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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1949 年：臺灣省獎勵發展紡紗業辦法 
第一條：本省為獎勵發展紡紗業起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省對於新創紗廠依左列規定予以獎助 
一、 所需設廠基地由主管單位協助租購 
二、 所需電力由電力公司優先分配 
三、 所需週轉資金及採購原料器材等所需外匯，由臺灣銀行予以通融 
四、 原料及器材進口之關稅，由省政府呈請中央予以減免 
五、 所產棉紗准以百分之七十輸出或由省政府收購之 
第三條：前條第五項規定，本省原有紗廠亦適用之 
第四條：第二條第五項規定輸出之棉紗，應於輸出時向主管機關請領出口許可證，其辦法另定之 
第五條：本辦法自公佈之日施行 
資料來源：臺灣省政府公報卅八年秋字第六十五期 
 
1949 年：臺灣省棉紗出口許可證核發辦法 
一、 本辦法依臺灣省獎勵發展紡紗業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訂定之 
二、 凡合於左列兩款規定之棉紗，均得按月或按季申請出口，若逾季不申請者，不得併入下季

申請輸出： 
甲、確保本省紗廠生產且有各該廠商標者； 
乙、未逾生產量百分之七十且有稅單證明者 
三、 紗廠申請棉紗出口時，應填具棉紗出口申請書（如附件一）逕送本省物資調節委員會審查

核准後，填發棉紗出口許可證（如附件二），並通知建設廳 
四、 許可證之有效期間定為一個月，逾期如不輸出者即行失效 
五、 本省物資調節委員會審核申請書時如有疑問，得派員赴各該紗廠實地調查 
六、 本辦法自頒發之日施行 
資料來源：臺灣省政府公報(卅八年冬字第一期) 
 
1949 年：臺灣省商人對日貿易辦法 
臺灣省政府三十八年十一月十八日公布 
一、 本省商人對日貿易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二、 本省赴日貿易商人，以曾經合法登記之廠礦公司行號社團之負有重要職務人員為限 
三、 本省赴日貿易商人，由各縣市工商業同業公會（社團經其業務主要機關）證明，轉請省政

府核定，並報經濟部備查 
四、 本省赴日貿易商人從事貿易，應遵守政府法令規章及履行商業合約之義務，並向省政府填

具保證書，其格式另定之 
五、 本省赴日貿易商人留日期間，應受駐日代表團商務專員之指導監督，不得從事貿易以外之

活動 
六、 本省赴日貿易商人，留日期間暫以六個月為限，但因業務上確有需要，經駐日商務專員之

證明，得請省政府核准延長之 
七、 本省赴日貿易商人得委託代理人在日經營，其代理人不分國籍，但應分別報請駐日商務專

員及省政府備案 
八、 本省商人對日貿易易貨與現金交易均可，其輸出入貨品及結匯與申請外匯，悉照本省進出

口貿易及匯兌金銀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 
九、 本省赴日貿易商人，得自行簽訂契約，但須以副本兩份，分送駐日商務專員及省政府備查 
十、 本辦法自公佈之日施行，並呈報行政院備案 
資料來源：臺灣銀行季刊第三卷第二期，頁 279 
 
1949 年：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紡織分公司組織規程 
臺灣省政府三十八年十月二十二日核准 
第一條：本規程依據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成第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公司之業務範圍如左 
一、 各種棉、麻、毛、絲紡織品之製造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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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款各種紡織品之漂染及染料之製銷 
三、 經營有關紡織之其他業務 
第三條：本分公司設經理一人，秉承工礦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之命，綜理本分公司一切事務；副

理一人佐理之 
第四條：本分公司設秘書一人，承經理之命處理日常事務 
第五條：本分公司設業務組、工務組、總務組、主計室、人事室，其職掌於本分公司辦理細則規

定之 
第六條：本分公司業務組、工務組、總務組各設主任一人；下設二課至四課，各課各置課長一人；

課員，辦事員若干人 
第七條：本分公司主計室設主任一人，受上級主計機關及本分公司經理之指揮監督，並依主計法

令規定，辦理本分公司歲計、會計、統計事務；下設三課，置課長三人；帳務檢查員二人；課員

八人至十人；辦事員三人至四人 
第八條：本分公司人事室設主任一人，受上級人事機關及本分公司經理之指揮監督，並依人事管

理條例之規定，辦理本分公司人事管理事務；下設課員三人至四人；辦事員一人至二人 
第九條：本分公司得設不兼職務之第三位等以上管理及技術人員各若干人 
第十條：本分公司得雇用雇員六至八人；必要時得承准考收實習員或實習生 
第十一條：本分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呈准設置廠場辦事處或營業所，其業務範圍及組織規程另定

之 
第十二條：本分公司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三條：本規程自承准之日施行 
資料來源：臺灣銀行季刊第三卷第二期，頁 262 
 
1950 年：臺灣省進出口貨品分類附表內部份貨品第三次變更編列一覽表 
臺灣省政府三十九年一月二十日公佈 
原列在附表乙暫停進口類改列為附表甲准許進口類者 
稅則號列 貨名 
13 本色棉剪絨、回絨 
37 漂色或染色棉剪絨、回絨 
 （甲）寬不過九十二公分 
 （乙）寬過九十二公分 
54 印花、平織、斜紋、絨布、棉法絨 
55 印花、棉剪絨、回絨 
66 染紗織、平織、斜紋、絨布、棉法絨 
67 染紗織、棉剪絨、回絨 
89 圈絨毛巾 
資料來源：臺灣銀行季刊第三卷第三期，頁 306 
 
1951 年：臺灣省紗布管理暫行實施辦法 
第一條：臺灣省政府為配合財政經濟措施，爰依照國家總動員法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八條之規定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省棉紗之生產配銷，由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統籌統配並由其代理機關中

央信託局依照該組會議決議代為執行。 
第三條：各種棉紗除直接用戶及有正當合法用途者可按規定向有關機關或中央信託局申請配供應

用外，其餘一概不能存儲，並應於十五日內向臺灣省警務處登記，逾期不登記者，概予

沒收，並須於登記後兩個月內，依照花紗布小組指定方式，予已售用，若在限期內不能

售完或用罄時，應由花紗布小組委託中央信託局按照限定價格收購之。 
第四條：各種進口及省產紗支，其最高售價，由臺灣省政府核定公佈之。 
第五條：自有存紗之各織造工廠，在其存紗未用罄前，如有美援棉紗配額時，應充以自存紗支抵

用。 
第六條：自有存紗而無織造生產設備之商號或私人之全部存紗，得由美援會花紗布小組按臺灣省

政府公布之最高售價，指定配售與各直接用戶。 
第七條：各廠或直接用戶配購之棉紗，應於規定限期內運用完罄。 
第八條：各戶配購之棉紗，應按其申請書上所開列之用途運用，不得任意轉售或轉移直接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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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得用以向銀行抵押，為者其所配之紗應由中央信託局全部照原價收回，並取消其配

紗資格，其不能退還部分，應按當時配價之三倍付給中信局作為罰金。 
第九條：與中央信託局訂有代織布料合約之工廠，領得棉紗應照合約全部用以織造布料，如有剩

餘，應全部退還中央信託局，並不得以自存布料或向市場蒐購之布料抵交而將領得之棉

紗囤儲轉售或移作他用，如有違反，除取消代織及配紗資格外，所有該項棉紗，由中央

信託局全部收回，其不能退還部分，應按當時配價之三倍付給中信局作為罰金。 
第十條：紗布管理有關機構，應合組調查小組隨時檢查各紗布廠商。 
第十一條：中央信託局訂售及配售之各種布疋，其配售價格及訂購與承銷商批發，零售價格及加

工後之漂布色布批發零售價格均由臺灣省政府隨時核定公佈之。 
第十二條：中央信託局對承購及承銷商經售前條各種布料，如不能于合理期間銷售，認為影響市

面正常供求時，得將原配售之布料，向原配購者全部照原價收回。 
第十三條：非經營紗布業之正當商人及一般直接用戶，概不得在市場蒐購紗布 
第十四條：凡違反本辦法第四條第十一條各項限價而有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理條件第十二條之情

形者依同條例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處罰。 
第十五條：凡違反本辦法情節重大者，除辦法所規定之處分外，並依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行條

例懲罰。 
第十六條：本辦法自公佈之日施行。 
資料來源：《生管會檔案》，〈本省紗布管理實施辦法〉，檔號：023.076.8210/1.1，頁 1-50。 
 
1951 年：〈手工織布業用紗配售暫行辦法〉 

第一、美援聯合會花紗布小組（以下簡稱本組），為配售本省手工織布業用紗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配售對象以本組已經調查之各地手工紡織公會、合作社、省工業農會、

直屬會員及其現有織機臺數為限制，嗣後新增會員或新增織機一律不予

配紗。 
第三、手工織布業每月配售總量由本組參照已調查之織機臺數按月核定之。 
第四、每月核定之配紗量統由省工業會購領，轉交各地公會及合作社負責分配

（省工業會直屬會員由該會直接分配），並應按月造具分配清冊二份，詳

列各戶配量，並分別加蓋印章送本組備查。 
第五、本組得隨時指定有關機構派員調查各公會合作社及各戶配紗與用紗情

形，如有分配不當或轉售矣利情事，除立即取消其配紗資格外，其情節

重大者當依「臺灣省實施紗布管理暫行辦法」，轉請省政府予以懲處之。 
第六、各戶所製成品應依合理價格出售，並依照規定開立統一發票，其發票存

根併應妥為保存，以便稽查，必要時本組得核定製品價格責成省工農會

收購之。 
第七、省工業會經配棉紗得酌收手續費、印花稅等，其總額不得超過配售價百

分之二。 
第八、本辦法提經本組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 
資料來源：〈紗布調查組工作報告〉，《美援會檔案》，檔號：31-00.531.1 

 
1952 年：四公會聯營處管理辦法 
一、凡用紗工廠，應依規定按月繳送成品百分之五十，交由各該公會聯營處統一發售，不得轉帳。 
二、各公會聯營處發售成品，其價格應低於市價百分之十。 
三、各廠繳送百分之五十成品，在棉織品價格穩定時，除至少一成必須繳由各公會聯營處發售外，

為免滯銷起見，暫准以其餘四成；得自行推銷，但應於銷售後三日內將銷售對象，成品名

稱數量，及售價并附樣品，列表二份送由各該公會聯營處彙報紗布調查組查核。如有不實

情事，視同未繳論，必要時，得由紗布調查組隨時通知繳足百分之五十成品。 
四、各公會如在其他縣市設有聯營處者，各該地工廠之百分之五十成品，可繳由各地公會之聯營

處統一發售，其發售辦法，依照本辦法第二條規定辦理。 
五、各聯營處及廠商必須具有完備之帳冊單據及報表，由紗布調查組隨時派員查核。 
六、各聯營處在每月份結束後五日內填造各廠貨品庫存表一份，送由紗布調查組審查其剩餘成

品，并令自行核減價格出售，如布一月內仍未能出售者，即按其剩餘多寡，分別廠號及數

量，如數在次月配紗額中予以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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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廠成品進出倉庫時，隨時由紗布調查組派員查核。 
八、各公會聯營處，經辦平售業務，如有不按照規定帳冊記載，或記載不實，或報表不按期造送，

或飭交事項未能照等情事，經由紗布調查組查明屬實者，第一次予以警告，第二次則報由

美援會在次月該公會配紗總額內扣配百分之一。 
九、各公會聯營處經銷成品，及辦理一般業務，成績優異者，經紗布調查組查明，報由美援會嘉

獎或酌增配紗。 
十、各公會聯營處之成品，得相互交換發售。 
資料來源：〈紗布調查小組工作報告〉，《美援會檔案》，檔號：31-00.531.1，頁 64。 
 
1952 年：各受配美援棉紗公會會員工廠產品平售聯營處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會為遵照美援會規定由各受配棉紗工廠以產品百分之五十平價出售，以協助政府抑

平物價，特設立會員工廠產品平售聯營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置經理一人，副經理一至三人，經理綜理本處業務，副經理襄助之，經理由公會

理事長兼任，副經理由理監事中選任之 
第三條 本處設總務、業務、技術三課 
第四條 各課置課長一人，分掌各課事務，但因事務繁忙時得置副課長輔助之 
第五條 各課視事務繁簡設股長、課員、助理員各若干人，承主管之命分任事務 
第六條 本處為會員工廠產品平售聯營之管理機構，受同業公會監督指導 
第七條 本處業務計劃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八條 本處經費由代售各會員工廠產品價款總額項下提取，批發不得超過百分之二，零不得

超過百分之四 
第九條 本規程經同業公會通過後報請省府備案 
資料來源：〈臺灣省用紗工廠調查統計表〉，《美援會檔案》，檔號：31-00.67.02，頁 120。 
 
1952 年：臺灣區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工廠產品平售聯營處業務計劃 
(一) 會員工廠應遵照美援會規定以每月配紗產品之五成交本處平售，該項產品應於提紗後三十

天內送交本處，所有產品務須符合公會擬定規格 
(二) 各會員工廠繳交來之產品可以批發或零售方式處理之，其價格除已有限價者外，均由本處

擬定核送警務處紗布調查組織核定公佈之 
(三) 本處為便利業開展計得接收定貸，預收定金或指定會員工廠產製供應之 
(四) 本處發現會員工廠有不遵照所規定之規格交貨時，應隨時專案報請公會處理之 
(五) 聯營處倉庫應經常保持會員工廠交付產品總額之一成，以備隨時供應另售市場之需要 
(六) 聯營處為開展國際市場計劃產品外銷，得請政府酌予補助或自行籌款其辦法另訂之 
(七) 聯營處平售業務分批發、零售兩種： 

