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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回應

引　言

作為國際一流學府，清華大學的

創辦歷史，尤其它與美國的關係，一

直是人們感興趣的問題。在這個問題

上，國內許多論著都將清華大學的創

辦歸諸當時駐美公使梁誠運動的結

果，有意無意地淡化或否認美國的作

用1。去年9月23日，台灣著名學者

李敖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也持相同

見解，批評2002年2月22日美國總統

布什（George W. Bush）在清華大學演

講中有關當初清華是在美國的支持下

建立的觀點不誠實2。這些都說明在

事隔一個世紀之後，有關清華大學的

創辦與美國的關係仍然是一個有待釐

清的問題。

一

清華大學是在美國退還超收部分

庚款的基礎上創辦，這是眾所周知的

歷史事實。因此，為澄清清華大學創

辦與美國的關係，首先須要回答的問

題是：美國當初為甚麼要退還部分庚

款？它是如何被提出來的？

在這個問題上，李敖先生為否定

美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將美國的退

款完全歸諸當時清朝駐美公使梁誠的

功勞，認為是梁誠最先發現美國多要

了錢，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

交涉，搞得國務卿很不好意思，結果

同意退還部分庚款，指出「所以清華

大學錢的來源是因為美國人故意冒領

錢，被我們逮到被我們追回」。李敖

先生的這一說法有一些歷史根據，但

在主要方面與歷史不相符合，誇大了

梁誠的作用。作為駐美公使，梁誠在

促使美國退款中雖然起過一些積極作

用，但退還部分庚款主要還是出於美

方的決定，是美國政府的主動行為。

美國國務卿羅脫（Elihu Root）在1907年

6月15日將退款決定正式通知中國駐

美公使梁誠時，就明確指出3：

從賠款一開始本政府就有此意向，即

在適當的時候，當所有的申訴均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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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敖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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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許多論著都將清

華大學的創辦歸諸當

時駐美公使梁誠運動

的結果，有意無意地

淡化或否認美國的作

用。但是，美國國務

卿羅脫在1907年6月

15日將退款決定通知

中國駐美公使梁誠

時，明確指出：「本

政府⋯⋯自願免除超

出中國應向美國國家

和公民賠償之外的那

一部分賠款的法律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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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估計的數字以及賠款支付總數應

