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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探險── 

1933 年「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在熱河 

林志宏
*

 

1933 年 5 月 2 日，日本組織一支前往熱河的「滿蒙學術調查研

究團」，展開約八十天的調查工作。後來調查團共出版了六冊報告

書，還有隨行記者的報導文字，加上中、日兩國報刊評論。本文以

這些史料為基礎，探討三項問題。第一，熱河為什麼成為滿洲建國

初期選擇的調查範圍，說明政治上呈現的意義。第二，科學探險活

動不僅聯繫帝國和知識之間，也宣揚了「殖民現代性」訊息。第三，

對「滿蒙」地理知識來說，科學探險也是中、日兩國「文化戰」裏

一種權力的競逐。 

關鍵詞：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 滿洲國 日本 熱河 殖民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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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3 年 5 月 2 日，日本帝國決定組織一支前往熱河的調查

團，進行一場「以學術為名」的考察工作。該團正式名稱為「滿

蒙學術調查研究團」（以下簡稱「滿蒙調查團」），隨即獲得內閣與政府

官員熱烈的支持，並於數日之內倉促成軍。
1
調查團主要成員都

是學者，以早稻田大學的德永重康（1874-1940）教授為首，結合人

文及自然科學各領域專家；一起隨行的還有來自東京、大阪兩地

《朝日新聞》之記者，以及助手、庶務會計等，當地配合的有警

備隊員、軍人，乃至通譯等共六十餘位（附錄一），浩浩蕩蕩地展

開為期約八十天的工作。 

人類歷史上學術調查活動是近代才發生的事。海權時代來臨

後，歐洲帝國主義為了向外擴張，並符合不同族群和團體的利益，

於是充分運用新知識學科及技術，積極往各地發展，逐漸成為複

雜多元的體系。
2
1898 年至 1899 年間，英國動物學兼人類學家哈

登（Alfred Cort Haddon, 1855-1940）率領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

調查團進行托雷斯海峽（The Torres Strait）地區的綜合調查，完成六

                                                 
1 陸滿密大日記-S8-16-27「満蒙學術調査研究団派遣の件」（アジア歷

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10029415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 Daniel R.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有關地理學與帝國的關係，亦可見 Morag Bell, Robin 
Butlin and Michael Heffernan ed., Geography and Imperialism, 
1820-1940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一書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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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報告書，是人類史上大規模團隊合作學術考察工作的開始。
3
早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西力東漸，中國的邊疆地區也引起廣泛

關注。許多歐美的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紛紛透過本國相關組織

及團體，前來探查。
4
不過，這次以「滿蒙」為題的學術團體及其

調查活動，卻帶來國際各界矚目。
5
特別是 1931 年「九．一八」事

變發生不久，接著日本扶植成立偽政權「滿洲國」（以下行文省略引

號），造成中、日兩國間的政治和外交關係劍拔弩張。而日本諸多

對華文化事業工作之中，滿蒙調查團雖非唯一一次的活動，卻很

可能是戰前規模最大、單次動員人數最多的一次。
6
過去因為受限

                                                 
3 Elizabeth Edwards, “Making Histories: The Torres Strait Expedition of 

1898,” Pacific Studies, Vol. 20, No. 4(December, 1997), pp. 13-34. 
4 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像是 Denise M. Glover ed., Explorers and 

Scientists in China’s Borderlands, 1880-19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5 譬如用英文書寫的《北華捷報》，即以「熱河探險之旅」為題，標示

德永重康等人的活動。見“Exploration Tour in Jehol: Japanese Party to 
Invade Unknown Area,” The North-China Herald, 1933/6/14, p. 409. 

6 直到 1937 年中日全面展開戰事前，日本對華的調查活動，大抵以東

亞同文書院（或高等商業學校）及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

為主。前者來自學生的旅行報告書，而後者主要是滿鐵調查部所進

行的經濟資源調查。此外，以外務省為主的「對支文化事業」，雖然

進行教育與文化交流，也有若干的學術調查活動。相關討論甚多，不

贅述，請詳參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満鉄調査部．東

亜研究所．IPR 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84），頁 478-520；松

重充浩，〈戦前・戦中期高等商業学校のアジア調査──中国調査を中

心に〉，收入末廣昭編，《「帝国」日本の学知‧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

ジア》，第 6 卷（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239-282；林志宏著，

吉井文美譯，〈「対支文化事業」における人物と学術調査―橋川時雄

を中心として―〉，《東アジア近代史》，15（東京，2012），頁 86-107。
即以考古活動而言，根據戰後中國學者之統計，從「九．一八」至日

本投降為止，東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歷經了將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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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材料，相關研究幾乎是一筆帶過，
7
不太可能掌握箇中全貌；但

如今隨著研究視野不斷地擴大，還有克服了發掘史料的問題（包括

該調查團的報告書六冊、隨行記者的報導文學出爐，乃至時人日記、兩國報刊的

零星記載與外文評論文字），我們得以重新檢討當中之意義。 

這篇短文將側重幾項重點進行討論。第一是瞭解熱河為什麼

會成為滿洲建國初期調查的範圍，進而釐清該地區對中、日政治

上的意義。熱河危機一方面既凸顯出中國內部發生族群的問題與

衝突，另一方面也是日本長期關懷的地域重點所在，因此滿蒙調

查團的考察工作其來有自，絕非偶發事件。其次，筆者想要經由

調查團活動，檢討帝國與知識體系之間的關聯。一場文化活動的

開展必然不會憑空而起，往往有其生態環境，因此學術調查工作

也不能完全無視乎現實之需要。從滿蒙調查團的行程中，我們可

以省思日本帝國或滿洲國是如何將知識連結到政治目的上，透過

學術研究以達成殖民政策之功能。最後一部分，本文還打算分析

做為知識的「地理空間」所扮演之角色，討論中、日在「文化戰」

（cultural war）裏的權力競逐關係。 

一、熱河的軍事攻防及其地位 

眾所周知，滿洲國的出現，實際上與廿世紀初日本推動「滿

                                                                                                        
十七次的挖掘工作。見安志敏的〈九一八以來日人在東北各省考古工

作紀略〉一文，分別在《益世報》1947 年的 3 月 11 日第 3 版、3 月

25 日第 3 版、4 月 1 日第 3 版。 
7 譬如山路勝彥，《近代日本の海外学術調査》（東京：山川出版社，

2006），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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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獨立的發展密切相關。大體說來，滿蒙概念源自 1905 年日

