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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是以殖民統治時代台灣幣制改革的過程為例，試圖釐

清近代貨幣制度與國家權力的關係。文中的「近代貨幣制度」一詞，係

指十九世紀以來，歐洲國家率先建立，由國家決定貨幣單位、貨幣發行

形式與本位貨幣的「信用貨幣制度」。這種以國家為最終衡量標準的近

代貨幣制度，其形成與發展自然地與國家權力息息相關。台灣的貨幣流

通雖然可以上溯至 1500 年前，然而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的幣制改革之

前，市場上的貨幣流通是以秤量制為主，台灣人對於近代的信用貨幣制

度是一無所知的。日本佔領台灣之後，經由幣制改革將近代貨幣制度整

套地移植到台灣社會，這當然對當時的台灣人造成極大的衝擊。當時台

灣人所受的衝擊主要來自兩個方面，一是對信用貨幣制度的不安，二是

對國定貨幣的陌生。因此台灣人一開始對這項幣制改革是缺乏信任的。

對日本而言，在佔領台灣的同時就已經理解到，幣制改革的成功與

否將會影響未來對台灣的統治，在初期就積極著手進行這項改革工作。

由於台灣幣制改革是移植近代貨幣制度，因此在本質上，這項改革原本

就與國家權力有密切的互動。再加上日本意圖藉由幣制改革，來強化對

台灣的支配與統治，使得國家權力的概念始終貫穿著整個台灣幣制改革

的過程。回顧台灣幣制改革的歷程，可以發現，日本以國家權力所進行

的這項改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以國家權力排除其他貨幣，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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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貨幣發行權；接著以國家權力保證貨幣的信用，促進貨幣的流

通；最後則藉由幣制改革的完成來強化國家權力。而台灣人在面對國家

權力介入痕跡明顯的幣制改革時，最初是採取抗拒的態度。但是，隨著

國家權力的滲透，台灣人的貨幣使用習慣也跟著變化；日本在日俄戰爭

中的勝利，展現出國家的權力與威望，台灣人也在此時開始接受信用貨

幣。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對原本抗拒新政權的台灣人來說，接受及使用

有明顯權力痕跡的新貨幣，同時也意味著台灣人民認同了新的統治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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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國家建立的過程中，國家對於貨幣發行權與金融政策的掌控與

否，乃是評價統治權力是否能有效行使的重要指標。特別是資本主義與民

族國家思潮結合的十九世紀，統一幣制，壟斷貨幣發行權以及保證貨幣信

用的「貨幣主權」，經常被視為衡量國家權力的函數之一。在這種思維下，

甚至出現貨幣並非由商品交換所產生，而是「國家法制創造物」的學說。
1 此一「貨幣國定說」對於貨幣的起源與機能的分析，雖有與事實不符之

處，卻點出「近代」信用貨幣制度與國家間的密切關係。2 對照資本主義

民族國家的興起，可以發現，由國家統一發行貨幣並保證貨幣信用之近代

貨幣制度的建立，與國家權力的形成經常是同時並行的。如一八○○年成

立的法蘭西銀行、一八七○年的德意志銀行、一八八二年的日本銀行以及

一八九三年的義大利銀行等各國中央銀行制度，在國家建立初期均發揮重

要功能。

我們把分析的焦點轉回台灣。自一六二四年荷蘭登陸安平港以來，台

灣本島歷經數次政權更替。各政權對於台灣的統治方式或有不同，支配時

期亦有長有短。然而，就統治權力有效行使與否的角度而言，日本殖民統

治時期無疑是權力網最嚴密、統治最徹底的時期之一。3 日本在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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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為了強化對新領土台灣的統治，除了以強勢軍力鎮壓抗日運動之

外，也同時實施土地林野的調查改革，以及度量衡與貨幣制度的統一等基

礎建設。其中的幣制改革，在日本統治權力進入台灣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

性的角色。

一八九五年之前的台灣，海外貿易的發達造成各國貨幣的大量流入，

加上清朝對台灣消極統治的結果，台灣島內並無統一的幣制，秤量是唯一

的標準。幣制改革的實施，一方面使日本國內資本在排除外國勢力的同時，

得以安全地、大量地進入台灣，具有殖民地經營上的重大意義。另一方面，

移植到台灣的近代貨幣制度，使台灣人首度接觸「貨幣由國家發行，信用

由國家保證」的信用貨幣制度。對日常生活依賴秤量制的台灣人來說，抵

抗或者是接受信用貨幣，在某種程度上，反映了當時台灣人對日本國家權

力的態度。

然而，在日本殖民地研究領域中，關於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

研究，不論數量與質量均與其在殖民地經營史上的重要性不相符。在數量

有限的研究中，首先對台灣幣制改革作整體性論述的是矢內原忠雄的《帝

國主義下の台灣》一書。矢內原將日本在台灣的幣制改革事業定位為日本

資本主義征服台灣所必須的基礎工程，並強調此項改革拉近日本內地與台

灣的貿易關係，加速日本國內資本在台灣島內的擴充與發展，是日本促進

台灣資本主義化所實施的「基礎工事」（1929：23）。該書雖然點出了台

灣幣制改革的重要性，但分析重點卻放在日資企業在台灣發展過程中，如

何加速台灣社會經濟組織與結構的資本主義化這一問題上；對台灣幣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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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過程，以及該項改革與國家權力的關係並未作深入的探討。若論對台

灣幣制改革過程分析的詳盡，北山富久二郎的《台灣に於ける秤量貨幣制

と我が幣制政策》則是當之無愧。該書共分前後兩篇，前篇是對改革前台

灣貨幣的流通狀況作了詳盡的分類與整理，後篇則是針對台灣幣制改革的

過程作了巨細靡遺的描述與分析。過於重視歷史資料描述的結果，使得該

書對於台灣幣制改革的研究僅止於歷史事實的陳述，缺乏廣泛的視野與綜

合性的分析。

一九七○年代，日本國內興起一股殖民地研究的熱潮，關於台灣幣制

改革的研究，也隨著金融、財政、經濟開發等領域的實證研究之增加，開

始呈現多樣性的風貌。波形昭一（1974）的〈台灣銀行の設立と幣制改革〉

一文，從當時日本國內立法與政策的角度切入，剖析台灣幣制改革與日本

甲午戰後殖民地經營構想形成的關係。該文指出，在籌設台灣銀行的過程

中，針對台灣銀行應該為一單純的商業金融機構，還是殖民地銀行的議

題，日本國內的產業家與政治人物為此展開激烈爭論。而其結果使得日本

「戰後經營」逐步走向帝國主義化。4 向壽一的〈台灣殖民地化と通貨金

融制度改革〉，則是將焦點放在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台灣對外貿

易結構的變遷過程上。該文指出，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對外貿易結構的最大

特徵，是貿易夥伴由原本的歐美、中國轉為以日本為主。在貿易結構的轉

換過程中，台灣幣制改革的過程與日系資本對台灣的滲透、支配程度相呼

應。而小林英夫〈初期台灣佔領政策について犴〉一文的重點，則是以當

時國際金本位下的銀價問題為背景，論述金本位制日本對銀本位制台灣所

實施的幣制改革，因本位制不同而形成所謂的「金銀交換體制」；將日本

對台灣金融支配的焦點放在日本以廢棄不用的圓銀來吸取台灣黃金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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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然而，戰後日本關於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研究，仍舊脫

離不了矢內原忠雄的「台灣貨幣制度的整備是日本資本征服台灣所必須的

基礎工程」這一分析架構，把台灣幣制改革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促進日系

資本的發展與驅逐外國資本上，而忽略了此項改革在日本支配台灣過程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台灣內部關於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專門研究，戰前可說是

一片空白。戰後重要的研究則有袁穎生的《台灣光復前貨幣史述》（2001）
與葉榮鐘的《近代台灣金融經濟發展史》（2002）兩本著作。前者對殖民

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過程，乃是參照北山富久二郎的論述，以歷史敘

述的方式探討台灣的貨幣制度史；而後者是以彰化銀行的成立與發展為主

軸，回顧近代台灣的金融經濟發展史，對於殖民統治時代台灣幣制改革只

作簡單的背景式描述。

有鑑於此，本文希望透過對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審視，釐清

近代貨幣制度與國家權力的關係，彰顯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另一個

層面的歷史意義。同時寄望經由多方面的討論，彌補這方面研究上的空白。

自亞里斯多德發表《政治學》一書以來，權力始終是政治哲學與社會

理論的核心概念。但是，大多數的社會科學學者談到權力概念時，往往將

其視為不言自明的直覺式概念，對權力以及諸如支配、統治等權力相關概

念，並未作深入探討與研究，結果使得權力的定義因學說的不同而定（李

猛，1999：375）。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話說：經濟歷史和理論為

研究生產關係提供了工具；語言學與符號學則為意指關係提供了手段；唯

獨權力關係還沒有研究的方法，只能求助於法律模式或機構模式（1982：
208-209）。

道爾（Robert A. Dahl）認為，真正從科學角度對權力現象進行分析肇

始於韋伯（Max Weber）的研究（1968：405-417）。韋伯一方面將權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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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在社會關係中，使他人的行動服從於自己意願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在分析社會構造時，將「特定命令被特定群體服從的機會」的支配概念，

