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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清海軍的建設中，側重北洋海軍，南洋海軍一直比較落後。張之洞 (1837-1909) 

在兩度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期間，利用種種機會，力圖推動南洋海軍的發展。甲午

戰爭期間，他力主買船購艦，並一度謀劃攻日保臺；甲午戰後，在貝斯福 (Lord Charles 

Beresford, 1846-1919) 訪華時，他大力宣導發展海軍，主張借助外國勢力訓練新兵。但由

於種種原因，他的購船計畫一直未獲成功。直到清末新政時期，他終於力排眾議，克服

種種困難，成功地同日本達成協定，訂購新式淺水炮艦「江元」號，使得南洋海軍發展

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關鍵詞：張之洞，南洋海軍，甲午戰爭，貝思福訪華，日本，「江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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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相對於聲威赫赫的北洋海軍，得不到健全發展的南洋海軍，宛如一個發育不良

又不受疼愛的孩子，而與之相關的種種史實，也多長期湮沒。張之洞作為強力支持

海軍建設的晚清重臣，曾兩度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雖時間短暫，但其把握機

會，克服困難，傾盡所能，推動了南洋海軍的建設發展。有關南洋海軍的前人研究

不多，李毅〈南洋海軍述論〉論述了南洋海軍的發展階段、歷史作用和發展滯後的

原因；戚其章〈南洋海軍援臺與中法鎮海之戰〉論述了南洋海軍的建成、援臺背景

和鎮海之戰的戰績；謝茂發〈晚清南洋海軍經費管窺〉論述了南洋海軍不同階段的

經費來源和支出情況。1 但這些論文幾乎沒有涉及張之洞有關南洋海軍建設的內

容。 

事實上，張之洞與南洋海軍建設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其兩任兩江總督任期之

間，他抓住各種機會積極建設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期間，他參與籌劃了買船購

艦、偷襲日本的潛師行動；在戊戌政變後、貝思福訪華之時，又參與了興建新式軍

隊的計劃；在清末新政時期，他又力主向日本購買艦船，終獲實施，為南洋海軍發

展指明方向，使其建設向前邁進一大步。關於潛師行動，在蘇小東〈張之洞在甲午

戰爭中的海軍作戰方略〉、王青波《王之春與晚清外交》、徐碧薇〈張之洞與中日

甲午戰爭〉中略有提及，2 但語焉不詳；關於貝思福訪華，戴銀鳳〈貝思福訪華述

論〉深入研究了貝思福訪華的前因後果和詳細經過，3 但其認為張之洞是貝思福練

兵計畫的反對者的觀點有待商榷；關於向日本購船，在馮青《中國近代海軍與日

本》一書中有所記述，4 但仍嫌簡略，沒能徵引多方材料詳加考證購船始末。本文

主要依據已刊的《張之洞全集》、時人文集和未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1  李毅，〈南洋海軍述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廣州：1986），頁 72-

77；戚其章，〈南洋海軍援臺與中法鎮海之役〉，《社會科學輯刊》，6（瀋陽：1995），頁

104-110；謝茂發，〈晚清南洋海軍經費管窺〉，《晉陽學刊》，2（太原：2011），頁 97-100。 
2  蘇小東，〈張之洞在甲午戰爭中的海軍作戰方略〉，《貴州社會科學》，5（貴陽：1998），頁

83-89；王青波，《王之春與晚清外交》（保定：河北大學歷史專業碩士論文，2010）；徐碧薇，

〈張之洞與中日甲午戰爭〉，《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福州：2004），

頁 115-120。 
3  戴銀鳳，〈貝思福訪華述論〉，《近代史研究》，1（北京：2003），頁 140-166。 
4  馮青，《中國近代海軍與日本》（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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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檔案、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及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檔案，以潛師行動、貝思

福訪華、向日本買船購艦三件大事為主要線索，力圖還原一段久經塵封的歷史。 
 

二、中挫的潛師行動 

 
張之洞初歷兩江總督是 1894 年 11 月，5 時值甲午戰爭正酣，歷經黃海大戰的

北洋海軍實力大損，不得不退守威海衛。赴任之前，張之洞就電奏總理衙門：「添

船為最急」，6 強調加強江防的重要性，並委託江漢關稅務司與巴西、阿根廷、葡

萄牙、土耳其等國聯繫購買炮艦。7 赴任之後，更一面繼續洽購艦船，一面添購槍

械、整修炮臺，整頓水陸各營，加強南洋海防和江防，並擬邀請前北洋海軍提督琅

威理 (William Metcalfe Lang, 1843-1906) 前來教練南洋海軍。8 

但戰事急轉直下，日本海軍圍困北洋海軍於威海衛，南洋海軍因「系木殼，且

管帶皆不得力」，9 難以增援。這時有人提出「潛師」計畫，使張之洞擁有了一次

可能改變南洋海軍歷史的機會。 

1895 年 1 月 14 日，正當蜷縮於劉公島的北洋海軍殘部進退失據之際，張之洞

收到總理衙門發來的上諭：「有人奏倭人全師而出，國內空虛，若以水師搗入其

境，或遊弋其各島，使彼有內顧之憂，而我得抽薪之計等語。著張之洞與唐景崧會

商辦法具奏。」10 在此之前，朝中多位大員上奏直搗日本，圍魏救趙。遠在美國

的容閎 (1928-1912) 也曾致函蔡錫勇 (1847-1897) 轉稟張之洞，建議「中國速向英

倫商借一千五百萬圓，以購已成鐵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襲日本

之後，使之首尾不能相顧」，11 得到張之洞的贊許，派容閎赴倫敦借款。故收到

                                                 
5  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525。 
6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致總署〉，頁

1993。 
7  同前引，第 2 冊，〈籌備江防折〉，頁 929-931；第 3 冊，〈致總署、天津李中堂〉，頁 1997。  
8  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5 冊，頁 535；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致總

署〉，頁 2009；第 5 冊，〈照劄水陸各營禁革積弊〉，頁 3205；第 7 冊，〈致天津李中堂〉，

頁 5835。 
9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7 冊，〈致天津李中堂〉，頁 5831。 
10  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5 冊，頁 667；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第 3 冊（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 377；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8 冊，〈致臺灣唐撫臺〉，頁

6070。  
11  容閎，《西學東漸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頁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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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電文的次日，張之洞轉電時任臺灣巡撫的唐景崧 (1841-1903)，共商退敵大

計。兩日後，唐景崧回電：「此計須有堅兵輪多隻方敢入人國，現無此力，亦無此

從容時候，惟大局危甚，非南洋出奇計，莫救北急。必不得已，惟有雜湊兵輪，前

往虛驚，相機進退，所望彼師回顧北路，易進兵耳……若江南兵輪可調出，戶部能

撥三百萬兩，似不妨做。」12 並告訴張之洞，有人自告奮勇赴日本長崎、神戶、

橫濱等處偵探敵情，發現長崎沒有防備。 

雖然唐景崧提出動用南洋海軍的目的不過是「前往虛驚，相機進退」，張之洞

卻深知當時的南洋海軍「船薄行遲，炮無新式，將弁難求，實無大用，斷難出

洋」。13 2 月 3 日，日軍攻陷威海衛，劉公島與膠東及整個內陸的聯繫被完全切

斷。11 日，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 (1836-1895) 自殺殉國。焦慮萬分的張之洞急忙

