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等距方針的調整 

閻錫山統治山西，一向採取與各方勢力保持平衡的等距方針。在歷經北

伐、中原大戰後中央有逐漸統一的趨勢，閻仍能以其政治手腕繼續貫徹此一方

針。但民國25年後共軍入晉、綏遠戰役的爆發，山西首當其衝受到威脅，閻難

以再置身事外。在不失山西利益的考量下，閻必須思索如何與日本、中共及中

央維持平衡局面。尤其日本進逼與中共問題已浮上檯面，即使有預備抗日的打

算，閻在中央的「安內攘外」及中共的「統一抗日戰線」間將有一番抉擇與考

量，故本章第一、二節將討論從共軍入晉到綏遠戰役過程中，閻如何調整、應

變於中央與中共之間，好繼續維持其等距方針。第三節則是以「西安事變」為

主軸，探究閻對西安事變及善後事宜的回應態度，了解閻爲因應時局變化又作

何調整，藉以認識閻的政治性格與對政局的影響。 

第一節  共軍入晉打亂等距方針 

（一）初期防共措施 

民國 23 年，蔣中正在江西剿共，閻錫山因為很早便知道要小心蘇俄「滲

透顛覆的主義侵略」，1所以對共軍一直有防範，並在民國 23 年 10月及 24 年 4

月調遣晉軍李生達部、周原健部、方克猷旅與孫楚部協助中央軍進剿。2共軍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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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 
2 〈關於晉軍參加勦共之件提綱〉，國史館藏：《閻檔》，〈晉軍剿共案〉，檔號：0372.42/1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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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選擇西北，一方面是因為此區域遠離中央軍的勢力範圍，另一方面則是對

「打通蘇聯」有所期盼。3共軍抵達陜北後，閻有感於蘇區對黃河沿岸各縣影響

逐漸擴大，所以進行了一連串剿共與防共方法，包括： 

1.向中央建言解決陝北共區方法，謂「欲脫離匪，則必須供給其生活，此

陝北疾苦之特況，迥非他處所可比也，至少也必需『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

理，先將脅從之匪，籌有安置之法，然後剿撫兼施，始克收肅清之效。」4 

2.召開山西防共聯席會議，成立防共委員會及防共保衛區，負責訓練各村

壯丁；並加緊鎮壓境內共產活動，逮捕共黨。5 

3.發表「關於土地公有辦法大綱」，認為「山西農村困窮，若不解決土地問

題，斷難處理共黨問題」，所以主張由村公所發行村公債，收買全村土地為村

公有，分給農民耕作，藉此消滅共黨。6 

4.加強政治設施，設立「主張公道團」，以團結好人為口號，組織、訓練民

眾，輔助行政，保鄉衛國。閻擔任總團長，各軍政長官均為幹部，並於各縣區

村設立各集團部，組織普及全省。7 

5.實施反共思想教育，寫「防共歌」，歌詞大意是：「共黨殘忍殺人如割草，

無論貧富皆難逃，⋯共黨騙人他的法子巧，土地給人買人好，等到收糧食，他

又全拿跑，⋯民眾防共需要有武力，⋯按勞分配公道又適當，⋯」8 

中共爲拉攏閻，曾於 24 年 9月 15日發出《關於和閻錫山建立反蔣抗日戰

線的建議書》，內容為：（1）建議晉軍為挽救中華民族危機，必須確定抗日反

                                                                                                                                                       
微捲第4捲。 

3 從西北接通蘇聯至少有兩條道路可選擇，一條是經過新疆哈密進入甘肅西部地區，一條是經 
過外蒙進至綏遠，後者對共軍較方便，但暴露的可能性也較大。楊奎松，〈蘇聯大規模援助 
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近代史研究》，1995年第1期，頁255。引自：周美華，《中國抗日政 
策的形成》（臺北：國史館，2000年），頁2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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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1839。 
5 蔣順興、李良玉主編，《山西王閻錫山》（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年），頁138。劉澤民 
等主編，《山西通史大事編年》（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年），頁1558。 

6 蔣認為土地問題關係國本，可能必須再詳加研究方能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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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1855。 

7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山西「新軍」叛變之真相〉，《調查專報》第二十期，1940年出版。引 
自：陳曉慧，〈閻錫山與抗戰〉（臺北：政治大學歷史所碩士論文，1989年），頁90-91。 

8 郭榮生編，《閻錫山先生年譜》（臺北：作者自印，1984年），頁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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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態度；（2）建議晉軍立即停止進攻紅軍，並盡可能給予紅軍便利。訂立停戰

協定，撤銷對蘇區的封鎖；（3）建議在晉軍統治區內，對主張抗日者不能屠殺

或施以暴力；（4）建議對蔣的藍衣社成員予以制裁；（5）建議晉軍利用目前機

會，推動反蔣力量統一戰線。9但閻沒有接受，此階段閻較專注於「保境安民」

方針。 

（二）擬定山西抗共計畫 

民國 24 年 12月中共中央在陜北瓦窯堡召開政治擴大會議，正式以「抗日

反蔣」口號，建立「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新策略。軍事戰略上則據共軍將

領毛澤東估計，山西「戰略形勢孤立，蔣介石、張學良暫時不能援助」，所以

有機會打擊晉綏軍，開闢山西西部五縣至十幾縣局面，以擴大共軍一萬五千

人，補充陜西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則可由山西轉向綏遠、外蒙，實現打通蘇聯

的理想，故制定大規模的東征計畫。10蔣接獲消息後，12月 31日電閻，謂「毛

澤東股擬乘冰凍，渡河竄晉」，要閻有因應之道。11 

閻隨即任命楊愛源為剿匪軍總司令，在黃河東岸實行碉堡政策。12雖然閻

曾對部屬徐永昌表示，要共軍「放過來打」，13但其實閻對真正開戰沒有很大把

握，因為晉省原駐八師三旅，已因環境關係，分別遣至綏遠駐兩師、晉北駐一

師一旅、晉南及潞澤一帶各分駐一師、省垣駐一旅，兵力大減。為助剿陜北，

又派遣兩師缺一旅過河防剿，留駐晉西者僅一師兩旅，而實際擔任河防者才一

師。以一師兵力，任千餘里防務，每一渡口大約僅能置一排兵。14如果共軍強

攻過河，閻向來太原商量剿共事宜的西北剿匪總司令張學良表示，「恐須向中

                                                      
9 劉澤民等主編，《山西通史大事編年》，頁1558。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年譜（1893-1949）》上卷（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年），頁498。 
11 〈南京蔣委員長音密世未侍參京電〉，民國25年1月1日到，國史館藏：《閻檔》，〈晉軍剿共 
案〉，檔號：0372.42/1037.4，微捲第4捲。 

12 黃偉民，《西京風雲—國共第二次合作紀實》（北京：作家出版社，1997年），頁2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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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14 〈關於共軍擾晉之件提綱〉，國史館藏：《閻檔》，〈晉軍剿共案〉，檔號：0372.42/1037.4，微
捲第4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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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求援」。15 

25 年 1月 15日毛澤東、周恩來等人共同發表關於《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

賣國賊閻錫山的命令》。命令中說：「命令我英勇的抗日主力紅軍即刻出發，打

到山西去，⋯響應全國抗日運動，打倒閻錫山好同日本直接開火，把日本帝國

主義趕出中國去。」16閻觀望共軍沒有打消渡河的念頭。據徐永昌說，閻甚至

一度興起聯合蘇俄的念頭。但徐不贊成，對閻說：「山西不唯是華北之核堡，

亦且為大江以北之要塞，吾省兵力、物力皆不足守，必向中央為最後之請求，

不能予以較有力之協助，即應將我任務減輕，關於此二，務求中央確切表示。」

建議閻向中央陳明晉方困境，要求協助。經過思考，閻同意徐的建議，「以為

有向中央陳明之必要，即係問中央決心要處置」。17 

（三）請求中央軍入晉協助剿共 

25 年 2月 7日中共中央發表《東征宣言》，18共軍渡河確定在即，南京中央

認知晉綏國防重要，所以答應閻增撥軍費。孔祥熙致電：「月撥建設費二十五

萬元即為補助軍事之需，⋯承示所差尚鉅，⋯已極籌措之。」192月 22日共軍

正式突破黃河封鎖線，往晉西進攻。閻兵力不足，急電中央速派陸空部隊入晉

救援。20蔣同意趁「匪範圍未廣、兵力未充之機，一舉而撲滅之」，21故派兵助

剿山西。 

原本蔣擬由張學良助之，22但因閻聽聞張曾赴陜北與毛澤東等人會晤，甚

                                                      
15 郭榮生編，《閻錫山先生年譜》，頁157。 
16 黃偉民，《西京風雲—國共第二次合作紀實》，頁217。 
17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358-359、363。 
18 內容為：（1）宣佈對日絕交宣戰；（2）取消中日間一切不平等條約；（3）立刻動員全中國 
海陸空軍對日作戰；（4）組織全中國人民，武裝參加對日作戰；（5）正式成立國防政府與抗 
日聯軍。司馬桑敦，《張學良評傳》（臺北：傳記文學，1989年），頁229。 

