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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後我國國會功能及其未來走向 
 

林 水 吉﹡ 

摘  要 

第六次修憲之後，國民大會成為針對特定任務而召開之非常設性會議體⋯因

此，日後國民大會應不再具備一般性的民意基礎，亦即失去了民主國家之國會所

具備的一般性民主正當性基礎，以此觀點而論，國民大會應不再具備相當於民主

國家之國會地位。（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曾謂：立法院、國民大會、

監察院等共同相當於西方民主國家之國會）。立法院成為我國當前憲政體制下的

單一國會，究竟在我國現行憲法的規範下處於何種地位，在整個國家機器的運作

下究竟扮演何種角色，能發揮何種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力；與其他憲政機關間，尤

其是針對分享行政機制的總統與行政院而言，因而形成何種動態關係，單一國會

一院制本身的功能是否能穩定地達到分權制衡的目標，以及單一選區或中選區兩

票制的選舉制度的改革走向等等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與判準切入而為分析，提

供參考。 

關鍵詞：民主正當性、國會意識、雙重主權、兩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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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ongress Function and Trend After 
Embellishing Constitute 

 
                   Lin﹐Suei - gie 
 

Abstract 
 
National Assembly becomes to be the non-permanent conference aimed at the 

particular assignments. For this reason, they do not own general public opinion any 

more afterwards and namely, they lose the democracy legitimation featured all the 

democratic states. Standing on this point, National Assembly should not be the same 

as congress. Legislature Yen, however, is the single congress under the regime of 

constitute. What is the status of the existing constitute bypass the rule? What is the 

role inside the nation machine gearing? How to show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constitutional institute, especially Administration 

Yen, how to the share the administration power between President and Administration 

Yen? The interaction model should be dynamic and single congress should be further 

adapted to show clear link on the constitution regime. The paper tries to examine the 

conflict from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aspects, and offer some results for 

consideration. 

Key words：Democracy Legitimation, Congress opinion, Double Regime, Two 
Vo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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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後我國國會功能及其未來走向 
 

林水吉 

壹、前言 

過去十年，我國歷經六次修憲。整體而言，六次修憲使憲政體制治絲益紛、

制衡機制失調、責任政治的理念及功能受到戕害，尤有甚者，第五次修憲因國大

自肥案而使國人對民主機制信賴感頓失。雖然大法官會議解釋為違憲，惟憲政惡

例已開。第六次修憲之後，國民大會成為針對特定任務而召開之非常設性會議

體⋯因此，日後國民大會應不再具備一般性的民意基礎，亦即失去了民主國家之

國會所具備的一般性民主正當性基礎，以此觀點而論，國民大會應不再具備相當

於民主國家之國會地位。（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曾謂：立法院、國民

大會、監察院等共同相當於西方民主國家之國會）。 

因此，立法院作為我國當前憲政體制下的單一國會，究竟在我國現行憲法的

規範下處於何種地位，在整個國家機器的運作下究竟扮演何種角色，能發揮何種

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力；與其他憲政機關間，尤其是針對分享行政機制的總統與行

政院而言，因而形成何種動態關係，單一國會一院制本身的功能是否能穩定地達

到分權制衡的目標，以及單一選區或中選區兩票制的選舉制度的改革走向等等問

題，可以從不同角度與判準切入而為分析，提供下次修憲的參考。 

首先，從美國國會制度的憲政觀點出發，探討美國國會的功能及其與總統之

間互動產生的制衡作用，作為我國國會功能與總統之間權力互動的參考指標，尋

求今後我國國會的最適功能及其未來發展與走向。 

貳、美國國會的歷史變遷 

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構成了美國獨具特色的政治畫卷，而美國政治體系

中最複雜、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即是國會制度。認識美國國會是認識美國政治的綜

合平台。國會即是聯邦和州政府關係的整合地帶，又是政黨、利益集團、公眾輿

論、文官體制和外國政府總體的權力競技場。由於美國式的「三權分立」是機關

分離而功能重疊的綜合體。因此，國會不僅是立法機關，更是監督、控制政府的

機關，對行政、司法都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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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一向自詡其國會是政治文明的象徵，反映了代議制的理念，是美國最

高權力機關。美國國會力量強大，在於它的憲法地位 1，以及憲政歷史的演變使

然，它是一個立法機關，能夠把政策變成法律，在一個強調「法治」的國家裡，

這種對政治秩序制定權的把握是至高無上的。 

作為美國政治體制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美國國會隨著歷史發展而經歷了自身

政治地位和內部結構的重大變遷。美國535位議員反映著美國人民的歧異、需

要、希望以及對未來的企盼 2。 

美國國會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所具備的「流動性」和歷史變遷，反映著美國政

治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混雜的政治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會既是美式「民

