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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卡牌 事件效果 

1843年
12月 

 

指 19 世紀中期至 20世紀中期，歐美列強在中國通商口
岸劃定區域，提供僑民居住或經商，在租界內外國人不
受中國政府管轄，有如「國中之國」，破壞中國主權完
整。 

1903年  

清末至民初，因為白銀大量外流加上長年戰亂，中國貨
幣不斷通膨、改制，導致民間不信任本國貨幣，紛紛改
用外國貨幣。而法國在中國南方殖民地及其附近兩廣與
雲南等地就以法國貨幣為主要使用貨幣，甚至中法合辦
的銀行也印製貨幣在中國發行，而當時法國對於這些境
外所發行的貨幣有法鈔、法紙、坐洋、法光等不同的名
稱。(卡片中「法郎」說法會與當時法國本土與境外使用
貨幣名稱造成混淆，將於第二版修正為「使用法國貨
幣」或「法國印製貨幣」)。 

1905年  

抵制洋貨常與民族意識相結合，近代史上中國第一個抵
制洋貨的國家是美國，主要是抗議美國「排除華工」的
政策。但中國最常發起抵制的國家其實是日本，主要是
政府與民間在近代日本步步進逼下所做出的應激反應。 

1912年8
月25日 

 

最早為孫中山等人於 1894 年在夏威夷檀香山成立的革
命組織興中會，之後 1905 年興中會聯合其它革命團體
於日本東京組成同盟會，1911 年由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
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同盟會因此和一些政團合併，以
「共和之制，國民為國主體，吾人於使人不忘其義」為
由改稱國民黨。 

1913年4
月26日 

 

1913 年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向英、法、德、俄、
日五國銀行團的一次大借款，款項高達二千五百萬鎊，
分 47年償清，以解決國庫空虛問題。但此借款未經參議
院同意以鹽稅、海關稅抵押，並將鹽務交給外人交辦，
引發爭議，認為是喪權辱國的行為。且此借款被挪用至
大量軍隊的軍餉上，國庫依然空虛又被迫還債，只好加
收稅務用以還債，使得民不聊生。此筆借款隨著國民政
府全面對日抗戰，最後於 1939 年無力償債而終止。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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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
月23日 

 

清朝時期山東（青島）淪為德國勢力範圍，一戰爆發日
本藉機對德宣戰出兵佔領山東，戰爭結束後，日本要求
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予日本而非歸還中國。
繼而引發中國著名學運「五四運動」，而山東問題直到
1922 年華盛頓會議在美國的調停下才獲得解決。 

1915年
12月25

日 
 

袁世凱在 1915 年 12 月於北京宣布接受君主立憲帝制，
蔡鍔、唐繼堯、李烈鈞等宣布雲南獨立，並且發動反北
洋政府的內戰。隨著袁世凱的軍隊受挫，南方其他各省
亦紛紛宣布獨立。袁世凱在內外壓迫後宣布取消帝制，
並於數月後病逝。此內戰維護了中華民國國體，維護憲
政，史稱護國戰爭。 

1916年  

由袁世凱培植的北洋新軍主要將領組成，1916 年袁世凱
死後，因無人具有足夠能力統領整個北洋軍隊及政權，
導致各將領以軍隊為主要力量在各地建立勢力範圍。而
這些將領也對外尋求列強支援藉以鞏固自身主權。 

1916年  
戰期間，約 14萬華人在歐洲從事各種戰事輔助工作。這
些人後來被統稱為“一戰華工”，一戰的華工不僅為戰
爭做出巨大貢獻，而且也捍衛了國家尊嚴。 

1919年1
月18日 

 

一戰結束後，戰勝國為了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以及
奠定戰後的和平，於是在法國凡爾賽宮召開巴黎和會。
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所提出的兩項提案：取消帝國主義在
華特權；取消日本強迫中國承認的《二十一條》，收回
山東權益；都被否決。此舉在中國爆發著名學運五四運
動，中國代表最終沒在和約上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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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
月4日 

 

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以及包括廣大市民和
工商人士等中基層民眾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主要
抗議一戰結束後，當時中國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
益，使得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可能轉讓給日本，從
而上街遊行表達不滿。 

1921年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共產主義思想傳入中國。
1921 年由陳獨秀和李大釗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認為
共產主義可以讓許多被壓迫的國家進入新的時代，無產
階級可以獲得重視。 

1924年  

1911 年辛亥革命後，外蒙古在俄羅斯幫助下宣佈獨立，
成立大蒙古國，以大庫倫為首都並改稱「京城庫倫」。
1915 年，在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時，外蒙古曾取
消獨立，改爲自治。1924 年，在蘇聯的策動之下，蒙古
人民革命黨推翻原先政權，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
改稱「烏蘭巴托」。 

