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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憲政制度的設計，固然不夠健全，例如行政院須對立法院
負責，但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卻無須立法院之信任或同意，導致行政
院長寧貫徹總統意志，使須對立法院負責的責任政治精神淪喪；同
時總統與行政院長各有決策權的行政二元化規定，使行政失去必要
的統一領導，導致政策時有反覆，喪失政府威信。選舉制度仍採弊
端叢生的非轉讓選制（SNTV），總統選舉採相對多數決而非絕對多
數決等等，均為憲政運作陷入困境，政爭不斷之原因。 

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陳總統未能如法國總統服膺「多數主治」
民主原則，未能遵循雙首長制的「擺盪」（oscillation）或「換軌」
（alternation）機制，節制本身的權力慾望，致使政局陷於紛亂
不安的狀態。倘若總統能尊重雙首長制之精神，在國會有多數支持
時，即籌組與總統政治立場一致之「多數政府」或「多數聯合政府」，
當國會多數與總統立場不一致時，即任命國會多數支持之領袖為閣
揆，實施「左右共治」。 

期望陳總統能改變觀念及行事風格，展現民主政治家風度。更
望未來的總統均能服膺民主原則，遵守憲法規範。只要運用制度的
人不再出問題，相信當前的亂象與危機，大半可獲化解。 

關鍵字：憲政制度、雙首長制、多數政府、左右共治。 

一、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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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主題之前，對憲法、憲政及憲政發展的概念有先釐清的必要。一般而言，憲法

是憲政的規範，憲政是憲法的實踐。憲法是規定政府機關的組織與權限，人民的自由與權

利，及其他基本事項重要原則之根本大法，係國家重要的政治規範，是權力分配與權力關

係的基本架構，其意涵偏重靜態的文書式法典；而憲政則是立憲國家實際政治運作的規

範，除了憲法，包括修憲機關正式增訂的修憲條文、國會的重要立法、司法機關的解釋、

行政部門的實際政治行為所建立的政治慣例等等，係偏重動態的實際政治運作所建構的規

範或體制。 

憲政發展即指立憲國家政治運作規範之變動或發展。其發展途徑除了正式修憲，主要

為立法補充、司法解釋，以及藉政治慣例來彌補。 

事實上，促使憲政變遷的每種途徑中之行為者，正是影響憲政制度能否健全發展的主

要角色。尤其是實際主導修憲過程的朝野修憲者，及在朝掌握行政權力的執政者更具有直

接的決定性作用。具體地說，如果影響憲政發展的行為者，能尊崇民主的基本原則，嚴守

憲法本文的規範，懷抱為國家長治久安著想的心情，對國人與歷史負責的態度，採取適當

的行動，以彌補憲法缺漏，使憲法能適應環境的變遷，將使憲政制度朝向健全的方向發展，

形成正成長的效果；否則，若不顧國家或人民之利益，而為一黨或一人之私著想，則可能

使憲法越修越糟，使憲政亂象層出不窮，導致憲政發展無法健全而淪於憲法破損，民主品

質惡化之憲政負成長危機。很不幸，後者正是我國近十年來憲政發展之寫照。此一憲政危

機常令識者憂心忡忡。 

我國六次修憲及執政當局的實際政治行為對憲政發展究竟造成哪些不良後果？對於

現存的缺失究應如何補救？目前的憲政亂象有無可能改善？值得分析探討。針對上述問

題，本文擬分成下列五點加以說明：一、總統缺乏民主素養。二立法院失去行政院長（閣

揆）任命同意權。三、選舉制度不夠健全。四、行政權二元化。五、總統缺乏主動解散權。

在探討憲政缺失的同時，亦將嘗試提出可以思考的改進之道。 

二、總統缺乏民主素養 

我國當前行政與立法機關間未能協調合作，朝野政黨間時常爭議不斷，導致政局不

安，憲政亂象叢生的首要原因是運用制度的人出了問題，具體地說，就是總統的民主素養

有問題。 

我國與法國均採行「雙首長制」，此制在法國能順暢運作，但在我國卻陷入困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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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法國總統能遵循「多數主治」、「責任政治」等民主憲政基本原則，籌組「多數政

