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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制度是日本政治體制的核心；天皇制度的演變經過構成一部驚心動

魄的權力鬥爭史。天皇是日本的國君，至1989年現任的明仁天皇繼位，已

傳了125代。自明治天皇起，天皇的權力就變得至高無上；但是，日本於第

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後，天皇由神變成人，只作為國家的象徵、精神領

袖。天皇以及皇族的奇聞軼事，也為人津津樂道。

天皇制度的起源與沿革

聖德太子始用「天皇」名號

公元593年，聖德太子攝政，始用「天皇」這一名號。其後，歷朝歷代

的日本最高統治者，都採用「天皇」名號，直至今日（2010年），算起來

已有1,400年。在這漫長的時間裏，中國朝代更替頻繁，而日本天皇卻一代

傳一代，一直保持「家天下」的皇號，從未被外姓篡奪過皇位，這真是世界

皇朝史上的一個奇跡。

公元645年（大化元年），第36代天皇孝德，廣泛並大規模地吸收隋、

唐的文化及政治、經濟制度，推行全面改革，故以天皇的年號稱為「大化改

新」。其主要措施包括：（1）廢除私有地和私有民，確立公民制；（2）

確立京師、國郡、里等行政機構，由政府統一派官吏，廢除地方諸侯世襲

制；（3）制定戶籍；（4）制定地租及勞役制度等。「大化改新」所推行

的全面改革，經歷了「壬申之亂」（672年）之後才完成，最大成果是制定

了《大寶律令》和《養老律令》兩條重要的法律，確立了天皇以這兩條律令

管治國家的法律地位，故稱當時的日本為「律令制國家」。

「幕府時代」天皇只是傀儡

天皇制度的確立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9世紀時，「律令制」瓦解，

出現了長達六百多年由武家（軍人）掌權的「幕府時代」（1192年–1867

年）。當時的天皇，表面上受到尊重，任命政府官員仍需要經過天皇「欽

准」，但是實權卻掌握在將軍（軍事首領）手上。天皇只是傀儡，有名無

權，名存實亡。

日本菊花皇朝

日本皇室以菊花為標
誌 ， 所 以 ， 日 本 皇
朝 又 稱 為 「 菊 花 皇
朝」；「菊花勳章」
為皇室頒佈的最高榮
譽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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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六個世紀的「幕府時代」，分為三個時期：

鐮倉幕府時代—1192年，源賴朝將軍在鐮倉（地名，今同名）設

立「幕府」，開始了「鐮倉幕府時代」。源賴朝掌權八年（1192年–1199

年），其後再由他的後代八人世襲，相繼掌權長達132年（1202年–1333

年），前後共達141年之久。

室町幕府時代—1333年，鐮倉幕府垮台。三年後（公元1336年），

足利尊氏在室町設立「幕府」，開始了「室町幕府時代」（或稱「足利幕府

時代」）。足利尊之後，由其後代14人世襲，相繼接掌權力，前後長達238

年（1336年–1573年）。

江戶幕府時代—1603年，「足利幕府」垮台30年之後，德川家康在

江戶（今東京）再設立幕府，他的後人世襲了14代，相繼接掌最高權力，

史稱「江戶幕府時代」（或稱「德川幕府時代」），前後長達265年（1603

年–1867年）。德川家康創立的江戶幕府，是日本歷來最強大的政府，不但

操縱天皇，控制「大名」，而且還掌管外交事務。

1853年，美國倍利將軍率領艦隊東來，敲打日本鎖國大門，強迫幕府

開港。在美軍堅船利砲威迫之下，日本對外開放。然而，隨之而來簽訂的一

系列不平等條約，衝擊日本社會。另一方面，下層農民和城市貧民以「改造

社會」為目標，發動種種暴動，動搖了幕府的統治基礎。

1866年，各種動亂達到高潮。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國內「尊王攘夷

運動」、「公武合體運動」、「倒幕運動」相繼興起，其目的是反對幕府統

治以及反對外國侵略，要求實行資本主義革新。

鐮倉

「鐮倉」為地名，現
今仍同名，在日本神
奈川縣東南、相模灣
東北部，現已成為歷
史文化古城。

大名

「大名」是有權勢地方諸侯的泛稱，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意思。

（1）	 在平安朝末期以及鐮倉幕府時代，指擁有大量土地的富豪；

（2）	 在室町幕府時代初期，是指割據某些地區的軍閥，他們又被稱為「守	

	 護大名」；

（3）	 在室町幕府時代末期的戰國時代，是指勢力範圍較大的封建領主；

（4）	 在江户時代，是指俸祿一萬石以上的諸侯，通常由幕府將軍的嫡親或	

	 功臣，及其後代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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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倒幕」重掌大權

