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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內 閣 制 （ parliamentarism ）、 總 統 制 （ presidentialism ）、 半 總 統 制

（semi-presidentialism）是目前世界上民主國家 常見的三種憲政體制。其中，

採用半總統制的國家共有 56 個，幾乎佔了全世界國家四分之一，更是三種憲政

體制中數量 多的類型1。比較這三大不同的憲政體制， 大的差別在於行政和

立法的相互關係。而此三大憲政體制相較之下，內閣制和總統制出現較早，半總

統制出現時間 晚，屬於較新型態憲政體制。 

    按歷史發展時程，半總統制的出現可分成兩波，第一波始於西歐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的芬蘭和德國威瑪，到了 1929 年，奧利地仿效德國體制，接著 1937 年，

宣布脫離英國的愛爾蘭也開始採行半總統制，另外包括其他歐洲國家冰島、葡萄

牙、法國也陸續加入半總統制國家行列。而第二波半總統制熱潮從 1990 年代開

始，也是 主要的迅速擴張期。 

    第二波進入半總統制國家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為後殖民國家

（post-colonist state），另一類為後列寧國家（post-Leninist state）或稱後列寧新

興民主國家，台灣就在這一波民主思潮中進入半總統制的憲政體制。吳玉山（2012：

5）將半總統制國家分成三大群組：西歐成熟民主國家、後殖民國家、後列寧主

義國家，其中，以亞洲地區來說，台灣和蒙古被歸類為後列寧國家，亦是亞洲唯

二的後列寧國家。台灣雖然不是後共國家，不過國民黨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被視

為是列寧主義轉化政黨，主要依循特徵為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方式以及政黨組織架

																																																								
1	 吳玉山，2011 年 3 月，〈半總統制：全球發展與研究議程〉，《政治科學叢論》，第 4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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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也與列寧式政黨相仿。2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994 年 7 月間，台灣完成第三次修憲，確定總統、副總統由人民以直接選

舉方式選出；罷免案則須由國民大會提出，經人民投票同意通過。而總統依憲法

經國民大會或是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的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長的副署，由此可

以更加增強總統的正當性，也強化其權力和地位。 

    1997 年，台灣進行第四次修憲，賦予國會倒閣權，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

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自此宣告我國正式進入半總統

制。學界對於半總統制定義意指在內閣制框架上加入總統直選，使其同時具有總

統制和內閣制雙元行政特徵（或稱二元行政），同時也代表著總統、行政院、國

會的權力三角關係產生相當大幅度變化。從政治進步的角度而言，修憲立意良善，

無非是盼藉由修憲改善憲政制度上缺失，而此缺失指的是「連戰爭議事件」。 

    1996 年李登輝、連戰搭檔參選總統大選，成為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組民選

正副元首，但爭議點在於當時連戰是行政院長帶職參選副總統，當選之後，李登

輝保留其閣揆一職，亦即連戰既是副總統又是行政院長，身兼二職不僅社會輿論

對此有所疑慮，在野黨民進黨更是強力抨擊，因為行政院長和副總統在憲法上有

備位關係，不得為同一人。3而後民進黨申請釋憲爭點「副院長兼任行政院長違

																																																								
2	 沈有忠，2018，〈亞洲新興民主-台灣〉，《台灣與後共國家半總統制的憲政運作》，翰蘆圖書出	
	 	 版社，頁 161。	
3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	
	 	 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若副總統與總統同時缺位，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並依前述規定	
	 	 補選總統、副總統，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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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1996 年 12 月 31 日大法官釋字第 419 號解釋公布4，認為副總統兼任行政

院長不符合憲法中心本旨，故宜由不同人來擔任。而後連戰向李登輝提出辭呈，

不過，李登輝回批示「著毋庸議」，未准連戰辭呈，讓連戰繼續以副總統身分兼

行政院長。而 1997 修憲，其中一部分也是修正所謂的「缺失」，意指在既有憲政

體制上加入內閣制不信任投票和解散國會機制，另一方面也賦予總統任命行政院

院長無需立法院同意之權力，讓總統擁有更完整獨立閣揆任命權，在人事上建立

總統實質領導政府的基礎（沈有忠，2018：163），也讓李登輝解決連戰身兼二職

爭議。 

    自 1997 年第四次修憲至今 21 年（2018 年），期間憲政爭議依舊不斷，包括

1999 年 9 月 3 日憲法第五次增修、2000 年 4 月憲法第六次增修，2004 年憲法第

七次增修。2017 年 9 月 24 日，身兼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總統，在完全執政一年

多後，於民進黨全代會上主動拋出憲政改革議題，蔡英文表示：「我們這一代人

的任務，就是為台灣打造一個更可以完善運作的民主憲政體系」。5民進黨全代會

宣示憲改啟動之後，緊接著民進黨立委蘇巧慧、張宏陸等等 41 名同黨籍立委提

案連署修憲，指出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要求權職分明、權責相符合，此為國家

																																																								
4	 釋字第 419 號，解釋爭點：副院長兼任行政院院長違憲？	 	
	 	 解釋文：	
	 一、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憲法並無明文規定，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二者職務性質亦非顯	
	 	 	 	 	 不相容，惟此項兼任如遇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時，將影響憲法所規定繼任或代行職權之設	
	 	 	 	 	 計，與憲法設置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職位分由不同之人擔任之本旨未盡相符。引發本件解	
	 	 	 	 	 釋之事實，應依上開解釋意旨為適當之處理。	
	 二、行政院院長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提出總辭，係基於尊重國家元首所為之禮貌性辭職，並非其	
	 	 	 	 	 憲法上之義務。對於行政院院長非憲法上義務之辭職應如何處理，乃總統之裁量權限，為	
	 	 	 	 	 學理上所稱統治行為之一種，非本院應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	
	 三、依憲法之規定，向立法院負責者為行政院，立法院除憲法所規定之事項外，並無決議要總	 	
	 	 	 	 	 統為一錠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之權限。故立法院於中華民國 85 年 6 月 11 日所為「咨請總	
	 	 	 	 	 統儘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並咨請立法院同意」之決議，逾越憲法所定立法院之職權，	
	 	 	 	 	 僅屬建議性質，對總統並無憲法之拘束力。	
5	 2017 年民進黨全代會全文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0924/1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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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制度 基礎根本法則。6提出修憲的民進黨立委也提出參考「總統制」分立

制衡設計，廢除行政院長職務，直接由總統身兼國家元首及 高行政首長，國務

會議也由總統親自主持。換言之，此版本的憲法修正草案是針對中央政府體制提

出修憲，主張從「半總統制」改走向「總統制」。蘇巧慧和張宏陸等人所提出的

憲改草案中也規定，立法院待單數會期開議之後一個月內，總統需到立法院進行

國情報告，此憲改草案也提及廢除部會首長備詢制，改由立法委員舉辦聽證會取

而代之，並且廢除立法院有權提出不信任案及總統解散立法院之制度，而覆議門

檻也從原本的二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二。總結下來，在行政權部分，民進黨立委

所提出的憲法修正草案有兩大重點：1.廢除行政院與行政院長，總統除了是國家

元首之外，也是國家 高行政首長，各部會首長與各部會政務委員改由總統直接

任命，並且聽其指揮，2.總統身為國家 高行政首長。 

    綜觀上述事件，朝野立委頻頻提出修憲 大關鍵爭點就在於「總統的權力角

色與行政院長的權力」，凸顯出總統與行政院長權責不清、總統有權無責、行政

院長有責無權之根本問題，甚至還被形容成「總統權力撈過界」。回顧過去歷史

脈絡，也非無跡可尋，1996 年總統直選、1997 年修憲取消閣揆同意權，自此之

後《中華民國憲法》的半總統制之雙首長制（Jean Blondel,1992）權力逐漸偏向

總統制這方，半總統制、雙首長制在台灣實際執行面，彷彿像是天秤出現傾斜、

不平衡狀態。 

																																																								
6	 案由：本院委員蘇巧慧、張宏陸、吳琪銘、陳賴素美、張廖萬堅、蔡易餘、林俊憲、莊瑞雄等	
	 	 41 人，鑑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自 1991 年 4 月制定之後，雖六次修正，惟 攸關政府運作之	
	 	 政府體制，仍未予以釐清，總統與行政院長權責混淆，考試權與行政權重疊，立法權遭監察權	
	 	 瓜分，嚴重影響政府正常運作；為正本清原，爰參考總統制分立制衡設計，由總統身兼國家元	
	 	 首及 高行政首長，總統修憲主持國務會議，考試院執掌改為行政權，設獨立機關，監察權改	
	 	 隸立法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各掌所司，俾政府體制運行順暢，並保障酌加民主自	
	 	 由，爰擬具「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修正草案」，建請交付審查，是否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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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總統-國會-內閣」之間的權力三角關係所區分出三種憲政體制，可從關

