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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長久以來，憲政體制的研究一直是憲法學者與政治學者共同關切的主題，

這個領域乃是法學與政治學研究的重疊領域。這種現象主要是源於憲政體制本身

的二元性格，一方面憲政體制被期待用來規範現實的政治活動，此時它被視為一

種應然的規則，而此一規則要對現實政治活動發生規範力，須有一套完整的法理

邏輯作為憑藉；另一方面，憲政體制之所以存在，又必須經由現實的政治活動才

能具體實現，此時它則被視為一種實然的政治現象，而此一政治現象必然存在以

利益考量為主要取向的政治邏輯。因此，憲政體制作為一種規範政治權力運作的

規則，其內涵乃兼具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此二元性。一般而言，憲法學者在研究

憲政體制時重視其法理邏輯的探究，政治學者則擅長於其政治邏輯的演繹。換言

之，憲政體制雖然是憲法學者與政治學者的共同研究領域，但著重的面向其實各

有所偏。 

就憲法學者而言，憲政主義、國民主權、權力分立、責任政治等精神是他

們探究憲政體制的指導原則，並根據這些原則，針對憲法文字進行法理邏輯的推

演與詮釋，從而建構憲法的規範性。可以想見的是，當憲法學者以透過法理邏輯

所建構出來的憲政體制，來檢視實存的憲政運作時，必然會發現他們所建構出來

的憲政體制，永遠與實存的憲政運作存有扞格，也因此必然會對這種應然面和實

然面呈現落差的現象進行針砭批判。此時憲法學者基於捍衛憲政法理精神而作的

諄諄提醒，固然正是他們的貢獻所在，然而由於其對於憲政體制運作的政治邏輯

缺乏掌握，往往也被人批評這種研究方式陷入「法學化約主義」，經常造成「形

式主義的濫用」(Duverger, 1969:352-353)。 

相對地，就政治學者而言，在經歷了數十年來不斷自我要求科學化的發展

之後，政治學界對於憲政體制的探討儘管仍然不能完全脫離憲政法理的探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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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程度是轉向探討憲政體制之政治邏輯的經驗研究。以一九九○年代初在政治

學界所掀起的「總統制和內閣制孰優孰劣」的辯論為例，其辯論的焦點並不在於

何種制度較能符合憲政法理的要求(例如「究竟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的憲政設計

較能符合國民主權或權力分立原則」等問題)，多數的政治學者主要是以現實世

界的觀察為基礎，用邏輯建構來論證內閣制或總統制的優越性，或是用經驗性的

統計資料來論證這兩種制度對於世界各國民主表現影響的成敗。1換言之，即使

是面對「總統制和內閣制孰優孰劣」此一規範性的問題，政治學者仍是透過對現

實經驗的觀察來判斷此一規範性問題的答案，而與憲法學者較為偏重法理邏輯探

討的研究取向大異其趣。政治學者對於憲政體制形成的政治過程、憲政體制的實

際運作，以及憲政體制造成的政治結果等所謂政治邏輯的面向，固然較能有效掌

握，但是政治學者有時囿於法學解釋方法論的缺乏，在對憲法文本進行解讀時往

往無法作出合乎憲政法理的規範性詮釋；另外，政治學者在探討憲政體制的政治

邏輯時，往往是自由心證式地採擇自己認為重要的政治因素與變項，而欠缺一個

清晰的方法論依據。 

事實上，憲政體制的真實內涵，實為應然面的法理邏輯與實然面的政治邏

輯兩者之間的互動結果，亦可說是「法與力的辯證」結果(郭正亮，1997：87)。

「力」傾向衝動與脫逸「法」界定的遊戲規則，「法」則企圖制約「力」的任意

性與非理性，法和力兩者要彼此平衡，實存的憲政體制才能產生規範力量。因此

對於憲政體制加以觀察，我們總會看到其中憲政規範與政治權力的互相拉拒，或

說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的彼此糾葛。 

憲政體制的二元性格還不僅於此，若更具體地就憲政體制研究中制度形成

與變遷的議題而言，憲政體制一方面是政治力的產物，係由政治行動者基於本身

的利益考量與彼此的策略互動所塑造，另一方面憲政體制本身亦是制約政治力的

                                                 
1 關於一九九○年代政治學界對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何者較優」的論辯，相關文獻如下：

Linz(1990:51-69) ； Horowitzs, Lipset & Linz(1991:73-91) ； Linz(1994:3-74) ；

Lijphart(1993:237-250) ； Lijphart(1994:91-105) ； Stepan & Skach(1993:1-22) ；

Mainwaring(1993:198-228)；Shugart & Carey(1992)；Mettenheim & Rockman(1997:13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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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政治行動者乃是在既有的憲政體制所籠罩的政治結構下，形成自身的偏

好、確認自己的利益，並決定與其他政治行動者互動時的策略，而憲政體制則在

政治行動者的策略互動中進一步地獲得鞏固或發生變遷。換言之，憲政體制的形

成與變遷，是一連串結構與行動者之間不斷交織互動的過程。因此研究者在面對

憲政體制之形成與變遷的議題時，若僅是從結構或行動者其中的一個面向出發，

便無法看到憲政體制形成與變遷過程的全貌，而只是說是「拍攝」到整個過程中

的一個「快照」(snapshot)而已。 

因此很明顯的是，若要清楚掌握憲政體制的實質內涵，必須要同時兼顧法

理邏輯與的政治邏輯兩個層面；若要進一步探討憲政體制變遷的過程，則必須同

時兼顧結構與行動者兩個層面，然而「兼顧」兩字正在難題所在。這樣的難題一

方面是學科分割無法避免的結果，憲法學者無法確實地掌握憲政體制的政治邏

輯，或政治學者無法細緻地掌握憲政體制的法理邏輯，經常是基於兩個學門之研

究者本身的專業侷限，即使有研究者有心突破專業侷限，企圖進行「科際整合」，

也經常只是將憲政體制的政治與法理邏輯機械式地並陳。另一方面，由於強調結

構面向的「結構論」與強調行動者面向的「意志論」乃是社會科學中探討許多議

題的兩大途徑，即使有研究者有心兼顧兩種研究角度，也經常會遇到「如何兼顧」

的困境。本文在方法論層次上的研究目的，便是要尋找一個可以兼顧憲政體制的

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以及兼顧結構與行動兩種層面的研究框架。 

除了上述方法論層次上的研究目的，本文在實質議題的關懷，則是希望針

對台灣一九九○年代初期以來的憲政體制發展過程，具體描繪其變遷軌跡。自一

九九一年第一次修憲至今，我國已經歷經七次修憲，憲政體制在歷次修憲過程中

不斷受到調整；而二○○○年後我國第一次面臨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的情

形，亦對我國憲政體制造成重大衝擊。或許是因為不同論者對於憲政體制類型定

位的判準有不同的看法，也或許是因為憲政規範與憲政實踐兩種層面的糾結，亦

或許是因為我國始終浮動的憲政體制使觀察者的切入角度各有不同，過去十幾年

來，我國憲政體制類型的定位始終莫衷一是。因此，本文在實質議題上的研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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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便是試圖確立憲政體制類型的判準，進而釐清我國憲政體制類型的定位。針

對我國過去十餘年間憲政體制處於浮動狀態的特質，本文試圖將我國憲政體制的

變遷軌跡予以圖像化。圖像化的目的若能達成，我們便可以更一目了然地掌握以

往憲政體制變遷的發展軌跡、了解目前憲政體制的變遷方向受到哪些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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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方法論層次與實質議題層次的關懷，本文認為，晚近在社會科學

界興起的新制度論當中的歷史制度論，對於掌握憲政體制中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

兼具的二元性格，以及掌握憲政體制變遷過程中結構與行動二元互動的特質，可

以提供有效的理論資源。易言之，本論文希望以歷史制度論的論旨作為探討台灣

憲政制度變遷軌跡的理論架構，藉此深化台灣憲政制度變遷此一研究議題的理論

意涵。在進一步說明歷史制度論的論旨之前，以下先就學界關於憲政體制變遷的

探討進行文獻檢閱。 

 

