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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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037. 경무국 정보철

■ 1933년 2월 6일부터 9월 14일까지 朝鮮總督府 警察局이 拓務次官 外務省 亞細亞局長 
등 11個 機關長에게 報告한 情報 수록

- 滿洲事變에 對한 反戰運動의 槪況 送府의 件: 槪要 ① 城大學生 中心의 共産黨員의 反戰
檄文 撒布 ② 中國共産黨 朝鮮國內工作委員會 徐重錫 一派의 反戰同盟組織 ③ 朝鮮共産
黨 釜山支部 一派의 反戰活動 ④ 成興 革命記念日 檄文撒布 ⑤ 北平反帝同盟員의 入鮮策
動 ⑥ 無政府主義者 宋命根의 反戰檄文 撒布 ⑦ 馬山볼셰비키社 一派의 反戰行動 ⑧ 京
城學生RS協議會 一派의 反戰活動 ⑨ 東萊反帝前衛同盟 一派의 反戰檄文 撒布 ⑩ 全北 
參禮 反戰檄文 撒布 ⑪ 朝鮮共産主義者協議會 一派의 反戰活動 ⑫ 全州 金鐵柱 一派, 朝
鮮共産主義者協議會 全北協議會의 反戰活動 ⑬ 全南勞農協議會 一派의 反戰活動 ⑭ 中央
東滿特委의 密令을 받고 入鮮 한 韓琠鍾 일파의 策動 ⑮ 平壤 米川秋穗 일파의 赤勞組織 
企劃事件 ⑯ 上海 中國共産黨系의 朝鮮共産黨 再建工作運動 關係者의 反戰活動 ⑰ 共産
黨員이 指導한 咸興學生共同委員會의 盟休策動 ⑱ 釜山赤色勞動建設協議會 一派의 메이
데이 鬪爭 ⑲ 新義州高等普通學校生의 反戰行動 ⑳ 平壤 李成哲 一派의 學校 · 街頭班 組
織事件 ㉑ 奉化赤色農民組合 一派의 反戰行動 ㉒ 沙里院公立農學敎 赤色讀書會 幹部의 
反戰活動 ㉓ 朝鮮共産靑年同盟 再建準備委員會 一派의 反戰活動 ㉔ 秘密 結社 赤友會의 
反戰檄文 撒布 ㉕ 釜山水産試驗場 雇員의 反戰檄文 撒布 ㉖ 京城 赤色勞動組合建設協議
會 一派의 策動 ㉗ 秘密結社 MLM의 反戰行動 ㉘ 晋州高普生의 革命記念日 檄文 撒布 
등이 收錄되어 있다. 1927년 2월 民族 · 社會 兩主義者가 提携하여 經濟的 部分鬪爭에서 
大衆的 政治鬪爭을 目標로 民族單一黨인 新幹會를 組織하고, 非妥協主義를 高潮시켰다. 
當局 施政에 反抗的이며 靑少年 · 勞動 · 農民運動도 協同戰線下에 雷同하여 不穩行動 나
오는 狀況이다. 勞動者 · 農民에 基礎한 견고한 共産黨의 再組織을 決議하고 있으며, 日本
帝國主義에 反抗 하고 朝鮮獨立을 위하여 奮鬪하며, 反戰運動도 격렬히 전개하도록 하고 
있다.

- 調査資料 送付件: 朝鮮總督府 警務局이 警視總監 등 各機關長(11개)에게 報告한 資料이
다. 調査資料 33輯 ‘民族主義者의 主張과 共産主義者의 論駁’ 및 調査資料 34輯 ‘諺文新
聞差押記事輯錄’ 등이 있다.

- 少年데이 狀況件: 朝鮮 少年데이는 ‘어린이날’이라 稱하며 少年少女의 愛護를 宣傳하는 
街頭運動으로, 京城朝鮮少年總聯盟의 統制下에 每年 5月 第1日曜日을 期하여 全鮮的으로 
擧行되어 왔다. 1931年 兩派 알력 후 在城 少年團體는 임시 中央機關을 組織하여 統制
하였다. 1933年 4月 10日 京城少年聯盟 高長煥, 天道敎少年會 鄭成昊, 朝鮮少年軍總本部 
丁世鎭 등이 準備會를 組織하여 全鮮 各地 少年團體에 記念式과 行列 삐라 撒布, 慰安會 
등을 개최하도록 했다. 그러나 主義者들의 誘引도 있었다. 다음으로 13개 道의 擧事內容
이 收錄되어 있다.

- 朝鮮에서의 메이데이 狀況에 관한 건: 1920年 이래 每年 思想 · 勞動 · 農民 團體가 中心
이 되어 示威운동 記念集會 둥으로 氣勢를 올렸다. 左翼운동의 尖銳化로 潛行的 데모기
획, 격문살포, 무산계급선동 등의 불온행동이 나오게 되었다. 京畿道를 비롯, 13개 道에
서의 各種行事 · 行動 內容이 記錄되어 있으며, 檄文 · 슬로건 · 口號 등 15건의 內容이 있
다.

- 朝鮮共産黨再建設鬪爭協議會事件 檢擧件: ① 關係者 身元事項 ② 犯罪事實 a. 勞動階級
社의 組織 및 活動 b. 朝鮮共産黨再建鬪爭協議會의 組織과 日本活動 c. 同 協議會의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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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進出計劃과 勞動階級社의 解體決議 d. 鮮內活動 (宋演壽 · 吉且述의 중심적 活動과 徐
相樂 등의 元山地方 活動 등) ③ 日本共産黨 및 日本極左團體와 朝鮮共産黨再建鬪將協議
會의 관계 (日本共産黨 · 日本反帝同盟 · 全協관계) ④ 日本프롤레타리아 文化聯盟 관계 
⑤ 重要關係者의 身元 등을 기록하고 있다. 아울러 ① 犯罪事實 ② 朝鮮共産黨의 日本에
서의 活動 ③ 同 協議會의 鮮內進出計劃과 勞動階級社 解體決議 ④ 各地活動 등이 記錄
되어 있다.

- 蓄音機 레코드 검열시보 送付件 / 調査資料 送付件: ‘칼 마르크스 死後 50年祭에 對하여’ 
/ 調査資料 送付件: ‘소비에트聯邦 五個年計劃의 檢討’ / 蓄音機 레코드 關係資料 送付件 
: 레코드 檢閱時報 2號 등이 수록되어 있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