係、權力以及所要負責對象分為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內閣制元首並非由

人民選出，沒有實際權力，在一個國家中也不具有實質政治影響力，因此被稱為

「虛位元首」。此類型憲政體制，總統非民選，沒有民意作為基礎，無法對總理、

內閣發號施令，內閣也不對總統負責，而面對國會，內閣制的元首也會予以尊重，

任命國會多數黨或是多數聯盟領袖進行組閣，在權力三角關係當中，元首對內閣、

國會皆無實際權力，以虛線表示，內閣對國會負責，國會也能採取不信任投票進

行倒閣，兩者之間為實權，以實線表示。（圖 1-1 左圖，實線代表實權，虛線代

表無實權關係） 

 

 

 

 

圖 1-1 三種憲政體制權力三角關係 

資料來源：吳玉山  

 

    總統制 大特色是總統由人民投票選出，有了民意為根基，總統進而掌握實

權，指揮內閣也能對國會發號施令。在體制上而言，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政

府領袖，內閣團隊所扮演的角色類似於總統幕僚單位，直接聽命於總統，對總統

負責，絕大多數政策都是「總統說了算」，因此，權力三角關係圖上（圖 1-1 中

圖），總統-內閣、總統-國會之間皆屬實權，以實線呈現，內閣-國會則反之，故

元首	 國會	

內閣	

內閣制 	

總統	 國會	

內閣	

總統制 	

總統	 國會	

內閣	

半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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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虛線表示。另外，在總統制實際運作上，總統和國會之間存在著些許問題。一

般來說，此體制下權力來源主要來自於總統，若總統黨在國會裡屬多數黨或多數

聯盟，呈現府會一致狀態，只要總統意志下達，國會裡的總統黨政策會執行長，

亦被稱之大黨鞭（Michel Ameller,1962：100-101）7或是多數聯盟領袖會盡力配

合，加速讓法案通過的速度，並且提升行政效率，因為黨鞭的任務除了從事國會

議員的告知、勸服與要求出席，還有更深刻的政治運作背景。8萬一總統黨非國

會多數黨，是否影響總統實權？此時府會關係呈現分立狀態，總統和國會可能也

會有所拉鋸，在政策、法規等等層面，政府的效能極有可能連帶受影響而大打折

扣。 

    而在半總統制的規範上，一般來說學界認為須含兩大特徵：在內閣制的框架

上加入總統制的制度，也就是人民能夠直選總統、自行決定國家元首，另外，同

時具備內閣制成分，所以總理（或行政院長）所帶領的內閣團隊向國會負責，而

國會也可行使不信任投票進行倒閣。除此之外，半總統制尚有一項頻繁被探討的

議題，由人民直接投票選出的總統，背負民意擔任國家元首，在權力應用上，或

多或少皆想發揮其政治影響力， 直接方式即是將權力用於內閣，對內閣發號施

令、令內閣向總統負責，甚至閣揆人選、內閣人事都是由總統一手掌握。 

    法國政治學者杜瓦傑在 1980 年所發表的〈一個新的政治系統模型：半統治

杜政府〉9一文中，針對半總統制做出三大特徵定義，包括：1.人民直接選舉總統

（universal suffrage），2.總統擁相當權力（considerable powers），3.在總統之外有

																																																								
7	 Michel Ameller：「黨鞭職務是純粹的英國制度。」 
8 鄭明德，2011，〈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黨鞭制比較的觀點〉，北台灣通識學報第 7 期，頁 
  235-240。 
9	 Maurice Duverger,1980.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op.  
  cit.,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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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以總理（閣揆）為首的內閣團隊掌握行政部門，並對國會負責。杜瓦傑是首

位提出半總統制概念的學者，而其所定義的三項內容在後續研究者看來，比較傾

向於狹義的概念。因此，在半總統制框架中，總統-內閣、總統-國會、內閣-國會，

三邊都各有實質權力關係，權力三角關係上以實線呈現。（三種憲政體制之權力

三角關係請參考圖 1-1）。 

    由上述得知，半總統制的制度設計，總統、內閣、國會三邊關係皆屬實權，

融合內閣制、總統制核心特徵，而此也是專家學者討論的爭點所在，學者吳玉山

曾寫道：「究竟一國的半總統制在運行時應該要根據總統制的規範、還是國會制

的規範賴運作，是總統還是總理（行政院長）只有實際的 高權力，就構成很大

爭議，並造成運作上的困難。」半總統制裡，總理領軍的內閣團隊對國會負責，

此為基本制度也相當明確，反觀總統直選所代表的意義反而比較不明確，而總統

直選所伴隨延伸出來的附帶意義在全力三角關係上，制度性的規範也甚為不確定，

甚至不容易掌握、控制，而這正也是我國目前所面臨到的難解之題。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半總統制是目前世界上 被廣泛使用的憲政體制，相較於內閣制、總統制，

也是屬於較新型態的憲政體制。大量被採用的原因在於半總統制 大優點為容易

進入、門檻不高10，但實際執行，欲將半總統制運作得好、職責職權恰如其分有

相當大難度，吳玉山把它形容為：容易選擇，不易運作的憲政 

體制（easy to choice, hard to work）。首先，半總統的缺點在於彈性空間大，相對

																																																								
10	 吳玉山，2016，〈論述「半總統制的運作與修憲」〉，《政治科學論叢》，第 6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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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存在模糊不清地帶與規範不明確之處，缺乏一致性的範本可遵循；再者，半

總統制並非內閣制、總統制的綜合體，也不是兩體制的延伸變體，更不是擺盪在

內閣制、總統制之間的憲政體制，它有內閣制中總理領導的內閣對國會負責核心

特徵，也有總統制的總統由人民選舉所產生的特色。蘊含兩大特色，真正執行時

更易凸顯出問題，而這些問題很有可能是總統制在不同國家運作之下，不同國土

風情，或者既有的政治文化、憲政體制而有所差異。半總統制大師杜瓦傑的研究

（Maurice Duverger,1980），單從憲法來看，由人民票票選出來的總統有多少權

力，確實難以判定，更無法用數字量化呈現，而這也是為何半總統制在學理和實

際執行時經常會出現落差。這類的落差和爭議，正好提供學者進行後續研究以釐

清半總統制運作型態，其中 著名的是 Mattew Shugart 與 John Carey（所做的定

義修正，將半總統制進一步細分為兩種次類型（subtypes）11—總統議會制

（president-parliamentary regime）與總理總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

從憲政角度來看，內閣制、半總統制（包含兩種次類型）以及總統制下總統權力

光譜以圖形呈現如下（圖 1-2）：（由左至右：總統權力小到大） 

 

 

																																																								
11	 Mattew Shugart and John Carey.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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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三種憲政體制及半總統制次類型之總統權力大小  

(由左至右：總統權力越大  ) 

資料來源：參考吳玉山 / 作者整理自行繪製 

    從過去諸多專家學者研究資料和文獻中得知，在憲政體制比較上，一般大多

認為「總理總統制」比「總統國會制」來得較穩定，但實際情況則不然12，在半

總統制的兩種次類型，應然面與實然面出現落差。  

    若從各個半總統制國家分析，總統和閣揆之間的權力分配比例如何拿捏？該

偏向總統制軌？或往內閣制軌一方走？由誰來決定偏向何邊？誰有這樣的決定

權？是否有模糊不清的疑義空間？綜合上述原因，可推論出半總統制放在不同國

家實行，並非都能運作出同一套理論和結果，所看到的反而是當前世界上民主半

總統制出現許多不一樣的「半總統制次型態」。 

																																																								
12	 蔡榮祥、石鵬祥，2011 年 3 月，〈總理總統制與政治穩定：以烏克蘭、羅馬尼亞為例〉，《政 

  治科學論叢》第 47 期。東歐國家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皆實施半總統制，即使總統黨是執政多數 

