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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 10 月，一件兩千九百年前鑄造的青銅器遂公須在北京問世。這件

國寶上面鑄有「大禹治水」和「為政以德」的銘文，雖然只有 98 字，卻為大

禹和夏朝的存在的史實，提供有力明確的證據。鑄文並以大段文字闡述德與德

政。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學家羅爾斯，他特色是對於「公平」意義下的「正

義」這項政治價值的強調；他認為一個社會是否公平，是最根本的問題所在。

正因為公平是社會生活的最高價值，所以剝奪個人自由、歧視他人、以多數為

名迫害少數，或者坐視個人之間的命運差距，都違反了正義，為自由主義所不

能容忍。他強調：「在正義的社會裡，來自正義的各種權利，不容政治的交易或

者社會利益的計算來影響。」權力與權力的運作、互動，憲法應做周延、明確，

且長治久安的規劃。制度沒有絕對的好或壞，只能依國情、民意、憲政背景、

政治環境，經過溝通、協調、妥協，以求修憲爭議最小化，修憲福祉最大化的

一部適合、合用的憲法。更要仿效英國尊憲守法精神，徹底貫徹，穩定憲政。 

 

 

 

第一節 建構以德治國的執政團隊組合 
 

總統為國家精神所繫，純為國家領袖，地位超然，不涉及行政事務；因行

政虛位化，故「永不犯錯」。總統職務應提昇境界，從事更高層級國家社會甚至

世界事務；必要時，透過溝通、說服、協調與妥協，調和鼎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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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體制調整配套方案之依循原理與實現 

壹、一部良好的憲法，端在具有良好整合系統，以求良好的憲政運作。 

一、採摭我國早期及歐美的政治思想、民國後政局的動盪、李登輝及陳水

扁的毀憲亂政經歷，未來憲政的設計，似應遵循下列方向 

(一) 希望，不應該寄託、建立在一個人身上 

民主政治要擺脫「領袖偉人」、「人治」或「造神」的色彩，主

要的依賴是制度，卻不可「因人之制」。 

(二) 化解降低一些總統至高權力的吸引力，不要「贏者全拿」 

依照我國憲法的規定，行政院長是國家最高的行政機關，可是

院長的職權卻經常受到制約及「請辭」。欠缺國家領導人對行政

權的抑制與反思；實際上基於權責相符的原則，「再強化」內閣

制的優越性與穩定性，贏得立法院的多數結構，才是行政院長權

力來源，也才是國家社會安定來源。這涉及人性，即大師羅爾斯

（John Rawls，1921~2002）的「最大的最小化」原則，「好處」

不要只給總統一人或一黨「整碗捧去」；而要增加、擴大可供分

食的權力大餅的無限想像空間，以避免「零和結局」的激烈政爭。 

(三) 當選後加官進爵以公器酬庸，忽略人民最大權益 

2007 年 4 月 28 日，聯合報 A4 版報導，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親

口承諾，「總統勝選，立委可當政務官」；2004 年 11 月 20 日，

聯合報 A4 版轉載，美聯社調查發現，美國總統布希在 2000 年

競選時的募款功臣或其配偶，有三分之一在他第一個任期獲得政

治酬庸，出使或入閣。他們是良相良才，適才適所嗎？ 

(四) 強調民主制衡，只要一個清廉守法的政府，帶領台灣走向民生均

富的理想 

2002 年 10 月 20 日，聯合報 A6 版報導，李登輝演講說，「台

灣應建立更合乎現狀的憲法」。經過多年論其功過：他毀了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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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個憲政機制對統治者的敗德失政、挾持黨政，由「只會選舉，

