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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赴美展覽的布置與宣傳 

第一節  展覽會場與展示內容 

 

（一）前言 

美國現代博物館學者亞當斯博士（Philip R. Adams）在「論展覽」中指出「所

謂展覽實指包含有作用之陳列，即有目的之展出等雙重意義」。而日本博物館學家

倉田公裕認為「所謂展示，乃是有積極意義的陳列方式，來開拓觀賞者的視野，

在多種語意上而言，他是意指慎選事物做有目的有組織的陳列。」另外也有學者

認為「展示是以內容訊息傳達與訴求物件空間機能為主要目的的手段與現象」。1從

這些說法，我們可以說，展覽並不僅僅只是陳列，更重要的是展覽背後特定的「目

的」與「意義」。透過有意義的陳列，與有目的之展出，得以傳達特殊的訊息與訴

求。因此，在解讀展覽的時候，不僅必須關注排列的方式與順序、分類的標準與

方式，更重要的是必須瞭解展覽背後的概念。 

為了對展覽有更深入的瞭解，這裡將簡單說明博物館興起的背景。博物館的

展示歷史，可以往前追溯到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王宮貴族為了誇示自身的權威與

財力而收藏珍奇異物，因而有珍物陳列室（Cabinet of Curiosities）的成立。2皇室

的藝廊通常被運用為接待大廳，國王們在藝廊中擺滿了奇珍異寶，讓外國的參觀

者與貴族們感受到皇家的氣派與豪華，進而加強君王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不

過，早期博物館通常用來儲存珍寶或作為少數貴族娛樂或炫耀的場所，收藏者並

不將藏品視為國家、民族的財富，而是個人私產的一部分，所以博物館的功能並

不具備今天博物館教育與保護文物的作用。3 

真正將藝術品的收藏與展示視為文化遺產與文明結晶是在十八世紀之後。由

                                                 
1 轉引自邱培榮，《展示設計之研究――以商品展場設計為例說明》（中壢：私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

學系碩士論文，1990），頁 12。 
2 當時的收藏強調展品的特殊與罕見，因此巴伐利亞公爵珍物陳列室的收藏包含蛋中蛋、大象標

本、從天而降的瑪那（manna）以及傳說中的怪蛇等物。請參見喬治艾里斯博寇（G. Ellis Burcaw）

著，張譽騰等譯，《博物館這一行》，頁 41。 
3 莊錫昌，《世界的博物館》，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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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發展，革命與啟蒙思想的影響，以及歐洲的強權藉由殖民，

掠奪各地的文物標本，建立大型的國家博物館來誇耀國勢，才使得博物館成為國

家文化的象徵。以法國羅浮宮為例，法國大革命結束之後，法國當局運用革命立

法來強制徵收國土，並將王室、教堂與被處死貴族的珍品收歸國有，將原來封閉

在皇宮之中或是僅供貴族之間炫耀的藏品向人民開放，因而使得博物館性質產生

很大的變化。4博物館由私人的典藏逐漸變成公開的展示，最後更成為公共教育事

業的一部分。5法國國民議會決議將羅浮宮改為國立博物館，並且成立六人小組委

員會負責博物館的組織及規劃。6 

    羅浮宮在法國大革命之後轉變為一個對人民開放的美術館，並成為帝制消失

與新秩序誕生的有力象徵。7條目清晰的藏品以及主題，讓參觀的民眾可以透過文

物的展示，了解連續的歷史發展。作品的解說、分類在展示中逐漸建立，觀者雖

然看到和過去同樣的展示品，可是接受的訊息卻是截然不同。8 這樣的發展在拿破

崙對外征戰之後更是達到高峰，由於拿破崙橫掃歐洲，各國重要文物與藝術品，

源源不斷被送入羅浮宮。雖然拿破崙並不是藝術家，但由於透過博物館可以增加

法國的光彩，成為歐洲各國注目的焦點，同時也象徵國家權力與榮耀，所以拿破

崙時期任命德農開始一連串整修羅浮宮的工程，以增加展示空間與改善採光。在

刻意的塑造之下，使得許多上流人士與一般大眾逐漸認同羅浮宮華麗與優雅，同

時也代表國家的權威。除了利用羅浮宮來彰顯法國的偉大之外，他們還藉由一系

列的史畫、雕刻和紀念碑來塑造拿破崙的傳奇。9 

另一方面，德國藝術史家溫克爾曼（Winckelmann,1717〜1768）則提出藝術在

                                                 
4 Constance Dedieu Grasset 著，陳慧玲譯，〈法國的博物館熱潮〉，《博物館學季刊》12：3（民國 87

年 7 月），頁 102-103。 
5 莊錫昌，《世界的博物館》，頁 5-6。 
6 周功鑫，〈法國博物館事業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6：4（1989），頁 18。 
7 Carol Duncan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頁 45-47。 
8 莊錫昌，《世界的博物館》，頁 6。Carol Duncan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

