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日本在華北、華中的日文教育政策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日本軍從內蒙古、華北、華中三方面進攻佔
領中國。1937年 11月，日本關東軍以察哈爾省、綏遠省、山西省北半部為控制
區域，在張家口設立蒙疆連合委員會（1939年9月改組為蒙古連合自治政府）。

1937年 12月，侵入河北省、山西省、山東省的日本「北支那方面軍」，在北京
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簡稱臨時政府）。1938年 3月，入侵浙江省、江蘇省、
安徽省的日本「中支那派遣軍」，在南京樹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簡稱維新政

府）。這三個作為日本軍佔領地行政機關的政府，採用所謂的「顧問政治」，可以

說沒有任何自主的權限。蒙疆聯合委員會以關東軍司令官金井章次為最高顧問，

行政各部的高級官員也任用日本人。臨時政府以「北支那方面軍」的喜多誠一特

務部長為最高顧問，維新政府以「中支那派遣軍」的原田熊吉特務部長為最高顧

問，兩政府在中央行政各部、各省、各縣、各市也任用日本人為顧問。沒有這些

日本人顧問的同意，政府無法做任何重要事項的決定和實行。1940年 3月，以
汪兆銘為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政權打算將上述三個傀儡政權統

合，設置一個在日本佔領地下的中央政權。但是，蒙疆政權以自治為理由拒絕編

入，臨時政府改組為華北政務委員會，但在其主張華北特殊性之下，實際上仍是

和汪政權分離。最後，汪政權只能繼承維新政府，名義上是中央政府，實際上只

是以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為地盤的地方傀儡政權。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本

在中國佔領地進行殖民式的統治。1 
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佔領地統治，從形態來看，可以分為直接統治和間

接統治兩種，前者的典型為台灣的總督府制、朝鮮的總督府制、東南亞的軍政制，

後者的典型為滿洲國、中國大陸上的各個傀儡政權。2另一方面，在日本國內和

殖民地被稱為國語的日文，在 1937年已經成為滿洲國的國語之一，在中國佔領
地仍然是外國語。不論從殖民形態或名稱來看，中國佔領地的日文教育政策確實

有其特殊性。因此，本章首先敘述抗戰之前日文在中國地區的發展，其次打算探

討日文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最後以日本在華北華中的佔領地為對象，希望對其

成效作一分析研究。 
 

第一節  抗戰前日本在華日文教育的歷史背景 

中國佔領地的日文教育和台灣、滿洲國的情況不同，不只是單單作為統治政

策的一環。它是以錯綜的歷史條件和複雜且流動的情勢為背景，日本的語言政策

                                                 
1淺田喬二編，《近代日本の軌跡10 ：「帝國」日本と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12，頁

15~17。 
2安井三吉，〈日本帝國主義とカイライ政權〉，收入野澤豐、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

第6卷抗日戰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9，頁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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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政策一方面經常和大陸政策有關聯，一方面依據狀況利用各種形態迂迴前

進。 
1862年（清同治元年），中國在北京創立了第一所西式學校「京師同文館」，

其目的為培養能通外語的外交人才。最初只有英語一科，後來設了法語及俄語兩

科，之後陸陸續續增設了天文、數學、化學、博物、公法等科目。這是中國學校

從事外國語教育的開端，也是近代教育的開始。1863年，由於李鴻章的上奏，
於上海設立廣方言館。翌年由於瑞麟的上奏，廣州也設置了廣東方言館。兩所方

言館都有教授外國語，同時由京師同文館總轄。1896年，京師同文館初次增設
東文班，開始教授日文。同時從此年開始向日本派遣留學生，之後，赴日留學生

急速增加，從日本招聘而來的各科目教師，所謂的「日本教習」數量也增加。3由

此可以看出，教育領域上日本影響力及日文的勢力一時之間明顯地增加。 
日本在實現進入帝國主義國家行列之後，和中國來往的形態也為之一變。19

世紀末的清朝，背負著天朝文明的重擔，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很腐敗，

文化、政治、軍事方面也已經被日本趕上。在這樣的內外情勢下，日本的對華關

係政策，從各式各樣的層面進行著。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日本與中國的關係
可說是以往從來沒有的頻繁與密切，教育方面的接觸更是驚人的密切。1890年
荒尾精於上海設立的「日清貿易研究所」，台灣總督府對於「對岸籍民」（福建、

廣東的台灣籍民）的日文教育，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的日文教育，可以追溯到

1898年的甲午戰爭後。1898年杭州的日文學堂，1898年福州的東文學堂，1898
年泉州的彰化學堂，1899年天津的東文學堂，1900年廈門的東亞書院，1900年
南京的同文書院，1901年北京的東文學社，1901年南京的東文學堂，1905年上
海的留東高等預備學堂等，都是這個時期所創立的。4 
這些團體當中，以「保全支那」為口號，由近衛篤麿為首的東亞同文會，其

活動非常活躍。1898年以獲得日本政府的補助金為契機，東亞會和同文會合併，
並推舉近衛篤麿為會長而組成東亞同文會。翌年，近衛訪問中國之際，分別在武

昌、南京會見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及兩江總督劉坤一。近衛與劉坤一會見之後有如

下的敘述： 

 

「我欣喜兩國交往密切趨向之語，甚表贊同，由於相信更加親近之事，主旨希望

兩國人士公私方面往來愈加頻繁⋯⋯，貴國的盛衰即與我邦有密切之關係。之

後說明沒有像歐洲列強此類由於野心而呈現出的種種花言巧語。劉坤一大喜

說，真如你所說的，到底日清合作之事不可不為，一會兒之後談論日清同盟論。」
5 

 
這次會談裡，近衛提出在南京設學校的建議，得到了盡量給予方便的回答。

                                                 
3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三聯書店，1988.10，頁145~150。 
4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三聯書店，1988.10，頁63~64。 
5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亞同文會史》，東京：霞山會，1988，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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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1900年 5月，在南京設立了同文書院。開校時的學生裡，日本人 15人，中
國人 30人。以同文書院為首及前面列舉各種學校的開設，與其說日文教育是主
要目的，倒不如認為政治上的打算才是優先。即使如此，日文教育作為最初實際

上實施的政策，仍然有其意義，只是此時不能視為日本有意識的對中國進行語言

政策。東亞同文會揭示的保全中國、幫助改善中國及朝鮮的綱領，象徵日本積極

地對中國的文化、語言之推動，已經在時代的漩渦中開始。 
另一方面，北京東文學社總教習中島裁之，於 1901年透過吳汝綸與李鴻章

會面，反覆勸說招聘日本人教習的好處。李鴻章在答應招聘 2000名教習之後，
就把此事交給中島斡旋。1902年，吳汝輪訪日，一方面視察教育事情，一方面
向教育界人士傳達招聘日本人教習的想法。這個想法得到當時文部大臣菊池大麓

的承認。同年 9月，正在德國留學的服部宇之吉受到文部大臣菊池的指示，就任
京師大學堂的教習。而且，在帝國教育會的主宰之下，為了舉行教員的選拔及短

期間訓練，設立了「清國派遣教員養成所」。民間團體也出現設立類似的養成所。

例如東洋婦人會於 1903年在東京設立清國派遣女教員養成所。大規模的派遣教
員從 1905年開始，包含日文科在內的各科目日本教習被招聘至中國。6 
大規模派遣教員，是由當時的駐清公使內田與小村外相等人熱心地推動。他

們強烈意識到與歐美諸帝國的對抗關係，主張日本於中國教育及文化領域必須發

揮影響力，清國教育的實權不可委託歐美，一定要由日本掌握。這就是計劃驅逐

歐美在華勢力，而由日本取代。當時中國的教育背景是清朝正以日本為模範，進

行學制及教育的改革。清朝從 1902年至 1905年廢除科舉，1902年頒布「欽定
學堂章程」，1904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1905年創設學部。以 1902年京師大
學堂的再開為契機，解雇當時的總教習丁韙良，改以招聘服部宇之吉等日本人教

習。這件事象徵日本在教育領域上勢力確實增加。7 
在日本被稱為「我國輸出品」之一的日本人教習，最盛時達到 600名，1906、

1907年左右達到頂點，但在契約到期時大多被解雇，其數量漸漸減少。不久，擔

任推進角色的李鴻章、張百熙、張之洞、吳汝綸等人相繼去世，再加上各地教育

界興起教育權收回運動，到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幾乎全體日本教員都已
被撤回。8 
與日本勢力衰退相反，歐美各國在華文化教育勢力逐漸高漲。1908年，美

國搶先各國，將義和團事件賠償金的一部分歸還清朝，作為留學生教育基金。以

此為契機，作為基督教會傳道活動及重要事業的醫院、學校，加上哈佛、普林斯

頓、耶魯等大學在華教育事業，美國政府積極地展開在華教育文化事業。此時英

國、法國、德國等也各自歸還義和團賠償金的一部分，在中國設立大學，並且接

受留學生。1917年時在中國光是大學，美國教會大學已有 16校，英國有 7校，

                                                 
6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三聯書店，1988.10，頁64~66。 
7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三聯書店，1988.10，頁145~150。 
8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三聯書店，1988.10，頁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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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及德國各有 3校。9 
關於上述的狀況，日本國內並不是沒有危機意識。例如，擔任京師大學堂總

