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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採取歷史制度論的研究途徑探討台灣憲政體制自一九九○年代初至今

的變遷軌跡，希望藉此研究途徑以兼顧憲政體制變遷過程中並存的法理邏輯與政

治邏輯，並顧及憲政體制變遷過程中結構與行動彼此交織互動的特色。在憲政體

制類型的劃分上，本文將「半總統制」進一步劃分為「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

元型半總統制」，前者係指內閣僅對國會負責，不對總統負責，亦即單向負責的

「半總統制」，後者則指內閣既對國會負責，又對總統負責，亦即雙向負責的「半

總統制」。由於組閣權歸屬的爭執乃是「半總統制」憲政運作最核心的結構性缺

失，而「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這樣的二分法，可以清楚地指

出不同「半總統制」國家面對組閣權歸屬爭議的處理原則，本文認為這是一種能

有效掌握「半總統制」核心原則與制度邏輯的次類型劃分方式。 

在確認了憲政體制類型可分為「內閣制」、「總統制」與「半總統制」，而「半

總統制」又可分為「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兩種次類型後，本

文具體描繪了我國憲政體制自一九九○年代初至今，以修憲、大法官解釋與憲政

運作為三項主要動力所牽引而成的變遷軌跡。在第一次修憲至第三次修憲中，國

民黨具有一黨修憲的實力，但憲改方案仍受既有的制度環境所制約。在憲改模式

的選擇上，一方面在台灣主體意識方興未艾的一九九○年代初期，中華民國「法

統」的維繫既是國民黨過去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在當時也仍是國民黨爭取民

間社會支持的重要憑藉，因此對「法統」有破壞之虞的制憲模式一開始就被國民

黨排除；另一方面國民黨為了維持過去威權統治下的既得利益，會希望盡量縮小

改革的幅度，因而採取了最小修憲原則，因此憲法本文中行政向立法負責的精神

在此一憲改模式下留存下來。而後隨著國民黨內主流派的主宰地位逐漸確立、國

民黨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於政黨體系中的優勢地位仍然維持，以及台灣主體意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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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勃興，因此國民黨在憲改內容的規劃上強調總統的角色與權力，並將總統改

由公民直選，希望藉此保執政優勢。綜言之，第一次至第三次修憲一方面維持了

行政向立法負責的制度精神，另一方面又確立了總統由公民直選的制度，這兩項

制度所造成的路徑依循，使得我國憲政體制自此之後的變遷，都被框限在「半總

統制」的軌道上。 

前三次修憲雖然將我國憲政體制確立為半總統制，但是此一憲政體制是屬

於半總統制中的哪一種次類型，一開始仍無從確認。但不久之後，大法官在釋字

第三八七號與第四一九號中，透過對閣揆辭職時機的宣示(閣揆隨立院改選而辭

職乃憲法義務，至於隨總統改選而辭職則非憲法之義務)，將我國憲政體制確立

為內閣僅對國會負責、不對總統負責的「一元型半總統制」，但隨著國內政治生

態的轉變，國民黨在立法院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相對地民進黨的勢力逐漸茁

壯，一方面使得李登輝為首的國民黨希望透過修憲擺脫立法部門對行政部門的過

度牽制，另一方面當時民進黨領導核心在民進黨日益壯大後，對憲政體制的制度

偏好亦有轉變，願意有條件地接受國民黨的憲改方案，因而促成了國、民兩黨合

作的第四次修憲。第四次修憲取消了立法院的閣揆同意權、賦予立法院倒閣權，

並賦予總統解散立法院的權力，儘管就憲法文字看來更趨近於法國第五共和憲法

的「半總統制」，但事實上憲政體制運作的原則反而趨於模糊。當時各界對於總

統有無將閣揆主動免職的權力，以及對於閣揆辭職時機的問題(亦即閣揆辭職是

否仍須依循大法官在修憲前所做出的釋字第三八七號與釋字第四一九號)爭論不

休，各有立場，由此便可察知我國憲政體制從「一元型半總統制」轉為內涵不明

的半總統制。從第四次修憲前後，我們因此可以看到「一元型半總統制」短暫浮

現到修憲後稍縱即逝的過程。 

此一內涵不明的半總統制，在二○○○年之前由於總統、立法院多數、閣

揆皆屬國民黨，國民黨的黨政運作相當程度地掩蓋了憲政體制內涵不明的問題，

此一曖昧不明的半總統制在實際運作上因此並未發生重大憲政爭議。但二○○○

年由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當選總統，我國首次出現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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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組閣權究竟屬於總統還是立法院，隨即引發重大爭議。在實際憲政運作上，