府」，或由接近半數的政黨聯盟組閣；且當總統與國會多數黨或聯盟不一致時，願意釋權，

任命不同政治立場之領袖擔任總理（閣揆），實施「左右共治」1。雖然此一憲政規則，非

憲法明定，而是密特朗與席哈克總統對政治權力自我節制，以實際政治作為所建立之政治

慣例2，但其效力已等同憲法明文規定。由於法國總統有高度民主素養，尊重政府須對國會

負責之憲法規定，為落實「責任政治」及建立能獲國會多數支持之「效能政府」，寧可釋

放權力，退居第二線，由總理主導施政。這種以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為重，而寧可自我節

制權力的民主政治家風度，正是法國雙首長制能順暢運作，「共治」期間能避免政爭，並

維持政局穩定的關鍵因素。 

反觀我國，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不僅未請多數黨組閣，亦未設法與其他政黨領袖協

商，組織有國會多數支持之政府。甚至對國民黨要求組織多數政府的主張，譏諷為想「整

碗捧去」。實際上，陳總統請唐飛出面組織的「全民政府」，及後來張俊雄、游錫�之名組

成的內閣，實質上都是由總統主導，缺乏國會多數支持的「少數政府」。 

「少數政府」在民主先進國家並非全無存在的正當性，亦非必然無能，但須有配套的

條件。如歐洲採行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3的國家，政黨不必參與政府

組成，即可透過政黨協商機制影響政策；日本的羽田、橋本及小淵能組成「少數內閣」，

是因為與其他未入閣的政黨簽訂政策協定，達成「閣外合作」關係4。然而我國「少數政府」

不僅不尋求「閣外合作」，有時甚至不經協商，總統就以一人意志獨斷推行一些意識型態

濃厚，只符合少數人期望與利益，而不被多數人接受的政策（如停建核四，擱置三通等），

並且捨專業泛政治（如捨棄世界通用的漢語拼音，而採僅台灣使用的通用拼音），以及時

有政策反覆（如農會信用部改革）5等不合法理情之作為，自然政爭不斷。簡言之，陳總統

缺乏民主素養，未能服膺憲法規範，不尊重「多數主治」民主原則，不顧多數人民的意願，

一意孤行的行事風格，實為憲政亂象叢生的核心因素。 

改善之道只有一途，即陳總統撥冗閱讀民主理論與憲政體制的著作，以便改變觀念與

                                                 
1 法國已實施三次共治，第一次是 1986-1988，第二次是 1993-1995，第三次是 1997-2002。 
2 密特朗總統遵守其競選諾言，於 1986年首度實施「左右共治」，此一先例復受不同黨派政治領袖席哈克之

遵循，業已成為法國規範憲政運作之不移例規。 
3 其運作方勢是透過權力分享，政策由政黨間協商合作決定，且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權力平衡分享。Andrew 

Heywood著，楊日青等譯，2002，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頁 56-7。 
4 蘇進添，「日本聯合政府的協商機制」，蘇永欽主編，2001，聯合政府，財團法人新台灣人基金會，頁 117，

122-5。 
5 先宣示寧失政權也要改革，但在十萬農漁民要上街抗爭之壓力及民進黨南部五縣市長求見總統後的選票考

量下，阿扁總統又緊急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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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風格。否則只有期望下任總統能具備民主素養、尊重憲政體制。此種期望有無實現可

能？需要進一步分析陳總統之人格特質及下任總統是否會改變行事風格兩個問題。 

先就人格特質而言，阿扁總統出身微寒，從小不受社會尊重，有受迫害及被威脅的意

識，始終感覺自己不安全6。縱然已貴為總統，但仍擔心其權位不夠穩固，因而要集黨、政、

軍、特大權於一身，而不願釋放權力，對於威脅或危及其權位之人事，絕不容忍，常被人

評為缺乏包容氣度，像一隻鬥雞，常為獲得「安全感」而爭鬥不已。 

個人的出身背景與生活經驗，不僅影響一個人的觀念態度、行事風格，且會延伸至意

識型態與國家認同。陳總統在競選立委時曾高喊「台獨萬歲」，擔任總統後，雖亦曾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但仍然不能認同中華民國，兼任民進黨主席後仍不願取消台獨黨綱，

仍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目標；更不認同中國，提出「一邊一國」，主張台灣獨立於中國之

