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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回教

一、前言

抗戰對於近代中國回教（亦稱伊斯蘭教）的發展有著極為重

要的影響。與其他宗教不同的是，回教在中國所代表的不僅是宗

教信仰現象，同時其信仰群體即所謂的回教徒（或稱回民、回族、

穆斯林），除了遍布各省區、長期以來與漢民社會互動頻繁之外，

亦形成以伊斯蘭文化為社會特徵的族群化（ethnicization）現象，

而成為中國內地界於「漢」與「非漢」之間的特殊群體。
1
清末民

初以來，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以及將「五族共和」做為組建現

代民族國家基礎的思潮所及，
2
回民的社會精英便不斷展開自我族、

教的自覺，讓回民穆斯林成為共和體制中的現代國民。這種宗教

1 有關回民在中國族群化的討論，參看張中復，〈「華夷兼蓄」下的邊緣游移：

論當代中國回族民族屬性中的「少數民族化問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

報》，第 24 期（2005 年 11 月），頁 115-147；謝世忠，〈根本賦予認同與族

群政治：中國「漢語穆斯林」的例子〉，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 年），頁 199-
220；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1-26; Dru C. Gladney Dislocating 
China: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99-367;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p. xvii-xxxvi.

2 從文獻看來，有關「五族共和」較早的論述，一般都以孫中山於民國元年〈臨

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所提到的說法為主，即「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

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

之統一。」之後，他於同年一月〈祝參議院開院文〉文中也多次提到「五族之

人」等概念。以上兩份文獻請參看《中華民國建國文獻．革命開國文獻》，第

1 輯史料三（臺北：國史館，1996 年），頁 541、552。此外，民國 2 年，袁世

凱以臨時大總統身分給國會開會的頌詞中亦出現「鞏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之

語。參看〈眾議院議決案彙編〉，周光培整理、集注，《中華民國史史料三編》，

第 9 冊（瀋陽：遼海出版社，2007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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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自我覺醒，與族群、國民互動意識的滋長，隨著五四運動

的開展，更形成中國現代史上罕見的由穆斯林自身主導走向族、

教復振的「伊斯蘭新文化運動」。
3
在此運動的影響下，各地穆斯

林知識分子大量發行報刊、宣揚正確的伊斯蘭宗教教義與實踐精

神，並推廣各種新式教育。這種努力及其成果，在整個中國回教

史中可以說是相當特殊且具有時代性的意義。之後，隨著抗戰的

爆發，穆斯林知識分子與社會精英，更延續著伊斯蘭新文化運動

關注現實事務的淑世精神，籌組全國性組織，大力號召回民「愛

國愛教」，積極投入抗戰建國的行列，成為參與抗戰的宗教團體

中表現相當突出的一個案例。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中國回民穆斯

林在建立其族、教認同與現代國民身分的正當性過程之中，辛亥

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抗戰分別代表著三個不同階段的重要型

塑時期。而抗戰的地位尤其特別，經歷此一救亡圖存的洗禮，回

民穆斯林的國家意識持續強化，同時對國民政府的支持也更為堅

定。這在爾後的國共內戰與政府遷臺之後的情勢中都獲得印證。

另一方面，在抗戰爆發前，日本早已將回教視為其對外擴張

必須正視的國際事務之一。日本學術界與軍部都相當重視與中國

大陸、東南亞、以及西亞等回教穆斯林地區的交流工作，並積極

搜集亞洲各地回教相關資料與推動田野調查，以有利於日後發動

對外戰爭的準備。因此有日本學者認為，「大東亞戰爭」時期是

日本人對回教認知最深入的時代。
4
眾所周知，日本的滿蒙政策是

3 按「伊斯蘭新文化運動」或「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的內容與時代意義，參考王

柯，《20世紀中国の国家建設と「民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2006年），

頁 63-66；安藤潤一郎，〈中華民國期にけおゐ「中國イスラーム新文化運動」

の思想と構造〉，堀池信夫編《中國イスラーム思想と文化》（東京：勉誠出版，

2009 年），頁 123-145。並參看張中復，〈民族國家、族群意識與歷史解釋的

互動意義：以海峽兩岸「回族」認定為例〉，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

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 年），頁 395-427。
4 坂本勉，〈戦時日本の対イスラーム政策〉，坂本勉編，《日中戦争とイスラ

ーム：満蒙・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統治・懐柔政策》（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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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助於發動侵華戰爭而特別設計的戰略方針。而基於滿蒙地緣

之便，日本對於中國東北、華北、內蒙的回教社會，西北馬家穆

斯林軍閥勢力以及新疆問題亦十分關切。因此除了推動滿洲國建

政、內蒙自治運動外，亦不排除在西北再成立一個「回回國」的

可能，以遂行從北方包圍中國本部之實。因此在情資的蒐集方面，

像是著名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就相當積極開展對東北與內蒙回教

社會的情報工作。
5
由於本節主要討論的是中國回教界的參與抗戰

的史實，因此對於日本戰時的回教工作則暫不論述。

二、 全面抗戰前回民穆斯林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華

的批判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人對於日本強占東三省一事反應激烈，

在相關時論中，亦包括回民穆斯林知識精英在其教內刊物裡，對

於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提出批判。例如一直強調回民穆斯林為「回

教民族」的薛文波，他於民國 21（1932）年在著名的穆斯林期刊

《月華》上發表〈關於抗日〉與〈回族救國〉兩篇文章。其中在〈關

於抗日〉中引用日人所撰〈中國人為何不親日〉一文，強調該文「攻

訐日本政府之政策，並揣度中國民之心理；雖不無偏頗，而是文

確說得極透徹也。」
6
來提醒回民認清當時大隈內閣對華策略的重

點與國人反日心態的正當性。在〈回族救國〉一文中，薛氏則呼

籲五大民族中，唯回漢二族具有真正的抗日實力。他同時強調回

民不能再以宗教團體的心態面對國難，而要以民族力量自居來投

版会，2008 年），頁 I-XI。
5 白岩一彦，〈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の諜報ネットワークと情報伝達システム〉，