第二節 文獻檢閱 

關於憲政體制形成與變遷的研究，大致可以區分為兩種探討的角度，一是

巨觀分析(macro analysis)，一是微觀分析(micro analysis)。巨觀分析乃是從文化、

歷史結構途徑的角度，提出憲政體制形成與變遷的前提要件；微觀分析則是從個

體的角度描述憲政體制形成與變遷的細緻過程，強調個體行動者在此一過程中的

決定性力量。以下將檢閱抱持這兩種觀點的主要文獻，而後並說明目前我國憲政

體制變遷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關於憲政體制形成與變遷的巨觀分析 

Douglas V. Verney(1979)從西方國家由君主專制邁向民主政治的歷史發展過

程，說明總統制與內閣制的起源。他指出西方國家獨裁君主權力逐漸式微的過程

有兩種路徑，其中一個路徑是獨裁君主的權力喪失殆盡，其權力完全讓渡給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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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負責的內閣，但世襲君主的位子仍獲得保留，因而形成內閣制。例如英國在一

六八八至一六八九年間在光榮革命後確立國會至上原則之後，國王仍享有行政

權，國會至上原則在當時僅是意謂國王的意志不能凌駕於國會之上，國王並非在

國會至上原則確立後便瞬間成為虛位元首。當代內閣制下的虛位元首，乃是將近

兩百年的長期過程中，國王的權力不斷讓渡給對國會負責的內閣，終至權力喪失

殆盡的結果。另一個路徑則是在獨裁君主權力被挑戰的民主化過程中根本地拔除

了世襲君主的位子，代之以一位新的、經民主選舉產生的「民選君主」，此即為

總統制下的總統。就歷史的角度來看，十八世紀末建立於美國的總統制，正是英

國的內閣制從十七世紀末國會至上原則確立但君主仍有行政權，到十九世紀末君

主轉變為虛位元首的過程中，世襲君主被民選總統取代所造成的憲政體制，因此

淵源於美國的總統制，其實可以說是當代內閣制形成過程中分岔出來的結果。 

G. Bingham Powell(1982)認為不同類型憲政體制的採行與文化因素密切相

關。根據他的觀察，在美國文化主導的地區，形成「總統制與多數決選出之國會」

的制度組合，如美國、菲律賓；在英國文化主導的地區，則形成「內閣制與多數

決選出之國會」的制度組合，例如英國、澳大利亞、加拿大、印度、紐西蘭等；

「內閣制與比例代表制選出之國會」的制度組合多出現在西歐與北歐國家，而拉

丁美洲國家則多為「總統制與比例代表制選出之國會」的制度組合。Harry 

Kantor(1992)呼應 Powell 的觀點，他也指出拉丁美洲國家之所以採取總統制，相

當程度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吳玉山(1997)根據其對前共產國家的研究，指出國

家的地理位置和鄰近國家的示範效應與該國憲政體制的類型密切相關。他發現前

共產國家的地理位置越偏西，越容易受到西歐國家的影響而採行內閣制或弱勢總

統的半總統制；如果地理位置越偏東，就越遠離西歐的影響，也就越承襲共黨統

治的模式而採行總統制或強勢總統的半總統制。由於地理上的相近相當程度地決

定了彼此文化的同質程度，吳玉山的研究所透露的亦是一種文化論的觀點。 

Beverly Crawford 和 Arend Lijphart(1997)亦曾共同指出，後共產國家在民主

化之後出現威權主義盛行的現象，尤其是中亞國家在民主政府建立後隨即出現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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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勢甚至具有獨裁趨向的總統，乃是受到這些國家共產政權建立前之制度遺緒

的影響。石之瑜(1997)則以德國威瑪共和為例，強調雙首長制的建立，往往是在

一個具有威權人格的社會中，由於過早引進議會民主制度，對於議會民主的紛亂

現象無法適應，進而對議會民主反動的制度結果，亦即威權人格盛行的社會是雙

首長制較容易滋長的環境。綜言之，上述強調歷史發展、文化、制度遺緒，或社

會集體人格的觀點，皆是從巨觀的角度探討憲政體制的形成與變遷。 

 

二、關於憲政體制形成與變遷的微觀分析 

S. M. Lipset 與 S. Rokkan(1967)在探討西歐國家所採行的選舉制度時指出，

政治行動者對選舉制度的偏好來自其對於未來政治生涯的考量。這兩位學者指出

多元分歧社會中的政治菁英在選舉制度建立之初，會傾向去支持較強調比例性的

選舉制度(例如比例代表制)，以降低自己進入國會的門檻，並避免自己的勢力與

利益在政治過程中被排除；相反地，高同質性社會中的政治菁英在選舉制度建立

之初，由於不擔心自己的勢力與利益在政治過程中被完全排除，因此較能夠接受

比例性較低的選舉制度(例如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Ａrend Lijphart(1992)承襲 S. 

M. Lipset 與 S. Rokkan 的觀點，認為東歐國家的政治菁英在憲政體制選擇的過程

中，也與西歐國家過去在選擇選舉制度時一樣，充滿對未來政治生涯的考量。他

認為許多東歐國家之所以會採行半總統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原本的執政

菁英在民主化之後對未來的不確定感。這些國家的執政菁英一方面希望將自己的

利益極大化，但另一方面對於未來選舉競爭的結果與競爭對手的選舉實力並無把

握，因此才建立總統與國會仍須分別民選的半總統制，藉此創造更多選舉機會，

以求繼續握有政治權力。 

Barbara Geddes(1996)根據其對前共產國家的研究，也認為政治行動者的自

利動機是憲政選擇的主要動力。通常共產黨傾向支持有強勢總統的憲政體制，這

是因為共產黨往往自認為能贏得單一席次的總統選舉，而民選總統的正當性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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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將來對抗組成份子較無法預期的國會，至於勢力小的小黨、衰退中的政黨，或

對未來不確定的政黨則傾向支持內閣制，因為內閣制的權力中心在國會，而這些

對自己未來勢力沒有把握的政黨會認為在多席次的國會中至少還能佔有一席之

地。Gerald M. Easter(1997)則根據其對前蘇聯國家的研究，指出由於這些國家舊

政權菁英在威權政體崩潰時的結構不同，因而造就了不同的憲政選擇。他將舊菁

英結構分為鞏固型(consolidated elites)、分散型(dispersed elites)、改革型(reformed 

elites)三種型態。鞏固型菁英結構傾向走向總統制，分散型菁英結構傾向走向內

閣制，至於改革型菁英結構的憲政制度選擇則較不一定。鞏固型菁英結構之所以

會走向總統制，是因為舊政權菁英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沒有發生嚴重的分裂，而反

對勢力過於薄弱，舊政權菁英在轉型階段仍維持對國家權力資源的獨占，而總統

制的特質(如總統任期固定、總統有發布行政命令權、行政與立法分立)，較有利

於舊政權菁英繼續控制國家權力資源，因此舊政權菁英會選擇總統制。相對地，

分散型菁英結構之所以會走向內閣制，是因為舊政權菁英結構在民主轉型過程中

已經瓦解，被迫與反對運動的新行動者一起競逐權力，而內閣制的特質(如不信

任投票、立法部門對行政部門的掌控、國會各政黨分享行政權)使各方角逐權力

者皆有獲取國家權力資源的管道，任何一個政治勢力無法取得對國家權力資源的

獨占，因此各方菁英會共同選擇內閣制。 

吳玉山(2002)也指出政治菁英的利益計算與憲政體制選擇的關係，其論旨與

Easter 相近。他指出，在試圖極大化本身權力的考量之下，多數菁英(係指認為本

身可以獲得多數選民支持的菁英)會偏向於「贏者全拿」的制度，而少數菁英(係

指認為本身只能獲得少數選民支持的菁英)會偏向於「按比例分配權力」的制度。

就憲政體制而言，總統制是具有「贏者全拿」精神的，也就是行政權會歸於獲得

多數(不論是絕對多數或是相對多數)選民支持的一人掌控，而敗選者則完全無法

分享權力，而內閣制則是偏向「按比例分配權力」的制度，因為內閣制的行政權

由對國會負責的內閣行使，在這其中少數黨也有分享權力的機會。因此多數菁英

會偏好總統制，而少數菁英會偏好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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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屬巨觀分析與微觀分析的論點，都各自提出了他們對於對於憲政體

