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 

％ 

内容提要 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一事，牵涉国际局势变动，同时也影响中国争取 

国际援助。以往有关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应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研究成果，多是探讨三国 

同盟缔结之后的因应与决策，忽略了这些决策系奠基于国民政府对于三国同盟交涉期间 

的观察。国民政府在三国同盟酝酿至签订期间，亟关注此事发展，由原以为是防共协议的 

延伸，仍以苏联为对象，到包括英美，这种对象改变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变动 自不可同日而 

语。故对国民政府而言，三国同盟的重点不仅在于 日本选择与德意结合，更重要的是代表 

日本决定南进，直接与英美为敌，如此必然直接影响太平洋局势的剧变。在认清此关键 

后，蒋介石与徐永昌均认为三国缔结同盟后不必急于表态加入英美集团，与轴心集团为 

敌，首要之务在促使 日本南进，迫使美国真正重视亚洲战场。 

关键词 德意日三国同盟 蒋介石 抗战 

日U 舌 

1940年9月27日，德国外相里宾特洛甫、意大利外相齐亚诺、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在柏林 

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此事使抗战以来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开始明朗，中国抗日战争与世 

界局势关系更为密切，而且就世界全局情势而言，三国同盟改变了日本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 

位。因为抗战以来，英美等国仍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冀望缓和远东情势，以全力应付欧洲德国 

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完全无视于中国抗战遏阻了日本侵略无厌之野心的价值。三国缔 

结同盟后 ，英美等国已无对日妥协的可能性 ，为了牵制 El本而不得不改变态度，重视中国抗战的 

意义。(!)因此三国同盟并非仅是德意 日三国之事，而且与中国抗战在国际局势演变中的地位直接 

相关。 

对于蒋介石如何因应德意日三国同盟的问题，已有一些著作论及。② 不过目前研究成果的视 

① 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 114页。 

② 杨天石：《跟德国还是跟英美站在一起?》，《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 日记解读》(2)，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 

司2010年版；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鹿锡俊：《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 

《近代史研究))2o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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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主要在探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如何因应此后国际局势演变的考虑与决策过程，甚少 

论述中国对于三国交涉条约期间的观察与分析，忽略了缔结同盟之前的情报讯息与分析是如何影 

响中国对于三国同盟后国际情势的因应与态度。 

其实三国同盟酝酿经年，但国民政府方面仍需要德国军事顾问团以及与德国贸易的支助，德Et 

的接近，可能使得国民政府减少一个国际援助来源，因此在酝酿期间国民政府即相当关注此事件的 

发展。本文拟以台北“国史馆”收藏的《外交部档案》为主，参酌蒋介石、徐永昌和王世杰等主要当 

事者的El记，尝试论述国民政府关注三国同盟自交涉至缔结的过程，并探讨其观察三国同盟的内容 

与对国际情势的分析，藉以理解蒋介石因应三国同盟决策的背景因素。 

一

、 德日强化防共协议讯息的传出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遭受日本逐次的侵略，中国由于国贫民弱，不论是清末《马关条约》后的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民初袁世凯面对 Et本压迫接受二十一条要求，还是国民政府因应日军制造济 

南事变阻挠北伐，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寄望于国际联盟制裁 日本，或七七事变爆发时求助于九国公约 

各国出面处理，中国一直以来都相当依赖于各国合纵连横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力量来制衡与抗拒 Et 

本的侵略。承持这个传统，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亦相当关注日本的国际外交活动，不仅在预防日本破 

坏中国争取国际援助，更进一步是在接近盟国，借以孤立日本。尤其是Et本与德、意签订三国军事 

同盟的外交动作，牵涉到国际情势的变动，直接影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结果，自然让国民政府不 

得不注意此事的发展。 
一 般对于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认知，系源于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Et本缔结的《防共协定》。 

但是，德 日两国真正开始论及军事同盟则是 1938年 1月，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非正式向Et本驻 

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提出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的希望，企图藉由同盟让日本在远东牵制英国的势力。 

然而，里宾特洛甫非正式地表达期望后，此后却无任何动作，反而是日本方面甚为重视此讯息。 

大岛立即将其个人赞同的意见向参谋本部报告，参谋本部情报部欧美课德国班吉中和太郎中佐于 

1938年 6月针对东亚新情势拟定方案，主旨为 日德之间缔结以苏联为假想敌的防卫同盟，另与意 

大利之间考虑签订以英国为敌对目标的协议。此构想于7月 19日经五相会议通过①，并交由大岛 

拜会已于2月就任外相的里宾特洛甫展开交涉，但大岛却 自作主张，隐匿了以英国为对象的方针。 

这种没有以英国为对象的方案并未符合德国期望，令里宾特洛甫十分不满。此后里宾特洛甫为避 

免因电报往返而泄漏情报，透过大岛转由驻德武官笠原幸雄携带其个人私案至东京交予日本 

政府。② 

里宾特洛甫提出强化德意日三国合作方案的假想敌不只有苏联，也包括英法等民主阵营国家， 

然而此方案却引起 日本内部纷争。陆军方面赞同以此方案缔结同盟，海军、外务两省和元老则主张 

将三国同盟的假想敌限定于苏联。8月 26日，近卫文磨内阁召开五相会议讨论，决定以苏联为假 

想敌与德国交涉加强防共协定。③但陆军方面给大岛的训令，却留有可以解释亦以英国为对象的 

① r日独伊防共馅定研究方针J(1938年7月19日)、外耪省编纂『日本外交文吉：第二次欧州大戟匕日本』第1册、六一言 

房、2012年、36—37页。 

② r防共惴定强化I：加尢亨弓独侧 斌案提示扫土 扣 方 对虑状况忙，) 、 J(1938年8月31日)、『日本外交文言： 

第二次欧州大戟 日本』第 1册、41页。 

③ r五相会蕺决定日独阕保强化／件j(1938年 8月26日)、外耪省鳊纂『日本外交年表蛀主要文害』(下)、原富房、1978 

年、391_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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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地①，因此当大岛于 10月升任驻德大使以后，即遵从陆军方面的旨意强力推动缔结同盟。日本 

陆军方面的主张与德国的需求一拍即合，结果德国于11月初正式向日本提出以苏联和英法为假想 

敌的同盟条约草案。 

近卫内阁于 11月 11日召开五相会议讨论德国提出的条约草案。陆相板垣征四郎主张接受德 

国的同盟案，但是外相有田八郎、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池田成彬则认为协定的性质在强化防共协 

议 ，应以苏联为对象，反对包含英法为对象的德国同盟草案，并坚持要求重新确认此前 8月26日五 

相会议决定的方针。不过 12月 13 Et的四相会议，板垣仍发言反对前述方针，主张三国同盟的假想 

敌不只是苏联，也要包含英法两国。② 此事引起近卫内阁的内部对立，1939年 1月4日近卫提出内 

阁总辞职。 

如前所述，德日强化防共合作系源于1938年初里宾特洛甫向大岛口述提出的个人构想，此后 

才透过笠原幸雄亲自携带方案予日本政府，故而此期间中国方面并无相关讯息。直至同年 10月间 

大岛以陆军构想与里宾特洛甫展开交涉时，国际问才出现德 日同盟的讯息。1O月 28日，驻法大使 

顾维钧致电外交部转呈蒋介石和孔祥熙，密报日本向德国“商得信用贷款合十五万万佛郎，订造德 

国飞机一二六。架”，“德并允派遣航空教员及技术人员，并谓于八至十个月内，日德军事盟约可成 

立，专为对俄”。③此讯息令蒋介石思考国际局势时，认为若日德缔结军事同盟，则“此后国际形势 

必因此剧变，苏俄对我之政策与英、美，皆有进一步之可能”。④ 

1938年11月29日，有报纸称，德意日三国将《防共条约》改为军事盟约的谈判已进行数月，如 

今已谈妥，将行签订军事同盟。⑤ 12月3日，外交部分电驻伦敦、柏林与巴黎各大使馆，询问“报载 

日德订立军事同盟，确否?希即探询电复”。⑥ 驻英大使郭泰祺与驻德大使陈介于当13回电。郭泰 

祺根据由英国政府探得消息，称“德意日正调集军队，加强反共协议，昔仅系专为对俄，现拟推及任 

何第三国家与德意日任何一国有军事动作时，其他两国应于政治经济上予以援助，军事同盟则未 

议”。⑦ 陈介回复指出，此事在大岛任驻德大使时即有传说，近来两国“藉防共纪念文化协议、飞机 

试航等机会，双方鼓吹亲善甚力，复以波兰亲俄疏德，影响德经营东南欧计划，德对俄益不可无备。 

同盟之议虽无从证实，未敢谓必无”。⑧ 驻法大使顾维钧于6 13回电，表示据俄方消息称，日德军事 

同盟已成立，但法方则谓尚无确实证据。昨晚东京方面否认此事，谓“官场消息天皇反对此项军事 

同盟”。⑨ 

① r睦军次官餮凳大岛宛雷赧j(1938年8月29日)、『日本外交年表蛀主要文害』(下)、392页。日本国除政治学会、太平 

洋戟争原因研究部鳊『太平洋戟争，＼ 道(5)』、朝日新明社、1963年、76—8l页。 

② f太平洋戟争 道(5)』、89—94页。 

③ 《顾维钧致外交部等第881号电》(1938年 lO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日德协议，020—010102—0165— 

