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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各地的抗日救國運動風起雲湧，以救國

會為名稱的抗日團體也所在多有。不過 1930年代中期，由沈鈞儒、

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時、李公樸、史良「七君子」等所發

起領導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救會」），無疑是最受

注目而且影響深遠的 1。它是一個全國性的有政治綱領的群眾團體，正

式成立的時間是在 1936年的 5月 31日。但在此之前的半年，上海地

區因為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的刺激，各方面的救國會（以下泛稱「各救

會」）已如雨後春筍般的崛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就是發端於上海這

些各界各方面的救國會，然後再整合成為「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以

下簡稱「上救會」），接著進一步與各省市的救國團體聯合，擴大形成

了這個全國性的群眾組織。而整合之後，因為原先的救國團體並沒有

解散，組織的名稱依然存在，所以一般通常是以「救國會」來泛指所

                                                 
1  回顧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上，被冠以「君子」的人物，耳熟能詳的有清末的「戊戌六君

子」、民初的「洪憲六君子」，以及本文的「救國會七君子」。清末的六位稱君子，意在

讚佩尊崇；洪憲的六位稱君子，則語帶嘲諷。似乎都無爭議。至於對救國會的七位稱

君子，則看法兩極：肯定者譽七人為「中華民族的脊樑」，故「君子」乃美稱（見周天

度主編，《七君子傳》（河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2 月一版），序言頁 1）；

否定者則謂「君子」乃對熱衷利祿者的戲稱，非尊敬之意（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

第三編   延安時期（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77 年 2 月初版，頁 80）。而

據筆者查閱史料，七人合稱是在被捕繫獄以後，當年對七人最普遍的稱謂是「七領袖」、

「七先生」，其次是「七人」、「七君」，幾乎罕見「七君子」的稱謂。本論文中用「七

君子」一詞，純粹因為熟知的方便性，並不帶任何褒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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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些大大小小不等的團體。 

為什麼七君子領導的這個救國會引人注目？這主要有以下幾點原

因：1.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時、李公樸、史良等

人都非無名之輩，其中有三是位律師、一位銀行家、一位大學教授、

一位文化出版工作者，以及一位社會教育推動者。他們在上海地區都

屬於活躍型的人物，並且有一定的影響力 2。2.七人從早年開始就對社

會的未來、國家的命運有強烈的使命感，長期積極的參與政治與社會

性運動，而立場經常是在「反政府」的一方。3.救國會成立的主要訴

求，是希望停止內戰，立即抗日，這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安內攘外」

國策對立，卻與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互為呼應。因此

深受相關當局的「關注」。4.救國會的組織看似龐大鬆散，成員的背景

也複雜不一，但是團體擴充的速度極快，各種宣傳的效果驚人，群眾

動員的力量也十分可觀。5.沈鈞儒等人於 1936 年 11 月 23 日的凌晨，

分別在各自的住家中遭到逮捕，爆發所謂的「七君子案」。而此案無論

是在拘捕、羈押、偵訊、審理等過程，都引起舉國注目，造成軒然大

波。6.沈鈞儒等在盧溝橋事變爆發當月的最後一天，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31 日，為當局下令交保釋放。整個案子長達八個多月，結果是沒有

定罪，也沒有判刑。7.救國會原來是一個「群眾團體」，但在抗戰以後

組織不再存在，「救國會」三個字成了一個「政治派別」。此後這個政

治派別日益左傾，在大陸變色前夕支持中共成立新政權。 

由於上述這些特點，使救國會或七君子的評價，因為政治立場的

不同，與意識型態的差異，時至今日仍然人云人殊，充滿爭議。譬如

                                                 
2  三位律師是沈鈞儒、沙千里、史良；一位銀行家是章乃器；一位大學教授是王造時；

一位文化出版工作者是鄒韜奮；一位社會教育推動者是李公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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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江蘇高等法院檢察署的起訴書中，對七人一共起訴了「十大罪

狀」，而歸結起來主要就是兩項：1.有共黨嫌疑，2.危害民國，企圖推

翻政府。面對這樣的指控，不但沈鈞儒等人矢口否認；不少輿論亦忿

忿不平為被告叫屈；中國共產黨更是積極撇清，表態自己只是同情聲

援者。 

然而 1949 年以後，大陸方面卻出現截然不同的論調，不但強調共

產黨與救國會的關係密切，甚至昔日上海的地下黨員說，救國會的成

立與活動，是由中國共產黨所策動，亦是由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 3。而

部分救國會的領袖，也有唱和此說的言論 4。弔詭的是，這些事過境遷

的批露，恰恰「坐實」了國民政府當年對救國會的指控！至於臺灣方

面，處在反共抗俄的年代，對於救國會的人與事，一向是抱持負面的

評價 5。 

                                                 
3 如「一二九運動爆發以後，⋯⋯。文委（按即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努力

聯繫一批社會上的著名人士，如沈鈞儒、何香凝、陶行知、鄒韜奮、章乃器等，分別

組織了文化界救國會、婦女界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學生界救國會、國難教育社，

以及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文委籌建救國會是有成績的。」見王翰，〈一二九運動

後上海地下黨工作路線的轉變〉，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

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1987 年），頁 374、 375。  

4 如史良說：「當時席捲全國的愛國救亡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號召和積極推動下

發展起來的，救國會則是這一運動的直接產物。」見史良，〈序《漫話救國會》〉，沙千

里，《漫話救國會》，頁序 1。又沙千里說：「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推動和領導之下，

