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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從統治成本看行政權歸屬問題  

 

第一節  結果取向的解釋方法 

     
獲得憲法應然面所要求的正確解答之後，在現實世界中能否落實憲法意志，

取決於憲法制度實然面的執行是否順遂。撰寫本章的主要目的，就在探討第三章

所獲得的「憲法應然面最適結論」，是否能在實然面順暢地運行，完成。 

 
壹、源起 

 
    蘇永欽對於法律解釋的方法論在德國之發展，有一段簡短而精闢的論述1：「 

 

當解釋方法從Savigny的四因素發展到今天至少七因素時，對於因素

的『優先次序』居然仍無任何共識，這使得稍微仔細的觀察者都會發現，

法官們通常只是用演繹邏輯的假象或文字的障眼術來掩飾其主觀評價，依

個案而強調明顯『文義』、『體系』精神、立法者『原意』或法規『本旨』，

或事物當然之理。」 

 
相較於法律解釋，憲法解釋由於具有「特殊的規範結構」、「高度政治性及意

識型態可侵性」、「行為規範稀少性」以及「與時俱進之必要性」2，在解釋工作
的進行上將更為艱鉅。 

 
不過，法學方法論事實上應是「詮釋性3」的，以「解釋」來稱呼這項任務，

是對於法律解釋成果具說服性與一致性的「要求」，不過用「期許」二字或許更

為貼切。但是，法律的出現原因之一在於維繫社會秩序，不論是治安、經濟各種

領域，運用法律這項制度就是在追求穩定，更何況是位階最高的憲法，這應該是

要求法律解釋應是「解釋」而非「詮釋」的道理。然而，時間非靜滯不動，政經

情勢亦隨著迅速變遷，法律解釋的穩定性就和與時俱進的要求不斷拉鋸。對應上

述情況，「文義」解釋恐怕會提供模擬兩可的答案，尤其在憲法解釋上；「體系」

解釋大概會追隨「文義」解釋的後路，提供過多的選擇而使解釋者更加困擾；「歷

史」解釋也許會給我們一個比較確定的答案，不過恐怕無法滿足與時俱進的目

標。「目的」解釋要求追尋法的客觀目的，必要時可超越文義，但是前面說過，

                                                 
1 蘇永欽，〈結果取向的憲法解釋〉，收於氏著《憲法與社會文集》，頁 82。 
2 蘇永欽，同上註，頁 89-91。該四項標題為筆者自行整理而成。 
3 筆者認為，目前最精確的解釋方法，就是數學運算，它可直接地表現「對」與「錯」的答案。
法學解釋工作可能是擺蕩在解釋與詮釋的光譜上(客觀與主觀)，但是由蘇永欽的論述可以發現，
恐怕多半是披著客觀的外皮掩飾主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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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釋本來就具有濃厚的詮釋性，所以運用完「目的」解釋之後，恐怕還要回

過頭來探尋是誰認定的「法律客觀目的」。 

 
既然如此，不如誠實的面對法學方法論面臨的困難，「客觀一致性」(穩定)

固然重要，「結果取向」的要求(與時俱進)必需同樣兼顧。「結果取向」解釋的優
點在於，可使解釋者依據該國現實的政經系絡，使解釋成果能符合時勢需求，而

非純粹地因襲文義以致得出一個虛無縹緲的結果。美國的憲法可從三輪馬車時代

適用至太空梭時代，並非靠頻繁的修正，而是那群在法律文化上被視為社會工程

師的法官4，對「結果取向」的解釋之運用視為當然之理的結果吧。 
 

貳、解釋方法之深化─統治成本概念之應用 

 
結果取向解釋其實是個空泛的框架，它只是提供解釋者一個以制度適用的

「結果」作為標的的解釋途徑，如何找到到這項「指標」、進而臧否優劣，需要

尋求其他的管道。以下，將以「統治成本」之概念作為媒介以處理上述問題。 

 
欲說明統治成本，必需從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一詞開始。Kenny Arrow5

曾說：「交易成本就是經濟體系運作的成本。」這個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 Coase
於 1937年「廠商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提出所謂「寇斯定理」。他認
為市場機制若在無交易成本的狀態下，各種交易無論如何皆可達到最適狀態(均
衡)。現實社會中，廠商、法律制度等為輔助市場機制的制度與手段層出不窮，
在在表示交易成本的存在，因為市場中的行動者需要透過上述制度或手段來克服

例如交易對象搜尋、討價還價、監督契約執行等等障礙所造成的成本。 

 
陳敦源將公部門決策過程中因為交換的需要，而進行協商、起草、監控合約、

解決爭端、與因協調需要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稱為「統治成本」(ruling transaction 
costs)，這是依循 North應用「交易成本」概念在「政治交換」(political exchange)
之前例6。陳氏7將民主治理結構8的成本分為四項：「人民委託政治人物」、「政治
人物委託專業官僚」、「官僚內部的層級委託」、「政黨與各種社會組織」；其中，「人

民委託政治人物」一項可再細分為：「選舉」、「行政立法關係」、「行政團隊運作」

                                                 
4 蘇永欽，註 1，頁 83。 
5 Arrow, K. (1970).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m-market Allocation.”In Public Expenditures and Policy Analyses, R. Haveman and 
J. Margolis , eds. Chicago: Markham Book. 
6 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僚，台北：韋伯，頁 166。North, D.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陳敦源，2002，同上註，頁 169-174。 
8 「民主治理結構」包括兩個面向，一為制度層面，即民主遊戲規則的選擇與運用；另一為組織
層面，代表一群具有達成既定目標的工作團隊，針對決策內容的執行、回饋與修正的努力。See, 
North, supra note 1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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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會運作」；而「政治人物委託專業官僚」可再細分為：「政務人員 vs.官僚
體系」、「民意代表 vs.官僚體系」。 

 
制度設定的結果有可能是降低交易成本，亦有可能增加交易成本，不論產生

何種結果，最終目的都是為完成政策使命或是更上層的制度目的。因此，只靠統

治成本的高低不足以評斷制度的優劣，還需要以建立制度的目的(即特定政策)，
是否因統治成本的存在而達成或失敗，來判定制度是否滿足建制的目標。 

 
在增加交易成本方面，舉例而言，在我國行政程序法中，關於迴避、資訊公

開、聽證程序的規定，都為行政機關增加施政時的統治成本，同時又因為增加人

民參與機會、避免執行人員監守自盜，提升施政品質，而避免動用到行政訴訟、

監察程序或是其他補救措施，整體而言可能提升政府效能。在行政行為的規定上

亦有一個例子，行政程序法對於行政命令強制「二分」(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後，
加上大法官對於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下，解釋態度日趨嚴格，使得行政機關無法

繼續以職權命令「便宜行事」，增加施政成本。不過，此舉可使各級機關在制定

命令時「循規蹈矩」，盡量避免所制定的命令因侵害基本權等因素而被宣告無效。 

 
降低交易成本亦可能增加政府效能，再以行政程序法而言，管轄一節中的規

定，使行政機關間不必在事件發生時，藉由互相交涉或請示上級以獲得問題解

答；行政行為方面，由於增加了行政契約一項，使行政機關能夠多一個管道行使

職權，不必拘泥於行政處分。 

 
統治成本的運用需要一個分析架構。常言道「徒法不足以自行」，深化這句

化的意涵下，憲法作為一種制度，必須藉由更纖細的法律、命令等制度型式，與

現實環境中存在的非正式規範，如慣例、習慣等，以及執行者之能力，才能達成

憲法規範所要求的目的。將前述歸納之後，影響憲法實然面之運作要素，可分為

「下層制度」與「行動者」兩項。「下層制度」，為憲法層級以下之典章制度9，
以憲法機關為例，行政院的預算編制程序、立法院議事程序、立法院委員會組織

等等，均為下層制度之例；「行動者」，為推動下層制度運行的個體，並受上層制

度規範，視分析框架之階層，下至人民、立委、政府官員，上至政黨、憲法機關，

都有可能是行動者。在本章的分析主軸上，下層制度可作為框架，決定行動者後，

以統治成本概念進行分析憲政環境之實際運作情況。 

 
    限於能力尚無法以量化方式研究，所以本文將定位統治成本為一個詮釋性的
概念。為使研究產生意義，需要找一個實驗組與對照組。第三章中所獲得的結論，

是要求行政院擁有合憲前提下的最大範圍行政組織權，即對於二級機關可自由進

                                                 
9 此種分類參照 Hans Kelsen之見，將法規範劃為金自塔，憲法居其頂端，其餘規範分居中、底
層。見法治斌、董保城，1996，中華民國憲法，台北：空大，初版，頁 11。 



 70 

行變革，可以稱此為「二級機關去法定化」方案。至於第一章所述，關於「行政

院組織法草案」及「中央政府機關組織法草案」，其中對於二級機關法定化的規

定，可稱為「二級機關法定化」方案。 

 
以下運用「統治成本」之概念來詮釋目前環境。「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

草案」及「行政院組織法草案」的目的在降低「政務人員 vs.官僚體系」之統治
成本，因其可使行政院在調動組織時，較不受法律保留原則的拘束，爭取到較即

時的時間彈性。不過，處在我國現時的憲政體制下，加上第一次面臨行政、立法

兩權非同一政黨的情況，使得「行政立法關係」方面的統治成本大幅提升，由於

立法過程勢必牽涉到這方面的統治成本，因此成為第一個討論的焦點。在立法完

成後，若採取二級機關法定化方案，則「行政立法關係」方面的統治成本仍是影

響執行層面的焦點；若不必法定化，立法權仍然可藉由預算審議介入執行，雖然

較全面性的法律保留弱些，但是仍有可能對執行層面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總結而

言，立法過程以及未來執行的順遂與否，將以統治成本概念作一註解；確定統治

成本高低之後，再來決定何種措施能夠提升政府效能。 

 

第二節  立法通關難易之分析 

 
    二級機關法定化、以及二級機關非法定化兩種可能的草案，在立法完成之
後，勢必重新調整行政與立法間的權力槓桿。因此，在立法過程中，任何一個憲

法機關(行政與立法)，必定會以立法後的狀況，來評估草案內容，並且會以所擁
有的程序權力影響草案實質內容的修正，或者是造成程序上的延滯或加速。下面

將以比較方式，從統治成本觀點出發，探討兩項草案在立法過程中所面臨的障礙。 

 
壹、權力槓桿傾斜方向的變動 

 
    在我國組織權的分配上，如同前文所述，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的規定使得
組織權領域成為「國會保留」下的產物，行政權轄下的機關亦然，顯見立法機關

完全掌握住行政組織設廢的權柄。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出爐後，由修憲

者原意以及功能結構取向的判斷下(見第三章)，在行政組織權方面，立法機關應
有所退讓，但目前未見任何動作。因此，現勢下，權力槓桿仍然保持向立法院傾

斜的狀態。 

     
不論前述任何一項草案通過後，立法院都勢必釋出部分權力。兩項草案的差

別在於，二級機關法定化一案，使立法院仍然可以控制行政院轄下各部會的存廢

興革；採取非法定化的草案，則使立法院在行政組織權領域上，完全退讓至憲法

容許的最後底限，也就是說，完成如憲法第六十一、七十六⋯等，對憲法機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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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化的要求即可。所以，兩案在比較之後，二級機關去法定化一案，將使立法院

在組織權領域失去較大的版圖。 

     
貳、政治環境之演變 

 
    從政府遷台至今(1945~2003)，我國政治情勢主要經歷三個階段的演變：黨
國體制時期(1945~1980)、威權轉型時期(1980~2003)。 
 
一、黨國體制時期 

 
依據鄭敦仁的看法，1945至 1970年代的台灣政治體制，是一種「疑似列寧

主義體制(quasi-Leninist regime)」10。當時近似列寧主義式的構造有五：1.成立與
國家官僚體制並行，並予以控制的黨機構(以黨領政)；2.由黨透過獨特的「政工
系統」與軍中黨部來控制軍隊(以黨領軍)；3.將國民黨以外的政黨邊緣化；4.透
過黨分會(例如：青工會、婦工會)控制社會團體；5.黨部決策方式採取民主集中
式(中常委之設)。國民黨政權有兩個特徵，使其與其他列寧主義式政權得以區
別：1.在對抗中共政權方面，為拉攏美國所率領的西方「自由陣線」以保持關係，
國民黨仍以「民主憲政」為號召，持續支持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的政治

