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1871—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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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代以降，日本外务省为培养精通汉语的翻译人才，派遣留学生来华。具 

体而言，外务省 自1874年将留学生安排在北京学习，是对华派遣 留学生之始；至 1883年 

制定《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使留学生派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随后10余年间，留 

学生派遣制度在留学生选拔、在华培养及期满后安置等方面日臻完善；至1894年颁布《外 

务省留学生规程》时，将留华学生派遣纳入海外留学生派遣的整体制度框架；1919年又改 

将留华学生委托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但以失败告终。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与 

近代中国之关联不可小觑，且培养 出大量外交人才，在近代 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不过，受制于日本侵华政策，其最终沦为侵略附庸，折射出时代的光与影。 

关键词 日本 外务省 留华学生 留学生派遣 留学史 

在近代中日留学生史研究中，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而对日本人留学中国史 

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特别是关于对华派遣留学生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日本外务省对华 

派遣留学生制度，学界以往由于史料掌握不足，缺乏系统、深入的认识。① 本文在汲取前人成果的 

基础上，通过挖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等处保存的原始档案，以近代中日建交的 

1871年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 1931年为研究时段，考订、梳理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发展 

沿革，钩沉史实，揭橥意义，推动相关认识向纵深发展。② 

① 学界最早论述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的研究为桑兵的《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该文影 

响颇大，甚及 日本，在其启发下，日本方面也出现了两篇关于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专题论文，即砾安石r戟前 外耪省 

中国，＼ 留学生派遣；= 0 ——明治 ·大正期老中心6r_j及大里浩秋r在萃本邦辅给生，第一檀加 第三獯圭 J(原载『中国 

研究月赧 2007年9月号，后收入大里浩秋、繇安石编f留学生派遣加 见允近代日中阴栎史』、御茶 水言房、2009年；中文译本 

见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近现代中日留学生史研究新动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此外，就外务省委托东亚同文书院问 

题，还有松谷昭赓r柬亚同文言院 外耪省留学生 派遣：l91O—2O年代 委匏教育老中心l：j(『教育学研究集绿』27号、2003 

年)。以上四文各有侧重，但对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仍留有研究空间。以上研究现状从侧面说明了还原这段历史的研究难 

度及学术意义。本文写作过程中深受诸位学者嘉惠，专此鸣谢! 

(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相关历史称谓，为保留历史原貌，本文在引用史料记述时保留“清国”“支那”等专用名词，其余做相 

应翻译。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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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壁 垡旦奎 查宣 堡 壁学生制度(1871—1931) 

let本自古师法中国，隋唐时已多次派员随使节来华，留居长安求学。这些被称为“留学生”的 

日本人学成后将中华文化带回日本，对古代 let本国家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不过，自公元 

894年停派遣唐使后，虽仍有僧侣及个人来华求经求学，但日本官方出于各种原因再未正式派员来 

华留学。日本重提对华派遣留学生，已是德川幕府末年。1867年末，日本长崎奉行致书清政府江 

南道应宝时，提及“今者更有禀请 ，欲赴贵地传习学术或经营商业、就便侨寓。向后或有此等人来， 

望为照应。”②即，请求清政府准许日本人来华“传习学术”及经商侨居。应宝时旋即就此请示时任 

上海通商大臣曾国藩，曾国藩在与日方确认“传习学术”意指日本派员来华求学后，批示“将来答复 

时仍宜申明，如来人专习中国学术，决不吝惜”。③ 可见清政府已同意 日本的请求。只是此时日本 

恰逢政权更替动荡，留学生派遣暂未成行。 

明治维新后 ，日本新政权开始依照近代国际规则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遂将对华建交提上议事 

日程。1870年，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华商讨建交，与清政府基本达成缔约意向。同时，日本 

在交涉中也意识到缺乏精通汉语的翻译人才。当时日本官员虽多通汉文，可与中国官员笔谈交流， 

但在处理外交谈判等重大事宜时，仍需专职翻译。过去在长崎对华贸易中担任翻译的唐通事，也随 

德川幕府的崩溃而没落，仅数人(如郑永宁、颖川重宽、颖川雅文等)进入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外务 

省，在对华交涉中担任译官，这无法满足外务省对汉语翻译 日渐增多的需求。为此，明治政府在 

1871年5月遣使来华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之际，派遣福岛九成等七人来华留学，重启 

停滞千年的对华官派留学生制度。七人来华前大多具有 良好的汉学及英语基础，在近两年的留学 

中不仅在沪学习汉语并赴各地游历考察，部分人还中途转赴香港学习英语。首次留华学生派遣虽 

非专为外务省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但一定程度上已达到此目的。④ 

不过，外务省对汉语翻译人才的需求仍存在缺口。为此，外务省早在 1871年2月便开办“汉语 

学所”⑤，由郑永宁任“督长”，教师多为唐通事出身，学生也多是通事子弟⑥，可见外务省希望利用 

原有唐通事系统尽快培养汉语翻译。该校随后并人东京外国语学校，发展成其“汉语专业”，继续 

培养汉语人才。⑦ 不过，学校体系下的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如何在短期内弥补人才缺口仍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于是，外务省在 1874年3月 17日向太政官提议，在柳原前光来华出任驻华特命全权公使之 

际，从“文部省汉语学校”(即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专业学生中择两三人随行，赴北京学习北京官 

① 参见高明士《日本古代学校教育的兴衰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教育文化圈在东亚之形成的研究之一》，台北，学海出版社 

1977年版，第232页。 

② 《附件一 日本长崎奉行河津伊豆守来书》(庆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同治年间中日经 

贸交往清档》，《历史档案)2008年第2期，第 12一l3页。亦见外辫省『外辫省 日煞』(明治三年第一号至同年第六号)、早稻田大学 

因害馆葳、力0504299。 

③ 《附件三 上海通商大臣曾国藩批文》(同治七年九月初九日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同治年间中日经贸交往清 

档》，《历史档案))2008年第2期，第18页。 

④ 参见谭皓《近代 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考略》，《抗 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 

