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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圖書
館藏中日戰爭
（0000-0000）
日文文獻
宋玉武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中國研究館員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全球最大的圖書館。

國會圖書館存藏了一批與中日戰爭（0000-
0000）相關的日文書籍和文獻，具有較高的
歷史研究價值，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深入研究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背景下的中日戰爭。

多年來，美國國會圖書館陸續收集到了各

類涉及中日戰爭（0000-0000）的圖書、報
紙、期刊、圖片、影片、錄音、手稿、檔

案、地圖的日文文獻。這些文獻部分通過普

通商業渠道購進，另一部分通過美國政府及

軍方轉到國會圖書館。這些資料按不同格式

主要典藏於亞洲部（Asian Division）、圖片
部（Prints & Photographs Division）、影像部
（Motion Picture，Broadcasting and Recorded 
Sound Division）、人文社科部微縮膠片閱
覽室（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Microform Reading Room）、法律圖書館
（Law Library）、地理地圖部（Geography 
& Map Division） 等。

0000年夏，《國史研究通訊》第六期
刊登了筆者所撰〈簡介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中日戰爭（0000-0000）文獻〉一文。該文
鑒于篇幅限制，對於國會圖書館藏中日戰

爭（0000-0000）各類文獻只能似「蜻蜓點
水、浮光掠影」般地簡約介紹，其中日文

文獻僅有四百餘字的簡介。該稿在審查期

間，《國史研究通訊》的編輯曾致函筆者：

「⋯⋯建議作者未來可縮小範圍，針對該館

某部或某全宗相關館藏、乃至近期發展等，

補充資料並深入介紹，以饗讀者。」根據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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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的建議，筆者開始著手補充資料，旨在對

國會圖書館各部門的不同館藏詳細介紹，

遂有系列文章出現 。此文是繼筆者撰寫、
發表〈美國國會圖書館手稿部藏中日戰爭

（0000-0000）文獻〉〔編案：詳見《國史
研究通訊》第七期〕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所

藏中日戰爭（0000-0000）相關地圖資源〉
〔編案：詳見《國史研究通訊》第八期〕後

寫就的第三篇。本文著重對國會圖書館所藏

中日戰爭（0000-0000）日文圖書、期刊、
檔案類文獻做一介紹， 供研究者參考。

一、 華盛頓文獻中心（Washington 
Document Center， WDC）

0000年末，太平洋戰爭勝利在望，美
國軍方成立了專門接收日本資料的機構：

華盛頓文獻中心（Washington Document 
Center，WDC）。自 0000年底該中心從日
本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東京警視廳、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京分社、東亞經濟調

查局、東亞研究所等處收繳獲取了一批日本

政府、日本陸海軍、研究機構的書刊、檔

案、文件。0000年 0月，華盛頓文獻中心
被解散。其保存的日本官方文書移交給美國

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圖書、期刊類則轉給國
會圖書館。美國國防部、美國戰略情報局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等政府部門
也將相關資料陸續移交給國會圖書館。由於

文獻來源不同，文獻具體總數至今難以核

實。

這些文獻主要包括：（0）日本外務
省：條約、協定、報告、外交文書、與駐外

使領館之間的電報文件等。（0）陸軍省：
中國、太平洋戰線的作戰記錄，陸軍省及日

軍參謀本部的日誌、報告書，陸軍戰史、教

科書等。（0）海軍省：海軍文書、戰略計
畫、軍令部組織、陸海軍協作的研究、海軍

歷史等。（0）南滿鐵路株式會社：調查報
告、統計數據、中國研究書目等。在華盛頓

文獻中心接收各類文獻前的幾個月間，日方

燒毀了大部分機密文件。毫無疑問，這對研

究中日戰爭及二戰是極大的損失。

0000年 0月美國國會圖書館將大部分
的日文文獻歸還給了日本。從 0000年 00
月到 0000年 0月，國會圖書館在專家的協
助下挑選部分檔案製成含有 00萬頁的 060
個微縮膠卷，其中包括明治天皇的軍事紀