  聯盟，還得再進一步觀察總統黨是否在執政黨聯盟中位居領導地位，假若總統黨並非在執政聯 

  盟居於領導地位，反而是由總理黨（閣揆黨）拿到主導地位，總統的權力可能會被制約，總統 

  和總理之間也容易有所紛爭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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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吳玉山（2011）提到，台灣的半總統制在總統和閣揆的權力規範尚不

明確，總統不是閣揆的長官卻可直接任命，理論上不能將閣揆免職，但實際運作

上去可將之免職，因此憲法規範和實際運作出現落差，也因此產生不同的總統閣

揆型態13，進而細分成四種四類型：總統優越（presidential supremacy , PS）、分

工妥協（compromise , COM）、換軌共治（alternation , ALT）以及準內閣制（quasi 

parliamentarism , QS）。吳玉山指出，單方面從憲法上無法判斷什麼樣的國家是半

總統制型，也無法將其歸類於半總統制下的何種次類型14， 主要的觀察差一點

在於「總統組閣權的大小」，而此研究內容所提及的半總統制國家，指的是民主

國家、符合半總統條件的憲政體制，包括總統直選以及總統所帶領的內閣團隊向

國會負責。 

    那麼我國是屬於何種半總統制的次類型？從憲政實作面可得知，我國半總統

制偏向總統優越型，不論總統黨掌握國會多數與否，總統皆有完全主導權可以逕

行決定行政院長、主要內閣團隊，並使內閣對其負責，換句話說，行政院便成為

總統首要幕僚單位、行政院長則成了總統的首席幕僚長，總統可隨意任免之，一

言以敝之，總統優越型的憲政體制代表著「總統的意志凌駕一切」，除了政府形

式上要向國會負責之外，其餘皆和總統制並無相去甚遠。 

    上述的憲政體制、總統任命權、組閣權都是屬於應然面。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第 55 條規定，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

任命行政院院長前，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憲法第 55 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13	 吳玉山，2017，〈台灣的半總總統制出現三大困境〉（2017/9/24），風傳媒，	
	 	 http://www.storm.mg/article/335540。	
14	 吳玉山，2017，〈半總統制權力三角的邏輯〉《半總統制下的權力三角：總統、國會、內閣》，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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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我國現行憲政制度而言，總統對行政院院長之任免擁有完全決定權。 

另外，憲法第 57 條也規定，行政院依依法對立法院負責。15 因此，按照我國憲

法的規定，總統任命完閣揆之後，「一次性任命權，總統的權力僅只發揮一次效

力」，在往後任期內，閣揆要對立法院負責，以應然面來說，總統不會是閣揆的

第一考量，因此，府-院-會三者之間的關係是 「府 vs. 院會」，行政院應和立法

院站同一方，然而，實然面卻是「府院 vs. 會」。行政院、行政院長在自願或非

自願的狀態之下，都選擇和總統靠攏，造成二元行政的權責不清。 

    我國的憲政體制若以時間、型態和運作結果區分，大致可切分為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7-1948 年改良型內閣制，第二階段：1948-1991 年的「動員堪時

期臨時條款」下黨國威權時期，第三階段：1991-1997 年的進入半總統制時期，

第四階段：1997-2000 年的半總統制下的府會一致期，第五階段：2000-2008 年

半總統制下的府會不一致，以及目前所處的第六階段：2008-迄今的半總統制下

的府會一致。16 

    其中，本研究欲探討 2000 年陳水扁執政以及年 2 月到 5 月馬英九卸任前的

看守內閣期，此兩段憲政時期讓我國的半總統制在應然面和實然面備受挑戰和考

																																																								
15	 憲法第 57 條規定，「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	
	 	 	 	 	 	 	 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立法	
	 	 	 	 	 	 	 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	
	 	 	 	 	 	 	 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三）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	
	 	 	 	 	 	 	 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峙，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	
	 	 	 	 	 	 	 分之二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行政院院長係經立法院同意而任	
	 	 	 	 	 	 	 命，行政院對立法院所負之責任，為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施政報告，答覆立法委員	
	 	 	 	 	 	 	 之質詢，及接受立法院之決議；如不接受，行政院院長即須辭職，以明責任之所歸屬，	
	 	 	 	 	 	 	 立法院既不能以不信任投票，改組行政院；行政院亦不得請求總統以解散立法院，行正	
	 	 	 	 	 	 	 院對立法院之責任，與一般內閣制之內閣對國會之責任有別	
16	 吳玉山，2017，〈吳玉山專文：總統直選與半總統制憲政運作〉，風傳媒（2017/9/28），	 	 	 	
	 	 	 http://www.storm.mg/article/33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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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案例一：總統代表新民意 

    2000 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由陳水扁、呂秀蓮擔任正副元首，而這也是我

國憲政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而民進黨首次取得中央執政權，第一次組閣當然備

受關注。當時國民黨在立法院席次過半，呈現朝小野大、府會不一致的情況，為

了穩定政局，故委任國民黨籍的國防部長唐飛出任行政院長，唐飛任閣揆僅 139

天旋即下台17，接著由副院長張俊雄任閣揆。細數陳水扁八年任期，前後總共任

命了六位行政院長，包括唐飛、張俊雄（第一次任閣揆）、游錫堃、謝長廷、蘇

貞昌、張俊雄（第二次任閣揆），每一位閣揆的任命皆無徵詢國會意見與同意，

其中，2000 年的唐飛更是關鍵所在，即使總統所數政黨非國會多數黨，陳水扁

仍依自己一己偏好、考量行使任命任用唐飛權18。唐飛為行政院長並無徵詢國會

意見，建立我國憲政史上「半總統制下總統優越」的憲政模式首例，也等於決定

未來運作模式。此指的總統優越不只是府會一致的情形，即便是府會不一致、府

會分立，總統都有絕對權力任命閣揆，可依自己的意志任命，國會無法置喙。然

而這也變相讓原本應該向國會負責的閣揆慢慢地靠攏總統，由總統任命並且聽其

命令，說得更直接明白一點，閣揆既然是總統所任命之，當然在立場和想法上也

會比較明顯貼近總統這一方。 

     本文所提案例一以陳水扁做為研究案例，原因為過去在李登輝主政時期

																																																								
17	 唐飛任期，2000 年 5 月 20 日~2000 年 6 月 10 日，總天數為 139 天。 
18 唐飛，2011，《台北和平之春-閣揆唐飛 140 天全紀錄》，天下文化。唐飛在書中提及為何陳水 
  扁找他出任閣揆考量因素有二：「一是能抵制國民黨的聯合內閣要求，二來也能降低兩岸對民 
  進黨台獨路線帶來的不穩定。」 
  林庭瑤、張怡文、陳德愉，〈唐飛：扁被李嚇到怕軍人政變〉，中國時報（2011/8/25），唐飛談 
  到陳水扁初掌權時，曾擔心軍人政變，因為李登輝過去的經驗嚇到陳水扁，因此堅持找均系統 
  出身的唐飛組閣，http://magazine.chinatimes.com/ctweekly/20110825003006-3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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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2000）的國會生態皆是藍軍立委過半席次，任命的行政院長連戰（1993/2 

~ 1997/9）、蕭萬長（1997/9 ~ 2000/5）也是同黨陣營，此時府會一致，因此要列

舉證實在這階段是屬於總統優越制，恐怕未能加以充分證實，僅能說明此時我國

的總統並非內閣制中的虛位元首，而是有實質權力。陳水扁上任後府會分立的狀

態之下，陳水扁直接命唐飛為閣揆，雖然唐飛是蕭萬長內閣時國防部長，也是國

民黨黨員，但唐飛是以個人身分入閣，而任命他為閣揆並非國、民兩黨協調下結

果，是陳水扁依照憲法上賦予總統的職權「單獨任命之」，（吳玉山：2017），藉

此更能凸顯出即使是不一致的府會關係，總統依舊能展現出「總統優越」特性。 

 

