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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三節  後續的宣傳活動 

 

（一）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復館 

前文已經就中華民國與美國博物館對於展覽所做的一連串宣傳加以介紹，至

於如何配合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進一步宣揚中國藝術與文化，則是中華民國

政府關心的另一個議題。由於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效果良好，因此政府積極促成

外雙溪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希望造成更大的效果。下面是北溝和外雙溪故宮的陳

設布置照片，透過兩者的比較，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前後兩個展場的展示方式已

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不同。外雙溪故宮新館不僅更重視燈光的效果，讓整個展覽更

為寬敞明亮，同時也為許多展品特別設計單獨的照明。每一件展品擁有更大的空

間，展示文物的區域經過特別規劃與設計，同時訂製展示櫃來提高展品的價值。

而每一種文物也專門規劃不同的展示區域，區分書畫陳列室與銅器陳列室，和北

溝故宮混雜各種類別，以及狹窄、擁擠的展示方式有了極大的轉變。如果我們推

測這樣的轉變是受到中國古藝術品在美國展覽的影響，或許就相當的合理了。 

 

 

圖 4-3-1 北溝故宮陳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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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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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外雙溪故宮銅器陳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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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圖 4-3-3 外雙溪故宮書畫陳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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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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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長期以來，已經知道公立藝術博物館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並且對

一個物質充裕的國家而言是必備的富庶品。而這樣的看法也影響了第三世界的軍

事獨裁者，變成表示「我們是一個可靠的政治盟友」的政治工具。例如菲律賓的

馬克仕總統只花一個星期就完成一個現代美術館，因為國際貨幣基金委員會將在

馬尼拉召開。伊朗國王也花費七百萬美金建築當代美術館，而且館內的館員幾乎

都是美國人或是接受美國博物館訓練的專業人士。根據該館館長的說法，該館不

過是眾多政治宣傳工具之一。132因此令人好奇的是，在 1960 年代故宮扮演的角色

為何？政府又是如何看待故宮的藏品？中華民國政府希望透過故宮在外雙溪故宮

復館達到怎樣的目的？或許我們可以檢視故宮在外雙溪復館的情形，以及首任院

長蔣復璁的言論，來探討故宮象徵的意義。 

士林外雙溪故宮的正式名稱是「中山博物院」，原本是為了紀念國父孫中山先

生，只是成立至今對外行文一律使用「國立故宮博物院」。原本擔任故宮博物院管

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雲五就曾經指出「故宮博物院連同所藏古物遷回大陸後，

此一宏偉建築，將永遠保存，發展為台省專設的博物院」。133當時並不打算另外建

立一座博物館，而是承襲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不管是內容或是名稱），確實是特別

的現象。因此，故宮博物院在外雙溪所蓋的新館，就是暫時作為「中華文化」傳

承的銜接點，等到光復大陸，再遷回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但是在此之前，外雙溪

新館就是代表國立故宮博物院。這和我們對於博物館的概念有一些不一樣，一般

博物館或美術館通常被視為「永久的」，可是在這個例子，它卻是暫時的，等到光

復大陸，不但名稱改變，就連藏品、性質也完全轉換變成一個地方性的博物館。134 

如果我們討論其設立的目的，依據前故宮院長蔣復璁的說法，由於政府財政

困難，所以在 1950 至 1956 年間，故宮主要任務是負責文物保管，對於公開展覽

與對外宣揚的計畫並不積極。在中外人士的要求之下，才開辦了一個小型的陳列

室。135這樣的情況等到 1965 年士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開放，才有比較大的改善。

雖然中間北溝有短暫開放展覽，但是因為交通不便，而且開放天數不多，因此，

還是以保管做為故宮博物院的工作重心。 

士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在選擇館址的考量上，也和一般博物館設在都市

                                                 
132 Carol Duncan, Art Museums and the Ritual of Citizenship, Routledge, 1991,p.279 
133 行政院於民國 54 年公布「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臨時組織規程」中第三條的規定。 
134 周密，《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建制與沿革》，頁 141。 
135 蔣復璁，〈總統維護中華文物安全的史實〉，《珍帚齋文集》，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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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靠近市區，方便市民使用，發揮社教功能的作法有很大的歧異。故宮的功

能保存重於展覽，所以位置靠近山區，方便防空、防盜、防火。設計故宮博物院

的黃寶瑜就認為「……吾人認為故宮與中央博物院，是國家的特藏博物館，與一

般作為社教中心之都市博物館性質不同，它的任務，保存重於展覽，因此構築儲

藏的山洞為建館的必要條件。」136為什麼保存故宮文物會這麼重要呢？正是因為

這些藏品代表「國寶」，也是「中華文化」的代表，既然是國家民族的象徵，自然

不能為了教育功能而有所損害。外雙溪新館興建的第一批經費就高達六千兩百萬

元，但是當時新台幣的總發行額不過數億而已。如果不是因為背後象徵的特殊意

義，很難想像為什麼政府會花費高昂的經費，建立一座臨時，而且不久之後性質

將可能完全轉換的博物館。137 

而且不論是北溝的陳列室或者是外雙溪的新館，美國都支付大量的金額協助

博物館的建立，除了如前文所述，主要是為了塑造中華民國是「傳統中國文化」

代表之形象，並希望提升「自由中國」的國際聲望，同時也可以增加美國在遠東

的影響力。但是中華民國政府或者蔣中正本人又是如何看待故宮的呢？仿效 1942

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主張將文藝和民族

解放兩者結合，為後來的文藝政策定調，蔣中正也在 1953 年 11 月發表了〈育樂

兩篇補述〉，對於過去認為藝術只是個人修養的看法表示不足，還希望將「美術當

作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上重大的問題來研討」。也就是說，藝術對於國家來說，既

不是單純的欣賞，也不能憑個人的好惡而左右，而是國家對於社會、文化的建設。

138因此，與其認為外雙溪新館是一間公眾博物館，倒不如說是國民黨政府利用美

援來打造一個官方政治宣傳的工具，並且建構出希望呈現給世界以及台灣住民「觀

看」的形象。而這樣的現象可以從故宮博物館中透露的幾個訊息，包含蔣中正保

護贊助文化的形象以及故宮文物和國家正統之間的關係，有更清楚的說明。當然，

這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根據學者研究，例如法國大部分博物館都是由羅浮宮

監督，有些國家的中央政府不願新設博物館，也不願地方自行建立博物館，在許

                                                 
136 黃寶瑜，〈中山博物院之建築〉，《故宮季刊》1：1（民國 55 年 7 月），頁 70。 
137 周密，《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建制與沿革》，頁 142。王世杰，〈故宮的文物〉，《故宮季刊》1：1，

