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替代時期台灣的棉紡織政策（1949-1958）

第二章 管制政策下的紡織業發展

前章說明了戰後台灣紡織業的設備基礎以及政府確立扶植紡織業的背
景，政府在具有紡織機械設備之下，採用美援解決紡織業的原料與資金問題。
在政府確立扶植紡織業前後，為因應政府需要，相關決策機構應運而生，以
配合美援運用以及紡織管制措施。因此本章將先說明政府為扶植紡織業所設
立的相關機構，其次說明美援在紡織界業運用，最後說明政府為扶植紡織業
所進行的管制。

第一節

花紗布管制時期的決策機構

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為因應產業管理需要，設立了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
委員會，而因應紡織業的逐步發展，更在生管會之下設立紡織小組。爾後，
在美援的進入台灣，為了對紡織業全面管制，更增設許多相關機構，以下將
詳細介紹此時期影響紡織業的相關機構。

一、生管會成立
1948 年起，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政權逐漸處於劣勢，與此同時，中央所屬
各軍政機關人員、物資，陸續遷運來台。國民政府為了對台灣生產事業進行
直接管理，行政院乃授權台灣省政府統一指揮監督。台灣省政府遂遵照指示，
適應時勢需要，於 1949 年 6 月成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擔任在台國
營及省營各生產事業策劃、配合、督導推進工作。1
根據生管會所頒行的組織規程，生管會除網羅全台各公營事業主持人，
生管會各部門主管以管理全台各公營事業外，實際上已經取代了各事業正常
的運作，直接介入並主導其經營管理及生產業務。2
生管會原來的目的是為了統一管理全台的公營事業，後來，生管會的工
作不斷擴大，為了擴充工業，鼓勵民間企業加入工業化的行列，生管會不得

1
2

沈雲龍，《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
，頁 94-95。
陳思宇，《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經濟發展策略 》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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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始協助擬定金融貿易政策，中間自然也涉及其他主管民營企業的經濟
部、資委會、省財政廳與台灣銀行的工作，3 也因此逐漸成為一個經濟決策機
構。
生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委員三十至三十四人，除各生產事業主管為當
然委員外，其餘委員均由省政府聘任，包括各生產事業主管、地方民意代表、
財政金融建設物資各部門首長、專家學者及與生產有關之各方人士，凡與生
產事業有關之各方人士，均已大體羅致。
會務之進行，採用會議方式，各項議案均需常務委員會議決定，然後交
由秘書處遵照決議執行。常務委員會議每星期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成立之初常務委員包括俞大維、尹仲容、張峻、楊陶、徐柏園。原有
各生產事業董事會及監察人職權暫停行使，均由生管會代理行使，換言之，
常務會議即生管會之決策核心。4
遇有各專門性質之問題發生，則另外推選委員，負責召集檢討會詳加研
究，俟獲結論，再提出常委會作最後決定。此外並成立各種工作小組，負責
審查各項經常業務，提供意見，作為常務委員會議之參考。但是此類小組一
經任務完成，或其任務已另有其他主管部門負責辦理，則自動結束，或轉移
其他主管部門繼續辦理。5

二、生管會紡織小組
臺灣不產棉花，光復後紡織業又不甚發達，以致民生必需品之棉織品仰
賴舶來品供應，每年消耗鉅額外匯。為了達到衣著必需品之自給，減少外匯
之支出，以及利用大陸遷台後擱置的設備，政府逐漸設法鼓勵遷台各廠陸續
開工。也因此為了紡織改進之研討，1950 年 5 月生管會邀集紡織界人士組織
紡織小組，共同商討相關紡織政策，決定極力扶植台灣紡織工業。6
1950 年 5 月 17 日生管會舉行紡織業檢討會，會中決議為便於研討紡織

3

康綠島，《李國鼎口述歷史》，（台北：卓越文化出版社，1993），頁 81。
劉素芬、莊樹華、蔡淑瑄，
〈簡介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有關戰後經濟之數位化檔案〉，《近
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7 期（1999.03）
，頁 159。
5
沈雲龍，《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
，頁 94-95。
6
沈雲龍，《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
，頁 119。
4

35

進口替代時期台灣的棉紡織政策（1949-1958）

業之各項問題，以增進紡織業織聯繫配合，加強產銷，擬定由紡織業同業代
表組織紡織小組，並邀請李占春為召集人。7 5 月 27 日台灣生管會紡織小組
正式成立。

表 2-1

生管會紡織小組成員名單

姓名

身分

備註

李占春

代表台灣區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工會

召集人

蔡登川

代表台灣區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工會

束雲章

代表中國紡織公司

石鳳翔

代表大秦紡織公司

呂鳳章

代表雍興實業公司台灣紡織廠

公營

宋彤

代表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

公營

劉文騰

代表申一紡織公司

蕭一峰

代表台灣區針織工業同業工會

王士強

代表毛紡織工業

金唯三

代表染整工業

謝成淵

代表進出口及棉布商

林挺生8

代表工業會

1950/10 加入

徐有庠9

代表台灣區針織工業同業工會

1950/12 加入，

公營

取代蕭一峰。

孫蘭生10

代表染整工業

1950/12 加入，
取代金唯三。

7
「第四十九次常務委員會議
（1950.05.20）
」
，
〈紡織小組＞，
《生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 頁 7。
8
紡織小組以台灣省工業會對台灣紡織工業協助之處良多 ，主動向生管會提議加派該會理事
長林挺生為紡織小組組員（1950.10.18）。可參考〈紡織小組〉，《 生管會檔案》，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34-37
9
由於針織公會改組，理事長改由徐有庠擔任，因此徐有庠亦取代了蕭一峰在紡織小組的位
置（1950.12.17）
。可參考〈紡織小組〉
，
《生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57-58。
10
由於金唯三改營他業，因此由孫蘭生替代金唯三所代表的染整業（1950.12.17）
。可參考〈紡
織小組〉，《生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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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垚11

代表台北紡織公司

管制政策下的紡織業發展

公營

1950/12 加入

織布業者代表
何鑅

嘉豐紡織廠

李廷棟

萬寶紡織公司

李卿雲

台灣紡織染整廠

周塗樹

高砂紡織公司

張敏鈺

悅新紡織廠

翁明昌

申台染織廠

李平

台灣區機械綿紡織工業同業公會秘書

資料來源：
《生管會檔案》49-011-019.7

4-1，頁 10、34-37、57-58、72-73。

如上所示，紡織小組組原本為十三人，其中代表紡紗廠有六人，毛紡廠
有一人，針織工業一人，染整廠一人，進出口同業公會一人，工業會一人，
紡織公會二人。1951 年的 2 月，為了強化紡織小組集中意見起見，織布業者
進入生管會紡織小組，增加織布工業代表六人。12

1951 年 3 月時，生管會紡織小組為便利處理日常事務起見，聘任台灣區
機械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秘書李平兼任生管會紡織小組秘書。 13 由此可知，
同業公會與紡織小組間的關係密切。
我們由紡織小組成員中觀察，可以發現屬於公營紡織公司的台灣工礦、
中紡、雍興、台北四家紡織公司皆為紡織小組成員，與政府關係良好的大秦
紡織、申一紡織亦代表紡織小組的成員之一。而特別的是台北紡織公司在一
籌備完成後就馬上被納入紡織小組。反觀台北市布帛商業同業公會曾在紡織

11

紡織小組的召集人李占春在第八十五次生管會常務委員會議中提出 ：由於台北紡織公司，
已組織就緒，預訂 1951 年三月開工，為加強紡織界聯繫，應而加派該公司的董事長趙志
垚為紡織小組的一員（1950.12.17）
。可參考〈紡織小組〉
，
《生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57-58。
12
「生管會第八十三次常務委員會議報告事項（1951.02.03）
」
，
〈紡織小組〉
，
《生管會檔案》
，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72-73。
13
「擬聘請李平為紡織小組秘書簽呈（1951.03.09）」，〈 紡織小組〉
，
《 生管會檔案》，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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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尚未正式成立時，即建議增進出口公會的名額，但被生管會以此小組僅
為諮詢性質無增加成員名額的必要所拒絕。 14 這樣的情況，呼應了前章提及
此時期政府對紡織業政策主張發展生產而非商業消費進口。
在這些代表公營紡織或與政府關係良好的紡織小組成員，大多是從大陸
來台具有紡織背景的前輩，對日後的紡織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如：束雲章、
呂鳳章、石鳳翔。15
在生管會紡織小組當成員中，亦有台灣本地崛起的人物，李占春、蔡登
山、謝成淵皆是在日治時代即開始經營布業、商號；工業會的林挺生亦是日
治時代崛起商人之後。
李占春是紡織公會理事長，初為織布業的代表，爾後成立板橋新台灣紗
廠董事長。 16 謝成淵在日治時代所經營的「義裕」是當時在迪化街的規模最
大的商號。 17 而稍後加入紡織小組的工業會理事長林挺生，其父親林尚志在
台灣日治時代時即創辦了協志商號，並發展成大同事業，林挺生在1942年接
管了父親的事業。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林挺生擔任了生管會委員及新台幣
管理委員會委員，並成為台灣省工業會理事長。18

綜上所言，紡織小組的成員當中，雖然與政府關係良好的紡織業者佔大
多數，但是亦有部分是台灣本地商人，儘管為數不多，但從此可以看出政權
無法將在台灣既有的本地資本家排除於利益團體。
此外，雖然紡織小組在創設時聲稱只具諮詢作用，但事實上卻影響著政
府的決策，19 也因此紡織小組的成員背景與 1950 年代初期紡織業的發展，似
乎不容忽視。我們可從以下幾個例子觀察生管會紡織小組對於當時台灣紡織
業發展的意義。

