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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      論 

 

回顧臺灣棉紡織品依賴外來輸入為主的發展歷程，可以發現因特殊的歷史

演進過程，棉紡織品的主要供給來源地，也隨之更易。當清領時期轉變為日治時

期，臺灣棉紡織品市場的供給，就從來自中國大陸的輸入為主，變為日本產品的

銷售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後，臺灣與日本的經濟依存關係中斷，臺灣棉紡

織品的供應來源，又轉回到以中國大陸為主要來源地，促進兩岸間經濟交易一時

之間十分活絡。但國共內戰卻導致臺灣與中國大陸的經濟完全切斷，兩岸間的棉

紡織品交易的依存關係，亦就此終止。 

而臺灣棉紡織產業的發展，最早始於日治時期，為配合日本向外擴張政策

的需要，先後規畫臺灣棉織業與棉紡業的發展。但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

響，日治時期的規畫，既未能完全付諸實踐，且飽受戰爭轟炸破壞，因此棉紡織

產業發展的實際成果有限，但確實成為戰後發展的基礎。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初期，因日本輸入來源的中斷，而中國大陸的供應尚不足以滿足市場需求，臺灣

棉紡織產業承繼日治時期的基礎，公營的臺灣紡織公司與民營棉織廠，兩者都開

始蓬勃地發展。隨後，緊接著國共戰事的變化，自 1948 年起許多大陸棉紡織產

業的原料、機器及設備紛紛拆遷至臺灣，使臺灣棉紡織產業又形成了另一種新景

象。 

1949 年 6月，生管會統籌臺灣經濟事務的初期，所面對的棉紡織產業，正

是交織於各種歷史因素匯聚而成的奇特景象：中國大陸棉紡織品供應的斷絕、棉

紡織產業廠商與設備的增加，及棉紡織品市場因人口激增，導致需求更為迫切。

生管會面對這種局勢，一方面以貸款、優先核定外匯、設廠協助等措施獎勵棉紡

織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紗不足，則進口紗；布不足，則進口布」的方式，

積極開放棉紡織產品的進口。企圖採取雙管齊下策略，同時著重臺灣棉紡織產業

的建設，與解決市場供應不足的問題。所以，在這個階段生管會並未特別運用管

制措施，以保護國內棉紡織產業的發展。但臺灣本地未臻成熟的棉紡織產業，顯

然不敵日本棉紡織產品的市場競爭，敗跡漸露。 

到了 1950 年的上半年，棉紡織產業廠商經不住日貨的強烈衝擊，紛紛向生

管會反應業者反對日貨進口的聲浪。面對雙管齊下策略，導致國內產業不敵外貨

的窘態，生管會亦極思謀求解決之道。因此，生管會對於業者的意見，給予良好

的回應－在 1950 年的 5月底，成立生管會紡織小組，以建立政府與業者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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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及共同研商產業策略的合作。與此同時，正逢韓戰而恢復美援，經合署中

