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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浮現與鞏固 

 

二○○○年三月，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當選總統，但當時民進黨在立法院只

擁有三成左右的席次，國民黨則佔有立法院過半以上的席次，我國首次出現了總

統與立法院多數分由不同政黨掌控的局面。我國「半總統制」過去隱而未發的最

主要結構性爭議於此時終於引爆，此爭議即是：在憲政體制上，組閣權究竟是屬

於總統還是立法院多數？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國「半總統制」究竟是「一元型半總

統制」抑或是「二元型半總統制」的癥結，但在過去總統與立法院多數一致的情

況下，始終無法有效釐清，而二○○○年總統大選後首次出現總統與立法院多數

不一致的政治情勢，使得我國從一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以來充滿許多模糊地帶的

「半總統制」憲政體制，至此已不可能維持其曖昧性，而必須更進一步確認我國

憲政體制的類型定位。 

本章在第一節中，將對「組閣權歸屬於總統或是立法院？」這個憲政問題

進行法理面的探討；第二節則將此一「組閣權歸屬」的憲政爭議，配合第四章中

曾討論的「總統對閣揆之免職權」與「閣揆辭職時機」等兩個議題，建構出我國

二○○○年總統大選後憲政體制類型發展在邏輯上的各種可能性；第三節則指出

我國憲政體制在二○○○年後從原本內涵未明的「半總統制」走向「二元型半總

統制」，並且藉由這六年間的大法官解釋加強合法性，我國自二○○○年以來浮

現的「二元型半總統制」因此逐漸確立與鞏固。 

 

第一節  組閣權歸屬的爭議 

在我國「半總統制」憲政體制中，閣揆的任命乃至內閣的組閣權，究竟是

依據總統還是立法院的意志？換言之，行政院的老闆究竟是立法院還是總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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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誠屬陳總統二○○○年上任之初最重大的憲政問題。對於此問題，取得總

統職位的民進黨(或後來形成的泛綠陣營)主張總統擁有完整的閣揆任命權乃至

組閣權，而當時掌握立法院多數的國民黨(或後來形成的泛藍陣營)則主張總統雖

然在形式上有閣揆的任命權，但仍應任命立法院多數所支持的人選。不同論者對

於這兩派主張也各自提供了相關論據，可分述如下。 

 

一、主張總統任命閣揆應尊重立法院多數的論點 

首先，主張總統應任命立法院多數支持人選的論者(以下簡稱為「立法院派

論者」)認為，從一九九七年國民黨與民進黨共同合作的第四次修憲過程中看來，

國、民兩黨確實有由立法院多數組閣的修憲共識。在當時國民黨版修憲提案(第

一號修憲提案)擬將行政院院長改由總統直接任命的提案說明(亦即修正理由)中

提到：「本項調整旨在賦予總統根據民意逕行任命行政院院長的權力。惟該項權

力之行使仍必須考量立法院之政治情勢，任命多數黨可接受之人選。」並提到：

「行政院長由總統任命之，無須立法院同意，總統於立法院無多數黨或聯盟時，

可順利任命行政院長，有助維持政局之安定。」並且指出「立法院無多數黨時，

必須組成聯合政府。」根據以上文字，顯然國民黨認為修憲後，儘管立法院不再

擁有閣揆同意權，但當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時，只要立法院尚有過半數的多

數黨或多數聯盟存在，總統仍應任命立法院多數黨或多數聯盟可以接受的人選。

只有在立法院不存在多數黨或多數聯盟的情況下，總統對閣揆人選始有任意裁量

權。至於民進黨版修憲提案(第一○七號修憲提案)1在同樣主張將行政院院長改由

總統直接任命的提案說明中，對於此點甚至比上述國民黨修憲提案說明闡述得更

為清楚，該項修憲說明提到：「本版本憲政制度設計的精神，在於提供政治權力

在總統與行政院長之間轉換的可能。當總統與立法院的多數為同一政黨時，政治

權力的核心為總統；當總統與立法院的多數分屬不同政黨時，政治權力核心就轉

                                                 
1 民進黨在當時修憲主要有兩個提案，分別是修憲提案第一○七號提案(雙首長制案)與第一○八
號提案(總統制案)，不過總統制案的內容最後皆未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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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立法院以及由立法院所信任的行政院長。」(黃錦堂，2000：8-9)因此，無論

是就國民黨或是民進黨當時的修憲提案看來，當時修憲者的原意確實是預設當總

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時，應由立法院多數來主導政治。 

其次，立法院派論者也指出，若總統不任命立院多數所支持的人士為閣揆，

整個憲政運作將不可能順暢運作，這其中的關鍵是我國於一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

調整過的覆議制度。在第四次修憲之前，當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所提出的法案提出

覆議，立法院須有三分之二多數始能維持原案，使得行政院得以立委「三分之一

加一」少數的支持，否決立法院多數的決議。況且我國覆議制度在實務運作上允

許行政院提出「部分覆議」(或稱「條項覆議」)2，在過去這樣的制度設計下，確

實使得不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行政院仍有主導政策的空間。只要行政院有「三分

之一加一」少數立委的支持，一方面行政院對於立法院多數陣營主動提出並通過

的法案，可以對立法院要求全案覆議而達到全案否決的目的；另一方面行政院對

於自己提出的法案即使被立法院修正，則可針對被修正的條文對立法院要求部分

覆議，如此便可僅推翻行政院反對的條文，而保留其他行政院願意通過的條文成

為正式法律。經由上述的制度運作，不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行政院仍有施政空

間。然而，由於第四次修憲將覆議的可決數由三分之二改為二分之一，使立法院

對於行政院所提出的覆議案，只要有二分之一立委支持原案，就可強制行政院接

受其議決的法案。可以想像的是，立法院過半數的多數黨或多數聯盟若能團結一

致，一方面可以對行政院進行杯葛，全面不通過行政院所提出的各項法案，另一

方面則可自己主動提出法案並表決通過，就算行政院不願執行而要求覆議，立法

院多數陣營也能以過半數維持原決議，強迫行政院執行。如此一來，將形成「反

                                                 
2 若就憲政法理探討，部分覆議否合宜是具有爭議的。對於部分覆議抱持否定態度者的主要理由
有二：第一，一部法律中的各條文間往往具有牽連關係，若允許部分覆議將可能破壞法律的完
整性。第二，若允許部分覆議，將使行政部門的要求覆議權由否決立法轉變為左右法律內容的
權力，行政部門猶如更高的立法機關，破壞權力分立原則。不過，由於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三
十二條有「行政院得就立法院決議之法案之『全部或一部』，經總統核可後移請立法院覆議」
的文字，因此我國實務上是允許部分覆議的。我國歷年來覆議制度的實際運作亦不乏部分覆議
的例子，例如一九五四年的兵役施行法第十四條覆議案、一九九○年的勞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
覆議案、一九九三年的立法院組織法第十八條覆議案、一九九七年的漢翔公司設置條例第九條
覆議案，以及二○○三年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覆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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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黨決策，執政黨執行」的局面，行政院將陷入被迫實施其所反對之政策的困境。

在這種情形下，立法院中多數反對黨所主導的決策卻要由行政院的少數執政黨負

責，民主政治中責任政治的精神將蕩然無存。為了避免上述情況發生，總統任命

閣揆時以立法院多數意見為依歸，乃是維持憲政運作順暢不得不然的選擇。 

第三，立法院派論者也以我國第四次修憲時最主要的參考對象—法國第五

共和憲政體制的運作經驗為依據，以此來論證總統須任命立法院多數所支持的人

士為閣揆。立法院派論者指出，法國總統唯有在與國會多數黨(或聯盟)一致時，

才可能任命同黨(或聯盟)人士為閣揆。一旦法國總統無法掌握國會多數，則必然

任命國會多數人士組閣，而不會任命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少數政府。換言之，法

國的內閣不論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或不一致，始終是能夠掌握國會多數的多數政

府。尤須注意的是，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在內閣與國會關係的制度設計上，非常強

調內閣的穩定與內閣對國會的優勢，3而且基於兩輪對決制的總統選舉制度，總

統必然是掌握過半民意的多數總統，就制度運作邏輯而言，其實並非完全不存在

總統成立少數政府的空間，但是法國總統在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即使其所屬政

黨(或聯盟)在國會所佔席次與多數黨(或聯盟)席次差距不大，也未曾成立少數政

府(蘇永欽，2000A)。相對地，我國憲法則完全沒有行政院對立法院享有優勢的

                                                 
3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為了維持內閣的穩定，做了以下的規定：一、國會議員與內閣閣員身分不兼

任(第二十三條)，亦即閣員一般而言由非國會外人士出任，若議員擬擔任閣員則須辭去議員職
務。，此一規定一方面強化了內閣的凝聚力(因為一旦被倒閣，閣員無法回任議員)，一方面也
降低了議員倒閣的動機(因為閣員人選不一定要從議員中尋找，議員倒閣不一定就能入閣取代
原來的內閣)。二、對國會倒閣權的行使程序嚴格設限：倒閣案在國會議員十分之一連署提出
後，須四十八小時之後始能表決，且須有國會議員總員額(而非出席人數)過半贊成始能通過倒
閣案。倒閣案若表決失敗，原提案人在同一會期不能再連署倒閣案(第四十九條)。至於內閣對
國會的優勢則表現在兩方面，一是國會權力本身受到的限制，一是使政府對立法具有主控權。
國會權力受到的限制包括：一、限制國會開會期間(第二十八條)；二、憲法明文列舉國會得進
行立法的事項，除此之外皆不屬國會立法範圍(第三十四條)；三、即使是國會立法範圍，內閣
也可要求國會授權，在一定期限內由內閣制訂行政條例採行原屬國會立法範圍的措施(第三十
八條)；四、國會委員會數目受限，功能不彰(第四十三條)。至於政府對立法具有的主控權包
括：一、內閣提案優先於議員提案(第四十二條)。二、國會對財政法案不得為增加支出或減少
收入之修正(第四十條)。三、國會對於財政法案若七十日內未議決，政府可直接以行政條例執
行該法案(第四十七條)。四、內閣可要求國會就其提案(以及其可接受的修正案)之全部或一部
進行全案表決(第四十四條)。五、內閣可在特定法案上質押信任(亦即提出信任案)，此時國會
須在二十四小時內提出不信任案，並依不信任案程序進行表決，否則法案視同通過(第四十九
條)。六、一旦國會兩院對於法案有不同意見，當法案在兩院穿梭的過程中，內閣具有主導權(第
四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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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設計，在我國憲法對少數政府的奧援遠不及法國，且基於相對多數制的總統

