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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長在立法院外的中立問題

一制度面的觀察研究

Neutral ground for the Premier of Legisslative Yuan 

out of Lagislative Yuan : The Research for system field 

余元傑、游憲廷。

摘要

立法院長在立法院內對於會議的主持、引導與處理，應超然於黨派之外，

秉公處理議事，這種「議事中立」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立法院之外呢?立法

院長能否在立法院外保有政治揮灑的空間?

如果議長中立僅限於立法院內，對於行政部門的重大決策、政治措施、人

事異動等事項，立法院長(包括次級團體、個別立法委員)當然可就其立場觀

點發表聲明、參與決策過程、介入黨政運作、擔任黨內職務，以求得可能完美

的解決。如果要求立法院長在立法院內外都應嚴守議長中立原則，那立法院長

就應謹言慎行、謹守本分，保持與行政部門、黨務系統間的距離。

不同的制度，會產生不同性質的議長;國會議長適不適宜介入行政決策、

要不要退出政黨活動，應視憲政體制、議長與政黨關係、選舉及配套措施等設

計來決定 C

本文即從憲政體制的規劃設計、院長與政黨的密切關係、選舉及配套措施

不保障院長連任、院長的選區利益要靠自己爭取、立院內規和慣例並無規範院

長之院外行為等方面觀察指出，立法院長在院外並不適用「議長中立」原則，

可以保有政治揮j麗的空間。然而，因此引發的政治後果，不論好壤，也必須由

立法院長來承擔;誠如王金平院長所言，做得妥不妥當， I社會自有公評J' 一

切交由選民(包括選區選民、政黨及立院同仁)作最後之裁斷。

關鍵詞:立法院、立法院長、國會議長、議事中立、議長中立。

@余元傑，現為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嘉南藥理學院講師;游憲廷，現為復興
工商專校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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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主止，
宮、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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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長制度起源於英國，歷經數百年的演變，形成包括政黨提名、選舉程

序、任期、代理、地位、角色、職權及其權力運用的一套制度，而紛紛為各民主

國家所仿效。「議長制度」固然因各國的憲政體制、政黨制度、歷史傳統及政治

文化等因素的不同，在運作上也都互有差異，不過仍是民主國家國會制度中，一

項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次級制度。

我國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立法院為我國最高立法機關，除了行使立法功能

之外，立法院尚有審查預算、質詢等權限，對於總統宣布戒嚴、大赦、宣戰、構

和、條約及緊急命令等重要事項也有議決權，民主國家中國會的功能，在我國絕

大部分都由立法院行使。

因此，論及我國國會時，大家的思考莫不指向立法院，立法院長的地位，也

等同於民主國家的國會議長。

議長制度中最被大眾所關注的，即是「議長中立」的問題;在議長中立的討

論上，一般都把焦點放在立法院內院長對會議的主持、引導與處理，有無超然於

黨派之外，秉公處理議事，也就是所謂的「議事中立」。但在立法院之外呢?立

法院長能否在立法院外保有政治揮灑的空間，就比較少引人注目。

去年年初，立法院王金平院長因為積極介入調降證交稅一事而頗受立院同仁

質疑，質疑的重點在於國會議長不宜介入行政決策，否則有違中立原則(註1 )。

而王院長本人的看法則是，他雖身為立法院長，但他同時也是立法委員，有反映

民意與推動立法的責任(註2) ;至於結果如何? ["""社會自有公評 J (註J) 。去年年

底，王金平院長決定擔任總統選舉中連蕭競選總部主委時，在野黨立委文抨擊違

反院長中立原則。同一件事，當事者與同儕之間有不同的標準和行動方式，格外

引人深思:到底立法院長在立法院外要不要保持中立?

如果議長中立僅限於立法院內，對於行政部門的重大決策、政治措施、人事

註1 : I 田野立委批王金平 角色錯亂 J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二版。「在野立

委:將對蕭撰提不信任案，指責國民黨把股市當做洗錢機器，不滿王金平違背院長中立原則 J • 

聯合報，民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三版。

註2 : I 立法院院長.務必當機立斷 J .中時晚報，民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三版。「王金平:當

前經濟很慘，必須當機立斷 J .自由時報，民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二版。

註3 : I 王金平跳入暴風圈，形象受傷 J .聯合報，民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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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等事項，立法院長(包括次級團體、個別立法委員)當然可就其立場觀點發

