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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檢討與反思 

 

（一）故宮地位與展示概念的轉變 

透過前文的討論與說明，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故宮如何透過赴外展覽，逐漸發

展出文物的分類與展示脈絡；並經由解說，界定出「國寶」與「正統」。另一方面，

故宮的地位並不是開館之後就建立獨尊的地位，而必須透過藏品系統的展示以及

國族論述的強化，才塑造出故宮特殊的政治象徵。故宮赴外展覽的目的，往往和

國族形象的建構、文化外交的推廣有密切的關係。也因為展覽的特殊目的，因此

影響了故宮（或其展品）在文化與藝術上的意義。也就是說，故宮博物院今天獨

特的角色與定位，和赴外展覽中的國族論述與審美的展示方式有密切關係。而也

正是因為故宮的特殊背景，賦予了這些藏品更深的民族、國家意涵。 

故宮赴外展覽以 1935 年以及 1961 年兩次展覽最為重要。赴美展覽的先聲「倫

敦藝展」是故宮博物院首次出展，由於中西方頻繁的貿易、外交互動，使得中國

藝術逐漸外流至西方，進入國際都會生活之中。引起英國的學者、收藏家以及歐

洲的漢學家的興趣，因此發起一場大規模的中國藝術展覽。中國政府基於文化交

流、加強中、英外交關係以及宣揚中華文化等原因，同意前往參加由英國皇家藝

術學院負責主持，一共有十餘個國家參與的中國藝術博覽會。 

在倫敦藝展之後，雖然各界邀約不斷，但是由於對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的情

勢，使得赴外展覽無法成行。中華民國播遷來台灣後，由於對美國的依賴，使蔣

中正相當重視美國方面的輿論。正是因為希望加強中、美文化交流，以及透過展

覽宣揚國家與民族的形象，使蔣中正冒著可能會失去這批文物的危險，同意前往

美國參加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當時國民黨政權希望透過赴美展覽，贏得美國人民

的情感，宣示中華民國極力維護中國文化傳統的立場，期望能夠提高中華民國的

國際聲望。美方則是寄望藉由展覽塑造中華民國政府保護中國文化的形象，除了

提升「自由中國」的國際聲望，同時也增加美國在遠東的影響力。 

故宮兩次出展，都引起各界的矚目。倫敦藝展的參觀人潮突破 40 萬人。中國

古藝術品展覽也吸引大量的參觀人潮，下表為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展覽地與參觀

人數表，展覽的總參觀人數高達 46 萬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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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地 人口總數 參觀人數 展出時間 

華盛頓 763,956 144,358 10 週 

紐約 7,781,984 105,061 6 週 

波士頓 697,197 47,896 6 週 

芝加哥 3,550,404 59,674 6 週 

舊金山 740,316 108,254 6 週 

總計  465,243 34 週 

轉引自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在美展覽參觀人數統計表」。 

 

當然光看這樣的數據可能還是不夠清楚，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引起的熱潮。剛

好相距不久，日本也在美國舉行類似的展覽，同樣由政府出面，目的主要是為了

紀念日美兩國外交關係，一樣選定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紐約的亞洲之屋（Asia 

House, New York）、芝加哥美術館、西雅圖美術館（Seattle Art Museum）、舊金

山迪楊博物館等五間博物館舉辦展覽。如果以參觀人數相比，在國家美術館展出

時，日本展覽的參觀人數在 43 天（1960 年月 10 日到 2 月 21 日）當中，有 26,818

人次參觀；而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在 78 天當中，有 144,358 人次參觀。1不可諱言，

如果參觀人數較多，影響力自然會比較大，對於中國藝術的推廣也比較有幫助。

例如《中國時報》的報導就提到 

……當時觀眾中，不少為在學學子，於參觀我國國寶精品之後，為中華文

物之美所震撼，從而立志從事中國藝術之研究者，為數不少。目前在歐美

學術界與藝術史界執牛耳者，亦不乏其人。尤其美國布朗大學中國文化教

授亞瑟．瓦德隆先生並於日前閱讀到華爾街日報刊載本院珍藏再度赴美消

息興奮不已，且於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投書華爾街日報，表示其時尚不

過十二歲，因觀賞本院於民國五十年在美展覽後，立志研究中國歷史文化

並以此為志業。這些因參觀本院收藏後受到影響的學者對歐、美近半世紀

來在中國文化與藝術史研究上的興盛局面，可謂為當時始料之所未及。2 

正是因為展覽吸引了各界的關注，因此展覽的效果和影響自然非常深遠。 

另外，綜合前文的討論，我們還可以發現倫敦藝展與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相比，

                                                 
1 資料與數據引自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官方網站。 
2 《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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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義與概念上明顯的有了很大的轉變。首先，倫敦藝展時，雖然展覽主題是中

