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及其清偿、“退还”
和总清算

宓汝成

　　在近代中国战争赔款史上 ,庚子赔款 (以下或简称“庚款” )是

空前绝后的一笔。这既是指赔了这笔之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更在

于它的数额之巨 ,超过其前因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和甲午战争

而迭被勒赔之数 ,且超过这三役赔款的总和 ,即使再加上整个近代

期间与兵事有关而支付的多次偿款、“恤款” ,也远不及庚款那般

多。庚子赔款的清偿 ,与上述三役战争赔款于结束当时 ,或滞后三

两年即予付讫不同 ,而是规定从 1902年到 1940年的 39年间分年

付给部分 ,而在情况的变化下嗣后且展延到预期至 1947年才能完

全偿清。在漫长的清偿期间 ,大而国际形势、中外关系 ,小至一国货

币、汇兑比率 ,变化多端 ,从而在庚款清偿中 ,发生了诸如偿还赔款

究竟是以银还是以“金”为准①、以“金”易银为准衍生出设仍用银

为准来计算在事实上增加了清偿量、彼方接收我所付之款转手又

交还给我可我对此“退”款却又无支配全权的“退还”等等事情。本

文专对债务化后庚子赔款在清偿中出现的一些重要节目 ,作一探

索记述 ;并力求对一些关键数字 ,如究竟付了多少、“退还”若干 ,最

后在作总清算中又取消多少之类 ,分别作出力求符合实际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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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银 ,指海关银 ;“金”是《辛丑和约》特定之词 ,系指与庚子赔款有关各国的货

币 ,或所有这些国家货币的总称。



一、庚子赔款、赔款的分配和债务化

　　 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 )秋 ,德、奥、俄、日、英、法、美、意八国

组成的侵华联军准备进攻北京时 ,在其相互之间就这次军事行动

所要实现的目标—— 是瓜分中国 ,还是扶植傀儡政权实行改朝换

代或继续支持清王朝 ,展开激烈争辩后最后排除了妄谋利用中国

的混乱局面分割领土的作法 ,倾向于“保全”清王朝 ;但有一个前提

条件 ,即必须接受它们提出的所有“必不可少的条件”。① “必不可

少的条件”有种种 ,须对它们各个“国家、社会及个人以合理的赔

偿” ,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清廷当联军兵进京城仓皇西走西安途中 ,于 8月 8日命令庆

亲王奕匡力、两广总督李鸿章留在北京与八国代表“妥商处理”善后。

两者受命后在探悉法国 10月 4日致其它七国照会中提议作为谈

判基础条件列有索赔一项的讯息 , 15日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

二日 )向各国代表提出和约草约 ,主动承诺: “所有此次应行赔偿之

各事各款 ,中国即全行议赔” ,建议各国“分派人员查明开单 ,送交

照办”。②西班牙驻华公使葛络干 ( B. J. de Colo gan)作为公使团领

袖公使接收时回以一通凌辱: “此何时耶!既已一败涂地至此 ,尚欲

议和?惟有凛遵所示而已。”从此 ,奕匡力、李鸿章两人连该说的话 ,该

争的理 ,统统不敢再吭一声。

　　在西安的清廷 ,即所谓“行在” ,以耐不住“善后”不能立即筹

定 ,于 1901年 2月 13日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向列强

表示愿意接受惩戒之余 ,对赔款 ,只要求“允将”清偿期“宽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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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件由赫德代拟 ,见《赫德致总署节略》附件 (三 )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三日 ) ,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第 37页 ;《全权大臣奏折》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 ,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 《义和团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 1959年版 ,第 742页。

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译: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九编《中国海关与义和

团运动》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第 9页。



限”;并郑重承诺: “敝国竭力图治 ,永保亚东太平之局” ,当“开通不

竭之利源” ,以清偿赔款。尔后更颁发谕旨 ,使之政策化 ,即: “量中

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接着军机处奉旨电令各省、各关: “将一

切可省之费极力裁节 ;至地丁、漕折、盐课、厘金等项 ,更当剔除中

饱 ,涓滴归公” ,在对方尚未正式提出赔偿前 ,已在筹措款项“以期

凑集抵偿”了。

　　原八国加上当年在北京驻有使节的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三

国共 11国 ,此时就“索赔”事 ,各本其本国的最大利益提出意见。如

美国认为索赔量应限定在中国财源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认为以

1. 5亿美元 (约合关平银 2. 02亿两 )较为合理。① 德国亟谋以从中

国勒索所得充实其正在进行的扩军备战经费的不足 ,认为赔款必

须体现出严厉惩罚的原则 ,数量“不必过于慷慨”② ,言外之意 ,是

该多点、更多点。 俄国的主张与德国相似 ,企图以赔偿之款填补其

国库的空虚 ,充作加速建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追加资金 ,虽同意把索

赔原则定在“中国财力”可能的限度上 ,而在具体数字上 ,声称还

“为时过早” ,实则认为美国提出的数字是太少了。日本刚从前不久

的甲午战争中从中国勒索得巨额赔款 ,形成“战争可以发财”的意

识 ,又谋乘机榨取一笔“无偿收入” ,对提出的所有赔款原则无异

议 ,但认为中国偿付“能力实际超过”已提出的数字所示的额度。此

外 ,国外报刊连篇累牍地鼓噪中国应赔各国兵费英金 5000万镑 ,

外加各种公私损害 2000万镑 ,或作“至少”得赔 7000万英镑 ,约合

“华银 6亿两左右”。③ 英国既以中国的“保护人” ,又以诸国的政治

领袖自居 ,对赔款问题作了全面——中国偿付能力、索赔数量、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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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第 42页。 “ 6亿两”系引原文 ,按当时汇兑率 (海关银 1

两约合 0. 15英镑 ) , 7000万英镑只相当于海关银 4. 7亿两左右。

《美国外交文件》 , 1901年“补遗” ,第 141— 143页。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 J. Hay)致驻华公使康格 ( E. H. Conger)》 ( 1900年 12月 9

日、 1901年 1月 29日 ) ,《美国外交文件》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01年“补遗” ,第 356、 359页。



付方式、担保品等等——考虑之余 ,由其驻华公使萨道义 ( E. M.

