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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機械公司 

與中國近代農業機械化發展(1943-1949) 

侯嘉星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尚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改良

增產是探討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農業改良中又以農業

機械化發展最具代表性，通過農業機械化可以結合農業生產與工

業技術，溝通近代中國的兩大生產部門。然而戰時及戰後農業機

械化發展甚少為人注意，因此本文以成立於戰時的中國農業機械

公司為線索，探討其在戰時經營狀況，以及戰後承接聯合國善後

救濟總署在華之全國農機擴建事業。不過戰時受限於人力物力，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的發展有限，僅在人才培育及國內外技術交流

上較有成就。戰後則因接收聯總大量物資，包括中國當時急需的

機械生產設備，位於上海的總廠落成後，農具生產能力大增，僅

上海一地之公司雇員規模曾達到1,700人，是戰後國內機械業首屈

一指的大型工廠。中國農業機械公司通過在各省建立分廠，如南

京、廣州、柳州等分廠陸續完成投產，以及推廣鐵工舖及活動修

理車等簡易維修設備，為農村地區農業機具保修條件奠定先備條

件。更有甚者，該公司廣泛培養許多農業機械技術人才，在1949

年後仍持續發生作用。總而言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對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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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機械化的貢獻，不在於質的突破，而在於量的擴張，通過機

械維修利用的普及建立農業機械化的基礎。 

關鍵詞：農業機械化、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農具改良、農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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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0 世紀初期，儘管中國的工業部門已長足有進，但農業生產仍佔據十

分重要的地位，超過 80%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
1
經濟產值中現代化部門所

佔的比重僅約 1 成，戰前大約 6 成的產值來自於農業部門，
2
是故農業發展

極為重要。農業生產的現代化發展，包括新作物引進、新耕地開拓、水利

設施修復、肥料與農藥的利用等，其中關鍵的一項工作即是農具改良，又

以農業機械化發展為其著者，乃希望利用更有效率的生產工具，達到提高

農業產值的目標。同時，農業機械化並非僅是利用新式農具而已，舉凡農

具生產製造、利用維護、集資購置等條件，處處都反映了現代部門(工業、

交通運輸業、金融業等)與傳統農業部門的互動。因此，探討近代中國農業機

械化發展，不僅止於農業部門的生產方式改良而已，也牽涉到工業技術的

演進，能充分顯示近代經濟轉型的多重面向。 

  戰前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以抽水機最為成熟，配合電力灌溉系統在江

蘇常熟一帶已大量推廣；
3
1930 年代後國民政府亦致力於發展南京等處的機

械灌溉，顯示機械製造技術、電力供給等日益成熟。
4
抽水機灌溉的發展，

也帶動機械製造業之發展，1925 年成立的新中工程公司，主力產品就是抽

                                                      
  

1
  王業鍵，〈近代中國農業的成長及其危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7期(臺北，1978.06)，頁355。 

  
2
  農業部門產值佔全部產值比重，據劉大中、葉孔嘉估計約為62.5%；Dwight H. Perkins

估計為57.1%；Thomas G. Rawski估計為62.9%。見Tachung Liu, Kungchi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89; Dwight H. Per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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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7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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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農村經濟的輻射—以農田灌溉為例〉，《民國檔案》，2011年第4期(南京，

2011.03)，頁75-80。 

  
4
  戰前及戰時抽水機發展見侯嘉星，〈中國近代農業機械化發展—以抽水機灌溉事

業為例〉，《民國研究》，第24輯(南京，2013.11)，頁16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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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機與電動馬達，對機械化灌溉事業影響深遠。
5
可惜的是，發展於江南的

農業機械化基礎在抗戰爆發後受到戰火嚴重破壞，機械設備、電廠線路等

大多付諸一炬。
6
不過，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經濟建設及農業生產是支

持抗戰的關鍵，因此大後方農業改良的工作也隨之展開。
7
 

  雖然部分歷史學者已注意到戰前機械化發展的成果，但戰時及戰後機

械化發展的研究仍付諸闕如。本文探討的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以下簡稱「中農

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機構，除了利用機械大量生產農具外，也

肩負農業技術推廣、國外技術引進等不同任務。更有甚者，由於戰後復員

工作中糧食生產對穩定社會秩序及維持物價至關重要，因此中農機在戰後

承擔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以下簡稱聯總)之委託，接收國際援華物資並協助在各處成立農具

製造廠，可以說是瞭解戰時至戰後中國農業機械生產技術的極佳案例。 

  再者，過去對善後救濟工作之研究，主要集中在物資分配與利用方面，

或是討論聯合國與中國政府之間衝突矛盾。
8
在聯總向中國提供的善後援助

中，工業善後物資約佔三分之一，食品和衣物各佔四分之一左右，其餘為

醫療衛生和教育援助，以及黃河水利工程、農具工廠規劃、漁業發展計劃、

製藥廠援建等等。
9
部分學者已注意到運華物資與工業化之關係，但多半聚

                                                      
  

5
  〈農業上之新貢獻：《灌溉新編》出版〉，《商業雜誌》，第4卷12期(上海，1929)，

頁3。 

  
6
  《本行在武進辦理電力及機器灌溉情形》(南京：中國農民銀行，1947)，頁1。 

  
7
  值得注意的是，就1937年至1945年平均量而言，大後方工業產值僅有戰前全國的

12%；農業產量僅比戰前同區提高2.6%，考慮到戰爭及社會動盪，能維持農業生產

不低於戰前水平實屬不易。進而言之，加強推動農業機械化也是謀求突破戰前水平

的一項嘗試。關於大後方生產統計，見Yukwei Cheng,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 Historical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through 1948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 1956), 265; 侯繼明，〈1937年至

1945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府財政〉，收入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第9輯，頁311-349。 

  
8
  見龔喜林，〈戰後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善後救濟論述〉(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

化學院碩士論文，2004)；趙慶寺，〈外援與重建：中國戰後善後救濟簡評〉，《史

林》，2006年第5期(上海，2006.10)，頁71-75；趙慶寺，〈合作與衝突：聯合國善

後救濟總署對華物資禁運述評〉，《安徽史學》，2010年第2期(合肥，2010.04)，頁

44-52。 

  
9
  Arnold Toynbee and Veronica M. Toynbee edited, The Realignment of Europe (Ne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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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於鄉村工業的發展，並未討論農業機械製造的課題。
10
然而鄉村工業佔整

體援華物資比例並不高，總計援華農業類物資達 35 萬噸，其中鄉村工業示

範物資僅 255 頓，而農具製造廠(全國農機擴建事業)相關物資則高達 6.8 萬

噸，故無論就物資規模與技術轉移等角度而言，中農機與全國農機擴建事

業無疑地更具有代表意義。 

  因此，本文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庋藏之檔案為基礎，首

先探討中農機在戰時經營的狀況，其次討論戰後改組及全國農機擴建事業

執行之過程，藉此瞭解戰時及戰後中國農業機械化之規模，也能通過個案

研究掌握經歷戰時及戰後動盪局勢下企業經營的困境。其次，藉由分析中

農機農具研究及生產技術，亦能瞭解中國機械工業發展及機械製造的能

力。最後，則檢視中農機技術引進與人員培訓等工作，俾藉此評價其對中

國農業機械化發展之貢獻。 

二、 公司成立與及戰時狀況 

(一) 成立及運作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誕生於 1943 年 12 月，由農林部、中國農民銀行及

貴州企業公司等集資成立於重慶。
11
公司成立宗旨指出，戰時中國糧食生產

極為重要，因此必須提倡機械化利用： 

我國為農業國家，經濟基礎，全賴于農業，人口亦以農民居首，佔

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農事不修，則國計民生，皆受其病，

故振興農業，為立國要政，以成不刊之論……抗戰軍興，於今六載，

                                                                                                                         
York; London: Johnson Reprint Co, 1972), 109. 

 
10

  王德春注意到農具製造生產的計畫，但討論篇幅甚少，並未深入分析該計畫運作的

狀況。見王德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與中國(1945-1947)》(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頁139-143；黄小彤，〈戰後工業化的努力：鄉村工業示範的興起和發展〉，

《中國農史》，2006年第1期(南京，2006.02)，頁82-91。 

 
11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概況」(1948年9月1日)，〈徵收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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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舍蕩於烽火，脂膏淬於鋒鏑，人力物力，損耗至巨，糧食不給，

經濟貧乏……欲本迎頭趕上之原則，俾以農立國以工建國之國策得

收事半功倍之效，厥惟採取農業機械化之一途。12
 

從公司成立目的可以清楚看到，「以農立國」與「以工建國」兩目標結合的

關鍵就是農業機械化。儘管如此，農業機械化也絕非短時間可以達到成效： 

惟農機事業之發展，即考之國外之經驗，亦為需時最久、需錢最多

之事業，非有長久之時間，不能配合整個國家經濟之發展，更無法

改變農民之習慣；非有鉅量之金錢，不能獲得圓滿研究試驗之結果，

使改良之農具，與所介紹之農機，得切合各地農民之使用，以適合

不同之土壤與地質。13
 

正由於時間與金錢是推廣農業機械化的必要條件，也是最大困難，因此中

農機成立之時即以試驗、製造及推廣為目的，營利並非最主要的經營目標。

再者，該公司農具生產另一個重要的任務是改良農具，亦即儘管通過技術

合作自國外引進新式農具，然並非能適用於中國，甚至中國各地農具亦因

不同時空環境而具有功能差異，因此「因地制宜」的原則是探討中國農業

機械化重要概念。 

  基於上述原因，1943 年中農機成立資本為 5,000 萬元分為 5,000 股，其

中中國農民銀行佔 3,000 股、農林部佔 300 股，官營事業的貴州企業公司

佔 1,700 股，從股東與與任職狀況來看，可以發現中農機具有濃厚的公營

色彩。股東代表與股本及公司職務如表 1： 

                                                      
 

12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13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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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發起人股東及任職名單 