電奏朝廷，認為「大局愈危，除迅速購船之外，再無良策」。14 為了能夠「搗敵

遊弋」，他要求「朝廷迅速決計，不惜巨款，速購穹甲快船五六艘，大雷魚炮船十

數艘，雇募洋弁、洋兵率之來華，選中國健將勁卒佐之……購公司船數號為運船，

方能行駛迅速，隨戰艦同行」，15 並要求將北洋在海外議購的艦船撥歸南洋，並

由他添購數艘，組成一軍。他還提出具體的作戰計畫：以北洋所購艦船為一支，南

洋所購艦船為一支，「如倭船攻北洋，則南洋一支攻長崎各島，或截其運船；如倭

船攻南洋，則北洋一支攻朝鮮等處，或截其運船。」16 同日，在回覆唐景崧的電

文中，張之洞進一步解釋：「南洋木質四輪，不足供敵人一雷一炮」，「此時欲攻

襲倭境，或遊弋海面，非有鐵艦快船不可」，「大快船須購現成者，或可覓兩三

艘，雷船趕造，六個月可成四五隻，不能甚速，無可如何。但彼時戰事亦不能了，

三年之艾，終收其益。若雜湊之輪，萬無用也。」17  

2 月 17 日，日軍在劉公島登陸，北洋海軍全軍覆沒。23 日，朝廷下旨同意了

張之洞的請求，飭「張之洞即在上海等處洋行商訂借款，電知戶部、總署奏明辦

理。如集有成數，即設法購船，以備海洋禦敵之用。」18 得到了朝廷的旨意，張

之洞進一步與唐景崧商談如何購船、將領調遣以及進攻路線等問題，並著手調查日

                                                 
12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8 冊，〈唐撫臺來電〉，頁 6070。 
13  同前引，第 3 冊，〈致總署〉，頁 2031。 
14  同前引。 
15  同前引。 
16  同前引。 
17  同前引，第 8 冊，〈致臺北唐撫臺〉，頁 6085。 
18  同前引，第 3 冊，〈總署來電〉，頁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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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陸海道路情況。19 此時，日軍開始謀劃攻打澎湖列島，清廷一邊在山東半島與

侵略軍周旋，一邊打算議和。3 月 9 日，初有規劃的張之洞致電督辦軍務處： 

前奉電旨會商搗巢殲寇一節。往返屢商，之洞意擬購穹甲快艦數艘，合

漢納根兩艘，並趕造極快魚雷炮船十艘，再購極快公司船三艘，改為運

船，載兵兩千人，載煤數千噸，隨之乘虛攻襲。步隊登岸，或毀其臺、

炮，或殲其守兵，或焚其積儲，敵內地之兵大至及敵輪還救，則移攻他

處。若海面遇敵，船少則攻，船多則避。遇其運兵、運械之船，則截奪

之。我船駛快，敵不能追，敵若窮追，則收入閩之長門、浙之鎮海、粵

之虎門、江之吳淞等處，皆有炮臺……彼有內顧之憂，自不能起傾國之

兵深入久擾。至造船到華，至速須七八個月。購船到華較早，駛行不

快。極快雷船必須定造。20 

電文中「漢納根兩艘」，即前文所述北洋在海外議購艦船，為 1895 年初向阿根廷

政府議購的英造戰艦，由時任北洋海軍總教習兼副提督的德國陸軍軍官漢納根 

(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5-1925) 通過德國商人進行。21 

相對於張之洞完全依賴外援的計畫，唐景崧更大膽地主張，依靠已有兵力，

「招粵邊悍勇遊匪數千，先用民船潛往」，22 提出從南洋海軍挑出兩艘艦船略加

改造，與臺灣經改造後三輪一起，等北洋漢納根所購艦船一到，由其所招募的兩名

將領帶領，先試往日本。23 但張之洞很快就發現無論是借款，還是購買現成洋

輪，希望都很渺茫：「搗巢事如此艱阻，焦急之甚。」24 就在張之洞徬徨無措之

時，來自海外的訊息帶來了一線生機。4 月 5 日，張之洞的老部下，其時正在奉旨

出使俄國，並遊歷英、德、法的王之春 (1842-1906) 發來電報：  

有西紳行廠允訂：新大鋼甲一，足比鎮定頭號；快船三，連魚雷管；鋼

                                                 
19  同前引，第 8 冊，〈致臺北唐撫臺〉，頁 6100；〈唐撫臺來電〉，頁 6101。 
20  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第 3 冊，頁 515-516；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致督

辦軍務處〉，頁 2043-2044。 
21  因價格等原因談判未果。參見陳悅，《北洋海軍艦船志》（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頁

274-275。 
22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致督辦軍務處〉，頁 2044。 
23  同前引，第 8 冊，〈唐撫臺來電〉，頁 6157。 
24  同前引，〈致臺北唐撫臺〉，頁 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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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快船二；大魚雷船二；運兵戰船二；共十船。炮彈齊。水師照額約

誓，密訂三月內運華決勝。商為墊款收船。署券二十年清還，兵任我去

留，統費二百萬鎊。此事由宜洽、芸子與紳行密商驗確，已電總署。春

覆查，事商可行，紳已晤詢，候立合同。竊思戰固解懸，和亦有用，乞

酌定電奏。 

再，另有德大鋼甲船二，戰船三，事同，俟款議定再電。25 

其實，操辦此事的人是時任駐英參贊的宋育仁 (1857-1931)，即王之春電文中

提到的「芸子」。宋育仁在公使龔照瑗 (1835-?) 回國述職期間，偶然發現龔照瑗

曾與英國水師候補官哈格雷甫密購師船一旅，募兵送華，後被北洋所否。正巧宋育

仁也有此心，遂與哈格雷甫續議此事，但原訂的怡和洋行不願墊款而作廢。未輕言

放棄的宋育仁，又找到前美國水師副將夾甫士、前智利國水師兵官今電線公司總辦

麥福爾、銀行主康敵克特、英國候補譯紳菴潔華特等繼續籌畫，終於將借款、購

船、募兵等事議妥。擬託名澳大利亞商會所為，招募水師保護商務，以避局外之

說，掛英旗出口，向格林密爾銀行借款，俟船到華，再揭明一切。事議定後，向國

內報告，未獲重視。恰值此時，王之春抵達英國，宋育仁遂與之籌商此事，由王之

春向作為南洋大臣的張之洞稟報。26 收到電文的張之洞大喜過望，回覆王之春說

「船事極好」，並仔細詢問了艦船的相關情況。27 此時宋育仁等已收到了總署的

電覆，認為此事難成。張之洞的覆電，使他們重燃希望。王之春與宋育仁等又開始

籌畫，並由麥福爾牽線，邀請琅威理擔任統將。計定之後，王之春再次給張之洞發

電報彙報情況： 

十船皆近年造，首號鋼甲，三百二十八英尺。又鋼甲三，三百五六十英

尺，皆堅。又，快船、雷艇皆速，必有濟。磨價待定。泊智利、阿根廷

海，係無約國例不阻。統率須大將。適前水提琅威理賦閒，願自效幫華

使，並任募招兵官並兵二千，密襲倭，和成聽用。兵費一年及辦事先須

銀約三十萬鎊。現與英商格林密行訂借三百萬鎊，長息五厘，六扣。此

款成，允借大款歸併此款，故較匯豐為廉。船事不令該行與聞。款事已

                                                 
25  王之春，《王之春集》第 2 冊（長沙：嶽麓書社，2010），頁 833；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

集》第 8 冊，〈王欽差、楊部郎來電〉，頁 6237；第 3 冊，〈致總署〉，頁 2053-2054。 
26  宋育仁，《借籌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頁 4-6。 
27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8 冊，〈致巴黎王欽差〉，頁 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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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草約，乞速請旨，告歐使電該行，即交銀聽撥。此款匯豐頗嫉，已探

龔，稍遲恐梗。28 

收到電文的張之洞，當即電覆： 

救時要策，欣躍欽佩，已即刻電奏。惟前數日總署覆電云，此事暫緩

辦，恐因和局將成之故。但無論和戰，款總必需，請即代江南借定一百

萬鎊，此早經奉旨允准。何日交銀，祈速。即內不允購船，琅威理亦請

議定調來南洋練水師。29 

在張之洞看來，哪怕是招募水師搗倭的計畫被朝廷否決，能借到低息的貸款，

將來還有購船的機會，而如果能邀琅威理前來，將為南洋海軍的發展增添一大助

力。但他也知道對日和議將成，恐怕不會獲得朝廷的支持。他在給總署的電奏中一

面表示「有兵、有將、有款，且一年費用亦不多，尤好在琅威理肯效力，誠為難得

機會」，30 一面預留餘地說「如朝廷以為事宜緩辦，亦懇恩准琅威理酌帶洋兵弁

來華整頓南洋水師。」31 他還將這個消息告知唐景崧，引起了唐的興趣。此時日

本要求割臺的消息已傳回國內，唐景崧想藉由這支尚未招募的水師保衛臺灣。32 

與此同時，王之春、宋育仁也加緊了行動，與銀行聯繫借款事宜，但受到了一

手包攬英國借款事務、主張向息高的匯豐銀行借款的赫德 (Robert Hart, 1935-1911) 

及其在英國的代理馬格里 (Macartney Halliday, 1833-1906)，以及龔照瑗等人的阻

擾。33 4 月 17 日，李鴻章 (1823-1901) 代表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就在簽

