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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三種」憲政體制類型的釐清 
 

 

在探討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之前，有必要對憲政體制類型的分類先加

以確認。關於當代民主國家的憲政體制類型，傳統上有總統制與內閣制的二分

法，1然而，晚近有越來越多的國家採取的是「第三種」憲政體制，這種憲政體

制中既存在一個有實權的民選總統，又存在一個向國會負責的內閣，顯然已非傳

統的「總統制/內閣制」二分法所能涵蓋。對於「第三種」憲政體制究竟該如何

界定，有「半總統制」、「混合制」、「雙首長制」、「行政權雙軌制」等各種不同的

定位方式。究竟哪一種界定方式比較合宜？這些不同的界定方式之間的關係為

何？關於這些問題，在本章將試圖予以釐清，而後並將進一步對「第三種」憲政

體制進行次類型的劃分。憲政體制類型的確認，乃是後文討論台灣憲政體制變遷

軌跡的基礎。 

 

第一節 「第三種」憲政體制類型的各種界定方式 

一、半總統制 

在上述各種不同的名稱當中，學術界引用最多、討論最頻繁的的當屬

Maurice  Duverger 所稱的「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Duverger(1980)所

謂的「半總統制」包含下列三個要素：第一，總統是由普選產生；第二，憲法賦

予總統相當的權力(considerable powers)；第三，在總統之外，尚有總理為首的內

閣掌控政府的行政權力，並且需向國會負責。在 Duverger 於一九八○年前後提

出「半總統制」的概念時，共有法國、奧地利、芬蘭、葡萄牙、冰島、愛爾蘭以

及威瑪德國等七個國家被 Duverger 視為同此類型的憲政體制。當時這個數目看

                                                 
1 瑞士的委員制固然是總統制與內閣制之外的特殊憲政體制類型，但由於採取委員制的國家始終

只有瑞士一國，在當代民主憲政體制中不具有普遍性，因此總統制與內閣制的二分法，乃是傳

統政治學教科書的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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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不多，然而，自從一九七○年代第三波民主化浪潮席捲歐、美、亞、非各洲之

後，許多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進行憲政體制選擇時，紛紛採取符合「半總統制」

定義的憲政體制，根據估計，至一九九○年代中期，全世界符合「半總統制」定

義的國家有三十多個(Bahro, 1998)；至一九九○年代末期，則已有四十二個國家

的憲政體制符合「半總統制」的界定(Elgie, 1999: 14)。隨著符合「半總統制」特

徵的國家日益增多，學界對於「半總統制」的討論亦日益熱烈。到了一九九○年

代中期，Giovanni Sartori 承襲十多年前 Duverger 所謂「半總統制」的概念，對

「半總統制」的概念內涵重新予以詮釋。Sartori(1994: 132)認為「半總統制」有

以下的特徵：一、總統為國家元首，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並有固定任期。

二、總統與內閣總理共享行政權，形成二元權威結構(dual authority structure)，而

此一二元權威結構的界定標準有三：一、總統獨立於國會之外，無權直接單獨治

理，其意志必須經由內閣傳達並處理；二、內閣總理與其領導之內閣是否能夠在

位，係依國會是否信任而定；三、此種二元權威結構容許有不同的制度安排，也

容許總統與總理間權力的變動，但此一結構至少受一嚴格條件的限制—即總統與

總理都有「獨立行事的潛能」(autonomy potential)存在。 

若比對 Duverger 與 Sartori 兩位學者對「半總統制」所下的定義，會發現兩

位學者對於「半總統制」的內涵界定其實是相當一致的，只是 Sartori 其定義的

方式較為詳盡，Duverger 所指出的「半總統制」特徵因此都可以包含在 Sartori

的「半總統制」定義當中。不過，從兩位學者對「半總統制」不盡相同的概念界

定方式，還是可以看出兩位學者對於「半總統制」有各自想要強調的特徵。首先，

Duverger 在他對「半總統制」的界定中，一方面指出在此種體制中存在著一個有

權力的民選總統，表示此種體制具有總統制雙元民主正當性的特色，與總統制同

樣具有「權力分立」(separation of powers)的制度設計；另一方面又指出此種體制

具有行政向立法負責這種內閣制精神的存在，與內閣制同樣具有「權力融合」

(fusion of powers)的制度設計。這樣的界定方式顯然認為這種憲政體制具有混合

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折衷特色(Rockman, 1997)。正因為如此，有不少論者亦常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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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憲政體制稱為「混合制」(hybrid system; mixed system)，表示這種制度是位於

總統制到議會內閣制之連續線上的中間地帶，分採兩種憲政類型的若干特質折衷

而成。2其次，在 Sartori 對「半總統制」的界定中，特別強調「半總統制」蘊含

著總統與總理各自擁有不同權限的「二元權威結構」。3由於行政權分別由總統與

總理掌握而走向二元化，此時向來以行政一體為基本原則的行政權內部，便可能

出現總統與總理之間相互競逐權力的現象(Protsyk, 2006: 219-244)。Sartori 這種對

於「半總統制」的理解角度，自然很容易讓人聯想到關於「第三種」憲政體制的

另一種定位方式—「雙首長制」。 

 

二、雙首長制 

關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之外的「第三種」憲政體制，「半總統制」固然是學界

討論最頻繁的概念，但是國內輿論界最常使用的名稱則是「雙首長制」

(dual-executive system; dual leadership)。事實上，學界對於雙首長制此一概念的

討論，遠不及「半總統制」來得多。Karl Loewenstein(1957:90)曾經指出，所謂「雙

首長」(dual executive)，是指一個國家的行政權由兩個不同的國家機關—總統和

總理(或政府)所分享的情況。而 Jean Blondel 所謂「雙首長制」(dual leadership, 或

稱二元領導)的概念意涵，則要比 Loewenstein 來得廣。依照 Blondel(1992)的界

定，雙首長制指的是兩個人實際、持續、有效地共同治理政務的政府體制，政府

首腦的權力同時掌握在兩個人的手中。這兩個領導人可能共同監督所有的決策，

也有可能按不同領域或政策重要程度以分工方式分擔政務。Blondel 指出，雙首

長制從現實經驗來看則可再細分成三類，即前述民主共和體制下的「半總統制」

                                                 
2 例如 G. A. Almond 與 G. B. Powell, Jr.即以政治體系中權力集中與否作為指標，將權力分立與

權力集中各置於光譜的兩端。總統制位於權力分立的一端，採取「權力融合」(fusion of powers)
原則的內閣制則較偏向權力集中的一端(位於權力集中之一端者則為威權體制)，法國、芬蘭等