股東 

姓名 
任職單位 

公司 

職務 
股數 

股東 

姓名 
任職單位 

公司 

職務 
股數 

孔祥熙 
中國農民銀行 

董事長 
董事長 

中國

農民

銀行

3,000

股 

彭湖 
貴州企業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 

常務 

董事 
200 

顧翊群 
中國農民銀行 

常務董事 

常務 

董事 
周詒春 

貴州省財政廳長

兼貴州企業公司

常董 

董事 160 

蔣經國 
中央幹部學校 

教育長 

常務 

董事 
何輯五 

貴州省政府委員

兼貴陽市長暨 

貴州企業公司 

董事長 

董事 160 

潘光迥 
軍事委員會 

運輸會議參事 

常務 

董事兼

總經理 

張茲闓 
經濟部工礦 

調整處副處長 
董事 100 

周佩箴 
中國農民銀行 

常務董事 
董事 徐維明 

重慶中國銀行 

經理 

常務 

董事 
200 

簡貫三 立法院委員 董事 王志莘 新華銀行總經理 董事 100 

席德柄 
復興商業公司 

總經理 
董事 伍效高 

貴州利民鹽號 

總經理 
監察人 127 

喬啟明 
中國農民銀行 

農貸處處長 
董事 陶桓葆 

貴州企業公司 

協理 
協理 100 

王澂瑩 
中國農民銀行 

常駐監察人 
監察人 李葆和 

前中國機械廠 

總工程師 

總工 

程師 
200 

朱閏生 
中國農民銀行 

協理 
監察人 王新之 

前中國機械廠 

經理 
廠長 153 

寧恩承 
中國農民銀行 

主任稽核 
監察人 張溯 

交通銀行 

稽核處處長 
董事 100 

錢天鶴 農林部次長 
常務 

董事 
農林

部 

300股 

徐柏園 
四聯總處 

副秘書長 
監察人 100 

謝家聲 
中央農業試驗所 

所長 
董事 許達三  協理 —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名單」(1944年12月)，〈認股〉，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3；「中國農業機械特種

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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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經營性質從股東名單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除了中國農民銀行及

農林部代表官股身份外，如張茲闓係以工礦調整處副處長身份入股，戰時

工礦調整處是執行企業貸款及扶植的機構，因此可見政府當局對中農機的

重視。 

  1944 年 8 月中農機正式獲得登記執照，公司組織包括秘書、財務、技

術部門，並聘請國內外專家如卜凱(John L. Buck)、林查理(Charles H. Riggs)等

著名學者組成技術委員會，這些技術顧問對推動國內外技術合作有很大貢

獻。除了位於重慶的總部營業處外，中農機此時主要生產基地是原先貴州

企業公司位於貴陽及龍里的工廠，該廠本係李葆和等人戰前創設於漢口之

中國煤氣製造廠，抗戰後內遷至貴州，至 1939 年與貴州企業合資成立中國

機械廠，此時改組為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貴陽製造廠。設備規模方面，計龍

里廠面積 50 畝、貴陽廠 25 畝，共擁有發電動力設備約 40 匹馬力及各式機

械製造設備，員工一度高達 500 餘人。14
1944 年中又與重慶華隆鋼鐵廠合

作成立華農機械製造廠，先是租賃場地生產農具，旋於該年底改為合資經

營。此外，1944 年也在重慶成立農產加工實驗總廠，以製造乾藏食品為主

要任務。最後，貴州企業公司投資成立的中國內河航運公司經營不善，1944

年中由中農機入股接手經營，曾承運中國茶業公司、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

西北羊毛紡織廠、原料火柴專賣局華業火柴廠、中國紡織廠、美國軍部天

原電化廠等物資。15總計上述 3 處工廠與 1 所運輸公司是中國農業機械公司

戰時事業之大略規模。 

  中農機財務狀況以 1944 年財務收支為例，總計收入約 1,200 萬元，包

括自辦事業解款 718 萬元、合辦事業(中國內河航運公司)純益 6 萬元、存款

利息 12 萬元、出售材料資產 444 萬元等；支出項目包括全年管理費 845 萬

元、業務費用 14 萬元(參與國防科展)、借款利息 60 萬元、技術顧問赴美旅

費 39 萬元，合計支出約 958 萬元。16總計收支相抵，1944 年度約有 236 萬

                                                      
 

14
  〈本公司有關事業概述〉，《貴州企業季刊》，第2卷第2期(1944)，頁122-127。 

 
15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16

  「損益計算書民國三十三年度」(1945年5月)，〈股東常會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6-04；「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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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盈餘。儘管略有盈餘，但是公司流動資金仍極為匱乏，往往需要以公

司資產抵押借貸，對經營造成一定影響。17
 

  除了資金不足造成的影響外，由於 1944 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8 月攻

克衡陽後戰火逐漸逼近黔桂邊境。1944 年 9 月桂柳戰役開始，11 月桂林柳

州相繼陷落，同年 11 月底日軍部隊攻抵獨山，威脅貴陽。受到戰爭的影響，

自 1944 年 10 月中開始，中農機貴陽工廠陸續執行停工疏散計畫，並逐步

出售龍里廠的各項設備。該疏散計畫中提到「採取緊縮處置將現有人員裁

減至職員 8-9 人、工役 20 餘人，並將龍里廠未售出之廠房 20 餘間連同剩

餘材料分別標售，以免徵用損失。」18至 12 月貴陽工正式停工，除將重要

器材拆解運送外，人員部分遣散 97 人，依照年資發給成品以抵償遣散費

用，其餘留廠員工則遷移至遵義。19
 

  另外，中農機除了自行經營工廠外，也積極通過技術合作的方式與其

他農業或機械生產機構共同生產，先後曾與江西農業院附屬機器廠、廣西

君武機器廠、四川農業公司等洽談合作，20其中與江西農業院之洽談已進入

簽約階段，終因戰事波及，於 1944 年底取消合作計畫。21由此可見戰爭對

公司的影響，非但直接造成生產停工，也限制通過技術合作取得發展的可

能，不過儘管烽火連天，中農機自成立至抗戰勝利的一年半間，仍然致力

於農具研發生產及技術交流工作，在當時條件下可說難能可貴。 

                                                                                                                         
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17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18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報告」(1944年11月)，〈工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8。 

 
19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報告」(1944年12月)，〈工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8。 

 
20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21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代電」(1946年1月24日)，〈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江西省農業院

農具工廠合作未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21-0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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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戰時生產事業與技術推廣 

  戰時中農機生產主要為傳統農具，動力機械農具僅有抽水機，此係戰

時大後方缺乏鐵材及燃料之故，所以無法大量製造動力馬達。貴陽製造廠

已生產的農具產品，包括金屬製的剪類(綠籬剪、修枝剪、高枝剪、芽接剪等)，

以及簡單的木製機械農具(如玉米脫粒機、礱穀機、花生拖殼機、磨粉機、中耕

機等)，
22
至於機械動力農具多半還是實驗品。貴陽廠工作報告指出，原訂生

產項目品類繁多，受限於周轉金及人力物力不足，初期僅以 10 種製品及 19

種實驗產品為主，這些實驗品包括蒸汽抽水機、10 馬力煤氣引擎、14 吋煤

氣爐等，另外也有如活塞、連桿螺絲等基礎機械零件，但大體上管理階層仍

以小引擎及抽水機為主要發展方向。
23
華農製造廠方面則因原先華隆鋼鐵廠

大多數設備是木製工具加工設備，因此該廠產品以木製手工具為主。
24

 

  為了適合實際農村需要，中農機擬具「小型高地灌溉機械研究報告」，

配合四川水利局推動。該計畫中由中農機生產動力抽水機 100 套，配合水

壩等水利建設，估計灌溉面積可增加 2.7 萬畝，至 1944 年底因所需經費高

達 6,000 萬元，是以遲遲未執行。
2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抽水機灌溉之效益

戰前已具有相當規模，抗戰爆發後已在四川部分地區推動，利用水力帶動

小型發電機發電，並以此驅動馬達抽水機進行灌溉。
26
這種技術既成熟又便

於推廣，因此不難理解中農機將抽水機訂為農業機械化之最優先項目。
27

 

                                                      
 

22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23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工作報告」(1944年8月)，〈工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8；「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貴陽機械製造廠

三十三年九月份工作簡報表」(1944年10月)，〈貴陽、華農兩廠工作報告〉，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6。 

 
24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函農林部」(1944年11月)，〈工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8。 

 
25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26

  李陵，〈電力灌溉之一個實例：四川省金堂縣之水電灌溉事業〉，《資源委員會月

刊》，第1卷1期(南京，1939)，頁39-55。 

 
27

  關於高地灌溉計畫相關建設，可參考侯嘉星，〈中國近代農業機械化發展—以抽

水機灌溉事業為例〉，頁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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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農具以外的其他產品，1944 年底貴陽製造廠停工疏散後，華農製

造廠成為中農機主要收入來源，為了維持公司營運，華農製造廠承接兵工

署委託製造大拒馬 3 萬具、七九式步槍及中正式步槍刺刀 3 萬把等軍需業

務，
28
另外也製造農產加工實驗總廠所需的機械如壓縮包裝器等。

29
中農機

之農產加工廠於 1944年 5月中聘請美籍學者壽哈特(Donald V. Shuhart)
30
擔任

駐廠顧問，同年 10 月成功製成甘薯、地瓜、蘿蔔、馬鈴薯、洋蔥、芹菜、

菠菜等乾藏蔬菜，並於 1944 年參加國防科學展。1944 年底加工廠推出盒

裝軍糧，其中從軍糧每份可供應 4 人次使用，重約 1 磅，內容有肉類、蔬

菜湯粉及茶粉等。
31
乾藏產品推出後除作為軍糧外，甘肅油礦局也洽談採購

供給玉門油礦站使用。
32

 