0219。有关意大利名称，档案史料之卷名与内容，以及 日记等亦有写作“义大利”，简称“义”，为便于读者阅读，统一为“意”。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 11月3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⑤ 《德意日将订三角同盟说》，《申报》，1938年 11月29日，第2张第6版。 

⑥ 《外交部致驻伦敦大使馆第916号、柏林大使馆第 854号电》(1938年 12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日德 

协定，020—010102—0165-0222；《外交部致驻巴黎大使馆第871号电》(1938年12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及德法宣言，020—042302一O028—0007。 

⑦ 《郭泰祺致外交部第199号电》(1938年12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及德法宣言，020— 

04 2302一o028—0005。 

⑧ 《陈介致外交部第836号电》(1938年 l2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及德法宣言，020— 

04 2302—0028一OOO6。 

⑨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913号电》(1938年 l2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及德法宣言，020— 

042302—0028—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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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 1938年 1O月至 11月期间，国民政府方面尚以为德日军事同盟为防共协议的延伸，仍 

以苏联为对象，故而蒋介石乐观地认为可能促使苏联对中、美、英靠拢。但12月初郭泰祺的情报， 

已让国民政府方面获得德意 El合作的敌对目标已不限于苏联，而将扩及第三国，但仅是政治经济协 

助，并非是军事同盟。陈介与顾维钧的讯息更加证实德Et军事同盟消息应非事实。不过，此时国民 

政府仍未获知 Et本因同盟的对象问题而引发内部对立。 

1939年 1月5日，平沼骐一郎内阁成立。次 日，德国正式向日本与意大利提出三国同盟案，再 

次引爆 日本陆军与外务省、海军之间的对立。平沼内阁于 19日召开五相会议，通过主要以苏联为 

假想敌，但视情况亦以第三国为敌对对象的模糊妥协案，并特别载明第三国系指共产国际。① 换言 

之，该三国同盟案，即为若德意遭受苏联以外其他未赤化国家攻击的情况下，日本不采取武力援助 

的保留但书。简言之，所谓模糊妥协案仍是以苏联为假想敌，不包含英美法等国。 

1月19 El的五相会议同时决议派遣伊藤述史(外务省)、辰巳荣一(陆军省)、阿部胜雄(海军 

省)组成特使团至德国。外相有田八郎于 1月25、26两日将妥协案内容训令驻德大使大岛浩与驻 

意大使白鸟敏夫。② 但大岛与白鸟一直以来倾向陆军方面的主张，赞同德国提出以苏联和英法为 

假想敌的草案，因此拒绝实行有田的训令，要求删除前述保留但书，并分别在4月 2、3日对德国与 

意大利外相言明，若与英法发生战争的情况下El本也将行参战。为此有田于4月8 Et致电大岛，指 

示要贯彻Ft本政府的方针，强调Et本对于参战的明确态度是德意与英法开启战端必须是包含苏联 

在内。③ 

当大岛与白鸟两人分别于 1月25、26 Et接获有田有关五相会议决定三国同盟模糊妥协案后， 

曾与日本驻英、波、比、瑞各大使在巴黎聚会研商，使得三国同盟消息再次于国际间盛行。1月 30 

Et，驻巴黎大使顾维钧将 Et本使团会议讯息通报外交部，谓 El本驻意、德两国大使提议改防共协议 

为军事同盟，驻英、法两国大使担心这样会引起美国反应，使团会议无果而散。④ 

顾维钧的情报仅能分析大岛和白鸟两人主张缔结三国军事同盟，尚未知悉详细内容。同年2 

月24 El，蒋介石转来上海情报，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查明。情报指出El本驻欧洲各国大使在巴黎 

“曾讨论德意倭三国防共协议应强化为三国防共军事同盟，专以苏联一国为目标问题，因德意两国 

当局坚决主张将英美亦为对手包括在内，结果各大使祗[只]得迁就德意之主张，向敌政府报告”。 

上海情报探悉 日本当局已由参谋本部(大本营陆军部)、海军参谋部(大本营海军部)、外务省各派 
一 人组成专使团赴欧，拟于2月在柏林举行缔结军事同盟正式会议⑤，说明国民政府已探悉Et本在 

五相会议上决定派遣特使团至德国一事。 

外交部立即将前述情报电示驻德大使馆探查回复。陈介3月3日的回电中有关日使团在巴黎 

会议的讯息与顾维钧相同，不过陈介谓德方报纸未有三国军事同盟的报道，官方亦间接否认，而重 

要政策仅希特勒及一二要人知晓，所以具体消息极不易探得。但据其数月来观察，德 日关系Et趋亲 

密，“不能谓无他图”。“至防共协议，据德各方面所谈，均认重在对英”。就此点而言，陈介观察德 

俄两国近El停止言论攻击与发展商业往来，认为可信。但他分析会以英国为对象，乃是“日方特藉 

① 

② 

③ 

251页。 

④ 

0233。 

⑤ 

r日独伊三国协定方针J(1939年 1月 19日)、『El本外交年表垃主要文害』(下)、408页。 

r日独伊阕铄强化方6：阴寸否件j、角田顺解说『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戟争(3)』、 亨守害房、1973年、2l1—219页。 

r在独大岛大使宛有田外耪大臣第214号鼋赧J(1939年4月8日)、角田顺解就『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戟争(3)』、25O一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 165号电》(1939年 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日德协定，020—010102—0165一 

《蒋介石致王宠惠敬电》(1939年2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日德协定，020—010102—0165—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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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饵德意，以遂其侵华目的，同时更愿打倒英国在远东之一切势力；意则望英国远东商业受打击，弱 

其地中海势力；德则仅图英商业受影响，为本国货物谋出路，故德对英为最和缓”，因而分析“军事 

同盟之说，日主持最力，意亦盼其成，而德国或尚取观望态度”。最后，指出“如英德接近无成绩，则 

德国将受意日之迫促，而军事同盟或竟成事实”。① 

陈介的亲德态度，使他错误分析出德国对三国军事同盟一事态度消极，反而由上海所得情报讯 

息较为正确。但无论如何，就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而言，在德意日于 1939年初正式展开军事同盟交 

涉之时，已得悉防共军事同盟的敌对对象似乎不只有苏联，也曾论及英美等国。如此则不仅是单纯 

的三国同盟与苏联的问题 ，也代表 日本将与英美为敌，结果势将影响太平洋局势，直接牵动中国抗 

战情势。 

1939年上半年，日本为了军事同盟对象问题持续与德国进行多次协商。前述同年 1月 日本驻 

欧使团会议之后，其他讯息亦陆续传出。3月7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谓日本已决定与德意订立 

军事同盟，陆军、海军与外务三省已派人赴德，约于本月中旬签字，但亦称“此系莫斯科消息，确否? 

待证”。②然而，9日，陈介来电则说“军事协议说，亦无确息”。③ 13日，意大利大使徐道邻亦来电 

称，意大利外相齐亚诺向美国驻意大使表示“意大利绝无意德意日军事同盟，柏林如果有何德日商 

谈，渠并不知”。④ 

不过，3月 23日，顾维钧来电称，“德以意德军事密约一份，交驻德 日大使转达东京，并托催 

日政府决定态度”。顾氏就德 日接洽情形以及上周意大利外相谓“日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之说言之 

尚早”的说法，分析“似三角军事密约尚未成立”。⑤次日，陈介亦电称，“日感英美助我，及日英关 

系调整不易，谋加强反共协议”。“闻日德有进行谈判，在反共中附加军事联络条文说”。⑥ 陈介 

续于28日两电外交部，先是电称“日本最近五相会议对外政策，主张慎重温和，不愿加入欧洲漩 

涡，致与英美益难协调。故与德意关系，暂以防共为止，不以大岛等遽行加紧为然”。后电再说 

明，军事协议事以“大岛主张最力，早在进行谈判，日海军派不谓然。但如未能实现，平沼、有田等 

或将受影响，大岛亦难安于位”。⑦ 31日，陈介再续报所闻与观察，谓“日在极力进行增强反共协 

议，而避免同盟字样，方式尚在考虑，借口仍为反共，非对民主国家，俾名称得有伸缩，对英美法仍 

留余地”。⑧ 

可知，1939年3月初的莫斯科消息，一度令国民政府方面不清楚三国军事同盟是否已成立。 

但至 3月下旬讯息已逐渐明朗，国民政府方面已探知德日仍在交涉，并未签字，同时亦知悉 日本虽 

然希望加强与德意的防共协议，但却骑墙两端，不愿涉入战云密布的欧洲诡局，冀望仍与英美保持 

① 《外交部致驻德大使馆第876号电》(1939年2月28日)、《陈介致外交部第893号电》(1939年3月3 E1)，台北，“国史 

馆”藏，外交部档案，日德协定，020—010102—0165—0239、020—010102—0165—0242。 

②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990号电》(1939年 3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一 

oo27—0054。 

③ 《陈介致外交部第898号电》(1939年3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020—042302—0027— 

