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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開抗戦時期日本掠奪中國大量書籍奥雑誌這一問題的研究，在墓湾，中國，日本歴史學家和

国書館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至今已取得了優秀成果。不過，這些先行研究的重鮎大多在於解明

八一三事愛至南京大屠殺期間隨著戦局接大而登生的“破壊”典“掠奪”的賓態，而對日方組織

“掠奪”的部門，目的以及書籍雑誌被“掠奪”後的去向這類問題，大部分研究幾乎都没有渉及到。

　　而且，有些研究在論述此問題時，出現了一些開診比偏誤，即認焉一系列“掠奪”活動的官施

者是日本“特ご≒還認協敷量鹿大的書籍雑誌被帯回了日本，蔵於國内的副書館中。

　　本稿以営時的報刊，雑誌以及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棺案等鶏主要依櫨，擬就以下問題展開具殷

詳官的分析論澄：１）国続此問題的有開事官究竟是什鹿？；２）日方是如何處理“掠奪”来的書

籍輿雑誌的？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即日本史上的大正時期和昭和前期）錯綜複雑的中日開係史，大概祗有通

過大量微観性官燈研究，複能我到重新構築其全貌的線索。本稿正是基於以上認識，縄提出了這一

意在探討大問題的小問題。

壹、緒論 問題的所在

　　近年束，有闘近代日本亜洲闘係史的研究正迎来一大韓機。輿「経済大國」日本的

凋落相合拍，以一部分國粋主義勢力「編寫新教課書之會」協中心編出的偏向教科書，

在接受文部科學省大量修改要求後，通過了教科書検定。這一事件的話題性根強，也激

起了近郊諸國的強烈反鳳令人一下子畳得問題非同小可。但是，這一情況奥1982年以

乗陸績殺生的波折一様，在學術領域見諸於解決之前，結果似乎価是由「政治」，「外交」

方面進行的論争先行了一歩。並且，由上述初中，高中教科書的采用率幾乎接近零這一

　　　　　　　　　　　　　　　　　　（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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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言来看，現在日本教育界的「良心」也好，「平衡感」也好，遠遠没有下降到令中國和

韓國鳥首的亜洲諸國之朋友椚感到危険的程度し

　　輿以上間題相比，倒不如説對我椚近代史研究者而言，更深刻的問題言際上就在我

椚身逞。即現在因続鳥加深歴史認識尤其是戦争史認識而進行的研究，是座該尊重「感

情」和に氾憶」這一立場，還是終究座該忠言於作鳥「事言」的「記録」？這個看似撲

言鄙闘係到歴史學根本問題的争論，正把日中雨國研究者巻入其ﾎﾞﾑ筆者下面探討的是

一個「小問題」，但鄙是針對這種「大問題」所鍛的初歩且基礎性的工作，目的在於鳥此

提供一些具殷的材料。

　　　　　　　　　　　　　＊　　　　　＊　　　　　＊

　　本稿全力探討的主題是，日中戦争（抗日戦争）全面爆殺時期，日方在上海開戦到南

京大屠殺期問開始的對華「因書掠奪」問題。以下先概略整理一下這方面的至今研究情

況。

　　有闘日軍在整個日中戦争期間各種掠奪行鳥的研究，至今已経積累了大量成果。在

因書掠奪這一問題上也同様如此。試聘有闘此問題的情況基本上概括如下。

　　甘受害方中國粗略推算，七七事愛後「公共闘書鳥敵劫運者，北平約20萬冊，上海

約40萬冊，天津，済南，杭州等地約各10萬冊，其宅各地雖未見列，但甘情推測総数亦

必不少。」，「私家蔵書如海佐，南溥，鎮江，蘇外|等地，或被梱載而去，或則散失無匿，

概均同罹浩劫。」此外，「依美籍人士官地考察，恬計中國損失書籍営在1500萬冊以上，

内含不少稀珍古書在欧」

　　再看日方的記録。営時日本殺行的因書方面的各種雑誌和報告是把這一行動作鳥

「文化保護活動」束宣傅白」ﾑ由此可知従営初開始日中之問就存在著截然相反的評價。詳

情容後再述，鳥解決「賠償問題」而在戦争一結来就開始編制的目録中，也隨處可見有

闘因書之掠奪輿返還的史料。

　　戦後，這一問題被置於學術研究之俎上始於1980年代。甘管見所及，由毫湾中央研

究院的王車均進行的個案言護分析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駆に此後，日本的松本岡L

岡村敬三あ研究等也相継健表。現在，這一事言在日本因書館管理人員培訓用教科書中

也有記這ﾑ中國大陸則在1980年代後期記述南京大屠殺的著作中，對此事言作了零散的

　　9）　　　　　　　　　　　　　　　　　　　　　　　　　10）　　　　　　ｎ）介紹。不過，真正的研究，可以説是従農偉雄，闘健文的成果和趙建民的論考開始的，

雨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吸取了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日本，営年參加「回書掠奪」的営事者椚緊閉著的嘴也開始漸漸松開。営然，如

下所示，他椚所説得都是白書白賛的内容。由於戦争，「中國的大學和回書館幾乎都被焼

毀，或者因難民的掠奪而去失貴重回書資料。●●･●●･在此情況下，日軍接管的南京政府各

機闘的回書約88萬冊則免於散失，輿其之文物一起得到了妥善保管。這是値得大書特書

　　　　　　　　　　　　　　　12）的，営時在泥国書館人的功績極大。」還有人説這一行協是「國恥救済」的工作，（抵救

　　　　　　　　　13）了戦火下的中國文猷。」這種自我評價輿中國戦前戦後一貫巌属的評價格格不入。這表明

要克服前述「感情」、「記憶」方面的矛盾輿對立是何等困難。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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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上述以趙建民焉代表的最新研究中，不僅在作焉「感情的記憶」上，而且

在作協「事宵的記録」上，都出現了日本方面研究中従未看到過的見解。現摘其要鮎如

下。

　　㈱「白九・一八事愛以後，日本侵略軍中配備了一批具有専業知識，受過専門訓練，

相営於師團長一級的“文物接受員”，……如1938年３月，日本派出了一個由各方面専家

組成的“科學考察團”来到中國南方“考察”。該團僅在南京一地就検査了文化草位72處，

特工人員多達7,000人，努工200人，十車810輛，牧緻回書88萬冊。在整個“考察”過程

中，劫往日本的書刊比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

文中也如此強調。

　　　　　　　　　　14）帝國圖書館的蔵書還多。」他在別的論

　　㈲「在“南京大屠殺”前後，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劫掠的圖書總敷極協驚人。宅相営

於営年日本國内最大的帝國圖書館的總量八十五萬冊，而同時期的日本都，道，府，脂

級圖書館中最大的大阪府立圖書館蔵書量後25萬冊。孟管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劫掠圖書的