視為經濟與社會的前提（Weber, 1978: 53-54）。然而，從韋伯選擇使用「支

配社會學」作為其社會學的研究綱領來看，他所關注的焦點很明顯地是支

配而非權力。韋伯之後的政治學家及社會學家雖然受到韋伯理論的啟發，

大多數的學者（包括韋伯本身）所描述的權力行使，並非權力現象的本身，

而是由權力行使的結果來論斷權力現象的存在。針對這一理論上的缺失，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與盧曼（Niklas Luhmann）主張，權力是通過符號

化實現的一般化媒介，並依此來說明權力現象的發生、經過與結果（Parsons,
1967: 314-415；Niklas Luhmann, 1979: 116）。在這種權力觀念中，權力的

運作必須透過貨幣、語言以及記號體制等媒介，才能轉變為對集體的支配。

由此，社會學家對權力關係的考察焦點，從原來的對權力行使結果的檢證，

逐漸轉向對權力行使過程的分析。

這種對切入權力問題角度上的分歧，否定了霍布斯（Thomas Hobbes）
以來以國家為中心，由上至下滲透的單一權力型態論點；而是強調在現代

社會中，權力正以各種不同的型態，使用靈活多樣的策略滲透到家庭、教

育、生產關係等各種不同的領域。5 針對上述權力理論的發展，Nicos Poulantzas
則是提出不同意見，認為過於強調權力分散化的結果，將忽略下述事實：

在現代國家型態下，絕大多數的權力是透過國家機器來行使。Poulantzas 在
批判各家權力觀點的同時，也為自己的權力觀點作出以下的結論：「各種

權力關係的根源均來自於國家」（田中正人、柳内隆譯，1984：32）。

由此，權力的研究隨著國家型態與社會關係構造化的相關理論、研究

內容的深化，逐漸被歸納成以下的兩個問題。第一，社會的各種權力關係

如何具體表現在名為「國家」的總體組織機構上；第二，特定社會結構變

遷之際，各種勢力如何動員，以及此種社會變遷又如何表現在國家組織的

運作上。在這種思考邏輯下，作者以為，透過對國家權力與支配關係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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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對某個特定社會變遷的考察是可行的。以台灣為例，日本透過國家機

器，以多樣的權力手段促成台灣社會的變遷，在台灣社會中獲得支配性的

地位。換言之，台灣社會變遷的現象不但是日本行使權力的結果，而此結

果亦同時強化了日本在台灣的支配性地位。然而，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社會

變遷的過程中，日本行使的權力又是如何被體現出來？

社會變遷的理論，長期以來都處於下述兩種理論的支配下：即從生物

學所衍生出來的「社會進化論」，以及社會變遷從屬於生產力變化的「歷

史唯物論」。然而，隨著社會構成的複雜化，不論是以對應外在物質世界

變化來闡明社會變遷現象的「社會進化論」，或是以經濟要素的變化來解

釋社會變遷的「歷史唯物論」，已無法說明近代社會變遷的多樣性。但是，

這並不意味我們不能對社會變遷提出一般化的概括，也不等於我們要放棄

原本用來分析社會變遷的概念。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透過對

社會某些關鍵性制度變革的分析，我們將可以描述出特定社會變遷的軌跡

與變遷方向（1984：244）。而以制度的變化來分析社會變遷的代表性著作，

是諾斯（Douglass C. North）的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一書。

在諾斯的理論中，制度的存在原本是為了減少人與人之間因相互作用

所產生的不確定性。制度會因制度的執行者對於制度的規則、規範的調整

而產生變遷，進而對經濟行為產生影響，決定經濟的成就。他更進一步指

出，制度變遷不僅會對經濟行為產生影響，也會對社會的構成帶來重大的

變化；對制度變遷的分析，是理解歷史變遷的關鍵（1990：1）。6 諾斯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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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指出制度變遷對社會變遷乃至歷史變遷的重要性，卻受限於自我的經

驗，將研究的重心放在英美的漸進式制度變遷上。然而，除了漸進式的制

度變遷之外，歷史上也存在著由戰爭、革命及征服所導致的突發式制度變

遷。此種制度變遷大多是由某個政治團體或組織，透過新制度的導入以促

成特定社會的變遷。值得注意的是，突發式制度變遷經常會強化特定組織

或團體對社會全體的影響力，可說是權力關係的具體化。另一方面，新制

度導入之際，會有一段新、舊制度共存的時期，推行新制度的團體組織與

習慣舊制度的民眾之間，矛盾與緊張關係會持續存在。若以國家的層面來

看，這種緊張關係總是以權力的形式表現出來。

在諸多制度中，為何將分析焦點放在貨幣制度之上？

近代的國家論與政治理論有關權力的論述，長期以來均圍繞著「政治

合理性」這一核心問題。到了十八世紀，此類議論將權力與哲學上的「自

由」概念相結合，發展出法定權力模式的論述。所謂法定權力模式是指，

以法律、主權等法的概念為基本構成要素而形成的權力理論。這種權力概

念與合理性概念結合的結果，使當時的社會科學中對權力現象的理解，始

終圍繞著國家權力 （關良德，2001：4）。馬克思（Karl Marx）繼承了法

定權力模式論述的部分概念，一方面主張近代國家現實的權力行使，乃是

透過法律的階級性支配；另一方面則結合生產關係與階級關係，開始提起

經濟支配的問題。從馬克思開始，關於「國家權力的行使」這一問題爭論

的焦點，逐漸由國家的政治權力轉為國家的經濟權力。馬克思雖然強調，

資本家階級在資本制生產過程中，通過對勞動力的支配將權力擴大至國家

機器，卻輕忽國家的經濟權力在社會支配上所扮演的角色。7

雖然馬克思並未對國家的經濟支配機制作進一步的闡述，但他指出了

重點：資本主義國家是通過對貨幣的支配來進行對經濟的支配。關於貨幣

                                                 
7 



日本政府與殖民統治初期台灣的幣制改革 李世暉80

與支配的關係，Antonio Negri 引述馬克思的話作了以下的說明：「近代國

家最初的完全型態是從對社會資本的支配，即對近代貨幣體系的最初完全

型態、流動性的集權式支配所開始的」（清水和巳等譯，2003：71）。在

馬克思眼中，貨幣關係乃是權力關係的一種表徵。但是，馬克思貨幣論的

分析重點是在，支配階級如何透過貨幣將敵對的階級關係隱藏起來這一問

題上。因此，以敵對關係為分析重點的馬克思貨幣論，自然而然地對貨幣

展開批判。就馬克思而言，這種批判不僅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同時

也是對支配者的批判。Negri 在研究馬克思《經濟學批判要綱》中展開的貨

幣批判論述時，下了這樣的結論：「《經濟學批判要綱》的貨幣批判，是

馬克思從對貨幣批判走向對權力批判必經的理論之路」（2003：96）。馬

克思貨幣論的重要性在於：在分析貨幣型態與機能的同時，指出貨幣與支

配的關係；顛覆了傳統古典經濟學派的貨幣政治中立性論，啟發了日後國

家權力與貨幣關係的關連研究。8

韋伯沿襲馬克思的貨幣思想，在論及國家權力支配最重要的模式－官

僚制支配時，主張貨幣經濟的發展是官僚制度成立的前提。韋伯強調：「只

要今天官僚的薪水仍是以貨幣形式支付，貨幣經濟的發展即為近代官僚制

的前提」（康樂、簡惠美譯，1993：28）。但是，他是以與馬克思不同的

角度來捕捉貨幣與國家權力的關係。韋伯主張，近代國家為了維持官僚制

的持續運作，必須透過穩定的租稅制度來獲取經常性收入，以支付官僚的

薪資。只有完全成熟的貨幣經濟，才能為此種租稅制度提供一個穩固的基

礎（康樂、簡惠美譯，1993：33-34）。從經濟發展史來看，國家的徵稅權

原本是針對擁地自重的貴族，是削弱貴族特權與權力的一種手段。然而，

隨著徵稅方式的發達，國家的徵稅權力對貨幣產生極大的影響。這是因

為，當一個國家由以穀物納貢為主的實物徵稅，朝向以貨幣支付各種稅金

的租稅制度發展時，國家對貨幣的管理能力自然而然地增強。此外，為確

保稅收的經常性，必須要有一普遍且可信賴的機制以維持貨幣的價值，由

此逐漸發展出以國家來保障貨幣信用的制度。換言之，國家透過以貨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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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租稅制度，在自國的領土內獲得管理的權力。近代，隨著絕大多數國