制形成與變遷此一議題的重要觀察，但也都不免有其缺失。巨觀分析強調的是憲

政體制形成與變遷的前提，不涉及憲政體制形成與變遷的具體過程與政治行動者

在此過程的具體作為。這樣的觀點似乎認定事物的結果完全由前提決定，彷彿政

治行動者不需要作任何事，憲政體制就會自動被某些巨大的歷史與文化結構所決

定，也似乎在暗示前提條件在一開始就決定了憲政體制的走向，而與政治行動者

本身的策略與行動無關，這樣的觀點似乎太過決定論。相對地，微觀分析強調政

治菁英在憲政體制變遷與形成過程中的決定性影響，卻又有過度強調政治菁英主

觀意願與能力的問題，彷彿憲政體制可以經由人在一定程度上從心所欲加以剪裁

打造，而有所謂「憲政工程」(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或「憲政選擇」(constitutional 

choice)的說法(Sartori, 1994)，以致忽略政治菁英在作成決定與策略互動時所面臨

到的結構限制，這樣的觀點似乎又太過意志論了。當然，並不是所有微觀分析的

論點都忽略結構的存在，例如前述 Easter 指出政治菁英對憲政體制的制度偏好之

所以不同，乃是基於菁英結構的型態不同所致，已經將結構與政治行動者同時納

入考量，但是其論點似乎將制度「偏好」與制度「結果」直接作連結(政治菁英

「偏好」內閣制，因此憲政體制的「結果」就是內閣制)，而忽略了憲政體制的

形成與變遷是一個複雜的動態過程，政治菁英的偏好尚須透過動態的議價、協

商、策略互動過程才能產出制度結果。 

事實上，在憲政體制形成與變遷的過程中，政治菁英的策略選擇與互動，

固然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但是其行動並非毫無限制。政治行動者的任何策略與決

定，必然受限於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政治制度。同樣地，歷史文化結構對於憲

政體制的形成與變遷固然有其重要性，但個人的決定與先存的結構也不必然直接

相互聯結。結構因素的存在，乃是限制或促進政治菁英策略選擇的侷限條件

(confining condition)。這應該是吾人對於憲政體制變遷與形成的重要文獻進行檢

閱後可以得到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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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台灣憲政體制變遷的研究 

若將文獻檢閱的目光從憲政體制變遷與形成的理論性議題移開，轉至台灣

憲政體制變遷的研究，可以發現國內絕大多數文獻對於一九九○年代以來台灣憲

政體制變遷過程的討論方式，是以歷次經過修改的憲法條文為對象，輔以歷次國

大修憲的會議記錄、各黨修憲提案、修憲參與者之訪談紀錄等資料，依序說明歷

次憲法增修條文的變動情形，並論及歷次修憲的政治過程。李炳南(1992，1994，

1997，1998，2003)個人以及李炳南及其所帶領之研究者的一系列著作[李炳南、

曾建元(1998)；李炳南、曾建元、顏韶儀(2001)；李炳南、楊智傑(2006)]，涵蓋

一九九一年以來至今的七次修憲，對歷次修憲皆進行各政黨提案與國大修憲會議

的整理，對歷次修憲的主要參與者進行深度訪談，對歷次修憲條文的緣起詳加說

明，並對歷次修憲條文進行法理分析。其他如楊世雄(1998)、齊光裕(1998)、謝

政道(2001)、林水吉(2002)的著作，所採取的研究方式亦皆同於上述李炳南的著

作。這些著作皆為我國歷次修憲留下非常詳實的歷史資料，但這些文獻的可能缺

失在於流於純粹敘述，修憲「故事」或許說得詳細精采，卻無法清楚指陳台灣憲

政體制變遷的模式，嚴格說來並不具有什麼深刻的理論意涵。不過，這些文獻在

探討歷次修憲的實際政治過程之餘皆會探討歷次修憲條文的法理意涵，已經充分

意識到憲政體制兼具政治邏輯與法理邏輯的二元性格。 

另外也有學者不願侷限於這樣的討論方式，而試圖要探尋台灣歷次憲改背

後的主軸或重要變項，這樣的研究要比前一段所論及的諸多著作具有理論意涵。

葉俊榮(2003)與葉俊榮、張文貞(2003)的著作指出台灣自一九九一年以來的修憲

改革模式，是以「代表性強化」(representation reinforcing)為其基調，其中前三次

修憲為對內代表性強化的階段，第四次修憲為對外代表性強化的階段，至於第六

次修憲則意味著代表性機制的合理化(由於第五次修憲被大法官宣告無效，故其

不論)。這樣的討論方式很明顯地欠缺對於歷次修憲的政治分析；而且，企圖以

一個主軸對歷次修憲過程「一以貫之」，除了有穿鑿附會之嫌，而且其對整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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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過程的描繪，彷彿認為整個過程就是這麼理所當然地往所謂「代表性強化」這

樣的目的地奔赴，不免讓人質疑此種論述背後隱含著直線、目的論(teleology)的

歷史觀。曾建元(2002)認為觀察台灣一九九○年以來的憲政改革必須從台灣民族

主義與民主轉型的觀點加以貫穿，此觀點提醒研究者須以歷史結構的巨觀角度去

看待台灣憲政體制變遷的過程。相對於曾建元對於歷史結構的強調，黃國宬(1997)

與鍾國允(2006A)指出政治人物獲取權力與鞏固權力的利益計算是歷次修憲的主

要原因，此觀點則是提醒研究者在探討憲政體制變遷的過程時，必須有效掌握具

體環境脈絡中政治行動者的偏好與利益考量。廖達琪(1995)指出李登輝個人的政

治領袖風格是塑造我國憲政體制實際樣貌的主要因素。Chia-lung Lin(1996)與許

素惠（1998）從主要政黨及其內部分歧的主張與結盟情形來分析台灣的憲政選

擇。周永鴻(2000)則將焦點置於民進黨，探討民進黨在一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時

與國民黨進行修憲談判中的偏好形成與策略選擇。上述著作的理論意涵各有所

偏，葉俊榮(2003)、葉俊榮、張文貞(2003)、曾建元(2002)的研究偏重歷史結構的

巨觀分析，而黃國宬(1997)、鍾國允(2006A)、廖達琪(1995)、Lin(1996)、許素惠

(1998)與周永鴻(2000)的研究則是偏重政治行動者的微觀分析。 

從以上的文獻檢閱中，可知目前關於我國憲政體制變遷的研究成果，絕大

多數的文獻儘管意識到憲政體制兼具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的二元性格，但政治現

實與憲政法理兩種層面的探討通常是機械式地並陳，且理論內涵稍嫌不足。少部

分的文獻儘管具有理論內涵，但各自偏重結構的巨觀分析與個體行動者的微觀分

析。本論文認為若以歷史制度論探討我國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將可以有效地將

憲政體制中的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有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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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互構成的特質。下一節將說明歷史制度

論的要旨。 

 

 



 11

第三節 研究途徑 

一、新制度論的核心命題 

歷史制度論是興起於一九八○年代初期之新制度論的其中一個分支，在此

擬簡要闡明新制度論的發展背景與核心命題。新制度論之所以稱為「新」，乃是

相對於過去傳統政治學所著重的制度研究，作出了修正的緣故。傳統政治學研究

具有明顯的「法制形式主義」（legal-formalism）色彩(Easton, 1993)，研究的焦點

是正式的國家組織、典章與制度。這種研究取向，係將各種正規典章與法規文件

上所呈現的明文規範視為當然發生的事實，認定個體行為者必然會完全依照既定

的典章制度行事、服膺於正式制度的運作，並沒有為個體行為者的影響力或自主

性留下空間，抱持的乃是「方法論之整體主義」(methodological holism)的立場。

一九六○年代開始盛行的行為主義則試圖修正上述傳統政治學研究的缺失與弊

病，刻意排除法規、制度的重要性，轉而強調個體層次的實證研究，其認為透過

個體行為的加總，可以推斷出政治的總體特性，這種研究取向無疑是採取「方法

論之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立場。 

行為主義研究在一九六○年代儘管蔚為風潮，但在一九六○年代末、七○

年代初期則受到馬克思主義各種流派的挑戰，不論是強調屬於經濟層面之下層建

築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或是強調屬於文化層面之優勢意識形態或文化霸權的新馬

克思主義，都是屬於歷史結構論的觀點，皆認為應該從結構環境(不論是經濟結

構或文化結構)去推論個體的行為。但是這種方法論之整體主義的觀點在批判行

為主義的同時，卻也遭逢理性抉擇論的辯難，理性抉擇論與行為主義同屬方法論

的個體主義，不同之處在於理性抉擇論著重的是演繹而非歸納的推論邏輯(郭承

天，2000)。在上述「傳統政治學(舊制度論)vs.行為主義」、「行為主義 vs.馬克思

主義」，或是「馬克思主義 vs.理性抉擇論」等政治學研究潮流的遞嬗過程中，我

們可以看到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兩種方法論立場之間的針鋒相對。這兩種立場的

對立，也可以說是以總體層次為理論推論起點的巨觀理論(macro theory)與以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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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為理論推論起點的微觀理論(micro theory)兩種理論的對立。 

