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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忠將軍大事記

張自忠將軍大事記*

張慶宜、張從越、董文軍**

張自忠將軍，字藎忱，1891年8月11日（清光緒17年，辛卯，7月初7，寅時）出生

於山東省臨清縣唐園莊，在兄弟姐妹九人中，排行第五。祖父張春林，父親張樹桂，母

親馮氏，夫人李敏慧。將軍家族人丁興旺，現已有第五代孫、孫女多人。

張自忠將軍大事年表

年/月/日 大事紀略

1904 父任江蘇省贛榆縣巡檢，公隨父母在贛榆縣讀書。

1906 父病逝於任所，公隨母返鄉。

1907 由母主婚，公與本縣議員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結婚。

1908 公入臨清高等小學堂讀書。

1910 公高等小學畢業。

1910/10/17 長子廉珍（劍光）生。

1911 公考入天津法政專門學校讀書，同年在校參加同盟會。

1912 公轉入濟南法政專科學校讀書。

1914
秋，公赴奉天（遼寧省）新民屯，投第二十鎮三十九旅車震部，任副

兵、司務長等職。

1915 車震升任第三十九旅旅長，公隨車震部駐綏遠豐鎮平地泉。

1916
車震升任暫編第一師師長，兼嶽州鎮守使，隨車震部駐湖南，公升任師

部參謀。

1916/6
車震去職，公隨車震返鄉，車薦公至天津鎮守使趙玉珂處，留三月，見

部隊中積習甚深，官兵日以敷衍，乃乞假歸里。

1917/6 次子廉靜生。

1917/9
車震偕公到廊坊，將其推薦給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初任差遣、排

長，隨部開赴浦口。

1918 公隨部駐武穴。

* 張自忠將軍的出生、參軍、職務任免，獎懲的確切時間，至今沒有一個較完整的資料，原因不詳，據說是他的
一份軍歷表丟失了。作者對多年所蒐集的有關將軍的資料進行研究和總結，編寫了這份「大事記」，備供查詢。

**張慶宜為張自忠將軍長孫，張從越及董文軍則為張慶宜之女兒及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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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大事紀略

1919 馮玉祥升任湘西鎮守使，公隨部駐常德，入教導團受訓，期滿後升任連長。

1920
春，公任旅部上尉副官，4月調任水上陸戰隊第三隊隊長，訓練新兵；
9月任第四團第二營第五連（學兵連）連長。

1920/12
公任學兵大隊第二連連長，全連共126人，其中任職到軍長者5人，任
職到師長者6人，任職到旅長者7人。

1921/5
十六混成旅駐陝西咸陽，馮玉祥升任為第十一師師長，公升任騎兵營副

營長兼學兵隊隊長。

1921/9 馮兼任陝西省督軍，公升任師衛隊團第三營（學兵營）營長。

1922
馮玉祥調任河南省督軍，5月成立學兵團，馮自任團長，該團下設一個
營（第一營），公任第一營營長，下轄五個學兵連。

1922/10 馮調任陸軍檢閱使，隨部移駐北平南苑。

1923 永定河洪水爆發，公率學兵團駐盧溝橋搶險。

1923/8 女廉雲生。

1924/9
直奉二次戰爭爆發，公奉命跟隨總部開赴熱河，途中經灤平縣時，馮玉

祥決定新建衛隊旅，公升任衛隊旅學兵團團長。

1924/10 奉命班師，23日抵平，駐北平擅旃寺。

1925/9 公升任第五師第十五旅旅長，駐包頭。

1926/5
國民軍與晉軍開戰，馬邑失守，得知石友三以十五旅擁兵不救之名欲加

陷害，公隻身逃到商震（原二十鎮同事）處避難。

1927

馮玉祥由蘇聯回國，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查清馬邑事件本

末，派張樹聲執其親筆信，召公歸部。初任命公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

軍總司令部運輸部副司令，幾日後升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部副官長，未幾任二十八師師長兼鄭州市警備司令，年底公又兼任第二

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

1928
公率二十八師赴豫西執行任務，後駐開封，二十八師更改番號為二十五

師，公任師長兼開封市警備司令。

1929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進行軍隊風紀考查，二十五師列全國陸軍第一。

1929/6 二十五師擴編為第四軍，公調任第十一軍副軍長兼二十二師師長。

1929 冬調任暫編第六師師長。

1930 初，公率第六師移駐天水。

1930/2 兼任天水鎮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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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大事紀略

1930/4 奉命率部開赴河南鄭州。

1930/5 中原大戰開始。

1930/9 西北軍戰敗，公率殘部移駐山西曲沃待編。

1931/1
原西北軍殘部改編為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宋哲元任軍長，下轄二個師，

