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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942 年日軍在常德的細菌戰 
 

何邦立 

（本會會員） 

 

摘要  1941 年 11 月 4 日，日軍在湖南常德發動細菌戰。當時國民黨名將薛岳與日軍展

開了第一、第二次長沙會戰，擊斃日軍甚眾。常德南接長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要

地，是長沙的主要糧倉、棉倉、腹地。因此常德成為日軍心腹大患。在無法分出兵力

攻打常德的情況下，1941 年 11 月，日軍對常德進行了鼠疫細菌的投放。七週後，日軍

又發動了第三次長沙會戰。此時，長沙附近的常德正在飽受細菌戰的煎熬，鼠疫史無

前例大流行。造成至少 7643 名同胞無辜喪生。還有數以萬計的同胞染病，流離失所。 

 

關鍵詞：長沙會戰、常德細菌戰、鼠疫、731 細菌部隊。 

 

一、中日長沙會戰 

抗日戰爭期間，為了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日鬥志，日本軍國主義不顧國際公法的約

束，在哈爾濱近郊組建了 731 細菌部隊，對中國軍民實行細菌戰。用鼠疫、霍亂、炭

疽等細菌武器，造成不少地區瘟疫的流行，無辜民眾死於因生物戰造成的瘟疫。 

常德地處湖南省西北部，自古就是交通樞紐，北通荊襄、西連黔川的軍事重鎮。

1940 年 6 月，日軍攻佔宜昌，封鎖長江三峽水道，將中國的第五戰區沿江劈為南北兩

半。8 月，中國第六戰區成立，長官部設在靠近常德的鄂西恩施，既是第六戰區長官部

的屏障，又是第六戰區軍民的糧倉，而且扼守湘川公路，連通第六、第九戰區的常

德，戰略地位變得更為重要。 

為加大對常德的破壞力度，1941 年 8 月 11 日，日軍負責協調細菌戰聯絡工作的井

本熊男中佐飛抵南京，下達大本營陸軍部作戰指令，對中國常德實施細菌戰。1 

9 月，關東軍司令部的一次部處長會議上，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令石井四郎大量

培養傳染媒介物製準備對常德發動生物戰。根據這項指令，731 部隊第四部一課柄澤

班，由班長柄澤十三夫率領約 30 人加緊趕製細菌。據柄澤班成員田村良雄後來供認，

在 9 月中旬至 11 月上旬，他們總共製造了約 70 公斤鼠疫細菌。 

常德由於南面與湖南省會長沙接近，是湘西北重要的交通樞紐，連線著重慶和華

東、華中各地。當時國軍名將薛岳與日軍展開了第一次長沙（1939.09.15–10.15）、第

二次長沙（1941.09.07–10.09）會戰，擊斃日軍甚眾。而常德是長沙附近的戰略要地，

是長沙的主要後方腹地，為救護、醫藥、糧食的補充，起了關鍵作用，因此常德成了

日軍的心腹大患。由於日軍騰不出兵力攻打常德，為了拔掉常德這眼中釘，1941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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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長沙作戰》，中華書局，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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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軍對常德進行了鼠疫細菌的空投。細菌投放月餘之後，1941 年 12 月，日軍發動

了第三次長沙會戰。 

第三次的長沙會戰（1941.12.24–1942.01.15），薛岳三次天爐戰法，2共擊斃日軍

十萬餘。這是繼珍珠港事變後，盟軍取得的第一次大捷，振奮中外人心。薛將軍因此

贏得青天白日勳章，及美國羅斯福總統頒發的自由勳章。 

然而，薛岳在與敵人浴血奮戰的過程中，與長沙相隔不遠的常德卻蒙受了空前的

浩劫…… 

 

二、日本發動常德細菌戰 

1941 年 11 月 4 日，一架日軍 97 式重型轟炸機（圖一、圖二），5 時 30 分在黎明

的薄靄中從南昌機場起飛，6 時 50 分飛抵常德地區上空，在濃霧中盤旋。一陣尖銳的

空襲警報，促使男女老少慌亂地離開房舍，向城外七里橋、船碼頭等地疏散移轉。 

  

圖一、在湖南常德城區投下鼠疫桿菌的

飛機。 

圖二、1941 年 11月 4日，侵華日軍飛行員

松本正一（右一）駕駛飛機在湖南常德城

區投下鼠疫桿菌。 

 

