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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為謀求在華商業利益與對華影響而提出

的；也有學者認為它是英國為保護其在華商業利益、協調列強在華衝突而形成

的一種實惠政策1。但整體而論，學界對此議題的反應比較冷淡。本文擬通過對

新、舊史料的爬梳，為進一步敘述與正誤影響近代中國變遷至深的門戶開放政

策提供線索。

一　列強攫取在華利益的兩種策略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國際地位急轉直下。英、法、俄、德諸國競相謀

求在華商業利益與其他特權，美國也開始將其觸角伸向遠東。在這種形勢下，

中國面臨被蠶食瓜分、喪權辱國、利源外流的局面；避免被瓜分與謀求統一獨

立富強，就成了清朝當務之急。對列強而言，在華謀利的策略可粗分為兩種。

佔有商業優勢的英國，主要是保持既有的優勢，並致力於擴大其貿易範圍；其

他列強則力圖削弱英國的地位，增加自己在華的貿易份額，追逐貸款、路礦等

其他特權。為此，各國紛紛在華攫取勢力範圍、港口和租界地，並呈現出兩種

不同的趨勢。一種是英、美、德等商業強國，特別是英國，企圖利用條約權

利，維持「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反對各國排他性獨佔，倡導保持中國領土完

整，致力慫恿各國衝破中國國內各種束縛來增加貿易機會，但不反對各國在某

一地區擁有優勢，只要該地商業開放。另一種是俄、法等商業競爭力相對較弱

的國家，她們更加傾向於劃分勢力範圍，在勢力範圍內，本國享有優惠的商業



58 百年中國 政策以及築路開礦等權利。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集團自知僅靠本身力量是無法

保E領土完整和發展民族經濟的，因此在外交上繼續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傾

向於以英國為首的門戶開放政策，希圖藉此力挽危局。

眾所周知，英國是當時的遠東商業霸主，操縱了80%的對華貿易。1890年

代，這種優勢受到俄、法、日等國的挑戰。甲午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日本

的欲壑；俄國在興建西伯利亞鐵路後，希圖控制中國的陸路貿易，以與英國控

制的海上貿易相抗衡，此外還想在華北享受特別的優惠政策，佔據一個不凍港

作為遠東據點；法國控制越南、柬埔寨、老撾之後，要求在中國雲南、兩廣享

受貿易優惠，復蘇其日益衰落的對華貿易。俄、法傾向於尋求一種排他性的領

土控制方式，與英國謀求公平競爭的自由貿易政策相背。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

頓說：英國的目標僅僅是確保整個中國向外國貿易開放，所有國家都應該在平

等的基礎上參與這一貿易2。

二　英國主導對華三原則及法俄挑戰

以英國為首的條約口岸體系所體現的「機會均等、利益均沾」思想，始於

〈虎門條約〉，後經1858年的〈天津條約〉重新確認，從而成了列強在華共同合作

的基礎。英國一向密切關注遠東事務，詳察各國意圖是否與英國相同3。英國

對列強而言，在華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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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力保中國自主」視為第一要事4，主張設法「保全中國、振興商務、輯睦

