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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圖」．「體」現： 

以《點石齋畫報》中法戰爭與甲申

政變「戰爭圖像」為例∗ 

朱芯儀∗∗ 

【提要】 

本文取 1884 年 5 月至 1885 年 1 月的《點石齋畫報》中，「中

法戰爭」與「甲申政變」之系列圖像為主要題材，討論畫師如何利

用構圖、線條等繪畫技巧再現「身體」議題，而反應當時的政治、

文化之近代殘破主體氛圍。本文將分作五節，除前言與結論外，依

序討論該時期《點石齋畫報》「戰爭圖像」之歷史、畫師與繪畫風

格，發現繪畫作品從以往描繪風俗、人物的「藝術品」，轉為《點

石齋畫報》獵奇、時事性強烈的報紙、商品；又於中法戰爭、基隆

之役的戰爭系列圖像中，挖掘被規訓、展示、武力化的「身體」與

「群眾」，召喚從軍、愛國、犧牲之精神；而甲申政變「朝鮮亂略」

特刊呈現圖像、歷史與小說的跨形式表現，也可從圖像中「身體」

                                                 
∗ 本文初稿曾在愛丁堡大學「多向度的移動：近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中的行旅與冒險（Dimensions 

of Mobility: Travel and Adventure in Modern China’s Literary and Cultural Landscape）」國際學術工

作坊（Scotland：University of Edinburgh，2015 年)以〈戰爭．異域與想像：以《點石齋畫報》之

「中法戰爭」與「甲申政變」系列圖像為例（War, Foreign Lands and Imagination: Pictures of the 
“Sino-French War＂）〉發表，感謝評論人鄭文惠教授、楊佳玲教授、蔡祝青教授，及感謝兩位

匿名審稿人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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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位置窺得清政府「天朝」瓦解的焦慮，與中、日、朝三者對峙的

張力。 

 
關鍵詞：《點石齋畫報》 身體 圖像敘事 中法戰爭 甲申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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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研究晚清上海著名刊物《點石齋畫報》，其引人注目在於報

導時事、都市文化、反映民俗，以及遭學界所忽略：「圖像」與「戰

爭」之關聯。依據瓦格納（Rudolf Wagner）的研究，在 1885 年 7 月

簽訂中法條約前，《點石齋畫報》刊登近 42 張圖戰爭圖像，與 18

張將領慶功之圖。1 而筆者認為不僅如此，《點石齋畫報》發行首年

（1884-1885，即甲、乙、丙 3 集，共 322 張圖），正逢歷史上十分

重要的中法戰爭期間，刊登爭戰、政治、外交的圖畫相當頻繁，其連

續刊登 2 到 3 幅的圖畫報導戰情、甚至製作戰爭專題，顯見刊物對「  

戰爭」議題的重視，「戰爭圖像」更是《點石齋畫報》值得關注的主

題。可見《點石齋畫報》初登場，首刊圖像便是中法戰爭〈力攻北甯〉

（圖一），並持續刊載戰事發展。清政府也因參與中法戰爭，從朝鮮

移出了部分兵力加入中法戰局，導致爆發中、日、朝勢力動盪的甲申

政變，《點石齋畫報》亦直接為甲申政變製作專輯「朝鮮亂略」，仔

細交代事件首尾。此兩戰役乃前因與後果，關係密不可分，而與清廷

之敵對者，雖為法國與日本，戰場則蔓延中國、臺灣、朝鮮，戰爭方

式含括陸戰與海戰。對晚清中國的政治版圖，有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

效應，重要性不言而喻。而筆者選擇以此時段的《點石齋畫報》「戰

爭圖像」（1884 年 5 月至 1885 年 1 月）為分析對象，更因此時「戰

爭圖像」為《點石齋畫報》較早期的作品，奠定整個刊物風格之基礎

和立刊態度。所以本文將聚焦在中法戰爭與甲申政變「戰爭圖像」

（1884 年 5 月至 1885 年 1 月）為主，企圖開展新的視野，以討論「戰

爭圖像」，所夾帶的國族、文化、政治、商業特質。  

反思《點石齋畫報》技藝、構成畫面感時，時而提及中／西融合

                                                 
1 （德）魯道夫．瓦格納（Rudolf Wagner），徐百柯譯，〈進入全球想像圖景：上海的《點石齋畫

報》〉，收入劉東主編，《中國學術．第 8 輯》（北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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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繪畫技巧，2 然筆者認為《點石齋畫報》之關鍵乃尊聞閣主人所云：

「能工」。申報編輯尊聞閣主人，於《點石齋畫報》序言便述：「中

國畫家拘於成法，有一定之格局，先事佈置，然後穿插以取勢，而結

構之疏密，氣韻之厚薄，則視其人學力之高下與胸次之寬狹，以判等

差。」3 指出西方與中國繪畫之差異，凸顯中國繪畫不與西方求真為

主，反是專注於畫功、筆觸之意蘊，講究成法、具有一定布局與氣韻，

顯然技巧工法成為中國畫意傳遞與寄託的重要憑藉。當以此法細緻觀

賞「戰爭圖像」，窮盡圖像所呈樣態，分析布局、線條、明暗、人物

和風景，則能展現隱於畫面背後的巧思和意涵，徹底凸顯《點石齋畫

報》融匯中／西、新／舊，為技藝、商業與情意的結晶。4 

據此，筆者發覺中法戰爭與甲申政變「戰爭圖像」始終和「體」

之變革產生連結，圖像中大量「身體」展現與「文體」越界，呈現「文

體／身體／國體，多位一體」的研究範式。5 本文藉由剖析圖像之筆

觸、布局、形象等圖像元素，極致挖掘圖像於文本、刊物、文化中所

彰顯的近代主體特色。近代以「體」為所顯示關於碎裂、殘破的緊張

身體展演，6 依序詳論，包括：被馴服的「身體」、武化「身體」、

                                                 
2 謝菁菁，「西畫東漸與《點石齋畫報》」（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學碩士論文，2010）；談啟

志，「再現的城市：《點石齋畫報》中的上海（1884-1898）」（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碩士論文，2012）；廖紀雁，「敘事與觀看：《點石齋畫報》的圖文構成研究」（嘉義：國

立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14）等。 
3 美查（Ernest Major），〈《點石齋畫報》序〉，《點石齋畫報》光緒十季卯月第一號（南京：

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0），頁 1。 
4 以圖像敘事為主軸，研究者有沈冠東，「《點石齋畫報》圖像敘事中語言與時空表達的關系研究」

（安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文化哲學博士論文，2017）；耿春馨，「《點石齋畫報》繪畫藝術研

究」（江蘇：揚州大學藝術學理論碩士論文，2017）。 
5 顏健富指出，「從肉身形體、魂魄精神到國家世界的思考，尤可呼應『新小說』文體的功能期許，

展現多位一體的視野：文體／身體／國體，隱藏著一振衰起敝的『理想』視域，反映家國興亡的

焦慮與社會改革的期許。」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說的新概念地圖》（臺北：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8。 
6 王德威曾論及魯迅及沈從文小說中反覆出現的砍頭意象，並分析其中的意涵：「我們可說他在砍

頭一景中，不僅看到中國人的無知與無恥，也更感到個體生命符號系統的崩裂，而此一崩裂足使

社會文化意義停止運作。身首異處使人不再是人；但更可怖的是軀體的支解斷失，只是整個「中

國」象徵所列散落的一小部分。」筆者認為，本文聚焦近代《點石齋畫報》便出現「體」的殘缺

型態，以降之近現代關於殘「體」的表現，皆和「國體」、「主體」、「文體」形式，息息相關。

王德威，〈從頭談起－魯迅、沈從文與砍頭〉，《小說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說》（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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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破的「屍體」，其極為生動與血腥，意圖重建戰爭危急、殘忍之臨

場感；大量「群眾」、「軍隊」被忽略又空白的「臉孔」，凸顯了國

家需要吸引人民為國犧牲，但無法掩飾「國族」與「個體」之間的矛

盾。「朝鮮亂略」結合了圖畫與小說章回體例，並取法《春秋》史筆

針砭的效果，創造特殊的「文體」典律。諸種「身體」、「文體」、

「主體」的聯繫，使得《點石齋畫報》「戰爭圖像」成為反映身體／

文體之平台，展示權力、歷史演繹的立體場域，猶如實踐於身體／文

體上的「微型歷史」。 

二、勾勒「圖」譜：畫報、畫戰、畫新聞 

梁啟超「文學改革」後，上海雜誌、刊物如雨後春筍，世界四面

八方訊息湧入中國，特別是戰地報導，必須無時無刻地關注，《點石

齋畫報》以圖畫方式「睜眼看世界」。於是「繪畫」的存在已不僅是

傳統「藝術品」，畫報刊物上一幅幅圖像，搖身一變成為報導、再現

事件的視覺新聞載體，擁有反應「時事」之效果。《點石齋畫報》以

「圖文並列」的方式向讀者開展了新的閱讀天地，開啟「圖像」為主

的閱讀方式。圖片宛若一幅幅斷裂又破碎的小型敘事，刊載「圖像新

聞」亦不僅上海，更可能是歐美、東亞的國際動向。本文關注的《點

石齋畫報》「戰爭圖像」，除為反映世界局勢脈動、國力爭逐之最佳

例證之外，同時亦可由此窺得晚清中國內部，將如何藉由「戰爭圖像」

表述背後隱藏的意識型態和文化焦慮。  

1839 年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初次大規模進軍中國的戰役，開

啟近現代戰爭外交的源頭。此後因戰爭失利簽下各種條約，促使中國

內部結構和制度的改變，最顯著的就是通商口岸的開放。同時期，《點

石齋畫報》主要畫家編輯吳嘉猷（友如，？－約 1893）也誕生於江

                                                                                                                      
麥田出版社，2012），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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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元和縣，7 他的出生伴隨著清末連年征戰，動盪不安的環境於畫師

