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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二節  展覽的宣傳介紹活動 

 

（一）前言 

行政院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希望透過展覽達到宣傳的目的，已經在

前文提及，而且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中，明確指出「這次我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旨

在宣揚我國藝術，加強國際文化交流；展覽之宣傳工作，可擴大展覽績效之為重

要」。44在第五次委員會會議中，也提及配合展覽在美國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從這

些例子，都可以清楚說明當時中華民國對於展覽宣傳工作的重視。雖然依照中、

美之間的協約，展覽的宣傳應該交由美國方面負責辦理，但因為怕美國方面準備

不週，王世杰特別接洽哈密萊特公司（Hamilton Wright）負責拍攝展品及展覽相關

照片，並請《時代》雜誌配合刊載圖片。另一方面，美國駐華新聞處也拍攝展品

在北溝及台北包裝、預展及搬運情形的影片。45可見當時對於宣傳的重要性已經有

相當的認識。博物館對於展品的詮釋有很多途徑，可以透過展示、演示、導覽解

說、研究出版、研討會、演講等方式來達成。46本節主要就是檢視展覽透過哪些宣

傳方式，來介紹中國古藝術品展覽。 

 

（二）報章雜誌的宣傳 

    展品運送至五大博物館後，按例都會由中華民國大使館主動出面發佈新聞

稿，招待各報編輯以及記者。47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甚至要求那志良和李

霖燦每週必須寫一則新聞稿用來宣傳，這些新聞稿都會提到故宮博物院遷到台灣

的狀況。48除此之外《紐約時報》、《時代》週刊、《前鋒論壇報》等美國媒體報導

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五個重點，包括： 

1、將這批展覽文物視為中國帝王歷經數千年的收藏，因此讓人有一種歷史

的想像，彷彿這些展品就代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與文化。例如《紐約時報》，主標

題是「大都會展示來自中國皇帝超過一千年的藝術珍藏」，內文中提到，這次展覽

是從中國皇帝收集超過一千年，數以萬計的文物中，選出 231 件出色的中國藝術

                                                 
44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4。 
45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4。 
46 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頁 64。 
47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61。 
48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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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帝國的收藏有很長的歷史」，甚至有些文物已有三千年之久。49Park Avenue 

Social Review 雜誌提到「一場令人無限追憶，呈現悠久和傳統文化傳承的罕見中國

藝術珍藏，……將第一次在美國展示」。50 

2、再三強調中國文物在西方從來沒有同類型大規模的展覽，凸顯這個展覽的

特別與難得。《紐約時報》指出「沒有相似的展覽曾經在西方世界舉辦過，因為帝

國的收藏，目前為中華民國之財產，是無法匹敵的豐富和多樣」。51「一場獨一無

二，或許不再有的展覽，展示永恆的力與美的偉大歷史與風格，等待參觀者到大

都會美術館」。「在西方世界至今尚未舉辦過這般的展覽，儘管中國藝術已經成為

歐美渴望收藏的對象」。52《時代週刊》提到「……被稱為在西方僅見最偉大的中

國藝術珍藏展覽。」「這些世界上最偉大而且最古老的中國藝術，大多數從未在中

國之外被見過，甚至連複製品也沒有」。53 

3、解說這批文物匯集的過程，這些文物和中國皇帝的關係（特別是宋徽宗與

清高宗），以及與故宮博物院的淵源。例如《紐約時報》就一再強調這些展品是「帝

國的收藏」，第一次被聚集在一起是在 18 世紀的高宗皇帝，他繼承早期統治者的

一些文物，並透過購買和禮物等手段，增加大部分的收藏。直到末代皇帝下台，

這些文物被存放在北平的故宮，並在 1925 年開放為故宮博物院。54芝加哥美術館

的聲明稿提到 

乾隆皇帝是將這些驚人的藝術文物收藏，在他漫長的統治期間，匯集在一

起的重要人物。他繼承先前滿族統治者的帝國收藏，而這些收藏是從明朝

的先前統治者掠奪的文物。不過乾隆依賴購買或來自私人擁有的禮物，來

獲得大多數重要的繪畫和書法收藏，因此是他品味的證明。55 

這樣的說法，其實和故宮嘗試將收藏歷史往前追溯有關。故宮一直希望強調院內

的收藏並不僅限於清朝，而是可以列出一連串的收藏系譜，並往下承接到中華民

國政府。這樣的看法試圖指出故宮文物的悠久歷史，同時也說明了歷史文化的繼

承關係。 

                                                 
49 《紐約時報》1961.9.15、《紐約時報》1961.9.17。本節的英文除非特別說明，否則都由筆者翻譯。 
50 Park Avenue Social Review 雜誌 1961 年 4 月號。 
51 《紐約時報》1961.9.15。 
52 《紐約時報》1961.9.17。 
53 《時代週刊》1961.10.11。 
54 《紐約時報》1961.9.15。 
55 芝加哥美術館提供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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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了增加文物的神秘性與趣味性，這些文物如同奧德賽（Odyssey）般傳

奇的避難經過，更是一再被報導與演講提及，成為另外一種形式的神話。今天，

博物館中的文物之所以會吸引我們，我們之所以期待解說員的講解，或是藝術史

論著的閱讀，很重要的關鍵是文物特殊的創作過程以及流傳經過。透過這些「故

事」，彷彿賜給這些文物更多的生命，在欣賞文物的同時，給觀眾帶來更多神秘性

與趣味性。而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為了躲避戰火，一再遷徙，帶給這些文物更多戲

劇性，因此眾多報導無不提到這一段逃難的經過。例如在大都會博物館的聲明稿

當中就指出，台灣的故宮博物院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國藝術收藏處。清朝於十八世

紀收集的帝國收藏，直到 1930 年日本侵略東北前，都展示在宏偉的北京皇宮，現

在保存在台灣。為了怕被日本人搶走，因此南運到上海與南京，然後移到內地的

四川與貴州省保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戰爭之後，北平故宮的收藏再

度踏上長期的冒險旅程（此處用 Odyssey 來形容），在短暫回到南京後，由於受到

中國共產黨的威脅， 1949 年秘密搭船越過海峽到台灣。56 

《紐約時報》則介紹 

不過在 30 年代由於政治的不安，因為日本入侵東北，造成這批收藏從北平

開始一連串在中國大陸的避難遷移。1949 年當中共威脅到這批文物的安

全，政府用船運到台灣，在那裡保存至今。 

這些展品曾有一段動盪的歷史，當中有些文物經過超過一千年的戰爭和革

命後，神奇的倖存，它們被保存在北京故宮，直到 1930 年代早期。當日本

入侵滿州，它們踏上熟悉的避難之路，從一個地方轉運到另一個地方。當

1949 年中共具威脅性之後，這批文物被船運送越過海峽到台灣來。57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標題是「歷經變亂而免於損毀的精緻寶

