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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talk 

• Introducing Adam Matthew 

• Primary source collections 
• Introducing the collections and example 

documents 

•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 Handwritten Text Recognition 

• Quartex: the platform for your digital 
collections 







Primary Source 
Collections 

Examples of the products we make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Over 1,000,000 pages 
of material produc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relating 
to China and East Asia 
between 1919 and 
1980.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Japan 

The newest addition 
to the Archives Direct 
platform offers access 
to documents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is 
period of East Asian 
history.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Japan 



China,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Thirteen archives 
provided material for 
this collection, which 
includes many rare 
documents on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Pacific between the 
1700s and 1900s. 



China,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China: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 

From the first English 
embassy in 1793 to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is collection 
provides a rich 
collec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visual 
documents. 



China: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 



China: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digital version of 
the 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 a 
unique body of 
extremely rare 
pamphlets that offer 
a broad view of 
China, its 
surroundings, people 
and society. 



China: Culture and Society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Periodicals 

With thousands of 
documents covering 
1804-2009, this 
collection offers a 
window into the 
global history of 
religion, education, 
medicine, charity and 
social reform.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Periodicals 



World’s Fairs 

Explore the spectacle 
of global expositions 
and the stories of 
culture, science, 
politics and 
marketing that they 
embodied. Material is 
drawn from 14 world 
archives, covering 
1850-2010. 



World’s Fairs 



East India Company 

Over 1,000,000 pages 
of material from the 
company and its 
trading posts in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1600 to 
1947.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Handwritten Text Recognition and Quartex 



Handwritten Text Recognition 

Most of the documents 
i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collection are 
hand-written. The team 
at Adam Matthew have 
been working to train 
software that can ‘read’ 
this writing. 



Handwritten Text Recognition 

The result is that people 
can now search the text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s. This is 
opening up the material 
up to new research in a 
way never seen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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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時代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商貿史料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游博清 

英國近代亞洲經貿與外交史料探討研討會 



古籍數位化的趨勢 

古籍文獻的數位化工作似乎
已是東西方共同的趨勢和走
向。歐、美幾大電子文獻出
版公司爭相製作開發電子古
籍文獻資料庫。 

網路時代的新契機：電子資
料庫不是萬能，但是確實提
供很多「可操作」的可能性
，端看使用者如何運用。 

 

 



古籍文獻數位化的影響 

過去研究歷史，只要涉及外
國的領域時，由於臺灣實體
館藏的不足，研究者常需舟
車勞頓至歐美各地圖書機構
調閱、抄寫、複印。 

現今透過電子資料庫，在很
短時間內，便能寓目所研究
課題的一部分、甚至大多數
的西文古籍。 

 



英國東印度公司亞非商業版圖 

西非 

西亞 

南亞 

東南亞 

東亞 

The headquarter of BEIC in London  



公司早期在南亞據點 

Madras 
1639 

Bombay 
1661 

Bengal 

1690 



公司早期在西亞據點 

亞丁 

Muscat 

伊斯坦堡 

大馬士革 



公司早期在東南亞據點 

1685 
1628 



公司早期在東亞據點 



公司早期發展情形： 

在各地多屬商館 

(factory) 形式，並未
深入內陸，呈點狀分
布。 

十七世紀仍無法與荷
人競爭，但英國海軍
勢力慢慢發展，經過
幾次英荷戰爭後，逐
漸佔據海上優勢。 

 

董事會組織： 

十八世紀初後，人數
固定於 24 名。 

底下分成幾個委員會
，資淺者參加的委員
會。委員會每周開會
一次。董事長和副董
事長可參加所有委員
會。 

 



倫敦董事會內部分工 



從貿易公司變為殖民政府 

十八世紀初，英海軍逐步發展，陸續占領
重要戰略據點，如直布羅陀 (Gibraltar)。 

七年戰爭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  後
期，英海軍在幾次和法、荷的重要海戰裡
，獲得勝利，勢力大增。 

 1757年，公司在印度贏得 Blassey 戰役，此
後，公司獲得孟加拉地區土地，並可徵稅
，在印度東部的勢力大增。 



公司治理印度後影響：組織調整 

商館 (Factory) → 殖民區 (Settlement) → 總
督區 (Presidency) 。 

印度設大總督，殖民地最高法院等。行政
人員和軍隊人數合計約十餘萬。 

印度發展與英國政治，如內閣設立監督印
度的部分，國會裡具印度經驗的議員形成
勢力。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中英關係史 

壟斷貿易時段：1600-1834，長達兩百餘年
之久。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約1600-1715，早期較常至澳門；
1683年，清朝開放海禁後，廣州、廈門、
寧波、上海（雲台山）。 

第二階段約1715-1780s，廣州變得越來越重
要，曾試圖到其他港口，但均有阻礙。
1757年後，歐洲國家更只能到廣州貿易。 

 



