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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前言、研究方法與文獻檢閱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自 19 世紀中葉以來，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造方向，有著君主立憲與共和

政體的爭論。從自強運動開始，“模仿西法”成為許多有心改造中國的知識份子

們，心中共同遵從的信念，但這時多僅止於工藝科學技術上的模仿，尤其是軍事

技術上。從曾國藩、左宗棠、李鴻章等洋務派以降，到康有為、梁啟超等所謂的

“維新派”人士，皆試圖在清王朝的體制內，透過新政、變法等措施來改造中國，

然而經過了十九世紀末這三四十年間的努力，最終還是無法將古老的清帝國帶向

現代世界。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得許多有志之士終於認清，光是科技上的革新還不

足以改變中國，而必須從最上層根本的政治結構著手改革，所謂的“革命派”也在

此時開始抬頭。在甲午戰後，由孫中山所成立的興中會，正是革命派的代表。他

們認為只有透過推翻滿清政權，徹底改變政治體制，救亡圖存才有希望。興中會

成立的十年後，更多的革命黨人聚集組織成中國同盟會。從興中會到同盟會，在

經過了十一次的武裝革命之後，孫中山所欲建立的新國家－“中華民國”焉而誕

生。 

民國建立以後國體已是共和政體，但取而代之的是總統制與內閣制的爭論。

中華民國開國之初，根據〈中華民國臨時政府組織大綱〉，採取的中央政治體制

是總統制，大權幾乎都掌握在大總統一人手上，提出的法律命令皆不需副署。但

這只是過渡時期的措施，在全國局勢逐漸穩定之後，“臨時政府”就要改組為正式

政府。1因此雖然在臨時政府組織大綱的制定上，曾引起過一些人的討論建議，

是否應該為內閣制，但最後仍舊沿襲原議。2 

                                                 
1 中華民國臨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2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28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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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孫中山與袁世凱達成和議，以大總統之位交換袁促成清帝退位之後，臨時

大總統確定要由袁世凱接任。此時正在研擬制定〈中華民國臨時約法〉的參議院

議員們，原本許多代表對當初宋教仁在制定臨時政府組織大綱時，所提倡的議會

內閣制有所猜忌，認為宋教仁想獨攬大權，現在看到另一個野心更大的袁世凱即

將要擔任臨時大總統，心中更加畏懼，於是臨時政府的總統制，到了臨時約法中

就變成內閣制了。3 

根據中華民國臨時約法，有別於臨時政府時期，國務院除了國務員之外，還

設立了“國務總理”，整個體制也大為不同，大總統的權力縮小，國務總理成為實

際上的政府首長，沒有國務員的副署，大總統幾乎寸步難行。但雖然制度上如此，

軍事將領出身的袁世凱，卻能無視於約法，依然意圖掌控所有權力，甚至還想當

皇帝。袁死後，接任的幾位總統，對於總統權力的掌控，也各有不同的程度。 

過去的學者在研究這段政治史時，或許由於意識型態的關係，認為軍閥主政

本身就是一件負面的事，常常預先做了價值判斷，而導致多從批判的角度切入。

對於北洋政府時期的描述，也多在軍閥間的權力鬥爭，大小戰役，和國際關係之

間為主，對於此一時期人物的研究，也較多關注於各大軍閥領袖，或是革命派人

士身上，甚少將重點放在此時的國家元首－大總統上面。然而我認為在研究政治

史的問題上，不論是總統制或是內閣制國家，對於國家元首的探討是很重要的。 

本論文希望能夠從制度的角度出發，深入分析北洋政府時期，總統的地位及

權力大小，在不同的時間點上有何差異之處。在舊約法和新約法的兩個時期內，

同樣是袁世凱當總統，而袁世凱死後，又回到舊約法的法統之下，接下來的四位

總統，在位時對於權力的運用，又有什麼不同的地方，這些都是本論文要研究的

重點。 

 

 

 
                                                 
3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30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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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1. 從袁世凱擔任總統開始，到曹錕為止，前後六任，共計五位總統各自在

任時，權力的大小有何不同。 

2. 從制度變遷的角度，分析臨時約法與新約法、中華民國憲法(曹錕憲法)

之間的差異，對總統的權力有何影響。尤其是總統對於民主政治的認識

與對約法的理解，對於總統權力造成的影響。 

3. 國會的存續與運作狀況，對總統的權力有何影響。 

4. 同一位總統在任的時期內，不同的國務總理，對於總統的權力有何影響。 

5. 北洋政府時期，軍閥在政壇上佔有極重的份量，不同的總統所屬的軍閥

派系，或是總統和各軍閥派系之間的關係，對於總統的權力有何影響。 

 