14

「生管會代電為請增加紡織小組名額一案（1950.05.23）
」
，
〈紡織小組〉
，
《生管會檔案》
，館
藏號 49-011-019.7 4-1，頁 1-3
15
關於這些大陸來台紡織業者在第一章第二節已有介紹其背景。
16
謝國興訪問，《吳修齊先生訪問紀錄》，頁 198。
17
黃進興，《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
，頁 50。
18
李德安，《當代名人風範》第 4 冊（台北：金文圖書，1982）
，頁 1277-1281。
19
關於這點，在本文的後面討論紡織小組工作時，將有所說明。此外可參考：林邦充，＜台
灣棉紡織工業發展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20 卷 2 期，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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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小組在1950年6月2日的第一次會議中，進行有關紡織工業的救濟討
論，包含九項建議。其中，被生管會同意照辦的項目包括過去政府運用於紡
織業的關稅保護； 20 此外，這些建議中有幾點十分的大膽，例如：請政府收
購台灣各工廠全部生產之紗布及棉毛織品，如政府不願收購應請暫停棉布及
棉織品之進口，若收購不敷需要之數量時再行開放進口。 21 各工廠發給員工
薪資時間如因資金週轉不靈，請政府准予收購各廠成品或指定銀行抵押貸款
以維持各廠員工生活。不過，這幾點建議並沒有被生管會接受。22
但是，
「從政府收購各紡織品時本小組可代為計算合理成本供給參考」23
此一項建議的通過，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身為各紡織廠負責人的紡織小組成
員具有紡織價格上的操作能力。
另外，生管會接受了一些屬於「人治」的產業優惠方式，也就是：各工
廠國外購買原料機器所申請之外匯，請省府轉交臺灣銀行迅速辦理；並請海
關簡化各紡織機器及原料進口手續。 24 從這次會議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紡
織小組對於紡織業發展的野心，雖然政府尚未全盤的接受，但是對於一些屬
於人治的優惠方式卻是對紡織業的重視。
因此，從以上的生管會紡織小組運作分析，我們清楚的看到名為諮詢機
構的紡織小組，會員包括著許多紡織業的代表人物，而會議中的決議與政府
的政策方向，有很相當大程度的關連。也因此可判斷政府對於紡織業的保護
似乎逐漸的形成。

除了生管會的紡織小組負責商討紡織業發展事項之外，更因為當時各紗
廠所使用的原棉，全部是由美援供應。美援會也設立了專辦棉花分配相關事
20

請政府迅速施行恢復紗布進口稅（凡政府輸入之紗布及棉毛織品等一律與商人同等納稅以
防流弊致關稅保護工業之實效），可參考 「紡織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有關紡織救濟討論中
第一項（1950.06.02）
」
，
〈 紡織小組〉
，
《生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11-23。
21
「紡織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有關紡織救濟討論中第二至四項（1950.06.02）
」
，
〈紡織小組〉
，
《生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21-23。
22
「紡織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有關紡織救濟討論中第七項 （1950.06.02）」，〈 紡織小組〉
，
《生
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21-23。
23
「紡織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有關紡織救濟討論中第六項 （1950.06.02）」，〈 紡織小組〉
，
《生
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21-23。
24
「紡織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紡織救濟討論中第八-九項（1950.06.02）」，〈紡織小組〉
，
《生管
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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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棉花分配業務小組（美援會紡織小組）以監督棉花的分配問題。尹仲容
並在1951年4月正式兼任美援運用委員會紡織小組召集人。25
棉花分配小組是由美援會及美國經濟合作屬，共同聘請有紡織公會、工
礦公司、及各大紗廠代表所組織而成。 26 主席為台灣工礦公司郭克悌、代理
秘書由經合分署派林嘉澤擔任。 27 此小組定期商定交換紗布，及配售辦法，
並決定市場價格。

表 2-2

承辦美援棉花分配業務紡織小組人員名單
（Taiwan joint Textile Allocation committee）

區分

姓名

服務機關

召集人

郭克悌

工礦公司董事長

組員

楊德恩

美援會

方頌堯

美援會

T.E Aubutn

經合署

彭敦仁

經濟部

李占春

紡織公會

劉文騰

工礦公司紡織部

石鳳翔

大秦紗廠

彭敦仁

中紡公司

呂鳳章

雍興紗廠

趙耀華

臺北紡織公司

備註

S.L. Buffington 技術顧問
資料來源：
〈紡織小組〉
，
《 生管會檔案》49-011-019.7

4-1，頁 100-101。

和生管會紡織小組一樣，美援會的棉花分配業務紡織小組，亦具有公民
營業者紡織代表。從美援會為因應棉花分配業務所設立的小組觀察，作為分

25

沈雲龍，《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
，頁 133。
王崇植，〈一年來美援運用概況 〉，《中國經濟月刊》第 4 期（1951.01）
，頁 14。
27
〈紡織小組〉
，
《 生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10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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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原料的官方機構，卻存有廠商代表，這樣的關係似乎是官商間的妥協。不
過，這樣的現象只是出現在紡織業開始發展之初，爾後政府與業者間的互動，
以採取同業公會的方式包裝，但本質上並無太大的差異。

三、組織合併----台灣省美援聯合會紡織小組
自尹仲容擔任美援會紡織小組負責人之後，為了事權統一之效，遂經生
管會及美援會聯席會議決定，將兩紡織相關組織合併改組為花紗小組，後更
名為紡織小組，決定開始花紗布管制工作。28

事實上，早在生管會紡織小組第八次會議當中，建設廳黃東之就指出政
府缺乏統一分配花紗布的機構，跌價時紗廠無處可售，結果為囤戶所得，所
以有時囤戶反能從中調度市場，取得最大利潤。而紡織公會也提議希望生管
會紡織小組、建設廳、經合分署、美援會及公會能組織一個統籌的機構。29
在 1951 年 5 月 4 日的生管會棉紗布疋售價問題檢討會當中，決議請尹
仲容洽辦有關經合分署紡織小組與生管會紡織小組改組合併事宜，希望以此
統一事權加強對花紗之管制。30 緊接著在 5 月 19 日生管會第一○二次常務委
員會議中。確定將經合分署、美援會的紡織小組與生管會會紡織小組合併，
改組成立一相當「花紗布管制委員會」之組織。主要負責限價分配、生產問
題等，但該委員會應隸屬何單位，根據常委會的討論，決定先洽談原則，推
薦負責人，然後再就原有人員改組，其中民方部分，儘量改諮詢推廣為宜，
不過，此次會議尚未決定合併後的組織應該隸屬於什麼機關之下。31
與此同時，由於台灣紗布價格呈現不斷上漲無法控制的趨勢，因此美援
會決議在 1951 年 6 月開始一項新的原棉管制分配辦法，以使紡織產品價格分
配合理。此新辦法將限定所有由美援原棉所製成的紗布價格，以棉製成品的

28

沈雲龍，《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
，頁 119。
「紡織小組第八次會議會議記錄（ 1950.4.28 ）」，〈 紡織小組〉，《生管會檔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30
「生管會棉紗布疋售價問題檢討會記錄（1951.05.04）」，〈歷次檢討會紀錄 8〉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307-8-1，頁 35。
31
「生管會第 102 次常務會議記錄 （1951.05.19）」，〈 紡織小組〉，《 生管會檔案》，館藏號
9-011-019.7 4-1，頁 98-11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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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並平抑通貨膨脹。在此次新辦法的實施後，美援會成為單獨負責
機構，全權掌握棉紗分配事宜。也因此，當初在生管會決議對紡織相關管理
組織的整合正式確立；也就是說，為指導及執行美援會有關棉紗分配的新定
辦法，1951 年 6 月 1 日成立一個隸屬於美援聯合委員會之下的紡織小組，以
代替生管會和美援會、經合署聯合的紡織相關小組。此小組將負責決定及執
行有關發展台灣紡織工業之相關政策，並在任何需要時期分配原棉、紗布，
訂定價格以及在管制方面的一切措施。32

關於美援聯合委員會設置，是在中央政府遷台前後，為鞏固台灣之財政
經濟，所採行的臨時措施。由於 1949 年中央對於美援物資之運用，不易管理，
因而由中美雙方美援機構之駐台人員，會同省政府組織台灣省美援聯合委員
會。33
台灣省美援聯合委員會是在1949年6月成立。34 美聯會的設立是因為台灣
省政府為配合自助方案，發展美援效用起見，而特別設置的。這個組織是採
取省政府與美援機構聯合協議制。最初設置僅分成農業、物資、金融、貿易
等小組。主要由下列代表組成：包括台灣省政府主席代表二人、台灣省政府
財政廳廳長、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廳長、台灣省政府交通處處長、台灣省政府
農林處處長、台灣省政府糧食局局長、台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主任委員、美
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屬台灣辦事處主任、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台灣辦事
處主任、農村復興委員會駐台代表、駐華懷特工程公司主持人、台灣省政府
或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或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指定之其他人。而美
聯會的主席由省主席之代表充任之。35

1951年6月結合生管會及美援會、經合署的紡織小組，即是隸屬於台灣
省美援聯合會。美援聯合會紡織小組（Textile Sub-Committee，CUSA-MSA
Joint Committee，Taiwan），剛開始的中文名稱稱作「花紗布小組」。後來行
32

〈加強管制美援棉，使價格分配合理〉，《中央日報》
（1951.05.30），第四版。
沈雲龍，《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
，頁 186-187。
34
〈台灣經濟日誌（1949.06）〉，《臺灣銀行季刊》3 卷 1 期（1949.12），頁 219。
35
〈台省美援聯合會昨舉行首次會議〉，《中央日報》
（1949.06.03），第三版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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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認為美聯會「花紗布小組」的名稱與英文的 Textile
Sub-Committee未盡符合，應更改為「紡織小組」，以包括更大的廣泛。因此
在1951年12月經過美援聯合委員會會議決議更改為紡織小組。 36 由於此兩名
稱指稱相同組織，因此全篇論文將統稱做美援聯合會紡織小組。
美援聯合會紡織小組中的成員主要由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臺灣區生
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台灣省建設廳、美國共同安全總署台灣分署、懷特工程
公司等五個機關共同組成類似會報性質的機構。 37 從組織成員中，可知美援
聯合委員會遵從生管會時的決議，將業者代表排除在外，這主要是因為台灣
紡織業已邁向另一階段。當初生管會紡織小組的設立，僅是因應台灣有美援
原棉分配問題，而紡織業尚未起步，因此設立生管會紡織小組，小組成員包
含各廠代表，主要以增進紡織業聯繫配合、加強產銷、促使紡織工廠進入軌
道。而美聯會紡織小組設立的同時，紡織廠多已進入軌道，而政府也決定將
紡織業進行管制保護政策，也因此設立美聯會紡織小組作為決策機構，此時
的管制決策機構，就不再適合有民間人員的參與。

四、花紗布相關管制機構
整體來說，在 1951 年 6 月開始的紡織管制後，除了之前介紹的主要決
策機構在美聯會紡織小組之外，另外更包括負責執行的中央信託局，負責監
察的警務處紗布調查組。以下將就進一步就三單位的職掌進行介紹。

首先，在決策機構方面，主要是美援聯合會紡織小組。主要任務包括以
下六項： 1 執行美援聯合委員會有關紡織工業之決議。2 研討紗布之增產及
改善。3 核定花紗布之分配及供應。4 建議紡織原料成品器材設備之輸入。5
蒐集台灣有關花紗布收供求資料。6 其他有關扶植台灣紡織工業事項。38
美聯會紡織小組運作持續到 1953 年 7 月，因為行政組織的重新規劃，
36