頁 80。索予明，《漆園外摭：故宮文物雜談》（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 519。 
138 蔣復璁，〈總統蔣公對於藝術的貢獻〉，《珍帚齋文集》，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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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博物館和學校一樣，被視為政府權力的延伸。而在非洲許多政府建立的

博物館，主要都是因為其具有宣傳價值。139 

首先，設計故宮博物院的黃寶瑜對於博物館地點的選定，除了因為安全因素

之外，另一個理由是「自台北國際機場三十分鐘可達，即使對於匆忙過境的國際

觀光客，亦稱便利。」。140而之所以選擇多雨潮濕的台北，而非氣候較適合的台中，

理由也是因為台中「不適于國際人士觀光之需要」，由此可見故宮博物院對外宣揚

展示的企圖。141 

除此之外，故宮前院長蔣復璁曾經針對故宮和文化、國家等主題討論的文章

很多，例如〈總統（這裡指蔣中正）維護中華文物安全的史實〉、〈蔣總統維護文

物與制禮作樂〉、〈總統蔣公與故宮博物院的關係〉、〈總統蔣公對於藝術的貢獻〉、

〈發揚民族精神喚醒國魂〉、〈復興中華文化的要義〉等等。142蔣復璁從文化藝術

與博物館的角度來討論故宮時，曾經提出幾個特殊的觀點。首先，一般人只要提

到「國寶」，就會想到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一般人不說去參觀文物，而說去參觀「國

寶」。故宮收藏的文物，不僅被視為中華民國的瑰寶，同時，也是東亞與世界文化

的重要遺產。143蔣復璁認為國寶不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也不是有錢值錢的東

西，而是「代表中國文化」，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具體表現。144這些文物在對日八

年的抗戰中能夠保存下來，並躲過中共的破壞來到台灣，蔣中正的功勞可以說是

最大。蔣復璁一再提到蔣中正如何維護中華文物安全的偉大貢獻，他認為「幸好」

蔣中正有先見之明，知道中共會破壞文化，因此提早將這批文物運往台灣。因為

如果留在首都，一定會遭到破壞，造成民族的歷史文化淪於萬劫不復。這樣的觀

點，不僅在 1960 年代被美國報導所指出，即使到了 1996 年之後故宮博物院再度

                                                 
139 喬治艾里斯博寇（G. Ellis Burcaw）著，張譽騰等譯，《博物館這一行》，頁 52。 
140 黃寶瑜，〈中山博物院之建築〉，《故宮季刊》1：1，頁 70。 
141 王世杰，〈故宮的文物〉，《故宮季刊》1：1，頁 79。感謝口試老師提醒，故宮之所以受到重視，

是因為當時希望以故宮博物院來帶動觀光，不見得和政治或文化有那麼密切的關係。但是筆者認為

觀光正是對外宣揚一個國家的形象，同時藉由博物館來呈現中國文化的偉大與悠久，這樣的概念和

政治或文化的宣傳其實是不謀而合的。即使到了今天，台灣最為世界所知的不正也是台北故宮博物

院的珍藏嗎？ 
142 參見蔣復璁，《珍帚齋文集》包含〈國父思想與中國文化〉、〈國父繼承中華民族道統的淵源〉、〈總

統（這裡指蔣中正）維護中華文物安全的史實〉、〈蔣總統維護文物與制禮作樂〉、〈總統蔣公與故宮

博物院的關係〉、〈總統蔣公對於藝術的貢獻〉、〈發揚民族精神喚醒國魂〉、〈復興中華文化的要義〉、

〈弘揚社教功能復興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即中華文化之復興〉、〈中國的歷史文化是什麼〉、〈中華

民族的根〉、〈中華文物與中華文化〉、〈閒話國寶〉、〈展覽的旨趣與發展〉等等。 
143 蔣復璁，〈總統維護中華文物安全的史實〉、〈蔣總統維護文物與制禮作樂〉、〈總統蔣公與故宮博

物院的關係〉、〈總統蔣公對於藝術的貢獻〉，《珍帚齋文集》，頁 16-42。 
144 蔣復璁，〈閒話國寶〉，《珍帚齋文集》，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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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美國與法國展覽時，媒體與報導仍然持相同看法。145 

其次，他認為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正統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道統，繼承道統

的條件很嚴格，歷史上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國父與蔣總

統。146蔣中正雖然已經失去中國的領土，但是因為他繼承了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國父一路下來的道統，因此他才代表中國的「正統」。蔣復璁一