「混合制」則是介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參見 Almond & Powell (1978: 238)。 
3 Sartori 在《比較憲政工程》一書討論「半總統制」的專章中，在闡述他對「半總統制」的界定

之前，在整個專章一開頭便開宗明義地指出：「任何半總統制必要的一個特徵，就是二元權威

結構，亦即雙元首長的配置。」由此可見他對這項特徵的強調。參見 Sartori (199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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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presidential republics)、「二元君主制」(dual monarchies)以及「共產主義體

系」(communist systems)。「二元君主制」又稱「國王與首相制」(the king and prime 

minister system)，是歷史上最先發展出來的雙首長制類型，即指同時存在國王與

首相掌理政務的體制，這種現象係出現在由君主專制政體轉變為自由民主政體的

過渡階段。在此一過渡階段，原有的君主仍掌握實權，而另有首相輔政，例如十

八、十九世紀從君主主權過渡到國會主權的英國即屬此類，當今的約旦、尼泊爾

4等國也接近這種類型；「共產主義體系」則是指共產國家中共黨的總書記及政府

總理分別由不同人士擔任的二元領導體制；民主共和體制下的「半總統制」中由

於有總統和總理共享行政權，因此亦屬雙首長制。換言之，在 Blondel 的定義下，

「半總統制」被視為「雙首長制」下的一種次類型，「雙首長制」是一個比「半

總統制」更為廣泛的概念。 

 

三、行政權雙軌制 

國內輿論界在論及「雙首長制」的運作時，常有類似以下的說法—「所謂

『雙首長制』的憲政運作，即總統與國會多數同黨，憲政運作應走向總統制；總

統與國會多數不同黨時，憲政運作則應走向內閣制。」嚴格說來，這種說法混淆

了具有廣泛意義的「雙首長制」與獨特意義的法國「行政權雙軌制」(dual-tracked 

executive)(朱雲漢，1997:11)，因為雙首長制的實際憲政運作並不必然呈現出總統

制與內閣制之間交替的運作模式，這種運作模式毋寧是法國第五共和的獨特憲政

經驗。事實上，早在法國的左右共治出現之前，Duverger 在他那篇討論討論「半

總統制」的著名英文論文中，便曾引用 Georges Vedel 的預測觀點，指出「半總

統制」若存在於法國的話，將不會是總統制與內閣制的綜合體，而是會在總統制

                                                 
4 當前尼泊爾的「二元君主制」在不久的將來應有重大變動。2005 年 2 月，尼泊爾國王賈南德

拉 (Gyanendra Bir Bikram Shah Dev)宣佈解散內閣直接主政，引發人民不滿。2006 年 1 月，

尼泊爾共產黨反政府武裝分子(毛派)開始對尼國首都加德滿都展開連串突襲，4 月間尼國各地

爆發民眾大規模的反國王遊行示威與罷工。在毛派武裝分子與反對派的壓力下，賈南德拉國王

終於屈服，重新任命首相，還政於民。此刻尼國政界正在研議重新制憲將國王改為虛位元首，

甚至廢除王室改為共和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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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閣制兩種情況相互交替(Duverger, 1980:186)。  同樣地，Raymond Aron 

(1982:8)也認為法國第五共和體制是一種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轉換的憲政體

制。也就是說，當總統和國會是由同一政黨控制時，政治權力集中在總統之手，

成為總統制；但當總統與國會是由不同政黨所控制時，政治權力則集中在總理手

中，憲政體制便轉換為內閣制。簡言之，這種憲政體制具有在總統制和內閣制之

間「換軌」(alternation)的特色。而在法國的憲政運作已經出現過三次左右共治之

後，5Arend Lijphart(1999:128)則指出，法國第五共和體制在共治與非共治時期的

憲政經驗確實應驗了前述 Vedel 與 Aron 的預測。正因為 Lijphart 十分贊同憲政體

制換軌的觀點，因此 Lijphart 在進行憲政體制類型的分類時，根本就不承認有所

謂的「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他認為在一個憲政體制中，只要能確認究竟是總

統或總理才是真正的行政首長，便能將憲政體制劃歸為總統制或內閣制。因此，

前述 Duverger 所舉出的幾個「半總統制」國家，都被 Lijphart 劃歸為總統制或內

閣制—非共治時期的法國被他列為總統制國家；而共治時期的法國、芬蘭、奧地

利、冰島、愛爾蘭、葡萄牙等國則被他列為內閣制國家。 

「行政權雙軌制」這樣的定位方式顯然是希望更貼切地掌握法國第五共和

憲政運作的動態實貌，但是我們若仔細推敲，將會發現「行政權雙軌制」與「雙

首長制」雖然都有「雙」這樣的字眼，但其實是兩種在定義上無法並存的憲政體

制定位方式。假設純粹的行政權雙軌制是存在的，則行政權在任何一個時點若不

是由總統掌握，便是由總理掌握，在這種情形下，也就無雙首長制所謂行政權在

「同一個時期」皆是由兩人共同掌握的現象了。行政權雙軌制雖名為雙軌，但從

任何一個時點來看行政權都是一元化的，與雙首長制明指行政權持續呈現二元化

的說法其實是相互扞格的。就此看來，國內輿論界認為「雙首長制的運作規則便

是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換軌運作」的說法，不僅是混淆了廣泛意義的「雙首長

                                                 
5 在共治時期，總統所屬政黨並非國會多數，此時總統與國會多數支持的總理分屬不同政黨聯

盟。截至目前為止，法國第五共和曾經出現過三次共治，分別出現在 1986-1988[左派(社會黨)
總統密特朗(François Mitterand)vs.右派(共和聯盟)總理席哈克(Jacques Chirac)]、1993-1995[左派

(社會黨)總統密特朗 vs.右派(共和聯盟)總理巴拉杜(Edouard Balladur)]、1997-2002[右派(共和聯

盟)總統席哈克 vs.左派(社會黨)總理喬斯班(Lionel Jos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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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獨特意義的法國「行政權雙軌制」，更沒有察覺到「雙首長制」與「行政

