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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组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
及解释性文件的形成

∗

陈海懿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中日冲突，组建国联调查团逐

渐成为唯一的选择。 在组建调查团的议决案产生过程中，中国、日本、以英法为代表的国

联及美国，都根据自身利益提出诉求，国联理事会上的外交博弈紧张且复杂。 该议决案历

经初步草案、修正草案和最终文本三个步骤，各方围绕调查团的作用、权限、首先调查事项

及“匪盗”条款等关键内容展开激烈争论。 获得一致通过的议决案最大限度地综合和容

纳了各方利益，并经由理事会主席声明和当事国保留声明等文件予以解释，结果却导致组

建调查团的设计被“大妥协”所消解，在此基础上组建的调查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无法真

正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华行动。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国联调查团　 国民政府　 日本　 国联理事会

引　 言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介入中日战争源自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组建国联调查团，不过中国早

在 ９ 月 ２１ 日就已建议国联派遣调查团，但被日本抵制。 到 １１ 月中下旬，日本却主动提议派遣国联

调查团。 该调查团的出发点是为了远东地区的和平，但在调查团派遣之后，远东地区的战火并未停

熄，日本继续扩大侵略范围。 其原因固有日本实施侵华政策的不可逆转性，但实际上组建国联调查

团议决案的和平效力在形成之时就已被消解，无法遏制日本的军事行动。 因此有必要追问，以和平

为目的的调查团议决案是如何被消解的？ 中国为何投票赞成该议决案？ 英美等国又为何支持实际

上无法遏制日本军事行动的提议？ 日本转变立场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既有研究多关注国联调查团的调查过程和调查团报告书①，而对组建国联调查团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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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李顿调查团档案翻译与研究”（１６ＫＺＤ０１７）、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东京审判诺兰检察官个人档案的整理与研究”（１９ＬＳＣＯＯ４）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此部分研究的综合梳理可参见陈海懿、郭昭昭《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抗日战争研

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另，为了正确传达原意，本文所引资料中的“满洲”一般不做改动，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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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足，少数相关研究仅是进行简单的线性概述，基本不涉及组建调查团过程中的内在复杂关

系，对组建国联调查团的议决案及其解释性文件（即国联理事会主席声明和中日两国保留声明）的
产生过程缺乏系统性的阐释和解读。① 本文拟基于上述问题，力图还原组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及

其解释性文件的产生过程，呈现中、日、英、美等国围绕调查团组建的国家利益诉求以及引发的外交

博弈。 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国联调查团无法阻挡日本军事行动的内在设计局限性，而且可以揭示组

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幕后的各国立场，考察日本转变立场之真实目的，揭示日本退出国联之必然

逻辑。

一、 破解僵局：组建国联调查团提议的二次酝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是根据《国联盟

约》第 １１ 条，诉诸国联理事会，希望通过大国的介入与制衡来维护主权，并提议派遣调查团赴中国

东北，既可以调查实际情况，又可以让国联介入。 但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予以抵制，结果是国

联理事会在 ９ 月 ３０ 日通过的议决案中没有关于调查团的内容，仅有“尽速实行已经开始之军队撤

退，并希望在最短期间内实现上述意向”和“避免有扰乱两国间和平及良好谅解之虞的一切行为”
等规定。② 日本完全无视该议决案，继续开展行动，１０ 月 １ 日占领洮南，８ 日轰炸锦州，同时进军齐

齐哈尔。 国联理事会于 １０ 月 ２４ 日再提出议决案，要求“尊重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日军“在理

事会下次开会日期以前完成全部撤退”。③ 但是，“１０ ２４”议决案被日本以“五大基本原则”谈判为

由拒绝，且因日本一票否决而未获通过。 中国继续吁求国联介入，国联理事会陷入无力之困境，日
本则处于国联理事会其他会员国的对立面，备受舆论压力。 于是，国联和日本都在寻求打开局面之

措施，中国所倡议的调查团方案得到二次酝酿。
首先，国联及其主导国英法都在私下商议派遣调查团方案。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国联秘书长德

拉蒙德（Ｅｒｉｃ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在致英国常驻国联代表团成员贾德干（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 Ｃａｄｏｇａｎ）的信中，就
提议“是否可以要求调查团根据第 １５ 条第一段④的规定对满洲进行充分的调查？”如果可以，则“有
利于国联处理整个满洲问题……国联能从压力中得到舒缓”。⑤ １１ 月 ４ 日，英国外相李定侯爵（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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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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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有关组建国联调查团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简单概述，在史料运用上没有综合分析多语种档案，代表性的较新研究

有洪岚《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武向平：《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崔海波：《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日本与国联的交涉》，吉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日本和欧美学界对组建国联调查团

的研究强调国联整体外交交涉过程，亦缺乏研究组建调查团的议决案及其解释性文件的产生过程，参见茶谷誠一「国際連盟脱退

の政治過程———補弼体制再編の視角から」、『日本史研究』第 ４５７ 号、２０００ 年 ９ 月、１—２７ 頁；筒井清忠編『昭和史講義：最新研究

で見る戦争への道』、筑摩書房、２０１５ 年；後藤春美『国際主義との格闘：日本、国際連盟、イギリス帝国』、中央公論新社、２０１６ 年；
Ｉａｎ Ｎｉｓｈ，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Ｊａｐ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３１ － ３３（Ｌｏｎｄｏｎ：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１９９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Ｗ Ｂｕｒｋｍａｎ，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１９１４ － １９３８（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国联理事会关于满洲事变的决议》（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赵朗编：《“九一八”全史》第 ５ 卷，“资料编”下册，辽海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８２０—８２１ 页。
《国联主席白里安在理事会上提出的议决案》（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赵朗编：《“九一八”全史》第 ５ 卷，“资料编”下册，第

８２６—８２７ 页。
《国联盟约》第 １５ 条的第一段规定“联合会会员约定如联合会会员间接发生足以决裂之争议，而未照第十三条提交仲裁

或法律裁判者，应将该案提交理事会。 争论当事国任何一造，可将争议通知秘书长，秘书长即着手筹备，以便详细调查及研究一

切”。 参见胡永龄《战时国际公法》下册，中华书局 １９４７ 年版，第 ７５０ 页。
Ｎｏ ７０２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ｉｒ Ｅ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ｔｏ Ｍｒ Ｃａｄｏｇａ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 １９３１，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９ － １９３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ＤＢＰＯ， Ｆ ６３５５ ／ １３９１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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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Ｉｓａａｃｓ， １ｓｔ Ｍａｒｑｕ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对日本驻英大使松平恒雄表示，日本以武力占领他国领土“与国

联精神相违背”，英国政府支持“为确定日本撤兵细节而设置仲裁委员会……派遣第三国委员实现

监督”。① 国联理事会重新集会前夕，英国驻国联代表塞西尔（Ｒｏｂｅｒｔ Ｃｅｃｉｌ）向新任外相西蒙（ Ｊ
Ｓｉｍｏｎ）提交备忘录，指出日本在过去六周的行动是试图“在满洲建立一个受其保护的领地”，非但

没有同意撤兵，还不断通过各种借口推进其目标实现，同时“做出安慰性的保证，表示希望撤兵”。
面对这样的局势，塞西尔建议“根据《国联盟约》第 １５ 条，组建正式调查团，除非日本同意根据《国
联盟约》第 １１ 条进行调查”。② 时任国联理事会主席的是法国人白里安（Ａｒｉｓｔｉｄｅ Ｂｒｉａｎｄ），他的立

场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法国方面的态度。 １１ 月 １１ 日，法国驻英大使弗勒里乌（Ｍ ｄｅ Ｆｌｅｕｒｉａｕ）向
英国外交部表示，鉴于中国东北存在进一步发生冲突的危险，白里安有意派遣人员前往中国东北，
报告当地情况。③