教習的服部宇之吉於 1909年從北京卸任回日本時，曾訴說關於各國在中國接連
不斷設學校之事，認為日本首先必須研究這個問題處理之法。另外，在日本國內

從事留學生教育的相關者，也傳出阻止美國在中國文化教育領域行動上對日本的

挑戰之聲，並呼籲採取對抗。101909年 3月的「中央公論」有如下的敘述： 
 

「我國（日本）爭取清國留學生，⋯⋯幾乎已有 13年的歲月，最盛時在 38年（1905
年）之交。加上遊歷者超過萬人，光是學生也有八千左右，邦人在清國擔任教

習也有千人之多。但是，僅僅經過三年的今天，留學生之數不及當時之半，我

教習被解聘之事接踵而來，德國、美國留學者現今比例反而日益增加，我在清

國教育上的威權勢力正日漸衰退⋯⋯。」
11 

 
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初期，一時可以看見日本人教習復活的情形，但是也由於

1915年所謂的日本對華 21條要求，引起中國反日的民族主義起伏中受到頓挫，
之後完全從中國教育界消失。12日本在中國教育的勢力曾經活躍一時，不過十年

前後的時間就已衰退。關於這點能夠舉出下列幾點因素。 
日本對於留學生的日文教育，在日本國內出現了很多為了賺錢的學店式日文

學校。而不少日本人教師為了得到比日本國內多三倍的薪水，爭先恐後爭取日本

人教習職位，出現了所謂的打工教師。其中有不正派或不修私徳的人物。中國方

面對於缺乏學力教習也引起反感。日本人教習之間的不和等，都是衰退的原因。

但是，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對於語言、文化、外交的政策。有人認為派往中國

的日本人教習，應選拔培養學識、人格優秀的人才，歸國後的生活、工作應有保

證，日本政府卻都無真正處理，只有一部分從官方或陸軍方面派遣的教習及作為

情報員的教習，歸國後的待遇才有獲得保證。13 
像這樣盛行一時對中國文化、語言、教育層面的工作，在所謂的保全中國口

號之下，產生對抗歐美帝國的念頭，通過教育、文化、語言的滲透，將中國置於

自己影響之下。但是，如同 1915年對華 21條要求，堅持用強硬手段圖謀擴張潮
流的政治局面之中，對於拐彎抹角的文化策略卻沒有表示關心，專門以獲得軍

事、政治、經濟權利為目的。之後，在帝國議會將對中國文化工作成為議論焦點，

到了 1924年漸漸提出對支文化事業。但是這時已經過五四運動，中國民族意識
及反帝反封建民族主義高漲，對支文化事業發表之後，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學院、

中國科學社、全國教育聯合會等組織立刻發表反對對支文化事業宣言。之後教育

                                                 
9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三聯書店，1988.10，頁123。 
10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三聯書店，1988.10，頁122~123。 
11服部宇之吉，〈支那教育に對する所見〉，《中央公論》，14卷3期（東京，1909.3）頁53。 
12關於日本教習對於近代中國的影響，請參閱阿部洋，《中國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東京：福

村出版，1990。 
13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三聯書店，1988.10，頁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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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回收運動高漲，再加上日本於 1927年出兵山東，全中國學生都發起反對運動。
1929年國民政府行政院發佈教育部訓令，廢止日本對支文化協定。此時日本國
策之中唯一的文化交流也中斷了。只顧追求眼前利益，不顧失去日本威信及尊嚴

的做法，反映了當時日本急於軍國之道。14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的教育制度經過幾次的修改。例如，依

據 1932年 12月國民政府公佈的中學法與 1933年 3月教育部公佈的中學令，初
級中學三學年每週 35小時的授課時數中，英語佔了 5小時。高級中學也相同。15

但是，在蒙、回、藏或需要第二外國語的特殊地方，允許中學設立 3小時的第二
外國語，高級中學 5小時的第二外國語。同一法令規定，第二外國語指俄語、德
語、法語、日語。實際上，第二外國語極少開設。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中國
小學幾乎沒有外國語科目，中學以上大致將英語作為第一外國語教授。即使有設

第二外國語，大多為法語或德語。將日文正式於學校教授，只限於一部分的沿海

城市，例如大連、青島、上海。 
 
 
 
 
 
 
 
 
 
 
 
 
 
 
 
 
 
 
 
 
 
 
 

                                                 
14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2，頁57~61。 
15國民政府秘書處編輯，《國民政府公報》，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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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抗戰時期日文教育政策形成過程  

一、「日本語普及方策要領」 

盧溝橋事變後，隨著日本佔領區域的擴大，日文勢力也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境

界。但是，儘管軍特務部或當地的傀儡政權做了各種政策，但是日本方面還未作

出適當的政策。因此，在各個佔領地關於日文教育的政策相當零亂。日本認真制

定大規模的對中國語言政策，要到 1938年 12月興亞院的設立開始。興亞院設立
的理由，是為了要達成日本統一處理對華政策與事務的需求。16 

1938年 11月 18日日本內閣正式決定，依據 12月的敕令 758號，內閣內設
置興亞院，興亞院總裁為總理大臣，副總裁由陸軍、海軍、外務、大藏四位大臣

出任。儘管佔領地的「現地軍」認為興亞院侵犯了他們的統帥權，但作為對支中

央機關，包含過去由軍特務部所負責的日文教育事業之內，有關中國全部的事宜

都由興亞院掌管。 
日文教育事業開始不久，1939年 6月，興亞院制定了「日本語普及方策要

領」草案。這份極機密的文件，對於究明日本政府的語言政策可說是很貴重的資

料。「日本語普及方策要領」的主要內容如下：17 

 

一、日本語普及的根本方針 

二、日本語普及要領 

1、目的 

2、組織和事業 

（一）將來的計劃 

（1）在興亞院文化部所管轄的興亞文化研究所（暫稱）設置日本語

普及對策本部，暫時由第三課主管 
（2）日本語普及部實行下列的事業 

日本語普及方策之研究、調查、企劃、指導、統制、宣傳、實

績調查 

（二）現階段計劃 

（1）關於日本語普及對策，目前採取如下的對策 
日本方面應該實施的事宜 
支那方面應該實施的事宜 
一般社會的普及方策 

（2）盡速編纂日本語教科書 

                                                 
16關於興亞院的研究，請參閱馬場明，〈興亞院設置問題〉，《日中關係と外政機構の研究─大正．

昭和期》，東京：原書房，1983.10。以及蕭李居，〈日本的戰爭體制─以興亞院為例的探討

（1938—1942）〉，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17大志万準治，《終戦前の日本語教育：外國及び外地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稿本），國立國語

研究所藏，1971。轉引自石剛，《植民地支配と日本語》，東京：三元社，1993.1，頁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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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語教授法之研究 

附、1、興亞日語學校設置案 

（一）興亞日語學校 

（二）興亞日語師範學校 

2、支那使用中的日本語教科書調查 

 

「日本語普及方策要領」中的「一、日本語普及根本方針」，如同往例高舉

肇國精神、八紘一宇18的理想，於日本統治之下建設世界，將東亞新秩序放在前

進至日本式世界建設的階段。世界的所有萬物經由日本掌握，始能明確了解其本

質。為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面性進行興亞大業，必須讓人們通過日文把握

住興亞的真髓。確立了教化民眾之武器及為了實現日本式的世界理想的日文目標

後，再行詳細訂定日文普及的方法、組織、事業。 
總括的看其內容，在組織方面：於興亞院內設立日文普及對策部，主要的進

行事業涵蓋日文普及方策的研究、調查、企劃、指導、宣傳、實績狀況調查等。

其中包含日文教員的培養、指導、監督、招募、推薦、任免，日文教科書的編纂、

發行、日文教授法的研究、調查，以及興亞院、文部省、當地、諸團體之間行政

上的各種聯絡事項。另外，於北京、上海、張家口、廈門的興亞院連絡部內設置

日文普及部。它擁有廣大範圍的權限與事業計劃，舉凡從日本派遣過來的日文教

員在當地訓練和再教育，培養民間日文教員，日文普及狀況的調查報告，各級學

校的日文指導和監督，與當地各團體的指導、合作、援助，以一般民眾、青少年

為對象之新聞、雜誌的指導調整，關於日文普及一切意見的呈報等等。 
在日本方面應該進行的事部分：強調研究、整理、統一日文，嚴選文字語彙，

決定日文的基本語，確立日文教育方針，隨著形勢的進展應考慮地域性及學習者

的程度，採用具體的普及方法。計劃日文普及的情況下，特別指出必須因應於哪

種條件下採取哪種對策。例如於政治力貫徹與否的地區、文化的程度、預料長期

完成或短期完成的情況、是否為中國語社會等。此外，對於派遣到中國學校的日

本人教員，文理科大學、師範學校等培養教員機關的課程裡加入日文教授法，設

置培養於日本國內和中國當地擔任日文教授的日本人和中國人教員的機關，設立

東亞全體的日文教師檢定制度，對於在日文普及上有優秀成績的中國人教師及學

校給予獎賞和援助，字典的修改及出版，製作於日文普及上必要的掛圖、幻燈片、

幻燈機等道具，都有詳細的規定。 
中國方面應該做的事：日文研究所和日文學院的設置，各地學校機關都應有

                                                 
18近衛內閣於 1940年（日本定為皇紀2600年）發表「基本國策綱要」，宣示日本皇國的國策乃基
於「八紘一宇的肇國大精神」。這是取自《日本書紀》中「神武天皇橿原奠都」條中「兼六合以