在千百萬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中，上海各方面的救國會先後建立，在此基礎上成

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沙千里，《漫話救國會》，頁 6。  

5 持此類觀點的如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  延安時期，頁 70-80。李雲漢，〈抗

戰前中國知識份子的救國運動（民國 20 年至 26 年）〉，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八輯   十年建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1 年），頁 340。陶希聖，《三十

年代文藝論叢》（台北：中央日報社），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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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十世紀結束前後，大陸方面對救國會的論述觀點，似乎再次

出現轉折，即有意淡化共產黨在救國會中的角色扮演。只是根據目前

已公開的資料顯示，這種淡化並非「撥亂反正」，而避談與包攬同樣令

人質疑！救國會的歷史仍然在雲遮霧繞之中。 

因此，活躍於抗戰前夕的救國會究竟是什麼樣的團體？它的興起

有什麼樣的背景？它的成立是出於知識份子的獨立自主意識，還是受

中國共產黨的策動？救國會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

救國會究竟算不算是中共的「外圍」？為什麼救國會口口聲聲宣稱抗

日救國，卻被當局視為「危害民國」？一般認為救國會龐大鬆散，它

究竟有無組織？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訴求下，救國會的主要活動有

哪些？救國會與「兩廣事件」、「西安事變」有無關聯？期間救國會與

中共的立場一致嗎？國民政府究竟如何看待與處置救國會的抗日救

國？為什麼要逮捕七位領袖？如何安置七人？最後又為何不予判刑的

交保釋放？在中國團結禦侮一致抗日的過程中，救國會有否扮演過什

麼樣的角色？起過什麼樣的作用？如果從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脈絡作

審視，如救國會這樣的人事與活動，究竟呈現了什麼意義？這是個人

選擇此題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研究資料與成果分析  

有關本題目的研究資料，大部分典藏於上海圖書館；其次是上海

檔案館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再次則零星散佈在大陸的中國第

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圖書館近代文獻分部、江蘇省檔案館，以及中央

圖書館漢學中心、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法務部調查局、黨史會等地。

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手史料有：《上海律師公會檔案》（存上海檔案館）、

《上海市教育局檔案》（存上海檔案館）、《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檔案》

（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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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兩本史料匯編；與《救亡情報》、《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上

海職業界救國會會刊》、《學生報道》、《國難教育》、《救國言論集》等

救國會的機關刊物；和《婦女生活》、《大眾生活》、《生活日報》、《生

活知識》、《讀書生活》、《救國時報》這些救國會的有關刊物。  

至於研究成果方面，大致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有關救國

會這個團體的論述，至今國內外尚無專著出現。目前所見比較能夠周

延反映救國會全貌的文字，仍屬大陸周天度的研究。周氏在 1980 年代

初期，曾經彙編過一本史料集《救國會》，並在此基礎上寫過〈救國會

史略〉一文 6，對救國會的成立、主張、活動，到七君子被捕事件等，

大致上都作了概述。文章雖然不夠深入，敘述與評論也明顯看得出有

「傾向性」和「片面性」，但在相對欠缺有關的研究下，要初步瞭解救

國會的輪廓，此文仍然具有相當的價值。此外周氏在時隔二十年後，

參與李新總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二卷的寫作，其中再見周氏

對救國會的論述 7。雖然就形式來講，〈救國會史略〉是單篇，二十年

後只是散寫，但後者的總文字量較前者為多，引用資料也有不少增添，

加上字裡行間已少見「左」的意識框框，這些俱是優點。但就內容來

看，新作只是在舊架構下更作細微的鋪陳，並不見新詮釋與新見解。

尤其是有心要將救國會與中共的關係「輕描淡寫化」，反而令筆者感到

惋惜。 

此外還有一本《漫話救國會》，作者是當年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

算是其四十多年之後的一本回憶錄 8。內容雖然也交代了救國會的始

                                                 
6 周天度，〈救國會史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救

國會》（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1981 年 10 月第一版），頁 1- 30。  

7 見註 5。  

8  沙千里著，張啟宗、許九星整理，《漫話救國會》（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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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但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是集中在當年的七君子案，全面性比較不足。

