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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我國當前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憲政運作 

      —不會換軌的半總統制 
 

 

如前文所述，我國當前的憲政體制已逐漸確立為本文所界定的「二元型半

總統制」。在探討了我國憲政體制自一九九○年代初至今的變遷軌跡之後，本章

擬進一步探討的是，在我國憲法未明文規定內閣須對總統負責，而僅規定內閣須

對國會負責的情況下，我國憲政體制為何在二○○○年之後會走向在實際運作上

內閣須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以致無法像法國第五共和

的「一元型半總統制」呈現「換軌」(alternation)的特色。事實上，在一九九七年

第四次修憲之後，有不少人士預期我國的憲政體制將如同法國出現換軌的現象—

當總統所屬的政黨與國會多數一致時，偏總統制運作，此時由總統主政；當總統

所屬的政黨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偏內閣制運作，此時由總理主政。1如本文前

一章(第五章)在探討組閣權歸屬爭議時亦曾論及，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第四次修憲

時的提案說明中，似乎都存在著我國修憲後將呈現換軌式憲政運作的預設。然

而，當二○○○年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上任，我國首次出現總統所屬政黨與立

法院的多數黨不一致的情形，當時的憲政運作並沒有如預期般從以往國民黨主政

時期偏總統制的憲政運作，換軌到偏內閣制的憲政運作。而從二○○○年至今又

已歷經兩次的立法委員選舉(二○○一年十二月與二○○四年十二月)與一次總

                                                 
1 許多論者都指出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是一種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轉換的憲政體制

(Duverger, 1980: 186; Aron, 1982: 8; Lijphart, 1984: 84)，不過正如本論文第二章曾提及，也有論

者認為「換軌」的說法過於簡化、武斷，因為當法國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時，儘管總統掌握行

政大權，內閣向國會負責的機制卻依然存在，總統制下行政與立法分立制衡的原則仍然沒有完

全貫徹；同樣地，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行政權固然主要是由國會多數支持的內閣總理

掌握，總統仍具有一定的獨立權力與實質影響力，亦非如內閣制下的國家元首幾乎「垂拱而

治」，幾乎無權過問國事的地步。基於上述，有論者認為與其武斷地宣稱法國憲政運作是在「總

統制」和「內閣制」之間「換軌」，不如稱法國憲政運作是在「總統主政」與「總理主政」之

間「擺盪」(oscillating)(Sartori, 1994: 124-125)。事實上，不論是「換軌」或「擺盪」，目的都

是在指出法國憲政運作中行政權的主要掌握者會在總統與總理兩者之間轉換，因此本文的討論

中並沒有細分「換軌」(總統制運作 vs.內閣制運作)概念與「擺盪」(總統主政 vs.總理主政)概念

的細微差異，而是將兩者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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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選舉(二○○四年三月)，憲政運作始終不曾發生換軌。顯然，我國目前的憲政

運作與當時國、民兩黨修憲提案的說明以及許多人的預期有頗大的出入。我國憲

政體制為什麼不會像法國第五共和一樣呈現換軌的特色？本章將以法國第五共

和的憲政運作作為觀察參考的依據，探討法國憲政運作得以順暢換軌的制度因

素，並以此對照出我國憲政運作無法順利換軌的原因。 

在本章開頭須先澄清的是，本章的目的在於對照法國經驗而找出我國憲政

體制無法換軌的制度性原因，但本章並無「制度決定論」或「制度萬能論」的預

設，也不認為若全盤移植法國第五共和的各種制度，就保證我國的憲政運作能順

暢換軌。除了制度因素的配合外，政治文化2、人民的憲法意識、政黨與政治人

物在歷史關鍵時刻的抉擇等面向，都可能是法國憲政運作能夠順暢換軌的因素。

但制度因素畢竟是各種面向中最具人為可操作性的面向，從而在國家發展的興革

上最具有實用價值，3因此本章乃將焦點放在制度因素的探討上。4本章第一節將

根據法國憲政運作的經驗歸納出法國換軌式憲政運作的邏輯，第二節則指出確保

                                                 
2 政治文化當然也是討論一國憲政運作時不容忽視的觀察面向。舉例言之，在法國第五共和換軌

式的憲政運作中，不論是總統主政或總理主政，都是以國會多數支持為前提，亦即均是由國會

的多數黨組閣，從無例外。此一特色固然有其制度成因，但亦有其文化成因。因為法國自一八

七○年以來歷經第三、第四共和所確立的內閣制傳統，亦在政治人物與一般民眾心中形塑了「行

政權應建立在立法權多數支持的基礎上」這樣的政治信念(Cabestan, 2003:5)。基於研究焦點與

篇幅所限，本章的重心乃是放在制度因素的探討，但不表示政治文化是討論憲政運作時可以忽

略的面向。 
3 Lipset(1990)在一九九○年代歐美政治學界關於「何種憲政體制對民主政治較有利」的辯論中，

便曾為文指出，與制度因素相較，經濟與文化因素毋寧才是促成穩定民主體制的關鍵因素。但

他認為學界熱中於討論制度因素亦是情有可原，這是因為經濟與文化因素很難在短期間內依照

人們的心意去操控(manipulate)，而制度因素則比較容易在短時間內去操控改變。 
4 有人或許會質疑，法國與我國的歷史背景與文化脈絡迥異，是否適合加以比較？事實上，若專

就憲政體制而言，法國第五共和與我國半總統制的形成過程有頗多相似之處(蘇子喬，1999)：
第一，這兩個憲政體制在誕生之初都是總統制與內閣制兩股支持勢力下的折衝產物(若以兩股

勢力的代表性人物為例，在法國是「戴高樂(Charles de Gaulle)vs.戴布瑞(Michael Debré)」，在

我國則是「蔣介石 vs.張君勱」，戴高樂與蔣介石這兩位政治領袖在制憲時都支持總統制的制

度精神，而兩部憲法的起草人戴布瑞和張君勱則都強調內閣制精神)；第二，兩國總統的權力

在憲政發展過程中皆不斷擴大；第三，兩國憲政體制的設計都試圖擺脫國會對行政部門的干

預；第四，兩國憲政體制的形成過程中都有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在法國是阿爾及利亞危機，

在我國則是海峽兩岸的對峙)；第五，政治強人對於兩國憲政體制的形塑皆有重要影響(在法國

是戴高樂，在我國是李登輝)。由於兩國在憲政體制的形成過程中有這麼多的相似之處，但是

在實際運作上又有換軌與不換軌的重大差異，因此筆者認為，依循「最相似性系統設計」(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的比較研究法，將法國與我國的制度因素相互比較，應該還算是在探討

我國憲政運作無法換軌時具有可行性的分析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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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換軌式憲政運作得以順暢的制度性因素；第三節則將確保法國憲政運作得以

順暢換軌的制度性因素與我國憲政體制相互對照，藉此探討我國憲政運作無法順

暢換軌的制度性因素，第四節則將在前三節分析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未來憲政

體制變遷的可能路徑進行初步的預測。第五節結語則指出法國換軌式憲政運作對

我國未來憲政改革的啟示。 

 

第一節  法國換軌式憲政運作的經驗 

首先，我們可以先觀察法國的憲政運作究竟是如何換軌的。在法國，以往

由於總統與國會(國民議會)任期長短不同，前者為七年，後者為五年，5因此必然

會遇到「新總統 vs.舊國會」或「新國會 vs.舊總統」的情形。法國第五共和自一

九五八年成立以來，一直到一九八一年為止，總統與國會多數始終皆為右派，儘

管有新舊總統與新舊國會的交錯情形，但因為總統與國會多數始終是一致的，總

統即是國會多數政黨聯盟的實質領袖，因此總統透過以黨領政的方式，向來保持

總統主政、偏總統制運作的局面。一九八一年社會黨的密特朗(Francois Mitterrand)

當選總統，法國第五共和至此才第一次出現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情形。而法

國從一九八一年至今，已經發生過多次新選出的總統與尚未改選的舊國會多數不

一致，或新選出的國會多數與任期仍持續中的舊總統不一致的情形(Safran, 2003: 

129-142)。從法國這二十多年來的憲政運作看來，呈現的是一種換軌式的憲政運

作經驗。以下簡述法國自一九八一年以來遇到「新總統 vs.舊國會」且兩者不一

致或「新國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時的因應之道。(參見圖六之一) 

一九八一年五月，左派社會黨籍的密特朗當選總統，當時在任的法國第五

共和第六屆國會(此國會為一九七八年選出)多數為右派政黨聯盟[共和聯盟(Rally 

for the Republic—RPR) —民主同盟(Union for French Democracy—UDF)]。密特朗

總統面對「新總統 vs.舊國會」且兩者不一致的情形，一上任便立即解散國會重

                                                 
5 法國於二○○○年已經透過公投修憲，將二○○二年以後的總統任期改為五年，以便與國會的

法定任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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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選。新選出的第七屆國會中左派政黨聯盟[社會黨(Socialist Party—PS) —左

派激進黨(Left Radical Party)]獲得過半的席位，在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的情況

下，係由總統主政。 

一九八六年三月，自一九八一年選出的第七屆國會五年任期屆滿而改選。

在新選出的第八屆國會中，右派政黨聯盟(共和聯盟—民主同盟)在國會中掌握過

半的席位。密特朗總統面對「新國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形，決定任

命右派領袖席哈克(Jacques Chirac)為總理，在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情況下，

憲政運作由原先的總統主政轉為由國會多數所支持的總理主政，此即為法國第五

共和的第一次左右共治。 

一九八八年五月，自一九八一年選出的密特朗總統七年任期屆滿而改選，

密特朗當選連任(Gaffney, 1989: 1-31)，當時在任的國會乃是一九八六年選出、右

派佔多數的第八屆國會。密特朗總統面對「新總統 vs.舊國會」且兩者不一致的

情形，與一九八一年他第一次當選總統的情況一樣，一上任便立即解散國會重新

改選。新選出的第九屆國會中左派政黨聯盟(社會黨—左派激進黨)佔國會多數，

6在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的情況下，第一次左右共治遂告結束，憲政運作由原先

的總理主政轉為總統主政。 

一九九三年三月，自一九八八年選出的第九屆國會五年任期屆滿而改選，

新選出的第十屆國會中右派政黨聯盟(共和聯盟—民主同盟)在國會中掌握過半

的席位，與一九八六年三月第八屆國會選出右派佔多數的情形一樣，密特朗總統

在他的第二任總統任內又再度面臨「新國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形，

他的決定也與一九八六年面對此情形所作的決定相同，而決定任命右派領袖巴拉

杜(Edouard Balladur)為總理，在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情況下，憲政運作又由

原先的總統主政轉為由總理主政，此即為第二次左右共治。 

                                                 
6 嚴格說來，社會黨-左派激進黨雖然贏得國會多數席位卻沒有過半(在 577 席總席位中佔 277

席)，不過共產黨當時雖不參與內閣，卻宣布與社會黨-左派激進黨所組成的內閣進行閣外合

作，因此，雖然當時的內閣在形式上是少數內閣，但在實質上仍然擁有國會多數的支持。參見

Safran (200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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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六之一 法國的換軌式憲政運作 

 
一九九五年五月，自一九八八年選出的密特朗總統七年任期屆滿而改選，

右派領袖席哈克當選總統，當時在任的國會乃是一九九三年選出、右派佔多數的

第十屆國會。此次總統改選正好促成總統與國會多數的一致，在總統與國會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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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情況下，第二次左右共治遂告結束(Goldey, 1997: 74-75)，憲政運作亦由原