開都，掩八紘而為宇，不亦可乎」的說法。此後八紘一宇遂成為表示大東亞共榮圈基本理念的口

號。大東亞新秩序乃是以日本為圓心向外擴大，而以八紘一宇的開國精神作為行為的準則。八紘

是四面八方，即天下、全世界之意。八紘一宇的神武建國理想，乃在建立以日本天皇為頂點的家

族國家觀的階序統治的世界體制。林明德，《日本近代史》修訂二版，台北：三民書局，2004.7，

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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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研究日文，設置培養擔任教授日文及日本文化的中國人教員分支機關，盡

速設立日文教員檢定考試制度，改善擔任教授日文的中國人教員待遇，也有很詳

細的規定。 
一般社會的普及方策：主要是開設除了教科書以外免學費的民間日文學校和

日文講座，在中國文報紙、雜誌設日文研究欄，透過連環紙畫劇、戲劇、電影導

正思想並以自然而然地學會正確的日文，透過廣播讓日文講座更盛行，依靠錄音

思考日文指導的方法，於圖書館備置關於日本事情及日文的圖書、掛圖、照片等，

徹底讓各種交通工具從業員更加使用日文，也促使宗教團體致力於日文的普及。

在日文學校採取適當的獎勵辦法，促進日文的振興，對一般民眾建立證明日文學

習程度的檢定制度，對官公署、學校、銀行、公司、工廠等的官吏、教職員、經

營者教授日文，對日文教授及學習採取獎勵方法，並普及宣傳日本歌、詩、民謠

上使用的海報、傳單，而文書應用平易的日文表現。 
關於日文教科書的編纂，應該盡速進行。起用興亞院及文部省人士、文藝家、

有經驗者、畫家、政治軍事方面等專家為編纂委員。盡快決定有關編輯方針、內

容、標準、假名使用法、文法、教授法的體裁，甚至紙質等。關於教授法的研究，

一方面採用直接法，一方面也要重視讀本、文法、會話、作文等綜合指導法的研

究。19 
上述全面性的語言政策，並未全部實行，反而隨著日本的敗戰，很快地從歷

史的舞台上消失。將日文的語言政策當作興亞的武器之前，實際上就必須依賴軍

事的力量。日文教師的培養派遣、教科書的編纂、日文學校的設立、教授法的研

究、日文教員檢定制度和日文學力檢定制度的整備、日文的整理研究等語言政策

的主要項目，只能在日本軍事力的有效範圍內實行。這些在中國佔領地的語言政

策，比起台灣、朝鮮、滿洲國，其形式是比較完備。儘管如此，中國佔領地的日

文普及效果，始終不及台灣、朝鮮、滿洲國。 
 

二、日文教員的派遣 

作為中國佔領地文化策略中一環的日文普及政策的決策單位，與台灣、朝鮮

殖民地的日文政策的決策單位有所不同。前者除了當地日本派遣的軍隊以外，還

有 1938年 12月在內閣內設置對中國政策立案機關的興亞院，以及應該屬於日本
內閣部會之一的文部省。後者只有被授予絕大權限的總督府，獨自進行政策的制

定與實行。中國佔領地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興亞院與文部省分別進行了派遣日文

教員及編纂日文教科書的工作，下面就分別加以探討。 
作為統轄對中國政策的興亞院，設置後不久馬上進行日文教員的培養與派

遣。日本向海外派遣日文教師，這個時候並非第一次，從殖民台灣開始，為了普

及日文，需要大量的日文教師，所以自 1895年以來每年公開招募，然後派遣到

                                                 
19大志万準治，《終戦前の日本語教育：外國及び外地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稿本），國立國語

研究所藏，1971。轉引自石剛，《植民地支配と日本語》，東京：三元社，1993.1，頁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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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朝鮮、關東州、滿洲國也曾經進行過教員的派遣。但是這次興亞院的日文

教員派遣和培養，和以往有所不同。 
以往所謂外地（殖民地或佔領地）的教育行政機關，主要是由當地的總督主

管，日本文部大臣是無法主導的。因此，派遣教員是依據當地的要求，文部省頂

多擔任推薦的角色。這次的日文教員派遣名義上是通過地方傀儡政權之後，由對

支中央機構興亞院主導，實際上一切的施行都是依照興亞院的計劃。關於這一

點，大東亞省事務官相良惟一有如下的說明： 

 

「派遣教員大體上不是出於支那方面自動自發的招聘。要特別一提的是，當初無

視對方意志的我方可說是強迫，從支那方面來說，派遣的教員大體上可說是不

速之客。」
20
 

 
上述資料說明日本本身也承認，派遣教員是日本單方面強加於中國之上。這

種強迫的意志可說是日本語言政策的象徵。1940年 3月 30日南京的汪精衛國民
政府成立，10月 23日行政院公佈了「修正省立及公立學校外國人外國語教員聘
任辦法」，其第四條為： 

 

「各省立市立及公立學校聘任外國人外國語教員時，經由各該省市教育行政機關

向教育部申請，基於教育部的邀請，各該國大使館以書面介紹。之後國立各校

和各省市教育廳局透過教育部始能派遣聘任，分配至所屬各校服務。各省市各

校不得直接聘任。」
21 

 
對於汪政權所公佈關於日文教員招聘的規定，日本基於 1943年 1月提出的

對支新政策，態度為依照我國（日本）國策的大精神，尊重中國的獨立自主，原

則上贊同此規定。但是，日本認為由於需要深思熟慮的地方不少，關於此條文目

前理解為不過是中國方面表示暫時的標準而已，之後就是向中國表示日方的意

見。22如此看來，對於汪政權的這項規定，日本實質上也就明顯表示不會遵守了。 
1939年 4月，興亞院基於華北、華中、蒙疆連絡部的要求，訂定了派遣方

針，派遣教員的費用全部由興亞院負擔。1939年 10月，興亞院再度基於華中連
絡部的請求，開始積極的在日本國內公開招募教員，並且禁止採用當地的教員。

在 1580名的應徵者中，由興亞院及文部省的選考委員舉行考試，最後決定於 11
月 3日派遣中學教員 10名、小學教員 15名至上海，這是第一次的教員派遣。1940
年 5月，召集日本全國各府縣的學務部課長，舉辦中國教員派遣說明會。9月，
對於透過文部省所推薦的各府縣人員，由興亞院與文部省共同舉行採用考試。被

選上的 40名教員，在東京必須參加約兩週的「支那派遣教員鍊成」集體訓練，

                                                 
20相良惟一，〈日本語教師の処遇に関する諸問題〉，《日本語》，4卷4期（東京，1944.4）頁29。 
21相良惟一，〈日本語教師の処遇に関する諸問題〉，《日本語》，4卷4期（東京，1944.4）頁29~30。 
22相良惟一，〈日本語教師の処遇に関する諸問題〉，《日本語》，4卷4期（東京，1944.4）頁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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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必須再經過將近一個月的「現地鍊成」，然後被分配至各學校。從 1940
年起，在北京擔任日文教師近 5年的日下部文夫，根據其親身經驗，認為上述「支
那派遣教員鍊成」是很急遽的措施，當時日下部已經受到北京興亞高級中學校務

長國府種武的聘請，準備擔任興亞高級中學教員，在將要渡航之前，卻收到沒有

受過鍊成訓練就無法渡航的通知而被禁止通行，他在接受了鍊成訓練之後才能夠

初次來到北京，但是在北京一個月的鍊成訓練不參加也可以。23 
「支那派遣教員鍊成」是以興亞院指導，由興亞團體總聯合會主辦的形式，

從 1940年 9月至 1941年 5月共舉辦 3次。其實施要領為：1、為了顯現東亞新
秩序所必要的熱情，以及著力於識見、意志力、體力的涵養，必須磨練人格。2、
以行的訓練為中心，為了涵養實踐力舉辦集訓團體訓練。3、啟發培養作為日文
教員的識見與技術能力。基於上述方針，鍊成科目的內容為：「精神訓話8小時、

東亞新秩序建設論16小時、思想戰史4小時、支那事情16小時、大陸衛生4小

時、日文教授法22小時、支那語初步會話22小時、體育作業14小時、軍事訓

練14小時、特別講演6小時、討論輔導8小時、自習及其他32小時、見習3次。」
24 
另一方面，從 1942年 9月 21日至 30日、10月5日至14日、10月16日至

25日，在興亞院指導之下，由「日本語教育振興會」主辦的第七、八、九梯次

「支那派遣教員鍊成」的實施要領及鍊成科目如下：25 

 