  除了上述生產事業外，戰時中農機亦擔負人員培訓與技術引進的角

色。人才培訓方面，中農機為了配合農林部與教育部選拔赴美研究生及農

業人才，1944 年 11 月在重慶開辦研究班，公司內外人員均可報名。第一期

研究班中，共有公司職員 13 人，外部人員 25 人，合計 38 人聽講。課程前

後 4 個星期，1944 年 11 月 1 日開課，28 日結業，講授內容包括農具學，

講師為李葆和；土壤學，講師為劉伊農(中央大學農業化學系系主任)、陳方濟

(土壤學系教授)；作物學，講師馮澤芳(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朱學曾(四川省教

育學院農業教育學系作物學教授)；機械設計學，講師曾繼賢(中央大學工學院機

動學教授)。
33
研究班成員報考留美學生考試共錄取 14 名，佔全部名額(36 名)

                                                      
 

28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代電」(1945年3月9日)，〈農具生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09。 

 
29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華農機械製造廠三十三年十二月工作簡報表」(1945年1月)，〈工

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8。 

 
30

  壽哈特又譯為薛哈特，係1943年9月來華擔任農林部水土保持顧問協助成立農林部水

土保持實驗區，其專長為水土保持，為何受聘為農產加工技術顧問？尚待考證。見

「農林部函」(1943年9月)，〈美國水土保持專家薛哈特博士來華〉，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21-038-02。 

 
31

  〈農業機械公司制軍用乾糧〉，《中央日報》，1945年2月6日，3版。 

 
32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工作報告」(1944年11月)，〈工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8。 

 
33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工作報告」(1944年12月)，〈工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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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40%。
34
另外中農機亦推薦 12 名公司職員由農林部保送赴美深造，1944

年底經初試及複試，總計選送胡桓、李宜璋、邱煒、袁鑛蘇、柳克令及張

祖烈等 6 名赴美進修。
35

 

  技術引進與推廣方面，又可分為國內合作與國外合作兩部分。國內合

作部分，包括與金陵大學訂立技術合作合約，雙方在研究、訓練及技術方

面配合，公司顧問如卜凱、林查理等都是金陵大學教授。
36
此外也與蘭州中

國工業合作協會洽商合作，訂定開發西北地區農業機械之計畫。
37
至於與江

西農業院、桂林君武機器廠等合作計畫，則如前述因戰爭的緣故被迫終止。

國外部分，卜凱亦在美國協助調查農業機械人才，並接洽各農業公司提供

藍圖給予中農機改良製造，1944 年 2 月與福特農具公司洽商合作，計畫先

製造機械農具，而後生產汽車，其他如 Oliver Farm Equipment Company、

Massey Harris Company、Indiana 等大公司也願意提供設計圖或協助訓練人

員。
38
另外卜凱也調查美國大學農業機械課程，並蒐集相關書籍供國內參

考。
39
至 1945 年中，由於抗戰已到最後階段，各級機關已著手規劃復員工

作，為了擴大農業機械之實驗與製造，滿足戰後大量物資需求，中農機亦

函請農林部協助延聘美國農業機械專才。
40

 

  總結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戰時經營一年半之生產成績，可以 1945 年 5 月

商股代表伍效高、李葆和及陶桓葆在股東會上提出的建議案清楚瞭解： 

                                                      
 

34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35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貴陽機械製造廠三十三年十月份工作簡報表」(1944年11月)，

〈貴陽、華農兩廠工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

20-51-008-16。 

 
36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37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工作報告」(1944年6月)，〈工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8。 

 
38

  「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三年度業務報告」(1945年5月)，〈33年業務

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5。 

 
39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代電」(1945年4月7日)，〈美國各大學農業機械教程報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06。 

 
40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代電」(1945年7月14日)，〈向美遴聘農機專才〉，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07。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與近代農業機械化發展 ．149． 

我國農場狹小，農民多半貧窮……公司製造農藝機具需由小型而大

型，由簡單而複雜，並需以大多數中小農場為對象……至於農田灌

溉機具與農產加工運輸機具，雖可以合作方式利用之，然究為經濟

與技術所限，亦以從中小型入手為便。至於大型複雜機械，例如牽

引機等，可以提倡利用，不過為教育與示範性質，在短期內尚難普

遍推行。41
 

該計畫羅列 26 種適合中國農村習慣的農具作為優先生產項目，包括利用獸

力的犁、耙、播種器、中耕機、收割機、脫粒機等；利用人力的二齒耙、

而字耙、板鋤、草鋤、鋼鐮、鐮刀、繖刀、洋鍬；灌溉用之單極離心抽水

機；動力驅動之礱穀機、碾米機、磨粉機、榨油機、榨蔗機等；運輸用之

貨運腳踏車、淺水船舶馬達、煤氣車引擎、馬車輪軸等；農業引擎如 5 馬

力煤氣機、5 至 10 馬力柴油機等。42從李葆和等人的建議來看，中國農業

機械生產技術很大程度需配合實際農村情況，即便能生產大型複雜的曳引

機，也因農村維修不易，缺乏穩定燃料供給等客觀條件，其實際運用成效

有限，故中小型農具與抽水機仍是主要產品。戰後聯總支援包含大量基礎

機械製造設備在內的援華物資，希望藉此增進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故而

中農機改組增資以接收及分配這些援華物資為主要任務。雖然此後中農機

各工廠之生產品，亦不脫這種以中小型農具及抽水機為主的特徵，但這些

機械製造設備無疑地提供各地農業機械化發展之契機。 

三、 戰後改組與資本結構變化 

  1945 年聯總為盡快恢復中國農業生產，支援大量機械設備及原料，包

括成立農具製造總廠 1 所、分廠 18 所、鐵工舖 3,000 所之機械物資 5,000

噸，以及鋼材、鋁材等原料 6.3 萬噸，總計達 6.8 萬餘噸，價值約 700 萬美

                                                      
 

41
  「擬具本公司今後業務推行具體方針建議案」(1945年5月16日)，〈股東常會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6-04。 

 
42

  「擬具本公司今後業務推行具體方針建議案」(1945年5月16日)，〈股東常會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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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3
這批物資依當局規劃由中農機承接並協助建立各省分廠。1945 年 8

月，抗戰勝利後農林部發給中農機之訓令指出戰後農村復員工作中農具生

產至關重要，指示中農機協助整合全國機械工廠。
44
經過調查，中農機以全

力經營製造廠、辦理灌溉事業及協助抽水機之裝配分發為階段性任務。
45

1946

年 2 月正式改組公司以承擔聯總在華設廠之任務，增資 4 億元，由交通銀行、

中央信託局以及新中工程公司入股，並由新中工公司總經理支秉淵擔任中農

機總經理。
46

 

(一) 組織調整 

  改組公司的主要原因，係中農機之任務為研究及製造新式農具以促進

農業機械化，並非以營利為目的，是故金融機構、企業人士等對中農機的

投資意願甚低。
47
為了加快資金引進，中農機向農林部建議改訂承辦製造農

業機械的合約。公司改組後設總經理 1 人、協理 2 人，總工程師 1 人。秘

書處、財務處、業務處、工務處、技術處，各處設處長或經理 1 人，
48
各處

執掌如表 2： 

                                                      
 

43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經辦農業善後救濟國內設廠計畫報告」(1947年3月14日)，〈設

廠計劃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04。 

 
44

  「農林部訓令」(1945年8月26日)，〈製造農業機具情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1。 

 
45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函農林部」(1945年10月19日)，〈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接運物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16-041-06。 

 
46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新股東會議紀錄」(1946年2月23日)，〈臨時股東會議、新股東

會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6-06。 

 
47

  「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呈農林部」(1947年4月26日)，〈合約、修正章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1。 

 
48

  「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1946年)，〈章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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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各處組織執掌 

秘書處 1.文電之撰擬審核繕挍及收發。2.印信之保管。3.各種案卷及契約合同

之保管。4.各種章則之釐定。5.會議議程之編製紀錄及通知事項。 

6.職員任免、調動、請假、考績、獎懲之登記。7.職員之訓練及福利

設施。8.公司財產之保管及修繕。9.辦公用具之公祭保管及其他庶務

事項。10.其他不屬各處室之事項。 

財務處 1.擬定各種會計規程。2.預算決算之編製。3.款項之收付及審核登記保

管。4.資金之籌措及運用。5.本公司股票債券之發行登記及保管。 

6.各種有價證券之保管。7.所屬機構財務會計之督導。8.所屬機構帳務

之稽核。9.各種主要機件材料之監督。10.各項統計之編製。11.各項成

本會計之核算。12.其他有關財務會計事項。 

業務處 1.各種產品之運銷。2.各種產品之廣到示範與推廣。3.各項器材之分配

與運輸。4.產品堆棧之管理。5.機械設備原料工具之採購及配發。 

6.所屬業務機構之籌設。7.有關業務契約之洽訂。8.有關業務之統計報

告。9.各種農業機械市場之調查。10.其他有關業務事項。 

工務處 1.各製造廠場之籌設。2.核定各廠場產品之種類及數量。3.特種件工之

規定與分色考核。4.審核各廠場技術員工之工作效率與進退獎懲。 

5.審核各廠場產品之成本與標準。6.彙編各廠場之統計報告。7.其他有

關工務事項。 

技術處 1.農業情形及農業工具機械之調查。2.產品之研究改良及試驗。3.產品

藍圖之整理保管。4.製造方法與技術標準之擬定。5.審訂產品之使用

說明及有關圖解。6.設計各種產品所需之標準機械及特種模具。7.釐

定各種產品之檢驗規範。8.編定及發行各種專門刊物。9.其他有關設

計與技術事項。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1946年)，〈章程〉，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2。 

  1947 年底，為了進一步配合善後救濟事業並引入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

(行總)的資金，公司再度改組。改組後之中農機劃分為兩個部份，其一為自

辦事業「總廠」，即公司原本經營位於上海的吳淞製造廠，由總工務長支秉

淵主持；其二為代辦事業「全國農業擴建事業」，由總經理林繼庸主持，並

設技術部、業務部及總工程師，由伍伯倫(Edwin L. O’Brien)、袁丕烈、支秉

淵三人分別擔任技術部協理、業務部協理及總工程師。49改組後的中國農業

                                                      
 

