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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大學校 亞細亞問題硏究所 – 稀貴文獻 解題 : 舊 朝鮮總督府 警務局 抗日獨立運動關係 祕密記錄

100-4-035. 정보-3

■ 1926년 12월 20일부터 1927년 6월 27일까지 朝鮮總督府 警務局에서 京城地方法院 檢
事正에 보고한 정보 77건 수록

- 정보내용은 주로 그 當時 不穩新聞인 『革命』,을 비롯하여 『火焰』, 『新韓民報』, 
『革命運動』, 『大東民報』, 『革命靑年』 그리고 露字新聞인 『구라스노에 스나이야』
등에 보도된 내용과 불온잡지인 『同友』, 『血靑年』, 『戰鬪』, 『革命의 道』, 『學
海』, 『韓光』, 『戰友』등의 記事들이다.

- 기사내용은 주로 혁명과 혁명전선의 통일에 관한 것이고, 조직과 단체 그리고 활동도 주
로 혁명단체들의 조직과 활동규약 등이다. 

- 不穩新聞 · 雜誌 其他情報活動 一覽表
  1. 不穩신문『革命』記事 - 革命(1926.12.15) 30號, 朝鮮人의 生活一束同, 宣言 網領
  2. 不穩신문『火焰』記事 - 上海共産黨 기관지 火焰(1926.12.1) 8號, 廣東의 新建設과 

朝鮮人의 분투, 朝鮮 獄中革命家에 러시아 노동자의 동정서한
  3. 不穩신문『革命』記事 - 革命(1927.1.15) 32號, 搾取窟에 霹靂, 義士 羅錫疇 追德
  4. 不穩신문『革命』記事 - 革命(1927.2.1) 33號, 非妥協이란 무엇이냐?
  5. 不穩신문『農報』續刊 - 吉林省 勞動黨 機關紙 農報(1.1) 49號, 제2주년 기념일과 

續刊
  6. 不穩신문『新韓民報』記事 - 新韓日報(1926.12.2) 1002號, 北加州學生大會를 보고
  7. 不穩신문『革命運動』記事 - 廣東 韓族革命靑年宣傳部 기관지 革命運動(1927.1.1) 2

號, 1927년을 맞이하며
  8. 不穩신문『大東民報』記事 - 大東民報(1926.12.1) 2~3號, 組織期에 들어간 滿洲運

動
  9. 露字신문『구라스노에 스나니야』記事(1927.2.13)에 나타난 鮮人關係 - (2.13)1949

號, 鮮人問題 解決의 必要
  10. 不穩신문『革命靑年』鮮人關係 - (2.15) 4號, 러시아 10月革命 9주년을 어떻게 맞

이할 것인가?
  11. 露字신문『구라스노에 스나니야』(1927.2.24)에 나타난 在露鮮人 敎育 - 鮮人學校

에 滿足 못하는 鮮人(1927.2.20) 1958號
  12. 不穩신문『農報』- 농보 52~53號, 52號 韓國獨立宣言記念日 외, 53號 孫中山의 三

周忌日
  13. 不穩雜誌『同友』名義變更『同友』를『啓明』으로(12.15)
  14. 不穩雜誌『血靑年』發刊 - 戰鬪雜誌『血靑年』(1926.12.30) 창간호
  15. 不穩雜誌『同友』記事 - 同友(1.1) 新年號, 滿洲運動家의 反省을 促求함
  16. 不穩文書 우송 - 朝鮮革命軍宣言, 東滿 東興中 賣校
  17. 不穩雜誌『戰友』發刊 - 戰友 創刊號
  18. 不穩雜誌『革命의 道』- 新友會 기관지『革命의 길』創刊號
  19. 不穩雜誌『學海』- 吉林學友會 기관지『學海』(1.1) 2號, 우리의 注居문제는 어떻

게 해결할 것인가?
  20. 不穩雜誌『韓光』- 北京 韓國留學生기관지(1927.1.15) 創刊號,『韓光』공산주의에 

대한 略解, 社會進化의 必然性
  21. 不穩雜誌『韓光』 - 在北京留學生會. 1.15月刊 韓光, 漢文으로 창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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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不穩雜誌『戰友』- 吉林 正義府『戰友』(4.1) 2號 - 革命運動의 目標
  23. 블라디보스토크 極東大學 朝鮮入 講座 新設 - 1927.1 ① 朝鮮政治史 ② 日本帝國主