權雙軌制」其實是在嚴謹定義上彼此互斥的憲政體制。 

「行政權雙軌制」的說法看似生動，卻不全然是一個完全沒有爭議的概念。

除了「行政權雙軌制」在概念上與「雙首長制」的互斥性值得注意外，有學者根

據法國的實際憲政運作經驗，認為「換軌」的說法過於簡化、武斷。前文曾提及，

Giovanni Sartori 在他對「半總統制」所下的定義中，非常強調「半總統制」存在

著「二元權威結構」。因此，強調「半總統制」呈現行政權二元化現象的 Sartori，

也就自然無法接受隱含著行政權一元化意涵的「行政權雙軌制」定位方式，他於

是提出「擺盪」(oscillation)的概念來修正「換軌」的說法。他指出，在法國，當

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時(即非共治時期)，總統雖然掌握行政大權，但他主要是以

國會執政黨領袖的身分發號施令，由於內閣向國會負責的機制依然存在，總統制

下權力分立制衡的原則仍然沒有貫徹；同樣地，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即

共治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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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Sartori 認為不論在共治或非共治時期，行政權

二元化的現象始終都是持續存在的，只是總統與總理這兩個職位究竟誰才是真正

的「首位首長」(the first head)，乃是隨著總統與國會多數之組合的變動情形而擺

動，而在這種「首位首長的轉換」(first-head shifting)中，憲政體制中的某些制度

特徵是始終保持不變的。畢竟，一個在實際運作上非常「接近總統制」或者非常

接近「接近內閣制」的憲政體制，都不會因而就完全等同於「總統制」與「內閣

制」(蘇彥圖，2002：431)，是以這種「首位首長」的轉換只能說是同一種體制

內部的擺動，並不涉及體制定位的更替。因此，Sartori 認為，與其武斷地宣稱法

國憲政運作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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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tori, 1994：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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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為最大公約數之「半總統制」概念的缺失 

在探討了「半總統制」、「雙首長制」、「行政權雙軌制」等關於總統制與內

閣制之外的「第三種」憲政體制的各種定位方式之後，應可發現「半總統制」這

個學界討論最頻繁的概念，確實是上述各種定位方式中的最大公約數。為何如此

說？首先，「雙首長制」這個概念其實相當單純，其指涉的僅是行政權二元化的

現象，正因為這個概念的內涵非常單調，因此在現實世界中符合此一概念的體制

當然也就最多，可以將民主與非民主政體下的許多政府體制都涵蓋在內。由於我

們關注的焦點是民主政體下的憲政體制類型，因此，在雙首長制的三個次類型

(「半總統制」、「二元君主制」、「共產主義體系」)中，如果我們對「二元君主制」

與「共產主義體系」這兩種非民主政體的體制存而不論，「半總統制」與「雙首

長制」幾乎是可以畫上等號的。6而在「半總統制」的定義中，確實也已經充分

彰顯出「雙首長制」所指涉的行政權二元化的意涵(尤其在 Sartori 的定義中更是

強調此一意涵)，同時也蘊含了折衷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混合制」特色。其次，

不論是「行政權雙軌制」這種說法所強調的換軌，或是修正觀點中所強調的擺盪，

都僅是指出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運作的浮動特質，這樣的界定方式乃是單就法國的

憲政運作而論，因此並不能廣泛地作為界定非總統制又非內閣制國家的「第三種」

憲政體制類型。「行政權雙軌制」或「擺盪」的說法，應可說是「半總統制」下

的某一種運作態樣。 

Duverger 等人提出的「半總統制」雖然是學界中最廣為接受的「第三種」

政府體制界定方式，但並不表示這樣的界定方式沒有受到質疑與批評。最容易遭

到的批評是「半總統制」這個概念的定義不夠精確，在 Duverger 所提出的「半

                                                 
6 例如，Juan Linz 在他非常著名的一篇論文“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中，便指出「雙首長制」(dual executive system)具有兩項共同特徵：一是總

統係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而非由國會提名，而總統通常擁有任命總理和解散國會的

權力(此一界定相當於 Duverger 所謂「半總統制」的前兩個要素，即民選總統和有相當權力的

總統)；二是總理必須獲得國會的信任才能在位(此一界定則與 Duverger 所謂「半總統制」」的

第三個要素完全一致)。Linz 對於「雙首長制」的定義顯然是將「雙首長制」與 Duverger 所謂

的「半總統制」相互混用的。參見 Linz (199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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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制」三項制度要件中，第一項要件(總統由普選產生)與第三項要件(內閣對國

會負責)的意涵固然較為明確而無爭議，但是第二項要件所謂「總統有『相當的』

權力」，其意涵便顯得相當模糊。究竟總統的「相當」權力是指多大的權力？我

們可以想像，假若某一個國家的制度特徵符合 Duverger 的第一、三要件，又該

國總統所擁有的權力僅有被動的解散國會權與經由國會認可的總理任命權，如果

我們認為這樣的總統權力仍符合「總統有相當的權力」這項要件，則此一國家的

政府體制固然同時滿足「半總統制」的三項制度要件，但在實際運作上根本與內

閣制無異(Hsieh, 2003:2-3)；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想像，在一個國家的制度特徵

符合 Duverger 之第一、三要件的情況下，假若總統的「相當權力」指的是總統

可以自由任命總理、主動解散國會，直接頒布法令，並且掌握相當程度的一般行

政權，則此一「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政運作便幾乎已經超越了憲政民主政體所容

許的界線。如果「半總統制」可以同時包含在實際運作上如此大相逕庭的政府體

制，「半總統制」是否還能稱為是一個有效的概念，自然會受到質疑。正因為所

謂「半總統制」國家實在存在著根本性的權力結構差異，因此有學者根本拒絕認

同「半總統制」這個概念，而直接以「總統制 vs. 內閣制」的二分法看待民主國

家的憲政體制類型。7 

由於「半總統制」這個概念的定義過於廣泛、不夠精確，也使得學界在討

論「半總統制」的相關議題時出現以下的紛亂現象：首先可以看到的是，不同的

論者在判斷哪些國家的政府體制是屬於「半總統制」時，不免摻雜個人主觀判斷，

使得學界對於「半總統制」國家的範圍始終沒有共識。舉例而言，Duverger 在一

九七○年代提出「半總統制」這個概念時，指出法國、奧地利、芬蘭、葡萄牙、

冰島、愛爾蘭以及威瑪德國等七國為「半總統制」國家，於一九八三年則進一步

                                                 
7 拒絕承認「半總統制」此一概念，而認為憲政體制用「總統制」和「內閣制」兩個概念予以劃

分便已足夠的學者，除了前文討論行政權雙軌制時提及的 Arend Lijphart 之外，還有 Alan 
Siaroff。Siaroff(2003)將憲政體制分為總統制與內閣制，而內閣制又細分為有支配力之總統的

內閣制 (parliamentary system with presidential dominance) 、有矯正力之總統的內閣制

(parliamentary system with a presidential corrective)，以及虛位總統的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 with figurehead presidents)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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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七個國家分為兩群：法國、芬蘭、葡萄牙與威瑪德國等四國的總統權力較大，

