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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政組織權比較研究 

 
 
    本章運用比較法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藉先進國之行政組織權運作模式，突顯
出我國之特點，並進而比較各國運作上的難易程度。 

     
在比較框架的建構上，為完整分析行政組織權的運作方式，必須找出適當的

背景系絡以敘述。由第一章對我國問題的分析中，即可窺知背景系絡何在。首先，

依照「行政院組織法草案」與「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草案」的內容，我國行政首

長對於行政院轄下各部會的組織變更權限，仍然被立法機關限制住；接著，在限

制程度方面，依據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第五條規定：「一級機關及二級

機關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因此，對於二級機關的廢立，從行政權的角度來

看，草案之規定並未留與行政首長透過法律授權方式以行政命令便宜行事的空

間。前述規定內容，由大法官解釋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所建立的標準來看，在實

質上對於二級機關之廢立，已經達到絕對法律保留的程度。由此可見，行政組織

權的運作與行政、立法關係脫不了干係，在各國憲政所規範的政府體制中，又以

行政、立法之運作為體制辨視之主軸1，是以分析行政組織權運作時，可用「政
府體制」作為背景系絡，來增加研究的有效程度。 

 
本文對於政府體制的探討方式，是以民主治理模式下的「總統制/內閣制」

為緯，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為經。如此探討的原因是，無法單以政府體制論斷各

國政府穩定程度。Linz2曾以政府穩定為指標，研究出「內閣制較總統制為優」
的結論，後續遭來學者們不斷提出反證，使得政府體制熟優熟劣的通說尚未形成
3。民主治理的基本結構，選舉制度型塑出政黨體系，再透過政黨體系匯聚民意，
藉選舉表達需求，將當選者送到政府體制之內運作，因此單單探討政府體制是見

樹不見林之舉4。 
 
以下將以二級機關之組織權限為主軸，探討英國、德國、美國與法國在現行

憲法結構下組織權限分配的方式。觀察方向分別為：(1)政府體制：主要重點在
於考察各國中央政府之行政與立法關係，以及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2)行政組

                                                 
1 可見，Arend Lijphart 著，2001，高德源譯，民主類型：三十六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政府類型與
表現，台北：桂冠。 
2 Linz, Juan J. ,1994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uan J.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Baltimore: The Jog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 陳敦源，1999，領導在憲政選擇過程中的穩定功能，收於林繼文編，政治制度，台北：中研院，
頁 218-219。 
4 隋杜卿，2001，中華民國的憲政工程─以雙首長制為中心的探討，台北：韋伯，頁 8-9。謝復
生，1994，憲政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運作，理論與政策：8卷 2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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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權：重點在於各國對行政部門中各部會(相當於我國的二級機關)，在組織上的
設置、變更與裁廢是否需經由法律程序始可進行。最後將兩項觀察結果對比以進

行綜合分析，並與我國現行狀況進行比較。 

 
 

第一節、英國 

     
一、政府體制   

 
Arend Lijphart對於內閣制與總統制作了三項標準區分之：(1)政府首長向國

會負責，內閣可能因不信任投票案而解散。(2)主要的行政首長是透過國會挑選
產生。(3)有一個集體式(collective)或團隊式(collegial)的行政部門。首相在內閣中
的地位，可能是佔有優勢的，也可能與其他閣員處於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制定決

策的時候，卻總是以「集團式」的方式為之。在內閣制中，最重要的決定需由內

閣集體為之，而非僅由首相一人決定5。 
 

    英國為內閣制之創始。英國內閣由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的多數黨領導
人組成，因此內閣可以自由行事。如果首相將議案提交信任投票，多數黨議員就

必須贊成投票，否則就可能使他們的執政地位易主。因此，議員們幾乎一律跟隨

黨鞭的指示投票，因為只有藉由集體一致的投票動作，才能使該政黨繼續執政。

在下議院進行的投票中，十有九次是依循黨派路線投票。當某個議員脫離時，這

種反叛很少會對決議結果造成影響6。 
 
    英國首相的正式權力是不明確的，這是由於首相是由同僚選舉，任期不確
定，相較之下，採取總統制的國家，其總統多有成文憲法保障任期。不過，就整

體行政機關能力而言，英國的行政機關是極有能力的，由於行政與立法的一體，

內閣大臣在議會中的所有提案幾乎都可以成為法律。首相由於不受法院拘束7，

又有議會的支持，亦無成文憲法拘束，其權力遠超過總統制中的行政首長8。 
 
    英國的選舉制度採取相對多數制(simple plurality system)，其特徵為：1.將全
國劃分為數百個單一席位的選區，2.選民只能圈選一位候選人，3.候選人只須獲

                                                 
5 Arend Lijphart，註 1，頁 130-131。 
6 彭懷恩主編，秦俊鷹、潘邦順編譯，2000，英國政治體系，台北：風雲論壇，頁 53。 
7 英國法院無權宣佈議會法案違憲。法院只問行政官員是否在法定權力之內行事。即使法院裁定
政府不適當的行使權力，只要議會隨後的法案追認某種行為，就會實質上破棄法院裁判。英國法
官認為雖然不成文憲法可以更改，但他們不想為此出力，那只是議會與選民的事。見秦俊鷹、潘
邦順，註 6，頁 34。 
8 秦俊鷹、潘邦順，註 6，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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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對多數的選票即可當選9。由於英國本為內閣制的發源地，加上英國種族以

英格蘭系為最大宗(全國人口 78%)，多數種族間之衝突並不激烈，而其中反抗最
為激烈的北愛天主教民只占 1%，因此英國雖然採取相對多數決，政黨也維持兩
大黨制(工黨、保守黨與較小的自由黨)，其政府仍然能夠持續穩定的運作。 
 