批發以臺灣省商會聯合會暨各縣市布帛商同業公會、百貨商同業公會之會員，與本

機構之福利及直接銷費對象；零售除在聯營處設立一處示範平售外，其餘視實際需

要隨時於適當地點設立流動性門市部平售之，但必要時得在其他各地設批發及門市

部平售之 
(八) 聯營處之業務隨時受政府主管機關之督導，倘有未盡善事宜得隨時改正之 
資料來源：〈臺灣省用紗工廠調查統計表〉，《美援會檔案》，檔號：31-00.67.02，頁 122。 
 
臺灣區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工廠產品平售聯營處辦事細則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處之業務執行除法規及政府命令或組織規程另有規定外，餘者依照本細則執行之 
第二條 第二條本會之佈告及產品規格價格決定等，除通知各會員外，於本處廣告牌張貼或掛

牌周知，變更時亦同 
第三條 本處業務對同案公會如有特別指示時應遵照辦理之 
第二章 機構 
第四條 經理對外代表本處，對內綜理一切業務，副經理襄助，經理不在時得代理之，課長秉

承經理之命處理其各該課所轄之事務，股長、辦事員受課長之命處理所擔當之事務 
第五條 本處設總務、業務、技術三課 
第六條 總務課管理事項如左 

一、 關於各職員之獎懲、進退、貶黜等之人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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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文書、印信之編綦整理及保管事項 
三、 檔案保管事項 
四、 交際宣及佈告事項 
五、 召集會議及會議之記錄作成及保管事項 
六、 銀錢之出納及記帳事項 
七、 關於預算決算之編製及記帳事項 
八、 關於籌措金融及向政府並各金融機關申請貸款事項 
九、 關於保險、捐款、課稅等事項 
十、 關於財務簿冊、表格、票據編綦及保管事項 
十一、 其他不屬各課事項 

第七條 業務課管理事項如左 
一、 關於會員產品平售及推銷事項 
二、 關於會員工廠應繳產品之徵集事項 
三、 關於平售產品呈請政府收購補貼及救濟事項 
四、 平售產品之供出名稱、種類、數量及倉運費、手續費之計算，記帳及票據書類作成與

保管事項 
五、 各會員之往來帳項和帳整理事項 
六、 技術課決定之規格表、價格表樣本等之保管事項 
七、 關於業務一切簿冊、票據之編綦或保管事項 
八、 關於產品之收受、存庫、出庫、運送事項 
九、 關於產品出入庫記帳事項 
十、 關於產品之保管事項 

第八條 技術課管理事項如左 
一、 關於平售棉布、內衣、襪子、毛巾及雜品規格之議定，批發、零售價格之查定，及指

定生產蒐集樣本及品質檢驗事項 
二、 關於平售產品內銷呆滯申請政府收購研究事項 
三、 關於平售產品外銷研究事項 
四、 關於平售產品內外銷售呆滯申請政府補助或救濟事項 
五、 關於改進產品所需器材，外匯及資金申請政府援助事項 
六、 關於改進產品所需之技術指導事項 
七、 關於會員應繳之產品名稱、種類、規格、數量，及繳交日期核定事項 
八、 關於會員平售產品之繳交狀況調查、統計及報告事項 
九、 關於會員平售產品繳交不足數量之調查統計及處分事項 
十、 關於會員平售產品繳交數量所需棉紗之調查及核定事項 
十一、 關於平售產品之市價調查與售價之比較表格作成及報告事項 
十二、 關於會員之動態設備產銷狀況調查統計事項 

第三章 業務 
第九條 本處營業分批發及門市兩種 
第十條 批發部批售辦法如左 

(一) 批發部所有一切平售產品價格由技術委員會核定以售之 
(二) 批發產品應預收定金或貨款總額之八成以上 
(三) 批發產品之交貨地點應指定公會倉庫、會員工廠或各地銀行倉庫 
(四) 批發產品每日應作成表格票據備查 

第十一條 門市部零售辦法如左 
(一) 本處門市部所有一切平售產品價格由技術委員會核定後一律掛牌標示售價 
(二) 平售產品任憑選擇依照所定數量範圍平售之 
(三) 平售產品配售時應登記於戶口名簿並記錄在帳 
(四) 產品平售非經登記並收清價款發出統一發票後不得交付之 
(五) 門市部辦事員及售貨員對於平售產品每日要清查出入數量點檢存貨後始行下班 
(六) 每日應將平售數量及金額等作成表格票據備查 
(七) 平售金額每日應如數繳存銀行聯營處帳戶 
(八) 門市部售貨時間另訂之，但星期日及例假休息 

第十二條 機動門市部如有發現某地棉布棉織品市價高漲時，得由經理核定隨時開始出動平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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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平售方法與前條同 
第四章 計算 
第十三條 本處會員所繳出之平售產品帳項與每月應計算若干次，計算後應隨時將殘餘款項支付

之 
第十四條 本處之結帳期由同業公會指定行之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項，重要者呈請各同業公會理事會決定之，普通者則由常務理事會

核定行之 
第十六條 本辦事細則經同業公會常務理事會議議決後提經理事會核議施行並提請會員大會追認

之 
資料來源：〈臺灣省用紗工廠調查統計表〉，《美援會檔案》，檔號：31-00.67.02，頁 123－129。 
 
1952 年：臺北市分區配布辦法 

臺北市重新整理配布代售商，並實施分區配布辦法。辦法為將信用卓著的布商選定五十六

家，為臺北市配售代理商，並劃定區域設立聯售處，甲區住戶不得往乙區購布，對於團體及外縣

配布，也指定專店負責配售。各區配布代售商號名稱，與負責配布對象分別如下： 
（1）團體配布：由工礦公司開封街負責。 
（2）陽明山配布：由工礦公司北投門市布負責 
（3）外縣配布：由工礦公司博愛路中山路兩門市部負責 
（4）本市各區配布： 

延平區 17家：天福布莊、萬翔布莊、光華行、新新行、錦康綢布莊、裕益棉布行、

九越商行、明豐行、興隆商行、東華行、勝泰行、協榮行、盛隆

行、高源發行、新竹行、集隆行、耀裕行，及設四個聯營處。 
城中區 9 家：永和綢布莊、華昌公司、鴻翔布莊、華強布號、三義行、麗華行、

協益行、美新綢布莊、意美行，及設兩個聯營處。 
古亭區 7 家：福泰布行、美勝行、陳錫疇行、益興行、志誠行、金興商行、勝光

行，及設兩個聯營處。 
龍山區 10家：裕成布莊、益發行、久麗行、新松美、榮泰、世輝、振昌、新和興、

瑞興行、東興行，及設兩個聯營處。 
建成區 5家：華德號、集榮號、利豐號、林長發、良發行及設兩個聯營處。 
中山區 2家：日進行、美珠號及設兩個聯營處。 
大安區 3家：光永商行、明豐商店、明記布店及設三個聯營處。 
松山區 3家：德安行、林協興、鄭水木號及設三個聯營處。 

資料來源：《紡織界》第 12期，頁 27。 
 

1952 年：省產棉紗公開標售辦法 
第一、紡織小組委託中央信託局對直接消費者所配售若干數量之省紡棉紗，改

為公開招標，紡織小組在每次招標之前，先行決定並發表各該招標棉紗

之確實數量。 
第二、紡織小組在每次招標之前，先行決定並發表購戶在各該招標中所能投標

之最高限額。 
第三、凡向建設廳或其他有關登記之棉紗直接用戶，均有參加投標之資格。 
第四、招標價格之最低最高幅度為新臺幣 4200元至 5750元。 
第五、投標人須對每件棉紗之投標，繳存新臺幣 500元之保證金。 
第六、以標價最高者為得標人，如該投最高標價人，未標足全部棉紗時，則將

剩餘部份售予次一最高標價之投標人，如兩個以上之最高標價，所投相

同而其總數量超過標紗總數量時，則對各該最高標價者予以比例分配。 
第七、投標人須提出滿意之保證，保證其所標購之棉紗，將供其本身之工廠使

用。 
第八、任何得標之投標人，如將棉紗予以轉售而不製造成品時，則取消其經常

棉紗分配，或由紡織小組對每件棉紗課以新臺幣 17250元之罰鍰。 
第九、任何得標之投標人，應對其棉紗使用情形，提出月報，並存備記錄，以

供建設廳及警務處調查小組調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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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由中央信託局依照紡織小組所認可之各項條件，予以標售，而由紡織小

組分配投標棉紗。 
〈棉紗配銷情形與管制政策〉，《美援會檔案》，檔號：31-00.512.1，頁 75。 
 
1952 年：中信局標售棉紗合同 
（一） 本合約規定之棉紗，係售方代美援會出售，於必要時售方或美援會得向購方收購其成品 
（二） 購方於購得棉紗後，應遵照臺灣省紗布管理暫行實施辦法之規定，使用此項棉紗不得囤

存或轉售，並應在限期內將棉紗織製成品，迅速發售，否則停止配紗或依法議處 
（三） 售方與美援會，共同安全分署及懷特工程公司有權隨時進入購方工廠檢查其設備及有關

用紗及處理產品之各項紀錄及帳冊 
（四） 簽訂合約時，購方應即將貨款全部付清，於×日內，憑繳款憑證調換提貨通知書，由售

方指定紗廠或倉庫提貨 
（五） 購方如不於限期內提貨，在逾期內所發生倉租費用及一切意外損失，如發生火災等概由

購方負責，與售方無關 
（六） 購方應按期填報「配得棉紗運用情形半月報表」送核憑轉送有關機關存查 
（七） 本合約簽訂後，如發生天災人禍，或非人力所能抗免之特殊原因，致售方不能依約交貨

時，售方得書面通知購方，取消合約，並解除本合約所訂各條款之責任 
（八） 本合約正本一式兩份，雙方各執一份，另繕副本六份送有關機關存查 
（九） 上項條款，經雙方同意於本合約簽章日起生效 
資料來源：《紡織界》，第 17期，頁 23。 
 
1952 年：中央信託局代辦美援物資小組標售棉紗投標須知 
一、 
品名 牌號 數量 
廿支紗 雙鶴 100件 
 新樂園 250件 
 日月潭 650件 
 臺紡（烏日） 220件 
 三友 200件 
 飛魚 100件 
卅支單股紗埃棉紡 成功 300件 
二、凡領有配紗及代織各廠，暨美援會專案核准直接用戶，均得參加投標。（已登記新廠及舊廠

新增設備部分，在未准美援會紡織小組工程師調查其設備前，暫不得參加投標） 
三、各廠投標棉紗數量，不得超過該廠每月用紗量。（即（1）公會配量，（2）代織合約量，（3）
投標數量，三者之和，不得超過該廠每月日班之用紗量）。工業會所屬手紡織會員廠，其每月用

紗量以玉為單位者，可聯合數家併成整件後參加投標 
四、投標價格範圍，廿支紗每件新臺幣四千二百元至五千七百五十元。卅支單股紗（埃棉紡製）

每件七千六百元 
五、投標以「件」為單位，投標人應繳押標金每件新臺幣五百元，（以銀行本票或現金為限，向

博愛路九十六號本局信託處交納）。凡不得標者，決標後無息退還。得標者，須於決標後三日內

簽訂合約，覓具擔保人，將其餘價款一次付清，否則押標金沒收 
六、投標人得標後，應保證所標購之棉紗，專供自營工廠之用，不得轉售及囤存，並應按期繕送

報告及具備各項完善之紀錄帳冊文件，以供有關機關調查，如不遵照上項規定辦理者，當按情節

輕重依法議處 
七、投標人應填註「標購棉紗投標單」，（附樣），密緘後投入標箱 
八、投標人須於本年九月廿六日上午十二時以前，辦妥投標手續，當日下午二時，在臺北市貴陽

街二段廿六號當眾開標 
九、本批標售棉紗，由紡織小組委員會核定決標 
十、本投標須知每份酌收印刷成本費一元 
資料來源：《紡織界》，第 20期，頁 19。 
 
 
1952 年：紡織小組決定無配紗工廠獲配紗標紗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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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紡織小組決定標紗辦法，剔除新設用紗工廠標紗權後，新工廠即聯合向有關機關請求合理解

決，此案經十月一日美援會紡織小組決定辦法六點，不僅予新工廠以平等之標紗權，且予以平等

之配紗權，該項決議，如新舊工廠雙方不再提出異議，即可獲得初步解決 
紡織小組十一月舉行的第五六次例會時，懷特公司紡織專家白佛登提出調查報告，他根據建設廳

所送調查資料，抽查廿餘家新設工廠，認為那些工廠雖屬新設，但設備及生產情形，尚屬良好，

原則上應予配紗權，經該小組考慮結果，決定解決辦法六點如下： 
一、 經合法登記已加入公會之工廠，並經建設廳警務處及各公會會同調查有案者，公會均應予

配紗，並不得有歧視，惟手工織布、針織、手巾等工業，因早經省府公告限制增添設備，

故仍照第一次聯合調查之原有設備，計畫配紗 
二、 各公會應就美援會紡織小組所核定之總配額，依各會員工廠之需紗量，予以均配 
三、 前述工廠，從十月份以後均得參與標購棉紗，多餘紗當儘量交由中信局標售，以資扶植效