⑤ 外榜省百年史编纂委员舍鳊『外耪省 百年』上卷、原富房、1969年、78页。 

⑥ 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第22页。 

⑦ 小林立r败戟圭 中国语教育(赧告／一 )J、『香川大学一般教育研究』卷2、香川大学一般教育部、1972年、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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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及“吏文体”①，以满足对华外交时口译及文书往来的需要。 

明治政府中央各省为培养专门人才而独自对外派遣留学生已有先例。如大藏省、工部省、开拓 

使曾先后于 187l一1873年派员赴英、美、法、俄等国学习农学、灯塔及测量技术，以及工矿技术 ， 

陆军省还曾于 1873年末派遣七名军官来华留学。③ 而外务省也曾于 1872年在花房义质赴俄出任 

临时代理公使时派员随行留学，并担任公使馆书记见习。④ 所谓“书记见习”即见习秘书之意。不 

过，由于主管留学生派遣事务的文部省此时正在制定规章制度，整顿原有制度，而外务省的提案与 

之有所抵触。虽然文部省做出让步，向太政官提供了三名学生名单，但太政官在权衡利弊后于4月 

9日仍回绝了外务省。⑨ 

此时，外务省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发挥了作用。4月20日外务卿寺岛宗则复函太政大臣三条实 

美，转为提出折衷方案，即既然 日本国内不方便派员来华，建议从在华 日本人中择优选派学习汉 

语。⑥ 如此既不违文部省新政，又可立即实现培养汉语翻译的计划。折衷案最终得到三条的同意。 

4月 30日，三条致函柳原前光，命其于已在“清国留学”者中，挑选两三人担任“公使馆书记见习” 

以“传习该国语学”，每月给予洋银 100元补助。⑦ 外务省最终于8月 11日(柳原已于7月抵京)分 

别任命郑永昌、片桐让之为“清国北京公使馆附二等书记见习”和“三等书记见习”。⑧ 两人虽非由 

外务省从国内派出，亦无“留学生”之名，但这确是外务省在驻北京公使馆中安置留学生培养汉语 

翻译人才的最初尝试，为随后正式的留学生派遣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在成功“派遣”两人后，1875年 11月 7日寺岛再度致函三条，要求从文部省学生中增派留学 

生。寺岛此次提案与前次并无大异，但因其一再重申对华派遣留学生学习汉语、了解国情的重要 

性，三条不好拒绝；加之此前文部省已让步，且派遣经费由公使馆经费负担，主管财政的大藏省并无 

异议 ，于是三条在大藏省表态当天(11月 29日)便予以批准。⑨ 至此 ，外务省一年前的提案终获全 

盘批准。外务省于 1876年增派中田敬义、颖川丰太郎(即颖川高清)和富田祭福三人来华留学⑩， 

使留学生派遣得以延续。 

不过，由于缺乏制度规划，此后外务省虽亦派遣留华学生⑩，但相关记述在档案中出现数年空 

白，表明留学生派遣并未常态化。这一状态直至 1883年才发生改变。 

据一份题为《北京留学生增员及建议》、署名“公信局局长”的文件显示，1883年4月外务省反 

思留华学生派遣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提案，其后附有一份周详的《清国北 

① JACAR(7， 7，屋史资料七’／夕一)Ref．A01000005800、留学者 撰三吉记见留 命三／月俸支给(国立公文言馆)。 

② 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B16080849000、2．阴拓使之部(外耪省外交史料馆)；JACAR(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B16080849200、4．工部省之部(外耪省外交史料馆)；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B16080849300、5．大葳 

省之部(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③ 参见谭皓《近代 日本军方首批留华学生考略》，《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 1期。 

④ 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 A01100054600、清国留学生御手当／俄上申(国立公文害馆)。 

⑤ JACAR(7， 丁蜃史资料七’／夕一)Re￡A01000005800、留学者罗撰 三害记兄留 命 月俸支给(国立公文言馆)。 

⑥ JACAR(丁 7，屋史资料七’／夕--)Ref．AO1100053500、清国北京公使馆害记见留人撰／饿柳原公使 御委任／馕伺(国 

立公文言馆)。 

⑦ 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A01100053500、清国北京公使馆害记见留人撰／俄柳原公使，＼御委任／饯伺(国 

立公文言馆) 

⑧ 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A01000005800、留学者 撰 三吉记见留罗命j，月俸支给(国立公文言馆)。 

⑨ JACAR( 7，屉史资料七’／夕一)Ref．A01100103100、清国北京公使馆附害言己见留增员／儇伺(国立公文言馆)。 

⑩ 柬亚同文会编『统对支回颜碌』下卷、原富房、1981年、137页。 

⑧ 如 1880年曾派遣吴永寿来华留学。参见柬亚同文会编『绕对支回颊绿』下卷、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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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喳 达 旦查 查宣 壑学生制度(1871一l931) 

京留学生徒规则案》(共 12条)。① 此次提案出自是时已留学期满并供职外务省的中lit敬义之 
-T~，而促使其提案的深层原因是为处理前一年爆发的朝鲜壬午兵变而与清政府交涉时受到的 

刺激。 

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清政府采纳驻 日公使黎庶昌的建议，于8月7日任命淮军将领吴 

长庆为朝鲜事务大臣、袁世凯任帮办大臣，二人率军进入朝鲜，使事变得以平息。③ 日本派遣外务 

卿井上馨、是时转任驻朝鲜公使的花房义质，并由中田任翻译，前往朝鲜与清、朝两国政府交涉。他 

们在朝鲜京城滞留近半年，与袁世凯等中方官员进行了多次磋商，但未尝到多少甜头。这段经历对 

中田刺激颇深，如其在提案指出“何况如值朝鲜事件之际，应以何措办?届时将急需合适人材”便 

有感于此。中田于同年 12月归国，至翌年 3月升任外务省御用挂兼秘书官后④，旋即向公信局局 

长浅田德则进言对华派遣留学生事宜，遂有此提案。在中田看来，为应对不断增多的中日朝外务交 

往，必须加大留华学生派遣力度；而外务省此前派遣未获满意收效，主要由于缺乏制度约束，所以将 

提案的重心置于规章制定上。 

随后，该提案于 1883年 6月2日由代理外务卿的外务大辅吉田清成提交给太政大臣三条，并 

于7月 12日获得批准。至同年 8月，外务省以前述《清国北京留学生徒规则案》为底本，正式颁布 

《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共 12条)⑤，成为外务省同时也是近代 日本第一部对华派遣留学生章程 

