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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半總統制路徑的確立 
 

我國一九九○年代的憲政改革與政治民主化是一個同時並進的過程。政治

民主化的湧現意味著國民黨過去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出現了危機，而憲政改革正

是國民黨面對統治正當性危機的一種因應之道。比較特殊的是，國民黨的菁英

結構並不像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的威權執政者一般，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迅速式微

或分崩離析，而仍然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菁英結構，我國在民主化初期因此形

成「支配性一黨體制」(one-party dominant regime)的政黨競爭格局(Pempel, 1990: 

1-7)。在第一次至第三次修憲中，整個憲改過程是由國民黨主導的，其推動憲改

的目的是希望在國家法制的調整過程中繼續保有執政黨的競爭優勢。值得注意

的是，儘管國民黨在前三次修憲中具有一黨修憲的實力，但國民黨對於憲政體

制的選擇也不是完全隨心所欲，得以遂行其意志。正如歷史制度論所強調的，

制度的選擇不是在真空中做成，而是受到既存制度的結構與環境所影響，並且

展現出路徑依循的特色。在本章中，將要探討國民黨是如何在既有環境制度的

制約下，基於利益極大化(工具性的邏輯)與維持正當性(社會適當性的邏輯)的雙

重考量，而塑造了我國半總統制的憲政體制。 

 

第一節 行政向立法負責之精神的確立—第一、二次修憲 

若就憲法本文論我國憲政體制的類型，內閣制的色彩是非常明顯的。不論

是從行政與立法的關係或總統的角色面向加以觀察，都可以發現憲法本文中的憲

政體制充滿內閣制的特色。從行政與立法之關係的面向觀之，憲法規定國家最高

行政機關為行政院 (第五十三條) ，最高行政首長因此是行政院院長，而非總

統；行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第五十五條)，行政院院長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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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終決定權因此屬於立法院；1行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不管部會之政務

委員，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第五十六條)，意謂行政院院長握有各部會

首長的人事權；此外，憲法三十七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律、發布命令，須經行

政院院長之副署，或行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意謂行政院是實際決策

和負責的機關，而憲法五十七條則規定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就此看來，內閣對

國會負責的內閣制核心精神，在上述的憲法規定中確實表露無遺。 

從總統角色的面向觀之，儘管從憲法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四條賦予了總統

若干職權，諸如統率全國陸海空軍、公布法律、發布命令、任命文武官員、締結

條約、宣戰、媾和、宣布戒嚴、赦免以及發布緊急命令之權，但若仔細分析，這

些職權幾乎都是總統基於國家元首的身分而為的象徵性權力。這是因為探討總統

的憲法權力必須同時觀照憲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與第六十三條，以及憲法第三十

七條副署制度的規定。憲法第五十八條與第六十三條明文規定法律案、預算案、

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等，係由行政院提出，立法院議決，

因此，總統在憲法本文中的締結條約、宣戰、媾和、宣布戒嚴、赦免等權力，事

實上都是國家元首配合行政院與立法院的決定而「行禮如儀」的權力。憲法第三

十七條副署制度的規定，則使總統任何具有法效力的行為皆受行政院院長之副署

權的牽制，甚至行政院院長的免職命令同樣也須行政院院長的副署才能生效，這

也就意味著總統並無主動將行政院院長免職的憲法權力(湯德宗，1998：153)。

易言之，憲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六十三條、第三十七條這三個條文的規定，

幾乎已經全然架空了總統擁有實質權力的可能性。又總統的緊急命令權儘管不在

五十八條第二項與六十三條各種法案類型的範圍內，此項權力看似國家危急時刻

                                                 
1 以德國為例，德國基本法第六十三條規定總理由總統提名，經聯邦議會同意後任命，與我國憲

法第五十五條中所規定的行政院長產生方式雷同。然而在實際運作上，德國總統對於總理的提

名權是虛權，一般情況都是先由聯邦議會各政黨進行組閣與總理人選的協商，待總理人選經聯

邦議會各政黨協商決定後，再由總統提名該總理人選，該名人選在正式的同意程序中也因此必

然可以獲得聯邦議會同意。二○○五年九月聯邦議會選舉後，經過波折頗多的協商，基督教民

主黨與社會民主黨最後終於達成協議組成大聯合內閣，並由基督教民主黨黨魁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出任總理。總統科勒(Horst Köhler)在整個總理人選的協商過程中完全沒有扮演

任何角色，便可知總統對總理的提名權完全是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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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總統的特殊權力，但憲法仍然規定總統發布緊急命令事先須經行政院會議之