率較高之工廠 
四、 以前美援供應之棉紗，除配紗及代織所需外，如有餘紗，當儘量交由中信局標售，以資扶

植效率較高之工廠 
五、 俟後無論任何用紗工廠，非經紡織小組核准不得申請配紗 
六、 售配棉紗之新廠，仍應依照規定，送中信局補辦登記申請手續 
資料來源：《紡織界》，第 21期，頁 23。 
 
1952 年：新舊廠平均配售棉紗辦法 
一、配售原則：維持生產平抑紗價布價 
二、配售辦法：（甲）各織布廠代織部之棉紗由中央信託局直接訂約配給之（乙）各工廠自用棉

紗由中央信託局撥交各同業公會統籌分配之（丙）凡新成立之工廠或改組後之老廠新添設備部分

經所屬同業公會認可其所需自用棉紗即由每月撥交各該同業公會認可者其所需自用棉紗即由每

月撥交各該同業公會棉紗配額內統籌勻配不另增加配額 
三、申請手續：美援會為配紗決策機關所有配紗工作現由美援會委託中央信託局辦理之凡申請配

購美援棉紗者應加入各該業同業公會為會員由公會轉向中央信託局登記以憑配發公會轉為分配 
資料來源：〈紗布調查組工作報告〉，《美援會檔案》，檔號：31-00.531.1，頁 65。 
 
1953 年：標售棉紗辦法 

一、 凡經建設廳及調查小組普查核定用紗各廠暨紡織小組專案核准直接用戶均得參加標

購 
二、 各廠可得標購之用紗最高額不得超過核定之日夜班用紗量 
三、 凡用紗廠每月用紗量（日班）在十件以上者得照核定數量參加標購並須擇定棉紗牌名

最少三種（如第一希望之牌號棉紗不敷分配時可以第二希望之牌號棉紗分配之）分別

標名頭價以及數量 
四、 凡用紗廠每月用紗量在十件以下者無須參加投標由所屬公會或所屬單位彙集各廠標

購數量向中信局按照每次標售之加權平均價格付款領紗轉配各廠 
五、 每月標售棉紗兩次用紗工廠得一次或二次購足一個月之用紗量 
六、 凡不屬補給性質之軍方用紗（如供應軍眷福利等）經紡織小組核准後參加標購 
七、 凡經紡織小組專案核准不屬上列範圍以內之用紗應由統籌機構向中信局申請按加權

平均價格付款無須標購 
八、 凡紗廠設有布機者得配售用紗量百分之五十之本廠紗其餘半數應儘先接受經紡織小

組核准中信局配售布疋之代織業務如有餘額再按每月第一次標紗加權平均價格承購其

本廠紗並須預向中信局接洽保留紗額 
九、 本辦法自公布日起實施並得隨時修正 

資料來源：〈棉紗配銷情形與管制政策〉，《美援會檔案》，檔號：31-00.512.1，頁 83。 
 
 
1953 年：中央信託局議價出售棉布辦法 
二月十三日公佈 
甲、 本辦法參照滯銷物資易回棉布議價出售辦法訂定之 
乙、 議價辦法：（一）售價由本局美援小組、會計處、審計部、美援會紡織小組委員會、警務處

紗布調查組、臺灣省商會聯合會、及臺北市布業公會等七單位，組成議價委員會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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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局美援小組為召集人，地點暫定為博愛路本局（二）召集人每週召集議價會議一次（三）

議價有效期間為一星期（在此時間布價如有波動，得隨時召集會議予以調整），如在一星期

後有漲跌或乏人承購時，於下次集會時重行議價（四）出售以整批為原則，但適宜於分批

出售之布疋，亦得分批出售（五）議價根據市場批發價九折為原則，非時令布疋得在批發

價九折以下，該項批發市價由紗布調查組，本局會計處及布業公會分別查報，但議價委員

會得增減之，以應實際需要而利銷售 
丙、 出售方式：（一）出售時應由本局登報公告（二）登報期間為一天（三）登報範圍：中央日

報或新生報及民營報一家（透過聯營處）（四）登報內容：承購者應在報章刊出後三日內向

本局登記，惟如三日內無人參加承購時，登記期限展延三天，逾期不再受理（五）承購人

資格，以需要該項布疋之機關學校團體及正當經營之布疋行號為對象（六）本局根據前項

原則核對配售對象後，即以最簡截方法徵得美援會紡織小組同意後出售（七）如已議定售

價之布疋，登報後四個星期尚無人承購時，得由本省商聯會或布業公會當眾拍賣，拍賣辦

法另訂之 
丁、 付款辦法：凡願承購議定價格之布疋，向美援小組登記時，須先繳價款一成，作為保證金，

並於核准三天內繳清全部價款，逾期購方同意沒收保證金 
戊、 提貨辦法：布疋成交收款後，本局與承購人簽立訂售布疋合同並開統一發票及提貨通知單，

交承購人向本局臺北倉庫提運，如承購人對布疋品質有疑問時，應於登記前先至本局倉庫

洽看大樣，貨品一經提離倉庫，購方不得再有異議 
己、 訂售公告：核准訂受各單及數量，於布疋出售公告刊出後第四天，在本局美援小組揭示欄

公告，不另通知，登記人應自行注意 
庚、 本辦法自核准日起施行 
資料來源：《紡織界》第 36期，頁 50。 
 
1953 年：臺灣區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產品聯營處方案 
（一） 宗旨：目前本省棉布及其他棉織產品之滯銷情形，極為嚴重，各廠在銷貨方面，常有資

金周轉不靈之苦，長此以往，匪特不堪虧累，且亦無法正常生產，作合理之經營，本會

基於會員工廠共同之需要，爰設立會員工廠產品聯營處，辦理產品聯營 
（二） 組織：由理事長及各小組組長組織運營委員會，以擔當管理運營之責任，委員會之下設

經理一人，由本會理事長聘任，經理下設業務，技術、總務、會計、四課、指定本會工

作人員分別派兼 
（三） 集貨及銷貨辦法： 
1. 各會員廠自願託由本處代為推銷貨品，須遵循本會所訂規格之製品，並由本會登記之織機所
織製者貨品，送達本處時，並須經本會檢驗 

2. 各會員送來貨品，以季節性之貨品為限，並得自訂銷售價格，但連同本會特別會費在內，不

得高於一般批發商之售價 
3. 凡各廠以產品委託本處推銷，其品質經本會檢驗合格者，由本處先行墊付貨款三成至五成，

照銀行利息計算 
4. 凡自訂價格之貨品，滿七日未能售出者，得由本處按九五折發售，滿十四日未能售出者，得
由本處按九折，滿三星期者，按八折發售，滿一個月未能銷售者，須將處能所借款額之本息

一併還清，再行提回貨品，否則即由本處訂價格，予以推銷，所得價款，除扣還借款本息及

本會特別會費外，其餘交該委託廠 
（四）服務事項： 
1.凡各會員廠願由本處辦理集體外銷者，另案辦理 
2.凡各會員需要各種紗布，棉織品，或染漂整理加工者，可得申請本會，指定設備完全優秀之會

員廠予以代紡代織代染及整理之，對此所需利息費用，由該委託者負擔 
3.其他有關產品銷售，及生產技術上之指導等服務事項 
資料來源：《紡織界》第 38期，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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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NO：CUSA-51-CY-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SSISTANCE 
MANUFACTURING CONTRACT 

PROCESSING OF COTTON INTO YARN 
 

THIS CONTRACT，entered into as of the __________day of ___________，1951，by and 
between the COUNCIL FOR UNITED STATES AID of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hereinafter called CUSA），and 
 
＃ a corporation organized and existing under the laws of 
＃ a joint stock company organized and existing under the laws of 
＃ a partnership consisting of 
having its head offices a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hereinafter called the Contractor）， 
WITENSSETH THAT 

WHEREAS，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cting through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ECA），has embarked upon a program of furnishing 
economic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and 

WHEREAS，the Economic Aid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Republic 
of China provides，in part，that commoditi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ll be processed and distributed by commercial enterprises or by private or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upon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from time to time agreed up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and 

WHEREAS，the organic by-laws of CUSA，promulga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provide，in part，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aforesaid economic assistance，CUSA shall discharge 
functions relative to the ”compilation and drafting of projects”，”purchase，take-over，custody and 
distribution of commodities”，and ”custody and use of proceeds of sales of commodities”；and 

WHEREAS，ECA，by Delivery Orders has transferred and will transfer，from time to time，
to CUSA，the raw cotton encompassed by this Contract for processing into cotton yarn；and 
＃Delete all lines which do not apply 

WHEREAS，CUSA has retained the J.G.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White）
to supervise the conduct and execution of approved projects，together with the furnishing of related 
technical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NOW，THEREFORE，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oregoing and of the mutual covenants and 
agreements hereinafter contained，the parties hereto do mutually agree as follows： 

ARTICLE 1 – SCOPE CUSA shall furnish and deliver raw cotton to the Contractor，in the 
amounts and grades and at the dates and places specified in Delivery Orders from time to time to be 
issued to the Contractor. The Contractor shall proceed immediately to furnish all necessary labor，
machinery，tools，equipment and facilities（including storage facilities），and to commence the 
processing of the cotton into yarn of the counts desiguated each such delivery order Y. C. and to pursue 
such work with all diligence to the end that the yarn may be made available to CUSA on the dates 
specified in each Delivery Order . CUSA may at any time，by a Change Order，add to or withdraw 
supplies of cotton from the scope of this Contract，including any Delivery Order issued hereunder . If 
ECA，at any time  or for any reason or cause whatsoever，supplements，modifies，or revokes 
procurement authorizations（including termination of deliveries thereunder），pursuant to which this 
Contract has been entered into，this Contract，including any Delivery Order be supplemented 
modified，or revoked to the same extent. 

ARTICLE 2 – REQUIREMENTS The yarn shall be produced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STANDARD SPECIFICATIONS OF COTTON YARN” dated February 20，1951，att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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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to and made a part hereof. For all cotton delivery under this Contract not less than 85 percent 
thereof in weight must be returned as yarn. 

ARTICLE 3 – PAYMENT （a）As full and complete compensation for the work and services to 
be performed hereunder，CUSA will pay the sum of NT3.24 for each pound of accepted yarn of 20 
counts. Payment shall be made upon submission of properly certified invoices or voucher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payments will be made，when the amounts due so warrant，on partial deliveries 
accepted by CUSA upon removal thereof from the premises of the Contractor，but only after 
acceptance by CUSA. 

（b）In making such partial payments there shall be retained 10％ of the amount thereof until 
final completion and acceptance of all work and services covered by this contract. Provided，
however，that CUSA at any time after 50％ of the work has been completed，if it finds that satisfactory 
progress is being made，may make any of the remaining partial payments in full. 

ARTICLE 4 – OWNERSHIP The cotton，yarn（whether in complete and finished form or at 
whatever stage of manufacture），and all wastes shall at all times remain the property of CUSA. Unless 
otherwise directed by CUSA，the Contractor shall not part with possession thereof. The Contractor 
shall not pledge or assign，of transfer or purport to transfer title to any of such property in any manner 
to any third person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nor to do or suffer anything to be done whereby any 
of such property shall or may be taken by others，destroyed or injured. Any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r this article shall entitle CUSA forthwith to enter upon the premises wherein any of its property is 
found and remove the same. This right shall not be exclusive and is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rights and 
remedies provided by law. 

Article 5 – RESPONSIBILITY （a）Commencing with delivery of possession of the cotton，
and at all stages of manufacture and completion of the cotton，and at all stages of manufacture and 
completion，and storage after comple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yarn，the Contractor assumes the risk of 
and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CUSA as an insurer for any and all losses（including shortages），or 
destruction of damage to CUSA’s property. 

（b）The Contractor shall maintain in and about the premises where CUSA’s property is located 
from time to time，adequate protective devices and shall employ such watchmen，guards and other 
personnel necessary to prevent malicious destruction or damage thereto. Upon the happening of any 
loss of destruction or damage to CUSA’s property，the Contractor shall immediately communicate with 
CUSA，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protect CUSA’s property in the best possible order，and furnish 
to CUSA a statement of 
1. The lost，destroyed and damaged CUSA property； 
2. The time and origin of the loss，destruction or damage；and 
3. All known interests in commingled property of which CUSA’s property may be a part. 

（c）The Contractor’s responsibility under this article shall cease with its delivery of CUSA’s 
property to CUSA，or upon delivery to other processors to be designated from time to time in writing 
by CUSA. 

ARTICLE 6 – INSPECTION All materials and workmanship shall be subject to inspection and 
test by CUSA to the extent practicable at all times and places，including the period of manufacture 
and，in any event，prior to final acceptance. In case any yarn is defective in material or workmenship，
or otherwis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Contract，CUSA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the yarn，feducting from the compensation to be paid hereunder the fair value thereof as 
determined by the Textile Sub-committee of the Taiwan Joint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Aid. 
Inspection and test，or failure so to do，by CUSA shall not relieve the Contractor from any 
responsibility regarding defects or other failures to meet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and in no event 
shall acceptance preclude liability as regards latent defects，fraud，or such gross mistake as amount to 
fraud. 

ARTICLE 7 – RECORDS AND ACCOUNTS （a）The system of records and accounts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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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d by the Contractor will be such as to be satisfactory to CUSA. Promptly upon receipt，all 
cotton shall be recorded and identified as belonging to CUSA. CUSA may require that the cotton and 
all yarn manufactured therefrom shall be segregated and kept physically separate from the Contractor’s 
property and not be commingled. The Contractor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when shortages of cotton 
and/or yarn are disclosed or when there is evidence of unreasonable use or consumption thereof. In the 
event inventory or usage checks disclose consumption or use of cotton and/or yarn which are 
considered unreasonable by CUSA，CUSA may，in its discretion，forthwith enter upon the premises 
wherein the foregoing are located and remove the same，terminate this contract，and charge to the 
Contractor any excess costs to CUSA occasioned thereby. 

