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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將憲法第55條之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

意任命之。」，停止適用，配合總統直選改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不須經立

法院同意後任命，造成立法院多數黨所屬不一定能擔任行政院院長，只要由總統任命即

可擔任行政院院長。此一憲法的變革造成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主進步黨在立法院雖是

少數，卻可任命行政院長，成為分立政府之局面，而民主進步黨在執政的八年中一直未

能在立法院中取得過半的席次，其國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況，直到2008年政黨

再次輪替，國民黨贏得總統選舉，並任命黨籍人士出任行政院長，且在立法院擁有過半

的席次，成為一致政府之局面，而國會黨團運作又進入另一種局面。 

民主政治中「服從多數，尊重少數」是很重要的原則，國會中席次的多少代表政黨

之實力，在法案爭議時，多數黨可經由表決取得多數支持以貫徹其意志，但也可經由協

商對於少數表示尊重，減少政黨間對立與抗爭，使得國會議事進行順利，故國會的「黨

團運作」便日益受到重視。立法院議事透過黨團運作能化解立法審議過程的紛爭，縮短

冗長的議事程序及減少朝野之間非必要的議事抗爭，增進立法議事效能，使法律案、預

算審議及議事進行順利；相對的它也會遭少數人或團體操控及杯葛，癱瘓議事進行或阻

撓法案的通過。 

研究旨在就「政黨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角色與功能理論建構」、「我國政黨輪

替（2000-2012）之政黨競爭模式分析」及「我國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決

策運作」等方面加以探究、分析與研究，比較民主先進國家有關黨團運作方式，及比較

立法院各黨團之組織規程，並再舉立法院黨團運作之實例說明，另外配合深入訪談相關

人士對黨團協商制度進行了解，並建構競爭與合作國會黨團運作理想型機制設計，期能

對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方式有一明確的研究結果，並將其結果供各界

參考。 

 
【關鍵字】國會黨團、一致政府、分立政府、政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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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997 Constitution as amended Article 55 of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nomina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agreed to the 
appointment." Cease to apply, with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o be chang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is not to be appoint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 majority party belongs not 
necessarily to serve as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to serve 
as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After a constitutional change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 power in 2000,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is one of 
the few, but may be appoin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the situation of divided government 
in eight years, the rul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has not been 
able to get more than half of the seats, the congressional caucus operation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again altern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until 2008, the KMT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appointment of party person as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has 
more than half of the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government's 
situation congressional caucus operation into another situation. 
Democratic politics "subordinate to the majority, respect for minorities" is a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the number of seats in Congress on behalf of the strength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bill dispute, the majority party through a vote of a majority of suppor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ir will, but also via negotiation few show respect, to reduce the antagonism and 
struggle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liamentarian smoothly congressional caucus 
operation would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Legislative Yuan of procedure to 
resolve disputes of the legislative review process through caucus functioning can shorten 
the lengthy proceedings and reduce non-essential to the ruling and opposition parties protest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legislative rules of procedure, the 
legal text, budget deliberations and proceedings proceeded smoothly; relative also have 
been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or groups manipulation and boycott by paralysis of 
procedure carried out or obstruct bill. 
The study was designed on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the theory of the unified government 
and divided government, the political parties construct "party competi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power (2000-2012), the mode of analysis" and "Our congressional caucu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unified government and divided government decisions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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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quiry, analysis and research, more democratic and advanced countries on caucus works, 
and compare the Legislative Yuan caucus of organizational rules, and cite example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aucus Also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takeholders to 
understand the caucus consultation system ideal mechanis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peration of the congressional caucus of congressional caucus 
works under a unified government and divided government has a clear findings, and results 
for public reference. 
 

【Keywords】Caucus. Unified Government . Divided Government . Party Alte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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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我國是偏向內閣制的總統制國家，比較傾向法國「雙首長制」或稱「半總統

制」的國家（紀俊臣，2012），2000 年政黨輪替後，民主進步黨在立法院雖是少數，

卻可任命行政院長，成為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之局面，而民主進步黨

在執政的八年中一直未能在立法院中取得過半數的席次，其國會黨團（caucus）運

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況，直到 2008 年政黨再次輪替，國民黨贏得總統選舉，並任

命國民黨籍劉兆玄出任行政院長，且在立法院擁有過半數的席次，成為一致政府

（unified government）之局面。本研究以探討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

作為主題，並以我國政黨輪替 2000-2012 年經驗為範圍。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主政治中國會席次的多少代表政黨之實力，在法案爭議時，多數黨可經由

表決取得多數支持，以貫徹其意志，但也可經由協商對於少數表示尊重，減少政

黨間對立與抗爭，使得國會議事進行順利，「國會黨團運作」便因之而日益受到

重視。本研究以探討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為主題，並以我國政

黨輪替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有關研究之問題來源與價值，分別就研究動機與

目的分別於本節說明。 

壹、研究動機 

政黨為現代政府的主要特色之一， 政黨在政府中扮演關鍵性角色，誠然在民

主體制下若沒有政黨，民主政治運作便成為無法想像的事（Schattschenider,1961：

261）民主國家政黨在國會的組織或活動，有的由國會法明文加以規，定如日、韓；

有的在議事規則中規定如，德、法；有的僅以立法慣例加以規範，如美、英。不

過，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國會黨團（caucus）1儘管在立法程序中運作積極，但

其活動必須不違背憲法、法律和議事規則之規定（羅傳賢，2007： 121）。國會黨

                                                 
1 黨團 在美國民主黨稱 Caucus ,共和黨稱 Conferece ,德國黨團為 Frak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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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具有法案與政策整合、各方溝通、議程掌控、反映政黨立場及控制立法委員個

別行為的功能（許劍英，2006：255）。 

所謂一致政府是指行政權與國會都由同一政黨所掌控，而分立政府則是指行

政權與國會由分屬不同政黨所掌握，或是在具實權兩院制的國會中，兩院由不同

政黨所掌握（馮美瑜，2003：56）。我國於1997年制定憲法增修條文時，將憲法第

55條之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停止適用。

配合總統直選改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不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此

一改變造成立法院多數黨所屬黨員不一定能擔任行政院院長；亦即只要由總統任

命即可擔任行政院院長。由於行政院院長任命制度的改變，造成2000年政黨輪替

後，民主進步黨在立法院雖然是少數，但不顧國民黨的反對，逕自任命自己所屬

意的人選擔任行政院院長2，行政與立法權開始成為分立政府之狀態（戴寶村，

2011：404），而民主進步黨在執政的八年中，一直未能在立法院中取得過半數的

席次，其國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況；直到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國民黨

贏得總統選舉，並任命黨籍人士出任行政院長，以其在立法院中過半數的席次支

持，成為行政與立法權一致政府之狀態，而國會黨團運作又進入另一種局面。 

這些轉變自然對於立法院中國會黨團之運作與互動產生不同的影響，透過此

一不同模式似可分析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競爭模式。由於政黨在現

代政治中具有形成民意、參與選舉、運作議會、組織政府以及監督政府等功能。

因此，政黨與議會必然有著密切的聯繫；議會為政黨競爭的主要領域，是政黨取

得政權的不二法門（雷飛龍譯, Sartori著，2002：89）。政黨倘若想要實現政治目標

和政治主張，必先通過議會活動的途徑；也因此，當一個政黨在國會中所占有的

議員席次到一定門檻時，便設有黨團組織，以為政黨在議會進行活動的組織與領

導，俾確保該黨議員在議會中採取一致的行動。蓋國會黨團並不只是國會的議事

                                                 
2 陳水扁擔任總統後首先任命行政院長，雖然為國民黨籍的國防部長唐飛，但此一任命並未得到國

民黨中常會的同意，因此，不能算是任命國會多數黨組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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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其係政黨在議會中的組織，可謂之「政黨在國會的發言人」、「政黨在議會

的代理人」（侯世傑，2004：27）。 

立法院具有反映民意、監督政府施政、提出公共政策及審查法律案、預算案、

人事同意權與其他重大議案等功能。然由於各政黨互有立場，立法委員背景互異，

其所代表的利益又各不相同，在審查議案的過程中，極易引起衝突，所以透過黨

團的運作，將這些衝突降低（周萬來，2008：15）。有關黨團的成立，在立法院組

織法第33條：「每屆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席次達三席且席次較多之五個政黨得各組成

黨團。」為兼顧各種不同的立場與利益，必須訴諸妥協的過程，透過黨團的斡旋

與運作，讓行政機關、立法委員與政黨間互作妥協與讓步，促使國會運作在有共

識的前題下完成各項任務，此對緩和社會衝突實有很大的助益（羅傳賢，2011：

529）。有關本研究之動機分別說明如下： 

一、多年的立法委員助理經驗，希望結合學理進行研究 

由於多年的國會立法委員助理經驗，對於國會相關事務；尤其對國會黨團運

作有較為深入的研究與關注，發現國會黨團運作對於國會功能與政府政策走向有

相當大的影響，尤其經常有機會參贊黨團之運作，乃希望透過多年的經驗，結合

學理之研究，對於近十年間政黨輪替下，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運作進

行探討，此為本研究之首要動機。 

二、碩士論文研究之延續 

過去碩士論文研即究以「我國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之研究-以立法院第二屆至第

五屆第二會期為例」為主題。因此，希望博士論文繼續以國會黨團運作為主要研

究重點，俾能深入了解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角色與功能，從而對國

會黨團有更清楚的理解，此為次要之動機。 

三、探討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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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2年政黨輪替下，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對國會黨團運作乃產生不同

的模式，此對國家有相當程度影響，並透過探討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國會黨團運

作的影響差異，希能提出兼具競爭與合作屬性國會黨團運作理想型機制設計，以

改革分立政府所造成的不良的影響，建構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理性國會黨團運

作之作為，此為本研究最重要的動機所在。 

貳、研究目的 

當此政黨政治發達的時代，民主政體特別強調責任政治，而責任政治則體現

政黨政治特性，各政黨以民主憲政運作之常軌進行，透過公平程序與選舉爭取多

數選民的認同和支持，以取得政權的正當性（雷飛龍譯，Sartori著，2002：34-35）。

2000及2004年總統大選都由民主進步黨贏得選舉取得國家執政權，其後經歷

2001、2004年第五屆、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無法取得過半數席次，而立法權的國

會卻一直由國民黨為首的在野聯盟所掌控，由於民主進步黨不願採取聯合政府模

式，與立法院在野政黨合組大聯合政府；也沒有參考法國第五共和的模式，在國

會多數與總統不一致時，由國會多數組閣的共治政府，形成中央政權的分立政府

狀態，出現總統與立法院多數黨分屬不同政黨或政黨聯盟的少數政府運作模式。

在野黨在國會中以抵制、抗爭、拒絕人事案等方式對抗行政權，民主進步黨之國

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況（戴寶村，2011：404）。這段時間就分立政府與

一致政府的比較而言，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運作，與一致政府的確有所差異。直

到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國民黨贏得總統選舉，任命黨籍人士出任行政院長，並

在立法院繼續擁有過半的席次來支持其行政權，成為一致政府之局面，我國國會

黨團運作又進入另一種狀態。 

議會黨團機制起源於英國，雖然英國並未給予其法律上正式的規範，但實際

上黨團是政黨在議會中的最高權力機構；實務上，它對於選舉議長、確定議事日

程、選舉委員會成員等事務，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亦即議會黨團已是構成議會政

治的一部分和立法過程運作的主導者（彭定民，2010c：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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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主國家，國會均有各種國會黨團，由同黨國會議員組成，國會黨團內

部的組織、幹部產生方式、決策方式，均攸關國會黨團的運作也關係國會的運作

（古登美、沈中元與周萬來等，2002：174）。各國政黨與其國會黨團間的關係，

有許多種不同型態，即使同一國家於同一時期之不同政黨，亦可能呈現不同之關

係型態。大致上國會黨團一般以較具獨立性、甚至以「平行」之關係面對其政黨

之中央組織，而不願單純以後者在國會之分部或分支組織闡釋其間關係。主要原

因為國會黨團成員皆具國會議員身分，若聽命於不具國會議員身分之黨職幹部指

揮，似乎有所不妥，也有違反國會議員應獨立行使職權之議會政治理念（張景舜，

2009：5）。 

基本上內閣制的國家因組閣須有多數國會議員支持，所以不會出現分立政府

之狀態，而實施總統制的美國，或雙首長制的法國及1997年後臺灣，才會出現分

立政府之狀態。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各有其樣態，本研究乃

針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並以2000-2012年我國政黨輪替經驗為

例。有關於本研究之目的分下列數點說明之： 

一、分析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之

差異 

當行政權與國會分屬不同政黨治理的「分立政府」，或同一政黨治理的「一致

政府」就其治理情況的國會黨團運作異同，探討「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下

之決策運作，分析各政黨團角色與功能的不同，研究處於不同的模式下，國會黨

團對決策運作的影響。經由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分立政府時期，國會係由在野(多

數)黨主導立法議程的安排、程序委員會的角色與功能，亦由配合行政部門推動立

法轉變為抵制者，且因為政黨競爭激烈，常引起朝野政黨的對峙、衝突與僵局，

因而造成嚴重的立法滯塞、政策遲延、以及施政責任難以歸責等問題（余元傑，

2001），為本研究首要目的之一。 

二、建構我國兩次政黨輪替形成國會黨團競爭與運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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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透過各種研究途徑探討我國形成「分立政府」的制度因素，並作更深一層的

研究分析，找出民主進步黨執政八年國會黨團運作困擾之原因，對照美國「少數

政府」與法國「左右共治」之運作有何值得仿效或借鏡，參考有何解決與因應之

道，再比較分析2008年政黨輪替成為「一致政府」，國會黨團運作，分別探究一致

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角色與功能，以期建立府、院、會良性互動關係（吳

東欽，2007）。因之，本研究乃藉由探討我國政黨輪替之政黨生態，找出我國政黨

輪替之政黨競爭模式考量因子，期能建立我國政黨輪替之政黨競爭模式，為本研

究欲達成目的之二。 

三、探討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理性國會黨團之運作作

為 

民主政治的國會首重國會黨團的運作機制，更與政黨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成為責任政治之體現。對於國會整體運作來說，黨團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它促

成凝聚和團結，因而產生效能，連結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以串連共同利益。經由

健全的政黨競爭，執政黨擔任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樞紐，行政部門提出之政策

有賴於議會中的多數黨為之呼應，由是產生連鎖行政與立法的橋樑功能（李誌偉，

2008）。在分立政府下使得執政黨政府在國會的運作會受到嚴重的削弱，行政部門

與立法部門彼此分歧矛盾，如何解決國會運作的困境，探討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

下理性國會黨團運作之作為，為本研究重要目的之三。 

四、形塑競爭與合作國會黨團運作之理想型機制 

在分立政府架構下國會黨團間互動與行政立法運作其有顯著關聯。但除分立

政府外，還有其他會干擾國會運作造成立法僵局相互關聯性因素，為改善我國中

央分立政府運作的負面影響，期由法制面、運作面、策略面及政治面提出既競爭

又合作的國會黨團運作理想型機制與建議（周建邦，2009），加上透過本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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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和結果，建立更為完整的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理論，以及國會黨團理想

型機制設計，，為本研究重要目的之四。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為深入研究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在以廣泛蒐集各

種資料，並透過觀察、深入訪談或分析各類文件，經整理、歸納、分析後，並予

以價值觀之文字描寫研究主題。此種研究方法稱為質性研究（林生傳，2004：187）。

傳統時期政治學的主要研究標的是國家、制度與政黨運作，而其研究途徑有歷史、

法律與制度等；研究重心著重在憲政制度、政府機關的權力與職責、各政黨間的

相互關係等；行為或後行為主義時期的重心，著重在政治舞臺上人物所表現的行

為與過程之研究，而其研究途徑是以自然科學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and empirical）

為基礎，強調可驗證性（verificition）和價值中立（value-free）；試圖建構通則理

論（general theory），之解釋現在和預測未來（任德厚，1992：2）。 

壹、研究方法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屬於政治問題，研究相關學理論的建

造過程，通常是社會科學理論之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ociological theory)的重點。

其目的是在討論如何建立一個既合邏輯；又可驗證的社會科學理論（蔡文輝，

2003：55），以建立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研究基礎。其研究方法

設計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method） 

透過文獻的閱讀與分析，對研究主體取得深入的了解，可以說是所有研究的

基礎。本研究的基礎，也是建立在相關文獻上，針對國會黨團運作相關文獻進行

蒐集、整理和分析是本研究的第一步，引用國會黨團運作相關學術理論，或吸取

他國的先進國會黨團運作經驗，將各文獻加以分析，以便獲得一致政府與分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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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相關知識，與研究相關政策規劃與政策落實有關的概念、理

論、現象等，瞭解他人已經研究過的相關問題、研究假設及研究方法（張紹勳，

2001：95）；本研究將廣泛蒐集事涉國會黨團運作之文獻，加以分析整理，以便印

證相關功能、觀點、行為或闡釋論點。所蒐集的相關文件共分兩類： 

（一）原始資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原始資料，包括：國會黨團運作相關法律條文及立法院各黨

團機構所頒布的規定，而服務於立法院所取得之統計資料、訪談結果及相關研討

會之紀錄等，亦做為本研究重要基礎。 

（二）次級資料 

以現成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資料加以整理、分析及解釋，

以成為可用之研究參考；次級資料之用處相當廣闊（蔡文輝、李紹嶸，2004：27），

包括：有關於立法院相關單位公報、政府委託之相關著作、期刊、學術研討會、

學位論文、相2000-2012年政黨輪替關研究報告等相關學術作品及新聞報導、網路

資料等相關資料。希望能就上述之資料，探討相關理論及事實，作出一致政府與

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總合性的研究與分析。 

二、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method） 

比較研究法是採用有條理、有系統、且客觀的方法，將探討的對象做比較分

析，藉以瞭解事件的形成過程及發生的原因，是一種實務與理論並重的研究方法

（瞿海源，2008：39）。針對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的事實基礎，

本論文之研究採取比較研究法，以比較之方式對政黨輪替2000-2012年一致政府與

分立政府下經驗進行分析比對，其比較乃針不同的國家、時期，對國會黨團運作

之功能及影響加以分析與比較。 

本研究採比較研究法，以比較方式對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

分析比對。其比較方法可分為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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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國比較研究法 

針對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以英、日、德內閣制的一致政

府，與法雙首長、美總統制及我國可能產生的一致、分立政府為例，在相同條件

的基礎下，就其國會黨團運作加以分析與比較，並為研究我國國會黨團運作對照

比較之參考。 

（二）跨時間比較研究法 

針對國會黨團運作，在不同的時期產生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有不同的模式，

就其法制面、運作面、功能面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以我國 2000-2012 年兩次政黨輪

替經驗為範圍加以分析與比較，以作為參考。 

（三）跨政黨比較研究法 

針對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運作，在不同的政黨執政下有不同的機

制，就我國政黨輪替 2000-2012 年間民主進步黨與國民黨之國會黨團運作與功能為

範圍，加以分析與比較，以作為研究比較之基礎。 

透過跨國、時間與政黨之比較與分析，希望能對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

會黨團運作之研究有更深入與更明確的瞭解。 

三、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approach） 

歷史研究法是針對過去所發生的事件與制度，進行有系統的科學探討，美國

學者賽特(Sait)所言：「歷史研究途徑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辨明制度真正本質的唯一

方法；也是了解制度形成特定方式的唯一方法。」（黃紀、陳忠慶合譯，1988：35)。

本研究所以採取歷史研究法，因為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透過歷

史研究的途徑，經過一定時間的觀察其變化，並以我國政黨輪替2000-2012年經驗

為範圍，可以客觀的界定、評鑑、論斷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歷史所發生事

實的確定性和綜合性（朱浤源等編，2000：182-183）。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

觀察當前、預測未來。為達深入研究及對照之成果，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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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會黨團運作之背景與發展歷程，進行通盤研究與瞭解，並比較對照國會黨團

運作之歷史過程，如在採用歷史研究法，以使本研究可得到更完善之印證。 

四、訪談研究法（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訪問法(interviewing)是一種面對面，由研究者詢問相關問題的蒐集資料方

法，透過訪問結果印證研究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之理論假設（蔡

文輝，2003：64）。質性訪談設計比較具有彈性、反覆性以及持續性，而非可以事

前準備且一次定稿；訪談過程中，訪談者所提出概括性的調查計畫，須完全掌握

所提問國會黨團運作的相關問題，並以引導談話方向的技巧，追蹤受訪者回應時

所引發 2000-2012 年國會黨團運作經驗之相關議題，促使訪談得以流暢、自然地進

行（李美華等譯，Babbie E.著，2005：155-156）。 

貳、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就相關人士對研究主題與研究項目進行訪談，俾使取得

國會黨團運作相關的見解與看法，所獲訪談結論將與理論、學說加以印證，復針

對政黨輪替之政黨競爭模式考量因子及政黨競爭模式，找出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

與分立政府之決策運作，以便建構理性國會黨團運作之作為思維及既競爭又合作

之國會黨團運作理想型機制設計。 

一、研究架構 

由分析架構可以發現，本研究係先釐清一致政府及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之角

色與功能，並透過一致政府、分立政府及國會黨團相關理論建構，以發展本研究

之主題，再探討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決策運作；另確認政黨競爭模

式考量因子，以導出政黨輪替政黨競爭模式，並檢視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

政府下決策之運作，提出策進之道，最後建構理性國會黨團運作之作為思維，完

成既競爭又合作國會黨團運作之理想型機制設計。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如圖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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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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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之設計說明如下：  

（一）訂定研究主題與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 

首先確立研究主題為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下的國會黨團運作，並以

2000-2012年間政黨輪替之經驗為範圍，確定研究問題後，擬訂研究動機與目。 

（二）蒐集與探討相關文獻資料 

依本研究目的，開始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並進行研讀、歸納與分析，

建立研究之基礎，並比較與批判不同學者對研究主題不同見解，以及對先進國家

之國會黨團運作方式進行探討。 

（三）理論建構 

透過文獻閱讀及相關學理運用，紮實對本研究相關理論進行通盤的了解，透

過對於政黨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角色與功能理論之印證，建構一致政府與分

立政府在國會黨團運作之理論基礎。 

（四）以我國政黨輪替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探討一致政

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 

將本研究之問題分為幾大部分：一致政府、分立政府、國會黨團運作、政黨

輪替時立法院各黨團角色與功能之變化等，進行廣泛的探討與研究，再將各別的

概念結合，以便對相關問題有深入與正確的見解。 

（五）設計訪談大綱與進行訪談 

設計本研究之訪談問題，以便對立法委員、資深議事人員、行政機關國會聯

絡人員、國會記者及國會助理共25人進行深度訪談，並將訪談結果進行質性分析，

以探究我國立法院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之現狀與問題所在。 

（六）整理文獻與訪談資料進行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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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訪談質性分析後，配合本研究相關主題之文獻，評估立法院一致政府

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競爭模式考量因子，以及政黨競爭模式模式各方

面、策略主題之相互關係，並對我國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決策運

作進行檢視。 

（七）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 

綜合以上之流程，建構競爭與合作國會黨團運作理想型機制，並導出我國國

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策進之途徑，與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

理性國會黨團運作之作為思維。有關本研究流程，如圖1-2 所示： 

 
圖1-2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訪談內容 

本研究針對本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將訪談內容重點界定為「國會黨團競爭

模式分析」、「國會黨團角色與功能」、「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決策運作」、

訂定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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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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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型國會黨團運作機制設計」，並依據不同的訪談對象訪設計談問題。  

因之，本研究之訪談，以「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為主軸，

並將我國2000- 2012年兩次政黨輪替經驗，為探討相關論點。整理出下列問題，於

訪談時一一訪問並尋求個別的見解。 

（一）立法院黨團間的關係與影響  

1、您認為傳統上立法院各黨團間的關係如何？  

2、您認為黨團對於立法院議事運作有那些影響？ 

3、您認為目前立法院黨團運作方式有何問題？ 

（二）政黨輪替與立法院黨團運作 

1、您認為政黨輪替對立法院黨團運作有何影響？ 

2、您認為兩次政黨輪替後黨團運作轉變為何？ 

3、您認為我國立法院在政黨輪替循環下政黨生態有無那些定律可尋? 

4、您認為我國政黨輪替之際，那些因素影響立法院黨團競爭? 

5、您認為我國兩次政黨輪替下立法院黨團競爭有那些模式？ 

（三）兩次政黨輪替行政與國會關係  

1、您認為2000-2008首次政黨輪替的行政與國會關係為何？  

2、您認為2008二次政黨輪替的行政與國會關係為何？  

3、可否請您比較2000、2008兩次政黨輪替的行政與國會關係有哪些不同？  

（四）立法院黨團的角色與功能  

1、您認為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立法院黨團的角色與功能為何？ 

2、您認為我國立法院黨團在一致政府下決策運作分別有何問題？ 

3、您認為我國立法院黨團在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分別有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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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認為我國立法院黨團在一致政府下決策運作分別有何改進之道？ 

5、您認為我國立法院黨團在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分別有何改進之道？ 

（五）設計理想型黨團機制 

1、您認為2000-2008分立政府下立法院朝野黨團應如何設計其理想型機制？ 

2、您認為2008後一致政府下立法院朝野黨團應如何設計其理想型機制？ 

（六）黨團運作未來願景與建議 

1、可否說明一致政府之「理性立法院黨團運作」作為應該為何？ 

2、可否說明分立政府之「理性立法院黨團運作」作為應該為何？ 

四、 訪談方式與對象 

本研究有關訪談方式與對象為：  

（一）訪談方式 

為加強訪談資料來源的檢證，乃在訪談研究進行時，使用多種方式蒐集資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蒐集方式，包括：  

1、錄音  

訪談時，就受訪過程全程錄音，並在訪談結束後，先將重要事件記錄下來，

之後再將訪談錄音內容轉成文字稿。  

2、訪談進行 

每一個訪談者所使用的時間約 40-60 分鐘，訪談內容主要包括：個人背景、

工作狀況、對國會黨團運作的看法、對 2000-2012 年政黨輪替時國會黨團運作的體

認，以及對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不同看法。每次訪談之資料，由錄

音轉換成文字稿，並將對話加以整理。  

（二）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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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求訪談內容與資料蒐集的多元性與準確性，訪談的對象分為六類，包

括：立法委員、立法院議事人員、國會聯絡人、各黨團工作人員、委員助理、採

訪立法院記者等。本研究在相關領域中找出具代表性的人選約25人進行訪談，（如

表1-1），並以相同面向的問題設計、不同角度之訪談議題交互檢證，期能充實本

研究的佐證資料，強化本研究之分析結論。本研究所規劃之訪談對象共25位，如

下表，並訂於2012年10月底前，徵得受訪談人同意後進行訪談。 

表1-1  研究受訪對象一覽表 

訪談對象類別 受訪者身份 代碼 人數 

立法委員 
黨團領導人 L1-L3 3 

資深委員 L4-L8 5 

公
部
門
人
員 

立法院 
議事處長 P1 1 

議事處人員 P2-P3 2 

政府部門 
部會幕僚長 G1 1 

國會聯絡人 G2-G4 3 

其他 

各黨團工作人員 N1-N4 4 

立法委員助理 N5-N8 4 

採訪立法院記者 N9-N10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訪談信度與效度檢驗 

訪談以「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為主軸，並將我國2000-2012

年兩次政黨輪替經驗，訪談之信度是指測量產生一致結果的程度，求訪談信度的

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一）如果重覆測量相同特徵或狀況，應該得到相同結果，如果訪員對受訪者

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則結果就不一樣。 

（二）由多人訪問也可以得到較高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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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訪問所得答案記錄下來，配合數位同步錄音以便日後印證。 

（四）將訪問所得答案記錄分類，以配合本研究之主題加以分析比對找出所要

的解答。 

訪談在質性研究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為增加訪談之效度，透過訪談者嚴謹的

訓練，減少題意不清、引導式追問等，才能提高標準化訪談成功的機率，順利的

比較各個訪談個案，發展出研究目的所要的模式。深度訪談則是更深入的進行人

的研究分析，靠的是事前收集資訊的功夫，以及約訪、預訪等前置作業，訪談時

則是視情境臨機應變，由大環境及各個面向，來進行分析，以探求事情的真相。

至於效度則是指測量能與研究者所想測量相符合的程度（李美華等譯，Earl Babbie

著，2005）。 

在可信賴性方面，深度訪談只要能找到符合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的人，並且能

依照前述深度訪談的程序執行，就具有可信任性。在可驗證性方面，在深度訪談

時，用客觀的角度去分析受訪者的主觀，有如現象學中懸置、再深入本質，以客

觀的態度方法去找到事情的真象（林生傳，200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有關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分別於本節說明之。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範圍，分別由時間、機關、法制等三方面說明之： 

一、研究之時間範圍 

本研究之時間範圍，以2000年5月陳水扁當選總統政黨輪替開始，政府與國會

進入分立政府狀態，歷經2001年、2004年、2007年立法委員三次改選都是少數執

政的分立政府，到2008年5月馬英九當選總統二次政黨輪替後國會又成為一致政

府，2012年總統與國會選舉還是國民黨獲勝仍是一致政府，直至2012年12月本研

究完成止，為本研究的時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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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之機關範圍 

本研究之機關範圍以立法院為主，國會中各黨之立法院黨團為本研究機關之

範圍，並配合英、美、德、法、日五國國會及其黨團為輔，以便就一致政府與分

立政府下之黨團運作加以研究與比較。 

三、研究之法制範圍 

本研究之法制範圍，以「憲法」、「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

法院議事規則」及立法院各黨團之組織規程等相關的規定，就其中有關黨團規範

及黨團運作之部分為主要範圍。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時間及個人能力限制，在國會黨團運作進行研究時可能受到限

制，說明如下： 

一、限於不同的制度因素，在探討「分立政府」的起源時，誠如學者Mayhew 認

為「分立政府」現象的產生， 並非任何單一因素所能造成的，而是多元的因

素（吳重禮、陳慧玟譯，Mayhew著，2001），本研究中，僅限於制度因素之

研究，包括，憲政制度、政黨競爭與國會黨團運作，而不涉及其他包括：政

黨制度、投票行為、選舉制度等因素之探討與研究。 

二、相關人員在訪談時受限於政治之特別因素，恐不太願意對敏銳的問題明確表

態，加以國會黨團運作有部分是不公開，使得本研究無法透過訪談得到較完

整的國會黨團運作經驗。因此，只能就立法院公布之資料與發生之案例，配

合訪談所得到的結果，加以印證和分析研究，以強化研究之多元性與困難度。 

三、由於個人能力及時空之限制，無法多加蒐集完整的國外「國會黨團運作」相

關文獻，而分立政府是指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之國家政府為研究對象，其與

行政與立法合併之內閣制有所不同。本研究只能就美、法兩國「分立政府」

及英、德、日等三國「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運作之文獻資料與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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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內所能蒐集相關資料與文獻進行研究之。 

四、本研究之「黨團運作」係針對中央國會層級之「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

為研究範圍，而不論及地方政府府會之「一致」之「分立」情形，以免本研

究論述過於雜亂。 

第四節 相關文獻探討與重要名詞釋義  
本研究收集有關國會、黨團運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等相關文獻，透過對

這些文獻之研讀與分析，以建立本研究之基礎，並將重要名詞於本節中加以釋義。 

壹、文獻分析 

本研究將大量收集有關國會、黨團運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等相關文獻，

透過對這些文獻之研讀與分析，以建立本研究之基礎，分別就學術論文、相關專

書、學術期刊、其他文獻等說明如下。 

一、學術論文 

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及黨團運作國內學位論文，近年來共有下

列數篇博士論文與本論文之研究主題最為相近，見表1-2。分別論述如下，至餘碩

士論文則僅列舉而已。 

表 1-2 相關博士論文表 

作者、出處、論文

名稱 

研究方法 研究重點 備註 

余元傑，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三民主

義研究所博士論

文，（2001）我國

立法院長制度與

角色之研究 

文獻分析法、

歷史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 

該論文以研究立法院長，在立法院中

發揮了什麼功能，扮演何種角色，立法院

的發展歷程，代表了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對

抗與彼此間權勢的消長。我國立法院長在

行憲以來地位的演變，所擁有的職權以及

扮演的角色。 
該論文以英、美、法、日四國國會議

長的分析介紹，由憲政體制、政黨政治的

角度來觀察各國議長所呈現的不同角

色。以宏觀的角度從威權體制的鬆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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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地位的提高、憲政體制的轉變之因

素，探討立法院長的各種角色扮演。最後

在結論中指，出外國議長制度經驗對我國

的啟發；我國立法院長已日趨重要，但其

目前所擁有的關鍵性地位非制度設計之

必然，而是非制度性因素使然；以及未來

可能發展的趨勢，為研究國會運作值得參

考之論文。 

馮美瑜，國立政治

大政治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3）

分立政府」之形成

與運作─美國、法

國第五共和與中

華民國比較研究 

歷史研究法、

文獻分析法、

比較研究法 

該論文以總統為權力核心角度來研

究「分立政府」，政府的行政與立法部門，

在選舉之後，分屬於不同政黨所控制，總

統所屬的政黨無法藉由絕對多數來控制

議會，使得政府體制之運作出現不同的面

貌與結果，只有實行總統制與半總統制的

國家才有可能產生「分立政府」的結果。 
近年來美國「分立政府」已經成為其

憲政體制的常態，法國第五共和時期，也

發生三次「左右共治」的政局，但在共治

時期，政府運作並沒有因此僵化，仍維持

法國政治的穩定與發展。 
我國自 2000 年總統大選後，中央首

次出現分立政府的現象。面對舊的國會與

新任總統，二者皆具有民意的代表性，但

卻由不同政黨所控制，反而造成行政與立

法之僵局，衝突頻繁。呈現「分立政府」

政局的現狀，在立法過程中，朝野間形成

聯盟相互對抗，而衝突不斷。該研究由靜

態的制度設計之不同，輔以各國實際動態

的制度運作過程之分析，提供一個具有深

度的制度比較、良性互動的政治模式與制

度建議。 

 

歐陽晟，國立政治

大政治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8）

文獻分析法、

比較研究法、

統 計 內 容 分

該研究主要探討2000年我國政府政黨

輪替前後，不同的政府型態對於重大法案

審議的影響。運用統計、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深度訪談等方法，檢視第 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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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型態對於議

案審議的影響：臺

灣一致政府與分

立政府的比較 

析、深度訪談

法 

第 6 屆立法院期間，行政院提出的 249 個

重大法案在立法院審議的情形。 
該論文跳脫「分立 vs.一致」的二元思

考，以細膩的觀察採用以二元對數勝算比

模型（binary logit model）檢視影響重大

法案通過與否的因素。藉由兩個模型的比

較，提出的「四個階段」（一致政府前期、

一致政府後期、分立政府前期、分立政府

後期）之分析方式，較傳統「一致政府 vs.
分立政府」二元對立的分類，更具意義。

分析結果顯示：「分立政府後期」的重大

法案通過情形，明顯較「一致政府前期」

好，分立政府的重大法案生產力未必不如

一致政府；而且分立政府本身有顯著差

異，一致政府後期與前期的差異，則更為

顯著。 
該研究發現：分立政府的情形不能一概

而論，惟國會對於法案主導權的爭奪明顯

較一致政府時期嚴重；另一方面，一致政

府的情形亦不能一概而論，一致政府前期

的重大法案推動情形並不順暢，值得 2008
年重回一致政府「完全執政」的政府借

鏡，為研究「分立政府」值得參考之論文。 

姚文成，中國文化

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 博 士 論 文 ，

（2008）我國政黨

修憲協商策略研

究(1996-2000) 

文獻分析法、

比較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 

該論文主要在探討各政黨在修憲過程

中的協商策略運用，以國民大會第四、

五、六修憲為主要研究案例，並由政黨協

商之角度切入，探究我國各政黨於修憲協

商策略之運用情形，透過修憲過程之發

現，分析出影響各政黨修憲協商策略之因

素、各政黨修憲協商之性格以及政黨修憲

協商對我國憲政發展之影響。 
透過對這三次修憲的政黨協商研究發

現，一、受限於政黨實力，為完成修憲就

須與他黨合作，協商已成為政黨間溝通的

重要管道；二、朝野政黨為修憲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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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須注意彼此的長期關係，並顧及他黨的

立場及利益，使參與協商的政黨均能獲

利，但在協商中各黨為極大化自身利益，

仍是採取競爭性戰術；三、基於政黨利益

及國代個人利益的協商結果，國代為個人

利益，違反政黨協商共識；四、強化輿論

的監督是為防制政黨協商私利化的重要

機制，此為研究政黨運作值得參考之論

文。 

游憲廷，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9）立法院預

算審議之研究  : 

2001 - 2008 

制 度 研 究 途

徑、文獻分析

法、個案分析 

該研究採制度研究途徑，以文獻分析

法及個案分析法，以美國為例，說明分權

體制下國會預算審議程序，及美國國會與

總統間，在預算審議過程所發生的衝突及

其解決預算衝突的機制。採靜態分析

(static analysis)，研究我國分立政府時期，

立法院 (2001-2008)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審查結果，所發生的行政與立法衝突，分

析立法院的預算審議權的功能，並以動態

分析(dynamic analysis)，藉核四預算案與

軍事採購預算案的衝突為案例，探討我國

憲法規範對行政與立法間預算衝突的解

決機制。 
預算是政府每年最重要且是最優先的

文件，它牽涉到政治資源的分配過程，因

此也最具有衝突性。這些預算衝突，來自

於總統、行政部門、總統與國會、國會議

員、朝野政黨、或各個利益團體之間。在

國會預算審議階段，是控制與監督行政部

門最有力的一項武器。主要功能在於避免

政府濫用財政權，並防止國家預算的膨脹

與氾濫，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指標，

為研究國會運作值得參考之論文。 

 

陳偉杰，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政治學

參與觀察法、

深度訪談法、

該研究採用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 BSC）之理論基礎與相關文獻

分析，並提出立法院會議績效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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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所 博 士 論

文，（2009）立法

院會議績效管理

模式之建構 

層級分析法 採 用 層 級分 析 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AHP）分析結果，取得各層級項

目之相對權重，建構出立法院會議績效管

理之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作為提升立法院會議績效

管理之基礎。 
該論文認為一個有效率的會議，必須充分

運用人力資源與避免時間浪費，如此始可

達成會議之目的。立法院所進行的會議議

程關係全民福祉，因此會議績效之良窳，

往往是民眾關心的重點，為研究國會運作

值得參考之論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有關於國會或黨團運作之博士論文共有四本，包括：余元傑2001年出版的我

國立法院長制度與角色之研究；姚文成2008年出版的我國政黨修憲協商策略研究

（1996-2000年）；游憲廷2009年出版的立法院預算審議之研究（2001 – 2008年）；

陳偉杰2009年出版的立法院會議績效管理模式之建構等，與本研究之主題國會黨

團運作有相當關聯，值得研讀與參考。而有關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論文共有

兩本，包括：馮美瑜2003年分出版的分立政府之形成與運作─美國、法國第五共

和與中華民國比較研究；歐陽晟2008年出版的政府型態對於議案審議的影響：臺

灣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比較，為研究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為主之論文，也值得

深入參考；其中立法院會議績效管理模式之建構、政府型態對於議案審議的影響-

臺灣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比較等兩本採取深度訪談法，與本研究所採取的方式

相同。其相關訪談設計、問題與對象的選取等，可供本研究相關的啟發。 

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及黨團運作國內學位論文，近年來共有30

數篇碩士論文與本論文之研究主題最為相近，可以為論文文獻研究之參考。相關

論文大多數研究者從不同面向切入，比較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不同國會黨團

運作型態，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國會黨團有顯著性的差異存在，綜觀以上分立政

府與立法運作之相關文獻，大多數都將測量指標定位在立法過程、黨團運作、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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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審議、政黨協商，以作為比較不同政府型態之差異性，本研究將研究焦點放在