物」，內容為 

中國經常變亂的三千年歷史，未能毀損的精緻古物，將於下星期日在國家

美術館展覽。這批首次在美國見到的兩百五十三件稀世古物代表了廣事蒐

集的三萬五千件古畫、瓷器、織繡、玉器及銅器的精華部分，自 1931 年日

本侵略東北以來，它們至少已三次被遷移至安全地區。58 

中國通甘露德在《前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論上，題名為「無

                                                 
56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提供相關資料中的聲明稿，日期是 1961.9.15。 
57 《紐約時報》1961.9.15，196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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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寶的藝術品在展出中」，提到從北平遷到南京，到重慶再回到南京，最後遷到

台灣的過程，讚揚中國政府保全這些藝術品的努力。59 

《時代週刊》中提到 

在歷經八百年令人驚奇聚集的歷史，它們的倖存是神奇的。不只豐富完整，

而且不斷增加。在十三世紀蒙古人手中殘存，在十七世紀滿州人手中殘存，

十九世紀北平的掠奪，和在二十世紀日本與中共的威脅恐懼中，為了安全

它們被打包先前往上海，然後到南京再到內陸四川，再回到南京，最後到

台灣的洞穴中。60 

芝加哥美術館聲明稿提到 

這批收藏有特殊的歷史，從它們匯集之後，在歷經戰爭、入侵和政治動亂

之後仍然殘存。在 1933 至 1937 年當日本入侵危急的時期，大部分最重要

的文物裝箱用船運到上海和南京。他們在戰爭持續時再度被移到四川和貴

州省。在 1949 年最後結束它們的旅程到台灣之前，還有兩次移動發生。這

些文物被保存在靠近位於台灣這個島中部，台中的洞穴中。61 

這樣的傳奇不論在國外或中華民國都一再宣傳，而被一般人所深信驚嘆。故

宮宣稱在搬遷過程中文物沒有任何損害，不僅提出「天佑國寶」的說法，後來更

演變成「三批古物歷經戰火威脅及長途顛簸，沒有一件嚴重破損或丟失，真可說

是天佑國寶」，「古物在南運西遷時，偶有意外事件發生，有時甚至造成押運人員

或司機的傷亡，但是奇怪的是不曾傷及古物，這種運氣只能歸於上天保佑」的「神

話」。62但是，這樣的傳說其實是一種刻意的遺忘與扭曲。檢視檔案，搬運過程中

的意外不少，例如 1937 年 12 月 7 日在寶雞車站與汽車相撞，造成黃瓷大盌破碎

和裝鐘錶的玻璃罩破碎； 1938 年 2 月 23 日從宜昌運到重慶的文物，因為存放處

的樓板塌陷壓毀白瓷爵；1938 年 6 月 26 日因為守衛攜帶的手榴彈不小心墜地爆炸，

因此炸傷青花白地磁碗及大彩花瓷瓶等等，親身參與搬運的那志良與莊嚴、李霖

燦等人不可能不知道這些損失。63既然如此，要如何來解釋「天佑國寶」的論述呢？

                                                                                                                                               
58 轉引自《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5 月 25 日第 4 版。 
59 《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2 月 8 日，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 
60 《時代週刊》1961.10.11。 
61 芝加哥美術館提供檔案。 
62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4。那志良，《故宮四十年》（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頁

99。周密，《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建制與沿革》，頁 70-73。 
63 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古物遷運保存案〉，微捲號 16/1715-1727。另見故宮博物院，《故宮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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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是因為中國遭遇到日本侵略，之後又因為國民黨在大陸的情勢逆轉，撤退