頁 51。 
9 Edward Porter Alexander 著，李惠文編譯，〈多米尼克˙維瓦˙德農與拿破崙時期的羅浮宮――象

徵國家榮耀的美術館〉，《博物館學季刊》8：4（民國 83 年 10 月），頁 69；以及周功鑫，〈法國博物

館事業的研究〉，圖三、五之一、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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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明與國家中，會有不同發展，使得藝術逐漸變成代表一個國家或一個文化

的概念，並且反映了時代的精神。也由於溫克爾曼指出埃及與希臘是歐洲文明的

起源，使得歐洲各國紛紛試圖將自己的文化上接到希臘、羅馬，大規模收集希臘、

羅馬文物，希望以此證明自己繼承了古代文明，成為新的文化中心。參觀羅浮宮

的人會認同羅浮宮中的文物就代表「法國」，或說明「歐洲文明」和「希臘」文明

之間的繼承關係，或展現歐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亞洲文明的不同。藝術品原本只

是貴族或皇室的收藏，代表某些人的品味，但是到了近代，卻和國家民族的概念

互相影響，成為界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一種文化的象徵。也就是說，現代

博物館的建立其實是帝國主義擴張的結果，為了要建立某種文化或是國家的概

念，將文物從原來的歷史脈絡下剝離，集中到博物館之中。 

因此「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如何透過展覽，將這些匯集起來的兩百多件作品，

重新詮釋，呈現中國藝術的形象，賦予文物意義，便是本節想探究的重心。美方

博物館如何設定這個展覽的主題，如何透過展示呈現中國文化，其實是相當耐人

尋味的問題。以倫敦藝展為例，為了要「全面」呈現中國藝術，選件太多太雜，

使得展示上有一定的困難度。雖然英方試圖依照年代及主題排列，但是混亂的狀

況，並沒能將這些文物的歷史意義呈現在觀眾眼前。特別是對於外國觀眾來說，

文物本身如果沒有解說與詮釋，毛公鼎與散氏盤也只是青銅器而已，如何凸顯歷

史文物的特殊價值，感受其歷史意涵就變成非常重要的課題。10本節將利用故宮隨

展人員李霖燦向政府的工作報告《國寶赴美展覽日記》，以及譚旦冏在《了了不了

了》的紀錄，配合美國芝加哥美術館以及大都會博物館提供的照片及檔案，繼續

探討美方博物館如何分類、展示中國藝術，使西方對於中國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 

 

（二）展示會場 

    中國古藝術品展覽選擇五大博物館作為展覽的場地，和展品的陳列方式有很

                                                 
10 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台北：南天書局，1999），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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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關係，也和後來如何評價展覽息息相關。由於這些博物館的性質偏向美術