飛機盤旋三圈後，低空由東向西飛去，當機頭拉起時，機長增田美保少佐迅速開

啟投擲器的電門，沿城中心法院街（今建設西路）、關廟街（今朗州中路）、雞鵝巷

（今和平西路），繞向東門外五鋪街、水府廟（今人民東路）等城街區，一路到郊區

的石門橋、鎮遠橋，投下麥粒、穀子、高粱、破棉絮、爛布條等雜物（圖三）。約一

小時餘，空襲警報才解除。但這次敵機沒有像往常一樣投擲炸彈，令陸續回到城裡的

人們由驚嚇轉為驚訝，互道平安無事，不知日軍葫蘆裡賣什麼藥，當然更想不到即將

面對死亡的降臨。 

 

 

 

                                                           
2
 第 9 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以所謂天爐戰法，依湖南的地勢，左倚洞庭湖，右憑幕府山，以其間新畺河、

汨羅江、撈刀河、瀏陽河這四條河做為遲滯日軍的依據，並徹底實施「化路為田，運糧上山」的做法，將

日軍機械化部隊的機動力消除。故總體方針為「後退決戰，爭取外圍」，國軍以且戰且退做法在四河與幕

阜山間游移，攻擊然後後撤躲藏，將日軍拖入四河之中，最後再以長沙城中主力與外圍藏在山林中的部隊

合圍深入四河中的日軍，予以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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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日機投放鼠疫桿菌

的飛行航線示意圖 

 

次日縣政府派出軍警，在鄉鎮公所的配合下，組織居民清掃並焚毀空投的垃圾。

同時派人將一包垃圾，急速送往廣德教會醫院（今常德第一人民醫院前身）化驗。兩

天後，6 日，常德境內到處出現了死老鼠，時任廣德醫院的副院長譚學華已經敏感地警

覺到災難的到來。譚學華懷疑，日本飛機撒下的穀物裡，含有鼠疫桿菌。鼠疫是一種

傳染性極強的病菌，死亡率極高，俗稱「黑死病」3。 

譚學華緊急召開會議，稱本院醫師與紅十字會人員：「從日前敵機空投物，經我

院初步檢查，有類似鼠疫細菌的發現。鼠疫是傳染最速、死人最快的病疫，常德從未

有過。政府應儘快採取措施，以防鼠疫流行。」縣政府當機立斷，一方面立即向省府

拍去急電，要求派遣防疫專家和撥發疫苗；一方面進行緊急防疫動員。 

這時的常德境內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的死老鼠，譚學華將化驗結果以電報形式上報

重慶中央政府，但因譚學華所在的廣德醫院沒有收到一例患有鼠疫病菌的病人，這份

電報沒有得到重慶政府的重視。 

其實在當時的常德城內，已經有居民因鼠疫細菌突發高燒死亡，但大多數死者家

屬缺乏防疫知識，鼠疫更是之前沒有聽過的辭彙，很多家庭會認為是患急病而死，由

於這種疏忽，錯過了這場鼠疫的最佳防禦期，也給之後一戶戶家庭帶來了災難。隨著

更多大量染疫死老鼠被發現，常德城內有近 600 人也隨著死去，死亡的陰影開始籠罩

著整個常德城。當時有很多進出常德的城外住戶，無意中又將鼠疫病菌帶了出去，這

場鼠疫也因此漸漸擴散，最終波及到了常德城及周邊 7 個區縣 60 個鄉鎮 486 個自然

村，數以萬人染病。 

 

三、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與防疫 

1941 年 11 月 8 日下午，縣府召開防疫會議。會上決定在全城舉行防疫大掃除，同

時擬定了防疫宣傳、捕鼠競賽、設定隔離醫院等具體措施。隨後，急電貴陽紅十字總

會林可勝先生請求協助。 

                                                           
3
 常德發現鼠疫經過，譚學華，湘雅醫學院校刊，1942 年 3 月 1 日。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 期（2019 年 12 月） 