和操作指南。 

《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规定：留学生前往北京留学，年限为三年；留学期间应学习汉语及吏牍 

文，同时“讲读其国之经史”，并受 日本驻北京公使全权管理；留学期满后对外务省有“偿还”义务， 

须在外务省工作满五年；留学生须有两名保证人，“由两名东京府内居住且身份可靠、拥有财产的 

人士担任”等。 

可见，作为近代 日本第一部留华学生选拔派遣章程，“规则”吸收了此前外务省留华学生派遣 

的经验教训，明确了留学期限、留学中管理权责归属、留学期满后安置等关乎留学效果的实际问题， 

并在制度建设层面首次明确了其“留学生”身份，虽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如对担保人要求限制 

了可申请人员范围，并使担保人因素可能影响留学生选拔)，但在近代 日本对华派遣留学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外务省经 1871年日本首次对华派遣留学生及 1874年起独自选派留华学生，对 

留学生派遣制度性质的认识由“不 自觉”转为“自觉”，终将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这一时期的外务省留华学生详见表 1。 

表 1 1871--1882年外务省(及中央政府 )对华派遣留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别名) 来华留学时间 结束留学时间 留学地 

1 福岛礼助(福岛九成 、福岛武韶) 1871．5 1873．9．30(护) 上海 

2 成富忠藏(成富清风) 1871 1873．3．2(护) 上海 

3 水野淳造(水野遵、水野淳藏) 1871．5 1873．8．13(护) 上海、香港 

① JACAR(7， 7，屋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10000、2．北京留学生增员／俄=付建凝 明治十六年四月(外耪省外交 

史料馆)。 

② 柬亚同文会编『统对支回颜绿』下卷、139页。 

③ 戴东阳：《晚清驻 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37—147页。 

④ 柬亚同文会编『绕对支回颜碌』下卷、137页。 

⑤ 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B16080810000、2．北京留学生增其／伐：付建蕺 明治十六年四月(外祷省外交 

史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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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姓名(别名) 来华留学时间 结束留学时间 留学地 

4 黑冈勇之助(黑冈勇之丞、黑冈季备) 1871．5．30(发) 1873．8 上海 

5 小牧善次郎(小牧昌业) 1871．5．25(发) 1872．11．14(护) 上海 、香港 

6 伊地知清次郎(伊地知季方) 1871．5．25(发) 1872．11．14(护) 上海、香港 

7 桑原戒平(桑原义质) 1871．5．25(发) 1872．11．14(护) 上海、香港 

8 郑永昌 1874．4．30 1877 北京 

9 片桐让之 1874．4．30 不详 北京 

1O 中田敬义 1876．3 l881．1 北京 

l1 颖川丰太郎(颖川高清) 1876．3 1880 北京 

12 富田祭福 1876．3 不详 北京 

13 吴永寿 1880．3 不详 北京 

说明：本表根据外务省档案中相关记载整理而成，其 中前7人为中央政府派遣，非外务省单独派遣。此外，关于特殊标记(亦 

适用于表2、3)， 为正式任命或解任留学生日期，“护”为返还护照日期，“考”为参加选拔考试时间，‘‘发”为启程来华时间，‘‘着” 

为抵达时间，(不详)为尚无档案记录支撑，未标志者为大体时间。 

在《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制定颁布后至甲午战前的十年问，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得到 

进一步发展。 

首先，引人留学生选拔考试。外务省最初关于留学生人选主要依靠推荐人举荐，并未引人选拔 

考试，这很难保证留学生质量。为此，外务省在提案获准后旋即于 1883年 7月举行选拔考试，选拔 

出濑川浅之进、田边熊三郎和西源四郎三人。他们最终于 8月 18日与铃木行雄(外务省御用挂)、 

吴大五郎(已在京留学)五人一并被任命为“第一期清国留学生”，前往北京留学。至翌年 7月 24 

日，外务省又以相同形式选拔出大河平隆则、足立忠八郎和丰岛舍松(三人系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 

专业学生)，与山崎龟造、山冈直记(推荐人举荐)及中西正树、横田三郎(已在华留学)一并被任命 

为“第二期清国留学生”。可见，在《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制定及出台后，外务省就留学人选虽仍 

照顾本省官员、受举荐者或已在华自费留学者，但主要依靠考试选拔，使留学生派遣更为规范，生源 

质量亦更有保障。 

其次，在华留学地增多。外务省最初仅将留学生派往设有公使馆的北京留学，但至 1884年 4 

月日本驻华公使梗本武扬致函外务卿井上馨，在肯定派遣留学生之意义后，笔锋一转指出现有派遣 

人数有限，“难保不无疾病等其他问题。而北京官话于清国南方只为官员通用，于农工商贾之徒并 

不通行，多有不便。仅派遣五名生徒，恐无法达到最初目的。为此，若在此基础上再精选五至七名 

语学生，分遣南北地方，该生徒等他日成业之时，定将于南北各处派上用场”。① 梗本指出现行制度 

存在两点问题：一是定员规模尚小，若有学生因病不能完成学业，将影响留学收效；二是将留学地限 

于北京，虽有助于学习北京官话以与中央政界交涉，但若与中国南方工商业界往来，还需掌握其他 

① JACAR( 7，屋史资料七 夕--)Ref．B16080810500、7．留学年限延长／镬檀本公使丑}J案申／件 明治十七年四月 

(外旃省外交史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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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故此建议增派留学生五至七人，分遣南北各地，以备Et后之需。 