乃是「有效的」(effective)「半總統制」；而奧地利、冰島和愛爾蘭等三國的總統

權力較小，乃是「表面的」(apparent)的「半總統制」(李鳳玉，2001：6)。儘管

Duverger 也看出各國總統權力大小有別而有區分的必要，畢竟仍將奧地利等三個

總統權力較小的國家歸為「半總統制」。然而，Sartori 卻斷然地認為，奧地利、

冰島與愛爾蘭三國不應歸為「半總統制」，而是屬於內閣制國家(Sartori, 1997: 

126)。其次可以發現的是，基於不同論者對於「半總統制」國家之範圍的看法不

同，也就連帶地使得不同論者對於「半總統制」的制度結果有迥然不同的評價。

例如，若以前述 Sartori 所理解的「半總統制」國家的範圍為觀察依據，可能會

得到「『半總統制』會造成行政權內部的衝突」這樣的結論。但是若以 Duverger

所理解的「半總統制」國家的範圍為觀察依據，則可能會得到的結論卻是「『半

總統制』不必然會造成行政權內部的衝突」(Elgie, 2003A:6) 。事實上，在我國

歷次修憲過程中有關憲政體制選擇的論辯上，「半總統制」所獲得的兩極評價，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半總統制」是一個過於廣泛的概念，使得不同論

者基於不同的參考國家來立論，因而導致截然不同的評價。 

「半總統制」概念除了因為定義過於廣泛引人質疑之外，另外「半總統制」

這樣的界定方式引人疑惑的是，相對於內閣制與總統制這兩種運作原則相當明確

的憲政體制，「半總統制」的憲政運作究竟是遵循什麼樣的運作原則，從 Duverger

對「半總統制」的界定中似乎無法看出端倪。就內閣制而言，採取的是行政權與

立法權合一的「權力融合」原則。所謂融合，係指行政權產生於立法權，亦即政

府(內閣)產生於國會。在此原則下，由於行政權是源自立法權，內閣的產生與持

續存在於是必須基於國會的支持和信任，因此在內閣制之下，就行政與立法的互

動機制而言，內閣須向國會負責；就行政首長的產生方式而言，內閣首長人選須

由國會意志決定；8就行政首長的任期而言，由於閣揆是否持續在位端視國會是

                                                 
8 不同內閣制國家在內閣首長之產生方式的制度設計上各有不同，例如英國首相由國王直接任命

(國王必然會任命國會多數黨黨魁為首相)；德國總理由總統提名、國會同意；日本首相則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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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支持而定，因此任期不固定。相對地，就總統制而言，採取的是行政權與立法

權分離的「權力分立」原則。所謂分立，係指掌握行政權的總統與掌握立法權的

國會各自由人民選舉產生，總統與國會皆有各自的民主正當性。在此原則上，由

於行政權並非源自立法權，政府的產生與持續存在於是不須基於國會的支持和信

任，因此在總統制下，就行政與立法的互動機制而言，政府與國會彼此相互制衡；

就行政首長的產生方式而言，身為行政首長的總統人選並非由國會意志決定，而

是由人民透過選舉決定；就行政首長的任期而言，由於總統的權力來源係來自人

民在定期選舉時的付託，因此除非有違法失職而受彈劾的特殊情況，原則上總統

的任期固定。綜言之，基於內閣制與總統制分別採取「權力融合」與「權力分立」

兩種不同的核心原則，於是內閣制與總統制在行政與立法的互動機制、行政首長

的產生方式，以及行政首長的任期等面向，皆循著核心原則的不同而出現「行政

向立法負責 vs. 行政與立法相互制衡」、「行政首長由國會決定 vs.人民選舉」、「行

政首長任期固定 vs. 不固定」的對稱關係。如果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核心原則和從

核心原則所推導出的制度運作邏輯是如此清晰，那麼同時混合權力分立與融合精

神的「半總統制」，究竟存在著什麼樣的核心原則與制度運作邏輯？這似乎是

Duverger 在界定「半總統制」時沒有清楚闡明的。 

綜上所述，儘管「半總統制」是各種「第三種」政府體制定位方式中的最

大公約數，但是「半總統制」這樣的界定方式仍然存在著定義過於廣泛與核心原

則(乃至制度運作邏輯)沒有清楚交代的缺失。因此，如果我們要接受「半總統制」

的概念，便有必要回應「半總統制」此一概念的上述缺失。針對「半總統制」定

義過於廣泛的缺失，有不少論者係在接受「半總統制」此一概念的基礎上，對「半

總統制」做更進一步的劃分。在下一節中，本文將先扼要介紹學界各種「半總統

制」次類型的劃分方式，而後提出本文的劃分方式—「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

元型半總統制」。本文將指出，「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這樣的

                                                                                                                                            
會選舉產生後再由天皇任命。不過，儘管各國的內閣首長產生方式有形式上的差異，但在實質

上，皆是以國會的意志為依歸。 



 43

次類型劃分方式，在矯正「半總統制」定義過於廣泛之缺失的同時，也可以清楚

回應「半總統制」的核心原則與制度運作邏輯的問題。 

 

第二節 「第三種」憲政體制的次類型 

一、「半總統制」的各種次類型劃分方式 

由於「半總統制」定義過於籠統的缺失，導致運作情況差別甚大的政府體

制皆可被涵蓋在此一概念下，有不少學者試圖將「半總統制」中總統的權力進行

量化，以觀察「半總統制」憲政體制的不同運作態樣，例如 McGregor (1994: 

23-31)、Frye(1997: 523-552)、Metcalf(2000: 660-85)、Roper(2002: 253-272)、

Tanasescu(2002: 13-16)、Johannsen and Nørgaard(2003)、Beliaev(2006: 375-398) 等

人。另外也有不少學者試圖對「半總統制」進行次類型的劃分，例如 Matthew 

Shugart 和 John M. Carey(1992:18-27) 根據總統和總理的權力對比，提出「總理

總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ism)及「總統議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ism)兩