其次，备受中日和国联重视的美国也提出类似调查团的倡议。 １１ 月 ５ 日，美国国务院向日本

政府提交备忘录，催促日本撤兵，“若日本能在当前紧急状态下实现撤兵，有利于营造实现谈判的

氛围”。④ １１ 月 １０ 日，国务卿史汀生（Ｈｅｎｒｙ Ｌ． Ｓｔｉｍｓｏｎ）催促国联采取行动，“满洲的唯一利益是阻

止战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⑤ １１ 月 １６ 日，史汀生向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提出援引山东问

题的解决模式，建议日本同意“第三国委员在场”，可以体现“国联和第三者好意斡旋”。⑥

再次，日本驻国联代表团向外务省提议可以由日本主动提出派遣调查团。 １１ 月 １２ 日，常任代表

芳泽谦吉致电外务省，表示明白日本政府不满意“由国联向现地派遣视察员的方案”，但“鉴于事态的

发展和推移”，此时由国联向中国东北派遣调查团，不仅可以“让调查团代表们感受到在当前局势下进

行撤兵是过于急切的，因此难以撤兵”，而且可以“努力让理事会在调查团提出报告之前将本事件延迟

审议”⑦，从而给日本有时间消化军事“果实”。 为应对即将重开的理事会，时任国联副秘书长的杉村阳

太郎与英法当局进行恳谈，并在国联领导层内部进行协商，他于 １１ 月 １４ 日向外务省提出打开局面的策

略，即改变禁止第三国介入的方针，也就是允许英法等国家介入，进而谋求第三国能够支持日本。⑧

随着预定 １１ 月 １６ 日重新召集的国联理事会日期不断临近，派遣调查团的氛围日益浓厚，日本

外务省遂向驻国联代表团发送关于应对重开理事会的对策批示。 １１ 月 １５ 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发

出第 １９４ 号电报，除了重申坚持中日间应该就五大基本原则进行直接谈判外，根据外交官们的建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第 ４３２ 号松 平 大 使 ノ 英 国 政 府 ニ 対 スル 説 明」 （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ＪＡＣＡＲ （ア ジ ア 歴 史 資 料 セ ン タ 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８９４００（第 ３５０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四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Ｎｏ ７３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ｂｙ 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Ｃｅｃｉｌ （Ｐａｒｉ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１９３１， ＤＢＰＯ， ３４９ ／ １
Ｎｏ ７２２ Ｒｅｃｏｒｄ ｂｙ Ｓｉｒ Ｖ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 ｏｆ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１９３１， ＤＢＰＯ， Ｆ ６６５５ ／ １３９１ ／ １０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ａｔ Ｔｏｋｙｏ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 １９３１，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ａｔ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ｅｒｉａｌ Ｓｅｔ Ｉｄ： ９５２０ Ｓ ｄｏｃ ５５， ｐｐ ３０ － ３２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ｒ Ｓｔｉｍｓｏｎ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Ｄａｗｅｓ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０， １９３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ＦＲＵＳ，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１９３１，Ｖｏｌ ＩＩＩ， ｐｐ ４０７ － ４１４
「第 ４７５ 号国務長官出淵会談」（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１００（第 １２３ 画像

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

（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１２ 号芳澤理事理事会対策請訓」（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０９００（第

１２１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
第四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２７ 号杉村公使案ノ請訓」（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１３００（第 ２１３ 画像

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四巻

（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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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提出了新的策略。
鉴于“中国反向利用国联理事会关于事态不扩大的决议，通过各种手段挑衅，导致日本不得不

采取自卫反击，此种自卫造成的事态扩大责任又转嫁到日本”，以及“国联拘泥于中日两军的冲突，
尤其是突发事件，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化”，币原批示：“日本在今后需要在这一点上启发国联，为达

此启发目的……建议理事会派遣调查团前往当地是为一策。 根据具体情况，由我方提议派遣调查

团可以取得事态有利于日本的效果”，规定调查团需要“调查中国的整体形势和实地见闻信息”，具
体包括：调查中国各地的对日不法行为；调查中国是否有能力确保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

现在是否确保上述安全；调查中国是否有能力履行同日本和其他各国的条约，以及现在是否正在履

行这些条约；调查团的任务仅是视察中国东北，不能调查日军能否撤退等事项。①

这是日本外务省第一封明确指出可以建议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电报，其关于调查团的设定完全

出于日本国家利益，是一项专门针对中国的调查。 日本驻国联代表团根据该批示的具体内容，草拟

了日本代表团方案，并向英美等国展开试探性外交活动。

二、 初步草案：围绕调查团作用及权限的博弈

确定策略后，日本外务省与日内瓦日本代表团迅速行动起来。 首先，外务省通过国联东京分局

负责人向国联表示，日本政府内部有了邀请调查团视察中国东北的计划，希望理事会给予日本政府

充分考虑上述计划的余地。 代表德拉蒙德前来东京的沃尔特斯（Ｃａｐｔａ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ｓ）也据此向国联报

告：“掌握邀请的主动权是日本政府认为最紧要的事”，建议“应该重视这个有价值的意见”。② 其

次，日本代表团制作了有关调查团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两点：第一点，“开始中日两国间的直接交

涉，缔结以解决日本侨民安全问题为基础的基本原则的中日协定”；第二点，“可以考虑派遣国联视

察员 ×名前往中国（满洲及中国内地）”，并规定调查团的人选按照日方希望进行设置，调查团的任

务基于第 １９４ 号电报内容，不涉及日军撤兵问题。③ 再次，日本代表团成员分别联系重要人士，由
杉村阳太郎会见德拉蒙德，松平恒雄会见美国代表道威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 Ｄａｗｅｓ）和英国外相西蒙，分
别传达日本代表团方案，以试探他们的反应。

１１ 月 １７ 日上午，杉村和德拉蒙德举行会谈，双方交换了关于日本代表团方案的意见。 针对

派遣调查团，德拉蒙德表示好感，认为需要依据《国联盟约》第 １１ 条进行派遣，调查团的任务是

“实地调查中日之间的事件……避免造成侵害中国内政的印象”，同时指出“调查团应该向理事

会提交的报告是关于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如何被‘蹂躏’，不当的排日运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中日

关系恶化的程度等实地情况”，并期待日本提出更为具体的提议。④ 松平于 １１ 月 １７ 日下午会见

３８

①

②

③

④

「第 １９４ 号再開理事会への対策について」（１９３１ 年１１ 月 １５ 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満州事変』第１ 巻第 ３ 冊、外
務省、１９７８ 年、５５７—５６１ 頁。

「第 ２５４ 号 『ウォルタース』電報要旨」（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１００（第

１１７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
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５２ 号我代表部私案」（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１００（第 １０５ 画像目か
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

（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６０ 号杉村『ドラモンド』会談」（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２００（第 １４６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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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威斯，传达日本方案，表示“如果可以组织确保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治安维持会之类的机

构，日本可以撤兵”，道威斯回复会研究该方案。 随后，松平又会见西蒙，西蒙关心的是日军撤兵

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对此问题的支持，亦表示会认真研究日本代表团提出来的方案。① 在向

史汀生转达此次会见情况时，道威斯表示：“上述内容纯粹是暂时性的，日本代表正在向政府征求

评议。”②

收到日本代表团方案后，国联十分重视，西蒙、塞西尔、德拉蒙德于当天晚上就集会商议，焦点

集中于该方案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关系。 德拉蒙德表示如果日本只根据第二点提出调查团建议，不
以第一点为前提，则“可能是最好举措，将为国联提供一个调查整体形势的机会……将整个程序继

