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抗日事件中的態度 

閻錫山自民國21年2月擔任太原綏靖公署長官以後，爲休養生息，多致力

保境安民，尤其著重發展經濟建設。但隨著華北屢受日本進逼，國內政局對

中央是否該軍事抗日引起很大爭議，甚至造成政局不安。位居華北重要首領

的閻難置身事外，其態度成為影響局勢發展的重要指標，故本章擬從抗戰前

國內三次非閻主事或發起的反日事件，即察省抗日、華北自治運動及兩廣事

件切入，側面了解閻的立場與態度對事件或政局造成何種影響。另外可考察

的是，察省抗日雖以抗日為名，實為反蔣的地方實力派反動事件，故可深一

層分析閻、中央及其他地方實力派者間的三角關係。華北事件雖由日本發動，

但閻的立場、態度卻著實影響其他華北將領的觀瞻、思考，藉由此點可幫助

認清閻、日本、其他華北將領及中央間的多角關係。至於兩廣事件的爆發，

正逢華北遭受日本侵略危機及共軍東渡黃河等因素，閻涉及層面少，但閻的

態度也可反映其對時局的認識。總結本章，不僅可了解閻對三次抗日事件的

態度及影響，也能明白在日本侵略局勢下，閻的多角關係及其政治手段。 

第一節  對察省抗日事件的態度 

（一）不贊成察省舉事 

民國 22 年起，日本侵略熱河、進逼長城的戰役陸續爆發，閻錫山也投入

部分晉軍參與抗日，其鄰近的察哈爾，駐紮著 21 年 9月遷入的馮玉祥，卻因

為質疑中央抗日不力，正悄悄的豎起抗日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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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馮玉祥早在 21 年 1月錦州失陷時，就認為中央應該擬定積極抗日政

策，故對蔣中正的不抗日行為相當不滿，但苦無實力與機會表現，及至宋哲

元受任命為察省主席後，馮趁機遷入張垣建立根據地。至 22 年 1月榆關失陷，

馮恐怕熱河兩面受敵，以為熱河再失，華北將不堪聞問，故提出抗日時機已

到，並積極與西南人士來往合作，募集武力與經費準備抗日。等到 2月 16日

宋哲元接獲北平分會命令，開赴長城喜峰口、羅文峪二線抗日，馮隨即號召

各方赴察抗日，首先響應者為駐晉南襄城的方振武部，馮承諾只要方部願意

赴察合作，馮願協助其與閻盡力疏通，讓方部能取道大同北上。1 

錦州戰役爆發時，閻曾主張十萬精兵守錦州，所以當時閻也是支持抗日，

但和馮不同的是，閻的原則為：（1）抵抗而不主動宣戰；（2）由中央統一發

動抗日。2故閻在 22 年 3月全國抗日氣氛熾熱之際，一開始並未反對馮抗日舉

動，且方部的響應，有意使鮑剛、張人傑兩部隨行，閻說這是「山西民眾深

望」，可趁此使方、鮑、張三部同時離晉，閻當然同意，不過形式上仍請求中

央同意。3但中央經過數天觀察，發現湧進察省的雜牌隊伍太多而不安，4中央

雖嘗試與馮溝通，馮卻堅持「對日寇拼命抵抗，用全力早日收赴失地」，除非

中央願意調 80%的兵力北上抗日，否則不會取消號召。蔣中正困於江西共黨

竄擾嚴重，無法接受，5所以中央不可能同意鮑、張部離晉，中央向閻解釋，

應先讓兩部收編中央，將來再決定分配於抗日或剿共用途。6只是此項命令無

法阻止赴察部隊的前進，很快的，5月 20日方部已抵達宣化。7 

馮招募軍隊抗日之初，閻並未立即表示意見，但 4 月竟傳來馮與日本合

                                                      
1 馮玉祥，《馮玉祥選集》（下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8年），頁3-4、27、36、41、44。 
2 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閻伯川先生感想錄》（臺北：閻伯川先生紀念會，1997 年），頁98。 
3 〈致北平朱參謀長定密有酉電〉，民國22年3月25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4 例如由馮庸聯繫的東北流竄成股部隊，馬占山領導的東北義勇軍，以及內蒙地區幫會頭子 
黃守中領導的隊伍和察地方上的民團武裝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北省委員會資料研 
究委員會，《馮玉祥與抗日同盟軍》（石家莊：河北省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年），頁7。 

5 李雲漢，《抗戰前華北政局史料》（臺北：正中書局，1982年），頁295。 
6 〈北京朱參謀長川密陷電〉，民國22年3月31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

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7 薛謀成編，《國民黨新軍閥史略》（廈門：新華書店，1991年），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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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消息，內容為：日本想利用人民對中央的不滿，以馮玉祥、吳佩孚組織政

府，馮表面上同意與日本合作，實際上只是想利用日方提供的現金與軍火。8不

管傳聞是否真實，閻都表達其無法認同的立場，認為「不論是為國家忍辱或

奮鬥，其前提都是內部切實團結。」9也恐怕馮真有聯日之舉，故當馮正氣憤

趙承綬不戰而失多倫，並有意親自收復失土時，10閻要徐永昌、傅作義盡力斡

旋，勸已辭察省主席的宋哲元能回察主政，謂「此事與晉察綏三省極有關」。
11顯然閻有意利用宋來牽制馮的舉動，或許也可免除宋失去防地後，可能率隊

回晉造成的不安。 

5月 9日中央在北平設立行政院駐平政務整理委員會，以黃郛為委員長，

用意為緩和華北情勢，但民眾抗日情緒持續高漲。馮判斷民氣可用，同日召

集在張垣的軍政首長及地方人士討論局勢發展方向，最後決議籌組「察哈爾

民眾抗日同盟軍」，馮受推為總司令。12抗日同盟軍爲壯大聲勢與充實物資來

源，曾由方振武出面邀集閻加入，13閻拒絕與中央對立。 

（二）加強部署，不牽扯馮與中央之間 

眼見察省抗日舉事漸有擴大之勢，而晉、察兩省又如此鄰近，為防止中

央軍、馮部或雜牌軍趁亂潛入山西，閻獲軍分會信任，使其部屬李服膺與趙

承綬分別鎮守前線要地張北、張垣。兩人名義上雖接受軍分會的指揮，卻與

閻保持密切的情報往來。例如馮占海原受軍分會命令，調步兵一旅阻止方振

武部進駐宣化，並防範馮玉祥活動，但馮占海部形跡可疑，徘徊張北附近，

                                                      
8 〈孫軍長新密敬電〉，民國22年4月25日到，國史館藏：《閻檔》，〈晉軍抗日案〉，檔號：

0372.42/1037.3，微捲第4捲。 
9 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閻伯川先生感想錄》，頁138。 
10 馮感慨：「國家養兵多年之結果如此，真氣死人也，真恨死人也!」並分析：「蔣用全力在江 
西與工農大戰中，西南空喊不動兵，所有雜牌軍正栗栗自危，閻只自保，韓不敢為首。」

馮玉祥，《馮玉祥日記》Ⅳ（江蘇：古藉出版社，1992年），頁66-67。 
11 〈復北平傅總指揮極密歌電〉，民國22年5月5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12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臺北：國史館，1995年），頁149-150。 
13 〈定縣方叔平平密魚申電〉，民國22年5月7日到；〈方叔平平密真電〉，民國22年5月12日到，
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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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命趙、李兩人阻止其開往柴溝堡、懷安一帶。趙、李不忘籲請閻注意，

或可派兵一部駐守柴溝堡、懷安，14爲閻提供適時的前線情報。 

等到 22 年 5 月 22 日黃郛與日軍停戰談判達成協議後，在各方鼓動下，

馮決心獨樹一幟表達抗議。15爲防制馮的大動作，閻囑咐李服膺盡力固守，謂

「中央既將張垣防務交我軍負責，即使雜牌友軍在張垣附近行動，亦應設法制

止。」16閻經過考慮，選擇不加入馮的抗日陣營。 

除了前線情報相當重要外，閻也注意晉、察邊區問題，故命孫楚為晉綏

邊區警備司令，負責指揮綏東，加強晉北駐軍。17同時爲避免受到馮的牽制與

影響，及驅逐其在山西的殘餘勢力，遂以「不供給養費，但供開拔費」的方

式，催促教養團的軍官學生迅速離晉，18有撇清與馮關係的意思。 

5月 26日馮正式於張垣發出佈告，宣佈出任「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令」，

武裝保衛察哈爾。不過從馮的通電內容來看，馮似乎已超越「抗日守土」號

召，而是如學者薛力敦（James E. Sheruden）所說：「在基本意義上，馮的支

持抗日乃為反蔣」。19茲節錄通電內文如下： 

握政府之大權者，以不抵抗而棄三省，以假抵抗而失熱河，以不徹底局

部抵抗而受挫於松滬平津。即就此次北方戰事而言，全國陸軍用之於抗

日者，不及十分之一，海空軍則根本未出動。⋯⋯政府初無抗日之決心，

                                                      
14 〈復張垣李軍長新密箇電〉，民國22年5月21日發；〈張北趙軍長仲密養申參電〉，民國22年

5月23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15 李雲漢，《抗戰前華北政局史料》，頁297。 
16 〈致張家口李軍長棟密禡酉電〉，民國22年5月22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17 〈復張北趙軍長仲密梗午參電〉，民國22年5月23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18 〈汾陽李正輿致張家口馮玉祥皓電〉，民國22年5月24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

