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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赴美展覽的緣起與籌備 

第一節  故宮赴美展覽的背景 

 

（一）來自美方的幾次邀約 

倫敦藝展使得西方進一步欣賞與收集中國藝術，並且掀起一陣中國風的熱

潮，因此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負責人溫洛克（H. E. Winlock）希望在倫敦藝展結束

回到中國之前，故宮可以先到美國紐約展覽。他曾經與中國大使及美國國務院接

觸，甚至引起羅斯福總統的興趣，最後卻因為種種外交、政治因素而無法成行。1倫

敦藝展引起西方對於故宮藏品的矚目，許多國家陸續提出邀請，卻因為中國局勢

動盪不安，而無明確計畫。在抗戰期間，也曾經有前往美國展覽的建議，故宮方

面甚至著手進行準備的工作，後來因為運輸問題，未能付諸實行。2 

抗戰勝利之後，許多美國人士要求中國政府選取一部份藝術品運到美國展

覽，最早提出建議的是大都會博物館的霍雷斯傑恩（Horace Jayne）。當這批文物還

在重慶時，他就向國民政府官員建議在美國舉辦展覽會，國民政府官員對於這個

提議很感興趣，因為這有利於國民政府形象的宣傳。當時正值國共內戰，因為擔

心這批文物被中共破壞，同時為了感謝美方的協助，因此國民政府希望提供這批

文物給大都會博物館作為借展。但是美國或許因為害怕這樣的舉動會被當成援助

中國所獲取的帝國主義利益以及其他種種考量，沒有馬上行動，就在雙方協商過

程中，國民政府的情勢卻越來越糟，最後因為中國局勢逆轉而取消。3 

當 1961 年故宮前往美國五大城市舉行「中國古藝術品展覽」時，中國情況卻

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4 1949 年國民政府於內戰中失利，播遷到台灣。在前

                                                 
1 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3-125. 大約在民國 24 至 25 年之間，美方就有此建議。《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2 月 9 日第 5
版。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根據王世杰表示，原訂民國 26 年準備在

美國舉行展覽，當時教育部認為文物剛從英國運回，不便又到外國展覽，所以並未成行。而且當時

剛好又遇上對日戰爭，因此而取消。 
2 那志良，〈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籌備經過〉，頁 24。傅振倫，《蒲梢滄桑九十憶往》，頁 102-109
中回憶他是在 1938 年 6 月故宮古物館館長徐玉森請他到重慶籌辦赴美古物展覽，8 月開始選件、

造冊，一共選了青銅器 22 件、古玉 34 件、字畫 31 卷 46 冊 121 軸、清代文獻 11 種一共 265 件，

但是因為武漢失守才放棄。 
3 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p.144-145.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不確定的友情：台灣、香港與美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5），

頁 163。 
4 故宮雖然曾經前往莫斯科進行展覽，但因為適逢二次大戰爆發而草草結束。此外莫斯科展覽留下

的資料太少，除了周密的論文以及傅振倫的簡單記錄之外，外界對於這次展覽的實際狀況並不瞭

解，遑論評價，因此本文將討論重心放在 1961 年的赴美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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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台灣時，除了國庫中的黃金、白銀、美元以及美援物資（轟炸機、航空零件、

汽油）之外，還特別將故宮收藏的文物也同時移轉到了台灣。5據索予明的回憶 

前此文物西遷，因為是對日抗戰，舉國一致對外，此番再度播遷情況不同，

不免有一些不同的意見，……這其間特別是交通運輸方面的困難，成為最

難解決的問題，因為這次目的地是台灣，……而是時京滬一帶局勢已日趨

緊張，政府機關正在疏散聲中，車站碼頭待運的人員、物資山積，加以軍

方的需要迫切而優先，此時要想尋找交通工具，不是有錢就能解決問題的。

6 

當時各機關運台文物先後一共有三批，第一批和第三批是請求軍方派艦隊協

助護送，從此不難看出故宮的文物對於政府來說，應該具有獨特的意義，否則在

戰亂的狀況以及倉皇的撤退中，如果沒有政府命令，軍方會花費那麼多的人力去

運送、保護這批文物，實在令人無法想像。如果故宮的文物對政府來說這麼重要，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會打官司扣留這批文物的風險下，政府會同意前往美國展

覽的意圖與目的就需要再探究。因此，本節將探討促成展覽得以成行的背景，希

望瞭解是怎樣的理由，讓政府同意這次展覽。另外一方面，美方對於故宮赴美展

覽又抱持怎樣的態度？為了護送這些文物到美國五大城市展覽，美國特別派出驅

逐艦凱永艦（Bryce Canyon）負責運輸。不僅美國總統擔任展覽的名譽倡導人，美

國國務卿魯斯克夫婦也特別到展場參觀，是否美國也希望透過這場展覽宣揚傳達

某些理念？這些問題將是本節希望探討的重點。 

 

（二）中華民國對故宮赴美展覽的態度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感到蘇聯勢力日增的威脅，因此對蘇聯採取圍堵政

策。7但是，對於國民黨政府，美國卻也不願意繼續支持，不僅在 1949 年 8 月發表

                                                 
5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頁

82-84。 
6 索予明，〈立武先生與中華文物〉，《杭立武先生紀念集》（台北：杭立武先生治喪委員會，1992），

頁 177-178。故宮文物遷移到台灣並沒有留下任何會議紀錄，根據杭立武的說法，故宮遷移他曾經

請示過蔣中正，得到他的同意。但是事實上蔣中正當時已經下野，由李宗仁接任總統。因此到底故

宮文物的遷移經過如何，仍須要更多的資料進一步研究。另外一方面，故宮遷移時是否「考慮」到

要保存「國寶」、「中華文化」或證明「中華民國正統」等問題，筆者認為當時怎麼想或許已經不可

解，更重要的是，今天許多人相信故宮為「國寶」、「中華民國正統」或「中華文化」的象徵，相關

的看法可參見杜正勝及林伯欣等人的研究。 
7 參見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1），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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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白皮書，也表明不再對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援助，抱持「靜待塵埃落定」的

態度。8正當局勢岌岌可危之時，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美國考量到台灣在亞洲的

意義與戰略價值，對國民黨政府重新展開軍事與經濟援助。9美國被迫保護「自由

中國」，將台灣當成一座民主的堡壘，以及蒐集中共情報的基地。10美國可以說是

國民黨政權得以延續的重要力量，甚至在 1970 年代之前，在軍事上、經濟上、政

治上以及國際地位各方面，國民黨政權都不得不仰賴美國的支持。11 

對於美國的依賴，可以說是蔣中正重視美方輿論的重要理由。雖然台灣政治

情勢，國民政府已經全面掌控，但是在失去中國的領土與人民之後，在國際上能

夠支持中華民國地位的也只有美國了。蔣中正要如何對外說服美方他才是不可取

代，對內說明他才是代表中國的正統呢？根據學者研究，古代中國政權的建立與

穩固，光靠強力不可能長期維持穩定，因此背後有一套特殊的世界觀與權勢系統，

用來合理化政權的架構與事實，好讓國民認可，成為公共權力最重要的基礎，這

就是國家的正當性。可是當遇到變化的年代，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改變，政權

遭遇危機的挑戰，這時國家的正當性往往會以「正統論」的形式表現。12而什麼人

才掌握正統呢？依照過去的案例分析，可以區分為擁有空間或是時間。就空間來

說，能夠統一中國的人，就算是掌有正統。如果不能位居中原，那麼繼承前一個

正統朝代的也算是正統。 

但是正統或道統的概念畢竟太抽象，必須要依附在具體的事物上，才能展現

其意義。過去皇朝非常注重禮儀，譬如皇帝穿的衣服、戴的帽子、坐的馬車、住

的宮殿，甚至座位來彰顯國君的權力。但是在民國建立之後，過去的方式不再適

用，因此正統或道統的概念也就從訴諸國君的威權，轉向國族與文化的認同，而

能夠代表文化與國家的故宮博物院自然就變的非常重要。蔣中正雖然喪失政權與

                                                 
8 《1944 年至 1949 年的美國對華關係》（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44-1949）。參見胡為

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頁 7。 
9 美國擔心台灣如果落入中共手中，中共和蘇聯便有可能會威脅到美國在琉球及菲律賓的基地，同

時使得西太平洋防線形成一個大缺口，因此有派遣第七艦隊的舉動。參見胡為真，《美國對華「一

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頁 9。 
10 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台灣、香港與美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頁 149。 
11 軍事上由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提供總額二十五億美元以上的龐大軍事援助以及中美防

禦條約。經濟上則有十五億美元以上的經濟援助，以及出口市場；政治上則支持國民黨政府在聯合

國當中的代表權地位。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 39-40。

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台灣、香港與美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頁 99「美國的態度如何，

對於台北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國民黨依賴美國。」 
12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台北：東大發行，1995），頁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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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但是他卻擁有「文化」的繼承關係。自從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逐漸成為

中華文化的代表。既然中華民國擁有中華文化的象徵――故宮博物院，自然擁有

中國的「正統」，因此，中華民國才是「中國」的代表，而赴美展覽正是傳達這個

概念的機會。 

負責展覽準備工作的王世杰就曾經在美展目錄中指出 

自由世界的前途主要落在美國人民的肩上。在這個多事之秋，美國人民能

對中國的藝術和文化有更充分的了解，就具有新的意義。這個展覽會還可

以提醒人們注意：自由中國的人民不但是為收復失地而戰，而且是為挽救

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戰。13 

這樣的外交宣傳，不僅讓美國人民注意到中華民國的處境，還激起美國人民

對中華民國所保留的中華文化高度的興趣。透過展覽中的刊物介紹、會場的布置

與展示，以及學者的解說，不僅可以增加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的聲譽，同時也可以

凸顯中華民國是中國文化「繼承者與保護者」的形象。同時，王世杰也明確指出

古藝術品運美展覽的目的是 

第一  藉此使美國的一般社會與專家能更深的瞭解中國藝術及中國古藝術

品在藝術上的貢獻； 

第二  說明中國古藝術在世界藝術史的過去甚至將來均有其特殊的地位。14 

因此，這批古藝術品運美展覽和中國及中國藝術、文化形象塑造，絕對有相當程

度的關連。 

負責籌備展覽的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李濟，同時也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

任，曾經協助華盛頓國家美術館重新布置常設的「中國國民生活與文化」展覽，

希望選擇的中國陳列品具有「代表性」，而且富有「教育意義」。15他在籌備的會議

中指出 

……該館之展品，均為永久性之陳列，對美國民眾及各國遊客之影響之深

遠，遠非其他各館所能比。尤對美國議員以及政要，遇有國際問題，尤其

有關中國者，須參觀該館，對其觀念上及政策上不無影響。因此其他各國

藉機贈送展品，我政府應重視此種機會，當局應瞭解此種展覽之重要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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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 
14 台灣《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2 月 9 日第 5 版。 
15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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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負擔該項展品經費，對國家民族文化之宣揚，在國際上收效極大，亦

非常值得。16 

除此之外，負責推動展覽的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杭立武與胡適，也基於古物

運美展覽對於中華民國在美國的宣傳有很大幫助，一再堅持應該促成展覽的成

行。17當然不僅僅是這些學者體會到展覽與文化宣傳的重要，立法委員曾經在對政

府官員質詢時提到「……我國對外宣傳不夠廣為人所共知，尤其在文化方面，如

希望美國知識份子對我友善，必須大量刊行有學術價值的作品，使他們相信我政

府確能代表文化傳統……」。18行政院對於教育部工作考成報告審查意見中也特別

提到 

對留美學人及學生之聯繫調查登記，較前加強，今後除參加一般國際會議、

展覽及活動外，並應設法以具有代表我中華民族文化之圖書文物藝術舞蹈

體育等參與美國活動，俾能促進中美文化交流，加深友邦人士對我之瞭解。

19 

從這些說法不難看出政府試圖透過文化宣揚國家與民族的形象，同時非常重視中

華民國在國際上呈現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不論是政府或學界都認為這些宣傳與

展示必須具有「代表性」，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證明中華民國確實繼承中國的文化

傳統以及「正統」。 

也因為當時政府對於宣傳的重視，因此當美方開始編輯展覽目錄時，中華民

國這邊就要求，目錄中必須特別提及中華民國「保障暨發揚我國固有文化」以及

保護藝術品的相關說明。20而在目錄結語部分「適如本展覽中之中國古藝術之為中

國歷代帝王所愛好收藏」，後面並特別加上「亦如其為目前在台灣珍重保存以經常

啟發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等字樣。21中華民國外交部也一再強調此次在美國的展覽

對於「國際人士認識我政府維護中國文化傳統之作用」，並希望「利用機會，擴大

宣傳。」22分析這些作法，可以說中華民國政府之所以前往美國展覽，很大的目的

在於凸顯中華民國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與正統的角色。 

                                                 
16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17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18 《立法院公報》第 26 會期第 1 期，頁 50。 
19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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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3295-4。 
21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 
22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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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是中華民國這邊的說法，我們也可以從當時許多說服故宮前去展覽的

說帖，來瞭解當時美國學界、政界認為故宮前往展覽會有什麼好處。以邀請故宮

前去展覽最熱心的羅省（Los Angeles）為例，不斷透過南加州大學校長范克倫斯

密博士（Dr. Rufus B. von KleinSmid）、羅安琪博物館（Los Angeles Country Museum）

館長布朗（Dr. Richard F. Brown）以及東方部主持人顧華山（George Kuwayama）、

黃文山等人的一再遊說，希望故宮能夠前往展覽。23中華民國羅安琪總領事李孟萍

在和當地學界討論之後認為「……羅省各界人士對我文物之認識與景仰，對我自

由中國之反共事業，保持我國文化傳統一節，實具有重大之宣傳意義……」。24 

除了遊說之外，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藝術顧問詹姆士（Dr. Frank James）在 1956

年 11 月到台灣拜訪，並於次年提出文物運美展覽的計畫草案。這項草案不僅附有

美國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塞保德（William Sebald）贊同展覽的意見書，並且請

到 美 國 駐 華 大 使 藍 欽 前 來 關 說 ， 指 稱 國 務 院 中 國 科 科 長 馬 康 衛 （ Walter 

McConaughy）也贊成此展覽。這項提案的標題是「以藝術增進中美瞭解」，內容

大意是現在台灣之古物可為中華民國造成輿論，台灣藏有稀世不朽文物，可加以

運用，使中美之間關係更密切。史丹佛大學希望透過「史丹佛美術委員會」的協

助，藉由宣傳，增加美國對於中華民國同情的瞭解。由於展出的目的是「促進中

美之間的關係」，因此「此項目錄必須精心設計，其文字體裁需熱誠而友善，俾不

僅使人爭先閱讀，抑且造成吾人共同企求之永恆印象」。其次，計畫強調宣傳的重

要，由於展覽的目的是爭取「美國人民同情與認識」，因此宣傳必須「妥善設計」，

並且與當地報紙、電視與廣播充分合作。25 

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不斷在美國提起訴訟，希望爭取中國的財產及代表權，

中華民國政府相當擔心故宮赴美展覽會遭遇到法律訴訟問題，因此遲遲沒有同意

前往展覽。但是史丹佛方面卻認為這次展覽如果遇上訴訟，所獲得的判決「可為

將來更大規模以中華民國所有之文物借給特選之美國博物院一事掃除困難……排

除任何未來之訴訟」。如果中共在大陸集結重兵，中華民國也可以考慮將全部文物

                                                 
23 這裡是根據國史館外交部檔案中的翻譯，所以沒有翻譯成大家熟知的洛杉磯。 
24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4。 
25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台灣、香港與美