49
  「董事會秘書室呈董事長」(1948年8月23日)，〈現行組織系統圖〉，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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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公司組織系統圖及負責人名單詳見圖 1： 

 

圖1：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組織系統圖」(1947年12月27日)，〈現行組織系統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6。 

  公司改組後，內部任務也相應調整，由於該公司主要任務是研發與製

造新式農業技術，所以其中最重要的是總廠與技術部之協調，1948 年中國

農業機械公司與行政院善後事業委員會保管委員會(以下簡稱善保會)協商之

職務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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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總廠與全國農業擴建事業分工執掌 

總廠 1. 製造農業機械如引擎、抽水機、軋棉機、打稻機、磨粉機、榨油機

及碾米機等。 

2. 製造簡單農具如山鍬、鐮刀、犁頭等。 

3. 製造工業設備及另件，如灰銑翻砂、白鐵翻砂、鑄工、金工等。 

4. 於必要時製造總廠自用之冶具及工具。 

附注：以上係長期計畫，目前生產為5匹及12匹馬力引擎。 

技術處 1. 設計各分廠之建築裝置及製造，並應全國農機擴建事業分廠及總廠

之需要訓練技術人員。 

2. 繪製製造圖樣及製造程序圖以供總廠或分廠製造標準出品之用。 

3. 製造標準出品之冶具配發總廠或分廠應用。 

4. 製造工作母機如車床、刨床、鑽床、銑床及磨床等，以備總廠及分

廠添設裝置之用，其配發條件由本公司與善保會會商決定之。將來

全國農業擴建事業之生產能力如能勝任時，並得製造工作母機供外

界之需要。 

5. 於配發總廠及分廠機器前檢驗及整理各項機件。 

資料來源：「總廠及技術部任務之劃分」(1948年8月)，〈章程修正草案〉，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5。 

  公司改組後，至 1948 年 7 月底，共計僱用 1,742 人。其中總廠職員 69

人、技工司機工警等 113 人，合計 182 人；全國農機擴建事業有職員 489

人、技工司機工警等 1,071 人，合計 1,560 人。50上述職工僅包括在上海的

人數，其他各地分廠、辦事處員工並未記入，勞工規模高達 1,742 人在上

海雖不算是最大型的公司，然而就機械製造業而論，稱得上是數一數二的

大型企業了。51
 

                                                      
 

50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概況」(1948年9月1日)，〈徵收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5。 

 
51

  根據1947年出版之《上海製造廠商概覽》統計，上海各工廠雇工人數超過1,000人者

僅有60家企業，全市3,069家工廠提供雇工數統計，總共僱佣33.6萬名勞工，平均每

家工廠雇工人數僅109人，由此可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之規模。相關統計見Christian 

Henriot, “Shanghai Industries in the Civil War Period,” 

http://www.virtualshanghai.net/Texts/Articles?ID=105 (Posted 2012/11/08, Retrieved 

201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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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本變化及公營性質 

  中農機原本係由農林部、農民銀行、貴州企業公司合資成立，1945 年

中，為了擴大接收聯總物資，達到大規模生產農業設備的目標，管理階層

引進其他銀行的資金。
52
經 1946 年 2 月 23 日第 4 次董事會議決議，增資 4

億元，由農林部認股 5,000 萬元，中國農民銀行認股 14,000 萬元，中國銀

行、交通銀行、中信局各認購 5,000 萬元，新中工程公司及貴州企業公司

分別認購 4,000 萬元及 2,000 萬元。
53

 

  儘管如此，隨著通貨膨脹日益加劇，公司週轉資金不足，另外加上各

地設立分廠需收購土地運送器材等，1947 年底中農機向農林部申請增資，
54

 

1948 年 2 月農林部復函同意該公司再增資 800 億元，
55
資本由善保會認購

400 億元，其於大部份由中國農民銀行認股。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增資，新

中工程公司與貴州企業公司均以財務無法負擔拒絕增資，其股份轉由中央

信託局、中國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分認，詳細資本分配表見表 4。由於通

貨膨脹問題嚴重，股東會中亦多次討論要求各股東如期解送資金，並曾函

請農林部協助催繳。
56

 

                                                      
 

52
  「行政院令農林部」(1946年4月4日)，〈改組容納各國家銀行股本〉，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12。 

 
53

  「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代電」(1946年3月2日)，〈修正章程〉，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13。 

 
54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概況」(1948年9月1日)，〈徵收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5。 

 
55

  「農林部函中國農業機械公司」(1948年2月25日)，〈增資計劃書；37年上半年度經

費預算會計報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4-02。 

 
56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函農林部」(1948年3月5日)，〈增資計劃書；37年上半年度經

費預算會計報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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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資本結構表(1948年4月) 

行局 舊股股數 新股股數 分認股數 共計股數 百分比 

新中 

公司 

貴州 

企業 

中央信託局 285,609 190,927 7,142 11,427 495,105 6.1888 

農林部 241,617 161,518 - - 403,135 5.0392 

交通銀行 295,324 197,420 7,385 11,815 511,944 6.3993 

中國銀行 285,609 190,927 7,142 11,427 495,105 6.1888 

中國農民銀行 1,098,142 734,095 27,461 43,935 1,903,633 23.7954 

新中工程公司 73,494 - - - 73,494 0.9187 

貴州企業公司 117,584 - - - 117,584 1.4698 

行政院 

善後事業委員會 

- 4,000,000 - - 4,000,000 50.0000 

共計 2,397,379 5,474,887 49,130 78,604 8,000,000 100 

資料來源：「新公司股數分配表」(1948年2月4日)，〈善後事業委員會管理委員會、中

國農業機械公司合約；章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

20-51-001-04。 

  雖然中農機於 1948 年 4 月召開臨時股通會通過 800 億元增資案，57但

新增加之資本在強烈通膨下迅速被稀釋。1948 年 6 月，中農機會同善保會、

四行總處等洽商，希望引進資金加速分廠設立，以達到製造農具促進生產

的目標。該公司規劃先於瀋陽、天津、鄭州、漢口、廣州、柳州等處設立

分廠。原案希望中國農民銀行佔新增股本之 30%，中國、交通、中信局各

佔 20%，郵匯局佔 10%。58不過隨著國內經濟情況極速惡化，上述規劃未

及實現，嚴重的通膨已使法幣破產，政府遂改發行金圓券。金圓券於 1948

年 8 月實施後，中農機配合農林部、善保會及四銀總處之增資案，獲得 50

萬美元的資金挹注，59新增之資本結構見表 5： 

                                                      
 

57
  「臨時股東會會議紀錄」(1948年4月21日)，〈臨時股東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6-08。 

 
58

  「四銀行聯合辦市總處快郵代電」(1948年6月9日)，〈增資設分廠〉，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10。 

 
59

  「股本折合金圓計算表」(1948年9月)，〈章程修正草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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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資本結構表(1948年8月) 

投資單位 
原有股本 增資時原定 

增加美金額 

折合金圓股本 

股數 國幣 股數 金圓 

善後事業委員會 

保管委員會 
4,000,000 40,000,000,000 250,000 100,000 1,000,000 

中國農民銀行 1,903,633 19,036,330,000 118,977.5 47,591 475,910 

交通銀行 511,944 5,119,440,000 31,997.5 12,799 127,990 

中國銀行 495,105 4,951,050,000 30,945 12,378 123,780 

中央信託局 495,105 4,951,050,000 30,945 12,378 123,780 

農林部 403,135 4,031,350,000 25,195 10,078 100,780 

貴州企業公司 117,584 1,175,840,000 7,347.5 2,939 29,390 

新中工程公司 73,494 734,940,000 4,592.5 1,837 18,370 

共計 8,000,000 80,000,000,000 500,000 200,000 2,000,000 

資料來源：「股本折合金圓計算表」(1948年9月)，〈章程修正草案〉，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5。 

  從資本結構的變化來看，中農機自始均為公股居絕大多數的企業，具

有高度公營性質。1948 年行政院亦曾發函農林部詢問中農機之性質是否是

農林部附屬機關，60農林部復函指出「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為官商合辦，人員

非經本部任免。」61事實上，1948 年初中農機收購上海楊樹浦土地，遭遇

上海市政府質疑其為民營公司而拒絕協助土地徵收時，亦曾函請農林部發

文上海市政府說明其官股已佔 97%，具有強烈公營色彩。62從實際經營來

看，中農機在建廠取得土地、銀行借款以及國外合作上都受到農林部大力

扶植，其資本更絕大多數是官股，經營目的亦為推廣農業機械化，並非以

營利為目標。由 1948 年改組後的董監事名單清楚可見管理階層皆為官股代

表出任，常務董事除李叔明代表中國農民銀行外，其餘均係善保會、農林

部官員出任，故可將之視為公營事業。 

                                                      
 

60
  「行政院令農林部」(1948年6月23日)，〈人事及經費情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3-05。 

 
61

  「農林部呈行政院」(1948年7月10日)，〈人事及經費情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3-05。 

 
62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函農林部」(1948年3月23日)，〈徵收上海廠址土地〉，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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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董監事名單 

董事長 王雲五 

副董事長 左舜生 

董事 善保會：王雲五、潘序倫、李銘、趙連芳、葉謙吉、簡貫七、 

陳世璋、孔敏士(W. H. Cummings) 

農林部：左舜生、 

馬保之 

交通銀行：錢新之 中央信託局：吳任滄 

中國農民銀行：李叔明 

趙葆全 

中國銀行：張心一  

監察 善保會：章之汶、刑德 

(Eleanor M. Hinder) 

中國農民銀行：薛迪錦 

貴州企業公司：何輯五 新中工程公司：徐恩曾 

常務董事 王雲五、左舜生、李叔明、李銘、孔敏士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董監事名單」(1948年4月15日)，〈第1次董監聯席會議

