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良友》畫報刊物發展概況 

第一節  發展歷程 

《良友》畫報為良友印刷公司於 1926 年出版的刊物，由伍聯德所創辦，這

是一份八開的綜合性畫報，先後由伍聯德、周瘦鵑、梁得所、馬國亮及張沅恆擔

任主編，至 1945 年才宣告結束。良友印刷公司的發行人因時局及現實因素歷經

更換，在營運上也有多次變革（見表 3-1-1）。在公司發展部分，是從印刷公司起

家，起先皆以「良友印刷公司」為名出版，自 1927 年 3 月開始則更名為「良友

圖書印刷有限公司」，1939 年因內部主要人物伍聯德、余漢生、陳炳洪三人發生

鬩牆之爭，導致公司宣布破產，全數發行權移交給「良友復興圖書印刷公司」，

良友復興公司接續出版《良友》畫報刊物直至 1941 年 10 月因戰事停刊，1945

年 10 月才又有第 172 期刊物出現是為終刊，爾後，創辦人伍聯德於 1954 年 8

月在香港重新以良友為名，出版《良友》畫報海外版，直至 1968 年伍聯德因健

康不佳遂停刊，其子伍福強於 1984 年再度將《良友》畫報海外版復刊，出版了

174 期，而於 1998 年停刊，2001 年時，還出了網路版的《良友》畫報，但僅發

行一年多即停辦。 

表 3-1-1  《良友》畫報發行狀況 

時間 發行地 發行人 發行狀況 

1926.02-1931.12 上海 伍聯德 《良友》畫報第 1 期～第 64 期 

1922.01-1932.04 上海 伍聯德 因淞滬會戰會戰爆發停刊。 

1932.05-1937.06 上海 伍聯德 
1932.05 復刊，期數續前。自第 65 期～

第 138 期。 

1937.08-1937.10 上海 伍聯德 
因八一三上海抗戰而停刊，改出《良友

戰事畫刊》 

1937.11- 上海 伍聯德 恢復出版，九、十、十一三個月合刊 

1941.12- 上海 H. P. Mills 《良友》畫報第 139 期～第 171 期。 

1945.01 上海 H. P. Mills 第 172 期出刊後，終刊。 

1954.08 香港 伍聯德 伍聯德於香港出版《良友》畫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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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1968 香港 伍聯德 
因伍聯德健康不佳，《良友》畫報外版

遂停刊 

1984.06 香港 伍福強 
伍聯德兒子伍福強再度將《良友》畫報

海外版復刊。 

1986 香港 伍福強 
慶祝《良友》畫報創刊六十週年紀念；

同年上海書店重新影印出版。 

1998 香港 伍福強 《良友》畫報海外版自 1984 年復刊出

了 174 期之後停刊。 

2001 香港 伍福強 《良友》畫報以網路版面世，僅維持一

年多即停辦。 

在良友公司史上，有幾次招股融資活動，開創初期有兩次，第一次為四萬元，

第二次為六萬元，1928 年 11 月，良友又向社會公開招募股款十萬元，共計一千

股，每股一百元，其中四百股向老股東定向募集，另外六百股則向社會公開發售，

從而將良友的股本擴大到二十萬元，並在此基礎上成立了「良友圖書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到 1931 年，在公司創辦七週年之際，公司的年營業額已達到 53.4 萬

元，還在全國和海外設立了十家分公司，同年 10 月，良友公司又一次擴充資本，

與前一次一樣，招募股款的金額也是十萬元。經過這幾次擴張，良友公司的經濟

實力得到大大加強，依此發展之勢，公司原本有機會成為一個大企業，遺憾的是，

公司內部擁有主權的幾個主要人物，發生了鬩牆之爭，到 1938 年 6、7 月份，公

司三巨頭伍聯德、余漢生、陳炳洪相互之間的矛盾表面化，最終導致彼此間的分

裂和公司的宣告破產25。 

（一）創辦人伍聯德 

《良友》畫報創刊於民國十五年（1926），由上海良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編

輯出版。創辦人為伍聯德先生（1900-1972）（見圖 1），廣東台山縣人。據馬國亮

《良友憶舊》一書記載伍聯德早年生平，我們可知其父伍禮芬早年飄洋過海在美

國當洗衣工人，後來開了家洗衣店，所掙來的血汗所得均寄回中國贍養妻兒。伍

                                                 
25 見吳永貴、王靜，〈靠特色求生存發展的出版機構—良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史料》，第 4
期（2004.04），頁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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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德念完大學預科後，其父要他到美國就讀大學，而他卻立志從事出版工作，拒

絕了父親的要求。在求學階段，伍聯德對美術很感興趣，曾在念預科時和同學陳

炳洪共同翻譯了《新繪學》一書，將之賣給上海商務印書館。兩個人得到三百元

稿費，亦藉機參觀了商務印書館，引發他們對出版事業的極大興趣。伍聯德放棄

到美國留學的機會，便決心到上海闖門路，經由介紹，他得到商務印書館的工作，

負責主編《兒童教育畫》，亦為《兒童世界》寫美術圖案字，同時草擬許多出版

計畫給當時的編譯所所長王雲五先生，但都沒有被採用。伍聯德的抱負及滿腔熱

血並未能在商務印書館發展，工作三年後便離開商務印書館。改和過去在商務的

一位姓莫的同事，合作創刊了《少年良友》。這是一張四開單張的兒童刊物，內

容主要是連環圖畫，有德育故事、歷史故事、科學常識、益智遊戲等26。 

然而《少年良友》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成功，因為當時上海出版的兒童刊物有

商務的《兒童世界》和中華書局的《小朋友》，採三十二開本，有著彩色封面又

裝訂成冊。相形之下，《少年良友》只是一張小報般的東西，即使售價低廉，亦

難以和這兩者競爭，讀者寥寥加上銷路未能打開，《少年良友》此份刊物便宣告

失敗27。 

伍聯德在發行《少年良友》的經驗下，意識到要做出版工作，就必須要有自

己的印刷所，才能減輕成本，不受制於他人。他再次籌措足夠的資金，邀請當年

的同學余漢生到上海共同經營印刷所，店名就叫「良友印刷所」。在馬國亮的回

憶錄中曾提到伍聯德初創《良友畫報》的心態。「《少年良友》那樣單張的小玩意，

已不能滿足他的理想了。他也無意於和《兒童世界》和《小朋友》爭一日之短長。

為什麼要跟在別人背後意圖分一杯羹呢！一個新的念頭在他的思想上凝集起

來。他要辦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型畫報。伍聯德是個說做就得做，而且馬上要做的

人，估計成功失敗都可能各佔一半。如果有一半的成功可能，便值得一試了。他

                                                 
26 見馬國亮，《良友憶舊》（台北：正中，2002），頁 11-12。 
27 同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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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伙伴說，畫報出版，事在必行。幸而成功，賺了錢歸公；失敗了，賠了的本錢