來台，亟需要鼓舞振作國家民族精神與情緒，而代表中華文化的故宮文物，在歷

經數次的遷徙之後，仍然安然無恙，或許正象徵著「中國」雖然歷盡艱辛，但是

仍然屹立不搖。展覽中透過媒體與學者的演講，不斷強化這個如同「奧狄賽」般

傳奇故事的目的，不僅希望讓觀眾對於文物有更多的想像，塑造中華民國保護文

物的形象，同時也從文物的安全保證了國族的延續。例如李霖燦就認為 

另一件事使他們吃驚的是，中國文化不但久遠，而且一脈不斷相承至今。

甲骨文字，商周銅器的銘文和今日漢字仍有血肉相聯的密切關係，世界幾

大古老文化如埃及巴比倫，都早已死亡斷絕，而中國文化卻迄今獨存。既

能歷盡滄桑而至今，亦必能渡過目前短短困阨而屹立於將來。國寶實給外

國朋友以智慧的啟發，也給我們以樂觀的自信。64 

類似這樣的意識型態無所不在，更影響了整個展覽的論述，甚至當故宮博物院於

1996 年重新前往美國展覽時，西方仍然抱持同樣的看法。不僅增加中華民國在國

際間聲譽，更凸顯中華民國繼承中國統治的正當性。 

    5、展覽的報導將台灣與中國緊密的相連。不僅每一篇文章都會提到，同時再

三強調這些文物目前保留在台灣。《紐約時報》「從中華民國借來此地進行巡迴展

的文物，屬於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65「這些展品曾是帝國收藏的驕傲，而現

在在這借展的展品，來自於中華民國。」。66《時代週刊》「這些財產屬於台灣的故

宮博物院和國立中央博物院」。67中華民國政府希望藉由這些報導，經由搬遷的神

奇經歷，說明「文物的所在就是政府的所在，也是正統的所在」。正因為中華民國

擁有這批文物，所以擁有正統，代表真正的中國。同時，這些文物已經代代相傳

長達數千年，而歷代相傳的這批文物就代表了中國文化與歷史。這批文物來自中

華民國的台灣，正受到中華民國的保護。類似的看法不僅傳達中華民國繼承中國

政權的正統地位，同時也塑造中華民國保護文物的形象。從報章雜誌的報導來看，

中華民國的宣傳佔據大量的版面，相關的概念對於西方的讀者應該具有一定的影

響力。 

                                                                                                                                               
紀大事錄要：肇始、播遷、復院》，頁 151、157、158。 
64 李霖燦，〈國寶歸航漫記〉，《文星》10：58，頁 33。 
65 《紐約時報》1961.9.17。 
66 《紐約時報》1961.9.23。 
67 《時代週刊》196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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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紀念品與出版品 

展覽除非是常設展，否則當展品撤走，留下來的就只剩下出版品了。出版品

的影響較展覽更為深遠，因為它不會受到時空的限制，可以進行長久的文化宣傳。

如果觀眾因為參觀展覽而想獲得更多的資訊，或是學者想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只

能透過出版品才能再現展品、展覽的方式以及展示的內涵等。而這些出版品也會

反映出博物館的風格與形象，因此展覽相關的出版品是讓展覽的影響得以更加深

遠的重要因素。68 

 

 
圖 4-2-1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覽海報，圖片引自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07。 

 

在這場展覽中的相關出版品包含複製品、幻燈片與明信片、全圖目錄的發售。

69當時為了「永留我文物宣傳之影響」，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特別在日本

大塚巧藝社印製，展品單頁圖片二十種、加大單頁圖片五種以及明信片二十種，

                                                 
68 陳慧玲，〈「博物館展示（一）」專題介紹〉，《博物館學季刊》，15：3（2001 年 7 月），頁 74。 
69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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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展品在美國出售。70另外為了配合宣傳，放大名畫每張售價 2.5 美元，約台幣 100

元，共售出 8,477 張，郭熙的「早春圖」是賣的最好的一件，有 2,663 張；名畫十

五種，另有五種為銅器、緙絲及法書，合計二十種，售價為美金一元，台幣 40 元，

共售出 38,290 張，南宋的李迪「狸奴小影」賣的最好，有 5,784 張；明信片二十種，

每張美金一角，約台幣 2 元，共售出 218,221 張。71 

 

 

 
圖 4-2-2 英文目錄 Chinese Art Treasures 封面，圖片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

肇始、播遷、復院》，頁 258。 

 

除了仿製的圖片與明信片外，展場的櫃臺還出售展覽的英文目錄 Chinese Art 

Treasures72、高居翰的著作《中國繪畫史》與《故宮名畫三百種》等等。Chinese Art 

Treasures 由史開拉（Skira）公司承印，美方幫中華民國印製 500 份，根據合約有

                                                 
70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 
71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6。 
72 Albert Skira, Chinese Art Treasures: a Selected Group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Taichung, Taiwan. Geneva: Switzerland,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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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份必須免費贈送，駐美大使葉公超為了增加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在美國的宣傳

效果，將這些目錄免費送給美方的政要以及各國大使。73而這本目錄銷售狀況非

常好，在展覽期間就已經缺版，一直增印仍然不夠。74原本各大博物館只準備印

製 100 本目錄出售，沒想到在大都會博物館就賣出 7000 多本目錄，而且在展期的

最後兩個禮拜沒有書供應。由於令人意外的購買風潮，以及驚人的售出數量，使

其他博物館決定加印 7,000 本。原本預定賣到 1961 年 12 月的目錄數量，卻在 10

月就全部賣完，甚至還引來商人炒作。75展覽期間，目錄已經有黑市，而且中國

古玩在市場上價格大漲，這是以往各國特展從沒有的現象。76 

在波士頓美術館則是在短短一週內目錄就已經賣完，以致於許多人預約。77在

收到新至目錄的兩週內，再度售出幾千冊。因為英文目錄全部售完，觀眾轉而購

買由曾憲七所編的《波士頓館刊》，當中除了討論中國名畫的比較、還附上幾幅展

覽的名畫，因此熱賣 15,000 冊之多。78在芝加哥美術館，英文目錄加印為 3,000 本，

仍然銷售一空。79因此另外準備兩院（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概況介紹，上面

附有展覽的幾件作品，一天就售出 150 本，並要求加印 500 本出售。80舊金山迪楊

博物館因為準備的 3,000 本目錄在十天內售完，所以博物館只好準備 10,000 份無圖

目錄出售，沒想到也全部賣完。81由於目錄銷售狀況很好，到波士頓美術館展覽時，

目錄的初版就已經銷售一空，開始印行第二版，到展覽最後，大約售出兩萬多本。

82史開拉（Skira）公司因此將這本目錄改編成書發售，可見受到的歡迎程度。 

雖然這本英文目錄在市面上造成搶購的風潮，不過在編輯過程，卻引發中、

美雙方之間的許多爭議，李霖燦甚至用「不愉快」來形容。83首先，當時故宮曾經

特別編定《美展文物目錄》，記載每件參展文物的質料、尺寸、品類、內容、作者

以及流傳經過，供應美方編錄英文本的《中華文物》之用，同時當作故宮的參考

                                                 
73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 
74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84。 
75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96。 
76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07。 
77 1961 年 12 月 1 日開幕，12 月 7 日售完。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39。 
78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62。 
79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95。 
80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89。 
81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365。 
82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

號 172-3/3295-6。 
83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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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但是因為篇幅太多，美國方面沒有全部採用，後來也沒有印製出版。84其次，