台 灣 省 政 府 ，「 為 美 援 會 花 紗 布 小 組 已 更 改 為 紡 織 小 組 公 告 週 知 （ 台 灣 省 政 府 公 告
1951.12.13）」，《台灣省政府公報》四十年冬字第六十四期（1951.12），頁 728。
37
「台灣美援聯合會紡織小組一年半工作報告（1951.06-1952.11）
」
，
〈紡織小組〉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225-226。
38
「台灣美援聯合會紡織小組一年半工作報告（1951.06-1952.11）
」
，
〈紡織小組〉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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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聯合委員會將裁撤，紡織小組之機能，交由經濟安定委員會執行。39

其次，在執行機構方面，主要是中央信託局負責。中信局在執行上主要
是負責承辦紗布配售。受紡織小組委託辦理紗布購配業務，台灣銀行辦理紡
織原料器材之結匯。40
承辦紗布配售，在管理措施上，分三類。 41 第一類是進口供應，由中信
局接受委託機動的進口紗布，維持一時供應的不足。第二類是生產調度，依
照美援會生產計劃，以美棉委託各紡織廠代紡棉紗，各廠獲取工繳費，並由
中信局委託各織布廠以紗換布，辦理代織，再由中信局配售各公會及直接用
戶。第三類是分配執行，代織及中信局進口的布，由中信局依美援會配售計
畫供應，按照限價與定量，配售消費者。對農民、漁民、鹽民、公教人員、
加工業，則由各機關團體平價配售。同時各織廠自織之布及各棉織品，照配
紗數量，半數交四公會聯營處平價出售，半數自銷市場。

最後，在監察機構方面，主要由警務處紗布調查組負責。警務處紗布調
查組是主要的監察機關，根據「台灣省紗布管理暫行實施辦法」，在 1951 年
8 月 17 日正式成立花紗布調查組，調查花紗布有關事宜。42 花紗布調查小組，
由警務處、中信局、建設廳、生管會、台灣銀行、保安司令部、市稽徵處、
美援會花紗布小組等八單位共同組成。內分各小組，小組設組長一人。
紗布調查小組工作包括，調查各廠的組織概況與生產設備，負責監督廠
商，調查市場有關動態，提供改進意見，防止流弊，協助制止黑市、投機、
囤積、套購、檢查品質、走漏等事。43 也因此工作調查對象：紗廠、織布廠、
針織工廠、手工業及其他直接用戶、紗布號、紗布市場、紗布零售商、進出
口行、公私倉庫、行商、公會等。

39

「美援會紡織小組第七十七次會議（1953.07.23）
」
，
〈紡織會議（第五十一次至第七十七次）
〉
，
《美援會檔案》
，館藏號 31-37-1，頁 288。
40
「台灣美援聯合會紡織小組一年半工作報告（1951.06-1952.11）
」
，
〈紡織小組〉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225-226。
41
陳世權，〈台灣紗布管理的演進〉，《紡織界》第 37 期（台北：1953.04），頁 16。
42
〈有關機構昨決定設花紗布調查組調查有關事宜〉，《中央日報》
（1951.08.18）
，第五版。
43
陳世權，〈台灣紗布管理的演進 〉，《紡織界》第 37 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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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主管台灣生產事業的是生管會，在政府確立扶植紡織業發展之
後，生管會下設紡織小組，負責商討關於紡織業發展的相關事項，爾後美援
的恢復，促使美援會設立負責棉花分配的紡織小組，在這種事權不集中的情
況下，隨著政府確立紡織管制政策之後，美聯會紡織小組整合紡織相關事務，
並確立紡織政策的決策、執行、監察機構之工作，也就是說，管制政策的確
立，連帶的使有關紡織政策的分工更加明確與完整。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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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援與代紡代織政策

臺灣光復後，民生必需品主要是仰賴與大陸的貿易，隨著大陸的淪陷、
政府播台，台灣所需的民生必需品必須仰賴外匯進口，因此，台灣外匯出現
捉襟見肘的情況。外匯短缺的嚴重，造成棉花進口的不足，棉紡織生產也一
直無法拓展。直到 1950 年後半，韓戰爆發，美援因而恢復，為棉紡織業帶來
轉機。如前章所言，美援棉花讓政府決議在 1951 年將紡織業列為主要輔導發
展的產業。
因此本節將著重說明美援與台灣紡織業的關係，將先說明美援在台灣的
緣起，再說明美援對台灣紡織業的意義，最後說明政府如何運用美援的經濟
援助為台灣棉紡織業開拓一片天。

一、1950 年代美援援台的過程
戰後美國對中華民國援助政策發展，依據法案的變遷，可區分為三個時
期，第一期是戰後初期的援外法案時期，第二時期是 1950 年代的共同安全法
時期，第三期是 1960 年代的國際開發法時期，相對於各時期的美援政策，其
階段性任務及功能也各有不同。44
第一時期是援外法案時期。起源於 1948 年 4 月美國國會通過「援外法
案」，該法案第四章為對華援助部份，並成立經濟合作總署（ECA），並在中
國設立中國分署。我國亦設立美援運用委員會，執行美援運用工作。45 7 月，
中美兩國即在南京簽訂「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間，關於經濟援
助之協定。」即所謂「中美雙邊協定」
，不過，因為當時美國遠東政策並不堅
定，而國內情勢特殊，所以這個雙邊協定，執行的效果十分有限。因此，自
我政府遷來台後，因美國政府遠東政策尚未確立，在 1949 年美援幾乎已經停
止。46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 ，美國政府認為這是國際共黨所發動全面性侵略
44

周琇環，《台灣光復後美援史料》第一冊（台北：國史館，1995）
，頁 1。

45

〈美援配合生產建設之研究草案〉
，
《 台灣光復後美援史料》第一冊，頁 31。
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
《美援運用在各方面所發生效果之研究 》
，
（台北：編者，1960）
，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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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開始，遂呼籲聯合國制止其侵略行動。10 月中共參戰，確定華府與北
京的敵對立場，也加強美國防衛台灣的決心。於是美蘇兩大強權對利為主軸
的冷戰體系宣告完成後，美援也進入轉變期。
第二期是 1950 年代的共同安全法時期，美援的政策重心為軍事援助。
韓戰發生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引用 1948 年援華法案，建議派遣美國軍事援華
顧問團來台。1951 年 5 月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正式成立，並在 10 月通過「共
同安全法案」
，將過去重在復興歐洲經濟的援外計畫，明確地整合為對蘇的冷
戰手段與軍事安全。隨著援助範圍擴大，負責援外的機構則改採分立的原則，
於 1951 年 12 月底結束經濟合作總署，於 1952 年 1 月另設共同安全總署
（MSA），處理經濟援外及軍援聯繫配合工作，原在我國的經濟合作分署，
同時改稱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47 儘管 1950 年代的美國援華計畫，由於台
海局勢的不穩定，大多著重於軍事目的，但是利用於農產品減少現金支出的
援助，對於紡織業所需的原棉進口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美援對台灣紡織業的意義
（一）棉紡織業的原料解決之道
棉花是美援物資的重要項目，也因此自從美援恢復之後，確實的解決了
台灣紡織工業的原料問題。政府利用美援這筆巨額的棉花，透過政府分配給
紡織企業，進而支持此時期棉紡織工業的發展。

表 2-3

美援期間主要進口物資量值
原
總計

年度

棉

一般進口

數量

價值

數量

美援進口
價值

數量

價值

1950

3757

24819

368

2418

3207

22401

1951

9642

93261

14

98

9628

93163

1952

12217

105613

1359

11566

10858

94047

47

〈美援配合生產建設之研究草案〉，
《台灣光復後美援史料》第一冊，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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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26341

254810

4462

53799

21879

201011

1954

29373

331525

944

11918

28429

319607

1955

29768

360301

1282

19064

28486

341237

1956

22170

347416

1621

33434

20549

313982

1957

30844

451723

2009

40314

28835

411409

1958

27790

390834

631

9752

27159

381082

數量：公噸
價值：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趙既昌，
《美援的運用》
，
（聯經，1985）
，頁 141。

從以上趙既昌所提供的美援棉花的數據資料，我們可將美援進口原棉占
進口原棉的比例換算如下：

表 2-4

美援進口原棉占進口原棉比例
美援進口原棉占全部進口原棉的比例

年度

數量

價值

1950

85.36﹪

90.26﹪

1951

99.85﹪

99.89﹪

1952

88.88﹪

89.05﹪

1953

83.06﹪

78.89﹪

1954

96.79﹪

96.41﹪

1955

95.69﹪

94.71﹪

1956

92.69﹪

90.38﹪

1957

93.49﹪

91.08﹪

1958

97.73﹪

97.50﹪

資料來源：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聯經，1985），頁 141。

根據這樣的資料，可以明確的說明台灣所需棉花的進口，在 1950 年代，
幾乎全都是仰賴美援的進口。事實上，台灣在 1950 年代曾鼓勵種植棉花，但
因為台灣的棉作期與颱風季節重疊，也因此造成極大損失，可說是一項失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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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48 因此，美援棉花對台灣紡織業而言，亦顯重要。

（二）棉紡織業資金的解決之道
美援棉花確保台灣棉紡織業的原料問題。但是，即使在確保原料來源的
有利條件之下，仍不能完全解決紡織資本再生產問題，此時期由大陸前往台
灣設置工廠及移入營運資金之際，紡織資本所遇到的難題除了原料不足之
外，資金不足的問題更是嚴重。
對此問題，國府有效的利用美援進行代紡代織的保護政策。代紡代織是
擁有原棉的政府與業者之間的委託加工方式。以獨攬原棉來源的政府（中信
局）為大宗，委託給棉紡織業並取得作為加工工資的棉花現物或加工工資。49
可使工廠不用預先籌措採購原料的資金，以此減少資金調節上的困難。
此外，代紡代織是依存於美援原棉使得運作，因此必須接受美援機構的
監督。就制度上來說，美援會與經合分屬合組美援棉花分配業務紡織小組，
與負責政策討論的生管會紡織小組並行。 50 關於政府如何利用美援原棉推行
代紡代織，將在下面詳述。

三、美援花紗布的應用
1950 年 8 月美國恢復援華。1950 年到達台灣的美援物資中，棉花紗布
佔了 11.8﹪。棉花紗布由美援會花紗布分配小組負責交換、配售，並決定市
場價格。 51 政府對於棉花的處理方式採取代紡的政策，爾後因為紗價的無法
控制，而開始對棉紗的處理採取配售以及代織的方式，接著對於棉布也採取
平價配銷的方式。以下就棉花與棉紗以及棉布三方面進行說明。

