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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5 年 6 月 7 日任務型國民大會通過第七次憲法增修條文，其重點有二：

一為公投入憲，即公民可透過投票方式，對是否修憲？是否變更領土？具有最

後決定權；實質上，亦包含了可以透過公投在法理上決定，臺灣是否制憲正

名、改國號為臺灣共和國？二為國會改革，即立委席次減半，任期由三年改為

四年；同時立委選舉方式由「複選區單記非轉讓投票法」改為「單一選區兩票

制」。本文僅就攸關憲政發展的修憲、制憲、公投及統獨爭議，來探討在臺灣

的憲改內容、憲改方式、憲改困境及憲改途徑。本文強調憲改應力求單純化，

非意識形態化，應回歸立憲之初衷，為政府與政治的運作帶來秩序、穩定與可

預測性；並力求符合現代憲政思潮之主流，透過制度的設計，落實以保障個人

權利及少數權益為鵠的之民主政治。臺灣亦應遵循民主先進國家之成例，透過

正式修憲（而非制憲）、政治慣例、國會立法、司法解釋等四種途徑，使憲政

結構符合多數治理、保障少數與個人、以及權責相符等民主原則，使政府運作

更有效能。

關鍵詞：憲政改革、制定新憲、政治慣例、國會立法、司法解釋

楊日青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兼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中華民國憲法、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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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5 年 6 月 7 日任務型國民大會對立法院於 2004 年 8 月 23 日通過的憲法

修正案進行複決，結果以 249 票贊成，48 票反對，及廢票 1 張，超過三分之二

的門檻，正式通過第七次憲法增修條文（林河名，2005；何榮幸等，2005）。

在臺灣的憲政發展史上，堪稱為新的里程碑。

此次修憲，其重點有二：一為修憲機關與程序的變革，由立法院與國大兩

機關修憲，改為廢國大，經立法院提案並由公民複決修憲；二為國會改革，立

委席次減半，任期由三年改為四年，同時立委選舉方式由「複選區單記非轉讓

投票法」（SNTV）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此外，尚包括對正、副總統彈劾

及其審理機關之改變，由立法院提案，國大議決，改為由立法院提案，司法院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而領土變更不再由國大決議，改為由立法院依修憲

程序提出領土變更案，「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半數」，始得變更（何國明，2005）。

本文限於篇幅，僅就攸關憲政發展的修憲、制憲、公投及統獨爭議，來探

討在臺灣的憲改內容、憲改方式、憲改困境及憲改途徑。

貳、憲改回顧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憲政改革，業經七次正式修憲，並輔以大法官解釋，使

1946 年在南京制定的憲法作了調整，已能適用於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臺、澎、

金、馬。茲先就七次修憲的主要內容說明於後：

一、1991 年第一次修憲，旨在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第一

屆資深民代，並為中央民代全面改選建立法源，確立中央民代只限於由中華民

國自由地區（臺、澎、金、馬）人民選舉產生，大陸地區人民在統一前，無選

舉權，使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能在自由地區有效實施。惟在憲政制度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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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立法兩權關係，及總統與行政院長間之權力關係，未作適當釐清，以致憲政

亂象仍然頻生。另一重點，即是擴大總統權力，將原由臨時條款賦予總統的國

安決策權，透過正式修憲，以憲法增修條文型態，予以繼續保留，並進一步制

定國安三法，使臨時條款為總統擴權的國安會、國安局、人行局三機構合法

化。

二、1992 年第二次修憲與 1994 年第三次修憲，主要內容仍為擴大總統權

力，增加對監委之提名任命權，同時縮小行政院長之副署權，另一方面確定總

統由公民直選，此一規則，不僅能增強總統之民意基礎，鞏固其權力之正當

性，而且使我國憲政體制開始從「修正式內閣制」轉向「半總統制」或「雙首

長制」；同時，為彌補國大失去選舉總統之大權，乃補償性地明定，國大對總

統提名之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行使同意權，並允許國大增設議長、副議

長、使國大常設化，使國代權益勉強獲得平衡，願意配合修憲。

三、1997 年第四次修憲，主要內容為「省虛級化」、「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

之」，毋須經立法院同意，總統因而得以挑選其信任聽話之人士為行政院長。

從此總統不但具有國安決策權，並可透過此一人事任命權，進而主導國家一般

政策。但另一方面憲法本文中「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規定，維持不變。遂

形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權責不相連之不合理體制。修憲者宣

稱係模仿法國雙首長制，實則形似而神異。法國總統有憲定的國防、外交專屬

權，有主動解散國會權；而我國總統則無此類憲定權力。而且法國總統能依民

主原則、憲政慣例任命國會多數支持之人選為總理；但我國迄未建立此種慣

例，以致雙首長制在法國能順利運作，在我國則亂象頻生。

事實上，九七憲改時，國、民兩黨存在高度共識，即未來不排除「共治」

（cohabitation）的可能。換言之，未來應由國會多數組閣：當總統所屬政黨與

國會多數或聯盟相同時，憲政體制在總統制軌道上運作；當總統所屬政黨與國

會多數或聯盟不相同時，便「換軌」（alternation）或「擺盪」（oscillation）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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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制軌道上運作（李炳南，2001:112-23）。虯 可是政黨輪替後，陳總統並未