由於陳總統始終無視立法院多數的意見，片面自己屬意的人士為閣揆，因此組閣

權就目前現實面看來屬於總統，內閣在實際運作上須對總統負責。除此之外，從

閣揆蕭萬長於二○○○年陳總統上任前提出總職，以及陳總統上任至今更換閣揆

的情形看來，也都可看出我國目前憲政體制被操作為內閣須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

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而對於過去六年多持續運作的「二元型半總統制」，大

法官亦不斷透過大法官解釋承認其合法性(釋字第五二○號、釋字第五八五號、

釋字第六一三號)，使得目前二元型半總統制有逐漸確立之勢。自二○○○年陳

總統上任至今，我們可以看到「二元型半總統制」由浮現到鞏固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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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進

一步追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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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法國第五共和換軌式的「一

元型半總統制」大異其趣？我國的「二元型半總統制」為何不會換軌？若以法國

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為觀察參考的依據，探討我國憲政運作走向「二元型半總統

制」以及無法順利換軌的制度因素，可以發現法國的換軌式憲政運作之所以能夠

順暢，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機制的輔助：第一，法國國會議員選舉所採取的兩輪

投票制塑造了國會中穩固團結的左右兩大聯盟，迫使總統在無國會多數支持時，

不敢忽視國會多數的實力；而我國立法委員選舉所採取的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SNTV)卻導致立法院中無法形成穩固團結的多數黨(或聯盟)。第二，法國的行政

指揮系統是一元化的，因而當憲政運作換軌至總理主政時，總統沒有太多行政資

源可以干預總理的施政；而我國的行政指揮系統卻是二元化的。第三，法國總統

在憲法上對總理沒有主動免職權，因此可以確保在總理主政時總理只須對國會負

責而不對總統負責；而我國總統在實際憲政運作上對行政院院長則有主動免職

權。第四，法國總統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力，使得新總統上任時可以主動塑造與

自己一致的國會多數；我國總統則無主動解散立法院的權力。第五，法國總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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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採取的是兩輪對決制，且與國會議員選舉皆是兩輪投票制，因而大幅提高新總

統成功塑造與自己一致之國會多數的機率；然而我國總統選舉採取的是相對多數

制，而且立委與總統選舉制度迥然不同。以上五項制度因素中，前三項因素是法

國在面臨「新國會 vs.舊總統」的情況時，憲政運作得以順暢地由總統制換軌到

內閣制、而我國卻不能的原因；後兩項因素則是法國在面臨「新總統 vs.舊國會」

的情況時，憲政運作能夠順暢地從內閣制換軌到總統制、而我國卻不能的原因。

就此看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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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我國在二○○五年第七次修憲時將總統與立法院的

任期改為一致，法國則早在二○○○年便已透過公投修憲將總統的任期由七年改

為五年，與國會任期一致，其目的顯然亦是希望透過總統與國會任期一致以及「先

總統選舉、後國會選舉」的選舉時程安排，盡量維持總統與國會多數的一致，避

免憲政運作換軌的現象持續發生(Buckman, 2004: 39-41)。1可以預測的是，在總統

與國會任期改為一致後，未來法國出現換軌式憲政運作的可能性將會大幅降低。

如果法國在過去二十年來換軌式憲政運作堪稱順暢的情況下，都還透過修憲希望

避免換軌式憲政運作的不斷發生，我們是否有必要將換軌式的憲政運作模式視為

我國未來憲政運作的模範樣本而照章移植過來，其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

然，若我國憲政體制未來仍將維持半總統制的憲政架構，法國過去二十年來堪稱

順暢的換軌式憲政運作，仍是我國未來進行憲政工程時最重要的參考對象。 

 

