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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紀行體畫像文本的知識意涵： 

以《安南來威圖冊》為中心 
 

 

毛文芳 
 

 

論 文 摘 要 
 

本人長期關注中國明清的圖文書寫，考察文人畫像文本由生產、

接受及與傳統的連結，所關涉之文類歸屬、閱讀傳統與視覺策略等知

識意涵究竟如何？本文藉著晚清《鴻雪因緣圖記》一書回溯明中葉的

《安南來威圖冊》，以其為中心，探討紀行體畫像文本的刻籍形式，如

何牽連目錄學之文類屬性、左圖右史的閱讀傳統，以及解說敘述功能

的視覺策略，以明中葉一個圖像化史傳的個案作為前哨，細繹其具有

的典型知識意涵，並由下鏈結晚清，考索紀行體畫像文本於中國書寫

史及閱讀史的承轉位置。 

 

關鍵詞：紀行體   畫像文本   知識意涵  《鴻雪因緣圖記》  《安南來威

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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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晚清的一部奇書 

 

清道光年間刊印的《鴻雪因緣圖記》是一部奇書。全書共三集，每集分上下

兩卷，一圖一記，凡二百四十圖、二百四十記，圖文並行，為足迹遍及各地山川

古迹、風土民俗、河防水利等之實錄。作者麟慶（1791-1846），字見亭，完顏

氏，遼金皇族后裔，滿州鑲黃旗人，官宦世家。生於乾隆五十六年，嘉慶十四年

進士，授内閣中書，遷兵部主事，歷河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湖北巡撫、江南

河道總督兼兵部侍郎、兼署兩江總督管兩淮鹽政。擅詩文，著有《黄運河口古今

圖說》、《河工器具圖說》及《凝香室集》等。《清史稿》有傳。 

《圖記》為麟慶采風、修廢、舉墜、遊歷之紀錄，內容含括：倫常遭際、政

事文章、仙蹤異迹、說近神奇等，為以宦轍為主軸的一生行藏所在。繪寫工程始

自道光七年（1827），麟慶三十七歲時口述舊遊由汪春泉“繪圖”，道光十六年

（1836），四十六歲的麟慶開始“製記”，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麟慶五十六

歲臨終之際仍抱冊披覽，繪寫時間近二十年。這部跨越半生“自敘梗概”的《圖

記》，誠如其子所言：“非泛泛遊記比也”，鄭振鐸稱作“自傳體木刻畫集”。1  這

部自傳體《圖記》，明代以降之淵源如何？本人長期關注明清圖文書寫，聚焦於文

士畫像文本由生產、接受及至與傳統的連結，所關涉之文類歸屬、閱讀傳統與視

覺策略等知識意涵究竟如何？拙文擬由晚清的《圖記》回溯明代的《安南來威圖

冊》，展開相關考察。 

       

圖一：[明]麟慶《鴻雪因緣圖記》目錄舉隅/《桂宴承歡》 

 

 

1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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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紀行體書寫探溯 
 

在文學體裁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是關於傳統慣例（Convention）

所起的作用。早期詩賦的傳統慣例中，學者康達維認為最吸引人的是“行旅”的

主題，包括虛構的與真實的兩種，早期集中於虛構旅程。2  以實際行旅主題為審

視標準，進而劃類以遴選名作的批評方式早在古代即已被廣泛運用，南朝梁《昭

明文選》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獵、紀行、遊覽等十五類題材，先後順序暗含對

封建倫理重要程度的排列，紀行詩分門歸入“行旅”、“遊覽”、“軍戎”三類。

誠如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言：“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

光大。”將“述行”一類與諸主題並提。“紀行”一類緊踵關涉天子朝政最密切

的前幾類題材之後，單獨成類也可窺見其舉足輕重之地位。 

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行旅”納入“人部”類。唐李善註《文選》，班昭

《東征賦》題下引《文章流別論》曰：“發洛陽至陳留，述所經歷也”，潘岳《西征

賦》題下註云：“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宋初《文苑英華》、明周履靖

《賦海補遺》、清陳元龍《歷代賦彙》等，均襲用“紀行”這一名目，或置換為相

近的“行旅”類項，足見“紀行”題材在詩賦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紀行體寫作，以《詩經》、《楚辭》為發軔，尋根至《詩經》中的行役征旅

詩，記述作者在行旅過程所見所思，為後世紀行之濫觴。紀行雛型亦可導源於

《楚辭》之放逐流寓篇如：《離騷》、《遠遊》、《涉江》、《哀郢》等，表達舟車勞

頓、自傷不遇的文字，具有棲遲羈旅的憤世嫉俗的語言況味。漢代的紀行賦，除

確立發揚蹈厲的標準體式外，也開始把個人情感和時政評論結合，抒情言志成為

賦家在賡歌於朝以相勸戒，或頌德作樂以薦於宗廟的漢大賦之外，另闢個人宣幽

寫懷的工具。兩漢這類紀行作品有詠史、言志兩種表述方式，再現歷史場景與照

見當下處境。南朝宋謝靈運則是在前人觀國、斥徒、隱退、述職、羈役、戎陣等

幾大主題上有所託基，別開稱疾去職的政治理由，將寓目諸景納入，將適心娛目

之審美注入傳統的托古諷今的行旅中，呈現了寫景的紀行賦。影響了南朝模山范

水融入經歷敍説的紀行書寫，反映出魏晉文人對山水審美的體認與覺悟。 

六朝紀行詩賦給後世紀行文學很大的題裁拓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詠史類紀行

 
2  參見[美]David Knechtges（康達維）, “A Journey to Morality: Chang Heng’s The Rhapsody on Pondering 

the Mystery,” in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Hong Kong: 

Fung Ping Shan Library, 1982, pp.162-182. 轉引自丁涵《論中國紀行文學的發生與確立：以劉歆〈遂初

賦〉為中心》，《中正漢學研究》第 13 期（2017 年 12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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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與當時史地結合較密切的地方史發展有很大關係。學者咸認為史學和地域的