決議，並須於發布後一個月內提交立法院追認，若立法院不同意時，該緊急命令

立即失效(第四十三條)，是故緊急命令的效力能否持續仍端視行政院與立法院的

意志。而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的院際爭執調和權，則更是突顯了總統作為調和鼎

鼐、統合五院的超然元首角色。綜合以上憲法規定可以看出，憲法本文中的總統

角色儘管並非全然垂拱無為的虛位元首，但無疑仍較接近象徵性而非掌握實權的

國家元首角色。2 

綜言之，我國憲法本文中一方面彰顯了行政向立法負責的精神，另一方面

暗示了總統的象徵性角色，因此非常貼近內閣制的憲政架構。不過憲法本文中確

實也有一些不符典型內閣制的規定，例如憲法規定立法委員不得兼任官吏(第七

十五條)，又例如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的方式並非透過一般內閣制國家的國會掌

有倒閣權的設計，而是透過覆議制度的安排(第五十七條)；然而，內閣閣員不得

兼任國會議員此一設計，一般認為並非辨別內閣制的必要條件，「充其量只能視

為內閣制的一點小變異」(Lijphart, 1984: 72)；至於以覆議制度而非以倒閣制度作

為行政向立法負責的主要方式，則有論者認為「內閣制的本質在於權與責的關

係，即內閣當權，向國會負責。至於決定責任的方法與所產生的結果，對這本質

並不產生任何影響」(胡佛，1998：23)。因此，這兩個特殊之處仍然沒有改變我

國憲法本文基本上為內閣制的本質(謝復生，1995：2)。基於我國憲法本文中憲

政體制的濃厚內閣制精神，以及其中的若干變異， 國內學者大多是以「修正式

內閣制」或「接近於內閣制」來界定我國憲法本文中的憲政體制。3 

                                                 
2 我國憲法主要起草人張君勱在其著作《中華民國憲法十講》說明我國總統的憲政角色時提到：

「他(總統)在政治上不僅是擺樣子的元首，而是一個負擔國家責任的人物。」(1984：67)此言似

乎強調我國總統並非純然的虛位元首，可是接下來又指出：「但是我們為求總統安全計，為使

他受全國人愛戴起見，需得有人對他的命令處分加以副署，而因副署之故，發生責任。所以除

總統外，另有負責的政府。」此段文字卻又特別強調總統無單獨行事之權能。我國總統的憲政

角色在張君勱的詮釋中，顯然存有一定的模糊性。不過從張君勱對總統角色的整體說明看來，

我國總統的角色即使不完全是純粹內閣制下的虛位元首，但仍然較接近象徵性而非掌握實權的

國家元首角色。 
3 以下學者都採取類似見解：張君勱(1971：80)、薩孟武(1974：216)、林紀東(1979：172 )、劉

慶瑞(1990：165)、荊知仁(1984：469 )、胡佛(1991：29)、李鴻禧(1991：100 )、許宗力(1992：
454)、陳明通(2006：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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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國憲法本文中的「修正式內閣制」並沒有獲得實踐的機會。我國

憲法於一九四七年十二月二十五日施行，尚不到半年時間，由於國共內戰日益激

烈，為了賦予總統足夠應付此一危急情勢的權力，第一屆國大於一九四八年五月

遂以修憲程序制定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以附加條文的方式凍結了憲法的部分

條文。自此之後，一直到一九九一年五月廢止臨時條款為止，臨時條款歷經四次

修正，總統的權力獲得大幅擴張(李炳南、曾建元、林子玄，2004：109-111)。其

中重要的內容包括：一、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重

大變故，得不經立法院之監督，逕行發布緊急處分令；根據此規定，總統在動員

戡亂時期總計四十三年間共發布了十一次的緊急處分。二、總統得連選連任，不

受憲法本文「連選得連任一次」的限制；據此，蔣中正連續擔任了五任總統，直

至終身。三、總統得設置戡亂機構，決定動員戡亂有關大政方針，並處理戰地政

務；國家安全會議與國家安全局正是根據此規定而設，國家行政決策權因此「合

憲」地由行政院院長轉移至總統手中；四、總統得因應動員戡亂需要而調整中央

之行政機關、人事機構及其組織；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正是基於此規定而由總統直

接設置，也因此造成考試院依憲法本文所掌的職權遭到割裂。整體而言，臨時條

款中的總統權力幾乎不受節制，實已將憲政主義的核心精神—有限政府的原則破

壞殆盡，因此常被稱為憲法上的「違章建築」(李鴻禧，1999)。在這種情況下，

討論臨時條款中的憲政體制是屬於何種類型的憲政體制便是一件無意義的事情。 

儘管臨時條款為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提供了表面上的合法性(legality)，但是一

九八○年代中期以來湧現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潮流，意味著國民黨統治的正當

性(legitimacy)，正逐漸面臨危機。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長期未改選所造成的「萬

年國會」現象，尤其受人詬病。而一九九○年代憲政改革的啟動，其實是國民黨

為了因應時勢變化，重建其政權統治正當性的一種因應之道。一九九○年六月由

國民黨主導而召開的國是會議，4可以視為過去威權政體的國民黨執政菁英與民

                                                 
4 國是會議與憲政改革的主要觸媒是發生於一九九○年的三月學運，以及同年六月的大法官釋字

第二六一號解釋。一九九○年三月，第一屆國大擬藉選舉第八任總統的集會擴權，擬提案增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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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黨為主的反對勢力進行體制外協商的首度嘗試(Chu, 1998: 148-149)，其目的正

是試圖為日後即將啟動的修憲工程尋求朝野共識。雖然國是會議所達成的實質共

識非常有限，僅在省市長民選、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廢止臨時條款等議題獲

得當時與會人士的普遍支持，但國是會議在當時台灣社會中引發了一股期待改革

的氣氛，使得當時朝野及全民都有進行憲政改革的準備與意念，因此國是會議可

謂造就了台灣的「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Ackerman, 1991) ，憲政改

革的訴求在當時實具有高度的正當性。 

國是會議後，李登輝為了落實國是會議結論，在黨內設置「憲政改革策劃

小組」研擬修憲草案。此一小組其實兼具國民黨改革派(後來被稱為主流派)與保

守派(後來被稱為非主流派)的成員，但由於國民黨保守派抗拒改革的立場，與民

進黨主張台獨制憲的激進立場之間存有巨大差距，使得國民黨改革派所持的中間

路線，得以說服黨外改革勢力與黨內保守勢力勉為接受。此一小組最後提出「一

機關兩階段修憲原則」，以及「憲改的五大堅持」，以作為將來修憲的基本方針。

所謂「一機關兩階段修憲原則」中的「一機關」修憲是指由國民大會此一機關進

行修憲，而排除立法院參與修憲的可能性；至於「兩階段」修憲是指由第一屆的

資深國大進行第一階段的「程序修憲」，由其廢止臨時條款，並賦予第二屆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的法源基礎，再由具有新民意基礎的第二屆國大進行第二階段的

