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前 言

武器裝備是戰爭的重要因素，隨/科技的進步，戰爭一般已不表現為肉身

相搏，而是人使用武器來彼此對抗。陸軍武器裝備，是陸軍用於實施和保障作

戰行動的武器、武器系統和軍事技術器材的統稱1。在以陸戰為主的抗日戰爭

中，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擔子壓在了中國陸軍官兵的肩上，而官兵們只有依託手

中的武器裝備才能在戰場上與日軍浴血奮戰，陸軍武器裝備實乃影響戰爭勝負

的重要因素。為了獲得對日作戰的勝利，就得有相應的武器裝備，作為正面戰

場領導力量的南京國民政府（下簡稱國府）對此自然高度重視。

依據武器裝備學的理論，武器裝備建設可分為平時武器裝備建設與戰時武

器裝備建設。抗日戰爭爆發前為國府平時陸軍武器裝備建設時期，關於這一時

期建設的具體情況，筆者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36期和第40期發表拙文〈南

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的陸軍武器裝備建設〉和〈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陸軍

武器裝備建設之考察〉分別做了論述。筆者認為：國府成立初期，面對國民政府

陸軍（下簡稱國民黨陸軍）落後的裝備狀況，國民黨當局展開了一系列陸軍武器

裝備的建設事宜，但由於成績有限，且面臨國防建設與軍隊建設的現實需要，

國府又不得不從國外購買陸軍軍火。大量引進外國先進陸軍兵器，雖然大大加

快了國府陸軍兵種建設的步伐，同時也嚴重阻礙了國府謀求兵器自給的努力。

截至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國府陸軍的武器裝備水平並沒有整體性的提高，中國

的軍事實力也沒有實質性的改觀2。九一八事變後，應對對日備戰的需要，國府

在引進德國製造的兵器和謀求兵器自製方面頗下功夫，但由於政治、經濟、科

技、軍事等各種因素的制約作用依然存在，國府最終還是在不知不覺中又陷入

了愈建設愈依賴外國軍火的怪圈之中。國府雖然部分地提高了中國陸軍的裝備

水平，但並未實質性地改變國民黨陸軍裝備落後的面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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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爆發，拉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國府的陸軍武器裝備進入了戰時

建設時期。由於抗日戰爭是一個受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地理等各方面因

素影響的漫長進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儘管戰時裝備建設的目標很明

確，即保證軍隊對武器裝備的需求，但國府在不同階段上的戰時陸軍裝備建設

在內容與方法上並不盡相同。基於此，並在綜合國民黨當局對抗戰的指導以及

戰時國內外形勢更迭的基礎上，筆者以為，國府在抗戰中陸軍武器裝備建設可

劃分為三個時期：抗戰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抗戰中期（1939年1月至

1944年12月）與抗戰後期（1945年1月至1945年9月）。這前後連貫又彼此差異的三

個時期，為我們後人展示了一幅並不輕鬆的圖景。

二　抗戰初期武器裝備的損耗與補充

抗戰初期，國府舉行的具有戰略性質的戰役乃淞滬會戰、南京保v戰、徐

州會戰和武漢會戰。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得出結論，戰前國民黨陸軍的武

器裝備水平不抵日軍4，由此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國民黨陸軍的官兵與裝備在

戰場上損失慘重。

淞滬會戰中，由於日軍在武器裝備上佔有優勢，日軍的進攻流程大體是飛

機、艦炮轟炸→炮擊→坦克進攻→步兵衝鋒。雖然戰前國民黨陸軍引進了不少

先進裝備，像專門對付坦克的戰車防禦炮在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

等精銳部隊中均有所配備，但從實際的戰場效果來看：國民黨陸軍缺少大口徑

高射炮，加之機槍對空只能射五百米，步槍只能到二百米，對日機多是無可奈

何5；炮兵為了躲避日機轟炸，不能連續攻擊日軍的炮兵陣地和衝擊隊形，只能

打一陣停一陣，甚至一打完就要迅速轉移陣地6；而派至戰場的二十輛坦克，又

因不能實施步坦協同，在日軍炮火的轟擊下損失慘重，參戰未幾就被擊毀五

輛，擊傷八輛7。同時，國民黨陸軍因為訓練不足，無論使用輕、重武器，其命

中率皆遠遜於日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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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缺少重型裝備，國民黨陸軍便不能對日軍實施有力的攻堅作戰；蔣介石又