過程中，有相営敷量的圖書是被作鶏柴火焼掠的，但他椚確貢把大量経過整理的重要書

　　　　　　　　　　　　　　　　15）籍都運回了國内。這已是不争的事宵。」

　　将趙建民的見解典中國其窓方面的観鮎放在一起分析的話，可以引出雨個具有衝撃

性的論鮎。第一個論鮎是，如個所述，日本進行的掠奪従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並且動

員了大量輿軍部開係密切的特工。筆者在此将這種観鮎栴協「特工説」。第二個観鮎是，

正像白和㈲所共同強調的那様，大量回書被運到了日本。筆者将此観鮎栴焉「運至國外

説」。以上雨観鮎所描論出的「掠奪」形像，明確刻劃出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本質，

具有給讃者留下深刻印像的敗果。但是，如前所述，在他也參考過的日方研究成果中，

完全没有言及此「事宵」。我椚日本學者果真是犯下了忽略這一重大史宵的過失隅？

　　下面将團続這雨個問題，霊可能従宵誼的立場仔細検匠考察這一歴史。

貳、「特工説」之検澄 1937年12月至1938年８月

　　上述日方的研究以及趙建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戦争期間日本公開殺表物協史料

　　　　　　　　　　　16）對掠奪的概要展開論述的。本節在參考以往研究所用史料的同時，還利用収録於防衛廳

　　　　　　　　　　　　　　　　　　　17）防衛研究所所蔵《陸支密大日記》中的槙案，以對此観鮎的妥営性進行探導。

　　某所周知，第二次上海事愛爆殺於1937年８月13日。此後日中雨軍迂回於租界展開

激烈的攻防戦。至11月12日占領上海華界的三個月内，位置於租界外的凧多學校和文化

設施遭到了破壊。隨後日軍目標南京継績進攻。在此期間，如10月29日蒋中正在國防最

高會議上的報告「遷都重慶輿抗戦的前途」所示，國民政府已在摸索戦略，滸撤出江南

也納入了視野。 11月18日國立中央回書館「奉命隨同教育部西遷，因倉位有限，僅揮要

　　　　　　　　　　　　　　　　　　　　　　　　　　　　　　　　　　18）措出圖書一百三〇箱離開南京。一路上歴経歎辛，於次年二月後抵達重慶。」文教方面受

侵略之害在南京陥落以前就已十分深刻。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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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12月13日南京陥落，

件接収委員會」成立。

　立命館経済学（第58巻･第3号）

陥入惨境。在此戦局背景下，12月８日「占領地匝圖書文

　　満鍼上海事務所長伊藤武雄目賭日仏匝圖書文厭類惨状，尤其是日本士兵聘圖書

「燃料化」，「灰錯化」的行協，早在11月上旬，就要求上海派遣軍特務部長采取「善後措

施」。軍方以人手不足焉理由拒絶貢接過問此事，但又向満鍼上海事務所探詞如果由軍方

委托時，該所能承営多少工作。満鍼上海事務所接受此工作後，以調査課長安盛松之助

焉中心討論了貢施方案，確立了以満鍼上海事務所，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和東亜同文書

　　　　　　　　　　　　　㈱院三機構焉主進行接収的計劃。

　　篠同委員會章程所載、其目的在於「防止占領地匝……資料的散逸、捜集、整理、

保管這些資料。」該組織是「執行軍特務部長命令的特務部主班」。「由満鍼、東亜同文書

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三機闘選出的委員分指圖書處理工作。」男外、宵施要綱明確規

定「重要事項」需要「軍特務部長之認可」、「接収、保管、整理及利用以軍方之需要鶏

優先。」上述規定12月８日以特務部長的名義向中支那方面軍參謀長作了韓達、要求各軍

　　　　　20）隊配合協助。下面分析一下該委員會的具僣活動内容。

　（1）上海的接牧活動

　　従1937年12月11日到1938年１月上旬、具農工作首先従上海開始。接攻員以公共租

界、法國租界以外的華界、尤其是市中心匝（五角場一帯）、南市、真茄、呉訟等處焉中

心捜尋了圖書和文猷。在泥江大學、大夏大學、幄南大學、上海市政府圖書館、民屋教

　　　　　　　　　　　　　　　　　　　　　　　　　　　　　　　　　　　　　21）育館、大同大學和世界書局倉庫等二十一處所「検集」到的書籍桔計有６萬或10萬冊。

　　在此須注意的是委員會活動開始的時間。委員會是八・一三事愛爆背後過去了四個

月、占領上海後過去了約一個月後後終於開始攻集整理圖書的。在此以前、圖書資料則

等於處於任憑風吹雨打、無人管理的状態。因此、有開這段時間由於以上状態而造成的

損毀情況以及「燃料化」和（掠奪卜匿況、幾乎没有留下什鹿史料。也有営年的日本人

　　　　　　　　　　　　22）回憶庶曾経将圖書営手紙用。接攻圖書従営初開始就是按計劃而行的観鮎宵在難以令人

荷同。

　（2）在南京的調査活動

　　接著, 1938年１月19日９名委員分乗３輛汽車離開上海向南京出登。途中順至蘇州，

鎮江。前者在蘇州中學，蘇州女子師範學校和長達図書館等共十二處，後者在金山寺蔵

経閣，紹宗國學蔵書棲等合計十三處進行了調査，對需要接収的書籍加蓋了（日本軍暫

　　　　　　　　　　　　　　　23）管」的封印，采取了就地保管措施。 22日，一行抵達陥落不久的南京。

　　棄都南京情況更惨。従１月23日至31日，９名委員調査了各個機間。受調査的70診

處的図書資料，「或鳥水浸，或鳥土砂所埋。」他椚還目隋了難民椚在銀寒中因燃料不足

而把図書営柴焼的情況。在這種状態下，除了美國系統的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以外，

調査委員椚調査了外交部図書館，國民政府文官處図書館，考試院，全國経済委員會図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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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江蘇省立副書館、行政院、内政部、國立編洋館、蒙蔵委員會、中央黛部副書館、

中央大學農學院、教育部、司法部、官業部副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副書館、民早教育館、

