄭節推八事卷〉中除了德政外，

尚有「連城禦寇」、「胥水征蠻」等非一般府縣政府常見的政蹟，才會模仿中

高層官員製作系列宦蹟圖。尤有甚者，〈鄭節推八事卷〉對中高層官員宦蹟

圖的模式亦步亦趨，非但題名類似，而且由於鄭氏缺乏一般宦蹟圖起首常見

的「鹿鳴宴」等登科履歷，故以太學的「橋門卒業」來代替。
138
相反的，〈安

南來威圖〉不但名稱不再依循宦蹟圖的通例，也不同於前述如〈誌窮卷四圖〉

以特別命名來突顯特定主題的方式，而是根本摒棄宦蹟圖按照主角生平經歷

的敘事結構。〈安南來威圖〉的目錄特地宣稱：「外攘本於內修……於是覆跡

諸所繪圖以附焉。」
139
將其在安南事件之前任職的建寧與鳳陽政蹟，連同於

太平府等處的德政置於招撫莫登庸一事之後。也就是說，〈安南來威圖〉以

安南經歷為中心，將江一桂的宦蹟履歷重新組合，而捨棄了一般宦蹟圖的時

間序列架構。〈安南來威圖〉如此主題鮮明的編排，比起一般宦蹟圖更為靈

活地突出了江一桂的事蹟。再結合媒材來看，宦蹟圖常見的繪畫形制，多為

一、二十則以內的事蹟，像《梁夢龍恩榮百紀圖冊》是極少見的特例。相反

的，版刻書籍動輒超過數十乃至數百頁的容量，《安南來威圖冊》就收納了

                                                
135

［康熙］《徽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本影印)，卷

14，〈宦業〉，頁 40b-41a。 
136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 9，〈詩稿九〉，頁 3a-b。 
137

［明］李堂，《堇山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4 冊，據北京大學圖

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卷 11，〈繪圖贈美鄞令蔣君德政序〉，頁 13a-14a。 
138

［明］吳玄應，《雁蕩山樵詩集》，卷 11，〈五言絕句〉，頁 12-13。 
139

［明］馮時暘，［明］梁天錫，［明］江美中輯撰，《安南來威圖冊》，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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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之外，其他相關的文書記錄如「投降本」，以及部民之美辭如〈征南奏

捷賦並序〉、〈奏績序〉等，用圖文並重的方式更加突顯江一桂的事蹟。更不

用說宦蹟圖常用的繪畫媒材即便有副本其流通仍舊有限，反之《安南來威圖

冊》的刻版成書能夠大量複製而傳布。江美中和江朝陽透過印刷媒材和以安

南中心的編輯架構，互為表裡地使《安南來威圖冊》較一般宦蹟圖更為突出

江一桂的政蹟。 

《三省備邊圖記》 

 如果《安南來威圖冊》藉由以安南事件為中心重組江一桂事蹟，以及刻

版印刷等方式跳脫一般宦蹟圖的框架，《三省備邊圖記》則透過版畫的媒材

呈現出明代戰爭圖新的發展。此書為蘇愚自己所編纂，依據鄒爾瞻序言，「公

駐鎮都勻，暇日，念曩時劻勷之狀，乃各為圖以紀其事」，
140
應是蘇愚於 1582

年尚在貴州時，
141
就開始將其任福建、廣東和貴州三省之邊事戰功繪圖紀事。

該年冬，請鄒爾瞻序之，隔年(1583)任江西布政使後，自序於夏五月，故大約

此時完成刻版。《三省備邊圖記》所記，包括從隆慶元年(1567)蘇愚備兵興泉

到 1569 年平定福建倭寇海寇，1572 年末到翌年平廣東山寇、1574 年平潮寇，

1579 年到 1581 年底撫苗，以及之後招撫陽洞僮人。全書大抵依照時序和區

域編排，描繪蘇愚任三省之邊事戰勳，並細分為平定或招撫倭寇(閩)、海寇

(閩)、山寇(粵)、潮寇(粵)、苗(黔)、僮(黔)等。除了〈永寧破倭寇圖〉和〈安海

平倭寇圖〉為兩圖合有〈永安平倭記〉外，其他均一圖在先，一記在後。各

細類之末，均以朝廷欽賞圖與記作為總結，如〈平倭寇欽賞圖〉和〈平倭欽

賞記〉、〈有苗來格之圖〉和〈格苗欽賞記〉等。現存《三省備邊圖記》最後

〈撫陽洞欽賞記〉不全而缺頁，但從編排結構來看，以〈撫陽洞欽賞記〉作

結應尚為完整。因此，現存北京國家博物館所藏孤本《三省備邊圖記》計有

福建十圖、廣東九圖、貴州六圖的狀況，可能很接近原貌。相較於明人文集

                                                
140

［明］蘇愚，《三省備邊圖記》，〈序〉，頁 3a。 
141

蘇愚自言：「癸未(1583)春，余自黔趨閩」，故應是 1582 年於貴州開始籌劃製作。

［明］蘇愚，《三省備邊圖記》，頁 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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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記載的戰勳圖來說，《三省備邊圖記》共描繪二十五幅戰爭相關圖像的數

