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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書題為「中國和美國──企業、技術與關係網」，係以一次大戰
爆發後美國在華企業活動，技術引進、商人和工程師的社群交往及
其帶動中國走向世界的思路鋪陳，時間下限為二戰結束後中美經濟
關係的重要指標──1946年中美商約的簽訂。本書雖援用了高家龍
(Sherman Cochran）專書所稱「中國關係網」(Chinese
Networks)一詞，但筆者所指涉之意涵不僅限於中國市場的經營、管
理和商業競爭的關係網，而是更趨近於國際史／跨國史研究中的多
層次關係網絡及其與近代世界體系的形構。本書主要利用原始檔案
，以具體實例探討上述題旨，主要方向有：一、一次大戰後留美知
識菁英社群在中美經貿關係的作用──以商人團體、中美工程師協
會、美國大學俱樂部等為主體。二、關係網作用──知識產權觀念
、標準化概念、科學化管理、以及帶動這些新式觀念的企業家和工
程師群體的專業化。三、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活動、戰時中美技
術合作以及戰後中美商約的演進，藉此探討南京時期的中美經貿與
技術合作的關係，以及近代中國走向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之歷
程。

中文關鍵詞： 中美關係、中國與美國、美國在華貿易、中美工程師協會、美國亞
洲協會、中國的國際化、國際史、近代中國與世界

英 文 摘 要 ： This book, titled “China and America: Business, technology
and Networks”, studies the activities of American
enterprises, technology, related businessmen organizations
and engineering groups in China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explains how these activities helped
establish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in the period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o 1946
when the Sino-American Commercial Treaty was signed. I
borrowed the term “Chinese Networks” from Professor
Sherman Cochran, but the scope of the term in my research
is much broader and include the areas dealing with
management and competition levels as well as complicated
network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rom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Using the original data and the
representative cases, this book will use the cases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na,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s of the returning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back from US after the WWI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The
book will also discuss the issu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ndardization,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professionalism of modern entrepreneurs and engineers in
influencing the  network making.  I will further explore
the activities of Americ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s marke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the
Commercial treaty of 1946 to show how the Nanking
government increased dependence on the American dominating



World economy system.

英文關鍵詞：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hips; China and American;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 International history; Modern China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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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研究計劃：中國和美國──企業、技術與關係網 

 

一、撰寫經過 

 本書雖是二年期計劃，後再多延長半年。事實上寫作的時間長達十年，大多成果為科技部歷年計劃之改

寫。已於 2019 年 8 月完成初稿，後送交聯經出版公司外審，目前已通過審查，正在排版當中，預計於 2020

年 5 月出版。非常感謝科技部歷年的補助。專書出版時題目改為《美國人未竟的中國夢──企業、技術與

關係網》，已於書中註明為科技部補助之成果。總計約近 26 萬字。 

 

   本書成果曾獲科技部各項補助，名稱和編號如下。 

(一)科技部學術專書撰寫計劃之研究成果： 

中國和美國──企業、技術與關係網,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3 -136 -MY2 (106-107 年度) 

(二)、科技部專題計劃補助，名稱和編號如下： 

1.96-97 年度，清末民初美國在中國的實業投資(II-II)，NSC 96-2420-H-259 -003 -MY2  

2.98-99 年度，美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與外交活動，1937-1941，NSC 98 -2410-H-259 -014 -MY2. 

3.100-101 年度，中美智慧財產權交涉與近代中國，II, NSC 100-2410-H-259 -036. NSC 101-2410-H-259 -046 . 

4.102-103 年度，外籍工程師在華活動之研究──以「中華國際工程學會」和「中美工程師協會」為分析,1901-1941,II 

MOST 103-2410-H-259-009 

5.104-105 年度，美國亞洲協會在中國，1898-1919，II ，MOST 104-2410-H-259-019- 

 

 

 

二、本書成果簡介 

本書關注近代中國從十九世紀末，對應一個初崛起於世界舞台邊緣的美國，到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舞

台的中心，藉由數項重要主題探討近代中國在國家治理的內外策略，以及美國人如何通過企業、技術及相

關的多元渠道，將中國拉入國際化的進程。這些案例分不同階段及其在中美雙邊國家關係中所代表的特有

意義，包括：中美知識產權之爭、美國商人和工程師群體、太平洋時美國在華企業和戰後商約等議題，詴

圖打破傳統政治外交史的框架，將政治、經濟、技術和文化等面向納入國際史的研究視野。 

本書目錄和緒章如下。 

 

 

緒論 

一、研究源起 

二、從跨國史和國際史視野研究近代中美關係 

三、中國與美國─企業、技術與關係網 

第一部份企業活動、國家治理與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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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末輪船招商局與美商旗昌洋行的交易 

