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圖片為七三一部隊隊員合照，圖片來源1

1 圖片截自〈七三一 第一集 魔鬼部隊 的罪惡之源〉，CCTV紀錄
2015年9月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fqoTolLws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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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機

同為二戰時期的軸心國，我好奇日本是否有像德國納粹那樣的組織與信仰，因此有

了這次的研究主題。

2 背景介紹

2.1 二戰時的環境：日本軍國主義
在二戰之前，因經濟不景氣、對外侵略可得到之利益與種種政治、歷史因素，使得日

本採取了軍國主義政策。2

根據《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原因》一文舉出五點特點，包括：

1. 極端民族主義
2. 絕對忠於國家、服從天皇
3. 反共產主義
4. 鼓吹對外擴張
5. 「大亞細亞主義」3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實際做法中看出日本實行軍國主義之橫行，尤其塑造對天皇的

崇拜可說是無堅不摧

1891年開始，向天皇禦像的禮拜被規定為日本小學的日常儀式；1938年的《母子保
護法》鼓吹生育也展示了對戰爭的狂熱；另外，教科書中大量收錄讚美在疆場上為天皇

捐軀的文章，如《無形的進城》4

上圖為小學學生接受軍國教育，舉劍行禮 (圖片來源5)

2 《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原因》一文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解釋與討論，來源
：home.sbc.edu.hk/~wcc/Japan/new/militarism_reasons.doc
3 「大亞細亞主義」是指導日本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與西方列強爭衡政策或手段的一種侵略理論。
4 此文是以一個母親的口吻寫道，其中一段寫著：「我親愛的孩子，仰光已經攻陷了，你也一起進城吧，盡管你
已經粉身碎骨，也不會再發出聲音了。敵機被打得火焰直冒，機翼在空中肢解，你用微笑打開機艙蓋，與僚機

告別，高呼『天皇陛下萬歲』，鮮血染紅了萬裡長空。可愛的孩子，你將成為天皇的禦盾而永生。」

5 二戰時的日本教育：連娃娃和女學生也要接受軍國主義洗腦 ，《每日頭條》，201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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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天皇是神，所以日本是在神統一領導下的國家，所以日本是世界上最優

秀的民族。我們受到的就是這樣的教育。6

前靜岡大學和平學講師森正孝所說的，似乎與納粹種族優越的思維很像，也看出日

本軍國主義帶來的影響之深遠。

2.2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參與
日本在1937年發起七七事變後，便將中國納入軍事行動的 中目標，並且在隔年開

始多次入侵蘇聯領土，試圖成為亞洲地區的超強國家。1940年9月日本與德義兩國簽訂協
定，正式成立軸心國。1945年5月德國投降，隨後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同
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7

2.3 七三一部隊
「七三一部隊」的部隊名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駐地哈爾濱，由石井四郎

領導，又稱「石井部隊」。

此部隊表面工作為供水與預防疾病，卻秘密利用活體實驗8進行細菌戰等生化研究。

從1937-1942年，其至少研究出十種細菌炸彈，產量超過1700枚，用來進行生化攻擊，造
成中國爆發大規模鼠疫瘟疫等，約2.5萬人死亡。9,10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65242gp.html
6 〈七三一 第一集 魔鬼部隊 的罪惡之源〉，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fqoTolLwsy0
7 整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
7%E6%88%98#%E6%97%A5%E6%9C%AC%E5%85%A5%E4%BE%B5%E4%B8%AD%E5%9C%8B%EF%BC%88
1937%E5%B9%B4%EF%BC%89
8 活體實驗是指用活著的生物做實驗，在七三ㄧ部隊中相關的實驗包含凍傷實驗、毒器實驗、活體解剖、細菌彈
爆破等等。

9 〈二戰日軍731部隊 平民區進行細菌戰實驗〉，風傳媒，2013年10月31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21428
10 〈七三一 第二集 地獄的第十九層〉，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T2eQSumk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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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受到細菌炸彈攻擊後，感染瘟疫身亡的中國人民。(圖片來源11)

在二戰結束前七三一部隊建設占地6平方公里，部隊人數高達4515人，有博士學位的
醫官超過200人，預算占關東地區的50%，這樣高學歷、高規格、高金援的「防疫給水部
」足以證明政府對七三一部隊秘密從事的生化研究給予高度重視與支持12。直到戰敗，七