33 

重慶國民政府軍醫署和衛生署派遣德籍猶太裔鼠疫防治專家伯力士博士專程前往

常德，負責剖驗老鼠和測定跳蚤的工作。他們連續 3 個月，解剖檢驗五六千隻老鼠，

至 1942 年 1 月底，檢驗鼠族中染疫鼠族數目日漸增加，確認鼠疫已在常德鼠族中廣泛

流行。與此同時，11 月 20 日，重慶派湖南常德鼠疫調查隊赴常德支援。4 

林可勝也派出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總所微生物學教授專家，曾在印度哈佛金

氏研究所研究過鼠疫學的陳文貴主任，率救護總隊部醫師薛蔭奎、劉培，帶領技術人

員和設備等，星夜出發趕到常德，隨即展開工作。5 

11 月 12 日晚上，關廟街居民 12 歲的女孩子蔡桃兒，由其母親背著到廣德醫院急

診，其母親訴說，女兒當晚忽發寒戰，繼則高燒頭痛、周身不適、神志不安等症，醫

生經檢驗確診小女孩感染鼠疫。當夜，患者病況更趨嚴重，經醫院搶救無效，於 13 日

上午 9 時去世，這是常德細菌戰有紀錄的第一位遇害者、遺體解剖者（圖四）。 

 

 

 

 

 

 

 

 

 

 

圖四、日軍在湖南常德實施細

菌戰中第一位受害者蔡桃兒。 

 

診斷既已確定，其傳染來源亟待查明。根據當時發現情形與流行病學原理，以及

國內鼠疫防治專家的實地調查研究，專家們深信，常德鼠疫確系日機散播染有桿菌的

異物所致，而其傳染媒介為隱藏穀麥、棉絮內的活性染疫鼠蚤。7 日後，第一例疑似鼠

疫病例被發現……，在永川區檔案局，珍藏著一份由永川籍細菌學家、中國科學院院

士陳文貴（1902-1974），在 1942 年所寫的《湖南常德鼠疫報告書》。 

陳文貴小組，經屍體解剖，細菌學檢查，和動物實驗，以及流行病學調查，證實

為敗血性鼠疫，是日本侵略軍搞滅絕人性的細菌戰的鐵證，除採取有效措施撲滅流行

外，並向重慶政府報告。林可勝亦將此證據，透國美國醫藥助華會 VanSlyke 主席的協

助，刊登於 1942 年 3 月 5 日紐約郵報（圖五），證實日本侵華使用細菌戰，引起國際

輿論的譴責6。 

重慶政府這份報告，後來轉載於國際法庭有關日本法西斯戰犯罪行彙編中，為

1953 年在瀋陽國際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提供了日寇在華中搞細菌戰的罪證。 

                                                           
4
 1941 年湖南常德日军實施细菌戰揭秘，黃加來，中國檔案報 2015 年 7 月 24 日。 

5
 紅會救護總隊貴陽文史資料選輯 22，薛慶煜文 P.45，1987 年。 

6
 紐約郵報刊載《中國軍醫林可勝將軍戰勝創傷與疾病》1942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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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蔡桃兒去世後，關廟街、雞鵝

巷一帶相繼發生多起相似病歷，但送

進醫院來不及醫治就去世了，隨後感

染鼠疫的人一天天增多，有的一人染

病，全家死絕。隨著鼠疫蔓延，全城

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常德市鼠疫爆發最嚴重的地區是

石公橋鎮，它距離常德市區有 25 公

里，因為一條長 2.5 公里長的石公橋

而得名。這裡是常德市唯一的一條水

路交通要道，對內它連線著常德市的

土橋河和陳家湖，對外它通達澧水和

沅江。獨特的地理位置，讓它成為繁

華的商貿碼頭。然而，因為常德細

菌戰，有人將石公橋稱為死亡橋。

據常德細菌戰的倖存者講述，石公

橋附近的不少人家，很多都是一家

死四五個，五六個，其中一家一連有 11 人去世，死傷慘重，這一家只有一個在外地讀

書的小兒子因身處外地才倖免於難。還有一戶 7 口人家，從主人女兒開始，一個一個

地走上黃泉路，不過半個多月，全家死絕，最後連收屍的人都沒有。石公橋鎮的一個

村子裡，原來總共有 400 多口人，死了將近一半 201 人，實在淒慘。 

由於石公橋鎮緊靠湖泊，人們易於通過湖面逃亡，防疫封鎖很難奏效。因此，石

公橋不可避免地成為周圍鄉村的疫源地。兩個月後，當石公橋鎮疫情得到控制時，鼠

疫開始向周圍鄉村蔓延。從 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底，先後有鎮德橋、周家店、韓公

渡、大龍站、雙橋坪等鄉鎮暴發鼠疫，死者不計其數。7 

1942 年 5 月 2 日，衛生署主動召開全國防疫會議，決定由衛生署、軍醫署、後方

勤務部衛生處、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部等四個機構，聯合組織戰時防疫聯合辦事處，