義의 勝利 ③ 日本政治史
  24. 移入 不穩印刷物 記事 槪況
  25. 블라디보스토크 日本人 소비에트要員 選擧權 부여 - 1927.1 블라디보스토크市 소비

에트 委員改選
  26. 上海. 東洋人學友會 宣言 - 上海 韓人學友會 宣言文(1926.11.15)  
  27. 社會科學硏究會 宣言文 - 宣言書(북만 아성현)
  28. 不穩文書 配布 - 宣言文 발신자 : 方一王, 白一民, 李一正. 수신자 : 洪鍾遠, 東亞日

報社, 朝鮮革命軍
  29. 廣東不逞鮮人 通信 - 廣東 中山大學 김성각, 김천우, 김성숙, 장지락, 義烈團 入團, 

공산당원 모집
  30. 不穩文書 우송 - 조선혁명군 선언, 東滿 동흥중학교 賣校
  31. 不穩文書 配布 - 北滿 朝鮮人靑年總同盟 檄文(1927.2.18)
  32. 不穩文書 配布 - 吉林 北滿勞動靑年總同盟, 3·1절을 맞이하여 革命戰線의 統一

- 不穩團體 組織活動 其他情報 一覽表
  1. 上海臨時政府 部署 決定 - 國務領 金九, 外務長 李奎洪, 軍務長 吳永善, 國務長 尹琦

燮, 財務長 金甲, 法務長 金徹
  2. 在上海 赤化鮮人 - 上海共産黨關係 鮮人 기관지『靑年革命』呂運亨, 玄縣建, 趙德建, 

鄭栢, 崔奉官, 崔昌根 외
  3. 南滿靑年聯盟 組織 - 1926.12.6 奉天省 新興靑年舍 외 8개 靑年會 代表 22명, 南滿

靑年聯盟 組織 12.8 執行委員會 開催 宣言
  4. 在上海 被壓迫民族聯合大會 - 1926.12.22 國際革命團 組織 議決文 채택
  5. 在南京 興士團 近況 - 1926.12.17 興士團 遠東臨時委員長代理 車利錫
  6. 上海方面 不逞鮮人과 國民政府 - 國務總理, 申奎植
  7. 在露 카레이스키(朝鮮) 軍隊內 狀況과 高麗自治權 획득 狀況 - 카레이스키 - 聯隊

長 吳夏默, 제3국제공산당사관학교 제3중대장
  8. 朝鮮革命者後援會 發起 - 1926.12.17 吉林省 朝鮮革命者後援會 祖織, 發起文 創立委

員 金尙德 외
  9. 最近 極東地方 朝鮮人 狀況 - 1926.12.27~29 블라디보스토크 開催 極東地方鮮人代

表會議, 代表 金基龍 報告要旨
  10. 興士團 第13回 大會 및 遼東部 團友 狀況 -『興士團報』12권 11호
  11. 不逞 正義團 正義府武裝團 內情 - 在滿 正義府 義勇軍司令長 吳東振, 1927.2.4 軍

事案(30號), 各 中隊 및 遊擊隊長 앞, 豫算(31)
  12. 廣東에 있어서 太平洋勞動者大會 - 白耳義 開催, 各植民地大會 5.1 沿太平洋職業同

盟 總聯盟 結成
  13. 上海靑年會 組織과 靑年同盟 解散 - 在上海左傾鮮人 朱耀燮, 崔光魂, 申瑩澈, 邊長

城 等
  14. 上海不逞鮮人 動靜 - 畿湖派, 嶺南派, 共産派, 西北派, 中立派
  15. 義烈團 總章 12章 68條(1926.3.14) - 朝鮮革命 達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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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上海 陷落의 영향 - 中國 官憲中 小壯派, 反奉的 思想, 新民府 脫退, 柳東說, 金佐鎭
  17. 不逞鮮人 新民府 日本紙幣 僞造 說 - 吉林省 高麗革命運動 新民정부 간부 金佐鎭, 

崔友松, 吳昌煥 등 日本紙幣 僞造企圖
  18. 上海韓人靑年會 - 1927.3.26 31堂總會, 上海韓人靑年會 規準草案
  19. 上海 大獨立黨促成會 조직 - 1927.4.10 洪鎭. 洪南均, 各義 1號~2號 招待狀, 宣言