都算是他個人的28」。顯示伍聯德創辦畫報的決心。在印刷所開辦七個月之後，《良

友畫報》於 1926 年 2 月 15 日正式面世，他念念不忘從前辦過的《少年良友》，

遂沿用THE YOUNG COMPANION作為《良友畫報》的英文名。 

（二）編輯群 

表 3-1-2  《良友》畫報歷任編輯 

 總編輯 刊數 編輯時間 

1 伍聯德 1-4 1926.02-1926.05 

2 周瘦鵑 5-12 1926.06-1927.01 

3 梁得所 13-78 1927.03-1933.08 

4 馬國亮 79-138 1933.09-1938.06 

5 張沅恒 139-172 1939.02-1945.10 

在《良友》畫報 172 期的刊物中，共經歷了五位編輯（見表 3-1-2）。剛創刊

時，均是伍聯德親自集稿編寫、監督印刷，然他胸懷大志，不滿足於只出版一份

畫報，心裡還有多個出版計畫，便著手邀請周瘦鵑29先生來主編。周瘦鵑（見圖

2）在當時的文壇非常有名氣，是《禮拜六》雜誌30的台柱人物，伍聯德想藉周

                                                 
28 同註 26，頁 14。 
29 周瘦鵑（1894-1968），原名祖福，後改名國賢，號瘦鵑，別署泣紅、俠塵、蘭庵、紫羅蘭主等。

江蘇蘇州人。早年就讀於上海民立中學，畢業後留校任教，並為《小說月報》、《小說時報》、《婦

女時報》撰稿，譯域外小說。1917 年，他翻譯的《歐美名家短篇小說叢刊》由華文書局出版，

收有高爾基《義大利的故事》，是為中國最早譯介的高爾基作品。1920 年春起主編《申報‧自由

談》，與此同時，為先施公司主編《樂園日報》，為中華圖書館主編《禮拜六》和《遊戲世界》雜

誌。1921 年秋，為大東書局創辦《半月》雜誌，風行一時；後復辦《紫蘭花片》月刊，《紫羅蘭》、

《新家庭》雜誌。1932 年年底辭去《申報‧自由談》編務，改編翌年元旦創刊的《申報》副刊

《春秋》。1939 年辭《申報》職，返蘇州致力於盆景栽培。1949 年後，定居蘇州，在園林藝術研

究上卓有成就，被聘為江蘇省與蘇州市博物館名節副館長、蘇州市園林管理處顧問等。著有《行

公集》、《消閑集》、《信美集》、《碎瓊集》、《霏玉集》、《憶語集》等。 
30 《禮拜六》雜誌於 1914 年 6 月 6 日在上海創刊，週刊。以該刊主要撰稿人周瘦鵑等而得名的

禮拜六派又稱鴛鴦蝴蝶派。是發端於 20 世紀初葉的上海「十裏洋場」的一個文學流派，主要創

作傾向是描寫才子佳人的言情小說，以迎合有閑階級和小市民的庸俗口味為目的。它曾受到新文

學陣營的批判和抵制，1916 年停刊。1921 年 3 月復刊，斷斷續續一直延續到 30 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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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鵑的才氣來吸引更多讀者及分擔畫報編輯的重任。周氏帶來了「禮拜六派」文

人，如程小青31、范煙橋32等人的文稿，和後來的《良友》相比，此時散發出較

多的文學氣味33。然而周瘦鵑對雜誌圖片的組織、選用和編排都是外行，加上忙

於它事，實難以兼顧，絕大多數的編輯責任還是得由伍聯德扛起，幾經考量，伍

聯德決定另覓人來接替周瘦鵑的位置，周瘦鵑從第四期接任編輯，至第 12 期便

宣告結束，僅主編了 9 期。 

第三任《良友》畫報總編輯是一位默默無名的年輕小伙子梁得所（見圖 3）。

接手時不過 22 歲，梁並沒有編輯的實務經驗，卻被伍聯德重用，這其中原因很

難做出解釋，但後來事實證明，伍聯德的確找到一位優秀且具有創新思想的好編

輯34。梁得所從第十三期開始掛名總編輯，直到第 78 期。但早在《良友》第 7

期中，就曾出現一則報導，來介紹梁得所及其畫作，「梁君德所。自造之青年美

術家也。生平未入美術學校。而所做足譬名家。今夏畢業廣州培英中學。轉升山

東齊魯醫科。道經滬濱曾往西子湖作數日遊。於棲霞山下。作此一幀。本報對於

未盛名之作家欲廣為介紹。爰請付刊本期。得其慨諾。君令兄得允。現留美專攻

美術。作品數陳列於展覽會。極博彼都之稱譽。容當函索一二。以餉閱者35。」

我們無以判斷，此時伍聯德是否已邀請梁得所擔任總編輯一職，而先於刊物上作

簡短介紹，然梁得所接任之後《良友》的確有了不一樣的風貌。在民國早期，報

                                                 
31 程小青（1893-1976），字青心，上海人，一生主要在上海、蘇州兩地工作，而其作品基本上

都發表於上海。程小青是《偵探世界》的主編，代表作為模仿英國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的

《霍桑探案》。1914 年秋，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林》舉辦徵文競賽，程小青的偵探小說《燈

光人影》被選中，主角偵探原名霍森，印出來時卻變為「霍桑」，從此便成為程小青偵探小說的

主角。1916 年，程小青與周瘦鵑等人合譯《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此後便不斷創作《霍桑探案》，

他對偵探小說銳意鑽研，不僅瞭解世界偵探小說的歷史，而且力圖在理論上闡明偵探小說的特點

作用。他的偵探小說組織嚴謹，結構緊密，引人入勝，懸念感強。他同情弱者，宣揚正義，「給

這不平的社會盡些保障公道的責任」，影響歷久不衰。 
32 范煙橋（1894-1967，作家。江蘇吳江人，1913 年肄業於南京國民大學商科，畢生致力於文學

事業，與友人結「同南社」，創辦《同言報》、《吳江週刊》。1911 年創作長篇小說《孤掌驚鳴記》，

與人創辦小型週刊《星》，組織文學團體「星社」。1938 年任《文匯報》秘書。曾編寫《亂世英

雄》、《西廂記》、《秦淮世家》、《三笑》、《無花果》、《解語花》等電影劇本，主編《文匯畫報》等。

著名歌曲〈夜上海〉即為范煙橋所作詞。 
33 同註 26，頁 15-16。 
34 同註 26，頁 21。 
35 見《良友》畫報，第 7 期，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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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發行是相當繁盛，尤其是上海，當時出現許多盛極一時的報刊，如《真相畫

報》、《上海畫報》等，同樣地也出現一些粗製濫造只為賣錢而不重內容品質的小

型畫刊，這給讀者很不好的印象，以為畫報只是消遣無聊的東西，可有可無。梁

氏為《良友》仔細且有計畫地挑選題材，報導中外時事、介紹美術名作、科學知

識、體育和婦女方面的活動等，使畫報的內容更豐富，在版面上也作有系統的編

排，把雜亂無章的版面變得更容易閱讀。如果說伍聯德及周瘦鵑兩位是《良友》

畫報風格的初創者，那麼真正將《良友》形象建立起來的奠基者便是梁得所。在

他長達六年五個月、共計六十六期的編輯時間裡，將《良友》畫報推向一個較為

完善的新階段。 

伍聯德始創的大型畫報，是由梁得所在此基礎上確立畫報的規模走向，也成

為後來許多繼之而起的同類畫報楷模。至 1933 年，梁得所另有壯志，不想寄人

籬下，欲開創自己的一番事業，便辭去了《良友》畫報總編輯職務，而由馬國亮

（見圖 4）接手，馬國亮於 1929 年進入良友印刷公司，擔任編輯部幹事，主要

工作為協助梁得所，在梁辭去總編輯後，便由馬國亮來主持。這段時間，馬國亮

延續舊有基礎，刊物並無做太大改變，直到 1939 年良友印刷公司出現了鬩牆之

爭，在權力鬥爭之下，馬國亮無心靠攏任何一方，便提出辭呈離去，而由第五任

總編輯張沅恆接替，不久，良友圖書印刷公司宣布破產，留在上海的職工，以趙

家璧為首，找到了一些新投資者，其中主要有企業家李祖永和律師袁仰安，接管

了良友公司所有產業。由陳炳洪任總經理、趙家璧任副總經理兼任總編輯，重組

良友並改名「良友復興圖書公司」。1939 年 2 月 1 日，在上海復刊了《良友》畫

報第 139 期，直到 1945 年 10 月 10 日第 172 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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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畫報內容 