22年5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5，微捲第64捲。 
19 James E. Sherude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p. 271. 學者們提出馮抗日反蔣理由：（1）馮要求政府立即動員，

全面北上抗日，但遭拒絕，使失望變成怨懟及反抗；（2）馮在察無基本武力，除收編義

勇軍、雜牌軍及偽軍外，須拉攏方振武、吉鴻昌舊部，但方振武反蔣立場明顯，吉鴻昌

為共黨分子，為爭取支持，馮除指責政府外，只好接受反蔣主張；（3）當時兩廣處於半

獨立地位，以抗日倒蔣號召，馮欲結援，故亦倡同樣論調。李雲漢，《抗戰前華北政局史

料》，頁298-299。 



                                                              第三章  抗日事件中的態度．49．             

始終未嘗實行整個作戰計畫。且因待遇不公之故，饑軍實難作戰。中間

雖有幾部忠勇衛國武力，自動奮戰，獲得一時之勝利，終以後援不濟而

挫折。⋯⋯ 

閻獲知馮舉事消息後，一度表示反對立場，認為馮應以大局為重。20但閻

不願直接牽涉馮與中央之間，故小心在兩方間取得平衡，一方面命令駐紮在

張北的李服膺對馮採用「不即不離」態度，謂：「（1）如馮要你表示意見，請

婉拒列名；（2）注意其煽惑部屬；（3）孫殿英、方振武處應假意聯絡，藉以

探聽彼等聯合情形」21。另一方面則在回應中央時，有意保持距離，例如何應

欽原本有意請閻居中說項，閻卻以張垣電話不通為由，轉而要傅作義代為向

馮表達，內容為：「婉勸馮勿輕信謠言，以致對中央誤會」；然後閻再以「近

來勸馮者多不歡而散」，向何解釋自己確實發揮不了勸阻能力，22過程中閻的

態度並不積極。另外，閻還拒絕了何要求傅作義部進駐青龍橋，以防止馮部

東進的命令，理由是「現在情勢尚不明」。23可見閻正盡力避免軍事涉入，或

防範中央動用其所屬部隊。 

（三）主張和平解決察事 

距離察省抗日舉事幾天後，中央連日調集軍隊北開，判斷中央應是欲趁

馮未固時，武力迅速解決，但閻在孫楚提醒下，卻有其自保立場的軍事顧慮，

包括「如果馮部潰敗，中央軍堵其東向出路，殘部將向西發展」，及如果中央

要求晉軍夾擊馮，晉方須如何防範宋哲元軍趁勢入晉等問題。24而且 22 年 5

                                                      
20 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年譜：長編初稿》（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

1988年），頁1707。 
21 〈復張垣李軍長棟密寢酉電〉，民國22年5月26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22  〈太原閻錫山致北平石駙馬大街四十七號傅總指揮宜生兄勘電〉，民國22年5月28日，國
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年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微捲第63捲。 

23 〈湯山傅總指揮作義致太原閻總司令感戍秘電〉，民國22年5月27日；〈太原閻錫山致北平

傅總指揮宜生艷電〉，民國22年5月29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年往來電文錄

存〉，檔號：22.0372.42/2700.2，微捲第63捲。 
24 〈大同孫司令業密陷戍電〉，民國22年5月31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

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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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日簽訂的《塘沽協定》中未規定日偽軍處置辦法，造成日本繼續在察東

製造行動，近日更在察省抗日事件刺激下，恐嚇要發動軍事擴張。25察邊形勢

如果危急，閻恐將波及山西、華北，甚至整個中國。 

至於中央為何要以武力解決察省事件呢？其實中央起初不認為察省事件

會對局勢造成鉅大影響，但馮將依附共黨的傳聞甚囂塵上，為阻止華北遭赤

化，中央才有意「迅速」解決察事。26隨著馮部新編軍隊入駐張北，及日偽軍

劉桂堂部南侵寶昌，北方更有一觸即發之勢。閻在最壞打算下，囑咐部署要

有隨時撤退準備，27但爲免釀成不可收拾後果，閻請蔣「妥善解決」馮事，以

免逼使馮勾結蘇俄，28還向汪兆銘遊說，如果馮沒有勾結日本或蘇俄，則可有

三種對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上策也；任其自生自滅，中策也；對之用

兵，下策也。」29望中央重新考慮平定察事之方式及可能後果。 

汪認同閻以察政交換和平的策略，且設想馮如果不接受，中央也已仁至

義盡，可以師出有名。30遂將此提議交付中央討論，但閻此番和平建議，引起

馮誤會，請閻迅飭李服膺部進入張垣，合力打敗偽軍湯玉麟、張海鵬、劉桂

堂等部，保障察晉綏，閻藉口李服膺部歸平分會指揮，「不便有主張」以回絶

之。31後來中央也對閻產生疑慮，6月 8日蔣電閻，要其「權衡公誼私情，謀

適當處理」。閻回覆：「國家危亡，不敢以私害公，但求於人情中下得去，自

當盡力協助。」32澄清安定華北的態度不變。 

                                                      
25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10卷，第23期（民國22年6月2
日至6月8日），總頁4428。 

26 〈南昌蔣委員長誠密支機贛電〉，民國22年6月4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27 〈張北趙軍長偉密支參電〉，民國22年6月4日到；〈復張北趙軍長仲密微巳電〉，民國22年6
月5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28 〈南京蔣委員長誠密微電〉，民國22年6月5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

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29 〈太原閻錫山致南京趙芷青微電〉，民國22年6月5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年
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微捲第63捲。 

30 〈南京趙芷青致太原閻錫山陽未電〉，民國22年6月7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
年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微捲第63捲。 

31 〈張家口馮總司令增密歌電〉，民國22年6月7日發；〈復張家口馮總司令增密陽電〉，民國

22年6月7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32 〈南昌蔣委員長誠密齊酉機贛電〉，民國22年6月9日到；〈復南昌蔣委員長誠密青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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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中央在不願製造事端情況下，同意和平解決，但中央僅願予馮「訓

練總監」職位，閻對此決議不甚樂觀，認為中央必須給馮一較佳名義，並將

其所部交宋哲元接統，察事才有可能和平解決，33果然馮未接受中央建議，並

發表〈反對抗日有罪通電〉，反控中央栽贓其被赤化說，認為這是中央對抗日

者的污衊，且宣傳察東各地陸續收復，不抗戰國土將會淪亡的呼籲。34 

只是馮的通電沒有引起太多共鳴與支持，反而獲知日本爲應付察省抗日

軍，已令師團準備往多倫出發；另外，中央爲抗日、防共及平察，也派傅作

義、龐炳勳、馮欽哉等部持續向察前進待命。35馮在多方壓力下，6月 9日向

中央表示，只要對所編部隊有安插辦法，決不計個人位置。36雖然隨後曾一度

聽聞方振武、吉鴻昌等將領挾持馮，不願其投降，又說馮有意與日本合作等，
37馮最後仍表示願意取消名義，但條件是宋哲元回任察省主席，且馮並無離開

張家口之意。38 

中央卻不願馮繼續居住張家口，以為馮不離察如芒刺在背，中央提議：（1）

宋哲元回察省；（2）中央給馮以名義，並給款數萬，保全馮之衛隊；（3）馮

餘部歸宋收束。中央同意給馮「全國林墾督辦」名義，但馮必須移居北平。39

閻也同意馮離察以解決察事，並可避免招惹日軍，40只是閻也意會，「安定華

                                                                                                                                                     
國22年6月9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33 〈致南京趙芷青榮密青電〉，民國22年6月9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