負責疫情傳遞、防疫設計、防疫指導事項，以利相互聯繫，杜絕各類傳染病流行。8 

常德城區的鼠疫防治是有效的，桃源縣的李家灣和常德縣的石公橋的防疫後來也

得到了成功的抑制。但是，城區的防疫，卻犧牲了農村防疫為前提。農村的鼠疫，遠

遠比城區嚴重得多。衛生署、軍醫署、與紅十字會等單位揭盡所能爭取防疫物質，醫

療藥物投注常德防疫實務。 

1942 年，鼠疫越來越嚴重。不斷有人員因鼠疫而身亡。常德防疫處採取了更加嚴

格的防治工作：建立了專門的隔離醫院，收治鼠疫病人；設立一專門火葬爐用來強制

火化病亡者的屍體；將日軍飛機空投物最多的地方如關廟街、雞鵝巷等處劃為疫區，

江中船舶一律不准靠岸，實行警戒封鎖，嚴禁人員進出；同時，向全縣居民進行預防

                                                           
7
 《湖南省防疫工作報告》日軍發動常德细菌戰，1943 年 4 月。 

8
 抗戰期間湖南常德鼠疫的防治，許峰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 23 期，421-448 頁，2018 年 12 月。 

圖五、1942 年 3月 5日紐約郵報刊載《中國軍

醫林可勝將軍戰勝創傷與疾病》，並證實日軍

侵華使用細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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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發動群眾滅鼠、滅蚤。而為了防止肺鼠疫在學校暴發流行，常德防疫處開始動

員疫區學校遷移，並指令戲院、電影院、澡堂等公用場所暫停營業。人們在驚恐中被

軍警絕望地堵在家裡。由於防控嚴密，1942 年底，城區鼠疫基本被控制住。9 

1943 年 11 月 18 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常德會戰。瘋狂的日軍，放火使常德城化

為焦土。常德細菌戰，隨著常德城的毀滅而結束。但是常德城周圍廣大的鄉村，鼠疫

流行的慘劇，仍在一幕幕上演，由於戰事緊張，再也無人過問。 

湖南省檔案館儲存的由國民政府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容啟榮撰寫的《防治湘西鼠疫

經過報告書》及湖南省政府《湖南省防疫工作報告》等有關這場細菌戰的報告、檔

案，使我們對這場秘密戰的發生、發展、後果等有所瞭解，這批檔案資料（圖六）也

成為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鐵證。 

 

 

 

 

 

圖六、《湖南

省防疫工作報

告》與《防治

湘西鼠疫經過

報告書》。 

 

 

四、常德細德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與訴訟 

1996 年至 2000 年，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調查經過周密細致的調查發現，1941 年日

軍 731 部隊實施的慘無人道的細菌戰，以常德城為中心，波及周邊 10 個縣 30 個鄉的

150 多個村。鼠疫大流行，奪去無數人的生命。可憐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

什麼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軍細菌戰的犧牲品。 

日軍發動的細菌戰，在常德究竟殺死多少人，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

通過長達近 5 年的艱苦調查，記錄有名有姓的死者為 7643 人。10 

歷史是不容被褻瀆的。1997 年 8 月，中國 108 名（湖南常德 30 名，浙江衢州 5

名、寧波 6 名、江山 6 名、義烏 61 名）731 部隊細菌戰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的代表王

選、何英珍、何祺綏、王錦悌、王晉華，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侵華日軍 731 部隊細

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案」起訴狀，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對細菌戰罪行謝

罪並進行賠償。1999 年 12 月，72 名（湖南省常德 31 名，浙江省義烏 18 名、衢州 9

名、寧波 3 名、江山 9 名、東陽 2 名）731 部隊細菌戰的中國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的代

表，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訴訟。2000 年 5 月 22 日，第 14 次開庭時，法院當庭

決定將第一次訴訟與第二次訴訟合併審理。 

                                                           
9
 《防治湘西鼠疫經過報告書》衛生署防疫處容啟榮，1943 年 4 月。 

10
 侵華日軍德常細菌罪行戰—不會被遺忘，許文金，新華每日電訊，2019 年 8 月 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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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華日軍 731 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案，自 1998 年 2 月第一次開庭，到宣

判前的 2001 年 12 月最後一次開庭，前後經歷了近 4 年時間，開庭 27 次之多。在漫長

的法庭審理中，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只做了一次答辯，然後在所有的庭審中都保持一