梗本的意见得到井上认可。同年 5月 21 Et，井上将梗本的意见汇报给左大臣炽仁亲王，并进 
一 步提出详细方案，即“向天津、上海两处各追加两人，北京增员三人，合计追加派遣七人。”①该案 

随后获批。于是，从“第二期清国留学生”起留华学生的留学地已由北京一地增为京、津、沪三地。 

不仅如此，留学生在华留学期间亦有转至别地学习的情况。如在沪学习的大河平隆则和足立 

忠八郎于1885年5月25日向外务省提交了《留学地点变更申请》，指出本欲在沪聘请教师学习南 

京官话及官牍 ，但因上海固有方言，在沪学习不无隔靴搔痒之感，特申请转赴长江沿岸之汉口、宜昌 

留学，并解释说“二港居清国之中心，于我交际及贸易上之事宜，早晚为最值得视察讲究之处，得益 

不少哉”。② 这一申请合情合理，得到了外务省的基本同意。但为便于管理，二人都被安排到已设 

有领事馆的汉 口学习。随后，中西、山冈、田边和丰岛四人也出于相似原因转赴北京、上海、镇江及 

九江学习。③ 其实，当时日本赴海外留学者大多不限于留学一国，有的甚至先后辗转数国学习。，④ 

既然赴多国留学都为常态，那么为更好地学习汉语在中国国内流动便不是问题。 

再次，留学期满者得到妥善安置。随着留华制度的发展，如何安置留学期满者成为外务省亟待 

解决的问题。对此，1887年 1月7日，日本驻上海领事河上谨一基于对留学生实际情况的了解向 

外务省提供建议。他认为留学生虽留学期满，但语言能力尚显不足，直接入职外务省恐难胜任，故 

而建议将其“可先聘为驻清国公使馆或领事馆之附属语学生，每天从事半 日或数小时馆内事务，余 

暇学习英语。”⑤这一观点虽有“以留学欧美者为贵”的意味，但也基本符合当时不通英语无法从事 

外交工作的实际状况。于是，外务省采纳河上意见，于同年 6月决定将留学期满者或转派至香港学 

习英语 ，或任命为 El本驻华各使领馆“附属语学生”。其中，小田切万寿之助、山崎龟造及大河平隆 

则三人作为首批人选被派往香港，入皇仁书院继续学习英语和汉语；而横田三郎、中西正树、足立忠 

八郎、丰岛舍松则分赴 Et本驻北京、天津、汉El和香港使馆任“附属语学生”⑥，他们上午负责使领馆 

勤务，下午学习汉语及英语。从头衔中仍有“学生”二字来看，其尚不属于外务省正式官员。 

其实，留学生成为外务省官员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的最初 10余年间， 

留学生留学期满后便直接人职外务省。不过，几乎就在外务省任命“语学生”的同时，明治天皇于 

1887年 7月 23日批准了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提案，通过了明治政府首部文官录用规则，其中 

规定 日后录用官员必须按此规章考试选拔。⑦ 这便打乱了外务省原有人事安排，但规章第20条规 

定“教官、技术官、其他特别之学术技艺者”可免试任官，为专业技术人员留下余地。明治政府据此 

于 1888年 5月 28日规定东京电信技校毕业生可直接任用为通信技师，这也使外务省看到了希望。 

同年 12月 18日外务省致函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提出“外务省清国留学生”亦为技术人才，应 

① 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10600、8．留学生增派二阴三／左大臣=上申／，件 明治十七年五月(外瓣 

省外交史料馆)。 

② JACAR(7， 7，屉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11600、2．上海领事馆／部(外旃省外交史料馆)。 

③ JACAR(7， 7，屉史资料七 夕一)Ref．B16080811600、2．上海领事馆／部(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④ 外务省及文部省留学生多留学数国，其中文部省要求其留华学生除来华留学外，须前往德国等 国研究汉学。参见谭皓 

《试论近代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抗 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 

⑤ JACAR(丁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11300、(O．题名 L)(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⑥ JACAR(7， 屋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11300、(O．题名 L)(外耪省外交史料馆)。对此，桑兵曾提及 日本为 

培养学生“学习广东话 ，还曾派人到香港皇仁书院留学”(《近代 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 16O一161页)，其 

实还包括英语。 

⑦ JACAR(了，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A03020013500、御署名原本 ·明治二十年 ·勒令第三十七号 文官斌骏斌藕及 

见留规刖(国立公文害馆)。 

】05 



抗 日战争研究 2017年第2期 

参照前例免试任官。最终，明治政府于 1889年2月25日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正式颁布《阁令案》， 

指出“外务省派遣清国留学生毕业者中，在清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在香港领事馆附属语学生并练习 

事务者，可直接任命为该省判任官”。① 所谓判任官，在明治初年时属八等出仕之下，即便在后来明 

治宪法下也只是官员最末一级。不过，这毕竟使外务省留华学生在留学期满后得以跻身官员序列， 

为留华学生成为外交官铺平了道路。 

总之，在 1883年《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颁布后的10余年间，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在 

留学生选拔、在华培养及期满后安置三方面日臻完善，取得长足发展。这一时期的外务省留华学生 

详 见表 2。 

表2 1883--1893年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别名) 来华留学时间 结束留学时间 留学地 

l 铃木行雄 1883．8．18 l885 北京 

2 濑川浅之进 1883．8．18 不详 北京 

3 田边熊三郎 1883．8．18 不详 北京、上海 、镇江、香港 

4 西源四郎 1883．8．18 1885．9 北京 

5 吴大五郎 1883．10．10 1886．3．29 北京 

6 大河平隆则 1884．7．24 1890 上海、汉口、香港 

7 足立忠八郎 1884．7．24 不详 上海、汉口 

8 山冈直记 1884．7．24 不详 北京、上海 

9 丰岛舍松 1884．7．24 1889．4 上海、江西、香港 

10 中西正树 1884．7．24 1886 天津 、北京 

11 山崎龟造(山崎桂) 1884．7．24 1890 北京 、香港 

12 横田三郎 1884 1886 北京 

13 铃木恭贤 1884．11 1887．10 福州 

14 小田切万寿之助 1886．3．2 1887 天津 、香港 

15 天野恭太郎 1887．10．1 不详 北京 

16 高洲太助 1888．5．24 不详 香港 、芝罘、北京 

17 河野西 1890．12．30 不详 芝罘 

18 速水一孔 1891．9 不详 北京、上海 

说明：1．本表根据外务省相关档案记载整理而成。2．关于特殊标记，参见表 1。 

随着时局的变化及派遣制度的演进，1894—1931年问外务省对华留学生派遣制度发生了两方 

面变化。 

第一，颁布《外务省留学生规程》，将留华学生派遣纳入海外留学生派遣的整体制度框架。 

外务省虽 自明治初年便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并针对留华学生制定了留学章程，但一直未针对全 