館，因此在這些博物館展出的文物會以「藝術品」的方式呈現。但是這些展品也

可以視為人類學的珍奇物，放在 20 紀初的珍奇屋中；或是運用文化人類學，以手

工藝品的方式陳列；甚至將之放回原來的脈絡，及中國皇室的使用方式來呈現。

而不同的展示方式，不僅帶給觀眾不同的評價，也會有不同的感受。譬如希臘帕

德嫩神廟中的大理石雕刻被大英博物館展示為「藝術品」，而不像其他的希臘文

物，例如花瓶或是錢幣以「考古文物」的概念展出，就影響我們對於藝術和文化

的瞭解。今天，希臘雕像不僅被視為西方藝術的起源，並且被視為「經典」與「美」

的象徵，而成為我們建立標準以及書寫歷史的開端。11 

不僅博物館的展示方式，博物館本身的外觀及內部的規範，也使得觀眾對於

當中的文物，產生不同的認知與瞭解。根據學者研究，許多博物館的外觀經常是

相當類似王宮或是廟宇，加上內部的空間安排以及燈光的照明，以及規定參觀者

該做還有不該做的行為，往往使觀眾參與了博物館設計的「表演儀式」。博物館透

過展示、導覽手冊以及專家解說，引導參觀者進入博物館建構的另一個文化，使

得某一個遙遠國家與文化的想像、記憶得以被傳遞。博物館通常會提供完整的背

景與情節，以藝術史的敘述或天才的故事來論述一個「劇情」，參觀者雖然看到的

是博物館挑選過的作品，整個展覽仍然深具意義。12正是因為博物館帶有文化符

碼，並且和社會、政治及意識型態相結合，因此博物館不僅和藝術史、考古學息

息相關，同時也扮演記憶保存以及記憶塑造的角色。 

    分析故宮赴美展覽選擇的五大博物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大都會博物館、波

士頓美術館、芝加哥美術館、迪楊博物館（參見圖 4-1-1 到圖 4-1-6）的外型，基

本上都具備了某些特色，包含了古典的柱廊、採用幾何直線、左右對稱、山形墻

﹝pediment﹞、拱門，這些都是希臘羅馬建築遺跡的典型代表。而在進入博物館之

                                                 
11 朱靜華，（The Palace Museum as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 The Formation of Canons of Chinese Art 

History），〈作為文化表徵的故宮博物院：中國藝術史典律的形成〉，「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

圖，一六零零迄今學術研討會」，頁 4。 
12 Carol Duncan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頁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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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都有一層又一層的階梯，以及各式塑像，讓人彷彿有前往「朝聖」的感受。 

除了外觀與內部的陳設會讓參觀者對於博物館當中的展品有不同的感受之

外，還有一個影響展品意義與評價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博物館的角色與定位。因

為博物館本身的任務就是收藏保存以及展示文物，而收藏保存就意味著「標準」，

博物館必須選擇收藏哪些文物，也因此會有「好與壞」的分別。當觀眾前往博物

館的時候，往往會預期在博物館中看到的展品是「經典」或是具有「代表性」的

作品，在這種心態下，加上博物館的內部陳設，有時不僅讓觀眾認為博物館中的

作品都是藝術品，甚至連掛在牆上的滅火器、溫度計也都神似藝術品。13 

 

 

 

 

 

 

 

 

 

 

                                                 
13 Carol Duncan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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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外觀，圖片引自 Carol Duncan，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

之內》，頁 175。 

 

 

 

圖 4-1-2 大都會博物館外觀，圖片引自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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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波士頓美術館外觀，台階左右則是後文提到的草龍裝飾，圖片引自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 

 

 

 

圖 4-1-4 芝加哥美術館外觀，圖片引自 Carol Duncan，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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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芝加哥美術館外觀，圖片引自 Carol Duncan，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

頁 51。 

 
圖 4-1-6 迪楊博物館外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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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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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覽的布置與設計 

    上文主要探討博物館本身如何賦予展品不同的意義，下面將舉國家美術館與

大都會博物館的展示做為例子，並搭配其他博物館的展覽圖片，進一步說明博物

館如何透過陳列與空間安排、燈光來呈現這些展品。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捐贈者是安德魯美隆（Andrew W. Mellon）， 1936 年他向羅

斯福總統提出贈與他收藏繪畫成為國家收藏品的構想，並經由國會命令建立華盛

頓廣場上的國家美術館，成為屬於美國國民的財產。14美隆的收藏主要是歐洲的名

畫，分成上下兩層，樓上有 90 間陳列室，依照地點與年代排列，從第一室到十八

室是義大利早期名畫，第十九室至三十室是義大利文藝復興名畫，第三十三及三

十六室是義大利晚期名畫，第三十五及三十九至四十三室是法蘭德斯及德國畫

派，第四十四至四十八室是荷蘭畫派，其餘依次是西班牙及英國、法國近代畫派、

現代化派。可以說上層都是西方的重要作品，並依據由遠至近以及畫家所屬的地

域分類。 

 

 

圖 4-1-7 今天國家美術館上層平面圖，圖片引自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網頁 http://www.nga.gov/ 

 

                                                 
14 Carol Duncan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頁 17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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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美術館下層分成東翼與西翼，東翼是行政部門、演講廳、餐廳、工匠室、

倉庫與攝影室，西翼有中央陳列廳及 G1 至 G19 的陳列室，有一部份陳列裝飾藝術

與家具，例如中國明、清瓷器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銅器。另外大部分空間則是

留做特別展覽會場，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就位於此處，包含了中央大廳以及 G7 至

G19 陳列室，雖然目前博物館的陳設有所改變，但是仍然可以辨識出譚旦冏與李霖

燦等人描述的展覽的場地。15 

 

 

 

圖 7-1-8 今天國家美術館下層平面圖，圖片引自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網頁 http://www.nga.gov/ 

                                                 
15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2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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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美術館館長華克（John Walker）曾經要求中華民國將預展展場內部全貌、

