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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在日治時代台灣的棉紡織工業的主要發展，主要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日人開始的投資，以及因應太平洋戰爭後，紡織設備自日本的搬遷來台。不

過，日治末期建立起的棉紡建設，卻也因為戰爭，使得工廠設備損壞嚴重。

台灣光復後，政府成立紡織公司進行接收，爾後更改組成工礦公司紡織分公

司。儘管此時接收的紡織設備十分零散，但在公營事業的整合之下，成為台

灣重要的紡織資產。 

此外，隨著國共內戰局勢的緊張，自 1949 年前後即有大陸紡織設備移

入台灣，而此時期遷台的紡織業者，雖以民營為主，但和政府都有密切的關

係。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政府以限制設廠的政策，配合著各種獎勵生產策略，

讓這些紡織業者成為 1950年代政府扶植的主要對象。 

事實上，戰後初期經濟不穩定的台灣，面對紡織需求，政府在對外貿易

以及節省外匯兩者游移，最後在 1951年間決定停止紡織品的進口，並將紡織

業列為年度主要發展產業，而這樣的決定，除了立基於前述紡織設備基礎之

外，更因為 1950年美援解決了紡織的原料問題，讓政府決定發展紡織業。 

日治時代遺留以及戰後遷台的紡織設備，為台灣奠定發展紡織設備之基

礎。但是，不論是公營或民營的紡織業者，在原料以及資金問題上一直無法

解決。爾後因緣際會下，政府利用 1950年恢復的美援，解決紡織業所面臨的

原料以及資金問題。 

 

1950年美援物資在紡織業的應用上是採取代紡代織的方式，也就是由政

府提供美援原料給予業者，業者加工成為紡織品之後交回政府機構，剛開始

的方式是業者取得部分的成品做為本身的代工工資；爾後，1951年下半轉變

成政府以現金的方式做為工資。從生產方面觀察，在資金極為不足的情況下，

政府以代紡代織的管制手段支撐紡織資本的再生產，意義十分的重大。紡織

資本假設已經擁有機械設備，又能獲得原料的分配、高額的加工費，尤其能

確保產品的市場，幾乎不需要自備任何藉以進行再生產的營運資金，而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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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豐厚的利潤，解決業者原料以及資金的問題。 

而在 1951-1953年代紡代織的過程中，有三個面向值得深入探討。一方

面因為政府控制大部分紡織原料的供給，而原料的分配問題，形成紡織與政

府之間的利益糾葛，紡織業者如何與政府互動也成為觀察此時期紡織業發展

的重要面向。在另一方面，由於紡織品在市場上出現政府及民間兩方不同的

價格，造成紡織市場上的不穩定。第三個面向在於管制體制下對人民的影響。 

 

首先在紡織業者與政府間的互動方面，在 1951 年 6 月以前，負責紡織

業相關決策的是生管會紡織小組，負責棉花分配的是美援會的棉花分配小

組，而這兩個政府組織中的成員，皆包含民營業者代表，也因此可清楚的知

道在政府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民營業者的意見勢必影響著政策制定。1951年

6 月後，紡織業相關決策移至美聯會的紡織小組，在此次組織重整中，小組

成員完全的以政府機構人員為主，紡織業者的代表已經從紡織小組中消失。

在這樣的情況下，紡織業者似乎無法在政府組織中直接參與政府的政策制

定。不過，紡織同業公會組織從配合政府政策的角色，漸漸發展成為紡織業

者意見和政府政策之間的交流，甚至逐漸成為積極爭取業者利益的角色。同

業公會組織在戰後即已建立，在代紡代織初期也就開始向政府表達業者的意

見，並擔任協助政府配紗的中間角色。而在 1951年中開始的全面管制時，同

業公會更介入產品的銷售。也因此同業公會的力量不容忽視。 

其次在紡織品價格方面，1951年至 1953年政府採取代紡代織政策，主

要是以生產管制為主，但卻面臨棉紗與棉布的價格出現無法控制的情況，因

此，政府更加入銷售上的管制，也就是聯營制度的建立。政府從進口、生產

到銷售的相關管制措施，反應出政府為了達到紡織市場的穩定，而不得不一

步步的介入紡織業各面向的管制。但事實上，儘管政府採取對紡織業的管制，

從生產的原料分配、加工，甚至到紡織成品銷售的管制，但是政府還是無法

使紡織市場的價格穩定。關於這點，劉進慶指出這是由於在管制體系主軸的

代紡代織中，流通的機制是雙重結構所致。也就是從市場觀察，不論棉紗或

棉布都有雙重的販售方式，一部分由政府平價販售，一部分由業者自行販售。

而政府所掌握的產品皆是屬於較差的紡織品，而業者得以掌握較優良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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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因此造成棉紗與棉布價格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最後，在 1951-1953年以代紡代織為管制主軸的時期，犧牲了大眾的利