19世紀初，建立在幕藩（幕府與藩王）關係基礎上的幕府體制，矛盾日

益深化；農民和市民起義暴動不斷，全國政治危機日益嚴重。

1867年11月，睦仁天皇下達「討幕密詔」，秘密命令薩摩、長州兩位

藩王（相當於中國的「諸侯」）與下級西鄉隆盛武士結成同盟，發動「倒

幕」軍事政變，討伐德川家康幕府，史稱「倒幕運動」。

初時，德川家康的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眼見形勢不妙，一方面佯裝要

將統治大權交還給天皇，另一方面卻暗中派遣大軍，進攻當時天皇居住的京

城平安京（今京都）。不過，德川幕府的軍隊在烏羽、伏見之戰中大敗，失

去了軍事控制力。

1868年3月14日，睦仁天皇在京城平安京的紫宸殿，率領文武百官，以

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發佈「五條誓文」，宣佈實行維新綱領，主要內容

有：「廣興會議，決萬機於公論；上下一心，盛行經綸；文武一道，下至庶

民，各遂其志；破除陋習，從天地之公道；求知識於世界，以振皇基
1
。」 

同年5月，討幕軍隊包圍了德川幕府的都城—江戶。德川慶喜將軍無

力反抗，被迫投降，退出江戶城，把軍政大權和平地歸還天皇，史稱「大政

奉還」。日本漫長的幕府時代，至此宣告結束。

同年9月，睦仁天皇改江戶城為東京，此名其後一直延用至今，歷任天

皇都以東京為首都；而德川幕府在江戶城的辦公地點，變成了天皇的「皇

宮」。不過，其後因火災和戰亂，皇宮也經歷了多次改建或重建。同年10

月23日，睦仁天皇改年號為「明治」，所以，史稱他為「明治天皇」。

幕府末年，天皇作為「倒幕運動」的精神支柱，重新影響了日本的政治

生活。當時的睦仁天皇策劃「倒幕」成功之後，推行「王政復古」，重新確

立天皇至高無上的統治制度，開啟了明治維新的新時代。

日本皇宮今昔

日本的皇宮，是天皇居住和辦公的地方，以及其家人的居所。在上古時

代，每一代的天皇，都要建造一座皇宮。所以，現在的京都府、奈良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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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府、滋賀縣等古都舊址地區，到處都可以看見古代皇宮遺跡，其中又以古

都奈良的皇宮遺跡為數最多
2
。 

早期每位天皇建造一座皇宮

從建立律令制的時代起，日本開始模仿唐朝首都長安的佈局營建日本的

首都。那時的皇宮在首都的正北方建造，佔地面積相當大。仿照這種方式建

造的皇宮，最有名的是公元71年建造的「平城京」（位於現在的奈良市西

郊）和794年建造的「平安京」（位於現在的京都市）。

到了武士階級掌權時代，日本的政治中心由近畿地區轉移到了鎌倉（現

在的神奈川縣鎌倉市）和江戶（現在的東京都）。可是，天皇仍然住在京都

的皇宮，沒有搬遷。從那以後到明治天皇之前，皇宮一直在京都。人們稱京

都的皇宮為「京都御所」。

明治天皇從京都遷都東京

明治天皇重掌政權後親政。他於1868年（也就是明治元年）4月下旨，

要將京都「二條城」的「本丸」當作皇宮；將二條城的「二丸」當作太政官

府（政府最高機關）。但是，同年7月，天皇再下旨，決定把「江戶」更名

為「東京」。

同年9月20日，明治天皇離開京都，10月13日到達東京，住進「江戶

城」的「西丸」（其地址在今之東京皇宮內），同時把「江戶城」改名為「東

京城」。12月，天皇又下旨，決定在東京城的「本丸」營建新皇宮。

江戶城原是江戶幕府將軍傳了15代的住處。當時有人反對把首都由

京都遷到東京。天皇為了緩和反對者的情緒，暫時回到了京都。第二年，

即1869年3月，天皇再次來到東京，並把東京城改成為皇城，變相遷都。

1872年3月，日本政府發表公告，將整個皇城定為皇宮。

翌年5月，皇城的西丸失火，天皇搬到了離宮。在往後的15年，離宮便

成了臨時皇宮。1888年10月，西丸建成了新的宮殿。翌年1月，明治天皇從

離宮搬到了新的皇宮。這個宮殿就是「明治宮殿」。明治宮殿於1945年5月

二戰即將結束前夕，遭到美軍空襲而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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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重建東京皇宮

