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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皇室對其國人影響之比較－以伊莉莎白二世家族與今上天皇明仁家族為例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英國皇室喜事連連，無論是威廉與凱特的世紀婚禮或伊莉莎白女王登
基 60 週年慶，甚至是小王子的誕生皆引起全球矚目。雖身處不同政體的台灣，
從小熱衷於王子與公主故事的我們，不禁有了疑惑：現代伊莉莎白二世家族在英
國並沒有實體的政權，為何他們的一舉一動牽動著全國人民的目光？此家族對英
國國民還有哪些影響？相對於舉世聞名的英國皇室，鄰近我們的日本皇室也是君
主立憲國家，二者有何不同，這兩個分別在歐洲與亞洲的皇室帶來對人民的影響
又有何異同？這種種的疑問激起了我們的好奇心，也激發我們寫作本論文的動
機。
二、研究目的
期盼藉由這份小論文，探微現今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和日本今上天皇明仁
家族對其國人在政治、經濟、社會風氣上所帶來的影響，並進一步比較出他們的
異同。
三、研究方法
我們先討論題目及方向，接著確立研究範圍，決定研究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
族（1952－）和日本繼承順序第 125 任今上天皇明仁家族（1989－）這兩個皇室，
因為這兩個皇室年代相近，年代畫分明顯，並貼近我們現今生活。我們以其登基
年分起始，分別為其後再利用資料分析法、比較法，最後得到結論。
貳●正文
一、英、日皇室簡述
（一）英國
西元 1066 年威廉一世創立諾曼王朝，發展至 1917 年改隸屬於溫莎王朝，
現任家長為 1952 年登基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英國王位的繼承方式是由議會決
定，而非君主本人。歐洲皇室眾多，聯婚普遍，很多歐洲國家的君王也有權繼
承英國王位，目前有資格繼承王位者超過數千人。
伊莉莎白二世(1926~)

菲利浦（1921~）

查爾斯( 1 94 8~)

安 妮 ( 1 9 5 0 ~ )

安德魯( 1 96 0~)

愛德華(1964~）

黛 安 娜 ( 1 9 6 1 ~1 9 7 7 )

馬克飛利浦斯(1948~)

莎拉丹格森( 1965~)

蘇菲(1965~)

卡蜜拉( 1 94 7~)

威 廉 ( 1 9 8 2 ~ )

哈利(1984~)

凱 特 ( 1 9 8 2 ~ )

皮特菲利浦

乳拉菲利浦

比阿特麗絲

歐吉妮

路易絲溫莎

斯(1977~)

(1981~)

(1988~)

(1990~)

(2003~)

喬治(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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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伊莉莎白二世家族譜 研究者自製）
（二）日本
西元前 660 年由神話中的神武天皇創立，現任家長是 1989 年即位的今上
天皇明仁，為傳統繼承順序中第 125 任日本天皇。為維持「天皇是天照大神的
後裔」的傳說，皇室成員沒有姓氏。他們不受戶籍法律管理，而是受專門的《皇
室典範》約束。日本的王位為世襲制，關於世襲方法則國會所議決的皇室典範
內容來決定。
今上天皇明仁
(1933~)

德仁(1960~)

文仁(1964~)

雅子(1963~)

美智子 紀子(1966~)

清子(1969~)

(1934~)
愛子(2001~)

真子(1991~)

佳子(1994~)

悠仁(2006~)

