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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九 五 年 九 月

試析英國租借威海衛的背景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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嵾 :甲午戰後各國在華競爭的白熱化一一財政控剛權之爭奪

肆 、甲午戰後各國在華競爭的白熱化一一港灣攘奪戰

伍 、結論

壹 、前言

清末列強對中國的侵害 ,不僅是在經濟上進行榨取 ,更試圖在財政 、軍事 、

國家主權各方面操控中國。甲午一戰暴露了中國的軟弱無能 ,改變了遠東的國際

局勢 ,同時導致列強對中國領土攘奪 ,以及在華競爭的白熱化 。英國在中國的和

益 ,主要是商業和經濟方面 ,是一種間接控制的型態 (InfUmalΠ”㏑ )’ 而不

是直接的殖民統治 。因此 ,英國政策的主要目標 ,就是保持她在遠東所建立的商

業優勢地位 ,並且加以擴大。(註 l)歹 j強對中國的鯨食蠶吞令英國深感憂慮 :

列強在中國所控有的勢力範圍增加 ,其關稅保護政策會將英國貨物排除於大部分

的中國市場 ,嚴重地打擊到英國的商業利益 。為此 ,英國極力避免中國陷入被瓜

分的局面 。然而 ,面對一八九四年締結煦法俄同盟 ,德 、日、美等國的積極行動

和挑戰 ,英國傳統的政策與觀念皆遭逢嚴厲的考驗 。

一八九七年起列強在中國沿海港灣的攘奪 ,致使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命運 。其

間 ,英國不僅未阻止此一發展 ,反而無視德國的強租膠澳 ,承認德國在山東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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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地位 (亦即承認山東為德國的勢力範圍),而後更採取與列強一致的行動一強

行租借威海衛 ,陷中國於瓜分危機中。歷來學者對於膠澳事件著墨頗多 ,而有關

威海衛租借的專題探討則不多見 。惟王曾才先生在 〈英國對華外交與門戶開放政

策〉一文中 ,有所敘述;另李恩涵教授曾有專文論述一九二┬至一九三 U年南京

國民政府收回威海衛協定之個案研究 。(註 2)由於英國強租威海衛有違於其傳

統的對華政策 ,令人對此一措施的決策考量 、交涉過程及其影響 ,深感好奇 。本

文擬就下列三個部份進行瞭解與分析 。

(一 )英國為了租借威海衛所進行的外交活動 。包括 :駐華公使買納樂
(S士 ClaudeMacDmald)的 強力外交 、英日與英德間的外交折衝等 ,終使
此一租借專條迅速簽定與執行 。

(二 )從列強對中國財經的控制與競爭 ,來分析英國租借威海衛的動機及
二者間的關聯性 。

(三 )英租威海衛原本即是列強攘奪中國港灣的一個案例 。因此 ,就列強
在華勢力範圍及均勢 (B㏕amceUf恥wer)觀點而言 ,英國對其他國家的港
灣租借行動有何反應及因應的措施 。             ﹉  ﹉

總而言之 ,本文所著車的是英國租借威海衛的背景和動機 ,並藉以瞭解此一租借

行動與英國外交傳統或原則之間的關係 。

貳 、威海衛租借專條的簽訂

一八九七年德國以曹州教案的名義 ,逕行佔領膠州灣 ,而後再與清廷交涉租

借事宜 。不久 ,俄國亦以協助中國為名 ,派遣軍艦至旅大過冬 ,並於一八九八年

春向中國提出租借旅大的要求 。俄國的行動引起英國強烈的反應 ,英國一方面訓

令有關外交人員表達反對的立場 ,另一方面內閣成員亦會商如何應付俄國的擴張

和威脅 。若俄國租借旅大 ,英國即以租借威海衛為抗衡的意見 ,隨著中俄租借交

涉的日趨完成而越加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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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納樂主持下的中英交涉過程

買納樂 (銋 ClaudeMacDUiLald,18犯 一1915)(註3)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及反

俄鬥士 ,於一八九六至一九UU年間擔任英國駐華公使 。靈納樂出身軍伍 ,為人

果斷 ,習慣採取高壓侵略式的手段來處理問題;更由於白人優越感極強 ,十分瞧

不起清廷和中國人 ,處事毫不留情面 ,當代中國人稱他為 :山山 o就 ㏑睜

Dmald” 。由於反俄的立場與觀點 ,使他在面對俄國事務時能勇於周旋 。一八九

八年三月七日靈納樂獲悉俄國租借旅順 、大連的要求時 ,立即報告首相莎侯

(LUfdSa曲 b呵y),並請示英國政府對此事將採取的態度 。(註 4)莎侯表示 :

「如果俄國取得旅順大連 ,英國將要求威海衛 ;如果俄國取得延長中東鐵

路的權利 ,英國將要求把緬甸鐵路洽伸到中國境內。」 (註 5)

英國亦不斷與俄國溝通 ,希望雙方有所妥協 ,但雙方差異甚多 ,未能達成協議 。

三月中旬代理莎侯主持英外交部的巴福爾 (AutLurBafUur)認為 ,租借威海衛勢

在必行 ;內閣也一致認為 ,必須不計代價取得威海衛 ,任何退讓都將對英國發生

不良後果 ;在歐陸療養休假的莎侯亦表同意 。巴福爾在三月二十四日對俄國駐英

大使表明態度 :如果俄國不取旅順 、大連 ,英國也願意保證不在直隸灣攫取任何

港口。然而 ,俄國並無任何善意的回應 。至此 ,英國內閣不得不有更明確而積極

的決議 。三月二十五日內閣特別會議中決定 :對付俄國和德國在華優勢的唯一 、

真正的平衡物是在北方 ,亦即佔領威海衛 。(註 6)

於是 ,駐華公使寶納樂被訓令在 「最有效和最快速的」 ( themUst

emc㏕msandspee好 )方式下 ,向中國要求租借威海衛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八

日買納樂正式地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 ,並說明英國租借威海衛是避免北海控制權

統歸俄國的對策 ,此舉對中國和英國是同樣有利的。

「英國租借威海衛作為水師口岸 ,專為避免掌握北海之權統歸一國 。俄國

所擬擴展商務之處 ,英國並不駁論 。然而俄國指定租用旅順口 ,而該處係

專為水師口岸並無他用 。英國故謂 :如俄國不租旅順 ,則英國願許無論北

海何處皆不租地 。而俄國未允 ,是以英國不得已租用威海衛 。」 (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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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納樂在幾次漫長的會議中頻頻施壓 ,要求中國同意此一租借案 。總理衙門

正為德 、俄租借問題而焦頭爛額 ,且當時北洋海軍根據地的旅順已為俄國所佔 ,

德國更無意撤出膠州灣 ,威海衛雖說尚在日軍佔領下 ,若租借給英國 ︳北洋海軍

將無處可泊 。因此 ,中國官員只得採用拖延戰術 ,但有
“
山山o茁

”
之稱的寅納

樂 ,豈是易與之輩 ?他不斷對清廷施壓 ,甚至揚言清廷若不允租借案 ,英國必將

此間題交給軍部處理 ,亦即訴諸武力解決 。買納樂並要求莎侯讓英國艦隊待命 ;

以利談判之進行 。貴納樂更認為 :若不施壓中國絕不會同意租借案 。於是 ,遞交

最後通牒要求清廷在四月二日前給予肯定答覆 。(註 8)四月二日中國在買納樂

的壓力之下 ,同意租借威海衛 。惟中國希望英方同意 ,此港口能同時讓中國軍艦

停泊和進行訓練 。買納樂在向莎侯請示後 ,表示可以接受 ,雙方乃進行租借條款

的商議 。(註 9)在中英的交涉過程中 ,英國外交部亦積極地與日本 :德國交

涉 ,以免二國出面干預節外生枝 。

二、其日溝通與英德照會

三月中旬 ,英國向中國要求租借威海衛前 ,即已知會日本 ,希望先與日本達

成諒解 ‘由於甲午戰爭後 ,日本為了確保戰債 、賠償的如期支付 ,而佔領威海

衛 。因此 ,英國為避免日方的懷疑和誤會 ,不斷透過英國駐東京的公使薩道義
(SIE.S脫 bW)查詢日方的意見和態度 。(註 lU)而日本外相的答覆是 :

「日本希望中國能夠保有威海衛 ,但是如果中國不能保有的話 ;日本也不
反對它被一個有助於中國獨立的國家所佔有 。⋯⋯」 (註 11)