续置于《国联盟约》第 １１ 条之下”③，因此安排西蒙第二天再会见松平，询问是否将调查团方案作为

单独的建议提出。
１１ 月 １８ 日，西蒙约见松平，明确指出日本代表团方案的第一点同第二点之间的关联性，“若能

够将此两点分离，将会非常有利”。 松平没有直接回复，只表示需要遵从日本政府的命令，同时向

外务省反映其看法：“第一点属于条约问题，若不能迅速解决，可以暂时搁置；而派遣调查团问题对

于理事会来说是急需的”④，建议外务省将两点内容分别单独处置。 同一天早上，德拉蒙德约见杉

村，交换关于日本代表团方案的意见。 德拉蒙德强调，“需要避免产生在理事会通过调查团报告书

之后才能撤兵的误解。 调查团同基本原则问题或撤兵问题是全然独立的关系”⑤，旨在避免日本以

等待调查团报告书为由而延迟撤兵。
在确认国联支持日本代表团方案后，芳泽向外务省表示派遣调查团方案有利于日本，“取得西

蒙、德拉蒙德及国联领导人们对日方之好意，可以抑制中国，该方案是指导理事会和打开时局的最

好策略”，进一步提议“关于基本原则的交涉问题应该等到将来继续进行”⑥，此刻应该积极推进调

查团方案。
随着 １１ 月 １９ 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的消息传到国联，理事会的对日氛围又转向强硬。⑦ 中国

提议援引《国联盟约》第 １５ 条，日本代表团一方面约见道威斯等人，警示如果援引《国联盟约》第 １５
条将会造成“日本舆论更加激昂，事态会愈发困难”⑧，意在要求国联支持日本方案，避免前功尽弃；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第 ２６２ 号松平 『ドーズ』 松平 『サイモン』 会談」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 センタ 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３００（第 １５４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ｈａｗ）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１９３１， ＦＲＵＳ，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１９３１，Ｖｏｌ ＩＩＩ， ｐｐ ４６７ －４６８
Ｎｏ ７４９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Ｐａｒｉｓ）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１９３１， ＤＢＰＯ， Ｆ ６７１５ ／ １３９１ ／ １０
「第 ２６４ 号松平『サイモン』会談」（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３００（第 １５８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６５ 号杉村『ドラモンド』会談」（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３００（第 １６４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６６ 号支那視察員派遣問題 ニ 関 スル 請訓」 （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 歴 史 資 料 センタ 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３００（第 １７０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７０ 号日本軍のチチハル占領説による理事会の空気悪化について」（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日本外交文書 満州事

変』第 １ 巻第 ３ 冊、５９７ 頁。
「第 ２８１ 号 『ドーズ』ノ松平ニ対スル談話」（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４００

（第 ２０３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

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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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加紧催促外务省正式批准派遣调查团方案①，以缓和理事会氛围，强调德拉蒙德“会极

力推动理事会采取这一方案，可以打开局面”②，调查团方案能够“阻止援引第 １５ 条或第 １６ 条”。③

可见，日本将调查团方案作为扭转国联对日氛围不断强硬的举措。 其原因在于，相较中国提出申诉

时所依托的《国联盟约》第 １１ 条，第 １５ 条涉及的争端性质更为严重，并要求理事会做出报告书式

的判决，而第 １６ 条则关系战争性质和制裁举措，日本和国联都在一定程度上希望避免援引第 １５ 条

或第 １６ 条。
１１ 月 ２０ 日，外务省正式发出关于派遣调查团的批示，同意在公开理事会中提出调查团方案。

关于调查团的权限内容没有偏离第 １９４ 号电报中的批示，同时规定调查团的调查顺序，“应该从总

体问题出发，再到具体问题；从中央状况出发，再到地方状况”，目的是希望通过调查团否认中国具

有“发挥近代国家机能的能力”。④ 当晚，日本代表团就制成议决草案文本，以便同国联领导人进行

沟通交涉。⑤ 翌日，芳泽在国联理事会公开会议上发表声明，正式提议派遣调查团：“日本政府认为

根本解决的主要条件是需要正确认识，不仅是满洲，而且是中国的整体情势，所以提议目前应该派

遣调查团。 该调查团不干涉中日两国已经开始的直接交涉，也不能监督日军的行动。”为了顾及国

联所在意的撤兵问题，芳泽称“该调查团的任命及派遣不代表日本政府变更了依据‘９ ３０’议决案

向铁路附属地内的撤兵行动”。⑥ 从芳泽的声明中可知，调查团的作用不包括督促日本撤兵，调查

地域范围甚至被定为整个中国，而不是最为紧要的中国东北地区。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午，杉村向德拉蒙德提交了日方版本的议决草案和理事会主席声明草案。⑦ 同一

天，德拉蒙德主导形成国联版本初步草案，具体内容如下：

１ 理事会回顾并重申 ９ 月 ３０ 日通过的决议，中日双方均庄严宣布予以遵守。 因此，呼吁

中日两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日军向铁路附属区撤退，这是理事会最为重视的一点。
２ 考虑到自 １０ 月 ２４ 日理事会会议以来，满洲事件呈现出更为严重的局面，呼吁两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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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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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 ２７８ 号二十日公開理事会開催ト回訓ノ督促」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４００（第 ２００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卷（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第 ２７９ 号芳澤代表演説ノ件」（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４００（第 ２０１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
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７５ 号支那側ノ第十五条援用決意回訓督促ノ件」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４００（第 １９２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７６ 号杉村『ドラモンド』会談」（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４００（第 １９４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１７ 号支那視察員派遣問題 ニ 関 スル 回訓」 （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 歴 史 資 料 センタ 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５００（第 ２０６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８３ 号我代表部決議案ノ作成」（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６００（第 ２５２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３０５ 号公開理事会ニ於ケル芳澤代表ノ声明」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９００（第 ３２８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日方草案具体内容可以参见「第 ３０７ 号視察員派遣の理事会決議案及び議長宣言案に関する杉村·ドラモンド会談に

ついて」（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日本外交文書 満州事変』第 １ 巻第 ３ 冊、６３５—６３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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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ａ）向各自部队的指挥官发出最严格的命令，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进一步战争和伤亡的

行动。 （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３ 请双方继续将情势之发展随时通知理事会。
４ 请理事会其他成员向理事会提供现场代表所获悉之信息。
５ 鉴于本案之特殊情形，欲有助于对中日间的问题做出明确和根本性的解决，决定任命

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调查团进行实地研究，并向理事会报告任何影响国际关系而扰乱中日

两国之间的和平或双方和平所系之良好理解的情况。
中国和日本都有权提名一名参与员。 据了解，如果双方进行谈判，则不属于调查团职权范

围，调查团也不监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
主席在决议通过后将声明：
（ａ）双方政府都有权向调查团团长提出其特别希望审查的任何问题。
（ｂ）调查团应尽可能向理事会提供临时报告。①

那么，面对日本代表团的提案，当时的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呢？ 其实，日本提议派遣调查团的目

的之一是避免被督促限期撤兵。 通过德拉蒙德、西蒙等人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情况可知国联也十分

担忧日军借口延迟撤兵。 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当事方，南京国民政府更加重视日军撤退问题，在得知

日本计划提议派遣调查团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和驻国联中国代表团就采取应对措施，准备了反提

案。 其核心是围绕调查团的作用和权限展开，提出中国的诉求：组建调查团应该实现日本撤兵，期
待调查团真实反映九一八事变。

１１ 月 １８ 日，相信“调查整个形势对国联极为有益”的西蒙会见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认为组

建调查团有助于“达成东北地区的南满铁路与中国铁路之间的工作协议”②，询问中国是否会同意

日本提议。 施肇基随后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理事会现在可能会派遣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同时

制定应对计划，以便同日本或国联讨价还价，具体内容包括四点，核心是停止军事行为和实现限期

撤兵：

１ 中日双方立即停止全部军事行为；２ 在理事会指派的国际委员会直接指导下，结束日

本在铁路附属地以外占领中国领土，并要求在理事会通过决议后的 １０ 日内，实现撤兵生效；３
建立国联监督下的公正审理委员会或相应机构，确定赔偿和条约权益；４ 上述处置中的任何