外。儘管台獨對台灣是否有利，人民可以有不同見解，但做為中華民國總統若主張台獨，

以消滅中華民國為目標，則顯然違反其就職誓詞，且使得誓死保衛中華民國的國軍，對身

為中華民國元首、三軍統帥的陳總統產生疑慮，同時亦使得陳總統對國軍缺乏信心與安全

感7。為了彌補此一缺憾，因此需要不斷地訴諸民粹，直接動員群眾來支持。 

此外，由於對行政、立法等憲政機關之不信任，對立法院尤其缺乏安全感，於是展開

一次又一次體制外的決策會議8，意圖以社會共識，更高道德正當性來壓制立法院與在野黨

派。加上陳總統善辯善變，擅於批評攻擊對手的律師特色，不僅不能坦誠溝通，結合朝野

力量，領導全民團結合作，為增進人民福祉而努力，甚至還將很多可能的盟友變成敵人9。

如此作風，如何能團結民心？怎麼可能促使朝野政黨坦誠合作？性格決定了行事風格，俗

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希望陳總統改變性格，肯定會希望落空。 

再談下任可能的總統及其風格。自從連宋宣布搭檔參選 2004年總統大選之後，歷次

民意測驗顯示，其民意支持度均超過阿扁與任何人搭檔的支持度10。倘若選舉的支持度不

                                                 
6石之瑜，「兩岸關係與政治人格」，政治科學論叢 14，民國 90年 6月，頁 107-126。 
7石之瑜，「總統權力的文化意涵」，見高朗、隋杜卿主編，2002，憲政體制與總統權力，財團法人國家政策

研究基金會，頁 108-109。 
8 如召開國政顧問團會議、九人小組、跨黨派兩岸小組、經發會、政府改造委員會等等，不一而足。 
9從他「世紀首航」一書即可看出，他對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常主觀且狹隘地加以批判，連李登輝、情治系統、

民進黨派系都不能免。後來陳主席領導的民進黨更指控上街遊行的工人是「中共同路人」，整頓農會信用部引起
抗爭，抗爭者被打成是國民黨的樁腳；教改的成果受到質疑，教師被指為絆腳石；在野黨及媒體批評施政不佳，
反指控是唱衰台灣，不愛台等等，在批評攻擊言辭不斷出籠的氣氛下，如何促成合作與團結？ 

10 根據聯合報 92.4.19公布的民調顯示，19歲以上成年人支持連宋的選民達 51％，支持扁呂的僅 26％。另
據TVBS民調中心針對 19-22歲明年將可第一次選總統的選民進行調查，結果對於連宋配與陳呂配、陳蘇（貞昌）

配、陳游（錫�）配，及陳謝（長廷）配的支持度，分別為：53％比32％、48％比37％、49％比34％、50％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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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則連宋應可勝選。值得我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連宋的行事風格是否會不同於今日

之陳總統？ 

連戰於國民黨全代會推舉其參選2004年總統大選後，在3月 18日發表「活力台灣，

希望未來」參選聲明中，提出保證。他一旦當選，將貫徹「雙首長制」，絕不濫用「全民」

之名，行「集權」之實，亦不會將憲政體制變成「少數政府」或「一人政府」有權無責的

「大總統制」。他將帶頭「尊重憲法，節制權力」、「尊重憲政體制」，使民主不致淪於口號
11。4月 18日國親政黨聯盟正式推舉連宋搭檔角逐第十一屆總統與副總統，二人在參選宣

言中再度承諾，「堅定捍衛我國的憲政體制」，要改變陳水扁總統目前將「雙首長制」扭曲

成「總統制」所造成的憲政亂象12。 

就立憲之目的而言，憲法本有限制政府權力、安定社會，以及保障人民權利的作用。

惟運用制度、行使政府權力的人，倘不尊重憲法規範，反而利用憲法作為擴權工具，憲政

爭議自然層出不窮。如今連宋對憲政體制有正確認知，並有尊重憲政體制之決心。未來是

否能夠遵守諾言？雙首長制在連宋執政下能否順暢運作，似乎亦可自人格特質及未來國會

的政黨結構加以推論。 

相對而言連宋出身中上階層，均留學美國，取得博士學位，歸國後即長期在中華民國

政府中服務，行政與政治經驗豐富，養成務實開闊的心胸，從小沒有受歧視、受迫害、受

威脅的感覺，故此亦不會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因而連戰予人的印象是對人信任，亦信任部

