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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百周年紀念活動陸續登場；反映出二十世

紀初的中國，是當代中國一個引人回首的視點。其實百年前的歷史並未

遠離今天。自鴉片戰爭敗於英國之手後，中國經歷了喪權辱國的百年厄

運。西方國家除了肆意侵凌掠奪，更一直以鄙視的眼光看待中國：中國

是落後野蠻的國家，中國人是低等無知的族群。西方的眼光動搖了中國

人對個人和國家的信任，並且不斷纏擾着中國的命運。

從鴉片戰爭到庚子事變，中國人在西方武力的欺侮中逐漸萌生求變

的企盼，並在二十世紀初匯成一股蔓延全國的改革風潮。滿清王朝的中

央政府也着手廢科舉、興西學、練新軍、行西法。然而，時代的呼喚已

經無法靜候自上而下的改造；中國歷史終於走出皇朝政治的千年循環，

以辛亥革命實現了歷史的轉折，同時回應了中華文明全盤改造的集體訴

求。結果以家天下政治為國體的中華文明讓步予以個人政治信仰為基線

的西方文明，自此中國人不斷嘗試以環球的視界檢視傳統框架中的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領域，以走向現代化的新路向。

然而，歷史有厚重的積澱，也有無數的持份者，歷史不可能在一

夕之間改變演進的方向。二十世紀初發生在中國的全盤改造仍然遵從自

上而下的模式；革命是上層的改造，中國要變成現代化國家，社會其他

各層都要相應調整。不過，改造的歷程並無既定模式可循，辛亥革命破

舊有功，但立新無力；有識之士於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民族自強的障

礙，若非從頭改動甚或全盤捨棄則不能富國強兵；於是在革命不到十年

之間，一場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標的而引發的民間啟蒙運動在

1919 年 5 月 4 日爆發，席捲全國，影響深遠。

從庚子事變到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這二十年的中國經歷了大歷史

的重大轉折。當中國上下以最大的熱情迎接自我改造，地球的另一端卻

發生了人類在二十世紀遇上的第一次重大挑戰；歐洲各國傾盡全力投入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人類此後的發展埋下至今尚無解決方案的禍根。

在東西兩地的巨變之中，中國政府作出了一個非比尋常的決定，派

出人員遠赴歐洲加入協約國的陣營之中，為戰勝同盟國作出了貢獻，也

為中國歷史寫上前無古人的一筆。

從鴉片戰爭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在四分之三個世紀內由

被欺侮的東方古國一變為西方列強的戰友，躋身國際事務的平台。這段

歷史在五四的巨大旗幟下並不顯眼，卻引起了歷史檔案收藏家余浩然先

生的興趣，進而約同研究戰爭史的王立本教授，攜手撰寫了這本史學專

著，帶領讀者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和思考中國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化進程。

本書的寫作別開生面，內容圖文相映，史學觀念頗具啟發性，是值得推

薦的中國現代史讀物。

劉智鵬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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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線契機。中國爭取站上世界歷史舞台，雖然並不是站在舞台的中

央，但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到極致。

兩位作者以側面和歷史的高度，淋漓盡致地重現了這一場歷史大

戲。更重要的事情在於，從二十世紀初期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

二十世紀中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冷戰背景下的區域熱戰，中國的

連續戰爭和連續革命，使得國家在政治上奠定了國族建構的基礎，完成

了組織人民的目標。這一切都必須追溯到中國精英階層參與大戰的決策

和其他基層在大戰中不懈的奮鬥。

本書的出版，為中文讀者掀開了現代中國的幕布，為我輩從重審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價值開始，重新思考二十世紀的歷史，展望二十一

世紀的未來，提供了一把鑰匙。

吳啟訥

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2021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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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以戰爭史的形式呈現的歷史著作。作者之一王立本教授不

單是我同窗，也是和我理念契合的摯友，之前他告訴我，要和歷史檔案

收藏家余浩然先生合作撰寫一部以歷史文物來敘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專

著，內容要特別凸顯中國跟這次戰爭的關聯，讓我覺得充滿期待。其中

王教授在進入學術領域之前，就表現出軍事史方面的天分，對於軍事和

戰爭，擁有不同於常人，也不同於軍事迷的歷史洞見。在展開自己的學

術生涯之後，在史料蒐集、整理和解讀方面的專業素養，讓我輩望塵莫

及，其宏大歷史視野，也讓我輩欽羨。而余先生對歷史檔案和文物的收

藏整理，其孜孜不倦的精神氣魄，在書中圖片與文字的鋪陳和背後歷史

的考證上，也可見一斑。

戰爭史不等於軍事史，戰爭是一種全面的社會動員，它是對國家和

國家間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準備的綜合考試，

現代戰爭更是對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和國際關係秩序的整體檢測。這部鴻

篇鉅帙，一方面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開創性地審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現代中國形塑這個重大歷史議題上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從全球