① JACAR(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A01200753400、外祷省派遣清国留学生卒棠者=三／于在清国公使馆领事馆又，、 

在香港领事馆附话学生 南lJ事耩楝智／者一直=同省判任官=任灭， j -y得(国立公文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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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留学生制定统一规章。在 1892年 8月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诞生，陆奥宗光任外务大臣后
，这一 

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其实，陆奥主要目标是改革官制。据参与改革的原敬记述：外务省自创设以 

来，虽在外务卿、外务大臣层面有岩仓具视、寺岛宗则、井上馨和大隈重信等能员，但至基层人员层 

面则缺乏有效的选拔机制，无法确保其素质和能力，因而急需改革。① 同时，由于外务省留学生留 

学期满后可直接升任外务省书记生，而书记生又是外交使领等的后备人选，所以对留学生的选拔理 

应慎重处置。但“以往留学生相关录取规则有诸多不明之处，仅以能草拟一篇汉文便派赴清国及 

朝鲜留学，或以能解一国外语便充任欧美留学生，毕业后多不能为外务省所用。为断然铲除此等弊 

端，非制定留学生录用规则不可”。② 于是，制定一部针对全体留学生的派遣章程成为外务省此次 

改革的要务之一。 

最终，明治政府于 1893年 11月 24日颁布《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规则》，并于翌年 1月 17日以 

“外务省令第 1号”颁布《外务省留学生规程》(共 23条)。③ 若将 1883年颁布的《清国北京留学生 

徒规则》与此次“规程”比对，可以发现后者虽更为详细、公平(如明确规定了留学及旅费补助金额， 

删除对担保人须为东京府人士的限制，使在东京无亲无故的地方生源亦拥有申请权利)，但整体上 

仍沿袭前者规定(如对留学生申请人及担保人资格、留学期限三年、留学期间若出现违规等特殊情 

况及留学期满后未能达到任职期限时须偿还留学补助等)。可见，前者可谓后者之蓝本，展现出外 

务省留学生派遣制度的脉络谱系。此外，将汉语作为外务省培养“清、韩、俄、西班牙”四种语言之 

首选 ，也说明了外务省对培养胜任对华交涉的外交人员的重视超过余者。 

于是，外务省 自1894年 3月开始依照“规程”选派留学生，首次选拔时就“清、韩、俄、西班牙” 

语各录取一人，其中船津辰一郎成为首位“汉语留学生”。④ 至此，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由单独选 

派转为纳人海外留学生派遣的整体框架，与其他语种一同选拔。 

不过，此次“规程”虽较之前有所进步，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问题，而对其感触最深者，莫过 

于负责留学生现地管理的驻华公使。1902年 8月 26日，日本“在清国特命全权公使”内田康哉致 

函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介绍欧美主要国家对华官派留学制度特点的基础上，用长文对外务省现 

行“规程”的实施状况，以及考试规则、监管方法及留学生毕业后录用标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详细分析，最后提出五点改革建议：1．外务省留华学生须录用“寻常中学”毕业以上学力者、书记 

生考试及同等考试合格者，考试科 目中的外语为英语、法语；2．应额定六人，派往北京，居住于公使 

馆内或其他指定场所；3．应处于公使的全权监督下，公使从馆员内任命监督主任，须每六个月进行 
一 次考试；4．须学习汉语及英语、法语 ，并从国际公法、刑法、商法及经济学中选择题 目进行研究， 

每年上交一次论文，经公使上呈外务大臣；5．三年留学期满之时进行毕业考试，合格者可任命为七 

级以上的外务书记生，派往驻华使领馆工作；其中成绩优异者，可派往驻欧美使领馆。⑧ 

分析可知，内田是在参考、比较欧美国家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经验得失后，从留学生选拔、派 

遣、培养、监督及录用五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得到小村的首肯。同年 1O月小村回复内田， 

在全面采纳内田建议的基础上，指出因该年度留学生已参照以往“规程”选拔完毕并计划派往北 

京，所以将从明年开始斟酌留学生派遣状况，在经费允许的范围内修改原有规程并制定新的奖励 

① 原敬『外交官领事官制度』、警醒社、1899年、2—3页。 

② 原敬r外耪省所管官制改革始末J、外矜省百年史鳊纂委其会编『外榜省 百年』上卷、249页。 

③ 外榜省百年史鳊纂委员会鳊『外耪省 百年』上卷、221_224页。 

④ r外耪省月赧J(明治二十七年六月分)、『外耪省月赧 第 1卷 自明治25年至明治32年』、外辩省外交史料馆、分颊番 

号：外 ·赧 1、4页。 

⑤ JACAR(7， 7，蜃史资料七’／少一)Ref．B16080849900、1 J在支那帝国公使馆(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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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于是，在 1894年版“规程”运行近 10年后，外务省于 1903年 7月 11日再次以“外务省令第 1 