 

 

                                                 
1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不論是法國或我國，儘管總統與國會任期皆透過修憲改為一致，由於總
統解散國會的制度設計仍然存在，一旦總統動用解散國會的權力，總統與國會任期一致的選舉
時程就可能被打亂。如本文所述，這種情形在我國發生的機率極低，但仍然不能完全排除其發
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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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關於憲政體制的研究，Jon Elster 曾經將其分成上游的研究(upstream study)、

事 實 的 研 究 (factual study) 與下游的研究 (downstream study) 三個領域 (Elster, 

1997：225)。上游的研究主要在探討不同憲政體制的原因、過程與動力，此類研

究中憲政體制被視為依變項，它是由其他非制度因素及非憲政領域的制度因素決

定的；事實的研究主要在描述並區分各種憲政體制，此類研究探求的是一個國家

憲政體制的內涵，並無意追問憲政體制與其他社會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其目的只

是要釐清憲政體制本身的內容，以及它實際運作的情形；下游的研究則主要在探

究不同憲政制度的政治結果，此類研究中憲政體制就成了自變項，探討的是一旦

憲政體制定型之後，它對於社會各層面所造成的影響。若憲政體制研究可以分為

以上三個領域，本文以台灣憲政體制變遷為主題的研究是屬於何種領域的的研

究？由於憲政體制變遷在憲政體制的變遷過程中，憲政體制有時是形塑政治行動

者之偏好與行動的自變項，有時則是被行動者決定的依變項，而憲政體制在變遷

過程中不同階段的類型定位亦必須予以確認，因此本文的研究其實同時涵蓋了以

上三個領域。至於本文的研究在理論意涵上，應有以下幾點可供目前學界的憲政

體制研究作為參考： 

首先，在方法論的層次上，本文係以歷史制度論的論旨作為探討台灣憲政

體制變遷軌跡的理論架構。透過本文的研究，應可發現以歷史制度論探討我國憲

政體制的變遷軌跡，確實可以有效地將憲政體制中並存的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適

切地融合在一個研究架構中，並且能夠充分掌握憲政體制變遷過程中結構與行動

相互構成的特質。這樣的研究方式一方面能夠打破過去學界處理憲政體制變遷議

題時以純粹描述修憲「故事」為主的研究窠臼；另一方面也不致為了打破此一窠

臼，就將憲政體制變遷現象一廂情願、穿鑿附會地從單一主軸切入，而將其描繪

成邁向某種特定目標的過程。簡言之，本文具體示範了歷史制度論的研究架構在

憲政體制變遷研究上的可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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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憲政體制類型學的層次上，本文從「憲政規範」的角度(而非從學