表聲明、參與決策過程、介入黨政運作，以求得可能完美的解決。如果要求立法

院長在立法院內外都應嚴守議長中立原則，那立法院長就應謹言慎行、謹守本

分，保持與行政部門間的距離。

不同的制度，會產生不同性質的議長;換言之，國會議長適不適宜介入行政

決策，仍應視憲政體制、議長與政黨關係、選舉及配套措施等設計來決定。以我

們所熟知的英、美兩國國會為例:採行內閣制的英國，它的下議院議長，位高權

輕，是個崇高的象徵'不只在議會中嚴守議事中立原則，在議會外也不涉入任何

政治活動;為了讓議長保持其崇高的地位和中立角色，在選舉慣例上有配套措

施，即各黨派會在議長的選區中禮讓，不推出候選人與議長競選，讓議長順利連

任議員後，繼續連任議長。採行總統制的美國，它的眾議院議長，則是位高權重，

除了在眾議院中主持議事要儘量保持中立，在議會外，積極介入黨政活動，參與

政府決策，是個活躍的政治家;但也因其政黨屬性強，在競選連任時，會遭到各

黨派人士挑戰。

那麼就制度而言，我國的立法院長在立法院外應不應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態度

呢?

一般來說，對於國會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研究著重於國會本身

的功能與制度的探討，第二類研究著重於國會議員角色行為的探討(註4) 。前者

論述應該如何，後者講求實際如何。由於制度的規範還是一切的根本，雖說徒法

不足以自行，但若無良法規範'國會議員也很難跳脫目前的作為及格局(註5) 。

本文即擬由制度層面著手，從憲政體制的發展、議長與政黨的關係、選舉及配套

措施等方向，來說明我國立法院長在立法院外的中立問題。

貳、憲政體制的設計

一般而言， r議長」一職，都是由國會中的多數黨議員內產生，但不同的政

府體制對議長中立的要求也不盡相同 o 內閣制的設計有助於議長中立;總統制則

會重視議長的政黨取向 o

採用內閣制的國家由於行政與立法匯而為一，國會多數黨領袖即為首相，黨

註4: 盛杏漫: I 國會議員的代表行為:研究方法的探討 J '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9 期(民八

十六年九月) , p. 39 。
註5: 蔡達棠、余元傑: I 現階段立法院議事制度研究方向之探討 J '立法院院間，第 24 卷，第 9

期(民八十五年九月) , p.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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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多能夠貫徹，在議會運作上，自然無須議長護航，因此，議長中立也就易於形

成。例如英國及日本，議長除了主持議事必須公允之外，還必須退出所有政黨活

動(註6) 。如果涉入黨爭，則難逃被逼 F台的厄運，前日本國會議長原健太郎即

是一例(註7 )。

採行總統制的國家，則因行政權與立法權分離，行政首長不兼國會議員，不

能出席國會參加討論，如果期待國會實現黨的政策，只有依賴國會中同黨議員及

政黨領袖協助推動其政策;身為國會多數黨領袖的議長，自然有助於運用他的權

力，達到推動或阻撓總統政策的作用;以美國為例，美國眾議院議長不僅是全院

議員的代表，且是其所屬政黨的代表，不僅在議會中有影響力，且在華府中也深

其影響力(註日)。

以我國而論，早在修憲前，已有學者指出，如果修憲的結果是朝總統制發展，

則我們需要的立法院長，不只是一位會議主席，更需要一位對政策與議會角色有

明確認識的政治領袖; f也不僅需要有強烈的政治企圖心，且能代表立法院抵制行

政權的擴張(註9) ;如果修憲的結果是朝內閻制發展，則立法院長必須是一位能

獨立於政爭之外、客觀中立護衛議事規則與維護議場秩序和議會尊嚴的議長，如

此，議長中立的傳統也將易於建立(註10 )。

在八十六年修憲後，總統權力大幅擴增，任命行政院長不必再經過立法院同

意，加上憲法中原有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的規定，行政與立法兩權分離的狀態

很明顯，與內閣制中國會議員兼任行政首長，行政立法兩權匯而為一的情況完全

不同。換言之，我國憲政制度已由原先的偏向內閣制而轉為偏向總統制發展。在

此當時，立法院院長的地位性質也隨之轉變，從原先像英國議長長期連任的狀態

下，變成一個像美國議長般有競爭性的職位;不但可能只因為多數黨地位的更移

而換人，更可能因為黨內的權力結構的更替或院長個人能力或品德等因素而去職

(註11) 。從民國八十八年第四屆立委集會時，原任立法院副院長王金平獲得執政

黨提名，並擊敗民進黨的對于張俊雄，當選為立法院第四屆院長乙事為例，即可

明瞭，院長一職，已非閒曹可比12 而是如美國國會議長般，是朝野政治人物必

爭之職位。

註6: 關中﹒國會改造論(台::ft :民主基金會，民八十一年初版) , p.22 。

註7: 朱志宏﹒立法論(台北:三民書局，民八十四年初版)， p.263 。

註8: 游憲廷:立法院議長制度之研究(碩士論文，私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民八十一年)， p.66 。