Satow )根据外相兰斯当 ( Lansdowne)的训令 ,于 1902年 1月 28

日向公使团会议提出方案: 索赔额不超过英金 5000万镑 (约合关

平银 3. 3亿两 )、使赔款债务化 ,即: 分年摊付、年息四厘 ,由漕粮、

盐税、常关三项税收作为担保。① 这个方案旋为其它 10国所接受 ,

这 10国有的无异议、有的默认、有的明确赞同。这个方案确定了索

赔原则 ,把以各国所受“损害”为本而转移到以中国财力可能榨取

之量来决定了 ;这个“可能”是有伸缩性的 ,日后事实则是最大限量

地加以勒索。

　　接着 ,诸国于 2月 22日授权美、德、比、荷四国公使柔克义

( W. W. Rockhill )、穆默 ( A. v on M umm)、姚士登 ( M. Jo stons)

和克伯罗 ( F. M. Kuobel )四人组成赔款委员会 ( The Commission

fo r Payment o f Indemnities)处理索赔事情。② 这个委员会汇总上

述 11国及临时加入的葡萄牙和瑞典、挪威三国共 14个国家提出

的索赔清单 ,谘询了若干专家意见 ,特别倚重赫德 ( R. Hart ) ,由他

向中国随同议和代表办事官员如徐寿朋、那桐、周馥等人询问中国

财税状况、每年能摊还若干等等讯息③ ; 5月 28日 ,由穆默具函向

各国公使作了通报。根据 14国原始索赔清单并按 1901年 4月 1

日中国关平银与各国货币的汇率 ,折合关平银总计超过 4. 6亿两 ,

达到当时清政府财政年收入的十倍多。公使团初以为索赔量过大 ,

要求各国核实酌减 ;在有关各国都托词拒绝的情况下 ,转而确定以

当年中国人口数 ( 4. 5亿 )为准征取人头税似地每人摊派一两 ,定

为海关银 4. 5亿两。上述多出之数 ,取按比例调整原则 ,予以削减。

这样 ,既是一个整数便于计算 ,又虽不说明 ,实则把给中国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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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赫德致赔款委员会意见书》 ( 1901年 3月 25日 )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第

64— 69页。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第 18页。

《兰斯当致萨道义》 ( 1900年 12月 29日、 1901年 1月 1、 28日 ) ,英国外交部档案 ,

F. O. 405 /98,第 13页 ; 405 /102,第 1、 137页。



罚”的政治凌辱具体体现于这个赔款之量中。

　　这次“和议” ,正如时人记述: 李鸿章、奕匡力两人名为“全权”大

臣 ,在过程中 ,实则无所谓“议”也。列强计议既定 ,经过条文化 ,把

包括赔款在内的使中国“仅免于亡”的诸条件的《和约》草案 ,责成

奕匡力、李鸿章两人代表清政府为一方 ,于 1901年 9月 7日 (光绪二

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与以发动联军侵略的八国为核心 ,加上在和

议中也积极参与的比、西、荷三国共 11国的全权大臣 ,按德、奥、

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的顺序为另一方 ,签署了《辛丑和

约》及一系列的附件。有关赔款的第六款中规定: “按照西历本年五

月二十九日 ,即中历四月十二日上谕 ,大清国大皇帝允定 ,付诸国

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 (即 4. 5亿两 )。又详释: “此四百五十兆

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 ,并在附件十三中详列比价 ;“按年息

四厘……本息用金付给 ,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这就有

嫌含糊了。海关银之易“金” ,究指以规定的比价还是以支付日的市

价为准? 旋即导致第一次付给时即出现以银为准还是以“金”为准

的问题和在列强的专横决定下终被暗加了清偿的实际量 (参看本

文第二部分 )。

　　此项赔款系以 39年期年息四厘作清偿的 ,利息总量预计多过

本金 ,合本息共为关平银 9. 8亿余两 ,并以下述三项作为担保: ( 1)

海关关税除了已承保的借款本利偿清后的余数和把进口货税增至

切实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收入 ; ( 2)所有常关的各项进款和 ( 3)盐税

除了归还泰西借款一宗外 ,余数全充担保。此外 ,对常关 ,另附立一

条款 ,其在通商口岸的“均归新关”即海关“管理”。①

　　庚款分为 14部分: 由上述 14国除了瑞典、挪威合一部分 ,其

余各国各摊得一个部分 ,再加上“杂项” ,又称“未列名各国”部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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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辛丑和约》 ,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62年版。 下文中所引条约章句 ,凡据王铁崖此一汇编第 1、 2、 3册者 ,出处概从

略 ,不再一一注明。



成。 “杂项”为何? 实指当年在北京由各国公立的俱乐部—— 燕都

别墅被毁 ,偿给“各国共同之款”①。这里把庚款的摊分情况及其在

总量中所占比重等 ,依据《和约》包括附件所记 ,制成表 1如下。
表 1　庚子赔款各国 (部分 )摊分量、所占比重和预计利息及本息总量

国　名
关平银
正本数

(单位:两 )

每两关平
银折合外
国货币数

各国货币正本数
比重
(% )

利息预计
(单位: 两 )

本息总计
(单位: 两 )