1961年，日本政府在「明治宮殿」遺址上，建造新的皇宮。它跟明治

時代的不一樣，天皇的起居室沒有與宮殿連接在一起。天皇的起居室叫作

「吹上御所」，是用鋼筋混凝土建築的西式雙層樓房，屋頂使用銅板，牆壁

用象牙色瓷瓦，總建築面積為1,358平方米。

1968年竣工的「新宮殿」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物，地底一

層，地面兩層，總建築面積22,949平方米。新宮殿由天皇辦公室、正殿、

豐明殿、長和殿構成，用來舉行各種儀式和活動。

天皇的辦公室叫作「表御座所」，天皇在這裏閱覽公文，或者簽署法律

文件。正殿是舉行各種儀式的地方，裏面有松樹廳、竹林廳、梅花廳。豐明

殿是舉辦宴會的地方。

 1868年明治天皇把「二條城」的「本丸」當作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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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殿是舉辦晚會和招待會的地方，裏面有春秋廳、松風廳、石橋廳等

房間和休息間。民眾進宮祝賀天皇誕辰和給天皇拜年時，天皇一家人就站在

長和殿的城樓上向民眾揮手致意。新宮殿的幾個建築物由走廊連在一起，中

間是一個寬闊的院子。從屋頂和外觀以及室內裝飾，都可以看出日本傳統的

建築風味。

江戶城遺址—日本政府貴重的文化財產

現在的皇宮比京都御所大四倍，裏面除了有上述的新宮殿和天皇的住處

吹上御所之外，還有日本政府主管皇室工作的宮內廳辦公大樓。原來的江戶

城「本丸」，現在只剩下江戶城「天守閣」的石頭地基。原來的江戶城「二

丸」和「三丸」，現在亦已經變成了對外開放的日式公園─皇宮東御苑。

天守閣遺跡的東面是「樂部」，「東華樂堂」就屹立在那裏。新宮殿的

西邊，護城河「道灌濠」的對面是「賢所」，這裏是安奉皇室法寶─鏡子

的地方。賢所的西面是「生物學御研究所」，是天皇研究生物學的地方。

皇宮裏，作為江戶城的遺物流傳下來的建築物，還有高麗門、渡櫓、伏

見櫓、富士見櫓。護城河有二重橋濠、櫻田濠、半藏濠、段濠、乾濠、平河

濠、大手濠、桔梗濠、蛤濠。皇宮裏面還有天神濠、白鳥濠、蓮池濠、道灌

濠。其中的一些建築物，已經被指定為國家重點保護的史跡，成為政府擁有

的重要文化財產。

日本國民除了在1月2日和天皇誕辰這兩天可以自由進宮之外，其他日子

如果要進宮參觀，都要事先得到宮內廳的批准。

皇宮的門牌號碼是「東京都千代田區一番地」。現在日本除了設在這裏

的皇宮之外，還有幾處供皇室使用的地方。主要的有兩個：一個是上述的設

在京都的京都御所；另一個是設在東京的御用地。御用地設在東京都港區，

佔地面積約為51萬平方米，原是德川家族的公館所在地。

二戰戰敗後，天皇放棄實權，將大片皇室土地獻給國家，只保留幾處皇

宮、行宮及陵園的永久使用權，但它們都屬於國有財產，由國會屬下的宮內

廳負責管理。

「道灌濠」名字由來

道灌濠這條護城河的
名字，取於營建江戶
城的武將─太田道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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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1926年12月25日，年僅25歲的裕仁即位，成為第124代天皇（1926年– 