結合是漢魏六朝文學發展的新潮流，反映出時人對史地結合的重視。若再置入唐

代邊塞經驗的豐沛書寫，那麼唐人的地理空間拓展了文學地景，便將地域風光、

古迹民俗帶入紀行作品中。劉知幾編撰《史通·雜述》雜史類分爲十，其中以郡

書、地理書、都邑簿這三類和地方史連結最為緊密，又再次以地方史知識強化了

“因地及史”的紀行寫作習性。3 

以上簡要勾勒紀行體的文學溯源及累層增生的創作緣由，《文心雕龍·事類》

篇申明：“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將紀行文學與個人史傳進行連結，奠基

於個人生命歷程之空間移動書寫，由述志、抒情、獵奇、詠懷、審美、因地及史

等紀行體的寫作緣由，均可置於個人史傳書寫中用以諦視。 

 

 

二、視覺化的“紀行體”畫像文本 

 

明清文人寫照多樣化，其型式由不同時間點積累多幅畫像，形成以套組概念

繪像。成套組合的主題畫像藉以表徵文人生平的文本型態，似可歸入傳記書寫的

範疇藉以尋繹，此中顯現了兩種時代性訊息：一、圖像化表述；二、立傳作史的

慾望。後者對個人行迹與生命歷程的追躡、保存與詳錄，透過小眾傳播以達流傳

目的。“套組畫像”乃至“行迹圖”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與中古以降“紀

行體”詩賦歷述人物履迹的文類相仿，明清文人宦遊行旅具現以“紀行體”的書

寫風氣方熾，而“有意味的形式”之套組畫像或“行迹圖”與此風氣不無關連。

再者，視覺化的文化氛圍推助了這股意識，未嘗不可謂為“紀行體”文字的圖像

翻版，彷如“紀行體”文本的視覺化。“紀行體”的文字，以線性敘述將人物行

止與履迹依序立體展現於人們眼前，隨著印刷技術進步促使明清邁入“讀畫”的

圖像化時代，畫像文本成為併合線性敘述的紀行體“文字”與立體繪描的視覺化

“圖像”的最佳表述媒介，為文人創構精彩豐富的生命景觀。 

畫像寫真是明清文人抒情表志的一種有力形式，可藉以展示個人的心志與榮

迹，是故委製繪像是普遍的風氣。現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蘇州、鎮江等

地博物館庋藏了為數不少的傳世畫迹，亦有少部份在收藏界流通。 

 

 
3   本節關於紀行詩賦的早期演變，丁涵博士的專門論著以資參酌梳理，丁涵：《論中國紀行文學的發生

與確立：以劉歆〈遂初賦〉為中心》，《中正漢學研究》第 13 期（2017 年 12 月），頁 17-44。另參丁

涵：《世變風移：漢至唐代紀行賦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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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幅畫迹 

個人神貌如此多樣，人生行迹又繽紛多彩，像主一旦面對畫中人，自我認知

的困惑便如影隨形地展開，隨著時間行進，透露對單幅畫像不信任的訊息，因此

擁有多幅畫像的文人比比皆是，藉著不同繪像以趨近不斷變換的自我，如明代陸

樹聲（1509-1605）有公服、朝服、冠服、野服、篷笠披戴等不同著服的畫像。項

聖謨（1597-1658）有《松濤散仙圖》與《朱色自畫像》兩幅。清初陳維崧（1625-

1682）有《天女散花小像》、《迦陵填詞圖》、《洗桐圖》。 

       

圖二：[明]項聖謨《朱色自畫像》 

 
圖三：[明]釋大汕繪《迦陵填詞圖》乾隆拓本 

朱彝尊（1629-1708）有《烟雨歸耕圖》、《竹垞圖》、《小長蘆圖》、《豆棚銷夏

圖》。查慎行（1651-1728）有《蘆塘放鴨圖》與《抱膝圖》兩幅。王士祿（1626-

1673）有《桐陰讀書圖》與《長齋繡佛圖》兩幅。率皆具現了文人透過不同造像

標幟自我的願想。多幅畫像的風氣不僅盛行於文人圈而已，即連清代康、雍、乾

三帝亦各有戎裝、宗教扮相、居家生活等畫像，彷彿投入一場場改換自我的扮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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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4 以滿足其皇帝身份以外的角色扮演樂趣。 

 

圖四：《烟雨歸耕圖》版畫（繪明朱彝尊嘉慶顧氏刻本） 

      

圖五：[清]佚名繪《胤禛行樂圖》彈琴/行乞 

 

 

（二）套組畫迹 

文人為多樣化自我寫照時，除了不同時點的多幅畫像之外，亦以成套成組的

概念畫像捕捉人生多貌，喜以套組概念繪像，透過一系列有機組合的主題畫像表

徵文人的生平樣態，5  可歸入傳記書寫的範疇以尋繹。如明代邵子湘（1637-

1704）有畫像：《展書圖》、《課耕圖》、《垂竿圖》、《遊獄圖》、《蕉團圖》等，由

結構整齊的刻意題名可知這組畫像的系列特性，以套組形式彌補單一畫幅在繪像

 
4   Wu Hung（巫鴻）, “Emperor’s Masquerade ‘Costume Portraits’ of Yongzheng and Qianlong”, Orientations 

26:7, July/August 1995. 
5   筆者昔曾特意留心蒐集明清的文人畫像，陸續已撰成論文集結於《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析論》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卷中小立亦百年：明清女性畫像文本探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13）及後來單篇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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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上的侷限性，對於再現人生行迹更有發揮的空間。套組畫像早有宗教範疇的

“成道圖”，元代道士吳全節便擁有一套多達二十餘段圖面的畫像長卷，用以描

繪其成道歷程。套組畫像，明清十分流行。類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年間以

《式古堂書畫彙考》聞名於世的書畫鑑賞家卞永譽（1645-1712），擁有一套橫跨

青年至中歲設色精美的二十幅冊頁畫像：《待漏》（二十歲）、《語花》（二十四

歲）、《讀書》（二十五歲）、《聞禪》（二十六歲）、《追夢》（二十七歲）、《寄羽》

（二十八歲）、《蘇堤問月》（三十一歲）、《撫海》（三十三歲）、《會兵金厦》（三十

五歲）、《椿萱並茂》（三十八歲）、《望白雲》（四十一歲）等。6
  每幅畫面上有一

段卞氏自題，每幅對頁則有若干文友的題識。此本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圖

書室，7  刻劃卞永譽二十歲到四十五歲間的不同行迹，為其闕略的史傳作重要的

補白，可視為卞永譽的人生前傳。 

        