國會黨團運作，結合分立政府之學理基礎，以深入探究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運作。 

二、相關專書 

除相關論之外，與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相關的文獻還有相

當多的文獻，精選與本研究相關以下數本，有關政黨制度、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

國會運作等數本著作，如表1-3，分別探討如下： 

表 1-3 相關專書表 
作者、出處 文獻名稱 內容摘要 備註 

吳 重 禮 等

譯，David R 

Mayhew 著， 

五南  （200 

1） 

分 立 政 府 ：

1946-1990 年

期間之政黨控

制立法與調查 

在近年來分立政府的研究脈絡中，

Mayhew 這本著作的重心置於探究不同政府型

態的運作結果；換言之，分立政府是否較一致

政府，更易導致政策滯塞與府會互動僵局。該

書以行政首長與立法部門多數席次所屬之政

黨觀察府會結構型態，將其區分為一致政府與

分立政府。一致政府意指在政府體制中，行政

與立法部門皆由同一政黨所控制。相對地，分

立政府意指在政府體制中，行政與立法部門分

屬不同政黨控制。在一院制體制中，分立政府

乃指議會多數與行政部門皆由同一政黨所控

制。在兩院制體制中，當兩個民選議會均擁有

實質的立法權，只要有其中的一院多數議席由

不同於行政部門所屬的政黨掌控，即可稱為分

立政府。簡言之，分立政府乃是行政首長無法

同時擁有立法部門的多數議席。該書對於本論

文研究理論基礎方面有相當大之助益。 

 

雷飛龍譯，

Giovanni 

Sartori 著，韋

伯 文 化

（2002） 

政黨與政黨制

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該書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Giovanni Sartori 教

授於 1976 年所撰，對於政黨政治及政黨制度

之研究頗為深入，並將政黨進行經驗性的量化

分析，以比較之角度來研究政黨；該書第一篇

為理論篇，其中第三章對於政黨理論之架構有

一初步之研究與介紹，第四章的第六節對於派

系與政黨之異同亦有詳細之說明與比較；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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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在介紹政黨制度，其中第九章為政黨制度

之綜合架構，對政黨之體系、功能、分類及研

究途徑，在其量化研究方式下之有精闢的見

解，第十章為空間的競爭，對於政黨間的議

題、理念之競爭及協商，有深入的研究與獨到

的看法，對於本論文研究之進行有很大之助

益。 

周萬來，五南  

（2004） 

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逐條釋論 

該書採用制度研究途徑與案例分析方法，

逐條論述該法各條文及其相關法規條文，俾以

呈現其立法要義。同時，透過案例剖析，累積

議事成例而為往後運作遵循之典範。立法機關

為了有效發揮其應有之功能，往往藉助為全體

成員所共同服膺之職權規範；職權規範可謂立

法機關賴以維持其存續及促使其目標達成之

主要憑藉。該書提供研究我國立法制度者或研

究瞭解立法院運作實況者之重要參考。   

 

羅傳賢，五南  

（2004） 

國會與立法技

術 

由於我國民主憲政的發展，立法院已形

同實質上的單一國會，成為國內政治中心。

立法學係以國會制度、立法技術以及其他立

法程序相關事務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應用法

學，是現代法學體系中一門新興而重要的分

支學科。 
該書以國會運作及立法技術為範圍，就

其直接觀察心得，並參酌法制進步諸國經驗

所發表的研究論文集，可提供研究國會運作

者相當的參考和助益；亦可供本論文研究之

參考。 

 

許劍英，五南 

（2006） 

立法審查－理

論與實務 

 

1999 年 6 月 30 日，立法院完成「國會五法」

之立法後，2002 年第四屆立法院復作另一次的

幅度國會改革法案之修正，對於政黨輪替後的

新國會，更添一番新的氣象與意義。 
  作者累積多年服務立法院之心得，有系統

的介紹立法程序中影響最深遠、也是最關鍵的

「委員會審查」，彙集歸納審納查原則，並就

實務運作（包括：概念澄清、法規適用）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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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與詳實之論述，為實務工作者及相關人員了

解立法院運作之參考用書，亦可作為本論文研

究之參考。 

羅傳賢編著， 

五南（2007）   

立法學實用辭

典 

該書除協助立法技術和提供法律意見

外，尤重視行政與立法之溝通協調，並協助

機關首長實現其政策合法化，故認識立法學

的基本內容為不可或缺的首要課題。辭典其

中蒐集近七百個立法學相關詞句，分析其意

義、功能或實務做法，部分內容附有例證或

圖表。說明立法相關詞語之基本概念及法律

規定，蒐編行政機關直轄市現行法制作業手

冊，輔以立法院實際發生之案例，可供本論

文研究之參考。 

 

周萬來，五南  

（2008） 

議案審議－立

法院運作實況 

該書採用制度研究途徑與案例分析方法，

闡述立法院審議各類議案之運作實況。指出議

案提出之要件、議案協商之程序與效力、文件

調閱之處理、委員會公聽會之舉行、覆議權之

運用、緊急命令之追認程序、彈劾案與不信任

案之處理以及同意權之行使程序均詳予論

述；更透過案例運作實況之分析，進行制度執

行之評估，藉以發現原本規範與實際運作之差

距幅度，而提出解決對策。有關黨團運作之相

關內容如下： 
該書第四章為議案之議決，其中的第二節

為院會審議，第一項主要在說明議案協商，對

於立法院的黨團運作機制，包括：協商的對象

與時機、協商之主持與代表、協商之程序、協

商結論之效力等有詳盡的介紹，對於黨團運作

機制之研究的運作層面有深入的說明，可供本

論文研究之參考。 

 

羅傳賢，五南

（2011） 

立法程序與技

術 

該書有關黨團之研究內容重點摘要如下： 
立法程序係從事立法議事程序規則、先例、原

理的論析與研究，俾立法機關能夠以穩健、公

正、理性及合秩序地運作，以制定合於民意、

時宜與正義的法律，立法技術乃法律條文文字

 



 

 27 

精密化、體系化、合理化技術的鑽研，其影響

民主法治可謂至深且鉅。作者運用法學方法，

歸納法案起草步驟、詞語運用及法規體例的原

則，並以比較法學觀點探討各國立法相關學

理、法制規模，再參證國內實務經驗，提出系

列檢討，以求周全。 
該書第十七章為研究國會黨團之專章，對

於英、美、日及我國國會黨團之功能、法律基

礎及組織，有精闢的研究與介紹；而第十九章

在介紹我國立法院之立法提案與審議制度，其

中第二節主要是研究黨團議案協商制度，對於

立法院的黨團運作有詳盡的介紹，並舉例印證

之。本專書對於本論文之完成有很多助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雷飛龍譯，Giovanni Sartori著，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吳重禮等譯，David R. Mayhew著分立政府：1946-1990年期間之政黨控制立法與調

查本研究，等兩本為譯著，探討政黨制度、分立政府與政黨控制，可供本研究理

論基礎之參考。而羅傳賢，立法程序與技術；周萬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逐條釋

論；羅傳賢，國會與立法技術；許劍英，立法審查－理論與實務；羅傳賢編著，

立法學實用辭典；周萬來，議案審議－立法院運作實況等書對於立法院職權行使、

國會黨團運作，都有深入的探討與說明，對於本研究探討國會黨團競爭模式分析，

我國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決策運作，以及建構競爭與合作之國會黨

團理想型運作機制設計有相當的助益。 

三、學術期刊 

在本研究進行中，除論文與專書外，還有參考若干學術期刊包括台灣政治學

刊、臺灣民主季刊、政治科學論叢、東吳政治學報等，分別介紹如下。 

（一）台灣政治學刊  

台灣政治學刊台灣政治學會於1994年底成立，1996年台灣政治學刊（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開始出刊，為台灣政治學實證研究釋放出寬闊的學術活

動空間，同時提供豐富的本土素材，因此也出現許多重要研究成果。該刊一直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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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著非常崇高的學術聲譽，是國內政治學專業期刊中，影響指數最高的刊物，也

是政治學門單一主題期刊整體排名第一的刊物。  

（二）臺灣民主季刊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的成立就是臺灣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

臺灣民主發展與國際接軌嶄新階段的開始。民主基金會的建立，希望能夠藉由基

金會此一平台之成立，使先進民主國家分享出推動民主的經驗，正如同臺灣將在

未來提供分享自身的民主化經驗，對於鞏固臺灣民主化成果、建構國際民主體制

網路都深具意義。 

臺灣民主季刊（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以集結學者專家來探討包括政

治文化、民主政治轉型、議會政治、政黨政治、憲政體制、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選舉與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民

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人權、媒體與輿論等民主政治理論之問題，以及

介紹臺灣民主化之經驗、分析進一步深化臺灣民主政治之作法與挑戰、和介紹世

界各國實行民主政治成功與失敗的實例。 

（三）政治科學論叢 

政治科學論叢（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發

行之學術期刊，創刊於1990年原訂為半年刊。自2004年6月起，每年刊行四期 。

該刊以發表政治學相關中文學術論文為主，配合書評論文或研究紀要為輔，舉凡

政治學相關領域作品，都是該刊刊載之論文。 

（四）東吳政治學報 

東吳政治學報（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2年創刊，為東吳大

學發行之學術期刊，自2000年名列TSSCI收錄期刊，該學報以政治學相關領域學術

論文為主，包括：政治思想、國際關係、比較政治以及公共行政與政策等相關領

域，書評及相關之專案研究計畫之研究通訊為輔，自2006年起，固定發行四期（三

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平均每期刊登四-五篇研究論文。  

四、其他文獻 

有關黨團運作及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國內外其他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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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法律條文、政府公報、政黨組織規章、相關期刊、新聞報導與各國國會網

站，其中較重要的有下列數項： 
（一）立法院公報。 

（二）立法院常用法規彙編。 

（三）立法委員手冊。 

（四）立法院各政黨黨團組織運作規程。 

（五）國會月刊。 

（六）立法統計年報。 

（七）立法院網站資料庫（網路）。 

（八）英、美、日、法、德國會網站（網路）。 

貳、重要名詞釋義 

有關黨團運作及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的重要名詞釋義，包

括國會黨團、一致政府、分立政府等，分別說明如下： 

一、國會黨團 

黨團就是國會中的政黨，國會黨團在面對國會中社會多元的價值及複雜的利

益糾葛，黨團除代表政黨及反映出黨員與支持民眾的意見及期待外，還要透過黨

內的民主機制，凝聚黨團成員的共識，提出明確的政策與方向，讓黨籍議員在政

策辯論及表決時有所遵循，並接受選民與傳媒的評價或監督（阮昭雄，2010：41）。

一般民主國家，國會均有各種國會黨團，由同黨國會議員組成，國會黨團內部的

組織、幹部產生方式、決策方式，均攸關國會黨團的運作（古登美、沈中元、周

萬來，2002： 174）；也關係國會的運作。根據「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

定：「每屆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席次達三席且席次較多之五個政黨得各組成黨團。」

故立法院之「國會黨團」是指政黨在立法院擁有三名以上立法委員，或立法委員

合組四人之政團，黨（政）團總數合計以五個為限（姚文成，2008）。第八屆立法

院成立黨團之政黨有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親民黨、臺灣團結聯盟等四政黨，

及由無黨籍立法委員所組成的「無黨聯盟」，共有五個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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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各黨團在國會總體意志（general will）之形成中扮演關鍵的組織、指

揮、協調及運作角色，黨團原則上是由同黨國會議員所組成，對外與其他黨團進

行政策競爭與制衡；對內國會黨團的內部組織與紀律、黨團領導人、幹部產生方

式及決策過程，都會影響到國會黨團運作的品質（羅傳賢，2011）。  

二、一致政府 

一致政府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結構中，其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皆由同一個政

黨所掌控的狀態；或是內閣制兩院制國會執政黨同時掌握上、下兩院；換句話說，

就是選舉獲勝的政黨掌握行政權；亦掌握國會多數的席次，使行政權與立法權皆

掌握在同一個政黨的手中（吳重禮、陳慧玟譯，David R. Mayhew著，2001）。 

2000年 5月中央政府以前都由國民黨執政，無論是總統、行政院、立法院都

由其掌握，2000-2008年總統、行政院由民主進步黨取得，但國民黨仍可完全或透

過與盟友合作取得立法院多數，2008年國民黨在總統選舉獲勝，再度取得政權（戴

寶村，2011：353），而 2012的選舉國民黨還是取得總統與立法院多數席次，是為

一致政府狀態。 

三、分立政府 

分立政府是指由不同政黨控制不同政府的部門，包括：政府經由兩次不同選

舉所造成權力分立，行政與立法部門由不同政黨所掌控，形成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或內閣制兩院制國會執政黨無法同時掌握上、下兩院；換言之，行

政部門由一個政黨所控制，另一院由在野黨所控制（吳重禮、陳慧玟譯，David R. 

Mayhew著，2001）。 

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配合總統直選將行政院長改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

命之」，不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造成立法院多數黨竟不一定能擔任行政院院

長。蓋只要由總統任命即可擔任行政院院長。此一變革，讓 2000年政黨輪替後，

民主進步黨在立法院雖是少數，卻可任命行政院長（薛化元，2011：296），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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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政府之局面，而民主進步黨在執政的八年中一直未能在立法院中取得過半的

席次，其國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況。 

四、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party alternation）是指由不同政黨在野黨接替前一政黨擔任

執政黨的狀況，輪替可能透過民主選舉的方式進行；也可以暴力或非暴力革命的

方式完成，但民主國家都是透過選舉方式進行的政權移轉，很少用政變或武力革

命（楊超，2008）。臺灣在 1997年修憲之後的憲政制度，比較偏向總統制的雙首

長制，因而總統大選就是造成政黨輪替的機會。2000年，李登輝總統任滿，國民

黨提名連戰參選總統，黨內的實力派人物宋楚瑜脫黨參選，這種分裂的情況下，

2000年 3月 18日，臺、澎、金、馬總統選舉開票結果，民主進步黨籍候選人陳水

扁得票率 39.3%，以最高票當選總統，形成臺灣歷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結束中

國國民黨超過半世紀的執政局面，陳水扁當選後成為「分立政府」。面對泛藍陣營

的國會多數，預算、重大法案、政策，人事同意權等都難過關，而憲政制度權責

不明，更引起的種種亂象。由於 2005年修憲通過的國會席次減半以及單一選區兩

票制，2008年 1月的立法委員改選由國民黨獲得壓倒性的多數（72%的席次），外

加陳總統與總統府高層傳出弊案，以及不當的政商關係，使得 3月 22日的總統選

舉，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獲得 58%選票而當選，可稱「二次政黨輪替」

（戴寶村，201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7%E6%94%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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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建構 

政黨是民主政治之產物，現代民主國家國會之中，政黨絕對有其存在之必要，

國會是國家中政治運作的中心，無論憲法架構及政府體制是如何設計，國會代表

民意且掌握立法權、預算權與其他監督或制衡行政權的機制，有相當的影響力，

致其運作順利與否關係國家政務與人民福祉（吳文程，2009）。國會想要有效運

作，首先須依賴於政黨政治之運作，由於民主國家的國會為各種利益代表之爭奪

及理念衝突的地方，政黨為展現其具體社會影響力、對黨籍議員的約束，並協調

黨員把黨的政策反映在法律上，均會在在國會中設置有黨團組織。本研究係就有

關研究之相關學派專家與背景，分別就其研究資料與文獻分析說明於下： 

第一節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政黨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2012年之間，美國聯邦政府之組成，一致政府占了28年，

而分立政府狀態則占了36年；分立政府在這個期間超越了一致政府，成為美國聯

邦政府的「制度性規範」(institutional norm)。1992年我國舉行立法院全面改選的結

果，總統、行政院長及立法院皆由國民黨一黨完全主控組成「一致政府」，直至

2000 年，由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的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正副總統，政黨

輪替為止都是一致政府（吳東欽，2007）。以我國政黨輪替2000-2012年經驗為範

圍，因政府制度及選舉的結構，造成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政黨所扮演的角色

與功能有所不同，分別說明如下： 

壹、政黨的意義與功能 
政黨(political party)係為尋求政治權力，從事競選活動，要取得執政權，以期

合法控制政府人事及政策之政治性組織。有關政黨的意義與功能說明如下： 

一、政黨的意義 

政黨指一群政治主張相同的人所結合而成的政治團體，目標即在於政治範

疇，獲取政府、政策、人事之控制。休謨認為「依原則結合的政黨」(parties from 

principle)，「尤其是依抽象理論的原則而結合的政黨，只出現在現代，而且可能是

人類事物中從未出現，最特別且無法說明的現象」。（雷飛龍譯Giovanni Sarto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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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2003：5）；學者Austin Ranney認為政黨是「自主有組織的團體，從事候選人

的提名與競選，以期獲得並施行對政府的人事與政策的控制」（林劍秋譯，Ranney 

Austin著，1991：258），柏克給予政黨的定義是；「政黨是人們基於某些全體同

意的特地原則，共同致力於增進國家的利益，而聯合組織的團體，使人們能以國

家的全部權利與權威，執行其共同計劃的適當手段」（呂亞力，2004）。可將政

黨定義為一群人具有共同政治主張、意識型態、目標或利益的人，傳遞意見給群

眾爭取支持，為取得政治權力以及政府職位而結合，控制政府為目標，從事政治

活動的團體。綜合以上學者及國家對政黨定義的解說，對政黨就可以得到一個較

為清晰的概念：政黨是一部分政治主張相同的人，出於自願的自由結合，以具體

的政綱政策，透過選舉，提名候選人，爭取選民支持，進而取得政權，控制政府，

以謀國家利益，實現共同理想的有目標、有紀律的政治團體。有關我國政黨規範

見表2-1 

表2-1 我國政黨之法令規範 
人民團體法：規定『政黨』為政治團體 

人民團體之組織與

行動 

限制：不得主張共產主義、不得主張分裂國土 

政治團體 

(包含政黨) 

目的：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

促進國民政制參與為目的。 

組成：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之團體 

符合右列規定之一

者為政黨 

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依本法規定設立政

黨，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 

已立案之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者 

人民團體法對政

黨規範 

得依法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 

政黨以全國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不得成立區域性政黨 

依據民主原則組織與運作，其選任職員之職稱、名額、任期、選任、解任、

會議及經費等事宜，於其章程中另定之 

依法令有平等使用公共場地及公營大眾傳播媒體之權利 

不得在大學、法院或軍隊設置黨團組織 

不得收受外國團體、法人、個人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之團體、法人之捐助。 

內政部政黨法草

案之政黨定義 

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推薦

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報經主管機關完成備案之團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所謂政黨體系(party system)通常是指一個政治體系中的政黨，其彼此間關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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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的模式。一般探討政黨體系多從政黨數目、目標、力量、結構以及支持來源

的比較來分析，在此主要從政黨數目角度來探討，包括：一黨制、兩黨制、多黨

制、二個半政黨體系分別說明如下（雷飛龍譯，Sartori G.著，2002）： 

（一）一黨制 

一黨制（one party system）可再分為兩種態樣(1)獨裁政體中的極權政黨，如

希特勒(Adolf Hitler)統治下的德國「納粹」(Nazi)黨或史達林(Joseph Stalin)統治下

的蘇聯共產黨；(2)民主政體中的一黨獨大政黨或支配性政黨。如日本的自由民主

黨便可說是一黨獨大的代表例子；在二戰以後，除少數時候未能取得眾議院大多

數席位外，日本的執政黨多為自由民主黨。 

（二）兩黨制 

兩黨制（two-party system）乃是指有兩個主要政黨在政治上彼此競爭，勝選之

政黨掌握執政權、敗選之政黨則在野監督，但這個在野黨通常會在下一次的改選

中成為執政黨，形成一個輪流執政的情況，例如：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 

（三）多黨制 

多黨制（multi-party system）是指執政權由兩個以上政黨所組成的執政聯盟所

掌握的，通常是在採用內閣制之國家。國會改選後，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完全控制

國會，因此在大選後要組成政府(內閣)時，通常要由許多不同政黨結合才能產生，

例如義大利、法國。依薩托利(Giovanni Sanori)的觀點，多黨制又可分為溫和多黨

制(moderate multi-party system)與極端多黨制(extreme multi-party system)二種。 

（四）二個半政黨體系 

二個半政黨體系（two-party with semi-party system），係指主要的兩大黨並無

法單獨在議會中取得過半數之席次，而必須與一個長期存在、規模中等的第三黨

組成聯合內閣，例如德國、目前的英國。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以我國政黨輪替 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 

 36 

表 2-2 政黨型態比較表  

型態 定義 優點 缺點 例 

一黨專制 

在國家法制上，只允許一個政

黨存在，不允許其他政黨存

在。 

便於統一領導 
權力獨占腐

化 

多數共產國家 

臺灣(38~78年) 

一黨獨大 

一個政黨長期掌握政權，其他

政黨因實力不強，無法與該黨

對抗。 

有助新興國家 

推動建設、維

持安定 

缺乏監督易

腐化 

臺灣(78~89年) 

日本自由民主黨 

兩黨制 

一個國家內有兩個主要政

黨，兩黨皆有機會與能力取得

政權、輪流執政。 

執政、在野各

司其職，確保

民眾福祉 

缺乏多元聲

音，弱勢權益

易受忽略 

美國(共和、民主黨) 

臺灣 (89年~) 

多黨制 

一國內同時存在多個政黨，但

沒有單一政黨可以在選舉中

勝選，需與他黨合作，才能組

成聯合政府。 

民主多元 

政治不安，政

策需妥協，責

任歸屬不易

釐清 

義大利 

法國 

 

二個半政

黨體系 

兩大黨並無法單獨在議會中

取得過半數之席次，而必須與

一個長期存在、規模中等的第

三黨組成聯合內閣 

穩定多數 
小黨易左右

政局 
德國、目前的英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政黨的功能 

關於政黨的功能分別說明如下（呂亞力，2002：242-244，葛永光，2001）： 

（一）、匯集民意與動員社會 

政黨將多種民意整合為一加以反映，為贏得選舉，政黨會主動探詢民意並反映

在其黨綱或政治訴求上。政黨也是領導國家改造社會，以達到理想的組織，透過

匯集社會的精英，以動員社會的人力、物力來支援政府行政部門為職責。 

（二）、提供政策與實現理想 

社會大眾、壓力團體和媒體輿論只表達部分民意，政黨能提出政見，並以實現

政見為目標，政見包括：意識形態主張與具體的政綱。政黨依據政治理想擬定政

綱與政見，爭取人民支持，勝選取得執政，落實其政治理想，即使落選亦可影響

民眾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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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甄選與培植人才參與選舉 

政黨要在選舉勝利中才能取得執政機會，多數人比較會就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做

選擇，因此甄選與培植政治人才是其重要功能。政黨最大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治

權力，而民主國家的政黨取得政治權力的方法，就是透過選舉，故從事選舉活動，

乃政黨責無旁貸的任務。 

（四）、組織與監督政府 

政黨須是有組織、層級制的體系，以做指揮、運作之憑藉，並有一定規範來約

束從政黨員，以達到組織與監督政府之目的。在兩黨與多黨制的國家，反對黨的

工作就是批評政府的缺失、暴露政府的弱點。這樣政府就勢必要負責謹慎，不敢

恣意妄為。 

（五）、黨政溝通平台 

「溝通」無疑是包含一切的，或可說是最為普遍性的類型。所有政治體系毫無

例外都可說是有政治溝通的。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不是地位平

等的夥伴在為好玩而閒聊。這溝通管道是有方向的，管道的方向設定了如何操控

資訊的流通；這也就是說：政治溝通的充分定義，必須說明其係屬何種類型：誰

對誰的溝通。如果不能將「意見表達」和「權威的溝通」區分開來，便將使問題

的要點為之模糊。 

（六）、促進政治社會化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指個人經由各種社會化媒介，獲得

與政治有關的知識、態度、價值與行為模式。政黨以適當的扮演其在政治系統的

角色，而政黨的活動多半具有政治教育的作用。現代政治體系，都需用多黨制或

者黨國合一制，以為社會提供一個溝通體系。 

貳、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政黨概念 
就民主國家政黨政治的運作原理原則而言，任何民主國家的政黨，其成立的目

的乃是透過選舉，向選民訴求其政綱政策，博取選民的支持，以取得執政的機會，

不但希望能掌控行政權，當然亦希望掌控立法權，而組成一致政府（歐陽晟，

2008），2008 年 5 月 20 日後國民黨恢復一黨主政，組成「一致政府」完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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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與立法部門。臺灣自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至今，不論中央或是地方政府之選

舉，經常出現「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現象（吳重禮，2008：233-234），

有關一致政府政黨角色與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一、一致政府之概念 

一致政府就是選舉獲勝的政黨掌握行政權，亦掌握國會多數的席次，使行政

權與立法權皆掌握在同一個政黨的手裡。一致政府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結構中，

其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皆由同一個政黨所掌控的狀態；或是內閣制兩院制國會執

政黨同時掌握上、下兩院。換句話說，就是選舉獲勝的政黨掌握行政權，亦掌握

國會多數的席次，使行政權與立法權皆掌握在同一個政黨的手中（吳重禮、陳慧

玟譯，David R. Mayhew著，2001）。 

我國在2000年5月，中央政府以前都由國民黨執政，無論是總統、行政院、立

法院都由其掌握，2000-2008年總統、行政院由民主進步黨取得，但國民黨仍可完

全或透過與盟友合作取得立法院多數，2008年國民黨在總統選舉獲勝，再度取得

政權（戴寶村，2011：353），而2012年的選舉，國民黨還是取得總統與立法院多

數席次，是為一致政府狀態。 

2008 年5 月20 日後國民黨係一黨主政，乃組成「一致政府」完全掌控行政

與立法部門。就民主國家政黨政治的運作原理原則而言，任何民主國家的政黨，

其成立的目的乃是透過選舉，向選民訴求其政綱政策，博取選民的支持，以取得

執政的機會；其不但希望能掌控行政權，當然亦希望掌控立法權，而組成一致政

府。美國的民主黨或共和黨，英國的工黨或保守黨，法國、德國或是日本等民主

先進國家的政黨，在選舉的競爭中莫不希望如此，但畢竟民主國家乃是主權在民，

選民往往基於各種投票心理傾向，諸如：政黨、候選人、政見等之因素而採分裂

投票，以致有所謂「分立政府」的現象出現。 

我國自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後迄今，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之選舉，亦皆會

有「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互見現象。因此我們對所謂分立政府或一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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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組成，亦應了解其肇因、影響與改革之途徑。依本研究，一致政府與分立政

府皆各有其特色，甚至是民主政治的必然宿命，我們不能武斷說那一類型的政府

是有絕對的優劣，因為他們乃是民主國家人民的選擇而成立的。有關分立政府的

肇因，各界學者之研究與詮釋至今尚未有一個周延的學說加以詮釋，因其並非單

一因素所造成，包含「行為因素」（behavioral factors）與制度因素（structural 

institutional factors）（吳重禮，2008：233-234）。 

二、分立政府之概念 

民主國家乃是主權在民（popular suverigivty），先進民主國家的政黨在選舉的

競爭經常有所輸贏，選民往往基於各種投票因素而投票，乃往往造成所謂「分立

政府」的現象出現。有關分立政府之政黨角色與功能，分別就分立政府之概念、

政黨角色與政黨功能，說明如下： 

分立政府是指由不同政黨控制不同政府的部門，包括：政府經由兩次不同選

舉所造成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行政與立法部門由不同政黨所掌控，形

成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或內閣制之兩院制其國會執政黨無法同時掌

握上、下兩院；換言之，行政部門由一個政黨所控制；另一院由在野黨所控制（吳

重禮、陳慧玟譯，David R. Mayhew 著，200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2012 年之間，美國聯邦政府之組成，一致政府曾維持

28 年，而分立政府亦維曾持 36 年，足見分立政府在這個期間超越了一致政府，

成為美國聯邦政府的「制度性規範」(institutional norm)。在雙首長制（two head ）

或是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的國家，如法國，若國會大選的結果，總統

所屬的政黨勝選且國會席次超過半數以上，則組成總統、總理、國會皆屬同一政

黨掌控的一黨獨大或一黨主政的一致政府；若總統所屬的政黨無法在國會中掌握

過半數席次，或是由不同於總統之所屬政黨(或政黨聯盟)掌控多數席次，就由總統

提名多數黨的領袖組成內閣，實施左右共治(cohabitation)因此，在不同憲政體制、

政黨制度下，皆有可能形成分立政府（黃秀端，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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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1992 年舉行立法院全面改選的的結果，總統、行政院長及立法院皆由

國民黨一黨完全主控組成「一致政府」，直至2000 年，由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的

陳水扁、呂秀蓮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正副總統，政黨輪替和平轉移政權，政府的

組成由民主進步黨的總統主導，而立法院由泛藍陣營占多數席次，因此，在陳水

扁總統八年的執政期間，所組成的政府可說是典型的「分立政府」或是「分裂政

府」，中央政府如此；就是各級的地方政府之組成亦是「一致政府」與「分裂政府」

互見。分立政府甚而儼然成為經常發生之現象。因此學者專家對分立政府之形成，

影響或改革等方面之研究一時甚為盛行。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配合總統直選將行

政院長改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不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遂造成立法

院多數黨所屬不一定能擔任行政院院長，只要由總統任命即可擔任行政院院長，

此一變革讓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主進步黨雖在立法院雖是少數，卻可任命行政

院長（薛化元，2011：296），成為分立政府之局面，民主進步黨執政八年未能在

立法院取得過半的席次，國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況。 

依薩托利G.Sartori(雷飛龍譯，2002)觀點，一個具有政治作為能力的政黨需具

備二要件：聯合內閣潛力(coalitional potential)，即在聯合內閣領域上，具有「執政

相關性」的政黨。政治勒索潛力(blackmail potential)，即在反對陣營領域上，具有

「競爭相關性」。對所分立政府或一致政府之組成；亦應了解其肇因、影響與改

革之途徑。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皆各有其特色，甚至是民主政治的必然宿命，人

們不能武斷說那一類型的政府是有絕對的優劣；因為，他們乃是民主國家人民的

選擇而成立。 

參、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形成原因 

探究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形成原因，多半受該國政治與選舉制度設計之影

響，在一致政府之狀態下，行政與立法部門皆由同一政黨所控制，在分立政府之

狀態下，行政與立法部門分屬不同政黨控制。不同政府型態的運作結果，分立政

府是否較一致政府更易導致政策延宕與府會互動僵局，值得深入探討，美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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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分立政府之成因，可概略區分為「刻意說」（intentional factor）與「非刻意說」

（unintentional factor）兩種不同的說法。支持選民為刻意為之的學者認為，美國政

治體制「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的憲政架構乃是造成分立政府的主因

（Cutler, 1988；Sundquist, 1988）。 

一、一致政府之成因 

一致政府是指在國家的政府結構中，其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皆由同一個政黨

所掌控的狀態；或是內閣制兩院制國會執政黨同時掌握上、下兩院，也是選舉獲

得勝利的政黨掌握行政權，亦掌握國會多數的席次，使行政權與立法權都掌握在

同一個政黨的手中（吳重禮、陳慧玟譯，David R. Mayhew著，2001）。 

以行政與立法選舉是否同時舉行，則可分為同一時間舉行選舉所形成的分立

政府和先後舉行選舉所形成的分立政府。例如美國總統選舉和眾議院選舉同時舉

行時可能形成分立政府，而總統任期未滿尚不需改選時，期中選舉的結果決定分

立政府是否形成、結束或繼續。兩者的差別在於當總統選舉和眾議院選舉同時舉

行時，選民並不知道行政部門將由哪一個政黨掌控；但期中選舉時選民知道哪一

個政黨正在掌握行政部門（劉從葦，2003：110）。一致政府成因最中要的因素即

為「一致投票」（straight-ticket voting），是指選民在同一次選舉中把不同公職的

選票都投給了同一個政黨的候選人。因為選民在同一次的選舉中，採取了分裂投

票或一致投票的行為，所呈現的集體性結果，就決定了府會結構為分立或一致政

府的型態（吳重禮，2002）。 

我國在2000年5月中央政府以前都由國民黨執政，無論是總統、行政院、立法

院都由其掌握，2000-2008年總統、行政院由民主進步黨取得，但國民黨仍可完全

或透過與盟友合作取得立法院多數，2008年國民黨在總統選舉獲勝，再度取得政

權（戴寶村，2011：353），而2012的選舉國民黨還是取得總統與立法院多數席次，

是為一致政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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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立政府之成因 

分立政府是指由不同政黨控制不同政府的部門，包括政府經由兩次不同選舉

所造成權力分立，行政與立法部門由不同政黨所掌控，形成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或內閣制兩院制國會執政黨無法同時掌握上、下兩院，換言之，行

政部門由一個政黨所控制，另一院由在野黨所控制（吳重禮、陳慧玟譯，David R. 

Mayhew著，2001）。 

就分立政府形成的原因，並非是任何單一原因所造成。學者們曾經提出諸多

學說，用以說明分立性政府形成的可能原因，例如：憲政體制設計、政策平衡理

論、候選人議題、議員專職化趨勢、選舉週期的差異、分裂投票的普遍等等解釋

（楊婉瑩，2003：51）。 

美國憲法精神為避免政府濫權，侵犯人民之權益，因此將政府的權力分別授

與獨立的機構，並使任一部門與另外兩個部門保持平衡，以防範任何部門獨攬政

府權力，此即為「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由於憲政體制中分權制衡機制，

使立法與行政兩部門有所區隔，間接鼓勵分立政府的形成（曾耀民，2010b）。在

諸多解釋原因中，「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是一極為重要的肇因，為何

分裂投票有兩派說法：一為「蓄意說」（intentional factor），另一為「非蓄意說」

（unintentional factor）。蓄意說是指選民主觀上意欲以分裂投票為手段，來形塑分

立政府的形成。此說法之觀點為：美國憲政體制的核心價值「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是形成分立政府的主因。此外，另有學者認為，分裂投票模式是源自

於多數選民心中的「平衡理論」（balancing theory）。此心態反映在投票行為上，

使得多數選民「蓄意地」支持不同政黨的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期望藉由如此的

投票行為，達到相互分立而制衡的政府，以尋求政府決策過程中意識形態和政治

利益的妥協平衡，避免任何政黨過度掌握政治權力，制定出過於保守或激進的政

策（吳重禮，2000：82）。 

而持「非蓄意說」之學者認為，選民可能並無足夠的資訊與知識去了解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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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黨的政策主張，並據以推斷選舉的結果從而去思考如何分裂投票。因此，

分立政府不是選民刻意塑造的結果，而只是選民依據候選人特質或政策投票，將

選票分散於不同政黨的結果（李忠信，2005）。整體來說，此派學者認為，因分

裂投票造成分立政府並非選民蓄意的投票行為所造成。由於本研究並非著重於分

裂投票議題，故僅簡要敘述兩派之觀點以供參考。 

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配合總統直選將行政院長改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

之」，不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造成立法院多數黨所屬不一定能擔任行政院院

長，只要由總統任命即可擔任行政院院長，此一變革讓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主

進步黨雖在立法院雖是少數，卻可任命行政院長（薛化元，2011：296），成為分

立政府之局面，而民主進步黨在執政的八年中一直未能在立法院中取得過半的席

次，其國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況。 

肆、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相關理論 

美國政治學界探討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議題之研究甚多，與美國政治體制之

運作有相當的關係，美國政治之分立政府並非近年才有的狀態，但分立政府的議

題卻一直到 1980 年代才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有關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學理，

主要有兩大學派：以 Sundquist 為首的傳統學派（conventionalists）；另一派學說以

Mayhew 之研究為核心的修正學派（revisionists）。茲將兩派學說分別說明如下： 

一、傳統學派 

傳統學派之代表為學者Sundquist，主張一致政府確保行政與立法的連帶關

係，往往具有共同的選舉目的與政策利益，使得國會多數黨願意配合行政首長的

政策，經由與國會同黨議員溝通討論後，透過合作共同推動法案，而有利於立法

效能之提升。相較於一致政府傾向於政黨內部的合作關係，Sundquist(1988)認為分

立政府可能較易導致政策制定之受阻、缺乏效率，易形成行政首長與立法部門的

僵局，造成立法效能不彰，分立政府已成為美國政府近年來所面臨的一個頭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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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分立政府亦可謂是一種特別型態的聯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這種聯合政

府肇始於人民的選舉結果，並非來自政黨間的自然結合。 

Sundquist對此主要論點認為，在一致政府運作下，執政黨擔任行政與立法部

門之間的橋樑，具有政策協調、意見折衝等多項功能，強化政黨政治的運作機制；

反觀，在分立政府架構運作下，由於存在著制度性衝突，較易導致行政與立法雙

方的矛盾、紛歧或衝突對立，削弱政黨政府的運作效能，相較於一致政府的表現，

分立政府使得政府運作效能降低，失去既有的行動能力，立法過程之窒礙和僵局

將不可避免（吳重禮，2008：63-65）。Binder(1999)認為，立法效能或是僵局乃是

一種相對性的概念，應由法案本身的需求與供給面同時作一比較，且影響立法效

能的因素有很多，分立政府型態只是其中一種(楊婉瑩，2003)。 

早年美國聯邦政府體制絕大多數時期為一致政府型態，由一多數黨主導政

局，同時掌握行政與立法部門，而此種政黨輪替的週期大約為30年。美國政治史

上除了偶發的分立政府狀態外，曾有經過三次明顯而的分立政府，分別為1843年

至1861年、1875 年至1897年，以及1969年至2002年，比較美國三次分立政府，前

兩次分立政府時期所持續的時間分別為12年與16年，時間短於第三次分立政府時

期。事實上，分立政府不僅成為聯邦層級政府體制的常態，就體制運作的角度而

言，分立政府似乎已取代一致政府，成為美國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制度常規」

（institutional norm）（盛杏湲，2004）。 

分立政府會出現政黨之間相互競爭本質，因為在分立政府下，不同的政黨掌

控行政與立法部門，總統與國會多數黨各自擁有不同的政策主張，同時具有不同

的選舉利益，依照這種邏輯，行政與立法部門很難達成共識，進而在國會中產生

一致的意見，反而容易因雙方存在的矛盾，而衍生府會關係之緊張，進而導致立

法僵局、延宕等問題，減弱政府的運作效能（馮美瑜，2003：58）。 

傳統學派Sundquist(1988)認為在分立政府型態下，兩大政黨常有不同的政策主

張與意識型態，傳統學派提出了分立政府幾項受注意的問題：效率、效能、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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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accountability)等，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雙方均對於議題有重大之歧見而發生

衝突對立時，不但府會關係會陷入膠著，立法產能亦會出現減緩的現象，也嚴重

影響政府的施政績效；再加上政策規劃到合法化過程產生的落差，導致政策執行

後的施政責任歸屬，也會因政黨因素而讓人民無法確切地指出究竟是行政無能抑

或是立法不力。傳統學派固然指出分立政府之運作，受行政與立法部門之對峙，

以致容易導致僵局造成政策滯塞、停頓、及立法效能不彰之影響，然而質疑這種

論點的學者卻認為，分立政府符合民主國家監督制衡、三權力立的基本原則，與

滿足多數美國選民的預期心理(Sundquist，1988)。 

二、修正學派 

針對傳統學派所持分立政府之論述，Mayhew 提出了修正觀點，認為分立政

府不一定會弱化行政權之表現，Mayhew以美國第80屆到第101屆國會(1947~1990)

期間，挑選出267件重要法案的制定過程，檢視期間的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的

比較，發現無論是在一致政府或者是在分立政府期間，美國政府的運作似乎並不

會造成顯著的差異(吳重禮、陳慧玟譯，David R. Mayhew著，2001：9-10)。2005

年，Mayhew為了再度檢證自己的論點，以推翻傳統學派的錯誤看法，於第二版書

中，繼續針對第102屆到第108屆國會(1991~2002)，觀察這12年期間的國會，挑選

66件法律制定案的過程加以討論與分析，最後結果亦顯示，一致政府時期與分立

政府時期並無形成明顯的差異影響。對於此一段期間的研究結論，否定傳統學派

許多學者對分立政府所預設之負面影響；同時也為研究分立政府開啟新的思維（高

翠敏，2011）。 

Mayhew研究1946年至1990年美國政府的運作中發現，每個「一致政府」時期

平均通過12.8個重要法案，而每個「分立政府」時期平均通過11.7個重要法案，兩

者的差異相當有限。值得一提的是，「分立政府」通過的多是兩黨有共識的法案，

且「分立政府」時期通過的重要法案有84％在兩院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支持；而

「一致政府」通過的重要法案則只有68％在兩院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支持（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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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陳慧玟譯， Mayhew著，2001：87-88）。 