先的總理主政轉為總統主政。 

一九九七年五月，席哈克基於右派政黨聯盟的民意支持度有日漸低迷的跡

象，心想若拖至一九九八年第十屆國會五年任期屆滿才進行國會大選，右派勢必

失去國會多數，席哈克唯恐屆時將面臨第三次左右共治，於是在當時總統與國會

多數尚屬一致且國會任期尚未屆滿的情況下，仍決定解散國會重新改選，企圖藉

此延續國會多數為右派、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的總統主政局面，不料右派聯盟仍

在選舉中失利，在新選出的第十一屆國會中，以社會黨為主的左派聯盟[社會黨—

公民黨(Citizens’ Movement) —左派激進黨—綠黨(the Greens) —共產黨(French 

Communist Party)]佔有國會過半席位，席哈克面對「新國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

一致的情形，不得不任命左派社會黨領袖喬斯班(Lionel Jospin)為總理。在總統與

國會多數不一致的情況下，憲政運作又由原先的總統主政轉為總理主政，第三次

左右共治反而比席哈克總統原先設想的還提前一年到來(Elgie and Griggs, 2000: 

33)。 

二○○二年五月，自一九九五年選出的席哈克總統七年任期屆滿而改選，

席哈克當選連任，當時在任的國會乃是一九九七年選出、左派佔多數的第十一屆

國會。由於第十一屆國會亦將於六月任期屆滿而改選，因此席哈克總統五月上任

後並沒有解散國會，在六月新選出的第十二屆國會中，以席哈克領導的「總統多

數聯盟」(Union for the Presidential Majority，其前身為共和聯盟)為主的右派聯盟

(總統多數聯盟-民主同盟)大獲全勝，遠超過國會半數。在前後不到一個月的總統

與國會選舉中，總統與國會多數皆同歸右派掌握，在「新總統 vs.新國會」且兩

者一致的情況下，第三次左右共治遂告結束，憲政運作則從原先的總理主政轉為

總統主政，此一總統主政的局面遂一直延續至今。 

從以上對於法國第五共和過去二十多年來憲政運作經驗的描述，我們可以

發現以下的運作邏輯(參見圖六之二)：在「新總統 & 舊國會」且兩者一致(情況

一)或「新國會 & 舊總統」且兩者一致(情況三)的情形，由於總統是國會多數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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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實質領袖，透過以黨領政的方式，憲政運作係由總統主政，亦即偏向總統制

運作。這兩種情況是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運作的常態，因為在一九八一年之前，第

五共和有二十多年的時間，不論是新總統選出或新國會選出，總統與國會多數始

終保持一致。本章討論的焦點則是另外兩種特殊情況：其中之一是「新總統 vs.

舊國會」而兩者不一致(情況二)的情形，新上任的總統在此時會解散國會，重新

舉行國會大選，藉由他新當選的「裙擺效應」(coattail effect)，選民所選出的國

會多數會與總統一致，此時憲政運作便由總統主政，亦即偏向總統制運作(例如

密特朗總統在一九八一年五月上任與一九八八年五月連任後的舉措)；另外一種

情況是「新國會 vs.舊總統」而兩者不一致(情況四)的情形，總統在此時會自甘任

命國會多數領袖為總理，而不會解散才剛新選出的國會，此時既然總統與國會多

數不一致，憲政運作便由國會多數所支持的總理主政，亦即偏向內閣制運作(例

如密特朗總統在一九八六年三月、一九九三年三月新國會選出，以及席哈克總統

在一九九七年五月新國會選出後的舉措)。 

 

                    與舊國會多數一致       總統主政 
 新總統選出                                (情況一：1995) 
 
                    與舊國會多數不一致     總統解散國會重選，總統與國

會多數轉為一致     總統主政 
                                                    (情況二：1981,1988) 
 
                    與舊總統一致        總統主政(情況三：2002)7 
 新國會選出 
 
                    與舊總統不一致      總統任命國會多數領袖為總理 
                                            總理主政(情況四：1986, 1993, 

1995) 
圖六之二   法國總統與國會新舊交替下的憲政運作邏輯  

資料來源：修改自鍾國允(2004：447) 

                                                 
7 事實上，二○○二年六月新國會選出時，當時的「舊」總統也才剛上任一個月，將此情形視為

「新總統 & 新國會」也未嘗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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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法國憲政運作經驗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換軌的邏輯—總統與國

會多數一致時由總統主政，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由總理主政。另一方面，也

同時可以看到新舊民意的邏輯—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擁有新民意者最後

總能擁有主政的權力，當「新總統 vs.舊國會」且兩者不一致時，最後必為新總

統主政(因為新總統上任後會馬上解散國會重選，使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而在

「新國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時，則由新國會所支持的總理主政(因為舊總

統此時會任命與自己不同黨派的國會多數領袖為總理)。就此看來，法國憲政運

作的換軌邏輯與新舊民意邏輯是彼此一致的，不會出現換軌邏輯與新舊民意邏輯

相互扞格、兩種邏輯何者應優先適用的窘境與爭議。8然而在有些半總統制國家，

這兩種邏輯並不一定是彼此一致的，例如有些半總統制國家的新總統上任後，面

對與自己不一致的舊國會多數，卻又沒有解散國會的憲法權力以塑造與自己一致

的國會多數，此時若依換軌的邏輯，既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總統理應任命

國會多數支持的人士為總理，並由總理主政；然而若依新舊民意的邏輯，既然總

統擁有新民意，則理應由總統主政。此時應以哪一種邏輯優先？我國二○○○年

陳水扁總統上任後，面對以泛藍政黨為多數的立法院，所遇到的正是這兩種邏輯

相互衝突的窘境。 

究竟是什麼樣的制度性因素，使得法國過去二十多年來的憲政運作能夠在

總統主政與總理主政之間順暢地轉換，從而使換軌邏輯與新舊民意邏輯彼此相

容？這是下一節中所要探討的問題。而此一問題的解答，也將連帶地映襯出我國

憲政運作無法順暢換軌的制度性因素。 

 

 

 

                                                 
8 從法國憲政運作的邏輯也可看出，新總統上任後固然一定是總統主政，但總統主政一定是建立

在總統創造了與自己一致的國會多數的基礎上。總統之所以能夠主政，是因為其掌握了國會的

多數黨。不論是總統主政或總理主政，均是由國會的多數黨組閣，無一例外。任何政黨想要組

閣掌政，必須先掌握國會多數。換言之，憲政運作究竟是在總統主政的軌道上運作，還是在總

理主政的軌道上運作，乃是取決於何者(總統或總理)能掌握國會的多數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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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確保法國憲政運作換軌順暢的制度性因素 

法國的憲政運作之所以能夠在總統主政與總理主政之間順暢地轉換，主要

是基於下述五種制度性因素的輔助，在以下五種因素中，前三項因素能夠使法國

在「新國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況下，確保憲政運作順暢地由總統主

政換軌到總理主政，並且確保憲政運作能在內閣制的軌道上平順運作；後兩項因

素則使法國在「新總統 vs.舊國會」且兩者不一致的情況下，確保憲政運作能順

暢地從總理主政換軌到總統主政。 

 

一、國會中穩固團結的多數聯盟與兩輪投票制的國會議員選舉制度 

當密特朗總統在一九八六年三月面臨法國第五共和有史以來第一次「新國

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況時，一開始並沒有人可以確定密特朗會如何

因應這種情勢，當時一般認為密特朗總統有三種因應方案：一是總統辭職—因為

法國選民在國會大選中不支持總統所屬的陣營，意味著對總統的施政不信任，因

此總統此時應立即辭職，重新舉行總統大選。由於國會大選才剛結束，新出爐的

國會多數陣營所推出的總統候選人在總統大選中應會獲勝，因此可以繼續保持法

國第五共和自一九五八年以來始終未變的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的情勢，持續總統

主政的常態。二是總統解散新選出的國會重新選舉，再次要求民眾支持國會中總

統所屬的陣營，如果總統所屬陣營在總統解散國會後所舉行的國會大選中能夠扭

轉情勢獲勝，意味著選民最後仍然決定支持總統，原來的總統便可繼續主政；如

果總統所屬陣營仍然敗選，則意味著選民確實對總統不信任，此時總統便應辭

職，再舉行新的總統大選，由於總統的敵對陣營在剛舉行完畢的兩次國會大選中

皆獲勝，其所推出的總統候選人應能勝選，於是總統與國會多數又再度成為一

致，便可持續法國第五共和由總統主政的憲政傳統。第三是總統任命國會多數支

持的人士為總理，與其「共治」。不過可以想見的是，一旦「共治」，由於總統與

總理分屬不同黨派，此時總統將無法像過去一樣以黨領政，總統與總理的權限劃



 166

分勢必要回歸憲法的規定，總統的實質權力必然大為削弱，法國第五共和成立以

來以總統為政治核心的常態將會出現變動。而在以上三個方案中，密特朗總統後

來很快就決定選擇第三種方案，任命國會右派多數領袖席哈克為總理，開啟了第

一次左右共治之局，憲政運作首次由總統主政轉變為總理主政(Rohr, 1995: 

20-21)。自此之後，一旦「新國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況再度出現(一

九九三年三月與一九九七年五月)，皆是依循密特朗在一九八六年的因應之道，

確立了此種情況發生時便應由總統主政轉為總理主政的憲政共識。 

事實上，如果單從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條文來看，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總

統在面對與其不一致的新國會多數時，必須任命國會多數人士為總理。相反地，

憲法規定總統可直接任命總理，不需國會同意，並且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力。John 

Keeler 與 Martin A. Schain 就曾指出，就法國憲政體制而言，總理乃由總統任命，

即便總統無法掌握國會多數，是否任命多數黨組閣的權力其實仍屬於總統

( Keeler & Schain,1997: 1-27)。換言之，當法國總統無法掌握國會多數，若仍執

意任命自己陣營的人士為總理，並不見得違憲。而且就算總統所執意任命的總理

在上任後被國會倒閣，總統在憲法上亦有主動解散國會權加以反制。不過，如果

上述我們所揣想的一來一往相互對立成為事實，政局不安是可以想見的事情。因

此，密特朗總統於一九八六年能夠當機立斷決定任命敵對陣營的國會多數領袖為

總理，或許仍不得不歸功於密特朗個人尊重民意與維護憲政體制正常運作的憲政

民主精神(Knapp & Wright, 2001: 71-74)。不過，我們要追問的是，是不是有什麼

樣的制度結構因素存在，「迫使」密特朗總統必須作出這樣的決定，而不會執意

任命自己陣營的人士為總理或執意解散國會，並且成為此後發生同樣情況的慣

例。 

法國總統在面對與其不一致的新國會時，迫使總統不敢執意任命自己陣營

的人士為總理或解散國會的主要結構性因素，是因為國會中的多數政黨聯盟是相

當團結穩固的，這樣的政黨形勢迫使總統在無國會多數支持的情況下，不敢輕忽

團結穩固之國會多數的實力。我們可以從反面推論：就算總統所屬陣營是屬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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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少數黨，但如果國會中的政黨體系是小黨林立的、各個政黨的黨紀與政黨