19 〈南京孔部長祥熙致太原閻主任錫山元京秘電〉，民國25年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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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復南京孔部長璿密宥戌電〉，民國25年2月26日發，國史館藏：《閻檔》，〈晉軍剿共案〉，

檔號：0372.42/1037.4，微捲第4捲。 
21 〈剿共〉（下）（二），民國25年2月23日，國史館藏：《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目

次213號。 
22 〈南京張副司令史密艷京電〉，民國25年2月29日到，國史館藏：《閻檔》，〈晉軍剿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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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傳聞說共軍渡河是受張學良幕後指使，所以閻以為張「必無好意」，23「婉

拒」張派兵入晉，謂「弟意此間現已調來綏遠，部隊齊集，兵力分南中北三路

圍剿，兵力尚不為少，擬請我兄多派部隊將西岸河口堵截，斷匪歸路，或可早

收一股殲滅之效，如有需貴部援助之必要時，當再專電奉達也」。24但閻恐共軍

情勢發展不能控制，所以只好再請求中央派關麟徵師開駐運城一帶、黃杰師開

駐潞澤一帶、商震部由鐵路開太原，25中央同意。閻在中央軍助陣下，不再拖

延戰事，3 月 2 日決定對共軍發起總攻擊。隨後晉軍順利守住太原，共軍分別

向晉北、晉南逃離。26 

（四）與中央軍的合作與矛盾 

此後共軍攻勢並未消失，25 年 3月 12日起重新整合，決定將軍隊分成左

中右三路大軍，開始新的戰線行動。27閻持續剿共的同時，日本逐漸注意到中

央軍入晉問題。日本有田外相表示，「中共此舉使得閻錫山為之沒落，南京政

府漸有代閻而掌握山西實權之勢，對華北五省聯省自治乃聲大挫折矣，日本對

此應絕對阻止。」28甚至日本一度有意推出宋哲元、韓復榘部助晉剿共，以排

除中央軍。但閻知，「宋、蕭密謀遣兵入晉，名曰助我剿共，實則劫我入夥。」
29拒絕了日本的併吞計謀。 

其實日本的擔憂也未嘗不是閻的擔憂，閻與中央就曾為了中央軍入晉後的

指揮權歸屬而有爭執，例如：何應欽原本以關麟徵師「人地生疏，兵力單薄」

為由，希望暫令其擔任後方防務。閻不同意，要求關師加入前線作戰，回應「（1）

                                                                                                                                                       
檔號：0372.42/1037.4，微捲第4捲。 

23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378-379。 
24 〈復西安張副司令史密艷戌電〉，民國25年2月29日發，國史館藏：《閻檔》，〈晉軍剿共案〉，

檔號：0372.42/1037.4，微捲第4捲。 
25 〈太原閻主任錫山致開封商主席啟予質電〉，民國25年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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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劉澤明等主編，《山西通史大事編年》，頁1562。郭榮生編，《閻錫山先生年譜》，頁158。 
27 劉澤明等主編，《山西通史大事編年》，頁1562。 
28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國外交史料叢編（五）》，民國55年6月出版，頁336。引自：
陳曉慧，〈閻錫山與抗戰〉，頁43。 

29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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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師全部戰鬥兵在一萬五千以上，晉軍各路軍隊戰鬥兵亦只六千、七千；（2）

恐奸人藉口造謠。期望早日肅清殘匪，如不乘匪大敗迅速擊滅，山西財政本月

即無辦法，曠日持久更難支持。」30蔣爲顧全大局，不使閻心生疑意，故電告

閻，謂「彼此作戰，以前後方形勢不同之故，因之意見時有出入。但關師既已

入晉，其前後進退，必惟兄命是從，決無從中扞格，令出多門之弊，請兄勿慮。

惟剿匪戰略與戰術，確與正式作戰多不相同，故不得不以剿匪之經驗，盡量陳

述，以期萬全」，31有安撫閻意。 

只是眼見山西剿匪進展成效有限，中央軍委會並以過去贛、黔、川等省均

曾因剿共軍事獲得政治上不少進步為鑑，有意更改計畫，多開中央軍入晉，以

達同時殲滅共匪與改革晉政的效益。32閻雖深感不安，但評估共軍戰力，認為

「不可輕侮」，33非晉綏兵力可應付，加上山西財政嚴重，34閻在軍事與經濟上依

賴中央甚深。既然主導權不在自己手上，閻選擇配合中央，一同任命在武昌的

陳誠，要其迅速到山西統籌指揮中央軍。35這或許也是閻保護晉綏軍兵力的一

種考量，使其避免與共軍正面應戰。 

3月 25日陳誠抵達太原後，認為應首先恢復同蒲鐵路南段交通，然後採用

在江西的戰術，修碉築堡，連成封鎖線，以壓迫共軍於黃河東岸，與山西晉軍

南北夾擊。閻遵照實行，並授命陳誠擔任第一路總指揮，指揮同蒲線各部。36實

際可以看出，中央已以陳誠逼迫閻交出山西剿共指揮權，閻的地位受到威脅。 

                                                      
30 〈南京何部長應欽致太原閻主任錫山文電〉，民國25年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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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一冊重要函電（上）（臺北：國史館，1993年），頁5-6。 
32 〈南京曹震致鄧息侯巧電〉，民國25年3月23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年3月往

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3，微捲第68捲。 
33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388。 
34 閻電財政部長孔祥熙，謂「此次共匪傾巢竄晉，晉綏軍隊幾以全力應戰，又蒙中央加派五、 

六個師入晉協剿，大軍雲集，⋯用款甚鉅，⋯希迅速照數撥發。」〈太原閻主任錫山致南京

孔部長祥熙馬電〉，民國25年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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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邱七七，《陳誠傳》（臺北：雨墨文化出版，1994年），頁125。 
36 〈復溪口蔣委員長長密宥戌二參電〉，民國25年3月26日發，國史館藏：《閻檔》，〈晉軍剿共

案〉，檔號：0372.42/1037.4，微捲第4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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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中共關係的改變 

陳誠入晉後，剿共工作不久收到成效，陳誠甚至表示，「連日晉軍剿匪成

績頗佳，士氣益振，如部署得宜，或可殲匪於晉省」。37但之後的中央軍似乎沒

有離晉計畫，閻頗懷疑，產生「中央軍來晉似不只對共匪」的質問。38共軍知

道閻與中央可能存在的矛盾後，爲軟化閻對共黨的態度，及防止中央軍勢力趁

機入晉，威脅陜北蘇區，中共北方局主動派員和閻聯繫，示意共軍願意撤退，

並一併要求中央軍退出山西。閻對此表示歡迎，39這可說是閻與中共妥協、合

作的初始。為此徐永昌相當不滿，認為「閻蔣可以合作禦外，但談不到合作圖

強，甚至私而忘公，公（閻）祇願一己之虛榮，不顧國家之存亡」，「閻始終與

共黨有些聯繫，自以為利用之，而彼亦何嘗不係利用。」40 

25 年 4月 28日共軍分析形勢，表示「山西方面，閻錫山、蔣介石有五十

一個團，取堡壘主義向我推進；陜西方面，蔣介石令張學良、楊虎城向陜北進

攻，企圖封鎖黃河；國民黨控制下的神府、三邊地區和環縣、合水及以西地區

均較空虛。根據上述情況，方面軍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利條件，而在陜西、甘

肅則產生了順利條件，容許我們到那邊活動」。41故決定先退至陜甘發展，並積

極與閻建立對談，好鞏固、擴大陜甘蘇區。中共派張學良為說客，要閻「勿蹈

東北覆轍」，共同要求政府動員全國軍隊抵抗日軍侵略，爭取閻認同「統一抗

日戰線」論調，以造成對蔣更大政治壓力。此外張還以陜北共軍苦況來強調共

軍是萬不得已才有渡河入晉的計畫，期望軟化閻對中共的惡感。42閻這時只希

望共軍能盡速離晉，不願樹立太多敵人，所以回應說他也認為「剿匪非計，因

為對內將無以對外」，並表示將和張聯合向蔣進言，使張以為閻將成為他一個

有力的支持者，為西安事變的爆發埋下前因。43 

                                                      
37 〈太原陳誠致南京蔣中正有酉電〉，民國25年3月27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年

