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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 

會議時間：107 年 2 月 2日（星期五）8:45-18:20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數位展演廳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群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外交部 

時 間 場 次 時程內容 

08:00-08:45 報 到 

08:45-09:00 開幕致詞：周惠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人文中心主任） 

09:00-10:00 主題演講 

主持人 主講人              講 題 

唐啟華 茅海建 
知識的差異： 

馬戛爾尼使華與劉學詢、慶寬使日 

10:00-10:10 休息、大合照 

10:10-11:40 

第一場 

 

人事處理
的和與戰 

主持人 發表人 主 題 評論人 

張  力 

黃文德 
同是天涯淪落人：日俄戰爭初期的
難民問題 

楊凡逸 

呂慎華 庚子事變後使館區的重建問題 譚桂戀 

王文隆 
越界匪徒與〈中越交界禁匪章程〉
的訂立 

黃宗鼎 

11:40-13:20 午 餐 

13:20-14:50 

第二場 

 

中日關係
的和與戰 

張啟雄 

尤淑君 
從華夷變態到東亞聯盟：近代日本型
華夷秩序的形成與轉型 

廖敏淑 

應俊豪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對英新聞輿論
宣傳策略 

吳翎君 

林亨芬 辛亥鼎革前後的奉天與日本 應俊豪 

14:50-15:10 茶 敘 

15:10-16:10 

第三場 

 

陸海邊疆
的和與戰 

李盈慧 

許峰源 海權興起與中葡澳門勘界爭議 游博清 

陳立樵 
英俄大博弈 與回民 事變中的    

阿古柏政權 
張中復 

16:10-16:30 茶 敘 

16:30-17:30 

第四場 

 

外交變革
的和與戰 

余敏玲 

任天豪 
「外交戰」的準備──清季外交 

人才制度的建立與實施 
李文杰 

張齊顯 
辛 亥 革 命 時 期 的 外 交 機 關   

（1911-1912） 
蔡振豐 

17:30-17:40 休 息 
17:40-18:10 綜合座談 
18-10-18:20 閉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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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由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與「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群主辦；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外交部協辦之「和戰之際的清末外交研

討會」，於 107 年 2 月 2 日（五）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數位展演廳

舉行。此為該團隊連續第 8年辦理之年度研討會，在中國近現代史學界已逐漸累

積一定的可見度。本次大會特別邀請到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進行主題

演講，與青年學者交流，激發多元思考。並由東海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唐啟華擔任

主持人及與談人，成就了另一種龍與獅的對望。當天與會人數近 60 人，共分為

四個場次，分別從人事處理、中日關係、陸海邊疆與外交變革，切入討論清朝在

面對和戰之間的內外局勢與應變處理，或可有以史為鏡、鑑往知來之效。 

開幕式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擔任致詞嘉賓，人文中心向

以做為跨領域的學術整合平台為初衷，從旁見證「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

研究團隊一路以來的成長，對於臺灣從事中國外交史的青年學者自主集結並凝聚

研究動能的學術熱誠極為認可。對於此次的大會主題，周主任也提到清史的研究

現在並非顯學，因而相當肯定本會議有關清末外交方面的研究與討論，也期待研

究群所有青年學者繼續努力下去。同時周主任也特別感謝陸籍學者茅海建與會，

給予團隊所有青年學者相當大的鼓勵。 

主題演講則邀請到目前在澳門大學歷史系的特聘教授茅海建，講題為「知識

的差異：馬戛爾尼使華與劉學詢、慶寬使日」，茅老師所定義的「知識」是「外

國知識」。1793年馬戞爾尼使節團來到中國之前，做了相當多的功課，對中國、

東方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同一時期，中國人謝清高的《海錄》是隨著商隊在外貿

易的紀錄，提到了英國、普魯士。但這樣對外界的認識，在當是並沒有受到朝廷

重視，直到了鴉片戰爭，林則徐才發現這本書而推薦給道光皇帝。事隔 100 年，

在光緒 25 年（1899 年），清朝派遣劉學詢、慶寬出使日本，主要任務的名義是

「考察商務」，實際上是要捉拿或刺殺當時慈禧太后痛恨的康有為、梁啟超。劉

慶兩人受到政商界的歡迎，但其實這是日本方面的算計，主要是要修復對清朝的

關係，擴充日本在華的利益。然劉慶兩人卻沒有這樣的認知，對於他們在日本的

活動記錄也不盡完整。其實中國人並非沒有知識，而是太過於著重內部知識，欠

缺對外部知識的追尋。1793年到 1899年這期間，清朝落後於其他國家，就是敗

在知識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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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為「人事處理的和與戰」。第一篇文章〈同是天涯淪落人：日俄戰

