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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歷史人物介紹－

李鴻章評述
桂瑞華 將軍、苗瓊文 女士

壹、前言

李鴻章從呂賢基組織團練與太平天國作

戰的12個年頭，與曾(國藩)、胡(林翼)、左

(宗棠)並稱清代四大名將、「中興名臣」(

初賜「肅毅」伯爵銜，後謚文忠、一等候爵

)。他的軍功與成就褒貶，與當時清代歷史

是密不可分的。從太平天國之亂到義和團事

件，迄「聯俄制日」等一連串內憂外患紛擾

下，李鴻章到底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致力

於「安內攘外」等問題，集「靖國難」、「

雪國恥」於一身的忠臣(英雄)，還是喪權辱

國，割地賠款的亂臣賊子、賣國賊，孰能斷

論。

提　　要：

一、李鴻章一生的功業多與洋人有關，自發跡起亦受外人幫助，其「欲

用蠻夷夏」，虛心忍辱的處世(事)原則，無論在建構淮軍或個人功

業方面，不獨西化甚深，而且對古老中國「睡獅」的覺醒，亦有其

一定程度的貢獻。

二、李鴻章認為列強在中國所圖即為形與勢，對領土慾望不大，他也看

出列強彼此的利益矛盾，是故；在「以夷制夷」的構想裡，他有先

強兵，再以列強彼此矛盾，獲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此；

他積極從事練兵製造與強化海防工作。

三、甲午戰爭為中國近代大事，不亞於鴉片戰爭對華影響，在此之前列

強雖有弱肉蠶食的利益瓜分與特權謀取，但「紙老虎」的面目尚未

完全顯露。迄甲午戰後，日本新興崛起於東亞，各國亦紛紛在華予

索予求，租借港灣，劃勢租地，才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與愛

國心。

四、甲午戰前，清朝之英租商船高陞號遭日擊沉，威遠、濟遠、廣乙各艦

橫遭日本吉野、浪速、秋津州等艦橫海追擊、導致廣乙艦觸礁自焚。

中日戰爭烽火遂起，而清廷豐島緒戰遭挫，對當時世界排名第八的清

朝海軍敗於排名十一的日本，仍不知警覺，以至大東溝海戰敗，到威

海衛守禦無成、簽訂馬關條約，為歷史留下難以磨滅的恥辱。

關鍵詞：自強運動、用蠻夷夏、甲午戰爭、馬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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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一生功過互見，尤其晚年往聘歐

美，週旋於列強之間，一連串盟約的訂立，

產生列強瓜分中國之危機，對國勢、國格及

主權地位的影響，不能說影響不大，只是他

能獨立隻手遮天或是扭轉乾坤嗎？所有的痛

心國恥又是基於什麼原因造成的，在其奔走

的過程中，時勢造就了英雄，還是英雄未就

時勢，創機造勢，使其一生或國家歷史漂亮

的改寫呢？

貳、其人略傳

李鴻章本名章銅，字漸甫，號少荃(晚

年自號儀叟)，道光3年(1823年)2月15日生

於安徽盧州府合肥縣磨店鄉，故成名以後，

人稱「李合肥」。

由於家庭經濟拮据之砥礪，李鴻章得以

刻苦自勵，並由於家庭的政治地位低下，乃

有積極參政，著意功名之意識。而且能夠稟

著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

建士大夫人生模式，締造他一生充滿爭議的

功業。

道光20年，時年18歲的李鴻章初中秀才

，甫三年又入選為國子監學習優項生，道光

24年中舉，27年獲高二甲第13名進士，並經

朝考，改為翰林院庶起士。旋授編修，從此

進入仕途。

李氏應考之際，曾受業於曾國藩門下，

學以經世致用之學。因此；儘管其時已任翰

林院編修，又充國史館協修，仍一如昔往在

曾國藩身邊學習，而且為曾氏所編選的一套

《經史百家雜抄》擔綱校正。另在翰林院公

餘，也曾根據翰苑典籍寫過一部《通鑑》，

既練字習史1，又明經世之術，受益頗多。

咸豐2年，太平天國事起，由廣西蔓延

東南各省，咸豐3年，清帝命李鴻章隨侍郎

呂賢基回籍辦理團練，率團輾戰淮北，堵防

叛亂。至此；其亦如曾國藩以文官領軍，放

下筆桿改拿槍桿，執起捍衛社稷安全的工作
2。咸豐4年，李鴻章領兵攻下含山、次年克

復盧州，越次再下無為州，充分顯現其之彪

炳戰功。

咸豐8年，捻匪勢大，繼滁州、鳳陽、

蘆州失陷，安徽北部亦遭嚴重破壞，合肥同

受蹂躪，安慶不保，局勢更不可為，而李鴻

章亦在期間經歷父歿軍次，夫人與幼子喪亡

之痛，遂離開安徽到江西南昌，抑鬱賦閒。

然其所建團練卻能獨具威望，擁有充實的實

戰經驗，為其日後編練淮軍，奠下相當基礎。

同年，曾國藩奉命督剿太平軍務，移師

建昌，李鴻章與其兄瀚章應召入幕，始得漸

涉軍務，如編練馬隊、試招淮南兵勇，協助

曾國荃與太平軍大戰於景德鎮等……在在使

其獲益甚多；尤甚者，李鴻章亦已體認曾氏

以子弟兵方法訓練湘軍，所擬剿賊戰略方針

正確，於政務、軍務都有長足進步。

事實上，曾國藩的知遇之恩，對李鴻章

的事業前程當然有著相當影響，對其軍功封

侯，平捻制亂與淮軍建構，更有相當程度的

註1：李鴻章書法得益於曾國藩的教誨，雖僅進行原則指導，然告知「其落筆結體，以珠圓玉潤四字為主」，又說「寫字不

熟則不速，不速則不能敏以圖功」、「寫字與人的作風有關、與人的命運有關，都要有始有終，否則將」終生一事無

成「(參考李鴻章為官藝術　第一章　銳意科舉，入幕求官，頁21)。
註2：李鴻章／原著，婧妍、天舒／編注，《李鴻章為官藝術》，理芸出版社，頁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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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移默化與幫助。

咸豐11年，李鴻章銜命到合肥成立淮

軍，計編劉銘傳、吳長慶、張樹聲、周盛傳

等四營，後曾國藩又將湘軍的程學啟、郭松

林、楊鼎勳，劉秉章編入淮軍，總計六營、

5,500人，從此淮軍正式成立。

咸豐13年，曾國藩正式保薦李氏擔任江

蘇巡撫，其有名之推薦語乃「李鴻章才大心

細，勁氣內歛，可以擔任重任」3，可見曾

氏對李鴻章之肯定。

李鴻章一生功業多與洋人有關，自發跡

起亦受外人幫助，其「欲用蠻夷夏」，虛心

忍辱的處世(事)原則，無論在建構淮軍或個

人功業方面，不獨西化甚深，而且對古老中

國「睡獅」的覺醒，亦有其一定程度的貢獻。

參、自強之術與洋務思想

鴉片戰爭後，林則徐、魏源等人認為中

國應隨時代潮流精進，乃提出「師夷之長技

以制夷」的主張，惟未獲迴響。直至英法聯

軍之役，中國門戶大開，通商口岸亦因洋務

開啟了古老王朝和中國百姓的視野，除了中

樞主政者在上倡導(如恭親王奕訢、軍機大

臣文祥)，各省有力督撫呼應(以曾國藩為首

，左宗棠為輔、李鴻章為中堅)、從太平天

國之亂戡定後，即已開始留心洋務。而李鴻

章更早己體認船堅砲利乃外國致勝的主因。

他們認為外國之所以比中國強，主要就是武

器先進，若學會這些洋技術，加上中國原有

的政治制度，中國就會強大起來，可以和外

國抗衡4。因此；他倡導「自強之術」不只

對內平亂(安內)，亦關心對外自衛(攘外)。

他曾說：「自強之道在乎師其所能，奪其所

恃耳，況彼有槍彈、輪船也，亦不過創於百

數十年間，而侵被於中國如是之速，若我果

深通其法，愈學愈精，愈推愈廣，安見百數

十年後，不能攘夷而自立耶。」其於同治3

年寫給恭親王奕訢和軍機大臣文祥的信中，

即以求富強必學西人製器、製器又須變通舊

章法為軸，闡述他的認知：

一、西方各國能橫行海外乃憑藉輪船、

火器、中國只有學習西洋科學機械，然後才

能圖存。

二、日本小國尚能及時改革，如中國不

能自立自強，則日本必加入列強行列，入侵

中國。

三、改革需從培養人才著手，應改革科

舉制度，讓士大夫放棄熟習章句小楷的積習

，而把科學工程懸為終身富貴的鵠的。

這種由自強運動努力學習外國利器的構

思，可謂已具國際觀，而李氏所標榜的自強

政策「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以製器為先」

亦充分顯示其應變圖新的思想，他的目標在

於富國強兵，其具體作為概可分為：

一、國防兵工業方面；如設機器製造局。

二、工礦業；如開平煤礦、渡河金礦的

開採。

三、民生工業；如上海機器織布局。

四、商業；如組織公司與外人貿易。

五、交通事業；如電報、電信、鐵路修

註3：陳再名，《古今人物逍遙遊(下)》，源流出版社，頁449。
註4：邢克斌，《中國歷史人物外臣評傳【清】李鴻章》，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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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六、教育；如開設廣方言館、派遣幼童