要求中國軍隊實行「固守陣地，堅忍不退」的戰術，而低命中率地使用輕兵器與

少量火炮來抵禦日軍空地聯合的進攻，結果只能使國民黨陸軍的抵抗付出更高

的代價。淞滬會戰歷時三個月，中國軍隊就以「犧牲十人換取敵人一個傷亡」9的

比例犧牲了三十萬精銳部隊，不少國民黨陸軍部隊「甚至尚未發現敵人，即已死

傷慘重，參戰三、五日即須後調整補」bk。

激烈的戰事與錯誤的戰術更導致了國民黨陸軍武器裝備的巨額損耗。淞滬

一役，國府戰前所積累起來的外國裝備尤其是德造兵器幾乎損失殆盡bl。第二集

團軍在台兒莊戰役中僅在十五天之內便消耗了步、機槍彈3,828,027粒、迫擊炮

彈25,127顆、七五山炮彈（即口徑為75mm的山炮炮彈，下以此類推，不另作說

明，筆者註）460顆、手榴彈51,720枚bm。據國府自己統計，截至1938年12月，國

民黨陸軍武器彈藥的損耗總量為：步槍311,000枝，輕機關槍18,500挺，重機關

槍4,000挺，迫擊炮1,300門，山、野、重炮660門，步、機槍彈7.2億粒，各式炮

彈346萬顆，手榴彈730萬枚bn。

武器彈藥既然有巨額的損耗，也就得有相應的補充。國府於抗戰初期陸

軍裝備建設的唯一任務便是獲得足量的兵器以填補戰場上的損失。國府的武器

彈藥儲備本來就少，而抗戰爆發後，各主要兵工廠奉國府令紛紛往大後方遷

移，國內的兵工生產受到很大影響，兵器產量根本不抵損耗量：1937、1938年

兩年間，國府總共只生產出了步槍123,330枝，輕機關槍3,600餘挺，重機關槍

700挺，迫擊炮1,700餘門，步、機槍彈289,260,000粒，各式炮彈55,350顆，手榴

彈1,680,000枚，山、野炮則幾乎沒有出品bo。因此，國府對於獲得外國陸軍軍火

的需求遂變得愈加迫切與重要。

在美、英等大國對中國的抗日戰爭持隔岸觀火、袖手旁觀的態度之時，國

府主要是從德國與蘇聯等歐洲國家引進陸軍裝備。然而，日本早就對德國供應

中國軍火表示強烈不滿，不斷向德國施壓，希特勒也急於向日本示好。很快，

循/承認滿洲國（1938年2月20日）→停止武器供應（1938年5月初）→撤退軍事顧

問團並關閉駐華使館（1938年5月中旬）的順序，德國與國府的關係便每況愈下，

國府逐步喪失了從德國購進陸軍裝備的可能。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1937年

8月21日）為標誌，蘇聯正式開始對華實施軍火援助，但蘇聯援華是基於讓中國

拖住日本使後者不能進攻蘇聯的戰略考慮，故此蘇聯提供的兵器數量一般是以

使中國能繼續抗戰為限。與此同時，由於戰時的財力已瀕臨枯竭，國府從外國

訂購武器裝備，除了拿農礦產品交換外，往往還得首先從外國獲得貸款，然後

再用這些貸款去購買需要的陸軍兵器，這無疑進一步增加了國府獲取外國裝備

的難度。經過一系列艱辛的外交奮戰，並飽嚐了需求始終得不到全部滿足的痛

苦之後，截至1938年12月，運抵國內的陸軍武器裝備大致如表1所示。這些軍火

的輸入，對維持國民黨陸軍從淞滬抗戰到武漢會戰的戰力均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為武器裝備的來源而奔波時，應對戰時的需要，國府也盡可能地解決一

些現實的問題。針對國民黨陸軍「每次戰役之後，其因傷亡過重遺棄械彈無限，

或離隊拐逃，或受傷官兵隨帶械彈住院」bp的狀況，軍政部除要求前、後方各彈

藥機關加強密切聯繫外bq，決定「除由各師對於作戰隊隨時專派人員，分赴戰區

由於美、英等大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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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37.7-1938.12 國府從國外引進的主要陸軍武器裝備

品名 單位 數量 來自國家 備註

坦克 輛 82 蘇聯

裝甲車 輛 101 意大利

汽車 輛 100 蘇聯

115mm重炮 門 80 蘇聯 附彈126,861顆

105mm重炮 門 36 德國 附彈36,000顆

76mm野炮 門 160 蘇聯 附彈160,000顆

500 德國 附彈550,000顆

180 蘇聯 附彈610,000顆

13.2mm高射炮 門 300 德國 附彈5,000顆

迫擊炮 門 800 德國 附彈1,900,000顆

重機關槍 挺 300 蘇聯

輕機關槍 挺 3,600 蘇聯

捷克

輕、重機關槍 挺 11,829 比利時 各國具體數字不詳

德國

54,000 比利時

5,000 捷克

手槍 枝 30,000 德國 附彈10,000,000粒

24響駁殼手槍 枝 20,000 德國 附彈40,000,000粒

37mm高射炮彈 顆 126,000 德國

120,360,000 蘇聯

117,670,000 瑞典

113,250,000 德國

步、機關槍彈 粒 38,670,000 比利時

26,000,000 捷克

16,670,000 英國

15,000,000 匈牙利

12,050,000 美國

此表是筆者綜合以下資料後估算而得：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戰時外交》，第二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2），頁466-507、708-12中的