「實質修憲」。而所謂「憲改的五大堅持」，則是指：一、必須堅持中華民國法統

而不是變成台灣地區；二、修憲應著眼於中國統一；三、堅持五權憲法體制不變；

四、修憲而不制憲；五、憲法本文不變。以上的憲改計畫，國民黨準備在翌年的

國大的修憲中開始逐步推動，在修憲中也都獲得貫徹。 

                                                                                                                                            
國代任期延長為九年、國大每年集會一次、行使創制、複決兩權，並要求領取巨額出席費，引

起輿論大嘩。各大學院校學生亦展開動員至中正紀念堂廣場靜坐抗議，並正式提出「解散國民

大會、廢除臨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擬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獲得輿論廣泛支持。

三月學運傳達出民間社會對於動員戡亂體制感到不耐的政治需求，使國民黨警覺到有必要儘快

調整動員戡亂體制，以交換民間社會的繼續支持，否則將可能引發政權危機(倪仲俊，1995：
141)。同年六月，大法官釋字第二六一號解釋明定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應於一九九一年底以前

退職，此一解釋文一方面剝奪了萬年國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使修憲成了不得不為且迫在眉

睫的事情，因為萬年國會結束後新國會的法源基礎，勢必要透過修憲才有辦法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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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年四月，第一屆國大第二次臨時會進行第一次修憲。這次臨時會

係以長期未改選的第一屆國大代表為主，此外還包括一九八六年選出的增額國大

代表，總計五百八十三名(見表三之一)。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共有五百一十名，

席次率為 87.48%，遠超過修憲所需的四分之三門檻，因此第一次修憲完全是由

國民黨一黨修憲，整個過程皆在國民黨的操控中。四月底國大通過第一次憲法增

修條文，並廢止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其主要內容正如國民黨事前所規劃的「程

序修憲」，目的在為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鋪路。此次修憲除了重訂第二屆中

央民意代表名額之外，同時也增設了以政黨比例代表制產生的中央民意代表。5 

 

表三之一  第一次修憲時各政黨在國民大會之席次與席次率 

政黨名稱 國民大會代表人數 席次率 

中國國民黨 510 87.48% 

中國青年黨 (國民黨友黨) 16 2.74% 

中國民主社會黨(國民黨友

黨) 

15 2.57% 

青年中國黨(國民黨友黨) 9 1.54% 

民主進步黨 8 1.38% 

無黨籍 25 4.29% 

總計 583 100% 

資料來源：國民大會秘書處，1991，《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臨時會實錄》，台北：國民

大會秘書處，頁 18。 

 

 

 
                                                 
5 第一次修憲通過增修條文共十條，內容包括：一、立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等中央民意

代表改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出，除規定名額外，並增設由政黨比例產生的全國不分區代表；

二、對總統緊急命令權的行使程序與限制進行調整；三、將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與行政

院人事行政局等三機關入憲，但規定其組織須以法律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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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憲完成後，緊接著登場的是一九九一年底的第二屆國大選舉。第

二屆國大選舉乃是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首次全面改選，既可將其視為我國民主化

過程的其中一次奠基性選舉(founding election)，也是決定接下來憲政改革過程中

政黨勢力分配格局的關鍵性選舉。在這次選舉中，國民黨獲得 71.17%的得票率，

這顯示原為威權執政者的國民黨，在我國民主化初期，仍然維持相當的優勢。如

表三之二所示，一九九二年三月召開的第二屆國大第一次臨時會，係由新選出的

第二屆國大代表與任期尚未屆滿的第一屆增額國大代表共同參與，國民黨的席次

率為 79.4%，仍然超過修憲所需的四分之三門檻，因此國民黨在第二次修憲中仍

然掌握主控權，修憲的內容基本上乃是依照國民黨黨版修憲案決議而行。國大於

五月通過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的內容6為賦予國大關於總統提名司法院人

事(正副院長與大法官)、考試院人事(考試院正副院長與考試委員)、監察院人事

(監察院正副院長與監察委員)的人事同意權，改變了原本憲法本文中監察委員由

省市議員選舉產生、司法院與考試院人事由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的規定。這樣

的變革也導致監察院性質的改變，監察院由於監察委員產生方式的改變以及司法

院、考試院人事同意權的取消，在其他職權(彈劾、糾舉、糾正等)不變的情況下，

遂由中央民意機關轉變為準司法機關。至於最受矚目的總統選舉方式，則由於當

時國民黨內的主流派主張公民直選，非主流派主張委任直選，兩派意見一時相持

不下，最後僅以較模糊的措辭「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

之」暫停爭議，並規定「選舉方式在民國八十四年五月二十日前由國民大會集會

訂定」，也因此為第三次修憲留下伏筆。 

 

 

                                                 
6 第二次修憲的要點包括：一、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選舉方式在

民國八十四年五月二十日前由國民大會集會訂定；二、總統、國大代表任期改為四年；三、司

法、考試、監察三院重要人事由總統提名、國大同意；三、國大每年集會一次，得聽取總統國

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四、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五、考試院職權的調整；五、監察院改為準司法機關；六、省(市)長民選，省縣地方制度以法

律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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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之二  第二次修憲時各政黨在國民大會之席次與席次率 

政黨名稱 國民大會代表人數 席次率 

中國國民黨 320 79.40% 

民主進步黨 75 18.81% 

中國民主社會黨 1 0.25% 

全國民主非政黨聯盟 2 0.50% 

無黨籍 5 1.24% 

總計 403 100% 

資料來源：葉淑媚（2000：43）。 

 