公與馮治安分任師長。

1931/6
第三軍更換番號為陸軍第二十九軍，仍由宋哲元任軍長，下轄三十七、

三十八兩個師，公任三十八師師長，駐平定、陽泉練兵。

1932
公和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在和順縣北門外鹿良山培訓所部營以上的

軍官。

1932/8 宋哲元升任察哈爾省省主席，二十九軍調駐察哈爾。

1933/1
宋哲元率二十九軍開赴長城對日作戰，公駐喜峰口戰場的前線三屯營。

公首次與日軍作戰，殲敵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

1934 春，公率第三十八師移駐察哈爾省宣化、懷柔、沙城等地。

1934/7 公率二十九軍營以上的軍官到廬山受訓。

1935/1
公指揮三十八師黃維綱旅在察省東部龍美、赤城一帶抗擊日本組織的軍

事挑釁。

1935/7/17 國民政府授公青天白日勳章。

1935/11/8 公任三十八師師長兼代理察哈爾省主席。

1935/12/11 公兼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

1935/12/12 公真除察哈爾省省主席。

1936/6 公奉命率三十八師移駐天津。

1936/6/18 公任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特別市市長。

1937/4/23
公奉宋哲元之命執行一項矛盾而困難的任務。奉命率「冀察平津國外旅

行團」出訪日本，5月23日離日回國，未曾受制於日本人，維護國家民
族的尊嚴，順利完成使命。

1937/7

月初，公因患痢疾在北平家中養病。7日盧溝橋事件發生，公帶病與
馮治安、秦德純主持公務，穩當處理8、9、10日三次與日軍的軍事衝
突，開展對日交涉；9日由秦德純出面與日方達成口頭停戰協定，與日
方談判停火協議。

1937/7/11
宋哲元將軍返津，命公與張允榮代表二十九軍與日方在北平簽訂「盧溝

橋停戰協議」，於19日又奉命與張允榮代表二十九軍與日方簽訂「細
則」（停戰協定第三項誓[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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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大事紀略

1937/7/28

鑒於敵已集中優勢兵力，實行先制作戰，且敵我裝備懸殊，而我軍兵力又

未集中，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相繼戰死於南苑，為避免包圍被迫決

戰計，宋、張、馮決定盡速將二十九軍撤出北平。為了確保撤退計畫的完

整實施，公深明大義，冒生死毀譽之險，奉命率二個旅，名義上被宋哲元

將軍任命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冀察綏靖代主任」、「北

平市代理市長」等職留平十日。張自忠將軍泣涕受命，成功的完成任

務。委員蔣中正先生對張自忠將軍在此時期的行為評價是「規危授命，

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曾

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故非尋常之人所及

知，亦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在此期間，張自忠將軍下達了兩個重要

軍事命令。其一是28日下午公電令駐天津的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率
部殺敵。李於29日晨2時，率領全軍向駐津日軍發起進攻，戰爭十分壯
烈，因無後援，30日撤出天津，功敗垂成。其二是8月1日公令石振綱旅
由北平德勝門突圍，公親率手槍隊隨後，前二千人突圍成功，後一千人

受阻打散，公未能出城。

1937/8/6 公致函冀察政務委員會辭去「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職。

1937/9/3 公在英美友人協助下，化裝逃出北平，在途三日，抵津。

1937/9/10 公乘英輪「海口號」離津赴煙臺。

1937/9/13 公抵煙臺，當日赴濟南。

1937/10/8
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天津市長兼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放棄責任，

迭失守地⋯⋯撤職查辦⋯⋯。」

1937/10/9
公抵南京，由秦德純向中央遞交「宋哲元呈蔣委員長為代主任張自忠離

平歸來報告」，蔣委員長接見，聽取報告。

1937/10/12
蔣委員長再次邀見，令暫住南京休養。月底錢大鈞帶著由蔣委員長簽署

的、任命公為軍政部中將部副的委任狀，前來慰問。

1937/11
由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轉呈宋哲元將軍，請張自忠回原部代理五十九軍

軍長職的報告，獲蔣委員長批准。

1937/12
月初，公到達河南汲縣李源屯五十九駐地，任軍政部中將部副兼代理第

五十九軍軍長。

1938/1 五十九軍劃歸五戰區轄制。

1938/2/11
任命公為五十九軍軍長，暫歸第三集團軍于學忠部，奉命於淝水與日軍

作戰，先復曹老集，20日攻下小蚌埠，五十九軍奉令調歸二十二集團
軍指揮，向滕縣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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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大事紀略

