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侵略西藏的最初動機及其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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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人的西藏黃金夢 
 

提起西藏，西方人總是說這是一個神秘的地方。

他們之所以有這種神秘感，是由於盛傳西藏出產黃

金。這一傳說由來已久。公元前 5 世紀，古希臘歷史

家希羅多德便在他撰寫的《歷史》一書中，提及印度

北面有個地區盛產黃金，傳說人們利用一種巨型螞蟻

採集地裏的金沙，又稱為“螞蟻金”。雖然希羅多德

沒有指明這個地區的名字，但後人一般認為那就是西

藏。其後在公元 13 世紀問世的《馬可波羅遊記》一

書中，也有兩章談及“西藏省”的情況。這些記載當

然都是道聽途說而已。在這之前，西方人從來沒有到

過西藏。 
到了中世紀末期，歐洲商人企圖尋找一條通往東

方的新航路，同東方建立直接的貿易關係。1 這時西

方國家開始進入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封建王室、貴族

和商人都懷有強烈的擴張和掠奪的願望，他們大力倡

導航海探險、尋找通往東方的新航路，其主要目的是

為了取得黃金和土地，並進行宗教征服。 
東方是歐洲人心目中的黃金寶地。13 世紀以來，

一些到過東方的旅行家發表過許多遊記，如馬可波羅

的《馬可波羅遊記》，奧多利克的《東方記述》等。

這些書中盛讚東方物產豐富，遍地黃金。葡國大詩人

卡蒙斯在其著名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寫道： 
如果你想到東方去尋找， 
遍地的黃金，無窮的財富， 
辛辣的香料，桂皮與丁香， 
益智健身的名貴的補藥， 
如果想尋找晶瑩的珠寶， 
堅硬的鑽石，瑰麗的瑪瑙， 
此地的寶藏便堆積如山， 
你的願望在此就能實現。2

可見，西歐這一時期被黃金所迷，處心積慮地到

東方來尋找黃金。他們很自然地想到西藏。15 世紀末

東方新航路的發現，開闢了東西方直接交往的新時

代。從此，歐洲人分別由印度或由中國內地進入西藏。 
在西方的軍事政治勢力到來之前，最早到西藏的

是天主教耶穌會士。耶穌會是天主教中的一個狂熱的

教派團體，於 1534 年在巴黎成立。它竭力鼓吹“教

皇絕對權力主義”，維護羅馬教廷的君主專制體制，

並充當天主教向東方擴張教務的急先鋒。從 16 世紀

40 年代起，教皇便開始派遣耶穌會士到東方傳教。17
世紀初到達西藏地區。1624 年 3 月 30 日，耶穌會士

安奪德和馬科斯從印度北部阿格拉出發，溯恆河而

上，次年 8 月抵達西藏西部阿里地區的古格王國首府

紮布讓。當時，古格土王與當地的喇嘛教上層發生衝

突。安奪德利用當地的內亂插手進去，在安奪德勸誘

下，古格土王決定依靠耶穌會來打擊喇嘛教勢力，以

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力。於是，土王沒收了部分喇嘛

教寺院的財產和土地，轉交給耶穌會士。這樣 1625
年在紮布讓建造了一所天主教堂，到該地進行傳教活

動的耶穌會士也日漸增多。但在 1630 年春，當地喇

嘛教上層聯合拉達克王推翻了古格土王，並將耶穌會

士關押審訊，驅逐出境。次年消息傳到果阿，當時已

在果阿擔任耶穌會長的安奪德派遣阿則維多前往紮

布讓視察情況，企圖重建教堂，未果。 
1627 年 11-12 月間，又有耶穌會士卡塞拉和卡布

拉從不丹進入後藏日喀則，在那裏建立了傳教會，但

於 1632 年 1 月被宣佈關閉。1656 年，耶穌會士白乃

心(John Grueber)和吳爾鐸(Albert d’ Oville)被羅馬教

廷派遣來華傳教。他們於 1658 年 7 月抵達澳門，隨

即進入內地活動。1660 年，他們到北京天象台工作。

一年後，兩人決定經中國內地轉入西藏至印度，然後

返回歐洲。白乃心和吳爾鐸於 1661 年 4 月 13 日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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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出發，5 月 13 日抵達西安，再從西安進入青海西