圖六：[清]《卞永譽畫像》《待漏圖》/《追夢圖》 

（三）系列刻版 

受限於物質條件之故，單一畫迹轉製成書籍版畫，需將卷/軸形式截取裁縮

成接近矩形的冊頁形式，較小尺寸的書籍扉頁，被讀者以迫在眼前的近距離握持

方式覽閱。再者，人生片影不易以卷/軸形式表現，故畫迹多採冊頁形式，一如

上引的《卞永譽畫像》，是以二十幅冊頁合成一輯的裝幀，這種冊頁專輯的形式

給媒介轉換帶來了便利，釋大汕的《行迹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6   毛文芳：《一部清代文人的生命圖史：〈卞永譽畫像〉的觀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 15 期

（2010 年 6 月），頁 151-210。 

7  此冊真迹現藏北大圖書館古籍特藏室，筆者 2005 年夏赴北京期間，蒙北大圖書館古籍部沈乃文主任

准允調借，又獲李雄飛研究員、漆永祥教授、張清允館員等協助。特別感謝初識之倫敦大學博士候選

人陳慧安小姐作部份圖像拍攝，筆者今日始得有進一步研究的機會，謹此再一併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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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濂大汕和尚（1637-1705）曾繪製一套大型自畫像《行迹圖》，用以紀錄個

人行止，刊刻於《離六堂集》卷首。大汕沿承宗教範疇的“成道圖”傳統，並效

習佛教《法華經·普門品》觀世音菩薩卅二現身意的精神，以一套三十四幅自畫

像《行迹圖》，大規模展現自我人生的多重面向，圖共三十四幅： 

行腳、負薪、遣魔、讀書、供母、默契、遇異、演洛、觀象、說法、

吟哦、遨遊、訪道、作畫、吹簫、賣卜、釣魚、夢遊、雅集、看雲、□□

（按秣馬）、賣雨、浣花、法起、臥病、出嶺、領眾、酌古、註書、抱琴、

論道、製器、北行、長嘯。 

     

圖七：[明]釋大汕《行迹圖》供母圖/賣卜圖 

各圖均有一篇題辭，一圖一題，乃大汕分別向江南文士與嶺南僧友索題，共有題

人三十四位，包括仕宦、遺民、僧友等，不乏遺民之流如高佑釲、黃周星、曾

燦、徐崧等。三十四幅圖以自己為像主，透過不同的情境設計，勾描個人豐富的

行迹。釋大汕自繪紀行的《行迹圖》，概與自傳文類中的“自記”相類，“自記”

以紀錄過往事迹為訴求，書寫意識來自於固有傳統。 

整套《行迹圖》氣勢磅礴地再現於個人詩文集前與讀者見面，較元代就已形

成文集附刻作者單幅畫像的傳統，傳遞著個人行迹與詩文表述一併流傳的強烈意

識，以刻畫大汕形象為核心，各圖透過敘事手法展示一系列人物行動，眾多圖景

與題辭綴合而成複雜的文本話語。大汕出於對人生繁複面向的認知與強烈的表述

慾望，自我擺置三十四種多樣化姿勢，圖面的繁複物象擔負著符號化任務，訴說

大汕的生活軌迹，大汕以圖像補苴半生履程，為自己建構一部自少至老、儒釋相

融、聖俗一體的個人圖史。8 

 
8  關於釋大汕《行迹圖》的研究，參見毛文芳：《顧盼自雄·仰面長嘯：清初釋大汕（1637-1705）〈行迹

圖〉及其題辭探論》，《清華學報》第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78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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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清]《讀畫齋題畫詩》讀畫齋圖/擊壤圖 

像釋大汕《行迹圖》附刻在《離六堂集》書前，以詩文集的附圖形式存在。

至於清顧修《讀畫齋題畫詩》則不同，整部專書以輯刻其十九幅畫像為核心，載

錄各像題詩，合成一部完整圖籍。十九幅圖包括：擊壤、壽芝、長林愛日、清霄

聽雁、河干送別、秋水寄懷、望廬、桂蔭課子、竹下娛孫、東皋蠶月、南畝犁雲、

杏花江店、春山索句、鄧尉探梅、鼓枻黃河、攜笻泰岱、山居讀書、我我周旋、采

采蘋藻等，各圖皆其行迹，關連一個人生範疇的主題如思親、憶弟、悼亡等，各

圖徵詩題詠，匯成一輯。據其自述，各圖原有畫迹作底本，經過刻印轉迻後則為

一冊生命史圖籍，是一項由原始畫迹刻印複製的產物。9  與此相類的圖籍自盛清

以後頗夥，據鄭振鐸《中國木刻畫史略》著錄者有《鴻雪因緣圖記》、《泛槎

圖》、《盛世良圖紀》、《花甲閑談》等。10 

      

 

三、明代一個特殊的畫像文本：《安南來威圖冊》 
 

明代嘉靖年間繪刻的《安南來威圖冊》，雖非帝國斥資巨大人力物力所製，

亦非著名畫家所繪，有趣的是，就視覺部份而言，此《圖冊》已觸及“職貢

圖”、“戰爭圖”；或類書、輿圖等系統，可略窺明帝國周邦納貢或征戰視野下的

安南形象，與文本涉及相關史事、書籍編刻、敘述策略、視覺表現等許多饒有興

味的課題，下文將以《安南來威圖冊》為對象展開考察。 

 
9   《讀畫齋題畫詩》一函六冊，附圖，線條清晰，筆者曾於北大圖書館古籍特藏室蒐閱此本，無今印

本。 

10《鴻雪因緣圖記》的基本資料與考證，參自范白丁：《〈鴻雪因緣圖記〉成書考》，《新美術》2008 年第

6 期，頁 44-48。筆者本文得益於范文甚多，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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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次與傳主 

《安南來威圖冊》六卷，明馮時暘、梁天錫、江美中輯撰。據筆者所見有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玄覽堂叢書”三種，版