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頁 83-85。艾森豪總統和國務卿杜勒斯任命一系列親蔣派人士擔任外

交職務，當中包括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藍欽，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勞勃森以及國務院中國科

科長馬康衛。他們皆同情國民黨，反對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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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移存美國。26美國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塞保德更主張「此舉對促進美國提高中

華民國政府聲望之政策，甚有裨益。」「此一計畫在贊助宣揚中國政府為中國傳統

文化之合法監護人以及加強中、美兩國間之文化關係方面，亦復饒有價值。」27從

這份說帖可以清楚看出，赴美展覽對中華民國來說，不僅可以提高中華民國在美

國的曝光率與知名度，凸顯中華民國政府保護文物的形象，更可以加強中美之間

的友誼，使美國人民益發同情中華民國的處境。 

 

（三）美國政府對故宮赴美展覽的態度 

根據學者的研究，從 1959 到 1963 年，美國駐華大使館每年教育、文化交換

活動報告都特別提到要加強中華民國是「傳統中國文化」及「現代中國文明」代

表的形象。28而在 1958 年台海危機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一再建議中華民國政

府應該「加強教育、藝術和其他中國文化」。29美國會強調這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

形象，主要是希望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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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當中國尚未開放的時候，西方學者對於中國雖然好奇，卻完

全無法進行研究，台灣與香港就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的另一個選擇。美國駐華官員

希望美國學界以台灣作為研究中國的基地，以提高中華民國政府的聲望。30 

美國除了提供經費，培養相關人才之外，也積極贊助中國文物的保存與展示，

特別是故宮收藏提供了西方學者對於中國藝術與文化進一步瞭解與研究。311956

年由美國政府的分支機構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出資，協助故宮在台中北溝

興建一棟陳列室。32興建陳列室的目的，除了希望能有效「保管文物，代表我國文

化精粹，輪流展覽及便利工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對外宣示「中華國寶已運存來

台，文物精品且盡萃於此」。33北溝興建庫房由理事長王雲五以及理事兼秘書杭立

武與亞洲協會的饒大維簽訂補助建築費合約，由美國亞洲協會補助將近七十萬新

                                                 
26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27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28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31：1（2001 年 3

月），頁 109-112。 
29 王景宏，《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台灣》（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頁 148。 
30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頁 109-112。 
31 曾經到北溝看畫的學者包含羅越、李佩、曾憲七、吳納遜、喜龍仁、方聞、席克門、富田、高

居翰等人，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711-712。 
32 後來改稱為亞洲基金會，詳見亞洲基金會官方網站。另外根據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台灣、

香港與美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頁 160 指出此機構是由美國 CIA 所贊助支持。 
33 索予明，〈立武先生與中華文物〉，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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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的建築費，故宮博物院本身則負責陳列室內的設備費、用人費以及管理維持

費。34 

亞洲協會不僅贊助興建陳列室，1957 年，亞洲協會表達希望協助中華民國召

開全球各地中國藝術家會議。35當北溝陳列室即將建造完成時，亞洲協會也表示願

意資助中華民國邀請東南亞各國教育部長、文化部長、大學校長以及博物館館長

到台中參觀。36不僅故宮長期以來出版書籍、印刷圖錄以及學術會議的經費接受其

贊助，甚至 1965 年在士林外雙溪落成的故宮博物院，也是由亞洲協會出資贊助興

建的。37因此可以說美國政府對於中國文化概念的建立，確實是有意的協助。 

 

 

 

圖 3-1-1 北溝陳列室落成故宮理事與亞洲基金會代表合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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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故宮古物雜卷〉，檔號 172-3/3297。 
35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故宮古物雜卷〉，檔號 172-3/3297。 
36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故宮古物雜卷〉，檔號 172-3/329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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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博物圖書

院館聯合管理處出版部組織簡章第七條，「出版部經費獨立，所有開辦及發行書刊所需之循環基金

自行向自由亞洲協會商准墊借，分期陸續歸還，不向本處請款」。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台灣、

香港與美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頁 224「亞洲基金會還為博物院出版刊物、印刷收藏品目錄

和舉行美術會議提供款項。」 



 71

 

圖 3-1-2 北溝陳列室陳列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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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3 北溝陳列室陳列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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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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覽贊助人――亨利魯斯 

不過真正使得故宮前往美國展覽，最早倡議者以及贊助人卻是亨利魯斯。亨

利魯斯曾經在美國創辦《時代》、《財星》、《生活》等深具影響力的刊物。其中，《時

代》雜誌的發行量曾經高達六十幾萬份，《生活》雜誌甚至宣稱有一千七百多萬至

兩千萬的讀者。38魯斯往往透過旗下刊物，向大眾廣為宣傳他個人的理念，甚至影

響美國政府的決策。因此，他對於美國輿論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不管在政治界、

產業界、新聞業上都有他的一席之地。二十世紀初，亨利魯斯更提出了「美國世

紀」（American Century）的概念，對於美國在外交上有很大的影響。39也正是因為

他在美國的重要地位，使得蔣中正對他另眼相看。 

    不過，真正讓亨利魯斯和蔣中正關係密切，而且讓亨利魯斯始終支持國民黨

以及蔣中正的，其實是亨利魯斯特殊的成長背景。由於他的父親（Henry Winters 

Luce）是中國山東濟南的傳教士，加上他在中國出生、成長的背景，使得亨利魯

斯對於中國一直懷著一份特殊的感情與同情。他不僅在雜誌中，還在新聞短播節

目「時代前進」（March of Time）中介紹中、日戰爭，這些報導是最有利的宣傳，

使美國人開始關心注意中國。401943 年由魯斯安排蔣夫人訪問美國，在宣傳上取得

極大的成功，使得中美關係因此達到一個高峰。在《時代》週刊上，蔣中正從來

沒有離開權力的寶座，也沒有失去過他的體面與威力。一直到 1945 年為止，蔣中

正成為《時代》與《生活》雜誌封面人物高達四次之多。41 

特別是因為中國遠在萬里之遙，美國人民無法直接接觸中國，因此，魯斯的

報導就變的非常重要，特別是在 40 年代後期與 50 年代初期，亨利魯斯掌握的媒

體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機構。當其他美國媒體都還沒注意到中國的重要性時，亨

利魯斯就已經派駐記者在中國，因此，他對於中國的報導，可以說是左右了當時

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他曾經表示過「我並不想裝扮這是一份客觀的刊物，

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這是一本屬於編輯的雜誌。無論刊登什麼東西，都反映出

我的觀點」。42因此，亨利魯斯旗下的雜誌無可避免會受到他對於中國觀點的影響。

                                                 
38 羅伯赫斯坦（Robert E. Herzstein）著，林添貴譯，《時代之眼：左右全球輿論的亨利魯斯》，頁

13。 
39 羅伯赫斯坦（Robert E. Herzstein）著，林添貴譯，《時代之眼：左右全球輿論的亨利魯斯》，頁 2。 
40 David Halberstam 著，趙心樹、沈佩璐譯，《媒介與權勢》（The Powers That Be）（台北：遠流出版

社，1995），頁 84。 
41 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台灣、香港與美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頁 46 。 
42 David Halberstam 著，趙心樹、沈佩璐譯，《媒介與權勢》，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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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人指出，在美國人心目中，他的名字和中國緊緊連在一起。只要一提到魯

斯，就會想到中國。43 

在 1950 年代的亞洲旅行訪問期間，魯斯曾經在台灣停留。他在台北待了好幾

天，和一些重要人士討論過展覽的可行性。不過，一直到 1953 年 6 月 16 日，亨

利魯斯才正式透過電文，向蔣中正詢問中國美術品赴美展覽的可能性： 

謹陳者 

關於存台中國文物運美展覽之議，據去年在台時所知似有可能，此事自須

最後請示  閣下核准。至個人對此一計畫甚願效力，曾以此意告杭立武博

士並候其知照。是項展覽關係中美文化之溝通極為重要，此間主要博物館

皆願熱誠合作，只待貴國政府之正式核准。雅禮大學明年為紀念中國第一

個留學生畢業，該校一百週年亦深望能參加此事。至於展覽事宜，紐約華

美協進社必可竭力協助辦理。個人並可保證生活雜誌必能以展覽中之主要

藝術品用彩色刊印，以期引起大眾之興趣。誠知此事在外交上尚須從詳商

討，又運輸安全問題困難甚多，亦有待考慮，均需要相當時間，但目前所

急欲知者，即實際可能性如何？謹祈先賜電示，幸甚。44 

蔣中正考量亨利魯斯對於中國的形象以及美國媒體界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便

很快接受他的建議與邀請，同意讓故宮到美國展覽，並且交由國立故宮中央博物

院共同理事會理事王雲五與杭立武，和亨利魯斯接洽各項技術與細節問題。45而亨

利魯斯在電文中提到將協助展覽活動的美華協進社，在展覽期間不僅特地舉行酒

會宣傳，《前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對於美華協進社舉辦的展覽相關活動也都有專文介紹。46 

美華協進社（China Institute）是由美國教育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翰杜威

（John Dewey），中國北京大學教授暨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及郭秉文創立於 1926

年。47成立目的是為了提倡中美國際教育以及文化合作，成立背景則必須追溯到

1900 年，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後，強迫清政府訂立《辛丑條約》，規定賠償各

                                                 
43 David Halberstam 著，趙心樹、沈佩璐譯，《媒介與權勢》，頁 71。 
44 本處的翻譯轉引自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外交部檔案，

〈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45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

號 172-3/3295-1。 
46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05。《前鋒論壇報》1961.9.17 與《紐約時報》1961.9.17。 
47 參見美華協進社官方網站 http://www.chinainstitute.org/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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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4.5 億萬兩。美國在償還了本國僑民的損失後，於 1908 年將庚子賠款的部分退

還中國，作為資助中國學生赴美遊學的費用。1924 年美國國會再次透過法案，批

准將庚子賠款的剩餘部分退還中國。關于這筆減免款項，由「美國退還庚款委員」

【即為後來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管理。48美華協進社成

立初期，由中基會補助五千美元，不過三年之後，中基會停止補助，成為依賴募

款的民間社團。49很幸運的，華美協進社得到亨利魯斯等人的支持，加上華美協進

社是當時唯一以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為宗旨的社團，中、美兩國均相當重視這個機

構，並委託此基金會代辦一些文化工作，使得華美協進社每年有將近兩百萬美元

的款項。華美協進社除了定期出版月刊和季刊之外，也經常舉行討論會與演講會。 

華美協進社的社址位於紐約市東 65 街 125 號的中國大廈中，此棟建築由亨利

魯斯捐贈，主要是為了紀念其父親，而亨利魯斯本人則擔任華美協進社的董事會

會長，過去一向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密切。1967 年華美協進社新任社長漢特森

（William Henderson）就批評華美協進社「與在台灣之中華民國政府關係過於密

切，不論正確與否，且常被認為該政府之附庸」。50華美協進社在 50 年代積極贊助

教育和藝術，同時也是向美國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機構。51根據學者研究指出 

美華協進社的活動可以追溯到中華民國建國初期。該社利用庚子賠款成立

於 1926 年，一貫支持蔣介石政權，特別是在 50 年代。他在美國贊助教育

和藝術事業，致力於向美國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在 1950 年美國與中國大

陸斷絕關係以後，大多數的文化和教育團體也都同樣地致力於幫助國民黨

人，或者為抽象的中華民族服務。 

華美協進社在 1954 年更積極在台灣成立台灣分社，由杭立武擔任主席。52 

 

（五）美國對於中國藝術的研究與收藏 

雖然亨利魯斯對於蔣中正的政權非常支持，但是宣傳的方式有很多，為什麼

他會選擇以展覽作為策略？亨利魯斯邀請的動機以及他在展覽中扮演的角色，其

                                                 
48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5（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79-280。 
49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2（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 575。胡適、約

翰杜威、郭秉文先後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補助華美協進社成立。 
50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紐約華美協進社〉，檔號 172-3/4138。 
51 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台灣、香港與美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頁 157。 
52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華美協進社〉，檔號 172-3/4111。國史館外交部檔案，〈華美協進會〉，檔號

172-3/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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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值得深入探討的。1961 年故宮雖然只選擇五大城市前往展覽，但事實上提出

邀請的機構還有美國西部的洛杉磯縣立藝術院、西雅圖藝術院、中部的堪薩斯城

納爾遜美術館、克利佛蘭美術館、東部的衛斯理女子學院藝術館、波士頓鄰近的

威爾斯萊學院、維金尼亞藝術館、夏威夷藝術館、德克薩斯藝術館等等。53這些博

物館透過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州長、當地名流與居留當地的僑民教授出面遊說，

希望能夠邀請故宮前往展覽。為了達到邀請的目的，有的博物館甚至請出美國國

會議員，商請國務院希望能夠延長展期，使得國會、國務院以及白宮都出面詢問，

主張延長展期，擴增展地。駐美大使葉公超還因此特別和總統、副總統以及行政

院副院長討論。54美國之外，法國、希臘、義大利、西德、西班牙、葡萄牙、日本、

澳洲也都提出類似的要求。55不過，中華民國政府最後只選擇前往美國展覽，這或

許和美國的中國藝術研究發展有密切關係。 

西方早在十九世紀中就開始中國藝術的研究，焦點主要在瓷器、其他的裝飾

藝術和一些少數繪畫。由於民國初年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許多可確定日期

的材料，使得中國藝術的研究上得到很大的突破。不僅考古研究紛紛出爐，中國

經典的翻譯和中國藝術的目錄也陸續出版，中國學者和藝術史家試圖重建並重新

解釋藝術史及文物。而在歐洲和美國，早期的學者開始以有限可利用的資料，努

力解釋早期中國藝術。例如瑞典的漢學家高本漢就是研究青銅器、玉和其他早期

藝術上銘文的重要開創學者。  

較早有系統研究中國雕刻的是日本和歐洲學者，當中的佼佼者是法國藝術史

學家色伽蘭(Victor Segalen,1878-1919) 和喜龍仁。56在西方長期以來受到重視的陶

瓷領域，法蘭克（Augustus Franks,1826-1897）、波西爾和霍浦森的收藏目錄有很

大貢獻。除此之外，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Edouard Chavannes）以

及安德生等人都對中國藝術有相當程度的貢獻，但是，這些學者多從漢學家而非

                                                 
53 文星雜誌社編輯，顧獻樑，〈古藝術品運美展覽蠡測〉，《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

覽專刊）》（台北：文星雜誌社，1961），頁 8；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54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4，葉公超因此希望能夠增長展期。 
55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56 喜龍仁被稱為西方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之父，長期擔任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大學教授。一

生致力於中國美術的研究，自 1900 年起，他多次考察中國各地的名勝古跡和文物，并拍攝了大量

的資料照片，印成圖錄。喜龍仁中國藝術史方面的著作眾多，比較重要的是《五至十四紀的中國雕

刻》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 Over 900 Specimens in Stone, Bronze, 
Lacquer and Wood, Principally from Northern China, Bangkok, Thailand : SDI Publications, 1998, 
Originally published: 1st ed. London: E. Benn, 1925. 此書將中國雕塑分成四期，這一分期系統為歐美

學界延用長達數十年之久，奠定其論述中國雕塑的不朽學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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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家的角度出發，因此對於中國藝術的研究只能算是起步階段。57 

美國早期從事中國藝術的收藏以及研究是 20 世紀初的芥爾（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以及衛利(Arthur Waley,1889-1966)。58衛利於 1923 年出版《中國