再談及蔣中正對故宮博物院非常關切，常常到訪故宮博物院，而且對於出版刊物

的印刷、宣傳、文物的保管與開放展覽都十分在意，他認為是因為蔣中正重視中

華文化的緣故。147可惜蔣復璁卻未能回答為什麼蔣中正會如此在意中華文化，正

是因為故宮象徵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代表的意義就是正統與道統，因此擁有故宮

的文物，就表示掌有中國的正統。 

中國從清末民初以來受到西方文化衝擊，因此轉而檢討傳統中國文化。但是

這種檢討，主要是對於傳統文化一味貶抑，並沒有深入去反思定義、界定中華文

化。即使政權不斷轉換，並沒有人會質疑主政的政權（不論是北洋軍閥或是國民

政府）是否足以代表中國。但是，當國民政府播遷到台灣之後，在失去領土與政

權的現實之下，卻必須和擁有領土與政權的中共政府爭奪代表權，因此，什麼才

「真正」代表中國，就成為重要的討論議題。國民政府試圖以中華文化作為自己

代表中國的證據，但是什麼才代表中華文化呢？這需要經過許多論述才能建構出

文化的想像。故宮收藏的文物原本只是各朝代帝王的私人收藏，但是在民國建立

之後，故宮逐漸轉變成為國家與民族的象徵，中華民國政府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當

性，進一步強化這種概念，因此更積極將故宮變成展示中華文化以及「文化中國」

的具體證據。 

這樣的概念在李霖燦回顧整個展覽的看法中表露無遺： 

……自由中國只有兩樣寶貝值得大大宣揚：一就是您們這次來展覽的文物

精華，歷史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深度，三四千年連續不斷的文化系統是一項

重大的保證，必須以此宣揚爭取到正統主流的地位。 

至於文化的宣傳呢，我們同樣地也開始了工作，就在台北近郊的士林，一

座現代化的新博物館已在興建，將來國寶就要在這裡為大眾陳列出來。如

今這座博物館的一舉一動，都已為世界各大博物館所關心矚目，落成之日，

                                                 
145 傅建中，〈故宮文物展與台灣本土化的矛盾〉，《中國時報》民國 86 年 1 月 28 日。 
146 蔣復璁，〈國父思想與中國文化〉〈國父繼承中華民族道統的淵源〉，《珍帚齋文集》，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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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之時，便是中華文化正統在此的最好說明，這項意義之重大，不是言

詞可以充分比喻的。148 

在這段言論中，故宮儼然成為「中華文化正統」的象徵。但是為什麼會有如

此重要的地位呢？正是因為歷史的傳承與脈絡透過文物的展示，呈現在觀眾眼

前，所以故宮傳承中國文化，自然就代表中國的正統。但是誰擁有並且保護故宮

的文物呢？是中華民國，所以中華民國代表了中國的正統。在展覽目錄中，中國

的地圖與台灣的位置明確的標示出來。這樣做不僅是為了將中國文化與中國疆域

清楚的對應起來，強調中華民國的主權包含整個中國，同時也為了強調中國和台

灣之間的關係，即使中華民國的政權再也達不到大陸的那一端。在這裡我們看到

了，歷史的論述在展覽中如何透過文物的展示得以具體的呈現，而這樣的情境又

回過頭來加強歷史論述的「權威性」。 

而利用文化與藝術來強調中華民國統治正當性的想法，延續到 1966 年的文化

復興運動達到高潮。在國父 101 歲誕辰紀念日，總統蔣中正就指出孫中山使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相繼的道統歷久而彌新，而且希望重建民族文化，因

此後來才會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希望能夠彰顯「文化正統」的所在。149由於

國民黨喪失大陸控制權，但是又希望維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原則，因此只好

透過文化運動來確立正統。透過官方對於媒體的操縱，建立中華民國的正當性。150

而這樣一脈相成的正統概念，也一再地有意無意之間，在故宮的展覽中呈現出來。

以 1967 年元旦故宮特別舉辦的「中華道統文物特展」為例，歷代聖賢畫像、二十

四孝圖、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像，各種禮器、樂器以及保存、傳播文化的文房四寶

都在陳列的名單上。而且主辦單位更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的

畫像之後，增設國父和蔣公的手稿，希望藉由這樣系譜的陳列，讓觀眾瞭解中華

道統始終一貫，代代相繼的事實。151 

而為了想要反攻大陸，擔心人民因為侷限於台灣，而忘記大陸的記憶，因此

「全面的」代表中國文化，就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這樣的概念下，必須推行國

語，必須加註祖籍，證明所有人來自大陸，同時從藝術、文化上推廣能夠代表中

                                                                                                                                               
147 蔣復璁，〈總統蔣公與故宮博物院的關係〉，《珍帚齋文集》頁 28。 
148 李霖燦，〈國寶歸航漫記〉，《文星》10：58（民國 51 年 8 月 1 日），頁 34。 
149 《中央日報》民國 55 年 11 月 13 日，第 1 版。 
150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系碩士論文，2001），頁 4。 
151 參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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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的諸如國學、國劇、國畫也就非常自然了。也因為保存並且推廣中國文化，

因此中華民國肩負著保護與復興中華文化的重責大任。而且這樣的「標準文化」

正是識別正統中國與偽中國的判準，因為這正說明了中華民國的統治比中共其實

更具正當性。152  

我們還可以參考中華民國政府參加 1964 年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的案例來瞭

解。當時駐紐約總領事游建文曾經提出一份「對於我國參加一九六四年紐約世界

博覽會參展籌備小組各部門工作計畫之意見及建議」，當中認為 

我國之參展，旨在表揚我歷史文化之優點及演進過程。 

目前大陸為匪竊踞，國際人士多有認我政府僅代表台灣之錯誤觀念，故我

全盤展出構想，務必利用我歷史綿續之事實，表明政府在台之暫時性。同

時強調我對大陸與台灣同有當然之主權，……
。 

展覽工作為一種視覺藝術，展品之精良固屬首要，然欲充分表現展出之總

主題及適當重點，除須精選展品適當編組及扼要解說外，對於全部展品之

陳列及整個展場之結構與氣氛，尤須刻意講求，方能使觀眾之美感達於最

高點。 

由歷史文化方面反映我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及對大陸具有當然主權之事

實。153 

從這樣的看法，我們可以推斷當時對於展覽布置的重要性已經有相當認識，瞭解

到展出的主題以及展示的重要。文中清楚說明為什麼要展現出中國的歷史發展，

除了表明中華民國是繼承周以來的道統之外，還強調政府在台灣只是暫時的。除

此之外，當時提出的展覽目標也指出「展品之陳列，需力求展覽主題及陳列系統

之正確顯著，以顯示中國歷史文化之完整體系」。不只國外的展覽如此，在中國民

國開國五十年紀念兩院聯合展覽中，也強調「所有展品均力求有系統和代表性，

使觀眾得以瞭解我國文化藝術之發展與演進」。系統性以及代表性的呈現以傳達中

國歷史發展與繼承關係的概念，可以說影響了當時所有的展覽的選件與陳設。154 

 

 