坂本勉編，《日中戦争とイスラーム：満蒙・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統治・懐柔

政策》，頁 83-134。
6 薛文波，〈關於抗日〉，《月華》，第 4 卷第 6 期（1932 年 2 月，寧夏人民出

版社 2010 年復刻），第 3 冊，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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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救國。其中還具體提出「組織回族抗日救國會」與「統一回民

組織」兩點以為因應。
7 

在其他輿情方面，劉炳漢於民國 25 年在其〈國難期間回教青

年的使命〉一文中，特別提出統一全國回教團體、避免力量分散

之外，也必須「改良清真寺的制度，使不僅為一保守之機關，而

並負有發揚我教義，救國救民之機關，使阿衡（阿訇）受有相當

教育為負有領導教胞前進之領袖。」
8
至於民族問題較為複雜的西

北地區及其回民穆斯林社會，一直是日本滲透覬覦的對象。張穆

於 25 年所撰的〈回民與國家〉專文中，以宣傳性的口吻提及甘寧

青的回民一直具有「擁護祖國、驅逐韃虜」的一貫信念，相較於

被日人利用的滿、蒙與分裂意識強烈的藏人，「他們既不是可以

隨便被煽動的傀儡民族，也不是像蒙藏一樣需要憐憫或被同化的

弱小民族，……賦予回民驅逐韃虜的重任，去做復興民族的前驅

的鬥士。」
9
類似的情況，同一年仲和也發表〈寧夏日人設立特務

機關之嚴重性〉一文，
10
都呼籲西北回民穆斯林教胞要以滿洲國與

內蒙自治運動等為前車之鑑，不要讓日本有機會在西北建立傀儡

式的「回教政權」，來削弱全民抗日救國的整體力量。這種強調

西北回民對於抗日的重要性觀點，著名的期刊《晨熹》於 26 年刊

出伯餘〈穆斯霖應為救亡先鋒〉一文，也特別提到︰「近日吾國

受外侮之侵凌，西北已成國防重地，當局者由國防而注意西北，

7 薛文波，〈回族救國〉，《月華》，第 4 卷第 22、23、24 合期（1932 年 8 月，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復刻），第 3 冊，頁 565-566。
8 劉炳漢，〈國難期間回教青年的使命〉，《回教青年月報》，第 1 卷第 7、8

期（1936 年未著月份），頁 5-6。收入王正儒、雷曉靜主編，《回族歷史報刊

文選—抗戰卷》，上卷（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9。
9 張穆，〈回民與國家〉，《伊斯蘭青年》，第 2卷第 5、6期（1936年未著月份），

頁 3-4。收入王正儒、雷曉靜主編，《回族歷史報刊文選—抗戰卷》，上卷，

頁 22。
10 仲和，〈寧夏日人設立特務機關之嚴重性〉，《伊斯蘭青年》，第 3 卷第 2 期

（1936年未著月份），頁4。收入王正儒、雷曉靜主編，《回族歷史報刊文選—

抗戰卷》，上卷，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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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注意西北而注意西北之穆斯霖，由注意西北之穆斯霖而注意全

國之穆斯霖；穆斯霖關於復興中華民族之責任重且大矣。」
11  

然而，就在盧溝橋事變前夕，日本及內蒙偽軍於民國 25 年 11
月至 12 月持續發動入侵綏遠的挑釁軍事行動，但隨後被傅作義所

率領的晉綏軍所擊潰，此即著名的綏遠戰役（或稱百靈廟戰役）。

此役讓國內回民穆斯林更加注意西北邊防與強化抗戰意識的重要

性。前述在南京發刊的《晨熹》，隨即刊出伯餘所撰的〈勸告回

教同胞努力援綏〉與〈由綏遠抗戰談到回教徒之救亡責任〉兩篇

專文，直接提及各地回民響應募捐的情況，並呼籲各地有回教公

會或回教俱進會等組織者來統籌募捐；未設此類機構的地方，則

應以清真寺為勸募中心。
12
同時，也感慨內蒙偽軍甘為日本帝國主

義的馬前族，因此再次提醒教胞切勿產生建立「回教國家」的迷

思，並提高警覺，慎防日本特務利用入教法潛入回教圈內，施小

惠於無知教徒以進行分化團結的技倆。
13
總之，上述種種言論雖然

只是部分穆斯林報刊案例，但可以看出，不少回民穆斯林知識菁

英在九一八事變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已凝聚很高昂的愛國抗敵意

識，並嚴防日本藉由回民宗教文化與族群的特殊性，來瓦解中國

五族共和的國族體制，以為其全面侵華策略提供有利的突破點。

11 伯餘，〈穆斯霖應為救亡先鋒〉，《晨熹》，第 3 卷第 3 期（1937 年 3 月，寧

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復刻），下冊，頁 1164。
12 伯餘，〈勸告回教同胞努力援綏〉，《晨熹》，第 2 卷第 12 期（1936 年 12 月，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復刻），下冊，頁 1000。
13 伯餘，〈由綏遠抗戰談到回教徒之救亡責任〉，《晨熹》，第 3 卷第 1 期（1937

