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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亞太地區，正經歷風起雲湧的政治變革，西力

東漸下的中國，率先喪失了香港的領土，令此地逐漸朝英國殖民地的

管治方式發展，漸而晉身為亞洲先進的行列。日人對這块土地從來不

感到陌生，蓋英人如何通過戰爭從清政府掠奪此地，足以為幕末明治

國中之士引為鑒戒，於是致力謀求富強之路。惟循文明學習的交流角

度，香港得力於英人建設，又地處東瀛至華南、東南亞必經的交通樞

紐，促成港日兩地人文活動的開展。

像這樣的相交網絡不是朝夕建立而成，自草創發展至成形階段，

它需要時間和經驗的沈澱。作為近代東方進入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日

本開始強調國際外交原則，與殖民地香港的法治精神互相契合。例如

對西方逐步確立的領事權限，本國在港領事館官員應有的政圈活動，

以及對本國僑民的關顧等等，構成日本海外派駐領事的工作重點。本

叢書篇首的《明治時期香港的日本人》即為日本領事紀錄當地事情與

國民的文本，反映了領事工作由簡而繁的整個過程。日本領事與中國

官僚、香港政要的各類官方交往，儼然是東亞外交史的一個縮影。

早期港日之間第二種交往的特徵，見諸東亞經濟的互動。明治

政府為設立完善的銀元本位，既委任活躍於中國貿易的英人協助調查

真假銀元，又引入香港鑄幣局機器及技術人員，漸而擴展至發鈔銀行

的申請。日人在港的各項經濟研調，說明日本視香港為成熟的資本市

場，尤可提供該國商企的海外據點。這種美麗的經濟幻想，因著強大

的英資控制，最終未見在明治前期得到充分開展。然而，在往後的歲

月裡，香港的金融、港口建設，以至商企規模、行業結構，均留下了



詳細的數據，反映日人對香港經濟命脈的洞悉。

第三種港日認識的關係，建基於本國對外的軍事佈置，形成獨特

的紀錄觀察。眾所周知，明治日本強軍政策，不斷強化內部的國家主

義，於鄰國亦漸而開展積極的大陸政策。海軍的建置是明治維新引以

為傲的時代產物，在還未與清廷爆發甲午戰爭之前，它已經在出兵台

灣和征韓問題上，首先看到制控大局的端倪，也就是盡速鍛煉本國海

軍，了解對手駐在港口的船艦情勢。十九世紀下半葉，日本軍艦軍官

過港訪問頻繁，應該理解為日本在東亞的海上戰略，故而對鯉魚門炮

台的佈雷、英國皇家戰艦型號等事物，特具筆錄的興趣。

作為文本研究，本書提供的不但是近代日本外交的直觀，而且

在其時日人在港的所見所聞中，不少均涉及十九世紀香港開埠以降的

新貌。這些現地紀錄，有別於過往殖民地政府的英文史料，側重上層

管治政策的宣傳。同時，也有別於晚清的中文史料，往往將香港事情

歸結於沈重的國族主義，缺少對在地居民的描畫。它代表著第三隻眼

睛，判斷香港在中英之間所以持續發展的原理，以另類的史料彌補香

港本土為人忽略的歷史角落。諸如街道的稱呼、風災的善後、海域的

救援，均為活潑的社區題材，將之視作早期香港的全紀錄，並不為

過，從中可與中英相關資料互相比對，得出不一樣的視野。

2012 年的夏天，中日關係因釣魚島問題再次陷入冰點，不少本

應是雙方學術文化層面分析的外交議題，轉瞬間成為了不能觸碰的政

治敏感地帶。在本書編註者中，李澤恩的研習課題是活潑多元的，從

香港史的領域出發，細緻如殖民地的郵票信箱，大至三年零八個月的

日英攻防戰，均不斷提供他深耕的歷史素材，在整理史料之餘，開始

注目於戰時日治台灣政府存留的香港紀錄。我因在大學教授香港史和

日本研究有年，對這些資料的價值早有觸及，但由於是日文資料，住

往只能列為另類參考，與學習者的關係仍為生疏，殊感可惜。於是又

找來同行好友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鍾寶賢教授，共同商議分卷編集的

可能，並著手譯文及註釋的事宜。