之生命既是一種積累，也是機會。據吳友如自述：「余幼承先人余蔭，

玩偈無成。弱冠後遭『赭寇』之亂，避難來滬，始習丹青，每觀名家

真跡，輒為目熱心存，至廢寢食，探索久之，似有會悟，於是出而問

世，借以資生。」8 又《吳縣志》卷七十五：「吳嘉猷，字友如。少

業醫，咸豐庚申避難滬上，始從事丹青。」9 關於吳友如生平諸說紛

紜、爭議不斷，10 有學者認為他幼年學醫、或寄居伯父家中，爾後

來到吳太元畫店學習，抑或出身蘇州桃花塢年畫畫師等，但之後又遭

翻案。11 其餘畫師如周權（慕橋，1896-1922）、金桂生（蟾香）、

顧月舟等人，均習張志瀛為師，12 於上海開埠後，至桃花塢擔任年

畫畫師。時人對於新聞的關注度高，年畫脫離傳統會製灶神、娃娃等

內容，開始將繪畫主題加入時事、都市風俗，開啟以「圖像」報導的

方式，宛如《點石齋畫報》原型。13 「畫師」從傳統的文人畫家過

渡到報館的職業畫家群，初出茅廬，藉由各種方式磨練自己的繪畫技

巧與建立名聲，或參加書畫團體，或於搭上文學改革、辦刊的列車。

14 之後《點石齋畫報》創建，隨著國內外發生的新聞事件，由「圖

像加文字」方式即時報導，一旬八張、大量出版，吳友如一行人名聲

                                                 
7 參見鄔國義，〈近代海派新聞畫家吳友如史事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13 年 1 月），頁 96-104。 
8 清．吳友如，〈《飛影閣畫冊》小啟〉，《飛影閣畫冊》第 1 期，（上海：飛影閣畫報社，1893）。 
9 曹允源等，《吳縣志》（臺灣：成文出版社，1970），卷 75，頁 1620。 
10 薛永年、杜娟《清代繪畫史》、陳柏海《上海文化通史》、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張志欣《海

上畫派》……等，諸多學者曾試圖將吳友如的生平完整，多同意吳友如為吳縣人、躲避災難而至

海上，師從張淇。 
11 參顧公碩，〈吳友如與桃花塢年畫的「關係」－從新材料糾正舊報〉，收入顧公碩著，李軍整

理，《題跋古今》（北京：海豚出版社，2012），頁 52-58。 
12 張志瀛為吳友如、周慕橋師，在中法戰爭平安輪成為被擄官民之一，最後獲赦免，在並同治元年

（1861）就任法駐上海領事署。唐景崧著，古辛整理，《唐景崧日記》（北京：中華書局，2013），

卷 9，頁 233-234。 
13 李倫新、忻平主編，《美美與共：海派文化與上海人》（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頁

164。 
14 劉揚曾統計點石齋畫報畫人狀態：專職畫家，如吳友如、金蟾香、朱儒賢、符節等人；兼職畫家，

如顧月州、葛龍芝、賈醒卿等人；客串畫家，如許壽山、王劍等。參見劉揚，「繪畫．敘事－

論《點石齋畫報》的圖文構成」（海南：海南師範大學美術理論碩士論文，2016），頁 26-27。 



．窮「圖」．「體」現： 

以《點石齋畫報》中法戰爭與甲申政變「戰爭圖像」為例． 

 ．153．

大噪。吳友如更受邀兩江總督曾國荃之請，於光緒 12 年（1886）赴

南京繪製〈克復金陵功臣戰爭圖〉，並轉在《點石齋畫報》第一百五

十七號上繪製〈克復岳州前圖〉。15 其餘周慕橋，金蟾香等人，則

加入了上海月份牌的繪製，16 作品也於上海藝壇造成轟動。畫師之

生命與晚清接連的戰役共存，《點石齋畫報》基本也難逃「戰爭」的

影響，於文化、政治、國運變革激昂的浪潮中，襲捲所有生命際遇。 

另一方面，19 世紀末清政府如火如荼地開展一系列對應西方船

堅砲利的軍事改革，無論軍事教育、留學生人才培訓，或硬體軍備的

改善，皆有成效。其中，李鴻章（1823-1901）警覺海軍防禦的重要，

逐步加強中國海軍現代化，以防衛國土與鄰近華北、朝鮮之安全。而

本文所關注的中法戰爭，便等於李鴻章所建立現代化海軍之成果檢

驗，17 亦對臺灣影響特別重大。光緒 3 年丁日昌、沈葆楨與劉銘傳

建設「中等甲船三號，以及水雷大礮快槍，預練精銳二三十營已備緩

急」18，替臺灣增建了更多武力以執行李鴻章武裝備戰的信念，劉銘

傳的黑旗軍，便是現代化海軍下的產物。19 

中法戰爭肇因於 1883 年安南阮朝皇帝阮福明（Nguyễn Phúc 

Minh，1871-1943）與法國簽訂「順化條約」，脫離中國的宗主制度，

戰火卻一路蔓延至雲南、臺灣、福建與澎湖。1884 年李鴻章奉旨與

法人立約講和：「越南世修職貢，為我藩屬，斷不能因與法人立約，

                                                 
15 關於繪製《克復金陵功臣戰爭圖》的時間與因素，相關研究除鄔國義〈近代海派新聞畫家吳友如

史事考〉之外，仍有：潘耀昌，〈《從蘇州到上海，從「點石齋」到「飛影閣」：晚清畫家心態

管窺》〉，《新美術》第 4 期（1994 年 5 月），頁 65-72；張弘星，〈流散在海內外的兩組晚清

宮廷戰圖考略〉，《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2 期（2001 年 4 月），頁 1-13；與張弘星之學位論文

Hongxing, Zhang. “Wu Youru's 'The Victory over the Taiping': painting and censorship in 1886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K: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99). 

16 王亞非、霍楷編，《中國老廣告設計》（北京：冶金工業出版社，2011），頁 154。 
17 （美）費正清（John K. Fairbank），劉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

國晚清史》（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下卷，頁 247-248。 
18 王彥威、王彥編，〈着丁日昌等妥籌台防事〉，《清季外交史料卷》（臺北：文海出版社，1985），

卷 9，頁 9-10。 
19 參見許雪姬，〈二劉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4 期（1985

年 6 月），頁 12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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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更成憲，必與之切實辨明。」20 但最後因撤守駐軍問題爆發 6 月

的「觀音山事變」（亦稱「北黎衝突」），進而持續向法國開戰。孤

拔將軍（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1827-1885）聽從總理茹

費理（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1832-1893）指示，率領海艦隊先

向福建攻進，後與李士卑斯（Contre-amiral Lespe，1828-1897）組成

遠東艦隊，攻打淡水、基隆。中法戰爭爆發後，清廷在接連失利的情

況下，將駐朝鮮之清軍調回抗敵，成為甲申政變的導火線。朝鮮早在

1882 年壬午兵變後，保守黨與開化黨形成對立，日本趁中國對戰法

國時介入其中，引誘開化黨挾持朝鮮高宗李球（1852-1919）建立新

政府，說服朝鮮停止對清政府的朝貢。史稱甲申政變、甲申革命、開

化黨政變乃由此而來，最終清政府派遣袁世凱（1859-1916）以武力

逼退日本，鞏固「宗主國」的地位。《點石齋畫報》「朝鮮亂略」特

刊在甲申政變結束後的隔年（1885）陬月立即發行，登圖八張，細緻

描繪日本誘使朝鮮開化派脫離中國，並暗殺保守派的過程。「朝鮮亂

略」以特刊的形式出現，暗示中國對於「朝鮮」問題的重視，同樣反

映清廷對日本崛起的態度。爾後隨著清政府國力由強轉衰，朝鮮態度

亦有變化，21 1897 年結束與中國的附庸關係。22 

上述回顧中法戰爭、甲申政變、《點石齋畫報》畫師際遇，顯見

刊物、時代與人事錯綜複雜的歷史脈絡，構成《點石齋畫報》「戰爭

圖像」的生產背景。畫師畫下一幅幅記錄戰爭的圖像，記錄了時代、

見證了生命，也帶領了報業進入前所未有的高峰。自此，畫報不僅是

                                                 
20 王彥威、王彥編，〈電諭李鴻章辦理中法和議〉，《清季外交史料卷》，卷 40，頁 27-28。 
21 《中朝關係史－明清時期》說明英宗李昑後，對清代皇帝的評價由詆毀轉為讚揚，原因有三：