Krehbiel(1996)研究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美國國會的立法過程，提出具有解

釋性的模型；在Krehbiel推論下，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發生府會僵局的機率幾乎是

相同的(吳重禮，2008）。George C. Edwards(1997)引用Mayhew 的觀念與研究途徑，

由不同的角度分析1947-1992 年期間，美國總統支持與反對的法案，國會對於這些

重要法案通過的情形，結果顯示，分立政府與重要法案的通過與否並無顯著關係。

Taylor(1998)建立在Mayhew 的研究前提上，提出了修正與補充，他以1947 年到

1996 年的法案資料為分析的基礎，再度檢驗Mayhew的論點：左右法案通過的多

寡，在於民眾的意見與對政府的期待，而非政黨政府的型態，當民眾期待的是一

個積極有作為的政府時，法案通過的數量自然較多。研究結果發現當自由民意當

道時，政府會自然的擴張，並且法案數量也會隨之激增以因應政府的擴張(楊婉瑩，

2003：54)。 

修正學派認為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之下，總統與國會議員皆需忠實地反映選民

的訴求和意見，透過政策的形成或法案的制定，進而換取人民的繼續支持。因此，

即使雙方政策立場不同，仍會藉由政黨對話、協商的方式，加以調和出彼此都能

夠接受的方案（吳國正，2012）。 

修正學派諸多學者針對於不同政府型態的運作結果和影響，提出不同的測量

指標與評價，但是同樣是對於美國的體制運作探究，而其研究結果卻大相逕庭，

故不同研究者對於評估指標的選擇，會影響測量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運作影

響，因不同的論點與標準，自然所得結論亦不相同（吳東欽，2007）。誠如吳重

禮(2002)所言，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在體制運作上與施政表現上，究竟孰優孰劣尚

無定論。因此，對於分立政府所可能產生之政治結果仍有必要，從多元層面詳加

觀察，才能獲得更為客觀之理論基礎。 

學界探討分立政府相關議題已獲致相當的成果，研究的主軸環繞在三項核心

議題：其一是形成分立政府的可能成因；其二是研究分立政府的運作與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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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如何改革分立政府所造成之弊端。關於分立政府之成因，研究者雖試圖提供

不同理論加以詮釋，但迄今卻尚未發展出一套周延的學說，足以為多數學者所接

受。相同地，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運作及其影響，學界亦有不同論述與評

價。此外，有關分立政府可能造成之弊病，研究者雖提出諸多改革芻議。然而，

在前兩項議題尚未廓清以前，便談論如何進行改革其弊病，似乎稍嫌太早。因此，

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先釐清造成分立政府的原因為何，待釐清原因之後，才能確

切了解分立政府的運作情況與造成影響的根源（王宏忠，2003）。 

第二節 已開發國家國會黨團 

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所必備的條件，政黨將各種不同利益間的競爭與收獲，

透過國會黨團在法律案及預算案上討論與爭議，最後可能強行表決或協商妥協出

法律案及預算案，以滿足其政黨之所需。在法案爭議時，多數黨可經由表決取得

多數支持，以貫徹其意志，但也可經由協商方式對於少數政黨表示尊重，為減少

政黨間之對立與抗爭，爭取議事順利及立法效率，國會「黨團」日益受到重視。

茲分別就英、德、日、美、法等五國國會黨團之角色與功能，分別探討說明如下： 

壹、英國國會黨團角色與功能 

英國為歷史悠久的內閣制民主國家。其國會雖為兩院制但實權在下院，目前

國會主要政黨有聯合執政的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工黨等，有關於英國國會概況、

黨團角色、功能與運作分別說明如下： 

一、國會概況 

英國是民主政治之發源地，經過數百年來的發展，其政黨政治已相當成熟，

除完備的國會制度之外，尚建立許多優良的國會傳統，使其國會運作順利，可謂

民主國會之典範。英國為君主立憲之內閣制國家，其國會屬於兩院制（bicameral- 

system）（羅孟浩，1980：132），包括由英皇任命非民選且沒有太多實權的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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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House of Lords）共有786席3，其中有706席終身議員、56席世襲議員以及24席

靈職議員；與直接民選握有大權的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平民院共有650

席國會議員，以單一選區選舉產生，任期每屆最長五年，當平民院通過內閣不信

任案時，平民院即須解散，首相亦有報請英皇解散平民院之權（羅傳賢，1991：

45）。 

政府由多數黨組閣，由於政黨對國會議員的約束力大，且閣員都是由議員兼

任，此一制度的設計，使得議案的二讀會成為立法最重要的階段，故其國會運作

屬於「院會中心主義」（The chamber dominated prospective）型之國會（羅孟浩，

1980：81）。 

國會主要政黨包括：目前聯合執政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與自由黨

（Liberal party）、工黨（Labor party）、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UUP）4、蘇格蘭

民族黨（SNP）5與新芬黨等五個大政黨，但近六十年來都是由工黨及保守黨兩黨

輪替執政（羅傳賢，2001：624），自由黨於近年來大選時雖能還獲得二百餘萬票

的支持，但因其票源分散，且英國採用「單一選區多數當選制」，使得議員席次

多半由工黨及保守黨兩黨當選，造自由黨其所當選席次日益減少，直到2009才與

保守黨聯合執政（谷意譯，Robert Rogers、Rhodri Walters著，2009）。 

二、黨團角色 

英國政黨肇端於17世紀，有所謂的保皇黨（Royalists）與國會黨

（Parliamentarians）的對抗，之後有主張改革議會的「輝格黨」（Whigs）與反對

改革議會的「托利黨」（Tories）相互抗衡，但這時只是鬆散的議會組合，而無正

式的政黨組織。之後，輝格黨更名為「自由黨」（Liberal Party），而托利黨更名

為「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20世紀初工黨（Labor party）掘起，取代自

                                                 
3 依據 2012 年 8 月英國國會網站的資料。 
4 為北愛爾蘭新教徒政黨，黨魁為川波目前在下議院有 8 席。 
5 蘇格蘭民族黨(蘇格蘭獨立建國政黨)與普列德辛姆路黨(威爾斯自治政黨)於 1986年簽訂協議在國

會共組單一黨團，目前在下議院有 6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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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黨與保守黨競爭執政權（陳聖堯，1986）。英國的政黨受一般法律的規範，在

2000年政黨、選舉及公民投票法令（The Political Party,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Act）之前，政黨可選擇註冊，加入英國的政黨登記名冊，如選擇不註冊的團體也

可派出成員參選，英國並無強制規定政黨必須註冊，亦沒有界定政黨的法律定義，

也無任何規則專門用來禁制政黨（彭定民，2010c：6）。英國政黨的組織可以分

為體制外組織和體制內組織，前者是指從中央到地方和基層的黨的各級組織機

構，包括全國性政黨組織等，後者是指為適應執政需要而建立的組織機構，主要

包括議會黨團等（彭定民，2010a）。茲將英國國會各黨團與黨鞭角色分別說明如

下： 

（一）保守黨 

保守黨權力結構由國會黨團及中央黨部組成，但因保守黨係內造政黨，故國

會黨團實為權力核心，黨魁由國會黨團之黨籍議員選舉產生，由黨魁所影響的國

會黨團核心分子具有實際決策權，對於各項法案的討論及表決，保守黨國會黨團

的運作尤其重要（羅傳賢，2001 ：526-527）。就英國保守黨而言，保守黨首先產

生於議會內部，後才在全國發展政黨組織，黨的活動一直圍繞議會內活動展開。

黨主席與重要骨幹（內閣或影子內閣）均屬於議會黨團，黨內職位通常也都由主

席直接任命，其中央黨部（Central Office）被稱為「領袖的人事機器」，議會黨團

顯然在政黨中居於優勢地位（彭定民，2010c：9）。 

保守黨黨魁可以經由個人的威望、多數的權威及黨鞭的協調，以確保法案可

順利通過，以便推動各種施政，政策建議是由中央黨部政治研究部負責，政治研

究部有專職研究人員為國會議員準備資料，並從事政策研究，以便國會議員能對

應在野黨提出各種可能的問題與挑戰（林碧炤，1998）。 

（二）工黨 

工黨國會中最高組織是「國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前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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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心，1992：4），由下議院全體工黨議員組成，在野時每週集會兩次，聽取「國

會委員會」（Parliament Committee）報告與其擬議之議事策略及討論議員之動議。

執政時下設「聯絡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古登美、沈中元與周萬來等，

2002：176），主要由後排議員組成，作為溝通政府及其後排支持者的橋樑，使行

政部門瞭解現時的黨內意見或正在醞釀的反對意見。 

就工黨而言，曾有「誰是工黨最終和最高決策機構，是議會黨團還是院外工

黨大會」這一問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工黨議會外黨團又發動了大規模黨內民

主化運動，強烈要求將議會黨團置於院外工黨的控制之下，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

措施（黃琛瑜，2001）。當時院外工黨贏得了勝利。但是1990年，工黨議會黨團

又發起強大的反擊削弱院外工黨的權力，尤其是1995 年後，在工黨領袖布萊爾

（Tony Blair）的領導下，主張建立由黨的領袖控制的中央集權領導體制，使領袖

成為唯一的最後競選權威的源泉，院外工黨權力日漸衰微，政黨權力乃向議會黨

團集中（雷飛龍，2010）。黨團與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名義上是平行機構，都

直接向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負責，但黨團及其領袖擁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和特權，

甚至淩駕於全黨之上。例如，全國執行委員會雖可以發表有關大選的聲明以及有

關議會工作的決策，但都要事先與黨團磋商（羅傳賢，2001：626）。 

三、黨團功能與運作 

因為英國國會的內規有很大的部分屬於不成文部分，多半照照傳統運行，故

其黨團功能與運作相關法律與文字規定部分不多，分別以議事規則之規定及國會

傳統說明如下： 

（一）議會黨團與政黨 

議會黨團與所屬政黨之間的關係，不但影響議會黨團的自主性，也左右政黨

的權力結構。而黨團在政黨中的地位可能因各個國家之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的不

同而有所區別，或者是內造政黨或外造政黨的差異而此消彼長（林嘉誠等，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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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一般來說，議會制下的議會黨團要比總統制下的議會黨團的地位和作用，更

加突出一些。就議會制國家而言，黨的工作重心隨著黨的領袖及骨幹當選議員，

而轉移到了議會（羅孟浩，1980）。這樣，由這些人組成的議會黨團，就成了實

際上的首腦或心臟部分，通過黨團組織而實現政黨對議會乃至對內閣的領導或指

導的作用。就英國言，英國早期議會中議員的派別，不僅是組成政黨的基礎，而

且是議會黨團的最早來源，自然容易建立相對於政黨議會以外組織的優勢地位（林

碧炤，1998： 204）。 

（二）議事規則規定 

英國平民院之議事規則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每一會期應分配二十日給反

對黨所推動的法案進行討論，其中十七日分配給最大反對黨之領袖處理，其中三

日分配給第二大反對黨之領袖處理。」規定中，對於在野黨團在立法機制上給予

合法與尊重之地位；也使其推動的法案有一定的舞台（羅孟浩，1980）。 

（三）黨鞭 

黨鞭制度可謂是英國國會最重要的靈魂，黨鞭的名稱始於1772年，其名稱源

自打獵活動的「鞭狗者」（whipper-in）或「鞭子」，英國國會黨鞭督促議員出席

院會、議事的管理、投票以及黨意志的貫徹，是由下議院政黨黨魁負責，而由其

首席黨鞭（Whip）為其做細部規劃，再交由黨鞭執行。黨鞭的功能有四（古登美、

沈中元與周萬來，2002：178）： 

1、勸導議員支持政府或黨的政策。 

2、細部規劃管理國會議程。 

3、溝通前後排議員之意見。 

4、為政黨領袖發掘內閣閣員人才。 

目前執政的有保守黨黨鞭十四人，主要反對黨工黨有黨鞭十一人，自由黨有

黨鞭三人，其他政黨各一人。傳統上執政黨的首席黨鞭由是內閣的重要成員--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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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政務次長(Parliamentary Secretary to the treasury)出任，此人位高權重；而副首席

黨鞭，也由深孚資望者出任（彭定民，2010b）。 

黨鞭公告（The Whip）是每週由各黨黨鞭發給下議院議員的文件，上面列明

了未來兩個星期的計畫議程，以及該黨就議程的各種想法與期望，例如本黨下議

院議員預計將於何時進行表決。各個事項的重要性程度，會以它下面劃了幾條線

來表示。當然，黨鞭也可能因為配對（pairing）關係，安排某些位議員刻意不參與

表決（彭定民，2010c：8），使其能回選區服務，由於黨鞭公告清楚標示院會及

委員會等各項議程，各黨議員依參與辯論、審議、表決，而使議會能正常運作。 

英國國會黨鞭制度一向運作有效，其主要原因乃議員對黨的忠誠，而國會議

員全是由黨提名，經黨的幹部輔選而當選，黨有權利要求議員服從黨紀；議員也

有義務服從黨紀。如果議員膽敢違反黨鞭之指導，可能失去選區黨部之支持，甚

至不再提名連任，因政黨選區黨部係由積極黨員所掌控，且大致能支持黨的領袖，

故國會議員中叛黨的案例很少（林碧炤，1998： 205）。 

（四）黨團協商運作模式 

由於英國是內閣制的國會，由具有半數席次政黨或多數政黨聯盟之黨魁出任

首相組成內閣，執政黨想通過之法律案絕大多數會獲得支持通過，故其黨團協商

多半在協商議事之程序與日程，很少在法案實際的內容上協商。英國國會相當重

視傳統，執政黨與在野黨間的互動協商，大致上透過兩大模式運作（彭定民，

2010b）： 

1、通常途徑（the usual channels） 

英國會每日之議程安排，是透過執政黨及在野黨首席黨鞭的機要秘書(chief 

whip private secretary)利用「通常途徑」（the usual channels）（雷飛龍，2010：7）

居中協調，由執政黨黨鞭將擬具之下週議程草案與各在野黨的黨鞭進行協商，經

各方協商同意後，每週四由平民院執政黨領袖宣佈下週議程，各黨首席黨鞭即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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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於週五通知同黨議員，由於此協商是固定且必要的故稱「通常途徑」。 

2、自願協商法案時間（voluntary time-table agreements） 

英國國會院會會議中，很重視討論之過程，且相當尊重他人之發言，雖然不

一定同意，卻一定會容忍，雖然國會議長有權中止發言進行表決，但也會尊重發

言者。一般而言，會透過自願協商法案時間（陳聖堯，1986：116），由黨鞭協商

法案討論之時間次序，並就重要立法爭議取得共識，但此一協商在野黨不太願意

外界知道其與政府的配合情形，以免影響其在野立場，故此一協商外界並不太熟

悉。 

在下議院的議事規則中，只有以「委員會成員的組成應當反映下議院成員的

比例」這種方式提到政黨，或者是反對黨日的辯論時段，以及在特定的辯論中，

可以有一位為民主自由黨發言的下議院議員，不必受到後座議員發言時間限制。

即黨團的組織與運作，下議院對之並無形式上的規範，但其與下議院規定與議程

卻是彼此扣合的（谷意譯，Robert Rogers、Rhodri Walters 著，2009：139）。 

（五）黨團會議 

黨團會議為政黨領袖與後座議員間創造重要的溝通渠道，使眾所關注或未受

公正對待的議題得以公開討論。此部分工黨的議會黨團與保守黨的 1922委員會

不盡相同。茲分別說明之。 

工黨的黨團會議每週 2次，由全體工黨議員包括：內閣參加，會議主席由選

舉產生。當主席缺席時，執政時由副主席；在野時由首席黨鞭主持。其中一次集

會非常簡短，討論的事項，是即將到來的議會事務，而首席黨鞭也會於此時告知

其要求；另外 1次則就問題與政策辯論之（林碧炤，1998：207）。通常還會邀

請某位部長來報告其相關的計畫與當前的議題；另外則討論成員提出的主題。任

何成員皆可提出主題的動議，或藉以發表意見或測試政治風向，但必須在集會一

個星期前送交首席黨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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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議會黨團還有特別會議，其時間則由國會委員會決定；如在大選將屆之

際，依黨章規定國會委員會應與全國執行委員會共同決定黨的政策白皮書，或在

勝選後王室演說內容的考慮，在此等情況下議會黨團皆會另行召開會議（彭定

民，2010c）。 

保守黨的 1922委員會只是表示意見的場所，慣例上並不決定政策，每週開會

1次，於每週三的下午 5點半集會，其運作內容與國會工黨相似。內閣閣員常應

邀出席，上議院保守黨議員也參加，依習慣領袖通常不參與表決。黨鞭則經常參

與，以便瞭解後座議員意見，或請前座議員、黨主席說明或溝通（彭定民，2010a）。 

貳、德國國會黨團角色與功能 

德國為內閣制國家，聯邦議會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組成，目前國會主要

政黨有德國基民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基社聯盟(CDU/CSU)與社民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共同組成大聯合政府；另有自由民主黨（FDP），左派政黨，

綠黨等。有關於德國國會概況、黨團角色、功能與運作分別說明如下： 

一、國會概況 

德國的國家元首是聯邦內閣制國家總統，總統任期5年，由聯邦大會間接選舉

產生，國會分為聯邦議院及聯邦參議院，其聯邦總理是德國聯邦的政府首腦，聯

邦總理為議會多數黨的成員，由議會選舉產生（呂坤煌，2010：2）。聯邦議會為

德國主要之立法機關，其組成方式係由全國299個選區中選出299位直接當選人，

各政黨另依其政黨得票比例分配另299位席次，合計選出598位聯邦議員當選人，

另加上「超額當選人」6，政黨獲得選票低於5%的政黨沒有資格獲得分配席位。德

國聯邦議院的議員任期是四年，但在特殊情況下可延長或縮短。目前德國社民黨

(SPD)、基民/基社聯盟(CDU/CSU)與共同組成大聯合政府（德國聯邦議院網站，

2012）。 

                                                 
6倘其候選人選票得票數超過其所屬政黨選票得票數，另可獲得其差額數之超額當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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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聯邦參議院（Bundesrat）是德國的國家權力機關，總席位69個，每個州

依其人口多寡，可分得3至6席，作為各邦在聯邦中的代表，是德國聯邦制國家結

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各邦政府依據基本法，通過聯邦參議院參與聯邦的立法和歐

盟事務。聯邦參議院沒有選舉任期，是一個連續的國家權力機關，黨派比例隨著

各邦議會的選舉而變化；而聯邦議院則是一個不連續的國家權力機關，每4年重新

選舉一次，與聯邦參議院共享修改德國基本法的權力。（呂坤煌，2009：3） 

對於所有的法案，聯邦政府都必須先向聯邦參議院提出，聯邦議院擁有設立

歐盟事務委員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國防委員會與情報委員會及任命軍事專員的

權利。聯邦議院及其委員會有權要求聯邦政府任一成員出席其會議。聯邦議院選

舉議長、副議長和書記員，議長在議會大廈內行使內務權及警察權，並在多數情

況下代表議會（德國聯邦議院網站，2012）。 

二、黨團組織 

德國憲政體制採取政府內造型內閣體制，政府內造型體制下政黨在憲政權力

結構裡扮演關鍵性機制，因為選舉政黨國會議員同時；亦在選舉政府行政內閣，

政黨具備明顯的公共性質，實非一般民間的社團所能比擬。德國基本法第21條明

文載及政黨的地位、任務與民主特性；並於政黨法中規定政黨制度種種特殊規範。

主要原因莫不注重政黨在憲政秩序下實現憲法任務的功能（呂坤煌，2008a：8）。 

由於德國的兩大黨，基督教民主聯盟（CDUI)及社會民主黨(SDP)通常都無法

掌握聯邦議會的過半數席次，必須和其他小黨組聯合政府，德國眾議院中的任何

團體只要擁有全部議員總額的5%，就有資格組成黨團。有關黨團角色分別說明如

下： 

（一）國會黨團之組成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之初，並無任何關於「黨團」法律上的名詞解釋，自

從1949年5月23日，起即適用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基本法，一直到1968年才引入

「黨團」的概念。德國國會之黨團(Fraktion)這個字來自拉丁文frangere，frag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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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意義乃是一小部分或是一個整體的部分，於此則意味著一個集會的部分(呂

坤煌，2008c：1)。德國眾議院中的任何團體只要擁有全部議員總額的5%，就有資

格組成黨團，在德國聯邦議院裡，黨團為控制高度分工的國會委員會，會給予政

治上的指示，以使國會黨團能夠接受國會委員會的工作成員，國會黨團已發展高

度的小組(panel)制度。 

（二）黨團運作 

目前聯邦議院之基民/基社、社民、自民及90同盟/綠黨等兩大、兩小黨團，將

黨團之內部組織與運作狀況，說明如下： 

德國的政黨組織嚴密，各政黨在國會都設有黨團，黨團選出召集人、副召集

人及執行委員會，每周開會一次。沒有黨團，國會就無法執行相關工作，在國會

議事運作過程中，主要政黨之議員組成的黨團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藉由組織、

整合、協調、研究、指揮及紀律的積極課責功能，以便形成國會集體意思與決定，

因而若無黨團的介入運作，國會運作可能走向混亂與失序（呂坤煌，2008b：2）。 

德國聯邦議院黨團制度規劃完善，黨團與議員間的關係有開放性，也有約束

性，易言之，聯邦議院黨團就整體而言，對外呈現團結的意志，就個體而言，其

成員亦能夠充分擁有政治創制權。德國聯邦議院黨團亦基於內部完善組織，透過

分工合作，產生極高的運作效率，黨團作為聯邦議院獨立團體，也應該控制與減

輕聯邦議院意見形成與議決過程之負擔，黨團應被賦予許多參與國會組織與運作

之權限(游雨鈴，1999）。 

（三）黨團大會 

在議週中，聯邦議院黨團於星期二下午舉行黨團大會。此外，黨團應黨團成

員要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黨團大會乃是黨團的主要選舉與決策機構。不過，

如前所述，黨團大會所做決定，乃係不同階段之階層組織化意志形成與決策過程

所預先擬具的。在波昂/柏林，僅有黨團大會提供聯邦議員機會，除特定的任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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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聯邦政府及黨團政策的取向與前後因果關係(kontext)，並且對其發揮影響

力。不過，這卻取決於，黨團大會是否成為可進行公開與創造性討論的專設機構

以及能否以有利於參與及溝通的風格進行會議（呂坤煌，2008b）。 

黨團大會應該為當週聯邦議院院會進行準備工作，參加黨團大會的黨團成員

都有一份聯邦議院院會的「暫定」議程。該暫定議程列出院會預定處理事項之分

配時間。黨團會議由負責工作規畫的議會經理以及黨團主席，然後是執行理事會，

最後則是理事會所籌備的。影響議題與議事過程的則是於黨團理事會議與黨團大

會之間所安排的邦級次團、工作小組、工作群及利益團體協商、黨團督導及聯合

陣營會談（呂坤煌，2008a）。 

黨團大會由黨團主席，若黨團主席因故無法視事則由副主席主持。黨團大會

不對外公開─1990年以後的90同盟/綠黨黨團會議也例外地不公開。然而，黨團大

會卻允許不具有聯邦議員身分的聯邦政府成員、聯邦參議院議員、相關部會行政

官員，以不具有投票權的身分參加。大執政黨團主席儘管有不同的性格與舉止，

但仍將以聯邦總理無後顧之憂、使黨團貫徹內閣會議所議決或聯合執政文件所載

明抑或聯合執政陣營會談所協議之政策、約束或懲戒扮演批判角色之黨團成員，

視為主要任務 (游雨鈴，1999）。 

三、黨團功能 

德國政黨的組織相當嚴密，各政黨在國會都設有黨團，有關德國國會黨團之

功能分別說明如下（呂坤煌，2009）： 

（一）政策報告 

在政策報告中，黨團主席、政黨主席以及聯邦總理都會明確指出，那些討論

是有爭議、那些議題在社會大眾，尤其是黨團其他組織（理事會、工作小組）中，

可能導致激烈的衝突。一方面針對聯合執政陣營之間或者內閣未經黨團適度介入

所達成之協議，另一方面，也就聯邦政府成員、政黨與黨團領袖，對於尚未解決

之問題的預擬決定，公開表達違反或迎合目前黨團或政黨立場之意見，作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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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黨團政策報告分別說明如下（呂坤煌，2008a，羅傳賢，2004）： 

1.表彰聯邦政府施政成果，尤其要誇耀屬於自己政黨的績效，顯現聯合夥伴間善

意的會談結果，並且鼓勵黨團成員，採取「攻勢」，為聯邦政府及黨團所做決

定辯護。 

2.鼓勵黨團對政治對手展開目標明確的攻勢並且排除聯合夥伴之間的障礙。 

3.明確表達自己政黨的目標，強化自己政黨在聯合夥伴會談中的談判立場，不

過，必要時也須使自己的黨團對於妥協方案達成一致意見。 

4.不僅在聯邦議院院會，也要在黨團大會的表決中確保黨團的「團結」。 

5.特別在做成決定之時機成熟階段，防止產生激烈衝突。 

儘管各黨團，尤其是執政黨團，一再因為黨團領袖督促黨團成員團結，放棄

公開解決爭執問題，可是也會在黨團大會上，對於聯合陣營的頂尖政治人物因表

達爭議性意見而出盡鋒頭，並且可能使黨團公開許諾，表達不滿。黨團主席通常

以發表聲明的方式，結束政策報告後的討論(游雨鈴，1999）。 

（二）推動院會議事工作 

主管院會事宜的首席議會經理，通常會提出該暫定議程修正案、短期內已安

排或者預定安排的時事時間以及擬採取的策略；院會若將進行大辯論，就會指出

政治對手陣營的預定發言名單及可能上場辯論的時間點，針對辯論內容重點之形

成，提出可能的選擇對案。議會經理所提醒之重要的注意事項，還包括已宣布或

預定的唱名表決、議事程序動議以及決議動議（尹中卿等譯，2005），議會經理也

會呼籲黨團成員踴躍出席聯邦議院院會。 

在聯邦議院院會辯論之準備上，基民/基社黨團首席議會經理及其基社黨籍代

理人所扮演的主導角色，比其他黨團的議會經理更加突出。首席議會經理審閱聯

邦議院院會議事日程，宣佈由那位黨團成員針對那個議題代表黨團發言，並且預

測聯邦政府或聯邦參議院成員的辯論內容，偶爾也會徵詢工作小組組長意見，提

出聯邦議院院會中發言人選。而在社民黨團大會上，則視議題之重要性而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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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副主席、黨團督導或報告人報告工作小組及黨團理事會的討論結果，建議於

聯邦議院院會中所應採取的表決行為及策略。由各工作小組報告人宣佈，那位黨

團成員代表黨團發言。若遇比較重大的議題，他們也會預擬辯論內容的論證路線

（呂坤煌，2008c）。 

黨團大會很少討論發言名單或者進行正反雙方勢均力敵的表決。在基民/基社

黨團方面，工作小組與工作小組，利益團體與利益團體，工作小組與利益團體，

工作小組或利益團體與黨團領導階層，通常最遲於須在事先與工作小組組長所進

行的會談中，化解彼此之間的歧見（呂坤煌，2010）。在黨團大會中，被所屬工作

小組冷落或打算針對其他議題代表黨團發言之個別黨團成員，在黨團會議中進行

自我推薦工作，比較不適合而且也幾乎無法達成願望。 

（三）處理提案與法律案 

黨團大會對於重大立法計畫和其他提案，都會進行詳細與往往引起爭議的討

論。此時，執政黨團大多以法律案和施政規劃之說明為中心，而反對黨團則側重

於工作小組或工作群所提出的法律案、大質詢、動議或修正動議。對於聯邦政府

提出之法律案，大多由在執政黨團大會中居主導地位的主管部長進行報告。列席

的部會行政官員僅對部長提供專業上的協助，但不參與討論，黨團大會則特別著

重於「批准」在上述運作機制中已達成一致意見的妥協方案（呂坤煌，2008c）。 

不管社民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期間，抑或基民黨、基社黨與自由民主黨

聯合組成聯邦政府時期，執政黨團進行這方面的行動時，都會期待使聯邦政府無

後顧之憂，避免在黨團大會中發生爭執，以便支援黨團主席達成在聯邦議院院會

上與黨團中展現團結景象之任務（尹中卿等譯，2005）。 

內閣成員根據自行理解程度，權衡利害關係，以不同方式迎合黨團或黨團部

分成員要求，於聯邦政府研擬政策或進行立法計畫時，儘早告知相關訊息，並且

使其參與相關工作。進行重大立法計畫時，聯邦政府某些部會首長，甚至自行設

法適時獲得整個黨團的支持，以便黨團共同承擔責任。在接觸性對話中，聯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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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代表對於黨團工作小組的政策預擬決定，若已備妥因應對策，互相配合，對於

黨團來說，這種政策決定的協力，至少比處理內閣會議議決之法律草案，更容易

進行有效的參與和監督（呂坤煌，2008c）。黨團領袖既無法預計，也不期待，召

開黨團大會仲裁內閣中引起爭議的聯邦政府法律提案，聯邦議院黨團可預先促使

聯邦政府所做決定獲得保障，卻不能使黨團大會形同「共同治理」的機關（呂坤

煌，2008a）。 

（四）協調黨團內部機制 

除工作小組的聯合會議、報告人會談及跨領域專案小組之組成外，黨團督導

及黨團其他領導幹部的定期協商，「黨團督導協商」或「黨團督導會談」的概念，

係運用於不同的聚會場合，聯邦議院各常設委員會的黨團督導，定期舉行會談。

應委員會主席邀請，各黨團督導於議週內定期在固定時間聚會，以便協商次週委

員會議事日程。此外，他們也會為了要對議事程序與內容達成一致意見，而特別

聚會(游雨鈴，1999）。 

這種非正式集會，不但能夠針對將提請黨團大會議決之各工作小組會議的討

論結果，協調出一致意見，化解或緩和衝突，且也具有過濾黨團大會分歧意見的

功能。再者，工作小組內部缺乏專業化分工與合作，以及黨團內部須在黨團大會

前，對於聯合陣營經過協商達成妥協之方案，形成多數意見的時間壓力，而使得

上述非正式的集會更具重要性（呂坤煌，2008c）。 

自1994年起，社民黨團就缺乏於黨團大會前聚集所有重要的黨團幹部，以便

對於工作結果與立場協調出一致意見的運作機制。至於能否就經專業分工擬具之

提案以及所欲表達之立場，達成一致意見，大多取決於黨團副主席在黨團大會準

備階段以及在執行理事會中的協調成效。普遍存在的危險是，與其說難以進行必

要的協調與構思工作，倒不如說黨團大會的強化卻不一定成為公開有成效的討論

和在構思上做成決定的場所(游雨鈴，1999）。 

參與黨團督導協商者，除與聯邦議院常設委員會對應之工作小組發言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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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首席議會經理以及執行理事會的其他成員。在協商中，參與協商者廣泛概覽

黨團所有工作小組處理之法案（羅傳賢，2004）。擴大幹部聚會，依不同需求，在

聯邦議院元老會議及院會前召開前，就院會及大眾媒體對於內閣會議及其他黨團

會議之決議可能反應，進行協商與達成一致意見。這種協調機制雖然在聯邦議院

議事規則、聯邦政府處務規程及黨團業務規程中並無任何規範，而且其所做決定

僅具有建議性質，但在所有層面扮演一種重要的、往往對於大聯合陣營圓桌會談

中的高峰對話產生決定性作用的角色。 

四、黨團協商運作模式 

國會黨團制度的建立，本是內閣制運作下的產物。因為個別獨立的議員代表

無法產生單一國會意志的建構，所以需要黨團扮演協調、整理及凝聚的角色，方

能達成一致的意志建構。因為黨團組織的功能為先行整合政黨內部不同意見，賦

予國會黨團協商權，更是為議事程序上的順暢，所採取的便宜行事。因為「黨團

的首要職務之一，即屬『協商』，協商的目的，在於使議會中各項職務的進行，能

透過這項技術性的規範，以使不同的意見加以整合，而得到共識。協商的功能則

是使意見整合的速度加快，以增進議會運作的效率，也可減輕議會在面臨各種不

同意見時，所增加議案推行的困難度。故協商可說是黨團的首要功能之一，以黨

團名義為意見整合，較議員以個人身分尋求共識更為容易（呂坤煌，2008b）。其

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黨團內部在進行與其他黨團協商前，其成員已取得某程度的

共識。因此，在與議會中其他黨團協商時，實際上的困難度比完全無共識的情況

減低不少。 

在議會形成共識，推動各項政策或法案的通過上，黨團的協商功能，扮演極

重要的角色，在多數邦的黨團法規中，亦將協商的功能，以法規明文定為黨團的

重要職責之一。在德國聯邦議院下設元老會，其功能之一即是為協助黨團協商處

理程序上爭議，而非解決法案實質上問題（呂坤煌，2008c）。因為和解是法律爭

議的互相讓步，協商則是對政策爭議的互相讓步。法案的實質內容，不能僅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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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間的政治觀點互相妥協，法案的實質內容需有專家學者、執行機關與利害關係

人集思廣益共同達成，並且在國會制度下設各種委員會，委員會委員亦由各政黨

推派代表參加，所以黨團協商制度所處理者，應只限於議事程序上的爭議事項（羅

傳賢，2004）。 

參、日本國會黨團角色與功能 

日本為內閣制國家，其國會為實權的兩院制，多半是一致政府之樣態，目前

國會主要政黨有自民、民主、日本維新、國民生活、公明、社民、共產黨等，有

關於日本國會概況、黨團角色、功能與運作分別說明如下： 

一、國會概況 

日本為君主立憲之內閣制國家，內閣由國會多數黨議員為主幹所組成，政治

重心以內閣閣員為主、國會議員為輔，日本憲政原以英國內閣體制為藍本，戰後

兼採美國國會委員會分工之優點，造就了行政、立法部門高度合作，主要政黨間

也有良好互動管道與協商機制，再加上完善的國會制度及優良傳統，使得國會議

事效率相當高。近年來，每年議決的法律議案都有超過百餘項之紀錄（江丙坤，

1998：2），其國會運作之模式與效率相當值得效法。 

日本國會屬於內閣兩院制（double congress），國會包括：參議院與眾議院，

兩院之國會議員皆民選，國會為協商、立法、決定國家大政的最高機構，兼具制

衡、協調與議事功能，與內閣同源而分立，充分發揮「制衡、合作」機制（江丙

坤，1998：3），卻如美國一般國會運作屬於「委員會自主主義」（The committee 

autonomy prospective）（羅傳賢， 2001：625）型之國會。茲將日本國會分述

如下： 

（一）君主立憲民主國會內閣制 

立法權屬國會，行政權屬內閣，內閣總理大臣以國會議決方式指定，由天皇

任命。通常由國會多數黨領袖出任，內閣直接對國會負責（陳念雍譯，武光誠著，



 

 63 

2009）。 

目前日本內閣是由自由民主黨、公民黨聯合執政聯盟，本屆的日本國會主要

政黨有自由民主黨、民主黨、日本維新黨、國民生活黨、公民黨、社會民主黨、

共產黨等（見表 2-3），此外在自由民主黨中尚有所謂的「派閥」，其規模有的甚

至在小黨之上，對日本政壇影響甚巨。（日本國會眾議院網站，2012） 

表 2-3 2012 年日本國會議席分配表 

政 黨 領導人 眾議員 參議員 

民主黨  黨代表 56 87 

自由民主黨 總裁 294 83 

生活黨 黨代表 7 8 

公明黨 黨代表 31 19 

大家的黨 黨代表 18 11 

日本共產黨 議長 8 6 

日本維新會 黨代表 54 3 

社會民主黨 黨首 2 4 

其他或無黨   10 15 

總 計   480 2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國會與內閣 

內閣總理大臣負責任命各省大臣及閣員，組成內閣，各省大臣半數以上依法

應自國會議員中遴選，傳統上多為眾議院資深議員，各大臣分別運用其人脈及影

響力，推動內閣所提出各種政策與法案。根據日本憲法第一五二條規定：「國會

之常會，每年召集一次」，其國會法第二條規定：「常會以每年十二月召集為常

規」，每年開會約為一百五十天，法律案採取會期不繼續原則（邱榮金，1992：

38）。 

內閣之「不信任案」提出後由眾議院議決，當「不信任案」成立時，內閣即

應向天皇「總辭」，或由內閣總理大臣於十日內宣布「解散眾議院」；若是選擇解

散國會訴諸民意一途，於大選後新國會召開時，原內閣依法亦須「總辭」（日本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以我國政黨輪替 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 

 64 

國會眾議院網站，2012）。 

（三）兩院制國會 

日本國會由眾議院及參議院構成，國會以目前的制度及法律規定，眾議院係

由 480 席眾議員組成、其中有 300 席眾議員是由單一選區選舉產生，其餘 180 席

眾議員是以 11 個分區為界由政黨得票比例產生，每屆眾議員任期為四年；參議

院係由 247 席參議員組成，每屆任期為六年，每三年改選半數席次，其中有 149

席參議員是由多席選區選舉產生，其餘 98 席參議員是由政黨得票比例產生，以

專家議事為主，參議院扮演角色是制衡眾議院（日本國會參議院網站，2012），

故國會解散不適用於參議院，且當眾議院解散時，參議院暫代其任務，兩議院平

時獨立開會、審議、議決法案，兩院決議一致時，國會決議成立；遇到兩院決議

不一致時，則須召開「兩院協議會」協調之（日本國會眾議院網站，2012）。 

（四）眾議院優越主義 

若兩院決議經協調仍不一致時，為加速國會決議通過，以及強化眾議院所支

持之內閣的地位，使國家政事運作順利，日本是採取「眾議院優越主義」。換言

之，在重行提案經眾議院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時，以眾議院決議作為國會

之決議（林秋水，2001）。 

（五）委員會自主主義 

日本雖然為內閣制國家，然其國會的立法過程就實際運作分析，已漸由早年

的院會中心主義傾向於委員會自主主義。 

二、黨團角色 

黨團在日本國會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有關日本國會的黨團角色規定，分別

說明如下： 



 

 65 

（一）國會法規定 

日本憲法並無有關「政黨」之字句，而在國會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常任委

員及特別委員，應按照各會派之議員數比例分配與各會派」。結成會派時，其代

表人須呈報議長；亦即「會派」為國會組織、營運、活動之基礎，法律雖並未使

用「政黨」兩字。惟法政學者均認為，「會派」即廣義的政黨，在實務上，日本

國會慣例將「副議長」讓給在野第一黨議員擔任。而議院運營委員會之各政黨「理

事」，亦例由各政黨國會對策委員會副委員長充任（林金莖，1992：14）。 

（二）黨內之內規 

雖然日本國會有關黨團協商部分法律條文並不多，但日本各政黨在黨內亦有

若干內規與傳統，例如各政黨間有「議院運營委員會」及「國會對策委員會」（許

介鱗，1991：97）進行國會議案之協商。 

（三）國會黨團之組織 

日本國會每政黨皆設有國會對策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把守有關於國會事務

的關口，國會對策委員會委員長雖亦負有協調黨內議員之責，但其主要工作仍是

以和在野黨溝通協調為主。 

（四）黨團成員 

以日本自由民主黨為例，參、眾二院均設有國會對策委員會，委員長幾乎均

由曾任大臣的重量級議員出任。委員長之下，各有成員十餘人，其中多數兼任議

會運營委員會理事或委員，隨時可向黨中央反應議會運營委員會動向，並與委員

長研商各種國會對策。 

三、黨團功能與運作 

對於日本首相的提名，法律規定應由兩院共同進行，當兩院作出不同決議

時，應召開兩院協議會，但即使如此仍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或者參議院在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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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通過決議後一定時間內無法通過決議的，眾議院的決議將正式成為國會決議