作為殖民地部的日人調查，香港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的

記載別具意義的。它源於領事館人員的在港紀錄，逐步擴充至日本僑

胞的居住活動，早期記載十分平實，擺脫了英文資料那種殖民地的述

事意識。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引擎開動，日人資金的流動、軍政要人

的走訪，自然觸及對香港金融、港口等制度的各種關注。復由戰爭的

部署與佔領，由大正至昭和時期，日人對本港各項企業及民生建設，

可謂瞭如指掌。從時局的推移上，略可順序組成一系列的香港觀察叢

書：第一冊《明治初年香港日本人》（記明治六年至二十二年間事，

1937 年出版）；第二冊的《香港工業》（大正四年，1915 年）、《香

港事情概要》（大正五年，1916 年）、《香港金融機關》（大正九年，

1920 年）、《香港要覽》（大正十一年，1922 年）；第三冊的《香港的

港勢和貿易》（大正十一年，1922 年）；第四冊的《香港水道調查報

告書》，（昭和十七年，1942 年）；第五冊的《軍政下的香港》（昭和

十七年，1942 年）；第六冊的《香港事情．南洋民族文化史》（昭和

十七年，1942 年）、《香港事情概要》（昭和十七年，1942 年）、《最

近的香港事情》（昭和十八年，1943 年）。

在漫長的學術編書構想之中，本叢書最後命名為《東瀛遺珠：近

代日本人的香港紀錄》，大家均認為文化分析應具備先行的角色，而

且希望儘可能以平常心看待亞洲地緣互動的事象。例如《明治時期香

港的日本人》，是本人唸大學的時代已愛讀的日文史料，內中看見日

本僑民海外謀生的辛酸事跡。由明治而大正，大正而昭和時期，赴港

日人仍然重視本地的經營環境，諸如銀行資料、香港產業、港口設置

等等，無一不可以與其他中英文一手原文中找到相關對照，形成耳目

一新的新史料。這些日人寫香港的書籍，到底有多少本子，至今俱無



定論，蓋內中分屬於領事館、殖民地部、軍部抑或個人名義書寫，形

式多變，內容不拘一格。尚幸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保存了相關

資料，現由國立台灣圖書館繼承藏品，我們今天不用大費周章到日本

編採，也可略窺全豹，留下香港寶貴的歷史檔案。

要處理浩繁的港日史料，史學界仍然有很多不同方法，彼此得

以互相參詳照應。就在本叢書緊鑼密鼓籌備之際，並找得京都大學經

濟學部畢業的梁英杰先生統籌第一卷中文翻譯事宜，喜聞吾友東京大

學博士李培德兄也聯同濱下武志教授編纂了純日文的類似叢書，題為

《近代亞洲的都市和日本：香港都市案內集成》，所收書目互有異同，

分別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由東京的書局出版了第一套 （1 — 6 卷）

和第二套 （7 — 13 卷）。全書出版價格可觀，而日文又非一般香港人

所能理解，更催促了本書付梓的決心。在梁君的極積籌劃下，本書的

第一、二冊分別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翔教授、樊敏麗教授譯出，如

期在兩年內付稿。香港方面，則由本人和浸會大學歷史系鍾寶賢教

授、李澤恩先生為本書多方解讀，提供詳細的註釋。

叢書編譯事業至為勞神，在此衷心感激香港三聯書店編輯梁偉基

博士，沒有他的精心策劃，本書難以用現時易讀易解的方式展示。作

為學術的讀物，本書有其相對專業的歷史人物、地名以及事件須要學

習。然而，作為本地受眾應可讀懂的歷史書，仍該賦予本書一種親切

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侯明女士的意見十分適切，提議在紛繁的歷

史事象當中，本書宜製作表例，將通用的中英日的官名、人名及機構

都列於互相參照的平台上，凡此大大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筆者在此