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34 馮玉祥，《馮玉祥選集》（下卷），頁63-64。 
35 〈北平徐主席義密青電〉，民國22年6月10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號：

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36 〈北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佳電〉，民國22年6月10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

年6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6，微捲第64捲。 
37 〈北平傅總指揮極密灰戍電〉，民國22年6月11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3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北省委員會文史資料研究委員會編，《馮玉祥與抗日同盟軍》，頁

195-196。 
39 〈北平傅總指揮實密元未電〉，民國22年6月14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40 〈北平徐主席退密真電〉，民國22年6月12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號：

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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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須不惹起日偽兵禍與西北大亂方能達安定之目的」，41其意是如果以武力強

行逼馮離察，一旦馮不從而與日軍結合，或者引起親馮的韓復榘、宋哲元不

滿，將可能也無法達到安定效果，42是故閻強調和平驅馮的重要性。 

（四）察事再起，居中協調 

原以為察事可以和平解決，但因駐多倫的偽日軍劉桂堂部忽然來降，加

上部屬徐惟烈、張慕陶、吉鴻昌、方振武等人的挾持包圍，馮玉祥竟忽翻前

議，謂待宋哲元回察後再發通電，明顯有意拖延，並辭不就林墾督辦。22 年

6 月 20 日馮開始積極行動，先是命方振武為北路抗日總司令、吉鴻昌為北路

前敵總指揮，令兩人率部向察東進攻康保、寶昌、沽源三縣，直撲多倫。43然

後馮要求閻，讓鮑剛部能繞晉境由蔚縣至張家口，以避免馮占海部居中干擾；
44閻同時也接獲中央命令，要求孫楚收編鮑部，使得閻在中央與馮之間處境相

當尷尬。閻雖然立場傾向中央，但閻考慮或許會不利和平解決察事，故同意

馮要求；45而在回覆中央時，也說孫楚已著手處置鮑部。46閻有感在中央與馮

之間難以平衡，加上兩方對峙升高，6月中旬後，閻態度低調，稱病不出。47 

7月 3日蔣下令何應欽對察展開軍事行動部署，48閻恐怕拖延察事華北將

遭赤化，眼見戰事將起，故向中央表示願擔任調停角色，不過局勢已陷入僵

                                                      
41 〈復北平徐主席退密文電〉，民國22年6月12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

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42 閻曾聽聞：「韓、宋明白表示，如有對馮壓迫者，決不坐視」故囑咐不可有主戰痕跡。引

自：〈復北平徐主席義密刪電〉，民國22年6月16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43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150。 
44 〈張家口馮總司令增密號電〉，民國22年6月21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45 〈復張家口馮總司令增密禡電〉，民國22年6月24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46 〈復北平何委員長中密沁電〉，民國22年6月28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47 〈太原康玉書致寧夏馬鴻逵世電〉，民國22年7月4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年

7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7，微捲第64捲。 
48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臺北：出版社不詳，1978年），頁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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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497月 7─12日察省同盟軍正式展開收復國土行動，中央試圖勸阻馮取消

總司令，50閻也致電馮，請速結束抗日同盟軍。51但馮要求中央繼續收復東北

四省，否則將自己行動，52中央遂決定須「有效解決」察省事件。53 

（五）結束察事，晉軍扮關鍵角色 

中央武力平察既然無法避免，晉軍為防止亂事波及，已做好鎮守平綏線

準備：李服膺、趙承綬兩部駐防柴溝堡及察、綏沿邊；孫楚駐防大同附近；

傅作義分駐平地、泉陶林、綏遠間；王靖國則任綏西防務及五原墾務。54另外，

晉、察邊境為防範部隊趁機竄晉，也須加以佈防，根據傅作義判斷，因為龐

炳勳部已先後開到下花園及琢鹿一帶，馮占海部又受軍分會改編，故將來馮

玉祥必避南繞北，甚至沿綏蒙邊界西進，佈防主力可配置興和、豐鎮、集寧、

陶林及其迤北一帶。55 

晉軍看似已做好鞏固山西的軍事佈置，但仍擔憂無防地的宋哲元部會利

用政治力量返晉。不過出乎意料的是，此時竟爆發龐部官兵因念舊情而不願

攻打馮玉祥，甚至棄械投馮事件，使中央對龐部心生疑懼，56反提升晉軍角色

的重要。蔣要求晉軍支持，以穩定軍心，並承諾將不使宋部回晉。57還為避免

                                                      
49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10卷，第27期（民國22年6月

30日至7月6日），總頁4472-4473。 
50 〈北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文電〉，民國22年7月13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

年7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7，微捲第64捲。 
51 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鍚山年譜：長編初稿》，頁1715。 
52 馮玉祥，《馮玉祥選集》（下卷），頁75。 
53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10卷，第29期（民國22年7月

14日至7月20日），總頁4497。 
54 〈劉寰翹致北平何應欽哿電，民國22年7月21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年7月
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7，微捲第64捲。 

55 〈綏遠傅總指揮新密號酉二十三參電〉，民國22年7月21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

事變案〉，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56 〈北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漾電〉，民國22年7月24日；〈北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宥電〉，

民國22年7月27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年7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

22.0372.42/2700.2-7，微捲第64捲。 
57 〈北平徐主席節密馬電〉，民國22年7月22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號：

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54．閻錫山與戰前中國政局(1931-1937)               

閻對討馮感到尷尬，聲明晉軍是由軍分會統領，出三軍協助堵截。58 

察事遲遲拖延未決，22 年 7月 25至 27日中央於廬山召開軍政首長會議，

討論塘沽以後的新局勢及察省解決辦法。7月 28日汪、蔣共同發表致馮儉電，

謂：「國難至此，國人應更加團結一致，中央不忍用兵解決內亂，但馮的行為

卻使中央感到危懼，所以希望馮遵守以下四點，中央必開誠相與，極願共赴

艱鉅，始終維護也。一、勿擅立各種軍政名義，致使察省脫離中央，妨害統

一政令，寢假成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邊計畫，致外強中乾，

淪察省為熱河之續。三、勿濫收散軍土匪，重勞民力負擔，且為地方秩序之

患。四、勿引用共匪頭目，煽揚赤焰，貽華北以無窮之禍」。59並對察省施予

截斷運輸60、軍事壓迫之威脅，望馮盡速就範。 

    至 7 月 31 日馮仍表示不受中央威脅的態度，在張垣召集各師長將領講

話，謂「西南政府不久將成立，現正並且連絡晉閻、魯韓、青孫及其他華北

將領一致反蔣，併一致施用有效方法制止南京對察用兵」，61試圖發揮影響力，

但閻不願受馮拖累，澄清「閻抱協助中央安定華北為素志」。62此時對閻來說

相當關鍵，因為等到中央平定察事後，將調整駐防地區，雖然已獲允諾宋部

不回晉，但政治變動難以捉摸，仍需密切注意勢態發展，故當閻聽聞趙登禹

部在石莊一帶為宋指揮部及部隊覓妥駐地時，便要徐永昌與何應欽接洽。63或

者當聞知軍分會同意宋哲元轄下的張自忠部開駐陽泉、平定一帶時，閻也向

軍分會建議「如感宋軍駐地不足，可將李生達師開回平定原防，令宋部駐平

漢路線上，給養駐防實屬兩便」，並以平定一帶人民恐慌為由，要求中央慎重

                                                      
58 〈太原康玉書致寧夏馬鴻逵敬電〉，民國22年7月28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

年7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7，微捲第64捲。 
59 馮玉祥，《馮玉祥選集》（下卷），頁99-100。 
60 中央停開平綏路的下花園至柴溝堡間火車，對察的民生、軍需物資供應造成莫大影響。國

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10卷，第31期（民國22年7月28
日至8月3日），總頁4525。 

61 馮玉祥，《馮玉祥日記》Ⅳ，頁136。 
62 〈復北平徐主席節密世二電〉，民國22年7月31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

檔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63 〈致北平徐主席節密世電〉，民國22年7月31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

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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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64 