德国 90070515 3. 055马克 275165423. 325马克 20. 02 106531031. 72 196601546. 72

奥地利 4003920 3. 595克勒尼 14394092. 400克勒尼 0. 89 4735642. 16 8739562. 16

比利时 8484345 3. 750法郎 31816293. 750法郎 1. 89 10034871. 30 18519216. 30

西班牙 135315 3. 750法郎 507431. 250法郎 0. 03 160044. 01 295359. 01

美国 32939055 0. 742美元 24440778. 810美元 7. 32 38958714. 88 71897769. 88

法国 70878240 3. 750法郎 265793400. 000法郎 15. 75 83831340. 74 154709580. 74

英国 50620545 0. 150英镑 7593081. 750英镑 11. 25 59871522. 72 114490067. 72

葡萄牙 92250 0. 150英镑 13837. 500英镑 0. 02 109108. 82 201358. 82

意大利 26617005 3. 750法郎 99813768. 750法郎 5. 92 31481301. 11 58098306. 11

日本 34793100 1. 407日元 48953891. 700元 7. 73 41151589. 28 75944689. 28

荷兰 782100 1. 796佛罗林 1404651. 600佛罗林 0. 17 925029. 91 1707129. 91

俄罗斯 130371120 1. 412卢布 184084021. 440卢布 28. 97 154196630. 49 284567750. 49

瑞典
挪威

62820 0. 150英镑 9423. 000英镑 0. 01 74300. 45 137120. 45

杂项 (又
称未列
名各国 )

149670 0. 150英镑 22450. 500英镑 0. 03 177022. 41 326692. 41

总计 450000000 100. 00 532238150. 05 982238150. 05

　　绿林强人在其劫掠得逞回到深山后的庆功宴上 ,笑谑嬉戏里

每每道出些许真情。列强对中国勒索“庚款”情景正与之相似。且

以它们事后的一些自我夸耀和相互揶揄为例吧! 俄外长拉姆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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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总税务司呈税务处》 ( 1919年 7月 19日 ) ,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译: 《帝

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第 84—
85页。



夫 (V. N. Lamsdo rff )承认俄国参加联军进犯中国的战争 ,是“历

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①。英国奚落法国索赔得逞 ,不过比公

然抢劫略好一些 (a lit t le bet ter than a piece of plunder) ;法国不

以为耻 ,其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委员以堂皇的饰词辩称: 这是一种

“战争贡品”。②奥、西、比、意四国 ,“用款很少” ,“亦索巨款”③ ;至于

像葡萄牙本与义和团运动渺不相涉 ,胡说什么因为中国北方有“拳

乱” ,为保障澳门的安全 ,曾从远方调遣舰只前来以资增强防卫能

力 ,也要求索偿 ,连它其时在远东的庇护国—— 英国也认为理由牵

强 ,却也给它占了一个部分 ;如此等等。俄、法、英、美、比五国在赔

款总额中所占比重共计达到 65. 18% 。就这五国说 ,即使依据它们

自己日后陆陆续续偶然流露出来的数字 ,多索的数额在其摊得的

数量中 ,最少的占 7. 67% ,多的达到 50. 46%和 54. 64% ;五国平

均计之 ,则是 16. 76% 。④本世纪 20年代美国一学者的研究结果认

定: 列强在庚款上至少多索银达 2亿两⑤ ,几乎约当赔款本额的一

半。所有这些说明了进入本世纪时中国所被勒偿的庚子赔款是当

年帝国主义列强以最冠冕堂皇的言词 ,运用残暴的手段 ,所做的一

次疯狂军事掠夺。

二、庚款的事实追加—— “镑亏”和“金法郎案”

　　帝国主义列强如其所欲地把巨额赔款勒索到手后 ,在中国清

偿过程中 ,时刻注意怎么对它们有利便出全力相争 ,不达到如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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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斯蒂文斯: 《中国的义和拳赔款》 ( F. W. Stevens, The Chinese Boxer Indem nity) ,

纽约 , 1923年 ,第 8页。

参看王树槐《庚子赔款》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 , 1963年版 ,第 40— 41页。
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书· 电稿》卷 35,第 31页。

《萨道义致兰斯当》 ( 1901年 12月 31日 ) ,英国外交部档案 , F. O. 17 /1731;《哈定

( Harding )致英外相寇松 ( Cu rzon)》 ( 1922年 1月 30日 ) ,英国外交部档案 , F. O.

405 /236。

罗曼诺夫著、民耿译: 《帝俄侵略满洲史》 ,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 ,第 218页。



旨行事而不止。它们除了以《和约》条文作为挟持手段外 ,又每以约

文原词含糊之处任便作出有违约义精神的解释 ,实施其强求 ,假使

连丝毫空子也无可钻得 ,则以文明国家自诩而违背当年国际惯例

作胡搅蛮缠的强横要求。习称的“镑亏”和“金法郎案”就是在庚款

清偿过程中被一些国家或所有国家挑起来并使它们要求得逞的两

事 ,进而使赔款的计量单位由银易为“金”和如果仍按银计清偿量

的事实增加。

　　 (一 )“镑亏”交涉和结局

　　“镑亏”在中国近代外债史上是个通俗用语 ,却又似一个专有

名词 ,指的是: 各项按外币单位所订借款其逐年偿付的本息银数 ,

在银价不断跌落下总比按订借年份平均汇价所应偿付来得多所形

成的“亏” ,并以当年外债多以英镑为计量单位而称作“镑亏”。①

　　债务化了的庚子赔款按《辛丑和约》有关规定 ,如前文所述 ,原

系以海关银为准。 怎么清偿法 ,有关规定是: “本息用金付给 ,或按

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银之“易金”按约定时兑换率 (参看表

1)来折合 ,符合赔款系以银为准的精神 ,且也不可能出现“镑亏” ;