不會治國」至「不會治國，只會貪污」現象，毫無「制衡」作用。

憲法欠缺「制衡」機制的無奈。 

(五) 人民不要政治強人、帝王總統、太上行政院長或民粹領袖；人民

需要；含蓄、沈穩，將功勞、光彩歸給執政團隊，自甘暗淡，不

興風作浪、渲染招搖的政治領袖。他最關心民生經濟、國家社會，

甚至世界。 

(六) 未來，國家應走的道路仍是回歸民主憲政。「民主」就是使大多

數的民意在國政中獲得正確比例的體現；「憲政」就是政府的運

作必須根據憲法的規範，國家認同必須建立在憲法之上，而憲法

本身則必須反映憲政主義的精神。 148 

(七) 我們要適合台灣國情的「內閣制」 

2004 年 5 月 29 日，聯合報 A4 版報導，施明德促銷內閣制，

主張兩岸關係走向「一中歐盟化」；同年 12 月 14 日，聯合報

A4 版報導，彭明敏表示，「國民黨主席連戰提出多數黨組閣，不

算離譜的要求，但閣揆任命權仍在總統」；2007 年 3 月 19 日，

中國時報 A4 版報導，獨派大老辜寬敏提議「第二共和」，由陳

明通主導的草案中，政府體制採內閣制，總統虛位化，現行行政

院更名為國務院，設總理、副總理各一人，由總統提名，經由國

會半數以上同意任命之；考試院改制為文官委員會；監察權責回

歸國會；仿日本內閣制，一半以上閣員由國會議員兼任；；議員

及總統均不得兼職。對該草案，立法院長王金平表示，「有空間，

可討論」。2005 年 12 月 27 日，聯合報 A2 版社論，〈「大聯合政

府」就是「分贓醬缸政府」！〉，與前述主張之間，卻有待討論： 

1. 作者「大聯合政府是指各黨各派均加入政府，則立即出現的

                                                 
148 黃年，〈漂流的憲法漂流的政府漂流的國家〉，《聯合報》，2001 年 10 月 11 日，4 版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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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就是政黨間相互「監督制衡」的機制必將消失，民主憲

政的精神不在。 

2. 假若總統如同陳水扁一般，不題名「大聯合」屬意人選，逕

自提名自己的人選，是否會出現如監委一般長期空缺，令行

政院或國務院空轉？ 

3. 由於是「聯合政府」，施政措施重疊而不一致的目標、追求近

利，「形成對施政價值的互斥規範」。 

(八) 總統選舉採絕對多數制 

良好憲政運作的關鍵在總統，為安定民心、政局及實現民主精

神之必要。 

(九) 1996 年，台灣首次總統直選，為人民民主之濫觴。然，多年來，

人民被遺忘、淪為動員機器和橡皮圖章；於今，要把政治的主動

權拿回來，需要的機制是失職敗德的總統官員必需隨時下台換賢

能者主政。 

(十) 以積極的公民拼勁，及早對候選人政策，檢驗他們過去的言行、

提出的治國藍圖、格局、和言行，以其找出能託付國家重任的人

選。 

(十一) 候選人及團隊，必需儘早做好執政的準備工作，如政策、法

案、願景、承諾等，在選前透過說明會、電視政論節目、辯論會

等，展現在人民面前，接受比較。大選後，勝選團對立刻就職執

政；落選者，可在野監督評論，為「影子內閣」。以待政權轉移、

政黨輪替。 

(十二) 人民平日忙於自身事務，接觸不到公共行政室物的運作，也

欠缺專業知識，無法有效監督政府，有效表達民意：人民需有立

法委員、議員等代替人民隨時能監督、調查、肅貪。使政府忠實

履行競選政見，按時兌現競選願景；競選承諾可以修正，但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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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替人民瞭解，找出替代方案。整個過程要求公開、透明化。經

過媒體、專家、學者、知識份子的檢審，透過公投得到民意支持

同意。否則，視為「違約」，視同重大政策的錯誤，違法違紀違

憲，得負政治責任，或懲處、或移送、或下台。 

(十三) 政府公職人員唯一目的即為民服務，必須專職專業，絕對中

立超然黨派，不能公器私用，秉公依法行政。其待遇、退休等予

以優厚立法保障。 

二、 在求制度與道德規範的平衡 

誤認制度萬能，強調制度規範下，只要「不犯法」就是「行為正當」，

完全忽視道德規範；可是在無確切制度規範之下，以功利原則做行為的準

則，凡有助於固權奪權，或求取勝選的言行，在遊走法律邊緣的方式下進

行。而道德訴求只是為達成目的的工具。台灣民主政治之運作至弊端叢

生，極為「自己沒錯，別人都錯」錯誤認知所致。如果所有政黨及政治人

物要從Rawls的「可能做不到」角度思考，即執政者今日以行政資源打壓

在野者，則他日益可能受到相同待遇。故，一切政治行為要「設身處地」

從對方角度設想，就會少些鬥爭，多些謙讓。149 

 

三、 在求民主思想與人民傳統思維的平衡 

人民選的是總統，是公僕；不是造神，造聖人；可是人民的傳統思維，

仍「尊敬」他是國家領袖，代表國家、精神象徵。民主現狀與人民想法，

得求取平衡。 

 

四、 在求總統要建立人民的政治信任，即建立一套「國家總目標」基本架構 150 

應糾集學者專家理性地做長期規劃，提出國家總目標，未來至少三十年

                                                 
149 閻元宗，〈質疑他人道德，不知自己失德〉，《聯合報》，2002 年 12 月 4 日，A15 版。 
150 社論，〈有了人民的信任才有能力〉，《聯合報》，2003 年 1 月 16 日，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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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國家願景，根據這一套基本架構，來宣示他的憲法理念、兩岸思維、國

家路線、權責邏輯、文化規劃及經濟願景。行政院亦須以「國家總目標」

施政，加以貫通連結，才不致反覆矛盾，才能建立人民的信任，百姓才能

定位，對國家產生認同感，有歸屬感。人民才會有國家意識，熱愛國家。 

 