年 1 月，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復刻），下冊，頁 1051-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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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大組織抗敵︰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的成立與運作

隨著七七全面抗戰爆發以及政府內遷，回教界亦展開多項應

變措施。像是期刊《月華》與培育伊斯蘭現代專業人才的知名學

府成達師範學校都遷往桂林，進行復刊與復校工作。
14
而各地也傳

出回教民眾自組抗日武力，有說法指出這些有組織的抗日武力，

最早是形成於山西境內。
15
但在相關措施中，整合各地單位並成立

新的全國性回教組織，以匯集回教界整體抗戰力量，則是回教工

作在整個八年抗戰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成效。事實上，早在光緒 33
（1907）年 7 月，在清末革命思潮的影響下，東京的回民留學生

自組「留東清真教育會」並創辦代表性的刊物《醒回篇》，成為

現代回民組織的濫觴。
16
其後於民國元年 7 月，在知名伊斯蘭學

者王寬等人的倡議下，於北京成立中國回教俱進會，成為辛亥革

命後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回教組織。
17
而民國 23 年，在國民黨的

支持下又於南京成立中華回教公會籌備會，企圖整合國內回教勢

14 參看〈復刊詞〉、〈月華論壇〉，《月華》，第10卷第1期（復刊號，1938年4月，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復刻），第 8 冊，頁 123-124。
15 馬肇彭，〈回教民眾抗日武力的興起〉，《回民言論》（重慶版），創刊號（1939

年未著月份），頁 22。收入王正儒、雷曉靜主編，《回族歷史報刊文選—抗

戰卷》，上卷，頁 125。
16 該會以「聯絡同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本旨」（該會章程第一條），

提出了中國近代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精神，所以被認為是中國近代穆斯林

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依據該會後來的名錄，第三次全體大會後，已網羅在日的

全部回民留學生，總數為三十六人，其中女性一人，具有阿訇資格者一人，分

別來自中國十四個省。參看王柯，〈「祖國」的發現與民族、宗教、傳統文化

的再認識—中國穆斯林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

討會」論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等主辦，1999 年 4 月，頁 9；至於該

會人物的史跡的考證，參看許憲隆、哈正利，〈晚清留日學生與辛亥革命—

基於「留東清真教育會」會員史跡的考察〉，方素梅、劉世哲、扎洛主編，《辛

亥革命與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頁 231-243。
17 有關該會的沿革與影響，參看張巨齡，〈中國回教俱進會初創記評〉（上、中、

下），《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1997年12月），頁1-8；1998年第1期（1998
年 3 月），頁 10-22；1998 年第 2 期（1998 年 6 月），頁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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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然而，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回民抗日意識高漲，前述這

兩個組織都未能成為統合回民穆斯林抗敵就國力量的有效機構（該

兩會都於民國 25 年解散）。因此前述中已提及不少回民知識分子

要求迅速成立全性回教抗日組織，以共赴國難。在此背景下，迨

七七全面抗戰爆發以後，政府與民間聯合正式成立抗戰中回教界

的全國性組織—中國回教救國協會。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的前身，分別是由孫繩武、王曾善、唐柯

三等人於民國 26 年 8 月所創立的抗敵救國會回教分會，以及同時

期由時子周、馬亮與王靜齋等人於鄭州所發起的中國回民救國協

會。
18
按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的核心籌組人為出身回教的白崇禧將

軍。依據白將軍與孫繩武的回憶，民國 27 年 3 月，白崇禧在武漢

約集唐柯三、時子周、孫繩武與常子春等回教人士，擬籌整全國

性回教組織。不久又再邀約哈德成、達浦生、馬松亭與王靜齋來

武漢共同商討細節，決定採用時子周在鄭州之「回民救國協會」

為新組織的名稱，因此成立中國回民救國協會於武漢。27 年冬因

戰局吃緊，該會隨政府遷往重慶。之後便以重慶為總會會址所在

地，各省及院轄市設分會，各縣與省轄市設支會，凡有清真寺或

回民居住之鄉鎮設區會。開辦不及一年，分會成立十餘省市，支

會成立二百餘縣市，區會成立三千餘處。為考量抗戰軍事範圍日

廣，人民轉移遷徙頻繁，為表示前後方及淪陷區回民一致團結，

所以在會章中載明「凡中國回民皆為本會會員」。因有此一規定，

是以戰區與淪陷區回民，在精神上皆有遵守會章之義務。
19 

按中國回民救國協會的成立及其全國性的組織意義，確實給

回民抗日意識帶來很大的鼓舞效應。這其中也包括呼籲摒棄以往

回教組織不易整合與部分公私不分的弊端，以及要求落實「發揚

18 孫繩武，〈中國回教協會之過去與最近一年之工作〉，收入氏著，《回教論叢》

（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3 年），頁 4-5。
19 郭廷以校閱，賈廷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錄》，下冊（臺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頁 575-576；孫繩武，〈中國回教協會之過

去與最近一年之工作〉，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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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團結回教民眾，協力救國」的宗旨。
20
而該會在其發行的〈中

