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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法國、英國與義大利的公民投票經驗分析 

從研究公民投票的學者得知，除瑞士外，西歐民主先進國家中最具特色的三

個國家是法國、英國與義大利。法國總統將公投視為私人擴權的工具、義大利的

廢止型公民投票促進政治體系的改革，因此公民投票在法、義二國扮演著重要的

地位；英國雖不常採用公民投票機制，但是公民投票機制卻深刻影響政黨制度與

政治體系的運作，因此，筆者希冀從三個不同類型的公民投票機制的個案分析，

深入探討與驗證公民投票機制在不同政治體系之運作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

能。 

第一節 法國的公民投票經驗 

研究公民投票的學者專家，一定不會也不能遺忘法國的公民投票經驗。法國

無疑是實施公民投票的先驅者，因此認識法國憲法對公民投票制度的規定甚為重

要。其次，因為法國的公投與瑞士的公投是兩種不同的典型的經驗，瑞士是最佳

典範，而法國可能被批評為最負面代表。因此法國的公投經驗是值得參考與借

鏡。本文擬從法國的公民投票的歷史發展談起、並分析法國的公民投票的法理基

礎，其次，探討法國第五共和前後公投實施經驗，最後歸納分析其特色。 

一、法國公民投票的歷史發展 

按照法國憲法發展來做區分，可以分為西元一九五八年以前所訂立的憲法與

一九五八年以後之第五共和國家。 

法國公民投票的發展之起源，深受到盧梭的「主權在民」與「社會契約」的

理論影響甚大。就現代意義而言，法國實施公民投票的概念及經驗可源自於法國

大革命時期。一七九三年六月二十四日，國民公會（La Convention）通過新的

憲法，並於七月舉行公民投票表決憲法，開啟了實施公投的首例。當時選舉人的

總數約有七百萬人，但只有一百九十萬人參與投票，其贊成者約有一百八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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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反對者僅一萬三千票。不過，此部憲法上未實施就因為政爭而終止。一七九

五年十月，督政府（La Directoire）提出另一部憲法，並經由公民投票通過後

實施。 

一七九九年，在拿破崙的主導下，再度制憲並於一八○○年初經由公民投票

的方式通過。憲法第九十五條還特別強調，新的憲法將於人民同意後實施。由以

上三次實施的經驗來看，這三次最主要是對於新憲法的公投，雖然選舉人的資格

有許多限制，但對法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言有相當大的影響。 

    一八○二年到一八一五年拿破崙以「是否同意其為終身總統」之議題交由公

民投票。一八○四年五月將「共和國改名為帝國」以及「是否同意為世襲帝王」

之議題交由公投。一八一五年四月，拿破崙再以公投的方式修憲。雖然，拿破崙

在此三次公民投票中都能獲得壓倒性的支持，但是此三項公投之議題皆以個人權

利的運用為主軸，因而這時期的公投被解讀為對人的一項信任投票（Le ple＇

biscite），並具有負面影響。 

    拿破崙三世（Louis- Napoleon Bonaparte）執政時期也出現三次公民投票，

第一次是於一八五一年十二月就是否同意建立共和並由拿破崙三世出任總統進

行制憲予以公投。在九百八十幾萬的選民中，贊成的有七百四十萬票，反對者僅

六十四萬票而通過。不過，此次是拿破崙三世強力運作及軍人積極參與之下完

成，故被詮釋為一項「政變」，而這項投票行為也被視為是一種針對個人的信任

投票。第二次是在一八五二年十一月，拿破崙三世經由公民投票建立第二帝國並

擔任皇帝。一八七○年五月，受到在野主張共和體制人士不斷批評皇帝有權無責

的壓力下，拿破崙三世遂進行另一波的修憲，將新憲法提交公民投票。投票結果

贊成七百三十五萬票，反對者則增加為一百五十萬。不過，一八七○年九月，法

國被普魯士打敗，帝國瓦解，此憲法也無用武之地。 

一九四五年十月，戴高樂將軍組成共和國臨時政府，在他的堅持及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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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除了女性獲得選舉權外，法國也再度建立公民投票制度，並經由此方式改選

新國會、制定新憲法。一九四五十月二十一日，法國舉行了兩個公投，第一個問

題是是否同意新改選的國會為制憲國會，第二個問題分別以一千七百九十萬以及

一千二百萬的贊成通過。此次投票是長久以來第一次，，加上婦女及軍人也都有

權參與投票，因此對於法國民主政治發展而言具有相當重要意義。法國知名憲法

學者布雷落（Marcel Pre＇lot）也特別強調，一九四五年五月的公投可說是法

國有史以來最開放、最自由的一項選舉。 

一九四六年五月五日，法國舉行新憲法的公民投票，在兩千多萬的選民中，

反對者以一千零五十八萬的票數（百分之五十三）對贊成者九百四十五萬的票數

（百分之四十七）否決了憲法草案。一九四六年十月十三日，法國再度舉行新憲

法的公投，結果贊成票以九百二十九票（百分之五十三）多於反對者八百五十萬

（百分之四十七）通過，但是棄權者亦高達八百五十萬（約所有選舉人的百分之

三十一），顯示了第四共和在成立之始就已存在的認同危機。在第四共和制憲以

後到一九五八年這段期間，就並未出現任何一次公投（張台麟，2000：26-28）。 

    綜合上述之法國公投發展（如表 6-1），我們可以了歸納並解到幾個特色：

其一，法國自法國大革命以來就有實施公民投票經驗，與其他西歐國家相比起步 

相當早。 

其二，拿破崙叔姪藉由公民投票方式，將「國民議會政權」轉移為「君主政權」，

換言之，將國會至上的權力轉到統治者身上，對於法國民主政治，並沒有正面助

益。 

其三，拿破崙叔姪利用公民投票作為獨裁統治權利正當性與合理性之政治工具，

使法國人民對公投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人民對於直接民主的公投機制怯步。一

八七○年到一八七五年這段制憲期間乃至於一八七五至一九四○第三共和期間

七十年間，憲政體制是朝向「代議政治」及「內閣制」方向運作，憲法並未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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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規範，更無實施公投的作法。 

其四，第三共和時期，在「國民議會政權」這種政府概念下，發動公投是不被允

許，第四共和不曾舉辨公投，所以可以說第五共和時期以前的法國制度是未達到

「人民主權」之制度。 

 

表 6-1：法第一、二、三及四共和公投實施紀錄 

日期 議題 贊成 反對 總投票率 

1793.4.8 批准憲法 99.9 0.7 26.7 

1795.9.23 三分之二議員

改選 

63.8 36.2 3.8 

1795.9.23 批准憲法 95.6 4.4 13.7 

1800.2.7 同意拿破崙為

第一執政 

99.9 0.1 43.1 

1802.8.2 同意拿破崙終

身為第一執政 

99.7 0.3 51.2 

1804.11.6 同意拿破崙為

帝王 

99.9 0.1 43.3 

1815.5.31 回覆帝制憲法 99.7 0.3 18.8 

1851.12.21-22 路易拿破崙為

十年任期總統 

92.1 7.9 79.7 

1852.11.21-22 同意路易拿破

崙為帝王 

96.9 3.1 79.7 

1870.5.8 新憲法複決（批

准憲法） 

82.4 17.6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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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0.20 結束第三共和 96.4 3.6 79.1 

1945.10.21 授權制憲會議

及新憲公民複

決 

66.5 33.5 79.1 

1946.5.5 批准新憲法 47.2 52.8 79.6 

1946.10.13 批准新憲法 53.2 46.8 67.6 

資料來源：參考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France,by Wright, Vincent

（1989）.London：Unwin Hyman.； France:towards a less controversial use of the 

referendum,by Morel ,Laurence.In The Referendum Experience in Europem

（66-70）. Gallagher,Michael and Uleri,Pier vinceuzo.（eds）（1996）. 