1989年在位）。時值世界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對外征戰的時代。日本的「明

治維新」運動仍然非常着重封建和軍事制度，以致維新之後未能發展民主政

制，而是向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歧途走下去。裕仁天皇在軍部支持、縱容

下，發動了侵華戰爭，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

日本發動二戰失敗，裕仁天皇由神變成人

1 9 3 1 年 ， 日

本 在 中 國 的 東 北

策 動 「 九 一 八 事

變」，開始侵略中

國。戰爭持續了14

年（1931年–1945

年），日本侵略軍

漸露疲態，終於走

向失敗之路。1941

年日軍孤注一擲，

發動太平洋戰爭，

偷襲珍珠港，招致

美軍參戰。1945年

8月6日，美軍為了

迫使日本投降，向

廣島投下第一枚原

子彈，造成14萬人

死亡。8月8日，蘇

聯對日宣戰。8月9

日，美國向長崎投

下第二枚原子彈，

造成7萬人死亡。
 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裕仁天皇（1926–1989年在位），圖攝
於1928年，裕仁穿上日本傳統服於京都舉行即位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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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強硬手段使裕仁天皇於8月15日播出《終戰詔敕》，宣佈「無條件

投降」。

所謂「無條件投降」，其實是有條件的，而最大的條件是必須保留日本

的國體，即「在不改變天皇擁有國家統治大權的條件下」，才接受聯合國

《波茨坦宣言》提出的條件，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
3
。由於要保留日本的

「國體」，以美國為首的佔領軍，只好保留天皇作為日本象徵，而對日本實

行間接統治，推行各種實質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天皇像神一樣被日本人膜拜，就如同中國

古代皇帝那樣。「天皇我父」、「天皇是神的化身」這一類口號直至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都十分常見。關東軍更一直把天皇當成父親，愚忠天皇。天

皇的地位至高無上。老一輩日本人一提起天皇，都會恭敬地稱呼「天皇陛

 1941年日軍孤注一擲，偷襲珍珠港，令美軍加入戰團，廣島及長崎其後遭美軍投下兩枚原子
彈轟炸報復，日本遂宣佈無條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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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6日，廣島遭美軍投下第一枚原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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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武士在切腹自殺之前，亦要喊一聲「天皇萬歲」。那時代，天皇在日

本人心目中是「神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日本戰敗而告終，天皇接受「無

條件投降」，聯合國軍不起訴他，只起訴他屬下的重要戰犯。戰敗後，天皇

於1946年在新年詔書中向全國宣佈：「天皇是人，不是神！」從而解開了

人民的思想束縛。天皇把佔全國面積70%至80%的皇室土地獻給國家，只留

下東京的皇宮，及其他地方的一些行宮作為居所。此舉促進了土地國有化，

更重要的是，天皇放棄帝制，同意推行美式的國會兩院制，因而使日本社會

制度發生巨大的改變。

裕仁天皇是否發動二戰的罪魁禍首？

裕仁是不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這場不義之戰是不是他主

張發動的？他應該負上甚麼責任？諸如此類的問題，自二戰結束以來，至今

仍有尖峰相對的爭論。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裕仁逝世。同日，日本基督教協議會等團體召

開市民緊急集會，抗議讚美天皇。同月13日，歷史學研究會等團體發表共同

聲明，表示「反對超越憲法框架建立現代天皇制度」。12月23日，日本市民

聯合會成立「追究日本對亞洲各國戰爭責任民眾法庭籌備會」。裕仁逝世之

後，日本國內圍繞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問題，展開過劇烈的爭論。

同年2月14日，當時的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國會答辯時稱：「上次大戰佈

告是在國務大臣的輔弼下發佈的。是不是侵略戰爭，應由後世歷史學家來評

價。」日本內閣法制局局長官味村治在國會答詢時直接了當地說：「不論從

國內法，還是從國際法來看，裕仁天皇都沒有戰爭責任。」16日，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重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和戰爭責任，任何人都改變不

了。」由於日本國內及亞洲等受害國家反應劇烈，同月27日，首相竹下登

再次在國會答辯時承認：「日本有侵略過近鄰。」6月9日，新首相宇野宗

佑在參議院答辯時說：「中日戰爭是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爭
4
。」 

2009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為明仁天皇登基20周年舉行慶典。75歲的

明仁偕同皇后美智子在慶典之前召開記者會，他在談到二戰時提到他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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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對於昭和天皇的名字永遠跟二戰、侵略、佔領、殖民亞洲以及戰