紫金山天文毫、陸地測量總局、中央研究院牡會科學研究所和建設委員會等處。完成了

　　　　　　　　　　　　　　24）對南京所有文化機闘的庖急調査。

　（3）在京泥鍼路沿線的調査活動

　　結束南京調査日程後、一行中的雨人従1938年２月１日開始継績前往句容、金壇、

武進、江陰、無錫、常熟、良山、太倉、嘉定展開調査、於４日回到上海。在無錫調査

的是國學専修學校和省立江蘇教育學院圖書館等、在武進、常熟、嘉定調査的是各聯立

　　　　　25）圖書館等。

　（4）在杭州的調査活動

　　1937年12月24日杭州，筧橋陥落後, 1938年２月22日至26日７名委員也前往作了調

査。孟管中方已経聘文物疏散到了銭塘江對岸，剰下的差不多是堆空殻，但委員椚還是

宵地考察了浙江省立圖書館（文欄閣），浙江省建設廳和省立西湖博物館等合計26處，對

　　　　　　　　　　　　　　　　　　　　26）認協是重要之物，則交於営地特務機則保管。

　⑤　在南京的回書牧集工作

　　如上所述，調査委員椚在1938年１月下旬已経對南京的副書情況作了事先調査。委

員會「輿特務機則，憲兵隊，千田兵姑協商的結果」決定在杭州調査結束後的1938年３

月６日開始至４月10日這段時間内，聘散失於各處的副書文厭集中於「奮宵業部地質研

究所陳列館及原副書館」，並附諸宵施。除10名委員參加此工作外，還動員了士兵367人

次（毎天約11人），苦力830人次（毎天約25人），十車總計310輛次（毎天約９輛）。従25家機

則接牧的副書雑誌總敷営初桔算協65萬諦冊。男外，在此期間受軍特務部委托，還調査

　　　　　　　　　　　　　　　　　　　　　　　　　　　　　　　　　　　　27）了遺留在國際聯盟派駐全國経済委員會技術合作辨事處的文猷資料，制成了一覧表。

　　這様，到４月上旬，敷量鹿大的副書資料，経過敷月無人管理状態後蹄入日方手中。

　⑥　接牧国書後的整理工作

　　枯計有65萬冊圖書被集中到了地質研究所。由於堆積在地上，不久就産生了一些問

題。即隨著雨期，酷暑時節的来臨，不僅是書籍，就連建築物本身也可能受損。還有。

　　　　　　　　　　　　　　　　　　28）陽光透過周團的窟戸也會貢接照射到書上。

　　1938年４月21日，圖書整理剛結束，委員會就表明了組織「有闘圖書館設置之委員

會」的希望，對在南京，上海雨地，設立圖書館的可能性進行了摸索。由於軍方皐棋不

定，浦鍼上海事務所所長伊藤武雄，東亜同文書院的大内暢三，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所

長新城新蔵在現地朧察後，向軍方提出整理圖書焉営務之急。於是, 1938年６月６日

　　　　　　　　　　　　　　　　　29）「接牧圖書文件整理要綱」被制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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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占領地匝圖書文件接牧委員會的構成輿活動(1937年12月-1938年８月）

　　　　　　　　　　　　　　　　　　　　　　　　　　　　　　　　職　務　内　容

　　　　　　　　姓　　名　・　経　　歴　　　　　　　　　　　

帽戸回拡㈲膳門特計

　　　　　　　　　　　　　　　　　　　　　　　　　　　　　1/22　　2/22　　3/6　　6/30

　　　　　　　　　　　　　　　　　　　　　　　　　　　　～1/31　～2/26　～4/10　～8/31

　　1　佐方繁木…幹事長(1937ﾑ12.8～12.14),上海派遣　　　　　｜　　　　｜　　　　｜

　　　　軍司令部付少佐　　　　　　　　　　　　　　　　　　　　　　｜　　　　　｜　　　　　｜

茸
２豆汁聯事長(1937.12.14～1938.2.28),陸士　　　　≠

こ

-ｔ．Ｐｔ　ｌ　　　　　　　　　　　　　　　　　　　　　　　　　　　　　　　　　　　　　　　　　　　　　　　　　　　　　　　　　ｌ　　　　　　　　　　　ｌ　　　　　　　　　　　ｌ　　　　　　　　　　　ｌ箭

３　楠本官隆…幹事長(1938.3.1～8.31),中支那派遣　　　　　　　　　　　　　　］

ｎ

係　　　軍司令部付大佐　　　　　　　　　　　　　　　　　　　　　　｜　　　　　｜　　　　　：

者　

４　渡部久…委員(1937.12.8～12.14),経歴不祚　　　　　　　　｜　　　　　｜　　　　　｜

　　５　林卓…委員(1938.6.6～8.31),経歴不祚　　　　　　　　　　｜　　　　　｜　　　　　｜　委　員

　　６　合鳳良‥臨時人員(1938.8.1～8.31),経歴不祚　　　　　　　｜　　　　　｜　　　　　）詰時參加

　　７　夷石隆壽…幹事(1937.12.8～12.21),上海事務所

　　　　調査課通商係主任

　　８　天野元之助…幹事(1937.12.21～1938.3.4),上海

　　　　事務所調査課産業係主任，調査役

　　９　大塚令三…幹事(1938.3.4～8.31),上海事務所調

　　　　査課資料係主任　　　　　　　　　　　　　　　　　　　　　　　　　　　　　　　　　　

○

　　10　山上金男…委員(1937.12.8～1938よ牡上海事務

　　　　所調査課勤務

　　11　林田和夫…委員(1937.12.8～1938.3.4),上海事務

　　　　所調査課通商係勤務，中支派遣軍特務部嘱託

満　12　的場泰雄…委員(1937.12.8～1938.6.6),経歴不祚　　　　　　　　　○

鍼　13　徐炳南…委員(1938.6.6～8.31),東亜同文書院第

　　　　24期畢業生　　　　　　　　　　　　　　　　　　　　　　　　　　　

○　　　　○　　　　○

開　

14　津田義雄…委員(1938.3.4～5.30),経歴不祚　　　　　○　　　　　　　　　○

係　15　長滓武夫…委員(1938.5.30～8.31),上海事務所勤

者　　　務，後来工作於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　　　　　　　　　　　　　　　　　　

○

　　16　津田六郎…委員(1938.5.30～8.31),経歴不祚　　　　○　　　　　　　　　　　　　　○

　　17　査士元…浦鍼嘱託　　　　　　　　　　　　　　　　　　　　　　　　　　　　　　　　　○

　　18　小島友宇…満識南京支所勤務　　　　　　　　　　　　　○

　　19　原田佑四郎…浦鍼調査部資料課勤務　　　　　　　　　　　　　　　　　　　　　　　　　○

　　20　吉橋唐…満鍛調査部資料課勤務，満鍼調査部事件的

　　　　時被検挙　　　　　　　　　　　　　　　　　　　　　　　　　　　　　　　　　　　　　

○

　　21　田中清…浦鍼調査部資料課勤務　　　　　　　　　　　　　　　　　　　　　　　　　　　○

　　22　大佐三四五…書誌学者，満俄大連回書館書目係主任　　　　　　　　　　　　　　　　　　○

　　23　青木賓…満識大連回書館司書　　　　　　　　　　　　　　　　　　　　　　　　　　　　○

　　24　奥謝野麟…満鍼奉天回書館勤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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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循崎峰太郎…幹事(1937.12.8～1938.8.31),第19

　　　　期生，後来任職於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　　　　　　　　　　　　　　　　　　　　　　○