國藝術，但是，中國只不過是十五個參展國之一，不僅英國提供的展品比中國多，

許多私人的收藏也佔了重要的地位。而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只有一個國家代表

參展，因此，中華民國在展覽中的代表性與象徵意義不言可喻。 

其次，兩個展覽討論與關心的議題雖然都是文物的「代表性」問題，當中的

內涵卻有相當程度的不同。倫敦藝展時討論的焦點集中在應該選擇什麼文物，才

足以代表中國文化。但是對於文物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卻缺乏理性的討論與詮釋。

由於民初政局動盪，故宮開放展示的時間不長，系統的展示與解說尚未建立，因

此無法具體的說明中國藝術與中國文化的對應關係。展覽中缺乏宏觀的歷史發展

脈絡，國族的概念、文物的意義也無由呈現。因此，當倫敦藝展選件時，應該選

擇哪些文物來代表「中華文化」，也就成為一個爭論不休的議題了。 

在中國古藝術品展覽時，雖然表面上也是討論什麼文物才足以代表中國文

化，不過，此時更關切的焦點是誰才代表「真正」的中國。今天故宮之所以成為

中華文化的正統或典範，主要正是因為 1960 年代的赴美展覽時，中華民國政府面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中國的代表權，因此對於文物、文化與國族之間的關係提

出了新的解說與標準。賦予展品正統、系統、古典等特殊意義，再經由論文的寫

作，形成一種論述。不過光是論述仍然不夠，必須配合展示呈現在觀眾眼前。西

方博物館為每一件展品設計特別的燈光照明、展場空間的大量留白以及展品的擺

設方式，更加深這種論述的權威性。由於故宮展品和中國歷史交錯展現，使得這

些文物產生了文化的概念與意義，通過博物館這種特殊場域宣告，還有國家的宣

稱，使得這個展覽的神聖性更為提高。展覽過程中，美麗的視覺、影像還有權威

的訴諸，營造出一種「中國藝術」或「中華文化」的想像，而故宮也因此成為國

家的光榮與文化遺產的象徵。 

第三，兩次展覽的選件標準不同，影響了西方學術界對於中國藝術的研究與

評價。倫敦藝展為了要全面展示中國，徵集展品高達三千多件，展示空間不足，

因此展場呈現雜亂且擁擠的感覺。展品年代不僅橫跨三千多年，區域國界廣泛，

類別與用途繁多，對於「中國」的種族疆界畫定不清，很難讓人瞭解當時英國如

何界定中國藝術。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則將興趣集中在中國書畫，並將展品數量限

制在 250 件上下，因此博物館可以為每一件展品設計獨有的空間，並透過燈光的

運用與規劃，強調中國藝術的「美感」與「審美」概念。使得書畫取代瓷器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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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的代表，同時也成為今天中國藝術領域的重要課題。 

而美國對於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評價，更說明了其與倫敦藝展的區隔，例如

《時代週刊》就認為 

這個展覽被稱為西方曾舉辦過最偉大的，比 1935-1936 年冬在百靈頓屋舉

行的展覽更大更好。現在的這個展覽並沒有在歷史及風格上的包羅萬象，

而且他的規模也非特別大型，但它確實聚集一項無出其右的展示，或許可

以稱為中國繪畫的主要證據――早期藝術如何被處理以及古典之外的技術

如何被衡量。 

特別是宋朝的這些作品，不僅是帝國收藏的驕傲，也是這次展覽的榮輝。3 

美國五大博物館館長也在目錄中特別指出，透過這個展覽不止向這個領域最頂尖

的專家建立標準，同時也向美國大眾展現中國文化歷史上最棒的作品（show the 

American Public the finest product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而且這些選擇