作為一九九○年代憲政改革起點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修憲，在我國憲政體制

的發展軌跡上究竟代表什麼樣的意涵？可以發現的是，在這前兩次修憲中，國民

黨雖然具有一黨修憲的實力，但卻無法擺脫憲法本文中具有相當內閣制色彩的憲

政體制。而內閣制色彩的憲政體制之所以會在整個憲政改革過程的一開頭就無法

擺脫，則主要是因為國民黨所設定的「最小修憲原則」的憲改模式所致。從國民

黨在一九九一年底國大全面改選中大勝，以及在此後各項選舉中仍然獲勝的經驗

可以看出，儘管我國民主化的啟動是基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危機，其本身

的社會支持基礎逐漸受到侵蝕，反對黨的競爭壓力則持續上升，但國民黨在民主

轉型啟動後仍持續保有執政地位(直到二○○○年才發生政權輪替)，顯示國民黨

政權在許多民眾的心中仍然享有相當的正當性。正是因為這樣的特殊經驗，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123)乃將我國一九九○年代的民主化經驗，歸類為「變

革」(transformation)、「置換」(replacement)、「移轉」(transplacement)這三個民主

化模式中的「變革」模式，亦即由威權政權的執政者帶頭推動民主轉型。7一般

而言，由原本威權政體的執政者所主導的民主化模式，由於在民主化過程中進行

各項政治競爭遊戲規則的修訂與調整時，具有很高的操控能力，會盡可能縮小政

                                                 
7 至於「置換」，是指由反對團體帶頭推動民主轉型，推翻威權政權；「移轉」則是指威權政體

的執政者與反對團體採取聯合行動推動民主轉型。參見 Huntington(1991: 12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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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改革的幅度，以便較有利於原本的在位者(Karl and Schmitter, 1990:55-56)。在

這種情況下，較可能採取修憲而非制憲的憲改模式，因為此時若採取制憲模式，

必然會牽動整體政治結構的調整，進而導致政治資源全面的重新分配，並且將因

制憲的不確定性而大大提高社會的對立成本，這顯然不是執政者所樂見的情況。

因此，有學者指出，在與民主轉型同時並進的憲政改革過程中，舊體制的正當性

與憲改模式的激進性成反比，亦即若人民對原本的舊政權支持度高，在民主化之

後易於採取漸進式的、內發式的修憲模式；若人民對原本的舊政權支持度低，在

民主化之後易於採取一步到位的、外生式的制憲模式(吳玉山，2005)。8綜言之，

在我國「變革式」的民主化模式中，由於國民黨在從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政體的

過程中仍然保有相當程度的正當性，對於憲政改革具有主導能力的國民黨會採取

修憲而非制憲模式，應是可以想見的事情。 

在憲改模式確定是修憲而非制憲的情況下，我國憲政體制在憲法本文中所

展現的行政向立法負責的內閣制精神，便不得不維持下去。這是因為一旦要將憲

法本文中所規定的憲政體制改為行政、立法全然分立並彼此制衡的架構，憲法本

文中的第四章「總統」(第三十五條至第五十二條)、第五章「行政」(第五十三條

至第六十一條)，以及第六章「立法」(第六十二條至第七十二條)將近四十條的條

文內容，勢必要做全面性的調整，修憲的幅度將會極為巨大，而「巨幅修憲」與

「制憲」之間的界線顯然是非常模糊的(Lin, 1996: 70)。國民黨站在自詡為「開國

政黨」，以及強調國家「法統」9延續的立場與思考角度，並不希望在台灣施行的

憲法與一九四六年在南京制定的憲法完全切斷臍帶關係，為了要彰顯中華民國憲

法仍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憲法，形同「台灣人民」制憲的巨幅修憲模式自然

                                                 
8 吳玉山教授將新興民主國家的憲改模式分為激進制憲、延遲的激進制憲、漸生的內升制憲，以

及漸進的修憲等四種，第一種最激進，第四種最漸進，第二與第三則介於其中。參見吳玉山

(2005)。 
9 明顯具有「法統」延續考量的修憲內容包括：在憲法增修條文的前文明定「因應國家統一前之

需要」，以之作為修憲之目的；中央民意代表設有全國不分區代表與僑選代表的名額，而非全

然由台灣地區所選出的區域代表所組成；將中華民國實際統治權所及的領域稱為「中華民國自

由地區」，避用「台灣」或「台澎金馬」等語；在修憲體例方面，不採直接修改憲法本文、以

新條文取代原有條文的方式，而是將修憲條文附加在憲法本文後面，藉此保持憲法本文的完整

性，也暗示著未來國家統一後直接將憲法本文適用於「全中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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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國民黨會採行的方案(Lee & Chu, 2003: 3-4)。因此，在這兩次修憲的修憲條

文中，多數的內容乃是為了馴服國大配合修憲而以國大擴權作為交換條件的條

款，以及基於國大擴權而牽動的關於司法、考試、監察三院若干規定的調整，10

至於在憲政體制中最具關鍵地位的總統、行政院與立法院三個機關的職權與關

係，則幾乎完全沒有變動。綜言之，由於國民黨秉持「最小修憲原則」，我國憲

法本文關於憲政體制所強調的內閣制精神，亦即行政向立法負責的精神，在一九

九○年代憲政體制變遷路徑發展的一開始便保留了下來。這是迴避制憲模式而採

取最小修憲原則所無法避免的結果。 

因此，儘管台灣憲政體制變遷的路徑此時存有很大的發展可能空間，但在

國民黨採取修憲而非制憲模式的抉擇下，憲法本文中的內閣制精神，即行政向立

法負責的精神，在修憲模式下便成了不得不採的底線。如圖三之一所示，「行政

是否向立法負責」猶如一條柵欄，在此柵欄右邊的空間意味著行政不須向立法負

責，在此柵欄左邊的空間則意味著行政向立法負責。在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廢

止後，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一開始就畫下了這條底線，而台灣憲政體制的路徑發

展顯然是從這條柵欄左邊的空間部分出發的。 

 