五、 在求總統要先「證實」有治國的執政人才、團隊，有治國的執政能力與願

景。投票前，由中選會公辦辯論會、說明會，透過媒體要人民清楚知道： 

(一) 選舉的訴求反映當選後的治國能力。 

(二) 在競選期間能提出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與法案及願景。 

(三) 展現：已做好執政的準備、及有治國能力的執政人才、團隊。 

 

六、 在求總統及執政團隊候選人的條件符合社會文化認可水準 

陸以正為文「如果經國先生仍在世」追思蔣經國先生之內容，足堪為總

統及執政團隊候選人要求條件： 

(一) 人們不記得他的生日，也沒有人理會。因為他最反對個人崇拜，沒有

人會去拜壽－無私。 

(二) 他劃分國事與家務清清楚楚，當時有誰知道總統「金孫」姓名嗎？－

無私。 

(三) 他還會住大直簡陋的四海官邸裡。古蹟專家李乾朗說出了感受：「與

其說是官邸，不如說 HOME（家），感覺更為恰當！」如同經國先生

一樣，除了平實，還是平實。他不會搬進鴻禧山莊，因為他買不起，

也不是他的做人原則－清廉。 

(四) 他從不打高爾夫球，因為那是有錢人的玩意兒－清廉。 

(五) 常身穿陳舊的夾克，出巡時就在鄉下路邊攤上小吃。喜歡到務農的老

友家聊天，以瞭解老百姓的想法與困難－仁愛。 

(六) 他每天接見許多訪客，虛心聽取別人對國事意見，而不是滔滔不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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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說自己想法。不會令人猜不出想法而無所適從－虛心理政。 

(七) 他最恨貪官污吏－是非善惡分明。 

(八) 他從不反商，但絕不會容忍藉政商關係遊走法律邊緣、炒地皮、發橫

財的不法商人。他沒有一個做生意的朋友－進退有據。 

(九) 他早就說過：「我也是台灣人」，他絕不會以省籍撕裂族群和諧，以遂

個人政治目的－格局。 

(十) 「今天不做，明天就會後悔」，他所想的就是怎樣發展總體經濟，讓

所有民眾分享成果－領袖魄力。 

(十一) 他用人只問操守與能力，不考慮其他因素-公忠體國。 

(十二) 他關心老百姓生活每一個細節，他提倡勤儉樸實（註師大校訓為

誠正勤樸），全靠自己以身作則，不喊口號－以身作則。 

(十三) 他以誠待人，從不自欺欺人－誠。 

陸以正的結論是台灣今日有種種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做領袖的人有無

最基本的道德觀念。柏拉圖對「人民當家做主」的制度終極問題：「是由

誰來統治國家」？他的答案是「由好人統治方可」，也就是由政治問題進

入道德領域了。清末康有為說：「有法治而無道德以為之本，則法律皆偽，

政治皆敝。」準此，總統及執政團隊候選人，必須向人民顯示說明下列候

選條件： 

(一) 接受全國人民嚴謹的「人格」檢驗 

1. 風氣之良窳繫乎一二人之心，國家領袖則居於最關鍵地位，動見

觀瞻眾民矚目。他領導整個國家全體社會，政風的清濁絕對關聯

了人民的福禍，「政者正也」絕無例外。一個政治人物是否適任

國家領導人，端看他是否講究人品操持。「近十餘來，國家領導

人甚至連使自己成為一個『在人格上可以信任的人』的能力都沒

有，這正是國家的亂源。」也就是「領導人若能維持人品道德的

操持，當然也是一種重要的政治條件，甚至是一種可貴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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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個人的結論就是沒有人品操行的人，就是沒有政治道

德的總統（或公僕官吏），他只會帶領百官私己政風敗壞，國家

向下沈淪。151 

2. 人格才是政治的基本面。2004 年 11 月號，讀者文摘美國版刊

載，調查對總統候選人品格特質的看法，最重要的是「說自己相

信的，相信自己所說的」。美國之所以強大，與多數的領導人都

具有寬大胸襟與崇高的道德標準，是堪社會大眾精頗有關係。台

灣這些年，政治人物的矯飾和虛偽，缺少真誠可信的作為，破壞

了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為人風格上缺乏良善、恭儉、禮讓、不

能自我克制，又無文化素養與責任感，更缺乏心靈道德修養，正

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與「上樑不正，下樑歪」的最好

說明。 

3. 其人「生活單純」，過一般人民的生活。 

4. 總統要「賢德」，執政團隊要「能才」。 

(二) 接受全國人民嚴謹的「執政能力」檢驗 

1. 總統要「知人善任使」；執政團隊要以經濟民生議題為念。 

2. 總統用人要有「天下為公」的風格境界；執政團隊要求公正、清

廉、效率。用人雖唯才，更要用人唯德。這是人民有選舉權、總

統及部會首長有選拔權、任用權要謹記的明訓。 

3. 總統要找「專業經理人」，擔任「執政團隊」；院部會首長等政務

系統要掌握主導方向格局願景，執行細節則授權官僚體系酌情判

斷執行。所謂「找到正確的按鈕」，即是尊重專業、是信任，理

路暢通。 

4. 總統要向人民推介「執政團隊」；候選的執政團隊官員亦須「站

出來」說明未來政策，爭取支持。在當選後，如發現政務官決策

                                                 
151 社論，〈政治道德也是一種政治能力〉，《聯合報》，2005 年 7 月 27 日，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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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應有擔當負責請辭。 