其實沙氏當年還在羈押期間，就寫有一本《七人之獄》的紀實文字 9。

兩書寫成的「年代」、「政治環境」和「身分」不同，故語意和觀點有

明顯差異。如何判斷真偽，對研究者形成一大挑戰，往往必須經過幾

重的考量比較之後，才能收到互補詳略、互校正謬的效果。至於散見

相關書刊中的有關敘述，大陸方面著墨較多，臺灣方面則甚少。而內

容除了簡略之外，對救國會的評價「兩岸兩極化」是明顯特徵。 

第二方面是屬於救國會的人物生平及其活動的論述，這其實幾乎

佔救國會所有研究成果的九成。除了著述像《鄒韜奮傳》、《胡愈之》、

《章乃器》、《宋慶齡》、《七君子傳》（合集）等之外，最大宗的是紀念

與回憶文字，如《李公樸紀念文集》、《沈鈞儒紀念集》、《陶行知先生

紀念集》、《胡愈之印象記》、《宋慶齡在上海》、〈李公樸先生在申報館

的工作〉、〈回憶救國會時期的章乃器同志〉、〈紀念沙千里同志〉、〈七

君子受審旁聽記〉、〈七君子獄中反誘降的鬥爭〉等等。以著述言，立

論嚴謹與內容浮泛並不一致，但大體都值得一閱。至於紀念與回憶文

字，則每多是家人、親友、同鄉、同學、故舊的文字，優點是一般文

獻無法記錄的「細膩隱微」之處，往往在不經意的回憶文字中有所透

露，可以豐富對史實的認知。缺點是「隱惡溢美」在紀念與回憶中十

分普遍；加上時間、政權、身份等因素的影響，回憶有可能「失真」、

「誇大」、「作假」。因此閱讀中不時會有「不一致」的印象。而碰到這

類衝突或矛盾，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不斷的多方印證比對，以找出事

實的真相。 

                                                                                                                                               
月第一版）。沙千里作此回憶錄時已八十高齡，且病魔纏身。 

9 沙千里，《七人之獄》（上海：生活書店，民國 27 年 3 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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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向與角度 

由於救國會的牽涉層面廣泛複雜，從不同的方向切入和不同的角

度立論，將有不同的探討重點和論述方式。考慮當年救國會抗日救國

的主要訴求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及七君子被捕的主要指控是

「有共黨嫌疑和企圖推翻國民政府」。因此論文的研究主要抓兩個方

向：一是救國會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二是救國會的抗日活動。時間

斷限在 1935-1937 年因為這是救國會的起迄時間。空間是救國會的大

本營上海，其他省市的救國會活動不在範圍以內。對象則包括上海各

方面的救國會、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而除

非需要特別指明是哪一個救國會，論文一般以「救國會」作為總稱。 

論文一共分為七章：第一章、前言。第二章、救國會的成立背景：

敘述救國會興起的外在背景和內在因素。第三章、救國會的紛立及與

共產黨的關係：敘述救國會從地方組織擴大整合為全國性的抗日團

體；而從成立之初，即有共黨潛伏其中，這是共黨統戰的策略，但救

國會的成立尚談不上是中共的策動。第四章、救國會的宗旨與組織：

敘述救國會的抗日救國主張，確實包含「反」政府的成分；以及救國

會的組織從外表看雖然鬆散，但內部結構中有中共的黨團運作；而從

中共中央來到上海，救國會與共黨的合作更加密切。第五章、救國會

的主要活動：敘述救國會的宗旨雖然是要促成各黨派合作抗日，但主

要的活動其實是透過組織、宣傳與抗議活動等來製造輿論，對政府的

安內攘外構成壓力。而在兩廣事件與西安事變中，救國會的立場與中

共並不一致。這說明救國會雖然與中共關係密切，但仍有自己的性格，

而中共也無意攘奪救國會的領導權。第六章、救國會七領袖被捕：敘

述七君子案表面上是法律案件，其實是政治事件，國共雙方都在暗中

較勁。雖然社會聲浪對七君子頗多同情，但最後政府瓦解救國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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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結論提出筆者一個思考性的看法。 

（四）研究難度與感想 

由於救國會的人與事代表國共兩黨之外的「中間勢力」，而這方面

的研究目前尚無具體成果，故本論文的研究有開創的意義。但相對也

有相當的難度：一、是救國會當年被政府視為非法組織，許多的人事

和活動屬於秘密性質，諸如會員、會議情形、組織結構、經費等等，

大都欠缺翔實資料，內部情況往往只能透過回憶文字去爬梳拼湊。二、

是救國會與共產黨的關係密切，然中共這方面的資料尚未開放。三、

不能否認，救國會「救國」、「誤國」評價的「是非爭議性」，也許將「是

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10然筆

者期許自己跳脫兩黨的意識型態，摒棄主觀的道德認定，和某些傳統

觀念的影響，根據掌握的資料就事論事，不作道德裁判，只讓史實還

原。 

                                                 
10 唐德剛評論「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的「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張學

良，以及「他底是非的焦點」西安事變，說：「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

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

乃至三七開，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

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初個定論

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

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

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

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見

唐德剛，〈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傳記文學》 82： 4（總 491）（2003 年 4 月），頁

4、 5。唐的心路歷程，道盡了一位資深的歷史研究者在面對歷史時的迷惑，令筆者感

觸良深，心有戚戚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