  二、行政組織權 

     
英國沒有行政組織法之統一法典，有關各部機關設置並無特定標準，有的有

特別組織法，有的只有行政命令，也有缺乏法令根據者。不論任何情況下，英王

均得依樞密院令實施行政組織之新設、改廢、權限移轉，而實際上其實施權由內

閣掌管。實務上行政組織的新設、改廢相當頻繁10。 
 
 

第二節、德國 

 
一、政治體制  

 
由德國基本法觀察其政府體制，第六十五條規定：「聯邦總理應決定政策方

針並負其責任⋯」、同法六十七條：「聯邦議會僅得以議員過半數選舉一聯邦總理

繼任人，並要求聯邦總統免除現任聯邦總理職務，而對聯邦總理表示其不信任。

聯邦總統應接受其要求並任命當選之人」，前述規定符合內閣制定義中的第一項

要件。同法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聯邦總理由聯邦總統提請聯邦議會不經討論

選舉之」，符合第二項要件。同法第六十二條：「聯邦政府由聯邦內閣總理及聯邦

內閣閣員組織之」，符合第三項要件。因此，可以斷言德國的政治體制屬於內閣

制。 

 
由於內閣制僅是一種籠統的政治體制分類，為了更細膩地觀察德國的政府體

                                                 
9 Heywood著，楊日青等譯，1999，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重譯本一版，頁 365。 
10 日本行政改革會議事務局彙編，行政院人事局編譯，2000，各國行政改革之動向，台北：行
政院人事局，頁 5。組織改廢的例子如下表： 

行政機關 設立(西元年) 廢止 

技術部 1964 1970 

經濟部 1964 1969 

物價、消費者保護部 1974 1979 

環境部 1970 至今 

運輸部 1976由交通部獨立出 至今 

資料來源：日本行政改革會議事務局彙編，行政院人事局編譯，2000，各國行政改革之動向，
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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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必須注意基本法特別加強聯邦總理(Bundeskanzler)的權力11，有人因此稱之

為「總理民主制」12。總理權力的來源有二：第一，由聯邦眾議院選舉產生，並
為聯邦政府的行為對聯邦眾議院負責，這個過程賦予總理相當大的權力。總理代

表聯邦眾議院中的多數，一般可望取得他們對政府立法提案的支持。總理通常是

自己所屬政黨的領導人，指導黨的策略並在選舉時領導本黨13。第二，總理控制
內閣，因為內閣各部首長均由聯邦總統根據總理的推荐正式任免，不必徵得議會

的同意14。 
 
德國政府制度特別注重政府組成的穩定。首先，總理沒有隨心所欲解散議會

的權力，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聯邦總理要求信任投票的動議，如未獲得聯

邦議會議員過半數之支持時，聯邦總統得經聯邦總理之請求，於二十一日內解散

聯邦議會。聯邦議會如以其議員選舉另一聯邦總理時，此項解散權應即消滅。」

此外，德國尚有「建設性不信任案」的設計，基本法第六十七條規定：「聯邦議

會僅得以議員過半數選舉一聯邦總理繼任人，並要求聯邦總統免除現任聯邦總理

職務，而對聯邦總理表示其不信任。聯邦總統應接受其要求而任命當選之人。」

這項規定保證政府領導的連續性，確保一開始就有多數議員支持新總理。而總理

不必在所有法案尋求多數支持；反對者亦因此不能簡單與政府相左，因為他們還

必須對取代人選達成共識。至今，不信任投票只試過二次，取得成功僅一次：一

九八二年，新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基督教社會聯盟(CSU)與自由民主黨(FDP)
聯盟以新的總理柯爾(Helmut Kohl)取代施密特15。 

 
德國的選舉制度被稱為附帶席位制(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單一選區相對

多數制與比例代表制之混合體)。其特徵為：1.有一定比例的席位(在德國是
50%)，利用單一選區之「相對多數決」選舉產生，2.剩下的席位用政黨名單充任，
3.選民可投兩票，一票投給選區中的候選人，另一票投給政黨16。德國選制雖然
被歸類為比例性，目前的德國政黨型態亦被歸類為多黨制，但是基本法規定僅有

超過 5%得票數之政黨才可獲得國會席次，可化解小黨林立的困境，因此德國現
有政黨僅包括兩大及兩小黨：基督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與 1980
興起的綠黨17。德國的選舉制度與憲法之限制規範，使得政府得以容納更多元的

民意(聯合政府)，同時減輕聯合政府需要的組閣時間以及維繫內閣之成本，增加
政府施政的穩定程度。 

 

                                                 
11 基本法如此設計的理由是威瑪憲法未明確區分總統與總理間行政權力。 
12 彭懷恩主編，秦俊鷹、潘邦順編譯，2000，德國政治體系，台北：風雲論壇，頁 45。 
13 秦俊鷹、潘邦順，註 12，頁 45。 
14 秦俊鷹、潘邦順，註 12，頁 45。 
15 秦俊鷹、潘邦順，註 12，頁 46-47。 
16 Haywood，註 9，頁 369。 
17 秦俊鷹、潘邦順，註 12，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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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組織權   