3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3，微捲第68捲。 
38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399。 
39 張魁堂，〈劉鼎在張學良那裡工作的時候（二）〉，《黨的文獻》，1988年3月，頁16。 
40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05、415。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年譜（1893-1949）》上卷，頁538。 
42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17。 
43 司馬桑敦。《張學良評傳》，頁229-230。蔣順興、李良玉主編，《山西王閻錫山》，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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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共軍轉往陜甘，中央有意持續進剿，以期一舉殲滅。但對閻來說情勢

已非當時，和共或剿共都可能造成山西不保，如果想要盤算「自保」為先，就

必須使山西抽離剿共之事。所以當中央軍前往陜北時，閻原本答應中央提供晉

兵五師助剿，卻變卦表示只能去十團。44另外，閻還以「綏遠形勢緊張」為由，

辭去蔣原本屬意由其擔任的四省邊區剿匪總司令職務。45閻表示：「大軍一過，

匪不北走寧綏，即西走甘肅，陳誠剿匪經驗豐富，請其擔任秦晉寧綏邊區臨時

剿匪總司令，負東西兩面之責，以一事權而便指揮」。46蔣答應閻的請求改任陳

誠，47其實蔣對此職務的任命考量頗多。對內既可表明中央剿共的決心，讓有

聯共思想的西北將領有所警惕，並藉以鎮攝內蒙和華北的異動企圖。對外則是

使日本「不能不向我中央來商西北問題，而其欲與華北單獨交涉之狡計，不能

不改變」，以轉移北方形勢；其次是向蘇聯表態，中國可以「聯蘇」，但決不「容

共」。48所以人選相當重要，既然閻不願意，改任他人也可表示中央軍無意久駐

邊區或山西，降低閻的戒心。 

在閻與中共部分，自從中共認為閻的態度可能轉變後，積極與閻對談。毛

澤東致電閻：「敝軍西渡，表示停止內戰，促使貴部及蔣氏的覺悟，達到共同

抗日之目的」，「救國大計，非一手一足之烈所能集事。敝軍抗日被阻，然此志

如昨，千回百折，非達目的不止，亦料先生等終有覺悟的一日」。為表示誠意，

中共並送回被共軍俘虜的晉軍與武器彈藥，派代表彭雪楓、周小舟等到太原向

閻陳述其抗日主張。49張學良也到太原大談陜北共情，說服閻認同其抗日不剿

共主張。50閻保持一貫含糊應對，表示具體做法須從長計議。51及至後來因為內

                                                      
44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21。 
45 〈蔣中正電張學良等以閻錫山兼任四省邊區剿匪總司令等人事調派〉，民國25年5月20日，
國史館藏：《蔣檔》，〈籌筆〉，統一時期，159冊5號。 

46 〈太原閻錫山致西安張副司令漢卿兄勛鑒篠電〉，民國25年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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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蔣電閻如必須令陳誠受四省邊區總指揮名義亦無不可〉，民國25年5月23日，國史館藏，《蔣

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目次129號。 
48 《蔣檔》，〈文物圖書〉，事略稿本，民國25年5月25、26日。 
49 黃偉民，《西京風雲—國共第二次合作紀實》，頁234。 
50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29-430。 
51 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北京：人民出版社，1979年），頁79。蔣順興、李良玉主編，《山 
西王閻錫山》，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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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綏遠情勢緊張，閻順勢轉移大家的注意力於綏遠戰場上。 

第二節  聯共防日思想成形 

（一）對內蒙問題的關注 

北伐完成後，中央因無力掌控內蒙，所以在內蒙原有盟旗制度上，加上一

層省制，劃定為熱河、察哈爾與綏遠三省，使其不脫離中國版圖。對閻來說，

內蒙是山西的西北屏障，所以閻很早便注意該區，以開發西北實業、鞏固邊防

為考量，進行軍隊駐紮與開墾。52但長期受雙重統治的內蒙，時常發生盟旗與

省縣的利益衝突事件。53日本一直有控制西北的計畫，便趁此機會，蠱惑內蒙

獨立，使其像滿州國一樣受其操縱。 

閻認為與其受日本控制，不如同意內蒙自治，所以與中央決議於 23 年 4

月設立「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範圍包括「察境」盟

旗，任烏盟盟長雲王為委員長。中央並加派何應欽、趙戴文為正副指導長官，

一來負隨時指導責任，二則希望達到安撫效果。54但由於盟旗之上省縣依然存

在，蒙政會未能發揮預期效果，不滿者繼續受日本利用，抗衡中央。 

24 年 7 月日本關東軍又展開行動，草擬〈對內蒙措施要領〉，意圖使察哈

爾的錫林郭勒盟蘇尼特右翼旗札薩克、蒙政會秘書長德穆楚克棟普（德王）及

察哈爾部保安長官卓世海（卓特巴札魯）、偽滿「察東特別自治區」行政長官

李守信三方面結盟，繼續推展對內蒙工作。55至 12月，閻根據蘇俄最近在庫倫

的備戰行動，及聽聞日本供應大批槍械給德王的消息分析，日、俄即將戰爭，

如此將使日本加快併察綏入偽滿的行動，也就是說察綏開戰在即。56 

                                                      
52 21年8月包頭設立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直轄太原綏靖公署，閻兼任督辦。劉澤明等主編，

《山西通史編年大事》，頁1545。 
53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257-258。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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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5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從盧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年）， 
頁80-81。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468。 

56 〈致綏遠傅主席詮密齊酉電〉，民國25年1月8日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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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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稍後關東軍支援李守信部，迅速攻佔察東六縣，德王並擅自以蒙政會

名義，改察東六縣為察哈爾盟，完全脫離察哈爾省政府管轄。57為保住右翼四

旗，閻建議中央在綏境另外成立一個盟旗自治委員會，分德王勢力，「以免一

丟全丟」。58起初中央反應冷淡，直至內蒙開始改以成吉思汗紀元，並竭力擴充

軍備等大動作出現，59中央才意識問題的嚴重性，決議接受建議，通過〈綏省

境內十八旗劃分自治案〉，60設立「綏境」蒙政會，由綏省掌理綏東四旗，閻擔

任指導長官，並增添晉綏軍費與工事費，代表中央與晉綏立場一致，不許內蒙

受日本控制的態度。61 

（二）抗日?聯共?—提出「守土抗戰」口號 

閻與中央在「保住內蒙」的立場上雖然一致，但隨著山西剿共的進行，各

方形勢變化使閻的態度有些轉變。首先是日本方面，因恐懼中央軍隨剿共而駐

晉，將牽制其極力爭取的宋哲元，甚至連帶壓制華北自治運動，為避免因此遭

受中、俄夾擊，日本決定加強利用德王前進綏遠。62蔣應變很快，即刻要求閻

「從速對包綏增兵佈防，以示決心，則彼必不敢輕窺綏遠，至少亦有交涉之地

位」，63但同時閻因面臨剿共與中央軍問題，正思索如何應變對日、蔣、共的策

略，逢 25 年 5月 28日張學良訪閻，閻以為既然張如此熱烈強調抗日，或可將

綏省問題一併交張負責，64可見閻自知本身力量不足，又為免山西防務空虛，

有避免與日本正面作戰之意。 

                                                      
57 《中華民國史資料叢稿》，大事記，第二十二輯，1936年，頁17。劉國新，〈七七事變前日

本的「內蒙工作」及其失敗〉，《近代史研究》，1986年第二期，頁214-215。引自：劉維開，

《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46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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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1883。 
59 〈北平嚴寬致南京何應欽巧午電〉，民國25年1月20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年