第二節 研究範圍 

 “北洋政府時期”這個概念，來自於“北洋”這個名詞。清朝時，設有南洋大

臣與北洋大臣的官職，袁世凱曾任北洋大臣，而隨之而起的軍事勢力，也就被稱

為北洋軍閥。 

北洋軍閥史的上下時間界限，一般來說是以 1895 年袁世凱小站練兵為始，

1928 年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為終。雖然也有學者認為，應該從 1916 年袁世凱死後

才開始算起，4但大多數學者皆認為還是應從 1895 年袁世凱勢力開始崛起之時，

做為北洋軍閥史的起點。而“北洋政府”此一概念，一般而言是指從袁世凱就任臨

時大總統，掌握全國政權以後，位於北京的政府。此一政府雖然在法統上有所更

迭，5但基本上從 1912 年袁世凱即位後，一直到 1924 年曹錕被逐、段祺瑞就任

臨時執政為止，是受國際承認，代表中國的合法中央政府。從 1924 年底，到 1928

年國民政府北伐統一全國，張作霖離開北京為止，在這段時期內，政府領導權或

                                                 
4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論集，第五輯，台北：聯經出版社，1980 年。 
5 袁世凱在 1914 年廢棄臨時約法，另立“中華民國約法”(新約法)；曹錕在 1923 年另立“中華民國

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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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臨時執政全權掌控，同時兼有總統及內閣總理權力(1924 年 12 月至 1925 年 12

月)；或由國務總理掌控，臨時執政只是名義上的元首(1925 年 12 月到 1926 年 4

月)；或無人擔任臨時執政，由國務總理攝行臨時執政職權(1926 年 4 月到 1927

年 6 月)；或由軍政府掌握，大元帥成為國家元首(1927 年 6 月到 1928 年 6 月)，

大總統一職再也無人出任。 

因此，本論文的研究範圍，是從 1912 年袁世凱就任後，直到 1924 年曹錕下

台為止，以此時期內前後六任，共計五位的總統6為研究對象。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研究途徑 

以往在政治史的研究上，最重視的是資料的蒐集、分析、比較等等的研究方

法(method)，而較不注重研究途徑(approach)。本文將以新制度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中的歷史制度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做為主要的研究途

徑，來分析所欲探討的主題。 

自 1980 年代以來，制度研究途徑在社會科學界中，又重新受到重視，最主

要的即是新制度主義的興起。新制度主義一般根據 Hall & Taylor 的分類，被分為

三個派別，分別是理性選擇制度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歷史制度主

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以及社會學制度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7理性選擇制度主義強調「算計的途徑」(calculus approach)，社會學制度主義強

調「文化的途徑」(cultural approach)，而歷史制度主義則是綜合了兩者。8 

 

 

 
                                                 
6 袁世凱、黎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 
7 Hall &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 44: p936, 1996.  
8 參見胡榮，理性選擇與制度實施──中國農村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個案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1 年 12 月，頁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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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度的涵義 

對於制度的定義，學者們有許多不同的見解。North 認為制度是一個社會中

的遊戲規則，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類的互動行為。因此制度構成了人

類交換的動機。9而 Hall 認為，制度是鑲嵌於政治或政治經濟組織結構的正式、

非正式程序、慣例、標準和公約。10Thelen & Steinmo 則認為，制度包含了正式

組織、非正式規則及程序的結構性安排。11總括來說，制度包含了非正式制度、

正式制度、以及執行三個部分。非正式制度的作用，大多以對正式制度的補充、

完善的形式出現，在正式制度無法發揮作用的領域中產生作用。12 

 

二、 歷史制度主義 

歷史制度主義的發展，源自於對團體理論以及結構功能主義這兩個研究途徑

的回應，並試圖超越它們。13歷史制度主義正式被認為是一個研究途徑，始自於

Steinmo、Thelen 與 Longstreth 合著的專書14。而歷史制度主義的主要研究議題，

是制度的動態(dynamism)與變遷(change)，和理念創新與制度限制之間的互動。

也就是說，制度變遷是歷史制度主義的一個核心概念。15 

根據 Hall & Taylor 的界定，歷史制度主義研究途徑有幾個特點：16 

1. 從較為宏觀的觀點，來概念化制度與行動者行為之間的關係 

相較於算計途徑(calculus approach)與文化途徑(cultural approach)17，歷史制

度研究途徑具有明顯“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色彩，融合了兩者在制度及行動上

                                                 
9 Douglass C. North 著，劉瑞華譯，制度、制度變遷與經濟成就，台北：時報文化，1994，頁 7。 
10 Hall &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 44: p938, 1996. 
11 K. Thelen & S. Steinmo,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2, 1992. 
12 王躍生，新制度主義，台北：揚智出版社，1997，頁 44-47。 
13 Hall &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 44: p937, 1996. 
14 K. Thelen & S. Steinmo,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2, 1992. 
15 Migdel, Joel. S. , “Studying the State.” In Mark I. Lichbach and Alans. Zukerman en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pp. 208-235, 1997. 
16 Hall &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 44: pp. 938-942, 
1996. 
17 也就是理性選擇制度主義與社會學制度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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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並且特別重視規範、慣例、過程等制度結構。此研究途徑亦認為個人行