留美。

他曾上疏「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

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垺，且猶有中外

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

，來往自如。麏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

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

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

，瞬息千里，軍器機器之精，工利百倍。砲

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

又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又說「洋人

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第欲以筆舌

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是故他又提出六

項建議：

一、選汰陸軍，改為洋槍砲隊，改練洋

操。

二、添購機器，仿造槍砲水雷。

三、訂造鐵甲艦，裁撤舊船。

四、暫棄新疆嚴守邊界，以停撤之餉，

勻做海防用(此項後來被認為是李鴻章賣國

之證)，並撥海關洋稅，興利開礦。暫弛鴉

片之禁，加重洋藥稅厘。

五、變通考試，專開洋務一科取士。海

防省分設立洋學局。

六、堅持必辦洋務，於洋務開用人之途

，使人才漸進5。

李鴻章受實際環境影響，很早就體認到

製器與練兵的重要，他將全盤建設的重點目

標，置於鞏固國防，所以軍事建設特別多，

所到之處均建立新式兵工業。同治11年福州

船廠將撤，他即上奏反對，謂「國家諸費皆

可省，唯養兵、設防、練習槍砲、製造輪船

之費萬不可省」。

闢若同治元年，李鴻章入滬，即下令淮

軍仿常勝軍改用新式器械，設立石駮局，同

治2年設立「炸砲三局」，同治4年買入上海

外人經營之鐵廠，更名為「江南製造總局」

，次年再設金陵製造局、1867年成立「天津

機器局」，對中國日後兵工業生產影響甚大

。李鴻章實開軍事工業風氣之先。

同治2年，李鴻章仿同文館之例，於上

海、廣州添設語言文字學館(廣方言館)聘請

中外教習教授外國語文，訓練交涉肆應，以

助中國自強，並委聘外人完成譯書40餘種(

以算學、化學、汽機、火藝、砲書、行船、

海防、練軍、採煤、開礦為多)。

李鴻章的洋務觀念源自「禦武之資、自

強之本」，故其所辦重要洋務，概與機器、

造船與培養人才有關，如光緒7年成立「開

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船之本」的天津水

師學堂與武備學堂，即因應兵艦、輪船所需

駕駛人才而設。

李鴻章早在同治初年，即已發覺西洋機

器在工業發展的重要，因此至光緒初、中時

期，自強運動的重點又增添了商務、礦務、

紡織、交通等項目，尤其在其湖廣總督任內

更注意到開礦之利。惟幾經波折，直至光緒

2年，方命盛宣懷開採湖北廣濟、興國煤礦

。光緒4年由唐廷樞設局招商，開辦開平礦

務局。三年有成，所採煤礦除可供給各廠局

及中外輪船所需，更兼民間使用，而且由於

註5：錢鋼，《海葬  甲午戰爭100年》，風雲時代，頁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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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礦係以機器採煤，故逐漸配備了鐵路、運

河、專用碼頭及堆棧，對整體效益影響甚大

。遂復提出「先專辦煤礦，採煤既有成效，

則煉鐵必可續籌」等計畫。又說：「實足與

輪船招商，機器製造各局相為表裡」，由此

可知開礦在其戮力推行的洋務工作中所佔的

份量。

除工礦工業，李鴻章對新式民生工業，

尤其是機器紡織也有著墨，他主張國防與民

生並重，認為自強活動必須從軍事擴展到經

濟方面，其中就包括了一些新興企業(如紡

織、航運、鐵路、電報、郵政……)，尤其

他所極力推辦之輪

船招商所涉「利權」可謂「為中土開風

氣，漸收利權」，充分減少洋人在華的經濟

壓力。如；鐵路建設，幾經挫折，直至光緒

12年，方奉淮設立之開平鐵路公司，兩年間

將唐緒鐵路由胥各莊延到閻莊、大沽、天津

(並準備向東延至山海關)鞏固了東北邊防。

光緒14年津沽鐵路全線峻工。而後李鴻章復

以鞏固海防需修津通鐵路，並於光緒17年，

有鑑俄國密圖朝鮮，積極籌建西伯利亞鐵路

做為東侵工具，故奏請朝廷緩辦盧漢鐵路，

先建關東路。迄至甲午戰爭前，李鴻章又在

洋商野心環伺及保守人士多方阻撓下，不但

完成關內600餘里的鐵路(現今北寧鐵路基礎

)，亦使內陸與邊(海)防交通更為便捷，可

謂係憑毅力開中國鐵路之修築風氣。

迄光緒18年；為有利邊防大局，在李鴻

章13年間戮力規劃下，由貫通北洋的津滬電

線。迄浙、閩、粵、東南各省，山海關、天

津至東北三省，奉天至朝鮮半島及西北到新

疆、迪化到喀什噶爾，均陸續完成。屆此，

中國電報已從內地擴到邊疆(伊犁)，不但奠

定了中國電報事業，對軍事調動的調節速度

及邊防資訊傳遞更為便利。

然而；各式工業係採官督商辦方式，有

官場惡習，亦乏企業精神，加諸人事運用與

管理弊端層出，經費日趨貧乏，洋務派乃以

求富心態，廣開財源，辦起了民生工業，而

這些民生工業企業中，又以李鴻章經手興辦

者為多，頗有投機壟斷、斂財聚富之嫌，為

自強運動，洋務推展之憾事也。

肆、外交生涯與對國祚影響

歷經英法聯軍兩次入侵及太平天國之亂

，清廷門戶逐漸洞開，而朝廷主事與地方督

撫亦漸與外來勢力接觸，與國際新環境漸能

融合適應。

咸豐11年(1861)至光緒20年(1894)的34

年間，中外外交雖已步入新紀元，然中外爭

執事件仍多(如教案、立約、修約、藩屬問

題)，除了俄國佔據伊犁外，日本進犯臺灣

、兼併琉球、進圖朝鮮；英國窺伺雲南，逼

訂煙台條約；法國亦加緊對越南的侵略，導

致中法戰爭，可謂多事之秋。

李氏於同治9年(1870)任直隸總督以後

，即常參與外交事務，不論是外賓接待、修

約簽訂、外交談判、中外衝突之折衝，大都

以其為靈魂，尤其在外交斡旋當中(如潮州

、酉陽、遵義、天津等教案處理、中日通商

、煙台條約、朝鮮問題、中法戰爭期間交涉

；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和約等重大條

約之簽訂)，均由其居中籌劃辦理、煞費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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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之苦。

