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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期的紡織業——訪談孫廣明先生 
 

 

劉宗平1 

（本會會員） 

 

在新北市新店區的大坪林，緊鄰著聖三天主堂處，有座幽靜的小公園（聖母公園），

其後是捷和創世紀社區。本會創始人張之傑老師，住在這個社區。晨間時分，經常會看

到一位老先生在園中運動。與其攀談之下，方知老先生姓孫，來自上海，1949 年便進入

台灣的紡織界工作。於是，張老師便興起訪談孫先生的念頭。 

由於筆者任教元智大學，隸屬遠東集團，其下擁有遠東紡織，和紡織業頗有淵源，

故而張老師安排筆者訪談孫先生。2021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與孫先生約在大

坪林捷和創世紀社區的會客室見面。回憶起當時紡織業的情形，孫先生仍能如數家珍。 

 

 
孫廣明先生（左）與訪談者劉宗平教授。張之傑攝影。 

 

從清末以來，上海因開設商埠而形成中國最大的工商業都市，匯集了全中國最具代

表性的先進企業與工商經營人才。自 1947 年起，由於國共內戰的關係，許多上海的工

商業者選擇離開上海。尤其是紡織業，有些將廠房、機器遷到台灣，有些移往香港，也

有少數到了南洋和巴西等地。拜訪孫先生是一種機緣，也是一次瞭解 1950 年代台灣紡

織業概況的難得機會。 

 

劉宗平，中央大學光電博士，元智大學退休教授，現兼任元智、世新大學教職。本會常務理事，

台灣資訊儲存技術協會（TISA）監事，科學月刊編委。電郵：eecpliu@saturn.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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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請簡單說明您的出身背景，以及來台前的工作。 

我是孫廣明，原籍江蘇鹽城。民國十九年（1930），出生在上海法租界，現今 91 歲。

父親原在法租界擔任警務的工作，後來開設益友運輸公司，擁有八輛美式大型貨卡車，

執行戶口米配送等相關的運輸業務。 

1947 年 11 月，為了統一華北地區的軍事機構，蔣介石下令於北平成立華北剿匪總

司令部，任命傅作義為總司令。1948 年，東北淪陷。那年的 12 月中旬，「平津戰役」開

打，北平處於被軍事包圍的不利境地。1949 年 1 月 16 日，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

鄧寶珊代表總司令與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會面商談和平，雙方於 21 日達成關於《和

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22 日，傅在協議上簽字，所屬部隊接受改編。31 日，北平

淪陷，平津戰役結束。 

1949 年 4 月 21 日至 6 月 2 日，共軍在長江中下游強渡長江，進行所謂的「渡江戰

役」。然而，地處在上海的我們，卻沒有「嚴重」的感覺。許多鄰居仍然繼續往來台灣

做生意，採購糖果和雜貨等物資。1949 年，那時我 19 歲，高商肄業，跟隨父親工作。

為了暫時躲避延燒的戰火，奉父命來台，投親在台工作的叔父。 

 

Q2 您何時來台？為何來台？當時上海的情況如何？ 

雖是奉父命來台避難，但原本也只打算在台小住月餘。1949 年 5 月 10 日，帶著簡

單的行李，坐船由上海到基隆上岸，投奔到叔父的住處。當時，叔父在三重埔的華南紡

織廠工作。沒想到，5 月 26 日上海淪陷，我就回不去了。當時聽說，共軍在攻打上海港

口的碼頭時，來者不過 10 餘人，守軍就嚇破了膽，望風而逃。 

憶起當年，遠在二三十年代，舊上海便出現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家大百貨

公司。由於經營店鋪之大與生意影響之廣，名噪一時，人們統稱其為「中國四大百貨公

司」。這四家百貨皆係由澳大利亞的歸國華僑所興辦，它們幾乎成為上海灘十里洋場的

代名詞。 

早在 1935 年，上海的大新百貨就安裝了兩台奧的斯（Otis）單人電扶梯，連接地面

至二樓和二樓到三樓。香港的第一部電扶梯，於 1957 年在萬宜大廈啟用。位於上海南

京西路的大光明電影院，始建於 1928 年，其內安裝了令人舒適的冷氣設備。 

 