如果按“时价”来折合 ,则有违赔款的以银为准精神 ,而实换为以

“金”为准。这样 ,便有可能出现“镑亏”。在当年银相对于“金”价日

益趋跌情况中 ,列强在此等处便亟谋为自已牟最大之利而有所动

作。

　　当“议和”时 ,清政府在列强强力挟制下 ,由派出的全权大臣仓

促签字 ,待到临付首次偿金时 ,它似才缓过神来 ,但不敢坚持所“允

定”的赔款是海关银两 ,生恐再得罪于列强 ,对应按约定的“金”价

还是按时价用银易“金”来清偿 ,征询地方督抚大员的意见。虽然像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断然称 ,按约定 ,“应以还银为准”② ;可是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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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寄行在户部及庆亲王、李中堂》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刘坤一: 《刘忠诚

公遗集· 电信》卷 2,第 24页。

参看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 1853— 1927》 ,中华书局 1962年版 ,第

23页。



为“免临时争执” ,继先命令他转饬上海道就近与各国经手银行“详

细辨明”之余 ,更多此一举地由户部函询赫德对原各款作番解释。

赫德作为大清国的“客卿” ,事事总先为其祖国利益谋。他特具机心

地胡说: 赔款原非银数 ,“乃系以`金’ 核计”① (原约规定系以“银折

合当时之“金” ,而非以“金”核计 )。赫德的解释是个讯息 ,列强将不

顾约定而要求以“金”为准来清偿。

　　与庚款有关的 14个国家 ,当最初银与“金”的汇率与原规定的

上落不大时究竟以银为准还是以“金”为准 ,也不一致。美国一度坚

持以“金”为准 ,旋主张按约定该同意以银为准。俄、德、法等国意欲

以“金”为准 ,又不能不承认约文精神系以银为准。英国主张采取迂

缓策略 ,使以银为准渐易为以“金”为准 ,提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来解

决 ,即: 先以银为准清偿若干年 (设定为 9年 ) ,之后改以“金”为准。

列强间争论不休中 ,比利时公使于 1903年 10月提出折衷方案 ,各

国继续接受中国以银为准所偿付的赔款 ,金银汇价间的差额留待

最后清偿到期再调整解决 ,即银价若跌 ,则“此项差额视作 [中国 ]

欠付各国之数额” ,反之 ,“多付之款”退还中国。② 签署于《辛丑和

约》的 11国除美国之外的 10国代表于 1904年 7月 26日 (光绪三

十年五月三十日 )会衔照会外务部 ,转而提出把 1902— 1904年间

由于银价跌落所形成的差额照数补还。清政府不敢抗议。户部面

对需补偿银“已逾千万”两的事实 ,只在怎么处理上与对方作往返

的交涉 ,在事实上便承认有“亏欠”的存在。英法等国气焰更形嚣

张 ,派遣炮舰游弋于中国海上 ,扬言若不同意 ,便要像当年联军侵

犯那样再占天津 ,清政府终禁不住恫吓 ,屈服了 ,与之互换照会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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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致国务卿海约翰》附件 ( 1903年 11月 23日 ) ,《美国外交文

件》 , 1904年 ,第 177— 178页。

《赫德致外务部总办函》 ( 1901年 12月 28日 )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 ,第 61

页 ;《外务部奏》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 ,《军机处题本钞档· 赔款及内外债》第
316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以下简称一档馆藏 )。



意对庚款“允行”按“金”偿付。①

　　美国对比利时提出的折衷方案原本“既不表示反对 ,也不表示

赞同” ,在后续的和中国交涉中也似置身事外。到此时 ,它发表声

明 ,“不与其它国家立异”②。“镑亏”交涉 ,终以不单追补偿金 ,而且

对原以银为准的约定 ,在悄没声息中换为以“金”为准才告结束。③

　　这个“亏”怎么算 ,有多少 ,经过交涉 ,议定从首次偿付的一笔

起 ,到其时 ,“亏欠”总数为关平银 800万两 ,一次清结。具体规定:

( 1)这笔“镑亏”从 1905年 1月 1日起按年息四厘行息 ; ( 2) 1905

年 1月起 ,把已收之银退还中国 ,嗣后中国付款按改定的“新法”即

上述互换的照会所述的以“金”为准执行。④ 这个新法日后或称之

为“ 1905年协议”。

　　清政府面对列强需索 ,噤不敢言 ,只敢向隅唏嘘: “何忍竭百姓

之脂膏 ,以供列邦之携取! ”⑤ 可是 ,事实表明它为了要“结与国”的

“欢心” ,决心“竭百姓之脂膏”也在所不惜。 此所以一经换文 ,它立

即命令各省、各关摊解来承担。可是 ,想从“脂膏”已濒于“竭”的“百

姓”身上再行加强榨取也难 ,便先期于 4月 26日由户部出面向英

商汇丰银行为备补偿亏欠申借英金 100万镑 (合银 676. 06万两 )

即习称的《镑亏借款》以资济急。待照会一互换 ,便按约定付给有关

诸国。

　　有关各国得到补偿银 800万两 ,各国实得之量和在总量中所

占比重 ,略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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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外务部奏》 (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 ,《清季外交史料》第 185卷 ,第 28页。

《外务部奏》暨清单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 ,王彦威辑: 《清季外交史料》第 190

卷 ,故宫博物院 1932年印行 ,第 7— 12页。

《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档· 赔洋款总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以下简称二档

馆藏 )。

《康格致海约翰函》 ( 1904年 7月 26日 ) ,《美国外交文件》 , 1904年 ,第 178页。

《康格致海约翰》附件 ( 1904年 7月 26日 ) ,《美国外交文件》 , 1904年 ,第 178— 179

页。



表 2　列强摊分“镑亏”情况

国别 币名 数　　　量 折合关平银 (单位: 万两 )