益。這整個價格上漲的背景下，政府利用人民對紡織品的需求，一方面排除

進口貨品的競爭，使人民沒有選擇廉價產品的機會，也降低了紡織業者競爭

力；另一方面政府從生產到銷售的管制，雖是因價格問題而起，但本質上即

以低廉的原料扶植業者，再以聯合市場的方式出售產品。這整個過程中，政

府具有絕對的權力，但卻只見政府對產業的扶植，不見對人民利益的考量。 

 

在代紡代織的保護之下，紡織業者迅速的發展，更累積了相當的產業資

本。也因此，政府判斷國內生產充足的情況下，自 1952年中開始放寬紡織相

關管制，從銷售的解除到標紗的加入，最後更完全取消代紡代織政策， 

1953 年 7 月廢除紗布管理暫行辦法，紡織業在內銷市場上出現對內競

爭，也就是說政府希望藉由棉紗與棉布已達到自給自足的情況下，而不再給

予國內市場內的生產、銷售保護，讓國內業者自行處理原料資金問題，以產

生國內生產市場上對內競爭效應，使紡織廠朝向更健全的發展。不過，自從

解除部份紡織管制之後，棉紗呈現一度滯銷的狀況，政府為了因應如此狀況，

而採取控制原料以減產的辦法。不過，卻又因為這樣的管制造成棉紗價格上

漲。因此在棉紗的情況中，可知棉紗並非真的如政府所言達到自足的狀況。 

在棉布的情況中，也因為解除管制後，出現滯銷的情況。追究根本原因

是因為紡織品產銷無法配合，這是因為過去政府在產銷上皆採取管制的措

施，因此沒有出現產銷不平衡的現象。也就是說，過去紡織廠在政府銷售保

護的羽翼下，不用擔心銷售的問題，而在解除管制後，國內自由市場的開放，

突顯出從管制解放的市場無法自行調合產銷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內出現推廣紡織品外銷的各式輿論，企盼以外銷的

方式調節國內產銷問題。紡織公會積極的推動紡織品外銷，政府方面也設立

相關辦法鼓勵紡織成品出口，如鼓勵紡織成品出口辦法、棉布外銷辦法等，

不過對於政府訂定的相關法規，並沒有達到有效鼓勵業者外銷的作用，而主

要的原因則是因為台灣的紡織業由政府自代紡代織扶植之後，無法與外國產

品競爭，也因此邁向出口並非十分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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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 1953 年解除代紡代織管制之後，紡織公會的角色仍扮演

著業者與政府間的橋樑。政府仍利用紡織公會協助辦理紡織業務，公會也常

代表著業者權益向政府提出政策上的建議。例如：政府整合業者，令其在紡

織公會下，成立共同採購棉花的單位；公會配合政府的細紗外銷政策，發展

細紗生產；公會積極給政府外銷相關意見等。也因此可再次確認紡織公會在

產業政策中的重要角色。 

不過公會中紗廠與布廠間的利益衝突在產銷失調的情況下，更加突顯。

過去，從 1951年到 1953年的代紡代織時期，就曾因為紗價問題，展露出紗

廠與布廠利益的依存與衝突，這是因為棉紗一方面是? 廠的產品，另一方面

又是織廠的原料，也因此棉紗價格造成兩者間的利益衝突。在解除生產方面

的代紡代織以及銷售管制後的國內市場，由於紡織品的產銷失衡，棉布呈現

滯銷的情況，紡織公會即表示紡織廠兼營織布的廠家利潤較高，因此建議有

關單位督促紡織兼營織布的廠家將所生產的棉布，全部出口以爭取外匯，或

者是改為專營軍布，以避免與全省三百餘家專業織布工廠競爭，而由中小型

織布同業負責供應內銷所需。對於這樣的建議，政府也在 1954年與紗廠溝通

後，接受了這樣的提議。 

從這樣提案的出現，再次發現紡紗廠和織布廠之間利益上的衝突。由於

紗廠兼營織布掌握了產業垂直的整合，具有實際的效益，但這樣的狀況卻也

會威脅了單純經營的織布廠。弔詭的是，在此時紗廠與織廠卻又同屬於同一

公會，同屬於一個面對政府的民間團體。在這種狀況下，在許多具有利益衝

突的案件中，公會必須協調出對兩者皆有利的方式，而關於讓兼營織布之紗

廠負責外銷，織布廠負責內銷的提案，即是團體自行妥協下的結果。 

 