約後的第一天，日夜等待海外消息的張之洞收到了朝廷的電旨，認為和約初定，重

整海軍需從長計議，命將王之春的借款之議作罷，改由總稅務司向匯豐銀行借款，

並由總理衙門確認琅威理是否來華，飭王之春重新核查所議船艦的具體情況。收到

                                                 
28  同前引，〈王欽差來電〉，頁 6237。關於宋育仁聯繫張之洞之經過，可另參王之春，《使俄

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67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466。 
29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8 冊，〈致巴黎王欽差〉，頁 6274。 
30  同前引，第 3 冊，〈致總署〉，頁 2055-2056。 
31  同前引，頁 2056。 
32  同前引，第 8 冊，〈致臺北唐撫臺〉，頁 6277；〈唐撫臺來電〉，頁 6278。 
33  宋育仁，《借籌記》，頁 7-8。龔照瑗與李鴻章同鄉，且為姻親，關係密切。在此之前奉旨借款

購船未果，受到朝中大臣指責。參見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5 冊，頁 409、421、

423；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第 3 冊，頁 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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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文的張之洞「搏膺而歎」，34 但仍然抱著有朝一日能挽回大局的希望：「惟和

議條款離奇太甚，恐有變更，船事款事望勿全行推卻，留將來續議地步。」35 

4 月 25 日，王之春在日記中寫道：「匝月以來，因查核智利各船徵兵借將，

心力交瘁，加以購船安炮各節，原期以備緩急之用，圖補報於萬一……倏聞和議告

成，中國受虧實多，不禁為之憤恨，以故體氣亦為之不適。」36 宋育仁在傷心之

餘，對張之洞的態度感到一點安慰，他寫道：「潛師之謀，乃廢不用，傷心絕望，

幸南洋續議一語，冀有補救之路。」37 

抱著一線希望，王之春等複查了艦船資訊，於 27 日回覆張之洞： 

查智利全鋼甲厚者十二寸，速率十八海里，造價三十九萬一千鎊。頭號

帶甲快船速率二十二海里，甲厚六寸，價三十五萬鎊。阿根廷帶甲快船

二，價速率同智二號。帶甲快船二，速率十九海里，價每十五萬鎊。魚

雷船二，速率二十一海里，價每六萬鎊。運船二，速率二十海里，價共

七萬鎊。均議照造價連炮位略加……去秋龔使代北洋購三十五萬鎊之智

輪「克錫」，擬給五十萬鎊，均未成，今合購十船，並包險等費，僅約

二百萬鎊。春初疑未信，嗣遣西人查驗，其八輪造價速率均取有該國家

刊印船表，始敢電陳。……此舉本期助戰，故籲請自任。今和成，購船

練軍情形迥別，自應由公請飭駐使龔專辦，則查驗核價，事較從容。38  

王之春預感到由於參與借款、購船之事，使得他們與曾奉旨借款購船未果的英

國公使龔照瑗的矛盾正在一步步加深。而張之洞此時也因為極力反對《馬關條

約》，主張聯合西方列強干涉還遼保臺，與李鴻章針鋒相對。張之洞請旨命王之春

與法國交涉派兵保臺之事，而不要使用龔照瑗。在給王之春的電報中透露了他與李

鴻章交惡的事實及眼前的處境： 

欲懇英保臺，商龔無益……復電龔詢英公司，屢催不復。龔與合肥親

                                                 
34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484-485。 
35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8 冊，〈致巴黎王欽差〉，頁 6293-6294。此事經過另可參王之

春，《使俄草》，頁 486。 
36  王之春，《使俄草》，頁 491。 
37  宋育仁，《借籌記》，頁 8。 
38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8 冊，〈王欽差來電〉，頁 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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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斷不肯翻和局，惟有電奏請旨設法。然斷不可與僕聯銜，因僕素與

要人深惡，半年來籌畫戰守之電奏太多，嫉惡尤甚，事事為難。僕三次

電奏，力阻和議，第一次被合肥奏駁，第二、第三奏尚無消息，若聯賤

名，必謂全由僕主使，萬難望成。請公速自行電奏，瀝陳臺民萬不願歸

倭。39 

王之春奉旨與法國外部交涉，爭取在中日換約之前，使法國派輪出兵保衛臺

灣。並與張之洞、宋育仁等密議：如果法國出師，再將之前所擬招募的水師一起駛

赴臺灣，假名為臺灣富商所購、臺民聚義所為。但龔照瑗從英國趕來阻擾其事，一

度使王之春無法與法外部交涉。兩使糾結之間，法國「以兩使在法為疑，停議兩

日」。40 國內又在李鴻章的督促下匆匆換約，終於錯過了寶貴的出兵時間。法國

政府雖有意出兵，但中日和約已換使得出兵無由，遂停止了行動。41 

滿腹惆悵的王之春於 5 月 19 日奉旨回國，留下宋育仁收拾與銀行毀約的爛攤

子。臨行之前，他賦詩二首贈予宋育仁，表達了自己遺憾和悲痛的心境。 

九齡末老耿孤忠，力任狂瀾砥大東。得助何常無勝算，垂成有約廢奇功。 

鯤身保障盟初許，鼷腹當前計竟窮。忍使生靈委強虜，甘居退讓信天翁。 

明知緣木且求魚，奇計陳平尚有餘。吐盡蠶絲難作繭，掉來螳臂使當車。 

地如掌大中兼外，人已心寒爾與餘。猶是獻圖留意久，榻旁鼾睡任徐深。42 

隨著最後一線希望破滅，潛師行動最終宣告失敗。客觀而論，張之洞等人的購

船募兵計畫即使成功，對日本本土構成威脅的可能性也不會太大，頂多在一定程度

上對日軍起到牽制作用，對整個戰爭結局不會產生什麼影響。但正如張之洞等人所

言，購買一支艦隊卻是「戰固解懸，和亦有用」。43 如果購買成功，對受到重創

的中國海上力量將是一次極大的擴充。可惜因為複雜的國際關係以及種種人事矛

盾，最終功敗垂成。 

                                                 
39  同前引，第 3 冊，〈致總署〉，頁 2062；第 8 冊，〈致巴黎王欽差〉，頁 6317。 
40  同前引，第 3 冊，〈致總署〉，頁 2066。 
41  參見宋育仁，《借籌記》，頁 10-11；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頁 2066-2067。 
42  王之春，《使俄草》，頁 575、584；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5 冊，頁 788。 
43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8 冊，〈王欽差、楊部郎來電〉，頁 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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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錯失的練兵良機 

 
張之洞並沒有放棄努力。甲午戰爭甫結束，即上書提出大規模的練兵計畫，希

望依靠德國訓練陸軍，依靠英國訓練海軍，其中海軍的重建尤為當務之急。他主張

「今日禦敵大端，惟以海軍為第一要務」、「無論如何艱難，總宜復設海軍」。44 

他認為一支完備的艦隊要配備大鐵艦、穹甲快船和魚雷炮艦各數艘，其中尤應多購

輕速的魚雷炮艦「以防內海、護長江」。45 他主張應分建南洋、北洋、閩洋、粵

洋四支海軍，若限於物力，北洋、南洋海軍必不可少。他提出「將領必用洋將為

之」，46 要求調遣琅威理「帶精熟水師將弁數人」47 來華訓練海軍，並多派精壯

員弁及有志子弟赴英國學習海軍。他還要求多籌船塢，「長江以內尤宜分設中等船

塢，除鐵艦外，若穹甲及雷船皆能入口修理」。48 由於海軍練就不易，張之洞提

出與俄國結盟，以尋求俄國海軍的援助。49 在〈籌辦江南善後事宜折〉中，他進

一步明確指出：「南洋向止有木殼兵輪，質脆行遲，炮械亦舊，難禦大敵，必應速

設鐵艦、快艦、雷船以為戰具，庶免束手受攻之患。南洋必宜專設一軍，不能與北

洋共之。」50 並要求朝廷籌借鉅款，大舉速辦。他還多次致電督辦軍務處匯報南

洋海軍船劣兵弱的情況，要求裁撤舊輪，另「設新好鐵艦、快船、雷船」，51 招

募洋將練兵。52 

還在戰敗陰影中的清廷，財政早已捉襟見肘，除了同意張之洞調琅威理來華的

建議外，沒有批准他的海軍重建計畫，但是同意了新建陸軍。張之洞立刻從德國招

募來春石泰（Albin von Reitzenstein，生卒年不詳）等三十五名洋將弁，組建了自

強軍，並新建了陸軍學堂。與此同時，張之洞派遣姚錫光 (1857-?)、來春石泰等勘

查沿江炮臺，為加強江防做準備。此外，還擴充了江南水師學堂。53 1895 年 12

                                                 
44  同前引，第 2 冊，〈籲請修備儲才折〉，頁 992。 
45  同前引。 
46  同前引，頁 993。 
47  同前引。 
48  同前引。 
49  同前引，第 2 冊，〈密陳結援要策片〉，頁 1002-1003。 
50  同前引，〈籌辦江南善後事宜折〉，頁 1009。 
51  同前引，第 8 冊，〈致督辦軍務處〉，頁 6567。 
52  同前引，第 3 冊，〈致總署、督辦軍務處〉，頁 2079。 
53  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5 冊，頁 864；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2 冊，〈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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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張之洞奉旨回任湖廣總督；於次年 2 月回到湖北。54 