1924年1
月20日 

 

軍閥亂政時期，國民政府軍力不敵北洋軍閥，孫文在西
方列強多不支持的情況之下，僅獲得蘇聯支持。因此孫
文在改組中國國民黨同時，實行「聯俄容共」。蘇俄給
予孫大量武器和財政援助，並派出軍事及政治顧問鮑羅
廷幫助孫建軍北伐。在蘇聯的影響下，孫文力排眾議允
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使得共產勢力
因此迅速壯大。 

1933年1
月1日 

 

長城戰役為中國抗日戰爭前，日軍南侵時的戰爭。1933

年日軍與其手下的虛偽政權—滿州國，和國民政府在長

城上打起一場攻防戰，最終雙方簽訂《塘沽停戰協

定》，中華民國與偽滿洲國以長城為界，日軍退回長城

以北。 
https://www.itsfun.com.tw/%E9%95%B7%E5%9F%8E%E6%88%B0

%E5%BD%B9/wiki-8800285-974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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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1934~1936 年，國民政府再度進行剿共，中國共產黨為
躲避國民政府的追擊，帶領各地工農組成的民兵一路從
江西瑞金逃往陝西延安。國民政府對此事件稱為「西
竄」，而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則稱之為「長
征」 

1936年5
月5日 

 

五五憲草是在正式的《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前所擬定的
憲法草案之一。1936 年立法院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中
華民國憲法草案制定由此開始。民國 25年 5月 5日，
由國民政府公布之，即為「五五憲草」。此草案基本上
反映了孫中山五權憲法的思想，也反應結束黨治，還政
於民的建國理念。 

1938年
12月 

 

公路始建於 1938 年春，起點在中國雲南省昆明市，終
點是緬甸臘戍，全長 1,453 公里，於 1938 年 12 月初
步建成通車，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西南後方一條歷時
最久，運量最大的國際通道，有力地支援了中國抗日戰
爭的初期。 

1941年9
月16日 

 

920 年，中德簽訂《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
係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並由此建立了中德之間的
友誼關係。之後納粹迅速崛起的道路讓蔣中正認為德國
的統一過程能成為中國統一的範本，為了持續得到德國
的武器與工業產品，蔣中正多次親筆致信給遠在歐洲的
希特勒。 

1952  

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蘇聯屢次阻礙其在東北省
分恢復主權且在國共內戰中協助中國共產黨，於是在
1949 年向聯合國提案控告蘇聯，標題是《蘇聯違反一九
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致
威脅中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及遠東和平案》，1952 年
聯合國通過此決議案。此案即是聯合國第 505 號決議案
或是俗稱的「控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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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軸 卡牌 事件效果 

1904年8
月19日 
(第一次總
攻擊)–1
月1日 

 

屬於「日俄戰爭」中的一場戰役。此次會戰亦是世界上首次
大規模現代化要塞圍攻戰，被認為是10年後第一次世界大
戰塹壕戰的一次預演。日本最終攻佔了清國遼東半島旅順，
戰爭共歷經5個月，是日俄戰爭中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戰
役。 

1912年 

 

指 1912～1926 年，日本大正年間所推行，符合現代民
主的政治體制與政策。當時日本內閣多為政黨政治的互
動，內政上以民意所趨為主，外交則採取對中國內政不
干涉、日蘇友好等策略，對殖民地則表示尊重民族自
決，政策轉趨開明。此時期被稱為近代日本的烏托邦時
代。 

1914年8
月27日至
11月16

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由於致力於歐戰,無力顧及遠東,因此
願意將膠州灣歸還中國,但袁世凱政府懾於日本帝國主義
的淫威,不敢同德國進一步接觸商洽。1914 年英日組成
聯軍攻占由德國統治的青島，這宣告日本加入協約國陣
營，為其日後成為一戰戰勝國畫下等號。在經過兩個多
月的戰鬥,日軍終於強占青島。從此青島陷入日本帝國主
義的殖民統治之下。 

1918年7
月至9月 

 

1918 年日本國内通貨膨脹，米價居高不下。同年 8月
因政府決定出兵西伯利亞、干涉蘇俄革命，下令大量征
集軍糧，米商乘機哄抬米價，勞動群眾愈加生活困難。
抗議由農村擴散至城市，事態快速的從和平請願升級成
暴亂、罷工、搶劫、蓄意襲擊警局和政府機關乃至武裝
衝突，日本政府出動 5萬 7千餘人軍隊鎮壓，被捕者 2
萬餘，被起訴者 7708 人。但軍閥寺内正毅内閣深受打
擊而垮臺，群眾鬥爭顯示了巨大威力。 

http://history.zwbk.org/zh-tw/show/2314.html 

日本 

 