界多數採取的「憲政實踐」角度)，將「半總統制」區分為內閣僅對國會負責的

「一元型半總統制」，以及內閣須對國會與總統負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基於

Duverger 所界定的「半總統制」概念中「總統有相當權力」此一要件有過於含糊

之嫌，而組閣權歸屬的爭議乃是「半總統制」最核心的結構性缺失，本文所提出

的「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次類型劃分方式，應該可以矯正

「半總統制」定義過於廣泛的缺失，並且可以簡約地直指「半總統制」的核心原

則與制度運作邏輯。此一「半總統制」次類型的劃分方式，應可作為未來學界探

討憲政體制類型學時的參考。 

第三，在我國憲政體制實際變遷現象的層次上，本文將我國憲政體制變遷

軌跡具體地圖像化。歷史制度論所謂「邏輯的樹」固然通論性地指出了一般制度

變遷的現象，但此一抽象化的「邏輯的樹」並無法具體描繪台灣憲政體制變遷的

真實面貌。因此本文根據台灣憲政體制變遷的具體脈絡，以另外一種有別於「邏

輯的樹」，但仍然扣緊歷史制度論之相關論旨的方式，將我國憲政體制的變遷軌

跡以具體的圖像呈現出來。在本文具體圖像的呈現下，我們可以更一目了然地掌

握以往憲政體制變遷的發展路徑、了解目前憲政體制的變遷方向受到哪些根本制

度的框限，並可以經由過去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對未來憲政體制的變遷方向作

出初步預測。 

本文在描繪我國縣憲政體制變遷軌跡的過程中，也對一九九○年代以來我

國憲政體制變遷過程中的重大憲政爭議，以及對於我國憲政體制定位有關鍵影響

的大法官解釋，進行法理面的歸納與分析。重大的憲政爭議包括：閣揆究竟應隨

立法院或是總統改選而辭職、總統對閣揆有無主動免職權、總統是否有依己意任

命閣揆的權力；重要的大法官解釋則包括：釋字第三八七號、第四一九號、第五

二○號、第五八五號、第六一三號等。這一方面的討論屬於憲政體制法理邏輯的

分析。另一方面，本文亦對我國憲政體制變遷的動力，進行政治面的分析與探討，

例如本文探討了第一次至第三次修憲時國民黨的政治考量，說明了第四次修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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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治考量與策略互動，並且指出了二○○○年後我國憲政體制

逐漸走向「二元型半總統制」而無從「換軌」的政治制度成因。這些討論則屬於

憲政體制政治邏輯的分析。綜言之，本文在歷史制度論的研究架構下，試圖兼顧

我國憲政體制變遷的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本文的論述方式亦在提醒學界在憲政

體制的研究上，必須充分掌握憲政體制法理與政治邏輯並存的二元性格。 

最後，在比較憲政體制的層次上，本文釐清了法國第五共和的換軌式憲政

運作邏輯，並指出確保法國憲政運作得以換軌的制度因素。在法國換軌式憲政運

作邏輯清楚釐清的情況下，國內若干論者選擇性、片面性地援引法國憲政經驗為

論證依據的偏頗主張將無所遁形。舉例而言，二○○○年陳總統上任之初，若干

論者經常會以「法國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會換軌至內閣制，由閣揆主政」

的簡化說法，而主張總統應任命立法院多數人士組閣，但這種說法忽略了法國新

選出的總統若與舊國會多數不一致，上任後即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而成功塑造與

自己一致的國會多數，總統與國會多數既然一致，即偏總統制運作，由總統主政。

換言之，法國所呈現的實際經驗，其實是新選出的總統必能主政，而從無新總統

無法主政的例子。相對地，在二○○○年當時也有若干論者以「法國新選出的總

統必能主政」的單一觀點，而主張總統可依己意任命閣揆，而不須任命立法院多

數人士為閣揆，但這種說法也同樣失之片面，因為揆諸法國的實際憲政經驗，不

論是總統主政(偏總統制運作)或總理主政(偏內閣制運作)，主政者能夠主政必定

建立在國會多數支持的基礎上。綜言之，論辯雙方儘管皆以法國憲政經驗作為論

證自己主張的依據，但雙方其實皆是採擇性地擷取法國憲政經驗中的片段，而沒

有掌握法國憲政運作的實情。至於本文中對於法國憲政運作得以換軌的制度分

析，則可清楚對照映襯出我國憲政體制設計中的缺失。 

綜上所述，本文在憲政體制研究的方法論上、在憲政體制的類型學上、我

國憲政體制實際變遷現象的掌握上，以及比較憲政體制的研究上，應該都有未來

學界在探討憲政體制相關議題時可以作為參考之處。當然，本文的研究方式與觀

點是否真的適切，仍然有待學界進一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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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策建議 

    在指出本文的研究發現與研究貢獻之後，本文最後提出若干政策建議。由於

第七次修憲對修憲程序做了調整，未來若要修憲，須經全體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之

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始能提出修憲案，並於公告

半年後，經全體公民過半同意始能通過修憲案。由於修憲門檻極高，在未來短期

內要透過上述程序修憲幾乎是一件不可能的事。不過，即使未來短期內再次修憲

的機率極低，但在不修憲的前提下，為了使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更為順暢，仍有

兩個可資努力的調整方向—一是立法院與總統選舉時間的調整，二是總統職權行

使法的制定。 

 