（眾議院優越）。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財政預算的決議和條約的批准等程序。財

政預算一般先在眾議院被審議（曹瑞泰譯，沖野安春著，2000）。 

在眾議院獲得通過的法律案，，如無法在參議院獲得相同的表決結果，則眾

議院可以以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票進行再表決，從而成為法律（尹中卿

等譯，2005）。日本內閣各部會在研擬法律草案時，通常會先經執政黨內部協調

及政黨協商，再交由內閣法制局專業修訂，法案提交國會後，內閣各部會國務大

臣分別透過「議院運營委員會」及「國會對策委員會」，爭取議員的共識與支持，

其運作模式與管道分述如下： 

（一）黨團運作模式 

行政部門的法律提案，先由內閣各部會技術幕僚提出法案宗旨，經內部研

討、形成法案大綱，提交執政黨（或聯合執政各黨）審議，由政務調查會的各小

組展開分組討論，並參考民間團體的意見，調整法案大綱。 

各政黨完成政策審議後，即交付各政黨國會對策委員會（相當於我國各黨團

立法院工作會）、議員運營委員會、政黨幹事代表會議，強化各政黨間的共識其

協調（江丙坤，1998：23）。 

（二）黨團協商的管道 

日本國會政黨協商管道，主要透過正式管道的「議院運營委員會」及非正式

協商管道的「國會對策委員會」，兩種管道之運作分別說明如下： 

1、正式管道 

日本國會政黨協商正式管道乃是於參、眾兩院分別設置「議院運營委員會」，

為國會內議程安排的機構，委員會負責規劃議事程序之安排、促進各政黨間歧見

之協議及協商院會議事運作等事宜，扮演事前化解分歧之功能。 

兩院之「議院運營委員會」成員各 25 名，由各政黨在國會中所占席次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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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配，由各政黨資深議員擔任之。 

2、非正式協商管道 

如果遇到在「議院運營委員會」無法協調取得共識或妥協之事，則會透過各

政黨於國會設置之「國會對策委員會」，就無法協調部分進行幕後折衝，透過不

公開協商，交換條件取得妥協。此一型態之協商即是所謂的「國對政治」（曹瑞

泰譯，沖野安春著，2000：52），由於此密室進行之協商不公開，故朝野政黨可

以赤裸裸交換條件，各取所需分贓交易，以便妥協，使議事進行法案通過；對議

事公開場合之朝野對決，議程安排、發言內容，甚至特別的動作、抗爭之手段等，

皆在此密室協商中決定，使得「國對政治」在日本政治毀譽參半。 

（三）國會對策委員會功能 

國會對策委員會並非院內常設機關，惟其機能遠遠超過常設之議會運營委員

會。各黨在議會運營委員會協商法案或對議案安排無法達成協議時，須靠國會對

策委員在台面下交涉解決；對朝野意見對立、爭議性高的法案，在提交議會運營

委員會討論之前，實際上各黨國會對策人士多已事前溝通協調（林秋水，2001）。 

（四）黨團協商運作模式 

日本內閣各部會在研擬法律草案時，通常先經執政黨內部協調及政黨協商，

再交由內閣法制局專業修訂，法案提交國會後，內閣各部會國務大臣分別透過「議

院運營委員會」及「國會對策委員會」，爭取議員的共識與支持，其運作模式一

般為：行政部門的法律提案，先由內閣各部會技術幕僚提出法案宗旨，經內部研

討、形成法案大綱，提交執政黨或聯合執政各黨審議，由政務調查會的各小組展

開分組討論，並參考民間團體的意見，調整法案大綱。各政黨完成政策審議後，

即交付各政黨國會對策委員會（相當於我國各黨團立法院工作會）、議員運營委

員會、政黨幹事代表會議，強化各政黨的共識（邱榮金，19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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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美國國會黨團角色與功能 

美國是第一個民選總統與國會議員的國家，經過兩百餘年來的發展，其政黨

政治已相當成熟，有完善的國會制度外，還有歷史悠久且又優良的國會傳統，使

其國會運作順利，國會為實權的兩院制，近些年來有多次少數政府的經歷。目前

國會主要政黨有民主、共和兩黨，有關於美國國會概況、黨團角色、功能與運作

分別說明如下： 

一、國會概況 

美國是總統制的國家，國會是參、眾兩院制（double congress），眾議院（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有 435席眾議員，以單一選區選舉產生，每任任期為兩

年，連選得連任；參議院（The Senate）有 100席參議員，以每州兩席參議員選

舉產生，每任任期為六年，連選得連任，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席次，副總統得在

參議院正反票數相同時投下一票7，所有法律議案皆須經兩院都同意通過後，再經

總統簽署公告後，始成為有效法律（羅志淵，1982 ：310）。 

美國國會的運作，委員會（Committee）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議員各就其

專長及意願參加委員會，且多半會連續參加同一個委員會，使議員對特定範圍內

的事務相當熟悉。因此，委員會甚為健全，提出的意見具有說服力，通常不會見

拒於大會。因此，任何措施、政策、法案想要提出於院會，必先要交付委員會審

查。除非獲得委員會支持，否則不可能獲得院會之通過。因此，國會運作型態是

屬於「委員會自主主義」（The committee autonomy prospective）（羅傳賢，2001：

625）型之國會。 

由於美國是兩黨制-兩院實權制的國會，而國會的政黨是獨立的，不受國會

外政黨組織之管轄，也不受同黨總統命令的約束（魏秋佩，1996：27），且美國

行政機關並無法律提案權特殊的制度，使得國會黨團力量更強大、更獨立，國會

                                                 
7 美國參議院議長由副總統兼任，但設有參院臨時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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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政黨有共和及民主兩黨。 

（一）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 

成立於 1854年，共和黨的國會黨團稱 Conferece，目前眾議院席次為 237

席，參議院席次為 46席8。參眾兩院的共和黨黨部組織，各自獨立並無隸屬關係，

目前為眾議院執政之政黨。 

共和黨分別於參、眾兩院設置由全體黨籍議員組織而成的黨團會議（古登

美、沈中元與周萬來等，2002：180），黨團會議之下並設有政策指導委員會及選

任委員會，一般而言，由資深議員及政黨領導出任，政策指導委員會主要負責議

程規劃，而選任委員會則負責規劃分派議員參與各種常設委員會及其主席。 

（二）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1791年成立,當時稱共和黨，1794年改稱民主共和黨,1828年改為民主黨。

民主黨的國會黨團稱稱Caucus ,目前眾議院席次為 198席，參議院席次為 53席9 ，

參眾兩院的黨部組織，二者各自獨立，不具隸屬關係。 

形式上民主黨的全國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實際上並非最高指揮機構，參

眾兩院之國會黨團才是真正的決定核心。該黨國會內組織決策過程的參與，主要

是由多數（或少數）黨領袖10、政策委員會主席、黨員協調會議主席、議場領袖、

黨鞭及其他重要委員會主席等所組成領袖群（曾耀民，2010b）。例循政黨政治的

傳統，在參眾兩院均設置幹部會議，稱為「議員預備會議」(Caucus)。該會於國

會集會前數日舉行，由預備會議主席主持。其主要任務如下（魏秋佩，1996：27-28）： 

1.推薦本黨的各種候選人，如議長、秘書長、警衛長等。 

2.決定黨未來的立法政策。 

3.檢討各種議事規則。 

                                                 
8 根據 2012 年美國國會選舉之結果。 
9 根據 2012 年美國國會選舉之結果。 
10 視其在國會席次之為多數或少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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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團角色 

有關美國國會中的有關黨團角色相關法律與規定並不多，將其分述如下

（羅國豪，2005）：  

（一）開創先例 

美國國會中對於黨團運作缺少正式的法律規定，其任務多由先例(precedent)

所確立，如參院黨鞭的任務，必須經常坐鎮議場，當黨團領袖不在議場時，黨鞭

要代表黨，在表決時，報告缺席者及配對( pairs)11的人數，以符合政黨比例之

原則（羅傳賢，2001：520）。  

（二）政治領導 

國會中黨團並非正統的議會立法組織（a parlimentary lgislative mchine），而是

政治的立法組織（a political legislative machine），美國國會之政黨雖不具法定地

位，卻不影響其政治領導的功能；相對的國會的黨團地位是獨立的，不太受國會

外的政黨，甚至總統之約束（魏秋佩，1996：27-28）。 

美國是兩院制的國家，國會中民主、共和兩黨亦各有其黨團組織，為兩黨的

最高決策機關，其下分別設立政策委員會(Policy Committee)、指導委員會

(Steering Committee)、議場領袖(Floor Leader)、黨鞭等協調與研議機構（曾

耀民，2010a）。 

由於美國是兩黨實權制的國會，而國會的政黨是獨立的，不受國會外政黨組

織之管轄，也不受同黨總統命令的約束，以致美國國會的決策中心是分散在各委

員會，由在委會主席控制下，進行各種法案的審議。此即美國國會盛行的資深原

則(Seniority System)。擔任委員會的主席，均以資深為依據，對黨的忠誠、擁

護反而變成不重要，所以美國國會的政黨無法單純地依據黨紀來約束黨籍委員的

自主投票行為（羅傳賢，2001：521）。 

                                                 
11 所謂「配對」，即會議進行時，請假者必配對正反兩方各一，以免影響表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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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黨鞭 

美國國會之黨團黨鞭組織龐大，以眾議院民主黨為例，包括首席黨鞭 1 人、

副黨鞭 15 人、地區(助理)黨鞭(zone whip)18 人、一般性(助理)黨鞭(at large whip)63

人，以及黨鞭專案委員會主席(whip task force chairman)3 人。就黨鞭組織體系的

功能而言，他們能協助該黨之議場領袖，從事下述的工作（古登美、沈中元與周

萬來等，2002： 180）： 

1、瞭解議員的政策傾向，調查同黨議員的表決意願，以建議並參與議事規劃。 

2、作為議場領袖與同黨議員間的上下溝通管道，或是「立法－行政」部門，以

及兩院間的聯絡簿通道。 

3、督促議員出席院會參與表決，並貫徹政黨的理念與決策，強化兩院立法功能。 

4、協助該黨議員的競選連任。 

每週由國會黨團會議主席召集眾院議長、多數黨領袖，及黨鞭們在黨鞭辦公

室舉行週會一次，討論並規劃下週的議事問題，然後決定下週的立法議程及策

略。凡以某黨名義競選成功者則加入該黨的黨會議為會員。在黨團幹部方面則包

括黨魁、副黨魁、黨鞭(whips)及副黨鞭(deputy whips)等。多數黨黨魁擔任「眾

議院」議長（何思湘，2008）。 

三、黨團功能與運作 

關於美國國會中參、眾兩院黨團運作模式各有不同，分述如下： 

（一）眾議院之黨團運作 

美國國會眾議院中議事程序之規劃，完全由多數黨領袖控制。多數黨領袖透

過「議事程序委員會」（雷飛龍，1993：60）（rules committee）之運作，排定議

程表及決定法案審查之次序，而多數黨領袖則可透過與少數黨領袖之協商取得議

程之順利，減少被杯葛之機會。 

（二）參議院之黨團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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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中議事程序之規劃與安排，係透過兩黨領袖協商後之產物；尤其是無

爭議的法案，只要兩黨領袖協商達成「一致同意之協議」（consent agreements）

後便列入議程，並快速表決通過。對於爭議大的法案，則在協商有結論後才會排

入議程；如果協商無結論，也會對不同意見表達之方式有所默契（羅傳賢，2001：

528）。 

（三）國會立法交易 

  美國國會兩黨經常以立法交易的方式獲得妥協，這種各取所需，各有所讓，被

稱為「談判-協議」制度（negotiation -bargaining system），其精神在於由透

過各種互惠的方式，使議案在國會審查及表決時能達成協議，此妥協之方式，應

被視為達成立法決議之適當途徑（古登美、沈中元與周萬來等，2002： 181）。但

未必順利，柯林頓總統時代，曾有聯邦預算延宕一年情形；歐巴馬總統則正面臨

「財政懸崖」危機，即是典型國會兩黨衝突之案例。 

（四）早餐會 

由於美國是兩黨兩院制的國會，參眾兩院兩黨領導人，會透過很多管道來協

商、交換意見。兩院在意見不一致及不能配合時，協商的情形更多，其中常見的

方式是兩黨領導人以「早餐會」方式，來進行協商處理（王業立，2002：88）。 

伍、法國國會黨團角色與功能 

法國為雙首長實權的兩院制國家，近年來有兩次左統右治的經驗，是易形成

分立政府的體制。目前國會主要政黨有人民運動聯盟、社會黨、激進黨、公民黨

等，有關於法國國會概況、黨團角色、功能與運作分別說明如下： 

一、國會概況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將國民議會（Assemblee Nationale）與參議院（Senat）共

同組成法國國會（Parlement francais），其成員被稱為「議員」（deputes），國民

議會目前共有議員577席。每名議員代表單一的選區，由民眾通過兩輪直接普選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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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期5年。國民議會的主要職責是立法討論和表決。法國總統有權解散國民議

會。法國國民議會的主要職權可概括為兩大方面：一是與參議院共同行使立法權，

二是對政府行使監督（張景舜，2009：2）。 

法國國民議會政黨最近選舉 2012年6月人民運動聯盟317席、社會黨+激進黨+

公民黨之聯盟為204席、左翼民主共和黨25席、新中心黨23席、無黨籍7席（法國

國民議會網站，2012）。 

參議院有331名參議員（senateurs），是由約15萬名地方代表和地方政治家間

接選舉的。一個地區的地方代表人數與該地區的人口數量有關，但不完全成正比，

總的來說鄉村地區較城市地區的選票多，參議員的任期為六年，在法國政治中他

們參加立法，但是他們的決定可以被眾議院否決（石美恩，1990）。參議院對政

府的監督權力有限：雖然參議院可以向政府提問和公開調查結果，但是形式上參

議院沒有制裁政府的權力（法國參議院網站，2012）。 

二、黨團組織 

第五共和憲法第4條首次規範政黨黨團之權利、義務和保障；2008年7月，通

過之修憲案，更將對非多數黨團權益之保障納入規範，將法國之國會民主帶入一

個嶄新的境界。在兩院章程方面，除配合各階段之憲法修正，隨時更新有關黨團

之規範外，最主要者，乃鍵於第四共和時代黨團數目過多之弊病，設下黨團成員

數目之門檻，使得半個世紀來，國民議會之黨團數目最多時僅為6個，參議院亦不

超過7個（許振洲，2002：50）。由於法國多黨共存之政治文化已然形成，因此在

黨團數目有限的情況下，前述互相結盟、小黨納入大黨黨團組織運作之現象持續

不斷，茲將黨團間關係、組織要件、議員參與黨團規範，分別說明如下： 

（一）黨團之間關係 

法國政黨在國會內占有一定席次後便可組成黨團組織，在法國政黨的法規範

上，與其他民主國家並無明顯差異。憲法保障政黨在組織及活動運作上之自由，

並得參與選舉，其多元言論表達自由及政治平等參與之保障，應以法律定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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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法國因為歷史和政治等因素，早形成多政黨之政治結構，大小政黨林立，一些

參選國會之政治團體名稱五花八門，此一多黨群起並立之政治環境，也為法國國

會黨團與政黨間的關係，帶來了一些影響（尹中卿等譯，2005）。 

（二）組織要件 

法國國會兩院黨團之組成，依兩院相關議事規則之規定，大致必須符合以下2

項要件（姚志剛等著，1994）： 

1、員額要件 

法國國會黨團成員數，不包含結盟議員人數必須達15人以上，兩院皆同。此

一門檻，大約當目前國民議會議員總數577位之2.6%或參議員總數343位之4.4%。 

2、程序要件 

在國民議會方面，由成員已達員額要件之黨團總召集人，向各該議院議長

送交由其所有加入成員所簽署，並標註其成員名單、結盟議員名單及該黨團總

召集人名字之共同政見聲明，該份聲明及名單隨後刊登於各該議院公報，如國

民議會係規定名單附加於政策聲明之中，經成員簽署後由總召集人送陳議長，

而參議院則規定總召集人應向議長呈交名單（尹中卿等譯，2005）。 

法國兩院議員得依政治理念和取向，組織各該議院之黨團。其實際的組成

狀況，是由法國各個政黨，在政治理念和取向的大致原則下，為求取其於國會

運作中之最大利益，如進入或組成委員會之優勢12、爭取發言時間等，而合縱

連橫、相與結盟、大幅洗牌，兩院皆以主要黨團為主軸，再各自吸納較小政治

勢力後成立若干黨團（張台麟，2007）。 

（三）參與黨團規範 

就法國兩院個別議員而言，參與黨團乃屬自願行為而非必須義務；任一議

                                                 
12 法國在 2008 年 7 月修改憲法，依修正後第 43 條第 1 項之規定，法律草案在兩院各自以交付一
個常設委員會審查為常規、交付特別委員會為例外；而兩院各黨團無論在常設委員會或特別委員
會之成員數，依其在議院成員數占議院議員總數之比例、亦即「依黨團比例代表原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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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可以自行決定參與某一黨團，也可以不參與任何黨團，而參與黨團之最基本

原則，就是每位議員都只能參與於各該議院的一個黨團，其中參議院之規定還

多「亦不應被迫加入一個黨團」一點，以彰顯議員個人意志的重要。參與黨團

之形式，除加入並隸屬於一黨團成為其「成員」外，尚包括「結盟」及「掛靠」

（許振洲，2002：49）。兩院均容許未加入任何黨團之議員在取得一黨團辦公

室同意的前提下，不以「成員」身分，而以「結盟議員」身分，或在參議院另

規範一種政治忠誠度更低、聯繫程度更見鬆散的「掛靠議員」身分參與該黨團

運作。結盟或掛靠者數目不計入組成黨團之最低員額要件，但在所有其他國會

運作均得列計為該黨團成員總數之中（石美恩，1990）。 

至於未以任何形式參與任何黨團運作之議員，國民議會未再進一步規範其

應納入何種集合，僅國民議會章程（le Règlemen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於敘述院會討論或辯論之發言時間分配等處時，提及其等應受之保障；惟該等

議員通常被歸類並稱為「未參與黨團議員」。法國參議院章程則規定未參與任

何黨團運作之參議員應組織一「未參與黨團參議員行政會議」，並自行推選一

名代表；該名代表於提名院辦公廳秘書或委員會、訊息小組成員等時，擁有與

黨團總召集人相同之權限（劉淑惠，1994）。  

三、黨團功能與運作 

法國是少數將國會黨團規範入憲之國家，其黨團運作深深影響國會與政局，有

關國會黨團功能及運作情形，分別說明如下（張景舜，2009）： 

（一）指定成員參與或參選議院組織 

兩院由議員所主導運作之各類議院組織，包括：管理組織（les organes 

directeurs）、工作組織（les organes de travail）及研究組織（les organes de 

réflexion）。其成員之各黨團名額分配，大抵均依其在各該議院成員數占議院議

員總數之比例；亦即「依黨團比例代表原則」定之，各黨團在此原則下，享有

指定或指派人選或提出候選名單之裁量權（尹中卿等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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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會議事與立法指導 

法國國會黨團在國會兩院的運行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其中對於其成

員在各項立法議事作為中之指導，雖然並未形諸議院規範之文字，卻往往是各

成員參與議院運作之重要依歸；大者如組織對政府之質詢並擬定質詢內容、規

劃成員對某特定事項之態度、決定那些表決是否動員等；細者可至議事技術之

微妙運用，如清查人數、提付表決、散會等提議或動議之是否提出、如何提出

等（劉淑惠，1994）。 

（三）投票表決命令發布 

法國國會黨團最引人注目的權力活動，應是發布投票命令，影響與監督黨

團議員之投票行為，但各黨團之規範差別極大：共產黨和社會黨之黨團經常發

布投票命令；目前執政之人民聯盟黨自 1960 年代前身「保衛第五共和聯盟」

(UDR)時代起，其黨團偶而就若干重要法案之表決發布投票命令；而中間黨派

自 1970 年代之「法國民主同盟」 (UDF)起，基本上不發布投票命令，其成員

投票較屬個人自由行動（張景舜，2009：7）。 

（四）接受其無黨派結盟 

法國兩院都有規定，在取得一黨團同意的前提下，未加入任何黨團之議員

得以「結盟議員」，或在參議院另以「掛靠議員」身分，參與該黨團運作，是

否接受結盟或掛靠之權力在於黨團辦公室。 

法國國會反對黨團應較少數黨團擁有更強之政治實力，而實際上。各議院賦予

反對黨團之特別權利，亦較賦予少數黨團者為多。表面上，兩議院之章程沒有對

宣示成為反對黨團之作為或數目施予任何限制，但實力最弱的幾個黨團並沒有必

要，以宣示成為反對黨團來獲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因為在成員數決定一切的鐵則

下，多數或最大黨團本身握有主導國會運作之能力，能夠給予反對黨團之特別權

利本即有限，通常殆僅 1、2 個黨團能夠享有，若宣示為反對黨團者不只此數，則

再以投票決定的結果，仍然不能為實力最弱的幾個黨團帶來實益（許振洲，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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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會黨團綜合評論 

世界各種類型的國家，無論是內閣制或總統制、兩黨制或多黨制，就國會黨團

本身而論，在國會運行過程中，絕大部分提交全體國會討論表決的議案、動議都

必須首先在國會黨團內部討論、醞釀，得到一致見解（陳佳吉，2008：24）。國會

黨團是國會活動的真正發動機和決策中心，議員代表不同政黨與選區的利益進入

國會，個別議員很難獨立促成有利其選區利益之法案或預算通過，因而必須與其

他議員進行合作與交換支持，但是個別議員間的合縱連橫卻可能面臨幾個問題：

其一是強制力的問題，即談判的結論能否被雙方忠實履行。因此，黨團便成為國

會中最好的實力組合（王業立，2002：89）。政黨在國會運作過程中，由於政黨的

標籤通常與議員競選連任的目標密切相關，而且選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也容易受

到政黨表現所影響；國會黨團集體的目標卻容易產生集體的困境，即每個人都知

道建立政黨聲譽的集體目標，但假如每個人都是理性自利，只以個別選區利益為

重，則將無人願意配合集體目標，而解決此種難題的方法，就是設立一個負責協

調統合的權威中心，該國會黨團即係應國會與議員之需要而產生（王金平，2003）。

綜合以上五國國會黨團的探究，各國國會黨團數目及黨團門檻比較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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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各國國會黨團數目及黨團門檻比較表 

國家 國會議員席次 黨團數目 黨團門檻 

美國（總統制） 453 眾議院 2（民主、共和） 無規定 

100 參議院 2（民主、共和） 

英國（內閣制） 731 上議院 10 無規定 

650 下議院 12 無規定 

日本（內閣制） 480 眾議院 8 2議員即可成立會派，議院運作通

常由議院運營委員會處理，但協議

不成時，則由各會派國會對策委員

會協議 

242 參議院 6 

德國（內閣制） 613 眾議院 5 議席 5﹪ 

參議院 

69（正式成員） 

130（代表成員） 

只有形式（政黨對

話會）而無正式黨

團組織 

無規定 

法國（雙首長制） 577 國民議會 6 20席（3.5﹪） 

321 參議院 6 15席（4.7﹪） 

臺灣 113立法院 4 選舉得票比率 5﹪以上或 4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國會，以政黨為其運作中心，在政黨政治要爭取選票與生

存空間之目標下，國會中政黨的競爭與對立，便會不斷的發生，是以政黨在國會

中究竟應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國會中政黨間如何運作協商，各國政黨與其國會

黨團間的關係，有許多種不同態樣，即使同一國家於同一時期之不同政黨，亦可

能呈現不同之關係型態（王吉次，2008：13）。國會黨團一般以較具獨立性、甚

至以「平行」之關係來面對其全國性之政黨組織，而少以政黨國會分部或分支組

織來闡釋其間關係。蓋因成員皆具國會議員身分之國會黨團，聽命於不具國會議

員身分之黨職幹部指揮，有不宜之處，也違反國會議員應獨立行使職權之議會政

治理念。 

英、美、法、德、日等國國會組成都屬於兩院制；英、日、德三國為內閣制，

美國為總統制，法國為雙首長制。茲將上述數點及各國政府體制、行政首長、倒

閣方式、國會各黨團分布情形、黨團約束力、黨團內聚力等加以比較，綜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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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國會黨團角色、功能與運作之探討，加上我國立法院國會黨團比較後可形成

以下評論，分別比較整理如表 2-5：  

表 2-5 法、德、英、美、日、台國會及黨團運作比較 

  英 國 美 國 法國 德國 日 本 臺灣 

國會院數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國會權力

重心 

平民院 兩院平權 國民議會 聯邦議院 眾議院權較

重 

立法院 

政府體制 

內閣制 總統制 雙首長制 內閣制 內閣制 偏向內閣

制的總統

制 

行政首長 

首相由國會

議員兼任 

總統  總統與總

理 

總理由國

會議員兼

任 

總理由國會

議員兼任 

行政院長 

倒閣制度 
有 無 總統有權

解散國會 

先選新閣

揆後倒閣 

有 有 

國會重要

黨團分布 

兩大一中 兩黨 多黨 多黨 兩黨 兩黨 

分立政府

出現機會 

無 高 高 低 低 高 

黨團約束

力 

強 弱 中 強 中強 強 

黨團內聚

力 

強 中 中弱 強 中強 中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我國憲政體制的設計，雖然近似法國的半總統制，有民選的總統與總統任命

的行政院長，但是實際上的運作卻與法國的憲政運作大不相同；最大的不同處，

在於總統對於行政院長的任命方式，當總統與立法院多數黨同屬於一政黨時，會

任命一個與自己同黨的人士出任行政院長，並組成內閣（羅傳賢，2004）。但是

若總統與立法院多數黨為不同一政黨時，例如2000年總統選舉之後，陳水扁並未

像法國的憲政慣例一般任命國會多數黨組織內閣，反而任命未得國民黨同意的唐

飛組織內閣。因此，內閣與國會的互動不像在內閣制之下的緊密關係，反而行政

院長因為是由總統直接任命，以推動總統所屬政黨之政策為要務，所以其角色扮

演與其說是向國會負責的內閣首長，無寧說更像是向總統負責的幕僚長（李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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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2）。 

立法院的多數黨既與行政院長不同政黨，在政黨競爭各為其政策努力的情況

下，行政院長既沒有推動立法院多數黨政策的動機，而立法院的多數黨也沒有為

行政院的提案背書的必要（馮美瑜，2003：211）。因此，當行政權與立法權掌握

在不同政黨的分立政府時期，我國行政院與立法院的互動不像是內閣對議會負責

的關係，反而有點類似總統制的相互制衡的關係，觀察我國分立政府的行政與立

法的運作，美國的運作經驗與相關研究，是頗值得借鏡的（羅國豪，2005：43）。 

第三節 國會黨團運作理論 
由於國會黨團運作，包括：對抗、競爭、聯合、協商、溝通、妥協等。因

此有關國會黨團運作之民主理論與學說甚多，例如「協和式民主」（consociate  

democracy）、「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商議式民主」 (deliberate 

democracy)、「賽局理論」（game theory）等理論，透過這些理論作為本研究之基

礎。於此特別舉出較重要的數項民主協商理論加以研討之。 

壹、協和式民主 
學者李帕特 Lijphart（1968）首先提出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之概念，認為異質性高之社會，可藉由菁英之各種努力，使社會各個次級單元自

主性相同，分享等量的權力；高度異質性的多元文化社會，亦可達到政治穩定的

狀態，並不必然要靠多數決為之。因此，在多元的國會黨團運作，也可據此論點

參考之。 

Lijphart 提出協和式民主概念，重視菁英的角色，以及社會分歧團體和政府

所達成之協議，被用來轉換分歧而變動的政治文化（pragmented political culture）

以為穩定的民主政治機制。多數有關協和民主的論述，似乎已是代替以前稱為「協

商」(bargaining)、「實驗的妥協」(pragmatic compromise)、「適應」(adjustment)及

「漸進決策」(incremental decision making)之新的時髦名詞，達到鈍化了分析工具

之敏銳性的地步。其次，也和前一點相關，「分歧」(segmentation)是，而且應該

比「文化異質」(cultural heterogeneity)的含義更精確（呂亞力，2004）。協和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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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特徵，在於決策制定是屬於分享式的，雖然在決策過程上，有可能冗長與繁

複，但是因為儘可能容納不同意見，所以適合多元化社會，避免多數決式的勝者

全拿，造成社會更大的紛爭，是一種包容的政治，減少政治紛爭。而在國會黨團

協商機制中，各種協商與談判，其黨團幹部共同協商議事及「相互否決權」的設

計，可與「協和式民主」之主要的內函相互為印證（陳佳吉，2008）。 

政治學家戴爾（Robert A. Dahl）曾經表示，歐洲社會在解決社會分歧所引發

的衝突，通常會採取下列數種方式（Dahl,1984：358-359）：1、同化。2、施加暴

力與鎮壓。3、推行地方自治。4、用比例原則分配權力。5、表決時採取共同否

決方式。6、分裂或獨立。茲將協和式民主之理論要旨、運作原則、內函說明如

下： 

一、理論要旨 
協和式民主之理論要旨，分別說明如下（Dahl,1984）： 

（一）分裂的社會，可藉由菁英自動努力，刻意抵擋因分裂文化所造成之僵化和

不穩定，進而達成穩定。 

（二）以『菁英聯合』（elite cartel）取代英美式的『菁英競爭』。 

（三）.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四）政府權力應當受限，社會次級團體自主性大。 

（五）選舉重要性不大，只是種儀式。 

二、運作原則 
協和式民主的運作原則包，括下四數點，分別說明如下（Lijphart,1968）： 

（一）在行政上：大聯合內閣（Grand Coalition）內閣之組成，涵括社會重要次

級團體成員。 

（二）在立法及福祉分配上：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國會成員依比例代表制產

生，公共支出與文官亦依比例分配。 

（三）在決策方式上：社會分歧團體自主性（segmental autonomy）決策權力授予

次級團體，尊重其管理自己事務的決定權（例如採行聯邦制），議題共同決

定（例如比利時採行文化議會），達成決議後，次級團體應約束其成員予以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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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保障少數上：少數否決權（minority veto）少數團體有權否決其所反對之

決定，避免被多數所壓制，多採絕對多數原則（例如修憲上） 

三、協和式民主內函 
此一政治文化對於國會黨團運作衝突的解決，偏向採用比例原則分配權力。

這主要是為避免競爭的決策，引發國會黨團間對立與衝突，危及政治體系穩定，

「協和式民主」主要的內函包括下列三點（周萬來，2008）： 

（一）、強調不同集團領導階層間的相互合作，國會黨團體制設計上，儘量包容

所有團體領袖，一起共同議事。 

（二）、有「相互否決權」的設計，以保障少數族群利益；國會議席，文官任命，

補助款的分配是按各個種族或文化集團的人口比例分配。 

（三）、採社會分部自立性，就是尊重各國會黨團文化和團體的自主性，讓它們

去管理自己內部的事務。 

貳、參與式民主 

帕特曼（Carole Pateman）對於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論點在於：

「參與式民主的學者主張，民主參與的場合不應限制於政治組織之中，而應普及

於一切可以影響人民日常生活的建制之中。此外，他們認為國家行政權力的日益

集中化，背離民主精神，政府應該只是負責協調之職，而不能將權力集中。」

（Pateman,1970）在多數的民主國家，雖然一般民眾有政治參與權，但在這些對

他們切身利害關係重大的建制內，他們往往完全沒有真正的影響力。因為如此，

他們並不能獲得充分的人格尊嚴，國家應以法律明定在各種建制（工廠、公司、

學校……等）內，雇主、職員與學生都應與董事會、經理部門與行政人員一樣，

參與決策。認為在若干歐洲國家，工廠中勞工所選出的委員會有權出席董事會或

經理會議，對涉及本身利益的事務加以討論，為「參與民主」初步實踐的主張（呂

亞力，2004：143-144）。 

如果傳統政治參與的邏輯是代議民主的合理機制，則公民主要的政治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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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除選舉之外，選民就不再過問其他政治事務，並允許政治專家或職業政治

人物來處理所有的政治議題。今天我們仍必頇強調選舉的基本功能，因為政治菁

英仍無法由其他機制取代來執行政府的任務及功能，不過人們能透過更多的管道

參與或監督政府決策的形成。易言之，傳統的政治參與範圍逐步擴大中。儘管政

治參與範圍的擴大，卻仍無法滿足人們對公民社會參與的要求，參與民主並不等

於某種形式的政治機制，而是應擴大其範圍成為所有生活的方式，並以此相對應

於公民社會的意涵（朱堅章譯，Pateman 著，1978）。 

「參與民主」的主張一度在歐洲甚為高漲，但此一主張並未對歐洲發生預期

的影響，一方面由於現代社會的發展，國家行政權力以高度分散與民眾大幅參與

工作決策之建議，使其無法有效的實行；另方面一般民眾對對於社會事務積極參

與並不一定會很熱心，例如在歐洲國家的工廠之中，許多勞工委員會之代表，在

社會就其職權上表現，並不十分突出，甚至常常落為成為有名無實之代表。許多

人對目前社會的若干現況，或許並不很滿意，但對澈底改革，卻又不願付出必要

的努力（呂亞力，2004：144）。 

政治參與則可分成聚集型(aggregated)的參與與個別型(individual)的參與

(Ghose, 2009)，分別說明如下: 

一、聚集型的參與 

聚集型的參與，包括：會員資格及傳統政治組織(工會、職業協會)的參與(包

括消極參與，如財政支持)、政黨、新的政治性組織(主要目標為參與決策的非政

府組織，如生態及環境團體、和平運動、消費者保護組織、愛護動物、人權、援

助開發中國家的組織)。 

二、個別型的參與 

個別型的參與是指參與選舉及公民投票。在公民與政治參與的分類中，某些

公民組織的活動是有重疊的。事實上，一些公民活動是無法與政治活動分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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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公民社會的脈絡之下，公民參與仍有可能取代政治參與，因為公民參與的

範圍可涵蓋政治參與，公民參與不僅有政治關懷，也可涉入無政治性目的的文化

或宗教生活。 

公民參與除需要冷靜與理性外，也需要某種熱情來參與公共領域中的政治或

社會活動；公民參與在決策規劃與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Ghose, 2009:61)，非營利

組織就是形成公民參與的培養器。在國會中並非每一國會議員都能全力參與所有

的相關議程與事務，但全力參與國會事務為選民所付託之使命，如何深入參與其

立法與監督之工作便是重要的課題。而國會黨團運作機制中，各種國會議員對黨

團運作的參與過程之折衝與努力及協商結論之形成，可與「參與民主」之運用相

互為印證。 

參、商議式民主 

學者哈伯瑪斯（Jurgen Hebermas）認為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是否在意見制度化與意志形成落實，或者僅在政治公共領域的正式網絡落實，關

鍵在於符合中道的理想生活世界系絡內部關係，而商議式民主則以資訊品質取

勝。雖說資訊量的多寡是必要的，但不足以作為決策判斷的充要條件，在決策判

斷時需要透過商議，政策執行人員要務即在設計提供商議過程的合理環境

（Habermas,2001：152）。 

商議式民主論者認為是在民主政治下的左派意識型態擁護者，會以不同的論

證方式維護國家積極論的角色，其最極端的方式便是以集權國家的計畫式經濟建

立一個公正、人性與平等的社會，並透過「商議式民主」強化其執行的品質，藉

以使政策執行的落實，更能貼近現實社會的現實狀況（謝俊義，2003：51）。現

代民主國家的國會任務變得越來越複雜，所要處理的事務越來越多。因此，在十

九世紀發展的代議式民主，已無法適應目前國會中所面對的繁複事務，這些政治

性關鍵機制似乎在體現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越來越沒效率（許國賢，2000：80）。 

道爾(Robert Alan Dahl)所提出的「多元政體」(polyarchy)，將民主視為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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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間的競爭，亦屬於精英民主的範疇（Dahl, 1984）。熊彼得(Schumpeter,1951)

觀點，民主政治的方法，乃是一套制度的安排，以獲得各項之政治決定，期使個

別的人士經向人民爭取選票的支持，以獲得做決策之權力。在此就參與式民主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強調的重點，分別說明如下(Allen, 1991)： 

（一）強調民主政治中公眾參與的重要性，而參與的面向不是只有選舉時之投

票，還須有其他之政治參與。認為公民應積極參與和公共事務議題(特別是

與自身利益有關之公共事務)，並透過討論中理性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最終

以合理性作為決策的原則：進而能夠發展人的思想、感情與行動的力量。 

（二）審議民主指所有與公共政策有關的公民或利益團體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

決定的做成，而決定的做成是經由公共討論、辯論的方式來形成；讓來自不

同生活經驗與背景的公民都能參與，能在一個彼此尊重、相互諒解的基礎上

去凝聚共識。審議民主提供公民能夠暢所欲言表達其意見之公共空間；也能

確保與公共政策相關的政策制定者在各種不同之利益價值基礎，進行較為坦

誠的溝通與對話。 

（三）審議民主之參與工具包括：公民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咨詢式民調

(deliberative polls)、公民論壇(citizen jury)、願景工作坊(scenario workshop)、

學習圈(study circle)和開放空間(open space)等；也因為審議民主可使行政機

關在政策擬定與決策過程，採取更開放和直接的方式，與民眾有更良性的互

動溝通，呈現更多元周延的意見，故亦有「行政民主」(administrative 

democracy)。 

審議民主理論描繪出公民社會的樣貌，其中包括民眾與團體如何與國家產生

關係，並如何透過協商政治的方式，扮演溝通或策略性的角色；不過在社會對話

當中，民眾必頇培養自身能力，以及獲取相關的資訊（許國賢，2000:66）。 

謝俊義認為「商議式民主」好比在社區聲息互通的公民，透過商議達成決策

過程，建立滿足任何改革的必要條件。支持「商議式民主」論者，渴望深化人民

有效參與政策，在人民的參與能力上，他們要求民主，可以透過商議的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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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們奠定理性基礎的決策制定，並使得行動獲得充分的討論，「商議式民主」

跟一般或其他民主主張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雖主張分權與參與，卻需要集權的

監督與協調，以及國家核心本位而非完全交付給志願組織（謝俊義，2003：52）。

藉由商議方式可以提供公平制定集體決策的方法，因為它與政治平等與個人自主

的原則互補，所以有效率在於完全運用所有參與運作者的知識與經驗，故在立法

院參與協商者多半是黨團幹部或資深的立法委員。 

要瞭解民主政治中的協商，通常都由「政治衝突」的發生開始。按政治學者

雷尼（Austin Ranney）之看法，政治衝突多是「團體衝突」，多半展現在於政府

政策形成的過程，協商則是解決衝突的良方，而民主政治的協商具有下列特徵：

1、多樣性（mulitiplicity）；2、敵對性（opposition）；3、成員重疊性（overlapping 

membership）；4、不完全動員性（imperfect mobilization）（林劍秋譯，Ranney,A.

