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馬關條約談判之結構 

 25

第三章  馬關條約談判之結構 

如果將一場談判視為一盤棋局，那麼在下棋之前就需先了解下棋者有哪些棋

子可資運用，尤其是在雙方所握有棋子並不相同時，因此在進入馬關條約談判之

前，也需先行分析中國與日本雙方在談判前所握有的資源，也就是查特曼所言談

判權力結構之「一切靜態資源的總合」。為達此一目的，將運用哈比「總和結構

權力」與「個別議題結構權力」，以及斯塔奇等三位學者「談判背景」與「談判

議題」所言之論點，從談判籌碼、談判議題、談判立場及雙方之外的第三國利害

關係等方面分析。 

「籌碼」將分析哈比所述之「總和結構權力」與斯塔奇等三位學者所言之國

際談判背景之個體特徵之「行為體特徵」部分，其中行為體的特徵包含六個因素：

行為體/聯盟的數量（number of actors/coalitions）、談判隊伍的內聚力（team 

cohesion）、行為體的能力（actor capabilities）、權力的限度（limits to power）、行

為體的準則（actor norms）、行為體的承諾（actor commitment）。1 

「議題」將分析哈比所述議題結構權力之「選項」，以及斯塔奇等三位學者

所述背景之個體特徵之「議題特徵」部分及「議題（利害關係）」，其中議題特徵

有三個因素：議題數量/議價的層面（number of issue/bargaining dimensions）、議

題間的聯繫（issue linkage）、時間框架（time frame）。2 

「立場」將分析哈比所述議題結構權力之「堅持」與「控制」程度，以及斯

塔奇等三位學者所言之行為體特徵之「行為體的承諾」部分。 

「第三國利害關係」將分析哈比所述議題結構權力之「選項」之「第三國干

預」部分，以及斯塔奇等三位學者所言之背景之「第三方干預」部分。 

第一節  中國之談判籌碼、議題、立場 

談判籌碼包括總和結構權力及行為體的特徵，前者是指國家的總體資源與能

                                                 
1 斯塔奇（Brigid Starkey）、波義爾（Mark A. Boyer）、維爾肯菲爾德（Jonathan Wilkenfeld），《外交

談判導論（Negotiating a Complex World：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陳志

敏、陳玉聃、董曉同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0-44。 
2 同前註，頁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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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後者包括：行為體/聯盟的數量、談判隊伍的內聚力、行為體的能力、權力

的限度、行為體的準則及行為體承諾，其中「行為體的承諾」將其與個別議題特

徵一起論述。馬關條約談判時中國之談判籌碼分析如下： 

壹、中國之談判籌碼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完全失敗，軍事上處於弱勢，但是是否仍有談判籌碼可為利用

以挽回劣勢，獲得較佳的談判結果呢？這是在進入談判前所需了解的。 

一、總和結構權力 

中國在人口、領土及礦產資源上，相對於日本無庸置疑是絕對優勢，然處於

19 世紀末期，中國工業尚未發達，除農業資源可充分利用外，其他自然資源於

當時恐難轉換為與日本相對抗之能力。但是就是這些優勢，如通商、礦產開採等，

恰可以此為利誘列強之有利誘餌，亦是列強所在意的。 

至於軍事戰力方面，從海陸戰均失敗，已可知中國軍力之薄弱，迄 1895 年

3 月 20 日止，海軍方面，北洋艦隊已沒，南洋及福州艦隊戰力不足恃，如 1895

年 2 月 22 日，當光緒皇帝問李鴻章海防實力時，李鴻章答以：「實無把握，不敢

粉飾」，3可見其軍事力量已不可恃。而對外購置軍艦亦不順利，如駐美公使楊儒

於 1895 年 2 月回報：「歐美大邦皆恪守局外公法，所有軍艦不容轉售中國，勢難

購船；南美小國，或以舊廢之艦，投函來售，即使購得，無俾軍實」。4至於陸軍

方面，新式陸軍連遭日軍擊敗，對於軍隊之再建立，雖曾決定雇用 2 千 5 百名外

國軍官成立一支 10 萬人的軍隊，準備繼續戰鬥，但是不到一天，卻又下令取消。

5其兵力之窘境正如德國駐華公使所稱：「中國軍事局面真是幾乎絕望了，不相信

中國軍隊能阻止敵人進至北京」；中國總稅務司赫德觀察說：「中國在戰場上有無

數士兵，但是真正受過訓練的沒有幾個，他們不會運用武器，也沒有指揮他們的

人才，那一天領不到餉，他們就要潰散，為了求食而成群劫掠，前途真不堪設想」；

6亦如美國駐華公使轉述中國總署官員對能否支持戰爭時所述：「他們不能夠了，

                                                 
3 陳義杰，《翁同龢日記（第五冊）》（北京：中華，1997），頁 2781。 
4 覺羅勒德洪，《大清德宗（光緒）皇帝實錄》（台北：台灣華文），頁 3251。 
5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料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關與中日戰爭》（北京：中華，1983），頁

72。 
6 同前註，頁 83。 



第三章   馬關條約談判之結構 

 27

他們沒有糧台，沒有軍需官或醫院，而且沒有士兵。在北京之 2 萬 5 千軍隊不能

夠打仗，中國軍隊的目的不是作戰，而只是威嚇老百姓」。7軍事力量上，中國是

完全居於日本之下。 

在財力方面，中國在戰時已經因應戰爭之需要，向英國匯豐銀行借款 1 千萬

兩及 3 百萬英鎊兩筆借款，8另向德國瑞記洋行借款 1 百萬英鎊，9三筆借款合計

約 3 千 8 百萬兩，而當時中國歲入約 8 千 9 百萬兩，10可見其財務上之窘況。 

二、行為體特徵 

在行為體之數量方面，此次談判國，很單純的就是中國與日本兩國。 

在談判隊伍的內聚力方面，中國之談判隊伍主要由李鴻章、李經方等 12 個

官員及李鴻章之顧問前美國國務卿科士達（J. W. Foster）、前美國駐天津副領事

畢德格（W. N. Pethick）等人組成，11而李鴻章受命為中國全權大臣，可說是中

國的首席談判代表，其餘成員大部久任李鴻章之幕僚。實際上，亦是由李鴻章負

責與日本談判代表在談判桌上對話談判，即使李鴻章遭受槍擊受傷期間，中國亦

正式電令李經方為代理全權代表，兩者為減少中國之損害，在談判桌上努力，中

國談判隊伍之內聚力是屬於整體模式的，亦即所有成員共同努力，以推進共同的

利益，並且以一個聲音說話。12 

在權力的限度方面，權力要被相信會使用，才能有效運用於談判之中，中國

的軍事力量是可以完全依中國政府之令加以使用的，只是如前所述，不堪一戰，

不足以對日本構成威脅。 

在行為體的準則方面，談判準則分為個人主義的「弱情境」談判風格與以關

                                                 
7 孫瑞芹譯，〈德國干涉還遼文件〉，收錄《中日戰爭文獻彙編（第七冊）》，楊家駱主編（台北：

鼎文，民 62），頁 334、489。 
8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料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關與中日戰爭》（北京：中華，1983），頁

