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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交替與外
交轉型」學術研
討會紀實
陳立樵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自 0000年起，「外交史研究群」打開
了臺灣青年學者在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發展

空間。（註0）有鑑於國外學界在近現代中國

外交史的研究已有深厚基礎，但存有大量近

現代中國外交檔案的臺灣卻少有學者在這

個領域深耕發展，故本研究群自成立之後便

致力於充分利用國內外各類檔案，以形塑近

現代中國的外交模式，也希望能在這個研究

領域取得話語權。儘管外交史研究在臺灣已

然式微，（註0）但本研究群在多年的努力之

下，已有多項研究成果，成員也由最初的 0
人至今已經有近 00人。
自 0000年以來舉辦了 0年的研討會，

已經成為本研究群的「傳統」，不僅成員期

待這一年一會，學界裡相關研究領域的前輩

也都予以莫大的支持與鼓勵。本研究群感念

政治大學人文中心長期以來給予的協助，除

提供場地、經費之外，也讓每年年會的會議

論文都能出版成專書，作為本研究群成員在

學術研究方面完善的發表平臺。截至目前為

止，已出版 0本專書，依序是《多元視野下
的中華民國外交》（0000）、《國際法在中
國的詮釋與運用》（0000）、《國際秩序與
中國外交的形塑》（0000）、《近代中國的
中外衝突與肆應》（0004）、《全球視野下
的中國外交史論》（0000）、《近代中國外
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0000）。此外，尚
有兩本專書論文即將出版。

為了推廣外交史研究風氣，本研究群曾

分別在 0005年 5月 05日、0000年 00月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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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於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

了兩屆「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

究的新見解與展望」研討會，提供對外交史

研究有興趣的年輕學者發聲的機會。兩次會

議都有熱烈且精彩的討論，這代表本研究群

不僅在自身的發表有所成果，也有能力搭起

學術交流的橋樑。往後這樣的會議，本研究

群仍有繼續舉辦的企圖心。

0000年 0月 00日，本研究群取得科技
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補助，假政治大

學社資中心舉辦了「政權交替與外交轉型」

學術研討會。主題之發想與近期國家的局勢

發展有關，此時正處於政權交替時期，而這

必然會讓既有的外交政策有所調整。本研究

群雖不討論現今的局勢變遷，但試圖在審視

歷史之後，進而思考往後國家外交可能發展

的方向。本次會議受到退休大使沈呂巡之注

意，大使在開幕致詞時表示，外交史研究不

僅對學術很重要，對於外交官處理當下局勢

也很重要。會議之中，沈大使也給予許多珍

貴的看法。

本會議的第一場次為「時局變遷中的外

交轉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任天豪發表〈鼎革之際的外交官世

代轉型—從胡惟德的仕宦經驗談起〉，探

討清末民初的外交官世代交替與區分的現

象，胡惟德是這時期相當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參與過清帝遜位一事，為政權交替過程中

的一分子。而這時的中國外交人員不單只是

如西方以外交的專業來處理外交事務，對政

治事務也有其影響力。不過，胡惟德也懂得

讓專業人員來處理事情，有「主動退讓」的

態度，以適度的影響力來協助他人。從他的

經歷之中，可看到中國外交「現代化」的

「內化」過程。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陳立樵

的〈一次大戰與中國的阿富汗人案（0000-
0000）〉一文，指出近現代中國外交的研
究，對於中國與東亞、歐美的關係頗多關

注，但缺乏中國與西亞外交關係的研究。儘

管中國與西亞國家的關係淡薄，但仍有一些

案例可以看出中國對西亞外交的態度與立

場。本文探討一次大戰期間，中國在袁世凱

放棄帝制、宣布參戰這樣政權交替與外交轉

型的過程中，對於新疆發生的阿富汗人案，

北京政府與新疆省長楊增新堅持對阿富汗

人採取「無約國人待遇」原則，即視同中國

人看待。而英國領事雖然有意介入，但中國

致力於維護主權，也意圖降低英國在中國事

務的影響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應俊豪發表〈一戰後美國駐華使領對華洋衝

突問題的態度與因應之道〉，提到了美國在

一戰時期具有影響國際局勢的地位，如十四

項和平建議，而對華政策也會影響其他列強

在中國的既得利益。本文不談美國華府（上

層）外交人員的角度，而是以美國駐華使領

（下層）的角度來思考美國的對華政策，特

別針對 0個案例，如 0000年九江英國租界
華籍苦力工人暴動案、0000年雲南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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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遭中國土匪綁架案、0000年華北地
區北京寶坻教民迫害案，可看到美國認同中