李鴻章初時涉外往來，一稟曾國藩「與

外交際尤宜和順」訓示，然卻因其通於任事

，率性而為，加諸「用蠻夷夏」之心，認為

外交事務行儒家誠教之說是萬不可行的。他

認為外人幫助清廷自有其商務利益，誠信雖

存，然如一味依恃外國勢力與協助，仍是值

得商榷的。所以他主張視洋人態度而變外交

之法，依「主權在我」原則，絕不死守誠信

，並藉「以洋制洋」作風參與外交活動，反

在洋界中建立了聲譽。尤其他常利用洋人的

利益矛盾，保住清廷某些既有權益，讓洋人

不僅對他多事忍讓，更由於彼等曲意扶持，

造就他內展才華，外招助力，漸為清廷倚重。

李鴻章一直對日本「維新變法」深感隱

憂不安，同治四年得悉日本有意對華通商，

即力主建交，並有「聯日抗軛西方諸強」的

構想，可見「以夷制夷」思想儼然早已成形。

同治10年，李鴻章與日本簽定「中日友

好通商條約」，著眼兩國平等互惠，關係自

然有別歐美諸國；立意雖佳，但卻也犧牲不

少中國權益，尤其日本所圖，僅是打擊不肯

與其締約的朝鮮，心態自屬可議。旋不久，

日本即藉口為防杜歐美疑忌而要求改約，到

此李鴻章引以為傲、自認得意的外交傑作，

便已名存實亡。

李鴻章有感日本對朝鮮長期的野心，加

諸同治10年2月美國艦隊派抵朝鮮、同治13

年日本「牡丹社侵臺事件」，使其對海權時

代中的中國命運，感到不安與憂心。因此乃

暢「海防之議」。

眾所周知；日本係以犯臺、冊封琉球。

砲擊朝鮮江華島來提高國際地位，藉以揚威

並抗軛列強不平等壓迫，惟李鴻章對日外交

政策，卻直至日本「西南戰役」6，日朝「

江華條約」中，方才顯露他「願為東方王道

主義的干城，不願作西方霸道主義的鷹犬」

的外交見解與主張。

對歐美諸國，無論在外交、軍事或國家

安全威脅方面，李鴻章對英最持防範之心。

對美則略好於英、法。他認為列強在中國所

圖者即為形與勢，對領土慾望不大，他也看

出列強彼此的利益矛盾，是故；在「以夷制

夷」的構想裡，他有先強兵，再利用列強彼

此矛盾，獲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想

法。因此；他積極從事練兵製造與強化海防

工作。

譬如光緒元年，英使威妥瑪藉「馬加里

案」對華多方勒索，李鴻章即以聯德制英，

使英使無法多所要挾。然，其對國際法之認

識與運用卻極疏淺，致使無法遊刃諸國，常

為列強所任意魚肉。

憑心而論，李鴻章對練兵製造與海防工

作，確實投注了諸多心力，他專辦的海防係

以德國為範，除置重點於京畿門戶─大沽、

北塘，並將淮軍遍佈沿江濱海諸省。此期間

，德國不但因李氏「以夷制夷」政策，雙方

關係有了成功的發展，李鴻章對德亦有了某

些程度的倚重與親近。只是相對卻引起英國

的不安。故於光緒五、六年間之中日琉球問

題、中俄伊犁問題嚴重時，相關俄國問題，

反讓李氏飽受流言之苦7，而「聯德制英」

註6：「西南戰役」係為1877年日本武功派內亂，李鴻章以武器接濟日本軍官。

註7：陳淑珠，《李鴻章─晚清政治人物》，三、(四)對英法美諸國的外交，幼獅文化，頁57，英軍戈登來華，西方報載謠

傳李鴻章將與戈登聯手自立為王，亦有俄人擁李為皇之說，因而清廷已對他有所防範與清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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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終底未能貫徹發揮。

李鴻章在外交領域的功過褒貶雖榮辱互

見，但對中法安南戰爭，日韓戰爭、中日甲

午戰爭等折衝處置，亦有爭議之處。

一、中法安南戰爭

(一)戰爭緣起

咸豐年間迄光緒9年，法國在安南持續

軍事犯行，強迫安南簽署「順化條約」，宣

示其為受保護國，清廷雖無法容忍，但奉旨

受命的李鴻章卻傾向求和。光緒10年，中法

戰爭爆發，法軍攻佔北圻多處地區，中國越

南戰事失敗，清廷除將恭親王奕訢及另五位

軍機大臣撤職，對此責難亦多。而李鴻章在

內失中央支持，外受朋僚指責，外省有力督

撫意見不合(如劉銘傳、張之洞)、中央大權

旁落下，其在外交週旋上，已漸收斂，再無

往日銳氣。

(二)功過分析

1.教案風波係屬國人仇教排外的野蠻行

為，原將引起軒然大波，斯時雖適值普法戰

爭，法國無暇應付，然卻由於李鴻章遣使赴

法道歉及懲辦兇手，而弭平戰禍，可謂處事

明快。

2.李鴻章過於憑恃「以夷制夷」政策，

意想「聯德制法」，但未獲德國配合，對國

際情勢、政情及外交利益分析，顯為膚淺。

3.德國不願調停中法紛爭，旨在減輕法

國在歐洲對德所造成的壓力，故於北寧失守

後，清廷同意李鴻章與福祿諾正式簽定李福

天津簡約五款。惟其中第四款包含默認中國

對安南保留宗主權的意涵，未經法國議會同

意。

4.中法諒山再戰，清廷和戰舉棋不定，

決策者失於寡斷，主戰人士多不懂內外情事

，影響軍心士氣亦為主因之一。

5.李鴻章始終主和，緣由「知己未能知

彼」，僅知中國弱點，而未察覺法國弱點，

一意以外交圖謀補救，疏於其他有效作為。

6.中法和議草約使中國喪失對安南之宗

主權。後雖再以巴黎和平草約為基礎8，訂

立中法新約(越南條約)，堅持不賠款割地為

原則，但實質已失去一個藩屬。李鴻章雖為

爭取時間以建設海防，期圖固本自強，以禦

日本，但疏於時政分析、尋得支持與完整規

劃，時人多感痛惜。

二、日韓戰爭

(一)戰爭緣起

朝鮮在清廷國防地略上，關係東北安全

，而東北與北京政局發展更為息息相關，故

日本於維新稍有所成，即密謀對華轉取攻勢

，以朝鮮為轉向亞洲大陸擴張的首衝。光緒

5年日本藉日艦在朝鮮江華島遭受砲擊，藉

口發動侵韓，而李鴻章為息事寧人，竟任朝

鮮自決。

朝鮮於光緒7年與日本訂立「江華條約

」，日本承認朝鮮為自主國並與之開埠通商

。日韓爭執稍停，中日聯合抗俄之議方興未

艾，日本旋又併吞琉球，促使李鴻章警覺朝

鮮安全及海防問題，乃力勸朝鮮分與美、英

、德、法、俄通商立約，以免步隨琉球後塵

，然各國對中國宗主權竟未置答。尤其在「

壬午事變」，中國在軍事方面雖獲成功，外

註8：光緒十年冬起，英人赫德受總署之命，暗中調停議和，指派海關職員金登幹在巴黎交涉和平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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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卻屬失利，朝鮮與日本所訂之「濟物浦條