                                                 
152 參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頁 75-79。 
153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154 陳欽育，〈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展覽動向（1925-2001）〉，《博物館學季刊》15：4（2001 年 10 月），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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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蔣中正夫婦前往北溝欣賞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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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圖 4-3-5 蔣中正夫婦前往北溝欣賞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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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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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藝術、文化也被賦予救國復國的任務。蔣復璁認為大陸之所以會淪陷，

主要是因為喪失了中華民國的國魂，如果要救國、光復大陸，就必須發揚中國的

道統，恢復國魂。155雖然 

從表面上看，文化的力量是弱於政治力量的，但這是侷限於一時代或一時

期來度量的，如果以長時期來權衡，文化的力量是較政治的力量為大。……

但是最重要的是政治能與文化結合，才不失其力量，才不致有損其價值，

反之可能導致不可想像的惡果。……中國近代，自戊戌政變以後，本身文

化亟感動搖，國際共產主義乃得趁虛而入。五四運動，當時在政治文化上

呈顯空虛，而使中國共產主義抬頭。這都是政治與文化失調導致社會紛亂

的惡果。 

在今日民主與極權的總體戰中，致勝之道，非以思想壓倒思想不可。我們

現在想想看，過去的剿匪戡亂，以及八年的對日抗戰，所以能夠得到勝利。

其原因是很多。但主要則是總統在民國二十一年間提倡『新生活運動』的

成功。為什麼『新生活運動』有這樣大的力量呢！因為『新生活運動』的

基本要求，是淵源於民族主義所有中國固有道德的精神，也就是我中華固

有文化精神。156 

從這些論述中，文化和政治被結合在一起，甚至變成國家興亡的重要指標。上述

類似的概念，在赴美展覽時已經初步形成，後來更進一步運用到中華文化復興運

動以及救國復國的意識型態中。因此故宮的地位與角色與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

更加糾葛不清，也為這些藝術、文物加上一層濃濃的政治色彩。 

 

（二）漢學會議 

早在 1959 年 3 月 25 日葉公超就向政府建議，希望於 1961 年 10 月舉行漢學

家會議。葉公超認為美國學術界知識份子大多左傾，甚至發言支持中華人民共和

國，因此建議召開世界漢學會議，一方面可以加強中華民國與外國學者間的聯繫，

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更重要的目的則在於「……闡明中國文化基本精神之所在，

使國際學人獲得『自由中國是中國文化真正代表者』之認識，澄清國際間若干對

                                                 
155 蔣復璁，〈發揚民族精神喚醒國魂〉，《珍帚齋文集》，頁 43-46。 
156 蔣復璁，〈中華文化與中華文化之復興〉，《珍帚齋文集》，頁 61-62。 



 181

於中國文化之誤解……」。157而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也建議，在冷戰日益緊張的時

候，召開漢學家會議「尤為必要」，因此希望政府積極進行，充分準備。158 

由於擔心政治意味太過濃厚會使學者裹足不前，因此透過學術機關出面邀請

而非由政府出面，並組織委員會與學術機關共同籌備。最後選定中央研究院以及

中國孔孟學會等學術機構負責籌備舉行國際漢學家會議，準備邀請世界各國漢學

專家約 100 人，連同國內漢學家共計約 250 人左右，會期預定 6 天。159主要邀請

研究中國近代史及中共問題的專家學者，而且有著作出版的人士。政府先探詢學

者出席意願，再透過私人關係個別邀請，希望「注意邀請世界知名之漢學家若干

人，以資號召」。160至於經費，歐洲漢學家由政府設法供給旅費，美國漢學家則透

過亞洲基金會設法補助。最後雖然不知道什麼原因取消，但是舉行大型學術會議

的建議卻不曾終止。 

    

（三）瓷器討論會 

    不過，故宮真正主辦大型學術會議是在 1967 年的「貿易瓷與宮廷瓷」研討會。

這場會議舉辦的背景，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菲律賓出土大批瓷器，根據菲

律賓國立博物館人類學主任福斯研究後，認為這批瓷器是中國的貿易瓷，因此希

望邀集各國學者共同研討。在多次往返洽商之後，決定商請美國佛利爾美術館璞

博出面邀請中華民國、美國、英國、西德、日本、法國、加拿大、瑞典等 11 個國

家的專家共同參加研討。「貿易瓷與宮廷瓷」討論會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

馬尼拉集會，自 1967 年 3 月 18 日至 24 日，有 8 場關於貿易瓷的討論。結束之後，

第二階段移師台北，從 1967 年 3 月 26 日到 28 日，出席由故宮所主辦的官窯討論

會。161 

雖然中華民國舉行研討會的時間並不長，但是不僅蔣中正特別接見了與會的

學者，而且還特別舉辦瓷器特展來配合中國瓷器討論會。162展覽的目的是希望「各

國專家們於欣賞和研究在菲律賓出土的中國民窯瓷器後，變換一番興味，順道來

                                                 
157 《立法院公報》第 28 會期第 1 期，頁 55。 
158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159 《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2 月 10 日第 5 版。 
160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161 國立故宮博物院七十星霜編輯委員會，《故宮七十星霜》，頁 232。譚旦冏，〈貿易瓷與宮廷瓷（附

錄）馬尼拉台北兩瓷器討論會紀要〉，《故宮季刊》2：1（民國 56 年 7 月），頁 13-31。譚旦冏，〈菲

律賓出土的中國瓷器〉，《故宮季刊》1：2（民國 55 年 10 月），頁 61-71。 
162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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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欣賞和研究蘊藏在這裡的中國官窯瓷器。……從這些中國正統的官窯器裡找

出和民窯器的獷野反映……」。163從這樣的說法可以知道透過學術研討會拉攏西方

學者之外，很重要的還希望透過展覽的比較，傳達「正統」的概念。正統的概念

如何透過瓷器的展示呈現呢？故宮所籌備的瓷器特展不僅僅展示官窯、汝窯、青

花瓷器而已，而是借用中央研究院的史前時代的黑陶、白陶，歷史博物館的周朝、

漢朝陶器，中央研究院的隋瓷，甚至還有唐朝的唐三彩，藉由時代先後陳列展品，

除了指出瓷器的發展脈絡之外，中華民國和中國文化一脈相承與前後的繼承關

係，也透過瓷器的展示傳達給參觀者。164  

 