爭初期的難民問題〉，發表人為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輯兼組長

黃文德，主要探討 1904 至 1905年期間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爆發衝突，這場戰爭

不僅是兩國交戰，還衍生三國難民與多邊交涉的問題，暴露了中國在和戰之間，

對於本國與非本國籍難民處置方式的經驗生疏，以及對於地方民政處理外事的不

信任。相較於日本政府嫻熟於在戰地運用國際法爭取國際輿論認同，企圖建構文

明戰爭的形象，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外交機構與中央及地方政府方面只能仰賴在

局部範圍援引國際法，消極解決問題。因此，本文利用相關檔案包括外務部檔案

等文獻，探討戰爭初期 1904年期間各方對於處理難民問題。 

第二篇發表人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呂慎華，題目為〈庚

子事變後使館區的重建問題〉，光緒 26 年 5 月 18 日，在北京的義和拳民攻打使

館區，庚子事變揭開序幕，數日後，率領甘軍進京的董福祥奉令攻打使館區，直

到同年 7 月 20 日聯軍進京、甘軍潰散為止，使館區歷經兩個月戰亂，首當其衝

的比、奧、荷、意四國使館全毀，法館也幾乎全毀，戰後各北京外交團決定應將

使館區在原地重建成一可以抵抗攻擊之要塞，此舉牽涉到原使館區外圍官舍、民

宅、甚至原屬皇家機構設施的遷移與補助、各國在使館區內的館舍區位部署、駐

軍比例與分布，與各國在北京、乃至在華勢力消長息息相關，使館區的擴大與重

建因而成為庚子事變後重要課題之一，性質上接近紙上戰爭，為中外各國無聲的

戰場。歷來研究庚子事變，獲聚焦於事前的義和團，或聚焦於事後的懲凶、道歉、

賠款、軍火禁運等項目，對於使館區重建則較為疏漏，本文利用中英美日四國外

交檔案、英國戰爭部檔案等官方檔案，輔以時人書信、日記、回憶錄，以及當時

報章雜誌報導，針對此一問題進行研究討論，希望使庚子事變面貌能更完整呈現。 

第三篇文章〈越界匪徒與《中越交界禁匪章程》的訂立〉，發表人為中國國

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談論到現代國家必須有一個清楚的國界

作為主權範圍的分野，管理好主權範圍內的各項事務而不造成鄰國困擾，不僅是

主權的宣示，也是基本的國際責任。清帝國面對西力東漸，從「溥天之下，莫非

王土」的天子之國到落入凡塵的一般國家，從模糊不清的帝國界線到必須畫出一

道清楚的國界，清帝國學著怎麼融入西方國際法秩序的國際社會。然而，在清帝

國有大段邊界在劃定後，因巡邊武裝的配置不足，常有跨境匪徒穿梭國界兩端，

犯罪之後越境遁逃以避免追緝的情事，其中以地形破碎、少數民族分布散亂且跨

越國境的清帝國國境南緣最為嚴重。清帝國於 1896 年與法越曾簽署〈中越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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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巡章程〉，要與法越一同阻絕跨境匪徒，然因法國一度秘密支持孫中山革命，

使得法越竟成為孫中山發展革命武裝、培養革命黨人，且穿梭清法邊境發動起事

的根據地。孫中山在法越發起的四次起事，動搖兩廣安定。清帝國為求徹底斷絕

革命黨人在法越的基礎，一方面發動邊區武裝圍剿革命黨人，一方面透過外交途

徑與法國談判，要求法國協助封堵革命黨人去路，終於 1909 年由雙方簽署〈中

越交界禁匪章程〉為憑，賦予法越得以搜捕、驅逐革命黨人，查禁革命宣傳機關

的權力，使當地的革命勢力受到極大打擊。 

第二場次是「中日關係的和與戰」，第一篇文章發表人是浙江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尤淑君，主題為〈從華夷變態到東亞聯盟：近代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形成與

轉型〉，陳述日本型華夷秩序雖為傳統中國華夷秩序之變形，但對「中華」的指

稱物件不同，並在明清鼎革之後，德川幕府編纂《華夷變態》，欲將明代中國代

表的「中華」定位為小中華，甚至將清代中國暗貶為夷狄，反襯日本為中華正統

之繼承者。德川幕府致力推廣以「華夷變態」為核心的新華夷觀，使傳統天下秩

序的中心轉移到日本自稱的中朝，並利用朝鮮、琉球、阿依努進貢德川幕府，試

圖促成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實踐，從而淡化、消解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力。日本