俄

德

法

英

美

日

意

比

奥

荷

西

葡

瑞、挪

杂项

卢布

马克

法郎

英镑

美元

日元

法郎

法郎

克勒尼

佛罗林

法郎

英镑

英镑

英镑

3266264. 32

4971917. 95

4684727. 62

138114-9-1

490435. 44

724487. 16

1759261. 46

560776. 63

263700. 83

24169. 69

8943. 75

250-16-4

—

—

231. 32

162. 75

124. 93

92. 68

66. 10

51. 49

46. 91

14. 95

7. 34

1. 35

0. 24

0. 17

0. 11

0. 27

共　计 800. 00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 17— 18页。

　　这笔补偿之款 ,是被列强故违有关庚款约定精神而强行勒索

去的 ;可是它们一旦得逞 ,便取作先例 ,只是类似追加之数 ,其后隐

蔽在历年偿款已以“金”为准折成的数目之中。

　　 (二 )“金法郎案”

　　在解决庚款的“镑亏”中把庚款之以银为准换成以“金”为准的

同时 ,规定这个“金”由各国自行选择 ,或以各该国本国货币为准 ,

或以他国的货币为准都可。 俄、日等国采用英镑 ,但多数国家则以

各该国本国的货币为准 ,法国等国要求以法国法郎为准。

　　法国法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一段期间里 ,大幅度

地下跌着。法国认为按照贬着值的法郎折算成银来接受庚款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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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了。它不顾一国币值的涨跌原纯属一国的内务 ,与国际清算无涉

这个国际清算中的惯例 ,以中国可欺 ,由其驻华公使傅乐猷 ( M.

A. J. de Fleuriau)于 1922年 6月 21日照会外交部 ,把事实上法

郎并不存在“金”、“纸”之别两种 ,说成“金法郎实与纸法郎”有别 ,

以此相蒙混 ,并要求嗣后偿付法国部分的庚款 ,“不如不用法郎” ,

或“径以金元 (按: 指美元 )计算 ,较为简便”。① 7月 12日又函外交

部 ,“撤回”上述提议 ,改要求嗣后法国部分庚款 ,“按照 1901年条

约暨 1905年 7月 2日协约所载以金币照付” ,并解释这个金币 ,系

指法国政府法定的法郎纯金含量的等价 ,从而把法国流通着的纸

币法郎偷换成“金锭” ,或并不存在的“金法郎” ,日后所称的“金法

郎案” ,从此炮制了出来。②

　　傅乐猷在嗣后半年间采取多种方式 ,哓哓不休地向北洋政府

兼施利诱威胁 ,催促从速给予满意的答复。 另一方面 ,法国联络比

利时、意大利两国和它采取同样步骤 ,要求中国嗣后以所谓“金法

郎”为准付给该三国部分的庚款。

　　同年底 ,北洋政府对法国等国的无理要求作出拒绝的答复 ,由

外交总长王正廷于 12月 28日照会法、比、意三国公使表示: “中国

应付各国庚款 ,按既定协议偿付 ,义务已尽” ,“自首次付款以来 ,历

年均系如此办理” ,严正声明: 各“该国代表国币之纸币能否兑取现

货 ,自非我国所能过问”③ ,对所要求 ,不予考虑。④

　　其时 ,中国国内军阀专权 ,政局动荡不定。 1923年初 ,傅乐猷

利用北洋政府内阁改组的机会 ,向新组成的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

黄郛、财政总长刘恩源两人重提前事。张内阁根据外交、财政两部

暨总税务司和税务处联席会议的结果 ,再次予以拒绝。法国转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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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财政总长关于国务会议议决以纸法郎交付致税务处指示》 ( 1922年 12月 25日 ) ,

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二档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二档馆藏。
参看康大寿《“金法郎案”述论》 ,《民国档案》 1993年第 2期。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 100页。



取节外生枝策略 ,由法国嗾使在华法国银行——东方汇理银行

留“盐余” ,企图以扼制北洋政府一个重要财源相要挟 ,并约同与庚

款有关的部分强国 ,一致威逼北洋政府限于 2月 10日前接受法国

要求。 北洋政府在此威胁下屈服了 ,于限期前一天即 2月 9日 ,决

定此后对法国庚款的支付 ,“以金法郎计算” ,并报经大总统曹锟批

曰“可”① ,由外交部于 10日转知法国公使 ,满足了法国等国的于

法无据、于理不合的要求。

　　根据当年现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 19、 35等条规定 ,凡

涉及国库负担的国际协议和条约 ,如“金法郎案”的协议 ,必须经议

院同意方能生效。 众多议员据此抨击外交部在把此案移送议会审

议前先时照会法国公使为非法 ,并要求黄郛辞职 ,补将该案咨送众

议院审议。另一方面 ,众议院于 12月中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通

过决议 ,予以否决 ,要求“应根据 1905年换文办理”② ,也就是对庚

款只能仍按法国通行的货币—— 法郎为准来付给。

　　北洋政府的卑怯行为 ,激起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的义愤。一时

民情汹涌 ,民间社团纷纷致电北京政府 ,表示坚决反对。

　　北京政府慑于民情 ,由外交部于 12月 27日分致照会给签署

《辛丑和约》的各国驻华使节声明: 无论是《辛丑和约》还是 1905年

协议中的“金”字 ,只能认定为各签字国通行的货币 ,而不是任何其

他。不管现在或以后汇率怎样 ,以及与 1901年条约规定的汇率比

较对中国是否有利 ,都不能成为对《和约》规定重作解释的正当理

由 ,或对根据协议选定的付款方式加以根本的变更③ ,虚弱无力地

要求撤销已倒内阁一度作出的同意。

　　第二天 ,比、西、意、德、英、美、日、荷八国作出反应 ,由其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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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 115页。

