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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內閣以後的日本與亞洲

前

言

小泉內閣充滿了矛盾。
支持小泉內閣的有權者當中，有半數以上來自反對自民黨的無黨派或在野
黨的支持者。自民黨的小泉首相，卻因為反自民黨的言行而大受歡迎；同時，
自民黨全體也藉機提高支持率。小泉政權實施的改革內容以及它內含的問題是
甚麼呢？小泉內閣執政後的日本對亞洲和世界又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呢？

小泉內閣充滿了矛
盾。在支持小泉內閣
的有權者當中，有半

一

小 泉 內 閣 的誕生和背景

數以上來自反對自民
黨的無黨派或在野黨
的支持者。自民黨的

為甚麼小泉純一郎在2001年春天突然如此受歡迎呢？

小泉首相，卻因為反

小泉純一郎的家鄉位於神奈川縣的橫須賀市。我老家所在的選區也在那

自民黨的言行而大受

–。我還記得他最初參加候補選舉落選後，在宣傳畫上那張年輕、清

並略顯

憂鬱的臉孔。此後他雖然數度當選，但他青年時的樣子還留在我的記憶中。
小泉純一郎的父親小泉純也也是自民黨的政治家。因為父親突然去世，正
在倫敦留學的小泉純一郎回到家鄉繼承父業。從原首相福田赳夫的秘書做起，
於1972年第二次參選時初次當選。隨後嶄露頭角，與山崎拓、加藤紘一被稱為
YKK三人組（YKK取山崎 [Yamazaki]、加藤[Kato]、小泉[Koizumi] 姓名的第一
個字母，與日本有名的拉鏈商標相同），有望成為自民黨年輕的領導者。
YKK與自民黨內竹下派相抵抗。
竹下派的前身是田中派。佐藤榮作首相率領的佐藤派分裂成田中派和福田
派以後，田中角榮首相率領的田中派成為自民黨內最大的派系。田中角榮失勢
後不久，繼任首相的竹下登取代了田中派，結成竹下派（經世會）。即使在小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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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同時，自民黨
全體也藉機提高支持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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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郎等人分離出去並脫離自民黨以後，作為自民黨內最大派系的竹下派仍然掌
握2主導權，此後延續至小淵派，以至橋本派（平成研），直到現在。
小淵惠三首相因腦中風陷入昏迷後，小淵派的五位幹部經商討後選出森派
的森喜朗繼任首相。這是因為從竹下派已經出了橋本龍太郎和小淵惠三兩任首
相。森派的歷史延革是：福田派—三塚派—森派。小泉作為森派的會長，是森
首相的支持者。森首相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當了首相，其後數次失言並口出狂
言，使得內閣的支持率跌至10%以下。
這時加藤紘一採取了行動。作為加藤派（繼承了大平派—鈴木派—宮澤派）
首領的加藤紘一想要支持在野黨提出的推翻森內閣的不信任案，取而代之成為
森喜朗辭職後，小泉