117、142。 
9 李國祁，〈一八九五年列強對中國償日戰備借款的競爭〉，收錄《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十一

編）》，中華文化復興推動委員會主編（台北：臺灣商務，民 75），頁 646。 
10 黃俊彥，〈甲午戰後籌還外債與財政的變革〉，收錄《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十一編）》，中

華文化復興推動委員會主編（台北：臺灣商務，民 75），頁 677。 
11 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料〉，收錄《中日戰爭文獻彙編（第三冊）》，楊家駱主

編（台北：鼎文，民 62），頁 496。 
12 斯塔奇（Brigid Starkey）、波義爾（Mark A. Boyer）、維爾肯菲爾德（Jonathan Wilkenfeld），《外

交談判導論（Negotiating a Complex World：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陳

志敏、陳玉聃、董曉同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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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導向的「強情境」談判風格，前者係指「談判者可以自由地運用環境為自己

的目的服務」。13很明顯，馬關條約談判，中國之目的在由李鴻章全權盡力以最

少的代價去結束戰爭，故屬「弱情境」談判風格。 

貳、中國之談判議題 

相對於總和結構權力是關於談判方能力與相對於整個外在環境的相對位置

而言，個別議題權力是關於談判方的能力，以及相對於另一方在一個個別相互議

題項目之相對位置，亦即國家在某一特定議題及相關事件上之資源與能力。議題

結構權力包含三個變數：「選項」以及對於立場的「堅持」與「控制」程度。14議

題特徵則包括議題的數量/議價的層面、議題間的聯繫及時間框架。在「談判議

題」上，將討論議題之「選項」與「議題特徵」；在「談判立場」上，則討論對

於立場的「堅持」與「控制」程度與行為體特徵之「行為體的承諾」。 

一、議題選項 

選項表示談判者能從對手之外的關係上獲得其選愛的結果，也可解釋為談判

者可藉由「不談」、「拖延」等方法達到目的。15所謂對手之外的關係，實際上就

是尋求與第三國的關係，將於第三節中討論。中國從 1894 年 9 月平壤與黃海戰

事失利後即主動多方尋求與日本展開談判，藉以停止戰爭，故上述「不談」、「拖

延」等方法對中國而言是不適用的。也就是說，中國除在第三國之關係上尋求外，

無法找到選項以增加力量，只有依賴日本來達成自己所想要的談和結果。故在馬

關條約談判之議題選項上，中國是處於弱勢的。 

二、議題特徵/議價的層面 

馬關條約談判之主議題僅有一個，亦即議和談判，在次議題之議價之層面

上，則有朝鮮的獨立、賠償軍費、割讓領土及通商權利等四項。中國最關注之項

目在領土之割讓，也是朝野所最不能接受議題。朝鮮之獨立已無討價還價之餘

地，中國可資利用者，唯盡可能付出較多之賠償軍費及開放更多之通商權利，以

                                                 
13 同前註，頁 44。 
14 William Mark Habeeb, Power and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21。 
15 同前註，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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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取消或減輕領土之割讓，這也是中國各級官員均可接受的。 

對於次談判議題，中國政府方面有過激烈的討論。李鴻章在前往日本談判

前，曾與光緒皇帝及軍機大臣三度討論談判議題，李鴻章認為：「割地之說不敢

擔承，假如佔地索銀，亦殊難措，戶部恐無此款」、「割地不可行，議不成則歸耳」，

戶部尚書翁同龢堅持不可割地，並表示：「但得辦到不割地，則多償當努力、寧

以款償，不可割地」，即使爾後翁對割地之堅持稍減，但亦認為：「台灣萬無議及

之理」，總署大臣恭親王奕訢及孫毓汶、徐用儀則認為：「不割地便不能開辦」。16

慶親王認為：「恐日人俟河凍一開，分兵直衝畿輔，則可憂者大矣。日奴乘勝驕

縱。其奢望不可億計。現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惟在讓地一節。若駁斥不允，

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17可知中國中央政府決策者，已傾向於割讓領土以換

取和平之意。 

在政府其他官員方面，如翰林院編修黃紹箕等認為：「議和割地必不可行，

若就今日情勢而論，割地之約果定，非惟永遠無自強之日，抑且旦夕無苟安之

時」，監察御史王鵬運認為：「割地議和萬不可行，請寢罷議和以堅戰局，兩患相

形則擇其輕，主戰雖無把握，尚有轉敗為勝之機，若割地求和，勢將有一蹶不可

復振者」。18至於地方官員，光緒皇帝於 1895 年 2 月 24 日電飭各省三品以上官

員，直陳主和主戰之意，至隔日即有各地官員回奏，其中三分之二皆主和，但是

對於議和內容，認為賠償軍費可以，但是若是要割讓土地，惟有興之苦戰。19可

知中國中央政府次級官員及地方政府官員對於割讓領土之議題並不認同。 

最後李鴻章在出發前上奏：「此次日本乘勝之勢，逞無厭之求，若竟不與通

融，勢難解紛紓急，．．．日本於兵費及朝鮮自主兩節均認已得之權利，而斷斷

爭執，尤在讓地一層。惟論形勢則有要散，論方域則有廣狹，有暫可商議者，有

礙難允許者。臣必當斟酌輕重，力與爭辯。．．．兵費如允償還，多寡懸殊，亦

須從容酌定數目。日本別有其事應行整辦，包藏非止一端，並當相機迎拒，但能

                                                 
16 陳義杰，《翁同龢日記（第五冊）》（北京：中華，1997），頁 2780-2783。 
17 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清季外交史料選輯》（南投：台灣省文獻委員會，民 86），頁 235。 
18 軍機處（清），《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料（上冊）》（台北：文海，民 52），頁 0669、0682。 
19 沈雲龍主編，《甲午中日戰輯》（台北：文海，民 55），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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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20可知李鴻章在出發前，對賠償軍費與割讓土地之議