動是理性的，強調其計算的重要性，但並非純粹只是利益極大化的考量。個人的

利益是鑲嵌於整個結構之中，而此時其行動的邏輯，是希望在制度限制下能達到

最適切的反應。 

2. 強調權力在制度實際運作中的不對稱關係 

歷史制度途徑特別關注的是，在制度結構下的權力分配，通常會不平衡的傾

向某些團體。相較於其他團體，這些團體有更多的機會接近政策決定的過程。在

制度導致的權力不對稱關係下，弱勢的行動者可以藉由理念與利益在不同環境下

的詮釋，等待機會造成制度上的變遷。 

3. 在制度的發展上，強調制度的路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歷史制度主義與另兩類新制度主義學派最主要的差別，也是最重要的核心概

念，即在於特別強調制度變遷的重要性。而此途徑對於制度變遷的主要概念，就

是“路徑依賴”。所謂路徑依賴，是將制度建構發展的過程，視為一連串的路徑選

擇。此途徑認為制度與歷史發展之間存在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制度在歷史發展

的過程中，在某個時間點上，影響了這時候的路徑選擇，而選擇的結果，又影響

了未來的制度發展。18而制度存在的時間愈久，它對整個結構的影響就愈大，改

成現在制度的成本也就愈大，也因此導致現有社會要擺脫原有的制度結構是不容

易的。 

由於對路徑依賴的強調，此途徑也特別重視歷史的偶發事件(contingencies of 

history)，所造成的意外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與無效率(inefficientcy)。

制度的變遷並非是具有目的性，而有效率的朝著某個方向前進，在歷史發展的過

程中，會遇到一些非預期的因素，從而導致產生非預期的結果。 

4. 特別關心其他非制度性因素的影響 

歷史制度途徑雖然很重視制度在政治發展中的角色，但並不認為制度是影響

                                                 
18 Levi, Margaret,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41,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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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發展的唯一力量。此途徑認為，制度並非是造成政治結果的全部，他們注重

制度與其他因素相互調和的關係，特別是思想(ideas)和信仰(beliefs)對制度的影

響。這些非制度性的因素，像是社會經濟發展與理念的傳播，它們與制度之間的

互相調和，皆影響了整體政治的發展。 

北洋政府時期的政治制度，經過了幾次的變遷，從建國初期的臨時政府組織

大綱，到臨時約法的制定，以及後來袁世凱和曹錕的另立新法，這些制度的變遷

除了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之外，從清末立憲運動以來的各種思想和憲法大綱的頒

布，也都影響了民國建立以後憲法制度的結構及變遷。 

 

三、 從歷史制度主義看北洋政府時期 

北洋政府時期，是一個從君主專制政體，轉變到民主共和政體的過渡時期。

在這個面臨制度轉換的時間點上，有許許多多的因素，影響著發展的方向。而在

歷史發展的軌跡中，為何選擇往這個方向，而非往另一個方向前進，歷史制度主

義中關於路徑依賴的理論，正好可以作為從何進行研究的依循。 

而歷史制度主義在分析的取向上，是介於“制度”與“行為”之間的。在憲政制

度的變遷過程中，制度與行動者是互相影響的。行動者的行為框架會受到制度的

規範，而在制度未臻完備之時，行動者也會依照自身的的邏輯判斷，填補制度不

足之處，進而更加充實整個憲政制度的結構。19 

相對的，與理性選擇制度主義相比，理性選擇途徑僅是“說明”行動者在某一

時空所做的偏好選擇，而無法“解釋”行動者在不同時空下為何會有偏好改變的現

象；而相較於社會制度主義，其採取文化與制度鑲嵌的解釋，僅能解釋制度的穩

定、停滯及慣性的產生原因，但無法解釋非制度性因素、制度變遷與行動者創新

的可能。20 

                                                 
19 Bunce, Valerie, “Rethinking Recent Democrat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Postcommunist 
Experience,” World Politics, Vol.55, No.2, pp.167-192, 2003. 
20 Thomas A. Koelbl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7, No. 2. (Jan., 1995), pp.23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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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採用歷史制度主義做為研究途徑，以制度、制度變遷及制度環境

做為主要的研究架構，藉此希望能對北洋政府時期制度性及非制度性的政治關係

－憲法制度的變遷、總統與國會、國務總理之間的關係，總統與各軍閥派系的關

係等等，建立一個較為完整的分析脈絡，以此來討論總統的權力關係。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採取的是質化研究法，以文獻分析法與歷史比較分析法