　　26　中馬靖友…委員(1937.12.8～1938.8.31),第27期

　　　　生，華中鍼鍍社員　　　　　　　　　　　　　　　　　　○　　　　○

　　27　寄島善次郎…委員(1937.23.8～1938.8.31), 1936

　　　　年３月文部省回書館講習所畢業，同文書院司書　　　　○　　　　　　　　　　　　　　　　○

番28サ義三郎…委員(1937 j2 ｡8～1938.8.31),経歴　　○　　　　　　　　　　○　　　　○

同　　　不祚

ま29小竹文夫…委員(1938.6.6～8.31),第19期生，東　　　　　　　　　　　　　　　　　○

屍　　　亜同文書院教授，戦後任職於来京教育大學教授

回　30　瀬尾彦次郎…第34期畢業生，江商上海支店勤務　　　　　　　　　　○
ﾌﾞﾙ　31　原光次…経歴不祚　　　　　　　　　　　　　　　　　　　　　　　　　　　　　　　　　　○

　　32　大森毅…経歴不祚　　　　　　　　　　　　　　　　　　　　　　　　　　　　○　　　　○

　　33　野田久太郎…第35期生在學中　　　　　　　　　　　　　　　　　　　　　　　　　　　　○

　　34　稲野達郎…第38期生在學中　　　　　　　　　　　　　　　　　　　　　　　　　　　　　　○

　　35　市村克孝…第36期生在學中　　　　　　　　　　　　　　　　　　　　　　　　　　　　　　○

　　36　山元静雄…第37期生在學中　　　　　　　　　　　　　　　　　　　　　　　　　　　　　　○

　　37　松浦春男…第37期生在學中　　　　　　　　　　　　　　　　　　　　　　　　　　　　　○

　　38福岡重蔵…幹事(1937.12.8～1938.8.31),東亜同

　　　　文書院第20期畢業生，書記　　　　　　　　　　　　　　○　　　　○　　　　○　　　　○

　　39　上野太忠…委員(1937.12.8～1938.8.3以東亜同

士　　文書院第11期畢業生，副主事　　　　　　　　　　　　　　　　　　　　　　　　　　　　○
営　40梅田潔…委員(1937

j2 ｡8～1938.8.31),東亜同文

笏　　書院第27期畢業生，書記　　　　　　　　　　　　　　　○　　　　　　　　　　　　　　　　○
輦　41　西村捨也…委員(1937.12.8～1938.8.31),文部省

研　　　回書館講習所畢業，研究所回書館司書　　　　　　　　○　　　　○　　　　○　　　　○
箭　42　宮地正吉…研究所技術員　　　　　　　　　　　　　　　　　　　　　　　　　　　　　　○

闘　43　外山八郎…研究所技術員　　　　　　　　　　　　　　　　　　　　○　　　　○　　　　○

jW　44　上野有造…経歴不祚　　　　　　　　　　　　　　　　　　　　　　　　　　　○

　　45　張柏清…経歴不祚　　　　　　　　　　　　　　　　　　　　　　　　　　　　　○

　　46　菊池三芳…南京駐在員，後来任職於中支建設資料整

　　　　備事務所　　　　　　　　　　　　　　　　　　　　　　　　　　　　　　　　　　　　　　○

（註）圓符読○従事了此工作。

（出典）根櫨①「中支占領地域二於ケル圖書標本類接収整理二開スル件報告」1938年10月20日付（陸支密大日記　S13～

　　　27／136），②大塚令三「南京に於ける接牧文献の整理工作」（『満鍼資料彙報』3 -10) 1938年，③井村哲郎編『満

　　　織調査部一開係者の澄言』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1996年，④上海混織會編『長江の流れと共に』1980年，⑤「東亜同

　　　文書院大學史」泥友會, 1982年，⑥『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要覧』1936年，⑦『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十周年記念誌』

　　　1942年，⑧秦都彦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1年等，由作者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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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篠此要綱，満鍼上海事務所資料科主任大塚令三訪問満洲國大連，選定満鍼大連

副書館書目科主任大佐三四五、図書管理員青木宵、奉天閤書館典謝野麟、満鍼調査部

資料科原田佑四郎、吉槙悟、田中清協「回書整理員」、派往南京。男外、上海的満鍼上

海事務所、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和束亜同文書院也各白「火速派出４～５名」「具備回書

整理組験者」、並且補加了５名學生參輿輔助工作。這様、７月１日以後、回書整理委員

　　　　　　　　30）會的工作正式誼動。

　　在對回書初歩分類，上架之前，修整和清理保管場所，確保書架数量也成了頭等大

事。尤其是書架，奥書一様都是従南京各處折下運至地質研究所的。由於要求在雨個月

這様短的時間内完成，動員的人数協29人，多於以往。按照總人次数計算，參加此工作

的人獄是，整理員1,282人，士兵420人，苦力710人。共計達到2,412人次。在三大火信

之一的南京，整理人員夏天的工作，是「完全按軍隊式鈴谷行動」的「殷力努動」，還出

　　　　　　　　　　　　　　　　　　　31）現了「雨三個病人」。８月末整理工作結束。

在進行以上工作的同時、整理委員會還接牧了地質學會、國學回書館、内政部、全

　　　　　　　　　　　　　　　　　　　　　　　　　　　　　　　　　　　　　　　32）國経済委員會、總理陵蔵経棲、導淮委員會、衛生署、左文襄公祠和中華農學會的圖書。

　　　　　　　　　　　　　　　＊　　　　　　　＊

　　以上詳細考澄了調査，整理工作的情況。那座究竟是那些人従事了這一工作屍？筆

者就此問題整理出了表１。表中所有人数加在一起後46人，遠遠不及趙建民所説的7,000

人。還有，主管這一工作的特務部在此期間人事愛化頻繁，幹事長一職先後由佐方，横

庭，楠本指任，而整理委員之一渡逞12月中旬退出後，這一位置至後任的林上任一真空

訣了半年多。以上情況大概可以旁澄特務部對此工作的間心程度一向較低。並且，考察

一下就可以知道，宵際従事此工作者，満鍼調査部是研究人員或回書館方面的人，同文

書院是教員或回書工作人員，自然科學研究所也大半是回書工作人員，還有一些大盤上

無法栴鶏「特工」的人。而且，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奥其説是事先計劃好參輿的，不如説