中英貿易高峰期 

第三個階段始於1780年代初期， 1784 年英
國通過「折抵法案」(Commutation Act)，茶
葉稅大幅降低至 12.5 %，不久，中英貿易量
大增，直到1834年，為中英貿易高峰期 。 

因為貿易量增加，1780年代後，公司在華(

廣州)開始有常駐人員，如大班、貨監、書
記、茶師 (tea inspector) 、醫生等。 

常駐人員後，通信方式、薪水計畫、船隻出
發日期等均有調整改變。 

 



公司對華貿易商品和結構 

進口到中國：毛料 

(Wollens)、鐵、錫、鉛
、銅、檀香木 (Sandal 

Wood)。 

從中國出口：茶葉、絲
綢、南京布。十八世紀
末，茶葉變成中英貿易
主要商品，約此同時，
也不再進口瓷器。 



公司廣州商館 



公司在中英關係扮演的多重功能 

EIC 

貿易 

情報 

蒐集 

中國
研究 

外交
使團 



典藏英國東印度公司文獻之機構 

大英圖書館 



公司檔案重要參考書 

Martin Moir, A 

General Guide to the 

India Office Record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88).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編號 

又稱為印度事務部檔案 (India Office Record, 簡
稱 IOR) ，從 A 排序到 Z，各有特定涵義。 

A → Charters, Deeds, Statutes, and Treaties. 

 B → 倫敦董事會 (Board) 開會議錄。 

 E → 亞洲各地與倫敦的一般通信。 

G → 亞洲各地商館摘要。 

  J → 公司基層書記 (Writer) 的申請資料。 



東印度公司檔案編號 

 L → 帳冊 、船隻日誌、醫學等。 

O → 職員傳記。 

 R → 後期整理的各地資料。 

V → 官方出版品。 

W, X, Y → 地圖資料。 

 Z → 索引 



東印度公司檔案分類 

I. O. R. 

A (Charters, Deeds, Statutes..) 

B (Minutes of the Directors..) 

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G (Factory Records) 

L (Departmental Records) 

R (Records Transferred Later) 



各系列均再細分子系列 

 IOR/G/1 (Anjengo)、G/3 (孟買)、G/10 

(Celebes) 、G/12 (中國和日本當地商館的日常
開會紀錄和帳冊)、G/21 (爪哇) 、G/29 

(Persia)、G/33 (Siam)、G/35 (Sumatra) 。 

 IOR/L/AG (會計紀錄)；L/F (財政紀錄)；
L/MAR (公司船隻航海日誌等)。 

 IOR/R/10 (董事會和廣州商館間通信紀錄) 。 



東印度公司檔案分類 

IOR/G 

  3 (Bombay, 1669-1710) 

   4 (Borneo, 1705-1810) 

  9 (Ceylon, 1762-1806) 

12 (China and Japan, 1596-1840) 

21 (Java, 1595-1827) 

  1 (Anjengo, 1685-1804)  



馬士 (H. B. Morse) 的名著 

《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
易編年史》，計五冊。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馬士主要利用的檔案為東
印度公司檔案中的 

IOR/G/12。 



IOR/G/12  

公司在中國各
地商館(閩、浙
、粵、江)的日
常詳細記載。 

 Consultation 

 Diary 

 Secret 

Consultation 

 



IOR/R/10 

公司總部與廣州
的各類通信。 



東印度公司資料庫試用心得 



資料庫數位化部分 

 IOR/A 

 IOR/B 

 IOR/C 

 IOR/D 

 IOR/G 

 IOR/Z 

兼顧公司核心與地方。 

出版物的全文檢索。 





東印度公司檔案的深度與廣度 

鴉片戰前中英關係重要事件： 

 1792 馬戛爾尼使節團。 

 1816 阿美士德使節團。 

 1834 律勞卑事件。 

EIC 

貿易 

情報 

蒐集 

中國
研究 

外交
使團 



公司檔案面向： 
船運 

公司船隊運作的模
式，出發、抵達、
停靠時間等。 



公司檔案面向： 
往返信件 

訊息傳遞的種類
(機密與一般)、
速度、方式(海
路或陸路)。 



東印度公司的中文檔案 

FO/1048 

收錄內容： 

 鴉片戰爭前清廷或廣東
官方的文件。 

 公司和行商往來信件。 

 買辦、通事、引水人等
基層人物。 



 

英國國家檔案館 



中文 
信件 
舉例  



中文信件舉例：茶葉  



敬請指教! 