(historical/comparative research)兩種為主。在政治史的研究上，一般來說較重視

歸納、比較、分析的質化研究法，而少以量化方法進行研究。此兩種研究方法亦

然，研究的重點在於對於歷史資料的歸納、分析、比較，藉以對過去已發生的事

實，能有通盤全面性的了解，比找出其中的邏輯。 

一、 文獻分析法 

此乃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從與北洋政府時期中央政治制度以及總統權力

關係的相關國內外專書、專章、學術期刊、論文，以及相關法令規章、政府公報

資料等等，來分析可能影響總統權力的制度性及非制度性因素為何，而這些因素

又如何去影響總統的權力，在不同的時空環境下，影響的程度有多少。 

二、 歷史比較分析法 

此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在於整合某個特定的研究領域中，已經被研究過的

資訊內容，其範圍大致有三種：(1) 相關科學的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學術論文；

(2) 類似科學學說與理論；(3) 一般論著、民間通俗典故，以及具有創造性、思

考性的文章等。21 

 

 

 

 
                                                 
21 楊國樞，社會及行為科學硏究法，台北：東華書局，1989，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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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檢閱 

一、 北洋政府時期政治史的研究 

在過去對於北洋政府時期政治史的研究上，不同的學者對於此一時期的階段

劃分有不同的做法。李劍農將北洋政府執政的這一時期，分做四個階段來研究。

第一是 1912 年春臨時政府北遷，至 1913 年春夏間國會被關閉為止，稱之為“國

民黨與北洋軍閥鬥爭的初期”；第二是 1913 年國會被關閉後，至 1916 年袁世凱

帝制失敗為止，稱之為“帝制運動與反帝制運動的對抗時期”；第三是 1916 年袁

世凱死後，至 1920 年直皖戰爭爆發，稱之為“護法運動與南北各軍閥分裂的時

期”；第四是 1920 年直皖戰爭爆發到 1923 年曹錕賄選當上總統為止，稱之為“聯

省自治運動與南北各軍閥混戰的時期”。22而來新夏的研究，則是著眼於軍閥的

權力變動，將此時期分為：第一、從 1912 年到 1916 年，是袁世凱的統治時期，

此階段亦是北洋軍閥集團的鼎盛時期；第二、從 1916 年袁世凱死後，到 1920

年直皖戰爭結束為止，此階段是皖系軍閥的執政時期；第三、從 1920 年直系軍

閥掌權起，到 1926 年北伐戰爭開始為止，這一階段是直、奉軍閥互相爭奪全國

統治權的時期。23綜合來說，這段時期依據主要掌權的軍閥派系，可以分三個階

段，分別是袁世凱的統治時期(1912~1916)、皖系軍閥掌政時期(1916~1920)、以

及直系軍閥掌政時期(1920~1924)。 

北洋政府時期的開始，可以從袁世凱從孫中山手上接下臨時大總統時算起。

袁世凱在接任臨時大總統之初，還願意在臨時約法的制度框架之下，提名內閣總

理，交付國會同意。但這僅是袁世凱圖謀更大權力的開端。袁世凱提名的唐紹儀

內閣就職未滿三月，袁便破壞了責任內閣制，逕自發布了唐紹儀拒絕簽署的人事

命令，唐紹儀亦憤而去職。自此之後，袁世凱任命的內閣總理皆對袁唯命是從，

責任內閣變成了“御用內閣”。24 

                                                 
22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13-14。 
23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6-7。 
24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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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黨人的“二次革命”討袁戰役失敗之後，袁世凱加速了欲成為真正皇帝

