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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半總統制的運作特色是行政權力分別由總統和總理掌握，當半總統制的總統

權力較小，就會由總理主導行政權力，此時半總統制的運作模式趨近於內閣制。

但過去較少有文獻比較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與內閣制國家的實際政治

運作，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本文先參照 Wu(2012)的分類，選擇準內閣制做為總

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次類型，再與內閣制國家做比較。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準內閣制與內閣制之間，在國會的有效政黨數目、無黨

籍總理出現的機率、總統總理同黨的機率沒有顯著的差異。顯示準內閣制的總統

如同 Wu 分類的定義，不會介入任命過程，另外，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也無法使

大黨的席次增加。在總理任期的比較方面，雖然兩種制度的總理任期沒有顯著的

差異，不過準內閣制的總理遭遇提前選舉下台的風險，低於內閣制，且準內閣制

的總理連任機率也低於內閣制。這些結果皆表示，準內閣制的總統雖然不會介入

組閣過程，但有可能對於國會的選舉時程產生影響，使總理無法在最佳時機發動

國會提前選舉，進一步降低總理的連任機率。 

綜合本文的研究發現，再對照過去的相關理論。半總統制與內閣制在實際

運作上，仍然有一些差異。近年來，學界認為總統權力不是半總統制的重要條件，

實際上，即使在總統權力較小的國家，總統權力可能還是有重要的影響。 

 

關鍵字：內閣制、準內閣制、總理任期、無黨籍總理、有效政黨數目、總統總理

同黨、衣尾效應、總統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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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ecutive power in semi-presidentialism is shared by the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where the prime minister will control executive power with a 

weak president, and the political practice will be like those found in 

parlimentarism. There are very few articles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rlimentarism and semi-presidentialism with a weak presiden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semi-presidentialism with a weak president 

and parlimentaris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case selection criteria of a weak 

president is based on Wu(2012). In his research, quasi-parlimentarism is a 

subtype of semi-presidentialism, that the president has weak power.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in 

parliamentary, probability of non-party prime minister,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in the same party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institutions. This means that in the quasi-parlimentarism the coattail effect of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does not ensure more seats for a large party, and the 

president has a weak power to appoint the cabinet. Although the duration of 

the term of a prime minister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hazard of early 

election, and probability of prime minister renewal in quasi-parlimentarism is 

less than parlimentarism. This means that a president in quasi-parlimentarism 

has blocked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ary, and the prime minister cannot call for 

an early election at his or her favorable time. 

In summary,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s different than 

parlimentarism. Presidential power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semi-presidentialism, even in small presidential power, a semi-presid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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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and its president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politics. 

 

 

 

 

 

 

 

 

Key words: Parlimentarism, Quasi-parlimentarism , Duration of Prime Minister,  

Non-party prime minister,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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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半總統制的概念被提出後，其中的一個爭論是半總統制國家在實際運作

上，與內閣制國家是否有明顯的區隔。過去已有學者討論不同憲政制度的實際

運作問題，卻較少比較憲政制度的整體運作情況。因此，本文欲比較權力較小

的半總統制國家，和內閣制國家之間，在政黨體系、總理任命和總理任期上的

差異。 

內閣制和半總統制是兩種不同的憲政制度，當某個國家的憲法符合內閣制

或半總統制的特色時，就會被歸納在某種憲政制度之下。兩種制度分別涵蓋多

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憲政制度雖然有共同的特色，卻可能保持可能有獨特的運

作模式，使同一種制度之下仍然存在多元性。從憲政運作的過程來看，國家元

首扮演的角色是最明顯的的差異。在半總統制當中，每個國家的總統權力不盡

相同，其中，有一部分的國家元首雖然由人民直接選民產生，擁有民選的正當

性，不過總統在大多數的時候不會動用權力，或是只有在政治衝突才會出面介

入，平時國家的政策大都由總理主導，憲政運作趨近於內閣制。學界在判斷這

些國家的運作模式時，在歸類上處在半總統制和內閣制之間的灰色地帶，也分

別使用不同的名稱來代表這些國家，Elgie (2005)在區分半總統制次類型的過程

中，把這些國家歸納在儀式性的總統類型，Wu (2011)則稱為準內閣制。從名稱

上可以得知，這些國家的總統功能如同內閣制的國家元首，總統選舉不必然造

成總統介入行政事務。 

同樣的，內閣制的國家元首功能也存在一些差異。內閣制國家的元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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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君主和總統，君主由世襲獲得職位，總統則是經由國會選舉而產生，兩

者對於憲政運作有不同的介入程度。內閣制的國家元首可能偶爾會依照憲法賦

予的權力，介入憲政運作，並非完全無作為，當內閣制出現國家元首介入行政

事務，總理可能無法完全的主導行政事務。 

由於部分的半總統制國家在實際運作上，趨近於內閣制，加上內閣制的總

統也有可能行使憲法賦予權力，在區分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過程中，可能出現

一些爭論。從字面上的意義來看，內閣制可能指涉總理領導的內閣為權力中

心，半總統制的權力中心則可能分別是總統和總理所掌握，而實際的運作可能

不一定如此，使研究者想要更進一步探究兩種制度的運作模式。 

傳統上，憲政制度分為總統制和內閣制，Duverger (1980)提出半總統制的概

念之後，最先遭遇到的問題是半總統制是否獨立於另外兩種憲政制度。質疑的

原因在於一些半總統制國家擁有民選的總統，但這些總統不一定會介入國家的

政治運作，所以這些國家的實際憲政運作如同內閣制；另外，部分半總統制的

行政權力由總統掌握，實際的運作如同總統制。因此，是否有必要在總統制和

內閣制以外，再創造一個新的類別便成為半總統制所遭遇的第一個質疑。1 

針對這個爭論，後來的半總統制研究認為即使把具有前述特質的國家，全

部歸類在半總統制，半總統制內部仍然存在運作上的差異，但在判斷一個國家

是否為半總統制的過程中，Elgie (1999: 13)認為只需要參照國家的憲法條文，符

合半總統制的條件，即被視為半總統制，憲政的實際運作不是判斷一個國家是

否為半總統制的標準。Elgie (2007)和蘇子喬(2011)還進一步指出，研究者可以

先界定半總統制的範圍，對於半總統制運作的差異，可以再把半總統制切割為

不同的次類型。在切割的次類型當中，有些半總統制國家的元首在大多數的時

刻僅有儀式性的功能，Elgie (2005: 105-107); Wu (2011)認為這些國家的實際運

作接近內閣制，他們在切割半總統制次類型的過程中，特別把這些國家歸納在

                                                      
1 部分研究的分類，只有總統制和內閣制，沒有出現半總統制的類別，例如世界銀行的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2012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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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次類型之下。由上述可知，雖然 Elgie提出了新的半總統制判斷標準，

使半總統制和內閣制可以經由憲法條文做區分，但是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實際

運作可能重疊的問題仍未解決。 

半總統制當中的準內閣制國家與內閣制最大的差異是前者的國家元首由人

民直接選舉產生，有關於兩種制度在運作上是否有差異，學界分別提出幾個不

同的理論。單從總統直選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來觀察，Lijphart (2004); Linz 

(1990)在評論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優劣，也提及半總統制的運作，他們認為半總

統制可以區分為是否擁有實權的國家元首，實際運作仍然為總統制和內閣制，

換句話說，他們認為如果半總統擁有一個沒有實權的總統，政治運作無異於內

閣制，對於民主發展較不容易出現負面的影響。雖然前述的文獻表示半總統制

當中，儀式性總統的權力不足以與總理抗衡，政府的政策由總理主導，但其他

探討半總統制運作的研究發現，半總統制的運作與內閣制不是完全相同的憲政

制度，原因在於總統權力並非一成不變。即使是總統在平時可能不會動用權

力，在某些情境下還是會動用憲法賦予的權力介入政局(沈有忠，2011)，或者

憲法已經賦予總統緊急權力，總統在特定的時刻就會動用緊急權力(Skach, 

2005)，在總統動用權力之後，行政權力就不一定由總理主導。上述兩種不同的

理論，對於半總統制的民選總統是否介入行政事務有不同的看法。 

在學界把半總統制區分為不同的次類型後，有些研究開始比較總統權力較

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和內閣制國家，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理論。第一種研究比較

半總統制的內部運作後，認為準內閣制或儀式性總統次類型的總統，平時僅扮

演儀式性的角色，較少介入政治運作，憲政運作與內閣制沒有太大的差異

(Elgie, 2005; Wu, 2011)；第二種理論是比較總統在半總統制和內閣制扮演的角

色，Tavits (2009)發現內閣制和半總統制的總統皆會介入行政事務，在兩種制度

的總統皆干政的情況下，實際運作沒有顯著的差異。上述兩種類型的理論，雖

然對於總統的功能有不一樣的觀點，但最後的結論皆傾向於內閣制與總統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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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憲政運作沒有顯著的差異。如果進一步觀察憲政制度運

作，可以發現總統直選產生的影響，仍然有討論的空間。 

另外，在比較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總統直選對於政黨體

系、選舉結果、內閣組成以及總理任期皆有可能產生影響。蘇子喬和王業立

(2012)指出總統直選可能降低小黨參選的誘因，造成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的減

少，Amorim Neto and Strom (2006)的研究發現總統直選較容易出現無黨籍內

閣，Saalfeld (2007)則是發現半總統制的內閣存續時間較短。雖然前述研究的重

點是比較半總統制和內閣制，但是準內閣制的運作可能異於其他半總統制國

家，過去的研究較少比較兩種制度的差異。  

綜合以上的說明，可以得知在半總統制的總統權力較小的情況下，總統能

否對於政治運作產生顯著影響，仍有爭論，在某些情境下，還是有可能動用權

力介入政局，且總統直選可能對於行政權力的形成過程產生影響。由於總統只

有在特定的情況下，才會動用權力，從整體來看，這些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

制國家，與內閣制的運作是否有顯著的差異仍有待討論，過去的實證研究也較

少比較這些準內閣制國家與內閣制的差異。在比較的層面上，Muller, Bergman, 

and Strom (2008)認為聯合內閣的生命週期包含選舉、組閣以及內閣存續，雖然

本文分析的重點不在於聯合內閣，但內閣在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皆是行政權力的

中心，總理或內閣的輪替可以表示權力的更替，所以本文將比較兩種制度的政

黨體系、內閣組成以及總理任期。 

 

 

第二節 章節安排 

 

 

以下的章節安排，第二章先討論半總統制和內閣制定義。過去的研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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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半總統制的運作較為複雜，把半總統制分為不同的次類型。有一部分的半總

統制的總統較少動用權力，憲政運作在實際運作上可能接近內閣制。但是兩種

制度的運作模式是否完全相同，在理論上仍存在爭議。接下來第三章的研究設

計接續前一章討論的研究問題，說明本文的分析範圍，並參照先前的相關研究

使用統計模型，使用統計分析來比較兩種憲政制度的運作。 

第四章主要是比較兩種制度在政黨體系方面的差異，第五章則是探討兩種

制度的總理任命以及內閣組成，第六章是比較總理任期和連任，這三章分別探

討行政權力的形成至結束。最後在第七章結論的部分，是根據經驗資料，說明

半總統制與內閣制在實證上是否有明確的區隔，以及本文的研究限制和未來可

以繼續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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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準內閣制和內閣制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基於過去的研究理論而來，理論檢閱分為幾個部分，本

章主要是探究準內閣制與內閣制之間的異同。此部分從半總統制是否獨立於內

閣制的問題開始出發，說明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定義問題。半總統制的定義問

題源自於制度涵蓋不同總統權力大小的國家，在運作上可能有不同的運作模

式，在歸納的過程中，有一部分的半總統制國家的實際運作類似內閣制，也是

引起半總統制是否存在的爭論原因之一。接著是探討制度的實際運作，雖然制

度的定義問題在近年來已經獲得解決，但制度的規範並不等同於實際運作，半

總統制定義當中，總統權力的問題也未獲得共識。準內閣制便是基於總統權力

來判斷而成，過去的研究對於這些國家的歸納和運作存在一些爭論，雖然準內

閣制的總統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不會動用權力，但人民直選的總統有可能對於

政黨體系、內閣組成和總理任期產生影響，而先前的研究卻較少探討兩種制度

的差異。 

 

 

第一節 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模糊界線 

 

 

憲政運作研究可以先區分為應然面和實然面，應然面表示憲法條文的規

範，實然面表示實際的政治運作。憲法規範不等同於實際運作，結果可能造成

制度的定義或影響出現爭論，本文的研究問題也是出自於制度在應然面和實然

面的差異。探討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界線之前，必須先從半總統制的概念開始

說明。Duverger (1980)最早提出半總統制的概念，其認為半總統制的定義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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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民選的總統；(2)總統有相當的權力；(3)一個相對於總統，向國會負責的

總理。後兩項定義存在一些爭議，2其中又以第二項定義的爭議最大。因為憲法

規範和實際上的運作沒有太多的差距。但總統權力的定義卻常引發學界的討

論，原因首先是半總統制涵蓋的國家當中，總統權力並非集中在總統或總理，

各國之間的總統權力並不相同。另外，憲法規範的總統權力也不等同於實際運

作，使學界更難判斷總統權力的大小。 

在總統權力的爭論方面，Duverger舉出的半總統制案例當中，各國之間不

論是憲法規範或實際運作上，總統權力並不一致，權力中心不一定集中在總統

或總理，可能增加理解憲政運作的難度。另外，有些國家的總統在憲法規範上

擁有較大的權力，但實際運作卻不會動用這些權力，憲法的規範不等同於實際

運作。Duverger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其舉出奧地利、冰島的憲法賦予總統行政

權力，但總統平時甚少介入行政運作，行政首長由國會多數黨領袖擔任，實際

的運作如同內閣制；法國的總統有時掌握實際的行政權力，此時法國的實際政

治運作如同總統制。這些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法條文可能無法代表實際憲政運

作，研究者也不能只參照憲法來判斷總統權力，所以能否從憲法條文來界定半

總統制的範圍仍沒有明確的解答。 

在討論半總統制實際運作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另一個與總統權力有關的問

題，就是總統權力的測量。不論採用應然面或實然面觀察政治運作，皆需要至

少一個特定的概念來判斷總統權力的大小，而 Duverger在提出半總統概念時，

並沒有進一步討論總統權力測量的相關概念，也讓後續的相關研究在比較半總

統制和其他制度的過程中，出現一些爭論。 

由於 Duverger並沒有做出總統權力的明確定義，使學界無從得知半總統制

的具體範圍，Stepan and Skach (1994)的分析架構當中，只有法國和葡萄牙被視

                                                      
2 第三項定義的爭議是總理必須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才能持續擔任總理職務。但有時即使總

理無法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在國會沒有發動倒閣的情況下，總理仍然能持續在任，所以總理

不一定要需要國會多數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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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半總統制國家。3其他學者在探討憲政制度的影響過程中，把半總統制國家歸

納在總統制和內閣制之下，較少單獨討論半總統制的影響。Linz (1990)討論憲

政制度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重點在比較內閣制和總統制，並沒有把半總統制

納入分析，Linz (1994)後來再度分析憲政制度的優劣，認為半總統制的總統也

有權力，運作具有總統制的缺陷，皆容易出現雙元正當性的問題。Lijphart 

(2004: 102)以法國為例，認為半總統制的總統權力大於總統制。因此，從實際

上的運作來看，早期的學者仍然認為半總統制國家的實際憲政運作是總統制或

內閣制，所以是否區分半總統制的重要性降低。 

經過上述可以得知，總統制和內閣制有明確的界線，研究者探討總統制和

內閣制產生的影響過程中，並不會出現某個國家應該被歸類在總統制或內閣制

的爭議。在半總統制的概念提出後，半總統制與總統制以及內閣制之間並沒有

非常明確的界線，才會導致半總統制與總統制、內閣制重疊的問題，筆者嘗試

使用下圖說明總統制、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關聯： 

  

                                                      
3 Stepan and Skach (1994)的分析範圍僅止於 OECD國家，當時很多後共黨或新興民主國家不在

分析範圍內，所以列出的半總統制國家非常少。不過他們把愛爾蘭視為內閣制國家，表示判斷

半總統制的過程中，民選的總統不是重要的判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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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總統制、半總統制、內閣制的關聯 

 

 

上圖當中，行政權力的掌握程度並非單一的總統權力，而是總統能否控制

執行行政權力的內閣，控制的途徑包含任命閣員和免除閣員職務。4總統制的總

統是國家的行政首長，行政權力由總統獨攬，總統對於行政權力的掌握程度最

高；內閣制的行政首長則是由總理擔任，總統掌握行政權力的程度非常低，甚

至有可能僅是一位虛位元首。半總統制的運作較為複雜，Duverger已經說明從

整體來看，半總統制國家的行政權力不一定由總統掌握，還必須視各國的實際

運作情況而定，總統對於行政權力掌握程度較高，此時的憲政運作就會以總統

為權力中心，接近於總統制的運作，總理無法主導政策；反之，總統掌握行政

權力程度較低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在總理，總統甚至有可能只是虛位元首，運

                                                      
4 各國的行政事務皆由閣員負責執行政策，所以任免閣員是重要的行政權力。 

半總統制 

總統制和半總統制的灰色地帶 

總統制 

內閣制和半總統制的灰色地帶 

內閣制 

 

總統行政權力高 

 

總統行政權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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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況接近內閣制。因此，半總統制在憲政運作當中，實際掌握行政權力的概

念，不同於總統制和內閣制，總統制和內閣制分別假設行政權力一直掌握在總

統和總理，但從整體來看，半總統制的行政權力卻沒有固定掌握在其中一方。 

針對半總統制涵蓋範圍與是否存在的質疑，學界目前是先從應然面，也就

是憲法條文來界定範圍，接著再做後續的分析。Elgie (2005, 2008)建議半總統制

的定義應該刪除總統權力的條件，因為這個條件較為模糊，所以當一個國家擁

有民選的總統，且同時還有一個向國會負責的總理，這個國家就可以被視為半

總統制。由於這兩個條件較為明確，在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為半總統制的過程

中，只需要參照一個國家的憲法條文便可判斷是否屬於半總統制，不需要再參

照實際運作情況，研究者可以更清楚得知半總統制的範圍。另外，Elgie (2007)

也認為半總統制類別內部存在歧異性，但各國之間的差異並不構成否定半總統

制的理由，因為總統制和內閣制的運作情況也並非完全相同，但是學界多數並

沒有因此而否定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存在。5蘇子喬(2011)也持有類似的論點，他

先分析了半總統制的概念根源，以及比較其他類似的概念，提出區分憲政規範

和憲政實踐，半總統制的定義本身是憲政規範，總統或國會的選舉結果以及行

政和立法的互動則是憲政實踐。憲政規範與實踐不能混為一談，半總統制之

下，各國的運作屬於憲政實踐層面的差異，而非憲政規範的差異，所以半總統

制允許不同的運作模式，學界應該先確認半總統制的範圍後，再探討運作模

式。 

Elgie提出的新定義可以減少半總統制的爭論，在 Elgie的定義當中，半總

統制的行政權力並不是固定掌握在總統或總理，後續牽涉到半總統制的研究常

使用這個定義來界定半總統制，表示其他學者也可以接受半總統制的行政權並

非固定由總統或總理掌握。不過，Elgie的判斷標準是參考憲法規範，半總統制

                                                      
5 學界沒有否定總統制和內閣制的概念，可能的原因是即使制度類型內部存在運作上的歧異，

大多數的總統制國家，行政的權力中心仍然在總統；內閣制國家的權力中心在總理。權力中心

的變動情況不會出現大幅度的改變，但半總統制的類型內，權力中心的變異程度較大，所以半

總統制的概念較容易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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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憲政制度之間的爭論只有在應然面獲得解決，如果從實然面來觀察憲政

制度的實際運作，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總統制之間仍然沒有明確的分界線，有

一些國家的實際運作位於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總統制之間的灰色地帶，也就是

從憲法條文來看，某些國家應該被歸類在半總統制，但是實際運作上接近總統

制或內閣制。 

Elgie (2005: 102-106)也承認有些國家的行政權力由總統或總理所掌握，實

際運作接近總統制或內閣制，他在說明半總統制歧異性的過程中，依照總統權

力，把半總統制分為三種次類型，分別是高度總統化、總統和總理權力平衡、

儀式性的總統。對照其他學者對於總統制和內閣制的敘述，6其中只有總統和總

理權力平衡的類型在應然面和實然面上比較符合半總統制的意義，這個半總統

制的次類型與總統制和內閣制有明顯的區別。總統和總理權力平衡的類型當

中，總統和總理分別掌握不同的行政權力，呈現分工的狀態，行政權力沒有集

中在總統或總理。 

不過，在 Elgie的分類當中，高度總統化以及儀式性的總統在分類上比較容

易出現爭論。從憲法條文來觀察，高度總統化以及儀式性總統的國家皆符合

Elgie提出的半總統制定義，不過這兩個次類型在實際上是否屬於半總統制仍有

一些爭論，高度總統化的行政權力由總統掌握，實際運作與總統制較為相似；

儀式性的總統雖然由人民直選產生，但幾乎不會動用權力介入政局，實際的運

作如同德國或希臘等內閣制國家，總統僅有儀式性的功能，行政權力由總理主

導。 

由 Elgie的分類的結果來看，半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在實際運作上可能重

疊，他們把半總統制分割為不同的次類型，這些次類型當中，皆有虛位元首的

次類型，這些擁有虛位元首的半總統制國家，與內閣制國家之間最明顯的差

                                                      
6 Linz (1994)認為總統制的定義是民選的總統、總統擁有相當的權力，國會無法推動不信任案迫

使總統下台，總統同時也是國家的元首；內閣制的定義是政府受制於國會的信任案，即使有民

選的總統，總統也缺乏介入行政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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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就是半總統制的國家元首由人民直選產生。從他們的分類可以得知，有一

部分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法規範上屬於半總統制，實際運作卻有可能被歸納內閣

制，因而產生實際運作歸類上的爭論。 

 

 

第二節 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是否等同

於內閣制？ 

 

 

上一節已經說明了部分的半總統制國家的實際運作模式，與內閣制國家較

為接近。學界在分類的過程中，把這種次類型稱之為儀式性的總統或準內閣

制，接下來本節想要討論的是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在運作上是否等

同於內閣制國家，更具體來說，就是探討民選總統對於政治運作的影響。 

雖然憲政制度常被學界研究，甚至在政治學界是一個古老的研究議題，半

總統制的定義以及運作在近年來也已經被學界熱烈的討論。不過，半總統制尚

有一些研究問題有待討論，包含幾個方面的議題，其中一個議題是比較總統權

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運作模式，因為某些情況下，兩種制度的運作非

常類似。參照圖 2.1，這些國家處在半總統制和內閣制之間的灰色地帶。自 Linz 

(1994)對於半總統制提出批判後，Elgie (2005, 2007)也發表多本著作來解釋半總

統制運作的複雜性，相關研究在提及歸納爭論的過程中，研究的焦點隨著時間

而改變，重點均集中在憲政制度對於民主的影響，卻較少比較總統權力較小的

半總統制國家，與內閣制國家的實際運作。 

Elgie (2015)總結半總統制的相關研究，依照時間順序，把相關研究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焦點集中在半總統制的概念，或是比較半總統制、內閣制

和總統制對於民主的影響；第二階段則是關注在新興民主國家進入半總統制



 