繪畫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1931 年出版《來自敦

煌的中國畫發現目錄》將中國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編譯，或是運用目錄學的方法

應用在中國藝術史的研究領域。59 

繼衛利之後，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許多德國學者來到美國，才開

啟了運用風格發展理論研究中國繪畫的新境界，當中最著名的就是沃福林的

（Heinrich Wolfflin）學生巴赫弗（Ludwig Bachhofer）。60他繼承老師沃福林的風格

分析法，引入中國藝術史的研究，於 1935 年出版了《中國美術的起源和發展》，1947

年完成《中國藝術簡史》。但是因為他不懂中文，因此無法將中國畫論和他主張的

風格分期互相引證，甚至造成兩者衝突的狀況發生。因而引起璞博（John Pope）

於《亞洲研究雜誌》（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發表〈漢學還是藝術史〉的批評。

巴赫弗的弟子羅越 (1903-1988)是美國第一位從西方風格發展角度研究中國銅器裝

飾的學者，他對於中國畫，以及商、周青銅器的研究相當著名，著有《安陽時期

的銅器風格》（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 ,1953）。61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原本美國學界及博物館對於日本藝術的收藏與研究，

則有轉向中國藝術的趨向。62部分是因為某些藝術家或館長的反日情緒，另一方面

則是由於中國政治動盪不安，許多藝術品充塞市場，使得美國收藏家得以用相當

低的價格買到許多珍貴的作品，並大量收購中國文人畫。例如納爾遜美術館館長

席克門早在 1930 年代初期就開始在北京、天津等地收購文物，使得堪薩斯城藝術

館成為中國畫的重要收藏地之一。63他趁著中國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內戰與韓戰，

收藏家與商人為了變換現金，大量拋售藝術收藏的時機，收購許多一流的中國藝

                                                 
57 高居翰（James Cahill）著，李渝譯，《中國繪畫史》（台北：雄獅美術出版社，1999），頁 8。 
58 衛利著有《中國繪畫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提出楚文化在中國

文明的重要性，並翻譯許多書籍。 
59 參見程君顒，〈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藝術史的開拓與侷限――高居翰的中國繪畫研究〉，《輔仁歷史

學報》7（民國 84 年 12 月），頁 172。 
60 沃福林著有《藝術史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提出人們如何觀看是受到文化的影

響，兩個不同文化的人看到完全一樣的東西會有截然不同的解釋。 
61 參見程君顒〈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藝術史的開拓與侷限――高居翰的中國繪畫研究〉，頁 173-174。 
62 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p.129 
63 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p.113-121,131.Lau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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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作品。64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藝術研究快速發展，特別是中國繪

畫史的研究。當中最著名的就是喜龍仁的《中國繪畫：重要大師及原則》七大冊

（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的出版。65另外，李雪曼長期

擔任研究中國藝術者必訪的中心之一—克利佛蘭美術館館長，收藏大量中國畫，

是美國藝術史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不僅對於西方藝術有相當研究，而且對於東方

藝術的介紹也不遺餘力。著有《中國的山水畫》（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日

本的裝飾風格》（Japanese Decorative Style）、《遠東藝術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等書。66  

此時在美國，則有一批中國年輕學者與收藏家，因為中國動亂，選擇留在美

國，從事中國藝術的研究與教學，因而促進了中國藝術研究的發展。這些學者包

含剛從愛歐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畢業的李鑄晉；普林斯頓大學的方聞；

1961 年故宮赴美展覽來台選件的波士頓藝術美術館東方部主任曾憲七；擔任密蘇

里州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教授的吳訥孫（筆名鹿橋）；納爾遜美術館的何惠鑑；華盛

頓佛利爾美術館的傅申等等。另外還有一些名門之後的收藏家及鑑賞家，例如王

季遷（為明代王鏊後人，後改名為王己千），翁萬戈（為清朝光緒皇帝老師翁同龢

的後人），皆擁有重要藏品，且具有豐富鑑賞經驗。67 

除了這些中國學者與收藏家的研究之外，二次大戰後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問題

則是深感興趣。美國國內不僅追問為何失去中國（Why and Who Lost China），而

且對於新崛起的中國充滿好奇。因此，在 1950 年代對於東亞研究非常重視，並且

給予大量經濟補助，造就一批熟悉中國文字的美國學者。68例如史丹佛大學的蘇立

文（Michael Sullivan）、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居翰、密西根大學的艾瑞慈

（Richard Edwards）、耶魯大學的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等年輕學者紛紛投入

中國藝術的研究。69而這些學者或多或少都見證了故宮在 1961 年前往美國的中國

                                                 
64 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p.137 
65 Osvald Sirén, 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56-1958. 
66 郭繼生，《藝術史與藝術批評――籠天地於行內》（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頁 107。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p.131-136. Sherman E. Lee,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Ohio: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54. 
67 郭繼生，《挫萬物於筆端：藝術史與藝術批評文集》，頁 101。 
68 郭繼生，《挫萬物於筆端：藝術史與藝術批評文集》，頁 101。 
69 Prepared by the Library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ublic Inquiry Mail Servic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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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藝術品展覽。艾瑞慈曾經與李霖燦在國家美術館討論展覽的作品。70中國藝術史

大師班宗華提到他正是在 1961 年在舊金山參觀故宮的中國古藝術品展覽，才決定

畢業後攻讀中國藝術史的博士學位。71高居翰則在展覽中擔任目錄的編輯、文物的

講解以及演講等工作。這些新一代中國藝術研究學者的形成，使得中國藝術，特

別是繪畫方面的研究邁向一個高峰，因此故宮會選在 1960 年代初期前往美國展覽

或許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六）小結 

本節從展覽前中華民國的政治外交情勢以及美國政府的態度，來說明赴美展

覽得以成行的背景。同時透過探討倡議人與贊助人亨利魯斯的重要性，來說明中

國古藝術品展覽的目的與意義。本節試圖說明，中、美政府對於故宮赴美展覽基

本上都表示支持，主要是因為中華民國希望透過這個展覽，提高中華民國在國際

上的能見度，並且塑造自己成為中華文化保護者與繼承者的角色。而美國政府也

希望能夠提高中華民國政府的聲望，以增加其在遠東的影響力。但是如果不是因

為亨利魯斯在美國媒體界的重要影響力，以及他對於國民黨政權的積極支持，蔣

中正不會同意讓象徵中華文化的故宮文物出國展覽。而這個展覽如果沒有亨利魯

斯的贊助，可能不會引起如此重大的宣傳與注意。當然不能忽略的是美國學術界

與收藏如果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這次的展覽不會有這麼好的效果。因此故宮文

物得以出展，其實是許多條件配合的結果。 

 

 

 

 

 

 

 

 

 

 

                                                 
70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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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二節  展覽品的身份與歸屬 

 

（一）初步討論 

蔣中正在回復亨利魯斯的電文之後，命令故宮共同理事王雲五、杭立武等人

研擬如何進行展覽的籌備，並且和亨利魯斯進一步洽商。於是王雲五等人召開兩

院理事大會臨時會議，討論赴美展覽的相關事宜，提出兩點意見及三項決議： 

意見 1：我國歷代流傳藝術品，早已蜚聲中外，為了促進國際宣傳，這是應

當做的事。 

意見 2：如果要做，便要做的好。目的既在於宣傳，如果辦理不善，反得相

反的效果。至於選件、陳列，以及安全等，更須有詳細討論的必要。72 

決議 1、原則通過其辦法，並以過去國外展覽之成例為藍本； 

決議 2、定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王雲五、朱家驊、程天放、

羅家倫、李濟、董作賓、杭立武等組織七人小組進行研討； 

決議 3、授權七人小組研討後，請杭立武根據研討結果與美方洽商。73 

七人小組開會後，議定和美國博物館商洽的原則是： 

1 、以民國 24 年在倫敦舉行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為藍本。 

2 、須得美方政府之贊助。 

3 、以博物院為主要對象，並須有一適當組織。 

4 、展覽日期，應有充分之準備。 

5 、美方如派專家來台選擇物品，我方可予歡迎，但最後仍須經我方同意。

74 

從共同理事會的意見，不難看出赴美展覽的目的並非僅僅為了中、美藝術文

化交流，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夠「促進國際的宣傳」，提升中華民國的聲望與形

象。目的既然在宣傳，選取的文物以及文物的展示宣傳自然非常重要，下個章節

將更深入討論這些議題。由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組成的七人小組中，王雲五是兩

院共同理事會理事長、杭立武是兩院共同理事會秘書，李濟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

                                                                                                                                               
71 康正果，〈畫境的發掘――班宗華和他的中國藝術史研究〉，《當代》148（1999 年 12 月），頁 98。 
72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784-785。 
73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

號 172-3/3295-1。 
74 那志良，〈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籌備經過〉，《教育與文化》261，頁 24。譚旦冏，《了了不了了》

下集，頁 785。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肇始、播遷、復院》，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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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董作賓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朱家驊是中央研究院院長，而

程天放是教育部長。分析七人小組的成員背景，主要是兩院及中央研究院的重要

負責人，也是當時設定提選展品的主要機構。75當中王雲五、李濟與杭立武等人都

曾經參與倫敦藝展的籌備與審查工作，因此會以倫敦藝展為藍本，並不令人意外。 

 

（二）商討合約草案 

    秘書杭立武受到共同理事會的委託與美方接洽，利用到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

的機會，透過亨利魯斯的介紹，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長進一步洽商。76然後由大

都會博物館出面號召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美術館、

波士頓美術館、舊金山迪楊博物館等五大博物參與展覽。在初步達成共識之後，

杭立武在 1953 年 10 月到 12 月因公在美國的期間，依照七人小組所定的五項原則，

與五大博物館商討合約草案。77協商後的合約一共有十七條，全文請見附錄一。78 

從草約的內容來看，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為什麼故宮選擇到國家

美術館、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美術館、波士頓美術館、迪楊博物館展覽呢？雖

然杭立武等人並沒有明確說明理由，但是如果以 1947 年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藝術

顧問詹姆士所提出文物運美展覽的計畫草案為例，當時選定美國最重要的十大城

市，包含波士頓、紐約、費列德菲亞（費城 Philadelphia）、華盛頓、芝加哥、聖路

易、堪薩斯城、西雅圖、舊金山與羅安琪（洛杉磯），而這五大博物館正在其中。

因為展覽的目的既然是宣傳，那麼首要的選擇考量必須是人口較多的重要都市，

如此才能有最佳的宣傳效果與影響力。79除此之外，國家美術館位於美國的首都華

盛頓，而且又是國家級的博物館。而華盛頓不僅是美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國際的

政治中心。大都會博物館則是和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並列世界三大美術

館，其所在位置紐約是美國第一大城，不僅是商業與文化中心，同時也是聯合國

總部的所在地。另外，故宮博物院於 1996 年再度前往美國展覽時，說明選擇大都

會博物館展覽的理由是 

                                                 
75 雖然後來中央研究院因故沒有參與。 
76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77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由於檔案與文件、書籍對這些博物館

的翻譯都不統一，為了說明方便起見，除非是合約原件，否則所有譯名由筆者統一。 
78 為了要說明當時爭議的焦點以及外交部、司法院還有律師等人提出的意見，本文特地將草案原

文列出以便說明。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外交部檔，〈古

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79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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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博物館為世界首屈一指之大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所借自其他國家

之展品皆為一時之選的精品，如羅浮宮博物館的蒙娜麗莎，俄國冬宮賀米

特吉珍藏，梵蒂岡博物館珍藏精品，皆曾在大都會博物館展出過。本院藏

品在世界一流藝術家、鑑賞家雲集的藝術之都――紐約市展出自然是意義

非凡。80 

正是因為大都會博物館的聲譽，使得在當中展出的展品無疑的也提高了本身的價

值。波士頓美術館則擁有豐富的東方文物收藏，同時也是重要的東方藝術研究重

心，附近還有哈佛等大學。舊金山是著名唐人街所在地，華僑人數眾多等等都是

考量的原因。除此之外，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美術館以及波士頓美術館是美國

最早興建的三大博物館，規模不僅龐大，而且組織架構也成熟。81而當時擔任五大

博物館的代表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館長，不過，大都會博物館和國家美術館都

一直在爭取和故宮合作的機會與主導權，故宮也一再堅持必須在大都會博物館與

國家美術館當中選擇一個，作為最初的展覽地。主要的考量就是為了「國家文物

聲譽」，認為一定要在華府或紐約舉行開幕展覽，才能符合中國以及展覽文物的地

位。82  

其次，關於展品與選擇權問題，從草約的規定可以知道這次展覽的焦點是在

繪畫。200 件精品中，美國方面希望故宮提供 100-150 件的繪畫，相當於全部展品

的一半甚至高達四分之三，這和前文所討論的倫敦藝展大不相同。一方面倫敦藝

展是以瓷器或器物為主的取向，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卻是以繪畫為重心。另一方面，

展品的數量也大幅減少，倫敦藝展展覽的文物高達三千多件，中國至少選了一千

多件，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展品卻只有兩百多件，可見展覽的目的與取向有異，

當然也可以說明美方對於中國藝術的興趣已有很大的轉變。故宮如何看待美國方

面這樣的要求，是否完全依據美方的請求來挑選展品，則在下面的章節有進一步

的討論。除此之外，草約中並沒有提及由誰來選取文物，也沒有指定選擇權歸屬

何方。如果依照赴英展覽為例，中國只有初選權，但是決選權卻在英方人員手上。

但是文物的選擇權卻和展覽如何呈現與解說息息相關，中華民國政府如何看待這

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討論。 

                                                 
80 台灣《中國時報》，民國 85 年 1 月 5 日。 
81 Carol Duncan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頁 94。譚旦冏，《了了不了了》

下集，頁 864。 
82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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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文物安全問題。首先是保險問題，整份合約完全沒有提

到保險的相關事宜，因此文物的安全格外令人矚目。其次，關於損害賠償部分，

草約內容卻對中華民國非常不利，因為大部分的損害都是由中華民國負責，例如

草約第六條「除非因為美國各博物館人員疏忽所造成，否則不論是博物館的理事、

職員、僱員還有運輸的海軍等，都不需要負任何責任」。83而這樣的規定是否合理，

中華民國政府又如何處理，將是下文準備討論的問題。 

    在草約簽訂之後，杭立武和大都會博物館商議，分兩頭進行，一方面由他回

台提請理事會通過，然後呈報中華民國政府作最後決定。另一方面，由大都會博

物館徵求其他博物館同意，並向美國政府進行商洽。原本大都會博物館理事會秘

書告知杭立武，在 1954 年 1 月之前就會將美國方面的商討結果通知兩院共同理事

會。可是過了 1 月，美方卻仍然沒有來信，因此共同理事會就推斷美國博物館方

面可能因為其他問題而有所延遲。一直等到 1954 年 2 月 3 日，大都會博物館館長

才傳電報表示「美國各博物館欲先知貴政府是否已經核定，倘決定十月在華盛頓

舉行，則美方代表至遲應于下月中旬啟程去台」，兩院共同理事會收到來電之後，

回電表示「政府同意展覽，合約草案本院理事會正在審議中，貴館理事會秘書曾

允告知貴方各館對合約草案是否同意，貴方代表三月中來台，自甚歡迎，但最好

能在三月下旬。」84 

    等到 1954 年 2 月 10 日兩院共同理事會又去電美國博物館，希望對方儘快和

美國國務院接洽，請國務院向中國政府提出邀請，使展覽成為兩國政府之間正式

商洽。因為擔心文物的安全問題，七人小組希望展覽必須取得美方政府的贊助，

在草約中之所以沒有提到，是因為雙方口頭承諾，透過美國博物館向美國國務院

提出。可是美方卻遲遲沒有回復，一直到 3 月 20 日美方才來電表示 

參加籌商藝術展覽之美國各博物館咸認展覽計畫必須延期，應俟美國博物

館主管人員將參加展覽品一覽表詳細研究後方能舉辦，此事深覺抱歉。蓋

各博物館意見擬仿照過去奧國展覽會成例辦理。奧國展覽會係於簽訂合約

之前，先在維也納商定展覽品項目，然後開具詳表做為合約之一部分。目

前欲敝方代表即時啟程到台，挑選展覽品，俾於本年年內在華盛頓即行展

                                                 
83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外交部檔，〈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84 本處的翻譯都是依據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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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事實上已趕不及，容俟敝方代表行期定後，再行函詳。85 