型相同，應係同一母本，唯缺損狀況與編次略異。據“北圖”本觀其編次如下： 

首有《安南來威圖冊序》，署名：“賜進士福建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前江

西道御史晚生凌琯”，紀年：“隆慶辛未（1571）春二月之吉”。 

次為《目錄》，署名：“太平府儒學教授馮時暘標題，南寧府武緣知縣梁天錫

詮次”。各卷條目，“上卷”：羽檄交徵、星軺就道、按視屬邑、驅逐長營、貔貅

駭矚、龍幰受成、單騎奉辭、言重詛盟、因壘歌凱、定平報成（共十則）。“中

卷”：開壁受降、單恩頒賞、太平飲至、築輝銅柱、典納方物、撫綏歸疆、中外

專祠、修攘底績（共八則），其後接《南征奏捷賦并序》。“下卷”：濉水悠思、留

都遺愛、北濠流澤、南國棠陰、麗江循政、土流生祀（共六則），下卷各則附有

一序，目錄至此而終。 

其次書前部份，首有《白石先生像贊》，贊後小像，其後為一則勅令：《勅雲

南按察司副使江一桂》。其後《圖冊》之二十四則記/圖單元正式開始。 

 

圖九：《白石先生像/贊》 

《安南來威圖冊》的主角人物是江一桂，《安南輯略》上卷有《明故雲南按察

司副使江公行狀》，詳述一生行誼的傳記資料，方志亦有登載如下： 

〇江一桂，字伯馨，婺源人。正德庚午鄉薦知建寧縣，擢南京部曹，

出守太平郡，接壤交趾。時莫登庸僭逆，上命毛伯溫征之。伯溫計先遣使

臣往諭。一桂請往。登庸遂稱臣。上偉其績，賜賚特厚，陞副使卒。（《江

南通志》卷一四七）11 

 
11 [清]趙宏恩：《江南通志》卷一四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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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江一桂，字白石，新安人。嘉靖間任太平守，諭降莫登庸，築受降

城、建昭徳臺於鎮南關以壯邊防。及卒，諸夷創桄榔祠於闗内祀之。（《廣

西通志》卷六七）12 

（二）編撰大要 

該書以江一桂參與嘉靖朝平撫安南莫登庸篡位諭其受降一事的功勳為核心，

溯及其於建寧、鳳陽、太平等處之宦績。一如前述，材料為江氏子孫取馮、梁二

氏“嘗為公標校來威圖，暨建寧、鳳陽、太平舊所嘗為圖，合為一冊”。全書共

有二十四個記/圖單元，上、中二卷共十八單元（中卷《覃恩頒賞》有目無文），

內容為安南受降事件始末。下卷六單元，即建寧、鳳陽、太平之宦歷。各單元先

一篇記文，後接大約三至五幅左右不等的圖版。 

    

圖十：《圖冊》的記/圖模式：《濉水悠思》 

目前所見版本，《圖冊》之後直接《安南輯略》三卷。前書版心僅列“圖冊”二

字，此則列“安南輯略”，雖未另有題籤書名，然由版式差異及版心訊息可知，

《圖冊》與《輯略》二書分別存在，並《輯略》在前而《圖冊》在後，二者相互

參照。《圖冊》記文部份，對安南事件僅作梗概綱要的提示，主要訴求在江一桂

於該行動中的功勳形象。上卷收入江一桂之行狀、墓銘、傳記等文，中下卷則為

安南事件之投降勅諭申呈等文書，事件內容於江氏之傳狀與各類投降文書所具陳

之莫氏事件獲得詳細補充。 

江一桂並無功名，於武宗正德庚午（1510）鄉薦入京，於嘉靖己丑（1529）

授福建建寧縣知縣。學者馬雅貞根據《明實錄》、《明史藝文志》等史料考定，

《圖冊》對其宦迹記載歷歷，但主要標舉的安南事件於《明實錄》中全無江一桂

涉事記錄，幸賴《圖冊》留存而略知其在此事的作用。相反的，《明實錄》唯一

記載江氏的條目為一則革職令，適與《圖冊》所載書首一則雲南升遷敕令僅隔三

 
12 [清]錢元昌等編纂：《廣西通志》卷六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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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馬雅貞考出《安南來威圖冊》的刻印應與江氏三代的官涯相關。江一桂之孫

江朝陽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舉，可以說明《輯略》上卷江一桂之墓誌銘、

傳記，以及《圖冊》序（含稍早的《修攘圖冊序》、及後來的《安南來威圖冊

序》）的形成，為子孫在江氏辭世後費時十餘年乞人撰成，由此編纂《輯略》、

《圖冊》，並進而合集成《安南來威圖冊》。13 

 

（三）牽涉史實 

《安南來威圖冊》之《圖冊》聚焦於莫登庸來降事件以江一桂勳績為核心所

進行的圖文書寫，《輯略》多呈現“來降”事件的決議文書。然而此事件牽涉了

安南政變，以及明代處理藩屬國政等兩大範疇的問題。《圖冊》多處表彰江一桂

的功績在不費兵卒的和平諭降，以及認同裴度“蔡人即吾人”較為寬鬆的夷夏

觀，這個現象或可輻射出明代處理安南關係的端倪。 

嘉靖十二年（1533），安南流亡的後黎莊宗策劃重建後黎朝，派遣出使明朝，

自稱世孫，通告莫登庸篡位之事。十六年（1537），嘉靖列舉莫登庸十大罪狀，準

備發兵征討安南；同時下書莫氏勸其投降即赦免其罪。莫登庸派使明朝，獻表請

降。十九年（1540），莫朝君臣等四十餘人自縛，越過鎮南關投赴認罪，歸還侵

地、獻呈地圖與貢藩方物，請求內屬明朝欽州，明朝遂取消入侵計劃，嘉靖准

降，頒賜《大統曆》，封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此職。 

安南自秦漢設交阯郡以來，與中國的隸屬關係多有變化，宋代成為藩屬國

後，與元明朝廷的關係亦呈現不穩定狀態。《安南來威圖冊》展示“八年之擾”