14 
 

後，對於民主鞏固的影響；第三階段則是加入制度以外的因素，包含總統權力

和政黨來解釋民主鞏固。三個階段在探討半總統制對於民主的影響，結論都是

傾向於總統權力越小，或是運作模式愈接近內閣制，愈不容易出現民主崩解，

民主政治得以延續維持7。由這些研究的結論來看，到了愈後面的階段，對於半

總統制有更深入的研究。且大多數的研究均認為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

家，民主表現不遜於內閣制。不過，憲政制度對於民主發展有正面影響，不表

示兩種制度有相同的運作模式。8過去的研究較少專門比較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

統制國家，和內閣制的運作內容，而類似的研究發現制度之間的運作沒有顯著

差異。 

在比較兩種憲政制度之前，必須先釐清兩種制度的定義，接著要釐清的問

題是國家元首的功能。內閣制的定義方面，Linz (1990)在批判總統制和半總統

制的過程中，曾提及內閣制的定義，其認為內閣制唯一有民意正當性的機關是

國會，政府必須獲得國會的信任，內閣制可以有民選的總統，但權力仍然由總

理掌握。Golder, Golder, and Siegel (2012)同樣也認為內閣制的內閣必須獲得國會

多數的支持，且能在不信任投票存活。Shugart (2005: 330)認為內閣制的代理人

關係當中，只有人民、國會和內閣，三者之間呈現一條鏈。 

由以上的敘述，再搭配半總統制的定義，便可以得知內閣制國家的範圍。

當一個國家的元首不是由人民直選產生，且擁有一個向國會負責的總理，9就可

以判定為內閣制國家。但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卻沒有明確的定義，

可能造成研究上的困難。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屬於半總統制的範

圍，參照 Elgie (2005)和蘇子喬(2011)的定義，可以先初步認定這些國家擁有民

選的總統和向國會負責的總理。接著在總統權力方面，雖然從圖 2.1可以清楚

                                                      
7 Elgie把半總統制區分為三種次類型後，再觀察三種次類型的民主表現，發現儀式性總統類型

的自由程度最高。吳玉山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研究發現，在其分類的的類型當中，準內閣制的民

主發展程度最佳。Moestrup (2007)比較新興民主國家的憲政運作後，也有相同的發現。 
8 例如保加利亞、愛爾蘭或奧地利，皆被歸納在準內閣制國家，三個國家的民主發展也是穩定

發展，不過憲政運作卻不是完全相同。 
9 內閣制的國家元首可能是國會選舉產生的總統，或世襲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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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知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國家元首權力小於其他半總統制國家，

且大於內閣制國家。關鍵的問題是哪些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統權力較小？這牽涉

到總統權力的測量，觀察各國的憲法條文，不會有國家的憲法明定該國擁有一

個權力較小的總統，或直接表示該國的總統僅有儀式性的功能。 

過去已經有相關的研究提出了總統權力的判斷標準，判斷的依據，大致上

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根據憲法條文來判定，另一種則是依照實際運

作，兩種方法各有優劣。以憲法做為判斷標準，有較為明確的依據，但缺點是

有些國家的實際政治運作並沒有按照憲法條文，導致最後的分類可能缺乏效

度。相較之下，實際運作就不一定有明確的判斷依據，但是可以更準確的判斷

總統權力。 

總統權力的測量還可能牽涉到選樣的問題，如果總統權力較小的國家涵蓋

的範圍較大，就比較容易得到兩種制度有顯著運作差異的研究結果，但如果範

圍較少，兩種制度之間不一定有明顯的差異。因此，總統權力較小的定義有可

能影響研究結論。本文先回顧學界探討總統權力較小半總統制國家的相關研

究，這些研究通常會提及小權力半總統制國家與內閣制國家之間的關聯，接著

再參照這些研究，說明本文的選樣方法。 

Duverger (1980)曾指出某些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統權力，在憲法規範或實際運

作小於其他國家，不過其並未具體的說明如何測量總統權力。Shugart and Carey 

(1992)把總統權力分為立法權和非立法權，共有 10個不同的權力面向，每個面

向的總統權力由小至大可以再分為不同的等級，把不同權力面向加總後，就是

總統權力的大小。Shugart and Carey的測量方法常被半總統制研究作為測量總

統權力的標準，10不過較少有研究先使用他們的測量方法探討半總統制的總統

權力，再與內閣制國家做比較。11另外，Sartori (1997)也認為此種測量方法主要

                                                      
10 Elgie編著的 Semi-presidenti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每一章的作者使用 Shugart and 

Carey的測量方法說明每一個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統權力大小。 
11 Shugart and Carey (1992)根據總統能否免除閣員，把半總統制分為總理總統制和總統國會制。

儘管總理總統制的總統權力較小，Roper (2002)的研究發現次類型內部仍有很大的差異。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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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憲法條文，可能不一定符合實際運作的情況，例如按照憲法條文，法國總

統沒有直接免除總理職務的權力，但實際上曾出現總理被總統免除職務。 

上述的測量方法可以得知半總統制內部，各國之間的總統權力大小，但測

量的過程還是遭遇一些批評，可能無法得知哪些國家屬於總統權力較小的群

體。此外，這些研究較少關注於半總統制和內閣制之間，國家元首對於政局影

響的比較。而有些學者比較半總統制的總統權力後，也開始比較總統權力較小

的半總統制國家，和內閣制國家之間的差異。 

其中，Tavits (2009)曾經研究內閣制的共和國和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

家，比較民選的總統是否對於憲政運作產生影響。其分析個別國家的政治運作

後，發現不論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總統皆有可能介入行政的運作，具體的作為

包含人事任命、動用否決權以及解散國會，非民選的總統不會因為缺乏民意基

礎而減少行政運作的參與。因此，其發現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和內閣制，

在憲政運作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於 Tavits對於內閣制的研究，也發現內閣

制的總統也不一定是虛位元首，研究者便不能僅憑藉準內閣制總統介於政局，

便斷定準內閣制的運作模式與內閣制相異。 

但 Tavits的研究仍然有可以補充之處，在研究範圍上，她的研究範圍沒有

包含國家元首為君主的內閣制國家。Elgie (2005)曾提及總統制和內閣制也呈現

多元的運作模式。內閣制最明顯的差異是國家元首，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類

型，分別是世襲君主和總統，兩種國家元首對於政治運作可能有不同的影響。

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與內閣制之間的差異仍屬未知。另外，她也沒

有探討民選的總統對於國會選舉的結果、總理任命以及總理任期是否有顯著的

相關性，而過去的一些研究卻顯示民選總統可能政治運作產生影響，所以總統

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與內閣制之間的比較仍是可以研究的議題。 

                                                      
即使是總統權力較大的總統國會制，部分國家如奧地利、冰島，大多數的行政事務仍然由總理

領導。因此，總理總統制並不能代表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直接比較總理總統制與內

閣制，並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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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前面的研究指出，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國家元首對於政局

並非毫無影響，但此時還無法斷定這些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在運作

上異於內閣制。原因是上述的研究範圍僅限於個案，無法直接推論至總統權力

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其他國家是否有類似的情況，還有待經驗資料的實證。

Elgie (2005)比較半總統制的運作，曾提出儀式性總統的次類型，其認為這種次

類型的總統僅有儀式性的功能，行政權力由總理主導，與內閣制類似。因此，

可以參照 Elgie提出的分類，比較儀式性總統次類型和內閣制的政治運作，不

過，Elgie並沒有說明具體的分類過程。 

除了從 Elgie的分類可以得知半總統制與另外兩種制度之間在實然面上存在

灰色地帶，Wu (2011)的分類方法也有提及類似的概念。Wu在分類的過程中，

有較為具體的分類依據。其從總統任命權的角度來探討半總統制，把半總統制

分為四個類型，分別是準內閣制、換軌共治、分權妥協、總統優越，總統在四

種類型分別有不同的任命權力。在總統優越的類型當中，無論府會是否一致，

總理和內閣人選皆由總統決定，雖然總理仍要向國會負責，但此種次類型的運

作接近總統制。換軌共治和分權妥協則必須視總統能否掌握國會多數，再來決

定總統扮演的角色。最後一個類型為準內閣制，在這種次類型之下，無論總統

所屬的政黨能否掌握國會多數，內閣的任命皆是由國會主導，總統幾乎不會介

入任命過程，準內閣制的實際運作也趨近於內閣制。 

綜觀學界對於內閣制的定義，再對照準內閣制的運作，行政和立法之間的

關係只有內閣和國會，不會有雙元正當性的問題，所以準內閣制國家在實際運

作上也有可能被視為內閣制國家。從定義上來看，準內閣制的國家元首，和內

閣制的國家元首，大多數的時刻皆不會動用權力，行政和立法之間就是由國會

多數來主導，所以總統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不會介入政局。如果要研究政治發

展或行政立法之間的互動，總統可以被排除在外。但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

國家元首，是否一直保持虛位元首的狀態，依然存在疑問，一些個案研究卻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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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準內閣制國家的總統仍有可能介入政局。Gallagher (1999)指出愛爾蘭的總

統曾經不只一次試圖阻止國會提前選舉，Amotim Neto and Lobo (2009)觀察葡萄

牙的政治運作後，認為先前一些研究把葡萄牙視為內閣制國家，12排除葡萄牙

總統的影響力，是一種對於葡萄牙政治的誤解，因為葡萄牙總統曾經介入內閣

任命，甚至在國會有穩定多數的情況下，總統仍然會使用解散國會迫使內閣重

新改組。 

比較準內閣制、內閣制君主國、內閣制共和國，可以發現三種制度的國家

元首有不同的產生方式，可能使國家元首的正當性以及代理人關係出現變化。

準內閣制的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相較於內閣制，有更強的民意基礎；內閣制

的總統雖然不是由選民直接投票而產生，沒有直接的民意基礎，但還必須經由

具有民意基礎的國會選舉；君主制則完全不需要透過選舉，世襲君主透過血緣

關係，繼承前任君主的職務。 

在權力的正當性上，準內閣制的國家元首有人民直選的民意基礎，正當性

最強；世襲君主的產生沒有經過選舉過程正當性最弱。產生過程正當性可能成

為日後國家元首干政的基礎，正當性愈強元首可能愈容易干政。內閣制的君主

在憲政運作大都扮演儀式性的功能，儘管有些政策的推動需要經過君主的同

意，但君主對於內閣或國會的請求均不會否決。13總統則扮演不同的角色，有

關於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總統的功能，學者分別持有不同的論點。如果與其他半

總統制國家做比較，儀式性的總統或準內閣制的總統較不容易介入行政，所以

這些半總統制國家採用類似內閣制國家的運作模式(Elgie, 2005; Wu, 2011)，此

時總統的功能如同其他內閣制國家的君主，準內閣制、內閣制之間的運作可能

不會有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則是發現總統是否民選不是總統干政的主要影響

                                                      
12 Lijphart (2004)把葡萄牙視為內閣制。 
13 例如英國在 2011年以前，國會提前選舉的議案是由首相向君主提出，君主同意後再進行提

前選舉。但君主從來沒有拒絕首相的請求，所以首相實際上掌握國會提前選舉的權力。2011年

固定任期法案(Fixed-term Parliaments Act 2011)通過後，總理才失去了單獨掌握提前選舉的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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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民選和非民選的總統皆有可能干政(Tavits, 2009)，按照這個論點，準內閣

制和擁有總統的內閣制國家，實際運作也沒有差異。雖然上述兩個論點對於內

閣制或制準內閣制的總統角色持有不同的論點，但結論皆認為兩種制度的政治

運作沒有顯著的差距。不過，內閣制不只涵蓋國家元首為總統的國家，君主國

也可納入比較的研究範圍內，總統或君主對於內閣組成以及任期的影響，較少

進行比較。 

在代理人的關係方面，民主體制的國家元首接受人民的委託，負責領導國

家。選舉是人民選擇代理人的機制，不同的國家元首產生方式也會有不同的代

理人機制，下圖分別表示內閣制君主國、內閣制共和國以及準內閣制的代理關

係。內閣制君主國的國家元首不是透過選舉產生，國家元首與人民或國會之間

沒有代理機制的存在，僅有內閣負責行政體系，並接受民選國會的監督；內閣

制共和國的國會選出總統，另外還有一個經由國會同意產生的內閣負責行政事

務，國會是總統和內閣的委託者，總統和內閣沒有隸屬關係；準內閣制的總統

和國會分別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人民是委託者，總統和國會皆是人民的代理

人。 

 

 

表 2.1、國家元首的正當性和委託人比較表 

 內閣制君主國 內閣制共和國 準內閣制 

民意正當性 低 中 高 

國家元首的委託人 憲法14 國會 人民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14 君主國的憲法均規範君主的權力，君主必須依照憲法的授權來任命、免除閣員，或解散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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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制度的國家元首，皆有不同的正當性以及委託者，國家元首對於憲政

運作可能也有不同的影響。這些擁有民選總統的準內閣制國家，在實際運作上

是否等同於內閣制國家仍有待討論，先前學界卻較少探討準內閣制的相關研

究，原因可能是假設這些國家的總統一直都是扮演虛位元首的角色，與內閣制

的運作無異。如果準內閣制和內閣制在運作上無異，至少隱含幾個假設，兩種

制度之下的政黨體系、內閣組成以及總理任期可能也沒有顯著的差異。不過，

從其他比較制度的研究或半總統制的研究可以得知，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政

治運作仍有可能異於間接選舉產生的總統或君主制度。首先是總統直選對於政

黨體系的影響，總統選舉可能對於國會選舉產生衣尾效應，進而對於國會政黨

體系產生影響；第二個造成兩種制度差異的原因是在某些情境下，仍有可能促

使儀式性的總統動用權力，總統動用權力有可能影響內閣的組成和存續。 

另一方面，如果再進一步觀察政黨體系、總理任命以及總理任期的相關研

究，還可以發現相關研究在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也有一些理論上的衝突。

15這些研究問題仍需要透過經驗資料來實證，因此，本文的研究焦點便集中在

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探討兩種制度的運作之下，政黨體系、內閣組成以及

總理任期是否有顯著的差異。選擇準內閣制做為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

家，原因是準內閣制在半總統制的國家當中，與內閣制的運作較為接近，且準

內閣制也有較為清楚的定義，因此，本文選擇準內閣制做為總統權力較小的半

總統制國家，再與內閣制做比較。 

  

                                                      
15 本文在後續的章節將分別說明相關研究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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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設計 

 

 

本文主要在比較兩種制度在整體上政黨體系、總理任命以及總理任期是否

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憲政制度是本文主要的自變數，分別為準內閣制國家，

也就是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以及內閣制。由於兩種制度涵蓋較多的案

例，本文試圖比較兩種制度在整體上是否有顯著的差異，而非比較少數國家，

所以分析的過程以大樣本統計分析為主。 

研究設計首先是說明本文的研究範圍，由於半總統制之下，準內閣制範圍

可能影響研究的結果，所以此部分也先說明說明本文對於準內閣制的定義。接

下來是說明本文的依變數和統計方法，學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研究探討政黨體

系、任命過程以及總理任期的論文，本文將參考過去研究的統計方法來分析資

料。 

除了自變數與依變數外，可能還有其他的變數影響因果關係，所以分析模

型也將納入其他的控制變數。由於政黨體系、總理任命和總理任期分別有不同

的影響因素，所以控制變數分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做說明，本章僅說明主要自

變數。 

 

 

第一節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涵蓋兩種制度，分別是半總統制之下的準內閣制16以及內閣

                                                      
16 前一章已經說明本文選擇準內閣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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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民主國家做為分析範圍，17時間範圍自 1946至 2012年。準內閣制國家

屬於半總統制的一部分，這些國家的總統權力較小，運作介於半總統制和內閣

制之間。 

參照Wu (2011)切割半總統制次類型的過程，這些準內閣制國家具有三個特

徵：1.民選的總統；2.一個相對於總統、向國會負責的總理；3.總統不介入內閣

的任命過程。如同 Duverger提出的半總統制定義，總統權力是最受爭議的項

目，同樣的，總統任命權也較為模糊，原因在於學界對於總統權力的判斷方法

仍有一些爭辯。Elgie (2005)和Wu (2011)的分類方法是以實際運作為主，他們判

斷為準內閣制的國家請參閱下表。18其中，Elgie的判斷標準較為模糊，其僅有

說明這些半總統制國家有一個儀式性功能的總統，並未說明判斷的過程；Wu

的判斷過程說明較為明確，其指出準內閣制國家的總統與其他半總統制的不同

之處，在於準內閣制的總統較少介入組閣過程，一致政府的狀態下，由總統的

同黨人士負責組閣，分立政府則是由反對黨領袖負責組閣。總而言之，無論總

統是否位於國會多數，總統皆不會干預組閣過程。 

從他們列出的國家名單可知，除了 Cape Verde位於非洲，其他準內閣制國

家大都位於歐洲，Wu (2011)認為原因可能是這些國家在進入半總統制的過程

中，有類似的條件。這些國家在其他的研究當中，也被視為內閣制國家，原因

可能是這些研究假設總統完全不會動用權力，或是即使總統動用權力也不會產

生顯著的影響。本文先把兩位學者歸納的國家視為準內閣制，19再比較這些國

家與內閣制運作的差異。下表列出本文的分析空間和時間範圍：

                                                      
17 判斷民主的標準以 PolityIV資料庫為主，如果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被評為 6分以上，即可視

為民主國家。如果某個國家在某段時間內，民主程度低於 6分，該時段將被排除於分析範圍以

外。PolityIV對於民主程度的判斷結果，可能與自由之家或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斷結果有出入，但

本文仍以 PolityIV資料庫作為作為判斷標準。 
18 在Wu (2011)列出的準內閣制國家當中，還有包含 Singapore，不過該國並不屬於民主政體，

所以不在本文的分析範圍之內。 
19 Wu (2011)列出的準內閣制國家包含保加利亞、冰島、愛爾蘭、奧地利、葡萄牙、斯洛維尼

亞、斯洛伐克、立陶宛、維德角。Elgie (2005)列出的儀式性總統國家則是前述的 6個國家，兩

位學者提出的名單幾乎重疊，可以作為比較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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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本文的分析範圍 

 

地區 憲政制度 國家 國家元首 分析期間 總理數目 選舉次數 

 

 

 

 

 

 

 

 

 

 

 

 

 

歐洲 

 

 

 

 

 

 

 

 

內閣制 

Albania 總統 2002-2012 4 3 

Belgium 君主 1945-2012 34 21 

Denmark 君主 1945-2012 32 25 

Estonia 總統 1992-2012 10 6 

Czech20 總統 1996~2012 9 5 

France IV 總統 1946-195721 20 2 

Germany 總統 1945-2012 21 17 

Greece 總統 1974-2012 19 14 

Hungary 總統 1990-2012 9 7 

Italy 總統 1945-2012 40 15 

Latvia 總統 1993-2012 15 7 

Luxembourg 君主 1945-2012 18 15 

Netherlands 君主 1945-2012 23 20 

Norway 君主 1945-2012 29 16 

Slovakia22 總統 1993~1999 2 2 

Spain 君主 1979-2012 11 10 

Sweden 君主 1945-2012 24 21 

Turkey 總統23 1945-2012 15 8 

UK 君主 1945-2012 23 17 

Moldova 總統 1999-2012 6 5 

 Austria 總統 1945-2012 24 20 

                                                      
20 捷克總統於 2013年以後由人民直選產生，在此之前，由國會投票選出總統。因此，在本文

分析的時間範圍內，捷克為內閣制國家。 
21 法國第四共和至 1959年結束，但 PolityIV判定法國自 1958至 1968不屬於民主政體，所以法

國第四共和的分析時間至 1957年。 
22 斯洛伐克於 1999年進行第一次總統直選，在此之前，斯洛伐克為內閣制國家。 
23 土耳其總統選舉自 2014年以後，改為人民直選，成為半總統制國家。在此之前，總統由國

會議員選舉產生，土耳其符合內閣制的定義，所以本文的分析把土耳其視為內閣制國家。 

http://www.fsw.vu.nl/en/Images/Belgium%20protec_tcm31-25522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Denmark%20protec_tcm31-255234.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Estonia%20protec_tcm31-255235.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France%20IV%20protec_tcm31-25523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Germany%20protec_tcm31-255240.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Greece%20protec_tcm31-255241.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Hungary%20protec_tcm31-255242.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Italy%20protec_tcm31-255248.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Latvia%20protec_tcm31-255251.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Luxembourg%20protec_tcm31-255253.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Netherlands%20protec_tcm31-255256.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Norway%20protec_tcm31-255259.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Spain%20protec_tcm31-255270.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Sweden%20protec_tcm31-255271.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Turkey%20protec_tcm31-255273.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UK%20protec_tcm31-255274.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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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總統制 

Bulgaria 總統 1992~2012 9 6 

Iceland 總統 1945-2012 29 20 

Ireland 總統 1945-2012 26 20 

Portugal 總統 1976-2012 18 13 

Slovakia 總統 1999-2012 6 5 

Slovenia 總統 1992-2012 8 7 

Lithuania 總統 1993-2012 15 6 

大洋洲24 內閣制 Australia 君主 1945-2012 33 26 

New Zealand 君主 1945-2012 30 23 

 

亞洲 

 

內閣制 

 

India 總統 1950-2012 24 15 

Israel 總統 1948-2012 24 16 

Japan 君主 1945-2012 46 22 

北美洲 內閣制 Canada 君主 1945-2012 27 22 

非洲 半總統制 Cape Verde 總統 1991~2012 7 5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上表列出的國家包含內閣制和半總統制之下的準內閣制國家，時間則是從

1945年或該國被判定為民主國家開始計算，分析時間至 2012年，共有 34個國

家，其中有 9個國家屬於準內閣制，其餘的皆為內閣制國家。在依變數方面，

本文的依變數為國會選舉後的有效政黨數目、總理任命後的情況以及總理任

期，分析範圍內共有 690任總理以及 462次國會選舉被納入。本文的主要依變

數是總理任命、任期以及有效政黨數目，下表列出制度與總理、國會選舉的次

數分配： 

  

                                                      
24 澳洲和紐西蘭的國家元首為英國君主，在此把這兩個國家歸納在內閣制的君主國之下。 

http://www.fsw.vu.nl/en/Images/New%20Zealand%20protec_tcm31-25525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India%20protec_tcm31-255245.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Israel%20protec_tcm31-25524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Japan%20protec_tcm31-255249.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Canada%20protec_tcm31-255229.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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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制度與總理、國會選舉 

 總理 國會選舉 

內閣制 

君主國 330 

548 

238 

360 
共和國 218 122 

準內閣制 142 102 

全部的案例 690 462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上表的次數分別是分析範圍內的總理、國會選舉次數。其中，由於準內閣

制的國家較少，所以總理和國會選舉的案例也較少。君主內閣制的案例數目，

不論是總理級國會選舉皆是最多，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的君主國均不是新興民

主國家，25民主存續時間較長，所以納入分析的總理任命以及任期數目較多。  

 

 

第二節 分析架構 

 

 

從研究問題可以得知，本文的分析在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在政黨體

系、總理任命以及總理任期方面是否有顯著的差異。下圖二為分析架構圖，從

縱向的角度來看，由上而下分別表示本文的研究議題；橫向的角度則是表示變

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實線代表主要探討的因果關係，虛線探討總理任期和下台

事件當中，控制變數的影響。 

                                                      
25 新興民主國家當中，只有西班牙的國家元首是君主，其他新興民主國家的元首皆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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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議題首先要探討的是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對於政黨體系產生的影響，

