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特 6/21.17 反軸心戰爭中韓國的任務 

備忘錄 

反軸心戰爭中韓國的任務 

联合國家正在歐亞大陸上努力進行反軸心战爭的時候。必須動員一切可能的人

力及方法。使其發揮最高度的力量是為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事实。同樣的我們為了

將來恢復被此次战禍所蹂躪的世界重新建設起見。必須由各方面審慎攷憲各種事实

因此对韓國問題至少在战略上應予以適切的攷憲。對韓國問題因環境及其他関係仍

有普通人士所未能透視的部份。迄至最近倭寇強佔中國東北。以及因七七中日戰爭

而掀起的此次太平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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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爆發。日本的真面目始被揭露。然而对世界事情之因果関係予以深切注意的人士

們僅佔極少数而因他們平時甚少認識及利害関係。未能重視韓國問題。以致在过去

六十年当中継續變遷的遠東事件的許多曲折。就給全世界文明人類帶來了目前的惡

劣結果。韓國與其隣近國家及其他外部世界的歷史地理上関係不及詳述。僅就一八

九四─ 一八九五年爆發生的第一次中日戰爭。以及因此所造成一九〇四 ─ 一九〇

五年的俄日戰爭言之。兩次遠東大戰皆起因於韓國問題。我們必須牢記这兩次戰爭

的進行。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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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領土及其周囲的領海上作戰的事实。首次中日戰爭爆發於牙山地方。又日俄戰

爭係因日軍在濟物浦港口外擊沈俄國战斗巡艦柏力亞號而爆發。兩次战爭的結果。

一九〇五年韓國遂被迫為日本的保護國。一九一〇年竟遭日寇的併吞。这就是日寇

要实行強占滿洲的必要步驟。亦為七七盧溝橋事變的遠因。上述種種事实皆為日寇

在很長久的时間暗中進行其突襲珍珠港聳動世人的綿密計劃者。而时至今日此事始

為众人所皆知悉的常識和經驗。联合國方面如能適切利用韓國的人力及物力。則韓

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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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方面抵抗法西斯敵人工作中確能達成琑胥的重要任務。又維持遠東以及全世界

的战後和平和整頓混乱局勢的事实主要関鍵。就在於战後韓國獨立的实現與否。但

是目前忽視这兩個事的人仍不在少数。 

在開羅會議中，具有遠大眼光的联合國的三大強國 ─ 美英中三國領袖羅斯

福、邱吉尔、蔣介石諸氏以偉大政治家風度決定了「韓國在相当时期必須自由獨

立」。这亇消息發表後國內外的韓國人尤其是过去三四十年間為爭取祖國的独立自

由而奮斗的韓國革命運動者。接到这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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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原則上对三大國家的領袖們表示謝意。 

本文並非討論或解釋「相当时期」一語的是非其目的就在很簡單的說明韓國將

應以何種方式參加这次联合國战爭努力合作、以完成自己的任務。三十萬韓人天生

的仇視日本的压迫者。如能適当的利用他們。則可成為联合國作戰中的偉大要素的

事实。毋庸贅言。联合國軍隊向東亞大陸实行大反攻时。因利用韓人而將能減少萬

千之英美人命的牺牲。同时確能增強英勇战的中國部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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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上的能力 

除了分派在中印緬各戰區的韓國光復軍人員外。另有数千亇細胞組織。目下分

佈在華北、華中、各主要據点－河北、熱河、河南、山西、山東、安徽、湖北、

江西等地，由外人看起來也許認為目前韓人的戰斗力量。仍甚微薄。然而他們都在

敵後方與最前綫上担任盟方正式軍隊的重要联絡工作。並積極協助游擊隊作戰。这

亇数千韓人（大多数係已受正式訓練的將校）他們希望將來養成大規模的战斗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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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海関以南的淪区、京滬一帶、山東山西的各大都市。濟南青島太原等地以

及津浦平漢兩亇鉄路沿綫各地 ─ 平津一帶張家口石家莊綏遠等地大約有六十萬韓

人居住。我們由上述各地徵募韓人壯丁。可以組訓二十萬名的韓國独立軍。又向東

北関外各地的敵軍佔領区積極進行地下秘密工作。即可訓練更大的独立軍战閗部



  