内容都不应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中国或日本的未来权利。③

１１ 月 ２０ 日下午，白里安和德拉蒙德约见施肇基，告知芳泽将在明天下午的公开会议中提出新

的议案，“日本不坚持撤兵前直接商议五大纲，但提议派遣调查团研究中日间问题”，强调“该调查

团与撤兵事并无关联，撤兵仍须继续，与调查团之调查结果不相牵涉。 盖九月三十日之决议案仍属

有效”，希望中国“勿反对此项提议”。 施肇基先是回复：“（一）此项提议令撤军延迟，余不能考虑。
第一步办法仍须撤军。 （二）九月内，余或可接受此项提议，但现在已太迟。”但白里安和德拉蒙德

６８

①

②

③

该草案是德拉蒙德组织草拟，并在无中日代表参加的理事会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公布。 参见 Ｎｏ ７７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Ｐａｒｉｓ）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２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１９３１， ＤＢＰＯ， Ｆ ６８６１ ／ １３９１ ／ １０。

Ｎｏ ７５２ Ｍｒ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Ｐａｒｉｓ） ｔｏ Ｓｉｒ Ｍ Ｌａｍｐｓｏｎ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１９３１， ＤＢＰＯ， Ｆ ６７４９ ／ １３９１ ／ １０；Ｎｏ ７５３ Ｍｒ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Ｐａｒｉｓ） ｔｏ Ｓｉｒ Ｍ Ｌａｍｐｓｏｎ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１９３１， ＤＢＰＯ， Ｆ ６７５２ ／ １３９１ ／ １０

《第 ７３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７２—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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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称“理事会已竭尽心力，除派遣调查团外，在任何条款下，实无其他办法。 如中国有更大之要求，
理事会意见将分裂”。 施肇基遂以请示国民政府为由，提出容后答复。① １１ 月 ２１ 日上午，道威斯

也告知施肇基，日本确定将在公开理事会中提议派遣调查团。 施肇基坚称“停止敌对行为和撤兵

两点对中国而言是最为重要……希望理事会能够满足这两点”。②

施肇基将上述消息全部报告南京外交部。 １１ 月 ２２ 日，外交部指示施肇基：“（一）尊电所拟四

点，此时万不可提，因与时局严重程度不合也。 （二）日方所提调查团办法，并不能承认，因日军侵

占土地之事实，极为显著，且正在准备北进满洲里、南进热河”，强调中国的主张要点在于“要求国

联保证日军迅速停止进攻，并履行撤退之决议”。③ 可见，中国外交部和施肇基都关注停止军事行

动与日军撤退，此两点亦是中国希望国联调查团所实现的作用。
与此同时，针对日本提交至国联理事会的方案，外交部开始草拟反提案，训令施肇基以“未到

为理由，暂行保留我方主张，务必设法使行政勿为决议”。④ １１ 月 ２２ 日下午，施肇基接到外交部的

批示及反提案，分为甲部（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乙部（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和丙部（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三个部分。 甲部是外交部

对施肇基的批示，“主张理事会接受国联调查团应该坚持两个前提，即确定撤兵时间和在中立观察

员监督之下撤兵”，如果拒绝这两个条件，则“应该拒绝调查团，其不足以适应严重的局势和保护中

国的权益”，并援引《国联盟约》第 １６ 条。⑤ 乙部是供施肇基在理事会上发言参考之用，主要内容是

指责日本的行为已经构成战争，违反《国联盟约》第 １６ 条⑥，故可以主张实施该条所规定的制裁措

施。⑦ 丙部则是外交部拟定的中国反提案，共有七条，核心内容是调查团首先要实现停止军事行动

和日军限期撤兵：

１ 国联即时制止日军侵略行为；２ 日军应于国联议决日起两星期内完全撤退；３ 同时中

国声明对于日本撤兵后，保障东三省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４ 国联与美国共同派遣中立国代

表团监视撤兵与接收办法，并调查东三省情形报告于第七项所规定之国际会议；５ 中日两国

双方重申尊重国际条约之原则，尤以《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为要；６ 中日两国在

中立国代表团视察之下，即日开始商订接收详细办法，及撤兵后保障东三省日侨安全之办法；
７ 中日间关于东三省一切问题，本保障东亚和平实行以国际合作方法，促进东三省经济上之

发展之宗旨，由国联与美国共同召集有关系各国之国际会议，根据《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
《九国条约》之各原则讨论决定之。⑧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第 ７７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７，第 ２４—２９ 页。
《第 ７８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７１ 页。
《第 ２６７ 号外交部致巴黎中国代表团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７０ 页。
《第 ７７ 号外交部致巴黎中国代表团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８０ 页。
《第 ３１ 号外交部致巴黎中国代表团电 甲部》（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８１ 页。
《国联盟约》第 １６ 条的第一段规定“联合会会员，如有漠视本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或第十五条之规定，而从事战争者，则

据此事实，应视为对于所有联合会其他会员开战行为，其他各会员国应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金融上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

盟约国人民之一切交通，并阻止其他任何一国之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之人民，有金融商业或个人之交通”。 参见胡永龄《战时国际公

法》下册，第 ７５４ 页。
《第 ３１ 号外交部致巴黎中国代表团电 乙部》（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８２—８５ 页。
《第 ３１ 号外交部致巴黎中国代表团电 丙部》（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８６—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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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交部批示，施肇基开始联络各方，并对初步草案提出修正案。 同时，国联对日本方案和

初步草案也根据自己的考虑进行修正。 而日本对国联和中国的修正案又进行反修正，最后达成的

修正草案尽可能地容纳多方利益诉求。

三、 修正草案：容纳不同国家利益诉求的综合体

针对日本代表团试探性询问调查团提案，以及组建国联调查团初步草案，以英法为首的国联和

中国根据各自利益诉求提出修正意见，三方之间进行了颇具复杂性的交涉争论。
（一）国联对日本代表团方案的修正

以英法为首的国联对日本代表团方案的修正主要集中于调查团的调查任务和权限问题，前者

关系到英法被卷入中日冲突的风险，后者关系到国联调查团的作用。
１１ 月 ２０ 日凌晨，日本代表团草拟日方议决案，规定调查团的任务是需要“向理事会提交关于

破坏中国和日本之间和平或良好理解，而对国际关系造成影响的任何情况的报告”。① 对此，德拉

蒙德首先表示担忧，提出要将“国际关系”改为“中日关系”②，希望将调查内容限制在“中日”之间，
否则会“造成外界将英美法置于同日本一样地位的误解而引发反对”。③ 西蒙亦表示如果调查团需

要调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情况，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希望看到“将英国和中国之间的问

题也列入调查事项”。④

但是，日本没有让步，外务省向日本代表团做出明确批示：“国际关系不能改为中日关系。”⑤日

本辩称，如同意德拉蒙德的修改，“存在使中日关系成为主要调查内容的意思”⑥，这与日本的根本

主旨完全不同。 同时指出，“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条约受到破坏”的事例也发生在其他国

家身上，因此不能局限于调查中日关系。 此举试图以表面上考虑到英法等国利益的形式降低国联

抵制，而要求广泛调查中国的排外运动以“根绝祸根”。⑦

在芳泽于公开理事会正式提出组建调查团方案之后，德拉蒙德、白里安、西蒙发出三方共同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第 ２８４ 号決議案文」（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７００（第 ２５７ 画像目か
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

（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８５ 号 『ドラモンド』修正案」（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７００（第 ２６３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３１０ 号議案及宣言案ニ関スル『ドラモンド』談話」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４０００（第 ３５１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３１５ 号松平『サイモン』談話」（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４２００（第 ４０７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２５ 号決議案ニ対スル回訓」（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８００（第 ２９３ 画

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

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２６ 号ドラモンド修正案に反対し原案復活方について」（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日本外交文書 満州事変』第 １ 巻第

３ 冊、６２３ 頁。
「第 ３１５ 号松平『サイモン』談話」（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４２００（第 ４０７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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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方案，指出根据日本方案，“调查结果将把英法也卷入满洲事件之中”，因此“无论如何需要

对原案进行修改，不能影响英法和中国的关系”。① 在围绕方案文本的妥协性商议基础上，综合

日本和英法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保留“国际关系”用语，另一方面改变句子结构，以从句的形式对

