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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人二十年來研究的主題是「北洋外交」，撰寫一本較全面

的《北洋外交史》是本人二十年來之夙願。原來預定完成四

十萬字之專書一部，擬全面檢討北洋時期各種外交史詮釋與

理論架構，探討國際外交潮流與列強勢力在華競爭，國內中

央與地方和各派系在外交上的互動，試圖以較開闊平允的視

野，詮釋理解北洋外交史。 

然而因審查委員不完全支持，兩年的計畫縮短為一年，因此

只能先整理相關研究成果，撰寫全書的初稿。現已完成兩個

稿子，一份十萬字的「北洋外交」，已投稿南京大學兩岸四

地＇中華民國史專題研究＇，列入《北洋的政治與外交》一

冊，正在審查中。另外完成「北洋外交的成敗」三萬字的稿

子，投稿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新編》，被接受

列入該書的一章，即將出版。 

本專書寫作計畫規模雖經縮小，僅完成較簡略的初稿。本人

仍擬針對北洋外交重要主題，繼續做專題研究，期許日後能

有機會再撰寫《北洋外交史》一書。 

 

中文關鍵詞： 北洋外交、北京政府、外交史 

英 文 摘 要 ： The main theme of my research in the last twenty year 

is the diplomacy of the Beiyang period.  My ultimate 

academic goal is to write a thorough book of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2-

1928.  My original project was trying to finish a 

book of 400,000 Chinese words in two years time.  

However, my projec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an 

examiner, and been forced to scale down to one year 

period.   

In the last year I＇ve finished two drafts on this 

topic.  The bigger one of 100,000 Chinese words has 

been accepted by ＇Special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project of Nanking University, 

which is under proof-reading for the publication.  

The smaller one of 30,000 Chinese words has been 

accepted as one chapter of ＇New Series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project of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lthough my original project has been scaled down, 

and I＇ve managed to finish only two smaller drafts, 

I still plan to do research on some major topics of 

the diplomacy of the Beiyang period.  After more 



researches have been finished, I hope I could write a 

thorough book of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Peking 

Government in the near future.  

 

英文關鍵詞： Beiyang diplomacy, Peking government, Diplomat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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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北洋外交史（1912-1928） 

    本人二十年來研究的主題是「北洋外交」，撰寫一本較全面的《北洋外交史》

是本人二十年來之夙願。原來預定完成四十萬字之專書一部，擬全面檢討北洋時

期各種外交史詮釋與理論架構，探討國際外交潮流與列強勢力在華競爭，國內中

央與地方和各派系在外交上的互動，試圖以較開闊平允的視野，詮釋理解北洋外

交史。 

然而因審查委員不完全支持，兩年的計畫縮短為一年，因此只能先整理相關

研究成果，撰寫全書的初稿。現已完成兩個稿子，一份十萬字的「北洋外交」，

已投稿南京大學兩岸四地“中華民國史專題研究”，列入《北洋的政治與外交》一

冊，正在審查中。另外完成「北洋外交的成敗」三萬字的稿子，投稿中國社科院

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新編》，被接受列入該書的一章，即將出版。 

本專書寫作計畫規模雖經縮小，僅完成較簡略的初稿。本人仍擬針對北洋外

交重要主題，繼續做專題研究，期許日後能有機會再撰寫《北洋外交史》一書。 

關鍵詞：北洋外交、北京政府、外交史 

 

英文摘要(Abstrac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2-1928 

    The main theme of my research in the last twenty year is the diplomacy of the 

Beiyang period.  My ultimate academic goal is to write a thorough book of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2-1928.  My original project was 

trying to finish a book of 400,000 Chinese words in two years time.  However, my 

projec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an examiner, and been forced to scale down to one year 

period.   

