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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與中國航空事業 

 

何邦立 

（本會會員） 

 

一、緣起 

國父孫中山先生嘗謂：「華僑為革命救國之母」。先父何宜武先生，服務僑界，足跡

偏佈東南亞、美、歐等地，從事華僑經濟工作長逾半世紀，因而對海外華僑熱愛祖國，

有更為深刻的體認。華僑對國家的貢獻，無論在抗戰救國、在台灣經濟建設方面，都有

不可磨滅的功績。因此父親常以「華僑就像散落一地的珍珠，如何將這些珍珠串起來，

就是我們的責任」，期以自勉，並作為他一生事業的座右銘。 

邦立早歲服務空軍，專研航空醫學四十餘載，退休後將航空事故調查的專業，應用

在抗日空戰史的考證上，略有心得，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時，曾出版《筧橋精神》

一書，記錄先烈們保國衛民，艱辛壯烈的血淚史。今年又適逢抗戰八十周年紀念，特思

中國航空的發展，起源於海外華僑，當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華僑飛行員共赴國難，

這段珍貴、可歌可泣的史實，實應完整的記錄下來，故為之文！ 

 

二、美洲華僑志在沖天 

打開中國航空史，最早飛上藍天的中國男女，均為美國的華僑。中國人僑居外國的

歷史可以追朔到秦漢，唯人數不多，分散不廣，資金有限。直到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大批的農民無以為生而出走。形成前所未有的出國高潮，今天

華僑華人遍佈世界各地，清末民初就已成形。在航空方面，美國華僑能夠扮演這角色不

是偶然的，有如下三個條件，華僑人數的急增與生活條件的改善、愛國的熱情與日高漲、

接觸到美國的航空技術。 

早期美國華僑聚集在舊金山，該地盛產黃金而得名，開採需要大量的勞力，在 1868

年的普安臣條約，旨在鼓勵中國人移民到美國，所以認為中國人是勤儉的、努力的、溫

和的，此時每年約有二、三萬的人口移入。15 年的光景過去，加州出現勞力過剩的情形，

此時又誣蔑華人吸食鴉片、傳染麻瘋病，要中國人滾回去。1882 年的排華法案，禁止華

工入境，不准華人歸化成美國公民，隨後排華事件不斷。中國人的鄉土、宗族、社稷觀

念很強。被生活所迫，離鄉背井的華僑，在海外寄人籬下，備受欺凌。使得愛國思鄉的

感情，更為濃烈。 

1848 年美國加州發現金礦，1853 年統計華工只有 42 人，但是 1873 年在美華人增

加到 13 萬人。從 1880 到 1920，隨後四十年間平均華人數為七、八萬。早期金礦的採掘，

工資很低，兩三塊收入只夠糊口，隨着金礦採空、1869 年東西太平洋鐵路建成，華工己

逐漸轉移到工商界各個行業，發財致富，美國華僑生活的提高及華人資本的形成，為他

們從事航空和其他愛國事業打下了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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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愛國愛鄉的高潮出現過二次，一是辛亥革命、一是中日戰爭。在辛亥革命時美

國華僑起了核心作用，這與孫中山先生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有密切關係，他在檀香山建

立的興中會，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和眾政府。振興中華為鼓舞人心的口號。

早期的興中會會員，大多是美國華僑。辛亥革命爆發前，革命派與保皇派兩派的爭論，

在美國也變成一個主戰場，此時的美國華僑大多支持推翻帝制，建立共合的洪流。 

早期華工大多赤手空拳，目不識丁，但在西方世界，產業革命之後，令人眼界一新。

孫中山嘗言「12 歲從香港乘船到檀香山時，始見輪船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

心，窮天地之想」。這種感觸是許多華僑都有過的。雖然，在歐洲氣球飛行發展較早，

但第一架動力的飛機是美國人發明的。美國的科學技術相當進步發達，航空方面佔世界

的領先地位，在此環境下，許多有志青年對此發生濃厚的興趣，而且有條件接觸到飛機

的製造、與駕駛的技術。美國的華僑社會，能夠成為孕育中國近代航空事業的溫床，也

就不足為奇了。 

馮如（1884－1912），廣東恩平人，美國華僑，中國第一位飛機設計師、製造人，

他也是中國最早的飛行家，在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後 6 年，成功的自製飛機，並於 1909