主」政治的萬花筒，也是美國政治腐敗的溫床。 

 考察美國國會是一個變動的流體，並從整體國會政治的發展，衍生出三個

主題： 

一、美國國會的架構和運作離不開美國政治體系的發展。美國國會是三權分

立政治體制的第一分支，是聯邦和州政府之間整合的權力場所。一七八七年制憲

當時有關國會兩院制的基本考量，便是平衡美國社會各種階層和地區的利益，由

一院代表各州，另一院代表全國人民，從而貫徹聯邦制的大原則。而國會二院之

間，也能「使民主傾向與保守傾向互相制衡，避免極端化」3。國會的運作還受

到其他諸多因素如：政黨與利益團體、公眾輿論與媒體、政府官僚體制等方面的

影響。 

二、美國國會本身也是一個有機體。政黨在國會所扮演的角色和國會選舉制

度，領導體系以及委員會制度的構成與運作等密切相關，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美

國國會如何迎接其自身制度更新的挑戰，值得探究。 
三、從政治領袖和「政治精英」來看，美國的體制很容易受到嘲弄，卻不大

會產生愚人 4。堪稱美國政治「名利場」的國會既是權力最高的表現，也是權力

階梯。而「國會文化」和「國會意識」；包括充滿政治睿智和美式幽默的「國會

山莊裡的論辯」的融入，對探討美國國會政治的發展規律，從而深化理解國會議

員活動的基本行為規範，預測他們在重要政策的決策可能性，必定產生深切的關

聯。    

研究美國國會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例如，國會與行政部之間的關係一直

是影響美國外交的重要因素。府會關係在外交事務上兩種決策的分離與共享，在 
                                  
1.孫哲著，左右未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頁 1。 

2.拉瑞．愛格維茲著，張明貴譯，美國政府與政治(台北：桂冠出版公司，1993年)，頁：93。 

3.張定河著，美國政治制度的起源與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60-161。 

4.費什波思主編，展望新世紀：英國經濟學家，2000年全球觀察特輯(北京：三聯書局，2000年)，

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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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使美國對外政策呈現出矛盾與多變性。舉例來說，美國的外交體制可

謂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體制」，它不僅融入了「憲政與民主」，對分權制衡的信奉

以及代表被統治者的政府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信奉，也融入了各種不同民族概念，

試圖「經由總統向世界體現民主」，而由國會來實現美國國內的民主價值 5。這種

「二元民主」的理論根據是總統提供領導人以及掌握信息、專門知識、秘密、速

度和效率；國會則體現人民更明智、更明確、更熟悉的長期價值和判斷 6。 

對美國政府與政治稍加分析，我們會發現美國憲法中關於總統和國會權力的

分配並不明確，或者說存在著重疊現象，也就是所謂的「半陰影區」（twilight 

zone）。亦即在國內事務中，兩者都是最高權力決策機關，但是總統常常提出建

議，國會對行政當局進行監督。一般情況下，國會側重立法事務，而在外交領域，

美國總統的發言權相對較大，國會只是根據國內不同地區、團體、選民和利益集

團的要求，「考慮立法確認或拒絕總統提出的動議」，「預測並控制行政當局的活

動」。雖然總統主導外交政策，但是憲法畢竟明文規定外交權乃是一項由總統和

國會共同行使的權力。因此，近年來國會有演化成為掌握美國外交「錨與舵」的

關鍵機關的傾向。 

參、美國國會與總統 

美國前眾議院院長吉姆‧賴特（Jim Wright）曾深有感觸地說：「憲法使總統

和國會相互依賴，它們既是夥伴也是對手，如果沒有一方的幫助，另一方也難以

實現自己決策目標 7。 

一方面，美國國會不僅有複選總統、副總統的權力。另一方面，兩黨鬥爭也

影響了政府的構成和運作。當聯邦政府內部形成一黨控制行政，一黨控制立法的

「雙重主權」（dual sovereinty）局面的時候，兩個不同政府部門間相互衝突往往

綿延不斷，各項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就受到延滯。 

從整體考察，美國憲政體制中總統與國會相互關係有下列三大特性 8：  

一、國會享有與總統同等的決策權 

國會常常可以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張，尤其，國會擁有與總統同樣方便而有效 

的否決權，在國會多層次議事結構中，每一層次的議事單位，都能夠在不承認政 

治風險情況下否決總統提議的法案，封殺總統擬定的政策藍圖。 

                                  
5.參見路易．亨金著，鄧正來譯，憲政．民主．對外事務(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頁55。 

6.參見路易．亨金著，鄧正來譯，憲政．民主．對外事務，頁62至63。 

7.Jim Wright , Balance of Power-President and Congrees from the Era of Mc Carthy to the Age of 

Gingrich(Turner publishing,Inc.,1996),preface. 