依此規則運作，而強行主導組閣，出現了「少數政府」與「憲政亂象」。

四、1999 年第五次修憲，朝野國代美其名為國會改革，使國代與立委任

期相同，同一時間改選，以減少頻繁的選舉，乃延長國代任期兩年餘。輿論大

譁，抨擊國代自利，「延任自肥」；立委亦不滿，提案聲請釋憲。大法官於 2000

年釋字第 499 號解釋：修憲延任，「有違選民有限委託」，使憲法規範秩序形同

破毀，違背民主憲政原則，應屬無效。因此第五次憲改，已經作廢。

五、2000 年第六次修憲，在強大民意唾棄下，以及國、民兩黨在防止新興

的親民黨透過國大選舉崛起影響兩黨勢力之考量下，導致國大史無前例地自我

閹割削權。即唯有在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或對正、副總統之彈

劾案時，始依政黨比例選出國代三百人，限在一個月內完成議決事項，待任務

完成，即須解散，故稱其為「任務型國大」。此次修憲，已使國大名存實亡。

六、2005 年第七次修憲，乃依第六次修憲之規定，由立法院提案、國大複

決之兩機關修憲程序進行。由於多年來立法院的「國會亂象」被誇大，社會大

眾亦希望國會改革。2001 年第五屆立委選舉時，陳總統就喊出「立委減半，國

會不亂」的口號。2004 年底因總統大選逼近及立委改選，各黨在壓力下，為迎

合民意，均推出「立委減半」、「廢國大」、「修憲案由公民複決」等政見。選後

在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於立法院門前靜坐要求「誠信立國」、輿論呼應、及民

意壓力下，立法院終於在 2004 年 8 月 23 日通過「立委減半」、等同自殘的修

憲案。經公告半年後，於 2005 年 5 月 14 日選出三百位任務型國代，並於 2005

年 6 月 7 日複決，正式通過第七次憲法增修條文。任務型國代遂自我了斷，修

憲案由公民取代國大行使複決權。從此，國大正式走入歷史，「權能區分」憲

虯 有本文審查人認為，「雙首長制」、「換軌」、「共治」等共識，非事實。有人認為，國、民

兩黨以取消立法院「同意權」換「凍省」，非事實，以取消「同意權」換得「政黨補助款」

才是事實（施正鋒，1997）。本人認為「雙首長制」及「換軌」、「共治」仍為國發會及修

憲國代多數人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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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架構毀棄。未來考試與監察兩權是否維持？「五權」架構是否改為「三權分

立」架構？尚待視未來發展而定。

總體而言，由於前六次修憲均為憲法規定之修憲機關依照修憲程序，以

增修條文方式，大幅變更憲法本文中有關總統及中央民意代表之選區及產生方

式，使以中國大陸地區為選區基礎的選舉，調整為以自由地區—臺、澎、金、

馬為選區基礎的選舉。此一作為，不僅使 1946 年南京制定之憲法能適用於中

華民國在臺灣的現狀，亦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並達成相當程度的民主深化作

用。但是由於李總統蓄意要擴大總統權力，謀求「個人利益」，虰 結果導致府

院權責失衡，使行政與立法兩院對立嚴重，則為不爭的事實。此外，另一隱晦

不明之目的，似有凸顯臺灣係主權獨立國家之用意，「省虛級化」有人解讀為

隱性臺獨之明證。李總統卸任後，組織臺聯黨，公開倡導「制憲正名」，已是

顯性臺獨。

陳水扁總統主導的第七次修憲，似在為民進黨最終目標—公投制憲、法理

臺獨鋪路，因而強烈主張公投入憲。而國民黨則主張須有過半公民支持，始能

通過修憲案，以高門檻防止法理臺獨。同時國、民兩黨為了共同遏止小黨的發

展，乃一致支持日式單一選區兩票制，在兩黨利益交換妥協下，終於通過了以

國會改革及高門檻公投複決修憲案為主軸的第七次憲法增修條文。

參、憲改方式

憲政改革究應採取漸進修憲方式，抑或激進制憲方式，爭議已久。這種爭

議因牽扯著「族群認同」及「國家認同」而倍增複雜。茲分漸進修憲、激進制

憲析論於後：

虰 影響憲法改變的利益可歸納為三類：一為個人利益，二為團體利益，三為制度利益。李

總統主導修憲，為方便總統本身權力的行使、意志的貫徹，造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

長有責無權，及少數政府亂象，憲法越修越糟，顯非為團體及制度利益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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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漸進修憲

從政治現實觀察，中華民國自從蔣經國總統於 1985 年啟動憲政改革，

1987 年從解除戒嚴、黨禁、報禁，至 1991 年李登輝總統接續廢除臨時條款，

改訂憲法增修條文，將中華民國的「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作區隔，已將

中華民國實質的國家統治範圍，從兼有臺灣與大陸，改為「中華民國在臺灣」，

有效統治領域為臺、澎、金、馬。經過六次修憲，臺灣地區的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及雙首長制的民主憲政架構已大致樹立，只要在憲政制度的設計上，進一步