國回民救國協會通告〉中，也強調救國工作除抗戰外，還有建國。

抗戰是救國的前奏，建國是抗戰的目的，二者是一個民族大革命

中兩個不可分離的階段；而建國的任務確較抗戰更為艱鉅。
21
民國

28 年秋天，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在重慶召開第一屆全國大會，會中

選出白崇禧為理事長，唐柯三為副理事長。這次會中白崇禧還提

議將中國回民救國協會中的「民」字改為「教」字，更名為中國

回教救國協會。白氏此舉是要凸顯民國以來有人將民族與回教視

為一體的不當性，這種說法尤其會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過程中容

易引起國族裂解的負面效應。在他看來，回教徒只是信仰伊斯蘭

教的漢民，而不是回族。甚至他還主張回民一稱只能泛指維吾爾

族。
22
但對於有些回民知識分子而言，回民穆斯林也是一種族群的

概念，並且不能與漢族混為一談。而五族共和中的「回」甚至還

可視為「回族」或「回教民族」，前述的薛文波即是此說的代表

性人物。
23  

民國 31 年秋，中國回民救國協會於重慶召開第二屆全體會員

代表大會。會中討論協會名稱「救國」二字，頗嫌消極，含有臨

時性質，乃決議刪去並更名為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仍由白崇禧

出任，奠定中國回教長期性與統一性社團之基礎。抗戰勝利後，

全國復原，各省市縣暨回教人民眾多地方，均皆設立分會，前後

計達八百餘處，區會達五千餘處，成為全國最大的民眾團體之一。

20 建，〈中國回民救國協會〉，《突崛》，第 5 卷第 1 期（1938 年未著月份），

頁 4；〈對於中國回民救國協會的幾點希望〉，《回民言論》（重慶版），創

刊號（1939年未著月份），頁9。兩篇文章分別收入於王正儒、雷曉靜主編，《回

族歷史報刊文選—抗戰卷》，上卷，頁 79、123。
21 〈中國回民救國協會通告〉，第 17 號（1938 年未著月份），頁 65-66。收入於

王正儒、雷曉靜主編，《回族歷史報刊文選—抗戰卷》，上卷，頁 109。
22 郭廷以校閱，賈廷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錄》，下冊，頁 574。
23 有關薛文波者方面的言論與「回教民族」說的討論，參看張中復，〈民族國家、

族群意識與歷史解釋的互動意義：以海峽兩岸「回族」認定為例〉，頁 406-
413。



第八章

宗教團體與抗戰

009

38 年 4 月，中國回教協會隨同政府遷離南京，後再遷來臺北，繼

續成為綜理國內回教事務的主導機構以迄今。值得注意的是，民

國 38 年前後，除理事長白崇禧外，其他八位協會的常務理事，如

馬亮、仝道雲、馬步芳、馬煥文、李廷弼、趙明遠、馬策、安舜

等八人都全部隨政府來臺（馬步芳後赴埃及）。
24
這一點可以看出，

從抗戰以來，中國回教協會及其前身組織，都成為政府黨國體制

運作與愛國主義驅使下，極力與國民政府配合的重要民間宗教團

體。這也是為什麼在政府遷臺前期，中國回教協會及其重要成員

所表現出的反共抗俄的意識，在所有宗教團體中特別醒目的原因

之一。

從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到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白崇禧在抗戰

軍興、國族主義高漲之時，他所扮演的領導角色除統合各地回教

組織運作外，更積極地開始進行對中國回教的「正風」與整頓工

作，其對象尤其是針對西北甘寧青等較為保守與封閉的當地穆斯

林社會。例如民國 29 年白崇禧親赴蘭州，召集當地重要回教人物

開會，要求回民以做現代公民為期許，不要抵制讀漢文典籍，強

調宗教信仰與讀漢書並不衝突。之後白崇禧再到西寧，在馬步芳

陪同下，到了新教改革主義中心的東關清真大寺發表演講。其間

白氏繼續強調回教不但不應該反對讀漢書，反而要多讀漢書。他

提到中國回教協會規定每一個村鎮設一個小學，由當地教長（阿

訇）為校長，一面教導學生讀經與阿拉伯文，一面讀新式學校的

教科書。總之，白崇禧是想要改變西北當地回民文化與族群上反

漢的傳統觀念。同時，白氏也對於西北複雜的教派現象提出批評，

他尤其反對回民對蘇非派門宦的教主（當地人稱老人家）的各種

崇拜現象，認為這種愚民政策是違反經典的離經叛道的行為。此

外，為貫徹抗戰時期的救國思潮，白崇禧還倡議回民穆斯林在非

宗教性集會時應正式懸掛國旗與總理（孫中山）的遺像。以往不

24 孫繩武，〈中國回教協會之過去與最近一年之工作〉，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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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回民認為此舉明顯違背伊斯蘭教嚴禁偶像崇拜的基本教義，甚