雖然離開了南洋大臣之任，但他仍心繫海軍建設。1897 年，德國強佔膠州

灣，掀起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英國覬覦長江流域，給國人敲響警鐘，使加

強江防和南洋海軍建設成為不可迴避之要務。張之洞再次上奏要求借款練海軍。他

指出：「中國無海不能立國，無海軍即無海矣。中國無長江，各省立時擾亂。英兵

屯金陵、鎮江，中國即無江矣。」他認為「水師惟英最精」，提出：「英若借鉅款

造戰艦、雷艦數十艘，船向英造，將向英借，並派將弁學生數百人赴英學習，船造

成，我將弁亦練成矣。募英將如琅威理者統之，管帶用中國人，船上執事參用英

人，即與英船在東方者合隊操練，英既得造船之利，又得多用英人之益，又得我海

軍為伊東方兵船助勢」。他認為各國「皆因中國無自強之實，故啟瓜分之議，今見

我大舉經營海軍，氣象頓為一振，自可息其狡謀，則海面、海口可保，商務自無

礙」。就目前船未造成的情況，他希望：「借英船數艘扼吳淞口外，以護商務，亦

可杜彼藉口入江護商之舉。」55 

但列強的步步緊逼，英國強租香港新界、強予借款以及覬覦吳淞和粵漢鐵路，

使張之洞逐漸看清其真面目。他在電文中向盛宣懷 (1844-1916) 哀歎道：「膠、旅

既失，英覬吳淞、法索廣灣，自在目前。遍觀大地，從無海口被人占去而尚能立國

者。現北海已莫可挽救，倘南洋次第失去，真四千年來大變……吳淞一屯英兵，沿

江各省商務必大擾亂減色，中國斷不敢將長江許他國，英何必明占吳淞！」56 張

之洞等沿江督撫原來打算聯盟英國的想法顯然過於天真，他依靠英國建設海軍的建

議，也沒有得到當時主張聯俄的朝廷的支援。57 而在此時，曾經的宿敵趁機伸來

了橄欖枝，1897 年底至 1898 年初，日本參謀部副將神尾光臣 (1855-1927)、宇都

宮太郎 (1861-1922) 多次拜訪張之洞，提出幫助中國練兵，大量接收中國派遣武備

學生等建議；張之洞也不失時機地派遣人員前往日本考察，招聘日本教習等。58 

                                                                                                                                      
新軍創練洋操折〉，頁 1052-1055；〈炮臺編設專勇折〉，頁 1062-1065；〈江陰黃山、金陵獅子

山等處修造炮臺片〉，頁 1152-1153；姚錫光，《姚錫光江鄂日記》（北京：中華書局，

2010），頁 36；張俠等，《清末海軍史料》上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頁 410-411。 
54  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5 冊，頁 969；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2 冊，〈回湖

廣任謝恩折〉，頁 1162。 
55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致總署〉，頁 2115-2116。 
56  同前引，第 9 冊，〈致上海盛京堂〉、〈盛京堂來電〉，頁 7538-7540。 
57  同前引，第 2 冊，〈時局危迫預杜外謀片〉，頁 1279-1281。 
58  同前引，第 3 冊，〈致總署〉，頁 2112-2113；第 5 冊，〈劄委姚錫光等前往日本遊歷詳考各種

學校章程〉，頁 3559-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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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同僚由衷建言：「若欲學武備，惟有派人赴日本一法。或延日本教習，方有實

際。此鄙人閱歷之言。」59  

正當向日偏轉初現端倪之際，英國幫助練兵的機會卻姍姍而至了。英國海軍少

將、下議院議員貝思福受英國商會聯合會 (The 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之聘，考察中國的文治武備是否足以保全各國在華商業。貝思福

揣著一份幫助中國練兵的計畫，於 1898 年 9 月 30 日踏上了中國的領土。60 而

此時的中國正籠罩在戊戌政變後的陰霾之中，輿情動盪，人心惶惶。 

貝思福先在北京拜訪了慶親王奕劻 (1838-1917) 等王公大臣，提出了他合「二

海軍而成一王師，將以一元帥，治以一軍律」，61 英國效琅威理練海軍之先例，

「遣其陸軍將帥代練王師」的計畫。62 朝廷研究之後，下旨給張之洞： 

據英國議紳水師提督貝思福以中國練兵為要，與總署王大臣面商願薦將

弁教練，先從南省辦起，著祥亨、張之洞早為預備，於駐防營挑選一千

名，練軍各營挑選一千名，務期年力精壯，一律整齊。俟所薦洋將到

鄂，再與詳議章程，派員會同督練，以觀後效。63 

接奉旨意的張之洞戒心重重，一方面他對英國的侵略行徑耿耿於懷，一方面由

於戊戌政變後宮內仇日仇英的傾向，使得曾經支援維新的他如履薄冰。正如鄭孝胥 

(1860-1938) 向他諫言：「宮中久憾英、日之庇康、梁諸人，未有所泄，剛子良揣

合上意，恐必將興獄於大臣。如遇英、日交涉，願帥慎之，似未宜自我發議，致觸

所忌，以售嫉者之計。」64 權衡之後，他回覆朝廷： 

查今日中國練兵誠為第一要事，惟各國皆思干預我兵權，亦是大患，大

率用洋人為教習則可，用洋人大員為將領則萬萬不可。……今英國貝思

福明言派知兵大員，又經奉旨，此事萬分難處，為害極大。……其情顯

                                                 
59  同前引，第 9 冊，〈致長沙陳撫臺〉，頁 7487；〈致西安魏撫臺〉，頁 7657。 
60  貝思福著，林樂知、榮幸甫譯，《保華全書》（上海：上海廣學會，1902），〈前言〉，頁 4、

7-8。  
61  同前引，第 1 卷，〈京師紀事〉，頁 3-4。 
62  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6 冊，頁 634。 
63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總署來電〉，頁 2136。 
64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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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欲攬長江兵權，不探可知。……一、其名只為教習。一、諸事與營務

