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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婦女在抗日救國中的貢獻一、中國婦女在抗日救國中的貢獻



11、背景及中日戰爭早期的婦女救國團體、背景及中日戰爭早期的婦女救國團體

19311931年日本九一八事變，日軍迅速佔領東年日本九一八事變，日軍迅速佔領東
 北，直驅熱河。婦女界立即組織抗日救國北，直驅熱河。婦女界立即組織抗日救國
 團體。團體。

19311931年年99月月2323日，九一八事變的第五天，北日，九一八事變的第五天，北
 平婦女會就召開緊急大會，要求政府實現平婦女會就召開緊急大會，要求政府實現

 國內和平統一，一致對外，並決定組織國內和平統一，一致對外，並決定組織
 「婦女救國十人團」。「婦女救國十人團」。



19311931年年1010月月1717日，「北平市女界抗日救國日，「北平市女界抗日救國
 會成立」。劉清揚等為委員。宣言：會成立」。劉清揚等為委員。宣言：

團結一切力量，對日宣戰團結一切力量，對日宣戰

成立中央婦女部，由宋慶齡、何香凝主成立中央婦女部，由宋慶齡、何香凝主
持，展開抗日救國的工作持，展開抗日救國的工作

積極提高婦女的文化水準，培養婦女的積極提高婦女的文化水準，培養婦女的
生活技能，擴大婦女的職業範圍，改善生活技能，擴大婦女的職業範圍，改善
勞動婦女的生活狀況，以配合國家的生勞動婦女的生活狀況，以配合國家的生
產事業和合作事業產事業和合作事業



19321932年年11月，「北平婦女救國同盟會」成立。月，「北平婦女救國同盟會」成立。

19331933年年11月，張學良將軍夫人于鳳至在北平發月，張學良將軍夫人于鳳至在北平發
 起「婦女救國慰勞聯合會」，為抗戰將士募起「婦女救國慰勞聯合會」，為抗戰將士募

 捐。捐。

19351935年八一宣言發表，即「抗日救國告全國年八一宣言發表，即「抗日救國告全國
 同胞書」提出停止內戰，全面抗日得到宋慶同胞書」提出停止內戰，全面抗日得到宋慶
 齡、何香凝、于右任等率先嚮應，影響很齡、何香凝、于右任等率先嚮應，影響很

 大。大。



19351935年年1111月，北平女中學生郭明秋為學聯月，北平女中學生郭明秋為學聯
 主席，成立「北平學生救國聯合會」。主席，成立「北平學生救國聯合會」。1212 

月月99日，北平學聯和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救日，北平學聯和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救
 國會發起，掀起了一二九學生運動。一二國會發起，掀起了一二九學生運動。一二

 九運動中女學生多出任領袖。九運動中女學生多出任領袖。

19361936年年11月，劉清揚為主席的「北平婦女救月，劉清揚為主席的「北平婦女救
 國聯合會」成立。國聯合會」成立。

同年，上海各地紛紛組織「抗日宣傳隊」同年，上海各地紛紛組織「抗日宣傳隊」
 和「救國團」。和「救國團」。



廣州方面，亦於廣州方面，亦於19351935年一二九學生愛國運年一二九學生愛國運
 動後，組成了「廣州婦女抗日歌詠團」作動後，組成了「廣州婦女抗日歌詠團」作
 抗日宣傳，鼓舞抗日斗志。其後，上海民抗日宣傳，鼓舞抗日斗志。其後，上海民
 眾歌咏會亦成立，宣傳抗戰。眾歌咏會亦成立，宣傳抗戰。



22、婦女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婦女抗日統一戰線組織

（（11）廬山會議的背景及其重要性）廬山會議的背景及其重要性

＊日期：＊日期：19381938年年55月月2020--2525日日
＊地點：廬山＊地點：廬山

＊主席：宋美齡＊主席：宋美齡

＊參議者：婦女抗戰團體的領導者＊參議者：婦女抗戰團體的領導者

＊制訂：動員婦女參加抗戰建國大綱＊制訂：動員婦女參加抗戰建國大綱

＊總機構：新生活運動婦女工作委員會＊總機構：新生活運動婦女工作委員會

＊重要性：聯繫各地婦女抗戰工作＊重要性：聯繫各地婦女抗戰工作



（（22）抗日統一戰線主要組織）抗日統一戰線主要組織

＊中國婦女抗敵後援會＊中國婦女抗敵後援會

－－19371937年年77月月2222日在上海成立。它是蘆溝橋日在上海成立。它是蘆溝橋

事變後成立最早的全國性婦女團體事變後成立最早的全國性婦女團體

－由何香凝、宋慶齡發起－由何香凝、宋慶齡發起

－成員包括孫科夫人、蔡元培夫人、國民－成員包括孫科夫人、蔡元培夫人、國民

黨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夫人黨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夫人

－該會成立後，立即致電各省婦女界，號－該會成立後，立即致電各省婦女界，號

召成立各省婦女抗敵後援會，將全國各召成立各省婦女抗敵後援會，將全國各

婦女團體的力量統一起來婦女團體的力量統一起來



＊婦女指導委員會（婦指會）＊婦女指導委員會（婦指會）

成立於成立於19381938年年77月，由宋美齡召開，包括月，由宋美齡召開，包括5050名廬山名廬山
 談話會後，當時知名的婦女合作組成。宗旨為從談話會後，當時知名的婦女合作組成。宗旨為從

 事後方的救援工作。工作計劃：事後方的救援工作。工作計劃：

－－ 援助孤兒和受傷的軍民援助孤兒和受傷的軍民

－－ 進行文娛活動慰勞前線軍隊進行文娛活動慰勞前線軍隊

－－ 教育農村婦女教育農村婦女

－－ 出版宣傳雜誌出版宣傳雜誌

－－ 恢復和改良手工業方法來發展地方生產恢復和改良手工業方法來發展地方生產

－－ 訓練工作領袖和組織人員訓練工作領袖和組織人員



＊中國婦女慰勞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婦慰總會）＊中國婦女慰勞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婦慰總會）