題已有接受之準備，但並無定見，唯有努力減少損失，採取步步為營之法而已。 

三、議題間的聯繫 

聯繫係將另外的議題納入談判，這些議題與原談判議題並不直接相關。中國

此時與日本除戰爭之外，並無其他有爭議且須解決之問題，故中國在此談判上並

無法產生議題間之聯繫效應，藉以增加其談判力量。 

四、時間框架 

對談判者而言，準確理解時間對談判各方產生影響的不同方式是至關重要

的，時間壓力較小的一方可以爭取到對方其他形式之壓力。就談判之開始而言，

中國面臨兵臨城下之際，有著早日開始談判之時間壓力；而在李鴻章受槍擊後雙

方簽定之「停戰協定」，只有廿一日的停戰時間，時間一過，戰事將起。加上談

判中伊藤博文不斷給李鴻章之壓力，故中國在考慮是否接受日本談判條件上，亦

有其時間壓力，也限制了使用「拖延」方法之機會。 

參、中國之談判立場 

堅持源自談判者對於談判結果之渴望與需要，它的效應是兩面的，可以增加

談判者的力量，也可以減弱談判者的力量。控制則指談判者可以單獨達到自己所

希望目的的程度，選項、堅持與控制三者是可互補的，缺乏選項可由較強的堅持

或較大之控制補償，缺乏控制則可由較強的堅持或有選項而補償。21 

一、中國之堅持與控制程度 

如前所述，談判是中國所需要的，故留在談判桌上，不使談判破裂是中國堅

持的，自然使得談判尚未開始，中國就因此堅持而為減弱談判權力。在次議題項

目上，雖避免割讓土地是中國所極力堅持的，然從談判之前的列強調停及張蔭桓

的失敗，中國決策階層已知其不可免，在授與李鴻章全權大臣之「議和全權敕書」

                                                 
20 吳汝綸，《李文忠奏稿》（台北：文海，民 51），頁 715。 
21 William Mark Habeeb, Power and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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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四項次談判議題，均已露並非要不顧一切堅持之意，中國也無法藉由對議

題之堅持以增加力量。 

中國之談判隊伍之組成如前文所述，首席談判代表李鴻章，是以招募淮軍起

家，因軍功顯赫，累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等職，其真正職務是直隸總督兼北洋

大臣，他並非中央政府官員，而且長年在地方政府任職，只因辦理洋務已久，外

國人對中國之辦理外交官員之認識，亦以他為首，故日本希望他任全權代表。其

他成員，如二品頂戴李經方曾於 1890 年擔任駐日公使，二品頂戴候選道馬建忠

是法國巴黎大學法學博士、二品頂戴記名海關道羅豐祿曾到英國劍橋大學研習法

律、二品頂戴候選道伍廷芳曾至英國林肯法律學院研習法律，是中國人取得外國

大律師資格之第一人。22另外，如張柳是河北試用縣丞，廖炳樞是候補知縣，林

聯輝是直隸候補同知，盧永是補用知縣，陶大均是候選鹽大使，可知這些談判成

員，雖然品級不低或有外交專業知識，然皆非中央政府決策層級官員，而且大部

分是李鴻章幕僚，自然以李鴻章之意圖為是。加上中國是帝王專制，談判隊伍只

須對皇帝負責，無須面對中國各級層面之壓力，更無日本之倒閣與議會問題，談

判隊伍自然以皇帝之意為依歸，也就無須考慮國內各界反對聲音去堅持了。 

至於在談判結果之控制上，中國之軍事力量居於劣勢，難於靠自己的力量達

到免於日軍侵略，又缺乏談判議題之選項與堅持，可見中國不但在議題之控制上

處於弱勢，甚而亦難取得補償之道。故中國在談判前對於議題之堅持與控制程度

均是弱勢的。 

二、行為體的承諾 

「行為體的承諾」係指在一場談判中，不同的行為體也可能對所要討論的議

題有著不同的承諾，而強烈的承諾可以產生替代實際權力的權力而影響談判的結

果，23中國政府被迫同意議和談判，其樞臣多數皆力主議和，然對議和內容之意

見並不一致，如在割讓土地上，如前所述，綜整中國方面對議和之意見，政府決

                                                 
22 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台北：聯經，民 74），頁 43。 
23 斯塔奇（Brigid Starkey）、波義爾（Mark A. Boyer）、維爾肯菲爾德（Jonathan Wilkenfeld），《外

交談判導論（Negotiating a Complex World：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陳

志敏、陳玉聃、董曉同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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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階層已有割地之心，其他官員主戰與主和者皆有，但不惜一戰以反對割地。可

知中國對於談判並無強烈之承諾，難以替代實際的權力而影響談判的結果。 

第二節  日本之談判籌碼、議題、立場 

馬關條約談判前，日本在軍事上節節勝利，並已完成進行第二期「直隸平原

作戰」之準備，表面上看來似乎佔有絕對之優勢，處於不對稱談判權力結構上優

勢之處，但是如同分析中國般，仍需清楚了解日本於談判前之籌碼，以及日本對

談判議題的設定與立場，方能認識其於馬關條約談判之談判權力結構。 

壹、日本之談判籌碼 

一、總和結構權力 

日本在人口、領土與礦產資源上無庸置疑是不若中國的，雖然在軍事上取得

完全之勝利，但是在馬關條約談判前之日本國內狀況，須加以仔細分析。 

在經濟方面，當時日本的工業還很幼稚，其電力事業創辦於 1887 年，只能

用於照明，根本沒有用電力為動力的工廠。所有工廠，除軍需工業及鐵道、造船

等交通事業外，全是輕工業，重工業還是一個零。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主要實

業僅是一些輕工業，雖可賺取一部分外匯，卻不能變為軍需工業，直接支持戰爭。

戰爭一經開始，船隻皆用以輸送軍隊及後勤補給，對外貿易全靠外輪，已陷半停

頓狀態。另外，日本當時還沒有像樣的鋼鐵廠，其軍需工業，屬於軍火製造者，

當時還只有東京、大阪兩個砲兵工廠，板橋一個火藥製造廠，生產量有限，在戰

爭期間作戰消耗的彈藥，是靠年年的儲備，單靠這幾個場是供不應求的。24 

在金融方面，日本在當時的財政金融並不健全，在戰爭之前，其政府預算連

連赤字，如第二章所述，若繼續作戰，財政上之負擔更加嚴重。依據當時英國駐

日公使楚恩遲（P. de Poer Trench）之報告亦指出，若不盡快媾和，日本就會陷入

嚴重財政困難。25 

在軍事方面日本之軍力在節節勝利之下，絕對是居於中國軍力之上，但日軍

                                                 
24 李則芬，《中日關係史》（台北：臺灣中華，民 59），頁 321-322。 
25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北京：人民，1994），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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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行第二期作戰之直隸平原作戰，將其全部陸軍（包括常備七個師團及一個臨