種「半總統制」的次類型，前種體制下的總理比總統擁有較大的實權與對政府的

主導性，後種體制的情況則正好相反。許志雄(1997)則以總統、內閣與國會多數

所構成的政黨生態，將「半總統制」區分為以下四種：當總統與內閣屬於同一黨

派，且該黨派在國會居於多數時，稱為「多數政權型」；當總統與內閣屬於同一

黨派，但該黨派在國會居於少數時，稱為「少數政權型」；當總統屬於國會少數

派，內閣由非總統派的議會多數派組成時，稱為「競合政權型」；當總統與內閣

分屬不同黨派，而內閣亦屬國會少數派時，則稱「監護政權型」。9  

吳玉山(1997)對於「半總統制」次類型的分類，一開始是根據總統權力的大

小，將「半總統制」分為「強勢總統的半總統制」與「弱勢總統的半總統制」；

隨後以總統權力大小、府會一致性與政黨體系三個變項，區分出八種在政治穩定

                                                 
9 若更精確地說，許志雄其實並不承認「半總統制」這樣的憲政體制定位方式，他認為「半總統

制」其實就是「二元型議會內閣制」，屬於內閣制的一種。「少數政權」等四種類型，嚴格說

來是許志雄對於「二元型議會內閣制」所做的進一步劃分。參見許志雄(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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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上高低有別的「半總統制」運作態樣(Wu, 1999)；並且進一步分析在府會分

立的情況下，基於總統與國會對政府主導權之爭奪態度的不同所區分的四種運作

模式，這四種運作模式分別是總統堅持、國會退讓的「總統優勢型」；總統堅持、

國會堅持的「相互衝突型」；總統退讓、國會堅持的「國會優勢型」；以及總統退

讓、國會退讓的「相互妥協型」(吳玉山，2000B)。林繼文(2000)則從國會與總理

的政策立場距離、總統所面臨之議題的緊迫性、總統主動權的大小與總統相對於

國會的民意支持度等四個變項，將「半總統制」區分為「總統干政型」、「無政府

型」、「總統主導型」與「總理主導型」。黃德福(2000)則以總統與國會的策略立

場為分類標準，將「半總統制」區分為總統與國會彼此皆採取妥協立場的「權力

分工型」、國會採取主導立場而總統採取妥協立場的「總理主導型」、總統採取主

導立場而國會採取妥協立場的「總統主導型」，以及總統與國會彼此皆採取主導

立場的「權力衝撞型」。徐正戎、呂炳寬(2002)則以總統與國會多數是否同黨(其

將兩者同黨稱「多數政權」，不同黨則稱「少數政權」)，與總統主導政策的程度

兩個變項，建構「半總統制」的六種次類型，這六種次類型分別是多數政權下，

總統主導性程度低的「總統謙讓制」；多數政權下，總統主導性程度中等的「黨

內共治」；多數政權下，總統主導性高的「超級總統制」；少數政權下，總統主導

性程度低的「左右共治」；少數政權下，總統主導性程度中等的「聯合內閣」；以

及少數政權下，總統主導性程度低的「少數政府」。 

Cindy Skach(2005)強調政府與國會的政治動態關係，將「半總統制」區分為

「鞏固多數政府」(consolidated majority government)、分立多數政府(divided 

majority government)，與「分立少數政府」(divided minority government)三種次

類型。「鞏固多數政府」是指總統與總理來自於相同的政黨或聯盟，並且掌握國

會多數；「分立多數政府」是指總統與掌握國會多數的總理分屬對立的政黨；至

於「分立少數政府」則是指總統或總理分屬不同政黨或聯盟，且兩者都無法掌握

國會的實質多數。蔡榮祥(2006)則以立法決定的最後權威為何者為依據，將「半

總統制」區分為以下五種，分別是「總統主導的半總統制」—此情形指總統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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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同時控制政府與國會多數，掌握立法決定的最後權威者為總統、「總理主導

的半總統制」—此情形指總統的角色類似象徵性的國家元首，而掌握國會多數的

總理成為立法決定的最後權威者；「國會主導的半總統制」—此情形指內閣由總

統提名的少數政府組成而國會中存在明顯的反對多數，國會中控制多數的政黨或

聯盟實際掌握了立法決定的最後權威；「總理與總統共治的半總統制」—此情形

指大部分立法決定的最後權威由總理主導，少數領域則保留給總統；「總統與國

會權力平衡的半總統制」—此情形指總統與國會都具有重要的權力，彼此會競爭

立法決定的最後權威。以上各種對於「半總統制」次類型的區分方式，究竟何種

較為適宜？以下將析論之。 

 

二、「憲政規範」與「憲政實踐」兩種層面的區分 

 上述眾說紛紜的各種分類方式，都各自採取其認為重要的變項，試圖勾勒

「半總統制」憲政體制的不同態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半總統制」

的次類型時，我們有必要釐清究竟我們所要採取的分類方式是關於「憲政規範」

層面的分類，還是關於「憲政實踐」層面的分類。前者是指不同憲政機關之間權

力運作的整體規則，是憲政運作的應然面，而後者則是指在憲政規範下憲政機關

權力運作的實際樣貌，是憲政運作的實然面，這兩個層面不應混淆。可以再進一

步釐清的是，「憲政規範」是單指憲政體制運作規則此一變項，而「憲政實踐」

則是「憲政規範」此一變項與其它變項(例如總統與國會一致性、政黨體系、總

統與國會的策略立場等)交互作用的結果。換言之，「憲政實踐」乃是以特定「憲

政規範」作為前提的實際運作結果。 

若能釐清「憲政規範」與「憲政實踐」的不同，我們應可發現，在上述各

種「半總統制」次類型的分類方式中，除了 Shugart 與 Carey 的觀點是屬於「憲

政規範」層面的分類方式之外，其他皆是屬於「憲政實踐」層面的分類方式。然

而，在「半總統制」此一「憲政規範」下，以各種不同樣貌的「憲政實踐」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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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總統制」的次類型，固然也有描繪「半總統制」憲政運作內涵的功能，但卻

不免有混淆「憲政規範」與「憲政實踐」兩種層面的疑慮。若以總統制和內閣制

作為對比，可以更清楚發現此一混淆之虞所指為何。在總統制此一「憲政規範」

下，會有「一致政府」與「分裂政府」這兩種不同的「憲政實踐」。在內閣制下，

則會有「一黨過半內閣」、「少數內閣」、「聯合內閣」等各種不同的「憲政實踐」。

不論是「一致政府」或「分立政府」，抑或是「一黨過多內閣」、「少數內閣」、「聯

合內閣」，都是憲政體制此一變項與政黨體系、政府與國會一致性這兩個變項相

互作用的結果，10但我們通常不會指稱「一致政府與分立政府是總統制的兩種次

類型」，或稱「一黨過半內閣、少數內閣與聯合內閣是內閣制的三種次類型」，這

是因為不論在「憲政實踐」上呈現何種政府型態，總統制與內閣制這兩種「憲政

規範」的基本運作原則都是沒有改變的。換言之，在總統制與內閣制這兩種典型

憲政體制的討論中，我們通常不會將「憲政實踐」的各種不同樣貌視為總統制與

內閣制這兩種「憲政規範」的次類型。但是在「半總統制」的次類型分類方式中，

我們卻看到大多數的分類方式都是從「憲政實踐」層面來加以劃分的。 

因此，為了避免混淆「憲政規範」與「憲政實踐」這兩種層面，本文認為

針對「半總統制」此一憲政體制，有必要單純從「憲政規範」的角度對「半總統

制」進行次類型的劃分。此時，Shugart 與 Carey 所提出，同時在學界亦被引用

最廣的「總理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的分類方法，由於是少數從「憲政規範」

層面加以切入的分類法，便有進一步討論的必要。 

 