相對於上述各種研究流派在方法論上的各持己見，興起於一九八○年代初

期的新制度論，則是介於總體與個體之間的「中間路線」，也就是所謂的「中層

理論」（meso theory）。新制度論認為，不論是從行為主義、理性抉擇論所強調的

從個體來解釋整體的微觀理論，或是馬克思主義等歷史結構論所著重的從整體來

解釋個體的巨觀理論，就解釋項與被解釋項的因果時空距離而言，都顯得太過遙

遠(郭承天，2000)。如圖一之一所示，新制度論認為在個體行為與總體經濟、社

會、文化結構之間，應該以中層的制度作為連結，因為經濟、社會、文化結構需

要有一套「制度載具」(institutional carrier)(Scott, 2001: 48)，才可能具體地影響到

個體的行為，而個體行為若要對經濟、社會、文化結構造成影響，也勢必要以制

度作為介入的工具。換言之，制度在結構與個體之間所扮演的角色，正如 Kenneth 

Shepsle 所指出的，是「讓人(亦即個體)與社會情境(亦即結構)相互密接的接著劑」

(1989: 134)。在以制度作為個體行為與總體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之中介者的情

況下，不論是以制度為中介變項而從個體行為推論至總體經濟、社會、文化結構，

或是以制度為中介變項而從總體經濟、社會、文化結構推論至個體行為，甚至是

探討制度與個體行為的關係，乃至制度與總體經濟、社會、文化結構的關係，推

論的過程便能更為具體而得以避免過於跳躍。換言之，新制度論並非制度決定

論，也無意高舉方法論之整體主義的優越性，其試圖處理社會科學方法論當中所

謂「微觀—巨觀連結」(micro-macro link)的問題(Alexander, Giesen, Munch & 

Smelser, 1987)，乃是介於巨觀與微觀之間的「中層理論」。這可以說是新制度論

的第一個核心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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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一 巨觀理論、微觀理論與中層理論 

 

相對於傳統政治學的舊制度論所界定的制度指的是成文的規章與法律條

文，新制度論所理解之「制度」的範圍顯然要比舊制度論廣泛許多。儘管不同新

制度論者對於制度之範疇的見解並不盡相同，例如 James G. March  與 Johan P. 

Olsen 將制度界定為「組織當中、日常生活中，以及行政程序中的行為規則」

(1989:21，引自莊文忠，2003：18)；Steinmo 與 Thelen 認為制度是指「包括正式

組織與非正式規則、程序的結構性安排」(1992: 2)；Douglass C. North 認為制度

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更嚴謹地說，制度是人為制定的限制(constraint)，

用以約束人際互動」(1990:3-4)；而 Sue E. S. Crawford 與 Elinor Ostrom 則將制度

界定為「能夠形塑人類規律行為的規章、規範與共享的策略」(1995:582)；但是

從上述的各種不同定義可以發現，新制度論所定義的制度必然包含了正式制度與

非正式制度，正式制度指的是成文的規章，亦即舊制度論所理解的制度範疇，非

正式制度則是指不成文的規範與規則。換言之，新制度論並非狹隘的形式主義

（formalism），不僅探討舊制度論所著重的成文制度規章，也試圖探討非正式制

度本身的內涵、非正式制度與個體行為的關係，乃至非正式制度與總體經濟、社

會、文化結構的關係。這可以說是新制度論的第二個核心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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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點對立的理性抉擇制度論與社會學制度論 

新制度論是本文所採取的研究途徑，若更進一步言，本文採取的乃是新制

度論當中的歷史制度論。歷史制度論是融合了經濟學與社會學中制度論的理論預

設，再加上本身獨有的一些核心概念，所形成的一個新制度論分支學派。在政治

學研究的應用上，由於理性抉擇制度論已然沿襲了經濟學制度論的絕大多數核心

概念與假設，因此在政治學最常論及的三種制度論分支學派—理性抉擇制度論、

社會學制度論、歷史制度論當中，歷史制度論可以說是位於理性抉擇制度論與社

會學制度論的交集地帶，具有明顯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色彩。歷史制度

論的折衷主義色彩，一方面固然常會被批評沒有自己一貫的理論邏輯、沒有自己

的中心論點，但另一方面這種色彩卻也讓這個新制度論的分支與其他分支相較更

具有「整合」不同理論觀點的可能性。折衷主義表面上的「牆頭草」特徵一般會

被視為缺點，但假如歷史制度論能夠透過自己獨有的核心概念將不同的理論觀點

整合得恰如其所，折衷主義也可能是個優點。 

由於歷史制度論融和了理性抉擇制度論的「計算途徑」(calculus approach)

與社會學制度論的「文化途徑」(culture approach)(Hall & Taylor,1996:939-940)，

在此便有必要先對理性抉擇制度論與社會學制度論加以說明。就理性抉擇制度論

而言，其假定個體行為者具有理性與既定(given)偏好，而制度即是個體行為者在

進行互動時的決策規則(decision rules)，制度本身構成一種策略性的環境脈絡

(strategic context)，對於具有既定偏好，追求利益極大化的個體行為者形成制約。

而理性抉擇制度論所謂的「理性」，乃是指追求諸如物質、權力等具體政經資源

的工具理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亦即理性抉擇制度論是以「工具性的邏輯」

(logic of instrumentality)、結果至上的經濟性策略計算的角度來看待個體的行為，

認為個體會在其既定的偏好下，根據不同的制度環境脈絡，一貫不變地以「個體

利益極大化」為目標而進行策略性的互動，而在策略性的互動過程中，若主要的

互動者發現新的制度規範更能讓他們的目的獲得較大程度的實現，就有可能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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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擇此一新的制度規範(March & Olsen, 1989:160)。換言之，新制度的產生，乃

是個體在追求自身利益中進行損益比較的結果，個體會操縱制度規則來盡量獲得

其所欲的結果。因此理性抉擇制度論在理解個體行動時所強調的「工具性的邏

輯」，也同時是「結果的邏輯」(logic of consequentiality)。 

是故，理性抉擇制度論者最常進行的研究，乃是透過演繹邏輯的分析，觀

察在某些特定制度下，個體行為者所會採取的具體策略抉擇，及其進而產生的集

體互動結果。很明顯地，個體行為者具有固定的偏好乃是理性抉擇制度論的核心

假設，換言之，此派論者將個體行為者的偏好視為整個制度分析中的外生因素

(exogenous factor)，亦即個體行為者的偏好是既定的、不受制度影響的，也就是

外生於制度(exogenous to institutions)的(徐斯勤，2001：104)。 

至於對遵循「文化途徑」的社會學制度論而言，制度是指人類生活中受到

文化、思想、價值所影響，而自然形成的一套規範，用以支配人的行為以及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以此觀之，社會學制度論所指涉的「制度」概念範圍甚廣，其所

以為的制度不僅包括正式有形的規則、規範，還包括無形的認知系統(cognitive 

system)、認知圖像(cognitive script)、道德模板(moral templates)等引導人們行動的

「意義框架」(framework of meaning)。事實上，此種對制度的廣泛界定已經將一

般認為的「制度」與「文化」的界線模糊化了，使得「制度」與「文化」兩者的

範疇交疊在一起(Immergut, 1998:14-16; Hall & Taylor, 1996:946-948)。由於文化概

念也被納入制度的範疇，因此制度不只如理性抉擇制度論者所認為的是個體行為

者在進行互動時的決策規則，制度更進一步地影響到了個人的認知面向。換言

之，就社會學制度論而言，個人被視為深深鑲嵌(embedded)在制度世界的實體，

個人的主體性並非是牢不可破的城堡，只要個人長期浸淫在某種制度之中，就不

免會被制度所攻陷與宰制，進而改變個人的認知模式(莊文忠，2003:27)。就此看

來，制度不僅是決策規則，更是塑造個人內在心靈世界的規範。個人乃懷抱著制

度所形塑的世界觀，對於週遭環境加以詮釋，並依自身詮釋的結果做出適當的行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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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就社會學制度論的觀點而言，不同文化背景與制度環境下的個體行