註9: 楊泰順:到憲政之路(台::ft :永然，民七十九年) , p. 的。
註10: 游憲廷，前書， pp.204-2C7 0 

註11 :李國雄: í從英美的議長制住。我國立法院院長的地位 J' 理論與政策，第 9 卷，第 4 期(民

八十四年九月)， pp.29-30 。
註12 :曾濟群:中華民國立法院之組織與職權分析(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十四年) , p.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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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解嚴之前，立法院的權力萎縮不振，由於主、客觀因素的限制，立法

院曾多年被譏為行政院立法局，甚至是行政院橡皮圖章，資深立委則被反對黨譏

為表決部隊。事實上，立法院過去之所以未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主要是在

戒嚴體制下建構了以行政權獨大的威權體系，同時，立法院不能定期改選及立法

院本身制度的不健全，使得立法院空有國會之名，而無國會之實。

解嚴之後，政治結構與政治環境丕變，立法院一躍成為國內政治舞台的焦

點，已成為我國政治運作的重心，甚至也是政權交替之所在。提昇立法權功能的

呼籲已成為朝野的共識，立法院也期待能和行政院分庭抗禮，在制定法案的影響

力、監督行政院政策的能力日漸增強，反映在立法院長的行為上，便是院長介入

政治決策的機會大增(註吋 O 行政部門要和立法部門協商的首要對象，即是立法

院長。有學者因此建議應在立法院長與行政院長之間建立制度性的協商管道14

以溝通行政與立法兩權的意見。由此觀之，修憲後立法院長一職已在我國憲政體

制上居於樞紐地位，成為行政、立法兩權溝通協調的關鍵人士;若再加上總統欲

解散立法院須諮詢立法院院長的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而言，立法院長一職實為政治

色彩極濃、政黨身分極重的職位。

參、議長與政黨的關俘、

現代民主政治是以政黨政治形式表現15 議長在政黨中的地位，則是觀察議

長於國會外行為中立與否的一項重要指標。在政黨中的地位愈高，黨政關係愈密

切，自然愈有機會參與政黨決策;如果要求議長必須脫離政黨或限制其政黨活

動，以期建立議長中立地位，除非憲政慣例如此且朝野政黨一致支持，否則恐怕

較難實現 O

以各國為例，英國的國會議長除了不能在下議院開會時發言或投票之外，議

註13 :李國雄認為，論及議長權貴時，也要考慮到議會的權力。議會權力愈大，議長愈容易介入

行政決策;議會權力愈小，議長較易保持中立。因為愈具政策影響力的國會，對行政部門的

牽制力量愈大、越具有譴責及否決的權力，議長在議事過程上也因而愈具權限和黨派色彩，

反之，立法機關對政策的影響力愈小，愈受制於行政機關，則議長的權限乃限於形式性質，

菁英們對他也愈具角色中立的期待。換言之，各國國會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其影響力的大小

與議長地位的中立與否，有明顯的相關。議會權力愈大，議長愈容易介入行政決策;議會權

力愈小，議長較易保持中立。見﹒李國雄: I立法院院長"議事中立"面面觀 J '理論與政策，

第 10 卷，第 4 期， (民八十五年九月) , p.40 。
註 14 :朱志宏﹒我國立法院效率機制之研究(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政策研究工作會，民

八十七年) , p. 81 。
註 15 :薩孟武: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民七十二年一月增訂初版) , p.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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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還必須終止所有政治活動以及一切跟政黨或者政治俱樂部的關係'因為只有如

此才能使議長徹底地超然於政治之上(註16) 0 日本也有類似規定，為了強調議長

的超然性，凡當選正副議長者必須脫離所屬政黨黨籍 o主17) 。但同屬英國內閣制

的印度國會，其議長一職由黨內的決策人士擔任，使得同樣的國會結構，在印度

的運作卻是險象環生(註18 )。採雙重首長制的法國第五共和國民議會議長，亦未

超出黨派之外，於議長任內，繼續維持政黨關係'參加政黨的討論與集會，並在

院內發表其意見(註19) 0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本身即是多數黨領袖，主動涉入決策

過程，不僅協助立法草案的審查、敦促同黨議員支持或反對立法，還要在重要的

法案上規劃策略，與總統進行諮商，並宣揚立法的成就(註羽)。

至於我國立法院，由於行憲至今都由國民黨執政，行憲後歷任立法院長皆在

國民黨中兼有黨職，其中孫科、張道藩、倪文亞、劉松藩、王金平皆是獲選(獲

指定)為中常委。可證明立法院長在所處政黨中，多能居於權力核心地位 o

在戒嚴時期，一黨獨大，立法院長不只是一個能秉持黨意、且深為中央所信

任的人，同時也必須扮演黨意傳承者的角色。立法院長在黨內雖有其崇高的地

位，但在立法過程中，仍視其個人在黨內是否進入黨內權力核心，而對領導立法

也會有不同的影響力(註21 )。

解嚴之後，民國八十年底資深立委退職、八十一年立法院全面改選，立法院

長的地位在執政黨中也隨之水漲船高，立法院長一職被國民黨列為指定中常委;