前言 

一、美商旗昌洋行和招商局的早期歷史 

二、清法戰爭時期招商局輪船懸掛美國國旗的買賣 

三、宣戰、局外中立與中美關係 

四、招商局收回輪船──「正當交易」風波 

小結 

第二章清末民初中美版權之爭 

前言 

一、清末「中美商約」對涉外版權的首度約定 

二、美國控告中國書商與索取版權之案例 

(一)《邁爾氏通史》繙印案 

(二)《各國老幼書》等書籍案 

(三)《韋氏大學字典》案   

三、國際版權同盟與上海「萬國出版協會」 

小結 

第三章民初江南造船所成功打造美國萬噸巨輪 

前言 

一、穿越太平洋的中美海運的合作機遇 

 (一)大戰時期美國太平洋海運船舶的短缺 

 (一)民初中國發展遠洋航運的動機 

二、「江南造船所」承造美國四艘巨輪案 

  (一)合作源起 

  (二)合約議訂──中國如何替美國造船？ 

小結 

第二部份商人團體、技術組織與關係網 

第四章一種特殊機遇與多元關係網 

前言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美經濟關係的轉捩點 

二、中美經濟活動中的關係網絡 

三、美國政府的作用──1922 年「美國對華貿易法案」 

小結 

 

第五章在華商人團體的成立與轉型──「美國亞洲協會」與「中國美國商會」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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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在東亞最早的商人團體──美國亞洲協會 

  (一)成立背景與早期發展 

  (二)一戰時期的關鍵主張 

二、美國在華商會的演變與作用 

(一)「中國美國商會」的成立 

(二)兩會在華商務活動的合併 

(三)對中國參與國際商會和推動中美貿易委員會的作用 

三、「美國亞洲協會」的文化轉型 

小結 

 

第六章在華技術組織的成立與演變──中美工程師協會 

前言 

一、創立宗旨與會務運作 

二、中美工程師群體的關係網 

三、聯結中國與國際工程知識界的橋樑 

  (一)倡議工業標準化 

  (二)借鑑國際經驗──鐵路工程和水利工程之推動 

四、國際合作與中國工程師團隊的形成 

小結 

 

第三部份企業、戰爭與外交 

 

第七章中國抗戰初期美國在華跨國企業的遭逢 

前言 

一、關閉個案──美國大來青島分行 

(一)大來分公司在華北 

(二)日本航運政策對大來分公司的遮斷 

二、從「觀望」到「合作」個案──英美煙公司在華北 

(一)日本排擠英美煙公司的手段 

(二)從抗拒到妥協 

三、美國政府對日本的經濟制裁及其遠東外交策略 

小結 

 

第八章戰爭與石油──美國與戰時中國石油問題 

前言 

一、日本在占領區的石油戰略與美國的回應 

(一)美國政府面臨「霍伯森的選擇」 

(二)美國石油公司在華經營困境 

  1.德士谷公司 

  2.美孚真空石油公司 

二、非占領區中國的石油問題與美國的石油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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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國各地油田概況與石油輸入途徑 

  (二)美國參戰後的中美石油策略 

   1.動員美國石油公司 

   2.美國戰時石油管理局與中國政府的合作 

小結 

 

第九章戰後中美新經濟關係的建立──1946 年中美商約 

 
前言 

一、渴望重返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與商約之提出 

二、條約平等互惠原則和中美談判交鋒 

三、劍拔弩張的輿論戰 

四、條約權利、經濟立法與國際化命題的思考   

小結 

 

 

結論 

附錄： 

4-1：中美直接往來貿易統計表，1864-1928 

4-2：上海美國大學俱樂部歷屆主席，1912-1935 

5-1：美國亞洲協會歷屆主席，1898-1939 

5-2：中國美國商會歷屆主席，1915-1940 

5-3：第一屆中美貿易委員會委員和主管，1934-36 

5-4：1935 年遠東經濟考察團所錄「美中貿易員會」和上海「中美貿易委員會」名單 

6-1：「中美工程師協會」第一屆會務組織成員，1919-1920 

6-2：中美工程師協會會員人數 

6-3：1935 和 1940「中美工程師協會」會務主要成員 

7-1：美國大來公司、英國、日本與中國在青島的木材載運量(ex-yard )及市場銷售百分比，1932-1940 

9-1：據美國對華貿易法而成立的美商公司(上海)及其營業項目，1946 

 

 

 

表目錄 

表4-1：中美直接往來貿易對照表，1864-1928 

表4-2：旅華各國人民與行號統計表，1912-1922 

表 4-3：1921 年美國對華出口貨品與價值 

表 4-4：據美國對華貿易法而成立的美商公司(上海)及其營業項目，1928 年 

表 5-1：1927 年「中國美國商會」董事名單 

表 6-1：1922 年出席「中美工程師協會」年會之重要名單 

表 7-1：大來公司青島分行木材交貨量和市場占有率，1932-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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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各國輪船公司由青島至美國及加拿大載貨量比率，1936-1938 