在目錄的原稿中，美方認為中國宋代以前古畫名款有證據的「不足二十五件」，其

他全憑「臆斷推定」。在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再要求下，才刪去「不足二十五件」等

字樣，改為「其他須就旁證鑑定」。 

還有許多作品，美方皆視為傳或仿作（Attributed to），但中華民國政府卻一再

強調是真跡（by），爭論是否為作者親筆，或僅為同時代的作品。雙方對於展品鑑

定的年代先後也有不少爭議，目錄中玉器、瓷器的年代鑑定，美方經常將展品的

年代往後推，雖然中華民國政府一再磋商，但美方都不是很願意更動。85如果和倫

敦藝展相較，至少英方還願意將中國專家的意見也放入目錄，但此時美方卻頗以

己方的研究為標準，故宮雖然以作品的流傳紀錄和美國方面討論，但很多地方卻

只能接受美方的意見。86從雙方的爭論中，可以發現美國博物館非常強調「風格」

的吻合，即使文字與歷代著錄完備，美方也不一定採信。但是故宮方面卻比較強

調書法、題跋等記錄，因此雙方的爭議往往並沒有很多交集。可見美方對於中華

民國方面提供的鑑定與資料並不信賴。 

美方所持的理由是因為之前已經取得故宮方面的同意，在目錄中美方可以「酌

加意見」。87後來美方雖然讓步，但是同時也加上其他學者對於中華民國提供資料

不表贊同的研究，以表示美方的觀點。例如「草堂十志圖」，高居翰和李佩一再研

商，認為故宮專家也曾經著述提出質疑，美方不能沒有懷疑。88此時對於帝王的印

信也不再迷信，例如美方對於宋徽宗的簽字、蓋印並不相信，即使有宋徽宗的簽

字蓋章，只要畫風不合，也都認為是後人或畫師的作品。兩者的分歧在於故宮對

於歷代的著錄仍然非常重視，美方卻運用西方的風格分析法，否定故宮所提供的

鑑定意見。這份展品編目經過雙方多次協定，最後經過華盛頓國家美術館館長華

克（John Walker）和李佩的同意，總共修訂了五十處之多。 

另外，由於語言的隔閡與文化的不同，目錄中詩詞與畫名的翻譯也有許多爭

                                                 
84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07。 
85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 
86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4。 
87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 
88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美方質疑年代的作品還包括「職貢圖」、「明

皇幸蜀圖」、「草堂圖」、「秋林群鹿圖」等，這些作品皆為佚名，故宮鑑定的年代都較早，是重要的

作品。但美方卻認為這些可能只是後世的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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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89特別是美國學者對於中國藝術的研究與看法，在故宮人員李霖燦與譚旦冏眼

中並不以為然。例如譚旦冏就認為這些新進的中國通 

則是用歸納和分析比較的方法去研究中國藝術中某一小部分，但是他們的

材料是根據一些前人的論述，再加以評判，採取些別人翻譯的文字，來做

論據的依據。固然，他們的方法是對的，有時也有精闢的見解，找出「發

前人所未發者」；然而，有時不免覺得有些間接似的，彷彿「隔靴搔癢」，

不能找到真正的要點，甚而因為依據所採取材料的原本謬誤跟著謬誤下

來。90 

李霖燦提到 

我們對西方學者那一套放大鏡米達尺主義，一向是有點看它不起，認為這

是一種由外向內的打法，這種方法能探到真理核心幾許，不但認為極有限

制，而且受了材料的影響，有時還會迷失了正確的結論。91 

特別是西方非常強調作家的簽名，但是中國卻未必有留下簽名的傳統，因此美方

以簽名與風格來鑑定展品真假的方式，在故宮眼中，往往是相當「主觀」的。 

另一方面，高居翰原本希望中華民國對於英文目錄後的參考書目提供意見，

但是沒想到駐美大使館卻以「選列難週，且有被人誤解為暗寓褒貶之虞」為由，

拒絕美方的要求。卻不知道這樣的作法，其實是將文物的詮釋權拱手讓給美國。

在中國藝術史的研究上，既然沒有列上中華民國或故宮這邊的參考書目，對於書

畫的年代真假鑑定只能透過美國單方面提供的訊息，而且對於這些作品的解說也

只有美國方面的意見。如果能夠將中國藝術的重要著作或相關研究，例如李濟的

著作《小屯第三本 殷虛器物 甲編 陶器：上輯》（1956）、《西陰村史前遺存》(1927)、

《中國民族的起源》(1923)、《中國文明的起源》(1957)等等，或是故宮出版的著作

例如《中華文物集成》（1954）、《中華美術圖集》（1955）、《故宮書畫錄》（1956）、

《故宮銅器圖錄》（1958）、《故宮名畫三百種》（1959）。等列入或許會更好。 

除了英文目錄之外，參與目錄編輯與展覽作業的高居翰，剛好才推出他的著

作《中國繪畫史》。高居翰曾經就讀密西根大學，在日本看畫研究一年，也曾到過

台中北溝看畫，早期研究的主題是元四大家。他因為寫了《中國繪畫史》而聲名

大噪，他在這本書開拓中國藝術史的新領域，以繪畫風格來討論中國藝術史，使

                                                 
89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96。 
90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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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走向一個新階段。而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其實和博物

館、作品的整理與出版有很大的關係。許多收藏在五十年代開始公諸於世，在美

國美術館和私人收藏逐漸建立；在日本出版工作的進行，並且對於像高居翰這樣

的研究者公開；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故宮博物院的開放。高居翰在史開拉的贊助下，