量不可不謂驚人。雖然文集對戰爭圖的記錄多半簡略，而無詳細內容的描

述，但從前述《平番圖卷》來看，很可能是以典禮、軍伍和交戰等元素組合

而成，或是擷取個別單元而為〈出師圖〉、〈凱旋圖〉等，基本上都是以卷或

冊總結來代表某個戰爭。相反的，《三省備邊圖記》的二十五圖不但將蘇愚

的戰勳區分為三省，更細分為針對不同寇夷的圖式，並在各寇內又再切割出

數個戰役，如此將戰伐圖像層層分類，而得以發展出新的變化。
142

 

 首先，《三省備邊圖記》針對平地倭寇、海寇、山寇、潮寇，依據戰場、

對象的不同衍生出四種圖式，並在其中呈現出兩造戰況激烈的場景。第一種

圖式平地倭寇之戰，包括〈永寧破倭寇圖〉(圖 1)、〈練兵平倭寇圖〉等，通

常以畫面中央平地上明兵與倭寇兩群人馬各由左右向中央衝鋒的打鬥場景

為主，周圍環以山石、城牆、軍旗掩映等背景。透過突顯明兵的數量和士兵

高舉武器勇猛衝鋒之貌，與倭寇大部分返身敗逃或受傷仆倒在地，形成明顯

的對比，呈現出明兵在戰鬥之中明顯佔優勢的情況。兩造向畫面中央衝鋒的

動感，以及其手執長兵器如長竿或大刀所造成的方向各異之線條，都加強了

戰場騷亂的動勢，造成激戰的效果。再加上不論是雙方揮刀的姿勢，或是步

兵、騎兵等不同軍種，酣戰中的兵士與新進入戰場的倭寇，以及倭寇受傷仆

倒在地、或砍取倭寇首級等些血腥場面的細節，都大大地提高了觀者如睹戰

況的真實感。同樣的，第二種圖式平山寇之役，包括〈南嶺破山寇圖〉(圖 2)、

〈九丫樹破寇圖〉等，也沿用前述的戰鬥表現模式，但將戰場轉變成在山嶺

之中，並在山坳與山脊間加上士兵行軍與兵刃相接的場面，而表現出不同於

平地的作戰景象。第三種圖式平海寇之戰，有〈漳潮征海寇圖〉、〈連澳攻海

寇圖〉(圖 3)等。右方一隅經常是在岸上指揮身著官服的的地方官，望向左方

大片海面佈滿戰船的戰況。佔多數的明朝戰船駛向左方，兵士手執兵器航於

海濤之間，前鋒船隻的士兵開始與倭寇作戰，海寇之船則著火敗逃或墜海。

畫面邊緣有時繪有眾多綁著旗子的船隻桅杆，其作用如同前二圖式掩映在土

                                                
142

以下對《三省備邊圖記》四圖式與下段戰爭相關典禮的分析，是從筆者的碩士論

文改寫而成。馬雅貞，〈戰爭圖像與乾隆朝(1736-95)對帝國武功之建構：以《平定

準部回部得勝圖》為中心〉，頁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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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後的軍士一樣，具有暗示戰況規模更大的效果。第四種攻城之圖僅有一幅