 

 

                                                 
10 「內閣制」的憲政體制與「兩黨制」的政黨體系的組合會形成「一黨過半內閣」，「內閣制」 

與「多黨制」的組合則會形成「聯合內閣」或「少數內閣」；相對地，「總統制」的憲政體制

與「兩黨制」的政黨體系的組合會形成「一致政府」（若總統與國會多數屬同一政黨）或「分

裂政府」（若總統與國會多數分屬不同政黨），「總統制」與「多黨制」的組合則會形成「分

裂政府」。 



 47

第三節 「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 

「總理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是 Shugart 和 Carey(1992:18-27)以總統和

總理的權力對比為著眼所提出兩個「半總統制」次類型。這兩位學者對「總理總

統制」所下的定義如下：(1)總統由民選產生；(2)總統擁有相當的權力；(3)同時

存在一掌理行政事務的內閣，其(僅)對國會負責。11法國第五共和即為這種體制

的典型代表。至於「總統議會制」的定義如下：(1)總統由民選產生；(2)總統有

權任免總理與內閣成員；(3)內閣必須獲得國會信任，亦即對國會負責；(4)總統

有解散國會權或立法權，或兼有這兩種權力。此制以威瑪德國的憲政體制為最著

名的例子。 

Shugart 和 Carey 認為，「總理總統制」和「總統議會制」的主要區分，在於

前種體制下總理對政府具有較大的主導權，而後種體制下則是總統具有較大的主

導權。不過，就兩位學者對於這兩種體制的界定看來，其實並不容易直接看到這

樣的區別。我們可以將這兩種體制的定義予以比對分析：首先，「總理總統制」

與「總統議會制」的第一個要件(總統由民選產生)與第三個要件(內閣對國會負責)

是完全一致的，這兩個要件是「總理總統制」和「總統議會制」的共同之處。其

次，「總理總統制」的第二個要件是「總統擁有相當的權力」，至於「總統議會制」

對於總統的權力，則是分成兩個要件，即第二個要件(總統有權任免總理與內閣

成員)與第四個要件(總統有解散國會權或立法權，或兼有這兩種權力)。兩種體制

對於總統權力雖然有不同的界定方式，但兩位學者在討論「總理總統制」的第二

個要件—「總統擁有相當的權力」時，卻又指出「總理總統制」下總統權力的態

樣是極為多樣的，可能包括任命總理的權力、解散國會的權力、對國會立法的否

決權(屬立法權的一種)、提交公民複決權、交付司法審查權等。就此看來，「總

                                                 
11 從字面上來看，Shugart 和 Carey 對於「總理總統制」所下的定義與 Duverger 對「半總統制」

所下的定義一模一樣。然而究其實，當 Duverger 指出「半總統制」的特徵界定之一為「同時

存在一掌理行政事務的內閣，其對國會負責」時，並不排除內閣亦有向其他機關(如總統)負責

的可能性；而 Shugart 和 Carey 在指出此一看似完全相同的特徵界定時，乃是指內閣「僅」向

國會負責。因此，Duverger 對於「半總統制」的範圍界定實較為寬鬆，而 Shugart 和 Carey 所

謂的「總理總統制」與「總統議會制」則一般被視為「半總統制」的兩種次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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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議會制」的第四個要件(總統有解散國會權或立法權，或兼有這兩種權力)，其

實根本就可以被包含在「總理總統制」的第二個要件(總統擁有相當的權力)。第

三，「總理總統制」的第三個要件—內閣對國會負責，從兩位學者在其著作中對

此一要件的討論來看，是指內閣「僅」對國會負責；相對而言，「總統議會制」

的第二個要件—總統有權任免總理與內閣成員，即意指內閣須對總統負責，配合

第三個要件—內閣對國會負責，其實意味著「總統議會制」下的內閣須同時對總

統與國會負責。經過以上對兩種體制之定義的分析，我們會發現，「總理總統制」

和「總統議會制」這兩種體制最主要的差異，其實是內閣的負責對象是一個(即

國會)或兩個(國會與總統)的差別。 

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總理總統制」和「總統議會制」這兩種體制之代表

案例—法國第五共和與德國威瑪共和的憲政運作，亦會發現影響政治結果最遽的

核心制度，正是在於前種體制之內閣僅向國會負責，而後種體制下之內閣須同時

對總統和國會負責。以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體制所體現的總理總統制來看，究竟是

由總統主治或總理主治，端視國會多數與總統是否同屬一黨或同一政治聯盟(高

朗，1997:12)；若屬同一黨或政治聯盟，總統固然可以透過黨內領導使得總理聽

命於總統，總理便猶如總統的幕僚長，然而一旦總統多數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

在內閣僅對國會負責、不對總統負責的原則下，總統既無權將總理免職，對於由

國會多數所支持的內閣，總統亦無太大空間可以介入其日常運作，這時總理便名

符其實地擔任政府首長的角色。相對地，以威瑪德國所體現的總統議會制來看，

由於總統有權單獨任免內閣，表示總理須對總統負責，但另一方面內閣又必須獲

得國會信任，亦即國會擁有倒閣權，此表示總理亦須對國會負責，因此總理夾在

總統和國會之間，必須同時向總統和國會負責。由於總統和國會都會爭奪對內閣

的主導權，當總統與國會意見不合時，一旦內閣總理決定聽命於總統，國會可以

對內閣採取杯葛甚至是倒閣行動，而一旦內閣總理決定屈從國會，總統亦可直接

將總理免職，甚至以自己擁有的解散國會權來要脅國會。內閣面對意見不和的總

統與國會，就像一個僕人(agent)必須服從兩個意見隨時可能發生衝突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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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而左右為難(林佳龍，1998:5)，內閣變動頻繁與政局混亂於是成為此種