的腳步。首先是在 1913 年 10 月，透過各種勢力逼迫國會參眾兩院，在憲法尚未

訂定之前先行選舉正式總統。在當上了大總統之後，袁先是解散國會，另組“約

法會議”，再經由此會議推翻臨時約法，另立了〈中華民國約法〉(即“新約法”，

以下皆稱之為新約法) 25。新約法實行徹徹底底的總統制，讓袁世凱的專權有了

一個合法的根據，總統可以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人員，在新約法制定之後，

正式賦予了大總統中央集權的力量。26但袁世凱並不僅滿足於此，他要的是能永

久掌握政權。1914 年 5 月，袁世凱先後成立了政事堂與參政院，這兩個直屬於

總統的行政機關與立法諮詢機關，並經過參政院的立法，修正了原本的大總統選

舉法，將大總統任期延長至十年並可連選連任，而且不僅如此大總統還能推薦繼

位者。27至此，袁世凱實已與皇帝無異，只差有無皇帝之名而已。1915 年 8 月，

楊度等所謂六君子28發起“籌安會”，鼓吹實行帝制，再經由國民代表大會的選舉

投票，決定將國體改為“中華帝國”，並推舉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袁世凱藉

此一番功夫假意民意推戴，終於登上皇帝大位。 

但反袁勢力當然無法接受此一帝制結果。中華革命黨、進步黨及一些西南方

的軍人，於 1915 年 12 月，組成了“護國軍”，宣誓要聲討袁世凱，西南各省相繼

宣布獨立。1916 年 3 月，袁世凱在軍事不利且外國壓力之下，宣布暫緩實施帝

制，恢復總統職位，但仍舊無法擋住各地反袁勢力，持續要求袁不得繼續擔任總

統的聲音，最後於 6 月 6 日病逝於北京。29 

李劍農認為，袁世凱能在民國初年如此掌握一切政局，乃因當時的革命黨

人，只知道要造成責任內閣制，不知道擁護內閣的政黨，還要有民眾站在它的後

面去擁護它。同盟會派與非同盟會派的人，怕內閣落入對方之手，皆極力擴張黨

勢，而此一情勢則被袁世凱予以利用，他把當時人民的心理看的透徹，而能把政

                                                 
25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298-311。 
26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聯書店，1983，頁 21。 
27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324-328。 
28 六君子指的是楊度、孫筠、嚴復、劉師培、胡瑛、李燮和六人。 
29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36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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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任意玩弄，把所謂的內閣制踹在北洋軍警的鐵蹄之下。30袁世凱的權力能如此

不受節制的向上發展，甚至欲實行帝制，乃是因為當時候的社會環境對內閣制，

或者是說現代政黨政治體制不夠了解，而無法透過政黨的運作來給予總統制衡。 

袁死後，時任副總統的黎元洪，理應依法接任總統。然而在黎接任的法統上，

發生了新舊約法的適用爭議。黎元洪就任依據的是舊約法，而此時舊約法已被廢

棄，但革命黨人、梁啟超等軍務院人士則認為新約法乃袁世凱的專制產物，應恢

復舊約法的施行。此時擔任國務總理的段祺瑞，迫於時勢，最終也只能接受恢復

舊約法的主張，同時 1914 年被解散的舊國會，也被恢復了它的合法性。31 

在黎元洪接任總統後，國家大政並沒有就此穩固下來，段祺瑞對於大權仍是

野心勃勃。在黎擔任總統這一年左右的時間內，黎元洪與段祺瑞之間的“府院之

爭”32，是一場誰能掌控有國家大權的權力鬥爭。這場爭奪在 1916 年下半年時因

府院兩位秘書長的問題爆發一次，在 1917 年對德外交的問題上又再度爆發一

次，兩次鬥爭的結果，都是段祺瑞佔得了上風。即便黎元洪在 1917 年 5 月免去

了段的國務總理職位，但引張勳入京的結果，卻導致上演了一場復辟的鬧劇。33

而這也讓段祺瑞有了再度發揮的空間，以討逆軍總司令的名義，入京平亂，不僅

贏得了三造共和的聲勢，也使黎元洪無顏續任總統，不再復職。34不過沈雲龍認

為，黎元洪之所以會自願下台，是因為當時“士君子知恥之風未泯，有權責者，

一遇顛躓，即歉然自疚，奉身引退，藉明一己之責任”，黎元洪認為他在位時張

勳復辟這場政變動亂是他的責任，因此決心以辭職負責，不戀棧權位。35 

黎元洪自請辭職後，時任副總統的馮國璋繼任大總統，然而此時的中國已陷

入分裂的危機。南方的革命黨人及西南軍閥，在廣州另組軍政府，自行組織一個

內閣，與北京政府正式分立。此時擔任國務總理的段祺瑞，決心要以軍事對抗南

                                                 
30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329。 
31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399-413。 
32 “府”指是總統府，即黎元洪方面；“院”指的是國務院，即段祺瑞方面。 
33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420-479。 
34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439-446。 
35 沈雲龍，黎元洪評傳，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 年，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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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但馮國璋欲對南方採和平手段，不願兵戎相向，而段祺瑞的軍事行動亦不順