並參與執政黨內重要決策。例如，國民黨十五全代表大會決定由連戰搭配蕭萬長

競選正副總統，傳出不少反蕭風浪;除了連戰本身和王金平會面商討外(註勻，

王金平也安排反蕭人士與蕭萬長見面溝通(註訂) ;由此可知，立法院長在黨內還

必須扮演黨內溝通、協調的角色，肩負國民黨在立法院中推行政策、消除阻力的

重責。

除了執政黨外，自民國八十二年第二屆立法院起，在野的民進黨每屆都推出

黨內重量級人選參與角逐立法院長的寶座:八十二年原預定由當時的大老黃信介

出馬競選，後因資格未確定而改由施明德參與，八十五年第三屆由黨主席施明德

註16 :李國雄: ，-從英美的議長制度看我國立法院院長的地位 J' p. 26 。

註l7:同上， p.27 。

註18 :楊泰順:到憲政之路， p.63 。

註19劉慶瑞:比較憲法(台北:三民，民六十七年) , pp.212-214 。

註20: Wa1 ter J .Ol eszek 原著，湯德宗譯:國會程序與政策過程(台北﹒立法院，民八十一年) , 

pp.34-37 。

註21 ﹒游憲廷:前書， p. 201 。

註22 : ，-連戰緊急約見主金平 J '中時晚報，民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頭版。
註23 : ，-國民黨反蕭勢力潰散 J '民眾日報，民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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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出馬，八十八年第四屆由中常委張俊雄披掛上陣。朝野政黨對立法院長的重

視與競爭，使得立法院長無法由朝野協商產生，藉以拘束立法院長和政黨保持距

離，立法院長自然難以建立中立角色。而各政黨競逐的結果，突顯立法院長一職

的重要地位;如此一來，立法院長更與政黨脫不了關係'叉如何能要求立法院長

在院外保持中立?

肆、選舉及配套措施

一個國會議員最基本的想法是連任，議長也不例外，選舉制度若能保障議長

連任，自然強化議長保持中立的誘因，讓議長無後顧之憂，不必擔心因為在議場

上或政治上的作為與不作為而導致政治生涯的結束;反之若議長在競選連任時，

會遭遇不同黨派甚或同黨派競爭者的強力挑戰，那議長在任時，勢必在國會內外

發揮其影響力，以求連任之保證。

如英國的議長於國會改選時，即在朝野政黨的協商安排下，在無競爭的選區

繼續當選，以便連任議長;論者以為，為了要讓議長維護其公平、公正、中立與

超然的地位，經由政黨協調，把他安排在無競爭的選區是必要的，這種慣例的發

展也是必然的(註24 )。相對地，美國眾議院議長則須每兩年回到自己的選區爭取

連任，甚至還會成為對手或利益團體必欲除去的眼中釘，民主黨籍的前任眾議院

議長佛里(訂lOmas Fo1ey) ，就是在 1994 年的眾議院員改選中，被共和黨的對手

所擊敗(註諂)。因此，美國眾議院議長的身分並非代表中立超然的象徵'而是如

同前任議長歐尼爾(訂lOmas P. O'Neill, Jr.)所言，議長具有選區代表及多數黨代
表的雙重身份(註泊)。

我國目前的選舉制度，並不保障立法院院長連任成功，立法院長、副院長，

都是經過激烈的競選活動當選為立法委員。在選區中他可能是地方派系的領袖，

而且也需要從事選民服務，以維持競選連任立法委員的優勢，延續其政治生命(註

η 。由於我國所採行的是複數選舉區單記投票制，立法院長若想連任，首先必須

通過選區的試煉，在眾多的同黨籍與不同黨籍的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繼續連任立

註24: Dr. B.Siva Dharma Sastry' A Comparat ive Study of the Speaker : India ‘ Bri tain ‘ and 
the U.S."'--- (New Delhi : Sterl ing Publ ishers DVT Ltd. , 1978)' pp.120-121 。

註25 李國雄: I從英美的議長制度看我國立法院院長的地位 J' pp.29-30 。

註26: Tip O'Nei 11 'Man of The House : The Li fe and Pol i t ical Memories of Speaker Tip O'Nei 11. 
(N.Y. : Random House ' 1987)' pp.272-273 。

註27 民主基金會編印:立法院的危機與轉機一我們對修正立法院組織法的看法(台北:民主基

金會，民八十三年) pp.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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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員;如果不能連任立法委員，當然喪失立法院長的候選資格，民國八十一年