制度不可避免的結果。綜言之，總理究竟是單向負責或雙向負責，相當程度地決

定一個具有「半總統制」外型的憲政體制，會走向運作較為順暢的「總理總統制」，

或是衝突不斷的「總統議會制」。 

就此看來，儘管 Shugart 和 Carey 認為「總理總統制」和「總統議會制」的

主要差異是總理與總統的權力對比，但事實上這兩種體制的差異其實是在於內閣

的單向負責(即僅內閣對國會負責)或雙向負責(即內閣須同時對國會與總統負

責)。當然，我們從 Shugart 和 Carey 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們為了要表明「總理

總統制」下的總統權力小、「總統議會制」下的總統權力大，與其他許多學者一

樣，花了很大的工夫對各國總統的權力進行量化、排序的工作，兩位學者係將總

統權力分成「立法權力」與「非立法權力」兩大面向，在這兩大面向中又各自分

為數個項目來測量總統的權力，每個項目依各國總統的權力狀況給一至四分不

等，而後並加總各個項目計算總分得出各國總統的總權力。12然而，此種對總統

權力進行量化的工作有其根本的困難所在。首先，學者根據自創的量表對各國總

統權力進行測量，不僅量表的制定流於主觀，而且量表中「等距測量」的基本假

設，很可能會忽略在實際情況下，當總統具備某些憲法權力時，比擁有其他若干

憲法權力更能深刻地影響政治運作。例如 Shugart 和 Carey 在「解散國會」這一

項目中，若總統的解散國會權是無限制的，給予四分；若總統解散國會有次數或

時間點的限制，則給三分；若總統解散國會後，總統亦須改選，則給兩分；若總

統只有在國會通過倒閣案後，才能將之解散，則給一分；若總統根本不能解散國

會，則給零分。我們會質疑的是：總統的解散國會權沒有限制的情形(四分)，為

何是總統解散國會後自己亦須改選之情形(兩分)的兩倍？又為何是總統只有在

國會通過倒閣案後，才能將之解散之情形(一分)的四倍？又例如 Shugart 和 Carey
                                                 
12 Shugart 和 Carey 在測量民選總統的權力時，分為「立法權力」與「非立法權力」兩大面向，

在「立法權力」此一面向中，又細分為「包裹否決權與推翻否決」、「部分否決權」、「法規

命令制定權」、「國會法案提案權」、「預算提案權」與「提請公民複決」等六項；在「非立

法權力」此一面向中，則細分為「組成內閣」、「解除內閣職務」、「國會譴責權」與「解散

國會」等四項。參見 Shugart & Carey (1992: 150)。 



 50

在「提請公民複決」這一項目中，若總統在此項權力時沒有任何限制，給予四分。

我們亦可以質疑：總統的解散國會權沒有限制的情形(四分)，與總統在提請公民

複決沒有限制的情形(四分)，為何必然是「等值」的？當總統擁有不受限制的解

散國會權，與總統擁有不受限制的提請公民複決權，對整體憲政運作的影響程度

真的相同嗎？其次，在有些國家，憲法賦予總統的權力，總統不一定會施展；同

樣地，在一些國家，儘管總統未被賦予某種權力，但總統卻能透過間接的政治運

作而變相地施展該權力。例如，在冰島與奧地利，總統依憲法可自由任命總理，

亦可主動解散國會，因此若依這兩位學者的評分標準，這兩個國家屬於總統的權

力很大的總統議會制，但是兩國的總統卻幾乎不會施展這兩項權力，在實際運作

上反而非常類似總統權力接近虛位元首的內閣制。又例如法國總統依照憲法規

定，其任命總理不須國會同意，因此依這兩位學者的評分標準，在「組成內閣」

這個項目可得四分，而俄羅斯總統依憲法規定，其任命總理需要國會的同意，因

此可得三分。據此，法國總統的該項權力比俄羅斯總統的權力來得大。但是，法

國總統儘管有自由任命總理的權力，但總統在實際運作上卻皆會尊重國會多數的

意志，相反地，儘管俄羅斯總統任命總理須經國會同意，但由於國會若三次不同

意總統提出的人選，依憲法規定便須自動解散，因此在此規定下，國會因為懼怕

被解散，同意權幾乎是形同虛設。所以在實際運作上，俄羅斯總統可以說是完全

恣意任命總理的。就此看來，純粹機械性地根據憲法的各個條款計算各國總統的

權力，很可能會完全失真。第三，總統的憲法權力能否施展，其實受到國會中政

黨體系，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與否，以及總統與閣揆之關係等結構性因素的影

響。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中，上述的結構性因素在不同時期也可能不盡相同，研究

者測量總統權力時若僅根據該國特定時刻的情形進行測量，便無法充分掌握該國

總統權力消長的全貌。 

由於量化總統權力可能是一件徒勞無功的工作，本文認為可以稍微修正

Shugart 和 Carey 的觀點，不需再去強調「總統議會制」下的總統權力大、「總理

總統制」下的總統權力小，而可以單純從內閣單向負責或雙向負責的角度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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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制」進行次類型的劃分，而將「半總統制」分為「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

元型半總統制」兩種次類型，13前者指的是在憲政規範上內閣僅向國會負責的「半

總統制」，後者則是指在憲政規範上內閣須同時向國會與總統負責的「半總統

制」。本文要強調的是，這樣的次類型劃分，其實正切中「半總統制」之制度運

作邏輯的爭點。在「半總統制」下，同時存在一個民選的有權總統與向國會負責

的內閣。由於總統由民選產生，擁有直接民主正當性，因此總統即使在理論上僅

是基於國家元首的角色任命閣揆，對閣揆的任命權都很難淪為虛權，更何況有些

國家是賦予總統直接任命閣揆或甚至直接將閣揆免職的權力；但另一方面，內閣

對於民選的國會負責亦是「半總統制」必然存在的制度特徵，是以國會也有權力

決定內閣的去留。因此在「半總統制」下，皆具民主正當性的總統與國會都有制

度上的基礎去爭奪組閣權。當總統與國會多數屬於同一政黨時，兩者對於內閣的

爭奪固然可能隱而不顯，然而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屬同一政黨時，究竟內閣的產

生與去留是以總統還是國會的意見為依歸，便經常會引發總統與國會兩造的爭

端，甚至造成政治僵局或政局不安(黃德福，2000: 4-5；Wu, 2003: 10-11)。簡言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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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半總統制相較，總統制與內閣制這兩種憲政體制下的組閣權歸屬都不致