家發展出以貨幣為基礎的租稅制度，促使貨幣經濟成為國家發展不可欠缺

的歷史條件。經由近代租稅制度與貨幣的結合，國家不僅獲得了經濟管理

的權力，同時也得到對其他領域支配的權力。

韋伯的分析雖然開創了貨幣與國家關係研究的新局面，卻忽略了制度

的重要性。9 由於欠缺對制度的相應論述，韋伯對國家權力與貨幣進行分析

時，自然而然地會把焦點放在貨幣的抽象性質上，極力讚揚 Knapp 的「貨

幣國定說」，強調貨幣的價值與安定必須依靠國家權力（二階堂達郎譯，

1998：98-99）。對韋伯而言，由於近代國家獨占貨幣的發行與管理的權利，

人民對貨幣的信賴最終轉成對國家權力的信賴，是再自然也不過的事。可

是，在近代國家的社會層面中，對貨幣的信賴又是如何移轉成對國家權力

的信賴？韋伯的理論中並不能找到令人滿意的解釋。這是因為，只靠貨幣

的抽象性質並不能使貨幣成為權力關係的表徵，必須經由規則的制定與制

度的形成。而韋伯並未注意到這一點。

眾所週知，近代經濟制度之中，貨幣制度是最重要的制度之一。近代

貨幣制度原本是隨著貨幣經濟的發達，國家統制民間自發的銀行業務需求

所形成的。在傳統貨幣制度之下，商人為避免金屬貨幣攜帶的不便，以及

減少因自然耗損所產生的損失，逐漸發展出將金屬貨幣交給銀行、票號，

換成銀行券、銀票或錢票等民間銀行業務。這些業務雖有其商業交易上的

便利，卻也侵害了國家的「鑄幣稅」（seigniorage）收益，改變了國家與貨

幣原本的權力關係。國家為使其貨幣發行權不受侵犯，一方面限制民間銀

行的業務；另一方面則設立中央銀行統制民間銀行業務，嘗試補足貨幣制

度的不足之處。近代國家得以獨占金融權力，實乃國家為完善貨幣制度而

採取的措施政策所致。由此可以得知，近代國家與貨幣的權力關係，並非

貨幣本質所由生，而是源自於國家對貨幣制度的支配。而這些權力關係，表

現在國家的壟斷貨幣發行，掌控金融體制以及獨占金融權力等層面上。

由於近代貨幣制度均由國家保證貨幣的信用，為維持金融體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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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力的介入逐漸被視為理所當然。國家的金融權力因此而得以強化，

國家權力也藉此滲透到人民的一般經濟生活之中，甚至決定人民的社會關

係。從另一個角度來看，貨幣制度與其他經濟制度或社會制度一樣，是以

各種規定來約束人們的行動，這毫無疑問地是一種權力的展現。而對人們

來說，遵從貨幣制度的規定（例如在市場買賣時使用既定的貨幣），自身

行動的可能性已無形地被國家權力所掌控的貨幣制度所制約。因此，當我

們論及國家的統治過程與經濟權力的相關性之際，若摒除貨幣制度，則將

無法對該統治過程作出整體的描述與完整的分析。10 特別是在貨幣經濟發

展到一定程度的近代國家，貨幣制度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

一八九五年至一九○五年的十年間，台灣社會經歷了前所未有的重大

變化。一方面是甲午戰爭戰敗後成為異民族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另一方

面則是日本政府在台灣推行的幣制改革。前者是因民族、國家認識的轉換

所產生的政治層面與文化層面的變動，後者是屬於近代「信用貨幣制」的

導入而出現的經濟層面與心理層面的變化。當時的台灣因為國際貿易的發

達以及清朝的散漫統治，島內並未有統一的貨幣制度。台灣人首次將貨幣

與國家兩個概念直接連結起來，是日本在台灣所推行的貨幣制度改革過

程。值得一提的是，幣制的統一並不必然等同人民對貨幣使用流通的信

任。歷史經驗顯示，這項制度上的變革往往牽涉到政治、社會等其他經濟

層面之外的問題，而統治者必須努力讓人民相信制度的合法性。11 因此，

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殖民統治初期幣制改革的影響力不僅僅止於經濟活

動的層面上，在心理層面上亦有重大影響。它改變了台灣人的貨幣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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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貨幣從貴金屬變成印刷精美的紙張；也塑造了一種全新的「貨幣共

識」，例如願意使用國家發行的貨幣交易；更重要的是，它涉及台灣人對

於新政權權力的認知與信任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台灣人對新貨幣的態

度，在某種程度上亦可視為檢視當時台灣人對日本統治認同的指標之一。

這也是為什麼本文要從近代信用貨幣的移植，來審視日本國家權力在台灣

滲透過程的理由。

台灣貨幣的流通，可上溯至一五○○年以前。一九五九年，考古學家

在台北縣八里鄉發現年代距今約一五○○年至二○○○年之前的「十三行

遺址」。該遺址出現漢朝五銖錢與唐朝開元通寶的錢幣，推斷應為海上往

來船隻與台灣原住民交換所留下的（袁穎生，2001：55）。十七世紀開始，

荷蘭、西班牙與鄭氏政權先後取得台灣的統治權，各政權積極促進海外貿

易的發展，導致大量的外國貨幣流入台灣。一六八四年，清朝擊敗鄭氏政

權，將台灣收入版圖之內，台灣的統治權再度易手。清朝雖然擁有台灣的

主權，其治理台灣的重心在於鎮壓反清復明運動，對台灣的經營始終採取

消極的態度。不但未禁止外國貨幣的流通，甚至允許台灣人使用外國銀幣

繳稅。

清朝統治台灣初期，台灣民間的經濟活動是以十進位（元、角、點、

文）的銀元制為主要的計算標準；清朝政府的稅收、官員俸給等收支計算

則是施行銀兩制。台灣人在平時使用銀元交易，到了繳稅時期，則是將政

府規定的稅收換算成銀元，以外國銀幣繳納。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外國銀

幣大量地流入台灣，清朝在台灣的收支也出現銀兩制與銀元制並用的情

形。例如在收入方面，田賦採銀兩計算，契稅（土地買賣契約成立時所課

的手續費）採銀元計算；在支出方面，高級官吏的俸給以銀兩，一般官吏

的俸給以銀元發放（北山冨久二郎，1935：72）。12 由此可知，自一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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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清朝領有台灣，到一八九五年割讓台灣為止的二百一十年間，台灣島

內的貨幣流通，民間的銀元制逐漸取代清朝政府的銀兩制。到了後期，台

灣民間的外國貨幣使用不僅為清朝所允許，清朝政府自身也頻繁地使用這

些外國貨幣。

台灣內部的諸多外國貨幣中，佔有支配地位的是墨西哥銀元。墨西哥

銀元在十八世紀末期以後，大量流通於日本、上海及香港等地，也是當時

台灣人在交易時主要使用的貨幣。13 由於該銀元幣面印有鷹鳥圖案，因此

在台灣島內一般稱之為「鷹銀」、「鳥銀」或「白鳥」。特別是「白鳥」

的暱稱顯示台灣人對墨西哥銀元的愛用及信任。這是因為，墨西哥銀元的

含銀成分長期保持穩定，刻印精美而仿製困難，因此台灣人收到墨西哥銀

元時，並不會像收到其他銀幣一樣在硬幣上鑿印檢查含銀成分。墨西哥銀

元因此得以保持銀幣原有的光澤，這亦是它被稱之「白鳥」的由來。至於

早期墨西哥銀元流入台灣的正確時間與數量，由於缺乏史料的關係，考證

困難。但根據《台灣經濟事情視察復命書》對一八八八年到一八九四年的

台灣墨西哥銀元貿易收支的調查，我們可以粗略勾勒出當時墨西哥銀元在

台灣流通的具體情況。

根據表 1 的資料，雖無法得知一八八七年之前在台灣流通的墨西哥銀

元的數量，但是可以發現，自一八八八年之後（除去資料不明的一八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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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每年平均約有 239 萬 6,000 元的墨西哥銀元流入台灣，是平均流出數