處道員商辦。一、湖北餉絀兵少，只能先撥練軍五百人，荊州駐防五百

人……彼能依此五條，方有可商，若鈞署不先議定，將來該英提督到

鄂，必以奉旨強勒。長江利權今已半歸英人，又兼攬長江兵權，尾大患

深，洞實不敢當此重咎。65 

他與奉旨一起練兵的荊州將軍祥亨 (1850-1904) 計議，「大約兵不可多，官不

可大，權不可專」，並以「鄂省財力絀極」為由，主張僅將「駐防原有練軍酌撥數

百人改交英將操練為宜」，並極力反對駐防營旗兵與練軍漢兵合練。66 又與兩江

總督劉坤一 (1830-1902) 聯絡爭取支持。劉坤一原則上認可英國意在干預兵權，但

認為「練兵一事，延英人為教習尚無大礙，未可予以督練之權，致貽後患。」67 

不久後，貝思福抵達湖北，等待他的是一場唇槍舌戰。在第一次長達四小時的

會見中，張之洞在提出練兵的各種限制要求後，詢問道：「既為保全中國起見，何

不在北省保京城而來南省舉辦，豈有所畏於俄耶？恐英在南練兵，俄即效尤於

北」，68 令貝思福錯愕而去。貝思福思慮之後，回覆張之洞：「必先在京城設軍

務處，聘英將為參謀，籌擬章程，整頓中國全國軍務……若僅在外省練兵，反招他

國效尤，有損無益」。69 張之洞又詢以：「外省練兵尚恐他國效尤，全國練兵豈

不慮他國干預？」70 貝思福只得保證說；「中國若請英廷薦員練全國兵，英必竭

力相助，不使吃虧。」71 張之洞趁勢再次提出了限制要求：「一、中國請英國薦

員練兵，非請英國代為練兵，英員到華即是華官，不能藉勢要挾。一、京中英員歸

王大臣統屬，止能參謀籌擬章程，候王大臣核定諮行，英員不能行文自辦。一、外

省洋員歸督撫統屬，與營務處商酌，兼用他國人員，以免猜忌，並不拘定均由彼薦

舉。」72 沒想到貝思福全都表示接受，這種態度令原本極度反對用英人練兵的張

之洞發生了動搖，他在給劉坤一的電文中表示：「果能如此，英將止參謀籌擬，不

攬我權，外省洋員不拘定由彼薦舉，只問得力與否？得力者雖我自雇，亦不更換，

                                                 
65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致總署〉，頁 2135-2136。 
66  同前引，第 9 冊，〈致荊州祥將軍〉，頁 7671-7672；〈致江寧劉制臺〉，頁 7673。 
67  同前引，〈劉制臺來電〉，頁 7674。 
68  同前引，〈致江寧劉制臺〉，頁 7675。 
69  同前引。 
70  同前引。 
71  同前引。 
72  同前引，頁 7675-7676。 



清  華  學  報 
 
296 

苟不得力，雖彼所薦任我辭去，似尚無大弊，較之強來干預占奪勝矣。」73 貝思

福在第二次晤談後也感到張之洞「似較前次晤談時稍變其阻拒之心」。74 

貝思福在武漢還會見了時任督辦盧漢鐵路大臣盛宣懷。後者曾多次上書要求

「政府速著水陸練兵，聘英員為之訓練」，75 故對貝思福的練兵計畫頗感興趣，

大力支持其全國練兵的計畫，並希望與貝思福商定制定訓練全國陸軍章程。張之洞

私下也向幕僚們透露，他感到「練兵事勢不可止，欲乘勢並聘日本將弁同練。」76 

幕僚鄭孝胥進一步勸他「不如開誠待之」、「速調薩鎮冰來與議詳細章程」。77 

但貝思福沒有在湖北久留，隨後前往江寧拜見劉坤一。兩次拜會之後，劉坤一從先

前支持分省練兵，進而支持貝思福全國練兵計畫。劉坤一對貝思福承諾的「代籌軍

餉，於修約時加收關稅一倍」，「頗為歆動」。78 張之洞也在電文中試探道：

「貝云：『如中國用英將練兵，英廷必肯借鉅款，攤數十年還清，每年本利並還只

須三厘。』果能如此，似較加稅直捷切實。公以為如何？」79 

張、劉二人先後向朝廷上奏，陳述了貝思福的全國練兵計畫。但遭到了朝廷的

否決，飭令「仍照原議，就鄂省先練二千」。80 貝思福隨後赴日本遊說，不死心

的張之洞命錢恂 (1853-1927) 打探日本的態度。練兵計畫雖然受到日本民間的熱烈

支持，日本政府此時也正打算派教習來中國幫助練兵，但對貝思福計畫的態度卻是

「意在以交誼諷緩」。81 貝思福在碰了一圈軟釘子之後，兩手空空回到了英國。

張之洞對其計畫仍抱有一線希望，第二年初，他又向總署上奏提到練兵計畫： 

各國爭薦洋員練兵，誠如鈞示，自難輕許。查英紳貝斯福代湖北練兵二

千之議，鈞署已允，如今年不再提及固甚善，若再來議，自須議辦。儻

日本一味峻拒，兩國相形之下，似有不便。竊擬有一辦法，查南洋近設

有將領學堂係延日本人充教習，湖北擬亦照辦。此學堂係專教武官，無

                                                 
73  同前引，頁 7676。 
74  貝思福著，林樂知、榮幸甫譯，《保華全書》，第 2 卷，〈漢口紀事〉，頁 24-27。 
75  同前引，頁 27-28。 
76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698。 
77  同前引。 
78  貝思福著，林樂知、榮幸甫譯，《保華全書》，第 2 卷，〈江寧紀事〉，頁 1-3。 
79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9 冊，〈劉制臺來電〉，頁 7679；〈致江寧劉制臺〉，頁

7682。 
80  同前引，第 3 冊，〈致總署〉，頁 2137-2138；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6 冊，頁 685。 
81  貝思福著，林樂知、榮幸甫譯，《保華全書》，第 4 卷，〈日本紀事附〉，頁 23-24；苑書義等

編，《張之洞全集》第 9 冊，〈致上海錢念劬〉、〈錢守來電〉，頁 7702-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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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勇營綠營實缺候補皆可選其有志講求者，令隨時到堂講習兵事功課，

較寬期限，亦較活便。……此項入堂之人大半多係現未帶兵之人，絕不

能干預我兵權，擬即聘募日本武員數人為之。……且日本人只充武官教

習，並不管兵，將來英將來議練兵章程，亦可借作比例少減其權，此層

尤為有益。82 

張之洞的熱心腸，得到的是總署冰冷的答覆：  

貝斯福已歸，所議諒可作宕。日使請代練兵，本署並未允許，近亦不來

催問，將領學堂之議，似可徐酌，再議辦法。83 

客觀而論，貝思福的練兵計畫是先天不足的。首先，他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的大

力支持。貝思福在庚子事變之後曾不無遺憾地對《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 表示：「如果政府原先支持我和我的計畫，肯

定我早就大有成就了。」84 其次，清廷認為全國練兵計畫可能會遭致俄國的抵制

與強硬反彈，朝野上下也對計畫干涉中國兵權抱有戒心。貝思福練兵說到底是為了

英國利益，正如赫德所說：「貝思福勳爵不會對英國的利益降格以求」，85 而貝

思福的最終目的是「將清朝軍隊置於外國軍官統率下……就像清朝海關在外國管理

下那樣。」86 再次，該計畫只重訓練陸軍，而不訓練海軍，與地方督撫們希望水

陸並進的想法有一定差距。當然，貝思福的計畫雖然沒有直接造福於南洋海軍，但

如果練兵得以全面開展，必然會隨著時間的發展惠及江防和海防。 

這個張之洞曾經期望而又一度抵制的練兵計畫，因為它的姍姍來遲，在那個風

雲變幻的 1898 年，再次錯失了。正如鄭孝胥在日記裡寫下的那樣：「人心豫怯，

則智勇並竭，香帥今日是也，非他人所能助矣。」87 

                                                 
82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9 冊，〈致總署〉，頁 7732-7733。 
83  同前引，〈總署來電〉，頁 7734。 

84  駱惠敏編，陳霞飛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

莫理循書信集》上冊（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查理斯．貝思福來函〉，頁 197-198。 
85  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彙編 (1874-1907)》第 6 冊（北京：中華書

局，1995），頁 937。 
86  同前引。 
87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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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艱難的購船經歷 

 
雖然幾度受挫，張之洞對發展南洋海軍熱情不減，而當務之急就是購買炮船。

在比較了德國人、英國人的驕橫與狂妄之後，日本人的親善態度給張之洞留下了好

的印象。日本參謀部高級官員和伊藤博文 (1841-1909) 等重量級政商界人士的不斷

拜訪，以及他們提出的幫助中國練兵、大量接收中國留學生、派遣日本教習等建

議，使得張之洞感到日本與中國「同種、同教、同文，同處亞洲，必宜交誼遠過他

國方能聯為一氣。」88 在購船問題上，張之洞心裡的天平也開始向日本傾斜。 

剛剛送走英國人不久，1899 年 12 月，張之洞得知淮徐練兵作罷而結餘江蘇

新餉一百二十萬尚未使用。89 他立刻致電南洋大臣劉坤一，建議道：「公似可趁

此時奏請留此款購辦防江雷炮小兵船，定妥後分五年付價，大約可購二十艘，少亦

十五六艘。聞日本人言，該國船廠能造此船，造成運到必速，並可聘日本水師將弁

管帶，必極為我出力。」他生怕朝廷不同意將此款挪用，還幫劉坤一出謀劃策如何

疏通說服。但隨著淮徐練兵的繼續進行，張之洞的希望再次變成了泡影。90 

張之洞只能繼續等待機會，這一等就是三年。其間中國經歷庚子之變，簽訂了

喪權辱國的《辛丑合約》，歷經磨難的老大帝國開始推行「新政」以實行改革。張

之洞與劉坤一聯名上奏的〈江楚會奏三折〉，則是開啟這場改革大幕的宣言書。在

這些奏摺中，張之洞多次提出向日本學習，派人到日本留學，最終確立了清末新政

「以日本為師」的導向。91 就在江楚會奏的第二年，劉坤一於兩江總督的任上病

故，接任的是同樣垂垂老矣但壯心猶存的張之洞。1902 年 11 月，張之洞奉旨再

度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他終於又得到了第二次可以直接推動南洋海軍建設的

                                                 
88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9 冊，〈致日本參謀大佐神尾光臣〉，頁 7446。 
89  淮徐練兵是指清廷鑒於淮徐地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光緒二十五年七月，著廣西提督蘇元春 