發展論為正統；2.國民黨缺乏共產主義政權所特有的「目標文化」，其雖以「三
民主義」定為官方意識型態，但目的僅為便利統治台灣初期，作為推動弱化地主

之農地改革運動的藉口，國民黨畢竟植基於以私有財與市場機制的資本主義式經

濟11。 
 

    在以黨領政的情況下，產生權力極大化的總統，並藉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形
成萬年國會，以遷台政府成員為國會主幹，台灣代表則非常稀疏。因此，行政立

法的互動關係在國民黨政權控制下，行動上具有極強的一致性，又因為國民黨建

立以官僚體系為主的黨機制，使我國憲政體制呈現行政支配立法的現象，故有戲

言國會為行政機關的橡皮圖章。如此一來，行政與立法間可能形成的統治成本，

在黨國體制的操作下，幾乎被完全排除。 

 
    二、威權轉型時期 

 
    國民黨政權在黨國體制時期能維持進三十年的威權統治，與美國的支持密不
可分。在當時東西冷戰的國際結構下，美國欲利用台灣作為反共和防堵的前線，

因此全面提供國民黨所需的政、經、軍等資源，使國民黨擁有足夠的外部正當性

                                                 
10 Cheng, Tun – jen,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 – 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 World 
Politics(XLI-4), pp.471-499. 
11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2000，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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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源，方能在挫敗撤台後，站穩腳步。當時台灣的政治體制可說是中國內戰和

東西冷戰巧妙結合的結果，但整個局勢到了 1960年代開始轉變12。 
 
    1960年代末期，美國開始轉變其國際戰略。中國大陸與美國分別為了對付
蘇聯而接近，1972尼克森歷史性地訪問大陸，美國並發表「承認台灣為中國一
部」的上海公報。此後，台灣宣佈退出聯合國，並逐步被排除於聯合國附屬機構

之外，在原本參與的其他國際機構亦逐漸失勢。此後，日本、西歐主要國家相繼

將外交承認移向北京13。 
 
    正值外部正當性崩盤之際，國民黨政府以由外而內的方式，修正取得正當性

的方向，並加以強化。首先進行的是國會改革，如民國 61年、64年、69年舉辦
增額補選，藉由納入台灣菁英以擴大國會代表性，黨國體制並藉由其他措置，使

威權轉型尚未發動。雖然如此，黨外勢力循此機會，憑藉民眾抗爭與鄉土文學之

推廣而竄起。終於，在 1978年台灣再次的對外危機發生後，同時啟動威權轉型14。 
 
    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並與台灣斷交，使黨國體制無法再靠局部調整
以解決困境。隨之而來的是更強烈的社會抗爭之引發，並且變得更大規模及多樣

化，黨外勢力也藉由民進黨的旗幟逐漸壯大，終於演變為萬年國會之落幕及動員

戡亂時期的終結，也確定台灣穩定地走在威權轉型的道路上15。在一系列的制度

改造後，台灣於 1990舉行第二屆立委選舉(釋字第二六一號)，1996年舉行第一
屆總統直選(修憲及總統選罷法)，2000年產生第一次政黨輪替，至此已將分期付
款的民主化債務「還清」。 

 
    隨著上述的情勢變遷，行政立法關係也產生巨變。隨著政治民主化的腳步，
強調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選舉也成為關鍵的政治機制，使得國家內部代表民

意的立法部門之地位不斷提升，不再像過去「行政院的橡皮圖章」。更甚者，立

法院的運作取得自主性，不但成為制衡政治領導和行政官僚的機制，甚至幾乎成

為決定政權誰屬的關鍵16。 
 

參、政府體制擺蕩的範圍 

 
    威權轉型後，我國行政立法關係得以照憲法規定正常運作。依照我國憲法對
政府體制的規定，雖然可以確定行政向立法負責，但是唯有在總統與國會均屬多

數黨時，才比較接近這項機制，其結果會與內閣制下「行政與立法合一」相近；

                                                 
12 黃宗昊，2001，台灣股票市場的政治經濟分析，政治大學碩士論文，頁 102。 
13 若林正丈，註 11，頁 174。 
14 若林正丈，註 11，頁 179-192。 
15 若林正丈，註 11，頁 193-195, 218-240。 
16 黃宗昊，註 12，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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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統由國會少數黨當選時，我國無法產生「左右共治」，使得行政與國會中多

數脫勾(詳見第二章)。 
 
    一般而言，在「行政立法合一」的狀態下，法案通過難度遠較「少數執政」
容易。因為行政立法合一代表同一多數政黨或同一多數聯盟執政，行政權擬定的

草案可透過黨內制度要求全黨進行支持的動作，提案後即使該案妨礙在野黨利

益，而有使在野黨立委杯葛之虞，在國會多數的掩護下，多可順利過關。「少數

執政」發生時，由於在行政院長一關已使執政黨與在野黨發生齟齬，使行政與立

法多數脫勾，行政院擬定的提案必須要配合在野黨的利益，或是採取其他配套讓

步的措施，才能使草案順利通過立法程序。 

     
肆、小結 

 
在威權轉型前，行政與立法透過黨國體制的控制，呈現統治成本趨近於零的

狀態。威權轉型後，行政與立法關係逐漸步上憲法所規範的架構，在立法院所掌

握的力量幾乎能夠決定誰能執政；但是由於憲政體制的設計，使得總統與行政院

間的憲政權力分配產生灰色地帶，加上不信任案與總統被動解散國會權之「本土

化設計」，「總統」此一憲法機關對於行政立法關係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在我國，

由於實務上未形成左右共治之憲政慣例，政治體制擺蕩情況不若法國，從多數政

權下的超總統制到少數執政皆有可能。 

 
兩種行政組織法草案，會隨著政府體制的擺蕩影響立法通過的難易程度。在

總統與國會同屬多數政黨時，由於行政立法合一，統治成本較低；總統與國會多

數政黨脫勾時，基於憲政架構造成的影響下，難以形成左右共治，統治成本大幅

提升，此時，在野多數黨對於使其「失權」的草案必定難以接受，而二級機關去

法定化的草案難度又比法定化的草案高。 

 
兩項法案通過的難易比較如下表： 

 
表 4-1：「二級機關法定化」、「二級機關去法定化」兩項方案通過難易比較 

 
 二級機關法定化(草案) 二級機關去法定化(草案) 

黨國體制時期  易 易 

超總統制  中等 難 威權轉型時期  

少數政府  難 最難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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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種法案正式施行後之分析 

 
壹、「二級機關去法定化」方案 

 
    採取去法定化方案後，二級機關之改廢將不再需要受到法律保留原則的拘
束。可以顯見在組織法領域方面，未來行政權將大幅增加改廢中央部會的權力，

同時，行政組織權的運作方式將從立法審議，轉化為預算案審議，因此，為了解

此種方案未來施行情況，需由預算程序著手。預算程序可區分為規劃程序與審議

程序，規劃程序主要在行政權內部進行，審議程序則牽涉到立法、行政關係。以

下將針對兩項程序，分析其統治成本所在，並探討對於「二級機關去法定化」方

案施行上之影響。 

 
一、規劃程序 

 
在我國，預算籌編的工作主要由行政院進行，依據憲法第五十九條：「行政

院於會計年度17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立法院」，可見不僅授與

行政院擬定預算案之權，亦賦予期間限制。行政院主計處則是在歲出項目的預算

規劃與執行程序上，獨挑大樑者。歲入項目則由財政部負責彙編與執行。 

 
關於預算籌編程序，共有五個步驟，分別為政策釐訂、公務機關單位概算之

編製、附屬單位預算編制、概算之審核、總預算案之彙編18。其中，公務機關單

位概算以及附屬單位預算19之編制程序，針對本篇主題而言，過於瑣細，故以下
僅討論「政策釐訂」、「概算之審核」、「總預算案之彙編」三項過程中主要負責機

關以及承辦事務： 

 
    (一)  政策釐訂 
    政策制定同時，必須同時進行預算的編列，在執行時才能有效調度資源。反
過來說，政策尚未制定時，預算編列工作也沒有頭緒，所以在編制預算時，首先

需確定政策方向。 

 
行政院制訂下年度施政方針的期限為每年十月底前，呈請總統令行全國各主

                                                 
17 有關我國會計年度之制，可見預算法第十條：「政府會計年度於每年七月一日開始，至次年六
月三十日終了⋯。」 
18 黃世鑫、徐仁輝、張哲琛合著，1996，政府預算，台北：空大，初版，頁 254~280。 
19 附屬單位預算，意指各國營事業主管機關，對所屬各事業機構業務計畫與預算審核後，編送
行政院主計處之書表，其全名稱為「營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公務機關單位概算指以各行政機
關與附屬單位所編制的預算。總預算案即附屬單位預算與公務機關單位概算之加總。詳見，黃世
鑫、徐仁輝、張哲琛，同上註，頁 292。 



 75 

管機關，以擬定施政計畫20。行政院主計處並依照施政方針，擬訂中央及各級政
府預算收支方針，及年度預算編制辦法，呈報行政院年度計畫暨預算審核會議審

議核准後，分行各機關辦理。 

 
    施政方針是我國行政權在當年度的總體政策方向。根據施政方針，各部門分
別依照其工作領域，擬定施政計畫，再依照其施政計畫確定業務及工作計畫，並

以工作計畫為中心，編定預算。施政方針制定的法律依據是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

第二項第一款21以及預算法第二十七條。 
 
    施政方針的制定程序如下： 

(1) 行政院主計處、審計部、財政部及其他有關機關分別提供制定下年度施
政方針之參考資料，函送行政院祕書長。 

(2) 行政院祕書長函行政院主計處，檢送可制定下年度施政方針之參考資
料，備供下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參考。 

(3) 行政院主計處將上項資料提報行政院年度計畫暨預算審核會議全體會議
後，除供會議審查預算之參考外，另由院函送中央各主管機關及省市政

府，就有關部分參考辦理。 

(4) 行政院秘書長邀集行政院主計處、研考會、法規會等單位有關人員，會
商完成施政方針草案後，由院函送有關機關，作為研擬施政計畫及籌編預

算之參考。 

(5) 施政方針草案經提行政院院會通過，呈報總統令行後，即由院分行中央
各主管機關及省市政府，並送立法院。 

 
    (二)  概算審核 
    各機關依照施政方針，施政計畫及年度預算編審辦法所規定之報表格式，編
制完各該機關之單位概算或附屬單位預算，送交主管機關加以審核後，連同主管

單位概算彙總呈報行政院。行政院主計處於收到各機關所編報之收支概算，需整

理分析出各機關在下年度的歲入估計額與歲出最低需要，及新興計畫要求。在接

續的審核程序中，歲入部分由財政部同有關機關進行檢討，歲出部分則由行政院

主計處審核。 

 
    在歲出審查方面，最初先就總資源供需估測模型，擬具歲出預算總額度。行

政院年度計畫暨預算審核會議依據總資源供需估測22結果，以確定政府預算規模

                                                 
20 預算法第二十七條：「行政院應於每年十月底以前，擬定下年度之施政方針呈請總統令行之。」 
21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22 全國總資源供需估測，主要為預測全國未來可用經濟資源之供給與需求狀況，採用計量模型，
根據國內外經濟發展情勢，按年辦理三次。第一次供行政院作為制定施政方針參考，第二次用於
確立政府預算收支水準及短期財經政策之參據，第三次供預算執行及各界參考。見黃世鑫、徐仁
輝、張哲琛，註 18，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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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行政院主計處即依照有關規定及所訂各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歲出歲入審核要

點詳盡審核。其中有關重要經建投資計畫、科技計畫及重要行政計畫，應依相關

規定，分別送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或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先期審查，並將審查意見函覆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彙整所有概算檢討後，提

報行政院年度計畫暨預算審核會議歲出審查小組審議23。 
 
行政院主計處根據審議結果及財政部歲入概算檢討結果，擬定各機關歲入歲

出額度及中央對省市地方政府補助款項，呈報行政院年度計畫暨預算審核會議審

議。 

 
    (三)  總預算案彙編 
    各機關根據歲入歲出額度編製單位及附屬單位預算，經主管機關審核彙編，
撰成主管預算，送行政院主計處，另以歲入預算送財政部。財政部綜合各機關歲