後，江一桂受命赴鎮南關和平諭降的步驟化：單騎奉辭、言重詛盟、因壘歌凱、

定平報成、開壁受降、太平飲至、築輝銅柱、典納方物、撫綏歸疆等泱泱大國的

舉措，其榮迹背後牽連著明、安政治暗潮波濤洶湧的複雜情勢。明代處理安南事

務意見紛歧，關於莫氏篡政所涉明、安外交關係，學者多有探研，陳文源教授

《莫登庸事件與明代中越關係的新模式》14 ，針對史料細緻爬梳，並及各種思維交

鋒的探究，特別突出明代朝野處理意見的嚴重分歧：征討與招撫之爭，反覆多

次，最終採用兩廣地方大臣的意見，在軍事威逼下，迫使莫登庸前來歸順，並授

予莫登庸相當於二品的“都統使”官銜，以一種新的形式發展明、安關係，安南

在理論上成為明朝轄治的特區。由此可知，國勢式微、學術幽黯等情勢使得士大

 
13 馬雅貞：《戰勳與宦迹：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第 17 期（2011 年 12 月），

頁 49-89。此文全面處理明代戰爭圖像及所涉官員視覺文化，其中根據相關史料專節翔實考定《安南

來威圖冊》，筆者深受此文啟發良多，特此申謝。 
14 陳文源：《莫登庸事件與明代中越關係的新模式》，《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 期，頁

15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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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重新審視傳統的華夷秩序觀，務實成為明、安外交新傾向。15 

 

（四）二例舉隅 

上卷第六《龍幰受成》單元，記文曰： 

軍門前，此責不共於莫氏者十事，而莫氏不可者有四，至是軍門勢恐

瓦解，而唯以公之出見為孤注耳。公不知仍欲商之，而當事者則惟黃幄之

設、輿服之備，大庖異數之加而已。則惟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而已。

至於奉朔歸侵，貢方稱藩，質子組繫，昔之桀抗。而一朝惟命，則惟心口

自相謀焉，下竭葵□，上伏天威也。故曰龍幰受成。 

此記多處漫漶，點出莫氏十事，及莫氏四不可至的罪狀，簡短內容將明廷接受莫

登峰投降史實作出扼要敘事，提及明廷開出“奉朔歸侵……”等受降條件。題名

為“龍幰受成”，幰指馬車上帷幔，龍幰指帝王內寢。本則記文旨在於江一桂受

命前往受降的環節，文中出現“黃幄之設、輿服之備”，以物質代替無法親下御

旨的皇帝，江一桂以此接受皇命。 

七幅圖進行具描。主圖在第二幅有三位榜題人物：參贊毛伯溫、中軍翁萬

達、監軍鄭宗古，共同代表嘉靖皇帝下達御旨。圖中繪出的臨時空間，應即“黃

幄之設、輿服之備”之龍幰，以牌位“聖旨”象徵“萬代瞻仰”之皇命所在。席

跪者應即江一桂，在牛、羊、豬三牲獻呈之儀式中，交付聖命。 

  

圖十一：《龍幰受成》 圖十二：鎮南關/觀者： 

《龍幰受成》 

 
15 陳文源：《明朝士大夫的安南觀》，《“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東

吳大學歷史學系，2008，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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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諸圖則為拜別、移行。第六圖出現鎮南關，畫家繪出厚重的關門及鐵柵，寫

實呈現了作為明、安邊界的重要關口。16  士兵持武器戒備森嚴，畫家特別在該圖

右上角關外方向畫一棵樹，樹上有兩人赤腳攀樹向關門內眺望，帶來一種“觀

看”趣味。第七圖是江一桂趨車前往鎮南關的景象。 

第八《言重詛盟》單元，記曰： 

昔夾谷之會齊師，非不眾且強也，而兵不偪好，夷不干盟，曾不數語，

卻萊夷、歸鄲讙，大義凜凜。季路匹夫也，邾射國君也，講信修睦，事何大

焉。而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其故何哉？則今弭調集百萬之費，□

大慶八年之擾於一見一言之間，何以異是？故曰言重詛盟。 

言重指說話慎重；詛盟指誓約。記文同時舉出《左傳·定公》十年與哀公十四年

兩段史實，作者引春秋二事以強調會盟的重要性，前者為齊魯夾谷之會，後者為

小邾射來奔，魯國以講信修睦之國風，會盟足使“兵不偪好，夷不干盟，曾不數

語，卻萊夷、歸鄲讙”，達到政治目的。作者標舉孔子在齊魯夾谷會與子路在邾

射國之大義凜然形象，用以稱頌江一桂。安南莫登庸在記文中被代換為萊夷，

“兵不逼好，夷不干盟”二句，恰好道出明朝對於安南的策略：不使兵逼友好，

也不使夷干擾會盟。在在強化江一桂身負“言重詛盟”的要務。朝廷受到莫氏事

件滋擾長達八年，“安南來降”何以異於齊魯夾谷之會及小邾射來奔二事？江一

桂有力地採用孔子與季路之一見一言、大義澟然、講信修睦的會盟作法。 

本段文意提及受降詛盟條件，圖版突出“詛盟”意象。第一圖繪出數排袍服

匍地的越人隨從鋪陳“兵不逼好”的和平氛圍，第二、三圖為“詛盟”的核心，

鎮南關一處廊閣空間，江一桂面對一行人站在殿閣中，三個人物榜題：偽王莫登

庸、譯使、酋目圖像。這個場面具體而微地繪出江一桂代表接受莫氏降服，雙方

慎重盟誓的場面。此單元圖版，特以人物冠帽區分文武之異，以及明國安南之

別。第二、三幅圖中，主角江一桂的冠服與明國人物相仿，江一桂襆頭冠帽、盤

領衣袍繫帶，較他人多出束帶佩綬。莫登庸是全圖中唯一頭戴五梁冠者。明國官

員亦烏紗帽、團領衫，繫帶。越國人唯在戴高筒冠部份以別於明國官員，安南膝

跪伏地拜揖的隨從人員，亦同戴高筒冠，而下寬袍未繫帶。膝跪伏地拜揖的大批

士卒，或背向觀眾、或面向觀眾，成為受降場面歸順的重要背景。三個人物榜

題，除鈎勒偽王莫登庸之外，另外“譯使”表出明、交詛盟的語言現場，而“酋

 
16  鎮南關曾稱雞陵關、大南關和界首關，是中越兩國邊境線最重要的隘口。始建於兩千多年前的西漢，

於此設關，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最初叫雍雞關，後改名界首關、大南關。鎮南關，始建於明代

洪武年間，它是中國古代九大名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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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圖像”榜書，有兩位持筆畫家正為這個場面繪製人物肖像，畫中畫所繪襆頭冠