－－ 成立於成立於19371937年年88月月11日日
－－ 主要領導人有何香凝、李德全（馮玉祥夫主要領導人有何香凝、李德全（馮玉祥夫

 人）、吳貽芳（金陵女子大學校長）、宋人）、吳貽芳（金陵女子大學校長）、宋
 美齡等美齡等

－－ 其後發展有上海分會、廈門分會、重慶分會其後發展有上海分會、廈門分會、重慶分會

－－ 工作包括：慰勞、救護、自衛、宣傳、工作包括：慰勞、救護、自衛、宣傳、

教育、保育兒童、辦合作社、開手工廠、教育、保育兒童、辦合作社、開手工廠、

幫助軍隊服務等（參見下節）幫助軍隊服務等（參見下節）



除婦指會，婦慰總會外，上海又有勞動除婦指會，婦慰總會外，上海又有勞動
 婦女服務團。地區性的，有四川婦女戰地婦女服務團。地區性的，有四川婦女戰地
 服務團、貴州婦女戰地服務團、雲南婦女服務團、貴州婦女戰地服務團、雲南婦女
 戰地服務團、山西婦女戰地服務團等等。戰地服務團、山西婦女戰地服務團等等。
 此外，尚有地方性的婦女歌咏隊，鼓勵士此外，尚有地方性的婦女歌咏隊，鼓勵士
 氣，甚至有地方抗日武裝的婦女軍事組氣，甚至有地方抗日武裝的婦女軍事組

 織，如：天津婦女救國會、廣東婦女抗敵織，如：天津婦女救國會、廣東婦女抗敵
 同志會、東北抗日聯軍的婦女團、山西女同志會、東北抗日聯軍的婦女團、山西女
 兵連、紹興婦女營、杭州婦女營、廣西女兵連、紹興婦女營、杭州婦女營、廣西女
 學生軍。學生軍。



更有名的是：更有名的是：

19381938年年33月月88日成立的陝甘寧邊區各界婦女聯日成立的陝甘寧邊區各界婦女聯
 合會（參見下節）合會（參見下節）

19391939年年33月月88日成立的晉東南婦女救國總會日成立的晉東南婦女救國總會

兩會人數各都達兩會人數各都達3030萬人以上，積極展開抗日萬人以上，積極展開抗日
 救國的工作救國的工作



（（33）抗戰時期前方的婦女工作）抗戰時期前方的婦女工作

軍事工作軍事工作

戰爭區及淪陷區戰爭區及淪陷區

＊中國婦女慰勞自衛抗戰將士總會＊中國婦女慰勞自衛抗戰將士總會

（婦慰總會）（婦慰總會）

－創辦人：宋美齡－創辦人：宋美齡

－成立日期：－成立日期：19371937年年88月月11日日
－成立地點：南京勵志社－成立地點：南京勵志社

－工作：籌備及供應抗戰所需物資；成立榮－工作：籌備及供應抗戰所需物資；成立榮
 譽軍人（傷兵）自治實驗區譽軍人（傷兵）自治實驗區



＊女青年大隊＊女青年大隊

－創辦人：全國知識青年志願從軍編練總監部－創辦人：全國知識青年志願從軍編練總監部

－總隊長：陳逸雲－總隊長：陳逸雲

－成立日期：－成立日期：19451945年年44月月11日日
－成立地點：重慶－成立地點：重慶

－工作：徵集自願從軍的女青年入伍－工作：徵集自願從軍的女青年入伍



醫療工作醫療工作

＊婦慰會、新生活運動會、戰地服務團＊婦慰會、新生活運動會、戰地服務團

工作：為傷兵、難民服務；組織訓練班工作：為傷兵、難民服務；組織訓練班

平津：看護訓練班平津：看護訓練班
 

創辦人：蔣鑑創辦人：蔣鑑

湖南：湖南戰地服務團湖南：湖南戰地服務團
 
創辦人：謝冰寶創辦人：謝冰寶

青年戰地服務團青年戰地服務團
 

創辦人：李芳蘭創辦人：李芳蘭



（（44）抗戰時期後方的婦女工作）抗戰時期後方的婦女工作

兒童保護工作兒童保護工作

＊難童教養所、兒童保育會＊難童教養所、兒童保育會

－創辦人：宋美齡、李德全－創辦人：宋美齡、李德全

－成立日期：－成立日期：19381938年年33月月1010日日
－成立地點：漢口－重慶－成立地點：漢口－重慶

－工作：招收、教養兒童－工作：招收、教養兒童

－保育對象：－保育對象：1. 1. 自戰區；災區搶救來的兒童；自戰區；災區搶救來的兒童；

2. 2. 陣亡將士的子女；陣亡將士的子女；3. 3. 抗戰將士的子女；抗戰將士的子女；

4. 4. 救亡工作人員的子女；救亡工作人員的子女；5. 5. 無父無母的孤兒無父無母的孤兒



文教宣傳工作文教宣傳工作

－辦報－辦報

目的：目的：1. 1. 提高婦女政治意識提高婦女政治意識

2. 2. 提高婦女國家民族意識提高婦女國家民族意識

－創辦刊物－創辦刊物

婦女指導委員會：婦女指導委員會：《《婦女新運月刊婦女新運月刊》》、、

《《婦女新運季刊婦女新運季刊》》、、 《《婦女新運通訊婦女新運通訊》》半月刊半月刊

婦女文化社：婦女文化社： 《《婦女文化婦女文化》》

婦女共鳴社：婦女共鳴社： 《《婦女共鳴婦女共鳴》》



生產建設工作生產建設工作

－－ 陝甘寧邊區各界婦女聯合會陝甘寧邊區各界婦女聯合會

成立日期：成立日期：19381938年年22月月88日日
組織看護隊、洗衣隊、縫衣隊、救護隊組織看護隊、洗衣隊、縫衣隊、救護隊

－－ 紡織互助小組紡織互助小組

－－ 廣東婦女工作團廣東婦女工作團

－－ 修建公路鐵路修建公路鐵路

徵募工作徵募工作

＊中國婦女慰勞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婦慰會）＊中國婦女慰勞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婦慰會）

工作：徵募各類戰用品工作：徵募各類戰用品



33、奔赴前線英勇抗敵、奔赴前線英勇抗敵

中日戰爭時期有婦女戰地服務團，例如中日戰爭時期有婦女戰地服務團，例如
 由丁玲率領西北戰地服務團，由丁玲率領西北戰地服務團，19371937年年88月延月延

 安出發往華北前線，與八路軍合作抗戰。安出發往華北前線，與八路軍合作抗戰。

又如英勇抗戰的趙一曼、李林等。趙一又如英勇抗戰的趙一曼、李林等。趙一
 曼在中日戰爭時期，先後在哈爾濱、黑龍曼在中日戰爭時期，先後在哈爾濱、黑龍

 江一帶做地下工作（掩護工作），並組織江一帶做地下工作（掩護工作），並組織
 農民參軍參戰。李林棄筆從戎，從北平民農民參軍參戰。李林棄筆從戎，從北平民
 國大學到山西省，任十一女兵連的書記。國大學到山西省，任十一女兵連的書記。