入，編成歲入預算後，送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將各機關單位及附屬單位

預算再經查核完畢，即按各類收支結果，整理編制年度總預算案。並依歲入來源

別、歲出機關別、政事別、用途別，分別編制完成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依預算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連同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經行政院會議決定後由行政院

於三月底前送立法院審議24。 
     
關於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制程序，可見圖 4-1： 

 

                                                 
23 徐仁輝，2000，公共財務管理，台北：智勝，再版，頁 119。 
24 黃世鑫、徐仁輝、張哲琛，註 18，頁 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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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制程序 
 
辦理機關 程序 辦理事項 時間 

1. 制定政策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財 政 部 

審 計 部 

其 他 有 關 機 關  

 提出增進公務及財務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

出，全國資源供需估計趨勢及其他可供決定

年度施政方針之參考資料 

七月開始 

                                                                                   

 

 

 

2.編制預算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3.送立法院審議 

立 法 院  

資料來源：黃世鑫、徐仁輝、張哲琛合著，1996，政府預算，台北：空大，初版頁 281。 

 

行 政 院 制定施政方針 十月底前 

總 統 令行各主管機關 十月底前 

擬定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預算收入方針

及總預算編審辦法報院核定分行 

各 主 管 機 關

十月底前 

擬訂施政計畫及概算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審核各主管機關概算提出審核意見 

行政院年度計畫及

預算審議會議 審議施政計畫，重要公共收支政策及核

定各機關歲出額度 

各 機 關

擬編單位預算 

各 主 管 機 關

財 政 部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行 政 院 會 議

行 政 院

彙編主管預算 

彙編歲入總預算 

整編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綜計表 

通過總預算案 

送立法院審議 三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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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行政院主計處功能與美國預算管理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之比較 
    比較兩個機構的目前在於觀察不同國家制度中，處理相同業務者，會因制度
因素產生何種影響，以便進行制度改革時，選擇適於我國現勢的機制。 

 
美國的預算管理局(以下簡稱為 OMB)，負責聯邦政府的預算編制，業務範

圍與我國行政院主計處相似，主要是歲入、歲出的彙編，以及歲出項目的執行。

在 OMB主導下，每年三月開始下年度預算案作業，各機關即開始擬定施政方向。
OMB提出財政計畫與總統參考後，在四至五月間，OMB會與總統討論預算編制
方向，必要時會請部會首長與會。討論完後即要求各機關提報未來工作計畫、預

算計畫及目標，進行審核。OMB收到各機關的預算計畫後，即進行所提計畫之
彙整，並對可能結果進行評估。六月時，總統、OMB部長、財政部長與經濟顧
問委員會主席，會就一般預算政策、主要計畫及預算金融協商後，作成年度預算

總綱。到了七至九月，各機關依照預算總綱，在 OMB協助下，進行預算編制之
修正。十月，各機關正式向 OMB提出年度預算概算書，到十一月前，OMB會
依照未來施政方針，命部分不符之機關進行修正，同時，OMB也擔任這些具有
不同意見之機關的橋樑，向總統反應。十二月時，OMB與總統作最後討論後，
即草擬預算咨文，送總統批准後，即送國會審議25。 

 
依據楊志恆的研究26，我國行政院主計處與美國 OMB有以下不同點： 
1. 行政院主計處(以下簡稱主計處)僅是被動彙整各行政機關的預算；OMB
是在總統授權下，直接指示各行政部門編列預算額度。 

2. 主計處屬於業務輔助部門，首長為事務官，在人事設計上獨立為一個系
統，各行政機關均設有主計單位負責監督機關的預算執行27。OMB只是白
宮的輔助單位，總統可自由聘任首長，人事上並不獨立。 

3. OMB可對各部門所提計畫進行評估，並建議總統是否採用。主計處無此
權力，評估工作由經建會、研考會與國科會分別負責。 

4. OMB會主動整合各機關預算，促進機關間合作，以減少支出的浪費。主
計處無此權力。 

                                                 
25 楊智恆，1991，預算政治學的構築，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初版，頁 29~31。 
26 楊智恆，同上註，頁 187~189。 
27 我國政府主計制度兼採集中制與分散制之長，一方面主計事務集中管理，另方面主計業務則
分散辦理。行政院主計處為全國最高主計機構，掌理全國主計事務。各級主計機構之設置及其員
額編制，由主計處視各機關之組織及其主計事務繁簡設置之。現行政府主計制度中，各級主計人
員之任免遷調，在中央各主管機關、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之主計
主辦人員係由行政院主計處辦理，餘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層報行政院主計處核辦。各
級主計主辦人員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但係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因而使主計制度
形成特有的超然特質，一為主計機構組織超然於機關之外，以行政院主計處為最高主計機關，由
上而下，全國一致另成一行政系統（即主計系統），二為主計人員職位的超然，不因所在機關長
官之異動而更動，三為主計業務超然，主計人員可超然獨立行使其職務，不受任何影響。見行政
院主計處網址：http://www.dgbas.gov.tw/dgbas/dgbasn_92.htm#lin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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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MB負有整理總統提交法案之責任(在行政權內部)，並具協調國會與總
統歧見的功能。主計部只負責預算案相關工作，其他法案不在業務範圍內。 

 
    主計處與 OMB相同之處在預算執行時，僅負責歲出部分，由財政部負責歲
入執行。這是用政策整合的不方便，換來「防弊」的結果。 

 
    主計處與 OMB主要的不同之處，就是權力不夠大。在政策規劃上，主計處
需等待行政院年度計畫暨預算審核會議通過施政方針後，再由其與法規會、研考

會共同擬定細節。在預算編制時，主計處僅可被動接受各機關預算計畫；評估工

作有時還須由經建會、研考會與國科會優先進行，評估結果僅可被動接受，無法

發揮整合之功。 

 
    總體看來，主計處應該要發揮政策統整、預算編制整合的工作，才能在預算
彙編業務上發揮最大效能。但是，在我國的政府體制下，主計系統為維持人事與

業務上的獨立性，形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狀態。在政策規劃時，需藉由

行政院年度計畫暨預算審核會才可整合各首長之見；同樣的，在預算計畫評估

時，亦由經建會、研考會與國科會等由政務官領導的部門來進行。總預算案最後

尚須經過行政院會議這個關卡。層層機制都使主計處只能進行單純的預算編制工

作，無法干涉政策設計、評估與預算評估工作。 

 
在預算編制業務上，美國與我國的統治成本比較可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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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美國與我國在預算編制業務上的統治成本比較 

 
 美國  我國  

較低 較高 政策規畫 

原因：由總統授權 OMB直接規劃 原因：需召集各部會首長，在行政院

會議共同擬定。 

較低 較高 預算計畫評估 

原因：由 OMB自行評估 原因：由研考會、國科會與經建會分

門評估，再由主計處彙整，主計處無

修改之權。 

較低 較高 總預算案彙編 

原因：由 OMB彙編後，經總統審

核即可。 

原因：由主計處彙編後，經行政院會

議通過。 

較低 較高 與其他法律案之整合 

原因：OMB有權進行統整，並與

國會咨商。 

原因：主計處無權過問其他法案。僅

財政部對歲入項目可進行之。 

較高 較低 監控 

原因：OMB由政策規畫、預算評

估與歲出執行一手包辦，而且有權

干預相關法案，外部監控機制較難

介入。 

原因：主計處在組織、人事與業務上

均具獨立性，在預算彙編過程中需與

其他機關分工，可集思廣益，並且互

相監控。 

資料來源：楊智恆，1991，預算政治學的構築，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初版。由作者依其資

料自行製圖。 

 
 

(五)小結 
    為了落實政府再造，假設二級機關去法定化之法案已通過，行政院仍需強力
的執行機制，方能達成目的。因此，政院需要建立組織效能的鑑定機制，以擇善

汰弱，此舉會增加預算評估工作的整合難度。因為預算為國家施政好壞的重要指

標，監督者可藉由預算之評鑑作為機關效能指標之一，不過我國現制下缺乏這樣

的機構，必需新設專責機關，新設後則會增加評估機關間整合的難度28。此外，
為面對組織調整、改廢可能增加的趨勢，在預算編制過程中勢必面臨很多「重新

來過」的機關預算編制，此舉則會增加行政院主計處的工作量。 

 
    綜上所述，行政院必需建立一套克服預算過程中各機關間的整合成本，方能

                                                 
28 原本已有國科會、研考會與經建會，再增加一個機關的評估意見，自然更增加整合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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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法案的功能以達到立法目的。行政院主計處的建制行之有年，未嘗有廢黜之

議，若欲照美國 OMB之制增加其功能，尚須經歷組織運作的磨合期，而且將損
失「防弊」功能。只要能建立起機關間的整合機制，從制度或人事配置上提升主

計處工作能力，應可緩解法案落實後可能造成的困境。如果可以再建立與相關法

案整合之機制，並確定負責機關，可使政策規劃與施行具有整體性，進而增進政

府施政效能。 

     
    二、審議過程 

 
    (一)審議範圍 
    依預算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總預算案之審議，歲入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收
入為主，審議時就來源分別決定之；歲出以擬設定或擬變更之支出為限，審議時

應就機關別及政事別分別決定之。」故我國立法部門審議預算，關於歲入部分係

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收入為主，對非擬變更或設定之部分仍可審議，似採「全部

審議制」；關於歲出部分，由於以擬設定或擬變更之支出為限，採「部分審議制」
29。 
     
    (二)審議的限制 
    1.內容變動 
在我國，憲法第七十條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

支出之提議。」所以，我國國會僅可進行預算刪減之動作。 

 
大法官對立法院在總預算案的審議權限，採取嚴格的態度，依據釋字第二六

四號，其解釋文認為憲法第七十條的功能在防止政府預算膨脹，致增人民負擔。

因此，對於立法院所作增加公務人員年終獎金之決議，大法官認為直接牴觸憲

法，不生效力。 

 
    在科目調節權方面，大法官秉持嚴格態度，認為立法院即使在總預算額度不
變下，對於預算中「款」、「項」、「目」、「節」間的移動增減並追加的行為，已牴

觸憲法。依據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大法官認為立法院行使科目調節權，除增加

支出的動作違反憲法第七十條外，由於預算項目調動同時造成施政計畫內容之變

動或調整，將使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而動搖到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的憲法原則。 

 
    法律案在立法實務上，常設委員會委員對全部修正之法案，得增刪條文。對
於部分修正案，由於法規無明文規定，故依議事先例，即由審查會先行研究達成

諒解，於本案審查完竣後提報院會時，由召集委員領銜提案，請院會逕付二讀與

                                                 
29 黃世鑫、徐仁輝、張哲琛，註 18，頁 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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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併案討論。或於審查中由委員於院會提案再交付併案審查30。 
 
    2.審議期限 
    憲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
提出於立法院」，故立法院至遲在當年三月底前收到行政院所提出的預算案。另

依我國預算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由立法院

議決，⋯」所以立法院應在當年五月底前作成決議。審議期間自三月底至五月底，

共二個月。 

 
    法律案雖然沒有法定期限，但在憲政實務上具有限期立法的案例。依據釋字
第二五一號，由於違警罰法不符憲法第八條對人民身體自由保障的規定，且經釋

字一六六號解釋公布後，迄未改正，因此使違警罰法部分條文限期失效，並規定

於期限內完成立法。釋字五三○號則是對於司法院之組織長期不符「司法院為最

高審判機關」的制憲本旨，因此限期二年，命立法院修正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

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等。這樣的例子在大法官解釋

中較少見，因為限期立法多伴隨前一法案部分規定失效的結果，易衝擊到權力分

立的憲法原則，除非在該案件嚴重違憲的狀態下，大法官是不會輕易動用到這項

權力31。 
 
在立法實務上，法律案沒有法定的審議期限，常有法案一拖十年以上，已成

為我國立法實務的家常便飯32。 
 
    (三)審查之態度 
    立法委員針對「政府機關組織法案」之審查，依據盛杏媛的研究，由於這類
法案並非涉及各黨固定的意識型態或立場，一般選民也較少關注，因此很少受到