      

6 

 

1923年9
月1日 

 

1923 年 9月 1日發生於日本關東平原規模高達的 8.1
的大地震，該地震對東京、橫濱兩大城造成毀滅性傷
害，死亡人數約在 10萬到 14萬 2千人之間，其中有
90%是被活活燒死！更可怕的是，強震只不是開啟了地
獄之門而已，地震後的幾天，日本民眾竟對境內朝鮮人
進行一場大屠殺。大地震過後，民間開始流傳社會主義
份子跟朝鮮人趁機縱火、搶劫，朝鮮人成群結隊地對日
本民眾進行燒殺擄掠，甚至投放炸彈、井水下毒等謠
言。當時許多報紙未經查證便加以報導，地震的恐慌使
得日本民眾情緒陷入熊熊怒火。短短幾天內，6千多名
朝鮮人遭到狂熱的軍國主義暴徒殺害；甚至在日本的中
國勞工、帶有地方口音的日本人，也被當作朝鮮人遭虐
殺。縱使受害者眾多，這次的惡行卻鮮少被追究，而被
逮捕的暴民也幾乎都輕判了事。時至今日，日本政府仍
不願正視這段歷史，僅稱屠殺事件為「混亂中的悲
劇」。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728463?srcid=777777
2e73746f726d2e6d675f3336323236363334326565313

3336639_1561430418 

1927年3
月 

 

日本 1927 年 3月昭和天皇在位時發生的經濟危機。第
一次世界大戰中因為歐洲戰場軍需激增，日本的經濟從
中獲益很多。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軍需
驟冷使依賴外國市場的日本經濟陷入低潮。加上 1923
年發生關東大地震的地震票據變為龐大的呆帳，中小銀
行受此時的不景氣影響導致經營狀態惡化，甚至發生擠
兌現象。最後日本政府臨時加印 200日元紙幣以增加現
金供應，銀行也將紙幣堆在店內以緩解不安情緒，金融
不安最終平息。 

1930年5
月 

 

臺灣「嘉南大圳」的原稱。為臺灣在 1920 年代最重要
水利工程之一，由臺灣總督府工程師八田與一設計，
1930 年 5月竣工，耗費 5,414 萬日圓，嘉南平原水田
亦大幅增加 30倍，而 4年後稻穫量亦增加為 4倍。該
設施大幅帶動了當地農業發展，亦變相帶動了農產品加
工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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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
月18日 

 

中國稱之為「九一八事變」。1931 年 9月 18 日在中國
東北，日本軍隊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為
藉口而侵佔瀋陽。事變後三個月之內，日本關東軍侵佔
中國東北全境，由於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攘外必先
安內｣策略的影響，東北迅速淪陷。此事件也埋下日後
西安事變的引線。 

1934年3
月1日 

 

此「傀儡政權」即指「滿州國」。清末溥儀三歲時第一
次登基，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強逼溥儀退位；1917
年，在張勳等人的擁立之下，曾短暫復辟但最終失敗。
1934 年，因為日本別有用心扶植之下，第 3次登基成
為滿洲國皇帝，成為受日本操縱有名無實的傀儡政權。 

1937年 

 

支那事變意指從 1937 年到 1941 年太平洋爭爆發期
間，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大規模戰鬥(因為中日並沒有宣
戰，所以日本稱為事變)。日本規避「戰爭」字眼，主要
是避免作為重工業物資主要進口國的美國執行「禁止出
口戰爭原材料（war materials）至任何交戰國」的措
施，以免日本國內軍備工業斷炊。 

1937年
12月13
日—1938
年2月 

 

中國稱之為「南京大屠殺」。日軍在侵華戰爭初期占領
首都南京後，實施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火、搶劫等
罪行。日本學界對遇難人數的一直有不同版本，也有認
為南京大屠殺不存在的「否認派」。「否認派」的論調
得到部分日本政商勢力的支持，在華人區引起反感，這
也使得南京大屠殺成為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歷史問
題之一。 

1938年 

 

二戰時，日本長期參與戰事，國庫空虛，再加上中國的
大筆借款遲遲未還（袁世凱跟日本善後大借款），日本
政府只得向民間企業借取資金以填補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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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 

 

二戰期間，日軍取得壓到性優勢時常用掃蕩的方式封鎖
敵軍資源補給和行軍並試圖圍剿，敵軍則會採取游擊戰
術和日軍周旋並慢慢消磨日軍兵力伺機反攻。此種戰況
在日本侵華戰爭時最為常用。 

1939年秋 

 