（圖 2：今上天皇明仁家族譜 研究者自製）
二、英、日皇室對其國人的政治影響
（一）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
根據英國 1788 年生效的新憲法，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基本上有三項權
力：商量權、獎勵權和警告權。例如: 涉及立法機關、司法、外國事務、武裝
和戰爭、任命和榮譽、在緊急情況的權力，如此可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在必
要時可藉由皇權介入以穩定政治，藉以安定人心。尤其是當執政和在野兩黨出
現紛爭時，英國皇室更可以擔任調解者的角色。而由皇室成員前往國外參訪，
更代表對其他國家的至高誠意。
以下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伊莉莎白二世家族在政治上對人民的影響：
1、 伊莉莎白女王是英國史上出外參訪最多的君主，她在 1957 年十月到美
國進行訪談、並頻繁的出席英聯邦首腦會議。藉由和美國等世界大國
領袖進行平等對談，大大提升英國人民的榮譽感，也提振了人民對政
府的支持度。
2、 伊莉莎白二世家族擁有批准樞密院令的權利。「下議院公佈的規管報業
皇家憲章草案，毋須國會審議或投票通過」
（財團法人卓越新聞，2013）
而這個法案已於 2013 年 5 月時，呈請樞密院批准，由伊莉莎白女王簽
署頒行，預期將於 2013 年底正式生效。法案的公布後，勢必對人民產
生影響，因為當這個規管報業皇家憲法草案經女王批准生效後，報紙
機關的報導可被監管，避免人民的權益被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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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國女王有代替國家頒發榮譽勳章的權力。英國足球明星貝克漢在
2003 年 11 月 27 日從伊麗莎白女王的手中獲頒勳章，女王嘉賞貝克漢
對英國足球的貢獻，而貝克漢也曾提及，這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事。
如此可見，人民拿到女王親自頒發的榮譽而感到特別尊榮，進而使國
人更加振奮努力。
由上述例子可見：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雖沒有實質權力，但藉由皇室清明
的形象，提升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強化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度，並能保障人民權
益，鼓舞人民的士氣，帶給人民正向的影響力。
（二）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
根據日本新憲法，天皇的職責可分為天皇的任命行為及天皇的國事行為，天
皇的任命行為為：「天皇可基於國會之指明認命內閣總理大臣、天皇可基於內閣
之指明認命最高裁判所之裁判官。」
（日本憲法）而天皇的國事行為可分為：
「憲
法修正、召集國會、解散眾議院、國會議員總選舉公示、國務大臣及法律規定其
他官吏的任免權委任狀及大使或公使的信任狀之認證，大赦、特赦、減刑、刑法
執行之免除及復權之認證、典禮之授與、批准書及法律定之其他外交文書之認
證、外國大使及公使之接受、儀式之行使」（日本憲法）
以下舉幾個實例來說明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的政治影響。
１、日本今上天皇明仁有接見首相的權力。2009 年 12 月 15 號日本今上天
皇明仁接見了中國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此次會議中他們談到了台
灣和西藏主權的相關問題，如此可見，日本今上天皇可以藉由與他國
代表會談，代表人民抒發國家立場的權力，藉此為人民發聲。
2、今上天皇明仁在一年間必須審閱大概 1,000 件的批准書及法律定之其他
外交文書並簽名蓋章，因為有了今上天皇的認證，人民長期的神道教
信仰，更有動力去支持國家政策。
3、日本今上天皇明仁有頒發文化勳章的權力。日本從 1937 年有文化勳章
令到現在共頒發給了 338 個人，在 2008 年 11 月 4 日，今上天皇明仁頒
發了文化勳章給日本作家瀨户内寂，原因為他把日本經典小說源氏物
語寫成現代小說，對日本來說極具文學價值。因此，日本今上天皇明
仁家族他們藉由勳章的授與鼓勵，表揚對日本有貢獻的人民，人民從
天皇手中接過勳章，感覺到無比的殊榮。
由上述例子可見，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雖然無實權，但是藉由出外參訪可
以代表人民，頒發勳章可以增進人民的進步，審閱資料並蓋章可以增加人民對於
國家的信任度，這些顯現了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對人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三）政治影響比較
1、相同處
綜述以上，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和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兩者在政
治上同樣都無實質權力，但是他們藉由憲政賦予的權力影響了人民，改善
人民生活，增進人民對國家的支持度、增進人民的自信心和對國家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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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等。
2、相異處
二者相異處主要為在憲法上規範王室和天皇權力的不同。根據英國新
憲法（1788 年生效）
，英國皇室擁有管理武裝和發動戰爭的權力，並擁有發
布緊急狀況的權力。在國家危機處理上，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相較日本
明仁天皇家族多了些緊急應變的權限，對其國人有涉及國安的影響力。