往來電文；《關於對美易貨償債及外銷礦品的函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二八（2），

案卷號：2101；〈抗戰爆發後中德易貨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南京），1995年第2-3期；〈抗戰

初期楊杰等和蘇聯磋商援華事項秘密函電選〉，《民國檔案》（南京），1985年第1期；馬振犢：〈德國

軍火與中國抗戰〉，載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

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程天放：《使德回憶錄》（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出版委員會，1970）；孔慶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蘇聯對華軍事援助述略〉，《歷史

檔案》（北京），1991年第1期；蔣永敬：〈抗戰期間中法在越南的關係〉，載《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

告》，第一輯（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2）；張麗：〈抗戰時期的香港與中國內地〉，載余

繩武、劉蜀永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王正華：〈抗戰前

期香港與中國軍火物資的轉運〉，《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6期（台北，1999）。

37mm戰防炮 門

步槍 枝



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查收外，關於離隊拐帶及住院收繳械彈，應由各該收繳機關，隨時通知各部隊

派員領收，或呈繳軍委會，飭令發還，或飭交原來官兵攜回原隊。以期隨時皆

有收集之機會，藉免減少原有實力；同時，責成各部隊組織戰場清理隊，專一

清理收拾遺留之械彈」br。此外，軍政部還頒布專門的辦法，獎勵收繳槍炮彈殼

以供熔製彈殼或改裝槍炮彈之需bs；並綜合各方建議，新設了許多修械所，以求

加快武器修理的效率與速度bt。

經過上述種種努力，至1938年底，國府一共向國民黨陸軍補充了274,000枝

步槍、19,000挺輕機槍、4,000挺重機槍、1,500門迫擊炮、426門戰車防禦炮、28門

高射炮、160門野炮、116門榴炮、24門重炮ck。雖然補充的數量抵不上損耗的數

量，甚至許多新補充的武器裝備在品質上往往不能切合國府的需求，但畢竟在

相當程度上維持了國民黨陸軍的裝備水平，支撐了中國軍隊的戰鬥力。

三　抗戰中期的建設情況

以日軍佔領武漢為標誌，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正面戰場也隨之

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在漫長的抗戰中期，中國的抗日戰爭經歷了由獨

立抗戰到匯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轉變，國府的抗日活動也經歷了由積極趨向

消極的轉變。期間，中國軍隊進行了正面戰場所有二十二次會戰中的十五次，

還進行了數百次的重要戰鬥與數萬次的小戰鬥。除此而外，中國遠征軍與中國

駐印軍還在境外的緬北、緬中一帶與日軍多次交鋒cl。

有戰事就必然會有武器裝備的損耗，國府自然不能放鬆陸軍武器裝備的建

設。早在1938年11月25日召開的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上，遵循蔣介石抗戰分為

第一、第二兩個時期的理念，國府便制定了一邊抗戰，一邊整訓軍隊、提高軍

隊素質、增強軍隊作戰能力的抗日戰略，並明確提出要「努力從事積聚武器」cm。

（一）艱難的外援

自從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後，國府已失去從歐洲國家進口陸軍裝備的可

能；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協定，這一落井下石的舉措，使得蘇聯對

華的軍火輸入亦告中斷。至此，唯一能夠向中國提供援助的便只剩下美國。以

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對於爭取美國的軍事援助極為重視，而美國雖然在1940年

9月日本侵佔越南北部並與德、意成立軍事同盟後，便已明確了援華制日的態

度，且於1941年3月開始實施租借法案，可對中國一直是有條件的經濟援助輔以

微量的軍事援助。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之後，美

國才開始正式的軍事援華行動。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蘇四國代表領銜，在華盛頓簽訂了反侵略

共同宣言，中國在經歷了四年半的單獨抗戰之後，正式步入與同盟國聯合作戰

的陣營。可即使如此，國府從美國得到的陸軍兵器也極其有限。以中國抗戰所

急需的三七戰車防禦炮、七五山炮、步槍與手槍為例，1942年的頭四個月，美

方供給中國軍火的數量與中國所需要的數量如表2所列，二者相差甚大。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