0o53。 

④ 《徐道邻致外交部第409号电》(1939年 3月 13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 

0027—0051。 

⑤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 1013号电》(1939年3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 

0027—0049。 

⑥ 《陈介致外交部第908号电》(1939年3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日德协定，020—010102—0165—0255。 

⑦ 《陈介致外交部第911号电》(1939年3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020—042302—0027— 

0044；《陈介致外交部第914号电》(1939年3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日德协定，020-010102—0165—0261。 

⑧ 《陈介致外交部第915号电》(1939年3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日德协定，020—010102—0165—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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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重要的是，强力主张军事同盟的驻德大使大岛为陆军出身，海军方面并不认同此事，日本陆 

海军对同盟意见的歧异，此时已在国民政府所获情报讯息中透出端倪。王世杰即于该月底听闻， 

“近日德国因虑英苏联合包围德国计划之成立，闻已密向日本提议军事同盟，并闻日内阁态度不 

一 致”。① 

二、四国军事同盟的报道与德意军事同盟的观察 

1939年 1月，德国正式向日意两国提出三国同盟案，国民政府方面在当时即探悉许多讯息，虽 

然曾有三国同盟已成立的传言，但是到了3月下旬才确知德 日仍在交涉。然而，4月 10日中央社 
一 篇转载报道，再次引发国民政府对于军事同盟条约是否已经成立的疑虑。报道指出，据巴黎《事 

业报》载，“日德意与西班牙四月七日在蒲尔哥斯城签订秘密军事同盟条约，用以充实反共产国际 

公约”，要点包括：西班牙海空军根据地供德意使用、德意日保障西班牙不受外来侵略、西班牙陆军 

由德意代为训练、德意出资将西法边界处作为要塞区域、德意支持西班牙将来可向英属直布罗陀港 

与非洲法属摩洛哥提出领土要求等。② 

4月 14日，外交部分电驻英、法、德、意大使馆，指示“此项消息如果属实，仰速设法将该约内容 

探明，详明电部”。③ 数日后，驻意、法、英等国使馆分别回电，大致均表示在当地亦获知 日德意西四 

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传闻，但是难以证实是否已经签订条约，也未探悉条约内容。然而，驻法大 

使顾维钧同时也指出，“德意使用西班牙海空军根据地、派员训练西军队，及计划监[建]筑要塞区 

工程等三点，已见事实”。④ 不过，此事经由在德国的陈介回电说明，才令国民政府方面有较明确 

的认识。虽然陈介于20日回电也表示“遵向消息灵通方面探询，不得具体答复”，而一般观察均 

认为“意德不惜代价以助佛郎哥，其中自有交换条约，而德意对于西班牙之着重点在军事战略之 

便利”，“德意联西为对法包围，利用为海空军根据地，以胁迫英法用意颇明”。不过，他认为“日 

亦加入对西保障，似不近事实”，而且“西班牙内战损失重大，一时复兴不易，未必敢存领土奢 

望”。因此，他分析指出4月7日是西班牙公布加入德意日既有《防共协议》的13期，巴黎《事业 

报》所报道的5款条约内容应为过度推测。⑤ 结果，13德意西四国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的报道，经过 

陈介的判断应只是西班牙加入即有之《防共协议》，并非是军事同盟，才让国民政府的疑虑暂时 

化解。 

然而在此期间，相关的消息亦不时传出。同年4月25日和27日，平沼内阁召开五相会议讨论 

三国同盟案，决议不删除保留但书，仍以对苏联为主要对象的原方针与德方交涉。⑥ 顾维钧即于26 

13致电外交部呈报此项消息，谓“今晨报载东京电重要阁员密议，日对欧外交政策，决定三项：(一) 

① 《王世杰日记》(手稿复印件)第2册，1939年3月2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年编印，第56页。 

② 《日德意西签订军事同盟条约》(1939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010。 

③ 《外交部致驻英德法义使馆电》(1939年4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011。 

④ 《罗马大使馆致外交部第415号电》(1939年4月16日)、《郭泰祺致外交部第724号电》(1939年4月25日)、《顾维钧致 

外交部第1027号电》(1939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42302一 

O027—0037、020—042302一O027一O026、020—010102—0281一O015。 

⑤ 《陈介致外交部第928号电》(1939年 4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一O018。 

⑥ r日独伊防共惴载强化阁题蛏遏日蟊j、角田顺解就『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戟争(3)』、26O_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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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订 Et本德意志意大利军事同盟，采用折衷办法，以对俄为限；(二)如其他列强与苏俄订立 

军事同盟，应推广三角军事同盟之条件；(三)关[于]防共协议之交换情报与供给军事材料各项之 

实施办法”。①27日，陈介亦来电报告，称“连日外电所传，日方决定如与德意军事同盟，当以对俄 

为限。非遇他国结合苏俄威胁13本时，除根据防共协议交换军事情报外，无同盟必要。意在避免对 

英法全直接冲突”。② 

对于Et本五相会议的讯息，蒋介石认为“其必犹豫未决，然其最后必实行无疑”，因蒋氏认定 

“倭对德意轴心之关系仍归加强”。③ 果然平沼于5月5 El透过大岛与白鸟向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传 

达13本的立场，说明“此次以强化现有防共协定，紧密日德意三国合作之目的来缔结协约，系以道 

德为基础，对维持世界和平有所贡献，完成两国重大使命”。只是“关于强化防共内容，13本方面在 

德意受到苏联以外第三国攻击情况下，将予德意政治上与经济上援助，但不可能进行武力援助，这 
一 决议仍不变动”。但日本“根据协约载有给予德意武力援助的原则下，将来可能依据各种情势， 

在现在及不久的将来给予武力援助。此事希望能得到德意两国明确的了解”。④ 

德国认为日本不愿意以英国为共同假想敌的军事同盟并不符其利益，4月便已考虑先与意大 

利缔结军事同盟。事实上，德El交涉不顺遂的原因在于同盟所针对的对象存有歧见，即使德国已 

有意先与意大利先行签约，但仍然持续与 El本协商。5月初 ，在里宾特洛甫的建议下，日本驻德 

大使馆参事官宇佐美、书记官武内龙次与德国外交部条约局局长高斯(Gauss)再次展开交涉，并 

作成高斯案。此案虽是德国方面提出，但实际上却是大岛所建议。其中内容载明缔约国受到第 

三国威胁或攻击时，依本条约规定应该予以支持并实行援助及协助之义务。简言之 ，即无条件参 

战之规定。 

平沼内阁多次召开五相会议研商，在 5月 15日会议中，针对前述规定武力援助的开战对象的 

四种情况，即只有苏联、英法加人苏联、苏联加入英法或只有英法等不同情况进行研议，再次引起 

陆、海两军的意见对立。最后，同月20日五相会议通过取消高斯案的无条件参战规定，决议在德意 

仅与英法为战争对象情形下，日本明确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以此方针继续尝试与德国交涉。⑤ 德国 

对日本的骑墙态度感到失望，故于5月 22 13先与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但仍持续与 日本交涉，期望 

能改变日本的态度。 

对于日本没有加入军事同盟的情报，陈介早于4月 14日呈报外交部，谓“闻德意军事协议已成 

立”，但是“日闻未能加入，确否?容再探呈”。⑥而驻美大使胡适也于4月27日致电外交部，表示 

“据闻日政府颇注意美国海军西行，拟决定不与德意订结军事同盟”。⑦ 此讯息令蒋介石注意到 

“倭或暂不与德、意同盟”。⑧ 不过，当陈介于5月8日来电明确表示，“德意外长以用有效方法维持 

①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 1047号电》，(1939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032。 

② 《陈介致外交部第735号电》(1939年 4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029。 

③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39年 4月29、30日。 

④ 『有田外耪大臣土I)在独国大岛大使宛第263号(鼋赧)J(1939年5月5日)、『日本外交文言：第二次欧州大戟 匕日本』 

第1册、9O—-92页。 

⑤ 『太平洋戟争，＼ 道(5)』、121一l25页。 

⑥ 《陈介致外交部第923号电》(1939年4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020—042302—0027— 

0038。 

⑦ 《胡适致外交部第902号电》(1939年4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030。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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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安全与和平为名，今成立概括之政治与军事协议”。① 对此，蒋介石认为“德意军事同盟已订 

定，倭不在内，则其在国际更陷于孤立。其将向英美妥协乎?此乃吾国之利也”。② 

然而 日本未加人德意同盟，在国际上的孤立仅是暂时的情况，所谓中国之利，只是蒋介石当时 

的分析，毕竟国际局势诡谲多变，而且三国同盟一事尚在演变，并未完全确定。对于 1939年 4月德 

国已考虑先与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一事，5月曾有记者询问板垣，Et本是否有加入德意军事协议之 