（b）Records to be maintained by the Contractor shall include a be-weekly and cumulative 
listing of the amount of cotton received，date of receipt，amount processed into yarn by yarn counts，
wasto accumulations，date of completion of processing，location of stored yarn and wastes，and 
disposition. Within five（5）days after the 10th and 25th of each and every month，the Contractor will 
submit to CUSA，in quadruplicate，a report setting forth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be maintained by 
this paragraph，together with such othe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s may，from time to time，be requested 
by CUSA. 

（c）In addition to the right of inspection accorded by Article 6 above，CUSA，White and 
ECA，acting through their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shall at all reasonable times have access to 
the premises wherein work and services are being performed and wherein any records，cotton，yarn 
and/or wastes are located. The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inspect and audit the books and perform 
inventory and disposition checks. White shall exercise technical supervi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work 
and services performed. The Contractor shall provide all reasonable facilities and assistanc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duties. 

ARTICLE 8 – TERMIN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work and services under this Contract may 
be terminated，in whole or in part，without liability due to such termination on the part of CUSA. 
CUSA shall be liable only for pay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yment provisions of this Contract for 
work and services performed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ermination. Termination of the work and 
services hereunder shall be effected by delivery to the Contractor of a Notice of Termination which 
shall specify the date upon which the termination shall become effective. Upon termination，the 
Contractor shall promptly transfer and deliver to CUSA in the manner，at the times，and to the extent 
directed by CUSA，all of CUSA’s cotton，yarn and wastes in its possession. 

ARTICLE 9 – TERM OF CONTRACT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the term of this Contract 
shall be for a period of from the date hereof，except that the parties hereto may，by mutual agreement in 
writing，extend the term of this Contract for such periods as may be agreed upon so as to permit 
continuous performance under its terms. Provided That，in no event shall the term hereof be extended 
beyond the date of termination of the Exonomis Aid Agreement dated July 3，1948，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s. 

ARTICLE 10 – ALTERATIONS The following changes were made in this Contract before it 
was signed by the parties hereto： 

 
 
 
IN WITNESS WHEREOF，the parties hereto have executed this Contract as of the day and year 

first above written. 
 

COUNCIL FOR UNITED STATES AID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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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Contractor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              
Two Witnesses as to Signatur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ANDARD SPECIFICATIONS OF COTTON YARN 
February 20，1951 

 
 
 

Counts 

Wt. per Bundle 
in 

Dried Condition 

Percentage 
Moisture 
Regain 

Wt./120 Yds. 
In Dried Con- 

dition（grain） 

 
Strength 

1bs. 

 
 

Twist 
10 9.2166 1bs. 

64.516 grains 
9.5 92.17 95-110 12-14 

16 9.2166 1bs. 
64.516 grains 

9.5 57.60 70-80 16-18 

20 9.2166 1bs. 
64.516 grains 

9.5 46.08 65-70 18-20 

32 9.2166 1bs. 
64.516 grains 

9.5 28.80 48-54 22-24 

40 9.2166 1bs. 
64.516 grains 

9.5 23.04 38-41 24-26 

 
The foregoing are the minimum acceptable standards. 
資料來源：〈各紡織業代紡美援會棉紗〉，《生管會檔案》檔號：096.47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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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紗廠代紡美援棉紗檢驗與損害賠償統計表 
1952 年 9月棉紗檢驗和損害賠償規則 

1952 年 12月 4日 
損失 廠名 乾重 總量 拉力強度 代紡件數 過程費用 

% 合計 
申一紡織廠  20.24 79.1 353.907 720,519.50 - - 
臺北紡織公司 370.9 20.666 83.8 770 1,232,000.00 - - 
華南紡廠   371.5 19.69 63.0 140 224,000.00 2- 4,430- 
大秦紡織公司   370.4 19.84 81.2 1600 2,560,000.00 1- 25,600- 
雍興實業公司 370.9 20.62 79.9 600 960,000.00 - - 
彰化紗廠 374.7 20.04 82.1 760 1,216,000.00 - - 
臺灣工礦公司臺北廠   365.3 19.84 75.3 500 800,000.00 2- 16,000- 
臺灣工礦公司烏日廠   368.1 20.28 73.4 700 1,120,000.00 1- 11,200- 
台元紡織廠 364.9 20.57 80.7 740 1,184,000.00 1- 11,840- 
六合棉織廠   365.5 19.8 93.4 800 1,280,000.00 2- 25,600- 
中國紡織公司 365.1 19.76 75.6 190 304,000.00 2- 6,000- 

 
 
 

1952 年 10月棉紗檢驗及償還規則 
1952 年 12月 22日 
損失 廠名 乾重 總量 拉力強度 代紡件數 過程費用 

% 合計 
申一紡織廠 - 19.61 88.83 441 705,600.- 1 NT$7,056.- 
臺北紡織公司 373.3 20.00 83.33 600 960,000.- - - 
華南紡廠   377.1 20.00 61.60 130 208,000.- 1 NT$2,080.- 
大秦紡織公司   370.2 19.7 77.98 1000 1,600,000.- 1 NT$16,000.- 
雍興實業公司 371.8 19.84 27.86 550 880,000.- 1 NT$8,800.- 
Chi? Textile Industrial 371.4 19.61 81.93 700 1,120,000.- 1 NT$11,200.- 
臺灣工礦公司臺北廠  360.6 19.88 76.73 550 880,000.- 2 NT$17,600.- 
臺灣工礦公司烏日廠  364.6 19.31 75.94 700 1,120,000.- 2 NT$22,400.- 
台元紡織廠 365.9 20.16 78.85 750 1,200,000.- 1 NT$12,000.- 
六合棉織廠   373.3 20.49 102.4 820 1,312,000.- - - 
中國紡織公司 357.2 19.5 81.98 210 336,000.- 2 NT$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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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年 11月棉紗檢驗及償還規則 
1953 年 1月 28日 
損失 廠名 乾重 總量 拉力強

度 
代紡件數 過程費用 

% 合計 
申一紡織廠 - 20.42 88.4 320 NT$512,000.00 - - 
臺北紡織公司 - - - 260 NT$416,000.00 - - 
華南紡廠   368.3 19.34 59.6 100 NT$160,000.00 3 NT$4,800.00 
大秦紡織公司   364.9 20.08 79.4 1,400 NT$2,240,000.00 1 NT$22,400.00 
雍興實業公司 368.8 20.88 82.8 1,000 NT$1,600,000.00 - - 
彰化紗廠 369.2 19.8 82.7 710 NT$1,136,000.00 1 NT$11,360.00 
臺灣工礦公司臺北

廠   
366.7 19.65 75.9 650 NT$1,040,000.00 2 NT$20,800.00 

臺灣工礦公司烏日

廠   
368.0 19.61 71.9 650 NT$1,040,000.00 2 NT$20,800.00 

台元紡織廠 367.0 19.69 81.1 700 NT$1,120,000.00 2 NT$22,400.00 
六合棉織廠   371.6 21.28 102.6 300 NT$480,000.00 - - 
中國紡織公司 370.3 20.20 74.6 340 NT$544,000.00 - - 

 
 
 

1952 年 12月棉紗檢驗及償還規則 1953 年 3月 3日 
 

損失 廠名 乾重 總量 拉力強度 代紡件數 過程費用 

% 合計 
申一紡織廠 - 20.62 83.35 350 NT$560,000.00 - - 
臺北紡織公司 - - - 14 NT$22,400.00 - - 
華南紡廠   366.9 18.66 59.85 60 NT$96,00.00 3 NT$2,880.00 
大秦紡織公司   368.6 19.69 76.20 1,480 NT$2,368000.00 1 NT$23,680.00 
雍興實業公司 368.0 20.24 83.88 1,000 NT$1,600,000.00 1 NT$16,000.00 
彰化紗廠 375.6 19.57 79.65 720 NT$1,152,000.00 1 NT$11,520.00 
臺灣工礦公司臺

北廠   
365.5 19.71 73.00 600 NT$960,000.00 2 NT$19,200.00 

臺灣工礦公司烏

日廠   
368.1 19.88 73.23 650 NT$1,040,000.00 2 NT$20,800.00 

台元紡織廠 359.0 18.93 86.08 750 NT$1,200,000.00 2 NT$24,000.00 
六合棉織廠   - - - 65 NT$104,000.00 - - 
中國紡織公司 364.8 20.49 73.98 300 NT$480,000.00 1 NT$4,800.00 
臺中紡織公司 - 20.00 72.95 - 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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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年 5月棉紗檢驗及償還規則 1953 年 6月 6日 
損失 廠名 乾重 總量 拉力強度 代紡件數 過程費用 

% 合計 
申一紡織廠 - 20.57 75.67 300 NT$450,000.- - NT$- 
臺北紡織公司 - - - - NT$- - NT$- 
華南紡廠   370.5 18.58 69.53 120 NT$180,000.- 1 NT$1,800.- 
大秦紡織公司   376.4 

370.2 
20.48 
19.74 

79.75 
77.32 

436 
380 

NT$654,000.- 
NT$570,000.- 

1 NT$5,700.- 

雍興實業公司 378.7 20.17 83.67 500 NT$750,000.- - NT$- 
彰化紗廠 375.5 20.12 77.80 520 NT$780,000.- - NT$- 
臺灣工礦公司臺北廠   374.2 20.95 71.93 400 NT$600,000.- - NT$- 
臺灣工礦公司烏日廠   372.2 20.53 70.29 600 NT$900,000.- - NT$- 
台元紡織廠 367.6 20.90 78.48 500 NT$750,000.- 1 NT$7,500.- 
六合棉織廠   374.7 21.24 78.33 500 NT$750,000.- - NT$- 
中國紡織公司 364.3 20.67 76.43 330 NT$495,000.- 3 NT$14,850.- 
臺中紡織公司 360.8 20.67 79.03 300 NT$450,000.- 4 NT$18,000.- 
遠東紡織 371.7 19.99 87.95 60 NT$90,000.- - NT$- 

資料來源：〈各紡織業代紡美援會棉紗〉，《生管會檔案》檔號：096.47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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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布管制期間，臺灣省警務處紗布調查組處理各紗布廠違反規定案件彙報表 
 

1951 年 11-12月處理各紗布廠違反規定案件彙報表 
類別 廠商名稱 類別 廠商名稱 

違約送染 協昌行 違反限價 新德美行 

違約送染 金記商行 營紙業配布 三通貿易行 

違約送染 大振行 公司兼營配布 中南紡織公司 

違約送染 信豐行 非會員代售配布 大越行 

違約送染 泰安行 囤積嫌疑 榮大企業公司 

違約送染 協發興記 囤積嫌疑 老春生行 

違約送染 榮興利記貿易行 營業無定址 明豐行 

違約送染 重興行 營業無定址 洽興行 

違約送染 永春行 營業無定址 明祥行 

違約送染 合桓昌行 漏稅 大德行 

違約送染 華昌貿易行 漏稅 洽興行 

違約送染 金鑫貿易行 私存紗 怡豐行 

違約送染 泰隆行 私存紗 義懋行 

違約送染 中友行 私存紗 正和行 

違約送染 震復生布行 私存紗 張季西君 

停業配布 中友行 私存紗 臺北紗衫織造廠 

停業配布 成泰行 私存紗 同聚染織廠 

停業配布 英記行 私存紗 義泰染織廠 

停業配布 集力行 私存紗 中一百貨行 

停業配布 達豐行 私售紗 華康染織廠 

停業配布 泰和行 私售紗 上海織布廠 

停業配布 長春行 私售紗 許丙丁林盛傳 

停業配布 永通行 套取配紗 陳火煙謝成坤 

未營業配布 榮光行 套取配紗 新興織布廠 

未營業配布 義芳行 套取配紗 聯大勝記 

未營業配布 南光公司 轉讓配布 新振豐 

違反限價 天源商店 停業配布 東興棉布被服行 

違反限價 泰昌號 囤積嫌疑 臺隆行 

違反限價 瑞泰商行 未營業配布 大祥行 

違反限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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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年 1-2月處理各紗布廠違反規定案件彙報表 
類別 廠商名稱 類別 廠商名稱 
違約送染 協昌行 囤積嫌疑 榮大企業公司 
違約送染 金記商行 囤積嫌疑 老春？行 
違約送染 大振行 囤積嫌疑 臺隆行 
違約送染 信豐行 營業無定址 明豐行 
違約送染 泰安行 營業無定址 洽興行 
違約送染 協發興記 營業無定址 明祥行 
違約送染 榮興利記貿易行 漏稅 大德行 
違約送染 重興行 漏稅 洽興行 
違約送染 永春行 營紙業配布 三通貿易行 
違約送染 合桓昌行 公司兼營配布 中南紡織公司 
違約送染 華昌貿易行 非會員代售配布 大越行 
違約送染 金鑫貿易行 轉售配布 彰化縣旅館業公會 
違約送染 泰隆行 轉售配布 林大鼻等 
違約送染 中友行 轉售配布 新振豐 
違約送染 震復生布行 非經營布業配布 源昌行 
停業配布 中友行 違約銷售 百興行 
停業配布 成泰行 私存紗 怡豐行 
停業配布 英記行 私存紗 義懋行 
停業配布 集力行 私存紗 正和行 
停業配布 達豐行 私存紗 張季西君 
停業配布 泰和行 私存紗 臺北紗衫織造廠 
停業配布 長春行 私存紗 同聚染織廠 
停業配布 永通行 私存紗 義泰染織廠 
停業配布 東興棉布被服行 私存紗 中一百貨行 
未營業配布 榮光行 私存紗 蘆洲紡織生產合作社 
未營業配布 義芳行 私售紗 華康染織廠 
未營業配布 南光公司 私售紗 上海？廠 
未營業配布 大祥行 私售紗 許丙丁林盛傳 
違反限價 天源商店 套取配紗 陳火煙謝成坤 
違反限價 泰昌號 套取配紗 新興織布廠 
違反限價 瑞泰商行 套取配紗 聯大勝記 
違反限價 茂記宏進 套取配紗 大通行 
違反限價 新美美行   