再如何香凝組織的上海勞動婦女戰地服再如何香凝組織的上海勞動婦女戰地服
 務團，於務團，於19371937年年1010月至月至19401940年年1111月，隨國月，隨國

 民革命軍第民革命軍第1818軍部隊行經八省二萬里，一軍部隊行經八省二萬里，一
 直合作，展開對抗日軍的工作。直合作，展開對抗日軍的工作。

女作家謝冰瑩組織湖南戰地服務團，女作家謝冰瑩組織湖南戰地服務團，
 19371937年年99月下旬到達上海前線，作救護、送月下旬到達上海前線，作救護、送

 彈藥、火線、送飯等工作。彈藥、火線、送飯等工作。

（參考謝冰瑩的文章（參考謝冰瑩的文章〈〈忠孝不能兩全忠孝不能兩全〉〉））



44、出版宣傳抗日統一刊物、出版宣傳抗日統一刊物

據不完全統計，抗戰期間出版的婦女刊據不完全統計，抗戰期間出版的婦女刊
 物有物有120120多種。其中如：多種。其中如：《《戰時婦女戰時婦女》》、、

 《《婦女前哨婦女前哨》》、、《《抗戰婦女抗戰婦女》》、、《《婦女生婦女生
 活活》》、、《《婦聲婦聲》》、、《《上海婦女上海婦女》》、、《《湖南湖南
 婦女婦女》》、、《《香港婦女香港婦女》》、、《《甘肅．婦女旬甘肅．婦女旬
 刊刊》》。。《《婦聲婦聲》》19381938年由新軍江西辦事處年由新軍江西辦事處
 指導下出版。指導下出版。



55、出錢支援抗戰、出錢支援抗戰

19371937年年99月月55日，為支援抗戰的首次獻金日，為支援抗戰的首次獻金
 日。日。

19371937年年7.77.7事變，山西太原婦女捐獻國幣事變，山西太原婦女捐獻國幣
 7,0007,000多元予廿九路軍。多元予廿九路軍。

由各界婦女組織的捐款活動有一朵花、一由各界婦女組織的捐款活動有一朵花、一
 碗飯、添寒衣、素食會、婦女號等。除富商碗飯、添寒衣、素食會、婦女號等。除富商
 夫人小姐捐贈外，貧窮婦女、娼妓們也大力夫人小姐捐贈外，貧窮婦女、娼妓們也大力
 捐募。捐募。



二、抗戰前後的廣東婦女運動二、抗戰前後的廣東婦女運動



廣東婦協委員譚竹山在廣東婦協委員譚竹山在19261926年年77月月ll日日《《婦婦
 女之聲女之聲》》第第2020期刊登的文章期刊登的文章〈〈婦女運動的婦女運動的

 我見我見〉〉中說：中說：

「自五四運動以來，婦女運動的呼聲，「自五四運動以來，婦女運動的呼聲，
 卻一天高過一天，甚麼職業解放呀！教育卻一天高過一天，甚麼職業解放呀！教育
 平等呀！婦女參政呀！都高唱入雲際，彌平等呀！婦女參政呀！都高唱入雲際，彌
 漫空間了。」漫空間了。」



由於廣東靠近港澳，容易接受海外的新事物及由於廣東靠近港澳，容易接受海外的新事物及
 受其影響，因此廣州地區的婦女，態度亦較為開受其影響，因此廣州地區的婦女，態度亦較為開
 放，與北京的婦運，互相呼應。廣州婦女政治組放，與北京的婦運，互相呼應。廣州婦女政治組
 織，主要有三個：織，主要有三個：

11、、19221922年，有「新學生社」的組織年，有「新學生社」的組織

22、、19251925年，有「廣東婦女解放協會」，直接由中年，有「廣東婦女解放協會」，直接由中
 共廣東區委領導的婦女群眾組織共廣東區委領導的婦女群眾組織

33、、19251925年，又成立婦女運動委員會，由鄧穎超、年，又成立婦女運動委員會，由鄧穎超、
 蔡暢負責。蔡暢負責。

有幾次運動較為重要：有幾次運動較為重要：



「三八」是共產國際於「三八」是共產國際於19191919年年33月在其成立大會上正式確月在其成立大會上正式確
 定的，它是為了紀念定的，它是為了紀念19091909年年33月月88日，美國芝加哥女工為反日，美國芝加哥女工為反

 對資本家的剝削，爭取權益，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工對資本家的剝削，爭取權益，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工
 資而舉行的一次鬥爭。資而舉行的一次鬥爭。

19241924年年33月，在廣州第一公園召開，是我國紀念「三八」月，在廣州第一公園召開，是我國紀念「三八」
 節的開端，有二千多人參加，包括各界文化代表，由何香節的開端，有二千多人參加，包括各界文化代表，由何香

 凝主持。紀念大會提出的口號是：凝主持。紀念大會提出的口號是：
（（11）解放中國殖民地地位）解放中國殖民地地位
（（22）解放婦女所受資本家制度的壓迫）解放婦女所受資本家制度的壓迫
（（33）要求勞動婦女平等權（教育、工作））要求勞動婦女平等權（教育、工作）
（（44）要求制定女工保護法（同等教育，同等工值））要求制定女工保護法（同等教育，同等工值）
（（55）排除納妾及一夫多妻制）排除納妾及一夫多妻制
（（66）廢除童養媳，禁止蓄婢，廢除娼妓）廢除童養媳，禁止蓄婢，廢除娼妓