（一）棉花的代紡政策與紗價的不穩定
自從美援棉花供給台灣之後，臺灣棉紡紗廠所用的棉花，大都是美援會
經濟合作分署所供應，分配的方式主要是以棉花交換棉紗，而以一部份的棉
48

林忠正，〈台灣近百年產業發展 — 以紡織業為例〉，《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 》
，頁 478。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頁 213。
50
關於此部份可參考本章第一節 。
51
王崇植，〈一年來美援運用概況 〉，《中國經濟月刊》第 4 期，頁 1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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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作為工繳，這也就是所謂的代紡政策。
詳細的實施方式是每月由美援會經合分署撥交原棉，以六百五十磅代紡
二十支紗一件，但是本來紡二十支紗一件只需要原棉約四百七十磅，因此以
多付的一百八十磅棉花就作為紗廠的紡紗工資，各廠就以此些原棉，紡製成
棉紗，以此銷售所得的資金用來維持工廠運作。 52 這個辦法實行起來，各廠
在經營上極感順利，因為對紡紗廠來說，生產上最大的壓力在於必須準備巨
額資金採購原料，而代紡政策的施行，可使工廠不用預先籌措採購原料的資
金，以此減少資金調節上的困難。
可是在1950年美援剛開始恢復的時候，經合署所供應的棉花品質無一定
的標準，時好時壞，不但在配棉時有種種困難，並影響到棉紗的品質及產量；
此外，經合署所供應的棉花均不足一個月的需要量；因此也影響到織布業對
棉紗的需求。在1950年時，台灣的織布廠一天最少需要二千五百包棉紗，而
台灣棉紗產量僅有一千五百大包，因此明顯顯現出台灣棉紗不足的情形。供
不應求成為棉紗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在此情況下，向外購紗也成為必要辦
法，但卻也造成紗價受國際市場影響甚鉅，使台灣國內紗價與國際紗價一同
起舞。53
事實上，自台灣幣制改革後，紗價一直維持著平穩的市價，從未超過二
千大關，直至1950年7月起，台灣紗價開始捲起了狂瀾，紗價上漲的原因十分
複雜，包括：台灣原料缺乏、韓國戰事、香港紗價上漲、印度棉紗禁止出口
的謠言、日本紗布漲價影響、時值旺銷季節… 等。 54 總而言之，由於此時台
灣省產棉紗不足，仰賴棉紗進口，而當國際紗價大漲時，國內棉紗價格也增
加到一倍左右。
為因應此一波紗價上漲的問題，紡織小組在 1950 年 9 月的紡織會議中，
通過平抑紗價四項措施，決議紡織業公會配售棉紗的對象，以具有設備正在
開工之工廠確實自用者為限。而各相關工廠配得之棉紗，僅限於自用。此外，
並將嚴格管制紗價，棉紗價格規定：20 支棉紗，每包最高限價為新台幣 3000
52

李占春，〈台灣紡織業產銷現況與今後應有的努力〉
，
《 中國經濟月刊》第 8 期（1951.05）
，
頁 58。
53
東之，〈進步中的台灣紡織工業 〉，《台灣建設》第 1 期，頁 30-31。
54
黃德，〈台灣紗價的研究〉，《中國經濟月刊》第 3 期，（1950.12），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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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最後，准由紡織業公會及針織業公會辦理結匯，向香港購買 20 支棉紗
300 件，32 支棉紗 200 件，以因應目前需要。55 此些項措施在 10 月 19 日由
台灣省政府正式核准通過。56
除了紡織小組的四項改革之外，各界亦同樣的致力於平抑紗價。例如：
台灣區棉紡織業同業工會召開理監事會議，決請經合分署減低配紗價格，以
免增加成本。 57 又如：台灣生管會產金小組開會，對平抑棉紗價格決定由臺
灣銀行撥結七十萬元美匯，由物價調和委託世界貿易公司向美國購買棉紗二
千件，限年底以前趕運來台供應。58
儘管政府對平抑易紗價下了不少功夫，但是紗價仍然瘋狂上漲，二十支
紗十月份突破三千元大關，十一月份達到四千元。在 1951 年 1 月，生管會紡
織小組會議再次討論如何調節紗價。此次會議，將矛頭指向台灣的供紗工廠。
在此次會議中，主要說明經合署以花易紗比率中，廠方已得有合理之利
潤，所以紗廠所得的工繳紗應該以合理的價格出售。因此，為了防止紗廠抬
高價格，生管會紡織小組對於紗廠出售棉紗價格，各方同意訂為五千元至五
千三百元一件為範圍，並以售給直接用戶為限。此外，生管會紡織小組建議
美援會在此後經合署與紗廠訂定代紡合同時，將加註美援會具有檢查紗廠售
紗價格的權力。也就是說，如果紗廠出售的棉紗的價格過高時，可以讓美援
會強制以配價收購該項工繳紗，紗廠不可發生異議；如有違背，以後不再配
給棉花。生管會紡織小組認為這樣的合同規定可以預防紗價不合理上漲時，
美援會經合署也可以藉由收購工繳紗供應市面需求並平抑紗價。59
爾後，在另一次紡織小組會議中，再次為紗價問題進行討論，會中表示
為了調節紗源以免除商人屯積，決議由紡織小組通告各棉紡工廠限十日內將
現存紗量報告送紡織小組會報常會，以後各棉紡廠及棉織廠應定期將生產及
存貨變動情形送紡織小組會報。大型工廠每周報告一次，小型者每半月報告

55

「紡織小組第四次會議（1950.9.26）」，〈紡織小組〉
，
《生管會檔案 》
，館藏號 49-011-019.7，
頁 27-33。
56
〈經濟要聞日誌（1950.09）〉，《中國經濟月刊》第 1 期（1950.10），頁 113。
57
〈經濟要聞日誌（1950.10）〉，《中國經濟月刊》第 2 期（1950.11），頁 97。
58
〈經濟要聞日誌（1950.10）〉，《中國經濟月刊》第 2 期，頁 99。
59
「 紡 織 小 組 第 六 次 會 議 記 錄 （ 1951.01.13）」，〈 紡 織 小 組〉，《 生 管 會 檔 案》，館 藏 號
49-011-019.7，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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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市面存紗之登記由紡織小組商洽有關單位辦理。60

從紗價問題的發展，清楚的看到紗價問題剛開始主要是國際市場因素，
爾後轉向因代紡政策造成的紗廠操縱機會。事實上，棉紗在紡織業的垂直發
展中扮演著中間角色，也就是說棉紗是紡紗廠的產品，卻又是織布廠的原料。
紗廠高價售出產品有利於紗廠本身發展，卻不利於織布廠的運作，此時即可
看出紗廠與布廠間的利益衝突。
政府將美援棉花採用代紡的方式分配，對紡紗廠運作上的優惠，卻造成
紗價的上漲，影響織布廠的權益，因而政府開始採取對紗廠的約束，限制紗
廠出售棉紗的價格及對象，希望能夠以此控制棉紗價格，不過這樣的方式，
似乎不具效用，因此政府開始著手加入對織布廠的保護。

（二）棉紗的配售與代織政策
1950 年紗價的高漲使得織布業沒什麼大進展，在 1951 年政府的工業政
策中確認保護紡織業發展，因此，中央信託局配合政府經濟措施，也採取輔
助紡織工業的策略。
1951 年 2 月時，由經合署會同美援會開始配售棉紗，計 280 件，係以貸
款方式配給台灣省各紡織廠家。61 自此 2 月到 6 月中信局先後接受美援會及
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之委託，代辦美援棉紗配售工作。凡紡織、針織、
及其他直接用戶需之棉紗，均由中信局彙整代為申請，此類美援棉紗之申請，
由中信局提交美援會紡織小組會議決定配額後，再由中信局代為分別照配。62
除統籌配紗外，還有一種委託代織的方式，方法是由中信局將美援棉紗
委託各織布工廠加工，織成布疋，交回中信局，配售給各布商及直接消費者。
63

代織方式，是由中信局與各織布廠訂定合約，配交棉紗，織成布疋，交回

中信局。繳回政府的紡織品，由政府訂定一個公定價格，其中一部分與農民

60

「紡織小組第七次會議記錄（1951.01.31）」，〈歷次檢討會紀錄 18〉，《生管會檔案》
，館藏
號 49-307-18-1，頁 15-16。
61
〈經濟要聞日誌〉，《中國經濟月刊》第 6 期（1951.03）頁 100。
62
尹仲容，〈一年來中央信託局的業務〉
，
《 中國經濟》第 16 期（1952.01），頁 141。
63
林健郎，〈論台灣的紡織工業〉
，
《 紡織界》第 15 期（1952.08），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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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換，另一部份則經由指定商流往市場之中。而代織成品，是以民眾主
要衣著所需之白細布及協紋布增產目標，其他花式布疋，則市場供需情形，
隨時織製供應。64
自此，用紗工廠可由配售和代織的兩種方式取得棉紗。從美援協助台灣
之後，政府採取棉花代紡的方式給予紡紗業營運上的保障，而後更加上配紗
及代織的方式嘉惠布廠，形成完整的紡織業生產保護系統。不過，由於政府
控制大部分紡織原料的供給，形成產業發展的特別現象，而這當中，因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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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棉布平價配銷
1951 年 2 月中信局為了平抑布價，宣布在短期內拋售細布，委託全市棉
布商普遍供應，每碼新台幣四元二角五分。 65 更進一步決議施行平抑細布價
格辦法一種，以減輕用戶負擔。此辦法是經中信局、布疋同業公會、工礦公
司、紡織公會、財政廳等各單位決議通過，由中信局訂定辦法交三十家布商
配銷平價細布。關於平價銷售細布辦法如下：66

1 中信局負責辦理平抑細布價格，為減輕用戶負擔，決定委託布疋
零售商直接平售予消費者。
2 選擇零售商，擬由本市棉布業同業公會按照零售分佈比例，分區
制定資本額最高者二十家，以及由百貨同業公會制定會員兼營零
售布疋資本額最高者十家，此三十家以分佈台北全市便利消費者
購買者為原則，其分布情形應符合實際需要，並獲得本局同意。
3 指定零售商問題絕對遵守本局規定之細布零售價，每碼按新台幣
四元二繳五分標價出售，指定零售商應具結保證，不得取巧舞
弊，提取額外利益。

