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13211 

狀

態 
G0497246065 

助

教

查

核 

建檔完成 

索

書

號 

查核完成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日本語文學系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97246065  

研

究

生

(中) 

林京右 

研

究

生

(英) 

 

論

文

名

稱

(中) 

日本大正時代之政治變遷－藩閥與護憲派的對立－ 



論

文

名

稱

(英)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何思慎 

指

導

教

授

(英)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防止智慧財產遭到侵犯。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不同意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不公開 

檔

案

說

明 

封面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日文摘要 謝詞 目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附錄 參考文獻 

電

子

全

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101 

出

版

年 

102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大正時代 護憲派 內閣 藩閥 憲政常道 



(中) 

關

鍵

字

(英) 

 

摘

要

(中) 

日本的政權在德川幕府末期重新回到了天皇手中。然而，經過了 1873 年與

1881 年的兩次政變後，政權逐漸集中在薩摩、長州出身者的手中，日本以

設立民選議院為訴求的自由民權運動便逐漸興盛起來。自從帝國議會成立

後，政黨與內閣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連帶的政權的性質也

受到影響。明治時代的內閣，一開始是由藩閥出身者擔任首相組成內閣，

到了大正時代，陸軍發動的倒閣運動激發了「第一次護憲運動」，自此內

閣便逐漸由政黨掌握，發展到了大正末期、昭和初期甚至出現了政黨輪替

政權的現象，這便是所謂的「憲政常道」，大正時代的內閣呈現快速的變

化。形成這樣變化的原因與過程所代表的意義，以及隨著憲政常道的出

現，日本的政治是否真正成為由政黨所掌握，便是本論文所欲探討的議

題。 本論文首先從明治時代的政府與政黨的關係的整理，了解形成大正時

代政治局勢的背景，再由大正初年的護憲運動開始，分析當時陸軍、海

軍、元老的政治勢力逐漸衰弱的原因，以及政黨逐漸壯大成立政黨內閣的

經過。最後將探究經過軍人與官僚勢力短暫掌握政權後，第二次護憲運

動、政黨惡鬥、以及憲政常道的實際意義，以期藉由上述的過程了解大正

時代政局變化的意義。  

摘

要

(英) 

Tennnou regained the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nd of Tokugawabakufu period. 

However,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was mostly in the hands of the politicians from 

Satsuma and Tyousyuu after the coup in 1873 and 1881.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of building a popularly elected parliament was gradually on the rise in Japa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liam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binet 

changed with time. This situation impac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e Meiji era, Hannbatu occupied a large number of ministers of Cabinet until the 

toppling Cabinet movement happened in Taisho period. The parties gradually 

controlled the Cabinet after the Gokennunndou, and the phenomenon of party 

alternation happened from the late of Taisho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Syouwa 

period. That is what we called Kennseinozyoudou. The Cabinet was changing rapidly 

during the Taisho era. The primary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the Cabinet changing and the meaning of its process, and to clear whether 

the parties controlled the Japanese politics with the phenomenon of 

Kennseinozyoudou. The beginning of this study interpret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ies for illuminating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aisho era. 

Then, I analyzed the cause of the army, navy, and Gennrou debilitating political 

force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founding party Cabinet. At last,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econd Gokennunndou, political struggle, and the 

Kennseinozyoudou will be discussed to comprehend the meaning of changing 

politics in the Taisho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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