寧，10 月 8 日從西寧抵達拉薩。在拉薩住了兩個月

後，經尼泊爾前往印度，1662 年 3 月抵印度阿格拉。

吳爾鐸在該處病亡，白乃心於 1664 年 2 月回到羅馬。

他向總會報告說，自己找到了前往中國新的陸路最佳

路綫。但他試圖從陸路重返中國時，卻不幸死於途中。 
1703 年 3 月，羅馬教廷傳信部舉行特別會議，決

定將西藏傳教事務劃歸意大利卡普清修會的傳教區。

此後，從 1704-1807 年這一百多年中，教廷傳信部先

後派遣了共 30 批、102 人次的卡普清傳教士赴西藏傳

教。其中 1704-1745 年這段時間是最重要的傳教時期，

共有 49 名傳教士先後分 10 批入藏。他們於 1708 年在

拉薩成立了“西藏傳教會”，大肆活動。但他們在西

藏不僅無成績可言，反而失敗得非常慘重。一方面領

洗入教的藏民寥寥無幾，據說總共只有 2 人，並且先

後 2 次被趕出西藏。另方面教會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

價，不僅耗費了大批金錢，而且有大批傳教士死於險

惡的旅途、疾病和過度勞累的工作之中。派出的 49
人中只有 13 人最後安全返回歐洲，其餘的人均死於

異國他鄉。天主教之所以在西藏傳教失敗，其原因主

要是喇嘛教在西藏有着十分牢固的社會基礎，頑強地

抗拒接受外來宗教。佛教文化深入人心，對西方基督

教文化也格格不入。因此天主教士無法在這裏立足，

只得選擇撤離。其後雖然羅馬教廷仍然斷斷續續地派

遣傳教士入藏，但主要作用並不是在傳教方面，而是

在西藏進行調查研究。許多傳教士長期生活在藏民中

間，瞭解西藏的地理環境，民情風俗，礦產資源；尤

其是他們通過不懈的努力，學會了藏文，能夠閱讀西

藏史籍，積累了豐富的有關西藏的知識，向歐洲介紹

和宣傳。 
耶穌會也在 18 世紀初恢復了對西藏的傳教活

動。1716 年 3 月 18 日，意大利耶穌會士德西德里到

達拉薩。在這裏，德西德里受到當時統治西藏的蒙古

人拉藏汗的禮遇，並且准許他開展傳教活動。此後 6
年間，德西德里潛心學習藏文，鑽研佛學，目的是更

好地批駁佛經，他寫了一些書指責喇嘛教經典的錯

誤。同時他通過親身經歷、耳聞目睹，以及閱讀藏文

書籍等種種途徑，瞭解到西藏及其鄰近地區十分豐富

的知識，包括地貌、交通、山川、湖泊、氣候、物產、

資源、城鎮、村落和政治制度、民情風俗、文化藝術、

藏傳佛教，等等。他寫了許多文章、報告和信函，後

來滙編成《西藏紀事》一書。該書內容豐富，紀事翔

實，至今仍對研究 18 世紀西藏具有參考價值。 
英國 18 世紀佔領印度後，開始以印度為基地侵

略西藏，長期威脅着西藏的安全。英國自從 16 世紀

向海外擴張以來，殖民地遍佈於世界五大洲。在它的

整個殖民體系當中，亞洲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印

度又是它的亞洲殖民體系的中心。英國殖民者說，印

度像一座要塞，兩邊有遼濶的海洋作濠溝，在其他方

面有大山作城牆。而城牆外面，延伸着一條寬窄不等

的斜坡。3 它們分別是西藏、阿富汗和伊朗。英國認

為如要阻擋自中亞南下的敵人俄國，保衛印度的安

全，就必須搶先佔領這些斜坡。英國這種“斜坡

論”，表面上是專門針對俄國人說的，事實上則是掩

飾大英帝國的擴張野心。 
西藏位於印度北面，英國從印度向北方擴張，西

藏自然是首當其衝了。英國佔領孟加拉邦地區後，就

處心積慮地向斜坡的這個方向推進。英國殖民者聲

稱，“所求者，惟邊界治安，商務利便而已。”4 事

實上其目標並非僅僅局限在這一點上，這是當時國際

上人們都看得很清楚的。英國侵略的計劃是：由印入

藏，由藏入川，進而侵佔長江上游地區，配合着它在

中國東南沿海的侵略，從中國南部的東西兩側，伸展

其侵略勢力，乃至吞併整個長江流域。因此英國侵略

西藏是它侵略中國和爭奪亞洲霸權的一個部分。 
英國侵略西藏的目的，是為了對西藏進行政治奴

役和經濟掠奪。從經濟上看，一是要掠奪西藏豐富的

原料和資源，二是要向西藏傾銷商品。而掠奪西藏的

黃金則是重中之重。據印度學者達斯(S. C. Das)稱，

西藏經濟上有四大富源：第一為物產之富，第二為森

林之富，第三為水產之富，第四為農產之富。“其中，

尤以金礦之富最惹英人注意。”5 從 18 世紀末葉至

20 世紀初，英國多次派遣間諜考察金礦。1774 年，

東印度公司派波格爾為赴藏特使，就曾命令他調查西

藏出產的金銀、麝香、大黃等的產量。6 1779 年，波

格爾又企圖入藏套取黃金。18 世紀末特涅出使西藏，

再次調查了黃金。並在“西藏和其周圍國家貿易商品

表”中指出，西藏的金沙大量向中國內地、尼泊爾、

不丹、孟加拉等處出口。因此，英國更加確認西藏是

個產金地區。7 1815 年在倫敦出版的《東印度地名辭

典》提到：“西藏有數量很多而且質量很純的金。”