約」即為當時產物9。光緒10年，朝鮮發生

「甲申事變」，袁世凱率軍彈壓，雖擊敗日

軍，但仍讓日韓訂立「漢城條約」，並於次

年由李鴻章與日本全權大臣伊滕博文訂立「

天津條約」，此約允許日軍駐兵朝鮮，朝鮮

儼然已成為中日共屬保護國，無形間埋下「

甲午戰爭」的禍根隱因，也因此造成李鴻章

常為日本牽制影響的困惑。然而「韓俄密約

」、「巨文島事件」10，使得李鴻章藉外國

勢力阻止日本野心的政策(以夷制夷)獲致具

體成果，成為爾後不斷沿用的外交政策。

(二)功過分析

1.李鴻章對日、朝外交政策始終未定，

造成爾後失敗遠因。

2.李氏對日本外交政策，時而籠絡示好

，時而推諉放任，甚而在日本併吞琉球後，

還任朝鮮門戶開放，未能放眼國格與宗主自

尊，自喪權益。

3.「以夷制夷」立意雖佳，然對各國情

勢及彼此利益判斷未能明確，且不能保有主

動精神，致使未竟全功。

4.滿清國疲勢弱，外交、內政不治，無

法有效嚇阻外國勢力擴張與欺淩。

5.李氏年事漸高，受制環境，基於權位

，未能無私行事。

三、甲午戰爭

(一)戰爭緣起

甲午戰爭源起朝鮮問題，就國防立場言

，朝鮮為日本西進亞洲擴權之首衝，而朝鮮

關係中國東北安全，東北又影響北京政局，

故李鴻章唯獨特別重視朝鮮問題之發展。

日本對華之輕視侮謾，積累於清廷昏庸

與國勢不振，尤其在「臺灣事件」善後賠償

處理，更讓日本得寸進尺。

甲午戰爭為中國近代大事，其重要性不

亞於鴉片戰爭對華影響，在此之前列強雖有

弱肉蠶食的利益瓜分與特權謀取，但「紙老

虎」的面目尚未完全顯露。迄甲午戰後，日

本新興崛起於東亞，各國亦紛紛在華予索予

求，租借港灣，劃勢租地，才激起了中國人

民的民族意識與愛國心。而革命排滿，民主

革新之風亦從此蘊釀叢生。

李鴻章初以日本牽制西洋諸國，等到發

覺「以夷制夷」政策未獲實效，且日本已有

變本加厲之勢，對日交涉已非屈意遷就或消

極避戰，即可獲得國家對等尊重，終底導發

戰爭肇始。

同治10年10月之「琉球事件」，引發

3年後之日本侵臺。李鴻章未能明快處置且

昧於形勢判斷，草草賠款了事，實為李氏未

能果決周旋與堅持。因為當時犯臺日軍不及

3,000人，在水土不服與守軍、山胞內外夾

擊下，損傷已大，李鴻章昧於實事，在外交

儲實力，軍事畏事因循的兩極作法，更顯清

廷昏庸無為。

事實上，光緒5年，日本併滅琉球之時

，清廷雖有主戰派要求東征，但李氏卻因洞

悉日本真正染指的目標為臺灣和朝鮮，乃請

清廷即早經營，強化海防，然因左宗棠「塞

註9：韓方賠償軍費、謝罪、駐兵使館、擴展商務。

註10：俄韓於1885年訂立密約，允許俄國使用韓國東北方的永興港，造成中、日、英、美不安，致使英國正式佔領朝鮮南端

的巨文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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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之執行，彼此衝突而各行其是。

光緒19年6月，日本不承認朝鮮為中國

藩屬國，藉故派兵保護僑民，李鴻章卻似毫

無所悉。初始，清國駐漢城、牙山陸、海兵

力均不及日軍一半。(清廷陸軍2,000餘人、

軍艦3艘、日軍陸軍倍於清軍、艦艇8艘)，

而李鴻章仍罔顧汪鳳藻及袁世凱諫言，未能

增兵嚴備。直至日本久未撤軍，才驚覺日本

陰謀逼戰的決心。

李鴻章企圖藉列強以制衡日本，無奈不

但耽誤戰備，而且在歷經協調英國(派艦赴

日)、法國(勢導日華和商)、德國(勸日撤兵

)、美國(共保和局)、俄國(聯合拒日)諸國

後，均無實質助益。日本非但未曾撤兵，反

而增兵，並以其外交策略影響了諸國。

光緒20年7月1日甲午戰爭爆發，9月17

日，中日雙方主力艦隊在黃海展開激戰，苦

戰五小時，各有損傷。唯李鴻章未顧及丁汝

昌之積極請戰，反要求北洋艦隊避泊威海灣

，保船避戰；不許出海，並於日軍攻擊旅順

時，未作抵抗，致使日軍得以輕易攻城掠地

；光緒21年1月底，日軍進攻威海，李氏仍

寄望列強「調停」，而未抵抗，致使丁汝昌

，劉步蟾自殺，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其實迄中日宣戰，李鴻章並未獲得各國

支持(尤其是俄國)，此乃各國在華利害不同

，外交政策亦非單一駐華公使就能決定，而

李鴻章一意迷信外交助力而疏於軍事整備，

事處被動，終為導致甲午戰爭失敗主因。此

從李鴻章於光緒23年3月，在俄簽完《中俄

密約》，5月4日在柏林會見俾斯麥，對西人

將其比擬為「東方俾斯麥」而自豪，但在《

馬關條約》簽後，感言「我少年科第，壯年

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直上

，誰知道無緣無故發生了中日問題，使得一

生事業，都被掃盡無餘」11，兩相對照，最

為寫真。

(二)功過分析

1.李鴻章與伊滕博文簽訂天津條約，承

認日本在朝鮮的地位，從此束縛了中國的行

動，種下甲午戰爭禍因。

2.李鴻章對伊滕博文的雄心與日本野心

缺乏認知，尤其期望藉由「以夷制夷」讓列

強制衡日本，反被日本牽制。

3.李鴻章涉外協調概以息事寧人為原則

，常失敗於政策不確定，譬若日韓事件，初

時籠絡，後採放任，其後琉球遭日本吞併，

對朝鮮又改門戶開放，致使日人得寸進尺。

4.李鴻章自知實力不足，係屬知己，但

對日軍實力與決心未能掌握，疏於知彼。加

諸其年齡日長，暮氣已深，得失心漸重，常

進退失據。如；清軍由成歡退守平壤，統領

葉志超諱敗為勝，蒙蔽李鴻章，致使貽誤軍

機。

5.中國戰敗，舉國論罪歸咎鴻章，舉朝

聯名彈劾者近500人。然事實上，自日本侵

華伊始，李氏即主張以日本為假想敵，擴張

海軍。雖屆戰之初，中國海軍艦船總噸位居

世界第8，日本第11，但中國卻因海軍經費

挪修頤和園，久未添購新船，速度慢，彈葯

少，且淮軍逸樂已久，軍紀渙散，戰力大不

如昔。

註11：陳再名，《古今人物逍遙遊(下)》，源流出版社，頁49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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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鴻章曾建議以舉國之力對日施以持

久戰，不為朝廷採納，而其能調度亦僅北洋

陸軍，加諸海軍分屬四支，不相統屬，故外

人有「實李鴻章與日本戰」之譏。

7.李鴻章負責外交實務，卻未掌全權，

在財政上；其負有支配軍事費用之責，卻無

運用全國財政之權，其所能直接籌控者，亦

僅直隸一省。故李氏可謂「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

8.北洋艦隊平時訓練不足，裝備性能差

，無速砲可茲捕捉敵軍，致處被動，不易發

揮戰力。

9.李鴻章倚親念舊，尤對淮軍、安徽鄉

誼特別眷顧，致使留學返國者，雖有大才亦

無大用。對人才舉用，可謂公私不分。

10.戰前，天津機器局無彈可發，參戰

每艦砲彈僅14枚，最大之定遠、鎮遠兩艦亦

只有10吋重彈3枚。持續補給發生嚴重問題

。而彈補問題，在卅年間，本廠可製，德國

可購，費款何止數千百萬，何以無以繼補，

傳悉李鴻章女婿張佩綸掌機廠出納，或有私

吞亦難論斷，而李鴻章富可敵國，是否貪婪

，殊不得知；然在其遭安維峻於戰後參劾12

，及其身後家資田產，約值4,000萬兩白銀

，遭世人所譏「宰相合肥天下瘦」，或可窺

知一、二。

11.馬關條約之訂定13，由於李氏遭刺，

日本方允無條件休戰，訂立了和約21款。條

約規定；中國政府把遼東半島、臺灣、澎湖

列島割讓日本，並賠款白銀兩億兩；增開沙

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允許日

本在中國各口岸設立工廠等。綜觀全程與其

應戰措置，雖頗多可議，但其愛國精神與責

任感卻仍值得肯定。惟；迄光緒21年11月8

日之【遼南條約】、翌年6月3日之【中俄密

約】，李氏仍一本妥協求和的路線，可言誤

國之極，然若責之賣國，則又稍嫌嚴苛不公。

伍、李鴻章與海軍

李鴻章為發展淮軍在陸軍基業勢力以外

的擴張，積極將觸角伸向濱海防務及大洋海

軍，隨著大批鐵甲船艦、砲艇的建構，使得

李氏集陸海軍權於一身。

1870年11月12日李鴻章以大學士直隸總

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兼辦「所有洋務、海防各

事」，他為加強津沽防務，開始考量加強陸

岸砲台事宜。1872年6月20日李鴻章上書說

：「日本近年與西津各國通商，大練鋼鐵，

廣造輪船，製造軍火，其意在『逼視我中國

』。因此，國家諸費皆可省，以惟養兵設防

練習槍炮，製造輪船之費不可省…」14。而

且當時中國海軍由於數年的生產與購買，已

有軍艦30餘艘(其中福州造15艘，江南製造

局造6艘，另外購自英法砲船計10艘，1873

年9月25日另撥調福建造船廠建800噸「鎮海

」兵船2艘)，中國戰船看似超越日本，然而

註12：陳淑珠，《李鴻章─浼清政治靈魂人物》，幼獅文化，頁82。
註13：光緒21年(1895年)3月21日，李鴻章與伊滕博文議定中日媾和條約，正式簽字「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