 

 

 

圖 4-3-6 故宮舉辦的「官窯討論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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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163 譚旦冏，〈瓷器特展的專題題解〉，《故宮季刊》2：4（民國 57 年 4 月），頁 49-52。 
164 參見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765 有提到參展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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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蔣中正接見「官窯討論會」與會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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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四）中國古畫討論會 

    由於官窯討論會深獲好評，因此故宮繼續籌備「中國古畫討論會」。舉行的建

議早在 1968 年 6 月就提出，希望於年底由故宮博物院主辦國際性的古畫討論會，

並且成立古畫討論會籌備小組，由葉公超擔任召集人。但是因為適逢各大學開課

期間，經過故宮第二屆第五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延至 1970 年。中國古畫討論會於

1970 年 6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台北故宮舉行，應邀參加的專家學者多達 129 人，會

中除 14 位專家發表論文之外，會後更整理出版《中國古畫討論會論文集》。165會

議特別由蔣總統夫人擔任大會的榮譽會長，從中不難嗅出濃濃的政治意味。故宮

博物院為了配合這個討論會，更大規模展出兩百多幅歷史名畫，提供學者專家觀

賞與研究、討論。    

故宮揭示舉辦討論會的目的在於 

故宮博物院蘊藏的中華文物之豐，舉世共賭，尤其是古畫之精而且多為今

                                                 
165 國立故宮博物院七十星霜編輯委員會，《故宮七十星霜》，頁 234。胡賽蘭，〈中國古畫討論會紀

要〉，《故宮季刊》5：1（民國 59 年 7 月），頁 63-72。胡賽蘭，〈中國古畫討論會討論紀實〉，《故宮

季刊》5：2（民國 59 年 10 月），頁 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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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世界各國之冠。這些中國藝術品，象徵五千年中華文化的完整精神，也

揭示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與亙古不滅的價值。因此故宮博物院為擴大研

究、討論，與考定中國古畫各種問題，藉以闡揚我國古代藝術與文化，特

舉行此一國際性的中國古畫討論會…… 

……古畫討論會的主要意義是藉中國古畫以闡揚我國古代藝術與文化而加

深世界各國對我們民族文化藝術的認識，以促進國際的瞭解；使文化復興

與世界文化交流，更具深長的意義……。166 

因此，古畫討論會除了促進與外國學者間交流之外，宣揚中國藝術與文化的目的

是相當明確的。而且對象主要是針對外國的學者，因為《中國古畫討論會論文集》

最後是以英文出版，除了《故宮季刊》之外，並沒有任何中文的資料出版。167 

討論會由中、美、日三位學者葉公超、席克門以及谷口鐵雄擔任主席。168另

外設置五位討論主席，包含方聞、吳納孫、李雪曼、馮德音（Dr. Jan Fontein）、羅

越，副主席則由莊嚴擔任。西方參加的學者，據故宮統計大約為 14 個國家，82 位

學者。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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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美國與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藝術上佔極高的比例。其次，

在故宮博物院擬定的邀請名單中， 77 位學者中，由美國席克門推薦的學者就高達

51 位，其他的學者則分別由故宮博物院、李雪曼、方聞、艾瑞慈、吳納孫、李鑄

                                                 
166 胡賽蘭，〈中國古畫討論會紀要〉，《故宮季刊》5：1（民國 59 年 7 月），頁 63。胡賽蘭，〈中國

古畫討論會討論紀實〉，《故宮季刊》5：2（民國 59 年 10 月），頁 77。 
167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O.C. 
Taipei, 1970 June. 
168 《大眾日報》民國 59 年 2 月 9 日，國史館外交部檔案，〈中國古畫討論會〉，檔號 172-3/3298。 
169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中國古畫討論會〉，檔號 172-3/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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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鈴木敬等人推薦。170這場研討會的與會者，大部分都是歐、美、日研究中國

藝術界重量級的人物，因此是一場非常重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中的意義與影

響不言可喻。 

    再看發表論文的十四位學者，分別為美國哈佛大學東方美術系主任羅越、美

國克利佛蘭美術館中國美術室主任何惠鑑、美國華盛頓大學美術考古系主任吳納

孫、英國大英博物館東方美術考古系韋陀、美國耶魯大學美術系班宗華、美國夏

威夷大學美術系曾幼荷、美國堪薩斯大學美術系李鑄晉、日本東京大學東方文化

研究所鈴木敬、日本國立美術研究所戶田禎佑、傅申、美國史丹佛大學美術系蘇

立文、美國西東大學王方宇、美國加州大學美術系高居翰以及香港大學莊申等人。

分析這些學者的背景，幾乎清一色是來自美、日籍的學者，很遺憾的在這場由中

華民國主辦的中國古畫討論會，仍然是由西方或日本的學者來詮釋中國藝術，中

華民國學者卻沒有一人參與發表論文。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現象，著實令人百思

不解。當然中華民國對於中國藝術的研究在歷經多年戰亂之後，才逐漸起步。但

是針對自身的文化與藝術，卻不能參與討論或提出任何論述，卻也是從倫敦藝展

以來一直到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都有的特殊現象。究竟是因為中華民國的研究

不夠水準？或者是因為主辦者的特意安排？或許是一個可以繼續討論的議題。 

不只是展覽要求「全面的」呈現中國藝術，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故宮連舉辦

論文研討會也是「全景式」的。為了配合這個討論會，故宮大規模展出兩百多幅

歷史名畫，就是世界上沒有幾個博物館可以做到的。而這些名畫的年代從宋朝到

清朝都有，而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也是如此。不像一般研討會的主題集中在某

一個學派或是某一個作家，而是包括了中國人物畫、山水畫的演變，年代最早為

宋朝，最晚則談到清朝，範圍不可謂不大，這些特殊的作法正說明了故宮嘗試呈

現中華文化發展與脈絡的獨特取向。 

 

 

 

 

 

 

                                                 
170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中國古畫討論會〉，檔號 172-3/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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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中國古畫討論會」名譽會長蔣夫人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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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圖 4-3-9 故宮「中國古畫討論會」開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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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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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0 故宮「中國古畫討論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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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圖 4-3-11 故宮「中國古畫討論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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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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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研究底片的攝製 