年 9 月 21 日試飛成功，飛行高度 15 呎，航程為 2640 呎，時年 26 ，被美國報紙贊為

「東方萊特」。1911 年 2 月，馮如謝絕多方的聘任，帶著助手及兩架飛機回到中國。他

已預見到飛機在國防上的重要性，因之，提出「航空救國」主張並為之奮鬥，早在孫中

山之前九年，馮如。1912 年 8 月 25 日，在廣州燕塘飛行表演中（飛行高度 36 米，航

程為 8000 米） 不幸失事殉難。遺體安葬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旁，立碑紀念，

尊為「中國始創飛行大家」。馮如是為航空事業獻身的第一位中國人。不禁令人想起第

一位氣球飛行家（1783），也是第一位氣球飛行的殉難者—法國羅吉爾醫生（1785）。 

巴玉藻（1892-1929），蒙古族，從鎮江八旗中學考入南京水師學堂，1909 年選送

英國攻讀機械工程。1915 年赴美麻省理工學院專習航空工程，曾被聘總工程師。兩年

後回國，任職於福建馬尾船政局，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飛機製造廠，並於 1919 年自行設

計選材料製造出第一架國產水上飛機（甲型一號雙桴雙翼教練機），1920 年 2 月華僑

飛行員蔡司度進行試飛取得成功。先後共製造 12 架。 

王助（1893-1965）是中國航空的先驅，1916 年獲得麻省理工第二屆航空工程碩士。

經威廉波音（Willam E. Boeing）的推薦，進入西雅圖太平洋飛機產品公司（波音公司

的前身）擔任該公司的第一位航空工程師。王助依據 B&W 飛機，提出新的設計方案，

命名為C型機。1917年 7月 17日，經公司試飛成功，美國海軍訂購 50架， 總經費 575,000

美元，為波音公司爭取到第一張產品訂單。由是波音公司才能發展茁壯至今。回國後，

又為中國的飛機設計與製造持續地努力，他在中國航空史上有卓越的貢獻。錢學森是

20 世紀非常著名的中國航空太空科學家，他曾親筆寫下一生中對他最具影響的 17 位人

物，王助是其中之一。錢學森還加註記〈預備留美 王助－經驗設計〉。王助認為科學

的進展，無論理論多麼完備，還是必須以實驗結果為依歸。 

楊仙逸（1891—1923），出生於美國夏威夷 ，原籍廣東香山。1910 年，加入同盟

會，隨后考入哈佛機械系，學習機械及兵器制造技術，是中國近代航空事業的先驅，其

被譽為「中國革命空軍之父」。1919 年，楊仙逸奉國父孫中山令往福建漳州籌組我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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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飛機隊，并充任總指揮。隨后率