隊。（据最近調查東北韓僑約有三百萬人）据最近消息。長白山麓有韓國独立軍三

千名與中國游擊隊联合起來。襲擊敵関東軍警備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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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是將來組訓強大战斗部隊的核心力量。住居西伯利亞中央亞細亞阿拉本图一帶

的韓僑。其中富有作戰經驗的三十萬韓國战士。熱烈企望參加祖國的独立战爭。我

們經過與蘇联及其他盟國当局的適当交涉。即可組織相当兵額的独立軍部隊。以上

所述係僅就我們人力上的能力約略說明者。如能以整個的計劃和合理的方法組訓而

武裝起來。我們確信在一年左右的时間。即可編成相当兵額韓國軍隊。 

我們目可能立即加緊推進的工作。就是在前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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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淪陷区速與正規軍密切合作。加強後方破坯工作。並將中國東北及韓國內地情報

網的組織机構。擴大起來。配合同盟國对日反攻作戰。又向敵後方積極推進招募工

作。很容易的使敵軍內韓人部隊。自動的或強迫的向我方反正過來。他們都是受过

作戰訓練而裝備精良的隊伍。这積極對盟軍作战有利的方法不遑枚舉。亦不須要詳

細的說明。 

（二）要求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理由 

我們在这裡不必觧釋韓國臨時政府在過去歷史上的長点與短点。僅就目前有關世

界列強必須承認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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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政府的理由。略加說明。联合國家方面始能承認韓國臨時政府。除有普通政略

上的理由外。联合國家在战略上。亦有重大意義和价值。正如左列各点所述：— 

1‧擁有相当的力量組織。完全的訓練和正規的裝備的韓國独立軍。在联合國战略

方面確有重要价值一事。乃為不可否認的事实。如欲合理的利用韓人部隊。除予以

物質的援助外。必須有一個使其達成此種任務統率機構。韓國臨時政府就是統率韓

國軍隊的唯一的合法組織。 

2‧韓國臨時政府係于一九一九年「三一」大革命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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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時由全國十三道代表大會組織出來的。但因日本軍閥的虐殺與压迫過甚。在國

內無法継續進行秘密工作。政府負責份子被迫連袂赴滬。臨時政府的組織除有極

少数的變更外。仍舊維持國內選出的組織。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正如一九一九年「三

一」大革命当时全國人民代表三十三人共同發表的宣言裡所講的一樣。為完全的

民主組織。嗣後二十六年間韓國臨時政府。以最高机關的資格。継續指導韓國独

立運動。其間在任何時候、任何地点。絕對没有發生第二政府的組織。也没有類

似政府的机構出現。指導独立運動。若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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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过去二十六年間。為祖國的独立継續奮斗努力的韓國革命運動的歷史的事实。

亦不能不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真正存在的事实。 

3‧韓國臨時政府不但是指導海外全体独立運動。到了將來準備與机會成熟的時

候。这亇機關確有偉大力量。足以促成國內革命大暴動的火藥庫爆發起來。 

4‧承認韓國臨时政府的事实。將為促成國內外革命者的強有力的大團結的主要因

素。並積極鼓勵人民大众的战斗力量。而且集中一切革命力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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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联合國密切合作。駆逐倭寇由中國本部退往東北。由東北退至三韓半島。更由三

韓半島逃往海島老巢。以至永遠螫伏不能再逞。 

5‧由另一方面說起來。承認臨時政府結果。亦將破坯日本正欲利用彼等扶植偽

滿、南京偽組織、菲、緬、印馬來亞各地傀儡政府的手段建立韓國傀儡政府之政治

陰謀。 

6‧韓國臨時政府要求照現行臨時憲章裡面明白規定的民主主義原則。將來踏進祖

國疆土後的第一年內立即召集國民大會。選出正式政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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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民大會是要依据臨時憲章而產出的。又臨時政府是要成為將來建國工作基

礎。 



  

7‧因此我們韓人要向联合國堅決要求承認韓國臨時政府。这個承認不一定是法律

正式上承認。而在战略上政略方面的臨時性的承認。 

8‧我們韓人要求联合國承認臨时政府的理由。並不是為了僅欲爭取承認的事实。

而要求承認的真正理由。就是实現韓國與联合國家的合法的連結。所以說这就是我

們韓人為了與中美英蘇等同盟國家联合起來。打倒日本強盜。而維護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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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世界的永久和平起見。要求與同盟國家積極切实合作。積極供献对日反攻作戰