使行政院能建立在立法院多數支持的基礎之上，並使總統與行政院長的關係權

責分明，政府應可有效運作，無須大動干戈，重新制憲。

第七次修憲，有人認為，公民取得修憲案複決權，有助於落實國民主權，

卻因門檻過高，使得修憲恰似鏡花水月、難以實現。蓋因根據新的規定，修憲

不但須經立委四分之一的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

方得提出憲法修正案之外；尚需公民複決，須達「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

半數」，始為通過。此一規定，不僅要求立法院中之政黨需有高度共識，且需

社會大眾亦有高度共識，並有過半公民參與積極支持。此種修憲條件，雖然行

之不易，但因公投複決入憲，包括是否臺獨亦可透過修憲由公投複決，茲事體

大，因此程序嚴謹，未嘗不是好事。

德學者魯德（Bernd Ruethers）曾表示，任何方式的修憲，會侵犯到整個社

會的「法律中樞神經系統」。陳新民（1995:857）進而強調憲法之目的在創造一

個穩定發展的法治社會。維持一個穩定的憲政秩序，是憲法的重要功能。海伍

德（Andrew Heywood）亦強調，憲法之主要目的在為政府運作帶來穩定性、

可預測性、與秩序（楊日青等〔譯〕，Heywood〔原著〕，2002:458）。我國近

十四年來，已進行七次修憲，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累計已超過五十條，而憲

法本文被凍結或修改的條文亦逾五十條。且主導修憲的總統，常想透過修憲，

擴大自己的權力，而未考慮民主的政府在制度上必要的配套，以致憲法未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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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多數治理、責任政治、權責相連、分權制衡等民主基本原則。造成政府實際

運作，憲政失序，亂象頻生。

有人認為，我國面臨的憲政困難、不是不能修憲，而是修憲過於頻繁紊

亂，使憲法尊嚴受損，失去了穩定社會的作用。今後修憲，以形成高度政黨共

識及社會共識為先決條件，將使憲法有「休養生息」、國人有培養「遵守憲法」

習慣的機會，不是壞事。

很遺憾，第七次增修條文公佈的同時，陳總統即宣佈，將啟動「第二階

段」修憲，要成立憲改委員會，要「打造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

2006 年元旦說詞更希望今（2006）年內提出「民間版」的新憲法，2007 年舉

辦新憲公投。為達目的在總統府已設立「憲政改造推動工作小組」，並誇言要

在一年舉辦一萬場座談會，再提出「民間版」的新憲法。或言陳總統企圖利用

「民間版」的說法，迫使立法院及在野黨在民意的聖名下就範，並且想藉此轉

移大眾對扁政府弊案的注意。可惜某些國民黨立委不察，隨民進黨一些立委起

舞，提出跨黨派主張，一方面修憲增加席次為 164 席；另方面恢復閣揆同意

權，採取內閣制（王正寧，2006）。理性的人民一看即知虛實為何。因為席次

增加對現任立委連任確為利多，然而就內閣制而言，自 1990 年憲改以來，過

去十五年民進黨從未曾支持過。若因 2008 年總統大選無望，突然提出改制，

是否過於權謀？是否存在陳總統在不能競選連任的限制下，要另闢蹊徑，為自

己量身訂制新憲法之嫌？從而使其能換成總理的新身分繼續掌權？臺灣人民是

否同意？如果立委自利，為了保住立委地位而支持新憲法，這樣的謀私自肥立

委，人民一定要以選票加以唾棄。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2006）對此一發展，曾表示：修憲不是改革的萬靈

丹，不要讓憲法成為代罪羔羊，現在最重要的是有權力的人遵憲、行憲，而非

修憲、制憲。  虲

虲 在國家政策基金會主辦的「憲政民主的成長與挑戰研討會」中，專題演講〈臺灣憲政民

主的新境界〉時，馬英九提出的強烈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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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而言，為了增加自己勝選或掌權的機會而修憲，虳 甚至要把剛通過尚

未實施的修憲條文再予推翻，如此反覆，不僅缺乏正當性，而且露骨地謀取私

利，破壞了憲政精神，亦自毀了政治品格，理性的人民是不會允許的。

事實上，我國當前雙首長制所呈現的缺點，並非必須透過正式修憲才能改

進，實則透過司法解釋、國會立法、及政治慣例等途徑就可改善。這些途徑將

在後文再做說明。

二、激進制憲

憲政改革由漸進修憲轉為激進制憲，是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的發展。陳水

扁當選總統後，本應遵守其就職宣誓之誓詞，「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

民福利……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但實際上卻常聽到他嘲諷貶謫

憲法，說它是「烏魯木齊」，是「又大、又破、又舊」的憲法，所以要另外「打

造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在 2003 年 9 月 28 日民進黨黨慶大會上

更明白宣布，要「公投制憲」、「催生臺灣新憲法」。2004 年更參加獨派人士舉

辦的正名制憲大遊行。其背後未明言的正是民進黨黨綱中仍然明列著的目標，

要建立「臺灣共和國」。很明顯「制定新憲法」之目的，不是為了憲政體制的

改革，而是為了建立新國家，消滅中華民國。雖然激進制憲路線由於國內人民

支持程度不高，虴 以及美國與中共的強力反對，才又退回到體制內漸進修憲的

道路。2005 年 2 月 24 日扁宋會後獨派大老不滿，李登輝甚至痛批陳水扁賣臺。

虵 陳水扁曾表示不要「自欺欺人」，更明說要把國號「改為臺灣共和國，未來

三年我做不到，我不能騙自己，也不能騙別人……。李前總統在任十二年做不

虳 許舒博立委曾明言，黨中央反對修憲是不顧立委「未來的出路」（中國時報，2006）。
虴 TVBS 民調中心公佈「修憲與制憲看法調查」，44%的受訪者贊成修憲，贊成制憲者祇有