展品布置等，攝製大型照片供美國博物館參考，可見美方其實願意參考中華民國

的意見。中華民國方面則表示展場布置簡單，恐不足供美方參考，但仍願意將會

場照片寄往美國。16展場則由柯克（Dr. H. Lester Cooke）負責陳列，他在展覽前就

已經畫好設計圖，而且展品的照片也已經貼在應布置的地方。17但是因為美國的工

作態度，讓進度不僅落後，也讓李霖燦與譚旦冏等人員都有些許抱怨。18 

一進入國家美術館的中國古藝術品展覽展場，就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中央陳

列廳（Central Galleries），主要展覽宋、元的名畫，包括有「明皇幸蜀圖」、「秋山

問道圖」、「江行初雪圖」、「谿山行旅圖」等等。在這間陳列廳中，中間有擺放平

放長手卷的船型櫃子，然後在兩旁豎起一塊塊的大木板，畫掛在木板上，木板上

再安上框架，最後將塑膠玻璃嵌在框架上，距離畫面約兩吋多。 

關於繪畫應該如何展示，中華民國和美國博物館之間則有許多討論。展委會

為了保護古畫，因此要求將全部書畫放入玻璃櫃中，以免因為展覽受到破壞。可

是卻遭到波士頓美術館的反對，因為中國畫一旦裝入玻璃櫃中，沒有天地頭，就

會很像西洋畫，展覽效果並不理想。如果要保留畫原來的樣子，訂製玻璃櫃的尺

寸不僅太大，而且搬運也有困難。所以波士頓美術館建議只要將畫中央部分用塑

膠玻璃嵌住，如此既能保護畫面，又能保存中國畫原來形式，裝卸也很方便。不

過安置玻璃之後，卻產生反光問題，雖然加上腳燈可以減輕反光，可是卻無法完

全解決。19國家美術館的玻璃距離畫有一段距離，可是因為反光，以致於畫面不清

晰，人影也會映入畫面。大都會博物館則嘗試將玻璃和畫面貼近，但效果也不好。

為了減少反光，下方還特別設有腳燈向上投射。20 

中央陳列廳往前走是 G8 室，中間橫放長手卷的船型櫃子，牆壁上懸掛畫軸，

                                                 
16 國史館外交部檔案，〈古物展覽〉，檔號 172-3/3295-4。 
17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29。柯克曾經獲得 Harrow 與 Oxford 的學位，到羅馬研究藝術，

返回美國後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獲得博士學位。1959 至 1960 年美國現代繪畫展覽會在義大利

舉行，他被美國國務院指派擔任保管及演講工作。 
18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29-830。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81。 
19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48。 
20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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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四件銅器分別陳列在西壁的左右。往右走是 G7 室，當中陳列玉器、雕漆、雕

刻與琺瑯的四個櫃子，北面陳列董其昌的「周子通書」。G9 至 G12 室是陳列書畫

軸及書畫卷，一間是元、明的掛軸，有一間是明、清掛軸，軸子都是掛在牆壁上，

卷子擺在櫃子裡，主要依照年代先後展示，並注意平衡美感，依畫作大小安排陳

列。G19 室陳列南宋及明清的冊頁，不過這些冊頁有十二開或二十開，只有展出其

中一部份， G13 到 G15 都是展示瓷器，依照宋、明、清等朝代先後陳列，G13 中

另外陳列織繡品。21 

大都會博物館的安排是將西方藝術史上最重要的三個時期：埃及、古典時代

以及歐洲藝術，放在建築最前面以及最中間的位置。二樓則放置文藝復興的作品，

以及依據時間及學派的歐洲油畫。最後，中國、日本、回教、美國、原始部落、

現代和其他部分，則是圍繞這個核心發展。22當時中國古藝術品展覽並不在大都會

博物館遠東部門的中國文物陳列室，而是位於一樓西北邊的特別展覽會場裡，因

為會場面積很寬大，除了可以將手卷全部陳列之外，高大的畫軸不用像國家美術

館一樣必須另外處理，可以直接懸掛。第一間陳列室布置銅器五件，四周牆壁懸

掛書法。第二間懸掛唐代和五代畫作五件，第三間到第八間依照時代先後懸掛畫

軸和畫卷，畫軸在元代以前都用玻璃覆住畫面，第七陳列室是明代繪畫，畫卷則

放在玻璃櫃當中，而且將高度調到可以讓觀眾平視不需要低頭。第九間除了張勝

溫的《梵像》之外，畫的冊頁也懸掛在這裡。第十間玉器、雕漆、雕刻與琺瑯各

佔一個櫃子，織繡則掛在牆壁上。第十一間全部為瓷器，一共有十幾個櫃子將瓷

器全部放在玻璃罩內。23 

 