時師團）投入中國戰場，26不但人員、軍需均已疲勞與缺乏，而且國內海陸軍備

殆成空虛，不但已無預備隊可資運用，且海軍軍力亦非列強，甚至僅與俄國對抗

亦成問題，27若列強趁虛而入，所冒之風險極為險峻。 

二、行為體特徵 

在行為體之數量方面，對日本而言，此次談判國就是日本與中國，並全力將

第三國排拒在外。 

在談判隊伍的內聚力方面，日本之談判隊伍以首相伊藤博文與外相陸奧宗光

為全權大臣等人組成，並由二人為主要談判代表，負責在談判桌上與中國代表對

話談判。五次正式談判期間，陸奧宗光雖曾因病，缺席二次會談，但是伊藤博文

與其之協商研討未曾間斷，不管是與中國會談前或會談後，都能彼此充分討論，

以取得共同一致之意見，以向中國索取更多之利益，故日本談判隊伍之內聚力亦

屬於整體模式。 

在權力的限度方面，權力是情境性的，一國僅僅擁有壓倒性的軍事力量並不

必然意味著它能被充分有效地用來為追求國家目標服務。28前所述，日本在談判

之前，不僅已控制渤海海權，而且投入其全國陸軍於中國戰場，並派遣支隊前往

澎湖，完全展現使用軍事力量的決心，充分利用其軍事力量來增加其談判權力。 

在行為體的準則方面，日本在馬關條約談判之目的，不在於與中國建立關

係，而是以攫取中國之利益為目的，伊藤與陸奧二人可充分運用所掌握的權力以

獲取所希望之目標，故日本亦屬於「弱情境」之談判風格。 

貳、日本之談判議題 

一、議題選項 

日本為利用軍事上之勝利逼使中國滿足其談判條件，第三國之干涉是其所極

                                                 
26 日本參謀本部編纂，《明治二十七八年日清戰爭》（東京：東京印刷株式會社，1998），頁 282。 
27 陸奧宗光，《甲午戰爭外交祕錄》，陳鵬仁譯（台北：海峽學術，2005），頁 143。 
28 斯塔奇（Brigid Starkey）、波義爾（Mark A. Boyer）、維爾肯菲爾德（Jonathan Wilkenfeld），《外

交談判導論（Negotiating a Complex World：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陳

志敏、陳玉聃、董曉同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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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避免的，故不會在對手之外的關係上去獲得其選愛的結果。而對於「不談」或

「拖延」之選項，如前文所述，日本既然認為時機上應該與中國談判，故雙方留

在談判桌上，自是其選項，至於在談判期間，雖在談判期間曾以停止談判威脅中

國，乃是其戰術之應用罷了。故在談判議題選項上，日本是要留在談判桌上，且

不希望第三國介入。 

二、議題特徵/議價的層面 

日本與中國之次議題數量與議價層面與中國是相同的，但對四項次議題，其

中朝鮮之獨立無需討論已可確定獲得，至於軍費賠償與通商權力之獲得應無疑

慮，只是在於多寡之問題而已。而割讓領土之議題，是日本要求中國一定要授權

其全權大臣之權力，認為是中國最可能駁斥的，所以其談判重心，就鎖定在此一

次議題。 

而割讓議題中，最重要者為台灣與遼東半島二項條件。在割讓台灣問題上，

除上述外，日本前外相松方正義強烈主張佔領台灣，他認為：「台灣之於我邦，

恰如南門之鑰匙，無需申論，欲向南方擴張大日本帝國之版圖，必須先經此門戶，

今日若不能佔領，則終將永無佔領之時機」。29另外，陸奧宗光在提出答覆英國

之擬案後，先後提出三次合約草案，其最早的原案稱為「媾和預定條約草稿」共

十條，指出：「清國應將台灣全島及澎湖列島之主權，並該地方所有堡壘及官屬

物件永遠割讓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清國軍隊即從該地方撤退」。30該案之後，

陸奧又先後擬定「預定條約」及「媾和預定條約」，其中對於台灣的割讓都只是

作為代替賠款的要求，似未十分堅持台灣的割讓。但是在分析列強態度後，認為

列強對於日本割取台灣並無強烈之反對後，31於是堅定其將割讓台灣納入談判議

題內容之中。 

在割讓遼東半島問題上，根據當時日本外交文書之記載，依據對俄國之觀

察，日本認為藉由英國對俄國之牽制，在與中國談判中：「提出割取盛京省之要

求時，雖俄國政府必然不滿，但英國政府之策略為防俄南侵，寧願日本擔任維護

                                                 
29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政治史（三）》，呂萬和等譯（台北：桂冠，1990），頁 308。 
30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北京：人民，1994），頁 358。 
31 黃秀政，〈馬關議和的割臺交涉〉《近代中國》，55 期（民 75 年 10 月），頁 25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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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之任。既然英國對瓜分盛京省不提出異議，僅俄國一國亦難對此力爭」。32而

陸奧宗光於 2 月 14 日拜訪俄國駐日公使後，更加斷定前述之分析是不錯的，他

於 2 月 17 日電告駐俄公使表示：「在現今形勢之下，日本不能從要求割讓金州半

島及台灣後退一步」，認為割盛京省部分領土不至於出大問題。33到 3 月 21 日，

日本駐俄公使在與俄國新任外交大臣會談後，向日本政府回報表示：「據對該大

臣所談及亞洲司長之談話進行全面觀察，俄國政府之意向近來似無改變，如我國

之領土要求僅限於台灣及金州半島，確信俄國政府將不提出特別異議」。34據此，

日本更加堅信要將割取遼東半島之條件納入割讓之談判議題內容中。 

三、議題間的聯繫 

日本與中國除戰爭之外，並無其他有爭議且須解決之議題，故日本無法產生

產生議題間之聯繫效應，藉以增加其談判力量，不同於中國的是，日本亦無需此

種力量。 

四、時間框架 

日本固然考慮前述各項因素後，願意展開談判，但其並無立即可見之危險，

就談判開始而言，壓力並不在其身上。但是在「停戰協定」之廿一日的停戰時間

規定下，若真的談判破裂，再致交戰，亦非日本所願見的，35故就談判結果之定

案而言，日本亦有其時間框架上的壓力，然亦不若中國壓力之大。 

參、日本之談判立場 

一、日本之堅持與控制程度 

日本政府各部門在對中國談判之議題上，因部門之不同而各有不同之意見，

要了解日本在談判議題上之堅持程度，須加以說明。1894 年 10 月，當英國提出

各強國擔保朝鮮之獨立及中國對日本政府賠償軍費為條件，探詢日本停戰之意

時，陸奧宗光為了「事先決定我大致廟議」，乃針對英國之提議，草擬三案與伊

                                                 
32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北京：人民，1994），頁 372。 
33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北京：人民，1994），頁 374。 
34 同前註，頁 377。 
35 陸奧宗光，《甲午戰爭外交祕錄》，陳鵬仁譯（台北：海峽學術，2005），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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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博文協議。三案內容如下，甲案：（一）令清國確認朝鮮之獨立，擔保永遠不