NY:St.Martin＇s Press.；解析公民投票（143-144）曹金增(2004)，台北：

五南。筆者再加以整理。 

 

二、法國第五共和公民投票法理基礎分析 

一九五八年六月一日，戴高樂臨危受命出任總理，開啟一系列憲政改革與危

機處理，九月二十八日，法國人再度進行制憲公公投，此次選民反應熱烈，投票

率高達百分之八十五。公投結果，贊成者百分之七十九對反對者百分之二十一，

通過此制憲，第五共和正式成立。 

第五共和憲法是有意識的企圖打破國民議會政權。因為，戴高樂派認為由國

民議會宰制的政權癱瘓了整個法國，因此必須以強人的政治形式制度加以取代。

而這個強人政治形式則是根基於強勢行政權、分權、以及政府與人民間的權責直

接劃分等概念而運作。 

第五共和憲法第三條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而主權行使必須必須透過

議員代表以及公民投票的方式」。相反地，第四共和憲法第三條規則規範公民投



 

 223

票只能限用於「憲政事務」，至於「其他所有事務，人民則須透過國民會議的議

員行使其主權」。（在第四共和時期下，公民投票雖貴為修憲途徑之一，然充其量

只不過是有者「膽怯又無效的外貌」，因為公民投票從未用過）。第五共和公民投

票的行使範圍，不僅可以用於憲法修正案，亦可適用於一般性及非憲法議題的法

案上。在現代的法國憲政經驗上，相關公民投票的條款是非常新穎的

（Bogdanor,1994：64）。 

（一）法國第五共和憲法有關公民投票相關規定 

第五共和憲法規範，公民投票的相關規定如下：  

憲法第 3條：國家主權屬於法國人民。人民由其代表或透過公民投票來行使

國家主權。 

憲法第 11 條：如在國會會期期間政府提出建議，或國會兩院提出並刊於 

公報的聯合建議，共和國總統可將有關公權組織，聯邦協議之認可，或不違憲但

對國家體制之運作有影響的國際條約之批准等法案，提交公民投票。 

若公投結果贊成該法案，共和國總統依前條所規定之期間公布之。 

修憲後第 11 條（1995 年 8 月 4 日） 

如在國會會期間政府提出建議或國會兩院提出並刊於政府公報的聯合建

議，共和總統可將有關公權組織，有關國家經濟、社會政策及公共服務事業之改

革，或不違憲但對國家體制之運作有影響的國際條約之批准等法案，提交公民投

票。 

若公投由政府提出，政府必須分別在國會兩院作報告，兩院可對此案進行討

論。 

若公投結果贊成該法案，共和國總統於結果公布後十五日內公布之。 

憲法第 46 條：政府應就辦理公民投票相關事宜諮詢並立即知會憲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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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 53 條：領土之讓與、交換及歸併，非得當地人民之同意，不得生效。 

憲法第 60 條：憲法委員會監督公民投票，並宣布其結果。 

憲法第 86 條：國協會員國地位的改變，須經當地會員國的公民投票複決。 

憲法第 89 條：憲法修正案由共和國總統基於內閣總理之建議提出，或由國

會議員提出。 

國會兩院分別對同一草案表決通過後，該案經公民投票同意後，取得最後確

力。設若共和國總統將修正案提交國會兩院聯席大會表決，則無需交付公民

票。在此場合，修正案須經五分之三之多數贊成後，始得通過。國會兩院聯

席大會之祕書處由國家議會之祕書處擔任之。 

             當領土完整受侵害時，憲法修正案不得提出或進行審議。 

               

其次，公投最重要的憲法條文，就憲法第十一條的規定，我們可以得知： 

1.公投的發動權在總統：再國會或內閣提出建議案後，由總統裁量是否要將

法案交付公投。總統的決定無須內閣總理副署，所以是總統的裁量權。總統

不但可以選擇是否發動公投，更可以選擇發動時機。此一設計一方面便利總

統隨時視需要發動公投以解決政治危機，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適當時機作為

強化總統權正當性的手段。 

2.對公投領域的規定：根據十一條規定，將公投領域限制以下三個項目： 

（1）有關公權組織之法案：一辭涵意甚廣，幾乎所有憲法的規定都是

有關公投組織之分配與運作。所以表面是對公投領域的限制，實質上則

有很大的彈性空間。 

（2）有關國家經濟或社會政策及公共事務之改革法案：此法案直到一

九九五年八月四日的修憲案，才增加其民生福祉的目的，同時也將總統

依法公布的時間加以明確的規定。目前尚未出現此一項目的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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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條約的批准：要能發動國際條約必須具備兩個條件：第一，

該條約沒有違反憲法。第二，該條約必須對國家體制的運作產生的影響。 

 

另外，在原憲法第十一條中有關國協協議的認可，所謂國協協議乃指與其海

外殖民地的協議。在現在已無實質意義，且以一九九五年修憲後廢止。 

再者，法國憲法第八十九條與十一條是第五共和八次公投所引用之主要依據

（參考如表 6-2）其主要差異：前者規定選民可批准或拒絕由國會通過的議案；

而後者則是國會已不再扮演重要角色，且議案的通過須交付公民投票。因此，在

憲法第十一條規範下，可能遭到國會反對的法律案得以透過公民投票獲得通過。

更確切的說 ，即當國會可能反對的議案交付公民投票裁決之際，必須限定於國

會開會會期間。不過，這不算什麼嚴格的限制，因為總統可為了將議案提交公民

投票，而宣布召開國會的特別會期（Bogdanor,1994：65） 

 

二、憲法修正三階段 

依憲法八十一條規定，憲法修正須有三階段（Bogdanor,1994：50-51） 

： 

（一）第一階段：決定修憲。決定修憲與否，不是由總統在總理的建議下提出，

便是由國會提出，在此修正案此詞彙即指，總統不一定接受總理提議。實

際上，由於總統與總理有相同政治理念，所以彼此間的衝突是不可能發

生。不過，總統與總理意見分歧發生在一九八六以及一九八八年左右共治

期。而在一九九三年後，此項條款授與總統否決憲法修正的權利。就法規

層面而言，國會不能主動提出憲法修正案。 

（二）第二階段：經國會兩院投票，且每一院須通過內容一致的修正案，當兩院

意見不同時，並無任何召集兩院聯席委員會規定，亦無規範國民議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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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後決定權。所以說憲法八十九條產生的效力是賦予參議院有權否決憲

法修正案。所以總統須先衡量國會兩院有五分之三之絕對支持下方可提出

亦可說明戴高樂總統為何寧願援引憲法第十一條而不使用憲法八十九條

作為修憲的根本理由。 

（三）第三階段：憲法修正案不是透過公民投票就是透過國會兩院聯席會通過。

總統有權採用哪一種方式。但是倘若憲法修正案是由國會提議的情形下，

此時總統僅能採用公民投票方式。但是第五共何時其所舉行的七次公投皆

援引第十一條，而且使用此條款作為修憲的法源，幾乎變成可以接受的慣

例。 

 

由以上條文相關規定可以了解，首先，第五共和有關公民投票的實施依據是

依據憲法第十一條與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辦理。一方面，總統可以就國家公權組

織、經濟、社會與公共政策之重要改革以及國際條約的同意等議題提請人民表

決，在這種情況下，總統具有主動權，因為這項決定並不需要總理副署；二方面，

有關修憲的議題上，除非是經由國會兩院共同表決，否則必須以公投方式表決，

在這種情形下，總統與總理，甚至於國會的協調則很重要，因為這項決定需要總

理副署。通常總統與總理是屬於同一政黨，則問題會以實施的時機、議題及目的

為核心；如果總統與總理不同政黨，也就是「左右共治」下，則問題較以兩者的

權利互動為主要考量。 

    其次， 就公民投票的進行過程以及結果的公告等事宜，則是由憲法委員會

（Le Conseil constitution）負責監督辦理。此外，憲法第 46 條指出，政府應

就辦理公民投票相關事宜諮詢並立即知會憲法委員會。大體而言有以下三點：一

是憲法委員會有權指派代表監督整個投票過程的合法性。二是委員會負責審理與

裁定所有與投票相關之爭議或訴訟，必要時甚至有權宣告所有或部份之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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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三是委員會依法宣告投票結果並請總統於時限內公布生效及實施之相關事

宜。 

 

三、法國公民投票在代議政體下之運作 

    法國當一九五八年第五共和憲法制訂後以及戴高樂當選第五共和的第一任

總統，法國第五共和實施了八次的公民複決（含第五共和國憲法之公民複決），

根據 Wright（1989：18）研究結果，認為「雖然民主，可是既不明確、亦不誠

摯」。其最主要原因是公民複決難以顯示對政策方案支持之各種不同程度（張世

賢，1991：298）。本文將分析法國第五共和的公民投票運作，共舉辦過八次公投

（見表 6-2 ），並且將分成三個時期探討： 

戴高樂總統執政時期、龐畢度總統執政時期與密特朗執政時期、以及席哈克總統

時期： 

（一）戴高樂總統執政時期的公民投票 

戴高樂對公民投複決讚美備至，他曾宣稱「公民複決是最明確、最誠摯、和

最民主的政治實踐」（Wright,1989：18）。在政局動盪仍未見改善，其中最嚴重

的危機之一就是阿爾及利亞的獨立問題。為解決阿爾及利亞的問題，戴高樂總統

決定依照憲法第十一條有關公權組織影響現行制度的規定於一九六一年一月八

日舉行第五共和成立後的第一次公民投票。公投的議題內容：法國人民是否同意

戴高樂所推動的阿省獨立政策。基本上，戴高樂總統也希望經由公投來了解選民

對自己的支持度，從投票率（贊成票一千七百多票，占百分之七十四）來看，此

項公投的順利通過也代表了戴高樂的勝利。不過，由於反對票仍有五百多萬張，

也就是他們仍支持阿省應屬法國一省，顯示阿省問題的嚴重性。一九六二年四月

八日再舉行第二次公投，公投主要內容就是法國同意阿國邁向獨立。在此時戴高

樂更公開呼籲，希望法國人民支持該項決定，也就等於對戴高樂的支持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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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戴高樂將個人進退作為為籌碼。投票結果，贊成票占百分之九十一，此項公投