〈平潮陽劇寇圖〉(圖 4)，但十分有特色。畫面以緊閉城門的環形城堡為中心，

倭寇露出頭顱與兵器縮於城牆之後，城堡之外則是一面舉盾牌一面向城牆移

動與射箭的大批明兵，形成很強的騷動場面。戰爭圖至此非但脫離早期如金

代〈趙遹瀘南平夷圖〉的簡單模式，也遠比前述《平番圖卷》重複三次在山

間攻破番賊的場景來得有變化，而發展出不同細節以因應不同戰場與對象的

各式戰況，展現了更為生動的作戰圖像。 

 不僅如此，《三省備邊圖記》所描繪的戰勳相關典禮也更為複雜。〈撫處

銅鼓諸叛苗圖〉、〈撫叛苗者亞圖〉等描畫文官接受苗族降貢之景，雖然是過

去戰爭圖繪常見的受降之典，但是畫家增加了一些元素，使此景的敘事性效

果大為增加。如眾多執兵器軍旗的兵士立於軍帳四周，兩名著官服的地方官

坐於軍帳中，苗族首領帶著罈罐、牛隻率領人民跪於帳前請降，還可見到人

民身旁散置的包袱，以及為數眾多的苗族人民正自遠方房舍穿過山石行來

等。相較於〈趙遹瀘南平夷圖〉僅描繪數名降者雙手捧物獻予將領的簡單描

畫，《三省備邊圖記》的場景顯然複雜許多。而且《三省備邊圖記》還出現

新的儀式題材，〈平山寇陞賞圖〉、〈平倭寇欽賞圖〉等描繪戰爭抵定後，朝

廷中央遣員封賞蘇愚的情形。畫面左方通常為來自朝廷的派員從官舍外騎馬

行來，官舍內外排立著士兵與敲鑼打鼓慶祝的民眾，等待受陞賞的他在廳堂

中央恭候遣使的到來。雖然在《三省備邊圖記》中這類陞賞、欽賞圖的格式

一致，但其套用於平撫各類寇夷的戰爭和受降典禮之後，倒也有強化全書區

隔出不同戰爭圖式的作用。 

《剿賊圖記》 

 較之《三省備邊圖記》的圖式，《剿賊圖記》表現出戰爭圖於晚明進一

步的變化。此書為玄默(玄姓後為避康熙玄燁諱改為元，因此清代文獻有時亦稱元默)所

編，
143
共有二十四圖，依照時間先後，描繪其自崇禎六年(1633)抵河南彰德府

                                                
143

關於玄姓改元之記錄，轉引自〈天津《元氏族譜》原譜序〉(乾隆十二年[174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f3947c0100m9w6.html (2010 年 11 月 15 日下載)。
吳阿衡(?-1638)的序曰：「圖紀一書，公不張大其事，亦不詳著其畫，然而簡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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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剿高迎祥等眾，
144
至 1635 年春追至河南確山縣一帶。不過吳阿衡(?-1638)

書於 1634 年的序似乎認為剿賊進程到 1634 年春已經告一段落，不論是「乃

公於客夏受事，越仲春而賊已無蹤」，
145
所指乃 1633 年夏到 1634 年春；或是

其在總結玄默之功時所提的「吳城一捷，俾賊不得南下，而南陽亦獲其安」，
146

亦是《剿賊圖記》圖 16〈剿賊吳城圖〉所繪 1633 年底到 1634 年初之事。而

吳序言「敢并斯言副之剞劂，以並存實錄云」，
147
可見在 1634 年原已準備刊

刻，但限於資料不知是否付梓。後來隨著玄默又追擊至河南南部，《剿賊圖

記》增加至其 1635 年春的事蹟。據《明史》，玄默崇禎八年(1635)夏「被逮去，

久之得釋歸，八年卒」，
148
元克中亦曰「議者乃謂豫撫趨之被逮還都事雖得而

白，而公叺不能殺賊，賚志而歿」，故《剿賊圖記》應是 1635 年玄默去世前

完成。若再參照《剿賊圖記》最後的圖記，「余一面疏請聽洪公指畫，一面

與撫盧公，并行營諸將，同心戮力，誓大彰國威以收蕩平之績」，其中仍抱

著希望的語氣來看，應非被逮去之後所述。因此很可能《剿賊圖記》是在 1635

                                                                                                                        
精識，折執之大力，籌較之苦心，已具犁然於茲矣。」故可知為玄默所編纂。參

［明］玄默，《剿賊圖記》(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雍正九年[1731]重刊本)，〈序〉，

頁 3a。此書陸續由玄默的子孫重刻，包括其玄孫元展成於雍正九年(1731)重刻，

見元展成，〈重刊剿賊圖記後敘〉，收入［明］元默，《剿賊圖記》，頁 53。元展成

子元克中又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重刻，其題識曰：「先大人重刻於桂林藩廨，復

刻於皐蘭撫署。」可見元展成重刊不只一次。見［明］玄默，《剿賊圖記》(北京

國家圖書館藏同治十一年石印本)。同治十一年(1872)，石印本附《明史•列傳》、

吳阿衡之序、元展成序、王湭在雍正十一年(1733)之題跋，以及元克中題識。除

了上注傅斯年圖書館本與同治十一年石印本外，尚有道光元年(1821)金陵甘福之重

雕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附《明史•列傳》、吳阿衡序、元展成序和甘福序。因

傅斯年圖書館本前有吳阿衡序但缺前二頁，後有王湭在雍正十一年之題跋缺後半，

故與金陵甘福重雕本為不同版本。目前筆者所見之重刻本與石印本之文字內容與插

圖均一致，玄默子孫重刻的記述或言「披閱之餘，覺釴鐵馬間，凜然生氣具在，用

是重為刊刷」，或「當年籌兵馭將，滅賊保疆之績，犁然在目」而「重刻而新之」，

因此與原明刊本應該差距不大，或可據之推想原本風貌。 
144

關於高迎祥等眾與明兵之攻伐情形，參 Roger V. Des Forges, Cultural Centra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ese History: Northeast Henan in the Fall of the M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82-193. 

