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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訪王文煥先生——談大定廠遷台始末 
 

劉宗平1 

（元智大學光電工程系，本會會員） 

 

民國 100年（2017）11月 20日星期天上午，筆者第一次拜訪王文煥先生，地點是

新店大坪林天主教聖三堂一側的捷和創世紀社區會客室。當時，王先生高齡 86 歲，精

神钁鑠。談起烏鴉洞大定廠往日的種種，他如數家珍。民國 106年 1月 21日星期六上

午九時許，在張之傑先生的安排下，筆者有幸再次拜訪王文煥先生，地點仍是捷和創世

紀社區的會客室。時隔五年餘，王先生已坐輪椅，但依然精神抖擻、神采奕奕。 

民國 26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民國 28 年（1939）夏，軍事委員會下轄的航空

委員會（簡稱航委會，民國 35 年改組為空軍總司令部）決定興辦航空工業。因製造發

動機乃是首要工作，故於同年 11月 21日成立發動機製造廠籌備處，派李柏齡先生為籌

備處處長，廠址設在昆明西南約 30 公里安寧縣柳壩村的前中德飛機製造廠舊址。建廠

的目的在於，改變航空發動機完全仰仗進口的被動局面，以利堅持長期抗戰。 

嗣因法屬越南為日軍佔領，昆明屢遭轟炸，籌備處廠房亦遭波及。為了安全顧慮，

乃於民國 29年 10月四處尋覓新的廠址。為防日軍空襲轟炸，最終擇定貴州省大定縣（現

稱大方縣）羊場壩的烏鴉洞建廠。民國 30 年（1941）1 月 1 日，正式成立「發動機製

造廠」，直隸於航委會。為了保密起見，大定廠對外的名為「雲發（Wind Fly）貿易公

司」或「雲發機器製造公司」，對內則簡稱為「發製廠」或「航發廠」。 

大定廠是中國歷史上第

一座航空發動機製造廠。在烽

火連天的環境中，大定廠奮力

地、艱困地成長著。從創廠、

建廠、遷廠、復廠到併廠，這

是中國航空工業發展歷程中

一頁發人深省的的滄桑史。有

關大定廠的創廠與建廠，請參

閱拙文〈大定廠探密——訪王

文煥先生談烏鴉洞的奇蹟〉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

第 16 期，頁 109-115）。本

此訪談選擇「大定廠遷台」

為主軸，就遷廠、復廠到併

廠做一番探索。 

                                                      
劉宗平 任教於元智大學光電工程系、輔仁大學物理系和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華科技史學

會理事，台灣資訊儲存技術協會理事，科學月刊編委。電郵：eecpliu@saturn.yzu.edu.tw 

2017 年 1月 21 日上午九時許，訪談前與王文煥先生合

影，前排王文煥，後排左起張之傑、劉宗平。王夫人孫

瑞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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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請問大定廠是何時遷廠的？  