利，最後段向馮提出辭呈，而馮也照准。僅管如此，馮國璋卻未能就此而完全掌

握大權，段系的督軍們依然力主對南方的戰事，而段祺瑞雖已無國務總理身分，

但因他本來主張對德宣戰的緣故，馮仍然得任命段督辦參戰事務，因此段的權力

還是相當龐大。至 1918 年 3 月，在多方的壓力之下，馮只好再度任命段為國務

總理。36馮國璋的總統任期乃自袁世凱 1913 年 10 月當選時起算，任期五年，所

以到 1918 年 10 月任滿。而段祺瑞所主導的新國會，在新總統的選舉上，提出了

北洋元老徐世昌為人選，段的原意是希望徐當總統後他續任總理，掌握實權，但

徐世昌不願僅當一個傀儡總統，要求段祺瑞必須與馮國璋一起下台他才願意接受

總統職位，段雖百般不願，卻也只能接受此一條件。來新夏對此事的研究上，認

為馮與段鷸蚌相爭的結果，“馮在事實上困倒了段，段在法理上擊敗了馮，可謂

兩敗俱傷，而一直來處於清客地位的徐世昌則坐收漁人之利，唾手取得了大總統

職位。”37 

徐世昌就任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與南方和談。此時歐戰剛剛結束，國內外

的和平氣氛一片大好，徐世昌也在 11 月發布停戰命令，與南方準備在上海進行

和議。然而在陝西停戰問題、國會問題、中日密約問題上，南北雙方一直無法達

成共識，最後和會只能以破局收場。李劍農認為，此次南北和會無法達成協議，

首先要歸責於段系軍閥的作梗，而徐世昌卻沒有辦法制服他。除此之外，徐世昌

不願犧牲總統的職位，也就無法和南方在國會問題上取得共識。與辛亥革命後的

上海和會相比，此時南北雙方又不像當時有著共同“推翻清廷”的中心思想，兩方

都為自己的權慾而不肯相讓，結局自是無法和解。38 

1920 年直皖戰爭爆發，皖系戰敗，段祺瑞勢力垮台，由段祺瑞支持而上台

的徐世昌，其總統地位可能有所動搖。但徐世昌見時勢逆轉，馬上親附直、奉兩

系，對其清算皖系的要求皆有求必應，把皖系將官一一免職，並解散安福俱樂部，

                                                 
36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446-458。 
37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537-547。 
38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46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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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徐世昌得以繼續坐穩總統職位。391922 年，直奉之間糾紛漸起，徐世昌

透過各種方法試圖調停兩方，不願戰事再起，但調解終告無效，直奉戰爭爆發，

沈雲龍認為徐世昌在直奉戰爭之中，“外託調停之名，內施離間之策，俾鷸蚌相

爭，己得收漁翁之利”，企圖繼續保有總統的大位。40然而在直系戰勝之後，曹

錕、吳佩孚不願徐世昌繼續擔任總統，同時也希望可以對付在南方的孫中山，於

是興起恢復舊國會的“法統重光”之說。此舉表示徐世昌乃是由新國會所選舉產

生，不符法統，如今應該恢復舊國會，並敦請黎元洪復職，同時也可以順利成章

地使南方的孫中山失去法統。41而徐世昌之所以能安任總統，是因為利用直、奉

兩大勢力之間的矛盾保持平衡，42如今曹、吳二人皆欲徐下台，徐世昌再百般不

願也只有黯然離去。 

黎元洪的上台，馬上面臨的是任期問題。原本黎元洪在 1917 年去職後，剩

餘的任期已由馮國璋接任並屆滿，而依附曹錕與反對曹錕的各派，對於任期又有

不同的解釋，但無論如何，此時掌有大權的曹錕，欲謀總統大位的野心是明顯的。

在黎元洪任內，曹以種種手段杯葛黎的內閣，甚至連“劫車索印”43的行為都出現，

目的只為了當上總統。44如來新夏所言，黎元洪此次的復職，“身為總統，卻毫

無用人之權，一切只能屈從于曹、吳，又重陷 1916 年做段祺瑞傀儡的覆轍”。在

直系津保派、洛派45兩方的角力之下，黎對於內閣總理的任命權幾乎是被剝奪殆

盡，最後，只能在被逼迫而毫無尊嚴的情況下辭職下台。461923 年 10 月，曹錕

以賄選的手段經國會投票正式當上總統，同時國會還通過了〈中華民國憲法〉(以

下皆稱之為曹錕憲法)，但這部憲法因政治上的原因，並沒有付諸實施，只是一

                                                 
39 沈雲龍，徐世昌評傳，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年，頁 591-602。 
40 沈雲龍，徐世昌評傳，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年，頁 696-716。 
41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512-515。 
42 沈雲龍，徐世昌評傳，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年，頁 706。 
43 黎元洪從北京搭火車前往天津，到達後被王承斌攔住，向黎元洪索求總統印信，若不交出不

准下車。最後黎元洪被迫說出放置印信地點，才得以脫身，但也失去了總統職位。 
44 李劍農，中國近百年政治史，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532-536。 
45 津保派指的是駐節在保定的曹錕，與駐節在天津的曹銳(曹錕之弟)；洛派指的是駐節在洛陽的

吳佩孚。 
46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74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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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名無實的憲法而已。47 