145
［明］玄默，《剿賊圖記》(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道光元年[1821]刊本)，頁 3a。 

146
［明］玄默，《剿賊圖記》，頁 2b。 

147
［明］玄默，《剿賊圖記》，頁 3a。 

148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260，〈列傳•陳奇瑜•元默〉，頁 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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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夏之間完成。無論是 1634 年春或翌年春夏間，《剿賊圖記》都是在剿賊

尚在進行中就製作的。比起《安南來威圖冊》是江一桂逝世多年後子孫才編

纂，或是《三省備邊圖記》乃蘇愚總結十餘年邊事戰勳而作，《剿賊圖記》

出版速度之快，在戰事烽火中還要寫記、找人繪圖、請序、刊刻等，幾乎可

以比擬前述王材題〈金門待漏圖序〉所言「自一命以上，拜恩於朝，還旅舍，

則必求繪事者貌之」的急切狀，
149
也可見晚明時版刻之便利與戰勳圖製作之

流行。
150

 

 不僅如此，《剿賊圖記》還展現了戰爭圖繪在晚明新的發展。如果《三

省備邊圖記》出現了因應不同戰場與對象的作戰圖式，各圖均充滿戰爭細節

製造出戰況激烈的效果；《剿賊圖記》則跳脫描繪騷動交戰場面的模式，而

改用山水廣景作為背景，人物數量大幅降低，且活動只限於畫面中有限的數

隅。這種著重展現山水表現而縮減作戰細節，以致敘事性減弱的特點，
151
與

晚明戲曲插繪的構圖從庭園人物轉向山水廣景，連帶地敘事性降低的趨勢一

致。
152
另一方面來看，《剿賊圖記》在擺脫戰爭圖式框架的同時，則於突顯個

別戰役背景的部分有所強調。除了透過不同的山水景致區分出各戰不同的場

景，而免於《三省備邊圖記》各圖式流於格套的呈現外，有時更針對戰役所

在的特定地景與活動，描繪出不同的戰爭圖。例如〈武林累捷圖〉利用人物

尺寸與山勢的對比，描畫數名官兵攀爬峻山之貌；〈河北賊散圖〉亦運用人

                                                
149

［明］王材，《念初堂集》，卷 14，〈序〉，頁 10b-12a。 
150

匿名審查人提醒，《剿賊圖記》出版之快，或也與時人對時事新聞的需求有關。 
151
《三省備邊圖記》的圖記著重的是對各地戰役的整體說明，圖繪則強調戰況之激烈，

再加上圖式的格套處理，因此其實文字記錄與圖繪間的關係並不緊密。但雖然如

此，透過各圖式充滿士兵、倭寇、武器、軍旗等細節的描繪，觀者得以據之拼湊或

聯想戰爭的狀況，因此畫面的敘事性還是很強。《剿賊圖記》的文字記錄雖然也接

近《三省備邊圖記》對各次戰役的整體說明，而同樣與圖的干係不大，但《剿賊圖

記》卻是以山水廣景為主，且人物數量少，在畫面中的活動範圍也有限，因此敘事

性大為減弱。 
152

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的關注〉，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3(臺北，2002)，頁 219-220。感謝馬孟晶提醒

《剿賊圖記》可能受到晚明版畫流行名山圖的影響。例如《天下名山勝概記》，收

入劉昕主編，《中國古版畫•地理卷•名山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墨繪齋崇

禎六年[1633]刻本，1999)，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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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山石比例，刻畫軍士於山間搜捕的狀況；〈冰堅賊渡圖〉(圖 5)甚至繪出