案例二：國會代表新民意 

    2016 年 1 月 16 日，民進黨籍的蔡英文以 689 萬多票、56％得票率當選中華

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同時國會政黨席次也跟著大洗牌，113 席總席次，民進黨大

獲全勝取得 68 席次，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並且首度單獨取得立法院過半席次；

國民黨則是從原本的 68 席銳減至 35 席，而這也是泛藍軍首度在國會失去超過一

半以上席次，成了立法院 大在野黨。此時總統和國會都是民進黨，府會一致，

不過，距離蔡英文正式就任總統日 5 月 20 日尚有 4 個月的看守內閣的過渡期，

因此馬英九總統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致電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女士19，並且邀蔡

英文到總統府商議，任命一位獲得多數立委支持的人出任閣揆。當時馬英九總統

向蔡英文表示，為了選後政局穩定以及避免政務停頓、政府空轉，經過審慎思考，

希望能任命一位獲得多數立委支持的人出任閣揆，讓政府、國家政務能持續推動，

																																																								
19	 馬總統電賀蔡英文當選	 邀蔡入府共商新內閣人事，蘋果日報（2016/1/16），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0116/77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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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提到希望蔡主席能以國家社會為重，願意到總統府進行商議，實現藍綠共治。

20 

    馬英九有意拋出“組閣權”，願意退居到二線當「虛位元首」，讓國會多數黨

提前組閣，並且強調他尊重雙首長制，不過此一提議蔡英文並沒有接受。以制度

面來說，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

施政報告之責，立委有向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若把此規定實際執行

恐有困難處，馬政府的舊內閣團隊在新國會開議之後，如何提出施政方針和施政

報告？一個任期僅剩下 後幾個月時間的舊內閣卻要去向新國會報告說明未來

要做什麼，似乎稍嫌怪異，與責任政治精神不相符合。 

   除此之外，「權責不清」的核心問題，很有可能也是蔡英文不願意提前組閣願

因之一。依據《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 2 條規定「國家安全會議，為總統決定

國家安全有關之大政方針之諮詢機關。前項所稱國家安全係指國防、外交、兩岸

關係及國家重大變故之相關事項。」蔡英文不願意提前組閣，因為新內閣團隊包

括陸委會、國安局這些實質權力都是直屬總統，如此一來，即使蔡英文的新內閣

團隊提早上任，但馬英九尚未卸任，恐怕會演變成「蔡內閣聽命於馬政府」。 

    其實，2016 年在毛治國內閣總辭之後，新任總統上任之前，長達將近四個

																																																								
20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5 日總統府新聞稿：總統任命張善政副院長為行政院長。總統府發言人    
  陳以信表示，第九屆立法委員已於 1 月 16 日選出，立法院將於 2 月 1 日開議，行政院毛治國 
  院長已依憲政慣例提出內閣總辭。馬英九總統經審慎考慮後，同意毛院長辭職，並決定任命現 
  任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為新任行政院長。陳以信轉述，馬總統表示，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 
  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同條第 2 項規定：「行政院依左列規定 
  對立法院負責。」因此，總統任命行政院長，雖然不須經立法院同意，但基於民國 86 年國民 
  大會修憲刪除憲法第 55 條閣揆同意權時所提出修正案的理由，與當時朝野國、民兩的共識， 
  以及民主政治即為「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的憲法要求，總統仍應尊重國會多數，任命一 
  位獲得立法院多數委員可接受的人選擔任行政院長，以免政務空轉、造成政局不安。在此原則 
  下，馬總統今日親自致電未來立法院多數黨的民進黨蔡英文主席，但因蔡主席事忙而未果，復 
  由曾永權秘書長與蔡主席所指定的民進黨林錫耀前秘書長通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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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的「新舊」交接期，其實是一個很好回歸到《憲法》半總統制的時機。回顧

過去馬英九總統談話，他多次提及承諾、落實「雙首長制度」。（參見表 1-2）21 

 

表  1-1:馬英九曾承諾「雙首長制」之發言紀錄  

日期  談話內容  

2010/10/25 即使國民黨日後在國會淪為少數，也會尊重多數黨組閣原

則。  

2005/12/07 多數黨組閣是指執政黨交出組閣權，由立法院多數黨或是

多數聯盟組閣；總統的角色是接受人選，而非指定。  

2006/05/01 在國外，總統所屬政黨若是國會少數黨，就會尊重國會選

擇閣揆  

2006/06/05 多數黨組閣機上 2008 年重要憲政政見，執政黨就算非國會

大黨，政府也不會空轉。  

資料來源：陳柏樺 (2016/1/7 今周刊 ) 

 

    因此，在看守內閣期間，若蔡英文和馬英九按照憲政精神為國家、人民謀取

大福祉，應採取藍綠共治，避免長達 4 個月內閣空窗期，但為何「藍綠共治」

無法兌現？本研究欲從制度面、非制度面，以及應然面、實然面進行探討，本文

主要的問題意識即在於回答： 

一、按照我國憲政核心精神，在半總統制下，無論哪一黨執政，為何 終閣揆都 

    是傾向靠攏總統這一方？（以2000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案例之後閣揆任命， 

																																																								
21	 陳柏樺，2016，〈馬總統應藍綠共治	 避免空窗四個月〉（2017/1/7），今周刊 9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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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總統大選後為何無法實施藍綠共治而走向看守內閣的案例進行探討分析 

    說明）  

二、在我國雙元行政架構下，哪些因素提供總統有利條件進而擴權？ 

三、我國修憲後的憲政體制，總統有權任命閣揆，制度面上來說，內閣對國會負 

    責，但以實際執行情形來看，是否也須對總統負責？  

四、哪些原因造成憲政規範和憲政慣例之間落差？（從制度面、非制度面分析 

    ） 

五、我國未來憲政體制變遷的可能方向？ 

六、在我國的現有的體制總統與行政院長，誰是實際上真正領導政府的人？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壹、  研究架構與範圍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欲探討我國半總統制下，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政府首長之根本性問

題，以及何種原因造成我國雙元行政實務和理論之間的落差。首先，先整理出目

前半總統制主要的研究及其內容釐清： 

（一）定義概念：杜瓦傑狹義定義、Elgie 廣義定義 

（二）制度規範之間的相互比較：Shugart and Carey 

（三）實務運作之後所產生的差異：吳玉山 

從上述三個層面循序漸進釐清我國半總統制，以及定位出目前我國在半總統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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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類型。（參考圖 1-3） 

 

 

圖 1-3 本文我國半總統制次類型運作軌跡脈絡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行繪製 

 

    探討歸類出我國半總統制之次類型之後，接著再從總統權力進行探討，主要

核心是在探討 2000 年和 2016 年個案，總統的閣揆任命權無須立法院同意之下的

意義與外溢效應，總統任命的閣揆政治上的角色。另外，總統和行政院長之間權

責分屬關係以及互動作為研究核心，並且從中抽絲剝繭分析出 終權力歸屬原因，

本文強調「行政權歸屬」與「行政、立法互動關係」以及「行政院長在總統、國

會雙方面影響之下，是否會和總統權」來進行探討觀察。（參考圖 1-4） 

 

 

我國半總統制
運作軌跡與歷

史脈絡

定義與概念：

杜瓦傑狹義定義

Elgie廣泛定義

制度規範與比較：

總統議會制

總理總統制 實務運作後差異：

總統絕對優勢型

總統相對優勢型

總理絕對優勢型

總理相對優勢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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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本文研究論述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行繪製 

二、研究範圍 

    本文主要探討總統的閣揆任命權之行使，進而討論行政權歸屬總統還是行政

院為核心探討方向，因此將聚焦在半總統制雙元行政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另外

也要從總統的憲法上制度性權力以及非制度性全力上進行分析，而本文重心將在

於 2000 年以及 2016 年閣揆任命權之探討，因此也會深究時任行政院長的角色與

權力，是幕僚行閣揆還是有權利行使行政權的閣揆？欲從擔任閣揆時間長短、推

動哪些政策、是否曾與總統意見相左、確切執行總統意志這幾方面來探討，以此

勾勒出我國行政權力歸向何方之輪廓，而此與憲法規定是否相符合。 

 