又說：“金是西藏的主要出口物，它主要是在沖積物

中發現。” 
英人威德爾隨軍入藏，調查了西藏金礦分佈情

況，更從駐尼泊爾領事獲知，里塘以東的金礦最富。

英國侵略者中盛傳西藏黃金蘊藏量之多，堪稱為加利

福尼亞第二。因此在世紀之交，倫敦資本家曾組織了

九家礦業公司，準備入藏開採金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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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黃金之外，英國資本家認為西藏還有他們需

要掠奪的廉價原料產品。如西藏羊毛的價格僅為英國

的 1/5，皮革的價格僅為英國的 1/12。此外，麝香、

硼砂等稀有產品，都使英國資本家垂涎欲滴。 
 
 

二、藏印之間的考察、遊歷與通商問題 
 
英國早有侵藏野心。1644 年東印度公司討論獨佔

硼砂貿易時，就提到西藏是硼砂的產地。不過直到一

百年以後，英國才正式向西藏進行擴張。自古以來，

由印度到西藏主要有兩條路綫。一條是經由尼泊爾到

西藏，這是藏印宗教信徒往來常走的路。另一條是從

帕里經由不丹和孟加拉地區通商。東印度公司企圖經

由兩條路綫進入西藏。1769 年公司插手尼泊爾內亂，

派兵入尼泊爾，但尼泊爾動亂迅速平定，並斷絕與英

國的貿易關係。這樣英國由尼泊爾入藏的企圖便遭到

挫敗。1773 年，東印度公司又利用不丹和庫赤‧貝哈

爾的矛盾，首先吞併庫赤‧貝哈爾，然後入侵不丹。

當時不丹是西藏的藩屬，面對着英軍的入侵，不丹的

統治者德布王(Deb Rajah)便向班禪六世求救。班禪於

己於人 1774 年派藏人白馬和印度托缽僧普南吉

(Purangir)帶着禮物送信給印度總督，勸告東印度公司

不能干涉不丹，說：“德布乃統治此地區達賴喇嘛的

屬下(現達賴年幼由我攝政事)，若您堅持對不丹進一

步侵擾，則必將引起達賴及其臣民之反對”。9

印度總督接到班禪的信後，認為這是入藏的好機

會。他向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提出要和西藏簽訂通

商條約。1774 年 5 月，他派東印度公司秘書波格爾

(George Bogle)以回報班禪為名入藏。波格爾所負的真

正使命是探討與西藏通商的可能性，並偵察西藏的政

治經濟情況。班禪開始時反對東印度公司派人入藏，

他寫信給印督說，西藏是中國領土，中國皇帝禁止外

國人來西藏，要求波格爾返回加爾各答。但波格爾賄

賂班禪的信使普南吉，請求普南吉帶回一批厚禮到日

喀則去見班禪。又傳達印督的口訊說，東印度公司已

接受班禪的調解，退回佔領不丹的領土，並與不丹締

和。最後波格爾獲准進入西藏。1774 年報 10 月他到

達日喀則，住在劄什倫布寺，前後共五個月之久，於

1775 年春返回印度。 
波格爾居留西藏期間。力謀同西藏當局訂立商

約，或單獨與班禪的後藏轄區訂立商約。但西藏官員

認為西藏是中國管轄的領土，不能擅自與外人訂約通

商，而拒絕了英國人的要求。波格爾企圖直接同西藏

打交道的最初嘗試失敗了。雖然如此，波格爾的西藏

之行還是有成果的：一，他和班禪建立了初步的聯

繫。由於他用厚禮相送和殷勤致意，迷惑了包括班禪

在內的部分西藏官員，從而為以後再次入藏預留地

步；二，在通商問題上，雖然未能訂立商約，但獲准

同藏商來往，從而在西藏認識了一些本地商人、尼泊

爾商人和克什米爾商人，拉攏他們前往印度貿易。

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格爾在西藏進行了大量的

調查研究，對西藏的地理形勢、民族風俗和經濟生活

等各個方面的情況都獲得了第一手資料。他認為同西

藏建立直接關係雖然很必要，可是由於西藏的地理特

點，歐洲人到西藏居留和通商，困難甚多，甚至是不