64

王崇植，〈一年來的美援及其運用 〉，《中國經濟》第 28 期（1953.01），頁 11。
〈中信局平抑布價短期內拋售細布〉，《中央日報》
（1951.02.17），第五版 。
66
〈中信局配銷平價細布〉，《中央日報》
（1951.02.20），第四版。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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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零售商可獲得售價款百分之六本局發售價（一百六十元）作為代
售酬報，上項酬報包括發票印花及稅項等，如布疋圖獲取額外利
益之行為者，除取消代售權外，並依法究辦。
5 零售商售貨時，應憑消費者之戶口名冊發售，並在戶口名簿上加
蓋「已售細布 X 碼」。
6 為防止整疋發售便於購者取巧，暫定發售碼數最高為二十碼，同
時不得合購一疋，指定零售商須負責將布疋剪斷。
7 指定零售商可臨時具函向本局請求批發，並應註明保證所購細部
確係零售，並遵照具結辦理。
8 零售商向本局提貨時，一次付清價款。

政府從棉花、棉紗到棉布的相關措施，反應出政府為了達到紡織市場的
穩定，而一步步的介入紡織業的產銷。事實上，為因應以上說明的棉紗及棉
布的分配方式，中信局在購料易貨處特設紗布組，專司配售棉紗及販售棉布
等業務。計分三種業務：一為配售棉紗，收取百分之一手續費。二為交廠代
織，不收取手續費。三為配銷布疋，取百分之一手續費。 67 也就是說，自美
援棉花為台灣提供較穩定的原料來源後，政府對紡織業採取控制部份紡織品
的原料分配以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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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確保豐厚的利潤。68
從市場觀察，不論棉紗或棉布都有雙重的販售方式，也就是一部分由政
府平價販售，一部分由業者自行販售，而這也形成紡織產品價格不穩定的主
要因素。69

67

許祖烈，〈台灣紡織業與管制政策之透視 〉，《財政經濟月刊 》2 卷 9 期（1952.08），頁 34。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頁 215。
69
關於代紡代織與售價的問題，可參考：劉進慶 ，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頁 218-220。本文
將在下一節進行討論。
68

54

第二章

管制政策下的紡織業發展

根據上述棉花、棉紗、棉布的管制說明，政府對棉紡織業的扶植，採取
介入部份產銷的方式，但事實上，這樣的做法，並沒有解決紡織品的價格問
題，也因此促使政府之後採取更高度的介入紡織業的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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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花紗布管制政策

自美援開始援台之後，政府對於棉花的處理方式採取代紡的政策，爾後
因為紗價的無法控制，而開始對棉紗的處理採取配售以及代織的方式，接著
也為了平抑布價而對棉布採取平價配銷的方式。這些措施都是因為紗布價格
無法控制，僅管政府對於花紗布的供應採取部份分配的辦法，但是卻仍然無
法解決紡織原料的價格問題，也因此促使政府在 1951 年中採取全面的生產，
爾後更進一步確立進口與銷售的管制。

一、管制的起因~~棉紗價格無法控制
紗布價格在 1950 年即呈現不穩定狀況，而自 1951 年 4 月份起，政府對
紗布進口嚴加管制後，紗布價格即在四至五月期間各漲 30﹪與 22﹪，其中紗
價又比布價上漲為多。70
面對紗價的上漲，經合署在 1951 年 4 月拋售棉紗，表示將無限制供應。
希望以此使紗價緩和。此次拋售，決定由中國分署及美援會直接對外出售，
二十支紗每件售價為新台幣 4200 元，凡需紗的工廠，例如布織、針織、毛巾、
製線等工廠，均可逕往洽購，並無數量限制。中央信託局面對經合署的拋售
棉紗，也接著跟進，中信局表示凡是直接用戶，可備現款按照美援會配價，
每件二十支紗以新台幣 4200 元，至該局購料易貨處洽購。71 此外，台灣區紡
織業公會為配合政府平抑物價政策，通告各紡紗廠、針織業廠、織布廠等應
一律將產品平價出售不得提高價格，而受政府拋紗刺激紗布短暫的回跌。72
在這一連串的平抑棉紗價格措施當中，政府拋紗的方式雖短暫的解決紗
價問題，但紗價上漲問題卻一直無法解決，也因此在 1951 年 4 月份生管會紡
織小組的例行會議中，特別對紗價上漲的原因提出討論。而 1951 年 5 月份更
召開棉紗布疋的售價討論會。

70

趙潤予，〈台灣紗布漲價原因之分析〉
，
《 紡織界》第 1 期（1952.05.19），頁 10。
〈經合署拋售棉紗，今起無限制供應〉，《中央日報》
（195.104.07），第一版。
72
〈經濟要聞日誌（1951.04）〉，《中國經濟月刊》第 8 期（1951.05），頁 109。
〈受政府拋紗刺激，紗布回跌〉，《中央日報》
（1951.04.08），第五版。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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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兩次的會議內容，我們分別以省產棉紗、外來棉紗、布疋三方面
分別說明各方意見。
（一）省產棉紗：
此階段省產棉紗是以代紡的方式生產，再行配售。也就是由經合署分配
棉花，委託紡紗廠代紡，以六百五十磅代紡二十支紗一件，紡成棉紗再收回
統一配售。但是本來紡二十支紗一件只需約四百七十磅的原棉，而多付的一
百八十磅棉花就是紡紗廠的工資，也因此紗廠擁有約百分之三十的棉紗。
在這種情況下，針織公會與棉織業公會代表皆認為，紗廠所擁有的的百
分之三十應配出，應交由公會處理。 73 這樣的建議，不赤是用紗單位對紗廠
的不信任。也因此在兩次會議上，紗廠代表極力否認紗廠對紗價的操縱。代
表紗廠業者的石鳳翔更表示台灣棉紗是否能充分供應為另一問題，但每遇紗
市起落，各方均罪責紗廠，在此種情形之下，紗廠並不絕對反對政府進口棉
紗。74
針對用紗工廠對紗價的不滿，石鳳翔強調經合署售紗具調節性質，所以
經合署配紗價格可以自行調整，但紗廠有本錢問題，不可能如同經合署般的
壓低價錢。 而呂鳳章則提出經合署配價 4200 一件，是根據市價低一成五原
則，並非計算成本而得的。呂鳳章更強調紗廠與布廠的利益應該是同一陣線
的；紗廠也不希望紗價太高，畢竟紗價太高，布廠不能生存，對紗廠也沒有
好處。此外，呂鳳章也希望政府不要利用壓力讓紗價暴跌，這樣使棉織品大
跌對於織廠也沒有好處。75
除了對紗廠擁有棉紗的質疑之外，多方對於紗價的上漲，也提及有關棉
紗分配的問題。趙志堯、石鳳翔認為紗價的上漲應該是經合署最近沒有配紗
所造成的。而代表小工廠及手工業的省工業會則提出，家庭手工業多在台中，
最近都沒有配到紗，所以不得不到市面買紗，造成黑市得以生存。此類廠小
多離台北遠，工業會希望配紗能顧慮到這些偏遠的小廠，亦希望政府交一部
73

「紡織小組第八次會議會議記錄 （ 1951.04.28）」，〈紡織小組〉，《生管會檔案》，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90。
74
「生管會棉紗布疋售價問題檢討會記錄（1951.05.04）」，〈歷次檢討會紀錄 8〉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307-8-1，頁 25。
75
「紡織小組第八次會議會議記錄 （ 1951.04.28）」，〈紡織小組〉，《生管會檔案》，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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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棉紗予工業會負責配售。 76 代表織布廠的李占春也有同樣的意見，聲稱紡
織公會配到的棉紗數量太少，而且布廠多在鄉下，加上配紗手續十分不便，
造成布廠願意出高價向紗號購買，因而發生黑市。77 在生管會的紡織會議中，
主席表示經合署配紗方法手續如何改良會再行研究，但是由於處於戰時經濟
體制，一切消費俱求節省，所以各廠不能如願得到所要的配額。78

此外，關於棉紗限價問題也是大家討論的焦點，石鳳翔、呂鳳章皆提出
棉紗限價過去規定為不得超過 5300 元，但事實上卻沒有執行。錢常委對此提
出說明，生管會前次規定棉紗售價不得超過 5300 元，美援會方面曾表示抗
議，認為經合署配售價格只有 4200 元，不應超過如許此之多，棉紗售價超過
生管會規定，實應查辦。會中決議，紗之售價每件不得超過 5300 元，如有違
反規定予以懲罰，且自本年元月起各紗廠布廠針織廠棉紗存底及銷售使用等
情形應分別逐步地查明。如有囤積，應照原購進價格加息購回。 79 以此討論
得知，當時棉紗價格出現兩種價格，一為政府配售價，一為廠商出售價，這
種價格上的差距影響著用紗工廠的利益。

事實上，從台灣國內棉紗價格上的爭論，觀察出紗廠與織廠之間的緊張
關係。由於在代紡政策之下，棉紗的價格會出現兩種，一部分是繳交中信局
的棉紗，一部分是紗廠可保留的棉紗。由於棉紗價格直接影響著織廠的利益，
所以當市面上的棉紗價格過高時，織廠便會將矛頭指向掌握部分棉紗流向的
紗廠，紗廠在此情況下，也極力排除紗價不穩的責任。不過，儘管在紗價上
兩者勢必面對利益衝突，但事實上紗廠與織廠畢竟是屬於相依存的關係，更
何況紗廠與織廠同屬於同一同業工會，也因此如何達到令兩者滿意的協調十

76

「紡織小組第八次會議會議記錄 （ 1951.04.28）」，〈紡織小組〉，《生管會檔案》，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90-91。
77
「生管會棉紗布疋售價問題檢討會記錄（1951.05.04）」，〈歷次檢討會紀錄 8〉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307-8-1，頁 28。
78
「紡織小組第八次會議會議記錄 （ 1951.04.28）」，〈紡織小組〉，《生管會檔案》，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94。
79
「生管會棉紗布疋售價問題檢討會記錄（1951.05.04）」，〈歷次檢討會紀錄 8〉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307-8-1，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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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重要。
另一方面，也從這些政府的討論會看到同業公會替會員爭取配額的情
況，在此時政府配紗方式是配交各公會，再由公會配給廠家，也因此同業公
會掌有配紗權，而也僅有會員有機會配得棉紗。同業公會不僅作為政府下放
權力的執行者，並也扮演著替會員向政府要求利益的單位。

（二）外來紗
由於自 1951 年 4 月份起，紗布進口開始嚴加管制，停止結匯進口。針
織公會、棉織業公會都認為，停止紗布的官價結匯使得紗價上漲。布廠代表
也提議應該快恢復官價結匯，因為日本紗本就高於省紗，停止結匯後，使人
認為棉紗應該上漲，而外人也都來購買，更造成漲風，所以應該開放結匯。80
在生管會紡織小組第八次會議中，由於外來紗價大漲，主席對外來紗問
題表示，過去外來棉紗既以官價結匯售價，當時是以官價成本計算，不能再
以結匯證漲價為理由，可由台銀以過去結匯戶頭查對，防止不肖商人漲價。
此外，只要供求需要調查清楚，一定會開放結匯，必要時政府可自購大量棉
紗以平紗價。81
從政府對外來紗進口問題的決議，觀察出政府仍秉持著應以台灣國內消
費為主，而儘量不外求進口。儘管對布廠來說，棉紗呈現不足的現象，但政
府仍以保護台灣紗廠為原則，不願意開放外來紗自由進口。