帽者應係江一桂。 

 

圖十三：《言重詛盟》 

 

四、《安南來威圖冊》的知識意涵 17 

 

《安南來威圖冊》二十四個記/圖單元，表述主角江一桂之宦歷。各單元先記

文，後接平均五幅圖版，上、中二卷共十八單元，為江氏參與安南受降事件始

末，後附《征南奏捷賦並序》以述其要，下卷六單元，另述建寧、鳳陽、太平之

宦歷。核心文本為上中二卷，諸單元環繞著江一桂勳績而推移莫氏來降的細節，

包括太平府至鎮南關之山水地理形勢，駐紮軍營設治，朝廷遙控軍情，欽差官員

赴命奉諭等政治場景，又有明/安納降儀典與盟約履踐，在地官民築城建臺立

祠，兼及安南軍民形象等，以記文為梗概，以圖繪補其不足。為能掌握《安南來

威圖冊》牽涉的知識脈絡，以下不妨先由所涉文章體式之目錄學角度尋繹。 

 

（一）目錄學視野 

1、集部：宦迹書寫 

南朝梁文人王筠（481-549），曾以仕歷為斷限，依其官職順序編訂文集包括

《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及《尚書》等

共八部，創立“一官一集”的體式，突破以往按文體分類的編輯手法，結合了作

 
17  另詳毛文芳：《明代〈安南來威圖冊〉之相涉問題》，“文獻與進路：越南漢學國際工作坊”論文，嘉

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臺灣中文學會、科技部經費，2016.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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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仕宦履歷遷轉與寫作風格遞移兩端，將宦迹鑲嵌於書寫，賦以個人生平行蹤濃

厚的創作意識與書寫價值。《安南來威圖記》奠基於江一桂的功勳與政績，依官

迹宦歷的書寫傳統其來有自。 

宦迹書寫，除了集部色彩“一官一集”的體式外，更有豐富的視覺表現。前

文曾論明人寫照或採多幅、套組畫迹，或採刻印成頁成籍，透過系列有機組合像

主的圖卷或圖冊，這些結合山水遊癖、人生行止的大型藝文作品，成為個人形象

展演的平台。馬雅貞將《安南來威圖冊》置於明代“戰爭圖”與中國“宦迹圖”

視野中進行考察，發現明代的戰爭圖繪多以個人事迹為中心，環繞在特定官員的

戰績，與清代中期以後多以交戰對象來表述的方式很不同，戰爭並非置身於外的

事件，而成為家族累世的社經地位及囑題收藏流傳有關之藝文生產活動的一環，

出師場景，追敘前勩，凱旋以狀軍容，或與祝壽結合，均有褒揚功勳並示子孫的

教化功能，18《安南來威圖冊》自動歸建明代以來的“宦迹圖”檔案庫。 

     

圖十四：[明]徐士、吳鉞合繪《徐顯卿宦迹圖》兩頁 

“宦迹圖”是一種仕宦經歷的紀實畫，北京故宮所藏晚明《徐顯卿宦迹圖》

便是一個典例。該套圖冊描繪萬曆文官徐顯卿（1568 年進士）任職翰林的官涯事

迹，共計三十開。清乾隆官員陳文恭亦有《宦迹圖》，據《郎潛紀聞》所載： 

公（按陳文恭）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有二，任督撫二十有一。所至

於人心風俗，必有裨益；於其地之大利大害，必有興革，殆近古所希有

者。公撫浙時，繢有宦迹圖，康祺嘗獲見之。章服儀衛，典樸矜莊，令人

 
18 馬雅貞：《戰勳與宦迹：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第 17 期（2011 年 12 月），

頁 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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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而起肅，不知自三撫陜西，至召正揆席，有無續繢也。19 

據學者楊麗麗研究指出，徐氏多幅紀事性質的肖像畫，內容包括宦迹、省親、家

慶、祭祖、行樂、遊樂、患疾等，皆其為宦履迹，通稱宦迹圖，其繪製動機在於

對像主為宦經歷的實錄與表彰，亦可保存一代典章史迹。20  馬雅貞認為這類畫作

在明代並無統一名稱，多以宦途經歷的代名詞命名，如《履歷圖》、《宦途履歷

圖》、《巡歷圖》、《行歷圖》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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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固定的模式。21 

 

2、集部：圖記、像/贊 

《安南來威圖冊》先記文、後圖繪，文字部份精簡，採取“圖記”（或稱“畫

記”）體式。“記”為一種文體，起源很早，在中國文體學史本就有漫長的傳統，

“記”體旨在敘事識物，具載事物本末，一直與經史書寫脫離不了關係。“記”

體可上溯古代的史官：“自黃帝設立史官，命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已彰彰矣。”22 

紀事屬野史之流：“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耳目所不逮，往往遺焉。故文人學士遇

有見聞，隨手紀錄。或以備史官之採擇，或以補史籍之遺忘，故以‘紀事’名

之。” 23  專為圖畫而作的“記”類文字，一般稱為“圖記”（或“畫記”），自然

具有史家敘事具載之功能。 

圖記體式外，《圖冊》冠首的像/贊，在題畫文學史居有重要定位，淵源於史

書傳統的“贊”體，需以清麗文字呈現，並以褒揚頌美之四言韻句為主要形式，

《圖冊》涉及記體、像/贊的體式為其當行本色。 

 

3、史部：傳記類·雜錄 

《安南來威圖冊》的紀行色彩，放眼《四庫全書》與此相關類例者有：南宋

范成大《驂鸞錄》、《吳船錄》、陸游《入蜀記》、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元

李好文《長安志圖》、清王士禎《皇華紀聞》、高士奇《松亭行紀》等。這些書

籍，或“於古迹形勝，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證”（范成大《驂鸞錄》），或“述

其道路所經”（陸游《入蜀記》），或“扈從，因紀其來往所經”（高士奇《松亭

 
19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九，臺北：成文出版社，1986，頁 1607-160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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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4 期，頁 42-61。 

21 馬雅貞：《戰勳與宦迹：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第 17 期（2011 年 12 月），

頁 49-89。 
22 [清]王之績：《鐵立文起》，《歷代文話》第 4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 3663。 

