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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一 

二戰結束後，殖民地紛紛爭取並多得到了政治上的獨立，因此各經濟落後國

家隨即踏上了推動現代化與發展經濟以爭取經濟獨立的路途，而整體經濟發展的

成果則顯示這道路比取得政治獨立要來得艱難的多。戰後至今已過七十年，我們

比較各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成績，會發現各國及區域之間的差異非常的顯著，而

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諸國戰後發展的成果則明顯的優於其他的後進國家，是極少

數能夠縮短與先進國家距離的後進地區。 
首先可從人均所得成長幅度的跨國比較來衡量台灣發展的成果。若採用

Maddison（2010）的估計，台灣在戰後工業化起點 1950 年的實質人均所得只有

916 美元，低於鄰居菲律賓的水準（1070 美元），分別是拉丁美洲與世界平均值

的 36%與 43%，並且不到當時美國水準的一成，無疑仍是個相對貧窮的經濟體。

而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 2008 年，台灣人均所得成長了 22.8 倍達到 20926 美元，

成為拉丁美洲與世界平均值的 3 倍及 2.75 倍（表 I）。依據 Maddison 的估計來計

算全球所有國家在 1950 到 2008 年間人均所得的成長倍數，並依此來排序，南韓

的 23 倍與台灣的 22.8 倍幾乎不相上下，分別排名第二與第三。若排除純依靠石

油名列第一名且人口不及百萬的小國赤道幾內亞，則南韓與台灣可說是同列榜

首，並且成長倍數遠高於排名緊隨其後的中國大陸的 15 倍，無疑可稱是戰後後

進國家中成績最優異的兩個經濟體。而另依據 IMF 的最新估計，2013 年台灣的

實質人均所得已增至美國水準的 75％，在全球可躋身前 20 大而列為 16 名，同

時，台灣經濟的實質總產值在 2013 年列名全球第 20 大經濟體。 
若歷史性回顧戰後初期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則更能凸顯當時台灣經濟改善

的速度與幅度。二戰結束時台灣經濟除了日本人主導的工業之外，基本上仍是一

個以米糖為主體的典型殖民經濟，其所高度依賴的日本市場隨著日本戰敗而消

失，戰後四年間雖得有大陸市場為之替代，但又因國府敗守台灣後兩岸隔絕而再

度失去市場，當時的台灣必須從米糖殖民經濟轉型尋找其他發展途徑。幸好台灣

戰後成功地啟動了本地工業化，使得台灣能夠很快就脫離對米糖經濟的依賴，米

糖在台灣出口中所占比例由 1952 年的 74%，在 1960 年降到 47%，1965 年更降

至 22%，1970 年則僅有 3.2%，呈現的是戰後二十年工業化的成果。 
在 1945 到 1949 年之間，戰爭的破壞、國府接收上的缺失與國共內戰的影響

等因素，造成台灣經濟的動盪與混亂。在國府於 1949 年遷台前後，台灣經濟情

況更為困難，大陸市場逐步消失，百萬人口的流入為糧食與物資供給帶來龐大壓

力，外匯與物資極度缺乏，財政赤字擴大而物價上漲壓力猶存，能否立即穩定經

濟乃是嚴肅的挑戰。陳誠於 1949 年任台灣省主席時，在經濟方面施行了多項重

要政策，包括實施耕地三七五減租以及設立生產管理委員會總管物資及經濟事務

等，並以剛從大陸運台的黃金儲備作為後盾發行了新台幣，大幅降低了通膨壓

力。隨後幾年間國府利用美國的經濟援助，並採行了合宜的經濟與產業政策，數

年內即穩定了經濟恢復了生產，並開啟了戰後快速的工業化。 



因此，台灣經濟 1950 年代的工業生產、出口值及實質 GDP 的年平均成長率

已分別達到 11.9%、22.1%與 8.1%，到了 1960 年代則三者分別增為 16.5%、26%
與 9.7%；物價年增率在 1950 年代平均為 9.8%，至下個十年則已降為 3.4%，顯

