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二〇 二二一票  證

台山縣防寒補助專用票

武鄉縣貧下中農救濟棉花證

鄖縣被套供應證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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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

在憑票供應的計劃經濟時期，各種家用物品同樣需要憑票供應，包

括：自行車票、縫紉機票（券）、手錶票、黑白電視機票、彩色電視機票、

收錄機票、電冰箱票、洗衣機票、電風扇票、拷邊機票及各類家用雜物

票。

自行車、縫紉機、手錶、收音機當時叫“三轉一響”，在計劃經濟時

期，尤其是 1960 年至 1966 年，自行車、縫紉機是高等交通工具和特殊

工業品，都是緊缺物資。當時是按分配及憑票購買，基本上每年按人員比

例分配一次，大約是一千人口分配自行車一輛，縫紉機一架，手錶一塊。

有些得票家庭因為沒錢買，就把票拿到黑市以高出國家供應價百分之六十

至七十的價格進行出售。當時年輕人結婚有了這三大件（自行車、縫紉

機、手錶）是最幸福、最體面的。曾有句順口溜：“沒有三大件，婚事談不

成；有了三大件，歡喜結良緣。”

自行車券

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農村基本沒有自行車，能擁有一輛新的自

行車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

上海市自行車券



二二四 二二五票  證

上海市自行車三廠自行車券 鳳凰牌

大同市礦區商業局飛鴿車購買證

成都市自行車購買券

武壟公社單車購買證 五羊單車

武鋼商業管理處 自行車供應票 鳳凰 87 型

上海市自行車券



二二六 二二七票  證

上海市縫紉機券

縫紉機券

縫紉機是每個家庭婦女最喜歡的物件，有了它，縫縫補補省時省力，所

以經濟寬裕的人家都想擁有一架。但因為物資緊缺，若是想買縫紉機，沒有

票是萬萬不行的。

桂平縣縫紉機券 蝴蝶牌 桂平縣縫紉機券 華南牌

蒙山縣糧食超購獎售工業品證 購衣車（縫紉機）證



二二八 二二九票  證

上海全鋼防震手錶券

桂平縣手錶券  上海牌上海市滬產手錶券

手錶券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手錶也是緊缺物資。進口手錶雖有部分出售，但

價格高昂，大家都買不起。國產手錶雖價廉物美，但供不應求，因此必須

按分配憑票供應。

洛陽市電視機購買票

上海無線電十八廠金星牌電視機購買預約單

黑白電視機票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黑白電

視機，是人們的“寵兒”，尤其

在農村更是稀罕物件，如果誰家

擁有一台黑白電視機，不論是白

天還是晚上，村裏的大人小孩都

會聚集到他家裏去看電視，既熱

鬧又光榮，稍為富裕的家庭都想

擁有一台電視機。但當時的生產

還難以完全滿足供應，只好憑票

供應，等到彩電問世並有供應

時，黑白電視機才敞開供應。彩

電需要預約訂購，但也有部分地

區需憑票供應。

彩電票

這張“青島牌”十八寸彩色

電視機購買票由青島電視機廠於

1988 年印發。當時正值群眾購

買彩電的高峰期，彩電生產還趕

不上人們的需求，而這種彩電的

價格是一千九百二十元，沒有這

張票還買不到。“青島牌”彩電票



二三〇 二三一票  證

武鋼商業管理處電冰箱供應票

“香雪海”單門電冰箱購買預約單

“水仙”雙缸洗衣機購買預約單長河牌洗衣機購買票

電冰箱供應票

這張電冰箱供應票由武鋼

商業管理處於 1987 年印發。

當時我國的電子工業突飛猛

進，但電冰箱生產滯後，所以

此時還是需要憑票供應。

洗衣機購買票、預約單

鋼精鍋獎售券

桂平縣杉木水桶購物證

鋼精鍋獎售券

鋼精鍋等製品，在使用各種票券購物時是不能輕易買到的，除了獎售

及憑票供應，沒有其他途徑可走。百貨擺在貨架上，若沒有票券，就只能

“望洋興歎”了。

杉木水桶購物證

這張杉木水桶購物證由桂平縣石咀供銷社於 1961 年印發。杉木水

桶、腳盆都是人們的日常必需品，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絕大部分家庭都是用