大片結冰之河道，作為士兵捉賊渡河的場景。比起《三省備邊圖記》的戰爭

圖式，以及只置換地名和寇夷類別而極為類似的圖名，《剿賊圖記》的各圖

題名較具個別性，也呈現了描畫不同戰爭地景的興趣。 

小結 

 雖然明代與邊事和戰爭相關的繪畫於今的流傳很少，但上述三本留存的

版刻圖繪提供了一窺其演變與特色。不論是《安南來威圖冊》轉換一般宦蹟

圖來突出江一桂的事蹟，《三省備邊圖記》呈現的各種作戰圖式，或是《剿

賊圖記》個別性的戰爭場面等，數十年的發展以及衍發的特質其實都頗有可

觀之處，也可見其益發流行的趨勢。事實上，除了這三本標舉出圖繪的刻書

之外，有些記述個人於邊事和戰爭相關事蹟的書籍亦附有插圖，例如附有萬

曆二十年(1592)序的《王公忠勤錄》便有描繪王重光〈征蠻之圖〉(圖 6)、〈撫

蠻之圖〉，
153
或是天啟三年(1623)序的《巡城錄》之〈圍城日錄〉亦有劉錫玄

(1574-?)〈二月初八日西門禦坡上賊、十六日北城開門殺賊之圖〉、〈十二月初

七日王軍門解圍圖〉等。
154
前者充滿細節的構圖，與《三省備邊圖記》接近；

而後者描繪特定日期不同守城進程的個別化呈現，則與《剿賊圖記》類似。

亦可見戰爭相關圖繪，於明後期為越來越盛行的潮流。
155
總體來看，晚明這

                                                
153
［明］雷思忠集，［明］曹思彬校正，《王公忠勤錄》(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

書館藏明萬曆間(1573-1619)刊本)，圖頁 2b-4a。另參周心慧主編，《新編中國版畫

史圖錄•第六冊•明萬曆版畫(三)》(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頁 221-223；周蕪

編，《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頁 168，感謝林麗

江告知此資料。 
154

［明］劉錫玄，《巡城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無頁數。另參周蕪編，《中國

版畫史圖錄》，頁 170-171。關於劉錫玄的研究，有何淑宜，〈圍城與夢卜：晚明

士紳劉錫玄的仕宦與信仰〉，發表於私立東吳大學歷史系主辦，「第七屆史學與文

獻學學術研討會」(臺北，2009 年 5 月 22 日至 23 日)，惟筆者未及參考。 
155

明後期除了描繪當代個人相關戰爭事蹟很流行外，亦有關於宋代先人事蹟(報功圖)
的圖繪。例如〈武威石世源流世家明代忠良報功圖〉(又名〈石守信報功圖〉，安

徽省博物館藏)，感謝林麗江告知此圖。根據王伯敏的研究，此圖應是明代後期徽

派的版畫，參王伯敏，〈石守信報功圖探討〉，收於氏著，《中國版畫史》(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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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以當代戰勳為題的版刻圖繪，皆與紀念文官宦蹟有關，乃前述明代官員視

覺文化的一環。 

餘論 

 明代戰勳圖盛行的範圍很可能和宦蹟圖一樣主要在於官員圈，但其影響

並非僅限於官員之內，而可能擴及坊間商業作坊。現存兩件描繪嘉靖時期倭

寇事件的繪畫長卷──傳為仇英的《倭寇圖卷》(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與《抗

倭圖卷》(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56
很可能是從紀念胡宗憲平倭主題發展而成的蘇

州片產品。此二卷雖然不盡相同，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本較為麗謹的人物刻

畫比較接近仇英風格，
157
中國國家博物館本淺淡的青綠山水為吳派流風，但

是製作時代應該都比畫面描繪的嘉靖朝來得年代較晚。或為萬曆年間豐臣秀

吉(1537-1598)侵略朝鮮，引發時人對之前嘉靖平定倭寇的新興趣下的產物，
158

                                                                                                                        
南通圖書公司，出版時間不詳)，頁 129-138，圖 71-72。圖版參周蕪，《徽派版畫

史論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圖 1。另有上海博物館藏〈賜胡氏世家

朝代忠良江左名帥報功圖〉與〈新安明經胡氏授田宅於績之胡里鎮八景中歷代報功

圖〉，王伯敏亦認為是晚明徽州刻手所作，參王伯敏，〈大型古版畫《報功圖》〉，

《東南文化》，119(南京，1998)，頁 133-135。 
156

圖版參仇英，《倭寇圖卷》與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

叢書．繪畫卷．歷史畫》，頁 54-67。關於《抗倭圖卷》的介紹，見孫鍵，〈明代

倭患與《抗倭圖卷》〉，收入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

叢書．繪畫卷．歷史畫》，頁 229-233；陳履生，〈紀功與記事：明人《抗倭圖卷》

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北京，2011)，頁 8-33；朱敏，〈解讀明人《抗

倭圖卷》：兼談與《倭寇圖卷》的關係〉，《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北京，2011)，
頁 47-64。關於《倭寇圖卷》的研究，參須田牧子著，彭浩譯，〈《倭寇圖卷》再

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北京，2011)，頁 34-46。感謝板倉聖哲提供《中

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的最新研究。吳大昕，〈倭寇形象與嘉靖大倭寇：談「倭寇圖

卷」、「明人抗倭圖」、「太平抗倭圖」〉，《明代研究》，16(臺北，2011)，頁

141-161。感謝李卓穎告知此文。 
157

感謝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須田牧子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板倉聖哲的協助，得