選制而可能出現少數總統的情況下，總統有什麼正當性可以成立少數政府？  

第四，立法院派論者也提醒，第四次修憲取消立法院的閣揆同意權，改由

總統直接任命閣揆，並無意使閣揆成為完全聽命於總統的幕僚長。如果僅觀察到

閣揆任命方式在第四次修憲有所調整，就以為總統任命閣揆有任意裁量權，乃是

一種見樹不見林、忽略體系性觀察的憲法詮釋方式。因為第四次修憲除了將閣揆

改由總統直接任命之外，更重要的是賦予立法院倒閣權，並且將立法院表決覆議

案的門檻由三分之二改為二分之一，至於行政院院長為最高行政首長、行政院對

立法院負責的憲法規定則維持不變。整體而言，上述規定(立院倒閣權、以二分

之一為門檻的覆議制度、行政院院長為最高行政首長、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所

共同構築的憲政架構其實是更為強化內閣制的運作精神。立法院派論者指出，立

法院的閣揆同意權儘管被取消，但卻被賦予倒閣權，而若將國會的閣揆同意權與

倒閣權相較，倒閣權毋寧才是典型內閣制的最核心設計，因為這種制度設計最清

楚地彰顯了行政機關依附於立法機關、行政機關基於立法機關的信任而存在的內

閣制精神(Lijphart, 1984: 72)。須注意的是，國會倒閣權是內閣制國家必要的核心

設計，而內閣制國家卻不乏國會無閣揆同意權的例子，例如英國、大多數英國以

前的殖民地國家、北歐國家、荷蘭等皆是(Bergman, 1995: 40-46)。在這些內閣制

國家中，憲法之所以賦予國家元首(國王或總統)直接任命閣揆之權，是希望國家

元首以超黨派的角色，發揮整合的作用，在捍衛憲法的原則下，任命一位能為政

局帶來穩定與領導有效政府的閣揆，並非賦予國家元首片面任命閣揆之權。在內

閣制憲政運作下，為求政局的穩定並使政府的施政得以貫徹，國家元首在任命閣

揆時，應尊重在國會中擁有過半席次之政黨(或聯盟)的意見，除非國會中多數黨

(或聯盟)屬意的閣揆人選明顯不適任，否則國家元首在任命閣揆時，應扮演消極

與整合的角色(陳淑芳，2004：55)。簡言之，儘管我國第四次修憲後改由總統直

接任命閣揆，但在整個憲政體制更為突顯內閣制精神的情況下，仍須從內閣制的

角度去詮釋總統的閣揆任命權，因此總統的閣揆人事決定權不應被僵硬地解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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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自由裁量權，而應視為「合義務之裁量」4，必須受到建立「有效運作政

府」此一不成文憲法原則的拘束，從而總統仍應尊重立法院多數的意見(陳新民，

2006：128)。若總統不顧立法院多數的意見，執意任命自己中意的人選，恐有違

「憲法機關忠誠」(verfassungsorgantreue)5的憲法義務。 

第五，立法院派論者認為，當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時，若總統不任命

立法院多數支持的人選為閣揆，將違背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多數統治原則。這是

因為在「半總統制」憲政體制中，行政權係分別由總統與內閣行使，而我國總統

選舉制度採取相對多數制，已使少數總統的可能性無法排除，此時若由總統任

命、對立法院負責的閣揆亦由總統片面決定，而非由立法院多數所支持的人選出

任，將使整個行政部門(總統與內閣)完全欠缺多數基礎，根本欠缺統治的正當性

(蘇永欽，2002: 183-184)。因此，總統必須任命立法院多數支持的人士為閣揆，

始能符合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多數統治原則。6  

綜上所述，立法院派論者係從第四次修憲時的修憲者原意、目前覆議制度

下憲政運作順暢的考量、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經驗、憲政體制整體上的內閣

                                                 
4 「合義務之裁量」是與傳統的「自由裁量」相對的概念，意謂裁量權人行使裁量權並無完全的
自由性，而有義務依循所有法治國家成文與不成文、實質與程序的規範，始能進行裁量。甚至
有論者認為不應從總統「權力」的角度來看「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的規定，而應將此規
定視為總統的憲法責任(隋杜卿，2003：148)。 

5 所謂「憲法機關忠誠」，是指憲法機關須盡最大可能性，將憲法詮釋為能夠使憲政合理而穩定
運作的一套制度，因此憲法機關彼此間所負相互扶持、尊重與體諒的義務。申言之，「憲法機
關忠誠」是指憲法機關自覺對憲法整體的責任，為避免憲政秩序的功能受到妨礙，所產生的忠
誠行為義務，以及因此而產生的樂於整合、協調的相互合作義務。此概念經由 Rudlf Smend 與
Wolf-Rüdiger Schenke 等德國重要憲法學者的闡述，並經由德國憲法法院在實務上的援用，在
德國其作為「不成文憲法原則」的地位已獲各界承認。我國大法官蘇俊雄在釋字第五二○號解
釋的協同意見書中，也引用此概念作為解決核四停建爭議的依據，其謂：「憲法機關在憲政運
作上負有『憲法忠誠』之義務，必須遵循並努力維繫憲政制度的正常運作。此項『憲法忠誠』
的規範要求，雖未見諸憲法明文規定，但不僅為憲政制度之正常運作所必需，亦蘊含於責任政
治之政治倫理，其規範性應不容置疑。」關於「憲法機關忠誠」的探討，參見顏厥安(2000)、
許宗力(2002：19-27)、陳新民(2005：345-393)。 

6 此一論點大有商榷餘地。此論點顯然是將「多數統治原則」的「多數」，理解為人民的過半數。
但是即使是作為內閣制典型代表的英國，其掌握國會過半席次的執政黨(不論是工黨或保守
黨)，若就國會大選的全國得票率而言，在歷次選舉中也很少過半，若依此論點，英國政府豈
不是長期以來都缺乏正當性。同樣地，在採行總統制的美國，掌握國會過半席次的政黨(不論
是共和黨或民主黨)若就國會大選中的全國得票率而言，也經常未過半；而獲得過半選舉人團
代表票的總統當選人，未獲過半公民選票支持的情形亦比比皆是(例如杜魯門、甘迺迪、尼克
森、柯林頓、小布希)。事實上，由於各國的選舉制度不同，多數統治原則的多數，不必然是
絕對多數(majority)，也可能是指相對多數(plurality)。「多數」是否具有正當性，應該是以其產
生是否符合憲法或法律所定的程序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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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精神，以及多數統治原則等角度，主張總統任命閣揆應以立法院多數的意見為

依歸。 

 

二、主張總統任命閣揆有任意裁量權的論點 

首先，主張總統任命閣揆有任意裁量權、可獨立任命閣揆權的論者(以下簡

稱為「總統派論者」)認為，就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行政院院長由總統

任命之」如此簡潔的文字觀之，看不出憲法有任何明確規範課予總統任命立法院

多數支持之人士為閣揆的義務。而從一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取消立法院對閣揆的

事前同意權，而改採事後倒閣權的調整來看，應可推論當時修憲者是有意剝奪立

法院參與建構內閣的權力，而將建構內閣的權力完全交給總統的政治決定。在一

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之前，由於立法院有閣揆同意權，因此內閣的成立是以得到

立法院多數的積極支持為前提；在第四次修憲之後，由於立法院的閣揆同意權遭

到取消，而擁有倒閣權，因此內閣的持續存在是建立在立法院不行使倒閣權的基

礎上。換言之，在第四次修憲之後，立法院對閣揆的信任，僅維持在不提出倒閣

案情形的信任推定上，亦即只要立法院沒有通過倒閣案，內閣的存在就具有正當

性(詹鎮榮，2004：49)。雖然立法院倒閣權的行使實質上足以影響內閣的建構，

但從憲法明文規定閣揆係由總統單獨任命的情況下，立法院對於內閣建構充其量

僅擁有消極的抵制可能性，而無法積極地參與內閣的組成(蔡宗珍，2004：80；

汪平雲，2006：77)。立法院不能因為自己有事後倒閣權，就主張自己也有事前

介入組閣的權力。若是能夠如此主張，一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又何必大費周章剝

奪立法院的閣揆同意權？ 

其次，針對立法院派論者以行政院依憲法仍須向立法院負責為理由，從而

主張應該由立法院多數組閣的觀點，總統派論者提出以下的反駁。總統派論者指

出，憲法明文規定行政院是「依左列規定」向立法院負責，而不是沒有條件、沒

有限制的負責。憲法中關於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的規定，除了立法院的倒閣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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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性質上比較是規範行政與立法兩權對立、互動的制衡機制，而不是立法權

高高在上、行政權(包括決策與人事)完全從屬於立法權的負責機制，因此根本無

法從「行政院向立法院負責」的憲法規定導出立法院的組閣權(黃昭元，2000：

8-9)。 

第三、針對立法院派論者以國民黨與民進黨兩黨在第四次修憲時的提案說

明為依據，從而認為應該由立法院多數組閣的觀點，總統派論者也提出以下的反

駁。總統派論者認為，當時修憲者如果真要實現原本修憲提案說明的意旨，就應

將憲法條文修正為「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依立法院多數黨或多數聯盟之意見任命

之。立法院無多數黨或無法形成多數聯盟，由總統逕行任命之」等類似的文字，

而非僅是修正為「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的無例外規定(湯德宗，2002：

364-365)。因為閣揆的產生方式乃是憲政體制中極為重要的環節，豈能根據毫無

形諸憲法正式規定的修憲提案說明文字，就脫離「行政院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的明確文義，反而要求總統必須完全屈從立法院多數的意見。總統派論者指出，