史的角度，解構西方中心視角下的一戰論述和一戰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來之際，中國和西方各自面臨不同的歷史任務。

西方所面對的歷史任務，是解決先發資本主義殖民帝國與後發資本主義

國家以及仍然保有封建帝國遺緒的初步資本主義化國家競爭殖民地資源

的矛盾。中國的歷史任務，則是抗拒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擺脫半殖民

地的地位，爭取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第一次世界大戰源自西方應對其歷史任務的動機，戰爭的結果，先

發資本主義殖民帝國壓制了後發資本主義國家，肢解了仍然保有封建帝

國遺緒的初步資本主義化國家，一時奠定了資本主義殖民帝國主導的世

界秩序，當然也為這個秩序的崩解埋下了伏筆。

對於中國而言，二十世紀是由庚子事變開端，仍然延續着此前一甲

子的屈辱；「新政」遭遇挫折，辛亥革命也沒有帶來理想的民國，現代

民族國家建構，曙光未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卻為中國的奮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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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爬梳掌握全書脈絡。質言之，畫龍點眼的篇名，再輔助鈎玄提要的

每篇前言，乃是本書的一大特色。尤有甚者，文本的十八章的詮釋才是

重中之重，精彩萬分，徹底展現出兩位作者治史的嚴謹功力，已到了信

手捻來的地步，實在值得讀者回味再三。綜觀十八章的範疇與取材，讀

者應不難發現，雖然書名是中國，不過文本卻包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的歐洲戰場、中國政府和中國人直接涉入歐戰、中國內部奮鬥與求生存