屬，願意授權，雍容大度。連宋的出身與生活經驗，亦使他們對中華民國忠誠不二，始終

如一。連戰若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國軍自然不會再有為誰而戰的困惑，總統亦不至於對國

軍有不安全感，而需動員民眾、搞民粹運動。連戰之所以能贏得宋的謙讓合作，與連戰所

展現的平和個性、信賴同事，並願授權而不爭權的行事風格，應該有相當的關係。宋曾領

導省府團隊，展現服務效能與行政長才。他們若成為國家領導人，相信龐大的公務員不會

再被斥為舊官僚，而能在正確領導下，發揮團隊的工作效能，政府的運作應會比較順暢。 

當然政府能否順利推動施政，關鍵在於政府的政策能否獲得國會多數支持。因而連宋

若贏得大位，其能否有效推動施政，將與國親政黨聯盟在國會中之席次多少、政治實力強

                                                                                                                                   
33％。中央日報，92.4.16，版 2。 

11除了多數學者將我國憲政體制解讀為「傾向內閣制的雙首長制」之外，李前總統亦曾明言，我國政府為「改
良式的雙首長制」，是一種「傾向內閣制的雙首長制」。聯合報89.5.2，版3；連戰、宋楚瑜、許信良、施明德等
政治人物亦確認是「傾向內閣制的雙首長制」。聯合報，90.1.20，版2；90.5.8，版4；90.5.12及18。 

12中國時報，92.4.19，版 1；中央日報，92.4.19，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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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成正比。第五屆立委選舉結果，國親席次已經過半13，第六屆立委將於總統選後的九個

月內舉行，屆時連宋若以勝選之初的人氣來助選，想必會發生「衣尾效應」，使國親席次

增多。根據經驗法則推測，未來有國會穩定多數支持的連宋新政府，其施政應會比較順利，

整體的憲政運作亦會比較順暢。 

三、立法院失去閣揆任命同意權 

由於一方面修憲取消立法院對閣揆之同意權，另一方面憲法並未明定總統須任命國會

多數支持之人選為閣揆，復以立委因 SNTV選制，須建立個人選票，競選經費龐大，不願

冒改選失敗風險，不敢行使倒閣權的關係，遂使總統能任意任命閣揆，並籌組少數內閣。

但問題是缺乏國會多數支持之少數政府，將使政府施政難以推動，並使府會及朝野間的對

抗僵局不易化解。 

更嚴重的後果是憲政體制被扭曲，民主政治的責任機制隨之蕩然無存。憲法規定行政

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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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國會的多數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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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關係。因而行政院須向立法院負責的偏向內閣制的憲政體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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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受國會調查、聽

證的監督制衡，將使總統在職期間成為不受國會監督的超級總統制。對於掌握軍政大權的

總統，國會除了得以程序艱困14、難有效果的彈劾與罷免非常手段對抗外，在平時，國會

對總統幾無有效監督可言。在民主尚未鞏固的新興民主國家，難免有倒退為獨裁政治之危

險。 

由於總統未能善盡憲政責任，建立有國會多數支持之有效能政府，以奠定社會安寧，

增進人民福祉，反而為了滿足個人權力慾，建立一個聽命於己卻難以運作的「少數政府」，

導致政局不安、經濟衰退等後果，實非人民之福。 

為了終結總統抓權及「少數政府」帶來的無能與亂局，有必要透過修憲，恢復國會之

閣揆同意權，或明定總統須任命國會多數支持之人選為閣揆。在修憲前，期望政治人物仿

                                                 
13 2001.12.1立委選舉結果，國民黨獲得68席，親民黨46席，合計114席，已逾總額225席之半數。見

2001.12.2各大報。 
14 對總統、副總統之彈劾，須經全體立委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接

著選民須於三個月內依比例代表制選出國大代表組成任務型國民大會，經國大代表總額三分之二同意時，被彈劾
人始應解職（憲修4.7及2.4）。對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委四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同意後
提出，並經選民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始為通過（憲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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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戴布瑞總理在組閣之初，附同施政綱領向國會提出信任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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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鞏固其作為閣揆

