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7

附錄一  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合約草案 
 

合  約  草  案 

 

中華民國政府由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長及秘書為代表與下列美國各博物

館： 

      國立華盛頓藝術陳列館理事會（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經國會兩院聯合決議設

立） 

 

      紐約都會美術博物館（一八七零年根據紐約州議會法案組織之私立教育法人） 

 

      芝加哥藝術研究院（一八七九年根據依利諾州議會法案組織之私法人）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根據一八七零年二月三日麻州自治議會法案組織之準公法人） 

 

      三藩市楊氏紀念博物館（係三藩市及三藩郡聯立機構根據一九三一年所通過市組織

法第五依節規定成立） 

 

 

為選取中華民國政府所藏之國有藝術品，在美國之上開各博物館舉行展覽，特定立本合約。 

 

 

        第一條 

第一款    展覽會由中華民國政府及參加之各博物館共同組織之。 

第二款    參加之各博物館指定紐約都會美術博物館館長戴勒爾為代理人兼代表，有與中

華民國政府執行談判之全權。參加之每一博物館有權指定代表各一人襄助戴樂

爾先生，並備諮詢1。 

第三款    在談判及在美展覽期間中華民國政府由其在美之高級法定代表或博物院在美

之高級代表代表之。 

第四款    展覽應有中國人員參與。其人數不得超過四人。 

 

        第二條 

第一款 展覽品應包括雙方同意選定之中國藝術精品約貳百件，其中壹百至壹百五拾件

應為繪畫。但參加之任何博物館對全部選定之展覽品如認為其展覽與該館政策

有抵觸時，得不受必須全部展出之拘束。 

                                                 
1 草約原本是由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長為全權代表，合約卻改成國家美術館館長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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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第一款 除另有其他辦法，經中國政府代表特予同意外，參加之各博物館同意將中國藝

術品專在各該館館屋內展覽。 

第二款 參加各博物館之展覽次序，由各博物館間協商決定之。此項決定應以避免不必

要之運送為主。 

 

        第四條 

第一款 每一博物館之展覽期限由中國政府與參加之各博物館預先商訂之；在任何情形

之下每館不得超過六星期。日程以及開幕閉幕日期應於本約簽字後由參加之各

博物館儘速商定并立即通知中國政府之代表。 

第二款 每兩次展覽之間至少應保留三星期，以便收件、包裝、運輸及重行陳列。此項

保留日期之長短應由中國方面主管人決定之。 

第三款 除有本約第十二條第二款所述情形發生，或中途另有特殊之約定外，展覽品留

在美國之全部期限應以一年為度。 

 

        第五條 

第一款 展覽品應由美國海軍或陸軍海上運輸處之船艦運輸，必在展覽閉幕後海軍或陸

軍海上運輸處不允將展覽品運返台灣，或因故遲延運輸，中國政府及參加之美

國各博物館應決定另採辦法。 

第二款 展覽品應在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以前準備待運。 

第三款 在華盛頓國立藝術陳列館之展覽閉幕以後，展覽品在美國境內之運輸及其保護

辦法應由交運之博物館及中國方面主管人共同商定之。 

第四款 展覽品由鐵路或他種車輛運輸時均應由中國方面人員押運。 

第五款 展覽品在台灣之包裝應在中國方面人員指導之下辦理之。本約簽字時參加展覽

之美國各博物館應即墊付美金伍千元交與中華民國政府作為籌備經費，包括包

裝、特製箱盒、紀錄照相等項之用。 

 

        第六條 

第一款 雙方了解，參加之美國各博物館不負責賠償因按照本約舉行展覽而發生任何損

失。但如有任何損失係直接由各該館人員之疏忽而發生者，則各該館仍應負

責，此項疏忽包括在各館展覽時之看守，但不包括包裝及啟裝，其包裝及啟裝

之責任應完全由中國方面主管人與包裝人擔負之。國立藝術陳列館由於其人員

疏忽所釀成之損失，須負任何責任時，應按照修正（28 U.S. C2671-2680）聯邦

                                                                                                                                               
2 十六條第二款的金額，原檔案就沒有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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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賠償法處理之。 