若考察一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的歷史背景，當時之所以修憲剝奪立法院的閣揆同

意權，正是基於對立法院的不全然信賴，希望擺脫立法院在總統任命閣揆一事上

所造成的牽制，而強化總統對內閣組成的影響權限。從總統派論者眼中看來，國、

民兩黨在當時修憲提案說明提到總統應依立法院多數意見任命閣揆的相關文

字，並未成為憲法條文的正式文字，此一現象正顯示修憲者最後仍然決定預留若

干空間，讓總統可以根據具體的政治情勢任命其認為適當的閣揆人選。在我國現

行憲法規定的框架下，總統對於內閣的組成方式應有充分的決定空間(陳愛娥，

2002：308)。不論是擁有立法院多數支持的「多數政府」，或是無立法院多數支

持的「少數政府」，應該都是憲法容許的政治選擇。 

第四，總統派論者也以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運作的經驗作為立論的依據，不

過卻與立法院派論者有完全不同的觀察。過去數十年間，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運

作呈現行政權換軌(或稱擺盪)的現象—亦即當總統與國會多數一致時，總統任命

與自己同一政黨聯盟的人士為總理，此時由總統主政；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



 129

時，總統任命國會多數支持的人士為總理，此時由受國會多數支持的總理主政(此

時即為所謂共治時期)。而在法國換軌式的憲政運作經驗中，總統派論者發現一

套「新舊民意」的邏輯，關於這套「新舊民意」邏輯可分以下三點說明：首先，

法國新當選的總統上任後總是能擁有主政的權力，從無例外。假若新當選的總統

與舊國會多數一致，此時憲政運作即由總統主政；假若新當選的總統與國會多數

不一致，總統上任後則會馬上解散國會重新選舉，在這種「蜜月期選舉」

(honeymoon  election)中，總統所屬的政黨聯盟在國會中總是能獲勝，於是總統

與國會多數政黨聯盟轉為一致，因此仍是由總統主政。換言之，新選出的總統若

是與舊國會多數一致，立即是總統主政；而就算新選出的總統與舊國會多數一開

始並不一致，在新總統上任後也隨即能將總統與國會多數由不一致轉為一致，因

此仍然由總統主政。在法國過去的憲政經驗中，從未發生剛當選的總統上任卻無

法主政的情形。第二，法國過去三次的總理主政期間(亦即共治期間)的開始，毫

無例外都是發生於國會大選後，亦即三次總理主政期間的發生背景都相同—都是

因為總統所屬政黨聯盟在國會大選中失利，總統此時遂任命國會中敵對多數聯盟

的領袖為總理。相對地，三次總理主政期間的結束，則都毫無例外終止於總統大

選，亦即三次總理主政的結束背景也都相同—都是在總統大選後，此時則如前所

述，不論剛當選的新總統與舊國會多數一開始是否一致，最終終將一致而轉為總

統主政。易言之，法國憲政運作在總統主政(總統制)與總理主政(內閣制)之間換

軌的關鍵，乃是取決於究竟是總統還是國會取得最新選舉民意的多數，獲得最新

民意者便有組閣的主導權。第三，在法國總統大選後，當新總統與舊國會多數不

一致時，新總統上任後會立即解散國會重新選舉，塑造與自己一致的國會多數，

由總統主政；在國會大選後，當新國會多數與舊總統不一致時，總統會任命國會

多數支持的人士為總理，由總理主政。換言之，當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情況

發生時，擁有新民意者總是主政者—新總統選出則由新總統主政，新國會選出則

由新國會多數支持的總理主政。簡言之，以上三點說明了法國憲政運作呈現的三

個特色：一、總統大選後必為總統主政；二、在國會大選後才可能轉換為總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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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而在總統大選後則又轉換為總統主政；三、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時必由擁

有最新民意者主政；這三個特色都意味著在法國憲政運作中，係由擁有新民意者

獲得主政的權力。 

根據上述法國憲政運作中所呈現的新舊民意邏輯，總統派論者因此認為，

二○○○年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當選總統，由於總統擁有最新民意，總統自然

有權力依己意任命閣揆。二○○○年選出的總統代表新的民意，當時的立法院則

是一九九八年選出的舊民意，若新總統上任仍須任命立法院多數人士組閣，無異

是要求新的民意代表者必須在舊的民意代表結構下隱退，完全不符合新舊民意的

邏輯(蔡宗珍，2004：73)。如果新總統上任後，仍由敗選者所屬的立法院多數政

黨(或聯盟)組閣，形同是要求新上任的總統立即讓出執政權，若是如此，總統大

選所為何事？7總之，總統派論者認為，既然我國第四次修憲是以法國第五共和

憲法為主要參考藍本，那麼根據法國憲政運作所彰顯的新舊民意邏輯，在我國當

總統大選是由國會少數黨獲勝時，總統自可依選舉反映的最新民意來組織政府，

而不是依反映舊民意的國會結構組成政府。8 

綜上所述，總統派論者係從修憲條文的文義解釋、行政院對立法院之負責

方式的有限性、修憲歷史背景的考察，以及新舊民意的邏輯，主張總統任命閣揆

有任意裁量權。 

                                                 
7 有若干論者質疑這種「新舊民意論」的觀點。首先，有論者認為，代議民主下的多數統治，不
可能把多數的認定建立在有如流水般的民意上，而只能在一次制度化反映的民意上，形成結構
的多數，成立一個多數統治的政府，並且獲得此一制度化反映之民意的授權，在一定任期內行
使法定職權。只要任期未滿，決定政府組成的，一定是結構的多數，而不可能是任期中任何選
舉或民調所反映的「最新民意」(蘇永欽，2000B)。其次，有論者指出，觀察單一憲法機關的
組成與權力更迭時，新舊民意的說法或有其憲法法理上的意義。例如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七號解
釋認為閣揆應隨立法院而改而提出總辭，這是因為閣揆依當時憲法規定乃是由前一任立委行使
同意權而任命，為了避免侵害代表新民意之立法院的同意權，閣揆因此須提出總辭。但是，不
同憲法機關產生之時間先後。以新舊民意稱之則無任何憲法法理上的意義。因為各機關各有憲
法所定職權，各有其產生程序與任期，在憲法所定期限內均有權限，哪有新舊之分，因此以總
統與立法委員之產生時間去區分新舊民意，並以此論斷組閣權的歸屬，並不妥當(陳春生，
2001：283)。 

8 須注意的是，「新舊民意論」顯然只能對自二○○○年陳總統上任後至二○○一年底立委改選
之間一年多的時間，陳總統依己意任命閣揆的舉措提供一些支持的理由，之後這種觀點亦無疾
而終。因為若照新舊民意論的說法，二○○一年底新立委選出後，總統理應尊重立法院的新民
意而任命立法院多數人士為閣揆，因此新舊民意論對於二○○一年底之後總統仍持續依己意任
命閣揆的舉措，並無法提供理論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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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二○○○年總統大選後我國憲政體制類型變遷的各

種可能性 

二○○○年陳總統上任之初發生了組閣權歸屬的爭議，而一九九七年第四

次修憲後至二○○○年之間，政壇和學界亦曾對總統對閣揆是否有主動免職權以

及閣揆的辭職時機這兩項憲政問題發生過辯論(第四章對此兩項爭議已詳加探

討)。至此，判斷我國憲政體制究竟是「一元型半總統制」還是「二元型半總統

制」的三個關鍵議題已經全部浮現。從「總統任命閣揆是獨立任命還是須以立法

院多數意見為依歸？」、「總統對閣揆是否有主動免職權？」、「閣揆須在立法院改

選後還是總統改選後提出總辭？」這三個關鍵議題，可以據此判斷我國憲政體制

是內閣僅對立法院負責的「一元型半總統制」，還是內閣須同時對立法院與總統

負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在二○○○年之前，由於總統、內閣與立法院多數

皆屬國民黨，而總統又身兼國民黨主席，在黨政運作可能掩蓋憲政體制本身運作

規範的情況下，有關上述三項議題的具體實踐實況究竟是憲政體制抑或是黨政運

作造成的結果，並無法有效釐清。二○○○年首度出現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

的情形，以上三項爭議問題的實踐情況不再受到黨政運作的籠罩，吾人在此時始

有機會看到我國憲政體制本身的具體內涵。 

二○○○年總統大選後的那一段時間，確實是我國憲政體制發展路徑發展

的歷史關鍵點。當時國民黨籍閣揆蕭萬長辭職與否的決定，以及陳總統在任命閣

揆一事上的決定與後續舉措，對於我國憲政體制類型定位實有關鍵的影響。在此

先不論蕭揆與陳總統當時的實際決定，若從邏輯的角度思考，在二○○○年總統

大選後，蕭揆面對是否隨總統改選而辭職的問題，有「未辭職」和「辭職」兩種

可能。若蕭揆「未辭職」，則陳總統上任後面對蕭揆拒不辭職的決定，在任命閣

揆的問題上則有三種可能的回應方式，分別是「接受蕭揆拒不辭職的決定，未任

命新閣揆」、「任命立法院多數人士為新閣揆(同時也迫使蕭揆卸任)」、「任命立法

院少數人士為新閣揆(同時也迫使蕭揆卸任)」；若蕭揆辭職，則陳總統上任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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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蕭揆的辭呈，在任命閣揆的問題上也有三種可能的回應方式，分別是「將蕭揆

留任」、「准辭並任命立法院多數人士為新閣揆」、「准辭並任命立法院少數人士為

新閣揆」。而不論是上述哪一種回應方式，陳總統對於跟他一起共事的閣揆，在

閣揆免職權的問題上都有「將其免職(亦即總統對閣揆有免職權)」和「未將其免

職(亦即總統對閣揆沒有免職權)」兩種可能性。換言之，在上述三個關鍵問題上，

分別也兩種、三種、兩種可能的選項，因此在邏輯上有 2*3*2=12 種可能的組合。

這十二種可能的情形，除了兩種在理論上不存在的情形外，其他十種情形可分別

劃歸為「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憲政運作，以下分別敘述這

十二種可能的情形(參見圖五之一)。 

第一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若以過去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七號與釋字第四一