清統治日益穩固，朝鮮恢復無望；隨時間推移「世事久而易晦，人情遠而易狃」；清對朝鮮「厚

往薄來」、「撫蕃字小」使朝鮮深感。參見白新良，《中朝關係史－明清時期》（北京：世界

知識出版社，2002），頁 336-344。 
22 歷來朝鮮使臣來華的遊記命名，各朝代有所不同，元朝時高麗使節的記錄稱為「賓王錄」，明朝

多稱「朝天錄」，至清代則為「燕行錄」，從命名可窺得朝鮮對明至清政權轉移的態度。參見葛

兆光，〈從「朝天」到「燕行」－17 世紀中葉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論叢》

第 81 期（2006 年），頁 29-58。 



．窮「圖」．「體」現： 

以《點石齋畫報》中法戰爭與甲申政變「戰爭圖像」為例． 

 ．155．

圖畫，是利用繪畫作新聞，畫師與畫報擔任的角色不再如以往單純，

而是肩負「商業」、「時事」與「新知」的知識載體。23 

三、支解的暴力：「身體」展演場 

本節將針對《點石齋畫報》「中法戰爭」之系列圖像，從那些大

量暴露在畫面各個位置的屍體、殘留不整的屍塊，所謂「破碎的身

體」，以至於圖像內部所出現工整、標準化的展示軍事化隊伍和身體，

皆偷渡了當時晚清之國族欲望與征戰暴力。  

（一）獵奇：人頭展演場 
許文堂曾細緻考察了《點石齋畫報》基隆、淡水之役，圖像對應

的時間點與報導出入，並考察清軍大勝的形象，已然發現畫師創作中

相當多盲點，如：捏造法軍傷亡人數、基隆炮台已毀，無法抵禦法軍

和虛報斬獲人頭數等結果等。24 除卻政治偏好外，也證明身為商業

性刊物的《點石齋畫報》，服膺銷售考量而捏造事實、吸引讀者眼球

的銷售手法。可知《點石齋畫報》的「圖畫」功能已超出了傳統「審

美」，而是服務於商業、新聞、各種即時消息。當然，大量傳遞各種

訊息裡，亦能找到許多看似「新聞」，卻「張揚」、「獵奇」、「舐

血」的圖畫，仿如世界版的「奇談」。如吳友如的〈臬法示眾〉（圖

三），25 說明法軍自恃火力強盛，企圖直攻臺灣淡水，但卻被孫軍

門督以埋伏、誘敵之法突破，法軍大敗，擊斃高級將領一名，並將四

十餘法軍首級懸掛在媽祖廟前。26 

                                                 
23 陳平原，〈晚清人眼中的西學東漸－以《點石齋畫報》為中心〉，收入陳平原、王德威、商偉

編，《晚明與晚清：歷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4 年），頁 179。 
24 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隆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第 13 卷第

1 期（2006 年 6 月），頁 14-29。其餘談論《點石齋畫報》中法戰爭者有李营菊，「《點石齋畫

報》對晚清社會的圖像敘事研究」（重慶：西南大學新聞學碩士論文，2016 年），頁 33-38。 
25 清．吳友如畫，〈梟法示眾〉，《點石齋畫報》光緒十季九月中澣第十九號，頁 50。 
26 除從畫面文字中獲得清軍勝利資訊外，卻亦可試著從法人之記錄，時而拼湊出歷史現場，如羅亞

爾曾細緻描述中法海戰自越南、基隆、福建與淡水的過程，其中描繪淡水時提及：「所以在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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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進入這幅圖畫之前，我們必須了解《點石齋畫報》的藝

術特徵與辦刊方式。《點石齋畫報》存在西學東漸的晚清，學界一般

關注其受西式畫風的影響，但筆者認為，畫師群的養成多習中國畫，

繪稿方式明顯為不上色的「白描」、「工筆畫」，依靠線條本身的剛

柔，粗細、巧拙，方圓，疏密等變化來表現各種物象。《點石齋畫報》

的構成，可說來源博雜、畫法精繁，反映在整體的構圖，遊走中／西

畫風和體制之間。而中國繪畫首重「經營位置」，27 即「構圖」。

《點石齋畫報》的圖畫裡，我們甚少看到存有「大量留白」構圖方式。

畫報即便有留白，幾乎表現於圖畫橫切、上方三分之一（甚至更少）

的天空。雖創辦人尊聞閣主人強調文字與圖畫的共存，以表現實，但

畫面大多被細緻的海浪、山水、建築物、人物等滿滿占據。又礙固定

版面的限制、成本與營利的考量下，多利用空白處以文字解釋圖像的

內容，於是《點石齋畫報》的圖像大多給人擁擠、壓縮之感。而旨在

報導新聞時事的《點石齋畫報》，首要掌控出刊時間，每十天便必須

出版八張圖的期限下，處理來自各地的消息，畫師分身乏術亦在不可

能事事皆眼見為憑之狀況中，只能憑藉主觀自由發揮。  

回到〈臬法示眾〉，觀賞此圖首先的印象便是「滿」。前景為大

群手持刀刃的中國兵，壓著受擄、跪地的法軍（圖四  3）；28 中景

為將領神氣坐鎮的媽祖廟（圖四  5）；背景則為在高台上飄揚的「孫」

氏勝利旗幟（圖四  1）。左方前為樹木與後為山景；右則營區，為飲

                                                                                                                      
指出的十七名戰死者中間，許多應該作為失蹤的。失蹤！這就是說，把它們或死或傷的拋棄在殘

酷的敵人手裡，當場被敵人斬首，像那個不幸的拉加利桑呢亞號陸戰司令方舟（Fontaine）一般。

他的腳為子彈所中，倒下來，雖然他是輕微地受傷，但他不能起來。三個他手下的人於是把他扶

起，抬在後面。但藏在叢林後面的中國軍等著他們走過：敵人用裝有長柄的鐵鉤叉住我們水兵的

衣服，跳出來拿祝他們，把他們的頭割下來。」羅亞爾，《中法海戰》，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

《中國近代史資料叢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冊 3，頁 571。 
27 南齊．謝赫，「夫畫品者，蓋眾畫之優劣也，圖畫者莫不明勸誡，著升沉，千載寂寥，批圖可鑒。

雖畫有六法，鮮能盡賅，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六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古法用筆是也，

三應物象型是也，四隨類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六傳移摹寫是也。」謝赫，《古畫品錄．

序》，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臺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1），

頁 96。 
28 四援引劉思量，《中國美術思想新論》（臺北：藝術家出版社，2001），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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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休憩的中國兵，及高聳的法國國旗桿與樹木。繪畫的模式乃畫面在