予修正，並作為與中國真誠友好的一

個證明，自願免除超出中國應向美國

國家和公民賠償之外的那一部分賠款

的法律義務。

揆諸事實，羅脫所說，並非虛言。

在1900-1901年和約談判期間，

美國政府即從剛確立的對華門戶開

放政策出發，主張在賠款問題上不要

給清政府造成過度的財政壓力，盡

量限制在清政府能夠承受的範圍內，

強調「更多的優惠和行政改革要比大

量的金錢賠償更合乎需要」4。1901年

1月29日，國務卿海約翰致電駐華公

使康格（E. H. Conger）和美國談判代表

柔克義（W. W. Rockhill），指示他們

將賠款總數限制在1.5億美元（約合關

平銀2.02億兩），同時為在談判中要求

其他列強削減賠款數目預設一個籌

碼，故意虛報美國的賠款額為2,500萬

美元5。對於5月7日有關列強提出總

數為6,750萬鎊（約合關平銀4.5億兩）

的賠款要求，海約翰認為這一賠款額

太大，恐怕會給中國造成災難，始終

持反對態度。10日，他便致電柔克義，

表示為使賠款額降到一個合理的數字

內，美國政府願意將所要求的賠款減

少二分之一，如果其他列強也同樣縮

減的話6。28日，海約翰又在電報中

指示柔克義，如有可能，將賠款問題

移交海牙國際仲裁法庭裁決7。但由

於各國反對，美國的建議始終沒有被

其他列強接受。

1901年9月《辛丑條約》簽訂後，

由於各國申報的賠款總額高達4.6億

多海關兩，比和約規定的4.5億兩多出

一千餘萬兩，因此各國繼續就如何分

配庚款問題舉行談判。在此過程中，

美國不但表示願意按比例削減賠款

額，而且還多次指示美國駐華公使康

格轉告其他列強，在將各國的賠款總

額削減至4.5億兩之後，美國願意進一

步削減，假如其他列強也按比例削減

的話8。然而，美國政府的這一倡議

也沒有得到其他列強回應，經多番商

討，至1902年7月列強僅就它們之間

如何分配4.5億的賠款達成一致意見，

而無意作進一步的削減。結果，美國

的賠款額僅僅做了微調，從原先的

2,500萬美元調整為2,444萬美元。

在勸說其他列強共同按比例削減

庚子賠款的倡議失敗之後，作為當事

人的海約翰和當時負責遠東政策的柔

克義開始考慮率先由美國單獨退還庚

款的超額部分，從而促使其他列強一

同退還。1904年12月6日應海約翰的

要求，柔克義草擬了一份提交國會的

關於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備忘錄。該

備忘錄指出：經調查，美國公民在義

和團時期所遭受的損失以及美國軍隊

的開支並非最初估計的那麼多，鑑於

這一事實，以及中國目前的財政困難

和我們以前也有過向中國退還多餘部

分賠款的政策，向國會提出庚子賠款

對中國是否存在不公正問題是我的職

責；退還部分庚子賠款對減輕中國沉

重的債務來說是十分必要的；如果這

一建議獲得國會批准，我建議授權

行政部門通知中國政府，此後美國只

要求賠款總數的一半9。1905年1月

間，駐美公使梁誠奉命與美國商討庚

款付金付銀問題，海約翰為緩解因付

金給清政府所增加的財政負擔，第一

次婉轉表達了美國願意退還多餘部分

賠款的打算，並叮囑梁轉告清政府，

為避免產生阻力，不要泄露這一消

息bk。同年4月，柔克義為早日促成此

事，在來華任公使前夕，就如何歸還

1901年《辛丑條約》簽

訂後，由於各國申報

的賠款總額比和約規

定的多出一千餘萬兩，

為此，美國不但表示

願意削減賠款額，還

勸說其他列強共同按

比例削減庚子賠款，

但得不到其他列強回

應。之後，國務卿海

約翰和負責遠東政策

的柔克義開始考慮美

國單獨退還庚款的超

額部分。1904年12月

6日，柔克義草擬了

一份提交國會的關於

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

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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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庚款徵詢梁誠的意見bl。1905年