敗的歷史連在一起，感到遺憾；並認為，昭和天皇看見戰爭的慘狀，他了解

到和平的重要性，這是他不願意回顧的歷史。但是在二戰之前，天皇被日本

人奉為神明，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應該不是真正決策者，但是作為國家名義上

的領袖，他必須背負一定的責任
5
。對於明仁的表態，香港的中文媒體解讀

為：明仁為其父裕仁辯護，認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並非裕仁本意，裕仁

亦反對走進戰爭
6
。明仁表示：「我認為，當年引發戰爭的連串事件，必定

違背了他的意見
7
。」許多日本及西方的歷史學者認為，裕仁沒有足夠的權

威，他是在軍部好戰分子挾持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但亦有研究認為，

裕仁是這場戰爭的精明策劃者，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8
。至今，即使是在

日本，對於裕仁在二戰中應該負上甚麼責任，還有各式各樣的爭論。

戰後，日本在聯合國佔領軍的監督下，制訂了《日本國憲法》，並於

1943年5月開始實施。這部新憲法剝奪天皇的一切實權，只讓他作為國家和

人民的精神領袖，因而逃過了被歷史淘汰的厄運。

裕仁是日本在位時間最長的天皇。他於1926年12月25日即位，取年號

「昭和」。1989年1月7日逝世，在位共62年又14天。其次是明治天皇（公

元1867年–1915年，共在位48年）；第三位是光格天皇（公元1779年–1817

年，在位38年）；第四位是後花園天皇（公元1428年–1464年，在位36

年）；第五位是後土御門天皇（公元1464年–1500年，在位亦是36年）
9
。 

裕仁的研究興趣

負上發動二戰罪名的裕仁天皇，是一位出色的海洋生物學家。他在從事生物

學研究時，深受達爾文的「進化論」影響，接受「社會必須不斷進步」的觀點。

所以，他願意無條件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保存了日本的實力，才有今天

成為經濟大國的機會。由於裕仁天皇的思想開明，使日本皇室得以延續下來。

天皇裕仁對生物學有濃厚興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日本舉行一次國際

生物研討會，裕仁亦有參加。但是，為了避免公開露出真面目，他作論文報告時

躲在幕後，與會學者只能聽到他的聲音。

東京皇宮裏設有天皇的私人海洋生物研究所。裕仁收集的海洋生物樣本，多

達25,000個，植物標本20,000個以上，著述及研究作品1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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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敗後天皇只作為國家的象徵

在佔領日本的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的堅持下，日本的天皇制度沒有廢

除；但是，麥將軍監督下制訂的新憲法《日本國憲法》，對日本進行脫胎換骨

的改造，其中對天皇的職權及皇位的種種待遇，亦有十分明確的規定
10

。 

天皇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

《日本國憲法》第1條規定：「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整體

的象徵，其地位以日本國民的總意為據。」這反映了《日本國憲法》的基本

精神，與《明治憲法》所規定的天皇地位有本質上的區別。《明治憲法》第

4條規定：「天皇是國家統治的根源，同時又是統治權的總攬者，其地位以

神敕為依據。」

天皇的特殊身分與待遇

新憲法所規定的天皇地位，與過去是不同的。第一是作為一種象徵。所

謂「日本國民的象徵」是指：天皇的具體人格使人不由自主地聯想或意識到

日本國（民）的存在，從而發揮統一國民的職能。由於新憲法規定天皇是

象徵，所以天皇有時在法律上能受到與一般國民不同的特別對待。首先在

身分上就享受了特殊待遇。例如，成人年齡規定為18歲（《皇室典範》第

22條，國民為20歲）；對天皇要用陛下這敬詞稱呼（第23條）；逝世時進

行大喪之禮（第25條）；有關身分的規定事項登錄在「皇統譜」上（第26

條，國民為戶口簿）等。其次是天皇享有刑事豁免權，不需負刑事責任。與

此相關的是民事責任問題，因為不存在解脫天皇之責任的特別理由，所以天

皇與人民處於同等地位。第二是作為國家機關，天皇的上述地位是一種特殊

形式，即天皇的國家的行為，只有在法律上有特別規定時才能實行，也就是

說，其行為是有限的，而且又是一種義務。第三是作為私人，天皇當然還擁

有私人地位，這也就是說天皇具有人的地位。

天皇的「國事行為」

新憲法規定天皇必須辦理一些公務，即「國事行為」。關於天皇的「國

事行為」，憲法第6條和第7條作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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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國會的提名任命內閣總理大臣；