、澎湖，賠款二萬萬兩黃金。」這就是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註14：李鴻章／原著，婧妍、天舒／編注，《李鴻章為官藝術》，理芸出版社，頁92，當時日本已擁有軍艦14艘，運輸船3
艘，總排水量13,832噸，因此中國確有建立海軍的必要(李鴻章為官藝術，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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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清廷海軍散漫而無編練，軍紀士氣更不

及日本，可言未及現代化制度的結果。

無可諱言；李氏大購戰艦，擴大艦隊規

模，其實是已洞悉戰爭氣息，察覺帝國主義

正磨刀霍霍，對中國已有屠龍剖珠的企圖。

李鴻章從鐵甲厚度、船幫層次、機器掩

蔽、電氣燃放和汽機起碇等各方面肯定了鐵

甲船的優越，在其向朝廷報告中，亦陳「訪

聞英國兵船360餘艘，在諸國為最多，內有

鐵甲船40餘艘。法國先有兵船200餘艘，內

有鐵甲船50餘艘。俄國兵船300餘艘，內有

鐵甲船20餘艘。德國兵船僅110餘艘，內有

鐵甲6艘。」15亦說：「小兵船不若大兵船，

大兵船不若鐵甲船」，即以各國海軍實力突

顯列強爭奪霸權、侵華實力與威脅。

是以，李氏所以主張購船以建置海軍即

為此意。1874年12月10日他在《籌議海防折

》中；即申訴買船的必要。「(自造輪船)物

料匠工多自外洋購致，是以中國造船之銀倍

於外洋購船之價。今急欲成軍，須在外國定

造為省便，但不可轉托洋商誤買舊船，徒靡

鉅款」16即是以購船武裝艦隊，合於經濟效

益的折衝智法。

不過縱使李鴻章發覺海防與海上軍事力

量的建構是何其重要，亦曾豪語「縱不足以

敵西洋，當可與日本角勝於海上」，但在硬

體建設之餘，他卻疏忽了人的因素與長期教

育規劃。1879年日本併吞琉球，李鴻章與沈

葆偵奉旨籌議海防，李氏再議購艦，並於同

年12月11日呼籲「中國即不為窮兵海外之計

，但其戰守可恃，藩籬可固，亦必有鐵甲船

數艘，游弋大洋，始足以遮護南北各口，而

建國家不拔之基…」17並指派高級軍工專家

徐建寅為購艦大使18，拒絕赫德主控。此期

間以留德學生鄭清濂和陳兆翱擔任監工，公

使李鳳苞與徐建寅逐項驗收。海軍留學生劉

步蟾及所僱洋員一同駕駛所購2艘鐵甲船返

華，途經波羅的海、大西洋、地中海、穿紅

海、過印度洋；於1885年11月抵華，開啟了

中國海軍新紀元。

1888年3月北洋海軍章程草稿初定，大

半採用英章19，餘或參仿德國初式或仍遵中

國舊制，已能配合形勢發展需要。這個章程

內容計分十四款，具體而微包括：一、船制

；二、官制；三、升擢；四、事故；五、考

校；六、俸餉；七、恤費；八、工需雜費；

九、儀制；十、鈐制；十一、軍規；十二、

簡閱；十三、武備；十四、水師後路各局。

僅擇其要略述於後：

一、船制

規定船隊的配置與人員編制。船型區分

戰船、守船、練船、運船四類，並就現有船

艦和人員分別訂明船制等第，員弁、兵匠數

目等有關組織、領導、人員發展規劃事宜。

二、官制

數目設為30多種，全仿英制；官制按清

註15：李鴻章／原著，婧妍、天舒／編注，《李鴻章為官藝術》，理芸出版社，頁97。
註16：李鴻章／原著，婧妍、天舒／編注，《李鴻章為官藝術》，理芸出版社，頁99。
註17：李鴻章／原著，婧妍、天舒／編注，《李鴻章為官藝術》，理芸出版社，頁100。
註18：徐建寅為中國著名科學家徐壽的兒子，1879年10月25日以主德使館二等參贊身份搭乘法國「揚子」號輪船從上海出發

，12月11日抵柏林。李鴻章所付任務為一、考察名廠，二、洽購戰艦，三、查明運法。

註19：英國海軍已屬世界之最，其海軍章程裝定最早，且在1661年即已由上議完成第一件章程製定。積累了比較完善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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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舊制。

三、升擢

規定三條升途。戰官必須由海軍學堂出

身；藝官要由管輪學堂出身，並分別按照各

自的途徑升轉。

四、事故

凡海軍官員丁憂、回避、告病、終養、

修墓等事項所未備者，由北洋大臣查照定例

及行軍舊例酌核或援引西國水師章程參酌。

五、考校

凡招考學生、考校官弁、招考練勇、考

升水手、砲目，考校各色當差兵匠等細目屬

之。尤其對「海軍官學生」考選剔退更為嚴

格20。

六、俸餉

設有官弁俸銀、兵匠錢糧，船上差缺薪

糧、各船俸餉總數、官弁傷慶俸兵丁加賞，

行船公遇─醫葯費、酬應公費等目。

九、儀制

設有冠服、相見禮節、國樂、王命旗牌

、印信等目。

十一、軍規軍規

區分軍官、船上頭目、水手及一切無官

職人員，如違軍令之不等懲處。

十二、簡閱

規定各船每日小操、每月大操一次、兩

個月全軍會操一次，北洋海軍每年與南洋海

軍會哨一次，每三年由欽派或北洋大臣出海

校閱一次。

十四、水師後路各局

係屬後勤支援各作業。(七、八、十、

十三略)

李鴻章是中國軍隊改革的早期關鍵人物

，中國近代海軍的創建，除了造艦派的左宗

棠，就是主張購艦的李鴻章。在李鴻章的手

上，我們印證了北洋艦隊的建立與海軍章程

的修置。無論如何；儘管北洋艦隊在海上接

戰驗證的結果，是讓當時的大清國與後人無

限的唏噓與惋惜，但是肇建海軍的辛勞與成

軍的意義，尤其海軍人才培養與獲得，絕非

任何新紀元、新世代所能抹煞或是否定的。

綜上所述；概可略窺李鴻章在中國海軍

建構上所花心力及對我現代海軍之影響。我

們可以察覺；儘管清廷海軍生硬地採用西方

資本主義各國的一些海軍章程，也保留沿用

了中國封建落後條目，但就整體建構與全般

發展而言，他體現了迎新、面向未來與新世

界的精神，已由閉塞封建而開明科技，展現

出中國革新的境程。

陸、海軍建設與海防建構

清際海軍建設始於同治5年閩浙總督左

宗棠在福州創設的馬尾船廠、惟迄至同治13

年，日本出兵臺灣琅王喬(恆春)，才引起清

庭對海防的重視。於是曾經說過「日禍可慮

」的李鴻章乃奉派籌購鐵甲船，砲船及軍械。

李鴻章對現代化的認識先於船堅砲利而

後及於各項。其海防思想是自覺日本興起的

註20：「海軍官學生」年在14至17歲間，經學堂考試合格，先學三個月英文，在學四年，所學科目為：一、英語；二、地理

；三、算學日平方、立方等；四、幾何原本前六卷；五、代數至對數表法；六、平弧三角法；七、駕駛諸法；八、測

量天象、推算經緯度諸法；九、重學；十、化學物理(格致)。畢業後赴艦實習一年，考試合格後，授以把總候補，獲

低級海軍軍官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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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其洞識海權新時代的來臨是中國「