九號解釋的意旨為依據，認為閣揆隨總統改選而辭職並非憲法之義務，而拒絕提

出總辭；陳總統上任後也接受蕭揆不辭職的決定，而讓蕭揆繼續擔任閣揆。日後

在蕭揆有立法院有穩定多數支持的情況下，陳總統也未依己意撤換閣揆。在這種

情形中，閣揆人選完全以立法院多數的意志為依歸，乃是「一元型半總統制」的

憲政運作。 

第二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拒絕提出總辭；陳總統上任後一開始基於政局

安定等各種因素的考量，也接受蕭揆不辭職的決定，而讓蕭揆繼續擔任閣揆；但

在上任一段時間後，在立法院結構沒有改變的情況下，陳總統仍依己意撤換蕭揆

(撤換閣揆的方式有多種可能，例如先將蕭揆免職再任命新閣揆，也有可能直接

任命新閣揆而迫使原來的閣揆卸職)。若是如此，儘管一開始蕭揆拒不辭職而陳

總統也願意接受的情況，似乎意味著總統在閣揆人選的問題上願意尊重立法院多

數的意志，但最後陳總統伺機撤換閣揆的舉措顯然才是關鍵，因為這意味著總統

對閣揆有任意的免職權，閣揆須對總統負責，因此這是「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憲

政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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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總統未將蕭揆免職 
                陳總統未任命新閣揆            (情況一：一元型半總統制) 
蕭揆未辭職                              陳總統將蕭揆免職 
                                              (情況二：二元型半總統制) 

                陳總統任命立院多數     陳總統未將此閣揆免職 
人士為閣揆            (情況三：一元型半總統制) 

                                       陳總統將此閣揆免職 
                                              (情況四：二元型半總統制) 

                陳總統任命立院少數   陳總統未將此閣揆免職(即無免職權) 
                        人士為閣揆                    (情況五：不存在) 
                                       陳總統將此閣揆免職 
                                              (情況六：二元型半總統制) 

 
                                        陳總統未將蕭揆免職 
                 陳總統將蕭揆留任             (情況七：一元型半總統制) 
蕭揆辭職                                陳總統將蕭揆免職 
                                              (情況八：二元型半總統制) 

                陳總統任命立院多數     陳總統未將此閣揆免職 
人士為閣揆            (情況九：一元型半總統制) 

                                       陳總統將此閣揆免職 
                                              (情況十：二元型半總統制) 

                陳總統任命同黨人士     陳總統未將此閣揆免職 
                            為閣揆                  (情況十一：不存在) 
                                       陳總統將此閣揆免職 
                                            (情況十二：二元型半總統制) 

 
          圖五之一  二○○○年總統大選後我國憲政體制類型變遷的可能性 

 

第三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拒絕提出總辭，但陳總統以新總統上任後有閣

揆任命權為理由而重新任命新閣揆，間接迫使蕭揆卸職。不過陳總統任命的新閣

揆是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人士；而陳總統日後亦尊重立法院多數，在立法院結構

未改變的情況下，並未依己意將此一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閣揆免職。若是如上運

作，儘管陳總統上任後任命新閣揆迫使蕭揆辭職的舉措顯示閣揆須隨總統改選更

替，表面上似乎意味著閣揆須對總統負責，但由於總統在更換閣揆時仍然尊重立

法院多數，且此一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閣揆亦能持續在任，而不被總統撤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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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實質上總統所任命的閣揆人選乃是以立法院多數的意志為依歸，因此這種

運作仍屬內閣僅對國會負責、不對總統負責的「一元型半總統制」。 

第四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拒絕提出總辭，但陳總統以新總統上任後有閣

揆任命權為理由而重新任命新閣揆，間接迫使蕭揆卸職，而陳總統任命的新閣揆

仍是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人士；但在一段時間後，陳總統仍依己意撤換此一受立

法院多數支持的閣揆。若是如上運作，則總統一開始以立法院多數人士為閣揆的

舉措就不代表總統真的願意在組閣問題上尊重立法院多數，而只是總統一時的權

宜之計，因為總統隨後撤換閣揆的舉措仍顯示總統奪回閣揆人選的人事決定權，

迫使閣揆的行事必須聽命於總統，這種運作因此是內閣除了對國會負責外，亦須

對總統負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 

第五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拒絕提出總辭，但陳總統以新總統上任後有閣

揆任命權為理由而重新任命新閣揆，間接迫使蕭揆卸職，而陳總統任命的新閣揆

是不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人士，亦即組成少數政府，該閣揆上任後又能抗拒總統

對其的免職權。這種情形在理論上應該是不存在的，因為該閣揆之所以能夠在

任，權力的正當性完全來自總統，而不是立法院多數的支持，該閣揆自然會認為

總統對他有免職權，總統也當然會認為自己對於自己單獨任命的閣揆有免職權。

我們殊難想像一個不受立法院多數支持而由總統依己意任命的閣揆，在日後總統

欲將其免職時，還有拒不辭職的道理。 

第六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拒絕提出總辭；但陳總統以新總統上任後有閣

揆任命權為理由而重新任命新閣揆，間接迫使蕭揆卸職，而陳總統任命的新閣揆

是不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人士，亦即組成少數政府；如同前一種情況，此一閣揆

的權力正當性既然完全來自總統，而不是來自立法院，總統對於自己所單獨任命

的閣揆自然擁有免職權。此時在憲政運作上閣揆除了須對國會負責外，也聽命於

總統，因此是「二元型半總統制」。 

第七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提出總辭，但陳總統考量到國民黨在立法院中

佔有過半席次，而將蕭揆留任；日後在蕭揆有立法院有穩定多數支持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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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總統也未依己意撤換閣揆。若是上述情形，顯示總統在閣揆人選上完全尊重立

法院多數，呈現的是「一元型半總統制」的憲政運作。 

第八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提出總辭；但陳總統上任後一開始基於政局安

定等各種因素的考量，而將蕭揆留任；但在上任一段時間後，在立法院結構沒有

改變的情況下，陳總統仍依己意撤換蕭揆。若是如此，儘管一開始蕭揆辭職而陳

總統慰留的動作似乎意味著總統尊重立法院多數而讓立法院多數人士組閣，但最

後陳總統伺機撤換閣揆的舉措仍意味著總統對閣揆人選有完全的自由裁量空

間，也就代表閣揆必須對總統負責，這是「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憲政運作。 

第九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提出總辭，陳總統也批准其辭職，不過陳總統

接下來任命的新閣揆仍是受立法院多數願意支持的人士；而陳總統日後亦尊重立

法院多數，在立法院結構未改變的情況下，而未依己意將此一受立法院多數支持

的閣揆免職。若是如上運作，儘管閣揆隨新總統上任而更替的現象在表面上似乎

暗示著閣揆必須對總統負責，但由於總統在更換閣揆時仍然尊重立法院多數的意

志，此一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閣揆亦能持續在任，而不被總統撤換，因此這種運

作仍屬內閣僅對國會負責、不對總統負責的「一元型半總統制」，只是這種「一

元型半總統制」承認新總統上任後有選擇閣揆人選的裁量權(此一裁量權係以立

法院多數能夠接受的人選為範圍)。 

第十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提出總辭，陳總統也批准其辭職，而陳總統接

下來任命的新閣揆仍是立法院多數願意支持的人士，但在一段時間後，陳總統仍

依己意撤換此一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閣揆。若是如上運作，則總統一開始以立法

院多數人士為閣揆的舉措便只是虛晃一招，隨後撤換閣揆的舉措仍顯示總統可不

管立法院多數，而依己意任命閣揆，迫使閣揆必須聽命於總統，因此這種運作乃

是內閣同時對國會與總統負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 

第十一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提出總辭，陳總統也批准其辭職，而陳總統

接下來任命的新閣揆是不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人士，亦即組成少數政府。該閣揆

上任後又能抗拒總統對其的免職權。這種情形如同上述第五種情形，在理論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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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不存在的，因為一個權力基礎完全來自總統任命而非立法院基礎的閣揆，沒

有任何正當性可以抗拒總統對其的免職權。 

第十二種情況是：蕭揆在當時提出總辭，陳總統也批准其辭職，而陳總統

任命的新閣揆是不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人士，亦即組成少數政府；如同前一種情

形，該閣揆的權力來源完全來自總統，而不是立法院多數的支持，該閣揆自然會

認為總統對他有免職權，總統也當然會認為自己對於自己單獨任命的閣揆有免職

權。此一不受立法院多數支持的內閣除了在憲法上仍須對立法院負責外，在實際

運作上亦須聽命於總統，因此是「二元型半總統制」。 

 

 

第三節、二○○○年以來的憲政運作 

從現實的角度來看，我國憲政體制從二○○○年至今的實際運作，顯然是

走上了上述第十二種情況的「二元型半總統制」。儘管這樣的實際運作在憲政法

理上引發不少爭議，但在這六年多之間與憲政體制有關的大法官解釋，卻持續不

斷地肯認這樣的憲政運作，對我國「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憲政運作提供了合法性

基礎。以下先敘述我國二○○○年陳總統上任後的實際運作情況，而後再討論大

法官在這六年多之間所做出的若干解釋，究竟對我國自二○○○年以來所浮現的

「二元型半總統制」提供了多少鞏固和「加持」的效果。 

 

一、 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浮現—實際憲政運作 

回顧當時，民進黨籍的陳水扁於二○○○年三月當選總統後，一般皆以「政

黨輪替」形容此一情勢，當時國民黨籍的閣揆蕭萬長亦在陳總統上任前提出總

辭，以便讓陳總統任命新閣揆。儘管有學者基於我國憲政體制的精神，以及釋字

四一九號所提及的「行政院院長無憲法義務隨總統改選而總辭」等解釋意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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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原來在任的閣揆即使不隨總統改選而辭職，在法理上是站得住腳的。9然而