23 [清]唐彪：《讀書作文譜》，《歷代文話》第 4 冊，頁 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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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紀》）。《四庫全書》史部下設紀傳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傳記類四種，以

上諸書同列“史部·傳記類·雜錄之屬”，後附識語曰：“案傳記者，總名也，類

而別之，則敘一人之始末者，為傳之屬，敘一事之始末者，為記之屬，以上所

錄，皆敘事之文，其類不一，故曰雜焉。”24《安南來威圖冊》聚焦於江一桂之始

末記地、記事、記行蹤，非純傳、非純記，如上述之書，於“傳記類”雜入“地

理類”，體例不純，故可歸屬於“雜錄”。 

 

4、史部：地理類·圖志 

上項“雜錄之屬”諸書中特別與圖兼行者如：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徐兢原序自述其撰作為繼承古來使節將見聞“書之以為四方之志”的傳統，務使

皇帝“深居高拱於九重，而察四方萬里之遠，如指諸掌”，是故該書“圖其形

事，為之說”。 25   《四庫總目》曰：“（徐）兢以奉議郎為國信使提轄人船禮物

官，因撰髙麗圖經四十卷。……物圖其形，事爲其說。蓋徐素善丹靑也。……凡

其國之山川、風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之儀文，往來之道路，無不詳載。”26 

與此相類之著錄，如程大昌《雍錄》，《四庫總目》曰：“是編考訂關中古

迹。以《三輔黃圖》、《唐六典》、宋敏求《長安志》、呂大防《長安圖記》及《紹

興祕書省圖》諸書，互相考證。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有說。”27  另《關中勝

迹圖誌》“其書以郡縣爲經，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四子目爲緯，而以諸圖附於

後，援據考證，各附本條，具有始末。”28 李好文《長安志圖》，《四庫總目》曰：

“此書蓋（李好文）再任陝西時作也。……凡漢、唐宮闕陵寢及渠涇沿革制度皆

在焉。總為圖二十有二，其中渠涇圖說，詳備明晰，尤有裨於民事。非但考古

迹，資博聞也。”29 

以上諸書著錄於“史部·地理類”，《四庫總目》針對古來地理書考鏡源流，

說明由方域山川風俗物產的載錄逐漸導入古迹、人物與藝文的州縣方誌，甚至列

傳與藝文反客為主，末大於本，而昔日與文字並重的輿圖反成附錄。諸書，或呈

覽皇帝，俾深居高拱於九重，而察四方萬里之遠，如指諸掌，或記個人宦迹，大

抵圖其形事而為之說，諸圖附後，援據考證，裨於民事，可資博聞，皆“有圖有

說”。《安南來威圖冊》特顯以圖補輿史之功能，具有史部地理類鮮明色彩。 

 
24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305。 
25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 2。 
26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一，頁 811。 
27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頁 507。 
28 [清]畢沅：《關中勝迹圖誌》，[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頁 514。 
29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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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圖右史的閱讀傳統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李好文《長安志圖》二書，或名“圖經”，或名

“志圖”，均強調有圖有說，披圖案籍，不僅於目錄學歸屬於史部地理類，更淵

源於左圖右史的古老傳統。中西閱讀史上，“讀畫”是古老的傳統型式。西元

四、五世紀之間，安錫拉的聖尼勒斯在其家鄉建修道院，不繪動植物裝飾，而聘

請才藝出眾的畫家，為教堂繪故事畫，將《舊約》和《新約》的故事畫在教堂聖

十字架两旁，教導不識字的信徒理解《聖經》的經文涵義。30  中國敦煌石窟繪製

許多佛教經變壁畫，亦是佛教對眾生說法的圖像演示。餘如宗廟祠堂壁面的磚

畫，圖現經典倫常事迹以教化百姓，都是普遍現象。至於知識的傳授，士人自然

也能透過圖繪解說方式獲益，陶淵明詩：“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31  ，就是

典型的“左圖右史（書）”。 

南宋著名史家鄭樵深諳“左圖右史”的意義，《通志·圖譜略》特别強調圖

譜對於經世致用的意義，他提出十六類包括天文地理、名物器用等古來書籍，莫

不發揮静態解說的功能幫助學者充實學問。圖書並陳是中國古老的閱讀型式，只

是圖像文物不如文字資料容易保存及再製，加上後世文士因重詞章或重義理，專

力關注語言而冷落圖像，遂造成長期以來圖譜的失落與讀圖能力的退化。32 

宋代發造了活字印刷術，出版界一新過去的木刻製版方式，帶來了媒介的更

新，明代小說戲曲閱讀市場的活躍與此關係密切。粗覽明代出版界，夾帶著精良

印刷術以繡像訴求的讀物大量面市，刺激購買慾，引發閱讀熱潮，插圖具有文字

閱讀強有力的輔助功能，使“左圖右史”的悠久傳統復甦，近世圖像由從屬於文

字，一躍而為文字的旁參補充，或與文字平起平坐，或甚至成為主角的地位，發

展至晚清近代，成為值得觀察的線索。《安南來威圖冊》呈現記/圖並置的現象，

既發揮“圖經”、“圖志”存史及表勳以教示子弟的功能，一方面遙承古來“左

圖右史”的傳統，旁證當代出版界刻籍插圖的習尚；另一方面又往下鏈接表徵時

尚的創造性跨文本，預示近代畫像圖籍的繁榮。 

 

（三）視覺策略 

《安南來威圖冊》兼具焦點新聞與視覺訴求兩大特性，既欲突顯帝國對於邊

域特殊外交事件的成就與價值，又企圖以茲標幟個人生命史之不朽宦迹以示子

孫，以簡短文字作為敘事梗介並置入典故隨附議論，後接多幅圖版，是一部以文

 
30 [加拿大]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著、吳昌杰譯：《閱讀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120-122。 

31 [東晉]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2007，頁 505。 
32  陳平原：《從左圖右史到圖文互動——圖文書的崛起及其前景》，《學術界》總第 106 期（2004 年 5

月），頁 25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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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以連環圖繪組合而成的敘事圖冊。圖版，按時間軸線行進，嫻熟的繪刻技