以觀覽《倭寇圖卷》。 
158

須田牧子從兩卷紅外線攝影辨認出「日本弘治三年」與「弘治四年」，認為正是王

直敗走與捕獲斬首的標幟性年分，故二圖是對「『嘉靖大倭寇』中明軍獲勝的象徵

性描繪」，參須田牧子著，彭浩譯，〈《倭寇圖卷》再考〉，頁 43-46。關於萬曆

時期對嘉靖倭寇的興趣，參吳大昕，〈猝聞倭至：明朝對江南倭寇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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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可能是晚明蘇州片作坊假托仇英與文徵明等吳派畫家的作品。
159
兩卷的

母題與構圖幾近相同，不論是卷首停泊靠岸的倭船、登上高處疊羅漢眺望的

倭人、搬運贓物與火燒房舍的掠奪情形、成群走避的民人、官船與倭寇交鋒

相對的高潮，到最後官軍隊伍整飭從城門行軍而來的描寫都十分類似。這種

複製類似母題與構圖的模式，十分接近晚明蘇州片流行的〈清明上河圖〉作

法。
160
從兩卷母題和構圖雷同，風格略異但均為晚明蘇州片畫風等來看，應

該是蘇州作坊的商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傳仇英的《倭寇圖卷》與《抗倭圖卷》，與清人張

鑒(1768-1850)〈文徵明畫平倭圖記〉對畫面內容的描述若合符節，擇要徵引如下： 

明文徵明畫胡梅林平倭圖卷，乃揚州阮氏文選樓所藏。雲臺師云：「此

卷筆蹟不類衡山，且此時衡山年已八十有七，其自署門下文徵明，或

卽兵部主事楊芷倩衡山生徒所爲，以應梅林之索者乎。子其為我考

之。」鑒按：此卷高尺有呎，長二丈一尺。卷首書「靖海奇功」四字，

畫尾書〈紀事〉一篇，皆御史張寰所作。中有長興顧箬谿書〈海寇篇〉。

考詩及紀事所載年月，殆記丙辰乍浦梁莊之捷也。……今考圖中一

人，貝冑組甲，豐頤而短䰄，按轡乘紫騮馬，一武士執大纛前導，稍

次兩武士，一執終葵，一執鉞者，卽總督胡宗憲也。……績谿之右，

一官朱衣紗帽，頤霤上微銳，彎眉蠭目，乘靑驄並驅而前者，其尙書

趙文華乎？……又其後高冠圓領，朱袍服繡，豐下而須，以其次論之，

則巡撫阮鶚也。……又其後一官，方面左顧，年稍輕者，巡按趙孔昭

也。……其餘文臣四人皆朱衣烏帽，或郎中郭仁，副使劉燾、徐汝，

                                                                                                                        
(1552-1554)〉，頁 29-62。吳大昕，〈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 

159
關於蘇州片的討論，見楊臣彬，〈談明代書畫作偽〉，《文物》，4(北京，1990)，
頁 72-87、96；Ellen Laing, “Suzhou Pian and Other Dubious Paintings in the Received 
Oeuvre of Qiu Ying,” Artibus Asiae 59.3/4 (2000), pp.265-295; 李仲凱，〈話說蘇州

片〉，載於氏著，《贗品述往》(西安：泰北文藝出版社，2004)，頁 99-110。 
160

關於明清〈清明上河圖〉仿本圖式的討論，參古原宏伸，〈清明上河圖〉(上)、(下)，
《國華》，955、956(東京，1973.2-3)，頁 5-15 與 27-44；王正華，〈過眼繁華：晚

明城市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收錄於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十

四至二十世紀》(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頁 1-57；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

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頁 28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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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汪柏，參議王詢，……此圖中之文職可考者也。其武臣可考者，

一將面豐無須，胄而組甲，前擁二旗，旁豎大旗，一上畫虎，而翼在

胡趙二人後者，疑總兵徐珏。……又一將居前，側身乘紫騮馬，胄首

朱甲，執長旗督戰，前五兵手弓矢彎注，又八兵執長鎗前驅轉鬭，則

都指揮戴沖霄也。……又一將右視坐船中，前一卒執旗立，將以右手

指船頭，首級纍纍然者，疑遊擊尹秉衡等，……尹之左一船稍後，中

坐一將弁，而朱袍緩帶來獻俘者，通眉豐下，按膝凝視船頭反接而囚

者四，此總兵盧鏜也。……又二船橫陣於倭艇之中，十餘人與倭鏖戰，

一船首置一佛郞機，一兵俯身然藥繩就放，後一將方面廣顙，要縣弓

箙，左執旗，以右手指麾督戰，此總兵俞大猷也。……一船稍先出，

與此船並後，一將微髭怒目，執黃旗督戰，此或參將丁僅，壁乍浦城

以爲内援者，不盡可考也。此圖中之武職可考者也。其面縛步行，身

纒徽纆而俘者三人，曰徐海之弟也，曰陳東，海之書記也，曰麻葉，

海之黨也。又一小鹿頭船，船首兩人持篙，一椎髻小童立於篷昔而覘

其後，其艇烏篷櫺窗，窗中一女子紅袖擁髻，注目外視，一女子青衫

紅裳，相憑而立，不類民人逃竄者，疑妓女翠翹、綠姝也。……。其

餘兵士有河朔、有永保、有保靖、有容美土兵，故不一律也。吁！畫

之能事，至此纖悉，與當日情事相合，非苟焉而已！
161

 