為者，對於理性與效用就會有不同的認知與定義，個人的行為並非完全基於工具

理性的價值計算，而是基於「情境理性」(situational rationality)的驅使，因此不

能僅以「工具性的邏輯」來看待個體的行為，而必須以「社會適當性的邏輯」(logic 

of social appropriateness)、文化價值的角度來看待個體的行為(March & Olsen, 

1989:160)。社會學制度論者認為，個體行為者往往不會直接基於其所意欲的利

益極大化結果而莽撞地行動，而是會設想—根據當下自身所處的制度情境，基於

自己在此制度情境中的角色和地位，他應該如何做出「適當的」(appropriate)回

應。換言之，行為者所考量的是自身的行為能符合社會的期待，與他人的互動也

能「合乎時宜」。與其說行為者追求的是利益極大化，不如說行為者追求的是最

適當的行動。在社會學制度論的觀點下，行為者毋寧是希望自己的行動選擇在當

時的制度情境下具有「正當性」(legitimacy)，能與當時的情境契合，而非理性抉

擇制度論者僅僅強調的(工具)「理性」(Meyer & Rowan, 1991:53; Koelble, 

1995:233)。基於上述，可知社會學制度論抱持制度先於人的立場，認為鑲嵌於

制度環境中的個體無法自由地在制度規範中隨意選擇，制度與個體的關係猶如如

來佛與孫悟空的關係，無論個體(=孫悟空)的行動策略如何，也永遠跳脫不出制

度(=如來佛)所籠罩的五指山(史美強，2005：31)。就社會學制度論者看來，個體

必然是遵守制度規則的行動者，因此社會學制度論在理解個體行動時所強調的

「社會適當性的邏輯」，同時也是「規則遵循的邏輯」(logic of rule following)。 

顯然地，在社會學制度論者的眼中，制度既然形塑了個人的世界觀與認知

自我的方式，個人偏好自然亦是制度建構下的產物，換言之，此派論者將個體行

為者的偏好視為整個制度分析中的內生因素(endogenous factor)，亦即個體行為者

的偏好並非既定，而是受制度所影響的，也就是內生於制度(endogenous to 

institutions)的。 

綜上所述，理性選擇制度論與社會學制度論兩者之間的重大差異，從表面

上來看，除了工具性邏輯與社會適當性邏輯的迥異觀點外，在於偏好形成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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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理性抉擇制度論認為行為者的偏好是既定的，而社會學制度論則認為行為者

個人的偏好仍然是受制度所塑造，因此是非既定的。此外，兩種學派對於個人的

主體性有不同的立場，理性抉擇制度論肯認個人的理性能力，樂觀地看待行動者

的主體性，強調行動者開創制度的可能性，而社會學制度論對於個人主體性的展

現則顯然抱持較悲觀的看法，強調制度環境對個人行動的制約力量，兩個學派之

間因此呈現某種「(個人)意志論」(voluntarism)與「(結構)決定論」(determinism)

的對立態勢。就此看來，儘管新制度論就整體而言被視為介於個體與總體之間的

中層理論，但新制度論中的其中兩個學派—理性抉擇制度論與社會學制度論，由

於基於各自的理論根源與學術傳統(即經濟學與社會學)，理性抉擇制度論因此仍

不免帶有微觀理論的色彩，社會學制度論則仍不免帶有巨觀理論的色彩。 

 

三、折衷色彩的歷史制度論 

如果歷史制度論的特色是兼採理性抉擇制度論與社會學制度論的理論觀

點，它如何將這兩種不同學派看似對立的理論假設同時放在它自己的理論之中而

不致自相矛盾？事實上，理性抉擇制度論與社會學制度論對於個人偏好之觀點的

差異，主要是因為兩種制度論對於制度的定義廣狹不同，以及所採取的時間面向

長短不同所致。社會學制度論所採取的制度概念範疇較廣，文化亦被視為制度的

一環，因此，當社會學制度論宣稱「制度亦會形塑個人偏好，個人偏好並非既定」

時，其實是指「文化亦會形塑個人偏好，個人偏好並非既定」。再者，社會學制

度論是以非常長遠的時間架構來看待「制度」，而非如理性抉擇制度論主要談的

是特定時點下的制度制約。就此看來，就算個人偏好在一般情況下由於短時間內

不可能驟然改變而可視為既定，但若文化也被視為制度的一部分，而且是以長遠

的時間架構來看待這種所謂包含文化範疇的制度概念，稱「制度亦會形塑個人偏

好，個人偏好並非既定」也就理所當然而不足為奇了。2因此，理性抉擇制度論

                                                 
2 舉例而言，當我們研究的是我國某次修憲時各主要政黨對於選舉制度改革議題的策略互動，由

於各政黨基於自己當下的政黨實力對不同的選舉制度類型有其偏好排序，且該課題又是屬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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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學制度論表面上看起來所呈現的「偏好既定 vs.偏好非既定」的對立，其

實是因為對「制度」的定義不同所致，實在不能說是兩者在此一觀點上有本質上

的對立。 

至於理性抉擇制度論所採的計算途徑/工具性的邏輯，以及社會學制度論所

採的文化途徑/社會適當性的邏輯，歷史制度主義主要是透過「路徑依循」(path 

dependence)等相關概念加以連結，並因此得以消解其中的矛盾。所謂「路徑依循」

3，乃是將整個制度建構過程視為一次又一次的路徑選擇過程，而上一個時間點

所做的路徑選擇，將會限制制度發展在下一個時間點的路徑選擇範圍。這是因為

制度變遷過程中存在著制度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的機制，亦即制度存在越

久，政治行為者在現有的制度中運作的時間越長，制度對行為者所帶來的邊際報

酬將會越大，改變既有制度的成本也就越高，從而使得現有制度產生巨大的存續

力量。換言之，現有制度的存在對於行為者所產生的既得利益日益增加，相形之

下制度的沉澱成本(sunk cost)則日益龐大，未來制度變遷的選擇範圍也因此遭到

限縮而被「封鎖」(lock in)在特定的路徑上，使得制度難以走回頭路或重新打造

(Pierson, 2000: 263; Mahoney, 2001: 114)。即使有若干行為者欲進行制度改革，也

無力全盤廢除既有制度，而必須做出某種妥協與適應，只能在既有的制度上衍生

新的規範，從而出現「制度堆積」(institutional layering)的現象，重大的制度變遷

因此難以產生(Thelen, 2002: 225-228)。總之，「路徑依循」此一概念強調，在制

                                                                                                                                            
定時點的問題(因為討論的是「某次」修憲)，自然可以將各政黨的偏好排序視為既定，將其視

為各政黨在修憲時策略互動的外生變項。但如果我們討論的是像「長久以來以總統為決策中心

的政治文化對於憲政體制變遷的影響」，並將此「政治文化」也視為「制度」，那麼各政黨「是

否支持總統在憲法中應有一定權力」的偏好，當然就受到這個「制度」(文化)變項的影響，此

時各政黨的偏好自然就成了內生於「制度」(文化)的內生變項了。 
3 「路徑依循」的概念，一開始乃是由經濟學者 Paul David 所提出。他在一篇討論技術選擇與演

化路徑的論文中指出，現在用來作為電腦輸入的鍵盤乃是採用美式打字機的鍵盤設計，而美式

打字機鍵盤最初的設計理念乃是為了要限制打字的速度，以防打字機因為使用者打字速度太快

而被卡住。隨著電動打字機日漸普及，當初的顧慮早已不復存在，廠商也已開發出效率更佳的

新式鍵盤，但由於人們早已習慣舊式鍵盤，改變既有行為模式的成本將會非常驚人，於是人們

索性將錯就錯，繼續使用效率不佳的鍵盤，廠商推出新式鍵盤的計畫也就這麼胎死腹中。換言

之，這篇論文指出了一種「路徑依循」的現象，即當一種技術因為偶然性因素而被選定時，隨

後的技術選擇便會被鎖定在一定的開發路徑上，而這條路徑未必是該技術選擇的最佳結果。參

見 David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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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形成之初所做的選擇，會與制度的未來發展形成因果鏈結，產生持續且巨大的

決定性影響，同樣地，現今的制度運作狀況與政策決定，也會與未來的制度發展

產生因果鏈結，相當程度界定了未來制度變遷的方向(Levi, 1997:19-41)。 

在歷史制度論的核心概念裡，與路徑依循相輔相成的另外一個概念是「斷

續式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Krasner, 1984:240-242)。在制度長期的發展過