(1844-1908) 在當地招募勇員，操練新法練兵。所用練兵餉項，是剛毅 (1837-1900) 在江南剔除

稅厘積弊，所得的一百二十萬兩白銀，故稱江蘇新餉。後因廣西防務吃緊，朝廷飭蘇元春回廣西

辦理防務，使得淮徐練兵一度中斷。後朝廷又派江西按察使陳澤霖 (1842-1903) 招募勇兵繼續進

行。具體參見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6 冊，頁 913-914、937、1024。 
90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10 冊，〈致江寧劉制臺〉，頁 7876；〈劉制臺來電〉，頁

7877。 
91  同前引，第 2 冊，〈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頁 1405；〈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

一條折〉，頁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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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92 

此時的江南沿海諸省海面和長江江面上，停泊著來自各國的商船與炮艦，船朽

行遲的南洋炮船使得防衛形同虛設，稍有事端，列強不經知會就可以開著兵船直抵

江寧城下。張之洞甫一上任，就接到鎮江道不斷發來的英、德、法、奧、日、美等

多國炮艦停泊鎮江、駛往江寧的電報，時時刺激著他的敏感神經。江南的有識之士

也再次發出了發展海軍的呼聲。93 發展南洋海軍的計畫開始在張之洞心中醞釀。

一個月後，12 月 10 日，他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 (1868-1904) 發

了一封電報： 

江省現擬向貴國船廠定造淺水小快輪四艘，分年付價，祈速電招大阪船

廠（筆者按：即川崎船廠）松方總辦即日來寧面議合同辦法，並請其攜

帶最新式淺水快船圖樣數種，以資參考。事須速定，不宜遲緩，即盼電

覆。94 

兩日後，他又發了一份電報，進一步補充道： 

大約須造四船，若連炮雷價在四十萬兩內外者，即擬造五船，若連炮雷

價在五十萬兩內外者，即擬造四船。望速電催松方來商。95 

電文中的松方（松方幸次郎，1866-1950）是日本川崎造船廠的社長，曾於數年前

在武昌與張之洞有過一面之緣，此時正在歐洲遊歷。收到電文的小田切不敢怠慢，

立刻向他的上司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 (1855-1911) 彙報，並通知了川崎船廠的有關

人員。喜出望外的川崎船廠決定派出副社長川崎芳太郎 (1869-1920) 和書記四本萬

                                                 
92  同前引，〈到兩江署任謝恩折〉，頁 1515。 
93  《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張之洞檔案甲 182-159，

〈鎮江長道來電〉，第 57 函第 2 冊，頁 74、77、80；第 3 冊，頁 8、20、22、25、36、72、

75、77；第 4 冊，頁 17；《張之洞奏摺原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張之

洞檔案甲 182-332，第 31 函第 5 件，〈護理兩江總督、江寧布政使李有棻上奏〉。 
94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11 冊，〈致上海日本總領事小田切〉，頁 8961；《張之洞電稿

乙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張之洞檔案甲 182-76，第 15 函第 5 冊，

〈上海日本總領事小田切〉。 
95  《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東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日

本外務省外交史料檔案），清國ノ部第一巻，00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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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卒年不詳）前往中國，並在探知炮船有要開至漢口和宜昌的技術要求後，開

始了緊張的製圖工作。96 

這是一場時間的賽跑。因為張之洞此次在兩江的任期並不長，幾個月之後，雲

貴總督魏光燾 (1837-1916) 就將前來接任。故而他希望能在卸任之前敲定購船事

宜。 

日本外務部表現出來的過度熱情，反而引起了張之洞的警惕。他致電小田切強

調，此次購船純粹是商務往來，於兩國交涉毫不相關，只有「船之身分與他國同而

價又較他國公道」，97 才能承接製造，與日本外務部無關。小田切當即表示同

意，張之洞這才釋然。98 在關注日本的同時，張之洞也沒有放棄別國。他聽說英

國駐漢兵輪是專為長江這樣的內河航運所設計的，立刻派人前去查看詳情，以資借

鑒。99 

趕製好了圖紙的川崎芳太郎和四本萬二，於 12 月 31 日從日本出發，1903 

年 1 月 9 日風塵僕僕抵達南京。次日，即在日本駐南京領事天野恭太郎（生卒年

不詳）帶領下，拜會了張之洞，陪同張之洞接見的幕僚有汪鳳瀛 (1854-1925) 和張

彪 (1860-1927)。川崎芳太郎獻上事先準備好的兩份圖紙，供其選擇，張之洞看中

了其中的第二份，但感到技術方面還需延請專家參與諮詢，於是從漢口調來了時任

盧漢鐵路監督的候補道魏翰 (1851-1929)。魏翰熟悉船政事務，雙方談判很順利，

十天之後就對設計方案達成共識。確定所購炮船船體長一百八十英尺、寬二十八英

尺、深十三英尺、吃水七英尺、排水量五百二十五噸、速力十三節 (KNOB)、馬力

九百五十匹，並配備發電機一座、探海燈一副、十二生（「生」為炮徑術語，即釐

米）頭炮一門、十生五尾炮一門、機關炮四門等。同時也商定了購船數目與價格：

共購五船，每船付金二十九萬九千三百二十五日圓。100 

                                                 
96  《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61，第 57 函第 5 冊，〈上海日總領事來電〉，頁

98、117；《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清国ノ部第一巻，

0019-0020 號。 
97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11 冊，〈致上海日本總領事小田切〉，頁 8964。 
98  《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60，第 58 函第 1 冊，〈上海日總領事來電〉，頁

15；《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清国ノ部第一巻，0029-

0031 號。 
99  《張之洞電稿乙編》，張之洞檔案甲 182-77，第 16 函第 1 冊，〈漢口江漢關道岑道臺〉，頁

46-47；《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61，第 58 函第 3 冊，〈漢口魏、岑道來

電〉，頁 5。 
100  《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清国ノ部第一巻，0033-0039、

0012-0121 號；《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61，第 58 函第 3 冊，〈上海日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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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川崎開始談判的第二日，張之洞上奏朝廷，陳述了自己的造船計畫。他打

算裁停南洋海軍舊有的「南瑞」、「南琛」、「保民」三兵輪與二十多年前從北洋

調撥過來的「龍驤」、「虎威」、「飛霆」、「策電」四艘倫道兒炮艇（俗稱「蚊

子船」），用裁船所節省下來的銀兩向外洋有名船廠定造長江淺水新式快船，「大

約裁停廢船七艘，可購合用新船六七艘，限於三年內造齊，並訂明分年付價」；101 

這樣可以避免另籌鉅款，而「兩年半之後即有新式兵船可資長江巡防之用」。102 

奏摺發出去之後，張之洞一邊等待朝廷的答覆，一邊開始與川崎商談。船體設計方

案初步敲定的當日，張之洞即致電福州船政局詢問同樣設計的炮船造價如何，並分

別函電駐德公使蔭昌 (1859-1928)、駐英公使張德彝 (1847-1918)，要求向所在國有

名船廠就同樣設計詢價。103 在以上不同的詢價之處，張之洞對福州船政局寄予了

一定希望。他還記得當年在兩廣總督任上曾與該廠協造炮船，只取半價的事情。希

望福州船政局能照前案，適當減價，「假如盡四十萬兩，允造三艘，則此舉即可定

議」。104 

相對先前緊張的談判階段而言，等待各路報價的時光顯得過於漫長，誰知在平

靜如水的表面之下，反對的暗潮已開始聚集和湧動。1903 年 2 月 3 日，上海道

毛慶蕃 (1849-1927) 致電張之洞，建言道：「新船目前訂價非難，將來付價為難，

須有的款乃可，諺曰急酒難吃，又曰急行無好步，惟明公慎之」，105 希望張之洞

能暫緩購船。同日，福州船政局在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後回電，表示可以庫平銀四十