顯示大多數選民都能面對政治現實，讓阿爾及利亞省問題終於有所解決，同時也

因為對戴高樂政策的支持而奠定了戴高樂總統強勢領導地位，同時也造成第五共

和憲法架構的失衡而向有利總統擴權的方向發展。 

    挾著這種威望，戴高樂再度更明顯地行走憲法邊緣，（事實上，若以憲法第

八十九條的方式進行，則第一關就無法在國會通過）它不依照憲法第八十九條規

定，再度直接以憲法第十一條公權組織影響現行制度為由，舉行公民投票，將總

統間接選舉的方式修改為全民直選。同時，它更以總統的權位與公投結果掛勾，

企圖影響公投結果，公投結果若是否定的，它將辭去總統的職位。這一次（一九

六二年十月）的公民投票中獲得大勝，它的民間聲望大增，總統的權力也大幅擴

張，以大大凌駕法國體制的中的三權之上的地步。但是它的這項作法也引起很大

爭議。 

    一九六八年法國發生學生危機，同時勞工團體也發動罷工抗爭，對龐畢度政

府造成嚴重衝擊，在面對政府被倒閣情形下，戴高樂決定解散國會並改選。選舉

結果戴高樂大獲全勝。受到學生運動影響，戴高樂希望在大學教育進行改革的同

時，進行相關的政治改革。戴高樂提出有關區的「La regin」政府自治以及參議

院選舉方式及組織之架構調整。同時再一九六九年四月二十七日舉行公民投

票，，這次戴高樂再度以應付危機以及提高聲望，並且以總統職位做賭注。然而

結果，在選民積極參與之下，投票率高達百分之八十，反對票占百分之五十二，，，

否決了此項改革。此次公投是第五共和下第一次否決的公民投票，這也是第一次

總統因公投失敗而負政治責任主動辭職。這次公民複決，戴高樂企圖以「包裹」

方式一次表決內容複雜參議院和地方組織的改革，並未能僥倖過關，因為這種「包

裹」式的公民複決實在太冒險，裡頭的項目包括選民各種不同程度的支持「或反

對」。但選票卻只能表示支持或反對。這種公民複決能否有效形成公共政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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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有問題，而戴高樂總統亦因而下台。公民複決卻成為對戴高樂總統的「信任

投票」的表決，已經變質了（Wright,1989：19；5; 張世賢，1991：299） 

（二）龐畢度及密特朗總統執政時期的公民投票 

一九七二年龐畢度，總統上任後第三年所領導的政府因涉嫌不當利益輸送，

受到嚴厲批評。為了避免左派在野黨的批評與追擊轉移，正好歐洲共同體又通過

英國、丹麥、愛爾蘭以及挪威四國的申請加入案（因為戴高樂總統一再強列反對

英國加入並一再行使否決權），龐畢度總統因此就英國加入歐體問題提交公民投

票。旁氏作法主要是想移轉國內對於龐氏政府施政不滿的情緒，並藉以分化在野

的左派陣營，才提出公民投票。因為這次公投與法國國民沒有直接關係，在野當

又表態棄權，加上龐畢度總統也未將該投票與個人信任及進退結合在一起，使得

投票率大幅降低，只有六成左右。投票結果贊成票占百分之六十八對反對票百分

之三十二通過。雖然這次並不是一項信任投票，但是過高棄權率來看，這似乎是

龐氏歐洲政策的失敗。根據英國觀察家 Michael Leigh 稱龐畢度是在大做「個

人秀」，宣揚它的外交政策。公民複決似乎有點變質，Vincent Wright 稱之為「曖

昧的」（dubious）公民複決（Wright,1989：19；5; 張世賢，1991：299）。 

受到一九六九年公投的影響，季斯卡及密特朗總統對行使公投都持相當審慎

的態度。一九七四年五月到一九一九八一年四月季斯卡執政七年期間並未舉行公

投。 

一九八一五月到一九八八年四月之間，也就是社會黨密特朗總統第一任期

間，密特朗總統並未舉行公投。直到一九八八年十一月，密特朗總統第二任的任

期開始才將新喀里多尼亞省（La Nouvelle-Cale＇donie）的自治問題提交公投。 

這次公投就理論而言，總統依照總理或國會之提議發動公投（羅卡總理擬定一項

新喀省自治草案並經國會通過），但實際運作的經驗是由總統主導，不過此次公

投在程序上明顯是由總理提出，而後由總統同意行使，這是第五共和以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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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同樣地，，由於公投議題與法國本地選民利益關係無直接影響，且不具爭議

性，無法吸引選民投票，因而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投票率，創下了實施公投以來

最低投票率。投票結果贊成票百分之八十對反對票百分之二十通過。 

一九九二年二月七日，原歐洲共同體十二會員國在荷蘭馬斯垂克

（Massstricht）簽署了一項名為「歐洲聯盟」的條約，內容為加速歐洲的整合。

密特朗總統乃將是否加入歐盟訴諸公投，密氏選擇公投主要的考量是分化右派的

力量（右派兩大黨對馬約的意見相當分歧）以及鞏固總統的寶座（因為多項地方

選舉失利，在野聯盟要求下台）。基本上，大多數的法國人對於歐洲整合持樂觀

的態度，但是執政黨無法有效解決經濟問題，聲望低落，許多選民因而有所猶豫，

造成正反意見不相上下。密特兩總統除了呼籲選民支持歐洲整合的發展，同時也

強調結果如何與總統職務無關。一九九二年九月二十日第五共和的第七次的公民

投票，此次投票率提昇到近七成，贊成者以百分之五十一對反對者百分之四十九

通過。這是第一次投票結果的差距最微小。密特朗總統主導的馬約公投雖有驚無

險，但有助於提升他的聲望。 

 

（四） 席哈克總統執政的公民投票 

席哈克總統於二○○二年九月二十四日針對縮短總統任期修憲案，依總理建

議所做的決定，援引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交由全民公投表決。投票結果贊成者

以百分之七十三對反對者百分之二十七順利通過。但是本次投票有幾點特色值得

觀察： 

第一，此次公投是第五共和以來所舉行的公投第一次總統依據憲法第八十

九條來行使修憲公投。 

第二，此次公投投票率是歷來最低的，僅百分之三十一，而且廢票率也高達

百分之十六。從投票行為來看，顯示民眾對此次的議題及政治參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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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十分熱心。 

第三，此次投票率偏低的主因是，一方面認為此案一定會通過無須積極參

與；二方面選民認為此項修正是總統與總理為下次大選所採取的政治

考量。再者，受到石油漲價、減稅政策不公、科西家島自治等政策影

響，選民藉冷漠來表達不滿 

第四，席哈克總統與僑斯班總理希望藉由縮短任期的支持來獲得民意的好

感，但從低投票率來看，似乎沒有獲得助益。 

其次，這次公投對於憲政體制也有一些影響，因為總統與國民議會任期相

同，加上國民議會及總統選舉時間甚近，國會多數應可與總統多數相同 ，在此

情勢下，一方面「左右共治」將可結束；二方面憲政運作將會再度向「總統綜攬

大權」模式發展（張台麟，2000：36-37，）。 

      

綜合言之， 由上面八次公投的運作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其一，法國的政

黨政治已經建立，而且總統權力也以大幅擴張，雖發生幾次左右共治情況，但總

括而言，法國憲政體制已經趨於穩定。因此，公民投票的政治性以及重要性降低，

由低投票率可以證明。其二，就法國公投經驗，可以說是一個由濫用而趨向於成

熟發展的過程。直至第四共和時期為止，公民投票都是假直接民權之民，行鞏固

其權勢之實，造成人民對公投反感。第五共和戴高樂假其個人威望，以公投而穩

定法國的憲政制度，功不可沒。但後來矯枉過正，也引起人民對公投爭議。直至

後戴高樂時期，公投才逐步步入成熟期民粹因素降低，公投的正面得以發揮。但

是由於多公投成為統治者獨裁的政治的工具的負面影響，因為對公投的運作，仍

存有戒心，非必要不敢加以濫用。其三，就公投在代議體制下運作之功能，公投

成為總統鞏固權力、信任投票，以及對抗「議會主權」的利器。不過，如此型態

不可避免的，將強化總統權力到無法控制的程度，不可不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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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國公投的特色與啟示 