1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微捲第67捲。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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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61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261。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376。 
62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261。 
63 〈蔣委員長至閻錫山五月感電〉，民國25年5月27日發，國史館藏，《蔣檔》，〈革命文獻拓影〉，

統一時期第25冊，華北局勢與對日交涉上（2），頁238-239。 
64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2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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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的逃避心理，引起負責綏遠的傅作義關切，傅多次向閻建議增兵綏邊，

閻僅指示傅加強各重要城鎮之工事，增兵一事暫時不提。65日本見機向傅展開

拉攏攻勢，勸傅脫離山西自主，否則「個人結果徒供犧牲利用而已。」66閻了

解控制綏遠的重要性，為了不動搖傅對他的忠心、信心，閻請求蔣撥調關麟徵

師駐晉以備綏遠，但蔣卻以「日本現在無求戰之心」為由拒絕，謂須先處理西

南情勢，「待粵和平再令關師調晉。」67蔣僅以匯款來安撫閻，還督促閻擺出應

戰姿態，藉以拖延日本的進攻時間。68 

閻對中央如此反應存有疑慮，恐怕中央犧牲晉綏，並得悉蔣已有聯俄動

作，甚至還與中共接觸，69此舉無異更加刺激日本進攻，加上山西省內要求抗

日的呼聲高漲，所以至 25 年 8 月，閻提出「守土抗戰」口號，調兵實綏，閻

此番的抗日宣示，被視為是與中共達成統一抗日戰線的開始。70 

但其實增兵實綏期間，閻也逐漸觀察出，日本或許不會真的發起戰爭，所

以閻後來也表示，備戰抗日的舉動，只想「示以不可犯之決心，而後始能戢其

野心」，即自我鞏固，以免示弱而招敵。71嚴格解釋，閻還未有真正「聯共抗日」

計畫，但閻衡量抗日的風險極大，從此與中共接觸轉趨頻繁卻為事實，且據徐

永昌表示，閻對張「停止剿共、聯合抗日」的立場顯示了較同情的理解。72可

見在與日開戰前，閻對中共態度正在逐漸改變中。 

                                                      
65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31。 
66 〈綏遠傅主席簡密洽戌辦電〉，民國25年7月18日到，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

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67 〈上南京蔣委員長長密元電〉，民國25年7月13日發；〈南京蔣委員長長密刪申侍參京電〉，

民國25年7月15日到，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
捲。 

68 〈蔣委員長致閻錫山七月世電〉，民國25年7月31日，國史館藏，《蔣檔》，〈革命文獻拓影〉，

統一時期第25冊，華北局勢與對日交涉上（2），頁241-244。 
69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352、358、415、484。關於國民黨與中共接觸事，參見

陳立夫，《成敗之鑑—陳立夫回憶錄》（臺北：正中書局，1994年），頁192-195。 
70  Donald G. Gillin, Warlord: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28-232。  
71 〈復牯嶺蔣委員長密尤電〉，民國25年8月11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檔

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72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5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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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立犧牲救國同盟會 

閻、蔣以備戰姿態來試探日本是否真有開戰意圖，日本則反過來也想試探

閻、蔣的開戰決心，於是採「以華制華」方式，唆使、支援德王進攻綏東，日

本此舉的另一層設想是，如果中央將此次事件視為地方性衝突，因此不加干

涉，又或者中央僅提供綏省少量援助，使偽蒙軍速戰速決拿下綏遠，日軍可趁

機推進。73但蔣沒有上當，反而在開戰前，蔣已擬定「欲使匪偽不敢再擾亂綏

遠，則我軍僅主守禦，不能達我目的。必須於其擊潰之時，或偵知其後方司令

部與麕集所在地，我軍出奇不意猛力襲擊，予以一大打擊後，即時退回原防固

守，則匪以後必不敢輕動，此為必操勝算與一勞永逸之計。」74即以奇襲方式，

使其不妄動。 

閻配合中央作戰計畫，指示傅作義加強防禦。75但閻仍傾向避戰，因此對

中央略有微詞，以為「中央如果懷柔德王有法，德王或不至為虎作倀」，76並盤

算如果晉綏爆發戰事，眼下能及時支援的可能只有張學良，所以閻電張，「望

予以扶助」。77後來在中央遣派第二十五師援助後，綏東戰事稍告緩和。78 

不過傅認為，偽蒙軍撤退是因為日軍以為軍隊未整頓就緒，故判斷往後將

有更積極舉動。79閻也分析，日本對蘇俄顧忌甚深，一定要使內蒙及華北五省

作到完全親善地步才能安心，80所以閻請中央早作準備，但因為知道中央尚顧

                                                      
73 〈復南京臺林一品密元參電〉，民國25年8月13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

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271。 
74 〈蔣委員長致閻錫山八月灰電〉，民國25年8月10日，國史館藏：《蔣檔》，〈革命文獻拓影〉，

統一時期，華北局勢與對日交涉（上），頁248。 
75 郭榮生編，《閻錫山先生年譜》，頁161。 
76 〈致綏遠傅主席簡密刪午電〉，民國25年8月15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

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77 〈復西安張副司令通密篠午電〉，民國25年8月17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

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78 〈廣州蔣委員長長密手啟號酉機羊電〉，民國25年8月21日到，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

戰案〉，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79 〈太原郭懺致綏德湯恩伯儉午電〉，民國25年8月29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年

8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8，微捲第68捲。 
80 〈復南京行政院蔣院長精密儉未電〉，民國25年8月28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

案〉，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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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陜甘剿共之事，僅請調駐兵西南的關麟徵師與胡宗南師來為晉綏軍後盾，81但

蔣仍以「待桂事解決」回絕。82 

中央在陜北剿共愈順利，日本執行華北自治工作的壓力愈大，據外交部長

張群判斷，日本武力侵綏勢在必行。果然 25 年 9 月底日本制定了具體侵綏方

案，明確以「打倒綏遠省主席傅作義」為軍事目標。83閻一方面持續請求中央

援助，84但因沒有把握中央會傾全力支援，閻也對張學良釋放善意，歡迎東北

軍助綏抗日。85 

此外，閻開始組織山西境內力量，以「犧牲救國」、「守土抗戰」為口號，

成立「犧牲救國同盟會」，至 10月，更在「共策保晉大業」前提下，與中共黨

員份子合作運作該組織，由中共黨員薄一波主持，歸納閻成立原因：（1）北方

政局動盪不安：日本一連串進佔華北的舉動，使閻不得不提高警覺，藉團結組

織青年，成立愛國團體以充實力量，因應局勢；86（2）中共的宣傳：閻內部發

生分裂，有人傾向共黨建立統一戰線，中共派代表向閻說明建立民族革命統一

戰線的主張；87（3）閻與中共有意合作：與之為敵不如與之為友，閻也以為現

此國難時期，共黨或許會稍加收斂，所以默許其存在；88（4）政治上的運用：

希望掌握一些心腹，藉以與原來的舊幕僚互相制衡。89閻並與中共達成協議：（1）

取消山西以反共為宗旨的反動組織；（2）取消對陜北蘇區的封鎖；（3）組織一

                                                      
81 〈上廣州蔣委員長長密有午參電〉，民國25年8月25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

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82 〈黃埔蔣委員長長密世未侍參羊電〉，民國25年9月3日到，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

案〉，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83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271。 
84 〈上黃埔蔣委員長統密宥酉電〉，民國25年9月26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

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85 〈復綏遠傅主席涵密閃申電〉，民國25年9月28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