的過程、中國與俄國的關係，以及中國民族的覺醒。

這種篇章的安排就如同神話學大學者坎伯（Joseph Compbell）在他

的名著《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所形容：「一

旦跨越了門檻，英雄便進入一個形相怪異而流動不定的夢境，他必須在

此通過一連串的試煉。」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猶如坎伯筆下的英雄，必

須也必將遭受各項重重困難的任務試煉，尋找浴火重生的機遇。作者筆

下的苦難英雄 — 中國，有着個別事件的記述，如世人所熟知的討袁與

護法戰爭，以及山西省的民初，在模範省長閻錫山治理之下，如何求生

存。不過，最吸引讀者目光的篇章，應是兩位作者在文本之中，介紹了

幾位較不為後世了解的中國人物，他們為民族奮鬥的英雄事蹟。這些英

雄包括：中國第一位在歐戰中發光發熱的空戰英雄朱斌侯，作者為他立

了傳，朱斌候是中國近代航空發展歷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也是

中國人親身經歷一次大戰的代表者。他的空戰成績，可說打破了當時世

界所流行的白人優越感，並且也為二戰時期中的飛行人員，血染長空，

抗擊侵略的日軍譜下了前奏樂章。

作者也將另一位在一戰中犧牲的中國英雄 — 馬毓寶載入史冊。

二十四歲正值芳華的回族青年馬毓寶，1918 年在一次與德軍作戰的過

程裏，不幸中彈當場身亡，最終葬於法國陸軍公墓。當他的死訊傳回中

國，各國使團與國內各重要的政治領袖，紛紛為他感到惋惜，如孫中山

親書「黃冑光榮」，雲南回教俱進會敬獻「中國有人」等，以告慰馬毓

寶的忠靈，其後並將其安置於昆明忠烈祠，故有史評馬毓寶是「一位軍

人，能同時受到中法兩國政府的褒揚以及禮葬，這在近代史中也是罕見

治史難，治現代史更難。當代史之所以難治，主要還是在於史料與

文獻浩瀚如煙，如果未具備紮紮實實的史學訓練與學術能力，一般學者

恐怕也力有未逮，不敢輕易嘗試現代史的專題研究。如果治現代史又涉

及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外交史，欲一探來龍去脈的歷史真相，勢必是難上

加難。但吾友王立本教授與歷史檔案收藏家余浩然先生合作，不畏艱難

挑戰，選擇埋首於這項孤寂的學術領域，但卻攸關近代百年中國的一頁

苦難史，奮勇前進，如今本專題研究所辛苦鑽研的豐碩成果，呈現給學

術界與社會大眾，其成就實在令人刮目相看與敬佩。

孫中山率領推翻滿清，創建民國，內政百廢待舉，尤其是在外交

上，此時的中國更是受限制於清末以來的不平等條約羈絆，隨意任人宰

制，可謂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種國際外交的受困境，乃導源於民

初外交官陸徵祥所言「弱國無正義，弱國無外交」所致，真是無可如何

之局！

兩位作者新專著《現代中國的序幕：從一戰走向五四》的問世，可

謂令人耳目一新。他們秉着史家之筆，奮筆直書，撰寫出一段關鍵性與

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史發展，其文字之精采簡練，其內容之旁徵博引，

已在同儕年輕學者之上，這絕非過譽之讚。觀其大作全文，無論從辭

章、考據與義理上檢視兩位作者的大作，也屬上品，無庸置疑。

在中國現代的長河裏，本書標題最初映入讀者的眼簾裏，或許有

人就會好奇究竟在這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斷限，要以何種文獻史料和範

疇，呈現何種史實的大時代故事？可是當讀者進一步細讀其全文所敘述

的典故，令人有驚艷之感，嘆為觀止，不得不欽佩本書全方位論述的內

容，不但不落於俗套，其含蓋面猶如一波接着一波的浪潮，令讀者目不

暇給，更愛不釋手，欲罷不能想要一口氣拜讀完這段中國現代史的堂奧。

當我學習完本著作後，產生了以下幾項令人印象深刻的旨趣：

首先，研究範疇新穎，史料取材宏大。本書共書寫五大篇，每篇各

有三至五章的故事用以支撐每篇。每篇的主旨明顯易懂，直指本書撰寫

的核心。兩位作者透過精心計設的每個篇名，令閱讀者得以緊扣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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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們推薦。

其次，兩位作者的文本搜集了珍貴而罕見的歷史圖檔，讓讀者一飽

眼福，質言之，圖文並茂是這本專著的另一個亮點。由於當代讀者對於

文本內容多元性的要求標準愈來愈高，為了滿足讀者的需求，同時增加

閱讀樂趣，可謂是用心良苦，秉着「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窮究功夫，盡

可能搜集相關圖檔。為此，讀者有幸能一睹許多罕為人知的圖片，例如

1917 年被拘留在日本本島的德國籍士兵，寄給他仍留在中國內地眷屬的

家書、歐戰時華工寄給英國招商局，通知更改地址，以利未來薪資寄送

的信函、本書作者所收藏一封在華被俘德國軍人，由北京寄回德國的家

書等。上述諸多彌足珍貴的照片，不但見證了一段史詩般的故事，更強

化了本書的可讀性。

復次，本書採用了不少平民觀點，將其載入史冊。二十世紀末葉之

後，史學界起了一種「小歷史觀」（Microhistor y），亦即主張從平民的

角度，由下而上探究歷史，才能得到不同於往昔的真相與視野。讀者若

順着小歷史觀檢視本書，也必然能發現作者運用大量來自平民觀點的圖

檔，以冀望能建構更為整全的史實。例如，作者使用了不少當時候中外

基層人士的書信，甚至採用了當代蒙古籍詩人席慕蓉的新詩，進行小歷

史觀的詮釋，都是頗富創意的撰寫方式。

復次，本書提供了相較於以往不同的研究領域。傳統上，這段中

國現代史，大多數研究者會集中精力於歐戰前因後果的分析、中國五四

運動的始末等幾個早為人耳熟能詳的議題上。不過作者卻匠心獨具，另

闢蹊徑，探究較少為世人所知的課題，並盡力發掘歷史真相，以饗讀者

的求知欲，例如文本特別論述了在華德奧戰俘及僑民的處理、民初的山

西省政、一戰前後的中國邊陲、大戰的西伯利亞等，這些罕見於中國現

代史的篇章裏，如今由兩位作者娓娓道來，還原史實，也是本書的一大

賣點。

最後，是強化了對於一戰時期的德國論述。如果讀者仔細觀察，不

難發現本書運用了大量的史料撰寫這段時期的德國故事，以及中德的外

的」。

另外有一群既為世人所熟知卻也陌生的中國英雄，就是一戰中聞

名於世的中國華工。之所以熟悉，乃因這段華工故事早已載入青史。之

所以陌生，乃因華工在歷史課本裏幾乎只是代名詞，缺少真名實姓的人

物。不過，在本書中，卻將填補了世人的遺憾，讓讀者們得以有機會歌

詠真實的對象。作者找到了來自山東（博山縣）淄博市的華工孫幹，這

位參與華工的知識份子，以及他所留下的兩本著作《世界大戰戰場見聞

記》、《歐戰華工記》。最後，作者為華工們定調：「華工們用自己的血汗

和犧牲，為國家在外交場域裏贏得了重要的籌碼，讓外交家可以與這些

欺凌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周旋下去。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然崛起，並