木器傢具，在木材緊缺的地區，需憑票購買，還常常供不應求。



二三二 二三三票  證

貴陽市電燈泡票

瀋陽市普通燈泡票

安徽省搪瓷口杯票

安徽省水瓶票

燈泡票、搪瓷口杯票、熱水

瓶票

不要小看燈泡票、搪瓷

口杯票、熱水瓶票等小小的

票證，在計劃經濟時期，沒

有它們，就無法買到相應物

品。

汽油燈獎售券

煤油燈罩獎售券

縫紉機針購物證

沒有這張票就買不到縫紉

機針。有再好的縫紉機、再好

的布料，沒有縫紉機針就不能

發揮其作用。

玻璃煤油燈罩獎售券、汽油

獎售券

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

代，各地電力供應不足，農

村更談不上用電燈，部分地

區的燈具要按計劃憑票供

應。改革開放後，各地大力

建設電廠，電力供應充足，

城鎮、農村大部分地區都用

上了電。九十年代末，原始

燈具就進了博物館。

桂平縣縫紉機針購物證



二三四 二三五票  證

景德鎮市衛生紙供應證

成都市滅蚊藥片購貨卷（券）

十堰市衛生紙票

滅蚊藥片購貨券

這張滅蚊藥片購貨券由成

都市電熱器廠於 1989 年印

發。在改革開放大約十年之

後，我國大部分物資都已十分

豐富，但滅蚊藥片是新產品，

上市後供不應求，得憑券供

應，但不是分配物資。

衛生紙票

如今，衛生紙是人們生活

的必需品。但在六十年代，只

有婦女在使用，而且不能隨意

買到，要憑票或購貨本供應。

九江縣布證調換肥皂票

南昌市肥皂購買票

西安市洗滌票

上海市肥皂券

廣州市肥皂票

肥皂券、香皂票、洗衣粉票

肥皂、香皂、洗衣粉的原

料是油脂，由於油料作物及動

物油短缺，無法大量生產供

應，為了讓人們都能使用到，

只好定量分配、發票供應。這

種特殊票證，農民兄弟很少享

受得到，有時可以用購貨證購

買，按人按季度供應，也有人

用工業日用品券購買。農民兄

弟只好用土辦法，將茶麩擂成

粉或野生洗手果來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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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用香皂、肥皂購買票

這張軍用香皂、肥皂購買票由遼寧省商業局於 1964 年印發。當時香

皂、肥皂緊缺，但為確保軍隊官兵安心保家衛國，寧願百姓不用都要解決

他們的日用必需品，但也得用物節約，有一定的限度，並實行憑票供應。

香藥皂券

這張香藥皂券由上海商業局於 1963 年印發。“三年困難時期”，很多

工廠因原材料緊缺，生產都跟不上需要，當時連肥皂這麼簡單的商品都供

應不上，香藥皂原料更是困難，因此出現供求矛盾，不得不憑票供應。

遼寧省軍用香皂、肥皂購買票

上海市香藥皂券

木箱獎售券

木箱是每個家庭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木材

緊缺，所以部分傢具，如凳子、木箱、洗衣板、捶衣棒等物品很少，供不

應求，確實沒有傢具用的家庭必須憑票去購買。

辦公桌供應證

這張三抽辦公桌票由廣西桂平縣石咀供銷社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印

發。當時木料緊缺，想用一張像樣的辦公桌，沒有這張票就沒法買到。這

些辦公桌都是供單位使用的。

桂平縣辦公桌供應證

木箱獎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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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平縣衣櫃供應證

桂平縣架木椅供應證

衣櫃供應證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廣西桂平縣石咀供銷合作社包括木材在內的各項

物資出現緊缺情況，因此製作的三開衣櫃極少，除確實需要的單位外，只

有少部分人能夠得到。

架木椅供應證

這張架木椅供應證由廣西桂平縣石咀供銷合作社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印發。當時木材緊缺，想使用一根木頭都很困難，成材用來做傢具的木頭

