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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序
陳慈玉

中國自古以來即以農立國，直到 1930年代，將近百分之八十的

就業人口依然集中於農業部門。現代部門（the modern sector，包括工

廠、礦業、公用事業、建築工程、現代運輸與電訊、現代貿易與金融機

構等）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仍舊微小，當時的中國可說是經濟落後的國

家。而民以食為天，糧食生產是農業的主軸。王業鍵院士的論文指出明

清之際到抗戰前夕，增加農業生產的方式包括：增加耕地面積、水利設

施改善、品種改良以及引進新作物等。由於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快速成

長，中國乃區分為已開發地區、開發中地區與未開發地區，並且出現了

區際貿易的現象。然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可耕地已開發殆盡，且由於

人口密度高導致耕地面積零散狹小，耕作技術也已提高至極限，除非引

進科學式農業技術，否則難以進一步提升農業產量，這就是戰前中國農

業增長之危機，此危機也嚴重影響了當時政治社會的發展。

嘉星君的新書就是關注到科學式農業技術的引進層面，他以江南農

村地區的機器利用為主題，探討 1920-1950年間來自農業部門的需求，

促使都市的現代部門─機器製造業─為滿足農業市場而改變經營策

略乃至轉型。

我與嘉星君初識於 11年前他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時，爾來一直有頻繁的接觸，親眼目睹了他在人生旅程與學術界成長的

過程。其碩士論文重新評估了 1930年代華北造林運動的多重性，實在

難能可貴， 2011年 9月由國史館出版成專書。我非常欣慰他在退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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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繼續深造，並於 2016年 6月完成博士論文，且經過 2年多的修改後

終於即將問世。

此新書指出 1920年代農業機器產業的運作，並非如過去所認識的

規模狹小、技術落後，反而是獲利豐厚的產業，也促成種種現代企業的

行銷、經營方式。嘉星君藉由 GIS（地理資訊系統）對該產業分布的研

究也發現，經濟發達地區更容易出現農業機器的利用，而江南之上海、

無錫及常州等地密集普遍的機器工廠，能提供農業機器維修保固，因此

可以看出農業機器產業是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二者互為因果。該書也進

一步指出，農業機器產業的發展與國家當局的政策主導密切相關，雖然

興起之初是依存市場導向，以私人經營為主；但後來政府所積極提倡的

模範灌溉與合作運動等種種措施，也擴大了農業機器的利用，這種趨勢

在戰後更為明顯；至 1950年代後達到高峰。換言之，他藉由對農業機

器產業的研究，能發現到國家力量與產業、農業經濟和市場取向的互

動。從此書可以得知在近現代中國政治社會變遷過程中，不同政權之主

政當局所提倡的經濟層面之「農工並進」、「農業立國、工業建國」等政

策具有其連續性。

此書最大的特色可能是利用豐富的各類政府檔案為基礎來論述，所

以格外注重政府的功能。在先進國家中，從事經濟現代化時，政府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自上而下的研擬一套整體通盤計畫並確實地實

施，故成效頗大。但在較為落後的國家中，政府的這種主導功能並不突

出，因此於邁向現代化途徑中，農業人口的自然流入工商業，乃是民間

社會順應時代潮流、設法脫離經濟困境的頗為合理的勞力分配方式，此

應可視為農村經濟中正常現象的一種，是邁向進步，而不是衰退。

嘉星君在出版此書前一年，已經為國立中興大學所延攬，該大學具

有悠久的農業研究與教學傳統。而當代臺灣農工業的轉型成功，曾經是

諦造臺灣經濟奇蹟的要素，也是揚名國際並被眾多開發中國家所紛紛仿

效的。但是在全球化進程中，目前臺灣農業卻正面臨著種種困境，此情

況應是經年累月所造成的，農工業乃至服務業部門如何重新媒合 ? 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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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入臺灣經濟史研究者所必須重視的課題。大陸農村也一直處於同樣

的窘境中，嘉星君在以往的基礎上，如能繼續發揮，其研究成果，是可

以預期的。本書對近代中國農業機器產業發展研究的結論，或可說對現

今民族工業在經濟全球化狀況中之發展，頗具歷史借鏡的意義。

2019年 2月 28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