也就是在圖二的中間，憲政制度和政黨體系的因果關係。接著是探討圖上方的

憲政制度與總理任命，也就是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任命是否有顯著的

差異。最後，準內閣制的運作過程中，國會的組成可能影響總統干政的動機，

總理任命也可能影響日後的總理任期，所以探討總理任期的過程中，還需要把

國會政黨體系和總理任命一併放入模型分析。另外，總理任期包含了總理下台

事件，分別是提前選舉或替換，兩種下台方式可能有不同的風險，後續的分析

也會分別討論。 

 

 

 

 

 

 

 

 

 

 

圖 3.1、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憲政制度 國會政黨體系 

總理任命 

總理任期 

提前選舉、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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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依變數與統計方法 

 

 

本文的研究包含幾個主要依變數，分別是政黨體系、是否為無黨籍總理、

總統總理是否同黨以及總理任期。三個變數分別使用不同的統計方法，先前已

經有學者使用統計模型來探討上述的依變數，如果研究範圍橫跨多個國家，通

常還會假設同一個國家內部的依變數變化具有關連性，原因在於各國內不可能

有特殊因素影響依變數，但控制變數又無法涵蓋全部的特殊因素。因此，本文

的統計模型也必須因應跨國比較可能出現的問題。以下將分別說明變數的判斷

和計算方法，以及相對應的統計方法。 

 

 

一、依變數 

 

(一)國會政黨體系 

 

過去的研究在探討政黨體系的過程中，比較各國的政黨體系概念是一個重

要的研究問題，先前的研究也有討論政黨體系的測量方法，目前政黨體系研究

大都採用 Laakso and Taagepera (1979)建立的有效政黨數目測量法，這種國會分

裂程度的計算是由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的延伸，計算方法是
1

∑ 𝑝𝑖
2𝑖

1
，26計

算後就可以比較跨時和跨國的國會分裂程度變化。有效政黨數目值愈低，表示

國會的席次愈向某個政黨集中，愈高表示席次較為分散於各政黨，也表示國會

內部可能擁有較多的小黨。儘管這種計算國會分裂程度的方法存在一些問題，

                                                      
26 p𝑖代表國會內部每個政黨的席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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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osov (2010)認為計算過程可能造成國會席次較多的政黨，加權更多，小黨則

是加權較少，最後造成偏誤，Golosov建議計算的過程中，以第一大黨作為基

準。但先前的研究皆是以 Laakso and Taagepera的有效政黨數目作為計算方法，

因此，本文也採用 Laakso and Taagepera的有效政黨數目。 

由於有效政黨數目屬於連續型變項，分析過程涵蓋多個國家，每個國家內

部，每次國會選舉產生的政黨體系彼此可能有關連。Elgie, Bucur, Dolez, and 

Laurent (2014); Golder (2006); Hicken and Stoll (2012)使用迴歸搭配穩健標準誤

(robust standard error)進行分析，本文也將使用此方法。 

 

(二)總理任命 

 

總理任命包含三個依變數，分別是總統和總理是否同黨、是否為無黨籍總

理是否為多數內閣，三個變數皆屬於二分類變項，過去比較政治制度領域的相

關研究當中，Amorim Neto and Strom (2006)曾經分析內閣的組成是否為無黨籍

內閣，Lin (2011)分析是否為多數政府或少數政府，兩篇研究皆使用二元勝算模

型(binary logit)，Cheibub, Martin, and Rasch (2013)則是使用 Probit。不過，應用

在跨國分析，還必須考量到各國的特殊性，相同國家內部的前後案例，可能有

關連。27所以本文使用二元勝算模型，再把同一個國家內部的案例視為相同的

群組，調整標準誤。 

 

(三) 總理任期 

 

雖然總理任期是內閣制或半總統國家的重要議題，一些半總統制的研究論

文也使用總理任期做為依變數(Cheibub & Chernykh, 2009; Lin, 2011)，但過去的

                                                      
27 例如丹麥的組閣結果，常出現少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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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在計算總理任期或內閣存續的過程中，並沒有統一的計算標準。如果

是以總理任期做為探討的目標，直接計算總理的實際任期可能面臨幾個與國會

選舉有關的爭論，第一是總理在定期選舉後，無法繼續連任，任期要如何計

算；第二是如果總理任期跨越國會選舉，是否需要重新計算。 

第一個爭論是源自於民主國家的憲法均有規範固定的選舉時程，時間大約

三年至五年為選舉週期，本文的研究範圍內，所有的國家也有相關的規範，沒

有國家可以無限期推遲國會選舉。總理在選舉前大都要提出辭職，待選出新的

國會議員後，再重新組閣。因此，無論總理面對的政治情勢，或是總理本身政

績的好壞，總理的任期皆有上限，直接觀察總理的任期並無法完整的呈現總理

在任的情勢。第二個爭論源自於總理並沒有連任的限制，也就是在國會選舉

後，只要總理在國會選舉後能繼續獲得過半數議員的同意，就可以繼續擔任總

理。因此，有些總理任職期間經歷多次的國會選舉。例如 Blair在擔任英國首相

期間，至少經歷兩次國會選舉。此時，研究者就會面臨分割 Blair的任期，或是

直接計算全部的任期的問題。如果研究設計包含國會的相關變數，歷經國會選

舉以後，國會的政黨組成就會出現變動，研究者可能就要重新計算總理的任

期，但實際上仍然是同一位總理在任，可能形成資料與實際任期不符的現象。

面對前述的兩項爭論，本文先參照過去總理任期或政府存續的相關研究，再說

明測量總理任期的方法。下圖三列出總理在任期間可能遭遇的選舉或下台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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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總理執政後遭遇的事件分析圖 

 

 

在上圖當中，出現替換表示總理下台，連任則是表示總理繼續在任。其

中，非選舉替換表示總理下台的時間並未遭遇到國會選舉，這種類型的下台事

件並無太多爭論。與國會選舉有關事件還可以再分為定期的國會選舉以及提前

選舉，提前選舉表示國會選舉的舉行時間尚未達到憲法規定的上限，28有些總

理在提前選舉之後被替換，任期因而結束，這種類型的下台方式也沒有太多爭

議。出現較多爭議的下台方式是國會定期選舉後的結果，或是國會提前選舉

                                                      
28 在內閣制和半總統制國家當中，儘管各國憲法對於發動提前選舉的條件並不相同，但仍然有

提前選舉的機制，只有挪威的憲法沒有允許國會提前選舉的機制。另外，英國雖然通過固定任

期法案(Fixed-term Parliaments Act 2011)，增加提前選舉的門檻，原本英國由君主直接下令就可

以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改成通過倒閣案或三分之二的議員同意才能發動提前選舉，仍沒有禁止

提前選舉。 

總理執政 

連任 

非選舉替換 

國會定期選舉 

國會選舉 

國會提前選舉 

連任 

替換 

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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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總理仍然繼續連任。 

在解決總理任期計算爭論以前，必須先釐清總理的下台方式。Damgaard 

(2008)把內閣的免職方式分為兩種類型，分別是技術性或自行選擇。技術性的

免職表示政黨或總理皆無法控制和避免，主要是受到選舉週期的影響，一旦時

間到達憲法規定的選舉時機，總理就必須下台。自行選擇的免職則是總統、總

理或政黨基於某些策略，直接撤換總理職務、發動國會的提前選舉，或退出執

政聯盟迫使聯盟瓦解。 

另外，從 Damgaard的論點可以得知，在估算總理任期過程中，技術性的免

職使總理的任期出現上限，因而使總理任期的計算出現爭論，過去已有其他研

究提供處理技術性免職的統計方法。King, Alt, Burns, and Laver (1990)認為在計

算總理任期或政府存續時間的過程中，如果總理或政府因為定期選舉而下台，

研究者便無法完整的觀察這種案例，原因在於當總理任期到達憲法規定的選舉

週期，總理皆必須面臨國會改選，估計的結果可能出現偏誤。所以應該把這類

型的案例視為設限資料，其他的案例視為可以完整被觀察的資料，在估算總理

下台的階段，再同時根據完整觀察以及設限資料來分析總理任期。因此，前述

的第一個有關於總理任期的爭論，便可以使用 King等人提出的統計方法來解

決。 

在第二個爭論當中，Damgaard也指出經過國會選舉後，國會的政黨組成、

溝通環境已經出現改變，如果研究設計包含協商的相關變數，應該視為另一個

內閣，本文的理論和研究設計也參照這個論點，只要總理的任期有跨越過選

舉，即便該總理可以繼續連任，也切割為兩個不同的任期。因此，本文的研究

設計參照過去的研究，儘量減少兩個計算總理任期的爭論。 

文分析總理任期的統計方法為 Cox比例風險模型。這個模型是計算事件發

生的風險，風險愈高，表示事件距離起始點的時間愈短。應用在總理任期的分

析當中，可以把總理就任做為起始點，下台視為一個事件。另外，此模型也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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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設限資料，如果總理任期遭遇選舉週期，或研究時間範圍結束，總理仍然

在任，該筆資料就會視為設限資料。雖然 Cox比例風險模型不是唯一應用在設

限資料的模型，但 Cox比例風險模型沒有預設風險分布，29適用於無法得知事

件發生風險的情況。Cox風險比例模型的計算方式如下： 

 

h(t│x) = ℎ0(𝑡)exp(𝑥𝛽) 

 

上面的計算過程當中，h(t)表示事件發生的風險，應用在本文的研究設計，

就是總理下台的發生風險；ℎ0(𝑡)是風險的基準線、(𝛽0)是節距、𝛽是變數的係

數。 

如果把總理下台當做一個未來遲早會發生的事件，研究者還可以再把事件

分為不同的次類型。以總理下台事件來說，總理下台可以再分為提前選舉和替

換，提前選舉表示總理下台同時伴隨國會選舉，且這個國會選舉在選舉週期之

前舉；替換則是總理下台沒有伴隨國會選舉。Diermeier and Stevenson (1999)首

先發現兩種總理遭遇事件的下台風險並不相同，所以研究者在探討總理下台的

過程中，還可以進一步切割下台事件，探討不同事件的競爭型風險。競爭型風

險的模型類似於 Cox風險比例模型，主要的差異是競爭型風險模型只把某種下

台事件視為可以完整觀察的資料，其他案例則被視為設限資料，此時就可以比

較某種事件發生的風險。 

 

 

 

                                                      
29 King, Alt, Burns, and Laver (1990)說明總理任期的統計方法過程中，提及總理下台風險的分佈

應該屬於泊松分布(Poission distribution)，但後來陸續有其他文獻質疑 King等人的論點(Warwick 

& Easton, 1992)，King也為此做辯護(Alt & King, 1994)，學界對於風險屬於何種分布仍未有定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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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來源 

 

 

本文的資料分為幾個不同的來源，各國的個案資料，包含國家元首、總理

和國會之間的互動過程，取自於各國的區域研究。此外，本文的分析需要各國

的選舉和組閣的結果，相關的量化資料蒐集自幾個資料庫，Nohlen, Grotz, and 

Hartmann (2001); Nohlen, Krennerich, and Thibaut (1999); Nohlen and Stover (2010)

涵蓋各國的選舉後的政黨席次分配。其他選舉資料分別來自於國會間的聯盟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在組閣的資料方面，本文主要採用政黨政府資料庫(Party Government Data 

Set)，此資料庫蒐集了各國組閣的政黨資料，以及各政黨的比例。研究者可以

從這個資料庫來判斷內閣的形態是否屬於聯合內閣或多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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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總統直選與政黨體系 

 

內閣制和半總統制最明顯的差異是半總統制的國家元首由人民直選產生，

準內閣制國家屬於半總統制的範圍內，雖然總統不一定掌握行政權力，仍然是

由人民直選產生。前面第二章在比較總統產生方式的過程中，已經說明民選的

總統較具有正當性。比較民主國家之間的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可以發現兩種

選舉有兩個明顯不同之處。第一是總統選舉的當選者只有一人，無論總統選舉

採用何種選舉制度，最終只有一個人能獲得勝選。第二個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

的不同之處是總統的功能，如果總統權力較小，可能影響政黨或政治人物參與

總統選舉的意願，因為當選後較難推動政策，相較之下，國會功能較為明確，

除了平時可以監督政府的施政外，還可能影響行政領導階層的任命和任期。 

過去已經有一些研究探討總統直選對於國會政黨體系的影響，不過受到各

國總統權力不一的影響，學界在總統直選能否促成政黨合作的論點上還存在一

些衝突，且較少比較總統直選在準內閣制的效果。因此，本章主要在比較準內

閣制和內閣制的政黨體系，探討總統直選在準內閣制的效果，具體來說，本章

的研究問題在於準內閣制的總統直選，是否會帶動政黨合作，或是壓縮小黨的

存在空間，導致有效政黨數目的減少。 

 

 

第一節 總統直選與政黨合作 

 

 

早期的政黨體系相關研究已經發現政黨體系受到選舉制度的影響，選舉制

度的比例性愈高，國會分裂程度也會增加(Duverger, 1954)。後來的研究除了探

討國會選舉制度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外，還發現如果一個國家的總統產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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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直選，總統選舉也有可能影響國會的分裂程度，不過，學界在總統直選

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方面上，仍未有一致的理論。把過去的理論應用在比較準

內閣制和內閣制的政黨體系，可以發現一些研究問題。 

在總統直選對於國會政黨體系的影響上，學界剛開始先發現雖然總統選舉

與國會選舉是兩種不同的選舉，但總統直選可能使國會的有效政黨數目減少。

相關理論的基本假設是，選民在總統選舉投給某政黨，在國會選舉也會投票給

相同的政黨，使國會的席次集中在參與總統選舉的政黨，進而減少有效政黨數

目。除了總統選舉外，政黨也有可能在國會選舉合作，以增加彼此在國會的席

次，不同的選舉制度可能有不同的合作方式。不過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集中在

民選總統產生的影響，政黨在國會選舉的合作並非本文要處理的研究問題，僅

會在分析過程加入國會選舉制度作為控制變數。 

Amorim Neto and Cox (1997)認為國會政黨體系不只受到社會分歧程度和國

會選舉制度的影響，總統選舉也有可能影響國會的有效政黨數目。中間的因果

機制是各政黨可能參與總統選舉，由於總統只有一個當選者，所以政黨之間可

以透過合作來獲得勝選，且只有一個當選者也不利於小黨參與競爭，所以總統

直選有可能減少國會的有政黨數目。此外，他們在分析架構也提及總統選舉對

於國會選舉的影響程度隨著選舉時程產生變化，當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同時舉

行，總統選舉的影響力最強，此時國會的有效政黨數目將會減至最低。 

Cox (1997)也認為總統選舉不只是中央的選舉，總統候選人需要地方議員的

支持，使總統選舉與地方產生連結，進而使國家的政黨體系朝向兩黨制發展。

蘇子喬和王業立(2012)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他們比較總統制、半總統制和

內閣制的有效政黨數目後，發現總統直選的國家，國會有效政黨數目平均值低

於非總統直選的國家，原因是總統直選使大黨獲得更多的關注，小黨參政的困

難度增加，參與選舉的誘因降低，降低了小黨在國會選舉的得票率。 

如果只從總統產生過程和總統的功能來觀察總統直選的影響，經由人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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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產生的總統有更多的正當性，可能進一步增加總統介入或調停政局的機會。

另外，Tavits (2009)以及其他針對半總統制的研究，30均顯示總統不完全是一個

虛位元首。因此，相較於內閣制國家，準內閣制國家的政黨有更多的動機想要

爭取國家元首職務，而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總統，總統選舉只有一個當選者，政

黨之間勢必要合作才能獲得勝選。所以總統直選可以促進政黨之間的合作，進

一步造成國會選舉後，有效政黨數目的減少。原因在於總統的權力並非一成不

變，在關鍵的時刻，總統仍然可以使用權力，政黨仍然有追求總統職務的動

機，對於國會政黨體系仍然可能因為總統選舉而減少。 

不過，如果再進一步探討總統選舉影響有效政黨數目的相關理論，就會發

現準內閣制與內閣制的有效政黨數目可能沒有明顯的差距。從 Amorim Neto and 

Cox (1997)的研究可以得知，總統選舉能夠產生影響有幾個關鍵因素，首先是總

統的選舉制度，各政黨參照選舉制度後，再決定是否合作或提名候選人；第二

是總統掌握行政權力，各政黨才有動機爭取掌握權力的首長職務；第三是總統

選舉時程，總統選舉與國會選舉的時間距離愈接近，總統選舉的影響效果愈

大。其中，前兩項因素對於總統選舉候選人數有直接的影響，後續也產生一些

爭議。 

在總統選舉制度的爭議上，Mikhail, Ordeshook, and Shvetsova (1999)分析歐

洲後共黨國家的政黨體系後，有不一樣的結論，他們發現總統直選反而增加國

會政黨體系的分裂程度。Golder (2006)認為Mikhail等人的出現不同的研究結

論，原因是他們的研究範圍以後共國家為主，這些國家的總統選制為二輪投票

制，總統選舉的參選人數較多，才會出現相反的結果。Golder另外提出一個理

論，其認為總統選舉對於國會選舉的影響還要取決於總統選舉的參選人數，

Golder發現並非總統直選就會減少有效政黨數目，只有在總統候選人較少的情

況下，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31才會影響國會選舉；另外，只有在總統、國會沒

                                                      
30 Amotim Neto and Lobo (2009)認為葡萄牙的總統有介入政府組成，並非完全的虛位元首。 
31 總統選舉對於國會選舉的衣尾效應，可以分成兩種不同的定義。第一種是本章想要討論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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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時選舉的情況下，總統候選人增加才能增加國會的有效政黨數目。 

在總統權力方面，Hicken and Stoll (2012)認為先前探討總統選舉衣尾效應的

相關研究，並沒有考量到總統權力，他們發現總統選舉對於國會政黨體系的影

響取決於總統的權力，在總統權力較大的情況下，勝選可以獲得較多的利益，

政黨之間有更多的動機合作，爭取總統職務，所以總統權力愈大，參與總統選

舉的人數愈少，國會有效政黨數目減少幅度較多；反之，在總統權力較小的情

況下，總統已經偏向虛位元首的功能，各黨之間爭取總統職務或合作的動機降

低，總統選舉的參與人數較多，總統直選造成國會有效政黨數目減少幅度較

少。 

雖然 Hicken and Stoll的理論獲得經驗資料的實證，但 Elgie, Bucur, Dolez, 

and Laurent (2014)等人並不同意 Hicken and Stoll提出總統權力愈大，有效政黨

數目將會減少的理論。Elgie等人認為總統權力與政黨合作動機的關係較為複

雜，在總統權力較小的國家，總統選舉勝選後，獲得的利益也較少，政黨也有

可能把資源投注在國會選舉而非總統選舉，所以在總統權力較小的情況下，政

黨較不會積極的參與總統選舉。另外，在總統擁有較大權力的情況下，政黨也

不一定會合作來爭取勝選，因為總統選舉勝選可以獲得較多的行政資源，反而

使政黨積極參與總統選舉來獲取利益。因此，Elgie等人提出的理論是在總統擁

有中等權力的情況下，政黨之間才有合作的動機，減少參與總統選舉的候選

人，有效政黨數目也會跟著減少。雖然上面兩篇有關於總統權力的研究，在總

統權力對於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有不同的看法，但兩篇研究的結論皆認為總統

權力較小的國家，總統直選對於國會政黨體系的影響較弱。 

經由上述，可以得知如果想要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的有效政黨數

目，仍然有討論的空間。在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差異方面，蘇子喬和王業立已

                                                      
圍，也就是總統直選對於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另一種則是探討總統執政後，能否增加同

黨或同派在國會的席次。本文前後文所指的總統選舉衣尾效應除了有特別說明之外，皆是指總

統直選對於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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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現總統直選有可能降低國會的有效政黨數量。不過，總統權力也會影響總

統直選的效果，按照 Hickem and Stall的理論，總統權力愈小，總統直選對於政

黨體系影響的效果將會減少。Elgie等人也認為總統權力較小的情況下，總統直

選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有限。準內閣制國家正好屬於半總統制的國家當中，總

統權力最小的次類型，過去的研究已經發現總統權力與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成

反比。因此，參照過去有關於總統權力影響政黨體系的相關研究，單由總統權

力來看，準內閣制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低於其他半總統制國家，政黨體系可能

與內閣制較為接近。 

另外，在總統的選舉制度上，二輪投票32可能減少總統選舉對於有效政黨數

目的影響，因為各政黨在第一輪皆有可能提名候選人，合作的可能較低，直到

第二輪總統選舉才有可能開始合作。觀察準內閣制的總統選舉制度後，準內閣

制的總統選舉制度可能也會減少總統直選的衣尾效應。參照下表列出的分析範

圍總統、國會選舉制度，在 9個準內閣制的國家當中，只有冰島和愛爾蘭的總

統選舉制度分別是相對多數和單記可讓渡制，其他國家準內閣制國家皆是需要

二輪投票的絕對多數。因此，準內閣制國家之間採用的總統選舉制度，也有可

能降低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的有效政黨數目差距。 

本研究的分析範圍共包含 9個準內閣制國家以及 25個內閣制國家，下表分

別列出分析範圍內的國會選舉制度、總統選舉制度以及平均有效政黨數目：  

                                                      
32 選舉制度採用二輪投票，總統候選人必須取得過半數的選票支持，才能當選，又稱為絕對多

數；如果選舉制度只採用一輪投票，第一輪得票最高的候選人便可直接當選，又稱為相對多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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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選舉制度和有效政黨數目 

憲政制度 國家 國會選制 總統選制 有效政黨數目 

內閣制君主國 Belgium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5.847 

Denmark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4.651 

Luxembourg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3.458 

Netherlands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4.929 

Norway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3.61 

Spain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2.597 

Sweden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3.511 

Canada 相對多數 無總統直選 2.531 

United Kingdom 相對多數 無總統直選 2.16 

Australia 偏好 無總統直選 2.507 

New Zealand 混合聯立制 無總統直選 2.311 

Japan 混合並立制 無總統直選 2.736 

內閣制共和國 Estonia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4.738 

Albania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2.788 

Czech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3.825 

France IV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5.307 

Germany 混合聯立制 無總統直選 3.366 

Greece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2.559 

Hungary 混合並立制 無總統直選 2.682 

Italy 比例代表、混

合並立制33 

無總統直選 3.624 

Latvia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5.371 

Turkey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2.984 

Moldova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2.828 

                                                      
33 義大利 1994、1996、2001的國會選舉採用混合並立制。 

http://www.fsw.vu.nl/en/Images/Belgium%20protec_tcm31-25522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Denmark%20protec_tcm31-255234.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Luxembourg%20protec_tcm31-255253.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Netherlands%20protec_tcm31-255256.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Norway%20protec_tcm31-255259.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Spain%20protec_tcm31-255270.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Sweden%20protec_tcm31-255271.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Canada%20protec_tcm31-255229.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New%20Zealand%20protec_tcm31-25525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Japan%20protec_tcm31-255249.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Estonia%20protec_tcm31-255235.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France%20IV%20protec_tcm31-25523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Germany%20protec_tcm31-255240.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Greece%20protec_tcm31-255241.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Hungary%20protec_tcm31-255242.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Italy%20protec_tcm31-255248.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Latvia%20protec_tcm31-255251.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Turkey%20protec_tcm31-255273.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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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相對多數 無總統直選 3.321 