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三光作戰」。策略目的是對中國抗
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時，「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
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秣，其不能運輸
的，亦一律燒毀」，中國共產黨將日軍這種以毀滅抗日
地區人力物力、摧殘抗日軍民抵抗意志為目的的軍事策
略，簡要概括為「燒光、殺光、搶光」。這種殺光、燒
光、搶光之行為，被稱為「三光政策」。 

1940年7
月26日 

 

八紘一宇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國家格言，日
本政府宣傳部門的解釋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意思。
1940 年，「八紘一宇」被寫入基本國策綱要，成為侵
略戰爭的精神指導根本方針。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
典》對該詞的解釋是：「基於民族優越感，貶抑、併吞
其他民族，擴大國民動員、統合、正統化的思想及運動
的典型超國家主義。」 

1941年
12月7日
(星期日) 

 

自 1937 年至 1941 年，日本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沼當
中，耗費大量資源但無所進展，各殖民地的收成與經濟
都不好，日本開始尋求其他地方的資源以進行長期戰
爭。而美國羅斯福總統此時要求日本撤出中南半島與中
國的軍隊，接著下令禁止對日本出口多項戰略資源（其
中對日本來說以石油與鋼最為重要），並凍結日本在美
國的資產，不久英國和荷蘭殖民政府也跟進。日本試圖
進行外交談判卻無進展，因此開始考慮與英美荷開戰的
可能性。日本海軍聯合艦隊指揮官山本五十六認為，必
須在美國軍事能力動員起來前就先將其力量摧毀，因此
美國太平洋的前線基地—珍珠港成為攻擊目標。而
1941 年日本對美國珍珠港的軍事偷襲，導致美國加入
第二次世界大戰，扭轉戰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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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此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殖民政府動員臺灣原住民前往
南洋叢林作戰之組織，動員時間從 1942 年到 1943 年
間約派出 7次，每次隊員在 100 人到 600 人之間，總
數約在 4000 人左右。而在戰爭中犧牲的高砂義勇隊的
靈位皆安置於日本靖國神社。 

1944年6
月19日—
6月20日 

 

普遍稱為「菲律賓海戰」。二戰中美國與日本在太平洋
上的一次海戰，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艦對決，戰
場在馬里亞納群島塞班島附近海域。此戰役影響甚大，
日本喪失西太平洋制海權，艦隊主力航空母艦損失慘
重，日軍打造的絕對國防圈出現缺口，內閣總理大臣東
條英機也在此後下台。而美國則大獲全勝，只有少數艦
隻輕傷，占領了塞班島，為之後轟炸日本本島的行動取
得了良好的據點。 

1944年
10月12

日 

 

普遍稱之為「臺灣空戰」。日本為了填補馬里亞納海戰
所造成的防禦缺口，日本第二航空艦隊啟動對美軍攻擊
的捷號作戰，1944 年 10 月 12日至 16日於台灣島及
附近上空，日本空軍與美國海軍航空母艦之間爭奪制空
權的一連串大規模空戰，也是太平洋戰爭中最後一場大
型空戰。經過此一戰役，日本在臺灣的航空力量近乎完
全瓦解。隔年(1945)美軍攻佔菲律賓後，開啟了臺灣遭
瘋狂空襲的命運。 

1945年8
月9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與蘇聯之間的一場戰爭，導源
於 1945 年美英蘇所召開的雅爾達會議中，蘇聯承諾對
日宣戰。蘇聯在對德戰爭結束前，開始轉調軍隊至遠東
地區，其主要對手為駐於滿洲的 70萬日軍。此戰爭蘇
聯軍隊大獲全勝，日方傀儡政權「滿洲國」滅亡，傀儡
皇帝溥儀亦成了蘇軍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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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時間軸 卡牌 事件效果 

1915年5
月7日 

 

皇家郵輪盧西塔尼亞號是英國卡納德郵輪所屬的豪華客
船，她最後一次航行的時候，大西洋上正是無限制潛艇
戰的高峰期。德國大使館在美國登報，警告乘客不要搭
乘這條船，即使如此，盧西塔尼亞號依然在 1915 年 5
月 1日於紐約出發。5月 7日下午，本船在被被德軍潛
艇魚雷擊沉。18分鐘內，本船沉沒。船上滿載著 1,959
名乘客（大部分是美國人）和船員。幸運的是那些還來
得及棄船的乘客被迅速趕來的愛爾蘭漁船救了起來，不
至於在海水中凍死。盧西塔尼亞號的沉沒與齊默爾曼電
報事件一起成為了美國參加一戰的導火線。 

1917 年 

 