量 105 萬 4,000 元的 2 倍以上。年平均的淨流入額為 134 萬 2,000 元，六年

間共有約 805 萬 2,000 元的墨西哥銀元流入台灣，成為台灣人日常生活所使

用的貨幣。這個數字對當時台灣島內約為 1,000 萬元的貨幣流通規模而言，

實為一龐大數額（北山冨久二郎，1935：208）。由上述的數據可以驗證，

在十九世紀末期，墨西哥銀元在台灣的貨幣流通中實居支配地位。在當時，

不僅是台灣，整個東亞地區的貨幣流通都處於墨西哥銀元的支配下。

清朝領台後期，外國貨幣之所以快速流入台灣的主因，是一八六二年

之後台灣的開港。當時台灣的樟腦為聞名世界的特產，外國洋行競相來台

收購。而隨著港口的開放，歐美商社的洋行紛紛進入開港地進行貿易。台

灣的北部以茶葉、樟腦的交易為大宗，南部則以砂糖的輸出為主幹；而輸

入商品主要是鴉片與雜貨。洋行所使用的交易貨幣，不僅在開港地流通，

也擴及到島內各樟腦、茶葉與砂糖的產地。因此，開港後的台灣，一方面

因海外貿易的興盛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另一方面也出現島內外國貨幣流

通種類增加、流通範圍迅速增大的情況。這也使得原本就呈現混亂的台灣

貨幣流通更加的複雜化。

1
單位：千圓

1888 年 1889 年 1890 年 1891 年 1892 年 1894 年

墨西哥銀元輸出

墨西哥銀元輸入

墨西哥銀元貿易收支

943

2,154

−1,211

1,199

1,895

−696

1,414

2,741

−1,327

1,247

2,005

−758

806

2,642

−1,836

719

2,944

−2,225

註：本表的數字是根據當時淡水、基隆、安平（台南）及打狗（高雄）的海關資料所作

成。但 1893 年的資料因戰爭而佚失。

資料來源：荒井賢太郎（1899：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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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別 主　　　　要　　　　種　　　　類

官鑄銀兩 馬蹄銀（50 兩）、中錠（10 兩）、小錠（5 兩以下）

小額銀貨（鈸仔銀）
香港、廣州及台灣所鑄造的輔助貨幣（額面有 2 角、1
角、5 點等三種類型）

銀 貨

銀元

台灣自鑄銀元（壽星銀、劍秤銀、如意銀）

番銀（墨西哥銀、香港圓銀、西班牙銀、安南貿易銀、

美國貿易銀、日本圓銀、日本貿易銀）

樣錢 由清朝戶部所鑄造的模範錢

制錢
清朝各地方政府模仿樣錢所鑄造發行的正規青銅錢（含

銅成分較樣錢為低）
銅 錢

私錢

包括私鑄的青銅錢（因含銅成分過低，又被稱之為沙

殼、風皮、魚眼、灰板）、紅錢（明朝錢幣、太平天國

的太平天寶、日本的寬永通寶）等，共有上百種類

註：鈸仔銀雖被視為輔助貨幣，但與銀元分屬不同的系統，2 角銀貨 5 枚並不等於 1 元

銀貨 1 枚。

資料來源：台灣總督府（1901：1）。

從國家的發展歷史來看，國家與貨幣的權力關係，最初是以「國家獨

占貨幣發行」的形式所呈現。近代以前，私鑄貨幣的氾濫，經常是當時各

國貨幣流通的常態。藉由戰爭等緊急事態的發生，國家為求徵稅的方便，

開始統制貨幣的發行。而統制貨幣發行的國家，透過「鑄幣稅」得以維持、

強化統治權力。由此，貨幣發行權也隨之內化為國家權力的一部份，國家

開始壟斷貨幣的發行。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的流通區域也自然地隨著國家

權力涵蓋的範圍而變化。而上述各種貨幣之所以能肆無忌憚地在台灣流

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清朝對台灣的散漫統治，使得國家權力對此

混亂現象無能為力。14 因此，在國家無法統一貨幣或總理兌換業務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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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使不同貨幣能夠相互流通，台灣民間開始自行成立貨幣兌換機構。

其中，台灣的地主及資本家商人結合高利貸金融業務與匯兌館的貨幣兌換

業務，在歐美資本主義入侵之時，趁機擴大了本地資本的勢力。到了一八

九五年，本地商人已取代經營「媽振館」的中國商人，具備了自行經營茶

行以及獨立對茶農融資的能力。

一八九五年的台灣經濟社會，可說是完全處於外國資本與台灣本地資

本的控制之下。對試圖完全控制台灣的日本而言，這兩股的勢力必須加以

削弱與排除。日本所採取的對策是：改革台灣的幣制，將信用貨幣制度整

套移植至台灣。因此，殖民統治初期由日本主導進行的幣制改革，不僅是

促進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程，更是日本國家權力滲透到台灣經濟社會

的手段與工具。

一八九五年，日本依據馬關條約取得台灣的主權。為了快速及有效地

掌握台灣的情勢，日本內閣於一八九六年公佈第六十三號法律－「有關在

台灣施行法令的法案」（又稱之為「六三法」），賦予台灣總督委任立法

權。除了立法權之外，武官出身的台灣總督還擁有軍政、民政和財政的權

力，同時還可任免司法官。然而，台灣貨幣與金融制度的相關業務，則依

據一八九七年二月的敕令第九號的規定，是屬於日本國內的大藏省所管

轄。敕令第九號的內容如下：「台灣貨幣與銀行的相關業務屬大藏大臣所

管，就該相關業務台灣總督必須接受大藏大臣的監督」（明治財政史編纂

會，1927：966）。何以日本政府把大部分的統治權力交給台灣總督府的

同時，卻獨占台灣貨幣與銀行的相關業務？這是因為，金本位制成立不久

的日本認識到，台灣幣制改革的成敗將決定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方向。

但是，當時日本大藏省內部卻因忙於推動國內的金本位制，對台灣的幣制

改革仍在構想階段，並未有任何具體的措施。相反的，從日本國內大量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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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台灣的日本貨幣，反而使原本的台灣貨幣體制更加混亂。

一八九七年三月日本公佈「貨幣法」，藉甲午戰爭獲得的巨額賠償金

之助，脫離銀本位制，宣告將於同年的十月實施金本位制，成為國際金本

位制的成員國。日本在建立金本位制的過程中，受到了當時東亞地區一連

串國際性貨幣變革的影響與牽制。英國早在一八七一年日本頒布「新貨條

例」之際，就希望日本採用與墨西哥銀元同成色同重量的銀本位制，反對

日本施行金本位制，即使是形式上的金本位制。這是因為，日本金本位制

的實施，代表東亞銀貨圈範圍的縮小，亦即歐洲銀元勢力範圍的縮小。一

直要到歐洲金本位國認知到，維持東亞銀貨圈的存續已不符其經濟利益之

際，阻礙日本金本位制成立的國際因素乃大為減輕，日本才得以順利推動

金本位制。15

而在日本國內，對金本位制的立即實施，也出現贊成派與反對派。反

對派的園田孝吉（橫濱正金銀行總裁）、若宮正音（農商務省商工局長）

等人認為，若要掌握中國與南洋地區的商權，必須採用與其相同的貨幣本

位，即銀本位制。而贊成派的阪谷芳郎（大藏省主計官）、添田壽一（大

藏省參事官）等人則主張，銀價的持續下跌將導致對金本位國軍需用品、

生產工具等輸入成本的增加，實行金本位制可減輕財政上的壓力（小野一

一郎，2000：193-194）。反覆爭論的結果，第二次松方正義內閣決定於一

八九七年十月實施金本位制。由於缺乏與貨幣發行量相應的黃金準備，日

本乃將甲午戰爭的賠償金 3 億 5,000 萬日圓，置於倫敦金融市場充當英鎊準

備。

日本決意施行金本位制後，立即面臨一個難題，即在海外大量流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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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圓銀回流到日本的問題。日本擔心，若回流數額過大，將增加國庫的

支出，影響國內金本位制度的推行。幸運的是，日本擔心的事並未發生，

從海外回流到日本兌換金圓的日本圓銀約為 1,084 萬圓，只占海外流通總額

的十分之一左右。16 剩下約 1 億圓的海外日本圓銀，仍持續在台灣、香港、

中國與南洋各地流通。如何維持這些日本圓銀順利地流通，在實行金本位

制之後，成為日本最優先考慮的課題。而台灣的本位制問題也在此時成為

各界注目的焦點。

一八九七年七月，大藏省監督局整合各界關於台灣幣制的意見，以意

見書的形式在大藏省的貨幣會議上提出，供各級官員討論。17 以添田壽一

為主的大藏省官員認為，台灣屬於大日本帝國的一部份，應完全適用日本

貨幣法，建議立即在台灣實施金本位制；而鑑於島內實際交易狀況，五十

錢以下之輔助貨幣宜採銀本位制（以小額銀貨及將來發行的台灣銀行券交

易）。討論的結果獲得以下四點決議（大藏省理財局，1958：266）：

1. 台灣實施金本位制。

2. 實際交易時儘量使用「可成銀」（白銀成分明確的銀元）。

3. 高額的交易（如十圓以上時），因為金銀之間價值會發生若干差異，

使用何種貨幣可放任之。

4. 目前對政府繳納租稅等公課，可使用「銀地金」（即銀塊，但須以

金價計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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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項決議，當時的台灣總督乃木希典向大藏大臣松方正義提出建

