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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傳承，走
出活路」—中
華民國外交史料
特展簡介
周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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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過往的一百年，正是一部中華民國
艱苦奮鬥、淬勵奮發的精彩建國史。先是在
清朝末年國勢不振、列強侵壓的情勢下，國
父孫中山先生興起創建民國之志願，其所著
《建國方略》中曾指出：「予自乙酉（1885）
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
志」，從此廢除不平等條約成為民國政府外
交上努力的大方向。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
華民國逐漸晉升為世界四強，當時政府加速
完成與諸國議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步伐，民
國 31 年以後各國相繼與我訂立平等新約，
百年桎梏至此大致解除。（註1）
政府遷臺後，外交人員不畏國際環境的
瞬息萬變、高低起伏，不斷努力，終能絕
處逢生，走出活路。現在外交部全體人員在
「活路外交」的理念下，拓展國與國雙邊關
係，擴大國際多邊參與，形塑中華民國成為
「締造和平」、「提供人道援助」、及「創
造新科技與商機」的典範。
中華民國外交部不但傳承民國肇建以
來優良的外交傳統與經驗，更保存了自咸
豐 11 年（1861）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迄
今大量的外交檔案，其中包括條約協定共
2,713 件，各類邊界疆域地圖 615 幅，檔案
文件超過 18 萬卷，這批累積了 150 年彌足
珍貴的外交史料，記錄了中華民國外交百餘
年來的奮發過程。（註2）
對於外交史料文物的保存展覽方面，遷
臺後外交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間一直有密
切的合作關係，如故宮首批文物登上「中鼎
輪」運臺時，就包括外交部所藏清總理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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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門及外務部的 60 箱重要檔案。（註 3）民
國 86 年 7 月 1 日，香港與九龍新界回歸大
陸之際，引發國際矚目，外交部為讓史料自
己說明歷史，首次與故宮合作舉辦「從『南
京條約』到『日本投降』的恥痛與奮發—
中華民國力爭自由、平等外交史料特展」，
展出當時全世界積極尋找的《中英江寧條
約》與《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條約。
（註 4）8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再度合
作舉辦「滄海桑田—澳門史料特展」，展
出《中葡北京條約》等相關外交史料。90
年外交部將清季 173 件條約協定及 615 幅界
圖寄存故宮。99 年由故宮圖書文獻處策劃
「失落的疆域—中俄外交史料特展」，（註
5）是兩部院第三次的外交史料特展。
今（100）年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
年，外交部再次與故宮合作舉行「百年傳承
走出活路：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展示
清末以來具有代表性的條約檔案，完整呈現
中華民國力爭外交平等與主權獨立的艱困
經歷，以回顧我國百年外交努力，一窺如今
的歷史傳承。展期自本年 8 月 9 日至明年 2
月 6 日，於故宮正館一樓陳列室展出。
本次特展分為「歷史之鑑」、「力爭平
等」、「臺灣光復」、「走出活路」、「外
交傳承」等五大單元，共選展 88 件條約、
地圖、與重要文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展出了包括南京條約、辛丑和約等影響深
遠的不平等條約、及攸關臺灣地位的馬關條
約、開羅宣言，還有曾助我維護聯合國籍長
達 20 年的控蘇案文檔等。每個單元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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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內容，茲簡介如次：
「歷史之鑑」單元：中華民國的肇建，
與清朝末年國勢不振，列強侵略息息相關。
外交部自其庋藏的 173 件清季重要條約協定
中，擇出最具代表的 26 件條約及 14 幅相關
地圖參展，如最早的不平等條約《中英江寧
條約》（即南京條約）（1842 年）、促使
孫中山先生立下革命之志的《中法越南新
約》（1885）、簽約國最多賠款最鉅的《辛
丑和約》（1901），說明中華民國外交起始
於艱難之境，必先解除歷史枷鎖，方能開外
交新局。（註 6）
「力爭平等」單元：中華民國參與兩次
世界大戰，以沉重的代價，對盟邦貢獻良
多，也由於外交人員的努力不懈，終於達成
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此單元選展了我國第一
件平等新約《中德協約》（1921）、民國
32 年（1943）簽訂的《中美平等新約》、
《中英平等新約》等，及相關檔案共 22 組
件，旨在展現中華民國外交部力爭平等的外
交努力過程。（註7）
「臺灣光復」單元：清廷於甲午戰爭後
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予
日本，從此失去臺澎。民國 30 年國民政府
正式對日德義宣戰，與日簽署所有條約協定
等全部失效，32 年《開羅宣言》規定日本
將東三省、臺灣及澎湖群島歸還中華民國。
34 年 7 月《波茨坦公告》再次明示日本應
實行《開羅宣言》內容。41 年我與日本簽
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