 

 

 

 

 

                                                 
10 依照憲法本文規定，司法院人事(正副院長與大法官)與考試院人事(正副院長與考試委員)係由

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至於監察委員則是由省市議員選舉產生，因此監察院依憲法本文亦屬

中央民意機關。在第二次修憲中，為了配合國大擴權的需求，遂將監察委員的產生方式改由總

統提名、國大同意，然後再以監察委員不再具有中央民意代表身分、監察院不再是民意機關為

理由，而認為監察院不應擁有在理論上基於民意機關性質所擁有的人事同意權，而一併將監察

院對司法院、考試院人事的同意權改為國大擁有。於是，國大同時擁有司法、考試、監察三院

的人事同意權，監察院則在人事同意權被剝奪，其他職權(彈劾、糾舉、糾正、審計等權)未變

的情況下，在性質上由民意機關轉變為準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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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行政是否向立法負責 
 

圖三之一 第一、二次修憲對路徑「柵欄」的構築 

 

 

 

 

第二節 有權之民選總統的確立—第三次修憲 

一九九四年八月的第三次修憲，主要是為了解決一九九二年第二次修憲時

遺留下來的總統選舉方式的問題。這一次修憲亦是由一九九一年底所選出的第二

屆國大進行，不過由於増額國代的任期屆滿11與新黨的成立12，第三次修憲時國大

的政黨席次分配因而如表三之三所示有些微變動，但國民黨在國大中仍佔有四分

之三以上的席次，因此這一次修憲仍與前兩次修憲一樣，仍然是國民黨一黨修憲

的格局。 

 

 

                                                 
11 依當時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增額國代的任期應至一九九三年底屆滿，因此增額

國代沒有參與一九九四年的第三次修憲。 
12 國民黨內部次級團體「新國民黨連線」於一九九三年八月宣布脫離國民黨，另組成新黨，而

表三之三中所列的一席新黨國代，則是原為國民黨籍的代表傅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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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之三  第三次修憲時各政黨在國民大會之席次與席次率 

政黨名稱 國民大會代表人數 席次率 

中國國民黨 249 77.57% 

民主進步黨 63 19.63% 

新黨 1 0.31% 

全國民主非政黨聯盟 1 0.31% 

無黨籍 7 2.18% 

總計 321 100% 

資料來源：國民大會秘書處，1994，《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臨時會實錄》，台北：國民

大會秘書處，頁 8。 

 

在第三次修憲中，確立了總統由公民直選，並且縮減了行政院院長副署權

的範圍，進一步強化總統在憲政體制中的角色。13此種制度變革的原因何在？關

於此問題，我們可以從國民黨黨內主流派與非主流派的對立與勢力消長與國民黨

整體的制度偏好兩個層面來加以分析。首先，就國民黨黨內主流派與非主流派的

勢力消長而言，國民黨內主流派與非主流派各持「公民直選」與「委任直選」的

主張，而這兩方政治行動者對於總統選舉方式之所以會各持立場，本來就是基於

兩方評估自身實力後的利益考量。政治行動者一方面會追求利益極大化，以進一

步延長自己的政治生命；另一方面，當政治行動者評估自己的政治實力較為弱小

時，他們同時也會試圖極小化遊戲規則對他們的可能損害，以至少維持政治生存

(Geddes, 1996:18-21)。因此，就制度選擇的議題而言，認為自身可以獲得多數選

民支持的多數菁英，在試圖極大化本身權力的考量下，會偏向支持具有「贏者全

拿」精神的制度；認為自身只能獲得少數選民支持的少數菁英，則同樣在權力極

大化(與損害極小化)的考量下，會偏向支持具有「比例分配」精神的制度。就憲

                                                 
13 第三次修憲的要點包括：一、總統、副總統直選，以相對多數制選出；二、縮減行政院院長

副署權範圍，亦即總統發布依憲法經國民大會或立法院同意任命人員(即司法、考試、監察三

院重要人事與行政院院長)之任免命令，無須行政院院長之副署；三、國大設議長、副議長，

成為常設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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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制而言，總統制在行政權的競爭上具有贏者全拿的精神，內閣制在行政權的