錄、日本對中國義和團運動的情況報告、

中國辛亥革命的相關報告、日本陸海軍在

各類戰役中的活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

的行動，以及 0000年「三一獨立事件」、
0000年「九一八事變」、0000 年「諾門罕
戰役」、0000年日軍準備與盟軍決戰等重
要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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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會圖書館亞洲部 (Asian 
Division)

（一）日文書籍

通過國會圖書館的線上目錄（http：
//catalog.loc.gov/） 可 以 用 主 題 詞「Sino-
Japanese War，0000-0000（中日戰爭）」檢
索到 0,000種有關中日戰爭的日文書籍（至
0000年 0月 00日截止）。如由日軍「支那
派遣軍」隨軍記者植村萬壽美所著《浙贛戰

記》等。《浙贛戰記》記錄了日軍進攻浙

江和江西省金華、諸暨、紹興、溫州、衢

洲、上饒等地的情況。書中有紀實文字、寫

真、繪畫、剪報、日軍所繪浙贛地區地圖、

戰役總結報道等。資料主要由日軍各部隊報

導班、隨軍記者組、照片攝影組、電影攝影

組、畫家組等提供。記載真實，史料價值很

高。

《浙贛戰記》（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二）日文期刊

國會圖書館收有日文期刊《揚子江》。

該雜誌屬於中日戰爭時期並不多見的連續

出版物。《揚子江》包括專欄「揚子江時

評」、「中國事情」、「青年之頁」、「長

篇小說連載」等。該刊針對普通讀者，其中

還刊登了部分中國人寫的文章，內容有：

「蔣介石的內幕」、「支那事變的處理」、

「四川省概況」、「三民主義」、「國民黨

與汪精衛」、「日本印象」等。

國會圖書館還藏有第 0號至第 000號
《寫真週報》（東京：內閣情報部，昭和

00 [0000]年 -昭和 00 [0000]年）。《寫真

週報》圖片來自軍方及民間，從 0000年起
出版發行，一直到 0000年 0月 00日，戰爭
快結束時才停刊。其內容包括軍事形勢、民

防、戰時經濟、軍校學員訓練、紅十字會

等，一期一主題。為了增強信心，0000年
0月期刊尺寸翻倍致 A0，同時頁數減少。 
《寫真週報》圖文並茂，在當時頗具影響

力。該刊對研究戰時日本文宣會大有助益。

《揚子江》（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三）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日文文獻

國會圖書館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日文文

獻主要是滿鐵東京分社的藏書，約有 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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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其中 0萬 0千冊是日文藏書、0萬 0千
冊中韓及西文藏書。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收有

大量圖書、調查報告、統計資料等。文獻部

分主要出自：

興亞院政務部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亞經濟調查局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吉林鐵道局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課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室弘報課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查課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京支社調查室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新京支社業務課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資料室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讀書會（滿鐵讀書

會）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社員會（滿鐵社員

會）

其中有：

•《外國媒體報導（滿鐵逐次刊行物．
外國紙論調）》，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

社總裁室弘報課，0006-0000，000 v.。
這批文獻包括 0006-0000年間南滿洲鐵

道株式會社總裁室弘報課蒐集、翻譯的外國

新聞機構各類相關報導。

•《貨物統計（滿鐵逐次刊行物．貨物
統計）》，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0000-0000，00 v.。
該文獻包括 0000-0000年間的滿洲地區

港口碼頭、鐵路、水路貨運、物流等統計資

料。提供統計資料的部門有：滿洲埠頭事務

所、鐵道部、鐵道總局、運輸課、調查部、

滿鐵審查統計事務所。

•《中國及滿洲貿易統計（滿鐵逐次刊
行物．中國及滿洲貿易統計）》，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查課，0000-
0000，00 v.。
這批資料對研究戰爭前和戰爭中東北地