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86 郭榮生編，《閻錫山先生年譜》，頁177。 
87 犧盟會和決死隊編寫組，《犧盟會和決死隊》（北京：北京人民出版社，1986年），頁7、14-15。 
88 中央調查統計局編，〈山西「新軍」叛變之真相〉，《調查專報》第二十期。引自：陳曉慧，
〈閻錫山與抗戰〉，頁92-93。 

89 王尊光，〈閻錫山使用幹部的手段〉，《山西文史資料》第四輯，頁79。引自：陳曉慧，〈閻
錫山與抗戰〉，頁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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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抗日的民眾團體，發動民眾開展抗日運動。90學者 Gillin 分析，閻以犧盟會

接近中共，表示閻已趨向贊同「統一抗日戰線」主張。91 

其實閻與中共往來頻繁，與其說閻贊同其「停止內戰、統一抗日」主張，

毋寧可說是閻在多方壓力下的政治妥協，起碼達成陜甘共軍不擾晉綏的目的，

且因此獲得張學良這個新盟友。10月中旬，張並派遣前任陸海空軍副司令部參

謀長戢翼翹前往山西與閻進一步對談，內容包括：（1）向山西方面溝通久無消

息的買砲案；（2）望閻在蔣面前支持東北軍回東北；（3）爭取東北軍假道山西，

乘同蒲路過太原開赴前線（即東北軍開綏遠事），以上閻均允諾，使張對「停

止剿共，一致對外」的信念更趨堅定，閻間接促成西安事變的爆發。92 

（四）畏戰？應戰？—百靈廟戰役與閻的對日態度 

閻錫山選擇與中共和平相處，但不代表已有「抗日」準備。25 年 10 月下

旬，綏遠情勢再度告急，蔣中正希望閻在敵軍未準備妥當前，以優勢兵力迅速

撲滅日軍，絕其佔領綏遠的企圖。93但閻認為蔣的軍隊長期奔波於陜甘剿共及

支援綏遠上，使閻有援軍不足、應援不及的憂慮，且蔣顧慮共軍藉口抗日而竄

綏察，不願答應東北軍助綏，以免東北軍與共軍合流，94兵力不足考量下，閻

拒絕採取「襲取」方式，恐「因小利而招大敵」，95擬「俟其發動，再由政府下

令，較為有詞」，96藉以拖延對日開戰時間。 

11月 5日德王以「察境蒙政會委員長」名義向傅作義發出「宣戰性」通電，

指責綏省強劃右翼四旗入綏，是分裂蒙政、唆使衛隊變亂的作為，除非傅反省

修正，否則訴諸武力。97傅認為「與其被動應付，不如機先襲擊，打破其種種

                                                      
90 程子華，〈漫憶紅軍東征〉，《黨史文匯》（北京：山西省委黨史研究室，1988年第一期）。 
91 Donald G. Gillin, Warlord: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p.251-253. 
92 李金洲，《西安事變親歷記》（臺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年），頁14-16。戢翼翹，《戢翼 
翹先生訪問紀錄》（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年），頁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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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94 蔣以「恐遭日方誤會，致日偽擾綏急進」為辭被拒。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86-487。 
95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84。 
96 〈復洛陽蔣委員長長密江申電〉，民國25年11月3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

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97 陶佈新整理，〈德穆楚克棟魯普自述〉，《內蒙古文史資料》，第13輯（1984年12月），頁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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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98但閻卻要傅「先有計畫再適時機動」，以便站在有利主動地位，並以

「我軍尚未集中完了」為理由，要求傅準備就好，至於真正行動須等其正式侵

犯再相機應付。99閻不求戰的態度顯然可見。 

及至偽蒙軍真的發動攻擊，閻宣佈「守土有責」，才正式訓令傅反擊應戰。
100但閻為晉綏著想，主張「襲擊百靈廟，須以三倍以上之兵力，出其不意，當

日完全佔領，否則必多顧慮」，即要傅對百靈廟的兵力佈置與工事程度詳為探

察，並等軍隊集中完畢後再相機進行。101蔣卻認為「如不向偽蒙出擊，晉綏將

永無寧日；再延時間，就算共軍原不想竄綏，也必然藉口抗日而竄綏，屆時共

軍、偽蒙軍同來，更難應付；而晉綏問題不解決，對日交涉就無法繼續，人心

也就日漸動搖不安」，所以希望越早出擊日期越好。102 

就在此時，中央接獲胡宗南部剿共失利消息，蔣震驚不已，原本因聯俄的

考慮，想用政治方式解決中共，現在胡部的戰敗表示共軍仍相當活躍，103讓蔣

更有快速解決綏事的壓力，故再電閻，表示願意給予充分軍力與軍備，請其對

商都、百靈廟同時並攻。104 

閻不似中央好戰，一心只想拒日本於晉綏之外，所以當張學良又向閻提援

綏建議時，105閻不像先前那樣樂意接受，106恐怕此時閻也想與中共保持距離，

                                                      
98 〈綏遠趙司令傅主席皋密魚未辦電〉，民國25年11月7日到，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

案〉，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99 〈復綏遠傅主席趙司令簡密虞申參電〉，民國25年11月7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

戰案〉，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100 郭榮生編，《閻錫山先生年譜》，頁161。 
101 〈閻錫山致傅作義希詳偵熟計後相機奇襲百靈廟電〉，民國25年11月17日發，〈百靈廟戰役

史料選錄〉，《國史館館刊》，復刊第6期（臺北，國史館），頁295。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

圖存問題之研究》，頁476。 
102 〈致綏遠傅主席條密篠巳參電〉，民國25年11月17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

檔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蔣檔》，〈文物圖書〉，事略稿本，民國25年11月17、18
日。 

103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278。此戰役是指25年11月在甘肅的山城堡之役，共軍
殲滅胡宗南部一個多旅，中央軍聲勢大挫，遂暫時停止進攻陝甘寧蘇區，且因為鄰近山西，

蔣需防止閻與共軍可能合作的企圖。 
104 〈國防設施〉（下），民國25年11月21日，國史館藏：《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目

次152號。 
105 〈長安張學良致太原閻副委員長梗辰電〉，民國25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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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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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中央或日本質疑，也或者閻有意防範東北軍、共軍趁機進入晉綏，造成更

多困擾。 

11月下旬晉綏軍與中央軍攻克百靈廟後，軍威大振，蔣提出佔領察西的商

都、張北計畫，以便剷除淨盡，107閻再次表示不同意，認為「抗日準備尚不充

分，山西之作戰工事正進行中，宋哲元、韓復榘之備戰尚屬薄弱，應以與日交

涉拖長備戰之時間，不宜即時進攻商都及張北，且進攻商都及張北，可能引發

直接的中日戰爭，有違忍辱備戰之政略，遂暫取守勢」。108從徐永昌的觀察看

來，閻意是「恐給日軍藉口，致危及晉綏」。109再次證明閻重點工作在「防日」

而非「抗日」。 

蔣了解閻意後，相當氣憤閻「怕犧牲，不肯攻察，祇想人危己安，而又借

戰事之名，來索大宗款項六百萬」的心態，所以曾堅持閻須在三日內佔領商都、

南壕塹。110閻、蔣關係會因此生變嗎？閻回應，「對綏有守土之責，決不計勝

敗」，只是出兵察境顧慮尚多，包括：「（1）恐惹起中日戰爭，中央對於外交，

應先有佈置，並須有整個作戰計畫而後可行；（2）應當與宋明軒（哲元）一致

行動；（3）作戰軍禦寒服裝及諸補給應先準備。」111除了中央對閻不諒解外，

張學良站在「抗日」立場上，也力勸閻趁勝克復，112閻仍以「計畫未備」的理

由回應。113據何應欽分析，他認為閻此時之所以採取消極抵抗策略，因為顧慮

                                                                                                                                                       
106 閻以「中央飛機聞已決定派六十架北上」為由回絕張。〈太原閻錫山致長安張副司令漢卿兄

敬亥電〉，民國25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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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復洛陽蔣委員長有戌電〉，民國25年11月25日發，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檔

號：0372.42/2234，微捲第10捲。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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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109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497。 
110 〈吳鐵城電蔣中正〉，民國25年11月25日，國史館藏：《蔣檔》，〈特交文電〉，日寇侵略部分