引自《财政总长李恩浩呈执政文》 ( 1925年 4月 11日 ) ,《研究各国变更庚款办法意

见书》 ,第 49页。

引自《财政总长李恩浩呈执政文》 ( 1925年 4月 11日 ) ,《研究各国变更庚款办法意

见书》 , 1926年版 ,第 49页。



使节会衔照会外交部 ,声称各国政府一致作出“决断” ,要求中国把

庚款余额都用“金”付给 ,即根据《辛丑和约》所载由关平银折合成

当时各国货币量为准来付给。法国更牵扯及他项事情 ,如有关提高

中国关税税率、提供贷款、“退还”庚款等等 ,若不按其所欲解决“金

法郎案” ,则将不得不改变它原持“赞助”的“态度”。同时 ,它又把拒

绝接受中国按期清偿之数说成是“中国延不交付” ,声称要提请国

际法院“公判”。

　　北洋政府对法国的诸种举动不予理会 ,“金法郎案”一时搁置

一边。

　　第二年 ( 1924年 )初 ,与庚款有关的诸国为声援法国等国 ,发

起外交攻势。外交使团领袖公使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 ( W. J.

Oudendi jk) 2月 11日在面交外交总长顾维钧的照会中 ,曲解《和

约》的规定 ,坚持要求中国以“金”为准① 来清偿。中国海关总税务

司安格联 ( F. A. Ag lan)与之相配合 ,放出风声 ,如果不按照公使

团的要求行事 ,有可能把“关余”? 留 ,并致函顾维钧 ,竟以中国若

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列强会拒绝召开旨在提高中国关税税率的

关税会议相讹诈。②

　　列强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的强权行径 ,再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

慨。报刊上一时纷纷发表文章 ,给以义正词严的谴责 ,尤其是对法

国不顾约文规定的精神、字义 ,任意曲解和干涉中国内政、奚落中

国政府的言词 ,给以回击。在华南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

表宣言: 坚决反对“无法律之根据而重国民的负担”改用“金法郎”

以偿付庚款的办法③ ,终使“金法郎案”一时成为悬案。

　　同年年底 ,段祺瑞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不久 ,谋求取得

列国的支持并缓解其财政困境 ,先于 12月 18日内阁会议上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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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国民党宣言集》 ,重庆 , 1941年 ,第 109— 110页。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 110页。

《东方杂志》第 21卷第 5号 , 1924年 3月。



了尽快解决的“金法郎案”的决定 ,继责成财政部研究解决的步骤

和办法。法国公使玛德 ( D. C. Ma rtel)在与外交部往返磋商之余 ,

3月 17日面谒段祺瑞说: “得到政府训令” ,只要“金法郎案”一解

决 ,“本公使立即照会外交总长” ,“对于赈灾附加税表示同意” ,“支

持中国召开关税会议”商讨提高税率问题 ,还可以把中国该补交的

“ 24个月赔款 ,有 1500万之数交与贵政府支配”等等。段祺瑞在曹

锟当总统期间曾不无理由地抨击曹锟批了“可”的如上所述对“金

法郎案”的处置为误国 ,随着权位的移易 ,他与曹锟类似 ,准备“卖

国肥私”地来解决这同一案子了! 他对法国公使的话句句听在心

里 ,对之表示“甚为感谢”之余 ,转过头对会见时在座的外交、财政

两总长沈瑞麟、李恩浩说: “即由两位总长赶速办理”。① “金法郎

案”乃急转直下。中法双方经过洽商 ,为避免再激起国人的反对 ,商

定回避已似过街老鼠的“金法郎”一词 ,改用美元一词作替换。双方

旋于 1925年 4月 12日以互换照会方式 ,确认中国政府此后对法

国部分庚款“一并折合美元”支付。“金法郎案”在中法间以略去“金

法郎”一词、事实上完全接受了法国的要求作为最后解决。②

　　比利时、意大利两国立即要求援法国之例而先后于 9月 5日、

10月 1日采取同样方式规定中国对各该国部分庚款余额 ,也概行

折合美金支付。

　　法国在所谓“金法郎案”中 ,取得了预期取得的一切 , 8年之

后 ,它以美元相对于黄金价格的下跌故伎重演。 1933年初 ,其驻华

公使要求中国对法国部分庚款余额付给美元硬币 ,中国海关总税

务司梅乐和 ( F. W. M aze)为法国帮腔 ,次年 3月 9日致函财政部

“建议”若用美国纸币支付则另补足差额。③ 国民政府其时以实行

“革命外交”相标榜 ,外交部于 4月 5日复函法国公使 ,明确答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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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 129— 130页。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 1分册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第 322页。