 

 

 
                                                 
21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66。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78-92。 
22 Carol Duncan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頁 113。 
23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66-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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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目前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平面圖，圖片引自大都會博物館網 http://www.met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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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兩個例子，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博物館陳列的概念與構想。博物

館為了恢復展品的脈絡，往往會從研究、學術或理論背景來從事展示與陳列，一

般來說，有時間軸展示、空間軸展示、系統分類展示以及生態展示。時間軸展示

是以時代順序為架構來配置空間或安排展示品，經常用於歷史性的博物館以呈現

歷史發展。空間軸展示是以地理的分佈為架構來安排展示品。系統分類展示是以

展品系統分類為架構，來安排展示品，生態學展示重視展品與其原生環境共生共

存的東西。24中國古藝術品展覽主要是以時間軸展示及系統分類展示來安排展品。

展場一方面以時間軸大致區分成幾個展示間，再以不同類別突顯出當朝的特色。

當然受限於博物館的空間或展品的尺寸，有時不能完全遵守這個原則。而展品的

陳列，主要依照年代先後的順序，以及作品的大小，以年代分室，再依尺寸分牆。 

會依據年代順序展示，當然一方面是為了呈現中國藝術和繪畫風格發展的變

化。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例如李霖燦等人就相當強調

「……此次展品，以字畫及瓷器之份量為重，排列次序時請勿顛倒次序為佳」，這

正是因為依照朝代的排列可以凸顯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象徵意義，同時希望讓當

時的西方認同中華民國是「文化的中國」。25中華民國仍然希望展現出書畫與瓷器

的發展，因為這樣的發展正試圖顯示中華民國是繼承前朝的統治，一直到現在仍

然繼承中國的正統，同時也凸顯了保存文物的角色。26 

在國家美術館以及波士頓美術館門口左右豎立中美兩國國旗，因此，展覽國

家已經很明確透過國旗展現在參觀者眼前。在展場布置部分，波士頓美術館因為

展場在二樓，所以沿著樓梯上去是兩條以花草編成紅眼睛紅舌頭的青龍。龍是中

國的象徵圖樣，博物館特別以此裝飾來佈置會場。27舊金山迪楊博物館有中國音樂

會舉行，由中國城的中樂研究社主演，有春江花月夜的絲竹合奏，也有長城謠的

歌唱，並將宮樂圖的幻燈片在螢幕上放大，做為音樂會的背景，前排還掛滿富麗

                                                 
24 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頁 22-23。 
25 國史館教育部檔案，〈參加美國各項展覽〉，檔號 194/81。 
26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42。 
27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1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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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宮燈。 