出現爭執。在總統制(如圖二之一)之下，身為行政首長的總統由人民直接選出，

不論總統是否掌握國會多數，行政權/組閣權都毫無疑義地歸於總統，總統任命

的各部會首長(內閣)完全聽命於總統，對總統負責；而在內閣制(如圖二之二)之

下，行政權源自立法權，掌握行政權的內閣之所以能夠持續存在，乃是基於國會

的支持和信任，因此內閣的產生與去留毫無疑義地以國會的意見為依歸，亦即內

                                                 
13 「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的區別，或許會令人聯想到有些學者所界定的「一

元型內閣制」與「二元型內閣制」。「一元型內閣制」指的是內閣的存續完全依存於國會之信

任的內閣制，而「二元型內閣制」則是指內閣的存在須同時依存於國家元首(君主或總統)與國

會之信任的內閣制。採取「一元型內閣制 vs. 二元型內閣制」分類的論者，並不認為「半總統

制」是一個獨立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之外的另外一種憲政體制類型，而會認為「半總統制」其實

就是內閣制中的「二元型內閣制」。參見許志雄 (1997：30-37)，薛化元(2001：58-75)。就此

看來，他們顯然認為「半總統制」下的內閣必然是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責。本文認為，這樣的

觀點忽略了在「半總統制」中亦存在內閣僅對國會負責，而不對總統負責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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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對國會負責。換言之，在這兩種憲政體制下，組閣權的歸屬都相當明確，內閣

的負責對象也相當清楚。然而，關於「半總統制」這種混合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憲

政體制(如圖二之三)，究竟應該依內閣制的基本原則來運作—由國會多數組閣，

內閣對國會負責；還是依總統制的基本原則來運作—由總統依己意組閣，內閣對

總統負責，便成為「半總統制」憲政運作上最根本的問題。 

 

 

 

 

 

 

               

圖二之一  總統制的憲政規範14 

 

 

   

 

 

                      

                 圖二之二  內閣制的憲政規範 

 

 

                                                 
14 須注意的是，圖一之一並沒有完整呈現總統制憲政運作的全貌。在總統制之下，人民除了選

出掌握行政權的總統之外，亦選出掌握立法權的國會，各具民主正當性的總統與國會彼此之間

相互制衡。不過由於此處的討論焦點是不同憲政體制中組閣權的歸屬與內閣的負責對象，因此

圖一之一只呈現討論焦點的部分，而沒有將國會與總統相互制衡的部分呈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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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之三 半總統制的憲政規範 

 

「一元型半總統制」所強調的內閣單向負責與「二元型半總統制」所強調

的內閣雙向負責，正是當「半總統制」憲政運作在行政權歸屬發生爭議時的兩種

可能運作原則。如圖二之四與圖二之六所示，不論是「一元型半總統制」或「二

元型半總統制」，當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時，組閣權歸屬的爭執都不致發生。此

時在「一元型半總統制」下，如果擁有全國民意基礎的總統亦是國會多數黨的實

質領袖，儘管內閣在「憲政規範」上並沒有對總統負責的憲法義務，但總統透過

以黨領政，內閣亦有可能唯總統之命是從，而在「憲政實踐」上形成內閣同時對

國會與總統負責的情形。15(因此在圖二之四中內閣對總統負責的箭頭以虛線表

示。)此時「一元型半總統制」呈現出來的憲政運作，確實是有可能與圖二之六

「二元型半總統制」下內閣在「憲政規範」上原本就有憲法義務須同時對國會與

                                                 
15 法國第五共和當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時由總統主政的情形便是如此。須注意的是，當法國總

統與會多數一致時，雖然總統能夠透過以黨領政的方式掌控內閣，在憲政實踐上使內閣對其負

責，但內閣對總統負責畢竟不是憲政規範上的要求。因此，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而總統與

總理分屬不同政黨聯盟時，總統既然不能透過以黨領政的方式掌控內閣，此時自然要回歸到憲

政規範以釐清總統與總理的角色分際。而就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各項條文(即憲政規範)觀察，

總理並沒有對總統負責的憲法義務，甚至是刻意排除總理對總統負責的憲法義務。例如法國第

五共和憲法第八條規定：「總統任命總理，並依總理提出政府總辭而免除其職務。」換言之，

總統在憲法上對總理雖有任命權，但無對總理的任意免職權，因此總統一旦與總理分屬不同政

黨聯盟，憲法第八條的規定確保了總理只須對國會負責，不須對總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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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負責的情形無甚差異。然而，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組閣權的歸屬可能

出現爭議時，「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的運作差異便會很明顯

地突顯出來。如圖二之五所示，假若此時組閣權的歸屬遵循的是內閣制的基本原

則，內閣的產生與去留單純是由國會決定，總統無從置喙，亦即內閣僅對國會負

責，而不致發生總統和國會爭奪行政權的情形，即為「一元型半總統制」；如圖

二之七所示，假若組閣權的歸屬一方面保留了總統制的基本原則，可由總統單方

決定內閣人事，另一方面國會擁有倒閣權本是「半總統制」必然存在的制度要件，

從而國會也可以決定內閣的去留，亦即內閣須同時對總統和國會負責，而發生總

統與國會爭奪行政權的情形，則為「二元型半總統制」。16就此看來，「一元型半

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這樣的次類型劃分方式，在矯正「半總統制」定

義過於廣泛之缺失的同時，也同時清楚回應了「半總統制」核心原則與制度運作

邏輯為何的問題。 

綜言之，本章首先釐清了「半總統制」、「雙首長制」、「行政權雙軌制」等

關於「第三種」憲政體制的概念，並以具有最大公約數性質的「半總統制」作為

本文所接受的「第三種」憲政體制。接下來則從憲政規範(而非憲政實踐)的角度，

修正「總理總統制 vs.總統議會制」的「半總統制」次類型劃分方式，將「半總

統制」進一步區分為「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因此，本文在

往後討論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時，係將憲政體制類型分為「總統制」、「內閣

制」、「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等四類。 

 

 

 

                                                 
16 在「半總統制」之下，由於內閣向國會負責是此種憲政體制的特徵之一，因此國會在憲政規

範上必然有權決定內閣的去留，故而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不可能出現總統可以單方面

決定行政權去留，國會對行政權的去留在制度上卻毫無置喙能力的情形。至於國會遇到總統片

面決定閣揆人選時，其是否真的會動用其制度上的決定權(即倒閣權)來反制總統，則涉及政治

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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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之四 一元型半總統制(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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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之五 一元型半總統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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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之六 二元型半總統制(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時) 

 

                                                 
17 圖中的實線箭頭表示內閣在「憲政規範」上的負責對象，虛線箭頭則表示內閣在「憲政實踐」

上的可能負責對象。 



 56

總統國會

內閣

負責 負責

?

總統國會

內閣

負責 負責

?
 

圖二之七 二元型半總統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