Israel 比例代表 無總統直選 4.872 

準內閣制 Austria 比例代表 絕對多數 2.684 

Bulgaria 混合並立制 絕對多數 3.119 

Iceland 比例代表 相對多數 3.738 

Ireland 單記可讓渡 單記可讓渡 2.895 

Portugal 比例代表 絕對多數 2.88 

Slovakia 比例代表 絕對多數 4.47 

Slovenia 比例代表 絕對多數 5.48 

Lithuania 混合並立制 絕對多數 4.8 

Cape Verde 比例代表 絕對多數 1.936 

資料來源：蘇子喬、王業立(2012)、筆者自行整理蒐集 

 

 

從總統權力以及總統選舉制度等兩個因素，皆可以得知在理論上，準內閣

和內閣制的政黨體系可能差距不大，但過去尚未有實證研究探討兩種政治制度

的政黨體系，所以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在探討總統選舉對於準內閣制國家政

黨體系的影響，比較準內閣制國家和內閣制的國會政黨體系是否有顯著的差

異。參照總統直選對於有效政黨數目影響的相關研究，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

為： 

 

 

假設 4.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準內閣制的國會有效政黨數目可能低於內

閣制。 

 

 

http://www.fsw.vu.nl/en/Images/India%20protec_tcm31-255245.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Israel%20protec_tcm31-255247.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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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控制變數 

 

 

本章主要在探討憲政制度對於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所以控制變數皆與有

效政黨數目有關。雖然過去的研究顯示總統權力可能使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產

生變化，主要是因為總統權力愈小，政黨之間合作爭取總統職務的動機也愈

小，所以控制變數應該還要包含總統權力。但本文研究範圍只有涵蓋總統權力

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各國之間的總統權力差距不大，不需要再另外加入總統

權力做為控制變數。 

 

1. 國會選制： 

 

Downs (1957)認為選民基於理性且有偏好順序的情況下，不希望浪費選票，

當選民發現自己最喜歡的候選人或政黨當選希望渺茫，選民就會按照偏好順

序，把選票轉移至其他當選希望較高的候選人或政黨。因此，選舉制度有可能

影響選民投票的對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容易形成兩黨制，比例代表制則容

易出現多黨制。Duverger (1954)認為選舉制度的比例性可能影響國會的政黨體

系，原因是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可能產生機械因素和心理因素，機械因素是選

區只有一位當選者，沒有獲得最高票的候選人無法當選；心理因素是指選民不

想浪費選票，所以較容易把選票投給容易當選的大黨候選人。機械因素和心理

因素可能使小黨較不容易進入國會，國會席次集中於大黨，進而使國會的政黨

體系朝向兩黨制。 

綜合兩位學者的論點，國會選舉制度的比例性可能對於有效政黨數目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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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此，控制變數依照國會選舉制度的比例性，把選舉制度分成三個類

型，分別是比例代表制、相對多數制、其他選舉制度。34在國會選制對於有效

政黨數目的影響方面，比例代表制的比例性最高，有效政黨數目較相對多數決

更多。 

其他選舉制度包含並立制、單記可讓渡制、偏好投票，並立制的影響與其

他國會選制相較，沒有明確的影響方向，原因在於並立制涵蓋地方選區以及政

黨比例名單產生的議員，兩種選舉方式的席次計算過程不會互相干擾。如果政

黨比例名單席次較多，國會選制的整體比例性較高，反之，國會選制的比例性

較低。而不同國家之間的並立制席次分配並不相同，所以跨國選舉制度的比較

過程中，並立制對於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並不明確。 

單記可讓渡制以及偏好投票皆可以減少選票的浪費，但對於有效政黨數目

的影響也沒有明確的方向，加上使用的國家較少，較難比較選舉制度的影響效

果。儘管如此，選舉制度在本研究當中僅是控制變數，不是主要自變數，所以

本文仍把其他國會選制視為比例代表制和相對多數決以外的獨立制度，再進行

分析。 

 

 2. 總統選制： 

 

按照過去的研究，總統選制可能對於國會政黨體系產生衣尾效應，理由是

總統選舉可能促成政黨之間的合作，減少國會的政黨體系(Amorim Neto & Cox, 

1997)。總統選制大致可分為兩類，分別是相對多數和絕對多數，相對多數只有

一輪投票，得票最多者獲勝；絕對多數則先觀察第一輪是否有候選人的得票超

過半數，若無，再進行第二輪投票。 

                                                      
34 在蘇子喬、王業立(2012)的分類當中，還有一種國會選制是聯立制。此種選舉制度的政黨席

次是按照政黨票的比例來分配席次，所以在此把聯立制視為比例代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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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輪投票制的第一階段，各政黨皆有可能提名總統候選人，直到第二輪才

會開始合作，所以二輪投票制抑制有效政黨數目的效果較小。在本文的分析當

中，把總統選制區分為相對多數和絕對多數 

 

 

3. 總統、國會選舉時程 

 

總統制和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統和國會議員分別由不同的選舉產生，除了表

示雙元民主正當性外，兩種選舉可能相互影響，內閣制國家只有國會議員選

舉，沒有中央政府層級選舉互相影響的可能性，也沒有總統、國會選舉時程的

相關問題。在半總統制的研究當中，總統、國會選舉時程的相關研究著重於兩

的部分，第一是本文前一節所提及的有效政黨數目，其基本假設是，總統選舉

距離國會的選舉的時間愈接近，總統選舉的影響力就愈大；第二個則是關注在

總統對於國會政黨席次分配的影響，Shugart and Carey (1992: CH11)依照總統和

國會的選舉先後順序，把總統和國會選舉之間的關係分為蜜月期、反蜜月期、

期中選舉，這類型的分析不但關注於總統、國會選舉的接近程度，也把兩種選

舉的先後次序納入分析當中。 

由於本文主要在探討總統選舉對於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所以本文僅

納入總統、國會選舉的接近程度。並未再針對準內閣制國家的選舉做蜜月期、

反蜜月期等先後次序的區分。總統和國會的選舉時間接近程度，參照 Golder 

(2006: 37)的計算方法，具體的計算方法如下： 

 

2 × |
𝐿𝑡 − 𝑃𝑡−1
𝑃𝑡+1 − 𝑃𝑡−1

−
1

2
| 

 

上面的方程式當中，𝐿𝑡表示國會的選舉年份，𝑃𝑡−1表示前一次總統選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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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𝑃𝑡+1是下一次的總統選舉年份。因此，𝑃𝑡+1 − 𝑃𝑡−1是總統選舉的週期，𝐿𝑡 −

𝑃𝑡−1是國會選舉距離前一次總統選舉的時間差距。當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同年

舉行，此方程式的計算結果是 1，是本方程式的計算結果的極大值，也表示此

時總統選舉對於國會選舉的衣尾效應最大，如果國會選舉在兩次總統選舉的期

中舉行，此方程式的計算結果是 0，表示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最小。由於內閣

制國家沒有總統直選，所以內閣制國家也沒有總統直選帶來的衣尾效應，內閣

制國家的總統選舉衣尾效應是 0。 

 

 

第三節 資料分析 

 

 

從敘述資料來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有效政黨數目，下表列出的是不同

條件之下，有效政黨數目的平均值。先比較總統直選造成的影響，總共有 462

次選舉被納入分析，其中準內閣制的選舉次數是 102，內閣制的選舉次數是

360。準內閣制的有效政黨數目平均值是 3.364，內閣制的有效政黨數目平均值

為 3.505，準內閣制的平均值較低，可能是總統直選使政黨之間合作，也有可能

是大黨可以有較多的資源投入總統選舉，增加大黨從總統選舉衣尾效應的獲

利，使國會選舉的選票集中在大黨，這部分的結果與總統選舉衣尾效應的理論

相符，雖然準內閣制的總統權力較小，對於國會選舉仍然有衣尾效應的影響。 

 

 

表 4.2 內閣制和準內閣制的平均有效政黨數目 

 選舉次數 有效政黨數目 

準內閣制 102 3.364 

內閣制 360 3.505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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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看總統選舉制度對於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下表是比較不同的總統

選舉制度對於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下表當中，總統選制採用相對多數制的國

家，平均有效政黨數目是 3.738；採用絕對多數制的國家，平均有效政黨數目是

3.394；單記可讓渡制的總統選舉制度，平均有效政黨數目是 2.895。敘述統計

的結果與理論的預測並不相同，總統選制採用相對多數，產生的國會有效政黨

數目應該低於絕對多數，不過這種情況並未出現在敘述統計的結果。原因可能

是準內閣制的總統直選過程，大多數國家皆採用絕對多數，只有冰島採用相對

多數，所以總統選制相對多數決只顯示冰島的情況，無法完整的反應總統選制

造成的影響。另外，準內閣制當中，只有愛爾蘭的總統採用單記可讓渡制，也

可能無法推論此種總統選制的影響。 

 

 

表 4.3 總統選舉制度與有效政黨數目 

 選舉次數 有效政黨數目 

相對多數 20 3.738 

絕對多數 62 3.394 

單記可讓渡 20 2.895 

內閣制 36035 3.505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 

 

 

敘述資料顯示總統直選，可能造成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的減少，準內閣制的

政黨可能會合作。不過，由於還有其他的因素可能影響進入國會的有效政黨數

目，所以還要納入控制變數再進行分析，下表是加入其他變數後，總統直選和

總統選舉制度對於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 

 

  

                                                      
35 此處的次數為全部的內閣制國家的選舉次數，所以數目明顯高於其他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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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總統直選對於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 

 模型一 模型二 

準內閣制 

(對照組：內閣制) 

-0.128 

(0.376) 

 

   

總統選舉制度   

   

相對多數決 

(對照組：內閣制) 

 0.089 

(0.332) 

絕對多數決 

(對照組：內閣制) 

 -0.072 

(0.524) 

單記可讓渡制 

(對照組：內閣制) 

 -0.728* 

(0.370) 

 

國會選舉制度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對照組：其他選舉制度) 

-0.081 

(0.413) 

-0.060 

(0.407) 

比例代表制 

(對照組：其他選舉制度) 

 

0.767* 

(0.402) 

0.792* 

(0.397) 

選舉時程 -0.215 

(0.370) 

-0.141 

(0.381) 

截距 2.933*** 

(0.309) 

2.912*** 

(0.300) 

 R2=0.059 

案例數目=462 

國家=34 

R2=0.0691 

案例數目=462 

國家=34 

備註：*** p<0.01, ** p<0.05, * p<0.1，括號內為調整後的標準誤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和整理 

 

 

上表的的模型一主要是想要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有效政黨數目差異，

模型二則是比較總統選舉制度的影響。在模型一當中，準內閣制的係數是-

0.128，但沒有達到顯著，表示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政黨體系沒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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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模型二，三種總統選制當中，只有單記可讓渡與內閣制有顯著的差異，其

係數為-0.728，表示單記可讓渡制的有效政黨數目較少。但準內閣制國家的範圍

內，只有愛爾蘭的總統選制使用單記可讓渡制，因此，模型呈現的結果也有可

能只是愛爾蘭與內閣制國家之間，有效政黨數目的差異，無法完全呈現單記可

讓渡制對於有效政黨數目的影響。 

上表的其他控制變數方面，國會選舉變數的對照組是其他選舉制度，只有

國會選制採用比例代表制使有效政黨數目出現顯著的差異，在模型一當中，其

係數為 0.767，模型二則是 0.792，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與其他選舉制度的有效

政黨數目沒有顯著的差異。這表示國會選制採用比例代表制，產生的有效政黨

數目高於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以及其他選制，席次比較不會集中在大黨，與理

論預測相符。在選舉時程上，在選舉時程的變數設定當中，內閣制國家只有國

會選舉，所以選舉時程全部設定為 0。選舉時程的係數並未達到顯著，表示準

內閣制的總統選舉效果不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且無異於內閣制，可能的原因是

準內閣制的總統選舉產生對於減少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的效果較小，所以總統、

國會的選舉日期接近程度，也不會有顯著的差異。 

 

 

第四節 小結 

 

 

過去的研究認為總統直選對於國會選舉可能會有衣尾效應，選民在總統選

舉投票給某個政黨的候選人，還會在國會選舉把選票投給相同的政黨，導致選

票向大黨集中。由於內閣制國家沒有總統直選，所以沒有總統選舉的衣尾效

應，衣尾效應僅存在於總統制和半總統制，這兩種憲政制度的國會有效政黨可

能會少於內閣制。本文檢視經驗資料後，發現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的有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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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數目，在敘述資料上，準內閣制國家的有效政黨數目較少，但加入其他控制

變數後，兩種制度的有效政黨數目沒有顯著的差異。表示準內閣制的總統直

選，產生的衣尾效應有限，大黨無法依靠參與總統選舉，來提升本身在國會的

席次，本文的假設 4.1沒有獲得經驗資料的支持。 

兩種制度的有效政黨數目沒有顯著的差異，可能的原因首先是準內閣制的

總統權力有限，主要的行政權力掌握在總理，總統本身也較難透過本身的權力

來影響國會選舉的結果，政黨也較難透過總統獲得利益；第二個原因是準內閣

制的總統選制，大多數的準內閣制國家採用絕對多數制，本文分析的 9個準內

閣制國家當中，僅有愛爾蘭和冰島的總統選制不是採用絕對多數，總統選制使

用絕對多數決可能讓更多的政黨參與總統選舉，選民在第一階段投票有更多的

選擇，降低國會選票集中在大黨以及減少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的效果。 

  



 

50 
 

  



 

51 
 

第伍章 總理任命和政府組成 

 

總理的任命可能需要經由國會同意，或是國家元首任命後，才能正式上

任。國家元首可以分為君主或總統，通常民主國家的君主，在任命過程會遵照

國會或其他官員的意見，不會加入本身的偏好，最後由政黨或國會決定總理人

選，任命的過程較為簡單。但如果國家元首是總統，總理任命過程就會比較複

雜，總統有可能在任命過程表達自己的意見，總統與國會又可能有不同的偏

好，使總統和國會爭奪總理的任命權力。 

準內閣制的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相較於內閣制的君主和總統，更具有民

意的正當性，但民意正當性是否會轉變為總統的影響力，是本章想要探討的問

題。本章主要的研究問題是準內閣制的總統，在總理的任命以及政府的組成過

程中，是否可以發揮影響力，使總理或國會組成無法完全按照國會或政黨的偏

好。具體來說，本章想要檢視經驗資料上，準內閣制的總理任命以及政府組

成，是否與內閣制有顯著的差異。 

 

 

第一節 任命總理的理論 

 

 

有關於內閣制和半總統制的政府組成，牽涉到政黨、總統之間的協商過

程，早期的相關研究認為影響組閣的因素包含政黨的意識型態(Axlord, 1970)，

或是各政黨的席次比例(Riker, 1962)。半總統制的概念被提出後，總統在任命過

程的影響力是半總統制研究的重要議題。 

過去已經有研究探討半總統制的總統在任命過程的影響，Wu (2011)認為總

統的權力愈大，愈能夠按照自己的偏好任命總理或內閣，國會對於總理或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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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的影響力也將會縮小。Elgie (2011b)比較總理總統制和總統國會制，其認為

總統國會制的總統在任命過程有較大的權力，所以總統與國會的溝通較少，也

不利於民主發展。從兩位學者的研究可以得知，如果總統對於總理的任命權愈

大，愈能夠按照總統的偏好選擇總理人選。 

在總統偏好的總理人選方面，可以分為偏好無黨籍人士或同黨人士擔任總

理。前面的理論認為由於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在競選過程中，希望獲得大多

數的選民支持，而非僅侷限在一個政黨內，相較之下，總理的任命過程較需要

政黨的支持，總理與政黨之間的關係較為緊密。Samuels and Shugart (2010)比較

總統和總理的資歷後，發現總統曾擔任黨職的比例較低，總理在政黨內的歷練

較為完整。因此，總統在執政過程中，想要擺脫政黨的束縛。 

半總統制內閣同時受到總統和政黨的指揮，民選的總統希望內閣擺脫政黨

的控制，所以總統偏好無黨籍人士擔任閣員，但國會議員是各政黨的成員，所

以國會較為偏好黨籍人士擔任閣員，總統和國會對於閣員的任命有不同的偏

好。Amorim Neto and Strom (2006)比較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內閣組成後，發現

內閣制出現無黨籍閣員的比例較低，另外，Schleiter and Morgan-Jones (2009b)

也說明總統擁有越大的權力，無黨籍閣員的比例就越高，實證資料顯示總統較

為偏好無黨籍人士擔任閣員，在閣員的任命過程使用權力增加無黨籍閣員的比

例。 

除了選擇無黨籍人士以外，總統也有可能選擇同黨人士擔任總理，在推動

政策上較能接近總統的政策立場。Glasgow, Golder, and Golder (2011)在探討總理

任命的過程中，發現內閣制的總統在國會沒有閣揆同意權投票(investiture vote)

的情況下，與總統同黨的人士擔任總理的機率將會升高，他們也發現同樣的情

況出現在半總統制，所以半總統制的總統也較有可能任命同黨人士擔任總理。

不過，Kang (2009)發現民選總統在任命過程中，只有避免選擇不同政治立場的

人士擔任總理，同黨人士擔任總理的機率並沒有顯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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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過去的研究，在比較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和內閣制的總理任命過

程中，可以提出兩個研究假設： 

 

 

假設 5.1：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任命情況，準內閣制較容易出現無黨籍

總理。 

 

假設 5.2：在憲政制度均擁有總統的情況下，準內閣制國家的總統更容易任命同

黨人士擔任總理。 

 

 

研究假設 5.1和 5.2皆認為民選總統較其他國家元首，有更多的正當性，所

以總統有更多的動機干涉總理的任命過程，進而導致無黨籍或總統同黨人士出

任總理的機率增加。 

除了總理的任命外，總統介入組閣，也有可能影響政府的類型。Lin (2011)

的研究發現半總統制的總統權力愈大，愈不易出現多數內閣，原因是總統可以

利用權力阻止反對勢力組成多數來對抗總統。準內閣制的總統相較於內閣制，

有更多的民意正當性，且總統的權力授權來源並非來自於國會，與國會可能有

不同的偏好，有可能使總統干擾國會的組閣過程。因此，有關於組閣過程的比

較，可以得到以下的假設： 

 

 

假設 5.3：與內閣制相比，準內閣制可能比內閣制更不容易出現多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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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面的理論已經說明，總統可能介入總理的任命過程，使無黨籍總理

或總統同黨人士擔任總理的機率升高，但這些理論應用在本文的分析範圍內，

所遭遇的挑戰是，權力較小的總統是否會介入總理的任命過程。因為如果總統

的權力較小，總理任命的過程應該完全由國會主導，此時探討總統是否任命同

黨或無黨人士擔任總理便無意義。另外，Wu (2011)在敘述準內閣制的定義中，

也說明準內閣制的內閣任命過程，皆是由國會主導，總統不會介入組閣過程，

因此，探討準內閣制與內閣制的任命結果，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同時，如

果再假設準內閣制的總統可能介入組閣過程，就已經違背了準內閣制的定義，

整研究假設並不恰當。 

針對權力較小的總統是否介入任命過程的問題，先前也有學者做相關的研

究。首先，前述的研究當中，並未排除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

Glasgow, Golder, and Golder (2011)以及 Kang (2009)等人的研究還包含內閣制共

和國，表示總統並非如同君主，只有儀式性的功能，總統也有自己的偏好。在

個案上，Duverger (1980)指出奧地利在 1966年的組閣過程中，社會黨的總統曾

經介入聯合政府的組成，當時人民黨(OVP)已經獲得國會多數，可以組成單一

內閣，但是在總統的干預下，仍然與社會黨(SPO)合組大聯合政府，與社會黨合

組聯合內閣並非人民黨當時組閣的優先選擇。 

上述的研究對於本文的研究問題有幾個意涵，首先是無論半總統制或內閣

制，儘管總統可能沒有憲法上的權力介入總理的任命過程，所以被視為虛位元

首，但這些元首在實際運作上仍有可能干預政治運作；第二個意涵是總統的偏

好，先前的研究認為民選總統較有可能選擇無黨籍人士擔任閣員，不過

Glasgow等人的研究發現，擁有黨籍的總統也有可能選擇同黨籍人士擔任總

理，這些研究結論彼此之間有一些差距；最後，雖然準內閣制的定義就是總統

不會介入組閣過程，但仍然有少數的案例，顯示總統介入，因此，還是可以進

一步檢視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任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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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控制變數 

 

 

1. 無黨籍總統 

 

總統希望獲得全民的支持，擺脫特定政黨的羈絆。無黨籍總統更不容易受

到政黨的制約，較容易提名無黨籍的總理。有些國家的憲法規定總統必須是無

黨籍人士，此時可能造成判斷總統黨籍上的困難，但本文分析範圍內，並沒有

國家的憲法有此規定。 

 

2. 看守內閣 

 

看守內閣是暫時代理內閣職務，任期較短，未來將會由正式的內閣取代。

各政黨爭取擔任總理的意願較低，所以看守內閣可能較容易出現無黨籍總理。

當某位總理辭職，等待國會推選或總統任命新總理的期間，出任總理的人士就

會被視為看守內閣。 

 

3. 國會有效政黨數目 

 

Amorim Neto and Strom (2006: 634)的研究發現國會有效政黨數目愈多，國

會的反對勢力愈分散，總理的權力愈強，無黨籍閣員的比例愈少。因此，可以

假設國會有效政黨數目愈多，愈不容易出現無黨籍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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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會議員擔任總理 

 

如果總理由國會議員兼任，無黨籍總理出現的機率將會降低，因為民主國

家當中，大多數的國會議員具有黨籍。這個變數以憲法條文做為判斷標準，憲

法對於國會議員能否擔任總理可能有幾種規範：1. 憲法沒有提及國會議員能否

擔任總理；2. 國會議員擔任總理；363. 國會議員不能擔任閣員。374. 如果國會

議員轉任閣員，就會失去國會議員的職務，但卸任閣員後，又恢復國會議員職

務。上述的類型當中，第四種類型雖然不允許國會議員兼任閣員，但離職後可

以恢復議員職務，等同於允許在國會議員當中，尋找總理人選，因此，這種類

型也算是鼓勵國會議員擔任總理。 

由於各國憲法對於總理能否兼任國會議員有不同的規定，本文的分析過程

中，把憲法分為兩類，區分的標準是憲法是否強制要求總理不能是國會議員。 

 

5. 國會同意權 

 

總理的任命過程，是否需要國會行使同意權，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如果任

命過程需要行使同意權，表示國會對於任命的參與程度較大，總理必須取得國

會多數的支持，政黨也要更緊密的合作才能組閣，最後的總理人選愈不太可能

單純按照總統的意志，出現無黨籍總理或總統總理同黨的機率可能降低。因

此，國會同意權不只是國會的權力，也同時縮減了總統的任命權，38國會同意

權與總統任命權有關連性。另外，組閣的階段如果需要在多數議員同意的情況

下，少數政府出現的機率也會降低。 

                                                      
36 土耳其(Art. 109)、以色列(Art. 5b)的憲法規定總理由國會議員來擔任。 
37 荷蘭(Art. 57)和挪威(Art. 62)的憲法規定議員不能擔任閣員。 
38 總統任命權，是總統掌握行政權力的途徑之一。由於 Wu (2011)在說明準內閣制的定義時，

已明確的表示準內閣制的總統不會介入任命過程。因此，不需要再加入總統是否擁有任命權做

為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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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之間的國會同意權由小至大可以分為幾個類型：1. 總理任命不需要經