凝聚力是鬆散的，總統在面對這種政黨生態的國會時將會有較強的動機與之對

抗，因為總統會認為這樣的國會多數是脆弱的，他隨時有機會在其中「見縫插針」

或「各個擊破」，而不願屈從此種脆弱國會多數的意向。然而，法國國會中的政

黨生態並不提供總統這樣的機會。 

若再進一步追問，法國國會中為什麼能夠形成穩固團結的左右兩大陣營？

相當程度是肇因於國會議員選舉採取的兩輪投票制。在這種選舉制度中，每一個

選區選出一名國會議員，第一輪投票如果有候選人獲得過半數的選票，即告當

選；否則，就針對第一輪投票中得票率超過選舉人百分之十二點五以上的候選人

進行第二次投票，由得票較多者當選。這樣的選舉制度使得第一輪選舉變成淘汰

賽，小黨有存在的空間，但是到了第二輪的時候，各政黨一定要採取聯合的方式，

否則便無法在單一選區當中出線。於是法國的左右派政黨各自聯合成一個聯盟，

形成了兩大陣營對抗的態勢(Cole, 2000:24-28；Elgie, 2001:114-115；吳玉山，

2000A：149)。除此之外，由於這種選舉制度是單一選區制，有較明顯的「比例

性偏差」(disproportionality)，選舉獲勝的陣營所得席次比率通常遠超過其得票比

例，亦即對獲勝陣營有「錦上添花」的效果，對落敗陣營則有「落井下石」的效

果。因此，總統的敵對陣營一旦在國會選舉中勝選，往往席次頗多而遠超過國會

半數，這也使得總統對於席位甚多的國會敵對陣營不敢自行其事。9綜言之，法

國國會選舉制度使得國會中的多數陣營一方面在性質上是團結穩固的，另一方面

在數量上則通常是為數甚多而非勉強過半而已。國會的選舉制度形塑了國會的政

黨體系，而國會的政黨體系則制約了總統自行其事的可能性。 

 

                                                 
9 法國在一九九三年的國會大選結果是其中最明顯的例子：左派聯盟在該次選舉中第一輪投票時

的總得票率是 30.96%，右派聯盟在第一輪投票時的總得票率則是 42.87%。可是在最後的選舉

結果中，左派聯盟在國會中的席次率僅有 15.77%(在總額 577 席中僅佔 91 席)，右派聯盟的席

次佔有率則高達 84.06%(在總額 577 席中佔了 485 席)。參見 Safran( 2003: 124-126)；張台

麟(200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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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政指揮系統的一元化 

在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規定中，法國總統與總理皆有部分的行政權，形成

行政權二元化的現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法國的行政權是二元化的，但是

行政部門的指揮系統卻是一元化的，法國所有的行政執行機關均在總理轄下，沒

有任何例外(Elgie, 2003B: 107-112)。傳統上被認為屬於總統的軍事權與外交權，

如果沒有總理所轄的國防部和外交部的配合，也是無法有效運作的(朱雲漢，

1997：12)。 

以國防組織為例(參見圖六之三)，儘管憲法第十五條規定總統主持國防最高

會議及國防最高委員會，但此條文的精神與憲法第九條規定「總統主持部長會議」

的意義類似。憲法規定總統主持部長會議並不意味著總統可以透過部長會議當然

地獨攬行政大權，其目的只是讓身為國家元首的總統有知悉日常政務的機會。這

條規定主要是延續法國第三、第四共和的憲政傳統，從第三共和開始，部長會議

就是由虛位總統主持。部長會議的召開只是完成法定程序的一場政治儀式，它從

來就不是實質制定政府政策的場合(陳瑞樺譯，2001：48)。同樣地，總統主持國

防最高會議與國防委員會的憲法規定也不意味著總統可以透過這兩個會議獨攬

軍事權，其目的主要是讓身為三軍統帥的總統有與聞國防事務的機會。在實際運

作上，國防最高會議係由總統依據總理所提議的研究主題，而邀集重要部會首長

與軍事將領召開，此會議較具諮詢協商性質；至於扮演決策性角色的國防委員會

亦是由總統依據總理的建議而召開，並由總理決定與會人員。國防委員會下設國

防秘書處，則明確規定直接受總理的指揮。國防秘書處以下則共有五個署，分別

是國際與戰略事務署、經濟與國防署、國家安全署、科技管制署、法制與歐洲事

務署，其在組織建制上皆屬總理轄下，總統無法直接指揮(張台麟，2003：

23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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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六之三 法國的國防組織體系 

 

再以情治組織為例(參見圖六之四)，法國總統亦無法直接指揮情治相關業

務，因為所有的情治組織亦皆屬於總理轄下。法國的情治組織包括：情治委員會、

海外情報局、軍事調查局、國內安全局與國內調查局。其中情治委員會歸屬總理

直接指揮主持；海外情報局與軍事調查局隸屬國防部，國內安全局與國內調查局

隸屬內政部，而國防部與內政部則隸屬總理(賴岳謙，2001：53-79)。 

 

圖六之四  法國的情治組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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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看來，在法國，一般認知中與總統職權較相關的國防組織與情治組織，

其實皆在總理轄下，其它組織亦是如此，毫無例外。在行政指揮系統一元化的情

況下，當法國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總理與總統同屬一陣營時，總統固然可以基

於多數陣營實質領袖的身分而使總理聽命於他，間接指揮行政系統而形成總統主

政，但是一旦總統與新選出的國會多數不一致，而被迫任命國會多數陣營的領袖

為總理，使憲政運作轉變為總理主政後，總統便沒有任何行政機器可以作為憑藉

來干預總理的施政(Hoffmann, 1989: 49)。簡言之，全部歸屬於總理轄下的行政指

揮系統一元化設計，可以確保總理主治時的憲政運作不被總統任意干擾。 

 

三、總統沒有將總理主動免職的憲法權力 

法國總統雖然在憲法上對總理有任命權，但在憲法上對總理並沒有主動免

職權。法國憲法第八條規定，總統須在總理提出辭職要求的情況下，始能將總理

免職。儘管在總統主政時，總統基於多數陣營實質領袖的身分，有實力迫使總理

對其提出辭職，達到撤換總理的目的(Wright, 1989: 28-29)，但是憲政運作一旦轉

換為總理主政之後，總統與總理既然不屬同一陣營，總統自然無法透過政黨實質

領袖的身分主動迫使總理辭職，此時總統對於敵對陣營的總理是否辭職便毫無置

喙餘地。對總統而言，一旦任命敵對陣營的人士為總理，此一總理就猶如「無法

卸下的螺絲釘帽」(芮正皋，1992：43)。在總理受到國會多數支持的情況下，除

非總理基於國會支持基礎的變動而主動向總統提出辭職，否則就必須一直等到下

一次的總統選舉或國會選舉才有發生總理異動的可能。舉例言之，在一九八六年

密特朗總統任命席哈克為總理而轉為總理主政(第一次共治)後、一九九三年密特

朗總統任命巴拉杜為總理為轉而總理主政(第二次共治)後、一九九七年席哈克總

統任命喬斯班為總理而轉為總理主政(第三次共治)後，這三位總理的在任都是一

直持續到下一次的總統大選才出現變動(分別是一九八八年、一九九五年、二○

○二年的總統大選)，而毫無被不同陣營的總統撤換的可能性。 

從反面推論，總統如果對總理有主動的免職權，總理除了必須對國會負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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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半總統制的基本制度要件)之外，總理施政時也必然會時時揣摩總統意向以避

免被總統免職，導致在實質運作上也必須對總統負責，因而造成「一僕(總理)侍

二主(總統與國會)」的情形。我們可以推想，在總統對總理有主動免職權的情況

下，就算總統一時迫於敵對的新國會多數陣營的壓力，任命敵對陣營的人士為總

理而轉為總理主政，他將來還是隨時可能伺機而動將敵對陣營的總理免職，干擾

總理主政的憲政運作。換言之，法國憲法中關於總統對總理無主動免職權的規

定，可以確保當總理由與總統不同陣營的人士出任時，總理依憲法只須對國會負

責，而不須對總統負責；並且可以確保總理主政的憲政運作不會被總統對總理的

主動免職權所顛覆。 

討論到目前為止的三項制度因素，使得法國憲政運作能夠從總統主政轉換

為總理主政，並且能夠在總理主政的軌道上順暢運作。第一項因素(國會中穩固

團結的多數聯盟與兩輪投票制的國會議員選舉制度)迫使總統在面對與其不一致

的新國會多數時，任命敵對陣營的領袖為總理，使憲政運作轉換為總理主政；第

二項因素(行政指揮系統的一元化)與第三項因素(總統沒有將總理主動免職的憲

法權力)則可以確保總理主政時的憲政運作不會被總統干預而能夠運作順暢。以

下則將繼續探討使法國憲政運作能夠由總理主政轉換為總統主政的制度因素。 

 

四、總統的主動解散國會權 

法國憲政運作之所以能夠由總理主政轉換為總統主政，最重要的制度因素

乃是法國總統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憲法權力。當一個總統新選出，若與尚未改選的

舊國會中的多數陣營不一致，新總統便會動用主動解散國會的權力，希望透過國

會改選重新塑造一個與自己一致的國會多數。由於此時總統才剛由人民選出而具

有 最 新 民 意 ， 總 統 於 剛 上 任 時 所 舉 行 的 「 蜜 月 期 選 舉 」 (honeymoon 

election)(Ranney, 1996:122)會產生所謂的「花車效應」(bandwagon effect)。總統

所屬陣營在國會選舉的表現往往比先前剛舉行完畢的總統選舉還要出色；至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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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選舉中落敗的陣營，在國會的表現則往往更不理想。10在法國的憲政經驗

中，一旦新總統上任後動用主動解散國會權，人民此時都會配合總統而選出一個

多數陣營與總統一致的國會，進而使憲政運作轉為總統主政，一九八一年密特朗

總統初次上任與一九八八年連任時的情形便是如此。換言之，新總統一旦選出，

就算剛上任時新總統與舊國會並不一致，但總統會立即透過主動解散國會權塑造

與自己一致的國會多數，總統主政的態勢就會因此確立。 

 

五、兩輪對決制的總統選舉制度以及總統與國會議員選舉制度的一致 

在法國的實際憲政經驗中，雖然還不曾發生過新總統解散國會後，人民卻

唱反調選出一個與總統多數不一致之國會的情形，但是在理論上，新總統解散國

會後欲塑造國會多數卻功敗垂成的可能性確實是存在的。不過，由於有以下兩個

制度因素的配合，法國第五共和發生這種現象的可能性並不高。 

其中一項因素是法國總統的選舉制度由兩輪決選制產生，在這種制度下，

總統候選人必須取得過半數的選票才能當選。如果沒有候選人能在第一回合選舉

贏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選票，則就第一回合選舉中得票前兩名的候選人進行第二

輪投票，由票數較高者當選，透過這種總統選舉制度的設計，總統必定是擁有過

半民意的多數總統(Elgie, 1996: 52-56)。這樣一個具有廣大民意基礎的多數總統

上任後一旦解散國會，挾其聲望對同黨國會議員候選人將更能產生提攜的效果，

若與透過相對多數制選舉所可能產生的少數總統相較，將更有能力塑造與自己一

致的國會多數。     

第二項因素，是因為法國總統選舉與國會議員選舉皆是單一選區兩輪投票

制(Safran, 1991: 93-96)。由於總統選舉與國會議員選舉制度相近(其中的差別之處

                                                 
10 以一九八一年的法國總統大選為例，當年右派候選人季斯卡在第二輪選舉中以 48.24%的得票

率落敗於左派候選人密特朗的 51.75%得票率，但是密特朗總統上任後解散國會之後的同年國

會大選中，右派聯盟最後在國會中僅獲得 30.75%的席次率(總額 491 席中佔 151 席 )，左派聯

盟則獲得高達 67.01%的席次率(總額 491 席中佔 329 席 )。參見 Safran( 2003, 124-126)；張

台麟(2003：395，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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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在於總統選舉是由第一輪選票最多的前兩名進入第二輪決選，國會議員選舉則