國的民族自決，也不採以往強權的「砲艦外

交」（Gunboat Diplomacy）來解決問題，
進一步還表現出對中國主權之尊重。

第二場次為「區域管理下的外交轉

型」。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呂

慎華發表〈從中國屬邦到他國屬地─清末

韓民越墾問題的性質與轉變〉一文，討論清

末民初時，中國東北地區朝鮮人民越界的問

題。非法越界原應就地處決、遣返、收編，

但朝鮮為中國屬國，而中國存有天朝觀念，

對於朝鮮人民越界一事，反而認為需要給予

優惠待遇。然而，當越界問題愈加嚴重時，

清朝就需要有進一步的作法，例如剃髮、換

服裝，以利管理。朝鮮官方不同意，畢竟人

民越界並非要歸屬中國。在中、朝邊界之

間，就一直有管轄權的爭議。0000年日韓
合併之後，進入中國境內的朝鮮人民反而連

帶享有日本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韓民越界

成為中日間的糾紛。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編

輯兼組長黃文德的〈廟街事件後北洋政府

海軍在西伯利亞之護僑與江防─以吉黑

江防艦隊為例（0000-0000）〉一文，探討
0000年 0月日本與俄國的廟街事件之後，
中國藉由江防、護橋、外交等方式，解決黑

龍江與松花江交界的軍艦航權問題。在這過

程之中，可看到北京政府結合海軍與外交人

員在維護國權上的努力。然而，在廟街事件

之後，俄國影響力逐漸擴大，江防艦將領王

崇文認為這牽涉俄國主權，不得貿然行事。

不過，這反而意味著中國已然喪失收回航行

利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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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對太平島經營

策略的轉折（0045-0000）〉，強調從冷戰
視角來看太平島的問題。從二次大戰結束以

來中國的領土爭議談起，著重在中華民國與

菲律賓之間的關係。冷戰爆發之後，太平島

捲入南海局勢之中。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已出

現變化，使得美國也得涉入南海問題，問題

出在「舊金山和約」，日本必須放棄西沙、

南沙群島，卻沒有指出實質歸屬，陷入地位

未定論的爭議之中。菲律賓也很關注南海問

題，質疑臺灣能否擁有南海主權。於是，南

沙群島主權未定論，出現多國各自解釋的爭

議。

第三場次為「劇變情勢裡的外交轉

型」。臺北市立南湖高中歷史科教師蔡振豐

的〈歐戰期間北京政府對領海中立事務之籌

備與肆應（0004-0000）〉一文，強調中國
在一次大戰期間長達 0年的局外中立時期，
歷史原貌尚未釐清，但從史料耙梳之中，可

看到當時北京政府貫徹中立政策的決心。學

界既有的觀點，忽視北京政府中立的成效，

尤其是認為弱國無外交。其實問題在於外在

局勢之影響，例如交戰國的外交壓力，還有

各國對於國際法規有不同見解的關係。面對

惡劣的外在環境，北京政府在有限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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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致力維持了 0年的中立，實屬不易。
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

選人黃家廉〈無法邁向友好的同盟條約─

0045年中華民國對蘇談判的盲區〉一文中
談到，中國與蘇聯雙方的關係自 0000年以
來總是衝突多過合作，0045年的「中蘇友
好同盟條約」也沒有維持長久，4年後便發
生中國在聯合國的控蘇案。問題在於，中國

認為在 0045年開始與蘇聯發展友好關係，
能夠帶來中國戰後的和平與穩定，但內部卻

鮮少討論如何進行。另一方面，英、美、蘇

的「蘇聯對日作戰協定」對中國主權也影響

甚大。在中國的目標不明確、外在局勢劇變

的情況下，中蘇外交出現盲區，也造成後續

中蘇的對立關係。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蕭道中

的〈美國與臺灣地位問題的起源：0050年
聯合國「臺灣問題案」研究〉一文，有別於

以往的研究重視個別問題與政府立場，而是

試圖從冷戰史的角度，以各國文件來重構

0050年「臺灣問題案」的歷史場景。臺灣
由中華民國治理本是有歷史傳統，也有二戰

後戰勝國的指令，其合法性本應無須質疑，

但隨著美蘇冷戰展開，美國得重新思考在西

太平洋的戰略佈局，臺灣便需要做另外安

排，而且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取得優勢，也

令美國要有避免臺灣赤化的舉動。當共產黨

在中國正式掌握權力，又於韓戰爆發而美國

要保衛臺灣的情況之下，中共向聯合國安理

會控訴美國侵略臺灣，美國也就順勢在聯合

國提出「臺灣問題案」。由此可見，臺灣問

題呈現的是冷戰時期東亞國際政治的複雜

面貌。

第四場次是「戰後新局面的外交轉

型」。發表人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博士候

選人陳冠任的文章“US Naval Deployment 
in Maritime East Asia, 0045-0040”，指出探
討美國於二戰期間對於海洋興趣的由來、美