 

七、 在求世代交替接班人的培養 

2004 年 5 月 11 日，聯合報 A6 版報導，佛光山星雲大師認為，要培養

世代交替的接班人，這才是國家發展之福。 

歸結前面理念，有以下結論，作為修憲參考 

總統之職權： 

(一) 總統行政虛位化；行政院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 

(二) 總統為國舉才：結合、推介行政院長及八部二會一處二局一署之首

長候選人，各依專職專業發表政見，訴求支持；院長候選人則闡釋

「國家總目標」。 

(三) 總統為國育才：職司教化全國，導正風尚，培育民主公共精神，公

民教育。教育部改隸總統府為「教育院」，設院長一人，由總統提名，

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四) 調和各院、部會之爭議，解決政治僵局。 

 

貳、基於實現以上的論述，現行的總統、副總統兩人組選舉，建議修正為：「職

司為國育才舉才行政虛位化的總統、副總統，結合以德治國的菁英執政團

隊為總統候選人組」。其相關憲法或法律條文內容亦得增刪修訂之。 

一、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一)，補正條文為 

「(一)總統、副總統及院部會首長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

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一０一年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及各部會首長選

舉實施。總統、副總統及各部會首長候選人應聯名登記，在選票上同列

一組圈選，以得票數超過二分之一之一組為當選。當選人組就職前，必

須退出黨派，保持中立。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行使選舉

權，以法律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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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前項條文有關法律待修正部分 

(一) 「總選 26，候選人資格部分；於總統、副總統之後增補：『及院部

會首長』之條文。」 

(二) 「總選 22、23，候選人資格之取得部分；於總統、副總統之後增

補：『及院部會首長』之條文。」 

(三) 依據憲法之意旨與憲政精神，制訂法律或修正之。 

 

 

 

第二節 總統、行政院與立法院關係調整之配套方案 
 

因為憲法下文及增修條文對於總統與行政院長的權責劃分不明；行政院常

因「政治考量」，自動放棄「國家最高行政機關」之憲法職守，聽命於總統；立

法院依憲法第 63 條，有「議決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及依大法官第 520 號

解釋，對「國家重要事項之參與決策權」，「明顯」具有「參與決策權」。兩院自

動放棄決策權，以致在現今政制體制下，坐令總統包攬國防、外交、兩岸等政

策，甚至以桃園缺水、高速公路淹水當眾羞辱行政省長，擅專自恣形成獨裁。 

 

壹、總統、行政院與立法院關係向「五權內閣制」調整之配套方案，依循原理：  

 一、總統行政虛位化，卻職司教化全國，堅執核心價值、是非善惡，導正

風尚 

為國家發掘有能力見識、操守品格、理想抱負、有決斷力、執行力

的行政專家（CEO），列出國家總目標、大策略，領導前進。不負實

際行政責任，所公布之法律、命令均需行政院之副署。 

二、能充分實現民意政治，民選立法委員代表人民，督促行政官員實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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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政見；行政（權）亦盼有民意支持如同立法（權） 

(一) 總統、副總統、行政院長及閣員，如能均經民意洗禮，得「絕

對多數」票支持及「民意任命」，將有助「軟弱無能」的內閣

「稍微強勢」；又，閣揆及閣員均為「菁英」，形同「專業經理

人」，源出自同一團隊，執政容易協調、分工而合作，輔以總

統的「勉勵期許」、立法院的督促、監察院的防貪，應有公正、

清廉、效率的「大有為政府」。 

(二) 立法院代表人民行使立法權，監督行政院實踐政見 

憲法第 62 條：「立法院為國家最高立法機關，由人民選舉

之立法委員組織之」，為政府機關；但具有治權機關之性質，

152依劃分之理論，立法院為治權機關。行政院的政策、經費

使用，應讓立法院有參與和監督的機會。 

                                                