後，國府就不能再從

歐洲國家進口陸軍裝

備。1941年4月蘇聯

與日本簽訂中立協

定，蘇聯對華軍火輸

入亦告中斷。直到日

本掀起太平洋戰爭，

美國才開始正式軍事

援華。1942年1月，

中、美、英、蘇四國

代表領銜，在華盛頓

簽訂了反侵略共同宣

言，中國正式加入與

同盟國聯合作戰的陣

營。即使如此，國府

從美國得到的陸軍兵

器也極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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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武漢失陷後，中國儘管喪失了所有的海港口岸，但軍火彈藥的輸入除

以香港為中轉站之外，還有滇越鐵路、滇緬公路以及蘇聯至中國新疆這三條內陸

線路。可在香港、越南、緬甸相繼被日軍佔領之後，中國的國際交通線便已完全

斷絕，外來軍火的輸入只剩下「駝峰」空運航線一條，即美國的援華械彈先運抵印

度，然後再從印度空運至雲南。「駝峰」線路險惡，空運噸位有限，由此，美國運

抵國內的援華物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不僅未能增加，反而急趨銳減，

以致於蔣介石在1944年6月22日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的備

忘錄中抱怨道：自1942年4月中印空運以來，物資之總噸位僅一萬七千噸，平均

每月不到六百五十噸，最近方始達到一千三百噸左右，「與中國各戰區所需以配

備軍隊作為反攻之用以及維持各種戰爭工業之實際需要，相距甚遠」cn。

更讓國府感到無能為力的則要屬美國援華物資的支配權問題。按照租借法

案的精神及原則，受援國對其所獲得之美國租借物資有完全運用及支配的權

利。然而在1942年5月15日，美英軍火分配委員會卻決議指定中國戰區參謀長史

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全權負責在印度接收美國援華物資，並決定運往中

國的時間和地點。如此一來，國府基本上喪失了對援華物資的分配權。國府沒

有對物資的支配權，加之美國人又堅持以裝備攻緬部隊為優先（在華美軍的裝備

補給除外），因此大量積壓在印度的援華軍械就直接裝備了由史迪威親自指揮、

訓練的中國駐印軍；就連實際運入國內供中國陸軍使用的數量微薄的陸軍裝

備，其大部分也還是用來裝備用於入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而在中國內地戰場

面對日軍強大攻勢的國民黨陸軍部隊，則並未獲得美式裝備的大量支援。表3即

為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由印度空運入華的美國軍械交撥分配情形。

表3中撥交國內部隊的陸軍裝備，其中只有60門山炮、50挺戰車防禦槍、

3,000萬粒步、機槍彈是在1944年5月以前撥交國府，其餘大部分則是在長衡會戰

開始後才由美方陸續交撥中方的。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國府軍事委員會公

開的怨言：「中國軍隊自與盟國聯合作戰以來，所得援助之實際數量，幾不足

供英美軍一師作戰一星期之用。」co

（二）積極發展自製兵器

國府在獲取外國援華軍械上步履維艱，這對抗戰中期的陸軍裝備建設衝擊

很大，所幸的是，國府仍在謀求兵器自製方面的發展。

1942年5月，美英軍

火分配委員會決議指

定中國戰區參謀長史

迪威全權負責在印度

接收美國援華物資，

國府基本上喪失了對

援華物資的分配權。

美國人又堅持把數量

微薄的陸軍裝備大部

分用來裝備入緬作戰

的中國遠征軍。國府

軍事委員會公開抱

怨：「中國軍隊自與盟

國聯合作戰以來，所

得援助之實際數量，

幾不足供英美軍一師

作戰一星期之用。」

表2 美國援華軍火數量與中國所需數量差異表

品名 單位 中方需要量 美方供給量（1942.1-1942.4） 兩者相差

三七戰車防禦炮 門 720 60 660

七五山炮 門 720 44 676

步槍 枝 200,000 20,000 180,000

手槍 枝 45,000 442 44,558

資料來源：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台北：環球書局，1987），頁245；蘇啟明：

〈抗戰時期的美國對華軍援〉，《近代中國》，第64期（台北，1988），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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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0年兵工廠內遷的壯舉完成時，兵工署直轄的兵工廠（不含修械所）已