8月 5日馮終於不堪經濟封鎖、日軍進攻多倫、中央軍進逼及內部意見分

歧的壓力，65正式取消抗日同盟軍名義，收束軍事。馮提及自己取消察省抗日

的原因包括：（1）中央對馮經濟封鎖，故暫須作和平。（2）西南政府遲遲未

能援助，馮失望決定另作打算。（3）軍隊過於雜亂渙散，且無惡不作，是一

禍害。馮並在 8 月 11 日的日記中寫道：「馮不改前志，但迫不得已，暫離張

北，擬至包頭、大同等地。無如閻太無人心，傾心向賊，故吾等不便與之合

作」。66故從馮的角度來看，曾經寄望閻協助，現在卻認清閻是無法合作的對

象，可見閻的不響應也是察省抗日事件無法成功的原因之一。 

第二節  華北自治運動中的角色 

（一）力主「團結」禦日 

民國 22 年 5 月國民政府爲暫時保全平、津，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

但日本無意就此放棄，隨後積極訂出「擬於民二十四年內併華北」的時間表，
67等待時機併吞華北。至民國 23、24 年，日本獲知中央第五次剿共順利，恐

中國免除兩面作戰危機後，情勢好轉，有了加快吞併中國的壓力；且此時日

本正面臨英、美、俄的威脅與考驗，尤其如果爆發日俄戰爭，爲免陷入中、

俄夾擊，絶對有必要速將華北納為勢力範圍。68至於征服方式，22 年 3月長城

戰役時，關東軍副參謀長坂垣征四郞已提出「分裂華北」計畫，雖未成功，69

但分析情勢，過去華北既有倒蔣歷史，如能在華北製造類似東三省的自治體

                                                      
64 〈致北平徐主席義密冬電〉，民國22年8月2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察省事變案〉，檔

號：0372.42/3090，微捲第12捲。 
65 〈北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歌電〉，民國22年8月6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2年

8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2.0372.42/2700.2-8，微捲第64捲。 
66 馮玉祥，《馮玉祥日記》Ⅳ，頁148、153。 
67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年），頁21。 
68 英、日關係日漸惡劣；美國海軍擴大造艦，日本自忖久難與敵；蘇俄的遠東軍區逐漸強大 
已完成自主單位，其常駐之陸軍數目、海蘭泡與赤塔之空軍，與海參崴之潛艇，皆予日本 
甚大威脅。李雲漢，《抗戰前華北政局史料》，頁604-605。 

69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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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已有前例，國際應很難表示反對，日本也可享倒蔣亂華之局，及收經濟、

產業、交通之實際收益。70故關東軍確立製造華北自治的計畫，之後陸續發起

察東事件、河北事件，一步步進逼華北。 

起初中央對於日本的尋釁極力遷就，一再重申敦睦邦交態度，71導致日本

得寸進尺，以為既然能藉河北事件逼迫于學忠（東北軍系）離冀，淨空平、

津軍力，有意以同樣技倆逼迫宋哲元離察，故民國 24 年 6月以人員至張北無

護照被扣為由，製造「張北事件」，表示「希望中央自動撤換察省主席宋哲元

離開，否則恐傷情誼或使情勢擴大」。72只是日本表面要驅宋離察，其實對宋

另有計畫，原來日本希冀自治能由華北重要將領，如閻錫山、宋哲元或韓復

榘等人擔任名義上領導，尤其又對閻寄予厚望，6月中旬就曾有陸軍省滿蒙負

責人、日本駐華大使高橋坦及駐天津支那駐屯軍幹部陸續到晉遊說，但閻以

現在國家分裂必導致滅亡未答應。閻甚至指出日本原本只想利用黃河以北，

作為日、俄交戰時的補給基地，現擴及長江以北，呼籲中央提高警覺。73日本

遂改以宋為目標，制定〈對宋哲元之交涉要領〉，但意外的，行政院駐平政務

整理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因忌憚日本，竟於 6 月 18 宣佈撤換宋。74宋為此相當

痛心與憤恨，為預防宋偏激，製造宋與日本的合作機會，閻直言中央，要求

由宋的幕僚秦德純暫代察省主席，謂「秦為人純正精細，與日人亦無甚惡感，

不至誤國，且稍以慰宋。」75閻且提出，今日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不團結，呼

籲只要「內憂不發，外患至當止之境必止也」。76 

後來日本果真利用宋對中央的不滿，頻頻與之接觸，並公開宣稱對宋任

職察省主席無意見，也不反對宋部進駐北平，以示善意。中央不欲陷入日本

挑撥的圈套，重新思考對宋的態度。爲拉攏宋，7 月 17 日特頒青天白日勳章

                                                      
70 李雲漢，《抗戰前華北政局史料》，頁604-605。 
71 〈南京李子範組密侵電〉，民國24年6月13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華北偽

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72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299-300。 
73 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年譜：長編初稿》，頁1834-1835。 
74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299-300。 
75 趙正楷，《徐永昌傳》（臺北：山西文獻社，1989年），頁222。 
76 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閻伯川先生感想錄》，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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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宋及其將領，獎勵其抗日勳績。8 月 28 日更明令宋哲元任平津衛戍司令、

秦德純兼察哈爾省政府主席。77閻對日本的反覆相當無奈，不過收獲是讓中央

了解到一昧對日本退讓的結果只會導致禍患更加無窮，故閻建言「忍耐當有

底線」，78「抗日最後底線」的概念受中央重視。 

（二）不贊同華北自治 

宋哲元就任平津衛戍司令後，日本的內閣會議也正式通過〈鼓勵華北自

主案〉，表示過去原由關東軍進行的華北自治計畫，現已由日本內閣主導，隨

即內閣下令天津駐屯軍司令多田駿、關東駐屯軍土肥原積極策動「華北自治

委員會」，計畫為：（1）先倡聯省自治（冀、察、晉、綏、魯五省），使華北

事實上脫離中央；（2）逐步實現華北獨立組織。此外，多田駿還提出中、日、

滿親善的提議，並暗示可能會不惜用武力達到目的。79受迫於日本威脅，宋哲

元 24 年 10 月初會晤山西省省主席徐永昌，認為「華北在日本壓迫之下，不

能不自己聯合起來」，故希望徐能勸閻出面擔任華北首領，聯合實行李煜瀛的

分治合作（即地方分權的邦聯制），徐要宋小心一念之差的後果，並分析：「中

國現在不分固然難治，但若不合，則斷斷不能自保」。宋不死心，再次派秦德

純晤徐，謂「如果閻、宋等人不先成立華北自治，日本將可能扶植偽軍劉桂

堂等人，故想請閻出面領導」。徐說明閻的立場，「閻絕不走離開中央之途徑，

主張對日極力忍耐敷衍，但不出頭負責。」80徐還說：「如果日本真用劉桂堂

來擾亂或壓迫，我們自當奮起削平。今日華北之患，在於各領袖不夠充實，

有利欲心，如果日本一個唆使，我們即宣告獨立，華北，乃至於整個中國都

會滅亡了。」81閻拒絕加入華北自治，也不贊同華北自治的立場相當清楚。 

原本閻的回應，讓蔣料想宋哲元、韓復榘應暫時不會有任何舉動，加上

                                                      
77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313。 
78 閻指日本的反覆，「日本要求自動免宋哲元之職以保持我國體面，而免宋職，日反離間宋， 
並聯宋以要求政府擴大其政權。」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閻伯川先生感想錄》，頁213。 

79 趙正楷，《徐永昌傳》，頁222。 
80 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年譜：長編初稿》，頁1856。 
81 趙正楷，《徐永昌傳》，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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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阿戰爭（義大利入侵非洲北部的阿比西尼亞）造成日本內部穩健派與激進

派暗鬥，蔣意欲靜觀待變，暫停外交舉動，82不料日本竟又向宋、韓提出「財

政上截留稅款」，中央恐有華北將領會受財政獨立的口號引誘，以為在統一名

下享有財政獨立，不致違反分裂，又可享有地方經濟的控制權。但從中央立

場考慮，將造成中央財政困難與加速華北分裂的事實，中央被迫有所回應。83

蔣先電促何應欽代委員長返回北平，表示不會再持以往遷就態度，而是要「自

強與力抗」、「寧為玉碎，毋為瓦全」84，即使動用武力也在所不惜，目的就是

要遏阻日本與宋、韓的可能舉動。85 

蔣除了以軍事部署證明決心外，並且運用「心理戰」鎮攝宋、韓。蔣分

析當今華北唯閻有統領五省能力，10月 13日親赴太原，藉商討經濟政策及安

定西北計畫，了解閻確實的想法與意見。閻、蔣會面後，蔣形容閻「態度光

明，意志堅定，絶非以往之時可比」，斷定「晉綏絶不為日方威逼利誘所能屈」，

蔣並順勢邀閻南下，參加六中全會與五全代會，閻的允諾增加蔣信心。86即使

最後閻婉拒蔣邀請其領導華北之責，87但蔣代表中央尊閻為華北領袖的目的已

經達到，88使其他華北將領因忌憚閻與中央勢力的結合而有所顧慮，閻與山西

無異成為蔣（中央）穩定華北軍心、民心的一個重要據點。 

（三）參與大會，具「全國團結」的指標作用 

前一階段日本私下遊說華北將領策動自治的計畫沒有成功，但隨著義阿

                                                      
82 穩健派不同意激進派大興軍事主張。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日外交史料叢編》（五）（臺 