第二款 除直接由於參加之博物館人員疏忽而釀成之損失外，中華民國政府同意不向任

何參加之美國博物館及其理事、職員、僱員等提出任何賠償損失之要求，並不

使其擔負關於展覽品交付保險之任何責任。 

第三款 中華民國政府承認，美國海軍或美國陸軍海上運輸處及其所屬人員對於展覽品

在海軍或陸軍運輸處船艦上裝運之時，在法律上不能且不願負任何損失或朽壞

之責任，中華民國政府並應允，於展覽品在海軍或陸軍運輸處船艦上運送而發

生任何損失或朽壞情形時，免除美國政府及參加展覽之美國各博物館任何責

任。但中國政府要求，海軍或陸軍海上運輸處對於中國方面押運人員所提出關

於預防展覽損失朽壞之建議儘可能予以考慮。 

第四款 中華民國政府在本合約中宣布，展覽品為其在美國境內之外交財產，委託其駐

美大使保管，並授權該大使採取一切必要之步驟，以建立並維持展覽品之此種

地位。在不能使展覽品建立並維持此種地位時，中華民國政府有權認為本合約

業已終止，立即解除其未來應負責之一切責任，對於所有預墊款項之餘額及任

何應行退還之款項，應依本約第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比例退還之。 

 

        第七條 

第一款 參加之美國各博物館應於展覽品留在其館屋時為展覽品設置適當數目之武裝

警衛。 

第二款 在展覽期間對於陳列室內之過份擁擠以及可能由此發生之危險應特別注意預

防。 

第三款 對於火災之一切防範應依照當地消防機構之規定。 

 

        第八條 

第一款 展覽之佈置應由中國方面與參加之美國各博物館共同負責。 

第二款 關於展覽之佈置雙方所屬人員如有歧見時，應由中國方面主管人及舉行展覽之

博物館館長解決之。 

第三款 遇有中國方面主管人與各有關博物館館長不能獲致協議之問題時，應將問題移

交該館理事會，由該理事會與中國方面主管人會商決定之。 

 

第九條 

第一款 展覽品應編印附有插圖之目錄，並於展覽期間發售之。 

第二款 前款目錄應由中國方面人員及參加之美國各博物館代表共同編定之，並應在美

國印刷。目錄校樣應於印行以前分送各博物館核定。印成之目錄應為中華民國

政府免費保留壹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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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參加之各博物館訂購目錄，應照付費用，未售出者不得退回。 

第四款 目錄售出數量應通知中華民國政府。 

 

第十條 

第一款 展覽品照片得另行翻印，在展覽期間發售。 

第二款 出版商在一般書籍中翻印展覽照片時，其應付版稅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有。 

 

第十一條 

第一款 展覽會應否收入場費由各博物館分別決定之。 

第二款 展覽會如收入場費，對於學生、藝術家及文化團體人員是否予以免費或減費之

優待，應由參加之博物館各自決定之，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此種辦法亦樂予贊同。 

 

第十二條 

第一款 中華民國政府應指定一修整文物之專員負責察看在陳列中之展覽品狀況，並於

必要時加以修整。除由此專員親自處理或在其指導之下處理外，任何人不得在

任何情形之下對展覽品加以修整，舉行展覽之各該博物館於有需此專員注意之

任何狀況發生時，應即通知之。 

第二款 因影響展覽品狀況之理由而將展覽會暫行停開時，如經中華民國政府及其他各

博物館之同意，得將各有關博物館之展覽時期延長，補足停開之日數。 

 

第十三條 

第一款 各參加之博物館應按照本約第十六條比例攤付以貳萬伍千元為限之款項，以備

支付中國方面人員位在美展覽服務期間之旅費及生活費，至其赴美及返台之旅

費，如有必要，亦併應支付。 

 

        第十四條 

第一款 關于展覽會之宣傳事宜由參加之美國各博物館會同計畫並辦理之。 

第二款 中華民國政府應供給各博物館以宣傳所需之一切資料（如說明、照片、幻燈片

等。） 

 