1917 年 5月 18 日美國義務徵兵法生效。詹姆斯·蒙哥
馬利·弗拉格〈James Montgomery Flagg〉因此在
1917 年繪製了他最為有名的作品，一幅一戰美國陸軍
募兵海報。該海報由山姆大叔用食指指向觀者並附上一
行文字：「我要你為國家入伍 〈I WANT YOU FOR 
U.S. ARMY〉」。該海報在一戰期間被印刷超過四百萬
份，並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現今美國和平時實
施募兵制，但政府可於緊急情況下進行徵兵。 

1917 年 1
月 16 日 

 
 

由德意志帝國外相阿圖爾·齊默爾曼於 1917 年 1月 16
日向德國駐墨西哥大使發出的加密電報。電報內容建議
墨西哥可以與德國結成對抗美國的軍事聯盟，但被英國
截獲。該電報內容於 1917 年 3月 1日被公開後，引起
美國各界的憤怒，促使美國對德國宣戰，美國正式加入
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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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至
1933年 

 

是指發生在 1929 年至 1933 年間也就是二次大戰前最
為嚴重的世界性經濟衰退。經濟大恐慌從美國開始，
1929 年 10 月華爾街股票崩盤，之後骨牌效應席捲全世
界，是二十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廣、強度最大的
經濟衰退。 

1930年6
月17日 

 

一戰過後世界各地經濟低迷，美國為保護本國產業，大
大提高關稅，歐洲各國紛紛效仿，最導致各國商品無法
外銷、許多商品無處可賣。 

1931年 

 

美國黑手黨的理事機構，成立於 1931 年。委員會取代
了「所有老大的老大」（Boss of all Bosses）的頭
銜，是一個由紐約五大家族的老大、芝加哥犯罪集團和
普法羅犯罪家族的老大所組成的執政委員會。一二戰期
間，美國受到國際影響經濟低迷，許多人紛紛失業，抱
著美國夢的異鄉人更是無落腳處，於是他們紛紛組成黑
手黨（Family）相互依靠，其中多以義大利人為主，也
是因為他們對家庭的獨特文化造就了美國獨特的黑手黨
文化。 

1932年 7

月 28日 

 

1932 年二萬名左右的一戰美軍退伍軍人要求發放戰時
服役的薪餉，遭到美國政府拒絕繼而發動人群集會逗留
請願，最後導致軍方派兵介入造成流血衝突。衝突首日
2人死亡，1017 人受傷，總體情況不明。但當時胡佛
總統以及繼任的羅斯福總統都以財政經濟理由否決發放
軍餉，直到羅斯福過世，二戰即將完結時，美國政府最
終訂立《軍人權益法案》來避免類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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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至
1942年間 

 

爆發經濟大恐慌之後，羅斯福總統所推行的新政中其中
一項就業方案，針對 19至 24歲的單身救濟戶失業男性
推行以工代賑計畫，這些救濟戶都是在經濟大蕭條期間
失業、難以找到工作的家庭。平民保育團為政府成立的
機構，該機構為人民提供勞動職缺，組織失業的年輕男
性到聯邦政府、各州與地方政府擁有的農村地帶，進行
自然資源保育工作並提供免費住處、飲食與衣物，以及
每月 30美金的維生薪資。 

1933年-
1938年 

 

1933 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後為解決經濟
大恐慌，所實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新政核心概念是三
個R：救濟（Relief）、復興（Recovery）和改革
（Reform）。措施有救濟貧民與失業者，包括了制定
最低薪資、大力發展公共建設與鼓勵中小型民生工業發
展。該經濟政策扭轉了當時瀕臨崩潰的經濟，而羅斯福
也成為美國人民心中偉大的總統。 

1941年3
月11日 

 

美國在一二戰期間靠著其國內發達的軍火技術及眾多民
間軍火工廠，幾乎一手壟斷軍火市場，借戰爭謀取暴
利。 

1941年3
月11日 

 

美國國會在二戰初期通過的一項法案，目的是在美國不
捲入戰爭的同時，為同盟國提供戰爭物資，因租借法案
使得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民主兵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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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
月11日 

 

美國國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通過租借法案，目的是
在美國不捲入戰爭的同時，為同盟國提供戰爭物資，因
租借法案使得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民主兵工廠」。美
國成為同盟國主要的軍火供應商和融資者，也使得美國
國內產業大幅擴張，實現充分就業。 

1941年7
月24日 

 

1940 年 7月，日本為了尋求資源因應二戰，趁法國向
德國投降時佔領法屬印度支那，以奪取更多戰略物資，
但此舉使得控制緬甸和馬來半島的英國感到威脅。1941
年 7月 24 日，美國羅斯福總統要求日本撤出中南半島
與中國的軍隊，接著在 26日下令禁止對日本出口多項
戰略資源（其中對日本來說以石油與鋼最為重要），並
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產，不久英國和荷蘭殖民政府也跟
進。此政策被日本稱為ABCD 包圍網（乃取美、英、
中、荷四國之英文縮寫而成），出口禁運使向來依賴美
國石油的日本受到重大打擊，引發日後日本偷襲珍珠灣
事件。 