是由第一輪選票獲得該選區選舉人百分之十二點五的候選人進入第二輪選舉)，

一方面降低了選民在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進行分裂投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使

得在總統大選中剛獲得過半數最新民意支持的總統，能夠比較有把握地觀察他的

得票在國會議員的單一選區中的分布狀況，以評估是否有可能藉由主動解散國會

以塑造與自己一致的國會多數(王業立，2001)。相形之下，如果總統與國會議員

的選舉制度不同，導致選民在不同的選舉制度下有不同的投票行為、進行不同的

策略性投票，將會增加選民分裂投票的可能性；而新總統上任後就算有主動解散

國會的權力，也較難評估一旦解散國會後自己所屬政黨的得票狀況，塑造與自己

一致的國會多數結果失敗的風險也將因此提高。 

綜言之，法國總統的主動解散國會權，使得新總統上任後，能夠主動塑造

與自己一致的國會多數；而兩輪對決制的總統選舉制度以及總統與國會議員選舉

制度的一致，則增加了新總統塑造國會多數的成功機率。 

在討論了法國換軌式憲政運作的邏輯以及確保其換軌式憲政運作的制度因

素後，我國憲政運作無法順暢換軌的原因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以上所討論的法國

各項制度性因素，共同搭建了法國的換軌式憲政運作；相較之下，這些制度性因

素在我國的憲政體制中完全付之闕如，無怪乎我國憲政運作沒有換軌的可能。以

下將先簡述我國二○○○年以來憲政運作的情況，而後並將進一步探討我國憲政

運作無法換軌的制度性因素。 

 

第三節 我國憲政運作無法順暢換軌的制度性因素 

法國第五共和以往由於總統任期與國會任期長短不同，導致總統與國會新

舊交錯，一旦兩者不一致，便會出現換軌的現象。相較而言，我國總統的任期為

四年，立法院的任期則為三年(假若未發生提前被解散而改選)，同樣也會出現總

統與立法院新舊交錯的情形。如圖六之五所示，在二○○○年五月陳水扁總統上



 174

任之前，由於總統多數與立法院多數皆由國民黨掌握，始終維持多數政府、總統

主政的格局(如圖六之五中的情況一與情況三)，我國半總統制是否能夠(或是否應

該)換軌的爭議並沒有突顯出來。但是自二○○○年陳水扁總統上任，我國首度

面臨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的情形以來，直到今日又已歷經兩次立法委員選舉

與一次總統大選，在這段期間，總統與立法院多數未曾一致過，其中「新總統

vs.舊立院」且兩者不一致的情形，以及「新立院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

形，總計都分別出現過兩次，但憲政運作卻從來不曾換軌，自始至終皆維持少數

政府、總統主政的格局(如圖六之五中的情況二與情況四)。為什麼我國的憲政運

作無法像法國一樣呈現換軌的現象？以下將探討其制度因素。  

 
 

                    與舊立院多數一致       多數政府、總統主政 
 新總統選出                             (情況一：1996 年總統大選後) 
 
                    與舊立院多數不一致     少數政府、總統主政                       

(情況二：2000.2004 總統大選後) 
 
                    與舊總統一致       多數政府、總統主政 

(情況三：1992.1995.1998 立委選舉後) 
 新立院選出 
 
                    與舊總統不一致     少數政府、 總統主政 
                                       (情況四：2001.2004 立委選舉後) 
 

圖六之五   我國總統與立院新舊交替下的憲政運作邏輯 

 
 

在以下五項因素的討論中，前三項因素是我國面臨「新立法院 vs.舊總統」

且不一致的情況時，憲政運作無法由總統主政順利地換軌到總理主政的原因；後

兩項因素則是我國面臨「新總統 vs.舊立法院」且不一致的情況時，憲政運作仍

持續維持總統主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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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立法院中沒有穩固團結的多數黨與 SNTV 立委選舉制度 

我國總統遇到「新立院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形時(例如二○○一年

年底第五屆立委選出、翌年二月就任，以及二○○四年第六屆立委選出，翌年二

月就任的情形)，為何不會仿效法國任命立法院中多數陣營的人士為閣揆，而仍

然堅持己意任命自己陣營的人士為閣揆？最主要的結構性因素是因為立法院雖

然有多數陣營存在，卻始終不是穩固團結的多數黨或多數聯盟。由於我國立法院

中的政黨體系始終鬆散，使得總統儘管無法掌握立法院多數，卻不畏懼立法院中

鬆散多數的壓力，因此仍堅持依己意任命自己黨派的人士為閣揆。11而且總統也

具有相當程度的把握—立法院就算對於自己所任命的行政院院長人選是如何地

不滿，也不敢進行倒閣，這便使得總統在面對與其不一致的新立法院時，任命行

政院長仍無所顧忌。 

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是什麼樣的制度性因素使得立法院的多數陣營無

法團結穩固，因而使總統無懼於立法院多數的壓力？又是什麼樣的制度性因素使

得新選出的立法院儘管擁有新民意，對於總統所片面任命的閣揆仍不敢行使倒閣

權，因而使總統可以無所顧忌地任命閣揆？這兩個問題的最主要制度性因素，都

可以指向我國目前所採用的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簡稱

SNTV)的立委選舉制度。 

SNTV 造成立法院的多數陣營無法團結穩固。由於 SNTV 是在複數選區下實

施，具有相當程度的比例性，因此在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下，小黨的生存空間要比

比例性偏差甚巨的單一選區制來得大，是以這種選舉制度都會使立法院中的政黨

體系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很難形成單一的多數黨或多數聯盟(Reed, 1990: 

336)。此外，SNTV 也不利於國會中政黨凝聚力與黨紀的維繫，這是因為在 SNTV

下，同一個政黨在一選區往往提名多人，黨內競爭有時甚至比黨際競爭更為激烈

                                                 
11 舉例言之，不論是二○○年陳總統上任時所標榜的「全民政府」、二○○一年立院改選前夕所

倡議的「國家安定聯盟」，或是二○○四年立院改選後所醞釀的「民親合」，都意味著執政黨

始終有收編、裂解立院中鬆散多數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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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x & Rosenbluth, 1993: 579)，因此這種選舉制度非常強調候選人本身的角色，

整個選舉過程主要是以候選人為中心的競選(candidate-centered campaign)。候選

人的當選既然不完全依賴政黨而必須依賴自己建立的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 

(Cain, Ferejohn & Fiorina, 1986:110-125)，候選人當選進入立法院後不聽從黨鞭指

揮、脫離政黨控制等黨紀不彰與政黨凝聚力的現象也就成為可以想見的結果。總

之，SNTV 一方面造成政黨體系多元化，使得立法院中缺乏明確清晰的單一多數

黨或多數聯盟，總統因此較有空間和餘裕在各黨之間穿針引線，主導內閣的組

成。另一方面，SNTV 也造成立法院中政黨凝聚力與黨紀的缺乏，立法院中空有

多數的敵對陣營，卻無法強勢有效地牽制總統要求談判協商組閣，總統在任命閣

揆時也就較無忌憚，擁有較大的選擇空間。 

SNTV 也造成立法院不敢行使倒閣權。首先，在這種極端強調候選人個人

角色的選舉制度下，候選人的當選既然多半依靠己力完成，這些辛苦選上的立法

委員在利益權衡的考量上，儘管看到內閣由不同陣營掌握，也不願意推翻內閣，

因為一旦倒閣後啟動總統解散立法院的權力，立法委員自己將要再承擔大量心力

與金錢來競選。其次，在 SNTV 這種選舉制度下，選舉結果具有高度的不確定

性，更使得候選人不願承擔改選卻可能落選的風險。這是因為在 SNTV 下，政

黨的估票、政黨提名候選人人數的協調(「總額管制」)、配票策略、選民的配合

等，都是候選人勝選缺一不可的環節，其中若有一個環節失誤，就有可能影響選

舉結果的成敗，而且 SNTV 下選民策略性投票的整體趨向較難以預測，即使是選

舉過程中擁有民意高支持度的候選人，也可能因為選民的策略性投票而落選(選

民往往會認為其篤定當選而將選票轉投其他人)，更是讓立委不願發動倒閣使自

己陷入前途未的困境。相較於英美等國國會議員長年以來八至九成的連任率

(Jackson, 1994: 40；Norton, 1994: 114)，12以及法國國會議員七成左右的連任率

                                                 
12 以美國眾議院為例，一九五○年代後，眾議員的連任率幾乎都在 85%以上，一九八六、一九八

八、一九九○年連續三屆的連任率，甚至高達 98.0%、98.5%、96.9%(吳宜侃，2003：3-4；Baker，

1989)。 



 177

(Ysmal, 1994: 196, 206)，我國區域立法委員的低連任率(參見表六之一)，正是我

國立法委員選舉結果具有高度不確定性的一項佐證。簡言之，SNTV 一方面使候

選人自身必須承擔巨大的選舉成本與落選風險，另一方面使得選舉結果產生高度

的不確定性(Lin, 2003：441)，因而大幅降低了立法院發動倒閣的可能性。13  

整體而言，SNTV 既是立法院的多數陣營無法團結穩固的主因，也是立法院

倒閣權形同虛設的主要制度性因素，使得總統在面對與其不一致的新立法院時，

仍能無所畏懼地執意任命自己陣營的人士為閣揆，憲政運作也就因此無法由總統

主政轉換為總理(即行政院長)主政。14 

                                                 
13 除了 SNTV 選制是主要因素外，我國若干憲政制度設計也大幅降低立院倒閣的可能性：第一，

在我國的憲政設計中，立院倒閣後總統可以解散立院重新改選，但與一般內閣制下內閣發動解

散國會權的情況不同的是，內閣制下的內閣一旦決定解散國會，如同是與國會「同歸於盡」，

內閣成員也同時面臨改選的考驗，並由大選中勝選的政黨組閣。但我國總統在立院倒閣後若解

散立院，仍能穩坐總統職位，立委卻得面對職務解除重新改選的挑戰，而且即使倒閣的一方在

大選中勝選，也不能保證總統必然會讓勝選的政黨組閣，亦即立院倒閣並不保證就拿得到組閣

權。總統與立院在此制度上權力地位的不對稱，降低了立院多數倒閣的意願。第二，就算立院

倒閣後總統不選擇解散立法院而選擇任命新閣揆，仍有可能任命自己所屬政黨的人士為閣揆，

與前述情形類似，倒閣成功不見得就能組閣。第三，也有論者指出，一旦立法院通過倒閣案，

總統除了可以選擇選擇解散立法院重選或選擇任命新閣揆，其實還有第三個選擇—由原來的副

閣揆持續地代理閣揆職務，因為總統不解散立法院可以避免總統所屬政黨在立院改選後席次下

滑，不任命新閣揆則可以暫時保持黨內政治生態的平衡。這個可能性依憲法規定確實是存在

的，因為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關於立法院行使倒閣權的規定，乃是指對「行政

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而非對「行政院」提出不信任案；若不信任投票通過，「行政院院長」

則須於十日內辭職。而本條第一項又規定，總統為任命行政院院長前，由行政院副院長暫行代

理。換言之，儘管我國現行憲法中的不信任投票制度常被通稱為倒閣制度，但就法論法，不信

任投票的行使對象乃是閣揆個人，而非整個內閣，我國的「倒閣」制度其實是「倒閣『揆』」

制度，在閣揆因立法院通過不信任投票去職後，副閣揆接手後的「看守內閣」仍然可能持續存

在。這種情形雖然可能引發憲政爭議，但有論者認為此一選擇未嘗不是總統可以運用的「隱藏

的憲法巧門」(陳朝建，2006)。截至目前為止的以上三點，都意味著立法院即使通過不信任投

票，總統仍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操作政治情勢，立法院多數能夠成功倒閣不一定就代表能夠成功