三一部隊從中國撤退，同時銷毀帶不走的檔案、器材與基地，將剩餘文獻安然帶回日本

。其後與美國交易，用細菌研究資料交換免除七三一部隊的罪行，因此部隊沒有人被判

刑。

左圖為七三一部隊建設俯瞰

圖，包含實驗大樓、停機坪

、住宅區等。(圖片來源13)

3 七三一部隊總

指揮─石井四郎
3.1石井四郎的出生

石井四郎出生千葉的富裕家庭，學業表現優秀，曾為京都大學醫

學部學生，後考入陸軍醫學部並獲得微生物博士學位。 右圖為石井

四郎本人。圖片來源14

石井四郎認為，一戰後禁止使用生化武器是不合理的，因為這種

有效的武器，對戰爭幫助很大，因此他說服了高層長官，隨後出任七

三一部隊總指揮。

3.2 石井四郎是天生的惡魔？
萩原英夫與許多千葉縣村民一樣，認為石井四郎是個了不起的人，因為他讓許多同

鄉村民到中國東北建造實驗的平房，幫助貧苦的村民賺錢養家15

從村民的視角，可以看出石井平常不會虐待剝削他人，反而給與部隊人員、建房工

人豐厚的薪水與待遇。這樣友善的人又怎麼會一手創建七三一部隊，毫無慈悲地濫殺無

辜，難道石井四郎是個天生就善於偽裝的冷血殺手嗎？在這邊，我們利用「性格說」16試

11 〈七三一 第二集 地獄的第十九層〉，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12 〈七三一 第二集 地獄的第十九層〉，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13 〈七三一 第一集 「魔鬼部隊」的罪惡之源〉，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14 〈七三一部隊〉，wikiwand
http://www.wikiwand.com/zh-mo/731%E9%83%A8%E9%98%9F
15 〈七三一 第一集 「魔鬼部隊」的罪惡之源〉，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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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解讀瞭解石井是否天生就是嗜血的惡魔？

我們以人本主義學家及精神心理學家佛洛姆在1942年出版的《逃避自由》為「性格
說」的主要依據。在成長的過程中，給予個人安全感的初始連結斷裂，人便要獨立去面

對外面的世界，雖名為自主獨立，同時我們也要克服隨之而來的孤獨與無力感。這時有

兩個途徑選擇，一是學習自主性地愛他人，不必放棄自我即能跟世界連接；二則是此學

說的著重要點，選擇逃避本該面對由自由帶來的無力感，藉由放棄部分的自我來克服孤

獨感，這種方法同時又稱作「次級連結」。

選擇次級連結的人腦中的心理機制有三種不同的可能：毀滅性格、機械化順從、權

威性格。擁有毀滅性格的人想藉由摧毀外在世界來逃避無力感，換句話說，他想把讓自

己感到無力的一切事物破壞與消除，這樣他就不用再感到孤獨了；而機械化順從恰好相

反，這類人捨棄掉自我，去做符合他人期待的動作，變得和其他人一模一樣；第三種權

威性格是佛洛姆探討較多的性格，這類人會進入順從與支配、施受虐的關係中，又稱作

施受虐性格，在面對權威時，他們崇拜權威、順服權威，自己也想成為一種權威，使他

人順服17

在三種性格當中，石井四郎並沒有想將外在全部破壞掉的衝動。也不像平凡的大眾

，在面對權威時，他也沒有表現出順服權威以及想掌握更高的權威的態度，我們可以從

石井升官速度不快，甚至曾經被下放過來作判斷。他只是不計一切代價希望讓「有效的

」生化細菌武器能帶領日本勝利。性格說的各項條件不甚符合石井的狀況，因此我們說

，石井四郎或許不是性格上的惡魔。

3.3 銷毀或保存研究檔案，如何抉擇？
日本戰敗之際，石井四郎銷毀研究檔案，因為知道這樣的實驗在大家眼中是不道德

的，整個部隊有可能因為這樣罔顧人權的作法而陷入被審判的危機，因此命令部屬銷毀

帶不走的檔案甚至炸毀整座基地，並秘密地將整個七三一部隊安全撤離中國戰場。

上圖為日軍離 開時毀掉整座

基地，剩下的 斷簡殘垣(圖片
來源18)