接續之前說明，1953年解除代紡代織以及銷售管制的的國內市場，根據

業者表示紡織品（尤其是棉布）基本上是生產過剩的狀況，也因此業者希望

政府獎勵外銷調節滯銷產品。不過，根據棉紗與棉布的生產情形以及設備增

加的情況，棉紗和棉布不論在產量或在設備上，從 1951年到 1955年每年的

棉紗與棉布的產量或設備都呈現持續的增加。甚至在 1954年秋及 1955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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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出現棉紗價格上漲，無法控制，棉紗呈現供不應求的情況，也就是棉紗

不敷織布廠使用。而根據此時期的出口情況，1953年尚沒有出口的情況，而

到 1955年的出口也不多。 

也就是說，儘管在 1953 年初步放寬管制的情況下，棉紗、棉布或有滯

銷情形，但卻仍處於可由國內生產消耗的情況，不似公會業者所言般的危機

重重。這也牽涉到 1953年官方聲稱的紡織品已達自足的論點，事實上這樣的

自足應該只是基本的、被壓抑的自足。根據 1953年到 1955年紡織品在沒有

外銷的情況下，產量仍可每年持續的成長，可判定國內仍有紡織產品的消耗

能力。若國內果真達到自足，國內紡織產品將沒有消耗的能力，也無法讓紡

織品繼續年年成長。 

關於這樣的情況，一方面也是因為紡織品的需求是動態的，也就是可依

據人民的生活情況而加以調整。另一方面也是因為 1953年以前的紡織品全面

管制，扼殺了人民選擇的機會；儘管在 1953年後，政府仍對進口加以管制，

但解除了銷售與生產的管制，在沒有外來競爭的情況下，在國內市場上開放

了紡織業的對內競爭，與過去相比，解除市場上的聯合銷售管制，紡織品相

對的較具競爭性，也較利於人民消費。 

 

由於 1955 年，織布業急速發展，導致棉紗供不應求，政府在決議恢復

的配紗政策，經過多次辦法的修訂，最後終於在 11月定案。在這當中，與過

去情況相同的是紡織工業同業公會會員是配得棉紗的必要條件。而這樣的做

法，黑市也逐漸消弭，獲得暫時的管制之效。但是由於配售標準過嚴，因而

再度形成黑市。如同過去 1951年的棉紗管制中的現象，當政府介入原料供應

時，黑市便會自然形成；只是過去的棉紗產量是嚴重不足的情況，而在 1955

年的狀況大為不同。這可從後來的發展可知，因棉紗產量遞增而配售辦法未

能適時修正，以致產銷不能配合，漸有滯銷現象，加上 1956年 2月份起，正

值用紗淡季，因此棉紗用量減少，導致供過於求，棉紗發生嚴重滯銷。總而

言之，如同在國內自由市場的情況，紡織再度出現產銷失調的現象，政府的

管制並未解決產銷失調的根本問題。 

此外，在 1955 年的配紗時期，可觀察出兼營織布的紡織廠在紡織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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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的生產優勢。譬如說，在 1955年 7月進口結匯突然改變時，織布廠必須

以新的配價購買棉紗，但兼營織布的紡織廠卻仍就舊價格的棉花織成之棉

紗，保留自用。又例如，在 1955年 11月份確立的配紗辦法中，一般織布廠

在申請配紗時，必須繳交百分之二十五的保證金，而紡織廠兼營織布的工廠

卻不用負擔如此的資金壓力。還有，在 1956年棉紗滯銷的情況下，只有紡紗

設備的紡織廠（僅有三家）就向政府陳情，表示棉紗過剩又沒有織布設備可

出清滯銷的棉紗。這些事情都再再表現出紡織廠兼營織布廠的優勢。 

1957 年 7 月棉紗配售取消，採行的棉紡織品管理辦法，此辦法改由棉

紗、織布、針織、毛巾等四用紗公會填發購紗證明卡，交由用戶直接向各紗

廠購紗，供需漸趨平衡，市價亦告穩定。與此同時，政府更繼續推廣紡織品

外銷以調和紡織品的產銷問題。爾後，1958年外匯政策的調整中，將複式匯

率改為單一匯率，同時改革不利出口的匯率，使過去消極的貿易限制轉向積

極獎勵出口的政策，也更利於紡織品的出口。 

 