貳、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與訪談法。 

總統權責 	

	

行政院長 	

權責 	

互動影響 	

閣揆任免權 	

制度性規定 	

憲政慣例 	

應然實然落差 	

	

行政權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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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獻分析法 

    在文獻分析法上，有關半總統制在學術上的定義、知名學者的研究將都會納

入，另外包括有關我國的半總統制的憲法、法規、大法官解釋、新聞事件…等，

都會盡可能蒐集納入。而這些文獻又可分為：憲法資料、學術文件、官方網站資

訊、文書資料、學者和政治人物相關人等的期刊、專文以及專書，另外，憲政爭

議事件也屢屢上新聞版面，媒體新聞報導也可獲得相當程度的資訊。不過，媒體

報導還得分成一手資訊報導以及二手資訊，因此，必須交叉比對資訊來源，以及

考量報導的可信度。 

 

 二、深度訪談法  

    本文採取質性研究，以深度訪談為主，並佐以資料分析輔助。在訪談上，擬

定 6~10 位訪談對象，包括黨政相關人士及其核心政策幕僚、主跑該線路的媒體

記者。本論文主題聚焦在半總統制下的權力三角關係以及總統、總理行政權，因

此訪談對象預計分成行政院體系、總統府體系、國會體係和學界體系四大部分，

針對訪談對象再依照政黨派系、政治光譜進一步細分，將訪談內容結果進行交叉

比對分析。（參考表 1-2） 

（一）擬訪談行政院體系人士： 

前行政院長 唐  飛（扁政府時期） 

 前行政院長 江宜樺（馬政府時期） 

 前行政院長 張善政（馬政府時期） 

  （二）擬訪談總統府體系人士： 

  前總統府發言人 陳以信（馬政府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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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總統府秘書長 曾永權 （馬政府時期） 

  （三）擬訪談國會體系人士： 

  前立法院副院長、前國民黨立委 洪秀柱 

        資深國民黨立委、前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賴士葆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 柯建銘 

   （四）學界體系： 

         預計採訪對於半總統制相關領域研究學者，請其詳加描述說明我國半 

         總統制實務面、理論面差距以及未來可能修憲方向。 

 

表  1-2 深度訪談受訪者  

受訪者  政黨  職務  任期   

唐   飛  國民黨  扁政府行政院長  2000/5/20~2000/10/6  

江宜樺  國民黨  馬政府行政院長  2013/2/18~2014/12/8  

張善政  無黨籍  馬政府行政院長  2016/2/1~2016/5/19  

 

陳以信  國民黨  馬政府  

總統府發言人  

2015/2/6~2016/5/19  

曾永權  國民黨  馬政府  

總統府秘書長  

2015/2/12~2016/5/19  

洪秀柱  國民黨  馬扁政府立委  1990/2/1~201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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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士葆  國民黨  政策會執行長  

扁馬蔡政府立委  

2015/2/1~2016/4/30 

1999/2/1~迄今  

            

柯建銘  民進黨  立院黨團總召  2010/7/8~迄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行繪製 

 

參、訪談大綱  

    針對不同受訪者，設計不同提綱內容，並評估訪談內容是否達到預期效果，

每一位訪談時間 30 分鐘至 1 小時，訪談題綱如下： 

  一、行政院體系訪問題綱（馬蔡政府交接時期）： 

    （一）唐飛擬訪綱： 

       1.2000 年陳水扁政府執政，當時政治環境府會不一致，國會仍是國民黨 

        立委居多數，當時陳水扁總統任命您為閣揆，施政上總統是否會給予 

        意見或者陳總統會希望以他的意見為主？ 

       2.若與總統意見相左時，該如何協調？是否會有所衝突？如何排解？ 

       3.扁政府時期的政治環境是朝小野大，您覺得您當時是總統府和國會之 

        間的橋樑嗎？或者擋箭牌？  

       4.您是首位無徵詢國會同意即上任的閣揆，在憲政體制上來說，更加確 

        定我國半總統制次類型總統優越型態，但這樣的模式在您和總統的行 

        使行政權時是否有所權力重疊、衝突，或者模糊不清之處？能否舉裡 

        說明之？若有上述情況，解決方式為何？ 

       5.您覺得當時擔任閣揆時，行政權實權掌握度狀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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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從 2000 年唐內閣名單看來，除了部分無黨籍閣員之外，民進黨閣員佔 

         多數，國民黨籍閣員包括國防部長伍世文、退輔會主委楊德智以及央 

         行總裁彭淮南，這些部會首長、內閣名單，以您提名為主還是有陳水 

         扁總統的想法、意志？ 

     （二）張善政擬訪綱： 

        1.以 2016 年總統選舉結果來說，當時國民黨拋出國會多數組閣議題， 

         希望在新舊政府交接時期實現藍綠共治，即使是短短四個月，卻也是 

         台灣憲政體制、憲政慣例上史無前例的舉措，國民黨的考量點為何？ 

         想保留 後四個月的政治影響力，不想成為媒體口中所謂的看守內閣？     

         而蔡英文拒絕的理由可能為何？雙方政治精算？ 

        2.即使是馬政府 後四個月時間，2016 年 2 月 12 日毛治國內閣總正式 

          進入張內閣時期，也是正式進入看守期間，針對重大政策和計畫都不 

          再決策，在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是否有想過新政方針？或提出新政計 

          畫？內容為何？實際執行效度？ 

        3.在 後任期時間，不再審核重大政策，不過針對安家固園方案、開放 

          Apple Pay、通過匯流五法草案是您任內 滿意政績，不過即將卸任 

          的舊政府內閣，面對新國會如何積極作為？ 

       4.馬總統提出藍綠共治，也有意拋出組閣權願意退居到二線當「虛位元 

         首」，並強調雙首長制，但是蔡政府拒絕，您認為馬總統此番說法的用 

         意為何？內閣閣員的看法？藍綠共治有可能嗎？ 

       5.若蔡英文創下此憲政先例，萬一未來民進黨或是原本的執政黨在國會 

         選輸，是否都要必須將部分行政權釋出？是否弊大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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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承上題，所謂的弊大於利是基於政治權利而言，但政治應該是以民為 

        本，看守內閣對國家來說是否就是空轉內耗？  

       7.看守內閣時期，無論制度面、執行面，舊政府失去民意，新政府政府 

        尚未有正當性，行政院是否綁手綁腳？因此出現憲政風險？ 

       8.若能提前組閣，新內閣要執行即將卸任總統的政策和意志？權責如何 

        釐清？ 

  二、總統府體系訪問題綱： 

    （一）陳以信、曾永權擬訪綱： 

       1.就您所知，馬總統在大之前就已經有提出藍綠共治的想法了嗎？選擇 

        提出提前組閣的時間是否也考量過？提前讓新政府多數國會組閣，能解 

        決看守內閣窘境？ 

       2.若真能開創憲政先例藍綠共治，期待新閣揆和即卸任總統的關係為何？ 

        總統的部分意志能靠新內閣執行？衝突點？ 

       3.有專家學者表示，年總統大選，國會多數黨組閣之議假若可以實現， 

        極有可能讓我國憲政體制走向良性憲法的時刻，馬總統在選前倒數時刻 

        拋出此議題，在極短時間內，如何形成憲政共識？又或者已預測到蔡英 

        文不會答應？  

       4.馬英九提出多數黨組閣之後，曾被質疑看守內閣期間政策窒礙難行， 

        很有可能成為跛腳政府，因此馬總統公開表示：「我的字典裡沒有『看 

        守』二字」，此說法，是否強調總統的職權？ 因而造成府院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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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章節安排  
 

    本研究擬定分為緒論、文獻回顧、2000 年總統的閣揆命權之分析、2016 年

看守內閣與藍綠共治之分析、結論與建議五個章節。 

    第一章緒論，包括本文之根本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研究

架構和研究方法還有章節安排。第二章是文獻回顧，主要分成我國現行憲政體 

制的半總統制、半總統制下的次類型型態、總統的權力與角色、行政院長的權力

與定位、雙元行政體系下行政權歸屬。 

    第三章與第四章則分別針對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個案 2000 年、2016 年總統的

行政院長任命權進行分析研究，第五章則是本研究的結論和建議方向，期待能在

我國憲政體制下提出一些實務上的想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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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我國現行憲政體制-半總統制  
     

    欲探討我國半總統制的憲政體制，得先從 1997 年第四次憲改開始談起。第

四次憲改確定我國進入半總統制國家範疇（吳玉山，2012），確立我國總統由人

民直選產生，閣揆領導內閣對國會負責，但也維持總統主導的半總統制，因此，

探討我國半總統制的憲政運作，影響此型態 根本之處除了在於行政院長的產生

方式，還包括行政院如何對立法院負責的關係（沈有忠，2018）。 

 

壹、半總統制  

    半總統制，目前一般學界普遍將之定義為在內閣框架之上加入總統直選，因

此同時具備內閣制和總統制的特色，也正因如此，半總統制具備內閣制中總理帶

領的內閣對國會負責的特徵，而首位半總統制提出概念說明的則為法國學者杜瓦

傑（1980）。 

    杜瓦傑認為半總統制必須符合三項主要核心特徵：1.人民可以直選總統，2.