（一）封面女郎 

將民國初年各式各樣的雜誌期刊一字排開時，閱者會發現《良友》畫報有著

特殊的吸引力，這是因為其封面以彩色印刷年輕時髦的女郎的照片。在封面設計

上，《良友》畫報選取了和過去雜誌封面不同的主題，大量以女性人物做為封面

圖案，而不是用美術幾何圖案或是題字簡單帶過，因此成為《良友》的一大特色。

從而探討《良友》的封面人物，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問題；為什麼該報大量以女性

做為封面人物？都是哪些人來擔任這個角色？以及他們的身份所暗示的意涵為

何？ 

根據本研究統計（見附錄一），歷時 19 年總計 172 期的《良友》畫報封面中，

共有 162 期是以女性人物出現，比例高達 94％，為什麼該報大量以女性做為封

面人物呢？在學者高郁雅〈從「良友畫報」封面女郎看近代上海的「摩登狗兒」

(Modern Girl)〉36一文中，便曾以《良友》畫報為例，深入討論封面女郎出現在

新式雜誌上的時代意涵，她提到「不論創辦人伍聯德有多大的美術理念或教育宗

旨，《良友》畫報仍是一本私人營利的雜誌，何況他明顯走著大眾路線。要賺錢

自需有所宣傳，美女一向是廣告行銷行為中的寵兒，近代以來流行的月份牌商品

海報，就可說明這點。雜誌的行銷策略也是一樣37。」月份牌，是流行於民國初

年至五０年代的產物，一開始是外國人把各類商品連同繪有外國風景、美女騎士

圖案的畫片、布牌、香菸牌子等一起運來中國，但這些陌生的宣傳媒體，一時之

間並不受到歡迎，外國商人為了迎合中國人的口味，便以傳統中國畫、年畫加上

宣傳語句在特定時候送出，由於月份牌製作精美，加上各公司爭相邀請名畫家為

其作畫，月份牌就不再只是一個購買商品的贈物，也成了收藏價值高的美術品。

月份牌的內容取材上也越來越多元化，其中以美女月份牌最為搶手，這種新鮮的

宣傳手法大大改變了商品行銷方式。《良友》畫報的發行時間正好和月份牌的流

行相差不遠，它馬上反映市場上的需求喜好，用「美女」來做號召來吸引大眾的

                                                 
36 見高郁雅，〈從「良友畫報」封面女郎看近代上海的「摩登狗兒」(Modern Girl)〉，《國史館館

刊》，第 26 期（1999.06），頁 57-96。 
37 同註 36，頁 60-61。 

 17



目光，因為編者深知能「最先入閱者視覺的，自然是封面了」，而在讀者的來信

中：「我愛良友，因為它的封面漂亮」，印證此策略帶來了成效。 

而另外 10 期又何以以男性角色擔任封面人物呢？這幾位分別為蔣介石、馮

玉祥、朱德、李宗仁、白崇禧、張發奎、林森及未署名的士兵和塞北青年（見表

3-2-1），其中蔣介石出現過兩期。他們的出現反映了當時時局，在 131 期至 138

期（除 136 期為蔣宋美齡之外），正逢 1937 年 11 月至 1938 年 6 月對日抗戰初期， 

全中國正全力抵抗日本入侵，此時不適宜再以年輕時髦女郎做為封面，而選以當

時中國重要軍事領導人來砥礪全民軍心。 

表 3-2-1  《良友》畫報男性封面人物 

期數 出版日期 封面人物 當時擔任職位 

131 1937.11.15 蔣介石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132 1937.12.15 馮玉祥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133 1938.01.15 未署名之士兵 士兵 

134 1938.02.15 朱  德 第八路軍總司令 
135 1938.03.15 李宗仁 第五戰區司令官 
137 1938.05.15 白崇禧 參謀總長 
138 1938.06.15 張發奎 第八集團軍司令 

150 1940.01.15 林  森 國民政府主席 

161 1940.12.15 塞北青年  

172 1945.10.10 蔣介石 國民政府主席 

150 期《良友》的封面是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林森38，這一期是自《良友》

                                                 
38 林森，1868 年出生於福建省閩侯縣尚幹鄉。1877 年入美國教會學校培元學校，1881 年考入鶴

齡英華書院。1884 年於台北電信局工作。1902 年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參加反清活動，並於1905

年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任江西九江軍政府民政長。南京臨時政府成立後任臨時參議院議長。

1917 年任廣東非常國會議員、護法軍政府外交部長。1921 年任廣州國會非常會議議長。1923 年

任大本營建設部部長。1924 年當選國民黨「一大」中央執行委員。1925 年 11 月與鄒魯等在北京

西山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即「西山會議」，任西山會議派的「中央執行委員兼海外部部長」。寧

滬漢合流後，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立法院副院長。1932 年起任國民政府主席，長達 12 年之久。

由於林森在政治路線上一向和蔣中正相左，所以他的當選只是權力鬥爭的結果，並未有掌握多少

實權。1943 年 8 月 1 日在重慶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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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報創刊出版後的第 150 期，也是第 14 年的開始，為何選擇林森主席做為封面

人物，編者並沒有明確交代，但於《良友》出版史上， 第 150 期是一個重要指

標，能在戰事紛起的時代裡維持了 13 年，真的是一本長壽畫報，以當時政局名

義上最高領導人來為《良友》慶賀，的確具有重大意義。最後一位出現在《良友》

封面的男性是未署名的塞北青年，同樣地，編者沒有說明，在該期畫報內容中，

也沒有相關報導。 

那都是由哪些人來擔任《良友》畫報封面人物呢？據本研究統計，其中有

35 期封面人物的姓名無以考察，在餘下的 137 期已知封面人物中，又有 14 期封

面人物僅以姓氏代之，如吳女士、高女士等。我們所能肯定的封面人物姓名只有

113 個，有人不止一次上封面，有時候封面上出現兩位以上女子。其中有 14 位

封面人物出現過多次（見表 3-2-2）分為：嚴月嫻393 次（17、29、103 期）、陳

雲裳403 次（124、142、156 期）、李綺年413 次（127、146、164 期）、胡蝶 2 次

（1、86 期）、黎明暉 2 次（3、97 期）、紫羅蘭 2 次（10、32 期）、黃柳霜 2 次（16、

                                                 
39 嚴月嫻，1911 年生於上海，曾在上海啟英女校讀書。其父為中國早期電影演員嚴工上，她自

幼受父親的影響，愛好音樂及繪畫，1925 年她加入戲劇協社。1926 年參加拍攝了《難為了妹妹》、

《好兒子》及《上海之夜》等影片的拍攝。初上銀幕的嚴月嫻以童星身份客串演出。其後，嚴月

嫻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在《啼笑姻緣（1932）》中飾演何麗娜的表嫂一角，獲得好評。由於其父

的嚴格訓練，嚴月嫻講一口標準普通話，在當時的演員中並不多見，進入明星後嚴月嫻陸續演出

了《失戀》、《慈母》、《脂粉市場》、《春蠶》、《再生花》、《空穀蘭》、《熱血忠魂》、《春之花》、《女

權》等影片。嚴月嫻演戲非常認真投入，成為當時著名女星之一。1936 年後由於個人感情問題，

嚴月嫻在影壇一蹶不振，不久離開明星影片公司，在其他公司拍攝了《瀟湘夜雨（1937）》、《夜

明珠（1939）》、《珍珠塔（1940）》等片，聲譽日降。1941 年拍完《春風回夢記》後告別電影界。

（載於中國影視資料館網頁） 
40 陳雲裳，1919 年出生於廣州，中國早期影星。原名陳雲強，家境貧寒，曾當過舞女，後又在

健全音樂社學習了京劇、昆曲、歌舞等。由於她天生麗質，各方面條件好，加之學藝認真，刻苦，

技藝突飛猛進，在一次元宵燈會演出上，得到了觀眾的好評。由於她名振藝壇，香港導演蘇怡請

她去拍電影，在香港的四年中，連續拍了二十多部粵語影片。1938 年上海新華公司經理張善琨，

邀請卜萬蒼導演拍攝《木蘭從軍（1938）》，唯獨缺少扮演花木蘭的女演員。張善琨到香港看了陳

雲裳主演的粵語片《血濺寶山城》之後，認定花木蘭一角非她莫屬。經洽淡，與其簽定了長期合

同，張善琨決心要在上海捧紅這顆明星。1939 年春節，當影片《木蘭從軍（1938）》在上海滬光

大戲院一上映，場場觀眾爆滿，連續三個月，後又轉到新光大戲院續演，又是「狂滿」數月。陳

雲裳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女演員。到上海的五年中，她先後拍攝了 20 多部國語片，除《木蘭從

軍（1938）》外，還有《秦良王》、《蘇武牧羊》等愛國歷史片，也有《野薔薇》、《重見光明》等

反映現實的影片。特別是在根據巴金名著改編的鉅片《家（1941）》中扮演的琴表妹一角，獲得

了好評。1943 年，她與一位醫生結婚後移居香港。1952 年曾為香港新華影業公司主演了《月兒

彎彎照九洲》等影片。（載於中國影視資料館網頁） 
41 李綺年，女演員，原名李楚卿，廣東人。1934 年入香港大觀公司任演員，1935 年因主演《生

命線》而成名。1937 年入南洋公司，主演多部抗日愛國影片。1940 年應邀到上海，入藝華影片

公司，1942 年後一度息影。1946 年後復出，主演電影和話劇，1949 年率團到東南亞演出，因虧

損慘重服毒自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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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期）、阮玲玉 2 次（30、99 期）、謝志嬈 2 次（44、88 期）、孫桂雲 2 次（46、