可能，板垣答称，“二国如愿望日本加入，则 日本与轴心国家订立军事协议，亦非不可能之事”。③ 而 

日本半官方人士也均谓，“Et本仍必信守反共产国际公约，用意显在表示 日本并未与德意疏远”。 

他们说，“近 日外间印象，以为Et本业已背弃轴心国各国，现正设法纠正之。实则 日本鉴于英苏接 

近之可能，是以不便疏远德意”。④ 蒋介石于日记内记下前述板垣等人的报道，认为“德意并未欢迎 

倭寇加入轴心也”。⑤ 然而，其实是德Et两国对于同盟针对的假想敌产生歧见，即使在德意先行缔 

结同盟后，仍持续与日本交涉，协商化解歧异。 

三、德意日军事合作与政治协议内容的探查 

德国欲先与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消息在 1939年4月中旬左右传出，虽然 日本仍就同盟的假想 

敌问题与德国持续交涉，但国民政府方面却于此段期间探闻到了不同的讯息。先是4月23日陈介 

来电指出，“从各方面观察，日本似仍盼与德意缔结一军约”，希望“加强反共协议，以代未成之军事 

同盟”。据传闻三方现正“交涉以飞机军火交换工业补助品”，日本希望：(一)有购买意大利最新式 

飞机优先权：(二)向德国购买军火；(三)在德国自行设立工厂，并用德国技术制造飞机，而“日方愿 

予德意在华某种权利，及履行一种与轴心政治相符之政策为条件”。但三国之间的交涉却遇到困 

难，因为意大利不愿出卖最新式飞机而且要求现款，德国虽同意 日本在德设厂制造飞机但亦不愿提 

供最新型款式，重要是三国均只想赚取外汇却不愿支付外汇。⑥ 

同月25日，顾维钧亦来电称，“德意日密约军事合作办法：德方以价值四十万万马克之军用材 

料及飞机，供给日本。日允遣海军至地中海，增强德意舰队。惟对拨归意海军总司令指挥一节，未 

能同意。现正由德力劝迁就”。cz)次日，顾维钧再来电说明，日本允遣舰队至地中海，系为“抵制苏 

联黑海舰队驶入地中海增强英法海军实力”，同时听闻“德参谋本部续派动员、经济及军需专家五 

人飞东京接洽合作办法”。⑧ 

至于德意对于日本军事合作的要求内容，依驻苏联大使杨杰于5月 17日致军事委员会电报指 

① 《陈介致外交部第942号电》(1939年5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020—042302—0027— 

0013。 

② 

③ 

0089。 

④ 

0092。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9日。 

《德意成立军事协议敌既羡慕而又嫉妒》，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0281一 

《德意军事协议成立后敌在民治与独裁夹缝中》，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0281一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⑥ 《陈介致外交部第933号电》(1939年4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一oo23。 

⑦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1046号电》(1939年 4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一 

oo27—0o27 

⑧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 1047号电》(1939年 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 

0027一oo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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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德意 日协议在Et本尚未签订正式军事协议而在考虑期间，先于防共协议中增加一些条款，其中 

有“日海军应依德意之请求，派遣相当数目(三分之一)之军舰巡行地中海，以意大利及其属地之军 

港为根据地”。④ 此外，据4月27 13顾维钧的探悉，“柏林罗马认定 日本对俄对华政策之成败，须视 

欧陆与地中海问题之如何解决，故向东京要求允诺下列五项：(一)遣陆军一军至北非；(二)派海军 
一 大部分至地中海；(三)立即在伪满征集志愿兵，组织军队备送到非洲；(四)欧战终了以前，对华 

绝对取防守策略；(五)对俄取守势”。同时探知德国驻Et大使于23 Et晚乐观地电告柏林方面，“Et 

政府目前对华及对英美均无妥协希望，故势难完全反对德意志、意大利之要求，而脱离轴心集 

团”。② 不过，5月 1日，顾维钧再次电外交部表示，驻El德使于4月27日曾电告柏林方面，“日本 

政府态度持重，深虑 El本如参加欧战，必引起日美之战，俄亦又乘机攻 日”。同时日本也不认同德 

国所称中日战争终将决之于地中海的说法，因日本认为“中国抵抗之决心仍强，而英政府法政府 

如能得相当商务权利 ，必出为调解，故不致使 日本有对华积极作战到底之必要，日苏之战亦非绝 

对不能避免，故 日本以为权衡轻重，不能忽视参加欧战之危险”。德使并进一步指出，“目前 日本 

以德意供给材料与信用贷款匪鲜，必仍合作”，而且“对派遣军事专门教官与技术人员等仍必接 

受，但对调遣军队援助，彼必多方推诿拖延，结果不能实行”。至于德国政府对于德使呈报的日方 

态度，“德方外交界对此变化颇不愉快 ，而军界中少数接洽者，甚至疑日于紧要时将有第二次卖友 

举动”。③ 

然而，德国方面似未放弃要求日本派兵至欧洲。5月 4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指称“驻 日德使 

奉命再向日本政府疏通，要求在地中海以海军协助轴心集团之恫吓政策”。结果 日本允诺在中国 

某区域内暂取守势，但会在俄边境驻屯重兵，并于 1940年以前不对苏开战，至于派兵非洲一事当会 

再考虑。④ 但是，5月 8日顾维钧来电外交部称，柏林接获日本政府交予德国驻Et大使的备忘录，内 

容略谓，“协议原来目的系共同防俄，现日本可允将其范围扩大如下 ：(一)对凡受苏联指使而挑战 

之国，应一律互相援助抵抗；(二)战争发生后，对苏联之同盟国实施商业制裁；(三)订立军事同盟 

以防守为限，13本海军援助亦只限于亚洲海洋，并以苏联确实参加英法方面共同作战为条件”。不 

过，德国方面对于日本的答复不甚满意，“认为Et本显欲避免参加地中海战事，其参战范围只以对 

俄为限”。⑤ 

可知，国民政府据驻法德俄等使馆的探悉，得知 Et本在 4月底至5月期间似乎欲与德国进行 

军事合作，以代替未能成立的军事同盟条约，但因为德国希望日本派兵至欧洲和非洲，而13本对 

欧政策采取稳重态度，不愿派兵涉入欧洲风云，双方军事合作案未有下文。蒋介石据此讯息分析 

“倭寇未加入德意军事同盟，其最大原因，必为德意以欧战起后，不仅要其派海军至地中海，截断 

印度与埃及交通 ，而且要其派陆军到非洲作战，此倭所不能允也”，因为“德国要求倭以英美而不 

① 《蒋中正致王宠惠养代电》(1939年5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0281— 

0036。 

②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1050号电》(1939年4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027。 

③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 1056号电》(1939年 5月 1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一 

oo27一ool6。 

④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 1067号电》(1939年 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 

0027—0015。 

⑤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1072号电》(1939年5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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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为对象”。① 

虽然国民政府探悉德意日军事合作案未能成立，但是另外一则El本欲先与德意签订政治协定 

的情报则吸引了蒋介石的关注。同年6月5日，陈介来电指称，Et本政府就德国所提军事同盟方 

案，因海相米内光政仍反对签订军事同盟，而陆相板垣征四郎则极力主张缔结，俾与德意密切合作， 

但以陆海军不出远东为限，故“经海陆军共同研究结果，最后决定折衷方案：(一)为加强防共起见， 

应订一政治协议；(--)该协议应加入经济规定；(三)应留将来加人军事同盟余地”。② 可知，即使 

是主张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El本陆军方面亦不认同派兵远赴欧非，前述军事合作案自然难以成 

行，但却另外传出所谓政治协议案的风声。 

蒋介石根据各方情报，在 6月6日注意到“敌国对欧方针昨又重新决定，其果参加德意同盟 

乎?”次日，评估“敌陆海二参总长皆谒倭王，必于其国防方针另有决定”，并分析“倭重新决定对欧 

洲方针，其必以充实反共协定，并与德意订立同盟为有附加之条件，而以应付苏俄之态度为主也”。 

10 Et，重新思考Et本可能变更对欧洲政策，臆测“其内容虽未宣布，然其必于上次不参加德意军事 

同盟之方针有所变异。以意度之，不外数点：甲、先与德意订政治、经济协定。乙、准备加入德意同 

盟。丙、其同盟附带条件以对俄为主，而对英法为副，且不愿派海陆军远出欧非两洲参战。如此则 

德意无益也”。③ 故蒋于同Et致电王宠惠，谓前述抄转陈介电报“所称 日方拟订一政治协议一节，其 

内容预测为如何程度，及其条款如何，请研究呈报为盼”。④ 

6月 13日，外交部电令陈介，“日本与德意拟订政治协议之趋向及其商谈经过如何，希探明并 

将观察所得一并电复”。⑧ 但陈介于 17日回电指出，“近闻驻意 日大使白鸟偕同武官来此，正与大 

岛等商洽中，颇传两使前为此事与其政府意见差池。复以未能履行诺言，不为驻在国所满意，有回 

国或解职说。日来经过情形，容探明续呈”。⑥ 

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杨云竹承命研究此问题，于6月 21日呈报指出：判断 日本为何加强德 日协 