眾邦」5。英國意識到列強擴張可能導致中國疆土四分五裂而帶來危害，她曾

警告說：中國各地，包括東三省，「不論寸土一民，皆不許人蠶食」6，中國

應「全境通商，均沾其利」7。1898年3月，寇松闡述了英國對華政策的三項原

則：一、維持中國的完整和獨立；二、自由貿易；三、保持英國在華的條約

權利8。

法國在華南對英國的政策發起了挑戰，希望在中國南部樹立權威以與「俄人

南北，互通聲息」9。但法國在法紹達衝突中認識到：當德國在旁虎視耽耽時，

任何與英國的對抗都是徒勞無功的。1898年8月，法國保證在華南取得的任何商

業或鐵路租讓權均與英國共享，英國從而保住了自己的基地。

俄國的擴張令英國頗感棘手，於是英國開始積極地尋求別國的合作。張伯

倫（Joseph Chamberlain）建議趁俄、法之事將成未成之際，「亟與美利堅、德意

志、日本三國訂立互相維持之約，而與俄羅斯、法蘭西二國和衷商訂，共視中

華全境為各國公利之地」bk。1897年，英國建議與美國聯盟，共同「敵俄」bl，並

在歐洲諸國中獨持異議，支持美國侵犯西班牙屬地bm。1898年7月30日，更在倫

敦成立了英美聯合會bn。英國的建議馬上得到美國支持。當時美國在華商務前景

已緊隨英國bo，美國商界在紐約組織了美英聯合會以示支持bp。美國輿論界則紛

紛主張「兩國速聯合，以抵俄人」bq。美國政府因美西戰事需要英國支持，就加

拿大爭議與英國簽訂了和約br，但此時美西戰爭箭在弦上，美國尚無暇顧及在華

的具體事務，因此，除了口頭上肯定英國的建議外，並未有多少具體行動bs，僅

只通過駐英公使田貝表示：利益均沾，我美在華商務已十分自便，沒有必要

獲得一通商口岸bt。英國要求各國在華門戶開放、利益一體均沾的建議，馬上得

到了日本的支持，日本駐英公使矢野說：「英人所見甚公，敝政府當援以為

例。」ck德國是當時新興的工業國家，對世界商品市場的攻勢咄咄逼人，可是她

在中國的利益不大，而在山東的優勢也須假以時日才能見效。德國在山東的行

動曾引起英國的誤解，雖然它的目的是把膠州變成一個商業據點，促進山東貿

易cl。不過英國不久認識到德國此舉與俄、法不同，德國是站在捍E自由貿易政

策一邊的。所以英國建議一提，德國外相就表示：「英人在中國東方作為，深合

德人之意，我德人務協力相助。」cm1898年9月，英德還簽訂〈赫爾戈蘭．桑給巴

爾條約〉，協調在非洲的殖民活動。相對弱小的意大利，自知無力在海上與英國

作對，也馬上表明自己「願與英國合力經商，同沾亞東利益」cn。意大利在三門

灣開闢條約口岸，擴大在華貿易之舉，也得到了英國的支持co。英國的「門戶開

放、一體均沾」建議得到了上述各國的響應與配合，而這種配合本身的商業色

彩，往往多於政治的考量。英國指出互助之盟，「必以通商二字冠其先，非聯盟

互助比也」cp。

1897年12月23日，英國聲明其在華的最大利益在於在一切地方進行無限制

的貿易，它應該盡可能地阻止建立勢力範圍（Sphere of Predominance）cq。英國

從來沒有承認過勢力範圍，也從來沒有否定過利益範圍cr，只要列強不侵犯任何

現存的條約權利或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英國就不會反對她們在中國形成優勢

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當俄國在北方步步進逼，佔據港口時，索爾伯利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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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初，以張伯倫

為首的強硬派促成政

府警告俄國：為保持

門戶開放，英國將不

惜訴諸武力。1899年

4月9日，英俄聯合聲

明「互泯爭端⋯⋯合

保 中 國 全 體 及 自

全」。但這不過是英

俄在中國激烈爭奪、

暫時妥協的產物。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al-Cecil Salisbury）首相說：英國只關心俄國的優勢