119 期）、胡萍 2 次（67、102 期）、陳燕燕 2 次（96、115 期）、白楊 2 次（122、

152 期）、蔣介石 2 次（131、172 期）。 

表 3-2-2  《良友》畫報封面人物出現次數 

姓名 出現次數 刊登期數 
嚴月嫻 3 17、29、103 期 
陳雲裳 3 124、142、156 期

李綺年 3 127、146、164 期

胡  蝶 2 1、86 期 
黎明暉 2 3、97 期 
紫羅蘭 2 10、32 期 
黃柳霜 2 16、34 期 
阮玲玉 2 30、99 期 
謝志嬈 2 44、88 期 
孫桂雲 2 46、119 期 
胡  萍 2 67、102 期 
陳燕燕 2 96、115 期 
白  楊 2 122、152 期 
蔣介石 2 131、172 期 

在這些出現超過一次的封面人物，有 11 位是以女明星的形象登上封面，剩

下的三位：謝志嬈是學生、孫桂雲是體育家、蔣介石是國家領導人。再仔細分析僅出

現一次的封面人物，亦以明星演員為大眾。這現象突顯出女明星在當時上海的特殊地

位，他們是時尚流行的象徵，大眾爭相模仿並喜愛的人物，在雜誌封面出現就是一種最

直接的影響力。在過去，尤以女性在外「拋頭露面」被視為可恥不光彩的事，當一位時

髦女性以九開封面的大形象出現在街頭巷弄中，的確是一種很新鮮的事，然而並不是每

一個人都願意在大眾面前公開自己的姓名，就如同馬國亮在其回憶錄裡所述：「也許那

些匿名的封面女郎不屬於女明星、名媛一類，能夠出來『拋頭露面』已經比普通

婦女要勇敢一些，所以姓名就不便公布了42。」除此之外，有時候不公開姓名，

是有特殊意義的，同樣地，也是來自於馬國亮《良友憶舊》一書中〈不尋常的封

                                                 
42 同註 26，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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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女郎〉揭露了一件真相，1937 年 7 月的第 130 期《良友》畫報在內頁對其封

面人物僅以「鄭女士」來做說明，馬國亮說道：「這位小姐不是一位平凡的女性，

正因為這樣，她不讓我們在該其目錄上，寫出她的全名，只寫了『鄭女士』三字。

直到好幾年以後，我們才知道她是一個轟轟烈烈、獻身抗敵的愛國烈士。她的全

名是鄭蘋如
43。」原來鄭蘋如是當時我方臥底的情報人員之一，「當時她準備打入

一個漢奸集團，準備執行上級的計畫，為國除奸，不料事機不密，被日軍拘捕，

終以身殉，為國犧牲」馬國亮說他們在刊登這封面時並不知情，只在全面抗戰時

才略有所聞，直到多年以後，才從鄭蘋如的父親口中確認此事，也藉由回憶錄來

表達對鄭女士的敬意。 

而那些有具名的封面人物，大多數是明星演員，這往往和其職業需要有關，

登上封面的時機通常是其新片發行，為了增加曝光率、為了加深閱者對此明星的

印象，從而刺激票房。原本被視為可恥的拋頭露面行為，在民風越見開放之下，

擔任封面女郎一事，反倒成為一種流行的事，「《良友》畫報創刊後的一年內，封

面人物都是女明星，一年之後才開始有一些其他身份的女性上封面，之後越來越

多，幾乎與女明星平分秋色44」，甚至有讀者來信詢問：「編輯先生，你們每期的

封面都非常美麗好看，我有許多女朋友，她們有幾個生得很美麗，很想給她們拍

了寄給你們做封面可以嗎？做封面可要什麼資格？要怎樣拍法才對45？」《良友》

畫報的封面人物其身份背景就不再僅限於女明星，女學生、女運動家、女交際家

或是名流人士的夫人，都曾登上封面。 

（二）內頁 

只有吸引人的封面，是不足以讓一份刊物持續近十九年的時間，《良友》畫

報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於其豐富的內容，文藝家錢杏邨（筆名阿英）曾在 150

期《良友》畫報回顧〈中國畫報發展之經過〉時，在「第四時期畫報的開始」裡

就大大推崇「《良友》為中國畫報內容的一種高度的進展」，提在它在內容上「既

不如『世界』的側重國際，亦不似『真相』的偏重政治、軍事與繪畫，而是強調

                                                 
43 同註 26，頁 236-237。 
44 同註 36，頁 60-61。 
45 見《良友》畫報，107 期，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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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中國軍事、政治、經濟、建設，以及國際的重要動態，旁及於一般的社會生活、

藝術文化」，的確，綜觀 172 期的《良友》畫報，即使出版者及編輯者曾更迭易

手過，但內容上仍維持著同一個方向。 

畫報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大類：時事新聞、科技新知、文學藝術、時尚軼事。

涉獵範圍則遍及海內外，不單限於中國境內，時事新聞部分，主要編排至畫報前

半部，徵集全中國政事人物相關照片，俾使讀者在最短時間裡可以透過相片瞭解

現況，橫跨 1926 至 1945 年各項重要大事，中國軍閥混戰、九一八事變、蘆溝橋

事變、以至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全面對日抗戰，《良友》都以圖片詳實記載，

38 期起還央請申報要電編輯黃天鵬撰述「時事述評」，以簡短的文字，把一個月

中重要的時事，作有系統的報告46，直至 82 期才結束。除此，對於新興科技的

發明，如氣壓原理、黑光應用、船上滅火，尤其是航空事業，當時是航空飛行起

步發展的時代，每一新嘗試都是一個進步，只要有新聞，報刊皆馬上報導，其中

的焦點人物莫過於飛行家林白（Lindbergh），他駕駛航空機成功飛越大西洋成了

世界英雄，林白往後的每一個舉動就像電影明星一樣暴露在大眾眼光之下，後來

他的孩子遭綁遇害，中國讀者都能藉由畫報得知此消息。文學藝術方面，早期的

《良友》在編輯周瘦鵑的影響下，充滿許多鴛鴦蝴蝶派的文學作品，以長篇小說

出現在畫報上，然而長篇小說的形式並不適合在一份一月一刊的畫報上，梁得所

接任編輯後，此時的徵稿啟事就有了改變「文字因限於篇幅，最好以短篇小說為

適宜，每篇最好不出二千字以外47」，散文、短篇小品取代了長篇小說，即使有長

篇文章也盡量在一期月刊裡登完，除此，也增添了外國翻譯小說的份量，以摘錄

選譯的方式開啟讀者視野。時尚軼事部分，包含了流行、名流交際、電影娛樂等，

其實從封面即可推知這不是一份嚴肅或專業性質的畫報，封面人物採電影明星，

透露出內容一定也有涉及到娛樂產業，的確，《良友》對當時的電影、戲劇事業

報導極多，新片甫一推出，廣告宣傳、電影明星介紹便充斥在版面上，刊登時尚

名流的照片也在《良友》畫報上普及正常化，許多民眾也都會主動寄照片給《良

友》出版公司，希望能獲選登載。由於這是一份綜合性的畫報，伍聯德希望這是

份能做大家的良友的畫報，不管是哪一種人都可以閱之愉快，從其內容的多樣性

                                                 
46 見《良友》畫報，第 37 期，頁 2「編者瑣言」。 
47 見《良友》畫報，第 15 期，頁 37「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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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淺度便可得知。 