1952 年 3-4月處理各紗布廠違反規定案件彙報表 
類別 廠商名稱 類別 廠商名稱 
套紗嫌疑 中臺染織廠 轉售配紗 彰化亞麻工廠 
短缺棉紗 嘉義紡織廠 轉移配紗 振興織襪廠 
套取配紗 新興紡織廠 違約代售布 翔泰？ 
套紗用途不明 成美針織廠 配布舞弊嫌疑 大甲聯營處 
購售配布 福星行 私售紗嫌疑 復興？染織廠 
轉售配布 湖內鄉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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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年 5-6月處理各紗布廠違反規定案件彙報表 
類別 廠商名稱 類別 廠商名稱 

私售紗嫌疑 黃岑 套購配布嫌疑 鄭淑卿 
轉移棉紗 六洽燃絲廠元茂織布

廠 
套購配布嫌疑 蘇吉來 

轉移棉紗 振興織襪廠 套購配布嫌疑 黃阿昭 
違約配布 臺中縣霧峰鄉農會 套購配布嫌疑 葉兩家 
違約配布 臺中市合作社 套購配布嫌疑 許福仁 
套購配布嫌疑 駱桂英 套購配布嫌疑 劉阿雪 
套購配布嫌疑 吳林就 套購配布嫌疑 林福來 
套購配布嫌疑 藍好 套購配布嫌疑 葉阿份 
套購配布嫌疑 賴阿得 套購配布嫌疑 施朝卿 
套購配布嫌疑 吳朱梅治 套購配布嫌疑 張黃金枝 
套購配布嫌疑 王錦常 轉售配布圖利 周光先 
套購配布嫌疑 劉祈福 轉售配布圖利 駱永川 
套購配布嫌疑 葉乞食 轉售配布圖利 駱郭招娘 
套購配布嫌疑 盧水辦 轉售配布圖利 沈宗華 
套購配布嫌疑 王柚甘 轉售配布圖利 謝景式 
套購配布嫌疑 汪金生 轉售配布圖利 王清香 
套購配布嫌疑 黃素頤 購售配布 福星行 
套購配布嫌疑 林吉 私售原棉 成藥棉廠廣原衛生材

料廠 
套購配布嫌疑 林陳笑   

 
1952 年 7-8月處理各紗布廠違反規定案件彙報表 

類別 廠商名稱 類別 廠商名稱 
貸借配紗 卦山紡織廠 違反配售規定 源源商店/丸越行/綸

昌行/耀裕行 
貸借配紗 亨利紡織廠 違反配售規定 中國國貨公司 
用紗損耗過多 嘉義紡織廠 違反配售規定 麗華/華昌/昌盛/聯合

等商行 
抬高售價嫌疑 臺南橡膠公會 違反配售規定 新竹第二信用合作？

抬高售價嫌疑 泰昌行 違反配售規定 工礦公司中山北路門

市部 
套購配紗嫌疑 （樹生布店）吳樹生 違反配售規定 基隆市聯合社 
私售美棉嫌疑 啟成廣源藥棉廠 套購配紗嫌疑 林純芳 
轉售配紗嫌疑 鹿港漁具工廠 套購配紗嫌疑 莊取 
轉售配紗嫌疑 勝利織布廠等 侵吞配紗嫌疑 臺北縣石門聯營處 
配紗轉移用戶 大同紡織廠   

漂染配布舞弊嫌疑 北市布業公會 私售棉線 伍珍貿易行 
私售棉線 恒通/恒德泰貿易行 私售棉線 榮泰貿易行 
私售棉線 祥和貿易行 無主棉紗 無主棉紗四件 
私售棉線 黃珍貿易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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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年 9-10月處理各紗布廠違反規定案件彙報表 
類別 廠商名稱 類別 廠商名稱 

轉售配布 高雄縣湖內鄉農會 套購配布嫌疑 明星橡膠廠 
轉售配布 臺南縣新市鄉農會 套購配布嫌疑 順泰橡膠廠 
轉售配布 捷安藥店 套購配布嫌疑 永安橡膠廠 
套購配布 萬興被服廠 套購配布嫌疑 美豐橡膠廠 
違反規定 源源布行等四家 套購配布嫌疑 榮大橡膠廠 
違反規定 石門鄉聯營處 無主棉紗 和福/復興兩廠 
配布黑市 臺東旅館業公會 轉售配紗 鹿港漁具工廠 
套購配布嫌疑 ？橡膠廠 配紗違法 大眾棉織廠 
套購配布嫌疑 安全橡膠廠   

 
 
 

1951 年 11-12月份調查紗布廠商違反規定案件分類統計表 
件數  

已辦結束 正辦理中 
合計 備註 

違約送染 6 1 7  
未營業配布  1 1  
停業配布  1 1  
公司兼營配布  1 1  
營紙業配布 1  1  
違反限價  4 4  
套取配紗 1 2 3  
私存棉紗  8 8  
私售棉紗  1 1  
違約代售 1  1  
統計 9 19 28  

 
紗布調查組 41 年處理紗布廠商違反規定事件統計表 

棉紗部分 布疋部分 
私售棉紗嫌疑 15 違約送染 15 
棉紗轉移用戶 3 套購配布 37 
套取配紗嫌疑 8 配布黑市 8 
私存棉紗 9 配布違反規定 39 
借貸棉紗 2 配布舞弊嫌疑 3 
用紗損耗過多 1 停業配布 10 
私售棉線 5 未營業配布 4 
查獲無主棉紗 1 囤積配布嫌疑 3 
私售原棉 5 售布漏稅嫌疑 2 
合計 49 合計 107 
總計 156 

資料來源：〈棉紗管制（二）〉，《生管會檔案》，檔號：097.473.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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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953 年臺灣棉紡織產業發展相關史事 
1947.2.5 
○中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開業 

1947.2.23 
○臺灣紡織公司紗布價格一律減低二成至三成出售 

1947.5.1 
○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成立 

1947.6.6 
○臺灣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平價拋售紗布 

1947.6.11 
○臺灣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對各廠商配售棉紗 

1947.7.15 
○臺灣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召開評定配售價格會議，評定各種棉紗售價 

1947.11.2 
○省政府與中紡公司商定臺煤交換布疋辦法，即付實施 

1948. 
○花紗布進口按照國稅稅率課徵 

1948.5.12 
○中紡公司臺灣辦事處成立 

1948.6.5 
○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發表所屬各分公司損益數字如下：紡織分公司益 67971萬元 

1948.6.23 
○中紡公司臺灣辦事處開始配售棉紗 

1948.7.23 
○中紡公司臺灣辦事處配售紗 183件，布 3880疋 

1948.7.3 
○簽訂中美雙邊協定 

1948.7.28 
○中紡公司臺灣辦事處配售布 2840疋 

1948.8.5 
○中紡公司臺灣辦事處配售紗布 2160疋 

1948.8.18 
○中紡公司臺灣辦事處配售棉紗 183件 

1948.8.19 
○中紡公司臺灣辦事處配售棉布 5480疋 

1949.6.10 
○生管會成立 

1949.6.15 
○公佈實施臺灣省進出口貿易及匯兌金銀管理辦法 
○臺灣省幣制改革方案 
○公佈實施新臺幣發行辦法 

1949.8 
○實施暫改進口稅率，降低進口花紗布稅率－日本傾銷（棉花免稅、棉紗由 50 降為 5％，
棉布 65％降為 20％） 

1949.9.13 
○公佈臺灣省獎勵發展紡織業辦法 

1949.11.15 
○臺灣區針織工業同業公會成立 

1949.11.16 
○行政院授權臺灣省政府審核本省對日商務代表名額 

1949.11.18 
○省政府委員會議通過臺灣省商人對日貿易辦法；規定：（一）本省赴日貿易商人以曾經合

法登記之廠礦公司行號社團之負有重要職務人員為限（二）本省赴日貿易商人留日期間，

暫以六個月為限，但因業務確有需要，得請省政府核准延長之（三）本省商人對日貿易，

易貨與現金交易均可；其輸出入貨品及結匯與申請外匯，悉照本省進出口貿易及匯兌金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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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 
1949.11.21 
○日貨棉布及棉織品 560餘件運抵基隆 

1950.1.1 
○省政府請准行政院自即日起，（二）棉花免稅一年（三）棉紗自原定百分之五十減低為百

分之五（四）本省核准進口之布類自百分之六十減低為百分之二十 
1950.1.5 
○臺北市進出口業同業公會建議省政府與日本簽訂貿易協定 

1950.1.20 
○公佈臺灣省進出口貨品分類附表內部份貨品第三次變更編列一覽表 

1950.1.25 
○省政府核准中紡、臺紡、雍興三公司合辦一「興業紡織公司」 

1950.2.14 
○代購公營事業結匯證價格 7.5元臺幣兌換美金 1元 
○出口所得外匯 20％按 5元官價結匯；80％按結匯證價格 7.5元臺幣結匯，形成 7元結匯價
格 
○省政府公告獎勵農民提早肥料換穀免費配給棉布辦法 

1950.3.7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產業金融小組決定：（一）棉花、棉紗、棉布，由省物資調節

委員會及美國經合總署負責辦理供應，其他廠商不予代購結匯證 
1950.3.8 
○臺灣興業紡織公司第一次董監事會 

1950.3.17 
○省物資調節委員會邀集有關機關主管審議「臺日貿易辦法大綱」及「臺灣對日貿易計畫大

綱」 
1950.3.22 
○省物資調節委員會再度邀集各有關機關審議「臺日貿易辦法大綱」及「臺灣對日貿易計畫

大綱」 
1950.5.17 
○生管會棉紡織業檢討會 

1950.5.18 
○美金寄存證辦法－8.35元臺幣兌換美金 1元 

1950.5.24 
○尹仲容赴日商洽中日貿易協定 

1950.5.27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請准設立紡織小組 
○生管會紡織小組成立、美援會花紗布小組 

1950.5.30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產業金融小組決定：（一）今後進口廠商申請輸入棉織品及麵

粉所需之外匯，由臺灣銀行暫以供給存日易貨外匯為限 
1950.6.2 
○生管會紡織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 

1950.6.25 
○韓戰爆發 
○美援棉花九九三包運抵基隆 

1950.7.9 
○美援棉花 1900包運抵基隆 

1950.8.8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發表：1950 年 7-9月援臺計畫費用達 8000000美元以上，外加由韓轉運
肥料價值 2800000美元，每月平均 3500000美元以上；此項援助之主要工業援助物資包括
原棉、大豆、小麥、麵粉、牛脂。 

1950.8.17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委託本省機器紡織業同業公會代辦抵押借紗（借紗對象限於複

製業會員廠）；規定借紗以一個月為期，到期按照借紗當時棉紗價格歸還新臺幣。 
19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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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透社華盛頓電：一九五０年貿易額之初步統計顯示，日本現迅速重居世界最大棉布出口

國地位。 
1950.9.6 
○簽訂【關於臺灣與被占領的日本間之貿易協定】－臺日貿易協定在東京簽字；訂定自 1950
年 7月 1日至翌年 6月 31日止，，臺灣對日本出口價值五千萬美元的貨物，日本亦以價
值五千萬美元的貨物，輸往臺灣，貿易總額共為一億元。 

1950.9.8 
○政府正式公佈臺日貿易協定全文，內分貿易協定及財務協定兩部分，並由赴日簽訂之尹仲

容、瞿荊洲兩氏，招待記者，報告簽定經過。 
1950.9.21 
○臺日貿易檢討會繼續開會，對輸出入申請處理辦法，修正通過。又臺日貿易進口貨品，將

增加廿四種，亦經討論通過。 
1950.9.25 
○臺灣工礦公司發表調整組織：紡織部由紡織分公司改組。 
○臺灣工礦公司調整組織，現有之煤礦、機械、紡織、化工、陶業、工程等分公司，合併於

總公司之內，分別設部。 
1950.9.30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決定平抑紗價四項措施如下：（一）由中紡公司拋售棉紗 424
件；（二）規定紗廠售出二十支紗每件不得超過新臺幣 3000圓，紗商售出每件不得超過新

臺幣 3300圓；（三）准臺灣區棉紡織業同業公會向香港訂購棉紗 500件運臺供應 
1950.10.6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宣布：原為韓國採購價值美金 1485000元之美棉改運臺灣。 

1950.10.7 
○臺灣區棉紡織業同業公會開理監事會議，決請經合中國分署減低配紗價格，以免增重複製

業成本。 
1950.10.19 
○省政府核准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紡織小組決定平抑紗價辦法：（一）由紡織業公會