22%（TVBS 民調中心，2004）。
虵 李登輝痛批陳總統「賣臺」，陳總統亦會被李扣帽子，將使得臺灣民眾不再動輒擔心被指

「賣臺」而心中常蒙陰影（聯合報，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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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就算現在總統給李來做，李也做不到」。虶 由此顯示，陳總統與民進黨在

國內外的現實壓力下，不得不接受中華民國，且在中華民國體制內，依既定修

憲程序從事漸進修憲，其主導的第七次修憲，即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所定之修憲程序，先後由立法院與任務型國大通過。

在獨派強大壓力下，同時為轉移施政無能，弊案纏身的困境，陳總統在公

佈第七次憲法增修條文的當天，就宣佈要啟動第二階段修憲。2006 年元旦更

宣佈要在 2007 年公投新憲。他刻意用模糊的「新憲公投」，卻不明說，究竟是

要依修憲程序修改憲法完成新憲，或是另訂新憲草以公投決定新憲之命運；更

未明言新憲所要規範的國家究竟是中華民國，還是臺灣共和國。涉及修憲或制

憲、及採取什麼國號此等嚴肅重大問題，豈容宣示要「遵守憲法」、應扮演「憲

法守護者」角色的中華民國總統含糊其辭？若是限於內外情勢，不便明說，而

心中目標是公投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 ─「臺灣共和國」，要讓中華民國走

入歷史。像這種涉及中華民國法統之續絕、中華民國之存亡的嚴重問題，不容

總統模糊其辭，應在推動第二階段憲改時，對人民作明確的說明。

陳總統與民進黨將來是否會公然提倡「公投制憲」，建構新國家，「正名」

為「臺灣國」的激進憲改主張，將取決於內在民眾對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厭惡

是否已達非要毀棄不可的程度，以及外來的反對壓力是否已趨向微不足道。如

果多數民眾厭惡增加，外來壓力減弱，民進黨仍有可能重回「激進制憲」、「正

名」為「臺灣國」的路線。

肆、憲改困境

憲法雖經七次修改，政局亂象依舊叢生，主因有二：其一、是過去修憲多

從憲改行動者的利益或黨派利益出發，缺乏健全民主憲政制度的整體思考，制

虶 外因對岸會動武，美國會干預；內要國會四分之三多數通過，全體公民過半數同意，所

以做不到（聯合晚報，2005；中國時報，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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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未做配套設計，致使總統得以強行組成「少數政府」，而國會缺乏有效的

監督制衡權力，對意識形態濃重的政治性法案，祇得採取不支持立場，導致行

政與立法兩權嚴重對立，及總統與行政院長權責不符。其二、由於將「國家認

同」、「去中華民國化」牽扯進憲政改革，使社會割裂，憲政發展之路更為艱辛。

茲將其分成制度缺失、認同分歧兩點，作進一步說明。

一、制度缺失

第四次修憲，國、民兩黨達成共識，仿效法國，採取雙首長制。一方面公

民直選總統具有行政權，如任命閣揆權、國安決策權；另一方面如同法國，有

一位總統任命的閣揆，為最高行政機關之首長，具有廣泛行政權，須向國會負

責，總統與閣揆共享行政權，形成二元權力結構。虷 很遺憾，在實際憲政運作

上，由於陳總統不顧「多數治理」、「責任政治」、及「擺盪」（oscillation）或「換

軌」（alternation）機制等雙首長制的民主精髓，強行組成少數政府；而被任命

之閣揆也未如同法國總理建立之慣例，向國會提出施政綱領及信任案，造成政

府缺乏國會多數支持，難以推動施政。同時又因立委 SNTV 選制下，候選人

除與他黨對手競爭，尚須與同黨其他候選人競爭，必須建立個人人脈關係以爭

取選票，不僅競選經費龐大，且倒閣將導致國會解散，而競選連任又無十足把

握，故此朝野立委多不願行使倒閣權。而且縱使在野黨立委鼓起勇氣，倒閣成

功，並在國會解散改選後贏得多數議席。但是因缺乏由多數黨或多數聯盟接替

組閣之憲法規定，因而亦無法排除總統繼續任命不受立院歡迎的人選為閣揆，

繼續組成少數政府。

虷 行政權主要包括人事決定權、政策決定及執行權。我國總統有閣揆任命權、院際爭執調

解權、覆議核可權、國安大針決定權，雖無憲定的國防、外交專屬權，但不能認為在憲

法上沒有行政權。我國行政權所以是兩元權力結構，可進一步參閱 Sartori（1994:121-40）

之著作（李炳南，2001: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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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制度上未能建立良好慣例，國會又無有效權力制衡總統，連帶的後