入所者：一梯次50名（派遣至北支及中支的日本人教員） 

實施要領：一、磨鍊為了顯現大東亞新秩序建設所必要的熱情、氣魄、識見、

體力，鍛鍊成為指導人物的資質 

二、以行的訓練為中心，為了涵養作為興亞教育家的實踐力舉辦集

訓團體訓練 
三、啟發培養作為日本語教員的識見與技術能力 

鍊成科目：訓育（精神訓話5小時、日本精神2小時、行35小時、個別指導、

懇談會、自習20小時） 

                術科（教鍊8小時、體鍊6小時） 

                學科（思想戰3小時、大東亞新秩序建設論10小時、大東亞諸問題

16小時、大陸衛生6小時、日本語教育16小時） 

      指導員：興亞鍊成所鍊成隊長 松本七郎 

              興亞院顧問 大志万準治 

              興亞院顧問 太田哲三 

              日本語教育振興會主任 山口正 

              興亞鍊成所 小島藤仲 

                                                 
23石剛，《植民地支配と日本語》，東京：三元社，1993.1，頁106~107。 
24〈支那派遣教員鍊成實施〉，《興亞》，1卷9期（東京，1940.10）頁25。 
25〈支那派遣教員鍊成〉，《日本語》，2卷10期（東京，1942.10）頁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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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亞院 砂田敏雄 

      訓育講師：精神訓話 興亞院總務長官代理 及川源七 
                         興亞鍊成所長 川岸文三郎 
                         興亞院文化部長 松村肅 
                日本精神 文部省教學局指導部長 近藤壽治 
                行 興亞鍊成所鍊成隊長 松本七郎 
      術科講師：教練 興亞鍊成所講師 衣川福二 
                體操 興亞鍊成所講師 衣川福二 
      學科講師：思想戰 興亞鍊成所鍊成官 吉田三郎 
                大東亞新秩序建設論 概論（軍事、政事） 興亞院調查官 堂 
                                   脇光雄 

                                   經濟 興亞院經濟部第一課長 野田卯一 
                                   文化 興亞院文化部第一課長 藤井重雄 
                                   技術 興亞院技術部長 三浦七郎 
                                   大東亞與世界情勢 興亞院文化部第二 
                                   課長 桝谷秀夫 
                大東亞諸問題 東亞史概說 東京帝大教授 和田清 

                             支那文化事情 興亞院調查官 關野房夫 

                             興亞教育論 東京文理大教授 樽崎淺太郎 

                             日本教育之動向 文部省督學官 前田隆一 

                             大東亞戰爭的意義和現狀 陸軍省指導部 石田 

                             達春（少佐） 

                             東亞民族問題 興亞鍊成所鍊成官 白木喬一 
                大陸衛生 興亞院技師 仁平弘夫 
                日本語教育 東亞的日本語 興亞院囑託 大志万準治 
                           日本語教育概況 文部省圖畫局國語課長 大岡保 
                           三 
                           日本語標準語 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 神保格 
                           日本語教材論 文部省圖畫監修官 釘本久春 
                           日本語教授法 日本語教育振興會理事 長沼直兄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1942年 9月的鍊成科目，比起 1940年 9月的鍊成科

目少了「支那語初步會話」的教授，而且各科目的講師主要由興亞院、文部省的

官員或學者擔任。儘管鍊成科目有一些變動，實施要領大體上是不變的。像這樣

由興亞院主導作為語言政策重要一環的教員派遣及鍊成，其實際效果如何當時就

有人加以批評。例如，大出正篤就認為，教員派遣及鍊成的實施方法有缺陷。他

對於上述第七、八、九梯次的鍊成科目中，「日本語教育」一科的時間僅僅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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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時做了強烈的批判。26從鍊成制度的科目來看，很明顯的得知以思想戰或大

東亞新秩序建設這樣的國策，以培養教師的做法，是比培養從事有系統的日文教

育的教師還重要。所以，從各科目分配時間來看，像這樣的中國派遣教員的鍊成，

是以培養熱情與體力為重點，而輕視身為日文教員的技術能力。對於這種現象，

或許會出現只要是日本人就能夠教日文的看法，但事實上必須探討日本究竟要求

派遣到中國佔領地的教員應該扮演何種角色。興亞院文化部長松村進於 1940年
3月在第 75次帝國議會有如下的一段談話：「在支那的教育行政中心雖然仍有相當
的抵抗⋯⋯在支那主要都市的各小學，也就是教育機關，盡量讓優秀的日本人教育者進

去，讓他們擔任督學官的職務。」
27由此可以看出派遣到中國佔領地的教員不僅僅

是日文教員，還必須兼任督學官，負責指導中國學校的任務。關於日本人教員兼

督學官的情形，大出正篤有如下的描述： 

「在這樣形式之外，能夠看見所謂『國士型』的人，不僅從前來的人中有此類型

的人，新來的人中更多。他們把自己認為不單是日本語的教師，還大言不慚地

說是代表日本民族，擔負指導大陸民族的重任，但他們卻疏於待在日文教室而

奔走於政治事務方面。」
28 

以實用的日文教育為目標的大出正篤，對於國士型的教員採取批評的態度，

但是從興亞院的意圖來看，日文教員作為督學官的一面才是其所重視的。1940
年 11月，「北支那方面軍」參謀本部和興亞院華北聯絡部所制定的「派遣至支那
學校之日本人教員規範」中提到將歪曲的思想導回中正，教員不僅要作學科的指

導，應包括教育全部領域、學校之外的德化，但對於日文普及事宜不過只在 9個
項目的最後稍微提到。29 

關於派遣教員至中國佔領地的問題，另外還有人數不足的情形出現。滿洲國

成立後，如同第一章所述，已經有日本人教員不足的情形出現。根據文部省的調

查，1939年度從日本國內流出的教員大約有 3000人。30對於這樣的事態，1941
年 4月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一方面承認關於教員選考方法等現狀，一方面必須限制
教員大幅度的從國內流出。31佔領地在這樣的限制之下，教員不足的現象勢必更

加嚴重。除了由興亞院主導的中國派遣教員以外，各種的民間團體也舉辦「日本

語教員養成講習會」，可以說是派遣教員的預備隊。舉辦講習會的團體有「日語

文化協會」、「青年文化協會」、「日本語教育振興會」。32日語文化協會的前身是

                                                 
26大出正篤，〈日本語教師の鍊成に就いて〉，《日本語》，2卷12期（東京，1942.12）頁84。 
27興亞院政務部編，《第七十五回帝國議會支那關係質疑應答集》，東京：興亞院政務部，1940.5，

頁1052。 
28大出正篤，〈大陸に於ける日本語教授の概況〉，《日本語》，1卷3期（東京，1941.6）頁24~25。 
29興亞院華北聯絡部編，《北支に於ける文教の現狀》，北京：興亞院華北聯絡部，1941，頁96。 
30教育審議會編，《教育審議會諮問第一號特別委員會整理委員會會議錄》第19輯，東京：宣文

堂書店，1971，頁45。 
31清水虎雄，〈教職員の大東亞共榮圈派遣に就いて〉，《文部時報》，753號（東京，1942.10）頁

2~6。 
32根據《國語運動》、《コトバ》、《日本語》這些雜誌的通信欄，日語文化協會於1940年及1941

年各舉辦一次講習會。青年文化協會於1941年舉辦兩次講習會。日本語教育振興會於1941年舉

 42



第二章 日本在華北、華中的日文教育政策 

創立於 1914年的日語文化學校，很長的一段時間主要是針對歐美傳教士的日文
教育，其中心人物是松宮弥平與松宮一也父子。青年文化協會以來自東南亞留學

生為對象，是 1939年創立的組織，其中心人物是泰國公使館日文教官黑野政市。
日本語教育振興會是 1940年 12月於日語文化協會內設立的半官半民團體，主要
任務是接受興亞院關於日文教授法研究調查事業的委託，委員長為文部省圖書局

長松尾長造，常任委員由松宮一也與其他興亞院及文部省的官員構成，任命了近

50名包含殖民地、佔領地的教育行政官或實踐家在內的委員、顧問。這些講習
會，基本上是以官方民間合作的體制進行，但在雙方之間確實存在著爭取主導權

的問題。在 1940年的一場討論會上，松宮一也提出由民間團體承擔主要的責任，
設立綜合的日文教員培養機關。對於這樣的意見，文部省的倉野憲司有如下的敘

述： 

「日本語普及這樣的國家大事業，由民間團體為主體來進行無論如何不能考慮。

政府特別是文部省與興亞院，在緊密的連繫與主導才是主體。我認為民間團體

應該基於政府的方針，從側面援助政府的事業。」
33 

 

三、日文教科書的編纂 

文部省於 1939年 3月第七十四次帝國議會，為了編纂日文教科書編列了臨
時預算兩萬元左右。預算通過後，文部省首先於 1939年 6月 20日至 22日舉辦
國語對策協議會。協議會的議題是「有關各地日文教育狀況、實績及日文教育的

方策」與「有關對於日文教科書編纂的希望及意見」，主要出席者有興亞院、外

務省、陸軍省等官方代表，在殖民地、佔領地從事教科書編纂的教育行政官及學

者，文部省的官員。國語對策協議會開始時，當時的文部大臣荒木貞夫有如下的

敘述： 

 