11、廣東婦女第一次紀念「三八」國際勞動婦女節、廣東婦女第一次紀念「三八」國際勞動婦女節



19241924年年77月，英政府在沙面租界頒佈一項月，英政府在沙面租界頒佈一項
 新警律，規定沙面中國工人出入時，須攜新警律，規定沙面中國工人出入時，須攜

 帶有相片的執照，但外國人卻可自由出帶有相片的執照，但外國人卻可自由出
 入。華工覺得這是對「中國民族的侮入。華工覺得這是對「中國民族的侮

 辱」。於辱」。於77月月1515日開始罷工，沙面女工一起日開始罷工，沙面女工一起
 參加，罷工至參加，罷工至88月月1515日，終使法令取消。日，終使法令取消。

22、沙面女工參加大罷工、沙面女工參加大罷工



33、參加國民會議運動、參加國民會議運動

19241924年年1010月北京政變後，馮玉祥歡迎月北京政變後，馮玉祥歡迎
 孫中山北上。孫中山離粵北上，召開國民孫中山北上。孫中山離粵北上，召開國民

 會議，獲得全國支持，孫中山並在北京與會議，獲得全國支持，孫中山並在北京與
 段琪瑞（軍閥）對峙（段召開「善後會段琪瑞（軍閥）對峙（段召開「善後會

 議」抵制「國民會議」）議」抵制「國民會議」） 。在這次國民。在這次國民
 會議運動中，廣州社會主義青年團婦女，會議運動中，廣州社會主義青年團婦女，

 籌備組織廣東女界國民會議促成會，參加籌備組織廣東女界國民會議促成會，參加
 「國民會議」，並要求在國民會議的九個「國民會議」，並要求在國民會議的九個
 團體之外另加一個婦女團體。團體之外另加一個婦女團體。



44、出版婦女運動刊物、出版婦女運動刊物

19251925年組成的廣東婦女解放協會，於年組成的廣東婦女解放協會，於19271927年出版年出版
 定期刊物定期刊物《《廣東婦女解放協會會刊廣東婦女解放協會會刊》》後改名後改名《《光光

 明明》》，其後又改名，其後又改名《《婦女生活婦女生活》》。高舉「反帝反封。高舉「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旗幟，提出在：建」的革命旗幟，提出在：

（（11）倫理方面：要打破男尊女卑心理）倫理方面：要打破男尊女卑心理

（（22）法律方面：制定男女平等的憲法及選舉法）法律方面：制定男女平等的憲法及選舉法

（（33）制定男女工資平等的勞動法）制定男女工資平等的勞動法

（（44）教育方面：男女平等機會）教育方面：男女平等機會

（（55）勞工方面：福利平等）勞工方面：福利平等



55、農婦參加反土豪劣紳，要求減租運動、農婦參加反土豪劣紳，要求減租運動

受上海「五．三」慘案（受上海「五．三」慘案（19251925年，又名年，又名
 「沙基屠殺」）影響，上海日本紗廠，不「沙基屠殺」）影響，上海日本紗廠，不
 憤中國女工要求加薪，殺害女工。憤中國女工要求加薪，殺害女工。19251925 

年，「廣東婦協」通過了一項年，「廣東婦協」通過了一項《《農婦運動農婦運動
 議決案議決案》》指出：農婦是受痛哭最深的大部指出：農婦是受痛哭最深的大部
 分婦女群眾，農婦運動亦是婦協應做的工分婦女群眾，農婦運動亦是婦協應做的工
 作。「廣東婦協」協助「猪仔」的孤兒寡作。「廣東婦協」協助「猪仔」的孤兒寡
 婦渡難關，開展了反土豪劣紳、減租運婦渡難關，開展了反土豪劣紳、減租運

 動。動。



66、廣東婦女支援東征、南討和北伐戰爭、廣東婦女支援東征、南討和北伐戰爭
 （討軍閥之戰）（討軍閥之戰）

－－19251925年年22月月
 

東征東征

－－19251925年年1010月月
 

東征、南討東征、南討

－－19261926年年77月月
 

誓師北伐，主要做救護工作誓師北伐，主要做救護工作



77、培訓婦女運動幹部、籌辦女工學校和、培訓婦女運動幹部、籌辦女工學校和
 開運動講習所，教授國情開運動講習所，教授國情

於廣東各省、各縣，開辦女工學校或講於廣東各省、各縣，開辦女工學校或講
 習班，例如習班，例如19261926年年33月月2020日載日載《《工人之路工人之路》》
 有告示「婦女部籌款興辦女工學校」（國有告示「婦女部籌款興辦女工學校」（國

 民黨中央婦女部）內容謂特別邀請民間劇民黨中央婦女部）內容謂特別邀請民間劇
 社擔任演劇，擬在長堤青年會開演名劇社擔任演劇，擬在長堤青年會開演名劇

 「夜未央」和「棠棣之花」，籌款開設勞「夜未央」和「棠棣之花」，籌款開設勞
 工學校。工學校。



88、參予「抗日救國」工作、參予「抗日救國」工作

19371937年「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廣東婦年「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廣東婦
 女以女學生為先鋒，以工農婦女群眾為基礎，形女以女學生為先鋒，以工農婦女群眾為基礎，形
 成一支「抗日救亡」的巨大力量。例如：成一支「抗日救亡」的巨大力量。例如：

（（11）早在）早在19351935年，北平爆發「一二．九」學生年，北平爆發「一二．九」學生
 愛國運動，廣州青年學生包括中山大學、國民大愛國運動，廣州青年學生包括中山大學、國民大

 學、廣雅中學、女師女中、教忠、知用、執信、學、廣雅中學、女師女中、教忠、知用、執信、
 大中、市一中、市二中等大中學校的男女學生都大中、市一中、市二中等大中學校的男女學生都
 起來示威遊行，聲援北平學生。起來示威遊行，聲援北平學生。

（（22）「七七事變」後，學生組織「抗日青年先）「七七事變」後，學生組織「抗日青年先
 鋒隊」，領導人主要為廣州市二中女校的女學鋒隊」，領導人主要為廣州市二中女校的女學

 生，組織話劇團、歌咏團宣傳抗日。生，組織話劇團、歌咏團宣傳抗日。



（（33））19371937年年99月，香港成立「香港學生月，香港成立「香港學生
 抗日救亡組織」。香港九龍的庇理羅士、抗日救亡組織」。香港九龍的庇理羅士、
 聖保祿、麗澤、陶秀、信修等著名女子中聖保祿、麗澤、陶秀、信修等著名女子中
 學的一批女學生更組織「抗日救亡振濟學的一批女學生更組織「抗日救亡振濟