(三) 行政院應主動與立法院化解歧見，理由有四：153 

1. 依憲政體制，行政院需向立法院負責；故，兩院若有歧見，

應由需負責任的行政院採取主動。 

2. 早日協商，力求政局平穩 

以功利觀點，執政黨必須靠政績來維繫民意認同，此為

民主國家鐵律；缺乏貢獻卻傲慢自大，堅持己見政爭衝

突、政治僵局均衝擊經濟、社會、民心，宜協商、調和、

讓步才是正途。 

3. 行政部門即使有法律授權亦不可無視於立法部門之意見。因為： 

(1) 憲法第 62 條及憲政理論。 

(2) 行政院的法律授權來自立法院。 

(3) 「行政保留」學說：基於法律之裁量授權，並非行政部門可

 
152 謝瑞智，2001 年，《憲法概要》，五版，台北：文笙，頁 255。 
153 社論，〈行政院應主動與立法院化解歧見〉，《聯合報》，2003 年 2 月 10 日，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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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行動的依據。 

(4) 行政院如認為行政權受立法院決議之侵犯，則應聲請大法官

解釋；不可不提解釋，又不予理會。 

(四) 「弱化國會」的結果，將出現強人、民粹政治，法國第五共和「超

級總統制」戴高樂、德意志第二帝國希特勒均是。我們不希望 2002

年 4 月，法國總統選舉第一回合極右政黨民族陣線領袖雷朋勝出的

「現象」，在台灣複製出現。此由台灣中間選民及低投票率現象，看

到類似跡象。看到立委議政分歧的「亂象」，而要「弱化國會」，那

是很危險的，千萬不可。 

根據憲法，總統並無實權，政府最高領導人是行政院長。1996

年，總統直選與行政院長改由總統任命，不需立法院同意後，「弱化

國會」現象出現，總統權力即有不當擴張。期望透過制度，降低選

舉的激化程度，而不再是勝者全贏的割喉戰。 

三、憲政體制的運作，要反映民意的期望 

例如，總統選舉採用相對多數制，扼殺多數民意的設計、有提名權的總

統，提名一位頗有爭議的行政院長人選、該負政治責任的首長不請辭等。

在制度上的設計，未能展現多數民意。 

四、對民意代表的考核、監督要落實，遊說要透明、公開化 

有順口溜，點名民代的失職，「開會草草，選區勤跑」；為選民服務，講

究「直達閣揆、直通部長」；立委指點大官員「可以排到自己選區考察的形

成」、「深入基層」等，均應修法或立法規定之。 

 

貳、前述之依循原理，其相關憲法或法律條文內容得增刪修正之：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四)之規定，停止適用，另增刪修正如下；配合

修正《行政院組織法》將「國家安全會議及國家安全局改隸行政院」，

列入修正為： 

 168



第五章 我國憲政困境之可能出路 

「行政院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

國家安全局，其組織以法律定之。」 

原條文第二條（四），另追加修文予以增補修正為：「總統為決定國

家有關教育方針，得設教育院，其組織以法律定之。」 

二、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五）之規定，修正為： 

「總統於立法院通過對行政院院長之不信任案，經提付公民投票否

決不信任案後十日內，如贊成不信任案獲票數未達投票總數四分之一

，經諮詢立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立法院。但總統於戒嚴或緊急命

令生效期間，不得解散立法院。立法院解散後，應於六十日內舉行立

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行集會，其任期重新起算。」 

三、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一）之規定，修正為： 

部會處局署首長之執「由總統、副總統結合行政院院長及行政院各

政團隊閣員，同列為總統候選人組，經由選舉任命之。行政院院長及

行政院各部會處局署首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行政院院長及

行政院各部會處局署首長前，由行政院副院長或資政暫行代理。憲法

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四、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二）之原規定，增列條文內容，修正為： 

「行政院有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亦有每滿一

年，行政院院部會處局署首長，經由電子媒體向人民報告政見施行進

度及方針之責。就其成效做民意調查，依此數據為是否舉辦公民投票

決定適任與否之依據。其辦法另以法律訂定之。立法委員在開會時，

有向行政院院長及行政院各部會處局署首長質詢之權。有關前項施政

方針、施政報告及憲法第六十三條立法院職權議決之行政院事務有調

查權。」 

 

五、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二）三之規定，追加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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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得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對行政院院長及行

政院各部會處局署首長之全體或個人提出不信任案。不信任案提出七

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立法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 

總統於通過不信任案十日內，依下列規定解決之： 

(一 出辭職；另行) 總統接受不信任案，有關院部會處局署首長提

提名人選移請立法院，直至立法院同意任命之。有關院部會處局

署首長提出辭職後，應於六十日內完成任命人選。如院長人選無

法做成決議，視同總統不接受不信任案，則交付公民投票決定

之。其辦法另以法律訂定之。 

(二) 總統不接受不信任案，移請立法院覆議，立法院應於送達十

五日內做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立法院應於七日內自行集會，

並於開議十五日內做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不

信任案」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

持原案，總統應於十日內，依下列規定解決： 

1. 總統接受該決議，依（一）項辦理。於十日內完成任命人選。 

2. 總統不接受該決議，交付公民投票，如獲贊成不信任案，依

（一）項辦理。如獲否決不信任案，有關院部會處局署院首

長留任。總統在公民投票否決行政院長之不信任案後十日

內，如贊成不信任案獲票數未達投票總票數四分之一，經諮

詢立法院院長，得宣告解散立法院。如獲贊成不信任案，「立

法院得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對總統提出不信

任案。不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以記

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通過

對總統之不信任案，交付公民投票決定之。其辦法併同（一）

項，另以法律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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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憲 四」、予以增補： 