物理世界中，原本只有二度長、寬的平面，但畫作便是要在二度空間

內創造三度空間的視覺效果。因此必須在畫面上設定參考點、參考軸

線等，以安排畫面的位置，使得讀者進入畫作的三度空間。29 本圖

則利用了「複合線條」構圖為參考軸線，讓整體畫面顯示更加複雜、

傳遞的訊息層次也更加多元。  

而待觀賞者仔細觀察後，我們才發現所謂「被示眾」的對象：人

頭。懸掛在樹枝、旗桿上的小方格，乃一個個的小鐵籠，裡面裝載的

是一顆顆單獨放置的法人頭顱。這與畫面比例相差甚遠的小頭顱，卻

出乎意料各有著不同的臉孔與表情，有的為翹鬍子的洋人、有的痛苦

張開大口、有的伸出舌頭、有的則是雙眼睥睨，有的則剛人頭落地，

散落在路旁，還有傾斜的無頭身軀。這些頭顱密密麻麻懸吊在樹枝、

屋簷、甚至破損的法國國旗桿上，宛如小鳥籠，而下方正是高舉大刀、

執行屠殺的刑場。這個刑場，被包覆在左右兩側樹叢、前方的凸地之

中，風吹樹枝、矮叢倒向法軍的方向，法軍傾倒在形狀蜿蜒的矮石旁，

該石仿如一隻巨大的手，正朝法國俘虜伸出魔掌。樹木與石頭圍繞，

形成一個難得乾淨的空白，那是權力施展的舞臺。法國俘虜各個雙手

綑綁，無助地仰視著中國士兵，流露哀求的神情，正與持刀、得意洋

洋的中國士兵形成對比。筆者認為，〈梟法示眾〉的重點不在被畫師

棄置中、後景的媽祖廟與中國將領，此圖文字「逢我軍四圍含前後夾

攻，將法軍截而為三，戰至四點鐘之久，法人大敗，我軍乘勝追殺，

法人退至海濱」，30 文字意在傳達戰勝之消息與勝戰過程，但畫師

最想突顯的，卻是畫面置中的人頭和無情殺戮，血腥與報復的快感取

而代之。  

如若西洋繪畫則重視光影、透視，那麼中國工筆畫則以線條造

                                                 
29 同上註。 
30 吳友如畫，〈梟法示眾〉，《點石齋畫報》光緒十季九月中澣第十九號乙集，頁 50。 



．東海中文學報． 

 ．158．

型、構圖取勝，講求骨力。《點石齋畫報》成功地展現了以線條組成

形狀，圖畫敘事的功力。晚清時期，西方文化影響中國巨大，晚清在

忙著學習西方技術之時，又遭逢戰爭與侵略，中國對西方列強抱持敵

對又親近的心態，在自卑與自負中拉扯。吳友如的〈梟法示眾〉中，

此種心態一覽無遺，中國戰勝法軍的武器是傳統的刀，把身穿法國軍

裝的法人處斬。畫面中至高的兩點：中國軍旗和法國國旗，更是暗喻

中國高於法國的優越，蘊含國族競爭的渴望。讀者藉由這精心的構

圖，面對著一幅充滿血腥人頭與戰爭勝利意象的圖畫，接收到的信息

無非是暴力與國家勢力的相輔相成，愈是不能直視的殘忍，卻愈能激

發讀者的愛國心情甚至銷售率，也可謂為畫師作畫時無法料想的諷

刺。  

（二）蜷曲的身體 
依中國畫分類而言，山水畫甚少出現人物（或者只是零星），出

現人物較多者便以人物為主題，所謂人物畫。但筆者認為，《點石齋

畫報》開啟了一種新式的繪圖法，乃將人物大量地鑲嵌（甚至塞入）

進山水之中，跨越了山水與人物畫的藩籬，尤其在「戰爭圖」中表露

無疑。以下筆者將針對〈基隆懲寇〉（圖五）、31 〈法敗詳聞〉（圖

六）32 兩圖進行討論。〈基隆懲寇〉源自法軍 15 日早上 8 點攻入臺

灣，由「劉省三爵帥」的蘇得勝（？-1890）、孫開華（約 1840-1893）、

章高元（1843-1912）重創法軍而來。出刊日期為「六月下澣」，內

文標示「十五日，朝八點」，並僵持五點鐘後摧毀一艘兵輪「米拉斯」。

33 並說明情勢「螳臂擋車，殆我岌岌乎」，敵眾我寡、戰況危急的

                                                 
31 吳友如畫，〈基隆懲寇〉，《點石齋畫報》光緒十季六月下澣第十一號甲集，頁 83。 
32 張志瀛畫，〈法敗詳文〉，《點石齋畫報》光緒十季七月上澣第十二號甲集，頁 92。 
33 據許文堂之研究指出該日為 8 月 5 日，又依羅亞爾所記錄：「八月五日早上七點半，發出海戰準

備令。正八點，激烈的炮火開始，中國方面也立即以急激而準確的炮火反擊。拉加利桑尼亞號的

桅檣中了些子彈……費勒斯號中了數次開花砲彈。」羅亞爾，《中法海戰》，收入中國史學會主

編，《中國近代史資料叢刊》，頁 542。根據其紀錄，該場戰役中摧毀最劇之軍艦乃為費勒斯號

（Villas, le），再由英文名稱推算，可得出〈基隆懲寇〉文中敘述的「米拉斯」可能便是「費勒

斯」號。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隆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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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下，清軍得到勝利。消息傳回中國，清政府慶幸勝利之外，民心

更是大受鼓舞。34 

見〈基隆懲寇〉，前景為海上的法軍軍艦與臺灣岸上的沙灣，左

右兩側皆有被擊毀的炮臺，後景則是綿延崎嶇的山地及位於半山腰上

另一個炮臺。現今基隆古炮臺遺址仍有二砂灣、大武崙、槓子寮、白

米甕、獅球嶺等，此役被摧毀的大沙灣與二砂灣炮臺，中法戰爭後劉

銘傳將二沙灣炮臺挪往如今「海門天險」處，由德國工程師重建，是

中法戰爭攻占基隆下多數炮臺被毀，卻完整保留下來之古蹟之一。當

時一名參戰，署名為 Jean L.的水手，以書信方式寫下 1884 年 8 月 23

日至 1885 年 6 月 22 日間的戰事記憶。其中，紀錄了攻佔基隆的情形： 

李士卑斯元帥把他們的三個堡壘炸掉，好！他們就蓋了防禦工事

和掩蔽所，我們又把他們毀掉，由於城市後面有高的山丘聳立著，

他們就動腦筋把這些山丘變成了堡壘。……他們背後還有歐洲

人，什麼樣的歐洲人呢？就是我們那些最壞最該死的敵人……在

中國人的隊伍裡面有一大堆的德國軍官和工程師，這從炮臺的布

置就可以看得出來，它不是以東方人的方式建造的，而純粹是普

魯士方式。35 

當時李鴻章（1823-1901）、張佩綸（1848-1903）等人皆支持「聯德抗法」，

36 往後甚至發生駐德大使李鳳苞添購軍艦收賄案，37 可知德國在此中扮

                                                 
34 唐景崧對此亦有記載：「六月十五日，法船在臺灣購炭啟衅，攻奪基隆炮台，旋被劉省帥奪回。

法既先行擊我，我即可趁機攻之。」清．唐景崧，〈請纓日記〉，收入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

史料叢刊》第四輯《中法戰爭資料》（臺北：文海出版社，1967），頁 158。 
35 Jean L.，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

頁 36。 
36 胡凱，《中德風雲際會：始於 1840 年的德國在華形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

98。 
37 參見《清史稿》錄其人生平：「李鳳苞，字丹厓，江蘇崇明人。少聰慧，究心曆算之學，精測繪。

丁日昌撫吳，知其才，資以貲為道員。歷辦江南製造局、吳淞炮臺工程局，繪地球全圖，並譯西

洋諸書。……十年，法越構釁，暫署法使。法事決裂，遂奉命回國，歸過澳門。澳門自明中葉久

為葡萄牙人稅居，及是葡人私議欲攘為已有。鳳苞寓書部臣，乞請旨與葡人定約，免後患。部臣

懼生事，寢其議。後一年、葡人遂據其地，論者惜之。既，覆命，有旨發往直隸交李鴻章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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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38 而藉由參戰法軍的書信，可得知當時第一手的戰

地情況，也嗅得除了中、法戰局之外，德、法兩國於國際競爭中緊張局勢，

近代世界戰爭有如狂潮，現代性不僅侵略了中國，同樣劃分了國際情勢。 

又例如光緒十季七月上澣第十二號，描述 8 月 4 日李士卑斯指揮

軍艦嘉林蘇尼號（Galissoniere）攻入雞籠港，由大沙灣登陸，翌日

摧毀砲臺的〈法敗詳聞〉。此畫標明來源：「近得日耳曼人來滬，述

及戰事猶為詳細」，消息「皆日耳曼人所述，於尊聞閣主人者竊思，

此人係局外人無可諱亦無所飾，即謂為實錄可也」補述之成品。39 得

見由目擊者轉述後，畫師下筆更仔細而清晰，將整個主題濃縮為畫面

的中心的「搶炮得勝」，40 清軍挾持法軍以取得火炮、拿著法國國

旗的法國士兵人頭落下。兩張圖共同擁有的元素是，唯有畫面中心之

勝利戰場是空白的，主旨清晰地呈現法國軍隊的戰敗與不堪。又見兩

圖左、右後方的三爵帥旗幟（章、劉、曹），三人有的架著駿馬英勇

而至，有的則在城牆後方神武地觀看局勢。此外周遭的山谷延伸至海

峽間，擠滿了眾多身體、屍體，或墜落，或蜷曲，或扭打，宛如地獄，

對比四周遍佈的痛苦軀體，英姿煥發的將領形貌，在屍體成堆的環境

裡顯得益發突兀。  

圖畫中綿延不絕的山體，跨越前後大半以上的畫面，藉由這些山

體明顯為中國傳統畫的「造形」之法，41 另外吳友如使用「折帶皴」，

作坡地山石，以順鋒橫向畫出，接著轉向側鋒，線條隨蜿蜒的骨幹直

                                                                                                                      
令總辦營務處，兼管水師學堂。未幾，以在德造艦報銷不實，被議革職。」趙爾巽等著，楊家駱

校，《清史稿》，卷 446，列傳 233，頁 12484。 
38 對此，德國同樣援助淡水武力也有詳細紀載：「費勒斯號（le Villars）戰艦停在港內約有兩個星

期了。從它停泊以來只有一件事情發生。一隻德國船萬利號（Wille）把嚴禁鎗械或軍火上陸的命

令曉諭船長……而該船安然將它裝運的貨物載至淡水，在那裏，大砲和水雷可以用來傷害我們。」

羅亞爾，《中法海戰》，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料叢刊》，頁 541。 
39 同上註。 
40 陳雅琳曾論述〈基隆懲寇〉、〈法敗詳文〉兩圖，因後者有日耳曼人詳述，導致後者繪畫之角度、

焦點更細度之摹寫。參見陳雅琳，〈《點石齋畫報》對「中法戰爭」新聞的圖文建構〉，《東方

人文學誌》第 8 卷第 1 期（2009 年 3 月），頁 160-161。 
41 劉思量：「『造形』，單指形象或圖形構造之法，較少涉及其他各元素之間－如造形與造形、

造形與色彩等等－安排組合之間的整體關係。」同註 28，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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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而下，彷彿暗示著兩軍交戰正如地形之曲折、危急。畫師利用皴筆