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21，故主張中國若

欲圖存，則必須守經達變，以承受來自海上

的衝擊。

光緒元年，李鴻章與南洋大臣沈葆楨奉

旨分別督辦南、北洋海防，為中國新海軍肇

建之始。光緒5年，日本併吞琉球，沈、李

深感海防建設已到刻不容緩之際，僅修砲台

及採購砲船(8艘)已不敷所需。乃有再購鐵

甲船之議，惟沈葆楨不久棄世，詔命全權由

鴻章綜理，並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

光緒6年，李鴻章奏請向德國訂購「定

遠」、「鎮遠」、「濟遠」3艘鐵甲船，並

於大沽建船塢，在旅順設魚雷營、屯煤所，

天津設水師學堂、光緒7年於大沽設水雷學

堂，海軍教育漸漸步入正軌。統計北洋軍其

時擁有兵船14艘(其中8艘購置，餘為自造)。

北洋艦隊的建構是李鴻章在自強運動中

洋務倡行的頂點。光緒9年，為使海軍事權

統一，復設立海軍部。置北洋水師提督，延

聘洋將，續購鐵甲快船。

光緒11年正式成立海軍衙門，並延攬英

人琅威理負責北洋海軍訓練(採英制)。而新

購之三大艦(定遠、鎮遠、濟遠)航抵國門，

李氏親率試航旅順口，甚感滿意。

光緒12年8月；北洋艦隊巡弋朝鮮海面

，轉赴日本長崎與日本巡捕發生衝突，互有

傷亡，惟鴻章未採納琅威理建議與日交戰，

直後雖以和解了事。然而北洋艦隊強弱之勢

，卻未因此獲得定論，並藉為爾後發展之據

，是李氏有所顧忌亦或另有他議，孰難知曉。

總體而言，李鴻章對海軍建構是有心的

，建設需要有巨額的經費，但是在關稅、厘

金所能提供的建設與訓練款項卻常遭挪用或

無法如期給付。(北洋海軍每年歲費約400萬

兩常因賑濟、京餉，遭提用約70餘萬兩，尤

其在左宗棠籌措西征餉需1,000萬兩後，歲

費更是有名無實)。

迄光緒10年止，北洋軍概已擁有兵船14

艘，這對以日本為假想敵的清廷而言，是不

夠的，中國兵船只能守在海口，無法實施海

上決戰，光緒9年中法海戰一再失利，即為

明證。

光緒14年北洋海軍建設完成後，因慈禧

太后修築頤和園而停購兵艦，迄翌年只增購

「平遠」號(13年間已購得致遠、靖遠、來

遠、經遠四艦)，北洋艦隊至此已擁有大小

兵艦15艘及練兵魚雷艇若干，約計4萬噸，

砲120餘門，官兵4,000餘人。惟由於海軍主

事者奕劻才能平庸，作為難期服眾，而外聘

教席，亦非一時之選，致技術落伍，效率多

弊，加諸李鴻章時而褊袒不公，致引發琅威

理不滿，憤於光緒16年辭職。屆此；海軍可

謂風雨飄搖，不獨進步遲滯，紀律漸次渙散

，甲午戰爭一起，海軍即因指揮調度不靈，

一戰即潰。

光緒17年海軍於旅順、大連、膠州灣一

帶實施校閱，由李鴻章親自主持並邀各國使

節參觀，參演部隊計有北洋艦隊12艘、南洋

艦隊6艘、粵東艦隊3艘，以日本為假想敵，

示以軍力，期以遏阻日本挑釁企圖。

平心而論，李鴻章致力自強運動及洋務

註21：陳淑珠，《李鴻章─浼清政治靈魂人物》，幼獅文化，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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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尤其海軍建設，在先知卓見方面仍有

其可圈可點之處，但礙於諸種限制，致使成

效有限，主因李鴻章不知進程，改革推展速

度與步驟未能循序漸進，亦無長遠目標規劃

，人才培養亦為緩不濟急，致使上下溝通不

易，政令執行斷層，檢討其弊22，概有：

一、清廷海軍當時概有北洋、南洋、粵

洋(廣東)三個艦隊，其間以北洋隊為主，實

力應較雄厚23，然戶部所撥海軍衙門經費，

竟挪他用，致光緒4年後，未再添購新艦，

海軍戰力未能提升。

二、日人伊滕正德所著：「在明治24年

(1891年)吳港鎮守府參謀長東鄉平八郎(即

甲午戰時浪速艦長，日俄之戰的海軍元帥)

曾見停泊宮島之清國鎮遠、定遠砲上晾曬衣

褲，並云此類巨艦，紀律尚且如此，其海軍

實力不足畏……」由此；可見清軍水師之訓

練與紀律渙散之一般。

三、總理衙門雖為辦理新政主要機構，

但因政權操縱在督撫手中，無法約束其之行

動，對建設規劃(如鐵路、造船廠、開礦、

造艦及人才培養)無整體的通盤規劃。

四、軍事缺少健全人事制度，所用外國

教席亦非上選，致技術落效率不彰。

五、對建軍建設經費之籌措與運用，常

因朝廷挪用，李鴻章等主事者亦怕違反上意

，致使訓練維持，仍待借款。

六、旅順、大連會操結束後，海軍當局

曾建議添購新式戰艦，惟因建軍購艦經費已

挪他用，致使向英訂購之兩艘新式快艇亦因

無錢支付，轉被日本購去，而其中一艘「吉

野艦」即在甲午海戰中，對清艦重創最多者

，實令有識之士扼腕嘆息。

七、李鴻章已有先入為主的避戰心理，

事事委曲求全，致使陸軍潰敗，海軍亦因其

之遙控約束，未能澈底發揮戰力，終底失敗

。概可從其對海軍之指示窺見一斑24：

1.戰爭未起以前─「不先開釁」。

2.豐島序戰以後─「避免決戰」。

3.大東溝海戰以後─「保全殘艦」。

柒、中日甲午戰爭歷程對海軍發
展之影響

自沈葆禎率福建水師赴臺以歿，清朝海

軍發展僅限北洋。而其規劃組織之任概屬鴻

章，其設天津水師營務處、水師學堂、造大

沽口船屋塢、旅順砲台，並指派淮將丁汝昌

統領北洋海軍，延聘英人瑯威理為總查司訓

練事，購艦於外國。其時北洋艦隊最強，所

屬船件十之八九均為委外製造。南洋及福建

兩艦隊則以馬尾船廠及江南製造局出廠。惟

；艦隊訓練既荒、戰備亦弛，後勤更是無度

。其之脆弱不堪，可從馬江一戰盡見。

從甲申閩海之戰，官員曲於承事，誤判

情勢以致閩海軍全滅，造船廠被毀，馳援之

南洋5艦遭擊沉2艘。其對清庭無論戰力、士

氣，民心，作戰決心與信念影響甚鉅，種下

九年後甲午戰爭最大的敗因。經此戰役，清

廷貴冑咸知以振興海軍為要，李鴻章亦致書

醇親王除剴陳北洋海軍現狀及發展計畫，並

註22：陳淑珠，《李鴻章─浼清政治靈魂人物》，幼獅文化，頁43。
註23：歐陽煦，〈海軍歷史關係人物介紹：李鴻章〉，《海軍學術月刊》，第17卷，第7期，民國72年7月10日，頁61。
註24：歐陽煦，〈海軍歷史關係人物介紹：李鴻章〉，《海軍學術月刊》，第17卷，第7期，民國72年7月10日，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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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完成旅順船塢。然；清廷為何於甲午海

戰中如此慘敗而一蹶不振呢？我們概可分析

如後：

一、海戰兵力

(一)清朝海軍兵艦數量(如表一)

(二)日本海軍兵艦數量(如表二)