《良友》畫報亦編輯了許多主題性的專欄，如人物、旅遊及美術專題。人物

專題部分，其一為 27 至 36 期的「近世十大偉人畫傳」以圖畫的方式將近世偉人

的生平，擇取重要的片段繪出，並附以簡單的說明，介紹了「孫中山（Dr. Sun 

Yat-Sen）」、「人類恩人愛迪生（Thomas A. Edison）」、「謀土耳其之獨立克基瑪爾

將軍（Mustafha Kemal Pasha）」、「鋼鐵大王卡納儀氏（Andrew Carnegie）」、「新

德意志之父興登堡（Paul von Hinderburg）」、「政治家克里曼索（Clemenceau）」、

「意大利萬人敬佩之首相莫索里尼（Mussolini）」、「新聞王北巖爵士（Lord 

Northcliffe）」、「大思想家馬克斯（Carl Marx）」、「救世軍始祖布施將軍（William 

Booth）」。其二為「現代人成功自述」，梁得所在 44 期的「編輯者言」就預告即

「將著手徵集國內『成功人自傳』，請國內名人特別為本報撰述，所謂名人，不

是人云亦云的名人，他們每人都有所成就，教育界、體育界、文藝界…許多成功

的人，都從奮鬥中鍛鍊出來，每人的經歷，敘成真小說，相信必為大眾所愛讀。」

在接下來的 45 至 50 期連續刊登了李惠堂、徐悲鴻、鄺富灼、丁幅保、美國博克

先生Edward Bok以及黃警頑的自述文章，短暫地休息之後48，於 53、54、58 期

登載王立明、甘地、伍連德的自述。其三為「名人生活回憶錄」，這是《良友》

從半月刊改回月刊之後，新闢的一個專欄，主編馬國亮希冀讀者能從文章中取得

勇氣49，而此系列恰好橫跨 1935 年至 1936 年，共有 14 位名人的回憶錄（其中

第 110 期有劉長春、李森兩篇），分別為馮玉祥〈我的入伍前後〉、甘乃光〈我的

行政研究的開始〉、豐子愷〈學畫回憶〉、伍連德〈三十年來和疫菌抗戰〉、梁寒

操〈初入社會的經驗〉、陳公博〈少年時代的回憶〉、張壽鏞〈六十年的回憶〉、

洪深〈我的打鼓時期已經過了嗎？〉、廖世承〈我的少年時代〉、劉長春〈運動場

上十二年〉、李森〈我的體育生活〉、〈名記者戈公振之追憶〉、馬思聰〈童年追想

                                                 
48 梁得所在第 51 期編後語提到「『現代成功人自述』雖然每篇有特點，正受閱者歡迎，可是編

者以為連載了五篇，最好暫時歇一歇，在目前的三數期，打算把『自述』的篇幅讓給別方面的文

藝，大家換一換口味，然後再繼續把『自述』的稿發表」，梁氏所說連載「五」篇，應為誤植，

自 45 期至 50 期，確有六篇自述文章。 
49 「恢復月刊後，圖片固力求充實，即文字的選材亦極注意於質的方面，務使偏偏有內容，不

流於空洞。尤以「名人生活回憶錄」一欄，更可說是特請當代名人專為讀者而寫的。這裡每一篇

都是作者個人的奮鬥史，以自己的苦奮經驗來現身說法。讀者讀過上期馮玉祥先生的一篇，及本

期甘乃光先生的一篇，可見內容的一斑。在人生的戰場上搏戰者的讀者，請從其中取得勇氣罷。」

載於 102 期「編餘閒話」。 

 23



曲〉、黃柳霜〈我的自述〉。其四則為「國際人物素描」，於 124 至 130 期，以文

章撰述的方式報導國際重要人物，包括羅馬教皇庇護十一世、西班牙革命領袖佛

蘭哥 50 （Francisco Franco）、日內閣林銑十郎 51 、法國總理里昂伯侖 52 （Leon 

Blum）、英王喬治六世、煤油大王洛克斐勒（William Rockefeller）及李維諾夫

（Litvinov），共計 7 位。其五為「世界元首畫傳」，介紹了當時五位世界上的領

袖人物—蔣總裁、羅斯福、張伯倫、史太林及希特勒，以攝影照片將他們一生的

事蹟作系統的介紹，編輯張沅恆就說道「讀者可以從這些畫傳裡認識幾位活躍在

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首要人物，關於他們的出身，他們政治生命的開始，和他們奮

鬥的經過，都有一個明切的了解
53。」此系列分陳於 146 至 151 期。 

人物專題是《良友》畫報裡最常以系列的方式作陳述，主要介紹國內外重要

人物，從其成功經歷來激勵讀者，或從其生平作為來得知時事脈動。除此之外，

旅遊專題也是多次出現系列式的介紹，1932 年 9 月中旬良友公司組織了一良友

全國攝影旅行團，其使命有三「一則為本報開闢新鮮的稿源，使內容趨於豐實；

二則分類整理，編刊大規模之圖書；三則選擇精彩供給各國畫報，把中國固有文

化和進步狀況，向國際表揚54。」，由主編梁得所率領歐陽璞、張沅恆及司徒榮，

共計四人，從上海先行北上，再自西北折回中部，沿長江入四川而下西南諸省。

梁得所便將沿途觀感筆記寫成了「全國獵影記」於 70 至 77 期刊登55，旅行團所

攝之照片及撰寫之文章則出版成專書《中華景象》，不及一個月，便全部售罄，

只得再版以饗更多讀者。《良友》92 期則開闢了「良友讀者旅行列車」，帶領讀

者遍遊中國56，由於迴響極佳，便於 102 期增闢海外範圍的「良友讀者海外觀光

                                                 
50 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政治家、軍事家、法西斯主義獨裁者。 
51 林銑十郎（1876-1943），日本陸軍大將，第 33 任內閣總理大臣。陸軍大學畢業，留學德國。

1930 年任朝鮮軍司令官。九一八事變時與關東軍配合，擅自出動軍隊，發動對中國東北的進攻，

被稱為「越境將軍」。 
52 Leon Blum（1872-1950），為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社會黨領袖，曾經在三十年代出任聯合內閣

的總理，亦是為知名的文學和戲劇評論家。 
53 見《良友》畫報，第 146 期，封面內頁「編輯者言」。 
54 見梁得所，〈全國影行的工作〉，《良友》畫報，第 69 期，頁 29。 
55 文章篇名分別為〈全國獵影記〉、〈各地名人訪問〉、〈西北的印象〉、〈中原日程摘錄〉、〈湘粵

交通與國計問題〉、〈社會的斑點〉、〈最後的一篇〉，共八篇。 
56 此系列從 92 期至 113 期：〈河套中的秘密國〉（92[6,7]）、〈黃河皮筏與北江舟楫〉（93[10,11]）、

〈內蒙喇嘛廟〉（94[10,11]）、〈西北內地的行路難〉（95[10,11]）、〈蒙人阿拉善旗族之生活〉

（97[16,17]）、〈川中一瞥〉（98[8,9]）、〈明十三陵〉（99[8,9]）、〈貴州景物〉（102[20,21]）、〈青海

巡禮〉（103[22,23]）、〈洛陽好景〉（104[20,21]）、〈雲南昆明〉（105[24,25]）、〈中原古代美術〉

（106[42,43]）、〈成都景物〉（107[18,19]）、〈瀑冷泉溫〉（109[44,45]）、〈東方瑞士〉（110[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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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57」，爾後莊學本護送班禪專使允誠入藏，沿途考察西北及黔藏地區歷史地理，

將攝照匯集編成「西遊記」一專欄，於 1936 年 4 月至 1937 年 11 月不定期出稿，

共計有 9 篇58。「四川遊記」則是張沅恆環遊西蜀之記錄，從 138 刊登至 145 期59，

由於此時中國之首都已遷入重慶，正可藉此知曉首都之現狀。 

美術專題則出現「現代中國國畫選」及「現代中國西洋畫選」，《良友》選取

了中國及西洋畫各十二位現代畫家，以短文介紹生平簡歷，附以一三色版精印之

作品，作有系統的介紹，使讀者一窺中國畫壇之現狀，這系列從 84 至 100 期，

每期裡選中國畫、西洋畫各一畫家，共計 24 位，分別是中國畫類—吳湖帆、黃

賓虹、張大千、鄭曼青、王一亭、盧子樞、齊白石、余紹宋、狄葆賢、馮超然、

湯定之、溥心畬；西洋畫類—龐薰琴、陳抱一、汪亞塵、林風眠、吳大羽、倪貽

德、張弦、潘玉良、關良、王道源、黃潮寬、許幸之。 

第三節  印刷 

伍聯德在經歷「少年良友」四開單張刊物的失敗後，即思之欲辦刊物，就該

先開辦印刷事業，有了自己的印刷所，才能減輕成本，不受制於他人，始容易發

展刊物。然苦於資金不足，一直到 1925 年，伍聯德遇歐斌夫人，受其慨然相助

經費，伍聯德便去信昔日同學余漢生先生，邀請他參與印刷所事業，待余來滬之

後，他們租下上海北四川路鴻慶坊口的一家小印刷所，於 1925 年 7 月 15 日開幕，

定名「良友印刷所」。伍聯德在第 100 期《良友》便提到當時開辦之初的情形，「店

為石庫門式，僅得一樓一底之地，店內僅三數部小型印刷機」。這是一個極為陽

春的印刷所，但是這些都沒有澆熄伍聯德要自行發行刊物的決心，《良友》畫報

                                                                                                                                            
〈峨嵋秀景〉（111[40,41]）、〈今日之吐蕃〉（112[18,19]）、〈內蒙風光〉（113[18,19]）。 
57 此系列從 102 期至 112 期：〈巴黎一晝夜〉（102[52,53]）、〈墨西哥一瞥〉（103[50,51]）、〈詩一