        第十五條 

第一款 展覽會應設贊助委員會，由兩國元首或其指定之人組織之。另設名譽委員會及

由各博物館人員組織之。執行委員會各委員會全體委員之姓名應列於展覽目錄

卷首。 

 



 211

第十六條 

第一款    開支：參加之各博物館應均攤下列各項費用： 

（甲）籌備費預付美金五千元（見第五條第五款）。 

（乙）赴美展覽品如用商船運輸時，其赴美離美之運費；及在美國境內之運費 

          （丙）海關及經理費用 

          （丁）派至台灣參加選擇展覽品之美國專家兩人旅費及生活費，合計不超過四

千五百元。 

          （戊）中國方面人員之旅費及生活費，合計不超過貳萬伍千元（見第十三條）。 

          （己）展覽期間可能需要之各項零星修繕費。 

第二款    準備金：全部準備金約計共    圓，由參加之各博物館平均負擔，應於本約簽

訂時先付半數，交與都會博物館之會計主任保管，以備支付本條第一款列舉之

各項費用，其餘半數俟接到都會博物館會計主任通知時付足。準備金支付本條

第一款所列費用，尚有不敷，各博物館應於接到都會博物館會計主任之通知

後，平均不足不敷之數。2 

第三款    參加展覽之美國各博物館訂購之展覽目錄及影印圖片，其價款應由各該館自行

出資直接支付。 

 

        第十七條 

第一款 參加之博物館因舉行展覽致有財政上之損失時，中國政府不負任何責任，並不

得以任何博物館由展覽所得之盈餘彌補任何其他一館由於展覽而發生之虧

損。任何博物館之入場收入，在除去其一切有關展覽之開支（包括該關對於展

覽會全面開支之攤款，該館佈置、照明設備、清潔、陳列室復原、警衛、宣傳、

因公宴會、電話、電報、郵費、拆除、應繳捐稅以及其他各項當地自行開支之

款）後，如有盈餘時，應交由中國政府自由處分之，唯希望能提出適當成數，

交由中國政府代表或其指定之人，用於推進中美兩國間之文化事業。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雙方簽訂 

西    曆 

 

 

國立藝術陳列館理事會秘書           中華民國政府 

 

  

都會藝術博物館監督                 芝加哥藝術學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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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館長               楊氏紀念博物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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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合約 
 

中國古藝術品運美展覽協定（草簽本）譯文 

 

中華民國政府由其駐美大使及中國台灣台中國立故宮及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之代表為

代表與下列美國各博物館： 

      國立華盛頓藝術館理事會（係根據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會聯合決議案成立） 

 

      紐約市博物館（係根據紐約州議會立法於一八七零年成立之民間教育社團） 

 

      芝加哥美術館（係根據依利諾州議會立法於一八七九年成立之民間社團）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係根據麻賽諸塞州議會一八七零年二月三日立法成立之公共性

社團） 

 

      舊金山楊格紀念博物館（係根據一九三一年舊金山市組織章程第五十一節規定成立

為舊金山市及郡政府之一部門）；（各該博物館以下亦簡稱「參加博物館」） 

 

為在上述美國各博物館舉辦屬於中華民國政府財產精選藝術品展覽會事，成立下列協定。 

 

        第壹條 

第一款    展覽會由中華民國政府與各「參加博物館」共同舉辦。 

第二款    各「參加博物館」茲指定國家美術館館長為全權代表與中華民國政府從事談

判。每一「參加博物館」有權指定監理員一人予以協助並備諮詢。 

第三款    中華民國政府於談判及展覽會在美舉行期間，由其駐美大使所指定之主管官員

（以下簡稱「中國主管官員」）為代表。 

第四款    展覽會應由中華民國政府選定之中國人員隨展，其人數不超過四人。 

 