國分署、美援會也與棉紡織業者，共同成立花紗布分配小組，以建立美援花紗布

的供給銷售系統。這階段政府與業者的共同合作，應該是屬於兩者互利的型態。

在生管會方面，可以藉由共同研議、溝通的方式，達到扶植棉紡織產業，並解決

市場需求的問題。就美援會而言，則透過公會與業者便利地直接分配美援原料，

給予業內的需求者，如以每 650 英磅棉花為單位，代紡棉紗成品一件的代紡制

度，就相當方便易處理。棉紡織產業廠商更可以在生管會紡織小組中，積極主張

有利於產業發展的策略，充分表達業者的意見；在美援會的花紗布分配小組中，

則擁有對承配棉紗的控制權，並參與分配代紡棉紗的權力。 

詎料這種簡便、直接的互動運作模式，卻導致業者因同時參與政策的研擬

與原料的分配，而成了這階段棉紡織產業的關鍵決斷者。業者以利用參與政府決

策組織的權力，做為影響棉紡紡產業政策的利器。對整體棉紡織產業發展，最明

顯的影響就是棉紗的問題。美援會花紗布分配中，業者已具有對承配棉紗的控制

權，再加上代紡棉紗獲得棉花實繳紡成的棉紗，業者幾已成為市場棉紗真正的操

控者。這樣的措施，使得數月間（1950 年 6月-11月）棉紗價格從一千餘元，飆

漲到四、五千元，並且繼續邁向更高價格。棉紗成了投機資金追逐的焦點。相對

地，反倒是棉織品在日貨持續的輸入下，市場價格愈加慘落。原料暴漲與銷售停

滯的兩項因素夾擊下，令棉織業者苦不堪言。 

面對這種局勢，一方面生管會採取棉紗配售、使用及限價等控制方式，及

外購棉紗補充紗源，以平抑棉紗價格飆漲的問題；另一方面，令中央信託局為執

行美援物資的分配工作，在中央信託局購料易貨處下增設代辦美援物資小組，負

責相關業務，中央信託局取代原先棉紡織同業公會直接代配美援棉紗的地位。對

於原有的代紡制度，更改為各紗廠以 30 日到期之承兌匯票支付認購棉花，取代

原有的代紡制度。且規定經合署中國分署、美援會得按固定價格向紗廠收購所出

產之棉紗 70％，棉紗廠所擁有的棉紗也需按規定限價配售予直接消費者。這些

措施，代表著政府與業者共同研擬與規畫的產業運作型態整體運作模式，已日漸

改變為將事權收回政府機構中，開始建立一套屬於政府規範的棉紡織產業組織運

作模式。 

在 1951 年 5月終於將生管會紡織小組與美援會的花紗布分配小組，改組合

併為美聯會紡織小組，確立統一政府事權的組織運作型態，並將常左右棉紡織產

業決策，與有操弄市場紗價之嫌的業者屏除在外。並配合〈臺灣省紗布管理暫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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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辦法〉的實施，將棉紡織產業，由原料分配、生產過程到市場銷售，全部納

入國家法律的管制；且以臺灣省警務處紗布調查組進行對產業監督。到此，以美

聯會紡織小組為核心決策機構，中央信託局為執行機構，臺灣省警務處紗布調查

組為監督機構，加上其他相關單位的配合，而建立的棉紡織產業管制的政府行政

運作系統與管理機制正式成形。 

在全面管制期間，在進口管制方面，先是以暫停結匯的方式，禁止民眾向

外國購買棉織品，棉紗則視需求情況由中央信託局進口調節；後更採取全面禁止

棉紗與棉織品的進口，以達到保護管制與節省外匯的雙重作用。在生產管制方

面，全面實行現金工繳的代紡制度，與按照棉布織造生產計畫，約三分之二的代

織與三分之一的自織的棉織品生產制度。而銷售管制方面，棉紗除代織用紗與自

織的配售用紗外，一般直接用戶用紗，全由中央信託局統籌分配，盡力達到棉紗

使用的全面控管。棉織品的銷售方面，初期對於機關團體採取訂購配售制度，與

實施公告最高限價的棉織品市場價格管理；後則因棉織品黑市價格騰漲，自 1951

年 11 月起，陸續採取商業團體平價配售、布業公會聯營制度、生產的四公會聯

營處配售制度及分區配布制度，進行嚴格的銷售管制與監督管理。 

隨著臺灣棉紡廠生產棉紗量的日益增加，從對棉紗的管理逐步放寬，進而

解除對棉紡織產業的全面管制措施。自 1952 年 9月起，開始進行標售棉紗的措

施，更進一步地在同年 12月取消代織制度，到 1953 年 2月已正式採取全面標售

棉紗，使棉織廠商自行織製棉織品銷售市場；而棉織品市場的聯營處制度，則在

1952 年 10月已正式結束，使市場交易漸趨於自由化。棉紗的生產，也規畫從 1953

年 7月起，將原有的代紡制度更改為自行購買原料的自紡制度，全面管制政策實

際措施已經結束。最後，在美聯會紡織小組，正式併入經濟安定委員會的工業建

設委員會後，與管制措施法源依據－〈臺灣省紗布管理暫行實施辦法〉的廢止，

生管會統籌經濟事務期間的臺灣棉紡織產業發展階段，正式畫下句點。 

由本文對此階段棉紡織政策的研討中，發現此時期時間雖短，但棉紡織產

業政策，為解決所現實環境陸續出現的不同問題，政策規畫卻歷經五個不同策略

的階段： 

 

一、獎勵生產與開放進口雙管齊下策略階段： 

在 1949 年到 1950 年 5 月，是以解決當前問題為核心的政策規畫。因此，

生管會最初面對市場供給不足與紡織產業廠商設備等資源的實際情況，即以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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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與開放進口雙管齊下的策略，做為解決問題棉紡織品供應不足的方式。 

 