雖然大都會博物館解釋因為挑選展覽品問題而必須延期，可是根據胡適向理

事會報告的原因，卻是由於大都會博物館準備派遣來台的代表遭到其他各館的反

對，或許必須另外提出人選，因此延期。86而且在收到此電文之前，大都會博物館

館長曾經託胡適轉告兩院共同理事會，如果中國籌備不及，可以延至 1955 年展覽。

杭立武回電說明中華民國方面並無困難，並且希望按照原訂計畫在 1954 年 10 月

在美國開幕，並且去電商討美方來台人選。可是其實中華民國方面也有許多顧慮，

兩院共同理事會剛好趁著美方延期，對於合同草案進行詳細審核。 

 

（三）審查合約草案 

    由杭立武和美方五大博物館簽訂的草案，於 1954 年 1 月 18 日提交兩院共同

理事會第二屆第四次理事大會討論。由於理事會認為赴美展覽在法律和外交上層

面上仍有許多困難，因此決議先徵詢司法院長王寵惠、外交部以及駐美大使顧維

鈞、駐美大使館律師等人的意見。87這些意見大約可以歸納成三個問題：首先是 1

文物安全問題，當中又可細分為（1）運輸問題、（2）保險問題、（3）損壞賠償問

題。針對第（1）點運輸問題，草約只有規定古物如何從台灣運到美國，但如何從

美國運回台灣，卻無詳細規定，回程中文物的安全值得考量。另一方面，草約中

沒有提到文物到達美國之後如何運往華盛頓，只有提到從台灣運到美國以及從華

府到其他博物館的運輸方式。針對這個部份的意見，七人小組的意見是第（1）點

回程的運輸問題，將會商請美方以換文補充，至於在美國轉運的問題，將會直接

將展品由台灣運往紐約，不在舊金山換火車，所以沒有提及。但是後來卻非如此，

由於美國無法直接將展品運往紐約，所以展品先乘軍艦到洛杉磯，再搭乘 Santa Fe 

Railway System 到芝加哥，然後原車改乘 Baltimore & Ohio 鐵路到華盛頓。88 

至於第（2）點保險問題，王寵惠特別指出文物保險在草約中沒有相關規定，

顧維鈞認為這些古物都是無價國寶，所以恐怕沒有保險公司願意受保。可是合約

中規定責任大多在中華民國，如果有運輸上儲存上以及遺失損壞的責任，在合約

中都是由中華民國負責，恐怕對中華民國並不利。關於第（2）點文物保險沒有規

                                                 
85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86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87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88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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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問題，兩院共同理事會認為因為保險估價甚難，而且倫敦藝展也沒保險，因

此將援往例不加保險。89 

    關於第（3）點損壞賠償問題，王寵惠指出草約第六條第一款只有規定國家美

術館如果其人員疏忽造成損失，須負任何責任時，應按照修正（28 U.S. C2671-2680）

聯邦損失賠償法處理之，可是其他四個博物館應如何處理卻無相關規定。關於第

（3）點損壞賠償問題，共同理事會的回應是因為美國五大博物館中除了國家美術

館之外，其他博物館都是私立，只受一般法律管轄，所以沒有明定。加上日本及

其他國家運美展覽合同，也是同樣文字，所以中華民國依循前例簽訂草約。 

除了安全問題之外，有別於倫敦藝展，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灣，因此

產生了 2 文物所有權的新問題。顧維鈞就特別提到（1）政府人員認為古物運美展

覽，中共可能會向各博物館聲稱所有權應歸屬中共政權，或者利用法律途徑，採

取扣押程序。這樣的情況曾經有過前例，中共曾經在美國訴訟，指出中國在美郵

政儲匯局的存款屬於中共，銀行只好申請法院裁決，結果纏訟多年，如何處理將

詢問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律師。（2）草約中規定運美古物應有外交物件的地位，

應該先取得美國政府的明確諒解，如何處理將詢問中國駐美大使館律師。針對文

物所有權的問題，理事會與七人小組決議由外交部去電駐美大使館，希望向美國

國務院取得比較明確的諒解。90 

經過顧維鈞詢問，美國駐美大使館的律師李角爾曼（Harold Riegelman）針對

文物所有權問題提出兩項意見，（1）要預防爭訟沒有絕對的辦法，不過中華民國

政府可以引用特權（Sovereign Immunity）阻止任何控訴。如果中共政權或其代理

人對此事提出控訴，美國法庭可指出一個未經承認的外國政府或其代理人在美國

法庭並無立場，而不予受理。（2）可是如果爭訟拖延太久，使得這項財產不在中

華民國政府的手中，迫使中華民國政府為了要收回財產，必須以原告的名義採取

行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中華民國政府處於原告地位，其所有的特權很可能由於

對方提出的要求而喪失。所以將來此項展覽品應始終由中華民國官員保管，不要

失去控制。 

    因此草約中才會特別提到「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展覽品為其在美國境內之外交

                                                 
89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

號 172-3/3295-1。 
90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

號 172-3/3295-1。 



 85

財產」一節，主要的意義就是希望能預先獲得美國國務院之諾言（Commitment），

只要中華民國政府聲請，美國國務院就會立即向法院方面證明這些藝術品屬於中

華民國政府所有，正由中華民國政府舉行展覽，如此才可以抵抗任何法律之拘束。

駐美大使館的律師李角爾曼建議中華民國政府必須獲得此種預先保證，並且商請

國務院預先宣布，這樣處理雖非通例，但仍為合理的作法。91 

    在詢問、彙整過各方意見之後，經過七人小組審議以及共同理事會討論後，

做出五點決議： 

1、關於保險問題，依照倫敦藝展的前例不必保險； 

2、駐美大使館所提應先獲得美國國務院的諾言部分，等到美國國務院正式

商請展覽時，再由外交部去電駐美大使館向美國國務院取得明確諾言與

諒解； 

3、駐美大使館律師所提文物應始終由我國官吏保管，勿失去控制權，在合

約中第六條第四款已經規定； 

4、展覽品由美國運回台灣，必須以美國軍艦運送，將請美方以換文補充； 

5、全案以密件送請行政院核定，並等到獲得美國國務院的諾言之後，再與

美方簽訂合約。92 

    共同理事會將這些決議提請行政院加以核定，行政院則交付內政部與教育部

詳細核議。教育部方面研擬之後認為困難甚多，並由高煜桓提出數點意見：93第一

點，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由於來台的理事人數不足，除了教育部長以

及內政部長為當然理事之外，其餘理事都是由教育部遴薦，行政院聘任，可是故

宮準備赴美展覽一事，教育部卻完全不知情，因此教育部覺得相當不滿。第二點

是針對合約內容的修訂。94第三點則是提出故宮出國展覽計畫應該考慮的問題，包

括： 

1、應預先獲得美國國務院之明確宣布承認才可以出國。 

2、合約內規定中國政府人員只有四人，而展品在美國長達一年，是否能夠

確保不致遺失這兩點應該加以考慮。 

                                                 
91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

號 172-3/3295-1。 
92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93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教育部於 1954 年 6 月 3 日提出。 
94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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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是針對以上三點綜合提出四項建議： 

1、在美國國務院未有明確的宣布承認中華民國展覽品係中華民國政府在美

國境內之外交財產之前，該合約不宜簽訂。 

2、獲得美國國務院之明確宣布後，該合約草案彈性部分加以刪改。 

3、共同理事會當然理事（教育、內政兩部長）還在移任，尚未向理事會報

到前，其餘理事任期即將屆滿，在此時間內不宜簽此合約。 

4、國有文物為無價之寶，現在世界局勢緊張似乎不宜在此時出國展覽。95 

原本中、美雙方準備在 1954 年 8 月簽字，可是卻因為美方不知是選件或人事

問題延遲，加上中華民國政府也因為擔心這批文物會落入中共手中，使得展覽的

提議，在反覆的討論中，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從這些討論可以發現，文物的安

全問題是各方關注的焦點，和倫敦藝展一樣，如何將文物安全運到展覽地是最重

要的議題，因為這些文物一旦損壞，就沒有辦法補救。加上沒有保險，如何確保

文物的安全是眾人最大的疑慮。除此之外，文物所有權的法律問題也逐漸浮上檯

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爭取中國的代表權，如何確保這些文物

不會在美國引起官司訴訟，並保有這些文物的所有權，便是中華民國政府考慮是

否前往展覽的重要關鍵。因此中華民國政府才會不斷透過外交部和美國國務院聯

繫，希望能夠取得美國國務院的保證。 

 

（四）再度討論 

    可是整件事並沒有因此停止，曾經擔任美國駐法、俄大使的蒲立德（William 

Bullitt）於 1954 年到台灣，重新提出展覽的建議，並希望由華盛頓的佛利爾美術

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負責主持。雖然他積極活動，但並沒有成功，據傳是

因為美國國務院當時有其他考慮，因此對於這項展覽不願意「積極」表態支持。96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中華民國外交部希望美國政府表示支持此次展覽，並期望取

得美方明確的書面答覆。雙方的考量不同，因此當 1956 年董顯光接替顧維鈞擔任

                                                 
95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教育部檔案，〈中央博物圖書院

館聯合管理處〉，檔號 194/04。教育部在 1954 年底時指出文物沒有保險的問題，王雲五與共同理事

雖然認為以前倫敦藝術展覽也沒有保險，希望可以比照往例，但是倫敦藝展時世界上並沒有戰爭，

形勢不同。讓無價的國寶沒有保險就出國展覽實在需要再考慮。 
96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但是根據故宮博物院，《故宮跨世紀大事錄

要：肇始、播遷、復院》，頁 224 的解釋是因為民國 44 年一江山失守，國軍從大陳島撤退，赴美展

覽才因此暫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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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美大使時，國務院主管部門負責人並沒有積極和中華民國洽談。雖然美國方面

按兵不動，但是中華民國仍然繼續和美國方面交涉。當葉公超還在外交部長任內

時，就曾經向美國駐華大使藍欽，詢問美國政府對於中國赴美展覽的態度。藍欽

透過美國駐華大使館參事臨時代理館務皮體智向葉公超提出備忘錄，列舉美國國

務院對這次展覽所提出的意見，並歡迎葉公超到駐華大使館討論這項計畫。 

 

美國大使館 1956 年 9 月 12 日備忘錄97 

關於提議在美國舉辦中國珍藏之古物展覽事，大使館接奉國務院通知，囑

探詢中華民國政府是否與美國各有關博物館直接洽商，抑或需要國務院協

助辦理此事。 

 

國務院曾就此事提出下列各點詢問： 

一、中國政府是否已向美國博物館提出展覽品之名單及照片？ 

二、（甲）如果博物館要求借用某種古物，中國政府是否願意借予？ 

   （乙）中國政府是否同意遇有必要時裝裱或修補此等展覽品？ 

三、中國政府是否意欲美國政府資助進行此展覽計畫？ 

四、中國政府是否考慮擬在其他國家展出此等古物？ 

五、（甲）假如中共宣傳指責此等珍品係由北平非法搬出者，彼時中國政

府計畫如何駁斥？ 

   （乙）中國政府如何計畫發揮此項展覽在政治上之作用？ 

 

    從這份備忘錄的內容，可以知道美國政府並不反對資助這項展覽，也希望能

夠協助美國的博物館順利舉行這項展覽，但是美國國務院一方面必須考量中共的

反應，另一方面也非常關注中華民國如何利用這項展覽在中、美外交與政治上扮

演的角色。在雙方往來商討後，美國助理國務卿羅伯遜於 1956 年 10 月 8 日告知

葉公超，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對於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態度。杜勒斯表示如果中國

政府與美國博物院均有意舉辦這件展覽，他也表示贊同。但是針對葉公超詢問當

古物運往美國途中，或在美國展出期間，中共是否可能就中華民國政府對此等古

                                                 
97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

號 172-3/3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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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所有權採取法律行動，羅伯遜認為，必須先詳細考慮，才能對展覽計畫做出

決定。他認為理論上中共自然可能提出訴訟，由於司法在美國處於完全獨立的地

位，因此無法預料結果如何。不過就以往經驗來說，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為美國政

府所承認的唯一中國政府，因此在法律上有強固的地位。而且他以中共的訴訟在

過去並未成功為例，認為中共應該無法從法律途徑取得成功。可是羅伯遜也提醒

中華民國外交部，中共可能利用這個機會宣傳，導致不利於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利

益。98 

    因此，行政院令教育部與外交部、兩院共同理事會繼續研議。在 1956 年 11

月 23 日共同理事會第四屆第一次理事大會時，理事紛紛針對赴美展覽一事表達意

見，當中最受矚目的仍然是文物的安全問題以及法律問題。99葉公超就認為這項展

覽最困難的地方在於軍艦運送的問題以及文物沒有保險。王世杰則指出，之前中、

美商議之所以停頓，是因為政府害怕如果在美國展覽，極有可能會和中國共產黨

展開官司纏訟，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因此才會暫緩展覽的籌備，因此，他希望

展品的安全應有妥善的計畫。至於是否真的要前往美國展覽，由於事關重大，王

世杰認為應該由政府負責。羅家倫認為名貴的孤本以及狀況不佳的字畫是否要展

覽應該再考慮。除此之外，他也強調共同理事會的本意是為了「昭大信於全國」，

所以聘請關心文化的人士協助政府監護這批文物的安全，因此「安全問題」是考

量的第一要務。李濟認為文物運美展覽目的在於「宣傳」，是否有把握達到預期的

效果是值得考慮的問題。100綜合這些意見，理事大會最後的看法是「文物運美展

覽，原則贊同，各理事所發表意見由秘書整理後，提交常務理事會討論，由教育

部呈報行政院，請政府於做最後決定時一併加以考慮，並酌予採擇。」101並且提

出八項決議： 

1、安全問題，應請政府注意，往來均須由美方供給軍艦載運或護送以策安

全。 

2、法律問題，應請政府注意，萬一共匪從事擾亂發生法律問題時，如何應

                                                 
98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 
99 發表意見的包括葉公超、張其昀、王世杰、朱家驊、陳啟天、羅家倫。 
100 李濟認為不僅目錄應該印刷精美，也要注意講演部分的宣傳。 
101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1。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

肇始、播遷、復院》，頁 223 中則提到共同理事會在 1956 年 11 月就正式表示贊同前往美國展覽，

而美國博物館也隨即成立對等組織，但是分析檔案的紀錄似乎並沒有成定局，而是交由政府作最後

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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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又能否作為外交財產，以及外交財產能否獲得充分保障，亦應一併提