示長期物價走勢已得到控制，此後數十年內維持物價穩定也一直是戒慎恐懼的國

府所盡力要達到的目標。這時期人口的增長率則仍維持在較高的水準，1950 年

代人口平均年增率為 3.6%，而 1960 年代只降至 3.1%，然而因為經濟增長的速

度夠快，因而實質人均所得在這兩個十年中仍能夠分別平均增長 4.5%與 6.8% 。
這些數字所呈現的是台灣經濟逐步脫離戰後初期的危機狀態後，順利地踏上了現

代工業化的道路，因而 1965 年美國政府終止對台美援時，即宣布台灣是有效運

用美援的模範後進國。在此後數十年中台灣維持著高速度的經濟成長，發展成績

遂與南韓同列於後進國之榜首。 
簡言之，若以實質人均所得的成長率為標準，也就是以人均生產力及生活水

準的改善程度而言，台韓戰後的經濟績效遠優於其他後進國家，其他東亞地區則

跟隨其後。第三世界其他地區的績效較差且差異很大，拉丁美洲起點較高但卻顯

得停滯不前，非洲則在戰後近六十年中人均所得平均只增了一倍。要如何解釋不

同後進地區之間績效上如此大的差異？東亞經濟發展為何能夠比較優越？從

1970 年代東亞經濟發展成績嶄露頭角後，這就成為各種經濟發展理論所必須回

答的重要課題。這問題在國際學界中持續的被討論，也一直充滿爭議，並且爭論

的問題意識不斷變化，也反應出國際經濟學界整體思潮的變化。 
論爭的主要一方是自由市場論（free market theory，或稱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者。從 1970 年代後期開始，自由市場論逐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

現今國際經濟學的主流。他們認為自由市場無疑是最有效率的，是促進增長的最

佳或唯一處方，而東亞成長則是歸功於其對外開放的政策，因此認為東亞的成功

是對於自由市場理論的肯定。論爭的另一方則是結構學派（尤其是其中的修正學

派），他們強調經濟發展中國家的角色，尤其是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的重

要性。結構學派學者指出東亞諸國絕非依賴自由放任的模式發展經濟，在其發展

過程中國家確實扮演了主導性的角色。自由市場論者最反對的則是國家代替市場

去做出選擇，認為政府非不得已要採行管制政策的話，也以不牽涉主觀選擇的功

能性政策（functional policy）為佳（如補貼研發等功能），絕對要避免主事官僚

必須做出判斷的選擇性政策（selective or discretionary policy），而「產業政策」

的定義就是指「國家選擇性地優先推動某些產業」，正是自由市場論者最為反對

的一種政策模式。 
近年來東亞經濟發展緣由的爭論焦點也部分涵蓋到所謂制度的因素上，包括

建立私有財產權之必要性及殖民統治遺產的影響等。不過，自由市場理論的有效

性以及國家的角色自始至終一直是論爭的焦點，這論爭到後來則幾乎成為公共政

策抑或自由市場孰優孰劣（state vs. market）的問題，即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國家

干預之惡並倡導自由放任政策，而結構學派則強調公共政策尤其是產業政策的必

要性。這其中牽涉的關鍵問題是，後進國家是否要用國家集體的力量來「主動」



促進工業化，還是就「被動」等待市場帶來發展。結構學派學者張夏準（Chang, 
2002）因此認為先進國家之主張後進國家應該遵循自由市場論而不要有所作為，

是「已攀登者將梯子踢開」的自利行為。 
從 1990 年代後期以來，新自由主義因其標竿處方──華盛頓共識─在拉丁

美洲及其他後進國家實施效果不佳，而受到諸多批評。更重要的，2008 年以來

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其潛在危險可比擬 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而主流經濟學