範圍是否對英國貿易開放cs。如果各國在華只是爭奪商業利益，英國並無不滿；

她甚至歡迎各國採取措施，迫使中國開放更多的條約口岸、取消更多的貿易壁

壘ct。英國對德開膠州、意開三門的溫和反應就是明證。英國自身也通過獲得晉

豫礦產讓與權和山海關至牛莊的鐵路貸款來經營在華北的優勢；為了抵銷俄國

在旅大的地位，英國還租借了威海E。法國獲得雲南兩廣路礦的讓與權、比利

時與美國分別獲得蘆漢鐵路和粵漢鐵路的修築權等利益優勢，都沒有違背門戶

開放下的優勢範圍政策。

俄國的行動令英國難以招架。俄國認為中國華北各省（包括整個滿州、直隸

省和中國土耳其斯坦）都是她的活動範圍，不允許有任何他國的政治勢力

存在dk。英國只同意俄國在門戶開放條件下形成商業優勢，獲得優勢範圍，這是

俄國不能接受的。俄國希望建立勢力範圍，並在此範圍內享有商業與政治上的

優越條件dl。很明顯的，英國對俄國控制的陸路貿易鞭長莫及，以致她無法有效

阻止俄國的勢力擴張。但是，作為俄國盟友的法國無法在華南有力的呼應俄

國，她也無力在海上與英國競爭，因為到了1899年，英國仍佔有世界商船總噸

位的51.14%dm。反觀英國，由於有美、德、日、意等國在外交上的支持，使其

推行的優勢範圍政策得以落實，美國還聲明：中國利益，乃不容一國獨佔dn。甲

午以來，中國南方出口貨品只有絲、茶兩大宗，商務日漸減色；北方出口雜貨

則種類繁多，有增無減，因此，英國認為華北於「商利甚緊要」do。

三　英俄簽協定，中英關係陷低潮

為了暢通無阻地自由貿易，英國呼籲達成一項英俄諒解，但俄國置若罔

聞。1898年初，以張伯倫為首的強硬派促成政府警告俄國：為保持門戶開放，

英國將不惜訴諸武力dp。面對英國的強大壓力，俄國意識到僅靠外交辭令的搪塞

已無濟於事，被迫來到談判桌與英國共商大局。

1899年4月9日，英俄聯合聲明「互泯爭端⋯⋯合保中國全體及自全」dq。

4月28日，英、俄以換文的形式達成一項協定，至此，英國的門戶開放、利益均

沾及優勢範圍政策得到俄國承認。美國認為英俄協定的第一特點在於使各國在

華「通商惠工、毫無阻滯」dr。但這個條約實際上無損英國已形成的優勢範圍和

俄國已取得的勢力範圍，它不過是英俄在中國激烈爭奪、暫時妥協的產物。英

俄協定出籠，標誌ù由英國倡導，受美、德等商業強國擁護的門戶開放政策原

則上得到列強的承認，英國在遠東的優勢地位再次得到肯定。英國亦以為「他國

亦同信此洞闢重扃之善法」，並為此歡呼雀躍，認為藉此可消「萬國妒忌爭勝之

心，保全商局，又可使華地速興」ds。

中國在這次盤根錯節的交涉中，基本上是站在英國一邊的。1896年〈中俄密

約〉昭揭了俄國的無限貪婪，光緒帝對此大為震怒dt，李鴻章聯俄制日的外交策

略遭到嚴重挫折。張之洞、李秉衡（山東巡撫）等也上奏：〈中俄密約〉，中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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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太甚，請改議ek。傳媒界還連篇累牘地譯刊列強瓜分中國的言論，刺激清廷採