俄戰爭以後。由於日本戰勝，獲得中國東北的各項利權，故發展

「大陸政策」同時，創造了此一「政治性」地理名詞，成為帝國

的「對外觀」與認知。它最初的範圍係指「南滿洲」與「內蒙古

東部」。根據 1912 年 7 月〈第三次日俄協約〉的內容，將內蒙古

地區劃為東、西兩部，此後日本的外交文書裏也多半沿用這項地

理規劃，以取代昔日所稱的「滿洲」。直到 1915 年，中、日兩國

在簽訂〈二十一條要求〉與第一次大戰期間，滿蒙更屢見於外交

場合的文字之中，
8
成為慣用的概念。誠如學者指稱，為了因應

擴張政策的需要，日本帝國甚至還編織類似的地理名詞，諸如「滿

鮮」、「蒙疆」、「東亞」等。
9 

滿蒙之所以具有政治意涵，毋寧也是現實族群生態之反

映。尤其滿、蒙兩族在清末民初的環境變遷裏，其生活和社會

地位深受政治衝擊所帶來的影響。本來以多元民族形態統治中

國的末代王朝——清帝國，至十九世紀以降非惟在國際外交上

接連挫敗，還有來自內部族群的挑戰。特別身為「異族」統治者

的清廷，由於難以說服國內被統治且為多數的漢族，惟有藉著「文

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不斷強調己身之合法性。直到清

帝遜位、中華民國建立以後，此一民族政策的原則並未消失，仍

                                                 
8 朱偰，《日本侵略滿蒙之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頁 1；
〈第三回日露協約（明治 45 年 7 月 8 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

年表竝主要文書》，上卷（東京：原書房，1965-1966），頁 369。 
9 關於「滿洲」、「滿蒙」、「蒙疆」、「東亞」名詞隨著時勢演變過程，參

考中見立夫，《「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3），頁 15-18。「滿鮮」的討論可見井上直樹，《帝国日本と〈満鮮

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満州認識》（東京：塙書房，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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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標舉為「五族共和」之理想。為了謀求各方族群和諧，官方

還是追求包容多元文化的「中華民族」為目標。
10
如此多元民族

觀點，遂使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問題產生爭議。後來日本學者矢野

仁一（1872-1970）便提出「滿蒙藏非中國本來領土論」，
11
公開指

稱「中國≠清」、「中國＝漢民族的區域」，而邊疆民族應該保有

獨立的自治權。如此見解既是否定了「五族共和」之口號，也間

接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的主權。直到 1930 年代，矢野的主張甚至

還被廣為引用，聲名大噪。 

至於現實環境裏，真正的族群衝突並未因民國政府的共和目

標而消弭。以滿蒙地區來說，本來清政府對蒙古採取「封禁政

策」，讓蒙古王公自行招募漢人開墾。1901 年推行「新政」之際，

朝廷為了革新軍政、教育、交通等建設，也把土地開墾當作是增

廣財源的目標，因此積極鼓勵蒙地開放。結果前往的漢人愈來愈

多，遂造成新設縣治與原來蒙旗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衝突不斷

發生。如此問題終於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促使部分

蒙人參與建立滿洲政權的活動，趁機要求自治。而滿洲國成立，

強調「民族協和」口號，自然吸引了不少蒙族的支持者，也為

日本關東軍找到了藉口，俾便分化中國。根據相關研究指出，

滿蒙這塊約占滿洲國領土四分之一的範圍內，蒙古族人口即有

60%，其餘 40%則多為生活在城市中的漢人、朝鮮人、俄羅斯人

                                                 
10 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p. 294-295; 王柯，《20 世紀中

国の国家建設と「民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頁 157-192。 
11 矢野仁一，〈滿蒙藏は支那本來の領土に非る論〉，《外交時報》，35：

412（東京，1922），頁 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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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本人等。
12
因此，新成立的滿洲政權最要緊之課題，無疑乃

藉由籠絡族群政策來鞏固各地基層社會，進而深化統治基礎；就

在弭平蘇炳文（1892-1975）的抗日勢力後，
13
熱河的軍事攻伐遂為

首要面對的挑戰之一。 

其實熱河出現危機，非獨為中、日兩國如何處理族群問題

而已，同樣還凸顯南京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政治困境。尤其國府

內部的派系傾軋，形成彼此互信基礎薄弱，問題叢生。「九．一

八」發生後，肩負東北及華北軍政重責的張學良（1901-2001），由

於抱持「不抵抗主義」，遂使日本有意進取熱河，一時之間關係

甚為緊張。直到「一．二八」淞滬戰役後，時任行政院長汪精衛

（1883-1944）便公開通電指責張氏，結果政潮發生，攻訐風氣造成

國府內部分裂，無法掌控軍心，而熱河的防守作戰也因此頻頻

失利。
14
不過，就如同近人指稱那樣：當時蔣介石（1887-1975）

極力要進行「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反而難以有效將社會加

以整合與動員，於是軍心民心的游移疏離，成為嚴重挑戰，
15
才

                                                 
12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

（東京：明石書店，2012），頁 19。 
13 有關蘇炳文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抗日事蹟，見王秉忠，〈蘇炳

文傳〉，《黑河學刊》，1988：4（黑河，1988），頁 119-123。 
14 關於其中過程，還有特別是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三方對抗日理