是営場被孤差過来的。

　　更値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連行動過程中，従事此工作的人員，特別是回書館方面人

員的想法。即４月21日以後已経達成了「以設立回書館協前提進行臨時整理」的獣契。

営然，「抗日，排日間係的回書，冊子在建成回書館後，一般不得公開」這一鮎是母庸置

疑的，但是，對於如何處置這類回書，有人則提出了重活使用的建議。即把宅椚保管於

合適的研究機構，以便「分析，探求……抗日排日心理。」更具服的方案有：①集中於南

　　　　　　　　　　　　　　　　　　　　　　　　　　　　　　　　　　　　　　　33）京；②集中於上海；③分置於南京和上海雨處；①根櫨現有機開的功能和職責範圖分配。

億是議論百出。

　　奥下一節内容相開，這些建議最終均未被釆納。 1940年登表的消息中也有催促孟快

　　　　　　　　　34）公開接収回書的報道。以事宵上的戦利品建立回書館這一令中方和英美列強産生日本文

化侵略印象的行協，再加上岡書敷量鹿大，可能被日本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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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闘於「運至國外説」 1938年９月至1942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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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建民的男一個衝撃性観鮎是，近90萬冊回書被運至日本國内。本節将以此問題鶏

中心加以剖析。

　　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戦後出版的有闘對華賠償方面的資料，完全没有提及這一

「掠奪」問題。以下試単敷例。

　　篠戦後教育部清理文物損失委員會的調査記録，公共的「損失」書籍協2,253,252冊，

其宅協5,360種, 411箱, 44,538部；私人的「損失」書籍協488,856冊；其宅協18,315種，

168箱, 1,215部。此数櫨是作為「本會各匝各省辨事處宵地調査所得以及公私機開個人

申請登記，経本會巌格審査之文物損失」而統計出来的。這是一扮整理有詳細数量和損

　　　　　　　　36）失経過的重要史料。

　　男篠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日本賠償及蹄還物資接収委員會幾乎再同一時間所作的賓

地調査，「陽還之書籍共計一五八，一七三冊。其中有中央国書館善本書籍，先後分雨次

空運船運回國，其除多焉普通書籍。」並且認焉要「全部回収」戦時所「損失」的（不下

　　　　　　　　　　37）三百萬冊国書」十分困難。

　　但是，在以上資料中必須注意的是「損失」這一概念。従結論上東牝這裡記録的

是合計算出的飯篠。這一飯篠不僅指日方掠奪的，也包括戦争中去向不明的国書。就是

説，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這裡記録的是従所有者手中去失的国書總飯。這些去失

的国書鄙見去了胞？幾乎没有跡像表明在1945年８月15日日本投降後有人調査過窓椚的

下落。

　　被日本掠奪去的回書，如果限定在戦後査清下落的範團内，倒庖該參考由聯合國軍

總司令部登出，経終戦連絡事務所韓登給日本帝國政府的「押収国書間連司令文書」。従

1946年３月25日到1949年２月10日這段時間内，有関調査被掠奪国書的下落，返還副書

的指令文件，経査明典中國有関係的就達30扮。這些文件的内容是下令京都帝國大學。

　　　　　　　　　　　　　　　　　　　　　　　　　38）東京帝國大學，東京上野帝國国書館等蹄還所蔵「掠奪回書」。

　　至少通過以上三類資料，根本没有看到南京和上海合計100萬冊回書「被運至日本」

的事宵。

　　　　　　　　　　　　　＊　　　　　＊　　　　　＊

　　那鹿, 1937年至1938年，日本在中國尤其在上海，南京及其近郊掠奪的国書，遭到

了什鹿命運屍？以下就其宵際情況加以考察。

　　如前節所述，「占領地匠国書文件接収委員會」在接収文猷的臨時整理工作告終後，

於1938年解散，９月後在「中支文化開係處理委員會」（設於上海）的監督領導下，整理

工作由「中支回書標本整理事務所」（設於南京）的国書整理部継承下東。在第二次整理

工作再開的同時，還確定了分類方針和方法，編輯目録，進而在上海，杭州成立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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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939年３月雅名栴再度改焉

整理機構頻繁更名改編，

即隨著占領地的鎖大、経済、

理。因而，

是設置所謂

立命館経済学（第58巻・第３号）

　　　　　　　　　　　39)｢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

主要起因於日方隨著戦局展開而趾到的占領地統治問題。

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問題不段出現、僅赤軍方已経難以處

将軍特務主持的工作移交給行政官廳以減軽軍方負徐的計劃隨之産生。

「對支院」或「興亜院」
　　　　40）

的活動。

整理、管理回書的工作、也在1938年

這就

９月

由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継承下京。興亜院華中連絡部成立後，這一工作又在次年３月韓焉

興亜院主管。

　　這裡要強調指出的是， 圖書管理是件 「文化性」気息恨濃的工作。而主管「中支建

設資料整備委員會｣的興亜院華中連絡部部認協｢難以将接牧物件敷量也詳細公開出爽。｣

其原因可能輿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以下略栴整備委員會）工作的秘密性密切相聞。

興亜院的主要職責是負責統治占領地。在其傘下的整備委員會是以下列

即在己経接収的圖書類中，「有開國民政府多年苦心経管的資料不少。」因而

建設方面的各種資料㈲十萬頁）,」興亜院華中連絡部営初就計劃成立名鶏

獣整理委員會」

須的基礎資料」

　　　　42）展活動。

石
メ

目的設立的。

，「協了翻譚

「中支接牧文

的機構。而且，協了適庖「迅速提供支那建設及確立日支経済開係所必

這一需要，按照預定的那様，在1939年度（従1939年４月至1940年３月）開

日別稿所明示的那様，「整備委員會」在其官際行動機開

所」（所長清水董三）下，

⊃，以満鍼上海事務所，

設有「回書整理部」（主任絹崎峰太郎）

「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

和「編譚部」（主任大塚令

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和束亜同文書院等「接収」営初就輿図書

類開係密切的原班人馬協成員，継績従事以前的工作。不過，従1939年10月開始，大塚

令三主持的

東詳成日語，

　　　　　43）了有開機関。

「編譚部」的活動愛得極協旺盛。整備委員會迅速聘中國各方面信息整理出

来詳成日語、通過文厭目録《資料通報》、雑誌《編洋簡報》、冊子《編洋彙報》、散登給

通過翻譚活動大規模牧集中國情報的活動由此正式展開。整備委員會従興

亜院獲得的経費預算，第一年度協389,580日圓，第二年度鶏446,120日圓，合計835.700

日圓。其中編詳部第一年度協289,380日圓，第二年度焉345,920日圓，合計635,300日圓

占全部預算的76％以上。在以上編譚部的費用中，雨年間的翻譚委托費和印刷費總額達

480,500日圓，也接近76％。由此可以推断出「翻詳活動」受到極其重朧。男外，従整備

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来看，書管一大半是日本人，但彷有人主張需要霊可能聘維新政府的