 
德國基本法對於機關設置權規定於第八十三條以下，不過第八十三條以下之

條文被列於基本法第八章聯邦法律之執行與聯邦行政，因此該規定經學者解讀為

規範中央與地方關係者，而非處理行政立法分際問題18。因此，Maurer認為在憲
法規定出現缺位或者不全面的情況下，應當根據憲法確立的「議會和政府關係的

一般原則」決定機構設置權劃分問題。所以，在依據基本法二十條第三項所推導

出來的法律保留原則要求下，可以肯定立法機關有權隨時規定組織法原則。而在

行政機關的設置方面，由於要確定其管轄權，所以同樣應受法律調整19。 
 
然而，在德國實務上，聯邦內閣總理享有廣泛的部會設立或裁撤、合併與職

務範圍決定權力，並不須經由聯邦眾議院或聯邦參議院之同意。此項權力的行

使，通常係由總理提議並經由內閣會議決定之，聯邦各部會內部局處組織之決定

權由各部會首長取得。但是聯邦各部會設置、改廢之決定必須取得議會在預算上

之同意。為確保各邦的權利，聯邦於設立具有執行權限之機關時，需受基本法八

十三條以下之限制，尤其是基本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就聯邦有立法權事項，

聯邦得經由法律創設獨立之聯邦官署或公法人或公營造物。⋯」這造成聯邦新設

部會時無須立法(除了前述基本法之要求外)，以聯邦環境部之設置為例，便是由
內閣總理依內閣處務規程(Geschaeftsordnung)第九條而以組織飭令
(Organisationserlass)方式於 1986年 6月 5日成立。德國行政組織法律所規定者只
是該官署之任務(Aufgabe)，而不及於細膩之局處數目、名稱與編制大小，也不
及於人員之職稱、職等配置與數目，蓋這一切只需由議會在預算中同意並且合於

公務員法中所建構出職務分類與職務列等標準即可20。 
 
 

第三節、美國 

     
一、政府體制   

 
相較於內閣制，Liphart對總統制亦提出三項標準：(1)政府首長依憲法規定

而改選，在正常情況下，國會不得以通過「不信任案」的方式強迫其辭職下台。

(2)主要行政首長─總統是透過普選產生的，其選舉可以透過直接選舉，亦可透
過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間接選舉之。(3)總統制擁有個人式、非團隊式的行

                                                 
18 H. Maurer著，高家佛譯，2000，行政法學總論，北京：法律，德國 12版，頁 517-518。 
19 H. Maurer，同上註，頁 518-519。 
20 黃錦堂，2000，〈行政組織法之基本問題〉，收於翁岳生編，《行政法 2000》，台北：翰蘆，初
版，頁 267-277；日本行政改革會議事務局，10註，頁 53。 



 24 

政部門。意即總統制下的內閣成員通常只是總統的顧問，而且是總統的下屬。不

管內閣有無提供意見，總統不但都可對重大決策做出決定，甚至還可以反對內閣

所提出之建議21。美國國會選舉制度採相對多數制，此制度在第一節已論及，不
另贅述。政黨體系上，美國已維持兩百年的兩黨制，有趣的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不

是依意識型態區分，而只是以關懷對象為「勞工或企業家」而粗略的區別開來。

美國的憲政制度運作時，雖然議題的多元分歧使政府施政不具連續的一致性，但

是透過對意識型態具共識且鬆散的兩黨體系，在國會中表達不同意見而不會產生

正面衝突。議題形成也只是一次一個(one by one)，每次都可讓不同代表組成一個
統合力量。加上一個獨立的總統分散國會權力，使得美國這樣多元分歧的社會得

以透過多元管道發散能量，避免潛在嚴重分裂的傾向22。 
 
  二、行政組織權   

 
在美國，有關國家行政組織法之一般法並不存在。各部會係依各別組織法設

立。此外，獨立機關方面，則有個別依法所設置及依行政命令所設立。依據美國

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十八項：「依前述權限及本憲法之規定，為執行賦予美國政

府或其各省或其官吏之一切權限，應制定必要且適當之所有法律」，因此行政組

織編制權限歸議會所有。實際上，議會依法對行政組織之改廢握有主導權。總統

擁有策定行政機關改革計劃之權限，總統得依 1939年通過的政府改造法23，於
不牴觸新部會之設置與法律執行之範圍內，策定改革計劃。如能取得議會之承

認，則可將該機構加以改革24。 
 

    1939年的政府改造法(the Reorganization Act)制定的背景，在於長久以來對
於行政機關組織及行政管理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總統對於內閣掌控的無奈。

由於政府改造法一直是美國行政改革及政府改造中，對於組織改革任務的關鍵，

加上該法的施行也牽涉到美國行政、立法關係，以及行政權內部運作實況，因此

有必要對政府改造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對政府改造法之介述如下： 

 
(一)政府改造的要求 
1876年，參議院設鮑威爾委員會(the Boutwell Committee)，以研究各部門改

革事宜。1887年，該院復設柯克累爾委員會(the Cookrell Committee)，以討論行
政組織問題。二十世紀初期，塔虎脫總統(President William Howard Taft)設經濟
及效率改委員會，以調查聯邦政府的組織和運用，該會雖然有很多能手辛勤工

作，並曾刊行三十五件報告，但其結果殊難令人滿意。威爾遜總統本極注意行政

                                                 
21 Arend Lijphart，註 1，頁 130-131。 
22 M. J. C. Vile著，韋洪武譯，2001，美國政治，台北：韋伯，頁 80-81。 
23 有稱行政機關改革法，見日本行政改革會議事務局，註 10，頁 42. 225。 
24 日本行政改革會議事務局，註 10，頁 42.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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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但困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他不能有具體的行動。胡佛任商務部長時，曾