機隊投入作戰。1923 年 2 月，孫中

山先生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任命楊

仙逸為航空局長。隨后又籌辦了廣東

飛機製造廠，楊仙逸兼任廠長。楊仙

逸領導製造了中國第一架飛機「樂士

文」號（圖一）。1923 年 9 月 20 日，

為攻打軍閥陳炯明，檢查水雷時不慎

爆炸，出師未捷的壯烈犧牲。 

張惠長 (1899-1980）廣東香山

人。1915 年同楊仙逸一起被送往美

洲飛行學校習飛。後又轉入寇提斯的

航空學校學習。1917 年回國，任孫中山大元帥府侍從副官。1918 年，任大元帥府航空

處副處長，曾駕機協同陸軍討伐龍濟光。1920 年，任粵軍飛機隊第一隊隊長。1922 年，

任廣州航空局代局長、第一隊隊長。曾前往蘇聯學習。1928 年任航空學校首任校長。同

年 6 月，任航空司令。1928 年 11 月 11 日，張惠長駕「廣州」號飛機從廣州起飛，經十

二個省最後抵達南京，成為中國近代航空史上的標誌性事件與人物。1929 年 8 月 24 日，

出任軍政部航空署署長。1933 年底張惠長在閩變中向全國發出「空軍人員暫不參加內戰」

的通電，並動員廣東空軍近百人脫離廣東軍政府陳濟棠手下的航空局。1935 年張惠長曾

任中華民國駐古巴全權公使。 

陳慶雲（1897—1981），隨父母僑居日本，后於橫濱結識孫中山。1914 赴美國寇提

斯飛行學校受訓。1917 歸國，任孫中山侍從武官，協助孫中山建立革命空軍，開辟廣州

東郊珠江畔的大沙頭為水陸飛機場。接着，孫中山成立航空局，陳慶雲任航空大隊長。

1918 年 4 月，奉孫中山之命，到福建組織援閩粵軍飛機隊，復被派赴日本大阪購買飛

機，歸國后任援閩粵軍飛機隊長。國共合作后，孫中山於 1924 冬創辦廣東軍事飛行學

校，為總教官。1927 后，陳慶雲歷任航空學校教育長、航空處副處長、廣東省航政總局

局長、虎門要塞司令兼廣東海軍副司令、廣州市公安局長、中央航空委員會主任等職，

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抗戰前夕，陳慶雲被任命為中央航空學校校長；抗戰

爆發后，改任空軍募款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國民黨海外部部長。1949 年，陳慶雲辭去海外

部部長，結束軍政界職務，僑居美國，1981 年 12 月 14 日逝於紐約。 

 

三、飛行學校孕育幼鷹 

（一）美洲飛行學校 

辛亥革命前，在美國學習飛行的華僑青年，有馮如、譚根等人，唯皆屬個別行動。

直到林森創辦的美洲飛行學校，始為美國華僑從事正規航空教育的開端。 

中國國民黨成立最早的航空學校。1915 年孫中山命中國國民黨美洲總支部創辦航

空學校。當時在美國辦理黨務的林森委任黃伯耀為校長。1916 年得各界捐款，在加州紅

圖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暨夫人宋慶齡女士與中

國第一架飛機「樂士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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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城（Redwood City）西人機場設校。聘美國飛行師為教練，設駕駛、建造、機械修理

三科。又分送學生到紐約寇蒂斯飛行學校學習。 

國民黨芝加哥支部亦辦航空訓練班，學生相繼畢業領得飛行證書后，1917 至 1919

年先後回國。這些畢業生，其中包括楊仙逸、陳慶雲、張惠長等成為中國空軍的先驅者。

1920 年孫中山派楊仙逸選劉輝漢、葉少毅、李輝光、孫龍光、蔡詩度、吳東華、譚楠方

等 20 名青年到北加州奇科（Chico）飛行學校習飛。畢業後，楊領隊即購機回國組織航

空局，建立廣東空軍的雛形。這期間，在美私人組織的航空會及航空班也彼伏此起，但

難持久。 

（二）美洲華僑航空學校（波特蘭航校） 

美洲華僑航空學校位於俄勒岡州的波特蘭。當地華僑僅有 2000 餘人，但由於志在

航空漸成風氣，已有 8 位華僑青年能飛。1931 年 9 月 18 日，日軍襲取瀋陽，開始大舉

侵略中國。面對祖國山河陷入敵寇鐵蹄之下，波特蘭的僑胞悲憤填膺。10 月 10 日晚，

他們即成立美洲華僑航空救國會，開始著手籌辦航校。華僑捐款購置兩架教練機，同年

12 月中旬，美洲華僑航空學校就開學了。 

學校的課程設航空理

論、航空技術和國恥史三科，

學生在校的時間為半年。辦學

的宗旨是：訓練航空人才，對

外為鞏固中國國防，盡力拒

敵；對內為發展航空事業，永

不參加任何政爭內戰。由於經

費問題，美洲華僑航空學校僅

辦了兩期，便於 1933 年初停

辦了。兩期獲畢業證書的一共

29 人（圖二）。 這些學員，

後來絕大多數由華僑航空救

國會出路費，將他們送回國內的中國空軍服役。 

美洲華僑航空學校是一所量少質高的名校，29 名

畢業生中劉龍光、林覺天、雷國來、蘇英祥等先後在

南京、南昌、太原、晉北等地的空戰中陣亡。楊仲安、

雷炎均後來分別成為國民政府的空軍少將和上將。他

們之中還有赫赫有名的空戰英雄。例如，單獨擊落敵

機 3 架，與僚機一道共同擊落敵機 3 架的空軍大隊長

黃泮揚；又如，單獨擊落敵機 5 架，與僚機一道擊落

敵機 1 架，被譽為「中國戰鷹」的陳瑞鈿。 

美洲華僑航空學校僅有的兩名女學員為第二

期的李月英和黃桂燕。1932 年 2 月，她們隨男學

員回國，當時中國空軍未收女飛行員，她們只好

圖二、美洲華僑航空學校學生合影。 

圖三、第一位華僑女飛行員李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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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航空署當職員，1938 年李月英返美後，加入美國空軍「女飛行員服務隊」，