议，最应注意之一因素是“如何利用欧洲危局，以促成中日事变之有利的解决”。“一般观察，纵加 

人德意军事同盟，并不足以促进中日战争之结束；反之，他方对英美之妥协，日方并未认为绝望。如 

暂不加入德意结合，正可以要挟英法而缓和美国之态度”。但是，中日战事仍在进行，日方仍须借 

德意以收牵制英美法苏之功，故 目前对于加强反共协议之喧腾仍当继续。而就解决中日战争而言， 

日本希望德意，尤其德国之援助，与其谓在于军事与政治，勿宁在于经济。“据报上月二十日，敌五 

相会议决定对付欧局方针云云，实则尚未确定”。最后，指出“以最近情势而论，所谓折衷性质之政 

治协议，当有可能”。不过分析“此政治协议当可包含经济的性质，但显未达到军事攻守同盟之程 

度”，因“按 日方上下主张加强防共协议者，大都指出先扩充为政治及经济协定，更进为军事协议”。 

另外，杨云竹同时附陈两事，一为日本陆海军双方对此问题，意见显未一致；二为从军事观点而言， 

日本海军不利于与德意结合，致以英美法列强为对敌；陆军方面则与其相反，因为陆军方面认为结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 5月21、27日，“上星期反省录”。 

② 《陈介致外交部第957号电》(1939年6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020—042302—0027— 

0oO8。 

(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 6月6、7、10日，“上星期反省录”。 

④ 《蒋介石致王宠惠灰代电》(1939年 6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0281— 

0043。 

⑤ 《外交部致陈介第919号电》(1939年 6月 13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0027— 

0066。 

⑥ 《陈介致外交部第963号电》(1939年6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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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德意，特别是德军在欧洲的实力可以减轻苏军在远东对日本造成的压力，然而德国对日本陆军实 

力并不甚重视，而是冀望于日本海军可以帮忙在太平洋牵制英国海军，并派遣军舰协助巡行地中 

海。①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陆海军的目标与观点不同，以致于主张不同。 

杨云竹认为就日本立场而言，仍然冀望于德国的经济援助以解决中日战争，故判断日本虽未加 

入德意军事同盟，但仍有可能签订包含经济性质的政治协议。不过，陈介的探查并未有政治协议的 

进一步消息。 

事实上，所谓政治协议应为空穴来风之谣言，此期间大岛按 日本五相会议决议制成之妥协案训 

令，多次与里宾特洛甫交涉，但不为德方所接受。6月 16日，大岛致电有 田，表示以此妥协案再与 

德意交涉已全然无用，建议平沼内阁就放弃保留同盟参战抉择之但书，或直接放弃交涉做一抉 

择。② 至于白鸟前往柏林，系转告大岛有关里宾特洛甫对于军事同盟条约的态度。白鸟指出里宾特 

洛甫认为条约适用范围若有保留但书将减低条约效果，而且并无价值。同时也质疑日本关注苏联却 

轻忽英法的态度，认为日本在处理中国问题上，英国将逐渐显现出比苏联更不可抗拒的实力等。③ 

虽然在德意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前后期间，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方面探闻日本似乎欲改以军事合 

作或政治协议方式加强防共协议，但这两项传言似非事实，最后也无下文。就史实的发展，平沼内 

阁仍持续研商军事同盟的可能性，并未采纳前述大岛建议退让或放弃交涉之意见。 

在此前后，国民政府方面亦不时收到驻欧使馆有关三国军事同盟的其他情报。5月 18日，陈 

介致电外交部称，“英法美对鼓浪屿问题抗议并调舰进驻后，日感民主集团态度强硬，与德意作进 
一 步结合说又渐盛”。④ 同日，顾维钧亦来电表示，“据报日政府现允将军事合作范围，略加扩大，如 

苏联为保障第三国出而干涉，日本亦允对俄作战，其代价为如日本由中国战事而引起与民主国发生 

冲突，德方应予 日方军事协助”。⑤ 此外，据由纽约5月 20日来函情报指出，有田向美国驻 日大使 

表示 ，“日本视苏俄与第三国际同为一物，如苏俄参与欧战，日本势将无法避免牵连，故英法如与苏 

联缔结同盟，则日本将被迫而重新考虑其对德意之地位。惟日本除防止共党活动外，总求在民主集 

团与独裁集团采严格之中立态度”。⑥ 说明国民政府方面探悉 日本仍期望与德意缔结同盟，但主要 

仍是以苏联为对象。 

随着德意两国缔结军事同盟后，国民政府方面也探得日本赞成同盟者的一些激烈主张。7月 6 

日，陈介来电指出，“此间传闻，日陆军要挟政府与德意签订军事同盟，否则逼令内阁引退”。(z)8月 

4、5两日，驻罗马与布鲁塞尔使馆分别来电指称，日本驻德和驻意武官与大使各自召开武官会议与 

大使会议，不约而同公开主张建议日本政府参加德意同盟。⑧ 同月 8日，陈介来电谓，“日使白鸟、 

① 《王宠惠致蒋介石马电》(1939年6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0281— 

0055。 

② r有田外耪大臣宛在独大岛大使第551号鼋赧j(1939年6月16日)、角田顺解貌『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戟争(3)』、326页。 

③ 『有田外耪大臣宛在独大岛大使第554号雹赧j(1939年6月18日)、角田顺解就 现代史资料(1o)：日中戟争(3)』、327页。 

④ 《陈介致外交部第946号电》(1939年 5月 1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一o023。 

⑤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 1087号电》(1939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一o024。 

⑥ 《蒋介石致王宠惠巧电》(1939年6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0281一 

oo51。 

⑦ 《陈介致外交部第977号电》(1939年7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一oo79。 

⑧ 《罗马大使馆致外交部第428号电》(1939年8月4日)、《钱泰致外交部第401号电》(1939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 

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0281—0072、020-010102—0281—0073。 

14 



萧李居 ／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 

大岛等对意记者声称，日将加入德意军事同盟”，但是“盛传日政府主张仍不一致，米内反对颇力， 

坂(板]垣或将下野，由矶谷或梅津继任说。闻平沼对外方针，将于今日五相会议决定”。① 而在当 

天平沼内阁召开的五相会议上，板垣强硬主张删除保留但书缔结三国同盟，但因其他大臣反对而仍 

无共识。此项讯息也被陈介探悉并于 11日呈报外交部，指出“日本五相会议有四阁员反对加入德 

意军事同盟”。② 其中唯一赞成者当指板垣。 

此后因德国突于 8月23日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在两 日前才由里宾特洛甫通报大 

岛。平沼内阁面对这件国际情势突如其来的变化，加上三国同盟交涉引发日本内部对立难以解决， 

于25日经阁议决定中止三国同盟交涉，并于28日以“欧洲局面产生复杂光怪陆离的新情势”为由 

而总辞职。③ 日本与德国交涉一年余的军事同盟一事至此暂时中止。 

四、三国同盟缔结后国际情势的分析 

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于 1939年9月 1日进攻波兰，英法于9月3日对德宣战，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但英法联军与德军仅有少数零星交战，在西部战线形成军事对峙的“假战”。9 

月28日德国与苏联协议瓜分波兰。1940年4月，德军突袭丹麦，结束七个月的“假战”。德军征服 

丹麦与挪威后，继于5月陆续侵犯荷比法等国，英法联军溃败，德军于 6月 14日占领巴黎，法国在 

22日签署停战协议，对德投降，德国空军开始轰炸英国本土。 

二战爆发后，日本对欧政策采取中立立场及对美协调路线，但 日美协调并不顺遂。1940年4 

月14日，英美通知日本，决意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之后两个月，德军压倒性的胜利造 

成欧洲情势急转直下，连带也影响日本政治动向。日本眼见德军闪电战的成功，一方面认为可于法 

属印度支那夺取资源，并截断重庆国民政府的物资管道；一方面担心法荷两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将 

归德国所有而开始焦虑。结果在 日本政界主张强化战争体制的新体制运动诉求中，近卫文磨于7 

月22日第二次组阁，并于26日的阁议上通过《基本国策要纲》，决议把握世界史发展的动向，建设 

以日本为核心，结合日“满”中为骨干的大东亚新秩序，在外交措施方面，为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 

解决中日战争，将讲求富有弹性的施策。④次日，日本召开大本营政府连络会议讨论外交政策，通 

过《伴随世界情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把“在因应世界情势变局，改善内外情势下，迅速解决支 

那事变，同时掌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确定为 日本的对外方针。所谓南方问题，包括切断法属印度 

支那、香港与租界等“援蒋路线”，以及确保荷属印度支那的重要资源和南太汗洋上法属岛屿等，并 

决议将不惜动用武力，但将战争对象尽量限定为英国，不过在此情况下当难以避开对美开战，故应 

极力展开备战准备。⑤ 

至于 日德关系，日本迷惑于德军闪电战的战果，1940年7月 12日，陆军、海军与外务三省在三 

省事务协议会上提出《日德意提携强化案》，认为日本处于现今国际变局下，为了建设包含南洋在 

① 《陈介致外交部第993号电》(1939年 8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071。 

② 《陈介致外交部第994号电》(1939年 8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陈介呈驻德外交情报，001—066220— 

0o15—024。 

③ f太平洋戟争／、、 道(5)』、159—161页。 

④ 『基本国策要纲J(1940年7月26日)、『日本外交年表垃主要文言』(下)、436__437页。 

⑤ r世界情势 推移6：伴二峙局她理要铜j(1940年7月27日)、『日本外交年表垃主要文言』(下)、437．_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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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东亚新秩序，应与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德意两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① 而近卫在奉命组阁 