《段祺瑞为金法郎问题接见法国公使问答记录》 ( 1925年 3月 17日 ) ,北洋政府财

政部档案 ,二档馆藏。



既有协定 ,“并无必须付给美元硬币之规定”① ,严峻拒绝 ,不予考

虑。法国见无隙可乘 ,不再提起 ,这一次遂未成为事实。

　　列强在中国对庚款的清偿期间 ,当中外币的汇率以至于其本

国币值有变动时 ,认为不利于己 ,或谋求增勒实际清偿量 ,炮制了

“镑亏”和“金法郎案”。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先后都委曲忍让 ,终使它

们的图谋都获得逞。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 ,尚能据理力争 ,置之不

理 ,使对方不能不有所收敛。这个差异 ,表明了列强之图谋能否得

逞 ,固受整个形势、双方实力强弱的影响 ,我国应对是否得宜也具

有重要作用。据“镑亏”协定 ,中国刚清偿 5年就被追索去银 800万

两作为补偿 ;按庚款偿期 39年 ,减去这 5年 ,还有 34年 ,在这 34

年里 ,虽偶有“金”贱银贵年份 ,总的说 ,是“金”贵银贱而且差幅日

益趋大。只缘此后庚款之清偿已从以银为准变成以“金”为准 ,必然

出现的“亏”便被隐失了。而今设若按原约定仍以银为准 ,事实上被

增勒之量该为几何?设以这已有之量 (银 800万两 )为参数 ,对此后

34年作一匡算 ,还得被暗加近 7倍 ,为银 5440万两 ,与已有之量

合计为 6240万两。 “金法郎案”的解决 ,据近人研究得出结论 ,对

法、意、比三国部分庚款改以美金为准来偿付 ,依据计算方法的不

同 ,增加的支付量在美金 2800— 3300万元之间。② 且取其中数 ,则

为美金 3050万元。按照“金法郎案”解决当年平均汇率计 ,约合银

4110. 51万两。这两笔数字相加 ,超过银 1亿两。尽管由于偿款进

程中有多种事先不可能意料到的情况发生 ,实际支出远没有这么

多 (参看下文 ) ,但按发生当时作一估算 ,则确实存在着至少这么一

个数。

　　转想到 ,自从 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后 ,关于庚款 ,当时所说

和后人研究 ,都作赔款正本多少、利率多少、期限如何、
·
预
·
计本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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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王树槐《庚子赔款》 ,第 416页。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 129— 130页。



计为银 9. 8亿余两。这很确切 ,是这样。可是考虑到一清偿即遇到

究以银还是以“金”为准并于 1905年实际定作以“金”为准 ,嗣此 ,

以有汇率的变数 ,难以预计得一个确切数字。据上所述 ,理该加上

上开的估算数字 ,说作
·
预
·
计偿付量约达 11亿两而不是 9. 8亿两 ,

该更符合实际。

三、庚款的“退还”

　　列强予取予求地从中国摊分到多少不等的赔款 ,其数量没有

一国不超过即使是它们自己规定的索赔原则的限度。美国也是。它

出于为其国家长远战略利益谋 ,在 1908年 ,说是“查明原定数目过

巨 ,实超出应要求赔偿美国人民所受损失数目之上” ;“为促进 [中

美 ]两国邦交起见” ,经国会议决 ,退还美国部分中的一部分。 庚款

清偿史上首开了“退还”的事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 ,在国际间

(主要在欧洲 )出现清理、清算旧债潮的局势中 ,中国国内按既有的

成例兴起要求销除庚款的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各为本国利益谋 ,为

适应时势 ,也有作出“退还”庚款决策的 ,但总力谋能在解决这个问

题中取得某种利益 ,于是在“退还”的总题目下 ,出现形形色色各不

相同的实态。

　　 (一 )美国的两次“退还”①

　　 1902年 1月 ,美国《纽约时报》传出讯息 ,国务卿海约翰正考

虑如何向中国“退还”美国部分庚款中的“溢款”问题。 1904年 12

月 ,驻美公使梁诚在与海氏会谈庚款是还“金”还是还银问题时正

式提出“核退庚款”的要求 ,标志着中美之间此后延续达 4年的洽

谈庚款“退还”问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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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考虑“退还”庚款的政策动机 ,与它企图影响中国今

后动向的战略目标有关。为求实现这一目标 ,它认为以“退还”的庚

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发展在华教育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一批

对美国具有好感的领袖人物 ,是一种最佳抉择 ,最符合美国的长远

利益。①

　　梁诚在美就近察知美国意向 ,当美方试探中国对一旦“退还”

的庚款究将“摊还民间”还是“移作它用”时 ,理所当然地声明一经

退还 ,“如何用法 ,系我国内政不能宣告” ;但他在向外务部汇报中

则建议: “一旦此项赔款收回” ,宜取作“广设学堂 ,派遣学生之用” ,

在我可不损主权尊严 ,“既有裨益 ,在美亦能满意”。② 他在获得同

意后即以此宗旨答复美方。 “退款”兴学原则初步形成。

　　美国主动提出“退”款问题 ,在洽商中 ,总想由此取得某种利

益 ,如在中国其时展开的要求赎回粤汉路权等谈判中 ,它曾以庚款

的“退还”与否作为筹码 ,要挟中国在上述谈判中作出一些对美有

利的让步。

　　 1907年 12月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 Th. Roo sevelt )致

国会咨文中要求授权对华“退还”部分庚款 ,以之用于在中国兴办

教育事业和资助其派遣学生留学美国。经两院通过 ,第二年 5月

25日总统批准 ,法案成立。国务卿据此电告驻华公使柔克义 ,要他

通知中国并要求清政府声明: 即使将来中国“更易执政人员 ,或因

他故” ,都“不把此减收 (其实收受中国的清偿时并没有“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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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诚致外务部》 ( 1905年 4月 8日 ) ,外务部档案 ,一档馆藏。 参见《外交部上大总

统文》 ( 1924年 7月 20日 ) ,财政整理委员会编印: 《财政部经管有确实担保外债说

明书》下编《各国庚子赔款说明书》 (以下简称《财政部庚款说明书》 ) , 1928年 6月

增订 ,第 25页。

当时美国官民鼓吹“退款兴学”的很多。 最具代表性和影响的是伊利诺斯大学校长

爱德蒙· 詹姆斯 ( A. James)致罗斯福总统一件备忘录中的言论。他写道: “哪一国

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 ,则这一国家就会由于这方面的努力在精神和商

业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报偿……乃至控制中国的发展。”见斯密司《中国和今日美国》

( A. H. Smi th , China and American Today) ,纽约 , 1907年 ,第 213— 218页。



者 )之款改作他用”。① 12月 28日 ,美国总统发布“退”款令 , 31日 ,

通过外交渠道正式通知清政府 ,从 1909年 (宣统元年 )起 ,美国在

每次届期收到中国按期应付的款项后 ,即取出其中一部分交给美

国驻华公使馆 ,再由后者“退还”给中国外务部 ,拨作兴学专款 ,当

年指定的是两大项目——筹办清华学校和派遣学生留学美国 ,预

计头次全部“退”款 ,将为美金 2892. 25万元。②

　　 12年后 ,即 1921年 ,外交部训令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国政府

要求把庚款余额全部退还。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洛奇 ( H. C.