（三）布疋
針對布疋的價格問題，李占春表示布廠代織布疋只收工資，並未漲價，
市面上布疋漲價，布廠不能負責。此外錢常委表示政府供給棉布外匯達 1400
萬美金之多，應由台銀查明結匯商號及其布疋進口銷售等情形。82
而在棉紗布疋售價問題討論會當中，由於有進口商代表的參與，因此對
80

「紡織小組第八次會議會議記錄 （ 1951.04.28）」，〈紡織小組〉，《生管會檔案》，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92-93。
81
「紡織小組第八次會議會議記錄 （ 1951.04.28）」，〈紡織小組〉，《生管會檔案》，館藏號
49-011-019.7 4-1，頁 94。
82
「生管會棉紗布疋售價問題檢討會記錄（1951.05.04）」，〈歷次檢討會紀錄 8〉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307-8-1，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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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紗布進口問題有些討論。進出口公會代表黃木邑表示，由紡花到織布，供
給全省的需要量並不能一蹴而就，當前棉布漲價實因供不應求所致，希望在
過度期仍准進口。此外，進出口商有在去年冬季向日本廠商訂購夏貨者，若
不能履行合約，糾紛易多；希望政府願在商人困難仍准結匯。83
不過，針對進出口公會代表的意見，尹仲容斷然表示此係其個人商業行
為，政府何能負責，進口商可以政府不結外匯為理由向日本廠洽商取消合約。
此類花布並非台灣一般人民所必須，政府實無法供給外匯。
進出口商代表黃木邑乃退而求其次的詢問，若台灣棉布當前不足供應，
應如何處理。織布業代表李占春表示台灣白布及條子足夠供應，只有印花布
不足。如有需要可向公會訂購，日本進口訂購需要三個月，台灣產布一個月
可交貨，價格方面可組委員會決定。
在棉布的價格問題討論上，可以看出政府保護紡織業的決心，儘管進口
商具有會議出席權，但政府卻十分堅決的維護台灣國內紡織品的利益。就連
進口外貨棉布仍須由紡織公會代辦，而非有專行進口的貿易商負責。進口的
管制，成為紡織業全面管制開始的契機。

從以上棉、紗、布疋的討論，我們知道產量的不足，供不應求，加上棉
紗具有雙重價格，因而造成價格問題日益嚴重，但政府秉持著扶植紡織業的
立場，堅持不開放自由進口以因應國內需求。因此，面對市場的不穩定，政
府決定進行花紗布全面管制。

二、管制開始
前面已經說明過棉紗價格一直無法控制，在進口管制後更是如此，因此
美援會為了解決紗價問題，決議在 1951 年 6 月開始一項新的加強經合署美援
原棉的管制與分配辦法。此新辦法將限定所有由美援原棉所製成的紗布價
格，同時保證此棉製成品的合理分配，以防止各廠家抬高紗價。 84 爾後，更
83

「生管會棉紗布疋售價問題檢討會記錄（1951.05.04）」，〈歷次檢討會紀錄 8〉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307-8-1，頁 32。
84
〈經濟要聞日誌（1951.05）〉，《中國經濟月刊》第 9 期（1951.06）頁 118。
〈加強管制美援棉使價格分配合理〉，《中央日報》
（1951.05.30），第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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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月公佈台灣省紗布管理暫行實施辦法。此辦法確立紡織生產控制，並以
限價的方式掌理市場。

（一）1951.06 代紡代織新辦法
1951 年 6 月開始，美援會將變更配棉花辦法，也就是改變棉花代紡的方
式。此次變更分配棉花的動機是因為現行辦法是以實物支付紗廠紡紗酬勞，
以致紗廠利用一部份成品，不依經合署規定之價格，而高價出售市場，形成
紗價的上漲。過去棉花配售的辦法是由美援會與經合分署會同辦理，原棉配
給紗廠後，紗廠可以保留約三分之一之製成物，作為紡紗酬勞，其餘三分之
二，由經合署及美援會，照每件新台幣 4200 元平價出售，而廠家所存之棉紗
流入市場後，竟抬價高達每件 6000 元，這樣的現象促使政府展開新管制辦
法。85
根據新的方法，美援會將成一單獨負責機構，全權掌握棉紗分配事宜。
此外，為指導及執行美援會此項有關棉紗分配之新定辦法，美援聯合委員會
另外成立新的紡織小組，由經合署、美援會、省建設廳及懷特工程公司等代
表共同組成。86
在第一次美援會紡織小組的會議中即決議對經合署美援會原料加工工
廠之付款，原則上根據協定價格，而不根據成本。 87 也因此，在新訂的辦法
中，美援會得根據廠家合理成本，加上合理利潤，以現金來酬勞各工廠的紡
紗工作。也就是說，各紡紗廠必須向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爭取分配額，由
中信局代理發配，而每件棉紡品的工資是新台幣 1600 元。88
所紡成的全部棉紗，由美援會加以管制，部份依照限價出售，部份按規
定工資，直接或間接交由本地各廠家織成細布或其他紡織品。 89 換句話說，
在棉紗的分配上，仍可分為配售與代織兩種方式。
在配售方面，美援聯合會紡織小組對於需紗各業取得配紗的程序，規定

85

〈加強管制美援棉使價格分配合理〉，《中央日報》
（1951.05.30），第四版 。
詳細情形於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87
〈美援會紡織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紡織界》第 5 期（1952.06），頁 27。
88
許祖烈，
〈台灣紡織業與管制政策之透視〉
，
《財政經濟月刊》2 卷 9 期（1952.08）
，頁 32。
89
〈加強管制美援棉使價格分配合理〉，《中央日報》
（1951.05.30），第四版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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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建設廳等機關經過調查生產設備，核准登記，以及配得電力加入公會後，
提經紡織小組會議通過，使得配紗資格及其配量。配紗的規定，在保障正常
廠商合法權益，為各廠所配紗量，平均為生產量百分之四十。90 在代織方面，
代織細布時，每件棉紗規定織成 12 磅布 33 疋，每疋的工繳規定為 37 元。91

在棉紗價格無法控制之下，美援會改變代紡代織的辦法中，改以現金做
為代紡與代織的酬勞，這與過去採用實物作為酬勞的方式大大不同，可避免
工廠因保有棉紗而影響紗價。在這樣的政策設計，主要仍須以限價銷售的方
式達到控制紗價與布價。也因此在八月時，政府公佈台灣省紗布管理暫行實
施辦法，以此作為紗布限價管制的法源依據。

（二）台灣省紗布管理暫行實施辦法
在新制度、新組織的確立後，省政府更為了限制價格加強管制，而在 1951
年 8 月通過「台灣省紗布管理暫行實施辦法」。92 對於此辦法，以下將以管制
單位、棉紗分配、棉布銷售三方面進行介紹。

A 管制單位
關於棉紗之配銷，由美援會紡織小組統籌統配，並由中央信託局依照小
組會議決議代為執行。此外，紗布管理有關機構應合組調查小組，隨時檢查
各紗布廠商。
B 棉紗的分配
a 配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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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一概不能儲存。並於公佈十五日，向台灣省警
務處登記，逾期者概予沒收，登記後兩個月內依指定方式售用，限期內不能
售完或用罄者，由中央信託局按限價收購。
90

陳世權，〈台灣紗布管理的演進 〉，《紡織界》第 38 期（台北：1953.05）頁 26。
許祖烈，〈台灣紡織業與管制政策之透視 〉，《財政經濟月刊 》2 卷 9 期，頁 32。
92
「台省紗布管理暫行實施辦法」，1951.08.14 台灣省政府令公佈 ，
《台灣省政府公報》，四十
年秋字第四十期（1951.08.），頁 507-508。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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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進口紗支或省產紗支最高售價，由台灣省政府核定公佈，如有存紗
之工廠，配給美援棉紗時，應僅先抵用；其他自有存紗，而無生產設備之商
號，按公佈之最高售價，由紡織小組指定配售直接用戶，在規定內用罄，不
得任意轉售或轉移，用戶亦不得用以向銀行抵押，否則照價三倍付給中央信
託局作為罰款。
b 代織部份：
各工廠與中央信託局代織布料所領用之紗，應全部用以織布，並不得自
存布料或將剩餘棉紗囤積轉售。如有違反，取消代織及配紗資格外，所有該
項棉紗由中信局全部收回，不能退還的部份，應按當時配價付三倍之罰金。
C 棉布的銷售
中央信託局訂售及配售之各種布疋，其配售價格、訂購與承銷商批發零
售價格，以及加工後之漂布色布批發零售價格，均由台灣省政府隨時核定公
佈。如承銷商不能於合理期間銷售，影響布價時，由中央信託局照原價收回。
此外，非經營紗布業之正當商人，不得在市場上搜購紗布，違反者依照規定
處罰。

此紗布管理辦法公佈後，美援會紡織小組在八月十三日的會議中進行討
論。尹仲容表示這個辦法宣告了這個美援會紡織小組，在處理所有公會所關
心的合約和分配上，被授權特別的權力。此外，經合署的 Auburn 表示，同業
公會在傳遞有關資訊給會員上，也有責任的。 93 從後來的發展可發現，同業
公會是政府與工廠間的媒介，除了如 Auburn 所言，同業公會具有傳遞政府相
關資訊的責任之外，同業公會也在紡織全面管制之下，積極的為紡織廠爭取
權益，作為政府與民間的橋樑，甚至在政府往後的銷售管制中，擔任執行上
的主要單位。