（2） 根據內閣的提名任命最高法院院長； 

（3） 公佈憲法修改，公佈法律政令以及條約； 

（4） 召集國會； 

（5） 解散眾議院； 

（6） 公佈舉行國會議員的大選； 

（7） 認證國務大臣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官吏的任免、全權證書以及大

使、公使的國書；

（8） 認證大赦、特赦、減刑、免刑以及復權； 

（9） 授與榮典； 

（10） 認證批准書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外交文書； 

（11） 接見外國的大使、公使； 

（12） 舉行儀式。

把天皇的權能限制在憲法所規定的國事行為，是對明治憲法下憲政的實

際狀態的反省；同時避免以天皇之名形成獨裁、專制政治。

皇位世襲、財政受國會控制

據《日本國憲法》第2條規定：「皇位是世襲的，依照國會議決的《皇

室典範》的規定繼承。」也就是說，憲法上有關皇位繼承的原則，僅限於皇

位的世襲制，至於皇位的繼承原因、資格、位次，在《皇室典範》裏都作了

規定。明治憲法下制定的《皇室典範》，在法律上採取了與憲法對等的二元

方式；而在《日本國憲法》下，《皇室典範》被降級到一般法律水平，處在

議會的控制和掌握之下。

關於皇位繼承，規定當「天皇逝世時由皇嗣立即即位」（《皇室典範》

第4條關於皇位的繼承資格），《皇室典範》第1條規定：「皇位由屬於皇

統的男系之男子繼承。」，即只有男性後裔才可以繼位。關於皇位的繼承位

次，《皇室典範》確定奉行直系主義，即由直系親屬按照輩分，順序繼位。

但是，現任皇太子妃雅子至今只育有女兒，因而社會上正在熱烈討論修

改憲法，使公主亦可以繼承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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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皇 及 皇 室 人 員 所 需 費

用，均由國庫支出。「皇室費

用」總稱為「皇室費」，並分

為內廷費、宮廷費、皇族費三

種。然而，憲法規定：「所有

的皇室財產均屬國家。」（憲

法第8條前段）也就是說，皇

室財產原則上全部屬於國有財

產。

同時，憲法第8條還規定：

「財產轉讓與皇室、或皇室接

受和贈送財產，必須遵照國會

的決議。」此規定的主要內容，

是 為了防 止 皇 室 積 存 巨 額 財

產，或皇室與任何人建立「特

殊關係」，所以其財產授受關

係均由國會掌握。

日本國會之下設立「宮內

廳」，為日本政府中專門負責

管理皇室一切事務的最高行政

機構。

日本人對「戰後天皇制」的看法

自從第124代天皇裕仁於1988年中臥病在床，到1989年1月7日逝世的

半年內，日本新聞界發表了許多關於天皇的消息，因此日本上下對於天皇制

度的優劣存廢，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據1983年朝日新聞所作的輿論調查指出，「維持現狀，把天皇視為象

徵較好」的人佔83%；主張「廢除天皇制較好」的人佔8%；反過來，要求

「加強天皇權威」的意見僅佔5%。由此可見，日本大多數國民支持維持現

狀，讓天皇只作為一個憲法規定的象徵式天皇。

 皇太子妃雅子與公主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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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1989年底，裕仁吐血兩個月後，政治家停辦大擺排場的斂錢宴