Lodge )、麦祺 ( J. Magee)等人从这时起三年间在两院先后分别提

出退还庚子赔款案。 1924年 5月 ,该提案获两院通过 ,旋经总统柯

立芝 ( L. Coo lidge )批准成立。 6月 14日 ,国务卿许士 ( C. E.

Hughes)照会中国驻美公使 ,宣布美国部分庚款 ,除了已“退还”的

部分 ,所有余额 ,为表“善意” ,全部“退还”中国充作“进一步发展中

国教育及其它文化事业”资金 ,同时 ,美国驻华公使还向外交部作

了通报。③ 据当年预计 ,美国第二次“退还”数为美元 1254. 54万

元。

　　施肇基旋奉命向美国政府表示 ,希望庚款的退还是无条件的 ,

“由我国自行支配” ,遭到拒绝。 美国声明 ,对“退款”用途 ,“美国保

留自由处分之权” ,并促使施使中国政府同意 ,由中美两国政府分

别派出中 ( 10人 )、美 ( 5人 )组成联合组织 ,定名为“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支配保管所有的“退款”。④ 这样的管理“退”款机构的

组织模式构成先例 ,嗣后为其他国家所援用。

　　 (二 )法国部分庚款的“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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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 5月 ,驻法公使胡惟德受命与法国外长洽谈退还法国

部分庚款余额 (计 39581. 5万法郎 ) ,后者并不反对 ,转问将作何

用? 胡答以供作实业教育经费。①此后 ,胡虽不断与法外部接触 ,后

者托词拖延 ,毫无进展。

　　 1921年 6月 ,法国参议院议员某提议从该年下半年起 ,法国

部分庚款仿照美国办法 ,“退还”中国 ,拨充教育经费。新任驻法公

使陈 闻讯电告外交部。此讯一经传出 ,国内舆论力主“豁除” ,而

不只是“退还” ,并主张将“豁除”的款项“半充实业 ,半充教育”用。

　　其时 ,法国政府正全力支持在华的一家名为中法合资实为法

籍的银行—— 中法实业银行恢复业务 ,它设想把拟“退”的款大部

分用之于“拯救”该行使能复业上 ,取其余剩再充作办理中法间的

教育事业。总理白里安 ( A. Briand)在华盛顿会议期间 ( 1921—

1922年之际 )向中国出席代表透露了这一信息 ,傅乐猷在谒见中

国外交总长颜惠庆时提出了具体方案: 在“退还”的庚款中每年提

出 100万法郎充作中法两国政府指定的中法事业之用 ,其余的专

充作为改组中法实业银行而决定发行 3300万元美金债票的担保。

6月 24日 ,该公使向外交部面递节略 ,就上述主旨作了较详细的

规定和安排 ,最后于 1922年 5月 9日和 27日以外交总长与法国

公使互换照会的方式 ,达成协议 ,此被称作第一次协议。②

　　第一次协议刚达成 ,法国把庚款的“退还”与“金法郎案”缠在

一起 ,要求作为互为解决的条件之一 ,旋又轻率地把协议弃置一

边。

　　“金法郎案”解决之后 ,外交总长和法国公使于 1925年 4月

12日再次互换照会 ,再度处理庚款“退还”问题 ,构成习称的第二

次协定 ,其核心内容是: ( 1)法国政府承认将 1924年 12月 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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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 5月 ,驻法公使胡惟德受命与法国外长洽谈退还法国

部分庚款余额 (计 39581. 5万法郎 ) ,后者并不反对 ,转问将作何

用? 胡答以供作实业教育经费。①此后 ,胡虽不断与法外部接触 ,后

者托词拖延 ,毫无进展。

　　 1921年 6月 ,法国参议院议员某提议从该年下半年起 ,法国

部分庚款仿照美国办法 ,“退还”中国 ,拨充教育经费。新任驻法公

使陈 闻讯电告外交部。此讯一经传出 ,国内舆论力主“豁除” ,而

不只是“退还” ,并主张将“豁除”的款项“半充实业 ,半充教育”用。

　　其时 ,法国政府正全力支持在华的一家名为中法合资实为法

籍的银行—— 中法实业银行恢复业务 ,它设想把拟“退”的款大部

分用之于“拯救”该行使能复业上 ,取其余剩再充作办理中法间的

教育事业。总理白里安 ( A. Briand)在华盛顿会议期间 ( 1921—

1922年之际 )向中国出席代表透露了这一信息 ,傅乐猷在谒见中

国外交总长颜惠庆时提出了具体方案: 在“退还”的庚款中每年提

出 100万法郎充作中法两国政府指定的中法事业之用 ,其余的专

充作为改组中法实业银行而决定发行 3300万元美金债票的担保。

6月 24日 ,该公使向外交部面递节略 ,就上述主旨作了较详细的

规定和安排 ,最后于 1922年 5月 9日和 27日以外交总长与法国

公使互换照会的方式 ,达成协议 ,此被称作第一次协议。②

　　第一次协议刚达成 ,法国把庚款的“退还”与“金法郎案”缠在

一起 ,要求作为互为解决的条件之一 ,旋又轻率地把协议弃置一

边。

　　“金法郎案”解决之后 ,外交总长和法国公使于 1925年 4月

12日再次互换照会 ,再度处理庚款“退还”问题 ,构成习称的第二

次协定 ,其核心内容是: ( 1)法国政府承认将 1924年 12月 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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