分配上則具有比例分配的精神，故而多數菁英會支持總統獨攬行政權的總統制，

而少數菁英則會支持具有行政權分享精神的內閣制。因此，在進行憲政制度選擇

的時刻，如果多數菁英掌握優勢，憲政體制會往強調單一總統角色、乃至典型的

總統制傾斜；如果少數菁英掌握優勢，憲政體制則會往強調國會角色、乃至典型

的內閣制傾斜(吳玉山，2002:237-238)。 

如果上述的論點基本上是成立的，也就無怪乎國民黨內佔多數的主流派與

佔少數的非主流派會對總統選舉方式有不同的主張。由於總統此一單一職位的競

爭是按照贏者全拿的原則，黨內的少數派沒有分享的機會，因此對黨內的少數派

而言，任何有可能減弱總統民意基礎，或增加總統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對地方派

系或現任民意代表之依賴程度的選舉方式，都要比公民直選來得好(朱雲漢，廖

益興，1995)。這是黨內的非主流派反對總統採公民直選方式的主要原因。不過，

國民黨內主張總統選舉採委任直選的非主流派勢力，在郝柏村於一九九二年底第

二屆立委改選後被迫辭去行政院院長之後已確定邊緣化，一九九三年八月國民黨

十四中全會召開前夕新黨的出走，更是使非主流派勢力急速消退，而主張總統選

舉採公民直選的主流派勢力則因此越形穩固。到一九九四年第三次修憲前夕，李

登輝為首的主流派已經在黨內權力競逐中獲得全面勝利，公民直選方案必將通過

的態勢在國大召開前就已經非常明顯。 

其次，從國民黨整體的制度偏好而言，前已論及，國民黨作為過去威權時

代的統治者，雖然在民主轉型過程經歷過局部的重組，也必須開始與反對運動菁

英分享政治資源，但舊的政治菁英結構仍大體上保存下來，而且仍享有相當程度

的統治正當性。而舊政權的菁英結構與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制度選擇是有關聯的。

以蘇聯解體後獨立國協各國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制度選擇為例，威權政體中的菁

英結構在民主轉型過程以何種方式呈現，將會決定其後的制度選擇。如果菁英結

構仍然維持鞏固的(consolidated)型態，制度選擇會走向總統制，因為總統制的某

些制度特徵，例如總統握有獨立的行政權、行政與立法的分立，以及總統擁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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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期等，將更有效地保持原來舊政體中菁英的既得利益；如果菁英結構呈現分

散的(dispersed)型態，制度選擇則會走向內閣制，因為對新的政治行動者而言，

在威權政體崩解後的最初階段最重要的事情，便是要建立自己獲取政治權力的管

道，而議會內閣制的某些特徵，例如不信任投票、立法權對行政權的控制等，將

最有效地符合他們的要求(Easter, 1997:184-211)。換言之，對舊政權的菁英結構

尚稱穩固的新興民主國家來說，在憲政體制上之所以會採取總統制或強調總統權

力的憲政體制，是因為原威權政體中的執政菁英仍然繼續可以獨享國家機關的控

制權；而這些國家之所以不採用內閣制或強調國會權力的憲政體制，則是因為原

威權政體中的執政菁英會盡量避免與其他新興反對勢力分享對國家機構的控制

權(朱雲漢，2005)。 

我國憲政體制的發展脈絡與上述前蘇聯國家的憲政選擇經驗若合符節。在

一九九○年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國民黨雖然不斷面臨分裂的危機，但至少在

宋楚瑜從國民黨出走之前，一直能夠維持相對穩固的統治菁英結構，因此國民黨

對於憲政體制的制度偏好，隨著主流派在黨內的優勢地位越來越穩固，也就越來

越強調總統的獨立角色與總統權力的擴大，第三次修憲時總統直選的確定則可視

為此種發展趨勢的里程碑(Chen, 1999: 22-24)。回顧第一次至第三次修憲，一九

九一年的第一次修憲儘管是以「程序修憲」為主軸，但當時對於總統的權力便已

微幅擴大，一方面放寬了總統緊急命令權的行使要件，14另一方面仍保留原動員

戡亂時期臨時條款中在總統轄下的動員戡亂機構—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

全局。接下來一九九二年的第二次修憲，總統被賦予召集國大檢討國是之權，並

且增加對監察院正副院長與監察委員的提名權。然後到了一九九四年的第三次修

憲，除了確定總統、副總統由公民直選外，並且縮減行政院院長對總統發布命令

                                                 
14 總統緊急命令權行使要件的放寬有以下三個面向，一是行使時機的放寬：原本憲法第四十三

條所規定的行使時機是「國家遇天然災害、瘟疫或財政經濟重大變故」，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

則改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獲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二是發布時機的放寬：

原本憲法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的發布期間僅限於「立法院休會期間」，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中

則無此限制；三是依據法令的放寬：憲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總統發布緊急命令須依據立法院制定

通過的緊急命令法始能發布，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中則無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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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署的範圍。就此看來，具有一黨修憲實力的國民黨基於本身的利益考量，確實

一步步地強化了憲法中總統的角色與權力。 

總統改為人民直選，其角色進一步強化的發展方向，不僅如上所述符合國

民黨執政菁英的利益考量，同時也符合社會大眾對於憲政運作的一般認知。一方

面，在昔日威權統治下的台灣，蔣介石、蔣經國兩位政治強人主要都是擔任總統

職位，雖然就憲法本文觀之，總統並不見得是平常憲政運作中最關鍵的核心角

色，但臨時條款將總統權力大幅擴張，經過四十多年的實際長期政治運作，總統

的實權領袖角色，也在長期的政治社會化經驗中，被大眾視為理所當然，而內化

為一般大眾的心理預期，可以說已經形成以總統為權力中心的政治文化(郭正

亮，1996：59；Cabestan, 2003:8-9；黃秀端，2005：14)。因此在修憲中對於總

統角色的強化，其實也可說是試圖將憲法規範中應然面的總統權力貼近實際政治

運作中實然面的總統的權力。 

另一方面，在一九九○年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台灣主體意識的勃興，應該

也是促使修憲過程中總統改為民選、角色強化的因素之一。下圖三之二中所呈現

的台灣民眾「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比例的消長情形，應可作為台灣主

體意識日漸昂揚的一項佐證。民進黨儘管在第二屆國大中的政黨勢力太小，以致

無法在國大修憲的場合中扮演參與或否決的角色，但其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訴求，

卻是促成台灣主體意識在民間社會逐漸滋長茁壯的重要推手。在台灣主體意識日

益昂揚的氛圍中，使得許多民眾以及政治菁英的思維裡，會認為總統直選是彰顯

人民主權、形塑台灣人民集體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汪平雲，2006：45；施正鋒：