念及考量之不同，見蔣永敬，〈「九一八」事變後的熱河防守問題〉，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4（臺北，1992），頁 201-214；鹿錫俊，

〈中国の政策的分裂と日本の誤算——熱河危機期日中関係の一断

面〉，《一橋論叢》，124：1（東京，2000），頁 34-52；周美華，〈汪

張交惡事件再探討（1932 年）〉，《國史館學術集刊》，3（臺北，2003），
頁 97-127。 

15 李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臺北：文津出版

社，2010），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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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鍵所在。如此實力懸殊的心態，更加導致當局者對時勢的認

識不清和決策誤判。就像蔣氏向胡適（ 1891-1962）、丁文江

（1887-1936）、翁文灝（1889-1971）等人自承，「估計日本須用六師

團人，故國內與台灣均須動員」，「實不料日本攻熱河能如此神

速」。蔣說：「我每日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所

傳攻熱河不過是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

的軍隊，比我們知道清楚的多多！」
16

 

而日本不僅瞭解國府在熱河軍事的弱點而已，很長時間早

已透過文獻所描述內容，對當地有所瞭解，且還多次報導。此

處略舉兩個實例說明。第一是《新京日日新報》上有篇〈熱河

省事情〉，
17
引述了 1931 年瀋陽東北文化社編纂的《東北年鑑》

資料，開頭便強調「熱河省為滿洲國的一部分」。另一篇係由田

中秀作（1885-1963）撰寫的短文，觀察熱河在滿洲國所處的地位。

該文內容分別就熱河的環境、地形、居民、歷史及產業進行陳

述，可以看出有幾項重點：第一，內容引用的史料多半為傳統

文獻，或者相關私人出版品。例如談論熱河面積時，主要採用

的參考數據係省內各縣政府調查、興地新學社調查，乃至關東

廳、滿鐵調查課推算結果。
18
第二，敘述當地蒙古族、漢族歷史

的發展軌跡，強調具有特殊豐富資源，足可提供滿洲立國之需。

最後是「建言」，以國防、民族、經濟三方面說明熱河的地位。

                                                 
16 引文俱見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 6 冊（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2004），1933 年 3 月 13 日條，頁 659。 
17 〈熱河省事情〉，《新京日日新報》，1933 年 3 月 18 日，第 1 版。

此後該篇文字連載至 4 月 15 日。 
18 田中秀作，〈満洲国に於ける熱河省の地位に就いて〉，《彦根高商論

叢》，13（彦根，1933），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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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防戰略來講，熱河緊鄰滿洲國邊境，且直搗華北平津地區，

可謂天險；民族上為蒙古（田中強調乃滿洲國住民構成要素之一）的原

鄉，可做為近代殖民上所謂「保留地制度」（reservation system）

的象徵；經濟方面強調其礦產與畜牧產業深具豐富價值。
19

 

很明顯地，在中、日勢力消長的情況下，熱河最終結果將呼

之欲出，順理成章成為滿洲國所宰制的對象。就在滿洲政權甫建

立未幾，「熱河尚未統一，頗為缺憾」的討論即已出現。
20

1933 年

2 月末，遂由關東軍與滿洲國軍隊合作，共同發動熱河戰役。3 月

4 日，日滿兩軍占領承德，原南京國民政府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

（1871-1937）潰敗；5 月 3 日設置熱河省公署，熱河遂為滿洲國所

支配。
21
有關熱河省的學術調查工作，也在軍事占領後展開。 

二、既是「探險」也是宣揚「殖民現代性」 

滿蒙調查團挑選德永重康擔任團長，並非毫無理由。德永原

來出生於東京，父親為薩摩藩武士。1898 年，他畢業於東京帝國

大學理科大學的動物學科，兩年後曾經前往琉球群島與臺灣北

部，進行地質相關的調查與研究。直到 1910 年，德永重康才應

聘至早稻田大學執教。對地質學深富熱忱的德永，由於兼具動植

                                                 
19  田中秀作，〈滿洲國に於ける熱河省の地位に就いて〉，頁 158-159。 
20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5 冊（北京：

中華書局，1993），1932 年 8 月 22 日條，總頁 2402。 
21 滿洲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滿洲國史．總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

會，1971），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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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科知識的專長，加上具有豐富的實地調查經驗，於是塑造他

成為團長條件的不二人選。有人說 1933 年率領調查團前往熱河

之際，是其生涯最為亮眼的時候，
22
這樣的形容其實一點也不為

過。該團也成為自滿洲國頒布〈古蹟保存法〉以後，
23
首次大規

模所進行的現地考察。 

其實早在發動侵略熱河之前，日本軍方已經考慮到調查滿蒙

資源，以因應戰事需求，並有派遣大量測量隊、在鄉軍人前往的

構想，
24
顯見蓄意已久。其中緣由或許還可從原料缺乏的角度來

衡量。眾所周知，日本地處東亞島國，資源上並不豐沛，亟需倚

賴他地原料，滿蒙遂為覬覦對象。如大阪《朝日新聞》有段文字

這樣說到： 

滿蒙資源與日本之重要性，無待多言。目下我國（日本）

由農本主義，一轉而為工業之國；然日本之工業化，對於

                                                 
22 德永重元，〈德永重康小伝〉，《地學雜誌》，94：3（東京，1985），

頁 54-56。 
23 1933 年 7 月 1 日，滿洲國國務院文教部公告〈古蹟保存法〉，做為

保護古物的法源依據。該法的相關內容與制定緣由，見〈古蹟保存

法〉，收入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第 86 冊（合肥：黃山

書社，1999），頁 19-20；里見甫編，《滿洲國現勢（建國–大同二

年度版）》（新京：滿洲國通信社，1933），頁 74。 
24 〈日本大舉調查滿蒙資源，測量隊、在鄉軍人前往〉，《申報》，

1933年 1月 27日，第 2版。滿洲國方面也有組成「熱河資源調查團」

的消息，據報載由滿鐵聘雇專家，依農業、畜牧、林業、礦山、一

般經濟等五組，打算「在沒有盜匪侵擾下，約一個月完成」。見〈滿

蒙大探險隊が奧地富源調查 今春三月を期して一流專問家百名の

大團体で〉，《新京日日新報》，1933 年 1 月 19 日，第 2 版；〈寶庫開

發の熱河資源調查 兩三日に全部出發〉，《新京日日新報》，1933
年 4 月 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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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資產，今日已不成問題，唯一的障礙即缺乏原料是