界卻無法預見此危機的到來，事後也難以提出解釋，因而帶來了對主流經濟學的

全面挑戰。知名學者紛紛趕著出版批判性著作，並且也多能登上暢銷書榜。連一

向推崇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學派大將 Posner（2009）都以《資本主義的失敗》為題

出書，認為當初對金融市場實應多加管制。再則，在此次危機中仍相對貧窮的中

國大陸，卻取代美國擔任起拉動全球經濟火車頭的角色，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

來，顯然是以國家高度主導、多方違背自由放任原則的方式達到了快速的經濟發

展，因此新興的中國發展模式以其「實績」成為其他後進國家可能學習的對象，

也對主流社會科學帶來了嚴肅的挑戰。 
為了回應對華盛頓共識成效不佳的批評，有些主流經濟學者因而轉向探討

「制度」的重要性，並特別強調建立私有財產權制度與「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對經濟發展的因果關係，希望用靜態的「制度」來對抗結構學派所強

調的政府產業政策，由此角度來捍衛受到挑戰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在這新一

波圍繞著制度的討論中，因後進國家多曾經淪為殖民地，因此不可避免的也觸及

了殖民統治影響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者的推論方向多為：成長績效較好的後進國

是因為原就有較好的制度，而較好的制度（主要指私有財產權制度）很可能來自

於較好的殖民統治。當然，這說法很有爭議性，引發不少學者的批評。 
 
二 

上述這些理論論爭主要是由先進國的學界所主導，而在各個後進經濟體內

部，尤其如台韓等發展成績優異者，這理論上的論爭卻與當地政治經濟社會情勢

相糾結，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例如在南韓，很多當地學者針對殖民統治是否有

助於戰後經濟發展曾展開激烈的爭辯，這些豐富精采的相關討論，只有極少數得

以呈現於英文文獻之中，而得為外人所知。然而比較弔詭的現象是，台灣學界卻

幾乎不曾出現如此論爭，也未參與國際學界的相關討論。 
台灣雖然戰後經濟成長成績優異，但無論是一般輿論或是經濟學界，對此論

爭─即如何解釋台灣的經濟成長，以及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等──並未給予太多

關注，對國際學界的相關論爭甚少評介，同時台灣經濟學界本身也很少有學者進

行這方面的研究。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英文文獻中，近年來就台灣經濟成長的議題

而言，幾乎一定被引用的經典之作是 Wade（1990）的《管理市場》一書，但此

書在台灣經濟學及社會科學界卻並未得到太多的注意。這現象背後的原因值得探

討。 
近來台灣社會強調本土主義，台灣史也成為顯學，從事者眾。不過，或許因



國際上經濟史學門地位下降，從事相關台灣戰後經濟史研究的歷史學者為數不

多，而經濟學者則人數更少。因此台灣學界整體對於上述問題很少涉獵，除了少

數學者正面評價殖民統治之影響，或是批評國民政府的統治之外，台灣學術界對

此議題的正面討論並不多，未將此議題「問題化」。 
然而，這「不問題化」的狀態或許是源於大家認為問題已有清楚的答案了。

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伴隨著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進展，發展出的相關論述很自