1942年6
月4日 

 

是二戰的一場重要戰役。海戰的主要戰鬥在1942年6月4
日於中途島西北海域爆發，後續戰事一直持續至6月7日。
此海戰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美軍憑藉此場戰役的勝利，
扭轉了開戰以來的被動，並恢復美日兩國在西太平洋的海權
均勢。日本海軍則失去開戰以來的戰略主導權，隨後於西南
太平洋與盟軍陷入消耗戰，在戰爭中漸走下坡。  

1943年9
月9日 

 

二戰時，軸心國軍隊在北非戰場戰敗後，同盟國相信之後入
侵義大利本土可以加快義大利投降。因此擬定在義大利西海
岸的薩萊諾登陸的作戰計畫，行動時間是1943年9月9
日，此戰役代號即稱為雪崩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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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1945 

 

太平洋戰爭後期以美軍為主的同盟國軍隊為加速進逼日本本
土、結束戰爭並減少損失，而策略性跳過亞太地區某些日軍
佔領島嶼的戰術。此戰術可使美軍能夠快速向日本進軍，同
時減少佔領被日本所控制的島嶼需投入的時間、人力和補
給，除在心理上可震驚日軍外，也能讓日軍失去原有的優
勢。 

1944年6
月1日 

 

馬特霍恩作戰是指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航空兵
使用B-29超級堡壘轟炸機，對日進行日本本土、中國的淪
陷區、東南亞的轟炸戰略。B-29轟炸機的主基地設在印度，
在中國成都開設前進基地，是當時唯一轟炸日本的作戰計
劃。 

1944年6
月6日 

 

為諾曼第戰役的代號，是盟軍於二戰期間成功入侵德占西歐
的一連串軍事行動。其中最著名的即是1944年6月6日諾
曼第登陸（海王星行動；亦稱D日，D-Day）。該戰役也是
此作戰的開始，D日當天終昏以前，各灘頭的登路基本上均
已穩固，儘管不少地段尚有激戰，但可說行動成功。接下
來，盟軍即將逐次送上其精良大軍與優勢物資，投入在反攻
西歐的戰事中，諾曼第登陸的成功，已經保證了盟國對德戰
事的最終勝利。 

1945年8
月6日和9

日 

 

二戰德國投降後，太平洋戰爭仍在繼續，美國、中國與英國
在1945年7月26日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無條件
投降，但當時日本鈴木首相發表了對波茨坦宣言「不予評
論」的回應，使得和談的機會破滅。1945年8月6日和9
日，美國分別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兩枚原子彈，終使日本投
降二戰結束，這也是人類目前唯一一次在戰爭中使用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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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時間軸 卡牌 事件效果 

1915年 

 

是指不分軍用或民用的設備或工具，於戰時為求打擊敵
方士氣及消耗敵方物資，不惜攻擊非軍用機構或設施的
戰略。這種戰略對與戰事無關的平民百姓而言尤為殘
忍，儘管此舉確實有效避免敵人偽裝成民用船來補給或
偷襲，但大多仍是擊沉單純的民船，對人民的生命與財
產損失極為嚴重。 

1932年 

 

德國是世界上最早建設封閉高速公路系統的國家。1932
年德國第一條高速公路在科隆和波昂之間修建完成，當
時的科隆市長（未來的西德總理）阿登納主持了高速公
路開幕典禮。1933 年希特勒上台後認為鐵路運輸已經
過時，公路運輸是未來。這實際上是德國工程師托特力
主通過修建高速公路系統，振興德國經濟。他的主張被
納粹政權採納，他本人也被任命為「德國公路系統總
監」。當時德國新修的高速公路都被稱為「希特勒的公
路」。 

https://www.storm.mg/article/420482?srcid=7777772e
73746f726d2e6d675f333632323636333432656531333

36639_1561516850 

1954年12
月2日 

 