8.孫哲著，左右未來，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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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國會議事制度完整、齊備而且比較嚴密 

美國國會逐漸形成的地位平等、權力對應的參眾兩院機制對總統產生制衡的

效果。 

三、國會完全獨立運作，總統也沒有從內部領導國會的權力 

二百多年以來，不少強勢總統一直在努力擴張總統職權，但是總統一直無法

向國會直接提出議案，而只能提出建議和需求，但均無硬性拘束力。 

總結上面的分析，Richardson強調：在當代西方各國議會普遍的衰落之中，

唯有美國國會卻構成一個「令人注意」的例外，國會保持了它在憲政夥伴關係中

的地位 9。 

肆、國會對總統的制衡面向 

國會以它在憲政享有的無上地位，對總統的制衡面向約有下列四種： 

一、運作立法手段制衡總統 

國會的立法主要有兩大類別：（一）是批准條約，主要由參議院來執行；（二）

是通過憲法修正案或一般立法。 

國會承擔了主要立法工作，但總統也可以否決他認為是違憲或是不明智的國

會議案，從而阻止立法侵犯其他機關的權力或實現不正當的政策，儘管國會兩院

可以通過三分之二多數來推翻總統的否決，但大部分被否決的議案事實上不再有

機會變成法律。 

總統還可以頒布行政法令（executive order），行政機關在立法授權範圍內可
以制定行政規章(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只要不和憲法或其他法律衝突，這些

行政法規具有正式法律效力。 

因此，國會作為主要立法機關，如何善盡「立法監督」(legislative oversight)，

藉以拒絕或消弭行政影響它行政霸權(domination)成為一種重要手段。 

一般而言，國會對總統實行立法監督有下列主要內容： 

(一)、參議院審核批准條約的權力。 

(二)、總統擬定的法律案要經過國會批准或同意。 

(三)、監督行政當局執法的情況。 

總之，國會必須持續地檢討行政當局是否有效地執行了國會所通過的法案或

政策，以落實立法監督 10。 

                                  
9.Irish Prothro Richardson,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Democracy,sixth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Inc.,1997),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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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會擁有掌握錢袋的權力(power of purse)對國家預算和「錢袋子」
的牢牢控制，常常使得總統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美國是一個「支票和餘額」(check and balance，原意為權力制衡)平衡的國家，

但是負責開出支票的是國會而非總院，後者只有保留餘額的權限。 
一九七四年國會通過了預算法，賦予國會審議開支，稅收政策及經濟的全面

要求的基礎上，提出不同于總統預算的另一個全面的預算。 
控制預算不僅能造成錢財的轉移，更能影響權力的分配，經由掌握「錢袋

子」，國會可以衡量政府施政目標的輕重，以鼓勵或懲罰的方式，落實國會意志。

正由於預算法的威力，國會在一九九五年兩度凍結了政府的預算，使克林頓政府

兩度面臨「關門歇業」的窘境。 

三、控制或影響政府的人事安排 

國會擁有對國家高級公職人員任免的同意權力，這項職權的主要內容：選

舉、任命、認定國家高級公職人員，主要包括國家元首、政府官員和立法機關及

一些獨立機關人員。總統挑選的政府高級官員，內閣成員須由參議院同意之後才

能任命。如果參院否決總統提名人選，總統就得重新挑選。 

四、對總統行為的日常性行政監督 

嚴密監督政府的每項工作，並對每項政府的行政行為進行議論，乃是國會作

為代議機關的天賦。從理論上說，國會應該是選民的耳目和代言人，應該體現選

民的智慧和意志。 

一九四六年以前，國會並沒有正式將監督政府列為自己的一項職責，此後國

會才擁有並能運用一些手段對政府官員的行為進行了解和評論，民眾也因此知曉

政府官員為社會大眾提供了那些服務或怠惰了那些工作。因此，威爾遜曾說：「國

會作為消息來源的作用，甚至大於它的立法作用」（註十一）。 

伍、總統對國會的反制衡面向 

國會儘管可以扮演牛蛇的角色時時刻刻「叮」住總統，總統也的確需要國會

的支持才能有效地治理國家。但是，總統也可以反過來揮舞自己手裡的利劍，對

著揮之不去的國會「群蛇」大砍一番。 

總統對國會的反制衡，主要表現在總統有權向國會提出必要的立法建議，而

且作為政黨的主要首腦，總統對立法過程還可以施加自己重大影響力。如總統可 

                                  
10.Oleszek Walter, Congressional procedures and the policy process(Washington, D.C.:CQ. 