重視。除了少數立委涉入較深，多數立委都極少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介入。以

第三屆立法委員在各類法案上正式與非正式參與狀況為例，國民黨與民進黨對

「政府組織法案」的參與度遠低於其他法案，新黨則在此項比「特殊利益類法案」

略高3334。詳細可見下表： 

                                                 
30 羅傳賢，2001，立法程序與技術，台北：五南，二版，頁 657。 
31 以第五、六屆之大法官解釋為例，共計釋字二○○至四八九號等二九○個解釋，其中僅224, 251, 
300, 365, 366, 373, 384, 392, 436, 450, 452等十二個解釋採取定期失效。在這些採取定期失效的解
釋中，僅 251, 300, 365, 436四個解釋在其解釋文中，要求「應於此期限前修訂相關法律」或「應
儘速加以修正」。在全部解釋中所佔比例僅 1.37%。另可見，廖元豪，2000，司法院大法官「法
律違憲解釋之研究」─以第五屆、第六屆大法官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63期，頁 98-104。 
32 以本篇論文研究的行政院組織法草案為例，由民國七十六年提出於立法院至今，加上行政院
自行撤回復又提出的動作，已經經過十六年尚未立法完成。 
33 盛杏湲，2001，立法委員正式與非正式立法參與之研究─以第三屆立法院為例，問題與研究
第 40卷 5期，頁 94-95。正式立法參與，意指立委藉由通過或杯葛法律、政策來表達民意；非
正式立法參與的概念較模糊，汎指立委所從事與立法相關的非正式活動，例如：調查選區民意、
與行政官員接觸、說服黨部高層、與其他立委談判妥協等均是。把它們擺在一起看的原因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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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第三屆立法委員在各類法案上正式與非正式參與狀況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F值 

兩岸關係與省籍情報法案 

平均正式立法參與分數 

平均非正式立法參與分數 

 

2.78(468) 

1.80(468) 

 

3.94(288) 

1.20(265) 

 

4.27(126) 

1.91(126) 

 

32.04 

51.78 

社會秩序與司法類法案 

平均正式立法參與分數 

平均非正式立法參與分數 

 

2.22(390) 

1.54(390) 

 

4.39(240) 

1.27(180) 

 

4.21(105) 

2.01(105) 

 

64.78 

29.01 

政府組織與政治類法案 

平均正式立法參與分數 

平均非正式立法參與分數 

 

1. 81(312) 

1.52(312) 

 

2. 48(192) 

1.25(183) 

 

2.40(84) 

2.40(84) 

 

8.06 

32.86 

特殊利益類法案 

平均正式立法參與分數 

平均非正式立法參與分數 

 

1. 99(390) 

1.88(390) 

 

2. 71(240) 

1.27(220) 

 

1.82(105) 

1.23(105) 

 

10.31 

60.48 

說明：表中數字為該黨立委在該類法案的平均參與分數，括弧中的數字是分析的個例樹，亦及該

黨立委人數*該類法案個數。 

資料來源：盛杏湲，2001，立法委員正式與非正式立法參與之研究─以第三屆立法院為例，問題  

 
 
    如果在二級機關去法定化法案通過後，機關設立改由預算案型態出現，則立
委審查態度是否會較積極？從法律案來看，由於機關組織只是間接影響到經濟利

益、司法體系或社會秩序，因此在重要法案中，通常都是以部分法條作為機關設

立依據，例如：公平交易法中對公平會設置的要求，或是消費者保護法對消保會

之設。若法案只是專門針對機關組織，而與經濟利益、社會秩序等實質內涵沒有

直接相關，就會缺乏讓立委「進場」的誘因。但是，若改為預算案的型態恐怕又

不一樣。因為預算案是否能成為法定預算，關係到下一會計年度，各政府機關是

否能順利運作，如果法定預算無法成立，機關就無法從國庫獲得「金援」，各項

                                                                                                                                            
於台灣而言，第一，許多決策通常是在政黨內部或行政機關作成，雖然偶有立委反彈，但不可諱
言者，由國民黨執政至兩千年政黨輪替後，立委之行為均顯示政黨中央之斧鑿痕跡；第二，立委
的正式活動在第三屆以來，受黨團協商之影響而被嚴重壓縮，僅靠正式立法參與不足顯示立法過
程之全貌。 
34 對於政府組織法案的冷漠亦可見於第五會期。今年(2003)六月產生的府院爭議中，主要針對立
法延宕之問題，其中行政院組織法草案至六月十三日止，在程序委員會已被「卡住」達 25次，
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草案至同日止，仍在法制委員會處理中，詳見，中國時報，92年 6月 13日，
版 A4。在二至五月之會期結束後，由於尚有多項法案未通過，引發開啟臨時會審議之爭議，依
據中國時報民調，四成二民眾同意優先通過財經六法(不動產證券化條例、自由貿易港區設置及
管理條例、農業金融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金融重建基金
設置及管理條例)，二成同意先通過公投法，三成七未表態，就是沒有人關心政府改造相關議案，
可能連帶影響立委的「興趣」。在臨時會中也僅通過金融相關法案，政府組織法案仍乏人問津。
詳見，中國時報，92年 7月 8日，版 A2；中國時報，92年 7月 11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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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也無法進行，連帶會影響選民對政府的觀感35。此外，國會亦可藉由預算的
刪減，作為界入政府施政的工具，以影響各政府機關的設廢或變革。因此，預算

的通過與否，將成為國會與政府談判的利器，由於這項誘因，立委有可能會積極

地以正式或非正式型式參與立法36。 
 
    (四)審議程序 
    依據民國 80年立法院所制定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在行政院提
出總預算案於立法院後，規定立法院審查流程如下37： 

1. 總預算案到院後，擇期由行政院長、主計長及財政部長列席院會，分
別報告施政計畫及歲入、歲出預算編制之經過。(第二條) 

2. 總預算案交付審查後，由預算委員會召集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依
十組決定分組審查辦法。(第三條) 

                                                 
35 當然也會影響到選民對國會的觀感，尤其是對於杯葛預算的政黨，但這非此處討論重點。 
36 目前在我國，最能看出政府改造效能的是「精省」之成果，但是根據報導，其效能卻不怎麼
樣。這個問題雖然悠關政府效能，但是由於不直接涉及政策執行，激不起輿論，立委諸公對此也
不甚關心。如果能採取二級機關去法定化方案，藉由每年一次的預算審查，相關問題可能可以浮
上檯面，獲得解決的契機。有關精省的「成果」及其他政府改造相關成果如下： 
    在組織方面，以研考會對於第一階段組織變革的成果報告，對應其統計結果發現，表面上雖
然裁併了五十八個機關，但實際上均以成立中部或第二辦公室為名義，將各該機關實質留存。因
為自民國 88年展開精省作業開始，僅一千六百多人離退，超過十二萬人直接移撥中央，詳見，
財訊，「政府再造」根本是鬼話，2001年 10月，頁 229。。因此，若要為這些機關的「裁併」工
作下一註腳，應是名義上「裁」掉了，實際上卻還是合「併」起來。 

在人事方面，雖然已提供不錯的優退離職獎勵，但根據人事局資料，精省至今辦理優惠退休、
資遣、離職的省府人員共 1,635人，移撥中央機關則高達 123,875人，其中絕大多數在各部會因
應精省而新設的中央辦公室上班，詳見，財訊，一個省政府變好幾個小省政府，2001年 10月，
頁 161。此外，據詮敘部統計，民國 87年全國行政機關人員總數為 245,282，88年為 242,847，
90年回升至 246,589，91年降至 237,765，最多減少 7,517人，其中尚包括屆齡退休及精簡出缺
不補，精簡幅度僅佔中央行政機關 3%與原省府公務員人數的 6%，成效甚微，詳見，吳堯峰，
2001，〈再造台灣省政府：過去，現在與未來〉，《人事月刊 32卷第 1期》，頁 21-36；詮敘部網
站：mocs.gov.tw/S00/books.html。 

先撇開組織變革的形式成果，就精省後是否提升行政效率一層來看，首先對於公文流程是否
縮短，詹中原表示：「省政府精簡後整體的政府架構少了省府這一層級，在業務流程的簡化上，
表面上似有達到預期簡化流程作業，提升效率的目標，但深入研究分析，則因各單位所辦業務的
差別而有不同的結果，加以中部辦公室目前定位在一過渡性的組織，缺乏獨立的決策權限，也導
致在公文層轉流程的效益上，並不因精省而有效提升。」見，詹中原，2000，臺灣省政府功能業
務與組織調整初步效益評估，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頁 210。 

另外與政府再造相關的人事費用精簡，其施行結果也不怎麼樣。單以民國 90年中央一、二
級機關為例，涉及職務列等調整的人數約 2,235人，其中由九職等升為十職等約為 1,353人，每
人年薪約增二十萬元，國庫未來將於每年增加約二‧七億的人事費。而總計這兩千多人的升官將
每年為國庫多花約四億元，詳見，財訊，政府人事費用精簡是場大騙局，2001年 2月，頁 159-160。 

在中央政府組織變革上，陳水扁總統於 2001年即成立政府改造委員會，2002年即送置相關
法案於立法院，以實現會議結論中有關第一階段(包括行政院組織改革)的任務，詳見，新新聞，
一次次的改造總是口水多於行動，785期，民國 91年 3月 21-27日，頁 35-37。然而在 2003年 6
月的立法、行政兩院爭議過程中，卻似遺忘所提相關改造議案，最後在臨時會中也未見行政院積
極運作排入議程。 
37 蘇彩足，1997，政府預算審議制度─理論與實務的檢討，台北：華泰，頁 12, 108。羅傳賢，
註 30，頁 66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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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預算案經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分組審查辦法後，由預算委員
會暨有關委員會會同審查，並由各委該審查會議有關委員會召集委員

擔任主席。(第四條) 
4. 各組審查總預算時，得請有關機關首長列席報告、備詢及提供有關資
料。詢答與處理同時進行。(第五條) 

5. 分組審查完竣後，由各該審查會議有關委員會召集委員，將有關審查
結果起草書面報告，提交預算委員會會議綜合整理，並起草書面總報

告，提報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第六條) 
6. 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完竣後，即提請院會議決，並由預算委員
會召集委員出席報告。(第七條) 

 
    有關總預算案之審查程序列表如下： 

 
 

表 4-4：總預算案審查程序 
 

預算總質詢(第二條 ) 

召集聯席會議，決定委員會分組審查辦法(第三條) 

預算委員會暨相關委員會會同分組審查(第四條) 

並聽取機關首長報告書說明及詢答  (第五條) 

預算委員會整理分組審查成果，提報聯席會議(第六條) 

一讀 

 

全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進行審查(第七條) 

二讀、三讀 與法律案審議程序相同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預算審議流程上，有幾點因素與統治成本之高低相關： 

    1.預算總質詢 
預算總質詢原本的目的在使立委有機會了解總預算案的施政方針，有助於分

組審查時了解各預算細節對整體預算之功能，以及未來法案訂立與執行的方向，

並且建議行政院進行修正。然而，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六條38，每年已有
兩次施政總質詢的機會，雖然施政總質詢的「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是由行政院

秘書處籌編，預算總質詢則根據由行政院主計處所編之「施政方針及預算編列原

則」，但是以二月一日之施政總質詢來看，由於質詢範圍包括該年之施政方針，

                                                 
38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六條：「⋯一   行政院應於每年二月一日以前，將該年施政方針及上年
七月至十二月之施政報告印送全體立法委員，並由行政院長於二月底前提出報告。二  行政院長
應於每年九月一日以前，將該年一月至六月之施政報告印送全體立法委員，並由行政院長於九月
底前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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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涵蓋預算總質詢中會計年度前半(七至十二月)；在內容上，關聯度高產生重
疊，為不爭事實39。既然在施政總質詢已經對同樣的標的進行審議，在緊湊的預
算審議程序中又重複審查，將會壓縮其他程序的進行時程。 

 
    2.聯席會議審查 
    全院聯席會議審查顧名思義即是召集全院委員，進行預算審查。雖然可以對
分組審查的結果進行總體討論與議決，但是在二讀會中亦有同樣的程序，而且其