種傲慢的沉默。中國的原告代表和他們的辯護律師以及證人，把法庭當作控訴侵華日

軍反人道罪行的講台，充分地揭發日本 731 細菌部隊的暴行。 

起初，日本根本否認其在常德、衢州等地製造細菌戰的事實。2002 年 8 月 27 日，

東京地方法院對 731 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要求訴訟案進行宣判，駁回中國 180 名

原告的一切要求。但判決書用 10 多頁的篇幅指出日軍曾在衢縣（衢州）、義烏、東

陽、崇山村、塔下洲、寧波、常德、江山等地實施細菌戰，造成萬餘人的痛苦死亡。

雖然中國的原告未能得到有效的賠償，日方第一次承認了細菌戰的歷史事實。11 

2002 年 8 月 30 日晚，細菌戰訴訟原告代表向東京高等法院遞交了上訴書，要求日

本政府對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進行賠償。細菌戰索賠訴訟的路將會很漫長。但是，原

告及支援者們都堅定地表示，不獲全勝決不放棄。 

 

五、媒體關注、紀錄片播出 

中國新聞社的報道中說：歷史事實不容抹殺。而日本右翼勢力抬頭，一些歷史教

科書大幅刪減甚或否定日本侵略罪行。今天日本法院，首次對侵華日軍 731 部隊細菌

戰事進行司法認定，無疑在提醒日本政府和國民，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人民犯下

的罪行罄竹難書，不可否認。人們更呼籲日本政府應當有勇氣、有道義承擔歷史責

任，妥善解決戰爭遺留問題，還戰爭受害者以尊嚴與正義。 

2003 年 4 月 1 日，經過一年策劃和 2 個月籌備工作，電視紀錄片《常德細菌戰》

正式開機。而湖南經濟電視台曾海波他們投入了一場長達兩年的更為艱辛寂寞的攝製

工作。2005 年 7 月 7 日，正值「盧溝橋事變」68 周年紀念日，湖南大劇院舉行了湖南

人自己拍攝的紀錄片《常德細菌戰》的長沙首映式。這是國內第一部揭露侵華日軍在

常德反復實施細菌戰真相的電視紀錄片。放映結束，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向尊

嚴和正義致敬。12 

從 2014 年 9 月 1 日起，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推出紀錄片《黑血—日軍對華細

菌戰》，揭開了 73 年前的那個冬天在常德爆發的一場鼠疫。1941 年 11 月 4 日，侵華

日軍 731 部隊在常德空投鼠疫跳蚤，導致常德爆發了從未有過的鼠疫，成千上萬名無

辜平民死於非命。2002 年 8 月 27 日，東京地方法院認定至少有 7643 名常德人在這場

違反《日內瓦公約》的細菌戰中喪生。 

2014 年 9 月 1 日播出的紀錄片第一集中，詳細介紹了常德細菌戰發生的過程、戰

略意義以及常德方面的救治措施。片中，鳳凰衛視記者釆訪了常德細菌戰親歷者徐萬

智、熊善初、吳光才、王華章等人，讓他們講述親歷細菌戰的過程以及當年的見聞。

同時，細菌戰研究學者陳致遠、葉榮開講述了最近的研究成果；參與救治的原廣德醫

                                                           
11
 《控诉：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朱清如，中國社科出版社，2015 年 8 月。 

12
 《常德細菌戰》紀錄片，湖南經濟電視台，長沙首映，2005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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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副院長譚學華的兒子譚家麟（現為市第一人民醫院外科主任）講述了父親當年發現

鼠疫細菌、參與救治鼠疫患者的始末。 

 

六、討論 

（一）中方過分謹慎、延誤宣佈時機 

1940 年 10-11 月，日軍先後在浙江僅縣，衢縣散播鼠疫，引發疾病大流行，隨後

又在金華上空投擲不明物體，經確認含有鼠疫桿菌，引起地方緊戒。浙江省政府投入

防疫作業，且獲中央醫藥支援。軍醫署衛生署等多單位成立戰時防疫聯合辦事處，研

擬防疫計畫，推展防範事宜，各項措施多管齊下，八個月後始穩住疫情。 

常德上空投下各類穀類，約 5 天後，街上出現老鼠死亡屍體，病鼠在街上緩慢爬

行，遭路人踐踏死亡。但無人將鼠屍送往地方當局化驗檢查，這些鼠類死亡特殊現

象，警示鼠疫即將流行。 

一週後常德陸續出現患者，且在高燒病發一兩日內喪命。12 日，蔡桃兒被送往廣

德醫院，次日清晨死亡，是為第一個案例。當日下午四時，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第二中