北：外交問題研究會，1964），頁347。 
83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315。 
84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頁228-229。 
85 部署情形：華北地區分冀察區、晉綏區和山東區，以隴海線為最後抵抗線，開戰初期宋、 
商守平津，晉綏軍分別守雁門關和娘子關，倘平津放棄，宋、商退守保定、滄州之線，中 
央軍進至漳河之線收容之，同時晉軍據太行山以側擊敵人。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 
頁318。 

86 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日外交史料叢編》（五），頁347。 
87 徐永昌猜測，閻因為本身及晉綏建設，故婉拒蔣邀請其領導華北之責。徐永昌，《徐永昌 
先生函電言論集》，頁12-13。 

88 蔣云：「希令宋、商、韓知之，遇事可請指示（閻）。」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民國閻伯 
川先生錫山年譜：長編初稿》，頁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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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推進，日、俄分別遣兵進駐歐亞邊境，似有隨時交戰可能。89為避免戰

爭爆發後中、俄夾擊日本，24 年 10月中旬日本召集重要將領開會，決議「使

華北成為中日合作區域，要求中國允許使北方永遠不致發生任何滋擾，並擬

定若中國政府對於華北離開南京之點有不易承認之處，日軍必迫之，且使中

央軍隊完全撤退，不致有南京政府經濟上之絲毫關係」，90宣告策動華北自治

已進入公開的白熱化階段。 

10月 29日高橋垣及天津日本駐屯軍參謀中井藉口非武裝區灤州發生民間

團體刺殺日本軍官事件，要求河北省主席商震「向日軍司令官表示遺憾，從

速逮捕人犯」，且勸告中央「撤銷北平軍分會，撤換北平市長，以及不許反日

之機關北上」。蔣先是向日本政府抗議，令其制止華北軍人侵犯中國主權的無

理要求，91並在閻抵達南京參與六中全會與五全代會的激勵下，全國團結氣氛

濃厚，故要求地方軍政當局一方面「聽命中央、諉責中央」，92另一方面則設

想退無可退時，要求宋哲元、商震準備抵抗。93後來中日未引爆更大衝突，蔣

自言消弭此次危機的關鍵在閻，「閻允入京，參加大會，並表示拒絕華北自治

運動，此於華北局勢實一轉危為安之先著也。」94 

    中央繼續掌握團結氣勢，11 月 3 日公佈實施幣制改革，採法幣政策。又

為了攏絡宋哲元，免其受日本利用，11 月 7 日答應撤銷北平軍分會，交宋哲

元冀察全責，期望宋能力抗華北自治及推行新經濟政策。95日本不願法幣制度

影響其大陸政策與華北自治計畫，以為要成功實施華北自治，必須先孤立地

方，故持續向宋哲元壓迫，先是要求下令禁止華北白銀南運，然後又提出〈華

                                                      
89 〈南京曹震致成都鄧錫侯馬毓智元電〉，民國24年10月14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

國24年10月往來要電錄存〉，檔號：24.0372.42/2700.2-10，微捲第67捲。 
90 〈南京曹震致成都馬毓智篠酉電〉，民國24年10月18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4

年10月往來要電錄存〉，檔號：24.0372.42/2700.2-10，微捲第67捲。〈南京趙芷青關蘊中芷
密巧電〉，民國24年10月18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華北偽自治運動案〉，

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91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頁241-242。 
92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317。 
93 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年譜：長編初稿》，頁1869。 
94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頁242。 
95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頁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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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高度自治方案〉，限宋 11月 20日前答覆，聲稱「北方領袖若無辦法，彼即

自幹」，宋先是請示中央，但因遲遲未等到中央回覆，焦慮與失望之餘，96宋

邀集其他華北將領代表於天津研討應變辦法，情急之下，甚至有了「冀察魯

三省自治」的計畫，建議中央開放政權，滿足日人願望。97至於中央之所以仍

在觀望的盤算為：（1）中國自五全大會後，全國團結抗日的形勢已形成；（2）

正值倫敦大會，日本可能會因為避免引起國際糾紛而有所節制。故蔣復電時，

僅以勉勵方式，要其「對日軍在華北之舉動，以不折不撓之精神與不亢不卑

之態度，堅忍鎮定，相與周旋」，並派參謀長熊斌北上，希望宋不要擅自主張。
98隨之來到期限日，蔣借重閻的威望，要求閻北返坐鎮主持，99團結禦日的氣

氛與情勢促使宋哲元、商震決定拒絕日本要求，原醞釀的「華北五省自治」

暫時消弭。100 

（四）協助安內，化解華北自治運動 

日本的華北自治計畫屢次失敗，24 年 11 月 24 日遂改策動冀東二十二縣

成立「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河北省灤榆區行政督察專員殷汝耕為首，101意

圖迫使中央承認華北自治的事實。但蔣知悉後，反而逆向思考謂「冀東不安，

華北可以少安」，也不認為此冀東偽組織將會對中國或華北形成威脅，故不甚

重視。102倒是日本近來頻頻在灤東等地相繼發動亂事，讓中央困擾，加上聽

聞日本尚未放棄與宋哲元聯繫，103爲拉攏宋及緩和亂事，11月 26日明令撤銷

                                                      
96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318-319。 
97 閻因爲要繼續參與五全大會而留南京，使宋哲元、日本無法與閻接觸，故五省自治變成三 

省自治，也是閻破壞華北自治的另一種方式。〈北平白瑞麟致寧夏馬鴻逵元申電〉，民國24 
年11月14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4年11月往來要電錄存〉，檔號： 
24.0372.42/2700.2-11，微捲第67捲。李雲漢，《抗戰前華北政局史料》，頁196。 

98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頁250-251。 
99 〈北平白瑞麟致寧夏馬鴻逵皓酉電〉，民國24年11月20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

24年11月往來要電錄存〉，檔號：24.0372.42/2700.2-11，微捲第67捲。 
100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頁251。 
101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頁252。 
102 趙正楷，《徐永昌傳》，頁230。 
103 〈南京曹震致成都馬毓智有電〉，民國24年11月27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4

年11月往來要電錄存〉，檔號：24.0372.42/2700.2-11，微捲第67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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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委員會北平分會，特任何應欽為行政院駐平辦事處長官，宋哲元為冀察

綏靖主任。104蔣對於日本的一再相逼，頗感無奈，除持續透過外交方式抗議

外，105以為一旦宣佈華北自治，恐非用武力解決不可。106 

閻觀察局勢，認為日前日本蓄意製造亂事，其實是想不戰而逼中國屈服，

中國不可陷入「好戰」或「妥協」陷阱中，107因為「好戰」導致的缺點是中

日親善將無從說起，應仍以外交協商為第一目標。108「妥協」則只會換來日

本變本加厲。故閻建議中國要與日本協商，只要日方願意停止策動華北自治

運動，中國即同意商談中日合作之道。109 

此外，閻還提出真正消弭華北自治運動關鍵恐怕在中國內部的團結問

題。閻電蔣，謂其聽聞「近來河北局勢陡變，恐怕是和中國方面有人意圖獲

得權力而策動的行為有關」，所以閻希望蔣重視國內問題。110稍晚閻則致電

宋，向宋再次清楚表明自己與中央一致的立場，希望中、日走上「協商途徑」，

而不是武力收場，或華北自行與日本接洽。111從以上閻相繼致蔣、宋的電文

中推知，閻認為宋傾向與日本合作實行華北自治，恐怕是華北問題無法解決

的根源所在。 

之後閻憂慮的內部團結問題果然爆發。日本因為不滿中國未與之洽商而

                                                      
104 〈南京楊德昭致廣州陳濟棠感電〉，民國24年11月28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4

年11月往來要電錄存〉，檔號：24.0372.42/2700.2-11，微捲第67捲。 
105 日本要求中國提示中日提攜具體方案，中國抗議要求先行消滅自治運動。〈上海孫維棟致

北平廿九軍辦事處劉子誠有電〉，民國24年11月25日；〈南京曹震致成都馬毓智並轉鄧錫侯

感電〉，民國24年11月29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4年11月往來要電錄存〉，檔

號：24.0372.42/2700.2-11，微捲第67捲。 
106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頁253。 
107 〈上南京蔣委員長曜密勘亥電〉，民國24年11月28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