号”颁布新的《外务省留学生规程》。新“规程”在采纳内田建议的基础上，将留学语种扩大至“汉、 

俄、西班牙、暹罗(泰国)、土耳其、葡萄牙、意大利、马来、印度”九种，反映出日本在欧洲及东南亚等 

地开展外交的深入；要求外务省留学生除学习留学地语种外，还须兼习英、法两门语言之一；留学生 

监督须每六个月对每名留学生进行考试，并将成绩汇报给外务大臣；选拔考试科目增加为“往复 

文”(以日文及留学 目的语种撰写)、外语(留学 目的语种)、数学、簿记(记录)、地理(日本及外国地 

理)、历史(日本及外国历史)、书写(楷行草)七门；留华学生补助年额、支度料(准备金)和日补贴 

分别增至 日元 1200元、100元和5元。① 随后，外务省又于 1906、1910、1912、1916及 1918年先后 

数次修订，但除留学生语种变为“汉、蒙古、俄、瑞典、西班牙、暹罗、荷兰、土耳其、葡萄牙、意大利、 

马来、波斯、印度”13种及选拔考试增至两回外②，主体部分已稳定下来。 

在 1894--1918年的24年问，外务省共举行 2O次留学生选拔考试，录取 93人，其中汉语留学 

生30人③，约 1／3，反映出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始终是其海外留学生派遣的重心。这也与当 

时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及 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等历史事件相关联，表现出日本对华外务交涉的 

增多，对汉语翻译人才需求相应增大。 

第二，因学习环境变化和生源危机，外务省开启留华学生委托培养模式。 
一 方面，自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后，中Et关系紧张，中国社会的反 日情绪不断高涨，日本 

驻北京公使馆认为很难再将留学生安排到中国学校学习。另一方面，据 1919年7月外务大臣内田 

康哉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发函所示，报考“汉语留学生”者逐年减少，外务省遭遇生源危 

机。④ 当然，这并非当时 日本人对中国漠不关心，而是由于 日中贸易发展迅速，汉语专业的日本学 

生大多计划学成后赴工资相对丰厚的公司商社就职，而非报考日后须服从外务省安排工作的留华 

学生。如此一来 ，报考外务省留学生人数逐年减少。 

此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进入外务省视野。该校主要培养对华贸易人才，加之有东亚同文会和 

日本外务省支持，在 日本国内颇具盛名，每年都有大量学生报考该校，仅录取者就有百余人。⑤ 可 

见，该校生源充足，且具有一定的办学经验。于是，外务省便于 1919年与该校沟通，提议从其毕业 

生中择优选拔学生免试任命为外务省留学生，继续学习汉语及蒙古语三年，期满后录用为外务省书 

记生。 这既可借该校之力确保招募到优秀生源充任留学生，也可回避将学生安排到中国学校后 

的一系列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其实，外务省早在 1907年就有过将第 9次选派的市川信也等五人由北京转往该校学习的先 

例④，所以实际操作并不困难。于是，外务省于 1919年 11月将同年第 21次考试录取的前 田正胜 

等五人派往东亚同文书院，开启了外务省留华学生的委托教育模式。⑧ 随后，外务省又于 1920年 

① 外耪大臣官房人事裸编纂『外耪省年鳢』(大正四年)、外耪大臣官房人事课、1915年、97—1O2页。 

② 外辫大臣官房人事稞编纂『外耪省年鳢』(大正四年)、93、95页。其中，首回考察作文(日语及留学目的语种)和翻译、听写及 

会话(留学目的语种)，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次回考试，次回考察法学通论、国际公法大意、经济学大意、19世纪以来之世界历史 

③ 外耪大臣官房人事课编纂『外耪省年镒(二)』(昭和 l7年)、外耪大臣官房人事课、1942年、22—_29页(外耪省留学生试 

骏合格者)。 

④ JACAR(7 丁蜃史资料七、／夕--)Ref．B16080850500、7)在上海柬亚同文言I％／分割 1(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⑤ l柬亚同文害院、同大学、同寄P1部卒桨者数统计表J、|苊友会『柬亚同文吉院大学史』、生生印刷株式会社、1955年、337页。 

⑥ 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Ref．BI6080850500、7)在上海柬亚同文言院／分割 1(外辫省外交史料馆)。 

(Z) JACAR(7' 7，蜃史资料七二／夕～)Ref．B16080849900、1)在支那帝国公使馆(外旃省外交史料馆)。 

⑥ JACAR(7， 丁屋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50500、7)在上海柬亚同文害院／分割 1(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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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修订《外务省留学生规程》，增设“省费委托学生”一项，将委托培养模式制度化
。① 不 

过，新规中并未沿用原有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中录取留学生的计划，而是仍坚持独 自招生
，随 

后委托给其培养。如此一来 ，外务省既可从计划报考该校的学生中争得生源
，又可掌握留学生 

选派的自主权。截至 1926年(第 26次)为止 ，外务省向东亚同文书院派遣了六期
，共 27名“委 

托生”。 

不过，委托培养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大部分委托生学业进展缓慢，成绩很不理想。据外务省 

档案中收录的东亚同文书院发回的委托生成绩单显示，第一期五名委托生的成绩岂止不理想，简 

直可用“糟糕”形容。其中，1920年时各科平均分仅为“丙”，甚至“丁”，鲜有达到“乙”者；至 

1921年，虽前田、池田及卫藤三人略有起色，但横山的成绩仍不理想，而奥山更因成绩较差而被 

勒令留级。② 随后几期委托生的情况亦大体相似，大半排名中下。③ 外务省虽从委托东亚同文会 

择优甄选生源④及制定《东亚同文书院委托学生要项》(共 8条)⑤强化管理两方面进行调整，但收 

效有限。 

至 1922年第一期委托生在沪留学期满时，是时已任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船津辰一郎致函外务 

省，指出委托生在校三年间修习大量科 目，占用了汉语学习时间，汉语能力有待提升，因此提议应将 

其再派往北京学习一两年。⑥该意见被外务省采纳，于是从 1922年委托生在东亚同文书院接受完 

委托培养后，又被派往北京继续留学。 

将委托生再次派往北京等地学习虽为补救之道，但终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委托培养模式下留 