表 7-3：英美煙公司及代理商頤中公司之卷煙裝運數(支)，1939-1940 

表 8-1：日本在山東的煤油進口量和市場占有率，1936-1939 

表 8-2：日本石油產品在青島的進口量及市場占有率， 1938-1939 

表 8-3：非占領區中國的石油裝運量輸入表(Petroleum Shipments into Unoccupied China)，1940-41 

 

徵引資料 

中英文對照表 

後記 

索引 



1 

 

 

 

緒章 

 

 

托辣斯實二十世紀之驕兒，必非以人力所能摧沮，此今世稍有識者所周知也。自今以

往且由國內托辣斯進為國際托辣斯，而受害最劇者必在我中國，然則我輩不能以對岸

火災視此問題也明矣。 

 

                                               ──梁啟超，1903 

 

 

 

 研究源起 

 

   1825 年橫跨紐約州北部，長達 365 英里的伊利運河完工，使五大湖和紐約市

之間的貨物運輸暢通無阻，運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應運而生。當時紐約州長德懷

特．克林頓(DeWitt Clinton)預言說，這條運河將使紐約市成為「世界的糧倉、商

業世界的中心、製造業的場所、重要金融運行的焦點」。懷特．克林頓的預言在

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果然實現，到了 1890 年代紐約成為美國托拉斯集團和大企業

的中心。不惟如此，一次大戰前後，美國大型管理一體化的企業通過大規模生產

和分銷系統，向世界市場銷售標準化與品牌化的商品，使美國大企業在全球競爭

中獨樹一幟。1920 年代的紐約早已是全球金融和工商業中心，以至於 1929 年華

爾街股市震盪，造成全球經濟大恐慌效應。1 

   二十世紀之初，梁啟超赴新大陸旅行。1903 年 4 月，在紐約目睹華爾街大資

本家掌控托辣斯(Trust)之盛況，梁啟超稱「此怪物者產於紐約，而其勢力及於全

美國且駸駸乎及於全世界」，使美國之資本在托辣斯支配下十之占八，且使美國

                                                 
1
 相關研究可參見：Stanely Buder, Capitalizing on Change: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Busines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2 

 

 

成為世界第一之資本國，初識資本主義市場的梁啟超頗表「嘻！豈不異哉，豈不

偉哉！」2但梁啟超更焦慮的是美國托辣斯可望演進成國際托辣斯；果如此，中

國廣大市場將受其禍害，中國人絕對不能有隔岸觀火的僥倖心態。美國大企業在

一次大戰後大舉向全球擴展，它對中國市場的經濟活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中美經

濟貿易的逆差和改變，確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美國大企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衝

擊，其結果未必如梁啟超所言將由托辣斯集團引爆禍患慘劇，但梁啟超可能是中

國最早實地考察美國華爾街，受邀為紐約商業鉅子座上賓，並為文呼籲中國不能

不予以重視托辣斯的知識分子。本書研究關懷的起點，莫不是梁任公遊記中的大

哉問，但做為嚴謹的學術著作，本書所致意關切者，則更須從歷史脈絡，上下而

求索。 

    美國因受益於第二次工業革命之惠，在技術研發不斷創新的基礎上，以及美

國大企業所創建的官僚化企業管理組織、管理單位的專業化、高效率和薪資差距

等特色，使得美國大企業得以向全球輸出，成為全球最早擁有最多跨國企業的國

家，跨國企業是美國成為世界政治經濟霸主並向全球輸出的最大特色之一。美國

跨國企業向海外擴張的歷史，以及伴隨著美國跨國企業的入侵而帶動的全球商品

同質化(homogenization)或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的過程，早為諸多經濟史大家

所討論，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美國跨國企業事實上並未帶來全球化，同時美

國化是一種建構的概念，世界並未美國化，也未全球化。3然而，英文學界迄今

的研究成果中，極少留意到跨國企業或大企業在近代中國的發展；如有，也多屬

全球化議題的宏觀論述而非具體對近代中國的實證研究。當今中美兩國做為世界

                                                 
2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台北：文海，1967年版)，頁13-19，詳細介紹美國托辣斯的歷史濫

觴起於1882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原書稱：洛奇佛拉)開創，接著有棉花、蒸餅、製糖等托辣

斯，甚至縷列了美國1899年以後設立的托辣斯資本表。提到托辣斯在美國被視為怪物妖魔，

美國政府立法禁止托辣斯之舉措，又言美國「政府務所以摧抑掃除，殆與現時中國政府之謀

摧新黨者(指：維新派)無以異」，頁18。 

3
 這方面英文專書的代表著作，如：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Alfred D. 