由國會行使同意權；392. 國家元首先提名或協調總理人選，再經由國會行使同

意權；3. 由國會的政黨自行協商總理人選，然後行使同意權。國會同意權的行

使過程中，還可以再區分為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而本文參照各國的運作後，

把國會同意權區分為二分類變項，只區分為任命過程是否需要國會行使同意

權。 

 

第三節 資料分析 
 

 

下表列出各國的多數政府、無黨籍總理以及總統統理同黨的比例。部分內

閣制君主國的多數政府比例低於 50%，不過，內閣制君主國沒有出現無黨籍總

理，可能表示任命的過程由政黨主導，政黨不希望黨以外的人士領導政局。 

  

                                                      
39 例如奧地利的憲法，允許總統選擇任意奧地利公民擔任總理，沒有提及任命過程需要取得國

會多數投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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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無黨籍總理、總統總理同黨比例 

憲政制度 國家 多數政府比例 無黨籍總理比例 總統總理同黨比例
40 

內閣制君主國 Belgium 0.941 0  

Denmark 0.156 0  

Luxembourg 1 0  

Netherlands 0.913 0  

Norway 0.379 0  

Spain 0.545 0  

Sweden 0.125 0  

Canada 0.555 0  

UK 0.956 0  

Australia 0.939 0  

New Zealand 1 0  

Japan 0.820 0  

內閣制共和國 Estonia 0.7 0.1 0.2 

Albania 1 0 0.5 

Czech 0.555 0.222 0.222 

France IV 0.85 0 0.1 

Germany 0.904 0 0.714 

Greece 0.947 0.210 0.210 

Hungary 0.888 0 0.111 

Italy 0.675 0.075 0.425 

Latvia 0.533 0.066 0 

Turkey 0.933 0 0.333 

Moldova 1 0.166 0.5 

India 0.833 0 0.333 

Israel 1 0 0.625 

Slovakia 1 0 0 

準內閣制 Austria 0.958 0 0.25 

Bulgaria 1 0.222 0.444 

                                                      
40 君主沒有黨籍，所以不列出同黨的比例。 

http://www.fsw.vu.nl/en/Images/Belgium%20protec_tcm31-25522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Denmark%20protec_tcm31-255234.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Luxembourg%20protec_tcm31-255253.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Netherlands%20protec_tcm31-255256.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Norway%20protec_tcm31-255259.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Spain%20protec_tcm31-255270.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Sweden%20protec_tcm31-255271.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Canada%20protec_tcm31-255229.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New%20Zealand%20protec_tcm31-25525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Japan%20protec_tcm31-255249.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Estonia%20protec_tcm31-255235.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France%20IV%20protec_tcm31-255237.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Germany%20protec_tcm31-255240.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Greece%20protec_tcm31-255241.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Hungary%20protec_tcm31-255242.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Italy%20protec_tcm31-255248.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Latvia%20protec_tcm31-255251.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Turkey%20protec_tcm31-255273.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India%20protec_tcm31-255245.xls
http://www.fsw.vu.nl/en/Images/Israel%20protec_tcm31-255247.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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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land 0.793 0 0.068 

Ireland 0.653 0 0.666 

Portugal 0.958 0 0.25 

Slovakia 1 1 0.2 

Slovenia 0.666 0 0.1 

Lithuania 0.866 0 0.133 

Cape Verde 1 0 1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和整理 

 

 

接著再看制度與依變數之間的關聯性，總理任命有關的假設 5.1想要比較一

個國家在擁有民選總統的情況下，總統是否會介入總理的任命過程，因此，研

究範圍包含準內閣制以及內閣制國家。下表列出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當中，無黨

籍總理的比例： 

 

 

表 5.2無黨籍總理比例 

 黨籍總理 無黨籍總理 總計 

內閣制 534(97.8%) 12(2.2%) 546(100%) 

準內閣制 139(96.5%) 5(3.5%) 144(100%) 

總計 673(97.5%) 17(2.5%) 690(100%) 

𝑋2 = 0.7701, df = 1, P = 0.38 

備註：括號內是橫向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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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分析範圍，可能是總統對於總理的任命過程影響較小，國會主導任

命過程，所以整體的資料當中，僅有 2.5%的總理屬於無黨籍。再觀察不同制度

的無黨籍總理比例，內閣制的無黨籍總理比例少於準內閣制，但還無法判斷準

內閣制受到民選總統的影響，導致無黨籍總理的比例較高。因為兩種制度的無

黨籍總理百分比差距非常接近，只有 1.2%。從卡方檢定的結果來看，兩種制度

出現無黨籍總理的次數沒有顯著的差距，本文的後續分析還會加入其他控制變

數繼續分析無黨籍總理的機率是否有顯著的差距。 

假設 5.2背後的意涵，在於有一部分的內閣制國家也有總統，不過這些總統

是由國會選舉產生，而非人民直選產生，正當性較弱，可能也影響總統在任命

過程扮演的角色。因此，非民選的總統在總理任命的過程中，任命同黨人士擔

任總理的機率較低。在檢視這個假設的過程中，分析範圍只納入國家元首為總

統的國家，國家元首為世襲的君主的國家不在這個假設的分析範圍內，案例數

目較少。下表列出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當的總理上任時，是否與總統同黨的比

例： 

 

 

表 5.3總統、總理同黨的情況 

 不同黨 同黨 總計 

內閣制 140(64.8%) 76(35.2%) 216(100%) 

準內閣制 100(69.4%) 44(30.6%) 144(100%) 

總計 240(97.5%) 120(2.5%) 360(100%) 

𝑋2 = 0.833, df = 1, P = 0.36 

備註：括號內是橫向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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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 

 

 

上表呈現的結果與假設不同，準內閣制的總統和總理同黨的比例較低，表

示準內閣制的總統在任命過程不一定有優勢，不一定能選擇同黨人士擔任總

理。內閣制較容易出現總統、總理同黨的原因，可能是內閣制的總統和總理大

多由國會選出，所以國會多數可以同時控制總統、總理人選，此時總統和總理

同黨的機率可能會增加。不過，卡方檢定並沒有通過達到顯著，表示總統總理

同黨的情況，在兩種制度沒有顯著的差異，本文後面還會加入其他的控制變數

進行分析。前面的兩個假設 5.1和 5.2皆是探討總理的任命，而內閣的組成是否

為多數政府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多數政府表示參與組閣的政黨，席次比例超

過國會半數，較不容易被倒閣，內閣的存續時間較長。 

由下面交叉表的敘述分析來看，同樣與本文的假設相反，準內閣制出現多

數政府的比例較高，表示民選的總統可能有整合國會政黨組閣的效果。也有可

能是多數政府才能給民選總統更多的壓力，讓總統同意組閣，少數政府則較有

可能被民選總統否決，所以準內閣制出現少數政府的比例較低。在卡方檢定方

面，卡方值為 0.216，兩種制度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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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多數政府的比例 

 少數政府 多數政府 總計 

內閣制 137(25.1%) 409(74.9%) 546(100%) 

準內閣制 29(20.1%) 115 (79.9%) 144(100%) 

總計 166(24.1%) 524(75.9%) 690(100%) 

𝑋2 = 1.529, df = 1, P = 0.216 

備註：括號內是橫向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 

 

 

雖然敘述統計準內閣制的無黨籍總理比例較高，但兩種制度之間的差距並

不大，加入其他控制變數後，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出現無黨籍總理的機率

沒有顯著的差異。下表 5.5當中，模型一是比較準內閣制相較於內閣制，是否

更容易出現無黨籍總理，結果顯示準內閣制出現無黨籍總理的機率，與內閣制

沒有顯著的差距，換句話說，在本文的分析範圍內，國家元首由人民直選產

生，並不會增加無黨籍總理出現的機率，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總統

可能不會或無法藉由任命無黨籍總理來增加自己的影響力。模型二則是想要比

較國家元首同樣是總統的情況下，民選總統是否會增加無黨籍總理出現的機

率。結果顯示民選總統相較於非民選總統，無黨籍總理出現的機率沒有顯著的

提升，表示從無黨籍總理的任命情況來進行觀察，準內閣制的運作無異於內閣

制。 

下面兩個模型的其他控制變數方面，看守總理以及國會同意權在兩個模型

皆有達到顯著的影響。看守總理的係數分別是 1.824以及 2.103，表示如果該任

總理為看守總理，愈有可能由無黨籍人士來擔任總理職務，原因可能是看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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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屬於暫代職務，政黨不會積極爭取擔任總理。在國會同意權方面，國會同意

權在兩個模型的係數分別是 2.465和 2.355，表示如果任命過程需要國會行使同

意權投票，無黨籍總理出現的機率將會增加，原因可能是各黨之間需要協調，

最後由無黨籍人士擔任總理可以避免權力被一黨獨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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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任命無黨籍總理 

 模型一41 模型二42 

準內閣制 

(對照組：內閣制) 

0.366 

(0.929) 

-0.491 

(0.955) 

無黨籍總統  0.331 

(0.958) 

看守總理 

 

1.824** 

(0.871) 

2.103** 

(0.857) 

有效政黨數目 0.161 

(0.206) 

0.186 

(0.293) 

國會同意權 2.465** 

(1.094) 

2.355** 

(1.123) 

禁止國會議員兼任總理 -0.219 

(1.412) 

-0.161 

(1.626) 

截距 -6.448*** 

(1.018) 

-5.566*** 

(1.242) 

 Log pseudolikelihood 

=-69.994 

案例數目=462 

國家=34 

Log pseudolikelihood 

=-59.896 

案例數目=360 

國家=22 

備註：*** p<0.01, ** p<0.05, * p<0.1，括號內為調整後的標準誤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和整理 

 

 

本章的第二部分是要探討總統、總理同黨的情況，下表是比較準內閣制和

內閣制共和國的總理任命。分析總統、總理是否同黨，可能遭遇的問題在於無

黨籍總統，當總統和總理皆屬於無黨籍人士，能否表示總統和總理同黨，本文

在此持否定的立場。依照前面的想法，如果總統為無黨籍人士，該次任命過程

就不會出現總統、總理同黨的情況，分析過程可能出現偏差，所以本文分別用

兩個不同的模型來檢視總統、總理同黨的研究假設。 

                                                      
41 內閣制君主國沒有總統，此模型不放入無黨籍總統做為控制變數。 
42 此模型沒有納入內閣制君主國，所以國家和案例數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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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5.6的模型一納入國家元首為總統的案例進行分析，模型二則是排除無

黨籍總統。模型一和二呈現準內閣制的係數並未達到顯著，顯示準內閣制的總

統在任命的過程中，無法施加更多的權力，讓同黨人士擔任總理。在其他的控

制變數方面，兩個模型的有效政黨數目皆有達到顯著，且係數為負值，表示有

效政黨數目愈多，愈不容易出現總統、總理同黨的情況。可能的原因是有效政

黨數目愈多，各政黨的席次比例就愈低，總統所屬的政黨席次比例也較低，總

統無法任命同黨人士擔任總理。 

 

 

表 5.6 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任命同黨人士擔任總理 

 模型一 

全部案例 

模型二 

排除無黨籍總統 

準內閣制 

(對照組：內閣制) 

0.308 

(0.525) 

-0.477 

(0.501) 

看守總理 

 

-0.412 

(0.675) 

0.671 

(0.793) 

有效政黨數目 -0.436** 

(0.188) 

-0.543** 

(0.212) 

國會同意權 0.163 

(0.550) 

-0.322 

(0.515) 

禁止國會議員兼任總理 -0.114 

(0.583) 

0.282 

(0.618) 

截距 0.885* 

(0.511) 

2.016** 

(0.785) 

 Log pseudolikelihood 

=-217.928 

案例數目=360 

國家=22 

Log pseudolikelihood 

=-176.313 

案例數目=275 

國家=22 

備註：*** p<0.01, ** p<0.05, * p<0.1，括號內為調整後的標準誤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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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最後一部分是要探討準內閣制的政府組成，嘗試比較準內閣制的多數

政府比例是否低於內閣制。下表 5.7模型一主要是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模

型二則是再把內閣制切割成君主國和共和國，再進行比較。在兩個模型當中，

準內閣制均未通過顯著，表示準內閣制的總統在組閣的過程中，即便可能干預

政黨進入內閣，但從整體來看，對於形成多數政府或少數政府，沒有顯著的影

響。另外，表 5.7的模型二主要想要比較三種國家元首對於組閣的差異，主要

的自變數：準內閣制和內閣制君主國，皆未達到顯著，表示這些國家元首權力

較小的國家，出現多數政府或少數政府的機率，不會因為國家元首的產生方

式，而出現變化。 

在其他的控制變數方面，如果內閣的類型為聯合政府，則有可能增加出現

多數內閣的機率，原因可能是參與組閣的政黨增加，參與政黨的總席次也跟著

增加；另一個通過顯著的控制變數是有效政黨數目，當有效政黨數目增加，愈

不容易出現多數政府，這可能是參與協商的政黨增加，且席次沒有集中在主要

的政黨，難以獲得較多政黨的共識，僅能由少數的政黨組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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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準內閣制和內閣制對於政府組成的影響 

 模型一 模型二 

準內閣制 

(對照組：內閣制共和國) 

0.015 

(0.433) 

-0.316 

(0.463) 

內閣制君主國 

(對照組：內閣制共和國) 

 -0.529 

(0.631) 

聯合政府 1.710*** 

(0.386) 

1.600*** 

(0.374) 

看守總理 

 

0.534 

(0.507) 

0.506 

(0.513) 

有效政黨數目 -0.540*** 

(0.202) 

-0.538** 

(0.230) 

國會同意權 0.041 

(0.554) 

-0.003 

(0.544) 

截距 2.135*** 

(0.757) 

2.016** 

(0.785) 

 Log pseudolikelihood 

=-345.878 

案例數目=690 

國家=34 

Log pseudolikelihood 

=-343.148 

案例數目=690 

國家=34 

備註：*** p<0.01, ** p<0.05, * p<0.1，括號內為調整後的標準誤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和整理 

 

 

第四節 小結 

 

 

雖然準內閣制的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具有民意正當性，最有可能在總理

的任命或組閣過程產生影響。過去的理論或個案，均提及準內閣制的總統可能

會介入任命過程。不過從經驗資料來看，準內閣制在總理任命和多數政府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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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均與內閣制沒有顯著的差異，可能有兩種原因。首先是總統干預總理任

命，或是組閣僅存在於總統權力較大的半總統制國家，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

制國家可能僅屬於少數的案例，所以在整體的層次沒有出現顯著的差異。第二

個原因是準內閣制國家的總統有可能介入行政官員的任命過程，但影響層級不

會到達總理或組閣，如果總統時常干預總理任命或組閣，就有可能被歸納在總

統權力較大的半總統制國家，而這些國家並不在本文的分析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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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總理任期的比較 

 

總理在各國的行政體系皆是最重要的行政官員(Drukman & Warwick, 2005)，

總理任期可以視為政策是否繼續延續，所以總理任期在準內閣制和內閣制是重

要的指標。雖然總理是最高層級的行政官員，相較於總統制的總統有固定任期

以及連任的限制，總理任期有兩個特色，第一是總理沒有最短任期，如果總理

遭遇倒閣，或無法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總理有可能要辭職下台，由其他人來

擔任總理職務；第二個特色是總理沒有連任次數的限制，只要總理能獲得國會

多數的支持，便可以在國會選舉後一直擔任總理。 

依據總理任期的特色，本章的分析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要比較準

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任期，試圖藉由比較總理任期來探討總理執政後，總統

是否介入行政事務，進一步影響總理任期；第二部分則是關注在總理的下台方

式，原因是總統、總理或政黨可以調整國會選舉時程，使總理下台方式的時間

點出現變化；第三部分則是探討總理的連任，由於可以調整國會選舉時程，總

理或政黨可以選擇最有利的時機，舉行國會選舉，43試圖增加總理的連任機

率，民選的總統有可能對於總理在選後連任的機率產生影響。 

 

 

第一節 總理任期 

 

 

在總理任期的理論方面，雖然在內閣制或半總統制國家，總理可能是主要

制定政策或執行政策的最高階層行政官員，但其沒有固定的任期或任期保障，

                                                      
43 雖然總理並非隨時可以發動提前選舉，某些國家的法規可能限制發動提前選舉的門檻，但相

較於總統有固定任期，總理在選舉時程和連任上有更多的彈性選擇空間，也較有可能在對於最

有利的時機發動國會提前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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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變異性。只要總理能獲得國會多數或總統的同意，就可以繼續在任直

到下一次的國會選舉，甚至在國會選舉以後，只要取得擔任總理的條件，原本

的總理便可以不斷的連任；反之，如果總理無法獲得國會多數或總統的同意，

總理有可能在就任後短時間內離職。過去已經有非常多探討總理任期的相關研

究，總結來說，影響總理任期的因素可以分為憲法規範或國會組成。44 

第二章在說明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異同已經提及，當學界確認半總統制的

範圍後，進一步探究半總統制的運作，發現各國的總統對於行政介入程度可能

有差異，便依照總統對於行政權力的掌握程度，把半總統制分割為不同的次類

型。由於總統在不同的次類型分別擁有不同大小的權力，總理的任命和任期也

可能出現不同的結果。在 Elgie (2005)和Wu (2011)的分類當中，有一種次類型

的總統是虛位元首，較少使用權力，Linz (1994)和 Lijphart (2004)也認為有一部

分的半總統制國家，實際運作如同內閣制，不會有總統、國會雙元正當性衝

突。雖然這些研究已指出某些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統較不會動用權力，運作與內

閣制相近，甚至被歸納為內閣制，45筆者認為準內閣制國家的運作過程是否如

同內閣制，還需要仰賴經驗資料的實證。 

不論在內閣制或半總統制，內閣的組成和辭職是權力形成和解除的重要過

程，總理是內閣的領導者，總理的任命和免職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程

度。由於總理必須向國會負責，所以在內閣制的運作當中，國會的組成對於總

理的任命和免職，有重要的影響。半總統制的總理任免職了受到國會的影響

外，總統也有可能介入。在總統介入任命或免職的階段，有可能與總理同時領

導行政，增加政治衝突的可能性，所以半總統制的總統介入行政運作是學界關

注的焦點。 

                                                      
44 憲法規範包含總統、總理的權力，以及國會被解散的條件，通常這些因素在憲法被明文規

定；國會組成則是國會選舉後，各政黨的席次分配。 
45 一些比較政治制度研究雖然有提及半總統制的存在，但最終仍然只有區分總統制和內閣制，

因此，在分類的過程中，一部分的半總統制國家就被歸納在內閣制之下，如同 Lijphart (2004)對

於憲政制度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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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介入政局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憲法賦予總統權力，總統便可以使用權力

來干預或調解政局，Shugart and Carey (1992: 150)認為總統權力可以分為 10種

不同的面向，但他們認為 10種權力面向當中，最重要的權力是總統對於總理的

免職權，總統可以利用這個權力迫使內閣遵照總統的意志施政，如果總理與總

統的意見相左，總統可以直接撤換總理，因此總理必須聽命於總統。Shugart 

and Carey依照憲法條文，判斷總統是否擁有對於內閣成員的免職權，把半總統

制區分為兩種次類型，如果一個國家的憲法條文允許總統免除總理職務，就被

歸納為總統國會制；反之，如果憲法條文沒有允許總統免除總理職務，就被歸

納為總理總統制。Shugart (2005)從代理人理論的角度來解釋總統免職權的影

響，其認為總統國會制使內閣必須同時向總統和國會負責，當總統和國會意見

不一致就容易出現衝突。 

Shugart and Carey提出總統免職權的相關理論後，後續的研究也嘗試比較總

統是否擁有免職權的差異，包含總理的任期以及民主發展的影響。Cheibub and 

Chernykh (2009) 指出總統擁有免職權的情況下，可以隨時中斷總理的任期，導

致總理任期縮短，或是更容易與總理或國會發生衝突，使民主存續時間縮短

(Elgie, 2011b)或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發展更容易出現民主崩解(Moestrup, 

2007)。除了免職權以外，吳玉山(2011)認為總統的任命權也是總統影響半總統

制運作的重要權力，在台灣，總統甚至可以以任命權來取代免職權。在任命權

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上，Wu (2011)發現總統對於內閣的任命權力愈小，民主表

現愈佳。另外，雖然任命權在部分國家無法視為總理免職的權力，仍然有可能

對於總理任期產生影響，李宜芳和石鵬翔(2015)的研究發現總統可以利用任命

權選擇自己偏好的人選，再進一步影響總統在未來是否動用免職權，或是國會

是否反對總理在任。上面已說明半總統制當中，總統在憲法上對於總理任免的

影響力，其他的研究也發現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也可能影響總理下台的風險

(Schleiter & Morgan-Jones, 2009a)，或透過政治鬥爭迫使總理下台。因此，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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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統即使沒有任命權或免職權，還是有可能介入總理的任命和免職過程。 

即便過去的研究已經明確的指出民選總統可能改變總理的任命或任期，還

有幾個理論上的重要問題需要處理，才能繼續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運作。

首先是理論適用性的問題，雖然上述總理任命、任期的相關理論，皆有涵蓋半

總統制，但這些研究的研究範圍不是專門探討準內閣制和內閣制。按照 Elgie 

(2005)的見解，半總統制內部存在複雜的運作模式，受到總統權力變化的影

響，每個半總統制國家的運作不盡相同，準內閣制僅僅只是半總統制的一部

分，上述關於總統對於總理任命、任期影響的理論可能不適用於準內閣制或內

閣制，尤其準內閣制屬於總統權力最小的半總統制次類型，運作的情況異於其

他半總統制國家。針對理論適用性問題，這些理論在提出的過程中，並未明確

的說明適用的範圍，內容僅提及半總統制國家可能有類似的狀況。而本文也僅

按照先前的理論提出假設，再來驗證實證資料是否符合假設。 

第二個要處理的問題是民選總統對於總理任期的影響方向，上述涵蓋半總

統制和內閣制的研究當中，Cheibub and Chernykh (2009); Schleiter and Morgan-

Jones (2009a)的資料皆顯示民選總統容易使總理任期縮短，但 Pasquino (2005)觀

察義大利和法國的政治情勢後，認為行政首長採用直接民選，較容易形成穩定

多數，可以減緩義大利總理更換頻仍的情況。兩種理論對於民選總統的影響有

相反的假設，不過 Pasquino的理論只是推測義大利總統改成民選後，可能會出

現的情況，仍未被實證。46本文在此先假設民選總統，可能縮短總理任期。 

最後，總理任期要處理的問題，是內閣或國會的組成是否會影響總統干政

的動機？亦即內閣或國會的相關變數與民選的總統是否有交互作用。如果假定

半總統制的總統為儀式性的總統，此時半總統制的運作應該如同內閣制，總理

的任命、免職過程應完全由國會主導，總統不會介入。但其他半總統制的相關

研究卻指出總統平時可能不動用權力，在某些情境下，就會動用權力介入行

                                                      
46 按照 Pasquino所述，義大利曾經討論總統改為直選的議題，但最後沒有施行，所以無法從義

大利的案例來比較總統直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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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Skach (2005)認為總統平時擁有的權力並不是最重要的議題，重要的是總統

可以透過緊急權力來干預行政，增加政治衝突可能性。同樣的，沈有忠(2009)