著，1991）。 

商議式民主的基本假設是睿智與民主的國會投入議事問題的探索與解決，如

果國會政黨是基於這樣思維投入工作，我們將正視到國會黨團運作的所有面向，

這樣的思維不僅發生在政策制定，也落實到政策執行。商議式民主雖然主張集權

式的決策制定，但在決策完成與執行策略明確化之後，重要的是經過「溝通」，

國會黨團溝通的主要功能是將決策、理性與因果之間的訊息相互連結，政策的制

定是向利益相關人更多的請益與合作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藉由商議過程與不同

國會黨團的協調下從事交換關係，政策制定互動的前提是社會行動者在基於公平

與互惠下討論政策議題，即使利益是非常分歧，但我們可以一起創意解構（林水

波，2005）。在推動與落實商議式民主必需定位在特定有形的問題，受這些問題

與官員影響的人民參與，以及商議發展問題解決之道。而國會黨團運作機制中，

各種黨團間之協商運作與談判交換利益，與持續不斷合作的互動過程情形，可與

「商議式民主」之主張相互印證（Habermas,2001：152）。 

肆、賽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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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局理論（Game Theory）最早是由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提出，緣於西

方世界探討兩個個體間當有利害衝突時，所運用謀略競爭之學說，又可稱為「互

動決策理論」，亦即針對一群決策者在決策時，所面臨的問題與戰略行為，所進

行的一套有系統強有力的策略式互動行為 (interactive behavior) 分析工具方法

（Neumann,1944）。賽局理論是一種策略思考，提供一套系統設定的數理分析方

法，找尋在利害衝突下的適當因應策略，透過策略進行與競爭，求取己方的最大

勝算或利益，在競爭中求取最多的利益（張亞中，2008）。 

諾曼（John Von Neumann）證明基本的「壞中取小」定理（minimax theorem）13，

「賽局理論」才被堅固地確定。此定理適用於兩人全然的競爭（零和zero-sum）賽

局，在此情形下所獲得的得益之值恰為另一方所獲之值的負數（譯按：兩方所獲

得之值相加為零）（Neumann,1944）。 

賽局中的每一個體的決定與策略，會受到賽局中其他人的影響，在國會中黨

團運作與協商無處不權謀，賽局理論提供系統的方法，以分析這種相互影響的策

略，藉形式化的推理，決定黨團為要理性追求其利益，會採取何種決策，以及如

果黨團真的如此選擇，會產生什麼結果。比如兩政黨對峙或百家爭鳴，如何知己

知彼，達成對其有利之形勢與環境或目標。賽局理論考慮遊戲中的個體預測行為

和實際行為，並研究它們的優化策略（曹達文譯，Green 著，1970：115）。 

如果策略的數目是有限的，且賽局者可以藉由隨機方式的處置（randomizing 

devices）去「選擇」其諸策略的加權平均值（weighted averages），則每個賽局者在

對手能採取最致命的反制策略之下，仍然可以採取一個能獲最大得利益的策略14。

「壞中取小」定理認為這些得益應該是相等的，運用隨機處理的原因是，如果對

                                                 
13 所謂壞中取小（minimax）是指，由於在一個零和賽局中，甲方在每個策略選項裡都會因為乙方

各種可能的反制而得到不同的損失，且在此不同的可能損失中必有最壞情況，其損失之值為最大

（maximum）；因此若甲方在各個最壞情況的最大值中，選擇一個其值為最小（minium）的那個

策略，就是採取壞中取小的原則。與此相對的另一個概念是好中取大（maxmini）。 
14  所謂策略優勢（dominant strategy）及劣勢策略（dominated strategy）是一組相對性的概念，在

一甲乙兩方的賽局中，如果不論乙方採取什麼策略，甲方採取 A 策略“永遠”要比採取 B 策略有

利，那麼在甲說來，A 策略相對於 B 策略而言是優勢策略，B 策略相對於 A 策略而言則是劣勢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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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賽局或協商談判而言，沒有任何策略可以保證任何一方永遠獲利，如同在國

會黨團運作，朝野雙方便須採不同的策略，為免對方洞悉己方的策略，以隨機方

式選擇策略會比較好，然而此種隨機處置亦非盲目的，而須在一定或然率的分配

下才能長期獲致最大利益（Neumann,1944）。  

賽局理論為一門研究 「多人決策」間的問題，「我的計算必須考慮你的計算，

而你的計算也考慮我的計算」。目前在政治學及社會學研究中，已將賽局理論運用

在協商談判（bargaining）及集體選擇（collective choice）的問題上，而國會黨團

運作中的各種協商與談判之狀況與結果，也經常會與「賽局理論」之運用相互為

印證（王逸舟，1993 ：36）。 

各種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衝突，都具有此類特性，也因此國會

黨團運作與協商也可適用於賽局理論的分析。此理論的主要目標，是想僅藉形式

化的推理，瞭解賽局者為了要理性地追求其利益，會採取何種決策，或具有競爭

或對抗性質的行為成為博弈行為。以及如果他們真的如此選擇會產生什麼結果。

而葛林（A.W. Green）（曹達文譯，Green 著 1970： 118）指出「兩個政黨或團體

都期望獲得最大利益，但在認知之限制下，雙方已準備有所讓步之打算」，故黨團

運作中讓步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賽局理論研究互賴型式的決策形成，它可應用於任何具有下列三個條件的社

會情境，當然也包括國會黨團運作中的協商與談判（侯世傑，2004：34）： 

（一）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決策者（例如立法院之黨團），稱為賽局者（player），

每個決策者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行動方案的選擇，稱為策略（strategy）。 

（二）整個的結果（outcome），則要視所有參與賽局者，對其策略所作的選擇而

定。 

（三）對於各種可能的結果，每一個賽局者都會有明確的偏好順序（preference）

因此，可以對每一個結果的得益（pay-off）給定一個數字以表示這些偏好順

序。  



 

 89 

在參加協商或競爭的各國會黨團具有不同的目標或利益，為達到各自政黨的目標

和利益，各黨團必須考慮對手的各種可能的行動方案，選取對自己政黨最為有利

或最合理的行動方案。賽局理論就是研究博弈行為中，鬥爭國會黨團各方是否存

在著最合理的行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這個合理的行為方案的理論和方法（王逸

舟，1993 ：36）。事實是否如此，自有待觀察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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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政黨輪替（2000-2012）之國會黨團

競爭模式分析 

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國會多半且以政黨為其運作中心，在政黨政治要爭取選

票與生存空間之目標下，國會中政黨的競爭與對立，便會不斷的發生，故政黨在

國會中究竟應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國會中政黨間如何協商，則是現代民主政治

中另一項重要的課題。本章探討我國政黨輪替（2000-2012）之國會黨團競爭模

式分析，包括：我國國會黨團概況、我國政黨輪替之政黨生態、政黨輪替之國會

黨團競爭考量因子、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競爭模式，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我國政國會黨團概況 

自第四屆起立法院由 225名立法委員組成，但個別的立法委員以一己之力，

對於龐大的立法院運作有相當的無力感，因國會是一合議制機關，隨著國會議員

人數的增加以及國會議事的日趨複雜與專業，國會議員在國會中若不以組織之力

量推動其職權，很難形成國會整體意志與落實政策，必須要有一群體的整合力量

合縱連橫，方能有效推動國會運作，「國會黨團」便在此背景下，擔任起國會議

事運作及政黨間協商之角色（羅傳賢，2004）。2008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選制改成

單一選區，總額縮減為 113人，使得黨團人數銳減，相關立法院國會黨團的組織

規模縮小，在 2007年修正「立法院組織法」第 33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2章對黨團的規定，給予立法院各黨團的法律地位及黨團運作的法律依據（周萬

來，2008）。有關我國國會黨團概況，分別就立法院黨團之沿革與政治角色、立

法院黨團組成之法源、立法院各黨團之組織與運作。 

壹、立法院黨團之沿革與政治角色 

由於黨團制度有助於發揮個別政黨內部，整合不同政治立場與意見之功能，

各政黨為落實政黨政治，便紛紛於立法院成立國會黨團，以協助與指揮同黨籍的

立法委員問政與支持黨的政策與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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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院黨團之沿革 

立法院透過黨團運作能夠充分發揮整合不同政治立場與意見之功能，而為瞭

解立法院之政黨政治之來龍去脈，應對黨團制度有深入之瞭解，自第二屆至第八

屆立法院每一屆都能維持 3到 7個黨團（見表 3-1），概略說明如下： 

表 3-1 歷屆立法院黨團 

屆次 黨團數 黨   團 

二 4 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新黨、無黨籍聯盟 

三 6 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新黨、超黨派聯盟、新國家連線、無黨籍聯盟 

四 7 
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新臺灣人團隊(親民黨)、新黨、無黨籍聯盟、

民主聯盟、非政黨聯盟 

五 5 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親民黨、臺灣團結聯盟、無黨聯盟 

六 5 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親民黨、臺灣團結聯盟、無黨聯盟 

七 3 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無黨聯盟 

八 4 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親民黨、臺灣團結聯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第一屆至第三屆立法院時期 

立法院於 1992年 1月，第一屆第 88會期第 38次會議時，修正立法院組織

法，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一，明定：「立法院對有立法委員席次五席以上之政黨，

應公平分別設置立法院黨團辦公室，其設置辦法，由立法院定之。」15依此規定，

各政黨可利用立法院的設備與資源。此外，並未賦予黨團在立法院事務或運作上

更多法律上的地位。 

當時民主進步黨及中國國民黨均在立法院成立黨團，有關立法院議事及相關

行政事務，往往透過不太具形式的朝野協商，以溝通談判解決；惟限於協商代表

未獲充分授權或無法約束同黨委員等因素下，協商結論提報院會時，時常遭出席

委員推翻，而使協商徒勞無功，使得黨團運作應發揮之功能大打折扣（周萬來，

2004）。另外在 1994 年 9 月，由民主進步黨團提出，透過多次的黨團協商，經立

                                                 
15 因此立法院於 1992 年 5 月 7 日訂定「立法院政黨黨團辦公室設置辦法」，共有條文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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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院會決議通過，規定立法院應編列預算，給予立法院黨團經費補助16。這對

於政黨政治的發展以及黨團協商法制化的發展都有相當正面的助益（紀俊臣，

1995）。 

二、第四屆立法院時期 

立法院於 1999年 1月 12日針對協商結果效力之缺失，於第三屆第 6會期第

14次院會時通過「國會改革五法」，自第四屆立法院起，正式明定黨團的法律地

位，並賦予其立法院議事程序上權限，如黨團可以其名義提案、黨團推派其成員

參加委員會及參與黨團協商等，並修正立法院組織法第 33條規定：「立法委員依

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每一黨團至少須有五人以上，政黨席次不足五人或無黨籍

之委員，得合組五人以上之聯盟。黨團辦公室由立法院提供之。」，但因黨團門

檻過低而形成黨團林立17，以致意見難以整合（王業立，2002：86）。 

到第四屆因立法委員人數增多，另為避免小黨林立，影響議事運作，2001年

10月，又將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修正為：「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

每一黨團至少須有八人以上，但於立法委員選舉得票比率已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

黨不在此限。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

團，或合組八人以上之政團。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黨團辦公室由立法

院提供之。」，也將第三十五條修正為：「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本法九十年十月三

十日修正之第三十三條條文，自立法院第五屆立法委員就職日起施行。」，自此

立法院黨團之規範更為明確（胡文棟，2006）。 

三、第五-六屆立法院時期 

依據立法院組織法規定，立法院自第五屆起各政黨團組成的條件，提高為需

有立法委員八人以上，或於立法委員選舉得票比率已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方

能組成黨團享有其權益，如當選之立法委員無法達到八人時，亦得由無黨籍及小

                                                 
16 補助經費是依所屬黨團立法委員數來決定。 
17 當時的黨團有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新黨、還包括成員各有五人的新國家連線、超黨派聯

盟、無黨籍聯盟等三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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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成員組成黨團；至於政黨人數未達八人或無黨籍之委員，亦得加入其他黨團之

運作，但未強制規定要加入黨團運作，當時立法院還是偶有不參加黨團運作之立

法委員18（許劍英，2006）。 

第五、六屆立法院中以政黨到達門檻組成黨團者有：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

黨、親民黨、臺灣團結聯盟等四個黨團及無黨籍立法委員八人所組成無黨聯盟，

共五個黨團，此時為民主進步黨執政之分立政府。 

四、第七屆立法院時期 

2008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配合 2005年修憲，改為單一選區並將總額縮減為

113席，選舉結果中國國民黨 81席、民主進步黨 28席、其他為 4席，中國國民

黨占絕對多數，加上立法院委員會數縮減、召集委員與程序委員產生改變，民主

進步黨居於弱勢，加上黨團數只有三個，使得立法院政黨生態丕變，黨團間的運

作方式進入新的狀態（楊正平，2011：76），形成超強的一致政府的完全執政。 

五、第八屆立法院時期 

2012年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結果中國國民黨 64席、民主進步黨 40席、

臺灣團結聯盟 3席、親民黨 3席、其他為 3席，中國國民黨雖過半多數，但已無

第七屆的絕對優勢，而在野黨團也增加為 3個，使國會黨團運作較為多元，有關

第八屆立法院黨團及成員見表 3-2。 

表 3-2第八屆立法院黨團及成員統計 

黨 團 成 員 數 註 

中國國民黨 64   

民主進步黨 40   

親民黨 3   

臺灣團結聯盟 3   

無黨聯盟 2   

其他 1   

總 計 1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8 第五、六屆立法院期間，例如邱創良、楊文欣、陳文茜、高金素梅等人都有一段時期未參加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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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多年來立法院黨團多以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為主，但其中會由兩黨

再分出若干黨團，包括：親民黨、新黨、臺灣團結聯盟、無黨籍聯盟、民主聯盟、

非政黨聯盟、超黨派聯盟、新國家連線等，立法院主要黨團分分合合，黨團演進

見圖 3-1 

 

 

 

 

 

 

 

 

 

 

 

 

 

 

 

 
 

圖 3-1  第二~八立法院主要之黨團演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貳、立法院黨團組成之法源 

一般民主國家的國會都設有國會黨團，由同黨國會議員組成。關於立法院黨

團設置相關法源依據，係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各委員

                                                                                                                                               
團。 

中國國民黨 民主進步黨 

新黨 

親民黨 

第 八 屆 立 法 院 

臺灣團結聯盟 

新國家連線 

無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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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組織法及立法院議事規則之規定。茲將其法律規定說明如下： 

一、立法院組織法之規定 

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 33條之規定： 

「每屆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席次達三席且席次較多之五個政黨得各組成黨

團；席次相同時，以抽籤決定組成之。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

團。每一政黨以組成一黨團為限；每一黨團至少須維持三人以上。 

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

團。黨團未達五個時，得合組四人以上之政團；依第四項將名單送交

人事處之政團，以席次較多者優先組成，黨（政）團總數合計以五個

為限。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 

各黨團應於每年首次會期開議日前一日，將各黨團所屬委員名單經

黨團負責人簽名後，送交人事處，以供認定委員所參加之黨團。黨團

辦公室由立法院提供之。」 

由此條文規定可知黨團成立之要件為（立法院法制局， 2012）： 

（一） 所屬政黨在立法院擁有 3名以上立法委員。 

（二） 所屬政黨於立法委員選舉時，得票比率已達百分之 5以上之政黨。 

（三） 未能依前二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合組 4人成立黨團。 

（四） 黨（政）團總數合計以五個為上限。 

有關黨團之認定，則應於每一會期開議日前一日，由各黨團將所屬委員名單

經黨團負責人簽名後，送交立法院人事處，以供認定委員所參加之黨團。 

黨團辦公室依其成員19人數由立法院提供適當處所，另包括電話、水電、辦公

設備等亦由立法院提供20（羅傳賢，2011）。 

                                                 
19 指參加該黨團之立法委員。 
20 見「立法院政黨黨團辦設置辦法」第 4-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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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關於黨團運作相關法條，規定最為充足，分別說明如下：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0條 之 1規定： 

「第二讀會討論各委員會議決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得經院會同意，不須

討論，逕依審查意見處理。」 

規定二讀會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處理方式（周萬來，2008）。 

有關政黨代表對行政院院長質詢，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9條規定： 

「每一政黨詢答時間，以各政黨黨團提出人數乘以三十分鐘行之。但其人

數不得逾該黨團人數二分之一。前項參加政黨質詢之委員名單，由各

政黨於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前一日向秘書長提出。代表政黨質詢之立

法委員，不得提出個人質詢。…」 

在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時，政黨黨團依立法委員人數獲得時間，以黨團名義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羅傳賢，2011）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為黨團協商專章，對於黨團運作、協商有相當明

確的規範，分別說明如下（立法院法制局，2012）： 

該法第 68條規定黨團協商條件： 

「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協

商。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委員提出異

議，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各委員會審查議案

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行協商。」 

此乃黨團協商主要是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之法律依據。 

至有關黨團協商參加者及舉行時間與與方式之規定，依該法第 69條規定： 

「黨團協商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各黨團負責人或黨鞭出席參加；並由

院長主持，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副院長主持。前項會議原則上於

每週星期三舉行，在休會或停會期間，如有必要時，亦得舉行，其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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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日期由主席通知。 」 

黨團協商原則上在會期間每週星期三舉行，由院長主持、副院長及各黨團負

責人或黨鞭出席。 

關於黨團協商代參加表之指派，依該法第 70條規定： 

「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由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通知

各黨團書面簽名指派代表二人參加，該院會說明人為當然代表，並由

其擔任協商主席。…各黨團指派之代表，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

議案進行協商時..全程錄影、錄音、記錄，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 

黨團協商由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協商全程錄影、錄音、

記錄，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周萬來，2008）  

其黨團協商之期限協商結論，依該法第 71條與 72條規定：  

「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簽名，作成協商結論，….於

院會宣讀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如

有出席委員提議，八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得對其全部或一部提出異

議，並由院會就異議部分表決。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一個月無法達成

共識者，由院會定期處理。」 

黨團協商經各黨團達成共識後，應作成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刊登公

報。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出席委員八人以上提議，得對其全部或一部提

出異議，並由院會就異議部分表決。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者，

由院會定期處理（立法院法制局，2012）  

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限制之例外，依該法第 13章 附則 第 75條規定： 

「符合立法院組織法第 33 條規定之黨團，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得以黨團

名義提案，不受本法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 

故凡以黨團名義之提案，可不受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羅傳賢，2011）。 

三、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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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3條及第 10條，對黨團及其認定有相關之規定。 

各黨團在委員會席次分配方式依該法第 3條 之 3規定： 

「各黨團在各委員會席次，依政黨比例分配。分配算式如下：（各黨團人

數／院會席次－第三條之二 委員總數）×（13─依第三條之二抽籤分

配至各委員會委員席次），依前項算式分配席次如有餘數，且所屬委員

尚未分配完竣之黨團，由餘數總和較大者，依序於未達最低額之委員

會選擇增加一席次；各委員會席次均達最低額時，得於未達最高額之

委員會中選擇之，至所分配總席次等於各黨團人數止。」 

各黨團在各委員會席次，依政黨比例算式加以分配。 

對未參加政團委員加入委員會，依該法第 3條 之 2規定： 

「未參加黨團或所參加黨團之院會席次比例於各委員會不足分配一席次

之委員，應抽籤平均參加各委員會；其抽籤辦法另定之。前項院會席

次，以每屆宣誓就職之委員數計之；如有異動，於每年首次會期開議

日重計之。」 

未參加黨團之委員參加委員會應以抽籤方式，平均參加各委員會（周萬來，

2008）。  

委員會審查議案協商，依該法第十條之一規定： 

「各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完畢後，應就該議案應否交由黨團協商，予以議

決。 」 

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後，應議決就該議案應否交由黨團協商（立法院法制局， 

2012）  

四、立法院議事規則之規定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條及第 59條，也對黨團及其認定有相關之規定。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條規定： 

「立法委員席次於每屆第一會期開議三日前，由院長召集各黨團會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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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席次如有變更時亦同。前項席次於開議前一日仍未商定者，由委

員親自抽籤定之。」 

由此條文規定，可知立法委員席次認定之程序為，於每屆第一會期開議三

日前，由立法院長召集各黨團會商定之，而遇到席次有變更21時亦同。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規定： 

「符合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黨團，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以黨

團名義提案，不受本規則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 

此條文使得黨團於議事運作時，有一定的地位，不受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

制，操作上更為方便（羅傳賢，2011）。 

參、立法院主要黨團組織與運作 

茲就第八屆立法院的黨團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等立法院黨團之組織及其

運作模式分述如下： 

一、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民主進步黨 1993年 1月 17日於第二屆立法院成立黨團，黨團由全體黨籍之

立法委員及不具有民主進步黨黨籍之立法委員，但經黨團會議議決同意加入者組

成22，其設有黨團幹部及若干機關，黨團成員享有出席黨團會議、選舉黨團幹部、

被選舉為黨團幹部、參加各政策小組、被推舉為該黨團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候選人

及其他應享之權利，但也要遵守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之決議、繳納成員分擔

金及其他應盡之義務；不同於中國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民主進步黨的立法院黨

團自主性比較高。有關相關組織與職權，依據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組織規程，

分別說明如下 

（一）黨團組織與幹部 

                                                 
21 如立法委員去職、解職或死亡及補選、遞補等情況。 
22 依「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組織規程」第三條規定，允許非黨籍立法委員經黨團議決同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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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主要幹部有總召集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黨團成

員連續任立法委員達三屆以上者，為當然候選人；黨團成員應於每屆立法委員就

職日起三日內，就前項候選人採單記投票選舉；幹事長及書記長任期半年連選得

連任，黨團成員連續任立法委員達二屆以上者，為當然候選人。總召集人、幹事

長及書記長任一人出缺時，就該職缺進行改選（民主進步黨，2012）。 

1.總召集人 

總召集人對外代表黨團，並由其擔任黨團會議主席，總召集人因故不能視事

時，由幹事長代行其職權。 

2.幹事長 

幹事長之權責，包括： 

（1）就其權責部分為黨團發言人， 

（2）處理立法院院會及委員會之議事事務， 

（3）負責政黨協商， 

（4）執行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有關前三款之決議。 

副幹事長則襄助幹事長處理前項事務。 

3.書記長 

書記長之權責，包括： 

（1）就其權責部分為黨團發言人。 

（2）指揮黨團行政。 

（3）負責黨政協調23。 

（4）辦理國會外交， 

（5）執行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有關前三款之決議。 

副書記長則襄助書記長處理前項事務務。 

                                                                                                                                               
黨團運作，如第四屆之許添財、李慶雄，第五屆之趙永清、張花冠等人皆是。 
23 為執政黨立法院黨團與行政機關間之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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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委員會召集人 

各委員會召集人負責協調處理各該委員會之議事相關事項。 

5.各政策小組召集人 

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職權為： 

（1）為黨推舉之中央黨部政策委員會委員， 

（2）召開政策小組會議，彙整政策建議， 

（3）政策小組召集人得就重大政策之研議、預算編列等事宜，邀請相關部會

首長召開「黨政協調會報」， 

（4）政策小組召集人負責委員會之議案協商、動員、盯場輪值等委員會相關

事宜， 

（5）政策小組召集人於委員會召開時，應全程與會，以掌握議事之進行與法

案之進度。 

另設黨團紀律會議為黨團紀律維護機構，黨團助理人事評審及管理小組處理

黨團助理人事相關事宜。 

(二)黨團會議 

黨團會議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之最高決策機構，於立法院開會期間，每

週二定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黨團臨時會議，於立法院休會期間視需要召開

之。經黨團成員總額五分之一以上提議，應召開黨團臨時會議，黨團會議以總召

集人為主席，總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以副總召集人為主席。總召集人及副總

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成員互推一人為主席24。 

二、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中國國民黨最早於 1951年 9月便成立「立法委員黨部」，演進至今日之「立

                                                 
24 參照「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組織規程」第 13-1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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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黨團」，依其組織及沿革，最主要決策中心在中央委員會之常務委員會，簡

稱「中常會」，由黨、政、商、工及民代等各界菁英，共 31人組成，每週開會一

次，中常會針對重大政策作成決議，再交由各委員會研究或執行，而中國國民黨

在立法院的黨政運作，最上層為中央「政策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25，副執行長

若干人，政策委員會下設政策協調部、政策研究部、政黨工作部、大陸事務部、

及綜合企畫部，其中政策協調部置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負責協助立法院黨

團書記長做政策協調事務（中國國民黨，2012）。有關相關組織與職權，依據中

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組織運作規則，分別說明如下。 

（一）黨團組織與幹部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由該黨立法委員組成，成員平等，享有選舉權、被

選舉權、表決權、提案權、動議權，訂有黨團運作規則26。 

1.黨團主任 

立法院黨團主任承中央政策會之命27，執行及督導立法院各項議案進度與黨

的政策指令。 

2.副主任 

立法院黨團副主任承中央政策會之命，襄助黨團主任執行及督導黨的各項政

策。 

3.書記長 

立法院黨團書記長綜理黨團動員事務，並監督所屬貫徹該黨政策，由前會期

首席副書記長擔任，任期為一會期，無首席副書記長時，則以選舉方式產生；書

記長可以說是目前黨團運作之重心。 

                                                 
25 政策會執行長由黨中央任命。 
26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組織運作規則。 
27 黨團主任、副主任不一定要由立法委員出任，但正、副書記長則一定要由黨團之立法委員選舉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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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首席副書記長 

立法院黨團首席副書記長襄助書記長執行黨的政策，於立法院會期開議前，

由黨團成員互選之，並依黨團組織規程規定：首席副書記長為下一會期之書記長。 

5.副書記長 

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襄助書記長執行該黨政策，由書記長就黨團成員於立法

院各委員會遴選一員，陳報該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核定。 

6.委員長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在立法院各委員會設置委員長一名，協助執行該黨政

策、黨團決議；動員委員出席院會及委員會。於立法院各委員會置一名委員長，

於每會期參加各委員會定案後一星期內，由各該委員會委員互選之，連選得連任。 

另外黨團還設立反映民意協調會，由各委員會自行召集，委員長任召集人，

辦理各委員會委員黨員反映選民請願及民情等事項。 

（二）黨團會議之運作 

1.黨團大會 

為黨團最高決策機構，由書記長召集；或經黨團成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連署

請求，亦得召集。就黨團相關重要事項議決，其決議委員應服從之。大會須有三

分之一以上成員出席，方得開會。議事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議決之。 

 2.立法院工作會幹部會議 

由工作會主任召集，副主任、書記長、委員長及黨務專職幹部參加，由中央

政策會執行長列席指導；於立法院會議期間，每週至少開會一次，研討決定本週

議事運作內容。 

3. 反應民意協調會 

由各委員會自行召集，委員長任召集人，成員包括：各委員會所屬部會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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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首長、國會聯絡人及黨團成員，於立法院開議期間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反應各

委員會成員選民請願事項，彙整後陳報立法院工作會，轉呈中央政策會協調相關

單位協助解決之。 

對於資深倫理制度的建立，以民主進步黨黨團在其組織規程中規定，黨團成

員所配得之名額，一半依年資高低次序充任之；餘者抽籤決定之。黨團成員未曾

出任一屆次程序委員者，不得出任召集委員；中國國民黨對於黨團幹部之職權及

黨團協商之規定最為明確，而臺灣團結聯盟與親民黨因成立時間短，特別是臺灣

團結聯盟黨團成員人數少，比較難以實施資深制。 

第二節 我國政黨輪替之政黨生態 

2000年政黨輪替和平轉移政權，由民主進步黨總統主導的政府組成，而立法

院是由泛藍陣營占多數席次。因此在陳水扁總統八年的執政期間，所組成的政府

可說是典型的「分立政府」；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因國民黨在國會握有多數席

次，形成「一致政府」。有關我國政黨輪替之政黨生態（戴寶村，2011），分別

說明如下。 

壹、我國政黨沿革與生態 

法國伏爾泰(F.Volaire)指出：「政黨本身並不可惡的；而派系(faction)常是令人

憎惡的。」，「政黨」(party)名稱的使用，逐漸取代具有貶謫意味的「派系」(faction)

一詞，以及「政黨」未必就是「派系」、不盡然是壞東西、不一定有害於公益的

觀念被人接受，是同時發生的（何景榮譯，Paul Pennings & Jan-Erik Lane著，2006）。 

總統與國會選舉制度對政黨政治之影響論及選舉制度對政黨政治的影響，主

要為政黨數目的變化，我國總統選舉制度與國會主要選舉制度不同，而這兩種選

舉制度，基本上是把政黨體系朝向不同方向發展。我國國會選舉制度對臺灣政黨

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之影響力顯然較高，其並沒有讓執政黨享有高度超額代表的利

益，並且部分促成臺灣政黨體系朝向多黨制與派系分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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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政黨沿革 
政黨起源可透過制度、歷史情勢、發展的觀點來探討，政黨的出現和國會制

度的演進及選民數目的增長有關；政治系統於遭遇危機時，會導致政黨的出現，

政黨也會因國家經濟發展而產生（王保鍵，2008：191），其關係見圖3-2： 

 
  
 
                                                                             
 

 
圖 3-2  政黨起源系統圖 

資料來源：王保鍵，2008：191 

我國目前主要政黨有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兩大黨，有關我國主要締政黨

沿革及發展分別說明如下： 

（一）、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政黨，其理想在於建設中華民國成為一個

自由、民主、富強、尊嚴的現代化國家；悠久之歷史，就是為實現此一完美理想

而奮鬥匪懈的光榮記錄。清光緒20年（1894年），孫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覺者之睿

智與遠識，赴檀香山號召華僑親友，創立「興中會」革命救國組織，是為中國國

民黨之誕生。1905年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光復會等幾個重要革命團體，組成同盟

會於日本東京；1911年8月，同盟會又聯合數個政黨組成國民黨於北京；1914年7

月，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於日本東京；民國八年，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

民黨（KMT）。至1924年1月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組完成，進入中國

國民黨階段，迄今一共舉行過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也都一一達成各階段之任務

與時代使命（中國國民黨網站，2012），對國家對社會都做出歷史性貢獻，而黨

也從革命黨，革命民主政黨，演進為現代化的民主政黨（democratic party）。 

國政府播遷臺灣以後，中國國民黨歷任領導人篤行三民主義，勵精圖治，從

政黨起源 

制度的觀點 

歷史情勢觀點 

發展的觀點 

政黨的出現和國會制度的演進及選民數目

的增長有關 

政治系統於遭遇危機時，會導致政黨的出現 

因國家經濟之發展所產生 

如英國的

保守黨 

如德國的

納粹黨 

如歐陸的

綠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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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土地改革起，繼以推動經濟建設，發展文教科技，致力憲政改革，宏揚民主

政治，改善兩岸關係，創造出舉世稱羨的「臺灣經驗」，但沒有1949年國民黨退

守臺灣，1950年厲行改造，重整革命陣容，堅守民主自由基地，擊退中共軍事進

犯，臺灣早就淪為共產黨統治，也就絕對不會有今日統獨之爭的問題。威權政治

體制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礎，對民間社會進行控制與支配，這種控制與支配的

關係，表現在政治上，是對人民基本人權與基本參政權的限制；在經濟上，是對

經濟活動市場行為的操縱與管制；在社會上，是對人民團體與社會運動的動員與

壓制；至於在文化上，則是意識形態與傳播媒體的操控。國民黨在臺灣執政50餘

年，保衛中華民國安全，免於被中共赤化的危機，埋首各方面建設，締造舉世欽

羨的「經濟奇蹟」，讓臺灣人民享受比較富足繁榮的生活，回顧中國國民黨歷史，

飽經風雨，與困頓和失敗的恥辱，也屢見不鮮（戴寶村，2011）。在這個國民黨

獨佔政治資源的政體裡，國民黨在臺灣地區透過改造運動以及宣布戒嚴令的結

果，塑造了一個黨政合一的威權體制，再加上缺乏反對黨的有效監督，使得早期

國民黨的「以黨領政」理念得以貫徹。 

中國國民黨歷史，歷任領導人總理孫中山、總裁蔣中正、蔣經國主席、李登

輝，連戰，馬英九及吳伯雄，為因應時勢變化，孫總理蔣總裁皆曾多次實行黨的

改造，也都為黨扭轉危局，重啟生機。 

2000年3月中國國民黨敗選失去執政優勢之後，全黨痛定思痛，擁戴連主席戰

先生及厲行黨務再造，堅持黨的理想，確立黨的奮鬥目標，強健黨的生命力，提

振黨的競爭力，捍衛國家的政黨，唯其繼續執政，方能確保國家最大的安定與發

展（中國國民黨網站，2012）。 

（二）、民主進步黨 

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簡稱DPP），由黨外運

動各團體於1986年解除戒嚴與黨禁前整合而成，1980年代，黨外實力逐漸整合，

最終在1985年組成「黨外後援會」，開始具備政黨的雛形。同年黨外後援會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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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參選該年的台北市議員選舉，結果全數當選，1986年7月起，由黨外人士組成

的「建黨十人小組」開始秘密進行組黨事宜，1986年9月28日，由132名與會的黨

外後援會，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敦睦廳開會，對於籌組新黨開始討論，最後採用由

謝長廷及尤清主張的「民主進步黨」作為黨名，正式宣布組建民主進步黨，民主

進步黨創黨後十人小組又增加八人，擴大成為「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11月10

日舉行第一次全代會，由費希平擔任大會主席，逐條討論，由黃爾璇、尤清與傅

正三人起草的黨章與黨綱。黨章除保留第12條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及第13條中央執

行委員會議，其餘完全照草案通過；黨綱全文139條，則採全案表決通過。當晚由

黨員代表選出黃爾璇等31位中央執行委員，再由中執委選出11位中央常務執行委

員，11位中常委選舉黨主席，會中由曾擔任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的江鵬堅擊敗黨

外大老費希平，當選首任黨主席（民主進步黨網站，2012）。 

民主進步黨乃中華民國在臺灣第一個具真正意義的體制內反對黨（the 

opposition），也是繼日治時代的臺灣民眾黨後第二個實際參政的中華民國政黨，

同時是中華民國目前最大的本土派政黨；於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至2008年間成為

中華民國的執政黨（the government），2008年大選下野後至今仍為最大在野黨（薛

化元，2011）。 

其全國代表大會為黨的最高權力機構，每一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一次，

主要職責是修改黨綱、黨章、選舉或罷免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等。中央執行委員

會為常設權力機構，共有委員35人（包括黨主席），中執會執行委員（中執委）

職務也是各派系競逐的焦點，委員中14人為常務執行委員（中常委）。其黨主席

當選方式分為：在野時由黨員直選，任期2年，可連任1次。民主進步黨也在各地

方設立海外黨部、地方黨部與基層組織，其黨員最多是2009年有458,551人，至2012

年，民主進步黨全國黨員總數有335,643人，其中民主進步黨全國黨代表共計287

人（包括全國各個地區黨部284人，勞工黨部2人，全國原住民代表1人）。 

執政時由總統兼任，任期與總統任期相同。中央評議委員會有委員11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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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各項工作進行監督，由全代會選舉產生。中央黨部還下設國際事務部、組織

推廣部、文化宣傳部、社會發展部、婦女發展部、青年發展部、客家事務部、原

住民事務部、網路發展部等9個部，財務委員會、政策委員會等2個會，以及1個民

意調查中心、1所黨校（臺灣民主學校）和1個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民主

進步黨網站，2012）。 

二、我國國會政黨之生態 
理論上政黨體系(party system)通常是指一個政治體系中的政黨，其彼此間關係

所構成的模式。一般探討政黨之生態，自然要由政黨體系開始，包括：政黨數目、

目標、力量、結構以及支持來源的比較來分析，在此主要從政黨數目角度來探討

（雷飛龍譯，Sartori G.著，2002）。而我國國會政黨之生態發展，由戒嚴時期的一

黨專制、一黨獨大制，隨解嚴之後逐漸轉變多黨制，至第七屆立法院改為單一選

區兩票制形成今日的兩黨制，以民主進步黨為首的泛綠聯盟，和以國民黨為首的

泛藍聯盟並列為國兩大政治陣營（葛永光，2001）。分別說明如下： 

（一）一黨獨大制 

一黨制可再分為兩種態樣，一為獨裁政體中的極權政黨；二為民主政體中的

一黨獨大政黨或支配性政黨。而我國第一屆立法院，因動員戡亂時期無法改選，

因此中國國民黨在國會取得多數席次達數十年，形成一黨獨大制。 

（二）多黨制 

多黨制是指執政權由兩個以上政黨所組成的執政聯盟所掌握的，通常是在採

用內閣制之國家。國會改選後，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完全控制國會。因此在大選後

要組成政府(內閣)時，通常要由許多不同政黨結合才能產生，例如：德、法、義

等國屬於多黨制。 

依薩托利(Giovanni Sanori)的觀點，多黨制又可分為溫和多黨制(moderate 

multi-party system)與極端多黨制(extreme multi-party system)二種（雷飛龍譯，Sartori 

G.著，2002）。而因動員戡亂時期無法改選第一屆立法院，於 1991年全面改選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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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國民黨在國會喪失絕對多數的席次，其他政黨取得相對席次，形成

以藍綠競爭之多黨制之時期。 

（三）兩黨制 

兩黨制乃是指有兩個主要政黨為在政治上彼此競爭，勝選之政黨掌握執政

權、敗選之政黨則在野監督；但這個在野黨通常會在下一次的改選中成為執政黨，

形成一個輪流執政的情況，例如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 

至第七屆立法院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立法院政黨生態已由多黨制轉為兩黨

制，，以民主進步黨為首的泛綠聯盟，和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聯盟並列為國兩大

政治陣營 

貳、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臺灣是總統制國家，立法委員雖有立法權，但對行政院長任命已無權限，因

此在 2000年起總統選舉起，每逢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政黨獲得立法委員席次與

取得總統的執政黨，都會造成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狀態，關於 2000年第一次政

黨輪替後政局，分別以 2000年總統選舉、2001年第 5屆立法委員選舉、2004年

總統選舉、2004年第 6 屆立法委員選舉、2008 年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後之政治生

態說明之。 

一、2000 年總統選舉 

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也是中華民國第二次全民直選總統、副總

統，於 2000 年 3 月 18 日舉行，共有 5 組候選人參選。參加這次選舉的選民人數

超過 1,200 萬，投票率達 82.69%，最後由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副總統

候選人呂秀蓮當選，達成中華民國建國以來，也是臺灣政治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

（薛化元，2011）。 

該次選舉是李登輝總統在位 12 年的李登輝卸任後的首次選舉，當時臺灣社會

瀰漫尋求政治改革的氣氛，執政已逾半世紀的中國國民黨，在 1990 年代以來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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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舉中受到民主進步黨的挑戰，民主進步黨更提名當時政治聲望如日中天的陳

水扁參選，加上原任臺灣省省長的宋楚瑜與國民黨主流派不和而出走參選，均讓

國民黨的執政地位飽受威脅；而前民主進步黨主席許信良和以批判政壇著稱的作

家李敖的加入，更使選情變得渾沌不明。該次選舉後，國民黨進行一連串的黨務

改造，以企圖重新獲得選民支持，而李登輝因國民黨內部的反對聲浪而辭去黨職，

並在此後離開國民黨另立新政黨-臺灣團結聯盟，政治立場也明顯偏向台獨，至於

拿下第二高票的宋楚瑜，則在支持者的期盼下創立親民黨，後又與李登輝離開後

的國民黨合作。臺灣政壇在該次選舉後，逐漸走向藍綠兩大政治勢力的對抗局面

（戴寶村，2011），臺灣也因陳水扁當選，正式進入分立政府的時期。 

二、2001 年第 5 屆立法委員選舉 

2001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於

2001 年 12 月 1 日舉行，全部 225 個立法委員席次中，包括 168 名區域立委、41

名不分區立委、8名僑選立委與 8名原住民立委，此次的國會選舉，演變成泛藍與

泛綠之爭。 

選舉結果，民主進步黨獲得 87席，較上屆選舉增加 17席，成為立法院第一大

黨；國民黨獲得 68 席，銳減 55 席，由第一大黨降為第二大黨；新成立的親民黨

一舉奪得 46 席，取代新黨成為第三大黨；另一新成立的政黨-臺灣團結聯盟，則

獲得 13席，為第四大黨；而原本居於「關鍵少數」地位的新黨，僅獲得 1席，完

全失去在立法院的影響力（戴寶村，2011）。國民黨雖然失去龍頭地位，但與親民

黨、新黨合計席次達 115席，略為過半，泛藍陣營依然足以主導國會。 

2000年總統選舉，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民主進步黨終於搶下執政權。由於國會

由國民黨占半數，為穩定政局，乃委任國民黨籍的國防部長唐飛為行政院長。後

來核四爭議爆發，唐飛辭職，由在國會占少數的民主進步黨組閣，而陳水扁與國

民黨主席連戰會面後，由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國民黨受到屈辱，引起國民黨與

親民黨及新黨大團結，組成在野聯盟。自此，行政院在立法院處處受阻，在野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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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更企圖提出總統罷免案（薛化元，2011），因綠營未能取得國會多數，還是持續