從事駕駛運送新飛機至阿拉斯加的任務時，不幸于 1944 年 11 月 23 日被撞墜機

殉職，時年 32（圖三）。 

（三）旅美中華航空學校（舊金山） 

抗戰爆發後，美國華僑

飛行員紛紛回國參戰。1937

年 8 月，在紐約羅斯福機場

練習航空技術的幾個華僑

青年，變賣了個人財產，駕

機回國殺敵。9 月 23 日，舊

金山有十名華僑青年飛行

員也回國參戰（圖四）。 

舊金山的旅美中華航

空學校，1933 年 7 月創辦，

以「栽植航空人才，鞏固國防，永不參加任何內戰」為辦學宗旨，前後共辦三期。1938

年，約有 85 名空勤人員、10 名飛機修護員，學成分批歸國，報效祖國。把學到的航空

技術和捐款購買的 10 架飛機，由這些年輕的飛行員駕機回國，拯救危難中的祖國。 

舊金山航校以外，芝加哥三民飛行學校、底特律航校中國學生班、匹茲堡航

空僑校、洛杉磯華僑航空學校，以及波士頓、紐約、鳳凰城的華僑航空救國會等

組織，也先後培養了一批華僑飛行技術人員，他們結業後，很多人都回國服務。 

（四）南洋航空學校 

此同時，南洋各地，包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國，亦有

許多華僑飛行員和飛機維修人員回國參戰。而美洲華僑航空義勇軍、美國華僑航空學校

飛行中隊、菲律賓華僑飛行員戰鬥隊和整修飛機工程員服務隊等回國戰鬥團體，也紛紛

出現於中國抗戰的最前線。 

 

四、廣東航空學校與華僑飛行員 

中國的航空飛行學校，以北京「南苑航校」成立於 1910 年最早。廣東航校次之，

於 1924 年成立於廣州。中央航校略晚，於 1932 年於杭州筧橋成立。 

北洋軍閥張作霖，首建「東北空軍」，且頗具規模。以南苑航校為基礎， 購買飛機，

請外籍顧問，積極培訓飛行人才，高志航為代表人物，就曾被送往 法國習特技飛行。

由於日本於 1931 年，發動九一八「瀋陽事變」，東北空軍不幸毀於一旦。 

國父孫中山先生，基於航空救國的理念，於 1924 年成立陸軍黃埔軍校的同時，在

廣州成立「廣東軍事飛機學校」，飛行教官初由德、俄籍顧問擔任，後大多為美加華僑

飛行員返國投效。 

廣東航校創立於 1924 年 9 月，該校的創立和發展，與海外華僑的關係密切，辛亥

革命前後，不少華僑青年攜飛機從海外回廣東做飛行表演，如大家熟悉的馮如、譚根，

還有陳貴潘、林福元等。1918 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大元帥府設立航空處，後來又改為航

圖四、美洲歸國華僑航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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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局，號召了楊仙逸、張惠長等華僑青年，組建革命航空隊，逐漸航空救國的思想深入