及行政首長之地位，將使「雙首長制」在「偏向總統制」或「偏向內閣制」間擺盪的機制，

在我國亦有回歸正途的可能。 

四、選舉制度不健全 

無論是總統或立委之選制，均有嚴重缺失，亟待檢討改進。就總統選制而言，由於總

統有實際政治權力，故其當選宜有過半數選民支持，有多數民意支持之總統，推行多數人

民支持之政策，其施政始具正當性。實際上亦比較容易以多數民意向國會施壓，使總統之

政策獲得國會通過，便利實施。否則如當今之總統選制，採取相對多數決，陳總統即以39.3

％選民的支持當選15，其他 60％以上的選民並不支持，但陳總統進而根據少數支持者之政

治意識型態，推行停建核四、台獨路線以及阻礙三通等政策，如此違反主流民意的政策，

代表多數民意的在野立委怎敢違背多數人民的意願，勉強同意？這絕非「扯後腿」、「不合

作」等怒斥、抹黑所能扭轉的政治現實。少數人強要多數人接受其不願接受的政策，豈非

「少數霸道、違背多數主治」之民主原則？且在相對多數制下，少數總統縱有主動解散國

會權，亦難保解散改選後的國會，其多數黨會與總統同黨16。 

為了落實「民意政治」及「多數主治」等民主基本原則，並避免「少數總統」強行採

取違背多數立委及民眾意願之政策，以致政爭不斷。似有必要修改總統選罷法，改「相對

多數決」為過半的「絕對多數決」，或仿效法國「兩輪投票制」17以保證總統具有廣大民意

基礎，並使其權力之行使更具民主之正當性。唯有總統選制改成「絕對多數決」或「兩輪

投票制」，始能消除少數總統背離主流民意，釀成朝野政爭惡化，憲政亂象叢生之危機。 

此外，在立委選舉方面，我國採取全球獨一無二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轉讓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SNTV）。由於複數選區具有比例代表制之性質，小黨

                                                 
15 2000.3.19各大報。 
16 法國總統在兩輪投票制下產生，能確保總統得票率超過半數。新當選的總統有強大民意基礎，此時解散國

會改選，在「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下，將使其同黨議員候選人連帶獲利，而營造一個與總統同黨的國
會多數。但我國的少數總統則難以營造此種效果。關於「衣尾效應」可進一步參閱Warren E .Miller，1955，
“Presidential Coattails：A Study in Political Myth and Methodology”，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1955)：356-368。 

17法國憲法第七條規定，總統候選人須獲得有效票絕對多數「過半數」始為當選，倘無人達此標準，則於第
一輪投票中獲得最多票之兩位候選人於之後的第二個星期日舉行第二輪投票。在第二輪投票中，兩人決選，必有
一人獲得過半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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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存活，故易形成多黨制。復以政黨為爭取較多席次，常在同一選區推出數名候選人，

而同黨候選人之政見類同，爭取同一政黨支持者之選票，導致「黨內競爭」的程度遠超過

「黨際競爭」。因而候選人無法全靠政黨，必須靠個人特質，建立「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18。有些甚至拉攏派系、財團、黑道等關係，有的撒些鈔票賄選。為求當選，不擇

手段。結果不僅候選人走偏鋒，選風敗壞，而且立委素質良莠不齊，黑金勢力污染國會，

使國會立法品質與議事效率常受詬病。同時立委當選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而非政黨，加上

選舉恩怨帶進國會，使得國會黨團派系林立，黨紀更加不易維持。19 

選舉制度造成國會不良生態，使得憲政運作倍增困難。原本理論上，取消國會對閣揆

之同意權，改為國會有倒閣權，照樣可使未獲國會多數支持之閣揆下台，同樣可迫使總統

任命國會多數支持之政治人物擔任閣揆，照樣可迫使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不會任由總統