在 1959 年到故宮拍攝了《中國繪畫史》這本書中的圖片，並且在王季遷與李霖燦

的陪同下，參觀了故宮的收藏，使得過去無法親眼看到作品的限制得以解決，因

而和過去中國藝術史研究相比有了劃時代的成績。92 

這本書裡面有圖版將近 100 幅，在當時是歷來圖版最多，而且效果最好的，所

以自然引起西方學者的注意，也使高居翰成為研究中國藝術的名人，他的書在會

場中的售價更高達 27.5 美元。93過去喜龍仁的七大冊《中國繪畫：重要大師及原則》

也曾經使用故宮的照片，但是在數量上與品質上完全不能和高居翰的書相比。《中

國繪畫史》中近 100 張圖片裡，有 40 張是採自故宮博物院的畫作，而這些圖片剛

好和展品大致吻合，因此，觀眾可以參考高居翰的解說來欣賞展覽。除此之外，

國家美術館在展場還配合高居翰的錄音解說，為觀眾進行導覽，這些措施將在下

文有進一步的討論。 

    佛利爾美術館也利用這次展覽，拍攝書畫展品的細部剖析，用於研究及教學。

包含以器物為主的兩套幻燈片，一套 295 張，製成 70 份，只供給學校及教學機構，

需要公函證明才能購買，每份售價 75 美元，這是為研究製作的幻燈片，在高居翰

還沒得到故宮博物院准許建立幻燈片圖檔前，是西方研究藝術的專家及學者的資

料來源。94另外一套是書畫的細部，每套有 600 多張，但是只製成兩份，為八乘十

吋的黑白底片，一份給中華民國，一份留給佛利爾美術館。國家美術館則由奧絲

苔夫人（Mrs. Elizabeth Ostertag）負責主持拍攝五十張選粹發售，主要為繪畫和瓷

器，每件製成兩百到四百份出售。95  

《故宮名畫三百種》則據說是由於售價太貴，一本要價高達台幣 176.5 元，因

此在展覽期間僅售出約 85 部，這本書更多是用來贈送給各國元首及名流。96不過

                                                                                                                                               
91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26。 
92 高居翰著，李渝譯，《中國繪畫史》，頁 8。 
93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06。 
94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6。 
95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35。 
96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但是筆者認為未必是如此，因為如果以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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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術研究上，仍然有極重要的貢獻。日本學者古原宏伸就曾經提到日本學者，

例如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米澤嘉圃和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島田修二郎想撰寫中國

藝術史或中國畫的研究，但卻苦於日本收藏的中國作品不夠豐富，幸好 1960 年《故

宮名畫三百種》在日本印刷，而米澤嘉圃出版的《中國の繪畫》中很多插圖就取

自《故宮名畫三百種》，被視為是日本出版以來，最佳的中國繪畫史。另外，還有

部分研究資料則取自展覽目錄，因此，這些著作或多或少對於日、美及歐洲學者

研究中國藝術，提供一定程度的貢獻。97 

 

（四）美國博物館安排的演講與活動 

除了展覽目錄之外，美方博物館也注意到展場文字的解說並不多，因此另外

安排了許多演講。例如在國家美術館的中央陳列廳中，就有高居翰主講十二幅作

品的解說錄音，包含：巨然的「秋山問道圖」、「明皇幸蜀圖」、范寬的「谿山行旅

圖」、郭熙的「早春圖」、陳居中的「文姬歸漢圖」、文同的「墨竹圖」、夏圭的「溪

山清遠圖」等等。98 另外，各大博物館還分別安排許多場演講，演講的詳細內容

如下： 

 

時間 地

點 

主講人 題目 內容 出

處99 

1961 

6.4 

國

家

美

術

館 

璞博 「中國故宮寶藏」 

Treasures from the 

Chinese Imperial 

Collection 

首先，說明中國文化連續性之可

貴，其次，談到故宮的收藏主要來

自宋徽宗與清高宗的收藏。並放映

幻燈片，尤其著重介紹宋代畫作與

汝窯瓷器。最後還有故宮文物抗戰

以來的遷移路線圖。 

100

、

101 

6.11 國 高居翰 「千年中國繪畫」 運用幻燈片介紹中國山水畫。 106 

                                                                                                                                               
價來說，高居翰的《中國繪畫史》比《故宮名畫三百種》的價格貴了 6 倍不止，因此或許原因仍值

得商榷。 
97 古原宏伸，〈近八十年的中國繪畫史研究的回顧〉，《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台

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組，1992），頁 549。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名畫三百種》（日本：大塚巧

藝社，1960）。米澤嘉圃，《中國の繪畫》，《世界名畫全集》17 卷（日本：平凡社，1960）。 
98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01。 
99 本表資料主要引自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在此註明頁數方便讀者查找，如果有更詳細的

資料，則另外附加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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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美

術

館 

The Centuries  

【原文誤為

Conturies】 

of Chinese Painting 

 

10.8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吳訥孫

Nelson 

I. Wu 

「中國名畫現身說

法」 

Chinese Painting 

Addresses Audience 

【原文誤為 Adresses 

Audiance 】 

同樣有幻燈片放映，詳細比較介紹

這次展覽名畫的精奧。對於西方人

士瞭解中國藝術有很大幫助，也是

很有力的宣傳。 

191 

10.11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曾憲七 「中國藝術寶藏」

Art Treasures of 

China 

 

是一場特約演講，對

象是博物館的會員 

先描述國寶收藏及搬遷經過，然後

逐件介紹中國名畫的作者、年代以

及特色。有幻燈片並和波士頓的收

藏精品做比較。 

193 

10.15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李雪曼 中國畫的思路與筆

法――林木篇 

Mind and brush,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in 

Chinese Painting 

先簡述中西繪畫，特別是風景畫的

異同，然後用幻燈片摘取中國畫中

的山石林木的細部，並和西歐名畫

相比較，來說明中國畫的構圖與筆

法。100 

195 

10.22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加拿大

多倫多

藝術館

東方部

主任

Henry 

Trubner 

宋、明瓷器 有放幻燈片。 204 

10.26 大

都

高居翰 論中國繪畫的幾個

特徵 

類似第二場在國家美術館的演講

內容，有運用幻燈片。 

 

                                                 
100 詳細內容刊登在李雪曼，〈中國畫中的「林」與「木」―構圖與筆法―〉，《故宮季刊》1：2（民

國 55 年 10 月），頁 1-11（英文版頁 1-14 並附有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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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博