且積極貢獻於國際社會。但是，我們對這些大多沒有留下姓名的華工，

為國家所做的一切，值得我們今日持續地紀念與追思。」

這些中國的無名英雄即使許多人客死他鄉，但的確是「勇往直前，

鞠躬盡瘁，雖死猶生，流芳百世」，為中國人民走出了一趟英雄的試煉

之路。

苦難的中國為求生存，必然人才輩出。1910 代末期，中國山西省在

閻錫山的治理下，發生了鼠疫大流行，造成 16 ,000 人死亡。為了解決這

場世紀公衛大浩劫，伍連德這位來自廣東的醫學博士，挺身而出企圖協

助閻錫山渡過難關。雖然最終伍連德鎩羽而歸，但卻也不妨礙伍連德醫

生對中國公衛的貢獻。

由於 2020 年的新冠病毒肆虐人類，令世人們再度試圖從歷史記憶

中，追尋先人究竟如何戰勝瘟疫的求生過程，故而作者乃為專文追述伍

連德 — 這位為中國的現代醫學建設與醫學教育、公共衛生與傳染病學

奠定基礎，並且在肺鼠疫研究上具有卓越成就，同時也是華人世界第一

位諾貝爾獎候選人，一躍成為本文介紹的主人翁，可謂華人之光！

本書除了介紹上述名不見經傳的中國人之外，也詮釋了幾位在歷史

上赫赫的人物，如段祺瑞、閰錫山，甚至神來一筆載入了朱德的英雄啟

蒙歷程，不過，詳讀文本的敘述卻展現出另一與眾不同的史觀，值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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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與五四運動，已屆滿一個世紀了。在這個世

紀中，中國歷經了革命與戰亂，內憂與外患，當然在這之中，中國也逐

漸蛻變、茁壯成長，終於摸索出自己的道路，在二十一世紀昂首闊步，

邁向復興之路。但是，在百年前這場世界大戰中，中國的角色和定位，

以及當時牽動到國內的各種運動、革命，又是一個怎樣的脈絡和軌跡？

這本書的出版，要討論和闡述的一個重要觀念：現代中國是從何時

拉開序幕的？我們將聚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的參戰與所發生的一連

串效應上。這場戰爭中中國有着怎樣的重要性？對協約國的勝利，又有

怎樣的貢獻和影響？一戰所引發的最大歷史洪流 — 俄國紅色十月革

命，對當時的中國有着怎樣的啟示和影響，尤其是在五四運動的全國覺

醒下？而中國在西伯利亞、外蒙、西藏等地區的變化和爭論中的立場和

努力過程又是怎樣？

西方對於一次大戰的相關研究已經很多，比較被中文世界所熟悉

的，如弗格遜、富勒、李德哈特，甚至邱吉爾的回憶錄等等。 1 幾乎可

說，這些歐洲人在描述這段歷史時，所投入的感情以及論述的深度是非

常可觀的。弗格遜就直接了當地告訴所有讀者，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重要性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2 其他幾人雖然沒有這麼清楚明白地說，

但是基本上也都在著作的內容中明白地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實

際上導致了下一次大戰的發生，所以二戰可說是一戰的延續，一戰後建

構的集體安全體系的最終失敗，以及大相徑庭的意識形態，諸如法西

斯、納粹、蘇維埃、殖民主義 …… 等等的對立與排斥，終於導致新一輪

更為慘烈的大戰登場。這些親歷或者專注研究兩次大戰的學者、軍人、

政治領袖，都代表了兩代歐洲人對於這兩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創

傷，以及為歐洲文明的殞落而悲痛。歐洲在兩次大戰的破壞和殘殺，使

得世界霸權拱手讓給美蘇兩強，並且淪為兩強冷戰下撕裂的工具達四十

餘年之久。

在這些西方人的筆觸下，中國於這場一次大戰中自然只是在各種記

錄中偶爾出現的幾個字而已，似乎無關輕重。所以我們今天該追尋與呈

交關係，甚至是詮釋了中國人當時的日耳曼情結。這或興許也是呼應了

當今的德國在歐盟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總之，兩位作者的嘔心瀝血之作，圖試為中國在二十世紀的英雄試