分立政府的時期。 

三、2004 年總統選舉 

中華民國第 11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於 2004 年 3 月 20 日舉行，由尋求連任的

時任總統陳水扁與時任副總統呂秀蓮以 6471970票占 50.11%險勝，代表中國國民

黨連戰、宋楚瑜 6442452票占 49.89% 以不到 3萬票的微小差距驚險獲勝當選。這

次的選舉結果中，兩組候選人的得票率僅相差千分之二，為歷年僅見，而且廢票

高達 33萬票，約為前次總統大選三倍之多。因此，引起泛藍支持者的抗議。中國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表示，要求立即查封所有票箱，以備驗票，後來連宋陣營

提出當選無效之訴與選舉無效之訴經最高法院判決敗訴定讞，連戰、宋楚瑜等人

後來也不得不逐漸默認選舉結果陳水扁為中華民國第 11任總統（薛化元，2011），

因陳水扁當選連任，持續分立政府的時期。 

四、2004 年第 6 屆立法委員選舉 

第 6屆立法委員於 2004年 12月 11日改選，這場選舉是泛綠與泛藍於 2004年

總統選舉後首次全面對決，角逐包括原住民席次在內的 176 個席次。民主進步黨

推薦 129 人；中國國民黨推薦 103 人；親民黨推薦 65 人；臺灣團結聯盟推薦 40

人；無黨團結聯盟推薦 32人；建國黨 4人；新黨推薦 1人；臺灣慧行志工黨 1 人；

工教聯盟 1 人；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共 116 人。全國不分區部分，民主進步黨

登記 31 人；國民黨 24 人；親民黨 19 人；台聯 10 人；無盟 5 人，僑選部分民主

進步黨登記 6 人；國民黨 5 人；親民黨 5 人；台聯 1 人；無盟 1 人（中央選舉委

員會，2012）。 

對於這次的選舉，綠營方面充滿信心，希望挾總統勝選的餘威，民主進步黨希

望能在這次選舉，加上台聯後在國會過半，但選舉結果立法委員區域部分（包括

原住民選區），民主進步黨當選 70 席，中國國民黨 61 席，親民黨 27 席，臺灣團

結聯盟 7 席，無盟 6 席，新黨 1 席，獨立參選 4 席。不分區部分，民主進步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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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國民黨 15 席，親民黨 6 席，台聯 4 席。僑選部分，民主進步黨與國民黨各 3

席，親民黨及台聯各 1 席。由政黨聯盟來看選舉結果，泛藍陣營獲 114 席，佔總

席次 225席的 50.67%；泛綠陣營獲 101席，佔總席次 44.89%；其他黨派獲 10 席，

佔總席次 4.44%（戴寶村，2011）。 

五、2008 年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 

2004年 8月 23日，立法院通過憲法增修條文修正案，並於 2005年 6月 7日經

國民大會複決通過，立法委員席次自第 7屆起減為 113席，任期由 3年改為 4 年，

為全新的立法委員選制（戴寶村，2011），並於 2008年 1月 12日舉行第 7屆立法

委員選舉其特色如下： 

（一）首次實施立法委員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共選出 113席立法委員： 

（二）每縣市至少 1人，各縣市共選出 73人。 

（三）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選出 3人。 

（四）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依政黨得票比例選出 34 人，各政黨當選名

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由於制度上有重大變化，採取區域立委單一選區兩票制，

賦予小型政黨的參選機會，因此，在本次選舉中，除主要傳統政黨參與選舉之外，

其他的小型政黨和最近才成立的新興政黨也加入選戰，第三勢力也試圖尋求進入

國會機會，此次選舉總共有 17個政黨參與。 

在泛藍、泛綠兩大陣營內部整合方面，親民黨此次除了連江縣及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三個區域選區外，在中央選舉委員會登記的黨籍全部以國民黨名義參

選；親民黨亦不以自身名義參與全國不分區選舉，而是與國民黨協商而獲得國民

黨的部分不分區候選名額。而新黨的區域選區候選人早已在 2004年起，在新黨黨

中央認可之下改變黨籍加入國民黨，由該黨背書這些候選人為新黨之立法委員；

與親民黨不同的是，此次新黨以自身名義參與全國不分區選舉，國民黨還禮讓部

分區域候選名額給無黨團結聯盟，民主進步黨則協調出數個選區給台聯，但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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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選區由於協調上的問題，導致有出現同陣營的數個政黨候選人同時登記，造成

各政黨在選戰上出現困擾。 

選舉結果中國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連同其與親民黨及新黨的協調席次共取

得 81席占 71.7%，民主進步黨只取得 27席占 23.9%，無黨團結聯盟 3席，親民黨

1席，無黨籍 1席。此次選舉是中華民國立法院首次使用區域立委單一選區兩票制

的選舉制度，在 73 個採用單一制的選區中，國民黨贏得 57 席，民主進步黨贏得

13 席，無黨聯盟贏得 2 席，無黨籍贏得 1 席；在沿用複數制的原住民選區所有的

6 席中，國民黨贏得 4 席，無黨聯盟贏得 1 席，親民黨贏得 1 席；在 34 席不分區

及僑選委員中，12個參選政黨中，只有國民黨、民主進步黨達到 5%得票率的門檻，

並按各自的得票率分別分獲得 20與 14席（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2012）。 

參、2008 年第二次政黨輪替 
2008年因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贏得選舉，造成二次政黨輪替，分別就 2008

年總統選舉、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2012年總統選舉說明如下： 

一、2008 年總統選舉 

2008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行第四次總統直選，於 2008年 3月 22日舉行，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有兩組，分別為 1 號：民主進步黨提名的謝長廷和蘇貞昌，以及 2

號：中國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和蕭萬長。開票結果，由中國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

及蕭萬長以 7,659,014 票獲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屆總統、副總統，謝長廷、

蘇貞昌 5,444,949 票，得票率 41.55%，這是臺灣政治史上第二次政黨輪替（戴寶

村，2011）。此次選舉是臺灣 2008 年繼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後，一場攸關臺灣政

局未來走向的選舉，中國國民黨在此次選舉獲勝後，同時掌握行政部門及國會過

半席次，達至「完全執政」的一致政府局面。 

二、2012 年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 

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於 2012年 1月 14日舉行，與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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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選舉同時舉行。此次選舉為立法院採用區域立委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的第二

次選舉；同時也是四個新直轄市改制升格後的首次立委全面改選。 

第八屆立法院的席次，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取得過半數的 64 席，最大在野黨民

主進步黨 40席，台聯與親民黨各 3席，無黨團結聯盟 2席，無黨籍 1席（中央選

舉委員會網站，2012）；其中，台聯與親民黨是立法委員選舉採用單一選區兩票制

後，第一次獲得全國不分區席次，並雙雙跨過在立法院成立黨團的門檻，與七屆

立法院選舉比較，在席次上雖然民主進步黨增加、中國國民黨減少，但整體的立

法委員席次還是維持泛藍略大於泛綠的格局。 

三、2012 年總統選舉 

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於 2012年 1月 14日與第八屆立法委員選

舉共同舉行，此次選舉為中華民國第五次總統、副總統公民直選。本次之選舉共

有三組候選人，依號次排序分別為：民主進步黨推薦提名的蔡英文與蘇嘉全、中

國國民黨推薦提名的馬英九與吳敦義、以及用連署方式登記參選的宋楚瑜與林瑞

雄。 

結果中國國民黨馬吳配以 6,891,139票勝出，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副

總統，得票率 51.6024%；民主進步黨英嘉配獲得 6,093,578 票次之，得票率

45.6301%；親民黨宋林配則以 369,588票墊底，得票率 2.7676%。 

中華民國總統自 1996 年直接放民選後，除李登輝未競選連任外；陳水扁和馬

英九均於第二任參選（2004和 2012年）時連任成功。按照近年來總統及立法委員

之選舉結果，所形成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政府狀態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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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1999-2012我國政府狀態表 

時間 總統 行政院長 立法院屆 政府狀態 

88.01.22 - 89.05.20 李登輝二任 蕭萬長 三-四 一致政府 

89.05.20 - 89.10.06 陳水扁首任 唐飛 四 分立政府28 

89.10.06 - 91.02.01 陳水扁首任 張俊雄 四 分立政府 

91.02.01 - 93.05.20 陳水扁首任 游錫堃 五 分立政府 

93.05.20 - 94.02.01 陳水扁二任 游錫堃 五 分立政府 

94.02.01 - 95.01.25 陳水扁二任 謝長廷 六 分立政府 

95.01.25 - 96.05.21 陳水扁二任 蘇貞昌 六 分立政府 

96.05.21 - 97.05.20 陳水扁二任 張俊雄 六-七 分立政府 

97.05.20 - 98.09.10 馬英九首任 劉兆玄 七 一致政府 

98.09.10 - 101.02.05 馬英九首任 吳敦義 七-八 一致政府 

101.02.05-今 馬英九二任 陳冲 八 一致政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臺灣在 1997 年修憲之後的憲政制度，比較偏向總統制的雙首長制，因而總統

大選就是造成政黨輪替的機會。黨團就是國會中的政黨，國會黨團在面對國會中

社會多元的價值及複雜的利益糾葛，黨團除代表政黨及反映出黨員與支持民眾的

意見及期待外，還要透過黨內的民主機制，凝聚黨團成員的共識，提出明確的政

策與方向，讓黨籍議員在政策辯論及表決時有所遵循，並接受選民與傳媒的評價

或監督（阮昭雄，2010：41）。一般民主國家，國會均有各種國會黨團，由同黨國

會議員組成，國會黨團內部的組織、幹部產生方式、決策方式，均攸關國會黨團

的運作（古登美、沈中元、周萬來，2002： 174），也關係國會的運作。 

第三節 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競爭考量因子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形成臺灣歷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結束中國國民

黨超過半世紀的執政局面陳水扁當選後成為「分立政府」，面對泛藍陣營的國會多

                                                 
28 其實陳水扁任命唐飛為行政院長並未獲得中國國民黨同意，不能算是一致政府，但由於有政黨

借將的味道，故將分立政府狀態稱之為「全民政府」。 

http://www.ey.gov.tw/Member_Info.aspx?n=6CAFA8D4F7D63697&s=D78EA22C51DC706E
http://www.ey.gov.tw/Member_Info.aspx?n=6CAFA8D4F7D63697&s=D78EA22C51DC706E
http://www.ey.gov.tw/Member_Info.aspx?n=6CAFA8D4F7D63697&s=71EBB16ADE11EE31
http://www.ey.gov.tw/Member_Info.aspx?n=6CAFA8D4F7D63697&s=B85EE9F8E7E14558
http://www.ey.gov.tw/Member_Info.aspx?n=6CAFA8D4F7D63697&s=40F2D3F528A54598
http://www.ey.gov.tw/Member_Info.aspx?n=6CAFA8D4F7D63697&s=FC77F3723EED0A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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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預算、重大法案、政策，人事同意權等都難過關，而憲政制度權責不明，更

引起的國會中亂象（薛化元，2011）。 

立法院的主要任務包括公共政策相關法律制定，為政府的各項施政提供合法

化的基礎，舉凡法律施行、公共建設、國防、外交、教育、財政、經濟發展等等，

都必須經由立法院討論通過後才能獲得施政法源；此外，國會也可藉由政策制定

過程中的聽證、立法質詢、人事任命同意權及調查權等來達到監督行政部門運作

是否盡職之責（黃輝榮，2008：8），上述相關職權之攻防為國會黨團競爭的目標。 

2000-2012年間由於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分別擔任過執政黨，

不同的是民主進步黨執政時為分立政府，中國國民黨執政時為分立政府一致政

府，因此對於其立法院黨團各有其不同運作之影響。有關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

團競爭考量因子包括國會運作、法律案審查、政府預算審查、國會人事同意權、

立法行政權關係、黨團協商之競爭，分別說明如下； 

壹、國會運作之競爭 
國會是政府組成部門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存在的功能在於透過立法權賦予

政府各項施政的法源並監督行政部門運作，臺灣自1991年已進入政黨競爭時代，

民主化的進程與根基日漸深化，加上國會全面改選，我國立法院政治生態丕變，

國會內部結構已非單一政黨勢力所能支配，而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也使得立法院

和各式民間力量或團體間產生更緊密的連結（林水波、何鴻榮，2003：53），政黨

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相當權威與分配角色，國會黨團則站在立法院國會運作中

第一線中彼此競爭，國會運作包括議事日程排定、法案審查次序、委員會議程、

黨團協商、行政院施政報告等，都會見到朝野政黨之攻防。 

以第五屆立法院為例，在分立政府下在野的國民黨於程序委員會利用席次優

勢，強力杯葛法案排案，以致民主進步黨無法推動法案付委審查，退回程序委員

會或復議方式，「阻擋」法案付委審查，例如悠關臺灣經濟發展的兩岸關係應予適

度開放的兩岸條例相關的修法，即阻擋32次（羅傳賢，2011）。提案退回程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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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次數，民主進步黨第一會期有165次、第二會期150次、第三會期155次（立法

院國會圖書館網站，2012），這些議程攻防的爭端，充分顯示出國會運作是政黨輪

替國會黨團競爭考量最重要的因子。 

貳、法律案審查之競爭 
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決)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

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等職權，立法委員的法律案審查有所理解，黨團對政策制

定的走向或品質才能有效的掌握，立法委員對法律案審查應扮演「法案守門員角

色」，舉凡委員會成員決定（committee assignment）、內部領導權、委員會召集委

員人選等等（張樹新，2000：56），這些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最可能產生影響之因素，

也是法律案審查之競爭的每一環節。 

提案是法律案審查的第1個步驟，提案的來源為：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

監察院、立法委員及符合立法院組織法規定之黨團，提案先送程序委員會，經程

序委員會審定後列入議程。程序委員會由各政黨依其在立法院席次之比例分配，

負責排定院會審議法案的先後順序，多數黨團的攻防便於此進行第一戰。法律案

列入議程報告事項，於院會中一讀朗讀標題後，就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或逕付二

讀不予審議，委員會審查議案時，性質相同者可以併案審查；此階段又是黨團的

競爭另一重點；議案審查完畢還要議決是否要交由黨團協商（周萬來，2008）。 

二讀時先朗讀議案，再進行廣泛討論及逐條討論，在立法院二讀會是相當重

要的關鍵，對於議案之深入討論、修正、重付審查、撤銷、撤回等，都是在這此

階段決議。如經過二讀通過之議案，按照規定應於下次會議進行三讀，三讀會除

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相牴觸者外，祇得為文字之修正；

如有出席委員提議，15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於二讀後繼續三讀，

目前立法院都採此方式（許劍英，2006：46）。 

在分立政府時期，民主進步黨經常指控國民黨立院黨團強力杯葛法案審查，

但到一致政府時期國民黨團反批民主進步黨常常以抗爭手段癱瘓國會、阻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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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法律案審查是政黨輪替國會黨團競爭考量的因子之一。有關立法院法審查

流程見圖3-3 

 

圖 3-3 立法院法審查流程圖 

資料來源：立法院網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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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府預算審查之競爭 

英國議會在1689 年通過權力法案，確定未經議會同意，不能徵收賦稅的傳統，

自此國會擁有預算審核權，政府預算都要由人民所選任的代表審議通過，才能按

照編定的預算，來徵收稅款及動支經費，為代議政治的重要功能（鍾宜家，2001）。 

預算為政府施政之根本，審查、議決預算案，是立法院監督政府施政的最佳

途徑，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4個月前，將下年度總預算案提出立法院審議；立法

院應於會計年度開始1個月前議決；並於會計年度開始15日前由總統公布，立法院

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亦不得就預算科目間予以增減

移動，至於總決算之審核報告則由審計長提出（游憲廷，2009）。分立政府期間立

法院「朝小野大」的結構，以及政黨之間欠缺妥協與包容的政治文化，朝野針對

政治角力的攻防戰，使行政與立法深陷在互動不良的泥沼中，明顯反映在歷年來

總預算的審議結果之上（鄭雪梅，2011：33）。 

2102年立法院刪減明年各部會預算提案有5000多件，往年僅3000多件，該年

審查預算狀況很不一樣，國會角色吃重，除審查預算，立法院對每項重大政策都

以民意為基礎，政府預算在審查分配的過程當中是「非常政治」的，因為它牽涉

到利益的競爭與資源的重分配，立法院朝野黨團，在協商2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民進黨團提案刪減預算項目約六百案，刪減總金額約四百億元，台聯黨團

與親民黨團也提出總計近五百個刪減預算提案，強力監督政府「撙節支出」，而國

民黨則對於預算盡力爭取，展現在野黨與執政黨在政府預算審查競爭之態勢。 

黨團運作原本旨在提升立法院議事運作的效率，但在密室協商的過程容易滲

入個人意識或非理性的因素，以致讓政府總預算審查成為政治利益交換與政黨攻

防的競爭。 

肆、國會人事同意權之競爭 

國會行使人事同意權，為許多歐美先進國家政府高層官員得獲任命的主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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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一，我國則依據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之對象包

括了司法院正副院長與大法官、考試院正副院長與考試委員、監察院正副院長、

監察委員與審計部審計長等，總統提名上述人員，必須獲得立法院同意後方得任

命之。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立法院在行使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

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1/2之同意

為通過。」，另外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由總統提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委

員則由行政院長提名，均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以院會出席委員之過半數為同意

門檻。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同意行使的規範而來看，立法院對於總統所提名

而須經國會同意方能任命之人事案，並非只是扮演橡皮圖章之功能。其中立法院

須對總統所提名之人的「資格」與「是否適任」等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

最後還要提至院會投票（立法院法制局，2008）。 

但國會行使同意權時，也須適度注意其範圍，過度強調國會的主導性而逾越

了行政權的範圍，對權力分立與制衡的精神也是一種破壞。至於國會杯葛審查總

統的提名，甚或有意在實質審查前要求總統重新提名，則並非可取之途徑。而現

有的審查程序，是否讓立法院透過協商模式的確立，讓總統於提名相關候選人時

不得不考量實際政治情勢，而非以酬庸或製造議題方式提名候選人。例如分立政

府時期，當時台灣政壇意識形態嚴重對立，由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卻扭曲良好

的本意，監委提名人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封殺了行使同意權之議程，並放話要

總統退回此一名單，先經政黨協商出名單之後，再重新提出監委提名名單，以待

立院行使同意權，此為國會人事同意權之競爭（陳佳吉，2008）。 

從我國國會同意權制度之探討國會黨團人事同意權之競爭，我們發現台灣立

法院意識形態之爭嚴重，總統與國會多數黨若屬同一個政黨，人事同意權就沒有

問題，若不屬同一個政黨，國會就會盲目抵制。在不同政府體制之下，有關國會

同意權設計的制度意涵有著根本的差異；總統制國家強調機關間的權力分立與相

互制衡，內閣制國家則偏重提供民主正當性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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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黨團協商之競爭 
立法院之黨團協商幾乎可以主導所有的議案，經常於黨團協商時全盤推翻委

員會審議之結果，使得委員會審議形同虛工，黨團協商機制的建立，雖可化解院

會二讀時可能發生的政治性或政黨歧異，使「院會政黨化」；即院會的決策過程被

限制在黨團協商結果的共識疇內，冗長二讀討論的情形顯著滅少，但如此包裹式

的協商機制卻取代了委員會專業的審查過程，卻造成委員會法案審查空洞化之缺

失，使其功能嚴重萎縮（郭明政，2011）。雖然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十條之一，

將委員會審查完畢之議案是否交由黨團協商，可以由委員會議決，此一突破使委

員會萎縮的功能稍有改善，專業受到尊重，但到院會審查時，如果有出席委員提

出異議，經出席20名立法委員以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故此一功

能還是有其受限之處。也因為只有黨團協商才能「拍板定案」，甚至可能全盤推發

委員會審查的結果，使委員會的審查流於形式，實質壓縮了委員會的重要性（羅

國豪，2005：38）。 

自陳水扁於2000年當選總統，因行政院宣布停建第四核能發電廠，而與在野

黨引發一連串衝突，最後甚至演變為國民黨在立法院提出罷免總統的政治風暴。

由於民主進步黨在立法院中屬於少數之執政黨，無法展現執行之實力，經常遭到

在野黨聯盟聯手杯葛，並以關閉朝野協商之大門對抗執政黨，此時「黨團協商」

機制遇到空前的困境（楊超，2008）。 

各界對立法院改革的期待及民生法案審查的壓力，迫使各黨團領導人深入協

調對立與衝突，希望能順利化解朝野的歧見，以增進議事效率，通過民生期待之

法案，黨鞭會定期針對法案及議事進行協調，化解彼此歧見，成為黨團運作與競

爭的終極戰場。  

 

原本在野職司監督角色的政黨，透過選舉取得多數的民意正當性支持而成為

執政黨，原執政的政黨則失去執政權而成為在野黨，這種執政政黨更替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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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政黨輪替（陳雲龍，2005），政黨輪替中國會黨團競爭考量因子探討包括國會

運作、法律案審查、政府預算審查、國會人事同意權、黨團協商之競爭，這些競

爭都有可能影響選舉而產生政黨輪替。由於過去國民黨強勢的行政領導及以黨領

政的一黨獨大特色，使得立法院對政策方向無多置喙的餘地，但隨著民主化而來

的政治生態改變，民進黨的掘起，立法院的自主性大增，國會黨團在國會運作過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競爭方式上也不盡相同。 

第四節 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競爭模式 

政黨輪替是指由不同政黨在野黨接替前一政黨擔任執政黨的狀況，輪替可能透

過民主選舉的方式進行，也可以暴力或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但民主國家都是

透過選舉方式進行的政權移轉，兩次政黨輪替後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分別擔

任過執政黨，其立法院黨團運作也會隨之轉變。第八屆立法院成立黨團之政黨有

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親民黨、臺灣團結聯盟等四政黨，及由無黨籍立法委

員所組成的「無黨聯盟」，共有五個黨團。 

立法院各黨團在國會整體意志之形成中扮演關鍵的組織、指揮、協調及運作角

色，黨團原則上是由同黨國會議員所組成，對外與其他黨團進行政策競爭與制衡；

對內國會黨團的內部組織與紀律、黨團領導人、幹部產生方式及決策過程，都會

影響到國會黨團運作的品質（羅傳賢，2011）。我國行政與立法間的關係中，因著

憲政所賦予權力的差異，臺灣的總統在國會中所扮演的立法角色也較為模糊難

辨，但總統所領導的行政體系在立法過程的參與，仍是立法過程研究中不可忽略

的部分。因此美國關於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競爭模式的相關文獻，仍然提供分析

臺灣的國會黨團競爭過程的影響，以及行政立法間不同政黨關係競爭模式研究相

當有助益的基礎（楊婉瑩，2003）。有關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競爭模式包

括有政黨席次、民意支持、國會派系、意識形態、法案審查競爭模式等，分別說

明如下： 

壹、政黨席次競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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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是以執政為目標的政治組織，政黨通常有特定的政治目標和意識形態，針

對國家和社會議題有各自的主張，提出政策展現願景，爭取選票支持。有關我國

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政黨席次」競爭模式，自然是透過選舉取得立法院多數立

法委員席次，以達到掌控立法院為目的，在代議制民主政體裡，政黨爭取執政的

手段為選舉，或組成政治聯盟，在必要時聯合執政（雷飛龍譯，SartoriG.著，

2002）。有些國家受選舉制度影響，政治只由少數政黨輪流壟斷，例如：美國的共

和黨和民主黨、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以及日本的自由民主黨和民主黨，這些國

家只有兩個主要政黨能取得組成政府的權力，在沒有改變制度的情況下，其他小

黨便難以贏得選舉（林劍秋譯，Ranney,A.著，1991）。 

政治學理「聯合政府」係內閣制國家在無一政黨取得國會過半席次，以組成內

閣的憲政危機中，由相對多數的政黨與較有合作意願的少數黨所聯合組成國會過

半席次，平分內閣政治職位的政治機制設計，以達成執政目的。在以下政治環境：

一、政黨國會席次未過半；二、相對多數的政黨邀請有意願合作的政黨參與內閣

組合；三、各內閣政黨都須有可以接受的政治職位分配；四、內閣係具有政治實

權的政治機制。方有組成聯合政府之要件，但若未有上述條件，組成聯合政府不

但沒在有必要，而且不能在政治發展上出現顯著的正面功能（紀俊臣，2012）。此

時國會席次雖可過半，但各內閣政黨間必須「捨異求同」，將個別的特殊政治立場

有所抑制，企求共識，以形成各內閣政黨皆可接受的政策取向，始能穩定政局。 

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政黨席次」競爭模式，自

立法委員單一選區兩票制實施後，將會促使選舉焦點集中在各政黨間政策立場的

差異，因此，各政黨應該提出完整的施政綱領為競選政見，爭取選民對政黨的支

持，取得立法院多數立法委員席次，以達到掌控立法院為目的。 

貳、民意支持競爭模式 

有關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民意支持」競爭模式，民主政治是以民意為依

歸的政治制度，民意指人民意見的表達與呈現，通常是隱性的，也可能時常變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7%E6%94%BF%E9%BB%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4%BF%E6%B2%BB%E7%BB%84%E7%BB%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8%AF%86%E5%BD%A2%E6%80%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A3%E8%AD%B0%E5%88%B6%E6%B0%91%E4%B8%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1%B8%E8%88%89%E5%88%B6%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2%8C%E9%BB%A8_(%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2%8C%E9%BB%A8_(%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9%BB%A8_(%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5%AE%88%E9%BB%A8_(%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9%BB%A8_(%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6%B0%91%E4%B8%BB%E9%BB%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9%BB%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9%BB%A8%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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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民意是紛歧的，不彰顯的，必須透過蒐集或引導的方式，加以整合才能形

成多數民意受到重視。但無論是主動的支持或被動的默認，只要形成多數民意，

甚至只是強而有力的少數民意，都將對政治產生決定性的作用，民意政治可說是

民主政治的首要特徵（林忠山，2003：72）。 

在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不但政府的組成應得到多數民意的支持﹐縱使在成立之

後﹐人民也有表達同意的權利或不同意的自由，立法委員經常與選區居民密切的

互動﹐自然能夠貼切適當的反映民意（余致力，2000：87）。民意的反應與表達﹐

雖然有民意代表﹑新聞媒體﹑利益團體﹑自力救濟及群眾運動等多種方式﹐但在

正常的民主機制﹐立法委員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們來自於人民的選舉﹐而其

主要職責之一就是反應民意，有關民意可分為直接表達與間接表達見圖 3-4。 

 

 

圖 3-4 民意表達方式圖 

資料來源：余致力，2000：88 

 

民意反應在台灣越來越受重視，立法院國會黨團透過立法委員進行「公民接觸」

（civic engagement），透過「公共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替代「專業獨斷」

（professional tyranny），公共諮詢的主要模式有三：第一，傳統民調。第二，焦點

團體。第三，審議式民調(林忠山，2003：82-83) 。若國會黨團「民意支持」競爭

模式能善用此類公共諮詢機制，便能在政策的規劃、執行與評估的過程中，做好

民意與公共政策之間精確而有效的轉接器，黨團派所屬立法委員召開記者會、公

聽會、協調會、上政論性節目、接受民眾請願與陳情，成為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

黨團「民意支持」競爭模式。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以我國政黨輪替 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 

 126 

參、國會派系競爭模式 

政黨派系運作的情形，最易看到的是在國會的殿堂，國會中派系有時並不只限

於在立法部門的集結，甚至延續分布到其他部門。日本自由民主黨的有許多大大

小小的派閥，身為派閥領導者，必須爭取某些派閥的聯合。儘管自由民主黨派閥

勢力取決於國會議員的構造，但派閥勢力即平行在延伸至內閣、黨官部門，且與

地方後援會力量垂直結合，因此，國會派閥基本上只是串聯地區層級、跨部門的

全面性的派閥主軸（邱榮金，1992：34）。 

探討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國會派系」競爭模式，應先了解在台灣立法院

派系的結構涉及派系的組識、凝結性及持久性，派系的目標及其成員身分，派系

利益目標說明派系結合的基礎。利益的結合可分兩種，一種是成員間平行利益的

結合；另一種結合則集中於派系領導者和成員上下關係中的利益交換，也就是恩

護關係的連絡。恩護關係須靠雙方之間恩庇或侍從持續的交換來培養，這種結合

給和予（give-and-take）的私人關係本身建立在地位、財富與權力的不平等基礎上

（吳乃德，1988）。 

國會政黨的派系勢力大小是派系競爭勝負關鍵，以致派系莫不極力擴張或維持

本身的優勢，而較小派系則須靠彼此間的合縱連橫，以對抗或接近大派系，維持

派系的既有利益及生存。派系的大小及數目均會影響派系結盟的策略，是派系競

合過程中不可忽略的（林秋水，2001）。 

過去立法院兩大政黨民主進步黨及中國國民黨之中，各有不少的派系民主進步

黨有福利國、正義連線、新潮流、台獨聯盟、主流聯盟等派系；中國國民黨有 e-

世代、改革會、國改會等派系，派系有其立場與利益考量，並不完全與政黨相同，

在黨團協商時自有影響力，但在政黨政治已成雛形之時，派系雖在黨團協商有其

影響但以不若以政黨為主的立法院來得強。 

立法委員代表不同團體與選區的利益進入立法院，在預算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利益的衝突、折衝、妥協本就是國會政治操作的本質，因為個別立法委員無法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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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促成有利其選區利益法案或預算之通過，因而必須透過黨團、派系或次團，甚

至與其他立法委員進行合作與交換支持，但個別成員間的合縱連橫，此為我國政

黨輪替之國會黨團「國會派系」競爭模式。 

肆、意識形態競爭模式 
意識形態(ideology)是指一種觀念的集合，政治意識形態是一組用來解釋社會應

當如何運作的觀念與原則，並且提供了某些社會秩序的藍圖。政治意識形態大量

關注如何劃分權力，以及這些權力應該被運用在哪些目的上，提出某種政治與文

化計劃作為參考的社會運動、機構、階級或大團體，也可以來界定某個政黨及其

政策的一整個政治思想結構（呂亞力，2004：446）。 

依據意識形態對政黨進行分類是人們使用的最多的一種分類方式，政黨通常被

認為是處在一個政治光譜中。典型的類型包括激進的左翼政黨、改良的中間政黨

以及保守的右翼政黨，在臺灣的立法院有關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意識形態」

競爭模式，並無左右之分，多數意識形態之爭環繞於兩岸、統獨之見解上，此為

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意識形態」競爭模式一大特色。 

意識形態具有自然的背離現實的傾向，製造假象，變成祭祀的儀式。在權力競

爭公開化的立法院中，黨團控制權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識形態為權力辯解和競爭

的手段。政治是一種對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過程，國會作為政府部門中的

一個重要組成單位，在價值分配過程中所擁有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容置疑，倘

若我們能對國會運作及其與意識形態的互動關係有所掌握，則將有助理解國會黨

團運作，為一個權威性的國會黨團是如何發揮其影響力，也為立法院權力的行使

提供一個可辨的面貌（阮昭雄，2010）。 

意識形態在國會黨團和立法委員之間建立了一座橋樑來開脫和提供借口，跨越

社會制度與生存的目的之間的鴻溝，它假設制度的需要是產生於生存需要的，是

一個用來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透過黨團運作和宣傳壟斷，使其控制範圍內

的大多數的立法委員在被意識形態所包裹的國會中，也算是國會黨團「意識形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8%AF%86%E5%BD%A2%E6%80%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6%E7%BF%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3%E7%BF%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8%AF%86%E5%BD%A2%E6%80%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5%88%B6%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F%E5%AD%98%E7%9A%84%E7%9B%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F%E5%AD%98%E9%9C%80%E8%A6%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5%AE%9E%E4%B8%96%E7%95%8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A8%E8%B1%A1%E4%B8%96%E7%95%8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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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模式。 

伍、法案審查程序競爭模式 
有關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法案審查程序」競爭模式，應對立法院程序委

員會先進行探討，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具有分配法案審查的權利29，在一致政府朝小

野大的國會生態下，許多法案還未付委審查，就在程序委員會遭受封殺的命運，

在我國行政院與立法委員都具有憲法所保障的提案權，無論所提出的法案是否有

爭議，法理上應該給予付委審查的權利，然後回歸由委員會作專業討論，而非完

全交由程序委員會或者院會決定（林新建，2008）。 

第四屆立法院之前時常發生無黨籍立法委員一夫當關，如廖學廣為了基隆河整

治特別條例案，一再利用議事技巧杯葛所有法案之情事，使得議事癱瘓，後幾經

修法，規定所有反對案並須由黨團提案，但是隨著朝野對立衝突高升，演變成以

黨團為主，在程序委會或院會對決。例如第五屆第一會期程序委員會的運作情況，

民進黨與台聯占有十七席程序委員，而國親兩黨卻掌握十九席程委，在泛藍掌握

相對的表決優勢下，使得許多行政院提出配合經發會共識的法案一再被封殺無法

進入委會審查，造成法案延宕無法通過，使得行政院的政務推動並不順利（郭明

政，2011）。 

目前程序委員會之議事及議決，雖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黨團協商相關的規範

下，但因其對其程序規定不夠清楚，且無分派議案時間上的明確規定，使得程序

委員成為黨團協商的死角，因在政治環境的競爭下，執政黨經常的封殺在野黨所

提的議案，互相杯葛彼此的議案，甚至造成院會幾乎沒有議案可審，在如此的惡

性循環下，立法院之議事效率自然大打折扣（賴金靈，2007）。 

民主國家中的國會，每個會期中待審的法案可能多如牛毛，唯有透過多數黨的

積極主導或政黨之間的協商，才能有效決定法案審查的優先順序。此外，多數民

                                                 
29「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程序委員會應依各委員會提出審查報告及經院會議決交

由黨團協商之順序，依序將議案交由黨團協商。議案有時效性者，負責召集之黨團及該議案之院會

說明人應優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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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國家中的政黨，在立法過程中，也扮演起愈來愈重要的動員（mobilization）

角色，能在議場中的有效動員的政黨，往往在議案表決時就能占得上風。 

另外透過 2000-2012年間立法院通過法案數，也可看出國會黨團在法案審查競

爭之態勢，見表表 3-4 

表 3-4 2000-2012年間立法院通過法案數 

政府型態 屆次 會期 通過法案數 屆次小計 

一致 四 1 81   

一致 四 2 115   

一致 四 3 93   

一致 四 4 87   

一致轉分立 四 5 61   

分立 四 6 199 636 

分立 五 1 190   

分立 五 2 113   

分立 五 3 87   

分立 五 4 72   

分立 五 5 75   

分立 五 6 57 594 

分立 六 1 46   

分立 六 2 82   

分立 六 3 75   

分立 六 4 56   

分立 六 5 121   

分立 六 6 104 484 

分立轉一致 七 1 71   

一致 七 2 87   

一致 七 3 134   

一致 七 4 123   

一致 七 5 76   

一致 七 6 89   

一致 七 7 129   

一致 七 8 103 812 

一致 八 1 15   

資料來源：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網站，2012 

由上表數據可看出一致政府時期顯然較分立政府時期通過法案量來的多，但要

考量因精省、行政程序施行的包裹立法因素，及政府組織再造之配套修正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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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量就沒有差太多。 

立法院各種議案提出至最後獲得通過之程序非常複雜而多變，大多數的議案並

無法順利以原始內容通過層層關卡而成為法律，大半立法院少數黨所提議案在程

序委員會審查階段就被封殺。然而，即使議案完成委員會審查提出報告後，雖可

列入議事日程，但仍面臨多重挑戰與關卡，才能爭取到進入院會審議的機會（曾

耀民，2010c），顯見在立法院國會黨團在法案審查程序競爭是最為激烈。 

隨著國家發展，時代潮流演變及社會進步，民智大開，立法相關事務亦逐漸趨

於複雜而繁重，在立法院許多爭議性質的議題，慢慢導致常設委員會的設立。因

此對於黨團間競爭行為及相互運作的了解，將是理解「國會黨團競爭模式」角色

的關鍵，有關我國政黨輪替之國會黨團競爭模式包括有政黨席次、民意支持、國

會派系、意識形態、法案審查程序競爭模式等都影響黨團互動與運作，分別在以

上探究。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我國政黨輪替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競

爭模式看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民主國家中，國會是由一群代表各種社會

利益的成員經由選舉競爭組織而成，它是社會利益匯聚的場所，也是政策辯論、

協商的場域，在決策行為上它是一個集體行為的單位，經由多數成員的共同參與

討論來取得政策執行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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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決策

運作模式 
立法院是我國民主政治運行的重要象徵，也是最能代表社會各種不同利益之

機關；立法院在政治體系中，扮演著人民與政府間重要的橋樑；也是權利及利益

分配的統籌中心，行政、政黨、利益團體、立法委員及各方勢力在此多所爭逐，

自然產生許多衝突與爭執（李高英，2008）。國會黨團如何在其中取得共識與妥協，

並透過黨團間的運作與協商，成為解決爭議與衝突可行的途徑，讓一致政府與分

立政府之國會運作順利。本章就我國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決策運所

扮演的角色與功能進行分析。 

第一節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國會黨團之角色與

功能 

Sundquist（1988）認為民主政治即政黨政治，而民主政治首重政黨政府（party 

government）的體制運作；一個民主國會的運作與政治責任更脫離不了政黨。執政

黨透過國會黨團不但可以在國會中闡揚理念、進行政治妥協，正可體現國會黨團

的功能，而且因國會政黨間相互競爭，執政黨掌握行政權力，在野黨扮演監督制

衡的角色（吳重禮，2002：274-275），從而形成府會的互動關係。 

壹、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國會黨團的角色 
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國會，以政黨為其運作中心，在政黨政治要爭取選票與生存

空間之目標下，國會中政黨的競爭與對立，便會不斷的發生，而國會黨團中究竟

應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乃成為現代民主政治中一項重要的課題。不同的政府組

成型態，造成國會內政黨角色與互動關係的演變，有關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

國會黨團角色，分別探討如下 

一、一致政府之國會黨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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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 2000 年 5 月，中央政府都由國民黨執政，無論是總統、行政院、立法

院都由其掌握，然而 2000-2008 年，總統、行政院皆由民主進步黨執掌，但國民

黨仍可完全或透過與盟友之合作取得立法院多數，2008 年國民黨在總統選舉獲

勝，再度取得政權（戴寶村，2011：353），2012 年的選舉，國民黨還是取得總統

與立法院多數席次，是乃一致政府狀態。茲將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的角色，分就

執政黨與在野黨二方面說明之： 

（一）執政黨團的角色  

我國在 2000 年 5 月以前，中央政府都由國民黨執政；，2008、2012 年國民黨

在總統選舉獲勝，再度贏得政權，取得總統與立法院多數席次，是為一致政府狀

態。此乃選舉獲勝的政黨掌握行政權；亦掌握國會多數的席次，而使行政權與立

法權皆掌握在同一個政黨的手中。有關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一致政府之國會黨團

角色」，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在 2008 年第 2 次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雖然仍掌握過半席

次，但實際運作的角色與功能，竟自動萎縮為行政院的立法局。」（L2 ） 

「一致政府下的執政黨立法院黨團幾乎就是行政部門在國會的橡皮圖

章、傳聲筒，用處不多。」（L4） 

「2008 年政黨輪之後，國民黨雖然仍掌握過半席次，黨團常常搞不過民

進黨，許多議案運作受到民進黨各種方式杯葛。」（L8） 

「執政黨黨團會與在野黨團透過協商取得議程之順利，安排定議程表及

決定法案審查之次序，減少被杯葛之機會。」（P1 ） 

「國會執政黨團透過協商讓議程順利，為減少在野黨杯葛，此一協商多

半要有所讓步。」（G2 ） 

「2008 年政黨輪替後執政黨經常與在野黨處於對抗狀態，第七屆還好，

到第八屆因民進黨取得較多委員會召委，所以要防止在野黨在院會或

委員會偷襲議案。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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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黨團扮演好在行政、本黨委員及在野黨間之溝通平台，以求立法

院議事順利。」（N7 ）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一致政府之國會黨團角色」之看

法，可歸納出以下四點結論： 

1、執政黨立法院黨團角色與功能萎縮成為行政部門在國會的橡皮圖章。 

2、執政黨團與在野黨團之協商，減少被杯葛之機會。 

3、黨團能夠扮演溝通平台。 

4、經常與在野黨對抗狀態，並要防止在野黨在委員會偷襲議案。 

（二）在野黨團的角色  

2008年，由國民黨贏得總統選舉，民主進步黨失去執政，且在國會也無法取得

多數。因此，成為一致政府下的在野黨，有關在野的民主進步黨在「一致政府之

國會黨團角色」。其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在爭議的議題上常與執政黨處於競爭對抗狀態。 」（L2 ） 

「在兩黨在意見不一致及不能配合時，競爭對抗的情形嚴重，常見的解

決方式是兩黨黨鞭以「黨團協商」方式，來進行協商處理。」（L4 ） 

「例如美牛議題各方歧異甚大，在野黨委更誓言強勢杯葛，雖透過朝野

協商也無解，最後民進黨只好以夜宿議場來防止美牛議題過關」（L7 ） 

「若是協商內容談的是統獨或兩岸政策，朝野不太可能取得共識與交

集，但若是民生議題則有很大的協商空間。」（P2 ） 

「政務人員規劃法案與政策須仰賴國會執政黨多數委員的支持，但此支

持力道因素不足，一旦受制在野黨阻撓讓政策無法施行，被指出政策

規劃不當或者執行能力不足，無法推動政策，而必須承擔政治責任與

行政責任」（G3 ） 

「民進黨比較適合扮演在野黨，在議題的攻防及輿論支持方面都比執政

的國民黨來的稱職，朝野兩黨若是協商不能取得共識時，扣除議席因

素往往民進黨會占比較多的優勢。」（N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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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於 2000 年首次成為執政黨後，相較於過去較能了解行政運作事

務，與如何護航行政部門通過相關法案，再 2008 年在野後，也更能了

解行政部門對於政策推動之細節，能夠更有效能的監督執政黨。 」

（N9 ）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在野的民主進步黨對「一致政府之國會黨團角色」看

法，可歸納出以下五點結論： 

1、堅持爭議的議題與執政黨競爭對抗。 

2、透過「黨團協商」解決紛爭。 

3、特定議題朝野不易取得共識，民生議題則較易協商。 

4、民進黨執政後，因政黨輪替成為在野更能有效能的監督行政部門。 

5、民進黨成為在野後，在國會中議題的攻防及輿論支持較佔優勢。 

二、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的角色 

分立政府是指行政與立法部門由不同政黨所掌控，形成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或內閣制兩院制國會執政黨無法同時掌握上、下兩院，換言之，行

政部門由一個政黨所控制，另一院由在野黨所控制（吳重禮、陳慧玟譯，David R. 