的立委選舉，當時的立法院副院長沈世雄即因選舉立委連任失利而拱手讓出副院

長寶座，即是一例。

就算競選立委連任成功，以我國日前的現況言，立法院長也不是當然連任，

而是會受到黨內外政治人物的挑戰和衝擊;像是解嚴後第二、三、四屆立法院長

選舉，每次都是朝野對決，爭奪院長寶座，並無禮讓院長連任的機制和慣例。尤

其是採二輪投票制的選舉制度，更可能使競選連任的院長膽戰心驚。

再者，自從民國八十年起，我國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兼採比例代表制，立法院

長應否由不分區代表中選任，也成為另一個爭議點。反對者的理由在於不分區代

表是由政黨指定，缺乏民意代表，性;若擔任院長，勢必聽命於黨部而無法保持議

事中立的態度，這個疑慮、使得前院長劉松藩放棄不分區立委的保障，投入區域立

委的競爭，以求蟬連。事實上，若朝野政黨對院長一職有共識，院長一職何嘗不

能由不分區代表出任?如果能夠形成慣例，應該可以帶動議長制度的調整。但在

目前朝野政黨互信度不足的情況下，由不分區立委出任院長，反倒成為爭議的焦

點，而模糊掉其可能帶來的貢獻。

此外，由選區代表的身份來看，國會議員是選區的代言人，也是政府與民眾

之間的溝通橋樑，必須對選民的需求有所反應，並且對其負責(註站)。由於行政

權擴張，選民對選區服務需求增加，除非議員無心繼續連任，否則唯有滿足選民

的需求，服務遂成為議員回應選民及代表選民的一種方式(註29 )。近年來各國國

會議員的選區服務已行成風潮，新議員愈來愈重視(註到)。選區服務可包含兩部

份:一是個案服務，協助選民代向行政機關處理他們個人的一些問題;一是計劃

協助，是議員在地方政府、團體或百姓要求下，代向中央政府爭取各種公共建設

計劃和各種經費補助(註31 )。議長也是議員中的一員，他的選區利益有無受到保

障?換言之，議長要如何來從事選區服務?如果議長的選區利益已有制度性的保

障和處理，要求議長嚴守中立方才可行;若議長的選區利益須靠議長大力爭取，

議長在國會外的行為就很難中立。

像英國的作法，議長雖被要求嚴守中立，但其代表的選區利益問題，英國國

務部也都針對議長選區的利益做特殊的安排，使該選區不致因選出的議員擔任超

註28 朱志宏:立法論. pp. 53-57 。

註29 黃秀瑞:選區服務. (台北:唐山，民八十三年) . pp. 33-34 。

註30 黃秀瑞: r選區服務與專業問政的兩難 J .理論與政策，第 10 卷，第 4期. (民八十五年九

月) . p. 27 。

註Jl : Richard F.Jr.Fenno: Home Stv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s (Boston: Li ttle 
Brown' 1978)' p.I0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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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立的議長後，而失去爭取選區利益的權利(註勻。所以，英國的下議院議長

也不必從事選民服務工作(註33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則必須為他所代表的選區選

民爭取與維護權益，同時也必須從事選民服務工作。為了選區利益，眾議院議長

不但參與討論與辯論，而且也行使投票權，並為選區利益提出法案、決議案或申

訴案件(註34 )。換言之，美國眾議院議長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除了法定職權

外，乃是憑藉著他個人政治手腕的靈活運用，使得議長能將政治資源做最有效的

調配(註3S) 。

由於採取複數選區，我國並無特別為立法院長設計保障選區利益的制度，選

區利益只能由院長自行爭取，而且在複數選區單記投票法之下，每一候選人只要

獲得某一部份選票即可當選，並不需要得到選區中大部份選民的支持，因此可以

將對基層的耕耘集中於某個或某幾個地區(註36)。日本在實施複數選區單記投票

法時的經驗顯示，選區選民期望他門的國會議員能為選區帶來各種投資與建設，

而他們對於國會議員之判斷與選擇也是以此為標準(註η。對特定候選人的支持

與忠誠，在於其是否能提供建設經費給地方(註38 )。我國亦同，立委認為替選區

選民帶來地方建設，有助於他們在地方上的地位與連任。尤其範圍愈小，獲利選

民愈容易感受到公共財利益，立委也就愈容易交待他在任內的績效(註到)。前院

長劉松藩在民國八十一年尋求連任第二屆立法委員時，就因其為當時的立法院

長，為其所屬的台中縣選區爭取到十億的社會福利經費以及十四億的交通建設經

費，並舉辦各種地方建設座談會;當時的副院長沈世雄也同樣為其所屬的南投縣

選區各村里爭取到五十至一百萬元不等的基層建設經費(註的)。第二屆立委選舉

如此，民國八十四年的第三屆立委選舉也是如此，民國八十七年的第四屆立委

選舉還是如此，當任的立法院長、副院長莫不宣揚績效，以爭取連任(註41 )。但

註32: Dr. B.Siva Dharma Sastry , op.cit ， pp.131-132 。
註JJ 游憲廷:前書， p.66 。

註3' 同上。

註35: Malcolm E. Jewell and Samuel C.Patterson , I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e United 
主迋迋.L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86)' p.123 。