煉之旅，展現另一新視角的探究，在義理、考據與辭章都屬上乘之作。

秉着史家之筆的態度，用敬意，更用溫情譜寫這段中國現代史的樂章！

我們更期待兩位年輕的歷史學作者能再接再勵，為讀者們再續寫歷史

篇章。

吳昆財

台灣嘉義大學歷史系教授

2021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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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屬於中國人自身角度下詮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且採用有力的實證

與檔案資料，還原這一段史實，一方面為了填補一塊空白，另一方面且

爭取一些對話。1914 年，在大戰爆發的當口，中國已經換了不一樣的光

景。一個新生而且脆弱的民國剛剛建立，大總統私心自用，妄圖稱帝，

其他各黨派勢力彼此衝撞，甚至鬥爭，國步依舊艱難。大總統死後，軍

閥大戰，南北分裂，不論怎樣衡量，這個中國都沒有參戰的條件。但是

由於各種機緣際會下，中國人卻在此時加入了英法意俄與隨後的美國組

成的協約國陣營。而這個參戰案，是民國的第一次對外宣戰案，也是繼

上次那場 1900 年荒唐的對外國宣戰後的又一次，其造成的影響為何？對

中國有什麼利弊得失？這是本書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另外，我們也會

提到一個奇特的國家 — 奧匈帝國，這個國家在大戰後消失，其與中國

的關係為何？

其次，中國在戰爭中的角色與貢獻為何？中國當時各派系的軍閥

擁兵自重，數目不少，但是這些裝備與訓練貧弱的軍隊，無論如何都不

堪派到歐洲戰場上作戰。然而段祺瑞政權向日本借款與訂約，使得國權

受損，號稱編練的參戰軍是否真的完全用在內戰上？再者，近年歐美和

中國境內被廣泛關注的一戰焦點有兩個題材，一為十四萬華工的身影，

一為境內收容所的設立。華工的出現，在歐洲戰場的壕溝火線上刻苦耐

勞，克勤克儉，甚至搶運傷員、救死扶傷。其實早在 1920 年，西方世界

就已經有聲音認可十四萬華工的付出：「大戰的爆發導致東西方文明的直

接交融，是此次大戰爭的一個最令人稱奇的經歷。」3 無可否認，華工的

貢獻不僅僅只是參與了這次西方文明的救贖，他們更讓中國這個古老的

東方大國，以嶄新的姿態進入國際社會。同樣地，宣戰前後中國境內共

設立了八所戰俘收容所，以人道立場來處理德奧戰俘的優渥待遇，則是

給予世人一個全新的面貌，顯現中國人迫切地要融入世界先進的文明體

系內。

其三，中國軍人是否有個別案例到歐洲戰場展現英姿？當時列強在

華都有租借地，自然可能招募、或者有華人自願加入歐洲軍隊作戰。本

書將其中兩個著名案例呈現出來，並且論述他們不可抹滅的事跡和貢獻。

其四，這段時間因為歐戰震盪的餘波，以及中國自身革命與動亂下

的各種因素，國內許多大事也因此併發。日英聯軍攻陷了德佔膠州灣，

卻於戰後列強的秘密外交的骯髒手段下被日本變相強佔。這其中包括了

中日二十一條的事件，以及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努力和表現，雖然結

果不盡如人意，但是也的確收回了德奧租界，維護了國權。這些對於翻

轉後來中國的處境，進一步維護國權，廢止不平等條約，都有重大意

義。本書也將討論這些事件，以及在這個時期中國對於自身邊疆的完整

與領土權益的各種談判及其得失。戰爭行將結束時的西伯利亞干涉，中

國軍隊參與其中，我們亦可以加以檢視。

其五，五四運動的勃興，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萌芽，無疑是中國近代

史的大事。社會各階層的覺醒，以及以北京大學為核心的知識界，在巴

黎和會冠冕堂皇的外表下隱藏的各種暗流所產生的痛苦覺醒。而蘇聯十

月革命的成功，第三國際的建立，也給了中國知識份子啟發和震撼。中

國共產黨的萌芽、建立與發展，也在這個時候驟然而起，孕育並負載了

新一代百姓的希望。

第六，我們在結論中會淺論兩個問題：如果中國沒有參戰，結果會

如何？若中國參與了德奧陣營而成為戰敗國，那結果會是怎樣？當然，

這是兩個假設性問題，但值得我們去思考，也可以反襯出在面對歷史的

十字路口，決策的得與失。

第七，德國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崛起的大國，並且迅速成為歐陸

霸權，與英國競逐第一工業強國。這種迅速復興的成果引起了中國的注

目，故由李鴻章主持的洋務運動開始，到民國時期的北洋強人袁世凱、

段祺瑞，國民黨的孫中山等人，都認為德國值得中國學習，德國的軍

備、法律、教育都讓中國朝野欣羡。本書將這種情況名為「中國的德意