特別鳴謝。

趙�雨�樂

謹識於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2016 年 4 月 5 日

凡例

1.　本書根據一系列近代香港關係的日本書籍進行中文翻譯和註

解，成書意念上，以香港及中國讀者作首要對象。譯文務求以

精準的句譯方法為主，同時考慮中日之間的行文差異，個別句

子為求通俗易明，仍會參酌漢語語境，稍作適當的意譯，力求

信、達、雅兼備的譯文效果。

2.　本書翻譯的人名、地方、官職，常涉及日本人通用，卻非該國

以外地區常用的名詞。例如「清國」即「清朝」，「覺書」就是

我們所指的「備忘錄」，「總統」或「鎮台」都是意指駐港的「總

督」，「虛無黨」譯作「無政府主義者」比較明晰。為避免對此

等日本漢字的誤解，中文譯本仍採納香港慣用的名物方式，至

於部分英譯而來的日文片假名，則直接括以英語。個別中英日

職名之間的翻譯區別，謹附對照表於書後，以供參考。

3.　文獻是時代的產物，離不開特定時期的用語，從文本的建構

主義觀察行文者的書寫意識，未嘗不發人深省，反照歷史的原

型。故此，本書並不刻意迴避明治以後日本對外擴張的精神面

貌。例如從「皇國」（「我國」） 和「支那」，可主觀反映它對

中國的優越感，又如黃種、白種、有色人種等民族界別，均具

強烈的歧視和排他性。此類發乎日本政界的獨特表述，展露其

時的國家行為，均儘量於中譯本內予以保留。

4.　近代日本以天皇年號紀年，由明治到大正、昭和，時而與西曆

的時間觀念並行。為使讀者掌握人事發生的確實年代，本書在



只有日本年號記事的情形下，會加入西方年份為提示。至於人

物生卒，概以西曆為主，原文之中偶有日本年號與西曆兩者出

入之處，則考究史事的正確年代，加以修正。

5.　在翻譯過程中，由於涉及中國和香港兩套不同的稱呼，加上日

人書寫容有前後誤差，例如「李先得」和「李仙得」、「砵典乍」

和「砵甸乍」、「軒尼斯」和「軒尼詩」、「荷理活道」和「荷

李活道」等等，本書一律以後者的香港習慣說法為準則，俾令

讀者大眾感覺地道易明。

6.　書中人物豐富，述事錯綜，活動浩繁，凡編者認為須加說明

之處，皆另闢註解文字於後。或考證史實的真偽，或深究人脈

和制度，或聯繫前因與後果，方便讀者延伸學習，繼續學術查

考。

7.　為行文之便，編者或直接在原文段落中加上「編者按」的字

眼。此等按語，代表編者、譯者和註者的統一看法，在無意改

動原書敘文的情況下，標示閱讀時應該注意的地方，當中並不

涉及政治理念前設，凡此在這裡略作說明。

中英日詞彙對照表

日本漢語 中文 英文

支那 中國 China

支那舢舨 中國小船（戎船） Chinese�Sanpan

南支 南中國 South�China

米國 美國 United�Sates�of�America

獨逸 德國 Germany

露國、露西亞 俄國 Russia

佛國、佛蘭西 法國 France

丁抹、抹 丹麥 Denmark

和蘭、蘭 荷蘭 Holland

諾威 挪威 Norway

伊太利 意大利 Italy

澳地利國 奧地利 Austria

濠州 澳洲 Australia

比律賓 菲律賓 Philippines

新嘉坡 新加坡 Singapore

盤古 曼谷 Bangkok

屯門澳 青山灣 Castle�Peak�Bay

鉢典乍街 砵甸乍街 Pottinger�Street

銅羅灣 銅鑼灣 Causeway�Bay

上町 上市 Upper�Bazaar

下町 下市 Lower�Baz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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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日本領事館的開設