請考慮。 

3、所有安全及法律問題接洽妥當後，再行決定是否舉行展覽。 

4、籌備問題應由聯管處即行開始準備，暫不公開，其籌備所需款項由聯管

處呈請教育部撥發。 

5、在美展覽地點，希望以一、二地點為度，不必過多。 

6、以上除籌備問題，可以即行辦理外，其法律及安全問題，俟葉理事公超

返國報告美方情形後，從長研究再行決定。 

7、在與美方洽妥展覽以前，請政府暫不作決定。 

8、由本會秘書準備報告一份，提下次會議時報告。102 

在多次研商後，共同理事會於 1958 年 2 月 14 日舉行第四屆第四次常務理事

會議，提出五點決議： 

1 、請美國政府對於古物運美後可能發生司法糾紛一事，予我方以安全運

回之明確保證，並於前項糾紛萬一發生時，予以一切可能之協助。 

2 、依照倫敦中國藝展之先例，請兩國元首同為名譽倡導人。 

3 、為我國國家及文物聲譽計，應先在華盛頓或紐約大博物院舉行展覽。 

4 、運輸應妥慎計畫，以策安全。 

5 、凡唯一孤本或易於破壞之珍品，應不在選運之列，以重國寶。103 

     這五點決議由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主任孔德成上呈，經過蔣中正

同意，交由外交部向美國進一步洽商。外交部先命駐美大使館詢問法律顧問李角

爾曼的意見。法律顧問指出，中華民國如果想在美國展覽，對於文物必須始終保

持實際佔有權（Physical Possession），如果萬一發生訴訟，美國法院對我國政府應

享之豁免特權（Sovereign Immunity）可優先考慮。並建議應該先取得美國國務院

支持我國豁免特權的明確保證。 

    外交部長葉公超根據兩院共同理事會的決議與法律顧問的意見，在 1958 年 7

月 5 日飭駐美大使館向美國國務院洽詢下列四項問題，包含： 

1、我古物運美展覽時，匪偽或受其指使者如向法院就所有權提出訴爭，國

務院能否應我政府之請，立即向法院承認我在此案中享有豁免權？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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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3295-1 會議日期是民國 46 年 1 月 18 日。原文沒有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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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各地博物館如同意透過國務院邀請我政府將文物運美合辦展覽，國

務院可否將各該博物院之邀請循外交途徑轉達我方，並表示其贊助此

舉？ 

3、文物由台運美及由美運台，美政府能否承諾以軍艦或政府艦隻負責運

送？ 

4、我方認為依民國二十五年倫敦中國藝展之先例，請中美兩國元首同為名

譽倡導人，美方對此意見如何？104 

不過在 1956 至 1958 年間，中、美之間的商議進展不多，直到 1958 年葉公超

改任駐美大使時，和美國助理國務卿羅伯遜的商洽才有快速進展。1959 年 6 月 11

日羅伯遜致函葉公超，討論故宮赴美展覽的可能性，除了指出美國國務院對於展

覽的贊同態度之外，還進一步回應葉公超提及的問題。105葉公超曾經向美方詢問

「中國古物在美展覽時，如何保障中國政府對其古物之控制權的一個法律問題」，

羅伯遜引用美國國務院的法律顧問的意見，認為文物在美國展覽時，對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提出訴訟，雖然沒有防止的方法，但是成功的機會並不大。如果中國古

物被扣押、判決執行或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權力主張而引起其他法律程序的標的物

時，國務院在任何情況下均準備向法院提出外交豁免的建議，並採取一切可行的

措施保證中國古物的安全。106羅伯遜的繼任者柏金斯在 1959 年 6 月 29 日則繼續

補充兩點，美國國務院對於美國博物院邀請美國總統擔任名譽倡導人，以及美國

軍艦運送中國古物的請求都將同意。107至於中華民國政府希望「美國各地博物館

如同意透過國務院邀請我政府將文物運美合辦展覽，國務院可否將各該博物院之

邀請循外交途徑轉達我方，並表示其贊助此舉？」的問題，國務院則口頭答覆，

認為未必有此必要。中華民國外交部認為，美國國務院既然已經表態支持，加上

美國總統擔任倡導人，所以並未堅持。駐美大使葉公超認為展覽討論已經成熟，

因此建議政府應展開積極的籌備工作，並就故宮博物院委員中較有聲望，而且熟

悉雙方狀況者到美國議定展覽辦法。合約最後由駐美大使葉公超和國家美術館秘

書凱恩斯，於 1960 年 2 月 12 日（美東時間）下午四點簽訂，合約內容請見附錄

                                                                                                                                               
103 故宮博物院，《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肇始、播遷、復院》，頁 238。 
104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 
105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1959 年 4 月 23 日葉公超與羅伯遜曾

經有一次關於故宮展覽的面談，這封信就是針對那一次的討論所做的回應。 
106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 
107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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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但是因為擔心中共方面的反應，因此在簽約當天，行政院與美國國務院同時

發表聲明。美國國務院的聲明中首先提到中國古藝術品將於 1961 年到 1962 年間，

在美國舉行展覽。這批展品由中華民國政府保存在台灣，包含北平國立故宮博物

院與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院的收藏。展覽將於 1961 年 6 月 1 日在華盛頓的國家美術

館揭幕，並陸續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美術館以及迪楊紀

念博物館展覽。合同是由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葉公超和國家美術館秘書凱恩斯簽

訂。中華民國行政院的聲明中指出，由於美國不斷邀請故宮前往展覽，因此才有

這次展覽的接洽。展覽將由雙方元首擔任展覽的名譽倡導人，而展覽的籌備是由

國立故宮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決議，然後由兩院共同理事會提請政府

核准。 

但是聲明內容中其實有許多不符事實的部分。首先，中華民國行政院的聲明

中提到「去年秋間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乃決議委託我駐美大使葉公超及當時赴美出

席聯合國大會之代表王世杰與美國政府及博物院洽商此事。」這段話看起來似乎

是由故宮博物院出面，但如前文所指出的，實際上卻是蔣中正命令故宮博物院和

美國接觸。其次，依據聲明中的說法，展覽的商議是從 1959 年雙方才有接觸，但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其實展覽邀請早在 1953 年就由亨利魯斯提出。 

除此之外，兩者的聲明都強調這次展覽是中國在美國舉行「最大規模」的展

覽，美國國務院並特別指出「展覽之古藝術品乃係中華民國政府之財產，並將於

1962 年展覽結束後運返台灣。」行政院則強調「展品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家財產」，

可見所有權的問題都深受雙方重視，並在中華民國的一再要求下，美方以書面方

式對中國古藝術品的歸屬與所有權許下保證。 

 

（五）小結 

    本節之所以如此詳細說明中、美雙方商議的過程，主要是試圖說明中華民國

政府對於文物安全以及文物所有權的考量。文物的所有權問題是在中華民國播遷

來台之後才產生的新問題，雖然外交部認為美國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很嚮往，透過

                                                 
108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台灣時間為 13 日早上 5 點。但是根據

故宮博物院，《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肇始、播遷、復院》，頁 238-239 卻指出 1960 年 3 月 12 日葉

公超才和國家美術館董事會簽訂合約，但是因為聲明稿發佈的時間是 1960 年 2 月 12 日，而且中國

古藝術品赴美展覽辦法是在 1960 年 2 月 25 日頒佈，聘請王雲五等十六人擔任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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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赴美展覽，不僅將贏得美國人民的情感，而且可以宣示中華民國極力維護中

國文化傳統的立場，對於提高中華民國的國際聲望很有幫助。而且展覽是由亨利

魯斯所提議，對於拉攏亨利魯斯也有很大的意義。109可是故宮的文物對於蔣中正

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雖然赴美展覽有這麼多好處，但是中華民國在

美國政府沒有積極表示支持的明確態度之前，對於是否前往美國展覽一直無法定

案。直到擔任助理國務卿的羅伯森以「書面方式」保證美國國務院將於必要時支

持中華民國的豁免權，並保證美國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部門將給中華民國一切協

助，加上副助理國務卿柏金斯以「書面方式」保證國務院支持兩國元首為名譽倡

導人，並由美國軍艦運送古物，才確定展覽得以成行。110不僅中華民國將這個展

覽視為外交政治宣傳的機會，分析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內容，也不難看出美國期

望利用這次展覽，抬高中華民國聲望的企圖。因此，這個展覽本身就帶有濃厚的

政治與外交意義與目的。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究竟中、美雙方會選擇哪些文物

來達到宣傳的目的，將在下一個章節繼續討論。 

 

 

 

 

 

 

 

 

 

 

 

 

 

 

 

 

                                                                                                                                               
覽委員會委員，因此故宮的紀錄有可能是錯誤的。 
109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 
110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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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節  赴美展覽的相關人事組織 

 

（一）前言 

中、美簽訂合約之後，行政院立即著手成立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

協同其所聘請的專家學者組成的甄選委員會，與國外博物館人員共同挑選文物。

選件的內容其實和展覽的目的是息息相關的，同時也反映出當時對於中國藝術與

文化的概念。由於展覽目的不同，概念不同，選出來的文物自然就會不同。本節

將著重在探討雙方所提出的選件標準。藉以檢視中、美各自選擇什麼物品來代表

中國，思考他們對於「中華文化」或中國藝術的想像，另一方面從他們對整個展

覽的解說與詮釋（不論是對於展覽的意義或是展覽的作品），來了解中國文化的概

念如何形塑。 

 

（二）中、美籌備選件委員 

中、美在漫長的討論之後，終於在 1960 年簽訂合約。在展覽正式確定之後，

中華民國行政院立刻頒佈了「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辦法」111： 

 

第一條  為宣揚中國傳統藝術與文化，本院於徵詢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

事會暨中央研究院意見後，茲決定遴選各該院中國古藝術品之一

部分赴美展覽。 

第二條  本展覽以中美兩國元首為名譽倡導人。 

第三條  本展覽之籌備自民國四十九年三月開始。 

  本展覽訂於民國五十年六月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開幕該館展覽完

竣繼續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等地美術館舉行。 

在美展覽全期間預定為十二個月。 

第四條  展品赴美暨返國之運輸洽請美國政府遴派安全適當之海軍船艦任

之。 

第五條  關於本展覽之籌備執行及監理工作本院茲設置中國古藝術品赴美

展覽委員會（以下省稱展委會）任之。展委會以故宮中央博物院

共同理事會理事長及常務理事為當然委員並由本院另行增聘委員

                                                 
111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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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至九人組織之。展委會置常務委員三人由本院院長就委員中

遴聘之。展委會之辦事規則由展委會訂定並呈報本院核備。 

展委會得調用聘派必要人員為總幹事幹事辦事員並得延聘專家為

顧問專門委員。展委會於展品返國時撤銷。 

第六條  遴定之展品於出國前在國內舉行預展並於返國後在國內公開展

覽。 

第七條  關於本展覽之費用應儘展覽收入及美國承辦本展覽諸博物館之協

款項下支給倘有必要得由政府酌予墊款或津助。 

 

    

在頒佈展覽辦法之後，行政院著手成立「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以

下簡稱為「展委會」）。展委會於 1960 年 3 月 28 日成立，會址設於台北市行政院大

樓內。成員由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長及常務理事組成當然委員，包含： 

 

成員 姓名 職稱 

當然委員 王雲五 行政院副院長暨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長 

 梅貽琦 教育部部長、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委、清華大學校長 

 田炯錦 內政部部長、蒙藏委員會主委、行政院政務委員 

 張道藩112 立法院院長 

 王世杰 行政院政務委員 

 黃少谷 外交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 

 羅家倫 國史館館長、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 

 朱家驊 前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總統府資政 

 李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行政院 張群113 總統府秘書長 

                                                 
112 李麗玲，《五Ｏ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5）文中提到張道藩所寫的〈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是國民黨高級黨工第一篇關

於三民主義文學政策全盤概述，雖然在當時沒有具體的影響，但可以說是 1949 年以後台灣獨特的

文學政策變遷的濫觴，也顯然影響了蔣中正總統父子的文藝政策。張道藩在台灣五Ｏ年代的文藝政

策佔有重要的地位，曾經創辦「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國文藝協會」，任職中廣董事長、中華

日報董事長（以上係 1950 年）、立法院長（1952 年）等要職。 
113 張群號岳軍，1889 年生，過去曾經擔任上海市長、四川省主席、西南軍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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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委員 

 胡適 中央研究院院長 

 葉公超 駐美大使 

 陳雪屏 行政院秘書長 

 孔德成 聯管處主任委員 

 丘念臺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李嗣璁 監察院副院長 

常務委員 王雲五  

 王世杰  

 梅貽琦  

本表資料引自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檔號 194/79。 

 

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為了選件，更特地組成「展品審議組」，由王世

杰與羅家倫兩位委員主持，審議委員包含：114 

 

類別 姓名 背景簡介 

書畫 莊嚴 北京大學文學院畢業後，留在北大國學門擔任助教，後來加入清室善後

委員會，擔任事務員，故宮開館後進入故宮工作，擔任古物館的科長。

對日抗戰時，擔任安順辦事處的主任。遷台後擔任故宮博物組主任，外

雙溪故宮開館後，擔任副院長。 

 馬壽華 （1893-1977），安徽人，前清河南省法政學堂法律系畢業，曾任司法部

司法院秘書、台灣省政府委員、司法院行政法院院長，擅長山水花卉，

尤善墨竹。曾經在北溝審選國畫，並於 1964 年由行政院聘請為故宮中

央兩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後來受聘為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115 

 蔣穀孫 書畫名家。116 

銅器 孔德成 （1920-）是孔子第七十七世嫡孫，襲封為「衍聖公」，曾經擔任兩院聯

                                                 
114 本表資料部分引自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4，部分引自其他書籍及

網站，加以整理匯集而成。另外根據周密，《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建制與沿革》，頁 166 的資料說明，

李霖燦、莊申慶兩位是負責審查書畫。 
115 中國圖書館學會編，《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台北：圖書館學會，1998）。根據國立台

灣大學教授馬漢寶的回憶，行政院所組織的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曾經聘請他的父親馬壽華

為顧問，擔任國畫的審選工作。台灣《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2 月 12 日第 5 版。 
116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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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處主任委員，目前為故宮指導委員，曾經到美國耶魯大學研究，學術

專長是三禮、金文與商周青銅彝器。 

 高去尋 （1909-1991），河北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大學畢業論文〈李峪出土銅

器及相關之問題〉，駁斥秦始皇祭山川之傳說，否定李峪所出土的古銅

器是「秦器」之論。1935 年參加殷墟第十二次發掘，1949 年後隨史語

所播遷來台，整理老師梁思永西北岡報告的未完稿，完成《候家莊》的

輯補，1973 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譚旦冏 就讀北京大學，曾經赴法留學，1941 年參加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田野

