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結論 

德國與日本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對於富強關係的詮釋、轉折以及媒

介，有著相當類似的選擇與經驗，但是這兩個國家現行的中央銀行制度，

其政治獨立性卻分別位居已開發國家中最高與最低的位置。也就是說德國

日本兩國中央銀行制度必須放在國家建立的發展脈絡上進行研究，才得以

解釋為何德日在相似的國家建立經驗上，卻發展出截然不同的中央銀行制

度，以及理解為何二次大戰後德日在不同央行制度下，卻同時達致相似政

治經濟成就的原因。我綜合德國與日本的歷史經驗後，整理成下述表格： 

一、富強關係在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組合順序與詮釋：  

富強關係總共有富強並進、榨富求強、外國勢力干政、以富致強共四

種組合。至於是這四種組合中的哪一種組合出線，又是取決於國家建立過

程推移、大型戰爭果成敗以及戰敗後外國勢力干政是否解散政權等三個因

素。另外，富強的詮釋也會隨著富強關係組合出現順序的改變而改變。然

而啟動富強組合轉變的內部因素是啟發戰端，外部因素則是國家在大型戰

爭失利後，外國勢力干政。綜合德國與日本對於富強關係在國家建立過程

中的組合順序與詮釋的歷史經驗，我整理成下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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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  

 首 要 目 標 次 要 目 標 

b.榨富求強 

富：獲取殖民地 

強：國家擴張 

發動大型戰爭 

 

首 

要 

目 

標 

 

a.富強並進 

富： 經濟現代化 

強：國家統一 

大型戰爭勝利 

 

 

 

 

 

強 
 

次 

要 

目 

標 

 

d.以富致強 

美國霸權所維持的國際政經架構

富：經濟復甦 

強：區域強權 

 

 

c.外國勢力干政 

大型戰爭失敗 

富強：聽任戰勝國安排 

 

 

表 1：富強關係在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組合順序與詮釋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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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富強並進： 

現代國家建立初期，百廢待舉，因此富和強同時為國家發展首要目

標，齊頭並進。在這段時間內，在富的追求上，就是致力經濟現代化，也

就是工業化。而在強的目標上則是尋求國家統一。當這兩個政治與經濟上

的目標都達成後，便進入下一個「搾富求強」的進程。 

b. 搾富求強： 

當國內經濟發展飽和到一定程度後，便有對外擴大市場及爭取生產原

料的動機，而國家統一後所集結的政治軍事力量，正好賦予實踐這個動機

的實力，特別是強權興起的歷史經驗，更催動了以戰爭作為達到此一目的

正當性。但發動戰必須以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做為戰備基礎，於是在這段

期間內，政治目標在國家發展順序上，是優於經濟發展，而此時富強的詮

釋也由國家內部發展，轉為對外侵略。也就是說，富的詮釋轉為對外獲取

殖民地，而在強的詮釋部分，轉為國家擴張主義。 

在此同時，大型戰爭的成敗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大型戰爭若是勝利，

則國家對外侵略的富強政策目標，也就是發動戰爭的「搾富求強」路線，

便會獲得延續。但要是國家在大型戰爭中失敗，便會進入下一個「外國勢

力干政」的階段。 

c. 大型戰爭失敗，外國勢力干政： 

國家若是在大型戰爭中失敗，外國勢力便會干政國家內政，此時國家

對於富強的發展根本無能置喙，只能聽任戰勝國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前，若是國家再度發動戰爭，則回到前一個「搾富求強」的路線。 

d. 以富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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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切割「大型戰爭失敗，外國勢力干政」與「以富致

強」這兩個國家建立階段的時間點。這兩個階段的差別在於，國家在後者

此一階段，之所以能全力恢復，並進一步發展經濟，而將政治發展視為較

為次要的發展目標，其所依賴的是美國霸權所維持的國際政經架構。而自

此美國政治經濟的因素成為國家發展決策中，重要的影響因素之ㄧ。而在

這一階段，也首度出現國家透過美國霸權所維持的國際政經架構，作為將

經濟的力量，轉為政治影響力的平台，達到經濟奇蹟以及區域強權的雙重

目標。 

二、富強關係在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組合順序與詮釋對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