 從其中假托文徵明的風格，以及翠翹、綠姝的描寫很可能是和嘉靖之後

關於她們的小說戲曲廣為流傳有關，
162
推測張鑒所見阮元(1764-1849)所收的

《胡梅林平倭圖卷》也可能是蘇州作坊的產物。尤其是若與《抗倭圖卷》比

對，畫中人物都可以一一指認，
163
應該是同一系列的蘇州片商品。 

                                                
161

［清］張鑒，〈文徵明畫平倭圖記〉，《冬青館集•甲集》，卷 4，頁 5b-11a。參

［明］仇英，《倭寇圖卷》；後者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

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頁 54-67。 
162

關於王翠翹故事於明清之流行，參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

2001)，頁 1-54。相對於張鑒對翠翹、綠姝和其所乘坐鹿頭船的描繪，〈抗倭圖寇〉

雖可指認出人物，但刻畫地不像張鑒所言那般細緻。而傳仇英的《倭寇圖卷》則完

全不見此船的出現。不知是與品質精細度有關，還是母題發展時間的差異。 
163

比對《胡梅林平倭圖卷》的描述與《抗倭圖卷》，可以辨認的有胡宗憲、趙文華、

阮鶚、趙孔昭、四文臣(可能為郎中郭仁，副使劉燾或徐汝，參政汪柏，參議王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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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鑒所記《胡梅林平倭圖卷》是否原名如此難以確定，但是從卷首書「靖

海奇功」與紀事、海寇篇等來看，就算這些部分是流傳過程中才添入畫卷，

對張鑒等觀者來說與畫面內容相符並無可議之處，而視此畫為紀念胡宗憲平

定倭寇的戰勳圖，甚至還推測其製作情境為「兵部主事楊芷倩衡山生徒所

爲，以應梅林之索者乎」，也與前述明代戰勳圖經常為部屬所贊助的情形類

似。倘若如此，那麼《抗倭圖卷》與傳仇英的《倭寇圖卷》應該不僅是與倭

寇主題相關的敘事畫，而是和《胡梅林平倭圖卷》類似，是與紀念胡少保平

倭相關的作品。雖然《抗倭圖卷》與傳仇英的《倭寇圖卷》對倭寇與民人的

描繪較一般明代戰勳圖為多，或與前述晚明對之前嘉靖倭寇的新興趣有關，

但無論如何若和《平番圖卷》亦附有參與戰事將領名字的榜題來看，《胡梅

林平倭圖卷》或《抗倭圖卷》中得以一一辨認官員的特色，是文官戰爭圖共

通的特點之一。同樣的，《抗倭圖卷》與傳仇英的《倭寇圖卷》中段高潮的

兵寇交戰，以及卷末著官服的官員騎馬行伍，亦是文官戰勳圖常見的作法。

可見《胡梅林平倭圖卷》、《抗倭圖卷》與傳仇英的《倭寇圖卷》，都運用了

文官戰勳圖的模式，來展現其與紀念胡宗憲平倭的關係。 

從《胡梅林平倭圖卷》、《抗倭圖卷》與傳仇英的《倭寇圖卷》的例子來

看，官員視覺文化並非只侷限在士大夫間的交際網絡，在晚明邊事頻繁的脈

絡下，紀念官員戰功的圖繪也有商業化的潛力。前述的《安南來威圖冊》、《三

省備邊圖記》或《剿賊圖記》是否也具有潛在的市場需求並不可知，但前述

《胡少保平倭戰功》，以及附有插圖的《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
164
《征播奏

捷傳通俗演義》、《近報叢譚平虜傳》等應不無可能。
165 

無論如何，明代以個人事蹟為中心的戰爭圖繪與宦蹟圖，在官員網絡十

分流行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從目前的出版圖錄來看，運用格套的比例不少，

                                                                                                                        
徐珏、尹秉衡、盧鏜、翠翹、綠姝等。 

164
［明］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刊

本影印，1994)。 
165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頁 585、593。此外尚有以明中期于謙(1398-1457)事蹟為

題材的小說《于少保萃忠傳》，插圖收入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編，《中國古代小說版