「原來我國國語就是貫流國民之間的精神血液，我國國民藉由精神血液鞏固地結

合在一起。現在正是我國基於八紘一宇的大理想，從東亞新秩序前進，樹立世

界和平基礎之時，如果透過我國國語使這種精神血液流進東亞諸民族，就能夠

得到相互協助貫徹大業之實。為了達成這個目的要有重要的方策自不待言。」
34 

 
上述的內容，強調日文是以日本人的精神血液之民族主義觀念為中心，並明

白地表示了日文教育的意識形態。另外一方面，在國語對策協議會上，當地的教

科書編纂官、實踐家對於文部省將編纂教科書的標準，一體運用在外地教科書編

                                                                                                                                            
辦一次講習會。這些講習會沒有採取集訓團體訓練的方式，而是以音聲學、教授法等日本語教育

相關的課程為中心。 
33倉野憲司，〈松宮氏の提言に對して〉，《コトバ》，2卷7期（東京，1940.7）頁90。 
34文部省圖書局編，《國語對策協議會議事錄》，東京：文部省圖書局，1939.11，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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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上的意圖有不同的意見。井上赳圖書監修官對於文部省的意圖，有如下的說明： 

 

「日本語教科書的編纂和宣揚日本精神、日本文化有密切關係是自不待言的，

國定教科書編纂的精神也是如此，所以本省（文部省）當依此來編纂，對於

外地種種的教科書也必須示以同一標準。」
35 

 

將文部省編纂的教科書直接在中國佔領地使用的想法，在上述的談話中明白

地表現出來。但是，這種由日本中央政府統一制定教科書的想法，卻受到佔領地

代表的反對。例如，蒙古學院教授宮島英男就說：「只要文部省試著派十人或二

十人去蒙古內地，二年三年在那裡只吃羊肉，就可以知道文部省編纂的教科書無

法在蒙古使用。蒙古的教科書必須利用喇嘛教的活佛做為題材，或者利用蒙古語

和日文文法上的類似之處。」36宮島英男是以蒙古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來質疑對

於文部省日文教科書編纂標準實現的可能性。另外，滿洲國代表民生部編審官一

谷清昭也提出希望讓外地自己編纂日文教科書，更主張外地的「假名」用法必須

使用表音方式，認為編纂教科書要考慮民族的差異。37 

 
 
 
 
 
 
 
 
 
 
 
 
 
 
 
 
 
 
 
 

                                                 
35文部省圖書局編，《國語對策協議會議事錄》，東京：文部省圖書局，1939.11，頁149。 
36文部省圖書局編，《國語對策協議會議事錄》，東京：文部省圖書局，1939.11，頁218~219。 
37文部省圖書局編，《國語對策協議會議事錄》，東京：文部省圖書局，1939.11，頁18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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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文教育的實況─華北 

日本陸軍控制中國的傳統手法，是利用中國各地舊軍閥或失意政客的自治運

動，製造出地方政權，以妨礙國民黨政權進行全國統一，助長中國的分裂。因此，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決定以華北為目標，1933年與中國訂定塘沽停戰
協定，1935年成功地讓殷汝耕發表自治宣言。殷汝耕所成立的冀東自治政府，
命令中學設置日文課程，使日文的勢力確實地擴張，在華北地區的各大都市教授

日文的學校也增多。於是，1935年以後的華北，學校中的日文教育比重變大，
但仍然不是必修科目。對於日文勢力決定性的擴大，仍要到盧溝橋事變後。 
抗戰初期，在日軍控制下陸續成立了北京維持會、天津治安維持會，38開始

經營佔領地。以北京維持會為例，維持會中的文化組所負責的教育事業其中之一

就是日文的教育。於是維持會命令日文應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成為必修課，每週教

授 6小時，但是依據各地情況不同，得到許可之後各學年的教授時數可以調整。
除此之外，設立日語檢定委員會，中小學日文教員檢定考試合格者任命為各級學

校日文教員，招集全市各級學校日文教員來舉辦日文教授法研究會，設立日文講

習所等，也是日文普及規劃中重要的事項。39但是，每週教授 6小時日文的命令
由於教員、教科書及治安上種種理由，再加上維持會只是過度的性質，根本無法

有效實行。 
    除了維持會以外，日本在抗戰初期推行日文普及的組織還有宣撫班。宣撫班

是日本軍隊在軍事佔領推進過程中，為維持地方行政機關和民眾團體而設置的附

屬機構，隸屬於軍特務部長，派遣至各軍及方面軍直轄兵團的管區之內，配合日

軍討伐、肅正作戰，開展宣撫工作。山東淪陷後，濟南、青島、煙台等地均設有

宣撫指揮班，鐵路沿線大站和縣城設有宣撫班，分為本班和分班。每班從數人至

十多人不等，有部員及雇員級別之分，日人均為部員，華人多為雇員，主要從事

現場翻譯，兩者都有軍囑託身分。宣撫班隨軍隊行動，主要是通過在新佔領地區

組織治安維持會，召集青年學生和教員受訓，並採取檢查信件、蒐集情報等多種

形式，對佔領地民眾進行教化安撫，實行剿撫並施策略。佔領地成立偽政權和新

民會後，宣撫班除隨軍宣傳外，還利用節日召開民眾大會，張貼標語，散佈傳單，

在各級學校及社教機關設置日文課程、放映電影、排演節日及放賑活動，宣揚中

日親善、共存共榮。40興亞院文化部於 1939年 6月曾對宣撫班的日文及狀況做

                                                 
38治安維持會又名維持會，它是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黨政府機關及官員撤離後，偽

政權尚未正式建立之前，由各地頭面人物出面組織維持地方秩序，或者供應日本人軍需的準政權

組織。有少數地區在日軍佔領後，維持秩序的準政權組織稱為某某縣自治委員會或復興委員會。

潘敏，〈日偽時期江蘇縣鎮“維持會”研究〉，《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3期（北京，2002.7）頁

140。另外，台灣學者羅久蓉這樣定義維持會：維持會是日本人佔領一地之後，為進一步控制地

方，利用地方勢力所組織的一個過渡性組織。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

以1941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期下冊（台北，

1995.6）頁828。 
39興亞院華北連絡部編，《北支における文教の現狀》，北京：興亞院華北聯絡部，1941.7，頁27~29。 
40劉大可，〈山東淪陷區新民會及其活動〉，《山東社會科學》，2001年3期（濟南，2001.5）頁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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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調查，內容如下： 

 

「伴隨著佔領地域內治安工作及經濟工作的進展，宣撫班即著手文化合作，  擔
當支那住民民心安定及撫育的工作。關於日語教育，現在約三千名（中國人約

一千名）的宣撫班員，正努力地依據適時適切方法，集合附近住民，盡力從事

日語教授及日語普及工作。」
41 

 

    日本為了在華北能順利進行佔領地的各項工作，還成立了類似政治組織的新

民會。新民會主要任務有防共反共、宣揚中日親善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強化運

動、控制佔領地的學校和各社會團體、舉辦各種訓練班及講演會等。興亞院於

1939年 6月曾對新民會的日文普及工作做過調查，內容如下： 
 

「在佔領地宣撫班的宣撫工作大致進展到適當時，讓新民會繼承其諸項工作並持

續強化。現在會務委員約一千六百名（日本人約五百名），各自在當地從事文

化工作。關於日語教育，將宣撫班舉辦講習會等方法承襲擴大。設置日語學校

外，現今五十餘地方指導部設置青年訓練所，不只要聘請附近部隊的現役將校

來當任教練訓育工作，還要將重點放在日本語教授，以謀日語的普及。另外，

實行日語檢定考試作為獎勵日語普及方法之一，公務員合格者每月給予獎勵津

貼。上述檢定考試當初只是以公務員為對象的制度，近來一般住民中也有應試

希望者，這些人中合格者將給予合格證書，讓官公署、日系公司等優先採用，

以期積極獎勵日語的普及。」
42 

從上述資料可以得知，新民會除了繼承宣撫班的諸項工作外，還設置日文學

校、青年訓練所，實行日文檢定考試。關於青年訓練所的部分，日本組織各種青

年訓練團體，培養反華反共的骨幹分子。在北平，新民會成立了中央青年訓練所，

主要招收失學的青年學生以及新民會的各級職員。1938年第一批招收 200餘人，
訓練期為兩個月。訓練的主要科目有公民課、教練課、勞動奉仕課等。所謂公民

課就是新民主義的思想教育和反共宣傳，規定學員要學習新民主義、滿洲建國精

神和日本精神，要批判三民主義和剷除共產主義。所謂教練課即是軍事訓練，併

傳授特務工作方法等，由日軍派人充任教官。勞動奉仕課主要是為日本軍修築工

事、營房、道路等。43 
華北冀東佔領地的唐山地區，是新民會進行青少年訓練的基地，各種訓練班

名目繁多，有青年訓練所、青少年女團訓練隊、青年團訓練所、農村青年訓練班、

政治訓練班、新民突擊隊訓練班等等。冀東新民會規定，全區 20歲以上，40歲

                                                 
41興亞院政務部，〈北支に於ける日語教育の狀況〉，《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昭和15年2

月號（東京，1988）：213。 
42興亞院政務部，〈北支に於ける日語教育の狀況〉，《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昭和15年2

月號（東京，1988）：211~212。 
43張洪祥、楊琪，〈抗戰時期華北淪陷區的新民會〉，《史學月刊》，1999年5期（鄭州，1999.9）

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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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人都要訓練，並穿著統一制服，佩戴青訓團統一證章，乘坐火車可以半價