然地以反對國民政府威權統治為目標，對於國府統治採取幾近全面否定的態度。

至今這種說法雖然並沒有正式的學術性著作來支持，但卻是深入人心，已經成為

解嚴以來台灣社會流行的論述。在這論述中，過去的威權統治近乎一無是處，在

每個方面都應是被「改革」的對象，雖說「改革」的具體內容並未被清楚說明，

但無礙於「改革」本身就可得到很高的正當性。 
這流行的論述將國民政府本質性地定位為「外來的獨裁政權」。在經濟發展

方面，國民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不受肯定，亦即當時國府在推動發展上採用的產業

政策的作用被忽略甚或否定。而台灣戰後經濟成長則多被歸功於以下因素：或是

日本殖民統治，即認為高效率的日本殖民政府奠立了現代化發展基礎；或是美國

的協助，即美國軍事及經濟援助使得台灣得以發展；或者抽象地說是人民的努力。 
上述這論述雖並未正式完整提出，且並無後繼的相關學術研究來支持，但從

1990 年代以來卻已成功地成為台灣社會流行的論述。既然這論述以否定國府統

治的成績與正當性為目標，因而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成績就難免先驗性地被歸因

於「除了國府以外的任何因素」了，因此難以真正的「問題化」這全球性的理論

議題，遑論參與國際學界對此理論議題的討論。 
如前述，在國際學界中，贊成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派與強調國家角色的結構

學派，不單壁壘分明，並且對東亞經濟成果也有截然不同的解釋，這對東亞解釋

上的爭辯也涉及到基本經濟理論的論爭，即牽涉到市場與國家角色的問題。而在

戰後經濟發展成績全球居冠的台灣，則因民主化運動發展了前述流行的論述，因

而不單無法肯定自身戰後經濟發展的成績，甚至以自由市場理論來否定這段成

績，如此就無法展開後進國家（尤其是台灣自身）如何發展經濟的討論，也難以

對國家發展政策進行有意義的討論。這遂使得台灣在 21 世紀逐步陷入經濟困局

之後，社會缺乏對經濟政策進行有效討論的準備，也就難以進行集體共同尋找解

決問題方案的計畫。台灣目前的困局也顯示出理解自身過去歷史的重要性，不能

了解過去即難以面對未來。此項理念也是推動本書這知識計畫的之一動力。 
 
三 

國際學界的自由市場論者對於東亞的發展因為難以用自由市場論提出解

釋，而多訴諸非政策因素如啟始條件，或者試圖證明產業政策並無效果等。而台

灣持流行的論述者除了以「黨國資本說」否定國府統治外，多採取與自由市場論

一致的立場，或力陳國府產業政策無效，或訴諸非政策因素如啟始條件，尤其是

日本殖民統治影響，與國際學界自由市場論者近年來強調殖民遺產作用的論點相



一致。 
本書將以歷史性角度探討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成因，延續結構學派在此方面的