二、加強棉紡織產業生產原料供給扶助階段： 

因為雙管齊下策略引發了日貨傾銷，使得本地棉紡織產業面臨困境的情

況。所以，自 1950 年 5月底，生管會轉向與業者合作，成立紡織小組，研擬協

助棉紡織產業發展的策略。同時配合美援的恢復，透過棉紡織同業公會參與美援

的資源規畫，給予業者棉紡織原料供給的便利與棉紗分配的權力（參見圖 3-1），

對於飽受日貨競爭的棉紡織產業，提供生產極大的扶助。但尚未限制進口，且還

有臺日貿易協定的訂立，准許日本進口價值 420萬美元的棉紡織品到臺灣。 

 

三、改採限制進口與事權收回政府機關階段： 

到了 1950 年 12 月，生管會再也經不住市場上棉紗暴漲與棉織品滯銷的情

況，正式採取暫停棉織品進口，與加強棉紗進口的進口管制；並開始逐步將產業

政策規畫與分配原料管理等事權，收回政府機關中，如中央信託局成為美援花紗

分配的執行機構（參見圖 3-2）。 

 

四、棉紡織產業全面管制政策運作實施階段： 

1951 年 6月，正式進入全面管制棉紡織產業，完全以政府的控制力量去管

理棉紡織產業的進口、生產及銷售，以達到節省外匯與扶植棉紡織產業為目標。 

 

五、棉紡織產業全面管制政策逐步放寬階段： 

到 1952 年 9月，從放寬銷售管制，再陸續取消生產的代織、代紡制度，至

1953 年 7 月結束全面管制政策的措施。但進口管制的改變方面，則為保護國內

產業而更加嚴格。 

從棉紡織產業政策發展的階段，可以清楚看出其政策變化的轉折，乃是為

解決當前面對的產業問題為考量主軸。因此政府對於棉紡織產業運作模式的變化

歷程，也從美援恢復初期，採取與業者合作的模式，轉變為收掌權力於政府機構

中，至 1951 年後更開展由原料分配、生產到銷售的全面產業管制的建立，隨著

棉紡織產業日漸充足後，再逐步取消全面管制的產業運作模式，正是反映出對產

業問題的因應。 

從本文的探討中，對於過去論者著重於強調此階段產業策略的目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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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代紡代織制度，以扶植大陸來臺的特定集團在臺生成的觀點，1可以有新的

不同觀察意見： 

第一、生管會最初採取獎勵生產與開放進口雙管齊下策略，而不是一面倒

的只採取保護策略扶植棉紡織產業。 

第二、在正式施行全面管制政策階段，棉紡織產業業者非僅被政府排拒在

決策參與之外，而且更是扮演配合政府決策與受政府監控者的角

色。 

第三、受到政府扶植重視的並非僅有大陸廠商；大陸廠商也非全面受到政

府扶植。如：生管會紡織小組成員中，受到高度重視的李占春、蔡

登山、林挺生等都是臺籍業者，李占春更是一直擔任棉紡織同業公

會的理事長，代表棉紡織產業業者積極爭取權益。因此，紡織小組

是整合大陸與臺灣棉紡織產業，而不是專為大陸業著而設置。而大

陸業者如華南紡織公司、彰化紡織公司，原為遷臺的重要棉紗廠，

也具有過去論者所指的國民黨官僚背景，但在經營不良的情況下，

生管會也未為偏袒，更斷然拒絕其所申請的貸款。 

第四、戰後臺灣的棉紡廠皆整合為公營臺灣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所有，臺

灣本地並無民營棉紡業（更生紗廠不計），偏偏大陸棉紡產業遷台

時就是具有棉紡錠的生產設備等基礎。因此，當政策偏向獎勵棉紡

業，到 1951 年 10月更限制棉織機的增設。自然地又令人視為一切

都是刻意扶植大陸業者的措施。但就實際情況而言，臺灣當時棉紡

織產業不足之處，主要在於棉紗生產量的不足，而非棉織業的缺

乏。所以，政策不得不必須如此。 

因此，仔細考究下，去除一些刻板的表象後，即可看出實際的情況，更可

以了解這階段政府扶植棉紡織產業的目的，在於節省外匯、解決棉紡織品不足問

題，及建立臺灣棉紡織產業的發展。整體政策的規畫，實非為特定廠商所量身訂

作，而是就當時實際產業與市場情況的安排。當然，無可否認地，棉紡織產業業

者確實是整體產業政策規畫獲利者，但其獲利應該解釋為產業政策下的附加結

果，而不是政策的首要目的。 

如果要指出此階段棉紡織產業政策，對廠商的不公平差別待遇與政策瑕

                                                 
1劉進慶著為此種觀點的代表，參見《臺灣戰後經濟分析》，〈第三章私業過程－民間資本的累積

進程〉的第二節調整期（1950-1953 年）－大陸資本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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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不應該說是專為扶植大陸業者。其真正問題在於以扶植大廠為主、經常忽略