已。蓋日本產的重要工業原料，除生絲外，均感不足。今

欲求原料供給於安全地帶，全賴亞西亞地大陸，就中滿蒙

之於我國（日本）所以稱為生命線者；由國防方面言之，

適當皇道宣揚之要衝；他如人口食糧問題、工業原料問

題、物業市場問題等經濟問題，在在與日本存亡相關。換

言之，平時為解決國內問題之地域，戰時為供給帝國資源

不足的地域是也。
25 

這段內容最值得留意之處，是將滿蒙當作日本的生命線一語，特

別有關原料的供應問題方面。然而應該指出，滿蒙調查團的招攬

包括有學者、測量隊、電影班、在鄉軍人、新聞通信員等，參與

者來自多元，說明活動並非單一目的，不盡純為政治、軍事性質，

還有其他功能。 

根據後來出版的報告書記載，滿蒙調查團於 1933 年 7 月 23
日從東京出發，期間歷經神戶、大連、新京、北票、朝陽、凌源、

承德、灤平、赤峰、建平各地（附圖 1）；曾以承德為據點，讓各

調查班分散活動（附圖 2），在長達八十天的調查工作後，至 10 月

12 日回到新京。
26
依照整個考察的相關記錄來看，這次「探險」

有如下幾項特色，深值探析。 

                                                 
25 這段原文筆者並未看到，引自譯文〈滿蒙學術大探險記（三）〉，《申

報》，1933 年 7 月 30 日，第 9 版。 
26 有關當中的過程記錄，見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

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告》（東京：編者印行，1934），第一部總

說，頁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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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關政治性的意涵。滿蒙調查團一行人的活動不僅在日

本大肆宣傳，還蒙獲滿洲國官方的「特許」。譬如，他們最先是

抵達新京，覲見「執政」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嗣後才展

開各項工作，
27
充分顯示獲得滿方的認可及授權。此外，調查團

還訪問了關東軍司令部、日本大使館，乃至到國務院會見總理鄭

孝胥（1860-1938）、實業部總長張燕卿（1898-1951）等人。除了對開

發滿洲國資源及文化抱以期待之外，雙方還針對若干相關問題，

進行討論及交換意見；像是張燕卿與東京帝大教授中井猛之進

（1882-1952）曾交流如何防止熱河森林面臨濫伐的弊端。
28
調查團

的行程打算營造滿、日兩國在政治上得到某種允諾，而非為國際

輿論所譴責的「侵略」行為。 

另一項值得留意面向，是軍事性質的意義。透過軍事配合活

動以確立統治合法基礎，亦為滿蒙調查團肩負的任務之一。有關

這方面，可從鄭孝胥替熱河境內最高峰平頂山更名、書勒峰巔紀

念（圖 1），又發給滿洲國國旗充當行旌之舉得悉。平頂山位於現

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方附近，高約海拔 2,050 公尺，鄭孝胥面見

調查團時特別為此揮毫「天都峰」三字（圖 2），然後囑託當地的

石工刻入標石，象徵滿洲新興國家在此的治理。
29
另一方面，為

                                                 
27 〈滿蒙學術調查團七月杪來滿調查〉，《盛京時報》，1933 年 6 月 25

日，第 1版；〈滿蒙學術調查團警備隊編成  一行きのう新京に入る〉，

《朝日新聞》（東京），1933 年 8 月 3 日，第 3 頁。 
28 藤木九三，《熱河探檢記》（東京：東京朝日新聞發行所，1934），

頁 10-17。 
29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5 冊，1933 年

8 月 2 日條，總頁 2474；藤木九三，〈熱河山塊の王座 天都峰を征

服 滿蒙學術調查團に從い興隆にて〉，《朝日新聞》（東京），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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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確保調查團的工作安全無虞，同時避免遭受原熱河湯玉麟部殘

留軍隊侵擾，由關東軍少佐村岡龜吉郎及其部隊等計三十名，在

側隨行保護。
30
《盛京時報》上便以「土匪頗多，殊為危險」為

由，
31
強調負責擔任警護之目的，說明考察資源外，尚有藉此軍

事掃蕩的意味。就這一點來說，可謂集結政治、軍事、文化三位

一體所實施的工作。 

圖 1 

  
資料來源：藤木九三，《熱河探檢記》，頁首照片。 

                                                                                                        
年 9 月 28 日，第 7 頁。 

30 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

告》，頁 10。 
31 〈滿蒙學術調查團七月杪來滿調查〉，《盛京時報》，1933 年 6 月

25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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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資料來源：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

告》，頁 18。 

復次，就學術層面來看，該次活動累積大量新知研究基礎。

調查團不僅動員了人文學者，還網羅動物學、植物學、生物學、

地質學等各領域的專家。在此之前，有關熱河的歷史文獻，除了

十八世紀朝鮮朴趾源（1737-1805）《燕行錄》、西方建築學者和探險

家之著作略有涉及外，
32
其他所知相當有限。1933 年同時期大同

                                                 
32 譬如跟隨馬戞爾尼（Lord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華的斯當

東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1737-1801），撰有 Mc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德國建築家柏石曼（Ernest Boerschmann）的 Chinese 
Architecture，以及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的

Jehol, City of Emperors 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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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的視察報告中，也指出發動熱河戰爭以前，能夠參考的書籍