两天后的7月 19日，召集东条英机、吉田善吾、松冈洋右等准内阁成员至其私邸会商新内阁的基本 

政策，在对外方针上，决议“为了因应世界情势的剧变，而且迅速建设东亚新秩序，要图谋强化日德 

意枢轴关系，东西方互相策应，以遂行诸项重要政策”。② 在前述内阁成立后 27日通过的《伴随世 

界情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则再次确认将强化日本与德意之间的政治合作。 

近卫内阁于1940年9月4日召开四相会议，制定《关于日德意枢轴强化之件》，并于19日经大 

本营政府连络会议通过，决议在“建设世界新秩序上 日德意三国确认共通立场，且支持各自生存圈 

的建立与观点，以及在对英、对苏、对美政策上相互协力”的情形下，和德意展开军事同盟的交涉。③ 

同月9日，日德两国恢复中断一年余的军事同盟谈判，德国外相里宾特洛甫派遣特使施坦麦(Max 

Sthamer)至东京与外相松冈洋右直接会谈。④ 19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缔结三国同盟案，~27日，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 

日本因应欧洲情势在 1940年6月产生的剧变而更改对外政策，为了积极南进已不惜与英美为 

敌。前一年日本与德国交涉同盟协议因战争对象的分歧在此时已非问题，故而此次交涉过程极为 

顺畅，迅速签订三国同盟。欧洲诡谲多变的情势不仅让 日本中止与德国交涉加入军事同盟的谈判， 

也同样在日后促使日本与德意缔结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密切关注日本动向的蒋介石于 1940年 4月德国攻击丹麦与挪威时，即注意到“倭寇觊觎荷 

兰东印度之情态毕露，且已大言不讳”，并在4月下旬德国占领挪威重要地区及封锁挪、丹海 口 

后，指出德国已占领北欧，英法战略失败，分析意大利若在地中海向英法挑战，日本亦将对荷属东 

印度动手，而苏联必会纵容日军向南作战，如此“德、意、倭阵线成立，而美、英、法阵线必起”。因 

为他以为日本宣言干涉荷属东印度必遭到美国反对，“此于外交上倭寇又加失败，而其刺激美国 

扩充海军之影响非 [鲜]也”。5月，德军相继占领荷兰与比利时，并进攻法国之时，蒋介石也注 

意到“意大利如加入欧战，则倭寇亦必谋加入欧战，夺取英、法、荷西太平洋上之属地”，因为他认 

为“倭若不乘今日英法失败之时，加入德意方面参战，则倭以后永无与国，更形孤立矣”。蒋介石 

于 7月 16日听得近卫将再度组阁的传闻时，即表示“敌米内内阁辞职，如其后任为近卫，则其侵 

华或将更积极”。次日，确认由近卫组阁后，指出“倭内阁近卫出马，其对南洋与侵华，皆将取军部 

积极政策”。⑥ 

不仅蒋介石注意到日本乘英、法、荷等国败于德军的契机，觊觎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橡胶等资 

源，陈介亦于 5月中旬德军攻克荷兰和比利时后致电外交部，指称“德外交战略自始即欲分化英 

法”，“日本曾以态度游移，不为德喜，近为和[荷]印关系，又有极力拉德。倘德于南洋方面拟加以 

利用，重结德意日新枢轴，非不可能”。⑦据此蒋介石于研究国际形势与敌情，已考虑“德、意、倭共 

① r日独伊提携强化案j(1940年7月12日)、f日本外交文言：第二次欧州大戟匕日本』第 1册、172页。 

② r荻洼会谈觉言J(1940年7月19日)、『日本外交年表蛀主要文言』(下)、436页。 

③ r日独伊枢轴强化}二阴中弓件j(1940年9月4日)、f日本外交文言：第二次欧州大戟 日本』第1册、210_211页。 

④ r松网外相灭夕一7一特使会鼓要旨j(1940年9月9一lO日)、『日本外交年表垃主要文言』(下)、452—453页。 

⑤ r日独伊三国条约御前会畿二阴天，L，件J(1940年 9月 19日)、『日本外交文言：第二次欧州大戟 日本』第 1册、217— 

225页。 

⑥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0年4月16、20日，“上星期反省录”，30日，“本月反省录”，5月26、27日，“杂录”，7月16、 

17 日。 

⑦ 《陈介致外交部第 1197号电》(1940年5月 1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陈介呈驻德外交情报，001— 

066220—0015一l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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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防共复活”的可能性。① 6月中旬，德军占领巴黎后，陈介来电指出，“日所派德意报聘团长佐藤 

大使，及前情报部长河相公使，闻先后来德，拟访希特拉。又朝Et新闻特派员某，闻得里宾特洛勃 

[甫]约，赴前线谈话。德日关系甚可注意”。② 法国投降前一Et，陈介再来电警告，谓“敌外相有田 

因亲英美嫌疑，有将更动，俾德方赞成所谓东亚新秩序，使与欧洲新秩序并行说”。③ 这些情报信息 

均令蒋介石在 8月29日考虑中国以后和战方针时，思考“德、倭以后之关系如何?能否同盟”的可 

能性。不过，直至缔结同盟前两 日的9月 25日，蒋介石才获知“敌之御前会议以德倭同盟案为中 

心”的情报。④ 

虽然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方面鉴于 1940年上半年欧战剧变，已经臆测德意 日三国军事同盟再度 

复活的可能性，但由于此次德日谈判系在东京举行，且 自9月 9日开始恢复交涉后不及三周时间， 

即已于27日签字，所以蒋直至两 日前才得到情资。此外在驻外使节呈报消息方面，则是 9月 26日 

晚上 6时，陈介致电外交部表示，据美方接获柏林特派员函云，“德 日即签协定，赞同日侵占香港新 

嘉坡，铲除美在远东根据地，预防美方相助。是否属实，容详探呈”。⑤ 同日晚上 10时，陈介再急电 

回报，称“德 日新军事协议顷闻已于昨 日签字，系为英美共同防御南洋问题所激动，由意外部长极 

力促成，德外相派其亲信名 Max Sthamer者赴日商定。一说为军事同盟；一说为防御同盟”。⑥ 次 

日，陈介来电细说相关情形，指出德意日今 日在德国总理府正式签订同盟协定，其宣言谓：“德意日 

三国为使世界各国各得其所，认永久和平为先决条件，因此共同决定在大东亚及欧洲地域提携协力 

建设新秩序，并维持之，俾各该民族得举共存共荣之实，更愿协助对于世界其他部分同样努力之各 

国，对于世界和平之最后目的得以实现。”至于协议内容约略为： 

(一)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领导在欧洲建设新秩序。 

(二)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地域建设新秩序。 

(三)德意日三国之任何一国受现未参加欧战及中日纷争之一国攻击时，三国有以所有之 

政治的、经济的及军事的方法，相互援助之义务。 

(四)为实行本协议，三国政府应即任命委员，组织共同专门委员会。 

(五)三国声明上列各条件于三国各 自与苏俄现存政治状态不生任何影响。 

(六)本协议于署名时发生效力，有效期间十年。在期满前相当时期，根据三国中之一国 

之要求，得商议改订。⑦ 

陈介于 28日再致电外交部说明，谓“三国协定在德外长演词中径称军事同盟”，“此约直接对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6月 17日。 

② 《陈介致外交部第 1218号电》(1940年 6月 1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陈介呈驻德外交情报 ，001— 

066220—0015—124。 

③ 《陈介致外交部第 1221号电》(1940年 6月 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陈介呈驻德外交情报，001— 

066220—0015—125。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8月29日(载于9月反省录)、9月25日(载于28日上星期反省录)。 

⑤ 《陈介致外交部第1292号电》(1940年 9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105。 

⑥ 《陈介致外交部第1293号电》(1940年 9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106。 

⑦ 《陈介致外交部第 1294号电》(1940年 9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与苏联，020— 

021602—0069—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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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国，间接威吓苏俄”。而德国近日虽与苏联有裂痕，“但仍盼在准备未妥前无何举动，故协定第 