可能的。最好的辦法是利用亞洲人幫助英國推廣在西

藏的貿易。 
波格爾返回印度後，繼續謀劃侵藏活動，他還異

想天開，企圖通過班禪的介紹前往北京活動，均未得

逞。1781 年，波格爾在加爾各答死去。 
1783 年，印度總督以慶賀班禪靈童和攝政名義，

又派出特涅使團訪問西藏，企圖打開西藏通商之門。

9 月間，特涅一行抵達紮什倫布寺，居留三個月，與

仲巴呼圖克圖會談多次。仲巴亦將其來意多次函告達

賴，請示對策。達賴堅持沒有清朝皇帝的同意，不得

同印度通商。特涅提出在日喀則開設一家布店，亦遭

拒絕。後來特涅給藏人送了厚禮，總算獲准讓印度商

人來日喀則做生意。特涅返印後總結此行失敗原因，

歸結為兩點：一、西藏人對英國心存疑慮，不表信任。

二、中國官員對西藏控制很嚴。沒有中央政府的允

許，西藏地方當局自然不敢私下與英國訂立通商條

約。英國初期入藏受阻，便把注意力集中於侵略西藏

邊境的喜馬拉雅山諸國：尼泊爾、不丹和錫金。 
1814-1865 年間，尼泊爾、錫金和不丹先後被英

國征服和控制，使西藏的藩籬險要全部喪失。英國在

這些國家境內開山築路，準備長驅入藏。 
波格爾和特涅的入藏活動失敗以後，東印度公司

雖然暫時沒有直接同西藏當局打交道，但並未停止派

遣特務潛入西藏活動。 
同時英國並不以這種偷越邊境的活動為滿足，而

力求使這種活動公開化、合法化。在 1876 年中英兩

國簽訂的煙台條約中，特地加入了允許英國人入藏遊

歷探路的條款，規定：英國人“或由內地四川等處入

藏以抵印度為探訪路程之意”，或“倘所派之員，不

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與西藏交界地方派員前往”，

則由中國總理衙門發給護照，並派員對入藏英人“妥

為照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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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前往西藏的英國“遊客”接踵而來。清朝

的封疆大吏對這些遊客的險惡用心是有所認識的，例

如四川總督丁寶楨說：“英人前有西藏探路之請，其

用意狡譎，臣心竊慮之。”11 但對於如何抑制英人的

侵略活動卻束手無策。 
當時西藏噶廈堅決阻止外國人入藏。“藏中番

眾，一聞洋人入境，譁然聚兵攔阻，情勢洶洶。”12 英

國一方面鑒於西藏噶廈反對外國人入藏態度十分堅

決，而當時又急需集中力量吞併緬甸，便暫時放棄入

藏的要求。在同中國談判緬甸條約時，雙方議定：“派

員入藏一事，現因中國體察情形，諸多窒礙，英國允

即停止。至英國欲在藏印邊界議辦通商，應由中國體

察情形，設法勸導振興商務，如果可行，再行妥議章

程。倘多窒礙難行，英國亦不催問”。13 但英國人入

藏之心未死。 
遊歷之外，還有通商問題。英國提出“在藏印邊

界議辦通商”。清政府則希望通商地點遠離邊界為

好。當時駐藏大臣文碩主張：“如果開辦通商詳細約

章，內須聲明在哲孟雄(即錫金)之大吉嶺地方，作為

通商埠口，以此為斷，不得再向內移。14

清政府提出以大吉嶺為通商地點，一是避免英人

在西藏邊境活動，以杜絕其入藏圖謀；二是大吉嶺也

屬於藏印交界的範圍，並且早已是藏印貿易的中心。 
但是藏印通商問題，無論是英國要求在藏印邊界地

區也好，還是清政府擬設在邊境以外的大吉嶺也好，西

藏噶廈均表示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大吉嶺本是錫金的

領土，被英國強佔。因此，英國人不但“利慾薰心”，

而且“包藏禍心”，無論如何不能與其通商。 
英國決心打開西藏的大門，而西藏人民拒絕同英

國通商的意志也是堅決的。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決定

訴諸武力，挑起戰爭。 
 
 