總理。大多數自民黨人反對這一行動。橋本派成功地瓦解了加藤派致使其分

為自民黨四名候補人

裂，「加藤之亂」行動失敗。國民的期待一夜之間破滅。在橋本派的說服下臨陣

選之一。他的「全面的

脫逃的加藤受到輿論非難，政治生命受到致命打擊。

結構改革」、「堅決變

這個時候，小泉純一郎是怎麼行動的呢？他團結了森派與橋本派，全力否

革」的堅定演說，使
國民高度期望政治面

決對森內閣的不信任案。這種行為既可以看作是舊派系的運作邏輯，也可以是

貌會有一番革新。一

對於反對追隨在野黨的不信任案想要打倒森內閣的規則違反的原則性行動。不

般黨員和國民都很認
同小泉「機構改革」的
主張。就這樣，小泉

管怎麼說，這個時候小泉的行動不僅沒有給國民留下壞印象，而且不費吹灰之
力就把對手加藤打敗。

當上自民黨的總裁，
小泉首相誕生了。

橋本派等自民黨幹部認為欠缺支持的森政權無法應付2001年7月的參議院選
舉，遂決定讓森喜朗辭職，並以公開選舉方式選舉後繼者。自民黨地方議員的
票，各個縣增加到三票，採取了類似於美國的地方預選制。橋本派的野中、青
木等實力派人物之間也未達成一致。他們再次擁立因經濟政策失敗而退陣，不
受歡迎的橋本龍太郎。除橋本之外，再加上小泉、龜井靜香（江藤／龜井派）、
麻生太郎（河野小組）共四人成為候補人選。
與此同時，田中真紀子突然聲援小泉純一郎。田中真紀子是前首相田中角
榮的女兒，在父親死後，從同一選區以無黨派身份當選，對橋本派抱2仇恨。
田中真紀子總是名列民意調查「應當選首相的政治家」的前幾名，很受國民歡
迎，又以率直、擅辯聞名。因為她的加入，小泉的全國游說形勢大好，所到之
處聽者如雲。電視等媒體連日追蹤自民黨的四個候補人選，特別是小泉／田
中。小泉的「全面的結構改革」、「堅決變革」的堅定演說，使國民高度期望政治
面貌會有一番革新。
民意調查的數字也說明小泉的突然受歡迎。在總裁選舉的初始階段，可以
看出佔國會議員大部分的橋本龍太郎優勢不變。但是，在日本大部分縣的選舉
中，小泉獲得自民黨絕對多數的選票。正如各種民意調查所顯示，小泉在預選
時實際上是以壓倒多數獲勝。因此，橋本在由國會議員／地方代議員進行選舉
的總裁選舉舉行前只有退出。比起自民黨的國會議員，一般黨員和一般國民，
對小泉主張的「機構改革」有更強的認同感。
就這樣，小泉在一夜之間出乎意料地當上自民黨的總裁，小泉首相誕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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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泉 內 閣和機構改革

自民黨的四位總裁候補人都曾提倡改革。橋本在當首相的時候就實施了中
央省廳的統廢合以及行政改革，麻生和龜井也有類似主張。如果僅從提倡的政
策看來，四人其實並沒有太大差別。但在國民看來，只有小泉才真正想要改
革。這是為甚麼呢？
小泉純一郎很早就公開主張郵政儲蓄的民營化和郵政改革。全國各地設置
的優點局網，兼有郵政儲蓄的功能，由於利息優厚而得到很多存款。這不僅成
為政府的財政投融資的資金，而且更與地方利益結合成為自民黨集票機構的一
部分。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小泉的選舉區在大都市的郊區，沒有必要依賴於
郵電局的集票結構。在自民黨當中，只有小泉一人提倡郵政改革。國民有這樣
一個印象：小泉等於改革。
另外，田中真紀子用「變人」這個詞稱呼小泉，使人對小泉產生期待。1998年
隨2橋本的退陣而舉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