二、甲午海戰歷程評析

中日甲午戰爭始於光緒20年(西元1894

年)6月，終於次年正月，中日軍歷經豐島緒

幕戰、承歡血戰、平壤陸戰、黃海主力戰、

旅順城陷被屠、遼東防禦戰、威海失守、兵

艦投降。日軍先後佔領朝鮮、遼東、旅順口

及山東威海衛等地，而且訂定了喪權辱國的

馬關條約。

中日甲午戰爭為日軍遂行其大東亞共榮

侵華最大野心之戰爭，其勝在其處心積慮，

清敗則其來有自，除了舉國憂患意識缺乏，

另僅略舉數端：(一)海軍建軍起步晚，亦無

規劃與人才培育。(二)清廷腐敗、官僚多，

政策搖擺，和戰反覆。(三)多數文官懼戰、

武官怯戰，疆場調度分歧。(四)海陸將領協

調不足。而海軍官兵之訓練缺乏，紀律渙散

，海戰經驗不足、戰術修為差，作戰補給及

彈藥不足，更是種下戰敗最大主因。在朝廷

表一　清朝海軍兵艦

艦名 類別 馬力 艦構 時速 火砲

1 定遠 鐵甲砲艦 6000p 鋼 14.5浬 22
2 鎮遠 鐵甲砲艦 6000p 鋼 14.5浬 22
3 來遠 鐵甲砲艦 5000p 鋼 15.5浬 17
4 經遠 鐵甲砲艦 5000p 鋼 15.5浬 14
5 平遠 裝甲砲艦 2300p 鋼 12浬 11
6 濟遠 巡洋艦 2800p 鋼 15浬 18
7 靖遠 巡洋艦 5500p 鋼 18浬 23
8 致遠 巡洋艦 5500p 鋼 18浬 23
9 超勇 巡洋艦 2400p 鋼 15浬 12
10 揚威 巡洋艦 2400p 鋼 15浬 12
11 廣甲 巡洋艦 1600p 鐵骨木殼 14.7浬 10
12 廣丙 巡洋艦 1200p 鐵骨木殼 17浬 11

資料來源：謝瑞業，＜中日甲午海戰之評述＞，《海軍學術月刊》，第26卷，第10期，民國81年10月10日，頁32-33。

表二　日本海軍兵艦

艦名 類別 馬力 艦構 時速 火砲

1 松島 海防艦 5400p 鋼 16浬 29
2 巖島 海防艦 5400p 鋼 16浬 31
3 橋立 海防艦 5400p 鋼 16浬 20
4 吉野 巡防艦 5986p 鋼 22浬 34
5 扶桑 鐵甲砲艦 3650p 鋼 13浬 21
6 浪速 巡洋艦 7604p 鋼 18浬 24
7 高千穗 巡洋艦 7604p 鋼 18浬 24
8 秋津州 巡洋艦 8516p 鋼 19浬 26
9 千代田 鐵甲巡洋艦 5678p 鋼 19浬 27
10 比叡 鐵甲砲艦 2535p 鐵骨木殼 13浬 18

資料來源：謝瑞業，＜中日甲午海戰之評述＞，《海軍學術月刊》，第26卷，第10期，民國81年10月10日，頁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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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更因帝后兩黨不和，重臣(翁、李)貴

戚(恭、慶)不和，以致議不決，令不行。李

鴻章身任和戰之衝，在內軍機掣肘、在外輿

論嚴評，又要侍候好佛爺，滿足周延貴冑，

以致既不能獨斷專行，亦無法有效運籌帷幄

，加諸用人任事浮濫，植黨招權，自無法成

就彪炳人寰之大事業。雖然現代評論清朝海

軍發展中輟，係因西太后挪用軍費於頤和園

，然英國瑯威理之去職，致使海軍衰頹亦為

人才不濟之表徵。尤其瑯威理返英後，亦曾

論刊於英報「中國海軍實有不能輕視者，其

操陣也甚精，其演砲也極準，營規亦殊嚴肅

，士卒亦皆用命，倘與日本海軍較，中國未

嘗或遜…至中國考試海軍之道。較諸英國，

則似稍難濫。所尤甚者，文官每藐視海軍將

弁…世祿之家不屑隸名軍籍，日本則視武員

為重…以此相較，中國或有不及日本之處…

…」這是瑯威理中肯評論，他曾隨丁汝昌率

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等艦赴朝鮮

海巡操，士兵遭日人圍殺，即力陳汝昌即日

宣戰，但汝昌終受賠款了事。後北洋艦隊巡

泊香港，為提督銜未能於汝昌離艦換旗，竟

升總兵劉步蟾旗，瑯威理憤而去職。從此海

軍紀律大弛，攜眷陸居、去船以嬉、相率淫

賭，終至戰力無存25。

海戰前；李鴻章曾依例在4月間對海軍

舉行了大閱，但眾皆歌功頌德，而未查詢各

艦砲彈囤儲狀況。以致海戰中，定遠與鎮遠

艦之10吋口徑戰砲竟只有砲彈3枚，此為黃

海海戰最大敗因。光緒8年，李鴻章為預防

東患，爭取添練海軍，遭都御史張佩綸抗疏

、朝廷亦請將興造海軍款項移修頤和園，以

致因循坐誤，導致甲午海戰慘敗。

甲午戰前，清朝之英租商船高陞號遭日

擊沉，威遠、濟遠、廣乙各艦橫遭日本吉野

、浪速、秋津州等艦橫海追擊、導致廣乙艦

觸礁自焚。中日之戰烽火遂起，而清廷豐島

緒戰遭挫，對當時全世界排名第8的清朝海

軍敗於排名11的日本，仍不知警覺，以至大

東溝海戰敗，到威海衛守禦無成、簽訂馬關

條約，為歷史留下難以磨滅的恥辱。檢討因

由；除清庭昏聵及軍機部門攻守戰略失度，

部分部隊譁變變節，以致縱有忠君愛國志士

，亦難挽轉頹勢，而海軍建軍與發展亦從此

再無建樹，殊值可惜。

捌、李鴻章處世與為官藝術

李鴻章屬才華橫溢，富智慧，且能執著

成事的人，雖然有人說他醉心名利，操守可

慮，但是他能在風起雲湧、詭譎多變的官場

，青雲直上，甚或成為清廷棟樑，誠屬有其

過人之處。

李鴻章在參加科舉時，曾於稟母家書撰

詩《入都》九首，其中「丈夫只手把吳鉤，

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裡

外欲封侯」；功名之心可謂昭然若揭，然其

為求取功名對讀書治學亦有其獨到之處，他

在訓侄數語中曾云：「得失常事，不足為慮

，總以發憤讀書為主」26；寄弟書云：「學

業才識，不日進，則日退，須隨時隨事，留

註25：羅雲編著，《細說清代戰爭》，祥雲出版社，頁140。
註26：李鴻章／原著，婧妍、天舒／編注，《李鴻章為官藝術》，理芸出版社，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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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著力為要」，又提示如「專」、「恆」27

，即可見其求學經世之執著與精闢。

在其投筆從戎，以軍圖官的人生歷程中

，其謹慎用兵，戰術精當，可行則行，當止

則止，不取貪功冒進，是為其成功要件。

然而淮軍之設立仍沿襲湘軍「以召募易

行伍」，這種以將帥自召的募兵制代替了兵

權歸於兵部的世兵制，從而改變了軍隊將帥

、士兵、軍隊與國家的關係。李鴻章就曾對

李宗羲說：「曾國藩與我治軍十餘年都是先

選將，而後募營，其營哨須統將自己選擇，

呼應較靈。」因此；清朝之靖國部隊可謂「

一營之中指臂相連，弁勇視營、哨，營、哨

官視統領，統領視大帥」，朝廷再也休想直

接指揮調度。

事實上，淮軍建構特質除了兵將冗雜，

淮勇不像湘勇多以「山農」為主，統領亦非

重視門第身世，而係才能韜略，因此淮軍的

領導階層反不如湘軍來得齊整，再則；淮軍

大都志在利祿，蓋李鴻章意以「天下熙熙攘

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

故而淮軍自始至終俱皆以貪圖利祿，騷擾民

間為能事。這對以軍功踏入仕途的李氏而言

，不可不謂憾事。

李鴻章對淮軍授予洋槍洋砲等武裝，並

利用外國人與軍隊(常勝軍)協助屢立戰功，

而穩固軍權，更以洋砲三局、滬(又稱江南

製造總局、上海機器局)、寧(金陵機器局)