Prese,1978),P.201 

11.威爾遜，國會體制．美國政治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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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認為必要的正式院會之外的休會期間召集國會特別會議，遊說各項法案、預

算決議案、行政及司法部門提名權的複核、外交條約的批准等等。 

 總統也可以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同時也擁有「袋中否決權」（pocket veto），

即有權否決在國會休會後收到的國會立法。由於國會休會來不及行使行政反否決

（override），這種「袋中否決」的法案便會自動失敗 12。 

總統雖不屬於立法部門的一員，但他是立法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十九世紀的總統僅視其功能為執行國會提出和通過的法律，而今天

的行政首長卻經常自備立法計劃和綜合性方案來尋求立法部門的通過。 

二次大戰以來白宮大多利用主動提案，建立聯盟，說服議員支持或反對以及

最後的殺手?- 否決權等方式來影響立法過程。此外，總統仍可施展種種手段，
包括公關活動，還包括總統對立法程序和議事日程安排的實際影響等等來促使國

會通過他建議的法案。 

 當然，總統更可藉每年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國情咨文（The State of Union 

Address），就自己的大政方針對國會和全國選民做一個詳盡的說明；在國家預算

信息方面，總統也要評估經濟情況，並且提出不同的政策領域的聯邦支出案；而

在「年度經濟報告」（The Annual Economic Report）中，總統必須分析經濟趨勢及

困難。這些重要的政治性活動，對總統的施政落實提供了相當大的助益。 

其次，總統另外一個重要的「反制」手段是可以用「行政否決」來推翻國會

議案。但總統在運用這些手段也會遇到許多壓力，其中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國會

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討人喜歡。肯定國會功能的專家學者認為，在代議制民主制度

中，國會是一個擁有無限時間，無比自負而又洞察一切的專制帝王，行動是它的

樂趣，工作是它的生命 13。然而，反對這種看法的人認為，國會口口聲聲要監督

總統和行政當局，但是它經常過於輕易地將本身的權力轉給行政部門，特別是外

交事務，將美國捲入悲慘世界的越戰即為一例。更嚴厲的批評是國會非但無法反

映多數美國人的需求，更未能針對人民的請求作迅速的決策。 

無可否認的，國會與總統關係越僵，國會的凝眾力也就越強，但是如果缺乏

有效的政黨控制，加上國會本身內部分散，人員各自獨立，機關過於龐大，國會

對總統和行政當局的控制也就慢慢衰落，印證台灣的立法院也有類似的趨勢與傾

向，值得關心國會功能的人特別關注並提出對策，蓋民主憲政國家國會功能的衰

落，正說明總統權限的擴張，一旦民粹主義復辟，總統大權在握，恐怕非全民之

福。 

 

                                  
12.1789-1989年期間，總統動用的 2469次否決權中，有 1050次屬於「袋中否決」。見Alan Grantl 

著，劉世中編譯，美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出版社，1996年)，頁27。  

13.Oleszek Walter, Congressional procedures and the policy process，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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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修憲後我國國會之功能 

 
修憲後，立法院作為我國憲政體制下的單一國會，究竟在我國現行憲法（包

括增修條文）規範下處於何種地位，在整個國家機器的運作下究竟扮演何等角

色，能發揮何等正面影響力，與其他憲政機關形成何種權力動態關係，可以從各

種不同的角度與判準切入而為分析。 

第六次修憲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完成三讀，國民大會自廢武功虛級

化，改由比例代表制選出任務型國大，僅負責複決立法院所提出有關憲法修正

案、領土變更案及總統、副總統彈劾案，開會期間以一個月為限。此外因應國大

的虛級化，將原本屬於國大的權力轉移立法院，使立法院的職權擴大，增加了對

司法、考試、監察等三院重要人事的同意權，補選副總統，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提出對正副總統罷免案與彈劾案、修憲案、領土變更案。 

立法院的憲政功能為何，尚須由憲政各種具體規定中加以分析歸納，而其指

標則為我國憲政秩序所本的民主原則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的關鍵在於國家權力

之民主正當性基礎；法治原則在於人權保障與權力分立的理念，從而建構國家權

力的制衡機制 14。 

以下本文試圖就立法院於憲政體制中所具有的功能分別加以探討： 

一、代議功能 

議會起初不是，現在也不是完全代表民意的機關。但從法律上講，代表，尤

其選舉產生的代表，扮演著聯繫社會與政治機構的作用，議會成為公民和政府之

間的橋樑。 

尤魯（Wablke.Eulau）在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

的理論上提出民選的代議士有三個不同的角色：15。即代表（delegate）、受託人

（trustee）和政治家（politician）。作為代表、代議士一旦產生便要努力實現和服

從被代表者的指示，而不能對選民的要求利益做出自己的判斷；作為受託人，他

們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並對委託人的利益作出自己的判斷；作為一位政治家，他

們在做出決定，主要考量的不僅僅是選區、選民或選舉單位的要求和利益。重要

的是，議會在以某種方式履行著代議的功能，這一功能是理解議會的重要基礎，

其他的功能都是由此派生而出的 16。 

 

                                  
14.林水吉著，民主化與憲政選擇(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02年10月)，頁453。 

15.楊建順編著，日本國會(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1月)，頁21。 

16.楊建順編著，日本國會，頁21。 



 92 

10                      通識研究集刊  第五期 
                                                                      

 