 會」，積極進行捐集寒衣賣物會。會」，積極進行捐集寒衣賣物會。

（（44））19371937年年1212月，廣州成立「廣東婦女月，廣州成立「廣東婦女
 團體聯席會議」。團體聯席會議」。

（（55））19381938年初，汕頭興文中學建立女學年初，汕頭興文中學建立女學
 生支部，創辦「婦女呼聲社」作為宣傳抗生支部，創辦「婦女呼聲社」作為宣傳抗

 日的園地。日的園地。



（（66））19381938年年22月廣州成立「婦抗會」。月廣州成立「婦抗會」。
（（77））19381938年年1111月，成立香港「東江華僑服務月，成立香港「東江華僑服務

 團」。團」。19401940年共派出年共派出1111個隊個隊157157人回國參加抗戰，其人回國參加抗戰，其
 中中4040多人為婦女。其後組織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至多人為婦女。其後組織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至

 19451945年，有隊員年，有隊員300300多人，其中女隊員多人，其中女隊員7070多人。多人。
廣東淪陷後，除了有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瓊崖廣東淪陷後，除了有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瓊崖

 縱隊、韓江縱隊等統稱為華南抗日縱隊，女隊員參縱隊、韓江縱隊等統稱為華南抗日縱隊，女隊員參
 加游擊、巷戰後勤等等工作。她們拋頭顱、灑熱加游擊、巷戰後勤等等工作。她們拋頭顱、灑熱

 血，為國家的安危，完全捐獻出自己，實在令人敬血，為國家的安危，完全捐獻出自己，實在令人敬
 佩。佩。

抗戰勝利之後，廣東女子致力於教育方面的運抗戰勝利之後，廣東女子致力於教育方面的運
 動，組織工讀社，研習班，掃除文盲，提升自己的動，組織工讀社，研習班，掃除文盲，提升自己的

 知識水平，掌握專學技能，繼續為國家社會出力。知識水平，掌握專學技能，繼續為國家社會出力。



* * 抗戰女傑的事蹟與貢獻抗戰女傑的事蹟與貢獻 （舉例）（舉例）

個案舉例：個案舉例：

一、宋慶齡一、宋慶齡

（（18931893--19811981））
二、何香凝二、何香凝

（（18781878--19721972））
三、趙一曼三、趙一曼

（（19051905--19361936））



一、宋慶齡（一、宋慶齡（18931893--19811981））

抗戰期間，宋慶齡積極參與救國運動，即抗戰期間，宋慶齡積極參與救國運動，即
使曾撤退至香港，仍沒有停下來。使曾撤退至香港，仍沒有停下來。

19371937年年1212月，上海淪陷後，宋慶齡撤退至月，上海淪陷後，宋慶齡撤退至
香港，繼續救國活動。香港，繼續救國活動。19381938年年66月，在其九月，在其九
龍寓所的小客廰，宣佈「保衞中國同盟」龍寓所的小客廰，宣佈「保衞中國同盟」
成立，下設「婦女促進會」，聯繫國內外成立，下設「婦女促進會」，聯繫國內外
婦女團體。「保盟」積極支援江南新四軍婦女團體。「保盟」積極支援江南新四軍
的戰鬥。的戰鬥。



19381938年年99月，「廣東婦女抗敵工作協會」成月，「廣東婦女抗敵工作協會」成
立，宋慶齡親臨大會指導，獲選為名譽主立，宋慶齡親臨大會指導，獲選為名譽主
席，開拓廣東婦女抗日救亡運動。期間，席，開拓廣東婦女抗日救亡運動。期間，
她多次前往廣州視察女壯丁隊和救護隊的她多次前往廣州視察女壯丁隊和救護隊的
訓練，並慰問軍人、災民。在她指導下，訓練，並慰問軍人、災民。在她指導下，
港澳地區的婦女團體，開展各種募捐、救港澳地區的婦女團體，開展各種募捐、救
護等工作護等工作。。



19381938年年1111月，宋慶齡在港會見新四軍衞生月，宋慶齡在港會見新四軍衞生
部長，認同做好軍醫工作，能提升軍隊士部長，認同做好軍醫工作，能提升軍隊士
氣。翌年氣。翌年55月，「保盟」把一批藥用物資，月，「保盟」把一批藥用物資，
送給新四軍醫院。送給新四軍醫院。

19391939年年44月，月，《《「保衞中國同盟」通訊「保衞中國同盟」通訊》》英英
文版在香港創刊。宋慶齡進行聯繫工作，文版在香港創刊。宋慶齡進行聯繫工作，
爭取國際支持中國。爭取國際支持中國。

為團結抗日，於為團結抗日，於19401940年年33月，共同召集「香月，共同召集「香
港各愛國團體聯席會議」，其後一起飛往港各愛國團體聯席會議」，其後一起飛往
重慶，發動救國工作。重慶，發動救國工作。



19411941年年77月，宋慶齡在英京酒家主持「一碗月，宋慶齡在英京酒家主持「一碗
飯運動」開幕，指出：「這個運動的目的飯運動」開幕，指出：「這個運動的目的
如我們在香港一樣，用募捐經費來幫助中如我們在香港一樣，用募捐經費來幫助中
國難民生產自救，用工業合作的辦法來幫國難民生產自救，用工業合作的辦法來幫
助中國的鬥爭。」助中國的鬥爭。」

「一碗飯運動」反應熱烈，歷時一月，募「一碗飯運動」反應熱烈，歷時一月，募
款款25,00025,000港幣，捐贈中國工業合作社。港幣，捐贈中國工業合作社。

19411941年年1212月，香港淪陷，宋慶齡在日軍抵月，香港淪陷，宋慶齡在日軍抵
啟德機場前六小時，乘最後一班飛機往重啟德機場前六小時，乘最後一班飛機往重
慶，繼續「保盟」的工作。慶，繼續「保盟」的工作。



二、何香凝（二、何香凝（18781878--19721972））

何香凝在抗戰期間，不斷往返穗港，指導何香凝在抗戰期間，不斷往返穗港，指導
兩地婦女團體的工作外，更自己發起「救兩地婦女團體的工作外，更自己發起「救
濟困難書畫展覽會」，把個人墨寶、歷年濟困難書畫展覽會」，把個人墨寶、歷年
畫作，悉數發售，籌款救國。又在北京、畫作，悉數發售，籌款救國。又在北京、
廣州等地徵集書畫一千多件，用作募款。廣州等地徵集書畫一千多件，用作募款。



