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前言：今天我們一提及「西安事變」必想到張學良，反之亦然，張學良與「西安 

   事變」看來已合二為一。就「西安事變」一事，不少學者認為張學良創造 

   了歷史，但有學者認為他也蹂躪了史家。張將軍由剿共到資共到聯共，由 

   擁蔣到扣蔣到送蔣。功過是非，至今爭議不休。本工作紙的目的是希望同 

   學參考不同的資料，嘗試為張學良於「西安事變」所作的功過作出自己的 

      評價。 

 

內容：本工作紙共分三個部分，包括初步討論、資料題及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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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對「西安事變」的初步認識 

 

指引：就以下各項，填寫其中一項意見：同意；非常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西安事變」的主謀是張學良。 

       2.「西安事變」的主謀是共產黨人(周恩來)。 

       3.「西安事變」是張學良與蔣介石二人意氣之爭的結果。 

       4.縱有「西安事變」，蔣介石心裡仍希望「先安內後攘外」。 

        5.「西安事變」加快日本人侵華的行動。 

       6.「西安事變」有助加強中國抗日的能力。 

       7.「西安事變」有助共產黨發展。 

       8.「西安事變」對中國利多於弊。 

       9.「西安事變」讓張學良成為民族與國家英雄。 

 

乙．資料分析 

一．西安事變發生的背景 

 

1.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 

 

資料一：張學良致力慶瑛的信件 

  「亡國奴，討飯吃，出諸國人，毫無可羞，願諸生等能藉此二字可以自勉。…… 

   要知道造成中國東北人為猶太人之局面乃日本人是也。無論國人說什麼， 

   要想到他是吾們同胞，吾們手足，我們不應同自己的弟兄鬥閒氣。」 

 

資料二：不抵抗將軍 

   「東三省之失，全國上下的責難首先都集矢於張學良一身，他因此贏得一 

    個不抵抗將軍的惡名。這在他自然是奇恥大辱，但他從未為自己公開洗 

    刷過，我們與其說他能守軍人的本分，毋寧說這是他俠義精神的一種表 

    現。 他可以代表人受過，不作辯白，但無論如何也嚥不下不抵抗之恥。」 

余英時〈是歷史的推動者還是弄潮兒？〉 

 

頁 2 



i.日本於 1931 年發動哪一件事引致東三省人民成為亡國奴？ 

                                    

ii.為什麼日本人那麼容易就奪取東三省？ 

                                   

iii.根據資料二，張學良代表誰人受過，為什麼他這樣做？ 

                                   

                                                                    

iv.綜合上述資料，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遠因是什麼？ 

                                   

                                                                    

2.共產黨（周恩來）於「西安事變」的角色 

資料一： 

  「二十多年前，我對於共產黨，可以說是無所知，我出國之時（1933），我 

  時常在那裡想，中國的第一課題是打倒日本，才能復興。而國力如斯，如何 

  能抗此強敵呢？遂想到法西斯黨能復興古老之意大利，共產黨能致強頹唐 

  的俄羅斯。因之對法西斯和共產黨在我心中發生了懵懂的憧影（憬）。」 

張學良 

            
資料二： 

   經過多次剿共的失敗，張學良自覺：「他們（指中共）有比我們強大的地 

   方。」 

   在「西安事變」中，張學良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見了面。張學良說：「中國 

      現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來。我倆一見面，他一個話就把我刺透了，他也 

      相當佩服我。可以說我倆一見如故。」 

截錄自 2001 年 10 月 16 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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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周恩來早將張學良「英雄」、「好漢」的性格摸得一清二楚。今天回顧起來， 

  至少有三點是很明顯的。第一，張學良的反日情緒是極其強烈的，可以說他 

  的民族主義內容徹頭徹尾便是「抗日」兩個字。對於他來說，日本是三重複 

  雜情感的混合體，即殺父（張作霖）之仇、奪地（東三省）之恨、與不抵抗 

  之恥。第二，周恩來看準了他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性格，因此在一開始談 

  判時便表示要成立「西北大聯盟」，奉他為「霸主」。第三，「西安事變」 

  爆發後，中共已奉第三國際的指示，要「聯蔣抗日」，而不是「反蔣抗日」。 

余英時〈是歷史的推動者還是弄潮兒？〉 

資料四：   

  張學良具有豪俠的衝勁，當時一一落入周恩來的算中。但他畢竟是「聰明 

  人」，事後回想，自然識破了周的老謀深算，此所以《懺悔錄》中說「西安 

  事變」的責任主要在周，又說他是「老狐狸」也。 

余英時〈是歷史的推動者還是弄潮兒？〉 

 

i.根據資料一及資料二，共產黨在張學良心目中有何優點？ 

                                    

                                   

                                    

ii.根據資料三與資料四，你認為周恩來是否「西安事變」的真正主謀？為什麼？ 

                                    

                                   

                                    

                                   

                                    

                                    

 

3.張學良與蔣介石意氣之爭。 

資料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西安學生經「東北人民救亡會」等組織，發生大小 

  各級的學生遊行請願，高呼「停止內戰，團結抗日。」 

 