先後擊敗清帝國與俄國後，一躍為亞洲霸主，也完成日本東西對抗的二元世界觀

的轉換，並透過大亞洲主義的論述，欲取得亞洲諸國對其盟主地位的普遍認同。

從新華夷觀的角度來看，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論」不但是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

基礎，亦是日本利用王道思想、爭奪「中華」價值的思想武器。 

第二位發表人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應俊豪，主題為〈甲

午戰爭期間日本對英新聞輿論宣傳策略〉，討論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外務省已開

始善用輿論宣傳策略，為戰爭過程中引起的諸多爭議，從事美化與妝點的工作，

以為日本的戰爭行為與外交政策辯護。其形塑輿論最廣為人知的具體手法之一，

即是透過金錢支助以及拉攏關係，讓當時掌握第一手戰爭資訊的通訊社，或是重

要的西方意見領袖，在報導戰爭新聞或評論爭議行動時，刻意強調對日本有利的

部份，藉此影響歐美主流媒體對於日本的觀感。本文擬以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對

英宣傳為主題，詳細探究當時日本外務省以及駐英使館如何鼓動輿論以為外交之

助，亦即藉由形塑輿論的方法，試圖在英國人心目中，刻意營造出日本於甲午戰

爭裡的正面形象。在資料方面，本文將利用日本《外務省記錄》以及倫敦《泰晤

士報》（The Times）為主要史料，深入觀察並分析日本外交部門所制訂的輿論攻

勢策略，與英國主流報紙有關甲午戰爭新聞報導之間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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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文章為〈辛亥鼎革後的奉天與日本〉，發表人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系博士候選人林亨芬，針對 1907 年東三省建省改制後，在新政以及總督徐世昌

擘畫下成為改革先聲，加深關內外聯繫；然因財政困頓、地方不靖，各地屢有抗

捐拒稅行動。1908 年春，同盟會始向關外人士宣傳革命理念、聯絡胡匪、籌設

支部；同時，拉攏當地立憲派人士、新軍等，從而形成一股反政府勢力。作為滿

人龍興之地的中國東北地區（滿州），緣於特殊地理、政治與外交情勢，其在鼎

革時期的動向除與北京政局聯繫密切，亦影響民國成立後該地與中央、對外關

係。在探討辛亥鼎革前後的中國情勢與對外關係時，論者多將焦點置於革命軍起

事、列強對華政策、清帝遜位與中華民國承認問題；較少關注保皇派、革命觀望

者如何因應此一變局。就中日關係而論，鼎革時期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及其為

捍衛、擴大在華利益，周旋於清政府、革命軍、列強與扶植滿蒙獨立運動的多面

手法，引人注目。然在涉及東三省情勢與日本對滿政策的關連，尤其是中立地帶、

滿鐵附屬地內地方政府、革命軍與日方代表的互動，相關論述略顯缺乏。本文擬

以奉天為例，透過分析不同地域內（中立地帶、滿鐵附屬地、租借地等），官、

革、日三方的聯繫與交涉，闡述鼎革前後中日在滿關係的變動與影響。 

第三場為「陸海邊疆的和與戰」。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

究員許峰源發表〈海權興起與中葡澳門勘界爭議〉，探討 1887年，葡萄牙與清政

府簽訂《中葡條約》後，獲得永遠居住及管理澳門等特殊權力。隨著葡萄牙在澳

門與日俱增，葡萄牙除了賡續經營與建設澳門外，也不斷往外擴展其勢力範圍。

1907 年，張人駿調任兩廣總督，正值日本佔領東沙島，為維繫中國海權與領土

的完整，從歷史條件與國際法層面日方斡旋，奠定中國收回東沙島的重要基礎，

並且為防止日人撤離東沙島後，趁機佔領其他島嶼，遂派員前往勘查西沙群島，

豎旗、立碑以宣示中國擁有西沙群島的主權。1908 年，日本商輪二辰丸載運軍

火在中國東南沿海逕行走私，遭到廣東水師查緝，立即撤下日本國旗並扣押船

隻。之後，中日雙方針對二辰丸案掀起爭論，期間針對船隻停泊的地方因位於中

葡交界之處，也引發中、日、葡三方諸多爭議。張人駿為維繫中國海權，據理力

爭，強調船隻停泊在中國領海，駁斥非屬於葡萄牙勢力範疇。最後，中國雖賠償

日本船隻損失，卻自此杜絕各國軍火走私。張人駿對日交涉二辰丸事件時，已關

注中葡劃界、領海事務，並極力捍衛中國領土、領海主權。中葡展開劃界交涉，

前後持續三年，雖然最終交涉未果，卻有效杜絕葡萄牙侵犯中國國土和領海權

力。本文以《澳門專檔》為主，輔以相關報刊資料，考察晚清之際隨著海權意識

的興起，致使張人駿關注中葡劃界議題，與葡萄牙重新勘定海界的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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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章由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陳立樵發表，主題為〈英俄