按照己意任命閣揆，甚至組成國會多數所反對的「少數政府」。但是在我國現行立委選制

下，為了建立「個人選票」，通常需要龐大競選經費，而且競爭連任落選風險很高，使得

立委不敢行使倒閣權。縱使黨中央通過決議，要求黨籍立委倒閣，但是由於黨紀不彰，實

際上亦不易貫徹。導致國會倒閣權形同虛設，使得總統能任意組閣，將行政院長貶為其執

行長，將雙首長制硬拗成總統制，造成行政與立法對抗，朝野政爭不斷，無法有效化解憲

政僵局之嚴重後果。同時亦使得總統的被動解散權20變成有名無實。因此立委選制已到非

改不可的階段。 

在各種選制改革的提案中，「單一選區兩票制」為1996年國發會跨黨派共識，且已獲

得朝野主要政黨領袖之支持。21在此選制下，選民可投兩票，一票投單一選區之候選人，

以比較多數決產生區域代表，另一票投給政黨，以比例代表制產生政黨代表。無論仿效德

式「聯立制」22，或日式「並立制」23，均可減少比例代表制下政黨過多，以及多數代表制

                                                 
18 「個人選票」概念可進一步參閱 Bruce Cain, Ferejohn John and Morris Fiorina，The Personal Vote：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Electoral Independe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9 G. Sartori曾經表示，議員能靠自己當選，黨自然無法控制；如其必須靠黨的支持方能當選，則黨紀與

黨團結的維持應無困難。Giovani Sartori，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P191。 

20須立法院通過不信任案，經行政院長呈請，或總統諮詢立法院長後，始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21 黃昆輝等編，1997，國家發展會議實錄（上）。台北市：國發會秘書處，頁775。國民黨主席連戰早於八

十四年第三屆立委選後，即提出「單一選區兩票制」主張，並強調要大幅提高全國不分區政黨比例代表席次。九
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登場的國民黨十六全會並列入政策綱領。九十一年五月間陳水扁總統主導的「政府改造委員會」
通過的國會改革方案，亦主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任期延為四年，席次減為一百五十人。 

22 依各黨「第二票」得票率決定各黨應分配到的總席次，扣除各黨在單一選區已當選的席次，再自政黨名單
中來分配應得的「附加席次」或「補償性議席」（compensatory seats）。由於政黨在單一選區中獲得的議席若超
過按政黨比例應得之總席次時，該黨可以保留多出的單一選區席次。因此實際當選總額可能多於應選總額，如
1998年即超過應選總額 656席有 13席之多。 

23 單一選區應選代表 300席，政黨比例代表 180席，分開計票，各依得票多少決定當選席次，國會總席次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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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選票不等值，政黨得票與席次不成比例等缺失。且由於比例代表名單的人選與單一選區

代表人物均由黨中央主導決定，因而黨紀與黨的團結亦較易維持，繼而可有效防堵派系與

黑金勢力坐大。對於國會立法品質與立法效能的提升將發揮積極的正面作用。 

五、行政權二元化 

不僅破壞行政權的統一指揮系統，且易衍生弊端，違背行政對立法負責的責任政治原

則。 

由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四項（憲修 2.4）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

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在憲法上，總統取得了

國安大政決定權。雖然國安會組織法將國安會定位為總統之諮詢機關，憲法及法律也未將

國防、外交及兩岸事務劃為總統之專屬權力。基本上，這些重要國安事務及其他重要行政

事務仍須由行政院主管部會擬訂政策方案，由行政院長主持的行政院會議決定。同時由於

部會首長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對於行政部門的人事與政策自然具有實質的

影響力。況且憲法明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長理應是掌握最高行政權的

首長。但是修憲後，總統改為公民直選，行政院長改由總統任命，無須立法院同意，在行

政院長缺乏民意基礎，總統有民意為後盾之政治現實下，總統遂將行政院長貶為執行長，

並將國安會操作成決策機關，如我國加入 WTO案及援助科索沃案均透過國安會作成決定。
24 

總統所以能掌握決策實權，除了上述原因外，主要是總統在制度與實際上掌握了情治

與軍事兩大權力。依國安會組織法第二條規定，隸屬國安會之國安局，「綜理國家安全情

報工作及特種勤務之策劃與執行，並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電訊發展室、海岸巡防司令部、

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調查局等機關所主管之有關國家安全情報事項，負統合指導、協調、