Q3 剛到台灣時，您落腳何處？對台灣（特別是台北）的印象如何？ 

早期的台灣，馬路很少，大樓不多。台北市的熱鬧建築，當屬百貨公司和中華商場。

即便是高樓，最高也只有五、六層樓。少數大樓有電梯，但無電扶梯。在老家，再窮也

會有鞋穿。然而，在台灣，很多地方都不穿鞋，而是穿木屐。因此，初到台灣之時，很

難買到合腳的鞋，讓我感到非常地困擾。 

那時的台灣，還沒有冷氣。到了夏天，西餐廳常會在一個大盆子內堆放冰塊，用來

降溫。在我的印象中，到了 1950 年代末或 1960 年代初，公共場所才逐漸地裝配了冷氣

設備。在電扶梯方面，1953 年高雄市成立的大新百貨，是戰後南台灣的第一家百貨公司，

也是台灣第一個具有電扶梯的建築。1969 年，位於台北市中華路的第一百貨，其內金碧

輝煌，生意興隆，是台北市最早設置電扶梯的場所。當時許多顧客首次在電扶梯前「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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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無措」的驚惶場面，經常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話題。 

初到台灣之時，落腳在北投的「金谷園」溫泉旅社。當時的金谷園存有日式建築，

正門處為唐破風（日語，圓弧形破風型屋檐裝飾，常見於日本城堡的正門或側窗上方）

樣式，現已歇業改建成其它的旅館了。由於原本就只打算短暫的停留，因而所攜帶的生

活費用並不多。當隨身財務即將用罄之時，叔父便勸我離開北投，前往桃園另謀生活。 

 

Q4 請您談談進入紡織界的經過。 

事實上，叔父早在 1946 年時就受聘來台，前往三重埔的華南紡織廠，安裝紡織機

器。1950 年代，由於韓戰的關係，紡織業很容易賺錢，因而叔父不久就轉移到位在桃園

火車站附近的「大秦紡織廠」工作。1949 年，我在金谷園住了數月之後，大概在中秋節

前，便遷往桃園，進入大秦紡織廠。 

剛進廠時，我從基層工人做起，跟隨叔父學習安裝紡織機器。那時，叔父是技術員，

和工程師同屬職員的級別。職員的待遇較好，配有宿舍。技術員以下的技工長、技工、

領班、男女工等，統屬工人階層。那個年代，裝機的技術不會輕易授人。由於叔父的關

係，加上我的頭腦靈光，很快就升職為技工。 

當時廠內的員工，舉凡是技工、技術員和工程師，大多從大陸來台，主要是來自上

海和青島。在眾多的女工當中，也有外省人，多半是有經驗的領班。工廠採兩班制，一

天工作 12 小時，兩週才休一天，薪資不多，工作非常辛苦。和本地人溝通時，只能依

靠台語。到了民國四十年以後，小學畢業的員工已能說國語，溝通才逐漸不成問題。 

1966 年，我轉往位在北投的「正大尼龍」公司服務，繼續從事與安裝紡織機器有關

的工作。後來，再轉到正大尼龍的新店廠。到了 1980 年，我年滿 60 歲，便從新店廠退

休，那時的級職是維護股股長。簡而言之，我來台後工作的第一家工廠是大秦紡織廠，

它是從西安搬來的。後來服務的正大尼龍公司，它是溫州人開的。 

 

Q5 當前教育宣揚日本治台的政績，謂台灣的工業是日本人奠定的。就您所熟知的紡織

業來說，是如此嗎？確實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有些年輕人可能認為：（1）抗戰勝利時，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一部份，已十分先進，

大陸遠比台灣落後。（2）台灣的工業是日本人奠基的，國民政府到台灣後撿了便宜。總

之，在「去中」氛圍的壟罩下，很多人會抱持如此想法，這可能是他們對當時的情況有

所不知的緣故。 

上海商人到了台灣之後，重新建廠、開舖、經營，參與了台灣戰後的產業復興，以

及以紡織業為起點的台灣經濟起飛之歷程。對於締造台灣的經濟奇蹟而言，上海商人發

揮了相當大的作用。這裡所謂的「上海商人」是廣義的，係指 1949 年以前，在滬、寧、

杭所構成的三角地區內活動，並以上海作為商貿往來核心的工商業者。 

以我個人安裝紡織機器的經歷來看，日本人留下的紡織廠並不多，規模也不大，遠

不如大陸遷台的上海商人重要。 

 

根據中研院研究員謝國興的研究，1948 年時，上海的多數工商業者雖對中共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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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但對社會主義主張消滅私有財產，卻不能沒有疑慮。在來台的上海工商業者中，