華北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108 〈上南京蔣委員長義密勘亥三電〉，民國24年11月28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

及華北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109 〈復南京何部長宇密艷酉電〉，民國24年11月29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華

北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110 〈上南京蔣委員長進密勘酉電〉，民國24年11月28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

華北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111 〈上南京蔣委員長曜密勘戌電〉，民國24年11月28日，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華

北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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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駐平辦事長官及擅自拿辦殷汝耕之事，懼怕中國態度轉強硬，將使華北

自治無疾而終，112故加緊武力進逼，表示絶對維護華北自治的心意，113並限

宋哲元於 11月 30日前宣佈自治，宋壓力極大，11月 29日電蔣，謂「刻下民

情愈益憤昂，……。倡導自治者有之，主張自決者有之，一一阻遏，既有所

不能，徒欲苦撐，亦絶非空言所能奏效。哲元德薄能鮮，撫馭無方。綜橫情

勢，似非因勢利導，別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辦法，縱外患不計，亦內

憂堪虞。」其中「因勢利導」一句，似乎代表宋已同意日本要求，加上土肥

原公開告訴新聞記者，謂宋已被收服，平津冀察將同時宣佈自治，使得北方

氣氛一度緊張。114蔣促何應欽速赴平就任行政院駐平辦事處長官，解決宋的

困難，並開誠佈公，安撫人心。115閻認同現確實有派員安慰華北將領的必要，

但力勸中央緩和，仍可靜待局勢變化。116 

閻並且再次出面勸宋，傳述中央「絕不任由平、津出現親日的自治組織」

決策，囑其不要輕允在日本壓迫下所開條件。閻素知宋其實一直對中央先前

免其察省主席耿耿於懷，所以有心報復；117而目前宋應該相當猶疑，因為在

日本脅迫下，如果選擇與日本拼戰，失敗後恐將不為中央收容。閻爲消除宋

疑慮、隔閡，徵得蔣同意，與宋約定，「如與日人決裂，以後之官職地盤軍餉，

保證不使其吃虧；如被迫不能立足，保證請中央任宋為察綏綏靖主任」118另

一方面，徐永昌則以威嚇方式勸宋，以為「當此中日國交接近好轉之時，深

盼日方放棄華北自治運動，緩和兩國感情，走上協商正軌，假使平津自治實

現，妨礙親善合作的進行，中央將不惜以武力解決。」119 

                                                      
112 〈南京潘太初乙密艷未電〉，民國24年11月29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華北

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113 〈南京李子範臨密艷午電〉，民國24年11月29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華北

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114 李雲漢，《抗戰前華北政局史料》，頁199-200。 
115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三，頁253-254。 
116 〈上南京蔣委員長曜密艷亥電〉，民國24年11月29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

華北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117 徐永昌，《徐永昌先生函電言論集》，頁20-23。 
118 閻伯川先生紀念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年譜：長編初稿》，頁1877。 
119 徐永昌，《徐永昌先生函電言論集》，頁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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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利誘似乎發揮效用，12 月 4 日宋哲元發表聲明，表示：（1）不屈服

他人；（2）絶對聽命中央；（3）對外無絲毫秘密協定。120何也認為宋態度甚

好。121蔣大喜，以為問題將可解決，再次請閻轉達宋，允諾將確實保障宋將

來的實力與官職等。122不料，12 月 5 日宋卻又突然宣佈有意辭職，原本蔣、

何曾在何赴平前商議過，目前倫敦海會重開，中國正等待國際形勢好轉，所

以務必不得輕允冀察脫離中央，首要穩定內部，如不得已的釜底抽薪之計，

只好設立「冀察政務委員會」拖延，123但條件是：（1）委員須由中央委任，

以宋為委員長；（2）一切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必須保持正常狀態；（3）避免自

治與獨立狀態，中央與地方一致行動。124故中央迅速決定成立「冀察政務委

員會」以為應變。只是令人好奇的是，宋的態度為何前後有如此大轉變，判

斷應是何、宋兩人對解決華北問題未能一致的原因，何的初意是沿襲舊有行

政院駐平辦公處與冀察綏靖主任的組織形態，宋卻認為這樣一來並未調和中

日意見，即使再接任綏靖主任也只會遭日本一再刁難罷了，所以不如辭職。125 

12月 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立，也代表日本製造華北自治的計畫瓦解，

往後雖然日本野心未因此停止，但已逼使日本轉而與中國做國與國間的直接

交涉，中日外交關係進入調整期，幫助中央有效阻礙日本分裂中國的企圖。

國民政府並頒令閻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20日閻再獲「忠勤勳章」，表揚其

對國家的忠誠表現及重大貢獻。126 

第三節  擁蔣？反蔣？——對兩廣事件的態度 
華北自治運動雖暫告落幕，但日本分裂中國的行徑，已使國內各界對日

                                                      
120 李雲漢，《抗戰前華北政局史料》，頁199-200。 
121 〈北平何部長攝密支行秘電〉，民國24年12月5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華

北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122 〈南京黃臚初管密支電〉，民國24年12月6日到，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華北偽

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 
123 〈上南京蔣委員長義密陽亥電〉，民國24年12月7日發，國史館藏：《閻檔》，〈冀察事件及

華北偽自治運動案〉，檔號：0372.42/1130，微捲第7捲。〈蔣委員長致閻錫山電〉，民國24
年12月9日，國史館藏：《特交檔案》，〈中日戰爭—華北局勢〉，第23卷，44981。 

124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327-328。 
125 李雲漢，《抗戰前華北政局史料》，頁200。 
126 郭榮生，《閻錫山先生年譜》（臺北：作者自印，1984年），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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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不滿持續醞釀，並波及中央，抗議「安內攘外」政策失當。自從中央平

定閩變後勢力進入川、滇、黔，位居西南的粵、桂政府恐中央接著進逼兩廣，

便趁此民心可用之機，於民國 25 年 6月宣佈舉兵抗日，希望藉「抗日」之名

獲全國支持。閻錫山在山西雖與西南距離遙遠，但粵、桂是自中原大戰、寧

粵分合後，與閻關係匪淺的「戰友」，且閻與粵、桂同屬地方實力派者，使粵、

桂相當期待閻的響應。只是北方局勢嚴峻，日、共交相進逼，除了影響閻的

考慮外，中央也重視閻對蔣的態度。故本節以兩廣舉事抗日為主軸，討論閻

在此事件中的態度與角色，藉以明白閻對政局的影響力。 

（一）觀望中央的政治解決 

民國 23 年中央平定閩變後，勢力伸入福建。年底，剿共軍追剿截堵自江

西突圍西竄的共軍，中央軍事力量再進入湘、滇、黔、川等省，對兩廣形成

包圍態勢，兩廣擔憂受中央收服，雙方關係緊張，127引爆雙方衝突的導火線

則為 25 年 5 月 12 日西南大老胡漢民的逝世。胡的過世，使中央以為西南政

府失去重要精神支柱，可趁機勸其與中央「合作」，私下向兩廣提出五項要求：

（1）取消西南執行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2）改組廣東省政府，省主席林雲

陔調京任職；（3）在西南執行部和政務委員會工作的負責人，願意到京工作

者，中央將妥為安排，願意出國者，將給以旅費；（4）陳濟棠的第一集團軍

總司令改為第四路總指揮，各軍師長由軍委會重新任命；（5）統一幣制。128中

央這些舉措使陳濟棠等人深感不安，認為蔣有意收復兩廣。為先發制人，5月

27 日粵、桂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北，營造逼中央抗日的輿論。接著宣佈抗日

救國，籲請中央領導全國對日抗戰。129爲取得其他聲援，粵、桂並速與湖南

省主席何鍵聯絡，之所以選擇湖南，原因為：（1）湖南空虛，未駐中央軍隊，

且湖南雖久受中央保護，其實常懷怨懟，與兩廣互通生氣。（2）省府衡州地

勢重要，可使三湘七澤盡入勢力範圍。但出乎兩廣預料的，何鍵向中央密報

                                                      
127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402。 
128 程思遠，《政壇回憶》（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年），頁77。 
129 薛謀成，《國民黨新軍閥史略》，頁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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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桂舉動，使中央早有防備。130 