調查，遷台後擔任中央博物組主任，曾經擔任台北故宮古物組組長、以

及故宮副院長。117主要專長為研究銅器、陶器，著有《銅器概述》、《商

周銅器》等書。118 

瓷 器

玉 器

及 其

他 

那志良 清室善後委員會擔任事務員，故宮開館後進入故宮工作，在對日抗戰

時，擔任峨眉辦事處的主任。遷台後曾經擔任故宮書畫組組長，主要研

究玉器。119 

 吳玉璋 清室善後委員會擔任事務員，故宮開館後進入故宮工作，在對日抗戰

時，擔任峨眉辦事處的職員，1948 年隨文物撤退到台灣。 

 顧獻樑 （？-1979）大約於 1958-1959 年自美國返台，宣揚現代主義。受聘為

行政院《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駐院顧問兼出品甄審專門委員之後定

居台北。顧獻樑除了撰寫藝評，介紹新潮藝術，並且在許多大學任教，

他也開辦畫廊沙龍，邀請文藝界人士參與演講示範，或邀請藝術家包括

楊英風到大學演講，傳播現代藝術的種子。同時，他熱心發掘、提拔新

進藝術家，憑其在美國及台灣廣闊的人脈關係，廣泛地為藝術家擔任介

紹橋樑工作。120 

 李霖燦 （1913-1999）就讀杭州國立藝術院（1930 年改名為西湖國立藝術專科

學校），抗戰期西南聯大美術專業學生。1940 年代起，和凌純聲、譚旦

冏等學者經手徵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的民俗文物，後來成為南京博物院

藏品的一大特色。曾經調查過納西族的象形文字，寫下了《麼些象形文

字字典》、《麼些研究論文集》等著作。1958 年，李霖燦意外發現故宮鎮

                                                 
117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上集，頁 235。 
118 譚旦冏，《銅器概述》（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譚旦冏，《商周銅器》（台北：國立編譯

館中華叢書，1978）。 
119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周密，《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建制與沿革》，頁 20。 
120 楊英風，〈蠟炬成灰淚始乾（顧獻樑去世紀念文）〉，台灣《聯合報》，民國 68 年 4 月 15 日；轉引自《牛角

掛書―楊英風景觀雕塑工作文摘資料簡輯》（台北：楊英風美術館，1992），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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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重寶的「谿山行旅圖」右下角樹叢中范寬的簽名，確認了「谿山行旅

圖」為范寬真蹟。李霖燦所提出的中國繪畫技法斷代研究，影響深遠，

成為台灣古畫鑒賞或畫蹟斷代研究重要方式。曾經擔任過台北故宮登記

室主任、台北故宮副院長。 

 莊申慶

（本名

莊申）

莊嚴的兒子，曾經擔任香港大學中國美術與考古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國畫史研究》。121 

 

美國方面則是由五個博物館的館長組成籌備委員會，包括：122 

姓名 職稱 

Dr. Walter Heil 舊金山迪楊紀念博物館館長 

John Maxon 芝加哥美術館館長 

Mr. Perry T. Rathbone 波士頓美術館館長 

Mr. James J. Rorimer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長 

Dr. John Walker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館長 

 

另外參與的還有佛利爾美術館的館長文禮（Dr. A. G. Wenley），他是有名的漢

學家，主要是研究中國的銅器與字畫。除此之外，美國國務院也派國務院藝術顧

問 Miss Ardelia Hall 協助展覽的相關事務。123中華民國方面派出代表王世杰、葉公

超和蔣彝124，美方則有四個博物館館長、佛利爾美術館的副館長璞博（Dr. John 

Alexander Pope）、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方部副主任的李佩（Aschwin Lippe），討論

展覽的細節，並設置展品目錄編撰委員，而璞博則被博物館推為中國古藝術展覽

目錄委員會主席。125 

 

                                                 
121 莊申，《中國畫史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59）。 
122 根據 Albert Skira, Chinese Art Treasures: a Selected Group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entral Museum,p5.目錄的資料。籌備時芝加哥美術館館長是 Mr. 
Daniel Catton Rich，但展覽時已經換成 John Maxon。 
123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43-44。 
124 蔣彝是近代國際知名的畫家、詩人、作家和書法家。他的一生贏得很多國家榮譽，被選為英國

皇家藝術學會會員、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

心高級專家及世界許多著名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 
125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4。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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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席克門、曾憲七、李佩於北溝合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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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前來台灣選件的人員則包括璞博、李佩以及波士頓美術館的曾憲七。赴美展

覽選擇國家美術館作為展覽的第一站，除了因為其設備新而且好之外，更重要的

是政治考量。檔案中一再提及為了我國聲譽，必須選擇華盛頓或紐約作為首展展

場，所以國家美術館才會被選為展覽的地點，但是實際上該館的收藏卻是以西歐

的藝術品為主。在華盛頓東方藝術品的收藏權威其實是佛利爾美術館，所以在展

覽活動中，場地佈置由國立美術館主持，而研究、攝影、編印目錄等事務則交由

佛利爾美術館負責，因此佛利爾美術館的副館長璞博就成為來台灣選件的領袖。126 

璞博是亞洲瓷器（特別是十四世紀中國青花瓷器）的專家，在佛利爾美術館

服務期間，大大擴充佛利爾美術館內中國和日本瓷器收藏。他的特定興趣是收集

景德鎮官窯中生產的明朝中國器皿。127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方部副主任李佩主要

                                                                                                                                               
172-3/3295-5。 
126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44。 
127 曾經著有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DC: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1956; John Alexander Pope, Esin Atil, and Josephine H. Knapp, 
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Freer Gallery, Tokyo, 1975; John 
Alexander Pope: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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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雕刻及書畫。128不過，選件委員中波士頓美術館的東方部主任曾憲七（Tseng 

Hsien-chi）則真的是比較爭議性的人物。因為曾憲七在 1958 年到故宮進行研究時，

曾經在北溝和工作人員發生過衝突，而且璞博和李佩都認為他的鑑別能力並不是

很好，對於他也有一些私人意見。既然如此，為什麼美方博物館又會派曾憲七來

台呢？原本波士頓美術館東方部主任日本人富田（Dr. Kojiro Tomita）願意到台灣

來，但是璞博和李佩卻不願富田參加選件，理由是「恐有傷我（筆者註：這裡指

中國）專家威望」。129由於曾憲七是王世杰的朋友，因此富田改推薦曾憲七來台。

從這個例子，頗值得玩味的是，為什麼當時美方會認為派日本人來選件會傷害中

國專家的威望，但是派美國或德國人來就不會？另一方面，或許這個案例也反映

了各大博物館對於來台人選的爭議。 

在合約簽訂的過程中，美方政府高層雖然介入，並且由國務院主管國際文化

交換計畫的機構，負責提供中華民國赴美協助展覽包裝與布置人員的經費，但是

在實際展覽的選件過程中，卻幾乎是由五大博物館主導。130反觀中華民國方面，

政府則明顯介入展覽的籌備與運作。從中國古藝術品委員會名單可以發現，能夠

擔任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幾乎都是政府高層，當中更包含了五院首長及官員，

一個故宮對外展覽由這麼多高級官員負責，說明了政府對於兩院的藏品與事務是

非常重視的。如果再將上面的名單和倫敦藝展相比，可以發現當中的轉變。倫敦

藝展直接由教育部長負責，各部會配合。但是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卻是另外組成一

個展委會，由行政院副院長負責外，層級也由行政院提高到總統府，次長提升為

部長，政府對於赴美展覽的重視不言可喻。131 

另一方面，倫敦藝展時還有很多民間的藝術家及收藏家協助展覽的籌備，但

是這個時期則幾乎由政府官員以及兩院共同理事接手。在這些委員當中，曾經參

與過倫敦藝展的王世杰負責與駐美大使葉公超和美國政府及國務院洽商，而王雲

五則統籌國內的籌備工作。除此之外，由王世杰與羅家倫籌組的「展品審議組」

                                                                                                                                               
Sarayi Muzesi, Istanbul, Washington DC:Freer Gallery Occasional Papers Vol. 2, No.1, 1970. 
128 曾經著有 Aschwin Lippe, Freer Indian Sculptures,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70;Aschwin Lippe, Indian Medieval Sculpture,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1987) ;Aschwin Lippe, A gilt-bronze altarpiece of the wei dynasty,ACASA 15 (1961) 29-31. 
129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 
130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43。 
131 感謝口試老師提醒，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另外組成展委會，由行政院副院長負責，層級也由行政

院提高到總統府，籌辦展覽單位不同，很可能是和故宮在政府中的所屬單位有關。但是筆者仍然必

須強調，不論當時美國或今天台灣舉辦的展覽，由政府重要官員負責籌備的例子可以說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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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員中，將近有一半是故宮中央博物院人員，例如莊嚴、譚旦冏、那志良、

吳玉璋、李霖燦等幾乎都是從故宮開館就進入故宮，對於故宮的事務非常熟悉，

同時莊嚴與那志良兩位還參與過倫敦藝展的裝運與陳列等工作。故宮人員不僅參

與選件，還負責赴美的包裝、布置與解說，因此他們對於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看

法與研究，勢必會影響美方對於這些展品的看法與瞭解。132而故宮在展覽中扮演

怎樣的角色，將在下面的章節做更深的探討。 

 

（三）展覽的選件過程 

展委會在 1960 年 4 月 1 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王世杰要求故宮準備展品目錄，

提供展委會做進一步的審查。因此故宮院內的專家和兩院共同理事以故宮藏品為

主，中央博物院藏品為輔，先草擬一份兩百多件名畫的目錄《中國古藝術品運美

展覽草目》，內容見表 3-3-1。從這份名單可以發現故宮最初擬定的名單，件數是美

方要求的兩倍，選品以瓷器最多，書畫其次，銅器與玉器也不少。美國代表在 1960

年 4 月 11 日到北溝參加共同選件，美方也提出一份要求展出的目錄，將雙方所列

的文物逐件陳列，經由展委會、展品審議組以及美方專家分別仔細觀察畫的風格、

畫的狀況加以記錄，然後再以記名投票的方式，加以複選，票數最多的則入選。

審查過後，兩院將中、美共同選出的文物編成《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中美雙方擬

定草目》。和原來故宮草擬的名錄相比，不難發現瓷器數量大為減少，銅器與玉器

只選出少數代表，圖書更完全被刪除，使得總件數只剩下原本預計的一半左右，

不過卻增加了琺瑯器一類。總的來說，以書畫的數量最多，其次為瓷器。但是雙

方對於《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中美雙方擬定草目》仍然有許多意見，在商討之後，

最後定稿為《參加赴美展覽文物清冊》，見表 3-3-1。133 

 

                                                                                                                                               
這樣特殊的現象，其實是值得注意的。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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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3295-4。 
133 感謝口試老師提醒，如果能夠將初選及複選展品名單列出，會更凸顯中美對於展覽的不同觀點。

但是很可惜的是目前故宮尚未將檔案整理成目錄供讀者查閱，遍尋國史館檔案也未見相關資料，只

有待故宮檔案公布後再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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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中美選件過程，圖片出自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793。 

 

表 3-3-1 數據來源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787-804。 

 

                                                 
134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04，記載共 255 件編號為 223 號，但是計算出來卻有誤差，

由於沒有其他資料足以參考，因此只能暫時採用譚旦冏的說法。 

初選 複選 定稿 

《參加赴美展覽文物清冊》 

件數 
 

 
 
 
種類 

《中國古藝術品

運美展覽草目》 

《中國古藝術品

赴美展中美雙方

擬定草目》 故宮博物院 中央博物院 

名畫 165 106 108 4 
法書 12 10 9 1 
緙絲 28 4 4 0 
銅器 40 5 2 3 
玉器 45 10 10 0 
瓷器 189 83 57 28 
雕刻 25 8 7 1 
雕漆 19 8 8 0 
圖書 15 0 0 0 
琺瑯 0 9 9 2 
總計 538  243（255）134 21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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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審議的過程中，卻傳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李霖燦認為這次赴美

展覽選件是最精緻的，甚至比英展更好。135他曾經說「試看倫敦和美國兩次古畫

的展覽，其間選畫眼光的進步有多大的差異」，由此可知他對於赴美選件的推崇。

136但顧獻樑卻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整個展覽的選件幾乎是以英展為藍本，如果

沒有英展的藍本，他甚至不敢想像借展名單會是怎麼樣。137李霖燦除了負責展覽

的審查，同時也是護送展品到美國展覽的工作人員，因此對於展覽應該很了解。

顧獻樑不僅參與選件，同時也負責將故宮編寫的中文說明翻譯成英文。138所以，

他們兩人應該對於展覽都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與瞭解，可是在籌備展覽的過程中，

卻提出完全相反的兩種意見，對於李霖燦和顧獻樑這樣截然不同的看法應該如何

看待呢？或許我們可以從顧獻樑對於展覽的批評看起。 

顧獻樑對於展覽的不滿，是因為他覺得這是「……中美關係史上首次大規模

的文化交流的『美展』，竟沒有考慮從中國歷史的發展做通盤的安排……」，所以

展覽「只是部分的而不是系統的」，因此無法充分「代表中國藝術」。顧獻樑還批

評「……那五大博物院――是多麼的缺乏對於中國藝術有深刻的認識的人才」，雖

然他承認來選件的三位代表，一位對於瓷器比較了解（筆者注：指美國人璞博），

一位對於繪畫比較了解（筆者注：指德國人李佩），但是選件卻只有短短一個月左

右，和英國派出五位中國藝術專家，並且停留將近八個月之久的態度完全無法相

比，因此對於美方代表更是表示不滿。139 

而同樣為展覽審議人員的譚旦冏，也特別批評當時美方的選件標準是：（1）

美國少見者（2）曾展出倫敦藝展者（3）以畫與瓷為主要，但是他認為這樣的標

準，是以「重點」為主，所以當然「不夠完備與有系統的」。而且他認為兩院所擬

的目錄「……種類數目較多，而且是一個較有系統的編排；美方所提出的目錄，

是從他們所知道的及見過的著錄為根據，種類數目都較少，而是以重點來選樣而

擬定的……」。140這些批評提出幾個值得深思的議題，包括：美方是不是缺乏對中

國藝術有深刻認識的人才？雙方選件的標準為何？選件的時間是否過於倉促？為

                                                 
135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自序頁 1。 
136 李霖燦，《中國畫史研究論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頁 168。 
137 顧獻樑〈古藝術品運美展覽蠡測〉，《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6。 
138 那志良，《撫今憶往話國寶：故宮五十年》，頁 247 除此之外，另外由四人負責擔任編輯中文說

明：莊尚嚴負責名畫、法書；譚旦冏負責銅器；吳玉璋負責瓷器；那志良負責玉器、漆器、雕刻與

琺瑯。 
139 顧獻樑〈古藝術品運美展覽蠡測〉，《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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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進一步回答這些問題，下文將繼續從中、美間的選件名單、選件標準、選件

人員來探討這些問題。 

故宮的選件標準，最早是由故宮理事組成的七人小組提出，在和美國博物館

商洽的決議中曾經提到，展覽必須以 1935 年在倫敦舉行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為藍本。兩院共同理事會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則提到凡唯一孤本或易於破壞之

珍品，應不在選運之列，以重國寶。展委會第一次委員會討論關於赴美展覽的選

件標準及範圍，決議是「本會此次所辦赴美展品之標準與範圍應以從寬選送為原

則，俾充實展覽內容提高展覽價值。」但是「至於特殊脆弱易致損壞各件，則以

不與選送為宜。」而詳細的標準與範圍，則交由王世杰和羅家倫以及展品的審議

專家共同商討。141 

另外，依據參與選件的莊嚴指出，展品甄選的原則大致有四項： 

1、凡在倫敦藝展參展的作品，除少數之外，不再送展。例如唐代無款的「雪

景圖」改為「明皇幸蜀圖」，巨然的「寒林晚岫」改成「秋山問道」，范

寬的「臨流獨坐」改成「谿山行旅圖」，郭熙的「關山春雪圖」改成「早

春圖」等等。  

2、原件曾經到英國展覽，但如果是海內外僅存或很有名的名跡，為了宣揚

中國繪畫藝術偉大成就仍然破例選入。例如五代的「秋林群鹿」、李迪

的「風雨歸牧」、「華燈侍宴」、沈周的「廬山高」、唐寅的「山路松聲」、

仇英的「秋江待渡」、董其昌的「夏木垂蔭」等等。 

3、倫敦藝展中有些重要畫家，但是送展作品並非代表作，因此改成畫家名

作取代。例如夏圭的「長江萬里」改成「溪山清遠」，李唐的「乳牛圖」

改成「江山小景」，馬遠的「秋江漁隱」改成「月夜撥阮」（原文誤為月

夜撰阮）等等。 

4、故宮有些畫作雖然作者佚名，但是價值很高也一併送展。例如「梅竹聚

禽」、張勝溫的「梵像」等等。 

但是如果仔細比對莊嚴的說法，會發現與兩院理事會所提出的決議有許多前

後矛盾之處。首先，展品中不論是范寬的「谿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張

勝溫的「梵像」、崔白的「雙喜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如來說法圖」、關仝

                                                                                                                                               
140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64。 
141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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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山行旅圖」等等都是非常珍貴的作品，難道不算珍品或是國寶級文物？那