Chandler Jr. and Bruce Mazlish, eds., Leviathan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文學界的代表著作可參考：王立新，

《躊躇的帝國：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 1913-1945》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Visible_Hand:_The_Managerial_Revolution_in_American_Busines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Visible_Hand:_The_Managerial_Revolution_in_American_Busines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Visible_Hand:_The_Managerial_Revolution_in_American_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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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兩大經濟實體國家，它們在中國本土的最初相遇以及在全球化網絡意義

下的中美交會，是帶領筆者一步步追蹤和探索此一題旨的研究動力。 

    2012 年筆者所著《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出版之際，這本書已

悄然蘊釀。而且立意要有不同的視野來完成中國邁向國際化的續篇，現在這本書

已經呈現在讀者面前，距離前本書已有七年的時間了。事實上我對「企業、技術

與關係網」的關注和相關論文的撰述則早已超過十年。本文一些章節由於無法融

入前本書的架構而必須割捨，但也因為這樣的割捨使得自己的研究必須持續往前

推進。近代中美之間的發展有種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s)或美國人相較於其

他歐洲和日本國家可謂一種改良的帝國主義者(ameliorative imperialist)，此一想

法 Michael Hunt 等學者早已提出一些精闢的學術論述，筆者不能掠人之美。在學

術大家輩出的中美關係史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從多元原始材料找出別具意義

的研究主題和不同的研究路徑。前本書《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著

重於清末到 1920 年代中美兩國商務關係的建立和各種投資類型(跨國大企業的實

業投資、國際大財團鐵路開發、人道主義工程投資、跨世紀的無線電業工程及南

方大港等等)。這本書則是聚焦於美國人如何改變中國及其相關網絡的連結。如

何在中國的廣大市場獲得更大的利益，固然為驅使美國大企業前來的動力，但大

企業帶來商品、技術、管理方式、組織變革等等衝激；伴隨著大企業前進的各種

關係網絡──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等層面所交織的改變效應，我們看到美國

人對近代中國確實有種「改變中國」的夢想。本書探討的時間上限，在美國一方

為南北戰爭之後，美國開展國家大重建計劃(Reconstruction)，並探索美國在國際

秩序中的初定位；在中國則為清末以來的自強運動，在「以夷制夷」的國家治理

概念下，開展的對待「米夷」（美國）關係。下限則為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

崛起為世界經濟和政治霸主，有意在戰後新條約和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架構

下，貫徹其對自由市場的主張和理念。簡而言之，本書探討 1870 年代以來美國

人打開中國市場，並歷經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大企業及其關係網在中

國的遭逢、美國人如何改變中國的夢想，以及中國人如何通過中美兩國的合作和

交往案例，走向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之夢。4 

                                                 
4
 關於近代中國的國際化相關論述，尚可參考徐國琦的三本代表作。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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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國際史的研究更加勃興，特別是以跨國和全球視角的經濟史著作不停推

陳出新，有些著作容或觀點是新穎，但沒有紮實的文獻和材料為基礎，徒託空言，

並非歷史學者的職志。本書的撰述過程中儘可能網羅多元材料，立論於史料基

礎，同時希望將中美關係放置於一個更大的國際交往範疇，希望通過逐一個案的

具象考察，將研究視角放入近代中美交往中的企業、技術活動和國家治理的意

義。因此，本書緒章中先概述近二十餘年來關於跨國史和國際史的研究趨勢，以

及此一研究取徑對中美關係史研究上的突破口，接著介紹本書研究架構的安排，

以使讀者清楚理解本書撰寫之旨趣。 

 

從跨國史和國際史視野研究近代中美關係 

 

   1990 年代以後歐美歷史學界興起了一股全球史(Global History)風潮，在關注如何

書寫「全球時代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in Global Ages)之際，一種強調跨越民族國

家邊界的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視角也因應而生，許多研究著作將「全球

史」和「跨國史」兩者聯繫起來。5跨國史是一種研究取徑，在地的(local)、國家的、

帝國的和世界的歷史不僅是地緣政治上的相互影響，並且是一種跨越國境的聯繫

網絡；探求不同國家和社會相互連接的紐帶，包括跨國網路、生產和貿易、制度、

思想和過程等等，都是跨國史研究的範疇。近十年來跨國史研究聲勢在歐美頂尖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Xu Guoq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詳見Akira Iriye and Rana Mitter, eds., Palgrave Macmillan Transnational Series, 2007-201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Global Studies, http://www.lindenwood.edu/jigs/about.cfm, 擷取日

期：2017年4月15日。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中文著作中，針對全球史的研究趨勢，特別是新文

化史到全球史的文化轉向，詳見：蔣竹山，《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

化史到全球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2)，該書以物質文化、商品、飲食、

醫學、環境和知識傳播等議題為主的分析。蔣竹山，〈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詴論近來

全球史研究中的「空間轉向〉，《新史學》，第23卷第3期(2012:9)，頁199-228。蔣竹山編，《當

代歷史學新趨勢》(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收錄的相關論文。 



5 

 

 