一、立法院與總統選舉時間的調整 

第七次修憲對於立法院相關制度的調整，除了席次減半與立委選舉制度改

為並立式單一選區兩票制之外，亦將立法委員的任期由三年改為四年。選舉制度

改革與立委任期的調整，一般認為對我國憲政體制未來的運作有正面的作用。並

立式單一選區兩票制的制度改革增加了我國憲政體制走向「一元型半總統制」的

動力，本文前一節已有論及；而立法委員的任期之所以延長為四年，其用意主要

是為了讓總統與立法院的任期一致，以盡量避免「新總統 vs.舊立院」、「新立院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立委任期的調整其實是為德

不足、未竟全功，因為儘管將來總統與立法院的任期一致皆為四年，但在選舉時

程未作任何調整的情況下，總統與立委改選的時間將有三至四個月的落差，而且

會形成立委選舉先舉行、總統選舉後舉行的現象。以目前一般所預期的正常選舉

時程為例，二○○七年十二月將選出第七屆立委，二○○八年二月上任；2二○

○八年三月則將選出第十二任總統，同年五月上任。而且可以想像的是，如果第

                                                 
2 指目前的第六屆立委在任期結束前未被總統解散而改選的情況。本文第六章亦已論及，在目前
的制度下，立院通過倒閣案而被總統解散的機率是非常低的，因此一般都預期目前的第六屆立
法院會如往例在三年任期屆滿前，也就是二○○七年十二月左右才會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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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屆以後的立法院皆未被總統提前解散，而能持續其四年法定任期，這種立委選

舉先舉行、總統選舉後舉行的情形將不斷持續下去。從總統與國會議員皆由人民

直選的總統制國家與半總統制國家的經驗加以觀察，這種先國會選舉、後總統選

舉的「反蜜月期選舉」(counterhoneymoon elections)，不論是與「先總統選舉、

後國會選舉」的「蜜月期選舉」(honeymoon elections)相較，或是與「總統與國

會選舉同日舉行」的「同時選舉」(concurrent elections)相較，都比較容易發生總

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情況(Shugart & Carey, 1992: 226-258)。這是因為在「蜜月

期選舉」中，已告當選的總統候選人在接下來舉行的國會選舉中通常能夠發揮其

「裙擺效應」；在「同時選舉」中，聲勢強大的總統候選人通常也能對同黨的議

員候選人造成提攜的效果，因此這兩種選舉時程安排的方式皆要比「反蜜月期選

舉」更能促成總統與國會多數的一致。3法國在二○○二年將原本同一年中「先

國會選舉、後總統選舉」的原定時程安排，調整為「先總統選舉、後國會選舉」，

便是基於上述的考量。4 

因此，儘管我國在第七次修憲後總統與立法院的任期已經改為一致，選舉

時程的安排仍有必要進行進一步的調整。而為了避免二○○七年十二月立委選舉

與二○○八年三月總統選舉先後舉行的情形，近來立法院亦有立委推動將此次的

立委與總統選舉合併舉行。不過，由於憲法第十八條明定立法院的會期從二月開

始，故而新任立委必須於二月初就職。又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四條規

定，「公職人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屆滿十日前完成選舉

投票。」因此，就算立委選舉再怎麼延後，以便使立委選舉與原定三月舉行的總

                                                 
3 「先國會選舉、後總統選舉」的「反蜜月期選舉」之所以會增加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可能
性，其原因可分析如下：國會議員選舉由於比總統選舉稍早舉行，國會議員選舉將形同總統選
舉的前哨戰，使得立委選舉像是總統選舉的第一輪投票。這種情形造成一種類似法國總統選舉
「兩輪對決制」(run-off election)的效應—小黨在國會議員選舉時亦會傾向提出總統候選人
以「母雞帶小雞」來帶動國會議員選情，因此不論大黨小黨都會希望在國會搶攻席次，形成多
黨競爭的格局。而總統選舉則如法國總統選舉的第二輪投票，形成兩大競爭的格局。結果，國
會選舉的多黨競爭與總統選舉的兩大競爭，增加了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可能性。 