志情結」。我們將在後記中做一次初步的探討。

正如前述，在一戰爆發的當口，中國的條件仍然非常艱難，如孫中

山在他的民族主義中所言的，甚至連殖民地都不如，為列強的公共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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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稱次殖民地。中國居於這種地位，遠由鴉片戰爭之後算起，近算

可以從辛丑條約為始。舊中國主權淪喪，在國際間無法以一個主權完整

的國家面貌出現，享有同等的權力。中國近代追求的一個重要民族復興

目標，也用孫中山的話來說，是為「世界各民族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

國參加一戰成為戰勝國，又以戰勝國姿態出席和會，會中據理力爭，寸

步不讓，這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一個重要標誌。探討這其中的轉變與

重要性，是我們撰寫此書的最大初衷。

最後，本書最希望展現與過去史學論述較為不同的觀點，是在不單

單拘泥於文字的表述方式。事實上，在二十世紀的當口已經有大量的影

像、文物等實證的留存或刊行。我們希望在討論中國的一戰史的時候，

能臚列文物、檔案與圖片作為佐證，豐富這些屬於中國人的故事，讓時

代感與視覺性同樣在本書中能展現出來。當然，限於兩位作者的才學與

能力，自然或有疏漏與不盡詳細之處，還望讀者見諒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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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背景與導火線

第一節　大戰的背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糾葛

十九世紀的歐洲，可說是西洋文明史上的黃金世紀。此時期的歐

洲人享有史上未有的文明高峰，物質的生產力與人文思想的邁進，都有

非常重大的成就。這一百年的時間裏，歐洲雖然也不是沒有戰火，例如

德國與意大利的統一，就是經過了幾次的戰爭，但這些戰爭大多時間有

限，作戰的地域也大多局限在交戰國家的部分地區。例如 1870 年至 1871

年的普法戰爭，作戰的範圍基本上就只局限在德法邊界地區，後來德軍

趁勝進佔巴黎，大多數時間也是圍城而不硬攻，對於城市的面貌以及平

民百姓的生命財產都盡量減少損害。所以，這百年來的歐洲，在海外廣

闊殖民地資源的掠奪，以及本身科技的領先成果下，昂首闊步，充滿自

信地傲視着這個世界。尤其與同時期的中國相比，這種優越感更是明顯。

但是，歐洲的自信與對人類文明的主導地位，終於在 1 9 1 4 年至

1918 年的大戰中成為明日黃花。第一次世界大戰（簡稱一次大戰、一

戰，或稱歐戰；英語：World War  I、WWI、Great War、First World 

War；法語：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la Grande Guerre）是一場

於 1914 年 7 月 28 日至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大戰，然而

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發生於 1914 年，但實際上卻是經過長久的

醞釀與激蕩，最後才產生的一個結果。英、法、德、奧、俄、

意等六強之間，百年來經過幾次的結盟與分裂，矛盾已經難以

化解。對於海外殖民地的掠奪，以及對於東歐局勢的分歧，更

是戰爭爆發的導火線。而東歐局勢的關鍵，莫過於因為一個奇

特的國家存在而顯得特殊，這就是奧匈帝國。另外，中國遠處

東亞，本是列強當時宰割的對象，但是這場名副其實的世界大

戰，卻使得處於山東半島的德國殖民地青島，成為東亞的第一

個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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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最終燃燒至全球，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被捲入這場戰爭，史稱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這場戰爭被直接