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5-03。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與公司運作模式有關。戰後中農機最大資

產來自於接收聯總運華物資，這批物資雖經簽約由中農機生產利用及協助

建立各處分廠，然實際所有權仍屬行總(後改為善保會)。1947 年 4 月中農機

因週轉資金不足，經協理伍伯倫建議出售鐵材 8,000 公噸，亦需函請行總

同意，63因此造成中農機與政府當局關係密切。由此亦可注意到戰後物資之

接收與分配，實為公司運作之核心。 

四、 接收物資與推動全國農機擴建事業 

  中農機改組後以接收物資、建立上海總廠及推動全國農機擴建事業為

主要任務，全國農機擴建事業包括建立各處農業機械生產工廠、分配基礎

維修設備(鐵工舖及活動修理車)等任務。中農機所掌握的各項機械生產設備及

原料物資，是當時中國亟需的珍貴資產。以下由物資之與分配、全國各地

分廠之建立及後續發展等方面，探討中農機對農業機械化之貢獻。 

                                                      
 

63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函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1947年4月4日)，〈聯合國善後救濟

總署代表建議出售生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

20-51-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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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資之接收與分配 

  根據 1945 年 11 月聯總擬訂的運華物資中，關於農業善後救濟事業中，

支援中國設廠物資共為 68,830 噸，包括原料 63,110 噸、總廠機器設備 720

噸、18 分廠機械設備 3,500 噸、3,000 所鐵工鋪設備 1,500 噸。
64
中農機自

1946 年 8 月起向農林部承借上海軍工路虬江橋旁土地作為物資存放場地，

除該年初增資之 4 億元外，1946 年 9 月呈請農林部及行總同意以鐵材 4,000

噸作抵押向中國銀行借貸 16 億元。
65
中農機以這 20 億元資金擴建軍工路工

廠，除填平土地廠房外，也計畫興建 10 座碼頭以備接運聯總物資。
66

 

  這些物資除了一小部分由中農機自備運輸工具向行總洽提外，大部分由

行總直接雇船載運至軍工路工廠，由廠方派員起卸。至 1947 年 3 月為止，

計機械設備有平土機、起重機、貨車等 81 輛、活動修理車(Mobile Shop)40 部、

氧氣 2,986 瓶、活動房屋 250 噸、鐵工舖 900 噸、機器 3,000 噸；材料包括

鋼板、白鐵皮、各式鋼材、鐵管、生鐵等 27,300 噸，大約運抵近 50%。
67
至

1947 年底已接收各式車輛 208 輛、機器工具 3,000 噸、鐵工舖設備 3,000 套、

活動房屋 191 幢，氧氣 3,986 瓶、活動修理車 40 輛以及材料 4 萬噸，援華物

資大致均已到位。
68

 

  具體的工廠機械設備，以總廠為例，包括：發電設備(30 瓩柴油發電機 2

部)、鍛工廠設備(空氣壓縮機 2 部、剪床 2 部、皮帶鋸 6部、鑽床 1 部、液壓床 1

部、壓床 1 部)、金工廠設備(八呎車床 2 部、五呎車床 3 部、萬能銑床 2 部、工

具磨床 1 部、平面磨床 1 部、24 吋牛刨 1 部、鑽床 3 部、壓床 1 部、磨刀架 2 部、

                                                      
 

64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經辦農業善後救濟國內設廠計畫報告」(1947年3月14日)，〈設

廠計劃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04。 

 
65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呈農林部」(1946年9月20日)，〈貸款(質押合同)〉，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4-05。 

 
66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經辦農業善後救濟國內設廠計畫報告」(1947年3月14日)，〈設

廠計劃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04。 

 
67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經辦農業善後救濟國內設廠計畫報告」(1947年3月14日)，〈設

廠計劃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04。 

 
68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三十六年度工作概況」(1948年4月8日)，〈37年上半年政績比

較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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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角車床 3 部、鋸床 2 部、硬度測驗機 1 部)、焊工及白鐵工廠設備(角尺剪床 1

部、摺床 1 部、沖床 2 部、普通剪床 1 部、電焊機 3 部、氣焊機 3 部)、以及木工

廠(鋸木機 3 部、鑽床 1 部)。
69
從這些機械設備不難發現，聯總援華機械物資

提供當時亟需的基礎鍛造工具，這些設備不僅可用於生產農具，亦能用於

生產工業機械，可說是戰後極為珍貴的資源。這批機械設備滿足鍛造、打

磨、鋁及木工等不同材質的加工需要，因此農具工廠設立後等同於完整的

基礎機械製造廠。 

  除了分廠的機械設備外，另一個重要的物資設備是鐵工舖與活動修理

車。鐵工舖設備經中農機與中國農民銀行磋商，每套定價 300 萬元(美金原

價 300 元)，包含簡易鐵工設備計 150 萬元、木工設備 50 萬元以及螺絲零件

材料等 100 萬元，
70

1947 年中以後陸續訂立契約供各地承租。
71
每套 4 萬美

元的活動修理車因配置便利，1946 年底甫運抵上海，河南省善後救濟分署

即以該省農業機具損失慘重，除應儘速設廠製造外，也商請中農機先調派

活動修理車 1 部支援簡易農具維修。
72

 

  物資分配方面，鐵工舖至 1948 年底撥交江蘇 191 套、廣西 100 套、山

東 75 套、河南 44 套、湖北 33 套、浙江 16 套、江西 8 套、湖南 6 套、河

北 3 套、陜西及安徽各 2 套，總計 530 套。這些鐵工舖設備包括贈送 6 套

給與南京農業復原工作檢討會；48 套給與黃氾區服務站及行總江西分署；

80 套由農民銀行出貸；182 套交由農林部棉業改進所及鄉村工業示範處等

單位；6 套給與同濟高級職業學校、上海高級機械學校及南京工專等 9 所

學校作為學生實習之用；善保會收回 78 套轉撥付山東解放區農業委員會及

機械農墾處北平分處使用；各地分廠發出 130 套。
73
通過鐵工舖設備的分

                                                      
 

69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經辦農業善後救濟國內設廠計畫報告」(1947年3月14日)，〈設

廠計劃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04。 

 
70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第十七次常務董事會議紀錄」(1947年3月26日)，〈設廠製造農

業機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7-01。 

 
71

  〈農業機械公司貸放鐵工設備〉，《中央日報》，1947年7月17日，7版。 

 
72

  「農林部函行政院」(1946年12月26日)，〈各省區設分廠及鐵工舖計劃〉，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7-02。 

 
73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三十七年度工作報告」(1948年12月24日)，〈37年度工作報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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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能在各地鄉村建立一定程度的機械保修能量。 

  與鐵工舖及活動修理車這類簡易設施相較，設立農具製造分廠無疑地

帶來更深遠的影響。中農機自 1945 年底以來即受託建立全國 18 處分廠，

1946 年底提出設立 11 所分廠的計畫草案，這些地點包括鄭州、天津、青島、

太原、漢口、衡陽、柳州、廣州、南昌、萬全等。
74
分廠設立採各省自行成

立籌備處，通過中國農民銀行擔保，由中農機配運相關機具的原則。這些

機具包括了機器製造設備(價值 80,900 美元)、鑄工廠(價值 26,605 美元)、鍛工

廠(價值 32,500 美元)、鉗工冷作廠(價值 9,340 美元)，總計包含 58 種機械設備，

重達 160 噸，價值 15 萬美元。除機械設備之價值外，成立 1 分廠估計尚需

運費 5,000 萬元、建築費 5.1 億元、開辦費(籌備費、安裝費等)2.4 億元、材

料費 2.5 億元、流動金 1.5 億元，合計達 12 億元。
75

 

  儘管所費不貲，然因分廠建設對農業生產有極大幫助，同時也帶來基

礎機械生產能力，1946 年中以後河南、湖南、山西、安徽等各省致函農林

部爭取設廠。
76
可惜的是，1947 年起內戰日益升溫，戰火逐漸由關外波及

關內，大大阻礙新廠建設工作，如該年籌設成立之張家口分廠，旋以戰爭

因素於 9 月停止物資運送，然至 1948 年初察哈爾省政府仍持續向中農機表

達設立分廠之意願，可見該事業之重要意義。
77
總計至 1948 年底利用聯總

援華物資已建立之製造廠包括上海總廠、南京分廠、廣州分廠、柳州分廠、

長沙分廠、開封服務站(黃氾區服務站，1948 年 8 月停止)、漢口分廠等各處，

                                                      
 

74
  〈農業生產機械化〉，《中央日報》，1946年9月5日，6版；〈農業機械廠籌設十八

分廠〉，《中央日報》，1946年11月17日，6版。 

 
75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各省區設立分廠計畫草案」(1946年11月8日)，〈送承辦國內設

廠製造農具概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2。 

 
76

  「農林部函」(1946年11月14日)，〈設廠製造農業機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7-01；〈蚌埠將成立農業機械廠〉，《中央日

報》，1947年6月6日，7版；〈鄭州將成立農業機械廠〉，《中央日報》，1947年8

月4日，7版；〈農業機械公司業務委會組成〉，《中央日報》，1947年8月27日，4

版；〈湘省將成立農業機械廠〉，《中央日報》，1947年9月18日，7版；〈江西大

型農具工廠 分署與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合作〉，《行總週報》，41期(1947)，頁13。 

 
77

  「察哈爾省臨時參議會電農林部」(1948年1月9日)，〈察哈爾省臨時參議會電請租

用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張家口分廠設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

案》，檔號20-5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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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配運物資計機器設備 2,748 噸、原料 31,240 噸、工具 258 噸，合計 34,254

噸之物資。
78

 

(二) 各工廠成立及經營狀況 

  除了上海總廠以外，中農機至 1948 年 10 月已設立並陸續投產的有南

京、廣州、柳州三處分廠；
79
長沙、漢口、臺灣(直接利用原本設備生產，另

行配運生產原料)三處正在籌設中，預計於 1949 年動工；另外規劃增設北京

分廠 1 處。
80
上海總廠專責製造改農具及給予各地分廠技術支援，鐵工舖則

配給各省受該區分廠之管理，以修理及製造小型農具為目標。
81

 