物

館 

Some useful 

distinctions is 

Chinese paintings 

12.3 波

士

頓

美

術

館 

席克門 故宮名畫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Old Palace 

Collection 

先由中國繪畫工具的特點講起，然

後利用幻燈片詳細介紹展覽的人

物畫和山水畫，說明中國畫造詣高

深，最後強調這次展覽的難得可

貴。 

235 

12.5 波

士

頓

美

術

館 

席克門 故宮名畫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Old Palace 

Collection 

同第八場。  

 波

士

頓

美

術

館 

璞博 中國國寶的背景及

評介 

Chinese National Art 

Treasures 

Background and 

Comment 

和第一場類似  

1962 

1.9 

波

士

頓

美

術

館 

璞博 中國國寶的背景及

評介 

Chinese National Art 

Treasures 

Background and 

Comment 

和第一場類似  

2.15 芝

加

哥

美

術

館 

璞博 中國國寶的背景及

評介 Chinese 

National Art 

Treasures 

Background and 

Comment 

和第一場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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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芝

加

哥

美

術

館 

璞博 中國國寶的背景及

評介 

Chinese National Art 

Treasures 

Background and 

Comment 

和第一場類似 260 

2.21 芝

加

哥

美

術

館 

大學美

術史教

授斯德

本神父

H. A. 

Vanders

tapen 

元代以前中國繪畫 運用在華府攝製的幻燈片。 291 

2.23 芝

加

哥

美

術

館 

斯德本 明、清的中國繪畫 運用在華府攝製的幻燈片。 291 

3.15 芝

加

哥

美

術

館 

斯德本 介紹展品 運用在華府攝製的幻燈片。 301 

5.9 舊

金

山

博

物

館 

高居翰 中國山水畫 先以長沙出土的繪畫奩、南京出土

的竹林七賢畫像揭示中國山水畫

的原始雛形，並以佛利爾博物館的

博山爐蓋山石人物的刻鏤為例。以

此次展品中「明皇幸蜀圖」揭示山

水畫的來臨，由五代趙幹的「江行

初雪圖」至巨然、范寬、郭熙等巨

匠的出現，顯示山水畫的黃金時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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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南宋則以夏圭的「溪山清遠卷」

說明其造詣，元代以趙孟頫的「鵲

華秋色圖」以及黃公望的「富春山

居圖」說明文人畫的趨向日重。明

代以戴進的「春遊晚歸圖」與唐寅

的「山路松聲」，以至清代四王到

吳歷、龔賢而終。以外國學人的眼

光論述中國畫，提出不少新的觀

點。中間則放映展覽的名作。101 

1.15 舊

金

山

博

物

館 

高居翰 中國的人物、花鳥畫 除了山水之外其他幾乎都介紹，分

成人物畫、花鳥畫、動物畫。人物

畫是由六朝上溯漢朝，展覽中的作

品以「宮樂圖」為首，敘述唐人服

飾及其身段表情，繼之以「秋庭戲

嬰擣衣圖」說明南宋大家的造詣，

元、明以降，倪瓚畫像及陳洪綬的

「隱居十六觀」，說明寫實到寫意

的演變過程。花鳥畫則以黃居寀的

「山鷓棘雀」為首，繼以崔白的「雙

喜圖」和徽宗的「竹禽圖」相互比

較，李安忠「竹鳩圖」和無名氏的

「梅竹聚禽圖」的印證，然後以明

代呂紀之的「秋渚水禽」說明院畫

的轉變。 

動物畫由易元吉的「猴貓圖」到李

迪的「狸奴小影」及沈周的「墨戲

圓貓」，由惠崇之的「秋渚雙鴛」

經陳琳的「溪鳧圖」到沈周的「墨

鴨」，說明由寫實到寫意的平行演

變，最後還提到墨竹。102 

340 

5.17  高居翰 中國的院派畫 在加州大學，以展覽會中的幻燈片

做說明。 

 

                                                 
101 相關內容與圖片詳見高居翰著《中國繪畫史》。 
102 相關內容與圖片詳見高居翰著《中國繪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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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高居翰 中國的文人畫與現

代抽象畫 

將寫意畫和正統畫派對比，特別介

紹禪宗畫和楊州八怪的作品從王

庭筠的「幽竹枯槎卷」、梁楷的「潑

墨仙人」、徐渭的「潑墨葡萄」、八

大山人的花鳥、石濤的山水，並和

現代抽象畫相比。103 

341

、

342 

6.6 舊

金

山

博

物

館 

考維爾

夫人 

中國之山水畫與西

方之風景畫 

利用幻燈片做介紹。  

6.15 舊

金

山

博

物

館 

艾克 

教授 

中國畫 

Chinese Painting 

中國書法與近代抽象畫的印證比

較，畫取自梁楷、徐渭潑墨的作

品，雖然沒有使用幻燈片，卻報告

作品在陳列室的號碼，希望聽眾自

己到畫廊去印證。 

364 

 

從這些演講主題可以發現，美方的解說與演講焦點集中在書畫，強調這些不

被中國之外的世界認識、了解的書畫，特別是宋代的大型山水畫。以瓷器為中心

的藝術觀點已經被逐漸取代，繪畫成為展覽的主軸，宋、元山水才是中國藝術代

表的概念一再重複，汝窯也取代青花磁成為介紹的重點。另一個特色是幻燈片的

使用在此時大量出現，使得中、西藝術的比較，與畫作細部的討論研究更方便進

行。也由於幻燈片的運用，研究中國藝術得以從風格進行討論，而不再僅限於文

字的描述或是藝術家的傳記介紹。和倫敦藝展羅蘭士邊仁只能從中國繪畫的精神

來說明中國藝術的特色，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可惜的是，倫敦藝展還有鄭天錫

的演講，赴美展覽時，解說權則完全掌握在美方的手上，中國連演說者都沒有，

故宮的人員只有在表演活動中才得以呈現自己，下文將有更詳細的說明。 

    除了博物館的演講外，博物館另外還舉辦了許多相關的活動。例如佛利爾美

術館為配合展覽，舉行多次講演會，當中以 1960 年 6 月 12 日的中國古銅器講演

                                                 
103 相關內容與圖片詳見高居翰著《中國繪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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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最重要。講演會招待紐約、波士頓、堪薩斯、劍橋等全美專家討論銅器，不僅