據外務省年鑒的資料顯示，香港日本領事館開設於明治六年

（1873 年）四月二十日，距今（昭和十年，1935 年）已六十二年了。

首任領事官是副領事林道三郎，他被授予副領事委任狀的時

間是明治六年三月二十日，但實際被任命為副領事則大約在明治五

年底或明治六年一月。

這一點可以由明治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林副領事致外務大臣的

信件裡已經使用副領事這一官銜推測而知。

林副領事原任神奈川縣權典事一職。明治五年二月，居住在

橫濱的英國人吉爾曼（Gilman）所僱傭的支那人鮑彥卿以七兩白

銀買取了神奈川縣久良岐郡根岸村村民久三郎之女康，並將康帶至

支那。有關此事，林副領事展開了調查取證，並致力於將康帶回日

本。由此可以推測，林副領事早於明治五年底或明治六年初就已進

入外務省工作，之後不久即被任命為副領事。

香港領事館開設之時的管轄區域除香港外，還包括廣東（編

者按：此處廣東，即指廣州）、汕頭、瓊州。因此上述的副領事委

任狀也分為兩份，即英國領地內的駐港領事官與支那領土內上文所

述三駐港領事官的委任狀。且後者的委任狀裡清楚地記載著所負責

事項內關於領事裁判權的事項。1

1　領事之設，在西方是源遠流長的政治習慣，其精神在維持平衡的外交監

督，儘量確保國民於別國受到等同本國的法律對待。舉凡甲國允許乙國在其

領土內有裁判權，即意表乙國於甲國亦應享如是地位，以體現雙方的權利和

義務，兩國乃於對等的關係下展開。從十二世紀開始，歐陸人民貿易於地中

海東南，普遍訂定此類特殊協議，容許外國人在其地犯法者不受所在地國家

明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代理外務大臣上野將林副領事被任

命於香港就職一事告知予駐東京英國臨時代理公使阿爾基．沃森

（R.G. Walsou）。沃森公使在林副領事赴港就任之時便向當時香港

總督堅尼地（現在的堅尼地道即以這位總督的名字命名的）遞交了

介紹信。

林副領事從日本出發以及到香港就任的確切日期都不得而

知，就暫且推測他於四月五日出發，四月十二日就任。

關於這點，翻閱了當時所有的香港報紙都未曾提及。唯一可

以推測的是，林副領事似乎在赴港就任後，曾於四月十五、十六

日前後拜訪過堅尼地總督，並接連拜訪了各國領事及其在香港的軍

艦。四月十七日上午林副領事訪問了美國軍艦，並接受了七發禮

炮，此事在報紙上有相關的報導。這可能也是關於林副領事的首條

新聞。

另外，林副領事是與尾崎（逸足）書記官一道來港赴任。這

一點後文將有闡述。

法津之支配，從而交付其本國官廳處理，漸有公選裁判官說領事，俾審判各

商人間的訴訟。十五世紀歐洲諸國，相繼仿領事裁判制，如意大利設領事於

倫敦司裁判，英國亦設領事於荷蘭、瑞典司裁判，至近代推演於亞洲的殖民

地。中國對領事的理解，始自鴉片戰爭與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

約》訂立之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中英簽訂通商章程，又陸續

與美（1844年）、法（1844年）、義（1844年）、瑞（1847年）立約，均

將「領事裁判權」列明於條款之內，構成外國商民在華的權利保障。關於晚

清政府漸次意識到領事裁判權設立的重要性，以及列國相對的領事外交，

參閱趙雨樂﹕〈晚清省港地緣政治的觀察側面—從議設香港領事的風波說

起〉，收於氏著《國家建構與地域關懷—近現代中國知識人的文化視野》

（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版），頁 1—20。



004 005明治六年篇

二、領事館的所在位置