實際上甚為貧乏。
33
但調查團成員卻以「科學戰士」之姿，經由

軍部、外務省、拓務省、關東軍共同招聘人員，且提供了十萬日

圓做為經費，打算揭開滿洲、內蒙交界處的神祕面紗。
34
從報上

所載經過調查的「發現」成果，可知相當豐碩，包括有魚介類的

化石層、古銅器珍品、新動植物及珍鳥奇魚之品種，還有埋藏地

下的煤炭原料夾層等等。
35 

再者，這些探查之目的，非惟獨厚日本而已，對雙方都有其

意義。尤其當地的清宮遺址，對滿洲國深具象徵性指標。以承德

離宮為例，調查團關注到喇嘛寺廟的建築風格，也仿效昔日宮廷

「木蘭圍場」方式，進行捕獵動物和採集植物的工作。
36
就這一

點來說，通過承德締造滿洲新政權的形象，藉由效習清廷類似運

用的手法，
37
追溯滿洲國與清帝國的歷史傳承關係。並且，不獨

                                                 
33 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東京：大同學

院，1933），頁 286。 
34 〈我等の科学戦士 愈々熱河の秘境へ 満蒙学術調査団、新京を

出発〉，《朝日新聞》（東京），1933 年 8 月 4 日，第 2 頁。 
35 藤木九三，〈水生植物の一奇跡 満蒙学術調査団だより〉，《朝日新

聞》（東京），1933 年 8 月 4 日，第 2 頁；〈朝陽の近くで夾炭層発見 

植物班も、多数新種を発見 無電で各班間の連絡〉，《朝日新聞》（東

京），1933 年 8 月 11 日，第 3 頁；〈魚介類の化石層、朝陽城外で発

見〉，《朝日新聞》（東京），1933 年 8 月 14 日，第 2 頁；藤木九三，

〈満蒙学術探検本記（3） 銅器の珍品発見 朔北熱河を探る〉，《朝

日新聞》（東京），1933 年 8 月 15 日，第 2 頁。 
36  藤木九三，《熱河探檢記》，頁 53-58。 
37 近十幾年以美國學界為首的「新清史」，特別重視「夏都」承德所

富有的多元民族形象。代表著作如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ed., New Qing Imp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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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離宮及其文物，乃至遼、金時期的腹地範圍，都在調查團關

切的內容之中；尤其釐清中國征服王朝的歷史，可以藉此強化自

身之統治正當性。 

最後是達成宣傳的功能。滿蒙調查團活動代表日本勢力得以

毫無忌憚地進出中國內陸，藉由學術知識來連結帝國之聲威，訴

諸「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之體驗。例如，隨行記者藤

木九三便描寫到蒙古王公與調查團宴會時，特別凸顯出蒙古人與

生俱來的彪悍、耿直之性格，可是卻在經濟上受到漢族種種壓

迫；加以他們不好學術、信仰喇嘛教而不事生產，結果造成愈來

愈貧困的不利之局。而對蒙族抱以憐憫情感的同時，反觀大和民

族是如何挾帶「現代」的優勢，重新樹立符合蒙族生存的「北方

文化」。
38
醫學知識也是宣揚帝國科學進步的內容。報告書上特別

記載了當地的居住環境、飲食衛生條件，並強調地方病——甲狀

腺腫之盛行，以做為日後滿洲國改善醫療及衛生設備的參考。
39
另

一項足以彰顯日本國威的，是把新式科學工具應用在考察活動

上。為了蒐羅之必要，調查團甚至動用無線電信設備及空中偵

察，企圖展現如何結合「文明利器」與「科學調查」，並且攝影

保存資料，是這次嶄新的嘗試。尤其飛機的使用，更被視為東亞

「學術探險」的劃時代之壯舉。
40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38 藤木九三，《熱河探檢記》，頁 122-123。 
39 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

告》，第一部總說，頁 42-45。 
40  藤木九三，《熱河探檢記》，頁 40、67-70；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

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告》，第一部總說，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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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調查團根據考察成果出版報告書（共為六部，分別為：總

說、地質學、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人類學）。西方學者相當訝異於

報告書的內容，也直言其調查的可信度甚高。
41
曾對北亞、中亞

有相當多觀察經驗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盛讚報

告書裏附有完整的居住插圖，提供了獨特視角去理解當地歷史及

社會。
42
除此以外，滿蒙調查團活動開啟了一連串的調查風氣，

並樹立進行模式。經由滿洲國默許下，各種集眾式的現地研究，

自此陸續展開。總結上述，滿蒙調查團活動的目的和功能非常複

雜，既是成為滿洲建國初期之「宣傳」，也具備了「肅清」地方

治安的政治性功能。 

三、「地理空間」知識與權力之競逐 

滿蒙調查團的考察活動，非惟象徵戰前中、日爭論之焦點所

在，同樣也與新的學科相聯結，成為理解「空間」的知識與內容。

以「科學研究」為名的調查風潮，無疑是 1930 年代的全球性現

象之一，也發生在西歐和美國等國家身上。然而相當耐人尋味

地，當時中國也成為一處人類學或民俗學調查的「空間」場域，

由贊助調查的機構組織以社會學科為媒介，進行跨文化國際的互

動交涉（international bargaining）。透過如此教育文化交流的形式，調

                                                 
41  W. S., “Birds of Jehol,” The Auk, Vol. 52, No. 4(October, 1935), p. 476. 

原文是：The publication is creditable to all concerned. 
42  O. L., “Book Reviews: Report of the Fir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Manchoukuo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higeyasu Tokunaga, 
June-October 1933. Section III Geography of Jehol. by Fumio Tada,” 
Pacific Affairs, Vol. 12, No. 3(September, 1939), p.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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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不僅影響了中國自身相關學科的方法與研究進程，亦促成