內對同一行政

法增修條文第三條（二），追加「

「四、就職未滿一年、或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年

院部會處局署首長，均不得提出不信任案。」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三)，停止適用，刪除之。七、  

 

三節 司法院、考試院、與監察院調整之配套方案 

我國採行五權分立制，在中央政府設行政院、立法院、司法院、考試院與

監察

、司法院之調整 

之配套方案依循原理 

聯合報 A15 版報導，江丙坤拜訪謝長廷院

長

(二) 

院」出現，司法改革的主張內容，必

須

(三) 革會議之「司法院定位」以「一元多軌

 

 

第

 

院，均立於平等之地位，應分別獨立行使行政、立法、司法、考試與監察

權，為國家最高行政、立法、司法、考試與監察機關。 

 

壹

一、司法院調整

(一) 司法不應為政治服務 

2005 年 4 月 8 日，

說明和中共當局建立十點共識，謝說政府對此案一定要處理，

法務部長施茂林也說，告發江丙坤涉嫌外患罪。 

司法改革需儘快立法改革 

我們盼望「公正、效率法

要法制化，如「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金字塔型三審訴訟

制度」、「法官法」等。 

落實 1999 年全國司法改

為近程目標，一元單軌為終極目標」之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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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併現行三個終審機關至司法院，由司法院直接掌理民事、刑

事

(四) 、大法官均由「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推選若

案，檢察官更要獨立辦案 

利、畏懼得罪政治人物、

黑

(六) 則、落實職前、

「心證公開制度」，建立司法公信力 

明確告知被

告，讓被告在訴訟上有充分的攻擊防禦機會，保障被告權益。如

(八) 公信力。 

為之」而逕行

判

(九) 活優厚待遇，以養廉；

結件數考評」，造

成

(十) 察官，專司政府貪瀆案件或重大

二、前述之依循原理，多賴法律之追加制訂。有關憲法部分如下： 

、行政訴訟及公務員懲戒等案件之審判權，以及憲法解釋與政

黨違憲之解散權。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干人選，送請總統圈選提名，由立法院同意任命之，更落實司法

之獨立。 

(五) 法官獨立斷

法官、檢察官要克服求名、求官、求

金人物的心理，要有能抗拒被抹黑抹紅的壓力。要求自己以判

決的品質、效率提升司法水準更落實職前訓練。 

司法的運作，要貼近人民的生活、合於社會經驗原

在職研習。 

(七) 落實法官量刑

下量刑時，應將其判斷之事實及所持之心證具體

此，亦可減少被告不服上訴之機會。 

法官之判決，應經言詞辯論，建立司法

類似「其判決並無應經公開言詞辯論之必要便可

決，為濫用審判職權，難令人信服。 

司法改革，降低司法人員工作量，改善生

淘汰操守不良及能力太弱之司法官員，以去腐 

如基層檢察官的「限期結案制度」及「單以未

基層檢察官憚於搜尋證據。 

應立法設置獨立檢察官或特別檢

案件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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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一）之規定，修正為：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由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推舉人選，移請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之，自中華民國一０一年起實施，不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不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

身職待遇之規定。」 

 

貳、考試院與文官制度的建立與訓練、儲備 

個有效率的，具備現代知識與技

選拔、訓練、任用制度。 

政府，維持

行

任用，要有一定的資格及程序。 

政府機關辦理以

章安排，以養廉拒貪。 

確保行政中

二、依循前述之原理，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一）一、二、三規定之「掌

文： 

一、 王作榮指出，「經濟發展需要規劃一

術的行政系統，即是一個現代化的文官制度」。因此建議： 

（一）調整公務人員待遇。 

（二）提高公務人員素質。 

（三）對於事務官要有一定的

王作榮指出文官制度具有下列特性，形成廉能、中立的

政的連續性： 

(一) 取得文官的

(二) 要有適當的訓練。（現職公務人員，不得參加

外的政治性訓練、研習活動。） 

(三) 文官的俸給、退休、養老要法律規

(四) 文官的考績、升遷、褒獎都依一定標準和程序。 

(五) 文官為終身職，以抗拒政黨及民代、長官的關說，

立。 

理左列事項」，是以涵括文官制度特性之大半。茲再增補考試院掌理事

項，修正提名方式，有助考試院功能之發揮： 

(一) 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一)，另增訂〈四〉條

 173



九七修憲後我國憲政之困境與出路 

「四、公務人員訓練、儲備與培養。」 

(二) 憲法

試委員若干人，由教育

增修條文第六條（二），修正為： 

「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

院推舉人選，移請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不適用憲

法第八十四條文規定。」 

 