16 通識課堂中主要的參考書籍： 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 深的孤獨與恐懼 埃裡希‧佛洛姆，木馬文化出版

，2015年4月1日
17 〈逃避自由〉上課PPT，蔣興儀老師，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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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時間在地球另一端，德國建立集中營大肆屠殺猶太人等弱勢族群，在戰敗後並

沒有將集中營的相關資料緊急銷毀，反而有大量钜細靡遺的詳細資料留了下來。兩個同

樣是不道德的作為，何以石井四郎選擇緊鑼密鼓地銷毀資料以掩蓋事實，德國納粹卻隨

意地把相關紀錄公諸於世？

三十五年中一直從事對日本研究的威廉‧米歇爾法學院教授─肯‧波特說：

納粹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明確的紀錄，因為納粹認為他們做的都是對的；石

井四郎更像是一個罪犯，因為他銷毀了所有檔案，日本高級軍官看上去都像

罪犯，因為他銷毀了所有證據。

在此我們稍作暫停，抽身出來簡單瞭解另一個概念─「替罪羊19」。我們聽過替罪羔

羊，也知曉替罪羔羊就像幫人被黑鍋的存在。但我們這邊提到的「替罪羊」又是另一層

涵義的小羔羊們了

「替罪羊」指的是一種集體迫害的心理機制，在危機產生時，社會大眾會怪罪於某

群人，為了換取多數人的生存，大眾認為犧牲這群人能夠解決危機並重建秩序，而這種

試圖正當化暴力的行動，便稱做替罪羊，施加暴力者就稱作迫害者。這樣集體暴力的行

為被歸納出四項範式，如下圖所示。

上圖為集體暴力的四項 範式。(圖片來源20)

要如何知道社 會大眾中有沒有出

現這樣的集體迫害？我們可以隨著歷史流傳下來的資料驗證哪些事情其實是「替罪羊

」。其中有幾項較明顯的特徵：(1)資料大部分由迫害者撰寫，自恃有理便毫不隱瞞。(2)
資料真實性真假參半。(3)擁有四項範式的作為。

18 〈七三一 第一集 「魔鬼部隊」的罪惡之源〉，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19 《替罪羊》，勒內．古拉爾(René Girard) 2004年，臉譜出版社出版
20 整理自《替罪羊》上課PPT，蔣興儀老師，106年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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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日本與德國的作為，我們試著用「替罪羊」的概念來分析兩者的異同。我們以

替罪羊的基本範式為分析主軸，列出兩國作為的背景與做法。

日本 德國

迫害者 七三一部隊 納粹

危機事件 無 一戰戰敗的恥辱感、中產階級面臨

經濟動盪、家庭觀念的改變等

歸罪於某群人 無特定族群 歸罪於猶太人

暴力 活體實驗 屠殺猶太人等弱勢族群

迫害文本/資料 為迫害者撰寫，害怕被察覺而銷毀 多為迫害者撰寫，且自恃有理

上表為七三一部隊與德國納粹的作為背後心理機制分析

依照範式去做分析，我們發現(1)日本沒有危機背景，不像德國碰到經濟危機、一戰
戰敗恥辱感等大型危機；(2)因為沒有危機的存在，因此七三一部隊並無明確歸罪於某群
人 (3)日本選擇的受害者並沒有特定標記，反之德國歸罪猶太人，則因其擁有受害者標
記21 (4)日本不像德國假裝是合理的暴力，尤其因為不符合範式的第一項，七三一部隊所
施加的暴力則是「赤裸裸的暴力」。

德國人因為當時環境產生危機，為瞭解決危機造成的恐慌，因此產生了集體暴力的

心理機制；然而，日本七三一部隊沒有身在危機中便施加暴力，毫無疑問的就是純粹的

暴力。而日本政府從不正面承認自己的錯誤，因為一旦承認就是罪證確鑿了。相對於德

國在戰後對大屠殺造成的影響，制定完善的制度與多次公開致歉；從二戰後到現在，日

本政府一直以沒有歷史紀錄為由，拒絕公開承認七三一部隊當年的罪行，即使2017年日
本媒體NHK公開播放紀錄片〈731部隊真相 頂尖醫學家與人體實驗〉，將七三一部隊的
背後真相緩緩道出，日本政府仍然不正面承認七三一部隊所犯的罪行。