演進的影響： 

以前述國家建立理論架構表格為基礎，衍伸出下列「富強關係在國家

建立過程中的組合順序與詮釋對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演進的影響」的理論

架構，並接著做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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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 

 首 要 目 標 次 要 目 標 

b.榨富求強 

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低 

發動大型戰爭 

首 

要 

目 

標 

 

a.富強並進 

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低 

大型戰爭勝利 

 

 

 

 

強 
 

次 

要 

目 

標 

 

d.以富致強 

美國霸權所維持的國際政經架構

中央銀行獨立性高與中央銀行

獨立性低的國家均能達到區域政

治經濟強權的目標 

大型戰爭失敗： 

c.外國勢力干政 

中央銀行改革契機 

政權存廢： 

政權存：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低

政權廢：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高

 

表 2：富強關係在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組合順序與詮釋 

對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演進的影響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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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富強並進：  

現代國家建立初期，中央銀行制度的誕生，目的在於為了配合國家政

治統一與經濟現代化的國家政策。於是中央銀行制度，作為一個貨幣事務

管理機關，在初創時期，其目的也就是在政治統一部分，確立貨幣代表一

個國家政治權力對於經濟資源的統攝範疇以及國家主權統一的象徵意

義。而透過政治力統一的貨幣體系，則大幅提昇國家信用分配機制，更有

助於促進國家經濟現代化。所以以中央銀行誕生的政經背景看來，中央銀

行制度在原始的設計中，充滿國家工具色彩，而顯得政治獨立性低。 

b. 搾富求強： 

當國家政治目標凌駕於經濟發展之上，而採取發動對外戰爭的政治手

段，欲達到預期經濟上的利益時，此時中央銀行制度便成為統攝並轉化經

濟力量為戰爭資源的重要環節。於是，只要面臨開戰，中央銀行制度便繼

續保持低度政治獨立性。 

在此同時，大型戰爭的成敗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國家若是在大型戰爭

中勝利，則對外侵略的富強政策便會獲得延續的正當性，而中央銀行的低

度政治獨立性特質，也不例外地維持其戰爭時期聽命於財政部的狀況。但

要是國家在大型戰爭中失敗，中央銀行做為國家融資戰費的角色，則會因

為進入「外國勢力干政」的階段，而獲得改革的契機。 

c. 戰爭失敗，外國勢力干政： 

國家若是在大型戰爭中失敗，外國勢力便會干政國家內政，此時原先

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全聽任戰勝國安排。中央銀行制度在戰勝國的安排

下，或成為戰勝國索討戰債的工具，或是被視為支援戰爭的經濟根源，都

不免成為改革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改革的契機是否能提升中央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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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政治獨立性，關鍵在於國家在戰敗後，原先的政權是否遭到廢除。如

果發動戰爭的政權獲得保存，則中央銀行制度便會接續戰爭以來的低度政

治獨立性低。反之若是，發動戰爭的政權遭到翦除，則財政部控管中央銀

行的運作模式會受到打斷，而中央銀行則在外國勢力的撐腰下，有機會提

升並鞏固政治獨立性。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若是國家再度發動戰爭，則中央銀行

會再度回復到融通戰費的低度政治獨立性地位。 

d. 以富致強：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切割了「大型戰爭失敗，外國勢力干政」與「以

富致強」這兩個國家建立階段的時間點，同時也開啟了中央銀行制度新的

角色。在這段期間，中央銀行制度必須與美國的聯邦準備理事會制度接

軌，然而政治獨立性高與中央銀行獨立性低的國家，在美國霸權所安排的

國際政經架構下，也都達到經濟奇蹟以及區域強權的雙重目標。 

基於上述德國與日本富強關係在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組合順序與詮

釋，及其對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的影響的綜合結論，我將再進一步做出下

列的比較分析：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與日本迅速整合在以美國為主的自由世

界組織，但是兩國在國家與洲際區域整合的層次上狀況有別。 

    德國與日本同樣都是第二次世界戰敗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一直到 90 年代初期，德國在歐盟區域整合以及冷戰從屬於美國的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迅速與歐洲及世界秩序進行融合，但是在國家層次上卻是分

裂的。對照日本的情況看來，日本自建國以來，在國家層次上一直是統一

的狀態，而且同樣在美國與日本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下，成為自由世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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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防線，但是日本卻從來未曾也未能在這段期間內與亞洲鄰國進行類