支援之責。」，顯見總統之下所設置之國安局對全國各情治機關具有統合領導之權力，且

國安局有五千餘人之龐大編制，因而使總統在情治事務上有了直接的執行機關，並使總統

在實際上掌握了國家情治大權。 

至於軍事權力，由於首任總統蔣中正曾領導抗日戰爭，並贏得最後勝利，本為軍中強

人。復以動員戡亂之需要，有賴身為軍事專家的蔣總統發揮軍事長才，普遍期望其能指揮

                                                                                                                                   
持不變。 

24 陳忠信，「國安會出面協調各部會，有何權責依據」，中國時報，1999.10.27，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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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完成戡亂任務，故一直掌握了軍事大權。他並曾於民國39年 3月15日明令規定，軍

令權劃歸統帥系統，隸屬總統，軍政權劃歸國防部，隸屬行政院，由此確立了軍令軍政二

元化的傳統。雖然民國89年 1月 15日立法院通過的「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修正案」，

旨在使原本軍令與軍政二元化現象朝向一元化目標改進。但實際上，只是將過去參謀總長

就軍令事務向總統負責，軍政事務向國防部長及行政院長負責，在參謀總長層級將軍事權

二元化的現象，改在國防部長層級二元化。現在參謀總長隸屬國防部長，受部長之指揮監

督，形式上軍令與軍政均歸國防部，軍事權似已一元化。但因新法規定，國防部長就軍令

事務向總統負責，軍政事務向行政院長負責，國防部長就軍事分向總統與行政院長負責的

二元化現象，軍事權在制度上割裂的問題仍然存在。況且將官的升遷人事權，長期以來，

均由總統作最後決定，故實際上總統掌握了軍事大權。 

憲法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並未規定總統須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在平時，對

掌握軍事及情治大權的總統，並無有效的監督制衡權力。美國國會有權透過調查聽證，在

平時對總統進行監督，配合彈劾權的威脅，甚至可迫使總統下台，如尼克森因水門案而被

迫辭職。25我國國會對總統雖亦有彈劾權，甚至罷免權，但由於程序困難，且缺乏調查聽

證等工具性權力，猶如缺乏彈藥的槍枝，實際上無從發揮真正的作用。 

總統掌握龐大的軍事及情治系統，不僅欠缺內部的有效監督，同時又無一個外部機關

能及時有效監督，由是軍購與密帳等軍情弊案，自然層出不窮。這些問題的解決應考慮仿

效美國，並落實國發會共識，於修憲時，賦予立法院完整的監督權，增加各民主國家國會

均有的調查、聽證、審計權。26 

對於軍事及情治系統的弊端，除了加強外部的立法監督之外，應考慮將軍情系統納入

行政系統，以便檢、警、調、會計等行政系統內部的監督機制能發揮內部監督的作用。補

救之道，厥為修法將國安局改隸行政院，以便行政院能統一指導，同時能發動行政院內部

的監督機制，以防止軍情部門嚴重違失。換言之，行政二元化現象，亟須朝一元化方向改

進。為達此一目的，在實際操作上，總統應遵循雙首長制的「擺盪」或「換軌」機制，隨

國會政黨生態之變化而變更其角色。當總統能掌握國會多數時，總統可任命同黨次級領袖

擔任閣揆，透過黨政運作，由總統統一領導行政；當總統不能掌握國會多數時，應尊重「多

數主治」民主原則，任命國會多數支持之政治人物為閣揆，並由閣揆統一領導行政，總統

                                                 
25 許介麟，1975，水門案事件的研究，台北：大林出版社，頁 162-5。 
26 楊日青，1998，國會監督制度：調查、聽證與質詢之研究—中美英法日五國制度比較，行政院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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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居第二線。故總統能否服膺「多數主治」、「責任政治」等民主原則，並遵循「擺盪」的