Mayhew著，2001：4）。若以政黨體系的角度來觀察，兩黨制之下的分立政府非常

容易分辨，一黨以選舉多數的方式取得總統寶座，另一黨則以國會過半的席次獲

得國會的控制權；而在多黨制之下，行政首長所屬政黨無法贏得過半議席，也稱

為分立政府，廣義的分立政府實包括三黨或多黨不過半之情形，在無單一政黨掌

控國會過半席次，不管任何政黨握有行政首長一職，均稱為分立政府（李忠信，

2005：9）。 

我國在1992 年舉行立法院全面改選的的結果，總統、行政院長及立法院皆由

國民黨一黨完全主控，組成「一致政府」，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配合總統直選將行

政院長改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不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造成立法院

多數黨所屬不一定能擔任行政院院長，只要由總統任命即可擔任行政院院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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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革讓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主進步黨雖在立法院雖是少數，卻可任命行政院

長（薛化元，2011：296），陳水扁當選總統，政府的組成由民主進步黨的總統主

導，而立法院由泛藍陣營占多數席次，因此在陳水扁總統八年的執政期間，所組

成的政府可說是典型的「分立政府」，民主進步黨執政八年未能在立法院取得過半

的席次，國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況（李孔文，2008：31）。茲將分立政府

之國會黨團的角色分別就執政黨與在野黨兩方面來說明： 

（一）執政黨團的角色  

我國的「分立政府」期間指陳水扁八年擔任總統的執政時期，在這八年民主進

步黨未能在立法院取得過半的席次，國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我國有關執政

黨的「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角色」，在訪談時有以下看法： 

「立法院議程進行決定、重大政策或法案絕大部分由黨團協商決定，但

因民進黨執政期間未能在立法院取得多數席次，經常受在野黨牽制。 」

（L1） 

「二次政黨輪替後政黨政治越趨成熟，兩大主要政黨都有執政與在野經

驗，對於行政與立法間的監督與互動也更有經驗，民進黨對於國民黨

的監督比未執政之前更能有深入語道為之監督，二次政黨輪替後，主

要在於兩個主要政黨的專業知能上有所提升。」（L3） 

「首度的政黨輪替未必即能帶來正面的功能，剛剛下台的國民黨，並不

甘心喪失權力，而民進黨為了防止國民黨捲土重來，在國會採取一些

扭曲民主精神的措施，使得國會黨團運作機制必需加強。」（L6） 

「雖然立法機關有權修正行政院提案，但過去行政院的提案絕對不會被

拒絕審查，但第五、第六屆各有二、三十個行政院提案在送一讀前，

就在程序委員會被阻擋，顯然分立政府下之執政黨國會黨團運作是很

吃力的。」（G1） 

「國會中席次的多少代表政黨之實力，在法案爭議時，多數黨可經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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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取得多數支持，以貫徹其意志，但也可經由協商方式，對於少數政

黨表示尊重，為減少政黨間之對立與抗爭，問題是我國憲政制度與政

治環境易形成分立政府，國會的少數黨執政，自然產生許多問題。」

（N2） 

「民進黨政府便常常把在野黨的消極立法訴諸選民，尋求選民支持，強

調在野黨杯葛行為如何癱瘓政府運作。在第五、第六屆立委選舉期間，

執政黨陣營的競選廣告「『在』怎麼『野』蠻」，便是強調反對黨如何

刪減預算或杯葛民生法案，以傷害選民利益。」（N5） 

「行政院透過立法院執政黨團反制在野多數黨領袖的杯葛，有時會導致

更多僵局，但如能善用民意，那麼反對黨阻擋行政院提案的利益就會

減低，因此分立政府通過法案的機會就會變大。」（N10）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執政黨的「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角色」之看法，可歸納

出以下五點結論： 

1、民進黨執政期間未能在立法院取得多數席次，經常受在野黨牽制。 

2、二次政黨輪替後兩大黨都有執政與在野經驗，對政府的監督與互動也更有

經驗。 

3、行政院透過立法院執政黨團反制在野多數黨領袖的杯葛。 

4、民進黨將在野黨的消極立法訴諸選民，爭取民意支持。 

5、分立政府下之議案在程序委員會被阻擋，執政黨國會黨團運作艱難。 

（二）在野黨團的角色  

民主國家是以主權在民為宗旨，因此民主國家的政黨在選舉的競爭，經常有所

輸贏，選民基於各種投票因素而投票，如果其政府制度設計是行政與立法分開選

舉，容易出現分立政府的現象（賴金靈，2007：3）。在我國 2000-2008 年，雖由

民主進步黨執政，但立法院一直為以中國國民黨為首之泛藍陣營所掌握多數，有

關在野黨的「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角色」，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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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多數黨黨團，並未在行政部門出現重大爭議決策時，發揮行政

立法制衡角色。 」（L2 ） 

「就形式而言，似乎黨團運作方式有利於議事效率，也可拘束各黨團成

員。但實質上，各黨派黨團與黨團間、黨團與黨團成員間溝通管道或

方式並不如預期。」（L5 ） 

「首次政黨輪替的差別在於，國民黨因為長期居於執政黨的角色，初次

淪為在野黨，對於如何監督執政黨沒有經驗，而民進黨同樣也是首次

為執政黨，所以也不太會作執政黨。」（P1 ） 

「國民黨 2000 年首次淪為在野黨，對於如何監督執政黨沒有經驗，在經

歷 8 年在野黨的歷練後，於 2008 年政黨再輪替再為執政黨後，對於民

進黨於議事運作上會採取何種方式與手段也較有經驗因應。」（G2 ） 

「從核四續建與否、兩岸政策定位、宗教直航、縮短工時、公務人員全

面週休二日、老人福利津貼、國民年金、行政院提出 8,100 億振興景氣

措施之紛爭，都可以看到行政部門與立法院在野黨不合的現象，少數

政府的在野黨也不好幹。」（N4） 

「在野黨黨團對議事抗爭，無太多施力點，不敢提不信任案，反而不斷

的提很難通過的總統罷免案，有些無力感」（N7） 

「外界對於立法院的不良印象，其主要原因乃為議事抗爭所致，由於立

法院是合議制機關，各項議案須經過議決程序始能定案，倘黨團對議

案各有其基本立場而無法讓步時，應訴諸表決。」（N9）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在野黨的「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角色」看法，可歸納出

以下四點結論： 

1、並未再出現重大爭議決策時，發揮行政、立法制衡角色。 

2、透過黨團運作方式似乎有利於議事效率，但事實上不然。 

3、在野黨黨團對議事抗爭，缺乏有效的施力點，有些無力感。 

4、國民黨因長期執政，一旦淪為在野黨，對於如何監督執政黨沒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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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制度實行至今多年，雖常有爭議且制度多所變更，但對立法院運作及議事

進行，卻有不少實質的成果。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所必備的條件，政黨將各種不

同利益間的競爭與獲取，透過國會黨團在法律案及預算案上討論與爭議，最後可

能強行表決或協商妥協出法律案及預算案，以滿足其政黨之所需（周萬來，2008：

288）。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在國會整體意志之形成中常扮演關鍵性的

組織、指揮、協調及運作角色，黨團原則上是由同黨國會議員所組成，對外與其

他黨團進行政策競爭與制衡；對內國會黨團的內部組織與紀律、黨團領導人、幹

部產生方式及決策過程，都會影響到國會黨團運作的品質。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

政府之國會黨團的角色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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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的角色分析表 

  一致政府 分立政府 

執政黨 

1、執政黨立法院黨團角色與功能

萎縮為行政部門在國會的橡皮

圖章。 

2、執政黨團與在野黨團之協商，

減少被杯葛之機會。 

3、黨團能夠扮演溝通平台。 

4、經常與在野黨對抗狀態，並要

防止在野黨在委員會偷襲議案。 

1、民進黨執政期間未能在立法院取得

多數席次，經常受在野黨牽制。 

2、二次政黨輪替後兩大黨都有執政與

在野經驗，對政府的監督與互動也

更有經驗。 

3、行政院透過立法院執政黨團反制在

野多數黨領袖的杯葛。 

4、民進黨將在野黨的消極立法訴諸選

民，爭取民意支持。 

5、分立政府下之議案在程序委員會被

阻擋，執政黨國會黨團運作艱難。 

在野黨 

1、堅持爭議的議題與執政黨競爭

對抗。 

2、透過「黨團協商」解決紛爭。 

3、特定議題朝野不易取得共識，

民生議題則較易協商。 

4、民進黨執政後，因政黨輪替成

為在野更能有效能的監督行政

部門。 

5、民進黨成為在野後，在國會中

議題的攻防及輿論支持較佔優

勢。 

1、並未在出現重大爭議決策時，發揮

行政立法制衡角色。 

2、透過黨團運作方式似乎有利於議事

效率，但事實上不然。 

3、在野黨黨團對議事抗爭，缺乏有效

的施力點，有些無力感。 

4、國民黨因長期執政，淪為在野黨對

於如何監督執政黨沒有經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的功能 
分立政府僅能發生在總統制或雙首長制（two-headed executive）的國家，乃

因這兩種制度具有行政與立法兩權分立之「二元民主正當性」（dual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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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cies）精神；反之，在採行責任內閣制的國家，因行政與立法兩權合而

為一，人民僅能投票選舉議員，由贏得過半國會議員之政黨籌組政府，並不可能

發生行政首長與立法部門多數政黨相異之情形，而可形成一致政府（吳重禮、陳

慧玟譯，DavidR.Mayhew 著，2001：4-5）。國會中的政黨就是黨團（caucus），在

各種型態的政府下國會黨團的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一、政黨在國會之代言人 

黨團在面對國會中社會多元的價值及複雜的利益糾葛，黨團除代表政黨及

反映出黨員與支持民眾的意見，國會的各黨團，在面對立法爭議時，或是政黨

本身的重大政策，還要透過黨內的民主機制，凝聚黨團成員的共識，提出明確

的政策與方向，讓黨籍議員在政策辯論及表決時有所遵循，並接受選民與傳媒

的評價或監督，並使政黨之理念落實法案通過（羅傳賢，2004：523）。有關一

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政黨在國會之代言人」的功能，在訪談時 有以

下看法： 

「能在國會中擁有一定席次的政黨，本來就是要透過選舉而贏得一定比

例選民的支持，黨團在國會中當然必須代表政黨、黨員及支持民眾來

反映他們的意見。」（L2 ） 

「國會中的政黨，面對各種多元的價值或利益，除代表及反映黨員和支

持民眾的意見外，也須透過黨內的民主機制，凝聚共識並提出政策方

向」（L3 ） 

「在黨團國會體系中作為政黨代理人，將政黨的意志加以貫徹，是立法

院各黨黨團所必須肩負的政治功能。」（L8 ） 

「政黨所要實踐之事項日漸增加，而國會中所要研議之事也隨同增加，

為使國會在一定時限完成立法的工作，則需要一個黨團組織來代表政

黨督促與推動」（N1 ）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政黨在國會之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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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功能之看法，可歸納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黨團在國會中當然代表政黨、黨員及支持民眾來反映他們的意見。 

（二）將政黨的意志加以貫徹，是立法院各黨黨團所必須肩負的政治功能。 

（三）國會黨團代表政黨督促與推動立法事務。 

二、溝通平台 

在立法過程中難免會碰到爭執，而國會黨團提供溝通與協商的作用，以協

助國會可以解決政府政策及立法的爭議問題。而此一溝通與協商，包括：國會

內各政黨之間、行政與立法兩院、黨團內部成員間及派系與次級團體之協商，

目前立法院各黨團對此溝通與協商功能均能充分發揮。 

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溝通平台」的功能，在訪談時 有以下

看法： 

「不論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在面對立法爭議時，國會黨團可以透過內

部組織的紀律以及運作「黨團協商」的方式，避免僵持，以解決公共

議題，完成立法機關應有的立法功能。 」（L6） 

「國會黨團提供溝通與協商的作用，協助解決爭議問題包括：國會內各

政黨之間、行政與立法兩院、黨團內部成員間及派系與次級團體之協

商」（G4） 

「國會想要有效率的運作，有效的溝通是必要的，然而溝通不能只靠院

長的強勢領導或個別議員的自律，國會中的各個政黨，為了黨與黨的

溝通，也須透過本身的平台，取得黨團成員的共識，以協助維護國會

議事順利。」（P2 ） 

「在立法過程中，國會黨團提供了溝通的作用，以利國會可以解決公共

問題，此乃是國會黨團的功能。 」（N3） 

「由於黨團協商會議的成員，係為各黨團的負責人或黨鞭，均各有其代

表性。對於院際間或立法院本身發生爭議的事項，可藉由協商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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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尋求解決方案，以定紛止爭。」（N8 ）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溝通平台」功能的看

法，可歸納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溝通包括：國會各政黨、行政與立法兩院、黨團內部成員及派系。 

（二）國會想要有效率的運作，有效的溝通是必要的 

（三）透過「黨團協商」的方式，避免立法院因爭議的事項而僵持。 

三、黨政協調 

執政黨的國會黨團可以透過協調，做為立法與行政二機關間的橋樑，並為立法

與行政兩院間的溝通；還可適度的與所屬政黨溝通，支持與推動行政機關之政策

與議案，達成既定政策目標，以貫徹政黨的執政理念（周萬來，2008：281）。目

前立法院黨團也充分扮演政治體系中橋樑之功能，為行政、立法及政黨間之交流

管道。 

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的功能「黨政協調」，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

法： 

「執政黨的國會黨團，可以協調政治體系中立法與行政機關之間的本位

主義，結合立法與行政兩權，支持行政機關達成政策目標，並據以貫

徹政黨的執政理念。 」（L1 ） 

「在現代民主國會中，黨團已成為行政部門與國會之間最重要的聯繫管

道。無論在何種憲政體制下，行政部門往往都須透過政黨推動政策或

法案，並且尋求國會中的多數支持。」（L4 ） 

「有時黨意與民意有落差，為怕傷及政黨形象，不好在外公開談論，只

能在黨團會議反應。」（L5）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透過政黨聯繫國會與行政部門，才是現代民主國

家中的常態。」（G1 ） 

「執政黨的國會黨團為立法委員與所屬政黨間的溝通橋樑，並為立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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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兩院之間的溝通；透過溝通，支持與推動行政機關其政策與議案」

（N4）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的功能「黨政協調」之

看法，可歸納出以下四點結論： 

（一）協調政治體系中立法與行政機關。 

（二）團黨已成為行政部門與國會間最重要的聯繫管道。 

（三）執政黨的國會黨團為立法委員與所屬政黨間的溝通橋樑。 

（四）在黨團會議反應黨意與民意之落差。 

四、政黨協商 

目前在政治學及社會學研究中，已將「賽局理論」（game theory）運用在協商

談判（bargaining）及集體選擇（collective choice）的問題上，而國會黨團協

商中的各種協商與談判之狀況與結果，也經常會與「賽局理論」之運用相互為印

證（張亞中，2008）。一般而言，在民主國家國會中，議程中都會有相當多的法案

等待審議，而透過國會多數黨的積極主導，或國會各政黨間的協商，才能定出法

案審查的議程與優先順序，而黨團在立法過程中，更扮演動員（mobilization）（王

業立， 2002：84）者角色，方能在議場中有效動員黨籍議員出席，在議案表決取

得有利的地位。 

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政黨協商」功能，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

法： 

「國會中的不同政黨，對於某一議案，可能有不同的政策版本，此時政

黨間的政策協商，在立法過程中即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L3 ） 

「民主國家中的國會，每個會期中待審的法案可能多如牛毛，唯有透過

多數黨的積極主導或政黨之間的協商，才能有效決定法案審查的優先

順序。」（L5 ） 

「由於立法院會議時間有限，倘每項議案均依常態議事程序進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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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為表達自己的理念或向選民有所交待，定會紛紛登記要求發言，

致因增加討論時間而無法如期完成審議，如能透過黨團運作與協商，

依政黨比例推派代表發言，確能減少時間的浪費，有效提升議事效率。」

（P1 ） 

「政黨間聯合提案的增加、對立投票的減少到法案通過數量的增加，就

表面觀之，似乎可以解釋分立政府下政黨合作導致較高的立法效能，

立法僵局並不嚴重或是根本不存在。」（N3 ）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政黨協商」功能之看

法，可歸納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政黨間的政策協商，在立法過程中即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透過黨團運作與協商，依政黨比例推派代表發言。 

（三）透過政黨間的協商，才能順利安排法案審查的優先順序。 

五、培訓人才 

為實際政治運作的需要，西方民主國家國會中的主要政黨，多半都須透過黨內

民主機制與專業資深制（seniority）的建立，拔擢、培養國會中的政黨領導菁英

與各級的國會領袖（王業立，2002：84）。在議會內閣制國家，政黨在國會中的菁

英甄拔，不僅決定國會中的領導幹部，同時也決定內閣的組成，其重要性更是不

可言喻。培養優質民主政治素養之政治人物，可將我國黨團運作步入正軌，加速

議事效率及提升法案品質，目前立法院各黨團很明顯的有人才培訓之功能，許多

政務官都是由黨團幹部轉任。 

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培訓人才」功能，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

法： 

「為實際政治運作的需要，西方民主國家國會中的主要政黨，多半必須

透過黨內民主機制與專業資深制的建立，拔擢、培養國會中的政黨領

導菁英與各級的國會領袖。」（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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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會內閣制國家，政黨在國會中的菁英甄拔，不僅決定國會中的領

導幹部，同時也決定內閣的組成，其重要性不可言喻。 」（L5） 

「透過黨團機制讓立法委員擔任黨團幹部、召集委員或程序委員都是一

種歷練，有助於委員更深入了解立法院事務 。」（L7） 

「大部分民主國家的國會，在委員會成員選任之過程中，政黨都被賦予

決定性的角色。除尊重個人的興趣、專業與資歷外，各政黨的黨團或

政黨資深領袖，往往在指派黨籍議員參與各種常設委員會的過程上，

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N2）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培訓人才」功能之看

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透過黨內民主機制與專業資深制的建立，拔擢、培養國會中的菁英。 

（二）讓立法委員擔任黨鞭與召、程序委員都是歷練，有助於委員的培訓。 

（三）政黨在國會中的菁英甄拔，不僅決定領導幹部，也決定內閣的組成相當重

要。 

六、蒐集立法情報與研究 

國會黨團還有蒐集各類立法相關情報、提供政策研究成果，以為支援國會議員

問政及議案審議參考之功能。目前立法院各黨團都有專門的部門及幕僚人員，進

行此一蒐集與研究功能（周萬來，2008：276）。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

黨團「蒐集立法情報與研究」的功能，在訪談時有以下看法： 

「國會黨團還有蒐集各類立法相關情報、提供政策研究成果，以為支援

國會議員問政及議案審議參考之功能。」（L4） 

「以黨團之集體力量對於相關議題進行研究，省卻個別委員花太多時間

研究，且能將各方意見統合見解，是個不錯的功能。」（L6） 

「目前立法院各黨團都有專門的部門及幕僚人員，進行立法蒐集相關資

料與研究功能。」（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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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兩大黨團都有對應相關委員會的研究助理，對於相關法案、預

算、議題等進行研究，並供黨團與委員參考 」（N4）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蒐集立法情報與研

究」功能之看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國會黨團蒐集各類立法、政策資料，支援委員問政及議案審議參考。 

（二）黨團之研究助理，對於相關法案、預算、議題等進行研究。 

（三）以黨團力量對於相關議題進行研究，統合各方見解。 

七、分配利益  

國會黨團為維持其組織的運作，必須掌有相當的資源與利益，以支持其黨團成

員，並維繫其對黨團的向心力。這些資源與利益包括：行政或立法機關中的各種

職位、選舉輔助、辦理活動之動員、地方建設及補助款等，如何有效的分配這些

利益，也是黨團重要的功能（羅傳賢，2004：524）。目前立法院黨團雖能主導利

益之分配，卻因顧及形象，只能技巧的分派，不敢公開運作此一功能。有關一致

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分配利益」的功能，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國會黨團為了維持其組織的運作，必須掌有相當的誘因，或可分配的

資源，以維繫黨員對黨團的向心力。」（L2 ） 

「國會是政治資源分配的主要場所，各種多元的價值或彼此衝突的利

益，也往往必須透過政黨或其他各種管道在國會中被適當的表達出

來。除利益的表達外，國會中的政黨不同於其他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者，尤其是執政黨或國會中的其他主要政黨，往往還須將不同

的、甚至彼此衝突的利益團體之訴求，進行整合或匯集的動作。」（L5 ） 

「目前立法院黨團雖能主導某些利益之分配，但要顧及黨團形象，不敢

公開運作此一功能。」（N9）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分配利益」功能之看

法，可歸納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國會是政治資源分配的主要場所，黨團為其分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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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團為維持其組織的運作，掌有可分配的資源，維繫黨員對黨團的向心力。 

（三）黨團雖能主導利益之分配，但不敢完全公開運作此一功能。 

國會黨團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不但影響到國會的議事品質、立法效率，也關

係到政局的穩定。綜合以上之探討可將國會黨團在國會中的功能，歸納出以下數

點，包括：擔任各政黨在國會之代言人外，各方的溝通平台、黨政協調、政黨協

商、培訓人才、蒐集立法情報與研究及分配利益之功能。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

府之國會黨團的功能，見表 4-2。 

表 4-2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的功能表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的功能 

政黨在國會

之代言人 

（一）黨團在國會中當然代表政黨、黨員及支持民眾來反映他們的意見。 

（二）將政黨的意志加以貫徹，是立法院各黨黨團所必須肩負的政治功能。 

（三）國會黨團代表政黨督促與推動立法事務。 

溝通平台 

（一）溝通包括：國會各政黨、行政與立法兩院、黨團內部成員及派系。 

（二）國會想要有效率的運作，有效的溝通是必要的 

（三）透過「黨團協商」的方式，避免立法院因爭議的事項而僵持。 

黨政協調 

（一）協調政治體系中立法與行政機關。 

（二）團黨已成為行政部門與國會間最重要的聯繫管道。 

（三）執政黨的國會黨團為立法委員與所屬政黨間的溝通橋樑。 

（四）在黨團會議反應黨意與民意之落差。 

政黨協商 

（一）政黨間的政策協商，在立法過程中即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透過黨團運作與協商，依政黨比例推派代表發言。 

（三）透過政黨間的協商，才能順利安排法案審查的優先順序。 

培訓人才 

（一）透過黨內民主機制與專業資深制的建立，拔擢、培養國會中的菁英。 

（二）讓立法委員擔任黨鞭與召、程序委員都是歷練，有助於委員的培訓。 

（三）政黨在國會中的菁英甄拔，不僅決定領導幹部，也決定內閣的組成相

當重要。 

蒐集立法情

報與研究 

（一）國會黨團蒐集各類立法、政策資料，支援委員問政及議案審議參考。 

（二）黨團之研究助理，對於相關法案、預算、議題等進行研究。 

（三）以黨團力量對於相關議題進行研究，統合各方見解。 

分配利益 

（一）國會是政治資源分配的主要場所，黨團為其分配者。 

（二）黨團為維持其組織的運作，掌有可分配的資源，以維繫黨員對黨團的

向心力。 

（三）黨團雖能主導利益之分配，但不敢完全公開運作此一功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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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視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

之決策作為 

在立法院隨著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組合型態的轉變，國會黨團在決策運作上會

產生不同的呈現，本研究將集中於以第四屆至第八屆（2000-2012年）立法院為主

要研究的範圍，第四屆立法院委員由上任至屆滿，經歷國民黨執政時期，民主進

步黨少數執政時期；第五、六屆立法院也是民主進步黨少數執政時期的分立政府；

第七、八屆立法院為多數執政時期的一致政府，在此不同的政府組合型態下，黨

團在決策運作上會產生不同方式。在此檢視我國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

下之決策作為，分別說明如下： 

壹、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國會黨團之運作差異 
Sundquist（1988）提出分立政府的概念，認為這是一種肇因於選舉結果的特別

形態之聯合政府。這種特別的政府形態，已逐漸取代一致政府的形態，其認為民

主政治首重政黨政府的運作，而民生政府與責任政治的體現更與政黨政治有密切

的關係，經由健全的政黨競爭，執政黨擔任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樞紐，反對黨

則扮演監督角色，各自成為政治系統的一環。一致政府下，行政權與立法法權屬

於同一政黨掌控，使政黨與政府運作順暢；分立政府下，因為行政權與立法權分

屬不同政黨掌控，使得政黨政府運作受到較多阻礙，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彼此紛

爭矛盾，可將行政與立法間的「僵局」當為分立政府的產物（馮美瑜，2003：58-59）。

政黨的合作在政黨輪替後仍在持續的進行，否則第四屆立法院中位居第二大黨的

民主進步黨很難有效的推動法案。 

整體而言，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運作差異可表現在三個地方：首先，政黨在提

案上的合作表現於黨團聯合提案，並未隨著分立政府而消失，且有增加的趨勢。

其次，投票表決在各黨立委的眼中視為非不得已不會使用的手段，因此一般認為

政黨對立越激化，投票表決越頻仍，政黨訴諸絕對性的投票表決，以解決紛爭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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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現象，在政黨輪替後的分立政府，不升反降，更明顯的是在政黨領導的黨對

黨的對立投票中，同樣在分立政府下出現減緩的趨勢。第三，由最簡單的立法產

出指標來觀察，在分立政府之下，通過法案雖然在第三、第四、第五會期中，確

實有較前幾會期稍減的情形，不過並未明顯，反而在最後的關鍵會期中，出現大

幅增加的趨勢（楊婉瑩，2003），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運作差異」，在

訪談時有以下看法： 

「相較於一致政府，分立政府的行政院法案較不易通過，在分立政府下，

國會的多數聯盟較容易透過政府預算主決議來約束政府的自主性。」

（ L2） 

「在一致政府時期，重大法案是由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共同扮演議案推

動的角色；在分立政府時期，重大法案則是由行政機關推動或立法機

關扮演議程阻卻的角色。」（L3 ） 

「分立政府會製造制度性衝突，法案通過的運作要靠黨團協商交易來達

成；在分立政府下的立法院，此一狀況更為明顯，黨團間密室協商代

替法案公開正式的表決，為解決衝突則必須透過協商進行政黨利益的

分配妥協。」（L5） 

「在國會黨團的議事抗爭，不會因一致政府或分立政府時期而有所區

別，反而因統獨、兩岸的議題而升高，民生相關議題反而好協商。」

（L7） 

「在立法院相關立法或預算審查的過程中，會因為行政權與立法權掌握

在不同的政黨手中，造成行政與立法的衝突，導致立法或預算審查的

僵局。」（P1 ） 

「在分立政府時期，民進黨立委的提案數明顯減少；反之，國民黨立委

的提案數目明顯增加；在一致政府時期，民進黨立委在提案上則較為

積極，遠比國民黨立委提案多，顯示當民進黨掌握行政院後，新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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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較大規模的修正法案可以由行政院提出。因此，民進黨立委提出新

法案與大幅度修改的提案大幅度減少，顯示出民進黨掌握行政權的企

圖心。」（P3 ） 

「分立政府相較於一致政府的運作，易導致行政與立法僵局、政策滯塞、

無效率與責任不明的缺失。」（G2 ） 

「政黨間的衝突對立，很難由立法產生的結果看清楚，因為產出的結果

本身便是衝突解決的結果，衝突紛爭最明顯的應該是在整體立法過程

之中。」（N2） 

「黨團協商自第三屆立院後漸成慣例，當時因各黨實質不過半，在議事

運作上競爭激烈，必須有適合管道來協商解決歧異，提高立法效率，

自此政黨協商便越受到重視。關於黨團協，商民進黨官員比較缺乏經

驗，行政與立法內部步調不一致，未將溝通協調的黨團幹部納入決策

體系，使得官員必須扮演執政黨黨鞭角色，幫助溝通協調法案。過去

國民黨執政黨官員都會一直待在會場協調，但是民進黨官員往往在最

後一天才看到人。」（N4） 

「其實在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下，行政與立法間的關係並沒太大的差

異，分立政府不必然是導致行政與立法僵局的原因，在分立政府之下

透過政黨合作仍可經營良好的行政與立法關係。 」（N5 ） 

「 法案審議過程在分立政府情況下，因為政黨意見歧異，導致立法與行

政的扞格，在不同黨團制下的運作效果沒有顯著差異，可能因為立法

委員個人的選舉動機、政黨的選舉動機、執政黨的理念所造成，抵銷

因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不同的運作所產生的差異。」（N7 ） 

「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之下，國會黨團運作會產生不同合作或衝突的

動機，面臨不同的資源分配的結果，也會決定合作或衝突的選擇與結

果。可說是行政立法的政黨組合模式，以及政治行為者的動機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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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國會黨團運作的合作或衝突機會結構」（N8） 

「除政黨的目的影響國會黨團運作外，資源也具決定性角色。資源不單

影響哪一方的議題取勝，也決定妥協的程度。如果個別政黨單獨行動

便能獲得成功，則沒有政黨間合作的必要，例如在一致政府時期，政

黨間的合作顯得必要性與迫切性較低；反觀，分立政府時期，政黨的

合作則成為關鍵。」（N10）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運作差異與影響」看法，可歸納

出以下五點結論： 

一、以法案通過之難易程度來區分，顯然一致政府高於分立政府時期。 

二、以議事抗爭來區分，在國會不會因一致政府或分立政府時期而有所區別，

反而因議題而有所區別。 

三、以立委提案數量來區分，一致政府時期民進黨提案多，國民黨較少；分立

政府時期民進黨提案少，國民黨較多。 

四、以行政機關參與政黨協商來區分，一致政府時期行政機關較積極；分立政

府時期行政機關較被動。 

五、以黨團分配來區分，不會因一致政府或分立政府時期而有所區別，反而是

利益與資源的爭取才是重點。 

美國自二次大戰之後，政府經常陷於分立政府狀態，造成府會呈現較不良的

互動關係，並對政府施政產生重大的影響。由於分立政府之府會是由不同政黨所

控制，易形成政黨對立，影響府會間的良性互動，進而導致行政與立法的衝突，

政策制定的滯塞，國會會扮演監督制衡行政部門的關鍵角色，一旦行政首長與國

會分屬不同政黨時，反對黨便會透過議事，反對執政黨所提之政策與法案，容易

形成立法的困境與府會對立，美國在一致政府時期國家總體經濟表現較佳，而分

立政府是導致政策與預算赤字的主要原因（黃秀端，2003）。 

綜合上述探討，對於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運作差異與影響仍相當分歧，莫

衷一是，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行政首長的政治手腕與作為，對於行政立法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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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立法效能相當重要，因此應列入研究考量，一個能有效溝通國會議員的總統，

即便是面對多數反對黨的國會，仍能有效主導立法的進程與產出；反之，一個拙

於溝通的總統，即使面對的是同黨佔多數的國會，在行政與立法分權制衡的憲政

設計下，也將難以順利推動國會立法（吳重禮，2002；盛杏湲，2004）。 

貳、檢視一致政府國會政黨之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 

政黨決策運作在於決定政策確立行動的原則和方向，決策則是政策執行的方

法，政黨決策過程『創造→表明→執行→評估→決定』（林鍾沂、柯義龍、陳志

瑋譯，Michael Hill著，2003：68），國會政黨決策在這個流程中完成政策的制定，

是一個確定決策議程、制定政策目標、論證決策方案、選擇方案以及政策合法化

的過程（周萬來，2008：285）。 

一、多數決模型與共識模型 

李帕特(Arend Lijphart)，透過對三十六個國家政府的分析證明，民主政治可以

各種不同的方式實現，其中最顯著的兩個形式是以英美為典型多數決模型與共識

模型分別分析如下。 

（一）、多數決模型 

政治體系最為接近於多數決模型(majoritarian model)的國家是英國，因為英國

的國會大廈(House of Parliament)就位於西敏寺(Westminster)，故此模型又稱為「西

敏寺民主」（Westminster democracy）。這個模型是強調獲得多數選民支持的政黨

取得執政權；另一政黨則在野監督，係採行「兩黨制」的型態：而投射在選舉制

度上，則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選舉制」。多數決模型主張取得人民多數選票支

持的執政黨，在其任內，在民意掌握完全的權力，以推動其政綱與政見；到了下

一次全國大選，由選民以選票來檢驗其執政期間的施政作為，決定是否繼續給予

執政權或政黨輪替。多數決模型其特徵包含相對多數決選舉制度、兩黨制、多元

對抗的利益團體，以及行政部門的權力大於立法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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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識模型 

政治體制最為接近於共識模型(consensual model)國家是比利時及瑞士，強調包

容與妥協，決策的做成要求取得儘可能之多數，故又稱為「協商式民主」（assuciated 

democracy）。透過權力分享，讓少數族群或政治勢力能夠選出其代表，參與公共

政策之決策，藉此化解歧見、調和差異。故以「多黨制」為基礎，儘量讓各政黨

在國會中都有其代表，而形成聯合內閣(coalitional government)；藉此讓決策之作

成具有妥協性及共識性。共識模型通常是用在國家認同上具有爭議或政治文化異

質性高的國家，透過「政治權力分享」，讓持分離主義者或政治次文化能夠留在

政治體系內，進而透過妥協、協商獲得共識，藉以降低衝突性與對立性。共識模

型其特徵包含：有利於多黨制之比例代表制選舉制度、多黨制、統合式利益團體，

以及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採權力平衡。 

基本上一致政府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趨近於此多數決模型與共識模型，關於

一致政府國會政黨之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檢視，分就執政黨與在野黨說明如下： 

二、執政黨  

在立法院政黨間的競合關係相當的細膩與複雜，連帶的立法過程與結果，也

並非單一線性地純然由行政與立法政黨的「一致」或「分立」來決定，探討2008-2012

年一致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及決策形成，「檢視一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

作模式」下執政黨作為，在訪談時有以下看法： 

「 立法院透過黨團運作方式有利於議事效率，也可拘束各黨團成員，但

實際上，各黨黨團與黨團間、黨團與黨團成員間溝通管道或方式並不

如預期來的順暢。」（L3 ） 

「國會當中只有兩個主要政黨，那麼黨團運作順暢相對的會比較大，政

策形成所到的阻礙也就相對減少，但若是小黨林立則黨團運作與政策

形成較困難。」（L6） 

「這反映出立法院在野黨在民意壓力下，不敢懈怠或為反對而反對，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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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執政黨的國民黨國會黨團為了讓法律案、預算案及其他議案能順利

通過，以及解決各項爭議，時常邀集朝野黨團協商，克服各種困難，

透過王院長豐富協調經驗與技巧，使得一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

運作順暢。」（G1） 

「民主國家中，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互動好壞，攸關行政效力及國家政

局穩定。行政機關對政策的制定扮演規劃、提出與執行，立法機關則

扮演審查與監督雙重角色，行政部門任何法律案、預算案均須經由立

法院通過才能取得合法性執行，國會黨團在此過程是一重要的角色。 」

（P2 ） 

「近年來三讀通過之法律案及預算案數目字，可以看出朝野各黨在立法

院不太敢辜負人民付託；尤其是民生法案，立法產能並不因「分立政

府」而有明顯影響，甚至有時還比「一致政府」時期為高。惟爭議性

法律案和預算案則嚴重杯葛與衝突，以致立法僵滯不前，政治動盪不

安。」（N3） 

「過去民進黨掌握行政權的分立政府時期，目前國民黨執政的一致政府

時期，在整國會黨團運作方面具有顯著差異，民進黨執政的分立政府

時期，國會黨團運作是競爭的；國民黨執政的一致政府時期，國會黨

團運作是懶得理在野黨的。因此，民進黨要透過強力抗爭，以爭取本

身的訴求。」（N8 ）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執政黨「檢視一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

看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在我國立法院分立政府時期，國會黨團運作是具競爭性的；而一致政府時

期，國會黨團運作是具抗爭性的。 

（二）立法院執政黨透過黨團運作方式形成政策，有利於議事效率，如同共識模

型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透過「政治權力分享」讓持分離主義者或政治



 

 155 

次文化能夠留在政治體系內，進而透過妥協、協商獲得共識，藉以降低

衝突性與對立性。 

（三）黨團的數量影響黨團運作與政策形成。 

（四）執政黨的國民黨國會黨團透過王院長協調經驗與技巧，使得一致政府國會

政黨決策之形成與運作順暢；在複雜的行政體系中，政策制定過程往往

無法理性化，這是因為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構很多，而這些機構所考慮的

不僅是該一政策本身，尚且包括其機構的立場與利益。 

三、在野黨 

良好的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乃在提升議事效率與政黨的角色功能，主要

目的在於促使朝野政黨代表以平等尊重、和諧的協商氣氛，相互交流溝通，折衝

妥協，取得彼此共識，以利議案圓融順利通過（周萬來，2008：316）。探討 2008-2012

年一致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及決策形成，「檢視一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