萬兩造兩艘炮船，時間須三年；並提出，如果嫌期緩，可以商撥船政局即將造好的

「建威」、「建安」兩快艦。106 相對於川崎船廠折合庫平銀近二十八萬兩一船的

報價，福州船政局的報價令人心動。但三年僅造兩船的工作效率，相對於川崎二十

個月成一船、二十八個月成五船的承諾，又讓人望而卻步。此時的福州船政局正處

                                                                                                                                      
事來電〉，頁 10；《張之洞電稿乙編》，張之洞檔案甲 182-76，第 16 函第 1 冊，〈急漢口鐵路

漢局鄭道臺、魏道臺〉，頁 59-60。 
101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裁停舊式兵船積存薪餉另造快船折〉，頁 1517。 
102  同前引。 
103  同前引，第 11 冊，〈致福州會辦船政沈大臣〉、〈致輪墩張欽差、柏林蔭欽差〉，頁 8990；

《張之洞電稿乙編》，張之洞檔案甲 182-76，第 16 函第 1 冊，〈福州會辦船政沈大臣〉、〈輪

墩張欽差、柏林蔭欽差〉，頁 66-69。 
104  《張之洞電稿乙編》，張之洞檔案甲 182-76，第 16 函第 1 冊，〈福州會辦船政沈大臣〉，頁

83；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11 冊，〈致福州會辦船政沈大臣〉，頁 8996。 
105  《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61，第 59 函第 1 冊，〈上海毛道來電〉，頁 44。 
106  同前引，〈馬尾崇將軍沈大臣來電〉，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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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迷期，長期接不到訂單，接連換了數任船政大臣都未能有所改善。107 新上任

不久的船政大臣沈翊清 (1861-1908) 非常想接下這筆訂單，在壓低了報價之後，開

始活動人脈，希望說服張之洞在報價相仿的情況，「交閩廠分製兩艘」。108 

張之洞立刻派人去瞭解「建威」、「建安」兩艦的情況，發現兩艦「吃水仍

深，船身未盡合法，馬力雖快，恐行駛欠穩」，109 心中的天平更加向川崎傾斜。

但江寧籌防局的官員們已經提出共造六船，福州船政局兩船、川崎造船廠四船的新

方案。深恐再有變數的日本人，也開始向張之洞施壓，小田切發來電報「造船一

節，事雖屬商務，與邦交關係匪淺，敝國官商鵠候事成，懇請貴宮保飭員妥結。不

勝盼翹之至。」110 此時，朝廷也批准張之洞購船的計畫，給這次購船行動注入了

一針強心劑。111 但變數還是來了。 

2 月 8 日，「事局一變」。原來布政使李有棻 (1842-1907) 及鹽巡道徐樹鈞 

(1842-1910) 提出在銀幣下跌的市況下，以金價標準長期支付船價是非常不利的；

而籌防局的官員們認為福州船政局在技術上十分可靠，報價又比較低廉，傾向於使

用福州船政局造船。最後，大家達成了一個折衷方案，由福州船政局和川崎造船廠

各先製造一艘炮船，「將來與日廠所造船互較，何廠造法精美，即陸續托該廠接

造」。112 張之洞對這個方案表示同意，並將決定分別告訴了雙方。川崎芳太郎感

到三十餘日來談判為之頓挫，扼腕長歎。小田切發來電報，懇求道：「川崎造兵船

只此一隻，甚為可惜，可否懇請貴處飭商多造兩隻，以副敝國官商所望，此為盼

切。」113 

為了安撫日本方面，張之洞決定將續造之事直接寫入合同，以確保造船之事將

                                                 
107  張作興主編，《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議彙編點校輯》（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

2006），頁 523。 
108  《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61，第 59 函第 2 冊，〈馬尾沈大臣致王丞來電〉，

頁 8。 
109  同前引，〈福州胡、郭道來電〉，頁 9。 
110  同前引，〈上海日總領事來電〉，頁 21。 
111  《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清国ノ部第一巻，0071-0075

號；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7 冊，頁 739。 
112  《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清国ノ部第一巻，0112-0121

號；《張之洞電稿乙編》，張之洞檔案甲 182-76，第 16 函第 2 冊，〈福州船政崇將軍、沈大

臣〉，頁 44。 
113  《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清国ノ部第一巻，0076-0081

號；《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61，第 59 函第 2 冊，〈上海日總領事來電〉，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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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會中途而挫。此時，英國、德國造船廠的報價也陸續傳來，英國阿墨士莊（阿

姆斯壯）廠報價每船需英金五萬二千鎊，又運保費一萬一千五百鎊，約折合庫平銀

五十七萬七千五百餘兩；德國伏爾鏗船廠報價，每船需德金八十四萬馬克，又運保

費十萬四千馬克，約折合庫平銀四十一萬五千餘兩。在外國船廠中，川崎船廠的報

價明顯佔優。2 月 12 日，中日雙方再次議定了草約，日方將第一艘炮船的造價提

高到三十萬五千日圓，續造三船的造價仍為二十九萬九千三百二十五日圓。114 但

此時的張之洞因為即將離任，已經不便於立即簽訂合同，只能奏報由下任兩江總督

繼續此事。 

當晚，川崎芳太郎踏上了回家之路。臨行之前，張之洞讓汪鳳瀛給川崎寫了封

信，再次對之進行了安撫： 

頃奉宮保面諭，此次與貴船廠訂造長江淺水新式快炮船四艘，本擬將合

同即時議妥簽字，因從旁有異議之人，並疑及與議者另有情弊，不得不

益加審慎。現擬先行定造一艘，俟工竣後，彼此派員，並邀英國最有名

之洛義脫船廠工程師，公同驗明該船毫無弊病，再行定造三艘，以符原

議。惟此項合同須候奏明朝廷批准，移交後任魏制臺複加考核，再與貴

船廠簽字。現在江防最關緊要，魏制臺素講武備，更重鄰交，必無不樂

從之理。盡請放心。飭函告尊處等因，謹遵諭奉達。115 

在上報朝廷的奏摺上，張之洞詳細闡釋了選擇日本船廠的理由。他寫道： 

外洋船廠向以英德兩國為最著，惟開價過昂，耗費太巨。近年日本船廠

講求製造，日益精進，一切工作，並不遜於兩國，而所開船價核實公

道，自應就日本船廠訂議定造。……惟因日本船廠初次承造中國兵船，

自宜格外慎重，茲擬先與訂造一艘，俟船成試驗確無絲毫弊病，再續造

三艘。……如先造之一船，不能如式或吃水分寸有逾，或馬力、速率不

足，合同載明，可以退還。不僅原價如數歸還，或該船雖無不合式之

處，面經眾公同考驗，實不能與各國同式極美備之兵船相等，則後三船

                                                 
114  《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61，第 59 函第 3 冊，〈輪墩張欽差來電〉，頁 1、

51、64；第 4 冊，〈柏林蔭欽差來電〉，頁 92；《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

計画関係雑件》，清国ノ部第一巻，0083-0097、0133-0140 號。 
115 《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清国ノ部第一巻，0082-00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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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不造，銀行存款仍可收回。116 

為了表明這次購船之事沒有私利，張之洞專門在奏摺中寫到： 

此次與日本船廠議價，經臣面告該船廠副總辦川崎芳太郎暨駐寧總辦商

務委員天野恭太郎，得常例定船九五扣、收船二厘五陋規，及一切花銷

使費，革除淨盡，故於防弊責成各款討論最詳最嚴，均於合同內明晰聲

敘。117 

在奏摺中，張之洞還強調了此次購船籌款方式的好處。他說：「以各局現存之

款，買鎊生息，按期付價，以裁停無用各輪之費，分年抵換。既可得息，又免鎊

貴，不必另籌分文之款，而可得四艘新式之船。五年以後，並可餘存銀一百萬兩，

十年以後永遠歲存鉅款。苦心籌維，無非為江防計，兼為江南增裕款項計。」針對

那些反對的人，張之洞說：「惟向來專藉管帶舊船，糜費圖利之劣辦甚多，深為不

便。此等大計，即為此輩懷怨，亦所不辭。」118 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奏摺，對其