香港領事館就這樣在林副領事的努力下於明治六年四月二十

日開館了。但開館當時的情景則不得而知了。關於領事館的地址，

從明治六年七月十一日簽署的租期一年的租賃合同推斷，自明治六

年五月一日起領事館在名為ヴエルブ的地方租借了一處房子，2 由此

則可以推測出四月二十日開館當天，領事館已經開始於ヴエルブ的

某棟房子裡了。總之，我國在香港最初的領事館地址就處於此，這

是毋庸置疑的。根據上文提到的契約書，房屋的所有者是理查德．

佛列安．豪維克（Richard Fillion Hovick），租金為每月 122 元。

此外，這份契約裡註有「可以作領事館辦公及住宅所用」等字樣，

加之此後發生的事情可以得知，這棟房屋裡既作為領事館辦公場

所，也作為官舍。遺憾的是，至今還不知道這個地方位於何處。如

後文所述，領事館於明治八年遷移，據說之前的房屋多有不便之

處。由此看來，它很有可能是某個與山為伴的地方。且開館後，除

了由林副領事與尾崎書記官負責諸事務外，另還僱傭了英國人邁克

2　ヴエルブ究指為香港何地，至目前為止未有確切說法，惟從香港早期

街道建置觀之，多以英國殖民官員命名，其日語發音與紀念港督 Sir Robert 

Peel的卑利街接近。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卑利街一帶主要由洋人聚居，發

展至七十年代，華人及其他亞洲族群逐漸遷入，在較貧乏的經濟生活下建立

居所，毗鄰山坡，故日本領事館初設於此，是為了方便照應附近的日人。事

實上，據明治十九年（1886年）日本駐港領事館的初步調查，在港日本人

多居於中環，如皇后大道、擺花街、卑利街、荷李活道、史丹利街、閣麟

街、威靈頓街、砵甸乍街、嘉咸街諸處，以後逐漸擴散至灣仔、銅鑼灣一

帶。其領事館的設置，當充分考慮日人聚集的原居地點。從記述的地理環境

亦知，該處近山坡，出入有所不便，遂於明治八年（1875年）萌生遷館的

建議。

多尼爾（Macdonnell）來負責英文書信等事項。此外，當時領事館

似乎還配備有一輛馬車。

三、林副領事的回國、病逝以及之後的樋野書記官的到任

林副領事在港就任僅三個月，就於七月十六日因商議政務的

需要，提出了回國申請。這份申請書於八月九日得到批准。林副

領事在職僅三個月就申請回國，這跟前述鮑彥卿事件的處置頗有關

聯。3 在此不詳談鮑彥卿事件，但當時它在法律方面具有解釋不一致

的情況。總之，林副領事就這樣於九月十二日搭乘由香港始發的美

國輪船，踏上回國的路途。他於十九日到達橫濱，卻於二十三日突

然病發身亡。這其中的原委也不為人所知。

此後，外務省於九月二十六日任命了一等品銜的樋野順一為

一等書記官，作為林副領事的後任到香港供職。樋野書記官赴港上

任，當時是在臨時出差三個月的協議下到任的，可是根據以下的事

情推斷，他到任後不到三個月就回國了。

3　鮑彥卿事件，乃指發生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由華工海難引發的

一場日本外交風波。事緣一艘掛著秘魯國旗的「馬厘亞老士號」（Maria 

Luz），滿載被拐華工 230多人從澳門駛往秘魯，在日本附近遇風，桅杆受

損，請求泊於橫濱修理。滯留在橫濱期間，被關押在船內的華工有人伺機跳

水自殺，被駐日英軍艦救起。數日後又發生同類事件，引起英國駐日本代理

公使的注意，遂聯合美國駐日本代理公使與日本政府交涉，並利用領事裁判

權施壓。日本神奈川縣法庭最終判決該船船長必須釋放所有被拐華工，由專

程來日本接收的清國官員率領，乘船返回上海歸國，除一人病死之外，229

人全部獲救。事件之曝光，有賴日本橫濱的中華會館及香山鮑彥卿等人落力

宣傳，又協助出版《夜半鐘聲》一刊物揭露真相，因而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