既然日方並不反對英國租偕威海衛 ,惟希望等中國交付應付款項 ,日軍撤出

威海衛後 ,英國再自中國手中交接為宜 。(註 12)英方亦接受之 。這些交涉過

程 ,可視為英國繼拒絕參與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後 ,另一次雙方關係的拉近 ,對日

後英日同盟 (AiglU.Japanese」㏑卹e)的締結 ,自是一個利多的因素 。

此外 ,德國早已視山東為其勢力範圍。因此 ,英國想要租借位於山東省的威

海衛 ,亦須與德人達成協議 。三月下旬 ,莎侯即訓令英國駐柏林大使拉薩爾 (S廿

F.Lasceles)向 德國政府表明英國的態度 。英國租借威海衛的行動 ,完全是針對



嵒 岰 咖                 iJ’

俄佔旅順的行徑 ,英國無意干擾德國在山東的利益 ,並且絕不以威海衛作為商港

或商業基地。(註13)德國雖未真正表態 ;但外相布婁 (CUmtvUIlBulUw)希望

英國能夠給德方一個書面聲明。在四月十九日拉薩爾致送書面聲明給德國 ,說

明 :英國無意在山東損害或爭奪德國的權益 ,亦無意為德國製造問題 ,更無意自

威海衛或其附近的租借地修築鐵路 ,聯結內地。(註Ⅱ)

英國
一
向不贊成各國在中國畫定勢力範圍 ,以免影響了英國在中國商業活動

的範圍。英國為了與德國達成諒解 ,而同意給予書面聲明 ,承認德國在山東的特

殊地位和權利 ,亦可看出英國對威海衛取得之用心程度 。

英國既先與日本 、德國達成諒解 ,中國即無法運甪列強之間的衝突或矛盾來

作為緩頰 ,也就是 「以夷制夷」的方式在此處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從這一連串的

舉措下 ,我們不得不同意英國在外交上是週詳和謹慎的。總之 ,中國既沒有能力

保全威海衛 ,又無外力可以 「借力使力」,一陣拖延後 ,威海衛仍難逃被租借的

命運 。

三、租倍專條的內容及其寅施

中英尚在交涉租借專條的內容時 ,英方艦隊已抵達威海衛 ,準備接收 。日本

於五月七日前收到中國交付的戰爭賠款後 ,開始進行撤軍行動 ,同時照會英國其

行動模式及日期 。五月二十一日中國自日軍手中接收劉公島 ,五月二十二日接收

威海衛 ,五月二十三日日軍降下日本旗幟 ,完成交接 。而五月二十四日英國軍艦

便迫不及待駛進威海衛港 ,自 中國手中接收了威海衛 ,並先將其劃歸海軍管轄 。

中英的租借專條則至同年七月ㄒ日由慶親王奕劻 、刑部尚書廖壽桓與買納樂簽

定。同年十二月三日雙方並在倫敦交換經雙方批准的該專約 (註15),完備所有

程序 。

中英威海衛租借專條內容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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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英國擬於北方租一合宜港口以保護商務 ,故中國願將威海衛一島
租與英國 ,期約久暫 ,一如俄租旅順口、大連灣一例 。第二 、劉公島及威
海衛海灣約五十英里一帶小島 ,均在租約之內 (共二百八十五平方里),
自租約後統歸英人管轄 。第三 、英國於威海衛可以建築砲台 、派兵守護 、
設立醫院 、開辦商務 、興辦自來水等 ,英人皆有其權 。除中英兩國之兵
外 ,別國軍兵不得擅至此島 。第四 、威海衛地方民務 ,華官可以有權管
理 ,惟水陸各軍事務 ,歸英人節制 ,華人不得與聞 。第五 、中國兵船 、商
船均可在該島寄綻停泊 。第六 、英國於該島不得強奪百姓產業 ,如築砲
台 、建營房需要之土地 ,當照市價購取 。」 (註 16)

自此直至一九三 U年南京國民政府歷經近九年的談判交涉 ,終以政治考量下 ,由

外交部長王正廷與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 (S士 晒 sL加卵UIl)簽定中英威海衛專

條 (二十條)及協定 (六條),方正式收回此一租借地 。(註17)

英國為保護她在中國的優勢地位 ,面對急起直追的各國不得不有所因應 。俄

國租借旅大 ,英國為求抗衡而要求租借威海衛 ,中國在面對各國的無理要求和侵

害時 ,卻因為自身的衰弱 ,只能以拖延或訴請其他強國代為阻止或抵擋的方式來

應付 。而英國在選定威海衛前後 ,已積極展開對日、德的交涉和溝通 ,加上駐華

公使買納樂毫不留情面的強硬作風 ,中國根本毫無招架之力 ,只有簽字同意一

途 。從整個過程中 ,顯見英方外交手腕之純熟 、老練 ,使得中英交涉過程毫無曲

折離奇處 ,完全呈現一面倒的局勢 。然而 ,英國何以對俄國佔領旅大的反應如此

激烈 ,截然不同於德佔膠州灣時的表現 ,值得探究 。而英國對威海衛的選擇 、判

斷 ,以及日後在威海衛的發展 ,是另一個值得注意處 。旅順 、大連 、威海衛的佔

領對俄 、英兩國而言 ,是居於政治 、軍事上的考慮 ,然而造成雙方關係緊張的因

素 ,又豈只限於軍事 、政治要衝的競爭 ?對於英國來說 ,商業 、貿易的利益和優

勢 ,才是耿耿於廢的重點 。因此 ,從港灣租借的原因 、藉口中 ∴我們亦可以觀察

到列強在中國財經競爭的日趨白熱化及其影響 。

參 、甲午戰後各國在華競爭的白熱化┴一財政控制權之爭奪

甲午戰後十年間之中外關係史 ,史家稱之為 「以鐵路與銀行征服中國」時期﹉

(CUIlque就 bY㎞山mdsandBaiks)。 鐵路的修築通常是重要經濟與戰略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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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 ,清廷因財促力短缺 ,需要仰賴外資來興築鐵路 。因此 ,各國紛紛爭取鐵路

建設之承擔權 ,以利各國勢力範圍的建立或擴大 。近代中國舉借外債由來甚早 ,

或為支付軍費 、或償還戰債賠款 、或從事軍事 、交通建設等費用 。列強亦借貸款

機會 ,干預中國財政 ,甚至在中國財政破產時 ,列為清算人 。同時趁著中國政府

需財孔急之際給予貸款 ,可獲取 (榨取 )對華之利權 ,例如 i重要稅源之控制 、
.

或特定資源之開採權等 。在此情況下 ,承擔對華貸款 ,遂成為列強對華或列強之

間在外交談判的重要課題 。(註 18)

一 、甲午戰後的賠款問題及三國干涉送遮

在中國對外關係中 ,外債合同之簽定履見不鮮 ,但數額較大且引起國際競逐

者 ,首推甲午戰債借款 。根據一八九五年中日馬關條約第四條規定 :中國須償付

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 ;且須在和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內交付第一期款五千萬

兩 ,再六個月內交付第二期款五千萬兩 ,否則日本不撤退其在華之駐軍 。故中國

須於戰後第一年內籌得一萬萬兩鉅款償付日本 。而清廷正當戰敗之餘 ,財政極度

困難 ,無力支付 ,惟有舉借外債以應付此項賠款 。當時英 、法 、德政府皆考慮此

大宗借款與政治權益之相關性 ,若由一國承擔將影響目前在華商業現狀 ,故對此

借款莫不投以深切的注意 。其中以德國行動最早 ,也最為積極 ,因為德國十分渴

望在遠東的勢力範圍和利權能後來居上 。於是 ,德國銀行忙於貸款事宜 ,而德國

政府也積極加入俄 、德 、法三國干涉還遼的事務中 。然而德國貸款方面的努力卻

在英國的懷疑和競爭 ,以及俄法的聯手截取下 ,終告失敗 。俄國在維特 (C°Ⅲt

V血e)的領導下 ,最初採取按兵不動的態度 ,然而他一面向德國宣稱無意於對華

借款 ,一面靜觀國際局勢的變化 ,特別是英 、德的競爭 。由於英國在甲午戰爭及

三國干涉還遼時皆偏袒日方 ,中國朝野對英國十分不滿 ,而視俄國為一可以借助

的勢力 。法國欲援引俄國勢力為助 ,於是提議雙方合作 ,爭取中國償日戰債大借

款 。結果在俄國以政治力量 ,法國以財政力量 ,來壟斷他國機會 ,簽下著名的俄

法四厘大借款 。(註19)貸款合同於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一日在巴黎簽字 ,合同中