“国际关系”进行解释，将其限定为那些“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双方和平所系之良好理解”的情

况②，这也就是上述国联版本初步草案用词，从而避免被外界理解成调查团需要调查中国和英法等

国之间的关系。
关于调查团权限的交涉，集中于调查区域权限和调查内容权限。 在调查区域权限问题上，１１

月 １８ 日，杉村向德拉蒙德指出，日本所计划的调查区域不仅仅是中国东北地区，还包括中国内

地。③ 德拉蒙德则指出日本的方案“过于重视调查中国整体状况，相对轻视调查满洲地区”，需要

“赋予调查团团长可以对中日双方申诉进行取舍的权限”。④ 时任国联副秘书长的法国人亚维诺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ｖｅｎｏｌ）也表示，“理事会大多数人都支持中国方面的异议”⑤，主张应将调查重点放在中国

东北地区。
在调查内容权限问题上，主要是有关军事行动的处理。 德拉蒙德认为，若调查团“不涉及

中日直接谈判和日本军事行动”⑥，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调查团的权限。 在得知日本提出调查

团的成员构成中必须要有法国将军的信息后，德拉蒙德表示无法理解日本的主张，“为何既要

求派遣法国将军，又绝对禁止调查广泛的军事问题？”⑦法国代表马西格利（Ｒｅｎé Ｍａｓｓｉｇｌｉ）也表

达疑惑，“日本将军事行动完全置于调查团的权限之外，而又建议派遣法国的一流将军，这是滑

稽可笑的”。⑧

日本代表团对国联的疑问和不满做出回应，表示必须依据外务省的批示来制成方案，调查不能

局限于东北地区，必须涵盖中国内地，也就是日本外务省第 ２１７ 号电报中所批示的调查“造成远东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第 ３１９ 号『ドラモンド』『ブリアン』『サイモン』合作案」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４２００（第 ４１７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３２０ 号 『ド』『サ』『ブ』合作案文」（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４２００（第

４１９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
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６５ 号杉村『ドラモンド』会談」（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３００（第 １６４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８７ 号『ドラモンド』 ノ 杉村 ニ 対 スル 談話」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 歴史資料 センタ 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７００（第 ２７７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３０１ 号『アブノル』ノ談話」（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９００（第 ３１０ 画

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

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８６ 号 『ド ラ モ ン ド』 杉 村 ニ 対 ス ル 談 話」 （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ＪＡＣＡＲ （ア ジ ア 歴 史 資 料 セ ン タ 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７００（第 ２７１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３１６ 号杉村『ドラモンド』折衝」（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４２００（第 ４１５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３３７ 号『マシグリ』ノ談話」（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４４００（第 ３８ 画像

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

（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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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秩序被搅乱的中国整体状况”。① 当西蒙在 １２ 月 ９ 日英国议会质询中表示，“我确定组建调查

团目的只是为了调查满洲”②，立即触动了松平的神经，向西蒙提出质问。 西蒙被迫以致电驻日大

使林德利（Ｆ Ｌｉｎｄｌｅｙ）的形式，向日本解释调查团的调查区域并没有局限于中国东北，“调查团有

权调查满洲以外地区”。③ 另一方面，日本代表团同意赋予调查团团长对中日双方申述进行取舍的

权限，认为这一点对日本亦有利，“不会对日本有任何约束，反而可以起到审查中国不当请求的作

用”。④ 但是坚持调查团方案和撤兵问题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问题，反复向德拉蒙德争取，得知“调查

团无权监督任何一方军队的行动”后⑤，外务省才同意代表团意见。
在经过上述日本的回应、部分同意修改，以及强硬坚持自身诉求的背景下，国联亦有所妥协，认

可调查区域涵盖整个中国，“此次事件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还包括日本以外的外国人与

中国之间的关系”。⑥ １１ 月 ２３ 日，国联理事会举行除中日代表之外的非公开会议，决定在议决案

中添加类似“调查团的审议不应被视为任何延迟撤兵的理由”的句子，同意将撤兵问题和调查团问

题分离，避免“撤兵被推迟到调查团到现场调查之后”。⑦
至此，国联基本明确调查团不会涉及军事行动。 从字面上看，“调查团不涉及军事行动”和“调

查团不成为延迟撤兵的借口”是相协调的。 但根据约束效果，日本实现了调查团不干涉军事，同时

可以凭借维护侨民利益为由而继续驻军，变相延迟了撤兵，实际上是有利于日本的，英法等亦满足

于遣词的字面意义。
（二）中国对初步草案的修正

中国对组建调查团初步草案的修正主要集中于调查团的作用，国民政府的利益诉求主要集中

在“如果不是基于停止敌对行为和明确规定撤兵，组建调查团是无意义的”⑧，继续强调停止军事行

动和限期撤兵。 施肇基还将国民政府通过的“日本不仅没有遵守国联理事会的两次议决案，而且

进一步扩大了军事侵略，导致局势愈加恶化”⑨的决议内容发送给国联，就是为了向国联传达中国

主张组建调查团，是以实现停止军事行为和限期撤兵为目的。
关于前述外交部指示的乙部和丙部两套方案，存在一个筛选的过程。 施肇基和外交部之间就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第 ２１７ 号支那視察員派遣問題 ニ 関 スル 回訓」 （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ＪＡＣＡＲ （アジア 歴 史 資 料 センタ 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５００（第 ２０６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

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９， １９３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８０，ＦＯ ３７１ ／ １５５０５，

ｐｐ ４６１ － ４６３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ｑｕｉｒｙ ｔｏ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１９３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１９ － １９８０， ＦＯ

３７１ ／ １５５０５， ｐｐ ５５９ － ５６２
「第 ２９３ 号決議案ニ関スル請訓」（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８００（第 ２８７ 画

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

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９９ 号『ドラモンド』修正案」（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８００（第 ３０２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

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第 ２９２ 号『ブリアン』『ドラモンド』会談」（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３８００

（第 ２８３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

関係）第五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Ｎｏ ７７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Ｐａｒｉｓ）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１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１９３１，

ＤＢＰＯ， Ｆ ６８６１ ／ １３９１ ／ １０
《第 ８２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９４ 页。
参见《第２６８ 号外交部致巴黎中国代表团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７８—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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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方案的适用性进行了内部交流，由于该方案涉及援引《国联盟约》第 １６ 条的制裁措施，施肇基

认为“这意味着中国要准备承认存在战争状态”。① 外交部也认识到这种风险，“不能首先正式承

认存在国家战争，或类似的战争声明，否则不仅使国联疏远，而且本想在理事会中帮助我们的美国

也会疏远”。 外交部尽管主张口头上不能宣布战争，但“日本在事实上已经发动战争……没有遵守

《国联盟约》，采取战争行为”。② 实际上不到迫不得已，国民政府亦不愿意援引第 １６ 条。 于是，外
交部和施肇基只能根据反提案，“竭尽一切努力修改议决草案，更明确地满足中国关于停止敌对行

为和撤兵的要求”③，并“在表决采纳议决案之前阐述中国的解释和保留意见”。④

与此同时，国联开始向施肇基提交初步草案，名义上是征求中国意见，实际上扮演劝说中国

接受草案的角色。 １１ 月 ２３ 日下午，德拉蒙德提交经国联修正后的议决案草案和主席声明草

案。⑤ 对此，施肇基提出：“除非停止敌对行为和撤兵，中国不会接受这样的议决案……必须考

虑援引其他条款。”德拉蒙德竭力规劝，他先是表示尽管国联无权阻止中国援引其他条款，但不

希望看到这么做，通过第 １５ 条所组建的调查团需要在六个月内提出报告，而第 １１ 条没有这样

的限制。 针对中国所要求的“日期限制”，他反问：“如何让日本实施超出他们范围之外的事？”
他认为日本已经拒绝“１０ ２４”议决案中的限期撤兵，此次不应该再做日期上的限制。 他还称赞

日本方案已经是“进步”了，“这是日本第一次承认满洲问题的国际性，而不仅仅是中日俄问

题”，并解释调查区域不局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规定，“可以使利益最大化，调查团可以访问东