組閣。如果立法院通過倒閣既無法獲得任何利益，卻可能為總統創造了操作政治情勢的空間，

立法院在利益得失的理性考量下自然不可能真的倒閣。第四，在一般內閣制國家，由於議員兼

任閣員，國會議員參與倒閣的動機之一，往往是著眼於未來新內閣組成時自己可以獲得入閣的

機會，但在我國立委與閣員在身分上不得兼任的情況下，絕大多數的閣員人選並非從立委中尋

找。換言之，立委倒閣後不見得自己就能入閣，立委倒閣所能的利益遠比一般內閣制國家的國

會議員來得小，立委本身發動倒閣的誘因因此較低。第五，我國目前以「二分之一」為門檻的

覆議制度，使得立法院的多數在野黨仍有可能運用其多數優勢而全面主導法案或預算，迫使行

政部門執行，形成「國會多數在野黨決策，少數執政黨執行」的局面。若透過此一制度就能主

導政策，立院的多數在野黨何必發動倒閣而讓自己陷入改選的危機中？以上五項因素，皆降低

了立院倒閣的可能性。 
14 有論者指出，立法院泛藍陣營在二○○一年與二○○四年立院改選後，面對總統仍堅持任命民

進黨人士為行政院長的情勢卻不敢倒閣，是因為國民黨與親民黨在這兩次選舉後的席次與選前

相較正好都是一消一漲(在二○○一年選舉後，國民黨席次銳減，親民黨席次增加；二○○四

年的情況則相反)，對於未來若倒閣成功而導致立院改選的選舉得失評估正好相反，因此泛藍



 178

 

表六之一  我國歷屆區域立委的連任率 

 
第二屆 

(1992.12) 

第三屆 

(1995.12) 

第四屆 

(1998.12) 

第五屆 

(2001.12) 

第六屆 

(2004.12) 

區域立委總額 119 125 168 168 168 

連任人數 71 71 83 109 98 

連任率 59.7% 58.8% 49.4% 64.9% 58.3% 

資料來源：第二、三、四、五屆立委部分整理自吳宜侃(2003：6，67)；第六屆立委部份係

檢閱立法院國會圖書館網站(http://npl.ly.gov.tw/index.jsp)所公佈之第六屆立委名單

後，筆者自行整理而成。 

 

二、行政指揮系統的二元化 

與法國行政指揮系統一元化的情況相較，我國行政指揮系統呈現的是二元

化的格局。以國防事務為例(參見圖六之六)，我國長久以來就一直存在著軍政軍

令二元化的現象，總統掌有軍令權，行政院長則掌有軍政權。儘管二○○○年一

月通過的「國防法」與「國防部組織法修正案」宣稱朝向軍政軍令一元化的目標

修正，但事實上軍政軍令二元化的現象仍然存在。依國防法第十三條規定：「國

防部設參謀本部，為部長之軍令幕僚及三軍聯合作戰指揮機構，置參謀總長一

人，承部長之命令負責軍令事項指揮軍隊。」國防法第八條規定：「總統統率全

國陸海空軍，為三軍統帥，行使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部長，由部長

命令參謀總長指揮執行之。」亦即總統對於軍令事項可以跳過行政院長直接指揮

國防部長，間接命令謀總長，總統仍有軍令權。換言之，依現行制度，國防部長

                                                                                                                                            
陣營對於是否應強硬倒閣無法取得一致的意見(Wu, 2005:128-131)。這是一項精確無誤的觀

察，但筆者仍認為，即便在這兩次選舉中國、親兩個政黨所獲得的席次都較選前增加，而非一

消一漲，在 SNTV 導致改選成本與不確定性都過高的情況下，大概還是很難動員剛選上的黨籍

立委進行倒閣，使他們接受才剛上任就可能被解散而再度改選的命運。SNTV 的效應，應該是

立法院無法有效對抗總統的主要「結構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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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軍令事務向總統負責，就軍政事務向行政院長負責，國防部長同時受總統與行

政院長節制。 

 

 
圖六之六  我國的軍政軍令二元化 

 

同樣地，我國的情治機關亦是呈現二元指揮的體系(參見圖六之七)。我國負

責情治事務的機關在行政院長轄下的計有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國防部電訊發展

室、國防部憲兵司令部、海岸巡防署、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調查局等機關。但

依國家安全局組織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國家安全局隸屬於國家安全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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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司令部、行政院海岸巡防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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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國安局是

最高情治機構，對全國所有情治機關皆有統合督導之權。而國安局在體制上又直

屬於國安會，國安會則直屬於總統。因此，我國的情治機關一方面在行政院長的

指揮系統之下，另一方面又在總統的指揮系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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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之七  我國的情治指揮系統二元化 

 
由於軍政軍令二元化與情治指揮系統的二元化，我們可以想像，就算總統

面對與其不一致的新立法院多數，一時之間迫於立法院多數壓力而勉為其難地任

命不同陣營的人士為行政院長，總理(即行政院長)主政的態勢也不一定能夠完全

確立，因為總統依現行制度仍然可以隨時插手干預國防事務與情治事務。 

 

三、總統在實際憲政運作上對閣揆有主動免職權 

我國總統究竟對行政院長有無主動免職的憲法權力，不僅在憲政法理上具

有爭議，而且從當時修憲實況所顯現的修憲者原意來看，也顯得莫衷一是。在一

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時，國民黨原本規劃的修憲版本有二：一是「行政院院長由

總統任免之」，另一是「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最後提出的修憲提案版本則

是「任命之」而非「任免之」，這樣的取捨似乎意味著國民黨的提案是認為總統

無權主動將行政院院長免職(周育仁，2000：8)。而在民進黨所提的雙首長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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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總統制)修憲提案版本中，原本的文字仿照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制度設計，規

定為「總統任命行政院院長，並依行政院院長提出辭職而免除其職務。」意即排

除了總統的主動免職權，然而國民大會最後正式通過的修憲條文中，則刪除了上

述的後段文字，僅規定「總統任命行政院院長」，從這一前一後的差異，似乎又

意味著承認總統對行政院長有主動的免職權。不論從憲政法理或修憲意旨的角度

討論，我國總統對閣揆是否有主動免職權都不是一個容易釐清的問題。 

不過若從憲政實際運作的角度加以觀察，我國總統與閣揆到目前為止始終

是屬於同一陣營，在以往總統與立法院多數一致的國民黨主政時期，由於總統是

國民黨主席，閣揆對總統言聽計從，總統在實際運作上是有能力自行決定閣揆去

留的。而在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的民進黨主政時期，唐飛、張俊雄、游錫堃、

謝長廷等閣揆都不是基於立法院的多數意見所產生的人選，這幾位閣揆之所以在

任，並不是來自立法院的支持，而是來自總統的支持和信任。在此情形下，行政

院院長自然會認為自己應聽命於總統，自居為「總統的幕僚長」，從而認為總統

對其有免職權。其實從目前政治人物的認知與輿論的看法，亦可察知目前一般人

都認為總統對於行政院院長有任免全權。15  

如果長期以來總統對於閣揆應有主動免職權的憲政實踐，將來成了無所爭

議的一般憲政認知，將使閣揆無論與總統是否屬於同一陣營，除了必須對立法院

負責，也必須同時對總統負責。換言之，在我國總統任命不同陣營人士為閣揆的

可能性原本就很低的情況下，就算總統一時之間願意任命不同陣營的人士為閣

揆，如果總統對於閣揆有主動免職的憲法權力，他仍然可以隨時反悔而將與其不

                                                 
15 前行政院院長唐飛在其任內，曾經明確表示，民選總統要向全民負責，而總統任命的行政院院

長，當然向總統負責，也間接向全民負責(中國時報，2000 年 9 月 9 日，第 4 版)。與陳水扁

總統不同黨的行政院院長猶有如此的自我角色認知，更遑論接下來幾位民進黨籍的行政院院長

會如何看待自己的行政院院長角色。前行政院長謝長廷便曾直言：「我做不好，總統會換掉我。」

(中國時報，2005 年 8月 12 日，第 2版)。而前民進黨主席林義雄於二○○六年一月發表公開

信，強調總統不應召見部長並給予指示，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持的理由：「根據憲法規定，總統

僅有任免行政院長之權。而行政院長乃為國家最高行政首長，所有行政措施應由行政院長負全

責。總統除認為行政院長不適任，得予免職外，不應該事事干預指揮。」(中國時報，2006 年

1 月 22 日，A1 版)除此之外，輿論界常有閣揆是否可能易人、內閣是否改組…等議題的討論，

卻幾乎無人質疑過總統是否有更換閣揆的憲法權力。總統擁有任免閣揆全權的一般認知，由此

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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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陣營的閣揆撤換掉。 

以上三項制度因素，使得我國在「新立法院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

況發生時，無法從總統主政轉換為總理主政。第一項因素(立法院中沒有穩固團

結的多數黨與 SNTV 立委選制)使得總統在面對與其不一致的新立法院多數時，

仍可執意任命與自己同一陣營的人士為閣揆，憲政運作因此無法轉換為總理主

政，而且就算總統真的有一天願意任命立法院多數陣營的人士為閣揆而使憲政運

作轉為總理主政，第二項因素(行政指揮系統的二元化)與第三項因素(總統在實際

憲政運作上對閣揆有主動免職權)的存在也將使總統有隨時對總理主政的運作造

成干預，甚至可以隨時將總理主政的憲政運作逆轉為總統主政。以下則將繼續探

討我國憲政運作在「新總統 vs.舊立法院」且兩者不一致時，換軌邏輯與民意邏

輯相互矛盾的制度性因素。 

 

四、總統沒有主動解散立法院的權力 

在法國，當遇到「新總統 vs.舊國會」且兩者不一致的狀況時，新總統上任

後會立即動用主動解散國會權塑造與自己一致的國會多數，因此，有新民意的新

總統都能夠使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而走向總統主政的憲政運作。此時主政的總統

一方面擁有新民意，合乎新舊民意的邏輯；另一方面總統主政是建立在總統與國

會多數一致的基礎上，亦合乎憲政換軌的邏輯。相對而言，在我國，當民進黨籍

的陳水扁總統於二○○○年上任，面對國民黨佔多數的立法院，第一次出現「新

總統 vs.舊立法院」且兩者不一致的狀況時，憲政運作是否應該「換軌」則造成

爭議。當時國民黨方面宣稱，由於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同黨，依照法國憲政運作

經驗，此時憲政運作應換軌為內閣制，改由立法院多數支持的閣揆主政。民進黨

方面則辯稱，若此時憲政運作應換軌為內閣制，豈不表示擁有最新民意的新總統

必須屈服於依舊民意產生的立法院，一上任就變成接近虛位元首的角色？因此民

進黨方面認為，儘管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但由於總統擁有最新民意，因此

總統可以任命自己屬意的人士為閣揆，不須屈從立法院多數的意見。 

上述憲政爭議的主因，主要是肇因於我國總統沒有主動解散立法院的權力

(總統只有在立法院倒閣成功後始能解散立法院)，因此新總統選出後，就算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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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就面對一個與自己不一致的立法院多數，也無法透過解散權來塑造與自己一致