規定 :貸款由海關收入做為抵押 ,並 由俄國政府來擔保 。在合同簽字後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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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中國不得再舉外債 。此一貸款合同給予俄國影響中國的有利地位 ,英 、德皆

在此次貸款案中鍛羽而歸 。

此外 ,三國干涉還遼中 ,德 、俄立場迴異 。俄國態度親華 ,主張降低贖款 ,

儘速交還遼東半島 (恐 日軍藉故拖延 ,影響俄國在此地之發展 )。 德國則偏袒日

本 ,主張日軍留駐遼東至少

一

年 。德國的態度是明顯地示好日本 ,亦有抑制俄國

之意 (不願俄國在遠東勢力過大 )。 同時 ,俄 、德態度與戰債大借款亦息息相

關 。俄國基於政治利益的考量 ,希望日軍早日撤出 ;而 日軍撤離之條件 ,則繫於

戰債贖款的清償 。因此 ,俄國一方面降低中國之負擔 (低利率和贖款少),另一

方面代籌借款 。為求儘速交還遼東半島 ,中國自然需款孔急 ,而俄法貸款的成功

機率亦隨之增加 。德國情況J除除相反 。遼東贖款越高 ,中國需貸款金額越大 ;歸

還期限越遠 ,中國受俄國壓力越小 ;而德國取得貸款合同機會也就越大 。可見貸

款合同與三國干涉還遼間的極具關聯性 。協商進行至八月十九日,德國主張 :贖

款為三千萬兩 ,但交還遼東前中國必須付清前兩期戰債及贖款 。為此中國在俄法

借款外 ,必得另行舉債 。俄國同意贖款金額 ,惟遼東應在贖款交清後 ,即歸還中

國 ,不需等一 、二期戰債的清償 。俄國的目的不外乎在維護俄法借款的權益 ,並

確保遼東不落入日本的手中 。德國堅持不對雙方歧見讓步 ,俄國政府被迫表示

「同意將來中國借用德款J,才使德國讓步 ‘結果李鴻章與日本公使林董於一八

九五年十一月八日簽定中日遼南條約 ;解決了遼東半島的問題 。(註∞ )

從俄法借款到三國干涉還遼 ,德國不得不意識到她與俄 、法的差異與貌合神

離 。而德 、法在歐陸嫌隙難解 ,俄國基於自身利益 (德國不可能支持俄國在東三

省的政策)及俄法同盟的關係 ,必定偏袒法國 ,而非德國 。雖然在三國干涉還遼

中 ,俄國無法撇開德國單獨行動 ,德國亦利用此一情況 ,迫使俄國給予將來中國

借用德款的承諾 。因此 ,三國干涉還遼的政治事件與中國償日借款息息相關 ,環

環相扣 。然而 ,償日借款的後續發展亦造成德國與俄法的對立 ,德國不得不與英

國合作 ,以爭取她在中國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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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俄與英德在我佰借款中的競爭      ﹉  ﹉      ∵﹉

俄法貸款合同中曾規定 ,六個月內中國不得再向外國貸款 ,此一時間限制在

┬八九六年
一

月十六日期滿 ,列強再度展開另一階肆煦掌熬蕛爭 。俸國在爭焣首

次貸款合同與三國干涉還遼時發現 ,她與俄法的立場 、利益並不一致 ,且漸行漸

遠 。因此 ,為了德國在中國的發展 ,乃聯合英國以低利韝爭第

一

次戰債借款 。而

英國則是感受到俄法同盟帶給她在遠東商業活動的威脅和捍胃 :俄法在中國南非

的鯨香蠶食 ,令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勢力備受威脅 ;且三國干涉還遼亦顯示英國在

華霸權面臨新興勢力的挑戰 :因此 ,若不接受德﹉國的提議 ,其孤立形式將日益顯

著 ,對其在遠東優越地位的保持將十分不利。 ﹉           i
法國雖有意繼續承攬第

一

次借款 ,但俄國的想法又不一樣。俄國在三國干涉

還遼時 ,曾因德國之堅不讓步 ,而承諾將來中國借用德款 ,況俄國財力有限﹉:難

以負荷。因此 ,維特乃以 「為使英德對俄之中東鐵路計劃表示中立」為理由﹉,木

與法國共同行動┬對華施加壓力。(註21)於是 ,在法國公使的抗議聲中 ,英國

的匯豐銀行 (theHUngkUngaIldS㎞嗯㏑ CUrpγ⋯m)﹉與德國的德華銀行 (the

。
eutschA血山㏑ Bank)合作 ,取得第二次借款合同。英德聯合貸與中國

一

千六

百萬英磅 (約合於
一
萬萬兩),九五實收 ,另扣百分之五點五的手續費和回扣 ,

年息五厘﹉,分三十六年清還 ,以海關收入為抵押 ,雙方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

日簽約。                   ﹉      ﹉ ﹉ ﹉﹉

馬關條約中有關戰債賠償的規定如下 :               
一

﹉
「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與日本 ,作為軍事賠償 。該款分為八次交

完 ,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內交清
一
第
=次

五千萬兩

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十二個月交清 ,餘款平分六萊 ,遞年交納 。其法列

下 :第一次平分遞年之款 ;於第二年交清 :第二次於第三年交清 古第三次

於第四年交清 。第四次於第五年交清 。第五次於第六年交清‘第六次於第
﹉ 七年交清 .其平分均以本條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 。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 ,

未經交完之款 :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無論何時將應賠之款 ,或全數或

分幾期交清 ,均聽中國之便 。如從條約批准互換之日起三年之內能全數清

還 ,除將已付利息於應付本銀扣還外 ,餘仍全數免息。」 (註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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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此條款 ,中國在付清第一

一

二次一萬萬兩的戰債後 ,餘下款項可分六次償

還 ,逐年均分 ,直到一九一二年償付完畢 。但中國考慮到威海衛仍在日軍佔領

下 ,以作為戰債清償之保證 ;而且若能在一八九八年還清 (即條約批准互換後三

年)可以節省二百萬英磅的利息 。因此 ,李鴻章決定再舉借一大筆貸款 ,以便將

戰債一次還清 。(註力)此時中國海關收入已不足作為第三次借款的抵押 ,中國

必須提出其他財政收入作為擔保 。所以 ,無論那一個國家取得這次貸款的權利 ,

便可以透過貸款的條件 ,大大增加他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力 。一八九七年三月英國

獲悉 ,中國要再借外債一千六百萬英磅 ,以清償對日賠款 ,並將以所有關餘 、土

地稅 、釐金作為抵押 。英國與德方商討 ,決定再次聯手爭取此借款案 。十二月傳

出俄方條件為年息四厘 ,由俄國政府擔保 ,中國則以土地稅和釐金為抵押 。貸款

條件雖比英德來得優厚 ,但是俄方另有兩項附加條件 。第一 、所有在東北和華北

的鐵路 ,均由俄國來資助 、建築和控制 。第二 、海關總稅務司職位出缺時 ,由俄

人擔任 。英國自然無法坐視俄國在華勢力如此擴張 ,買納樂建議英國提出更優厚

的貸款條件 ,並附加下列條款作為反制 。第一 、由緬甸修築鐵路至長江流域 j第

二 、中國承諾不租讓長江流域地區給其他國家 。第三 ‵開放大連為商港 ,取消內

陸貿易的限制 。第四、外商貨物在通商口岸免繳釐金 ,同時貫納樂亦力促倫敦政

府作保 ,爭取貸款 。在英俄雙方皆施壓於中國時 ,李鴻章曾考慮私人貸款 ,以避

開政治上的需索和壓迫 ,可惜未成 。(註留)此外 ,向 日本要求民肚還期 ,亦遭

拒絕 。總理衙門深感左右為難 ,英俄皆強要中國向其貸款 ,且附加不少政治條

件 ,中國不能照單全收 ,但英俄皆態度強硬 ,一副勢在必得 、絕不讓步的姿態 。

中國只得宣佈 ,不向兩國中的任一國借款 。俄國對此宣佈暫表滿意 。英國則不

然 ,堅稱中國失信 ,要求賠償 。在買納樂的火力及多次談判下 ,中國又喪失不少

利權 。(註巧)然而 ,中國仍需要此筆貸款來償付日本 ,最後第三次借款仍由匯

豐銀行和德華銀行取得 。借款合同規定 :借款一千六百萬英磅 ,年息四厘五 ,四

十五年內償還 ,(註巧)雙方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四日簽約 。對此 ,俄國自然十

分不滿 ,並以此次貸款結果作為藉口 ,進佔旅大 ,並向中國要求租借旅大以為補

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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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開總稅務司職位的兢逐