学生成绩不佳的问题。换言之，这说明东亚同文书院的委托培养效果欠佳，委托生在汉语水平乃至 

整体学业成绩上均未达到外务省的要求。至 1926年，外务省一改将汉语留学生全部派往东亚同文 

书院的惯例，仅将五人中的上村清记、仁宫武夫、木岛清道三人继续派往上海委托培养，而将小黑俊 

太郎、古川武司留在北京学习；从 1927年不再将留学生派往该校，汉语留学生委托培养模式就此 

终结。 

总之，外务省虽将留华学生派遣纳人海外留学生派遣的整体框架，推动了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的进一步发展，但后来面对 日本侵略扩张背景下留学环境的恶化，转为留学生委托培养模式，希望 

借助 日本人在华开办学校一劳永逸地培养汉语留学生。结果证明其如意算盘落了空。至 1931年 

后，外务省留华学生时常被临时征调从军担任翻译，成为日本侵华战略的棋子。至此，外务省对华 

官派留学制度沦为日本侵略政策的附庸，随日本军国主义狂魔一同迷失在历史大潮中。这一时期 

的外务省留华学生详见表 3。 

表 3 l894—1931年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别名) 来华留学时间 结束留学时间 留学地 

1 船津辰一郎 1894．6．5 不详 北京 

2 深泽暹 1896．5．26(发) 不详 北京 

① JACAR(7， 丁蜃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50500、7)在上海束亚同文言院／分割 1(外掰省外交史料馆)。 

② 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50500、7)在上海柬亚同文言院／分割 1(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③ 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56900、1)柬亚同文言院委言乇学生：阴灭，L，件(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④ JACAR( 了，瞪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50600、7)在上海柬亚同文言院／分割 2(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⑤ JACAR(7， 7瞪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50600、7)在上海柬亚同文言院／分割2(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⑥ 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B16080856900、1)柬亚同文害院委言乇学生二阴灭，L，件(外矜省外交史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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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序号 姓名(别名) 来华留学时间 结束留学时间 留学地 

3 岩村成允 1897．8．16 不详 北京 

4 野口多内 1897．10．5 不详 北京 

5 池部政次 1898．10 不详 北京、芝罘、福州 

6 早 田良助 1898．10 不详 上海 

7 中烟荣 1898．11．30(着) 不详 汉 口、北京 

8 德永喜三 1900．9．22 不详 福州 

9 高森强太郎 1902．10．9 1905．5．10 北京 

10 大和久义郎 1902．10．9 1905．10．7 北京 

11 藤井元一 1902．10．9 1905．2．1 北京 

12 喜多川清 1903．11．26 不详 不详 

13 市川信也 1906．9(着) 不详 北京 、上海 

14 三浦一 1906．9(着) 不详 北京 、上海 

15 樽松宇平治 1906．9(着) 不详 北京 、上海 

16 小松正则 1906．9(着) 不详 北京 、上海 

17 饭田舁治 1906．9(着) 不详 北京 、上海 

18 河野清 1907．11．29 不详 北京 

19 高桥隆司 1911．7．31 不详 不详 

20 米内山庸夫 1911．7．31 不详 不详 

21 增井宗俊 1911．8．3 19l5．5．8 北京 

22 古泽宪介 1912．10．10 1916．4．18 不详 

23 泽村荒治 1912．10．10 不详 不详 

24 田中正一 1913．10．10 不详 不详 

25 长冈半六 l913．10．10 不详 不详 

26 清水亨 1914．9．21 不详 不详 

27 白井康 1914．9．21 不详 不详 

28 土桥贤 1915．10．25 不详 不详 

29 岛田才二郎 1916．10．14 不详 不详 

30 道明辉 1916．10．14 不详 不详 

31 桥本正康 1916．10．14 不详 不详 

32 前田正胜 1919．7(考) 不详 上海、北京 

33 奥山实太 1919．7(考) 1921 上海 

34 池田千嘉太 1919．7(考) 不详 上海 、北京 

35 横山要 1919．7(考) 不详 上海、北京 

36 卫藤隅三 1919．7(考) 1921 上海 

37 中田丰千代 1920．6(考) 不详 上海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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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序号 姓名(别名) 来华留学时间 结束留学时间 留学地 

38 今井贞治 1920．6(考) 不详 上海、北京 

39 村田久一 1920．6(考) 不详 上海、北京 

40 市川修三 1920．6(考) 不详 上海 、北京 

41 冈村正文(中村正文) 1920．6(考) 不详 上海、北京 

42 福井保光 1920．6(考) 不详 上海、北京 

43 小坂士 1921．4(考) 不详 上海 、北京 

44 小泽重则 1921．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45 八谷实 1921．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46 奥田乙治郎 1921．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47 桥爪友五郎 1921．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48 福间微 1922．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49 难波武雄 1922．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50 桥丸大吉 1922．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5l 泉水一人 1922．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52 关岛荣 1922．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53 小池静雄 1923．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54 棚平桂 1923．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55 杉本胜比古 1923．4(考) 不详 上海、北京 

56 上村清记 1926．4(考) 不详 上海 

57 仁宫武夫 1926．4(考) 不详 上海 

58 木岛清道 1926．4(考) 不详 上海 

59 小黑俊太郎 1926．4(考) 不详 北京 

60 金子二郎 1926．6．26(发) 不详 北京 

61 松平忠久 1927．6．2 不详 广东 、海南 

62 改发健韦占(改发龟之助) 1927．6．2 不详 北京 

63 菅原信雄 1928．4(考) 不详 北京 

64 植田修 1928．4(考) 不详 北京 

65 盛田敬一 1928．4(考) 不详 北京 

66 池田克巳 1929．4(考) 不详 北京(北平) 

67 吉川重藏 1929．4(考) 不详 北京(北平) 

68 山下善大 1929．4(考) 不详 北京(北平) 

69 藤岛健一 1929．4(考) 不详 北京(北平) 

表格说明：1．本表根据外耪大臣官房人事课编纂『外耪省年镒(二)』(昭和 17年)中『外习务省留学生斌验合格者J及 外务省相 

关档案整理而成。2．关于特殊标记，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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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除外务省外，日本陆军省(1873年)、大藏省 (1882年)、海军省(1883年)、农商务省(1898 