的立法院多數。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總統擁有最新民意，另一方面總統與立法

院多數不一致，此時究竟是依新舊民意的邏輯由總統主政(偏總統制運作)，或是

依換軌的邏輯由立法院多數所支持的行政院院長主政(偏內閣制運作)，兩種邏輯

之間便會出現矛盾。 

儘管當時出現了這樣的憲政爭議，但是在實際運作上，陳總統最後還是決

定不理會立法院的多數意見，片面任命自己屬意的閣揆人選。二○○四年陳總統

連任再度出現「新總統 vs.舊立法院」且兩者不一致的情形時亦是如此。事實上，

這是政治邏輯使然。因為如前文所述，SNTV 一方面造成立法院的多數陣營無法

團結穩固，另一方面 SNTV 的效應也使得立法院不敢發動倒閣，因此在「新立法

院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況下，總統在面對擁有新民意的新立法院時，

仍可毫無所懼地任命自己陣營的人士為閣揆。在立法院有新民意的時候總統尚且

能夠如此，更何況是在總統剛上任擁有新民意時，總統此時當然更有動機和理由

依己意任命閣揆而不理會舊立院的多數意見。因為不論是「新立法院 vs.舊總統」

或是「新總統 vs.舊立法院」，前述 SNTV 所造成的制度影響始終是存在的；而

且我們也可以想像，就算不考慮 SNTV 所造成的制度影響，由於總統此時擁有

剛出爐的新民意，假若此時立法院真的行使倒閣權而啟動了總統的解散立法院權

力，總統選舉中敗選的陣營在立法委員重新改選中席次下降也是幾乎可以確定的

事情，立院多數基於此一算計就不敢發動倒閣了。換言之，在「新總統 vs.舊立

法院」且兩者不一致時，舊立法院僅僅受制於總統的新民意便已經不敢發動倒閣

來對抗總統任命自己陣營人士擔任閣揆的決定；更何況 SNTV 對立法院的種種

結構性制約是自始至終存在的。 

 

五、相對多數制的總統選舉制度以及總統與立委選舉制度的不一致 

我國總統選舉採取的是相對多數制，在此種選舉制度下所選出的總統往往

是選票無法過半的少數總統，這樣的總統與兩輪投票下所產生的多數總統相較，

裙尾效應較弱，較無能力塑造與自己一致的立法院多數。因此，我們可以推想，

即使新上任的總統所屬政黨在立法院變相地自己發動倒閣並倒閣成功，使總統能

夠解散立法院，新總統也不一定可以順利塑造與自己一致的立法院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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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總統選舉制度所可能造成的少數總統增加了新總統欲塑造立法院多數

卻無法成功的風險，另外一個造成風險的制度因素，是因為我國立委選舉制度與

總統選舉制度是完全不同的制度，選民在兩種選舉制度下有完全不同的策略性投

票行為，分裂投票的情形甚為普遍，因而增加了新總統解散立法院卻無法塑造與

自己一致之立法院多數的風險。我國總統選舉制度是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在這

種選舉制度之下，會有不少支持實力較弱之政黨的選民，為了避免選票浪費，而

將選票轉投給前兩大黨中他較不討厭的政黨候選人，以避免他最討厭的政黨候選

人當選，因此在總統選舉中選民的策略性投票是黨際間選票的轉移(亦即由小黨

流向大黨)，使總統選舉偏向兩大黨的競爭(黃秀端，2001：37)。我國立委選舉制

度則是以複數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為主的制度，在這種選舉制度之下，許多選民

為了極大化他所支持的政黨在選區中的席次，為了避免選票浪費於太強或太弱的

候選人，會將選票從該黨中的某一位候選人轉移到同黨的另一位候選人，因此在

立委選舉中選民的策略性投票是政黨內選票的移轉，使立委選舉偏向多黨的競

爭。換言之，在總統選舉中，不論是選民或候選人都有向中間逼近的「向心」誘

因(centripetal incentive)；至於在立委選舉中，選民或候選人卻有「離心」的動機

(centrifugal incentive)(Cox, 1990；王業立、彭怡菲，2004：21)。總統選舉與立委

選舉對於民意的匯集，產生兩股方向正好相反的拉力，選民分裂投票的機率將大

為提高，因而增加了新總統無法塑造與其同陣營之立法院多數的風險。16 

                                                 
16 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出現新總統上任後解散立法院重選的例子，但是從我國過去的選舉經驗中，

仍可看出不同選舉制度對於選票匯集程度的效果各有不同。以歷年來總統與立委選舉時程最相

近的一次—二○○四年三月的總統選舉與二○○四年十二月的立委選舉為例，民進黨籍的陳水

扁在單一相對多數制的總統大選中雖然以 50.11%的得票率勝選，但在八個多月後的 SNTV 立委

選舉中，民進黨僅有 35.7%的得票率，就算加上同屬泛綠陣營的台聯所獲得的 7.7%得票率也不

過 43.4%，在立法院中泛綠陣營的席次亦未過半(在總額 225 席中佔 101 席)。又例如在地方層

級的選舉中，若觀察歷年來皆在同日舉行的直轄市長與直轄市議員選舉，以及歷年來選舉時程

非常接近的縣市長與縣市議員選舉(縣市長選舉往例是在選舉年的十二月,議員選舉則在隔年

一月，二○○○年十二月兩者甚至是在同日選舉)，亦可發現以單一相對多數制選出的地方行

政首長的選票較為凝聚，而以 SNTV 選出的地方議員選票較為分散。以上例子都顯示，由於行

政首長與議員的不同選舉制度在選票凝聚程度各有不同的效果，因此即使是在時間非常相近或

甚至是同日舉行的兩項公職選舉中，勝選的行政首長也較難發揮裙尾效應而產生與行政首長一

致的議會多數。這也暗示著：新總統上任後若解散立法院塑造國會多數，在總統與立委選舉制

度不一致的情況下，確實存在不小的失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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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一方面由於我國總統無主動解散立法院的權力，使得新總統在無

法塑造與自己一致之立法院多數的情況下，就走上總統主政的格局，換軌邏輯與

民意邏輯因而出現矛盾。另一方面，即便總統所屬陣營在立法院中變相發動倒閣

使總統能夠解散立法院，由於相對多數制的總統選舉制度以及總統與立委選舉制

度的不一致，總統塑造立法院多數失敗的風險仍然很高。 

綜合以上的討論，茲將法國換軌式憲政運作之所以能夠順暢的制度因素與

我國的情形表列對照如下： 

 

表六之二  我國與法國憲政運作換軌制度因素的對照 

 法國換軌式憲政運作順暢的制度因

素 

我國的情形 

國會中穩固團結的多數黨(或聯盟)

與兩輪投票制的國會議員選舉制度

立法院中沒有穩固團結

的多數黨與 SNTV 立委選

制 

行政指揮系統的一元化 行政指揮系統的二元化 

確保憲政運作

由總統制換軌

至內閣制的機

制 

總統沒有將總理主動免職的憲法權

力 

總統在憲政運作上對行

政院院長有主動免職權 

總統的主動解散國會權 總統沒有主動解散立法

院的權力 

確保憲政運作

由內閣制換軌

至總統制的機

制 

兩輪對決制的總統選舉制度以及 

總統與國會議員選舉制度的一致 

相對多數制的總統選舉

制度以及總統與立委選

舉制度的不一致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第四節 我國未來憲政體制變遷的可能路徑 

在探討了我國當前憲政運作無法換軌的制度性因素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

對我國未來從憲政體制變遷的可能軌跡進行初步預測。在本文對台灣憲政體制變

遷軌跡所描繪的圖像中(第一五○頁之圖五之三)，我們可以看到自從第三次修憲

確立了我國憲政體制在「半總統制」的軌道上發展之後，除了曾經一度透過大法

官解釋將憲政體制往左拉至「一元型半總統制」的路徑之外，接下來不論是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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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作為動力或是以憲政運作為動力，事實上都是持續將憲政體制往右拉，也因此

使得目前憲政體制是在「二元型半總統制」的路徑中發展。由於整個趨勢上向右

拉的動力遠大於向左拉的動力，更由於有權之民選總統的這座「高牆」(圖五之

三中左側的粗黑界線)難以逾越，我們可以看到憲政體制的變遷方向離最左邊的

內閣制路徑越來越遠，從整個趨勢看起來，一旦向右拉的動力持續增強，未來憲

政體制的變遷方向看似有可能衝破了行政向立法負責的這條「柵欄」，使台灣的

憲政體制「越軌」到總統制的軌道上。不過，本文認為這樣的可能性並不高。本

文認為，我國目前憲政體制的走向，將受到第七次修憲後立委席次減半與選舉制

度改革所發生之作用的制約，而會持續在「半總統制」的軌道上運作，甚至有機

會由目前的「二元型半總統」轉折為「一元型半總統制」。此論點的推論如下： 

我國第七次修憲將立法院席次減半為一百一十三席，並將選舉制度改為並

立式單一選區兩票制。在一百一十三席立委總額中，區域立委佔七十三席，以單

一選區相對多數制選舉產生，因此全國將劃分為七十三個選區，每個選區應選名

額一名，由獲得最高票的候選人當選。以全國約兩千三百萬人口計算，約略每三

十二萬人口劃分為一選區。如表六之三所示，由於憲法仍然維持每縣市至少產生

一名立委的規定，在全國各縣市中，有六個縣市因為人口過少、不足三十二萬而

被保障有一席立委名額，這六個縣市分別是嘉義市、花蓮縣、台東縣、澎湖縣、

金門縣，以及連江縣。而根據歷年選舉情況（參見表六之四），這六個縣市中除

了嘉義市可能泛藍與泛綠陣營實力較為接近外，其他縣市都明顯對國民黨為主的

泛藍陣營較有利。換言之，這些縣市所選出的立委在立委總額中的比例，會遠超

過這些縣市人口在全國人口的比例，而產生過度代表(over-representation)的情

形，而讓國民黨在區域立委部分取得了選舉起跑點的優勢。而且國民黨的優勢還

不僅於此，因為在傳統上國民黨亦佔有優勢的原住民立委席次部分，修憲前原為

八名的原住民立委(平地與山地原住民立委各四名)，原本就基於對少數民族的保

障而在人口上有過度代表的情形，而原住民立委名額在第七次修憲調整立委席次

後並不是隨總額減半而由原本的八名減半四名，而是定為六名(平地與山地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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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之三  第七屆立委直轄市、縣市應選出名額分配表 

直轄市縣

市別 

95年 1月31

日人口數

(不含原住

民人口數) 

應選

名額 

第 7屆每

名立委平

均人口數

直轄市縣

市別 

95 年 1 月 31

日人口數 

(不含原住民

人口數) 

應選

名額 

第 7屆每

名立委平

均人口數

台北縣 3,698,674 12 308,222 苗栗縣 550,645 2 275,322

台北市 2,604,914 8 325,614 南投縣 510,390 2 255,195

桃園縣 1,834,204 6 305,700 新竹縣 460,667 1 460,667

台中縣 1,516,912 5 303,382 宜蘭縣 447,530 1 447,530

高雄市 1,500,859 5 300,171 新竹市 388,859 1 388,859

彰化縣 1,311,732 4 327,933 基隆市 383,900 1 383,900

高雄縣 1,227,283 4 306,820 嘉義市 270,859 1 270,859

台南縣 1,103,562 3 367,854 花蓮縣 258,456 1 258,456

台中市 1,027,612 3 342,537 台東縣 159,717 1 159,717

屏東縣 843,379 3 281,126 澎湖縣 92,367 1 92,367

台南市 755,279 2 377,639 金門縣 70,398 1 70,398

雲林縣 732,212 2 366,106 連江縣 10,130 1 10,130

嘉義縣 552,549 2 276,274 合計 22,313,089 73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資料庫網站  http://210.69.23.140/cec/cechead.asp 
 