編案紀要初稿及參考資料（陸、卵翼傀儡），總號25041282。《蔣檔》，〈文物圖書〉，事略稿

本，民國25年11月26日。引自：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282。 
111 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委員會，《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臺北：何應欽上

將九五壽誕叢書編委會，1984年），頁486。 
112 〈長安張副司令學良致太原閻副委員長勘申機電〉，民國25年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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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太原閻錫山致西安張副司令漢卿兄艷酉電〉，民國25年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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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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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綏金融的維持問題，擔心一旦攻察受挫，晉鈔信用將成問題，閻其實是以晉

綏利益為是否出兵的考量依據。114 

不過因為中國內部遲遲無法取得是否繼續攻察的共識，日本乘此時機，發

表「綏東戰事是國軍與共軍聯合圖謀威脅滿洲國」的想法，並揚言「內蒙戰事

如危及滿洲國，或共產黨危及中國，將採取適當步驟以自衛。」115也就是說，

如果現在再採取進攻，恐會引起日本直接干涉，甚至是全面戰爭，蔣無奈的同

意閻取消攻察計畫。116 

   之後日本仍未放棄攻綏計畫，但因 12 月 12 日爆發西安事變，日本為恐加

劇中國的抗日聲浪，所以時而攻擊，時而停戰，直至民國 26 年 3 月後才結束

對綏遠的戰事。 

第三節  對西安事變的回應 

（一）事變前與張學良漸趨密切 

閻錫山與張學良在中原大戰前皆為擁重一方的地方實力派，關係時而緊張

對立，時而妥協合作，民國 24 年 9 月，張學良返國就任西北剿匪總司令，兩

人為了剿共或聯共問題再度產生聯繫。 

起初兩人頗合作於陜甘剿共軍事，但隨著東北軍在嶗山、榆林橋等戰役中

的受挫，117張逐漸顯露出其支持中共「民族統一戰線」傾向。118閻雖然也認同

中共所稱「中國唯一出路在於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聯軍」的主張，但閻同時了

解，從國家角度而言，「一談就是很大的亂子」，119所以閻對中共態度保守，基

                                                      
114 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委員會，《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頁486。 
115 〈張群呈蔣委員長十一月儉電〉，民國25年11月28日，《蔣檔》，革命文獻拓影，統一時期第

26冊—華北局勢與對日交涉下，頁170。 
116 〈蔣委員長致閻錫山十一月艷電〉，民國25年11月29日，國史館藏：《蔣檔》，〈革命文獻拓

影〉，統一時期第25冊，華北局勢與對日交涉上（2），頁297-298。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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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黃偉民，《西京風
雲—國共第二次合作紀實》（北京：作家出版社，1998年），頁157。 

118 據顯示，西安事變前張學良已加入共黨。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良與中共關係之研

究》（臺北：東大圖書公司發行，1995年），頁94-112。 
119 王良卿，〈閻錫山與西安事變—地方實力派在事變中的角色個案論〉，《中國歷史學會史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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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對誰也不妥協，保持中立」的立場，120兩人差異極大。 

隨著形勢發展至綏遠戰役，閻因共軍擾晉綏西北部及綏遠抗日問題的同時

並進，使「聯共防日」思想逐漸成形，及至 25 年 10月，閻、張數度遣使往來，

並已達成「聯共」默契，準備伺機向蔣中正說明其主張。10 月 31 日閻、張同

時出席蔣在洛陽的五十壽誕，就「應否繼續剿匪，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與蔣

會談，蔣一再說明「攘外必先安內之必要，共匪已成強弩之末，只要大家努力，

短期內不難徹底消滅，永決後患。」遭回絕的閻、張兩人，張悲憤難平，閻則

勸張暫先冷靜，再徐圖商洽，謂「看委員長態度，咱們不能再說話了，只有咱

們自己以後看機會慢慢的做罷。」121可知此時閻、張不僅已有「聯共」默契，

也建立起類似合作的夥伴關係，關係頗為緊密。 

（二）事變後的態度變化 

25 年 12月 12日西安城爆發驚天一響，張學良突然挾持蔣中正，要求蔣答

應「改組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合作、與蘇俄聯合」等八項要求，張明白此事當

中閻錫山的重要性，並視閻為當然戰友，或在必要時可形成陜、晉相連的軍事

局面。122所以張立刻發電通知閻，期望閻能支持，並為未事先與之商量而致歉。
123隔日則速遣代表至太原，報告西安實際情況，請閻到西安負責領導。閻初聽

聞時相當震驚，既困擾卻也振奮，困擾的是「扣蔣易，放蔣難」，將可能使全

國抗戰局面，增加困難；但振奮的是「可藉這機會爭取和紅軍就地談判的機

會」，「停止內戰，是件大好事」，124看來閻頗有支持之意。 

但閻畢竟是個深思熟慮之人，困擾與振奮之餘則必須考量挾持蔣是否真能

達到「國共合作」目的，度量各方利害，日侵綏遠問題未決，125國內第一時間

                                                                                                                                                       
刊》，第31期（臺北，民88年6月），頁168。 

120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良與中共關係之研究》，頁57-58。 
121 李金洲，《西安事變親歷記》，頁12-14、24。 
122 司馬桑敦，《張學良評傳》，頁258。 
123 傅虹霖，《張學良與西安事變》（臺北：時報文化出版社，1992年），頁214。 
124 苗浡然，〈西安事變中我到晉綏見閻、傅的回憶〉，出自吳福章編，《西安事變親歷記》（北

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年），頁298-299。 
125 12月13日閻電湯恩伯、門炳岳，謂中央決定遏止事變擴大，閻非常贊同，但綏省防務應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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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者亦只有廣西李宗仁、白崇禧及四川劉湘，126閻判斷事變前途恐怕危險，

而且即使事件非由他發動，但前此蔣曾電閻，質問太原容納左傾份子事，洛陽

謁蔣，閻也與張同一聲息，各方一定會視閻為當然同盟者，閻該如何回應呢？

127 
12 月 14 日華北宋哲元發表支持南京政府聲明，128同時日本也表示了對西

安事變將激起抗日、反日思潮提出關切，129使得閻對西安事變結果更不樂觀，

在衡量情勢與避戰日本的想法下，閻致電張，質問其「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

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力量乎？減少抗戰力量乎？第三、移內戰為對

外戰爭乎？第四、兄等能保不演成國內之極端殘殺乎？」130藉提醒兵變可能導

致內亂的結果，來表示閻將不支持西安事變的立場。 

至於中央如何看待閻呢？事變初起閻尚未表達其立場時，國民政府為恐蔣

委員長受挾持後，軍委會指揮權會落入副委員長閻錫山與馮玉祥手中，而閻、

馮態度不明，在擔憂閻、馮可能聯張的情況下，軍委會迅速召開會議調整機構

組織，規定軍委會由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會負責，並明確指名「指揮調動軍隊

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負責。」131等到閻發表不支持事變

的態度後，中央了解張對閻推誠甚深，故行政院代院長孔祥熙邀請閻擔任調

人，勸張反省及保證蔣安全歸來，孔則願意保證張的安全，期望和平解決此事。

132 

                                                                                                                                                       
加固，請湯、門安心作戰。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臺北：國

史館，1993年），頁186。 
126 李義彬，《震驚世界的一幕—張學良與西安事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98年），頁243-246。 
127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505。 
128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編，《西安事變資料》第一集（北京：人民出版社，1980年），
頁193。 

129 12月14日日本陸軍省發佈〈西安事變對策綱要〉，內容為「南京政權和其他各地政權，非但

不改變以往的政策，反而更加激化了抗日反日思潮，將使帝國僑民的安全與在華利益受到

侵害。倘若此種事態出現，則應毫不猶豫地行使自衛權。稍微看一下張學良的起兵聲明便

知，恐將招致對日空氣之惡化⋯因此，在此形勢下，要做好準備，以便不失時機的採取自

主手段」。黃偉民，《西京風雲—國共第二次合作紀實》，頁287。 
130 郭榮生編，《閻錫山先生年譜》，頁162-163。 
131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一冊重要函電（上），頁104。 
132 孔祥熙，《孔庸之先生演講集》（下）（臺北：文海出版社，1972年），頁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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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審查情勢，中央主戰派者何應欽已發佈對張學良、楊虎城的「討伐令」，