二、表彰民意之功能 

立法院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之立法委員組成，應具有直接彰顯民意的民主

正當性基礎。六次修憲之後更確定了立法院是日後唯一具有常態性與普遍性民主

正當性基礎的民意代表機關。 

探討立法院的民意代表功能，必須思考憲政體制中民意代表的競爭性與衝突

可能性問題。修憲後，由於國民大會的虛級化，立法院變成唯一具有民意代表機

關的民主正當性基礎，應無疑議。 

另外，修憲後總統改為公民直選，總統的民意基礎與國會的民意基礎遂成為

不相統屬的兩股民主正當性來源。此外，第四次修憲後確定了雙首長體制的憲政

方向，總統擁有單獨任命行政院長之權，以及被動解散立法院之權，總統對於此

等權力僅在立法院成功倒閣時始有機會行使，因此，基本上，總統權力對外時仍

受立法院之制約，此乃分權制衡之所在。 

雙首長制下，由於任期不一，因此擬藉由國會與總統交錯改選以探求最新民

意的機制考量遂隱而不顯，而所謂換軌機制之主張於此見其瑕疵。 

總之，隨著此等憲政變革所引發的影響，便是在總統與立法院間，這兩股具

有潛在衝突可能的民意代表性間，形成了一種無法建立動態秩序與從屬性的關

係，而可能隨時引爆憲政危機。 

三、合法化的功能 

將政府及其政策行為合法化是國會重要功能之一。亦稱為「授予合法地位和

正統資格」的功能。也就是公民和社會對政府行為及方式的承認和接受。議會不

僅因選舉產生而獲得合法性，還可以通過組成政府和批准政府政策而將這種合法

性傳送到整個政治體系中，使政府及其政策穿上合法化的外衣 17。 

社會對政府的承認，人民對統治者的忠誠，也可以透過世襲繼承、個人權威、

意識型態的宣揚等方式加以實現，但在近代民主憲政社會中，通過議會是最普

遍，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就是對政府高階人事（政務人員）合法化及落實民意

的一種具體印證。 

四、立法的功能 

國會是「國家唯一的立法機關」是指國會是行使立法權的國家機關，不承認

國會以外的機關來行使立法權。這裡包括兩個原則：其一，以國會為中心的立法

原則，其二，國會單獨立法的原則。 

                                  
17.楊建順編著，日本國會，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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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概念分為形式意義上的立法和實質意義上的立法。前者是指立法程序和

制定機關的立法觀念；後著是指被制定的法的內容之立法概念。因此，國會的立

法功能是藉由制定法律，並使國家一切權力及所有人民均受此等法律之拘束，由

人民代表所組成的國會方能積極地參予形成、決定國家之具體策略與發展方向。 

就國會之立法權而言，其於憲政體制中之意義有下列幾項關鍵要素： 

其一、是否仍有國會以外之立法途徑存在；其二、法案提案權誰屬；其三、法律

於憲政秩序中之地位為何。就立法途徑而言，雖然肯認行政權在立法授權下擁有

行政命令制定權，以及賦予人民創制法律權的國家，其國會的立法相對受到抑

制，惟我國立法院可說享有獨占的立法權，並未受到體制內之立法者的挑戰。就

立法提案權而言，它牽涉到國會與行政部門的權力互動關係，一般而言，擁有法

案提案權者便擁有了促成或反對法律規範形成的第一道防線控制權。在典型的內

閣制國家，法案提案權是由政府部門所掌有，對國會或國會議員的法案提案權多

予限制，避免國會的率意肇致政務窒?難行之後果：在總統制的國家，以美國為

例，法案的提案權與立法權皆屬國會所有，但就國會通過的法律案，總統得行使

否決權加以抵制，但國會對此一否決權則須有超過三分之二以上議員之支持始得

加以推翻，一般情況下，成功的例子很少。 

在我國的憲政體制下，法案提案權的重要性與影響力，似乎較少受到應有重

視。按憲法規定行政院與考試院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另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

七五號則賦予司法院就其所職掌之相關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權，憲法並

未言明立法院或立法委員得否自行提案，唯依現行「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八條之

規定，立法委員僅需有三十名委員的連署即可提出法律案。如此一來，不但強化

立法院在立法上的優勢，而且彰顯在國家大政方針之發展地位與影響力。因此，

政務決策之主導者亦產生相當程度的推移，由行政權往立法權挪動，在憲政體制

上是否就此論斷潛藏危險因子，值得觀察。 

修憲後，政院移請立法院的覆議案僅須立委過半數之決議即可維持原案，目

的無非希望行政的覆議案要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否則甚難翻案成功：當立法院走

出昔日行政院的立法局陰影的時候，我們很難想像當立法院基於分權制衡的理念

可以與行政院平起平坐產生制衡效果的時候，何來憲政危機 18。 

此外，有關「法律保留」的範圍與適用一直是判定立法院在憲政體制中的相

關機能與定位。在行政法的理念與原則下，攸關人民權利義務之事項，均有法律

保留之適用，亦即政府要限制人民的權力或課予人民義務負擔，均須有「法律保

留」之適用。因此，法律保留範圍愈廣，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保障愈大，則行政

權的自主性相對地受到限制愈多，大法官會議在歷次釋憲當中明顯肯認憲法第二 

                                  
18.參考蔡宗珍著，「從國會改革構想未來立法院的地位與影響」，憲政體制與政黨輪替研討會，

200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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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條規定下，人民基本權利應受憲法保障，值得推崇。 