民國 30年（1941）1月，發製廠自昆明遷到大定。同年 2月，航委會正式任命李

柏齡先生（密歇根大學航空工程碩士）為大定發製廠第一任廠長，負責研製萊特（Wright）

公司的賽克隆（Cyclone）型航空發動機。民國 34年 8月，李柏齡奉調出國，改派王士

倬先生（MIT航空工程碩士）為發製廠第二任廠長。 

對日抗戰勝利，中央認為大定廠交通不便，環境不宜充分發展，爰頒令另覓廠址。

民國 35年 9月，大定廠改隸航空工業局，並改稱「第一發動機製造廠」，編制依舊。

同年 11月，成立「廣州新址籌備處」，擬在新址製造萊可敏（Lycoming）發動機。新

處成立，一方面接收廣州及海南日軍的部分物資，一方面接收大定廠由美訂購運回之器

材設備。然而，新址房屋建築不敷，所接收的物資、器材存儲困難。復因時局影響，經

費拮据，擴建無力，致使廣州分廠的籌建計畫一直未能完成。 

民國 36 年 12 月，顧光復先生（MIT 航空工程碩士）擔任發製廠第三任廠長。民

國 37年，奉頒新組織編制，發製廠改稱「空軍發動機製造廠」，並於同年 9月 1日實

施新編制。民國 38 年夏，國民政府由南京遷往廣州。局勢日益惡化，大定廠奉命遷往

台灣中部的清水鎮。 

Q2 大定廠遷廠時，您的職銜是什麼？ 

民國 32年（1943）3月，蔣委員長來大定廠視察。對廠方設備和組織的現代化，

讚譽有加。他指出，大定廠不僅要製造航空發動機，以增加抗戰力量，同時，還應立即

設立專校，訓練專門人才，以充實空軍力量。李柏齡廠長立即擬定教學計畫，兩週後專

程赴重慶面呈航委會周至柔主任，當即獲准。從此，確立了大定廠的第二大任務——向

全國訓練航空技術人才。 

因應蔣委員長的指示，大定廠正式成立「技術員工訓練班」，簡稱員訓班，並以

「精益求精，實事求是」為班訓。從民國 33年 7月起，廠方開辦技術員甲班、技術員

乙班和學訓班。技術員甲班招收高中畢業生，受訓兩年。技術員乙班招收初中畢業生，

受訓三年。甲乙班學生畢業後，留廠或派赴各地空軍工廠實習，期滿以空軍少尉任用。

學訓班招收小學畢業生，受訓期滿留廠任技術工人。 

員訓班原取名為「技術專科學校」，後因與教育體制不合而作罷。員訓班開辦一、

二期之後，便停止招生。後來，在王士倬廠長的支持下，又續辦員訓班第三期。我是「技

術員甲班第三期」（簡稱三技甲）的學生，民國 38年 7月畢業後留廠任職，擔任少尉

技術員。然而，我們不是進入各生產部門參加工作，而是加入遷廠行列。三技甲畢業生

隨廠來台者，計有 39人。 

Q3 接獲遷廠命令時，大定廠內是否有爭議？ 

民國 38年（1949）2月，空軍總部決定將大定廠遷往臺灣，即命顧光復廠長來台

勘察廠址，廠務交給副廠長汪福清（清華機械系）代理。沒想到他利用代理廠長職權的

機會，不斷地為他人搖旗吶喊。他高喊，工人無祖國。並稱，台灣一丸之地，不能發展

工業，養不活工人。民國 38 年夏準備遷廠時，雖有完善的疏運計畫，但廠內卻有兩派

主張。一派主張遷廠，以顧光復為首。一派主張護廠，以汪福清領頭。廠區內外，小道

消息滿天飛，謠言四起，整個疏運過程非常的不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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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場壩既是臥虎長藏龍之地，未嘗不是牛馬蛇鬼的聚居之所。一個大團體中，總