     從法國的公民投票的發展、公投法理基礎分析以及公投在代議體制下的運

作經驗綜合歸納與分析，可以得到的幾個特色： 

（一）法國實施公民投票的經驗中，因受到破崙一世以及拿破崙三世實施公投是

為達到鞏固獨裁政權與正當性，將公投淪為其個人政治的工具的負面影

響，相當時間是乏人問津。直到第四共和成立時再實施，但以第五共和實

施次數最多。 

（二）就公投程序而言，第五共和的憲法中沒有規定強制性公投規定，換句話說，

不論是憲法第十一條立法公投或是憲法八十九條修憲公投，都是選擇性公

投。 

（三）就公投範圍及內容而言，在一九九五年通過的增修憲法第十一條的條文

中，公投實施以公權組織、社會或財經重大議題、以及國際條約的批准等

三大範圍為主。不過，由於「公權組織」的定義不清，造成實施上相當大

的爭議。由第五共和時期八次的公投之中，有三次是關於領土以及自治的

問題，兩次是有關歐洲整合問題，另外三次可說是與憲政機制有關，由此

可知，所有議題都與民生福祉毫不相關。 

（四）就公投結果的政治意義而言，除了戴高樂以個人權位去留作為一種信任投

票之外，龐畢度與密特朗，以及席哈克所舉辦的公投皆以走向正常化而不

再視信任投票的意義。此外，低投票率的走勢，也使得未來法國領導人將

對公投的時機與議題設定做更為嚴謹的評估，而不會濫用。 

（五）憲法第十一條規定規定公民投票的行使，必須依總統的主動決定或被動同

意始有辦法舉行，而成為總統的權力之一。 

由法國實施公投的特色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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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投機制猶如一把刀的兩刃公投，必須審慎使用：因為公投可以成為獨裁

者的政治工具，例如：拿破崙叔姪的使用公投，但是也可以成為解決爭議

的最好機制，如戴高樂時期利用公投解決了國內外危機，對於鞏固政權產

生了功能，但也因為它的將公投作為擴大總統權力使用，險些將法國帶入

獨裁的體制。 

（二）法國公投議題應朝民生議題與多元化方發展：法國的公投幾乎只是政府為

尋求政權合理性或正當性、或化解危機策略性的機制，並未有關民生議題

的公投，因此，造成人民對政治的冷漠與不參與，所以投票率甚低，這對

民主的發展將成負面影響。 

（三）公民投票應由人民發動為主，非由總統權力之一：公民投票是直接民權的

表現，即人民制衡行政與立法的主要權力，而法國將此種制衡立法與行政

的權力的機制，變成總統個人的權力，成為「總統政權」抗衡國會主政權

的主要方式，並企圖將「國會政權」轉移到「總統政權」，不符合公民投

票將「國會主權」轉變成「人民主權」理念。 

 

表 6-2 ：法國第五共和公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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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法源 公投

性質 

公投

領域 

發動

者 

應投票數 實投票數 贊成票數 反對票數 廢票 備註 

1961

年 

1 月

8 日 

憲法 

第

11

條 

立法

性 

公投 

有關

公權

組織 

之法

案 

戴

高

樂 

32520233 23986913 17447669 

（74.99%）

5817775

（25.01%

） 

2.22% 為解決阿爾及利亞問題，公投法案

包含二條款，第一是阿爾及利亞住

民自決原則，第二是授權行政權全

權處理阿爾及利亞問題。 

1962

年 

4 月

8 日 

憲法 

第

11

條 

立法

性 

公投 

有關公

權組 

織之法

案 

戴

高

樂 

27582072 20779303 17866423 

（90.81%）

1809074

（9.19%）

4% 公投法案包含二點，第一、和阿爾

及利亞臨時政府之停戰協定， 

第二、授權總統權執行此停戰協定。

1962

年 

10 月

28 日 

憲法 

第

11

條 

憲法

性 

公投 

有關公

權組 

織之法

案 

戴

高

樂 

28185478 21694563 13150516 

（62.25%）

7974538

（37.75%

） 

2.02% 改總統選舉方式為全民直選。 

1969
年 
4 月

27
日 

憲法 
第

11
條 

憲法

性 
公投 

有關

公權

組 
織之

法案 

戴

高

樂 

29392390 23552611 10901753 
（47.59%）

12007102
（52.41%
） 

2.19% 在 1968 年 5 月社會危機之後，戴高樂為強化其

正當性決定發動改革參議院及創設新的地方自

治 
團體，這是一個包含 68 個法條的複雜公投法案，

公投失敗後戴高樂立即辭職，人稱此為政治自

殺。 

1972

年 

4 月

23 日 

憲法 

第

11

條 

立法

性公

投 

國際

條約 

批准

案 

龐

畢

度 

29820464 17964607 10847554 

（68.32%）

5030934

（31.68%

） 

7% 英、愛爾蘭、丹麥三國加入歐洲共

同體案。 

1988

年 

11 月

6 日 

憲法 

第

11

條 

立法

性公

投 

有關公

權組 

織之

法案 

密

特

朗 

38025823 14028705 9896498 

（79.99%）

2474548

（20.01%

） 

4.36% 關於法海外屬地新加勒多尼住民自

案，這是一個真正由總理提出的公

投案。前述公投，事實上都是總理

配合總統提出公投案。 

1992

年 

9 月

20 日 

憲法 

第 11

條 

立法

性公

投 

國際

條約 

批准

案 

密

特

朗 

38305534 26695951 13162992 

（51%） 

12623582

（49%）

2.37% 有關歐洲聯盟條約（俗稱馬斯垂克

條約）密特朗特別強調該公投與總

統無關，它不因公投失敗而辭職。

2000

年 

9 月

24 日 

憲法 

第

89

條 

憲法

性 

公投 

有關

憲法 

修正

案 

密

特

朗 

39943338 12058570 7407993 

（73.21%）

2710682

（26.79%

） 

16.08% 有關總統任期縮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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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參考＜法國公民投票制度簡介＞，陳淳文(1996)，《憲政時代》，21

（4），101 頁；＜法國第五共和實施公民投票之研究＞，張臺鱗(2000)，

《問題與研究，39（12），39 頁；《解析公民投票（147）》，曹金增(2004)，

台北：五南；5;作者加以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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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公民投票實施經驗 

英國首相布萊爾宣布，英國將對歐盟憲法舉行公投。這將是英國近三十年首

次就有關歐洲問題舉行公民投票。英國上一次是在一九七五年對英國是否留在歐

洲共同體舉行全民公決。布萊爾在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講說，「現在到了讓人民做

最後決定的時候了」。已經確定了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最近，英國外向相史卓

在 2005 年元月二十六日向英國國會下院提出一項立法草案，將可替英政府計劃

舉行公投奠定法律基礎，以便讓英國全體選民決定，英國是否應該支持歐盟憲

法。一般預料，決定是否支持歐盟憲法的公投不可能在五月大選前舉行，即可能

在今年是在今年下半年或是明年上半年舉行，所以英國投現在已經成為國際媒體

注目的新焦點。憲法為英國的一大發明，故英國素有「憲政母國」之譽，但英國

卻是現代立憲國家中，少數不成文憲法的國家，英國又是一個「議會主權至上」

的國家，公民僅是諮詢性的性質，投票不具法律約束力。因此公民投票在英國代

議體制扮演何種的角色，以及如何運作，更是研究公投者們不可被忽視的研究國

家。 

一、英國的公民投票的歷史發展 

英國是一個不成文憲法的民主國家，英國憲政傳統一言以蔽之 ，即「女王

陛下在議會的任何創制即是法律」（Whatever the Queen-in-Parliament  enact 

is law）。因此英國國會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將立法草案付諸付諸公民投票。

然而，由於英國欠缺成文憲法，因而公民投票無法被視為正統機制來採用，進行

立法認可。再者，根據英國議事規則，倘若執政當局在下議院掌握半數席次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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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整個國會運作，因此，國會沒有訴諸公民投票的動機（Bogdanor,1994：43）。。