學術社群的形成環境。
43
人們「以學術為名」，接踵展開各項考察

活動；知識理性一方面雖有殖民的意涵，但它帶給人們的遺產及

自身的發展，絕非只有「侵略」二字所可替代。 

對日本國內來說，當調查團開始籌劃活動之初，新聞業界便

爭相謀取「特約通信」的資格，希冀能在第一時間之內即時報導

有關熱河「秘境」的種種消息。由此可見，滿蒙學術調查活動引

來關注，成為媒體焦點。據聞，最初軍部已經應允大阪《朝日新

聞》，獨得有關調查活動的報導權，結果引來其他同業群起反對，

僉謂如此大規模事業，不該由「機關獨占」。其中，以中立政論

著稱的東京《時事新報》反對最力，惟至最後官方仍未批准。
44
儘

管整件事沒有釀成更大的爭議，但可知悉「學術探險」確實帶來

社會上極大地關注。譬如隨隊記者即謂： 

夫一國文化之建設，以科學的調查研究之結果為其基礎。

故該團之派遣，對于滿蒙開發之前途，關係甚大。蓋滿蒙

之人文地文，在考古學上，原與日本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然至今日，因科學的感觸，尚有幾多問題，不能解決。特

                                                 
43 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即是其例。見 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2-225. 

44 〈調查．滿蒙學術大探險記（譯自大阪朝日新聞）〉，《蒙藏旬刊》，

59（南京，1933），頁 15。《時事新報》創於 1882 年，係以日本知

名的思想家福澤諭吉（1834-1901）為首所出版的日報，以不偏不黨

的立場、標榜「官民調和」為宗旨。參考長尾政憲，〈明治十四年政

変前・後における政府新聞発刊論について——福沢の「時事新報」

創刊との関連として〉，《法政史学》，35（東京，1983），頁 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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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河與興安嶺陰山之脈，占戈壁沙漠之一部，所謂東蒙古

領域，久為學術上末（未）到之秘境，故在此地域科學的

調查研究，必與「滿洲國」文化的貢獻，可以得到貴重的

資料。同時在極東此學術的空白地域探險的成功，必有驚

動世界的耳目，故該團之使命，預料在人類文化史上，將

築赫赫的金字塔。
45 

而調查團的各項工作成果，當然飽受各方注目。日後報告書雖為

內部發行，卻因此洛陽紙貴，曾在舊書店裏備受注目。
46
尤其透

過釐清熱河這一「空間」的知識，中、日雙方等同於進行一場知

識與權力的競逐。有關其中所調查之內容，大抵均先於報紙上揭

露，唯獨礦產方面的資料則未行公布。像是以植物類而言，一共

採集到 850 種標本，當中新發現品種據稱約有四分之一。
47
至於

這次「學術探險」結果，日本輿論界不但深感自豪，還說「此種

綜合的探險，此為初觀；今後每年將繼續舉行」，
48
顯見興味盎然。

此一「純學術意圖之外富有政治意義」的調查報告書，終於在 1939
年起陸續出版完成。其動員人數之多、規模之大，甚至還被譽為

                                                 
45 〈滿蒙學術大探險記（一）〉，《申報》，1933 年 7 月 28 日，第 11

版。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46 1939 年日人春山行夫（1902-1994）參加「日滿中央協會」主辦的雜

誌記者團滿洲國調查隊，行前便購買相關指南書籍，發現滿蒙調查

團報告書原來定價 50 圓，卻因絕版而水漲船高，售價攀升為 100
圓。春山行夫，《満洲風物誌》（東京：生活社，1940），頁 4。 

47 〈日科學家滿蒙採集植物標本，奇卉異葩不下八百餘種〉，《申

報》，1933 年 10 月 23 日，第 7 版；“Scientists return from Jehol,” The 
North-China Herald, 1933/10/18, p. 93. 

48 〈日人調查滿蒙完畢，熱河富藏已非吾有〉，《申報》，1933 年 10
月 20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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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僅有的世界紀錄。
49
直到後來，日人以「滿蒙」為名成立的調

查團或公司組織，都是進行開採砂礦、煤鐵、水利等產業；難怪

中國記者會發出「我國自二十餘年以來，干戈擾攘，迄無寗歲。

為政者無暇開發富源，加以人材缺乏，遂致神秘領域，袖手送人，

可勝浩歎」的聲音了。
50

 

對中國而言，滿蒙調查團公布研究成績，確實「足令空口宣

傳的學者們見了慚愧」，
51
但也引來惕勵之心。《新亞細亞》的編

輯人員印維亷對此表達「不禁感想無窮」，說熱河素為國土，惟

長久以來無人注意；日本卻占領後不出數月，即網羅全國相關專

家學者前往調查，「吾人覩此消息，一而固痛恨日人暴戾，但其

研究進取精神，實應亟起效法者也。」
52
地質學者翁文灝（1889-1971）

則是衷心期盼將調查團的若干成果，化為國人日後研究動力。他

的結論是這麼說：「在很短的時間他們能走了許多路，等到各種

報告出版齊全的時候，可以希望成為研究中國東北科學的一種基

                                                 
49 丘英通，〈滿蒙學術調査研究團報告（動物學）完成さる〉，《動物学

雑誌》，52：3（東京，1940），頁 125。 
50  例如河北省遵化縣玉皇山發現金礦，山主趙新之無力開採，有滿蒙

公司赴該地調查得悉，擬出資 10 萬併購的傳聞。又日本組織「滿蒙

資源調査團」，預備將滿洲國境內的木棉、煤、鐵、森林、金鑛、

水利、漁業等各產業，擬以組織株式會社等機關，進行「統制」開

發。上述均見〈滿蒙學術大探險記（三）〉，《申報》，1933 年 7
月 30 日，第 9 版；〈日人開採遵化金礦〉，《申報》，1934 年 12
月 28 日，第 9 版；〈日本組織滿蒙資源調查團〉，《申報》，1935
年 4 月 16 日，第 9 版。 

51 翁文灝，〈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獨立評論》，136
（北平，1935），頁 2。 

52 維亷輯，〈一月間東方邊疆大事記．日本組織满蒙學術調查團往熱

河調查〉，《新亞細亞》，6：3（南京，1933），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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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同時又不忘藉由學術證據，駁斥爭論已久的「滿蒙非中國