董其昌寫的「周子通書」在展覽中深受重視。28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將之懸掛在

入口的正面，在國家美術館展出時也大受歡迎，引發輿論討論中國書法和近代抽

象畫理論。29在芝加哥美術館，將之掛在大門紫色圍屏上，並以大字標出「中國國

寶展覽（由商至清）【Chinese Art Treasures Shang through Ching】」來揭示展覽的主

題，凸顯中國書法的造詣。入口之所以擺設的紫色圍屏，主要是因為和另一件展

品「丹楓呦鹿」互相輝映。「丹楓呦鹿」上的紫楓顏色，紅中透紫，又剛好懸在這

座大陳列廳中。前文已經指出美方原本並沒有打算要選法書，在故宮博物院的強

烈建議下才選了十件作品，到了美國展覽之後，這十件法書卻引起不少注意與討

論。 

另外受到觀眾矚目的還有范寬的「谿山行旅圖」。波士頓美術館的展場在二樓

（請參見圖 4-1-3），台階的盡頭是一個木屏，上面罩著黃綢，中間則是范寬的「谿

山行旅圖」。30在國家美術館，柯克則是運用盆景與燈光的佈置，使得這件畫作前

有許多觀眾。大都會美術館將之放在第二陳列室，整間陳列室為它將燈光調暗，

再投以特殊燈光，強光從屋頂照下，腳燈再從下往上照，可見此作在展覽中受到

的禮遇。「谿山行旅圖」在石渠寶笈中不過列為次等，只有寥寥幾行小字介紹，不

過在經過這樣的宣傳與展示之後，今天「谿山行旅圖」已經成為中國山水畫中的

「經典」代表作。31 

總結來說，五大博物館的設計大致是將宋、元書畫安排在最大的展覽室，或

是位於展覽的入口出。這樣的展示正是強調書畫代表中國收藏的驕傲，同時也代

表中國藝術的經典，書畫足以象徵中國文化的特色。取代了過去西方認為瓷器是

中國藝術代表的偏頗觀點，並影響今天中國藝術研究與教學，將書畫列為中國藝

                                                 
28 晚明畫壇有邢侗、張瑞圖、米萬鍾、董其昌，號稱四大家，以董其昌最有名。而「周子通書」

是他大字中評價最高的作品。「周子通書」原本是宋朝周敦頤的作品，今天則是故宮博物院的重要

收藏之一。 
29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55。 
30 李霖燦，〈國寶在波士頓城〉，《自由談》13：3（1962 年 3 月），頁 10。 
31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259。范寬是北宋描寫中國北方山水的大家，「谿山行旅圖」

目前被視為台北故宮的鎮院之寶，同時也是討論中國書畫不可缺的重要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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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探討的重要主題。 

除此之外，書畫的陳列還有幾個特色：相當強調尺寸的對襯，這種視覺對稱

以及展品尺寸統一的觀念，是展品布置的基本原則。書畫陳列離觀眾非常近，觀

眾可以就近觀賞，對於畫的細節與畫的風格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手卷的陳列則是

一種新嘗試，由於西方很少有類似的作品，因此不僅在陳列上非常困難，攝影上

也有許多問題。博物館不僅在手卷下墊有襯布，而且放在特別設計訂做的長櫃中

陳列，可以拆開分成很多節，也可以依據需要再拼合。由於展覽場地以及陳列櫃

的尺寸問題，在國家美術館展覽時，夏圭的「溪山清遠卷」、黃公望的「富春山居

圖」（櫃子設計傾斜）、「大理國梵像卷」都只有展出一部份，只有在大都會博物館

手卷才有全部展出。 

在瓷器部分，芝加哥美術館將文同的「墨竹」軸放在合圍的曲屏中，曲屏之

後特製一個長方形的陳列櫃，擺放明、清青花瓷器。國家美術館將瓷器放置在陳

列櫃中，並且在瓷器下放置襯布，使得整個感覺非常雅致有秩序，和倫敦藝展混

亂而無秩序的擺設有了極大的不同。而深受故宮重視的汝窯，卻沒有受到預期的

青睞，反而是青花和祭紅更受到觀眾的喜愛。李霖燦就指出，汝窯在全世界不到

40 件瓷器中，故宮收藏了 23 件，又從中挑選最經典的 5 件來展覽，可是觀眾卻更

喜歡青花還有祭紅。李霖燦認為這是因為青花還有祭紅情調靜雅，色澤鮮明，所

以比汝窯還要吸引觀眾。32但是，其實青花在西方一直深受喜愛，不僅日本、印尼、

波斯都有仿造，荷蘭的臺夫特市（Delft）和其他歐洲的窯場也都受到青花的影響。

33但是在中國，北宋的四大名窯是汝窯、定窯、鈞窯與柴窯，而汝窯是最珍貴且最

稀少的瓷器。兩者的品味與評價完全不同，但透過故宮的介紹，現在汝窯在中國

藝術相關研究已佔有一席之地。 

從照片中也可以發現瓷器、青銅除了放在陳列櫃中，還有不少擺設在書畫的

陳列室中，如同西方瓷器裝飾，立起來放在櫃子裡。不僅脫離原本中國歷史脈絡，

                                                 
32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90。 
33 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曾堉、王寶連譯，《中國藝術史》，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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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中國皇室使用與看待這些文物的方式截然不同。這些瓷器與銅器被放在玻璃