19351935年，何香凝力促國民政府對日宣戰。年，何香凝力促國民政府對日宣戰。
中國共產黨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發表《《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何香，何香
凝擔任全國各界救國會理事。並於凝擔任全國各界救國會理事。並於19371937年年
在上海創立「中國婦女抗敵後援會」、在上海創立「中國婦女抗敵後援會」、
「戰地後援會」等，積極抗日救國。「戰地後援會」等，積極抗日救國。

上海淪陷後，何香凝撤退香港，與宋慶齡上海淪陷後，何香凝撤退香港，與宋慶齡
一起積極推動婦女救國運動。一起積極推動婦女救國運動。

如建立「保衞中國同盟」，組織「婦女促如建立「保衞中國同盟」，組織「婦女促
進會」，聯繫國內外的婦女團體，參予抗進會」，聯繫國內外的婦女團體，參予抗
日救國。日救國。



趙一曼，原名李坤泰、李淑寧。趙一曼，原名李坤泰、李淑寧。19051905年出年出
生於四川省宜賓縣。趙一曼在宜賓女子中生於四川省宜賓縣。趙一曼在宜賓女子中
學讀書期間，參加學生運動，被選為宜賓學讀書期間，參加學生運動，被選為宜賓
縣學聯常委，不久，加入了中國共產黨。縣學聯常委，不久，加入了中國共產黨。

三、趙一曼（三、趙一曼（19051905--19361936））



““九九‧‧一八一八””事變後，黨組織派趙一曼到東北做女工事變後，黨組織派趙一曼到東北做女工
工作。工作。19331933年，滿州省總工會籌備處成立。趙一曼年，滿州省總工會籌備處成立。趙一曼
到哈爾濱任總工會代理書記。後因哈爾濱黨組織遭到哈爾濱任總工會代理書記。後因哈爾濱黨組織遭
到破壞，她按照黨的指示，到珠河縣擔任縣委委到破壞，她按照黨的指示，到珠河縣擔任縣委委
員，並以縣特派員、鐵道北區區委書記的身份，在員，並以縣特派員、鐵道北區區委書記的身份，在
抗日游擊區開展工作。她經常在侯林鄉、亮珠河一抗日游擊區開展工作。她經常在侯林鄉、亮珠河一
帶活動。經她的努力，珠河游擊區的農民會、婦女帶活動。經她的努力，珠河游擊區的農民會、婦女
會、兒童團相繼建立起來。她通過婦女會發動婦女會、兒童團相繼建立起來。她通過婦女會發動婦女
為抗日戰士做軍鞋、洗衣服，教兒童唱歌，為群眾為抗日戰士做軍鞋、洗衣服，教兒童唱歌，為群眾
講革命故事。她很快在道北區建立了農民游擊連，講革命故事。她很快在道北區建立了農民游擊連，
並進行軍事訓練，準備隨時配合抗日聯軍同日本侵並進行軍事訓練，準備隨時配合抗日聯軍同日本侵
略軍作戰。略軍作戰。



19351935年秋，趙一曼任東北人民革命軍第三軍年秋，趙一曼任東北人民革命軍第三軍
第二團政委。她是個英勇善戰的指揮員，在第二團政委。她是個英勇善戰的指揮員，在
戰鬥中，她經常乘敵人不備，攻其要害，使戰鬥中，她經常乘敵人不備，攻其要害，使
敵人潰不成軍。因此，趙一曼的名字，敵人敵人潰不成軍。因此，趙一曼的名字，敵人
聞之喪膽。在一次戰爭中，趙一曼左腕被打聞之喪膽。在一次戰爭中，趙一曼左腕被打
穿，流血過多，昏迷中被捕。敵人把她押送穿，流血過多，昏迷中被捕。敵人把她押送
到濱江省警務廳。先是用花言巧語哄騙，以到濱江省警務廳。先是用花言巧語哄騙，以
後又施以酷刑。皮鞭抽、烙鐵燙、竹簽釘指後又施以酷刑。皮鞭抽、烙鐵燙、竹簽釘指
甲甲…………。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就這樣，敵。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就這樣，敵
人未能從她嘴裏得到半點黨的機密。人未能從她嘴裏得到半點黨的機密。



趙一曼的英雄行為，深深感動和教育了看趙一曼的英雄行為，深深感動和教育了看
守董憲勛和女護士韓勇義，他們欽佩趙一守董憲勛和女護士韓勇義，他們欽佩趙一
曼，並決心幫助她逃走。趙一曼怕連累兩曼，並決心幫助她逃走。趙一曼怕連累兩
個好青年，不同意這樣冒險，經董、韓兩個好青年，不同意這樣冒險，經董、韓兩
人苦苦相勸，最後只好同意了。經過一番人苦苦相勸，最後只好同意了。經過一番
安排，在安排，在66月月2828日晚上，他們逃離了哈爾日晚上，他們逃離了哈爾
濱。他們三人僱了一輛馬車，奔往游擊濱。他們三人僱了一輛馬車，奔往游擊
區。在離游擊區不到十公里的金家窩堡，區。在離游擊區不到十公里的金家窩堡，
敵人的騎警追了上來。趙一曼又被押回警敵人的騎警追了上來。趙一曼又被押回警
務廳。務廳。



19361936年年88月月11日，敵人將趙一曼押解到她經常活日，敵人將趙一曼押解到她經常活
動的珠河縣。在押解途中的火車上，她給兒子動的珠河縣。在押解途中的火車上，她給兒子
寫了遺書。寫了遺書。““寧兒啊：趕快成人，來安慰你地寧兒啊：趕快成人，來安慰你地
下的母親！下的母親！…………我親愛的孩子啊：母親不能用我親愛的孩子啊：母親不能用
千言萬語來教育你，就用實際行動來教育你，千言萬語來教育你，就用實際行動來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不要忘記你的母親是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不要忘記你的母親是
為國而犧牲的！為國而犧牲的！””次日，敵人將趙一曼綁在馬次日，敵人將趙一曼綁在馬
車上，游街示眾。馬車到了珠河縣北門，敵人車上，游街示眾。馬車到了珠河縣北門，敵人
問她：問她：““還有甚麼話要說。還有甚麼話要說。””趙一曼昂然地說：趙一曼昂然地說：
““為抗日鬥爭而死是光榮的！為抗日鬥爭而死是光榮的！””抗日女英雄趙一抗日女英雄趙一
曼英勇犧牲了。當時年僅曼英勇犧牲了。當時年僅3131歲。歲。