三、英國軍隊在西藏邊境挑起戰火 
 
設卡與撤卡之爭，是英國發動第一次侵藏戰爭的

導火綫。 
英國佔領錫金後，從各個方面加緊入侵西藏的準

備。它在錫金境內修路、架橋、修建驛站、開闢進藏

公路，又招僱遊民作嚮導，私自越過西藏邊境隆吐山

偵察，翻修與加寬撚納至隆吐山口的道路等等。英國

的戰備活動引起西藏人民的警惕，錫金和不丹政府也

向噶廈通報了英國的入侵企圖。“英人擬定限期進藏

禮佛，務准暢行，無得阻攔，如能照辦，即無庸議，

不然定即帶兵進藏。”15 邊境形勢危急，噶廈當機立

斷，於 1886 年在隆吐山建卡設防，堵截英人入侵的

道路，保衛西藏疆土。英國人連發照會，對西藏人民

進行威脅恫嚇。1886 年 11 月，英國駐華公使聲稱，

藏人“在邊界外距大吉嶺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炮台，意

在阻止通商。在英國不難將其炮台毀去，但本國亦不

願多事，請行知駐藏大臣轉飭藏番，不可妄為。”16 次

年 5 月更公然聲稱隆吐山不是西藏領土，無理指責藏

兵“踞守錫金地方”。西藏人民堅決拒絕這種指責，

認為英國無權干涉他們在自己領土上設卡駐兵。 
隨後在中、英交涉中，清政府要求會同英國調查

實情，協商解決這一爭端。但英國不答應，聲稱若不

退回舊界，定即驅逐。清政府軟弱無能，一再退讓，

最後竟反過來壓迫藏人撤卡退兵，在給文碩的指示中

說：“現在事機緊迫，隆吐山之卡無論在藏界之外，

抑在藏界之內，既為哲孟雄屬境，即可以借此撤回。

不得任聽仍前梗阻，致開兵釁，自取禍殃。”17 但西

藏噶廈抗命不肯撤兵，會同三大寺僧俗官員上書清政

府，據理力爭。指出：“隆吐山乃藏中門戶，倘一退

讓，勢必開門揖盜。自古及今，可有以疆域門戶讓人

之理乎？”“該英吉利無論何時敢來尋釁滋事，小的

闔藏僧俗大眾，惟有同心協力，復仇抵禦，決不放

行。”18

這樣一來，英國侵藏戰爭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1887 年底，英軍二千人集結於邊界綫上，以白楝

為後方總站，準備發動進攻。西藏噶廈聞訊，急派官

員至隆吐山負責指揮，調集士兵，加強防備。隆吐山

海拔 12,617 英尺，形勢險惡，空氣稀薄。藏軍修築防

禦柵於 9,000 英尺高地上。 
1888 年 3 月 19 日，英軍向隆吐山下紮魯隘發動

攻擊。當時駐守隆吐山的藏軍僅一個營，約士兵 200
人，使用的武器也只不過是弓矢、梭標、大刀、銃、

投石和火繩槍等，但固守險要，從容抗敵。戰鬥開始

不久，便擊斃英軍指揮官，迫使侵略軍退卻。次日，

英軍仍由原路進攻，雙方發生激戰。藏軍誓死抵禦，

傷斃英兵約有一百多名。 
此後，英軍多次大舉進攻，藏軍終究經受不住英

軍大炮的轟擊。3 月 24 日，隆吐、納湯相繼被英軍攻

佔。藏軍退至撚納附近的卓瑪依和春丕等地。 
隆吐和納湯淪陷後，英國繼續向邊境增派軍隊，

修築公路，準備發動新的攻勢。另方面，它又玩弄外

交手段企圖壓迫西藏人民屈服。英國唆使錫金的頗當

喇嘛等人寫信給西藏噶廈和駐藏大臣說：英人“逞兵

犯境，是因屢議通商，唐古特總無切實回信”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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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示願意出面“調解”這次軍事衝突。19 尼泊爾