宣布, 4.11 31堂에서 創立會 2號~4號
  20. 上海 大獨立黨促成會 조직 - 1927.4.16 韓國唯一獨立黨 上海促成會 組織, 25명의 

委員, 9명의 常務委員
  21. 上海 稱臨時政府 國務委員 選擧 - 1927.4.10 밤, 議員 19명 出席, 改正約憲 國務委

員 및 議政院 常任委員 선거
  22. 在滿不逞鮮人團體統一會議 開催 - 1927.4.15~18 吉林省 新安屯 代表者會議 52명, 

網領 誓約文
  23. 不逞鮮人 東三省 攪亂說 - 義烈團員 吳成崙, 各團體結合 조선민족 해방운동
  24. 不逞團 新民府 日本紙幣 僞造說 - 1925.5 新民府 朝鮮銀行 兌換卷 10원, 5원, 1원

권 위조설
  25. 上海不逞鮮人 近情 - 4.18 中國 공산청년회원 鮮人 崔火雲, 崔鉉, 공산당원 190명, 

예비단원 155명
  26. 上海不逞鮮人 近情
  27. 在滿鮮匪團과 勞農共産黨과의 策應說 - 鮮匪 正務府, 新民府, 勞農共産黨 極東革命

委員會와 連結
  28. 在露共産黨 東洋宣傳計劃 - 1927.5.13 朝保秘 第1017號, 各部隊員의 出發期 4.10
  29. 在滿鮮匪團과 勞農共産黨과의 策應說 - 奉軍 背後攪亂
  30. 在露共産黨 東洋宣傳計劃 - 中國(支那)方面 宣傳計劃, 朝鮮 및 日本內地 計劃
  31. 中國國民黨 京城支部 設置 - 1號 開會詞, 2號 來賓祝詞, 3號 誓言, 4號 中國國民黨  

京城支部 成立宣言書 
  32. 不穩文書 우송 - 1927.3.1 東京朝鮮人團體協議會
  33. 元臨時政府大統領 李承晩의 通信 - 하와이, 호놀룰루, 上海臨時政府 大統領 이승만

이 서울 朝鮮日報社에 보낸 通信文(2.14)
  34. 東拓事件 犯人 亡. 羅錫疇 - 한국혁명청년회 선전부 나석주 同志 殉國에 대하여 한

국민중에 告함
  35. 不穩文書 配布 - 1927.2 북경 연변지역 한인학우회
  36. 上海淸醒黨 宣言布告 - 安昌浩 석방운동 決意 1~3號
  37. 大韓民國臨時憲法 改正(2.25), 3.25 公報 47號, 不逞鮮人團 大韓民國臨時約憲 4장 

50조, 국무령 金九, 국무원 윤기섭 외 4명
  38. 不逞鮮人團 歐美委員部 통신
  39. 廣東 中山大學 鮮人學生通信 - 李鍾植이 朝鮮日報 安在鴻에게, 廣東의 韓人社會와 

革命靑年會 및 3·1절
  40. 不穩通信. 印刷物 - 조선노동동맹 간사 金漢卿
  41. 朝鮮革命宣言書 - 義烈團 10則. 공산당 總規章, 조선혁명당 13장 67조, 林德守, 林

國松
  42. 不逞鮮人團 歐美委員部 通信 - 1927.4.10 110號 金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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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外國에서 온 宣傳文 譯文, 붉은달 5·1 宣布文 - 5·1 世界無産者는 제3국제무산당 
기치 밑에 단결

  44. 外國不逞者의 不穩刊行物 譯文 - 廣東 鮮人유학생 배척사유 등
  45. 在外不逞者의 不穩文書 印刷 - 1號 : 國內同胞에 告함(民國 9年 6月), 2號 : 敵의

官公史에 告함(民國 9年 6月), 3號 : 國內 農民同胞에 告함(民國 9年 6月), 4號 : 死
刑 宣告文(民國 9年 6月), 5號 : 死刑 執行文(民國 9年 6月), 6號 : 輯安懸 官公史 
聲討文(民國 9年 6月), 7號 : 東三者 官民에 通告함(民國 9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