憲政機制，實為能否改善行政二元化及軍情弊端的關鍵因素。改革之道，厥為總統加強民

主素養，改變行事風格。 

六、總統缺乏主動解散權 

使新總統面對國會舊多數時，無法解散，無從隨著民意變動，建立有新的民意支持之

穩定政府。 

憲修二、三條均規定，只有在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後，經諮詢立法院長

或行政院長呈請，總統始得宣告解散立法院。若無通過不信任案之先決條件，總統即無權

宣告解散。也就是說我國總統只有被動的解散國會權，與法國總統具有主動解散國會之權

力，截然不同。 

八十六年第四次修憲時，國民黨版修憲案，原本亦採總統主動解散制，但因民進黨強

力反對，終未採納。27導致 2000年陳水扁當選為總統後，面對國民黨居多數的立法院，無

法解散改選，形成朝小野大，施政困難，政局隨之不安，但無積極有效解決之方法。 

當然，就我國總統制採取相對多數決而言，所選出的很可能是一位只有少數選民支持

的總統。這樣的總統不僅其民主正當性薄弱，而且縱使具有主動解散權，以其薄弱的民意

基礎，亦很難藉由他新當選為總統的「衣尾效應」，建構一個政治立場與其相同的國會多

數。制度需要配套，在總統選制改為絕對多數決前，總統不僅不宜有主動解散權，即便有，

亦不易達成類似法國的總統主動解散權所能帶來的有利效果。 

平實而論，在現制下，總統的主動解散權，不一定能營造出一個對總統有利的國會新

多數，亦無法解決總統所代表的多數民意與國會所代表的多數民意間衝突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不僅立委任期應如總統任期改為四年，且總統與立委選制應如前

節所言，一併改革。至於總統是否有主動解散權，實屬次要問題。倘若執意透過修憲來改

革解散制度，亦必須先將總統選制由相對多數決改為絕對多數決。唯有如此，始有可能達

到改採主動解散制之期望效果。 

                                                 
27李炳南，2001，九七修憲記實，台北：世新大學出版，頁 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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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根據以上分析，除了選舉制度必須從速改革之外，其他制度上的缺失，諸如立法院雖

無閣揆同意權，只要總統尊重「多數主治」民主原則，提任能獲國會多數支持之政治人物

為閣揆，即可大幅降低少數政府無能、政爭不斷的憲政危機；行政權二元化結構，只要總

統依照雙首長制的擺盪機制，在無法掌握國會多數時，釋放權力，實施「左右共治」，由

閣揆統一領導行政、總統退居第二線，行政系統割裂、責任政治破毀等弊端即可消弭；至

於總統有無主動解散權，實無關宏旨，只要總統與立委選制依本文建議改革，且任期相同，

同時改選，問題可能已不存在。憲政亂象的核心問題，還是出在運用制度之人的層面。 

事實已經證明，當前政府施政困難，政爭不斷，主要原因是陳總統未按雙首長制之擺

盪機制，組成有國會多數支持、能向國會負責、且與總統政治立場一致之「多數政府」（目

前應與他黨合作，共組「多數聯合內閣」），或任命國會多數聯盟支持但與總統立場不一致

之領袖為閣揆，實施「左右共治」。尤其是陳總統在缺乏總統制的覆議權，並修憲取消內

閣制的倒閣權之前，就要按照己意，強行組成聽命於己的「少數政府」，要將「雙首長制」

硬拗成總統制，當然是困難重重，憲政亂象叢生。 

相反地，如果未來的總統在修憲之前，不違背雙首長制之精神，不將雙首長制當作總

統制來操作，將行政權力「整碗捧去」，而能尊重國會多數，或設法組成有國會多數支持

之「聯合政府」，將使政府能在國會多數支持的基礎上，順利推動施政，憲政亂象自然消

弭。 

從理論上推斷，縱使憲法本文有缺失，倘總統能尊重雙首長制的精神，以及「多數主

治」的民主原則，努力建構有國會多數支持，並能推動施政之政府，即便不再修憲，我國

憲政體制仍有順利運作之可能，不致於形成如同今日之朝小野大、朝野對抗、立法機關與

行政機關僵持不下之憲政危機。 

倘若以上的邏輯推斷無誤，我們發現當前憲政亂象之根源，主要出在人的問題，亦即

陳總統未能服膺「多數主治」民主原則，未能遵循擺盪的憲政機制，節制本身的權力慾望，

致使政局陷於紛亂不安的狀態。 

改進之道，除了修改總統與立委的選制外，關鍵在於現任總統能改變觀念及行事風

格，展現民主政治家的風度。倘若不能，只有期望下任總統能服膺民主原則，遵守憲法規

範。只要人的問題解決，相信類似當前的憲政危機，應可大致獲得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