而且在「議會主權至上」（the Soverreignty Parliment）的英國，公民投票是

無任何地位（黃偉峰，1998a：5）。因此，在一九七○年代以前，公民投票是最

不相容於英國憲法。 

一八九○年公民投票首次被著名的法學專家 A.V.Dicey 所提出，對

A.V.Dicey 而言，英國政府體制存在著致命的缺陷。而公民投票最大的效益是在

於民主式的制衡政府，亦即是「制衡既是民主又是保守態勢的優勢政黨之唯一機

制」。因此，當初公民投票被倡導的主要用意並非強化大眾參與能力的正當性，

而是在於牽制民主政府無節制的作為。另外，倡導公民投票的原動力並非起源於

對人民主權的認知，而是對公共機制，尤其是政黨體系運作的不信任所致。再者

A.V.Dicey 深信公民投票是「制衡政黨領袖魯莽行為的有效方案」，同時，公民

投票機制的行使也會使促使廣眾『回歸到英國民主根本理念的認知：法律通過與

否的要件取決於全國民意』（Bogdanor,1994：34；曹金增，2004：153）。 

另外，A.V.Dicey 所倡導愛爾蘭住民自治政策須透過公民投票一案並沒有獲

得成功。不過，他的主張被保守黨用吸收並應用於制衡反對公民投票的民主黨。 

一九一○年，處於在野的保守黨提倡舉辦公民投票來解決國會兩院關於非預

算法案議題的爭議。保守黨亦企圖界定劃分出屬於「憲政立法」的範疇，即當兩

院對上述議題意見不一致時可以提交公民投票。然而，最後未被執政黨採納，公

民投票的的議題就未提起了。 

直到一九四五年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提倡是否延長暫時聯合內閣

（war coalition）的議題訴諸內閣，然而，當時的工黨並不能接受，主要是工

黨受到納粹與法西斯慣用的公民投票假民主行獨裁之實的負面影響。從此公民投

票的議題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消聲匿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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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戰爭以後，公民投票議題再度被提起，主要是因為於高度不穩定的

北愛爾蘭（本屬於英國一部分），於一九四八年宣布成立共和國並退出大英國協。

英國政府於一九四九年通過「愛爾蘭法案」（Ireland Act）以資應付。此特別條

款主要內容為：北愛爾蘭必須在北愛爾蘭史托芒克（Stomount）地方會議一致同

意下才能決議是否脫離英國。直到一九七二年，英國首相奚斯決議以公民投票以

確定北愛爾蘭地位的問題，一九七三年北愛爾蘭地區針對國境投票議題的公民投

票因應而生，這是也英國政治史上第一次公民投票。 

第二次公民投票則是發生在一九七五年六月五日，主要是將英國加入歐盟共

同體議題開放給民眾決議。 

第三次則發生在一九七九年三月一日舉辦蘇格蘭（Scotland）與威爾斯

（Wale）之中應權力下放的公投。 

由上面公民投票發展來看，我們可以說，英國由於是不成文憲法國家，因在

「議會主權為上」的憲政下，公民投票是無法並存的。另外，一方面是受到法國

與德國假民主行獨裁之公投的負面影響；一方面是國內在代議體制下，政治安

定，政黨政治穩定和諧。但是隨著政黨政治的弱化與衝突，公民投票逐漸便成為

化解爭議的重要機制。相信，英國「議會主權至上」會轉移到「人民主權」的民

主理念，即利用公民投票機制將會增加，.就如同 A.V.Dicey 所曾預言，「公民投

票機制一旦建立，除了革命一事外，公民投票將隨時會被引用解決任何問題」。 

 

 

二、英國公民投票在代議政體下之運作 

英國公民投票的經驗，一般學者認為三次，但是因為有兩次公投並不是發生

在英國本土上，所以有人認為英國真正實施公投且視唯一一次是對加入歐洲共同

體的公投。本文則將英國公投的運作仍以三次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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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北愛爾蘭地區公民投票 

一九七二年北愛爾蘭議會審議國境投票法（Border Poll Act ），引發黨派

之間的暴力，英國平民院不得不對北愛爾蘭政府與議會暫時做停權處置，而且為

解決這一問題，一九七三年，英國首相奚斯為確認北愛爾蘭的地位問題，對北愛

爾蘭地區針對國境議題舉辦公民投票，以便了解北愛爾蘭人民留在英國的意

願。。這次投票雖然有天主教徒的抵制，投票率僅為百分之五十八點六，然而高

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九的投票者支持維持現況（郭秋慶，1998：162）。北愛爾蘭國

境公投設計的兩個問題：（Bogdanor,1994：37） 

1. 你想讓北愛爾蘭地區仍屬於大英國協的一份子嗎？（贊成票有五十九萬

一千八百二十票） 

2. 你想讓北愛爾蘭加入已脫離大英國協的愛爾蘭共和國嗎？（贊成票，六

千四百六十三票） 

此次的投票率達五十八點六。其中有效票中，九十八點九的民眾支持北愛爾

蘭繼續接受英國管轄。然而爭議的是，事實上這只是五成八的北愛爾蘭的意見。 

一九七六年北愛爾蘭議會法案規定，北愛爾蘭必須在北愛爾蘭地方會議一致

決同意下才能決議是否停止成為英國的一部分。因此，一九七三此次公投確立了

北愛爾蘭在英國的地位。此項結果也對外界做了一次有效的宣傳活動，亦即使國

外深信愛爾蘭繼續成為英國一部分是自願的。 

 

（二）加盟歐洲共同體議題的公民投票 

英國成為歐洲共同會員國的意願一直起伏不定，主要原因是在於工黨內部相

當排拒保守黨主政時做成的加入歐洲共同體決議，他們懷疑此類經濟統合的意

義，並擔心其帶來的深遠影響（Smith , 1976：13）。 一九七四年二月平民院改

選時 ，工黨提出將來是否繼續當歐洲共同體會員國會員國要交由公民投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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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工黨也獲得組閣的機會。一九七五年六月五日，工黨為實踐大選前的承諾，

舉辦英國獨一無二的公民投票，亦將英國加盟歐洲共同體議題開放給民眾決議。

不過為維持工黨內部的團結，工黨政府實施另一項憲政革新，亦即暫停內閣集體

責任制，讓閣員得以自由表達其反對意見。值得一提的是，工黨在支持公民投票

的用意在於，一方面為維持團結避免分裂；另一方面是一項民意顯示大多數民意

贊同用公民投票來決議。 

這次一國憲政史上首次的公民投票，有電視與報紙的宣傳，公民投票結果，

獲得六成五的投票率，其中有六成七的民眾支持加盟歐洲共同體，其中有三成三

的民眾反對。贊成的民眾在英國本土約略五成五到七成六不等。而在北愛爾蘭，

僅有五成二民眾支持，其他諸如西側小島或蘇格蘭北北東群島則是唯一表達反對

的地區。 

這次公民投票結果的成功主要理由，根據 Bogdanor（1994：39-40）認為有

兩個：第一是為人民所信任的政治領袖到處奔走倡導公民投票，倡導英國應繼續

成為歐洲共同體會員國努力。第二是為了誘發人民支持，工黨政府列舉出成為加

入歐洲共同體會員的優點。諸如，加入歐盟不會造成國家主權的喪失，以及歐洲

共同體只不過是商業團體，英國可以在短期之內獲得相當可觀的經濟利益。 

其次，英國首次且唯一的公民投票並非因為主權在民的原則，而是為擺平政

黨內部爭議而舉行的。 

綜合言之， 筆者認為這次公投不僅模糊了政黨的界限，而且反映出政黨合

作的事實，不論保守黨、工黨、以及一般民眾，均能著重國家參與歐洲共同體的

利弊得失，還能藉此消除工黨內部意見分歧，為其重新凝聚團結立，確實發揮公

民投票積極的功能。 

（三）蘇格蘭、威爾斯中央權力下放的公民投票（the devolution referendum） 

有關一九七九年英國與蘇格蘭的權力關係的公民投票，這是緣起其七十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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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標榜蘇格蘭獨立的民族主義政黨－蘇格蘭民族黨－興起，英國政黨上主要的