稱為世界大戰。由於主要戰場位於歐洲大陸，故此二十世紀早期的中文

經常稱之為「歐戰」。

歐洲何以會走向戰爭？尤其這樣一個文明理性的社會。當然，像這

樣的歷史大事必然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包含的原因非常複雜。

首先是殖民主義的競爭趨於白熱化。歐洲自地理大發現之後，開

始了海外的殖民事業，然而真正的高潮，則要到工業革命與拿破崙戰爭

結束之後的十九世紀，主要的工業化強國紛紛加入爭奪的行列。當時的

非、亞、拉美等國家，紛紛遭到了殖民侵略。其中，最有成果的當屬

「日不落國」的英帝國，在非洲、中東、印度、東南亞，均取得了廣大

的殖民地，廣大的市場與原料支撐了英國的製造業，強大的海權力量保

障其殖民利益。英國的成功，自然引起其他國家的競爭與覬覦，一開始

是同樣擁有強大海軍的法國，雙方在北非、中非、近東等地區都時有矛

盾，而 1889 年的「蘇丹危機」（又稱法紹達事件［ Fashoda Incident  ］），

使得英法之間幾乎引發戰爭。同樣的，在中亞與近東，俄羅斯帝國不到

四十年間併吞浩罕諸國，並且一度佔領中國新疆的伊犁，同樣與在阿富

汗及波斯擴張勢力的英帝國發生衝突，雙方局勢也是一觸即發。

但是，德國的加入競爭，又使得這個局面更加緊張。德國在威廉二

世即位之後，一改過去俾斯麥時代的保守穩健作風，大力在海外發展自

己的殖民事業。尤其在東亞，先與俄法干涉日本使之歸還遼東半島，又

成功取得了膠州灣與山東半島的路礦權。德國強大的工業基礎，以及蒸

蒸日上的海陸軍力，都使得這時候的英國感到腹背受敵。 1  在十九世紀

中葉，德意志地區仍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由三十多個大小不一的

日耳曼人小邦國組成的「日耳曼邦聯」，分裂狀態造成德國國內市場經

濟無法發展（因為各邦關卡、課稅重重，商品無法自由流通），在歐洲

大陸也無法與其他列強鼎立，故其中最具實力的第二大邦普魯士為了建

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進而與奧地利、法國等列強爭奪歐洲大陸霸權，

便領導日耳曼邦聯，於 1870 年俾斯麥誘發法國開戰並擊敗法國。在這場

戰爭中法國大敗，御駕親征的法皇拿破崙三世（Charles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兵敗被俘。普魯士大獲全勝，後乘勢率各邦國聯合建立統一

的國家—德意志帝國。法國戰敗後，被逼簽下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所開

出條件非常苛刻的和約：《法蘭克福條約》，規定法國割讓阿爾薩斯－洛

林予德國，並賠款五十億法郎，普軍在收齊賠款前，可駐軍於法國。此

外，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一世的登基大典於法國的凡爾賽宮舉行，這嚴

重地羞辱了法國，挑起德法兩國之仇恨。戰後法國復仇主義盛行，德國

也處處防範法國報復，此亦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另一主因。

歐洲原本有日耳曼與意大利半島兩個沒有形成統一民族國家的地

區，可以作為各王朝在彼此勢力上折衝的籌碼。但是自 1870 年代德國與

意大利相繼統一之後，這兩個緩衝地帶突然變成兩個強國，整個歐洲的

政治生態發生丕變。剩下還能作為緩衝籌碼的地區，就只剩下巴爾幹半

島。自十五世紀巴爾幹半島一直由鄂圖曼帝國統治，但自十八世紀末鄂

圖曼帝國開始衰落，在巴爾幹半島內各個民族紛紛爭取獨立，加上巴爾

幹半島位處歐亞交界，其重要的戰略位置引起歐洲各國介入半島內的事

務，故被稱為「歐洲火藥庫」。

第二節　歐洲兩大陣營的形成

1878 年柏林會議後，多個巴爾幹半島國家取得獨立，俄奧兩強則各

自分贓。但各新興小國為了各自的利益而發生兩次巴爾幹戰爭，卻使得

奧匈和俄羅斯的衝突加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伏筆。奧匈和俄羅斯

本來友好，但在 1877 年俄羅斯因支持保加利亞獨立而向鄂圖曼帝國開

戰，協助保加利亞獨立，戰後召開討論巴爾幹問題的柏林會議，親俄的

保加利亞版圖大大被削，而奧匈帝國則從鄂圖曼帝國手中取得赫塞哥維

納、波斯尼亞的管理權，拓展了在北巴爾幹的影響力。這令俄羅斯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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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慌，因為認定奧匈的背後就是柏林的力量在支持，俄羅斯之後試圖以