櫃中，加上燈光投射，讓觀眾感覺非常明亮、高雅。芝加哥美術館陳列瓷器打破

平衡的原則，有時左邊空著卻在右邊連放兩件瓷器。舊金山迪楊博物館則是不按

年代，不管類別，琺瑯、瓷器全放在一起，主持展覽的東方部主任蘇維爾（Mr. Sewell）

以色彩為主，將粉青色的瓷器配上寶石紅的瓷器，或是將明朝洪武時期的釉裡紅

配上吉州窯、黃釉龍紋盤以及紅雕漆小瓶。34雖然這些博物館沒有依照時代與類別

排列，但是從照片仍然可以感覺展示的和諧與美感。 

大都會博物館將銅器用鋼管頂起，再用木頭填心站穩。但是由於毛公鼎、散

氏盤的銘文刻在裡面，在故宮人員的要求下，將拓片貼在櫃子旁邊。可是光有銘

文拓片，卻沒有附上英文解說，所以一般觀眾還是無法瞭解銘文的內容與歷史意

義。雖然李霖燦等人曾多次建議可以附上中文說明，但是最後美方博物館並沒有

採納。35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兩邊不同的展示觀點，美方主要是從造型與風格來

欣賞，但故宮方面則是將之視為考古或歷史的角度研究。 

中方與美方對青銅的看法之所以會有不同，和西方對於銅器的研究有密切關

係。中國古代研究青銅器分為圖錄之學與款識之學，前者早在宋朝就有呂大臨的

《考古圖》，記錄銅器的花紋、形式銘文與尺寸重量，款識之學則重視銘文的考釋

與年代的考定。但是長久以來，款識之學受到的重視與青睞都遠勝於圖錄之學，

一直到民國初年，容庚出版了大量青銅花紋拓片，才逐漸扭轉這樣的偏向。由於

民國初年的幾次考古新發現，不僅國內學者相繼投入研究，也吸引了國外的研究、

興趣，當中很重要的學者就是高本漢。 

高本漢對於中國郭沫若等學者以銘文作為斷代的主要根據，花紋為輔的作法

並不認同。他認為銘文雖然是斷代的工具，但是斷代的目的應該是瞭解花紋與型

式的風格演變，因此他由歷史學轉向藝術學的研究，詳細推敲每種時期的特點與

演變。特別是因為商朝的銘文很簡單，使得他可以不再倚賴銘文，直接從風格著

                                                 
34 譚旦冏，《了了不了了》下集，頁 871。 
35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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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他強調風格的發展是處理青銅資料的重要課題，對於青銅器的研究有非常重

要的影響。36 

另外一位研究青銅的西方學者羅越則將青銅器分為五種風格，而這五種風格

依照先後形成一個系列。他假設技法由簡而繁發展，超越了高本漢只關注花紋母

題，進一步研究花紋的風格。雖然出土的資料證實遠比他的理論複雜，但是羅越

卻提出了重要的研究法則。37這些研究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是對於西方研究中國青

銅器卻具有深遠的影響。因此風格的展現成為美國博物館展示的重點，而忽略了

銘文的解釋與說明。但是，不管是哪一種詮釋方法，其實都脫離了銅器原本的意

義，畢竟當商、周製造這些銅器時，或許實用的功能大過於藝術創作或是經濟社

會意義。 

從照片中也可以注意到博物館對於展覽的定位主要是「藝術欣賞」，我們可以

從三個方向來觀察這種偏向。首先，整個展覽的展品解說非常簡單，令人不禁懷

疑這樣的安排是否能夠使觀賞者對向來陌生的中國藝術，產生具體的瞭解。例如

李霖燦就提到館方準備的作品介紹標籤太過簡單。38展場牆面非常素淨且安靜的陳

列藝術品，雖然每件藝術品旁邊有關於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以及尺寸等資料性文

字，但對於作品本身的創作背景或者風格，卻沒有相關資料可供觀眾參考。 

博物館對於展出藝術品沒有足夠的詮釋，除專業人士外，大眾對於展覽主題

很難產生具體的概念。何況這又是屬於異文化的作品，不僅生活背景完全不類似，

水墨畫對西方的觀眾來說更是陌生。觀眾只能從標籤上的解說，猜測博物館根據

年代先後展示這些作品，但是這些畫作前後時期的畫風、學派或者創作概念之轉

變，甚至社會經濟變化等和作品息息相關的問題卻沒有任何提示。事先對中國藝

術有認識的人，或許會覺得展覽呈現特殊的意義，但是對中國藝術缺乏概念的人，

                                                 
36 陳芳妹，〈商周青銅容器研究的課題與方法〉，《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台北：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組，1992），頁 961-965。例如容庚的《寶蘊樓彝器圖錄》（1929）、《武英殿彝器

圖錄》等等。高本漢，〈早期中國青銅器展覽〉，《瑞典遠東博物館館刊》6（1934）8（1936）。 
37 陳芳妹，〈商周青銅容器研究的課題與方法〉，《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頁