至還在 28 年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在重慶召開第一屆全國大會中展開

激烈的討論。但白崇禧卻認為在抗戰救國的大前提下，回民穆斯

林必須摒除這種宗教上的形式思辨，而更應積極地集中與實踐愛

國主義思想。
25 

按白崇禧雖然出身廣西民穆斯林社會，但他與其他中原地區

回民一樣，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他不但反對把回民視為與漢民

截然不同的族群，同時對於近代以來西北穆斯林社會受到外來伊

斯蘭宗派勢力與思想（主要是蘇非神祕主義與現代改革主義）影

響下的負面發展感到憂心。他尤其擔心這種過於把回民社會和傳

統中國切割的地方特色，會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與幫凶。

所以白崇禧以其軍政要員的背景，加上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的身

分與協會的組織動員力量，確實想利用抗戰與訓政時期黨國體制

強化下社會控制力來重整國內的回教形勢，同時也對非中央系的

西北馬家穆斯林地方政權產生制約效應。

在這一方面，中國回教救國會為鞏固其回教最高領導者的

地位，並對抗日偽占領區或滿洲國內所扶持的所謂「回教愛國組

織」
26
以防止其藉回教進行思想滲透，因此在白崇禧的強力運作

下，於民國 29 年 4 月要求內政部取締「非法回教民眾組織」，其

具體訴求為︰ (1) 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為回教民眾之主要組織。惟

須積極籌設該會各地分支會，以期全國回民普遍參加該會組織，

效力抗戰建國工作；(2) 撤銷馬良所領導發起組織之中華回教公會

組織許可證，如各地發現該項組織，即予取締；(3) 勸導未經黨部

備案之回教俱進會自動取消或改組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分會或支

25 郭廷以校閱，賈廷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錄》，下冊，頁 580-583。
26 如民國 23 年 7 月成立的滿洲伊斯蘭教協會（後改名為滿洲回教協會），以及

民國 27年在日本扶持下馬良等人在北平成立的中國回教總聯合會等多個組織。

按此處以及以下所提及的馬良，為回教界附偽並和日方合作者，與天主教著名

神父馬良（馬相伯，1840-1939）並非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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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不聽從，即予取締。
27
該文隨即發送全國執行，以確保中國

回教救國協會的唯一主導優勢。此外，該會還希望內政部原本規

劃的回教寺廟（清真寺）監督條例能改由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自訂

管理辦法，並提出對於清真寺名稱、內部教務組織、遵守紀律規

範、宗教財產收支與管理、糾紛調解等事務的細部施行內容。同

時還強調，「凡在國家法律規範以外者，教徒首須以法律為準繩

也」的處理原則。
28
這種無論是堅持單一組織領導或是強化宗教場

域的管理，都可以看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與其後的中國回教協會，

在抗戰的特殊時代境遇中，在深受國族主義的影響下，凝聚出前

所未有的強勢領導思。同時，訓政時期的黨國體制也將此一回教

最高領導機構，透過白崇禧等回民重要人物的積極配合，使之直

接納入到國民政府的社會控管系統之中。

總之，更名與擴大運作的中國回教協會，確實成為回教界

在抗戰期間最有影響力的組織。在實踐愛國主義與救國建國思維

的過程中，該會亦發展出更為多樣性的推動措施，例如對於青年

會員特別成立伊斯蘭青年會（抗戰勝利前改組為中國回民青年

會），
29
並發動回民赴麥加朝覲期間對於伊斯蘭世界的抗日宣傳，

以及派團赴中東國家訪問，爭取該地區穆斯林國家對中國抗戰的

支持。
30
而民國 38 年政府遷臺後，回民穆斯林與中國回教協會，

27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呈內政部」（民國 29 年 4 月 24 日），〈中國回教救國協

會呈請取締非法回教民眾組織經定辦法三項〉，《內政部檔案》，國史館藏，

入藏登錄號：026000013229A。
28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呈內政部」（民國 29 年 2 月 5 日），〈中國回教救國協

會陳述部訂監督回教寺廟條例實際情形困難擬由會自訂管理辦法〉，《內政部

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6000013228A。
29 孫繩武，〈中國回教青年組織簡史〉，《回教論叢》，頁 170-171。
30 例如，民國 28 年中華民國朝覲團以阿拉伯文撰寫〈告世界回教同胞書〉一文，

在阿拉伯文各大報紙發表，介紹中國對日抗戰與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的成立與組

織運作情形。又如該年組織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抵達土耳其進行抗日宣傳。

參看中國回教朝覲團，〈告世界回教同胞書〉，〈土耳其人深信我國抗戰必獲

最後勝利〉，《月華》，第 11 卷第 4、5、6 期（1939 年 2 月，寧夏人民出版

社 2010 年復刻），第 8 冊，頁 415-416、418；〈加緊回教國際的宣傳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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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協助中華民國推展在西亞、中東國家的外交工作，並發揮著

相當重要的影響力。溯其淵源，這些都可以說是抗戰時期所打下

的各種重要基礎所致。

四、西北馬家參與抗戰及其評價

在論及回民地方武力參與抗戰的實際情形時，甘寧青等地之

「西北諸馬」的角色確實是一個頗為特殊的議題。由於青海馬步

芳、寧夏馬鴻逵不屬於國民黨中央軍體系，加上西北邊陲並非主

交戰場域，所以在論述抗戰史實時大多都未予重視。七七事變之

前，於民國 23 年爆發的北洋餘系孫殿英受中央命令進軍綏遠、寧

夏（其目標實為青海）的事件中，雖然讓青馬與寧馬合作抗孫成

功，但也凸顯當時國民政府與閻錫山、馮玉祥以及西北馬家之間

的權謀之爭和矛盾情結。
31
而這也讓日本看到利用回教在分化西北

在地力量的可乘之機。在抗戰前期最為國民黨中央所關注的馬家

問題，乃是日本企圖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權式的「回教國家」，

其對象顯然是以西北諸馬為首選。
32  

事實上，西北馬家與日本合作的可能性並不高。作為清末以

來甘寧青地方穆斯林勢力的實際掌權者，即使與北京政府或國民

政府有利害衝突，但也沒有需要或誘因，必須成為日本這個與伊

斯蘭並無關係的國家的附庸與傀儡。同時，馬步芳的祖父馬海晏、

《月華》，第 11 卷第 7、8、9 期（1939 年 3 月，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復刻），