山靜六、小泉、小淵三人成為候

補，結果小淵大勝。田中對於這三人的著名評價分別是軍人、變人、凡人。從
此以後，小泉獨特的、有個性的政治家形象越來越突顯。事實上，小泉青年時

小泉政權之所以受國
民支持，是因為國民
有這樣一個印象：小
泉等於改革。而且他

代離婚以後一直獨身，這在自民黨內是很少見的，一個人去音樂會及劇場也與

完全不墨守歷屆派系

歷來的模式不同。

平衡的人事慣例。他

小泉純一郎的演說簡潔、明了，對電視和媒體的反應也很熟練，判斷敏

無視各派系的人事，
自己掌握了人事權。

捷。小泉將總理大臣杯交給在相撲比賽中獲勝並受傷的貴乃花時，對他說：「你

試看小泉內閣的面

很努力，我很感動。」這一幕通過電視傳送全國，讓國民覺得小泉是一個有人情

孔，便會發現除了大

味的政治家。
小泉政權之所以受國民支持，是因他完全不墨守歷屆派系平衡的人事慣
例。過往的人事慣例是把組閣、黨官員的人事從上至下完成。試看小泉內閣的
面孔，便會發現除了大膽起用女性以及民間人士，基本上沒有給最大派系的橋
本派任何位置。歷屆首相因受限於各派系提出的入閣候補名單，等於沒有任何
人事權。小泉則無視各派系的人事，自己掌握了人事權。在「加藤之亂」中與加
藤紘一站在一起的山崎拓，在半年的時間內佔據了自民黨幹事長的要職等，這
在橋本派的支配下是無法想像的安排。
那麼，小泉首相究竟提出甚麼樣的改革呢？
實際上，改革內容還沒有明確、具體地提出來。如果把具體內容以及伴隨
改革出現的「痛苦」明確以後，就不會有現在這麼高的支持率了。
在經濟方面，小泉首相設置了經濟財政諮詢委員會。經濟財政大臣竹中平
藏在三個月內提出了「大致的改革案」。竹中大臣和鹽川財務大臣對來年度的預
算究竟是由財務省（舊大藏省）還是諮詢委員會來決定仍未達成共識。如果首相
的先改革後景氣對策的承諾，以及股市低迷使國民開始對改革帶來的痛楚有怨
言的話，那麼這項改革便可能放棄。

膽起用女性以及民間
人士，基本上沒有給
最大派系的橋本派任
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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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盡快決定的是修訂道路財源的方案。田中角榮首相創設了專為道路建
設的汽車稅。作為公共事業中心的道路建設，成了自民黨集票機構的支柱。這
一制度在當初發揮了作用，逐漸地，由於濫造無用的道路導致財政僵化等等問
題，弊端顯而易見。小泉首相推遲了考慮很久的郵政改革，而選擇了易作決斷
的道路財源的修訂案。毫無疑問，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打擊橋本派的政治力
量。但是，由於小泉聲望較高，橋本派沒有公開反對。
為了對政府相關機關進行行政改革，小泉首相任命了年輕的代議士、東京都
小泉改革所倡導的重

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兒子石原伸晃。作為行政改革議程的一員，曾研究過特殊法人

點，其實不在具體的

化的石原伸晃行政改革擔當大臣也是在國民中呼聲很高的合適人選。而且，從將

政策考慮，而是改革
自身的象徵／代表意
義。他上任後四處奔
走，同時也在考慮應
該改革甚麼的問題。
小泉現在考慮的，是
不讓他的內閣成為短

來政界的再整合來考慮，也為將來小泉和石原都知事的聯合埋下伏筆。
小泉純一郎是國民寄予希望的公認的改革派，美國也對改革自民黨的小泉
政權寄予厚望。
小泉在做首相前以及做首相後，曾考慮過或正在考慮甚麼具體的改革方案
嗎？我覺得小泉首相並沒有考慮特別具體的方案。YKK的三人當中，加藤紘一

命政權。為此，小泉

是眾所周知的政策通，他覺得自己在政策方面的能力遠超小泉。曾任外務官

內閣不斷倡導新的改

僚、防)廳長官和自民黨幹事長的加藤很自負，想必認為自己應先於小泉成為

革課題以維繫國民的
期待和支持。

首相。另一方面，小泉的個性獨來獨往，忍受力過人，並對民情有敏銳的感知
力。這大概是轉換期的領導所應有的資質吧。
小泉改革所倡導的重點，其實不在具體的政策考慮，而是改革自身的象徵／
代表意義。小泉這次參加總選舉當選首相後，處處表現出他確實才識過人。他
上任後四處奔走，同時也在考慮應該改革甚麼的問題。小泉現在考慮的，是不
讓他的內閣成為短命政權。為此，小泉內閣不斷倡導新的改革課題以維繫國民
的期待和支持。
與小泉內閣超過80%的支持率相比，自民黨的支持率僅有30%多。這中間相
差的50%出自反自民黨的無黨派階層。國民對於連立改組和政界再編的呼聲也越
來越高。也就是說，國民期待小泉政權能終結自民黨的政治，並以現實的政治
勢力取而代之。