似於歐盟的區域整合。德國與日本在整合層次上的差異造成兩國在金融與

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落差，而這個落差使得德國日後有足夠的能力領導歐洲

金融統合，而國家統一成為重大的包袱，但是日本卻反而是對亞洲區域整

合與全球化的問題大傷腦筋。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為德國與日本富強關係媒介改變的分水嶺。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戰爭為富強關係媒介。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

之始，需要透過戰爭對內消除政敵，爭奪統一領導權，如德國普魯士統一

鬆散的邦國以及日本明治天皇府登基時平定國內叛亂勢力。而當國家統一

基礎穩固，而思對外擴張之時，榨富求強的過程中，無一不是憑藉戰爭的

手段，遂行其目的。因此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透過一連串的戰爭，

逐漸形成對於富強關係的思考與詮釋。 

因為美俄對峙而來的國際冷戰局勢，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切割大型戰

爭失敗後外國勢力干政與以富致強這兩個國家建立階段的時間點。這兩個

階段的差別在於，國家在後者此一階段，之所以能全力恢復，並進一步發

展經濟，而將政治發展視為較為次要的發展目標，其所依賴的是美國霸權

所維持的國際政經架構，美國所維持的國際政治經濟組織取代戰爭，成為

富強反饋關係的媒介，西德與日本將維持國家安全的成本轉嫁到美國，。

而自此美國政治經濟的因素成為國家發展決策中重要的影響因素之ㄧ。而

在這一階段，也首度出現國家透過美國霸權所維持的國際政經架構，作為

將經濟的力量，轉為政治影響力的平台，並分別在 90 年代左右分別在歐

洲與亞洲達到經濟奇蹟以及區域強權的雙重目標。  

三、戰爭對德國與日本中央銀行制度的變遷影響至鉅。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戰爭是破壞以及改革中央銀行制度的源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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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國家發動戰爭，中央銀行制度便必然成為籌募戰費的樞紐，立刻整合

到行政系統內。由於戰爭期間一切為政治目的是從，因此中央銀行政治

獨立性之低落自不待言。從德國與日本的歷史經驗來檢驗，日本在戰爭

期間，日本銀行不論是對內發行戰爭債券、融通公債，或者是透過橫濱

正金銀行對國際市場發行國際公債募資，其目的均是在汲取戰爭資源。

而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後，所承受的超級通貨膨脹，更是德國中央銀行

毫無節制融通公債、濫發貨幣的結果。 

不僅僅是戰爭的開打會對中央銀行的政治獨立性造成影響，大型戰爭

結果更是如此。證諸德日的歷史經驗來看，戰爭成功，對於中央銀行提高

政治獨立性反而是個壞消息，因為戰爭勝利會鞏固並延續戰爭以降，財政

部對於中央銀行制度箝制的正當性，因此中央銀行制度則是會繼續維持低

度政治獨立性。但國家要是在大型戰爭中失敗，則必須要視干預國家內政

的外國勢力對於國內政權存廢的態度，決定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是否獲得

改革。 

四、戰爭失敗僅為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改革的充要條件，真正造成今

日德國與日本中央銀行獨立性差異的必要條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

對於兩國政權存廢的態度不同，也就是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是否提升的真

正關鍵不是自發，而是來自外部性因素。 

戰爭是促進國家中央銀行制度改革的充要條件，而非必要條件。中央

銀行制度改革的契機在於來自干預國家內政的外國勢力，對於政權存廢的

態度。政權的存廢關係到戰敗國的政治權力傳承系統是否中斷，也就是政

權若獲得保存，財政部會沿襲過去的權力架構，沒有動機將權力釋與中央

銀行。但若是政權受到瓦解，中央銀行升高政治獨立性，獨立使行職權，

比較容易受到外國勢力支持，特別是中央銀行受制於財政部，而成為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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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的角色，常被視為戰爭禍首之一。 