探討來反駁上述論點，並且以台灣經驗對結構學派理論予以補充。一方面希望能

超越當前台灣社會流行的論述，另一方面則要回到前述經濟發展理論的相關論

爭，藉由檢討相關理論來開展對台灣戰後發展成因的探索，借用既有理論的同時

也要用自身的經驗來對既有理論提出修正，並對上述論爭做出回應。 
這探討必須要從自身歷史發展的脈絡著眼，同時也要面對並檢討自身的被殖

民經驗。因此本書將立足於結構學派架構，並擬以歷史性角度來呈現台灣戰後早

期產業政策的形成過程，包括官僚組織及政策制度的形成，並據此在對結構學派

理論予以肯定之餘也提出部分的補充。結構學派認為後進國家需要國家干預來替

代尚未建立完善的現代市場制度，強調適宜的產業政策可以促進工業化，並致力

探討產業政策「成功的要素」為何，如保護有期限、對資本既扶植又規範等。這

些是本書將採用的理論分析架構。 
然而正如 Greenfeld（2001: 21）所指出，上述議題只是關於「如何做到」（How 

and What）經濟發展，而另一常被忽視但至為重要的是「為何發展」（Why）的

層面。因此本書將進一步探討另一層面的問題──即推動發展的「動力」因素。

前述「如何發展」的問題可歸納為相關經濟官僚體制的「能力」因素，即其有能

力擬定與執行適宜且有效的產業政策。但本書從對台灣戰後發展的歷史性的探討

中發現，討論若停留在「能力」層次顯然有不足之處，一則能力雖部分來自經驗

的累積，然更與主事者學習的動力有關，再則政策過程其實呈現出「摸著石頭過

河」的狀態，主事者必須有強大的動力才能夠持續不斷尋求新的方案來克服困

難，亦即能力的建立及其得以發揮作用，實有賴其「動力」因素，「能力」並不

是一個會無端存在並可以自行的因素。 
動力因素牽涉到相關人士的主觀意向，是一個現代社會科學盡量避免處理的

面向，但並不表示這不重要，只是社會科學日漸以議題的「可處理性」來自我設

限，因此趨向將議題進行無限的切割，並且避免處理較大而難處理的議題。再則，

主觀心理因素若處理不當，可能會陷入自圓其說的困局。本書將以歷史化的分析

來說明主觀動力因素的形成，以避免任意性的問題。具體而言，本書依據歷史性

探討，認為台灣戰後初期負責推動經濟發展的主事者，其強大的動力源自他們繼

承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動機，鴉片戰爭以降至抗日戰爭帶來亡國的危機感，以

及國府在國共鬥爭中之慘敗經驗，都為他們帶來了強大的推動發展的動力。他們

不是為發展而發展，而是為了救亡圖存而發展，這是那一代人的共識與時代精神。 
現代社會科學日趨「去歷史化」，企圖推導出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性的因果

法則，如自由市場論認為自由市場機制最能促進成長等。同時在實證主義的影響

下，研究方法日益偏向不直接處理結構問題，而進行單一變數因果關係的檢驗。

非歷史化的因果關係的探討在既定時空地點下當然有其必要性，然而歷史與經濟

結構也必然決定了當時當地的既有條件。因此本書將試圖嘗試同時運用歷史化與

結構性因果關係兩種方式，既在歷史脈絡下進行探討，也在各個歷史時點探究結



構性與其他因素的影響，並據此檢驗相關說法。 
回到如何解釋戰後落後國家經濟發展成績差異的問題。結構學派主張應聚焦

於後進國當時之情況、國家政策之作為與社會的反應，這是因為該派論者認為後

進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尚未完善，要追趕西方並進行現代工業化，必須依賴國家集

體的力量來推動發展。而持相反意見的自由市場派，則試圖證明產業政策不可能

有效，也認為不需要聚焦於此領域，因此在解釋各國發展成績差異上，此派就必

須引進非政策因素，尤其是以啟始條件上的差異作為解釋。所以，立論之不同也

意味著研究對象的差異。 
就如何解釋台灣發展成因而言，以日本殖民遺產這樣的啟始條件或美國援助

這樣的外在條件作為主要解釋因素的研究取向，即意味著認為台灣在當時的政策

作為並不重要，即不重視政策的作用。再則，這取向也假設同樣的啟始與外在條

件對不同經濟體會產生相似的結果，然而這常未必是事實，例如美援的作用在各

地即有相當的差異。本書在探討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時，也將探究啟始

條件與外在條件的影響，並將指出它們只是起了輔助性的作用，而非關鍵性因素。 
簡言之，本書在探討台灣戰後發展成因的研究路徑上，就「如何發展」的部

分，將主要立足於結構學派的架構，再則就「為何發展」的部分，則將此架構予

以延伸並在歷史的脈絡下來探究「動力」因素的形成與影響。將詳細探討台灣當

時的經濟情況與產業政策的實際作為，並由此檢驗相關理論，並反駁自由市場論

及其將日本殖民遺產作為關鍵因素的論點。 
對於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成績之所以優異的原因，本書要提出的看法如下。如

結構學派論者所言，戰後後進國與先進國於生產力水準上有相當大的距離，後進

國自身尚缺乏完善的現代市場制度，要發展經濟必須依賴國家干預，尤其是透過

產業政策來主動推進工業化；同時在西方先進經濟力量威脅下，必須採取適宜的

政策來扶植自身的產業。再則，後進國要能成功地推動這些政策，必須建立一個

有效力的經建官僚體制，其主事者不單具有能力也具有推動發展自身經濟的「動

力」，而後進國家在抵抗帝國主義政經力量的過程中凝聚力量發展出來的「民族

主義」（nationalism）或民族獨立運動，會是這動力的表現；亦即這動力必須超

越只是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而是追求國家整體的生存與發展。 
Greenfeld（2001）依據她對成功發展經濟的案例之研究，指出民族主義是推