7月12日，在國務卿海約翰病逝後第

五天，已來華履任的柔克義又立即給

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寫信，希望早日解決退還庚款的超額

部分，指出：在過去幾年.，海約翰

經常與我說起這件事，每次最後他都

這樣表達他的意見——我們必須找到

某種方式履行公正。但這件事在國務

院中並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只是在海

約翰和我之間一再討論，因此，「提請

您關心這件事是我的責任，也是對海

約翰的紀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

夠決定以某種方式完成這一願望」bm。

然而，當時中美之間所發生的一

系列糾紛，如收回粵漢鐵路、抵制美

貨運動及發生在廣東的連州教案，影

響了美國政府做出退還部分庚款的決

定。1906年初，隨Q中國抵制美貨運

動的平息，尤其是3月間清政府應美

國政府的要求，公開發布保護外人的

上諭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對退款的態

度轉向積極。1906年4月3日他在寫給

美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 H. Smith）

的回信中承諾，只要不發生一些重大

的相反的理由，他本人將會與哈佛、

耶魯等大學機構共同努力，爭取國會

通過退款決議bn。與此同時，駐美公

使梁誠也多方活動，遊說羅斯福總統

及國務院有關官員，如國務卿羅脫、

內務部大臣格斐路（J. R. Garfield）、工

商部大臣脫老士（O. S. Straus）等支持

退款動議。出於對梁誠的關照，為使

他歸國後不至乏善可陳，1907年6月

15日美國國務卿羅脫特意在梁誠卸任

之前正式致函清政府，宣布美國總統

將在下次國會開會期間要求授權修改

與中國簽訂的有關賠款協定，豁免和

取消部分庚子賠款。1908年5月，美

國國會正式通過議案，授權美國總統

退還中國庚款1,078萬美元，本息合計

共為2,892萬美元。

綜上所述，美國退還部分庚款是

美國政府從賠款一開始就知道多要了

錢，有意退還中國。梁誠作為駐美公

使，在促使美國退款過程中雖然起過

一些積極作用，但若不是美國有主動

退還的意向，以當時中美兩國強弱之

懸殊，即使梁誠有三寸不爛之舌，也

無法說動美國政府做出此舉。這是一

個基本的歷史事實。

二

為了釐清清華大學的創辦與美國

的關係，第二個有待回答的問題是：

將退款用於興學的決定又是如何作出

的？到底是出於美方安排，還是中方

的自願選擇？

在這個問題上，李敖先生也完全

將它歸諸梁誠的功勞，演講道：「聰

明的中國大使梁誠說，錢捐出來好不

好？辦一個大學好不好？後來美國人

就同意了，這就是今天的清華大學。」

李敖先生的這一說法更是與歷史相去

甚遠。事實是，將退款用於興學的決

定主要也是出於美方的意圖，而非出

於梁誠的倡議和清政府的自願。

根據目前所看到的資料，退款用

途問題最早是由美方提出的。1905年

初在國務卿海約翰向梁誠透露美國有

退還部分庚款的意圖之後，新任駐華

公使柔克義在4月來華前夕，首先向

梁誠提出退款用途問題，建議清政府

最好將退款直接和完全用於派遣中國

學生赴美留學，以便總統向國會提出

議案bo。稍後，柔氏在來華後寫給羅

斯福總統的信中再次建議將退款用於

教育，堅決反對當時康乃爾大學教授

1905年初在國務卿海

約翰向梁誠透露美國

有意退還部分庚款

後，新任駐華公使柔

克義在4月來華前夕，

建議清政府將退款直

接和完全用於派遣中

國學生赴美留學。稍

後，柔氏在來華後寫

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中

再次建議將退款用於

教育。可以說，將退

款用於興學，是美國

在國會正式批准退款

之前即已作出的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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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政府貨幣改革的主張，指出接受