出來的展品，也展現最高品質的代表（to show them in examples of the highest 

quality）。4這樣的評價不僅提昇故宮博物院在世界博物館中的地位，同時也將中國

藝術的層次從倫敦藝展的「量」提昇到「質」。 

    第四，故宮在展覽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倫敦藝展時，故宮只不過是負責

執行的機構，對於展品的詮釋權以及選擇權並沒有主導的能力。等到中國古藝術

品展覽時，故宮不僅負責展品的選擇，同時也主導展品的解說與詮釋，促使美方

博物館或者是後來的研究學者，都必須以故宮提供的資料作為基礎，才能進行更

深入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故宮的藏品和國家的興亡緊緊相繫，使得故宮的角色越來越重

要。展覽過程中報章雜誌的介紹以及館員的解說，使得故宮文物經由如同奧德賽

般的冒險，增加了歷史與傳奇性。而這樣的冒險又和國家政權的遷徙以及正統的

象徵息息相關。由於對日戰爭期間，故宮文物始終跟隨政府所在地遷徙，也因此，

故宮的所在，似乎就成為正統的所在。在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之後，為了競爭中

國代表權，更積極塑造故宮成為中國正統的代表。在赴美展覽時，透過媒體的渲

染，凸顯蔣中正繼承「中國」統治的系譜，以及積極維護文物的形象。使得故宮

的成為國族與正統的象徵，因而建立獨尊的地位。 

                                                 
3 《時代週刊》1961.10.11 
4 Albert Skira, Chinese Art Treasures: a Selected Group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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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故宮經由赴外展覽，逐漸建立分類與解說。不僅確立中國藝術上的「經

典」，同時也凸顯故宮本身的代表性。倫敦藝展時，故宮透過公開展示，脫離了過

去皇室賞玩的角度，初步依照歷史朝代與文物類別將故宮的藏品分類。並經由目

錄的編寫，將文物依照民初考古學的認識，按照展品的功能、用途重新分類解說。

等到中國古藝術品展覽時，不僅提出新的解說與標準，同時更進一步定義出「經

典」與「非經典」，而使這些展品，成為今天故宮的鎮院之寶。加上後續的宣傳活

動，例如故宮博物院在外雙溪的復館、研討會的召開以及圖片檔案的建立，促使

中國藝術從傳統的畫論走向西方風格研究，讓中國繪畫史得以逐漸建立。而這個

例子正說明了博物館如何透過影響藝術研究與教學，並經由詮釋逐漸確立國族的

概念。 

第六，故宮及中華民國政府認為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基本上是成功的，達到「宣

揚中華文化」、「促進文化交流」以及提高海外僑胞地位等目的。許多評論認為這

個展覽對於西方有很大的影響，而且達到宣揚中國才是「東方文化」主流的目的。

5例如蔣廷黻在舊金山迪楊博物館展覽開幕時就指出，這次展覽不是中國國寶的全

部，但因雙方專家的精審，因此可稱為最貴重的珍品。想要人人都同意這次展出

的每一件作品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確實是最好的一次選擇，也是代表中華文化

一部份的最高造詣。如果能對這批藝術珍寶細細欣賞，應該能夠對歷史悠久的中

國文化更增瞭解。6這個展覽在外交上期望拉攏美國學者、人民，在文化上希望提

高中華民國的地位，爭取東方文化藝術代表的企圖是相當明顯的。 

 

（二）故宮再度出訪―1996 年「中華瑰寶赴美國巡展」 

故宮的地位與展示的概念雖然已經有滿大的轉變，但是故宮的展覽，卻很難

簡單視為文化交流或是藝術欣賞。不論是國民政府或者是播遷來台的中華民國政

府，都非常強調展覽在文化外交上的意義與企圖。而且展覽的解說與論述往往又

和國家政策或宣揚國家形象、精神有相當密切的關係。1996 年故宮再度前往美國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美術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華府國家美術館舉

辦「中華瑰寶赴美國巡展」（Splendors of Imperial China: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這個展覽不僅在西方再度掀起一陣中國藝術熱潮，到場的

                                                                                                                                               
the Chinese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Taichung, p12. 
5 陳欽育，〈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展覽動向（1925-2001）〉，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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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官員是中美斷交之後公開露面最多的一次，參觀的人數預估更是高達一千萬