麼，就違反了易於破壞之珍品以及國寶不能入選的原則。因此，到底展委會對於

孤本或「國寶」的定義是什麼，是令人懷疑的。其次，雖然七人小組與兩院理事

會都曾經指出希望以倫敦藝展為藍本，但是比較兩次展覽的目錄，可以發現參展

文物已經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莊嚴也提到為了避免畫作長期懸掛，以及提供欣賞

同一作家不同風格的機會，因此凡在倫敦藝展參展的作品，除少數之外，不再送

展。但是這樣的作法，就與必須以倫敦藝展為藍本的決議完全相反。最後，雖然

莊嚴指出中、美雙方提出的選件名單內容大致相同，但是，如果真的如此，似乎

不必大費周章討論再投票。142根據李霖燦記載，他到美國之後，曾經和高居翰以

及方聞針對展覽的選件有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可見中、美雙方在這方面可能並不

像莊嚴所說的觀點那麼一致。143 

再分析美方的選件原則，中、美之間最早由杭立武負責洽商的草案第二條明

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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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負責選件的佛利爾美術館副館長璞博也曾經向中華

民國建議「此次展覽品似宜著重於名畫及陶瓷，其次則為青銅器、書法與玉器等。

各類僅擇其最精者參加展覽」。144從這兩段資料，我們不難看出美方博物館原本的

目的就是希望以中國的繪畫與瓷器作為展覽的主題，所以自然如顧獻樑所說的，

「只」派了對瓷器與繪畫比較了解的兩位專家來。 

在 1960 年前後，美國對於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與態度，和倫敦藝展時的態度是

截然不同的。他們並不期望能夠「全面」的呈現中國藝術或文化，反而他們希望

找出最能代表中國藝術的「繪畫」，作為整個展覽的主軸。他們嘗試透過繪畫的研

究與解說，呈現中國藝術的「特色」。例如《紐約時報》就提到美方展覽選件的方

向是海外較不熟悉，和特別宏大的大型山水風景畫，特別是雖然有極佳的品質，

卻很少被中國之外西方所知的文物。145也因此，確實如譚旦冏所觀察批評的，「……

種類數目都較少，而是以重點來選樣而擬定的……」。146  

相對於美方的轉變，顧獻樑或是譚旦冏，仍然和倫敦藝展時期的看法一樣，

                                                 
142 莊嚴，〈赴美展覽名畫之甄選及其意義〉，《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9。 
143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53。 
144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145 《紐約時報》1961.9.17。 
146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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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選件是「有系統的」、「全面的」。因為他們想透過這個展覽「宣揚中華文化與

藝術」，既然是想宣揚中華文化與藝術，選件自然必須全面而系統的，才能展現中

國歷史藝術的發展。中華民國政府會同意前往展覽，也是希望透過展覽呈現出歷

史繼承的先後關係，並且以中華文化保護者自居，當然會希望展品能夠比較有系

統而全面。147因此，難免會認為這個展覽遠遠不及洋洋大觀的英展。但是這種「百

科全書」般面面俱到的選件，和當時美國博物館的概念並不相同。也就是說，會

產生這樣的批評，其實是因為雙方對於展覽的認知不同所引起的。如果我們考慮

到美方博物館的目的和中華民國的期望並不相同，選件的標準與期望展現的圖像

截然不同的考量，也就不難理解這些批評與矛盾的言論了。 

除此之外，顧獻樑批評美方選件的時間太短，但是事實上根據上海《申報》

的資料，大衛德和拉飛爾兩人是在 1935 年 3 月 4 日到北京，稍做參觀之後才南下

上海。歐摩福波羅士與霍浦森則在 1935 年 3 月 13 日之前陸續到達上海。而在上

海舉辦的預展是在 1935 年 4 月 8 日，因此選件時間絕對不可能超過一個月。所以

兩者選件的時間應該是滿接近的，大約一個月左右。另外，葉恭綽在倫敦藝展時

也指出，應該「預備充分時間，毋臨時倉促交卷」，可見在當時他也認為倫敦藝展

的籌備太過倉促，或許並不如顧獻樑所認為的準備充裕。148 

不過，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當時五大博物館負責展覽

的重要人員幾乎都曾經到過北溝做過或長或短的研究。149這些參展博物館人員本

身或是研究中國書畫，或是研究瓷器，可以說他們對於選件的內容已經有一定的

認識，應該是相當合理的看法。150 

 

 

 

 

                                                 
147 行政院頒佈「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辦法」第一條。國史館教育部檔案，〈美國展覽故宮文物〉，

檔號 194/79。 
148 葉恭綽，〈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4 月 6 日第 9 版，上海《申報》，

民國 24 年 4 月 9 日第 3 版。 
149 譚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台北：台灣書店，1960），頁 377-378。 
150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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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庫研究

專家學者 

大都會博物館

東方部副主任

李佩 

紐約大都會博

物館東方部 

周方 

華盛頓佛利爾

美術館副館長

璞博 

波士頓美術館

東方部主任 

曾憲七 

波士頓美術館

東方部主任 

富田 

研究文物

種類 

書畫 瓷器 瓷器 書畫 書畫 

起迄日期 1951.9.27-28 

1951.11.9-11 

1953.6.19-22 

1954.8.3-26 

1958.5.22-8.14 

1958.6.10-7.28 

 

1956.11.13-20 1958.2.20-3.16 1958.5.27-30 

 

最後，這個展覽的選件和倫敦藝展目錄的關係為何？根據筆者推測，在書畫

和瓷器部分，由於美國方面的專家與學者都曾經先後到北溝做過研究，應該已經

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瞭解，所以美國博物館應該有希望借展的文物名單。至於青

銅與玉器、雕刻部分，則或是依照倫敦藝展的名單，或是依據故宮的看法，選定

展品。如果書畫和瓷器是依據美國的選件名單，而青銅與玉器、雕刻等其他展品

則是依據倫敦藝展展品名單的話，就符合顧獻樑對於展覽的批評，認為美方太過

依賴倫敦藝展的名單；也吻合莊嚴的說法，書畫除了重要作品之外，儘量避免挑

選曾為倫敦藝展展品的原則。如此或許能夠比較有效的解釋各家不同的說法，也

能夠更同情的瞭解當時各家的批評。 

 

（四）小結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瞭解中美對於展覽的不同目的與期望。剖析輿論的批評，

也不難看出中美雙方不同的選件標準，以及隱藏在背後的特殊意義。美國方面，

主要希望透過繪畫，來展現中國藝術的特質。所以美方派來選件的專家以書畫為

主，而挑選的作品也以繪畫為重心。而顧獻樑及譚旦冏，則試圖透過展覽「宣揚

中華文化與藝術」，因此希望選件能夠比較全面且有系統，以期能夠展現中國藝術

的發展。但是這樣的差異使得許多學者難以接受，也批評美國的選件不夠周詳。

但是如果瞭解雙方選件的立場，自然能夠更深入的瞭解展覽背後特殊的目的與意

義。而這樣不同的取向，如何影響他們對於展覽的解說與布置，將在下面的章節

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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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四節  故宮對展品與選件標準的解說 

 

（一）前言 

上一節已經大致討論選件的過程、人員以及選件標準，但是故宮收藏的文物

數量龐大，挑選了哪些文物參與展覽？分成哪些類別？為什麼會挑選這些文物？

中、美雙方對於這些送展文物提出什麼解釋？因為選擇或不選某些文物，背後都

蘊含著某種觀點或是特殊的考量，因此本文將從文物的解說，來檢視當時對於展

覽的目的。本節主要參考故宮參與展覽人員的看法與解說，一方面因為他們負責

審議包裝、布置與解說，因此對於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認識與了解，比較深入。

另一方面，美方要編輯目錄，必須參考故宮的研究成果，即使美國不認同這樣的

看法，也無法忽視故宮對於文物的解說。 

故宮雖然早在 1935 年開館，但是由於經費不足以及政局動盪等因素，所以對

於文物的相關的研究與出版並不多。1932 年之後又南遷上海、南京，定期的展覽

與研究出版更是困難。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故宮一直都處於遷移不定的狀態。

故宮遷台之後，才陸陸續續出版了一些著作，故宮的工作人員也開始進行文物的

鑑定與研究。151雖然只是起步，但卻也是瞭解這批文物的少數來源。例如中國古

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為了編寫目錄與說明資料，也曾經利用《故宮博物院三十年

之經過》等著作。而美方即使反對中華民國對於文物的斷代與解說，也利用了故

宮本身的研究成果，因此故宮人員的研究與看法，自然影響展覽目錄的編寫或展

覽解說。因此，本節將從故宮人員對於展品的說明，來檢視中華民國或故宮如何

看待中國古藝術品展覽。 

 

 

（二）展品的分析與解說 

    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選件取向與特色，說明了展覽的目的。因此這裡將先分

析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的選件種類與數量，以瞭解展覽試圖呈現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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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 年《故宮名畫三百種》、1958 年《故宮銅器圖錄》等等。另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七十星霜編輯

委員會，《故宮七十星霜》，頁 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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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藝術品展覽書畫的種類與時代152 

種類 名

畫 

法

書 

織

繡 

銅

器 

玉

器 

瓷

器 

琺

瑯 

雕漆 

剔紅 

雕

刻 

總計 

件數 112 10 4 5 10 66 8 8 8 231153 

 
 

朝代種類 唐朝 五代 北南宋 元朝 明朝 清朝 總計 

山水畫 2 4 27 16 13 5 67 

人物畫 4 3 15 2 2  26 

花鳥及其他  3 10 4 2  19 

件數 6 10 52 22 17 5 112 

 
 

倫敦藝展的展品類別與數量 

種 

類 

銅   

器 

瓷   

器 

書   

畫 

玉    

器 

考 

古 

選 

例 

珍 

本 

古 

書 

傢 

具 

文 

件 

景 

泰 

琺 

瑯 

織   

繡 

剔   

紅 

摺   

扇 

雜   

件 

總    

計 

件數 108 352 175 127 113 50 19 16 29 5 20 8 1022 

 

 

如果將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和倫敦藝展相比較，可以發現選件與解說上有

相當的不同。首先，書畫取代了瓷器成為展覽的重心，繪畫佔了全部展品的一半

左右，而過去相當受到西方重視的瓷器，僅僅只有四分之一。繪畫的年代主要集

中在宋朝，南、北宋的作品佔有相當的份量，而元朝也深受重視，至於繪畫的類

別則是以中國繪畫中最重要的山水畫作為展覽主軸。在中國傳統中，書畫本來就

是中國藝術的代表，只不過西方過去對於東方的認識有所偏頗，但是在此時這樣

                                                 
152 這裡是依據莊嚴的分類與數據，資料見文星雜誌社，莊嚴，〈赴美展覽名畫之甄選及其意義〉，《中

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7。 
153 各項資料有 231 及 253 兩種數據，231 是指有 231 個編號，但編號中可能包含好幾小件，故總

計有 25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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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西方也認為宋、元的書畫是文人畫的開始，同時中

國山水畫也是在宋、元才建立典範。而且中國的山水畫和西方的繪畫有相當程度

的不同，足以代表中國藝術的特色。故宮聯管處編纂兼中央博物組主任的譚旦冏

就提到繪畫之所以成為展覽的重點，正因為「繪畫最能代表中國藝術的特質，所

以也最受觀眾歡迎。」154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法書獨立出來成為特殊的一類，根據譚旦冏的說法，法

書的選擇是出於中華民國這邊的建議，而且在選件時「堅持」提出的。因為中華

民國認為「……因為畫，固然是我國文化的精華，而法書也是我國藝術的特徵，

為他國藝術中所無者。」155許多人認為書法是中國的第一藝術，也是全世界只有

中國獨有的藝術，正是因為法書的獨特性，因此才足以「代表中華文化」。156例如

顧獻樑就認為「書法是中國第一藝術！它最代表我們的文藝，文化，文明。」157 

就銅器來說，入選的展品一共只有五件，相對於倫敦藝展銅器展品高達一百

多件，赴美展覽入選的銅器數量並不多，只選出最珍貴且最具代表性的銅器展出。

這些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銅器，分別是商朝的叔父丁鬲、商或周初的饕餮文方尊、

西周的毛公鼎、散氏盤及宗周鐘。這五件銅器中，有三件是現在故宮的鎮院之寶，

同時也是許多人眼中的「國寶」：毛公鼎、散氏盤及宗周鐘。其中，散氏盤在倫敦

藝展時因為珍貴而沒有入選，但赴美展覽則入選為展品之一。譚旦冏就指出「運

美展覽的銅器，雖僅五件，但不因件數少，而失卻了價值；反之，這五件銅器的

價值，實勝過千萬件其他銅器的總和。」158他更強調毛公鼎、散氏盤及宗周鐘，

不但是一代重器，而且是罕有的「國寶」，是無法以價值來評估的。 

譚旦冏曾經在多篇文章中介紹毛公鼎，他認為毛公鼎受到重視的理由有幾

個，首先，毛公鼎的價值很高，在抗戰前就高達四萬元。其次，毛公鼎出土過程，

歷經多位收藏家，甚至還包括葉公超的叔父葉恭綽收藏，最後成為國寶的流傳故

事，更在許多文章中不斷被講述。159第三，譚旦冏認為毛公鼎的價值在於腹內的

銘文，其他出土的銅器沒有比它字數更多的。第四，是毛公鼎的字體很有價值，

                                                 
154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783。 
155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65。 
156 台灣，《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2 月 8 日第 5 版。 
157 顧獻樑，〈古藝術品運美展覽蠡測〉，《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7。 
158 譚旦冏，〈銅器五件分述〉，《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51。 
159 包括 1960 年印行的譚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經過》；1952 年《大陸雜誌》印行董作賓

寫的《毛公鼎考年註釋》；譚旦冏，〈銅器五件分述〉，《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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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它的拓片甚至價值一百兩銀子。 