二局，強化軍隊補給，落實「求洋法習洋器

為自立張本」以維繫淮軍命脈，做為其為官

重要資本。

整體而言，李鴻章對清廷是忠誠無貳的

，自入仕途，即盡心盡力報答皇恩，並且能

不恃官寵，鞠躬盡瘁君憂，不但對清帝忠貞

，未存貳心，對慈禧太后亦竭力輸誠，其間

榮祿及慈禧欲廢光緒，其之佯試保全，遵旨

鏟平康有為，梁啟超祖墳之忍辱挨罵，在在

突顯其和戎保疆，以恭保官，外交木尊俎，

靈活權變以安朝廷，以夷制夷，敦求和睦，

戒急用忍，以求國安之作為。

在為人處世方面；我們亦可發覺李鴻章

是一個勤懇盡力，奮發向上，以謀大圖的智

者，在奉上方面，往往能以退為進，甚而曲

意包庇，趨承攀附，對同儕則能寬以待人，

誠信有嘉，甚至作到舉賢薦才，用人以德，

對下屬亦能體恤提升，尤其對優恤褒揚，詳

察民情更為細密。但其排斥異己，運用私人

，籠絡人心以培植勢力的私心作法，亦讓人

不能苟同。綜而言之；李鴻章在治家方面可

謂儉以養德，靜以致遠，克己奉公的，但其

崢嶸卻趨複雜褒貶不一的一生，在其老來失

計，忍辱屈約的涉外洋務中，卻留下了正負

兩極不同的評論，孰功孰過；孰忠孰奸；悉

由後人自由心證了，終究我們並非適逢當下。

玖、結語

李鴻章於同治元年(1862年)初到上海，

身體西洋文明；建構淮軍與常勝軍並肩作戰

，收復蘇、常州境；肅清長江下游，為其功

業起步。而剿捻平亂，懲天津教案元兇，步

入門戶外開，正常外交協調途徑，是其事業

發韌。然在同治9年迄光緒21年(1895年)甲

註27：李鴻章／原著，婧妍、天舒／編注，《李鴻章為官藝術》，理芸出版社，頁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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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戰敗，馬關議和，短短的25年間，凡外交

、洋務、通商、條約、練軍、開礦、通訊、

保健、海防等要政，都由其運籌帷幄，主導

行事，確有其篳路藍縷、創先啟後之功。然

而在甲午戰後，淮軍與北洋艦隊一戰而潰，

日本的新興與勝利，使得李氏備受責難，聲

望日跌，但仍以高齡忍辱負重，繼續週旋於

列強諸國，直至鞠躬盡瘁，仍值後人尊崇敬

仰。

李鴻章初時，以「用蠻夷夏」、「以夷

制夷」斡旋於中外事務，復以「聯絡西洋，

以制東洋」政策企以圖存。殊不知；列強卻

因彼此利害與需求，對李氏政策或虛以委蛇

，或拖延推諉，均在無形間；化解了李氏夢

幻，所以李鴻章對涉外業務雖熟，但對洋務

折衝，外人心理及本質專長(如國際法……)

之具備，仍嫌不足。故；後人概以李氏外交

締約(如馬關條約、中俄密約……)等喪權辱

國和約之訂立，垢病不齒，但不可諱言的，

其「辛刃條約」之訂立，卻仍有拯救清廷危

亡的功蹟。

清廷中堅清流及主掌維新的梁啟超曾譏

李鴻章「不學無術」，實為「不識國民之原

理，不識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可謂批判凌辱之最，但以當時的世局、國情

、民風與新舊交替，民情初涉「化外」之「

新」、「奇」其心理調適，政、軍、經、心

之西化調整，仍未統合落實狀況下，一個突

破傳統，反常態的主事者而言，他是寂寞與

無助的。我們應當考量這個人所受的支持若

干？後續的助援多少？甚或植誤導正的忠諫

有多少？而不是以「錦上添花」、「雪中送

炭」亦或「打落水狗」的鮮明對比，作出個

人評析，依筆者淺見：

一、李氏生處晚清時政，政局昏亂，可

謂有志難酬，尤其在其淮軍與北洋艦隊挫敗

後，礙於功過褒貶，愈加畏於成敗、名利之

得失，致使愈發無所為、被動消極。

二、李氏知西方之勢，悉自強之利，對

中國富強之路，獨能力排眾議而直以往，其

先知睿智與行事卓絕是值得肯定的。

三、李氏對軍事、商務、工業與涉外事

務，外交協調諸方面之推展，可謂不遺餘力

，然受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之囿困

與侷限，更突顯中西衝突，新舊交替的矛盾

與無奈。終究要破除，積弱弊息的古老傳統

不是一蹴可幾的，也非那麼簡單。而李鴻章

在那時，也僅是孤臣隻手難回天。

四、有人譏評李鴻章志在功名富貴，缺

少恢宏抱負與遠大器識，對國家安全、人民

福祉，反而不能深思遠慮，尤其是其一意仿

行西法，動機雖為平內亂、禦外侮，但卻缺

之整體規劃與循序就般的執行，但無論其之

目的著眼為何？不論其之「以日制英」、亦

或「聯俄制日」所獲結果如何。終究他只是

料敵過寬，不明國際情勢舞臺的政治生態而

己。無可諱言；其所訂定之相關和約，如中

俄密約即有評議認為係誤國之舉，庚子議和

造成後世百年困厄。及其身深受脅迫，飲憾

而亡，均為其所料想不及，對清廷及後世均

有莫大影響。

五、一般批評李鴻章眼光雖遠，但宏觀

有限，拔擢賢能緩不濟急，亦常有任用私人

與親信之嫌，其之新政概仍有下列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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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理衙門無法有效約束地方督撫，

整體規劃闕如，通盤執行未能連貫協調。

(二)各種新式工業係採官督商辦方式，

難洗官方舊弊，亦無企業精神。

(三)軍事建構人才不足，外援教習亦非

上乘，且礙於私屬官事、人事運用缺乏彈性

與公平、公開原則，新武器裝備亦因後續購

建中斷，致使戰力不彰。

(四)未具人盡其才之利，對留學返國精

英，未能有效拔擢運用，形成人才浪費。

憑心而論；李鴻章所處的晚清時期，正

值女后專政，朝廷多貪財黷貨，賄賂公行，

把持朝政，愚昧自用之人，以致政局混亂，

李鴻章雖難完美週全，有志難伸。然而他卻

能體認時勢，從外國的進步與強大武備，建

設中積極學習西法，企圖截長補短，力挽狂

瀾，然而在當時朝政、社會、經濟、文化與

政治因素的影響下，他雖有大格局，卻仍有

其侷限的無奈與私慾。我們可以說，清廷沒

有他，也許太平天國與捻亂不可平，也許自

強運動，洋務運行不可及，也或許以現今的

眼光來看，他的所作所為只是一種洋務模彷

，囿限於對西方科學技術與及一些輕工業、

交通與電信的學習而已。

但我們卻不能說他淺陋無為、缺乏恢宏

抱負和遠大器識，因為在那種封建、閉塞的

社會，他能破除傳統迷思，大膽突破與嚐試

，已屬難能可貴了。事實上；史實證明清廷

的積弱不是沒有原因的，在舊勢力排斥新觀

念，保守派抗軛維新勢力的世代裡，如何破

除根深蒂固的舊觀念，穿越時空與傳統的藩

籬，都是李鴻章無法頓時改變，立刻得到立

竿見影的成就的。

其人早年的輝煌成就與成功因素，使得

李氏成為清廷倚重的棟樑，但甲午戰爭之後

，卻由於李鴻章對敵情不夠審慎，不明國際

情勢，以致一生聲名飲憾而終，亦使其一生

之功業毀譽參半，殊值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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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智軍艦為一火

力支援登陸艦，係由

美國Commercial Iron 
Works所建造，於公元

1944年11月12日下水成

軍，在美服役期間編號

為LSSL-56。民國43年
2月19日美方依中美協

防條約，在日本的橫須

賀港移交給我國，民國

43年5月5日正式成軍，

並命名為「聯智」軍艦

，編號為LSSL-271，隸屬於登陸艦隊，擔任人員支援登陸任務。

該艦為一大型支援登陸艦，自成軍服役後除擔任海岸巡防及外島人員運送等任務外，亦曾參加過銅

山港進行突擊戰、四礵列島及福寧灣一帶海戰等戰役。此外，該艦亦曾參加過多次演習任務，以精練作

戰能力。民國58年10月1日由於艦上各項裝備已老舊，且不堪再予修復，即奉命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

故事)

聯智軍艦 LSSL-271

老 軍 艦 的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