此時山西剿共告一段落，晉陜綏寧四省邊區剿匪總指揮陳誠因剿共有

力，被賦予重任，派往湖南督軍，陳誠個人認為最多用兵三個月，即可平定

兩廣。131但此時因華北、西北尚有日、共問題，蔣權衡情勢，確認軍事解決

有傷國本，且易予人「內戰」口實，決定採取政治解決方式，但爲作萬一準

備，仍要求陳誠進駐衡州，使粵、桂知難而退，也為中央爭取政治解決時間。

132 
閻觀望兩廣局勢，衡量山西幾個月的剿共已元氣大傷，現實來說，響應

兩廣或支援中央的機會都不高，且周圍尚有日、共虎視眈眈，故閻認同不以

軍事解決的方案，嘗試用過去情誼勸說兩廣息兵，閻對兩廣說，雖然贊成抵

抗，也讚許粵桂同仇敵愾精神，但「抗戰前若未能內外一致，則禦侮之熱忱，

反演成招侮之事實，似非計之得者也」，「願意代兩廣向中央轉達苦衷或不便

直言者」，133閻向粵、桂表達其將不響應的立場。不過，據徐永昌透露，閻認

為「或許蔣下野」可幫助解決此項問題。134由此推之，閻不僅因為想避免內

戰而贊成政治解決，也觀望能否以政治協商方式逼蔣下野。 

蔣對陳濟棠則持續動之以情，謂「雖然感動一致救亡之決心，但頻傳謂

兩廣已作單獨出動之準備，且有改立建制，調動部隊等傳聞，傳聞應該是不

確實的，因為尚未徵求全體多數之意見。且傳聞是以禦侮名義，其實是反蔣，

可能招致與救亡相反之後果，近日徵調部隊，切勿進入鄰省邊境，以啟內外

之疑端，妨礙整個大計畫。」135蔣期望以「不相信」為兩廣預留轉圜餘地。

為表示誠意，還迅速定於 7月 10日舉行五屆二中全會，邀集各方及粵、桂人

士來京共商，136希冀化解怨恨，並透過共同商議方式，表明中央有容納各方

                                                      
130 施家順，《兩廣事變之研究》（臺北：復文書局，1992年），頁54-55。 
131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31-432。 
132 施家順，《兩廣事變之研究》，頁56。 
133 〈致廣州陳總司令伯南南寧李總司令德鄰白副司令健生密支電〉，民國25年6月4日發，國
史館藏：《閻檔》，〈兩廣事變與中日交涉案〉，檔號：0372.42/1000，微捲第3捲。 

134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31-432。 
135 〈南京蔣委員長斡密陽酉機京電〉，民國25年6月8日發，國史館藏：《閻檔》，〈兩廣事變與

中日交涉案〉，檔號：0372.42/1000，微捲第3捲。 
136 施家順，《兩廣事變之研究》，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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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的虛心態度，或可抑止其他地方實力派者有響應兩廣之意。 

（二）關注華北問題及態度 

但粵、桂並沒有打算就此停手，既然軍事受到阻斷，只好轉而爭取其他

地方實力派的支持，遊說他們共同呈請中央領導全國抗日。其中兩廣最寄望

華北的宋哲元與韓復榘，因為兩廣舉事以來一直有日本暗中支持，137為免兩

廣孤軍作戰，日本曾向宋哲元施壓，起初宋哲元保持中立態度，中央略感緊

張，至 25 年 6 月 12 日宋哲元公開宣稱不會參加內戰，138支持中央的政治解

決，人心才較為安定。中央也藉此致電閻，強調目前仍有和平解決希望，「但

不知彼等能否深悟他人以華制華之毒計，懸崖勒馬。」139似乎有意提醒閻不

要落入日本計謀。 

受到華北不響應影響，加上粵、桂軍又暫時無法突破中央軍的軍隊，6月

13 日桂方李宗仁只好以「避免與中央衝突」為由，發出「前方部隊撤退邊境

候命」的命令。140但粵、桂仍一再要脅將北上抗日，中央呼籲和平無用，只

好先安撫可能助長兩廣聲勢的宋哲元部。此時的宋哲元正面對中央與日本的

兩方面拉攏，還須兼顧自我勢力的擴展與維持，中央認為要拉攏宋，必須給

予信任感與權力，故當日本 6 月 17 日派遣代表來京晤談華北經濟開發問題

時，外交部長張群提及中央信任宋，給予政治、經濟、軍事全權，日方無須

過問。141不過這段話也同時提醒宋，勿以一己之私和日本條件交換，否則影

響甚鉅。另一方面，山西與中央歷經了數月的合作剿共，中央軍分佈山西，

多少也使宋有所顧忌。 

                                                      
137 兩廣於24年6月與日本訂立書面契約，協議兩廣保護日本在華南利益，日本協助兩廣發展

經濟並接濟軍械，參見：總統府機要室輯，《「迭肇事端」編案紀要初稿》，頁20-21，民國
64年6月。 

138 施家順，《兩廣事變之研究》，頁61。 
139 〈南京何部長致太原閻主任錫山文電〉，民國25年6月12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

國25年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微捲第67捲。 
140 〈廣州十三日新聞電〉，民國25年6月14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年6月往來電

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6，微捲第68捲。 
141 〈南京張部長岷密巧電〉，民國25年6月19日到，國史館藏：《閻檔》，〈兩廣事變及中日交

涉案〉，檔號：0372.42/1000，微捲第3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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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宋、韓通電呼籲停止軍事行動，還暗示不得已時將武裝調停。

何鍵、龍雲、閻錫山等人也都勸粵、桂息爭。142顯然粵、桂召集地方響應抗

日的計畫失敗。 

（三）兩廣與中央的拉攏 

25 年 6 月 22 日兩廣成立「軍事委員會」，以陳濟棠為委員長，李宗仁副

之。隔日，陳濟棠宣佈就任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第一集團軍總司令，

李宗仁、白崇禧為第四集團軍正、副司令，兩廣似乎態度頗為堅決，準備另

起攻勢。143對中央更不利的消息是，日本與共軍已分別趁此時進攻綏東與向

東回竄。兩廣知悉後，曾試圖電閻，挑起其對日軍侵華北的恐懼，拉攏閻響

應兩廣。電文內容為： 

最近日本更破壞國際條約，增兵華北武力、走私，平津一帶境成為日本

駐屯軍自由行動之區，西南黨政機關認為有抗日救國之必要，故請纓中

央北上抗日，但中央顛倒是非，反而徹去華北之國防，調集重兵於西南，

國家不先亡於外患，先亡於內爭，希望閻主持公道，一致籲請中央速决

抗日大計，立撤南來重兵，對外轉移為抗日之兵。144 

為應付粵、桂之後的動作，表面上中央仍盡量呼籲粵、桂和平解決，145但

其實已開始思索軍事善後的必要性，初定方針為「對桂取攻，對粵分化。」146

至於拉攏閻方面，中央做了以下舉措： 

1.情報上：何應欽電閻，謂「粵方日來措置忙亂增兵」，147企圖證明粵軍

已漸趨混亂瓦解。 

                                                      
142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405。 
143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404。 
144 〈廣州陳伯南李德鄰致太原閻主任錫山敬電〉，民國25年6月24日，國史館藏：《閻檔》，〈各

方民國25年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微捲第67捲。 
145 〈南京張部長群致太原閻副司令錫山漾電〉，民國25年6月23日，國史館藏：《閻檔》，〈各

方民國25年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微捲第67捲。 
146 〈漢口作牧成都冷朝等梗戌電〉，民國25年6月24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年6
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6，微捲第68捲。 

147 〈南京何部長對密靜秘電〉，民國25年6月25日到，國史館藏：《閻檔》，〈兩廣事變與中日

交涉案〉，檔號：0372.42/1000，微捲第3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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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兵力上：向閻強調唯有盡速處理兩廣，中央才有餘力支援綏東與剿共，