知道自己的作為是赤裸裸的暴力，為甚麼石井四郎仍舊持續實驗呢？或許這與石井

四郎本身所擁有的超我觀念及情境影響息息相關。

3.4 情境與超我的加成作用
「情境說22」由「監獄實驗23」及「電擊實驗24」統合而成，藉由這兩個實驗，我們得

21 被視為替罪羊的群體，通常帶有特定的受害者標記，如：少數民族、身體殘障、異常極端值(極富或極貧者)。
猶太人屬於少數民族，且身處高官多數極為富有。

22 〈服從權威〉〈路西法效應〉上課PPT，蔣興儀老師，106年
23 「監獄實驗」為史丹佛教授飛利浦‧金巴多主導，1971年在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的地下室模擬監獄，隨意指
派24名學生充當「囚犯」和「警衛」。預計進行兩週，卻在第六天提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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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境對人的思想與行為影響很大，不論是迫於權威而服從，或是在情境中得到的權力

與角色，人們從被動再到主動地去做一開始不想做的事情。

日本人民非本意的接收到軍國主義這樣的情境，被賦予愛國者的角色並扮演著。我

們會疑惑他們為甚麼不像監獄實驗或電擊實驗中不服從的人一樣的去質疑或反抗？這個

問題我從「超我說25’26」找到解答。

關於「超我說」，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三個「我」，分別為依本能行事的「本我

」、監督管控並堅持道德原則的「超我」以及居中協調的「自我」。其中「超我」由兩

個部分組成：(1)自我對外在楷模的認同 (2)將外在楷模的形象內攝到自我當中，形成內在
超我。

當一群人對某個外在領袖擁有一致的認同並內化已構成自我典範，我們稱為「縱向

力比多紐帶」；而在群體同袍之間每個人有相同的價值或典範，而共同構成群體的中心

，我們稱為「橫向力比多紐帶」。當縱、橫向力比多紐帶足夠強大，會造成整個群體產

生「過剩服從」，主動聽命於內在的超我，真心相信領袖的崇高道德理念，並且他們知

道這麼做會造成的後果卻仍要這麼做。

「超我說」與「情境說」較大的不同點在於，一開始受情境說影響的人擁有自己的

價值觀與信守的道德；超我說則是於一開始便崇拜外在領袖，將外在領袖的道德理念內

化成自己的道德操守。

而前面提到會在電擊實驗等實驗中不服從的人，是因為他堅守他的道德價值觀不被

權威打敗，例如：即使我實驗失敗拿不到錢也不輕易傷害他人等；然而，日本人又何嘗

不是在堅守自己的價值觀呢？面對走投無路的戰局，他們不曾輕言放棄，只因他們想要

榮耀天皇、榮耀日本。電擊實驗中不服從的人為甚麼能夠選擇不服從，那是因為當下受

試者只受到情境說的影響，因此仍可保有自己原本的道德觀；反觀日本國民他們卻是同

時受到情境說與超我說的影響，電擊實驗的受試者只受到情境說的影響就有6成5的人選
擇服從到底27，我們又遑論要同時受到兩種學說影響的日本國民，能夠憑藉以前培養出來

的價值觀從當下的環境中逃脫出來呢？

日本人民受軍國主義的情境影響，在一開始仍擁有自己的價值觀，只是聽命與服從

；然而，日本政府有意地塑造天皇形象並反覆強調外國人(中國、美國等)造成日本國民
的犧牲等，讓人們從仰慕天皇、崇拜天皇到把天皇代表的意義內化到內在超我，人們信

仰外在領袖「天皇」，堅信天皇就是日本，人們對天皇無限忠誠；在人民之間，也因榮

24 「電擊實驗」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史坦萊. 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主導。1961年在耶魯大學工作時進行了著
名的米爾格蘭電擊實驗，測試人們對權威的服從性。總共進行了十九個實驗。

25 《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文明及其缺憾》，佛洛伊德
26 〈超我〉上課PPT，蔣興儀老師，106年
27 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史坦萊‧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 2015年，經濟新潮社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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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天皇而緊緊連繫，形成強大凝聚力。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是 後投降的國家，從這