、監察院 

權之功能在防止權力的腐化、制裁違法失職者及對受損害者予以

二、

），修正為： 

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

副

參

一、監察

救濟。只要保持監察權之獨立行使，定能發揮功能。由於監察權行使

對象為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包括總統、院長、政務官、有給職之顧

問等、機關首長及各級民意代表。凡此等個人及可能產生對價關係的，

如政黨、遊說團體等政治人物均應迴避監察委員的產出程序。確定的

是監察委員絕不能由強勢實權總統或前列政治人物「提名」決選。應

由人民直選才能保持獨立。有了民意基礎的正當性，又不受政黨、政

治人物的影響，才有可能發揮防腐去貪的職掌。 

依循前述之原理，修正如下 

(一) 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二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並以

院長，任期六年監察委員應經由下列方式推薦，再咨請總統提

名，由人民選舉產生，其辦法另以法律訂定之。院長及副院長由

委員輪值，對外代表監察院。憲法第九十一條至九十三條之規定

停止適用。」 

1. 前監委會議、檢調組織團體、中央獨立機關等與「制衡、監督、

2. 

域等歸類，每類提名 3～5 位

調查工作」有關人員之個人組織的團體。 

非政治性之學術、職業團體。 

3. 總統得依據其學經歷、職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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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由人民直接圈選一人。 

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及獨立機關4. 等之候選人，候選過程中不

(二) 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五)，補正為： 

律獨立行使職權。凡職權

有

 

四節 政黨、媒體與知識份子改善政治風氣之社會

 

有說：政客、媒體及名嘴是台灣社會三大亂源；再加上堅持「依政黨席次

比例

壹、政黨、媒體與知識份子之責任與改善 

要求把下列的原則，注入政黨精神、宗旨內，成為「政黨法」

之

，依自由意志行使國會議員職權： 

得拜票。 

「監察委員需超出黨派之外，依據法

關「制衡、監督、調查」之不會機關，如法務部、調查局、中

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均依本文第三條(三)(四)

之規定，由行政院改編列入監察院之組織。」 

 

 

第

責任 

推薦委員」的政黨；被提名的委員，他們「效忠」的首要對象一定是「他

的政黨」，而非自己的專業或全國人民。NCC 及中選會等應獨立的委員會，將

失去公信力。政黨也成社會亂源之一。 

 

一、政黨 

我們

內容；亦為「憲法增修條文之第五條（四），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

憲之解散事項」的依據。因為： 

(一) 每位國會議員是「全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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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只對其「良心」負責，不受任何委託或指示的約束。

憲

全民代表」，依自由意志行使國會議員職

基本法時，特別明定政黨黨內民主

原

(二) 黨、改革我們的國家 

決策小組會議首要結論，即論

述

(三) 識 

立，關係黨的穩定與存續；

能

(四) 機器」，任務有四 

總統選戰的「勝固欣然，敗

亦

                                                

法增修條文之第五條（四），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之解散事

項」的依據，增列： 

1. 每位國會議員是「

權。只對「良心」負責，不受任何委託或指示的約束。 

2. 政黨應是「政治母體」、「選舉機器」，任務有四 

3. 黨是開放的、民主的。 

這是 1949 年聯邦德國制定

則。154 

開放我們的

這是 2004 年 5 月 7 日，國民黨

的建立是要由下而上，由外而內，讓黨員的期望反映在黨中央

的理念與政治道德風格中。避免黨「沒有反省能力、不重社會公

平」、「黨淪為政治的工具箱」。 

黨內的民主與開放，產生黨的共

一個政黨內部的民主競爭機制的建

夠在競爭結果出現後，立即恢復為「團結的政黨」，則黨內民主

運作將愈順暢，成為最後的贏家，成為一個能提示具體願景和國

典朝章、制度典範的政黨。 

政黨應是「政治母體」、「選舉

(五) 走向兩黨政治，以運動員精神競選 

1912 年，胡適在美國親身體驗兩黨

可喜」的精神。人民期望落選的為台灣重新塑造夠水準的在野

黨；小黨亦可發展其特色與理念，堅持立場，爭取中間選民的支

持。 
 

154 朱高正，〈黨大於法、黨大於良心？〉，《聯合報》，2002 年 6 月 21 日，A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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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修條文之第五條（四），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之解散事

全民代表」，依自由意志行使國會議員職

薦適當候選人。成不居功，任

論，凝聚

、策劃台

3. 