工黨與保守黨擔心他們在蘇格蘭的政治勢力受到侵蝕（Brand,1986：33），為此，

工黨政府提出蘇格蘭法，主張有限的權利讓渡計畫（devolution  plan），不過

要保留英國平民院對蘇格蘭議會最後決定權，在野的保守黨則主張對蘇格蘭採取

分權政策，不幸工黨內部不少來自蘇格蘭的議員公開黨的立法主張，引發黨內共

識無法形成（郭秋慶，1998：162）。工黨政府在後排議員（backbench）施壓下，

針對蘇格蘭、威爾斯中央權力下放的議題，於一九七九年三月一日舉行公民投

票。此次公投通過門檻規定經政黨協商後修正內容為：贊成者的比率必須超過百

分之四十的出席總人數才算通過中央權力下放議案。 

投票結果是，威爾斯在五成九的出席率中，百分之八十贊成比百分之二十的

反對通過此議案。蘇格蘭的公民投票結果是，出席率占百分之六十四，贊成者比

率占百分之五十二，亦即是蘇格蘭出席總人數中僅有三成二的公民贊成。（英國

議會贊成人數須超過總人數百分之四十）因此一九七九年五月，保守黨政府決議

終止並撤銷中央政府權力下放蘇格蘭與威爾斯法案。 

關於這次蘇格蘭、威爾斯中央權力下放的公民投票，有幾點值得觀察與分析： 

第一， 此中央權力下放之法案，在議會公然表態反對的議員。卻在表決

過程中投下贊成票。這些議員表示，此法案應提交公民投票裁

決，及提交給誓死反對此案選民作評斷（Bogdanor,1981：50）。

此次的公民投票，就 Finer，S.H.（1975：18）所言，即是「英

國政治的比拉多」（the Potius Pilate of British Politic）。

（  比拉多是審判耶穌的猶太總督，即他審判耶穌死罪時說著，

「流這義人的血，罪不在我，你們承擔吧！（吳宜容譯，2002：

55））亦即英國國會議員投贊成票，而其後果如何演變，國會議

員不願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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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贊成票比例須大百分之四十時的出席投票總人數規定，此規定有

隱含兩個不同因素。其一，規定出席投票總人數的下限；其二，

贊成權力下放法案通過的人數必須占絕定性的多數，此法案才算

通過。亦即投票出席率，則意味著贊成的多數必須更高。 

第三， 因為英國屬於不成文法國家，而公民投票決果對國會不具約束力

而僅供參考性質。即是否同意威爾斯與蘇格蘭的中央權力下的議

案的最後決定權在國會。 

 

三、英國公民投票實施經驗的特性與啟示 

從上面對於英國四次公民投票實施經驗的探討與分析（並參考表 6-3），可

以發現英國的公投具有幾項特性： 

（一）英國的公投是屬於諮詢性性質，最後決定權在國會：英國是屬於不成文法

國家，且英國憲政體制重要特色是「議會主權至上」，因此一切的議決法案都是

由國會中多數票來決定的做法，即最後決定權在國會。公民投票的結果僅是諮詢

性質，不具拘束力。英國法院無權宣布議會法案違憲，法院只能問行政官員是否

在法定權力之內行事，法院不對行政官行使權力的方式提出質疑。即使法院裁定

政府不適當行使了權力，但只要議會隨後的法案追認某種行為，就能宣告法院的

裁決無效。 

（二）公投是政黨的策略性運用，並不是直接民權的實踐：就英國公民投票的發

動者與議題而言，都是由執政黨發動的，四次的公投都是執政黨為了擺平

黨內爭議，避免分裂而同意舉辦的，所提出的時機和舉行的方式都是政黨

所控制。就議題而言，四次公投議題皆涉及國會權力移轉的正當性。換言

之，公投的議題局限在議會權力問題，與人民民生福祉並無直接關係，這

亦算是英國公投的一項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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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公投宣示北愛爾蘭、蘇格蘭與威爾斯為英國一部分的自願性與合法

性，並鞏固了中央集權：公民投票不但宣示了北愛爾蘭為英國一部分是完

全自願的，對於威爾斯、蘇格蘭要求中央權力下放也獲得解決，無形中強

化並鞏固了英國單一國體之中央集權制。 

然而，英國的在不成文憲法下的公投也產生了幾個問題，可作為借鏡， 

第一，公民投票對「議會主權」的限制：英國的公投雖是諮詢性質，不具約束力，

對議會主權不曾被動搖。但事實上，當公民投票產出絕對性的民意偏好

時，便會限制議會主權行使。所以說，公民投票的運作將會演變與議會瓜

分制憲權責就可知公民投票一旦出現，將對限制議會主權的行使。 

第二，公投就是解決議會爭議與紛爭的最好機制：對於歐明憲法議題案，布萊爾

在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講說，「現在到了讓人民做最後決定的時候了」。可以

知道，當議會議案正反出意見發生爭議，無法尋求共識，公投就是解決議

會爭議與紛爭的最好機制。然而，國會議員也將利用公投推諉卸責的方式。 

第三，公投與代議體制並存：英國公投皆涉及國會權力轉移問題，但是依據英國

一直守護自由派立憲制度的信念，認為人民將立法權委託國會議員代為執

行意志，國會不得將權力轉移至其他機關。但是公民投票的運用是將委託

國會立法權收回到人民手上，並非轉移至其他權力機關。因此，相信公民

投票未來在英國將與代議體制並存，可由 2005 年布萊爾首相在國會演講

說「該是人民做決定的時候」，得知公民投票在英國所扮演的角色是日益

重要。 

第四，公投必須具備相當程度共識：深為宗教所割裂的北愛爾蘭，一九七三年所

舉行有關邊界問題的公投自然也解決不了問題。因此可以得知在一個高度

割裂、敵視、欠缺基本共識的社會，公民投票這種多數決原則的制度，並

不適合使用（李俊增，1997a：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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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英國的公民投票實施紀錄 

次

數 

時間 議題 贊成 反對 投票率 通過門檻限制 通過與

否 

投票類

型 

1 1973 北愛爾蘭的地

位定位議題 

98.9

﹪ 

1.1﹪ 58.6﹪ 未設 通過 諮詢性

投票 

2 1975 加盟歐洲共同

體議題 

67﹪ 33﹪ 65﹪ 未設 通過 諮詢性

投票 

3 1979 威爾斯中央權

力下放 

80﹪ 20﹪ 59﹪ 出席投票總數

40﹪以上 

否決 諮詢性

投票 

4 1979 蘇格蘭、中央權

力下放 

52﹪ 48﹪ 64﹪ 出席投票總數

40﹪以上 

否決 諮詢性

投票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第三節  義大利的公民投票 

義大利在西歐民主國家公民投票經驗中，是除了瑞士外，次多的國家（黃偉

峰，1998a：8；Bogdanor,1994：62），而且是西歐國家中唯一允許人民發動公民

投票者，尤其是利用廢止型公民投票（abrogative referendum）作為人民制衡

國會、抗衡政府不公與改革體制的利器、以及公民投票應有的限制等獨具特色。

因此成為當今研究公民投票之學者研究的重要對象。筆者擬從公民投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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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的法源基礎、公投在代議政體下的運作與影響、以及公投的特色與侷限姓等

四方面來探討： 

一、義大利公民投票的發展 

義大利公投經驗可追溯至 1848 年及 1860 年的統一期間，利用公投將

Piedmont 和 Sardinia 併入義大利王國。法西斯集權統治時期也舉行過兩次全國

性公投，不過民眾是受到脅迫而投票的。1946 年義大利舉行公投廢除王室改立

共和。可是 1947 年的義大利憲法，基於反法西斯強人政治的共識，遂將國家的

權力集中於國會（黃偉峰，1998a：8）。雖然該憲法將公民投票入憲，且公民投

票本質上是被運用來反制國會，然公民投票仍被視為僅適用於特殊情況。其次，

另一個特色乃為了防止復辟，即消除法西斯一黨獨裁的再現而採用比率代表制之

選舉制度入憲，使得 1948 年憲法施行至近五十年，義大利已經經歷過 53 個政府，

政府平均壽命不到一年，政局不穩、政治分贓等弊病。因此，促成義大利國人亟

思用公民投票來改變現狀（如 1993 年 4 月 18 日以公投廢除參議院選舉的比例代

表制及停止國家補助政黨財源等），無疑地，義大利公民投票給與人民有所期待

（曹金增，2004：162）。不料自 1971 年到 1995 年義大利人民卻提出 75 次公投

的要求。其中有五分之二為憲法法院所不許，最後仍有 38 件訴諸投票

（Uleri,1996：106） 

對於廢止法律公民投票在其實施的過程可以區分兩個特定時期：第一期自一

九七四年至一九八七年，提出廢止法律公民投票的對象通常為義大利之非執政

黨，然而，在此時期無一次相關之公民投票獲得通過，以達到廢止國會所通過之

某項法律。第二期自一九八七年起，廢止法律公民投票由具備傳統專業背景之政

治階級所提議，該等具有特殊階級者，一方面反對當時的制度，一方面也對公民

訴求相當支持。因此，所有提出廢止法律之建議均獲得當時義大利人民強列之支

持，並獲致絕對多數之得票率：例如選舉制度的根本改革，恐將導致義大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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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結構性改變，然而卻因廢除國會法律之公民投票之實施而變得有可能。 

總言之，義大利在西歐民主國家公民投票經驗中，是除了瑞士外，次數次多

的國家。其原因在於，義大利是西歐國家中唯一允許人民發動公民投票者。而從

義大利的經驗中，我們可以檢證出這種制度設計比政府發動的公民投票的制度設

計，更易觸發公民投票的使用頻率與符合直接民主之「主權在民」的理想。 

 