則是提出垂直分時的概念，其認為威瑪共和的憲政運作接近內閣制，總統在危

急的時刻頻繁的動用權力，使政局更加混亂。另外，吳玉山(2002)在比較政治

穩定的過程中，認為總統干政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分別是干政動機和干政能

力，干政動機表示國會沒有穩定的多數，在沒有穩定多數的情況下，才會進一

步使總統使用干政能力介入行政。李宜芳(2012)試圖實證總統干政動機與干政

能力的理論，探討全部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後，發現聯合內閣容易使總統更頻

繁的使用免職權，導致總理的任期縮短。 

綜合 Skach、沈有忠以及吳玉山的論點，可以得知總統的實際權力並非一成

不變，在國會情勢較為混亂的情況下，即使總統平時可能不干政，也將會動用

權力介入政局。三位學者的研究在提及國會導致總統干政的過程中，皆有提及

聯合政府、國會分裂程度等概念。因此，本文的第六章的前兩個假設皆與國會

的組成有關： 

 

 

假設 6.1：準內閣制的總理任期較內閣制更短，但國會有效政黨數目增加，將會

減少兩種制度的總理任期差距。 

 

假設 6.2：準內閣制的總理任期較內閣制更短，但聯合政府的情況下，將會減少

兩種制度的總理任期差距。 

 

 

研究假設 6.1和 6.2先假設準內閣制的總理任期較短。國會的有效政黨數目

增加，或組閣後出現聯合內閣，準內閣制的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可能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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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預動機，所以準內閣制的總理下台的機率增加的幅度會超越內閣制。 

在經驗資料上，過去尚未有研究做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任期比較，下

表 6.1的資料呈現出兩種制度的總理任期中位數：47 

 

表 6.1兩種制度的總理任期的比較 

憲政制度 總理任期中位數(日) 總理任期平均數(日) 

內閣制 

君主國 810.5 

729.5 

837.2 

791.6 

共和國 587 722 

準內閣制 881 865.2 

全部的案例 746.5 807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 

  

上表 6.1當中，中位數和平均數皆顯示，準內閣制的總理任期不會少於內閣

制，全部準內閣制國家的總理任期中位數為 881日，內閣制為 729.5日，準內

閣制的總理任期平均數為 865.2日，內閣制為 791.6日。結果皆顯示準內閣制的

總理任期較長，這個結果與過去的理論不太相符，過去的理論認為民選總統容

易導致總理下台的機率增加，但準內閣制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可能的原因是

民選總統可能集結國會多數，使總理遭遇下台的機率降低。而準內閣制和內閣

制的總理任期出現差距，可能也表示準內閣制與內閣制並不是完全相同的制

度，本文後續還會加入其他的控制變數，比較兩種制度之下的總理任期。 

上表除了顯示準內閣制與內閣制的總理任期差距外，還另外再比較內閣制

之下的國家元首，結果顯示內閣君主制和內閣共和制的總理任期也有差距，內

                                                      
47 由於總理任期涵蓋設限資料，有些資料沒有完整的觀察值，在此使用中位數較能適當的比較

兩種制度的總理任期。另外，中位數是先把一串數列排序後，再取出中間值，目的也是儘量排

除一組數列當中極端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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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君主制的總理任期較長，內閣共和制較短。這可能表示內閣制的總統與君主

相比，總統可能具有正當性，更容易介入行政事務。不過，準內閣制總統的民

意正當性較高，在理論上可能更容易干政，總理任期卻最長，總統的產生方式

與總理任期之間的關聯性還值得探究。 

 

 

圖 6.1、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存活率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存活率，上圖 6.1的虛線和實線分別是內閣制

和準內閣制的總理存活率，發現兩種制度的總理存活率與任期中位數呈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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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兩種制度大約在總理上任的 300日以前，存活率沒有顯著的差距，但

過了 300日以後，準內閣制的總理存活率下降的幅度較為趨緩，內閣制的存活

率則是逐漸下降，兩種制度的存活率逐漸出現差異，準內閣制的總理存活率高

於內閣制。 

接著再看總理下台風險的變化，下圖 6.2是比較兩種制度的累積風險變化，

雖然兩種制度的風險累積變化趨勢較為類似，不過準內閣制的總理下台累積風

險仍然低於內閣制，表示準內閣制的總理任期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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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累積風險比較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下圖 6.3的虛線表示內閣制的總理下台風險，實線則是準內閣制的總理下台

風險。兩種制度的總理在各時段遭遇下台的風險，大致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

也就是總理上任後，面臨下台的風險會逐漸增加。準內閣制的總理下台風險在

後期，成長幅度增加，內閣制的總理下台風險則是趨緩，甚至開始降低。兩種

制度的總理下台風險出現交叉，原因可能在於內閣制的總理做的愈久，其在國

會的勢力更加鞏固，在下一次選舉週期來臨前，不容易下台。不過，由於內閣

制總理在大多數時刻，下台風險均高於準內閣制的總理，所以內閣制的總理下

台累積風險皆高於準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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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風險比較圖 

 

 

雖然本文先假設準內閣制的總理任期較短，但敘述資料卻呈現出準內閣制

的總理任期可能較內閣制更長，延伸出來的問題是準內閣制總理任期較長的原

因，本文擬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做進一步的探討。首先是內閣制當中，共和國和

君主國的差異，從兩種制度的總理任期中位數可以發現共和國的總理任期較

短，所以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的總理任期差異，可能與內閣制的國家元首有

關。另一個本文擬探討的方向是總理的下台方式，總理下台可能同時伴隨國會

提前選舉，是否伴隨提前選舉牽涉到從政人士和政黨的考量，行為者會選擇對

於自己最有利的時機舉行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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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提前選舉 

 

 

上述的研究假設主要是探討總理的下台，而研究總理下台的過程中，可以

把總理下台視為一個未來將會發生的事件，下台事件又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類

型，不同的因素可能導致某種下台類型的風險增加。學界在過去也曾討論過相

關的議題，Diermeier and Stevenson (1999)認為內閣如果遭遇非選舉週期的更

替，可以再細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分別是提前選舉和替換，兩者的差異在於

內閣更替的同時，是否伴隨提前選舉。48透過經驗資料，他們首先發現內閣的

組成情況或時機，對於內閣遭遇提前選舉或替換風險產生的影響並不相同。另

外，隨著時間的變化，提前選舉和替換的風險曲線也不一致。因此，研究者在

探討總理下台的同時，也應該分別比較和討論內閣遭遇提前選舉和替換的風

險。 

探討總理遭遇提前選舉和替換的風險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說

明兩種下台風險在理論上的差異；接著是比較隨著時間發展，兩種下台方式的

風險變化，如果兩種下台方式的風險變化有差異，才有後續討論的空間；最後

是探討加入其他控制變數後，不同的制度之下，發生提前選舉或替換的風險是

否有顯著的差異。 

在理論的部分，大多數的半總統制和內閣制國家皆有提前選舉的機制，49政

治人物可能在選舉週期尚未到達前，就會發動國會提前選舉。相較於總理直接

被替換，發動提前選舉可能要面臨更複雜的結果，原因是提前選舉不只是總理

                                                      
48 提前選舉是總理就任後，可以遭遇的下台事件之一，詳細的情況，可以參閱本文第三章，圖

3.2。 
49 當今世界上民主的半總統制、內閣制國家當中，只有挪威的憲法沒有允許提前選舉的機制。

在實際運作上，挪威在二戰後也從未出現提前選舉，每一次的國會選舉皆按照憲法的選舉週期

規範，每 4年舉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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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或內閣的變動，各政黨的國會席次比例分配也跟著變動，所以發動提前選

舉有可能出現政黨無法入閣或是席次減少的情況，總統、總理和各政黨之間必

須仔細考量提前選舉的可能結果，再決定是否發動提前選舉。 

發動提前選舉的時機是學界研究的重點，從中可以得知提前選舉和替換的

差異。國會提前選舉是基於政黨或從政人士的利益，Lupia and Strom (1995)認為

內閣制的政黨會計算提前選舉的結果，考量的因素包含政黨的協商能力以及制

度的限制，當政治人物認為自己可以從提前選舉獲利，就會發動提前選舉。雖

然獲利是發動提前選舉的基礎，如果細看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國家元首在國

會選舉當中的獲利與其他行為者有較大的差異，因為國家元首任期與國會議員

任期分開計算，國會選舉的結果可能造成總理無法連任，或是政黨無法進入內

閣，卻不會造成國家元首馬上下台，50所以後續的研究也基於這個差異來探討

國家元首對於國會提前選舉的影響。 

在實證研究上，Strom and Swindle (2002)接續前述對於提前選舉的研究，分

析內閣制和半總統制國家的提前選舉，發現在少數政府以及虛位元首的情況

下，更容易出現提前選舉，原因在於提前選舉的結果可能較難使多數政府內的

政黨滿意，所以多數政府較不願意發動提前選舉；此外，虛位元首較少介入政

局，也較少推動政策，所以選舉結果對於虛位元首沒有太多的影響，其也不在

乎提前選舉的風險，使發動提前選舉的過程少了一個否決者，增加提前選舉發

生的機率。 

Schleiter and Morgan-Jones (2009a)的研究著重於比較憲法賦予總統和總理的

權力，對於提前選舉的影響，他們發現如果總統掌握解散國會的權力，將會降

低提前選舉發生的風險，原因同樣是因為總統擔心國會重新選舉後，可能出現

對於總統不利的結果，所以當總統可以最終決定國會能否解散時，總統比較傾

                                                      
50 在本文的分析範圍當中，除了立陶宛的憲法 87條規定總統解散國會後，國會也可以嘗試罷

免總統，其他國家的憲法均未有類似的規定。因此，總統解散國會，並不會對於本身的任期產

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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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解散國會，直接更換總理。他們的重點雖然在比較總統和總理，對於提前

選舉的影響，並非總統民選產生的效果，不過重點在於總統比較不偏好國會提

前選舉，如果總統獲得職務的過程更具有正當性，可能對於阻止國會提前選舉

有更大的影響力。 

李宜芳和石鵬翔(2015)則是以憲法為判斷標準，探討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理任

期，他們先把總統的解散權分為主動和被動解散權，發現在總統擁有被動解散

權的情況下，國會可能儘量避免達到被解散的條件，提前選舉的風險將會降

低，另外，在總統擁有較大權力的情況下，較容易使用免職權直接免除總理的

職務，而非使用選舉的替換來更換總理。 

這些探討總統與國會選舉時程的相關研究，除了探討理論以外，也一併以

資料驗證理論。研究結果的共通性是總統會動用權力阻止國會提前改選，雖然

有提及虛位元首，但重點不是在比較民選總統的影響，也較少討論同樣被外界

視為虛位元首的情況下，國家元首由人民直選產生，對於國會提前選舉發生的

風險是否有顯著的差異，51因此，本文想要比較民選的總統是否會造成總理遭

遇提前選舉，或是替換的風險出現變化。 

先從本文的整體資料來看，兩種下台方式的累積增益函數的趨勢。在下圖

6.4當中，總理就任後，提前選舉的累積風險低於替換，表示總理剛開始執政並

不容易遭遇提前選舉，也有可能是因為總理上台之前已經出現國會選舉，所以

短時間內不會再出現國會選舉。但總理上任經過 1000日後，提前選舉的累積趨

勢上升的幅度超越過替換，表示總理執政後的三年左右，出現提前選舉的風險

快速升高，政界除了想要更換總理以外，也想透過提前選舉讓新的民意進入國

會。雖然下圖無法明確的斷定兩種事件風險的高低，52不過兩種事件的累積增

                                                      
51 Strom and Swindle (2002)的其中一個重點是虛位元首和實權元首，並沒有再特別比較半總統

制和內閣制；Schleiter and Morgan-Jones (2009a)認為無論半總統制或內閣制，只要總統有最終

解散國會權，皆有可能阻止國會提前選舉。 
52 總理遭遇提前選舉或替換的累積風險出現交叉，無法明確的說明某一事件出現的風險高於另

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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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函數趨勢並不相同，顯示有必要討論個別總理下台事件的風險。 

 

 

 

圖 6.4 總理遭遇提前選舉、替換的累積風險 

 

 

如果民選或非民選的虛位元首皆不介入政治運作，或是元首之間不在乎國

會提前選舉帶來的影響，內閣制與準內閣制的總理遭遇提前選舉風險應該沒差

異，但觀察虛位元首國家的總理下台情況，仍然能發現國家元首是否由民選產

生的影響。下表顯示內閣制、準內閣制的總理遭遇提前選舉和替換的結果，另

外再加入其他半總統制國家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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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三種憲政制度的下台方式比較： 

 提前選舉 替換 其他 總計 

內閣制 161(26.1%) 158(25.6%) 297(48.2%) 616(100%) 

準內閣制 34(23.6%) 45(31.3%) 65(45.1%) 144(100%) 

其他半總統制53 18(7.2%) 132(53.2%) 98(39.5%) 248(100%) 

總計 213(21.1%) 335(33.2%) 460(45.6%) 1008(100%) 

𝑋2 = 168.72, df = 2, P < 0.01 

資料來源：李宜芳、石鵬翔(2016)、筆者自行蒐集 

 

 

從上表當中，括號內的數字為橫向百分比，其他涵蓋了幾種下台方式，首

先是總理可能遭遇到固定的選舉週期，此時總理不得不中斷任期，待新的國會

產生後才能繼續連任或選出新的總理；第二種是現任的總理，本文的分析時間

範圍至 2012年，此時仍然有總理在位，研究者無法得知這些總理的完整任期；

54最後一種是總理在任內逝世，這類型的總理也無法被觀察到完整的任期。 

觀察三種憲政制度在提前選舉和替換的比例，可以得知三種憲政的總理下

台方式可能存在差異。在內閣制當中，總理如果在選舉週期提前下台，遭遇提

前選舉或替換的比例並未差異太大，皆在 26%左右。但在準內閣制，總理遭遇

到替換的比例較高，大約有 23%的總理遭遇提前選舉而下台，有 31%的總理被

替換，提前選舉下台的百分比低於替換。半總統制的總理下台方式有更大的差

異，僅有 7%左右的總理下台伴隨提前選舉，53.2%的總理被替換。 

上表呈現的結果與先前的理論做比較，首先是提前選舉下台的比例，其他

                                                      
53 這個類型涵蓋半總統制，但不包含準內閣制。具體來說，這些國家在 Wu (2011)的分類當

中，屬於換軌共治、分權妥協、總統優越的類型之下。 
54 現任者表示在研究範圍時間點結束時，仍然在位的總理就會被視為現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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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總統制是三種類型當中最低的類型，而其他半總統制也是三種類型當中，國

家元首權力較大的類型，這個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發現一致，也就是國家元首的

權力較大的情況下，元首愈在乎國會選舉的結果，不會輕易的讓國會發動提前

選舉，提前選舉發生的機率因而降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內閣制和準內閣制

的下台方式百分比並不相同，表示雖然兩種憲政制度的國家元首被視為虛位元

首，但實際上的運作可能還存在一些差異，準內閣制總統相較於內閣制的君主

和總統，民選總統可能更在乎國會選舉，進而對國會提前改選產生影響。卡方

檢定的結果，也顯示三種制度的總理下台方式有顯著的差異。 

接著再看總理遭遇提前選舉、替換的風險，下圖是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

理遭遇提前選舉下台的風險累積增益函數。在總理執政後，兩種制度的總理遭

遇提前選舉下台風險剛開始差異不大，但是過了 300日以後，風險便出現差

距，內閣制總理遭遇提前選舉的累積風險始終高於準內閣制，表示與內閣制相

較，準內閣制的總理較不容易遇到提前選舉下台，可能也顯示不同的國家元首

之間，準內閣制的總統較容易否決提前選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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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總理遭遇提前選舉的累積增益函數 

 

 

總理直接被替換的風險呈現另一種情況，下圖是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總理遭

遇替換的累積風險圖。兩個制度的風險在總理就職 500日以前沒有明顯的差

異，接著內閣制的總理遭遇替換風險高於準內閣制，但兩個風險差距不大，直

到總理就職 1600日以後，準內閣制總理遭遇替換的累積風險開始急速上升，整

體來看，準內閣制總理遭遇替換的累積風險並未一直低於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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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總理遭遇替換的累積增益函數 

 

 

上面的表格和圖僅列出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次數分配，以及風險變化的趨

勢，如果想要探討準內閣制和內閣制，國家元首對於總理任期的影響差異，還

需要進一步加入其他控制變數，檢視兩種制度對於總理下台的影響才能更清楚

了解兩種制度的運作。 

從實際的個案來看，準內閣制的總統曾經使用被動解散權，否決總理解散

國會的要求，使國會無法按照總理的意志提前改選，表示民選總統可以動用權

力的情況下，可以降低總理遭遇提前選舉下台的風險，55以下將說明愛爾蘭的

                                                      
55 降低提前選舉下台的風險，表示總理下台同時進行國會提前選舉的機率降低，並不表示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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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愛爾蘭的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且還有一位向國會負責的總理，所以愛爾

蘭符合半總統制的定義，而先前的半總統制或總統權力相關研究，皆認為總統

在愛爾蘭的憲政運作當中，大都僅有儀式性的功能。Duverger (1980)提出半總統

制時，就已經把愛爾蘭列入其中，不過他同時也提及愛爾蘭的總統在憲政規範

和實際運作上，擁有較少的權力。後續其他的研究與 Duverger站在相同的立

場，在 Elgie (2005)的分類當中，愛爾蘭被歸類在儀式性的總統類型，憲政運作

類似內閣制；同樣的，Wu (2011)也把愛爾蘭歸納在準內閣制的類型當中，表示

愛爾蘭的總理任命過程由國會主導，總統不會介入。Shugart and Carey (1992)判

斷總統權力的列表當中，愛爾蘭的總統權力被歸類為 0，也就是總統沒有任何

權力。以上各種研究均顯示，相較於其他半總統制國家的政治運作，愛爾蘭的

總統較不會介入行政事務，屬於總統權力較小的國家，學界在這個論點上沒有

衝突。 

有關於愛爾蘭出現儀式性總統的原因，Wu (2006: 12)認為可以從愛爾蘭進入

半總統制的模式來分析，愛爾蘭獨立之初，需要一個代表國家的象徵，實際上

的憲政運作仍以內閣制為主，所以憲政制度形成之初，總統就沒有被賦予權

力，只是一個儀式性的角色。Elgie (2011a)認為制度轉換的過程中，總統是否已

經開始介入政局，對於未來的憲政將產生影響，愛爾蘭屬於進入半總統制，總

統就已經是一個虛位元首的類型，人民也沒有期盼總統動用權力介入行政運

作，日後總統也大都扮演儀式性總統的角色。 

儘管眾多研究均認為愛爾蘭的總統沒有政治實權，Gallagher (1999: 115)還是

指出總統可以把法案交給最高法院，或是透過否決國會提前選舉來介入政局。

其中在否決國會提前選舉的部分，解散國會的程序是由總理向總統提出解散國

會的請求，總統再決定是否解散國會，雖然愛爾蘭總統不曾正式拒絕提前選舉

                                                      
下台的機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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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請求，但總統仍有可能透過私下管道向總理表示拒絕，或是其他政治人物希

望總統動用拒絕解散國會的權力。歷史上共發生 4次這樣的情況，分別發生在

1944、1982、1990以及 1994年，最後一次總統拒絕提前選舉是最顯著的案例

(Gallagher, 1999: 116)，以下分別說明 1980年代以後，總統拒絕提前選舉的案

例。 

1980年代後，與總統解散國會有關的案例發生在 1982年 1月，統一黨(Fine 

Gael)和勞動黨(Labor Party)組成的少數政府提出的預算案，被國會否決。統一黨

的總理 Garret FitzGerald向總統請求解散國會，想要重新選舉來解決當前的僵

局，而最大的在野黨，同時也是國會最大黨的共和黨(Fianna Fáil)，卻想要直接

重新組閣。共和黨的領袖並致電給總統，希望總統可以動用拒絕解散國會的權

力，不過最後總統仍然迫於壓力，同意總理提出的解散國會請求，國會在 2月

舉行重新選舉。 

第二次愛爾蘭 1990年總統拒絕解散國會的事件，源自於 1989年的國會選

舉，共和黨是 1989年國會選舉後的最大黨，但沒有獲得過半數的國會席次，所

以共和黨必須尋求其他政黨的支持，才能組閣。在愛爾蘭先前的組閣過程中，

如果由共和黨組閣，皆組成單一內閣，尚未出現共和黨與其他政黨共組聯合內

閣的紀錄。統一黨為國會的第二大黨，拒絕與共和黨合作組閣或支持共和黨的

內閣。此時出現政治僵局，國會在選舉後無法組閣，只能透過政黨之間持續的

談判，或是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才能解決當前的僵局。此時的總理 Charles 

Haughey想要向總統提出解散國會的請求，不過他也意識到總統可能拒絕解散

國會，最後沒有提出。 

1994年再次出現總統拒絕解散國會的情況，整個事件源自於 1992年的國會

選舉，共和黨和勞動黨分別為國會第一和第三大黨，兩黨組成多數聯合內閣，

由共和黨的 Albert Reynolds擔任總理，只要有一個政黨離開內閣下野，內閣就

無法取得國會多數的支持。聯合內閣執政後，內部的兩個政黨卻對於某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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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立場，因而出現衝突。1994年勞動黨退出聯合內閣，該黨的議員同時

醞釀提出倒閣，如果倒閣通過，國會將會被解散並重新選舉。勞動黨除了想要

解散國會外，還希望等國會選舉後，與最大的反對黨統一黨共同組成新的內

閣，情勢不利於共和黨，此時舉行選舉可能使共和黨無法再進入聯合內閣。 

當時的總統Mary Robinson並不希望國會提前選舉。其諮詢法律顧問後，便

表示如果國會通過解散國會的議案，她有權力拒絕解散國會的請求。最後，共

和黨的總理 Albert Reynolds請辭，由勞動黨和另外兩個政黨組成新的內閣

(Gallagher, 1999: 116)，由統一黨(Fine Gael)的 John Bruton擔任總理職務。此次

總統拒絕與先前的案例最大的差異，在於總統有較為明確的表態拒絕解散國會

的態度，所以更換總理原本應該伴隨國會提前選舉，但總統私底下阻止了國會

被解散。 

由愛爾蘭的案例，對於本文的研究問題有幾個啟示。首先是即便愛爾蘭被

歸納在準內閣制國家，總統還是會介入政局，表示總統並非只擔任一個儀式性

的元首，延伸出的問題是如果總統動用權力，準內閣制的運作是否等同於內閣

制，以愛爾蘭的案例來看，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遭遇提前選舉下台風險，

可能存在差異。原因是總統可能阻止國會提前選舉，本文舉出三個愛爾蘭的案

例當中，1990、1994年的國會提前選舉並沒有按照總理或國會原本的規劃，而

是被延後。 

第二個啟示是即便學界已經提供了總統權力的判斷標準，實際上在判斷總

統權力仍然相當困難，按照 Shugart and Carey (1992)的判斷標準，愛爾蘭的總統

權力分數是 0，不過實際上總統還是有否決國會提前選舉的權力。且這個不是

只有總統一人知道這個權力的存在，愛爾蘭的總理或其他從政人士也知道總統

擁有這個權力，所以在政治操作上必須把總統的立場也納入考量。1982年，雖

然國會解散時程按照執政黨總理的想法，但解散的過程中，在野黨領袖曾致電

給總統，希望總統拒絕解散國會；1990年則是總理得知總統的想法後，沒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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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散國會的要求。 