三、中日戰爭時期的婦女政策三、中日戰爭時期的婦女政策



11、政策方針：持久戰、政策方針：持久戰

認為日本雖強，仍是小國，經不起長期的戰爭認為日本雖強，仍是小國，經不起長期的戰爭

而中國地多人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而中國地多人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

為了應付長期戰爭，必須成功爭取群眾的支持為了應付長期戰爭，必須成功爭取群眾的支持

肯定佔人數之一半的女性為勞動力的爭取對象肯定佔人數之一半的女性為勞動力的爭取對象

明白婦女在任何戰爭中均是最大的受害者，婦明白婦女在任何戰爭中均是最大的受害者，婦
女會奮起抗戰女會奮起抗戰

積極動員所有婦女力量支持抗日積極動員所有婦女力量支持抗日

((一一) ) 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的婦女政策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的婦女政策



22、關於婦女組織的決定、關於婦女組織的決定

1937年7月，陝甘寧邊區黨委頒佈
 「關於婦女組織的決定」，號召邊區婦女

 組建各級婦女抗日救國聯合會。並擴充至
 其他邊區。政策是：

盡量吸納年齡超過十五歲的女性加入
 團體工作，以動員婦女參加國防建設工

 作，將婦女勞動力擴大發展至全國各地。



33、「邊區各界婦女聯合會」、「邊區各界婦女聯合會」
 推動戰後邊區經濟建設推動戰後邊區經濟建設

1938年3月8日成立的陝甘寧邊區各界婦女
 聯合會於1942年12月擴大執委會會議上宣

 言：

「發展邊區經濟建設，求得自給自足，是
 邊區人民在1941年度的中心任務。壯丁們上
 了前線，婦女們在這方面的責任尤其重大，
 沒有婦女群眾積極參加，邊區經濟建設計劃
 就不能完成。 」



「 其次 ，婦女要求真正的解放，必須
 在經濟上能夠獨立生產，只有經濟上能夠
 獨立，才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平等。」



44、「四三決定」肯定婦女抗日的成績、「四三決定」肯定婦女抗日的成績

1943年2月26日《解放日報》：中共中央
 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女工作方針的決定
 （簡稱「四三決定」）

確定婦女工作新方向
口號：自己動手

豐衣足食
宗旨：提供婦女更多機會參加生產勞動



四三內容：戰鬥

生產

教育

肯定婦女抗日的成績
提高農村婦女的地位與生產能力與文化水平
根據婦女群眾的需要，以生產合作社及各種

生產方式去組織婦女團體



55、抗戰後的婦女運動、抗戰後的婦女運動

抗日戰爭的勝利，給廣大婦女帶來無比抗日戰爭的勝利，給廣大婦女帶來無比
 的喜悅與希望。的喜悅與希望。

「中國婦女聯誼會」成立於抗日戰爭勝「中國婦女聯誼會」成立於抗日戰爭勝
 利前夕（利前夕（19451945年年77月月1515日），李德全任理事日），李德全任理事
 會主席。另有上海、重慶、南京、北平、會主席。另有上海、重慶、南京、北平、

 香港五個分會。香港五個分會。



19461946年年11月月2525日中國婦女聯誼會發表日中國婦女聯誼會發表《《對對
 當前意見書當前意見書》》：：

11、提出停止內戰、提出停止內戰

22、保證婦女和人民基本權力等要求、保證婦女和人民基本權力等要求

33、保證婦女有參政權。、保證婦女有參政權。



全面抗戰後，中國的女工和女學生，先全面抗戰後，中國的女工和女學生，先
 後開展了多次運動，包括：後開展了多次運動，包括：

11、女工發起的護廠復工運動、女工發起的護廠復工運動

22、反美抗暴、反美抗暴

33、反飢餓、反飢餓

44、反內戰等的運動、反內戰等的運動



19471947年，中國共產黨東北局（今哈爾濱，嫩江年，中國共產黨東北局（今哈爾濱，嫩江
 省）婦女聯合會成立，任蔡暢為婦委書記。其省）婦女聯合會成立，任蔡暢為婦委書記。其

 後，西北區婦女聯合會亦成立。後，西北區婦女聯合會亦成立。

19471947年年77月至月至99月，中國共產黨制定了月，中國共產黨制定了《《中國土中國土
 地法大綱地法大綱》》，規定農村土地不分男女老幼平均分，規定農村土地不分男女老幼平均分
 配。配。

19481948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河北省平山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河北省平山
 縣召開了全國婦女工作會議，成立全國性婦女組縣召開了全國婦女工作會議，成立全國性婦女組
 織。織。19491949年年33月，中國婦女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月，中國婦女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

 北平中南海懷仁堂隆重開幕。大會通過了北平中南海懷仁堂隆重開幕。大會通過了《《中華中華
 全國民主婦女聯合會章程全國民主婦女聯合會章程》》。。



第一屆執委會上，何香凝為名譽主席，第一屆執委會上，何香凝為名譽主席，
 蔡暢為主席，鄧穎超、李德全為副主席。蔡暢為主席，鄧穎超、李德全為副主席。

19491949年年1010月，月，《《中華全國民主婦女聯合中華全國民主婦女聯合
 會章程會章程》》改為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明確規定，「婦女在政治的、經濟的、文明確規定，「婦女在政治的、經濟的、文
 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
 男子平等的權力。」男子平等的權力。」



((二二) ) 中國國民黨抗戰時期的婦女政策中國國民黨抗戰時期的婦女政策

11、政策方針和內容、政策方針和內容
中國國民黨積極組織婦女團體，並根據當時法中國國民黨積極組織婦女團體，並根據當時法

 規，以「救濟」命名，因此各地婦女團，紛紛改名規，以「救濟」命名，因此各地婦女團，紛紛改名
 為「婦女救濟會」，或簡稱「婦女會」。（參考中為「婦女救濟會」，或簡稱「婦女會」。（參考中
 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社會部：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社會部：〈〈婦運法規方婦運法規方

 案案〉〉，，《《民眾運動法規方案民眾運動法規方案》》（重慶：國民黨中央（重慶：國民黨中央
 執行委員會社會部；民國二十九年執行委員會社會部；民國二十九年［［19401940年年]]）。內）。內
 容方面，主要是組織聯合各界婦女，共同協助中國容方面，主要是組織聯合各界婦女，共同協助中國