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幾乎沒有人認為當時的閣揆蕭萬長在陳水扁總統上任後，

還能透過拒不辭職的方式繼續擔任閣揆。而蕭揆也如一般所預期地，在陳水扁總

統上任前提出辭職。10透過這一次閣揆隨總統改選辭職的憲政運作經驗，顯示在

政治人物的認知中，閣揆除了對立法院負責之外，亦須對總統負責。 

至於陳總統上任以來，閣揆已發生五次更迭。陳總統在任命閣揆一事上的

歷次決定，可簡述如下(參見圖五之二)。 

二○○○年五月，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上任，當時他所面對的立法院是

一九九八年底選出、一九九九年二月就任的第四屆立法院，而民進黨在第四屆立

法院僅有七十席，還不到立法院總席位二百二十五席的三分之一。在「新總統

vs.舊國會」且兩者不一致的情況下，陳總統一開始是任命國民黨籍的唐飛為閣

揆，組成所謂「全民政府」，但由於陳總統在任命唐飛時並沒有正式諮詢過國民

黨，唐飛是以個人身分而非代表國民黨組閣，在立法院中並沒有獲得國民黨的支

持，因此唐飛內閣在實質上乃是陳總統主導的少數政府。在二○○○年十月唐飛

因為核四案與陳總統及民進黨的意見不同，以個人健康因素而辭職之後，陳總統

則任命民進黨的張俊雄為閣揆，張俊雄內閣為總統主導的少數內閣，自無疑義。 

二○○一年十二月，第五屆立法院選出，陳總統所屬的民進黨在總額二百

二十五席的立法院中獲得八十七席，儘管較選前的七十席已大有斬獲，但即使再

加上親民進黨的台聯所獲得的十三席，仍未獲得立法院過半數席位。在二○○二

年二月第五屆立法院就任前夕，閣揆張俊雄提出總辭，在當時「新國會 vs.舊總

統」且兩者不一致的情況下，陳總統任命民進黨的游錫堃為閣揆，仍組成以民進

黨為主的少數政府，在憲政運作上仍為總統主政。 

                                                 
9 例如周育仁教授便認為，行政院院長的負責對象是立法院，而非總統，理應只與立法委員同進
退，再者，為了避免總統改選後，內閣隨之總辭將提供新總統機會運用權謀利益爭取立院他黨
立法委員轉投該黨，以改變原依民意所決定的立法院政黨席次，與民意政治有違。因此認為行
政院院長的任期與總統的卸任與就職並無關係，在立法院未改選的情況下，閣揆自無總辭必
要。參見周育仁(2001:163-165)。 

10 行政院院長蕭萬長在當時的總辭文中，並沒有具體說明總辭的憲政理由，僅以「政權更替」
一語帶過(參見《行政院公報》，第 6 卷第 22 期，2000 年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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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之二  我國近年來的憲政運作 

 

二○○四年五月，陳水扁總統連任，當時他所面對的立法院是二○○二年

二月就任的第五屆立法院，閣揆游錫堃於陳總統連任就職前夕提出總辭，而陳總

統在接受游揆辭職之後，在「新總統 vs.舊國會」且兩者不一致的情況下，於連

任就職時又再度任命游錫堃為閣揆，仍組成以民進黨為主的少數政府，在憲政運

作上仍為總統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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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年十二月，第六屆立法院選出，陳總統所屬的民進黨在總額二百

二十五席的立法院中獲得八十九席，加上同屬泛綠陣營的台聯所獲得的十二席，

仍未獲得立法院過半數席位。在二○○四年二月第六屆立法院就任前夕，閣揆游

錫堃提出總辭，在當時「新國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而且佔立院過半的

泛藍陣營要求江丙坤組閣的呼聲下，陳總統仍任命民進黨的謝長廷為閣揆，組成

以民進黨為主的少數政府，在憲政運作上也仍然是總統主政。 

二○○五年十二月，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中敗選，此後各界對於閣揆即將

換人、內閣即將改組的揣測四起，其間亦有陳總統邀請國民黨籍的立法院院長王

金平組閣的傳聞。經過一個多月的紛擾，二○○六年一月，謝長廷提出辭職，陳

總統任命民進黨的蘇貞昌為閣揆，仍然繼續維持少數政府的格局至今。 

綜言之，陳水扁總統自二○○○年五月上任以來至今，其間又已歷經兩次

立法委員選舉與一次總統大選，至今六年多來總統與立法院多數未曾一致過。面

對泛藍陣營佔有多數的立法院，不論是「新總統 vs.舊國會」且兩者不一致，或

是「新國會 vs.舊總統」且兩者不一致，陳總統始終是依己意任命閣揆。陳總統

所先後任命的唐飛、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等五位閣揆，都不是基於

立法院的多數意見所產生的人選，所組成的內閣也因此皆是少數政府11。這五位

閣揆之所以能夠在任，並不是來自立法院的支持，而是來自總統的支持和信任。

此時閣揆的權力來源和支持基礎是來自總統，而非立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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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有免職權。事實上，從國民黨執政時期至今，不論總統與立法院多數是否一

                                                 
11 一般而言，「少數政府」一詞是指內閣制憲政運作下，內閣未獲國會多數支持卻能存在的情
形；而「分立政府」一詞是指總統制憲政運作中，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的情形。在半總統制
憲政運作中，由於總統與內閣皆分享部分的行政權，行政與立法兩權的互動遂形成總統、內閣
與國會的三角關係。在此三角關係中，內閣與國會的關係與典型的內閣制相近—皆有內閣對國
會負責的精神存在；總統與國會的關係則與典型的總統制相近—總統與國會皆由人民直選產
生，而具有行政、立法分立的精神。因此在半總統制中若出現總統與國會多數不一致，而總統
任命自己所屬政黨人士組閣的情形，就內閣與國會的關係而言為「少數政府」，就總統與國會
的關係則為「分立政府」。在此須澄清的是，本文將上述情形以「少數政府」一詞描述，並無
意將我國憲政體制理解為內閣制，而是指半總統制中這種「少數政府」與「分立政府」同時出
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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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總統與閣揆始終是屬於同一陣營，總統在實際運作上是有能力自行決定閣揆

去留的。經過如此長期的憲政運作，似乎已經形成總統有權任意撤換閣揆的一般

認知。從目前許多政治人物的發言與大眾輿論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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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由於在憲政運作上，陳總統始終無意理會立法院多數，而以片面方式決定

閣揆人選，透過黨政運作亦有能力直接撤換閣揆，在此情形下，閣揆究竟應隨總

統改選辭職或立法院改選而辭職的問題也就變成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如表五之

一所示，在過去六年間，閣揆不論是在總統改選後，或是在立法院改選後，皆會

提出辭職[例如游錫堃於二○○四年總統大選後提出總辭(准辭後又獲總統任

命)；張俊雄於二○○一年底立委改選後、游錫堃於二○○四年底立委改選後亦

提出總辭]，與二○○○年之前國民黨執政時期的運作情況是完全相同的。就表

五之一整體看起來，似乎從一九九二年立法院全面改選以來，已形成了不論總統

或立法院改選，閣揆皆須提出總辭的憲政慣例，但須注意的是，由於陳總統於立

法院改選後任命的閣揆並不是立法院多數支持的人士，因此閣揆隨立法院改選辭

職的憲政慣例至此已不再具有彰顯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的意涵，反而是變相地賦

予總統一個更換閣揆的正式時機。甚至在總統改選與立法院改選的時機之外，陳

總統也曾經撤換閣揆，例如蘇貞昌於二○○六年一月接替謝長廷擔任閣揆的情形

即是。13總之，在二○○○年陳總統上任後，不論是從閣揆辭職時機或是總統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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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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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二○○六年一月，閣揆謝長廷是以行政院擬對立法院提出的總預算覆議案未獲總統支持為理
由，而辭去閣揆職務，而陳總統改任命蘇貞昌為閣揆。這樣的運作雖然維持了閣揆辭職係由自
己主動提出，而非被總統主動免職的表象，但當時眾人皆知謝長廷是因為其政策見解與陳總統
有所出入、民進黨於二○○五年底縣市長選舉中敗選、高捷弊案等綜合因素，在陳總統要求辭
職的壓力下被迫提出辭職，因此實質上仍可視為遭陳總統免職撤換。這從當時謝揆尚未正式提
出辭職，陳總統就先向媒體宣布繼任閣揆為蘇貞昌的情形，便可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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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之一  我國歷任行政院院長更迭情形一覽表(第二屆立法院全面改選之後) 

辭職之行政院院

長 

繼任之行政院

院長 

辭職時間 辭職事由與後續之處理 

郝柏村 連戰 1993 年 2 月 郝柏村於第二屆立委就任前，向李總

統提出辭職，李總統遂提名連戰為行

政院院長，經第二屆立法院同意任命。

連戰 連戰 1996 年 2 月 郝柏村於第三屆立委就任前，向李總

統提出辭職，李總統仍提名連戰行政

院院長，經第三屆立法院同意任命。

連戰 連戰 1996 年 5 月 連戰於第八任總統(李登輝)任期即將

屆滿前辭職，李登輝於續任第九任總

統後慰留之而繼續在位。 

連戰 蕭萬長 1997 年 9 月 1997 年 7 月第四次修憲取消立法院的

閣揆任命同意權，9 月李總統任命蕭

萬長為行政院院長。 

蕭萬長 蕭萬長 1999 年 1 月 蕭萬長於第四屆立委就任前，向李總

統提出辭職，李總統再度任命蕭萬長

為行政院院長。 

蕭萬長 唐飛 2000 年 5 月 蕭萬長於第九任總統(李登輝)任期即

將屆滿前辭職，陳水扁於就任第十任

總統後任命唐飛為行政院院長。 

唐飛 張俊雄 2000 年 10 月 唐飛以健康理由(實為核四案等政治

因素)向陳總統辭職，陳總統任命張俊

雄為行政院院長。 

張俊雄 游錫堃 2002 年 2 月 張俊雄於第五屆立委就任前，向陳總

統提出辭職，陳總統任命游錫堃為行

政院院長。 

游錫堃 游錫堃 2004 年 5 月 游錫堃於第十任總統(陳水扁)任期即

將屆滿前辭職，陳水扁於續任第十一

任總統後再次任命游錫堃為行政院院

長。 

游錫堃 謝長廷 2005 年 2 月 游錫堃於第六屆立委就任前，向陳總

統提出辭職，陳總統任命謝長廷為行

政院院長。 

謝長廷 蘇貞昌 2006 年 1 月 謝長廷以行政院擬向立法院提出之覆

議案未獲總統為理由向陳總統提出辭

職，陳總統任命蘇貞昌為行政院院長。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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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揆之任免情形的角度加以觀察，都顯現內閣除了依憲法規定對立法院負責外，