審查內容與方式與二讀會並無不同，增設這樣的程序非但沒有達到任何功能，反

而拖延預算審查的流程40。 
 
    3.預算不成立之補救辦法 
     

(1)自力救濟 
預算不成立時，補救方式有二：一為臨時議定補救辦法，另一為執行「臨時

預算」41。我國預算法修正前，採取第一項方式，依第四十九條規定：「總預算
案之審議，如有一部分未經通過，致總預算全案不能⋯完成時，由立法院議定補

救辦法，通知行政院。前項補救辦法，包括總預算未成立前之執行條款及繼續完

成法定總預算之程序。」由於在威權時代，立法院均為行政院的橡皮圖章，沒有

杯葛總預算案的可能，威權結束至政黨輪替前，亦未產生先例，故若總預算案無

法如期通過，勢必造成政府空轉，並需花費龐大的時間成本解決後果。 

 
民國 87年預算法修正後，採取執行臨時預算方式，依第五十四條規定：「總

預算案之審議，如不能依第五十一條期限完成時，各機關預算之執行，依下列規

定為之：一  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二  支出部

分：(1)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須俟本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

但依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或經立法院同意者，不在此限。(2)前目以外計畫得依

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度執行數，覈實動支。  三  履行其他法定義務收支。  

四  因前三款收支調度需要之債務舉借，覈實辦理。」 

 
 

                                                 
39 蘇彩足，註 37，頁 20。 
40 蘇彩足，註 37，頁 22。 
41 「臨時議定補救辦法」，即法律上未明文規定在法定預算未能即時產生時，其臨時解決辦法。
外國法之例如美國，預算案在十月一日會計年度開始前未能通過時，需由國會作成「繼續撥款案」
(continuing appropriations)，再經總統簽署之後，提供暫時動用國庫經費之法律依據，該撥款案的
內容無形式或實質限制。「執行臨時預算」，其顯例如德國基本法第一一一條第一項規定：「會計
年度終了，如下年度預算尚未以法律設定，聯邦政府在此法律生效前，有權為下列之必要支出：
1.維持合法成立之機關，並執合法決定之措施；2.履行合法成立之聯邦債務；3.在上年度經費核
定之範圍內，繼續營建工程、購置及其他工作，或為此繼續給予補助。」此類規定不使法律承諾
的支出、國家債信和政府業務成為預算爭議下之犧牲品。詳見，蘇彩足，註 37，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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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力介入 
如果行政與立法兩權無法依照既定的規則(預算法、憲法規範如覆議等)，進

行協商以通過預算案，是否有大法官會議介入的空間？ 

 
現在可以作一個假設，如果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的政府機關預算案，針對

行政院所屬部會相關的組織項目(包括人事、財物等)進行 A.整體性或 B.特定單一
部會(如財政部)之刪除，使該部分的預算無法過關，連帶使政務無法推行，行政
院可否聲請大法官解釋？由於預算案之審議牽涉到行政院與立法院之職權行使

(憲法第五九、六三條)，並且對於「立法院是否能全額刪除組織項目」產生爭議，
已符合釋憲的聲請要件(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一項)，可正式進入釋憲
程序。接下來判斷實體審查應如何進行。 

 
針對上述 B.項之假設，如果刪除財政部組織預算致其無法推行政務，則我

國預算之歲入項目將無法執行，影響國計民生甚巨，更何況是如 A.項之全面性
之預算刪除，致造成憲法機關(行政院)無法運作。再者，我國未發生如美國 1995
年柯林頓政府之總預算案遭國會杯葛的情況，故無法形成憲政慣例。在這樣的情

況下，大法官會議不應以政治問題42進行迴避。較適當的方式是如同釋字五二○

                                                 
42 「政治問題」一詞為美國最高法院在 1849年的 Luther v. Borden案中啟用。其他相似概念有法
國的「政府行為」、德國的「不受法院管轄的高權行為」、日本的「統治行為」與英國的「國家行
為」。目前我國僅有釋字 328號以「政治問題」與釋字 419以「統治行為」為由，拒絕進行實體
解釋。 

法國於十九世紀的「王朝復辟時期」(1814-1830)與「七月王政時期」(1830-1848)開始運用「政
府行為」作為司法機關不予審查的理由，當時中央行政法院對「政府行為」之認定甚寬，直到取
得「委任司法」(La thèorie du mobile politique)的法律地位之後，對「政府行為」的認定才有逐漸
緊縮的現象。當法國於 1958年設立憲法委員會(Conseil Constitutionnel)制度之後，「政府行為」
再度發生概念範圍變動的結果。由於憲法委員會已經取得若干合憲審查權，故部分事項如國會議
員的選舉爭議，已得由憲法委員會予以審查，因而被劃出「政府行為」之範疇。因此，「政府行
為」的範圍會隨著政府型態的改變、政經情勢的轉移或法律制度的變革，而有所增減 

德國及日本在引用本概念時均襲取法國，而在德國僅學界引進，其種子則未在實務界生根。 
英國的「國家行為」概念的起源早於法國「政府行為」，其「國家行為」被界定為：國家主權的
行使，內國法院不得介入審查；此後，更與「國王不會犯錯」以及「議會至上」等原則結合，賦
予王室及議會部分行為不受審查的特權 
    美國運用「政治問題」原則的效果在於拒絕對系爭案件作出實體裁判。但是其標準則晦暗莫
測，直到 1962年 Baker v. Carr一案中，Brennan大法官才綜合歷來的判決先例，歸納出政治問題
的認定準則： 
    1.從外觀上可以明確認定其涉及政治問題的案件，主要是憲法明文將該問題委諸於其他同等
之政治部門處理；2.或欠缺解決該問題所須之司法上可創獲或可操作的標準；3.或需有明顯非屬
司法裁量的先決政策決定，始足以作出司法判斷；4.或法院如為獨立的解釋，勢必構成對其他同
等政府部門的不尊重；5.或確有特別需要，須毫無猶豫地遵循已經作成的政治決定；6.或因不同
政府部門間就同一問題發表不同聲明，而可能發生尷尬局面者。 
    由於政治問題的概念及標準上的模糊性，李建良與許宗力均不贊成引入這種解釋方式。李氏
與許氏認為大法官的任務就是在處理憲政爭議，不應託辭迴避。至於案件審理上李氏認為，可藉
釋憲標準的建立，決定審查之嚴格程度；許氏則建議以「功能取向分析法」進行國家機關間爭議
問題的分析，並藉事務種類與基本權干預強度作為輔助標準。 

有關政治問題之論述，可見李建良，1998，<政治問題與司法審查─試評大法官相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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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方式，為行政與立法開啟溝通的橋樑，提示憲法結構內各種解決方式，而

不敦促採取特定路逕。 

 
    4.審議資訊取得之方式 
    (1)決算資訊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的規定，審計權由監察院轄下的審計部行使
43。決算程序是由行政院在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即十月底前，將決算提出

於監察院，由監察院函轉審計部後，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亦
即最晚隔年一月底前)，完成審計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44。 
 
    立法院獲得決算報告後是在二至五月之會期(奇數會期)，但是實務上都等到
九至十二月之會期(偶數會期)才開始審議。如此使得總預算案之審議竟比決算報
告還早，造成本末倒置。 

 
其原因據宋祺超之觀察，立法院奇數會期開始時，都會撞倒農曆春節假期，

故實際議事運作大都延至二月底，而行政院在三月中旬左右即已將總預算案送達

立院，在短短二、三週間，立法院難以完成總決算報告之審議，因此通常等到偶

數會期才進行決算審議45。更何況立法院所審議的決算，以下圖為例，是依 t-1
年度所編，其審議的總預算則為 t+1年度，因此立法院在審議 t+1年度總預算時
最多只能得到 t-1年度的決算報告。 
 
 

                                                                                                                                            
收於《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 161-197。許宗力，
1999，〈憲法與政治〉，收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行政》，頁 39-52。 
43 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我國曾發生審計部定位之爭，主要針對審計權之歸屬與組織設置，一說認為應依制憲原旨，
另一說認為應併入立院。據蘇永欽之研究，在世界各國維繫審計權獨立行使的潮流下，我國正好
把審計部擺在一個可獨立行使職權的憲法機關─監察院內(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五項)，節省獨
立建制所需的制度資源，見蘇永欽，1993，審計權在我國憲政體制下的歸屬，「審計權之歸屬」
研討會，憲政時代：19卷 3期，頁 19-27。依拙見，使審計權獨立行使，雖然會增加國會取得決
算資訊的成本，但是由這樣的「公正第三者」式的機構進行資訊蒐集，可維繫資訊的正確性與可
信度，反而避免國會藉扭曲的資訊進行政治鬥爭，提高政府的施政成本；另一方面，藉由正確的
資訊提供，加上國會「議事壟斷」的地位，可適切地制裁政府不當施政。 
44 憲法第六十條：「行政院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應提出決算於監察院。」憲法第一○五
條：「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三個月內，依法完成其審核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 
45 宋祺超，1996，從立法委員行使審計長同意權看決算審核制度，立法院院聞，第 24期 1卷，
頁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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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預算、決算審議時程 
 
 

    t-1               t                       t+1 

 
        t-1年 7月                                          t年 7月 
                                  t年 2至 5月會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立法院在審議決算時，由於先天不良(無法立即取得當年決算)，

加上後天不足(審議決算時程本末倒置)，造成立法院無法依據充分資訊了解行政
院執行預算能力與成果，同時降低其審議預算的能力。 

 
    (2)預算資訊 
    立法院本來在預算相關資訊取得上，需大幅度地仰賴行政院所提供的資訊。

因此曾有設置如美國「國會預算局」之呼籲。國會預算局(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是美國國會在一九七四年通過預算法後增設，其目的在避免預算資訊取
得只仰賴行政權此單一管道，該機構的工作大別為兩類，分為預算分析及政策分

析，其主要職掌共分為六類：成本推估、通貨膨脹分析、預算執行追蹤、財政分

析、計畫分析、年度預算分析46。國會預算局的組織編制共 218人，其組織圖如
下： 

 
 

                                                 
46 蘇彩足，註 37，頁 61-62；楊志恆，註 25，頁 43-45。 

t-1年決算 
t+1年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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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美國國會預算局組織圖 
 
                            
 
 
 
 
 
 
 
 
 
資料來源：楊志恆，1991，預算政治學的構築，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初版，頁 45。 

 

 
 
民國 88年 1月 25日，立法院組織法修正通過，修正案中一項重要指標是增

設立法輔助與幕僚機構。首先在幕僚機構方面，秘書處整理擴編為秘書處、議事

處、公報處及總務處；在輔助機關方面，立法諮詢的法案組擴編為法制局，預算

組改編為預算中心，並將編譯組與圖書室新編為國會圖書館。各機構的人員編

制、職等有相當程度提升，以預算中心為例，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二十六條從主

任、副主任、研究員、科員、操作員與辦事員等，共有六十人以內之編制，研究

員即佔五十五位。預算中心所負責事務，依立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一條為：「一  中
央政府總預算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二  中央政府決算之研究、分
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三  關於相關法案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四  
其他有關預、決算諮詢事項。」與舊法相比，除了預算中心由立法諮詢中心獨立

出來，在研究員人數上也獲得大幅提升(過去預算局最多擁有十名研究員)，已逐
漸擁有承擔提供國會預算相關資訊的能力。此外，相關輔助機構如國會圖書館的

成立對國外預算制度、經濟情勢的參照亦有幫助。如此一來，國會對預算資訊的

取得在制度面上已擁有不錯的能力。 

 
    5.小結 
    我國預算審查程序中，對於預算不成立的解決辦法已未雨綢繆地建立「臨時
預算」機制，且可藉大法官會議解釋為行政、立法僵局「圓場」；在預算資訊的

取得上也因立法院預算中心的設立有了長足的改善。不過，預算總質詢、聯席會

議審查均過度占用專業審查的時間，決算資訊也因憲法規定而影響立院審查時

機，使立院監控行政機關效能的成本提高。預算總質詢及聯會審查均屬立法院自

局長 1人 

副局長 2人 一般顧問室 2人 政府關係室 30人

預算分

析助理

72人 

財政分

析助理

22人 

稅務分

析助理

14人 

自然資源

及商業助

理 22人 

人力資源

及社區發

展助理 

28人 

國家安全及

國際事務助

理 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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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審議規則，修正難度不高；但決算資訊的取得上，若欲使審計部併入國會需

進行修憲，而提早行政院與審計部送置決算的時間亦需修憲，改善此問題的難度

甚高。 

 
    由統治成本的角度來看，立法院增加人力與組織設置，雖然提高內部管理成
本，但是提升對預算案的議事能力。另外，由於決算資訊的取得與議事流程問題

的未解，降低立法院組織法修正的功效。對預算案不成立的解決辦法之修正，雖

然降低立法院杯葛之能力，但是增加政府施政的穩定性。不過，整體來看，預算

案的審議程序需要再改革，方能適應二級機關非法定化後議事的複雜性。 

 
 