議書，主張：「日台間貨幣制度的不同，必將因匯兌問題而阻害交易，妨

礙日本商工業者對台灣的投資，並引起其他的種種障礙，故貨幣制度須與

日本相同，實際流通的貨幣以銀幣即兌換券為宜」（北山冨久二郎，1935：
128-129）。以上述的決議書與意見書為基礎，大藏省於一八九七年九月在

內閣會議提出「鑿印銀幣使用敕令案」，建議以回收的圓銀加以鑿印，並

按金銀比價核算，使用於台灣島內一般公私交易上；原本允許使用於繳納

租稅等公課之外國銀幣與粗銀，今後禁止使用，以促成台灣貨幣的統一。

同年十月，日本內閣以敕令公佈「關於鑿印銀幣使用之件」，暫時確定台

灣幣制改革的方針。根據此項敕令，在此過渡時期，台灣的貨幣制度既沒

有本身的貨幣法可以依據，也不適用於日本的貨幣法，而是採用名義上的

金本位制，以鑿印的日本銀幣為流通貨幣。換言之，台灣流通的銀幣並非

以銀價計算流通，而是以金價計算流通，可說是日本試圖拓展圓銀勢力範

圍的「圓銀通用政策」的起點。19

大藏省的「圓銀通用政策」一經公佈，立即在日本國內的輿論界掀起

軒然大波。當時的主流輿論均將日本實施金本位制視為「日本擺脫半殖民

地的風險，邁入歐美先進國家陣營的金融性指標」，認為在「新領土」台

灣實施金本位制，乃是「先進國家」日本身為獨立資本主義國所應當立即

實施的政策（寺島一夫，1937：65）。因此，以《東洋經濟新報》為首的

媒體，對大藏省的圓銀通用政策展開嚴厲的批判。輿論反對圓銀通用政策

的理由，可歸納成下列四點（波形昭一，1985：87）：

1. 匯率市場的劇烈變動造成日台貿易的風險；

2. 阻礙日系資本流入台灣，影響台灣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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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貨幣換算增加政府及人民的不便；

4. 以台灣幣制改革為名，處分日本國內廢棄的圓銀，有損國家政府聲

譽。

除了輿論之外，日本國內的銀行界亦不滿圓銀通用政策。例如，當時

日本橫濱正金銀行總裁高橋是清即認為：「若台灣施行特別的貨幣制度（即

圓銀通用政策），會使台灣在經濟上日益與日本隔離，日益與中國密接。

台灣的利權將會歸中國人所有，不容日本人置喙」（小野一一郎，2000：
231）。而這些關於台灣貨幣政策的論爭，為尋求理論的支持，結合當時日

本國內方興正艾的內地延長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思潮，最終形成了貨幣制度

的同化主義與分離主義的論戰，可說是「六三問題」的幣制版。20

從上述的分析與說明可以了解，日本在著手進行台灣幣制改革之際，

遭遇到「貨幣統一」與「本位制度」這兩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與台

灣傳統交易習慣、外國勢力的滲透以及本地資本的控制息息相關；簡單的

說，就是日本如何整理紊亂的台灣幣制，讓台灣人民信任其在島內所推行

幣制改革。第二個問題與當時東亞地區的貨幣流通的實際情形，以及日本

金本位制的成立有密切關係；也就是日本如何透過對台灣的幣制改革，即

使本身已非銀本位國家，仍可保有對東亞銀貨圈的貨幣影響力。

日本為了同時解決這兩項問題，於一八九九年成立台灣銀行（簡稱台

銀），並宣告該銀行的創立宗旨如下（台灣銀行，1919：14-15）：

「台灣銀行作為台灣的金融機構，旨在為工商業及公共事業通融資

金，開發台灣的富源，謀求經濟的發展，進而將營業範圍擴大到華南地區

及南洋諸島，成為這些國家的商業貿易機關，發揮協調金融的作用。目前

台灣島內無類似金融機構，人民無金融疏通之路，飽受高利貸之苦，且各

種事業少有本地人經營，多為外國人壟斷。因此為使新領土的人民理解金

融機關的可信性，同時為國人在台辦理事業給予方便，必須為其開拓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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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導之途。由於台灣遠離本土，為維持該島經濟上的獨立性，最重要的是

能在一朝有事時提出萬全的方策以確保其經濟獨立。此外，台灣貨幣制度

極其紊亂，島內流通各種雜亂的內外貨幣，須使台灣銀行充當整頓幣制之

任。此乃需迅速成立台灣銀行的原因」。

由上述的設立宗旨可知，台銀成立的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對台灣

貨幣制度的整理，改變本地人貨幣交易的舊習，使台灣人使用日本政府所

規定使用的貨幣，並信賴日本政府成立的金融機構；同時驅逐外國資本，

替日系資本進入台灣鋪路；然後以台灣經營為基礎，將日本的勢力範圍擴

展至華南及南洋地區。換言之，日本政府是希望透過在台灣推動的幣制改

革，達成其政治目的──彰顯及強化統治權力，以及經濟目的──協助日系

資本在台灣、華南以及南洋的發展。

隨著台銀的成立，台灣的幣制改革也進入了關鍵時期。

台銀於一八九九年九月二十六日開始營業，並於 3 天後發行台灣第一

張銀行券（銀券）。日本原本的構想是希望透過台灣銀行券與鑿印銀幣的

發行與流通，一方面回收台灣島內雜亂的各種貨幣，統一貨幣制度；另一

方面則是將台灣留在東亞銀貨圈內，賦予台灣維持日本圓銀勢力的任務。

兩者皆為試圖透過貨幣制度來行使及彰顯國家權力的策略。但是，這項「圓

銀通用政策」最後是以失敗告終。由於台灣人已習慣「秤量制的銀元制度」，

要其在短期內接受名義上金圓制的信用貨幣制度（紙鈔）是有困難的。21 台

灣銀行券的流通額度，雖在發行的隔年開始超過 200 萬圓，到一九○六年

三月發行停止為止，卻從未超過 500 萬圓。若以當時銀圓在島內流通總額

至少超過 1,000 萬圓以上來估算，台銀券的流通量只佔全體流通量的五分之

一至三分之一之間（北山冨久二郎，1935：208-209）。

不僅如此，日本試圖將台灣留在銀貨圈以擴大圓銀勢力的企圖，也因

為下列的原因宣告失敗。第一是國際的原因。如表 3 所示，十九世紀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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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年次 倫敦銀價 金銀比價 年次 倫敦銀價 金銀比價 年次 倫敦銀價 金銀比價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60  9/16
60  1/2
60  5/16
59  1/4
58  5/16
56  7/8
54  3/4
54  13/16
52  9/16
51  1/4
52  1/4
51  11/16
51  5/8
50  9/16
50  5/8

15.57
15.57
15.65
15.92
16.17
16.62
17.77
17.22
17.92
18.39
18.06
18.24
18.27
18.64
18.58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48  5/8
45  3/8
44  5/8
42  7/8
42  11/16
47  11/16
45  1/16
39  13/16
35  5/8
28  15/16
29  7/8
30  3/4
27  9/16
26  15/16
27  7/16

19.39
20.78
21.11
21.99
22.10
19.77
20.92
23.68
26,70
32.57
31.57
30.59
34.20
35.36
34.36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28  1/4
27  3/16
24  1/16
24  3/4
26  3/8
27  13/16
30  7/8
30  3/16
24  3/8
23  11/16
24  5/8
24  9/16
28  1/32
27  9/16

33.33
34.68
39.15
38.10
35.70
33.87
34.68
39.15
38.64
39.74
38.22
38.33
33.62
34.19

註：倫敦銀價是指純度 925 的標準銀 1 盎司的價格，單位是便士（pence）。

資料來源：Laughlin (1968: Appendix II).