有大型企業如裕隆機器廠的嚴慶齡（在竹北擁有規模龐大的台元紡織廠）、榮家企業系

統（上海最大的紡織集團）申新紡織（一廠）的王雲程、遠東織造廠（生產洋房牌內衣，

現在遠東集團的前身）的徐有庠、馥記營造的陶桂林等，還有中小型的業者如張敏鈺、

焦廷標、翁明昌和鮑朝橒等。 

1950 年代，紡紗業和紡織業是台灣早期工業化的代表性產業，紡紗業又是其中的重

點產業。以紡織業來說，1949 年前後遷台的紡織廠並不侷限於上海，還有其他來自陝西、

浙江和福建等地方的紡織廠。在 1952 年以前，台灣共有 13 家紗廠，其中有 7 家（華南、

申一、中國紡建、台北紡織、台元、彰化、遠東）不是由上海遷廠就是由上海來台的工

商業者主導投資設立。其中，彰化紗廠係馬俊德、吳升嵐、張敏之等原在上海開辦九三

實業公司（製造織布機梭子）之舊股東來台後與台灣彰化林榮春家族合辦，初期董事長

由馬俊德擔任。 

除了上述 7 家之外，另外還有 6 家紡織公司，包括省營的台灣工礦公司、山東籍商

人宗仁卿兄弟經營的六和紡織、台灣沙鹿李卿雲家族經營的台中紡織與新台灣紡織，以

及規模較大的大秦紡織與雍興實業。大秦紡織是石鳳翔移轉大陸部分資金和設備來台創

辦的，而雍興實業台灣紗廠則為束雲章將中國銀行所屬雍興公司紗綻 2 萬枚遷運來台灣

而創設。1950 年代初期，大秦與雍興是台灣地區規模最大的兩家紗廠。 

1951 年，政府部門派員赴港，勸說遷港的原大陸工商業者來台投資設廠，並代辦入

境手續。依照公部門的統計資料，自 1951 年起至 1956 年 10 月止，香港及東南亞華僑

因此政策而來台設廠生產的共有 91 家，包括原上海商人陳能才的中華毛紡織廠、周兆

棠、童省予的大華綢廠等。此外，在遷台的上海企業與商人當中，除了一般民間企業外，

尚有一批原在政府機構任職的專業技術官僚。他們或隨國民政府的公營企業遷台，或來

台後轉而投入民間的工商企業，這對往後台灣經濟的發展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Q6 兩岸開放往來後，您可曾回過上海？回去過幾次？何時？印象如何？ 

1989 年，回去過一次。我有四兄妹，那時三妹還在。從 1949 年到 1989 年，經過了

40 年，上海的景觀沒有太多的改變。鹽城老家，有些地方甚至比我出來前還差。此後又

回去過幾次，最後一次是三年前，參加三妹孫子的婚禮。如今的上海，早已恢復往日的

風華，再次成為工商、金融的中心。即便是蘇北，也都變得非常地繁華了。 

 

附記 

以下臚列政府遷台後，對台灣紡織業有過重大貢獻的代表性人物，忝充史料，聊供

諸君參考。 

 

束雲章（1886-1973），江蘇丹陽人。1912 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

1915 年，考入北京中國銀行（簡稱中銀），任職總管理處。雖然毫無背景，但憑治事勤

能、果決明快，不久便自金融界脫穎而出。1937 年抗戰軍興，負責豫豐紗廠拆遷、重慶

建廠復工，為大後方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物資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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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在西安中銀經理任內，創辦雍興實業公司。在西北設立機械、紡織、麵粉、

毛織、化工、印刷等十餘廠，並開採煤礦。以金融扶植工業，以工業發展支持抗戰，束

之貢獻甚鉅。1949 年來台，任雍興、中國紡建、嘉和、嘉新、中國貿易、第一各公司董

事長，以及工業總會、工商協進會、商務仲裁會、商聯會等機構的理事和理事長。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下令將大清銀行（光緒時期的大清

戶部銀行）改制為中國銀行，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1971 年 12 月，隨政府遷台的

中銀總管理處及其海外經辦商銀業務的部門，更名為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簡稱中國商

銀）。2006 年 8 月 21 日，為配合銀行民營化的政策，中國商銀與交通銀行合併，改名兆

豐國際商業銀行（簡稱兆豐商銀）。如今，雍興實業是兆豐商銀百分百投資的子公司。 

1949 年，雍興實業承租崁子腳（內壢舊名）製糖所的土地，經營大型紡織廠。

1950-1972 年間，政府推動國營紡織企業民營化。1972 年，遠東集團併購了雍興實業的

內壢紡織廠，即今元智大學對面的遠東紡織內壢廠。1989 年，遠東集團前董事長徐有庠

創辦元智工學院。元智之名，源自徐有庠之父徐元智。1997 年 7 月，元智工學院通過教

育部的審核，更名為元智大學。2000 年，徐旭東接任遠東集團董事長。 

 