1. 上海總廠 

  1946 年 8 月中農機結束貴陽工廠之營運後，由成都遷往上海，先向上

海實驗經濟農場借用軍工路虬江橋土地 410 畝作為工廠。公司投入 20 億元

經費修建廠房、碼頭等設施，
82
並以此為基地接收聯總運華的援助物資。

83

軍工路工廠除保管物資外，亦負責包括國內各處分廠之創設及管理、職工

訓練等任務。中農機亦委託上海市濬浦局實施填平廠內的高地低田、虬江

                                                      
 

78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三十七年度工作報告」(1948年12月24日)，〈37年度工作報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22。 

 
79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概況〉，《現代經濟通訊》，第279期(1948)，頁4。 

 
80

  1948年5月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與善保會已達成協議，尚未簽訂合約。「中國農業機械

公司概況」(1948年9月1日)，〈徵收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5；〈聯總供至農具器材原定設廠

計劃變更〉，《申報》，1948年5月27日，4版；〈農業機械公司全國設廠八處〉，

《商業月報》，第24期(1948)，頁2。 

 
81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擬徵收上海引翔區二圖觀音堂路旁宙字圩十一號內土地計畫

書」(1948年9月1日)，〈徵收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5。 

 
82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成農林部」(1946年9月20日)，〈貸款(質押合同)〉，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4-05。 

 
83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擬請徵收上海軍工路虬江橋土地計畫書」(1947年4月)，〈徵收

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

號20-51-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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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道等工程，以謀充分利用廠區土地。
84

1947 年底軍工路工廠大致完工，

建築物包括活動房屋 12 幢，其中 2 幢為堆棧、1 幢為打樣間、1 幢為機器

間、宿舍及醫藥室 8 幢，另有廠房 1 座、10,000 加侖油池 1 座。
85

 

  除了軍工路工廠外，中農機於 1947 年 4 月另外在殷行區設立吳淞製造

廠，佔地 270 畝。1947 年底公司增資後，吳淞製造廠改為總廠及中農機設

計部所在地，專責從事農具製造，會計獨立。1948 年廠內的建物設備有活

動房屋 18 幢、磚房 4 幢、兩層樓的職工宿舍 2 幢，另外有辦公室 1 幢。機

器設備均已安裝完成，試製的 5 匹馬力引擎經美國農業專家 Dr. J. B. 

Davidson 等認定輕便堅固，適合各種農業機械及一般工業使用；另外也開

始製作磨刀機、吊車等中小型機械。
86

 

  原先位於軍工路虬江橋旁的工廠則改全國農機擴建事業之基地，係中

農機技術部、業務部材料處所在(業務部辦公室設於總公司)。全國農機擴建事

業主要任務為保管善保會全部的設廠機械和原料，並辦理實習班及技術人

員的培訓。
87

 

2. 南京分廠 

  南京分廠(京廠)成立於 1948 年 5 月，
88

1948 年 9 月正式投產。
89
依合約

善保會提供全部建廠經費，農林部提供基地，係位於南京市大光路 20 號面

                                                      
 

84
  「農林部函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12月13日)，〈設立徐州分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11。 

 
85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35年10-12月度工作計畫」(1946年9月)，〈設廠製造農業機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7-01。 

 
86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概況」(1948年9月1日)，〈徵收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5。 

 
87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概況」(1948年9月1日)，〈徵收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5。 

 
88

  「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代電」(1948年5月31日)，〈南京農具分廠〉，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9。 

 
89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概況」(1948年9月1日)，〈徵收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5；〈農業機械公司

京分公司開工〉，《中央日報》，1948年10月8日，4版。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與近代農業機械化發展 ．163． 

積達 27 畝之土地。由於辦公大樓及部分工廠建物已有現成，
90
中農機接手

後主要新建員工宿舍。
91
南京分廠隨後改稱為南京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並由

農林部提供聯總運華機器中撥配一套分廠機械設備，租予京廠使用。同時

該合約也指出京廠可視當地需要，在不妨礙農具生產的條件下生產一般工

業機器。
92

 

3. 廣州分廠 

  廣州分廠成立於 1947 年 7 月，初時暫租廣州市豐寧路 94、96 號的化

學工場作為辦事處，隨後於 1948 年初提請依照粵桂閩區敵偽工廠優先承購

暫行辦法，優先購買現租土地。93此外，中國農業公司也在市郊之白硯壳、

女媧廟附近購入 18 畝土地作為分廠廠址，並於 1948 年初向廣州市政府協

調，希望擴大購買白硯壳女媧廟附近徵收 55 畝的土地。94廣州分廠預計裝

配機器約 500 萬磅，已於 1948 年 12 月全部運抵廣州，廠房設備包括活動

房屋、倉庫、鍛工廠、鑄工廠、總工場、木模工廠、汽車間、食堂等各 1

所，95僱用員工可達 400 人。96至 1949 年初原本計畫將上海總公司遷至廣

州，後因機械拆解困難作罷。97
 

                                                      
 

90
  「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代電」(1948年2月28日)，〈南京農具分廠〉，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9。 

 
91

  南京分廠至農林部的函件中指出，由於該公司有許多技術人員及外籍僱員，因此員

工宿舍極為重要。見「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函」(1948年6月5日)，〈南京農

具分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9。 

 
92

  「設立南京分廠」(1948年10月26日)，〈合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

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08。 

 
93

  「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呈農林部」(1948年3月12日)，〈徵收廣州市白蜆殼、

女媧廟土地55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3。 

 
94

  「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呈農林部」(1948年8月19日)，〈徵收廣州市白蜆殼、

女媧廟土地55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3。 

 
95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三十七年度工作報告」(1948年12月24日)，〈37年度工作報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22。 

 
96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擬請徵收廣州市白硯壳女媧廟土地計畫書」(1948年8月)，〈徵

收廣州市白蜆殼、女媧廟土地55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

檔號20-51-002-03。 

 
97

  〈善後事業保管會決設臺穗辦事處〉，《申報》，1949年2月14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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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柳州分廠 

  柳州分廠於 1948 年 5 月與善保會簽訂合約，由當地股東與善保會合資

組織公司，98器材自 5 月起陸續起運赴桂，至 12 月止共運輸 113 萬磅器材。

廠房建築工程已完成 7 所房屋，廠區擴建工程亦已陸續進行，預計 1949 年

初可全部完成，大約自 1948 年 10 月起，柳州分廠已逐步生產榨蔗機等設

備，99並聯絡蔗糖事業發達的臺灣省政府，調查新式農具生產圖樣。100
 

5. 長沙及漢口分廠 

  長沙分廠於 1948 年 12 月與善保會簽訂合約，利用長沙南門外的寶華

玻璃廠廠址作為基地，佔地 32 畝。部分器材自 10 起已先行運湘，至 12 月

止共計運達 54 萬磅器材。另廠房已完成鍛工廠及倉庫，其餘廠房至 1948

年底尚在建築中。漢口分廠係湖北省政府提供武昌張江陵路土地 21 畝作為

廠址，然至 1948 年底尚未正式與善保會簽約，復因戰爭緣故，省府決定暫

緩辦理。101
 

6. 臺灣分廠 

  臺灣分廠則係 1947 年初臺灣省政府致函農林部，推薦省農林處機具製

造實驗工廠為分廠地點之一。省府指出臺灣農業發達，過去農具多仰賴日

本輸入，現應謀求自給，故應設立大型農具製造廠；由於農具製造實驗工

廠產權屬於省政府，機械設備也未受到嚴重破壞，因此恢復運作甚為便利。102
 

                                                      
 

98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概況」(1948年9月1日)，〈徵收上海引翔區2圖宙字11號土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2-05。 

 
99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三十七年度工作報告」(1948年12月24日)，〈37年度工作報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22。 
100

  「臺灣省製造農機具之工廠名單函送案」(1948年10月6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4720001713012。 
101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三十七年度工作報告」(1948年12月24日)，〈37年度工作報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22。 
102

  「推薦書」(1947年1月24日)，〈臺灣省農林處屬農具廠為中國農業機械公司18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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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4 月農林部電示中農機派員赴臺洽商，103至 1948 年 5 月經善保會財

務委員會決議優先促成臺灣分廠設立。104
 

7. 開封服務站(黃氾區服務站) 

  為了恢復河南黃河兩岸受災地區(黃氾區)戰後復原工作，1947 年 8 月起

中農機在開封開設黃氾區服務站，
105
並派遣美籍顧問端木禮派駐開封擔任

主任工程師，陳鐘頡為副主任。由河南省政府撥借開封北門跑馬場為基地，

相關設備概由上海運汴。這些設備包括了錘床 2 部、車床、1 部、鑽床 1

部、剪床 1 部、15 瓩發電機 1 部、活動房屋 1 幢、鐵工舖設備 50 套、風

焊設備 20 套、舊焊機 1 部、冷作機械 1 套、鐵鑽 10 具、活動修理車 4 輛、

起重器 3 套、電焊材料 1 噸以及各式鐵材約 200 噸，水泥 40 噸、汽油 13

噸，可說已具備簡易維修能力。不過由於國共戰事逆轉，1948 年 6 月以後

開封失陷，人員被迫撤離。
106

 

  由上述聯總物資分配及分廠成立狀況來看，可以發現中農機通過技術

轉移推廣農業機械化的努力，其中已完成投產的分廠所在位置大多位於長

江以南，或許係戰後北方局勢杌隉之故。隨著內戰局勢升高，物資分配與

新工廠建設亦受到相當阻礙，加上戰後國民黨官僚對各地建廠事業參與甚

深，如廣州分廠之成立資金多半由國民黨要人林繼庸、程鴻軒等人主導，
107

也使廣州其他民間資本對投資有所顧忌，限制了建廠事業的擴展。
108
另外

                                                                                                                         
公司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21-071-25。 

103
  「農林部代電」(1947年4月8日)，〈臺灣省農林處屬農具廠為中國農業機械公司18

區域公司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21-071-25。 
104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承辦國內設廠製造農具概況」(1948年9月20日)，〈製造農具概