達十六個；1940年以後，國府又在後方新建了八個兵工廠cp。為了保密起見，兵

工署還下令各廠廠名均不冠所在地地名，一律稱「軍政部兵工署第幾兵工廠」cq。

由於得到了國府的重視與支持，各個兵工廠與部分民用企業均以兵工自立為目

標，開足馬力、全力以赴地從事各項生產活動，國府在戰時的兵器生產能力遂

得以長足發展。在國民黨陸軍常用的十五項武器彈藥中，國府僅憑自製，能夠

完全滿足消耗的有三大類（重機關槍、迫擊炮、各種榴彈），能夠基本滿足或大

部滿足消耗、補充的有四大類（步槍、輕機槍、槍彈、迫擊炮彈）cr。

在兵器產量穩步提高的同時，通過改進生產工藝，國府不斷研製、仿造出

了以前未能生產的陸軍兵器品種，每年都會有一種或幾種新品問世cs。雖然國府

的這些新品均為國外某一產品的仿製品，無一完全獨立創新，而且國府的新品

皆屬輕兵器，重炮、坦克、裝甲車之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普遍使用的常規

重型武器，國府則絲毫不能問津，但這些新式兵器的創製，畢竟屬於國府在戰

時謀求兵器自給的重要成果與組成部分。表4反映的是國府1939-1944年間的主要

兵器產量。

依託這些國內的自製產品，國府不僅部分滿足了國內部隊的裝備需求，而

且還向中國駐印軍供應了大量步槍、輕機槍、擲彈筒、八二迫擊炮、半自動步

槍等陸軍兵器ct。在政治、經濟、軍事形勢日趨惡劣以及軍火生產原料進口極為

困難的情況下，國府能在兵器自製方面取得如此成績，無疑是讓人欣慰的。

（三）陸軍武器裝備建設對抗戰軍事的影響

武器裝備建設的落腳點無非是為了提高軍隊的裝備水平與戰鬥力，從而更

好地與敵作戰。國府獲得外援是何等地艱難，國內的兵器生產又有/無法克服的

至1940年兵工廠內遷

的壯舉完成時，各個

兵工廠與部分民用企

業均以兵工自立為目

標，從事各項生產活

動，國府在戰時的兵

器生產能力遂得以長

足發展。國府並且不

斷研製、仿造出了以

前未能生產的陸軍輕

兵器品種。這些自製

產品不僅部分滿足了

國內部隊的需求，而

且還向中國駐印軍供

應了大量的步槍、輕

機槍、擲彈筒、八二

迫擊炮、半自動步槍

等陸軍兵器。

表3　空運入華的美國援華陸軍裝備交撥分配情形（1942.4-1944.9）

　　  分配數量

  軍械項目

衝鋒槍 枝 2,724 1,706 1,018

機關槍 挺 663 351 312

戰車防禦炮 門 70 28 42

火箭筒 具 524 506 18

迫擊炮 門 284 30 254

戰車防禦槍 挺 651 618 33

山炮 門 302 96 206

步槍 枝 不詳 1,000 不詳

步、機槍彈 粒 164,000,000 50,000,000 114,000,000

資料來源：〈中央社發表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談美國對華軍火援助情形電訊〉，載秦孝儀主

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時外交》，第一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黨史委員會，1972），頁512-14。

　　 單位 撥交中國遠征軍 撥交國內部隊 兩者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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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羼弱因素，因此，國府在抗戰中期的陸軍武器裝備建設，僅是支撐了國民

黨陸軍的繼續抗戰，並沒有整體性地提高國民黨陸軍的裝備水平與戰鬥力。

三萬餘名駐印軍在1943年就裝備了381枝手槍，13,793枝步槍，1,644挺輕、

重機槍，3,603枝衝鋒槍，399門迫擊炮，48門戰車防禦炮，48門山炮，84門榴彈

炮dk。且不論駐印軍裝備的質量如何，單就數量而言，就足以讓任何一支在國內

戰場的國民黨陸軍部隊汗顏。表5為第三十六師抗戰各期的主要武器裝備。從表5

可以看出，除了彈藥補給之外，國府並沒有向第三十六師補充過一枝槍、一門

炮，而這支曾為國民黨陸軍最精銳之一的部隊在裝備數量日益減少的情況下仍

被國府運用於滇西戰場，恰恰說明其在當時已是裝備較好的部隊了。兩相比

較，我們也就不難想見為甚麼從1944年3月開始，中國駐印軍就可以「興致勃

勃並以十足的信心向日軍猛攻，又快猛地消滅敵人」dl，而在同時期的豫中會戰

中，日軍甚至可以暢通無阻地用坦克撞毀國民黨守軍的陣地dm。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武器裝備本身並不會形成戰鬥力，其只有被吸收到戰