支持塞爾維亞來對抗奧匈帝國的擴張。此後，奧俄的衝突加深。奧匈帝

國境內本來就有大量的斯拉夫民族，而其政治地位又遠不如日耳曼與匈

牙利人，俄羅斯帝國的「解救斯拉夫的小兄弟們」的口號，使得維也納

無法自安，隨時都有被肢解的危機。

在這種劍拔弩張、暗潮洶湧的情況下，進而推使了列強相互結盟。

德國因為在地理上兩面受敵，因此採取結盟政策，以孤立法國。德意志

帝國、奧匈帝國及沙俄帝國本來結成三帝同盟，可是後來在 1878 年柏林

會議上，俄羅斯因巴爾幹半島問題，而與奧匈帝國發生利益衝突。在奧

俄無法兼容的情況下，1879 年德國選擇與奧匈締結秘密的德奧同盟。此

外意大利在爭奪北非突尼西亞失敗，讓法國在 1881 年兼併該地。為了爭

取支持，意大利、德國和奧匈帝國結盟，是為三國同盟。

俄羅斯得知德奧兩國簽訂德奧同盟後，十分不滿。但俾斯麥是一個

老練的政治家，為了保持與俄羅斯的良好關係，於 1887 年與俄國簽訂

《再保險條約》。可是俾斯麥在 1890 年下台後，新任德皇威廉二世不想維

持俾斯麥定下的同盟制度，任由條約終止，而選擇只與奧匈為盟。法國

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趁德俄關係惡化時向俄羅斯提供資本，實現其工

業化後，在 1894 年與俄國結下軍事同盟，是為法俄同盟，於是歐陸出現

德奧與法俄兩個敵對陣營。

英國自拿破崙戰爭勝利後，恢復其稱為「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

不與歐陸國家建立長期的聯盟關係，這一點也符合德國的利益。至十九

世紀末，英國鑒於法國在埃及、俄國在巴爾幹日益擴張，威脅英帝國

前往遠東的貿易航道，故在 1887 年 2 月 12 日和意大利組成《地中海協

議》，互相保證維持地中海、亞德里亞海及黑海的現狀，而意大利則支

持英國在埃及的行動。經德國首相俾斯麥支持下，奧匈及西班牙均加入

協議，是為《第一次地中海協定》，同年 12 月，英、奧、意三國商定共

同維持近東現狀，對抗俄羅斯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影響，是為《第二

次地中海協定》，不過兩次協議沒有明確規定英國承擔具體的軍事義務，

故英國並未放棄其光榮孤立政策。英國着手在歐陸尋求盟友。原本關係

不睦的英法在 1904 年簽訂《英法協約》，但此協議並非軍事同盟，而

是一項解決兩國有關殖民地糾紛的協議，不過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機中，

此協定充分反映英法堅定的合作夥伴關係。法國之後鼓勵英國與俄羅斯

結盟，直至日俄戰爭俄羅斯被英國盟友日本打敗，英國才放下對俄的戒

心，雙方終於在 1907 年結束其殖民地糾紛，簽訂《英俄條約》。

同年，法國、英國和俄國有感德國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擴張，是

以組成三國協約。至此，英法俄與德奧意兩大同盟，彼此在歐洲相互對

峙，大戰的條件日趨成熟。

第三節　軍備競賽下的劍拔弩張

英國為保持海上力量優勢以維持安全，在 1905 年開始建造無畏級

戰艦，並在 1907 年德國開始建造無畏艦時，推行二對一的海軍政策，

即保持自身無畏艦數量為德方之兩倍。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後，更聯同

法俄兩國實施三國海軍聯防，即英國在北海、法國在地中海、俄國在波

羅的海分別對付德奧兩國海軍。在陸軍方面，由 1880 年到 1913 年，德

國常備軍由 42 萬擴充至 87 萬；法國則由 50 萬擴充至 81 萬；俄羅斯也

準備由 80 萬增加到 230 萬，最後雖未達標，唯其陸軍已有 140 萬，乃全

歐之冠，不過其質素甚為低下，戰鬥力存疑。奧匈的軍隊由 47 萬擴張

至 85 萬，步兵質素一般，但重炮部隊質素全球第一。意大利由 20 萬擴

張至 35 萬，而無論步兵和炮兵質素皆不及德法，與奧匈相差不多，數量

上不如奧匈。2 最後美國也響應歐洲局勢緊張而把軍隊數由 3 .4 萬人擴張

至 16 萬。

總體而言，法俄兩國的陸軍一但在戰爭爆發後能動員的數量，還是

超過德奧許多。意大利對於德奧而言，並不是可靠的盟友，甚至不如土

耳其，而奧匈帝國的部隊裝備雖然不差，但是內部民族成分複雜，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