集中軍隊於隴海線，133牽連駐守綏遠的湯恩伯部也可能前赴西安，134但日侵綏

遠攻勢不斷，135閻一心想穩住綏遠情勢，故同意中央和平解決方案，並擔任調

人以得中央信任。 

自從張學良接獲閻的「四項質問」電報後，對閻態度相當不諒解，張先是

一一回覆其提問，即：（1）此舉係對事不對人；（2）實有力量而不用，或用而

不能發揮最大效能，均不能謂之增加抗戰力量；（3）如中央肆行壓迫，則是中

央自造內亂；（4）是否演成國內殘殺，須視大眾之覺悟如何。136表達其堅定的

抗日立場。隨後又派代表赴太原詳尋閻的意態，希望閻「不要想擺脫乾淨」，

或至少保持中立態度，137但當閻詢問為何發起事變時，使者轉達張意，謂：「再

遲兩天不發動，蔣先生即要將該部調出潼關開始解決之」。閻推測「張發動事

變意在保全所部，如能取得蔣負責給予張安全等語，則事趨樂觀。」果然在閻

提出愛護國家、領袖、副司令（張）、東北軍的條件原則下，張同意「負責保

蔣安全」、「苟利於國，不惜赴京聽候處分」、「可派員謁蔣，以證尊崇之事實」，

閻於是擬派趙戴文、徐永昌入陜單獨謁蔣及與張晤談，對和平解決漸露信心。

138 
張除了無法尋求閻這個有力外援，中共方面也從支持變成不支持，起初中

共政治局滿懷信心，敦促各界響應，並期待晉閻和川劉成為西安兩翼，好對中

央控制的東南七省形成半月形包圍，或可推閻為全國抗日援綏聯軍總司令。139

但閻的不響應，致使局勢擴展不開，加上日侵綏遠與蘇聯反對等情勢下，中共

                                                      
133 〈紅中社刪電訊〉，民國25年12月15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年12月往來電文

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12，微捲第69捲。 
134 〈西安張學良致太原轉湯恩伯刪亥電〉，民國25年12月16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

國25年12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12，微捲第69捲。 
135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190。 
136 孔祥熙，《孔庸之先生演講集》（下），頁696-697。 
137 張當時頗氣憤，要使者轉達閻：「你告訴他，現在我已做了，看他怎麼辦!此事他不要想擺

脫乾淨，必要時我將調華北部隊，會師太原。」並要閻能保守中立，或可同意讓在河北的

東北軍能經山西到陜。李金洲，《西安事變親歷記》，頁37。 
138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頁507-508。李金洲，《西安事變親歷記》，頁37。 
139 李義彬，《震驚世界的一幕—張學良與西安事變》，頁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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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轉向和平解決。14012 月 21 日中共中央書記電周恩來表示，在蔣及南京政府

「答應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聯合抗日」的條件下，「對閻遷蔣至山西辦法應表

示可以考慮」，即準備爭取閻共謀和平。141張明瞭現下局勢困難，但因對閻已

極度失望，不願與之接觸，以「天氣不佳」拒絕趙戴文、徐永昌入陜，謂「我

決不讓老閻作這一票買賣」，142即不給閻作調人機會，好讓他能向中央爭取利

益交換。    

不過閻仍不放棄成功政治解決的機會，因為此時何應欽與湯恩伯又屢屢來

電，希望調湯部圍攻西安，閻反對，謂「敵人狡詐，倘乘湯軍調走後來攻，則

政略戰略均陷於應付困難地位」，143故閻一再電張，「希望張能有所犧牲。」144

並加緊派遣與張交情較好的傅作義赴西安遊說，可惜飛機迷降河北，145閻方法

用盡，只能期待事情有新的轉圜。至 12月 25日張終於同意進行協調，蔣離陜

飛抵洛陽，西安事變落幕。 

（三）調解陜甘善後問題 

西安事變結束後，中央隨即召開會議，商討如何處理陜甘善後問題，閻認

為「中樞力求安定，必不苛責地方」，146頗樂觀看待，但為求謹慎，仍要山西

代表徐永昌赴會時，「不宜輕率表示主張」，以免增加不必要的揣測與麻煩。147 

民國 26 年 1 月 1 日正式召開會議，蔣確定了「政治為主、軍事為從」方

略，148判決張學良處十年有期徒刑，得以赦免，但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至

於陜甘善後方案為：以顧祝同為西安行營主任，綜理陜甘青寧軍事及西北國防

                                                      
140 劉澤明等主編，《山西通史編年大事》，頁1568。 
141 〈中央書記處致周恩來電〉，1936年12月21日，《文獻和研究》，1986年第六期，頁32。引自：
蔣順興、李良玉主編，《山西王閻錫山》，頁154。 

142 李金洲，《西安事變親歷記》，頁40。 
143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199-200、264。 
144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一冊重要函電（上），頁14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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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146 〈太原曾琦致成都劉湘陷電〉，民國25年12月31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5年12
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5.0372.42/2700.2-12，微捲第69捲。 

147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98。 
148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北：出版者不詳，1978年），卷四上冊，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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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事宜；以王樹常為駐甘綏境主任，擔任甘肅綏靖事宜；以楊虎城為西安綏

靖主任，帶罪圖功；陜甘各軍餉糈由中央統一發給。149之後又補充兩點為商洽

基礎，等有結果，再行令定：（1）東北軍全部先調集甘境，歸王樹常節制指揮，

並負責整理。（2）同意十七路軍（楊虎城軍隊）在西安酌留一部。150 

中央用意是破壞東北軍、西北軍和紅軍的「三位一體」，使西安由中央根

本掌控，為逼迫西安接受該方案，中央一方面進兵軍事威嚇，151另一方面則請

閻代為調解。閻知悉西安此時意在繼續爭取聯合抗日計畫，即不欲「三位一體」

瓦解，所以將拒絕中央方案，但閻勸楊，「中央之處置，其意似不外欲使兄等

遵令辦理，然為息事寧人計，想亦無不可變通之處」，152希望楊虎城先答應，

然後再與中央慢慢商談變通。 

閻之所以願意居中說項，和想盡速穩定西北情勢有關。自事變後，日本密

切注意中國是否聯共，不僅透過外交方式反對，153並試圖與綏遠接洽，想以察、

綏和平及援助軍事、經濟的方式換取簽訂共同防共協約，154閻對日本的積極侵

綏深感壓力。在另一方面，聽聞張、楊已將膚施、延長一帶交共黨接防，雖然

閻不反對聯共，卻不願山西遭蘇區盤據，為恐怕山西再次受共黨威嚇及晉綏軍

抽調不足情況下，閻以表示贊成陜甘善後命令來換取中央援助防共的條件。155 

西北情勢未稍加緩和，加上川桂各方逐漸表示支持西北的態度，使楊虎城

更堅持其「抗日、張返陜、撤退軍隊」等要求，並請求閻能領導群倫，以「一

呼百應」。閻雖然礙於共黨入晉壓力，但也提醒中央，「強鄰在側，西北又與蘇

俄毗連。處置陜甘善後，以不戰而迫令就範為上計。⋯赤匪謀東渡久矣，其企

圖一係擄掠財物，一係挑起國際戰爭，而日本對此則係面憂而心喜。⋯弟意防

                                                      
149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104-105。 
150 李雲漢，《盧溝橋事變》（臺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1987年），頁215。 
151 而且軍事用兵還有政治意義，即藉此伸張中央權威，代表不能任其叛亂的立場。周美華，《中

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312。 
152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45-47、74。 
153 〈南京張外交部長統密卅電〉，民國25年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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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綏遠傅主席樹密勝巳特電〉，民國26年1月1日到，國史館藏：《閻檔》，〈綏遠抗戰案〉，檔

號：0372.42/2234，微捲第11捲。 
155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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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赤化⋯，介公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原則，實為不易之經本，此進行當不難於