在實際運作上亦對總統負責，我國憲政體制在實際運作上因此轉變為「二元型半

總統制」。 

 

一、二元型半總統制的鞏固—大法官釋字第五二○、五八五、六一三號解釋 

針對陳總統將憲政體制操作為「二元型半總統制」的諸多舉措，在政黨輪

替之初有不少論者不以為然，他們認為當總統與立法院多數不一致時，應任命立

法院多數政黨或政治聯盟的人士為閣揆，他們因此認為陳總統任命民進黨人士組

閣形成少數政府的作為是有違憲之虞的。不過，我們接下來卻看到，大法官在釋

字第五二○解釋中所提供的法理論述，相當程度地承認了「二元型半總統制」中

少數政府存在的合憲性。 

二○○一年一月大法官作出釋字第五二○號解釋，儘管此解釋主要是針對

行政院逕行宣布核四停建的合憲性而發，但從此號解釋的論理脈絡來觀察，仍可

看出大法官對我國憲政體制定位的預存見解。在釋字五二○號的解釋理由書中，

其謂「民主政治為民意政治，總統或立法委員任期屆滿即應改選，乃實現民意政

治之途徑。總統候選人於競選時提出政見，獲選民支持而當選，自得推行其競選

時之承諾，從而總統經由其任命之行政院院長，變更先前存在，與其政見未洽之

施政方針或政策，毋迺政黨政治之常態。」針對此段文字，可以作以下的分析： 

第一，大法官在此解釋理由書中認為行政院院長推動總統的政見乃當然之

理，似認定總統肩付民意囑託，本身應有施政作為空間，故可透過行政院院長指

揮行政，而行政院院長是需要對總統負責的(黃錦堂，2005)。因為假若行政院院

長只對立法院負責，而不對總統負責，行政院院長何須遵循總統之政見？便有論

者認為此段文義具有美國總統制的味道存在(陳世民，2002：523)。因為在總統

制國家，便是由總統指揮行政，內閣官員的政策主要是依循總統競選時的政見，

他們是對總統負責的。 

再者，前文提及有論者認為憲法中關於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的規定既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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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控制立法院的多數黨理應是執政黨，總統若未能掌握立法院多數席次，就應

由立法院的多數黨或多數聯盟組閣(周育仁，2000)，因此批評陳總統任命閣揆的

決定並不符合憲政精神。然而從此號解釋中，可以發現這樣的觀點並沒有得到大

法官的承認。大法官在此解釋的行文脈絡中，對當前總統任命與立法院多數不一

致，而與自己一致的行政院院長並未加以責難，對於少數政府的正當性也未加以

質疑，反而認為行政院院長遵循總統的政策為「政黨政治的常態」。除此之外，

還可以從解釋理由書的一段文字中看出線索：「…惟無論執政黨更替或行政院改

組，任何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改變仍應遵循憲法秩序所賴以維繫之權力制衡設

計，以及法律所訂之相關程序，…所謂施政方針變更則包括政黨輪替後重要政策

改變在內，…」從上文中的「執政黨更替」與「政黨輪替」等文字，可以看出大

法官承認執政黨變更、政黨輪替的既成事實，這顯然與前述「國會多數黨便應該

是執政黨」的意見是有所出入的。此解釋理由書反而是間接地肯定了總統並無任

命國會多數黨人士為行政院院長的義務，而有任命行政院院長的裁量權(陳英

鈐，2004：262)。假若大法官對於當時陳總統先後任命唐飛、張俊雄為行政院長

的舉措不以為然，大法官於作成釋字第五二○號解釋時，其實可以基於「闡明憲

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以本號解釋範圍「自得及於該具體事件相關聯

且必要之法條內容有無牴觸憲法情事而為審理」，14而宣告總統違反立法院多數之

意見逕行任命行政院長違憲，而不會有「政黨政治之常態」、「執政黨變更」、「政

黨輪替」等語了。董翔飛大法官在本號解釋的不同意見書就特別強調，由於行政

院負責的對象是立法院而非總統，本解釋文將總統任命之閣揆履行總統在競選時

提出之政見視為「政黨政治之常態」，實有斟酌餘地。由於董翔飛大法官個人所

特別強調的「行政院負責的對象為立法院而非總統」的見解是出現在其不同意見

書上，由此亦可反面推論多數大法官在解釋文中採取的是「行政院須對總統負責」

的見解。此外，蘇永欽教授在其代理立法院所提出的釋憲意見書中，曾指陳核四

                                                 
14 此為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理由書中對於大法官釋憲可及範圍所揭示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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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建案爭議的真正關鍵是少數政府的問題，正本清源之道在於回歸國會多數統

治，因此他期盼大法官在本釋憲案中，能對我國憲政體制中政府究竟應如何組成

的問題作適當的提示。然而，大法官在本號解釋中完全沒有回應立法院之釋憲意

見書的上述期待，實已間接肯定陳總統當時任命閣揆之舉措的合憲性，傳達了少

數政府並不違憲的訊息。15 

第三，就憲法規範而言，已有不少學者指出，我國總統的權力事實上極為

有限。在總統競選期間，對於各候選人的政見承諾遠超出總統應有的憲法權限的

現象，已經有很多學者提出批評。總統候選人競相提出憲政、外交、國防、兩岸、

經濟、社會、文化、環保等領域的政見承諾，很多學者都批評這種「全方位」的

總統角色期待與憲法中的總統角色實有巨大的落差。核四議題屬於經濟、財政、

能源與環保領域，並不屬總統的憲法職權，是否適宜列為總統競選的政見，其實

仍有爭議。然而，大法官在上述關於核四停建問題的解釋理由書文字中，並不質

疑總統候選人提出全方位政見的合理性，反而指明「總統候選人於競選時提出政

見，獲選民支持而當選，自得推行其競選時之承諾，…」在目前總統與立法院多

數不一致的政治情勢下，有一些人士認為憲政體制理應換軌到內閣制，總統在此

時應扮演「垂拱而治」的類似虛位元首角色，然而從此一解釋理由書透露出的意

涵看來，大法官對此顯然抱持不盡相同的看法，大法官在此號解釋中顯然肯認、

容許總統得以經由行政院之協力配合，尋求個人政策理念的具體落實，亦不論其

政策理念的範圍是否已經超出總統職位的憲法權限。簡言之，大法官於此號解釋

中除了有行政院長對總統負責的意涵之外，對於總統在目前實然面與應然面的權

力落差既無所指摘，似乎亦隱約將總統在目前現實面的權力與作為合理化，將其

視為合憲的事實了。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大法官在此號解釋文中，有如上所述這段表達

了總統與閣揆之密切關係，並且暗示閣揆須對總統負責的文字表述，解釋文中仍

                                                 
15 許宗力大法官在其對於釋字第六一三號的協同意見書中，亦提及釋字第五二○號間接承認了
少數政府的合憲性，其謂「本院釋字第五二○號解釋已傳達少數政府並不違憲之訊息，是否任
命多數黨擔任行政院院長，政治部門間有很大政治形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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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提到：「行政院院長以重要政策或施政方針未獲立法院支持，其施政欠缺民主

正當性又無從實現總統之付託，自行辭職以示負責；…」此段文字似又認為立法

院的支持是閣揆施政之民主正當性的基礎，顯示釋字第五二○號解釋在肯認閣揆

與總統之密切關聯的同時，並無意完全切斷內閣對立法院原本就有的負責關係

(李念祖，2002：414)。因此整體而言，大法官在釋字第五二○號解釋對我國憲

政體制的理解，是一種內閣既向總統負責，亦向立法院負責的憲政體制，也就是

本文所界定的「二元型半總統制」。 

總之，自二○○○年陳總統上任前夕，原任閣揆蕭萬長提出總辭的舉措，

就已經暗示我國憲政體制中閣揆須對總統負責。而陳總統上任後，則進一步將我

國自第四次修憲以來內涵不清的「半總統制」操作為「二元型半總統制」。儘管

一開始這樣的憲政操作引發不少爭議，但大法官在陳總統上任未滿一年時所做出

的釋字第五二○號解釋，顯然對陳總統透過憲政運作操作成的「二元型半總統制」

發揮了法理上的「加持」效果。至此，我國「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憲政體制定位

已經浮現，至今六年多來我國憲政體制也一直持續呈現「二元型半總統制」的運

作型態，而在過去六年間，又有兩號大法官解釋持續承認「二元型半總統制」中

少數政府的合憲性，這兩號解釋分別是釋字第五八五號與釋字第六一三號解釋，

茲分述如下。 

二○○四年十二月，大法官則針對「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

條例」(以下簡稱真調會條例)違憲爭議，作出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在本號解釋

中，大法官以立法院擁有調查權為前提，而將依真調會條例成立的真調會定位為

隸屬立法院下行使立法院調查權的特別委員會，並以立法院調查權的權限範圍為

依據，判斷真調會條例相關條文的合憲性，因此有不少條文被宣告無效。釋字五

八五號形同推翻過去釋字第三二五號認為「立法院只有文件調閱權，沒有完整的

調查權；完整的調查權屬於監察院」的見解，首度宣示立法院擁有完整的國會調

查權。雖然大法官在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中，完全沒有說明為何會變更釋字第三

二五號解釋僅承認立法院有文件調閱權的見解，轉而承認立法院有充分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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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但我們可以試著去揣想大法官改變見解的理由。最有可能的理由，應是憲法