在紡織小組會議上，委員會提出將注意省政府決定的最高限價，最高限

93

「美援會紡織小組第十一次會議記錄（1951.08.15）
」
，
〈 紡織會議（第一次至第三十次）
〉
，
《美
援會檔案》
，館藏號 31-36-1，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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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除了明文公佈之外，也將強制實施。 94 事實上，紗布管理暫行辦法即是政
府以分配原料的權力，控制生產並配合採取限價的方式控制紡織業的發展。
根據紗布管制暫行辦法中規定：各種進口紗支或省產紗支最高售價，由
台灣省政府核定公佈。而棉布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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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及加工後之漂布色布批發零售價
格，均由台灣省政府隨時核定公佈。
回顧棉紗的限價政策，在管制政策實行之前，生管會即曾對紗價有兩次
規定，第一次每件最高限價 3000，第二次規定最高不得超過 5300。
第一次的限價是生管會紡織小組在 1950 年 9 月份的會議上，討論紗價
上漲的對策中，強調為了嚴格管制紗價，對棉紗應有限價；在 20 支棉紗的部
份，規定紗廠配售每包最高為新台幣 3000 圓。 95 而在第二次的限價是 1951
年 1 月份的紡織會議中，因紗價的再度上漲，又引起了如何維持合理紗價的
討論，最後各方同意決議：紗廠出售棉紗一件的價格訂在 5000 元至 5300 元
為範圍。96 不過，根據 1951 年 5 月生管會棉紗布疋售價問題檢討會中可以發
現，這樣的限價並沒有真正的實行，也因此會在此次會議中強調嚴加取締棉
紗售價超過限價。97
而在「台灣省紗布管理暫行實施辦法」公佈後，相關單位再度開始討論
紗布最高限價，在美援會紡織小組會議中，核准各種支數不同棉紗之最高限
價。緊接著，省政府公報正式公告，其中台灣省產二十支紗核定每件新台幣
5300 元。98 而在 9 月 6 日台灣省政府再度核定各種紗布批發及零售最高限價。
99

此外，美援會紡織小組決議二十支進口棉紗每件最高限價新台幣 5750 元，

94

「美援會紡織小組第十一次會議記錄（1951.08.15）
」
，
〈 紡織會議（第一次至第三十次）
〉
，
《美
援會檔案》
，館藏號 31-36-1，頁 59。
95
「紡織小組第四次會議記錄（1950.09.29）」，〈紡織小組〉《生管會檔案》49-011-019.7，頁
27-33。
96
「紡織小組第四次會議記錄（1950.09.29）」，〈 紡織小組〉
，
《生管會檔案》49-011-019.7，頁
64-65。
97
「生管會棉紗布疋售價問題檢討會記錄（1951.05.04）」，〈歷次檢討會紀錄 8〉
，
《 生管會檔
案》
，館藏號 49-307-8-1，頁 34。
98
〈經濟要聞日誌（1951.08）〉，《中國經濟月刊》第 12 期（1951.09），頁 84。
99
台 灣 省 政 府 ，「 為 核 定 台 灣 各 種 紗 布 批 發 及 零 售 最 高 限 價 公 告 （ 台 灣 省 政 府 公 告
1951.09.06）」，《台灣省政府公報》四十年秋字第五十八期（1951.09），頁 68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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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對於省產二十支紗新台幣 5300 元之最高限價。100
此外，省政府對於棉紗的限價也有多次的規定，1952 年 2 月省政府公告
規定省產特級三十支棉紗最高限價為每件新台幣 7600 元。101 1952 年 9 月公
告省產二十支棉紗之最高價每件（181.4 重公斤即 400 磅）新台幣 5750 元。
102

1952 年 11 月公告省產二十支埃及棉紗每件新台幣 6000 元。 103

三、棉布進口與銷售問題
（一）棉布進口問題
自 1951 年 4 月起，棉布即開始禁止進口，儘管進口商雖多次表示希望
開放棉布進口，但卻因為政府對紡織產業的保護而表示無法開放。在 9 月份
市場上流傳政府將開放日本棉布進口，引起紡織相關團體的恐慌。
1951 年 9 月份，台灣區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織布小組召開記者會說明反
對日本棉布進口原因。104 在此項聲明中，布小組表示，台灣紡織工業在政府
實施有效保護政策與積極輔導之下，自 1951 年以來，棉布不准結匯後，各種
棉布供應正常，不感缺乏，可見台灣國內產量已能自足。
此外，布小組表示若自日本進口棉布，台灣棉布將無法與進口棉布競
爭。布小組聲稱因為台灣國內各廠目前所用棉花棉紗全賴美援配給，產量僅
及各廠須用百分之二十五，而台灣實施紗布管制辦法更規定各廠凡存有棉紗
者應俟用完後再與配售，各廠只能以設備百分之二十五開工，其餘百分之七
十五閒置，因此百分之二十五的產品需負擔百分之百的生產費用，成本無法
減輕，乃為當然之事實，反觀日本政府保護紡織工業，不遺餘力。外銷與官
價配紗，生產量達百分之百，成本低，台灣產品自無法與之抗爭。
另外，紡織公會李占春同時也鄭重指出三點說明。首先，過去台灣無法

100

「美援會紡織小組第六次會議記錄（1951.07.12）
」
，
〈紡織會議（第一次至第三十次）
〉
，
《美
援會檔案》
，館藏號 31-36-1，頁 28。
101
〈台灣經濟日誌（1952.02）〉，《臺灣銀行季刊》5 卷 2 期（1952.09），頁 225。
102
台灣省政府，
「為改訂省產二十支棉紗之最高限價為每件新台幣 5750 元（台灣省政府公告
1951.09.08）」，《台灣省政府公報》四十一年秋字第六十二期（1952.09），頁 831。
103
台灣省政府，「為改訂省產二十支埃及棉紗最高限價為每件新台幣六千元 （台灣省政府公
告 1951. 11.06）」，《台灣省政府公報》四十一年冬字第三十二期（1952.11），頁 362。
104
〈棉紡織業反對日本棉布進口〉，《中央日報》
（1951.09.04），第五版。

65

進口替代時期台灣的棉紡織政策（1949-1958）

自製印花布，已有會員廠五洲廠等在積極設置印花布機器，機器預計可在
1951 年年底以前開始使用，每天產量可達兩千疋，即六萬碼。其次，由於正
值戰亂時機，國家寶貴的外匯應該用作戰物資的籌備，或用於其他緊急必要
的用途，以增取勝利，如以龐大外匯購入台灣國內並不缺乏的棉布，不僅浪
費且打擊生產事業。105
根據公會的聲明，可知其極力維護本身產業的利益，希望政府協助紡織
業排除外來競爭。紡織公會聲主張進口管制的論點在於台灣布疋達到自足。
不過，根據之前對布小組觀點的敘述，布小組聲稱自 1951 年以來，棉布不准
結匯後，各種棉布供應正常，不感缺乏，可見台灣國內產量已能自足。但是，
事實上的情況是，1951 年進口棉布數量是棉布總供應量的百分之二十七。106
也因此台灣棉布並非如紡織公會聲稱的已達自足。

儘管紡織公會的反對，但政府在對日貿易的考量下，根據 1951 年 10 月
的消息，政府對於棉布應否進口問題，經數度研討，已作最後決定開放棉布
印花布進口。107 其總額約在 200 萬美元以上，首批進口棉布及印花布已在日
本候輪裝運，預計在 1951 年 10 月底或 11 月初可運到。這樣的消息，使得布
市中的買賣雙方維持觀望態度持續一段日子。幾經各方溝通，政府態度有所
改變，生管會在產金小組第九十次會議中，正式決定棉布及印花布繼續停止
結匯進口。108 爾後，台銀國外部更正式停止接受棉布及印花布進口結匯的申
請案件。109 這樣的政策確立之後，紡織公會李占春公開發表紡織業應該共同
擁護政府決策，並抑低產品售價。110
不過，台灣省進口商公會再度向省政府主席、財政廳廳長、建設廳廳長
陳請，要求允許棉布結匯進口以減輕人民衣著負擔。 111 政府當然的了解台灣
105

〈棉紡織業反對日本棉布進口〉，《中央日報》
（1951.09.04），第五版。
陸燕雲，
〈發展台灣棉紡織工業的正確性及其現況之調查〉
，
《中國經濟》第 18 期（1952.03）
，
頁 57。
107
〈經濟要聞日誌（1951.10）〉，《中國經濟月刊》第 14 期（1951.11），頁 97。
108
〈經濟要聞日誌（1951.10）〉，《中國經濟月刊》第 14 期，頁 98。
〈產金小組昨日決定棉布繼續暫停結匯〉
，
《 中央日報》（1951.10.10），第五版。
109
〈經濟要聞日誌（1951.10）〉，《中國經濟月刊》第 14 期，頁 99。
110
〈產金小組昨日決定棉布繼續暫停結匯〉
，
《 中央日報》（1951.10.10），第五版
111
〈經濟要聞日誌（1951.10）〉，《中國經濟月刊》第 14 期，頁 9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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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仍部分仰賴進口，只是政府仍以保護台灣紡織業為主要選擇，因而無法
開放進口。儘管政府的態度如此明顯，但根據之後的發展，棉布的價格卻在
1951 年年底開始狂漲，無法控制，也成為日後進口商爭取棉布進口的主要依
據。

紡織公會和進出口商之間的拉鋸戰一直無法停止。在 1952 年初又開始
討論是否開放棉布進口，紡織公會與進出口商因彼此利益上的衝突，而再次
互相在輿論界上競爭。
1952 年的紛爭起因於，中日談判新貿易協定的展開。傳聞表示日方提請
以一千萬美金棉布輸台之說，台灣紡織業者十分惶恐，因此紡織公會在 1952
年 3 月即發表宣言反對棉布進口，4 月並召開臨時緊急大會，決定派代表向
政府陳請。112 在紡織公會此次的陳情中，紡織公會再度表示台灣棉布絕對足
以自給自足，聲稱棉布價格較去年下跌三、四成，更進而要求美援會將配紗
價格降低。113
一直以來，進出口商同業公會與紡織公會為了是否應該開放棉布進口時
有爭論。台灣進出口商同業公會向省政府及有關機構建議開放棉布進口，所
提的主要理由是認為保護棉紡織工業，用關稅手段已足夠保護，不應停止棉
布進口刺激台灣國內布價上漲。此外，台灣省產棉布目前的生產量尚不敷使
用，應開放民間進口。而停止民間進口而由中信局進口售價偏高，效率不夠。
114

針對上述理由，台灣棉紡織公會發表意見，列舉數字說明台灣棉布生產已

超過需要量，棉布市價上漲是因為布商操縱，對於進出口商呼籲的開放棉布
進口表示反對。115

關於棉布是否應該開放進口的問題，必然連帶討論到台灣棉布是否已達
到自給自足的目標，乃至於台灣紡織工業是否繼續保護。只是關於棉布是否

112

〈四十一年度紡織大事〉，《紡織界》第 1 期（1952.05），頁 5。
台灣區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棉布供需情形及各紡織廠現況報告書 〉
，
《紡織界》
第 3 期（1952.6.2），頁 39-40。
114
陸燕雲，〈發展台灣棉紡織工業的正確性及其現況之調查〉
，
《中國經濟》第 18 期，頁 57。
115
陸燕雲，〈發展台灣棉紡織工業的正確性及其現況之調查〉
，
《中國經濟》第 18 期，頁 5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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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自足的估算方式，眾說紛紜。
事實上，單純討論棉布進口問題，十分的簡單。在 1951 年四月時，停
止供應民間棉布進口外匯，但是棉布並沒有完全停止進口，根據美援會紡織
小組所發表的數字，1951 年進口棉布數量是棉布總供應量的百分之二十七。
只是經營棉布進口的並非民間進口商，而是屬於公營事業機構的中央信託
局。116
因此，對於棉布進口的問題，引起爭論的應該是經營機構應屬於中信局
呢？還是應該開放民間進口商呢？