極力研究聯邦政府機關重複的情形，任總統時仍極注意各機關職權的重複及不負

責任的現象，終於說服國會授權給他改革聯邦行政制度，改革方案經國會核定後

施行；他把行政各部門作廣泛的整頓和歸併，不幸民主黨掌控的國會拒絕核定其

所為的任何改革，而各機關本身也不願進行整頓，公務人員則深恐因改革而陷於

失業，各政客也怕機關革新而致其活動遭遇困難，所以雖有歷任總統的關切，許

多人民的批評和種種改革的計議，到了 1933年，仍少成就。胡佛總統卸任時，
簽署一項法律，該法授權總統於兩年期間內自由改革其行政組織，只以但書規定

十個主要部門必須保存，且實施改革的各項命令須送達國會經過六十日始生效。

在法案施行期間，恰好碰上經濟大恐慌，繼任的羅斯福雖然花些時間去注意行政

改革，並頒發許多經國會接受的改革命令，以從事機關的歸併整頓工作；但是由

於大環境的影響以及改革阻力仍然存續，不得不增設許多新的獨立機關以推行新

政，而這些機關卻未能歸列於正規編制內。結果是改革雖然開始進行，卻總達不

到既定目標25。 
     
在二十世紀中，美國聯邦政府面臨功能迅速且大幅的擴張，許多問題不可避

免的浮現，如對總統的訊息與建言的溝通管道、透過政府機制向下發佈命令，這

些是複雜程度與國會聯絡不相上下的問題。在羅斯福推行新政計劃(New Deal 
programs)時，又將令人無法忍受的沉重負擔加於當時政府機制上，因為他增設
許多新的機構，使聯邦政府的行政機關(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因而接近一百。 
 

(二)另一個觀察方向：政治面 
從美國的制憲史來談，其開國先賢們在 1787年對分權原則的附加條件，是

為了確保能丟棄如英國初期發展階段中內閣政府體制。他們視內閣是在立法上為

維持皇室優勢的工具，且他們亦不願將此武器交到總統的手中。然而有些開國先

賢認為希望能建立例如委員會的制度，能提供對總統的建言，在制憲會議

(Convention)中所提交的第一項提案「平尼克計劃」(the Pinckney plan)便是一項
混合此種精神的法案。然而憲法在通過之際，並未有能對總統提供建言之任何單

位如委員會、內閣，甚至任何可以一起協商的群體的設立。它只簡單地記載著，

總統「得以書面命令各行政部門首長就其相關職務提供建言」。憲法以此種方式

賦予總統在政府行政部門間唯一最崇高的地位26。 
 
然而，從非常早的時期，華盛頓總統便集合其部長們並向其徵詢意見，如同

向其個別徵詢一樣。早在 1793年，內閣一詞便用來指涉這群顧問。時至今日，
內閣包含了十四名政府首長，如國務卿、財政部長等。在艾森豪總統之前，內閣

是在非常不正式的基礎上運作，沒有任何議程以及任何會議記錄，所有事務都是

                                                 
25 羅志淵著，陳治世增訂，1994，美國政府與政治，台北：正中，二版，頁 528-529。 
26 M. J. C. Vile，註 22，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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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統希望的人去處理。艾森豪總統27將內閣會議正式化規定每週舉行，並且制

定議程與會議記錄。他甚至指派一個總統特別助理擔任類似於內閣部長(the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的職務。甘迺迪總統28對於內閣採取一個與政府部門組織
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並沒有經常的舉行內閣會議，甚至也裁撤內閣秘書處。內閣

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功用，取而代之的是總統就特定問題與相關部會首長的特別

會議29。 
 
總統通常將內閣視為一個提出建議與諮詢的機構。但內閣卻無法像英國內閣

般享有集體決策討論的角色地位。對此有許多原因可以解釋：除了憲法對此保持

沉默之外，整個美國政治背景是籠罩在反對稹密的集體責任的氣氛之中，尤其一

個凝聚力高的內閣，是很容易朝著英國內閣政府的制度典型發展。英國內閣的凝

聚力是來自其政治體系中的兩個相關特徵：議會政府與政黨結構。前者對內閣而

言是絕對必要的，尤其在維持一個為確保其在下議院多數席次的聯合陣線，否則

內閣必須總辭下臺。後者是根據著嚴密的黨紀、意識型態取向的政黨組織，產生

相近的政黨領導階層，對政府問題的處理方式亦十分相似。 

 
雖然這樣的政黨基礎在今天的英國可能消失殆盡，集體責任的觀念也失去了

其大部分原來的意涵，但英國內閣成員相較於反對黨的態度，仍然試圖在他們的

政治理念與理想上與彼此更為緊密。而上述英國的情況無法適用於美國內閣中，

原因有二：首先，美國內閣非正式向國會負責，他們只是個別的向總統負責，內

閣閣員即使必須像總統般注意國會的需求(因為國會立法賦予其行動之權力)，他
也不必注意他的內閣同僚們。其次，總統與內閣成員的關係也許是非常密切的，

但這與英國首相與其閣員的關係不同。美國的內閣產生不採英國的資深制，也沒

有所謂的影子內閣，閣員都是總統依個人需求任命專業人士或應受酬庸者，因此

閣員們對於總統僅是個別的表示個人的效忠30。 
 
不過，總統不只是各別閣員唯一的效忠對象。這些閣員通常有自己所屬的利

益團體或是有些原因必須向部分的利益團體提供福利。甚至在總統施行政策時，

閣員可能因為利益團體的施壓而個別或大膽的與總統接觸，挑戰其權威。雖然總

統可以任免閣員，但不代表閣員就是他的奴僕，因為閣員可能掌握部分總統的支

持者而讓總統投鼠忌器。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總統也因為內閣的龐大造成他對部

分內閣事務相對疏離，使他無法獲得決策上所需要的完整資訊。 

 
除了政務官的掌控困境外，對事務官即官僚組織的掌握困境，亦使歷任總統

                                                 
27 艾森豪在任任期為 1953至 1961。 
28 甘迺迪在任任期為 1961至 1963。 
29 M. J. C. Vile，註 22，頁 178-179。 
30 M. J. C. Vile，註 22，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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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難。Heywood認為這是基於以下三個理由31：第一，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及地方
政府在職權上疊床架屋，政策的有效推行必須要三方面相互協調。第二，權力分