In the last year I’ve finished two drafts on this topic.  The bigger one of 100,000 

Chinese words has been accepted by “Special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project of Nanking University, which is under proof-reading for the 

publication.  The smaller one of 30,000 Chinese words has been accepted as one 

chapter of “New Series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project of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lthough my original project has been scaled down, and I’ve managed to finish 

only two smaller drafts, I still plan to do research on some major topics of the 

diplomacy of the Beiyang period.  After more researches have been finished, I hope I 

could write a thorough book of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Peking Government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Beiyang diplomacy, Peking government, Diplomatic history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本人原擬作兩年期專書寫作計畫，將北洋外交史過去研究成果統合整理，寫

成專書。當時本人認為基於過去多年之成果、對外交檔案的掌握、個人詮釋架構

的成形，以及近年來中外學界與此課題相關的諸多個案研究成果，撰寫這本書的

時機應該是成熟了。加以近年來中國崛起的趨勢愈發明顯，近代中國外交史研究

與中國人世界觀的形成密切相關。北洋時期正是中國民族主義最強烈，排外抗日

情緒最高昂的時期，許多當年政治宣傳的任務就是凝聚人民愛國心，以挽救危亡。

然而當年的政治宣傳寫入教科書，不斷複製至今，使國人仍停留在過時「列強侵

華史」觀念，對中國和平崛起有相當大的妨礙。現在應該是總結研究成果，撰寫

一部學術性的北洋外交專書的時候了。此專書寫作計畫，擬全面檢討北洋時期各

種外交史詮釋與理論架構，探討國際外交潮流與列強勢力在華競爭，國內中央與

地方和各派系在外交上的互動，試圖以較開闊平允的視野，詮釋理解北洋外交

史。 

然而這個專書寫作計畫雖受到一位初審委員的贊同，但另一位初審委員則對

本人強調的北洋外交特色與重要性提出諸多質疑，並認為撰寫通論性質專書，不

如鎖定一主線，擷取最主要議題，以 25萬字為限探討北洋外交。最後審查結果，

本計畫被縮短成一年期之計畫。由於計畫規模縮小，本人只能初步統整過去研究

成果，將北洋外交寫出初稿。較大規模之北洋外交史專書寫作，則留待日後有機

會時再全盤改寫。 

 

（二）執行步驟 

原訂計畫是完成 40萬字之專書一部，除統整中外學術研究成果之外，並提

出本人對北洋外交的全面學術見解。由於此專書相關的研究成果及中外檔案史料

甚多，需要較多的時間消化，有部分個案還需要參酌檔案史料補行研究解決，加

以篇幅較大，預定以兩年為期完成。 

預定進度如下： 

收集資料--六個月（2012 年 8月--2013年 1月） 

解決問題--六個月（2013 年 2月--2013年 7月） 

撰寫初稿--六個月（2013 年 8月--2014年 1月） 

修成定稿--六個月（2014 年 2月--2014年 7月） 

    因為計畫期間被縮短，本人只能做收集資料與撰寫初稿這兩部分工作，將解

決問題與修成定稿兩部分，留待日後。到目前為止，縮小的計畫順利完成。 

 

（三）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已完成之工作成果如下： 

1. “北洋外交”10 萬字，投稿南京大學兩岸四地“中華民國史專題研究”，已被接

受，並編入《北洋的政治與外交》一冊，現正在審查中。該套書預定於 2014

年出版。 



全稿共分四章，章節目次如下： 

緒論--北洋外交研究回顧 

一、相關史料的開放與出版 

二、大陸方面近年重要研究成果 

三、台灣方面近年重要研究成果 

四、日本方面近年重要研究成果 

五、歐美方面近年重要研究成果 

第三章  民國初期的中國外交 

第一節  清末民初中國外交的國際情勢 

第二節  北京政府外交權的演變 

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成立與改革 

北京政府外交權的演變 

北京政府外交部的組織 

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人事 

第三節  民國初期的重要外交事件 

民初袁世凱主政時期的外交 

中日二十一條交涉 

中國與歐戰 

第五章  北京政府的國際參與修約成果   

第一節 “保和會準備會” 