術、軍事理論及軍隊的組織體制中去才能達到其殺傷敵人的效用dn。正因為沒有

足量的裝備，國民黨陸軍的編制體制與戰鬥技術在抗戰中期均沒有得到任何提

高。除了靠將部隊帶到裝備儲存地而武裝起來的國民黨陸軍精銳部隊——中國

駐印軍與中國遠征軍，國府雖然在國內戰場幾經整編部隊，但每次整編均未能

按照編制配備武器，結果反而造成了人數愈來愈多、武器裝備卻愈來愈少的奇

怪局面。沒有裝備，國民黨陸軍便無法維繫正常的軍事訓練：炮兵訓練時用的

是木馬、木炮，步兵訓練時用的是木製機槍，騎兵訓練時則用的是連步兵都不

用的俄式長槍do。沒有訓練，國民黨陸軍士兵的射擊技能自然是極其低劣，常常

不等日軍靠近就到處放槍，結果反而為日軍火炮提供了良好的射擊目標dp。更有

甚者，國民黨陸軍新兵往往沒有經過任何訓練就被投入戰場，這些新補充上來

表4　1939-1944年國府主要陸軍兵器產量

　　   產量

　 品名

步槍 枝 81,670 54,510 39,000 59,200 66,831 62,800

重機關槍 挺 350 2,982 2,380 2,290 2,940 3,000

輕機關槍 挺 892 1,324 2,440 6,000 9,391 10,900

八二迫擊炮 門 不詳 900 500 760 1,381 1,600

六○迫擊炮 門 無出品 無出品 不詳 200 1,100 2,000

二八式擲彈筒 具 10,300 7,600 58,000 9,148 6,000 50

各式迫擊炮彈 顆 636,726 651,542 427,950 642,300 943,902 1,100,000

各式榴彈 顆 6,210,000 4,509,262 6,587,280 5,675,499 3,734,864 4,200,000

七五山野炮彈 顆 不詳 61,614 23,072 62,956 119,638 103,180

步、機槍彈 粒 87,770,000 113,878,000 120,584,580 140,010,340 144,050,000 153,800,000

資料來源：《各工廠生產數字統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四一九，案卷號：670；陸

大鉞、唐潤明編：《抗戰時期重慶的兵器工業》（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頁130；〈抗戰期間各

兵工廠生產概況表〉、〈抗戰期間歷年生產武器彈藥支援作戰數量統計表〉，參見王國強：〈抗戰中的

兵工生產〉，載軍史研究編纂委員會編：《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上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1986），頁1061-79。

單位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國府雖然在國內戰場

幾經整編部隊，但每

次整編均未能按照編

制配備武器，國民黨

陸軍便無法維繫正常

的軍事訓練。就算國

府辛辛苦苦弄到的一

點新式兵器，也往往

由於官兵不會使用，

以致發揮不出任何威

力。結果這支擁有

350餘萬官兵的陸軍

不僅未能「愈戰愈強」，

而且戰鬥力更是直線

下滑到了「我方十個

師也不一定擋得住日

軍一個師團」的駭人

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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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既不懂兵器機能，也不懂兵器的保管與維護，就連投擲手榴彈也都是扔得