般的希臘〉（104[52,53]）、〈挪威‧水之王國〉（105[52,53]）、〈與水爭地的荷蘭〉（106[52,53]）、〈瑞

士‧歐洲消夏的場所〉（107[60,61]）、〈黑人唯一的王國〉（108[52,53]）、〈夏威夷〉（109[50,51]）、

〈暹羅雜記〉（110[52,53]）、〈魏馬‧歌德的故居〉（111[52,53]）、〈蘇彝士運河〉（112[52,53]）。 
58 西遊記 9 集為：〈西北農村寫真〉（115[24,25]）、〈戀愛在青海〉（116[40,41]）、〈從西京到青海〉

（117[26-29]）、〈青海軍之騎術〉（118[44,45]）、〈青海婦女及其頭飾〉（120[24,25]）、〈從蘭州到

拉卜楞〉（123[36,37]）、〈遊山會〉（124[36,37]）、〈撒拉族的祀會〉（130[24,25]）、〈青海名剎巡禮〉

（131[36,37]）。 
59 各篇題名分別為：〈新都重慶〉（138[20,21]）、〈從宜昌到重慶〉（139[32,33]）、〈嘉陵三峽〉

（140[26,27]）、〈成都小景〉（141[36,37]）、〈灌縣水利〉（142[34,35]）、〈峨眉天下秀〉（144[30,31]）、

〈嘉州山水〉（145[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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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影寫版的技術起家，創刊號甫一推出便銷售一空，從畫報裡的編者之頁即可

反應《良友》的暢銷之因，「『良友』出版以來。已有四期良好的成績。印刷的精

美。圖畫文字的豐富。在目前中國的無數出版物中，卻可以獨樹一幟。而也實在

有這資格
60。」《良友》的精美印刷讓大眾趨之若鶩，出版社也不吝於成本，幾乎

已沒有利潤的方式來加強印刷品質，為的是讓閱者喜樂。《良友》自第一期發刊

之後，每一期的誕生都是戰戰兢兢，出版社都知道唯有不斷求新求變才能繼續生

存下去。經過一年的出刊，我們看到《良友》在第十期即預告「在計畫中，明年

的「良友」將有一番刷新和擴大。」，自第 13 期起，隨著剛從美國購入的新式印

刷機，而有新一波改版，不但篇幅從 24 頁增多至 36 頁，其中更包含了四頁的精

細銅板紙，也告知讀者，為使刊物印刷更加精美，創辦人伍聯德先生即將於 1927

年 4 月啟程赴美學習研究新的印刷術。 

雖然《良友》畫報有自己的印刷所，但製版工作一直交由「金星製版所」負

責，而因製版人才不足，耗費許多出版時間，幾經考量《良友》圖書印刷公司便

決定自設製版部，由伍錦源自美返回統籌製負責。 

良友是圖畫雜誌，每期要用百數十幅銅板。中國製版的人才少得很，就印刷

事業發達的上海來論，人才與機械齊備的，金星製版所便是數一數二的了。

該所長年和我們合作，成績很好；可是因為製版人才不夠，生活應接不暇。

照事實來說：本期有好幾幅圖畫，自發稿至製好版，共費了二十二天！閱者

試想：二十二天才製好版，有什麼方子不延期出版？然則為什麼不自設製版

部呢？就是因為未找著人才。好了，伍聯德君在美國遇著製版專家伍錦源君

預備回國，他樂於負起不小犧牲，回來為祖國文化事業效力。大約明年可回

來辦製版部61。 

因為決定自設製版部，《良友》畫報遂掌控了所有出版事項的主導權。面對

市場上各種刊物的競爭，《良友》也不時地提出改版，如 22 期的編者之頁中，便

預告 25 期的改版事項，在第 25 期良友產生了一種新面貌，封面突破了初期的版

式：刊名、刊期等雜誌文字訊息佔據封面上方三分之一的空間，下面三分之二是

                                                 
60 見《良友》畫報，第 6 期，插頁「編輯漫談」。 
61 見《良友》畫報，第 19 期，頁 35「編者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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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女郎的照片，照片配以各種式樣的花紋勾邊，而轉變成封面女郎的照片充滿

整個封面，不再有邊框，刊名、刊期等文字訊息則標記於照片上的適當位置，並

以彩色七色版印刷，並根據讀者的需求，將篇幅面積縮小便於擺藏，亦再次增加

四頁的篇幅，成了一份擁有 40 頁的大型刊物。 

1928 年 8 月起《良友》畫報的封面摒除掉過去單色印刷封面的方式，全面改

以彩色印刷封面人像，編者認為：「封面用人像著色，這一來真人的姿態總比較

生動，二來人像閱者覺得「是上真有這個人」，否則雖畫得很美麗，恐怕「人間

趣味」（Human interst）到底不大濃厚
62。」 

在《良友》畫報滿三歲時，又再度地大幅改版，為了求精美，畫報將全部改

用銅板紙印刷。 

全部用銅板紙—紙質在印刷上很有關係。現在本報前部有兩頁銅板紙，其餘

的是道林紙。銅板紙紙質幼滑，最宜印畫，印出來的成績往往和原來照片無

大分別，至於價錢比道林紙差不多貴一倍。本報為求精美，以後全用銅板紙

63。 

《良友》畫報不只是在印刷色彩上、紙質上追求進步，他們亦嘗試各種新的

印刷方式，如 43 期後半部是用兩色套印，即使需要多製一套鋅版、工作時間加

倍，但為求美觀也總得設法辦到
64。但這種嘗試並沒有持續多久，由於紙質關係

導致印刷成績不佳，44 期刊物就馬上改回銅板紙單色印刷。而《良友》畫報在

印刷史上最值得記上一筆的是於 1930 年 3 月第 45 期刊物上開始用「影寫凹版」

的印刷方式，國外的畫報早已採用此種印刷，它的好處在於能多印而不失精美，

像 42 期編者之頁中，就曾說「本雜誌因銷數增加，間中有些鉛字摩擦過多而欠

清楚，印額亦因此而受限制，我們無時不在籌謀應付之法65。」影寫凹版即為照

相凹版，刻蝕細密，為 1894 年嘉立許（Karl Kleisch）所發明。照相凹版墨色濃

郁厚實、色彩層次豐富，形象逼真，就和照相一般，加上「這種印刷所用的紙張，

                                                 
62 見《良友》畫報，第 28 期，頁 39「編者與讀者」。 
63 見《良友》畫報，第 36 期，頁 39「編者餘談」。 
64 見《良友》畫報，第 43 期，頁 2「編者餘談」。 
65 見《良友》畫報，第 42 期，頁 2「編者餘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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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從前的較廉，藉此可以避免金漲潮中的大損失66。」良友圖書印刷公司此舉，