研究中國藝術光靠資料與文獻是不夠的，如果要從風格著手研究，詳細的圖

錄是少不了的關鍵。因此，早在 1955 年美國機關或是學者就曾經透過許多管道，

表達拍攝故宮文物照片的意願，但是爭取故宮同意拍攝卻並不容易。首先，是紐

約大都會博物館遠東藝術組副主任李佩來函，表示美國方面有基金會願意出資，

將現存台灣的中國藝術品彩色影印，但是卻在 1955 年 10 月 21 日共同理事會召開

的第三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中決議拒絕。171同一場會議中，美國新聞處文化專

員惠波女士以及密西根大學鮑威博士來信，認為故宮文物應該讓世界各地學者都

有欣賞的機會，因此準備設置一個基金會，選擇若干作品拍攝成軟片保存，並贈

送一台軟片攝影機給博物館使用，但很不幸同樣被故宮拒絕。172 

1958 年 1 月 16 日，佛利爾美術館的副館長璞博也曾經來信，表示希望將故宮

在北溝的文物拍攝成照片的想法。史密斯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ion）準備和洛

克菲勒基金會合作，促成此項計畫所需要的基金及合作辦法。佛利爾美術館預計

拍攝大約五千至六千張照片，包含繪畫、陶瓷器、銅器、玉器、漆器、景泰藍及

織物，一共拍攝兩套底片，一套留在北溝，另一套保存在華盛頓，僅限學術研究，

並印行供研究中國藝術的學者使用。至於選件以及文物說明的部分，璞博認為雖

然故宮的人員對於「文物的價值與重要性之高深鑑別能力，絕非美方任何人所可

企及」，但是如果能夠讓美國學者對於他們研究領域的需要表示意見，可以提高這

些拍攝的文物價值，並發揮更廣泛的效用。173除了拍照之外，璞博也希望能夠協

助北溝推動研究及保存工作。並由堪薩斯城納爾遜美術館館長席克門於 1958 年 5

月前往磋商，但是很遺憾的在 1958 年 2 月 14 日遭到共同理事會第四屆第四次常務

理事會議否決。 

雖然在赴美展覽時，曾經交由佛利爾美術館負責展品照片的拍攝，留有兩套

八乘十吋的黑白底片。原本準備一套由故宮保管，另外一套由華府保管，以提供

學者需要時，可以加印。還有八十套彩色二乘二吋的幻燈片專門拍攝名畫的細部，

以供教學研究之用，希望透過底片的翻印，可以有助於美國對於中國藝術的教學

研究。但是卻在展覽過程輾轉移交中，不知遺落在何處，等到展覽結束，這批底

                                                 
171 故宮並沒有同意，會議決定婉拒，不過如果將來故宮進行印刷時，可以與美方協商。 
172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章程規程〉，檔號 194/05。國立故宮中央博

物院共同理事會第三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記錄。開會日期是 1955.10.21。 
173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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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已經不知下落。174 

後來，故宮與佛利爾美術館合作拍攝文物影片計畫實施報告中，雖然以經費

困難為理由，解釋為什麼之前沒有將文物拍攝成照片提供國內外人士參考研究。

但是從前文可以得知，美方和故宮早就有接觸，而且對於故宮的文物很有興趣，

美國方面不僅願意提供資金，還主動協助故宮推動研究及保存的工作，但是故宮

對於美國方面希望拍攝這些文物的態度並不表支持，一直到佛利爾美術館高居翰

出面要求才獲得故宮的同意。這或許可以說是由於 1961 年赴美展覽和高居翰的合

作相當愉快，才使得故宮改變了態度。在合作拍攝文物影片的計畫實施報告中，

明確提到高居翰對於中國藝術品的研究熱誠，並願意籌款來台，共同理事會認為

可行才同意。175除此之外，故宮理事會主要基於三個理由同意高居翰前來拍照，

首先，他們認為兩院保管的文物，應該有照片存查，但是因為限於經費不能實現，

高居翰的計畫是一個好機會。其次，可以宣揚中國文化，如果這幾千張照片使外

國人能夠有研究機會，發表研究成果對於文化宣揚是很有利的。最後，世界局勢

動盪，難保文物不會損壞，如果進行這項合作計畫，至少可以保有兩份照片。176 

石守謙認為故宮雖然出版許多藏品圖錄，對於研究有一定的幫助與重要性，

但是因為失真的問題，所以 1964 年由高居翰完成的文物照片檔案更有意義。這批

資料對於美國及台灣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幫助很大，甚至比只展出數十天的展覽要

影響更大。但是筆者卻必須強調，故宮之所以會同意高居翰拍攝這些底片，絕對

和赴美展覽有必然的關係，否則當年已經聞名國際的璞博和席克門提出要求都被

拒絕，為什麼會同意當時只是博士生剛畢業不久的高居翰提出的請求呢？而且故

宮反對的意見也所在多有，當中有一派就認為在故宮拍攝一張底片都要經過重重

申請，為什麼會同意一群西方學者來隨意拍攝呢？因此，赴美展覽應該正是促成

文物照片檔案得以建立的真正背景原因。177 

    故宮和高居翰合作拍攝文物影片的計畫實施報告中指出，這項合作的主要目

的是「一為集中、美間中國古文物之大成，有裨於中國文物與文化之傳揚；二為

供中、美雙方學術團體及個人研究參考之用」。178而當時拍攝的文物底片照片與幻

                                                 
174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54-62。 
17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檔〉，檔號 29-11-2。 
176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頁 228。 
177 石守謙，〈探索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新境〉，《當代》45，頁 14-16。 
17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檔〉，檔號 2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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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片一共有： 