人心。 

從 1926 年 4 月到 1936 年 7 月，十年間先後任廣東航校校長的有黃秉衡、黃光銳、

張惠長，王季子、周寶衡、楊光宇、劉植炎、胡漢賢等八人，除王季子為南苑航空畢業

外，餘七人均為從美國和日本回來的華僑。在校擔任教育長的，先後有陳慶雲、黃毓沛、

劉植炎、周成、曹醒仁等，除曹教育長外，餘亦都是華僑。至於航校從第二年起就有華

人教官，它們大多是海外華僑 ; 有楊光宇、周寶衡、胡錦雅、黃光銳、陳卓林、關榮、

澤壽、鄧粵敏、周一塵、馬庭槐、周柏成、張愛同等人。他們都是在美國學習飛行後，

回國服務的。因而不僅具有較好的理論基礎，而且飛行技術也相當高超。此外航校的學

員中還有不少是從美國和南亞回國的華僑青年，1933 年，航校還專們設了華僑班。所以

廣東航校，無論從校長、教育長、教官、到學員生，華僑佔極高的比例。 

1922 年，雲南省長唐繼堯籌辦雲南航校，校址設在昆明巫家壩，校長和教育長分

別由劉沛全、王狄仙擔任，當時的飛行教官，張子璇、黃社旺，莊孟仙、司徒鵬，他們

都是從廣東聘請的華僑飛行員，也說明在近代航空事業起步階段，華僑扮演重要的角色。 

廣東航校於 1936 年已培訓七

期， 計完訓 443 名飛行員（圖五），

其最後兩期，七期乙班與八期在學

生，後併入中央航校 七、八期生，

畢業於昆明，總計培育飛行員 527

名，連同海外回國投身抗日的華僑飛

行員 150 餘人，廣東航校合計參與革

命事業的飛行員大約 700 名，為抗戰

初期空軍的主力。 

1936 年 6 月南天王陳濟棠的「兩

廣事變」與中央對峙，大戰有一觸即

發之勢。但年輕愛國的廣東空軍飛行員，不甘為軍閥所用，反對打內戰，決心駕機北上

投身抗日陣營。於 7 月初，5 架飛機北飛杭州投誠中央。17 日，在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

和廣東航校校長胡漢賢的率領下，108 架飛機，300 多名飛行員、機械員、含廣東航校

八期學生，集體北飛南昌效忠中央。兩廣事件因「機不可失」，就此消弭於無形。至此

空軍一統，具 13 年歷史的廣東航校不復存在，但這所海外華僑關心、支持過的航校，

在中國航空教育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五、海外捐款獻機運動 

日本發動瀋陽事變，侵佔中國東北開始，海外愛國華僑就發起了支援祖國人民抗日

鬥爭的活動，踴躍捐款捐物，有些華僑把自己的子女送回國內，參軍參戰。 

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華僑捐款購買飛機，贊助孫中山革命。在 1932 年「一二八」

淞滬戰役中，日軍不斷出動飛機轟炸，國人逐漸認識到空軍建設的重要性，上海人民發

起「航空救國」運動，向美國訂購 18 架驅逐機。1933 年 5 月，组織中國航空建設協會

圖五、廣東航校六期華僑飛行員，右起陳錫廷、黃

新瑞、黃泮揚、蘇英祥、馬鴻安、陳瑞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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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獻機運動，得到海外華僑的普遍熱烈的回應，各地紛紛建立中國航空協會分會。菲

律賓分會組織僑校學生集款 10 萬元捐獻學生號飛機一架，華僑婦女捐獻婦女號飛機一

架 ; 截至 1938 年，菲律賓華僑共獻機 50 架。新加坡華僑集款捐獻 100 架滑翔機 ; 緬

甸仰光分會捐獻緬甸華僑號飛機 4 架。印尼華僑獻機 10 餘架，美國舊金山僑胞獻機 10

架，加州華僑號 8 架 ; 飛枝島（ 斐濟島）捐獻飛枝島華僑號飛機 4 架。據統計僅抗戰

初期，各地華僑獻機 200 餘架，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對當時的空防建設有積極作用，