果，不僅是違背民主原則的少數政府施政困難，並使行政與立法兩院及朝野之

間的對抗僵局不易化解，責任政治亦將蕩然無存，此為當前憲政改革首須解決

的憲法難題。

我國憲法第五十三條仍然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故行政院

長應為行政首長。但基於事實上其權力來自總統的任命，而非國會多數的支

持，使得閣揆變成總統的執行長，須向總統負責，而無法落實行政院須對立法

院負責的憲定關係。因而行政院須向立法院負責的憲政體制，被扭曲成閣揆須

對總統負責，並且受總統指揮，而總統權力極大化後，國會卻無法有效的監督

制衡，使總統在事實上成為不受國會監督的超級總統。虸 雖然立法院在必要時

可使用彈劾或罷免等機制來追究其責任，但因通過門檻極高（須全體委員三分

之二同意），若無執政黨立委願配合支持即無通過可能，此兩權力形同有名無

實，難有實施可能。這將使得體制扭曲成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

無權」的不合理現象（楊日青，2004:236-39）。同時亦使得涉及高層的弊案，

無法有效監督追究。

所幸大法官第 585 號解釋（2004 年 12 月 15 日），已確認立法院為有效行

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得享有調查權，並得要求相關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証

言或表示意見。雖然立法院已具有等同憲法授權的調查聽證權，但是立法院至

今尚未將其法制化，調查聽證權至今仍無法行使，導致政府諸多弊案仍無法水

落石出，殊令民眾失望。關於立法院應如何將其法制化？及如何化解行政與立

法兩權間的爭端？將在「憲改途徑」一節中再做說明。

此外，司法解釋本為解決憲政爭議的有效途徑，1990 年大法官第 261 號解

釋曾解決了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的爭議問題；2000 年大法官釋字第 499

虸 林濁水在民進黨團大會上強烈批評現在根本就是超級大總統制，是皇帝制（蔡惠萍，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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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更展現了強大的司法權，將輿論抨擊的「國代自肥」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

因修憲內容「有違選民有限委託」、修正程序有違「公開透明原則」、「違反修

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故史無前例地將修憲案宣告無效。但是 2004 年

陳水扁總統一人提名十五位大法官人選，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後，司法獨立的公

信力變得頗受質疑。例如陳總統「三一九槍擊案」疑雲，立法院要制定《三一九

真相調查委員會條例》，司法院長竟主動寫信勸阻；副院長竟向蘇盈貴立委關

說，授意反對；且大法官針對三一九真調會條例的解釋，亦有許多可議之處

（蘇永欽，2005a:38-57）。蚃 凡此種種，均使人民對歷屆大法官多年來所累積

的公信力，開始懷疑。此一重大憲政問題的根源，乃因總統獨自掌握了大法官

的提名任命權。此一缺失，應如何補救？亦將於後文說明。

二、認同分歧

1991 年議決的民主進步黨（2006）黨綱中明列，其最終目標是「公民投票

方式建立臺灣共和國」，至今未刪。 陳水扁在競選立委時曾高喊臺獨萬歲，擔

任總統後，曾屢次表示要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很多民進黨公職人員曾參

加「制憲正名」大遊行。顯然他們不認同中華民國，要另行建立國號為「臺灣

蚃 蘇永欽教授針對第 585 號解釋，有鞭闢入裡的批評：第一，兩派立法委員共同認知真調

會不隸屬於五院中的任一院，請大法官判斷的，正是這樣的組織是否與憲政體制相容，

大法官卻自始至終沒有對這個爭點做出判斷。和第 503 號解釋剛好相反，後者是組織沒

有爭議，大法官自己製造爭議，第 585 號解釋卻是規避了最主要的組織爭議。第二，大

法官對真調會屬性做出和提案及所有贊成、反對立委都不同的認定，卻又不是為了讓真

調會的存在或運作好過一點，至少從結果看剛好相反，真調會的壽命反而因此必須和立

法院的屆期綁在一起，實際上只能運作不到四個月。也因為屬於立法調查，真調會條例

有關真調會借調檢察官、專屬管轄、移交卷證、向監察院提出報告等規定，當然就違反

了權力分立。甚至還因為涉及行政立法的特殊分權考量，而在調查權上要受到「行政特

權」的限制。換言之，如果大法官依兩派立法委員對真調會屬性的共同認知，對於真正

的爭點─可否立法設置這樣的機關，做出判斷，而且如果認定合憲的話，所有這些違反

分權的瑕疵，根本都不會發生。因此第 585 號不是圍魏救趙，根本是全亂了套，道理已

經不知道從何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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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新國家。因而也使人懷疑，他們推動的憲政改革，究竟是要更改《中華