點也可以看出這個群體的縱、橫向力比多紐帶有多麼的堅韌。

石井深受軍國主義影響，從小便認為為了天皇，任何人都該樂於犧牲，因此石井使

用 熟悉的領域─微生物做為對天皇的貢獻。為了終極目標，任何犧牲都是可以的。

要抵抗情境說的影響，我們可以透過不斷反省與思考來避免，然而，當超我說助長

情境說的佈局時，便如虎添翼，對群體成員的影響力將會以指數倍增長。石井知道活體

實驗對大眾而言不道德，但他不在乎，因為他的內在超我標準不再是以往的道德概念，

而是只存在一個至高準則「天皇」而已。這樣的思維方式石井並非特例，森正孝說：

像石井四郎這樣的人，他的出現並非偶然，當時日本有過很多像他一樣的人，當

時的日本人不把人當人看，尤其是藐視中國人和朝鮮人，所以我認為當時在日本

，一定還存在許多個石井四郎。28

石井四郎不是天生的惡魔，他是後天環境培養出的惡魔；他是後天的惡魔，而且絕不

是唯一一個惡魔，然而 為可悲的是，石井四郎不曾發現自己的惡，因為超我的束縛讓他

陷在情境的泥淖當中無法逃脫。

4 七三一部隊各級別成員的態度

七三一部隊階級嚴謹，從上到下的階級分為軍醫、技師、雇員(衛生兵、少年隊)29。

在這裡我們主要討論人數 多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少年隊，以及具備高學歷且在軍中擔

任擁有較多權力的技師一職的醫學家們。

上圖為當時的階級劃 分，技師(醫學家)與
軍醫享有同等高級待 遇。(圖片來源30)

28 〈七三一 第一集 “魔鬼部隊”的罪惡之源〉，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29 〈七三一 第三集 還原駭人聽聞的真實經歷〉，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h_kxKDl4Wu4&t=2036s
30 731部隊真相 頂尖醫學家與人體實驗〉，youtube 2017年8月15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fHFbui2-R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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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少年隊成員的道德與麻木
或許是年紀小，在超我方面受到軍國主義影響沒有石井四郎深刻，許多低階的軍屬

在戰後的日子裡都覺得良心不安，如同少年隊成員筱塚良雄所言：那時的自己就像一個

陌生人。

筱塚良雄原本夢想繼承家業當個農夫，聽聞石井軍官會因同鄉關係而多照顧自己便

從軍了，直到加入七三一部隊才發現現實的殘酷，此時卻只能服從上級指令；不服從，

遭殃的是自己。少年隊成員三角武說：

那年頭不那麼做，到頭來會死的是我們。所以根本說不出口，不敢說自己覺

得他們很可憐。31

少年隊持續地執行命令是因為不得不服從權威，比起石井四郎受到超我說與情境說

雙重影響，少年們更像因為身處這樣的環境，畏懼權威而不得不服從。即使如此，少年

們仍很快感受到情境說的威力，從一開始的糾結到 後的麻木，時間不過短短幾天。隊

員大七福松做過活體解剖，他說：

剛開始時都吃不下飯，因為這是命令，漸漸地又能吃下飯了，人是會變的。32

筱塚良雄也說當時自己在部隊 後的時間裡，變得熱衷於實驗的情形：

因為太熱衷實驗了，現在回頭想想，一方面是熱衷實驗，一方面是麻木的執

行上頭下達的指令。33

少年隊成員從被動的服從到麻木執行命令， 後甚至主動地去做實驗，情境帶給少

年隊成員的影響遠大於軍國主義的超我捏塑。且在戰爭結束後，許多成員被愧疚感與懊

悔壓得喘不過氣，開始有人勇敢地脫離情境的魔咒，站出來為自己的行為道歉並負責，

現今許多關於七三一部隊的史料，也是由這些少年們藉由口述才得以揭露真相，例如筱

塚良雄就是一位敢於負責且非常努力去彌補與宣導和平的少年隊成員。34

4.2 醫學家的道德標準35

石井四郎在學期間因學業表現不凡，與知名大學教授們交情很深，從石井四郎是唯一

一個參與東京微生物學會的軍官而言，關係可以看見一斑。戰爭期間，石井為了讓生化武

器的開發能快速達標，利用金錢援助與勸說，讓大學不斷派出醫學院研究者到部隊任職

。36

31 731部隊真相 頂尖醫學家與人體實驗〉，youtube 2017年8月15日
32 〈七三一 第四集 活體實驗之謎〉，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sSToxqpELRc&t=2471s
33 〈七三一 第一集 “魔鬼部隊”的罪惡之源〉，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
34 筱塚良雄在1952年因為內心的糾結不安，說出了七三一部隊所經歷的一切，被送入撫順戰犯管理所，1952年
被宣佈免起訴。回國後做為保健所的臨床檢查技師，負責檢查血液等工作，他在退休後開始了七三一部隊的證