學者的領軍之下，有不少令人矚目的學術成果，可說是史學界繼「文化轉向」

(cultural turn)的研究後，新一波的「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研究，對於當前

史學觀念、史學方法和歷史知識的產生有重大影響。6 

   近二十餘年來，也有愈來愈多的外交史學者呼籲學界擴大研究視野，以國際

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取代傳統外交史的研究典範逐漸勝出。長期任教哈佛

大學、學術聲望卓譽的外交史學者梅野(Ernest R. May，1928-2009)，早在 1971

年就提出「外交史的衰落」(The Decline of Diplomatic History)，呼籲外交史同

行要擴大研究的視野，否則該領域有「頻臨消失」的危機。7美國外交史學界對

於外交史研究的何去何從，近年來歷經不斷的辯論和反思，最大的變革關鍵便是

跳出傳統外交史的框架，改變美國外交史為國際史，打破以美國為軸心的研究方

法。一些外交史學家同時也意識到傳統政治外交史過度重視政府角色、軍事和外

交談判，而忽略文化、經濟、科技、媒界、信息等重要因素。入江昭(Akira Iriye)

在 1989 年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就職演說〈國際

史〉（“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中，指出國際史是一種全方位的歷史

研究法，它拓展了傳統國際關係史一味強調政府之間的交涉和談判，將非政府層

次的跨國交往也引入考察之列，並以整個國際體系作為參照，強調國家間的政

治、文化等多重交流、對話及互動。8
 

    入江昭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研究國際關係史的一代大師，早期從地緣政

治和華盛頓體系(Washington System)的建立探討美國在東亞的崛起及太平洋戰爭

                                                 
6
關於跨國史研究趨勢，已有不少專文討論，本文不擬詳述。詳見王立新，〈跨國史興起與 20 世

紀世界史的重新書寫〉，《世界歷史》，2016 年第 2 期，頁 4-23。吳翎君，〈英文學界關於

「跨國史」研究新趨勢與跨國企業研究〉，《新史學》，28 卷 3 期，2017 年 9 月，頁 207-240。

該文回顧了目前跨國史的代表著作，大抵以 19 世紀中葉所謂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時期為開

始，而且許多富有創意的研究議題係來自經濟史和政治史學者不斷拓展學術邊界的對話合

作。 

7
 Erest R. May, “The Declin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George A. Billias and Gerald N. Grob ed., 

American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pp. 339-430. 

8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no. 1 (1989),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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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源，由此奠定在美國國際關係史的學術地位。9到了 1990 年代他開始大力倡

議國際史的研究旨趣，呼籲拓展傳統外交史的研究視野，將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

的跨國交往領域都納入國際史範疇，可謂近三十年來領導國際史研究最具代表的

人物。10然而，入江昭近年來在其編撰的著作中轉而使用「跨國史」一詞(並非否

定「國際史」一詞的內涵，而是「跨國史」一詞所具有的包容範疇，更在國際史

之上，詳下)。在他看來，當前全球化時代中各個國家和社會人群無可避免地捲

入各種紐帶關係和連鎖效應，跨國史的書寫視角將有助於因應全球化時代中人類

共有的過去，從歷史理解現在，並走向未來。他強調跨國經驗的共有與交流是人

類歷史的重要資產，特別是過去較忽略的人權、文化、情感、環境、疾病控制和

經濟資源等議題，有必要以跨國史視野重新書寫，而多元身分的知識視野將有助

於未來世界秩序的和諧。11 

    2013 年，入江昭出版《全球與跨國史：過去、現在與未來》(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書，大力推崇使用「跨國史」

一詞，在研究視角上更加自由揮灑；該書回顧他自己從國際關係史、國際史到跨

國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斷推進的反省。他提到國際史和跨國史作為一種研究

方法，兩者確是有相通旨趣，但跨國史研究具有超越民族國家(beyond national state)

的更大視角，比起國際史視角具有國家之間(inter-nation)的特性略有不同。儘管「國

                                                 
9關於入江昭的治學，可參見：入江昭著，楊博雅譯，《我與歷史有個約會：入江昭治史心得》。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劉克倫、石之瑜，《入江昭對世界與中國的中間主義立場──

一種多元身份的知識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

中心，2010)。入江昭早期關於美國與東亞關係的代表著作有：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入江昭從

遠東各國的多角視野，例如美、日、蘇和中國的交叉視角闡釋遠東關係，展現他對冷戰中期

國際秩序低盪緩解的現實關注。 

10關於國際史研究方法和範列，筆者曾有專文討論，本文不贅。詳見：吳翎君，〈從徐國琦新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談國際史的研究方法，《新史

學》，22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83-215。王立新，〈詴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外交史研究的

國際化與文化轉向〉，《美國研究》，第1期，2008。 

11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pp.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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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史」將政府與非政府、個人和群體都納入國際交往的範疇，但它仍有以國家作為