術見證著明代中期閱讀市場小說戲曲等大眾讀物插圖興盛的概況。《圖冊》為了

配合敘述性及解說性的功能，處理人、事、地、物，援引漢代畫像磚構圖、古代

輿圖繪製構式，或立榜題，並隨著畫家解釋文意的需要，採取拉近、拉遠或遠近

摻半的自由視點，有時置入畫中畫，並保持安置“觀者”等靈活手法。這些圖

版，不只具有為短篇記文輔助解說的功能而已，甚至躍為主角，具呈、擴大或延

伸該篇記文的內容，突顯本書以“圖冊”命名的旨意。 

  

圖十五：古代輿圖構式：《驅逐長營》 圖十六：立榜題：《言重詛盟》： 

莫登庸來降 

  

圖十七：高遠視點：《修攘底績》/近景視點：《因壘歌凱》 

至於人的形象為何？物品訴說什麼？地景如何？時序怎樣表達？安南意象、

夷夏之別？等視覺手法的細緻探討，有俟筆者另文處理。 

 

 

結論：由《安南來威圖冊》到《鴻雪因緣圖記》 
 

筆者長期關注明清紀行體畫像文本的傳統與新變。《安南來威圖冊》這部明

代嘉隆年間繪刻的圖籍，除了牽涉圖籍本身的編撰動機、結構及內容外，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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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氏來降本事所輻射之明、安外交史略，以及關連此書的知識意涵：具有目錄學

視野之集史二部多重的文類歸屬、左圖右史的閱讀傳統、有所援引的視覺策略，

可恰當地兼置於明代中後期文人書寫傳統與越南漢學兩大範疇，用以鑑往知來。

此書雖非江一桂人生行迹的全幅紀錄，卻是針對“安南來威”焦點事件的史地紀

錄，仍可歸為紀行體畫像文本。這個典型文本，既表彰江一桂個人功績，又扣合

著明、安外交史略，置於近世文化變衍的視域，其文類歸屬、閱讀傳統與視覺策

略等豐富的知識意涵，視覺化之紀行體畫像文本，既前溯漫長的傳統，亦鏈結晚

清的現代性，不妨衡諸本文開篇提及的晚清《鴻雪因緣圖記》以闡釋之。 

在《安南來威圖冊》類型書籍的基礎上，《鴻雪因緣圖記》氣勢磅礡地推出

兩百四十個圖/記單元，近代圖像似乎由從屬於文字，一躍而為文字的旁參補

充，或與文字平起平坐，甚至成為主角的地位。粗覽晚清書市的概況，夾雜著印

刷術的精良，特別標榜圖像的書籍在晚清異軍突起，宛如“左圖右史”的傳統復

活，許多城市的導覽圖如《申江勝景圖》（1884）、《海上繁華圖》（1884）等，蒐

羅艷色的百美圖如《上海品艷百花圖》（1884）、《海上群芳譜》（1884）等在書市

中大佔版圖，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新聞出版，以圖為訴求的各類畫報如雨後春

筍般蠭出，“視覺語言”大量植入了讀者的心眼。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文人畫

像似乎有話可說，積極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見證角色，將圖畫的地位抬升，與文字

互為主體。為書籍配上圖像資料，讓圖文自由鏈接，相互對話，實現文本跨際閱

讀。《鴻雪因緣圖記》究竟是為記而圖？還是為圖而記？或許圖文的主次關係已

經不重要，當圖像不再是“附錄”，而以其物象光影立於文字之間，圖文在閱讀

平台上互為主角。因應著個人意識高漲與能動性強的時代潮流，書市一隅新興的

出版策略及所營造的閱讀品味，是“左圖右史”古老形式的翻新。畫像文本帶著

人們進入一個既復古又創新的“讀畫時代”。 

《鴻雪因緣圖記》雖是麟慶個人的生命圖史，其氣勢磅礡的文本篇幅及創製

架構，牽合著龐大的知識體系。據筆者粗考，以目錄學視角而言，諸序所提及此

書體式之類項，幾乎涵括經、史、子、集四部。書中所涉詩、文、題、贊、記等

文體歸屬於集部。經部則隱然接軌經傳、易繫；史部則連結“傳記類”的年譜、

雜錄之屬，亦含括“編年”及“紀事本末”的書寫精神。《圖記》最核心的書寫

傾向，涉及史部傳記/地理兩大知識範疇，又與前述的自傳體與紀行體之書寫精

神緊密扣合。《圖記》體系龐大，這部以“地理”為主軸，於目錄學史視野無所

不在的大型文本，可遠推詩騷以降的紀行詩賦，亦可近溯晚明以來的旅遊風潮，

結合遊記的自傳體小說，成為一部以“遊”為中心不避瑣細之集大成鉅作。學者

呂文翠標舉 1884 年作為一個時代切片，觀察十九世紀後葉出版界炫人眼目、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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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似錦的盛況，《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大英國志》、《聯邦志略》等介紹全

球史地的著作蠭出，大量發行，接引西方自十八世紀以來全景式的知識渴求。此

又與民初大量由類書翻新的中國地理書相互取資，透露了知識份子處於巨變中，

開啟觀覽世界視窗之渴慕，這種渴慕甚至可以輻射整個東亞地區漢文知識社群跨

國共同建構的世界圖像，33  此知識系統雷同於中國類書，呈現著對知識窮搜廣掘

之“集大成”的精神，用以推進近代知識份子的博識形象。34 

本文藉著晚清《鴻雪因緣圖記》一書回溯明中葉的《安南來威圖冊》，探討

紀行體畫像文本的刻籍形式，如何牽連關於目錄學之文類屬性、左圖右史的閱讀

傳統，以及解說敘述功能的視覺策略，以明中葉一個啟動吾人關注圖像化史傳的

個案作為前哨，細繹其具有的典型知識意涵，並由下鏈結晚清，考察紀行體畫像

文本於中國書寫史及閱讀史的承轉位置。 

 
33  呂文翠：《易代文心：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 33-

159。 
34 筆者有兩篇關於麟慶此書的論著：《生命圖史與文本複調：晚清〈鴻雪因緣圖記〉初探》，見載吳盛青

主編：《旅行的圖像與文本：現代華語語境中的圖文互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鴻雪因

緣圖記〉的圖文敘事與日常美學》，“2015 第四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2015 年 11 月 6-7 日。另有三場分別在中研院史語

所、臺大文學院、成大中文系的演講，主題及內容均環繞此一文本所涉相關問題而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