優待等，以此吸引青少年受訓。訓練時間為一個月至三個月不等，訓練科目與北

平所實行者大致相同，詳見表 2─1。44從以上課程表安排可以看出，日文、親日

思想、新民思想、宣傳東亞新秩序等是訓練班的主要內容。 

表 2─1唐山市新民青年團訓練所課程表（1940年6月） 
 日 火 水 木 金 木 

8：00~8：45 日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9：00~9：45 關於建設東亞

新秩序 

新民會與民眾 關於建設東亞

新秩序 
新民會與民眾 關於建設東亞

新秩序 
新民運動 

10：00~10：45 新民精神 合作社 新民精神 合作社 新民精神 偵探學 
11：00~11：45 日本事情 新政府之機構 新民歌 防共要義 日本事情 防共要義 

12：00 午餐 
15：00~15：45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16：00~16：45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術科教練 

1937年 12月 14日北京臨時政府成立，日本開始在臨時政府所在的華北佔
領地，進行各級學校的日文普及教育。根據臨時政府於 1938年 8月 24日修正公
佈的規定，日文已經正式成為各級學校教育的必修科目之一，不過科目名稱為「日

語」，顯示出日文仍被視為外國語的一種（參見表 2─2至表 2─5）。此外，各級
學校日文時數在每週總時數中所占的比例大約為 8％或 9％，其中小學可以依據
地方狀況的不同，在得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下免教授日文。45 

 
表 2─2華北的小學日文每週教學時數表46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日文 0 0 1 1 1.5 1.5 

每週教學

總分數 
17 19 21.5 22 25 25 

 
表 2─3華北的初級中學日文每週教學時數表47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日文 3 3 3 

每週教學總時數 32 32 32 
 

                                                 
44南開大學歷史系、唐山市檔案館編，《冀東日偽政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272。 
45興亞院政務部，〈北支に於ける日語教育の狀況〉，《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昭和15年2

月號（東京，1988）：195。 
46興亞院政務部，〈北支に於ける日語教育の狀況〉，《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昭和15年2

月號（東京，1988）：194~195。 
47興亞院政務部，〈北支に於ける日語教育の狀況〉，《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昭和15年2

月號（東京，1988）：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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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華北的高級中學日文每週教學時數表48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日文 3 3 3 
每週教學總時數 32 34 34 

 
表 2─5華北的師範學校日文每週教學時數表49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日文 2 2 2 

每週教學總時數 35 36 36 
 
在這樣的法令之下，各地的日文普及狀況究竟如何，以下擬分別以北京、天

津為例，探討日文普及狀況。 
根據興亞院於 1939年 6月的調查資料，北京特別市的日文普及狀況如下： 

 
「中學雖然將日語列為必修科目，小學從去年秋天開始只有 5、6年級為必修。3、
4年級由於財政上的關係，從今年 1月開始編列一些預算，讓日語成為市立小
學 3、4年級的必修，除了一校以外全體都在實行中。沒有實施的一校是由於
地處偏遠，實施上有其困難。私立小學 3、4年級目前為選修科目，今後為了
全面實施仍在努力中。市立日語初級學校現開設 4所，全部都為夜間學習。
每校有二百名，將其分為 5班，一班 40名。有時申請某一校的人數，竟有超
過定額人數兩三倍之情形，因此，會發生無法滿足入學希望的狀況。另外，

也半強制地對市公署職員進行日語教授，學員現在多少有減少趨勢，大約還

有兩百餘名，老年人和青年人同班上課，正熱心地在學習。」
50 

 
根據興亞院於 1939年 6月的調查資料，天津特別市的日語普及狀況如下： 

 
「在天津市公署前顧問輔佐官岡部平太及市教育專員山田秀雄的努力下，將事變後

治安維持會時代實施以來的日語教授規模擴大，去年 2月 15日設立日語普及班，
以月薪三千八百圓的預算從 3月開始，將日語教師派往省市私立的主要學校擔任
日語教授的工作。教師多數為日本人，效果甚佳。實施後一年的今天，能夠看見

日語有預料之外的進步。在岡部氏以天津為模範親日都市的崇高理想之下，希望

將日語作為彼此疏通的語言，於是搶先展開日語普及的工作。 
學校方面則在最致力於日語教授的師範學校，集合山田普及班長以下等優秀人

                                                 
48興亞院政務部，〈北支に於ける日語教育の狀況〉，《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昭和15年2

月號（東京，1988）：192~193。 
49興亞院政務部，〈北支に於ける日語教育の狀況〉，《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昭和15年2

月號（東京，1988）：187~189。 
50興亞院政務部，〈北支に於ける日語教育の狀況〉，《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昭和15年2

月號（東京，198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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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授予每週 6小時的日語課，通過日語使他們正確地理解日本，結果全校的
日語教師受到學生的歡迎。師範學校還附設一年制的日語專修班，為了培養日

語教師而招收高中出身者，今年一月有 34名畢業生。 
小學歷來是 5年級以上才有日語課，隨著臨時政府的方針，從今年 3月開始 3
年級以上就必須上日語課。上述專修班的畢業生有 22名被任用，擔任小學日語
教授的工作。於是市立小學方面全部學校 3年級以上都有日語課。私立小學方
面，接受日語教師派遣的學校也有 20所。21所私立中等學校中現有 6所接受日
語教師的派遣，其他學校除了在英法租界內的 1、2所外，全部都設有日語課。

根據 3月末的統計，現在接受日語普及班教授的學生數有 18580名。」51 

 
從上述北京及天津日文普及狀況資料來看，由於日軍對於都市較能掌控，臨

時政府的日文教育法令在此較能實行，至少公立學校大致如此。北京、天津以外

的其他華北地區，尤其是廣大的鄉村地區，日文教育情形究竟如何，下面就以河

北省保定道地區為例來探討。 
根據 1940年 3月興亞院華北聯絡部的調查，保定道管轄下的 37個縣、1個

市，其中實行日文教育的有 19個縣、1個市，然而各縣實行日文教育只限於城
關（縣城內及其鄰近部落）。本地區各縣市的日文普及程度可以分為 4等。      
第一等是學校中有比較優秀的教員，也有優秀的日文學校，屬於此類的只有

保定（清苑縣）和石門市。保定的省立師範專科學校、省立男師及省立女師、男

女師附屬小學，都有聘請日本人教員來教授日文。因為當地日本居民多，一般民

眾對於日本認識深，所以日文學習熱潮也盛。為了與此呼應，本願寺、日蓮宗、

天理教、新民會也興辦日文學校，對一般民眾教授日文。這些學校的學生數從

50人至 150人左右，都熱心地在學習。石門市內有 8所小學，全部實行日文教
育。日文教員之中有日本留學生或在滿洲國學得日文的人，這些是比較優秀的教

員。  
第二等是由學校教員或縣通譯來教授日文的縣，如定興、徐水、望都、定州

等鐵路沿線的10個縣屬於此類。這些縣以學習 3個月至 6個月日文的教員或有
事務在身的縣通譯教授日文。前者本身程度連簡單的日文會話都不會，對於兒童

的教授效果相當有限。後者由於事務繁忙缺課多，再加上日文教育非其本業而缺

乏熱心，成績自然不好。 
第三等是日軍警備隊到學校出差教授日文的縣。屬於此類者有鐵路附近且治

安比較良好的新城、安平、高陽等9縣。但是，讓繁忙的日軍警備隊出差來教授

日文，缺課一定不少，因此給予兒童精神上的好影響不大，其日文教授效果也不

能期待。 
第四等是完全沒有施行日文教育的縣。距離鐵道較遠且治安不良的各縣屬

                                                 
51興亞院政務部，〈北支に於ける日語教育の狀況〉，《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昭和15年2

月號（東京，1988）：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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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定道內半數的縣屬於此類。52 
由上面的資料看來，日文教育雖然說法令有規定，但實際情況卻無法馬上改

變。當時的政治狀況、軍事狀況、文化背景等，無法支持全面性的日文教育，實

際上能夠教授日文的地方只限於一些中心都市或鐵路沿線城市，因此日文的普及

只能說是點和線的層次，無法徹底至面。此外，不只是華北地區，其他的中國佔

領地，日文教育滲透的程度經常也是被軍事力量所左右。 
關於日文無法全面性普及的情況，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在調查之後也作出了日

文普及對策意見，如下：53 

 
日本語普及對策意見 

第一 監督機關 
一、於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設置日本語普及局（暫稱），專門掌管華北日本語普及

的計劃、監督、指導。 
二、於各省特別市設置日本語普及官（暫稱），專門掌管各特別市內日本語普及的計劃、

監督、指導。 
三、於各縣市設置專門掌管日本語普及事項的辦事員。 
四、前述三項監督機關的職員，以日本人或通曉日本語的華人充當。 
說明，經調查各縣市的日本語普及狀況之後，發現有實行日本語教育的縣，也有不實行