第 8 冊，頁 425。
31 有關孫殿英事件始末及其影響，參看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

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 36 期（2005
年 12 月），頁 107-166。

32 白崇禧回憶，民國 27 年政府遷到漢口後，日本派了個在瀋陽的張姓教長去勸

服馬鴻逵，使其在西北成立一回教國，張不敢去，遂寫一封信，用飛機以通訊

袋空投下去。馬鴻逵隨即將這封信送至漢口中央政府。參看郭廷以校閱，賈廷

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錄》，下冊，頁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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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馬福祿等人清末都效力於董福祥的甘軍，並曾參與北京庚子

之役，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八國聯軍作戰。家族中包括馬海晏等多

人都直接或間接在該役中遇難犧牲，這就是西北諸馬認為與日本

人存有「國恨家仇」情結的由來。
33
另一方面，傳統中共史學界對

於西北馬家的歷史評價都相當刻板，將之歸屬於軍閥性質的「封

建統治」的意識形態觀點，也一度成為定調性的普遍解讀。
34
但西

北馬家與一般民國前期的其他軍閥不同，他們與早期中共歷史關

係相當特殊，並影響日後中共建政後對其歷史評價問題。這其中

的關鍵就是中共「長征」史上著名的西路紅軍事件。民國 25 年 10
月由中共中央下令徐向前等人率領約兩萬部眾的西路紅軍西渡黃

河作戰，企圖打通前往新疆與蘇聯的路線。但這支幾乎占當時紅

軍總數四成的部隊，在突入河西走廊後遭到以青馬為主的地方武

力的截擊，一直陷入孤軍作戰的困境，最後幾乎全軍覆沒，成為

中共早期革命史上罕見的損失慘重的單一軍事行動。
35
由於西路紅

軍被馬家殲滅的史實並不光彩，其中還涉及決策錯誤與歷史責任

問題，所以長久以來在中共黨史與軍事史的研究領域中一向都未

受到重視。
36
此一情況直到近幾年才有所改善。

不過，從到七七事變爆發前後，西北諸馬都被編入第八戰區

的戰鬥序列中，並在全面抗日戰事擴大後，很快便投入正面戰場

抵抗日軍。以寧馬為例，馬鴻逵的十五路軍與馬鴻賓的三十五師

33 許憲隆，《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79。

34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頁 1-59。
35 有關馬步芳截堵消滅西路紅軍、發動「河西反共戰爭」的史實論述，參看全國

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寫組，《青海三馬》（北京︰中國文

史出版社，1988 年），頁 125-142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

頁 129-143。
36 張中復，〈政教統合下的社群分裂︰馬步芳家族與西北依赫瓦尼新教改革運

動〉，2014「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年 8 月 11-13 日，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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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編為第十七集團軍，馬鴻逵任司令，馬鴻賓為副司令兼八十一

軍軍長、綏西防守司令。民國 27 年 5 月，馬鴻賓率陸軍八十一軍

和馬鴻逵派來的兩個騎兵旅、一個警備旅駐防綏西，任務是阻止

日軍向西進犯。從 28 年春夏之交起，馬鴻賓所部便在綏西、五原

一帶與配備戰車與空中優勢的日軍進行激烈的攻防戰。並自 31 年

起，與晉軍傅作義部協同展開收復五原的軍事行動，並進而反攻

黃河以南的偽軍據點，收復伊克昭盟東北部大部分地區。32 年，

傅作義接防綏西後，馬鴻賓才率領在內蒙戈壁沙漠中已堅苦抗戰

四年的八十一軍等寧馬部隊撤返銀川。
37 

在青馬方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將馬步芳的部隊編入第

八十二軍，這一番號與「青海軍」交互使用。八十二軍戰力中最

為著稱者即為騎兵部隊，其中以有著「西北鐵騎」威名的騎五師

與騎一師為主幹。騎五師的前身曾參與對抗孫殿英與殲滅徐向前

西路紅軍等戰役，立下不少戰功。此外，為因應抗戰，第八十二

軍將騎五師精銳的第二旅與駐防青海南部進行青藏戰爭的主力部

隊組成暫編騎一師，由馬步芳的堂叔馬彪指揮，於民國 26 年 10
月進駐潼關，擔任保衛隴海鐵路線鐵路運輸安全的任務。27 年 6
月日軍進占開封，騎一師奉命入豫作戰，與日軍正規部隊展開激

烈戰鬥。28 年 2 月，馬彪率部與日軍血戰於河南淮陽、周口等地。

騎一師發揮西北騎兵作戰的勇猛戰力，將具有機械化陸軍優勢的

日軍予以重創，但本身亦付出慘重代價。像是 2 月 20 日該師第二

旅旅長馬秉忠就在淮陽戰役中捐軀，成為馬步芳部在抗戰中犧牲

的第一位將級指揮官。29 年 2 月，日軍入侵皖北渦陽、蒙城一帶，

馬彪隨即派兵與之對抗。其間馬彪部隊還與國軍李仙洲部配合，

向皖北新四軍游擊部隊展開襲擊，使之損失慘重。29 年 11 月，馬

彪所屬的暫編騎一師改編為騎八師，其後又歸蘇魯豫皖邊區總司

令湯恩伯指揮，不時與日軍在皖北展開零星的戰鬥。其後騎八師

37 許憲隆，《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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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歸第五戰區指揮，直到抗戰結束並完成接收徐州後，該師才