對德日兩國來說，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對於德國與日本佔領政策不同，

對於日後兩國中央銀行制度選擇與發展就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在美國佔領

日本期間，去納粹化的工作並未像在德國一樣徹底執行。佔領德國的同盟

國，以紐倫堡戰犯大審的名義，控制了媒體及學校，宣揚納粹的恐怖與民

主之優點，來教育眾多的德國人。然而，這種教育在日本可說是極為稀少，

一部分的原因在於日本沒有一個納粹式的政黨，可以為戰爭負責，僅有陸

軍承擔戰責。另一部分的原因，麥克阿瑟沒有解散日本政府，反而利用它

來進行對日本的統治。109

五、中央銀行制度的起源具有高度國家工具性質，所謂央行政治獨立

性是逐漸發展而來，而非制度設計之初衷。 

我在本文中所使用的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概念，事實上是近年來才創

造出來的政治經濟學名詞，而制度設計之初，就隱含在內的意圖。特別是

檢視過具有最高政治獨立性美譽的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歷史發展過程之

後，再次印證此一觀察。相較於德意志聯邦銀行來說，日本央行始終聽命

於大藏省的悠久歷史傳統，使得日本央行步調始終與國家一致，而形成嵌

合附屬於在行政權之內的權力架構。 

雖然德國與日本均曾有嚴重通貨膨脹的歷史經驗，但是德國的中央銀

行經歷兩次重大改革，所以德意志聯邦銀行所享有的高度獨立性，固然是

第二次世界戰後美國強力介入改革的結果，但是慘痛的通貨膨脹以及反覆

改革央行的歷史經驗才是德意志聯邦銀行獲得高度民意支持的原因，所以

德國中央銀行的高度政治獨立性的正當性是來自於國際強權與國內民意

的雙重背書，才得以有如此鞏固崇高的地位。反觀日本的中央銀行制度，

 
109王業立編，1999，各國政府與政治-比較的觀點，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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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通貨膨脹的歷史經驗同樣慘烈，但是中央銀行制度卻從來只有越改越

臣屬於大藏省，而日本中央政府的權力精英傳承系統即使歷經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打擊，卻仍絲毫未受崩解。所以這樣不同的歷史命運使得偏偏是德

國的中央銀行走上高度政治獨立性的道路，而日本中央銀行卻仍持續自發

軔以來的低度政治獨立性。並且基於同樣的理由也能夠解釋為什麼德國與

日本即使是採用如此南轅北轍的中央銀行制度，但也都達至了相同的經濟

成就。 

至於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篇論文有兩個重大的遺缺，首先由於本研究

僅限於德國與日本兩國的歷史經驗，而且研究的時段僅止於 90年代末期，

所以沒有延續到 2004 年，所以缺乏對於兩國中央銀行制度變革最新的資

料分析，但原因在於 90 年代以降，西德因應兩德統一以及發行歐元等沈

重的政治經濟衝擊；而日本方面，則是在 90 年代後期陸續經歷國內泡沫

經濟危機、東南亞金融風暴以及中國資本主義興起等重大挑戰。因此兩國

在 20世紀末到 21世紀初所面臨的考驗，其所涉及的層面超乎本篇論文所

處理的範疇。其次在研究資料的收集上，由於 20 世紀初左右的歷史數據

資料未臻完整，所以在德國與日本早期建國的歷史敘述與推論上有其不足

之處。                                                                        

    另外在本研究未來的發展上建議可嘗試中央銀行制度面對全球化的 

衝擊，如同Bowels和White110所表示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促進資金流向 

的不可預測性與複雜性大幅提昇，致使投機行為得到很大的生存空間，而 

對各國政府管控經濟的主權造成威脅，因此賦予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以 

確保中央銀行能貫徹專業判斷的理論更加獲得支持。此外，若干舉足輕重 

的國際金融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也重新顛覆了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意義，特別是開發中 
 

110 Paul Bowels & Gordon White, 1994,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1 (2) 23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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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中央銀行雖然可能在國內享有不錯的政治獨立性，但卻在國際場域 

上受到強國的金融機構或中央銀行的強勢主導。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過去 

在經濟事務上高度仰賴國家行政力量主宰金融市場的國家，必須加強金融 

體系自由化與透明化，才能獲得發展的空間。其次，各國中央銀行間透過 

密切的合作往來，相互增強各自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國家發展在金融全球 

化的浪潮下，要想牟利就必須先放棄自私自利的新思維下，將可預見對於 

中央銀行體制造成極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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