會，各地相繼取消慶賀活動，人們對戰後天皇體制的看法，有了新的變化。

據名聞遐邇的東京都私立女子大學及津田塾大學所作的調查，大學生已

意識到天皇制對社會有重大的影響。以下是一些重要的調查結果：

（1） 對「你對現在各種慶賀活動的自我節制之風是怎麼看待的」這

個問題，回答「搞得過火」和「沒有必要進行自我節制」的人

佔92%，顯示了強烈的不滿。另外，有30%的人表示感受到一

種「不能暢所欲言的壓力」。 

（2） 對於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雖然認為「戰前天皇是軍部傀

儡」的學生佔半數，但有64%的人回答說：「天皇應該負戰爭

責任。」

（3） 戰後，日本憲法規定天皇是日本的象徵。當問到「天皇象徵着

日本的甚麼」時，回答「傳統和文化」的人數最多，佔總數的

25%；其他回答如「國家」、「國家神道」、「日本精神」、

「日本人」、「民眾」等等，眾說不一。 

（4） 對 於 「 應 該 怎 樣 對 待 天 皇 制 」 的 問 題 ， 包 括 主 張 維 持 現 狀 

（25%）在內，持肯定態度的學生佔52%；主張廢除天皇制和

支持共和制的學生佔25%；而要求改憲和讓天皇重新奉為國家

元首的只佔1%。 

（5） 對於「如果天皇下令……」這個問題，有57%的人認為「大多

數人會服從」；而認為「不會服從」的佔34%。

國際關係學專業日本史的高崎副教授對這次調查結果分析道：「在自我

節制風潮中，許多學生親眼目睹了人云亦云的日本社會的現狀，才得出了

『日本人會遵從天皇命令』的結論。儘管如此，支持象徵天皇制的人還是佔

多數。正如這次調查所表明的那樣，學生對現在的天皇和天皇制所抱的認識

並不明確，但另一方面又滿足於現在的社會，不想改變現狀。看來這兩個傾

向成了支持象徵天皇的背景
11

。」 

另有學者認為，日本人尊敬天皇，首先是基於神道信仰的因素；其次是

與日本社會「等級序列」以及日本人「各守本分」的性格有關；再是與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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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後建立近代天皇制的歷史有關；還有，戰後天皇並無實權，不直接參與

政治，不結怨，反而經常參加公益活動，形象不錯
12

。 

明仁繼位開始平成年代

裕仁天皇逝世之後，根據《日本國憲法》第2條和《皇室典範》第4條的

規定，皇太子明仁即位成為第125代天皇。與此同時，美智子妃成為皇后，

原皇后良子成為皇太后，浩宮德仁成為皇太子。長達64年動盪的昭和時代

從此宣告結束。

新年號「平成」之典故

明仁即位後，政府迅速決定新的年號為「平成」。迄今為止，年號都

由在位天皇決定，但這次是由日本政府依據法律（元號法）制定的。這在

日本皇朝史上前所未見。「平成」新年號出自《史記》中的〈五帝本記〉

以及《詩經》的〈大禹謨〉，是從《史記》中的「內平外成」，與《詩

經》中的「地平天成」這兩句話中引用出來的。日本政府官房長官解釋

說：「此年號包含有國內外和天與地實現和平之意，作為今後新時代的年

號恰當無比
13

 。」

選擇年號的標準有以下六項：（1）符合國民理想；（2）兩個漢字；

（3）容易書寫；（4）易讀；（5）過去未曾在年號及天皇之贈名等方面使

用之字；（6）未被俗用之字。

年號最早由公元前2世紀中國的漢武帝時代開始使用，它曾是帝王統治

之象徵。在戰前的日本，年號同樣亦被視為天皇統治之象徵。「一世一元」

日皇登基難得一遇

1989年1月7日凌晨，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因患十二指腸癌，醫治無效而逝

世，皇太子明仁遂即位成為第125代天皇。日本天皇大多長壽，因此登基交接儀

式難得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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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天皇一種年號）是明治時期規定的。從前改年號是在發生災害和曆法

關係，或有吉兆等情況下進行的。年號頻繁更改，會為生活帶來不便，而且

很容易被迷信和舊習俗所束縛。

年號在日本作為曆年的正式稱呼是從公元645年的「大化」開始，701

年的「大寶」時代確立的。天皇律令制國家的確立期正好是年號之開端。此

後至20世紀的「昭和」為止年號共出現過246個（包括南北朝時期併用的年

號）。取何年號與當時的當權者直接相關，但最終仍由當時的天皇來決定。

戰敗後的1947年5月2日，即新憲法施行的前一天，舊《皇室典範》及

其登極令（關於皇室事務的政令）被廢除後，明治以來有關年號的法律依據

便消失了。此後年號只作為習慣使用，戰後歷代內閣也主張：「年號不作法

制化，而以內閣告示公佈。」

 當今日本天皇明仁及皇后美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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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民可以自由使用天皇元號或公元，並不受法律約束。但日本政府曾

