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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民國時期的外交：邊疆問題與國際關係 

 
(一) 民國時期外交的幾點特色 

 

(1) 弱國無外交？中華民國外交的整體評價 

 大陸／台灣學者的評價 

 哈佛歷史學家 William Kirby 的觀點 

 

(2) 民國外交：現實主義 (Realism) 的外交政策 

 

(3) 國際視野：列強與中國的關係 

 英國 

 美國 

 俄羅斯／蘇聯 

 日本 

 德國 

 法國 

 

(4) 國際視野：三大帝國崩潰的啟示 

 

(二) 民國初年的外交：英日同盟主宰下的遠東局勢 

 

(1)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1914-1918) 遠東局勢 

 

(2) 中日關係：日本在遠東 

 日本侵佔德國在山東之權益 (1914.8) 
 二十一條文的提出 (1915.1) 
 日本與段祺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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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參戰的原因 (1917.8) 
 

(三) 凡爾塞和約、華盛頓會議所建立的國際新秩序 

 

(1) 凡爾塞會議與中國 

 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並未簽署和約 

 山東問題 

 國際聯盟的建立 

 

(2) 華盛頓會議 

 《四國公約》與太平洋均勢 

 《九國公約》 

 廢除英日同盟後的遠東局勢 

 

(四) 三十年代中國的對外關係 

 

(1) 大英帝國在遠東勢力的下降 

 

(2) 日本對中國的進逼 

 

(3) 中國與西方： 

 國際聯盟與《九國公約》未能發揮作用的原因 

 美國的孤立主義 

 1929-1939 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與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困境 

 

(五) 四十年代的中國外交 

 

(1) 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 

 加入英美陣營對抗軸心國 (1941.12) 
 英美等國廢除在華治外法權及特權 (1943.1) 
 四強《普遍安全宣言》 (1943.10) 
 聯合國五個永久會員國之一 (1945.6) 

 

(2) 開羅會議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 (1943.1) 
 開羅會議 (1943.11) 

- 開羅會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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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羅會議的重要性 

 

(3) 戰後的外交 

 大英帝國的沒落 

 美國、蘇聯的角色 

  

(六) 邊疆問題：建構五族共和的國家 

 

(1) 清代邊疆政策的成功 

 

(2) 五族共和的國家 ─ 中華民國繼承大清版圖 

 

(3) 五族共和體制下漢族的地位 

 袁世凱及北洋軍閥的觀點 

 孫中山的觀點 

 蔣介石的觀點 

 

(4) 領土的範圍：約法與憲法的規定 

 

(5) 個案研究：蒙古與西藏問題 

 

(七) 邊疆問題：蒙古 (外蒙) 
 

(1) 蒙古的戰略價值 

 

(2) 清末至民初的蒙古問題 

 日俄密約與滿蒙問題 

- 1907.3 日、俄條約 
- 1910.6 日、俄條約 
- 1912.7 日、俄條約 

   辛亥革命後外蒙宣布獨立原因 

   中俄蒙恰克圖條約 (1915.6) 
 

(3) 1915-1928 年間的蒙古問題 

 邊疆大員陳籙、陳毅、徐樹錚的策略 

 蘇俄紅軍入庫倫 (1921.7) 後的外蒙政局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1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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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28-1937 年間的蒙古問題 

 中國在內蒙建立三省：察哈爾、綏遠及寧夏 (1928) 
 蒙古會議(外蒙沒有派代表) (1930.5) 
 國民黨通過蒙古自治原則 (1934.2) 
 三十年代日本製造的內蒙古自治運動 
 俄蒙互助條約公布 (1936.3) 

 

(5) 抗戰後外蒙古獨立的原因 

 雅爾達密約 (1945.2) 
- 蘇聯與美國的交易 

 中蘇談判的結果 
- 史太林的政治考慮因素 

- 蔣介石的政治考慮因素 

- 中蘇友好條約 (1945.8) 
 外蒙公投與獨立 
 蔣介石廢止中蘇友好條約 (1953.2) 及不承認外蒙獨立 

 

(八) 邊疆問題：西藏 

 

(1) 西藏的戰略價值 

 

(2) 清末民初的西藏問題 

 西藏的政教狀況：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 

 英國、西藏《拉薩條約》 (1904.9) 
 

(3) 西姆拉會議的重要性 (1914.10) 
 

(4) 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與西藏關係 

 國民政府與達賴、班禪和熱振的關係 

 黃慕松使藏 (1934) 
 吳忠信使藏 (1940) 

 

(5) 西藏回歸中國 

 印度獨立後 (1947)  的西藏戰略價值 
 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協議 (1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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