2006)。透過總統直選這種全國性的政治動員，可以有效凝聚台灣人民的集體意

識，並且可以藉此向國際社會宣示台灣主權獨立的事實。而且在台灣在面臨海峽

對岸中共威脅的「危機社會」情境下，也亟須一個具有強大民主正當性、凝聚台

灣人民共識，並帶領人民應付危機的全民總統角色。換句話說，一個具有相當權

力的民選總統被當作是國族建立(nation building)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可以作為台

灣對外的國家象徵，並且可以展現國家的整合，產生舉國一致的團結效果(林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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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1991；許志雄，2000:239)。在台灣，不僅憲政改革與政治民主化是同時並

進的過程，甚至是與國族建立的過程渾然結為一體的(朱雲漢，2000:9)。15 

 

圖三之二  一九九○年代台灣民眾的「中國人」/「台灣人」認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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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整理自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網站

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pos/9001/table12.htm  (last visited: 
2006/10/14) 

 

儘管有論者認為總統直選與總統權力擴張不能畫上等號，並舉奧地利、冰

島、愛爾蘭等總統直選、憲政運作上卻近乎內閣制的國家為例，指出總統的權力

是來自憲法的規定，不會因為透過直選強化民意基礎就使其權力變大(周育仁，

1996:6)。但關於總統直選的意義，其實有更多的論者強調，一旦總統經由全民

直選產生，成為全國最具民意基礎的政治人物，往後遇到憲法文字語意模糊，在

權力歸屬有疑義的地方，總統經常能憑藉自身所擁有的全國最高的民主正當性，

                                                 
15 台灣主體意識的揚升與「台灣人」認同的強大凝聚力，也造成「李登輝情結」的特殊現象，

使得李登輝不僅可以獲得國民黨內多數本省籍黨內菁英的支持，並且可以得到民進黨的適時配

合與支援。「台灣人出頭天」的集體意識，應該也是李登輝在歷次修憲過程中得以主導將總統

權力擴張的一項助力。 
16 本研究是以「請問您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還是兩者都是？」這個問題來測量民眾

的國家認同。從圖三中可以看出，單純「中國人認同」者的比例在一九九○年代急速下降，從

一九九○年的 54 %驟降至一九九四年的 23.8 %，此後仍逐年遞減，至一九九○年代末期已降

至一成多。相對地，單純的「台灣人認同」者比例則逐年攀升，至一九九七年之後已經凌駕自

認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雙重認同者」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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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所當然地將這些模糊地帶歸為自己的權力領域(Lijphart, 1984:88；左雅玲，

1994:4；吳重禮，2006：134)。17另外也有學者全盤檢視了全世界總統直接民選

的國家，發現世界上總統由民選產生的國家中，總統幾乎都握有相當的權力，僅

有奧地利、愛爾蘭和冰島是例外。18換言之，強調總統直選與總統權力無關的論

者，正是將絕無僅有的三個例外國家當作其論據，並不具太大的說服力。而就台

灣的情形而論，總統在憲法中的權力是否算大固然多有爭議，但其非純然內閣制

下的虛位元首則是眾所肯認的，這就使得我國總統有透過民意正當性擴張憲法權

力的空間存在，若再考慮前述政治文化與國族建立這兩項台灣特有的環境脈絡因

素，則我們幾乎可以確定，第三次修憲總統直選的確立，同時也是憲政體制中一

個「有權力的直選總統」的確立。 

          

                     
 
 
 
 
 
 
 
                                            是            否 
 
 
              否             是 
           
             總統是否人民直選             行政是否向立法負責   
 

      圖三之三 第三次修憲對路徑對路徑「高牆」的構築 

 

                                                 
17 以法國第五共和為例，法國第五共和憲法於一九五八年制訂時，原本是規定總統由國會議員

與各級地方議會議員所組成的選舉人團選舉產生，但戴高樂總統之所以於一九六二年堅持提案

修憲將總統改由人民直選，正是希望藉此鞏固總統的地位與權威。而法國第五共和後來的憲政

發展也證明，在總統改由民選，但總統的憲法權力未有任何更動的情況下，總統的實質權力仍

然獲得強化。 
18 有學者指出，在所有民選總統的九十一個國家中，採行議會內閣制、總統接近虛位元首的國

家僅有奧地利、冰島和愛爾蘭等三國，僅佔全數的 3.3%。參見王業立(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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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半總統制路徑的浮現 

第三次修憲將總統改為人民直選的決定，其實具有相當程度的不可逆轉

性，因為我們很難想像，一旦確立總統由人民直選，在可見的未來還有將總統改

為非人民直選產生的可能。依據世界各國憲政發展的經驗得知，只要國家的元首

是經由民選產生，這個國家就很難走回頭路將總統改由非民選產生，也就不可能

走向純粹的內閣制(王業立，2005：3)。Shugart 和 Carey 便指出，從二十世紀世

界各國的憲政發展經驗看來，沒有任何一個總統制國家轉變為內閣制國家，卻有

不少內閣制國家轉變為總統制國家(1992: 3)，其中重要關鍵正是因為總統民選的

不可逆性。因此如圖三之三所示，第三次修憲將總統改為人民直選的決定，猶如

在「行政是否向立法負責」這個柵欄的左邊又建構了一座「總統是否由人民直選」

的高牆。將其比喻為高牆的原因，是為了表示此一界線一旦建立，就顯得異常堅

固而難以逾越，這也是為何在圖三之三中將此一界線畫得更形粗黑的原因。在這

座高牆右邊的空間意味著總統乃由人民直選，在這座高牆左邊的空間則意味著總

統非由人民直選。透過這條「柵欄」與這座「高牆」的構築，至此三條憲政變遷

的路徑已經浮現出來。(參見圖三之四) 