程中，會在某一關鍵時點(critical juncture)發生制度環境出現重大變動的情形，並

形成一個新的均衡狀態，接下來制度會在此一特定的均衡下維持一段穩定的時

間，之後在某一個時點又發生變動，變動後的制度又重新形成另一個均衡，以此

不 斷 運 作 下 去 。 在 每 一 個 關 鍵 時 點 ， 會 構 成 一 種 策 略 性 的 情 境 (strategic 

situation)，此一情境充滿行動者衝突與合作等複雜的政治角力，並因此決定了制

度的轉折方向。而在每一個關鍵時點之間的制度穩定均衡時期，制度會藉由「再

生機制」(reproduction mechanism)， 透過「一連串自我強化」(self-reinforcing 

sequences)的過程，將制度的運作規則「反饋」(feedback)到行動者的認知模式當

中，而使制度得以長期屹立不搖(Mahoney, 2000: 508-509; Thelen, 1999: 399)。易

言之，在每一關鍵時點，制度為依變項，制度受行動者的策略互動所形塑；而在

制度穩定均衡的時期，制度則是自變項，行動者乃是依據制度的規範力而採取行

動。 

上述歷史制度論對於制度變遷過程的論點，亦可由「邏輯之樹」來作比喻，

樹中的「節」(knot)即是關鍵時點，它意味著路徑發展上發生轉折的轉折點

(branching point)，樹中的「枝」(branch)則代表隱含在每一個轉折點之後的路徑

可能性( Przeworski, 1991: 106)。這種景況也很類似生物的演化過程，物種突變就

像是制度發生重大變遷的時點，至於物競天擇的穩定演化過程則像是制度在均衡

狀態下發展的時期。就此看來，歷史制度論所強調的路徑依循與斷續式均衡，其

實具有以下的暗示：第一，制度的發展範圍會受到舊有制度遺產所限制，一般而

言，制度的變遷傾向於有限度的變遷，不太可能出現激進的變革模式，由全新的

制度完全取代新制度。第二，特定關鍵時點原本看似不起眼的微小事件，也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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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影響深遠、範圍廣泛的社會結果。第三，制度的變遷具有歷史的偶然性

(historical contingency)(Immergut, 1998:19)，並且充滿著「歷史的無效率」(historical 

inefficiency)。因為同樣的一組因素可能由於出現的時機或先後次序不同，或在關

鍵轉折點上所遇到的偶發性因素不同，而造成行動者事前難以設想到的非預期結

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形成事前無從預想到的歷史現象，所以制度的變遷

不必然是以目的論的方式，直線地朝向有效率的方向推展(徐斯勤，2001:9)。歷

史制度論的上述暗示，亦可說是對於上節文獻檢閱論及有些論者試圖以單一特定

主軸對台灣憲改過程加以貫穿的論述方式，提出了一個反面觀點。 

故而，歷史制度論之所以能夠兼採理性抉擇制度論所採用的計算途徑與社

會學制度論所採用的文化途徑，將這兩者不同的觀點同放在一個理論分支下而不

會發生自打嘴巴的矛盾情形，主要是因為歷史制度論具有「歷史」的觀照，採用

路徑依循等核心概念，將觀察的時間面向拉長，從時間序列(temporal sequence)

與制度動態論(institutional dynamism)的角度去分析制度在具體的時空脈絡下的

變遷發展(Steinmo & Thelen, 1992: 16-17)。正是因為將時間的面向拉長，使得計

算途徑所強調的工具性邏輯和文化途徑所強調的社會適當性邏輯，在一連串路徑

依循的制度變遷過程中都有其用武之地。就以路徑依循所形成的「邏輯之樹」加

以說明(如下頁圖一之二所示)，在樹上的每一個「節」，也就是路徑發展上的轉

折點，歷史制度論仍然是傾向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點下先確定當時的制度脈絡，

然後建構行動者在此情境中的策略互動模式，並以此探討此種互動結果對於未來

路徑變遷的影響。由於行動者的偏好在這麼一個特定的時點下不可能幡然改變，

行動者的偏好乃被視為制度的外生變項。換言之，在進行關鍵時點「節」部分的

分析時，歷史制度論的分析方式仍然是採取理性抉擇制度論的計算途徑/工具性

邏輯。至於樹上的每一個「枝」，也就是路徑發展上的制度穩定均衡階段，歷史

制度論其實主要是用社會學制度論所採取的文化途徑來解釋制度的穩定狀況。如

前所述，在文化途徑的觀點下，行為者主要追求的是自己的行動選擇在當時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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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ical juncture/branching point： 

                                 logic of instrumentality 
                           既定偏好的行動者決定下一輪制度 
 
 

                                    punctuated equilibrium： 

                                logic of social appropriateness 
 

                                   制度形塑行動者的偏好 

 

 

 

 

 

 

 

 

圖一之二   歷史制度論的「邏輯之樹」 

 

度情境下具有「正當性」(legitimacy)，而現代社會中的正當性來源，正如社會學

大師 Max Weber 所言，乃是法制理性(legal-rational)取向的。在此種取向下，依

據一定程序制定的法律制度，由於具有適法性並被預設為具有理性，因此獲得人

們遵從。故而，在制度的均衡穩定階段，制度之所以能夠長時間保持穩定，並獲

得行動者的遵從，正是來自其法制理性取向的正當性基礎。換言之，在進行制度

穩定均衡時期「枝」部分的分析時，歷史制度論的分析方式則主要是採取社會學

制度的文化途徑/社會適當性邏輯。簡言之，在「節」的部分，既定偏好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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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決定了下一輪的制度，可以用計算途徑進行分析；在「枝」的部分，制度形塑

了行動者的偏好，則可以用文化途徑進行分析。歷史制度論顯然是認為，若將時

間的面向拉長，從歷史的角度來看，計算途徑和文化途徑在制度變遷的不同階段

各自有其適用的可能性。 

進一步言，由於歷史制度論著重從時間序列的角度進行制度變遷的分析，

也因此相當程度消解了理性抉擇制度論偏向「意志論」與社會學制度論偏向「結

構論」之間的對立。就理性抉擇制度論而言，理性行動者的固定個人偏好與利益

極大化的計算乃是行動的基礎，制度只是外生變項，個人的抉擇與行動會受其影

響，但不能完全被其決定，這種立場偏向「意志論」，是一種「個體引導」

(agency-centered)的研究途徑。就社會學制度論而言，不僅個人的外在行為受制

度所制約，即使是個人內在的偏好都是由制度所形塑的，個人行動完全是制度的

依變項，這種立場偏向「決定論」，是「結構引導」(structure-based)的研究途徑。

意志論(或說偏重行動面向)者強調制度結構是行動者互動的結果，結構論者則強

調制度結構對個人的支配力。這兩種立場固然都分別提供了觀察社會現象的簡約

(parsimony)角度，但都不免過於偏頗，都過度簡化了真實世界中結構與行動之間

的關係。在真實世界中，結構和行動之間並不必然是一種彼此對立、一方被另一

方完全決定的關係，正如 Anthony Giddens 在其「結構化行動理論」(theory of 

structuration)4所言，一方面結構對人的行動具有「制約」(constraint)和「施展」

(enablement)兩重效果，亦即結構不僅限制個人的行動，也使行動得以施展，個

人的主體能動性唯有置於結構之中才有可能；另一方面行動者則參與了結構化

(structuring)的行動，使結構的持續存在成為可能，而在「再生」(reproduce)結構

的同時，也為結構帶來了變革和創新的契機 (Giddens, 1984)。易言之，結構不但

是行動的「常存條件」(ever-present condition)，也是行動的「再生結果」(reproduced 

outcome)(Bhaskar, 1998: 34-36，引自郭秋永，2004：65)。簡言之，結構是個體行

                                                 
4 Giddens 所使用的“structuration”(結構化行動)一字，乃是結合 structure (結構)與 action(行動)兩
字而來，以彰顯結構與行動是相互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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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結果，也是個體行動的原因；而個體行動是結構的開創者，也是結構的創造