取救亡圖存的措施el。但清廷明白，如欲避免瓜分，「須與他國聯盟，方能有

濟」em，於是開始與英、美、日諸國密商救時之策。由於英國鼓吹中國領土完整

和貿易開放以維持中國現狀，很快成了清朝的首選外交盟友。1898年初，李鴻

章表示：「我朝所以保持中國疆土，無非欲逐漸整頓，大開門戶，與各國通商貿

易耳。」en不久，中國駐英公使羅豐祿在倫敦商業大會上說：「今之時局日更，

各國貪戀土田，爭思染指，獨幸貴國志在通商」，推廣中英商務，則「獲其益

者，良非淺解也」。他更褒揚英國為識時務之俊傑eo。清朝尋求外援的首要目的

是「保各國之助我拒俄」ep，這成了中、英交密的強力黏合劑。聯英不但是中央

的策略，它還是地方的策略。面對「洋人脅求無厭，中國疆土瓜分」，福建道監

察御史文悌上書朝廷，奏請清廷不要「坐視危亡」，盡速「聯英拒俄」。為促成

中英聯合，他慨然表示不惜因此為國捐軀eq。美、日兩國也在道義上支持中國。

美國曾表示「頗有愛惜中國之意」er，實際上成了英日同盟「一個不聲不響、不具

名的伙伴」es；日本主張對中國「不可要索太過，須使維持中國今日之時局」et。

清廷在積弱日甚，面臨各國吞噬的情況下，除了接受門戶開放、忍受利源外流

外，實很難找到有效維護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的辦法。在英國的支持下，總理

衙門曾表示：「無論何國索地，概不再讓」fk。清廷容許對外門戶開放、利益均

沾，並不意味ù她對此全盤接受。清廷對優勢範圍政策特別是路礦讓與權持保

留態度，因為任何政府都不會心甘情願地出讓本國利源。

英國以為一紙英俄協定，就可以開通中國商務，並藉此保護中國對外門戶

開放的現狀。實際上，英俄協定帶來的不是和平與協作，而是爭吵。清政府清

楚認識到這項協定的嚴重意義，李鴻章也看出這意味ù對中國的瓜分fl。清廷鄭

重聲明：「揚子江一帶、長城以北，乃中國土地，權在自主。」fm

英俄協定使美、德、法諸國輿論大譁。他們認為受了英俄的愚弄，把它與

掀起第二次瓜分非洲狂潮的1884年柏林會議相提並論，是刺激列強瓜分中國欲

望的協定。紐約風傳各大國可能「派出大臣會商地球全圖，或仿前在德柏林瓜分

非洲故事，預將華地隸各國，而一一改圖染色」fn。法國有人認為「中國如昔日

之非洲，各國皆注目焉⋯⋯且華地之美於非地者，不知凡幾」，主張把各種在華

利益先吞入腹中，擴大在華勢力；並援德、英之例，在華北沿海「得一地以匡扶

北京使署」fo，叫囂「中國已可分也⋯⋯分中國者，誠易易也」fp。這些輿論沒有

轉化為各國政府的言行，英、俄自不待言；美國表示「於中國通門之善法視為無

礙」；德國則與美國「同心」fq；法國因越南「食而未化」，不能再「誘而貪地」fr，

主張維持中國「於各國交通而華門不閉一扇」fs。但是在西方社會，輿論的力量

畢竟能左右政府所欲推行之政策。

英、美雖積極維持中國現狀，中國也需要尋求外援，但在此前後發生的幾

件事情使中、英關係陷入了低潮ft。一是英國為康有為提供政治庇護，並指使駐

華公使賽納樂對北京通緝康有為一事提出抗議；二是英國對清廷囚禁曾經負責