倪克定（1908-1986），江蘇崇明縣（今屬上海）人，江蘇南通大學農藝系畢業。1949

年，辭去公職到台灣經商，集資經營華南紡織有限公司，這是大陸業者最早在台灣登記

設立的棉紡廠，其前身是華南紗廠。1948 年 2 月，由上海、寧波裝運紗綻 3,000 枚來台，

在台北縣三重埔購地設廠。然而，一部分紡織機器在 1949 年 1 月 27 日托太平輪從上海

運來台灣時，因太平輪發生海難沈沒，華南紡織因此蒙受重大的損失，影響後來的營運

甚巨。 

倪克定在台灣棉紡同業服務 30 多年，精通棉紡業營運業務，被譽為棉紡業最忙碌

的當家人，是推動台灣棉紡工業起飛的領軍人物。1968 年 6 月，倪克定基於培養紡織人

才的重要性，發起創辦台灣紡織工業專科學校。經過集資募款，在桃園中壢購地建校，

取名南亞工業專科學校，下設紡織技術、紡織機械、印染化學、纖維化學四科，聘請同

為南通大學畢業的同鄉王志鵠博士（義大利皇家大學農學院博士）為校長。 

 

徐榮廷（1857-1949），湖北江夏縣（今武漢武昌）人，歷任漢口商務總會第三、五

屆議董，漢口總商會第七、八、九屆特別會董事，武昌總商會會長。徐幼年隨父打魚，

後到漢口藥材行當學徒。滿師（學藝期滿出師）後，在四川商人劉象羲開設的漢口德厚

榮商號跑街。劉經營百貨、棉紗、匹頭、桐油、藥材、豬鬃、牛皮等於長江沿線，徐被

派駐湖南長沙設莊收購貨物，任管事。1897 年，徐調回漢口任德厚榮商號副總管。 

宣統三年（1911 年）武昌起義，黎元洪被推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委任徐為湖北官

錢局總辦，並聘為都督府咨議。在黎的支持下，徐邀漢口巨商劉偉、蔣沛霖、毛樹堂、

劉歆生、周星棠、歐陽惠昌等人集資 78 萬兩，組成「楚興公司」，取得官辦紗、布、絲、

麻四局的承租權，租期 10 年。劉象羲為董事長，徐任總經理。楚興公司接辦四局後，

10 年內獲利 1400 餘萬兩。 

1919 年，徐抽出 210 萬兩自辦工廠。他赴北方棉區考察，購機 2 萬錠，在石家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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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紗廠，就地取棉，以節約鐵路運輸費用。同時，又集資 156 萬兩，在武昌興建裕華

紗廠，購紗錠 3 萬枚、布機 500 台。徐任董事長，楚興公司股東張松樵任經理。1927

年冬，徐退休。抗日戰爭期間，裕華紗廠內遷，發展成西安大華、大興二廠、廣元大華、

成都裕華和重慶裕華等廠，形成裕大華集團。 

 

石鳳翔（1893-1966），湖北孝感孝昌縣人。他是紡織教育家、紡織技術專家及紡織

實業家，一生致力於發展、振興民族紡織工業。1912 年，石考入日本京都高等工藝學校

機織科。1915 年畢業後，赴大阪內外棉廠實習兩年。1917 年回國，再到武昌楚興公司

租辦的一家紗廠去見習。楚興公司是國內早期的民間資本集團之一，其租辦的這家紗廠

前身，是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期間興辦洋務、引進英國設備所創建的早期官辦棉紡織工

業機構，它是紗、布、絲、麻四局企業之一。1918 年，徐榮廷基於公司急需培養年輕的

骨幹技術人才，創辦楚興紡織學校。時任紗廠技師的石鳳翔，兼任校長。 

1923 年，楚興公司運用紗廠利潤，在武昌創辦了第一家屬於公司自己的紡織廠―裕

華紡織廠，總公司派石出任裕華技師，相當於現在的總工程師，他的學生大多成為裕華

紡織廠首批技術、管理業務的骨幹。抗戰期間，為了抵制日本的龍頭細布，石創立了「雁

塔牌」細布。無論在外觀、色澤、手感等方面，雁塔細布都有自己的特色，深受用户好

評，進而暢銷西北、西南地區。 

1940 年，石的次女石靜宜與當時駐守臨潼、任胡宗南部某步兵營少尉排長的蔣緯國

結識、相戀。1944 年 12 月 23 日，兩人在王曲中央軍校的第七分校結為連理，從此石、

蔣兩家成為親家。抗戰期間，西安也處於炮火之中，大華廠多次遭到日軍轟炸。一次紗

廠失火，布廠全毀，損失慘重。石致函蔣介石，請求政府資助。1940 年 10 月，軍政部

給予無息貸款 3000 萬元，幫助工廠修復。工廠恢復生產後，石利用廢棄的紡織機械建

成一家小型毛紡織廠，組成大秦毛紡織公司，資金來源為大華紗廠上層職員的歷年紅

利。1945 年，大秦毛紡織公司盈利 50 萬美元。 

抗戰勝利後，石主持收回石家莊的大興產業，並貸款復廠開工。1947 年，裕華、大

興、大華三公司聯合組成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石任集團（三個公司）的總經理，並兼