從皖北調回青海。
38 

馬步芳的青馬部隊與日軍在陜、豫、皖等地的激戰，可以說

是西北諸馬參與抗戰過程中投入最多、犧牲最重、但也是重創日

軍最深的一股力量。這支基本上由西北回民穆斯林組成，以騎兵

部隊為主力的部隊，在整個國軍正面戰場的表現以及回教抗戰的

歷史中都有其相當特殊的一面。按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期間，大

力推動依赫瓦尼（Ikhwan）新教，
39
以取代原本的老教，企圖藉此

改革並整合西北複雜的伊斯蘭教派現象，使其勢力成為政教統合

下的地方性強權。就治軍而言，青馬部隊無論官兵都以當地回民

穆斯林為主，加上結合依赫瓦尼新教的思想，因此具有一定的向

心力。羅家倫在他抗戰期間著名的《西北建設考察團報告》中曾

提到，青馬軍中有不少來自該省化隆、循化兩地操突厥語的撒拉

回民（按即今日的撒拉族）約四、五萬人，勇敢善戰，下級幹部

多取材於此，且有位至師長者。
40 

而美國學者亨斯博格（Merrill Ruth Hunsberger）也提到，青

海軍中所有高級軍官都是馬步芳的親戚，他的「垂直統治」方式，

即僅僅信任最親密的人，並透過不同的擢升方式使之能夠掌握所

38 以上有關騎五師、暫編騎一師與騎八師的史實，參看（美）默利爾・亨斯博格著，

崔永紅譯，《馬步芳在青海 1931-1949》（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頁 57-60；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 150-153；許憲隆，《諸

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頁 181-182。
39 依赫瓦尼是近代中國影響深遠的一個新興教派，其來自於西亞伊斯蘭世界的淵

源與歷史背景，以及在西北生根茁壯的過程都相當特殊。按依赫瓦尼的阿拉伯

語原義為兄弟，引申為同教兄弟，或「按真主的意志結成的兄弟」。在西北一

般將其稱作新教或「尊經派」（venerate scripturalist），這是因為其具有現代改

革主義（modern reformism）的色彩，甚至有研究因此還將之視為中國回族伊

斯蘭教的維新運動。民國前期依赫瓦尼受到青馬家族的大力支持，並發展成為

政教統合的地方新興勢力，其改革對象主要是被稱為老教的蘇非門宦與傳統的

格底木，因此也使得西北錯綜複雜的教派力量之間的對立更為嚴重。參看張中

復，〈政教統合下的社群分裂︰馬步芳家族與西北依赫瓦尼新教改革運動〉。
40 羅家倫等，《西北建設考察團報告》（臺北︰國史館，1968 年），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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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部隊狀況。
41
總之，這種集民族成分、宗教思想、地緣關係、

家族統治與權力集中等因素為一體的青海軍，在抗戰前期能在中

原地區重創日軍確實是有其緣由的。而無論馬步芳的政治算計如

何，抗戰期間馬家回教部隊並未保留實力，且多次出兵關內抗敵

且犧牲重大，其確實是具體實踐了抗戰救國、共赴國難的愛國精

神。然而，青海軍畢竟還是具有強烈地方意識的家族式武力，所

以在隨後的國共內戰中，當民國 38 年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一野）

強勢進軍甘青等地時，青馬不惜在蘭州集中兵力與之展開慘烈的

對決。此役共軍傷亡慘重，實為「解放戰爭」期間城市攻防戰中

所罕見。而同樣也被殲滅殆盡的青馬武力，自此也走入了歷史。

五、中共史觀下的回民抗戰

中共 1949 年建政前因革命需要而所接觸的少數民族中，回民

穆斯林是比較頻繁與顯著的一個案例。像是在長征與日後在陜北

建立根據的經驗中，都與西北甘寧邊區的回民穆斯林社會有所廣

泛的接觸，並且很早就將之視為推動革命與拉隴打擊國民黨的對

象。例如最早於民國 21 年在隴東正寧縣龍嘴子由劉志丹等人所建

立的蘇維埃政權，以及 25 年在寧夏同心一帶成立的豫海縣回民自

治政府等，都是早期中共黨史上所標榜的「回族紅色政權」。
42
中

共在 30 年代初長征結束前後，即針對西北回民問題的處理原則提

出不少具體的政策，成為其師法蘇聯民族政策的實驗。
43
而抗戰爆

41 （美）默利爾・亨斯博格著，崔永紅譯，《馬步芳在青海 1931-1949》，頁 59-
61。

42 參看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下冊（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頁 787-792。
43 例如〈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關於回民工作的指示〉（民國 25 年 6 月 25 日）、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民國 25 年 5 月 26 日）等。關

於這類文獻可參考：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1.7 －

1949.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頁 362-365、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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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後，中共在延安以指導游擊戰的方式，領導數支中原回民地方