4 依照原有時程，二○○二年法國國民議會改選的時間應該在三月，總統選舉的時間則應該在五
月。法國國會為了將這種「先國會選舉、後總統選舉」的情形對調為「先總統選舉、後國會選
舉」，乃修改法律延長當屆國民議會議員的任期兩個多月，由原本的二○○二年四月二日屆滿
延長為當年六月十八日屆滿，以便使國民議會改選的時間延後至六月初。參見
Cabestan(2003:17)；呂炳寬、徐正戎(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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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大選合併舉行，配合上述憲法與選罷法的規定，也必須在一月中下旬就要完成

改選。有若干論者質疑，若將立委選舉與總統選舉合併於一月中下旬舉行，則在

一月中下旬與第七屆立委同時選出的第十二任總統，仍須等到原總統任期屆滿，

亦即五月二十日才就職，選出與就職的間隔長達四個月，這樣的間隔時間似乎過

長(陳宏銘，2005：22)。但本文認為，若兩害相權取其輕，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

一致對憲政體制所造成的考驗，應該要遠比新舊總統過渡期稍嫌過長對憲政體制

所造成的衝擊來得巨大許多，因此為了將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的可能性降到

最低，仍有必要將未來的總統選舉與立法委選舉合併舉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由於依過去的憲政慣例，在立法院改選與總統改選後，閣揆於新立委與新總統就

職前皆會提出總辭，若將兩項選舉合併舉行，也可避免出現閣揆須在短短三個月

內提出兩次總辭的奇特景象。 

 

二、總統職權行使法的制定 

立委選舉制度的改革增加了憲政體制走向「一元型半總統制」的機會，而

立委與總統任期改為一致後若能配合選舉時程的調整，則能將總統與立法院不一

致的機率降低，這些對於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都有正面作用，除此之外，我國比

其他許多世界上「二元型半總統制」國家要來得幸運的是，我國目前「二元型半

總統制」的成形，是在憲法的模糊規定下，配合憲政運作與大法官解釋的間接肯

認所造成，而不是因為憲法的明文規定所造成。例如目前總統對閣揆之所以有任

意免職權，是因為憲政運作與大法官解釋肯定此種憲政現實的結果，至於憲法則

僅規定「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並未明文規定總統對行政院院長有免職權；

又例如目前總統在制度上之所以被認為擁有國防、外交、兩岸事務、情治等領域

的主導權，而形成行政指揮系統二元化的現象，是因為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國

家安全局組織法、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等相關法律的規定，至於憲法中亦僅規

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

織以法律定之」，並未明文規定總統的具體職權範圍。也就是說，我國憲法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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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糊規定，使得我國比其他將總統實質權力明文入憲的「二元型半總統制」國

家，有比較大的彈性去詮釋憲法中總統的權力。亦即我國總統的權力其實「可大

可小」—憲法中的模糊規定與相關法律中實質賦予總統權力的明確規定，可以造

就一個擁有實質權力的總統；但相對地，憲法中的模糊規定與相關法律中清楚規

範總統權力範圍的明文規定，也可以造就一個權力有限、甚至接近虛位元首角色

的總統。換言之，我國總統的權力，要比其他「二元型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統，

更有機會透過法律的制定與調整來加以規範，而不一定要動用到高門檻的修憲程

序。 

因此，對於我國憲法中對總統職權的模糊(而因此權力「可大可小」)的規定，

立法院實可著手制定「總統職權行使法」，明定總統的職權範圍與職權行使程序，

藉此釐清本文所提到的諸多憲政爭議。例如在該法中可以明文規定總統僅對閣揆

有任命權而無免職權、總統須任命立法院多數接受的人士為閣揆，或是總統對於

閣揆於總統改選與立法院改選後對其提出總辭的處理程序。或許會有人認為制定

「總統職權行使法」可能會有違憲的問題，但筆者認為對此應不須過慮。因為以

法律針對總統行使職權、任命憲法明定之相關人事做更明確的規範，早有先例可

循且行之有年。例如憲法增修條文第五、六、七條分別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考試

委員、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並未對總統提名人選做任何約

束的規定，但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考試院組織法第四條、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