日本語教育的縣，日本語教員資質低劣，小學除了使用臨時政府所指定的日本語教科書

以外，也使用其他的教科書等情況，這表示政府對於日本語普及工作無方針、無政策。

原因為政府當局並無專門掌管日本語普及工作的機關。因此，有必要設置上述各機關，

讓其專門掌管日本語普及計畫的制訂實行及監督指導。 
第二 日本語教育設施 
一、將華北日本語教育的重點放在學校。 
二、大學專科學校不問官公私立，全部開設日本語課程。 
三、中等學校不問官公私立，每學年全部開設每週 6小時以上的日本語課。 
說明，現在官立大學專科學校教員大多為日本人，需要培養學生進入上級學校後能夠聽

懂使用日本語的授課。 
四、師範學校各學年開設每週6小時以上的日本語課，讓學生在畢業後具備能在小學教

授日本語的能力。 
五、小學不問官公私立，全部開設日本語課程。 
六、其他任何學校也開設日本語課程。 
七、各省特別市設立一所乃至數所的日語學校。 
八、獎勵或協助民間自行興辦的日本語教育設施。 

                                                 
52興亞院政務部，〈華北に於ける日本語普及狀況（其の一）〉，《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

昭和15年8月號（東京，1988）：218~219。 
53興亞院政務部，〈華北に於ける日本語普及狀況（其の一）〉，《興亞院．大東亞省調查月報》，

昭和15年8月號（東京，1988）：28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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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教員 
一、大學專科學校的日本語教員，以擁有高等教員執照的日本人或在日本的各大學畢業

的華人充當。 
二、中等學校的日本語教員，以擁有中等教員執照的日本人或在日本的各大學專門學校

畢業的華人充任。 
三、小學在原則上將來不設置日本語專科教員，而讓各學年擔任的教員來教授日本語。

但是基於目前此種方法不可能實行，採取臨時方法，讓師範學校畢業生擔任各校的日本

語教師，漸次淘汰現在資質低劣的日本語教員。 
說明，如果要在小學設置日本語專科教員，在經費充足的市城鎮學校可能辦得到，鄉村

等經費困難的學校則不可能辦到。因而，小學的日本語專科教員制度偏向市城鎮的小

學。因此，要讓日本語普及到各個角落，就不能採取此種制度，需要培養普通教員使之

具有日本語教員的資質，讓其教授日本語。 
四、對於現存資質低劣的小學日本語教員，從省乃至縣，應常常舉辦日本語教育講習會，

致力於資質的向上。 
第四 講習會、研究會 
一、華北政務委員會或各省特別市，每年應一次乃至數次，召集管轄區內大學、專科學

校、中等學校的日本語教員，舉辦日本語教育講習會，致力於日本語教員資質的提升。 
二、各省特別市或縣市，每年應一次乃至數次，召集管轄區內小學的日本語教員，舉辦

日本語教育講習會，致力於日本語教員資質的提升。 
三、組織華北日本語教育研究會，作為華北日本語教員相互研究聯絡的機關，分別在北

京設置本部，各省特別市置支部，各縣市置分會，計劃實行上述的事項。 
（一） 本部、支部、分會各自每年應召開一次乃至數次的日本語教育研究會。 
（二） 於本部編輯日本語研究雜誌。 
（三） 計劃實行有關其他日本語教員相互研究聯絡上必要的諸種事項。 

 
日本能夠推行普及日文，背後所依靠的其實是軍事的力量，因此，要全面達

成上述大規模的日文普及計劃，以日本當時實際上的勢力範圍只在都市或鐵路沿

線而言，實在是無法辦到。另一方面，即使英語必修科目地位被日文取代，歷來

英語勢力的基礎仍然深厚。一直到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歐美諸國
管理下的教會系統大學持續經營，和中國在宗教、文化、醫療、經濟諸領域上依

然緊密地連繫，這樣的情況想必也會影響到日文普及的發展。 
另一方面，華北的日文教育和台灣、朝鮮、關東州、滿州等地的日文教育有

一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從小學至大學的各階段教育體系完備，日文教育必須從各

個階段教育開始，後者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極少，初等教育幾乎等同教育全體。
54這一特殊性所表示的就是需要大量的日文教員，當時已有不少的人認識到這個

                                                 
54山口喜一郎，〈北支に於ける日本語教育の特殊性〉，《日本語》，1卷2期（東京，1941.5）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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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55但是，華北似乎沒有足夠的日文教員，從表 2─6來看，初等學校平均
每 7校才有一位日文教員，如果扣除實力不足的華人日文教員，平均每 104校才
有一位日籍日文教員。56中等學校平均每校有三位日文教員，如果扣除華人日文

教員，平均每校有一位日籍日文教員。由此可見，缺少日文教員對於華北的日文

教育影響很大。 
 

表 2─6華北初等學校、中等學校日文教員數統計表57 
 學校數 學生數 日文教員數 
中等學校 108 54522 日人 139 

華人 194 
初等學校 22327 1126263 日人 213 

華人 2967 
 
 
 
 
 
 
 
 
 
 
 
 
 
 
 
 
 
 
 
                                                 
55請參閱松宮一也，〈日本語の對支進出と教授者養成問題〉，《コトバ》，2卷 7期（東京，1940.7）
頁 69。小倉房二，〈日本語教育の反省〉，《華北日本語》，3卷3期（北京，1944.3）頁11。 
56華人日語教師實力不足的問題，當時常常被提及，原因不外乎下列幾種：1、待遇不好，缺乏

對日本的認識，對教材背景的日本歷史不理解。2、去日本的留學生幾乎無人想成為日本語教師，

大概都學習法律、經濟、工學。因此，這種人對於日本歷史不太重視，回國後即使成為日本語教

師，也不可太過期待。3、現在一般學生要求加強對於時局的正確認識，只是單純進行會話練習
他們會感到無聊，對於學生的要求，華人日本語教師的程度仍不足以應付。〈華北日本語教育界

の回顧と展望〉，《華北日本語》，3卷1期（北京，1944.1）頁16~17。 
57〈華北に於ける日本語普及狀況〉，《華北日本語》，2卷7期（北京，1943.7）頁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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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文教育的實況─華中 

 
日本華中派遣軍在佔領南京後，於 1938年元旦成立了南京自治委員會。但

在 1938年 3月 28日，日本華中派遣軍策劃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成立。當時維
新政府教育部長陳群，對學校制度作了一些改變，把學校制度分為小學、中學、

大學三種，小學分為初級四年高級兩年，中學改為五年制不分級。當時日文和英

語雖然列為必修科目，但男女有所不同。58從這裡可以看出華中維新政府的中學

是五年制，與華北臨時政府的中學三三制有所不同，兩者的日文教育也有不同之

處，詳見表 2─6至 2─11。 
 
 
 

表 2─7華中維新政府的小學日文每週教學時數表59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日文 0 0 0 0 3 3 
每週教學

總分數 
17 20 22.5 23 25.5 25.5 

 
 
 
表 2─8華中維新政府的五年制男子普通中學日文及第二外國語每週教學時數表
60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日文 5 5 5 4 4 
第二外國

語 
3 3 3 3 3 

每週必修

教學總時

數 

32 32 34 33 33 

 
 
 
 

                                                 
58趙如珩，《中國教育十年》，北京：大紘書院，1943，頁113。 
5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維新政府公報》民國27年12月26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6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維新政府公報》民國28年9月11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第二外國語為英、德、法、義四國語言選授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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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華中維新政府的五年制女子普通中學日文及第二外國語每週教學時數表
61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日文 4 4 4 3 3 
第二外國

語（選修） 
3 3 3 3 3 

每週必修

教學總時

數 

29 29 30 29 29 

 
 
 
表 2─10華中維新政府的五年制農業中學日文及第二外國語每週教學時數表62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日文 4 4 4 3 3 
第二外國

語（選修） 
3 3 3 3 3 

每週必修

教學總時

數 

30 30 32 33 33 

 
 
 
表 2─11華中維新政府的五年制工業中學日文及第二外國語每週教學時數表63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日文 4 4 3 3 3 
第二外國

語 
3 3 3 3 3 

每週必修

教學總時

數 

34 34 34 36 36 

 
 
                                                 
6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維新政府公報》民國28年9月11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第二外國語為英、德、法、義四國語言選授一種。選修科目可以不選。 
6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維新政府公報》民國28年9月11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第二外國語為英、德、法、義四國語言選授一種。選修科目可以不選。 
6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維新政府公報》民國28年9月11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第二外國語為英、德、法、義四國語言選授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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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華中維新政府的五年制商業中學日文及第二外國語每週教學時數表64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日文 5 5 5 4 4 
第二外國

語 
4 4 4 4 4 

每週必修

教學總時

數 

33 33 33 35 35 

 
 

1940年 3月 30日，汪精衛在日本勢力下於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汪政權為
了避開外國的批評及中國抗日運動高潮的鋒芒，希望日本方面至少能尊重其表面

上的獨立，於是改變了之前華中維新政府的一些制度。在學校教育方面，恢復了

國民黨政府時代所實行的中學三三制。65日文教育也作了一些調整，詳見表 2─12
至表 2─13。 
 

表 2─13汪精衛政權的小學日文每週教學時數表66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日文 1小時乃至 6小時，平均 3小時 

 
 
 

表 2─14汪精衛政權的中學日文及英語每週教學時數表67 
 初級一年 初級二年 初級三年 高級一年 高級二年 高級三年
日文 3 4 4 2 2 2 
英語 3 4 4 4 4 4 
 