之後，國際銀價持續不斷且大幅度地下跌，採用金本位的歐美國家為了減

少匯兌損失，積極地將金本位導入自國在東亞的殖民地，如菲律賓、新加

坡等地。這連帶使得台灣原本以銀本位地區為主的貿易交易，轉為以對金

本位國為主。22 這種轉變讓台灣繼續保持銀本位的理由不復存在。第二是

日本國內的原因。由於當時日俄關係日漸緊迫，戰爭一觸即發。日本為作

戰爭準備，大量囤積白銀。因此面對因銀價高漲，不斷被迫釋出庫存白銀

而導致白銀準備不足的台銀，無法伸出援手。台銀因而陷入信用危機。23 第

                                                 
22 1898 39% 1902 62%

1905：45
23 

190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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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台灣島內的原因。當時台灣總督府原則上是半個月公佈一次島內金銀

比價，但由於國際金銀比價的劇烈變動，台灣總督府未能適時因應，導致

島內投機交易盛行。當島內銀價（銀對金的價格）低於國際銀價時，投機

者低價從台灣購入白銀，轉至香港、上海的銀市場拋售，此時台銀被迫釋

出大量的白銀；相反的，當島內銀價高於國際銀價時，大量的白銀湧進台

灣兌換銀券，再以銀券等價兌換日本的金券，賺取金銀價差的利益。由於

必須自行吸收因銀價變動及匯兌投機而產生的損失，到了一九○三年後

期，台銀已陷入非常危急的狀態。

自一九○三年九月開始，台銀即不斷透過台灣總督府向日本大藏省建

議，希望早日廢除銀本位制，改行金本位制。但當時的日本內閣忙於日俄

戰事，擱置了台灣總督府所提的建議。一九○四年六月十四日，台灣總督

府未待日本帝國會議審議，逕行公佈律令第八號，決定於同年七月一日發

行金券。24 隨著新發行制度的實施，以律令第九號規定，除繳納公費外，

禁止使用銀圓。台灣總督府關於台灣幣制改革的緊急命令，在一九○六年

第 22 次日本帝國會議獲得追認。此後，台灣便逐步地向金本位制邁進。一

九○八年以後，日本政府公佈一連串台灣幣制改革的法令，禁止以銀圓繳

納公費，並規定一圓銀貨與台灣銀行券之銀券的兌換請求分別至一九○九

年四月，以及同年年底為止。上述法令的公佈，也代表日本正式宣告，正

常而完全的金本位制將於台灣展開。一九一一年四月，台灣施行了貨幣法，

近代的金本位信用貨幣制正式取代傳統的銀本位秤量制。

以上就殖民統治初期日本在台灣施行幣制改革的過程，沿著歷史的脈

絡作出分析與探討。回顧近代以前台灣，各政權統治的基盤，在於租稅與

                                                 
29 0.750 1903 9 2 0.950 冨 1935：210

24 

1935：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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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結合的傳統支配構造。對這個時期的台灣人而言，這種統治權力並不

完全等同於國家權力。我們在論及國家權力之際，首先在腦海中形成的定

義，是國家這個巨大的組織所行使的統治權力。但是這種想法暗示著下列

概念：即國家權力的行使是以國家的存在為前提。但是，若從歷史的形成

與發展來看，「國家的存在先於國家權力的行使」這個論點是否正確無誤？

事實上，在國家以及國家權力的形成過程中，關於何者先形成的問題，由

於缺乏歷史資料，以致判定困難。25

不可諱言地，不論是氏族共同體的國家起源論，還是軍事組織的國家

起源論，自有歷史以來，國家的發展均以統治權力為中心；而統治權力也

被認為是國家權力的源始。換言之，就國家起源論而言，當特定的共同體

或是社會群體組成國家之際，會有組織地將公共權力移轉為統治權力，這

才是吾人探討國家權力的重要切入點。因為這種統治權力，對外是以抵抗

外敵侵略的軍事力量為軸心，而對內則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內政權力。只有

當公共權力轉變成統治權力之際，才可說國家權力正式確立（滝村隆一，

2003：548）。從國家發展的過程來看，統治權力可視為國家權力的原型，

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而統治權力隨著國家的成立轉化

為國家權力的一環，與國家的存續與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國家權力也可

說是由國家機器所行使的統治權力。但是，國家權力與統治權力最大的區

別在於：在統治權力的支配下，當人民自發地或是被強迫地服從「國家意

志」時，該統治權力可稱之為國家權力。26 由此，吾人可明確把握國家權

力與國家在概念上的區別。

若從台灣的歷史來看，由於近代台灣統治權更替頻繁，部分統治政權

在島內所行使的是外來的，而非台灣社會自主形成的國家權力。從這個角

                                                 
25 Hermann Heller

1971：58
26 general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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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來看，國家權力除了擁有對國家內部支配的力量，亦可超越國家的範圍

支配外部。這種將國家權力向外擴張的國家，一般稱之為「帝國」。27 值

得注意的是，自荷據至清末的 300 年間，各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只限於對

島內個人、組織強加法律規範，並未完全貫徹國家意志。在此期間，各政

權所戮力的統治政策，不是國家的構成與組織化的促進，而是強調土地佔

領、租稅制度等增收財政的政策。嚴密地來說，這段期間的統治權力，對

台灣人而言不能算是國家權力。因此，這種統治權力為台灣社會帶來的影

響，可說是遠小於日本帝國的那種包山包海的、完全貫徹國家意志的國家

權力。以殖民統治時代為分水嶺，國家權力正式開始形塑台灣社會的組織

化與國家構成。日本在台灣首度嘗試貫徹日本帝國國家意志的措施，就是

殖民統治初期的幣制改革。

眾所周知，日軍自一八九五年五月二十九日登台之後，即遭受台灣人

民頑強的抵抗。為對抗日本軍勢，台灣人於同年五月二十五日成立台灣民

主國。台灣民主國的壽命雖然只有短短的 5 個月，但在民主國瓦解後，台

灣人民仍持續武裝抵抗。台灣人民如此頑強的抵抗出乎日本的意料之外，

使得前幾任台灣總督不得不把全副精力放在軍事壓制與治安維持上。28 此

一時期的抗日運動，絕大部分是因為痛恨被「異族」日本所統治，起而對

抗日本官憲的反抗運動。然而，在日本官方宣佈「全島平定」之後，台灣

島內的大型武裝抗日運動仍持續不斷。這種頑強的反日勢力，若是沒有本

地經濟勢力的支持，是不可能存在的。換言之，因為依靠本地資本的支持，

反日勢力才得以擁有強固的基礎。學者在分析這些抗日運動時，大多把焦

點放在民族意識的原因上，往往忽略其中的經濟要素。長久以來，台灣的

本地勢力是以土地生產為經濟基礎，一方面組成莊堡共同生活，一方面組

織郊商（商人公會）以獨占貿易利益。特別是清朝時代，台灣各地土地、

                                                 
27 empire imp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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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權及貿易權的衝突糾紛不斷；為了防止外來勢力的入侵，保衛自身親族

的安全，各莊堡均帶有防衛組織的色彩。這些本地資本與抗日勢力的結合，

形成日本統治台灣的一大困難。

如前所述，日本佔領台灣之前，台灣內部的貨幣流通情形是極其複雜

的。而此複雜之極的貨幣體系，正是台灣反日勢力最主要的經濟依據。一

八九五年之前，由於台灣海外貿易的發達，以及清朝未曾有效統治台灣，

導致各種外國貨幣與私鑄貨幣在台灣盛行。除此之外，台灣各地也因貿易

對象的不同而使用不同的貨幣，如北部茶葉貿易多使用粗銀，南部糖業貿

易則是用墨西哥銀；再加上度量衡的不一致，使得台灣的貨幣體制更加混

亂。在這種情形下，決定台灣島內交易貨幣的不是國家，而是有實力的商

人。29 另一方面，隨著海外貿易的發達與市場的擴大，缺乏資本的茶農與

蔗農為因應製茶與製糖所需資金，只能向地主或商人借貸。而地主與商人

靠著高利貸，自行訂定農產品的買賣價格，強迫農民簽訂農產品買賣契約。

造成地主與商人得以壟斷原料市場並決定市場價格，一手包辦台灣島內商

品的生產與販賣。這讓台灣本地的資本商人（多為大地主）靠著茶葉、蔗

糖的生產與交易為經濟基礎，獨占交易貨幣，以地主、商人、高利貸三位

一體並存的型態，支配台灣島內的農村經濟（凃照彥，1975：25）。為求

有效統治台灣，日本政府領悟到，必須在台灣成立特殊銀行，發行紙幣以

徹底改編台灣本地的金融與經濟基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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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而言，除了本地資本家商人對農村的支配問題之外，歐美資本