        第二條 

第一款    展覽會應展覽經雙方同意選定之中國藝術珍品。但雙方了解，如將業經同意選

定之藝術珍品全部予以展出之舉，與任一「參加博物館」之政策發生抵觸，則

該博物館並無全部予以展出之義務。 

第二款    「參加博物館」應派遣業經授權之代表一人或數人，於一九六零年四月間遄 

赴台中，與國立故宮及中央博物院當局共同從事展覽藝術珍品之選擇。3 

                                                 
3 後來雙方於 1960 年 4 月 16 日至 29 日於北溝共同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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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第一款    除非「中國主管官員」對其他安排特予同意，各「參加博物館」同意僅在各該

館之館址內展出此項中國藝術品。 

第二款    展覽會展出時序暫訂如下： 

華府國家美術館：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至八月十五日 

紐約市美術博物館：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 

芝加哥美術館：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一日 

舊金山楊格紀念博物館：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4 

 

 

        第肆條 

第一款    各次展出之期限由中華民國政府與「參加博物館」預行協議決定。無論在任何

情況之下，每次展覽不得超過六週。全部展出日程應由「參加博物館」於本協

定簽訂後儘速訂定並通知「中國主管官員」。每次展出開幕及閉幕之確期如與

原定日程有出入時，該有關博物館應於原定日程中所列日期兩週前通知「中國

主管官員」。 

第二款    每次展出之間至少應保留三週時間，以便拆除、包裝、運送及重行佈置。該項

時間之確切長度，由「中國主管官員」決定之。 

第三款    除非因有本協定第拾貳節所述情況發生或因有其他特殊協議，展覽會在美國舉

行之全部時間應約為一年。 

 

        第伍條 

第一款    展覽品運美往返均應由安全而適當之美國海軍船隻一艘擔任之。此事應由「參

加博物館」洽辦。但須經中華民國政府之核可。雙方了解：美國國務院業經同

意對要求此一美國海軍船隻擔任此項運輸一事，予以支持。 

第二款    展覽品應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前準備就緒，以便裝運來美。 

第三款    展覽品在美國境內之運送工具應由交運之博物館與「中國主管官員」協議辦

理。關於自美國到達港口至華府間之運送，應以國家美術館為運送之博物館。 

第四款    展覽品於汽車或火車運送途中，全部時間均應有中國人員押運。 

                                                                                                                                               
4 最後實際展出的日期有略做修正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

的〈在美展覽參觀人數統計表〉中，華府國家美術館改為 1961 年 5 月 28 日至 8 月 13 日，波士頓

美術博物館改為 1961 年 12 月 1 日至 1962 年 1 月 14 日【此處李霖燦誤寫為 1961 年 12 月 11 日至

1962 年 1 月 14 日】，芝加哥美術館改為 1962 年 2 月 16 日至 4 月 1 日，舊金山楊格紀念博物館改

為 1962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17 日展出，其中只有紐約市美術博物館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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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在台灣之包裝由中華民國國立故宮及中央博物院辦理。本協定簽字時「參加博

物館」應預付中華民國政府美金五 000 元，以充準備費用，包括包裝、特製箱

盒、存卷攝影等等。 

 