在第三次戰債借款中 ,俄國曾要求 :海關總稅務司 (Ihsp.㏄叮飩e.meralUf

仇就●i=LS)有空缺時 ,由俄人擔任 。此事引發英國的不安和懷疑 ,致使一八九八

年二月貫納樂以中國在貸款案失信於英國為由 ,要求中國承諾 「總稅務司一職由

英人擔任」 ,以作為補償 。可見此一職務對英 、俄兩國的非凡意義 。 總稅務司

制度 (th.InΨea.rat.Geiefal)於 一八五八年創設 ,並依據中英天津條約所附的

通商章程第十條畫一辦理各通商口岸的規定 ,將上海稅務司制度 (註%)推行至

其他通商口岸 。此後每增闢一通商口岸 ,即增設一海關 (不管它在海岸線上 ,或

者是在內地),同時增派
一
名稅務司玷總稅務司 (ILsp.中γ GmUfal)是由.國咚

府聘請一名洋人擔任 ,凡稅務司以下之人事任免全由他主持 。總稅務司原駐於上

海 ,隸屬於理藩院 。
一
八六U年清廷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總稅務司遂改隸該

機構 。最早任總稅務司一職的是英人李泰國 (HN.Lav),一八六三年由赫德

(SⅡ●●eft聊 )繼任 ,同時將駐地遷至北京 。總稅務司之權限原不甚明確 .一

八六四年總理衙門乃議定
「
海關募用外人幫辦稅務章程」二十七條 ,加以詳細規

定 。清廷援用外人擔任稅務司

一

起初雖非所願 ,後來卻發現若干好處 。其中最重

要的即是
一
成為中央最大且最可靠的收入 (註”)-因為田賦等地方稅收 ,大都

被地方政府截留 ,不解予中央 。由於海關稅稅源穩定可靠 ,因此它不但是賠款的

擔保 ,從一八六一年起更成了外債的擔保 。總稅務司不僅掌理海關稅收 ,並對所

有通商口岸的海關人員有人事行政權 ,包括 :監督 、考核 、晉陞 :調職 、任免

等 ,職權不謂不大 。更因為關稅成為賠款 、外債的擔保 ,總稅務司對中國外交乃

至財政問題的掌握和參與 (清廷的諮詢對象或顧問),自是不容輕視 。海關總稅

務司自一八六三年由赫德陞任後 ,直到一九 U八年止 ,前後近半個世紀 ,赫德任

內對中國財政 、外交多有幫助 ;英國亦常透過赫德之協助 ,與中國溝通 、交涉 。

由於海關總稅務司歷來皆由英人擔任 ,英國在華利益又以商業貿易為重 ,俄人要

求擔任此一職務 ,象徵俄國對中國除了政治 、領土的野心外﹉,亦想插手財經領

域 。只是此一領域原為英人所有 ,英人豈會輕易讓人 ?因此→對英國來說第三次

戰債貸款絕不能落入俄國手中 ,以免嚴重危害英國在中國的優勢及聲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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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甲午戰爭戰債借款的三次競爭 ,英德 、俄法兩陣營的關係日益緊張 。借

款上的競爭 ,不僅是在華經濟利益之爭 ,更延伸到透過經濟 、財政控制中國的戰

爭上

一

因此

一

各國政府比銀行

一

企業界還積極 ,絲毫不願退讓 .中國置身風暴之

中 ,卻毫艇自衛能力 ,更遑論能唐中扮潢決定性角色 (當家作主 9﹉ ?只有聽任各

國自行折衝 ‵各憑本事 ,等到大勢已定 ,再來簽字接受。徒呼奈何 !至於俄英關

係因第三次借款而惡化 ,俄國認為 :英國取得此次貸款 ,將使英國對中國的影響

力大增 ,為求得平衡必須有所行動租借旅 、大。借款的競爭和結果∴竟成為俄蔮

擴張她在東三省地盤的藉口和理由。

蕼、甲牛戰任各國在華競爭的白熱化一一港珀掇奪戰
﹉

﹉

一

八九七年起列強在中國沿海港灣的攘奪 ,不僅是列強勢力擴張 、劃分的表

徵 ,更是各國以中國為舞台 、為犧牲品而鬥智 、鬥力的一場競賽 。除了中國深陷

被瓜分的危機外 ,各國的分合關係 、外交交涉 、衝突妥協都在其間展露無遺;港

灣的租借包括 :德國租借膠澳 v俄國租借旅大 、英國租借威海衛 、法國租借廣州

灣.義大利欲租三門灣等 。由於本文以英國租借威海衛
一
事為主 ,因此僅就較具

關聯性的德 、俄租借案加以描述 ;以說明它們的影響和刺激 。其它各案則不在本

文討論範圍。

所謂租借 (㏑as● )或租借地 (㏑aselaid),是指中國政府將界內某一部份的

土地租給外國政府 ,再由外國政府將該地區租給該國僑商 ,租借地的行政管理權

則屬於租借國家 。(註m)以往列強多在通商口岸租借土地 ,以做為領事‵商人

居住之處 ,即多為商務之用 。然而除了俄國之外 ,英 ‵法 〔德等國 ,皆是透過海

上航路來中國發展 ,依照海權國家的定義和特質

一

西方海權國家的興起與商業 、

海軍 、殖民有密切關係 。各國以海軍保護商業和殖民的安全●以商業殖民支持海

軍的發展 ,三者關係有如 :三位一體 ,密不可分 。(註η)各國遠至中國來發

展 ,自然極欲取得港灣據點 ,或為商港 、或為軍港 ,最好兩者得兼 ,將大大有助

於其勢力的穩固和擴張 ‘甲午戰後 ,中國坐擁廣大領土 ,卻無力自衛 ,正是列強

掠奪的最佳目標 ,其中自然包含港灣的取得和利用 ●而德國正是第

一

個採取行動

的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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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港茫租借的先十一德國強租肝沒  ﹉        ﹉ ﹉   ﹉﹉

德國想在中國建立海軍摹地 ,u作為她對華發展的據﹉點 ,由
麥已久

:﹉ 常十九

世紀六U年代 ,來林波 (GrahEulelbmig)率艦東來、與中、日簽訂通商侏拘

時 ,尋找海軍基地已是其目地之
一

。或由於海軍實力尚弱 ,或申於國內統┬大業

未完成之牽絆 ,或由於不願引起列強間的笚突︳﹉而木有稦輝行動。(註η)至甲

午戰起 ,中國節節失利 ,德國認為有機可趁 ,於是在華攫取港灣之議再起。而德

國內部相關人士對港灣地點有著不同的意見 ,加上遠東局勢複雜 ,一時間無法冰

定究竟佔取何港為宜。(註31)結果在幾經評乍討說後 ,膠澳u俸件潭叨而袚德

國選中。德國認為 :﹉膠澳地點佳一扼華北海上交通的孔道 ,且距長江口近 :是一

良好的發展據點 ;港灣本身條件亦佳一港灣深闊 ,易於設防及建立船塢 ,冬 日無

冰封之困 :僅偶有浮冰漂流而已。此外 ,相關配合條件亦適當┬腹地廣大、煤鐵

礦藏豐富、陸路可建鐵路直達北京、居民純樸、氣候宜人等。德皇曾派遣港口專

家佛蘭茲烏斯 (Fran血s)來華勘察 ,終於確定以此為德國的攫取目標。

一八九六年德國新公使海靖﹉(耳v四 H印⋯ω 向清廷交涉租借膠州捍 ∵租即

為五十年 。清廷深恐各國援例要求 ,予以拒絕 。一八九七年一月海靖再向清廷施

壓 ,清廷仍加以拒絕 ,德國於是考慮武力侵佔的可能性 。然而列強的態度 ,尤其

量雵在嵾覆鼉鑋帚昌曩奮夏蓳簷春萏雪蔧矍冒最醬量舊盂盒奩干雷五雀旮弅霉罬
探俄國的意見 。俄國不表贊同亦不言反對′俄國外交官則慫恿德國租借山東以南

的海港 。俄國的如意算盤是希望德國向南發展;,影響所及當是英 、日而非俄國的

權益 。同時若此案成立 :俄國將可援引此例 ,要求中國租借港灣 ,豈不一箭雙

鵰 ?此外 ,德國估計 :英國當不致於強烈反對此事。海軍總部和德皇遂決定以事

實壓迫中國同意 ,而非外交的緩慢溝通 。於是 ,德國以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德國兩

位傳教士在山東鉅野縣被殺一案為藉口 ,派遣艦隊侵佔膠州灣 。德國公使海靖向

總理衙門提出六項要求 ,包括

一

懲兇 、撫恤 、賗償等.外加翠求:甲律山零閉辦韡

路或採礦 ,德國皆享有優先權 。中國一方面要求德國先撤出膠州灣再進行談判 .