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0。 
105

  〈行總撥款一百七十億購置農具配發豫泛區〉，《申報》，1947年8月30日，2版。 
106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第四次董監聯席會議報告事項」(1947年11月8日)，〈第4次董

監聯席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5-07；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承辦國內設廠製造農具概況」(1948年9月20日)，〈製造農具概

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0。 
107

  〈粵籌設農業機械公司〉，《行總週報．農漁附刊》，第2期(1947)，頁44。 
108

  〈工業調查：廣州中國農業機械公司透視〉，《經濟導報》，第115期(1949)，頁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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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引起不同派系之間的政治角力，進而可能限制了事業的推進。除了

建設分廠外，通過普及鐵工舖等較為簡便的機械維修設備，也有效地擴大

了農機保修基礎，對於日後機械化發展有一定貢獻。 

  儘管中農機管理階層在 1949 年後不復存在，其工廠設備大多為共產黨

接收成為公營事業，這些工廠到中共建政後仍持續發揮作用。
109

1949 年 5

月共黨佔領上海後，中農機上海總廠工人曾響應支持解放的遊行，甚至組

織工人接管廠產、控制公司並協助解放軍作戰。
110
同年 7 月恢復工廠運轉

後，總廠積極協助當局生產鐵路設備、派遣調查隊赴蘇北推動農業機械化

工作，以及持續實驗新式的棉籽油引擎。
111
當時報導指出該型引擎係上海

被佔領前中農機原有的試做項目，已接近完成階段，中共接管上海後總廠

技術人員仍持續完成這項計畫，顯示工廠運作具有相當的延續性。
112
另外

南京分廠也有關於增加生產及推銷新式農具之報導，顯示該廠亦持續運

作。
113
北京則在原本籌設北京分廠的基礎上成立了華北農業機械總廠，規

劃生產抽水機、曳引機等各項設備。
114

 

  再者，如黃氾區服務站遺留之設備及培訓之人員，亦成為河南省農業

機械廠之基礎，這些技術人員在 1949 年以後也持續從事農機製造相關工

作。
115
由此可知，中農機對農業機械化之作用，除了生產設備的推廣外，在

實際生產技術與人才之培訓方面所做的努力，亦是評價其貢獻之重要指標。 

                                                      
109

  〈滬接管重工業 電工器材廠等籌備復工〉，《人民日報》，1949年6月12日，2版。 
110

  〈上海千萬職工學生集會遊行紀念「五卅」〉，《人民日報》，1949年6月3日，1

版；〈農械公司滬廠職工護廠有功〉，《光明日報》，1949年6月26日，4版。 
111

  〈有關農業工程的新聞〉，《科學世界》，第18卷第6/7期(1949)，頁138-139。 
112

  〈東北衛生部藥廠八個工廠全面復工〉，《光明日報》，1949年7月17日，4版。 
113

  〈有關農業工程的新聞〉，頁138-139；〈根據蘇皖農村情況 改進農具推廣銷路 農

業機械公司在南京邀專家座談〉，《人民日報》，1949年7月23日，3版；〈解放以

來南京之公營生產〉，《人民日報》，1949年9月9日，2版。 
114

  〈華北農業機械廠開工〉，《人民日報》，1949年4月16日，1版；〈南京農械公司

改進農具 北平農械廠訂生產計畫〉，《光明日報》，1949年7月23日，4版。 
115

  〈從學徒到技工〉，《光明日報》，1952年4月28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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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農具生產與技術人才培訓 

  如前所述，中農機在上海改組後延續戰時重視技術研發的傳統，十分

重視技術部的運作，採取實驗、試制而後量產的程序，減少研發過程中不

必要的浪費。
116
不過就實際農具生產種類而言，戰後中農機產品並未能明

顯超過戰前或戰時的生產項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農村客觀保修及能源

供給等條件所造成，使得機械動力農具選擇有限。二方面則無疑地是受到

戰後局勢動盪的影響，通貨膨脹嚴重，物資流動不易。儘管如此，從具體

生產量及生產計畫中也能發現，中農機確實具有超越戰前生產量的能力，

且致力於培訓生產技術人員。 

(一) 農具生產 

  如前所述，1945 年李葆和等人已注意到中國農業機械化應配合由小而

大、由簡易而複雜的發展趨勢，如此才能逐步改變中國農業技術。在此一

原則下，中農機軍工路工廠於 1946 年 8 月開設以後，至 1947 年 1 月間，

已生產鋤頭 1.2 萬把。其餘小馬力引擎、抽水機、磨粉機等均有試製品，

並委託中國農民銀行銷往蘇北。
117
雖然鋤頭屬於傳統農具，然因戰爭關係，

不少地方亦極為缺乏；即以臺灣為例，1946 年 9 月中農機致函臺灣省農林

處的信件中就指出，該年 11 月上海吳淞製造廠已可投產大量生產鋤頭、鐮

刀等農具，希望調查臺灣所需農具需求量，總計鋤頭年需 407,268 把、稻

刈鐮年需 5,732,962 把，數量可說極為驚人。
118

 

                                                      
116

  陳錫祥，〈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總廠之長城〉，《工程界》，第3卷2期(1948)，頁9；

沈熙梁，〈創建中的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工程界》，第3卷2期(1948)，頁11。 
117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設廠方案經辦情形節略」(1947年1月30日)，〈送承辦國內設廠

製造農具概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2；

「農林部函中國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2月19日)，〈設立徐州分廠〉，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1-11。 
118

  「至臺灣農林處趙處長蘭屏函稿」(1946年9月21日)，〈設廠製造農業機械〉，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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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 年底軍工路工廠投產後，估計產量為每日鋤頭鐮刀各 1,000 把。
119

不過受限於當時電力供應不足，並不能保持此一產量。1946 年末，由於上

海工廠紛紛恢復營運，電力需求大增，該年 10 月間上海市的日發電量為

13 萬瓩，三分之二用於工業用電(其中 4.2 萬瓩用於紡織業)，但當時消費量達

到每天 15 萬瓩的高峰。整個 1946 年上海發電量都嚴重不足，雖然規劃增

加新發電設備，但在 1947 年電力生產依然無法跟上工業生產的需求。為了

支持工業生產，上海市政府實施家庭及商業用電的限制措施，雖然此時工

廠獲得大多數的基本電量供應，但還是少於生產實際需求。
120
這種電力不

足的問題也影響到中農機產品製造，所以至 1947 年底實際大量生產的產品

仍為山鋤，自 1947 年 3 月至 11 月共生產 3.5 萬把，多數供黃氾區使用。
121

該年 11 月以後生產環境穩定使產能增加，2 個月內生產山鋤 1.1 萬把。
122
除

了自行生產外，中農機也採取交換材料的方式委託民營小工廠生產機器，

如曾與上海東新祥及益興盛等二廠簽訂合約生產軋棉機 180 臺以生鐵抵

付，並磋商生產碾米機、礱穀機等農村急需的設備。
123

 

  至 1948 年初公司改組後，管理階層決定總廠以 5 馬力之汽油引擎為主

要的生產項目，期望達到每月 200 部之產能。
124

 

  此外，中農機常務董事會議也規劃各廠生產項目，儘管就生產計畫而

論，管理階層的規劃不免有過於樂觀之嫌，不過此一計畫顯示依照不同分

廠生產能力而有不同生產規劃，特別是在整體上有能力大量生產動力機械

                                                      
119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35年10-12月度工作計畫」(1946年9月)，〈設廠製造農業機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7-01。 
120

  〈上海節約用電辦法〉，《銀行週報》，第30卷第38期(1947.09.22)，頁30。 
121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第四次董監聯席會議報告事項」(1947年11月8日)，〈第4次董

監聯席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5-07。 
122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第五次董監聯席會議報告事項」(1947年12月27日)，〈第5次董

監聯席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5-09。 
123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第十七次常務董事會議紀錄」(1947年3月26日)，〈設廠製造農

業機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7-01。 
124

  〈農業機械公司增資擴充業務〉，《申報》，1948年2月26日，2版；「中國農業機

械公司第一次常務董事會議紀錄」(1948年5月4日)，〈第1次常務董事會議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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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具者主要為上海總廠。
125
這種現象反映出機械生產技術、設備及人才，

在戰後中國仍是極為缺乏。另外亦可以看到，戰後中國農業機械之生產種

類，還是以中小型農具及抽水機為主，與戰前並未有顯著差異，這亦為當

時客觀時空條件之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中農機農具生產並非僅在於依樣畫葫蘆的製造，分廠

設立之一目的即是生產因地制宜的農具，因此改良農具一直是重要業務。

1947 年 11 月黃氾區服務站即接受行總河南分署委託改造 2,000 箱農具，這

是因為聯總援華之美製飛剪式犁不合於黃河下游兩岸地區的土壤，所以委

託黃氾區服務站利用場區設備改製試做大中小鋤頭各 28 把及河南當地適

用的犁 10 具。至 1947 年 12 月可完成 1.5 萬把大鋤、1 萬把中鋤及 5,000

把掘頭，改裝生產的效率極佳。
126
從此一案例可以看到中農機擔負之任務

不僅在於新農具之生產，也在於現有農具之改良。正由於援華機械物資提

供各地農具保修的基本條件，再藉由人員培訓，便能為中國農業機械化奠

定基礎。 

(二) 農機人才培訓 

  戰後農業復原工作需要大量生產農具，因此機械製造人才、各地保修

人才便極為緊缺。儘管戰時中農機已開設研究班，然不敷戰後需求，於是

自 1946 年 12 月起，中農機便訂定實習計畫，由各工科大學推派畢業生參

與一年的實習，實習期間公司給予薪資。
127
實習項目包括甲乙兩組，實習

                                                      
125

  依當時規劃生產目標：總廠生小型農具50萬具、5馬力引擎3,000部、12馬力引擎1,000

部、礱穀機500部、碾米機1,000部、抽水機1,000部；廣州分廠則規劃生產鋤鍬等10

萬具、犁杷等4萬具、中耕機輾米機5,000部；漢口分廠則規劃生產鋤杷鐮刀等20萬

具、鍬犁等20萬具、軋花機1,000部、榨棉機200部、榨油機100部、輾米機100部、

磨粉機100部、礱穀機3,000部；長沙分廠則規劃生產普通農具300萬件、輾米機打稻

機等6,000部、抽水機300部；柳州分廠則規劃生產普通農具200萬件。見「中國農業

機械公司第一次常務董事會議紀錄」(1948年5月4日)，〈第1次常務董事會議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6-02。 
126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第五次董監聯席會議報告事項」(1947年12月27日)，〈第5次董