立的影響，國會立法成立許多複雜的獨立管制委員會，總統雖然有權任命卻無法

撤換他們，委員會的決定常常直接或間接的限制總統的決策。第三，經由考試任

命的常任文官與政務官因不同立場或需求造成衝突。 

 
因此，就美國內閣的特質而言，無法以一個集合的整體理解它，但由於國事

的龐雜，還是需要一定的組織才能治理國家。又由於總統無法再完全藉由對於內

閣任免的權力掌控之，但是他又需要內閣所擁有的資訊進行決策，因此設立行政

公署成為總統治理的一項出路。 

 
(三)小結：組織權調整的後果 
由於對政府改造的要求日益強大，加上 1937年總統的行政管理委員會(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強調應該建立一個能幫助總
統有效控制與協調政府部門間的機構，在上述二者相乘的結果下，政府改造法於

1939年被通過。該法授權總統在 1940年七月一日以前得於規定限度內制定行政
機關的改革計劃並向議會提出的權力，惟兩院得以共同決議(concurrent resolution)
否決總統決定32。 

 
總統進行政改革的重要限制如下：禁止⋯創設新的行政部會(executive 

department)，為既有部會改名(rename)，裁撤(abolish)、移轉行政部會或獨立管制
機關(independent regulator agency)之權限，合併兩個以上的行政部會或獨立管制
機關或其機能(function)33。因此，部會的設廢仍然須藉由法律途徑，議會對於行
政組織的改廢握有主導權，各部會的組織法中具備次級機關設置的規定。目前現

況是即使提出組織修正案，也經常無法通過，長期來看，部會僅有增加的趨勢34。 
 
政府改造法已經賦予總統權力去建立其行政公署，所以羅斯福於該法通過

後，據以於 1939年九月發佈第八二八四號行政命令以建立行政公署(有稱總統行
政辦公室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此後，行政公署成為政府部門的核
心，它負責提供總統資訊及建議，並試圖預見政府未來趨勢，且為政府預測未來

可能發生的問題。它負責處理總統與國會、媒體與一般大眾之間的關係，並監督

政府部門是否履行總統的決策35。 
 
自 1939年以來所作的政府組織改革，其目的是協助總統在於試圖處理其與

                                                 
31 Heywood，註 9，頁  572。 
32 日本行政改革會議事務局，註 10，頁 225。 
33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 Act, §905. 
34 日本行政改革會議事務局，註 10，頁 42。 
35 羅志淵，註 25，頁 530；M. J. C. Vile，註 22，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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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關係並協調政府內部。在這樣的目的下所設立的行政公署，雖然成為總統實

行政策的重要工具，但是也阻礙了總統與正式內閣間的溝通，Vile因此認為美國
政治系統的中心問題並非在於總統非常有權勢，而是在其權力太小且無法控制
36。 
 
 

第四節、法國 

     
一、政府體制   

 
Duverger以「半總統制」來稱呼法國第五共和的政治體制，他認為半總統制

包括三個要素：1.總統是由普選產生，2.憲法賦予總統相當的權力，3.以總理為
首的內閣掌握行政部門，並且向國會負責37。 

 
    以上述三項標準來對照法國憲法，法憲第六條：「總統由全民直接投票選舉
之」，符合第一項要件。第二項要件則有多項條文可對照，首先，法憲第五條規

定：「總統維護憲法之遵守。由其裁量，保障公權力之正常運作及國家之延續。

總統保障國家獨立、領土完整，與國際條約及國協協定」、法憲第十條：「共和國

總統應於國會確定通過之法案送達政府後十五日內公佈之。在上述期限內，總統

得要求國會將法案或其中部分條款予以覆議，國會不得拒絕之」、法憲第十二條

「共和國總統於諮詢總理及國會兩院議長後，得宣告解散國民議會。國民議會因

解散而改選後一年內，不得再予解散」⋯，其他尚有第十三至十九、五十二、六

十一、六十八條等均臚列總統之職權38。對應第三項要件者，為法憲第四十九條：
「總理得就其施政計畫，或於必要時，就總體施政報告，經部長會議審議後，向

國民議會提出對政府信任案。國民議會得依不信任案之表決以決定政府之去留。

此項不信任案須經國民議會至少十分之一議員之連署，始得提出。動議提出四十

八小時之後，始得舉行表決。不信任案僅就贊成票核記，並須獲全體議員絕對多

數始能通過。除第四十九條第三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國民議會議員在同一常會會

期中簽署不信任案不得超過三次，在臨時會期中則不得超過一次。」 

 
由於 Duverger之研究在法國左右共治憲政慣例產生之前，所以 M. Shugart

和 J. Carey根據總統與總理的權力關係，提出「總理總統制」
(premier-presidentialism)及「總統議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ism)，兩個半總

                                                 
36 M. J. C. Vile，2001，註 22，頁 201。 
37 Maurice Duverger, 1980 ,”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Semi-Presidential Go 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8 No.2, pp165-187. 
38 對於法國總統權力的歸納，可見，蘇子喬，1999，〈法國第五共和與台灣當前憲政體制之比較：
以憲政選擇與憲政結構為中心〉，美歐季刊第十三卷第四期，頁 504-507。 