京和南京”。⑥

会见德拉蒙德后，施肇基约见西蒙，指出“议决案生效将会被日本视为鼓励其采取进一步侵略

行动，而中国政府将面临（人民的）强烈愤怒”。 西蒙则强调根据第 １１ 条组建调查团就不需要援引

其他条款，而且可以在议决草案中加入“调查团不是意味着延迟撤兵”等字句以符合中国要求。⑦

当晚，施肇基还同白里安进行会谈，同样提出停止军事行动和撤兵两个诉求。 白里安的回答同德拉

蒙德相似，不希望目前的努力因限期撤兵而再次失败，并坦诚“国联的办法有限，中国肯定知道国

联的能力和局限性”。⑧

不仅德拉蒙德、西蒙和白里安都劝说中国同意调查团方案，美国也不赞成中国的反提案。 由于

丙部反提案的第四条提到了美国，外交部和施肇基分别将此反提案内容提交给史汀生和道威斯，征
求美国的意见。 １１ 月 ２４ 日，史汀生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国联理事会的议决案有很多好处，拒
绝议决案会承担巨大责任”，而中国反提案“不如理事会草案有效，一些条款缺乏可操作性”。⑨ 道

威斯亦向施肇基指出美国政府认为调查团“可以确保实施停止敌对行为和撤兵”，而理事会草案

“为中日两国最终旨在调整分歧和建立永久和平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面对国联和美国都反对中国的“限期撤兵”要求，外交部和施肇基一筹莫展。 此时法国驻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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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５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９８—９９ 页。
《第 ３６ 号外交部致巴黎中国代表团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９５ 页。
《第 ９３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１０９—１１０ 页。
《第 １０２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１０８ 页。
此时的议决草案和主席声明草案已经纳入了国联的修正内容，具体内容可以参见《第 ８７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３０，第 ７５、８６ 页。
《第 ８８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３０，第 ８３—８４ 页。
《第 ８９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１１４ 页。
《第 ９０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１１２—１１３ 页。
《第 ２７６ 号外交部致巴黎中国代表团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１００ 页。
《第 ９３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１０９—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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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韦礼德（Ｈｅｎｒｙ Ａ Ｗｉｌｄｅｎ）提供的一项方案成为有利于中国的替代性选择。 韦礼德向顾维钧提

议，可以要求国联调查团抵达中国东北后，首先调查在日军不愿撤兵区域，中国所具有的保护日本

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并对此提出建议。 顾维钧尽管强调限期撤兵的重要性，但也意识到国联

的困难，于是采纳“韦礼德方案”。① 外交部一边将该建议电告施肇基，一边又指示尽量在议决案中

加入“无论如何在议决案通过后的几个星期内实现撤兵”一句。② 根据指示，施肇基采取下列步骤：
“坚持在议决案中插入限期撤兵；如果第一点失败，按照韦礼德方案进行；如果第二点不行，再努力

让调查团设定日期。”③

国联则在 １１ 月 ２６ 日任命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正式议决案。④ 意识到时间愈加紧迫的施肇

基和顾维钧分别采取行动。 施肇基在当天就约见白里安和德拉蒙德，再提限期撤兵，但被告知“几
个星期内撤兵无法实现”，按时撤兵的希望渺茫。⑤ 次日，施肇基再紧急会见白里安和德拉蒙德。
白里安告知“若中国坚持限期撤兵，日本会再次提出五大基本原则谈判”，其结果就是重蹈议决案

被否决的覆辙，强调“调查团方案为理事会解决中日冲突提供了新的途径”。 德拉蒙德认为中国

可以要求调查团首先汇报对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施肇基重申撤兵问题对中国最为重要，调查团的

首要任务是提出最快实现撤兵的办法，并提出“韦礼德方案”。 白里安和德拉蒙德表示会结合该

方案对议决草案进行修正。⑥ 顾维钧则借助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Ｍ Ｌａｍｐｓｏｎ）的渠道，向英国方

面寻求帮助，“一定的时间限制至少可以给中国信心”，使中国人民相信国联会认真对待日本占领

问题，希望英国能够考虑下列两点：“某种固定日期；由调查团决定中国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

措施是否适当。”兰普森在向西蒙的汇报中肯定顾维钧的要求“符合中国整体利益，应该予以采

纳”。⑦
１２ 月 １ 日，起草委员会出台正式的议决案修正案，采纳了“韦礼德方案”，即设定“调查团首先

调查事项”。 具体的措辞是：“如果中日双方根据 ９ 月 ３０ 日的决议做出的承诺在调查团到达之前

没有执行，调查团应首先尽快向国联报告，并提出认为合适的建议。”不过，同时草拟的主席声明修

正案中出现了一项满足日本要求而引起国民政府强烈不满的条款，即承认日本可以采取特殊措施

讨伐中国东北地区的“匪盗”。⑧ 于是，中国、日本、国联围绕“匪盗”讨伐权又展开多边沟通。

四、 最终文本：关于“匪盗”条款的争议和保留声明

确保军事行动自由是日本军方的强硬主张，外务省也受此影响，明确提出调查团不能干涉军事行

动。 国联认可日本的诉求，但规定调查团不能成为延迟撤兵的借口。 为了抵消上述规定，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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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８３ 号外交部致巴黎中国代表团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２３，第 １１５ 页。
起草委员会由德拉蒙德、白里安、塞西尔、西班牙代表、挪威代表等组成，参见 Ｎｏ ７８６ Ｌｏｒｄ Ｔｙｒｒｅｌｌ （Ｐａｒｉｓ） ｔｏ Ｓｉｒ Ｊ Ｓｉｍ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１９３１， ＤＢＰＯ， Ｆ ６９８０ ／ １３９１ ／ １０。
《第 １０４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３０，第 ７７、７９ 页。
《第 １０７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３０，第 ８８—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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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和英国档案中都有关于 １２ 月 １ 日议决案修正案和主席声明修正案的记载，参见《第 １３９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

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３０，第 ９３—９６ 页；《第 １４０ 号施肇基致外交部电》（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０１１２ ／ ００３０，第 ９７—９８ 页；「第 ４０１ 号決議案および議長宣言案中我方要求によ
る修正箇所について」（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日本外交文書 満州事変』第 １ 巻第 ３ 冊、７１１—７１４ 頁；Ｎｏ ８０９ Ｌｏｒｄ Ｔｙｒｒｅｌｌ （Ｐａｒｉｓ） ｔｏ
Ｓｉｒ Ｊ Ｓｉｍ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 １９３１， ＤＢＰＯ， Ｆ ７１４０ ／ １３９１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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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同时暗含拒绝中国提出的停止敌对行为和限期撤兵诉求，日本外务省提出两项要求：第一项，
抬出日本宪法，解释日本政府不能命令军队，因此要求取消议决草案第二条中的第一点，即“向各自部队

的指挥官发出最严格的命令，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进一步战争和伤亡的行动”；第二项，设计出“匪盗”
讨伐权条款，即要求“议决案不能阻止日本军方采取军事措施讨伐满洲地区的‘土匪’和其他非法者，以
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于 １１ 月 ２５ 日正式发给日本代表团，要求将其加入议决草案之中。①

根据外务省的指示，日本代表团成员伊藤述史在 １１ 月 ２９ 日和 ３０ 日连续出席起草委员会会

议，说明修改要求。 起草委员会同意部分修改上述日本第一项要求，删除前半句，但保留后半句。
鉴于议决草案中仍然规定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伊藤诡辩称日军针对“匪盗”的行动是属

于警察措施（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讨伐“匪盗”是为了警察目的（Ｐｏｌｉｃ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②，强行区分等同于战