製造山體的稜線和明暗，同樣也將大量的中、法士兵嵌入山與山之

間、稜線與稜線之間、縫隙與縫隙之間，畫面十分壅擠，呈現異常的

空間感。基於考量版面限制，畫師採取此種配置與構圖，無法將人物

舒展，亦無法一筆筆勾勒出所有形狀。同時，藉此塑造「人數眾多」

之狀，並利用壅塞的畫面，繪出雙方猛烈的碰撞、攻擊之感。有趣的

是，對比圖中法國士兵清晰可見的面貌，反觀中國士兵的容貌卻以簡

筆大概繪製，抑或運用煙霧繚繞、簡略畫出武器等方法帶過。失去了

臉孔的士兵們，畫面只剩下難以計數、朝向天際的武器槍矛，洶湧而

來。這何嘗不是暴露出近代中國僅對於「國力」表面之追求，實際卻

忽視「軍人」、「群體」的深層概念。辛勤、奮力殺敵的士兵捐軀了、

消逝了，只看見代表政府的旗幟，與舉起刀劍下達命令的威武將領。

這個勝利的片段，屬於清政府、屬於戰場中高高在上的英雄，卻從來

不屬於那些小卒、小兵，他們的面孔在爭戰中被大幅省略了。十分諷

刺地，被省略的臉孔，亦是國家致力喊話的對象，殷切期盼脫離「奴

性」而晉身愛國抗敵的－「國民」，42 最終和盲目的國族激情，

淹沒在戰場的無聲魂魄。可見，縱使《點石齋畫報》服務於廣大民眾，

傳遞新知與新聞，但亦不知不覺中，傳達強國保種的意象，甚至進一

步建構人民保家衛國、自我犧牲的意識形態。 

（三）「群體」：召喚與被召喚 
上述我們看到了英姿颯颯的將領，但更多時候，畫面則都是不分

                                                 
42 沈松僑討論晚清「國民」概念如何圍繞「奴隸」印象而生：「環繞著『奴隸』意象而出現的這種

混雜性的『國民性』論述，卻反過來產生了鞏固『國民』概念的真理效應。可想而知，如果不是

預先肯定了『國民』的確切存在『奴隸』符號所指稱的各項中國『國民』的精神與行為特質，叉

將如何尋得其賴以具體展現的載體？然則，晚清『國民』概念的論述形構，乃是以國民的對立面

一一奴隸，為其基本的構成條件。『國民』與『奴隸』其實是一種交映疊影的鏡象關係。」沈松

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論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73 本 4 分（2002 年 12 月），頁 699。此概念也呼應了筆者此處所論，「國民」概念既被建構

的無比崇高，卻也充斥著「犧牲」、「消耗」與國族激情的幻象，戰場上犧牲的無名亡魂正與「國

民」一體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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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紛紛就義赴死的身體。情狀慘烈，無論輸贏，這些身體／屍體，

皆是奠定國力發展、重要的一「群」，即「軍隊」。深究「軍隊」來

歷，為 1860 年以降自強運動，廣設造船廠、機器局、辦理軍事學堂，

並派遣留學生向外學習軍事技藝的結果。此種「整齊」、「統一」突

顯了一種新式、可被歸納且統整、甚至武化的身體概念。43 軍力以

往便與國家強盛、保家衛國畫上等號，這樣特殊的群體，則在爭戰頻

繁的 1884 年《點石齋畫報》內，以各種形式和樣態不斷被記錄與記

憶。中法戰爭、甲申政變時期，《點石齋畫報》確切呈現「軍隊」群

體，在追求國家利益中被形塑，因戰爭被生產、由官方或民間號召而

來，開展一連串的經濟效應與培養過程，如：武器製造、徵召系統、

軍事教育……等。中法之戰至甲申政變期間，筆者觀察關於「軍隊」

的圖畫更是層出不窮，除戰爭主題的圖畫外，但凡練兵、試炮等場合，

即便是將帥或外交官出訪，「軍隊」是必備的構圖題材也形同裝飾。

有些圖像「軍隊」在前景表現對峙、僵持，有些圖像中的「軍隊」或

在兩旁列隊歡迎將領，構圖綿延為線狀、塊狀，表示秩序浩大。以光

緒十季潤五月中澣第七號的《點石齋畫報》〈自取撓敗〉（圖七）為

例，該圖說明法軍無故興兵，入侵廣西邊界，最終遭到清兵壓制而落

敗，為法軍「咎由自取」結果。〈自取撓敗〉文字詳細說明此事件：

「本月初一法軍無故率大隊至廣西邊界，見我防營遂即開炮，我軍為

其所逼，故亦列隊迎拒，法人負傷而退。初十日報登《香港中文新聞》

則云，法軍剿捕海盜，不識路徑致犯黑旗，遂為黑旗大敗。法兵二百

                                                 
43 黃金麟曾於研究近代時，追朔「武化身體」之系譜：「檢討近代中國的身體軍事化必須先知曉的

是，這個企圖大規模兵士化人民身體的活動，其實是十分晚近的事。它的發生和 19 世紀中葉後

中國的連番軍事和政治挫敗，以及產生的亡國威脅有直接關係。它不是傳統武藝或府兵與募兵制

度在近代的復興，也不是『文武合一』觀念在近代的自然演繹。這些制度或理念早已存在中國，

但不是這個新起的規範動作在制度上的源出者。因為從 1885 年北洋武備學堂成立，到 1895 年袁

世凱在天津小站按照德國操點練兵開始，我們看到一個新的、按照西方軍事操典進行的身體訓

練，正隨著亡國的壓力出現在中國的領土上。」黃金麟，《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

事治理與身體，1895-2005》（臺北：聯經，2009），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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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生還者僅五、六人。」44 文字精準標註法軍犯事日期，及提出

《香港中文新聞》報導內容，得見《點石齋畫報》對於報導追求公信

力之特質。然而，若我們聚焦於畫作，可窺見圖像與文字訊息有所出

入。該圖於中景為一團炮火，並左右蔓延呈現橫向區塊，此區便是黑

旗軍與法軍交鋒之處。炮火呈現團狀的空白，將其從周遭背景內突顯

出來，而又以此炮火區塊作為邊界，界定出中、法兩兵間的輪廓。炮

火區以後是陣容龐大的黑旗軍，同如前段論述，清兵皆是粗略的筆

觸，但仍可看出眾多的人頭、統一筆直的長槍武器，呈現聲勢壯大之

態。相較於黑旗軍，於圖畫前景的法國軍隊，便明顯筆觸精緻，無論

是排列的隊形、武器、所著的軍裝、軍帽，甚至戰地後方待戰的士兵、

炮台與騎馬指揮的將領，無不仔細。  

而除了出現在戰場之外，同樣「軍隊」的身體，可在《點石齋畫

報》中的各式軍隊操演、民間團練、陪駕大臣，乃至於使節來訪時發

現，頻率顯著。如光緒十季時一月下澣第二十六號的〈禁軍合操〉（圖

八），45 圖像為皇帝親臨檢閱禁軍「京營八旗滿蒙漢，綠營左右前

後中，共計馬步全軍萬人」，宣揚「國家龍興，漠北武功之盛度，超

越前古」。46 圖畫右方的大臣於城台上居高臨下，視察城台以降後

方之千軍萬馬，步兵、騎軍整齊列隊，好不威風。此圖於中法戰爭之

際刊登於《點石齋畫報》，讓鮮為人知的閱兵、演練活動，公開展現

在人民眼前，宣揚國威的意圖明顯。除增強民眾對國力之信心、團結

外，威武、強勁的士兵樣貌更能吸引有志青年加入軍營，奉獻於國家。

                                                 
44 吳友如畫，〈自取撓敗〉，《點石齋畫報》光緒十季潤五月中澣第七號甲集，頁 51。另，關於

「黑旗軍」，庾裕良曾論，自 1857 年天地會首領吳凌雲趁太平天國起義，劉永福前往扶王，而

吳凌雲在 1863 年被清軍圍剿犧牲後，由其子亞忠續往中越邊境轉移。之後劉永福來投，並在安

德（境西縣）建立黑旗軍，又因吳、劉二人在對付清軍之策略上分歧，劉於 1867 年避入越地，

受清越王朝封賞，並得到當地居民之好感。但至今學界仍未判定黑旗軍之功過，越南史學家曾認

為劉軍初至越南並非打擊法寇，而是割據地方和剝削人民的流寇。參見庾裕良，〈評價黑旗軍歷

史功過的幾點意見〉，收入中法戰爭史研究會編，《中法戰爭論文集》（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6），頁 70-71。 
45 顧月涵畫，〈禁軍合操〉，《點石齋畫報》光緒十季十一月下澣第二十六號丙集，頁 15。 
4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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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不再是單純的藝術品，就《點石齋畫報》而言，生產自戰亂

連年之圖像們，皆有各的使命與任務，偷渡不同的時事訴求。反映了

中國近代戰爭的接連挫敗，畫面承接時下對國族的、精神上的召喚，

透露對新式群眾的渴望：中國需要拋頭顱灑熱血、為未來犧牲的大量

的「群體」。  

四、「體」與「文」：曖昧且爭逐的「我輩」 

一般而論「文體」大多解釋為「文學類型」，如：詩、詞、散文、

小說、戲劇等，自 1902 年梁啟超因應啟蒙「新」功能，提出各式文

體改良，期許「文體」能乘載更多的新式理念與精神。可知，近代「文

體」不僅是文學載體或是表現形式，更重要的是隨著作者氣性、時代

精神而做出整合與呼應，想當然耳更與文化時局息息相關。47 本節

針對《點石齋畫報》報導「甲申政變」而發行「朝鮮亂略」特刊為主。

前述筆者藉由「圖像」中所呈現的「身體」，進而窺視當時文化、政

治權力與國體位序。而在刊物如雨後春筍的晚清報界，面對紛亂及時

的社會動態，大千世界內嶄新的報導內容和題材，報人們為配合眾多

的訊息和挑戰，出版刊物的形式也隨之演變。本節所論述的《點石齋

畫報》「朝鮮亂略」特刊，便是十分特殊的文體案例。「朝鮮亂略」

特刊一方面它作為一完整的「特刊」，致力聚焦報導「甲申政變」的

頭尾始末，另一方面它卻承襲《點石齋畫報》刊物特色，繪出、篩揀

事件中具有轉折的斷片，呼應了晚清「身體」與「主體」的破碎形態。

「朝鮮亂略」特刊以一現代化「特別報導」的姿態，集中報導「甲申

政變」，並同時偷渡了《春秋》史筆針砭的效果，傳達天朝／藩屬、

忠臣／逆子、善／惡之傳統思維。更進一步，從圖像中更清晰呈現清、

日、朝三國所呈現的「身體」位置，傳達了階級差序、親疏與權力差

                                                 
47 參見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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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  