民國憲法》，還是要改掉中華民國。

許多學者認為，族群認同及國家認同分歧，是臺灣社會目前最嚴重、最顯

著的政治分歧。如今臺灣存在著兩種民族主義，有人提倡臺灣民族主義，認為

臺灣是移民社會，數百年來屢遭外來政權欺壓，在悲情中已孕育了獨特的海島

文化。儘管臺灣的歷史文化與中國大陸有部分的重疊，但歷史的悲情及現代的

自由、民主生活，與大陸差異頗大，不同的歷史文化已使臺灣形成新的臺灣民

族。有人甚至從血統的觀點強調，臺灣人是「被同化與融合的平埔族人」（張

嘉尹，2005:20；沈建德，2003:17-80），蚄 與中國人具有不同的血源。這些臺

灣民族主義理論，在臺灣有很多人並不認同。

另有些人曾經歷過八年抗戰，目睹中國人被日本兵殘殺，婦女被強暴，他

們及其後代希望中國人能團結，國家能強大，不再受外強欺壓侵略，因而抱持

中華民族主義。認為現在的臺灣住民，絕大多數是先後自中國大陸移民來臺的

後代子孫，有相同的血緣、文字、風俗與習慣，不認為應自外於中國。這些抱

持中華民族主義立場的人，認為臺灣應促使大陸民主化，自由化，使兩岸的中

國人未來都能生活在自由、民主、均富的社會。待兩岸自由、民主、人民生活

水平相近，兩岸的融合或分立，均將不成問題，後代子孫將輕易完成現代人不

能完成的任務。

由於臺灣存在著民族認同及國家認同的嚴重分歧，有人要藉憲改達成建

國之目標，有人則不認同臺灣民族主義及臺灣共和國，後者常被前者指控為不

愛臺灣，因而使後者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進而增加了合理憲改的難度。因

此，目前的憲政改革，不宜涉及國家定位問題。在藍綠分歧嚴重的情況下，「制

憲正名」運動只會加深社會對立，惡化國家認同爭議。

蚄 平埔族是居住於臺灣西岸平原的廣大原住民的一個通稱。平埔族大多在十九世紀末，已

經漢化，目前平埔族並非官方承認的原住民。但有學者論證，臺灣人是「被同化與融合

的平埔族人」，與中國人具有不同的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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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憲改途徑

解決憲政亂象，消除意識形態衝突，及推動憲政健全發展的方法不只一

端，除了正式修憲，尚可透過樹立政治慣例、國會立法，及司法解釋等途徑化

解之外，同時可透過淡化民族認同問題，以達釜底抽薪之效。

一、樹立政治慣例

當前行政與立法權及朝野政黨間對立及政府施政無能的問題，乃因總統不

顧國會多數意見，強行任命其同黨且聽話的人為閣揆，導致所組成的「少數政

府」難以推動施政。

正式的改善方法，當推透過正式修憲，恢復國會之閣揆任命同意權。唯

因當前修憲程序困難，最簡捷的方法，闕為未來總統候選人能在競選政見中明

示，尊重「雙首長制」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蚅 一旦當選，絕對不會將「雙

首長制」扭曲成「少數政府」及「總統制」，並將尊重國會多數民意，任命國

會多數支持之人物為閣揆。當然更重要的關鍵是當選為總統之後，能信守競選

諾言，展現民主素養，在面對與自己不同政黨的國會多數時，能仿效法國總統

密特朗、及席哈克之民主風度，任命多數黨或多數聯盟領袖為閣揆，實施「左

右共治」。蚆 同時新的行政院長倘若也能仿效法國戴布瑞總理所立之慣例，在

蚅 一般人看好馬英九為 2008 年總統大選時國民黨的強棒，他於 2006 年 4 月 30 日國家政策

研究基金會主辦，在臺大社科院國際會議廳參加「憲政民主的成長與挑戰研討會」時，

再度承諾，未來若國民黨執政，將展現行憲決心，終結少數政府，不排除跨黨派共治，

實施如同法國的左右共治。如果未來所有總統候選人均將此列入政見，並在當選後付諸

實施，問題即可解決。由於在憲法上，總統與行政院長各有行政權，只要總統尊重「多

數治理」、「多數組閣」原則，即有出現「雙首長制」之可能（蕭旭岑，2006）。
蚆 法國已實施三次共治，分別是 1986-1988，1993-1995，1997-2002（年）。此一憲政規則非

憲法明定，而是密特朗總統遵守競選承諾，於 1986 年首度透過左派政黨與右派政黨協商

和解，實施「左右共治」。此一先例復受後來不同黨派的席哈克總統遵循，業已成為法國

規範憲政運作之不移例規，並使雙首長制能在「總統制」與「內閣制」間成功換軌，成

為政府能維持國會多數支持有效運作的最關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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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閣之初，主動向立法院提出信任案。若獲通過，則能強化閣揆之民意基礎，