干涉朝鮮內政，並割讓旅順港及大連灣給日本；（二）令清國對日本賠償軍費；（三）

以清國與歐洲各國所締結之現行條約為基礎，與日本締結新條約，至實行上述條

件為止，清國要對日本提供相當之擔保。乙案：（一）由各強國擔保朝鮮之獨立；

（二）清國要割讓台灣給日本，其他條件與甲案同；（三）在確信日本政府願意

以何條件終止戰爭以前，要先知清國政府之意向。36可知在當時日本與中國談判

之條件已包括馬關條約談判之議題。 

1895 年 1 月 27 日，日本就對中國媾和之事，在廣島大本營召開御前會議，

陸奧宗光提出媾和條約案：「本條約大略分三段。第一段規定要清國確認此次戰

爭原因之朝鮮獨立；第二段規定我國戰勝結果，清國應割地及賠款二件；第三段

為確定清日兩國交際上我國之利益及特權，使將來我國與清國之關係與歐美各國

與清國之關係均等，進而設置數處新開港口及擴大江河通航之權利，以永久規定

我國在清國有關通商航海之諸權利」。而伊藤博文亦同時提出奏文指出：「此媾和

預定條約中之款項，以此次日清兩國交戰主因之朝鮮國獨立、將來戰略上必要之

土地讓與、軍費賠償及帝國臣民在清國通商航海便等條件為主眼」。37馬關條約

談判之次議題再度予以確認。 

對於上述四項議題，日本各相關部門因各自之利益，而以自己部門之希望議

題為主，以其他之議題為副。分析如下：（一）海軍：割讓台灣全島比割讓遼東

半島重要；或認為，日本如不能完全佔領遼東半島時，應令清國暫時將該半島讓

與朝鮮政府，爾後由日本項朝鮮政府租借，但台灣必須歸日本版圖；（二）陸軍：

遼東半島既為日軍流血暴骨結果所取得，不得與我軍足跡未至之台灣比較，且該

半島撫朝鮮之背後，扼北京之咽喉，為國家將來之計，主張必須予以佔領；（三）

財政當局：對割地則不熱心，而切望獲得更多之賠款；（四）駐外公使：駐德公

使青木周藏認為：應令清國割讓不與盛京城及俄國不接壤之吉林省大部分及直隸

省之一部分，在清韓兩國間設大約五千平方公里之中間地帶，作為將來日本在亞

洲稱霸之軍事上根據地；清國要賠款一千億英鎊；並指出歐洲輿論只要不影響歐

                                                 
36 陸奧宗光，《甲午戰爭外交祕錄》，陳鵬仁譯（台北：海峽學術，2005），頁 94。 
37 伊藤博文編，《機密日清戰爭》（東京：原書房，2004），頁 102。 



第三章   馬關條約談判之結構 

 37

洲利害或清國之存亡，對任何條件皆無異議。日本駐俄國公使西德二郎則認為：

預測遼東半島之割讓，尤其接近朝鮮國境部分之割讓，俄國絕不可坐視，故建議

政府，對清國要求巨額賠款，約定以該半島作為抵押而佔領俄國絕不干涉。38 

日本民間社團方面，所謂的對外派之主張：「至少應令清國割讓東北部（盛

京省與台灣）之樞要疆土予帝國，軍資賠償至少三億元以上」；同一派之改進、

革新兩黨認為：「清國若不能自保其社稷，日本應佔有山東、江蘇、福建、廣東

四省」；自由黨主張：「應令其割讓吉林、盛京、黑龍江三省及台灣，清日兩國之

通商條約，其條件應超過歐洲各國條約之上」；當然亦有少數日人認為對中國之

媾和條件不可過於嚴苛，如谷子爵唯有在陸奧宗光的私人信中表達此意，不敢公

然發表其主張，可知日本輿論對於放鬆對中國媾和條件之聲音，正如陸奧宗光所

講的：「三三五五聚首低語，何有挽社會狂瀾之效力？在當時之大勢當然亦無可

奈何」。39 

相對於中國之李鴻章，日本之首席談判代表伊藤博文與陸奧宗光，伊藤博文

曾至英國學習現代海軍技術，並在日本明治維新後負責處理外交事務，為現任首

相，而且在 1885 年任日本第一任首相，曾以樞密院議長之身分提出日本憲法；

陸奧宗光是現職外相，曾於 1884 年出國遊覽兩年，並曾任駐美、墨公使、農相

等職務，40二人均久任中央政府官員，外交事務熟悉，而且在日本君主立憲體制

下，經歷三次解散議會歷程，在談判中自然考慮層面周詳，從中央政府之立場著

眼，亦深知若無法滿足任何一方之要求議題，將帶來極大之困擾，自然在議題上

之堅持程度也就較強了。而其他成員，如伊東巳代治是內閣書記長官，中田敬義

是外務大臣秘書官，井上勝之助是外務書記官等，41均是日本中央政府官員，自

然能以國家整體利益為談判重點，更是有別於中國的談判成員。 

從上述分析當中可知，至馬關條約談判前，四項次議題不僅已經確立，甚而

已討論到細節的內容，加上日本在戰前之內政困擾與軍國主義下軍人之強勢，使

                                                 
38 陸奧宗光，《甲午戰爭外交祕錄》，陳鵬仁譯（台北：海峽學術，2005），頁 102-103。 
39 同前註，頁 104。 
40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政治史（三）》，呂萬和等譯（台北：桂冠，1990），頁 177、229。 
41 王芸生，《六十年來中國與日本（第二卷）》（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5），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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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負責談判之伊藤博文與陸奧宗光不得不兼顧各方之意見，而加強其堅持之程