（一）文體互涉：圖畫？小說？或《春秋》？ 
1884 年 12 月「甲申政變」之前，1876 年日本的西鄉隆盛、板垣

退助「征韓論」的主張下，派遣軍艦、軍隊與朝鮮交戰，威脅朝鮮打

開門戶通商，簽訂條約「丙子江華條約」。此後，日本在朝鮮獲得通

商、律法之自由，朝鮮料知鎖國無用，始派遣留學生至日本學習造船、

新知，而甲申政變的主導人物：金玉均和朴泳孝，便是因此留學日本，

產生聯繫。48 身為「宗主國」刊物的《點石齋畫報》，在甲申政變

終了的隔年（1885）陬月發行「朝鮮亂略」特刊（圖九）。報導態度

則採「亂略」為名，可設想當時清朝政府、人民的態度，其中政治曖

昧不言而喻。而「朝鮮亂略」特刊的重要性在於，正值中法戰爭，清

廷、法國、越南甚至臺灣，分別在海、陸兩區大開戰場、越演越烈，

但《點石齋畫報》卻十分罕見地發行只動亂三日便結束的「朝鮮亂略」

特刊，著實可議。雖王爾敏曾批評「朝鮮亂略」特刊「敘事浮誇泛漫，

只能傳達表象」，必須再經史家考證，49 但撇除實證糾紛，該論引

起對「朝鮮亂略」特刊之關注，尤其是形式背後的意識形態。筆者認

為，「朝鮮亂略」特刊在文字、圖像與歷史相互涵蓋之下，反而跳脫

了傳統的文體形式，呼應了晚清時期小說、戲劇、詩文等文體變革，

達到廣闊的互文意義。再者，當日本脫離清朝、挑釁朝鮮，破除了中

國「天朝一體」的預設，現實局勢同樣也反映在「朝鮮亂略」特刊中，

藉繪畫傳達當時蠢蠢欲動、逐漸分裂的東亞政治對峙。  

首先，關於「朝鮮亂略」立場和性質，可由尊聞閣主人〈跋〉確

認基調，其認為洪英值、金玉均兩人行為「以臣子而犯上」、「君上

因而播遷，臣民臨於水火」及「干戈擾攘，波及三國」，以致《點石

                                                 
48 參見吳慶第，〈韓國近代化改革運動之研究：以甲申政變為例〉，《嶺東學報》第 29 期（2011

年 6 月），頁 202-206。 
49 王爾敏，〈《點石齋畫報》所展現之近代歷史脈絡〉，收入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

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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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畫報》「繪圖演說，懲首惡也」，此為「《春秋》之律也」。50 將

「朝鮮亂略」特刊比附《春秋》史筆，懲惡揚善，效法孔子著《春秋》，

而亂臣賊子懼，微言大義、字字針貶。如今點石齋則以圖像示之，同

樣具有亂臣賊子懼以貽臭千古、萬世唾駡、鬼神之誅之效力，鄭振鐸

曾稱《點石齋畫報》為畫史，即是如此。51 而最後一圖〈霜鋋雪鋋

海上觀兵，玉敦珠槃城中立約〉又直指「仿章回書式繪圖，而遞敘其

事云」。52 特刊一方面宣揚針砭的「《春秋》之律也」，另一方面

則「仿章回書式繪圖」，前者重在「是非的針砭」，後者卻帶有「文

學虛構」之特質。看似互相對立，卻源自中國「微言大義」傳統，體

現史實和文義間曖昧的詮釋縫隙。53 同時亦受到晚清小說界革命之

影響，「歷史小說」體例風潮「專以歷史上事實為材料，而用演義體

敘述之」。54 可知，史、小說之因素之外，更遑論《點石齋畫報》

的敘事載體還涉及複雜的圖像。  

關注「朝鮮亂略」，封面有「朝鮮亂略」大字，後附〈跋〉，8

張圖像截取事件之重要「情節」，按先後「遞敘其事」說明甲申政變

的過程，55 形式與先前《點石齋畫報》風格明顯殊異。通常《點石

齋畫報》圖像之題名以四字為主，畫龍點睛、快速地呈現圖像的內涵，

且題材龐雜、聚焦廣泛，猶如抽取時空、將畫面暫停，「片斷感」強

                                                 
50 尊聞閣主人，〈跋〉，《點石齋畫報》「朝鮮亂略」特刊，光緒十一年正月中浣第三十一號丙集，

頁 11。 
51 鄭振鐸，《鄭振鐸藝術考古文集》（北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300。 
52 清．田子琳，〈霜鋋雪鋋海上觀兵，玉敦珠槃城中立約〉，《點石齋畫報》「朝鮮亂略」特刊，

光緒十一年正月中浣第三十一號丙集，頁 57。 
53 王基倫，〈「《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國文學報》第 39 期（2006 年 6 月），頁 1-34。 
54 歐陽健：「歷史小說題材，所從來久矣。宋元稱『講史』，明代以來則謂之『演義』、『史傳』，

直到晚清『小說界革命』起來，方正式賦予『歷史小說』的名目，並從小說分類學角度確定了它

在小說創作的地位。」歐陽健，《歷史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頁 382。 
55 「朝鮮亂略」特刊除刊頭與〈跋〉外，由八張圖構成，依次：〈郵政局肆筵速客，頑固黨放火戕

官〉、〈假傳虎節召倭兵，威逼鸞輿遷別院〉、〈中奸謀韓廷飛碧血，避亂黨闋廟泣青磷〉、〈雲

屯霧沛大帥鷹揚，海闊天空蕃王豹隱〉、〈奮天戈奸臣授首，投華寨弱王潛身〉、〈犯眾怒避禍

走仁川，普皇恩送孥歸濟浦〉、〈電報飛傳求保衛，星軺移指壯聲威〉、〈霜鋌雪鋌海上觀兵，

玉敦珠槃城中立約〉。敘述甲申政變由洪英植於京城典洞郵政局舉行宴會，金玉均命人在王宮內

放火，竹添進一郎事敗逃亡仁川的日本領事館，最終甲申政變結束，日朝簽訂中立合約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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烈。而「朝鮮亂略」圖畫則宛若圖畫式的章回小說體，細緻交代每張

圖的前因後果，呈現濃厚敘事特質。56 甲申政變實際發生時間乃三

天，將三天的時間濃縮為八張圖，呈現以事件為主，劃分區塊、聚焦

明確。雖類似於章回小說，但畫師利用圖像幻想繪製場景、線條細緻

描繪人物情緒與情節起伏，合以文字補述，《點石齋畫報》雖追求再

現真實，未料更凸顯真與虛的張力，值得玩味。  

除文／史體例兼容外，特刊的構圖也具相當特色，如首圖〈郵政

局肆筵速客，頑固黨放火戕官〉（圖十），整體畫面採圓形構圖（圖

十一），可使讀者迅速地將目光移至圓圈中心，並以俯視視角區分前

／後景、實／虛。圓圈內前景（圖十一  2）描繪了日軍與清兵大動干

戈，後景（圖十一  3）則為中國、朝鮮官員避禍逃亡的景致。圓圈四

周（圖十一 1）則以火勢、樹木圍繞，營造大火包圍、煙霧迷漫的匆

忙感。此圖畫面，以圓形構設，並圓中有方門、人群布置亦採長條形

製，擴展延伸了圓內的對象，達到視覺擴張的功能。文字敘述：「我

朝龍興遼番，朝鮮首列附庸，故三百年來代之如家人父子焉，顧其國，

小兒偪北，與俄疆接壤，南與日本為臨，非藉大國之帡幪，難杜奸人

之窺視。」57 開頭明示事件緣由、清政府態度，與歷年來與朝鮮「如

父如子」的位階關係。並針砭亂臣「曰洪英植、曰金玉均、曰朴泳孝、

曰徐光範、曰徐載弼」五人犯事。爾後，詳細說明事件前十五日，至

事件當天十七日，郵政局筵席上各國公使驚慌而逃，朝鮮將軍閔泳翊

被刺傷，一再表現「以圖像說故事」之特質，富有強烈的敘述特性及

主觀態度。 

如此「圖像說故事」之法，令人想起中國的繡像小說，因應當時

的印刷裝訂方法，經歷由簡入繁的過程。58 但筆者認為「朝鮮亂略」

                                                 
56 田子琳畫，〈霜鋋雪鋋海上觀兵，玉敦珠槃城中立約〉，《點石齋畫報》「朝鮮亂略」特刊，光

緒十一年正月中浣第三十一號丙集，頁 57。 
57 吳友如，〈郵政局肆筵速客，頑固黨放火戕官〉，《點石齋畫報》「朝鮮亂略」特刊，光緒十一

年正月中浣第三十一號丙集，頁 50。 
58 繡像小說之圖文配置方式有：相對純粹的上圖下文、上文下圖、左圖右有對聯式樣的榜題、上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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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脫離了傳統繡像小說將文與圖分區的排編方式，將文字直接放置