物。就此看來，結構與行動儘管在理論上可以分離，但在實踐上，兩者之間應該

是彼此交織、互補互賴、雙生相棲的關係。 

歷史制度論的立場與上述 Giddens 的觀點若合符節，其認為制度作為結構的

一環，在變遷的過程中有時是形塑個人行動的自變項，有時則是被行動所決定的

依變項，制度與行為者之間從長期來看不可能尋得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

(Cammack, 1992: 402)。這種立場很明顯地是介於「結構」和「行動」之間的分

析取向，它強調的是結構和行動之間的辯證動態關係。就此看來，歷史制度論既

不完全採「方法論之個體主義」，也非高舉「方法論之整體主義」，其介於行動與

結構之間、個體與總體之間、巨觀與微觀之間，與新制度論中的另外兩個學派—

理性抉擇制度論和社會學制度論相較，更彰顯了新制度論作為「中層理論」的特

色。 

 

四、歷史制度論對憲政體制研究所提供的理論資源 

討論台灣憲政體制變遷這項議題時，歷史制度論可以提供相當多的理論資

源。首先，歷史制度論同時兼顧社會適當的邏輯與工具性的邏輯，與憲政體制變

遷當中必然存在的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正好呈現相當程度的對應關係。一方面，

在憲政體制的法理邏輯極為明確而毫無疑義之處，任何一個身處憲政民主國家的

政治行動者，遵循憲政明確的規範必然是其無法逃避的職責，否則其行為舉措的

合法性必然遭受質疑。是故，在政治行動者被明確之法理邏輯所制約的層面，可

以歷史制度論當中所謂「社會適當性的邏輯」來加以解釋；另一方面，在憲政體

制的法理邏輯未臻明確而有疑義之處，則是政治邏輯發揮作用的空間所在，此一

層面，則可以從歷史制度論當中所謂的「工具性的邏輯」部分找到相關的理論資

源。其次，歷史制度論所採的介於「結構」和「行動」間的分析取向，非常適合

用於憲政體制變遷關於法理邏輯與政治邏輯彼此牽引互動之現象的探討上。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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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明確的法理邏輯一方面提供了一個結構，相當程度地規範了政治行動者的行

為舉措，然而另一方面政治行動者在關鍵時刻依政治邏輯互動的結果，也會填補

憲政體制法理邏輯未臻明確的部分，而進一步充實並形塑憲政體制所提供的結

構。換言之，憲政體制的變遷一方面是相互競爭的政治行動者以利益極大化為目

標的策略互動結果，但是另一方面，政治行動者對於憲政體制的策略互動情境，

亦是鑲嵌於歷史的具體結構中，因此既定的歷史結構對於政治行動者之制度偏好

的形塑也扮演了關鍵角色(Bunce, 2003:170-1, 178)。簡單地說，在憲政體制變遷

的過程中，憲政體制有時是自變項，有時是依變項，而這正與歷史制度論「結構」

和「行動」間之分析取向的論旨若合符節。5第三，在台灣自一九八○年代中期

以來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政體轉型過程中，與過去的威權體制並沒有出現明顯

且決絕的斷裂，作為原來威權執政者的國民黨在政體轉型的初期並沒有迅速崩

潰，而國民黨所主導的憲政改革，因而呈現「分期付款」與「雜亂漸增」(disjointed 

incrementalism)的現象(葉俊榮，2000：49)，整個憲政體制變遷過程的歷史特色，

與歷史制度論所謂「路徑依循」等核心概念所指涉的現象非常吻合。最後，將台

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放在歷史制度論的架構中進行觀察，一方面可以從台灣的

真實歷史經驗，反證歷史制度論之核心概念的有效性與分析架構的可行性，另一

方面也可以讓研究者以歷史制度論的一般性架構為依據，檢視台灣的憲政變遷經

驗是否有歷史制度論無法關照到的特殊性。以上種種，皆是歷史制度論對台灣憲

政體制變遷的研究所能提供的理論資源。 

 
 

第四節 研究架構 

在闡述了歷史制度論本身的理論要旨，以及歷史制度論對於台灣憲政體制

                                                 
5 有必要說明的是，在憲政體制變遷的過程中，當憲政體制在特定歷史時刻主要是作為依變項的

角色時，並非意謂憲政體制是在真空中純然被行動者所決定，因為此時主要作為自變項的行為

者仍然是存在於具體的歷史系絡中。儘管行動者在此時具有主導制度變遷的關鍵力量，但憲政

體制的變遷仍然是在既有的文化、制度脈絡中被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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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的探討所能提供的理論資源後，以下便將進入本文最關切的實質議題—一九

九○年代以來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前已論及，如果我們希望關於憲政體制

變遷的論述方式能夠打破純粹描述修憲「故事」的窠臼，又不希望一廂情願、穿

鑿附會地將整個憲政體制變遷現象描繪成邁向某種特定目標的過程，歷史制度論

的相關論旨，確實有助於消解在探討台灣憲政體制變遷時論述方式上進退維谷的

困境。本文的核心課題是—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是否可能具體地圖像化？

如果圖像化的工作是可能進行的，在具體圖像的呈現下，我們便能夠更有把握掌

握以往憲政體制變遷的發展脈絡，並對未來憲政體制變遷的方向做出預測。 

事實上，已有論者意識到歷史制度論的論點在台灣憲政體制變遷這項議題

上是可資運用的。有論者指出：「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主要是二條性質上矛盾

的『路徑依循』並存之結果，其一是維持修憲、五權體制不變的路徑依循主軸；

另一是強化總統角色的路徑依循支線。…導致最終憲政體制的變遷與選擇，在二

條路徑依循交錯發展下，逐步朝混合體制邁進。」(陳宏銘，1997:178)然而，這

段文字讓人產生疑惑的是，何謂「路徑依循主軸」？又何謂「路徑依循支線」？

事實上仍然相當模糊。上述論者整個研究的論點，固然是以歷史制度論所謂「邏

輯的樹」的比喻來立論，但並無法讓讀者真的用歷史制度論此一抽象化的「邏輯

的樹」與該論者的具體論點相對照，而在腦海中形成具體的「邏輯的樹」的圖像，

來理解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現象。因此，本文以下所要進行之台灣憲政體制變遷

的圖像化工作，固然仍將緊扣歷史制度論在制度變遷議題上的相關論旨，但並不

擬完全從「邏輯的樹」的方式來加以開展。本研究對於台灣憲政體制變遷軌跡圖

像的呈現，將不僅限於「邏輯的樹」比喻中「節」(knot)和「枝」(branch)這種「點」

和「線」面向上的思考，而將進一步具有「面」的概念意涵。 

在具體描繪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之前，必須先指出造成憲政體制變遷

的動力為何，並且必須確認憲政體制的分類方式。帶動台灣憲政體制變遷的三種

動力，分別是修憲、大法官釋憲與實際的憲政運作。台灣憲政體制變遷軌跡的具

體圖像，便是透過此三種動力的交替發生與互相牽引才得以描繪而成。以下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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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這三種動力在台灣憲政體制變遷過程中的特性： 

一、修憲：修憲當然是導致憲政體制變遷最直接、最顯而易見的動力。每一次修

憲都可說是政治行動者策略互動的場合，屬於政治邏輯充分發揮的場域。不

過，在台灣一九九○年代至今七次的修憲當中，並非每一次修憲都涉及憲政

體制類型的變遷。例如第五次修憲通過國大延任案(後來大法官釋字第四九九

號解釋宣告第五次修憲無效)，第六次修憲將國大虛級化，第七次修憲廢除國

大、立委席次減半與立委選舉制度改革，由於都沒有對決定一個國家憲政體

制類型的關鍵—總統、內閣(行政院)、國會(立法院)的三角關係造成重大更

動，因此這三次修憲並不是本文探討的焦點。6第一次修憲至第四次修憲，才

真正地導致了台灣憲政體制類型的變遷。 

二、大法官釋憲：在成熟穩定的民主國家，違憲審查機關之所以會進行釋憲工作，

多是肇因於憲法文字本身的抽象性或規定的闕漏，而憲法解釋的主要功能即

在於補充原憲法條文之不足，以闡明原憲法規範的意旨。因此在憲政體制方

面如有需要憲法解釋，亦多是針對憲政運作的制度細節疑義加以補充。理論

上，民主國家的憲政體制類型，構成一國之內憲政機關政治活動的框架秩序

與價值體系，基於「國民主權」原則，應是屬於透過國民總意志之表達加以

決定的事項，而違憲審查機關做為國家憲政架構下的一環，且在本質上面臨

「反多數決困境」(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7，其職責多是在補充國民

總意志所決定之國家憲政架構中所發生的若干闕漏之處，使憲法能夠適應環

境變遷而成為「活的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就違憲審查的制度本意而言，

憲法是違憲審查機關進行違憲審查的「依據」，而非違憲審查的「對象」；違

                                                 
6 第六次修憲將國大虛級化，國大原有的職權被移轉到立法院；第七次修憲廢除國大，立法院自  

此確立為我國的單一國會。這兩次修憲儘管對立法院的權力與地位造成若干牽動，但對立法

院、行政院與總統這三個決定憲政體制類型之機關的三角關係並無造成重大影響，因此並非本

文討論憲政體制類型變遷的焦點。關於第五、六、七次修憲的略述，仍可見本文第五章第四節。 
7 所謂「反多數決困境」，是指違憲審查機關欠缺直接的民主正當性，卻可以推翻由「多數人民」