註站:黃秀瑞: r選區服務與專業問政的兩難 J ' p.29 0 

註37 : Bemard Eccleston : State and Society in Post-War Japa11.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89) p.l 31 0 

註3B: Scott C. L. Flanagan: "National and Local Voting Trends : Cross . Level Linkages and 
Correlates of Change". In Eblitical Opposi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Japar! , ed i t ed 
by K. Steiner , E.S.Krouss and S.C. Flanaga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0) , p. 166 。

註J9 黃秀瑞: r選區服務與專業問政的兩難 J' p. 26 。

註4日:自立晚報，民八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三版。

註41 民國八十四年，當時的立法院長劉松藩被列為第三屆立委國民黨不分區代表第一名，沒有

參加區域立委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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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區利益和代表的壓力下，處理涉及選區事務時，如何要求立法院長在院外保

持中立、不為選區發言?當年，南科在台南新市與高雄路竹兩地之間要作選擇

時，高雄縣的立委，從副院長王金平開始，莫不極力爭取南科設在路竹，即其一

例。

上述幾項影響議長在國會外中立與否的因素，分開來看，可以一項項各別論

述，集合起來看，則互為影響，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對於一般先進民主國家而

言，大部份都會採行配套措施，配合其基本的憲政制度，針對對議長的要求，作

一妥善的規劃。若以我國的憲政制度和配套措施來看，從憲政制度的朝向總統制

發展、立法院長在政黨中居於決策地位、立法院長須靠自己爭取連任以及選區利

益也要由自己打點，立法院長在立法院外當然享有政治揮灑的空間。

伍、議會的內規與慣例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議會的價例與內規也會影響議長的行為。慣例與內規的

作用在於提高立法行為的可預測性，降低議員間的衝突，增加議會整體和諧，有

助於議會目標的達成(註位)。

以民主先進國家之英、美、德、日四國而言，其國會之發展演進，大體上已

經走向制度化(註43 )。所謂制度化，依 Nelson W，Polsby 之見可分為三層面:複

雜化 n 穩定化、法制化(註材)。複雜化指組織分工細密、層級加深、成文及不成

文規範加多;穩定化則指一些程序、規則受到尊重，不輕易被違反;法治化則指

組織超脫個人、團體控制，而靠既定的規則或不成文規範來運作(註45 )。換言之，

民主政治愈進步，其議事制度愈成熟，內規與慣例愈多。

我國立法院的相關議事制度，雖然不如前述先進民主國家般完整，以前也常

被專家詬病，認為亟待改善(註46) ，但在八十六年的修憲以及八十八年初立法院

註42 朱志宏:立法論， p.155 。

註的:楊日旭、呂亞力主持研究:立法院議事興革研究計劃研究報告立法院組織法修正建議(台

北:立法院，民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 p. 7 。

註“: Nelson W. Pols旬，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 

APSR , Spring 1968 , pp.144-168 。
註45 同上。

註46 如楊泰順即認為，立法院結構上的缺失，是加劇院內衝突與抗爭的真正原因。見楊泰順:

前書， p.13 。至於認為立法院要儘速修改法規，建立完整議事制度的意見，參見:陳祖山:

國會制度解讀(台北:月旦出版公司，民八十三年一版) , pp. 339-344 。羅傳賢:立法程序
(台北:龍文出版社，民八十二年初版) , pp. 158-159. 關中:前書，序言。林聯輝:美國國
會考察紀要(台北:自印，民七十三年) , pp. 116-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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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規修正之後，影響立法院院長院外行為的制度因素已有了不少變革。