規定在這段時間發生變動，亦即立法院與監察院的憲法權力在釋字第三二五號作

成的當時，與釋字第五八五號作成時已有不同，才使得大法官基於憲法規定變動

而變更其見解。否則，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大法官有什麼理由，或說有什麼權力，

可以針對相同的議題，在短短十年間就恣意地完全推翻過去的解釋。究竟憲法規

定在這兩號解釋作成的時點之間發生了什麼變動？在一九九三年釋字第三二五

號作成時，依當時憲法規定，彈劾、糾舉、糾正等監察權完全由監察院行使，立

法院沒有任何彈劾、糾舉、糾正等權力。在當時，對總統的彈劾亦由監察院行使，

在程序上是「由監察院提出彈劾案，交由國民大會決議」；在一九九七年第四次

修憲時，則將彈劾總統的程序改為「由立法院提出彈劾案，交由國民大會決議」；

在 2005 年第七次修憲廢除國大後，則又將彈劾總統的程序改為「由立法院提出

彈劾案，交由公民複決」。換言之，在一九九七年第四次修憲之後，立法院始擁

有對總統的彈劾提案權。由於調查權在本質上是屬於當然附隨於彈劾、糾舉、糾

正等監察權的輔助性權力，因此在此可以大膽推論的是，在 1993 年大法官作出

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當時，由於彈劾、糾舉、糾正等憲法明定的監察權仍完全由

監察院行使，因此大法官不承認立法院擁有附隨於彈劾、糾舉、糾正等監察權的

調查權；而在二○○四年大法官作出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時，立法院在憲法上已

擁有對總統的彈劾提案權，自然應該擁有附隨於彈劾總統提案權之上的調查權。

若立法院無發現總統違法事實的調查權，立法院如何能夠判斷是否真要對總統提

出彈劾案？總之，立法院在憲法規定中從過去毫無監察權轉變為目前擁有部分的

監察權(即對總統的彈劾提案權)，應是大法官在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中承認立法

院有調查權的原因。 

如果憲法規定變動確實是大法官變更其見解的理由，隨即會發現一個問題

是：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並不只是承認立法院在對總統提出彈劾案的事實判斷上

有調查權，而是承認立法院調查權的行使對象可以包括所有的行政部門，包括行

政院在內，但「總統」與「行政部門」之間可以畫上等號嗎？在此我們可以推論



 147

的是，如果大法官真的是基於立法院擁有彈劾總統提案權，就承認立法院擁有包

括行政院(內閣)在內之所有行政機關的調查權，顯然大法官是將內閣與總統視為

行政一體，將內閣視為必然聽命於總統的行政機關，亦即將我國的憲政體制理解

為內閣亦須對總統負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若真是如此，大法官便是以我國

憲政體制為「二元型半總統制」為前提，配合立法院與監察院之憲法權力的變動，

而推導出立法院擁有充分調查權的結論。 

二○○六年七月，大法官針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 NCC)組織定位

與委員產生方式的合憲性所作出釋字第六一三號解釋，亦是在承認少數政府的基

礎上，指出 NCC 組織法中關於委員產生方式的規定違憲。大法官指出，行政院

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基於行政一體原則，由行政體制獨立出來的機關，仍應保

留閣揆對其重要人事的決定權，才能使行政院就包含獨立機關在內之所有行政院

所屬機關的整體施政表現，對立法院負責。權力分立原則雖旨在互相制衡，但各

權力皆有其核心領域，具體人事決定權則屬行政權的核心領域，立法院對於行政

院的人事決定權儘管可加以限制，但不能將人事決定權予以實質剝奪或逕行取而

代之。而 NCC 組織法中關於 NCC 委員產生方式的規定，16實質上幾近完全剝奪

行政院的人事決定權，逾越立法機關對行政院人事決定權制衡的界限，違反責任

政治與權力分立原則，因此宣告違憲。 

NCC 組織法的爭議與二○○○年的核四停建案的爭議一樣，皆是因為少數

政府的結構而起。行政院直接宣布核四停建，是因為少數政府試圖擺脫多數國會

的控制；而 NCC 組織法中關於 NCC 委員產生方式的規定，則是因為多數國會對

少數政府的反制。而在本案中，大法官顯然是用「行政權核心領域」的概念為少

數政府運作的困局解套。本號解釋雖然沒有在解釋文與解釋理由書中直接提及當

前少數政府的運作問題，但余雪明大法官於本號解釋的協同意見書、許宗力大法

                                                 
16 依 NCC 組織法第四條第二、三項規定，NCC 委員的產生，經由以下三道程序：第一，由各政
黨（團）依其在立法院所占席次比例推薦十一名學者、專家組成審查會；第二，NCC 委員人
選由各政黨（團）依其在立法院所占席次比例共推薦十五名，行政院院長推薦三名，共十八名；
第三，審查會以五分之三與二分之一兩輪多數決決定十三名 NCC 委員名單；第四，行政院院
長應依審查會通過之 NCC 委員名單提名，並送立法院同意後即任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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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於其協同意見書，以及王和雄、謝在全兩位大法官共同提出的部分不同意見

書，皆對我國當前少數政府的現況有所討論。余雪明大法官直陳，本案的根源來

自總統任命立法院中的少數黨組閣，若總統能夠任命立法院的多數黨人士組閣，

本案中行政院與立法院的僵局即可迎刃而解。王和雄、謝在全兩位大法官則指

出，本於行政院對立法院之負責關係，總統於任命閣揆時，若能以立法院多數黨

（聯盟）組成內閣(行政院)，使內閣與立法院多數一致，內閣便可掌握多數的審

查會委員與 NCC 委員候選人，行政院對於 NCC 委員的人事決定權就不至於如多

數大法官在解釋文中所言「幾乎完全遭到剝奪」，王、謝兩位大法官因此指摘多

數大法官在解釋文中「似未釐清事實，亦非可取」。將多數大法官在解釋文中所

表達的意旨與前述三位大法官的意見對照，便可推知多數大法官對於當前少數政

府的運作抱持默認的態度。 

許宗力大法官則明確地將本案爭議與我國憲政體制的定位問題連結在一

起。許大法官指出，若我國憲政體制是內閣制，基於國會優位與國會至上，NCC

組織法即使完全剝奪行政院對 NCC 委員的人事決定權，亦不構成違憲，但我國

憲政體制顯然不是純粹的內閣制，立法院透過立法將行政院對獨立機關的人事決

定權剝奪殆盡，或據為己有，便有可疑之處。換言之，許大法官認為在非屬內閣

制的憲政體制中，應有「行政保留」的空間與不容立法權侵入的「行政權核心領

域」，而就歐美國家有關行政保留的理論而言，行政權的正當性越依附於立法權，

就越難以建立行政保留的正當性(廖元豪，2000：26)。就此看來，多數大法官在

解釋文中強調行政權核心領域的概念(相當於行政保留的概念)，應可推敲出多數

大法官對於我國憲政體制的基本理解—亦即認為在我國憲政體制中，行政權的正

當性並不須完全建立在立法權的支持上。因此，釋字六一三號解釋與釋字五二○

號解釋一樣，皆傳達少數政府並不違憲的訊息，我國「二元型半總統制」的憲政

體制定位也因此更形鞏固。 

綜言之，如圖五之三所示，自二○○○年陳總統上任後，我國憲政體制即

由原本內涵不明的「半總統制」，走向「二元型半總統制」。而過去六年多持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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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二元型半總統制」，亦透過大法官解釋不斷強化其合法性而逐漸鞏固確立。 

在本章指出了二○○○年至今我國憲政體制的走向後，我國從一九九一年第一次

修憲以來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已經可以如圖五之三完整呈現出來。在下一章中，

則將進一步指出我國二○○○年至今的憲政體制走向，是在什麼樣的制度制約之

下所造成的。換言之，下一章將要從制度因素探討我國「為何」在二○○○年後

會走向「二元型半總統制」。 

 

第四節 國民大會的戲劇性衰亡—略述第五、六、七次修憲 

不過，在進入下一章之前，本章最後仍擬對我國一九九九年至二○○五年

間的第五、六、七次修憲的過程與內容作一略述。須說明的是，由於本論文的焦

點是放在以總統、內閣(行政院)、國會(立法院)三者為核心所構築的憲政體制類

型，而第五、六、七次修憲並沒有對我國總統、行政院與立法院的三角關係造成

實質而重大的變動，沒有涉及我國憲政體制「類型」的變遷，因此這三次修憲並

不是本論文探討的重點。然而，若觀察這三次修憲，將會發現在過去歷次修憲中

不斷擴權的國民大會在第五次修憲時將自利動機擴張到極致而通過延任案，直到

第七次修憲「自我了斷」徹底走入歷史的戲劇性過程，實充分彰顯了歷史制度論

在制度變遷方面的論旨，因此仍有一提的必要。 

一九九九年九月第五次修憲與過去歷次修憲的最大不同之處，在於國大在

這次修憲中完全脫逸各黨黨中央的預先規劃與控制，修憲過程幾乎由國大民進黨

團與國民黨黨團主導，一反過去由國、民兩黨中央主導修憲議程的經驗。當時在

國大議長蘇南成強勢主導議事的情況下，國、民兩黨國大不理會兩黨黨中央的制

止，聯手完成第五次修憲。國大在這次修憲中將下一屆的國大產生方式改為比例

代表方式選出，由各政黨在立法委員選舉的全國得票率分配當選名額，並由政黨 

指派國大代表人選。依上述規劃，下一屆國大的產生將依附於下一屆的立委選

舉，國大在第五次修憲時遂將本屆國大任期延長至本屆立委任期屆滿之日，以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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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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之三 我國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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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下一屆國大與立委的上任日期與任期齊一，本屆國大任期因此延長了兩年又四