之一，卻都對大法官、考試委員與監察委員的資格做了極為嚴格的規定，實質上

限縮了總統了人事提名權。既然總統對於大法官、考試委員與監察委員的人事提

名權可以透過法律合理限縮，應可比照推理亦可透過法律規範閣揆的適當資格與

總統任命閣揆的程序。除此之外，立法院亦可以對國安會組織法、國安局組織法、

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等進行修正，進一步釐清總統在國防、外交、情治與兩岸

事務領域的職權範圍，甚至可以廢止國安會組織法與國安局組織法，將所有編制

都回歸行政院系統，因為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國安會與國安局都是

「得」設的機關，裁撤並無不可(陳朝建，2006；朱敬一，2006)。總之，透過「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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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職權行使法」的制定與相關法律的調整與廢止，將可有效限縮總統的權力，強

化我國憲政體制朝「一元型半總統制」發展的動力。 

透過「總統職權行使法」的制定，除了可以藉由總統任命閣揆的程序規範

而增加我國憲政體制往「一元型半總統制」發展的可能性；在該法中對總統職權

範圍進一步釐清，也可以為「半總統制」憲政體制中雙元行政衝突的本質現象設

下安全閥。有不少學者指出，「半總統制」中的雙元行政關係在本質上必然會出

現衝突的情況，只是衝突高低有別而已(Linz, 1994: 55; Protsyk, 2005: 135-160; 

Elgie, 2005: 100)。就本文所界定的「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而

言，儘管內閣僅對國會負責、不對總統負責的「一元型半總統制」相當程度地化

解了「半總統制」中組閣權歸屬爭議的結構性缺失，但由於總統終究不是虛位元

首，因此只要憲法中對總統與閣揆的權限劃分不明確，總統與閣揆的權力衝突不

論是在「一元型半總統制」或「二元型半總統制」中皆無法避免。例如向來被視

為「半總統制」典範的法國第五共和，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會換軌為偏

內閣制運作，由總理主政。儘管法國換軌式的憲政運作堪稱順暢，但在總理主政

的共治期間，仍不乏出現總統與總理相爭憲法權力的例子。5換言之，雙元行政

衝突是所有「半總統制」國家無法擺脫的「宿命」，而透過「總統職權行使法」

規範總統權限，就算不一定能徹底釐清總統與閣揆之間的權力界限，但至少能將

總統與閣揆間發生權力衝突的可能性降至最低。 

因此，我們仍然有理由抱持審慎樂觀態度去看待我國未來憲政體制的發

                                                 
5
 在一九八六年第一次共治甫開始，席哈克總理為了強調外交領域也是總理的職責，堅持與密特
朗總統共同出席在東京舉行的七大工業國家高峰會議，結果在接下來的兩年共治期間，密特
朗和席哈克曾共同出席十多次高峰會議。此外，即使在共治期間，總統對於外交部長的人選
決定仍有其影響力，在第一次共治時期，密特朗總統便曾經要求席哈克總理任命黨派不明顯
的雷蒙(Jean-Bernard Raimond)為外交部長，席哈克也屈服於密特朗的意見。在第二次共治
期間，巴拉度總理對於密特朗總統決定暫停核子試爆及延緩發展核子飛彈的決定，在其任內
並未加以挑戰，一直到一九九五年右派的席哈克當選總統時，才又宣佈恢復核子試爆。在一
般內政事務上，密特朗總統在一九八七年底第一次共治期間，曾經拒絕席哈克總理請求召開
國會臨時會以便修改國營雷諾汽車公司組織法規的提議，牽制當時內閣和國會的政策；另外，
密特朗總統在一九八六年間也曾經一連拒絕簽署右派內閣所提出的「國民企業民營化」、「國
民議會議員選區重劃」以及「就業基本工時調整」等行政條例，由於密特朗總統的拒絕行為，
迫使席哈克總理只得將這些法案重新交付國會審議，循正常立法程序通過。凡此種種，顯示
了法國在總理主政的共治期間，總統與總理在外交、國防、內政等領域仍然權力衝突的情形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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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為即使在不修憲的前提下，總統的權力仍有機會受到限縮，而使我國憲政

體制朝「一元型半總統制」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