不僅可以試著降低成本又能提高畫報印刷品質，反映出來的成效也很不錯，也更

加堅固地奠定《良友》畫報在市場上的地位。 

《良友》畫報引領著畫報走向一個新的印刷境界，但並沒有就這樣只求株

守，反而希望更進一步，在 83 期的編者之頁裡就自詡「本誌印刷，素為畫報界

中之印刷最精者，早已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惟本誌不敢自滿，刻正在細意研究，

務使一九三四年之本誌，打破自己的紀錄，求其清楚細緻悅目，更佳於現在，務

使印刷方面為國內畫報界放一前所未有之異彩
67。」1934 年 8 月又再度使用新的

「照相版的三色印刷」技術以及新的紙張。 

有好評自然就有負評，在技術並非十分成熟又不斷嘗試新的技術時，閱者自

然也看在其中，並不是每一期刊物都印得非常好，但從讀者來信裡，我們能發現

《良友》畫報的用心改善，如廣州董奮志：「從良友第一二四期（一月號），你們

底改善是非常明顯的。別的不談，單是說明清楚，沒有印得一塌糊塗，使人一目

了然，這已經超出以往的成績了68。」或是濟南張定的肯定：「貴誌一月號所表現

的改善之處，不勝欽佩，尤以印刷清晰，為時下一般畫報所不及69。」 

不斷地追求最高品質以及畫報最佳內容，《良友》畫報成了搶手的收藏商品

之一，許多人重金求購以前的畫報，祈求《良友》能再版，在 106 及 116 期編者

就提到無法再版之因。乃當時所用之照片及銅板皆以散失無存，故亦無法再版翻

印70。後來改以影寫版製版，也因印完便馬上將版磨去，要將《良友》再版實在

是不可能的事71。 

在漫長的歲月中，《良友》也幾經考驗，1932 年及 1937 年兩次因為上海戰事

影響，印刷所及相關物資均被炸毀，臨時因應之措施即刊物版本縮小、改採銅板

印刷。 

                                                 
66 見《良友》畫報，第 45 期，頁 2「編者講話」。 
67 見《良友》畫報，第 83 期，頁 36「編者與讀者」。 
68 見《良友》畫報，第 125 期，頁 55「編輯室雜記」。 
69 同註 68。 
70 見《良友》畫報，第 106 期，頁 56「讀者廣播台」。 
71 見《良友》畫報，第 116 期，頁 56「編輯室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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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期「本報特別啟事」裡就提到臨時應變方式： 

滬戰發生以來，本報久未與閱者相見，原因影寫版印刷，向與商務印書館聯

絡，此次日軍轟炸閘北，商務印刷所全部被毀，本報一期稿件焚去，戰事影

響，出版延遲，惟閱者諒之。目前繼續出版，印刷不能不有所變更，茲定暫

行辦法為「改用銅板，縮小面積」。蓋銅板印刷須用銅板紙方見精美，其價

叫影寫所用之道林紙昂貴一倍有奇，為維持成本，不能不將篇幅縮小，縮本

面積雖小，而頁數較前增加，每頁圖片小而不少，內容質量力求豐實，臨時

應變，不得不權作試辦，出版後視其成績如何，再從長計
72。 

但 1937 年 7 月抗戰爆發之後，世局情況更為複雜險惡，長達四個月的時間，

《良友》都沒有發刊，最主要的原因是物資取得不易，同年 11 月《良友》復刊

（131 期），但已無法用影寫版印刷，而改用銅板73。 

當本誌一三一期正在印刷中，適值八一三事變，本誌的印刷工廠本在敵軍作

戰根據地的楊樹浦，已印就的篇幅與許多稿件來不及遷出，都犧牲在戰區

裡。…現在出版的是再活的一三一期，與本來內容，已完全兩樣了74。 

自戰事發生以來，交通貨運大受影響，紙張飢饉，成為出版界的嚴重問題。

且此次抗敵，政府已下長期奮鬥的決心，上海戰局，自非短促時間可決。上

海存貨有限，出版界對紙張珍惜有如戰士之於子彈。本誌為事勢所限，破得

將篇幅減去三分之一，以求延續其出版之能力。且商品求過於供，紙價之昂

不讓布匹，若以成本論，則並未減於本來篇幅。這縮少的臨時辦法，實屬不

得以之舉，至希讀者諸君原諒的75。 

戰事的變化遠超過良友圖書印刷公司的計畫，自 131 期復刊之後，沒多久就

因大上海的淪陷，不得不將編印出版的所在地遷至香港，然而香港當地沒有影寫

版的印刷設備，所用紙張製版印刷等成本亦較上海昂貴，一切物資及大環境的變

                                                 
72 見《良友》畫報，第 66 期，插頁「編輯室談話」。 
73 見《良友》畫報，第 131 期，頁 2「「良友圖書公司緊要啟事」。 
74 見《良友》畫報，第 131 期，頁 38「編輯者話」。 
75 《良友》畫報，第 131 期，頁 38「編輯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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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得《良友》畫報要恢復過往規格可謂難上加難。 

1939 年 2 月良友復興圖書印刷公司接手編輯印刷 139 期以後的《良友》畫報，

在印刷技術上，則不斷地往多色套印發展，希望印刷出來的效果可以非常逼真、

精美，如 150 期「中國紀念郵票」介紹採十二色套印、158 期內西番宗教藝術畫

插頁用八色套印，保持著原作的豐富彩色
76。 

《良友》畫報在十九年的出版過程中，其實就是一部中國印刷史的縮影，不

斷引進並嘗試新的技術，在製版、印刷、紙張、墨色選用上都有新的突破，一份

能在那個戰亂年代中長久經營下去的刊物，絕對不只是僅靠著創辦人的熱情就能

支持下去，唯有在物質客觀條件下不斷進步，才能走在敵手之前。 

 

第四節  出版時程 

《良友》畫報創刊號於 1926 年 2 月 15 日出版，是一份一個月一期的定時月

刊，每個月中（約 15 日）發行（見附錄二）。自第 1 期至第 89 期皆力遵每月出

刊的原則，從 90 期至 100 期則短暫地以半月刊的方式出現在眾人眼前，101 期之

後就又恢復每月一刊的方式。然而 172 期良友畫報，並不是每月均按時出刊，偶

有延後出刊或因戰事影響而脫期。以下是本研究所做之整理（見表 3-4-1）： 

 

 

 

 

 

                                                 
76 《良友》畫報，第 158 期，封面內頁「編輯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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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良友》畫報未準時出刊之因 

未出刊之年月 原  因 

1927 年 2 月 1927 年 2 月未出刊。1927 年 3 月（13 期）正常出刊，並把出版日

期延後至每月 30 日出版。 
1928 年 3 月 1928 年 3 月未出刊沒有說明原因。1928 年 4 月（25 期）正常出刊。

1929 年 4 至 6 月 1929 年 4、5、6 三個月未出刊沒有說明原因。1929 年 7 月（37 期）

正常出刊。 

1930 年 7 月 1930 年 7 月未出刊沒有說明原因。1930 年 8 月（49 期）正常出刊。

1930 年 9 月 1930 年 9 月未出刊沒有說明原因。與 1930 年 10 月（50 期）合刊。

1932 年 1 至 4 月 1932 年 1、2、3、4 四個月因滬戰爆發未出刊。1932 年 5 月（65 期）

正常出刊。 
1933 年 4 月 1933 年 4 月未出刊沒有說明原因。與 1933 年 5 月（76 期）合刊。

1936 年 3 月 1936 年 3 月因印刷延誤未出刊。與 1936 年 4 月（115 期）合刊。 
1937 年 8 至 10 月 1937 年 8、9、10 三個月因抗戰爆發未出刊。與 1937 年 11 月（131

期）合刊。 

1938 年 7 至 12 月 

1939 年 1 月 

自 137 期於 1938 年 6 月出刊後，有八個月未曾出刊。1939 年 2 月

始正常出刊。 

1941 年 11 月至

1945 年 9 月 

47 個月沒有出刊。1945 年 10 月最後一期《良友》畫報出刊。 

在《良友》畫報初創階段，印刷技術是影響能否準時發刊的重要因素，在

16 期的編者之頁中，就曾提到良友編輯部想要提早出版，卻沒有辦法克服製版

及印刷所延宕的時間，依舊只能月底出版。 

一種刊物之出版，要經過集稿、編輯、製版、排版、印刷、釘裝……幾層很

不簡單的手續，而且時日也不一定能依預算所定的。所以本期雖發稿較早，

想提前出版，但製版及印刷時間出了預算之外，只好仍照原定月尾出版77。 

除此之外，「脫期或延誤出版」可謂《良友》畫報最需克服的障礙，每

每遇讀者來信抱怨，「九月份的良友，剛剛收到了，印刷和編排方面也算十

分滿意，可是出版日期常常延遲，未免令讀者失望，尚希編者對於此點，努

                                                 
77 《良友》畫報，第 16 期，頁 35「寫在編者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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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改善78。」但《良友》對於此也極力補救，將「準時出刊」列為首位。 