現代教育才是中國各項改革事業中所

急需的，只有它才能確保中國的生

存bp。1906年初，羅斯福總統在寫給

美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的回信中也贊

同將退款用於教育，表示如果我們

能採取你所建議的政策，我將全力支

持bq。1907年12月3日，羅斯福本人在

為爭取國會支持退還部分庚款所做的

報告中公開表示br：

我們國家應在中國人的教育方面給予

十分實際的幫助，以便中國這個幅員

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逐漸適應現代

形勢；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之一，就

是鼓勵中國學生來我們國家，吸引他

們在我們的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就

學。

可以說，將退款用於興學，這是美國

在國會正式批准退款之前即已作出的

決定。

在退款用途問題上，清政府雖然

原則上不反對將退還的庚款用於派遣

中國學生留學美國，但鑑於「目前中

國待辦要政極多，正慮無款可籌」，

並不贊成直接將它全部用於興學。

1905年5月在收到梁誠發來的有關美

國有退款興學意願的信函之後，直隸

總督袁世凱建議將退還的庚款先用

於興辦路礦，再以其所獲之餘利用於

興學，認為這樣「庶可本末兼權，款

歸實濟」bs。外務部也認為袁世凱的意

見「尤屬統籌兼顧、盡美盡善之圖」，

並指出「辦理學務，似無需如此巨

款」。但鑑於庚款興學「為美廷所樂

從」，以及當時中美之間正為粵漢路

權問題進行交涉，為不影響美國退還

部分庚款，駐美公使梁誠和外務部

都不敢對庚款興學提出異議，外務

部指示梁誠「揆度情形，必須毫無妨

礙，方可示此宗旨，否則但告以辦理

一切有益之新政，決不妄費」bt；而

梁誠也因「時值粵漢鐵路正議收回，

美總統頗不適意，且恐有所牽掣，

未曾再提前議」ck。此後，由於梁誠於

1907年即被清政府調回國內，因此他

在庚款用途問題上再沒有發揮任何影

響和作用。

1907年6月美國國務卿羅脫正式

通知中方將退還部分庚款之後，用途

問題再次成為中美兩國爭議的焦點。

當時，清政府為抵禦俄、日兩國的進

逼，希望將退還的庚款用於東三省實

業開發，然後再以其盈餘用於派遣中

國學生留學美國，而美國政府則要

求清政府必須將退款全部和直接用於

派遣中國學生赴美留學。1908年5月

25日，柔克義在收到國務卿關於國會

正式通過退還部分庚款議案的電文通

知後，故意沒有立即照會外務部，而

是非正式地通知外務部右侍郎梁敦

彥，詢問清政府是否願意履行三年前

的諾言，將退還庚款用於興學，強調

只有中方明確保證將退款完全和直接

用於派遣中國學生留學美國，才有助

於美國政府早日退還部分庚款。在清

政府完全滿足他的要求後，柔克義才

於7月14日與外務部就美國退還部分庚

款問題正式互換照會cl。10月31日，

經反覆協商，柔克義又與外務部擬定

《派遣美國留學生章程草案》，就留美

學生的資格、選拔、專業及其管理等

問題初步達成一致意見。12月，國務

卿羅脫在華盛頓與唐紹儀會談中又再

次拒絕了唐提出的將退還庚款先用於

東三省實業借款的建議，堅持退款必

須直接和全部用於興學cm。為此，羅

脫還特意制定了一套繁瑣的「先賠後

1907年6月美國國務

卿羅脫正式通知中方

將退還部分庚款之

後，用途問題再次成

為中美兩國爭議的焦

點。清政府希望將退

還的庚款用於東三省

實業開發，再以其盈

餘用於派遣中國學生

留學美國，而美方則

要求清政府必須將退

款全部和直接用於派

遣中國學生赴美留

學。為此，羅脫還制

定了一套繁瑣的「先

賠後退」的退款方

案，一旦發現清政府

將退款挪作他用，美

方便可中止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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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的退款方案，規定清政府每月仍

須按原賠款義務向上海花旗銀行繳

付賠款，然後由美國駐上海總領事

通知銀行匯往美國之數，由上海海關

道代表中國政府照數購一匯票交銀

行匯往美國，最後才由美總領事簽字

核明將剩餘之款退還上海海關道轉

交外務部cn。這樣，一旦發現清政府

將退款挪作他用，美國政府便可中止

退款。

在確保退款將被用於興學的目的

之後，美國政府接Q又催促清政府盡

快履約，做出具體安排。1909年1月

9日，美國國務卿指示柔克義轉達美

國政府對落實中國派遣留美學生的關

注，表示美國方面已做好準備，在選派

學生上沒有理由再延擱co。3月20日，

柔克義照會外務部，催促清政府盡快

選拔留美學生，指出第一班赴美留學

之期將至，美國方面已為接收中國留

學生做好準備，「外部願中國速選學

生籌備一切，迅來美國就學為盼」cp。

5月14日，柔克義再次照會外務部，

對清政府遲遲不履行上年10月間達成

的《派遣美國留學生章程草案》以及對

他的照會未做反應提出強烈抗議，威

脅外務部：「如中政府不按上年七月

十四號所云辦法及草案速行酌定，本

大臣無法，祗可達知美政府將現行減

收之法停辦，俟貴國將派生赴美留學

生之章定妥，再行議訂減收之法。」cq

正是在柔克義和美國政府的一再

敦促之下，1909年7月10日清政府頒

布《遣派遊美學生辦法大綱》，在北京

設立「遊美學務處」，附設「遊美肄業

館」，正式啟動留美計劃。這個培訓

學校「遊美肄業館」，便是今日清華大

學的前身，它於成立的翌年10月即因

地處「清華園」，更名為「清華學堂」。

結　語

從以上的歷史不難看出，清華大

學的創辦，的確與美國有Q密切的關

係。可以說，如果沒有美國當初主動

退還超額部分庚款並堅決要求將它用

於興學，可能就沒有今天的清華大

學。在近代，可惡的美帝國主義雖然

侵略過中國，干涉中國的內政，但退

款興學應該說還是近代中美關係史上

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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