五条特致殷勤。以后美苏行动势必积极，两国皆揣测应对，于我有利”。① 而驻罗马尼亚公使梁龙 

也于同日来电指称，“德意日同盟，分霸欧亚，威胁俄美”，“美参加欧战，仅时日问题，俄亦有继美而 

起之势。我国应否急起联合美俄英，成立军事同盟”。②29日，顾维钧来电表示，“现在三角联盟， 

实属国际形势分明，而英美对远东亦不至再有缓和 日本之措置，此于我国不无裨益”。③ 10月 1 

日，海参威领事馆领事保毅亦来电指出，“观其主要目的，完全对美，益牵制苏联”，并建议“我方似 

应极力密试拉美联苏”。④ 

各驻外使节多认为三国同盟剑指美苏两国，其实外交部方面也关注美苏对此事的态度，9月28 

日即致电驻美苏两大使馆，训示迅探该两政府“对德意日协议如何看法”，以及有无乘机与其商议 

合作自卫办法。⑤次El，外交部则致电驻英美两大使馆，谓“今日部长与英美大使谈话，告以蒋委员 

长深信日本与德意缔结同盟后，即将实行南进，甚至攫夺新嘉坡。我方急欲明悉英美究拟采取何种 

具体办法，以应付此局势”。⑥前后两电表明国民政府方面希望运用德意日缔结同盟情势与日本意 

图南进的危机，试图与英美展开军事防卫合作。 

驻英大使郭泰祺已先于9月28日致电外交部，谓“美国最近积极制日援华，日本复正式加入轴 

心，英外长政务次长迭次晤谈，均以在太平洋国防与美政策一致为言，是中英美之共同立场与利害 

益见显明，再不能分离。我国自以国际情势之好转，未有如今Et者”。⑦ 10月 1日，郭泰祺再回电 

报告访晤英外长政务次长的看法，“彼谓 日本殊得不偿失，徒令英美联合与态度强化”。郭泰祺再 

询对于王宠惠与英国大使谈话报告的态度，并表示“日方已与英处敌对地位，无可挽回，惟有联合 

中美苏协同应付。彼谓然。英方迭次努力毫无收获，今后只有与中美合作。至苏联态度，殊无把 

握”。⑧ 驻美大使胡适则于9月 30日回电，认为 日本南进问题的关键，“在远东及南洋之英美海军 

实力问题，必须此点有切实解决，然后其他问题皆有办法”。⑨ 

至于苏联的态度，邵力子于10月1日致电蒋介石，表示经与次长拉代夫斯基晤谈结果，“苏仍 

守其中立政策，对我则谓德意本未援助中国，今后亦无助 日侵华可能，而美 日对立，日益尖锐，实有 

利于中国，故中国不必重视该盟约”。⑩ 次 日，邵力子回电外交部，先说明驻莫斯科“英美两使均认 

此约要旨固为对美，但美决不受威胁，援英助华均将加强”。“而此约另一要旨为对俄，意在胁苏援 

① 《陈介致外交部第 1295号电》(1940年 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与苏联，020— 

021602—0069—0023。 

② 《粱龙致外交部第62号电》(1940年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020—042302—0027—0097。 

③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 150号电报》(1940年 9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134。 

④ 《保毅致外交部电》(1940年 l0月 1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与苏联，020—021602—0069— 

0046。 

⑤ 《外交部致驻美驻苏大使馆电》(1940年 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一 

oo27—0o81。 

⑥ 《外交部致驻英驻美大使馆电》(1940年 9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盟，020—042302一 

oo27一o020。 

⑦ 《郭泰祺致外交部第1156号电》(1940年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一O111。 

⑧ 《郭泰祺致外交部第 1159号电》(1940年 1O月 1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与苏联，020— 

021602—0069—0047。 

⑨ 《胡适致外交部第1213号电》(1940年9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020—042302—0027一 

oo86。 

⑩ 薛月顺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4)，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368—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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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三国作战，故甚注意苏是否改变态度”。之后邵力子认为“关于真理消息两报，一再宣称苏仍确 

守中立”，以及拉代夫斯基面告，“我国不必焦虑，与德意并不能助倭。可信至少不受三国威胁。至 

能否更进一步，须视我与英美之努力”。① 

可知，各使节多认为三国同盟后国际局势有利于中国，主张应于此时机联合美英苏等国，同时 

各电内容亦显示英国对太平洋的处置将以美国马首是瞻，但无法确认苏联的动向。 

此外，在欧战剧变期间，亲英美的王世杰于 1940年 5月 24 Et会晤英国大使卡尔 (A．Clark 

Kerr)，“告以日本内阁或将改组，改组后或将放弃其对欧战之 ‘不介入 ’政策，而进图南洋及香港。 

为共同应付计，中英法苏似宜成立一对日之协议”。王世杰并于6月30日曾代蒋介石致电卡尔， 

“大意谓日本野心非迁就所能满足；日本此项要求涉及英国对华根本政策，尤不可接受”。而且他 

对于孙科与张季鸾等人主张联德以牵制 日本的看法也颇不以为然，批评“实属愚昧之极”。故当他 

于9月27日得知德意日缔结同盟消息后，“实引为大慰 ，以国际侵略阵线，与反侵略阵线，可由是显 

然划分也”，“主张我政府应作严正表示，并召回驻德大使”。不过，王世杰 10月 11日与参事室同 

仁会谈论此事时则称“今后 日、美关系必 日趋严重，惟苏联对日、德关系如何，尚难确断”。② 另外， 

10月2 Et，蒋介石约晤国民党中央执行与监察两会常委商谈三国同盟成立后形势时，顾孟余也指 

出“最应注意苏联”。③ 

就在众人认为国际情势好转，建议应当立即联合英美苏，并注意苏联的动向，王世杰更主张 

召回驻德大使，以严正表示中国政府态度时，徐永昌却有不同的看法。9月 28日，蒋介石在黄山 

寓所召开高层会议 ，讨论三国同盟问题。王世杰、张群等人主张“对德意斥责，并撤回驻德大使”。 

但徐永昌指出目前的舆论 ，“对三国同盟仅论德意为打击英国，威胁美苏”，却未深思 日本与德意 

结盟的目的。他认为“倭过去仅与中国为敌，今则确增英美苏为敌 ，所以倭我增减敌友即为倭我 

利害所在，盖倭之加盟已决定抽兵南进”，故主张“对德意不作任何表示”。当晚徐永昌更打电话 

建议蒋介石：“关于三国同盟，纵英对 日出以恶声(或有英的需要，或看出无论如何 日必向之进 

犯)，我对德意仍须谨慎其表示。”此外 ，也指出“俄之敢于轻我，以我已走上无论如何不与 日妥 

协，英美对我亦复近似。我须有法，令彼等明白，我固无力败日，但我一妥协则 日之威胁彼等力量 

更增”。④ 

重要的是，徐永昌注意到众人忽略 Et本在缔结同盟之后可能的动向。他指出“所谓东亚新秩 

序，是必另有对中国以外之目的”，也就是所谓日本南进企图。他认为三国同盟是 日本陆军一手促 

成，“果尔，则我应避免刺激倭陆军之言论与行动，俾其一意南进”。故而建议蒋介石，“欲促敌南 

进，须由不刺激敌人及我之接近德国做起”，因为如果“使敌放心南进”，则可使中国“渐转至有两条 

路，即可战可和是也”。⑤ 

换言之，由中日两国增减敌友的利害上，徐永昌认为日本新增英美苏为敌，但中国目前仅以日 

本为敌，没有必要无谓地增加德意两国为敌。对于苏联，则要设法打破其认定中国不会与日本妥协 

的观念，同时促成 日本南进，拿回中国外交的主动权，因此也没有必要立即在德意日与英美两阵线 

① 《邵力子致外交部第 1890号电》(1940年 1O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日军事同盟与苏联，020— 

021602—0069—0051。 

② 《王世杰日记》(手稿复印件)第2册，1940年5月24日，6月 30日，9月27、28日，10月 11日，第280、299、352、360页。 

有关王世杰亲英美态度与批判联德主张，略见 1940年5月22日，6月9日，7月2、9、10、17、18、30日，9月21日等条。 

③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40年 10月2日，东南印务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第435页。 

④ 《徐永昌日记》(手稿复印件)第5册，1940年9月2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年编印，第430—431页。 

⑤ 《徐永昌日记》(手稿复印件)第5册，1940年9月28、29日，第430--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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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做出抉择。 

蒋介石对于三国同盟的观察，也与徐永昌的视角相同，可分为El本动态与国际局势两部分。在 

El本动态部分，首先，就日本对外关系方面，蒋介石认为“三国同盟以后，倭必在最近期内进攻新嘉 

坡、香港、荷印与菲列滨[菲律宾]无疑，美倭战争必难再缓”，故而蒋介石亦认同徐永昌提出促成日 

本南进的建议，将“研究使倭南进之策略”列为预定工作。不过，蒋介石对于促使 日本南进之考虑， 

除了冀望美 日开战外，也考虑到“倭若一时既不敢南进，其军事仍有集中攻华之可能”，但当他于 10 

月6日“见近卫与松冈对新闻记者谈话 ，完全对美挑战，美倭战争从此更难避免矣”，也就更加认定 

“三国同盟发表，于是太平洋局势方得第一步展开”。① 其次，就 日本内部方面，蒋介石“据其所发 

表三国同盟之经过，为时仅二十日，即实行订约，可知倭国情势之急迫，以及其大政措施之荒忙乱 

妄，一任盲 目少壮军人之主张，而无敢违抗者。此种毫无政策之国家，其根本仍在无人敢能决定政 

策，近卫不啻为日本亡国大夫候补惟一之人物也”，同时也由近卫与松冈的谈话，认为“真暴露其焦 

急烦燥之内心无遗，倭国整个民族之命运，完全被此二大炸弹所消灭”。② 最后，就中日战争方面， 

蒋介石认为“倭加入三国同盟，其最大目的在解决中倭战事”，但在蒋介石的料想中，“中倭战争，本 

以世界战争之结果为归着点”，“今倭既参加欧战，则中倭战争 自可包括于欧战之内，而我反无急求 

参战之必要，此则去年与今日，中与倭两国之地位完全相反，而我则可渐入主动 自地位，而敌则反受 

束缚，无法脱离其梏矣”。⑨ 

在国际局势部分，蒋介石认为“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 

之不得者，从此如我能戒慎进行，则抗战必胜之形势已定矣”。④但据徐永昌的日记所载，1940年9 

月28日高层会议上，蒋介石认为“欧亚战事必持久，今后变化太大，不可走绝路”，在这种持久战事 

下，“中日战事必须再准备三年，在欧为英；在亚为华。关于新秩序云云，英如对 日无表示，我对德 

意亦可暂缓表示。不过英美苏三国大使适在此，应分别向之声述，请其注意并与我合作”。⑤ 同时 

与会的陈布雷也认为“国际情势自此又一大变，而中国抗战与世界问题更成为密切相关矣”，但在 

讨论中国对三国同盟的态度时，“委员长主静观二三日，嘱外交部先拟声明稿”。⑥ 显示蒋介石认为 

三国同盟后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抗战，但也认同徐永昌不要立即在德意 13与英美两集团做出选 