三

小泉內閣和日美關係

小泉首相6月底訪美，成功會見了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美國對小泉
這種自民黨的異類表示歡迎。
一般認為，小泉在冷戰後的現在不得不以日美關係作為日本外交的基礎。
同時，小泉的外交方針並不十分成熟。據日本媒體報導，小泉是親美派，而他
選的田中外相則是親中國派。田中外相從上任開始不斷發表親中言論，引起美
國不滿。此後，接受了外務省官僚的指導原則，並按照歷來外務省的路線進行
國會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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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布陣來看，小泉內閣的外交政策似乎支離破碎，但它反映了日中兩
國的現狀，特別是中國很難責難被認為是親中派的田中外相，由此起到保護小
泉的作用。
小泉內閣面對的日美關係的課題是甚麼呢？
以海灣戰爭和90年代中期朝鮮半島危機為契機，日美安保的再定義、日美
同盟的再構造，成為日美間的課題。因此，除了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的方針，為
了能進行對周邊事態的後方支援活動而修正法律之外，日本正在進行協助導彈
防禦計劃（MD）的計劃。
導彈防禦計劃的構想從根本上就改變了冷戰時代日美安全保障的框架。
所謂冷戰下的日美同盟是指日本由其自)力「專守防)」國土，而美國則根
據集團自)權的想法進行支援。因而，日本保有非軍隊的武力（自)隊），維護
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和不行使武力）。以蘇聯為假想敵，日美同把美國定位成
世界性核戰略的一環。定位於此的日美安保條約所確定的，是美國會幫助日
本，但卻沒有假定日本會幫助美國。冷戰結束後，蘇聯不再是假想敵，這使目
前日美同盟的前提不能成立。因此重新建立的日美同盟定位在維護「東亞地區的
安定」。這意味2不設定特定的假想敵，但是有一種納入美國新的世界戰略的一
環（例如，封鎖中國）的感覺。

冷戰下以蘇聯為假想
敵，日美同把美國定
位成世界性核戰略的

新的方針確定了：假如發生周邊事態時，自)隊支援美軍。周邊事態指的

一環。冷戰結束後，

是，日本雖非面臨直接攻擊，但「任之會嚴重影響日本的安全的事態」。當中國

蘇聯不再是假想敵，

提出是否包括台灣海峽時，日本政府只是給出模棱兩可的回答。這樣，新的方
針起到了抑制中國的作用。
布什政權把防)同盟國的戰區導彈防禦計劃（TMD）和美國本土的國家導彈
防禦計劃（NMD）聯合成導彈防禦計劃來推行，同時強烈呼籲日本參加。日本也
正在探討對策。
導彈防禦計劃的目標是，確保二十一世紀的前半期美國保持軍事優勢，維
持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不久就會超過美國，
接下來是印度，美國經濟的比重就會相對變小。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軍事優
勢就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日本和歐洲的捲入；（2）聚集高度的科學技術；
（3）削減原有的核導彈戰略。這就是導彈防禦計劃。據此就可以削弱像中國這樣
的新興大國和其他冒險主義國家的影響力。
日本一旦參加導彈防禦計劃就得負擔超過目前的軍費，而且意識和制度的
變革也會迫在眉睫。即便如此，因為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相應的地位，同時考慮
到同美國有良好關係的重要性，只得積極合作。看來，小泉首相也是基於國家
利益而對導彈防禦計劃做出判斷。
如果有國家從日本周邊向美國發射導彈，雖然目標不是日本，但是日本必
須採取防)美國的軍事行動，盡快將之攔截，並發射導彈迎擊。導彈防禦計劃
使日美同盟變成了相互行使對等的集團自)權，也即超出了現有日美安保條約
的範圍。中國對此非常關心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使目前日美同盟的
前提不能成立。因此
重新建立的日美同盟
定位在維護「東亞地
區的安定」。這意味
4不設定特定的假想
敵，但是有一種納入
美國新的世界戰略的
一環（例如，封鎖中
國）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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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泉內閣以後的亞洲和世界

小泉首相基本的政策態度是：有改革方向，規制緩和及自由化，以及親美
路線。除此以外，還可以舉出的是新的民族主義。
小泉剛就任時明確表達會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這遭到韓國和中國的
反對，而歷史教科書問題也繼續成為外交問題。田中外相也反對小泉首相參拜
等等，政權內部的意見也不統一。
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事，前景如何誰也不知道。但是，因為這是他剛
就任時的發言，再加上他在遭到抗議也不撤回其言論來看，這被視為是他的政
治一貫性。而且，據輿論調查，相當比例的國民支持小泉首相的發言，這是同
至今為止的自民黨幹部不同的地方。
小泉首相基本的政策