二、 

先進國家為保障新聞自由，藉以提供人民知的權利，達到監督行

政

政治，新聞媒體提供人民知的權利，以監督政府。新聞

會獨裁，就會藏污納垢 

利誘媒體做「置

入

憲法增

項」的依據，增列： 

1. 每位國會議員是「

權。只對「良心」負責，不受任何委託或指示的約束。 

2. 政黨應是「政治母體」、「選舉機器」，任務有四 

(1) 匯集、培育政治人才。 

(2) 為國甄才，為國舉才，推

其中立；不成則留黨觀察，等待適才適所。 

(3) 協助人民瞭解政治，對個別議題進行說明、辯

民意，建立相同觀念，參與投票表達民意。 

(4) 尋求國內外專家學者、政治前輩、大老，檢討

灣政策，投入在公共事務、經濟民生問題上。 

黨是開放的、民主的。 

媒體 

民主

、立法、司法，而有第四權的職責。除非涉及國家安全，記者拒絕透露

消息來源，則多予尊重。新聞自由也是維護憲法的言論自由，為對抗政府

侵害的防禦權。 

(一) 為維護民主

記者為保護消息來源，應修法列入《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得拒絕

證言的涵蓋業務範圍。 

(二) 媒體力量削弱了，政府就

政府不可蓄意以強大的政治力介入媒體、以公帑

性行銷」、以撤照、換照、評鑑、「閱聽人聯盟」監督等方式箝制

媒體。政府對媒體的敵意，就是背叛人民的徵兆，它顯露了政府的

無能或心虛。御用媒體的出現，成為官方的宣傳工具、對付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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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手，就是人民災難的開始。政府有這些行為，檢方應以「叛國

罪」、「內亂罪」移送。傑佛遜曾說：在民主國家裡，人民該持有與

使用槍械的權力，以保有以暴力抗拒暴政的能力。 

制衡當權者，只有在野黨與媒體 (三) 

應」，媒體不敢再揭發政府的貪污

枉

(四) 

(五) 媒

健全發展，業者必需自律，互相監督，才會進步。英國

媒

三、 知識份

年 10 月，中研院院長李遠哲於 2000 年大選前，擔任陳水扁的

「國

了？

言論自由，事關你我；「寒蟬效

法，政局敗壞，你我受害。言論權是社會公平、公正的最低要求。 

黨政軍退出媒體，政治人物或政黨均不應經營媒體 

藉由操弄媒體，以達到其政治目的，應受唾棄。 

體自律 

媒體若要

體，就是靠自律和公評。自律的依據是「汝安，則為之」的子曰；

公評的標準化在「不想讓自己的子女、家人看到、聽到的內容」，那

就不要讓別人的孩子、家人看到、聽到。辦報紙電台不能有尊嚴的

存活，就不必辦了。 

子 

2006

政顧問團」首席顧問，呼籲人民支持「清流執政」、「向上提升」，對

選情發揮了決定性作用。及至陳水扁施政無能、醜聞出現，雖在 2006 年

11 月發表公開信，建議陳總統「考慮去留」；但令人覺得挑戰新貪腐政權

的知識份子良心強度不足，未「犯顏直諫」，而以「我不要再說了」終結，

欠缺知識份子的風骨。另外，教育部長杜正勝面對立法委員罵老師三字經

時，未見他挺身為教育界討公道，只說「要回去了解情況」終結，不考慮

失去尊嚴的老師，如何教導學生？教育界最高的知識份子兼最高官員，沒

擔當又缺風骨，教育大業何以為繼？可是，他「去中國化」的效率卻很高。 

英國社會學家傅瑞迪（Frank Furedi）著作，《知識份子都到哪裡去

》，定義知識份子的原則是「他們的行為方式，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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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價值。他們經常被描繪為文化與知識價值的衛士，一群

永遠的批評者和異議者。他們是從來不滿意現狀的人，質疑流俗，對權威

存在著廣泛的懷疑，他們必須與當權者保持距離，在沒有利益瓜葛的清明

心境中，發表清議，縱論時勢。」「學術生活的制度化和職業化是對知識

份子生命力的重創。整體結構也產生了巨大變化，如今學政商三者之間相

互盤結，知識份子也變成了特定群體或特定身分的代言人，每個人的背後

都有自己的立場和利益，……知識份子也就在亂象當中消失了他的面貌，

下一步，……離庸俗之人不遠了。」155 

(一) 知識份子應是坦然面對社會、走入群眾，對掌權者嚴厲監督，為實

非中立」。 

、政黨、媒體、與知識份子對國家社會都有使命感，政黨、媒體應為知識份

                                                

踐理想而打拼改革。是永遠的反對黨、少數派。 

(二) 曾志朗認為知識份子「應該對政黨中立，不應對是

(三) 知識份子的社會良知是常在的，永遠守護著社會公義。 

 

貳

子，薩依德將知識份子定位「在意見與言論自由上不妥協，是知識份子的主要

堡壘，棄守此一陣地，就是背叛。」 

 

 

 

 

 

 

 

 

 
 

155 林載爵，〈知識份子都到哪裡去了？〉，《聯合報》，2006 年 5 月 26 日，E7 版 

 179



九七修憲後我國憲政之困境與出路 

 

 

 

 

 

 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