國際社會的實體和國家邊界的概念∕精神所侷限。「跨國」( trans-national)，則帶有「穿

越和超越民族國家」(across and beyond national state)的意味，它不以民族國家為中心

(nation-centered)的概念，且不意味著「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12同時，入江昭

認為「跨國史」豐富了我們對於國家歷史（national history）和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的理解，全球史和跨國史研究觀點也對當代的歷史研究帶來了全新視

角。因此，從這角度而言，他認為 1990 年代以來經歷了一場「史學改造」

（historiographical transformation）的歷程。13 

    跨國史和國際史視角不僅可以運用於多邊國家和區域之間，也適用於兩國關

係。入江昭在倡導國際史的同時，也以中日兩國在國際社會的互動角色考察近代

以來的中日關係。他將 1989 年在「賴世和講座」（The Edwin O. Reischauer 

Lectures）的系列演講彙整為《全球視域下的中國與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可說是開啟國際史研究應用於中日關係的範例。他從「實力、

文化和經濟」（Power, Culture and Economic）三個議題論述全球化脈絡下中日

關係發展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880 年代到一戰的國際競爭下，中日兩國在

軍備軍力和戰略上的競爭；第二階段為一戰到二戰期間中日兩國同受 1920 年代

文化思潮與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的震撼影響。基於一次大戰對人類文明

帶來的巨大破壞，戰後中日藝文交流相當緊密，且日本政界不乏有人提出中日互

存共榮的主張，反對用武力達到國家目的。他認為如果文化國際主義和經濟力在

1930 年代持續繁榮，可能就不會發生遠東危機。第三階段為冷戰迄今，經濟的

角色日益重要。探討中日兩國在全球化影響下的經濟、貿易、投資和移民問題，

最後強調中日兩國的未來和平將繫於兩國在文化上的互相依賴（cultural 

                                                 
12
在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一書第三章，入江昭列舉他個人認為可作為全球史與跨國史

的顯著案例，及其如何重塑我們對過去歷史的理解，討論的議題包括環境、不同族群和文化的

碰撞、移民、人權、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地緣政治現象中的文化維度(例如戰爭、區域社群、

非政府組織等議題)。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ch.3, pp. 36-68. 

13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p.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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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ependence）和相互理解。14這本書儘管只有一百餘頁，但備受學術界肯定。

該書從全球視域中探尋近代中日兩國在「實力、文化和經濟」的跨領域對話，

使筆者在構思本書架構的三大區塊時深受啟發，特別是入江昭所詮釋的 1920 年

代以後華盛頓會議所打造的國際合作體系的瓦解、日本對東亞和平角色的責任，

以及經濟活動和文化國際組織究竟應扮演怎樣的和平力量等研究議題的開展。 

    入江昭的弟子徐國琦在 2014 年 9 月於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人與美

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徐國琦於〈緒

論〉闡述該書要旨：「共有的歷史」可以是個人或群體分享同一段歷史事件的經

歷，共有的歷史包含正面與負面的所有經歷，和平或衝突、合作或對抗、互惠或

戰鬥等內涵；過去中美關係史的研究側重中美間的衝突、對抗與分歧，他則以個

人或群體做為調和中美政治與文化關係的信使，探討跨越國境的文化理解和合

作，並陳述中美不同文化脈絡下的共同願望和協力行動。不同者在於入江昭以文

化國際主義做為實踐和平世界的方法，以宏觀論述見長，而徐國琦則將國際史的

文化轉向用於中美關係，從具體微觀的個案來詮釋中美共享的歷史旅程。徐著以

「共有的歷史」詮釋中美關係，對半個世紀以來中美關係史的研究可謂另闢學術

蹊徑。筆者曾為文討論美國外交史學界有關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轉向，並介紹徐著

書如何將具體個案置於宏觀的國際史和中美關係史視野，以此闡述「共有的歷史」

的研究取徑及其意義。15中美關係史的發展是一部中美共有的歷程，不僅是文化

議題，其他包括經濟、商業、技術的交流，甚至傳統政治外交的議題，都可藉由

「共有的歷史」研究取徑，舖陳故事新說。 

                                                 
14

 Akira Iriye,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
 筆者認為從冷戰時代初期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8），到1971年孔華潤（Warren I. Cohen）《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在其交錯與接替的中美關係史論述中，費正清以「中國回應美國」，到孔

華潤提出的「美國回應中國」，後續尚有柯文（Paul A. Cohen）論述「在中國發現歷史」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柯偉林（William C. Kirby）闡釋「中國的國際化」，均致意於

扭轉美國學界側重某一研究取徑的自我批判。姑不論徐國琦新著選擇的個案或解釋觀點是否具

有說服力，「共有的歷史」企圖挑戰半世紀以來中美關係史研究視野的企圖心昭然可揭。詳見：

吳翎君，〈從徐國琦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談美國學界對中美關係史研究的

新取徑〉，《臺大歷史學報》， 55期(2015年6月)，頁21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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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美國─企業、技術與關係網 