和約），三度確定上述文件內容，及臺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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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事實。本單元所展出的
檔案，即前述 4 項與臺灣主權息息相關的重
要文件。（註 8）
「走出活路」單元：民國 38 年政府遷
臺，國家雖處於風雨飄搖，但外交上卻愈挫
愈勇，本單元選展政府遷臺後第一場外交勝
仗—「控蘇案」。該案係於民國 38 年由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提出，以控訴蘇聯侵略，
導致大陸淪陷與中共政權成立。「控蘇案」
是我國外交史上最長也最具影響力的文件
之一，該案之成立，延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
會籍長達近 20 年。本單元另選展影響臺海
安全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該
約是政府遷臺後與美國簽訂的第一件正式
條約，也是美國軍事協防中華民國的法理依
據。（註 9）此外，又選展退出聯合國致力推
動實質關係、經貿外交、參與國際人權及衛
生議題等重要文件 17 組件，突顯國家在外
交困境下，如何努力走出活路。（註10）
「外交傳承」單元：咸豐 11 年，清廷
正式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作為對外
事務的主管機關，是近代中國外交機構的濫
觴。光緒 27 年（1901），「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改名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上，
並載入《辛丑和約》中。民國元年（1912）
1 月，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任命王寵惠
（1881-1958）為首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
總長。3 月，改外務部為外交部。（註 11）本
單元選展外交總長王寵惠委任狀及現任外
交部長楊進添任命令 2 件文件，配合〈中華
民國歷任外交首長銜名年表〉，展現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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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交部首長的歷史傳承。
上述五大單元之外，本特展製作了道光
22 年至宣統 3 年間〈中華民國外交部保存
之前清條約協定一覽表〉（共計 173 件）、
〈中華民國歷任外交首長銜名年表〉（分
為民國元年至 6 年、6-17 年南北分立、7-38
年統一至抗戰、38 年迄今等四期）、〈中
華民國國民可以免簽證或落地簽證方式前
往之國家或地區〉3 份圖表，補充說明外交
部所保存的前清條約、歷任首長及目前免簽
證可前往地區。展間外的走道，則陳列有南
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中
法越南新約、馬關條約、辛丑和約、中美關
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中美平等
新約、中日和約等 9 項條約的全複本，供民
眾細細研讀所有的條約條文。
「百年傳承，走出活路」特展，除包括
檔案文件的展示外，故宮為推廣該展，由副
院長馮明珠領頭，分別舉行 7 場專題演講及
出版 4 篇專文，精彩解析我國從清末之積弱
不振、列強環伺的艱難情勢，到一線外交人
員的努力，走向今日活路外交的過程。專題
演講自本年 8 月 18 日起至 11 月 24 日止，
講題包括本次持展介紹、外交人員奮鬥歷
程、清季列強瓜分中國檔案選介、展場巡禮
與展件精選、展出意義、從百年條約展看臺
灣的法律地位、及外交老兵憶往等，演講內
容精彩可期。《故宮文物》月刊第 341 期出
版〈百年傳承走出活路〉、〈清季列強瓜分
中國檔案解密〉、〈〈藏南察勘疆界址圖〉
考〉、〈「活路外交」展品選介〉4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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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本次特展。
與以往兩部院外交史料展比較起來：第
一、二次合作，時值香港、澳門回歸中國
之際，為回應各界尋找相關條約的需要而展
出所藏史料；第三次失落的疆域展，說明中
俄外交的演變。前三次外交史料展都是針對
部分外交史實，規劃出的專題式展覽。本次
「百年傳承，走出活路」特展，雖與第一次
的「從『南京條約』到『日本投降』的恥痛
與奮發 —中華民國力爭自由、平等外交
史料特展」同樣展出南京條約、日本降書，
主題都是展示國際地位的力爭自由、重獲平
等的成果，但本次特展涵蓋面更廣，從中華
民國百年來整體外交努力出發，總結、回顧
各時代的演變，並以史料說明新時代的新展
望，所以展出的內容更廣泛，展件更充實。
此外，本次特展所展示的一系列極富時代意
義的重要條約、地圖、文件中，如中日文的
「馬關條約」與「日皇核簽本」等，過去都
是機密文件，藉由本次機會，這些條約正本
得以全部公開展示。（註12）
本次特展的目的，根據外交部長楊進添
表示：「就是藉由這次展覽，讓國人、友
人、年輕的一代，瞭解中華民國在過去一段
間，在國際事務上遭逢的困頓的情況，以及
如何走出艱辛的歲月」。（註 13）故宮博物
院院長周功鑫說，外交部與故宮關係一向密
切，藉由這些史料，可幫助民眾重新認識中
華民國歷史，體認國家發展有多不容易。（註
14）尤其欣逢建國百年，此次外交檔案的史
料回顧，反映出我們過去百年外交，力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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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地位平等、國家主權獨立的精彩歷史，以
茲紀念我國由屈辱走向尊嚴的奮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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