區經濟發展提供了原始統計數據。提供資料

的部門有：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經濟調查

會、產業部、調查部、上海事務所調查室，

以及日本興亞院政務部。

•《滿鐵逐次刊行物．資料目錄．讀書
關係》，東亞經濟調查局，大正 00-昭和
06 [0000-0000] 年。

•《調查部資料速報》，昭和 00年度第
06號／大連圖書館資料室（MOJ 0060）（0 
v.； 06 cm.）-- [0b-6]。

•《讀書會雜誌》，第 0卷第 0-6，0號
（大正 00年）；第 0卷第 0、0-00號（大
正 00年）／滿鐵讀書會（6 v.； 00 cm.）-- 
[0-00]。

•《協和》，000 -000、000 -006  號
（昭和  00 年）；060、060-000 號（昭
和 00 年）；000號（昭和 06 年）／滿鐵社
員會（00 v.；00 cm.）-- [06-00]。

•《新著資料目錄》，昭和 0年 0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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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v.；00 cm.）；昭和 0年 0月、0月（0 
v.；00 cm.）； 昭 和 6 年 0-0 月、0-00 月，
00 月（0 v.；00 cm.）； 昭 和 0 年 0-00 月
（00 v.；00 cm.）； 昭 和 0 年 0-00 月（00 
v.；00 cm.）；昭和 0年（00 issues rearranged 
by section and bound in 0；00 cm.）；昭和 00
年（0 issues rearranged by section and bound 
in 0；00 cm.）； 昭 和 00 年 0 月（0 v.；00 
cm.）、0月、0月、00月（0 v.；06 cm.）；
昭和 00年（0 issues rearranged by section and 
bound in 0；06 cm.）； 昭 和 00 年 0 月、0
月、0 月、00 月（0 v.；06 cm.）； 昭 和 00
年 0月、0月、0月、00月／東亞經濟調查
局（0 v.；06 cm.）；昭和 00年 00月、00年
0月／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亞經濟調查局
（0 v.；06 cm.）-- [00]。

•《資料目錄》， 昭和 00年度／滿
鐵新京支社業務課（0 v. (000 leaves)； 06 
cm.） -- [000]。

•《資料年報》，第 0號（昭和 00年 0
月）／吉林鐵道局（0 v.；00 cm.） -- [000-
000]。

•《圖書目錄》，昭和 0年 0月末；昭
和 0年 0月末／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
調查課（0 v.； 0 cm.）。

•《重要工鑛產品生產量指數竝生產
額表》，[滿鐵 ]東京支社調查室，[0000] 
年。

（四）日本陸海軍圖書文獻

二戰結束後，國會圖書館陸續接收了一

批日本陸海軍圖書。這批特藏中含有涉及中

日戰爭的資料，例如：

•《支那飛機場全圖》，陸軍參謀本
部，0000年。

•《支那事變出征記念寫真帖》，昭和
十二．十三年永津部隊／ [編輯風光社印
刷所 ]，高松市：風光社印刷所，昭和 00 
[0000]年。

•《支那事變報國美談》，海軍協會，
0000年。

•《支那事變經過日誌》，陸軍省情報  
部，0000年。

•《支那事變論功行賞通報》，陸軍
省，0000年。

•《青海省事情》，陸軍參謀本部， 
0000年。

•《西康省事情》，陸軍參謀本部， 
0000年。

•忠勇顯彰會編，《支那事變忠勇列
傳—陸軍之部》，0000年。

•《新黃河飛行機偵察報告》，多田部
隊參謀部， 昭和 00 [0000] 年。

•《元黃河（濟南流路）調查報告》， 
多田部隊本部參謀部，昭和 00 [0000] 年。

•《東粵地方（汕頭附近）兵要地
誌》，陸軍參謀本部，昭和 00 [0000] 年。

《支那事變忠勇列傳—陸軍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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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圖書的編輯者「忠勇顯彰會」、「軍人