        第六條 

第一款    雙方明白了解「參加博物館」應免除依本協定舉行展覽而發生之任何及全部賠

償責任。但「參加博物館」對於展覽品在旅運途中及在美國境內實應採取一切

必要措施以保障其安全。又各該「參加博物館」對於因其雇用人員之疏忽而造

成之損失或損害，仍應負責任。國立美術館因其雇用人員之疏忽而造成之任何

損失或損害所負之責任，應依聯邦侵權賠償法及其修正條款決定辦理。其他任

何參加博物館因其雇用人員疏忽而造成之任何損失或損害所負責任，應依各該

博物館所在州之法律決定辦理。 

第二款    各「參加博物館」應依本協定第拾陸條規定分別付給中華民國政府美金四 000

元，俾中華民國得使用此款依其獨斷投保任何種類保險。此款給付後，各「參

加博物館」及其董事、職員及雇員對於任何展覽品之損失或損害，除係其雇用

人員疏忽所致者外，均應自然解除賠償責任。對於有關購取保險之全部責任，

亦應自然解除。又此款給付後，中華民國政府應即同意如遇任何損失或損害

時，除係由於雇用人員之疏忽者外，不向「參加博物館」或其董事、職員、僱

員等提出賠償要求。 

第三款    中華民國政府承認，美國政府及其人員及雇員對於展覽品在美國海軍船隻上時

及由美國海軍運輸過程中所受損失、損害或變損，依法不能亦不願負任何責

任；並明白解除美國政府及「參加博物館」對於展覽品在美國海軍船隻上時及

由美國海軍運輸過程中所受損失、損害或變損之任何及全部責任。但中華民國

政府要求美國海軍對於中國押運官員就防止此種損失、損害或變損所做之建

議，儘可能予以考慮。 

第四款    中華民國政府茲特宣告所有依本協定運往美國展覽之藝術珍品均係中華民國

之國家財產。為展覽起見，交由其駐美大使保管及控制，茲並特授權該大使

採取必要步驟，以確定並保持本案所涉及財產之是項地位。「參加博物館」特

此承認該項藝術品係中華民國之國家財產。雙方了解並同意該項藝術品之所

有權及持有權，在任何期間均屬中華民國，如依該大使之絕對獨立判斷，不

可能確定並（或）保持是項地位時，則中華民國政府應有權認為本協定下之

一切義務亦均即解除。在此一情形下，中華民國政府應得之任何款項均應照

付給中華民國政府，至已依本約預付而未使用之款項，暨任何部分或全部退

款，均應依本協定第拾陸條第二節規定手續按比例退還之。 

第五款    如本協定因本條第四節原因終止時，中華民國政府應就「參加博物館」依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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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付給中華民國政府款項之不應得部分退還「參加博物館」。 

 

        第七條 

第一款    各「參加博物館」於展覽會在其本址舉行時應供給足夠數目之監護人員。「參

加博物館」應依「中國主管官員」之請，允許中國人員一人或數人於展覽會在

各該館址舉行之全部時間內親在館址照料。 

第二款    展覽期間應採特別預防措施，以免展覽室觀眾過份擁擠，避【原文誤做「並」】

免因此引起之各種危險。 

第三款    一切防火措施，應嚴格遵守當地市政當局火警部門法令之規定。 

 

        第八條 

第一款    中國隨展人員與各「參加博物館」應共同負責在各該博物館出展之布置。 

第二款    雙方之次級代表對於會場佈置發生歧見時，其歧見應由「中國主管官員」及出

展博物館館長解決之。 

第三款    如遇問題發生而「中國主管官員」及出展博物館館長不能達成協議時，應即通

知該博物館董事，俾其與「中國主管官員」會商解決。 

 

第九條 

第一款    「參加博物館」應於展覽期間發行並發售附有圖片之展覽目錄目錄。 

第二款    該項目錄應在美國印刷，由「參加博物館」組織委員會擔任編輯，該委員會至

少應有中國駐美大使指定之中國委員一人。該中國委員應就每一展品向該委員

會提供充分之英文說明資料。該項目錄之校樣，應於最後付印前交由「中國主

管官員」核校同意。該項目錄應免費保留一百份供中華民國政府應用。 

第三款    各「參加博物館」應就其所訂購之全部目錄繳付編印費用，未售完之目錄不能

退還抵賬。 

第四款    目錄售出數目應隨時通知中華民國政府。 

 

第十條 

第一款    「參加博物館」得經「中國主管官員」之許可在展覽期間發行並發售出展藝術

品之複印本。 

第二款    此項複印本之發售如有盈利，其淨利百分之五十應歸中華民國政府。展覽全部

結束時，應將此項複印本發售賬目通知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應於同時

收到該項淨利之應得部分。該項淨利之計算，應就複印品發售所得，減除複印

品之成本，為發售而支出之直接費用，以及為發售而直接引起之當地一般開支

中按比例應行分擔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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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各「參加博物館」應就其所訂購之全部複印本繳付成本費用，其未售完之複印

本不能退還抵賬。 

第四款 複印本經中國主管官員之授權，得用於一般性書刊，其所得版稅應為中華民國

政府保留，並付給中華民國政府。 

第五款 茲授權「參加博物館」得為展覽會宣傳及檔案所需而複印展覽品。 

 