度，議題權力當然同時增強。 

在談判結果的控制上，日本軍力已完成部署與準備，有能力運用其軍事力量

奪取遼東半島與台灣，亦即可靠己身之力量達到談判之目的，其總和結構權力增

強了談判結果之控制程度。 

二、行為體的承諾 

各方承諾程度的差異有時可以抵銷其客觀上能被衡量到的力量差異，不一樣

的承諾同樣會加強或消弱談判方的籌碼。42日軍基於軍事上之強勢與其國內各方

對談判結果之渴望，其談判之承諾是極高的。然而陸奧認為中國：「今日在危急

存亡之秋，在講究避難免苦之際仍一如在菜市場購物討價還價，足見其無誠實希

望和睦之誠意」，伊藤博文亦認為：「清國有許多慣例、舊典，使北京政府不能遵

守萬國普通之常規」。43基於上述認知，自然讓日本對中國之談判承諾有所懷疑，

唯有採取強硬之手段，方能迫使中國屈服，而履行談判至結果。 

第三節  第三國之利害關係 

尋求與第三國的關係，既可以增加選項，也可以增加聯盟的力量，個別議題

權力就可以增加。在中日兩國進入馬關條約談判之前，中國政府，尤其是李鴻章

一直想利用列強的干預，以達到停戰之目的。而日本雖對列強之調停予以婉拒，

但仍時時注意各國之動向，希望單純由兩國共同解決戰爭問題，不希望第三國之

介入。第三國介入談判的原因在於，在某種程度上，他們在談判中有休戚相關的

利益，加速以和平方式解決談判所引發的問題。然而，當進一步考察第三國與談

判的利害關係時，即可發現，第三國干預談判是為了推進他們自身的利益。44 

因此我們在探討中日兩國之談判戰術前，有必要先探求在中日兩國進行談判

                                                 
42 斯塔奇（Brigid Starkey）、波義爾（Mark A. Boyer）、維爾肯菲爾德（Jonathan Wilkenfeld），《外

交談判導論（Negotiation a Complex World：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陳

志敏、陳玉聃、董曉同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6。 
43 陸奧宗光，《甲午戰爭外交祕錄》，陳鵬仁譯（台北：海峽學術，2005 年 5 月），頁 101、114。 
44 斯塔奇（Brigid Starkey）、波義爾（Mark A. Boyer）、維爾肯菲爾德（Jonathan Wilkenfeld），《外

交談判導論（Negotiating a Complex World：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陳

志敏、陳玉聃、董曉同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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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要強國在中日兩國間之利害關係，方能了解能否利用第三國干預之戰術，

藉以增加談判之力量。 

一、俄國之利害關係 

1894 年 8 月 1 日中日兩國正式宣戰後，俄國政府為中日事件舉行特別會議，

作成結論：（一）為俄國利益著想，俄國不應積極干涉中日戰爭。（二）促使中日

兩國尊重俄國在朝鮮之利益。（三）注意中日戰爭之結果，保持朝鮮之現狀。（四）

撥付必要之款項，增兵朝鮮邊境，以應付意外之狀況。乃採取觀望之態度。45至

1895 年 1 月 20 日，俄國政府再度召開特別會議，作成結論：（一）增強俄國在

太平洋的艦隊，以致使俄國在太平洋的海軍力量儘可能較日本強。（二）與英國

及其他歐洲列強，主要是法國達成協議，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國締結和約時，所提

的要求侵犯俄國的重要利益，則對日本施以共同壓力，我們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朝

鮮之獨立。462 月 6 日，俄國外相以俄之立場告訴其駐英公使：「俄政府認為日本

若不以和議條件告知中國，則列強將無能力；倘條件和緩，唯有以壓力迫使中國

接受，俄無意放棄中立態度」。472 月 9 日，俄國「新時代」報發表之社論，其觀

點頗具代表性，其寫到：「當此日本獲得戰勝結果之際，各國對所提條件之重點，

在於使日本保持從前之島國地位，決不可使之憑依大陸。因此，歐洲各國將允許

台灣及其他島嶼合併於日本。認為將規定戰爭賠款金額一事委諸交戰雙方直接談

判，乃最適當之外交處理；並且作為戰爭賠款之擔保，日本對旅順口和威海衛進

行軍事佔領，由清國財政觀之，無論如何亦屬不可避免之事。若進而達到使中國

開放各港口，以作為歐洲貿易市場，則俄、英、法之干涉亦可謂獲得令人滿意的

良好結果了。只要日本不同俄、英、法三國之利益發生衝突，其充分獲得戰勝之

果實，亦屬最為正當之事。但日本政府切莫忘記：不可踰此界限。如對朝鮮之無

限保護權或割佔滿州土地等，決不允許。日本所得以要求者，只能限於中國所屬

島嶼之割讓，以及鉅額之戰爭賠款和旅順口、威海衛之軍事佔領而已。即使日本

                                                 
45 李守孔，〈三國干涉還遼之交涉〉，收錄《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十一編）》，中華文化復興

推動委員會主編（台北：臺灣商務，民 75），頁 756。 
46 張蓉初譯，〈俄帝國主義在遠東的開端〉，收錄《中日戰爭文獻彙編（第七冊）》，楊家駱主編

（台北：鼎文，民 62），頁 307。 
47 陳光復，〈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收錄《民國叢書第二編》，姜亮夫主編（上海：上海書店，

民 36），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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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前進而攻陷北京，亦決不允許超出上屬範圍」。48 

2 月 14 日，陸奧宗光為確認俄國態度，親自會見俄國駐日公使，陸奧表示：

「日本不能不以割讓土地作為講和條件之一」，俄國公使表示：「時至今日，對於

領土割讓問題，早已無庸爭論。然須視要求割讓土地之不同情況，可能會招致多

少外國干涉。雖然就俄國而言，對合併台灣並不表示異議。只要日本不侵犯朝鮮

之獨立，俄國不提出異議。然為日本之最大利益計，接受清國大陸領土之割讓實

非上策」。492 月 20 日，俄國外交大臣告訴中國駐俄德公使：「如日要索太過，必

立即出約英、法，勸其退讓」。2 月 26 日，俄國駐法大使告訴中國駐法參贊慶常：

「俄、法、英有保大局、杜侵占之約，應俟日說出索項，如華難允，再出評論，

方能得力」。503 月 2 日，俄國駐法大使再告訴中國駐俄德公使：「昨面商英法二

使，均稱得本國信，以此時日未說明情節，頗難勸解」。513 月 18 日，俄國外相

告訴中國出使大臣王之春：「俟李赴議，日若妄勒索地，當邀英法調處」。52 

綜合上述可知，俄國對中日兩國之談判，所抱持主要態度有五：第一、日本

談判條件未告知前，不便干涉，將採中立態度。第二、不允許日本侵占朝鮮或滿

州等影響俄國之利益。第三，俄國不反對日本割取台灣或其他島嶼。第四、中國

應該賠償軍費。第五、俄國若要干涉，將聯合其他列強行動，並已有所準備。 

二、英國之利害關係 

如前章所述，英國在中國之主要利益是商業和經濟的，而且一直享有最優越

的商業地位。其目的在保全中國的完整，因為中國一旦被瓜分了，列強的保護關

稅政策，就會把英國的貨物排出中國市場的大部，這對英國的商業會是一個重的

打擊，故其對中國之政策就是維護其在中國優越的商業地位。53 

                                                 
48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北京：人民，1994），頁 372。 
49 同前註，頁 374。 
50 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料〉，收錄《中日戰爭文獻彙編（第七冊）》，楊家駱主