三、英、日皇室在經濟上對其國人的影響
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與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常藉由家族重大的喜事來
帶動經濟。試舉以下幾件具代表性的喜事為例。
（一） 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
1、1953 年伊麗莎白二世加冕典禮：女王決定將這個加緬典禮透過電視直
播，雖然當時的首相邱吉爾和內閣不滿這個決定，女王的這個決定「影
響了當時還處於萌芽時代的電視工業。人們爭相購買在當時看來還十
分昂貴的電視機」
（齊東方，2005），至少多賣出了 50 萬台電視機，即
使以現在每台電視機約新台幣四萬元來計算，至少創造出 200 億的貿
易額。這足證皇室的魅力，也帶動了國人的內需。
2、2011 年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的世紀婚禮：這次的婚禮吸引了超過 60 萬
名旅客到英國，比前一年增加近 50%。此次婚禮花費約新台幣 9 到 10
億，卻創造了新台幣 285 到 400 億的效益，經濟效益是 25~40 倍左右。
3、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登基六十週年慶：2012 年根據英國郵報統計，英國主
辦倫敦奧運會和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登基六十週年慶，「英國共有
3100 萬名遊客造訪，這是英國從 2008 年全球經濟開始走下坡後，遊客
最高峰的一年。」
（欣傳媒，2013）人潮代表著錢潮，遊客的湧入為英
國帶來了 100 億英鎊的收入。
4、2013 年英國皇室喬治．亞歷山大．路易士誕生：「根據英國零售研究中
心估計，光是七、八兩個月，小王子即為英國相關零售產業增加兩億
四千三百萬英鎊的商機。」
（林君純，2013）由這些數據得知，伊莉莎
白二世家族的喜事確實能促進國內經濟活絡，並帶來外匯收入。
（二）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
1、2001 年愛子的誕生：
「婚後將近九年，雅子與德仁迎接愛子來到世上。」
（班．希爾斯，2007）恰巧出生在 2001 聖誕節和新年之前的愛子，大
大刺激了日本國民的消費，為日本低迷的消費市場注入一股新活力。
「創造高達 3455 億日元的市場需求，日本整個 GDP 也有為之提高 0.2
個百分點。」（北方網，2001）
2、2006 年悠仁親王的誕生：2006 年悠仁親王的誕生不僅促進了結婚的風
氣，也使民眾生子意願升高，嬰兒出生率比去年同期增長 2.2 %。加上
日本經濟回升，所帶來的效益極大，無怪乎各行各業都希望搭上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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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風潮分食一杯羹。全國上下的歡欣鼓舞，喜慶氣氛産生積極的心理
作用，愉悅的心情促使人民購物，百貨商店也推出特價活動共同慶祝。
（三）經濟影響比較
1、相同處
由上述例子，無論是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或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
族，皆藉由皇家喜事促進了國內的經濟，為兩國的經濟帶來正面的影響力。
2、相異處
不過，比較兩者的差異，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促進經濟的消費者多
為本國人；相較之下，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每逢喜慶總吸引許多遊客到
英國，國內外人民都為其帶來經濟效益，為其國人帶動的經濟影響力更廣
些。
四、英、日皇室在社會風氣上對其國人的影響
（一）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
1、帶動流行風潮：小王子喬治的誕生在全球掀起了一股英倫風，許多人爭
相將家中的裝潢設計成英式古典風，也有人將具有英國風情的衣服飾品
穿上身。向來以帽子象徵社經地位和不凡品味的英國皇室，也在民間引
領了一股「戴帽風」
，女士們都希望藉著頭上的裝扮為自己的造型加分。
優雅卻又不失時尚感的凱特王妃，更是英國女性們的學習標竿。在宣布
凱特王妃與威廉王子婚約的那天，凱特身上所穿的藍色倫敦 Issa 裙「在
幾個小時內便被搶購一空，而其讓人愛不釋手的設計，則造成全球競相
模仿。」（蘇林、廖穎，2001）
2、女性地位提升：現今皇室成員無論男女都能擁有同等繼承權，注重男女
平等。凱特王妃在 2007 年與威廉王子分手時不像一般女孩自暴自棄，
而是努力的享受單身生活，給了全球的女生最好的精神典範：女性不
必依賴男性，獨自一人也可擁有幸福的生活。黛安娜王妃（1961-1997）
致力於公共服務，曾參與 200 多個慈善機構活動，擔任國際紅十字會
大使，引起了大眾對慈善事業的關注，證明新時代女性也可獨當一面，
為社會帶來改變。
３、強化人民的社會向心力：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憲制國家，是王
室制度保留得最完整、最受民眾愛戴的國度。」
（新三才，2013）即便
從 17 世紀開始，統治實權就被剝奪，皇室仍代表著英國的傳統與文化
的繼承，使日不落帝國的民族形象永存在英國人心中。根據民意調查
顯示，高達 77 %的英國人希望保留君主立憲制，顯示著如同英國《經
濟學家》雜誌前主編比爾艾默特所說：
「英國人對王室的感情就如對崇
敬的歷史建築一樣，“一旦坍塌，人們必然感到惋惜”。」 （鳳凰網，
2011）
（二）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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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皇室的平易親和縮短人的距離：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異於以往天皇