大博奕與回民事變中的阿古柏政權〉，著重在 1869 至 1877 年在中亞興起的阿古

柏（Yaqub beg）政權，多受中文學界批判，一為竊取中國疆土，二是帝國主義

之走狗。但阿古柏政權崛起及覆滅時的國際情勢以及受到的外來壓力，卻鮮少有

清楚的研究與理解。其實，阿古柏政權興起時，正值西亞地區英國與俄國勢力競

爭的「大賽局」時期，也是中國西北回民事變興盛之際。阿古柏興起於中亞的浩

罕國，在 19 世紀以來便是受到俄國勢力南下侵犯的壓力，英國則是為了保全印

度殖民地的安定，全力抵抗北方的俄國。當阿古柏勢力興起時，英俄兩強都與其

交涉、簽訂友好條約。與此同時，阿古柏勢力東擴威脅到清朝西北邊疆，但對阿

古柏來說那是浩罕國遭清朝奪走的東突厥斯坦，對清朝來說則是數年下來回民起

義竊取疆土之一環。儘管阿古柏政權只存在 12 年的時間，卻掀起了英俄中三方

之關注，既挑戰著英俄在中亞的優勢，也動搖了清朝的邊疆管治。本文試圖以中

文與英文的外交史料為主，釐清阿古柏 12 年政權起落的外在影響因素，以取得

對這時期的歷史有更深入之解釋。 

第四場「外交變革的和與戰」。第一篇文章〈「外交戰」的準備──清季外交

人才制度的建立與實施〉，發表人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任

天豪，主張「外交」本非中國固有的概念或制度，近代西方式的外交對清季中國

而言，更帶有一定程度的帝國主義色彩。是以清季開始進行的外交及其他西化改

革，不免常在抵抗與接受的性質間游移，外交人才制度亦似如此。不過，中國自

遣使駐外開始，逐步透過建立諸如同文館、廣方言館等培養外事人才的國內西學

機構，又派遣官派留學生出洋，向西方直接學習，或者由部分使外政績饒有所成

的幾位使臣，在其使領館中培育具有實務經驗的外事人才等方式，逐漸為中國建

立可以執行外交事務的人才庫。此一歷程雖不無波折，仍是積弱的清季中國，得

以在硬實力不足的情勢下，猶能透過外交等軟實力獲致涉外利益，或避免對外損

失的重要基礎。透過對清季外交人才制度的認識及其實施過程，除能理解中國外

交發展史的重要脈絡之一，也能看出「外交」此一外來概念，在中國內化成為一

種正常機制的過程。 

第二篇文章，也是本會議最後一篇，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

助理教授張齊顯發表，主題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外交機關（1911-1912）〉，描述

1911 年武昌起義，革命黨人倉促起事，獲得空前勝利。此時，革命黨所面臨最

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將此勝利延續下去。清末民初時期的外交機關在面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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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其混亂的局面下，新政府外交組織的建立，及如何做好與其他國家的溝通，就

顯得相當重要。辛亥革命成功後，清帝退位，北京政府外交部建立，如何延續源

有清庭的外交工作，以及如何取得各國對中華民國的承認，更是更加艱辛及嚴

峻。本文透過對外交檔案、政府公報及個人傳記的爬梳整理，希望能夠得知辛亥

革命時期的外交單位，在國家處於混亂局勢之中，如何維持外交工作的運行，以

維持中國的外交工作得以持續進行，並從中取的中華民國的承認及維護中華民國

在國際間的權利。 

在為全天會議進行總結與迴響交流的閉幕綜合座談上，茅海建教授、張啟雄

教授、張力教授等長期在中國近現代外交史筆耕不懈的前輩學人，不僅全程與會

更分別都給予本會議相當的肯定，期許研究群關注亞洲不同區域的發展，結合西

方的國際法體系與亞洲體系，儘管本會議有些文章尚不成熟，但都可看到本研究

群青年學者努力找尋方向的冒險精神。若大家都能堅持外交史研究的「實證主義」

精神，不僅建立自己的理論原則，也能建立本研究群對於亞洲秩序的論述。也希

望團隊來年能夠繼續努力，呈現更精彩的研究與討論，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領域

帶來熱絡的學術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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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照片 

（一）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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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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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人合影 

 

 



                                               和戰之際的清末外交研討會  -11 

（四）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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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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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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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