編（台北：鼎文，民 62），頁 461、476。 
51 李守孔，〈三國干涉還遼之交涉〉，收錄《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十一編）》，中華文化復興

推動委員會主編（台北：臺灣商務，民 75），頁 763。 
52 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料〉，收錄《中日戰爭文獻彙編（第七冊）》，楊家駱主

編（台北：鼎文，民 62），頁 537。 
53 王曾才，《中英外交史論集》（台北：聯經，民 80），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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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年 2 月 7 日，由當時頗具權威之英國記者在「泰晤士報」刊登一則「巴

黎通訊」指出：「列強在適當時候最終干涉，將完全不偏不倚，這是早先已確定

的。列強要等到中國承認戰敗，並老老實實地進行議和談判之日，向中國要求開

放港口。同時向日本指出，歐洲不許其吞併中國大陸一吋領土，但不涉及軍艦、

武器和其他戰利品，也不涉及戰爭賠款。歐洲不反對日保留一定的佔領地作為賠

款的扣保，但不允許對列強不利的通商條款」。542 月 8 日，英國外交大臣向日本

駐英公使表示：「我擔心若戰爭繼續下去，日本人將向前推進，佔領北京，從而

導致清朝覆滅。隨之而來的嚴重後果，幾乎無需說明就十分清楚：整個中華帝國

將陷入一片混亂狀態。那時日本很可能找不到可以談判的政府，使自己處於十分

尷尬的境地」。日公使乃據此向陸奧宗光說：「英國擔心的是目前清朝的垮台，害

怕繼之而來的無秩序和混亂狀態。從各種跡象看，幾乎可以肯定，英國還在舉棋

不定。我相信，除非英國在通商貿易方面和在歐洲僑民受到危害時，否則是不可

能進行干預的」。55 

2 月 26 日，英國外交大臣對中國駐英公使表示：「歐洲大國昔有戰事，常行

讓土地之權，無傷體面，赴日後，各國知日索項，自有商酌」，對於中國割讓之

土地在南或在北，其表示：「已有定見，刻不便言」。56到 3 月 18 日，英國報紙

社評指出：「日本在將來不會對英國有害，日本強後一定要威脅俄國，使俄國驚

懼，這與我們無關。．．．．．俄國現在正想囊括北部亞細亞，日本如果監視它，

對於我們並無損失。更進而言之，日本如能使中國的廣大領域對外通商，英國在

世界各國中，一定得益最大。．．．．．我們需要在香港以北一千哩的中國沿海

獲取一個港口及海軍根據地，若得日本允許，我們一定可以得到」。57 

綜合上述，可知英國對中日兩國之談判，所抱持主要態度有四：第一、英國

所重視者為通商貿易之利益。第二、英國樂意見到日本之強大以牽制俄國在遠東

之發展。第三、對干涉已有腹案，惟須日本提出議和條件後，再行決定是否干預。

第四、中國應該賠償軍費及割讓土地。 
                                                 
54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係史》（北京：人民，1994），頁 371。 
55 同前註，頁 373。 
56 王彥威、王亮編，《清季外交史料》（台北：文海，民 51），頁 1876。 
57 王信忠，〈中日馬關條約〉，收錄《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十一編）》，中華文化復興推動委

員會主編（台北：臺灣商務，民 75），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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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國之利害關係 

法國在中日戰爭期間，其外交政策動搖不定，最初觀望英國態度，後恐俄國

與德國接近，且於 1894 年與俄國以「互換照會」方式達成同盟，58惟俄國之政

策是從。11 月 7 日，法國外交部長告訴中國駐法參贊慶常：「日欲奢，講無濟，

日已費數萬萬，必取償。籌鉅款，添用洋將練兵，堅忍持，大局可保，和議易成；

否則不堪設想」。59至 1895 年 2 月 16 日，其又告訴慶常：「和局已與英俄協商，

極力調處，俟日說出索項，即為參酌」。60 

從上可知，法國對中日兩國之談判，所抱持主要態度有二：第一、惟俄國是

從。第二、須似日本提出議和條件後，再行決定是否干預。 

四、德國之利害關係 

德國自威廉二世於 1888 年即位後，進行所謂的「世界政策」，認為歐洲大陸

已無法滿足德國之需要，因而欲向世界發展，自 1890 年以後便亟欲在中國沿岸

取得一港灣。61故其最初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度，日本勝利之後，深恐日本若在

大陸獲得土地，歐洲各國將對中國要求各種補償，德國自亦應取得一份，正是在

中國沿岸取得港灣之絕好機會。62 

1894 年 11 月 23 日，德國駐中國公使報告德國總理：「如因中日戰爭的結果，

其他各國要在中國取得領土，為德國計，它可以利用機會為它的重要商業利益取

得一根據地，．．．膠州灣．．．澎湖列島或也可以考慮」。1895 年 2 月 1 日，

德國外交大臣告訴其駐英國大使：「如果中華帝國的土地被第三國分裂時，帝國

一無所得，對德國政策幾不可能會發生良好的印象」。3 月 1 日，又令他向英國

外交大臣申述德國立場：「目前我們在遠東沒有像英國或俄國同樣的切身利益，

尤其我們的商業利益，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遭到這樣的損害。．．．但如果事態

在這方面遇有威脅的轉變，第三國想藉此利用時機為自己取得利益，則我們將不

                                                 
58 蔡東杰，《西洋外交史》（台北：風雲論壇，2003），頁 170。 
59 軍機處（清），《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料（上冊）》（台北：文海，民 52），頁 0468。 
60 王彥威、王亮編，《清季外交史料》（台北：文海，民 51），頁 1865。 
61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台北：三民，民 84），頁 19。 
62 王芸生，《六十年來中國與日本（第三卷）》（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5），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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躊躇地要求補償我們因這種變動所遭受的不利，並且將決絕地堅持這種補