一方面急詢俄國與英國的態度 ;。 結果俄國表示﹉:對中國處境深表同情 ,想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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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抗之 ,因此希望清廷先將旅大租給俄國使用 。英國則訓令駐外人員勿表示

意見 ,以免被中國拿來當擋箭牌以阻止德國的行動 。

俄國雖不喜歡德國所選擇的港灣 ,但俄國若能因此取得旅大 ,則俄國也就不

會出面干涉此事 。英國的態度則是冷靜的中立與觀望 。德國要求對山東有特殊權

力令英人不安 ,但德國外交部不斷表示 :選擇膠州灣的理由 ,即是因為它位於華

北 ,遠離英國利益直接牽扯的地區 ,同時強調絕沒有製造混亂或動搖清帝國的意

思 ‘更進
一
步保證 ,德國願意將膠州灣開放為國際商港 。(註笓)英國對這些雖

未必完全相信 ,但她相信德佔膠州灣一事 ,對俄國的影響絕對大於英國 ,德國的

介入將可制衡俄國在華北之擴展 。因此 ,不妨稍安勿燥 、靜觀其變 。英 、俄態度

令中國不敢採取強硬態度 ,終於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如德所願 ,簽定中德膠澳

租借條約 。(註竻 )

一此一事件影響深遠 。首先 ;此惡例一開 ,列強可恃強侵奪中國港灣 、領土 ;

事後苒予以合法化 、合理化 ,令中國陷入被瓜分的危機中 。隨之而來的俄佔旅

大 、英租威海衛 ,皆受此例影響

一

英國在此事件中的極端溫和態度 ,使中國在俄

租旅大事件時 ,對英國的反對態度有所存疑 .因而未敢採取較積極與強硬的行

動 ,以阻止港灣租借的情況惡化 。

二、俄國租借旅大及其對英國的刺激

俄國對中國的策略以領土擴張為主 ,藉以取得出海口 ,這是位於內陸的俄

國 ,自彼得大帝 (PetertheGfUat,r.㏑跑一17巧 )以來在歐亞擴張的一貫目標 。自

一八六U年中俄北京條約 ,俄國取得海濱省 ,並建海參崴軍港後 ,俄國對遼東半

島上的旅順 、大連即垂涎不已 。旅順港是中國北方少數終年不結凍的港口 ,更是

清廷苦心經營的軍港一扼守渤海之門戶⋯屏藩京畿的要塞 .(註鉾)馬關條約日

本要求割讓遼東半島 ,俄國不願日本染指此地 ,故有以俄國為主導的三國干涉還

遼 。當中德交涉膠澳時 ,俄國政府告訴中國駐俄公使楊儒 :俄國願為中國效力 :

但苦無說辭 。因此 ,希望中國指定港口讓俄艦進駐 ,以便德國有所警惕收斂 古

(註筠)當各國皆處於態度遊移之際 ,形勢有了新的變化 。英國在中國海軍總站

司令布勒上將 (㏎ 缸Bulef)向莎侯報告 ,有大批俄船在華北海域 、朝鮮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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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莎侯據報以為 ,俄國想在此地取得港口 ,展示其在此海域擁有特殊權益 ,

於是下令派遣一支力量相當於俄艦的英國艦隊 ,前往當地活動 。結果事後證實此

情報有誤 。(註“)然而英軍此舉破除各國的猶豫 ,尤其俄國唯恐旅順被英國捷

足先登 ,十二月中旬派遣軍艦駛入旅順過冬 。當時總理衙門通知買納樂 ,俄艦在

蒯幁過冬是中國政府同意的。俄外相莫洛維也夫 (CUmtvUiLM叫山伯Φ 告訴英

國駐聖彼得堡的外交人員 ,這項舉措完全是事實需要 ,與膠澳事件不相干。英國

駐俄公使歐格納 (SiN山o㏑sU℃mUr)已逐漸感受到俄國對旅大的勢在必得
一

而不管英國將會有何反應 。一八九八年二月 ,英俄互爭第三次戰債借款時 ,情勢

更加緊繃 ,已有英國若取得此次貸款 ,俄國即佔領旅順 、大連作為對抗的傳說 。

(註37)                ﹉ ﹉    :﹉
一八九八年三月三日俄國代辦巴洛夫 (PavelUf)向總理衙門提出 ,租借旅大

與建築哈爾濱到旅順之間鐵路的要求 。中國派許景澄為頭等欽差大臣 ,赴俄討論

此事 。中國希望俄國顧全中俄友誼啊回翠求 。但俄國政府堅持必須租得不凍港

(註38),中國則答覆 :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時 ,中國曾承諾不再租與外國。今若

租給俄國 ,日本必然抗議 。俄方若有需要 ,可在旅大兩口隨時借泊屯煤 ,而勿存

租借之約 ,以免落日本口實 。(註”)三月十五日俄外相莫洛維也夫威嚇許景

淳 ,限令中國在三月二十七日提出答覆 ,若訂約不成 ,俄國另有辦法 。(註φ )

清廷擔心俄國動武 ,終於由李鴻章 、張蔭桓與俄國代辦巴洛夫簽定 「中俄訂定旅

大租地條約」 ,其要點如下 :

「第一 、中國允將旅順口、大連灣暨附近水域 ,租與俄國。第二 、租期以

二十五年為限 ,期滿後可商量續借 。第三 、旅順口作為俄國海軍軍港﹉,只

准中俄船隻進出。大連灣 除口內一港由中俄兵艦出入 ,其餘地方為商港

範圍 ,各國船舶皆可出入。第四、俄國在旅順口、大連灣自備經費 ,以蓋

造各軍所需住所 、建築砲台 、安置防兵 。第五、准許中東鐵路公司修造到

大連灣支線或到營口鴨綠江的支線 。」 (註41)

俄國佔領旅順 、大連時 ﹉英國極為反對 ,不斷對中國強調願意支持清廷拒絕

俄國要求 。不過 ,從中日甲午戰爭到膠州灣事件 ,中國對英國的支持實在沒什麼

信心 。英國亦與俄國進行協商 ,大連方面若能為商港最好 ,若不同意英不堅持 。

但希望俄國不要佔領旅順 ,起碼不要築為軍港 。因為英國政府認為

一

以俄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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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軍事強國已經與中國有超過四千英里的國界是相鄰的
i,現

在若俄國又佔有旅

順 ,:﹉將成為最大的不幸

一

控制北京的海上通路 .如此一來俄國無論在海上或陸

上
一
都有了控制中國的優越地位 。﹉(註佗)而英俄關係並不友好 ,從歐洲 I近東

到遠東∴雙方關係未見改善 .尤其俄國決心在遠東建立其勢力範圍 ,其政策為排

拒列強在東北和華北的勢力 ,加強對北京的控制 。大英帝國自鴉片戰爭以來
一
是

列強中在華勢力‵獲利最大的國家 ,如此優勢地位豈容他國挑戰或取代 ?所以 .﹉

英俄在遠東利害衝突趨於白熱化後 ,俄國卻逐步掌有對北京一中國政治中心

一

海

土:陸上的雙重優勢 ,怎不令英國政府憂心 ,而力思應對 ‵破解之道

一
三、英國因應的措施一強租威海衛

﹉                   ﹉     ﹉     
一
一

           :

十九世紀的英國有 「一日不落國」的稱號 ,她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

一

∵但

她並不是萬能的 ,面對龐大的帝國事務和海外殖民地 ,自有其顧慮和極限。在眾

多的殖民帝國中 ,俄國一向最棘手耳難以溝通﹉∴因為雙方少有共同利益和共通

點→即使想要有所協議

一

亦常是徒勞無功 。遠東局勢的日益複雜 ,使英國傳統外

交原則均勢 (BalanceUfPUweI)、 光榮孤立 (不結盟)皆面臨嚴重的考驗 。俄國

租借旅大一嚴車地改變和破壞了英國認定的均勢情況 ,同時也面臨孤掌難鳴的窘

境 。若是締結盟友擺脫孤立

一

並非在短期可以內完成的 (美國、德國、日本等國

各有立場)。 唯一的方法則是將局勢再導向平衡狀態 ,恢復均勢。俄國既不肯退:

出旅大 ,為矯正此一局勢而訴諸武力 ,既不值得更非英國所願 :較可行的方法只

有向中國租借威海衛 ∵以求得$lj衡的效果

一

申於威海衛所處的地理位置 ,有平衡

俄國和德國勢力的功效 ,英國在此不僅可以監視北直隸的行動 ,也可以就近監控

德國在山東的活動 :﹉也就是說:租借威海衛是英國恢復北洋均勢的唯一選擇 。、
9L洋海岸 (証抎)北起鴨綠江山

一

南迄山東江蘇省 ,渤海 、黃海皆屬此海

域 。洽線本不乏港口 ,然每年嚴冬封凍 ,僅大連 、旅順 、威海衛 、葫蘆島、秦王

島等地●海水終年不冰固.而秦王島及葫蘆島深藏渤海之中 ,僅能作為輔助港 ,

而其他港口作為軍港或商港﹉,各有其優劣點 :(見附圖一)北洋海域中以渤海位

居中樞∴屏藩京畿 ,最為車要 .而旅順 、威海衛二:地正扼渤海之門戶﹉,要塞對

犄 ,鎖鑰直隸重地 .(註的 )﹉旅順口有東方直布羅陀(山〢加了nltarUftheEa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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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西方人稱其為亞瑟港φUrtAlIthuI),位於遼東半島的南端 ,東接太平洋

一

西

扼渤海灣 ,是中國華北最重要的國防門戶。清末李鴻章鑒於其處形勝天然 .位置一

險要 ;將其建為北洋海軍的基地 (mv缸 就㏕血 )。 (註巧)威海衛則位於山東半

島 ,自元以來即海運線上的重要據點 ,亦是東陲重要扼塞 t威海衛東面劉公島 ,

疏峰拱秀 ,砥柱中流 ,北通朝鮮 、旅順 ,東接日本、琉球‥南望崇明‵臺灣 ︳西

達天津 、直沽 。光緒十二年 (1B跖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即在劉公島上 ,初建艦

砲學校與海軍訓練學校 。光緒十四年 (18BB)十二月十七日北洋海軍駐泊旅順﹉、

威海衛 ,並按年增修 (光緒十四至十九年)防禦工程 ,二港同為北洋海軍的兩大

基地 ,一為停泊修理 ,一為北洋海軍操練及實際指揮官 (提督)的駐節之港 ,二

港儼然合成鼎立之勢 ,共同扼守渤海門戶 ?(註η)然而俄國進佔旅順後

一

在地

理位置上最適合監控 ‵對峙的 ,自然非威海衛莫屬了j     ｜ ﹉  ﹉

﹉從英國對總理衙門所提的信件 .述及租借威海衛原因 ;及在對德交涉中承

諾”不在威海衛發展以免妨礙德國在山東省權益 ;加上威海衛遠離英國在華主要

勢力範圍
一
長江流域 .孤立於華北地區 ”可見威海衛之租借 ,純為英國抵制俄國

的戰略運用 。而後英國在威海衛的建設和重視程度更是有限。一八九八年租借之﹉

初由海軍部管轄 。一八九九年畫歸陸軍買梧上校 (CU1.A.D°rward)管轄 ,官銜為

a㏕ mdM血〢 oil1.ILlsSlUnUf。 一九U一年改為文官制 ,由殖民部統轄●設威海

衛行政長官 (C°Ⅲ㎡s血㏄ ),已非隸屬於軍事部門管轄 。一九U二年一月三十

白英日向盟成立 ,英國更是放棄將威海衛建為章港的提議 ;而僅將其走位為

「
輔

助海軍基地」 (」V㎎ nav㏕ ba叩 ):作為艦隊訓練 、療養和娛樂之地。因為英國

訂以借助日本在遠東的海軍力量 ,來抵制俄國在東北 、華北的擴張 ;而無須耗費

巨資來從事軍港的疏濬和建設 。一九U五年日俄戰爭爆發 ,俄國戰敗退出琢大 ,

旅大落入日本之手 ,解除英國對俄國的顧忌 ,威海衛對英國而言 ,已喪失原有之

作用 .清廷曾想透過外交交涉收回威海衛 ,惜英國內部有反對意見 ,終將威海衛

交予香港統轄 。在一九U六至一九一一年英國甚至未在威海衛駐軍防守 ,只由少

數警蔡維持秩序 。從這些情況來看更加證實 ,一八九八年英國之所以強租威海

衛 ;主要是要對抗俄國之強租旅順 、大連 ;以維繫北洋海域上的均勢 ,確保英國

在華既有的權利與優勢地位。(註姻) 海權觀念下港灣 (良港)的取得;既可

以作為經濟擴張的合法立足點,又可以滿足當時民族擴張的渴望。德國在這一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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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事件中 ,起了帶頭作用 ,採取了較富冒險眭的積極的行動 ,以謀取在東方進一

步擴張的基礎點 。英國對華政策的考量主要在於貿易而不是統治 ,因此英國主張

維持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亦即反對瓜分中國 ,也不願各國在中國劃分勢力範

圍 ,影響在華商業機會的均等 。(註妙 )對於德國的行動 ,英國採取冷靜的中

立 ,未有積極或明顯的反對 。但俄國援引德國之例 ,進佔旅大對英國的刺激頗

深 ,因為俄國取得了對北京施壓的優勢 ,破壞英國所認同的遠東均勢 。然而衡量

情況 :阻止俄國在旅大的行動 :可能引發戰爭 ;若不阻止 ,就要眼睜睜地看著俄

國控制東北和華北 。英國孤立的地位又不利於討價還價 ,(沒有盟友共同施

壓);加上英法關係已甚緊張 ,不能再與俄國決裂 。最後 ,英國認為 :華北的利

益不能與長江流域和西南地區相比 ,並不值得不惜代價來維護 ,因此取得威海衛

以抵制俄國是較可行的 。但為此而承認德國在山東的特殊權利 ,即山東省為德國

的勢力範圍 ,以及強租威海衛等行動皆與英國傳統的政策不相合 。然而這是這一

波港灣攘奪中 ,英國面對現實狀況 ,中國的孱弱 、俄國的蠶食鯨吞 、又無法取得

美 、日‵德的協助下 ,所採取的策略一求償於中國。藉此增加英國籌碼 ,以便維

持華北均勢和英國的權益 。

伍 、結論   一 ﹉

英國租借威海衛的過程相當迅速 、順利 ,未曾遭遇中國或其他列強的抵制和

阻擋 。然而細究英國此不同於以往對華政策的行動 ,實有其複雜的時代背景和各

國 (列強)關係的牽引 。因此 ,探索此租借個案背後操控的因素 ,是
一
個更有意

義的課題 。

表面看來 ,德國強租膠州灣 ,俄國援引跟進 ,進佔旅大 ,英國為抵制而要求

租借威海衛 ,三者環環相扣 。似乎只是港口爭奪和華北均勢的問題 。然而深究三

國動機 ‵行動不難發現 .一切肇因於中國的積弱不振 ,無力自衛 ,招致各國或蠶

食或鯨吞 ,想要掌控這個廣大的資源 、市場 、土地及政權 。德國想要一展身手 ,

與俄法聯手干涉還遼 ,藉此加深對中國的影響力 ,但也因三國干涉還遼及第
一
次

俄法借款 ,排斥德國加入 ,使德國轉向英國。透過與英國聯手爭取貸款 .從而影

響中國財經 、政治 。同時亦以積極的行動 ,自 行開拓在中國的發展基地一膠州

灣 。對俄國來說 ,德國在膠州灣的行動 ,正是俄國可以利用的藉口和範例 ?而英

德取得第三次戰債借款 ,更可以做為理由向中國為難 ,認為英德因此借款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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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權益 、保障 ,俄國深表不滿 (註m)。 一方面以協助中國防守 ,一方面要脅

中國給予補償 ,以彌補俄國未能取得貸款的劣勢 。因此 ,租借旅大 :俄國勢在必

得 。德 、俄兩國都是努力地想自中國攫取權利 ,擴大本國的勢力與影響力。

對於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以來 ,一直在中國經貿 、政治上舉足輕重 ,擁

有最大影響力的英國 ,自然備受挑戰和壓力。尤其俄國 (法國)力爭第三次戰債

借款並爭取總稅務司一職 ,企圖加深對中國財經方面的影響力 :這絕對是英國所

不能忍受的。因為在華經貿的收益和維繫 ,正是英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 。德國

進佔膠州灣 ,有利有弊 ,一方面不符合英國維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之主張 ,另一