所選出之政治部門(指行政與立法部門)的意志決定(即命令與法律)，等於是以現實的少數對抗

現實的多數，因此違憲審查制度在某種意義上是反多數民主的。關於「反多數決困境」的討論，

可參見 Bickel (1962)、Ely (1980)、Kronman (1985)、Adler (1997)。 



 27

憲審查機關本其對憲法精神的堅持，發揮維護國家整體法規範秩序、保障人

民憲法上權利、裁決權限機關爭議及保存憲法既定長期價值等功能(吳庚，

2001：4-7)，因此違憲審查機關一般被認為扮演的是「憲法之維護者」的角

色。然而在我國，由於憲政體制定位原本就模糊不清，憲法解釋對於憲政運

作的功能，已不僅僅是在補充制度細節的闕漏，而往往是更大程度地闡明憲

政體制運作的制度精神，直指憲政體制類型的關鍵制度設計。簡言之，我國

大法官關於憲政體制運作之憲法解釋的一項特殊之處，乃是其功能從一般民

主國家的「制度細節補遺」擴大成「制度類型抉擇」，發揮「沉默制憲」的

功能(陳英鈐，2005：63)。大法官的角色從釋憲者轉變為「代位的制憲者」

(Ersatzverfassungsgeber)，大法官會議則猶如「持續集會中的修/制憲會議」

(continuous convention)，這一特色在台灣憲政體制變遷的過程中可謂展露無

疑。與一般民主國家違憲審查機關的角色相較，我國大法官的政治性格也因

此更為突顯。8 

三、憲政運作：由於台灣在歷次修憲中，憲法文字對於國家機關各部門的權力互

動始終存有相當程度的模糊性，導致不同論者對於我國憲政體制類型的定位

各有不同的詮釋和看法；而大法官基於司法機關「不告不理原則」的被動性，

亦不可能對我國憲政體制類型的定位隨時表示意見。因此，實際的憲政運作

亦充分填補了我國憲政體制類型定位的模糊地帶，成為導致憲政體制變遷的

第三種動力。在憲政體制內涵未臻明確部分的憲政運作，一方面充滿了政治

行動者的政治考量，必然充斥著政治邏輯，另一方面也彰顯了主要政治行動

者對於憲政體制的認知方式。反覆發生之憲政運作，若經歷長久時間仍受遵

                                                 
8 違憲審查機關經常被認為應該超然獨立於政治權力之外，然而在真實的運作中，違憲審查機關

卻很難避免陷入政治與司法的糾葛中，尤其是在面臨國家機關的權限爭議時更是如此。違憲審

查機關不僅是憲政法理邏輯的釋義者，甚至是憲政體制變遷過程中重要的策略行動者；亦即違

憲審查機關在進行違憲與否的判斷的判斷時，不僅是純粹以法理認知為依據，也不免涉入自己

的意識形態與政策偏好，以及違憲審查機關本身利益的考量。關於違憲審查機關之政治性格的

討論，可參見 Schubert(1965)、Segal & Spaeth(1993)、Tushnet(1999)、Waldron(1999)、
Dershowitz(2001)、Pacelle(2002)、Ginsburg(2006);吳重禮、陳惠玟(2000)、任冀平、謝秉憲(2003)、
楊智傑(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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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則會進一步成為具有拘束效力的憲政慣例，對於憲政體制具有形塑作用。 

至於憲政體制的類型，本文將其分為總統制、內閣制，以及半總統制，而

半總統制則進一步劃分為「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前者指內

閣僅對國會負責、不對總統負責的半總統制，後者指內閣須對國會與總統負責的

半總統制。總統制與內閣制是憲政體制的兩大典型，殆無疑義。至於本文為何以

半總統制為「第三種」憲政體制的名稱，以及為何將半總統制分為「一元型半總

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則是本文第二章所探討的主題。 

在指出了憲政體制變遷的動力，並在第二章確認憲政體制的分類方式之

後，本文從第三章以下將具體描繪台灣憲政體制變遷的軌跡，並將其圖像化。在

此簡要說明此一圖像的具體形成過程：台灣在一九九○年代初期為了銜接動員戡

亂體制所推動的憲政改革，從一開始的第一次修憲與第二次修憲便確立了行政向

立法負責的底線(圖一之三)，在第三次修憲則確立了在憲政體制中有一位由人民

直選的有權總統(圖一之四)。透過前三次修憲這兩個制度底線的框限，基本上確

立了台灣憲政體制往後將在圖一之五中的中間軌道—半總統制路徑中迂迴前

進。而如圖一之六所示，半總統制軌道中尚可分成兩個「路徑」，即內閣僅對國

會負責、不對總統負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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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圖一之七所示，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七號與四一九號解

釋，將台灣憲政體制從路徑未明的半總統制拉到有明確路徑的「一元型半總統

制」，然而很快地在第四次修憲中，「一元型半總統制」的制度精神便遭到模糊化，

此時台灣憲政體制遂由大法官解釋所確立的「一元型半總統制」再度被拉回至路

徑不明的半總統制。這種隱晦不明的情況持續了一段時間，一直到二○○○年陳

水扁總統上任後，透過一連串的憲政運作，以及大法官釋字五二○號解釋對這一

連串具有爭議性的憲政運作所提供的合法性基礎，則更進一步地將台灣憲政體制

由路徑不明的半總統制向右拉到「二元型半總統制」的路徑。而自此以後的憲政

運作，其中歷經二○○二年二月第五屆立委就職前夕、二○○四年五月新任總統

就職前夕、二○○五年二月第六屆立委就職前夕、二○○五年十二月縣市長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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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數次的內閣更迭，則更是讓台灣憲政體制在「二元型半總統制」這個路徑持續

地邁進，而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五號與釋字第六一三號解釋更是進一步賦予了「二

元型半總統制」憲政運作的合法性。  

基於以上的簡要陳述，本文在以下各章描繪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時，

將分成下列幾個階段，以歷史制度論的論旨為主軸，對圖一之一至圖一之七的建

構過程詳加說明： 

一、行政向立法負責之精神的確立(「柵欄」的構築)—第一次修憲(1991)至第二

次修憲(1992) 

二、有權之民選總統的確立(「高牆」的構築)與半總統制路徑的浮現—第三次修

憲(1994) 

三、往一元型半總統制的路徑移動—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七號(1995)、釋字第四一

九號(1996) 

四、折回路徑未明的半總統制—第四次修憲(1997) 

五、往二元型半總統制的路徑移動—陳水扁總統上任之後的憲政運作(2000) 

六、在二元型半總統制的路徑持續前進—釋字第五二○號(2001)、釋字第五八五

號(2004)與釋字第六一三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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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三  台灣憲政體制變遷路徑的形成過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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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四 台灣憲政體制變遷路徑的形成過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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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五 台灣憲政體制變遷路徑的形成過程(三) 

 
 
 
 
 
 
 
 
 
 
 
 
 
 
 
 

圖一之六 台灣憲政體制變遷路徑的形成過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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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修憲 
                                       （確立總統民選） 
 
 
 
 
 
                          
                 釋 387(1995) 
                 釋 419(1996) 
 
 
 
 
 
                 第四次修憲 
                   (1997) 
 
 
 
 
 
 
                                        陳總統上任的 

憲政運作(2000) 
 
 

              
     釋 520(2001) 
     釋 585(2004) 

 釋 613(2006) 
 
       

內閣制      （一元型半總統制）      （二元型半總統制）       總統制 

圖一之七 台灣憲政體制變遷路徑的形成過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