 

    美國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中，有一派特別強調經濟因素。這一派學者強調十

九世紀末以後美國的經濟擴張和金元外交是美國成為世界霸主的重要動力，特別

是 1960 年代，美國學界在批判越戰聲浪中具代表意義的新左派學者強調經濟利

益的解釋，認為美國外交完全以經濟利益的擴張為依歸，並受到大資本家的左

右。16經濟史領域中也有一批學者留意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將國家和權力的重

要性放入特定研究的個案。儘管經濟史學者和國際關係史學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

關懷上各有側重，但兩者向來重視檔案實證和多元材料，在這一波歷史研究的全

球化轉向中，有關跨國企業、技術擴張、跨國聯繫及其全球化網絡的研究成果中，

經濟史學者和國際史學者在共通議題上互相發明，為跨國史研究注入新視域。17  

    經濟史大家劉廣京早於 1963 年撰述的《美國人與中國人──歷史文獻目錄》

(American and Chinese：A Historical Essay and A Bibliography)，這本小書現已罕

為人知，劉廣京是經濟史大家，這本小書是極重要的一本從跨領域研讀中美關係

史的參考書。該書的前半段有 40 頁專文，闡釋重新評價美中關係的歷史研究必

須聚焦於更廣意的美國人(individual)和組織(organizations)在中國的活動，提到貿

易、傳教士，科學家、教師、商人企業、職業社團、學校、醫院、學術和慈善基

金會，他提到這些個人或群體比起美國政府的直接活動來得更具影響力，強調非

政府範疇和性質中的美中關係研究之必要。劉廣京對於西方技術產品(鐵路、電

報、輪船)、西方企業制度及其與中國傳統商會和制度之開創研究，特別是他的

                                                 
16
新左派健將 Walter LaFeber 著有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 1960 年代越戰升高後新左派史家勢力大增，反省美國外交政策成為主流，其中以

William A.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和 Denna F. Fleming,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1917-1960.兩書為嚆矢。 

17更深入的討論，詳見：吳翎君，〈英文學界關於「跨國史」研究新趨勢與跨國企業研究〉，《新

史學》，28卷3期，2017年9月，頁20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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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航運勢力在中國的競爭，1862-1874》一書，18迄今仍是探討跨國企業在中

國的活動的極具份量的學術專論。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著《大公司與關係網》(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19使用了「中國關係網」(Chinese Networks)一詞，中文譯成。高家龍的

專書選擇了英美、日本與中國共六家著名的代表企業，分析 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

紀前期西方、日本和中國大公司在中國市場遭遇「關係網」的經歷。本書雖用了

「關係網」一詞，但筆者所指涉的關係網並非專指中國本土關係網，而是指涉中

美兩國交往中的多層次關係網絡，比較接近國際史研究所指涉的多層次交往及其

與近代世界體系的形構紐帶。本書更多借鏡的想法來自羅生寶(Emily S. 

Rosenberg)的研究，例如：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Dollar Diplomacy, 1900-1930. 雖然這本書提到中國的部份少之又少，該

書主要從美國的角色看待美國金元外交中的政治和文化。之後羅生寶編撰的《世

界聯繫》(World Connection)專書以國際史和跨國史研究視野重新探討 1870 年迄

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全球政治和經濟網絡。羅氏撰述的長論“ Transnational Currents 

in a Shrinking World”(2014 年以專書出版)，宏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文化國際主

義(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的發展(不僅是國際聯盟，包括各種藝術、文化和體育

活動成為全球普世文化的重要指標)、社會網絡及其聯繫、各種展示和博覽會、

專家網絡(科學家、工程家和測量家等專家的全球移動)、世界都會化等趨勢現

象，使世界的板塊變得愈來愈小。20 

    國際史學者和經濟史學者同樣著重多元資料和國際體系的宏觀論述，在這一

波史學全球化的學術轉向中，打破單一學科互相借鑑，對形塑當前全球網絡的共

同議題上有更多的交流和對話。上述提到的英文學界對全球史和跨國史的豐富研

                                                 
18

 Kwang-Ching Liu,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187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9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0
 Emily S. Rosenberg, 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Dollar 

Diplomacy, 190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mily S. Rosenberg ed., 

A World Connecting, 187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Emily S. Rosenberg, 

Transnational Currents in a Shrinking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http://www.hup.harvard.edu/results-list.php?author=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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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對於我們研究十九世紀後半葉第二波工業革命發生以後全球企業移動、技