981-982。 
38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103。 



 135

可能完全無法瞭解這些文物的價值與意義，因此，這個展覽的性質明顯是以「審

美」價值為重，而不是將這些展品重新放回中國的歷史文化脈絡下，讓觀眾瞭解。

39但是這些展品能不能自己「說話」，呈現出本身的美學價值，是可以再討論的議

題。 

  其次，從照片以及隨展人員的描述，可以發現各博物館幾乎都運用大量的日

光燈照明，使得展場非常的明亮。博物館還為每一件展示品做個別的照明，李霖

燦指出布置完畢之後，博物館人員開始調配燈光，「人工光線固然容易控制，但每

次布置不同，燈光都得大費一番周折，許多作品需要特殊角度之投射。這會更加

上塑膠玻璃之反光問題」。40由此可知燈光效果在展覽中的角色相當重要，因為往

往必須透過特殊角度的燈光，才得以呈現作品的各種特色。加上前文提到的反光

問題，使得燈光的調配更受到重視。 

此外，玉器的呈現對於西方博物館也是一種考驗，因為他們嘗試了許多方法，

都無法把玉器的溫潤特色表現出來，大都會博物館最後嘗試將玉器放在磨沙玻璃

板上，再由下面透射強光，使玉器呈現半透明狀態，才有比較好的展覽效果。李

霖燦也提到由於燈光設計不理想，使得兩件甜白暗花八寶葵瓣口盌的透明薄度與

鬼斧神工的暗花沒能表現出來，因此被觀眾忽略。由此可知燈光對於展品的重要

性，可以更出色的呈現展品。根據學者研究，展示的照明也是一種藝術，由於燈

光在視覺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人類對於光線的效果與氣氛會有不同的體會與感

受。美方博物館相當重視人工光線的調配，正說明了其對於展示美感的重視。 

第三，展品只有兩百多件，而每間博物館都安排將近十間以上的陳列室，所

以平均每間展室陳列的作品不超過三十件，陳列時可以讓每一件作品有更大的空

間。陳列室中展示的物品越少，文物展示的牆壁越空洞，博物館的展覽空間越神

聖化。故宮的這些展品正是在博物館運用大量留白以及燈光的效果下，使展品得

以保持非常清楚的區隔，博物館甚至為某幾件作品特製一個陳列的區域，讓作品

                                                 
39 洪秀旻，《藝術史論述、展示子題與展出作品三者間的關係：「意象與美學-台灣女性藝術展」之

詮釋分析》（台南：臺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40 李霖燦，《國寶赴美展覽日記》，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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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美特質和文化藝術神聖的感受益發凸顯。41故宮的藏品在收藏西方經典的博物

館中展出，本來就讓入內的觀眾，期望看到「珍貴的」文化遺產。再加上博物館

特意的布置，參觀的觀眾很容易就能認同這些展品就代表中國文化。這些物件脫

離了原本社會歷史背景以新的主題被展示，使得它們的意義有了根本的改變。 

 

（四）小結 

展示的設計通常有兩種取向，一種是以物件為思考原點，先從現有的物件來

研究分析，然後決定主題及次主題，著重保有展品本身價值，避免人為加諸的觀

感；另一種是以想傳達的觀念為思考原點，先決定主題再經由研究與分析決定次

主題，再選擇安排所需的晤見及輔助展品，來詮釋主題，因此有非常明確的主題。

42如果側重物件，應該盡量避免燈光、色彩與空間配置等影響展品本身。但是從上

文的分析，不難看出不僅整個會場充滿中國風味，而且燈光的投射與空間的大量

留白，更使得文物顯的具有美感、知性而且高雅。雖然這些展品只是以書畫為主

題，但是由於這些文物和中國歷史交錯的展現（因為展覽室大概依照朝代安排展

示），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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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西方總是將藝術品與手工藝品劃分為藝術與文化人類學，這樣的二分法

將西方與非西方社會劃分成兩個不同層次，前者居上位而成為藝術的製造者，後

者則集中在底層的手工藝品生產。藝術品主要是放在博物館中陳列展示，而工藝

品則是人類學或科學館的收藏。過去這種劃分非常明顯，除了幾個東方文化諸如

日本與印度例外，而最近這些年則有許多挑戰這種二元對立的區分。43雖然美國的

博物館將中國藝術放在遠離西方經典的邊陲，但是至少將中國文物當作「藝術品」

而非「工藝品」或是珍奇藝品看待，也因為這樣的解說與布置方式，使得中國文

物被當作藝術品來研究與展示，甚至進一步影響了後來學界對於中國文化藝術的

                                                 
41 Carol Duncan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頁 32。 
42 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頁 18-19。 
43 Carol Duncan 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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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和倫敦藝展相當不同的是，這次赴美展覽的作品，大多數都成為今天故宮的

鎮院之寶，同時在西方的中國藝術研究書籍中大量出現，反觀倫敦藝展的許多作

品，在今天不是視為偽作，就是已經變成次等的作品。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下一節將進一步從展覽的後續宣傳、中國藝術的書籍介紹以及中國藝術史的教

學，進一步探討故宮的「經典」地位得以確立，並且成為中國藝術代表的原因與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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