年)、文部省(1899年)也出于各自目的对华派遣了留学生。相较之下，外务省对华派遗留学生制度 

具有更为独特的意义。 

首先，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持续时间长，派遣人数多，与近代中国之关联不可小觑。外 

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发轫于中日建立近代外交关系的 1871年，成行于13本出兵侵略台湾的 

1874年，建制于中日围绕朝鲜壬午兵变磋商后、中法战争爆发前的 1883年，整合并人海外留学生 

派遣框架于甲午战前的 1894年，实施委托教育于巴黎和会召开的 1919年，随后经历战争与战败， 
一 直延续至今，可谓对华派遣留学生持续最长者。同时，据笔者粗略统计，1871一l931年间外务省 

共派遣近百人来华留学，占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为派遣人数最多者，且呈现逐年 

增加趋势。以上发展沿革、人数增多与中国近代史的诸多历史节点暗合，虽不无偶然性，但亦符合 

历史的内在逻辑，反映出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演进与中Et关系互动的关联。 

其次，外务省通过对华派遣留学生培养了大量外交人才，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别于陆军省培养军事谍报人员、文部省培养大学汉学相关讲座教授，以及大藏省和农商务省 

培养实业技术人才的派遣目的，外务省旨在通过对华派遣留学生以培养精通汉语的外交翻译人才。 

留学生在华期间不仅习得汉语，而且通过直接生活体验及在驻华使领馆中对外交实务的观摩，成为 

当时 日本了解中国并熟悉对华外交事务的“中国通”。留学期满后，他们大多升任书记生，由汉语 

翻译成长为胜任对华交涉的外交官，其佼佼者更是升任 日本驻华使领乃至外务省要职，参与近代中 

日关系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中。 

例如，1876年来华留学的中田敬义在 1879年(尚处留学期间)便于中日间围绕琉球问题的谈 

判中担任翻译，归国后又担任梗本武扬及陆奥宗光两位外务大臣的秘书。《马关条约》谈判期间， 

中田作为日方七名正式代表之一，与担任翻译的前大藏省留华学生井上陈政一同参加了这场决定 

近代中日国运的谈判。④ 

1886年来华留学的小田切万寿之助，在任 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期间，为扩张日本在华利权 

不遗余力，与中国各阶层人士均有密切交往。庚子事变发生后，他更是利用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 

广总督张之洞的笃厚私交，提出“东南互保”的建议，并在战时交涉、战后和议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 

影响。② 此外，他还在 1906年担任横滨正金银行董事长，转为 日本攫取对华政治经济权益服务，在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事件③及 1913年北洋政府向五国银行团签订善 

后大借款等一系列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94年来华留学的船津辰一郎，不仅在日本驻华使馆担任要职多年，在 1937年后更是受外务省 

委托秘密从事对华“和平”交涉工作，即所谓“船津工作”，并任汪伪政府及上海特别市政府经济顾问， 

随后受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委托再度参与对华交涉，即所谓“钱永铭工作”④，为 日本侵华战争服务。 

再如 1898来华留学的池部政次，至 20世纪20年代已升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三等书记官。他 

① JACAR(7， 7，屋史资料七’／夕--)Ref．B06150073200、r日清蒋和条约缔结一件／会见要碌J分割 1(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② 戴海斌：《义和团事变中的日本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o12年第3期。 

③ 杨华山：《论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汉 台萍“合办”风波》，《学术月刊}1998年第 11期。 

④ 沈予：《论抗日战争期间日蒋的“和平交涉”》，《历史研究》】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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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皓／试论近代El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1871—1931) 

通过留学时期与陈宝琛、罗振玉等溥仪近臣建立的人脉关系，频繁与溥仪接触，诱使其与Et本建立 

密切关系，为Et后伪满洲国的建立埋下伏笔。①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外务省留华学生在近代中13关 

系史上发挥之作用可见一斑。 

再次，受制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同样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比 

如，外务省 自1919年起将留学生安置于日本人在华开办之学校学习，这虽有现实原因，但极大地限 

制了留学生与中国社会的接触，使在华留学与在日本国内学习无异，丧失了留学的意义。其培养效 

果不佳也反映出此模式存在问题。再如，部分留学生成为日本侵华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沦为日 

本军国主义的帮凶。 

总之，伴随中Et两国激荡的近代化大潮，近代 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实现了诞生、发展、 

变迁，但最后沦为日本侵华战略的附庸，在中日关系史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折射出时代的光与影。 

[作者谭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暨田家炳教育书院讲师] 

(责任编辑：徐志民) 

《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出版 

陈谦平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1月出版，88．9万字，325元 

翁文灏早年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1912年获该校地质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从 

欧美获得地质学博士之第一人，回国后长期从事地质与矿业调查、勘探工作，但 日本 

侵华战争导致的家国灾难与山河破碎使其寝食难安。于是，他书生从政，知识救国， 

走向抗日救亡的第一线，先后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 

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部长、国防工业设计委员会主任、战时生产局局长、行政院副院长 

等重要职务，承担起战时经济建设的重任，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助手。本书选编的资 

料，除一件来 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档案外，其余全部来 自台北“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收录时限从 1935年至 1947年，但主要是 1937年以后翁文灏与蒋 

介石的来往电文，包括签呈、电报等重要档案。全文共分五大部分，一是战前政治、经 

济与外交，二是战时工矿建设，三是战时贸易与财政金融，四是战时政治、行政、科技、 

教育等，五是复员计划与战后接受，其中第二部分“战时工矿建设”是主要 内容，又分 

为“国防工业建设计划与实施”“吸收和if,0用外资”等 l7个方面。这些档案文件既反 

映了翁文灏为战时中国经济建设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而做 出的重要贡献，又反映了蒋 

介石与翁文灏之间的信任关系。因而，本书是研究抗战时期翁文灏及资源委员会不 

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汇编。(徐志民) 

①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2O_32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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