配售棉紗對象，以具有設備正在開工之工廠確實自用者為限；（二）紡織業配售之棉紗，

限於自用；（三）准紡織業公會及針織業公會辦理結匯向香港購買二十支棉紗 300件，卅
二支棉紗 200件；（四）棉紗價格規定 20支每包最高為新臺幣 3000圓。 

1950.10.24 
○美棉輸出配額增加。 

1950.10.27 
○美援生棉 692包運抵基隆 

1950.10.31 
○臺灣生管會產業金融小組開會，對平抑棉紗價格，決定由臺灣銀行撥結七十萬元美滙，由

物調會委託世界貿易公司向美國購買棉紗二千件，限年底以前趕運來臺供應。 
1950.11.9 
○臺灣區棉紡織業同業公會代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配售棉紗一百十七件 

1950.11.15 
○臺灣省機器棉紡織業公會本日起代經合分署配售本月份第二批棉紗。 
○臺灣本年度自國外輸入棉布，自九月至最近，棉布輸入總值已達一百八十餘萬美元。 

1950.11.18 
○臺灣紡織業公會理事長李占春，常務理事石鳳翔，謁行政院陳院長，以省產棉布增產甚多，

請管制外貨進口。 
1950.11.23 
○臺灣生管會棉紡織小組開會，以近二三月來日本棉布充斥市場，本省各織布廠因棉紗原料

飛漲，成本增高，銷路困難，各廠多數停工減產，決議請財政廳停止棉布進口結滙。 
1950.12.1 
○新任中央信託局局長尹仲容就職。 

1950.12.2 
○據臺灣機器紡織業同業公會調查，截至十一月底止，該會會員織布廠共為九十三家，織布

機器共 4,455臺，其中用電力者 2,784臺，用人力者 668臺。又，該會會員廠卅八年度織

布產量為 37,282,680碼，卅九年度為 52,400,384碼，今年較去年增產一千五百萬餘碼。 
195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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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產業金融小組核定准由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代表李

占春向臺灣銀行結購存日外匯美金 336266元向日本採購棉紗。 
1950.12.11 
○臺灣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以日本棉布充斥市場，棉布製品滯銷，特召開緊急會議，謀

挽救危機，提出治標與治本辦法，建議政府採納。 
1950.12.19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產業金融小組核定，棉織品准以普通結匯方式進口，按照臺灣

銀行開發信用狀審核辦法辦理。 
1950.12.30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發表：總署核准撥付本省美金 2822000元，購運花生 6000噸
及棉布約 4000000碼。 

1951.1.5 
○美援會息：美援物資一月份內採有大量運到，連同已核准採購約於一月份以後到臺者，總

共值美金二千七百五十萬二千０四元，其中有麵料九十萬包，細布四百萬碼，花生油二千

噸，棉花五千餘包，及一月後有黃豆二萬餘噸，花生仁八千噸。 
1951.1.6 
○據調查目前臺灣全省各紡織廠開工的紗錠，共計有五萬枚，計臺灣紡織公司一萬九千枚，

大秦紡織廠一萬四千枚，雍興紡織廠七千枚，申一紗廠四千枚，華南紗廠三千枚，及中紡

的臺灣紡織廠三千枚。預計本年六月以前，各廠增加紗錠或新設紗廠開工，將可達紗錠八

萬枚。 
1951.1.7 
○中紡公司臺灣紡織廠正式開工，該廠設置紗錠一萬枚，織機三百四十臺，預定本年生產廿

支棉紗四千九百九十二件，十二磅細布十三萬零二百三十疋。 
1951.1.9 
○臺灣省生管會產金小組對審核民間之申請結滙案件，決定兩項重要措施：(一)對民間申請
進口之棉織品，絲織品及港幣部份一切雜貨，一律暫停供給外滙。(二)臺灣銀行對民間申

請之進口外滙，在核准結滙後，於五日內滙達對方。 
1951.1.11 
○美國經合署中國分署宣佈：一九五人年援華款額四千萬美元，截至本年一月五日止，已撥

用 35,478,500美元。內物資計劃包括肥料、原棉、食料等佔 24,977,500美元；工業計劃佔
8,306,000美元；運費 2,135,000美元；懷特工程公司費用 60,000美元。其餘本會計年度(卅
九年七月至四十年六月)未動用款項，尚存 4,521,500美元。 

1951.1.16 
○臺灣省建設廳長陳尚文宣稱：利用苧蔴與原棉混合紡織苧蔴棉紗，經試驗成功，原棉恐慌，

可告解決。 
1951.1.17 
○行政院政務會議通過棉花進口稅特准免稅一年期限屆滿後，按 5％徵收進口稅。 

1951.1.19 
○美援大豆 4018噸，及棉花 4869包運抵基隆。 

1951.1.21 
○臺北關佈告：棉花進口稅自 1月 16日起改徵 5％ 
○美援棉花 500包運抵基隆 

1951.2.13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會同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分配棉紗 280件，由臺灣區機器紡
織業同業公會轉配本省各紡織廠商。 

1951.2.14 
○美援棉花 488件運抵基隆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發表：總署核准撥付援華款項美金 1500000原購買原棉，運供
本省發展紡織工業之用。 

1951.2.17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發表：二月份美援原棉 2061包分配本省各紡織廠加工用 
○經合署發表，該署本月前運抵臺灣美援原棉總數共 4,837包，其中 2,061包括已配給本省

紡織廠。其餘 2,744包，將與本月運到之九六八包，在下月份配出。 
195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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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信託局為協助政府平抑布價，決施行平抑細布價格辦法一種，以減輕用戶負擔。 
1951.2.20 
○美援會公佈代紡棉紗標準規格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決定續配棉紗 312件，由臺灣區機器紡織業同業公會轉配本省

各紡織廠商 
1951.2.22 
○棉花進口免稅期限屆滿，臺灣省府奉行政院訓令，開始按百分之五抽稅。 

1951.2.26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決定撥款新臺幣 15000000圓，協助復興本省紡織工業。 

1951.3.3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會同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分配美援棉紗 2401件供給本省各

紡織廠製用。 
1951.3.10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會同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配售本省各紡織廠商棉紗 299件。 

1951.3.21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會同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決定配售本省各紡織廠商棉紗 312
件。 

1951.3.28 
○省美援運用聯合委員會通過改變配售美援棉花辦法；規定本省各紗廠均可向中央信託局購

買經合署、美援會棉花，各廠之分配數量根據其開工錠數、生產效率及生產能力之比例，

至多不超過各廠全月之需要，配售價格根據成本及一切必須費用由經合署、美援會訂定，

各廠得以 30日到期之承兌匯票支付認購，購得棉花未經經合署、美援會核准，不得轉售、

易貨或充作紡紗以外之其他用途，紡就之棉紗應配售予直接消費者，配售價格不得超過經

合署、美援會會同生管會商訂之限價，經合署、美援會得按固定價格向紗廠收購所出產之

棉紗 70％，各廠得將所產棉紗之全部或一部分按限價 95％隨時售與經合署、美援會 
1951.4.3 
○臺灣區生管會召開紡織業座談會，商討解決資金供應問題。 

1951.4.6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宣布：自即日起，無限制拋售棉紗；

凡各實際需紗廠商均可逕往洽購，每件售價新臺幣 4200圓。 
○中央信託局公告配售棉紗：凡本省直接用戶可按美援會配價每件新臺幣 4200圓洽購。 

1951.4.7 
○臺灣區紡織業公會為配合政府平抑物價政策，通告各紡紗廠、針織廠、織布廠等應一律將

產品平價出售，不得提高價格。 
1951.4.18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發表宣佈：華盛頓總署已核准美金二百萬元，自美採購原棉八

千包運臺，供本省紡織工廠製造民用棉布之需。 
1951.4.20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配售本省各紡織廠棉紗 220件。 

1951.4.22 
○工礦公司頒定本年度計劃產量與產值一種，分為紡織、礦冶機械、化工、營建等四部分，

綜計全部預定生產總值約達一億九千餘萬元。 
1951.5 
○擬定美援會與各棉紗廠代紡新合約。 

1951.5.2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發表四月份運臺物資計有生棉 10695包。 

1951.5.3 
○據息：臺灣省各紡織廠現在有六萬錠開工，至七月份起，將有八萬錠開工，全省用紗，將

可自給自足。 
1951.5.4 
○臺灣區生管會邀集有關單位會談關於棉布價格管制問題，決定配紗及拋售棉紗價格，三個

月內不淮棉布進口結匯。 
1951.5.8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產業金融小組決定有關（一）增加 32項「棉紗」准按官價結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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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生管會產金小組會議決定：本星期起，棉紗准以官價外匯申請進口。自九日起，存

日易貨美匯提高與自由美匯同一匯率。 
1951.5.11 
○美援棉紗 210件、棉布 114件運抵基隆。 

1951.5.13 
○臺灣省紡織業鉅子李占春、石鳳翔等，籌劃投資二百萬元，創設中國絹織印花公司，以抵

制外貨輸入。 
1951.5.18 
○經合分署宣稱：華盛頓總署續核准自援華款項內撥美金二百一十萬元，購買原棉九千件運

臺。該總署本會計年度內，業已核准之原棉總額為四萬八千件，共值美金一千零一十八萬

五千元。 
1951.5.20 
○臺北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紡織廠開工。 
○臺北紡織公司紡織廠，正式開工。該廠現有紡紗一萬錠，現已開足八千錠。 

1951.5.24 
○本省進出口同業公會向中央信託局訂購細布 100000疋合約及中央信託局委託本省紡織業

公會代織細布 100000疋合約分別簽訂。 
1951.5.25 
○臺灣省美援聯合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成立（按此小組係由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紡織小

組及經合署紡織小組合併組成）。 
1951.5.29 
○美援會宣佈：該會已決定一項加強經合署美援原棉的管制與分配辦法，保證製成品之合理

分配，並防止各廠家抬高紗價。 
1951.6 
○實施美援會與各棉紗廠代紡新合約。 

1951.6.14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核准配售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工業同業公會各會員廠 6
月份棉紗 600件。 

1951.6.15 
○據金融界息：當局已規定各種棉花、棉布、棉紗將不能作為抵押品，以向各銀行申請請貸

款。因上項物資，均係民生必需品，不能任其擱置倉庫中。 
1951.6.18 
○臺灣生管會產金小組為圓滑供應西藥及棉布起見，已決定加強管制辦法。 

1951.6.23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核准配售臺灣區針織工業同業公會各會員廠 6月份棉
紗 220件，臺灣省工業會各會員廠 6月份棉紗 100件。 
○美援原棉 6581件運抵基隆。 

1951.6.25 
○本省對日貿易自 39 年 9月 6日「臺日貿易協定」生效日起至 40 年 5月 31日止進口貨棉
花、棉紗、棉布、及棉織品美金 8901733.07元。 

1951.7.11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決定本省 7月份棉紗供應數量可達 3800件。 

1951.7.12 
○中央信託局決定 7月份配售本省紡織及針織業同業公會會員廠棉紗 1363件。 
○中央信託局代配各業美援棉紗，七月份數量已決定計，紡織公會，八八六件，針織業公會

三０六件，工業會一七一件，合計一，三００件，配價每件仍為四千二百元。 
1951.7.27 
○國際棉花顧問委員會今日宣稱：本年度世界棉花產量總數將達三千五百萬包至三千六百萬

包，供給消費之外，可餘二百萬至三百萬包。 
1951.7.30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理配售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 7月份美援棉紗 750件。 

1951.8.1 
○美援棉花六千九百八十一包，由美運達基隆。 

1951.8.2 
○臺北市政府公告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有關重要事項：（2）服用類棉花、棉紗、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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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8.3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發表：棉花由美援技術顧問團選購。 

1951.8.6 
○中央信託局委託本省紡織業公會代織細布 150000疋、斜紋 30000疋合同簽訂。 

1951.8.8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決定配售 8月份美援棉紗 3951件；計本省各地代織平

價布廠 2148件、臺灣區棉紡織業同業公會 1000件、針織業同業公會 340件、臺灣省工業

會 190件及其他紡織機構 173件。 
1951.8.14 
○省政府公布「臺灣省紗布管理暫行實施辦法」。 

1951.8.22 
○美聯會花紗布小組委員會開會，規定紗布最高限價，臺灣省產廿支紗，核定為每件新臺幣

五千三百元。 
1951.8.24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8月份美援棉紗計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 959件，臺灣區針織
業同業公會 233件，臺灣省工業會 190件及訂約代織布料各廠 2383件。 
○臺省建設廳等所組之全省用紗工廠調查小組發表統計：全省有動力織布機四，八八一臺。 

1951.8.27 
○中央信託局分配卅二支香港紗一批共一百件，配價每件七千六百元，對象為紡織業公會五

十件，餘分配工業會及針織業公會。 
1951.8.30 
○當局正計劃售出中紡公司，已與臺灣省紡織公會數度洽商，全部售價為新臺幣三千萬元，

分六個月繳付。 
1951.9.3 
○臺灣區機器棉紗織工業同業公會織布小組，舉行記者招待會，申述反對日本布進口理由，

籲請當局及輿論界支持。 
1951.9.4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產業金融小組決定暫停接受民間申請棉紗進口結匯。 

1951.9.5 
○美國經濟總署中國分署宣布：總署核准撥付援華款項美金 180000元購買紡織機器零件，

運供本省分配各紡織廠使用。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核定本省九月份配紗 4524件。 
○美援聯合會花紗布小組委員會，決定九月份配紗數額，共計四，五二四件。 

1951.9.6 
○臺灣省政府核定棉布及棉紗限價，正式公佈各種紗布最高限價。 

1951.9.7 
○中央信託局公告向美國及日本標購美援棉紗 4535件。 

1951.9.8 
○美援會對於本省棉布進口問題，決定凡本省未能供應之布類而屬於必要者，如外匯情形許

可，仍可暫准進口。 
1951.9.12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決定 9月份第 2次配紗 207件。 