民立委各三名)，因而過度代表的情況比以往更明顯(盛治仁，2006：77)。總之，

國民黨在未來的立委選舉中可以用較少的選票獲得席次，尚未選舉就已經贏了十

席左右的席次，十席立委就數額而言看似不多，但在總額僅一百一十三席的立委

中所佔的比例則不可謂不大。整體而言，國民黨為主的泛藍陣營有可能以遠不及

五成的全國得票率，就能掌握立法院過半的席次；相對地，民進黨為主的泛綠陣

營則可能須要超過五成甚多的全國得票率，才能夠獲得立法院過半席次。 

表六之五所示，乃是根據目前中央選舉委員會擬定的七十三個單一選區劃

分案，結合二○○四年立委選舉結果，將藍營與綠營候選人在當時各選區所獲得

的選票數，重新於目前中選會所規劃的單一選區中加總計算所得出的結果。此結

果應可初步看出未來各選區中藍綠勢力的大致狀況。在七十三個選區當中，藍營

在四十一個選區中選民基礎較雄厚，綠營則在三十二個選區中佔有優勢。藍營在

區域立委部分已大致領先九席，若再加上原住民立委部份，領先的趨勢則更為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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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六之五所模擬的結果大致符合前段所述藍營在未來立委選舉中佔有優勢的

推論。 

 

表六之四  我國人口較少縣市在歷次選舉中藍綠陣營實力的分佈(得票率) 

台東縣 花蓮縣 澎湖縣 嘉義市 金門縣 連江縣
平地 

原住民 

山地 

原住民

 

藍 

(%) 

綠 

(%) 

藍 

(%) 

綠 

(%) 

藍 

(%) 

綠

(%)

藍

(%)

綠

(%)

藍

(%)

綠

(%)

藍

(%)

綠

(%)

藍 

(%) 

綠 

(%) 

藍 

(%) 

綠

(%)

1998 年

立委 
78.2 21.8 60.1 19.7 62.8 31.1 41.1 33.9 94.4 5.6 100 0 78.6 605 66.0 7.5

2000 年 

總統 
76.6 23.2 78.2 21.4 62.9 36.8 52.7 47.0 96.5 3.1 98.0 1.8 78.6 6.5 66.0 7.5

2001 年 

立委 
66.5 33.4 66.3 33.7 68.4 29.0 42.9 45.7 80.3 5.7 100 0     

2001 年

縣市長 
81.2 17.3 66.8 31.4 55.3 36.2 34.7 56.8 90.2 6.2 100 0 84.9 14.4 67.8 10.1

2004 年

總統 
65.5 34.5 70.2 29.8 50.5 49.5 43.9 56.1 94.0 6.0 94.2 5.8     

2004 年

立委 
61.6 38.0 66.5 31.0 59.9 39.5 45.8 53.7 81.8 5.9 95.6 4.4 65.3 14.9 52.7 11.7

2005 年

縣市長 
59.2 38.2 67.3 19.9 50.7 48.2 54.6 45.3 97.9 0 97.4 0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資料庫網站  http://210.69.23.140/cec/cechead.asp 
註一：「泛藍陣營」指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泛綠陣營」指民進黨與台聯，此種「藍」、「綠」

陣營的稱呼乃是二○○○年總統大選後才逐漸出現的說法，在一九九八年立委選舉與二○

○○年總統大選時，親民黨與台聯尚未成立，當時其實並無藍綠陣營的稱呼，本表中一九

九八年立委選舉的藍營是指當時的國民黨與新黨，綠營指當時的民進黨；而二○○○年總

統大選的藍營是指當時國民黨提名的連戰、蕭萬長，獨立參選的宋楚瑜、張昭雄，以及新

黨提名的李敖、馮滬祥；綠營則是指當時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呂秀蓮。 

註二：本表六個縣市在歷次選舉中，有少數情形是由非泛藍(國、親、新)與泛綠(民、台聯)陣營

政黨提名的候選人獲得相當選票甚至當選的情形。為了呈現藍綠勢力分佈的真實情況，本

表仍根據這些候選人的出身背景與政治屬性，將其選票納入藍綠勢力分佈的計算。本表將

二○○一年立委選舉在澎湖縣由無黨團結聯盟提名參選的林炳坤歸為藍營；將二○○一年

縣市長選舉在嘉義市以無黨籍身分參選的陳麗貞歸為綠營；將二○○四年立委選舉在連江

縣以無黨籍身分參選的曹爾忠歸為藍營；將二○○五年縣市長選舉在台東縣以無黨籍身分

參選的吳俊立歸為藍營、以無黨籍身分參選的劉櫂豪歸為綠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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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之五  新選區劃分下藍綠陣營實力的分佈 

 泛藍 

(國＋親＋新) 

泛綠 

(民＋台聯) 

其他 藍綠差距 

(藍－綠) 

高雄市 

第一選區 

 
63077 

 
64847 

 
10342 

 
－1770 

第二選區 42423 67598 10209 －25175 
第三選區 35845 56957 11333 －21112 
第四選區 40187 66661 16714 －26474 
第五選區 42902 82957 21000 －40055 
台北縣 

第一選區 

 
69189 

 
55148 

 
0 

 
14041 

第二選區 53834 65399 0 －11565 
第三選區 63999 74038 0 －10039 
第四選區 62669 62597 0 72 
第五選區 51912 59258 0 －7346 
第六選區 58444 43951 0 14493 
第七選區 58155 41139 0 17016 
第八選區 91187 56762 0 34425 
第九選區 95065 42957 0 52108 
第十選區 62296 49049 0 13247 
第十一選區 94801 47069 0 47732 
第十二選區 65853 51784 0 14069 
苗栗縣 

第一選區 

 
61221 

 
52466 

 
925 

 
8755 

第二選區 86287 35699 2028 50588 
台中縣 

第一選區 

 
53156 

 
44826 

 
17146 

 
8330 

第二選區 62688 56048 27437 6640 
第三選區 66751 56814 11132 9937 
第四選區 51496 52632 8538 －1136 
第五選區 53625 53671 13844 －46 
台中市 

第一選區 

 
64473 

 
44807 

 
11411 

 
19666 

第二選區 78129 60543 9244 17586 
第三選區 59189 56475 10917 2714 
桃園縣 

第一選區 

 
67753 

 
53616 

 
1735 

 
1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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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選區 42776 57449 14693 －14673 
第三選區 81842 43534 3470 38308 
第四選區 65211 51949 2547 13262 
第五選區 75296 46479 8792 28817 
第六選區 72122 47608 3794 24514 
南投縣 

第一選區 

 
45496 

 
42819 

 
11646 

 
2677 

第二選區 44897 50891 18346 －5994 
雲林縣 

第一選區 

 
60884 

 
59119 

 
49467 

 
1765 

第二選區 67408 75507 33882 －8099 
嘉義縣 

第一選區 

 
54519 

 
62708 

 
6145 

 
－8189 

第二選區 47907 66144 10501 －18237 
台南市 

第一選區 

 
62184 

 
85993 

 
13992 

 
－23809 

第二選區 68011 78225 7350 －10214 
台北市 

第一選區 

 
71246 

 
67682 

 
12882 

 
3564 

第二選區 53398 80314 10773 －26916 
第三選區 69263 66140 15665 3123 
第四選區 85501 62329 14046 23172 
第五選區 61432 62054 10907 －622 
第六選區 64022 50505 14913 13517 
第七選區 77592 52732 11386 24860 
第八選區 70568 43812 13611 26756 
彰化縣 

第一選區 

 
68952 

 
47490 

 
30856 

 
21462 

第二選區 78668 47412 14622 31256 
第三選區 77580 50800 37376 26780 
第四選區 78952 57178 19166 21774 
台南縣 

第一選區 

 
58107 

 
83668 

 
25584 

 
－25561 

第二選區 60631 88432 27858 －27801 
第三選區 62300 80522 14510 －18222 
高雄縣 

第一選區 

 
55933 

 
73532 

 
6332 

 
－1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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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選區 57794 74886 5072 －17092 
第三選區 54275 71617 3113 －17342 
第四選區 60383 72156 3616 －11773 
屏東縣 

第一選區 

 
59380 

 
87613 

 
26815 

 
－28233 

第二選區 31108 53489 16343 －22381 
第三選區 36105 66393 13457 －30288 
新竹縣 118802 69485 0 49317 
新竹市 71679 65409 7491 6270 
宜蘭縣 85745 98916 0 －13171 
基隆市 88913 55499 6257 33414 
嘉義市 47308 55404 0 －8096 
花蓮縣 28761 29687 37320 －926 
台東縣 38178 23551 0 14627 
澎湖縣 0 14933 22650 －14933(見註

四說明)  
金門縣 12137 1329 8980 10808 
連江縣 1751 196 2504 1555 
資料來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資料庫網站  http://210.69.23.140/cec/cechead.asp 
註一：本表中「其他」一欄係指泛藍陣營與泛綠陣營之外的候選人得票數，包括無黨籍人士以及   

藍綠兩大陣營之外的其他政黨人士。 

註二：本表最後一欄「藍綠差距」所列票數，若為正數即為藍營佔有優勢之選區，該數字以加框

顯示；若為負數即為綠營佔有優勢之選區，該數字以陰影顯示。 

註三：本表未將二○○四年立委選舉得票率低於 0.5%之候選人的選票列入計算，因此本表中有

若干出現數字 0 之處。這些未計算的零星票數並不影響本表藍綠勢力的計算結果。 

註四： 澎湖縣於二○○四年立委選舉由無黨團結聯盟的林炳坤當選。由於林炳坤出身於國民黨，

與泛藍陣營友好，泛藍陣營於當時選舉時禮讓林炳坤而未在澎湖縣提名候選人，形成林炳

坤與民進黨籍的高植澎角逐立委的局面，因此本表將澎湖縣劃歸為藍營佔優勢地區。 

 

因此，在可見的將來，藍營在立法院中可望持續佔有優勢，而且能夠較輕

鬆地獲得立法院過半席次。立法院既然成了藍營既有的根據地，在未來憲政體制

的改革和選擇上，藍營自然會盡量維持或擴大立法院在憲政體制中的地位。立法

院多數組閣、恢復立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強化行政院向立法院的負責機制等偏向

內閣制憲政體制的制度設計，應該是國民黨為主的藍營基於利益考量而會強調的

訴求。相反地，綠營在未來立法院中獲得過半數的困難度既然大幅提高，自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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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能接受由國會多數組閣的純粹內閣制，而會認為立委選舉「這一邊」不公平，