 
 
從表 2─13可以得知，汪精衛政權不僅減少維新政府時期中學所規定的日文

教授時數，而且增加了英語（第二外國語）的教授時數。至於小學的日文教育，

雖然興亞院華中連絡部所調查的資料顯示教授時數為 1小時乃至 6小時平均 3小

                                                 
6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維新政府公報》民國28年9月11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第二外國語為英、德、法、義四國語言選授一種。 
65趙如珩，《中國教育十年》，北京：大紘書院，1943，頁131。 
66興亞院華中連絡部編，《中支ニ於ケル日本語教育ニ関スル調查報告書》，出版地不詳：興亞院

華中連絡部，1941.8，第五表。 
67興亞院華中連絡部編，《中支ニ於ケル日本語教育ニ関スル調查報告書》，出版地不詳：興亞院

華中連絡部，1941.8，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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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但在實際實施情形卻不同。日文教育的意義，在於透過言語形成對日本的感

情，並讓學習者感受到日本精神，因此對於親日教育來說極為重要。更進一步而

言，從當時的時空背景來看，身為東亞新秩序世界盟主的日本，其語言或許會成

為東亞的共通語。因此，汪精衛政權成立之際，教育日文就成為一個課題。1940
年 6月召開的全國各省市教育會議上，各地的教育關係者決議終止小學的日文教
育。對於這些決定，日本陸軍部、興亞院文化局局長、日本大使館書記官等，表

示了中學、小學是否必修日文是與日本的親善程度及對日本的誠意很有關係，並

將這種想法傳達給汪政權教育部。感到困惑的教育部將這項訊息傳達給汪精衛，

汪精衛隔天立刻指示在小學課程表追加一條規定，就是原則上不教授外國語，但

在大都市依據實際的需要，高年級可以教授外國語，而已經在學習日文者准其繼

續，未學習者也只准在都市的 5、6年級教授。68 
華中地區的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後，和日本之間訂定基本條約，實際上在政

治軍事等層面可以說是完全一體化。正因為如此，日本語言政策的決策者、當地

的教育者及關係者，當然期待日文地位較以往提高。但是，這些人的希望徹底落

空，因為 1940年 7月，以再訓練小學教員為目的的教員養成所被廢除，其中華
中唯一培養日文教員的日文專修班也一併被廢除。接著 8月 9日發表了有關於小
學、中學、師範學校的學科課程，對日文的授課時數作了相當程度的減少。69小

學、中學前面已經提及，師範學校部份詳見表 2─14。 
 

表 2─15汪精衛政權的男女師範學校日文及英語每週教學時數表70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日文 3 3 3 
英語 3 3 3 

 
師範學校的日文科不但淪為選修科目，而且其地位還與維新政府時期為第二

外國語的英語一樣。此外，鄉村師範學校、三年制幼稚師範學校、二年制幼稚師

範科、特別師範科、簡易師範學校、簡易鄉村師範學校等六種師範學校，甚至完

全沒有把日文列為教授科目之一。71興亞院華中連絡部的調查資料中對此種現象

感到憂心。其文如下： 

 

「培養小學教員機關的師範學校將日本語列為選修科目，特別是鄉村師範學

校、三年制幼稚師範學校、二年制幼稚師範科、特別師範科、簡易師範學校、

簡易鄉村師範學校等校沒有日本語科目，如此，歷來受到抗日、排日教育影

響的小學教員，將導致極度缺乏導正其思想的機會。此等小學教員的思想行

                                                 
68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五卷，濟南：山東教育，1989，頁429。 
69菊沖德平，〈最近中支の日本語教育〉，《日本語》，1卷5期（東京，1941.8）頁45。 
70興亞院華中連絡部編，《中支ニ於ケル日本語教育ニ関スル調查報告書》，出版地不詳：興亞院

華中連絡部，1941.8，頁2~3。日本語及英語都為選修科目其中之一。 
71菊沖德平，〈最近中支の日本語教育〉，《日本語》，1卷5期（東京，1941.8）頁46。 

 56



第二章 日本在華北、華中的日文教育政策 

動將影響純真的兒童，根絕抗日的教育也就不可期待了。」
72 

 
對於日文教授時數減少及地位低落的狀況，日本方面有強烈的不滿，設法在

政治的折衝上，強烈要求更徹底進行日文教育，但結果比起維新政府時期，日文

教育並未在汪精衛政權時期擴大範圍。造成華中日文教育政策的改變有各種因

素，例如，汪政權對外宣稱其為獨立國家，施政上必須考慮到一定程度的主體性。

當時在南京擔任日文教育的南京模範中學教諭菊沖德平，對於日文勢力衰退的理

由有如下的分析：「第一、除了中心都市以外，地方上日本人人口頗為稀少，日

常生活上不太感覺得到日文的必要性。第二、除了中心都市以外，日本人發展的

將來性被認為不確實。第三、由於華中地區集中了外國的權益，以都市為中心的

文化水準較高。」73 

菊沖德平從中國人的心理或實情及自身立場提出批評，認為這些因素對於日

文教育隱藏著致命性的阻礙。日文的學習不是出於文化的理由，而是在日本勢力

的重壓之下，為了現實不得不學的。同時，作為接受一方的中國，則對於日文的

感覺與英語是截然不同的。下面的例子或許可以說明當時英語和日文對於中國人

影響程度的差異： 
 

「這是去年剛上任不久，我連中文的中這個字都無法正確發音時所發生的事。授

課結束將要走出教室之時，我問班上高中二年級的女學生們說：「下一節課是什

麼課?」大家面面相覷。突然其中一位學生回答說：「リ－シ（歷史的中文發音）。」

雖然我一聽馬上就知道是中文，但是卻不了解其意義。不得已我只好再問一次，

旁邊站著的一位學生回答：「ヒストリ－デス（History）。」，我立刻就明白其意

思了。學生們也因為我能夠理解而舒展愁眉。在走出教室回到教師辦公室的路

上，我思考著同樣位於東亞，長久以來關係深厚的日中兩國國民，我說的語言學

生們不了解，他們說的語言我也不明白，如果是使用遙遠的國家英國的語言，我

與學生們竟然都互相了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74 

 
從日文教員數來觀察，也可以看出華中日文教育的困境。依據表 2─16所

示，初等學校平均每校不到 1位日文教員，扣除華人日文教員後，平均每 7校才
有 1位日籍日文教員。中等學校平均每校有 1.6位日文教員，扣除華人日文教員
後，平均每校不到 1位日籍日文教員。 
 
 
 

                                                 
72興亞院華中連絡部編，《中支ニ於ケル日本語教育ニ関スル調查報告書》，出版地不詳：興亞院

華中連絡部，1941.8，頁2。 
73菊沖德平，〈最近中支の日本語教育〉，《日本語》，1卷5期（東京，1941.8）頁50。 
74篠原利逸，〈日本語教育に關する問題〉，《教育》，9卷9期（東京，1941.9）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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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華中初等學校、中等學校日文教員數統計表75 
 學校數 學生數 日文教員數 
中等學校 65 16531 日人 44 

華人 61 
初等學校 231 26320 日人 34 

華人 119 
 
 
只要看過「日本語普及要領」就知道，日文只是被認為侵略的武器，徹底無

視於對方的心情。因此，即使學習日文，也是基於政治、軍事、經濟等情勢把它

當作發跡的門路。不過，將學習日文視為是為了順應環境而採取敷衍的人，相信

是佔了絕大多數。特別是針對成人教育的場合，在所謂日文熱潮中，觀看以北京

為首的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日文學校情形就可以明瞭。石黑修批評在這樣的

日文學習動機中可以看見勢利的事大主義、機會主義的想法，並指出這是對於日

本人而言必須思考的大問題。76 
另外一方面，中國人的想法中始終認為英語是獲得西方文化的一個手段，隨

著英語勢力被驅逐，日文則利用政治、軍事力量取而代之，即使收到一時之效，

終究無法持久。換句話說，如果要圖謀日文的教育和發展，文化的內涵才是決定

性的關鍵。南京汪政權成立後對於日文課程的改變，就是最好的證明。日本方面

對於這樣的現狀也有某種程度的認識，例如菊沖德平就有如下的敘述： 

 

「從大學至小學並未樹立一貫的日本語課程標準，而且作為文化教育的日本語狀

況又落後，這一點與中支的英語教育比較之後就是頗為明顯的事實。首先英語

教育的文化材料相當豐富，使得中國人的英語教員在教授指導時得以適當地準

備教材，而且更可以列舉歐美文化措施的優秀性。因此日本語要打破長年以來

的不利條件，而能在中支佔據第一外國語的地位，有必要更加一層的努力。」
77 

 

但是如同日本在戰爭上全面性的失敗，日文直到最後也無法得到堪稱為第一

外國語的成果及權威。 

                                                 
75興亞院華中連絡部編，《中支ニ於ケル日本語教育ニ関スル調查報告書》，出版地不詳：興亞院

華中連絡部，1941.8，第五表。 
76石黑修，《日本語の世界化─國語の發展と國語政策》，東京：修文館，1941，頁234。 
77菊沖德平，〈最近中支の日本語教育〉，《日本語》，1卷5期（東京，1941.8）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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