領土」論： 

此二帶內總計見到木本植物約一百四十種，其中百分之七

十六與華北植物相同，百分之三十同于山東，百分之三十

同于東三省，但同于日本植物者還不到百分之二十二。所

以從植物上看，熱河實是中國地方。
53

 

滿洲國成立期間前後，有關「滿蒙」爭議便成為中日學界與社會

輿論的焦點，莫衷一是。
54
惟不同者，不管歷史學還是地理學的

論辯，基本上都只屬於文獻層面上的見解差異，尚無實際調查報

告內容。然而，滿蒙調查團的成果卻帶來嶄新知識領域之一面，

改變以往人們的認知。翁文灝的這篇文字，儘管完全沒有涉及到

兩國領土之爭議，只是純粹就學術論學術。不過，翁氏文章裏仍

可看見民族情感的流露。 

戰時拉鐵摩爾也曾對滿蒙調查團表達其立場，提醒讀者留意

                                                 
53 翁文灝，〈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頁 2-4。 
54 關於「滿蒙」爭議過程及其內容，請見河西晃祐，〈「歴史」・「外交」・

「主体」——「満洲」帰属問題をめぐる日中歴史学論争〉，《東北

學院大學東北文化研究所紀要》，38（仙台，2006），頁 124-196。葉

碧苓，〈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史學界對日本「滿蒙論」之駁斥——以

《東北史綱》第一卷為中心之探討〉，《國史館學術集刊》，11（臺

北，2007），頁 105-142。當然，這一主張除了中國之外，並非沒有

日本學者提出質疑，譬如柴三九男、松井等便是其例。見清水美紀，

〈1930 年代の「東北」地域概念の形成——日中歷史學者の論爭を

中心として〉，《日本植民地研究》，15（東京，2003），頁 45；井上

直樹，《帝国日本と〈満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満州認識》，頁 187、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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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學家所扮演的角色。他說，即使目前已知滿洲國的資源無

法理性地開發，但這些專家仍能從中獲得一些未知的發現，無論

在國內或經由戰爭所控制的地方。
55
至於參加過調查團活動的多

田文男（1900-1978），後來回顧戰時日本的中國地理學調查研究，

不諱言確實拜戰爭所賜，具有長足地進展。然而他也強調，這些

調查工作本身並不能全部與軍事目標聯想在一起，「儘管對日軍

的作戰計畫未曾帶來直接利益，且地理學者既不曉得軍方作戰，

也未被要求協力作戰」。
56
因此，若是貿然歸結這些學術調查純為

政治而服務，可能淪為過度簡化的危險。吾人在思考學術和政治

的選擇上，不妨看作是一場透過知識展現權力競逐的場域。 

結語 

滿洲國成立不到一年期間，中國有位讀者投書報紙，自嘲「日

本占據我東三省、國聯開會以來，一切辭典就都得重編」。他主要

想闡明的，是日人「翻造」能力「並不遜於模倣」，其中甚至包括

「善於翻歷史、求古董，大學敎授竭力鼓吹說『滿蒙非中國領土』」

等論點；而所謂的「翻造」，更不僅僅是「創造」之意，更有無中

                                                 
55 O. L., “Book Reviews: Report of the Fir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Manchoukuo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higeyasu Tokunaga, 
June-October 1933. Section III Geography of Jehol. by Fumio Tada,” p. 
344. 

56 多田文男，〈日本の地理学者による中国に関する学術調査〉，《駒澤

地理》，11（東京，1975），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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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刻意捏造的意涵。
57
總結這篇文章傳達的內容，是政治力量

往往扭曲了學術客觀之處，結果造成「價值」勝過「事實」。 

如何重新釐清 1933 年日本滿蒙調查團的學術活動，並提供

合理解釋，是這篇短文想要嘗試回答的問題。可以看到，這場「以

學術為名」的研究調查，是在軍事征服熱河後所展開的工作。這

段「以學者為前驅」之過程，
58
夾帶著「文明」、「科學」做為工

具和武器，深具豐富的意涵。從日本政府的角度來看，滿蒙一直

是日俄戰爭後所創造出來的「政治性」地理名詞；為了應付擴張

和經濟發展所需，對其調查工作成為帝國亟需之活動，在軍事控

制外尋求其資源。就在 1932 年滿洲政權建立後，日本集結一批

專業學者，以官方名義模倣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發展方式，前往

遼寧、察哈爾、熱河省境交界進行考察。通過學術工作與知識的

包裝，日本一方面向國際公開宣稱領有當地，另一方面則展示其

知識背後所代表的帝國實力。
59

 
                                                 
57 引文俱見天方，〈叛逆新解〉，《申報》，1933 年 2 月 25 日，第 21 版。 
58 這是陳彬龢（1897-1945）對日本侵華策略的形容。語自金毓黻著，

《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 4 冊（瀋陽：

遼瀋書社，1993），1931 年 3 月 8 日條，頁 2572-2573。陳氏本係

南開大學的秘書，後因考察蘇州甪直鎮保聖寺的唐塑壁像，邀請了

日本的大村西崖（1868-1927）教授進行鑑定而聞名。1928 年，陳又

結識了日本駐滬領事岩井英一（1899-？），隔年出版《日本研究》，

改以「日本通」自居，嗣後專在《申報》擔任社評主筆。不過，戰

前多次撰文譴責日軍暴行的陳彬龢，後來成為汪精衛政權下的「文

化漢奸」，負責替日偽宣傳。見胡山源，〈我所知道的陳彬龢〉，

《人物》，1985：5（北京，1985），頁 132-137。 
59 這也可從著名金史、女真史學者三上次男（1907-1987）的一段話可

見。他在 1934 年指稱「最近東亞考古學的調查有顯著地進展」，與

「我國學者在滿洲進出，得以從事充實的組織調查及擴大範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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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扶植的傀儡政權滿洲國，並沒有在這場調查活動中缺