1938/3
月初，解除五十九軍受第二十二集團軍指揮的命令，奉令調往臨沂與第

三軍團（龐炳勳部）協力殲滅深入之敵。

1938/3/12 公率部一晝夜行軍180里到達臨沂。

1938/3/14
淩晨3時向板垣師團發起進攻，鏖戰七天，板垣戰敗，後退70里，使板
垣師團向台兒莊進攻的計畫落空，從精神上和物質上支援了台兒莊戰

役，19日奉令到費縣休整。

1938/3/24 奉令再援臨沂，在臨沂附近戰鬥到4月20日。

1938/3/30 軍事委員會行文撤銷1937年10月8日對公的「撤職查辦處分」。

1938/4/13 公晉升為第二十七軍團軍團長，轄五十九軍及九十二軍。

1938/4
月底，奉命掩護全軍撤出徐州戰場。公將五十九軍排在隊伍的最後，車

輛馬匹全部運送傷病員，公步行於全軍的最後。

1938/9

武漢會戰開始，公率五十九軍先參戰於春和鋪，隨後參戰於光潢，孤軍

防守潢川十二天，三十八師黃維綱師長李九思旅長迭挫強敵，一八○師

劉振三師長、張宗衡旅長，潢川之役作戰英勇，皆受中央嘉獎。戰役後

期擔任掩護大軍向鄂東轉進。

1938/10/13 公晉升為陸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轄五十五軍、五十九軍、七十七軍。

1938/11/13
公奉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又稱右集團軍司令），駐荊門，指

揮五十五軍、二十六軍、三十九軍、六十七軍及九十四軍，擔任保衛襄

江的任務。

1938 年底，日軍第三師團向三十三集團軍駐河東的部隊進攻。

1939/2/16 國民政府頒授公「寶鼎勳章」。

1939/2/28
因河東戰況緊急，公親率部過河督戰，大敗日軍。該戰役稱「京鐘之

役」，這是公擔任守江的任務後，第一次渡襄河，親赴火線督戰。

1939/5/2 公加陸軍上將銜。

1939/5/8
五戰區與日軍交戰於隨棗，本日公第二次渡襄河督戰，大敗日軍於田家

集，遂成隨棗會戰的「鄂西之捷」。

1939/8 公奉召赴重慶述職。

1939/12
右翼兵團參加全國的「冬季攻勢」，於12日向日軍發起進攻，受阻，
公於20日第三次率部渡襄河，戰果輝煌，受中央表彰。

1940/4 上旬宋哲元將軍逝世，公赴綿陽悼祭。中旬，赴老河口參加戰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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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5/1

日軍分三路向棗陽方向進攻，棗宜會戰開始，當日三十三集團軍河東駐

汪家店一帶的五十九軍騎九師、一八○師及駐普門沖一帶的七十七軍的

一三二師、一七九師各受到五十餘架飛機、幾十輛戰車的重點進攻，雙

方膠著狀態戰鬥數日，損失嚴重。

1940/5/3
日軍又向五十九軍三十八師進攻，至6日日軍冒天下之大不韙，向
三十八師三次施放毒氣。

1940/5/7 公率特務營於七十四師正在渡河的窯灣渡，第四次過襄河，趕赴火線。

1940/5/9
公集合江東右集團軍的五個師（三十八師、七十四師[三個團]、一八○
師、騎九師、一七九師）向北追擊，大勝敵人於梅家高廟，追擊日軍至

耿家集。

1940/5/10 日軍集兩個師團及池田支隊向右翼張自忠將軍部進攻。

1940/5/12 公得戰區命令，依令將所部分為左右二縱隊，向南攔截日軍。

1940/5/14 公率右縱隊與日軍大戰於方家集，左縱隊一度攻克新街。

1940/5/15 公率右縱隊到達東通新街、西達王集、北出罐子口、南至宜城的南瓜店。

1940/5/16

日軍將右翼兵團分割，將左縱隊（三十八師、一七九師、一八○師）圍

困在新街一帶。公身邊僅有右縱隊（騎九師、七十四師及總部衛隊），

受敵三十九師團三面包圍於距新街僅七、八公里的南瓜店，形勢危急，

近午公令總部傷患、文職人員與蘇聯專家向宜城撤退，為與主力靠近，

敵我往返四次爭奪與新街相通的羅家榨屋，公曾親率手槍隊參加戰鬥。

16時許，日軍突破防線，公身負七傷，腹為之穿，殉國於湖北宜城縣
十里長山南瓜店，同時殉職的尚有張敬、洪進田等近千官兵。

1940/5/17

左縱隊黃維綱將軍在張家溝得知日軍初葬將軍於陳家集，當夜令手槍隊

將遺體護送至王集鄉槐樹村「明記三房」糧行。次日淩晨在章家嘴由

章德宏船工架船過襄河，移靈快活鋪總部，全國人民、國外友人隆重著

文，集會悼念。

1940/7/7 國民政府頒發「追晉陸軍上將令」。

1940/11/16 權厝公於重慶市北碚區雙柏樹雨臺山（更名為梅花山）。

1942/12/31 國民政府頒發「入祀忠烈祠令」。

1944/12/31 國民政府行政院內政部頒發「湖北省宜城縣更名自忠縣」之通令。

1946/6/5 國民政府頒發「榮哀狀」（榮字第一號）。

1947/5/10 國民政府頒發「國葬令」。

1960 深葬公於北碚梅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