家族給人民嚴肅難親近的形象。皇 后美智子是日本首開先例從平民
躍升到皇室家族的女性，繼而雅子妃成為日本第二位平民皇后，他們
結婚時，更是轟動全國，因為雅子妃為一位有才能的外交官，更打破
了外界對於對於皇后的刻板印象。在 2009 年，今上天皇明仁為了宣傳
日本傳統稻作，親自下田插秧，而這項舉動，讓日本媒體讚揚，深深
打動了全國人民，今上天皇明仁家族親民的形象，縮短了天皇和人民
的距離，甚至是人和人的距離。
2、日本社會的男尊女卑：雅子妃作為日本正統皇室家族的女性，被要求盡
量不要與外界接觸，一切外部的發言都由男性來負責，連私人友人聚
餐也要經過同意，因為遲遲未產下男嬰，她曾對她丈夫德仁親皇說自
己沒資格當妻子，背負著無比的壓力。現在日本男女的性別比大約為
95.5，男女失衡嚴重，日本至今仍未允許女性繼承人，今上天皇明仁家
族仍保有男尊女卑的觀念，而這種觀念也深深影響了人民。
3、增進日本的民族性與愛國心：日本人認為天皇即神，有絕對服從天皇的
觀念， 2011 年 3 月 14 日本發生了大海嘯事件，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對
全體國人喊話，對傷者家屬慰問，並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今上天皇的
這番喊話，深深鼓舞了全國人民，日本不論年齡老幼，皆尊重傳統文
化，並表達出對今上天皇明仁的崇拜，例如：有 82 百分比的人都希望
將今上天皇明仁的生日當作國定節日，反對只占 3 百分比，此外，約
二十歲的年輕人的支持度也高達百分之 91，如此藉由日本天皇家族的
凝聚力，增強了人民的民族性與愛國心。
（三）社會風氣影響比較
1、相同處
由上述例子可見，兩家族在社會風氣上對人民的影響都有凝聚人民
向心力的作用，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藉由皇室的流行風潮吸引民眾，成
為民眾模仿的對象；而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則藉由平民成員使國人產生
親切感，兩個家族隨著時代變遷，慢慢的更貼近人民生活。
2、相異處
兩家族在社會風氣上對人民的影響最大的差異為對女性的態度，英
國女性可繼承王位，而伊莉莎白二世家族也有許多出色的女性，她們積極
參與公共事務，讓英國國人感受到女性的影響力；但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
族仍保有男尊女卑的觀念，王位繼承法尚未允許女性繼承，不僅影響了皇
室風氣，也影響人民對女性的態度。
參●結論
我們藉由探討，歸納出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和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對其
國人的影響：
（一）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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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家族能藉由憲法上賦與的權力，增進人民對國家的支持度和認同感；而
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在國家危機處理上，相較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多了
些權限，對其國人有涉及國安的影響力。
（二）經濟方面
兩家族常藉由皇家喜事，為國人帶動經濟內需影響；而英國伊莉莎白二
世家族常帶動外國湧入錢潮，似乎較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對其國人的經濟效
益廣些。
（三）社會風氣方面
兩家族都有愈來愈親民趨勢及凝聚人民向心力的影響；主要相異處在於
英國伊莉莎白二世家族講究男女平權，但日本今上天皇明仁家族仍保有男尊女
卑的觀念，也分別影響了其國人對女性的看法。
經過了這次的研究，我們了解到皇室並非只是虛位君主，他們的國人也不是
盲從的崇拜皇室而已。雖然英國與日本皇室對於其國人的意義不盡相同，兩者帶
來的影響皆不容小覷。
肆●引註資料
財團法人卓越新聞（2013）。英國新聞史上 悲哀的一天。2013 年 3 月 17。取自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7/article.php?storyid=1179
陳世華（譯）（2003）。英國憲政史譯。北京市：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993）。日本小六法。台北市：元一印刷有限公司。
齊東方（譯）
（2005）
。伊莉莎白二世
限公司。

英國女王。新北市：波希米亞文化出版有

欣傳媒〈2013〉。英國皇家寶貝會帶動英國觀光業？。2013 年 8 月 4 日。取自
http://www.xinmedia.com/n/news_article.aspx?newsid=333494&type=0
班．希爾斯（2007）。雅子妃

菊花王朝的囚徒。台北市：三采文化。

北方網（2001）。日本皇室小公主愛子的誕生能帶來什麼？ 。2011 年 12 月 10
日。取自
http://news.big5.enorth.com.cn/system/2001/12/10/000212768.shtml
蘇林、廖穎（譯）（2012）。凱特王妃的時尚與美麗。新北市：稻田出版有限公
司。
新三才（2013）。英國王室 千年史話。2013 年 7 月 27 日。取自
http://www.newsancai.com/big5/history/120-world/53678-2013-07-27-13-8
-30.html
鳳凰網（2011）。意義何在？名存實不亡的英國王室。2011 年 4 月 30 日。取自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yinggu
owangshi/
7

英、日皇室對其國人影響之比較－以伊莉莎白二世家族與今上天皇明仁家族為例

林君純（2013）。英小王子含金湯匙

零售業也鍍金。商業周刊，1314，8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