 軍人一致對抗日軍的侵略，婦女主要從事後勤、慰軍人一致對抗日軍的侵略，婦女主要從事後勤、慰
 勞、宣傳、總務、聯絡、救護、救濟、捐款、縫製勞、宣傳、總務、聯絡、救護、救濟、捐款、縫製
 征衣等等工作。征衣等等工作。



22、宗旨和特色、宗旨和特色
一般來說，「婦女抗日救國義勇團」、一般來說，「婦女抗日救國義勇團」、

 「首都抗日救國會」、「中國婦女愛國同盟「首都抗日救國會」、「中國婦女愛國同盟
 會」、「婦女共鳴社」、會」、「婦女共鳴社」、

 
「河南省婦女國難「河南省婦女國難

 救濟會」等等團體，屬於政治性結社，但是救濟會」等等團體，屬於政治性結社，但是
 因其並非為爭取婦女政治權益而設立，而是因其並非為爭取婦女政治權益而設立，而是
 為了抗拒日本侵略華北而成立，故而擔當及為了抗拒日本侵略華北而成立，故而擔當及
 從事慰勞的工作佔最多及最重要，此亦反映從事慰勞的工作佔最多及最重要，此亦反映
 出當時中國全國婦女對國家人民的熱愛與關出當時中國全國婦女對國家人民的熱愛與關
 心。心。



33、抗戰期間婦女工作之重要表現、抗戰期間婦女工作之重要表現
(1) (1) 兒童保育兒童保育
(2) (2) 工廠服務與生產建設工廠服務與生產建設
(3) (3) 徵募徵募((人力和經費人力和經費))與宣傳與宣傳
(4) (4) 社會、鄉村與抗屬社會、鄉村與抗屬((所有出征軍人家屬的簡稱所有出征軍人家屬的簡稱))、、

榮軍服務榮軍服務
 (5) (5) 戰地服務與慰勞戰地服務與慰勞

(6) (6) 武裝戰鬥與女青年從軍運動武裝戰鬥與女青年從軍運動
日軍侵華，中國婦女們立刻放棄爭取本身的權利，團日軍侵華，中國婦女們立刻放棄爭取本身的權利，團

 結一致，力入抗戰工作，以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獨結一致，力入抗戰工作，以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獨
 立，也表現了中國婦女作為國家公民的愛國英勇行為。立，也表現了中國婦女作為國家公民的愛國英勇行為。

（請參考梁惠錦（請參考梁惠錦〈〈抗戰前後的婦女運動抗戰前後的婦女運動〉〉，載陳三井主編，載陳三井主編
 《《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近代中國婦女運動史》》[[台北：近代中國出版社，台北：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2000

 年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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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論：港九婦女聯誼會附論：港九婦女聯誼會



成立：於成立：於19461946年年33月月88日（結束於日（結束於19501950年年66月）月）

背景：當時國家內戰，中國人民生活困苦，反背景：當時國家內戰，中國人民生活困苦，反
飢餓、反內戰的意識很強。在香港需要有一個飢餓、反內戰的意識很強。在香港需要有一個
民主、進步的婦女團體來開展工作，以團結港民主、進步的婦女團體來開展工作，以團結港
九各階層婦女的力量，反對內戰。當時中國共九各階層婦女的力量，反對內戰。當時中國共
產黨廣東區黨委決定要成立港九婦女聯誼會。產黨廣東區黨委決定要成立港九婦女聯誼會。
經聯絡組織後，向香港華民政務司申請註冊，經聯絡組織後，向香港華民政務司申請註冊，
經過批准成為香港的合法團體。在經過批准成為香港的合法團體。在19461946年年33月月88
日成立。日成立。

19461946--1949 1949 港九婦女聯誼會港九婦女聯誼會



宗旨：團結婦女、加強聯繫、增進友宗旨：團結婦女、加強聯繫、增進友
誼、互相進步誼、互相進步

組織：執委會十多人，一人為主持，再組織：執委會十多人，一人為主持，再
分宣傳、福利、總務幾組分工分宣傳、福利、總務幾組分工

會員：大多數是香港文化界、教育界的會員：大多數是香港文化界、教育界的
聯業婦女、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中聯業婦女、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中
上層婦女，和家庭婦女、女工、女學上層婦女，和家庭婦女、女工、女學
生。生。



工作情況：工作情況：
一、組織「讀書小組」一、組織「讀書小組」

按會員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分區編成小組。按會員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分區編成小組。
各小組每週集中學習一次，在組長或某一個組員家裏各小組每週集中學習一次，在組長或某一個組員家裏

 進行，資料由婦聯宣傳組提供。進行，資料由婦聯宣傳組提供。
二、邀請有名的學者來演講二、邀請有名的學者來演講

曾請過郭沫若、胡繩、喬冠華（喬木）、龔澎、茅盾曾請過郭沫若、胡繩、喬冠華（喬木）、龔澎、茅盾
 等。等。

三、創辦學校三、創辦學校
19471947年初在西環舉辦民校（西環太白台），以籌款方年初在西環舉辦民校（西環太白台），以籌款方

 式籌備經費，給予貧苦兒童入學（學生只交少量學式籌備經費，給予貧苦兒童入學（學生只交少量學
 費），多為女工子女。費），多為女工子女。

19481948年，由漁民籌款建漁民子弟學校。年，由漁民籌款建漁民子弟學校。
19491949年，在九龍黃大仙（竹園）再建一校，日間招收年，在九龍黃大仙（竹園）再建一校，日間招收

 貧苦失學兒童，晚間則辦婦女識字班。貧苦失學兒童，晚間則辦婦女識字班。



四、開辦婦女專業訓練班四、開辦婦女專業訓練班

例如開辦車縫班、簿記班、會計學和商例如開辦車縫班、簿記班、會計學和商
 業學習班。業學習班。

吸收一部份家庭婦女參加，提供培訓吸收一部份家庭婦女參加，提供培訓

五、成立「歌咏團」（海藝歌咏團），擴大五、成立「歌咏團」（海藝歌咏團），擴大
 團結範圍。團結範圍。

19491949年年1212月，華民政務司通知在港三十八月，華民政務司通知在港三十八
 個合法團體暫時停止活動，重新登記，再加個合法團體暫時停止活動，重新登記，再加
 上經濟問題，聯誼會於上經濟問題，聯誼會於19501950年年66月結束。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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