席。誠如近人指稱：對熱河作戰將接近華北政治文化中心——北

京，倘使再能占領的話，即可視為朝向復辟「後清」之道路。
60
因

此，熱河戰役結束後不久，昔日滿清遺臣即相當熱切地倡導滿洲

國推行帝制，
61
支持日、滿合作規模的學術考察工作。以做為「非

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之一環，滿方也提供了若干協助，透

過承德熱河清宮的調查，等於宣告其繼承清帝國的合法性。無論

是調查團謁見溥儀獲得「特許」，或者鄭孝胥手書「天都峰」之

舉，都有其象徵性存在。 

反觀中、日對滿蒙「地理空間」的爭奪，調查團的活動無異

是將政治、軍事衝突帶到知識領域中，造成雙方「各說各話」之

局。如同矢野仁一與傅斯年（1896-1950）為了尋求歷史根據一樣，

調查團的學術成果亦為凝聚民族國家情感的焦點。有意思的是，

當時洋人頗有將日本比附中國征服王朝的說法： 

大批日人，已向滿蒙墾殖，各城市增加日僑三分之二。

依中國歷史觀察，元、清得主中原，均先取得東北及熱

河，然後長驅南下。此次中國如再不急起挽救，前途殊

危險萬狀。
62

 
                                                                                                        

況」，可知其中關係密切。三上次男，〈學界動向．一九三三年に於

ける東亞考古學の展望〉，《歷史學研究》，1：4（東京，1934），總

頁 302。 
60 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東京：草思社，2007），

頁 61。 
61 小磯國昭，《葛山鴻爪》（東京：小磯國昭自敘伝刊行会，1963），

頁 591。 
62 〈青年協會戰地視察團談，熱河大險易守難攻，旬日陷落人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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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連 1935 年 8 月，夏鼐（1910-1985）也在日記中寫到，另一位洋

人以滿清同化於中國來譬喻日本侵略的情況，令他深感彆扭。
63
以

歷史上的元、清帝國形容日本長期對滿蒙的經營，當然未必真切

地反映實況，但可見發揮「文化帝國主義」的成效。滿蒙學術調

查團看似純以增進知識研究的活動，背後充滿著帝國殖民的意

涵，也為日本對華「文化戰」添寫了一頁重要的篇章。 

（責任編輯：陳一中） 

                                                                                                        
臧〉，《申報》，1933 年 3 月 14 日，第 10 版。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63 夏鼐，《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1935
年 8 月 25 日條，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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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主要人員 

姓名 時任職務 專業 

德永重康 早稻田大學教授（團長） 地質學、古生物學 

清水三郎 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地質學、古生物學 

松澤勳 東京帝國大學副手 地質學、古生物學 

伊原敬之助 商工技師 地質學、岩石學、礦床學 

佐藤捨三 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地質學、岩石學、礦床學 

小南不二男 早稻田大學學士（庶務） 地質學、岩石學、礦床學 

多田文男 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 地理學 

中井猛之進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植物學 

本田正次 東京帝國大學助手 植物學 

北川政夫 東京帝國大學學士 植物學 

森為三 京都帝國大學預科教授 動物學 

岸田久吉 農林省囑託 動物學 

八幡一郎 東京帝國大學學士 人類學 

津留親 （奉天醫科大學）衛生醫師 醫學、衛生學 

村岡龜吉郎 預備陸軍部兵少佐   

藤木九三 大阪朝日新聞社員   

島田謹介 東京朝日新聞社員   

山本武 早稻田大學書記（會計）   

高橋基生 助手   

尼ヶ崎清太郎 助手   

宮田哲 特務曹長   

原寅吉 一等兵   

田中健太郎 一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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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優一 一等兵   

河合和雄 一等兵   

飯野宗吉 一等兵   

淺田秀一 一等兵   

山崎雄太郎 一等兵   

田母神誠壽 一等兵   

高畑博 一等兵   

新村政雄 一等兵   

永島運平 一等兵   

高遠辰郎 一等兵   

阪本幸治 一等兵   

信廣順次郎 一等兵   

長谷川宇一郎 一等兵   

米原猛 一等兵   

石川伊佐雄 一等兵   

福島常七 一等兵   

佐野祐三 一等兵   

原田忠 一等兵   

坂部一良 一等兵   

飯野圭一 一等兵   

高田直木 一等兵   

高野卯作 一等兵   

原田俊一 一等兵   

小池金之助 一等兵   

白井彌三郎 一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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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田政男 一等兵   

小野豐 一等兵   

飯島正吉 一等兵   

北野一兄 通譯   

岡崎敏雄 通譯   

柿本盛和 通譯   

前田實美 通譯   

張文富 通譯   

紀殿元 通譯   

劉述文 通譯   

橫井義男 司機   

村田茂一郎 司機   

資料來源：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告》，

第一部總說，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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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經過路線 

 

資料來源：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告》，

第一部總說，頁 44 後插圖。 



40 林志宏                                           暨南史學第十七號 

附圖 2  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全員合照 

 

資料來源：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告》，

第一部總說，寫真說明部分。 



帝國的探險                                                        41 

The Adventure of Empire:  

The “Fir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Manchukuo” in Jehol, 1933 

Lin, Chih-hung  

On 2 May 1933, Japan established the “Fir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Manchukuo”（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 which began an investigation 

that would last about 80 days in Jehol（熱河）. The mission published a 

total of six reports, including reports from accompanying journalists, as 

well as commentaries from newspapers in China and Japa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ree issues raised by th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expedition’s decision to visit Jehol and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decision. Second, the expedition not only linked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knowledge, but also propagated the message of 

“colonial modernity.” Third, in pursuing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Manchuria and Mongolia, the expedition was also part of a power 

struggle or “cultural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words： Fir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Manchukuo, Manchukuo, 

Japan, Jehol, colonial moder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