英國外交檔案中的
「中國」與西亞 

陳立樵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 英國外交檔案 Foreign Office 



• 1919年到1980年 

 

•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冷戰 



• 英國在亞洲長久以來佔據相當重要的地
位，瞭解近代亞洲歷史，英國外交檔是
相當重要的資料來源。 

 

• 多數研究會放在中國對東亞、歐美的關
係，比較沒有談論對西亞的關係。 

 

 



一、「中國」與西亞 



• 有關近代中國與西亞外交的研究： 

 

• 陳立樵，〈一次大戰後中國與伊朗的權益
爭取與條約締結（1918-1921）〉，《近
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政大出
版社，2017。 

• 〈歐戰時期中國的無約國外交：以新疆土
耳其人案為例〉，《近代中國外交的新世
代觀點》，政大出版社，2018。 



• 〈中國與伊朗的商約交涉與使館設置
（1929-1946）〉，《國際合作在中
國》，政大出版社，出版中。 

 

• 〈一次大戰與中國的阿富汗人案（1916-
1921）〉，《政權交替與外交轉型》，
政大出版社，通過審查。 



• 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 

 

• 娜姿妃 

• 〈中國和土耳其外交關係之研究（1923-
1949）〉 



二、中華民國與西亞 

• 北洋政府時期的外交： 

 

• 修約外交、簽訂平等新約 

 



• 一次大戰與西亞： 

• 《1916年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
Picot Agreement of 1916） 

 



• 1917年《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 1920年國際聯盟的委任託管 



• 1920年《中華波斯通好條約》 

 



• 兩國相同際遇：西方強權壓制、「不平
等條約」束縛。 

 

• 條約締結之重點： 

• 1. 不包含領事裁判權。 

• 2. 戰後亞洲國家之合作。 

 



• 1941年重慶政府對伊拉克簽約： 

 

• 同時也有蘇聯要與伊拉克建交。英國認
為伊拉克應該延後這些事情的討論，但
沒把握，因為影響力已經減弱。 

• FO 371/27666 Sino-Iraqi Treaty of Amity - proposed 
1941 



• 1942年，阿富汗不願意與重慶政府建交，
一再強調戰爭結束之後再來談。 

• 阿富汗採中立政策，不想與軸心國（德
日義）交惡。英國並不支持重慶政府。 

 

• FO 371/31683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ghanistan 1942 



• 20世紀上半葉，西亞許多國家陸續成立： 

 

• 埃及 1922年 

• 土耳其 1923年 

• 伊拉克 1931年 

• 沙烏地阿拉伯 1933年 

• 黎巴嫩 1943年 

• 約旦 1946年 

• 敘利亞 1946年 

• 以色列 1948年 



三、China、Formosa與西亞 

• 1949年之後，台海兩岸對立。 

• FO檔案標題將「中國」區分為出現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與Formosa 
Taiwan（中華民國） 

 

• 美國與蘇聯的冷戰（Cold War） 

 

 

 



• 1941年英國與蘇聯佔領伊朗，戰後蘇聯不
願撤軍，甚至左派勢力建立了亞塞拜然共
和國，要脫離德黑蘭政府。 

• 1946年伊朗將此事告上聯合國，美蘇意見
相左。 

 



• 1947年，蘇聯要求控制土耳其的黑海海峽。 

• 「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主
張支持土耳其。 

 



•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vs 華沙公約組織 



• 1955年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 

• 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 



• 埃及與敘利亞、蘇聯 



• 中共與埃及建交： 

• 1. 中共已獲得多國承認； 

• 2. 亞非合作。 

• 3. 蘇聯支持埃及，埃及也會承認赤色中
國。 

 
• FO 371/120885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gypt 1956 



• 1956年埃及發動的蘇伊士運河戰爭 



• 1957年為中國與西亞檔案最多的一年 

 

• 1. FO 371/127466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Formosa 
(Taiwan) and Saudi Arabia 1957 

• 2. FO 371/127467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Formosa 
(Taiwan) and Iran 1957 

• 3. FO 371/127479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Formosa 
(Taiwan) and Iraq 1957 

• 4. FO 371/127475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Formosa 
(Taiwan) and Jordan 1957 

 



• 台灣與土耳其、伊朗、約旦、沙烏地友好。 

 

 

 

 

 

 
• FO 371/133504 Taiwan and Iran 1958 

• FO 371/133505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Formosa 
(Taiwan) and Turkey 1958 

 

 



• 中共與敘利亞、埃及、1950年後的阿富
汗、1958年後的伊拉克建交。 

 

• FO 371/120905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yria 1956 

• FO 371/133377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raq 1958 



四、結語 

• 「中國」與西亞接觸的目的： 

 

• 中華民國時期：爭取亞洲國家合作 

• 1949年之後，中共與台灣，前者反對西
方帝國主義，後者與西方陣營靠攏。 

 

 



• 冷戰讓大家選邊站 

 

• 與美國同行，例如台灣、伊朗、土耳其 

• 與蘇聯同行，例如中共、埃及、敘利亞 

 

 



• 從英國外交檔來看中國與「非主流」區
域的關係，例如西亞。 

 

• “中東機密檔案1839-1969” 

• “1971-1981中東動盪的十年” 

 

 

 

 



• 透過外交檔案來建立「基礎史實」，是
為歷史研究相當重要的工作。 

 

• 透過翻閱英國對各地的檔案，也是研究
「世界史」的重要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