國王也有同樣表示。在北京，英國駐華公使向清政府

遞交照會，表示：“印督餒勵其兵，但使藏番不越界

出門，彼兵不過隆吐，以後一切照舊”。20 儘管英國

不進攻的保證只是欺人之談，卻促使清朝更加希望妥

協，了結戰爭。 
隆吐山失守後，清政府指責主張抗英的駐藏大臣

文碩沒有稟遵喻旨，開導藏人，宣佈將他革職。任命

升泰為駐藏幫辦大臣，立即赴西藏執行停火撤兵的命

令。 
不屈的西藏人民仍然堅持抗戰。西藏噶廈認為，

錫金頗當喇嘛的調停不可靠，因為此人“是英人漢

奸，此信正可置之不答。”21 他們拒絕聽從清政府的

諭令，為自己的抗戰進行辯護：“乃該外番(英國)等
不但不肯照言行事，刻期撤兵，小的藏番等又焉敢遵

諭旨將民土失於賊手，萬難束手坐視，不得不進兵抄

剿。”22 隆吐失守後，西藏噶廈陸續徵調前後藏及西

康各地民兵前往增援。總計先後派往前綫的藏軍約萬

餘人之多。 
7 月 5 日，新任駐藏大臣升泰到達西藏。他上任

後即聲稱，西藏的邊界在雅拉、支木兩山，因此日納

宗並非西藏領土。他要求藏軍撤回帕里。升泰這種做

法，打擊了藏軍士氣，擾亂了藏軍原有的部署，實際

上幫了英國侵略者的忙。 
英軍於 7 月 20 日和 25 日開始用大炮轟擊藏軍陣

地，挑起新的戰火。此後兩個多月戰事中，藏軍被動

挨打，傷亡慘重；據《泰晤士報》估計，約有千多名

藏軍和平民被英軍殺害。23

這次戰役失敗後，升泰一味推行妥協政策，壓制

西藏人民的抗戰，勒令解散藏軍。11 月間，升泰從拉

薩啟程親赴前綫，在英軍和藏軍中間紮下帳篷，阻止

兩軍交戰，並開始同英國議和。至此，英國發動的第

一次侵藏戰爭告一段落。 
西藏人民這次抗英戰爭的失敗，是由以下幾個原

因造成的： 
第一，清政府奉行妥協的方針，對西藏地方的抗

英鬥爭不領導，不支持，反而給予破壞和打擊。 
第二，藏軍是從農奴中臨時徵調組成的，缺乏訓

練，武器落後，裝備不足，紀律鬆弛。而他們的敵人英

軍則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是一支戰鬥經驗豐富的殖民

軍，雙方的戰鬥力實有天壤之別。 
第三，藏軍戰略戰術方面也有失誤之處。西藏地

區有一個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的優越的軍事地理

條件，這就是號稱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形和複雜氣候。

如果西藏噶廈能夠正確分析敵我情況，採取有效的戰

略戰術作戰，打敗英軍並非不可能的。這一點，當時

力主抗英的駐藏大臣文碩已經在奏章中提出來了。他

寫道：“大概與英人角勝，利用以柔克鋼之法。接仗

之法，利用埋伏，不宜顯露。隊用星散，不宜聚齊。

攻利中路截擊，不宜迎面對敵。時利昏夜衝擊，勢利

交手接仗，宜進不宜退。至我軍駐紮總利散駐帳房，

斷不可聚集營寨之內，以免開花洋炮，陡然轟擊。彼

人馬皆需口糧，若我設法斷其糧路，再將我之口糧軍

火，慎密收藏，使彼孤軍深入，無可搶掠得食，困餓

而死，亦一法也。”24

換言之，對英軍作戰，必須揚已之長，避已之短，

採取遊擊戰術。如果當時清政府採納這些正確意見，

堅決支持藏族抗英，那麼，入藏英軍必然受到莫大困

擾，乃至最後失敗。可惜的是，清政府決定走妥協之

路，革了文碩的職。而西藏噶廈又不懂得採取這種靈

活的遊擊戰術，只是一味徵調兵員，輸送前綫去打仗

了事。他們惟一的法寶是靠祈禱神靈保佑，達賴喇嘛

給士兵摸頭，以及發放護身符等等。這當然無濟於

事。其結果，徒然使數以千計的藏族士兵在敵人猛烈

炮火掃射之中倒下。 
儘管如此，西藏人民在和英國侵略者的初次較量

中，畢竟表現了捍衛祖國統一和西南邊陲地區的堅強

決心。 
 
 

四、英國第一次侵藏戰爭的後果 
 
第一次侵藏戰爭是英軍在前綫取得節節勝利，清

政府妥協求和的情況下停火的，這就使英國在談判中

處於有利的地位。 
升泰屈服於英方的壓力，在談判之前強令西藏噶

廈將藏軍萬餘人從仁進崗後撤兩站。其後，仍恐藏軍

聚集前綫難免再次發生武裝衝突，又強令藏軍遣散回

家。升泰向藏人擔保，如果“印兵(即英軍)復來，應

惟駐藏大臣是問”。藏軍就這樣被升泰打發了。但是

當升泰要求英軍對等地從前綫後撤時，卻遭到斷然拒

絕。英國人明確地告訴他，“必得如願以償，乃肯議

撤”。25

12 月 22 日，升泰和英方代表在英軍營地舉行談

判。英方提出草約七條。主要內容為：一，關於錫金

問題，承認英國對錫金的統治權，藏人不干涉錫金內

政；二，關於邊界問題，中英雙方派員劃定藏印邊界；

三，關於通商問題，英國臣民可以在西藏自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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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另行議訂。26 談判當中，升泰再次要求英國先將