    譚旦冏認為歐美人士對於銅器的欣賞，主要是針對器物的造型，例如奇怪的

形制、繁縟的花紋、似玉似錦的色澤為欣賞的標準，對於銘文內容則並不在意。

所以他認為這些以銘文見長的重器被選為展品，是「為了宣傳中國古典的本位文

化」，另一方面則是 

給予一般看膩了奇怪形制和繁縟花紋的人們，改換一番觀感，使能對中國

古代文字有接近的機會，而進一步瞭解中國的文化，不僅重視表面，更注

意內涵；不僅為一時的賞心悅目，更有垂緒後世的歷史任務。160 

從譚旦冏的論點不難看出，故宮方面對於歐美從造型來欣賞銅器的角度並不

認同，而是更偏向以考古的角度來欣賞銅器。所以展覽時，由於毛公鼎和散氏盤

的銘文刻在裡面，觀眾很難欣賞，故宮人員還特別要求將銅器拓片貼在櫃子旁邊。

故宮希望觀眾可以欣賞中國古代文字，並瞭解中國文化。因為他們認為銅器之所

以重要正在於銘文記載的史實，希望「使觀眾知道中國全文之美歷史之長」。161但

是美方或許並不認同這樣的作法，因為西方人並不認得中文，雖然有銅器拓片附

在展示櫃旁，卻沒有英文解釋，因此是否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是相當令人懷疑

的。 

不止譚旦冏一再強調，蘇瑩輝也指出毛公鼎是中華民國的國寶，更是世界聞

名的青銅器，所以他認為毛公鼎和散氏盤可以說是「國寶重器」。162這樣的看法如

果對照倫敦藝展的目錄，可以發現當中的轉變。倫敦藝展只是很簡單從銅器的種

類、時代、地域、以及中國銅器在藝術上與史料上的價值來加以討論，偏重從考

古的角度來描述銅器，只是簡單提到散氏盤、宗周鐘「皆中國文化上之瓌寶也」。

163赴美展覽時卻更偏重於強調青銅器在傳統政治意義，商、周時銅器是國家重器，

也是祭祀的禮器，雖然選擇出來的這五件青銅器並不完全適用於這個範圍。這幾

件銅器之所以受到學界重視，是因為銅器上的銘文提供了歷史、文化、經濟背景，

使學者對於商、周的社會有更多認識，而不一定因為這幾件文物曾經是重要的禮

器。 

                                                                                                                                               
頁 55；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2 月 1 日第 5 版；張光遠，〈西周重器毛公鼎〉，《故宮季刊》7：2 等等。 
160 譚旦冏，〈銅器五件分述〉，《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51。 
161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25、127。 
162 蘇瑩輝，〈赴美展的銅器〉，《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57。 
163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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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前院長蔣復璁在談到中華文物與中華文化時，也曾經以銅器為例： 

……除了製作精美，具教化的功能外，而且相傳是傳國的寶物，所謂定鼎、

遷鼎、問鼎，將這些以德佔有的故事，盛傳於上古史裡。就是在後世偶或

有出土的銅器，乃被認為是祥瑞，甚至因之改元，至少也要紀之於史冊。164 

傳說夏禹曾經「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每個鼎依照各州的特殊事物來裝

飾，是家國重器。周朝末年鼎雖然消失了，但是歷史上許多朝代都有和鼎相關的

傳說。例如秦始皇想撈出周鼎，唐朝武則天也曾經鑄造九鼎作為登基的依據。可

以說鼎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有特殊的意義，蔣復璁將銅器的功能和國家的象徵及正

統等傳統意義相結合，但是卻忽略了這些文物本來的作用以及用途，結果，文物

本身的意義卻被抹去，並且賦予新的意義。 

    至於瓷器部分，雖然故宮很希望將歷代名瓷全都選入，有系統的呈現出瓷器

的發展，但如前文所述，由於美國方面的選件重點在書畫，因此沒有辦法依照故

宮方面的期望，按照系統選擇，而是儘量不選或少選美國已經收藏的瓷器，例如

中國非常重視的鈞窯、定窯、龍泉窯等名窯完全沒有入選。165由於系統的展出已

經不可能，因此故宮只好選擇展現中國獨有，而其他地方少有的珍藏，例如北宋

南宋的官窯、明朝的洪武窯、永樂窯、宣德窯、成化窯、清朝的康熙窯、雍正窯、

乾隆窯等等，特別是世界少有的汝窯更成為這次展覽的重點。故宮在與美方協商

英文目錄的編寫時，就一再希望美方能夠針對汝窯的珍貴，特別加以介紹。166 

    從譚旦冏的解說中明顯的透露出故宮針對瓷器的態度 

總之，這次選往美國展覽的瓷器，完全是『中國的正統』，裡面沒有民窯的

出品，即使有，也不過一兩件。這次所選的是官窯、御窯出品的器皿，完

全是典雅的，可以代表我們中國古文化氣息的物品。沒有一件粗野的像磁

州窯等的出品，文雅精緻，與過去外國人心目中所認識的中國瓷器是迥然

不同的。 

總之，這次赴美展的瓷器，也如銅器等類一樣，是據另一種角度來選拔的。

一洗過去歐美人一般的觀念。因為這裡沒有磁州窯等粗獷的氣味，大都是

官窯或御窯的精品，代表過去的中國正宗、古典的文化。使美國人士觀之，

                                                 
164 蔣復璁，〈中華文物與中華文化〉，《珍帚齋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頁 112-113。 
165 譚旦冏，〈漫談赴美展瓷器〉，《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58。 
166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5。 



 112 

當能一新耳目。167 

由於當時西方和日本收藏家對於建州窯與磁州窯比較熟悉，反而對於中國士人珍

視的汝窯、官窯等珍貴窯器不熟悉，所以譚旦冏才提出這樣的看法。168但是這樣

的強調，反而令人感到格外的不解與突兀。因為清朝皇室或各朝的收藏必然都是

官窯、御窯，民間的窯器主要是民國初年考古出土，由中央博物院所收藏，否則

故宮本身並沒有收藏。另外一方面，這樣的想法其實是受到過去中國士大夫的想

法所影響，過去中國文人認為磁州窯太接近民間的日用品，因此不能登大雅之堂。

但是，這樣的偏見在這些年來已經逐漸改變，而且譚旦冏本人在 1980 年出版的《中

國陶瓷》中也提到「……過去鑑賞家只重官窯器的偏見……」，所以像這樣反覆地

強調瓷器的正宗與古典，背後的概念其實相當值得探討。169 

 

（三）正統、文化與政治 

總結當時對於選展文物的看法，或許譚旦冏對於赴美展覽的評論可以做為代

表： 

繪畫可說是這次展覽的第一號重點所在。因為繪畫最能代表中國藝術的特

質，所以也最受觀眾歡迎。佔第二號重點的，是瓷器，選展之件，大都是

官窯御窯製品，以與美國各博物館所藏大量民窯製器來對比，自是不同凡

響。銅品雖然只有五件，所佔份量雖輕，但在質上都是一代重器，尤以其

中三件是以銘文名世的。……170至若這次展品的特色……重要的展品，是

中國正統的文化，名畫大都是院畫，珍瓷大都是官窯和御窯。171 

綜合前文的論述，中華民國的選件標準以及解說，主要包含「正統的」、「古

典的」以及「代表」中華文化等概念。相對於一般展覽強調「歷史性」、「藝術性」、

「美感」或者是「經典」作品，中華民國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正統的」、「古典的」

以及「代表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由於雙方對於展覽的目的不同，因此有不

同的選件考量。不管美方展覽的「目的」為何，但是中華民國參加展覽的目的卻

是清楚而明確的：「宣揚中國文化」。而且這個「中國藝術」必須是「系統的」，一

                                                 
167 譚旦冏，〈漫談赴美展瓷器〉，《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59。 
168 璞博，〈故宮部分明代藏瓷〉，《故宮季刊》1：1（民國 55 年 7 月），頁 27，（英文版頁 1）。 
169 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曾堉、王寶連譯，《中國藝術史》（台北：南天書局，1984），頁 200。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上集，頁 237。 
170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783-784。 
171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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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完整的」或「全面的」，否則就無法「代表」中國藝術。所以當美國代表對

於摺扇、家具文具、珍本古書表現出完全「不感覺興趣」時，顧獻樑自然會認為

美方「那五大博物院――是多麼的缺乏對於中國藝術有深刻的認識的人才」。172而

美國偏向「重點」式的選件標準，在譚旦冏等人眼中，則變成沒系統也不全面的

最佳例證。 

但是，為什麼「中國藝術」必須是「系統的」，一定要「完整的」或「全面的」，

否則就無法「代表」中國藝術呢？而怎樣的中國藝術才是「系統的」？才是「完

整的」？就顧獻樑來說，他希望讓西方「鳥瞰中國人在藝術方面的創作力所發揮

的全景」。不過，怎樣的作品才能達到這樣的要求呢？顧獻樑認為展品中應該有中

國雕塑與建築，因為這些東西比其他作品更能「代表中國」。他也指出外雙溪的故

宮應該具備舊都內、外城和紫禁城的模型，因為這種建築模式才能反映中國文化

與中國藝術。除此之外，顧獻樑也不滿展覽當中缺乏兩項足以「代表中國文化」

和故宮的品類：圖書和文房四寶。也就是說，這兩項東西是他認為足以代表「中

國文化」的展品，但是，他自己也不諱言，許多人懷疑這兩項是不是藝術品，甚

至一本正經提出討論。173 

這樣的質疑與討論，和倫敦藝展相比，我們可以注意到前後時期的轉變。在

倫敦藝展時，關注的是哪些文物可以代表中國或者中華文化；在赴美展覽時，雖

然也同樣強調中華文化的「代表性」，但是不同的是，此時或許更多的爭議是在誰

才代表「真正」的中國。如前文所述，由於蔣中正已經失去中國的領土，為了強

調中華民國才代表真正的中國，他運用古代正統論的說法，主張他繼承了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國父一路下來的道統，因此，他才代表「真正」

的中國。但是道統的概念畢竟太過抽象，因此象徵國家、文化的故宮博物院就成

為文化道統的具體表現。故宮博物院的收藏，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博物館來說比較

完整，使得故宮可以比較「全面」且系統的呈現中華文化每個時期的文化特色，

展現出歷代統治者的系譜以及文化的繼承關係，所以故宮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在

展覽的特意布置之下，故宮成為民族、國家與文化的具體表現，透過展覽建立出

歷朝正統與道統的系譜。使得擁有故宮文物的中華民國政府，就彷彿掌有中國的

正統。而這種藝術、展覽與國族文化的緊密關係，在虞君質〈文化交流與天人合

                                                 
172 顧獻樑〈古藝術品運美展覽蠡測〉，《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6-7。

莊嚴〈赴美展覽名畫之甄選及其意義〉，《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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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的時代意義〉這篇文章中展現無遺： 

藝術是民族精神最具體的象徵，同時也是國家文化最真切的表白……這樣

的藝術，因為是託根於民族精神與文化觀念，它與一時代的國勢民情、政

教風俗等等如影隨形，息息相通；故能情真意切，移人於不知不覺，而在

民族文化的成果中，便也永遠像瓌寶瓊琚，大放奇光異彩了！174 

這段話明確指出，藝術絕對不是單純的欣賞，而是民族精神與國家文化的象

徵。所以，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不僅僅只是為了文化交流，同時也傳達了「中

國」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這也是為什麼學者會爭論展品能不能代表中華文化的原

因，因為這些藝術品被賦予這麼多的意義，甚至必須呈現中華文化。因此，哪些

文物才具備代表性，自然成為討論的焦點。而這些討論背後的假設，正是認為藝

術是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或民族精神，不同的只是「什麼」才足以代表中國

而已。但是，針對這樣的假定，我們仍然可以提出許多問題，包含：為什麼藝術

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或民族精神？代表的是誰的文化？又是哪個民族？如果

藝術真的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或民族精神，為什麼某些作品比較能夠代表一

個國家的文化與民族精神？為什麼有某些作品就比較「完整」或比較有「代表性」？  

故宮的文物不僅透過系統的排列來展現國家歷史的發展，進一步凸顯國族的

認同之外，藝術、文化也被賦予救國復國的任務。虞君質就認為 

我中華立國五千年，歷代流傳的藝術古蹟早已蜚聲寰宇。而今國家正值曠

古未有的大變，神州故土，久已崩淪。吾人置身山河破碎、風雲慘淡的祖

國，倘欲用人力來挽回這一場浩劫大難，只有從先民遺留的藝術古蹟中領

悟中華民族的真精神與真面目，作為民族復興的憑藉與文化交流的依據。 

      中國古藝術品無論在形式或內容兩方面，在藝術的成就上已達博大精深、

登峰造極的境界。吾人一方面欣幸這一批美術古物有機會與友邦人士相

見，在兩國文化交流上發生劃時代的良好的作用，一方面痛感中原淪喪，

生靈塗炭，今日極權黨徒的所作所為，久已遠離「天人合一」的思想，致

使民族蒙恥，祖宗含羞！英國大維德（筆者注：即前文的大衛德）爵士說：

「中國高尚優美的藝術創造，祇能在深厚的文化傳統與自由的國土裏產

生，在極權世界灰色的天空裏，那是決不可能的！」深願中美兩國的朝野

                                                                                                                                               
173 顧獻樑〈古藝術品運美展覽蠡測〉，《中國的古代藝術（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6-7。 
174 虞君質，〈文化交流與天人合一――論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的時代意義〉，《中國的古代藝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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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能各三復斯言！175 

這樣的概念正是試圖利用藝術、文化來界定自由中國和中共的不同，將文化

與國族的復興相結合，甚至將保存文化傳統的中華民國與極權的中共對立起來，

凸顯善良的我們與邪惡的他們，希望能夠造成外國人士對於中共產生反感，進一

步支持善良且保存文化傳統的中華民國。這樣的概念正是透過政治意識的塑造，

希望能夠影響政治思想。類似的意識型態，在 1965 年以後更因為外雙溪故宮博物

院的成立、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進一步被運用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

言論中，相關討論參見第四章第三節。結果藝術、文化不再是單純的欣賞與交流，

同時，政治與權力也介入展覽的選件與展品的解說。「正統」、「系統」與「代表性」

成為中華民國對於展品的界定，而文物也被賦予新的意義，和國族的認同及救國

復國產生新的關係與聯繫。 

 

（四）小結 

從上文的分析不難看出，政治與權力如何介入展覽的運作與展品的解說。文

物本來的用途與意義被忽略，透過新的解說與詮釋，賦予完全不同脈絡的意義。

結果故宮文物和國家、正統緊密的連在一起，使得故宮不僅是一個博物館，更是

文化與權力的象徵。如果和倫敦藝展相比較，故宮的地位變的非常重要，甚至成

為國家、民族博物館。在倫敦藝展時，許多學者對於展品的品質非常不滿，甚至

認為挑選出來的展品品質不夠好，根本不足以代表中華文化，進而懷疑赴英展覽

的效果。例如林語堂就認為，倫敦展覽不論就全體，或是各時代、各作家都不能

代表中國書畫的精華。葉恭綽也覺得選件不能「有系統有意義之組織」，甚至認為

中國所保有的文物可能還不如外國的好。可是到了赴美展覽時，故宮的收藏不僅

不再像過去受到質疑與批評，相反的故宮的收藏被認為是「系統的」、「完整的」、

「全面的」，而且足以代表中華文化，這是非常有趣的轉變。 

在藝術重新脈絡化之後，藝術的分類與排列被國家利用來建立自身正當性的

工具。如何解說中國藝術與中國文化的對應關係，如何展現出宏觀的歷史發展，

是這個時期更關心的議題。有系統有意義的解說已經慢慢建立，文物的代表性與

意義自然逐漸呈現，使得故宮得以轉化為國家的精神遺產以及中華文化的象徵。

                                                                                                                                               
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專刊）》，頁 4。 
175 虞君質，〈文化交流與天人合一――論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的時代意義〉，《中國的古代藝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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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解說扭曲了文物原本的脈絡，賦予了展品新的意義，使原本只是皇家奢侈裝

飾品、權力或財富展示的故宮收藏，搖身一變得以成為展現國家民族甚至正統傳

承的重要證據。而在此時，中華文化的「經典」與「國寶」也逐漸在這樣的解說

下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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