給與外國讓與權的官員，特別是豫本公司總裁吳式釗，表示強烈反對，此舉引

起清廷的敵意；三是英國政府阻止廢黜被幽禁的光緒皇帝，這也引起西太后的

不滿。

1896年〈中俄密約〉

昭揭了俄國的無限貪

婪，傳媒界連篇累牘

地譯登瓜分中國的言

論，刺激清廷採取救

亡圖存的措施。由於

英國鼓吹中國領土完

整和貿易開放以維持

中國現狀，很快成了

清朝的首選外交盟

友。

英俄協定使美、德、

法諸國輿論大譁。他

們認為受了英俄的愚

弄，把它與掀起第二

次瓜分非洲狂潮的

1884年柏林會議相提

並論，是刺激列強瓜

分中國欲望的協定。



62 百年中國 四　後來者居上，美國促成門戶開放政策

與英國相比，中美關係則一直處於良好狀態。伍廷芳認為：「在所有國家

中，中國最信任的是美國」gk，他奏請清廷「借材異地，當以美國為宜」，因為其

他大國「惟啟釁是務」gl，而美國則連一個在華商業據點都沒有。這為美國將英

國策劃的門戶開放政策以照會的形式再次通知各國開啟了契機。

美國在美西戰爭時對遠東事務採取超然的態度。戰爭結束後，美國商人追

逐遠東利潤的欲望大大增加。1899年5月，一位美亞通商會會員建議美國「亟宜

洞闢其重扃，毋任閉一扇之商門」，並與英國或日本聯合行動gm。美國總統麥金

萊（William Mckinley）也認為在華工商事務大可擴充，並派遣代表團專程赴中國

查探商務gn。分割的中國顯然會損害美國的貿易，因此美國棉業商人力促政府重

申門戶開放的堅定立場；美西戰爭後一年內，美國輸華棉布由11,500萬碼激增至

22,100萬碼go。

清朝擔心列強再次提出租界或優勢範圍等要求，故密切注意美國和歐洲政

局的發展，因為「北京恐怕美國的行動是最後的表示──支持或反對──決定中

國的命運」gp。伍廷芳說：「保持『門戶開放』正符合她〔中國〕的政策」gq，「事實

上，中國在國內與外國人簽訂的條約，在許多方面比國際慣例所要求的優惠範

圍還要大」gr。所以，一

如伍廷芳所見， 重申門

戶開放對中國並沒有實

質的損害；相反，中國

還可以要求「享有與其他

國家同等的待遇」gs。這

個政策對美國的意義尤

其重大，她可為中國提

供緊缺的資金和技術，

而中國又能向美國提供

急需的市場，兩國經濟

存在ù密切的互補關

係。伍廷芳擔心門戶開

放政策失敗，為此他在

1899年8月親自拜訪美國

國務卿海約翰（J o h n

Milton Hay），請求美國

在「精神上支持中國為保

持領土完整奮鬥⋯⋯警

告各國不要再侵犯中國

的領土」gt。此外，傳教

士李提摩太也向英國執

政當局及海約翰建議，

圖為當時掌管全中國

海關事務的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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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先訂不佔華地，不侵華權之約」hk。