不免會有害群之馬。有一些潛伏的地下黨，利用通訊方式，直接進攻烏鴉洞。局勢緊張

時，沒有報紙可看，只能到俱樂部聽收音機播報的消息。一天，員訓班一技甲畢業生高

鈞烈投共，在北平（現為北京）新華電台錄音後向大定廠廣播喊話，弄得人心惶惶。意

志不堅的人，就會大上其當，引起莫大的恐慌和疑懼。 

大定廠奉命遷台，大家對台灣的情況陌生，同仁們莫衷一是。不知是留在貴州好？

還是隨廠赴台好？顧廠長赴台實地考察時，廠務科長李碩豐和工作準備課長顧義章也一

起隨行。顧義章回來後言道，台灣有糧食問題，老百姓吃香蕉皮過生活。原來想去的一

些同仁受到了影響，表現得非常猶豫。整個廠區內，瀰漫著一股去留難決的氣氛。 

Q4 搬遷器材時，是否受到阻撓？ 

民國 38年（1949）5月，顧廠長按上級指示，撤銷大定廠編制，成立疏運處。檢

驗課長胡廣家擔任處長，機工課長楊慶瑞和運輸課長彭穎生擔任副處長。疏運處這三位

負責人，均非志願來台者。事實上，他們已與汪福清建立了很好的默契。政府當局雖三

令五申地敦促疏運工作，無奈當時鞭長莫及。 

疏運處擬定了疏運的三項基本原則：(1)機床設備採取對半分的原則，一部份遷走，

一部分留下。原材料在台灣並不難解決，一概不運。(2)汽車零件生產設備對於台灣建

廠並無用處，全部不遷。(3)維護工廠、鑄工課和水電設施，一律放在最後考慮。 

胡廣家和楊慶瑞配合著汪福清，逐步地實施著反疏運的措施。他們商量好，把笨

重的、用過的、不值錢的工具先裝箱，以充噸數先行運走；而把貴重的、精密的量具和

刀具全都留下來。總之，凡是有用的設備，皆藉口附件不全或者有所損壞而暫緩裝箱，

以拖延疏運時間。最終，工具庫內貴重的精密量具和刀具，就全部留下，沒有來台。 

Q5 遷台人員及物資是經由哪條路線到台中清水的？ 

民國 38年 5月 19日，開始進行遷廠。機器設備裝箱打包，員工及眷屬先行空運。

機器設備用卡車送至貴州貴陽，經都勻、獨山至廣西柳州集結。爾後兵分二路，一由空

運直達台灣台中；另由船運沿西江（珠江的主幹流）至香港，再換海輪轉往基隆。 

大定廠建廠時，物資總數約為 500 噸。扣除運往廣州分廠的物資，疏運前的物資

約為 400噸。遷台物資先後分裝 27輛大卡車，從 5月開始疏運到 7月。8月起，貴州

汽油來源中斷，使得疏運工作停頓。後來決議，機器貴重、輕便者，由柳州機場直交空

運，飛抵台中的水湳機場。笨重者則交由水運，沿珠江而下至香港，到基隆上岸。 

抵台人員乘坐火車，從基隆沿海線到達清水和梧棲，借住民居。機器設備陸續運

至清水鎮的中社里新址，年底遷移完畢。我是民國 38年 10月來台，3月份就已有一、

二期的學長們先行押運機器來台，最後到達的人員是那年的 12 月。疏運抵台的機具約

為五成，來台的官兵員工約佔全廠的三分之一。 

Q6 遷台後的編制隸屬為何？爾後是否續有變動？ 

發製廠遷台後，民國 38 年 11 月修正編制，改稱「空軍金工發動機製造廠」。同

年 12 月，清水鎮中社里（原日本石油公司用地）的復廠工作結束，廠名又恢復為「空

軍發動機製造廠」。民國 41年 4月，該廠改隸空軍供應司令部。民國 43年 11月，該

廠併於空軍第三供應處，番號取消。於是，「空軍發動機製造廠」正式走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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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3 年 7 月，空軍後勤單位改制，航空工業局改為「空軍技術局」。同年 11