人。但是師大美術系教授袁金塔卻指出 

這次的古物借展案，並沒有像過去幾次那麼順利，不料就在事情接近成熟

的時候，卻引起藝文界首次的怒吼，而且迅速蔓延，南北串連，展現了「民

意」的力量。借展案行之多年，為何過去受到肯定，現在卻是「昨是而今

非」，其關鍵在於「時移勢轉」，今日的「時空」已不同於往者，故宮的作

為不能停留在過去而必須要有更縝密、更周詳、更開創性的作為。7 

袁金塔的看法基本上反映了 1996 年一般的學者對於過去故宮出國展覽的看法，當

然透過前文的討論可以知道，前幾次的故宮赴外展覽也並不順利，但是為什麼「中

華瑰寶赴美國巡展」會引起這麼多的「怒吼」，或許可以進一步討論。 

1991 年故宮博物院前院長秦孝儀為了開拓外交空間，參加華盛頓國家美術館

「紀念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周年」展覽。「哥倫布模式」的成功，使得秦孝儀

對於文化外交更添信心。因此，當 1991 年大都會博物館建議故宮博物院前往美國

舉辦更大型宋代的文物借展時，秦孝儀認為 

三十多年來美國已經把我們淡忘了，台灣沒有國際空間，這時如果能到大

都會博物館展出，對美國一定會有很大的震撼！以前我們以邦交國身份參

展，中共在場外罵我們是蔣幫、蔣匪；現在中美沒有邦交，中共是唯一合

法政府，台灣只是一個省，政府領袖都去不了，美國華爾街日報還報導說

台灣只是私生子，沒有聲音了，沒有牌打，所以秦孝儀只好打一個文化牌。

8 

因此，1996 年赴美展覽並不是單純的文化交流，而是有更明確的政治與外交

企圖。不僅故宮在 1996 年赴美展覽的聲明中指出「此項展覽可讓中華民國藉由文

化擴展外交空間」，故宮博物院前館長秦孝儀也說 

這又是我國退出聯合國後從未有過的外交拓展…… 

今天國寶赴美巡展，不是為我秦孝儀個人，不是為故宮本身，為的是替處

境艱困的我國開拓外交空間，誰又圖個什麼！今天更不是故宮想去美國四

大博物館展出就可以去，其間經歷了多少折衝尊俎，請大家千萬了解我國

                                                                                                                                               
6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332。 
7 袁金塔，〈故宮在台灣美術發展上的省思――兼論「中華瑰寶赴美巡迴展」〉，《現代美術》64，頁

29。 
8 《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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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環境，這決不是外面批評的拿熱面孔去貼人家的冷屁股！ 

行政院院長連戰則表示 

這次故宮赴美展覽，就中美兩國文化交流而言，頗具意義。尤其以目前中

美關係主客觀情勢仍有若干限制，而此次展覽仍得以順利推動……希望政

府相關單位均能妥予配合，促其成功，並特別加強宣傳，使美國友人不但

可以欣賞中華文化之美，更可瞭解我國政府維護歷史文化的努力。9 

也正因為故宮出展幾乎都帶有外交或是政治目的，所以故宮赴外展覽往往被

視為政治領導文化（藝術），或者藝術為政治服務。1996 年「中華瑰寶赴美國巡展」

是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中美斷交之後的再度出訪，因此，在國際輿論上受

到極大的矚目。另一方面，因為借展文物的 475 件文物中，包含了許多重要的「國

寶」，因此在赴美展覽前，故宮博物院遭到嚴重批評。由藝術界、知識份子和政治

人物組成的「搶救限展國寶行動小組」，抗議 27 件年代久遠的文物赴美展覽，同

時批評這樣的展出可能造成文物毀損。故宮研究員江兆申為了反對 1996 年故宮出

國展覽，就出面指出 1960 年代赴美展覽之後，有九件國寶都出現斷痕，使他心痛

萬分。但這些事過去都掩蓋而不為人知，雖然有監察委員的點驗，回國也有公開

展覽，但是卻仍然無法預防這些年代久遠的文物，因為長途奔波而繼續惡化。 

學者們更質疑政府為什麼贊助美方高達八千三百一十五萬台幣的展覽經費，

但是展覽的詮釋權卻仍然拱手讓給美方。故宮雖然出資印製展覽目錄與畫冊，但

是全文卻只有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張臨生的一篇序言。不僅目錄由美方主導，畫冊

內的解說也完全由美國人執筆，展品的詮釋權完全掌控在美方手中，因此被學界

批評是「喪權辱國的行為」。10此外，「中國瑰寶赴美國巡展」比 1960 年的展覽面

對更棘手的外交問題，此時中華民國已經和美國斷交，在外交的孤立下，擔心中

共可能對赴美展品進行司法扣押的風險，使得故宮再度前往美國展覽的贊成聲

中，加入了許多反對的聲浪。11  

但是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東方部部長方聞卻藉由「受壓迫的人是沒有故事的」

的說法，指出歷史是強勢文化者的故事。如果不趁故宮展覽向世界介紹台灣，台

灣將更不為世界所知。大都會博物館更為了故宮赴美展覽，邀請美國大都會博物

                                                 
9 《民生報》，民國 84 年 12 月 19 日第 14 版。 
10 《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1 月 6 日。 
11 孫鴻玲，《國立故宮博物院國際借展之個案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物