美國政府其實不願中國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但由於美國對中國事務比

較陌生，除了聲明「美國之對清政策，在不欲中國之瓜分耳」之外hl，始終提不

出具體的方案，最後更走上與英、德、日合作的道路。英國一直誘使美國共同

切實推行門戶開放政策，美西戰爭結束後，英國加緊活動。英海軍大將貝思福

曾致信海約翰，切盼「有關在華門戶開放的商業同盟，能夠變成既成事實」hm。

不久，貝思福著成《保華全書》，詳細闡釋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門戶開

放、利益均沾的基本內容和重要意義。一時之間，《保華全書》被西方商業強國

視為指導在華政策的圭臬，「不但英人快於先睹，即歐洲各國及異洲之國，亦無

不樂持明鏡，藉指迷津」hn。1899年6月，該書被譯成中文。與此同時，曾在當

時主管中國全國海關事務的赫德（Robert Hart）手下任第二把手的賀璧理，與海

約翰的對華事務顧問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打上了交道。通過柔

克義，賀璧理力促美國盡其所能實行門戶開放，「於是海約翰決定採取一個有

助於正在迅速關閉的中國市場、確保美國商業利益的勇敢行動」ho。1899年 8月

17日，賀璧理在致柔克義的信函中擬出具體的美國對華政策方案。後來柔克義

據此起草了一個照會，其核心的三點方案，幾乎一字不改地來自賀壁理的函

件hp。這個照會，海約翰並未參加起草，而是「他的助手不看現貨就在那年夏天

從華盛頓附近一個英國人手T買來的」hq。所以，美國也承認：「美志猶英志

也」，美國「惟以英之志為志，而不願易其故步也」hr。可見，美國在策劃門戶開

放照會上並沒有甚麼新內容，只不過是在英國導演下的鸚鵡學舌而已。

美國切盼中國門戶開放、利益均沾，但由於國內孤立主義抬頭，故不急於

「強預華事」hs；加上俄國態度曖昧，美國更不敢冒然行動。俄國根據中東鐵路

合同取得的減稅和自定運價的特權，使她在滿洲擁有絕對的勢力。如果美國與

某國聯合，公開挑戰各國在華的特權，那就可能遭到俄國激烈反對，所以美國

慎言慎行，並不積極採取可能「自縛其足」的措施ht。這時，伍廷芳再次表示：

「中國甚願見美國不願分華之意，中朝亦甚願助美以推廣商途耳。」ik俄國在遠

東的外交上比較孤立，而且美國溫和的門戶開放也難以動搖俄國在滿洲的強大

優勢，因而基本上持觀望態度。原俄駐華公使喀西呢轉任駐美公使後表示：「俄

甚願保華以洞闢重門，並願美國在華之同沾商利耳」il。美國商界再次稟告議

院：中國地大人多，是堆積如山的美貨之最佳市場；南方諸邦的棉花業主更急

於到中國擴大比在英國更為豐厚的利藪im。美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899年

9月到12月逐步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照會的，照會所要求的貿易平等，並沒有把

投資包括在內。由於美國「無欲得中國土地事」，伍廷芳認為此事「實於中國有

益」in，並感謝美國，表示「當達總署藉銘盛情」io。清政府希圖推行門戶開放政

策的努力，還體現在1899年12月所簽訂的〈中墨通商條約〉中。在這個條約T，

中國首次獲得了對等的最惠國待遇ip。

美國的照會得到了英國和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支持，俄國也原則上接

受。1900年，海約翰又發出第二次照會，表明「美國政府的政策在於謀求維持

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iq。美國開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關注亞洲事務。但是，

美國並不像當年英國為促使俄國接受門戶開放政策而不惜訴諸武力虛聲恫嚇；

美國在策劃門戶開放

照會上並沒有甚麼新

內容，只不過是在英

國導演下的鸚鵡學舌

而已。美國也承認：

「美志猶英志也」。美

國就是在這種情況

下，先後於1899年、

1 9 0 0年兩次發出照

會，促成門戶開放政

策。



64 百年中國 相反，美國要求門戶開放「卻決不為此而武鬥」ir，她甚至不擬在遠東單獨或與

其他國家聯合發表對他國有敵意的聲明去保證「中國的完整」is。當時，美國政

府並不想為實現門戶開放政策而採取任何實際措施。

綜上所述，門戶開放政策是在十九世紀末由老牌工商業強國英國所倡導

的，並得到新興工商業強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響應的貿易政策。他們認為只要

門戶開放，就能獲得更多的利潤，從而擴大自己的優勢；除此以外，他們亦視

市場競爭是增強自己在華商業地位的有效途徑。法國除了接受門戶開放外，沒

有多少回旋餘地。俄國原則上接受此項政策，同時又憑藉陸上地緣優勢攫取勢

力範圍。清朝面對瓜分豆剖，外交日形捉襟見肘，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傾向維

持門戶開放，以作為挽救時局的一種權宜之策；然而各國在華享有的路礦讓與

權等優勢特權，始終是清廷所不能接受的。以1899年4月英俄協定為界，十九世

紀末的門戶開放實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而這兩個階段的門戶開放政策實質上

是一致的，只是在第二階段，美國與中國顯得更加積極。

門戶開放不能掩藏各國貪婪的目的，也不能泯滅列強瓜分中國的欲望，它

是一種暫時的外交態勢。門戶開放也不能挽救中國危局，反而萌生出更慘烈的

危機。在1899年就有人指出：門戶開放使中國「直介乎水火之間，又如磨石之

中，艱難萬狀」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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