援護會」屬於官方社團，是當時日本為表彰

陣亡將士突出事蹟而專門設立的。書中包括

在華日軍陣亡人員的簡介及陣亡經過的記

述，並附有標準照片。類似的出版物還有：

《支那事變殊勳錄》，其內容包括：支那事

變戰局概說；殊勳者戰歷及肖像、遺稿、事

變日誌等。該書從日軍角度詳述戰事，如書

中記述了 0000年 0月 00日，日軍野砲兵第
0聯隊長陸軍少將大生墰城在山西大同聚樂

堡附近視察前線時遭遇中方炮襲，彈片擊中

其左眼，不治而亡。中文資料中鮮有日軍將

官傷亡的詳細記錄、報導。此類文獻無疑填

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根據田中宏巳編著的《美國國會圖書館

所藏佔領接收舊陸海軍資料總目錄》統計，

國會圖書館藏有 0,000種陸海軍資料文獻。
其中 0,000部為陸軍文獻，0,000部為海軍
文獻。

  
《支那事變殊勳錄》（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除去書刊，國會圖書館還藏有一批原始

文獻，彌足珍貴。如：《松江宣撫班紀錄》

（維新元 [0000]年），《事變後二年間日
軍軍需輸入實況（極秘）》（滿鐵上海事務

所調查室，0000年 00月），《陸軍暗號書
五號（略稱陸五）》（略稱陸五， 軍事機
密，參謀本部），《空中寫真判讀資料， 
支那派遣總司令部》（0000年）等。這批
材料對研究中日戰爭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

資料。

  《松江宣撫班紀錄》（維新元 [0000]年）
（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事變後二年間日軍軍需輸入實況（極秘）》

（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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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暗號書五號  （略稱陸五）》
（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

（五）臺灣日據時期左翼報刊

國會圖書館藏有臺灣日據時期左翼報

刊，如：《新臺灣大眾時報》（臺灣文化協

會，0000-0000年）。該報是左翼臺灣文化
協會機關報，發行於臺灣反日高潮時期， 
被日方取締。

（六）臺灣總督府資料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資料也是國會圖

書館特藏的一部分。詳情可見田甫桂三、

本多泰洋所著《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舊臺灣

總督府資料目錄（Bibliography of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Taiwan Government General – 
Collection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 舊臺灣總督府關係資料目
錄：米國議會圖書館所藏）》（鳴門市：八

木印刷所，0006年）。

三、 國會圖書館人文社科部微
縮膠片閱覽室（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 M i c r o f o r m  R e a d i n g 
Room）

（一）《日本外務省檔案（0060-0000）》
從 0000年到 0000年，國會圖書館將

繳獲的日本外務省文書全部以微縮膠卷的

方式進行了複製，共 0,006個膠卷，包括
000萬頁的資料，命名為：《日本外務省檔
案（0060-0000）》。這項特藏涉及中日關
係、中日戰爭的文獻包括：滿洲國問題、滿

日條約、中日條約、汪精衛政府、九一八事

變、盧溝橋事變、日本駐外使領館發往國內

的政治、軍事、經濟情報、中國反日活動、

日本駐華警察報告、中蘇關係、國民黨、藍

衣社、臺灣共產黨、中國共產黨、西藏問

題、東京國際法庭戰犯審訊資料等。

此後國會圖書館專家編寫了列有文獻的

目錄索引的《國會圖書館藏日本外務省檔案

微縮膠片目錄》。從該目錄中還可以查閱遠

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檔案材料：《東京國際軍

事法庭檔案》。

四、 國會圖書館法律圖書館
（Law Library）

國會圖書館法律館專門收藏法律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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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其中部分圖書涉及中日戰爭：

•《滿洲國法令集》，東京：拓務大臣
官房文書課， 0000年。

•《滿洲國重要法令》，東京：調查資
料協會，0000年。

• 立作太郎，《支那事變國際法論》。
東京：松華堂， 0000年。

•《支那事件官方文件》，0000年。
• 陸軍省情報部編，《一路聖戰：附國

家總動員法》，東京：軍時思想普及會， 
0000年。

•《國家總動員號：國家總動員法竝に
關係諸法令の解說：臺灣時報臨時增刊》，

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0000年。
• 大藏省編纂，《臨時資金調整法令： 

昭和十三年八月改訂：附．事業資金調整標

準ニ關スル件．自治的資金調整準則．事

業資金調整標準》，東京：內閣印刷局， 
0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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