術躍升及其關係網絡的全球大交流提供了一個宏觀背景。然而，這些著作鮮少是

以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的近代中國做為主體，並將實證研究納入國際史／跨國史研

究視角的學術著作。此外，對於企業史的研究長期受到學者的重視，迄今已有不

少優秀的成果，但主要仍集中於華資企業或中國商會史的研究。21將跨國企業、技

術引進及其產生的內外效應，打破政治史和經濟史的研究籓籬，統整納入中國內部

與國際交往的視野中的研究，迄今研究成果相對是不足的。22 

   本書主軸分為以下三大主線： 

   第一部份，企業活動、國家治理與中美關係。這部分聚焦於十九世紀到一次

大戰期間，中國所開展的自強運動的兩個代表事業──江南機器製造局和輪船招

商局，它們與美國政府與大企業間的交往，探討清政府在國家治理的內政外交與

美國方面的聯結。此外，探討清末開眼看世界過程中的知識產權問題。美國人特

別重視知識產權的權益有其立國文化的背景。涉外版權之爭，在中國而言，主要

關係西方知識和教育文化的傳佈問題，而非保護洋人智慧財產權的命題，中西雙

方認知大有差異。中國從國內法、國際公約和雙邊條約的規範上均取得自由譯印

西書的權利，不必受美國約束，且在華洋公廨會審中屢獲勝訴，此為清末民初外

交上極少有的現象。此一版權交涉過程，儘管對美國是挫敗的歷程，卻是中國認

識西方知識產權和國際版權功能的一個開始。 

    第二部份，商人團體、技術組織與關係網。探討一次大戰在中美關係的重大

轉折。過去學界較徧重門戶開放政策在中美關係的意義，但筆者認為門戶開放政

                                                 
21關於華資企業史或中國民族企業的成果可謂相當豐碩，為免掛一漏萬，不擬敘述。新近中文成

果論文集，可參見：李培德編，《近代中國的商會網絡及社會功能》(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9)。李培德編，《商會與近代中國政治變遷》(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9 年)。英文學

界有關中國企業史的研究，則可參見：卞歷南（Morris Bian)，〈西方學界最近四十年對於中國

企業史研究的述評〉，《經濟社會史評論》(天津：天津師範大學)，2018 年第 4 期，頁 104-127。 

22近年有關跨國企業在華活動的研究成果，尚可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寧對於中

國冷凍蛋品工業的研究。張寧，〈跨國公司與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的互動：以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在華冷凍蛋品工業的發展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7（2002：6），頁187-227。張寧，〈技

術、組織創新與國際飲食變化：清末民初中國蛋業之發展〉，《新史學》，第14卷第1期，2003

年3月，頁1-43。張寧近年關於上海殖民社會與文化活動的系列研究，不僅是上海城市生活史

的面貌，並比較外人在華活動與母國文化的移植與變異等面向，具有全球史的宏觀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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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為對華政策的指導原則之宣示，而就從實質關係而言，一次大戰在中美經濟關

係的意義更加重要。一個專屬美國在華商人的團體建立於一次大戰，他們不僅將

中國市場推向美國，乃至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則為作者所關注。再者，一次戰後

有一波留美學生的歸國熱潮，他們所帶動新式企業的管理、專業技術和工程知識

的推動及其形成的關係網絡，與近代中國的發展關係至鉅。此其時，一個史無前

例的中美工程師的合作團體──「中美工程師協會」肇建於 1919 年。因此，這一

部分探討一次大戰以後中美兩國何以會有一種多元關係的友好契機，以及兩個具

代表的精英組織──美國在華商人團體和中美工程師協會在華活動軌跡及作用。

這兩個團體在中國的會務活動因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中止。 

    第三部分，企業、戰爭與外交。聚焦於中國抗戰初期日本在華北實施的經濟

壟斷措施對美國在華跨國企業造成的影響以及美國政府採取的相應措施。其次，

戰爭時期石油為重要軍火，美國如何通過跨國公司如美孚和德士谷公司的合作策

略，增加其在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區的安全力量。以及中國人又如何在戰爭過程中

理解到中國有能力開採本土石油之夢，成為自給自足的能源國家。最後，戰後

1946 年中美商約的簽訂，反映了在華美商急欲重返中國市場；同時隨著二次大

戰以後美國大國勢力的展現，中美商約的談判呈現中美雙方對自由市場的不同期

待，對內則反映國內左右派系在不同意識形態的角力。此後，隨著國民黨政權失

去大陸，中美商約所建立的條約基礎──意欲實現美國人對戰後中國自由市場及

中美經濟關係的擘劃藍圖，終究成為一場夢幻。  

    本書三大主軸企圖展現的是以將近代中美關係的多層次書寫，將政治、經

濟、商人團體、工程技術和國際組織等元素融於一爐，各章節呼應連貫仍是一個

近代中國在國家治理上內外策略的考察──特別針對美國在近代中國的國際交往

中所展現的特殊關係。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不能不關心當今現實政治秩序，但歷

史學的任務係從史料中實事求是，不為現實服務，讓材料自己說話，讀者若從本

書感受到千秋之筆，則甚幸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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