總統有相當的實權，3.除了總統之外，必須具有一個獨立於總統之外，並且與總

統相對握有行政權的內閣總理，其須獲得國會信任始能在為（Duverger，1980:166）。

由此可知，杜瓦傑不旦說明半總統制的「雙元行政首長」內容，也強調人民直選

產生的總統具有「相當實權」以及內閣須得國會青睞信任之必要性。不過，基於

各國文化、政治環境背景不同，實施同一套半總統制卻不不見得得到一樣的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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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結果，隨之而來的包括總統擴權造成大總統小閣揆，或者是大閣揆小總統，

甚至也會出現雙元行政、行政權二元化之爭辯，總統、閣揆雙方行政權互相角力、

拉鋸。 

    為避免杜瓦傑在半總統定義中的模糊性而衍生爭點以及總統實權無法充分

界定，另有學者 Robert Elgie 將總統有相當實權此項條件刪除，把半總統制定義

更加簡化，認為任何憲政體系只要具備人民直選總統、總理對國會負責就可稱之

為半總統制（Elgie,1999a；Elgie,1999b；Elgie,2001；Elgie and Moestrup,2007；

Elgie and Moestrup,2008）。而 Elgie 的這套定義，因為操作較為容易，普遍受 

到相關領域學者專家所接受，也被認為是半總統制的廣義定義（吳玉山，2011）。 

    根據上述兩位學者的定義進一步研析，以杜瓦傑所做的狹義定義，將我國現

行憲政體制內涵加以比對：條件一，總統直選產生：1996 年起，我國正副元首

改由公民直選方式選出總統，任期由原本六年改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符合

其定義。條件二，總統掌握相當實權：依照我國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行政院長有總統任命之，總統可直接任命閣揆，此乃自由任免權的部分。

另外，依憲法規定，我國總統為陸海空 高統帥，並制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得

設國家安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以及總統具有國會解散權，

上述條件內容大致上杜瓦傑所提及的總統實權定義； 後條件三：除了總統之外，

我國政府單位行政 高機關則是行政院，即使任命權無須經過立法院同意，但是

行院長所帶領的內閣隊必須對立法院負責，而立法院也可對閣揆提出不信任投票

進行倒閣，此也符合杜瓦傑的半總統定義第三項定義。除了上述狹義定義之外，

在 Elgie 的廣義定義內容中，我國皆符合其內容所指。無論狹義、廣義，我國皆

符合學者定義半總統制之內容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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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半總統制下的次類型  

     在半總統致開山鼻祖杜瓦傑的定義之後，後續出 

現許多學者將之更加詳細定義說明，其中， 廣為學界所知的是 Mattew Shugart

和 John Carey。他們認為杜瓦傑的半總統制在三項指標在概念較為寬鬆，易現模

糊性，因此進一步以「總統 VS. 總理權力」相互比較，而分出兩種半總統制下

的次類型（subtypes）22—總統議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y regime）與總理總

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此兩種次類型是將憲法賦予總統的實權以「立

法權」、「非立法權」作為區分點，好處是能強調出杜瓦傑在半總統制概念上，對

於總統掌握多少實權、能行使至何種程度，無法用數字量化說明，另外，也能藉

著立法權、非立法權的區分，將總統實權、虛權進而分類。 

 

 一、概念上之半總統制次類型 

    Shugart 和 Carey 詳加說明「總統國會制」，其主要特徵：1.總統由人民投票

選舉產生，2.即使國會多數黨非總統黨，但總統仍有絕對優勢權行使閣揆、內閣

部會首長和成員的任免權，3.總理所領導的內閣團隊對國會負責，4.總統擁有解

散國會權或立法權，甚至有些國家總統同時有此兩權23，5.總統有總理任免權，

如此一來也是變相強調總理要對總統負責的意味24。 

    而「總理總統制」之定義：1.總統經由人民選舉產生，2.總統掌握相當的權

力，3.獨立於總統之外，設有行政內閣單位並國會負責，4.憲法沒有賦予總統行

																																																								
22	 Mattew	Shugart	and	John	Carey.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8-27。	
23	 呂炳寬、徐正戎，2005，〈半總統制的理論和實務〉，台北：鼎茂出版社，頁 134。	
24	 吳玉山，2012，〈半總統制權力的三角的邏輯〉，台北，五南出版社，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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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總理免職權，換言之，總理總統制意味著總統有政治運作能力，但是卻沒有閣

揆任免權（Shugart and Carey,1992：24）。上述這些總理總統制定義，很大程度

和杜瓦傑的半總統制定義相當雷同，不過， 大差別之一就在於杜瓦傑不排除總

理所領導的內閣要同時對國會、總統負責25，而這正是 Shugart 和 Carey 認為半

總統制的關鍵在於「總理是否要同時對總統和國會負責」以及「總統能不能免職

總理」（Shugart and Carey,1992:24），假若總統有閣揆免職權，總理除了要向國會

負責之外也得向總統負責。 

 

 二、實際運作之半總統制次類型 

    然而，針對 Shugart ＆ Carey 所分析的兩種次類型之外，吳玉山（2012）提

出疑義，他認為必須特別注重行政權歸屬和負責對象，也就是將焦點放半總統體

制實際運行之後，會在總統制軌上運作，由總統總攬 高行政權力，以己意隨意

任命閣揆；又或者或在內閣制軌道上運行，由國會所支持的總理掌握國家 高行

政權，對國會負責而非對總統負責。而在此兩種次類型中，還有另外兩種折衷型

態，因此可分為四種次類型運作模式26：總統優越（presidential supremacy , PS）、

分工妥協（compromise , COM）、換軌共治（alternation , ALT）以及準內閣制（quasi 

parliamentarism , QS）。吳玉山指出，從憲法上的規定無法判斷什麼樣的國家是屬

於半總統制型，也無法將其歸類於半總統制下的何種次類型27，因此區分點在於

「總統組閣權力的大小」。 

    總統優越（presidential supremacy）顧名思義無論總統黨（總統所屬政黨）

																																																								
25	 張峻豪，2012，〈半總統制運作類型的跨國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頁 64。	
26	 吳玉山，2011，〈半總統制Ｌ全球發展與研究議程〉，政治科學從論第 47 期，頁 1~32。	
27	 吳玉山，2017，〈半總統制下的權力三角：總統、國會、內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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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掌握國會多數，總統都有組閣權，全權掌握並且能決定內閣團隊成員，此時