1951.9.22 
○美援聯合會花紗布小組自本年六月份起至目前止，已配出美援棉花一三，一三六件，棉紗

一，一二九，四六八件。 
1951.9.23 
○臺灣省工礦公司紡織部八月份產棉布七十五萬四千另十四碼，棉紗卅二萬三千六百九十四

磅，呢絨七千一百碼。 
1951.9.26 
○臺灣省建設廳為使全省手工織布業均享配紗權利起見，擬訂「手工織布業用紗配售暫行辦

法」一種，經提交美援聯合會花紗布小組修正通過，自十月份起實施。 
1951.10.1 
○實施手工織布業用紗配售暫行辦法。 

1951.10.3 
○美援會花紗布小組委員會舉行例會，決定十月份配紗數量共計二千二百十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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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0.8 
○臺北市四十餘家織布廠向政府要求修正現行紗布管制辦法，以挽救目前布廠危機。據列舉

紗布管制辦法之缺點，為無顯目標，又自相矛盾，以致廠家無所適從。 
1951.10.9 
○生管會產金小組舉行第九十次會議，決定棉布及印花布，繼續停止結匯進口。 

1951.10.13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9月份美援棉紗計代織舊合約廠家 2741件、代織新約廠家 396件、
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 1000件、臺灣區針織業同業公會 340件及臺灣省工業會 190
件。 
○臺灣省建設廳邀工業會織紡業公會專舉行會議，商討配給紡織工廠棉紗問題，決定新舊會

員凡新設置織布機器者，概不考慮配給棉紗。 
○糧食局決定採購細布五萬疋，配給農民，紡織公會建議此批細布，應向省內採購。 

1951.10.15 
○臺灣銀行國外部由本日起，正式停止接受棉布及印花布進口結匯的申請案件。 

1951.10.20 
○生管會常會通過解決各紗廠高利貸壓迫辦法，以協助各廠之正常發展。 

1951.10.23 
○據息：經合署在本年度內，撥款採購之棉紗，可達一萬三千餘件，自本年九月份起至明年

二月份止，中央信託局代辦之進口棉紗，預計約為一萬五千件，連同本省產紗二萬四千件，

共約三萬九千件左右，供應可以有餘。 
○中央信託局向日訂購印花布九十萬美元，首批十萬美元，即將簽約承購。 

1951.10.24 
○臺灣省建設廳為調節紗布供需狀況，將通令省紡織業公會等，獎勵增加紡錠而限制織布機

之增設。據統計：全省開工紗錠，現約為七萬枚，月產紗四千件，而全省需要六千件。預

計明年上半年可開足十二萬紗錠。 
1951.11 
○四公會聯營處籌會成立。 

1951.11.5 
○美援棉花 3738包、棉紗 300包運抵基隆。 

1951.11.6 
○為承購中紡公司臺灣紡織廠而由臺灣紡織公會召開之發起人會議開會，商討繳款承購步

驟。 
1951.11.7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核定十一月份配紗 5079件；計分配各代織廠家 3134
件、臺灣區棉紡織業同業公會 1000件、臺灣區針織業同業公會 340件、省工業會 190件
及其他 413件。 
○美援會花紗布小組例會，決定本月份棉紗配量增加為五千另七十九件，四千餘件省內供

應，一千件向國外購買。 
1951.11.12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理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配售 10月份美援棉紗計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
同業公會 1000件，臺灣區針織業同業公會 340件、臺灣省工業會 190件、訂約代織布料

各廠 2550件。 
1951.11.21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決定同意本省柑桔及柚子價值港幣 2000000元輸港易

換同值棉紗進口，交由中信局委託本省布廠代織農民所需棉布，交由農會分配。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決定同意富華織綢廠由港遷臺；其生產貨品出口所得外

匯准以 50％自行進口原料，餘 50％結售臺灣銀行。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決定 11月份配紗 1749件。 

1951.11.24 
○中央信託局發表：代購美援棉紗已向香港、日本及美國招標訂購 10支、20支、30支、40
支、40支雙股及 60支紗，合計 15992件。 

1951.11.28 
○臺灣省美援聯合委員會花紗布小組改稱紡織小組。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紡織小組決定中央信託局現存線呢 20000疋自 12月 1日交由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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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營處分兩月（每月 10000疋配售）辦理配售。 
○臺北市布商業同業公會平售白細布、斜紋布、漂布、色布、陰丹士林布，每戶限購五碼（4.57
公尺），每碼價格新臺幣 5.15圓至 7.15圓。 
○省物資調節委員會辦理公教人員配售斜紋布，每人最多配售 6碼，每碼價格新臺幣 5.15
圓。 

1951.12.3 
○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辦理平價配售棉布，憑戶口名簿每戶任選一種限購五碼

（4.57公尺），價格漂白布每五碼新臺幣 28.87圓，色布每五碼 29.25圓，陰丹士林布每五

碼 35.75圓。 
1951.12.4 
○行政院陳院長在立法院答覆質詢時稱：「政府正在計劃實行全面布疋配售」。 

1951.12.6 
○美援原棉 1467包又 2700件運抵基隆。 

1951.12.10 
○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會員工廠產品平售聯營處臺北、彰化、臺南三分處開始平

售；規定憑戶口名簿每人可購 36吋棉布五碼或 32吋棉布 6碼、襪子三雙、內衣兩件、毛

布兩條、帶子一束、東京紐一束及車線（每戶）2個。 
○臺灣區紡織工業等團體為協助政府抑平棉織品價格，組織產品平售聯營處，開始平售棉製

品。 
1951.12.12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紡織小組核准本省商人每月自辦棉紗 2500件進口。 
○臺灣區紡織公業聯營處開始增加平價配售布疋及棉織品種類，以供一般需要。 

1951.12.13 
○中央信託局公佈「各地布商業同業公會聯營處平價配售布疋辦法」及「代售商平價配售布

疋辦法」。 
○臺北市布商業同業公會分區設立聯營配售處 10處，辦理配售。 

1951.12.15 
○中央信託局長尹仲容氏在省臨時參議會上表示；明年本省紡織紗錠在夏季以前，最少有十

四萬錠開工，屆時布疋自給，不致發生問題，且可外銷。 
1951.12.16 
○臺灣區針織業同業公會在臺北市設立聯合供銷處，辦理平配會員工廠各類棉織產品。 

1951.12.17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決定：凡本省售配棉紗之布廠及代織廠自 12月份起一律均應將每

月配紗額 50％之成品交由公會聯營處平售。 
1951.12.20 
○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會員工廠產品平售聯營處基隆分處成立並開始平售布疋。 

1951.12.21 
○中央信託局招標向日本及香港訂購細布 30000疋。 

1951.12.24 
○省商聯合會公佈代中央信託局配售棉布商棉布 252000疋（4）代美援運用委員會配售彈製
棉被業棉紗 100件、廢棉 277161磅。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11月份美援棉紗計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 1162件、臺灣區針
織業同業公會 343件、省工業會 426件、代織布料各廠 3393件。 
○美援會紡織小組發表臺省紗布供應年終報告，自六月份起，平均每月供應布疋十二萬疋，

共用棉紗二萬五千四百件。 
1951.12.30 
○美援會紡織小組發表臺省紗布供應年終報告，自六月份起，平均每月供應布疋十二萬疋，

共用棉紗二萬五千四百件。 
1952.1.6 
○紡織公會平售聯營處價格核減一成，平售範圍將擴及農村。 

1952.1.8 
○美援棉花 467件及棉紗 185件運抵基隆。 

1952.1.9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紡織小組核定 1月份配售棉紗 741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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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11 
○臺灣省內各織布廠所設織布機已達六千六百臺之多，在棉紗供應充分後，布匹產量，將有

過剩之可能，各布廠對此均提高警惕，表示今後將致力於品質之改良，俾能運外推銷。 
1952.1.12 
○美援棉紗 270件運抵基隆。 
○紡織公會增設中壢、桃園及臺北市羅斯福路等平售聯營處三個分處。 

1952.1.20 
○據臺灣區紡織業公會估計：今年度全省共需各種棉布二百六十二萬八千匹，將可全部自給

自足。 
1952.1.25 
○美援棉紗 1063包又 684筒、原棉 54包運抵基隆。 

1952.1.30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40 年度 12月份美援棉紗計臺灣區機器棉紡織業同業公會 1483件、
針織業同業公會 434件、省工業會 547件及代織布料各廠 4580件。 

1952.2.5 
○省政府公告規定省產特級 30支棉紗最高限價為每件 7600圓。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產業金融小組核准撥付交由中央信託局向國外購買棉紗 2500
件（值美金 917170元）。 

1952.2.6 
○本省美援聯合委員會紡織小組通過「1952 年紗布計畫生產方案」。 
○本省美援聯合委員會紡織小組核定 2月份配紗計紡織、針織、毛巾三同業公會及省工業會

2350件、委託代織工廠 4428件。 
1952.2.16 
○美援棉紗 1378件運抵基隆。 

1952.2.17 
○本年度第一次美援原棉一萬磅，業經決定分配給棉被業應用。臺灣省商聯會已按核定數開

始分配。。 
1952.2.18 
○據悉：本年所需配布，中信局已決定向紡織業公會訂織，第一期配布細布斜紋十萬疋，預

定三、四兩月交貨，双方正洽商中。 
1952.2.25 
○美援棉花 1977件運抵基隆。 

1952.2.26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產業金融小組核定省產柑桔輸港銷售所得外匯准易購棉紗及

花布進口。 
1952.2.28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本省 1月份美援棉紗。 

1952.3 
○進口商列舉進口紗布七項理由論爭。 

1952.3.3 
○美援斜紋布 6000疋、棉紗 250包運抵基隆。 

1952.3.5 
○臺灣區紡織業公會發表書面意見，反對棉布進口，認為產量已超過需要量，布價上漲，係

布商操縱所致。 
○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核定本省 3月份配紗 8200件，計分配代織廠 5000件、紡織等三公
會 2700件、其他 500件。 

1952.3.6 
○美援會決定四十一年供應美援民用棉布一百二十萬疋。 

1952.3.7 
○省工業會等四單位籌組聯營總處，二十日可望正式成立。 

1952.3.9 
○針織業公會產品平售聯營處成立。 

1952.3.10 
○美援斜紋布 48120疋、管裝棉紗 102395磅、棉紗 246件、紙漿 1260公噸運抵基隆 
○臺灣區針織業公會會員工廠產品平價聯營處，開始平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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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3.24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2月份美援棉紗。 

1952.3.25 
○省工業會棉織品平售聯委會成立。 

1952.3.26 
○美援會紡織小組應臺灣省紡織業同業公會要求，通過本年度紡紗紗錠，增設一萬錠，以充

實紡織工業生產力。本省紗錠數量，至此達十六萬錠。 
1952.3.27 
○臺灣省棉布業公會召開會員大會，請求政府開放適量棉布進口。 

1952.3.31 
○原棉 2486包、棉紗 300件運抵基隆。 

1952.4.1 
○紡織公會聯營處售價，普減一成出售。 

1952.4.6 
○紡織界人士表示：當局在原則上已決開放部份棉布進口，固在減輕消費者負擔，但亦應開

放棉紗進口，俾提高省產棉布品質。 
1952.4.7 
○臺灣區紡織業公會，對記者發表「答復臺北市進出口公會建議開放棉布進口理由書」。對

進出口公會開放棉布進口理由，逐條予以駁復。 
1952.4.10 
○臺灣區紡織公會向政府及有關機關提出駁覆臺北市進出口公會主張開放棉布進口的理由

書，並請求絶對禁止棉布進口。 
1952.4.16 
○本省美援聯合委員會紡織小組宣布：在 1952會計年度美援計畫內，已決定撥付美金 80000
元與 650000元採購印花布（約 400億碼）及棉紗（約 2200件）運臺配售。 
○美援會宣佈：在一九五二年度美援計劃內，已決定撥付美金八十萬元，採購印花布運臺。

並撥美金六十五萬元，採購棉紗運臺。 
1952.4.19 
○臺灣省香茅油業及荼商業兩公會請求易貨進口，已獲主管貿易單位贊同，俟財經小組通過

實施。易貨進口貨物，以棉布脚踏車等日用品為限。 
1952.4.23 
○美援聯會會紡織小組宣稱：三月份各方訂造之種布疋共計十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二疋，現已

全部按合約規定由各織造廠交貨完畢，正由各訂織機關團體開始配售中。 
1952.4.24 
○本年度第二期美援配布，已由紡織小核定供配，計共 40,000疋，並委中信局辦理。 
○建設廳統計：本省紗錠，陸續安裝者已有 159000枚，現已開紗錠者為 96770枚。今後開
工錠數將逐月增加，至本年底可全部開工。 
○臺日貿易協定，在日正式簽字，延長限期。 

1952.4.25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3月份美援棉紗。 

1952.5.7 
○美援會例會決定本月份各業配紗額為七，一四六件。 
○美援會決定五月份各種布匹生產計劃，總額為二十萬另四千疋。 

1952.5.9 
○臺灣紡織業公會等邀集有關機關舉行紡織工業座談會，中央信託局長尹仲容氏分析年來紗

布供應情形，並強調保護政策之重要性。 
1952.5.15 
○臺灣銀行進口外匯初審委員會核定全部暫停結匯進口貨品如下：（一）棉紗；（二）棉布 
○美援會紡織小組決定：在本省棉布生產未能滿足需要以前，如需向外採購，概由政府統籌