太早，而被日軍重新擲回了守軍陣地dq。國府辛辛苦苦弄到的一點新式兵器，也

往往由於官兵不會使用，以致發揮不出任何威力dr。

國民黨陸軍原本缺少武器裝備，而有了裝備也得不到有效的訓練與使用。

因此，儘管國府在整個抗戰中期一直在努力地爭取外援與自製兵器，但國民黨

陸軍「裝備不精」的狀況並未得到改變。由於裝備不精，再加上訓練不夠、指揮

無方、政治腐敗、經濟崩潰等種種因素，這支擁有/350餘萬官兵的陸軍不僅未

能「愈戰愈強」，而且戰鬥力更是直線下滑到了「我方十個師也不一定擋得住日

軍一個師團」ds的駭人地步。其最終結局便是國民黨陸軍在1944年豫湘桂戰場上

的全面潰敗。

表5　陸軍第三十六師抗戰各期（1937.7-1944.12）主要武器裝備表

     參加戰役 京滬戰役 開蘭戰役 富金山 晉東南 滇西怒江 滇西騰北 滇西

　品名 戰役 戰役 惠通橋戰役 游擊戰役 反攻戰役

步槍 4,876 2,988 2,986 2,898 2,420 2,322 1,784

輕機槍 351 179 179 174 178 172 156

重機槍 76 72 72 58 54 52 48

迫擊炮 24 24 22 22 18 18 62

山、野炮 18 0 0 0 0 0 0

步槍彈 496,750 289,500 297,400 258,000 234,000 228,700 169,600

輕機槍彈 323,760 99,800 110,340 96,500 128,500 41,400 135,000

重機槍彈 22,800 217,500 222,740 48,400 40,800 98,650 114,500

迫擊炮彈 1,040 980 844 1,350 880 750 2,340

山、野炮彈 1,500 0 0 0 0 0 0

手榴彈 3,500 12,880 3,110 3,420 2,850 2,540 2,960

步槍 263 12 89 216 86 675 155

輕機槍 177 0 11 16 8 84 13

重機槍 51 0 1 2 2 4 1

迫擊炮 20 2 0 1 0 6 2

山、野炮 16 0 0 0 0 0 0

步槍彈 699,653 13,650 189,700 218,595 91,310 27,000 1,582,538

輕機槍彈 869,134 26,840 243,220 246,343 172,237 54,770 93,620

重機槍彈 514,962 38,920 17,890 165,185 972,215 50,335 42,952

迫擊炮彈 8,785 482 2,235 2,121 3,717 1,228 143,840

山、野炮彈 7,622 0 0 0 0 0 0

手榴彈 152,843 2,322 3,452 3,199 2,980 4,660 35,717

步槍彈 589,000 18,000 156,400 185,000 67,850 25,600 46,800

輕機槍彈 698,000 24,400 227,800 251,000 251,000 45,000 85,600

重機槍彈 415,000 42,300 146,500 184,500 184,500 48,500 418,850

迫擊炮彈 7,350 680 2152 2,000 2,000 1,200 136,000

山、野炮彈 6,890 0 0 0 0 0 0

手榴彈 151,000 1,840 3,100 2,500 2,500 4,400 34,640

資料來源：《第三十六師歷次戰役傷亡損耗俘獲補充數目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七

八七，案卷號：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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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抗戰後期美式裝備的大量引進與兵器自製能力的下滑

1945年1月27日，中國駐印軍與遠征軍部隊在緬甸的芒友勝利會師，恢復了

滇緬陸上交通，不久中印公路全程打通，自此，中國的西南國際交通線徹底打

通。與此同時，美陸軍部為了配合中國戰場的最後反攻，答應提供國民黨陸軍

三十六個師的新式裝備dt。在良好的內外形勢下，國府企盼已久的美國援華陸軍

軍械品種開始增多，數量開始提高。表6為1945年前後美國運抵印度的援華主要

兵器數目比較統計。

不僅如此，這些援華軍火不再是像先前那樣大量囤積於印度，而是沿/順

暢的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運到了國內。至1945年8月，國民黨陸軍部隊共有十三個

軍、三十九個師配備到了美式裝備，計有：步槍140,660枝，衝鋒槍26,907枝，

輕機槍7,430挺，重機槍1,404挺，戰車防禦槍155挺，信號槍737枝，戰車防禦炮

277門，迫擊炮1,009門，火焰噴射器148具，擲彈筒5,055具，火箭筒286具ek。

有了大量美式裝備，國民黨陸軍終於可以「以其與敵同等之武器在國內與日

軍作戰」el。在1945年4月爆發的中國正面戰場上的最後一戰——芷江戰役中，

日軍不僅被打得死傷慘重，而且彈盡糧絕，士兵只能以野菜和水充饑，陷入了

日軍侵華以來從未遇到過的慘狀之中em。史迪威「中國的軍隊如果予以良好的訓

表6　美國運抵印度的援華主要陸軍兵器比較統計表

品名 單位 1945年1-4月運抵量 1941-1944年運抵量 兩者相差

三○步槍 枝 96,836 80,777 16,059

三○三步槍 枝 47,649 40,000 7,649

四五手槍 枝 3,150 2,178 972

三○重機槍 挺 3,930 0 3,930

三○三輕機槍 挺 18,483 18,483 0

五○高射機槍 挺 922 902 20

五五戰防步槍 挺 4,179 4,179 0

四五衝鋒槍 挺 32,125 24,270 7,855

六○迫擊炮 門 2,692 2,492 200

八一迫擊炮 門 830 730 100

七五山炮 門 511 479 32

七五榴彈炮 門 137 137 0

二磅戰防炮 門 332 0 332

二五磅榴彈炮 門 40 0 40

火箭筒 具 1,886 1,068 818

槍榴彈筒 具 8,723 7,385 1,338

火焰噴射器 具 310 28 282

註：上表並未將各種彈藥統計在內。

資料來源：《美租借法案主要武器統計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七七四，案卷號：

1040。



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練和裝備並領導得好，其英勇堪與世界上任何一國的軍人相媲美」en的預言得以