隊長錢保康、731 隊長肯特、會同廣德醫院譚學華副院長進行屍體解剖，發現可疑鼠疫

病理變化，內臟切片發現疑似鼠疫桿菌。經臨床診斷、屍體解剖，顯微鏡檢，綜合推

斷為常德首位鼠疫犧牲者。 

13 日，另有二例死亡，14、19 日再各增一死亡案例，均鼠蹊淋巴腺腫大，經穿刺

疑似鼠疫桿菌。24 日，龔操勝，28 歲男案例，經陳文貴教授的屍體解剖，顯微鏡檢、

細菌培養、動物實驗，確認為鼠疫感染者。 

湖南省衛生處以常德遭受日軍細菌戰攻擊，為求慎重，便請示國民政府處理方

法，國民政府根據相關消息，認為有證據顯示日軍在常德上空撒落有毒物質，但未獲

得充分證據前，不得任意報導日本以細菌戰攻擊常德的消息，不可謊報軍情等回應，

避免違反國際信譽而遭攻訐，另方面又怕人心浮動，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無形中拖延

疫情防治工作。 

鼠疫分為兩大型態，肺鼠疫與腺鼠疫，前者潛伏期短，呼吸吐沫傳染，傳染性

強，死亡率高達九成。至於腺鼠疫，特徵為淋巴腺腫大，潛伏期一週長，感染力較

弱，死亡率達半數。此次日軍常德細菌戰發動的為腺鼠疫，因潛伏期較長，發病一兩

日內死亡，易遭忽視。當常德市疫情管制發動較晚，患者流出到四周鄉間，造成管制

更為困難。官方的報導死亡人數不多。但看 1996 年至 2000 年間，常德市細菌戰受害

調查委員會回顧姓的調查發現，1941 年日軍的細菌戰，以常德城為中心，波及周邊 10

個縣 30 個鄉的 150 多個村。鼠疫大流行，至少奪去近八千人的生命，上萬人感染。 

（二）、日方迄今仍無認錯之心。 

日軍在山東西部地區發起的魯西細菌戰，造成了 43 萬人死亡，1500 公里的土地成

為廢墟。在雲南西部發動的滇西細菌戰，造成 20 萬人死亡。在浙江衢州發動的衢州細

菌戰，造成八年傳染病流行，患者高達 30 萬人，死亡 5 萬人以上……而在湖南發動的

常德細菌戰，有名有姓的已確認遇難人數為 7643 人。日軍細菌戰的罪行令人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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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為希特勒時期給歐洲人民帶來的災難道歉，承認錯誤和罪行，德國前總理勃

蘭特甚至還跪在了猶太人紀念碑前。德國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諒解和尊重。相比德

國，同是二戰軸心國的日本，毫無悔改與認錯之心，怙惡不悛，卻仍然修改教科書，

否認戰爭罪行，參拜靖國神社，還侵犯我國的釣魚島和韓國的獨島……可見，跪著的

德國人比站著的日本人更高貴！ 

常德細菌戰已經過去了 77 年。悲劇已經發生，我們不得不為常德的遇難同胞默

哀，同時，我們更要珍惜現在的和平，振興中華，免受戰爭的考驗與殘酷！ 

 

致謝：感謝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何之行老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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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army's germ warfare in Changde (1941-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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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November 4, 1941,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a germ warfare in Changde, 

Hunan. At that time, the Kuomintang General Xue Yue and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hangsha battles, defeating the Japanese army. The location of Changde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angsha as it is the main granary, cotton warehouse and hinterland. As 

a result, Changde became a major target for the Japanese army. Due to the inability to 

separate troops from Changsha, in November 1941,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plague 

bacteria on Changde. Seven weeks later,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the third Changsha 

battle. At this time, Changde was suffering from the bacterial warfare, and the plague 

outbreak was unprecedented. At least 7,643 compatriots had lost their lives. There were also 

tens of thousands of fellow citizens who had been infected and displaced. Due to the 

excessive conserva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army’s maleficence to 

launch the germ warfare and the following outbreaks had not been declared until the death 

cases had been confirmed, which delayed the optimal timing for the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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