表 4-5：預算審議程序之變革 
 

 國會五法修正前  修正後  變革難度  

預算總質詢 程序重複，影響議事。 未修正。 低 

(國會規則) 

聯席會議審查  程序重複，影響議事。 未修正 低 

(國會規則) 

臨時議定補救辦法。 改為「臨時預算」機制。 內部機制  

統治成本 較低 較高(降低議事杯葛能力

以求政府施政穩定) 

預算不成立時之解

決  

外力介入  大法官解釋(運用類同釋字五二○解釋結果，強迫

性為行政、立法建立溝通橋樑。) 

此為憲政結構內制度性降低統治成本之機制。 

 

決算監控  憲法造成立法、監察機關

分權，並硬性規範決算審

議時程。 

未修正 高 

(憲法結構) 

立法院諮詢中心所設預算

局提供。被分配的研究員

不超過 10人。 

預算中心由立法諮詢中

心獨立出，並增加研究人

員配置為 55人。 

預算資訊取得  

預算資訊  

統治成本 較高 較低(雖增加管理成本但

提高對抗行政權能力)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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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二級機關法定化」方案 

 
    法定化方案，顧名思義是需要以法律方式制定才可生效的，因此，以下將本
方案之運作分為「法律案」之規劃過程與審議過程，進行探討。 

 
一、規劃程序 

    (一)規劃組織與流程概述 
自民國 76年起，行政院正式於行政院院會中決議進行行政院組織法之研修

(詳見第一章)。當時行政院副院長連戰成立「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
所依據的法源為小組設置要點，以今日法制看來，屬於行政程序法第一五九條所

規定的行政規則。當時專案小組成員為：政務委員李國鼎、高玉樹、張豐緒、郭

為藩、蕭天讚，行政院秘書長王章清，研考會主委魏鏞，台大教授姚淇清、張劍

寒、翁岳生、吳庚、李長貴，政大教授雷飛龍、華力進、張潤書、吳定，中興大

教授姜占魁等 18位委員，及人事行政局長卜達海，副局長高孔廉，行政院參事
方妙才，研考會副主委陳炳生等 4位秘書47。小組工作程序為：1.蒐集及分析有
關資料，2.聽取各部會組織與職掌簡報，3.聽取學者專家有關外國政府專題報告，
4.邀請新聞及產、官、學界舉行座談，5.蒐集輿論反映意見，6.專案小組分組研
究重要問題，7.研擬修正建議事項48。 

 
民國 82年，「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再次成立，召集人為行政院

副院長施啟揚，其成員為政務委員王昭明、郭南宏、張劍寒、黃石城、高銘輝，

台大教授翁岳生、吳庚，研考會主委孫德雄，人事行政局長卜達海，政大教授雷

飛龍、華力進、張潤書、吳定，中興大學教授姜占魁等 14人49。專案小組成立
之法源亦為行政規則型式的「設置要點」。在組織方面，召集人為行政院副院長，

執行祕書為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副執行秘書為行政院研考會與人事行政局之副首

長。輔助機構包括議事、資料與行政三組，其工作成員多屬行政院研考會及人事

行政局之事務官50，沒有正式幕僚會議，幕僚分析工作由資料組擔任。在運作流

程為：1.蒐集並分析有關資料，2.分組研擬議案，3.邀請有關部會做組織與職掌
簡報，4.研擬修正建議事項，5.研議初步結論。小組依設置要點，於工作結束後
裁撤51。 
 
    民國 86年，行政院研考會依據院長要求政府再造之指示，召集「政府再造」

                                                 
47 王名倫，2000，戰後台灣行政革新與政府再造之政治經濟分析 1945~2000，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6。 
48 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1988，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總報告，台北：行
政院研考會，頁 1-6。 
49 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1998，行政院組織法研究報告 (81-85年)，頁 2-6。 
50 在輔助機構之人員背景方面，議事組共 12人，均為研考會之中層官員；資料組共 10人，均
為人事行政局之中層官員；行政組由行政院辦公室人員兼任，共 4人。 
51 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註 49，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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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會議。行政院並成立「政府再造推動委員會」與「政府再造諮詢委員會」，

開放中、基層公務員參與52。 
 
    民國 9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總統府成立「政府改造委員會」，其法源為
「政府改造委員會設置要點」。委員會組織方面，置委員 25至 29人，主任委員
一人由總統兼任；副主委 2或 3人，其中兩人由有關院長兼任，另一人由學界或
企業界人士兼任。其餘委員自產、官、學界遴聘，委員成員中，學者共 9人，政
務官 7人，企業界人士 5人53。執行長由總統府祕書長兼任，副執行長則由有關
各院之副院長兼任。另置幕僚會議，由執行長任召集人，邀集有關各院秘書長、

相關主管機關首長及專家學者，就議案綜合研議後，提請委員會審議。此外，尚

設研究、祕書、議事、總務、新聞、人事及會計組之輔助單位54。雖然設置要點

未規定裁撤時間，但自 91年底後，委員會未再進行活動。不過，在組織改革方
面，行政院依照其建議於 91年 5月 29日成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
繼續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工程，新設機構之主委為政務委員葉俊榮。 

 
 
 
 
 
 
 
 
 
 
 
 
 
 
 
 
 
 

                                                 
52 王名倫，註 47，頁 85, 101-102。 
53 在委員成員名單中，學者方面為：台大教授許宗力、葉俊榮、林水波、柯承恩，政大施能傑，
台北大翁興利，東海蔡啟清，中研院蕭新煌，成大林清河。政務官方面，政務委員許志雄，銓敘
部長吳容明，行政院秘書長劉世芳，考試院秘書長朱武獻，財政部長林全，人事行政局長李逸洋，
內政部長余政憲。企業界人士包括：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土銀董事長魏
啟林，奇美董事長許文龍，宏碁董事長施振榮。 
54 總統府網站，http:// www.presiden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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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資料來源：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二)評析 
    在組織歸屬與性質上，政黨輪替前均由行政院副院長召集臨時性、專案性的

組織，不過於 86年時，由於政府改造議題興起，組織改造工作被納入其中，但
還是由臨時性之組織進行行政院組織法之研修。89年輪替後，改由總統府設立
研修單位，與之前的研修小組相同，「政府改造委員會」亦非常設型的正式法定

組織。對於行政院所成立的「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亦不具法定地位。 

 
   由此，可以確定政府對於組織改造均以非常設方式之組織，進行改造工作。
此點可得證於組織法源，與政黨輪替後工作改由總統府轄下組織擔負。如此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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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長處為人員晉用便利，得以延攬當時各方俊傑；工作流程勢必也較彈性，足以

讓人員各盡長才。然而，優點也同時構成其缺點。由於組織非常設，必須取決於

當時領導是否有意進行改革，改革時程如浮雲般難以捉摸；另外，也缺乏對組織

人員之特定監控機制，難以評估成效；組織編制與運作方式也難以存續，減少下

次組織設置與執行之成本。 

 
   在組織人員晉用上，至 91年為止，深度與廣度具有提升。90年之前之組織
中，只以行政院成員與學界為主，行政院成員亦只包括研考會與人事行政局55。

90年成立之改造委員會，除包括行政院與考試院之官員外，行政院內部會首長
亦有參與。學界為當然成員之外，企業界亦有要員加入。 

 
   整體而言，組織改造之工作組織，雖然藉由菁英成員、彈性工作流程，讓組

織均可設計出完整的修正法案(詳見第一章)，但是臨時性的組織設置，使組織改
革工作增添不確定的變數。因此，統治成本難以評估。 

 
  二、審議過程 

 
    法律案之三讀程序已如第三章之介述。就我國法律案審查程序而言，民國

88年以及 91年國會五法56的設立與修正，從立法院的組織(包括常設委員會)、職
權行使、議事規則都作了大幅的更動或創設新制，其立法目的在於提升議事效率

與品質57。為探討修法對於法律案審議之影響，以下將以常設委員會及黨團作為

主軸58，探討法律案審議之過程。 
 

  (一)常設委員會 
 
常設委員會的主要功能為：提供比立法案或財政提案還詳細的考量，這不僅

有助於減輕院會的立法負擔，而且比院會進行更徹底、更精確的審查59。 

                                                 
55 王名倫，註 47，頁 102。 
56 分為：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委員行為法、立
法院議事規則。 
57 黃昭元，1999，國會改革五法簡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期，頁 185。 
58 由於立法院組織法及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之修正重點之一都擺在常設委員會；而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則將修法前之慣例─黨團協商─法制化，加上修法後多項法案均透過黨團協商之制，故
本處重點擺在常設委員會及黨團協商制度上。 
59 Haywood，著，楊日青等譯，1999，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重譯本一版，頁 507-508。事
實上，還有其他兩項功能，即「調查政府行政及監督行政權運作」與「設立特別委員會以調查特
定重大事件」。由於此二項功能與法律案之審議少有直接關聯，並非法案審議程序之關鍵，故不
列於文內討論。 

針對第一項功能，調查權依我國憲政體制，本屬監察院所據。在監察委員選任方式因修憲而
改變後，釋字三二五號解釋提到，監察院雖然因憲法增修而不再是中央民意機構，但憲法的五院
體制未變，因此依憲法第九十五、九十六條由監察院所具有的調查權，在憲法增修時未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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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5年國發會曾達成「委員會專業化」之共識，以落實常設委員會之功

能。所以，在 88年修改立法院組織法時，將委員會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為十二
個，增加「科技及資訊委員會」與「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同時配合實

際需要，將教育委員會改為「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改為「經濟及能

源委員會」，預算委員會改為「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內政及邊政委員會改為「內

政及民族委員會」，外交委員會改為「外交及僑務委員會」(立法院組織法第十
條)60。委員會之變革如下表： 
 
 
 
 
 
 
 
 
 
 
 
 

                                                                                                                                            
應仍為監察院專有。不過，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得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要求有
關機關就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原本，受要求之機關非依
法律規定或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此外，由於監察院對受憲法保障可獨立行使職權的國家機關，在
行使調查權時受到限制，基於同一理由，立法院亦受此限。不過，由於立依立法院組織法第十條
第二項：「立法院於必要時，得增設特種委員會」，似可增設一常設之委員會，以進行行政院及各
部會工作的相關蒐集，然此舉即使未侵及監察院之憲法上地位，也有與監院功能重複之虞。當今
之計可加強與監察院之資訊交換，而不必害怕違反權力分立，因為第一，監察院在實質功能上是
為監視行政權而設，其對象不及於立法權；第二，國會制度由西方傳來，調查、審計、彈劾、糾
舉等功能均羅列於其下，我國只因實行五權分立，致立法與監察系統分家，但在功能行使上互不
衝突，反有互補之效。可惜的是，即使立法院建好與監察院的溝通管道，監察院功能不彰，「不
打老虎只打蒼蠅」，使得此項功能仍然難以發揮。 

對於監察院功能不彰的問題，許志雄氏認為，應是制度架構惹的禍。蓋監察院只是監察權的
發動機關，被監察院彈劾或糾舉的官員，其處分必須等待司法院下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定、行
使，監察院無權過問，詳見許志雄，1999，<立法機關與議會民主制>，收於許志雄等著《現代
憲法論》，台北：元照，初版，頁 289。依拙見，監察院連發動監察權亦有問題，因為立委可藉
監控、舉發行政院過失以突顯功績，進而爭取選票，監察院卻沒有這項誘因，加上需超黨派行使
權力，且舉發後尚待司法院進行審理，既不如行政、立法之互相制衡，也沒有在野、執政對立的
情狀，由於遠離權力鬥爭的環境，也使這個國家機關遠離目光焦點。不過，這樣的制度設計優點
等同於審計部之獨立地位，將使資訊的客觀性增加，避免立法藉扭曲下的資訊進行政爭，破壞政
府穩定。 

對於第二項功能，以美國為例，為水門案而設艾文委員會(Irvin Committee)，由於不屬於常
設委員會之功能，因此不列於文中討論。在我國，依立法院組織法第十條第二項似有設立空間，
但至今尚未行使此權力。 
60 陳淑芳，2002，國會改革五法實施之成效與檢討，月旦法學第八十五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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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常設委員會組織變革 
 