在曹錕擔任總統的一年期間內，津保派與洛派在國務總理的位子以及各省地

盤的爭奪上依然持續，48而在 1922 年戰敗的奉系張作霖，對於北京大位的覬覦

之心仍毫無減低。1924 年 9 月，江浙戰爭與第二次直奉戰爭先後爆發，戰事最

後在直系馮玉祥倒戈，於北京發起政變的情況下結束，曹錕被迫退位，段祺瑞出

任中華民國臨時執政，北洋政府時期有總統存在的階段也正式結束。49 

在這十餘年北洋軍閥統治的時期之中，Andrew Nathan 認為，在權力的轉換

過程裡，各個軍閥派系會進行不同的合縱連橫，而這樣的結盟往往是沒有意識型

態基礎的。例如研究系可以在支持與反對段祺瑞之間，於不同時間點上反覆好幾

次，這對權力的集中穩定是不利的。而在這段時期內，憲政主義並沒有立下穩固

的根基，袁世凱死後，各個軍閥派系持續的互相爭鬥，然而卻沒有哪個勢力可以

一統天下。這樣的結果，是造成這段時期內，無法出現一位強而有力的領袖，帶

領人民從這混亂的政治局勢之中走向新的局面。50 

而在 Lucian Pye 對督軍團的研究中，指出由於在帝制瓦解之後，新出現的政

治體系並不像以往擁有如此大的權力，各方軍閥總是一直處於受到其他勢力威脅

的狀態。這種權力不穩的狀態，導致軍閥們比較務實的去維持自己的利益，而不

會把意識型態當作行為時的首要考量。也因此，軍閥多傾向於追求短期的，甚至

僅是微小的利益，而不追求長期的，也可能是更大的利益。而各方軍閥的勢力存

在，也證明了在當時的中國政治環境中，單純的意識型態與理想是無法影響政治

現實的發展，唯有強大的軍事實力，才有辦法在政治上有權力去改變或影響整個

結構。51 

 

                                                 
47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775。 
48 郭廷以，中國近代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年，頁 486。 
49 來新夏，北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789-819。 
50 Andrew J.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21-224, 1976. 
51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pp. 167-170,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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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統權力的大小 

臨時約法在立法之時，是以內閣制做為其精神而設計的，但因在此之前已有

依據臨時政府組織大綱而產生的臨時大總統，延續此一設計，仍有大總統的職

位，雖其權力已較為縮減，但仍有一定的權力。因此筆者認為可以參考當今研究

半總統制國家，總統與總理間權力關係的架構，來加以分析。在分析總統的權力

上，最主要的依據，是約法條文的規定以及憲政慣例的運作。而對於總統權力的

大小及範圍，則有多種不同的界定方式。 

吳玉山將總統的權力的區分為人事決定權、規則制定權及行政領導權三種。

人事決定權包括總統對內閣的任免權、總統對國會的解散權；規則制定權包括委

任授權以及憲法授權；行政領導權則指總統所能直接指揮行政機構，以遂行其政

策的權力，通常集中在外交、軍事及國家安全領域。52 

林繼文則將總統的權力，分成主動權力(proactive power)與被動權力(reactive 

power)兩類，主動權力代表總統所行使的權力不需以國會及總理互動結果為依

歸，被動權力則需要。而這兩類又分別皆可以再區分出政治性權力與政策性權力

兩類，政治性權力涉及總理的去留與國會的存續，政策性權力則涉及總統參與政

策形成的程度。所以依此可以將總統的權力分成四類(見表一)：53 

表一  總統權力類型分類 

 政治性權力 政策性權力 

主動權力 
自由任免總理；自由任免閣員：

主動解散國會 

主持內閣會議；緊急命令權；律

令(行政命令)權 

被動權力 

任命國會同意之總理人員；接受

總理之辭職；任命總理提名之新

閣員；被動解散國會 

否決國會通過之法案；將國會通

過之法案交付公民複決 

 

                                                 
52 吳玉山，俄羅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北：五南出版社，2000，頁 138-148。 
53 林繼文，政治制度，台北：中央研究院，2000，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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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權力牽涉到權力的重組，因此比政策性權力來的重要，也就是說，總

統對人事的權力，比對政策的權力還重要。54 

Shugart 與 Carey 則是將總統的權力，分成立法權與非立法權兩大類。在立

法權的部分，用來評估的因素有法案的包裹否決權(package veto)、法案的部分否

決權(partial veto)、命令權(decree)55、專有的提案權(exclusive introduction of 

legislation)56、預算權(budgetary powers)、提交公民複決權(proposal of referenda)，

而非立法權的部分，用來評估的因素則有組織內閣權(cabinet formation)、解散內

閣權(cabinet dismissal)、國會譴責權(censure)57、解散國會權(dissolution of 

assembly)。在這十個評估的標準中，每一項給予 0~4 分的評分，分數愈高代表總

統權力愈大，反之則是愈小。 

在中華民國建國之初，由於制度架構的建立尚未完備，臨時約法、新約法亦

皆僅僅是憲法制定完成之前，具有過渡性質的根本大法，因此在採用以上的總統

權力測量方法上，必須適度的採用其中某些部分，而不能照單全收。在總統權力

的評估上，本文不採用如 Shugart 與 Carey 給予分數的量化測量，而是從以上各

個影響總統權力的因素，來分析總統權力的大小。 

 