國在戰後於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聯合司令

部計畫以及之後的相關議題。0000年後日
本在西太平洋的地位日趨穩固，使得美國意

識到保持太平洋通路暢通的必要性，唯有如

此才能贏得對日本戰爭。戰爭結束之後，

日本戰敗、英國沒落，美國就站上了整個太

平洋獨霸的地位，也就必須調整在西太平洋

的部署。而美國視東亞海洋為一個整體，成

立相互聯繫的系統，以控管東亞海洋，也讓

美國通往各地的管道更加暢通。然而，0040
年國共內戰的結果，讓美國失去了中國海岸

線，也威脅到其保持海洋通道暢通的企圖。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王文隆〈中華民

國外交部的 0040〉一文，指出 0040年國共
內戰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 00月初遷至臺
灣，外交部在這個時局變革之際，有別於過

去政權更迭的經驗，面臨了相當不一樣的衝

擊。於是，人員做了什麼選擇，還有後續的

發展與結果就成了值得討論的議題。主要的

特點在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的遷徙，使得

大部分人員不在國內，所以有域外觀察的機

會。而韓戰爆發，也讓許多原本欲承認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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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繼續與中華民國維持關係，讓中華民

國遷臺後在外交方面還有喘息空間。投共的

外交人員卻紛紛失去工作，有些人受到政治

迫害，反而不如遷臺人員。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袁興言的

〈韓戰停戰前後美援臺海機構的交替與東南

沿海游擊部隊的轉型（0050-0055）〉，呈
現 0050年代以金門溪邊村為基地的中華民
國浙閩反共救國軍之諸多活動與變化，特別

是該部隊與韓戰、美國情報機構之間的關

係。浙閩反共救國軍本是由江浙閩粵人民組

成的游擊部隊，在 0040年對中共在地方治
理上造成極大壓力。美國情報局的外圍機構

西方企業公司給予游擊部隊可靠的支援。不

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圍剿、中華民國封閉

東南沿岸的情況之下，雙方之間宛如拉下鐵

幕。游擊隊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除了自力更

生，也只能取得美方有限的資源。

自 0005年年會開始，每年的會議除論
文討論之外，都安排本研究群成員的新書

發表。今年由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教

師楊凡逸發表他在 0000年 0月出版的著作
《折衝內外：唐紹儀與近代中國的政治外交

（0000-0000）》（東方出版社）。楊凡逸
談到唐紹儀早期在朝鮮積累的外交經驗，日

後運用在確保中國對西藏、東北的領土完整

與主權獨立，並收回過去中國所失去的路礦

利權。唐的性格兼具理想性與現實性，其外

交資歷受人敬重。不過，抗日戰爭爆發之

後，日本試圖運用他的影響力來成立偽政

權，也種下他遭到刺殺的禍根。

綜合座談的部分，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張啟雄給予相當精闢的講評。張研究員強調

東方與西方之間有不同的國際秩序原理，各

有各的獨特性，這也使得一件事情有不同的

觀察角度，兩者之間沒有對錯的問題，但不

適合用西方的觀念來解釋東方。傳統的政

權交替，例如明朝與清朝，都是天朝型的

史觀，而民國之後就有中國型與西方型的差

異。天朝的外交與西方外交也不一樣，明清

之後中國要從傳統走向近代的過程中，會有

一段過渡型的外交，不會是西方模式直接取

代東方模式。張研究員指出，本研討會的諸

多文章，應加強過渡型的討論，而且應以東

方角度來詮釋中國外交。當然學界也應該加

強東西方歷史文化價值的研究風氣，除了要

指出轉變的過程，還有東西方作法之差異，

讓外交史研究更周全，也更有創意。

會議最後，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唐啟華

教授給予本研究群高度肯定。或如政大人文

中心周惠民主任在會議開始時說的，外交史

研究非常重要，透過外交方面的研究，可以

理解許多歷史上重要事件的發展過程。師長

贈言，讓本研究群更有努力下去的動力，以

找尋且定義近現代中國的外交模式與意涵。

0000年的會議目前已在籌備中，將以「和
戰之際的清末外交」為題，繼續為近現代中

國外交史的研究奉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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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0. 原定名為「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後考慮
到有研究清末外交的成員加入，故改為「外交

史青年學者研究群」，爾後加入了政治大學人

文中心的「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於是

至目前為止，本研究群以「中外關係與近現代

中國的形塑」之名與外界交流與對話。

 0. 見任天豪，〈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
塑」研究團隊的研究理念與發展〉，《國史研

究通訊》，第 00期（0000年 0月），頁 000-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