立法院組織法 88年修正前 88年修正後  

內政及邊政委員會 內政及民族委員會(變更) 

外交委員會 外交及僑務委員會(變更) 

 科技及資訊委員會(新設) 

國防委員會 同右 

經濟委員會 經濟及能源委員會(變更) 

財政委員會 同右 

預算委員會 預算及決算委員會(變更) 

教育委員會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變更) 

交通委員會 同右 

司法委員會 同右 

法制委員會 同右 

 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新設)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修正後的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尚有強化專業幕僚支援系統，增加委員會幕
僚編制員額：在原有編制外，各委員會增加一名編審、一名專員與科員一至二人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條)；各委員會設置一名專門委員擔任議案及人民
請願案之研究、草擬與編撰事項(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十八條)。 
 
不過，雖然 88年國會五法通過後，規定了不少有助「委員會專業化」的機

制，但是在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上仍有部分問題： 

  1.委員會之組成 
(1)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原本為抽籤登記制，雖然在第三屆會期中曾決

議改採政黨比例代表，但一來非屬法定，二來無期限限制，終致政黨比例之共識

破滅，第三屆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情況，楊婉瑩以「院會個人化」來形容，因為

參與委員會可以獲得連任資源(如與行政機關溝通管道、制定相關政策滿足選
民)，除強調「公平性」的抽籤選任方式外，未有其他法制化的設計，也未形成
不成文慣例(如委員會資深制)，加上政黨對部分成員無法控制，使得立委們得以
在滿足私利的前提下大行其所欲61。88年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開始限制各立委
只能參與一個委員會，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規定各委員於每會期依次登

記於所欲參加的委員會，尚未建立政黨比例分配制。在 91年修正新法中，則改

                                                 
61 楊婉瑩，2002，立法院委員會的決策角色：以第三屆立法院為例，問題與研究：41期 4卷，
頁 8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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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政黨比例代表制(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之三第一項)62，有助於政黨分
配專業委員於各委員會，當然也有使政黨為達「固樁」目的而強迫專業委員分發

至非專業的委員會，不過總是能幫助委員會的組成反應政黨生態，以使政黨協商

時能尊重委員會所通過之法案。且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之三第二項的規

定：「各黨團於前條委員抽籤日後二日內，提出所屬委員參加各委員會之名單及

實際席次。逾期未提出名單或僅提出部分名單者，就未決定參加委員會之委員，

於各該黨團實際席次抽籤決定之」，此規定產生之目的在避免各黨團遲不提出委

員會名單致影響議事程序而設，其貢獻仍待日後檢驗63。 
 
(2)委員會成員的專業性是委員會組成的另一個問題64。立委選舉不太可

能如同考試院所舉辦的專技高考，規定各專門領域應選多少人為限，退而求其

次，依據羅清俊的研究，「資深」立委比較能夠專業地處理議案65，建立委員會
的資深制度可成為替代方案，。然而，在我國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下，雖然有利於

小黨或個別參選人，但卻犧牲大黨的統合性，加上目前實務上如國民黨山頭林

立、民進黨派系分據，政黨難以嚴格執行黨紀，以及立委汰換率高的情況下66，

在以力(選票)服人的國會叢林裡，委員會的資深制之建立仍屬困難。 
 
  2.召集委員 
召集委員亦是修法前之重大問題。91年修法前，召委依立法院各委員會委

員選舉辦法第四條的規定，每會期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但以一次為限。實務

上常產生「菜鳥召委」，即由不了解議事程序者擔任67。而各委員會置召委三人，

輪流擔任主席之設計(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有關議程之排定則輪值召
委決定(立法院各委員會辦事通則第六條)，使議程安排因難以連續而發生割裂之
現象，更有因不同黨派召委擔任主席後，推翻之前決議的動作。91年 1月 15日
修法後，使召委連選連任限於一次的規定取消(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辦
法第四條)，此外，議程不再由輪值召委排定，而改為共同議決(立法院各委員會
組織法第四條之一)。不過，依陳淑芳之見，以上規定雖然有助資深召委的產生，
但是仍無法防治「菜鳥召委」的出現；三名召委的設置仍有多頭領導的現象，對

                                                 
62 九十一年修正後的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委員依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
之規定參加一委員會，應於每會期依次登記之。」有趣的是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在同年的修
正時已被刪除，所以不知其真意如何。 
63 陳淑芳，註 60，頁 29。 
64 有趣的是，美國國會原本是強調委員會資深制的，但是在 1970年代起，共和黨及民主黨相繼
在眾議院與參議院打破資深制的禁錮，雖然目前仍以資深議員擔任委員會主席居多，但是已不再
重現壟斷的局面。不過，我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委員會尚未建立資深制，遑論由資深議員壟斷議
事，因此不難了解國發會欲使委員會專業化作為整治國會的一帖良方。 
65 羅清俊，2002，立法院常設委員會審查功能之實證研究─委員會資深程度與不分區立委角色
的影響，月旦法學 86期，頁 36-61。 
66 陳淑芳，註 60，頁 40。 
67 黃秀瑞，2000，立法院之改革與未來發展，兩岸立法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政治學系與中山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4-4-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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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進行可能繼續造成影響68。 
 
    (二)黨團 
     
政黨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可吸納具有相同意識型態、理念、種族、地位、利

益等等的議員，有助於形成共同的立法政策，減緩討論時產生的分歧，整合議決

時的力量(票數)。議員在國會中所組成的政黨團體(內造政黨)，或是政黨在國會
中所控制的議員們之聚合(外造政黨)，這兩種國會中的團體均可稱為國會黨團(以
下簡稱為黨團)69。透過黨團間的協商，可減少單獨議員需重複與其他議員交流、
溝通之成本，使作成政策決定的過程更流暢；人民亦可透過黨團的運作獲得整體

的訊息，若黨團強勢者，人民更可藉選票選取屬意的政黨以監督議員行為。 

 
    經過釋字二六一號解釋，資深議員盡去，國會全面改選後，國民黨在立法院

的勢力逐漸下滑，於是在實務上出現透過政黨協商通過法案的慣例70。民國八十
八年立法院組織法將黨團制度法制化，其目的在於強化黨團協商效力，以解決法

制化前，協商代表常未經充分授權，致協商結論提報院會後被推翻71。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黨團協商的開啟有三種管道：第一，為協商議
案或解決爭議事項，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協商；第二，院會於審議未

經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出席委員如未能達成共識者，主席得裁決進行黨團協商；

第三，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行協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六十八條)。 
 
協商議案之分配可見第七十四條，議案分發協商之程序上，依各委員會提報

於程序委員會的順序決定其協商次序，但分配協商的議案有時效性者，負責召集

之黨團應優先處理。各黨團負責召集協商議案的數量，依政黨席次比例決定。若

各該黨團負責協商之議案，在一定時間內未獲共識，應改由其他黨團負責。 

 
協商之代表及主持，可見第六十九條第一項及七十條第一項：黨團協商會議

應由院長主持，若院長不能主持由副院長主持；黨團協商會議之成員包括院長、

副院長及各黨團負責人(或黨鞭)；各黨團之代表之產生，應由負責召集之黨團通
知各黨團指派代表參加，而各黨團代表應經黨鞭書面簽名指派。 

 

                                                 
68 陳淑芳，註 60，頁 30。 
69 馬起華，1983，從民主政治的觀點看政黨政治的運作，收於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主編，從現
代政治思潮看政黨政治運作，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 59。林嘉誠，1991，國會黨團的定位，
國家政策雙週刊，第 15期，頁 2。羅傳賢，註 30，頁 522。 
70 陳淑芳，註 60，頁 32。 
71 陳淑芳，註 60，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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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的效力則可見第七十一至七十三條的規定：首先，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

表達成共識後，應即簽名，作成協商結論，並經各黨團負責人簽名，於院會宣讀

後列入記錄並刊登公報。黨團協商結論經院會同意後，出席委員不得反對。經協

商之議案於廣泛討論時，除經黨團要求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外，其他委員不得請

求發言；經協商留待院會表決之條文，得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後，逕行處理。議

案在逐條討論時，出席委員不得請求發言。 

 
    黨團協商流程可見下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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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黨團協商流程 

 

 

 

 

                          

             

                                     

 

 

 

             

 

                                                   

 

 

                                                依審查委員會報告提出順序交付協商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4條第 1項) 

 

               經一黨團或經二十人以上連署得提出異議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8條 2項 ;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10條之 2) 

 

                                 由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70條) 

 

 

 

 

 

 

 

 

 

 

 

 

資料來源：羅傳賢，2002，立法程序與技術，台北：五南，三版，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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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 91年新法修正前，實務上經黨團協商而通過的議案有倍增現象，已
達成「提升議事效率」之目的72。但是，依陳淑芳的研究73，舊法有三項缺失： 

 
1.削弱委員會功能 

    在黨團協商法制化後，常發生委員會審查中或審完的法案交付協商的情況。
為尊重審查委員會的意見，第四屆第一會期第六次會議雖曾決議，黨團協商時須

通知原審查委員會之召委及保留院會發言權的立委參與。但在實務運作上，皆由

各黨團幹部主導協商及結論，其中常對審查委員會之議案作出大幅修改，原審查

委員會卻缺乏表達意見的機會。 

 
2.少數人決定法案內容 

    民國 91年修正前，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五人以上委員即可組成
黨團。無形中，使一小部分議員可藉協商代表之身分決定法案內容。實務上，常

有黨團或委員為使自己所支持的法案可順利通過，逕自請求召開協商會議，在協

商會議上再互相為利益交換；在自己法案不被接受，以拒絕對其他協商法案簽名

的方式進行杯葛。 

 
3.阻礙議案審查時程 

    因議案經協商達成共識後，須經各黨團代表之簽名，協商結論最後還需各黨
團負責人之簽名，始得提報院會處理。此制下，黨團負責人或代表可藉拒簽或拖

延的方式，阻礙議案時程進行，以遂行所求。 

 
91年新法修正後，針對 1.之問題，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十條之一規定：

「各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完畢後，應就該議案應否交由黨團協商予以議決。」依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條之一：「第二讀會討論各委員會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得

經院會同意，不須討論，逕依審查意見處理。」不過，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十條之二規定：僅出席委員對委員會決議當場表明不同意者，可依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74提出異議，缺席或未當場聲明不同意者，不可提出異議
或參與異議之連署。相較於舊法只規定「院會委員不能達成共識」此一要件，新

法使異議之立委須在符合以下五項要件：1.審查該法案的常設委員會之立委、2.
出席、3.當場聲明異議、4.院會中提出異議、5.二十人以上聯署或附議，始可將
不須經黨團協商之議案復交由黨團進行協商，增加了個別立委在委員會審查後開

啟黨黨團協商、達成杯葛議案目的之難度。不過，法案若屬逕付二讀者(見第三

                                                 
72 以法律案為例，第四屆第一會期所通過的 63件法案中，有 53件是經協商者；第二會期的比
例則為 96:83；第三會期是 84:83。詳見，周萬來，議案審議─立法院運作實況，頁 272；陳淑芳，
註 60，頁 32。 
73 陳淑芳，註 60，頁 32-33。 
74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
委員提出異議，二十人以上提出連署或附議，該議案交由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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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二、三項)，則形成委員會審查之漏洞。另外，
在協商過程中，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條規定，各黨團參與協商之代表其中一

人需為審查會委員(常設委員會之委員)，如此使委員會成員之參與法制化，使協
商過程能容納委員會意見，也使委員會成員在決定協商結論時發揮影響力，但是

同條第二項規定：「⋯但黨團所屬委員均非該委員會成員時，不在此限」，因此，

給予小黨黨團藉杯葛動作抹煞委員會意見之機會。 

 
針對問題 2.，為避免少數人決定法案內容，除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修正

為「八人」始可成立黨團外，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二條亦將黨團協商結論的

效力修正為：「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聯

署或附議，得對其全部或一部提出異議，並由院會就異議部分表決(第一項)。」
相較於舊法，雖然增加法案通關的困難，但是事實上給予常設委員會成員翻案的

機會。在黨團協商結論經院會宣讀通過，或依第七十二條第一項異議議決結果，

出席委員不可再提異議，也不可在逐條宣讀時反對。 

 
    針對問題 3.，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議案自交由黨團協
商逾四個月無法達成共識者，由院會定期處理。」使個別黨團或立委無法再藉由