頁 4 



  張學良在灞橋上阻止學生，向學生誇下海口：「我可以代表蔣委員長（蔣介 

  石）考慮你們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們把你們的要求轉達給委員長。請你 

  們先回去……」 

  張氏阻擋學生之後，當夜向蔣介石報告學生請願事件（張氏記述的往事）。 

  蔣介石罵說：「你這是一腳踩兩船，是兩面人，怎麼可以代表我，又代表學   

  生……」他（指蔣）又接著說：「這些學生，你要讓他們來，我用機關槍打。」 

  這可把我（指張）氣火了，我幾乎話說出來，「你機關槍不打日本人，打學 

  生？」 

  「蔣先生看我變了臉。……我自蔣處出來，就直去華清池洗澡。一來讓他放 

  心，二來怕他扣留，這樣作是表示我們只是意見之爭。後來，他果然問人， 

  我幹什麼去了？」                 之宁〈張學良將軍口述歷史之外—西安拾遺〉               

 

i.根據上述資料，你認為蔣介石對張學良的指責是否合理？為什麼？ 

                                    

                                   

                                   

                                           

ii.根據上述資料，你認為蔣介石的性格如何？試抒己見。 

                                    

                                   

                                   

                                           

 

二．「西安事變」的經過 

  張學良等人在 12 月 11 日(1936)深夜到 12 月 12 日早晨開始行動，他們先解

決華清池大門警衛之武裝。12 日凌晨 3時，他們進入華清池扣留蔣介石部隊，

因遭抵抗，引發槍戰，大約三十分鐘內才被完全鎮壓住。其後張的部隊在突入五

間廳的寓所時，已不見蔣介石縱影。但因床上仍有蔣的餘溫，床邊的桌上還有蔣

的假牙，可見此事對蔣介石而言是一突發的緊急狀態。……張命令部隊上山搜

尋，於同日上午 5時左右發現正逃往華清池驪山途中的蔣介石。12 月西安天未

明的寒氣及逃亡時所引發的腰痛，當時處於行動不方便的蔣介石最終被捕。 

西村成雄：《張學良—滿洲與日中之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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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發生的地點：華清池內的五間廳  蔣介石於五間廳居住的房間 

 



        

     蔣介石逃往華清池驪山時，就在此亭子被捕（後改名為兵諫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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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從上述的資料可見，你認為張學良等人發動「西安事變」前的準備如何？試抒

己見。 

                                   

                                   

                                   

                                    



資料二： 

                    

ii. 日本人對於「西安事變」亦有密切的留意，就課堂所學，你認為「西安事變」 

    對日本侵華的影響如何？ 

                                   

                                   

 

三．「西安事變」與張學良的評價  

  一九九一年，《紐約東方新聞》主編李名揚曾訪問當時年介九十的張學良， 

節錄部分如下： 

 

資料一：有關「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大事： 

     李（李名揚）：「如果歷史重演，再有相同的機會，你還會送不送蔣先生 

                    回南京而不後悔失去幾十年的自由？」  

張（張學良）：「送蔣先生是我自願的，如果歷史重演，我還會去送他。我當時要 

             陪蔣先生回南京，他不同意，他說你去了我很難辦。但我堅持要 

             去，一人做事一人擔！到了南京，蔣先生周圍的人要殺我，是蔣 

             先生一直保護我。」 

張逐說：「四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沒有什麼好怨。當時我堅持陪蔣先生回南 

         京，就抱著準備受軍法審判處死的決心。…….如果我是蔣先生，我會 

         槍斃張學良，因為這是叛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寬洪 

         大量。……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下來，所以四十年失去自由是 

         公平的。」「我最推崇兩個人，一個是父親，一個是蔣先生。然他倆很 

         不同，我父親有雄才無大略，蔣先生有大略無雄才，如果他倆攜手合 

         作，中國恐怕不是今天的日子。」   

截錄自 2001 年 10 月 16 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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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根據上述資料，你認為判張學良失去多年自由的決定是否合理？為什麼？ 

                                   

                                   

                                   

ii.假如你是張學良，你會否像他一樣護送蔣介石回南京？為什麼？ 

                                   

                                   

                                   

iii.從違背上級命令，發動「西安事變」一事來看，你如何評價張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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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有關剿共的事宜 

 

  李：「當年紅軍經過二萬五千年流竄，剩下兩三萬殘部，勢孤力薄，猶如強 

    弩之末，統帥部已調動二百六十個團三十多萬精銳以及一百多架剛從歐 

    洲買回的新式飛機。準備對共軍殘部全面清剿，共軍覆亡指日可待。不 

    幸因你劫帥統帥，促成了政府收編共軍，使中共死裡逃生，由保安進佔 

    延安，在抗日的名義下發展到一百二十萬部隊，為席捲大陸奠下了基 

    礎。倘無西安事變，我們的同胞會餓死、打死、鬥死八千萬人嗎？(按 

    指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等事件)」 

   張：「當時我手下兩個精統被共打得全軍覆沒。……我想，既然消滅不了頑 

      強善戰的紅軍，倒不如和他們合作。」 

  截錄自 2001 年 10 月 16 日《信報》 

 

iv.根據上述資料，你認為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策略會否成功？理由何在？ 

                                   