進口。並決進口精良織機一千臺，以利生產。 
1952.5.22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4月份美援棉紗。 
○紡織界權威束雲章向記者表示：本年年底以前，本省紡織業者，絶對可以做到自給自足，

屆時將有十四萬紗錠參加生產。 
195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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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政府產業金融小組核准中央信託局輸出本省砂糖 11000公噸易回埃及棉花 3000000磅並
另以存美自備外匯進口細布 20000疋。 

1952.6.2 
○中央信託局代理美援機構向日本、香港及本省廠商標購白細布 103000疋。 
○美金 3404000元供臺灣購買棉花及棉花產品（內棉花 1548000元、棉布 800000元、棉紗

650000元）。 
1952.6.5 
○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發表：自 1950-52會計年度（即自 1949 年 7月 1日~1952 年 6
月 30日）美援款項運用於臺灣工業方面計紡織美金 1430000元。 

1952.6.6 
○中央信託局代理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及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向國外標購棉紗

2976件，計值美金 650000元。 
1952.6.10 
○據紡織公會調查，去年十月間，全省動力織布機共六七七二臺，本月份已增加至七七五七

臺，約增加百分之十四點五。 
1952.6.16 
○中央信託局代理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暨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向美國及日本、香港

廠商標購印花布計值美金 800000元。 
1952.6.19 
○美援會紡織小組織計：一九五一年六月底，本省裝置紗錠共為七六，一八四枚，實開錠數

為六六，六０六枚。至一九五二年五月底止，裝置錠數為一一九，八五０枚，增加百分之

六十七。實開錠數為一０一，三四九枚，增加百分之六十六。 
1952.6.24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5月份美援棉紗。 
○省政府產業金融小組決定：今後棉紗及布疋進口均須以結匯證價格結匯。 

1952.6.25 
○中央信託局在臺灣、日本兩地標購美援人字斜紋布計值美金 2670000元。 

1952.7.3 
○各聯營處產品平售比數變更，百分之十交聯營處，其餘自售 

1952.7.9 
○本省美援聯合委員會紡織小組核定 7月份紗布配額如下：（甲）配售棉紗 7156件：計代織
廠家 4057件，紡織、毛巾、工業等公會 2777件，其他機關工廠及團體 322件；（乙）供
應棉布 160124疋：計細布 60000疋，斜紋布 25000疋，印花布 25000疋，府綢 2950疋，
馬來布及學生布 4000疋，帆布 1625疋，其他布 1549疋 
○美援會紡織小組決定在本省增設自動織布機一千臺。 

1952.7.10 
○臺省生產棉紗，正在增加中。截至最近，全省各紗廠開工紗錠，已超過十萬錠。 

1952.7.12 
○本省進出口貨品分類審定委員會議決定對下列：棉紗、棉布等改列為禁止進口。 

1952.7.15 
○美援會紡織小組主委尹仲容氏宣稱：紡織等四公會聯營處原則上不撤銷惟將予以改善，現

正研討加強業務中。 
1952.7.21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6月份美援棉紗。 

1952.7.24 
○中信局規定代織布餘產量應報請收購。 

1952.7.25 
○中信局決定臺北市分區配布辦法。 

1952.8.5 
○中央信託局發表：本省 1-7月配售棉紗計代織合約部分 22239件，紡織公會部分 12491件，
針織公會部分 3503件，省工業會部分 4311件，毛巾公會部分 887件，軍用部分 7417件，
漁業用紗 1062件，其他 952件：合計 52864件。 

1952.8.6 
○本省美援聯合委員會紡織小組核定 8月份紗布配額如下：（甲）配售棉紗 7483件：計紡織
業公會 1561件，針織業公會 445件，毛巾業公會 192件，省工業會 378件，電氣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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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件，代織廠家 4426件及其他工廠團體等 280件；（乙）供應棉布 238111疋：計細布 149500
疋，斜紋布 33500疋，印花布 46477疋，馬來布或學生布 4000疋，帆布 1813疋，其他布
2821疋。 

1952.8.12 
○紡織公會請撤銷聯營處尹仲容氏對原則同意。 

1952.8.22 
○美國共同安全總署宣布核撥援華款項美金 3944000元供臺灣購買棉紗（2000000元）、棉
布（1944000元）之用 

1952.8.24 
○紡織小組織計：七月份省產棉紗共為 6500件，八月份起逐月仍將增加，估計本年底可能

增產至 8000件。 
1952.8.25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7月份美援棉紗。 

1952.8.28 
○（一）紡織小組核定輸入織機分配辦法，首批購買一千六百臺，先以紗廠為分配對象（二）

公會增配棉紗，改為標購方式（三）撤銷聯誼處，原則同意（四）公會非營利團體，工業

會等聯合請免營業稅。 
1952.8.31 
○美援會紡織小組決議取銷四個用紗公會特配棉紗辦法，而改為標售方式。 

1952.9 
○標紗配紗並行。 

1952.9.1 
○中信局標售棉紗合同實施。 
○中信局本月起辦理標售棉紗，嚴防棉紗流入黑市，廠商承購，需簽合同。 

1952.9.3 
○本省美援聯合委員會紡織小組核定 9月份紗布配額如下：（甲）配售棉紗 7224件：計織造
計畫所需 4073件，分配省工業會、針織業公會、毛巾業公會及紡織業公會暨其他用途 3159
件；（乙）供應棉布 204357疋：計細布 100000疋，斜紋布 46000疋，冬季印花布 32000
疋，卡其布 6000疋，嗶嘰 12000疋，學生布 2000疋，帆布 995疋，其他布 5362疋。 
○美援會紡織小組會議通過九月份本省民用布疋織造計劃及同月份美援棉紗分配計劃。本月

份預定織造布疋十四萬零三百五十七疋，配紗七，二二四．一九件。 
1952.9.4 
○工礦公司所屬臺北廠，八月份生產棉紗達二二一，二六０磅，棉布產量達五二一，九四八

碼。烏日廠產棉紗二八０，八００磅，棉布四八０，０００碼。均較七月份增加。 
1952.9.8 
○省政府公告：改訂省產 20支棉紗最高限價為每件（181.4重公斤即 400磅）5750圓。 

1952.9.16 
○美援原棉 6957包運抵基隆。 

1952.9.17 
○美國共同安全總署宣布核撥援華款項美金 1349000元，供臺灣購買棉布（547000元）。 

1952.9.23 
○美援會紡織小織鑒於本省布疋供應，日漸充裕，決定放寬配布辦法。 

1952.9.25 
○無配紗織布廠代表，昨邀各界舉行座談，希望當局公平合理配紗。 

1952.9.26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8月份美援棉紗。 

1952.10.1 
○美援聯合委員會核定 10月份配售紗布數量如下：（甲）配售棉紗計紡織業公會 1561.52件、
針織業公會 446.15件、工業會 192件、毛巾業工會 379.6件、手織業 182件、電氣業 17
件、代織廠家 5176.83件、其他 273件，合計 8229件；（乙）配售棉布計細布 113000疋、
斜紋布 71000疋、印花斜紋 35000疋、灰卡其 6000疋、嗶嘰 1000疋、帆布 2700疋，合
計 230574疋 
○新舊廠平均配紗辦法－美援會紡織小組決定，新設紡織廠合法者，均可配紗及標購棉紗，

並決定本月份配紗數額，總計八，二二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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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分署美援會聯合宣佈，該會與美國懷特公司續訂新約，繼續在中國政府主辦的工業計

劃中，給予技術和工程方面的顧問。 
1952.10.2 
○紡織小組例會通過六項辦法，各無配紗織布工廠，已獲配紗及標紗權。 

1952.10.5 
○紡織品聯營處准暫停營業，有必要時再行恢復。 

1952.10.13 
○有關當局認為紡織印染工業，已達飽和，決定除經特准外，一律予以限制。 

1952.10.17 
○美援棉花 1801包運抵基隆。 

1952.10.22 
○（一）中信局撥紗二千件，今日開始標售，計廿支紗千五百件，卅支五百件，並決定標紗

三原則。 
1952.10.27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9月份美援棉紗。 

1952.11 
○正式停止代織。 

1952.11.4 
○行政院陳院長接見貿易座談會三個小組召集人束雲章等十二人，商談當前貿易政策，海外

工廠遷臺及自備外匯問題。 
1952.11.5 
○紡織用紗管等貨物改列管制進口類。 

1952.11.6 
○省政府公告：改訂省產 20支埃及棉紗最高限價每件（重 181.4斤即 400磅）6000圓。 

1952.11.12 
○臺灣區生管會副主委尹仲容發表談話稱：本省紡錠即將由十一萬八千枚擴充到十七萬五千

枚，在此限度內之設立紗廠，一定供給原料。 
1952.11.13 
○本省現有紗錠設備擴至十七萬五千枚，中信局尹仲容氏保證供給原料，對紗布仍採管制政

策。 
1952.11.24 
○美援棉紗 20支 1100件及 10支 150件運抵高雄。 
○中央信託局開始辦理十二月份美援棉布配售。 

1952.11.26 
○臺灣省紡織生產合作聯合社，舉行成立大會。 

1952.11.29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10月份美援棉紗。 

1952.12.5 
○臺灣區棉紡織工業公會，鑒於當局有停止委託代織布疋之議，會議決定：要求當局維持代

織計劃。 
1952.12.9 
○美援會紡織小組主席尹仲容氏發表該小組成立一年來之工作報告，指出紗錠已達十三萬

枚，棉紗增產四十倍。 
1952.12.10 
○美援聯合委員會紡織小組決定：各紡織廠承受中央信託局代織業務一律暫行取消，改由中

央信託局按配售價配予棉紗自行織售。 
1952.12.11 
○美援會紡織小組決議，將代織辦法取消，由中信局按每件四千二百元配紗，此實廢除紗布

管制之先聲。 
1952.12.27 
○中央信託局公告代配 11月份美援棉紗。 

1953.1.5 
○中信局前訂的各級承辦配布機構平價布疋配售辦法取消。 

1953.1.6 
○美援會紡織小組召集人尹仲容氏向記者宣佈：本省花紗布管制辦法，將在本年六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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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 
1953.1.7 
○美援會紡織小組例會決定自二月份起，取消配紗，一律採標售辦法。 

1953.1.8 
○紡織小組初步決定，逐漸解除花紗布管制。 

1953.1.27 
○中央信託局長尹仲容稱：在政府撤銷棉布及棉紗輸入管制之前，必須先行提高進口關稅稅

率。 
1953.2 
○取消棉紗配售辦法。 

1953.2.13 
○中央信託局議價出售棉布辦法。 

1953.2.20 
○棉布准許抵押、紗布管理辦法修正。 

1953.2.23 
○不參加標紗工廠中信局將經紗比例配給。 

1953.2.25 
○政派秦汾任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董事長。 

1953.3.17 
○據統計，臺省開工紗錠已達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七錠。 

1953.3.18 
○臺灣省物資局民企貸款，批准貸給紡織工業兩筆，總額達三百餘萬元。 

1953.4.1 
○美援會紡織小組決定四月份標紗八千件，委託各廠代織布疋九二，五六五疋。 

1953.5.1 
○臺灣區針織業公會舉行會員大會，通過劃一工資提案。 

1953.5.4 
○紡織小組召集人尹仲容氏宣佈，將有埃棉五百萬鎊交各廠紡紗。 

1953.5.13 
○美援會紡織小組會議決定以砂糖易埃及棉，作為紡細紗之用。 

1953.5.18 
○臺灣區棉紡業公會等建議政府扶持紡織業，請提高紗布關稅，管制進口。 

1953.5.26 
○臺灣區紡織界人士謁當局，表示反對日布進口。 
○立法院會議決定中紡公司臺灣紡織廠不予出售。 

1953.6.6 
○中日紡織界領袖在東京簽定聯合發展臺灣苧蔴紡織業之協定。 

1953.6.9 
○美援會紡織小組負責人尹仲容氏表示：紗布管制決自月底撤銷。 

1953.7.1 
○省政府核准撤銷臺灣省紗布管制辦法。 
○行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正式成立。 
○臺灣省主席俞鴻鈞批准撤銷臺灣省紗布管制辦法，即日起棉紗自由交易。 
○美援棉花每磅售價決定開始實行。 
○訂定調整各項財經審議機構實施辦法。 

1953.7.13 
○臺灣區棉紡織工廠決自本月下半月起，限制產紗。 

1953.7.14 
○美援會紡織小組召集人尹仲容宣稱：紡織業產品，將硬性規定以一部份外銷。 

1953.7.22 
○臺灣省工業會決定墊款購紗，以解決會員週轉困難。 

1953.8.4 
○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宣佈：絲織品如不能外銷，將減少人造絲進口；紡紗工繳費如不

能降低，將取銷代紡資格。 
195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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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政府公告：除棉花一項應由外匯貿易審議小組會同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訂定輸入及分

配計畫按時供應暨棉紗、棉布兩項仍列入暫停及管制進口類貨品外，前公布之「臺灣省紗

布管理暫行實施辦法」予以廢止。 
1953.10.15 
○行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通過解除各銀行以棉紗、棉花為貸款質押品禁令，但以收受直接生

產或使用花紗之工廠自有者為限。 
1953.10.20 
○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氏宣佈：為充裕棉花供應，已商請由美援撥購棉花一萬包運臺。 

1953.11.3 
○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氏宣佈：臺省現有紗錠十七萬八千錠，決在明年全部開工。 

1953.12.29 
○臺灣省首批外銷細紗五百餘件裝運出口。 

1953.12.30 
○埃及貿易商請以臺茶易埃棉，我當局表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