也是有歷史價值的。在國內各種捐款獻機運動中，1932 年後上海「航空救國」運動和

1936 年「獻机壽蔣」最受重視。 

1936 年 10 月，蔣介石 50 壽辰（虛歲），國民黨當局發動「祝壽獻機」，捐款購得

飛機百餘架。據首倡這一行動的上海市長吳鐵城在《航空雜志》上撰文：為蔣委員長五

十壽辰募款獻機有兩種深刻重大的意義：一是在充實國防，二是在擁戴領袖。全國各地

發起募款獻機、祝壽運動，並於 1936 年 9 月 15 日在南京上空，以五十架飛機排出中正、

五十的隊形，飛行祝壽。 迄十月底，海內外共籌募款得 655 餘萬元，當時馬丁重轟炸

機 40 萬元一架， 承購了 9 架。10 萬元一架的霍克戰機，南洋華僑陳嘉庚就募款購得

13 架。中國空軍整軍經武，氣象一新。 

有道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日戰

爭是一場全民反侵略戰爭。捐款捐物就是後方

人民參與抗戰的重要形式，陳嘉庚說，購機「壽

蔣」的目的是「藉此喚醒同僑，使知國之當愛」

（圖六）。捐獻行動往往能激勵空軍健兒的抗

戰鬥志，并形成良性互動局面。例如 1939 年

6 月，「緬甸華僑號」戰鬥機在重慶上空與敵

空戰，功績卓著，旅緬僑胞聞訊之餘至為振

奮，於同年 10 月 10 日再獻機 10 架。「華僑捐

機為救國」，國內捐款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懷，

反映出後方同胞支持參與抗戰的決心。就廣東

而言，捐機抗敵運動相對踴躍，是多方面原因

促成的，也是「航空救國」歷史傳統的延續。 

廣東是中國最早發展航空事業的地區之一。早在清末，馮如就曾在廣州進行飛行試

驗。民國初年，孫中山提出「航空救國」主張，主要實踐基地就是廣東。1923 年 8 月，

中國製造的第一架軍用飛機「樂士文一號」在廣州大沙頭機場試飛。宋慶齡親自坐上飛

機試飛。試飛成功后，孫中山題寫了「航空救國」四字以資鼓勵。廣東的空軍相對發達，

后來南京政府空軍的主要人物，大多隸籍廣東或有在粵工作經歷。除發展空軍外，國民

政府於 1925 年還發起了群眾性組織「航空同志會」，在一年之內就曾吸收會員 5000 餘

人，籌得大量航空建設資金。軍事委員會航空局航業處宣傳科還編輯出版了《航空月

刊》，刊用「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航空事業的論著」。1929 年，廣東航空處長張惠長主持

制定了全省各縣分攤籌款購機 40 架的計劃。因此，「航空救國」 思想有相對濃厚的群

眾基礎，發動募捐的組織網路也相對健全。 

圖六、1940前後李霞卿為抗戰特技飛

行募款紅遍南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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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中央空軍原有 14 個機隊，由於廣東空軍的加入，擴充

至 9 個大隊 31 個中隊，使中國空軍的實力倍增。 一年後，

七七事變，所有南國飛將全部參加對日作戰。八年抗戰中為

國 捐軀的廣東籍飛行員就有 260 餘名，有 39 位華僑飛行員

在空戰中壯烈犧 牲，更向世人展現出全球華人子弟的赤子心

與愛國情！ 且其中不乏兄弟同心，相偕返國投效空軍的例

子，如黃毓沛、黃毓全兄弟。黃毓全副隊長於 1932 年第一次

淞滬戰爭在上海虹橋機場迎擊日機時不幸犧牲（圖七）。 

廣東空軍與華僑飛行員多隸屬於三大隊或五大隊，屬驅

逐大隊，驍勇善戰，戰績卓著，其中耳熟能詳的有：黃新瑞

大隊長擊落日機八架半的個人記 錄（兩人合擊算半架）、鄧

從凱副隊長擊落日九六轟炸機三架半，日本四大天王轟炸天

王奧田大佐就是被其擊落的、陳瑞鈿副大隊長有擊

落日機五架半的記錄（圖八），自己亦遭擊中油箱

致嚴重燒傷，戰後返僑居地，半世紀後終蒙美國會

表揚為二戰的空戰英雄（Ace）。 此外，王叔銘、

毛邦初、張廷孟是廣東空軍一、二期畢業生，對抗

戰、對 中國空軍的發展居功至偉。周一塵、雷炎均

亦是廣東空軍的華僑飛行員，最後兩人均任職中華

航空公司董事長，對我民航事業發展有所貢獻。 

廣東空軍在國民革命的發展史中，佔極重要之

一頁，先後參加了國父廣東平亂、蔣公領導的東

征、北伐、剿共、抗日、戡亂各戰役。唯廣東航校

於 1936 年夏，抗戰前一年併入中央航校，因此後

繼無人。在國府遷台後，因歲月飛逝，逐步淡出中

國的空軍行列；唯其史蹟仍應加重視並與整理。 

華僑是中國人飛上藍天的先驅，航空救國的先

鋒，卻是鮮為人知的史實！華僑先烈航空救國的忠

勇行為，大無畏獻身精神，確實是驚天地泣鬼神！ 

華僑帶動中國航空事業的發展，青史永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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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中日空戰第一

位為國捐軀的華僑飛

行員黃毓全。 

圖八、中國戰鷹王牌飛行員陳瑞

鈿與 I-15 戰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