 29 

統制的次類型39。總統議會制下，民選總統有權任免總理與內閣閣員，內閣卻又
必須獲得國會信任，總理因而必須同時對總統和國會負責；另外總統並有解散國

會權，甚至擁有立法權；此制可以威瑪德國作為例子。總理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

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的總統不能依己意自行將總理與閣員免職，內閣僅需向總

理負責；進一步言，這兩個制度的主要區分，在於內閣人選究竟是以國會的意見

為主，還是以總統的意見為主。由法國的第五共和所體現的總理總統制來看，總

統主治或總理主治，端視國會多數與總統是否同屬一黨或同一政治聯盟。 

 
雖然法國具有左右共治的憲政慣例，但由於憲法對總統、總理職權規範的模

糊性，使總統仍有於左右共治下，介入行政權運作的空間。以 1986至 1988年總
統密特朗與總理席哈克(Jacques Chirac)共治時期為例，在政務官任免方面，密特
朗雖然尊重席哈克之意，不過，他曾於文官任免上與席哈克產生衝突，雖然最後

還是同意。在部長會議上，總統曾三次拒簽行政條例(ordonance)，而迫使席哈克
透過較慢的立法程序通過該法案。對於外交與國防事務，密特朗則認為全屬總統

的權力範疇內，雖然席哈克對此表達尊重，但是，例如特使派遣與簽署條約等任

務，依據法國憲法仍需經過總理副署，才得以成立。凡此種種，雖然未實際影響

左右共治的精神，也一定程度增加左右共治時政府施政的難度40。 
     
    法國目前在總統與國會的選舉制度上，採取兩輪投票制(second ballot 
system)，其型態是屬於絕對多數決氏，特徵為：1.如同相對多數決制，當選名額
一名，選民只能圈選一位候選人，2.若要在第一輪獲勝，必須獲得 50%以上選票，
3.若第一輪沒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選票，就其中前二名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決勝性
投票41。兩輪投票制使得法國在國會選舉上，形成政黨聯盟或政治二極化的結
果，因為此選舉制度使有紀律的多數在第二輪投票中形成。因此，原本多黨聯合

的國會體系，有辦法成為一個藉選舉鞏固，並延續到執政的穩定多數聯盟，並大

大強化總統直選的鋪路工作42。在兩輪多數決對左右共治的貢獻上，張台麟認
為：「⋯左右共治並非來自憲法的條文，而是一、內閣的運作原則；二、兩輪多

數決的選舉制度：一方面有利左右兩大黨的聯盟而產生過半數的多數黨或聯盟，

二方面也有利黨紀的建立。」因此，只有兩輪多數決才能有效促成奠基於政策、

意識型態和政治利益同質性或近似性的政黨間，建立起兩大穩固而緊密的政黨聯

盟。此政黨聯盟雖然起始於勝選考量，卻進而對議會聯盟與執政聯盟帶來有利影

響，並靠內部黨紀嚴明的左右兩大多數聯盟，對抗不同陣營的總統，而在共治時

                                                 
39 Matthew Shugart and John M. Carey，1992，chap2. 
40 詳見，左雅玲，1994，行政權二元化與左右共治經驗，收於姚志剛等著，法國第五共和的憲
政運作，台北：國家政策中心，頁 75-85。 
41 張台麟，1990，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漢威，頁 46-52；Haywood，註 9，頁 366。 
42 Goldey, David B., 1997, “Analysis of the Election Results,” in Hohb Gaffney and Lorna Milne(eds.), 
French presidentialism and the Election of 1995,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rookfield, Vt.: Ashgate, 
pp.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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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削弱總統權力。兩極化的過程並未使政府空轉，反而潤滑法國的政府體制43。 
 
二、行政組織權   

 
雖然法國憲法第三十四條中規定：「⋯下列各項之基本準則亦由法律制定

之：⋯各級公共機構之設置⋯。」不過，法國未有國家行政組織的準則性立法。

行政組織存廢之決定，係先由總統任命各總理大臣、主管大臣、主管非內閣，再

分別分配既存或新設之行政組織。亦即，恒常且固定之行政組織並不存在，而係

採用總統就當時政府之施政重點、行政需要、政治性效果作總合性考量之後，自

由決定閣員人數、地位、名稱、任務分擔及應納入其指揮下之行政部局等。行政

組織的編組得規定於通令(統令)之中44。雖然法國曾有一段時間試圖以法律對部

會設置的數目與職責作成規定，但未能成功45。法國組織變革，是隨著各個不同

總統或總理的執政時期而進行，目前主要可分為五個階段：1.戴高樂時期
(1959-1969)，2.龐畢度時期(1969-1974)，3.季思卡時期(1974-1981)，4.密特朗時
期(1981-1995)，5.席哈克時期(1995-)46。 

 
關於部會內閣組織變更，依據法國憲法第二十一條47，總理原則上擁有行政

組織改廢的權力。雖然法國憲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48的規定，使議會有權訂定有
關「各級公共機構設置」基本準則的法律，不過目前法國未有相關法律，而即使

成功立法，法國議會也不得介入個別機關之廢立。然而，由於法國憲政體制的結

構設計，使得總統有機會介入這項權力。依據法國憲法第十三條：「共和國總統

簽署總統行政命令和部長會議所決議之條例與命令」，前述命令雖然要有總理的

副署，但須先經由總統的同意簽署為前提。因此，總統在這一方面具有影響力。

此外，就條文的內容來看，總統是可以拒絕簽署由政府所提出的總統行政命令或

部長會議議決的行政命令4950。 

                                                 
43 隋杜卿，註 4，頁 141-142。 
44 日本行政改革會議事務局，註 10，頁 62。 
45 潘小娟，1997，法國行政體制，北京：新華，頁 39。 
46 潘小娟，同上註，頁 41-42。 
47 法國憲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總理指揮政府行動⋯，確保法律之遵行。」 
48 法國憲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下列各項之基本準則亦由法律制定之：⋯各級公共機構之設
置。」 
49 見黃峻昇，1994，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關係，收於〈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運作〉，台北：業強，108-109
頁。總統行政命令與部長會議議決的行政命令之區別在於，前者可由總統獨立行使，後者則由總
統與總理共同行使。關於總統行政命令，依據法國憲法三十八條：「政府為執行其施政計劃，得
要求國會許可在一定期限內以總統行政命令(ordonnances，有稱行政條例者)採行原屬法律範圍之
措施。」本條文在實務上運作的要點如下： 