對地方政府下達行政命令，要求在處理公務時使用天皇年號17。

即位大典的法律根據

明仁繼位後，第一件大事是於1990年11月舉行了盛大的「即位大典」

和「大嘗祭」。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即位大典是一項廣邀外國賓客出

席的重要國事活動；而大嘗祭是一項無法律約束力的、宗教色彩濃厚的皇家

活動。

即位大典舉行時會向國內外宣佈新天皇即位，相當於外國皇室的戴冠儀

式。而大嘗祭是新天皇把新收獲的穀物祭奉給皇祖，通過自己和諸神的對座

共餐，而獲得神位的一種宗教儀式。因此，未舉行大嘗祭的天皇只會被視為

「半帝」。

即位大典是以戰前舊《登極令》為依據的。《登極令》於1909年制

定，對踐祚（繼承皇位）儀式、制定年號、登基大典、大嘗祭等一系列儀式

的舉行方法作了規定。但是，《登極令》於1945年日本戰敗後已被廢除。

在野黨中有不少反對聲音，尤其是共產黨認為：「沿襲戰前《登極

令》是一種違反主權在民原則的違憲行為」，因此對即位大典、大嘗祭這

兩項儀式都表示否定，拒絕出席這兩項儀式。社會黨和公明黨僅抵制出席

大嘗祭。兩項儀式全都參加的黨派，除了執政黨自由民主黨之外，只有在

野黨的民社黨。

此外，對於在即位大典上是不是要三呼「天皇陛下萬歲」這一傳統儀

式，日本全國上下議論紛紛，尤其是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過日本

軍國主義侵略的亞洲各國來說，「天皇陛下萬歲」這句話，會令人聯想起戰

爭。

日本人遇到喜慶事時、獲勝時、表達喜悅心情之時，會把兩手高舉過

頭，連續三次高呼「萬歲」。這一習慣自古已有，外國人對此多會頗感奇

怪。「萬歲」一詞源於中國，在中國西周時代，「萬歲」作為「永遠」之意

而使用；到了漢武帝時，形成了三呼萬歲的習慣。這習慣其後傳入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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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日本在過去的戰爭中，許多士兵高呼「天皇萬歲」衝殺，因此日

本政府擔心外國人會覺得反感。

大嘗祭—皇家秘密典儀

大嘗祭是登基儀式的重要一環。它於7世紀後期確立，以後長期成為日

本皇家的傳統典儀活動。不過，大嘗祭從日本戰國時代的15世紀後期起，

曾停止舉辦過220年，其間更換了九代天皇，又於1687年重新啟用。此後，

除一代天皇外，其餘七代天皇全都舉行過大嘗祭，直至明治時代。

1989年11月22日半夜開始的大嘗祭，明仁天皇先沐浴清身，穿上新織

的白綢祭服，戴上頭冠，在神殿裏供上從特別選定的田地收穫的稻米、穀

子以及新釀的酒等。祭祀高潮是明仁天皇親自所作的神事，其內容只傳給天

皇本人，具體細節外人無從得知，據說神事進行的過程大致如下：

首先，明仁天皇用水淨手，用筷子把所供之物盛在柏樹葉的盆碟，然後

供在神前。再就登基一事，向皇祖─天照大神以及諸神表示感謝，念完祈

求保護的「御告文」後，和諸神一起食用供品。這個儀式要持續到黎明時

分。儀式結束後，按照規定，把大嘗宮拆除乾淨，不留一絲痕跡。

日本社會黨、公明黨、共產黨等在野黨，批評大嘗祭違反了憲法第20

條禁止國家舉行宗教活動，或憲法第89條規定禁止為宗教活動支出公費的

規定，因而在國會上責難政府。但是，政府方面認為，向有形文化財產、宗

教系統、私立學校提供補助金早已先例，因而提出了「向大嘗祭提供公費並

不是出於宗教原因，而是因為繼承皇位」這一點上，從而逃過了在野黨的攻

擊。但是，對於在怎樣的宗教範圍內，大嘗祭才算不抵觸憲法？政府卻沒有

定出明確標準，而是留有曖昧含糊的餘地。

民間對於天皇即位大典及大嘗祭，大多覺得很有神秘感，至於其深層含

意，即使在日本國內仍是知者甚少。

大嘗宮

大嘗祭是天皇家族傳
襲的一種秘密典儀，
其詳細內容至今尚未
公開過。 2 0世紀的
今天，在皇宮東御苑
內，仿照樸實無華的
古代樣式，建起了供
這項典儀使用的神殿
─大嘗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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