「不另籌分文而得新式船四艘」的辦法表示嘉許，並「著魏光燾覆覈妥辦」。119 

3 月 20 日，張之洞交卸了兩江總督督篆，啟程返回湖北。此番在兩江的任期

雖短，但他大力促成購買炮船，為推動南洋海軍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此外，他還派

出江寧水師學堂留學生赴英國學習管輪和駕駛，並對江南水師學堂進行了整改，斥

革了辦事不力大員。120 

魏光燾繼任兩江總督之後，購船之事在各種反對之聲中一拖再拖。小田切不得

不再次向張之洞求助：「造船一事，深荷貴宮保關注，感激之至。此事奉有硃批，

四本在寧守候殆將半年，而專意仍欲商改，此以未繕訂，已於人情相遠，恐與交誼

有礙。頃電請午帥速飭繕訂合同，未知如願成否，倘蒙貴宮保設法幫助速成，則感

甚幸甚。」121 在張之洞的過問和督促下，中日雙方終於在 6 月 11 日達成最終協

                                                 
116  同前引，0133-0140 號。 
117  同前引。 
118  同前引。 
119  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7 册，頁 764。 
120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3 冊，〈恭報卸署兩江督篆日期折〉，頁 1579；〈選派水陸師

學堂學生出洋肄業片〉，頁 1556-1557；張俠等，《清末海軍史料》下冊（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9），〈張之洞奏特參管帶練船參將折〉，頁 413-414。 
121  《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63，第 61 函第 3 冊，〈上海小田切來電〉，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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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兩日後，川崎船廠給張之洞發來了謝電：「造船事蒙宮保玉成，感謝無極。松

方、川崎同上。」122 

8 月 12 日，魏光燾正式向朝廷上奏彙報購船訂定合同情況。隨後獲得朝廷批

准，並飭「遴委熟習船務之員，赴廠監造」，123 張之洞懸著的心終於落下了。 

1905 年 2 月的一日，日本攝州海面行駛著一艘名叫「江元」號的新式淺水炮

船。它以每小時十四海浬零八的速率，圍繞著兩個相距三海浬的木標跑了四圈，順

利地完成了航海測試。124 10 月，圓滿完成測試的「江元」號即將駛回中國，欣慰

之餘的張之洞給新任兩江總督周馥 (1837-1921) 發了封電報：「江元船業經周覽試

行，完備靈捷，甚慰。已飭饒管帶即日駛回。」125 

數月後，周馥向朝廷彙報了續訂合同情況。在奏摺中，周馥寫道： 

按照合同各條一律完美，每點鐘駛行十四海浬零八，較合同原議加多速

率一海浬八分，其靈便適用實非南洋舊式各兵艦可比……臣伏查近年各

國兵輪遊弋不絕，江南扼長江要衝，商務繁盛，非有快船數艘聯合呼應

不足以資保衛，自應查照原議再向該廠續造三艘，一切式樣機件價值均

按照兩次奏案明晰分敘，另立合同限期趕造，以裨防務而壯聲威。126 

張之洞為南洋海軍向日本購船的方案由此得到了全面的實施。由於種種原因，

張之洞所訂南洋海軍購船方案中原擬向福州船政局另購的一條艦船未能興建，但該

局所造的「建威」、 「建安」兩快船於 1903 年 7 月建成後亦由南洋海軍所接

受，從而使得南洋海軍的實力得到進一步增強。127 至 1908 年，向日本川崎船廠

                                                 
122  同前引，第 4 冊，〈神戶川崎船廠來電〉，頁 14。 
123  《軍機處錄副光緒宣統朝檔》（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3-6166-011，〈奏為遵旨核

辦訂購長江淺水新式快船事〉；世續等編，《德宗景皇帝實錄》第 7 冊，頁 854。 
124  《張之洞存各處來電》，張之洞檔案甲 182-173，第 71 函第 2 冊，〈神戶船廠來電〉，頁 15；

《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清国ノ部第一巻，〈订立造船合

同〉，0187-0197 號。 
125  《張之洞電稿丙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張之洞檔案甲 182-100，第 21

函第 3 冊，〈致江寧周制臺〉，頁 31。 
126  《宮中朱批奏摺檔》（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4-01-36-0080-015，〈奏為驗收長江淺

水新式快船完固靈捷並擬續造事〉。 
127  張作興主編，《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議彙編點校輯》，〈閩廠「建威」、「建安」兩快艦請

歸南洋收用片〉，頁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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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訂的「江亨」、「江利」、「江貞」號炮艦亦順利交貨。128 至此，張之洞為南

洋海軍購買艦船的努力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五、結論 

 
相對北洋海軍建設，南洋海軍建設一直是薄弱的，不僅先天不足，而且後天乏

力。甲午戰爭之時南洋四艦就因為艦船不力而沒能開赴前線抗敵，甲午戰後南洋海

軍雖曾購買了數艘雷艇，但相對北洋海軍的重建仍屬不濟。這既源於朝廷的財政困

難，也源於人為忽視。南洋海軍亟待探索一條道路，獲得進一步發展。張之洞努力

不懈，利用兩次擔任兩江總督的機會，成功為南洋海軍尋找到出路，不僅解決了一

直阻礙購船的經費問題，還排除各種干擾，引進了日本模式，奠定了南洋海軍以及

此後湖北海軍的發展基礎。正是由於張之洞的努力，南洋海軍終於在二十世紀初迎

來了轉機。 

1904 年 10 月，張之洞仿造南洋海軍模式為湖北從川崎船廠訂購了六艘長江

淺水快艦和四艘魚雷艦。129 1906 年，「楚泰」、「楚同」、「楚有」三艘快船和

「湖鵬」、「湖鶚」兩艘魚雷艇先後建成下水，並於次年來華；「楚謙」、「楚

豫」、「楚觀」三艘快船和「湖鷹」、「湖隼」則與 1907 年建成下水，於次年來

華。130 湖北海軍於當年三月正式成軍。131 在 1910 年海軍重組中，新購南洋艦船

和湖北艦隊構成了長江艦隊的主體。在辛亥革命中，新成立不久的長江艦隊多艦同

舉義旗，為海軍反正和辛亥革命成功作出了貢獻。132 

張之洞與南洋海軍的結緣從抗日而始，到聯日而終，看似傳奇，不也反映出中

國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歷史宿命嗎？ 

（責任校對：林雅鈴） 

                                                 
128  吳潔章，《中國近代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 252。 
129  《各国ヨリ帝国へ艦船建造方依頼並二同引受計画関係雑件》，清國ノ部第二巻，頁 22-31。 
130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6 冊，〈札李孺等赴日本验收炮舰雷艇〉，頁 4385；陳悅，

〈江楚奇謀（中）——清末海軍「楚泰」級長江炮艦〉，《現代艦船》，5（北京：2010），頁

52-56；陳悅，〈江楚奇謀（下）——清末海軍「湖鵬」級魚雷艇〉，《現代艦船》，6（北京：

2010），頁 53-56。 
131  〈記湖北海軍成軍〉，《漢口中西報》（漢口），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新聞頁 1。 
132  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 493-494；

張俠，《清末海軍史料》下冊，〈辛亥革命海軍反正紀實〉，頁 69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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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hidong and the Nanyang Navy 

 

Zhu, Wen-yu    Liu, Dun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their maritime powe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anyang Navy 南洋海軍 (Southern Ocean Fleet) had been relatively backward 

compared to the Beiyang Navy 北洋海軍 (Northern Ocean Fleet). Zhang Zhidong 

張之洞 was twice appointed Viceroy of the Southern Yangtse River Region and the 

Minister of Nanyang. Throughout his service, he made every effort to promote the 

Nanyang Nav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he advocated purchasing 

warship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was planning to rescue Taiwan by attacking Japan. 

After the war, when Lord Charles Beresford visited China, Zhang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expanding China’s maritime power and of building a modern army. 

Although his ship acquisition plan during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had failed, alo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called New Policy after 1901, Zhang finally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a Japanese company to import a new gunboat (the Jiang-yuan 江元 

gunboat) and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nyang Navy. 

 

Key words: Zhang Zhidong (Chang Chih-tung), Nanyang Navy, First Sino-Japaness 

War, Lord Charles Beresford, Japan, Jiang-yuan gunb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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