軍隊撤出西藏，條約各款從長計議。可是英方堅持必

須將要說的七事議妥才商議撤退的問題。顯然，英國

方面不肯撤兵，乃是奉行武力訛詐政策。迫使中國在

談判中讓步。事實上，英國不但不撤兵，反而在西藏

邊界附近開山修路，建屋築壘，添置大炮，增補兵員。

英方代表談判時盛氣凌人，升泰也受了不少氣。 
關於錫金問題。錫金人不願意附屬英國，仍願為

中國藩屬，請求清政府不要把他們“劃出聖朝版圖之

外”，他們甚至情願棄地，遷入西藏居住。但是清政

府拒絕了他們的請求，認為錫金已被英國佔領，“事

屬既成，無可挽救”。惟有指望通過交涉，盡可能保

全一點面子。於是升泰提出中國西藏地區與錫金之間

的關係“照舊”，即錫金每年仍向西藏噶廈和駐藏大

臣照舊呈送禮物和賀稟。但是英國認為，“錫金部長

係英國藩部之王，與別國官長遞稟進貢，實與該王名

位不符，是以進貢遞稟二事，難以允許”。英國堅持

割斷錫金與西藏傳統的親密關係。 
關於通商問題。英方代表起初要求在西藏自由貿

易，並要求進入拉薩做生意。談判中，“委員等嚴詞

以拒，百計辯說，始言退至江孜，仍答以萬不能行。

刻又意在帕克里”。27 升泰根據藏人意見，堅持在邊

境以外通商，以對邦或亞東為商埠。雙方爭持不下，

未能定議。 
這時候，把持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大權的英人赫德

(Robert Hart)插手西藏問題的談判，幫忙英國打開僵

局，迫使中國簽定條約。經赫德推薦，清政府任命其

弟赫政(James Hart)為升泰的譯員和代表。赫政於 1889
年 2 月抵大吉嶺，先與英印政府取得聯繫，密商之後，

再入藏向駐藏大臣報到。3 月間，赫德密令赫政向升

泰陳述利害：“英國願加強中國在西藏的地位，如中

國反對，英國必將拋開中國直接與西藏交涉，難免又

惹起軍事行動，對西藏不利，對中國也很難堪。”28 很

明顯地對清政府進行恫嚇。4 月 6 日，赫德指示赫政：

“你可試作中間人，將事權掌握在自己手裏。”29 果

然，赫政遵照其哥哥的指示，把昏庸無能的升泰玩弄

於股掌之中。 
關於藏印邊界問題(或西藏與錫金邊界問題)，升

泰主張按英方一向所說，以撚納為界。英方代表卻聲

稱，戰爭前說過的話，開仗以後就不再算數，予以拒

絕。英國提出以則利拉為界，以亞東為商埠。4 月間，

升泰向藏人施加壓力，西藏噶廈作了讓步。 
7 月 2 日，赫政從大吉嶺返回仁進崗，會同升泰

草擬條約五款。但英印政府認為這五條沒有甚麼新內

容，拒絕接受，並表示將中斷談判。清政府被迫再作

讓步，電令升泰對草約加以修改，明確錫金由英國保

護，西藏今後不再過問。英國表示同意以此為談判基

礎。1890 年 3 月 17 日，雙方在印度加爾各答正式簽

定《中英藏印條約》八款。主要內容是：一，西藏與

錫金之邊界，以錫屬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諸小河，藏屬

莫竹及近山北流諸小河，分水流之一帶山頂為界。

二，錫金為英國的屬國，非得英國允許，不得與任何

外國往來交涉。三，中英兩國互不侵犯西藏與錫金之

邊界。四，換約六個月後，雙方派員會商關於通商、

遊歷、以及官員交涉方式等問題。30 這個條約確立了

英國對錫金的保護權，條約中關於邊境的籠統提法，

以及規定將討論通商、遊歷、官方交涉方式等問題，

又使英國其後得以繼續進行訛詐，擴大侵略權益。 
《中英藏印條約》於 1890 年 8 月 27 日在倫敦交

換批准後，依然於 1891 年 2 月舉行談判，討論上述

懸而未決的問題。會談中英方提出十四點要求。主要

有：藏印之間通商概不納稅；英人可以在西藏各處遊

歷和貿易；開放帕里為商埠；英人可以在西藏購買地

基，建造房棧；英國派出人員駐紮帕里等地；凡民事

訴訟事件由中英官員會同審理。31

升泰把英方的要求交付西藏噶廈討論，立即引起

藏人激烈反對。他們指出：“通商、遊歷所在，將來

即為英國之地，大吉嶺錫金已有證明。無論如何誓不

遵依。”32 升泰鑒於西藏人民的反抗情緒十分激烈，

急忙通知清政府轉告英國公使，“改關、遊歷為目前

萬萬做不到之事”。33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只好作出

一些退讓。1893 年 12 月 5 日，雙方在大吉嶺，《中英

藏印續約》九款。主要內容是：一、通商方面，自 1894
年 5 月 1 日起開放亞東為商埠，免稅五年；五年限滿

後，另訂稅則。二、今後中印雙方的官方交涉，印度

文件由駐錫金官員交給中國邊務委員，西藏文件由中

國邊務委員交感給印度駐錫金官員。三、自亞東開關

之日起，一年後，凡藏人仍在錫金遊牧者，應照新定

章程辦理。34

《中英藏印條約》和《續約》是英國用鴉片戰爭

在東南沿海打開中國大門半個世紀之後，再次用武力

打開了中國西南邊陲西藏地區的大門。英國侵佔了中

國的藩屬錫金，以及西藏南部邊境的日納、納湯直至

則利拉一帶的領土。西藏漫長的邊境綫置於英國直接

的威脅之下。同時英國商品可以通過亞東等地源源不

斷地湧入印度。從此以後，西藏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

漩渦之中，它再也不是一個封閉式的社會了。 
英國用武力叩開中國西藏的大門，亞東辟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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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使藏印之間的貿易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根據英 國官方對 1885-1905 年西藏貿易的統計，情況如下： 
 