留白處，讓讀者一併閱讀，使文字與圖畫產生互文性，見證商業出版

每個版面必須發揮最大效益的考量，更彰顯了一種新式的「圖像」為

主的閱讀方式。晚清《點石齋畫報》，在商業出版、局勢繁複的情況

下容攝不同文學、藝術形式，並吐納出嶄新的創作、歷史意義。跨形

式、文體表現的「朝鮮亂略」特刊，以歷史史實為材料，兼以小說敘

事為用，加上畫面之視覺張力，搬演了複雜且精彩的概念融合，亦可

從中窺得晚清諸界新／舊並存、中／西共處的文化榮景。 

（二）「體」與「位」：主／從關係的變調 
自東漢光武帝後，中國便開始與日本漫長的交涉與往來。59 無

論是官方外交、民間貿易或是佛教傳播，中國皆以「天朝」自稱，接

受朝貢、給與庇護，日本則扮演藩屬的角色。公元前 3 世紀存在於東

亞、東南亞和中亞地區的朝貢體系，執行階級性外交方式，直至 19

世紀末期，這樣的關係才開始鬆動。19 世紀中葉前，中、日兩國的

鎖國政策，封閉的門戶逐一被西方世界打開，1840 年鴉片戰爭，揭

開中國外強內乾的面具，60 日本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下，展開西

化運動、1868 年推翻江戶幕府，史稱「明治維新」。此後，中、日

雙方的未來有了全新的翻轉，1871 日本和清政府簽訂《中日修好條

規》和《中日通商章程》，確立對等的國家關係，中國天朝的想像至

此亦開始崩毀，加以 1885 年前福澤諭吉醞釀的「脫亞論」，並不斷

宣導清朝為「惡友」，顯見中國之於日本進行近代化後位階的轉變。

                                                                                                                      
中圖下文。參見陳正宏，〈近世中國繡像小說圖文關係序說：以所見幾種元明通俗小說刊本為例〉，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年刊》第 15 期（2010 年 6 年），頁 269。 
59 《後漢書．東夷列傳》：「建武中元二年，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光武賜以印綬」漢．范曄撰，李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楊家駱主編，《後漢書》（臺北：鼎文書

局，1981），卷 85，東夷列傳第 75，頁 2821。 
60 中國的「天朝」、「天恩」觀，以及對外交採取「威德治理」態度，自鴉片戰爭開始而正式崩裂，

相關研究參見劉紀曜，〈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朝野的天朝意像及其衍生的觀念、態度與行動

（1839-1842）〉，《師大歷史學報》第 4 期（1976 年 4 月），頁 24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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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反觀朝鮮，於丙子胡亂後，定期派遣燕行使至中國，凡三節年貢，

使團由漢陽出發，利用陸路與水路至北京，在大韓帝國成立前的 250

年中竟出使 500 次，所有屬國中入朝最多，來往頻繁。62 從政治的

觀點看來，清政府對日本、朝鮮交流與認同已差距甚大，而「甲申政

變」便是此背景滋生的產物。  

「朝鮮亂略」特刊除藉文字表述事件過程，更透過畫面偷渡文字

中不可見的樣態與微妙認知。包含中國是如何想像、接受日本與朝

鮮，藉由圖像一一展露無疑。如〈中奸謀韓廷飛碧血，避亂黨關廟泣

青磷〉（圖十二），63 此圖說明左營使李祖淵、前營使韓圭稷等人

被騙進宮，反被開放黨成員誘殺，金玉均等人並自封為重臣，企圖軟

禁朝鮮王於日本。有趣的是，畫面呈現日軍衣著與明治時期後，天皇

命令日軍效仿西方軍隊，著立領、雙排銅紐扣、長上衣之軍服之規定

大有差異。畫師所繪圖像，前景日軍手執武士刀，身著武士、浪人之

服裝，頭部有「纏顱卷」，穿「腳絆」和「履襪子」，並腳踏草鞋。

而畫面後方偏右的日本將領，則明顯為室町時代、作為獨立外穿之服

飾，袖中仍有「小袖」，並有寬大的「肩衣」，下身則為褲裙。學人

研究《點石齋畫報》時常將日本樣貌刻意描繪低下，以配合藩屬國較

為落後之設定，以渲染民族情緒。64 然搜查當時派遣至朝鮮鎮壓的

                                                 
61 相關研究請參見 Peter Nosco，〈中國在日本建構近代世界觀中的位置〉，《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

刊》第 4 期第 1 卷（2007 年 6 月），頁 27-47。 
62 關於朝鮮與清朝宗蕃關係，詳見張存武，《清韓宗藩貿易》（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8），頁 13-17。沿線所經過平壤、義州、鴨綠江、鳳凰城、瀋陽山海關等等，總路程約三千

里，花費時間約四個月，於北京駐留近六十天後歸返。朝鮮使團以朝貢出使與中國官員、學者，

及西方傳教士接觸，其間遊覽中國城市及名勝，並詳盡記錄以回報朝鮮王，相關研究參見白新良

編，《中朝關係史－明清時期》，頁 239。及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行使與朝鮮通信使：

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年）。 
63 吳友如畫，〈中奸謀韓廷飛碧血，避亂黨關廟泣青磷〉，《點石齋畫報》「朝鮮亂略」特刊，光

緒十一年正月中浣第三十一號丙集，頁 52。 
64 羅福惠、彭雷霆曾研究《點石齋畫報》中之日本形象，主要描繪出日本兩個層面：倭寇的兇殘與

醜態。除此外，也由繪畫中所呈現的日本服飾（和服、木屐、束髮、剃去腦信）、民族性（日人

风流的品性、東洋妓女無恥）突顯當時清朝對於日本的偏見與認知錯誤，顯見清政府對於日本的

態度負面外，也停留在某種蠻荒的想像中。羅福惠、彭雷霆，〈形塑與變形：《點石齋畫報》中

的日本圖像〉，《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7 卷第 3 期（2008 年 5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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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筆下：「日人又扮土人服人侍王前」，且朝鮮王迫著日本服飾

挾持至仁川，65 可知當時日軍未著軍服，身穿浪人服乃日本之計策，

畫師的詮釋不完全出自對日本偏見，反而如實呈現。而畫面中逃逸的

朝鮮官員，畫師繪其服飾也相當準確，頭帶紗帽、身著圓領衫的短官

服與腰帶，在官服下著寬褲與黑木靴。在畫面左後方的三人，亦看到

身著已婚男性兩班、中人常戴朝鮮黑笠帽飾。雖然，顯而易見《點石

齋畫報》的畫師與作品，詮釋政治或軍事結果難免擁有偏好的情結，

也礙於難以「眼見為憑」，但未如魯迅所批評的「外國事情很不明白」

之地步。66 

學者研究《點石齋畫報》相較傳統中國人物畫，人物與場景比例、

布置較為合理，但《點石齋畫報》依舊沿襲「要麼以人物為中心，誇

大人物在畫面的中心位置，要麼突出景緻描繪，人物融入場景中」之

傳統風格。67 筆者認為，這傳習也恰好證實了《點石齋畫報》構圖

上的思想邏輯，即人物「身體位置」便相應代表著重要性與權力地位。

因而「朝鮮亂略」中亦隱隱發覺某種「位階的確認」，在圖畫中突顯

國勢、地位的緊張張力。例圖〈電報飛傳求保衛，星軺移指壯聲威〉

（圖十三）中，畫面主要演繹三名朝鮮官員（三人頭各戴一紗帽、一

笠帽、一幅巾）前往天津，「申奏中朝，求為保護，遣使航海先至天

津，求李傅相代為奏聞」，李鴻章宣旨為「皇上俯念，藩屬三百年來

                                                                                                                      
79-83。 

65 袁世凱：「而日人又扮土人服人侍王前。少頃又一人入，形色甚異．王之禦林兵捉之出，帽落露

短髮．則日兵也．立斃階下。……二十三日請王回宮，卑職親帶副營住居宮內．周圍布置，以防

他變。縱使開化有搖惑王心者．我軍環居宮禁，近在肘腋，或不敢妄起異謀。王至吳營．後卑職

入見王，王執手泣日：「吾不意今複見君。雖然，君亦危矣。」因述英植將於是日逼之更衣赴仁

川，乘日本兵輪至東洋，王難焉。英植與泳孝脅迫備至，王與妃五人皆泣求英植不可，仍使人覓

土人服。英植等親與更換衣，甫著身，外間槍聲突發。英植知我軍已入，逼王出宮，居關廟，欲

於是晚設伏廟中，待卑職與吳統帶、張總兵至，屏我從人，一併謀害。適我軍先覺，計不得行。

王為英植劫赴關廟，王妃世子等乘問逃出。」蔣廷黻編著，《近代中國外交史資料輯要》（北京：

東方出版社，2014），卷中，頁 364-365。 
66 魯迅，《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收入《魯迅全集》（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卷