小泉首相的新民族主義，其特點是與國際化接軌。小泉認為至今為止的自

態度是：有改革方

民黨集票利權機構是違反國民利益、疏遠國民的，必須打破。說得重一些，這

向，規制緩和及自由
化，以及親美路線和

才是小泉改革的內容。針對自民黨的權力基盤自覺的明確國家利益，在國際社

新的民族主義。小泉

會中應盡它的義務和責任。以此為前提的日本人，小泉的直覺是，恢復國民的

首相的新民族主義，

團結和國民的驕傲是必要的。

其特點是與國際化接
軌，認為日本應在國
際社會中盡它的義務
和責任，因此有必要
恢復國民的團結和國
民的驕傲。小泉首相

小泉首相的新民族主義若得到日本國民支持，那麼目前的亞洲政策也會稍
有變化。
首先是日美關係更加成熟，亦即是說日本從冷戰時期追隨美國逐漸發展到
自立對等關係。具體的說是，日本最近對美國明顯的、自利的一國主義（譬如，

的新民族主義若得到

退出《京都議定書》
）持批判的態度。日本的國情和美國及中國是不一樣的。日本

國民支持，那麼目前

是缺乏資源，屬於人口、資本和技術聚集的中規模國家。小泉政權如果從國家

的亞洲政策也會稍有
變化。

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出發來表達自己的政見，那麼日本在二十一世紀的
國際社會當中將會發揮比以前更積極的作用（譬如調停美中的對立關係等）。隨
2美國的地位相對下降，日本處身國際社會面臨各種各樣的課題如安全保障、
經濟發展、地球環境、科學技術、文化交流和地域統合等等也必須採取自己的
政策和行動。
關於安全保障，日本繼續以日美同盟為軸心，並盡量維持美國在亞洲的過
程，這是有利的。參加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意味2不擁有核武器卻能維持和
平的國際環境，發揮比冷戰時更積極的作用。因此，對於限制日本擁有軍隊的
憲法第九條的修改也會被認真討論。比起不參加導彈防禦計劃，被美國取消日
美同盟，並擁有核武器的選擇總是較合理。而中國把導彈防禦計劃看作是美國
的霸權主義，由此感到不滿。可是不用耗費像冷戰時代蘇聯那樣的軍事費用就
能維持國際秩序，對中國也是有利的。
經濟發展和地球環境是越來越相關的課題。地球環境的制約越嚴厲，使得
先進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對立也越深。位列先進國家的日本，因國民很少吃肉以
及擁有發達的鐵道城市基盤，而節省了資源。在這方面，日本和歐盟共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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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政權上場，促使
輿論推動了政治，從
而讓政治又回到國民
手中，象徵4民主主
義的成熟。成熟的民
主主義意謂4對這一

要求美國轉換成節省資源的經濟。如果採節省資源的科學技術的政策的話，對

切重新選擇。在此過
程中，應該修改的地

國際社會也是有利的。

方就修改，一無例

關於其他的課題，日本對有利國家利益的合理政策有很大的餘地。

外。為此，對靖國神

小泉政權上場，促使輿論推動了政治，從而讓政治又回到國民手中，象徵

社和歷史教科書的問
題，安全保障和修憲

2民主主義的成熟。
日本的民主主義是根據戰後的處理由美國強加的。日本人是歡迎民主主義

都有必要討論。圖為
1 9 4 5年9 月2 日日本

的，但是對於像東京裁判、日美安保條約、美國對日政策等等，日本連討論的餘

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

地都沒有，只能接受。這既可以說是因為戰後幾乎未間斷執政的自民黨，也可以

天皇和政府於「密蘇

說是戰後體制的一部分。成熟的民主主義意謂2對這一切重新選擇。面對日本的
過去和現在，去理解和接受。在此過程中，應該修改的地方就修改，一無例外。
自民黨的集票／利權機構引起制度的衰竭，與國民的利害相對立。這種認
識滲透到自民黨內部，出現了改革的指揮者小泉。為了證明這是真正的改革，
不僅僅要打破自民黨的集票／利權機構，還必須構造以輿論為基礎的新的、民
主的政治機能。因此，在國民中間必須培養新的公共性。為此，對靖國神社和
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安全保障和修憲的討論都是必要的。對於小泉的這些事，
都是可以理解的。
參議院選舉結束之後，對小泉內閣的反對勢力也會增強。小泉政權能維持
多久仍是未知之數，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是對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和世界起重要
作用的政權。
王金鳳

橋爪大三郎

東京工業大學教授，社會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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