月，空軍發動機製造廠的番號撤銷，發動機製造廠與降落傘製造廠合併，成為「空軍第

三供應處」。發製廠改為發動機修理廠（發修廠），降落傘製造廠改為降落傘修造廠（傘

修廠）。民國 66年 7月，空軍第三供應處改名為「空軍第三後勤支援處」，完全淡化

了發製廠的風格。 

民國 41年，顧廠長奉調工業局。遺缺第四任廠長，由「第一飛機製造廠」廠長鄭

汝鏞先生接任。民國 42 年，鄭廠長退職，工業局派大定時期曾任秘書及員訓班副主任

的陳宗悌先生接第五任廠長。從民國 38年起，隨顧光復廠長來台的技術菁英有數百位，

連同眷屬近千名。當時，清水鎮環境簡陋，胼手胝足地展開復廠工作。到民國 43 年改

制時，人員、機器分散各地，發製廠之名隨即變成了歷史名詞。 

Q7 遷台後，清水發製廠有什麼具體的表現？ 

大定廠奉令遷台，顧廠長數次往返於大定、廣州和台灣之間，多方奔走，周詳規

劃，備極辛勞。工廠遷建清水鎮，將日產溶劑廠舊址廠房加以整修，並建造中樞辦公大

樓及發動機試車台等。建廠工作迅速完成，極短期間內又行復工，使得發製廠在台灣又

展現了新局。民國 39 年韓戰爆發，美國協防台灣。美軍顧問團認為美國可供應整架飛

機，台灣用不著製造航空發動機。這種說法，影響了空軍當局的決策，結束了後續的航

空發動機製造計畫和工作。 

由於遷廠的關係，中斷了萊可敏發動機製造的生產業務。民國 40年（1951），清

水廠續製 489具萊可敏發動機的零組件，並裝配完成。針對 G-200型發動機裝配，共完

成 2具。在噴射發動機製造方面，原奉核定於民國 42年（1953）4月 30日完成 2具。

然而，由於外國顧問團堅決反對製造發動機，故而在完成鑄件 55項 328件、機工件 60

項 1124件之後，清水廠便奉令暫停試製發動機，改以專題研究和修護工作為主。 

既然不再生產航空發動機，乃將萊可敏發動機嘗試安裝於軍車之上，以應軍需。

倘若試裝成功，則將陸續達成自製的目標。此案名為「新生車」計畫，顧廠長自任總主

持人，副廠長曲延壽和副總工程師劉仲凌負責總規劃。民國 41年 3月如期裝妥，幾經

測試和改進，終將新生車從清水開往台中，向空軍技術局局長朱霖中將展示，獲得嘉許。

其後，新生車不僅受到 老總統親校，還出席了 41年度的「克難運動」展覽會，並當選

了幾位克難英雄。 

正值此際，美國著名的貝爾（Bell）直升機製造公司董事長來台考察，參觀清水發

動機廠。他認為清水廠產品的品質合乎國際水準，有意願和清水廠合作，培訓廠內的技

術員工，學習製造直升機零組件。臨行時，還帶走一批廠方自製的零件回美。後因空軍

總部婉拒，與貝爾公司的合作計畫也就告吹了。 

Q8 發制廠人員對裕隆公司的具體貢獻為何？ 

發製廠雖因戰火成長而茁壯，但也因戰局轉變改制而結束。發製廠所孕育出來的

人員和技術，對後來自製的介壽號飛機、IDF戰機、航發中心和金屬工業發研究發展中

心均有重大的影響。發製廠同仁的足跡遍及民間工業，如裕隆汽車、中華汽車、友聯車

材、福特六和汽車、台灣機械公司、中華航空、中興電工、通用電子和金鼎冷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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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6年（1957），嚴慶齡先生興建裕隆廠，生產紡織機械零件和船用小型柴油

引擎。旋即裕隆與日本日產汽車公司合作，公司改名為裕隆汽車製造公司。裕隆公司延

聘發製廠與航空工業局之退役人員，前來公司擔任廠長、工程師、各處課長及專業技術

員工，並向清水發製廠借用許多機器和機具、熱處理及電鍍設備等。 

當年空軍退役人員在裕隆汽車製造公司擔任職務者有：廠長曲延壽，副廠長曲長

陸、楊傑、張志堅（兼生管室主任），裝配場主任俞濱起，裝配場工程師魏保之，車工

廠主任劉德明，鑄工場工程師陸智明、黃茂修，生管室工程師唐生瓚、陳希賢，檢驗室

主任楊恩華，檢驗室工程師劉龍建等。 

Q9 發制廠人員與漢翔公司有無關係？ 

民國 54年（1965）3月，國防部成立石門科學研究院（後改名中山科學研究院）

籌備處，調國防部常務次長唐君鉑中將為籌備處主任，國防部研究發展室主任夏新中將

及空軍技術局局長顧光復少將為籌備處副主任。在對部長蔣經國的週報中，顧廠長提出

除火箭要加強研究之外，還要進入航空工業繼續研究與發展，尤其飛機製造至為需要。 

民國 58年（1969）3月，空軍技術局改制為「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簡稱航

發中心，隸屬空軍總司令部。航發中心主任為顧光復中將，廠區位於台中市西屯區水湳

機場現址，設立介壽一廠（飛機製造廠）。10月 14日，航空研究院遷回公園路 2號營

區（原技術局局址）。民國 61年，成立介壽二廠（岡山廠區發動機製造廠）。民國 69

年，成立介壽三廠（沙鹿廠區航電製造廠）。此後，航發中心業務日有進步，各型飛機

陸續推出。民國 72 年，航發中心改隸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更名為「中山科學研究