主義勢力的排除，也是必須即刻解決的問題。當時不僅只有台灣，整個東

亞地區都是處於「番銀」的勢力範圍之下，即歐美資本主義的支配之下。

日本在台灣推行的幣制改革，就是為了解決上述問題而提出的方策。在幣

制改革實施之前，台灣社會中，貨幣的主要提供者是本地商人與外國企業。

隨著幣制改革的進行，日本逐漸成為貨幣的主要提供者；而在幣制改革完

成後，日本成為唯一的貨幣提供者。日本獨占貨幣的結果，使得在台灣的

市場交易中，本地資本商人與外國勢力的影響力逐漸下降。再加上自一九

○五年台灣銀行發行金券之後，開始提供長期低利貸款與匯兌業務，除了

可贏得台灣人的信賴之外，亦可打破洋行、媽振館及匯兌館對貸款與匯兌

的長期壟斷。31 很明顯地，日本希望經由幣制改革，一方面取代本地資本

商人與外國勢力在台灣社會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在台灣島內樹立國家權

力；在另一方面，藉由「圓銀通用政策」的施行，將國家權力向東亞地區

擴展。

然而，日本的目的是否達成？前面提到，由於清朝未能有效行使統治

權力，使得台灣人在使用貨幣時採用秤量制，重視的是貨幣的實質價值。

相反的，日本認知到貨幣制度與統治權力的關聯性，以國家權力在台灣推

行幣制改革，統一貨幣制度。而此一幣制改革最大的特徵是，信用貨幣紙

鈔的發行與流通。因此，若對台灣的紙鈔流通情形加以分析，應可對上述

問題提供一定程度的解答。

台灣人原本就沒有使用紙鈔的習慣，對紙鈔的理解只停留在由票號、

錢莊發行的「銀票」、「錢票」，或是由台灣民主國所發行的「軍票」的

概念上，對信用貨幣的意義可說是一無所知。日本佔領台灣之後，大量的

日本紙鈔隨之進入台灣，台灣人首次接觸到「以國家權力為後盾」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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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但是，在台灣人之間，日本銀行券並不能以面額流通，日銀券對銀

元的交易有貼水的現象。每圓日銀券對銀元的貼水，一度曾高達 2 角，即

日銀券必須多加 2 成（20%）方能兌換銀元。而在兌換不便的地方，貼水

更多至 3 成（北山冨久二郎，1935：118）。台灣人之所以拒絕使用日銀券，

固然是不習慣使用紙鈔所致，但也是因為對新政權缺乏信任。32

由表 4 可以得知，到一八九九年為止，日本銀行券的輸出入總額雖為

各種貨幣之冠，但仍不及各種銀幣與銀塊輸出入金額的總額。但是，若考

慮到當時台灣人的貨幣使用習慣，可以發現，兩者實有重大的不同之處。

銀幣與銀塊可自由銷毀，或窖藏儲存，或用以改鑄器皿及首飾，其金屬的

本質具有實質價值，台灣民眾樂於接受。而紙幣則不然，在當時猶未為台

灣民眾所接受，其流通速度遠快於其他貨幣（袁穎生，2001：268-269）。

這表示，台灣人不習慣使用這種「外國紙鈔」，則使收到之後也隨即將其

兌換成銀元。一八九九年，台銀首度發行自己的銀券，然而其流通情形如

前所述，在巔峰時期也不過只達到流通總額的三分之一而已。一九○四年

六月，台銀開始發行金券。到了一九○九年，金券的流通額首度突破 1,000
萬圓，一九一一年更逼近至 2,000 萬圓，到此台灣人民可說是完全接受信用

貨幣了。

何以習慣於銀本位制的台灣人拒絕銀券卻接受金券？以貨幣制度發

展經驗來看，銀行券的價值原本是由其對金銀價值的信用度而來的。換言

之，銀行券最初是以黃金或白銀代替財的形式，用以充當支付手段。因此，

當銀行的信用發生危機時，銀行券的持有者往往湧向銀行，要求兌換回黃

金或白銀。台灣的情況也很類似。由於對銀券的不信任，台灣人在收受銀

券時，也立即向台銀或其他的兌換機構要求兌換回銀元。不過，原本預料

流通的困難度高於銀券的金券，卻出乎意料地順利在台灣流通。33 台灣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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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對此也頗感意外，對金券剛開始的流通狀況作了以下的描述：「其流通

於山間僻地亦頗圓滑，發行當初之一切憂慮均未發生，不但流通上沒有任

何障礙，就連金貨兌換之請求亦頗稀少」（台灣銀行，1919：67）。

4
單位：千圓

日 本 貨 幣 外 國 貨 幣

日本銀行券 日本圓銀 鑿印圓銀 墨西哥銀幣 銀　　塊年 次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1896
1897
1898
1899

}9,325
4,660
1,490

}3,863
2,125
1,127

4,040
4,662

348
749

35
345
321
486

−
−

3,650
2,141

−
−

1,185
1,431

1,353
1,245

877
105

170
208
101
−

−
17

856
514

−
77

503
569

累  計 15,475 7,115 9,799 1,187 5,791 2,616 3,580 479 1,387 1,149

註：一八九七年之前，日本銀行券的輸出入額並未作年次的統計，表示的數字是

到一八九七年的總額。

資料來源：台灣銀行（1921）。

根據向壽一的研究，金券之所以能順利地在台灣流通，有以下幾點理

由：第一，二十世紀初期，國際銀價持續上揚，台灣銀元不斷地向海外流

出。加上日俄戰爭之後，台灣對日本貿易量的激增，造成島內有貨幣不足

的現象。而金券的發行與流通適時地彌補了這個缺口。第二，隨著日台間

貿易比重的增大，與日本貿易往來的台灣商人也隨之增多。商人們發現，

使用金券與金本位國日本交易可避免匯兌風險，這亦促進了金券在台灣的

流通。第三，一九○八年之後，台灣總督府嚴格限制外國銀元與粗銀的輸

入，迫使台灣人不得不使用金券（向壽一，1978：90-91）。然而，當我們

考察日本推行台灣幣制改革的目的與過程時，可以發現，這項改革的成功

與國家權力有著密切的關係。

在台灣幣制改革的初期，國內施行金本位制的日本，選擇了與其貨幣

制度分離的「圓銀通用政策」。針對這項「圓銀通用政策」，當時日本國

                                                 
19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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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輿論界起了很大的爭執。其爭執的焦點在於：台灣的貨幣制度應採同

化主義還是分離主義？輿論的大部分認為應該把台灣視為日本的一部分，

同時必須採用與日本相同的貨幣制度。然而，無論是同化還是分離，都是

以日本的利害得失作為考量的出發點。34 台灣的幣制改革從來就不是為因

應內部需求所產生的，會引發台灣人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正因為如此，

使得日本不得不倚賴國家權力，強行推動台灣幣制改革。但這項「圓銀通

用政策」終究是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即使台灣總督府律令等正式規則

（formal rule）發生變動，台灣人對紙鈔的不信任感、民間的貨幣使用習慣

以及本地商人、外國勢力支配下的交易習慣等非正式制約（informal rule）
並未立即發生變化。結果使得台灣社會中的正式規則與非正式制約之間，

矛盾與緊張持續不斷地發生。強大如日本的國家權力，也不能在短期間顛

覆台灣人的貨幣使用習慣。35

但是，這並不表示國家權力的失效。正式規則與非正式制約之間的緊

張與矛盾的存在，顯示國家權力正慢慢地滲透到台灣人的生活之中。一九

○五年日俄戰爭的爆發，讓台灣人對紙鈔的態度發生重大轉變。在日俄戰

爭初期，俄國的太平洋艦隊不斷在東海及黃海出沒，日台間的通訊與交通

因而中斷。日本在台灣島內發布動員令，進行軍夫的徵召與軍需品的收購，

台灣島內人心惶惶。之後，日本雖然在黃海海戰與蔚山沖海戰中殲滅俄國

太平洋艦隊，但俄國的第二太平洋艦隊已朝向亞洲而來，極有可能會經由

台灣海峽航向日本海，台灣島內因此實施戒嚴。此時台灣民間則流言四起，

傳出俄國會攻打台灣以報復日本海軍的消息；又回想起中法戰爭的慘痛經

驗，台灣人心的不安達到極點。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對於當時台灣的民情，作了如下的敘述：「俄國

                                                 
34 

1929：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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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隊航向太平洋地區的消息，造成台灣島內物議騷然。為避免因戰敗使現