                                   

                                   

                                   

v.你認為李名揚「西安事變是導致日後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民生更苦的原因」 

   的見解合理嗎？為什麼？ 

                                   

                                   

                                   

                                   

 

資料三： 

  國家主席江澤民：「張學良先生是偉大的愛國者。六十五年前，在民族危亡 

  的緊急關頭，張學良將軍與楊虎城將軍以愛國之赤誠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 

  民族大義，毅然發動西安事變，聯共抗日，為結束十年內戰，促成第二次國 

  共合作，實行全民族抗戰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堪稱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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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總統陳水扁：「駐美國檀香山辦事處請轉張學良先生家屬禮鑑 驚悉  

  漢卿（張學良）先生捐館，曷勝震悼，謹電致唁，敬祈節哀。」 

截錄自 2001 年 10 月 16 日《信報》 
資料四： 

  歷史學家唐德剛十年前與張學良交往，在張學良九十大壽時撰寫打油詩二十 

  首，描敘張之生平遺韻，其中兩首如下： 

 

九一八事變： 

燕雲席捲走驚雷，錯把和戎作剪裁， 

麥帥名言非第一，當年早說我將回。 

 

懺悔錄（對蔣介石） 

骨肉親情世莫知，私忠大義兩煎熬， 

萬言懺悔豈當悔，原為生民解倒懸。 

唐德剛〈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二十首〉 

 

vi.根據資料三所見，江澤民與陳水扁對張學良的評價有何不同？你認為背後的 

  原因為何？ 

                                   

                                   

                                   

                                   

vii.根據資料四的兩首詩，你認為張學良如何評價自己在「西安事變」上的功過？ 

    試抒己見。 

                                   

                                   

                                   

                                   

 

丙．辯論 

 

辯題：「張學良於西安事變中的表現是功大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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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張學良簡歷  

 

時間 事件 

3-6-1901 生於遼寧台安 

1916 與丁鳳至成婚 

1920 畢業於東北講武堂 

1922 參與第一次直奉戰爭 

1924 任東三省空軍司令 

1928 父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身亡，獲推舉為東三省保安司令、東

北大學校長，12 月易幟歸順國民政府，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 

1931 九一八事變後奉命不抵抗 

1933 指揮華北抗戰，後因熱河失守，引咎辭職，出遊歐洲 

1934 回國任剿匪總司令 

1935 指揮進剿紅軍 

1936 與中共接觸，贊同其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與蔣介石歧

見日深，12 月 12 日與楊虎城聯合發動西安事變，扣蔣介石，

兵諫抗日，至 25 日釋放蔣並親自送其返回南京，31 日被高等

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徙刑十年 

1937-1946 獲得特赦，交軍究委員會看管，從此開始長期的軟禁生活 

1946 被押送至台灣 

1955 皈依基督教 

1961 定居台北北投 

1964 與趙一荻正式結婚 

1995 移居美國夏威夷 

15-10-2001 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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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甲．自由發揮 

 

乙． 

一 1.i.九一八事變。 

 ii.張學良奉蔣介石不抵抗，把軍隊撤出東三省。 

iii.蔣介石。因為蔣是張的上級，蔣要求張撤兵，張不能不守軍紀；加上張具俠 

  義精神，寧願一人承擔責任。 

iv.日本侵占東三省，張學良需負上最大的責任，為了洗刷此罪名，他毅然發動 

  西安事變，對抗日本進一步的入侵。 

 

2.i.法西斯思想對復興意大利及共產黨思想對俄羅斯起積極的作用；共產黨在軍

事上的表現值得 

    參考；周恩來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ii.自由發揮。 

3. i 及 ii：自由發揮。 

 

二.i 準備周密及小心，從他們快速解決防守華清池的軍隊及蔣介石始料未及的  

  反應可見。   

 ii.西安事變讓國共至次合作，中國抗日實力提升，為免夜長夢多，日本決定 

    加快侵華的時候表，大規模的侵略於 1937 年爆發。 

 

三.i-v：自由發揮。 

 vi.江澤民對張之評價很高，視為中共及中國的民族英雄；反之陳水扁沒有太 

   高的評價，只作形式上的慰問。這與西安事變對共產黨及國民黨的影響有 

   關。因為西安事變對中共於中日戰爭期間擴張勢力有幫助，相反國民黨的 

   勢力每況愈下，甚至有國民黨人把中共戰勝國民黨的責任歸咎於西安事 

   變。 

 vii.根據兩首詩所見，張學良沒有對自己所作的行為後悔，這是建基於九一八 

   的打擊及拯救萬民於水火中的急切需求，縱然會得失與蔣介石的情義也是 

   在所難免的。 

 

丙.辯論（如一般辯論：設正反雙方，四人一組，每人發言的時間為 3分鐘，  

     隨堂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