故應力勸兩廣參與二中全會，使之和平解決。148 

3.軍費上：閻向中央借款，蔣強調自從兩廣事件後，銀行借款頗不易。但

綏遠國防更屬重要，所以蔣同意籌加款項，149表示蔣對綏東事倚賴閻甚深。 

中央孤立兩廣，7月之後，粵軍內部開始產生分化現象，廣東空軍、粵軍

第一軍軍長余漢謀與廣東東區綏靖委員兼第二軍副軍長李漢魂相繼投蔣，廣

東形同瓦解。7 月 13 日蔣主持五屆二中全會會議，決定：（1）任余漢謀為廣

州綏靖主任，任李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副之，林雲陔為廣東省主席，

黃旭初為廣西主席；（2）西南執行政務會兩機關取消；（3）中央成立國防會

議，以軍事委員長為會長，陳濟棠予以會員名義。150至 7月 18日粵方空軍已

經全數投蔣，陳知勢不可為，宣佈下野離粵去港。7 月 22 日余漢謀回粵任廣

東綏靖主任兼第四路軍總指揮，至此廣東已完全由中央掌控。西南重心由粵

轉桂。151 

廣西方面，五屆二中全會召開前，桂一度有動員意圖，下令積極部署，

包括：桂林市民備糧三月、斷絕湘桂交通、擴編增隊等。152此外，宋哲元雖

先前有表示不興內戰態度，但其時「宋韓正擬先組自治政府之正副司令」，所

以閻注意到如果中央不同意宋哲元的自治方案，宋是否會在兩廣未被中央完

全收服前有動作，閻大膽判斷，「假如西南與中央開戰，韓等必舉兵襲中央之

後，或且先威脅」，由山西自利角度來看，閻頗鼓勵宋、韓發兵，所以閻曾考

慮，為使宋、韓放心，是否要先預告晉中立的立場，結果或許可逼蔣下野。153

可是宋、韓終究未有任何動靜，廣東納入中央控制之下。 

                                                      
148 〈南京陳總指揮誠致太原閻副委員長錫山江電〉，民國25年7月3日，國史館藏：《閻檔》，〈各

方民國25年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微捲第67捲。 
149 〈趙丕廉致蔣江電〉，民國25年7月3日，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檔號：

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150 〈南京趙芷青緯密元電〉，民國25年7月14日到，國史館藏：《閻檔》，〈兩廣事變與中日交

涉案〉，檔號：0372.42/1000，微捲第3捲。 
151 薛謀成，《國民黨新軍閥史略》，頁251。 
152 〈戴益三致南京航委會周主任齊電〉，民國25年7月9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

年7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7，微捲第68捲。 
153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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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桂事未決，閻自顧不暇 

廣西雖不甘心就此向蔣俯首稱臣，但畢竟廣西一省之力有限，且廣西每

年歲收原來依賴抽取貴州烟土之過境稅、行銷稅，但自 24 年中央勢力深入貴

州後，貴州的烟土即改道武漢，廣西收支嚴重失衡，財政陷入絶境，154所以

初期決定以「緩和」為上策，155先通電維持和平，擁護中央，再適機向中央

提出補助軍政費、劃桂為自治省的要求，156表現兩廣和平有望的氣氛。 

北方反倒較為不安，據寧夏馬鴻逵稱，「共軍在晉失敗後，因陜北物質缺

乏，擬打通國際路線，如不逞恐回竄」，157東北軍王以哲部也傳出與共黨妥協

的消息，使得閻認為不能不放鬆剿共。158至於綏東情勢更是日益緊迫，短期

間內恐有戰事，閻請求蔣將關麟徵師暫留晉境，預防有事時可迅赴機宜。159但

蔣判斷目下日本無意開啟戰爭，且兩廣必須穩住，所以拒絕閻請求，但承諾

一旦兩廣和平，則可令該師調晉。160閻即使焦急，也只好靜觀兩廣局勢變化。

推究原因，其實中央正想趁此時機結束李宗仁、白崇禧割據廣西的局面，中

央獲悉李、白雖然表面上接受二中全會決議，就任新職，暗中卻決定與中央

對抗，161為防止戰事發生，蔣派重兵部署。 

25 年 7月 25日蔣無預警的免去李、白職務，改任李為軍事委員會常委，

白為浙江省主席，由原浙江主席黃紹雄為廣西綏靖主任。並派陳誠赴廣州，

要其一方面調整廣東軍務，另一方面觀察廣西，必要時酌調部隊做必要部署。

                                                      
154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408。 
155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臺北：國史館，2000年），頁239。 
156 〈南京臺林一紹密漾電〉，民國25年7月24日到，國史館藏：《閻檔》，〈兩廣事變與中日交

涉案〉，檔號：0372.42/1000，微捲第3捲。 
157 〈西安張學良致王以哲真戌電〉，民國25年7月12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年7
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7，微捲第68捲。 

158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52-453。 
159 〈上南京蔣委員長長密元電〉，民國25年7月13日，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檔

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160 〈南京蔣委員長長密刪申侍參京電〉，民國25年7月15日，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

案〉，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161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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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李、白接知後，表示不願接受新職，甚至有不惜一戰決心。但局勢發展至

此，蔣卻因為北方情勢緊張而對用兵廣西一事起了躊躇，據蔣評估，如果對

廣西用兵，可能需要四個月到半年的時間方可平定。蔣並接獲密報，稱日人

在桂異常活動，忙於在梧州及附近地區裝置電話、無線電機，挖掘戰壕，有

意協助桂軍抵抗中央，如果中央武力討伐廣西，日本將可藉此機會削減其勢

力。163加上閻一直抱怨晉軍兵力有限，抵禦不了綏東戰事，蔣只好一邊催促

匯晉款，表明中央實有援助晉綏的決心，一邊告誡、安撫閻：「必須速在第一

線多置兵力，一以示我決心，一以使其不敢輕犯，萬不可作勢防禦，錯視對

方犯綏之戰略也。」164然後 8 月 1 日致電李、白進行和平勸說，閻為了早日

獲得援助，也電促李宗仁等人速到京浙履新。165 

廣西方面經過連日來與中央的對抗，已是經濟困難、百業蕭條、物價飛

騰，為恢復生機，廣西決定與中央對話。1668月 11日中央再提和平方案：（1）

白以浙主席名義出洋，出洋期間，職務由黃季寬暫代；（2）李以軍委會常委

資格兼代桂省綏靖主任；（3）桂省府照舊不動；（4）桂省軍隊保持三軍，每

軍兩師，每師四團，必要時可調兩軍離桂擔任剿匪或國防責任。廣西仍舊無

法接受，167認為此一方案在逼白出洋，藉以瓦解廣西政府，而且李、白已了

解中央急欲尋求西南和平的心情，態度反趨強硬，和平談判再次破裂。 

稍後果然廣西以「不變應萬變」的態勢等到對其有利的局勢發展。根據

閻接獲消息，日方可能於 10月間攻取晉綏，閻無奈桂變已由內亂變成外侮之

導火線，所以甚盼桂事早了，陳誠才能北返共禦外侮。168閻的這段話表示北

方氣氛的嚴峻程度，也代表多數人欲求西南和解的心意，但中央仍不願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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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廣州陳總指揮精密巧戍粵電〉，民國25年8月20日到，國史館藏：《閻檔》，〈兩廣事變與

中日交涉案〉，檔號：0372.42/1000，微捲第3捲。 
168 〈復廣州陳總指揮精密馬午電〉，民國25年8月21日發，國史館藏：《閻檔》，〈兩廣事變與

中日交涉案〉，檔號：0372.42/1000，微捲第3捲。 



                                                              第三章  抗日事件中的態度．71．             

妥協，直至 8月 24日爆發「成都事件」後，169恐中日關係出現緊張狀態，桂

局又遲未解決，蔣為避免日、桂合流，節外生枝，才再遣代表斡旋，談判和

平，蔣同意桂省要求，擬定和解辦法：（1）國府將發表明令以李宗仁為桂省

綏靖主任，桂省軍務由李宗仁負責主持，其黨務、政事、財政事權，則由中

央派員處理；（2）白崇禧偕蔣委員長晉京，由中央畀以軍事重任，並特派為

軍委會常委；（3）閩變叛逆之李濟琛，前經國府明令赦免，現由中央予以名

義出洋考察，經過相當期間後，將偕陳銘樞返國入京參與國家政事；（4）寧

桂雙方諒解後，蔣委員長即令南下入粵之中央軍部隊，開回華北、華中，但

為今後華南地位之重要，及鞏固國防計，得酌留一萬五千人在粵協防；（5）

十九路軍准成立一軍，由中央指定南路八屬或瓊崖為駐防地點。170 

正當廣西考慮期間，閻仍不停要求蔣遣軍來助，謂「日軍逐漸進逼，而

陜甘匪氛也日熾，朱徐既侵入甘境，毛彭等部又日漸恢復，恐更難處置。將

來在陜北晉西之中央軍及晉軍各部能否如期轉用，尚難豫定前，作為晉綏軍

後盾之關胡師又都開往豫湘晉東及太原，更不能不稍加佈置，請蔣早日統籌。

或命關胡等部逐漸北開，或另指派他部擔任援助。」171蔣尚無法確定廣西的

回覆，只能暫先回答，「等桂事解決，即可抽兵北上協防」。172相信此時對閻

來說，日、共的直接威脅令其希望兩廣事件能盡快落幕，終於 9 月 3 日李、

白發表和平通電，閻致電恭賀就任，兩廣事件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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