有化學分析銅器的成分比例，還有銘文的研究。104大都會博物館舉行預展酒會，

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以及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史蒂文生、亨利魯斯以及各

博物館的館長都到場。105在波士頓展覽時，喜龍仁在哈佛大學以中國雕刻的真偽

辯證為題發表演講。106另外，福格美術館館長羅越博士也以這次展覽為題，在哈

佛發表演講。107芝加哥美術館則舉辦全美國的美術設計家會議，由李霖燦出面回

答美國專家對中國藝展所提出的問題，並在晚餐後開放參觀。108舊金山博物館在

展覽前三個月，就每天數次利用佛利爾美術館拍攝的幻燈片解說，內容著重於繪

畫和瓷器的說明。109 

    芝加哥美術館為配合展覽，舉行的演講還包括110： 

 

演講者 日期 演講場所 

Miss Gentles 1962.2.21 Mills College 

Miss Gentles 1962.3.6 Illinois Chapter, Home Fashions League 

東方部主任蘇維爾氏（Mr. Swell） 1962.1.30 Barrington Associates 

東方部主任蘇維爾氏 1962.2.20 Standard Club 

東方部主任蘇維爾氏 1962.2.22 Antiquarian Society 

東方部主任蘇維爾氏 1962.2.23 Contemporary Club 

東方部主任蘇維爾氏 1962.3.13 Women’s Athletic Club 

東方部主任蘇維爾氏 1962.3.20 Hinsdale Associates 

東方部主任蘇維爾氏 1962.3.23 Wayne-Geneva Associates 

東方部主任蘇維爾氏 1962.3.28 Winnetka Garden Club 

 

各博物館針對展覽相關配合的活動數量相當多，形式上則有研討會、演講以及各

式會議，對於展覽的宣傳應有一定的效果。 

                                                 
104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39。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07、108。 
105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64-165。 
106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62。 
107 李霖燦，〈國寶在波士頓城〉《自由談》13：3，頁 11。 
108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90。 
109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6。 
110 芝加哥美術館提供檔案。 



 167

（五）中華民國政府的宣傳與活動 

除了美國博物館安排的演講活動之外，中華民國政府也安排了宣傳與介紹活

動。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曹文彥為了配合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提議宣傳中國

文化的作法包含： 

1 配合展出博物館在展出所在地，舉行專題演講介紹我國文化。 

2 放映介紹我國古藝術品之電影，例如「清明上河圖」。 

3 介紹關心中國文化的人士前往參觀。 

4 在留美通訊上介紹並報導展覽情形。 

5 如果展覽有盈餘希望能撥給中華民國在美文化社團加強中美文化交流。 

6 拍攝古藝術品的電影及幻燈片等等。111 

    針對類似的建議，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曾經向教育部借了七部影

片，在行政院新聞局放映之後，經教育部與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選定「中

國美術概觀」、「中國歷代雕刻」、「玉刻」、「中國歷代陶器」、「中國古代銅器」等

五部到美國放映。112此外國家美術館放映三捲影片，第一卷為玉器，說明玉器製

作過程，第二卷是銅器，所用銅器多為美國博物館的收藏，第三卷是在台灣拍攝

的「清明上河圖」。113這些影片多為戰後旅美華人在美國拍攝，取材於美國各博物

館對於中國藝術品的收藏。當時中華民國認為放映這些影片，不但可以配合展覽

的宣傳，同時也可以為各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文物宣傳。114除此之外，美國新聞總

署還替展覽拍攝一部「中華文物國寶」的新聞短片，然後到各處宣揚，內容說明

由翁萬戈負責主持，即使展覽結束，仍然繼續播放，後來還在台灣美國新聞處演

講時使用。115另外，也有放映中國書法的電影，是由翁萬戈與張書旆表演116。紐

約教育電台則在展覽全部閉幕之後，拍攝一套電影，還有電視廣播。117 

電視節目介紹部分，在波士頓美術館展覽時，由館長魯斯本（Perry T. Rathbone）

                                                 
111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112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

覽〉，檔號 194/81。教育部選擇「中國美術概觀」、「中國歷代雕刻」、「玉刻」、「中國文物」、「中國

歷代陶器」、「中國古代銅器」、「中國古典樂」等七部影片。 
113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14。 
114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6。 
115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63、79。 
116 李霖燦，〈國寶在波士頓城〉《自由談》13：3，頁 11。 
117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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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總介紹，曾憲七介紹中國畫，周方講解陶瓷。118廣播宣傳是在華盛頓的「美國

之音」，由李霖燦介紹展覽繪畫的精華，譚旦冏簡述「銅器與瓷器」。119舊金山迪

楊博物館展覽時，李霖燦和林世昌（Mr. Lindstron）主任到柏克萊（KPFA）教育

廣播電台作中國藝展的錄音廣播，由加州大學教授法國人達祥西提問。另外由葛

魯伯氏（Mr. Gruber）負責拍攝立體影片。 

除了電影、電視與收音機之外，故宮隨展人員還必須為觀眾鑑定、解釋中國

畫。120在展場負責解說的，除了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外，就是中華民國大使館的職

員，因此解說的重點與內容，與中華民國對於展覽的定位是一致的，也就是宣揚

中華文化以及提高中華民國的形象。121 

另外，向華僑宣傳也是展覽的重點之一，為了讓海外的僑民支持中華民國政

府，因此故宮的人員曾經舉辦多場演講與晚宴。例如： 

 

時 間 宣         傳         活         動 出處122 

1961.5.20 

 