(1) 授權由政府提出要求。 
(2) 必須為執行政府之施政計畫，即授權須有具體範圍。 
(3) 授權有一定期限。期限規定有兩種，第一種是政府得以行政條例在法律範圍內預定進行
干預之期限，逾此期限除非重獲國會授權，該條例即失效；第二種為送置國會審查之期
限，期限內未送審則行政條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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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綜合分析 

     
一、各國情況 

 
    採取內閣制的英國，由於行政與立法合一、兩黨制的政治環境以及嚴格黨紀
約束，在進行行政機關改廢時，效率極高，加上不一定經過法律程序，使得行政

部門擁有極寬廣的組織權限。 

 
德國的「總理民主制」下，多黨制的環境增加政府組成的變數，不過該國為

追求政府的穩定而有「建設性不信任投票」、當選 5%門檻之規範以及受一定限制
解散國會權之設計；在行政組織權方面，總理只要以行政命令方式即可設廢行政

部門，不必議會同意，但是議會仍可藉預算審查權決定行政機關能否順利施政。 

 
美國在總統制的運作下，雖然國會與總統各自獨立、互相牽制，但是靠著鬆

散的兩黨制，與模糊的意識型態，使得運作的穩定程度不比內閣制的國家差51；
議會雖然通過政府改造法，總統得以自由進行幕僚機構之設廢，但是未對行政部

會的組織權限鬆手，行政部門的一級部會(相當於我國二級機關)仍然需藉由法律
程序始得設廢、變革。 

 
法國在半總統制的運作下，雖然具有內閣制的基底，但是增加實權民選總統

這項變數，造成憲政僵局的可能性，不過藉由選舉制度的設計，產生溫和多黨體

系下左右兩極聯盟，加上憲法對國會解散後新任議員之任期保障，左右共治憲政

慣例得以產生，並使政府在行政權擺蕩時均可維持運作上的順暢52。行政組織權

方面，由於議會無權干涉(最多在預算案上)，重點反而在總統與總理間的權限分
配問題，不過在該國不論是處在「總統─國會」或「總理─總統」治理模式下，

                                                                                                                                            
(4) 國會對送審的行政條例可以否決、修改或通過。 
(5) 國會在授權期限內不能對已授權事項進行立法干預。 
(6) 行政條例須諮詢國家諮議院的意見 
(7) 行政條例由部長會議通過。部長會議由總統主持，部長會議通過之文件須總統簽署並經
總理及部長副署。 

(8) 行政條例公布後即生效。 
    另外，部長會議所議決的行政命令可劃歸為四類：文武官員之任命、有關國防組織之事宜、
有關戒嚴事宜、有關各部會編制或職掌之調整。 
50 張台麟，1995，法國總統的權力，台北：志一，頁 66。 
51 相較於美國對於妥協之注重，中南美州的總統制由於憲政僵局不斷，最後多導致政變使政府
垮台。 
52 內閣制的特色在於行政與立法合一，政府運作效能較注重權力分立的總統制為高。法國在總
統與國會多數相同政黨時，即使總理由總統依己意選任，由於實質上行政與立法合一，與內閣制
的政府效率不相上下；在總統與國會多數不同政黨時，總統尊重國會多數任命總理時，形式上行
政與立法合一。 



 32 

均由多數黨進行執政，也同時決定該時期真正可以掌握組織權力者，即「總統─

國會」時期由總統，「總理─總統」時由總理決定內閣之設置。 

 
綜觀前述，內閣制下的英國與德國，在憲法未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其行政權

下之部會均由閣揆決定。在法國的憲政運作下，行政組織權由多數黨支持的行政

首長決定，其結果與內閣制相當。美國國會由於憲法既有規範而掌有行政組織

權，雖然以政府改造法授權總統組織其輔助機關，但是未放棄對行政權下的一級

部會之組織設置權，因此部會的設立仍需經過法律程序。 

     
    二、我國現況分析 

 
我國目前憲法上所規範的政府體制主要特色如下： 

1. 行政向立法負責 
除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53明文規定外，不信任案規定於同項第三

款54。然而，由於憲法第七十五條的規定，使得立法權與行政權失去混同的
機會，國會多數黨成員無法直接擔任內閣職務。此外，第四次修憲使得立院

失去行政院長任命之同意權，加上受限制的調查權55，立法對行政的監控能
力遠低於純粹的內閣制。 

 
2.總統民選、有固定任期且在憲法上具一定權力56 
總統選舉方式與任期分別規定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六項，由人

民直選且有四年法定任期。有關總統在憲法上的權力，被認為屬「實權」者，

如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二項不需副署的人事任命權、同條第三項規定的緊

急命令權、同條第四項規定的國家大政方針決定權、以及第三條第一項的行

政院長任命權。目前憲政實務上較有疑問者為 1.總統是否具有對於國會的主
動解散權，與 2.行政首長人事「任免」權為總統或行政院長掌有。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贊同者認為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五項，總統

直接諮詢過立法院長即可逕行解散57；反對者認為依據體系解釋，同條文僅

為立法院行使不信任投票的程序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
款)。就本問題而言，我國總統僅能於立法院提出並通過對行政院長不信任