關於此問題，可從以下幾點討論：首先，軍用部分的棉布由政府委託公
營事業機構進口，乃天經地義的事。其次，在台省棉紡織工業有計畫擴充增
展已大有成就的今天，棉布無限制的自由進口，不但是前後自相矛盾，亦非
有效運用外匯頭寸的政策所許可。最後，棉布既不可能是無限制的自由進口，
就只能限於前述數量及種類調節性質的進口，這種性質的進口，數量是有限
制的，種類是有選擇的。其作用是調節盈虛，平衡供求，使布價不致有大的
波動。
因此，從政府的角度來看，以鼓勵紡織發展的政策前提之下，對於棉布
進口問題似乎應該是守在國營的中信局手上。

（二）銷售管制
之前約略提出，在花紗管制之後，配合著限價政策管理紗布的銷售，但
事實上棉布的價格無法控制，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在 1951 年底至 1952 年
初，棉布市場混亂，引發是否應該開放進口的爭論。在不允許無限制進口外
來布的紡織保護政策之下，政府不得不開始加強管理棉織品的銷售。在棉織
品的管制當中，首先在台北市舉辦集中配售，爾後才繼續擴大到由各縣市布
業公會統一設立聯營處，辦理配布相關事宜。此外，台北市是棉布吐納最大
市場之一，因當時需要，又機動將該市各代售商集中分區聯營，以平抑黑市

116

陸燕雲，〈發展台灣棉紡織工業的正確性及其現況之調查〉
，
《中國經濟》第 18 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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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風。117
而聯營處的擴充，仰賴著棉紡織等四公會。公會為了協助政府平抑棉織
品價格也相繼成立公會聯營處。首先是台灣區紡織公會在 1951 年 12 月組織
產品平售聯營處，隨後更增加平價配售布疋及棉織品種類。 118 隔年的 1952
年 3 月份，台灣區針織業同業公會會員工廠產品平價聯營處開始營業。119 爾
後，更有省工業會等四單位籌組聯合聯營處，省工業會棉織品平售聯合委員
會成立。120
在四公會聯營處管理辦法中，規定凡用紗工廠應按月繳送成品百分之五
十，交由各該公會聯營處統一發售。各公會聯營處發售成品其價格應低於市
價百分之十。各公會聯營處，辦理平售業務時，若有不按照規定帳冊記載，
或記載不實，或報表不按期造送，或飭交事項未能照辦等情事，經由紗布調
查小組查明屬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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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聯營制度確立後，在紗布調查組和各地警局協助監督查核之下，查辦違
法違約案件甚多，並數度建議修正配布辦法。因當時黑市棉布猖獗，紗布調
查小組不時調查工廠，查核棉紗用途。在調查中發現有分配欠合理公平者，
有轉移用戶者以及其他應進等事項，均應依法辦理或建議改善。122

此外，紡織品聯營辦法也配合 1952 年度美援會紡織小組訂定紗布織造
及配售計畫。在此計畫中，規劃棉紗棉布按月增產，充分供應。所需配布，
以美援棉布在台織造為原則，不足之紗和布分別進口。供應方面仍分代織與
自織，其中三分之二由中信局照各月棉布生產計劃與織布廠訂定代織，合約
由中信局供給棉紗，付給工繳，織成布後，交中信局照政府限價配售。其餘

117

「紗布調查組四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
，
〈 紗布調查組工作報告 〉，《美援會檔案 》
，館藏號
31-53-1，頁 4。
118
〈經濟要聞日誌（1951.12）〉，《中國經濟月刊》第 16 期（1952.01），頁 242。
119
李積慶，〈一年來的台灣針織工業 〉
，《紡織界》第 33 期（1953.01），頁 20。
120
〈1952 紡織大事〉
，
《 紡織界》第 33 期（1953.01），頁 3。
121
四公會聯營處管理辦法，
〈紗布調查組工作報告 〉
，
《美援會檔案》
，館藏號 31-53-1，頁 66。
122
「紗布調查組四十一年度工作總報告」
，
〈 紗布調查組工作報告 〉，《美援會檔案 》
，館藏號
31-53-1，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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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為自織部份，由各織廠向美援會配紗，按照規定，將製成品半數交
四公會平價聯營處。123 這是為了減輕中信局對資金上的負擔，也為維持正常
商業市場的發展與需要。

在棉布的聯營政策之下，同業公會在管制中的角色日趨重要。從最初的
提供政府資訊與會員廠，到替會員廠爭取權益，到代辦政府的銷售管制；這
一連串的發展說明了政府與民間商業團體間的互助妥協過程。

五、小結
根據上述說明了政府全面管制的原因、過程，此時期紡織業的主要核
心問題在於管制與價格。政府面對紡織品的價格問題，施行紗布管理辦法，
但價格未因管制而有所改善，政府只好再加強銷售的管制，整個管制過程中，
只見政府以解決眼前問題為主，未有長遠計畫，但卻也不見紡織問題的解決，
反倒凸顯出業者的獲利。以下將就此時期的管制進行整體說明；此外，由於
價格問題是管制政策無法解決的核心問題，也因此緊接著將分析價格不穩的
根本原因。

（一）管制綜論
在以上對紡織管制繁瑣的說明之後，可發現花紗布管制此一階段，是在
意外中建立起完整的管制辦法。可以進口管制、生產管制、銷售管制三方面
綜合說明。124

首先，在進口管制方面，1950 年美援恢復後，政府確立扶植紡織業的決
心，因而在 1951 年 4 月嚴格執行進口管制後，進口紗布，不准民間自由經營，
統由中信局加以控制。這項管制有兩個作用。一是在藉以隔絕外來的競爭，
使台灣尚在發展中的棉紡織工業獲得應有的保護，完成建立此項工業的目
的。二是在因台灣需要進口的物資多，而外匯資源少，進口管制可以按照外

123
124

陳世權，〈台灣紗布管理的演進三 〉，《紡織界》第 40 期（1953.07），頁 11。
趙志堯，〈一年來的紗布政策與棉紡織工業〉
，
《 中國經濟》第 28 期（1953.01），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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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供求情形，及台灣國內棉紡織品的供求狀況，隨時對進口棉紡織品的種類、
數量、時間，作合理的調整與有效的控制，使外匯用得其當，這也是節省外
匯的途徑之一。
其次，在生產管制方面，配合著美援原料，政府採用代紡代織政策進行
生產管制。由安全分署、中信局進口的美援棉花，交由各紡紗廠代紡，紡成
的紗，大部份委託各織布廠代織，小部分交各同業公會轉配給直接用戶。代
織之布，由中信局配銷與消費者，各紡織廠僅能獲取定額的工繳費，不能保
有產品。這個辦法有兩個作用，一是各廠原料有來源，產品有銷路，並且不
需要巨額流動資金，而可獲得合理的利潤，不怕紡織廠虧損，使台灣棉紡織
工業，獲得穩健的發展。二是全部產品均掌握在政府手中，可以完全控制紗
市市場，防止價格劇烈波動。兩個作用合起來可以同時達到增加生產，節省
外匯，穩定價格，應是當時政策的重心所在。
最後，在銷售管制方面，為了要解決價格問題，政府只好一再的加強銷
售上的管制。剛開始主要的對象在於布商與消費者，其作用在穩定價格，防
止漲風。代織及中信局進口之布，由該局委託布商按限價並憑戶口名簿售與
普通消費者，另外對農民、漁民、鹽民、公教人員，及加工業則透過各有關
機關，平價配售。爾後，在棉織品價格波動劇烈時，並曾由公會組織聯營處，
各廠自製之棉織品，已一半交聯營處平價售賣。爾後，因棉製品價格下落，
聯營處辦法及憑證配布均以先後取消。

綜合此階段的管制政策，重點是放在管制生產上，紡織管制生產以發展
更多的生產。運用美援以放花收紗，求棉紗增產而發達紡紗工業；再放紗收
布，求棉布增加而發展織布工業。若棉紗數量能增加，則配紗及織布數量亦
能增加。台灣棉布增加，則管制市價與管制進口就毫無問題了。
不過，這樣的管制中，卻犧牲了大眾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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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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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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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提出政府的平價配售是維護人民利益的一環，但事實上從紡織
品在市場價格不斷高升的情況判斷，似乎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也因此以下將
就價格來分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二）價格問題
從第二章第二到三節，我們說明了從美援棉花進入台灣到確立管制政策
時紡織業的發展，在這整個管制過程確立當中，價格問題一直是無法確實解
決的問題。
不論是在實物代紡代織，或是現金加工的代紡代織，政府都因為紡織品
價格的無法控制而增加銷售的管制。但對於紡織品的價格問題卻都無法有所
改善。

從劉進慶的觀察中得知，每逢管制棉布價格必大幅上升，劉進慶提出這
是因為管制體系主軸的代紡代織中，其流通的機制是雙重結構所致。125
在上節討論的代紡代織第一階段，政府與業者採實物工資的方式，因此
導致棉製品市場出現兩個市場，一為按公定價格交易的管制配給市場，一為
業者自行銷售的自由市場。而在本節討論的第二階段中，委託加工變成複合
的方式，即在製造棉紗的過程中，改採現金工資的加工方式，棉紗一旦納入
中信局，則棉布製造可分為代織與分織。代織是現金加工，分織則是實物加
工，部分交由聯營，部分自行販售。這些現象都使得紡織品價格出現公定價
格與自由價格雙重結構。
從市場來看，中信局由代織中所保有的棉布，全部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分配給農民，而織布廠交由聯營處的棉布，品質較為低劣，因此無法制衡自
由市場的價格，導致自由市場棉布不斷上漲。 126 也就是說，政府政策造成雙
元價格，但讓兩種價格無法調和的主因是因為品質的問題，因為政府配發的
產品品質較低落，無法與自由市場產品抗衡。

125
126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頁 218。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頁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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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制政策下的紡織業發展

因此，儘管政府對紡織品有各種管制，但卻無法根本的控制市場價格，
而紡織業者卻也在這種情況下，累積個人資本，最終受害的還是消費者。對
於這樣的現象，也可說是政府在人民利益與紡織業發展的利益中，選擇了扶
植紡織業。這樣的政策，果然讓紡織業累積相當資本，這樣的資本累積，對
台灣經濟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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