二、義大利公投法源基礎分析 

   1948 年經制憲通過義大利共和國憲法， 採用公民投票入憲， 

（一）憲法主要相關條文為： 

 

第七十一條：法律案之提案權屬於政府，兩院議員及經憲法授權之機關與團體；

人民行使提案權至少須有五萬人連署，並已擬定條文方式之法案為之。 

 

第七十五條：如有五十萬選舉人或五州議會之請求 ，應舉行全民複決投票，已

決定法律或具有法律效力的法規之全部或一部分之廢止；關於預算與財政之法

律，大赦與特涉及批准國際條約之同意，不得舉行全民複決公投；凡有權選舉眾

議員之國民，有參加全民複決投票之權力；提交全民複決投票之議案，經選舉人

多數參加投票，且經有效票多數之贊同，即為通過。 

 

第八十七條：總統於憲法規定之情形，宣布全民複決投票。 

 

第一百二十三條：各區得在不牴觸憲法及共和國之範圍內，制定區法規

（statutes）規定區內組織之規範。區法規規定區內組織之規範。區法規規定有

關法律與區行政法規之創制與複決之行使，即區法規與規章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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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法規應經區議員之絕對多數通過及共和國法律之認可。 

 

第一百三十二條：如有代表居民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議會之要求合併或設置新區

或五區域議會，且其建議經當人口多數決投票通過時，得以徵求區議會意見後，

依憲法性法律合併現存區或設置新區。但新區至少應有一百萬居民； 

省與鄉鎮如有要求時，得依共和國法律並經人民複決投票，於徵求區議會意見

後，脫離一區，加入它區。 

 

第一百三十八條：憲法與憲法性法律之修正，應經國會各院相隔三個月以上之二

次繼續會議通過，並於第二次投票時獲得各院絕對多數之通過； 

    前項法律公布三個月內，得因國會議院五分之一議員，或五十萬選舉人，或

五區議員會之要求，交付全民複決投票。交付人民表決之法律，非經有效投票之

多數通過，不得公布之； 

    法律經國會各院於第二次投票各以議員三分之二多數通過者，不必舉行全民

複決投票。 

（二）重要條文分析： 

根據憲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只要五十萬公民、或國會議院五分之一議

員、或五區域議會，即可要求對國會已通過但未執行的憲法修正案進行公民投

票。而除非該憲法修正案在國會兩院皆以三分之二多數通過，否則上述任何一要

件皆可發動公民投票。不過，至今並無任何公民投票依此程序舉行。 

憲法一百三十二條亦規定，相關鄉鎮議會之要求合併或設置新區域議案，皆

可提交公民投票審議。然目前為止亦無任何一次公民投票援引此項條款，不過，

卻有許多公民投票援引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來批准區域法律。 

義大利全國性公投是根據一九四九年憲法第七十五條規定，除稅法與財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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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減刑與赦免及批准國際條約之外，只要有五十萬選舉人或五個區域委員會

申請 ，人民得以提出廢止法律的複決案。不過，有別於美國或瑞士的是，當義

大利公民連署廢除某法律時，公民得以針對某條款或部分條款、條文而不是整條

法律進行複決（Hine,1993：154-157）。 

    義大利憲法第七十五條規定，即不同於一百二十三、一百三十二或一百三十

八條所規範的，有效的公民投票是須符合相關要件。亦即投票率必須大到總投票

人數的百分之五十加一，此公民投票結果才具有約束力。憲法第七十五條的作用

在於，人民得以提出廢止法律的複決案。因此，人民在進行投票過程，若投下贊

成票則意味者欲廢除此法律；同樣的，若投下反對票則意味欲維持此法律。不過，

相較於瑞士與美國的廢止型公民投票的經驗，義大利除了可以針對議會剛通過業

已生效的法律進行複決外，亦可針對成文法規上任何既存的法律進行複決

（Bogdanor，1994：63）。 

    綜合與分析義大利公投的憲法相關條文，可以得知義大利公投有幾點值得注

意（曹金增，2004：163-164）： 

1.就公投發動上，一般民眾或五分之一之國會議員或五個區議會之要求即可提出

（第 138 條） 

2.就公投連署門檻上，創制法案需五萬個選舉人簽署後交議會制定（見 71 條，

足之義大利創制乃是間接創制、原則創制）；在複決上則需要五十萬選舉人連署

（第 75、138 條） 

3.公投議題有限制性：憲法修正案及所有法律皆可，但是有關預算、財政、大赦、

特赦以及批准國際條約不得為之（見 85 條）； 

4.公投表決以簡單多數，即出席投票者超過 50％的選民總數為通過（第 75 條）； 

5.公投法案之提出及通過須經憲法法院之司法審查（第 123 條），此與美國各州

之公投須司法審查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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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投票在代議體制下的運作之分析 

（一） 公民投票機制運作的功能 

義大利的公民投票的運用，是以廢止型公民投票為主要特色，雖然沒有如瑞

士與美國之創制公投的設計，但是義大利的複決程序不僅消極地否決憲法修正案

或撤銷法律，更可以積極地設定議程（setting agenda），迫使國會預先修改與

制定法律。從這個角度來看，義大利雖無法律規定創制程序，但其複決程序也可

以巧妙地用來修改或創制法律。 

就公民投票的功能而言，第一，公民投票機制具有制衡代議體制的作用。若

非廢止型公民投票機制存在，義大利政府不會在壓力之下對上述既存法案提出憲

法修正案。即公民投票所潛藏的威脅性可以迫使政府正視相關議題，並使政府能

夠尊重民意。第二，公投補代議政體不足。已從發生在 1987 年的五次公投中，

其中有二次是分別是檢視法官職權問題以及規範各部長備詢責任範圍（Hine，

1988：13-67）。在這五次公投議題中，複決法官職權議題比其他同時舉辦的四項

議題更被選民所重視與熱烈討論。這次公投的最大的特徵意義在於，其顯示義大

利司法體制出現缺失，而公民投票的效用便是藉以修補政治體系缺失之處。第

三，從檢視 1974 年舉行離婚合法化公民投票複決得知，不過，此次公民投票結

果重挫反對離婚合法化的群眾，同時此次公民投票結果不僅使基民黨與其他天主

教團體挫敗，亦重挫義大利共產黨。因此，此次公民投票結果逐漸侵蝕義大利政

治體系兩大優勢政黨權威。此模式在爾後的公民投票過程中不斷重複，而公民投

票機制則變成義大利政治體制中要求改革的利器。第四，例如，倘若國會針對離

婚或墮胎議題做出任何決議都將不為國內部份族群所認可且難以擺平其紛爭，而

公民投票卻能輕易解決此問題，所以公投可以作為解決紛爭的工具。 

綜合上面所言，公民投票在義大利所扮演的功能為：制衡代議體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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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政治體系缺失之處、政治體制中要求改革的利器與作為解決紛爭的工具等功

能。 

（二） 公民投票運作的限制 

 1.憲法法院裁決： 就廢止型公民投票而言，其運作有相當的侷限性，首先，公

民在針對某法案提交複決之前，必須先獲得憲法法院的核准。法院除了要確認

提交複決的議題是無關稅法與財政、赦免與減刑、以及國際條約等範圍之外，

其次，民眾依據憲法第七十五條申請公民投票，「倘若該申請案缺乏合理性、

邏輯性且訴求雜亂無章、不嚴謹，，亦不符合憲法第七十五條精神」則法院變

展現其自主性加以駁回。此舉在防止廢止型公民投票「操扭曲而淪為代議民主

的工具而不再成為人民申請的專利」。因為公投可能會轉化以政黨或利益團體

假借支持公民投票複決、或以人民信任案複決之名行黨意或私利之實」

（Uleri,1989：176；Bogdanor,1994：64）。 

 2.代議政體的抵制：政府對公投的因應策略，主要是有兩項：拖延或阻止公投

舉行。拖延的方式即是解散國會，1972 年，曾為延遲離婚法訴諸民投票表決

而解散國會。1976 年政府亦為拖延廢止墮胎公民投票而解散公民投票。 

 

其次，國會可在四個月內（1987 年以前，限定兩個月），針對即將舉行的公

民投票所訴求的法案在國會提交修正案。此等同於公民投票複決的效果，藉以阻

止公民投票進行的策略運用。1970 年到 1987 年國會進行五次修正案藉以遏阻公

民投票的進行。這五次包括：墮胎案（1978）、調查委員會（1978）、精神病收容

所（1978）、軍法審判（1981）、生活津貼補助（1982）等議題（Bogdanor,1994：

64）。 

整體而言，法院仲裁角色使公投避免淪被濫用，或為政黨或利益團體的工

具，又政府可藉解散國會以及根據公投所訴的議題（民意）在國會提交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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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代議民主機制仍是主要的正常運作，公民投票作為直接民主機制對代議民