唯有總統選舉才是公平的，因此會盡量守住「另外半邊的公平」—亦即會強調總

統的憲政角色而傾向採取總統制的制度設計。在雙方僵持拉鋸的情況下，既存在

內閣對國會負責的精神、又強調總統憲政角色的「半總統制」，應該還是我國憲

政體制在可見的未來會採行的制度。在以上的討論中，我們可以看到第七次修憲

立委席次減半與選舉制度改革對我國未來憲政體制發展所可能造成的路徑依循

效果。 

如果我國未來憲政體制走在「半總統制」的發展路徑是可以預期的趨勢，

則可以再進一步討論的是，我國憲政體制是否仍將持續走在「半總統制」軌道中

「二元型半總統制」的路徑？有無可能折回「一元型半總統制」的路徑，而走向

如同法國的換軌式憲政運作？關於我國未來憲政體制在「半總統制」次類型的選

擇與變遷，第七次修憲對立委選舉制度的改革仍然是發揮最主要作用的重要制度

因素。我們可以對此議題稍做以下的評估。 

本文第六章曾經論及，立委 SNTV 選制是阻礙我國換軌式憲政運作之建立

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第七次修憲將立委的選舉制度改為並立式單一選區兩票

制後，目前 SNTV 選制對換軌式憲政運作的不利影響將可望獲得改善。在並立式

單一選區兩票制下，由於單一選區部分的員額與政黨名單部分的員額係由選民投

出的兩票分別計算，而單一選區的員額只有大黨才有機會贏得，因此這種制度原

則上是對大黨有利的制度，且對大黨有利的程度，取決於單一選區員額佔全部總

員額的比例。換言之，在此種制度中只要單一選區的員額在總員額中佔有相當比

例，這種制度容易形成兩大黨競爭的格局，也比較容易使第一大黨贏得國會半數

以上的席次。17以日本為例，自從日本在一九九六年第一次由 SNTV 選制改採並

立式單一選區兩票制選出眾議院議員以來，至今已經有四次以新選制選出眾議院

議員的經驗。儘管日本並立制選舉制度對於兩黨體系的促成並非「一步到位」的

                                                 
17 根據 Norris(2004: 85)的研究，全世界總共有 19 個採取並立式選制的國家，這 19 個國家中國會
第一大黨佔總席次的比例平均為 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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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但仍可以發現在新的選舉制度下，日本的政黨體系正逐漸走向兩黨體系

(Reed, 2003: 192-195; Schaap, 205: 141)。如表六之六所示，可以看到日本在新的

選舉制度下，眾議院中的有效政黨數由原先 SNTV 時期的 4.18 個降為目前的 2.27

個，而目前眾議院中的第一大黨自民黨佔六成左右席次、前兩大黨所佔的席次率

超過八成五的情形，也非常接近 Douglas Rae(1971)所定義的兩黨制。18而且第一

大黨(自民黨)所佔的席次率在並立制採行後逐年增加，至二○○三年選舉已經過

半，在最近一次(二○○五年)選舉中更是一舉囊括六成以上席次。相較於日本，

由於我國未來七十三席單一選區員額佔一百一十三席總員額的比例還比日本略

高，政黨名單部分的政黨當選門檻也比日本嚴格，19因此我國未來形成兩大黨競

爭格局、一黨過半的態勢應該會比日本更為明顯(林繼文，2005)。 

未來新的立委選舉制度除了可能改變目前政黨體系多元化的情況，由於在

單一選區中的選舉往往形成一對一對決，候選人的政黨標籤變得較為重要，黨紀

的強化與黨中央影響力的增強也是一般預期可能會形成的效應。另外，以英美的

經驗來看，單一選區的選舉經常造成現任者優勢(incumbency advantage)，改選結

果變動的可能性將會降低，亦即連任失敗的風險與改選的成本將會降低，這也將

使立法院較不懼怕倒閣後被總統解散，因而增加了立法院通過倒閣案的可能性。

20綜言之，未來的並立制選舉制度將促使政黨體系走向兩黨競爭、政黨黨紀將強

                                                 
18 根據 Rae(1971)的定義，兩黨制是指前兩大黨的議席超過國會總席次 90 %，且沒有任何一個政
黨的席次超過國會 70 %的政黨體系。 

19 依我國現行制度，政黨須在全國獲得 5 %以上的政黨名單部分選票，始能分配政黨名單部分的
席次。相較於我國這種 5 %「政黨當選門檻」的規定，日本的選舉制度所規定的則是「政黨參
選門檻」，政黨必須在最近一次的選舉中，須至少當選 5 席或獲得 2 %的政黨名單部分選票，
才具備政黨名單部分的參選資格。日本此一參選門檻的限制實比我國的當選門檻的限制更為寬
鬆。 

20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預期新選制將使國會倒閣可能性增加，乃是就新選制採行後的長期效果而
言。事實上，自二○○五年六月修憲後，儘管選制由 SNTV 改為並立式的單一選區兩票制，本
屆立委在法定任期屆滿前，通過倒閣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低，這是因為立法院一旦倒閣而被解散
選，重新選出的第七屆立委席次將首次減半，本屆立委還未選舉就註定有一半以上無法連任，
啟動倒閣案無異是啟動本屆立委的「自我毀滅機制」。因此，儘管在二○○六年六月間立法院
泛藍多數在進行總統罷免案的同時亦研議提出倒閣案，而且一般預期總統若在倒閣後解散立法
院重選，在執政當局弊案纏身的情況下選情必有利於泛藍，泛藍內部對於倒閣仍然充滿異聲，
倒閣案也因此無疾而終。(當然，也有論者認為，在選情不利於民進黨的情況下，總統在立院
倒閣後不見得會解散立法院，但民進黨在泛藍陣營研議倒閣時不斷強調「若倒閣一定建請總統
解散國會」，顯然還是對泛藍陣營構成足夠的威嚇效果。)換言之，在二○○五年六月修憲前，
立院泛藍多數不敢倒閣的關鍵因素是 SNTV 選制所帶來的龐大的改選成本與選舉結果的高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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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黨中央影響力將增強、倒閣的可能性將增加。整體而言，未來新的立委選舉

制度將有助於塑造立法院中穩固團結的多數黨，一旦立法院中存在穩固團結的多

數黨，當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時，總統屈服於立法院多數的壓力而任命立法

院多數人士組閣的可能性將大增。因此立委選舉制度的改變可謂移除了目前不利

於我國換軌式憲政運作的其中一項障礙，增加了憲政體制轉向「一元型半總統制」

發展的「動力」。 

 

 

   表六之六  日本眾議院新選舉制度下的有效政黨數與前兩大黨席次率 

 1993.7 

(SNTV) 

1996.10 

(並立制) 

2000.6 

(並立制) 

2003.10 

(並立制) 

2005.9 

(並立制) 

國會有效政

黨數 
4.18 2.93 3.17 2.50 2.27 

前兩大黨席

次率 

自 43.6% 

(223/511) 

社 13.7% 

(70/511) 

自 47.8% 

(239/500) 

新 31.2% 

(156/500) 

自 48.5% 

(233/480) 

民 26.5% 

(127/480) 

自 50.1% 

(244/480) 

民 36.9% 

(177/480) 

自 61.7% 

(296/480) 

民 23.5% 

(113/480) 

前兩大黨 

席次率總和 
57.3% 79.0% 75.0% 87.0% 85.2% 

 
資料來源：1993、1996、2000 年資料整理自王鼎銘等(2004：86)，2003 年資料整理自楊鈞池(2005：

24)，2005 年資料整理自 Japanese Politics Central，
http://www.japanesepoliticians.com/LH-seats-1990-2005.htm。有效政黨數係由筆者根據

各項資料自行計算而得。 
註一：有效政黨數= 1/ΣPi²  Pi 為政黨席次佔有率。參見 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 259-260)。 
註二：自：自由民主黨；社：社會黨；新：新進黨；民：民主黨。 
註三：日本於一九九四年選舉制度改革前，SNTV 選制下的眾議院總額為 511 席，一九九六年十

月是採行並立制下的第一次選舉，當時眾議院總額為 500 席(300 席單一選區與 200 席比

例代表)，此後眾議院總額縮減為 480 席(300 席單一選區與 180 席比例代表)。 
 
 

 

                                                                                                                                            
確定性；在二○○五年六月修憲後至本屆立委法定任期屆滿前，立院泛藍多數不敢倒閣的關鍵
因素則是立委席次減半。不過，長期而言，在將來立委席次減半後，並立制單一選區兩票制將
會逐漸改變立法院的政黨生態，也將增加立院倒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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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語 

綜合上述法國與我國憲政運作換軌制度因素的對照討論，應可發現本章所

提的五項確保法國換軌式憲政運作的制度性因素中，有兩項因素是較為關鍵的因

素：兩輪對決制促使國會存在穩固團結的多數黨(第一項因素)是法國憲政運作能

夠由總統主政換軌至總理主政的關鍵；而總統的主動解散國會權(第四項因素)則

是法國憲政運作能夠由總理主政換軌至總統主政的關鍵。另外三項因素則是輔助

性因素：行政指揮系統的一元化(第二項因素)，以及總統沒有將總理主動免職的

憲法權力(第三項因素)，是使法國憲政運作一旦在總理主政的軌道上運作時，能

夠確保其運作順暢的輔助性因素；而兩輪對決的總統選制以及總統與國會議員選

舉制度的一致(第五項因素)，則是使法國憲政運作一旦欲從內閣制軌道轉換到總

統制軌道作時，能夠確保其轉換成功的輔助性因素。然而這些因素在我國是一項

都不存在的。 

就此看來，法國半總統制換軌式的憲政運作乃是建立在總統的憲法權力、

政黨體系、國會選舉制度、總統選舉制度、行政指揮系統各個面向的整體配套上，

每一個環節都相當重要。因此，如果我國未來的憲政體制仍然維持半總統制的架

構，並且希望如同法國呈現換軌式的憲政運作，在憲政工程上便應全面顧及確保

換軌順暢的整體配套設計，而不應只是偏重其中某個面向。舉例言之，近來政界

在修憲議題的討論上，泛藍陣營強調將來若要修憲，最重要的是要恢復立法院對

於總統任命閣揆的同意權，21泛綠陣營則是強調總統應有主動解散立法院的權

力。22強調恢復立法院之閣揆同意權的主要用意，是希望當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

一致時，可以確保閣揆由立法院多數所支持的人士出任；至於強調總統主動解散

立法院權力的主要用意，則是希望總統能夠透過此權力主動塑造與自己一致的國

會多數，尤其是在新總統上任面對與自己不一致的國會多數時更是有運用此權力

                                                 
21參見〈馬英九：閣揆同意權使雙首長制更能運作〉，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5/9/8/n1046134.htm，2005 年 9月 8日。 
22 參見〈綠營順勢爭取解散國會權〉，中國時報，2005 年 9 月 13 日，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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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但是我們不應忽略，就算未來立法院真的恢復了閣揆同意權，只要行政

指揮系統二元化的建制仍然持續，或是總統對於閣揆仍有主動免職權，由立法院

多數所產生的閣揆在施政上仍然可能隨時受到總統的干擾；同樣地，就算未來總

統真的擁有主動解散立法院的憲法權力，在相對多數制的總統選舉制度之下所可

能產生的少數總統，在解散立法院後仍然面臨無法塑造立法院多數的可觀風險。

試想如果新上任的總統宣布解散立法院卻仍然無法塑造與自己一致的立法院多

數，此時新上任的總統要如何因應這種窘境，想必又有一番憲政爭議。簡言之，

法國的換軌式憲政運作是由一連串的制度搭配所建立起來的，我國未來若只是在

單一或若干制度上進行變革，仍然無法塑造換軌式的憲政運作模式。 

本章除了分析我國當前憲政運作無法換軌的因素，亦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

對我國未來憲政體制變遷的可能路徑進行初步預測。半總統制路徑的持續，應該

是我國未來憲政體制最有可能的發展方向，而在半總統制的路徑上，未來憲政體

制轉向「一元型半總統制」分道的動力也可望增加。不過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過

去長達六年間總統不理會立法院多數，持續依己意任命閣揆的舉措，亦已形成一

股憲政體制在「二元型半總統制」的分道上持續邁進的「慣性力量」。此一「動

力」與過去六年間總統持續依己意任命閣揆所形成之「慣性力量」的大小，將決

定我國未來憲政體制變遷的具體走向。這兩股力量究竟何者較大，仍須觀察未來

的憲政運作經驗才能有效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