1950年韓戰爆發。為限制共產勢力擴散，美國總統杜魯門
宣布派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並開始運送物資到台灣。1954
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簽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七艦隊
在台灣的分遣隊也以左營海軍基地作為駐點，並透過高雄港
運補物資，直至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才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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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是一個納粹術語，該運動在 1933 年納粹黨奪權後發
動，一體化的目的在於使國民參與到納粹黨建立的組織
中，這一運動限制了個人的獨立人格及自由思想發展，
通過建立規則和秩序將大眾統一起來。農業團體、志願
組織、體育俱樂部等許多民間組織的領導者都被替換成
納粹黨員或支持者。至於年輕人，男孩首先在 6歲時加
入希特勒青年團的最年幼組織「幼童」，10歲加入德國
少年團，14歲加入希特勒青年團，18歲時選擇加入國
家勞役團或德國國防軍。女孩在 10歲時加入青少女社
群，14歲後加入德國少女聯盟，18歲時通常去參與一
年的農場勞動。此政策使人民在不同的年齡層時強迫加
入不同組織，藉此達到快速而有效地使年輕勞動力投入
工廠或戰場。 

1933年 

 

由阿道夫·希特勒所提出，共有兩次，「第一次四年計
劃」於 1933 年執行，目標使德國達到人民生活富足；
「第二次四年計劃」則令德國達到盡可能資源上自給自
足，以防未來戰爭爆發後再度遭受像第一次世界大戰被
協約國封鎖而導致物資缺乏的問題。 

1933年4
月7日 

 

納粹術語，在二十世紀，納粹份子改變「雅利安」原來
的意義，用這個字眼指「優秀的種族」，通過屠殺德國
殘疾人口和在國內執行種族清洗，把德國國內剩下來
的、優秀的人口冠上「雅利安人」一名稱。這群人就是
希特勒口中高挑和像鋼鐵一樣堅硬的優秀種族。納粹德
國追求優秀種族，透過迫害其認為的德國人之中的差劣
人口來達到目的，特別針對德國國內的同性戀者、德國
猶太人、和德國境內的吉普賽人等。 

1933年5
月 

 

工人免費托嬰是納粹德國在 1933 年 5月成立了「國家
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機構」，(簡稱 NSV)的慈善業務之
一。這一巨型機構統籌了全國的福利發放，通過NSV，
納粹黨吸收了大部分慈善機構，從而將慈善事業也變成
了納粹一黨專營的事業。NSV經營的慈善業務範圍極
廣，從老兵、青年與殘疾人的福利事業，到給工人子女
提供幼兒園幾乎無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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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knews.cc/history/z6n8vq3.html 

1933年5
月 

 

納粹為擴大集權所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機
構」，此機構統籌了全國的福利發放，簡單的說就是
「全國唯一的慈善機構」，此機構服務範圍極廣，幾乎
所有慈善工作全包，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冬季補助事
業」，就是在冬天為窮人（多為低薪勞工）提供各種援
助，如：衣服、食物、媒。此項政策也使德國工人的工
作意願提高，刺激了工業發展。 

1933年5
月 

 

是類似監獄的大型拘留中心，它與監獄最大的區別在
於，關押者具有「某種特定的身份」，往往不經過審判
即遭拘留，而且沒有確定的拘留期限。二戰中，德國位
在波蘭的集中營甚至開始轉化為滅絕營。關押的範圍也
大大增加，設備了毒氣室與焚屍爐，用於殺害關押的犯
人，有的滅絕營一天甚至要處理上萬人。可說慘無人
道。 

1936年 

 

由阿道夫·希特勒所提出，共有兩次，「第一次四年計
劃」於 1933 年執行，使德國達到人民生活富足；「第
二次四年計劃」則令德國達到盡可能資源上自給自足，
以防未來戰爭爆發後再度遭受像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協約
國封鎖而導致物資缺乏的問題。第二次四年計畫取得了
某種程度的成效，透過掠奪與侵占鄰近國家的資源，建
設了頗具規模的人造石油、纖維、合成橡膠製造廠，並
整合了巨型工業聯合體「赫爾曼·戈林國家工廠」來提
昇效率。 

1938年11
月9日 

 

亦稱作「碎玻璃之夜」，是指 1938 年 11 月 9日至 10
日凌晨，納粹黨員與黨衛隊襲擊德國全境的猶太人的事
件。這被認為是對猶太人有組織的屠殺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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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
月16日 

 

納粹德國為解決提供戰爭前線所需的大量物資與勞力問
題所提出的一項生育補助政策，首先是國家以證書形式
向每對夫婦發放 1000 馬克婚姻貸款用來購買家具和居
住物資。同時，對低收入的多子女家庭給予經濟上的資
助，包括生活補貼、教育津貼、減免稅收、為孕婦和嬰
兒提供社會救濟和幫助等。在這二者的基礎上，納粹還
為多生多育的母親頒發《德意志多子女母親榮譽證書》
和勳章，對生育 4一 5個孩子的婦女授銅質十字架勳
章、生育 6一 7個孩子的婦女授銀質十字架勳章、生育
8個或更多孩子的婦女授金質十字架勳章。
https://kknews.cc/history/6en9vnm.html 

1939年－
1945年 

 