1.第一條路徑：由於在柵欄左邊的空間，意味著行政向立法負責；而高牆右邊的

空間，意味著總統由人民直選，因此如圖三之四所示，在這條柵

欄與這座高牆之間，正是「行政向立法負責」且「總統由人民直

選」的交疊地帶，而這正是 Duverger 所謂的半總統制。 

2 第二條路徑：由於在柵欄右邊的空間，意味著行政不向立法負責；而高牆右邊

的空間，意味著總統由人民直選，因此如圖三之四所示，在這條

柵欄右邊的空間，同時也是「行政不須向立法負責」且「總統由

人民直選」的交疊地帶，而這正是所謂的總統制。 

3.第三條路徑：由於在柵欄左邊的空間，意味著行政向立法負責；而高牆左邊的

空間，意味著總統非由人民直選，因此在這座高牆左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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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行政須向立法負責」且「總統不由人民直選」的交疊

地帶，而這正是所謂的內閣制。 

        
 
 
 
 
 
 
 
 
 
 
 

圖三之四 半總統制路徑的浮現(一) 

 

在第一條路徑中，如圖三之五所示，尚可分為左邊「車道」與右邊「車道」；

右邊車道是「二元型半總統制」，左邊車道則是「一元型半總統制」。正如圖三之

五所顯示，若以總統控制內閣的權力為指標，在四種憲政體制中該權力之大小的

排序應是總統制>二元型半總統制>一元型半總統制>內閣制。理由如下：在總統

制中，總統無疑地對內閣有完全的控制權，故其排序第一；在二元型半總統制中，

由於內閣亦向總統負責，因此總統對於內閣亦有相當的控制權，但此一控制權不

免會被內閣亦須同時對之負責的國會所牽制，故其排序第二；在一元型半總統制

中，由於內閣僅對國會負責，總統要對內閣擁有控制權必須是在總統與國會多數

同黨的時候才有可能，故其排序第三；而在內閣制中，虛位總統對於內閣並無控

制權，故其排序最後。我們也可以說，如圖三之五所示半總統制此一路徑中，越

往左邊，總統控制內閣的權力越小，若是更往左而甚至跨過了「總統是否民選」

這座高牆，總統控制內閣的權力就小到如內閣制之下的總統；越往右邊，總統的

控制內閣的權力越大，若是更往右而跨過了「行政是否向立法負責」這條柵欄，

總統控制內閣的權力就大到如總統制之下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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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之五 半總統制路徑的浮現(二) 

 
 

第三次修憲將總統改為人民直選後，由於兩個制度底線的框限，我國憲政

體制的發展路徑已經浮現出來，即圖中的中間路徑—半總統制。自此以後，我國

憲政體制即在此一路徑的不同車道上迂迴前進。 

 

 

第四節 結語 

回顧國民黨所主導的這三次修憲，可以發現半總統制憲政發展路徑的形

成，是在既有的制度制約下，國民黨在工具性邏輯與社會適當性邏輯這兩種邏輯

交互作用下的結果。憲法本文中以行政對立法負責為核心精神的修正內閣制構成

了明顯的制度制約，在理性考量的工具性邏輯下，國民黨在憲改模式方面會希望

盡量縮小改革的幅度，採取最小修憲原則，以維持國民黨在過去威權統治下的既

得利益，但是如此一來便必然受到憲法本文中修正內閣制的憲政體制所制約，而

必須保留行政向立法的體制精神；在憲改內容方面，由於國民黨內主流派之主宰

地位的確立，以及國民黨在民主轉型過程中仍然在整個政黨體系中佔有優勢地

位，因此會強調總統的角色與權力以確保執政優勢。於是我們會發現國民黨在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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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考量下所主張的憲改模式與憲改內容，正好各自強調不同的制度精神—一方面

國民黨所採取的憲改模式所導致的是行政向立法之精神的保留，強調的是國會的

權力，另一方面國民黨所採取的憲改內容則是強調總統的權力。於是在這兩種相

互矛盾的制度精神的拉扯下，形成了既強調行政向立法負責，又強調總統角色的

半總統制發展路徑。 

國民黨所採取的憲改模式與憲改內容，除了基於理性考量的工具性邏輯，

也同時是基於正當性考量的社會適當性邏輯。在憲改模式方面，由於國家「法統」

的維繫是國民黨過去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基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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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繫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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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不是國民黨所可能採行的憲改

模式，行政向立法負責的制度精神也因此在修憲模式下得以留存下來；在憲改內

容方面，由於過去長期威權時期的實際運作，以及台灣主體意識的日益勃興，實

權總統的角色符合一般民眾的期待，國民黨強調總統角色與權力的憲改方案儘管

受到若干學者和政治菁英的批評，但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仍有相當程度的說服力和

正當性。就此看來，國民黨在正當性考量下所主張的憲改模式與憲改內容，也正

好各自強調不同的制度精神。我們也可以說，我國半總統制發展路徑的形成，是

中國法統精神與台灣主體意識相互拉扯、折衝的結果。 

歷史制度論兼採理性選擇制度論所強調的工具性邏輯與社會學制度論所強

調的社會適當性邏輯，而我國第一、二次修憲中行政向立法負責之精神的保留，

同時符合當時國民黨在憲政體制選擇上的工具性邏輯與適當性邏輯，第三次修憲

中總統角色的進一步強化亦是如此。我們因此可以發現，我國前三次修憲的憲政

體制選擇，正與歷史制度論的論旨相互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