任集團在武漢創辦的江漢紡織專科學校校長。1946 年，石赴美考察和購買機器。返回途

中經過台灣，發現當地工業落後，幾乎沒有像樣的紡織企業，市場空間很大。回到內地

後，立即建議董事會在台灣設立大華紡織廠。石從陝西運去 1 萬擔棉花，並從美國購置

設備，選派廠長、主任、工程師等班底到台灣建廠。 

1948 年 1 月，石致函裕華總公司，力主在台建廠。遭到拒絕後，辭去公司職務。石

將在美購置的舊紡織機 3 萬錠中的 1.5 萬錠和大秦毛紡織廠存放在上海的機器運到台

灣，並利用西安大秦毛紡廠停產後未分紅的 50 萬美元，在台灣新竹組建大秦紡織廠。

1949 年初，石攜眷離陝入川，後到上海，再到台灣，定居台北市，擔任大秦紡織公司董

事。到了 1958 年，大秦紗廠已成為擁有 4 萬錠紗錠和 800 台織機的大廠。 

石注重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產品質量、拓寬行銷管道、講求經營方式，成效卓著。

1949 年後，除了台灣大秦紡織廠之外，還創辦了正義印染廠、中國人造纖維公司、聯合

耐隆公司和華隆公司等。他曾任台灣省紡織學會第一、二和五至七屆理事長，並撰寫《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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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學》及《紡織業與抗戰建國》等專書。成立於 1953 年的中國人造纖維公司，開創了

台灣製造粘纖（粘膠纖維的簡稱，從天然木纖維素中提取並重塑纖維分子而得到的纖

維）、棉綸（改性的聚丙烯纖維）和滌綸（合成纖維中的一種）之先河。 

 

何朝育（1912-2008），浙江溫州甌海區人。14 歲喪父，奉母命在藥店當學徒、在錢

莊學生意，以便扛起家庭重擔。後到上海、寧波經銷進貨帶到溫州販賣，倍嘗人世間的

淒涼與辛酸。光復後，依靠借貸往來台港溫，跑單幫。憑藉勤勞與誠懇，生意越做越大。 

之後，與友人合辦正大襪廠。正大之名，乃取正大光明之義。苦心經營下，襪廠不

斷壯大。後來，兼併了陷入困境的溫州針織廠，擔任廠長。從此，踏入針織業。1949

年，何攜妻（黃美英，黃埔二期、陸軍二級上將邱清泉的外甥女）帶女坐船前來台灣。

為了生活，何去香港買暗扣和棉絨布，去菲律賓買尼龍伸縮襪和小孩毛衣等物。那時，

台灣尚無這些產品，因而利潤很好。後來跟進的人多，終因削價競爭而致虧損。 

於是，夫婦倆決定轉向製造業發展，在台北登記正大針織廠，加入針織公會，很快

就得到配給的棉紗。從 1951 年起，他們為創建正大產業而努力不懈。1962 年，開辦正

大纖維工業公司，從事進口尼龍絲及加工伸縮尼龍絲業務。1965 年，創建正大尼龍工業

公司，生產尼龍絲、伸縮線，為台灣化纖工業先驅，產量居同業前茅。後又組建嘉大針

織公司，業務由進口加工擴展至生產和製作服裝，系統配套，遂成紡織界的著名廠商。 

自 1991 年以來，夫婦倆多次不顧高齡返鄉，捐贈鉅資，累計已逾億元。在溫州市，

先後建成溫州大學育英圖書館、溫州師範學院育英大禮堂、溫州醫院育英學術館、溫州

醫院附屬育英兒童醫院、溫州醫科大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育英門診樓、甌海嘯秋中學和嘯

秋小學、市育英老年康復中心、龍灣蒲州育英學校、溫州育英學校、永嘉育英新村等一

系列工程。何曾任中國海事專科學校（簡稱中國海專）董事長，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

會常務監事，正大尼龍工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其子何紀豪是正大尼龍現任董事長，

他和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是中國海專同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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