館學組碩士論文，2000），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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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東方部部長方聞、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屈志仁、何慕文（Maxwell 

Hearn）、高居翰等七位學者，合著一部長達 650 多頁的華夏五千年文化史，這種

以文物來解說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嘗試，讓退居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有機會再度受

到媒體的關注。12 

繼 1996 年「中華瑰寶赴美巡迴展」，1998 年 10 月 20 日故宮再次前往法國巴

黎大皇宮國家藝術館展出。展覽的主題定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瑰寶（台北）──帝

國的回憶」，展出作品包括書畫 106 件，器物 163 組件，共 269 組件。法國外交

部藝術活動協會 AFA 主任狄尼耶就表示，此次展覽不只是藝術展覽，而是歐洲人

認識台灣與中華文化的窗口。而且許多人也認為「故宮文物展不再只是單純的藝

術展，而是台灣文化的展出，對台灣形象將有正面幫助」。13這樣濃厚的政治宣傳

意圖，即使到了今天，故宮的政治意涵只有越來越強，而不見減弱。故宮博物院

的動向，每一次都引發社會上的討論與爭議。而故宮現任的指導委員名單也充滿

政治氣息，純粹屬於學術界的故宮指導委員人數不到四分之一，而屬於藝術或歷

史領域的人更是寥寥可數，當中代表的政治意味與權力控制，和過去國民黨執政

時由黨政高級官員擔任故宮理事的狀況並沒有任何改變。 

 

故宮指導委員名單 

委員兼召集人李遠哲    委員兼副召集人翁岳生 

孔德成 許倬雲 朱惠良 杜正勝 漢寶德 

錢復 宋文薰 李奕園 秦孝儀 吳豐山 

黃榮村 陳師孟 陳郁秀 許水德 陳其祿 

陳維昭 施振榮 王效蘭 曹興誠 馬英九 

李應元 邱復生 高志明 張忠謀 余政憲 

許文龍     

本表引自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 

     

國族形象的塑造與中華民國的外交拓展仍然是故宮的重要任務，而這樣的角

色直到今天仍然無法扭轉。故宮過去被擺在正統論下做政治的解釋，用來證明中

                                                 
12 孫鴻玲，《國立故宮博物院國際借展之個案研究》，頁 134-135。 
13 陳妙鈴 ，《光華雜誌》民國 87 年 10 月號，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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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政府繼承中華道統以及擁有統治中國的正當性。現在故宮的走向，卻往往

牽扯到中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爭議；甚至統一或獨立的對立觀點。文化與藝術的

問題被擱置到邊緣，但是故宮存在卻成為充滿爭議的象徵，意識型態左右了故宮

的展覽、定位與發展，成為各種勢力角逐的場域。 

目前輿論針對故宮的對外展覽，院內展覽主題的方向有很多討論，故宮將在

嘉義設立南部分館，也受到許多矚目。此外，學者和專家也非常關心大陸考古挖

掘出土文物在中國藝術的研究上日益重要，台北故宮要如何維持本身的優勢，或

者台北故宮和北京故宮之間的關係為何等議題，這些問題都和故宮未來的發展息

息相關。但是要展望未來，必須先瞭解過去。 

文化與藝術本來就不是中性的，西方許多研究都指出博物館和國族建構之間

的互動關係，諸如羅浮宮與法國爭取歐洲文化中心的企圖，或者是英國大英博物

館和英國試圖建立和希臘之間的繼承關係，這些例子在在都說明了博物館背後象

徵的特殊意義。從前文的討論也不難發現，故宮博物院的解說與國家認同、文化

繼承之間的微妙關係。而且，如同故宮院長杜正勝所指出的，故宮是國家級的博

物館，財源來自國家的支持，因此，故宮未來的發展不可能忽視國家與權力的影

響，因此關鍵是誰來界定故宮的角色，以及誰可以運用、執行這些認同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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