動現代經濟成長的動力，她的書名即意指「資本主義的精神」是民族主義，而不

是一般認為韋伯提出的基督新教倫理。Johnson（1982: 24-25）在他這本討論日

本戰後經濟奇蹟的名著中率先界定了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並指出

這概念就是源於後進國為了追趕上先進國的民族主義，推動經濟發展是為了能夠

躋身於現代國際社會，而不是經濟動機。依據 Greenfeld（2001）與 Gellner（2008）
等研究，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是英國為首而西歐隨之發展出來的，

是它們在開展資本主義體制的同時所發展出來的相應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與

當時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組織型態並不相同。然而在西方強勢軍事與政經壓力

下，其他地區也被迫設法建立民族國家以為因應。殖民地在尋求政治獨立過程，



多會發展出民族獨立運動及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但與原先的西歐模式多有

所不同，雖說近來民族主義被認為容易具有排外性質而受到批評，然而後進地區

試圖建立民族國家多半出於防衛動機。例如，中國的國家體制存在有悠久的歷

史，要如何界定過去中國國家性質有不同說法，包括中華帝國、文明國家與天下

體系等，而當今中國是否已成為西方式民族國家也是有爭議的。在此背景下，對

於中國在近代以來為了救亡圖存而興起的自救運動，是應被稱為「民族主義」抑

或是「愛國主義」或其他仍是可討論的議題。本書下文將強調戰後台灣國府經建

體制主事者的動力，是源自中國近代以來為抵禦外侮尋求自救的動力，而是否要

稱之為「中華民族主義」雖值得商榷，但未能尋得更適當的用語，故仍將援用之。 
在此將結構學派對於產業政策「如何成功」所累積的豐富討論，簡化為「能

力」因素。而關於「為何發展」的動力因素，則借用 Dore（1990）與 Eckert（2000）
的用語，將其稱為「發展的意志」。總之，落後國家發展途徑上充滿荊棘，面對

強勢西方政經力量的干預與威脅，必須要具備抵拒這外力進而發展民族經濟的意

志與能力，才有可能發展自身的經濟。 
在上述理論架構下，台灣為何能夠成功的發展經濟，即是因為發展的能力與

意志因素都具備了，而諸多相對有利的啟始與外在條件則起了輔助性作用。戰後

初期台灣經濟困難重重，國府主事者憑藉高度的推動發展的動力，以及過往累積

的能力與經驗，持續摸索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逐步克服困難踏上坦途，而這動力

來自為了救亡圖存而形構成的現代中華民族主義。 
 

四 
以下簡述本書結構與各章內容。 
第一章將對解釋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成因的相關理論作一整理，包括居主流地

位且強調自由市場角色的新古典學派、著重非政策因素尤其是殖民遺產影響的相

關說法，以及強調政府角色的結構學派，由此來評介關於台灣發展成因的既有說

法。本章也擬提出將歷史與結構學派相結合的新研究視野，並特別探究與發展意

志相關的歷史性時代精神的作用。 
在以非政策因素解釋發展的各種說法中，最受矚目的當屬著重殖民統治影響

的說法。前已提及近年來國際學界對此的關注日增，而認為日殖統治帶來台灣現

代化的說法在台灣可說廣被接受。然而，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是否可視為日殖時

期的延續？該如何看待日殖遺產的影響？在 1945 年戰後發展的起點那時刻，台

灣是處於何種狀態？本書第二章將討論這些議題，主要認為日殖遺產雖留下一些

有利現代經濟發展的客觀條件，但並未啟動或建立經濟發展的機制，台灣戰後發

展並非是日殖時期的「自然」延續。 
後進國家推動工業化，都涉及從既有的傳統農業社會轉型到現代工業社會的

龐大社會工程計畫。國民政府在台灣進行了其在大陸難以推動的農村土地改革，

相較於中共在大陸推動的土改，是一個溫和且兼顧地主利益的土改，但仍是一項

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革，它以強制方式大力推動了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對