第十一條 

第一款    是否收入場費應由各該「參加博物館」決定之。 

第二款    若收取入場費，其對學童、學生、藝術家及文化團體會員是否予以免費或減費

入場之優待，應由各該「參加博物館」決定之，但中華民國政府歡迎有此種措

施。 

第三款 各該「參加博物館」收取入場費之任何盈利，減除該博物館有關展覽會之一切

開支（包括裝置燈火、打掃、展覽室之重裝、監衛、宣傳招待、電話、電報、

郵資、拆卸、可能適征之稅捐等當地費用，未售完而免費交與中華民國大使之

目錄及複印本之成本，以及因出展直接引起而由各該博物館本身經費中直接付

出之當地一般費用中按比例應行分擔之部分）後，應歸由中華民國政府自由支

配，擬以其相當成數由中華民國政府提作中美共同文化事業之用。 

 

第十二條 

第一款    中華民國政府應指派修整技師一人，負責維持展覽品狀況及必要時予以修整之

專責。在任何情況下，非其本人或由其指揮，任何人不得擅行修整。如有任何

狀況須該修整技師注意時，各該「參加博物館」應即予以通知。 

第二款    如有影響任何展覽品狀況之情事發生或由於其他不論是否與該項展覽品狀況

有關之原因而使展覽會暫時停閉時，其在該有關「參加博物館」展出之時間，

得經中華民國政府及其他「參加博物館」之同意，按照因關閉損失之時間予以

延長。 

 

第十三條 

第一款    各「參加博物館」應依本協定第拾陸條之規定，平均分擔中國人員在美隨展期

間之川資及生活費暨必要時赴美往返川資；此項費用總額另俟核定。 

此項中國人員應按實支領交通費以及不超過每人每日十五美元之生活津貼。 

 

第十四條 

第一款    「參加博物館」將籌備並推行展覽會之宣傳工作。 

第二款    中華民國政府承諾以宣傳所需之一切資料（包括說明、照片、幻燈片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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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參加博物館」。 

 

        第十五條 

第一款    中國駐美大使及「參加博物館」應分別各循其程序請求中美兩國總統擔任展覽

會名譽贊導人。 

第二款 中華民國政府及「參加博物館」應分別按雙方同意人數提出中美其他贊導或發

起人。 

第三款 贊導人及（或）發起人之姓名應列於目錄之首。 

 

第十六條 

第一款    各「參加之各博物館」應平均分擔下列各項開支： 

1 依本協定第五節規定在台灣之包裝費用。 

           2 依本協定第六條第二節規定之保險代金 

           3 展覽品在台灣境外，往來美國及在美國境內之運費。 

           4 關稅及報關費用。 

           5 依本協定第二條第二節規定「參加博物館」派往台灣之代表一人或數人之

川資及生活費。 

           6 依本協定第十三條規定中國隨展人員之川資及生活費。 

           7 展覽期間可能必需之零星修理費用而不在保險範圍內者。 

第二款    各「參加博物館」應就估計經費總額美金 80000 元之按比例應行分擔數額繳存

國家美術館司庫，以充本條第一節所列各項開支之需。此項分擔數額之半數應

於本協定簽字時繳付，其餘半數於國家美術館司庫請付時繳付。第一節所列各

種開支清付後剩餘之款項應按比例退還各「參加博物館」，如繳存數額不敷第

一節所列各項開支時，各「參加博物館」應就不足部分平均負擔，並於國家美

術館司庫請付時繳付。 

 

        第十七條 

第一款    任一「參加博物館」如因展覽而有財務上之虧損時，中國政府應不負任何責任。 

第二款    任一「參加博物館」展覽所或盈利之任何部分均不得用於彌補另一「參加博物

館」展覽所受之損失或虧欠。 

 

 

為此本協定雙方爰於一千九百六十年    月    日簽字，蓋章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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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美術館董事會秘書             中華民國政府駐美大使 

                                 

 

紐約市美術博物館館長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代表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館長             芝加哥美術館館長 

                                  

 

                                 金山楊格紀念博物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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