官員推薦鍛委員，

　　不管恙座臥

以示該事業事日

如例

　　　　　44）中協力而焉。

《編譚彙報》在1940年至 1942年３月雨年有除的時間内，合計出

版88冊，平均毎日翻譚12.000字。整備委員會不

種情報，尤其是全國経済委員會方面的資料文猷，

　　　　　　　　　45）様成了日本的嚢中物。

４1
9

的前束結要就劃計的初営在且而

接収圖書類，具服而言，南京88萬冊，

1年３

上海約６

「収奪」的話恐伯就難以到手的中國各

各地礦産資源、農産
口

口口 等資料，就這

月26日，一向由整備委員會「保全」的

萬冊，還有杭州清代浙江官局版木約16

萬枚等，根篠日本和汪精衛鶏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締結的「日華協定精紳」，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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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入　之　部　　　　　　　　　　　　　　　　　支　出　之　部

来自特務部(1938年６－８月）　　　　　5,000日圓　整理南京的圖書，標本(1938年６－８月）5,000日圓

米自外務省(1938年９月以後∩　　　72,000日圓　整理圖書，標本(1938年９月-1941年３月）

　　　　　　　　　　　　　　　　　　　　　　　　　　　　　　　　　　　　　　　　　　545,000日圓

米自興亜院(1938年12月以後）　　　651,000日圓　恢復天文罷気象m (1939年４月-1941年３月）

　　　　　　　　　　　　　　　　　　　　　　　　　　　　　　　　　　　　　　　　　　170,000日圓

　　　　　　　　　　　　　　　　　　　　　　　　　整理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

　　　　　　　　　　　　　　　　　　　　　　　　　　(1938年９月-1941年３月）　　　　　8,000日圓

合　　計　　　　　　　　　　　　　　　　732,000日圓　合　　計　　　　　　　　　　　　　　　　732,000日圓

（註）以上敷櫨協概算，由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正式登表。

（出典）根姉註42的６～７頁作成。

鶏紀念南京遷都一周年，日方決定「其管理権紡譲」交給了中方。在同一天，日方還表

　　　　　　　　　　　　　　　　　　　　　　　　　46）示返還南京革命紀念館、明孝陵、學術標本類、文物等。南京國民政府（汪儒政権）組織

了以外交部長徐良貨首的「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作貨返還物的接欣機闘，新設博物，

　　　　　　　　　　　47）天文、気象等専門委員會。日方南京大使館日高信六郎公使和興亜院華中連絡部文化局

長任其顧問ﾑ同年５月，経過雙方外交交渉，日方把至今接牧的圖書類交還給了文物保

　　　　　　　　　　　　　　　　　　　　　　　　　　　　　　　　　　　　　　　49）管委員會。但是，日方彷然有二十一個「派遣員」輿中方人員「斉心協力……進行工作」。

類似的情況在華北也能看到。 1941年７月華北日軍管理的圖書類約30萬冊，「除了一

　　　　　　　　　　　　　　　　　　　　　　　　　　　　　　　　　　　　　　　50）部分在軍内使用者外,」都交還給了華北政務委員會。就是乱返還是日本輿汪政権之間

上演的「作鶏虚構的友好開係」的一幕。就像華北的情況所表現的那様，必要的「情報」

日本決不會放手。事実上，「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也是以（接牧物件文物資料的整

　　　　　　　　　　　　　　　　　　　　　　　51）備工作告一段落」協前提，一宮到1942年３月後解散的。

　　表２整理出的是従「接収」工作開始到「返還」協止，一系列工作所需的収支概算

表。由此表可以看出，整備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整理，翻譚回書資料，並且，外務省和

興亜院支出的預算占一大半。綜上所述，近一百萬冊鹿大敷量的回書基本上没有被運出

中國。日本倒是従這些回書資料中挑選出了統治占領匝和進行戦争所必須的資料譚成日

語，利用完椚開接従事了諜報活動。而且，営任務基本上達到目的時，這些副書又被利

用来上演了「日華親善」之劇。男外，再考慮一下進行返還的1941年上半年的時局，在

営時處於對華戦争膠著状態和對美，英，荷蘭開係日盆緊張的情況下，日本已経没有精

力把敷量如此鹿大的書籍運回本土了。

肆、結論 誤論的淵源

　　以上，本稿就戦時日本掠奪圖書問題的雨種「誤論」進行了考察。協什康姑在「事

宵」的「記録」這一立場上還會産生如此偏差呪？最後，筆者想在此談談個人的想法。

　　恐伯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有些研究者研究日中戦争時，其問題意識和根架従一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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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就已経形成了定式。