監聯席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5-09。 
127

  實習人員之報導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技協通訊》，第19期(1948)，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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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自行選擇：甲組課程計平地吊車卡車(2 月)、房屋建築(2 月)、碼頭倉庫

及重木料工作(2 月)、電力及電燈工作(1 月)、水管溝渠及築路工作(1 月)、鍛

工廠(1 月)、翻砂工廠(半月)、機器工廠(1 月)、裝配工廠(半月)、模型工廠(半

月)、特種工具模子等工作(半月)；乙組課程包括甲組課程計平地吊車卡車(半

月)、房屋建築(半月)、碼頭倉庫及重木料工作(半月)、電力及電燈工作(半月)、

水管溝渠及築路工作(半月)、鍛工廠(2 月)、翻砂工廠(2 月)、機器工廠(3 月)、

裝配工廠(1 月)、模型工廠(半月)、特種工具模子等工作(1 月)等，合計一年。
128

 

大致來說甲組課程側重於營造實習，乙組課程側重於機具操作實習，此二

類都是戰後緊缺的人才。 

  至 1947 年底第一批實習生 23 人完成訓練，其中 10 人升為工務員派赴

總廠、分廠及黃氾區服務站工作，第二批實習員 20 名也分別在 1947 年 9

月及 10 月開班培訓。
129
除了選拔大學電機系及機械工程系畢業生加入實習

外，1947 年六月開始也辦理公司內部員工培訓，首批培訓 12 名員工。
130

1948

年中以後大幅縮短培訓時間，首先自著名大學遴選優秀學生給予短期訓練，

如中央大學選派學生 6 人訓練 10 週、金陵大學選派機械系學生 15 人訓練 6

週、廣西大學選派學生 12 人訓練 10 週等。
131
總計至 1948 年底完成實習生

訓練 130 人、車輛工作人員 8 人、機械工作人員 32 人、電機工作人員 5 人、

農業機械工作人員 21 人、學徒 40 人、其他員工 125 人，合計 361 人。
132

 

  這些內部技術人員或經過培訓的農業機械人才，隨著中農機全國農機

擴建事業之推廣，分散到中國各地，有的至黃氾區服務，協助機械保養維

修；有的至東北協助接收工廠，從而留在該處推動農業機械化。戰時及戰

                                                      
128

  「實習計畫書」(1946年12月3日)，〈工作報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

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19。 
129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第四次董監聯席會議報告事項」(1947年11月8日)，〈第4次董

監聯席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5-07。 
130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第六次董監聯席會議報告事項」(1948年1月9日)，〈董監會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5-06。 
131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工作報告」(1948年9月11日)，〈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5-10。 
132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三十七年度工作報告」(1948年12月24日)，〈37年度工作報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農林部檔案》，檔號20-51-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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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國內並非僅有中農機從事機械農具之研發製作，例如中央農業試驗所所

屬的無錫農具試驗廠便是農業機械之重鎮，然而各地的農具研究機構並未

如中農機般掌握大量的機械製造設備，同時憑藉政府資源取得國內外技術

合作，因此就推動戰後農業機械化發展來說，中農機實有相當重要的貢獻。

儘管論者曾指出該公司規模如此龐大，卻僅止於大量生產鋤頭，對實際農

業機械化的貢獻有限。
133
必須指出的是，中農機技術延續自戰時重慶及貴

陽工廠，甚至就其經營團隊而言，如總經理支秉淵、林繼庸等人自戰前即

是工業界及機械生產方面的重要人物，戰後中農機的不應存在技術倒退的

問題。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從其生產計劃來看，亦沒有技術突破性的進展。

因此持平而論，中農機生產事業對農業機械化的貢獻，不在於質的突破而

在於量的擴張，通過各處工廠生產、普及維修單元以及大量生產能力，這

是中農機對中國農業機械化的價值所在。 

六、 結論 

  20 世紀初期儘管中國的現代部門已長足進步，但大多數的經濟產值依

舊來自於農業部門，所以探討中國近代經濟發展，不能忽視農業生產技術

之蛻變。成立於戰時的中農機秉持著「以農立國、以工建國」的理念，致

力於開發及生產農業機械，除了直接用於生產的耕耘機、收割機、抽水機

外，也研製農產加工機器。然而受限於戰時的人力物力，中農機之生產事

業發展有限，反而是人才培育方面有所成就，促進國內外的技術交流。 

  戰後中農機接受農林部委託，承擔聯總在華設置農具製造廠的任務，

接收了 6.8 萬噸的物資，包括了大量的機械設備及生產原料。這些戰後中

國亟需的珍貴設備，提供農業機械化的契機。全國農機擴建事業在中農機

努力下，至 1948 年底已建立了上海總廠、南京分廠、廣州分廠、柳州分廠

等 4 個具有生產能力的工廠，另外有長沙、漢口、臺灣、北京等工廠進入

籌設階段。除設立工廠外，中農機也配運鐵工舖 530 套及若干活動修理車

至全國各地。此外，由戰時到戰後中農機均十分重視人員培訓與國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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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與中國(1945-1947)》，頁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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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這些人才的積累更是當時中國寶貴資產，即便 1949 年以後亦持續發

揮貢獻。雖然嚴峻的通貨膨脹、動盪多變的戰後局勢，限制了中農機發展

的可能性，但其建設工廠、培訓人員以及發展技術等努力，在當時環境下

已十分難能可貴。 

  由 1949 年以後的發展來看，這些工廠多半成為中共推動農業機械化的

基礎，如上海、南京、北京、開封等處的工廠都在 1949 年以後迅速恢復運

作。更有甚者，這些工廠設備也不僅僅提供了農業機械生產的契機，更對

中共工業發展帶來很大幫助。如中農機設備最完善的上海總廠，中共接收

後於第一個五年計畫(1953-1957 年)期間通過蘇聯技術人員的幫助，在原本設

備基礎上發展為上海機床廠，從事工作母機之製造，培養許多機械工業的

技術人員。
134
該廠很長一段時間裡是中國工具機生產的龍頭企業，直到今

天上海機床廠有限公司仍是中國工具機生產首屈一指的大廠。
135
約莫同

時，1958 年底臺灣也成立了另一家中國農業機械公司，主要與日本野馬農

機公司與井關農機公司合作，共同生產機械農具。該公司由臺灣省政府財

政廳出資新臺幣 2,000 萬元成立，對臺灣農業機械化有重要貢獻，不過與

本文所討論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雖然同名，但實際上已無承繼關係了。
136

 

  總而言之，誠如 1945 年中農機股東會所提出的生產建言，中國農業機

械化並非一蹴可幾，在現實環境下農村保修條件不佳、燃料缺乏，乃至資

金疲弱等問題都限制高端農具的發展，所以 20 世紀初期中國農業機械生產

仍是以中小型農具及動力抽水機為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自國外引

進的農業機具必須經過改造才能符合中國當地的自然條件，如 1947 年底黃

氾區服務站改造美國製飛剪犁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雖然中農機實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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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長青，〈在國家建設計畫第一年的上海〉，《人民日報》，1953年12月4日，2版；

〈採用蘇聯技術經驗 上海舊企業面貌改觀〉，《人民日報》，1957年10月22日，3

版；劉先煌、袁張度，〈飛翔吧上海機床廠〉，《人民日報》，1959年8月25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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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該工廠大事紀中仍以1946年成立的中農機上海總廠為其前身。見該公司

網站：http://www.smtw.com/cn/aboutus.asp?sid=17 (2013/11/25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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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廳簽為土地銀行呈為響應均長促進農業機械化號召，擬投資中日合組之中國

農業機械公司新臺幣2000萬元請核示案」(1959年9月29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50106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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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項目並未包括曳引機、拖拉機等先進機械農具，甚至連動力馬達的生產

技術都未顯著超越戰前水準，但其對中國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不在於質的突

破，而在於量的擴大。通過普遍設置工廠、推廣鐵工舖和活動修理車等簡

易保修設備，以及農機生產維修人才之培訓，中農機對中國農業近代化的

貢獻依然值得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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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NAEC) was a special 

industrial company with full investmen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unded during December 1943 in Chongqing, and then relocated to Shanghai 

in February 1946 after the end of WWII. Initially in 1944, NAEC’s factories 

produced many kind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specially irrigation equipment 

(pumps and motors), whi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ype of farm machinery in 

early 20
th

 century in China. The NAEC also began experimental manufacture of 

new agricultural tools. However, the production scale of NAEC in the 

Chongqing period was small until “General Works” was set up in Shanghai. 

The major task of NAEC in the Shanghai period was to accept a commission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which was to populariz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was named “National 

Servi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arget, NAEC successively built factories and 

service stations in Nanjing, Guangzhou, Liuzhou, Changsha, and Kaifeng and 

so on. Furthermore, at end of 1948,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NAEC’s General 

Works in Shanghai increased to over 1,500, which meant it was in the top 100 

largest companies in the city and even in China.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NAEC, we can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rm mech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be able to grasp the difficulties of business during wartime in both 

WWII and the ensuing Civil War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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