院航空工業發展中心」。同時，航空研究院改組為中山科學研究院第五研究所。 

民國 77年（1988）12月，IDF戰機製造完成出廠，總統命名為「經國號」，後量

產陸續移交空軍服役。民國 81年 10月，行政院同意國防部將航發中心改制為國營事業

機構。民國 85年 7月，航發中心改組為國有民營事業「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隸屬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漢翔公司的成立，顧廠長實乃重要的推手。 

Q10 清水發製廠解散後，袍澤間來往的情形如何？「航空

救國」一書如何而來？ 

民國 87年 11月，老廠長顧光復將軍請二技甲王大庚

（後獲得台灣大學物理學博士）出面，發函國內外昔日袍

澤，請求提供資料、照片，希望將大定廠史料編輯成書。

民國 89 年跨年時，島內外昔日袍澤齊聚台北市空軍官兵

活動中心，重提整理大定廠史乘之事。 

此時顧將軍已經過世，王大庚請黃緯中（三技甲）擔

任總幹事。黃旋罹患青光眼，無法整理收集到的資料，數

年後因癌症去世。王大庚乃召集舊袍澤數人（包括我），

從黃夫人處取得已搜集的資料，交給師大附近某印刷廠打

字。不久王大庚赴美，就將此事交我善後。為此，我曾

往來印刷廠 30 餘次。雖初步將資料編輯成書，並製成 3

份大樣，但因缺少印製費用無法付梓。 

王文煥等編著《航空救國-發

動機製造廠之興衰》，河中文

化實業公司，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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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籌促之際，有位留歐返國經營出版社的彭廣愷先生出現了。他是新竹清華畢

業生，在印刷廠見到此書之大樣，發現書中提到若干清華老校友，就請印刷廠老闆介紹

他和我認識。彭先生謂：經費他可負責，希望將版權交給他，並參與編輯。之後，彭先

生廣事訪查和大定廠有關的耆宿及其後輩，包括飛往泰國會晤曾任職空軍駐紐約採購單

位的華仲厚先生，前後搜集到大批新資料。 

彭先生的加入，為此書增補了一兩百頁的內容，又為此書加上索引。本書初版印

製 1000冊，彭先生交給我 300餘冊，用來贈送昔日袍澤。關於印製費用，我們先後募

集了約 10 萬元，不足之數由彭先生支付。此書出版後，昔日袍澤看了都很滿意，這是

我一生最感欣慰的事。 

 

後記 

今年 1月 21日，得張之傑先生安排再度拜訪王文煥先生，真是欣喜若狂。筆者乃

空軍子弟，自小在空軍眷村長大。小學二年級以前，曾經住過嘉義市白川町、淡水和台

南市水交社。從小學二年級起至高中畢業，都生活在台中市水湳機場的周遭。 

在中山科學研究院服務二十餘年後，轉任教職工作。從小耳濡目染，對於空軍的

種種事蹟，都非常地好奇與神往。此番，有幸兩度拜訪王文煥先生，聽聞發製廠的陳年

往事，倍感親切。想起當年水湳機場、清水三供處和公園空軍技術局的景象，真是令人

不勝唏噓。 

此外，王先生還提到一件趣聞。物理學家朱經武的父親朱甘亭，在廣州負責最

後一批剩餘物資包括幾箱空軍後勤黃金撤退。當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裝黃金

的箱子散落一地，被天河機場憲兵隊攔住，交涉後仍不放行。朱甘亭只好空手離

去。五十餘年後，才知龍應台的父親就是當年天河機場憲兵隊隊長龍槐生。  

民國 38 年朱甘亭來台，擔任空軍配件製造廠及空軍鍛鑄廠器材組工程師。

同年 11 月，升任空軍金工發動機製造廠器材科處理股股長。朱經武七歲來台，

在台中清水的空軍眷村長大。1962 年，成大物理系畢業。1965 年，赴美留學。

1968年，獲得博士學位。2001年至 2009年，朱經武擔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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