　　①例如，協了論燈1937年至1938年日軍以接牧之名在江南地匠進行「掠奪」的暴虐

行協，努力牧集材料進行了宵澄研究。但是，對大量圏書被掠奪後是恙鹿處理的，部没

有作追跳調査，而是僅僅列出了「損失」的敷櫨。結果得出了毫無根櫨的「運至國外説」。

順帯良一下，従事掠奪的「特工」7,000個人這一良法，不過是把總人次的概念輿宵敷混

鶏一談的初級性錯誤。但是，宅部起到了強調掠奪是有組織的謀略的作用。

②認焉日本侵略中國，甲午戦後一貫是

賞讃性研究得出的結論，還是憑帯有民族性的

Γ
－
－ 有計劃｣

｢記憶｣

進行的這一歴史観，是経過県密

和

日本史研究者経過宵讃研究認協是橋作的「田中上奏文」

洲的重要誼櫨而頻繁使用。這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感情」産生的想像屍？例如，

一貢被作鶏日本侵略中國和亜

陸軍、海軍、外務省等機関、有各種根櫨出生地和畢業的學校形成之派閥。這些派

閥即使在本機闘内部都不断進行對抗、争門、要譲各省聯合起来「共同謀議」宵際上近

乎於不可能。本稿所探討的「特工論」，也認焉掠奪回書是九・一八事愛後日軍精心策劃

的陰謀。這様謀恐伯對日軍的「文化水平」評價過高肥。如前所述，八・一三事愛後的

一段時間内，恨多書籍被営成了燃料和手紙。並且，軍方由於没有能力培養勝任「文化

侵略」任務的人材，宵際工作時也祗能動員属於浦鍼等方面的「民間人員」。

③再看「特工論」。書管一様使用漢字，日語輿漢語語義上的微妙差異，大概也是産

生偏誤的潜在原因。 如例 営初主持掠奪的確宵是軍特務部。 日本陸軍用語中

的意思是，協避開軍政扶植営地政権，雖隷属於営地部隊部指導政務的機闘。

對有闘経済、産業、教育等

指揮著散布於各地以防諜、
52）

多。因此，日本的「特務

｢軍隊後方地匝的各種政務事項進行指導、統治｣。

｢特務部｣

其任務是

｢特務部｣

謀略鳥主要工作的「特務機則」，前者比後者的職責範囲廣乏

（tokｕｍｕ）」一詞也比中國的「特工(tegong)」一詞含義廣乏

雨者之間不可能劃等読。

　　　　　　　　　　　　　＊　　　　　＊　　　　　＊

　　母庸置疑，日中之問産生歴史認識上的落差，尤其是民族

異，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中國所致。本稿作此個案官設研究時

枢架」設定協研究前題的危険性。営然，

「感情」立場上的温度差

始終強調了賂這種

我對於有闘以圖書協代表的

問題的看法、僅限於這次官設的範囲、不包括其完對象、時期、地域。

｢大

「文化財産」掠奪

在至今接鯛到的

史料中、也登現了不少圖書中的貴重古籍、給書、工蕪品等置積小而價値高的東西被拿

　　　　　　53）回日本的情況。男外, 1941年12月８日所謂「大東亜戦争」爆豊後，上海公共租界内的

敵産類以及香港的英國系統圖書館之蔵書，乃至中方協了避難而寄存之貴重圖書等也有

　　　　　　　　　　　　　　　54）被日本大量運回的痕跡。筆者認焉，通過對這些史官一一加以巌密考燈研究，「掠奪」乃

至日中戦争本質上、結構上的本来面目就會更鮮明地浮現出末。

　　對於正在巻入「記憶之感情」的對立的近代日中闘係史研究来説、突破口在鄙見

呪？這一突破口大概祗有在「以官讃性研究協前題的〈日中對決〉聘會對學問的登展作
　　　　　　　55）出更大貢献」 這一冷静透徹的學問態度中後會登現肥。現在正是展開討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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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程

　1）有開此問題星皮紛耘。作貨最新成果有，収録於《日本の科學者》第36巻第９琥川本科學者會議，

　2001年）的〈特集：歴史教育と歴史教科書〉。該文由安田浩，山田朗，二谷貞夫，目良誠二郎撰寫的

　論文構成。

2）特別令筆者注意的論文如下：①水谷尚子く私はなぜ東史郎氏に異議を唱えるか一日中間に横たわる

　歴史認識の溝〉（《世界》1999年８月琥卜②東史郎辨護團く『東裁判』の事官を訴える一八月琥水谷尚

　子論文批判〉（《世界》1999年10月琥払③孫歌〈日中戦争一感情と記憶の構国〉（《世界》2000年４月

　琥川①溝口雄三く日中間に知の共同盟を創るために〉（《世界》2000年９月琥川⑤古厩忠夫く「感情

　記憶」と「事賓記録」を對立させてはならない一溝口雄三論文への反論として〉（《世界》2001年９月

　琥）。簡単概括一下，①對於重朧歴史學之「官設性」的水谷，②従「運動」角度出登的東史郎辨護團，

　③認貨對「感情」考慮不足的孫歌展開了反駁。以岩波書店登行的雑誌《世界》貨舞罷①支持孫歌的

　溝口，⑤反對孫歌的古厩展開了討論。

　　輿此討論相開，⑥砂山幸雄く戦争をめぐる二つの記憶一日本と中國〉（《紳奈川大學評論》第39前，

　2001年柏⑦笠原十九司く日中戦争の記憶と歴史學一日本と中國における南京大虐殺の記憶をめぐっ

　て〉（《専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月報》第194琥，2001年）等也提出了他椚的観鮎。務請一閲。

3）韓啓桐編《中國對日戦時損失之桔計(1937-1943)》（中華書局印行, 1946年）56～57頁。

4）大佐三四五く占領地匠に於ける回書文献の接収と其整理活動〉，及青木賓〈接収回書整理雑感〉

　　（《書香》第110琥,1938年），帯島善次郎く南京，上海，杭外目於ケル回書ノ蒐集卜整理一中支建設資

　　料整備委員會保管回書ノ國民政府へ返還マデ〉（《因書館研究》第14巻第４前, 1941年），《業務概況》

　　（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 1941年）等。

5）王幸均〈戦時日軍對中國文化的破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4, 1985年）。

6）松本剛《略奪した文化一戦争と回書》（岩波書店, 1993年）。

7）岡村敬二《遺された蔵書一浦俄因書館・海外日本回書館の歴史》（阿吽祀, 1994年）。

8）小川徹・山口源治郎編《図書館史一近代日本篇》（新編国書館學教育資料集成⑦，教育史料出版會，

　　1998年) 134～135頁。男外，此教科書奮版本石井敦編《国書館史一近代日本篇》（新国書館學教育資

　　料集成①，教育史料出版會, 1989年）完全没有言及這一問題。這大概可以澄明，對掠奪図書問題的認

　　識是通過註㈲和註（7）的研究迅速鎖大的。

9）“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江蘇古籍出版軋1987年) 187～189

　頁。中共中央黛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日軍侵華罪行紀賓》（中共黛史出版礼1995年）96～97頁，

　494～495頁。

10）農偉雄，開健文く日本侵華戦争對中國国書館事業的破壊〉（《抗日戦争史研究》1994年第３期）。

11）趙建民く抗戦期間日本對中國文化財産的破壊和掠奪〉（《構案奥史学》1997年第２期），趙建民く略

　論「南京大屠殺」中的回書劫掠〉（《中國現代史専題研究報告》輯20，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99

　年）。以下将前者略栴貨趙建民Ａ論文，将後者栴貨趙建民Ｂ論文。

12）森清〈在泥八年　一切是空〉（《国書館雑誌》第59巻第８前, 1965年）47～48頁。

13）伊藤武雄，岡崎嘉平太，松本重治《われらの生涯のなかの中國一六十年の回顧》（みすず書房，

　　1983年) 173～174頁。此部分是原浦鍼上海事務所所長伊藤武雄的登言。

14）趙建民Ａ論文，38頁。

15）趙建民Ｂ論文, 245頁。順帯皮明一下，該論文中所栴的行政単位「東京都」是1943年才成立的。此

　記述不言。

16）同註4）。

17）く中支特政第一二六号中支占領地二於ケル回書標本類接収整理二開スル件報告〉(1938年10月20日，

　軍特務部長原田熊吉登陸軍次官東條英樹宛）。牧録於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所蔵防衛構案「陸軍省／陸支

　密大日記／S13～27」。該横案包括以下史料：

　　Ｉ．満鍼上海事務所，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東亜同文書院く占領地匝回書文件接牧委員會二開スル中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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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報告〉1938年４月。該史料以下略栴「防衛廳棺案Ｉ」。

　　ｎ．く占領地匝国書接収委員會南京国書接収報告〉日期不明。以下略栴為「防衛廳棺案Ｈ」。

　　ｍ．軍特務部国書文件接収委員會〈接収図書文件整理要綱〉1938年６月６日決定。略栴「防衛廳槽案

　　　　Ⅲ」。

　　IV.軍特務部国書文件接収委員會く南京地質調査所集積国書文献類整理要綱〉1938年６月６日決定。

　　　　略栴「防衛廳棺案IV」。

　　Ｖ.満鍼上海事務所，東亜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く軍特務部占領地匝国書文件接収委員會報