的總統，無論府會一致或分立，總統都是國家元首，但若要細分，總統黨占國會

多數黨時，總統就是執政黨的領袖，可任命總理，總理也對總統負責。 

    分工妥協（compromise）類似總統優越的限縮版，當府會一致，總統有組閣

權，一旦府會分立，總統會讓國會依照各政黨席次比例分配或者協議的方式進而

決定總理和內閣人事。然而，唯獨在重大政策議題或者特定部會領域，總統不會

放出權力，反而更堅持掌握住主導權，尤其是國安、外交方面職權掌控直屬總統。

換軌共治（alternation）同樣也是從府會之間的關係來加以判定。當總統府、國

會一致時，總統順理成章可以主控內閣、內閣成員，總理、行政院長則會自然地

成為總統的第一副手，相反地當府會不一致，總統就會讓出組閣權，交由國會多

數黨一方進行組閣。 

    準內閣（quasi parliamentarism）制顧名思義就是類似於內閣制的限縮版。雖

然總統是由人民選出，但無論總統黨是否在國會屬於多數獲多數聯盟的一方，總

統都無權組閣，組閣權須全權尊重國會的決定，而非以總統所屬意的人選名單來

任命領導政府，因此，這樣的模式相當類似於內閣制的虛位總統（虛位元首），

無論府會一致或府會分立，總統都無權介入干涉組閣權。 

    從上述實際運作內容和條件來看，我國的半總統制屬於總統優越型次類型，

意即無論總統所屬政黨是否掌握國會多數，總統都具有組閣權，並可以任意決定

行政院長無須立法院同意，並使內閣對總統負責，甚至於總統對行政院長行使免

職權也是由任命權衍生而來，因此可以更加確定我國總統優越的次類型。（吳玉

山，2012；Wu,2000,2005；Liao and Chien,2005；Wu and Tsai,2011）。而呂炳寬

（2009）是以總統任命總理是否須經過國會同意以及總統、總理在憲法上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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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作為區分標準，包括：總統絕對優勢型、總統相對優勢型、總理絕對優勢型、

總理相對優勢型，我國比較偏向於總統絕對優勢型。 

    另外，總統和總理除了在憲法權力上的比較之外，行政權歸屬層面上，總統

和總理都能有主張實權之可能性及可行性，假若行政權歸屬總理，實際運作後也

可能產生不同型態，Elgie（2005:102-109），提出三種不同類型半總統制：超級

總統制的半總統制、儀式性的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 regimes with 

ceremonial president），以及總統與總理分享行政權的半總統（semi-presidentialism 

regimes with a balance of presidential and prime-ministerial powers）。在超級總統制

的半總統制國家中，顧名思義會出現極具高度個人意志傾向的總統，總統權擴大，

總理權縮小形成「大總統小閣揆狀態」，甚至可能出現民主倒退等情況；相對來

說，儀式性的半總統制有點類似於內閣制度，總統只是象徵性領導者而非真正決

策者，權力掌握在閣揆手上；另外，總統與總理分享行政權的半總統制，總統和

總理則有權職區分，軍事外交權通常歸屬總統，但 終真正決策者在於總理，總

理角色固然重要，但總統也能發揮政治影響力。28 

    針對 Elgie 所提出的三種半總統類型，可以藉由實際運作型態近一步確認行

政權歸屬是否衝突，綜合上述落所描述，評估分析我國型態接近於高度總統化的

半總統制度。 

    除了從總統權力、閣揆任命權來看之外，學者沈有忠認為也能從總統的黨權、

國會凝聚、制度性權力三大變項因素來研判，我國則是總統化極高的半總統制國

家（2017：146），總統和國會對行政院長的課責能力是表現在積極的任命過程，

而國會則是消極的解組過程，而這些特性尤其是在府會不一致的情形下更加容易

																																																								
28	 張峻豪，2016，《共治類型與新興半總統制國家的憲政經驗》，翰蘆出版社，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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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顯現，因此權力明顯趨向總統化。（王業立、陳坤森，2009；蘇子喬、王業

立，2018） 

    上述諸多觀點主要皆由憲政實務運作角度觀察，而多數專家學者其實都認為

因為半總統制的彈性產生的模糊空間，因而導致權力趨向總統一方，但法學專家

陳淳文則抱持不同看法。陳淳文強調憲法裡清楚規範賦予總統的權力非常清楚，

包括：閣揆提名及任免權、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緊急命令發布以及覆議核

可權等等，總統都能單獨行使權力，除了這些以外，就憲法規範內容層面而言總

統無權單獨行使行政權，換句話說，總統必須透過代理人行政院長、代理機關行

政院來執行政府政策，所以假若無行政院當作媒介，總統根本沒有辦法直接行使

行政權29，言下之意為憲法對於總統和行政院之間的行政權行使分屬是相當清楚，

我國憲法上行政權規範範疇主要掌握在行政院手上。然而我國卻在半總統制下將

行政權高層一分為二，反而造成行政權執行與監督之困難。（2013，32） 

 

參、我國半總統制型態疑義與修正方向  

   但為何我國半總統制會走向總統權力強化這一方？進一步剖析，半總統制可

在四種次類型制度中分析在權力三角關係裡「PCC-總統」-president,國會 congress,

內閣 cabinet 之間的「力」，何者大、何者能主動使力，權力的使用和掌控都會隨

著不同情境、國家而進行切換，甚至也會隨著掌權者的想像、認知、偏好以及政

治利益計算而不同。 

																																																								
29	 大法官釋字第 627 號解釋文：「總統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之行政權範圍內，就有關國	
	 	 	 家安全、國防及外交之資訊，認為其公開可能影響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而應屬國家機密者，	
	 	 	 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此為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其他國家機關行使職權如涉及此類資訊，	
	 	 	 應予以適當之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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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子喬則提到憲政體制是否政治力的產物，政治力除了是由政治行動者本身

的利用考量以及彼此策略性互動所塑造，另一方面憲政體制也是制約政治力的框

架結構，政治行動者在既存的憲政體制中結構下，形成自身的偏好、確認自己的

利益，並決定和其他政治行動者互動時的策略。要從政治行動者或結構任何一片

出發進行研究憲政體制的變遷過程，都無法面面俱到，必須同時兼顧「政治行動

者、結構」兩個面向，但是「兼顧」正是問題所在。（2010，28，東吳政治學報） 

    無法面面俱到的原因之一其實就是政治利益。吳玉山的〈半總統制與策略性

修憲〉探討「半總統制如何被操縱與修改以符合政治精英本身的期盼和利益」，

提到主要原因就是「政治利益」，因此我國在多次提及修憲議題上，並非完全是

針對憲法上的缺失進行修改，反而是以政治菁英的利益為優先而進行策略性修憲，

主因歸於半總統制的彈性以及不確定性空間，提供政治菁英策略性修憲的廣大空

間，結果大者恆大的結果之下就是產生「加大總統權力型」、「加大國會權力型」。

另外，這些政治菁英者欲策略性修憲，在動機層面可以分成「獲取型」和「防制

型」，兩大類，但一言以敝之，策略型修憲方向要怎麼走使得憲法權力流向總統

或國會，完全端看執政者對於選舉的預測，如何讓執政者本身、執政黨、執政聯

盟能繼續成為政治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吳玉山，2016 年 9 月，〈半總統制與策

略性修憲〉，《政治科學論叢》，頁 1-26） 

    因此，沈有忠在〈半總統制下行政體系二元化之內涵〉文章表示，「行政權

二元化的在界定：分權或分時治理」，在多數理論、文獻中進行比較，行政權的

二元化是界定當代半總統制的關鍵變數。而半總統制不僅是從兩個行政權之間的

隸屬關係、權力課責進行探討，還要從總統、總理兩個行政權在憲法架構應然面

被期待的角色，以及實然面上真正在憲政運作時所呈現的情況，從期待與實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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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較兩者是否有所落差？落差的原因為何？（沈有忠，2012 年 4 月，〈半總統

制下行政體系二元化之內涵〉，權力在哪裡？從多個角度看半總統制）。 

    林繼文在〈共治可能成為半總統制的憲政慣例嗎？〉核心議題試先分析界定

總統和閣揆的關係，接著再探討如果總統在政治上是實權領袖，若總統黨是國會

多數黨或多數聯盟，爭議可能不大，但假若總統黨主導的是少數政府，很有可能

會造成朝野僵局，而由總理組成的多數內閣，若和總統共享權力，很有可能也會

造成兩大行政權上的衝突（Kirschke,2007）。（林繼文，2012 年 4 月，〈共治可能

成為半總統制的憲政慣例嗎？〉，權力在哪裡？從多個角度看半總統制）。 

 