比較民選和非民選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民選的國家元首可能比較關心國

會選舉產生的變化，因此，不是只有總理或國會可以決定是否進行提前選舉，

民選總統的意見也要被納入考量。在總理或國會提出提前選舉的要求時，總統

可能不會予取予求，還是會視情況否決提前選舉的要求，連帶的使總理遭遇提

前選舉下台的機率降低，上述愛爾蘭的案例，曾經出現兩次總理原本遭遇提前

選舉，最後卻沒有發生。56此時可以假設： 

 

 

假設 6.3：與準內閣制相較，內閣制的總理比較容易遭遇到提前選舉下台，而不

容易出現非選舉的替換。 

 

 

經由本節的說明，可以得知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總理任期的相關問

題。如果只比較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總理任期，當中可能遇到一些困難，原因

是半總統制運作較為複雜，複雜的原因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在憲政制度

上，從整體的半總統制國家來觀察，各國的憲法對於總統權力有不同的規範，

再加上有些半總統制國家的實際憲政運作並不一定如同憲法的規範，增加半總

統制運作的複雜程度。這些憲法上的變異程度，使學界對於半總統制是否存在

出現質疑，因為整體來看，半總統制沒有固定的運作模式。本文的分析範圍刻

意選擇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希望能減少總統權力上的爭議，再與內

閣制進行比較。 

第二階段半總統制運作複雜的原因是總統的實際權力並非一成不變，即使

是同樣的憲法，國會的組成可能使半總統制的總統對於行政權力的掌握程度出

                                                      
56 1990年總理最後沒有提出解散國會的要求；1994年雖然總理下台，但沒有同時舉行國會提

前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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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變化。蘇子喬(2010)認為觀察憲政運作，必須連同國會選舉制度一併觀察，

因為國會政黨組成可能影響總統或總理能否順利推動政務，雖然不只是半總統

制的運作可能受到國會組成的影響。在國會分裂程度較高的情況下，總統制和

內閣制也較容易出現政治不穩定，但總統制和內閣制的權力中心較不容易隨著

政黨組成而改變。相較之下，半總統制的權力中心可能隨著國會組成出變異，

且國會的組成也可能影響總統介入政局的動機，因此，即使半總統制的總統在

平時可能是虛位元首，仍有可能在關鍵的時刻動用權力介入政局。總統在相同

憲法規範下，不同時期的權力變化已經是半總統制的重要研究議題。但權力的

變化是否使準內閣制國家與內閣制國家的運作有顯著的差異，也是過去較少探

討的議題。 

儘管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在運作上，較為接近內閣制，但本章已

經回顧了學界在比較和內閣制之間，可能出現的爭論，並分別針對政黨體系、

總理任期以及總理任命提出不同的研究假設，期望透過檢視這些研究假設，來

區分兩種制度之間，在運作上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第三節 總理連任 

 

 

前一節提及總理上任後，可能遭遇提前選舉下台事件，從中得知，內閣制

或半總統制的國會選舉按照時程來分類，可以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國會議

員任期屆滿，按照憲法選舉時程規範，進行的國會選舉；第二種是在國會議員

任期屆滿之前舉行的選舉，大多數的內閣制和半總統制國家有國會提前選舉的

機制，允許特定的情況下，國會選舉提前舉行，希望透過提前選舉，建立擁有

新民意的國會或解決現有的政治僵局。兩種選舉除了舉行的時間不同外，也可



 

92 
 

能使從政人士的利益受到影響，Strom and Swindle (2002)認為從政人士會計算選

舉時機帶來的利益，選擇最佳的時機發動提前選舉。這一節延續前一節對於國

會提前選舉的相關討論，本節關注的焦點在於國會選舉後，總理繼續連任的機

率，比較民選或非民選的國家元首，對於總理連任的影響。 

這兩節關注的議題類似，但不相同。前一節主要在討論總統就任後，下一

次國會選舉提前的風險，也就是行為者是否不按照原訂的選舉週期，把下一次

的國會選舉。這一節討論的範圍則是下一次的國會選舉後，原本的總理能否繼

續連任。內閣制或半總統制的國會選舉後，原來的總理只要能獲得國會多數的

支持，便可以繼續擔任總理，各國的憲法皆沒有對於總理連任做出規範，只要

某人能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便可以一直連任總理。但選舉的時機可能會影響

政黨的席次分佈，亦即一群相同的政黨，在不同的時機參與國會選舉，政黨可

能分別獲得不同的席次，進一步影響總理能否連任。要探討民選總統對於總理

連任的影響，必須先觀察提前選舉的過程，下圖 6.8列出總理就任後，面臨選

舉以及連任的情況，最右方的狀況表示遭遇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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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總理就任後遭遇的事件 

 

 

 

 

總理就任 不信任投票 

通過 

不通過，總理繼續留任 

總理下台，由他人取代之 

總理下台，並舉行國會選

舉，再由新國會選出總理 

由他人擔任總理 

由他人擔任總理 

狀況 2 

總理主動解散國會，

進行國會選舉 

狀況 4 

總理連任 

總理自行請辭，由他人接任總理 

週期性的選舉 

總理連任 狀況 1 

信任投票 

不通過 

通過，總理繼續留任 

總理下台，由他人取代之 

總理下台，並舉行國會選

舉，再由新國會選出總理 

狀況 3 

狀況 5 

狀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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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6.8當中，有幾個總理可能遭遇的事件，同時伴隨國會提前選舉，包含

主動解散國會和部分的信任投票，57前述是可能遭遇提前選舉，且總理可以主

動控制的選項。其他的選項，包含週期性選舉、不信任投票和部分的信任投

票，是總理無法控制的事件，也有可能引發國會提前選舉。由於這一節想要探

討的是選舉後，總理能否繼續連任，以上伴隨提前選舉的事件為這一節要討論

和分析的範圍，上圖在右邊標明狀況的事件被列入本文的分析範圍當中。其

中，狀況 1或狀況 2是週期性選舉的結果，即便總統、總理或國會內的政黨，

在總理就職後，沒有任何倒閣或更換總理的議案，仍然會遇到狀況 1或狀況

2，每個國家皆有狀況 1或狀況 2的案例。 

如果想要探討半總統制或內閣制總理在選舉後連任的機率，有兩個基本假

設：1. 不同的選舉時機，可能會有不同的選舉結果；2. 行為者希望在自己最有

利的時機，發動國會選舉。提前選舉的決定權在於國家元首、總理或國會，三

者分別有不同的利益，總統最有利的狀況，是可以獲得掌握國會多數，推動自

己偏好的政策；對於總理最有利的狀況，是總理可以在選後可以繼續連任；對

於政黨最有利的的狀況，是政黨在選後可以入閣，由黨內成員擔任總理。另

外，不同行為者之間的利益還有一個最大的差異，國家元首不會因為國會選舉

的結果而下台，但總理有可能在國會選舉後，無法取得國會多數或其他政黨的

支持，而失去總理職務，政黨在國會選舉後，也有可能無法入閣。 

過去學界已有研究探討國會選舉後，政黨勢力或總理連任的情況。Smith 

(2004)認為總理是最高的行政首長，比其他從政人士擁有更多的資訊來判斷情

勢，如果總理可以掌握發動提前選舉的權力，其可以從提前選舉當中，獲得更

多的利益，總理通常在國家經濟狀況變差之前，先發動提前選舉，避免經濟因

素影響選舉結果。不過，Narud and Vaen (2008)比較西歐國家選舉前後，政黨席

                                                      
57 某些國家的政府提出年度預算案，等同於總理提出信任投票。如果預算案不被國會接受，則

行政單位無法推動政策，表示國會不接受總理的施政方針，總理也要離職以示負責。這種信任

投票不是總理能夠主動控制時程，不同於總理主動提出信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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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比例變化，發現執政聯盟內的政黨在選舉以後，大多數的情況下，獲得的席

次將會減少，所以選舉對於執政聯盟並不利，且總理黨的在國會選舉後，也不

會因為總理擁有解散國會的權力或提前選舉獲得更多的席次比例。  

Smith以及 Narud and Vaen的研究結果可能存在一些衝突，對照兩者的研

究，總理雖然可以得知對自己有利的時機，但整體的資料卻顯示選舉後，總理

黨的席次將會減少。58如果總理能夠從提前選舉獲得最大的利益，就屬於上圖

的狀況 3，總理在提前選舉後繼續連任，狀況 4可能是總理對於自己連任的情

勢判斷錯誤，發動提前選舉導致連任失敗。 

英國曾出現狀況 3和狀況 4的實際案例，對照雷飛龍(2010：214-215)整理

選舉發生的原因，狀況 3比較容易出現於：1. 戰爭獲勝；2. 敵對政黨的政策分

裂；3. 執政黨在地方選舉獲勝或經濟狀況有利；4. 執政黨改革政策，提前選舉

徵詢民意。上述的原因大多由執政黨獲勝，且原本的總理可以繼續連任。狀況

4則出現在第 3和第 4個原因，使原本的總理下台。59雖然從英國的案例來看，

總理主動發動提前選舉可能連任成功或失敗，但成功連任的比例較高。 

狀況 3和 4皆是由總理主動發起解散國會，狀況 5則是屬於國會發起解散

國會。不信任案通過後，原本的總理必須辭職，此時通常由國會元首視情況決

定是否解散國會。如果國家元首沒有解散國會，便由原有的國會再選出新的總

理，新總理的產生過程不會經過國會選舉，所以不屬於這一節的研究範圍內。

如果國會通過不信任案，國家元首選擇解散國會，就屬於狀況 5。60 

狀況 6是總理遭遇信任投票未通過後，且重新選舉的情況。大多數的總

                                                      
58 換個角度來看，兩篇研究的論點可能還是有交集。因為總理上台後，政策的責任由總理負

責，選民也有可能根據政府的施政表現來選擇投票對象，總理可能一直處在失去選票的狀態，

最佳的時機可能只是失去較少的選票。 
59 1970年工黨政府連任失敗屬於第 3個原因，1974年 2月保守黨連任失敗屬於第 4個原因。 
60 不信任案通過，國會重新選舉後，如果原本的總理能掌握國會多數，仍然有資格繼續擔任總

理，所以狀況 5並非一定是由他人擔任總理。1987年葡萄牙總理 Silva曾遭遇國會通過不信任

案並舉行提前選舉，但國會選舉後，其所屬的政黨席次增加，甚至單獨取得過半數的席次，

Silva便繼續擔任總理。本文的分析範圍內，各國憲法均未規定不信任案通過且重新選舉後，原

本的總理不得再擔任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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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較難在信任案未通過後的國會選舉繼續連任，德國屬於少數的例外案例。

羅凱凌(2010)指出德國總理 Kohl，可能刻意利用不通過信任案投票，來製造國

會提前選舉，增加連任的機會。 

以上說明了總理上任後，可能遇到的重新選舉情況。從整體來看，由於總

理較能夠掌握提前選舉的時機，加上總理可能擁有更多的資訊，所以提前選舉

對於總理連任較為有利。但大多數的國家，提前選舉還需要經過國家元首的允

許，一般來說，內閣制的君主均不會否決提前選舉的請求，61但準內閣制國家

的總統卻有可能否決或拖延提前選舉的請求，62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準內

閣制國家的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有民意的正當性，而國會議員則是從國會選

舉產生，總統不是國會授權下的職務，總統不一定要聽從國會或總理的意見，

雙方的立場不一致，總統就有可能否決提前選舉的請求；總統職務有固定任

期，與國會是否提前選舉無關，總統否決提前選舉的請求也不會因此而下台。 

在總統可能否決或拖延國會提前選舉的情況下，總理也有可能喪失舉行國

會選舉的最佳時機，降低選舉後連任的機率。經由以上的說明，可以得到一個

關於總理連任的假設： 

 

 

假設 6.4：相較於週期性的選舉，總理在提前選舉後，連任的機率較高，但

準內閣制可能降低總理在提前選舉連任的機率。 

  

                                                      
61 以英國來說，君主有權力解散國會，並進行提前選舉。但一般的情況下，只有在總理提出解

散國會的建議之後，君主才會發佈解散國會的命令。 
62 上一節已說明準內閣制國家，愛爾蘭的總統可能否決提前選舉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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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控制變數 

 

 

一、總理任期、下台方式 

 

1. 無黨籍總理 

半總統制和內閣制的總理必須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才能繼續在任，政黨是

國會內部的重要團體，無黨籍總理在國會缺乏同黨人士的支持，所以相較於具

有黨籍的總理，無黨籍總理的任期較短。 

 

2. 看守內閣 

 

看守內閣主要是暫時代理內閣職務，日後再把政務轉移給正式的總理，所

以看守內閣的任期較短。 

 

3. 總理黨的席次比例 

 

總理黨在國會獲得愈多的席次，總理的政務推動愈順利，愈不容易遭遇倒

閣，總理的任期可能會增長。 

 

4. 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涵蓋多個政黨，有可能遭遇政黨之間的意見不一致，導致聯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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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的瓦解。相較之下，單一政黨組成的內閣，閣員政策立場較為一致，總理比

較不容易遭遇下台。 

 

5. 多數政府 

 

國會發動倒閣需要半數以上的國會議員同意，多數政府的政黨已經涵蓋半

數以上的議員，在野黨想要發動倒閣必須拉攏執政黨的議員才能達成過半數的

目標，難度較高，所以多數政府的總理下台風險可能會降低。 

 

6. 有效政黨數目 

 

有效政黨數目表示國會的政黨分裂程度，有效政黨數目愈多，表示國會的

席次愈分散，國會的協商環境愈複雜。複雜的協商環境雖然使政務的推動更加

困難，但也有可能使國會不易改變現狀，可以降低總理的下台風險。 

 

7. 新興民主國家 

 

新興民主國家是 1974年以後，經過民主轉型或新成立的民主政體。這些國

家的政黨體系在民主化以後，才逐漸成形，政治穩定程度可能比較低，總理可

能更頻繁的更換。 

 

8. 國會的選舉週期 

 

全部的民主國家皆有規定國會的任期上限，但每個國家的國會任期上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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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本文分析範圍內的國會任期上限涵蓋 3年至 5年。不同的國會選舉週

期可能影響總理任期或提前選舉發生的風險，如果國會的選舉週期愈短，總理

下台或提前選舉發生的機率可能會降低，因為短時間內就會遭遇另一次週期性

的選舉；反之，如果長時間才會遭遇另一次週期性的選舉，總理較容易提前下

台或國會較容易被解散。 

 

9. 總理發動提前選舉的權力 

 

有些國家的總理可以主動提出解散國會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國會提前

選舉的機率將會增加，原因是總理可以選擇對於自己對有利的時機，發動國會

提前選舉。 

 

10. 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 

 

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可以分為主動解散或被動解散，主動解散表示憲法允

許總統不需要理由，就可以直接解散國會；被動解散則是必須符合特定的條

件，總統才能解散國會。由於總統可能不喜歡解散國會，所以總統可能使用這

個權力阻止國會提前選舉，可能降低 

內閣制君主國的國家元首，皆聽從總理或國會的建議，才能發佈解散國會

的命令，君主本身並沒有裁量的餘地，所以即使內閣制君主國憲法規範君主有

解散國會的權力，在本文的分類過程中，仍被視為沒有該權力。 

 

11. 總統免除總理的權力 

如果總統可以直接免除總理職務，總理下台的機率可能會變高，因為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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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總理職務，同時總統的任期不會受到影響。更換總理不需要再透過國會提

前選舉，總理被直接替換的可能性較高，提前選舉的機率將會下降。 

 

二、總理連任 

 

1. 國會參與解散國會 

 

本文探討總理連任的部分，主要在討論民選的總統是否會否決國會解散

的議案，使總理錯失解散國會最有利的時機。總理本身可能了解自己最有利

的時機，但國會的解散權不是完全由總理所掌握，國會本身也能參與發動解

散國會，在此欲區分國會是否有參與國會的解散過程。 

國會參與解散國會的途徑包含信任投票或不信任投票，這兩個途徑是內

閣制或半總統制國家解決政治僵局的機制。信任投票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

是總理主動提出；第二種則是合併於每年的預算審查。前者是總理在政策難

以推動的情況下提出，藉以測試自己能否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而預算審查

是行政、立法機關每年的例行公事，總理無法刻意迴避，當預算無法通過，

表示國會不接受總理提出的政策，總理可能要離職以示負責。 

在不信任案的機制方面，當國會對於總理施政感到不滿，可以發動不信

任投票迫使總理下台，總理較難控制不信任投票的發生時機。在本文分析範

圍內的全部國家皆有不信任投票的機制，63不信任投票通過後，除了原本的

總理下台之外，還有可能導致國會提前選舉。這種迫使總理下台的不信任投

票，大多數的發動時機並不是總理或總統可以掌控，不信任案通過後的國會

選舉時機點可能對於總理較為不利，64原本的總理也較難在不信任案通過後

                                                      
63 國會主動發起不信任投票同時也是半總統制或內閣制的定義之一。 
64 如果總理認為不信任通過的時機對自己不利，總理會阻止信任案通過；反之，總理認為不信

任案提出的時機對於本身有利，可以放任不信任案通過，待重新選舉後，再擔任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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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會選舉再次取得總理職務。 

上述的解散國會途徑，皆被視為國會參與的解散國會；反之，則視解散

國會過程沒有國會參與。由於國會參與解散國會的過程後，總理較難完全控

制國會選舉發生時機，國會選舉有可能出現在對於現任總理不利的時間點，

總理連任的機率也較低。 

 

2. 總理主動發動解散權 

 

總理能否依照憲法主動解散國會，是總理能否掌握選舉時機的重要權

力。在總理擁有主動解散國會權力的情況下，總理可以在最佳的時機點提出

解散國會的議案，原本總理在選後比較容易連任。 

 

3. 看守總理 

 

看守總理只是暫時代理總理職務，國會選舉後，就會有正式的總理推動

政務，看守總理繼續擔任總理的可能性較低。 

 

4. 有效政黨數目 

 

有效政黨數目愈多，國會的情勢愈複雜，總理可能愈難掌握選前的情

勢，連任的機率就會降低。 

 

5. 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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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總統有主動解散或被動解散的權力，可能會影響選舉的時機，總理

可能無法在最佳的時間點舉行選舉，總理連任的機率可能會降低。 

 

 

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節是透過經驗資料檢驗本章提出的研究假設， 使用事件史分析來探討總

理下台的風險，上表的模型一主要想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任期，模型

二則是再把內閣制切割為內閣制共和國和內閣制君主國。模型內的數字為風險

模型的係數，0表示風險的基準線，係數大於 0表示總理遭遇下台的風險將會

提升，距離總理下台事件發生的時間將會縮短，總理的任期將會減少；反之，

係數小於 0表示總理下台風險將會下降，距離總理下台事件的時間將會變長，

同時總理的任期也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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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憲政制度與總理任期 

 

事件 

模型一 

總理下台 

 模型二 

準內閣制 

（對照組：內閣制） 

-0.156 

(0.334) 

準內閣制 

（對照組： 

內閣制共和國） 

-0.435* 

(0.267) 

  內閣制君主國 

（對照組： 

內閣制共和國） 

-0.775* 

(0.422) 

多數政府 

（是＝1） 

-0.470*** 

(0.143) 

多數政府 

（是＝1） 

-0.463*** 

(0.142) 

總理黨在國會席次比例 -0.537** 

(0.226) 

總理黨在國會席次

比例 

 -0.532** 

(0.226) 

聯合政府 

（是＝1） 

0.091 

(0.149) 

聯合政府 

（是＝1） 

 0.072 

(0.149) 

看守內閣 

（是＝1） 

3.949*** 

(0.325) 

看守內閣 

（是＝1） 

 3.956*** 

(0.323) 

有效政黨數目 0.011 

(0.055) 

有效政黨數目  0.005 

(0.056) 

新興民主國家 

（是＝1） 

0.410 

(0.412) 

新興民主國家 

（是＝1） 

-0.561 

(0.401) 

總理發動提前選舉 

（是＝1） 

0.918*** 

(0.336) 

總理發動提前選舉

（是＝1） 

1.067*** 

(0.330) 

選舉週期 3年 

(對照組：5年) 

0.801 

(0.591) 

選舉週期 3年 

(對照組：5年) 

-0.003 

(0.559) 

選舉週期 4年 

(對照組：5年) 

-0.211 

(0.327) 

選舉週期 4年 

(對照組：5年) 

0.353 

(0.344) 

總統免除權 

(有免除權=1) 

0.141 

(0.398) 

總統免除權 

(有免除權=1) 

      0.120 

      (0.377) 

總統主動解散權 

(有主動解散權是=1) 

1.120*** 

(0.408) 

總統主動解散權 

(有主動解散權是=1) 

0.748* 

(0.445) 

總統被動解散權 

(有被動解散權=1) 

0.580 

(0.380) 

總統被動解散權 

(有被動解散權=1) 

0.422 

(0.373) 

θ 

 

國家數目 

分析案例 

0.354 

P<0.01 

34 

690 

 0.315 

P<0.01 

34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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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案例 418 418 

備註：*** p<0.01, ** p<0.05, * p<0.1, 表格內的數字是係數，括號內為標準誤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模型一當中，加入控制變數後，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遭遇下台風險，

沒有顯著的差距。顯示民選的總統與非民選的國家元首之間，對於干預總理任

期有相同的效果，總統由人民直選並不會縮短總理的任期。不過，如果依照內

閣制的兩種不同國家元首，把內閣制做區分為君主國和共和國，再與準內閣制

做比較，可以發現不同國家元首之下的總理任期有顯著的差距。模型二的憲政

制度對照組是內閣制共和國，準內閣制和內閣制君主國的係數，均有達到顯

著，以準內閣制來說，其總理的下台風險比內閣制共和國還要低 36%，65內閣

制君主國的總理下台風險則是比內閣制共和國還要低 54%。66綜合來看，憲政

制度與總理下台的風險由大而小分別是內閣制共和國、準內閣制、內閣制君主

國。 

其他的控制變數方面，模型中有幾個控制變數對於總理任期有顯著的影

響。多數政府、總理黨的席次比例可以降低總理的下台風險，表示總理執政

後，繼續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是總理執政的重要條件。看守內閣以及總理發動

提前選舉的權力皆容易升高總理下台的風險，看守內閣屬於暫時代理的行政團

隊，所以執政的期間較短，總理可以主動發動提前選舉，可以在其有利的時機

點，發動國會提前選舉獲得勝選。 

這個表格呈現的結果可以補充過去的理論，過去的理論比較半總統制和內

閣制的總理任期後，認為民選的總統可能容易干政，進一步縮短總理的任期

(Cheibub & Chernykh, 2009)。不過單就準內閣制來說，相較於其他半總統制國

家，這種制度的總統權力最小，所以準內閣制與內閣制的總理任期並沒有顯著

                                                      
65 1-exp(-0.435)=0.36 
66 1-exp(-0.77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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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民選總統產生雙元正當性導致總理下台的相關理論，可能不適用於準

內閣制。在探討半總統制的過程中，必須把總統權力納入討論才能更精確的得

知半總統制的運作。 

內閣制國家的運作也不相同，相較於內閣制共和國，內閣制君主國的總理

任期較長，其次是準內閣制，參照下表，國家元首的正當性與總理任期沒有成

反比。內閣制君主國的總理任期最長，可能是國家元首不會介入行政事務，按

照 Tavits (2009)的理論，內閣制和準內閣制的總統皆有可能介入行政，不過再如

果再觀察愛爾蘭的準內閣制的運作情況，準內閣制的總統可能會阻止國會提前

選舉，使總理任期增長，所以準內閣制的總理下台風險低於內閣制共和國。 

 

 