争的军事行动和警察行动，试图以行使警察职权的形式，变相地继续侵略中国。
不过，起草委员会依旧反对将“匪盗”讨伐权加入议决草案。③ 日本代表团遂改变策略，提出改

为加入主席声明草案中，并对外务省解释“主席声明和议决案在实质上没有差异，如果两者在实质

效力上存在差异，我方不会满足，而一定要将内容加入议决案中”。④ 经过内部协议，外务省和国联

都予以同意，于是就产生了前述 １２ 月 １ 日的议决案修正案和主席声明修正案。
然而，当获悉议决案修正案和主席声明修正案的具体内容后，日本和中国都对部分内容表示不

满。 日本外务省对“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提出抗议和修改，并要求贯彻日本的“匪盗”条款；中国

则强烈反对主席声明修正案中的“匪盗”讨伐权，采取多重策略以剔除该内容。
面对修正案内容，日本代表团起初劝说外务省不要拒绝。 芳泽认为“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的规

定，是中国在无法获得理事会要求日本限期撤兵的前提下提出的诉求，尽管“多少有满足中国的意

思”，但调查团抵达中国东北之后，“撤兵困难的情景以及中国无法确保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情形将愈

加明白，届时可以由调查团建议驻兵的必要性”，希望外务省予以接受。 他甚至建议外务省为了大局

利益，在没有“匪盗”讨伐权的情况下也应该接受修正案。⑤ 杉村也向外务省转述了德拉蒙德的意见：
“起草委员会中关于‘匪盗’的议论愈加倾向于空谈，日军在惯例上本就有行使讨伐权的根据……非

要在议决案或主席声明中插入这一点，实在是过于洁癖了”⑥，希望不要浪费时间在此等话题上。
但是，币原外相不同意这样的修正案。 首先，他要求日本代表团坚决贯彻日本方案，指出“国

联对东亚关系的认识存在重大误解”，修正案“脱离了日本提议的根本宗旨”。 日本的根本宗旨就

是“通过调查团的实地视察结果，不仅可以谅解日本在东亚的地位、日本在满洲的特殊立场，而且

可以知道中国军阀、职业政治家、外交家等人不过是在进行自保运动的宣传”。⑦ 其次，币原在 １２
月 ４ 日连续发送了有五个附件的电报，提出对议决案的反修正意见，命令“这是日本的最终让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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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０７ 号理事会決議案および議長宣言案受諾方について」（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日本外交文書 満州事変』第 １ 巻第

３ 冊、７１９—７２１ 頁。
「第 ４１４ 号決議案又は議長宣言案中馬賊討伐権挿入に関するドラモンドの内話について」（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日本

外交文書 満州事変』第 １ 巻第 ３ 冊、７２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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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第 １ 巻第 ３ 冊、７２４—７２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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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不再变更主要内容”。① 针对“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币原表示该规定会导致“１ 变相地给日

本撤兵设定实行期限；２ 调查团首先必须视察满洲地区；３ 同调查团不干涉军事行动相矛盾”。②

再次，币原强调日本对“匪盗”采取行动是“目前特殊事态情况下的特殊事项”，讨伐“‘土匪’和非

法者”属于警察行为而不是军事行为，“没有理由撤回原方案”。③

根据外务省的强硬指示，伊藤在 １２ 月 ５ 日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删除“调查团首先调查事

项”，并明确要求“匪盗”条款。 针对前一点，塞西尔解释该内容“绝不是间接设定撤兵期限，也不与

调查团不干涉军事行动相矛盾”，因此仅同意删除要求调查团提出建议的规定，减少日本误解。 针对

后一点，塞西尔认为日本的固执有“不正义”的印象，故要求“不要在议决案及声明案中提及此事”，但
建议“在公开理事会上，于议决案承认之时采取保留声明的方式，将日本政府的方针予以说明”。④

国联反对日本加入“匪盗”条款，原因之一就是国民政府及中国人民对“匪盗”条款十分反对。
１２ 月 ２ 日，外交部致电施肇基，“公众舆论对讨论‘土匪’问题提出严重的反对意见”，并提出三重

应对步骤：第一，努力删除关于“匪盗”事项；第二，如果无法删除，则在主席声明中加入“在这些地

区，目前中国军队因日本军队的存在而不能履行维护和平与秩序职责”；第三，如果无法修正，则采

取保留声明办法，在主席发表声明后，由施肇基声明“在东北地区普遍存在的许多不法行为是由于

日军侵略造成的。 恢复原来和平生活的唯一途径与日军撤退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不能容忍其

领土被其他国家军队侵略和占领，也不允许这些军队篡夺中国政府的警察职能”。⑤

得知日本要求删除“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的消息后，外交部再指示施肇基，“如果日本真的坚

持删除我们认为重要的那句话，我们必须坚持限期撤兵。 关于议决案中的‘匪盗’条款，我们无论

如何不能接受”。⑥ 不过表示“剔除‘匪盗’条款最为必要”，而中国可以做出的妥协是：如果“匪盗”
条款可以在议决案和主席声明中都剔除，可以同意将“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的规定转入主席声

明⑦，避免“日本反对而削弱议决案的效力”。⑧

中国的妥协让步措施给了国联新的思路。 塞西尔在 １２ 月 ７ 日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向日本代

表说明：“明白日本的热切希望，因此决定将此项（即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从议决案中删除，转入

声明案中”，同时删除要求调查团提出建议的规定。⑨ 关于“匪盗”条款，面对日本依旧主张纳入主

席声明中，德拉蒙德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在同意将“匪盗”讨伐权的内容写入主席声明的基础上，加
入一句话，即“不言而喻，当日本军队撤回铁路附属区域后，保卫这些地方的责任将不再落在日本

军队身上，而将再次由中国当局承担”，意在阻止日军再次以讨伐“匪盗”为名自由地向铁路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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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外派兵。 日本代表团将塞西尔的修改和建议，以及德拉蒙德方案都传回东京，征求外务省意

见①，并劝说外务省接受，“要避免因‘匪盗’讨伐事项而导致帝国的满洲问题解决变得不可预

测”。②

１２ 月 ９ 日，外务省发送最终批示，对于议决案的修改没有异议，但对主席声明提出意见。 币原强

调：“现在‘土匪’在满洲各地横行，散在各地的日本侨民都会遭遇被‘土匪’袭击的危险，为保护侨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日军需要随时待命和临机出动……帝国政府需要永久拥有这样的权利，可以随时采

取暂时的特殊行动。”③因此不同意德拉蒙德方案，建议采取保留声明的办法，确保日本军事行动的彻底

自由。
随着 １２ 月 １０ 日最后一次公开理事会即将召开，中国外交部围绕“匪盗”条款做了两方面准

备。 一方面是针对日本可能对“匪盗”条款采取保留声明的方式，外交部和中国代表团商定了中国

的保留声明，其内容有八个要点，包括中国主张停止军事行动、要求日军尽快撤退、欢迎调查团前

来、解释“匪盗”产生的真实背景等，力求不留下法律漏洞。④ 另一方面则力求可以彻底剔除“匪
盗”条款，外交部向施肇基发出关于“匪盗”条款的指示，“如果理事会接受日本的诉求，意味着产生

一条会对和平造成威胁的国际法原则。 此后，强大国家可以经常侵略弱小国家的领土，借口便是

‘匪盗’”。⑤ 针对日本强调中国东北地区存在“匪盗”的情况，外交部授意施肇基进行解释：１ “在
今年十月份前十天于东北地区发生‘土匪’事例的数量是 ２４０ 余起，而去年相应时期的数量仅有 ３４
起，清楚地表明‘土匪’是由于日本侵略而出现的异常现象”。 ２ “由于东北地区的人口稀少，很多

人都进行武装自卫。 他们现在自发地起义对抗引起他们不满的日军占领。 日本把这些人称之为

‘土匪’或不法份子，并以镇压‘土匪’为借口讨伐他们，实际上是在破坏爱国运动”。⑥

在中日双方都确定采取保留声明方案的背景下，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了此次国联理事会的最后一

场公开会议，全票通过组建国联调查团的议决案。 白里安发表主席声明之后，日本和中国都相继发

表各自保留声明。⑦ 国联调查团最终得到组建，但调查团的作用与权限已经被消解得所剩无几。

结　 语

国际联盟是一战后的国际和平组织，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严重考验着国联和平机制在远东地