華府中華會館華僑團體要求前往講解中華文物，對象主要是廣東

的華僑，以英文演講，配上中文講稿解說以及幻燈片。 

71、83 

1961.10.2 

 

到中國城拜會僑領，由楊雲竹公使致詞闡述展覽會的意義，並感

謝紐約華僑的熱烈支持，游建文總領事和鄭天錫大使都出席。 

180 

1961.10.20 

 

晚上八點蔣彝對中國同學會演講，主題是「中華文物」，使用佛

利爾美術館攝製的幻燈片，只用國語開場，以英文講解。 

203 

1961.12.1 中華公會設宴招待江易生公使和李霖燦等人。 234 

1962.2.15 芝加哥華僑團體宴請蔣廷黻。 288 

1962.2.25 芝加哥華僑團體邀宴。 292 

1962.3.10 為芝加哥大學中國同學會以幻燈片介紹國寶展覽。 300 

1962.4.16 莊尚嚴和楊雲竹公使去拜訪僑領團體和新聞界。 325 

1962.5.8 莊尚嚴、那志良和李霖燦在《金山時報》上寫展品介紹，希望引

起僑胞的注意。 

335 

1962.5.14 參加中國城僑領的宴會。 339 

                                                 
118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38。 
119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74。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37。 
120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03。 
121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85。 
122 本表資料引自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為方便讀者查找，皆註明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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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6.8 

 

舊金山僑領邀請演講國寶，楊公使報告展覽概況，李霖燦以幻燈

片講名畫，另外安排李霖燦和那志良幫忙鑑定畫及瓷器、玉器。 

358 

 

    從這些活動可以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僑界的重視，當時國民黨政權在海外

設立據點，不僅主張道統，並且強化蔣中正以及國民黨的地位之外，還透過海外

的宣傳使國外瞭解正統文化的所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地位在國際上日趨動搖，藉

由文化向國外爭取對中華民國的瞭解與認同，似乎是相當合理的作法。123  

當然不止是僑界，外交的招待與酒會也不少。當時在美國展覽舉行的招待酒

會花費就高達美金四千元，由教育部與外交部各分擔美金兩千元。124由於展覽的

目的是多重的，並不僅僅只是單純文化交流，更希望透過展覽來宣揚傳達「外交

活動」以及「文化宣傳」。每個博物館開幕酒會大約就花費八百美金，由葉公超和

當地博物館主持人舉行招待會，同時也在雙橡園邀宴。125因為外交部人員認為這

項展覽「為國際人士所重視，宜利用此一機會擴大宣傳。」所以各項外交宣傳與

形象也就免不了借用古物展覽來推動了。126例如中美文化協會的會長恒慕義（Dr. 

Arthur W. Hummel）為展覽舉行一個酒會介紹，請到高居翰演講，講題是中國繪畫，

並有幻燈片放映，而中、美各界許多高層都到場。127  

由於西方觀眾對於中國藝術的陌生，為了讓觀眾對中國藝術有更多的認識與

瞭解，因此舉辦了許多場的演示。例如在波士頓美術館就替蔣夫人的母校衛斯理

女子學院（Wellesley College）表演中國書法和繪畫，由那志良表演書法，李霖燦

表演繪畫。128雙十節舉行國慶晚會，中國藝展的陳列室全部開放，有許多人前來

參觀，包含贊助人亨利魯斯的妹妹，所以又表演了製陶和書畫。129大都會博物館

也藉展覽的機會，私下招待他們的特約會員，一共有 964 人，都是捐款在 1,000 美

金以上的人，既是博物館的贊助人也是有錢人。在這場「中國之夜」中，觀眾不

僅可以參觀中國國寶，同時放映中國京戲影片，由那志良和李霖燦當眾表演書畫，

                                                 
123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頁 93。 
124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 
125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94。 
126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 
127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76-78。 
128 李霖燦，〈國寶在波士頓城〉《自由談》13：3，頁 10。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19。 
129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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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方講解，並且示範製作陶器，這樣的「表演」一個晚上連續三次。130 

當然這樣的表演具有一定的宣傳效果，因為不管怎麼解說，要讓沒有見過毛

筆，對中國水墨畫也沒有認識的觀眾瞭解，真的會遇上許多困難。例如李霖燦就

曾經提到外國人對於中國畫不瞭解的問題包含：印章的使用；繪畫材料的使用，

因為中國用絹來作畫，外國人沒用過；畫的形式則為捲軸，他們也很陌生；使用

的顏料也不同；如果是故事畫則需要說明；文房四寶的種類與用處也是一個問題。

131而在博物館中現場演示，請畫家當眾揮毫，不僅讓觀眾印象深刻，同時也對於

中國的文化與藝術有進一步的認識。透過這樣的示範，使得中國的藝術與文化能

夠更容易被西方人士所瞭解。 

 

（六）小結 

從中、美的眾多宣傳活動中，不難發現雙方對於「包裝」的方式與強調的重

點各不相同，但是宣揚展覽的目的卻是一致的。從新聞雜誌的介紹，可以看到中

華民國政府如何經由媒體宣傳，塑造國家與文化的形象。經由圖錄、明信片、幻

燈片的發行，也讓展覽的影響力更廣更久。展覽的目錄，和倫敦藝展的目錄也有

了很大的不同，由於美方從西方風格演變與歷史背景，討論中國藝術，因此藝術

與審美的氣息濃厚。展覽目錄對於展品的介紹不僅詳細，而且比起倫敦藝展的解

說更為深入。當然不只英文目錄，高居翰的《中國繪畫史》與《故宮名畫三百種》

也對後來的宣傳與學術研究也有相當程度的貢獻。書籍之外，演講、解說、研討

會、電視、廣播都是宣傳的管道之一，而書法、繪畫的演示，則使西方觀眾更深

入瞭解中國藝術。但是展覽對於展品的詮釋並不僅僅如此而已，在展覽之後，中

華民國政府安排了許多後續的宣傳活動，為了瞭解這些活動的內容與影響，將在

下一個章節有更進一步的探討。 

                                                 
130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84。 
131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