此外，立法院對於行政部門所制定的行政命令亦享有審查權，鑑於過去行政

部門頒布的行政命令有毫無授權依據者或擴大解釋違背法律授權者，造成對人民

基本權利的侵犯，莫此為甚，因此，對行政命令的審查正是捍衛人民基本權制的

重要途徑，值得肯認。 

五、監督和控制的功能 

十九世紀的英國思想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73）曾提出：「最好

的政府，便是全體民眾或絕大多數民眾可以透過他們定期選舉產生的代表，實現

對權力的最終控制」19。最早、最有效的控制政府的手段便是控制財政。對王權

和行政權進行限制的要求出於對封建君主和獨裁的恐懼。從英國的「政府統治，

議會監督」到美國的「分權與制衡」，議會對政府的控制和監督的程度和方式沒

有什麼不同。威爾遜曾說：「嚴密監督政府的每項工作，並對所見到了一切進行

議論，乃是代議機構的天職」20。 

我國立法院對行政院及各部會首長的質詢權、不信任案投票權、預算案的審

查權以及對總統、副總統得提出罷免案及彈劾案等等均屬於監督控制的手段。 

立法院此種監督控制功能由於無須承擔相應的責任，自然也就是立法院杯葛

行政院施政的一大利器。此等監督控制功能如果缺少節制或缺少媒體的監督，一

旦氾濫成災，造成惡性的影響力，恐怕會形成危險僵局，值得密切觀察。 

六、政府建構功能 

這是典型的議會內閣制國家之國會所持有的重要憲政功能，指的是經由國會

選舉或支持的內閣政府首長及閣員的功能。典型的總統制國家之國會則不具此功

能，至於半總統制國家之國會是否具備政府建構功能，簡單分析如下： 

以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八條規定為例，共和國總統單獨任命總理，並於總理

提出總辭時免除其職，而政府成員則由總統根據總理之提議而任免之。因此，形

式上法國國會對於政府建構並無體制上積極參與權，是一種消極性地對政府不信

任的宣示，亦即透過行使倒閣權而迫使總理率政府首長提出總辭而已。由於國會

擁有此種消極抵制性權力，因此，國會的多數勢力無論如何均可對政府的建構發

揮一定的影響力。 

法國憲政運作的結果，當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黨時，憲政運作模式即

往內閣制方向傾斜，國會多數黨取得政府建構上的關鍵影響力；而當總統與國會 

多數黨屬於同黨時，憲政運作模式即往總統制方向傾斜，總統實質上得以操縱政 

                                  
19.楊泰順著，被誤解的國會(台北：希代書版集團公司，2001年11月)，頁22。 

20.楊建順編著，日本國會，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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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運作。 