行紙幣失去價值而造成損失，台灣人民紛紛將銀券兌換成銀元。這些銀元

大多死藏在人民的家中，導致市場的貨幣流通量不足，嚴重影響島內正常

的經濟活動」（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8：760）。當時的「台灣商業銀行」，

也因為島內大規模的擠兌風潮而宣告破產。一九○五年五月二十七日，日

本在日本海擊敗俄國的第二太平洋艦隊，日本的國威達到前所未有的地

位，一躍而成為世界強權。原本對紙鈔價值產生動搖的台灣民心，也因日

本國家威信的增大而回復。日俄戰爭的勝利，使台灣人對信用貨幣的信任

度大幅提升，也正是這個時期，台灣人開始接受金券的流通。

台灣人對信用貨幣制度，以及日本國家權力的態度，亦可從當時儲蓄

習慣的變遷過程中窺知一二。幣制改革之前，一般的台灣人慣於使用銀元

與銅錢，常將盈餘所得藏於家中；匯兌館雖兼營存款的服務，但顧客僅止

於大型商家。隨著幣制改革的進行，日本政府一方面積極推動信用貨幣制

度，另一方面則大力勸導台灣人民將錢存在銀行或郵局等金融機構。日本

政府原本的構想是，紙鈔容易腐壞，台灣人「死藏」銀元的儲蓄習慣，應

該會因為紙幣的流通而有所改變。事實卻不然。舉例來說，台銀一九○○

年下半年的存款雖已達 668 萬元，但屬於台灣人民的存款金額只有 24 萬

6,000 元左右，僅佔全部存款的 4%（台灣銀行，1902：15）。在郵局方面，

即使島內郵儲服務網絡綿密（一九○二年已有 117 家），但台灣人的開戶

數經常不到總開戶數的四分之一，且多以小額存款為主。由此可知台灣人

民對台灣貨幣制度與金融體制信賴程度之低。然而，獲知日俄戰爭勝利的

一九○五年，台灣人存戶的存款金額出現異常，與上個年度相比，每戶平

均存款金額暴增 30%（從 11.72 元成長至 15.16 元，參照表 5）。若對照前

述之擠兌風潮，可以合理推斷，因日本國家權力的威望，導致台灣人存戶

的存款金額回流。這也再次說明，日本國家權力的增長、滲透，直接影響

台灣人對新貨幣制度的態度，也改變台灣人的貨幣使用習慣。

台灣人民這種意識的轉變，可說是認同國家意志、屈從國家權力的一

種結果，這種結果同時也重塑了台灣社會中的權力關係。Georg Simmel 認
為，在近代社會中，隨著貨幣經濟的發達，個人將從傳統的、密接型的人

際關係中解放。在傳統物物交換與貢品獻納的實物經濟之下，個人的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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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年 度 總開戶數 總存款數
平均存款數

（元∕戶）
本島開戶數 本島存款數

本島平均存款數

（元∕戶）

1902  50,836 907,046 17.84  9,179  90,314  9.84

1903  56,833  865,402 15.23 13,087 135,435 10.35

1904  63,332 1,109,253 17.51 18,186 213,085 11.72

1905  70,152 1,404,802 20.03 19,742 299,207 15.16

1906  78,879 1,772,934 22.48 20,993 356,350 16.97

1907  84,010 1,801,883 21.45 26,074 361,834 13.88

1908  90,893 1,900,700 20.91 30,094 396,993 13.19

1909 100,819 1,918,861 19.03 35,990 436,347 12.12

資料來源：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2～1909）。

對象與交易區域是侷限的。但是，貨幣經濟的發達，使得個人的經濟生活

得以超越狹隘的、自給自足式的集團，非特定的交易關係於焉成形。從經

濟發展歷史上來看，這可說是個人經濟關係的解放與獨立（陳戎女等譯，

2002：224-225）。幣制改革以前的台灣人，特別是台灣的農民，通常只與

自己有固定關係的人保有經濟上的依存關係。這是因為，在混亂的貨幣流

通環境與傳統的金融體制下，台灣人的交易、借貸行為的對象是受到制約

的。因此，當時的台灣人，經由傳統的貨幣交易行為，形成強固且相互信

賴的社會關係。隨著國家權力主導台灣幣制改革的進行，台灣人首度接觸

信用貨幣與近代金融機關。信用貨幣的使用與近代金融機關的利用，一方

面打破了台灣人傳統的、緊密的相互關係；另一方面卻也促成台灣貨幣經

濟的發達以及獨占的金融業的出現，對台灣人形成新的制度性束縛。這新

的制度性束縛就是國家權力的束縛。

希臘語的貨幣（nomisma）一詞，原本的意思是指社會共識的產物。

但是，從人類的歷史來看，社會的共識從來就不是社會各種對等力量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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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而是強者的獨斷。因此，人民總是被迫使用統治者所認定之貨幣，

小國總是被迫認同大國所訂之匯率。這種強制力從來就不是以平和的方式

進行。各種力量相互衝撞後形成共識，這才是歷史的真相（本山美彥，

1986：3）。特別是在近代貨幣制度的成立與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權力是

無所不在的。而近代台灣貨幣史可說是這種權力現象最典型的寫照之一。

回顧近代台灣的貨幣金融史，外國、本地及日本等各種勢力，完全按照上

述的腳本，在名為「台灣」的舞台上積極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佔領台灣之後，經由幣制改革將近代貨幣制度整

套地移植到到台灣社會，這當然對當時的台灣人造成極大的衝擊。當時台

灣人所受的衝擊主要來自兩個方面，一是對信用貨幣制度的不安，二是對

國定貨幣的陌生。因此台灣人一開始對幣制改革是採抱持懷疑的態度。對

日本而言，在佔領台灣的同時就已經理解到，幣制改革的成功與否將會影

響未來對台灣統治，初期就積極著手進行這項改革工作。由於台灣幣制改

革是移植近代貨幣制度，因此在本質上，這項改革原本就與國家權力有密

切的互動。再加上日本欲藉幣制改革，來強化對台灣的支配與統治，使得

國家權力的概念始終貫穿著整個台灣幣制改革的過程。

若以國家權力的角度觀之，日本在台灣實施的幣制改革，可以歸納為

以下三個階段：首先以國家權力排除其他貨幣，獨占貨幣發行權；接著以

國家權力保證貨幣的信用，促進貨幣的流通；最後則藉由幣制改革的完成

來強化其國家權力。此外，根據台灣銀行的設立旨趣，該銀行成立的一個

重要目的為協助日本擴大其在中國華南地區及南洋地區的勢力。也就是

說，日本除了希望經由幣制改革，取代台灣本地資本商人與外國勢力在台

灣社會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完成對台灣的直接支配之外，也寄望成功的台

灣幣制改革能擔任日本帝國主義發展與擴張的角色。在面對國家權力介入

痕跡明顯的幣制改革，台灣人最初是採取抗拒的態度。但是，隨著國家權

力的強化，台灣人的貨幣使用習慣也跟著變化，開始接受信用貨幣。從另

一個角度來看，對原本抗拒新政權的台灣人來說，接受及使用有明顯權力

痕跡的新貨幣，也意味著認同了新的統治體制。

由上述對台灣幣制改革背景與過程的分析可以得知，日本在台灣實行

幣制改革時，是在國家權力建構與實行的階段進行的。因此，日本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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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經營方針時，是把台灣幣制改革與國家權力作連結，一方面移植近

代貨幣制度以強化其支配力；另一方面則將幣制改革視為日本帝國主義發

展方策的一環。對日本而言，台灣的幣制改革的課題在於：日本的國家權

力如何支配台灣以及其他東亞地區。在這種思維之下，近代台灣幣制改革

涵蓋在國家權力的一環中，日本對台灣貨幣的支配，最終變成日本以貨幣

支配台灣。

本論文在台灣的開發歷史中，擷取其中改變最大的十年間，以近代貨

幣制度移植至台灣的過程作為分析對象，探討日本國家權力滲透至台灣社

會的現象。然而，從台灣幣制改革這一歷史事件衍生的討論，目前仍有很

多空間留待往後研究。特別是市場力量在幣制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台灣貨幣網絡與生活結構的具體改變等經濟社會學的議題，期盼日後的研

究能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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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Reforms and the
Infiltration of Japanese State Power

in Colonial Taiwan

Shih-Hui Li*

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at monetary reform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 monetary system and
nationalistic power.  The term modern monetary system implies a system
established by Stat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eculiarity of this system is the
circulation of credit money (paper money).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Taiwanese received a severe shock when Japan transplanted the new monetary
system into Taiwan.  This was because the people of Taiwan did not use credit
money before Japan enforced monetary reform upon them.  At first, the Taiwanese
refused to accept the paper money issued by Japan, just as they had resisted Japan’s
sovereignty in 1895.

Japan realiz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monetary reform would greatly influence
further colonialist advances. Thu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colonial era Japan
put all its power into promoting monetary reform.  Due to both the foundations of
this modern monetary system and Japanese speculation, this monetary reform was
subsumed under national power from beginning to end. Looking back on the
process of Taiwan’s monetary reform, we find that this reform, conducted by
Japan’s national pow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irst, Japan used its
national power to exclude other currencies and reap the benefits of monopolizing
money issues: thus called seignorage.  Second, national power was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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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antee the credit of paper money so as to promote circulation of Japanese issued
paper money.  And thirdly, the accomplishment of monetary reform enforced
Japan’s national power.  We may very well say that Taiwanese money usage was
changed by the enforcement of national power.  However,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when the Taiwanese accepted the usage of the new currency, which was
highly related to Japan’s nationalistic power, it also meant that they accepted new
sovereignty too.

Keywords: Monetary System, National Power, Taiwan’s Monetary Reform, Credit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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