不僅有助其施政的順利推動，更能因其聲望地位之提昇，而鞏固其作為行政首

長之地位。政治領袖的實際政治行動若能成為慣例，將使「雙首長制」隨著國

會政治生態的變遷，在「偏向總統制」或「偏向內閣制」間擺盪的關鍵機制，

以及「多數治理」、「有效政府」的民主理想，在我國亦將有落實的可能。但是

如果遇上不守憲、不守法、輕視制度的總統，最好的制度亦無法發揮好的效

果。平心而論，我國當前憲政困境，憲法的制度設計不周故為原因之一，但更

重要的是陳總統將權力極大化，而又不守憲、不守法，才是憲政亂象頻生的根

源。

為避免僅有少數立委支持的「少數政府」出現，造成政府無能，憲政僵

局。更具體易行的改進之道，是將下屆總統與立委選舉合併舉行。依法第七屆

立委應於第六屆立委任滿（2008 年 1 月 31 日）前三個月選出，第十二屆總統

應於第十一屆總統任滿（2008 年 5 月 19 日）一個月前選出，故若將兩者按排

於 2008 年 1 月底前選出，於法並無不合。而二合一選舉不僅符合陳總統合併

選舉、減少選舉次數、降低社會成本的主張；同時可能避免隨立委改選內閣請

辭，甫組成的新內閣於總統改選後又要向新總統請辭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在總

統候選人衣尾效應牽動下，比較可能使立法院多數黨與總統同屬一個政黨，可

大幅降低導致憲政僵局的「少數政府」或「分裂政府」出現機率。二合一選舉

將有助於「多數政府」與「有效能政府」的產生，且可避免百日內，閣揆兩度

請辭或變動的困境。此一無須修憲，祇要中選會在合法範圍內調整總統與立委

之選舉時程，即可達成多方面效益的制度改革，值得朝野政黨合作推動。

實際上建立「多數治理」，成立負責任的有效政府，不一定非修憲不可，

透過政治人物的實際政治行動，或採行合理的行政措施，即能樹立良好的政治

範例，同樣可以有效解決憲政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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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會有效立法

輿論常抨擊國會立法效率不高，監督政府功能不彰。部分原因是藍綠理

念不同，對政治性高的政策法案意見不一，無法通過；部分則是國會制度本身

不夠健全，影響立法效率，同時亦頻添與行政權對立之機率。最顯著的制度問

題，首推黨團協商機制。當前的立法院，只要任何政黨對法案有異議，無法達

成共識，即須交付黨團協商，而協商須滿四個月，始能列入議程議決。蚇 此一

協商制度，嚴重阻礙立法進度，宜儘速修改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將四個月協商

期縮短為一個月。

為使立法院能有效行使立法權及對政府之監督權，大法官第 585 號解釋，

已賦予立法院調查聽証權，蚈 立法院已具有等同憲法授權的根據，只要完成法

制化，修改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章，將調閱權改為調查權，並在調查權相關

條文中，增列「拒不出席」之「蔑視國會罪」，或提供虛假謊言之「偽證罪」，

同時明訂罰則，對違法者處以「罰金」及「有期徒刑」（楊日青，2006:4-10）。

理想的作法，是修改《刑法》，在第一百四十條「侮辱公署罪」之後，增列第

一百四十之一條「藐視國會罪」：「於立法院調查聽証或調閱相關資料時，證人

或相關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拖延、隱匿不提供者，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

議，以書面陳述事實，連同證據，移送法院，訴請處以十萬以下罰金、或一年

蚇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之一條。黨團協商本為解決爭議，避免院會中之激烈衝突，

增進議事的和諧與效率。自 1999 年實施以來，每會期通過之議案確較過去增加，有助於

立法效率的提升。唯美中不足的是四個月協商期過於漫長，幾乎要等一個會期或半年，

宜速修法改進。
蚈 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2004 年 12 月 15 日）解釋：「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

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

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立法院

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

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

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必要時並得以經院會決議，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

員，陳述証言或表示意見，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施以合

理之強制手段，本院釋字第 325 號解釋應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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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期徒刑、或兩刑併科。」並增列《刑法》第一百六十八之一條，明定「於

立法院調查聽証時，証人為虛偽陳述者，處二十萬以下罰金、或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兩刑併科」。只要修法，大法官賦予的尚方寶劍，即可出鞘使用。並

將大幅改善總統「有權無責」、及總統親信貪腐、以及立法委員除了爆料，國

會無從監督的不合理現象。

憲政體制的改革，政府的有效運作，不一定非要正式修憲不可，實際上有

效立法或修法，同樣可以改進政府運作的某些困局。

三、司法超然釋憲

司法解釋是充實憲法內容，使憲法適應新時代環境需要的主要機制。民

主先進國家的釋憲機關，其所以能化解憲政爭議，乃因司法真正獨立，負責釋

憲者不致成為執政黨及政府當局的統治工具。司法所以能真正獨立的關鍵在於

統治者不能壟斷釋憲法官的任命權。例如德國在 1950 年代，當時執政的基民

黨主導立法，以法律來規定，憲法法院法官須經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員支持，

始能當選，因而無任何單一政黨能掌握全部人選，迫使政黨對法官人選互相尊

重，選出能符社會清望的法律專才，不致以過半多數由執政黨選出一個「司法

小內閣」（蘇永欽，2005b:9）。法國憲法委員會九位委員，乃是分別由總統和參

眾兩院各決定三分之一。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雖亦由總統提名，經參院審查同意

後任命，但由於是終身職，每位總統能掌握的提名機會不會超過三分之一。然

而依照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陳總統一個人可以一次提名十五位大法官，雖

然立法院可以不同意，但無法強迫總統使釋憲機關呈現多元與專業性。因此有

人建議，在提名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主要人選之前，能與立法院協商，組成

包含立法院各黨團代表的提名小組（楊日青，2006:2；潘維剛，2005），蚉 使多

元與專業性能反映在三院的人事結構之中。此種作業方式，若能形成慣例，將

蚉 現由總統組成的審薦小組提名；理論上由各黨協商提名，應比由一人或一黨決定提名，

更能維持多元與獨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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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三個憲政機關維持多元、專業及獨立地位，不致於貶低成總統的司法內閣、