然而，在 1932 年 1 至 4 月、1937 年 8 至 10 月以及 1941 年 11 月至 34 年 9

月這些時間內，均因戰事而被迫停刊。1932 年 1 至 4 月乃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

1937 年 8 至 10 月則是對日抗戰開始，上海八一三戰事興起，兩次戰事上海受創

嚴重，良友圖書印刷公司的設備物資均被燒毀，而不得不暫時停刊。1941 年 11

月至 1945 年 9 月則是因發行地上海已被日軍佔領成淪陷區，良友復興公司以及

《良友》畫報同其他出版機構一起被日軍以犯有抗日或為共匪黨宣傳的罪名被查

封，之後日軍雖解除禁令，但《良友》畫報不願成為日軍利用的宣傳工具，編者

便決定內遷至桂林，原以為可以在這裡重新恢復《良友》畫報定期出版，卻還是

因為紙張材料缺乏，不得不停刊。 

《良友》畫報可以歷久不衰的原因，除了其印刷技術、畫報內容夠吸引人之

外，能像它幾乎不間斷地出刊，也是中國出版史上的少例，在當時，有相當多的

小報畫刊因為印刷品質差勁、內容不佳很快救被市場淘汰，《良友》畫報不斷地

求新求進步，橫跨了中國現代史上重要年代，記錄上海現代化的發展，都依靠著

良友圖書印刷公司努力堅持，不讓畫報停刊而得以忠實保留這些記錄。 

 

第五節 行銷流通途徑 

根據《良友》畫報上給予的資料，我們可以知道在第 1 期創刊時，《良友》

先是出版三千本，後因港澳各地之暢銷，遂再添印四千本，名聲打開了，銷量也

逐漸增多，到了第 2 期，出版量就已是第 1 期的兩倍有餘， 

本報第二期出版共一萬不及，旬日銷售已罄，今仍得愛閱本報諸君紛紛來

購，未能應付殊為抱歉，現以決將第二期再版五千以答盛意。 

在刊物發行的初期，印刷量大都維持在一萬餘份左右，到了第 34 期，亦即 1929

                                                 
78 見《良友》畫報，第 111 期，頁 56「讀者播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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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 月，已是《良友》畫報創刊將滿三年之際，從上海良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第

二次擴充招股簡章中，可以知道畫報的銷售量已從最早的幾千本躍至三萬本，甚

以自信的態度估算「照現在速率計，在一年內，當有達到五萬冊之可能
79！」不

過，就實際層面來看，這是相當艱困的挑戰，要一年內從三萬本提升至五萬本，

得需要更好的行銷手法和管道，他們採取的方式是制訂長期讀者優待辦法，給予

訂戶優惠折扣，也增加更多國內外各銷售點，再加上不斷地改良畫報的內容及印

刷品質，當 45 期起開始以影寫版印製時，銷售量就大幅增至四萬二千餘份80，

成為中國雜誌銷路最大之權威，據 1932 年 12 月「上海郵政掛號雜誌銷數記錄」

統計，當時《良友》的銷量僅次於美國《生活》週刊（Life），位居滬上雜誌銷

量第二位81。爾後，《良友》畫報的發行量，一直維持在四萬份上下，而閱眾數

目想必不只四萬人，如良友公司廣告部列出的刊例中的推算，「銷售四萬份刊物，

以家庭訂戶為多，以平均每份最少經十人閱讀算，則有四十萬讀者82」。 

就行銷定義而言，需具備幾項要素「產品、價格、流通、推廣」，《良友》畫

報是產品，《良友》的價格，零售價從大洋二角、大洋三角、大洋四角逐漸加增

（見表 3-5-1），這來自於畫報本身的改版，從一刊 24 頁增至 36、42、56 頁不等，

以及原料物價的上漲，尤其是紙張費用，更是刊物價格的關鍵，在民國初年，一

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薪水約 2 到 3 元大洋，《良友》一份便要 2 角，算是較貴的

「奢侈品」，不是每一個人都買得起，往往都是多人傳閱一起瀏覽。 

表 3-5-1  《良友》畫報零售價 

期數 零售價（元 / 本） 說明 

1-24 期 大洋 2 角  

25-48 期 大洋 3 角  

49-89 期 大洋 4 角  

90-100 期 大洋 2 角  

101-106 期 大洋 4 角  

                                                 
79 見《良友》畫報，第 34 期，良友上海良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第二次擴充招股簡章。 
80 見伍聯德〈良友一百期之回顧與前瞻〉，《良友》畫報，第 100 期，頁 4。 
81 見《上海研究資料》。 
82 見《良友》畫報，第 125 期，良友圖畫雜誌廣告刊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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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期 大洋 6 角 夏季特大號 

108-132 期 4 角 未說明幣別 

133-135 期 港幣 4 角  

136-138 期 4 角 未說明幣別 
139-144 期 4 角 未說明幣別 
145-149 期 國幣 6 角  

150 期 1 元 150 期紀念號 

151-157 期 國幣 8 角  

158-160 期 港幣 5 角  

161 期 國幣 8 角  

162 期 國幣 1 元 5 角 15 週年紀念號 

163 期 國幣 1 元 2 角  

164 期 港幣 6 角  

165-169 期 國幣 1 元 2 角  

170 期 國幣 1 元 6 角  

171 期 港幣 6 角  

172 期 國幣 200 元  

購買畫報的方式有二：一為定點購買，如各大書局（上海北新書局、民智書

局、南京中華書局等）、良友分公司、海外代售處（新加坡華僑印務公司等）；二、

國內外長期訂閱者，則採郵寄方式寄送至府。 

畫報的銷售據點則遍布中國及海外，第 100 期紀念號就刊出《良友》行銷各

地圖（見圖 5），廣達世界五大洲，包括加拿大（Canada）、美國（United States）、

紐芬蘭（Newfoundland）、墨西哥（Mexico）、占美加（Jamaica）、英屬鬨都拉斯

（British Honduras）、古巴（Cuba）、漢都拉斯（Honduras）、薩瓦多（Salvador）、

海地共和國（Haiti Republic）、尼加拉瓜（Nicaragua）、巴拿馬（Panama）、委內

瑞亞（Venezerela）、英屬圭亞那（British Guiana）、法屬皆因（Guiana）、荷屬圭

亞那（Dutch Guiana、（英）千里達（Trinidad）、尼瓜多（Ecuador）、秘魯（Peru）、

巴西（Brazil）、玻璃維亞（Bolivia、智利（Chile）、阿根庭（Argentina）、那威

（Norway）、瑞典（Sweden）、比利時（Belgium）、德國（Germany）、荷蘭（Holland）、

英格蘭（England）、法蘭西（France）、葡萄牙（Portugal）、西班牙（Spain）、瑞

士（Switzerland）、意大利（Italy）、希臘（Greece）、奧大利（Austria）、馬大（Ma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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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Turkey）、埃及（Egypt）、黃金岸（Gold Coast）、安哥拉（Angola）、比

屬剛果（Belgian Congo）、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

波斯（Persia）、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留尼汪（Reunion）、毛里斯（Mauritius）、

蘇維埃共和國（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中華民國（China）、日本

（Japan）、印度（India）、錫蘭（Ceylon）、緬甸（Burma）、暹羅（Siam）、法屬

越南（French Indo China）、臺灣（Formosa）、香港（Hong Kong）、菲律賓群島

（Philippine Island）、馬來各邦（Malay States）、沙月勞越（Sarawak）、婆羅洲

（Borneo）、蘇門答臘（Sumatra）、爪哇（Java）、（葡）帝文叨利（Timor Dilly）、

新幾內亞（New Guinea）、所羅門群島（Solomon Island）、非支群島（Fiji Island）、

澳洲（Australia）、紐西蘭（New Zealand），於此可見《良友》畫報的影響力之深，

使得海外華人透過這份畫報瞭解中國情況，中國境內則藉此瞭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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