表 1 印度孟加拉同西藏貿易統計表(單位：盧比) 
項目 

年份 
輸入西藏 輸入印度 總值 備註 

1885-1886 245,716  372,735  618,449   
1886-1887 296,026  213,385  509,411   
1887-1888 174,799  190,427  365,226   
1888-1889 4,181  3,168  7,349   
1889-1890 131,458  149,254  280,712   
1890-1891 199,788  180,893  380,681   
1891-1892 203,131  618,146  821,277   
1892-1893 229,117  351,519  580,636   
1893-1894 331,613  358,799  690,412   
1894-1895 447,802  701,348  1,149,750   
1895-1896 348,895  625,543  974,528   
1896-1897 311,194  589,181  900,375   
1897-1898 188,280  498,125  686,405  兩個月統計數字 
1898-1899 1,017,685  1,121,019  2,138,704   
1899-1900 1,052,301  1,154,104  2,206,405   
1900-1901 667,000  620,000  1,287,000   
1901-1902 724,000  793,000  1,517,000   
1902-1903 811,000  963,000  1,774,000   
1903-1904 392,400  356,800  749,200   
1904-1905 739,000  410,800  1,149,800   

 
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從 1888 年戰爭以後，特

別是從 1894 年亞東開市以後，藏印貿易額增長很快。

在這二十年的貿易中，除了六年之外，基本上都是西

藏出超，印度入超。這說明英國在藏印貿易中獲得的

經濟利益主要表現在掠奪西藏原料產品方面，而在傾

銷商品方面則大為遜色。 
據 1899 年的統計，藏印貿易的商品交換的一個

特徵是，從印度輸入西藏主要為輕工業產品，其中又

以棉毛織品佔首位，約佔全部輸入的 46%；而從西藏

輸往印度的主要是輕工業原料，其中羊毛一項就出口

的 70%以上。具體情況有如下表。35

 
表 2 藏印貿易商品值(單位：盧比) 

輸入西藏的商品值 從西藏輸出的商品值 
棉織品 313,585 羊毛 581,944 
毛織品 136,209 麝香 116,024 
絲織品 71,728 犛牛尾 42,628 
金屬 74,461 羊皮 14,183 

中國帽子 49,214 騾馬 31,823 
煙草 32,486 珊瑚 26,721 
玉米 23,125 棉毛織物 8,188 
粗紗 7,642 撚紗 6,393 
毛綫 256 其他 192,629 

棉織品 313,585 羊毛 581,944 

 

西藏大門被英國打開以後，後果是嚴重的。 
首先，英印商品大量輸入，不僅充斥西藏市場，

而且運銷四川。英印商人在貿易中享有免稅特權。續

約規定亞東開埠免稅五年，然後雙方另議貨稅。亞東

雖設立海關，但稅務司不管稅務；“貨物有過者，但

記其貨物品目數量。”36 設了海關的亞東尚且如此，

西藏其他沒有設關地區的貿易，就連這種登記手續也

沒有了。因此英印商品進口流量很大，據 1900 年到

西藏搜集情報的俄國間諜記載：“從英國及英屬印度

輸入的呢絨、鼴皮、細棉布、粗棉布、粗白布、搪瓷

器皿等廉價的英國商品在西藏大量出售。”37“近年

以來(1899-1902)，每年都有總值約 4 萬到 5 萬盧比在

拉薩不能脫售的英國貨物，運往打箭爐和昌都。”38

英國商品的競爭和排擠，導致了西藏某些手工業

破產。例如英國毛毯的大量輸入，使得西藏的土制毛

織品──氆氌生產萎縮。1898 年西藏出口的氆氌為

8,262 碼，到 1899 年就減少為 818 碼。一年之間下降

幅度達九成之多。 
大量英國商品的流入，控制了西藏的市場，長此

下去，必將導致西藏在經濟、政治上依附英國，而削弱

了同中國內地的聯繫。19 世紀 90 年代末，西藏運往四

川的黃金便由原來的八千盎司，下降為四千盎司。39 羊

毛和麝香也是如此，輸入內地數量減少了，價格也提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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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落後的農奴制的西藏市場，對英國商品承受

量畢竟有限。同時藏族同胞又對英國的侵略勢力極其

憤恨。於是造成英國商品在西藏地區銷售不佳，西藏

長期出超。英國侵略者對這種情況極為不滿意，他們

企圖把通商的城市向北移動，從狹小的亞東移至帕

里，甚至江孜和拉薩，在西藏境內自由通商。1895
年 11 月，英國約克郡布拉德福商會致英國政府的公

函中稱，他們“堅信將在西藏發現一個對大英帝國有

巨大價值的新市場”，要求政府“進一步打開這個國

家(指西藏──引者)的門戶”，以便“英國的臣民深

入西藏內部貿易，甚至直抵拉薩”。40 印度茶葉園主

和商人也一再要求打破於限制印度茶入藏的規定，使

西藏成為印度的茶葉市場，“讓那些不想要印度茶的

西藏人飲印度茶”。41 當然，英國人對掠奪西藏的黃

金更是念念不忘的。亞東開埠後，每年由西藏輸往印

度的金沙價值約二萬至三萬盧比。42 雖然數量不十分

大，但它已是“當時英國在西藏貿易中非常惹人注目

的一項”。43

為了進一步打開西藏的大門，擴大貿易市場，英

印政府千方百計尋找新的籍口，挑起事端，準備發動

對西藏新的侵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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