畫集成》，冊 4(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頁 873-914。 



．84．馬雅貞                                              明代研究 第十七期 

且並無著名畫家的參與，故受到的注目遠比其他肖像畫少很多。
166
然而，從

上述的討論來看，明代官員視覺文化的盛行仍相當值得注意。其中種類繁多

的宦蹟圖內容、官員雅集圖、乃至於馬畫等，其實相當興盛。戰爭題材也從

原來在畫史中邊陲的角色，到了明代成為官員紀念勳績的重要母題，可以說

明代蓬勃的官員視覺文化，帶動了晚明描繪作戰的圖式，從各類地形的激戰

到較具個別性表現的發展。在晚明戰事頻仍的時代，官員視覺文化也不受限

於官員圈，而有轉為商品的潛力，亦突破了過去對蘇州片作坊以仿古題材為

主的認識。
167 

不僅如此，明代發展出來以個人勳績為主的官員視覺文化，到了清代都

還十分盛行。例如《閩頌彙編》是紀念姚啟聖(1624-1683)的宦蹟與戰勳，
168
《蔡

毓榮南征圖卷》描繪湖廣總督參與平定吳三桂(1612-1678)之情形、《董衛國紀

功圖卷》刻畫江西總督平定江西的過程等。
169
這股延續至清初的明代戰勳圖

繪潛流在清代有何變化，何以在乾隆朝(1736-1795)轉以交戰對象如徐揚《平定

兩金川戰圖冊》為主的戰爭圖，
170
將是未來篇章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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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文人與藝術家寫照就有文以誠的專書，Richard Vinograd, Boundaries of Self: 
Chinese Portraits, 16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皇帝的

肖像更是近年來備受矚目的議題，例如 Cheng-hua Wang,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hip: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pp. 
148-272; Hui-chi Lo, “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 The 
Yongzheng Emperor’s (1678-1735) Deployment of Portraiture,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9）陳葆真，〈《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1(臺北，2006)，頁 89-150。 
167

楊新，〈明人圖繪的好古之風與古物市場〉，《文物》，4(北京，1997)，頁 53-61。 
168

佚名編，《閩頌彙編》(《臺灣文獻彙刊》，第 2 輯第 1-7 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169

圖版參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歷史畫》，

頁 78-85、86-91。 
170

聶崇正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11•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9)，圖 69，頁 25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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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永寧破倭寇圖 

 
資料來源：［明］蘇愚，《三省備邊圖記》(《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

地理類第 22 冊，據明萬曆刻本影印)，頁 4b-5a。 

圖2 南嶺破山寇圖 

 
資料來源：［明］蘇愚，《三省備邊圖記》(《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

地理類第 22 冊，據明萬曆刻本影印)，頁 41b-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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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連澳攻海寇圖 

 
資料來源：［明］蘇愚，《三省備邊圖記》(《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

地理類第 22 冊，據明萬曆刻本影印)，頁 25b-26a。 

圖4 平潮陽劇寇圖 

 
資料來源：［明］蘇愚，《三省備邊圖記》(《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

地理類第 22 冊，據明萬曆刻本影印)，頁 61b-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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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冰堅賊渡圖 

 
資料來源：［明］元默，《剿賊圖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

年圖書館藏雍正九年[1731]重刊本)，頁 27b-28a。 

圖6 征蠻之圖 

 
資料來源：［明］雷思忠集，［明］曹思彬校正，《王公忠勤錄》，圖頁 2b-3a，

收入周心慧主編，《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第六冊•明萬曆版畫(三)》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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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Achievement and Official 

Accomplishment: Ming Images of Warfare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Officialdom 

Ma Ya-chen 

Images of warfare are abundant in Ming literati anthologies. Most of these 

images depict contemporary battles, an uncommon theme in both traditional 

literati paintings and in counterfeit antique pictures produced by commercial 

workshops, and therefore had their unique demands, expressions, and networks of 

circulation. Such images, set apart from the so-called “elegant” or “vulgar” 

pictures with which current scholarship is preoccupied, provide us with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o understand Ming visual culture. Why were 

images of warfare popular in the Ming dynasty? What were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of visual culture to which they belonged? Interestingly, many 

such images focus on the military achievement of one particular individual, 

whereas images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typically depict wars 

against various enemies without focusing on any one specific figure. Did this 

Ming feature hav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e protagonists in Ming pictorial 

narratives of war include both military and civil officials? In what context did the 

images of warfare appear during the Ming? This article will clarify issues related 

to images of warfare,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popularity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officials, analyze their development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woodblock prints, and conclude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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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Keywords: images of warfare, huanji tu (images of official accomplishments), 

Wokou tu (Paintings of Japanese Pirates), Annan laiwei tu (Account of 

the Over-awing of Annan), Jiaozei tuji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suppression of peasant rebell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