4，頁 299。 
67 沈冠東，「《點石齋畫報》圖像敘事中語言與時空表達的關系研究」（安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文化哲學博士論文，2017），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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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無失德，蕞國其何堪，屢遭不造耶，即派吳清卿、續燕甫兩使臣，

日夜馳赴高麗查辦一切。」68 文字申明朝鮮作為藩屬，受難於日本，

轉向宗主國求援，而光緒感念「三百年來曾無失德」而派使援助。圖

畫特別繪出，畫面正中央的李鴻章身穿毛皮大衣，氣勢萬千地念著手

中的聖旨，身旁的朝鮮官員則微微起身，兩手作揖，恭敬聆聽。又如

特刊最後〈霜鋋雪鋋海上觀兵，玉敦珠槃城中立約〉一圖（圖十四），

說明日本新公使井上馨帶領兵艦六艘來到朝鮮，同時清廷軍隊也尚未

離開漢城。朝鮮國王與日本簽訂合約，內容為朝鮮修書至日本表達謝

意、朝鮮播十一萬元作日本商人之賠償、並將殺害日本大尉之兇手正

法、撥款兩萬元補貼建蓋新日本公使館並安排公使館的士兵住宿。敘

述文字最後以：「夫日高紀以行成，中有何嫌隙，干戈為玉帛，修盟

聘於敦樂」作結，69 表示氣氛和樂。  

由圖畫觀察，可見於前景的朝鮮大臣金宏集正簽署合約，其背後

站著四名日本軍，而於圖畫左景為兩名清朝官員，坐在房間正主位，

審視著金宏集，主位的上方還有一幅旭日海上東昇的畫，象徵權位意

味濃厚。圖畫左邊則是各國大使，右邊房門外則可窺見門外排列整

齊、人數龐大的清兵。因此圖將清官員與朝鮮官員分別至於左上方和

右下角，以致明顯地區分了高低位置，又設計清官員正坐主位，朝鮮

官員則相對坐於地墊，主從位階於此圖再清晰不過了。奇怪的是，除

〈中奸謀韓廷飛碧血，避亂黨關廟泣青磷〉畫出日本統帥外，其於七

圖皆僅出現零星的、蠻荒的日本士兵，即便宣稱「中日有何嫌隙，干

戈為玉帛」，中國的心態昭然若揭。圖畫縱然敘述清政府處理得當，

解決朝鮮的危機，讓事件平和的落幕，一再表現泱泱大國的氣度，輕

巧地將亂臣賊子驅逐於畫面外，展現了圖文互不一致的狀態。畢竟，

                                                 
68 清．金桂，〈雲報飛傳求保衛，星詔移指壯聲威〉，《點石齋畫報》「朝鮮亂略」特刊，光緒十

一年正月中浣第三十一號丙集，頁 56。 
69 清．田子琳，〈霜鋋雪鋋海上觀兵，玉敦珠槃城中立約〉，《點石齋畫報》「朝鮮亂略」特刊，

光緒十一年正月中浣第三十一號丙集，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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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立條約」的內容對朝鮮而言並不中立，對清朝而言，這看似藩屬

國間的動亂，卻未料這將是日本不斷挑釁的起頭。  

五、結論 

本文討論《點石齋畫報》以中法戰爭、基隆之役與甲申政變之戰

爭圖像（1884 年 5 月至 1885 年 1 月），扣問於圖像和文字再現的過

程中，隱藏在圖案、文字敘述的背後，究竟傳達了何種意義？  

本文以繪畫角度切入，斟酌構圖、線條、形式，如何反應在《點

石齋畫報》中法戰爭系列圖像和甲申政變「朝鮮亂略」中的「身體」

樣態。並思考《點石齋畫報》的繪畫特色如何結合主題，並開展圖像

敘述、與文字互文、共鳴。首先，梳理晚清戰爭、畫師歷史歷程，發

現畫師生平與動盪晚清局勢相互編織，創造了近現代刊物與圖像雜誌

的興盛，並呈現新式的出版樣態。《點石齋畫報》成為報導時事、民

俗、奇聞的畫報刊物－「商品」。當圖像於閱者眼前，必定得吸引

讀者注意與購買，所以「戰爭系列」圖像，時而顯現勝利，時而展示

武力，時而血腥，吸引了讀者目光，勾攝焦點。  

「戰爭圖像」凸顯一致的主題－「身體」，這些「身體」了隱

喻國族議題、民族性的建立。畫師描繪各種戰爭、武化身體的形貌，

有的為國犧牲而支離破碎，有的則具有展示的功能：如〈梟法示眾〉。

該圖像藉由複合線條，勾勒圖畫內部不同區塊、層次與意義，而畫中

敵軍的血腥人頭展示，暗示暴力與權力模式。不僅如此，筆者也發現

「戰爭系列」圖像，製造且建構新的繪畫素材－「群眾」，當國家

需要船堅炮利、追求常備武裝「武化身體」的同時，畫師利用簡筆技

巧，大量「複製」排列整齊、省略臉孔的士兵與隊伍。而山稜明暗的

「皴筆」之間，這些扭曲的身體、分裂的軀體、屍體塞滿山谷，甚至

整個畫面。於是《點石齋畫報》讓我們看見晚清改革、維新的過程中，

可被規整、複製、限制以及忽略的各種身體展演。  



．窮「圖」．「體」現： 

以《點石齋畫報》中法戰爭與甲申政變「戰爭圖像」為例． 

 ．173．

接續，甲申政變「朝鮮亂略」特刊，其文體與以昔風格殊異，該

刊宣稱為《春秋》筆法，針砭「亂臣賊子」，又以章回方式說明事件

始末，敘事詳盡，宛如小說體例，容攝史筆、小說與圖像，可謂跨形

式之展現。另外，在「朝鮮亂略」特刊中，我們查覺中國仍以「天朝」

自居之心態，但藩屬卻逐漸分裂流離，特別展露於中國、日本與朝鮮

三者間。該刊圖畫詮釋中、朝位階時，由「身體」的位置比喻形勢的

尊、卑，甚至逐漸脫離清政府的日本，也亦在針砭亂臣賊子的概念下

被逐出畫面。  

本文從「圖畫敘事」出發，企圖從各個層次呈現、梳理、瓦解圖

像的意義，冀希觀察一個無限蘊意之世界。《點石齋畫報》讓歷史、

繪畫、商業刊物與身體象徵共同搬演出一幕幕複雜且互文的舞台。藉

由發售和流傳，與閱覽者產生關聯，進一步召喚讀者奉獻心血參與國

家敘事、權力控制的行列。加強抵禦外務的當務之急，編織強國強種

的美好夢想。  



．東海中文學報． 

 ．174．

 
圖一 〈力攻北甯〉  

 
圖二 〈江干試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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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梟法示眾〉  

 
圖四 利用「複合線條」將畫面區分五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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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基隆懲寇〉  

 
圖六 〈法敗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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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自取撓敗〉  

 
圖八 〈禁軍合操〉  



．東海中文學報． 

 ．178．

 
圖九 「朝鮮亂略」特刊  

 
圖十 〈郵政局肆筵速客，頑固黨放火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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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圓形構圖  

 

 
圖十二 〈中奸謀韓廷飛碧血，避亂黨關廟泣青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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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電報飛傳求保衛，星軺移指壯聲威〉  

 
圖十四 〈霜鋋雪鋋海上觀兵，玉敦珠槃城中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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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Body and Imagination: Take 
Series of Images of “Sino-French 

War” and “Korean Kapshin 
Incident” in Dianshizhai Pictorial 

as Examples 

Chu, Hsin-I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regard the series of images of “Sino-French War” 
(中法戰爭), the Battle of Keelung and “Korean Kapshin Incident” (甲申

政變) in the Dianshizhai Pictorial (點石齋畫報) from May 1884 to 

January 1885 as the main theme in an attempt to discuss wars and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figure reproduction, and how the artist 

imagined unknown exotic lands and otherness, and how the images 

achieved narrative functionality by painting techniques such as 

compositions, lines, backgrounds, and how words showed side by side 

with pictures could resonate with the intention of drawing. This article 

addresses sequentially: tidying up history, painters and painting styles, 

paintings turning from the “artwork” into newspapers and merchandise 

with strong novelty and topicality. Also, in the series of war images of 

Sino-French War and the Battle of Keelung, I find “the masses”, namely 

the disciplined, shown, militarized “bodies”. At last section,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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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issue of Kapshin Incident -“Brief History of Korean Chaos”, I 

find that discerning from the cross-form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es, 

histories and fictions, the Qing government’s anxiety for “Celestial 

Empire” disintegration and its imagination about the tens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Korea was apparent. 

By studying the series of images regarding Sino-French War, the 

Battle of Keelung and Kapshin Incident in Dianshizhai Pictorial, it is 

found that Dianshizhai Pictorial not only tended to attract its readers by 

the presentation of “bodies” and “images”, but also tried to influence 

readers’ perception and emotional structure by its methods of presenting 

“bodies” and “images”. 

 

Keywords: Dianshizhai Pictorial, Sino-French War, Korean Kapshin Incident, 

bodies, iconographic na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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