小廠，更為恰當。但就當時臺灣的經濟環境而言，外匯短缺、進口原料有限的情

況下，大廠兼具技術、設備及人才等各項優勢，因此在政府扶植棉紡織產業的過

程中，大型廠商自然較易於獲得政府的協助。另外，政府在建立棉紡織產業的過

程中，採取代紡與代織的制度，對於業者具有保障獲利與降低風險的效果，但卻

將新設廠商與設備屏除在外，又是保障了已列入代紡代織配額的大廠。政府因實

際經濟環境因素的影響，而在棉紡織產業政策施行對扶植廠商所做的選擇，仍為

引起此階段棉紡織產業政策規畫的質疑與抨擊的重要因素所在。 

另外，政府在明確了解臺灣的棉紗產量，尚不足以完全供應需求的情況下，

而實施全面管制的措施，更應該採取充分的配套措施，以減輕各種紛擾，或降低

對民眾權益的損害。政策的規畫未能謹慎考量到這些，正是許多爭議的開端。也

使得研究者以市場價格機能的觀點，對於國民黨政權採取計畫性自由經濟體制下

的棉紡織產業政策，有了更多質疑與批判的空間。2筆者從前面各章的探討中，

則以為當時的政策確實具有瑕疵，有值得改進的地方。但實際政策對臺灣棉紡織

產業的的影響，也絕非可視為偶然的巧合，或是以為紡織產業的發展成果與政府

的實施政策兩者間的關係難以論證其具有必然的相關性，而否定產業政策的功

能。 

而關於此階段棉紡織產業政策的成效問題，首先就增產的問題而言，從圖

5-1、圖 5-2分別可以看出 1949至 1953 年臺灣棉紗產量與棉布產量的發展情形，

3可以清楚顯示出在增加生產，以邁向自給自足的目標是成功的。 

但是，關於發展棉紡織產業是否節省外匯的問題，則在政策施行的當時已

出現激烈的論戰。問題的焦點，集中於當時身兼生管會副主委與中央信託局局長

的尹仲容，提出「進口布，不如進口紗；進口紗，不如進口花」的棉紡織產業口

號，主張限制棉布進口，以撙節外匯。尹仲容更指出 1951 年發展棉紡織產業，

已節省一千餘萬的外匯，反對者則以當時實際進口棉布、棉紗，與運用美援自產

棉紗、棉布，兩者統計相互對比，指出全面管制限制進口，並未節省外匯反倒是

花費更多外匯。4對於這項問題，在當時確實極具爭議性，但若跳脫當時的爭議，

                                                 
2林忠正，〈臺灣百年來的產業發展——以紡織業為例〉，頁 501-502。 
3張茂修，〈臺灣紡織工業之發展〉，《臺灣銀行季刊》，第 33卷第 4期（臺北，1982.12），頁 30-31
〈臺灣地區棉紡織品產量變化表〉。 
4 陳式銳，〈臺灣棉布問題面面觀〉，《自由中國》，第 7卷第 1期（臺北，1952.07），頁 9-15；同
氏著，〈關於「為節省外匯而保護紡織業」〉，《自由中國》，第 7卷第 3期（臺北，1952.08），頁
30。 



 145

以臺灣棉紡織產業長期發展的成效而言，建立棉紡織產業的發展，非僅為使臺灣

節省外匯，更達到創造外匯的功效。 

因此，1949 年至 1953 年臺灣棉紡織產業政策中，可以看見政府發揮控制力

量，因應局勢需求的規畫發展，對於臺灣棉紡織產業發展過程的意義，是代表著

從長期仰賴外來棉紡織品進口，發展為自給自足的歷程，也為日後臺灣整體紡織

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圖5-1  1945至1953年台灣地區棉紗產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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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張茂修，〈臺灣紡織工業之發展〉，《臺灣銀行季刊》，第 33卷第 4期（臺北，1982.12），
頁 30-31〈臺灣地區棉紡織品產量變化表〉。 

 

圖5-2  1945至1953年台灣地區棉布產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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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張茂修，〈臺灣紡織工業之發展〉，《臺灣銀行季刊》，第 33卷第 4期（臺北，1982.12），
頁 30-31〈臺灣地區棉紡織品產量變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