至於我國立法院是否具有對於政府建構的功能，可以從修憲後，立法院喪失

對閣揆的同意權，同時並取得倒閣權，加以評論。雖然倒閣權的行使實質上足以

影響政府建構，但在行政院長仍是由總統可單獨任命的條件下，加上在野多數黨

團的組織鬆散，黨紀不彰，如果冒然行使倒閣權，一旦不信任案通過，則有被解

散從新改選的命運，因此，立法院對於政府建構的功能充其量只有消極性之抵抗

性功能，然從政治現實加以論究，今天執政黨所以為所欲為，正是看準在野黨團

的凝聚力不足，且運作上缺乏穩定性，更嚴重的是在野黨團的國會議員深怕被解

散後重新改選的花費負擔不起，因此，執政黨反而變本加厲，可以消譴國會，可

以踐踏國會，把一切施政的困境歸諸在野黨團的杯葛，無視分權制衡的理念與實

踐，釀成國政寸步難行，憲政危機一觸即發。 

柒、修憲後我國國會未來之走向 

第六次修憲之後，總統的權力並未相對增加，只是將原本部分互動關係由國

大轉移立法院，使得立法院儼然成為單一的國會，在五權架構之下，國民大會一

旦虛級化，政權與治權的制衡關係隨之破毀，對往後憲政體制的運作與發展，勢

必造成重大影響。茲將我國國會未來走向，簡單分述如下： 

一、單一國會（兩院制或一院制之辯）之走向 

當兩種不同的組織原則構成議會制度的基礎時，便產生了兩院制。如在英國

和加拿大的上院，沿用世襲制，而美國的參議院（憲法原來規定是由州立法機關

產生）雖然根據憲法第十七條修正案，已改由公民選舉產生，但它不同於一般代

議制的原則。 

兩院制的作用主要在於增強議會整體的代表性，以反映社會多元化的利益。

同時也是基於分權制衡的理念，用一院來牽制另一院，以實現權力和利益的平

衡。以美國制憲者的觀點而言，共和政體中，制憲者不滿足於依靠對國會的外部

制衡，便創造了嚴格的內部制衡機制 21。 

美國在獨立戰爭之後，十三州有十一州改弦易轍採取兩院制，當時的考量不

外乎下列因素：22 

（一）防止決策權的專擅與濫權 

殖民時代的總督濫用行政權，壟斷政府決策，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不滿。獨立

戰爭後各州憲法將大部分的政策決定權，授予代表民意的議會，麥迪遜就曾指

出：「全美國最具權勢的領袖，並非主管行政部門的總統，而是領導民意機構的 

                                  
21.麥迪遜著，國會分權化結構和沿革(Congressional Decentralization in design and evolution)，頁318。

22.楊泰順著，被誤解的國會，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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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院議長」。然而，為了防止眾議員儘是來自基層的鄉紳人士，是否具備治國的

胸襟與格局，不無隱憂，麥迪遜便明言：創設參議院是希望引進「更有美德者」

（more virtuous）參與國政，提昇監督與問政效能。 
（二）使立法更為周延 

制憲者擔心民意往往衝動而短視，如果議員為了假藉選民而做出不利國家長

遠發展的決策，故而允許議會能有更多的討論，使得決策能在冷靜及理性的氣氛

下進行，因此，便有創設第二院的另一項考量。 

（三）具有融合「資深內涵」的第二院 

制憲者之有識人士在思想上深受歐洲政治思想的影響，認為國家要長治久

安，體制內必須融合君王、貴族與民主三種不同的政體。君王以總統為代表，民

主則有代表民意的眾議院為代表，貴族則希望以設立任期較長並以間接選擇產生

的德高望重參議院為代表，如今已改為直接選舉產生，代表各州的利益以及資深

德望的象徵。 

（四）創設代表社會少數族群的利益，平衡民主多數的傾斜決策。 

如果眾院的「偏見、縱情、及反覆無常，則予以必要的矯正、約束與節制」，

試想，社會中資質與智慧優異的精英恆處於民萃主義的脅迫下，社會又如何能有

進步發展的空間與可能？ 

總之，採行一院制或兩院制應從國家的憲政文化與分權制衡的考量出發，目

前世界各國，採行一院制的國家佔三分之二，有一百四十個左右，除人口不滿千

萬的瑞典、芬蘭、丹麥、以色列、紐西蘭等五個民主國家之外，其他大多是共產

主義和獨裁國家。相反地，一九九六年採民主憲政的三十六個國家中，實施二院

制的也正好佔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說二院制與民主鞏固有顯著關係，二院制更能

彰顯分權制衡的理念。 

尤其，眾所週知，國會在憲政體制中的重要決策地位，國會若擁有主要或最

終的決策地位，為了避免國會專擅或倉卒決策，採行兩院制便等於加個安全閘，

對人民基本權益自然較有保障。 

回想當年國民大會憲政改革小組的研究結論，中國時報亦曾專題報導，「國

會改革－憲政小組傾向兩院制」23。而不少專家學者也訴求單一國會兩院制，不

僅能滿足民意代表的參與，更能達到國會內部的監督制衡，而於現行體制變動幅

度最小的情況下達到憲政改革的目標 24。 

二、選舉制度的改革走向 

我國的選舉制度學界向來批評甚多，尤其，選風敗壞更是選舉制度所產生的 

                                  
23.請參照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tw/）。 

24.顏明聖、李炳南等編著，國會改革方案之理論與實際（台北：揚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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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而政黨比例代表以一票制來計算，更是無法彰顯真正民意之走向，因此，

有關選舉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一）單一選區或中選區的改革走向 

選舉制度對民意代表功能所造成的影響，至深且鉅。目前我國立法委員選

舉，在區域選舉方面採取「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SNTV-MMD），此種選舉制度，一般認為，