在國內戰場部分實現。

與美式裝備的大量引進形成鮮明反差的，卻是國府兵器自製能力的下滑。

儘管國府於抗戰中期在兵器自製方面取得的成績令人矚目，但兵器自製終究是

以工業為基礎的，而早在1943年，大後方的工業即因為原料短缺及通貨膨脹急

劇惡化等因素，普遍呈現不景氣的危機，只不過國府那時尚有一定的控制力，

才基本支撐了兵器自製的發展。可自從國民黨陸軍在豫湘桂戰場上遭到日軍毀

滅性的打擊後，國府積七年之力而建設起來的「繁榮」景象幾乎喪失殆盡：戰時

工業損失過半，軍火工業的開工率更是下降至原有的55%eo。

為了扭轉這一不利局面，國府在1944年11月成立了旨在統籌規劃戰時工業

生產事宜的戰時生產局。但在政治、社會、經濟等各方面已陷入無可逆轉的惡

劣境地的景況下，戰時生產局根本無法完成其被賦予的對兵工生產實施調控的

任務，原本混亂不堪的美援軍工物資的運輸與分配變得更加無法收拾，各個兵

工廠為了爭奪有限的物資，相互之間不僅寸步不讓，而且互相射擊、殺傷的惡

性事件時有發生ep。另外，國府原本就有依賴外國裝備的惰性，隨/美式先進裝

備大量湧入，國府投入到兵工生產方面的精力也自然有所下降。上述種種因素

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國府自製兵器產量的下降。表7為1945年頭四個月主要兵

工產品實際產量與1944年同期產量的差異。

雖然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但其所造成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國府被迫放棄

了其既定的兵工現代化的目標！國民黨人似乎忘記了戰時從外國獲取武器裝備

是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也似乎忘記了一個國家靠自製的武器裝備抵禦外來侵

略者有/怎樣光榮的前景！

抗戰八年，國民黨陸

軍武器裝備消耗甚

巨，憑藉戰時的兵工

生產與外國的軍火援

助，國府勉強撐到了

抗戰的「慘勝」。然

而，國府武器裝備建

設的種種成就，皆因

中國科技與經濟的落

後窘迫，國府政治與

軍事的腐敗低能，國

民黨陸軍裝備與訓練

的相互脫節，戰場兵

器與戰術的互不協調

而失效。正面戰場上

數百萬國民黨陸軍官

兵的生命，有相當一

部分被無謂犧牲了。

表7　1945年1-4月兵器產量與1944年同期產量比較

械彈名稱 單位 1944年產量 1945年產量 兩者相差

中正式步槍 枝 35,000 26,893 8,107

捷式輕機槍 挺 4,040 3,112 928

重機槍 挺 1,800 1,627 173

28式槍榴彈筒 具 4,000 4,000 0

八二迫擊炮 門 800 720 80

六○迫擊炮 門 1,400 1,400 0

三七戰防炮 門 8 2 6

步、機槍彈 粒 51,200,000 45,082,000 6,118,000

150迫擊炮彈 顆 12,000 11,500 500

八二迫擊炮彈 顆 345,000 280,900 64,100

28式槍榴彈 顆 320,000 235,000 8,500

木柄手榴彈 顆 1,150,000 820,600 329,400

表中數據是據國府戰時生產局統計的相關數據綜合而得，資料來源：《各兵工廠生產數字統計》，中

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四一九，案卷號：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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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 論

抗戰八年，國民黨陸軍武器裝備消耗甚巨，憑藉戰時的兵工生產與外國的軍

火援助，國府勉強撐到了抗戰的「慘勝」。然而，國府武器裝備建設的種種成就皆

因中國科技與經濟的落後窘迫，國府政治與軍事的腐敗低能，國民黨陸軍裝備與

訓練的相互脫節，戰場兵器與戰術的互不協調而失效。抗日戰爭時期國府的陸軍

武器裝備建設，之於抗日作戰的要求與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無疑是一顆疲憊的

種子，它長不出結實的果子來。正因為如此，正面戰場上數百萬國民黨陸軍官兵

的鮮血與生命有相當一部分被無謂地犧牲了。這顆疲憊的種子從一個側面，以一

種殘酷的形式告訴了我們後人：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落後是多麼的可怕！

評說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武器裝備建設的成敗得失，不是一兩篇文

章所能定論的，但其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卻是深刻的。國府陸軍裝備建設的經驗

告訴了世人：無論一個國家的科技、經濟基礎怎樣薄弱，只要該國政府肯努

力，其軍隊在戰時狀態下的武器裝備水平也是可以有所改觀的。國府陸軍武器

裝備建設的教訓則提醒/我們：武器裝備建設必須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基礎之

上，否則便要處處受制於人；而武器裝備建設的成敗與否最終則取決於一個國

家是否有/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實力，以及裝備建設是否能與軍隊建設乃

至戰時的軍隊作戰形成良性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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