無期限的杯葛行為，爭取談判空間。 

 
    (三)小結 
     
八十五年的國發會共識「委員會專業化、院會政黨化」，其目的就是要達成

「委員會中心主義」，在這樣的結構下，法案一經委員會通過，可立即提交院會，

經政黨代表按分配時間發言辯論後，針對有意見的條文表決之75。因此有助於專
業化的意見被尊重並形成法案內容，以提升立法品質。 

 
    我國國會體制在民國 91年國會五法的再修訂下，在委員會方面，藉由委員
會政黨比例組成、限制委員只能參與單一委員會、召委無限制連任等規定，使委

員會專業化的交易成本降低，同時由於委員會較能反應政黨生態，使黨團協商時

尊重委員會所通過法案的機會增加。但是，政黨於分配名單時是否能以專業為考

                                                 
75 楊婉瑩，註 61，頁 83-87。委員會中心主義，屬於委員會組織決策理論分類之一，其他分類還
有院會中心主義(我國過去屬之)、政黨中心主義、多重決策中心主義。委員會中心主義一說，認
為委員會為一個自主性單位，能夠自力決定其所管轄範圍內的政策結果，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認為委員會主要擔負利益分配與交換功能。為使委員會能夠有效進行交換，因而賦予某些
少數對於某些法案擁有特殊決定權。委員會的成員對於所轄議題範疇內的法案具有提案壟斷權，
使得少數取得關鍵位置與否定權，進而改變院會多數決的結果。簡而言之，委員會就是居於國會
權力結構的頂端。另可見 Barry R. Weingast and William Marshall,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Congress,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96(1988), pp.136~163. Kenneth A. Shepsle, and Barry 
R. Weingast,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mittee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1987), pp.8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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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及召委「三分天下」增加委員會議事變數，同時使專業化的難度提升。 

 
    在黨團方面，民國 88年將黨團協商法制化後，幾乎成為法案通過必經之路，
使院會政黨化順利達成。但是由於程序易於開啟，加上委員會相關規定(組成方
式、決議效力)不足，使委員會本來不強的功能更為弱化，至 91年又再度修改規
定。在新法施行下，提高委員會審查通過法案開啟政黨協商之難度，並且保障委

員會成員在協商會議占有關鍵地位，維持委員會對該法案的影響力。不過，由於

尚有逕付二審不經委員會之法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二、三項)、以及小
黨黨團進行議事杯葛的機會，增加委員會控制法律案內容之難度。不過，藉由提

高黨團成立人數、以及限制協商時間的規定，致小黨杯葛的難度增加。 

 
    在 91年修法後，新法的規定的確有助於委員會專業化，但是，離委員會中
心主義還有一段距離。首先，政黨介入委員會組成的能力大增，此為雙刃之劍，

既能強迫委員加入其專業的委員會，同樣也可命其進入非專業者，且我國國會尚

未形成委員會資深制的不成文慣例；第二，委員會是否能完全反應政黨生態，尚

取決於政黨黨紀的貫徹，在我國採單一選區非讓渡制的選舉制度下，使得立委可

能具有反抗其政黨的力量；第三，黨團協商雖然加入委員會成員，畢竟仍有非委

員會成員在其中，協商是否能達成接近委員會意見的共識，端看委員會反映的政

黨生態是否建立穩定的交換機制，與政黨執行協議的能力(以黨紀約束委員會成
員執行政黨間的協定)。由於新法剛上軌道，仍保留很多「鑽漏洞」的空間，留
待未來觀察。 

 
    從統治成本的角度來看，若以政黨對各委員的控制能力為指標，在 88年修
法後，由於委員會在組成、審議與決策能力均未臻成熟，政黨協商的制度安排也

毫無界限，因此政黨對委員會決議可毫無保留的推翻，統治成本較低；91年後，
在委員會專業化的目標下，更大幅度地增加委員會的能力，使得委員會更為獨

立，對議案的影響力因此提升，政黨因統治成本較高，對委員會的控制能力下滑。 

 
    委員會中心主義的目標達成是否必要，可見美國國會情況，自 1970年代後
個別勢力抬頭，逐漸推翻資深委員制的壟斷局面，並使委員會決議相形弱化，1980
年代後，美國國會已不能再用「委員會中心主義」一詞帶過。我國現制雖然無法

達成委員會中心主義之目標，但藉由國會五法，大幅增強委員會專業審查的能力

以及其決定的外部決策效力76，同時也建立黨團制度以統合院會中的多頭決策，
並且牽制委員會專業化可能帶來的壟斷法案情況，使得國會中的民主治理與專業

分工得以並行。可說是藉由提升委員會的獨立性，增加政黨統治成本，以維繫專

業化的法案審查成果，另一方面又為政黨維持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以使多元民意

                                                 
76 依楊婉瑩的定義，外部決策效力意指院會對委員會決定的尊重程序，委員會決定越受院會遵
重而少修改，則外部效力越強，反之則越弱，見楊婉瑩，註 61，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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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政黨「流入」國會決策。不過，委員會資深制尚未建立倒是目前制度運作上

的缺憾，是否會成為架空新制的關鍵，尚待觀察。 

 
 
 

表 4-7：國會五法之制定與修正對於委員會專業化的影響 
 

 88年制定前 88.1.15制定後 91.1.25修正後 

規定情況  組成：抽籤 

 

召委：三名、議事輪

值、連選得連

任一次 

 

組成：抽籤、限定參與委

員會數 

召委：同右 

 

 

阻止黨團協商能力：無 

組成：政黨比例名單、限定

名單產出時間(有制裁

規定)、限定參與委員

會數 

召委：三名、共同議決議程、

無限制連任 

阻止黨團協商能力：有 

統治成本  較低(黨團可任意以政黨協

商結論推翻決議) 

較高(委員會具備阻止黨團

協商之能力) 

委員會  

專業化成果 提升  提升  

規定情況 不成文慣例，因國民

黨勢力漸衰，為因應

時勢而生。 

組成：5人 

開啟： 

1.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

議事項─院長、黨團請求。 

2.院會中審查出席委員

未獲共識─主席裁決。 

3.委員會審查爭議─主

席。 

委員會成員參與：未保障 

 

協商時限：未規定 

組成：8人 

開啟： 

  同 1.3.，2.則修改為由委員

會出席委員當場聲明反對，

經院會中提出異議，二十人

以上連署或附議，始可交黨

團協商。 

 

委員會成員參與：保障，但

有例外。 

協商時限：4個月 

統治成本  較低(強勢黨團較易控制) 較高(委員會成員加入決策 ) 

黨團 

專業化成果 降低(黨團過於強勢 ) 提升 

 
  九十一年修法後

總體評價 

 

1. 對於委員會及黨團的相關修訂，使專業化可能性大幅提升。 

2. 目前委員會專業化幅度不足，尚無法達成「委員會中心主義」之目標。 

原因在於：a.資深制未建立 b.委員會實際反應政黨生態之程度 c.政黨黨紀

執行能力，等三項變數， 

3.若把目標改為尋求「民主治理與專業分工」之平衡，則現制應屬理想，但

尚待委員會資深制之建立，否則委員會專業化目標難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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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分析 

 
    在審查時間上，預算案一年一度，而且可以決算審議方式定期追蹤機關效
能，可應付多變的情勢。法律案沒有確定時限，加上組織法又非具時限性之法律，

即使有辦法快速審查完畢並通過後，由於修正的誘因或壓力需要由國會外界賦予

(如意外事件、經濟情勢變遷)，是否能年年依照需求進行修正，具有很大的不確
定性。因此，在審查時間方面，採取二級機關非法定化的方案，透過年度預算審

查可以年復一年不間斷地進行審查，但是同時可以驗收政府組織績效、並因應時

勢變遷。 

 
    審查的內容變動限制方面，預算案由於受到憲法及大法官解釋的限制，國會
審查時只能刪減，不能增加，連科目間調整也不可得，形式上可以確立責任政治
77、權力制衡的憲法要求，亦可避免肉桶立法之循私；不過，同時也讓人民少一
個直接要求國家滿足需求的管道。法律案則可滿足人民直接介入國家組織創設的

需求，但是在多元的需求下，國會容易缺乏全般性的考量，而讓所有要求者「通

通有獎」，使得政府機關尾大不掉，反而破壞政府改造之美意。從組織法建制的

基本原則來看，事權專一、指揮統一、權責相稱、協調合作等均為設置行政組織

所需注意的方向78，如此精細的工程若容許多元意見加入，首先就會破壞事權專
一原則，在增加組織間磨擦後，「協調合作」的可能性也蕩然無存，並且妨害「指

揮統一」之系統。因此，需由一個能作整體性規劃的機構進行組織設計，行政權

當之無愧。對於人民需求的滿足，可由行政權建立溝通管道，或由國會藉質詢或

其他非正式行為協助表達，最後再由行政權統整。採取二級機關去法定化的方

案，可藉預算案審議的限制輔助機關設計的整體性；二級機關法定化的方案雖有

助人民直接表達需求，但易因國會短視近利的議事型態，造成政府組織設計上的

不良影響。 

 
    在審議態度方面，預算案的審議為一年一次，若未能於該年順利通過為法定
預算，將會影響政府施政資源；法律案則無確定時程，對於機關組織法案未能順

利通過，最多續用舊制或不予增設。在我國政經環境下，對於政府組織法案，立

委審議時較不積極，因此若選擇二級機關法定化之方案，由於需藉由法律案進行

機關重整，勢必面臨一拖再拖的立法時程，延滯政府改造的工作；而二級機關去

法定化的方案，藉由預算案的審議，以及立委的積極態度，可以使政府改造的議

                                                 
77 強調「形式上」符合責任政治的原因，在於立法院仍擁有消極介入施政的權力，對施政仍有
影響，只是由於權力較少，影響也較小。 
78 「事權專一」是依據專業化原則，將同類事務劃歸為同一機關處理，以確定權責、減少磨擦。
「指揮統一」係指輝一元化之意，即一機關中發號司令者應定於一處。「權責相稱」指機關組織
內部每個人的職權與責任應有明確規定並相稱。「協調合作」，簡言之，即專業分工之各機關應共
同達成整體目標。。詳見羅傳賢，註 30，頁 3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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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每年重現於國會議程之中，有助於政府改造工作質、量的提升。 

 
    在審議程序上，自民國 88年至 91年止，由於國會五法的設置與修正，大幅
提升委員會專業化的潛力，並對黨團協商加以「正名」並改善缺陷，在法制上一

定程度地達成國發會的共識「院會政黨化、委員會專業化」，因此，在法律案的

審議上可望大幅地提升審議過程及結果的品質。相較於此，預算案的審議過程

中，雖然藉預算法及立法院組織法的修正，改善預算不成立時的解決機制與國會

對預算資訊取得的能力，但在決算資訊取得與議事程序疊床架屋兩項重大問題未

獲解決，加上牽涉到修憲之問題，改革上更形困難。故於審議程序方面，透過法

律案審議程序的二級機關法定化方案，透過國會五法的修訂，可使政府組織內容

透過較成熟的議事程序，提升其審議品質與法案成果，以有助政府再造之達成。 

 
    整體而言，為達成政府再造的目標，使政府組織變革以預算案方式審議，可
使國會能夠每年採取積極的態度議事，並較法律案方式更能維繫組織設計的完整

性。但是，由於預算審議程序未臻成熟，將影響審議之成果，在這方面不及採取

法律案審議方式的二級機關法定化方案。 

 
 

表 4-8：預算案與法律案之比較 
 
 法律案  預算案  

審議時程  無確定時程，修正亦包含不確定

因素。 

一年一次，並藉決算審議程序考核

成效。 

政府再造效能之提升  較差 較佳 

審議內容  可對行政院提案進行增刪。 只可刪除項目，科目調整權亦不可

得。 

政府再造效能之提升  較差 較佳 

審議態度  誘因不足，態度消極。 誘因較高，態度積極 

政府再造效能之提升  較差 較佳 

審議程序  較成熟，朝「院會政黨化，委員

會專業化邁進」。 

較不成熟，且有關問題因需修憲，

改革成本極高。 

政府再造效能之提升  較佳 較差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