言活動，參與731部隊相關的討論活動到處說明戰爭，直到2014年去世前都在防止這樣的戰爭再次出現。
35 731部隊真相 頂尖醫學家與人體實驗〉，youtube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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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東京 微生

物學會參與 學者

的合影，第 一排

左邊數來第五位是石井四郎。(圖片來源37)

因為有日記紀錄，在醫學家的部份，我們著重討論一位做為被派遣的研究者─東大的
吉村壽人。為了救更多生命而立志從醫的吉村壽人，起初因想留在國內繼續研究，而拒絕

被指派去七三一部隊時，他的指導教授嚴厲斥責地說：

看看現在的日本，你還敢拒絕，簡直大逆不道，你如果不去軍隊，我現在就

把你逐出師門。

跟少年隊成員一樣，同樣被權力逼迫而不得不從的吉村，在部隊中負責凍傷實驗，

戰後卻不似少年隊成員那樣愧疚，反而矢口否認道「我從未從事過不人道的研究」，並

說：

為了讓軍人免受凍傷與凍死的威脅，我聽從部隊長的命令展開研究，因此我

絕不是一個喪盡天良的惡魔。

吉村展現典型的代理人心態38，不僅盡可能改變自身立場與權威的命令一致、喪失責

任感，不認為自己該負責，且在部隊中漸漸讓超我(為了拯救生命)扭曲了(為了避免我國
軍人被凍傷)。吉村回國後不像少年隊成員們為愧疚所苦繼續平常得生活，我推測是因為
扭曲後的超我影響力高於情境給與的影響，導致在回國之後，即使脫離了部隊的環境，

吉村壽人扭曲後的超我仍繼續影響著他。

5 結論與反思

36 研究者派遣數 多的大學是京都大學(11名)，其次是東京大學(6名)，至少有10所大學與研究機構合計送出了約
40名研究人員。
37 731部隊真相 頂尖醫學家與人體實驗〉，youtube 2017年8月15日
38 代理人心態，是指人們加入權威系統後，就不再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是成了他人的代理人，為實現他人的期
望而行動，並且喪失責任感，只在乎系統中的權威者給予的認同，甚至改變自身的立場，儘可能與權威的命令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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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中國CCTV的五集紀錄片和日本NHK媒體的紀錄片作為文獻基礎，利用課堂
所學，運用「替罪羊」、「性格說」、「情境說」、「超我說」等群眾心理學說，針對

日本第二次大戰期間七三一部隊的領導者石井四郎、高階的醫學家以及基層的少年隊隊

員進行分析並討論。

本文可以歸納成五個重點：(1)「超我」對知識份子影響力大，「情境」對一般平民
影響力大。(2)「超我」影響力持久，「情境」影響力快速。(3)「超我」與「情境」合作
，產生T型方向的影響力。(4)小心謹慎以避免「超我」或「情境」的防線被攻破。(5)勇
敢面對「超我」與「情境」的挑戰，不輕易跨越道德界線。