肆、小結  

    2000 年總統大選，民進黨籍的陳水扁雖然獲勝，但是在國會裡，國民黨立

委席次超過一半以上，民進黨立委僅占約三成，這是我國實施憲政以來第一次總

統所屬政黨和國會多數黨不一致，但陳水扁依舊能依照自己的意志任命唐飛為行

政院長，毋須獲得國會同意，因此也讓我國在 1997 年第四次修憲之後，所謂的

半總統制下灰色地帶、模糊不清界線，更加明顯勾勒出「總統議會制」輪廓，叔

元行政的權力往總統這一方靠攏，但這樣的改變並不是靠修憲，而是在真正的半

總統制運作之下所產出的次型態。而從總統可以任免閣揆型態來看，閣揆的權力

不是來自國會同意與支持，而是來自總統的任命，因此行政院長多少在心理認知

上會自我定位為總統的幕僚長一角。 

    在學界，一般認為總理總統制比總統總理制來得更加穩定，未來我國在半總

統制度下是否有可能往總理總統制方向行？恐怕得需要時間觀察，但憲政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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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會造成憲政慣例，總統一旦習慣行使閣揆任免權，而且無須立法院同意，收

回或取消此模式，恐怕有難度。因此一旦憲政慣例久而久之成為一種習慣之後，

較難以改變。  

 

第二節   行政院長權力與角色定位  
 

     依照杜瓦傑對半總統制的定義，除了總統之外，還必須要有一個能與其對

應 的 總 理 與 內 閣 ， 掌 有 行 政 權 並 且 必 須 取 得 國 會 信 任 始 能 在 位

（Duverger,1980:166），因此，行政權應該歸屬誰在二元行政當中經常是爭議焦

點，假若憲法之中對於總統、閣揆權責職屬有所灰色地帶，則可能會造成某一方

越權，在我國憲政體制中經常被討論的就是總統的權力是否被強化、擴大？應然

面和實然面是否產生落差？因此，欲探討行政權歸屬，除了上章節所談的必須釐

清總統定位之外，在雙元體制下行政院長的定位和角色也必須釐清並加以說明清

楚。 

 

壹、行政院長：最高行政首長  vs. 總統幕僚長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53 條規定，行政院為我國 高行政機關，行政院掌握

行政權，而掌管行政院的閣揆即握有國家 高行政權，換句話說，行政院長是中

華民國行政院首長，也是中央政府各行政部門的 高領導者；憲法第 56 條也提

及：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以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長請總統任

命之，憲法第 58 條：行政院依《行政院組織法》中也清楚規定「行政院長，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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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院務，並監督所屬機關」，由此繼更加確定行政院長在國家行政權上的具有主

導、主動權力，而在處理行政事務上也有主導執行的角色地位。 

    上述憲法內容並無爭議，但問題點就在於「行政院長的產生方式」。行政院

長是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須立法院同意30，在這樣的框架產生方式之下，行政權的

正當性來源從原本的「二元」，直接簡化成總統自行決定行政院長，掌管國家行

政裁量權的首長，產生方式、民主正當性，卻僅僅只來自於總統。31意思就是，

閣揆產生方式已和國會無關係、完全脫鉤，反而和總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性。 

    除了閣揆任免權，根據憲法第 56 條規定，行政院長掌有內閣人事權，決定

名單後由總統任之，但在實際運作上，卻存在著「總統色彩」。我國內閣團隊名

單大部分都是遵照總統的指示任命之，即使不是總統欽點任用，勢必也得經過總

統首肯同意，換言之，閣揆、內閣團隊都是總統的行使任命權範疇，在憲政運作

上再度顯示出屬於「總統優勢」（吳玉山，2005），閣揆和內閣團隊也就成了總統

的幕僚單位、貫徹執行總統政策、總統意志。 

    另外，憲法上，總統是國防、外交、國家安全方面 高行政首長，而行政院

長則是一般行政權的 高行政首長（黃昭元：194），行政院為我國 高行政機關，

但我國總統是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具有一定的民主正當性來源，加上握有閣揆

任免的生殺大權，演變至今總統可決定人事、主導國內行政事務32，蔡榮祥（2016）

提到，以實際案例說，2013 年本勞外勞基本工資事件，就可以看見馬英九在涉

入行政政策決程度之深。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陳冲和經濟部長施顏祥針對基本工

資主張本勞和外勞的基本薪資，不過時任勞委會主委的王如玄堅決反對，認為此

																																																								
30	 憲法增修文第 3 條第 1 項。	
31	 康嘉穎，2016，〈法律白話埕：從行政院長的產生看多數黨組閣爭議〉，《公法與人權/白話埕》。	
32	 蔡榮祥，2017，〈半總統致下總統、總理、國會的三角關係：比較觀點下的台灣運作經驗〉，《半	
	 	 總統制下的權力三角：總統國會內閣》，台北：五南文化出版，頁 24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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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有傷害本國勞工權益之疑慮，內閣團隊政策不同調，經濟部和勞委會互槓，工

資爭議事件延宕好幾天，王如玄甚至淚灑立法院當場辭官，33 後由馬英九拍板

定案本來外勞基本工資不脫鉤，總統在行政權的行使力道明顯可看出。 

    即使憲法規定上，行政院長擁有 高行政權，憲政體制上和總統權是雙元軌

制，總統代表國家，統而不治，行政院院長領導政府，治而不統。不過，釋字第

419 號解釋爭點「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違憲？」大法官理由書中提到，依照憲法

第 53 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 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院長及其領導之內閣須對立

法院負責，副總統固屬備位性質，憲法上亦無明定之職權，但副總統有輔弼總統

之責，乃總統之僚屬或副手，平日承總統之命行事，副總統實具有潛在之職權，

一旦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則閣揆變成總統之幕僚長，而行政權盡入總統囊

中，憲法設計之制衡機制破壞殆盡，覆議核可權及副署制度均失其意義。」若以

上述大法官釋字之說明，即便憲法本文上沒有明確解釋，但釋字的解釋已將閣揆

定義為總統幕僚長職務角色。 

    但是行政院長一職，在半總統制下的角色定位並不是那麼容易劃分清楚，因

此可透過政黨輪替後行政院長與總統的互動、時空環境背景、閣揆的地位是否有

所危機等等進行探討。34以陳水扁時代任用的閣揆唐飛來說，當時陳水扁自我期

許能成為「全民總統」，希望國民黨籍的唐飛以個人名義入閣之後進行組閣，主

要用意是希望能由唐內閣主導跨越政黨組成的政府（黃德福，2000:9-10），不過，

陳水扁在日後的處事方式，無論是內閣人事或是政策推行，並未透過唐飛進行溝

通，而是展現總統一人意志的執行。萬一遇到總統、閣揆意見相左時，行政院長

																																																								
33	 蘋果日報，2012，〈基本工資調整	 快今拍板〉，	
	 	 	 https://tw.appledaily.com/sports/daily/20120926/34533318。	
34	 張峻豪、徐正戎，2007，〈閣揆角色的受限或突破-政黨輪替後我國行政院長與總統互動之研	
	 	 	 究〉，《臺灣民主季刊》4（1）：5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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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發揮行使行政主導權，反而都是由總統居於主動主導地位。舉例來說，唐飛

擔任閣揆 140 天即辭職下台，其中 大引爆點之則是「陳唐對核四理念不合」。 

唐飛主張續建核四，但是陳水扁反對，總統和閣揆在核四能源政策理念上大不相

同， 後唐飛請辭，而核四如此重大議題則由總統一人決策、決定。甚至在唐飛

請辭之後，陳水扁還以「搬開路上大石頭」來暗喻唐飛。由此可看出，總統的行

政權擴張，府院意見不合，閣揆只能請辭離開。 

 

貳、小結  

    半總統制之下的總統、閣揆、國會之間的權力衝突一直都是其 大特色，其

中總統和閣揆之間的矛盾、爭議主要還是來自於行政權歸屬，總統、閣揆是否政

策、理念同步調，萬一雙方想法不一致時，總統是否會進一步想要完權掌控政府

運作（蔡榮祥，2016；Suleiman,1980:118），又或者閣揆能發揮其權力執行政策，

而非成為總統的幕僚長一角。因此總統權力的大小，對於內閣掌控程度為何，總

統放了多少權給閣揆始終都是我國的半總統制憲政體制下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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