的一種手段。 

9‧在目前環境之下。僅由韓人本身單独進行募組訓。武裝等工作而進行對日作

戰。殆為不可能的事实。所以我們要实現與関心韓國問題的联合國家的合法的連

結。用合理的方法進行適應目前環境的工作步驟。臨時政府若不幸未獲承認。就没

有取得軍火租借法援助的機會。假若法律上的承認暫時不能实行的時候。僅予以「事

实上之承認」我們就可以達到初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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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們韓人要向援助韓國臨時政府的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当局表示感謝。然而

我們的企望並不是僅欲維持生命的求乞。我們的真正要求。就是要取得足夠與中美

英蘇等同盟並肩作戰。打倒日本強盜的最低限度的必需物資。而爭取國家民族的自

由独立。 

11‧友邦方面目前似因兩種理由不能立即承認韓國臨時政府。A；韓人內部之團

結尚未成熟。B，尚未獲取其他二三列強的諒解。然而現在第一項問題。已經解決。

正如某同盟國友人所講的話。韓人之統 

（P17） 

一合作問題。这次因各党派之協同一致而臨時政府之改組已經很順利的实現。第二

項問題亦有順利進行之可能。美國羅斯福總統倘能以某種方式向中國政府予以暗

示。这個問題就可以觧決。 

12‧自然的仇視倭敵而熟悉日本的歷史、地理、語言、風俗、習慣、心理等。在



  

各方面具有特殊資格的韓人。在對日作戰當中獨具確能完成他人所不能实行的任務

的自信心。 

結論：對上述各項事实和真狀。有關列強尤其是美國予以特別關心。韓國有確实

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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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不要低估韓人之團結力量。毋論由任何方面問題的立場說起來。負有推進

全世界反法斯西［法西斯］战爭責任的联合國家。就有儘速應用一切顯然易見的方

法。实施对作战有利的措畫的責任。如果錯過了適切的時期。把應該辦理事情擱置

未辦的。以致坐失良機的責任。就與把不應該做的事情做起了責任本無二致。 

我們韓人很誠懇的企望具有遠大眼光的美英兩國的政治領袖可及時採取相当措

施與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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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共同合作，對一切因战爭而受蹂躪的人們賦予新的希望、和平、幸福和自由。 

（P20）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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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KOEAR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CHUNGKING 

 

MEMORANDUM 

KOREAN ROLE IN THE ANTI-AXIS WAR  

No one can deny the fact in the present war eff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against the 

Axi-Powers in Europe and Asian every available man and means must be mobilized 

and utilized to the utmost. Likewise in the coming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is war-ravaged world every phase must be considered from all angles and in all 

facets. Hence it seems pertinent that the Korean question should be, at least, 

strategically considered. By force of circumstance or otherwise Koreans, up till now 



  

and form the viewpoint of general observer, have remained unobtrusive. It is only 

very recently, since the summary occupation of Manchuria and the consequent 

launching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finally leading to the outbreak of the present 

Pacific war, that the true colour of Japan has been revealed. But only a few, very few , 

observant students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world events have a casu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bearing little and neglected Korea has had in the 

successive turns and twist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past sixty 

years bringing about the present consequences to the entire civilized mankind. 

Without torching upon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of Korea with her 

neighbors or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t large , suffice it here to recall only that was the 

question of Korea that precipitated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which in 

turn sowed the seed for the Russo-Japanese War of 1904 – 1905. 

One should remember also that both these wars were started and first fought within 

the territory and in and about the waters of Korean peninsula – the first clash of arm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I was at Ahsan, in Korea, and the fuse to the Russo-Japanese 

conflagration was lit by Japan’s sinking of the Russian battle –cruiser Variag , outside 

the harbor or Chemulpo, Korea. Subsequent events,  

Such as the forcing of the Portectorate on Korea in 1905 and culmination in outright 

Annexation in 1910 were only the necessary steps leading to the Manchuria 

occupation and the gradual bringing about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all 

preparatory to the long –preconceived plan of the Pearl Harbor surprise, and are now 

common knowledged and experience of all. Nevertheless it seems that many are still 

not fully aware of actually what trivial yet significant role this little and little-known 

Korea could play if properly utilized in the present warfare against the fascist enemy 

in the Far East and  what effect there may be on the postwar peace or disturbance in 

the Far East and consequently in the whole world again according to whether Ko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