5.1 「超我」對知識份子影響力大，「情境」對一般平民影響力大
本文討論的三個對象中，屬於高知識分子的有石井四郎及醫學家們，只受一般教育

的有少年隊成員們。我們發現少年隊員參與七三一部隊是因為服從權威，且入伍期間常

陷入道德與服從的兩難，在戰爭結束後，多數成員產生愧疚感與不安感；比少年隊員高

階的醫學家們參與部隊，大部分同樣是因為服從權威，但在戰爭結束後卻沒有產生道德

上的糾結與折磨，反而因超我在戰爭期間的改變，在戰後堅持自己參戰的正當性；屬於

部隊 高階的石井四郎，從一開始便是因為軍國主義塑造的內在超我，而主動成立了七

三一部隊，不論在戰爭中或是戰後，石井四郎都不曾有過道德兩難的問題。將上述比較

，統整成表5.1

石井四郎 醫學家 少年隊

參與七三一部隊 內在超我 服從權威 服從權威

部隊期間 超我說為主 情境說與超我說並重 情境說為主

戰爭結束後 無愧疚感 無愧疚感 感到愧疚

表5.1為三種對象在戰爭前後的心理狀態與學說的影響程度

根據上述的討論，我們發現同屬高知識份子的石井四郎與醫學家，都受到超我的影

響，且越高職位與身分者受到超我影響程度會越深；進部隊的原因同樣都是受環境影響

而選擇服從權威的醫學家及少年隊，在脫離部隊的情境後，少年隊成員很快就受到原本

的道德良心譴責，而醫學家卻沒有受到內心道德的譴責。

我推測一般平民較易受到情境影響是因為其知識程度不高，尚未影響到超我便因權

威的壓迫而服從了；相反的，如果受教育程度越高，僅僅給予權威的壓迫難使對方服從

，因此要另外施加超我的影響，就如醫學家一開始受情境影響，但要讓他繼續做下去則

要動用到超我的改變，而石井四郎則是從一開始便使用到了超我的影響力。

高知識分子為甚麼僅用權威的壓迫不一定會服從呢？推測是因為受教育程度越高，

在社會中通常擁有較高的社經地位，同時掌握一定的權力，因此他們不畏懼情境中權威

的逼迫，也導致 終結果情境的影響力減弱，看見的則是超我的影響力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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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超我」影響力持久，「情境」影響力快速
以表5.1統整的結果為基礎，我們發現超我的影響力非常持久，即使到戰爭結束後，

石井四郎及醫學家們仍受到它的影響；相反的，情境的影響速度極快，當投身到情境中

，人們很容易服從命令，但同樣的，一旦離開情境後，情境的影響力也隨之減弱，從少

年隊成員的反應很清楚能看見。

5.3 「超我」與「情境」合作，產生T型方向的影響力
我們知道情境影響速度快，因此影響範圍在一定時間內會比超我來得廣大，而超我

則是在讓人們受到影響之後，持續的時間在同樣範圍內比情境來得久遠。

如果只受到情境的影響，結果可能是波及範圍很大，但只要反應過來，可以馬上脫

離情境的影響；或者只受到超我的影響，結果雖然會造成人們思想上較為長久的變化，

卻不會影響到那麼大群的群眾。

然而，一旦超我與情境同時運行，那麼就會產生T型方向的影響力，以T行中間的超
我為主幹，利用情境先行控制大群民眾，在民眾尚未察覺時，超我便一步步擴張，使得

主幹越來越粗，直到T變成一個█（堅實的粗黑柱狀體）為止，就如樹蔭再濃密，樹幹很
細，一砍便倒；如果不僅樹蔭濃密，且樹幹也很粗壯，那麼用斧頭是很難砍倒的！到了

第二種狀態時，民眾將會受到廣泛且長久的影響。若超我與情境的組合被不當的使用，

將會造成很糟糕的結果。

5.4 小心謹慎以避免「超我」或「情境」的防線被攻破
前面的討論可以看到不論受到哪一種狀況的影響，人們都有可能成為像七三一部隊

中的任何一員。不論我們在平常生活中是不是個性善良、樂觀開朗、認真負責，當受到

「超我」或「情境」的影響時，我們都有機會被突破心中道德良知的防線，釋放出心中

的惡魔，以不同名義成為下一支七三一部隊。因此平時我們要小心謹慎，不要人云亦云

，在做每個決定前反覆思辯、瞭解各方資訊，在道德界線內做出 適合的選擇。

5.5 勇敢面對「超我」與「情境」的挑戰，不輕易跨越道德界線
我們要勇敢面對超我與情境的挑戰，不輕易懷疑或跨越心中道德的那條界線。就像

少年隊成員筱塚良雄的同事曾說「良雄的內心敢於與惡勢力鬥爭，有強烈的正義感39」，

我們可以害怕超我和情境，但是不要放棄也不要忘記道德界線的邊界，期勉大家像筱塚

良雄一樣勇敢的與心中的惡魔戰鬥，以維護內心的和平與安寧。

39〈七三一 第二集 地獄的第十九層〉，CCTV紀錄，2015年9月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T2eQSumkl-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