例如英國，一旦擔任議長後，為了表現其超然的地位，以及避免可能被懷疑

其有所偏頗，議長當選後，首先便需停止政黨活動，退出政治團體或俱樂部，且

不再出席任何政黨聚會與參加各種政治活動，此外議長還需要減少社交應酬，避

免與其他議員來往，也不在院內餐廳與議員共餐，以及疏遠昔日政治上的朋友，

好像生活在與世隔絕的世界中。總而言之，議長的生活必須是孤獨的(註47 )。因

此，當一九四五年平民院議員有三分之二是新任議員時，議長為了熟悉每位議員

的名字，但叉不能與議員往來，於是他只有拿著有照片的名冊，使用望遠鏡，在

議長官郎的窗戶，來對照並熟記議員的名字(註48 )。

在德國，就沒有類似的慣例，因為德國認為議長個人的政黨立場亦是其言論

自由權、結社權的一部分，議長選為議長時，其原來的議員身分並未喪失。因此

只要與行使議長的職權無關時(例如離開主席台) ，當然亦有權以議員的身分表

達意見或從事其他活動(註吋 o

在美國，議長不只是眾議院最有權力與影響力的人，且是具有政黨色彩的實

際領袖(註到)。議長同時具有三重身份，一是眾議院議員，二是眾議院官員，三

是眾議院多數黨的領袖51 。因此，美國眾議院議長就是一項政治性職位 o

我國立法院由於還處於發展階段，雖然在資深委員時代，前祕書長胡濤曾於

民國六十九年出版過一本「立法學 J '詳列不少議事先例(註位) ;民國八十三年

立法院秘書處也編列一本「立法院議事先例集 J '列舉院會所追過的重要先例。

但是，以這幾年立法院的議事狀況來看，各項議事慣例都有行重新建立與確認。

學例而言，在資深委員時代，立法院長、副院長一向不出市委員會也不參與委員

會表決，但近年來，在野黨立委人數大增，執政黨在勇士兵會中不一定能掌握優勢，

因此，立院黨團也會要求院長、副院長出席委員會參與投票，打破了以往院長、

副院長不出席委員會的慣例。

就院長的院外行為而言，立法院於今年元月大幅翻修內規，並制定了立法院

民主基金會編印﹒立法院的危機與轉機一我們對修訂立法院組織法的看法(台北:民主基金

會，民八十三年) , PP.49-泣。楊日旭、日亞力:前書， pp.1-18 。林水波、何鴻榮:立法院

結構改造與議事效能， 1 國會再造」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民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p. 1. 0 

z7: 陳堯聖:英國國會(台北:商務印書館，民七十五年初版)， pp.42-43. 。

註48 木下廣居著，陳鵬仁譯:英國的國會(台北:幼獅，民七十八年 'pp.32-33 。

註的:楊芳玲: 1德國聯邦眾議院簡介 J '收於楊日旭、呂亞力:前書， p.85 。朱志宏:立法論，

pp. 110-112 。

註叩 :How Congress Work~ (Washington ,D.C. : Congressiona1 Quarterly Inc. ,1983) , p.7 。
註51: G巴orge B.Galloway , tlistory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Y.: Crowell CO. , 

1976)'P.94 0 

註52 胡濤:立法學(台北:漢苑'民六十九年) pp. 111- 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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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行使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等法律，但皆未提及院長在院外的行為須否規範、

應如何規範。立法院以往的慣例也未限制院長的院外行為 c 其實，以國會自律的

角度言，一般立委的院外行為應否規範'最多都只限制在損害議會尊嚴或團體榮

譽(註吋，院長的院外行為既然只涉及政治決斷，應不在規範懲戒事項中，最多

只能由選民判斷。

陸、目前立法院長的作為

若將英國下議院議長的嚴守中立、清靜無為和美國眾議院議長的積極進取，

介入黨政決策作一對照比較的話，可以發現我國立法院院長制度的發展，是愈來

愈偏向美國的議長作為，而與英國的議長制度差別愈來愈大。換言之，立法院長

在立法院外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愈來愈明顯 o

以美國而言，議長乃是眾議院多數黨的發言人;由於議長的言行是全國的新

聞焦點，因此議長可藉由各種場合表達多數黨的政策立場"。由此觀之，我國的

立法院長亦擁有這個權限。

就實際的運作而言，自民國八十八年二月王金平當選第四屆立法院長後，立

法院長單獨對外發表政策的機會有明顯增多的趨勢，立法院長的政治揮灑空間也

愈來愈寬廣。例如，從證交稅的調降、發表支持兩國論的言論(註臼)、呼籲國人

支持政府的外交工作蹈、對國代修憲利弊認為「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

(註吋、推荐政黨提名的總統副總統人選(註S8 )、以從政主管同志身分在國民黨

十五全黨代表大會上提出工作報告(註S9 )、出任競選總部主委(註ω) 、解讀總統

談話內容的意義(註61 )、甚或在 921 震災後率領立院同仁前往災區探視(註吋、

註曰:吳成吉:立法院議事自律制度之研究(碩士論文，私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民七十

九年) , pp. 88-的。
註54: Barbara Sinclai r ,M:ajori tyLeadership in the U.S. Hous l<. (Ba 1 t imore : The J ohns Hopki ns 

UniversilY Press , 1983) , p.2. 
註55. 王院長曾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發言支持兩國論，見: I兩國論，國民兩黨大和解J' 台灣日報，

民八十八年七月十五日，三版。也曾前往吉隆坡考察致詞時，宣揚兩國論，見: I挑戰國際

風暴，台灣持續繁榮y 民眾日報，民八十八年七月十九日，五版。

註56 • I 宋楚瑜金錢外交說，王金平:不負責 J '自由時報，民八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四版。

註57 : I 王金平:是非自有公論J '中央日報，民八十八年九月五日，三版。

註58 : I 王金平:宋楚瑜製造階級對立 J '自由時報，民八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四版。