1、八吋十吋的黑白底片大約五千五百張，一份存在故宮聯管處，一份存在

美國密西根大學。 

2、三十五釐米的幻燈片大約一千三百張。 

3、四吋五吋的彩色底片，兩百張。 

4、七十釐米的彩色膠片十五卷，每卷包含五十種古物的照片，但由於攝影

時焦點不準，因此多數不能用。179 

這些照片只能提供給研究機構，而不能提供給個人，除此之外，如果加印或出售

都必須告知故宮聯管處，每張照片背面也必須註明是兩院所藏。180美國方面並設

有管理委員會，由高居翰、艾瑞慈、席克門以及 Marvin Eisenberg 組織。 

故宮不僅對於照片的出售翻拍有嚴格規定，還希望美國能夠將各博物館所存

中國文物的照片送給故宮作為交換，但是後來完全沒有實現，也因此引起許多批

評。181那志良曾經提到 

我聽到這個消息後，我的想法，是： 

一、上面我們說過，兩院照片的管理素來很嚴，要一張照片，都要等理事

長的核定，若是六千張照片底版，叫人家拿走，他們想印多少，就印

多少，你怎麼管理呢？ 

二、這是不平等措施，你們也有文物，是不是也准許我們照六千張？ 

三、你們說，萬一中國發生什麼不幸事件，文物全毀，至少在美國還存有

一份底片。你們就算定了中國會發生不幸事件，你們就敢斷是你們不

會發生不幸？何不也存一份文物底片在台灣？ 

四、照片叫他們照去後，我們的照片管理辦法就等於廢紙，只有管我們中

國人了。182 

那志良還提到雖然理事會要求非經故宮許可不能印刷，但是如何限制美方印刷卻

沒有任何條約與法令。另一方面，就他所瞭解美國各博物館所存的中國文物的照

片沒有一張到故宮，因此他是非常反對的。 

    拍攝工作是從名畫開始，由高居翰和艾瑞慈及照相師負責，故宮則派出何聯

                                                 
17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檔〉，檔號 29-10-1。 
18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檔〉，檔號 29-10-1。 
18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檔〉，檔號 29-11-2。 
182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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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莊嚴、譚旦冏負責提領擺放文物。名畫除了故宮書畫錄的正目之外，再由葉

公超與高居翰決定要拍攝哪些簡目中的書畫，最後經過故宮複查，如果認為是贗

品或者可疑的作品，「不能和正目混在一起」，將來如何處理另外規定。除此之

外，高居翰也表示會註明故宮學者意見，強調這些可疑作品雖然有參考價值，但

是不能視為某作家的代表作等話語。183這樣的作法非常明確的將故宮的藏品區分

為「經典」與「非經典」的作品，而這樣的看法對於後來中國藝術的研究之影響

不容輕忽。因為學者要進行相關研究，只能以這些經過故宮「認可」過的照片作

為研究的基礎。書畫拍攝結束之後，接下來銅瓷、玉器、雜項等文物則由席克門

負責拍攝，但是要拍攝什麼並沒有依據，而是拍照時和故宮人員商量決定，這項

拍攝工作從 1963 年 11 月 13 日開始到 1964 年 4 月 12 日結束，種類共計十一項： 

 

類別 共計 底片數 

名畫正目卷 159 768 

名畫正目軸 902 851 

名畫正目冊 153 1066 

名畫簡目卷 124 533 

名畫簡目軸 525 507 

名畫簡目冊 116 397 

法書正目卷 22 

法書正目軸 9 

法書正目冊 24 

法書簡目卷 1 

法書簡目軸  

法書簡目冊 1 

335 

緙絲 43 44 

銅器 384 329 

瓷器 525 263 

玉器 75 33 

                                                 
18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檔〉，檔號 2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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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 27 28 

雕刻 26 17 

琺瑯 67 30 

帝王像  121 

文具 35 13 

如意 4  

雜項  60 

總計 3222 5395 

本表引自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904。 

 

葉公超擬定九條辦法，整理保管與使用這些底片與幻燈片。經兩院共同理事會第

六屆第七次常務理事會通過，希望能夠將這些底片編製一套簡單方便的目錄，並

附上現代參考所用的引得。184 

經過中美雙方的不斷聯繫與磋商，1963 年美國佛利爾美術館的高居翰終於將

兩院文物選件照相，製成兩組底片，一份存在聯管處，一份存在美國密西根大學。

185這樣的作法使得美國研究中國藝術學者更容易接觸到故宮的收藏品，特別是在

中國大陸於 1970 年代開放之前，這批照片對於大學教授中國藝術，以及專家研究

中國藝術影響深遠。石守謙就認為光就這批照片的研究效益來說，這批資料對台

灣及美國兩地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幫助極大，僅以台灣來說，許多學者和研究生都

曾在故宮照片檔案室度過一段歲月。186在美國，不論是要教授藝術史，或者是研

究中國藝術史，如果要利用這批照片，都必須得到密西根大學的許可，因此這批

照片對於中國藝術「經典」的形成，重要性不言可喻。 

由於高居翰等人和故宮博物院共同選取的作品，很多都是文人畫中評價較

高，或是一再在畫論中被提及的經典作品，所以當西方學者在利用這批底片時，

當然免不了會受到故宮收藏與研究的影響，因此必須思考故宮這座博物館本身的

收藏取向。故宮的藏品主要是以宋徽宗與清高宗乾隆的收藏，構成博物館的基本

元素。除了這些帝王的收藏品味之外，文人畫更是其中重要收藏，因此西方學者

                                                 
18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檔〉，檔號 29-11-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檔〉，

檔號 29-11-4。 
185 國立故宮博物院七十星霜編輯委員會，《故宮七十星霜》，頁 188。 
186 石守謙，〈探索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新境〉，《當代》45，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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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中國藝術的研究時，或多或少會受到皇室品味與中國文人解說的影響。 