武力抗日，多年以來都成為中共史觀內全國回民抗日愛國行動中

的「正宗」代表。不過，近年來在這類獨尊中共領導抗日的史觀

逐漸修正的氛圍下，無論是西北諸馬的抗戰貢獻、其他國民黨回

族將士英勇的戰爭表現、還是重慶的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等救亡運

動、甚至對於白崇禧個人的抗日事功等，都給予了相當正面的描

述與評價，並強調抗戰對於現代回族進步的意義。
44 

然而，對於中共來說，抗戰時期回民穆斯林宗教與知識精英，

大多都跟隨國民政府遷至西南大後方，並組成抗敵救亡的組織力

量。而正面戰場方面，無論是西北馬家或國民黨軍中的回民將士

的抗日武力與事跡也和延安無太大關係（青馬在皖北與新四軍衝

突除外）。所以在論及「共產黨領導下回族人民的抗日鬥爭」時，

像是由劉震寰與張文霖所領導的渤海回民支隊與馬本齋的冀中回

民支隊等著名的游擊武力，便成為中共史觀下回族抗戰的象徵性

事例。其事跡多年以來也成為「回族愛國主義」的必要內容之一。
45  

這兩支具有代表性的回民游擊武一度活躍在冀中南與魯北一帶，

之前都是各地零星的抗敵武力，後由共黨重組後以強化領導與作

戰能力。像是渤海回民支隊前身為冀魯邊抗日救國軍和津南抗日

游擊支隊。之後於民國 29 年改成冀魯邊區回民大隊，30 年改編為

冀魯邊區回民支隊，並於 33 年改稱為渤海軍區回民支隊。在冀中

回民支隊方面，其之前分別為蕭秉鈞、劉文正、馬永恩等在定縣、

安國一帶成立的冀中人民自衛軍回民幹部教導隊；另一支是由馬

本齋在獻縣一帶組成的河北游擊軍回民教導隊。之後這兩股力量

都由共黨整合領導，統一為冀中軍區回民支隊，也就是著名的馬

518-521、522-523、528-532、829-840；周錫銀，《紅軍長征時期黨的民族政策》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年），頁 86-159。
44 參看周瑞海等著，《中國回族抗日救亡史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年），頁 329-369；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下冊，頁 821-840。
45 參看周瑞海、馬金寶著，《回族愛國主義傳統教育讀本》（銀川︰寧夏人民出

版社，2002 年），頁 17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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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齋回民支隊。由於馬本齋於 33 年病故，所以他更被中共捧為共

黨指揮下回民抗日武裝力量的代表性人物。
46 

除了中原地區的回民游擊武力之外，中共在抗戰期間有關回

民事務方面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事例，那便是在抗戰時的延安，

做為馬列主義民族研究重點的民族問題研究會，於民國 29 年編成

《回回民族問題》一書，其中在第七章正式揭櫫「回回是民族，

回回問題是民族問題」的理念，可以說是中共正式將回民穆斯林

定位為少數民族的濫觴，而不再視其為漢民族中信仰回教的特殊

群體。
47
該書以馬列主義史觀為主，將回回民族的歷史與共產革命

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並參考蘇聯的民族自治政策，為中共處理少

數民族事務提供具有實證意義的案例。因此可以看出，「回族經

驗」對於早期中共建構其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過程中所發揮的關

鍵性角色。
48 

六、結語

一般論及宗教界在抗戰時所扮演的角色時，較少提及回教界

在這方面積極的表現及其貢獻。但從本節的論述中則可以看出，

早在九一八事變後，回教界即不斷呼籲教胞認清日本帝國主義侵

華的本質，並強調團結與愛國主義，以粉碎日本在推動滿洲國與

內蒙古自治運動後，冀望於西北複製另一傀儡政權「回回國」的

野心。抗戰軍興後，回教界精英大都隨政府西遷，並在白崇禧等

人的倡議下於重慶成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隨即改稱中國回教協

46 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下冊，頁 814-819。
47 事實上該書主要的執筆人為李維漢（筆名羅邁）與劉春。相關內容可參看民

族問題研究會編，《回回民族問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年），頁 96 
113。

48 有關《回回民族問題》對於一九五〇年代中共民族識別政策的影響，參看

Thomas S. Mullane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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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於日後隨政府遷臺以迄今），以全國性的組織力量投入抗

戰救國的的行列。事實上，回教界在抗戰前與爆發後的積極反應，

可以看成清末民初以來，受到民族主義的鼓舞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的啟蒙，中國回民穆斯林對於自身族群與宗教進步觀的自覺，以

及對於現代國家體制中「五族共和」的認同，充分把抵抗日本帝

國主義侵華並投入救國建國行動視為體現「愛國愛教」的具體實

踐。另一方面，西北馬家穆斯林政治家族對於抗戰的軍事行動，

無論是寧夏馬鴻逵出兵綏遠力阻西進的日軍與內蒙偽軍，還是青

海馬步芳派遣精銳騎兵與日軍血戰於河南、安徽等省分，以牽制

日軍主力，凡此史實都應予以重視，以完備回教參與抗戰的歷史

全貌。此外，中共於延安抗日時期亦曾組織中原地區數支回民支

隊，以游擊戰方式展開敵後作戰。其規模雖有限，但長期以來卻

成為官方史觀中回民抗日的正統代表。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於

抗日期間在延安出版《回回民族問題》一書，做為馬列民族理論

與中國少數民族現象結合的代表性論述，其對於日後中共建政後

所推動的民族政策與鞏固相關意識形態有著重要且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