                                                 
53 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54 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長提
出不信任案⋯。」 
55 我國政府體制將立法與監察功能分由兩院執行，使得國會重要功能中之彈劾、糾舉與調查權
與立院權力脫鉤。爾後由於監院因修憲成為準司法機關，釋字三二五號承認立法院擁有調查權，
但需經院內之院會或委員會決議程序始得進行，欲調閱原本時更需院會決議，到現今各黨未過半
的情況下，大幅地增加調查權實施上的困難。 
56 可見，蘇子喬，註 38，頁 489。 
57 周育仁，「行憲歷程多艱，研修邁向坦途」，青年日報，民國 86年 12月 25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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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後，始得進行解散動作，至於「行政院長提議解散」是否為先決條件，則

為正反二說之爭點，不過不論未來何說成為憲政現實，相較於法國的總統主

動解散權58，我國制度仍然被動多了。 
 
就第二個問題來看，在總統與國會均為多數黨時，人選決定權力實際上

落於黨揆手上，因此關鍵在黨揆居於總統或國會中，以法國經驗，通常由總

統決定；在總統與國會多數不同黨時，依據左右共治的憲政慣例，由國會多

數黨決定閣揆人選。在我國，總統與國會均為多數黨時，固無疑問59；但是
我國卻因選舉制度的問題，為左右共治的產生形成一個不小的障礙。由於我

國選罷法在立法委員選舉的規定上，採取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ingle-non- 
transferable-vote system)，此制度雖然採取複數選區，但因選票不可讓渡，
使同選區難以磋商聯盟60。因此，在政黨推出選舉人的過程中，即產生內部
鬥爭，加上選舉期間的政黨間鬥爭，讓台灣的政黨體系「由內至外」的零碎

化。這樣的情況下，政黨對於選區立委當然難以憑藉黨紀貫徹意志，所以，

雖然台灣政黨也呈現兩極化的型態61，但是難以形成有限溫和的多黨兩極化

政黨體系，自然無法對抗總統此一憲法機關62，也可能使得不信任案的設計
形同虛設。左右共治難以形成非無的放矢。 

 
台灣在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籍的總統首先推動「全民政府」，閣揆由國

民黨籍的唐飛擔任63，即使號稱全民政府，由於未與國會最大黨進行正式的

權力分享(即左右共治)，使行政立法關係常陷僵局64。唐飛下台後，閣揆由
民進黨籍的張俊雄接任，而當時國會多數仍為國民黨掌握，因此形成台灣第

一次的「少數政府」型式65。在民國 90年立委改選後，民進黨雖然成為國
會第一大黨，但僅囊括八十多席66，距國會半數一一三席尚有一段距離，且
即使與意識型態相近的台灣團結聯盟籌組聯合政府，仍僅占國會二分之一弱

的席次，在這樣的情況下，民國 91年重新組閣時，總統仍然任命民進黨籍
人士出任行政院長，再次確立總統與國會多數脫勾的「少數政府」67。少數

                                                 
58 法國憲法第十二條一項：「共和國總統於諮詢總理及國會兩院議長後，得宣告解散國民議會。」 
59 可見 1997年修憲後，李登輝總統執政時期便知，內閣人事必為居黨揆位的總統主導。 
60 Cox, Gary W. and Emerson Niou , 1994, “Seats Bonuses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Evidence from Japan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6, pp.234. 
61 目前以所謂「統/獨」之意識型態區分，由統至獨為親民黨、國民黨、民進黨與台灣團結聯盟。 
62 隋杜卿，註 4，頁 145-149。 
63 新新聞，「這樣的內閣讓很多人夢碎」，685期，民國 89年 4月 20-26日，頁 88-91。 
64 新新聞，「雙輸的總質詢方式─立委問政上演牛肉場，行政、立法關係難善了」，697期，民國
89年 7月 13-19日，頁 36-37；「朝野角色互易現形記─國民黨立委天天特攻出擊，新內閣首長
日日震撼教育」，691期，民國 89年 6月 1-7日，頁 84-87；「民進黨政策護航力有未逮，國會少
數黨任人宰割」，691期，民國 89年 6月 1-7日，頁 68-70。 
65 財訊，「跛鴉總統與看守內閣，民進黨少數政府還能維持多久」，2000年 12月，頁 91-97。 
66 工商時報，民國 90年 12月 21日，版 2。 
67 新新聞，「游領軍，張俊雄歇息，阿扁擺脫桎梏朝連任前進」，777期，民國 91年 1月 24-30
日，頁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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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否已成總統無法掌握國會多數時的憲政慣例，仍屬未知，不過可以確

定的是，我國仍未形成如同法國的「左右共治」模式。 

 
    我國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加上立法院擁有極大化的行政組織權，可預見的
情況是，不論多數或少數執政時，行政首長欲更動行政組織時，均需與國會進行

協商，使得組織變動難度較內閣制國家高。退一步言，憲政體制採取雙首長制，

在國會與總統均由多數黨掌握下，可減輕組織變動難度，但是，左右共治的憲政

慣例尚未形成，使得少數執政時組織變動難度極大化，總體而言變動成本高於法

國。而我國政黨競爭常常重現「零合遊戲」，加上不若美國可藉政府改造法，進

行行政權內之非部會級組織變動，在少數執政時，行政組織變動成本可能更甚於

美國。 

 
表 2-1：各國行政組織調整難度 

 
 

國家  政府體制  行政組織權歸屬  行政組織調整難度 

英國  內閣制 

相對多數決 

兩黨制 

行政權 易 

德國  總理民主制 

附帶席位制 

溫和多黨制 

行政權 易 

超總統制  易 法國  雙首長制(具左右共治慣例) 

絕對多數決 

溫和多黨制與穩固的兩極化聯盟 

行政權 

左右共治  中 

美國  總統制 

相對多數決 

兩黨制 

立法權 中~難 

超總統制  易 我國  雙首長制(不具左右共治慣例) 

單記不可讓渡制 

趨向極化多黨制與不確定的兩極化聯盟 

立法權 

少數執政  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