方面卻有牽制俄國的作用 。德國擴張在華勢力範圍 ,是英國的競爭對手之一 ,但

她也是戰債貸款的另一夥伴 ,致使英國嚴令外交人員對中國官員的查詢必須三緘

其口 ,而外交人員深恐中國認為英國反對德國此一舉措 ,卻又怕中國官員不知道

英國並不贊成德國此一行動 。至於俄國對英國只有挑釁和麻煩 ,絲毫無法妥移溝

通 :俄國插手中國財政間題是為了加重對中國的掌控 ,卻嚴重挑戰

一

英方的傳統

地盤和優勢 。而旅順 、大連不僅是北洋軍港 ,更是中國政治中心一北京的重要門

戶和屏障 ,此地落入俄方手中 ,日後對軟蒻的中國施壓 ,豈不易如反掌。相對於

此 ,以在長江流域為重心的英國 ,絕對鞭長莫及 。俄國一旦先斬後奏 ,先造成事

實再補辦外交法律程序 ,如同各國租借港灣模式 ,英國只能徒乎奈何 ,眼睜睜看

著原有在華優勢的淪喪 。而華北情況又未至發動戰爭的嚴重性 ,因此 ,英國選擇

地理上與旅大鼎足而立的威海衛 ,亦是北洋唯一剩下的良港 ,做為抵制俄國在旅

大所形成的優勢 。總之 ,中國在甲午戰後積弱畢現 ,引來列強的覬覦 ,導致各國

以中國為目標和舞台的鬥智和鬥力 ,藉以擴張帝國的實力與實踐帝國主義者的野

心 ,德國如此 ,俄國如此 ,英國亦若是。         ﹉

註釋

註 1根據一八九五年英國商務公報 (BUardUftfadeJUuml)的統計 ,英國占了中國一八九四年對

︴;昔i冒諅:鞘 ,霋鶗終寫忌翎 堪點石龘 矣畫體罈雛昆
市場 ,是商業擴展的最佳機會 。參閱王曾才 ,〈 英國對華外交與門戶開放政策〉,收入

氏著 《中英外交史論集》 ,(台北 ,聯檸出版事業公司 ,民國八十年),頁一一七∼一

一九 。

註 2李恩涵 〈中英收交威海衛租借地的交涉 (192°一193U)〉 ,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

刊》 ,第二十一期 (南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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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註3交納樂,出身軍伍,一八七二年入伍 ,┬︿八二年揚名於埃及 ,┬八八七年起涉入外交活

聖石楚籮嵾蘛獸矮翣早騵淼群崶毀褉蔧右兮猛幸騩
生涯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 ,他成功地由軍事官員轉為外交官員 。他成功地執行莎侯的訓
令 ,捍衛和擴大英國的權益 ,贏得英國人的尊崇 ,莎侯讚美他是地rSt.cIass-iian” 。.i納
樂於一八九八年獲英國女王封爵 。一九 U五年成為英國駐日大使 。一九一二年退休 ,一

九一五年去世 。              ﹉  ﹉   ﹉    ﹉
:

註

一

F.U.φ∫/“,NU.” β】比d”田蚵 ●

。

S曲中Ψ〃,M才.7,!89S。

註 5 王曾才 ,〈 英國對華外交與門戶開放政策 〉 ,頁九一γ九二 。 ﹉﹉  ﹉  ﹉     ﹉

註 6 L.K.YaⅢtBmshPUlicvihC㏑ ㏑.lS9j＿ 19U2(U,fU也 199U)p.p.91＿ ” 。     
﹉ :

註 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 ,U1︸ 18〈 英租威海衛案 〉 ;光

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收英國公使i納樂信 。             ﹉   ﹉

註 β Γ.U:4U996,No由 m,4°!,MacDUna1● tUSaliΦu〃,M狂 31,1β 9S:。   ﹉ .      ﹉

註 9Ⅲ d       ﹉    ﹉          ﹉﹉  ∴ 

一

﹉﹉

註lUⅢd

註11Ⅲd         ﹉﹉  ﹉     ﹉            ﹉

註生12 Ⅱid                                                              ﹉ 
﹉ ﹉        ﹉

註η :Ⅲd

註生14 Ⅱid                                                       ﹉    ﹉             ﹉

註15李恩涵 ,〈 中英收交威海衛租借地的交洳 夗l-193U)〉 ,頁一八二 古

註lε 參見張玉法 ,《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一山東省》 (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民國七十一年),頁一八U。 租借專條原文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U1-18〈 英祖威一
海衛案〉,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本衙門奏摺稱為英國請租威海衛商擬專條 。

註上19

囊主18

交涉過程及南京國民政府委屈求全的分析 ,請見李恩涵 ,前文。         ﹉

參見王綱領 ,《民初列強對華貸款之聯合控制┬兩次善後大借款之研究》 ,(台北 ,私立
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民國七一年),頁一∼七。  ﹉

註19 法國原希望他國加入 ,成立特殊機構管理中國國債 ,邀請俄國參與 ,乃是深知俄國本身無
足夠資金作為借款之用 ,則法人可借俄國之名

,多佔

一

席f同時俄國自三國干涉還遼以
來 ,在中國聲望高 ,法人亦可藉俄人政治勢力之助

一

取得大借款之領導權 ●俄國則不
然 ,微特認為 :加入其他各國 ,俄國僅是中國國債的債權人之一 ,無法獲得巨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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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成立中國國債共管機構必將因國多口雜 ,而糾紛不斷 ,故主張由俄法獨佔 。李國
﹉祁 ,〈 19S5年列強對中國償日戰債借款的競爭 〉,見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集刊》

﹉第二期 (南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六十年),頁┬五九 。
﹉    .﹉   ﹉ ﹉﹉    ﹉   ﹉

註η i同上 ,頁
一
七 U∼一七四 。﹉   ﹉        ﹉        ﹉

註21 王綱領 ,同上書 ,頁四∼六 。

註η 《清季外交史料》 ,(文海出版社)卷-U九 ,頁一二 。

註”
一
﹉李鴻章曾試圖與歐內斯特 .胡利先生鯽 .Eme鮮 HU●lev9和尤斯塔斯 .詹姆森上校仲咧.r

.EuStaceJamesUn9為 首的一個銀行團舉行談判並簽訂

一

紙草約 ,貸款16UU萬英磅 ,以海關
﹉﹉ 稅收 、監稅和釐金擔保 。然而﹉

一

胡利一詹姆森銀行團未能拿出為履行合同的lUH英磅保

﹉﹉﹉險金 ,使整個交易安排化為泡影 。L.K.吱螞 Up.斑.,p.p.印 -∫ 1。

﹉﹉   ﹉ ﹉    ﹉     ﹉
  求 :第一 、英輪有內河航行權 。第

一

一
中國不租註舛 一八九八年二月五日總理衙門同意下列要

讓長江流域 。第三 、總稅務司一職由英人擔任 。第四 、開放湖南為通商區域 。英國並未

﹉ ﹉ 貸款﹉,卻能自﹉中國取得許多權益 ,無怪乎稱它為英國外交上的一大勝利 ,而交納樂更是

備受讚譽。   ﹉      .

註外 借款條款內容 ,見於 《清季外交史料》 ,卷一二九 ,頁二二γ二八。   ﹉

註巧 一八五一年通過國﹉際交涉 ,廢止了各國領事代繳關稅的資格 ,外國洋稅恢復由中國海關當

﹉  局徵收 。一八五三年因為太平天國之亂 ,小刀會占領了上海 ,原管上海海關的蘇松太道

吳健彰逃入上海租借地 。他為了﹉徵收海蘭稅的問題 ,與英 、美、法三國領事磋商。18與

年議定成立
「
上海洋人稅務司 」 (theFUrelgnInSpectUrate飩 田Ⅲu血),並於是年七月

十二白生效 。英 、美 、法各舉一名代表 ,組成 「稅務局 」 (theBUard、 UfInSpectUr),

專司洋稅的徵收 。于宗先主編 ,《經濟學百科全書 ,第一編 :經濟史》 ,(台北 ,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五年),頁二UU。

註η 一八八七年起海關稅收佔全國稅收”%,超過藍課 、釐金 、常關稅收 ,僅次於地丁 ,是第

﹉  =大 稅收 。一八九三年海關收入為11,s9‘,US9海關兩 ,一八九八年增至η,ω8,9°5海關

兩 ,數量龐大 。江敬廙 ,《赫待與近代中西關係》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

七),頁二九四 、三U二 。

註麥﹉張玉法 ,前文﹉,頁一七八∼一七九 。     ﹉

註” 王家儉 ,〈 近代中國海權意識的覺醒 〉收於氏著 《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 (台北 ,文史