是指二戰發生於大西洋的盟軍與納粹德國海軍針對海上
通航線的一連串攻防作戰，時間從二戰開始至德國投降
為止、縱貫二戰歐洲戰場，為歷史上規模最大、連續性
最長的海空戰鬥。在大西洋海戰中，英美參戰兵力計
有：戰鬥艦艇約 3000 艘，飛機 800餘架。盟國及中立
國共損失商船 2100 萬噸，平均每月損失 37.5 萬噸，其
中被潛艇擊沉約 1600 萬噸，占總損失噸位的 76％。德
國共投入潛艇 1160 艘，被擊沉 780艘，占投入潛艇總
數的 67.2％。 

1939年9
月1日 

 

二戰時，德軍對「波蘭戰役」的作戰代號。該戰役一般
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在《德蘇互不侵犯條
約》簽署了一星期後，德國於 1939 年 9月 1日淩晨 4
點 40 分展開進攻，而蘇聯亦於 9月 17日入侵波蘭，
10月 6日，德蘇兩國佔領波蘭全國領土，波蘭戰役結
束。 

1939年 

 

1939 年開始到 1940 年，英法雖然因為納粹德國對波蘭
的入侵而宣戰，可是兩方實際上只有極輕微的軍事衝
突。這段期間雙方只有小規模的空海衝突，更多的是隔
岸叫囂。因此又被諷為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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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
月10日 

 

普遍稱為「不列顛戰役」，又稱「英倫空戰」。是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英國發動的大規模空戰，而
這次戰爭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空戰。當時
德國擬訂以步兵登陸英國南部並深入及佔領倫敦，切斷
其與外部的聯繫，從而一舉佔領英國。但此次作戰需要
首先殲滅英國的空中力量，以保障登陸行動的順利。因
此希特勒任命戈林執行此任務，任務代號為「鷹襲」。
不過此行動在 1941 年 10 月 12日德國宣告失敗結束。 

1940年10
月28日 

 

亦叫瑪莉塔作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希臘本土及阿
爾巴尼亞南部的戰爭，是同盟國（希臘及大英國協）與
軸心國（納粹德國及義大利王國）之間的對壘。戰爭從
1940 年 10 月 28日義大利軍隊攻打希臘開始，持續 24
天，最後在伯羅奔尼撒的卡拉馬塔陷落後以德國完全勝
利而結束。溫斯頓·邱吉爾對此戰役的評價是：凡知悉
希臘衛國戰事之人，莫不稱美其民之英勇。先是抗擊義
大利，復又抵抗納綷德軍，實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整
個文明世界因而被喚醒，並與法西斯勢不兩立。 

1941 年 6
月 22 日 

 

即為「巴巴羅薩拉行動」（由德語音譯而得，意譯即為
「紅鬍子」），這個名稱來自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
烈一世的綽號「紅鬍子」，是二戰上德國進攻蘇聯的行
動代號。此戰役中，德國沿用在西歐大獲全勝的閃電戰
術，但卻未料蘇聯當地天寒地凍的嚴峻氣候，使他們行
軍大大受阻，但依然是給蘇聯帶來了不小的打擊。 

1942 年 

 

納粹德國在 1942 年夏所發起，一戰結束後，希特勒目
睹德國因支付戰爭賠款而導致國家經濟崩潰，因此，希
特勒上台後就試圖讓英法等國爆發經濟危機。方法很簡
單：大量投放假幣！讓英鎊喪失價值，讓人們的日常生
活偏離常軌、混亂不堪。這一計劃被命名為安德魯行
動，負責偽鈔製造的是黨衛隊軍官伯恩哈德·克魯格，
以至於後來被誤稱為「伯恩哈德行動」。 

https://kknews.cc/history/y8v4by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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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在二戰期間，德軍中有一句名言：「只要能聽到MG42
的聲音，我就信心百倍。」MG42 的射速可高達每分鐘
1500 發。因此一挺MG42 就可以牽制一整批敵軍，讓
敵軍進退兩難。MG42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它射擊時發出
的槍聲噪音，在普遍聽起來「咑……」或者「啪……」
的槍聲中，MG42有著獨樹一格「撕裂布匹」的槍聲，
德軍因此稱他為「希特勒的電鋸」或「骨鋸」。 

1944年12
月14日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阿道夫·希特勒親自提出的一
次滲透行動。在行動中，會說英語的德軍士兵身著盟軍
制服，使用繳獲的盟軍車輛裝備混入盟軍內部以刺探情
報並擾亂秩序，配合裝甲旅發起奇襲。行動的最終目的
是奪取至少一座橫跨默茲河的橋樑，但由於缺乏足夠的
制服、裝備、車輛和人員，這一目標未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