戰後經濟發展有長遠影響。本書第三章將探討此次農村土地改革的原因、動力、

成果與影響。 
如前述，本書認為後進國家發展經濟之能成功，要有高度動力與發展意志，

這推動力量則必須表現在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策作為與經濟官僚體制的建立

上，這個體制包含官僚組織本身及其運作的規章制度，即擬定與執行產業政策的

相關制度。本書的第四章與第五章，將以歷史性角度來詳細陳述國民政府在戰後

台灣經建官僚組織與產業政策體制的建立過程。這包括其在大陸時期推動經濟建

設方面在個人與制度層面的學習與經驗的累積，在台灣接收與恢復的過程，及其

後推動工業發展的歷程。主要在呈現一批有堅定動力、有清楚建立民族工業目標

的人才，在高層的支持下，不斷摸索解決問題、克服發展障礙的方案，可說是摸

著石頭過河，並在這過程中建立起經濟官僚組織而創造出執行產業政策的體制。

結構學派所討論的產業政策的成功要件固然至關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發展的意

志，此動力促使他們持續尋找解決問題的創新方案。 
無疑地，有動力並不必然能夠成功，戰後台灣幸運的是擁有一些優越的輔助

性客觀因素：日殖建設遺產以及日殖政經力量戰後必須完全退出而讓出空間；美

國在冷戰環境下提供了援助卻又不覬覦本地市場，並且對台灣開放其市場；以及

有意願與能力積極參與發展的人民。不過，這些客觀因素並不足以自行，錯失有

利發展條件的歷史案例比比皆是，發展意志這動力因素才是關鍵。 
台灣戰後發展是依賴公營還是民營企業？國府產業政策對待公民營企業的

態度為何？國府在大陸時期被批評是扶植了「官僚資本」，近年來台灣社會流行

的論述則指責國府在戰後台灣扶植了「黨國資本」，然而若屬實，為何台灣戰後

卻能成功發展經濟？本書第六章將探討國民政府從大陸時期起的公民營政策的

沿革，認為應從後進國家推動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公營事業所可能扮演的角

色，即產業政策的實施有時需依賴公營事業來推動投資及工業發展。而實際上，

戰後國府在台灣的公民營政策上並不擴大公營企業，且以雨露均霑的方式促進民

營企業的發展，這政策對台灣戰後民營資本發展的影響，將呈現於本書第七章之

中。該章將陳述台灣戰後新興民營資本興起的歷程，指出台灣戰後民營部門早於

1950 年代中期就已在工業產值上超過了公營部門，同時台灣第一代資本家多為

戰後新興資本。這是源於日本殖民統治一向壓抑本地資本的發展，以及國府不擴

大公營並且扶植民營企業的政策。台灣戰後產業政策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在於

其公民營政策配合國府推動整體發展的政策，在扶植產業與促進市場競爭之間，

以及在「公營企業─大型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三者之間尋求折衷。 
本書第八章則以戰後早期國府對棉紡織業的扶植政策為案例，來作為第四章

與第五章所提出說法的佐證。最後第九章除了對本書論點作一綜述外，也將討論

一些延伸的問題，包括這國府發展模式與威權統治的關係、這模式的限制與延續

問題，以及台灣發展經驗的普世意義。 
本書追尋台灣戰後發展成因的用意，除了是以台灣經驗來參與後進發展理論

的討論之外，更是希望能夠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將此問題放在後進國家追尋現代經



濟發展的道路來看，從而了解我們的過去、了解我們如何走到今天，希望如此能

在今日的政經與兩岸困局中找到再出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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