註59 : I 立院工作報告，王金平:提昇立法效率，健全議會政治 J '中央日報，民八十八年八月二

十九日，三版。

註曲: I李主席盛讀，連蕭配擔重任 J '中央日報，民八十八年九月十六日，二版。
註61 I 王金平認為有些話遲早要說明指李登輝批評宋楚瑜是回答問題時有感而發沒有選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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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行政院呈請總統發佈緊急命令(註的)等等，王金平院長居於院長的地位，

都很明確地表達出他的看法。由最近的情勢看來，社會大眾不但不認為不妥，媒

體記者還搶著要立法院長發表意見，甚至立法院長的意見，惶然成為國民黨在立

法院的一項重要政治指標。

這項轉變，很明顯的是從今年二月立法院第四屆院長產生後開始。在此之

前，我們較少看到立法院長的消息及立法院長的主張，但在今年二月後，我們則

經常看到報章雜誌刊載立法院長的言論和行為，媒體記者每遇有政治事件發生，

也會固定探詢立法院長的反應、意見與評論，使得立法院長成為媒體的寵兒。

不同的立法院長，對待媒體的方式和受到媒體育睞的程度各不相同，或許可

以從院長個人的特質與風格來解釋。如同美國眾議院議長般，雖然每一個議長都

同時具有法律及政治的雙重角色，也都同樣受到尊敬，但是他所能運用的權力之

大小與所能發揮影響力之高低，卻隨著每個議長個人的才器和個性而大有差別

(註個)。

在一個制度的規範下，行為者之間彼此的互動，可能會增強、也可能會減弱

制度的作用;以立法院長的院外行為而言，以前院長的處理方式較為沉潛'媒體

記者報導較少，在我們的印象中也比較少感覺到它的存在，甚至會忽略原來立法

院長也可以從事院外的政治行為。現在院長的處理方式則是較為直接、公開，願

意向媒體記者說明來龍去脈，因此報導較多，容易引起大家的關心，同時也讓大

家注意到立法院長的院外行為問題。而由媒體的報導和民眾的反應觀之，除了極

少數的特例之外(註65) ，大家對於立法院長的意見表達，認為並無不當;換言之，

社會大眾已經認同這是制度內授予的權限，而非違反規定的行為。這也強化了制

度的規範一 r議長中立」僅限於院內而不及於院外。

生、仕巷
"自、、 \..1 "\..1 

由於立法院長的地位重要，使得他在履行他的角色時的態度與行為，特別容

量 J '民軍日報，民八十八年九月十四日，二版。

註62 : I王院長率領立法院朝野黨團代表赴災區探視及慰問受難者 J '立法院新聞簡訊，第 0377

期(民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版。
註的: IIi'學者派』幕僚顧暉，拖延了四天 J '聯合報，民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三版。

註個:李國雄: I從英美的議長制度看我國立法院院長的地位 J' pp. 29-30 。
註65. 楊泰順即認為，以立法院長的身分，建議行政當局發佈緊急命令並不妥當，因為事涉行政、

立法兩權的互動，立法權應監督行政權才是;但並不否認立法院長有權提此建議，見:楊

泰順: I不能緊急的命令，何妨回歸民主 J' 中國時報，民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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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吸引同儕甚或社會大眾的囑目，甚至會引發別人對他的角色逐期待:包括立法

院長應該如何去履行他的職責、他應該做那些事情、以及在行為上應該表現何等

風範(註的)。

雖然說，從制度上來看，立法院長因為同時具有選區代表、民意領袖、立法

院多數黨領袖、立法院領袖等多重角色與地位(註67) ，在立法院外當然可以就其

立場觀點發表聲明、參與決策過程、介入黨政運作。但是由於朝野政黨對立法院

長的角色各有期許，在，忽略制度現有的規範下，這種對院長角色「期待過高」的

結果，正是今日朝野政黨對院長角色產生爭議的關鍵(註的)。換言之，在目前制

度已經朝向美國議長制度前進、看齊時，卻以英國議長的行為模式來要求立法院

長在院外保持中立，當然會產生「期待過高」的落差。

以制度而論，討論的問題是能不能，而不是妥不妥當。只要賦予權限，當然

可以做，至於做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從憲政體制的規劃設計、院長與政

黨的密切關係、選舉及配套措施不保障院長連任、院長的選區利益要靠自己爭

取、立院內規和慣例並無規範院長之院外行為等等看來，立法院長在院外當然不

適用「議長中立」原則，可以保有政治揮灑的空間。然而，因此引發的政治後果，

不論好壞，也必須由立法院長來承擔;誠如王金平院長所言，做得妥不妥當， r社

會自有公評J' 一切交由選民(包括選區選民、政黨及立院同仁)作最後之裁斷。

【本文結束】

註制;李國雄: r 立法院院長『議事中立』面面觀 J' pp.38 。

註67 游憲廷，前書. pp.256-257 0 

註68 李國雄: r立法院院長『議事中立』面面觀 J • pp. 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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