第二節  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的參與 

第三節  華盛頓會議與《九國公約》 

第四節  北京政府修約交涉與成果 

民初修約訂約之努力  

《中德協約》談判 

《中俄協定》談判 

《中奧商約》談判 

其他平等訂約 

第十章  北京政府後期的外交活動 

第一節   北洋後期的對外交涉 

第二節   北洋末期“到期修約”的成果 

中比修約交涉 

中西修約交涉 

中英修約交涉 

 

2. “北洋外交的成敗”三萬字，投稿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新編》，

已被審查接受，列入該套書之一章，預定在 2014年出版。 

    全稿之目次如下： 



北洋外交的成敗 

一、前言 

二、北洋時期的重要外交事件 

  袁世凱時期的外交 

      參加歐戰與華工派遣 

  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 

    國際組織之參與 

五卅前後的對外交涉 

三、北洋政府修約交涉與成果 

民初平等訂約的努力 

《中德協約》、《中奧商約》談判 

《中俄協定》談判 

其他平等訂約交涉 

      北洋末期“到期修約”的實施與成果 

四、結語 

 

（四）本研究成果對民國外交史的重要性 

本計畫基本上是統整過去研究成果，提出個人對北洋外交較全面的詮釋，試

圖協助國人突破過去的刻板印象。尤其是中國大陸一般讀者，長期受“革命史觀”

及“民族主義”宣傳影響，比較欠缺開闊平允的世界觀與歷史觀。本計畫完成的

兩個稿子在大陸出版後，可望提供一個不一樣的歷史理解與詮釋，幫助讀者較多

元全面的理解民國史。 

 

（五）本計畫執行的學術交流 

    本計畫成果與大陸學界密切交流，其中一稿參與南京大學兩岸四地“中華民

國史專題研究”，該計畫規模龐大，集合兩岸四地學者四十餘人，預定成書約二

十冊，展現不同觀點的交流，意義重大。另一稿參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

代史新編》，該套書也是兩岸學者合作的成果，本人參與該書的定稿會議，在使

用名詞及詮釋架構上提供意見。總而言之，兩岸近代史學界交流日益頻繁，台灣

學者應多將研究成果在大陸出版，影響大陸的讀者。本人之計畫成果希望能在這

方面有所貢獻。 

 

（六）結語 

本人原擬之二年期專書寫作計畫意欲統整過去研究成果，做北洋外交史的

整體檢討，因一位初審委員建議本人做專題研究，致使計畫規模縮小，只完成

初步的統整與初稿。在過去一年的整理與寫稿過程中，本人確實體認到北洋外

交史尚有許多個案有待做基礎實證研究，今日可能尚非做北洋外交史整體書寫

的成熟時機。因此，本人已決心將研究方向從全盤統整轉回到專題實證研究，



目前已選定歐戰與巴黎和會為題，進行下一個專題研究。從這個角度看，原訂

計畫被迫縮減，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期待數年之後，重要主題的基礎研究

逐步完成，將來仍可有機會撰寫全面的北洋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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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是專書寫作，因計畫被縮減，只完成書稿之簡稿兩份，投稿到兩個套書計畫，已被

接受，即將出版。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人完成的兩個簡稿，各十萬字與三萬字，都投到兩個現在進行中的兩岸學者合寫的近代

史與民國史計畫中，即南京大學兩岸四地中華民國史專題研究，以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

究所之近代史新編。這兩個計畫都是兩岸近代史學界合作的成果，可讓不同視角與觀點交

流，並可望影響一般讀者對近代史的理解，有其重大意義。本人參與這兩個計畫，希望能

將北洋外交研究成果，介紹給大陸讀者，協助擺脫政治宣傳之束縛。進而希望能引起大陸

學界對北洋史的重視，檢討近代史中過強的革命史觀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