考試內閣、及監察內閣，將使民主憲政體質更為健全。同時亦可挽回釋憲機關

的公信力，使司法解釋成為維持社會正義、化解憲政爭議、配合社會變遷的重

要機制。

四、認同問題之解困

沙托里（Sartori, 1976:140-41）認為，一個社會如果存在兩極對立，「民主」

存活的機會將十分有限。而對基本事項，諸如對憲法、對國家認同的兩極對

立，將使社會割裂、紛亂不已，甚至戰亂。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常面臨此種危

機，而為了避免國家分裂，常以一黨專政或軍事威權強行整合，導致民主政治

被顛覆。

現在的臺灣，政治人物對於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有人

主張以「公投制憲」、「制憲正名」的方式解決。但是美國名政治學者 Lijphart

（1999:230-31）指出，透過公投變更憲法，將比單一國會多數決更具多數專

制色彩，畢竟還經過討論，尚有溝通妥協之空間，而公投則常在政客煽動下，

依情緒作非理性決定，希特勒透過公投取得獨裁權力是常被引用的例證。因而

有學者認為，公投非解決憲政困局及國家認同的良方，公投可能使少數更加絕

望，不利社會整合（楊泰順，2005:24）。這似為美、日等民主先進國家，迄未

採行全國性公投的主要原因。

有人提出以「審議的公民複決」（deliberative referendum）方式（Ackerman, 

2005:41），來解決缺乏討論與不理性的公投缺陷。亦即在審議日全國放假，先

轉播有關議題之電視辯論會，辯論會後，在全國各地分別舉行十五人為一組的

小組討論，然後再舉行較大規模的村里集會，由代表提出正反意見，使民眾對

公投議題有深刻瞭解，讓全國民眾有對話討論的知識，然後舉行公投。

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於 2005 年 9 月 3 日接受中央社記者訪談時曾指出，

第二階段憲改將啟動「座談到村」、「宣傳到府」辦理一萬場憲改座談會。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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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個村里，每個村里至少有一場，希望民眾了解第二階段憲改的重要性，以

「凝聚全民的國家認同」。

「審議式公投」及「座談到村」在理論上或可解決部分資訊不足、盲目投

票的缺點。但要落實這樣構想，需付出龐大的人力、財力之外，一般民眾普遍

存在政治冷感症的現實下，是否可行，大有疑問。此外，是否會因群眾的「族

群認同」差異，在言詞針鋒相對的挑弄下，而增強彼此對立，更令識者憂心。

也許淡化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問題，不再以愛臺灣與不愛臺灣來分化社會

大眾，才是化解認同衝突的方向。而具體有效的作為，首應健全「民主憲政體

制」，使個人的自主性、社會的多元性獲得確保。倘若進而能消除少數族群被

排斥、被歧視的危機意識，全國性的認同感始能逐漸孕育滋長，整合始有達成

的可能。

陸、結論

憲政改革之目的，在於使民主憲政制度的配套更健全，人民權利的保障更

周全，而非借憲改之名，求建國之實。建立新國家，多須透過流血的代價，無

法透過修憲或制憲方法來達成，在未有高度共識之前，強行以制憲來建國，必

將造成內部族群衝突、流血悲劇，甚至招來外力介入的戰禍危險。

本文強調，憲改應力求單純化，非意識形態化，應回歸立憲之初衷，為

政府與政治的運作帶來秩序、穩定及可預測性；並力求符合現代憲政思潮之主

流，透過制度的設計，落實以保障個人權利及少數權益為鵠的之民主政治。唯

有不同族群的基本權益得到保障，才會共同致力於國家的建設。臺灣亦應遵循

民主先進國家之成例，透過正式修憲（而非制憲）、政治慣例、國會立法、司

法解釋等四種途徑，使憲政結構符合多數治理、保障少數與個人、以及權責相

符等民主原則，使政府運作更有效能，成為保障人權、促進經濟發展、社會正

義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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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s and Way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ROC

Jih-Ching Ya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Assembly passed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on June 7, 2005. The 

amendment allows the Constitution to be amended by referendum. In effect, it 

allows the legal status of Taiwan, independent of China or not, to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dum. The amendment also halves the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extends 

the term of its members to four years, and replaces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ing (SNTV) in multiple membership districts for legislative elections with the 

single-member district dual ballot syste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analyzes the controversies over referendum, Taiwan independence, 

Chinese reunification, further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should be made simple. No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should interfere with constitutional reform, which should bring order,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to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provide better protection 

for the rights of all the people. Taiwan should follow the successful examples of 

advanced democratic countries to continue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establish 

political precedents, initiate legislation and secure a fair and ju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line with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s of majority rule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Keyword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creation of a new constitution, political precedents, 
legislation,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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