償，．．．我們不立刻拒絕共同干涉的意思」。3 月 6 日，德國外交大臣要其駐

日公使告知日本政府：「建議迅速講和，並減輕它的條件。中國請求歐洲列強干

涉；其中幾個已經決定並將聯合行動。這些國家向中國要求干涉的代價愈大，留

給日本的愈少。據我們所接到的報告，到現在為止，日本在中國大陸割地的要求

尤其足以惹起干涉」。633 月 14 日，德國外交大臣告訴中國駐德公使：「德國願中

日兩國講和，所索不宜太過」。64 

綜合上述，可知德國對中日兩國之談判，所抱持主要態度有三：第一、以獲

取在中國之港灣與維護商業利益為主。第二、不排斥與各國共同干預中日談判。

第三、建議日本勿索取太過。 

五、美國之利害關係 

美國在中國之主要利益有三，亦即通商、傳教與最惠國待遇。65在 1894 年

10 月向英國表示拒絕參與共同調停中日戰事後，直到 11 月才如第二章所述，在

中日談判前的協調中，擔任著中間人的角色。11 月 6 日，美國國務卿致電其駐

華公使說：「這次戰爭並不危害美國在亞洲的什麼政策，因此美國對交戰國，才

處在絕對、公平的中立地位；美國總統無論怎樣可望恢復和平，只要依據雙方的

要求作一個調處人而已，不能超越這個限度」。66至 1895 年 2 月 9 日，中國駐美

公使向總署回報：「倭事初起，美外部屢云各國惟美真守局外之局，英俄皆思趁

機得東方利益。及戰事吃緊，英俄各添派兵艦赴華，均多至二十餘艘，俄添派陸

兵數萬，英亦備調印度兵。俄懼倭擴地，將以力制之，英忌俄制倭，思分其利，

兩國必不守局外之例」。67 

綜合上述，可知美國對中日兩國之談判，所抱持主要態度有二：第一、以中

                                                 
63 孫瑞芹譯，〈德國干涉還遼文件〉，收錄《中日戰爭文獻彙編（第七冊）》，楊家駱主編（台北：

鼎文，民 62），頁 326、330、332。 
64 王彥威、王亮編，《清季外交史料》（台北：文海，民 51），頁 1887。 
65 萬異，〈一八九四至一九○○美國在華之政策〉，收錄《中國近代現代史論集（第十四編）》，

中華文化復興推動委員會主編（台北：臺灣商務，民 75），頁 194。 
66 林樹惠譯，〈美國外交文件〉，收錄《中日戰爭文獻彙編（第七冊）》，楊家駱主編（台北：鼎

文，民 62），頁 457。 
67 王彥威、王亮編，《清季外交史料》（台北：文海，民 51），頁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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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之立場，促成雙方之談判。第二、維護其在中國之商業利益。 

小結 

綜整上述中、日兩國在馬關條約談判前之靜態權力狀況探討，可從表三中得

到以下幾點結論，了解中、日雙方在馬關條約談判前之談判結構：  

表三  中、日兩國在馬關條約談判前之靜態權力 

談 判 籌 碼 談 判 議 題 談 判 立 場 

總 和

結 構 權 力
行 為 體 特 徵

靜

態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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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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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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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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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數

量

內

聚

力

權

力

限

度

準

則

選

項

議

價

層

面

議

題

聯

繫

時

間

框

架

堅

持

與

控

制

程

度 

承

諾 

第

三

國

利

害

關

係 

中 X X ○ △ △ X △ X △ △ X X X ○ 

日 ○ ○ X △ △ ○ △ ○ △ △ ○ ○ ○ X 

備

考
○：強        X：弱        △：概 等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一、談判籌碼 

在總和結構權力方面，中國在軍事及財力資源上是不足的，有的是廣大的領

土與豐富的礦產資源及吸引各國的通商貿易。相對於日本，其總和結構權力，軍

事力量是最大的資源，但在經濟及金融方面的資源亦有不足之處，難以轉換為有

用的資源。 

在行為體特徵方面，對中日兩國而言，除行為體之能力及權力的限度上，日

本優於中國外，其餘之行為體之數量、談判隊伍的內據力及行為體的準則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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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 

二、談判議題 

雙方之議題「選項」很明顯，不同的是中國希望第三國干預，而日本則否。

四個議價項目均無法避免，而且是零和的，日本之所得必為中國之所失，惟中國

力求減輕領土之割讓。雙方均難以找到議題的聯繫來增加談判權力，只是日本無

須此項權利罷了。至於時間價框上，受停戰期限之限制之壓力，此壓力可視中日

雙方對於是否達成協議之堅持程度，可以增加或減少彼此的力量。 

三、談判立場 

在談判立場的堅持與控制程度、行為體的承諾上，中國主動要求談判，也希

望達成協議以避免兵臨城下，而且內部和戰意見紛擾、對議價議題之堅持也不一

致，其行為體之承諾也就減弱。相對地，日本談判者背負著國內各界之壓力，增

強其對各項議價議題之堅持，加上日本對中國外交上實踐國際公法之信心不足，

當然在堅持程度及行為體之承諾上增加其力量。由於中國軍事力量之薄弱，又無

其他選項與堅持，其控制程度自然也就在日本之下了。 

四、第三國之利害關係 

從第三節對當時主要列強之俄、英、法、德、美等五國之分析，可知道各國

均以保護其利益，增加其利益與避免利益受到損害為干預與否之主要考量。在中

日談判直前，由於日本和約內容尚未公佈，雖預料賠償軍費與割讓土地在所難

免，但其實際內容未獲悉之前，蓋持局外之勢，但也事先相互協調，一旦圖窮匕

見，各國就要為自己利益出面干預了，而其中最大之不同在於，俄國是有實際行

動的，其海陸軍早已陸續準備中，要以實力作干預之後盾。故以第三國之利害關

係而言，中國稍微有利，但仍須靠有效之戰術運用，方能將其轉換為談判之權力。 

綜合而論，在進入馬關條約談判前，中日雙方之靜態談判權力狀況，也就是

雙方馬關條約談判前之談判權力結構，中國可運用於談判的資源有兩項，就是其

總和結構權力之廣土眾民的商業資源與第三方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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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結構權力可藉由戰術證明，其在溝通的過程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而總

和結構權力之資源，藉由戰術的轉變，可以間接地服務於個別議題權力，因此得

以影響談判結果。但總和結構權力之資源要實現這個角色，唯有當戰術能將其有

效地轉換時方能實施。68談判較強之一方，要了解結構權力給予之優勢，以擴大

戰術選擇的範圍，也要明白弱國的優勢，以預判甚而先制它的戰術。而較弱者則

要相信雖然它的弱小，他仍然可能達到許多，甚至大多數的目標。69上述之關鍵

就在於戰術之運用，也就是談判之過程。在分析完中日馬關條約談判之靜態談判

權力結構後，下章就進一步探討雙方如何運用戰術，將此靜態權力轉換為實際的

權力，以爭取己方之目標。 

                                                 
68 William Mark Habeeb, Power and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25。 
69 同前註，頁 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