收效。」156 

中央於是再提新的善後方案，由二擇一：（1）東北軍全數開甘，楊部仍駐

陜。潼關至寶雞沿鐵道線，由中央軍接防。（2）楊部開甘，東北軍開駐豫皖一

帶。 157第一方案中央的重點在使「東北軍離陜，赤匪旁觀中立，俾楊逆孤立

心寒，然後攻之」158；第二方案則是在實際地理上拆散「三位一體」聯盟。無

論是那個方案，都顯示蔣對西安和隴海路的掌控，是勢在必得，且中共必須返

回陜北，置身事外。159 

蔣再度電請閻對楊曉以大義，接受中央處置，160陜方卻另提善後方案意

見：（1）以張學良為陜甘綏靖主任，楊虎城副之，統率東北軍、十七路軍及紅

軍，行營主任顧祝同駐洛陽；（2）陜甘兩省由東北軍、十七路軍、紅軍分駐，

其防地劃分由東北軍、十七路軍及紅軍商定施行；（3）三軍之用人行政及訓練

事宜由各本部自行全權辦理；（4）陜一切善後所需軍費用及陜甘駐軍之餉，十

七路軍、紅軍之編制與餉章由各部自行擬定。此方案完全以陜甘為本位，目的

是使陜甘如冀察一樣成為特定區域，由張學良、楊虎城及中共三方面負責，中

央軍除酌留一部分部隊駐潼關、華陰間，擔任護路工作外，完全退出該區。161

閻以為陜甘特殊化方案不可行，尤其「容共」一層為國家製造許多麻煩，勢難

容納，西安恐非屈服不可。162 

果然蔣拒絕陜方提出的善後方案，並以嚴厲態度要求接受中央命令，否則

                                                      
156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48-50、111-112。 
157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81-82。 
158 〈蔣介石致劉峙、顧祝同電〉，民國26年1月8日，有關西安事變後「陜甘善後問題」政治解
決經過的函電，《民國檔案》，1986年第4期，頁7。引自：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
頁314。 

159 對蔣而言，原本即將消滅的共軍，因西安事變期間擴大了數萬平方公里地區，居民增加將

近一百萬。在此情勢下，如何將共軍逼回原地，是一大重點工作。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

的形成》，頁314。 
160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83。 
161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551。 
162 〈潼關陳總指揮誠致太原副委員長閻巧電〉，民國26年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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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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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遣中央軍進駐關中，軍事解決陜甘問題。163閻認為戰事或不可免，遂加緊防

範開戰後可能引發的共窺晉與綏戰問題，還請求中央支援軍隊及自行召集防共

保衛團，以備迎擊。164 

但其實陜方內部沒有真正聯合作戰過，各方意見也頗為分歧，其中中共所

持態度為「應戰而不求戰」，甚至已表示同意「抗日擁蔣」主張，所以為了避

戰，楊終於同意接受第一項善後方案。165但仍希望有些變通，請閻轉達：（1）

東北軍及十七路軍移防時，請中央軍勿開駐鐵路線，並請中央軍於各軍開始移

防時，退駐華縣以東地區；（2）中央軍在潼寶線上勿駐兵過多；（3）東北軍除

駐甘外，請以一部駐西蘭公路與西安，維護東北軍家屬，安定人心；（4）張既

難返陜，但請復權並酌予名義，以安慰東北軍之心。166至此蔣已不願再與陜方

有討價還價空間，逕行以軍事威嚇逼其於 1 月 27 日正午前撤退，否則和平破

裂，轟炸開始。1671月 28日東北軍、十七路軍及共軍確定執行撤軍行動。 

（四）國共合作與日本加速侵略 

解決陜甘善後問題後，國共的合作談判問題順勢浮上檯面。中共認為要求

蔣「停止剿共」恐怕不可能，為求生存，只好擺低姿態主動與南京中央協商，

周恩來提出兩種處理共軍的方案，由二擇一：（1）番號不變，由中央指定駐軍

區域，每月酌予接濟。我軍對其警戒，抗日時一致抗日；（2）完全收編。蔣意

以第一項辦法處置。168蔣並指示，「需強調非形式統一，而要精神實質統一，

                                                      
163 〈西安惟致北平秦德純號酉電〉，民國26年1月22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6年1
月往來電文錄存〉，檔號：26.0372.42/2700.2-1，微捲第69捲。 

164 〈南京孔部長祥熙致太原閻主任錫山皓電〉，民國26年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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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潼關陳總指揮誠致副委員長閻皓電〉，民國26年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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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239。 
167 〈蔣介石令劉峙等如東北軍不依限撤退宣佈和平破裂並轟炸其陣地電〉，1937年1月26日，
引自：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雲南省檔案館及陝西省檔案館合編，《西安事變檔案史料選編》

（北京：檔案，1986年），頁150。 
168 〈顧祝同關於指定紅軍某部的駐區及撥發每月經費等問題的請示電〉，1937年1月31日，引
自：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雲南省檔案館及陝西省檔案館合編，《西安事變檔案史料選編》，

頁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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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實行三民主義，如此其他才可容易商量」，169中共在全心全意確保和平、

保住共軍，促使共黨合法化的考量下，與南京中央協商結果：（1）中共承認國

民黨在全國的領導，停止武裝暴動及沒收地主土地，實行禦侮救亡的統一綱

領。國民政府分期釋放政治犯，對中共黨員、中共黨組織不再逮捕、破壞，允

許中共適時公開；（2）取消蘇維埃制度，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受國民政府

指導，實施普選制；（3）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

蔣的統一指揮與領導。其他邊區部隊改為地方團隊；（4）中共派代表參加國民

會議，軍隊派代表參加國防會議；（5）希望國民黨三中全會對中共提出的和平

統一團結禦侮及容許民主自由的主張有進一步的表示。170 

此協商內容其實不代表中共完全讓步，因為中共既未放棄共黨組織，蘇聯

國際背景依然存在，而蘇維埃及紅軍易名，也僅接受「指導」，中共仍未喪失

其領導權。對蔣來說，最多也僅是確立「編共」而非「容共」政策，並藉機抿

除主張「反共」或「容共」的各方有責難中央的理由。171南京中央與中共中央

仍存有不少歧異待討論。 

26 年 2月 15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討論新時勢下國共關係和對日

關係問題。會中仍未放棄反共立場，但已由「武力剿共」變為「和平統一」。172

中共為了掌握更多籌碼，積極尋求廣泛的群眾支持，推展統一戰線主張。例如

山西在犧盟會主席薄一波宣傳下，閻同意釋放因提倡抗日而被捕的政治犯，犧

盟會並開始向各縣派出幹部，建立分層組織，普遍進行共黨組織的整頓與發展

工作。173《太原日報》說當時太原充滿左傾空氣，174反映國共談判下國內濃厚

的「聯共抗日」氣氛。 

日本不願看到中國內部「聯共抗日」意識趨於統一，一度有意更改對華政

策，包括：（1）為除中國誤解，於適當時機聲明對於華北及內蒙無侵略領土之

意圖；（2）暫時停止軍事策動，依經濟目的以恢復中日國交；（3）以南京政府

                                                      
169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料》，第二冊重要函電（下），頁164-165。 
170 劉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562-563。 
171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321。 
172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322。 
173 劉澤明主編，《山西通史編年大事》，頁1570-1571。 
174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四冊，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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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涉對象；（4）積極援助中國國內建設事業，華北經濟提攜由冀察擴及魯晉。
175閻質疑日本這些改變，曾詢問外交部長張群「日本近來論調一變，甘辣何

是？」176 

果然日本的「親善」舉動已無法平息中國人民的抗日情緒，自 4月起，日

本又開始刻意製造中國紛亂，除了繼續在綏遠發動攻勢，177並向宋哲元提出實

行冀察魯聯省自治方案，178極力挑撥冀察與中央的關係，179閻告訴宋，「不抗

戰絕不能自存，如以抗戰失敗，無處存身為慮」，180直至 7 月 7 日盧溝橋事變

爆發前，日本都未能成功主導華北特殊化。 

                                                      
175 〈南京張部長邁密號電〉，民國26年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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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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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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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 
178 〈上海張其致漢口某養電〉，民國26年5月23日，國史館藏：《閻檔》，〈各方民國26年5月往

來電文錄存〉，檔號：26.0372.42/2700.2-5，微捲第70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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