 

 

 

 

 

                                                 
54 林繼文，政治制度，台北：中央研究院，2000，頁 141。 
55 命令權指的是總統是否可以不需要法律的授權，而直接頒布新法或是廢止舊法，在多數的例

子中此權力是指緊急命令權。評斷的標準則是總統能否發布緊急命令，發布時是否需要經過總理

副署，事後是否需要國會追認同意。 
56 專有的提案權指的是總統是否可以在特定的專有領域中，限制國會的立法權。評斷的標準是

國會是否能就此領域的提案進行修正、否決、或僅能接授。 
57 國會譴責權指的是國會是否可以提案要求撤換內閣，評斷的標準是國會是否有此權力，而總

統是否亦有權以解散國會回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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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北洋政府時期總統權力的變化，造成相關影響的因素很多，本文採用歷史制

度主義的研究途逕，在研究架構上，將影響總統權力的因素，分成制度性因素與

非制度性因素兩方面來進行分析。 

在制度性因素上，最主要的是臨時約法、新約法與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大總

統選舉法和國會議員如何產生的相關法律等。然後從總統與國會的關係、總統與

國務總理的關係這兩個方面來切入，分析國會的存續與運作狀況，以及不同的國

務總理在任時對總統權力的影響。 

在非制度性因素上，影響總統權力的因素主要有幾個方面。第一、總統的出

身背景。除了徐世昌之外，其餘的四位總統都是軍人背景出身。第二、總統對於

法治的態度。總統本身對於臨時約法、新約法的認識，或者從更高的層次來看，

總統對於憲政制度的態度。第三、總統與軍閥之間的關係。在不同時期，軍閥勢

力有著不同的消長，而每位總統與這些大小軍閥們之間的關係，也影響著總統在

權力上的運作。 

並且，依循著歷史制度主義，著重從時間序列的角度進行分析的特點，本文

將從北洋政府建立之初，臨時約法的訂定開始分析，往前回溯至此約法的立法背

景及其制度建立的緣由，對於總統的權力產生了何種影響(見圖一)，然後再從總

統與國會、國務總理、及各軍閥派系的關係，來分析總統權力的大小變化(見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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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架構(一) 

 

 

 

 

 

 

 

 

 

圖二  研究架構(二) 

 

在章節的安排上，本文總共分成五個章節。第一章是導論，闡明本研究的主

題、研究目的，並解釋採用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然後對已經做過與本主題相

關的研究進行檢閱，進行整理及初步的探討。第二章則對憲法制度進行探討，分

析制度設計的緣由，制度變遷的過程，以及總統在制度上的權力。第三章是總統

與國會的關係，分析在 1912~1924 年間先後存在的國會以及替代性組織(如參政

總統 

國務總理 國會 

軍閥派系 

制度性因素： 
憲法層次－臨時約法、新約法、 

曹錕憲法 
法律層次－大總統選舉法…等 
國會、國務總理的影響 

非制度性因素： 
總統的出身背景、總統本身對法治

的觀念、總統與軍閥的關係…等 

總統權力的大小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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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約法會議等)，與同時期的總統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於總統權力有何影響。

第四章是總統與國務總理的關係，分析在 1912~1924 年間前後總共二十幾任的國

務總理，這些總理不同的出身背景，與各軍閥派系之間的關係，對於總統的權力

會有何影響。第五章是結論，就整個北洋政府時期的總統權力及其影響，做整合

性的陳述。 

 

第一章 前言、研究方法與文獻檢閱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第四節   文獻檢閱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憲法層次上的總統權力 

第一節   民初制憲的背景與發展 

第二節   中華民國臨時約法的建立 

第三節   新約法、洪憲帝制與曹錕憲法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總統與國會的關係 

第一節   袁世凱時期(臨時參議院、第一屆國會、參政院) 

第二節   黎元洪時期(第一屆國會復會) 

第三節   馮國璋、徐世昌時期(臨時參議院、安福國會) 

第四節   黎元洪、曹錕時期(第一屆國會再度復會) 

第五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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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總統與國務總理的關係 

第一節   袁世凱時期(1912~1916) 

第二節   黎元洪、馮國璋時期(1916~1918) 

第三節   徐世昌時期(1918~1922) 

第四節   黎元洪、曹錕時期(1922~1924)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