這批底片另一重要性是使得中國藝術史的研究得以逐漸脫離畫家傳記或是畫

論解說，改從西方風格或圖像學研究。因為如果像過去一樣，不能清楚的看到圖

片，只能仰賴過去的著錄，不僅無法建立風格分析法，而且畫論和圖片之間的關

係也很難建立，更遑論辨識作品的真假。李霖燦就認為照片圖檔的建立催生了中

國繪畫史，更使得中國畫史得以重建。187 

這些底片被西方學者利用，不僅使得中國藝術的研究更深更廣，同時也不斷

在課堂上教學中使用，因而擴大了故宮文物的重要性與影響力。赴美展覽的大部

分文物都成為今天藝術書籍以及博物館中的經典，但赴英展覽的文物卻已經不再

是了。這或許是因為這些文物經過學者們的討論與研究，使得其經典的地位得以

建立，如果這些文物不曾到過美國，不曾展示在眾人與學者、博物館從業人員面

前，透過照片一再被課堂上講述以及研究，這些文物的價值以及意義能不能被建

立是值得懷疑的。 

最明顯的例子是當 1996 年故宮再度前往美國舉辦「中華瑰寶赴美國巡展」，

許多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展品都成為中國繪畫的重要代表作。188甚至有人認為「北

宋范寬《谿山行旅》，郭熙《早春》、南宋李唐《萬壑松風》等名蹟，民國五十年

美國巡迴展時即在其展出之列，因這些畫係中國山水畫中北、南宋畫風轉變的代

表作，少了它們則不成格局……」。189透過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解說、呈現與展示，

故宮的藏品成為中國藝術史撰寫時，不可或缺的代表作品。博物館的展覽、藝術

史的書寫以及教學互相影響，形成我們今天所瞭解的中國藝術。 

 

（六）故宮季刊的出版 

除了文物底片的拍攝，使得學術研究得以有進一步的突破之外，《故宮季刊》

的出版也促進了中國藝術的相關研究。《故宮季刊》在 1966 年 7 月出版，作者除

了中華民國學者如李濟、王世杰、虞君質、勞榦、凌純聲；故宮研究人員石璋如、

李霖燦、莊嚴、昌彼得、譚旦冏、劉家駒、蔣復璁、那志良、索予明、江兆申、

吳玉璋、何聯奎之外；還有歐、美方面的學者璞博、王季遷、李雪曼、方聞、大

衛德夫人、傅申、李鑄晉、高居翰、何惠鑑，以及日本方面的學者如梅原末治、

                                                 
187 李霖燦，《中國畫史研究論集》，頁 162-163。 
188 《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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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富士夫等等。由於這些學者的努力，逐漸將故宮的學術研究帶到另外一個境

界。 

由於民國初年考古學盛行，許多文物的解說多半是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討

論出土的文物。但是如果從考古的觀點研究，往往著重於探討器物的造型、功能

與作法，這和美學或藝術研究的方向仍然有許多不同。而《故宮季刊》最大貢獻

或許是讓研究者開始從西方的藝術風格研究中國繪畫，並且慢慢重建嚴密的畫家

記錄及作品記錄。例如李霖燦的〈墨竹畫法的斷代研究〉以及方聞的〈山水畫結

構之分析――國畫斷代問題之一〉都是《故宮季刊》裡研究中國繪畫斷代的重要

文章。190過去中國藝術史比較忽略繪畫的收藏地、作者以及創作的年代、真偽的

問題。但是，如果不將作品時代先後考訂出來，將問題畫指出來，就很難描繪出

某一個時期繪畫的發展特色，也無法說明是什麼原因使得繪畫發生不同的發展，

更無法解說作品之間的發展關係。因為這些研究者，使得中國藝術史的研究逐漸

脫離過去文人畫一成不變且模糊的解說法，例如「氣韻生動」和「六法」，「道」、

「藝」與「心」等概念，轉而朝向風格與社會經濟背景的研究。 

除了《故宮季刊》之外，故宮還在 1983 年出版《故宮文物月刊》，除了介紹故

宮的收藏之外，展覽的訊息以及展品的研究也是一大重點。而故宮藏品與國家民

族甚至政權之間的關係與意義，經常透過這些文章的論述而慢慢建立。例如《故

宮文物月刊》的創刊號第一篇文章〈文物與國運〉就談到故宮藏品與國家之間的

互動關係。第二篇文章討論中國青銅器，但是標題卻是〈法統的象徵―從問鼎的

故事看實用器地位的提昇〉，從這些例子不難看出故宮試圖傳達的特殊政治觀點。

191另外為了對外宣傳，故宮從 1966 年開始出版《故宮通訊英文雙月刊》（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這些刊物對於故宮藏品的推廣，以及故宮地位的建立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七）小結 

    除了學術期刊的編印、研討會的召開以及故宮藏品圖檔的建立，李霖燦、譚

旦冏等人也在中國文化學院、台灣大學以及東吳大學等學校開設美術史課程，除

                                                                                                                                               
189 《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1 月 10 日。 
190 李霖燦，〈墨竹畫法的斷代研究〉，《故宮季刊》1：4（民國 56 年 4 月），頁 25-81 方聞，〈山水

畫結構之分析――國畫斷代問題之一〉，《故宮季刊》4：1（民國 58 年 7 月），頁 23-31。 
191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月刊》1（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組，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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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撰寫教科書之外，還利用故宮的資源進行教學。這些努力逐漸促成了台灣第二

代藝術史家的形成，例如目前藝術、博物館學界重要學者謝東山、周功鑫、朱惠

良、王耀庭、顏娟英、石守謙等等。 

 

學者 指 導 老 師 畢 業 學 校 

謝東山 譚旦冏 中國文化學院 

周功鑫 莊嚴 中國文化學院 

朱惠良 李霖燦、譚旦冏 台灣大學 

王耀庭 譚旦冏、陳捷先 台灣大學 

顏娟英 李霖燦、楊雲萍 台灣大學 

石守謙 李霖燦、王德毅 台灣大學 

 

 

同時，譚旦冏也曾經主編《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成為當時台灣唯一的藝術

史刊物。192這些種種的努力，使得中國藝術的研究逐漸奠定基礎，也讓故宮成為

中華文化以及東方藝術的重要象徵。193 

 

 

 

 

 

 

 

 

 

 

                                                 
192 蘇雲峰，〈劉崇鈜教授傳〉，《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10 月），頁 72。 
193 感謝口試老師提醒，秦孝儀上任之後，不僅出版許多研究及刊物，並且舉辦許多重要展覽，積

極塑造故宮博物院獨尊的政治地位與文化象徵。但限於現有資料及研究的缺乏，本論文很難在現有

的基礎上建立論述，或許可以成為將來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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