区的适用性。 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设立调查团方案，该方案为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提供

了很好的和平途径，亦受到国联提倡。 日本从反对调查团派遣到支持调查团组建，其背后都是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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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家利益。 在国联理事会讨论组建调查团的过程中，国联、中国、日本围绕调查团议决案，产生解

释性文件，包括主席声明和中日两国保留声明。 反复修改后确定的议决案是各国博弈后的“大妥

协”，主席声明进一步阐明调查团的作用和权限，中日两国保留声明则明确中日两国的利益诉求。
在国联调查团组建的议决案及其解释性文件的形成过程中，表面上是各方利益都得到一定满足而

促成了议决案获得全票通过，实际上是日本利益得到最大化实现，国联和中国处于被动地位。
调查团议决案使国联规避了自身无能为力的形象，故而国联极力促成。 国联一直想将九一八

事变限制在《国联盟约》第 １１ 条之下，不愿意援引第 １５ 条和第 １６ 条，内在原因是不希望同日本处

于对立面，因为国联没有实力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 因此，调查团方案象征着国联已经对中日冲突

采取行动，不仅可以为国联提供时间以等待调查结果，而且议决案规定日本不能将调查团作为延迟

撤兵之借口，使得国联在表面上取得了既介入中日冲突，又实现日本撤兵的结果。
调查团议决案寄托了中国的希望和利益，因而中国无法反对。 中国的希望就是国联可以介入

九一八事变的解决，通过了解真实情况以督促日本撤兵，调查团方案恰好提供这样的机会。 中国从

主张停止敌对行为和限期撤兵，到要求调查团首先调查东北实情，既反映出中国对组建调查团的期

望，又折射出中国对国联偏向日本的无奈。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外交部一份作为“最后办法”的“严
格保密”电报真实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困境：“如果所建议的限定撤兵日期和其他诸点都遭到拒

绝，理事会强烈地坚持原来议决案，除了接受它，我们别无他法。”①

日本通过调查团议决案，不仅引导了国联议事进程，而且避免了限期撤兵。 调查团议决案使日

本成功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问题上脱身，理事会宣告闭会，各方聚焦于调查团。 尽管有规定议决案

不能成为日军延迟撤兵的借口，但调查团不涉及军事行动，且日本保留声明拥有讨伐“匪盗”的权

利，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行动基本上没有受到约束。 更有甚者，在议决案产生过程中，日本就认

为在调查团组建后，“可以根据自己判断来自由地撤兵，在调查团的调查期间，现地状态可以得到

改善，地方政权会逐渐巩固……假使调查结果中有不利信息，日本也没有必要受到报告书的束

缚”。② 可见，日本在调查团组建议题上转变立场的真实目的是既要谋求利用调查团推进军事行动

和扶植伪满，还要试图压制中国，但绝不能受制于调查团报告书的不利影响。
国联理事会中的议决案和主席声明是关于调查团的制度设计，直接关系到调查团的作用和权

限。 在这个制度设计的形成过程中，围绕停止敌对行为、日军限期撤退、调查地域、调查内容、“匪
盗”条款等多个核心问题，中国、日本、国联展开激烈且复杂的交涉沟通，其结果是最大程度满足各

方利益。 中国关于停止敌对行为和限期撤兵的主张，被无能为力的国联和暗藏杀机的日本层层消

解。 虽然“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保留在主席声明中，且直接促成国联调查团预备报告书，描述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东北军事状况，但调查团完成此预备报告书的依托材料主要是由日本军方提

供的③，一定程度上又被日本变相地消解了内容的真实可靠性。
总之，最大限度地将各方诉求囊括于理事会议决案和主席声明文本之中的“大妥协”自然会带

来矛盾性规定和不同的解读，其结局就是导致制度设计被消解，以和平为目的的议决案最终只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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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２６ 号三大使意見具申」（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３９４３００（第 １２ 画像目

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日支事件ニ関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関係）第五巻

（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关于国联调查团提交的预备报告书，可以参见「予備報告」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Ｂ０２０３０４４５８００（第 １０７ 画像目から）、満洲事変（支那兵ノ満鉄柳条溝爆破ニ因ル日、支軍衝突関係） ／ 国際連盟支那調査員関

係第三巻（Ａ １ 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陈海懿 ／ 九一八事变后组建国联调查团议决案及解释性文件的形成

为和平的虚影。 在被消解的制度设计基础上所组建的国联调查团赴远东之后，其调查活动深受限

制，既无法全面调查实情，也无法遏制日军的军事行动，更无力阻止伪满洲国成立。 于是，当国联调

查团在最终报告书中没有承认伪满洲国时，日本采取了避免“束缚”的举措，也就是拒绝接受报告

书，并以退出国联相对抗，这一点在组建调查团议决案的形成过程中就能隐约窥知。

〔作者陈海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晓娟）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 １００ 册）》出版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编，金以林、罗敏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出版，４９３９ ５ 万字，６９８００ 元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５ 周年，记录正面战场与

敌后战场的抗战历程，呈现全民族抗战可歌可泣的历史图景，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抗

战精神，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特推出这套影印版资料集。
本资料集共分 １５ 个专题，包括分别反映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军情实况的珍稀文

献，总册数 １００ 册，合计收录文献 ３４１ 种，近 ５ 万页。 所编选的资料，主要为 １９４５ 年以

前出版的原版史料，如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内部编制的《抗战参考丛书》，既收录正面战

场各战区的详细汇报，也收录了记录叶剑英代表八路军进行工作汇报的《参谋长会议

要录》，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体现了身处抗战

中的中国军民对于全民族抗战的认识与思考。
本资料集的选目原则，以存世量较少、较为珍稀的官方出版物、内部文件为主，以

史料价值较高的公开出版物为辅。 绝大多数文献印刷量、发行量小，如今寻觅不易。
特别是涉及大后方军政内情的文献，在当时属极机密的内部印刷品，仅供军政部门高

层小范围阅览。 经历时局的动荡与政权的更迭，这些机密文献大多已经散佚，目前留

存的很多都是孤本，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同时，资料集以抗战军事为核心，但不拘泥于军事作战本身，还包括根据地建设、

人民军队建设、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作战总结、对日作战战术、机密军情文献、军政文

献、国防战略思想等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内容。 全书内容丰富，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战争

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另需说明的是，本资料集收录文献中含较多军事地图，因时代、技术等原因，未必

准确，仅供参考。 为保持历史文献原貌，影印时除个别处略有删节外，未做其他文字

改动，请读者自辨。 （佟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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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 Ｊｉｎｇｐｏ Ｌａｋ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Ｔｗｏ Ｄｕａｎ Ｒｕｉｃｏｎｇ（５８）……………………………………………………………………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Ｓｈｉｍｏｎｏｓｅｋｉ Ｚｈａｏ Ｚｈｅｎｇｃｈａｏ（６８）……………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Ｃｈｅｎ Ｈａｉｙｉ（８０）…………………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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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ａｄ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ｇａ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ｒａｆｔ，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ｄ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ｈ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ｓｏｍ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ｂ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ｉｔｒｙ”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ａｄ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ｄｉｓｐｅｌｌ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Ｊａｐａｎ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

　 　 Ｓｕｎ Ｙａｎｇ（９８）………………………………………………………………………………………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ｏｎｃ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ＰＣ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ｔ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ｄｒｅ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ＰＣ ｈａ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ｏｕ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ｎ １９３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ｏｕ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ｗｏｒｋ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ｂｌｅ ｔｏ ｇｅｔ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ＰＣ ｍａｄｅ ｆｕｌｌ ｕｓｅ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５ Ｙａｎ Ｈａｉｊｉａｎ（１１５）…………………………………………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ｌｌａｎｄｓ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ｒ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ｙ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ａ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ｉ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ａｒｇｕｅｄ ｏｖｅｒ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ｔａ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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