更少，所以想添一張椅子都得憑票供應。

武漢市棕床票

武漢市床架票

武漢市腳盆票

棕床票、床架票、腳盆票

這些票證由武漢市土產公司革

命委員會於 1977 年印發，棕床一

張，床架一副，腳盆一個，各個物

品均需憑票購買。這些木器傢具在

上世紀七十年代較為緊缺，需要憑

票供應。



二四〇 二四一票  證

南京市甲種澡券 南京市普通澡券

河北省沙市市煙花票

煙花票

這張煙花票由河北省沙市市土產公司於 1992 年印發。當時很多地方

的煙花爆竹已供大於求，但沙市地區還是供不應求，還是需要憑票供應。

水票、洗澡票

如碰上自然災害，例如旱情十分嚴重時，人們與畜類的飲水都會變

得十分困難，都得靠外地用汽車或拖拉機、馬車、牛車運水支援，解決

人畜飲水問題。為了解決人們飲水、用水問題，必須限制供給，憑票供

應。有些地方為解決人們洗澡難的問題，專門開設了大浴堂，人們需憑

沐浴票、澡票入內洗浴。

柳州市水票

太原市晉祠灌區水票

宜昌市洛北區大池洗澡票

大池洗澡票

這張大池洗澡票由宜昌市飲食服務公司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印發。這張

票沒辦法分配給每個人，因燃料缺乏，不能滿足大眾熱水洗澡的需要，只

好用收錢賣票的方式來限制人數。



二四二 二四三票  證

新鄉市甲等理髮票

農業生產合作社工票　理髮票

徐州九里山採石廠職工理髮票

理髮票

1958 年公社化之後，一切人員都不准搞私活，理髮師也不例外，吃

公社飯，幹公社活，工廠企業也一樣。在農村及工廠企業中，理髮師的本

職還是理髮，但是不得收現款，人們只能憑票理髮了。

理髮票（光頭）

這張理髮票由第一砲技校於 1954 年印發，規定剃光頭。專票專用，

不得更替。

刮臉票

這張刮臉票由開灤建築材料廠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印發，

單位在福利專項中有理髮票、刮臉票發給工人，男女同等享受，當時理一

次髮一角五分錢，刮一次臉一角兩分錢。

第一砲技校理髮票（光頭）

開灤建築材料廠刮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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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商品購買票

成都市塑料布供應證

江蘇省憑券取箱、交箱換券通用卡

其他生活物資購買證

豐城縣襪子購買證

福州市麻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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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潭鎮生活用票

肉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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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九

紅安縣獎勵種豬肉票

雲浮縣豬肉票（公母豬）

公母豬補助肉購買憑證

廣東省雲浮縣 1977 年

印發的公母豬補助肉購買憑

證，供養殖公母豬繁殖豬苗

的人買部分豬肉。

種豬肉票

湖北省紅安縣於 1963

年印發的獎勵種豬肉票，專

門為照顧種豬即公豬母豬養

殖人員使用，每年每月發給

種豬養殖人員一定數量的肉

票去購買豬肉。

從 1958 年開始，由於豬肉緊缺，供不應求，人們需要憑票定量購買

豬肉。城市居民、工廠、學校、機關、團體，每人每月供應一斤或八兩、

六兩、五兩、四兩。農村社員靠集體養的豬上交完成任務後，每月宰殺一

至兩頭，集體飯堂統一開飯，每人每次可分得二至三兩豬肉。當時豬下水

也不能任意多買，都是憑票供應，甚至豬骨頭也要憑票購買。肉類雖然緊

缺，但政府對特殊人員還是給予了照顧，如產婦肉票、病人肉票、肝類病

肉票，六十歲以上老人肉票、老紅軍、老幹部肉票等。家裏有人去世時也

可在公社大隊出具證明去購買三至五斤豬肉。

到 1961 年 7 月，國家允許個人養豬，實行購一留一政策來解決吃豬

肉問題。憑生豬派購證及生豬收購證，批准農戶宰殺一頭豬自己吃或拿出

來賣。



二五〇 二五一票  證

德陽縣返還肉票

四會縣賣豬留肉票

返還肉票、自留肉票

在豬肉需憑票供應的時期，靠集體養豬無法解決豬肉供應問題，於是

國家開始提倡“要想多食肉，就得多養豬”。養豬戶購一留一的政策轉變

後，便不准養豬戶自己宰殺生豬，要全部賣給國家，國家按照百分之二十

的比例給養豬戶發肉票，由養豬戶自己支配去購買豬肉，這種肉票就叫作

返還肉票，或自留肉票。
大邑縣返還購肉票

武漢市出售牲豬留肉專用票

廣東省豬骨頭票

豬雜、豬頭肉、豬腸、豬骨頭票

在豬肉實行憑票供應時，豬雜、豬腸、豬頭肉，甚至豬骨頭都是很寶

貴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