十二天。此一「以延任交換凍結國大選舉」的修憲方案是否合宜固然見仁見智，

但「國大延任」這一件看似「自肥」的事情本身卻引發國大之外朝野各界以及輿

論的憤慨。立法院朝野立委在第五次修憲後隨即聲請大法官解釋，希望大法官確

認第五次修憲的效力。此一聲請對大法官而言顯然是個棘手問題，因為國大延任

的問題涉及到「經過修憲程序的憲法條文是否可能違憲」、「修憲是否有限制」，

以及「大法官是否有權力對憲法條文進行審查」等重大憲法學理爭議，不過大法

官仍然決定受理此項聲請。 

二○○○年三月二十四日，離當年總統選舉(三月十八日)選後不過六天，大

法官針對國民大會第五次修憲條文的效力問題作出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在此號

解釋中，大法官採取「修憲有限制說」立場，指出一方面在程序面上，國大第五

次修憲的議事程序違背公開透明原則，議事程序亦有明顯重大瑕疵，已違反修憲

條文發生效力的基本規範；另一方面在實體面上，國大第五次修憲條文中所規定

的下屆起國大產生方式(依立委選舉各黨選票比例分配國大席次)牴觸民主憲政

基本原則，且國大自行延長任期的規定亦與國民主權原則(指定期改選的基本要

求)與利益迴避原則有違。基於第五次修憲的程序面與實體面皆有重大疏漏，大

法官因此宣告第五次修憲條文無效。 

第五次修憲既被大法官宣告無效，即意謂國大不得延任，而必須如期改選，

以便使新任國大在本屆國大任期屆滿後於二○○○年五月二十日上任。就當時的

國民黨而言，當時國民黨正因總統大選敗選氣勢渙散，而以無黨籍身分參選總統

的宋楚瑜則僅以些微的選票差距落敗，得到相當部份民意的支持，氣勢不弱，支

持者正醞釀要組織政黨(親民黨)，若國大真的在此刻進行改選，無異是即時給宋

楚瑜一個展現政治實力的舞台，加速支持宋楚瑜者政黨的形成，使當時正蓄勢待

發的政黨重組態勢進行得更快，國民黨的政治版圖也將可能更形式微，這些可能

的發展並不符合當時國民黨政治精英的政治偏好，因此根本無意在短期內面對依

釋字第四九九號意旨應如期改選的國大選舉。就向來捍衛五權憲法體制最力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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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而言，則面臨與宋楚瑜支持者高度重疊的泡沫化危機，此時亦不再堅持國大需

如期改選。換言之，就國、新兩黨而言，若要迴避依法必須如期辦理的國大選舉，

唯有透過修憲才有可能，而國、新兩黨在當時情勢下顯然都有動機以再次修憲方

式凍結國大選舉。至於對民進黨而言，國大向來被其視為大中國的遺緒，廢除國

大或至少將其虛級化本來便是其一貫的理念與政策。就在國、民、新三黨各有盤

算的情況下，過去向被視為「不可能的任務」的國大虛級化，竟然因緣際會地成

為當時國、民、新三黨一致的目標。於是，國、民、新三黨為了凍結國大選舉，

於二○○○年四月初便緊急協商召開國大進行修憲，不到一個月時間就完成第六

次修憲。此次修憲將國大調整為臨時性的機關，僅於立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領

土變更案，與正副總統彈劾案時，始由公民依比例代表制選出「任務型國大」對

立法院的提案進行複決；至於國大原有的職權(補選副總統之權、罷免正副總統

的提案權，以及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重要人事的同意權)則皆移轉至立法院。 

國大既然虛級化，其距離被徹底廢除便只有一步之遙了。二○○五年八月，

立法院提出第七次修憲案，其內容除了廢除國大，將原本任務型國大的三項任務

改由公民與大法官行使(立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與領土變更案改由公民複決，

正副總統彈劾案則改由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之外，並有立法院席次減半、

選舉制度改為並立式單一選區兩票制、立委任期增為四年等立法院制度的變革。

立法院所提出的修憲案依法公告半年後，於二○○六年五月由人民選出任務型國

大，首次選出的任務型國大隨即於六月初對立法院所提修憲案進行複決而「自我

了斷」，國民大會至此壽終正寢。 

國民大會從原本被認為可能永遠無法馴服的「憲政怪獸」，轉瞬間變成憲法

本文中的「恐龍標本」，其過程堪稱戲劇性。促成此一戲劇性發展的關鍵因素，

實為大法官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而且特別的是，大法官釋字四九九號解釋之所

以促使國大虛級化乃至最終被廢除，並不是解釋文本身的內容，而是解釋文公布

的時間。此一解釋文公布的時點，乃是在當年總統大選選舉日(三月十八日)之

後，而非選舉日之前，而且離大選結果揭曉不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從反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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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factuals)的角度分析17(如圖五之四)，吾人可以試想若大法官不是在總統大

選後，而是在總統大選前作出該號解釋，情勢發展會有多麼地不同。大法官若是

在總統大選前就作出國大延任案違憲、國大代表仍應如期改選的宣告，國大代表

與總統如往例便將於同一時間選舉。假若總統與國大是在同一時間選舉，則前述

各黨的盤算考量自然就不存在，而前述因緣際會促成國大虛級化的情境亦不可

求，第六次修憲將國大虛級化乃至第七次修憲將其完全廢除的變革便不見得可能

發生。 

 

 

事實 

 

反事實 

 

圖五之四  大法官釋字四九九號解釋公布日期的反事實分析 

 

 

 

                                                 
17 所謂反事實分析的基本推論型態是：如果我們認定某因素 A 是某歷史事件 Y 發生的原因，那

麼假設原先的因素 A 沒有發生，歷史事件 Y 將會有何種不同的發展？儘管反事實分析的推論

無法在現實上獲得真正的驗證，僅具有間接的經驗意涵(亦即韋伯所謂之「在心理上建構非真

實的關聯以便深入探討真正因果關聯」的「心理實驗法」)，不過此種方法仍有助於研究者進

行較縝密的因果邏輯論證。關於反事實分析的研究方法，參見 Fearon(1991:169-195); Ferguson 
(ed.)(199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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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看來，大法官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的公布時間影響了總統與國大選舉

究竟是同時舉行或先後舉行，而此一差別則進一步影響了接下來的政治系絡與政

治精英在其中的利益考量，並進而促動了政治菁英進行修憲。釋字第四九九號解

釋的公布時機是否經過大法官作過政治的考量，固然難以深究，不過這個例子顯

示出：就算大法官不是透過憲法解釋的實質內容，在釋憲內容不變的情況下，僅

是公布日期等形式問題的決定，亦有可能對接下來的憲政體制變遷造成影響。而

即便大法官在主觀上對這形式問題的決定並無政治考量，其決定仍有可能發生原

先並無預期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造成新一輪的修憲與憲政體制的變

遷。正如歷史制度論強調，特定關鍵時點原本看似微小的事件，亦有可能造成影

響深遠、範圍廣泛的社會結果；而同樣的一組因素可能由於出現的時機或先後次

序不同，而造成行動者事前難以設想到的非預期結果。我國國大虛級化乃至廢除

的憲政經驗，正好可以呼應上述歷史制度論的論點。 

 

 

第五節  結語 

本章敘述了我國自二○○○年以來「二元型半總統制」浮現並鞏固的過程。

在二○○○年總統大選之後，判斷我國憲政體制究竟是「一元型半總統制」還是

「二元型半總統制」的三項關鍵議題(「總統任命閣揆是獨立任命還是須以立法

院多數意見為依歸？」、「總統對閣揆是否有主動免職權？」、「閣揆須在立法院改

選後還是總統改選後提出總辭？」)已經全部浮現，在本章透過這三個關鍵議題

所建構的十二種可能路徑中，我國從二○○○年至今的憲政體制發展走上了第十

二種路徑的「二元型半總統制」。如本章所述，二○○○年實為我國憲政體制變

遷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特別的是，此次憲政體制發生轉折的動力並非來自修

憲，而是來自憲政運作。 

至此，我國自一九九一年以來的憲政體制變遷軌跡已經完全呈現出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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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因此可以從圖五之三中，看到我國憲政體制自從第一次至第三次修憲確定為

半總統制的發展路徑後，憲政體制的三次轉折正好是被大法官釋憲、修憲、憲政

運作三種不同的動力所牽引。第一次轉折是透過大法官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三八

七號與四一九號將我國從內涵不明的半總統制確立為「一元型半總統制」；第二

次轉折是透過修憲—第四次修憲將大法官所確立的「一元型半總統制」轉回內涵

不明的半總統制；第三次轉則則是透過憲政運作—二○○○年陳總統上任後的憲

政運作將我國內涵不明的半總統制轉為「二元型半總統制」。從圖五之三亦可看

出，在第一次至第三次修憲所確立的「行政向立法負責」之柵欄與「總統由人民

直選」之高牆的框限下，我國在第三次修憲之後的憲政體制變遷軌跡儘管歷經數

次轉折，仍始終走在半總統制的路徑中，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僅是迂迴於半總統

制的兩個分道之間。 

圖五之三所完整呈現的台灣憲政體制變遷軌跡，其實與歷史制度論素有的

「邏輯之樹」亦是可以相互對照的。圖五之三中三次不同的轉折(亦即向左偏與

向右偏的箭頭)在憲政體制變遷的意義上可以視為「邏輯之樹」中的「節」，在三

次轉折之間方向未變的發展方向(亦即向下的箭頭)在憲政體制變遷的意義上則

可視為「邏輯之樹」中的「枝」。特別的是，由於每一次轉折之間的時間間隔非

常短暫(第一次轉折與第二次轉折之間幾無間隔，第二次轉折到第三次轉折則只

有一九九七年七月第四次修憲完成至二○○○年陳總統上任之間不到三年的時

間)，因此在我國憲政體制變遷軌跡的圖像中，幾乎看不到可以與「邏輯之樹」

的「枝」相對應之處。換言之，我國一九九○年代以來憲政體制變遷過程中的穩

定均衡時期幾乎是付諸闕如的，這種現象應是我國憲政體制變遷相較於其他國家

憲政體制變遷的特殊之處。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自二○○○年「二元型半總統制」浮現以來，至

今已存在六年多的時間，此一發展方向在過去十餘年的憲政體制變遷軌跡中的持

續時間最長，「二元型半總統制」是否有可能因為長時間的反覆運作而自我強化，

進而出現歷史制度論所謂的「制度堆積」(institutional layering)現象，而使我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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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制的發展被「封鎖」(lock in)在「二元型半總統制」的路徑上，亦即在未來

更長期的憲政體制變遷軌跡中成為可以對應為「邏輯之樹」中象徵制度均衡時期

的「枝」，應是值得持續觀察推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