择以及与德为敌的建议。 

不过，蒋介石却认为应主动了解英美苏的态度及合作的可能性。在 9月28日高层会议结束 

当晚蒋介石亦思考三国同盟后国际局势并考虑中国的立场，认为日本必在近期内南进攻击 ，“美 

倭战争必难再缓，此时俄之方针与态度惟一重要，应特别注重与设法探明”。⑦ 故而有前述王宠 

惠与英美两大使的谈话，以及外交部致电英美苏各大使馆探询各该政府的态度。此外，蒋介石也 

于 9月29日致电斯大林，表示“德意日三国同盟协议成立后，国际局势必将迅速改变，此事在亚 

洲方面，当为日本帝国主义作更大冒险之开始，于我中苏两国关系至为重要”。“中正 自去年欧战 

以来，更无时不思商承教益，俾我国抗战得有最可信赖者之苏联协助”。⑧ 期望借此探知斯大林对 

20 

①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0年9月28日、30日，“本月反省录”，lO月4、6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1O月12日，“上星期反省录”。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 l0月3日、10月31日，“本月反省录”。 

(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9月28日，“上星期反省录”。 

⑤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9月28日，第430页。 

⑥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40年9月28日，第434页。 

⑦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0年9月28日。 

⑧ 薛月顺编：《蒋中正总统档案 一事略稿本》(44)，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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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同盟的态度。 

苏联的态度，如前述邵力子回电报告仍采取中立政策。虽然如此，不过在 10月 3 13外交部分 

析三国同盟与苏联关系的报告指出，就事实观察，最近“苏13关系至少并无恶化趋势，甚至苏联或 

已明白示意 日本，如大胆南进，可决无北顾之忧。此点吾人在与苏联在华人士谈话中已能有此察 

知，盖苏联亦利在13本南进与英美冲突”。至于中苏关系，认为“除非德 13许苏联以绝大利益，且须 

为极现实之利益，苏联殊无牺牲中国以与13本妥协之可能”，但仍须注意“13本加入同盟，是否以德 

压迫苏联停止接济中国为其条件”。另也担忧“将来美国参战后，中国因抗战需要外援，又因对美 

邦交亲善之故，如英美允援我至某种程度，同时以某种要求——如参战派遣劳工——为交换条件， 

届时我国能否拒绝加入英美之对德意战争颇成问题”，故而指出“在苏联未能与英美立于同一立场 

以前，中苏关系亦难望有超过现状以上之改善”。因此最后建议“在表面上，中国仍不参加对德意 

之战争，如是，亦不致引起苏联援华之困难”。① 

另一方面，顾维钧于9月29 13致电外交部称，“我宜注意者，乃美应付欧亚策略之先后，不特关 

系我国重要，于美之成败得失则当亦巨”。顾氏指出“美英同文同种，美民未免偏重援英，视助我为 

次要”。不过他认为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屡次派兵登陆英岛均被击退，可知英国的实力虽胜德不 

足，但自卫有余；但在亚洲战场上，“13之能攻入华中华南，侵犯越南，威逼南洋美英和[荷]属，全赖 

海军。如能灭其海军，则华南华中13军补充接济均感困难，势必撤退 ，影响所及，华北亦不能留，则 

南洋威胁同时可解。远东问题即可得一劳永逸之解决，届时美后顾无忧，可以全力援英，应付欧 

洲”。至于“日陆军经我三年抗战，已筋疲力尽 ，更不足另有作为，美可无虑。此时远东可以速战速 

了，实属上策”。② 简言之，顾氏认为由情感层面而言，美国民众当会优先援助英国，但在策略上，美 

国应当先解决亚洲战场，再全力应付欧洲战场才是上策。 

对于美国可能重欧轻亚的态度，蒋介石于 10月 1日注意到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言论，“美政府认 

为中倭战争，仅居于国际局势中之陪衬地位，其最后决定，胥视欧战之结果而定。若英国失败，则美 

国必须放弃其远东之利益”。因此他也在思考“以后美国如参加战争，其将先解决在远东之敌—— 

日本海军，而后再以全力进攻德国，抑或先解决欧战，而后再向远东消灭倭寇乎?以常理判断，必先 

除倭 ，使无东顾之忧，而后方能集中全力，解决欧战耳”。⑧ 

虽然在理智策略的分析，顾维钧和蒋介石都认为美国参战后应当先解决13本海军，再于无后顾 

之忧的情况下全力应付欧战。但美国合众国际社将中13战争视为次要，只重视欧战的说法，仍令蒋 

介石不得不注意美国重欧轻亚的情感抉择。故而蒋介石综合前述驻外使节回报有关英美两国态度 

等情报，以及徐永昌的建议与外交部的分析，在考虑中国抗战仍需苏联的接济之下，于 10月3 13暂 

时拟定三国同盟后中国的政略与战略，即“中倭构[媾]和为下策”，“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独 

对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任何阵线)皆取中立政策”，“乃为目前惟一之上策”。④ 次 13，蒋 

介石约集王宠惠、张群、徐永昌、王世杰和陈布雷等人会谈国际形势，指出“日苏大有订互不侵约之 

可能，而敌军则南进之成份为多，苏德、苏美关系仍为捉摸不定”。⑤ 故而三国同盟虽让国际局势显 

① 李肇瑞：《检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与苏联之关系》(1940年 1O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军事同 

盟 与苏联 ，020—021602—0069—0071。 

② 《顾维钧致外交部第150号电报》(1940年9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德意 日三国同盟案，020—010102— 

0281—0134。 

③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0年 1O月1日。 

④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0年 10月3日，“本月反省录”。 

⑤ 《陈布雷先生从政 日记稿样》，1940年 1O月4日，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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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划分为德意日轴心集团与英美集团，也使得中国抗战与世界问题更为密切，但因苏联对外仍取中 

立政策，而且传言苏 日可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风声不断，加上美国政府重欧轻亚的态度等众合考 

虑下，不得不暂取中立之策略。 

总而言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观察多年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总算成立，三国同盟后的国际形势也 

确实转向有利于中国抗战，但此事只是促使太平洋局势展开的第一步，如何让 日本早 日南进、中国 

对欧战是和是战、中国战略如何转入主动地位，仍然有待美国动向、苏联态度及国际情势的发展。 

虽然在常理上判断美国若参战应当先消灭 日本海军，解决亚洲战场，在无后顾之忧情况下再处理欧 

洲战场，但仍不得不注意美国将中日战争视为“陪衬地位”。故而对于中国而言，三国同盟之后的 

因应不在立即表明立场，故而暂取中立政策，首要之务在促成日本南进，与英美为敌，即可迫使美国 

直接与日本冲突，真正重视亚洲战场的价值。 

五、结论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方面对于日本的外交动向极为关注，除了在拉拢盟国，争取国际援助外，也 

在避免日本从中进行阻挠。日本冀望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借以突破国际孤立，国民政府在此事酝 

酿期问即一直注意此事的发展。透过本文的论述，可知国民政府方面是逐步地了解到德 日交涉军 

事同盟的内容与争执问题，以及三国同盟对于国际局势与中国抗战前途的影响。1938年底国民政 

府尚以为军事同盟是防共协议的延伸，仍以苏联为对象，至 1939年初始得知敌对对象可能包括英 

美等国，如此 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将影响太平洋局势，直接带动中国抗战的情势。 

在众人多认为三国同盟后国际局势已分为两大集团，主张中国应立即拉美联苏加入英美集团 

对抗轴心集团，但苏联仍取中立立场而且可能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情形下，蒋介石与徐永昌 

均不以为中国需要于此时在两方做出选择。徐永昌建议使中国渐转至可战可和两条路，即是蒋介 

石于 1940年 10月 3日拟暂取中立政策方为上策的决定一样。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三国同盟的重 

点在于暗示 13本已经决定南进与英美为敌。然而这仅是太平洋局势即将变动的征兆，中国战略的 

抉择与运用仍可观望国际情势的发展而定。故而蒋介石与徐永昌均认为中国现时应当采取的策略 

是促成13本南进，加速历史巨轮前进，引发太平洋局势剧变，不仅可使中国战略逐次转入主动地位， 

更重要的是在美 日直接冲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促使美国关注中日战争，了解亚洲战场对世界局势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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