乃是弊多於利，因此，曾經使用此選制的日、韓兩國近年來皆已放棄使用該選制

25。 

日本的新選舉制度已於一九九六年適用，採用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並行的制

度，前者佔有三百個席次，後者共有二百個名額；而候選人更可雙重登記，獲得

雙重保險；日本的選舉變革，對選舉功能的衝擊提供我國選舉制度改革的參考，

簡單分析如下：26 

1. 壓縮小黨的生存空間  

單一選區兩票制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小黨在大黨的夾殺之下，無法在區域選舉

得到席次，只有依比例代表制勉強可以得到些許代表席次，儘管日本把政黨門鑑

降到百分之二，勉強有些小黨存在；鑒於高度多元化的社會，如不能擁有多元的

代表性決策機關，對呈現多元性思維的作用甚難預期，立法決策恐難反映多元的

民意，也可能影響社會的融合及穩定。 

2. 擴大選票與席次失衡的現象 

以日本一九九六年的國會選舉為例，自民黨在區域選舉得票率為百分之三十

九，但政黨比例代表卻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席次率，超過原本中度選舉區的選舉結

果。理想的比例代表制應該是得票率與席次率的一致性，日本的新選制卻違背了

這個核心精神，乃肇因於日本把全國分成十一個比例代表區而非整體一區，致使

小黨更難生存。 

3. 降低當選者的民意正當性 

單一選區制勢必縮小選區，一旦參選爆炸，勢均力敵情況下，當選的票數可

能低於次級議會議員的票數，而減低代表的民意正當性，衍生成其代表在國會的

合法性基礎。 

日本的選舉改革雖然有上述的瑕疵，但仍有其積極正面的功能：由於單一選

區應選名額只有一名，各政黨理論上只會提名一人代表政黨出馬競爭，可以避免

複數選區制之同黨同志操戈的現象，惟如黨紀不彰，一旦出現違紀競選的情況，

便會形成惡性競爭，失去單一選區制度改革之意義，由此可見，政黨政治與選舉

制度之關係甚為密切。 

                                  
25.王業立著，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圖書公司出版，1998年)，頁121至161。 

26.林水波著，選舉與公投(台北：智勝出版公司，1999年)，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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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以為單一選區既然有上述的缺失，以我國目前的選制改革似乎以中選區

較為允當，蓋中選區其政黨比例代表席次較能適切反應其所屬政黨於區域選舉的

得票率，而中選區規劃 3–5名席次，也較能滿足多元代表性選民的選擇以及目

前檯面上國會議員的改革意願，切忌改革急躁，改革只有漸進而行才能以竟全功。 

（二）政黨比例代表制與兩票制的改革走向 

我國目前立法委員的選舉，不分區代表席次計算依據來自於區域選舉所採取

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各政黨於區域選舉所得的票數百分比，類推

各政黨比例代表的席次，把區域選民的政治理念解讀為：候選人與政黨綁在一起

視同一體，失去選民應有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亦即嚴重失去民意的正當性，值得

深思。 

我國一票制的設計下，使不分區立委之產生附屬於同黨籍區域立委得票數之

上，其民意代表性比兩票制差。加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三一號解釋，將不分區

代表資格繫於黨籍存否的條件上，更使得不分區立委的民意代表性大幅度下降，

而所屬政黨意志則大為提高。 

兩票制的設計是一票投區域候選人，另一票投政黨；理論上，喜歡張三的選

民不一定喜歡張三所屬的政黨，在單一選區的設計下，喜歡 A政黨的選民不一

定喜歡 A政黨推荐提名的候選人，因此，為了彰顯選民投票的真正意向乃有二

票制的提出與設計。 

政黨比例代表制之理論，即選民透過對各個政黨的政見，作出慎重選擇：1.

委付政黨在法定期限內所擁有的授權，履行其政見承諾；2.經由選擇，選民對執

政黨或在野黨做出評鑑；3.選民對政黨在某一公共議題上所提出的理念或行為取

向與模式，表達是否支持與認同。這種選民委付政黨履行政見使命的現實只有依

賴二票制的選舉加以檢驗，從而發揮選民投票的回饋功能，奠定國會更貼近民意

的基礎。 

事實上，根據林水波教授的看法，一票制的弊病約略有 27：鬆散委付政黨的

責任；選風敗壞，惡化政府風氣；代位轉換民意之不當；矮化政黨代表的地位；

潛藏著代表的結構衝突等等，因此，與其去討論國會席次的多寡，甚或減少國會

席次的論辯，不如朝野政黨拿出政治家的勇氣與智慧，加強溝通協調，放棄本位

主義，積極推動選舉制度的改革，或許更能得到選民的信賴與支持。 

總之，選舉制度的改革必須反應公平性、正義性與代表性；所謂公平性就是

任何選舉票票等值、公開公平、乾淨清明。所謂正義性就是能照顧到社會上多元

化的利益及弱勢族群之利益與聲音。所謂代表性就是對任何代表政黨或選民利益

與聲音，都能具體地反應在國會議員的席次當中。因此，個人相信中選選區二票 

                                  
27.林水波著，「一票制可能產生的後遺症」，選舉與公投(台北：智勝出版公司，1999年)，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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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改革走向勢必是將來最適切的方案，它經得起討論與比較：如果我們確信當

前選風敗壞來自選舉制度，而選風敗壞的影響肇致金權政治，影響到我國未來政

治清明的長遠發展，則選舉制度的改革此其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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