　　　　告〉1938年８月31日。略栴「防衛廳桧案Ｖ」。

　　　　還有，所謂《陸軍省大日記》並非一般的日記，而是将陸軍省収登得公文按照年度別綴成的史料，収

　　有「機密大日記」，「密大日記」，「普大日記」三種。詳情請參考防衛研修所戦史室〈陸軍省大日記〉

　　(1975年１月）。

　18）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年）730頁，黄克武編撰

　　《蒋復追口述回憶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55頁。

　19）伊藤武雄等前掲《われらの生涯のなかの中國》173頁。大塚令三く南京に於ける接収文厭の整理工

　　作一占領地匝国書文件接収委員會總報告書〉（《満識資料彙報》第３巻第10読, 1938年10月〉１頁。

　20）防衛廳棺案I。

　21）防衛廳橋案Ｉ，大佐三四五前掲く占領地匝に於ける国書文厭の接収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２頁，

　　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８頁。

　22）森清前掲〈在泥八年　一切是空〉47頁。

　23）防衛廳橋案Ｉ，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８頁。

　24）防衛廳橋案Ｉ，大佐三四五前掲く占領地匝に於ける国書文献の接収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２頁，

　　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９頁。

　25）防衛廳橋案Ｉ，大佐三四五前掲く占領地匝に於ける図書文献の接収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２頁，

　　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9～10頁。

　26）防衛廳橋案Ｉ，大佐三四五前掲く占領地匝に於ける国書文献の接収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２頁，

　　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9～10頁。

　27）防衛廳橋案皿，大佐三四五前掲く占領地匿に於ける国書文献の接収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２頁，

　　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10～11頁。

　28）防衛廳橋案IV。

　29）防衛廳楯案Ⅲ。

　30）防衛廳槽案Ⅳ，〈大佐，青木雨氏南京へ出張〉（《書香》第108読, 1938年）５頁，大佐三四五前掲

　　く占領地匝に於ける回書文献の接収と其整理作業に就いて〉２～３頁。

　31）防衛廳槽案IV，防衛庁槽案Ｖ，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12～13頁。

　32）防衛廳権案Ｖ。

　33）青木賓前掲〈接収国書整理雑感〉５～６頁。

　34）森生（森清）〈上海タヨリ〉（《図書館研究》第13巻第３琥, 1940年）290頁。

　35）青木官前揚〈接収国書整理雑感〉６頁。

　36）《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録》（外務省特殊財産局，登行年月不明）。該書可能是教育部所編

　　《被日劫掠文物目録》及《文物損失数量恬計表》的日洋本。

　37）《在日辨理賠償蹄還工作綜述》初稿下冊（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日本賠償及蹄還物資接収委員會編印，

　　1949年）第三篇第二章第五節。

　38）見文部大臣官房文書課編《戦後教育事務處理提要》第２～第４集, 1946～1950年各項目。

　39）見く對支院設置二伴フ文化事業移管ノ件〉及該史料所収録的「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所轄事業経費預算

　　表」1938年10月31日。（《參考資料問係雑件，興亜院問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棺案, H.7.2.0.4-8)。

　　男見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前掲《業務概況》1～2, 13, 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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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有開此問題，馬場明《日中開係と外政機構の研究一大正，昭和期》（原書房, 1983年）的く第９章

　　興亜院設置問題〉論述得根詳細。

41）く昭和15年５月21日在南京總領事登外務大臣宛電信第185琥〉（《各國回書開係雑件》外務省外交資料

　　館権案，I±6±2）。

42）く昭和十四年度興亜院所管文化事業歳出慄定計算書〉（《參考資料関係雑件，興亜院関係》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構案, H.7.2.0.4-8)。

43）詳紆|情況在拙稿く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とその周逞－「支那事変」期日本の對中國調査活動をめ

　　ぐる習作〉（《立命館経済學》第49巻第５琥，2000年）中已作了探討。務請一閲。

44）同註42）。

45）見註43）。《編詳彙報》此後出版至第100輯，後述的整備委員會解散後，「興亜院華中連絡部政務調査

　　室」及「在上海大日本帝國大使館事務所」継績登行。此後登行的部分在日本大多散失，現在筆者正在

　　進行調査其内容。

46）く史蹟文物を移管／皇軍の美學・支那へ贈物〉和く史蹟文物資料移管に開する共同馨明〉（《東京朝

　　日新聞》1941年３月28日）。男見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編前掲《業務概況》15～16頁。

47）く中支の文化諸施設を國民政府に移管〉（《因書館雑誌》第35年第４読, 1941年) 294～295頁。

48）薗島前掲く南京，上海，杭州二於ケル回書ノ蒐集卜整理〉237～238頁。

49）く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は呼びかける〉（《回書館雑誌》第36年第９読・1942年) 673～674頁。男

　　外, 1944年12月，文物保管委員會由委員長植民誼及陳曾良，李聖五，龍沫勣，梅思平等組成（《汪偽

　　政府所属各機関部隊學校團僣重要人員名録》學海出版祀1998年影印本，20～21頁）。

50）く「文化」華北に還る一軍管理の回書三十萬冊〉（《回書館雑誌》第35年第８琥, 1941年) 629頁。

51）〈解散通知〉（綴於《編詳簡報》第２年第３琥, 1942年３月封面背面）。

52）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1年) 723頁。

53）就善本而言，疏散於香港馮平山因書館的大量古書被運回日本國内，在帝國因書館進行了整理。見長

　　渾規矩也《古書のはなし一書誌學入門》（冨山房, 1977年再訂版, 170～173頁）。

54）幼方直吉在く上海文化の遺産一主として外國系因書館について〉（《書香》第15巻第４琥, 1943年）

　　詳細介紹了上海租界被接収的副書的情況。

55）劉傑く「戦争」に関する國際的共同研究は可能か〉（兄島襄等著《人類は戦争を防げるか》文塾春秋，

　　1996年) 251頁。

〔附記〕

　　本稿是2001（中華民國90）年10月６日至10月９日之問，在毫北市召開的「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

討論會」上提出的會議論文。按會議畢辨単位的計劃，在會議結束之後，就出版論文集。但是因焉各種各様

原因，宜至今日也没有能侈出版。

　　筆者在會議之後也継績進行著開於岡書掠奪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於日本具中國的歴史「和解」方面之

見解登生了非常大的愛化。祗是最近之這幾年束，在中國大陸従事研究的同行椚，在他（地）椚的論文或著

作之中對本稿進行引用的情況越束越増加。筆者認焉，對於恂未印刷出版過的論文進行引用是一種不太好的

現象。所以雖然深感本稿有著十分巌重的局限性，但彷然決定将之公開出版印刷。

　　開於本稿除了對営初的錯字，脱字進行了訂正之外，其窓的内容没有作任何修正。祗有論文中的表１，

采用了有著更加詳細内容的新表。希望中國，京湾，香港，湊門的朋友椚，能侈對本稿以及本稿以外的其宅

拙文加以指導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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