表 6.4國家元首正當性與總理任期 

 國家元首民意正當性 總理任期 

內閣制君主國 低 長 

內閣制共和國 中 短 

準內閣制 高 中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雖然準內閣制的總理任期較長，但如果內閣不穩定，可能導致民選的總統

介入政局的動機增加，總理任期也可能會縮短，減少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的

總理任期差距，以下將分別檢視內閣組成和憲政制度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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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憲政制度與有效政黨數目的交互作用 

  

事件 

模型一 

總理下台 

準內閣制 

（對照組：內閣制） 

0.619 

(0.655) 

有效政黨數目 0.016 

(0.057) 

準內閣制*有效政黨數目 -0.216 

(0.158) 

多數政府 

（是＝1） 

-0.479*** 

(0.143) 

總理黨在國會席次比例 -0.537** 

(0.222) 

聯合政府 

（是＝1） 

0.116 

(0.149) 

看守內閣 

（是＝1） 

3.935*** 

(0.325) 

新興民主國家 

（是＝1） 

0.406 

(0.415) 

總理發動提前選舉 

（是＝1） 

0.944** 

(0.337) 

選舉週期 3年 

(對照組：5年) 

-0.202 

(0.574) 

選舉週期 4年 

(對照組：5年) 

0.187 

(0.346) 

總統免除權 

(有免除權=1) 

0.093 

(0.402) 

總統主動解散權 

(有主動解散權是=1) 

1.152*** 

(0.409) 

總統被動解散權 

(有被動解散權=1) 

0.611 

(0.383) 

θ 

 

國家數目 

分析案例 

失敗案例 

0.357 

P<0.01 

34 

690 

418 

備註：*** p<0.01, ** p<0.05, * p<0.1, 表格內的數字是係數，括號內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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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整理 

 

 

 

上表 6.5分別檢視了憲政制度和有效政黨數目，結果顯示準內閣制與有效政

黨數目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因此，在有效政黨數目增加的情況下，並不會增

加總統干預總理下台的風險，經驗資料沒有支持本文的假設 4.4。其他的控制變

數當中，多數政府或總理黨的比例增加，可以降低總理的下台風險，看守內

閣、總統或總理可以主動發動提前選舉，則可能造成總理的任期縮短。下表則

是列出憲政制度和多數政府之間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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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憲政制度與多數政府的交互作用 

 

事件 

模型一 

總理下台 

準內閣制 

（對照組：內閣制） 

0.030 

(0.424) 

多數政府 

（是＝1） 

-0.419*** 

(0.161) 

準內閣制*多數政府 -0.234 

(0.337) 

有效政黨數目 0.000 

(0.055) 

總理黨在國會席次比例 -0.541** 

(0.227) 

聯合政府 

（是＝1） 

0.082 

(0.140) 

看守內閣 

（是＝1） 

3.960*** 

(0.325) 

新興民主國家 

（是＝1） 

-0.423 

(0.409) 

總理發動提前選舉 

（是＝1） 

0.912** 

(0.334) 

選舉週期 3年 

(對照組：5年) 

-0.274 

(0.568) 

選舉週期 4年 

(對照組：5年) 

0.136 

(0.341) 

總統免除權 

(有免除權=1) 

0.148 

(0.395) 

總統主動解散權 

(有主動解散權是=1) 

1.126*** 

(0.406) 

總統被動解散權 

(有被動解散權=1) 

0.577 

(0.378) 

θ 

 

國家數目 

分析案例 

失敗案例 

0.349 

P<0.01 

34 

690 

418 

備註：*** p<0.01, ** p<0.05, * p<0.1, 表格內的數字是係數，括號內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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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整理 

 

 

 

如同前面的結果，經驗資料同樣不支持憲政制度與多數政府之間的交互作

用。這可能代表雖然少數政府或有效政黨數目增加，可能會導致總理執政困

難，不過準內閣制的總統也不會因此而介入政局，或是民選的總統不會迫使總

理下台以及改變選舉時程。 

接著要討論的是準內閣制與內閣制之間，總理遭遇國會提前選舉下台的差

異。前面的理論說明，曾提及愛爾蘭的案例，總統可以動用權力阻止國會提前

選舉，過程當中總統違背了總理或國會的意志，所以接下來要檢視兩種制度的

總理下台風險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各國對於提前選舉的相關規定並不一致，但

挪威的是最特別的國家，其憲法沒有提前選舉的機制，把挪威納入分析範圍可

能會產生偏誤，Schleiter and Morgan-Jones (2009a)的研究也排除挪威進行分析，

所以下面的模型二排除挪威的案例，藉以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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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準內閣制與提前選舉 

 

事件 

模型一 

提前選舉 

模型二 

提前選舉 

準內閣制 

（對照組：內閣制） 

-0.815 

(0.516) 

-0.761* 

(0.468) 

多數政府 

（是＝1） 

-0.382* 

(0.222) 

-0.399* 

(0.222) 

有效政黨數目 -0.250*** 

(0.095) 

-0.264*** 

(0.095) 

總理黨在國會席次比例 -5.245*** 

(0.863) 

-5.34*** 

(0.620) 

聯合政府 

（是＝1） 

0.553** 

(0.253) 

-0.577** 

(0.252) 

看守內閣 

（是＝1） 

3.319*** 

(0.491) 

3.264*** 

(0.492) 

新興民主國家 

（是＝1） 

-0.657 

(0.505) 

-0.698 

(0.475) 

總理發動提前選舉 

（是＝1） 

1.870** 

(0.516) 

1.501*** 

(0.488) 

選舉週期 3年 

(對照組：5年) 

0.587 

(0.683) 

0.520 

(0.636) 

選舉週期 4年 

(對照組：5年) 

0.963 

(0.454) 

0.970** 

(0.429) 

總統免除權 

(有免除權=1) 

0.135 

(0.489) 

0.046 

(0.468) 

總統主動解散權 

(有主動解散權是=1) 

0.514 

(0.612) 

0.292 

(0.585) 

總統被動解散權 

(有被動解散權=1) 

0.821 

(0.515) 

0.560 

(0.486) 

θ 

 

國家數目 

分析案例 

失敗案例 

0.447 

P<0.01 

34 

690 

197 

0.362 

P<0.01 

33 

661 

197 

備註：*** p<0.01, ** p<0.05, * p<0.1, 表格內的數字是係數，括號內為標準誤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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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7的模型一來看，儘管愛爾蘭的個案顯示民選的總統可能會阻擋國

會提前選舉，進而降低總理遭遇提前選舉的風險，但加入其他控制變數之後，

再比較準內閣制和內閣制國家，發現兩種制度的總理面臨提前選舉下台的風

險，沒有顯著的差距。不過，排除了挪威的案例後，兩個制度之間的總理提前

選舉下台風險便有顯著的差距，準內閣制的總理提前下台風險較內閣制低

53%，67表示民選的總統可能會阻止國會提前選舉的發生，進而降低總理遭遇提

前選舉下台的風險，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設。 

這一節的最後一部分，是要比較總理在國會選舉後，連任的機率。同樣

的，由於挪威的憲法不允許提前選舉，68挪威不適用於提前選舉相關的假設，

所以接下來的模型分析範圍也未納入挪威。下表是準內閣制和內閣制國家，總

理連任機率的分析結果： 

  

                                                      
67 1-exp(-0.761)=0.53 
68 即使挪威的國會通過不信任案，仍然無法進行提前選舉，必須由原來的國會再選出新的總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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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連任 

 模型一 

提前選舉 

(對照組：週期性選舉) 

0.384 

(0.262) 

準內閣制 0.147 

(0.556) 

提前選舉*準內閣制 

 

-0.933* 

(0.561) 

國會參與解散國會 -1.092** 

(0.470) 

總理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 0.232* 

(0.379) 

看守總理 -1.489* 

(0.783) 

有效政黨數目 -0.078 

(0.108) 

總統擁有主動解散權 -0.307 

(0.470) 

總統擁有被動解散權 -0.553 

(0.713) 

截距 0.340 

(0.586) 

 Log pseudolikelihood 

=-274.446 

案例數目=415 

國家=33 

備註：*** p<0.01, ** p<0.05, * p<0.1，括號內為調整後的標準誤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蒐集和整理 

 

 

上表 6.8放入提前選舉和準內閣制的交互作用，試圖探討民選總統，對於總

理在提前選舉之後連任的影響，交互作用的係數有達到顯著，表示民選總統有

可能影響總理連任的機率。由於提前選舉、準內閣制已做交互作用，3個變數

必須一併解釋，下表 6.9列出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各種狀況的勝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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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總理連任的勝算比 

狀況 內閣制 

週期性選舉 

內閣制 

提前選舉 

準內閣制 

週期性選舉 

準內閣制 

提前選舉 

總理連任勝算比 100% 146.8% 115.8% 63.0%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單看提前選舉的變數，提前選舉的係數為正值，表示提前選舉在內閣制的

確可以增加總理連任的機率，不過如果是準內閣制之下的提前選舉，可以看到

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係數均為負值。上表 6.9是根據 6.8的係數計算的勝算比，

勝算比 1是比較的基準，小於 1表示總理連任的機率愈低，大於 1表示連任的

機率愈高。內閣制的提前選舉與週期選舉的結果做比較，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

況下，內閣制提前選舉後，總理連任的機率增加 46.8%；69準內閣制週期性選

舉，勝算比為 115.8%，70表示準內閣制總理在選後連任的機率較內閣制週期性

選舉高 15.8%；最後，準內閣制總理遭遇提前選舉後，連任的勝算比是 63%，71

低於準內閣制週期性選舉的 115.8%，表示相較於週期性選舉，提前選舉在準內

閣制使總理更不容易連任，提前選舉在準內閣制和內閣制有不同的效果。 

上述的研究結果，顯示準內閣制的提前選舉與內閣制的提前選舉做比較，

準內閣制的總理在提前選舉後，比較不容易連任。原因可能如本文的假設所

示，民選總統可能否決或拖延提前選舉，導致無法在對於總理的最佳時機舉行

國會選舉，總理連任的機率因而降低。 

 

                                                      
69 Exp(0.384)=1.468 
70 Exp(0.147)=1.158 
71 Exp(0.384+0.147-0.993)=0.630 



 

114 
 

 

第六節 小結 

 

 

本章針對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總理任期進行分析，分析過程分成三個部

分：總理任期、總理遭遇提前選舉的風險、總理連任的機率。其中，準內閣制

和內閣制的總理任期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表示民選的總統不會造成總理任期的

縮短。不過，進一步分析兩種制度的總理遭遇提前選舉下台風險，便可得知兩

種制度的差距，準內閣制的總理遭遇提前選舉的風險較低，顯示國會提前改選

可能不符合民選總統的偏好。 

國會能否提前選舉可能影響總理連任，總理最希望在最佳的時機舉行提前

選舉。如果國家元首否決或拖延國會提前選舉，可能使總理喪失依靠提前選舉

連任的契機，降低總理連任的機率。從資料上來看，準內閣制的總理連任機率

較低，可能是準內閣制的國會選舉時程，無法完全由總理或國會來決定，使總

理錯失了連任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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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 
 

 

半總統制和內閣制之間的運作差異，最主要來自於總統權力。半總統制的

總統權力愈大，行政權力中心愈偏向於總統主導；反之，總統權力愈小，行政

權力則是由總理主導。內閣制也是由總理主導行政權力，所以在總統權力較小

的情況下，半總統制的運作會趨近於內閣制。 然而，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

國家，實際運作是否等同於內閣制，在過去的研究較少被討論。 

本文討論根據先前的理論，提出研究假設，分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包含

政黨體系、總理任命與組閣、總理任期與總理下台方式，試圖比較準內閣制和

內閣制的運作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或是準內閣制的總統對於政治運作是否有顯

著的影響。雖然大多數的研究假設沒有通過假設檢定，不過從少數通過假設檢

定的研究假設當中，仍然可以得知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的運作差異。以下將

分別說明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總結研究假設的結果，第二部分是根據經

驗資料，說明本文的研究發現與過去理論的關聯，第三部分是論文的研究限

制、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一節 研究假設與結果 

 

 

本文嘗試從經驗資料檢視準內閣制和內閣制，根據過去的文獻提出相關的

研究問題、再提出研究假設，最後再從經驗資料來檢驗假設是否成立，研究假

設分別關注於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總理任命、總理任期。 

第四章的研究假設，是探討準內閣制的總統直選是否有可能影響國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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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過去的理論分為兩種不同的意見，總統直選縮減有效政黨數目有幾個理

由，政黨之間會合作，爭取總統職務(Amorim Neto & Cox, 1997)；小黨可能沒

有資源投入總統選舉，導致小黨的知名度較低(Hicken & Stoll, 2012)。這些因素

皆會縮減小黨在國會選舉的得票率，最後使國會的有效政黨數目減少。但另一

種理論認為總統權力較小的情況下，總統選舉不是最重要的選舉，政黨爭取總

統職務的動機降低(Elgie, Bucur, Dolez, & Laurent, 2014; Hicken & Stoll, 2012)，

所以減少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的效果有限。兩種理論在總統直選對於政黨體系的

影響，有不同看法。 

根據經驗資料呈現的結果，準內閣制與內閣制之間，有效政黨數目沒有顯

著的差距，表示整體來看，總統選舉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有限。可能的原因是

準內閣制國家的總統權力比較小，政黨在總統選舉合作的意願降低，減少了總

統選舉對於國會選舉的影響。另外，大多數的準內閣制國家，採用絕對多數做

為總統選制，增加政黨參與總統選舉的意願，縮減了有效政黨數目減少的效

果。 

第五章的研究假設，是探討總理任命和內閣的組成情況。由於總理是最高

層級的行政官員，準內閣制的民選總統有可能想要任命與自己立場相近的人士

擔任總理，以增加本身對於行政權力的影響力，此時，總理是無黨籍人士或是

與總統同黨的機率就會增加。另外，如果總統介入組閣的過程，也有可能導致

組閣無法完全按照國會的意志，導致出現少數政府的機率增加。 

經驗資料呈現的結果，顯示準內閣制國家可能由國會主導總理任命過程，

所以不容易出現無黨籍總理，不會因為國家的運作有一個民選總統而增加無黨

籍總理出現的機率。準內閣制國家與內閣制共和國之間，準內閣制國家出現總

統、總理同黨的機率也不會高於內閣制共和國。最後，準內閣制的總統也不會

較常出現少數政府。整體來看，準內閣制的民選總統，對於總理的任命過程如

同非民選的國家元首，總理的任命和組閣的結果沒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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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的研究假設是探討總理任期，半總統制的總統有固定任期，總理則

無，當總統和總理出現爭執，總理可能被撤換，總理的任期被縮短。準內閣制

的總統和國會皆有民意的正當性，總理上任後，總統有可能干預行政事務，使

總理同時面對總統和國會的壓力，是否有可能導致總理的任期被縮短？另外，

內閣制的國會選舉時程由總理或國會掌控，準內閣制除了總理和國會以外，總

統也有可能控制國會選舉時程，總統、總理和國會對於舉行國會選舉的時機可

能有不同的偏好，是否有可能使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選舉時機出現差異？如果

有差異，是否會因為總統介入選舉時機，導致總理喪失連任的最佳機會？ 

比較兩種制度的運作後，國會的組成對於總理下台風險的影響沒有顯著的

差異。總統不會因為國會組成情況較為複雜，便動用權力縮短總理任期，表示

總統可能有憲法賦予的權力，但是行政事務仍然由總理主導，且國會對於總理

任期的影響較大。但總統有可能介入國會的選舉時程，大多數的準內閣制和內

閣制國家，均允許國會提前選舉來反映最新的民意，從統計的結果來看，準內

閣制的總理遭遇提前選舉風險較低，可能是民選總統阻止國會提前選舉的發

生，使國會選舉時間被延後。總理本來可以透過提前選舉增加本身連任的機

率，卻可能因為被民選總統否決或拖延提前選舉的要求，錯失最佳的選舉時

機，進而降低總理在國會選舉後，連任的機率。 

總結來說，根據檢驗研究假設的結果，在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實際的運

作差異，主要在總理即將結束某一段任期的階段，民選總統較不喜歡國會出現

提前選舉，而準內閣制總理也較難藉由提前選舉繼續連任。 

 

 

第二節 研究貢獻 

 

 

雖然 Elgie (2005)簡化半總統制的定義後，減少了很多半總統制定義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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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但是在實際運作上，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與內閣制國家之間，

卻一直存在模糊的界線，如果研究者嘗試使用實際運作來區分半總統制和內閣

制，仍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由整體來看，除了民選總統是兩種制度最顯著的

差異外，學界較少關注在比較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與內閣制國家在

實際運作的差異。本文嘗試從國會選舉至總理任期結束，比較兩種制度，希望

探討兩種制度在實際運作上的異同。 

本文最核心的研究問題，如同第一章所示，是探討準內閣制和內閣制的運

作，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或是兩個制度之間是否有明確的界線。準內閣制國家

在半總統制的國家當中，屬於總統權力最小的次類型。這個核心的研究問題，

還牽涉到另一個在學界爭論已久的議題，能否把準內閣制國家視為內閣制國

家，或是半總統制在實際運作上是否獨立於內閣制。如果兩個制度有明顯的差

異，表示準內閣制不等同於內閣制，且半總統制和內閣制在實際運作上存在界

線。 

檢視經驗資料後，本文發現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準內閣制與內閣制的運作

無異，顯示雖然準內閣制有人民直選的總統，不過政黨在總統選舉過程中的合

作，並不會使政黨在國會選舉獲利。準內閣制的總統就任後，不會依靠民意介

入政局，總統選舉對於國會選舉也沒有顯著的影響。不過，民選的總統在面臨

提前選舉的請求時，可能會考慮當時的情境，予以否決，選舉時程可能無法完

全由總理或國會所掌控。總統否決或拖延提前選舉的行為，可以從準內閣制總

理遭遇提前選舉的風險來觀察，準內閣制的總理遭遇提前選舉的風險較低，表

示民選的總統可能會阻止提前選舉的發生。 

阻止國會舉行提前選舉可能有更進一步的政治變化，由於各政黨的得票率

可能隨著時間起伏，各行為者皆希望在對於自己最有利的情況下，舉行國會選

舉，以期獲得更多的席次。提前選舉如果被阻止，連帶可能使總理喪失舉行提

前選舉的最佳時機，降低總理在國會選舉後的連任機率。因此，即使準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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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統權力較小，在運作上可能與內閣制沒有非常大的差異，但進一步觀察兩

種制度的運作，仍然可以發現兩種制度有些微的差異。 

連結本文的研究發現以及過去的爭論，對於半總統制研究的理論有幾個些

微的貢獻。在探討準內閣制與內閣制的差異時，可能無法從整體的運作得到最

終的結論，必須先區分研究標的，再討論兩種制度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原

因是民選的總統在整個行政權力形成至結束的過程中，介入的程度並不是完全

相同，在國會選舉和總理任命的階段，國家元首的介入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只

有在決定選舉時程的階段，總統才較有可能動用權力延後提前選舉的時間。 

本文選擇準內閣制國家做為分析範圍，準內閣制的總統在組閣的階段，影

響力較小。經由資料分析，可以得知準內閣制和內閣制之間已存在差異，這也

可能表示，準內閣制與內閣制在實際運作上，不是兩個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

由此可以推估，72半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仍然存在分界線，且半總統制是一

個獨立於內閣制的政治制度。Elgie (2005)認為半總統制的定義當中，總統權力

的相關定義應該被刪除，實際運作來看，即便是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

家，總統權力仍然會產生影響，因此，總統權力是區分半總統制與內閣制的重

要條件之一。 

另外，在國家元首的角色方面，總統可以使用多種不同的途徑干預政局，

其中一途徑種是調整國會的選舉時程。學界在虛位總統是否介入選舉時程是一

個爭論的議題，Schleiter and Morgan-Jones (2009a)認為總統可能面臨國會選舉失

敗的結果，傾向於不提前解散國會，Strom and Swindle (2002)認為虛位元首並不

在乎國會選舉的結果，所以相較於掌握實權的元首，虛位元首的國家比較容易

出現國會提前選舉。本文根據經驗資料的分析，部分的虛位元首，還是會在意

國會選舉的結果，準內閣制國家比較不容易出現提前選舉，表示民選的虛位元

                                                      
72 準內閣制涵蓋總統權力較小的半總統制國家，在準內閣制與內閣制的實際運作有差異的情況

下，其他權力較大的半總統制國家，總統對於行政可能有更多的干涉，可能與內閣制國家的運

作有更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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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仍然不希望國會選舉失敗，所以儘量避免產生國會提前選舉。 

上面呈現的研究發現及理論之間的關係，還牽涉到虛位或儀式性元首的概

念。Elgie (2005)介紹半總統制的總統權力，有提及虛位元首。就字面上的意義

來看，虛位元首表示總統不會介入政局，如同內閣制的君主，但實際上，如果

國家的憲政制度運作有一個民選的總統，運作過程可能與內閣制不盡相同。當

總統與總理、國會之間仍會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下，此時總統還是可以動用

憲法賦予的權力，對於政局產生影響。因此，半總統制的虛位元首可能需要更

精確的定義。未來可以在針對總統權力進行分類，介定不同權力面向的重要

性，在總統動用某些不重要權力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被視為虛位元首。或是再

區分不同制度之下的虛位元首，也就是虛位元首在不同制度下可能有不同的定

義。 

 

 

第三節 研究限制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由於本文主要從統計的角度來檢視兩種制度的運作，在研究限制上可以分

為兩種不同的層面，分別是變數以及個案研究，未來的發展也可以從這兩個方

向繼續進行研究。首先在變數的限制上，本文以國會有效政黨數目、總理任命

和任期為依變數，不論在準內閣制和內閣制。國會除了是內閣制和準內閣制立

法機關外，也可以控制國家的行政權力，總理則是最重要的行政官員。本文選

擇的依變數皆與非常重要行政權力有關連，所以即便總統想要介入行政事務，

也可能不會從行政首長開始著手，而是由其他的人事任命，或是否決議案來介

入行政事務，避免引起極大的爭議。先前已有研究比較半總統制和內閣制共和

國總統在否決法案和任命權力(Tavits, 2009)，發現權力較小的總統曾使用這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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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來介入政局。當總統從任命、免除總理職務以外的其他途徑介入政局，就無

法從本文選擇的依變數進行觀察。未來相關研究可以再比較兩種制度在其他人

事任命，或議案的否決進行研究。 

第二個研究限制是個案的敘述，雖然本文得到假設的過程中，已參照並說

明部分國家的政治運作，但本文的重點在於比較整體層次的不同，亦即比較變

數在不同制度之間是否顯著的差異。在個案上僅有簡短的說明，並未更深入的

分析行為者背後的動機。未來的其他研究可以更深入的找尋準內閣制總統影響

總理任命、介入政治衝突的過程，在比較準內閣制的總統在政治運作上是否有

更顯著的影響力。 

第三個研究限制是本文的研究範圍，本文的核心研究問題是探討準內閣制

和內閣制的差異，更進一步來說，本文嘗試找出半總統制和內閣制之間的界

線。而半總統制和總統制之間也存在模糊的界線，Elgie (2005)的半總統制分類

當中，有一個高度總統化的次類型，Wu (2011)的分類當中也有總統宰制的次類

型，這顯示在總統權力較大的情況下，半總統制的運作會趨近於總統制。但這

些總統權力較大的半總統制國家，在實際運作上，是否與總統制國家有顯著的

差異，仍有待未來的研究繼續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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