: 哲出版社 ,民國●十三年),:頁三U九 。

註η 李國祁 ,前文 ,頁八三∼八六 。

註ji 海軍部原喝自者為海島 ;而非大陸 。蓋海軍基地如在中國大陸 ;則防守費力 ,易受中國政

治的干擾 ,海島則無此弊且可進而操縱中國政治 ,與其他列強相爭衡 。故海相霍爾曼

(Ⅵze㏕㏕ralHUllmam9曾提及港灣選擇之注意事項 :1.德在遠東由新加坡至哈科達間 ,

至少需要兩個海軍根據地 ,南北應各有一處 。2在自然條件上 ,港口應能避來自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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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浪 ,並須無設立船塢碼頭等海軍設備的不可克服之困難 。3:港灣的位置須在主要的
交通孔道上 ,並須注意其商業發展的可能性 。4.港灣的天然形勢應易於設防 ,如海島無
此條件 ,大陸口岸亦予以考慮 。5.港灣的地點應儘可能避免與其他列強的勢力範圍過於
接近 。根據這些條件 ,霍氏認為北方有三處較佳地點 :舟山群島 、膠澳 、朝鮮的
MUnte●1lU島 。舟山群島最佳 ,但礙於英國對舟山群島的優先權 ,交涉不易 ;朝鮮的
MUntebe1lU島 ,僅在該國對歐貿易開發後 ,才有考慮價值 ;膠澳的缺點則是位置過於偏
北 。李國祁 ,同上 ,頁八八∼八九 。

註” 王曾才 ,前文 ,頁八二∼八四 。

註33 共計三端九款 。第一端為膠澳租借 。准許將膠州灣租借給德國 ,租期九十九年 ,德國於所
租借之地可以建築砲台以保衛地棧及澳口。第二端是鐵路鐵礦等事 。中國同意德國在山
東修築鐵路 :1.從膠州灣經維縣青州至濟南 。2.從膠州灣至沂州經萊蕪至濟南 。此外 ,

鐵路附近3U華里的破產 ,准由德商開辦 。第三端為山東全省辦事之法 。以後山東省開辦
何項事務 ,或需外資外料 ,德國有優先承辦之權 。這使德國在山東有了特殊的政治和經
濟地位 。條約原文見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U,頁四∼七 。

註ㄆ 使俄楊儒致總署 ,俄外部云德事願效力 ,但俄貌似交好 ,恐不足恃電 。「外部云 :德事願
效力而難難於措詞 。或請中國指定海口俾γ白俄艦 ﹉,示各國中俄聯盟之証 ,俄較易藉口 ,

德或稍斂述 。已電署使仍屬轉陳 。竊以為 ,德果否因此就範 ,亦無把握 。膠事俄先知
情 ,貌示交好 ,恐不足恃 。⋯⋯」。見 《清季外交史料》 ,卷

一
二七 ,頁二七∼二八 ‘

註3S 旅順的經營從光緒六年(188U9十月開始著手 ,到光緒十六年(189U9九月全工告成 ,實為我
國近代舉辦的第一件鉅大工程 ,包括條築砲台 、營壘 、船塢 、船池 、

.廠
房 、倉庫以為海

軍停泊修理之所 。耗用經費約二 、三百萬兩 ,動用人工常在五 、六千人 ,歷時十年 ,工

程之艱鉅 ,規模之龐大 ,是清末民初絕無僅有的 。見王家儉 ,〈 旅順建港始末 〉 ,頁

九五 ‘

註筘 布勒海軍上將報告 :九艘俄國軍艦泊於朝鮮仁川港 。結果在仁川實際上只有三艘俄艦 ,原

來報導的九艘俄艦是在供軍艦正常訪問的長崎 。L.KYUung,Up斑 ,p.p.49.∞ 。

註  39    F.U.4U5/97,NU.18動 牡185B,  Si  N.UICUnUr  tU  Sal二 s-bH,  Γeb.l乳 139耽

F.U.4U997,N° .2U助牡2U3B,SirN.σCUmUrtUSalisbu呼 ,Γeb.22,1898.

註38專使許景澄致總署俄外部言必須租不凍海口為各師屯地電 。「頃外部訂膠事已定 ,英已得
他 日利益 ,法亦有索件 ,故俄必須租得不凍海 日 ,為各師屯地 ,保護兩國利
權 。⋯⋯」。見 《清外交史料》卷一三U,頁一一 。

註39 總署致許景澄 、楊儒前與日議歸遼時 ,訂明旅大不讓別國 ,請俄顧全睦誼電 古「昔日我謀
歸遼 ,與日本言明 ,不讓別國據佔 ,今俄必欲租旅大 ,是與前議相背 ,故日履來探詢允
租與否 。若竟允俄 ,日必與中國為難 ,是以不敢輕許 。務勸外部勿相逼迫 ,顧全睦誼 。
旅大兩口可由俄隨時借泊屯煤 ,勿存租借之名 ,而有屯煤之實 ,日本及他國自不得據為
口實 ,另開釁端 ,庶於大局有益 。」 ,見 《清季外交史料》 ,卷一三U,頁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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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的 專使許景澄致總署見俄君遞國電並問答情形電 。「⋯⋯外部昨晚公宴告稱 ,接巴代辦電 ,

總署仍無確覆 ,如過三月初六 (3月”日)亦未成訂 ,俄國另有辦法 。語甚狡滑 。」 ,

見 《清季外交史料》 ,卷一三U,頁一三 。

註41 傅啟學編著 ,《 中國外交史》上冊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六十一年),頁一五

五 .

註42 EU.4U5′97,No.435,Salisbu,tUσ CUnUI.Ma1.28,1898。

註的 19世紀下半葉 ,俄國的注意力從近東和中亞轉向遠東 。俄國曾想從巴爾幹半島轉向地中海

發展 ,但因列強認為此舉威脅了土耳其帝國的完整 ,破壞了歐洲的均勢 ,而加以阻撓 .

俄國亦曾想透過波斯和中亞 ,插足波斯灣 ,但此一途徑亦為英國所封閉 。王曾才 ,同前

文 ,頁一二九 。

註“ 中國近代史上南洋 、北洋二詞 ,在詞稱和賞質上都有所變異 。本文所指南 、北洋海域 ,創

生於一八六一年以後 ,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且伴隨重大犀史事件而為世人所

熟知 。其創始於口岸的開放 。鴉片戰爭後的五口通商 ,口岸全在長江以南之洽海 。一八

六U年北京條約簽訂 ,增開口岸 ,多達十三口岸之多 ,長江以南稱南洋各口 ,長江以北

稱北洋各自。清廷南北各派一名大臣監督管理 ,主持南洋各口者原稱五口通商大臣 ,口

岸增多後改稱上海通商大臣 ,最後定名為南洋通商大臣 ,由兩江總督兼任 。主持北洋各

口者原稱三口通商大臣 ,後定名為北洋大臣 ,由直隸總督兼任 。兩位大臣皆佩欽差大臣

關防 ,地位尊崇 ,同時權力亦大 ,構成晚清地方上兩大柱右 。近代海軍之北洋艦隊 ,即

由北洋大臣統轄 ,並因創建於北洋海域引申而成 。王爾敏 ,〈 近代史上的東西南北

洋 〉,見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十五期 ,(南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

七十五年),頁一
一

二∼
——三 。

註筠 參見馬幼垣 ,〈 甲午戰役前旅順威海衛大連等地之經營 〉 ,《大陸雜誌》第二九卷二八

期 ,頁八∼九 。

註巧 王家儉 ,〈 旅順建港始末 〉,頁九五 。

註η 清畢懋第原修 ,郭文大繽修 ,《威海衛志》 ,卷一疆域 ,(台北 :成文出版社翻印 ,民國

、五十七年),頁三八 。及馬幼垣 ,前文 ,頁-U∼一一 。

註砃 參見李恩涵 ,前文 ,頁一八一∼一八三 。

註φ 莎侯對交納樂表示 :英國從未承認任何一國在中國享有勢力範圍 。r°.們5ˊ76N。.l“,

S斑iSbu,tUMacDUml或 Jan.”,189B。

註∞ 專使許景澄致總署見俄君遞國電並問答情形電 。「⋯⋯俄主謂 :近因英德借款 ,東方局面

變動 ,告以此係商款 ,彼不置論 。⋯⋯」見 《清季外交史料》 ,卷一三 U,頁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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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沿海港潛形勢圖

附圖一  (採自陳壽彭譯 「中國江海險要圖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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