綜觀 1950 年代紡織政策的發展，除了保護紡織業的發展外，卻也扼殺

了市場機制的自行運作能力以及危害了人民消費的權利。而在政府對紡織業

一連串的政策中，可發現政府對於紡織廠業者的優厚待遇，這之中更加指陳

政府對兼營織布紡紗廠的扶植。 

根據前文說明，在 1949年前後陸續來台的大陸公民營紡織業是 1950年

代紡織業的主要業者。而根據劉進慶的分析，在 1950年代初期的紡織廠十二

家中，僅有一家是台灣本地資本，有四家公營紡織廠，其他民營紡織廠皆與

政府有特殊的關係；劉進慶強調這是官僚資本的移植。事實上，因為限制設

廠的規定，直到 1955年政府開放二萬錠的設備，才有裕豐紗廠以及台南紡織

廠的設立。這樣的說明，讓我們清楚的看到劉進慶所謂的官僚資本的確主導

紡織業在 1950年代的紡織業發展。而這些紡紗廠多整合成兼營織布的形式，

以產業的整合角度而言，本就較具經濟利益；再根據之前我們討論的政府政

策中，也發現相對於織布廠，政府給予兼營織布的紡織廠更多的優惠利益，

也就是說，劉進慶口中的紡織官僚資本，的確在 1950年代享有更多的利益與

資本累積的機會。而在 1950年代政府由上而下所造就的資本累積機會，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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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經濟史上的一大特點。 

 

此外，根據 1950 年代的紡織政策，從美援的運用、全面管制、放寬管

制、再度管制、推廣外銷等這些過程中，似乎可發現政府政策配合現實情況

發展紡織業，而不具整體計畫性。 

也就是說，政府因為美援解決台灣紡織原料的問題而確定對紡織業的扶

植；而為了解決紡織業的資金與原料問題，採取代紡代織的管制方式，但卻

造成價格上的無法控制，於是政府再進一步介入銷售管制；儘管加入層層的

管制，但卻沒有真的解決紡織業的價格問題。甚至到了 1953年政府判斷台灣

紡織品已有基本的自足能力，因而逐步放寬管制，但卻無法解決放寬後的產

銷問題，因而開始規劃外銷政策，但事實上台灣紡織品在當時尚不具競爭性，

僅能仰賴政府的補助才能勉強外銷。爾後，更因為棉紗價格的不穩定問題，

在 1955年再度的採取配紗的方式，不過政府再度的配紗政策也並未使棉紗分

配產生均衡，反到因為標準過高、產量大增，而導致滯銷的下場。 

根據這樣的回顧，1950年代政府紡織政策的許多偶然性，表現出政府因

應現實需要採取紡織相關政策，也就是說政府對於紡織政策一開始並非具有

整套的計畫；也令人反思過去一直以來官方對於台灣經濟的描述。 

一直以來，對於台灣紡織業的描述，著重於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到創

? 的歷程中財經官僚的先見政策，因其採取整套計畫才使得紡織業得以成

功。但是從事實上的觀察，除了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到創匯的歷程，這樣

的敘述方式是因為後設的見解所加諸的之外，政府對於紡織政策一開始並非

具有整套的計畫而僅是對現實狀況的回應。反就 1950年代紡織政策的發展歷

程，許多的偶然性與不成功的試驗，明顯的透露出對財經官僚神話的質疑。 

 

從 1950 年代紡織業的進口替代朝向出口擴張的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引

發思考「1960 年代紡織品出口外銷的快速成長，是否立基於 1950 年代紡織

工業的嚴格管制和保護政策？」 

這樣一個議題，凸顯出歷史評價的緊張關係。在過去官方的論述中，總

是強調 1950年代棉紡織工業政策，特別是代紡代織的運用，奠定了台灣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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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發展的關鍵基礎。不過，在林忠正的研究中，提出 1950年代紡織工業的

嚴格管制和保護政策，並非促使 1960年代紡織產品出口外銷的快速成長的必

要條件，而是因為國際間的人造纖維產業帶動而促成台灣紡織業的大量外銷。 

根據前述分析，1950年代的台灣紡織業是政府犧牲大眾利益培植特定產

業的結果，也因此如果 1960年代紡織品出口外銷的快速成長，果真如林忠正

所言，並非立基於 1950年代紡織工業的嚴格管制和保護政策，那當時政府政

策以及當時主導者的評價將遭受重新檢視。 

不過，根據日治時代遺留下的纖維紡織廠，在戰後的重整中，快速的轉

換成棉紡織廠此一事實，可以進一步思考 1950年代棉紡織廠與人造纖維廠的

轉換是否也是如此呢？棉紡織業資本的累積是否影響到日後人造纖維產業的

發展？由在 1960年代人造纖維工廠觀察，大多數是在 1950年代即已崛起的

集團，也因此 1960年代的人造纖維工廠勢必與 1950年代的發展有一定程度

的關連。除了是資金上的累積之外，十年間的紡織業的工廠管理、人力資源

等發展，相信也是奠定日後人造纖維產業的基礎。也就是說，對於台灣紡織

工業發展成功條件的討論，勢必無法全然的否定 1950年代的管制政策，但是

兩者間的關係，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釐清。 

也因此，未來研究方向，可將研究觸角由進口替代時期延伸到出口擴張

之後的過程，以進一步掌握台灣紡織業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