主政府而言，是扮演輔助性而非取代政府的工具。 

 

 

四、義大利公民投票的特色 

（一）廢止型公投為義大利主要特色：義大利的公投雖不如瑞士與美國人民創制

案般蓬勃發展，但是憲法七十五條規定：人民有權請求複決已決定法律或

具有法律效力之法規之全部或一部分之廢止。此種具有廢止法律之廢止型

公民複決（abrogative referendum）之公投是義大利引用最多的，如廢

止離婚法、廢除墮胎法、廢除政黨國家補助、廢除國家補助、廢除投票法、

廢除參議院選舉比例代表制等（曹金增，2004：167）。 

（二）憲法法庭扮演仲裁角色：義大利憲法賦予憲法法庭針對人民發動的複決案

是否違背憲法或相關意見表示意見，可以防範公投的濫用或成為政黨或利

益團體的工具，但是法官是否立場中立，是會受政治因素而有所偏頗，值

得深入觀察與探討。 

（三）公投的議題受限制：義大利憲法七十五條規定關於預算與財政之法律，大

赦與特涉及批准國際條約之同意，不得舉行全民複決公投，可知義大利公

投仍具有侷限性，並非任何議題都可以公投。 

（四）公投是具輔助角色，並非取代代議民主體制運作：義大利的代議民主體制

可以針對人民公投的議題拖延，採取解散國會，或在國會針對公投案提出

修正案，明顯看出代議體制可針對民意趨向（公投議題）而修正策略，所

以，公投是糾正代議體制怠惰失職與補代議體制不足之輔助角色，並非取

而代之。 

（五）公投是人民制衡代議政體的最好機制：義大利之公投雖是輔助的角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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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代議正體運作時未能尊重民意時，利用廢止型公投公投加以制衡，

成功推動數項改革，這也是義大利公投最具特性與值得注意的公投。 

 

 

 

 

 

表 6-4：義大利公民投票表（1946-1995 年） 

公投日期 公投議題 贊成百分比 選民投票率

1946.6.2 結束君主制 54.3 89.1 

1974.5.12-13 廢除離婚法 59.1 88.1 

1978..6.11 廢除國家補助政黨財源 43.7 81.3 

1978.6.11 廢除反恐怖主義法律 23.3 81.4 

1981.5.17 廢除墮胎法 32.1 79.8 

1981.5.17 修正墮胎法 11.5 79.8 

1981.5.17 廢除反恐怖行動法 14.8 79.8 

1981.5.17 廢除武器證照 14.0 79.8 

1981.5.17 廢除無期徒刑 22.7 79.8 

1985.6.9 修正薪資-指標 45.7 78.0 

1987.11.8 廢除核能法 80.6 65.2 

1987.11.8 廢除核能計畫補助法 79.9 65.2 

1987.11.8 廢除與外國核能聯繫關係 71.8 65.2 

1987.11.8 文職官員的責任 85.0 65.2 

1987.11.8 部長審判 85.1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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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6.18 聯合歐洲政府 88.0 -- 

1990.6.3 否決一項狩獵案 92.3 43.3 

1990.6.3 否決殺蟲劑法 92.5 43.3 

1990.6.3 否決另一項狩獵法 92.3 43.3 

1991.6.9 廢除多重偏好投票法 95.6 62.5 

1991.6.9 選舉制改革 95.6 62.5 

1993.4.18  環境規範 -- 77.0 

1993.4.18 廢除參議院選舉的比例代表制 82.7 77.0 

1993.4.18 停止國家補助政黨財源 90.3 77.0 

1993.4.18 減輕毒癮犯刑責 55.3 77.0 

1993.4.18 國營銀行的變更 89.8 77.0 

1993.4.18 裁撤觀光部長職務 82.2 77.0 

1993.4.18 裁撤農業部長職務 70.1 77.0 

1993.4.18 裁撤企業部長職務 90.1 77.0 

1995.6.11 取消授予工會協商權的限制 49.97 56.9 

1995.6.11 降低授予工會協商權的限制 62.1 56.9 

1995.6.11 在國家部門中取消協商權的限制 64.7 56.9 

1995.6.11 廢除對黑手黨嫌疑犯強制拘留 63.7 57.0 

1995.6.11 國家廣播系統民營化 54.9 57.2 

1995.6.11 廢除限制市鎮零售的權力 35.6 57.0 

1995.6.11 廢除雇主給工會的正當報酬 56.2 57.1 

1995.6.11 在較大市鎮中改變市長選舉角色 49.4 57.1 

1995.6.11 廢除限制從屬地方政府營業時間權

力 

37.5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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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6.11 私人公司只能擁有一家電視頻道 43.0 57.9 

1995.6.11 限制影片播出時間之商業廣告 44.3 57.9 

1995.6.11 公司賣廣告不可多於二個國家的電

視頻道 

43.0 57.8 

資料來源： Italy：referendums and initiatives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crisis of a democratic regime（pp.106-25）. In Gallagher and Pier Vincenzo 

Uleri（1996）（eds.）,The Referendum in Europe.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解析公民投票（165-166）曹金增(2004)，台北：五南。 

第四節   小結 

筆者選取單一國體的中具有代表性特色的國家：法國、英國與義大利等三國

家實施公投經驗為個案作實證研究與分析得知： 

一、就公投在代議政體下運作的功能與特色而言： 

法國拿破崙叔姪操弄公投，來鞏固個人權位、第五共和戴高樂總統利用公投

使其自身的權位得到民意的背書支持，即如同內閣制信任投票的功能。因為公投

被當作總統個人權位取得與擴權的工具，造成後人對公投的怯步，對公投存有戒

心。 

英國公投是政黨的策略性運用，並不是人民作主的實踐。就英國公民投票的

發動者與議題而言，都是由執政黨發動的，四次的公投都是執政黨為了擺平黨內

爭議，避免分裂而同意舉辦的，所提出的時機和舉行的方式都是政黨所控制，這

亦算是英國公投的一項遺憾。其次，國會議員也將利用公投推諉卸責的方式。 

義大利廢止型公民投票是其最大特色，政府不能操控，因此有制衡代議體制

的作用、修補政治體系缺失之處、政治體制中要求改革的利器與作為解決紛爭的

工具等功能，頗具有正面意義，亦較接近直接民權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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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公投議題內涵分析而言： 

法國的公投幾乎只是政府為尋求政權合理性或正當性、或化解危機策略性的

機制，並未有關民生議題的公投，因此，造成人民對政治的冷漠與不參與，所以

投票率甚低，這對民主的發展將成負面影響。 

英國的公投的議題侷限在議會權力問題，與人民民生福祉並無直接關係，這

對號稱民主先進國家也算是一種諷刺。 

義大利的公投雖不如瑞士與美國人民創制案般蓬勃發展，此種具有廢止法律

之廢止型公民複決（abrogative referendum）之公投是義大利引用最多的，如

廢止離婚法、廢除墮胎法、廢除政黨國家補助、廢除國家補助、廢除投票法、廢

除參議院選舉比例代表制等，議題具多元化，對人民福祉具有正面意義。 

 

三、就公投運作的限制而言： 

法國公民投票的進行過程以及結果的公告等事宜，則是由憲法委員會（Le 

Conseil constitution）負責監督辦理。憲法委員會有權指派代表監督整個投票

過程的合法性。是委員會負責審理與裁定所有與投票相關之爭議或訴訟，必要時

甚至有權宣告所有或部份之投票結果無效。 

英國公投屬於諮詢性性質，不具有約束力，最後決定權在於國會。 

義大利公投的議題受限制，關於預算與財政之法律，大赦與特涉及批准國際

條約之同意，不得舉行全民複決公投，可知義大利公投仍具有侷限性，並非任何

議題都可以公投。其次，義大利憲法賦予憲法法庭針對人民發動的複決案是否違

背憲法或相關意見表示意見，可以防範公投的濫用或成為政黨或利益團體的工

具，但是法官是否立場中立，是會受政治因素而有所偏頗，值得深入觀察與探討。 

 

綜合言之，法國的公投為總統所主導的權力成為其特性，易為獨裁擴權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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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具，須謹慎視之；英國的公投則為國會為解決黨內分裂與黨間爭議之策略性

運用；公投仍為國會所操控的權力，仍不符合公投的民主價值與意義；義大利國

廢止法律公投經驗展現與美國人民所主導的立法創制公投相似，較真正符合人民

主權的理想，但是義大利之公投仍是補代議體制之不足，並非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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