作模式」下執政黨作為，在訪談時有以下看法： 

「在一些意識形態色彩較淡的民生法案上，在野黨也不會一味的反對，

政黨之間的合作也並非一定是一成不變的，政黨之間的合作或結盟，

或許將視不同的個案而定。 」（L2 ） 

「在總統制的國家中，其行政與立法部門分立，總統可能面臨政黨林立

的國會，所以總統必須要以政治資源來換取立法委員的支持，但是以

這種方式取得的過半數支持並不可靠，加上目前總統的聲望一直下

跌，又不肯釋出政治資源，在野的立法委員與其合作的意願將會降低。」

（L7） 

「 行政院在立法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一致政府時期，行政院

提案比立委提案通過比例高，且立法時程較短；而在分立政府時期，

行政院提案通過的比例大幅降低，且立法時程較立委提案為長；亦即

分立政府時期，行政部門在法案的推動上較困難。」（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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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黨可在立法院中，以對任何議題提出反對意見為手段，民主進步

黨團只有被封殺的份。」（N2） 

「在全力動員、各擁其主的情況下，所謂的「泛藍」與「泛綠」兩大陣

營的實力仍然是有所落差的。「泛藍」陣營在形式上雖然掌握了較多的

席次，是個穩定的多數，但在重大的議案上，如果黨團協商未成而必

須動用到表決時，「泛綠」透過強力動員與抗爭，可能造成法案的延宕。」

（N6）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在野黨「檢視一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

看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在野黨也不會一味的反對意識形態色彩較淡的民生法案。 

（二）目前總統的聲望下跌，又不肯釋出政治資源，在野的立法委員與其合作的

意願將會降低。 

（三）在野黨透過強力動員與抗爭，可能造成法案的延宕，任何決策者能獲得的

資訊，可支配的時間，充分的理性在決策過程中並不存在；在決策過程

中，所呈現出來的，往往為「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模式假定其目標為

差強人意的結果；亦即大致上可以接受的結果。 

（四）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行政院提案通過的比例，立法時程較有差異。 

參、檢視分立政府國會政黨之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 
分立政府的概念係建立在美國總統制的政治經驗上，由於總統與國會的雙重民

意基礎，當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別由不同政黨所掌控，或是在兩院制的體制下，當

行政權與國會中的一院由不同政黨掌控時，即形成分立政府。由於分立政府的行

政權與立法權係由不同政黨所掌控，於是政黨要能對行政權以及立法權分別予以

合理運作（李孔文，2008：127）。關於其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分別說明

如下： 

一、決策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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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制定前政黨最高決策須考量下列因素，諸如：決策議題本身困難、輿論

反應、情勢控制紛歧、決策參與者無法形成多數同意等因素。造成制定決策的過

程當中，所需考量的因素不單獨只是考慮事的本身，所衍生出的其他問題或是副

作用（王長江，2009：87），常使決策變得更加複雜而難以控制。有關決策運作

模式，有下列三種模式（陳恒鈞、王崇斌、李珊瑩譯，Charles E. Lindblom、Edward 

Woodhouse著，2010：39-40）： 

（一）理性模式與有限理性模式 

理性模式（rationality model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假定決策者是理性

的，且會按照理性來釐定目標，並且有充裕的時間完成一切程序，理性模式假定

政策制定的目標，在求取最高的效益（maximal utility）；實際上，任何決策者能

獲得的資訊，可支配的時間，及其在一定時間內所能理解與運用的資訊都是有限

的。因此，充分的理性在決策過程中並不存在，在決策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往

往為「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模式假定其目標為差強人意的結果，亦即大致上可

以接受的結果。 

（二）官僚議價模式 

官僚議價模式（bureaucratic bargaining model）是指在複雜的行政體系中，政

策制定過程往往無法理性化，這是因為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構很多，而這些機構所

考慮的不僅是該一政策本身，尚且包括其機構的立場與利益。 

（三）漸進模式 

漸進模式（incremental model）是指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決策者大多受以往

的政策與決策環境的限制，與其說決策是理性的行為，不如說是承襲以往的傳統，

大多數決策不過是繼承以往的決策，並對應變遷的環境，所作小符的修正而已。 

有關分立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之檢視，分別就執政黨與在野黨

探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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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政黨  

民進黨在立法院因屬少數執政，對於國會的主導權力有未逮，需與在野黨多加

協商與妥協方能推動議事。針對決策則是政策執行的方法，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

進行決策也依此『創造→表明→執行→評估→決定』過程進行（林鍾沂、柯義龍、

陳志瑋譯，Michael Hill著，2003：68）。有關執政黨「檢視分立政府國會政黨決

策形成與運作模式」，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由於黨團協商可以大幅減少執政黨的動員需求，當民主進步黨執政

後，因為沒有過半的立法委員席次的支持其政策與議案，而盟友臺灣

團結聯盟也不一定事事配合，再加上缺少動員表決來捍衛執政政策之

能量，故黨團協商機制對民主進步黨而言，係立法院議事的輔助機制，

而已變成議場中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成為民主進步黨在立法院議

事運作上保護其政策與議案之手段。」（L1 ） 

「分立政府時期，民主進步黨對在野黨任何批評，只能儘量不回應，避

免觸怒對方而破壞協商機制，黨團本身籌碼就不足，只好在立法院找

尋可能的盟友組成「國安聯盟」，以支持其在立法院之優勢。」（L4 ） 

「 分立政府可能只是立法僵局原因之一，而到底在臺灣憲政制度下，還

有那些因素也會造成僵局？」（ P2） 

「而執政的民主進步黨也將法案過程的不順利歸罪給分立政府，但這樣

的既定印象放大了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在立法表現上的差異。」（P4） 

「張俊雄組閣時期仍舊以新民意面對國會舊民意，即便到了第五屆、第

六屆立委選後，泛綠對泛藍已相對穩定，但對於執政黨與在野黨意見

歧異的法案，「少數執政」、「多數反對」的立法僵局仍是政治常態。」

（G1） 

「但從第五屆立法院報到當日副院長之選舉，到「財政收支劃分法」覆

議案的表決，民主進步黨所組成的「少數政府」顯然並無法有效而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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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掌握立法院過半數的席次。「少數政府」運作的困難，自分立政府

組成開始，民主進步黨就必須痛苦的面對。」（N3 ） 

「自從 2000 年總統大選後，「分立政府」之形態由地方延伸至中央政府

層級。當時中央層級之「分立政府」情形運作的相當不穩定，在面對

立法與行政部門，兩者皆具有民意的代表性與正當性，卻由不同政黨

所控制時，陳總統不但沒有努力建立類似法國的憲政慣例與共識，反

而以一己之意念，從「全民政府」的宣示到「少數政府」的組成。這

種政策不理性的抉擇，導致我國行政與立法之僵局，衝突頻繁。」（N4） 

「政黨輪替後，首次形成「分立政府」，雖然行政與立法部門衝突不休，

但原則上只要是對人民有利與迫切需要的民生法案，大體上都能順利

通過。經檢驗行政院在「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下，提請立法院

審議通過之各種重大法律案與預算案件數與比例，並無明顯差異。」

（N6） 

「國民黨執政時期，第一屆立法院通過法案共計通過 354 件，第二屆共

計通過 241 件，第四屆通過 642 件，第五屆通過 611 件，反而比過去

國民黨執政「一致政府」時期的第二屆立法院通過 241 件、第三屆通

過 297 件相比較，反而是進步。這反映出立法院在野黨在民意壓力

下，不敢懈怠或為反對而反對，」（N7） 

「分立政府之下，因為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屬不同政黨所控制，使得政府

的運作遭受到嚴重的削弱，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彼此分歧諉過，責任

政治之精神完全受到破壞，如何進一步談到有效能的政府。」（N10）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執政黨「檢視分立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

看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黨團協商可以大幅減少執政黨的動員需求。 

（二）分立政府時期民主進步黨黨團本身籌碼就不足，須找尋可能的盟友。 

（三）「少數執政」、「多數反對」的立法僵局仍是政治常態。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以我國政黨輪替 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 

 160 

（四）分立政府之下，民進黨政府的運作遭受到嚴重的削弱。 

以上可了解在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模式，包括：執政黨與在野黨模式，也符合

上述三類包括 1、理性模式與有限理性模式（rationality model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2、漸進模式（incremental model）3、官僚議價模式（bureaucratic bargaining 

model），政黨決策運作在於決定政策確立行動的原則和方向（陳恒鈞、王崇斌、

李珊瑩譯，Charles E. Lindblom、Edward Woodhouse 著，2010：39-40）。  

三、在野黨 

本研究所以說「動員」、「凝聚力」與「政黨合作」三者將決定未來朝野政黨在

重大議案上的表決勝負（陳俊明，2001：45）。但在少數執政的局面未改變前，我

國國會中所謂的「多數」或許將是個「動態的」、「流動的」概念，政黨間的協商

將比以前更加重要（李孔文，2008）。有關在野黨「檢視分立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

成與運作模式」，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分立政府下執政黨在立法院寸步難行，行政與立法嚴重分立，甚至立

法院黨團由預算、法律審查之權限；反而，由在野黨全面主導政府重

大施政決策權，例如：軍購、監察院人事同意權、政治社會轉型正義

相關議案等。」（L3） 

「 分立政府政治僵局只有在立法消極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雖然立法院多

數黨對立法結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可以修正行政院提案並通過對其

有利的版本，但若多數黨可以透過杯葛行政院提案，使行政院施政不

佳，因而在下次選舉中得利，則立法僵局可能因而產生。」（L5 ） 

「分立政府下，互相敵對的行政與立法關係導致立法僵局，一旦行政院

有機會反制立法部門在行政院提案上訴諸民意，分立政府的負面效

果，則有可能被極小化。」（G3） 

「 重大的議案上，如果黨團協商未成而必須動用到表決時，只要任何一

方動員不利或少數委員跑票，就足以造成全面翻案、扭轉政局。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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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動員」、「凝聚力」與「政黨合作」三者將決定未來朝野政黨在重

大議案上的表決勝負」（P1） 

「從制度論的角度而言，每個國家因為歷史、社會等環境因素之影響，

對於國家政府體制之選擇與設計不同，使得不同國家政府體制運作，

就出現不同之結果與影響。而「分立政府」政府體制的形成，也成為

「分權體制」國家中，實際政治制度之運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結果。 」

（N2） 

「國民黨籍與民進黨籍立委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的立法表現不

同，在一致政府時期，民進黨立委在提案上較為積極；反之，國民黨

立委則在分立政府時期的立法提案上較過去為積極。」（N4 ） 

「立法院中的政黨合作與衝突，仍須回到影響立法的基本因素思考；亦

即由政治行為者的目的與行為者的資源，在分立政府之下產生的變化

來分析」（N8）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在野黨「檢視分立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

看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分立政府下執政黨在立法院寸步難行，行政與立法嚴重分立，多由在野

黨主導政府重大施政決策權。 

（二）、分立政府下互相敵對的關係導致僵局，執政黨反制在野黨，將行政院提

案訴諸民意。如同官僚議價模式，政策制定過程往往無法理性化，所考

慮的不僅是該一政策本身，尚且包括各黨團的立場與利益。 

（三）、「動員」、「凝聚力」與「政黨合作」三者將決定未來朝野政黨在重大

議案上的表決勝負。 

（四）、國民黨與民進黨籍立委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的立法積極度不同。 

在分立政府下總統不依憲政原理將組閣權交給國會多數組閣或籌組「聯合政

府」，立法院無可奈何，但也無法讓立法院多數接受總統任命之內閣。因此行政部

門提出之爭議性法律案及預算案，會遭國會多數黨利用議事技巧加以杯葛，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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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與立法部門衝突且陷入政治危機，而總統因無主動解散國會權力，以致無法

解決此一衝突或僵持，造成總統與國會多數形成對立、政局不安。 

政黨是民主政治之產物，現代民主國家國會之中，政黨絕對有其存在之必要，

國會是國家中政治運作的中心，無論憲法架構及政府體制是如何設計，國會代表

民意且掌握立法權、預算權與其他監督或制衡行政權的機制，有相當的影響力，

故其運作順利與否關係國家政務與人民福祉，而國會想要有效運作，首先須依賴

於政黨政治。由於民主國家的國會為各種利益代表之爭奪及理念衝突的地方，國

會黨團國會黨團為展現其具體社會影響力、對黨籍立法委員的約束，並協調黨籍

立法委員，將黨的政策反映在國會中。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國會政黨之決策

形成與運作模式見表 4-3 

表 4-3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國會政黨之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分析表 

 一致政府 分立政府 

執政黨 

（一）在我國立法院分立政府時期，

國會黨團運作是具競爭性的；而

一致政府時期，國會黨團運作是

具抗爭性的。 

（二）立法院執政黨透過黨團運作方

式形成政策，有利於議事效率，

如同共識模型在政策制定的過程

中，透過「政治權力分享」讓持

分離主義者或政治次文化能夠留

在政治體系內，進而透過妥協、

協商獲得共識，藉以降低衝突性

與對立性。 

（三）黨團的數量影響黨團運作與政

策形成。 

（四）執政黨的國民黨國會黨團透過

王院長協調經驗與技巧，使得一

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之形成與運

作順暢；在複雜的行政體系中，

政策制定過程往往無法理性化，

這是因為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構很

（一）黨團協商可以大幅減少執政黨

的動員需求。 

（二）分立政府時期民主進步黨黨團

本身籌碼就不足，須找尋可能的盟

友。 

（三）「少數執政」、「多數反對」

的立法僵局仍是政治常態。 

（四）分立政府之下，民進黨政府的

運作遭受到嚴重的削弱。 



 

 163 

多，而這些機構所考慮的不僅是

該一政策本身，尚且包括其機構

的立場與利益。 

在野黨 

（一）在野黨也不會一味的反對意識

形態色彩較淡的民生法案。 

（二）目前總統的聲望下跌，又不肯

釋出政治資源，在野的立法委員

與其合作的意願將會降低。 

（三）在野黨透過強力動員與抗爭，

可能造成法案的延宕，任何決策

者能獲得的資訊，可支配的時

間，充分的理性在決策過程中並

不存在；在決策過程中，所呈現

出來的，往往為「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模式假定其目標為差強

人意的結果；亦即大致上可以接

受的結果。 

（四）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行政院提

案通過的比例，立法時程較有差

異。 

（一）、分立政府下執政黨在立法院

寸步難行，行政與立法嚴重分立，

多由在野黨主導政府重大施政決

策權。 

（二）、分立政府下互相敵對的關係

導致僵局，執政黨反制在野黨，將

行政院提案訴諸民意。如同官僚議

價模式，政策制定過程往往無法理

性化，所考慮的不僅是該一政策本

身，尚且包括各黨團的立場與利

益。 

（三）、「動員」、「凝聚力」與「政

黨合作」三者將決定未來朝野政黨

在重大議案上的表決勝負。 

（四）、國民黨與民進黨籍立委在一

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的立法積

極度不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策進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

之決策作為 

近年來「分立政府是否易造成立法僵局？」成為臺灣政治學界最熱門的研究議

題；尤其是在 2000 年中央層級的分立政府現象出現之後，更有許多學者投入。在

臺灣對分立政府研究非常重視 Sundquist（1988）以及 Mayhew（1991）之學說，

其辯述範圍都框限於分立政府對立法效能到底是有負面效果或是無效果（邱訪

義，2010：114）。如何策進我國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決策運作；

唯有澈底地知悉實際運作時所造成的問題，方能提出根本的解決之道。在國會多

數決若是基於一致的共識，當然是最圓滿的結果；可惜在多元的國會中，很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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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致的共識，而且為爭議性高的問題所引發的衝突，往往爭執者互不相讓，甚

至要動用表決來決定，以致非但無法解決問題，可能還會製造更多的衝突。茲就

有關策進我國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決策作為，分別說明如下： 

壹、策進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下之決策運作 

政黨在國會運作的目的在能影響其行為外，其資源爭取也具決定性角色。蓋資

源不單影響哪一方的議題取勝，也決定妥協的程度；如果個別政黨單獨行動便能

獲得成功，則沒有政黨間合作的必要。一般而言在一致政府時期，政黨間的合作

顯得必要性與迫切性較低；反觀，分立政府時期，政黨的合作則成為關鍵。我國

政黨協商運作，決定立法院立法的主要操作方式，如有政黨對立訴諸該項制度性

資源尋求解決，則有賴政治性資源的配合（楊婉瑩，2003）。針對上述有關我

國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決策運作檢視，在此對一致政府國會政黨

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之策進，分別就執政黨與在野黨說明如下： 

一、執政黨  

在檢視一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時，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在立法院分立政府時期，國會黨團運作是具競爭性的，一致政府時期，

國會黨團運作是具抗爭性的。 

（二）、立法院執政黨透過黨團運作方式形成政策，有利於議事效率，如同共

識模型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透過「政治權力分享」讓持分離主義者或

政治次文化能夠留在政治體系內，進而透過妥協、協商獲得共識，藉以

降低衝突性與對立性。 

（三）、黨團的數量呈反比方式，影響黨團運作與政策形成。 

（四）、執政黨的國民黨國會黨團透過王院長協調經驗與技巧，使得一致政府

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順暢，而在複雜的行政體系中，政策制定過程

往往無法理性化，這是因為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構很多，而這些機構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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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的不僅是該一政策本身，尚且包括其機構的立場與利益。 

針對以上檢視有關執政黨「策進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下決策運作」，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均具有直接民主的正當性連結，行政部門應該尊

重立法院黨團；尤其是重大政策決策權應該分享。」（L5 ） 

「一致政府下執政的國會黨團為了緩和朝野間的緊張關係、促使議事運

作平順，首要之務須先降低會議中的表決次數，尋求政黨共同提案的

方式，可促進朝野合作，透過互信基礎的建立，攜手共推法案，必能

減少議程阻絕的發生，而有利於國會黨團運作及立法效能的提升。」

（L7） 

「一致政府之國會黨團，為多數執政的政黨，除掌握國家政權也掌控國

會，協助行政部門推動政策，並協調整合在野國會議員完成立法程序，

給予政策合法性，此為政黨決策運作的內涵。」（P4 ） 

「由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在一致政府時期出現表決統計數據之增加趨勢，

可以發現隨著政府型態的轉變，朝野政黨對立的情勢與日俱增，且對

決的型態亦愈來愈傾向藍綠對決。」（N3） 

「一致政府立法效能高，但也要黨團良好的協調經驗與技巧，才能使一

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順暢；然而，要達到民主鞏固，並非

一次的政黨輪替便能竟其功，尤需要讓政黨輪替成為常態後，民主政

治的發展才能有較為長足的進步。」（N6）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執政黨「策進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下決策運作」看法，

並針對以上檢視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行政部門應該尊重立法院黨團，尤其是重大政策決策權應該分享。 

（二）為緩和朝野緊張關係，可尋求政黨共同提案的方式，促進朝野合作，且

可減少競爭與抗爭。  

（三）在一致政府時期立法院程序委員會表決的統計次數日增，可知朝野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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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的情勢與日俱增。 

（四）一致政府立法效能高，但也有要黨團良好的協調經驗與技巧，才能促使

一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之順暢。 

二、在野黨 

按賽局理論（game theory）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決策者，例如立法院之黨團，

稱為賽局者（player），每個決策者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行動方案的選擇，稱為策略

（strategy）。整個的結果（outcome），則要視所有參與賽局者，對其策略所作的選

擇而定。對於各種可能的結果，每一個賽局者都會有明確的偏好順序（preference）。

因此，可以對每一個結果的得益（pay-off）給予一個數字，以表示這些偏好順序

（Neumann,1944），而且一致政府下國會之在野黨黨團運作更是辛苦，綜合以上相

關人員對於在野黨「檢視一致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看法時，歸納

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在野黨並不會一味的反對意識形態色彩較淡的民生法案。 

（二）目前總統的聲望下跌，又不肯釋出政治資源，在野的立法委員與其合作

的意願將會降低。 

（三）在野黨透過強力動員與抗爭，可能造成法案的延宕，說明任何決策者能

獲得的資訊，可支配的時間，充分的理性在決策過程中並不存在。在

決策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往往為「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模式係假定

其目標為差強人意的結果，此乃大致上可以接受的結果。 

（四）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行政院提案通過的比例，立法時程較有差異。 

有關在野黨「策進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下決策運作」，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從一致政府時期到分立政府時期，可以看出所通過的政治性法案的內

容，會因政黨意識形態而不同，但就整體立法成果來看，其數量上在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並無顯著差距。 」（L2 ） 

「如從民生法案再細分觀察，發現金融法案在分立政府時期有多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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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整頓問題金融機構的法案，掀起金控整併風，又例如對媒體的

規範，分立政府時期對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要求，對言論自由保護的精

神明顯比一致政府時期強烈。」（L8） 

「依政黨實際之運作來看，政黨政治的實踐，使黨團成了政府部門間的

溝通者，同時也是選民與政府間的橋樑，黨團透過黨政關係介入政治

歷程，影響或決定政府的政策。」（G1） 

「一致政府立法委員與行政官員，雖然不屬同一政黨，在法定的關係外，

用非正式的方法交換意見獲致協議，使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稍微和諧。」

（N2） 

「比較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對於兩岸政策的制定是否有顯著差異，是否

造成行政與立法間意識形態的對峙與僵局。經由此次實證分析得到初

步結論，在一致政府下，行政與立法間之共識較高、且關係較和諧，

而在分立政府期間，行政立法互動較易產生齟齬與對峙。」（N6）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在野黨「策進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下決策運作」看法，

並針對以上檢視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整體上的立法成果來看，數量上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是有所差距。 

（二）雖非同一政黨，可用非正式的方法交換意見獲致協議，使行政與立法的

關係趨於和諧。 

（三）在一致政府下，行政與立法間之共識較高、且關係較和諧。 

在一致政府下決策運作，黨團間協商是民主制度下必然產物。在國會中涉及公

共事務之政治性決定，都是依照多數決作成。多數決若是基於一致的共識，當然

是最圓滿的結果；可惜在多元的國會中，很難取得一致的共識。但在野黨因爭議

性高的問題所引發的衝突，往往爭執黨互不相讓，甚至要動用表決來決定，非但

無法解決問題，可能還會製造更多的衝突。 

貳、策進國會黨團在分立政府下之決策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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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在憲政制度與選舉制度上的一些不同於法國第五共和的設計，提供我

國總統有其可以不選擇任命傭有國會多數支持的人士擔任行政院院長的空間，以

致影響了主要政治人物沒有選擇由國會多數黨或多數政黨聯盟組閣，並形成了這

段期間分立政府的運作慣例（李孔文，2008：130）。在分立政府的政局中，立法

院政黨競爭呈現的政治混亂，導致立法效能不彰與決策運作不順暢，民主進步黨

少數執政時期，許多國會分立政府政治現象於此時展現，行政立法的政黨組合改

變後對立法院運作的影響，也影響其政策推動（楊婉瑩，2003）。有關分立政府國

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之策進，以下分別就執政黨與在野黨說明之： 

一、執政黨  

政黨輪替後，首次形成「分立政府」，雖然行政與立法部門衝突不休，但原則

上只要是對人民有利與迫切需要的民生法案，大體上都能順利通過。綜合以上相

關人員對於執政黨「檢視分立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看法時，歸納

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黨團協商可以大幅減少執政黨的動員需求， 

（二）分立政府時期民主進步黨黨團本身籌碼就不足，找尋可能的盟友。 

（三）「少數執政」、「多數反對」的立法僵局仍是政治常態 

（四）分立政府之下，民進黨政府的運作遭受到嚴重的削弱。 

有關執政黨「策進國會黨團在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討論國會黨團決策運作，要注意在分立與一致政局下的互動關係。在

分立政府時期，政府首長與國會雖然彼此意識形態立場互異，但仍會

訴諸相互間利益的調和，以通過爭議性法案，並不必然會造成政策推

動的僵局與停滯，而重大法案的通過也與政黨控制的因素沒有明顯關

聯。」（L3） 

「2000 年行政院逕行宣布停建核四，引起朝野對抗、僵局、立法停滯的

教訓，分立政府之執政黨應體認「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在政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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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上，應多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協商代替表決，以合作代替衝突，

超越黨派利益，伸出善意的雙手。」（L8） 

「陳水扁總統提名國親都可接受的國民黨籍唐飛擔任行政院長，試圖與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分享權力，但因凍結核四預算決策過程太過急躁粗

糙，唐飛辭職，泛藍在立法院全面反撲，合作破局。」（P2） 

「少數政府，在民主政治的要求下，行政部門仍然必須遵守國會多數決

的立法原則。執政黨未從制度面考量，反而基於政治考量，刻意忽視

在野黨在國會的優勢，試圖以訴諸全國民意的途徑，建立一個有效能

的政府，使得政局動盪不安。」（G4） 

「分立政府執政黨於議案提出前，應事先與占多數席次的在野黨溝通意

見，增加在野黨於政策形成前的參與機會，透過共擬立法計畫的方式，

當可減少政策合法化過程的阻撓。」（N4） 

「我們發現這個政治體系制定重要法案能力的變化，國會立法表現因為

分立政府的運作而有所萎縮；換言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一致或分立

的政黨控制因素，使得重要法案產出量有所差距。」（N6） 

「如果民進黨有機會第 3 度政黨輪替，重新執政，針對 2000-2008 年分立

政府行政與立法的前車之鑑，如果未能掌握立法院過半席次時，現實

上必須考慮與立法院多數黨團妥協分享決策權，不能整碗拿走。」

（N9）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執政黨「策進國會黨團在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看法，

並針對以上檢視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在分立政府時期，政府首長與國會雖然立場互異，但仍會訴諸相互間利

益的調和，以通過爭議性法案。 

（二）分立政府執政黨未從制度面考量，忽視在野黨在國會的優勢，試圖以訴

諸全國民意的途徑，使得政局動盪不安。 

（三）分立政府執政黨於議案提出前，應事先與占多數席次的在野黨溝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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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增加在野黨於政策形成前的參與機會。 

（四）行政權與立法權的一致或分立的政黨控制因素，使得重要法案產出量有

所差距。 

二、在野黨 

第四到五屆立法院中，呈現出相當豐富的立院政黨生態，並非分立政府「立法

停滯」與一致政府「有效統治」的二分對立所能解釋，這樣的認知也過於化約行

政與立法間互動的複雜性與流動性，在一致與分立的政黨組合形態的政治結構

下，政黨合作與衝突兼而有之的例證，包括：立法通過數量的增加背後的數字陷

阱，立法過程的延遲實現，政黨對立投票減少，反映出過度依賴妥協交換式的政

黨協商解決衝突等現象（吳東欽，2007：48）。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在野黨「檢視分立政府國會政黨決策形成與運作模式」

看法時，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分立政府下執政黨在立法院寸步難行，行政與立法嚴重分立，形成由在

野黨全面主導國家重大施政決策權。 

（二）分立政府下互相敵對的關係導致僵局，執政黨反制在野黨將行政院提案

訴諸民意；如同官僚議價模式，其政策制定過程往往無法理性化，所考

慮的不僅是該一政策本身，尚且包括各黨團的立場與利益。 

（三）「動員」、「凝聚力」與「政黨合作」三者將決定未來朝野政黨在重大議

案上的表決勝負。 

（四）國民黨與民進黨籍立委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的立法積極度並不相

同。 

有關在野黨「策進國會黨團在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在訪談時有以下看法： 

「行政院常會面臨得不到國會議員過半數的支持，使得政務難以推動，

並且容易造成行政與立法的對立。由於行政院沒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

力，國會在野黨也不願藉由不信任投票逼使行政院長去職。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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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陷入僵局，往往只能採取體制外的手段解決問題。」（L1 ） 

「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互動模式，既非行政權高高在上，亦非立法權

主導一切政策的制定，是政黨既競爭又合作的互動制衡關係。在此微

妙的關係下，分立政府下立法院多數黨會要求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扮演

一定的角色；倘行政部門能加以重視和採納，或將會產生良性互動關

係。 」（L5 ） 

「 政治學者將政黨依其決策形成區分為「內造政黨」與「外造政黨」二

類型，內造政黨是以國會黨團為政黨內部決策核心者，外造政黨則在

國會黨團之外另有決策核心者，分立政府下多數在野國會黨團應屬外

造政黨，有些無力感。」（P1 ） 

「在分立政府機制下影響所形成的朝野政黨對峙、衝突、僵局等情形，

導致立法成效不彰、減弱政府運作的效能、以及政黨政治責任不明的

現象。因此，為改善分立政府運作的負面影響，避免議程阻絕的發生，

議案提出前應先行充分溝通與協調，朝野政黨始能建立彼此間的信任

感。」（N3） 

「分立政府契合憲政體制的制衡原則，符合多數選民的預期心理，並無

損於政策制定與執行成效，分立政府根本不是造成政府運作效率低

落、管理不善的唯一因素。」（N4） 

「有些學者運用不同的評估指標與方法，測量「一致政府」與「分立政

府」的政府表現與領導效能。大體而言，「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

的運作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N10 ）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在野黨「策進國會黨團在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看法，

並針對以上檢視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外造政黨係指在國會黨團之外另有決策核心者，分立政府下多數的在野

國會黨團應屬外造政黨，乃有些無力感。 

（二）分立政府下立法院多數黨會要求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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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門能加以重視和採納，或將會產生良性互動關係。 

（三）改善分立政府運作的負面影響，朝野政黨應建立彼此間的信任感。 

（四）分立政府尚非造成政府運作效率低落、管理不善的主要因素。 

經檢驗行政院在「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下，提請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各種

重大法律案與預算案件數與比例，並無明顯差異。譬如：國民黨執政時期，第一

屆立法院通過法案共計 354 件，第二屆共計通過 241 件，第四屆通過 642 件，第

五屆通過 611 件，第六屆通過 498 件，第七屆通過 856 件（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網

站，2012）；比與過去國民黨執政「一致政府」時期的第二屆立法院通過 241 件、

第三屆通過 297 件比較，反而是進步，但第七屆一致政府卻能通過 856 件為歷屆

之冠。在立法院各種法案的、預算的、政策的和議程的衝突與競合，都可適用於

賽局理論的分析，此理論的主要目標，是想僅藉形式化的推理，瞭解賽局者為了

要理性地追求其利益，會採取何種決策，或具有競爭或對抗性質的行為以成為博

弈行為，以及如果他們真的如此選擇會產生什麼結果。而葛林（A.W. Green）（曹

達文譯，Green 著 1970： 118）曾指出「兩個政黨或團體都期望獲得最大利益，

但在認知限制下，雙方已有準備有所讓步之打算」。為避免在野黨惡意杯葛法案累

積談判籌碼，立法過程中當透過黨團運作協商與溝通，而黨團運作中讓步其實是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有關策進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決策作為見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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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策進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決策作為分析表 

 一致政府 分立政府 

執政黨 

（一）行政部門應該尊重立法院黨

團，尤其是重大政策決策權應

該分享。 

（二）為緩和朝野緊張關係，可尋

求政黨共同提案的方式，促進

朝野合作，且可減少競爭與抗

爭。  

（三）在一致政府時期立法院程序

委員會表決的統計次數日增，

可知朝野政黨對立的情勢與日

俱增。 

（四）一致政府立法效能高，但也

有要黨團良好的協調經驗與技

巧，才能促使一致政府國會政

黨決策形成與運作之順暢。 

（一）在分立政府時期，政府首長與

國會雖然立場互異，但仍會訴諸相

互間利益的調和，以通過爭議性法

案。 

（二）分立政府執政黨未從制度面考

量，忽視在野黨在國會的優勢，試

圖以訴諸全國民意的途徑，使得政

局動盪不安。 

（三）分立政府執政黨於議案提出

前，應事先與占多數席次的在野黨

溝通意見，增加在野黨於政策形成

前的參與機會。 

（四）行政權與立法權的一致或分立

的政黨控制因素，使得重要法案產

出量有所差距。 

在野黨 

（一）整體上的立法成果來看，數

量上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

期是有所差距。 

（二）雖非同一政黨，可用非正式

的方法交換意見獲致協議，使

行政與立法的關係趨於和諧。 

（三）在一致政府下，行政與立法

間之共識較高、且關係較和諧。 

（一）外造政黨係指在國會黨團之外

另有決策核心者，分立政府下多數

的在野國會黨團應屬外造政黨，乃

有些無力感。 

（二）分立政府下立法院多數黨會要

求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扮演一定的

角色，倘行政部門能加以重視和採

納，或將會產生良性互動關係。 

（三）改善分立政府運作的負面影

響，朝野政黨應建立彼此間的信任

感。 

（四）分立政府尚非造成政府運作效

率低落、管理不善的主要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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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會黨團理想型運作機制之設計 
政黨是民主政治之產物，現代民主國家國會之中，政黨絕對有其存在之必要，

國會是國家中政治運作的中心，無論憲法架構及政府體制是如何設計，國會代表

民意且掌握立法權、預算權與其他監督或制衡行政權的機制，有相當的影響力，

故其運作順利與否關係國家政務與人民福祉，而國會想要有效運作，首先須依賴

於政黨政治，由於民主國家的國會為各種利益代表之爭奪及理念衝突的地方，政

黨為展現其具體社會影響力、對黨籍議員的約束，並協調黨員把黨的政策反映在

法律上，均會在在國會中設置有黨團組織（caucus），有關國會黨團理想                                                                    

型運作機制之設計於本章探討。 

第一節 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設計  

由於國會黨團運作包括對抗、競爭、聯合、協商、溝通、妥協等，政黨輪替對

立法院黨團運作之影響，主要在於行政資源之利用，對於政黨輪替一致政府國會

黨團運作之影響，角色的互換、衝突的解決，偏向採用比例原則分配權力，可避

免競爭的決策，引發國會黨團之間對立與衝突，危及政治體系穩定（林新建，

2008），「協和式民主」主要的內函包括下列三點（周萬來，2008）：其一，強調不

同集團領導階層間的相互合作，國會黨團體制設計上，儘量包容所有團體領袖，

一起共同議事；其二有「相互否決權」的設計，黨團可提案要求協商，以保障少

數黨利益；國會委員會議席，召集委員的分配是按各政黨的立委息次比例來分配；

其三尊重各國會黨團文化和團體的自主性，讓它們去管理自己內部的事務。有關

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設計，茲將黨團協商民主化，分別就理想型執政

黨機制與理想型在野黨機制說明： 

壹、黨團運作協商民主化 

由於民主政治體系中一直呈現多元化與不同歧見並存，且經常有爭辯與衝突，

要拉近多元化的衝突與歧見，則要透過協商化解，遂有學者提出民主協商之類型

（陳德禹，1980：7-18）如下：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以我國政黨輪替 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 

 176 

一、勝負型協商 

此一類型之協商是最直接的一種，由優勢的一方迫使劣勢的一方讓步或是放

棄，勝方所得乃是落敗者所失的「零和關係」，但也埋下日後衝突之種子，更不利

於日後協商的進行。由於失敗一方多半不甘心此一受迫之讓步，日後一旦有適當

的機會，便會聯合其他被壓迫者挑戰勝方，所以勝負在此時並非定數，如遇到更

複雜的衝突型態，第七屆立法院便經常發生此一狀況，在過半數的強勢國民黨黨

團下的運作下，很容易發生此一型態之協商（郭明政，2011）。 

二、策略型協商 

政治上的協商往往充滿權謀性，有相當多策略型協商，尤其在雙方實力接近，

如目前立法院中藍綠兩大陣營，協商時若不是為彼此達成其他目的之手段，便是

勝負已分曉之前的形式程序，相當講究協商談判之策略與手段。此類型的協商因

權謀過多，通常不利於共識之形成，甚至會破壞協商，如有協商結論也是雙方有

條件接受下所形成者（胡文棟，2006）。 

三、妥協型協商 

當衝突的雙方在協商過程中互有得失之時，便會產生妥協。因此，妥協是衝突

獲得解決之最廣泛結果，其要達成妥協有兩種技巧（許國賢，2000）： 

（一）衝突雙方直接談判，以求達成協議。 

（二）借助第三者仲裁。 

在民主國會中多辦採取前者，獨裁國家多辦取決於後者。目前立法院之協商多

為黨團對黨團直接協商談判，不用借助第三者仲裁；另為減少協商過程中的過多

權謀，民主國家通常將政治競爭予以規律化、制度化，以增加協商結果之可預測

性，我國立法院對於協商，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已有專章之規定（張壹智，

2002）。 

四、整合型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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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協商方式會顧及各方之利益，沒有一方會被完全犧牲，要達到此一境界，

各方應開誠佈公權衡輕重得失，且不以私利為考量來進行協商。此一整合雖然是

解決衝突之最佳方式，但在運作時常受一些主客觀因素之限制，再加上協商的各

方如果有互信不足、實力不均等狀況，便會影響協商之成敗，與目前立法院黨團

協商之情況最近（林瑞雯，2002）。 

五、僵持型協商 

當衝突的雙方持續逼著對方，且無法改變其基本立場時，協商的僵局便會發

生；或是在衝突某一方不同意某種新狀況，但似乎無計可施，僵局就此形成；第

五、六屆立法院便經常發生此一狀況，雖然僵持是某種消極狀態，長期而言，對

黨團之目標及成長是不利的（陳德禹，1980：17）。 

自第三屆立法院開始，在議事的進行過程中有朝野「政黨協商」之運作，但是

一直沒有法律的定位，直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制定後，才獲得法源的依據與

正當性，且將「政黨協商」改稱為「黨團協商」（胡文棟，2006：116）。以上數種

民主協商運作之模式，與現今立法院國會運作之情形，以及朝野黨團協商互動有

相當密切的關聯，值得作為參考。 

貳、一致政府理想型執政黨機制  

早年的立法院，因在長期戒嚴下並未真正發揮它其表民意代、監督政府的角

色，直到 1991年立法院全面改選，資深委員全面退職，第二屆開始都是經過最新

民意洗禮的立法委員，導致立法院的結構產生重大的改變，將各政黨帶進立法院，

而選舉競爭促乃使立法院黨團勢力不斷的消長，政黨間對於不同公共事務的歧見

也產生紛爭：，對於議事運作的進行也產生實質的影響力（王吉次，2008）。有關

執政黨的「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 」，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民主國家之國會絕大多數為「合議制」的機構，政黨政治在國會中想

要有效運作，則須有賴於黨團制度的建立。 」（L2） 

「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在立法院黨團制度與運作要建立完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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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議事順利進行，否則這麼多立法委員，各自有其見解與堅持很

難搞定。」（ L3） 

「一致政府下國會多數黨並取得執政，有參與決策之權力，並主導政府

政策之推動過程與運作，並可提供各方對政策偏好給政府，整合行政

與立法部門之步調一致，並深化政黨與政府以及政黨與政黨間競合關

係。 」（L7 ） 

「我認為臺灣政治環境要設計出理想的黨團運作模式似乎也所困難，畢

竟臺灣現行政治體制運作是否進入民主鞏固時期，仍有許多不同意

見。目前政黨政治運作的型態多為意識型態運作，我不認為有任何理

想模式能夠解決意識形態運作的困境。」（G2） 

「一致政府下，執政黨團較無需要耗費太多心力想辦法護航行政部門推

動之政策，但相對地對於行政部門的監督就變少，臺灣目前一致政府

下就只有國民黨有過這種經驗，但國民黨的立委通常不會過多監督行

政部門政策，多為護航較多，也使得許多爭議性政策都能通過。」（P1） 

「朝野政黨能以國家的永續發發與人民的福祉為前提，共謀國是之解

決，而社會上既然有「一黨獨大」濫權的疑慮，執政的國民黨，當以

更謙卑的心，誠心誠意地傾聽人民的聲音，在權力運作上更要嚴加自

我約束，加強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黨團溝通工作。」（N1） 

「執政的國民黨應尊重反對黨的意見，建立良性政黨協商制度，使得政

府能夠順利的運作，並為國家的前途與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權之幸福生

活，開創一個美好之新境界。」（N3） 

「目前臺灣的政黨，在社會上嚴重存在著統獨與族群的對立，國會黨團

應主動示範弭平嚴重存在著統獨與族群的對立。」（N5） 

「2008 年後的臺灣民主機制，立委選制改變造成執政黨超級大，在野黨

超級小的情況，朝野協商的共識決空間能夠讓在野黨有許多談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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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如果要改變應該要從選制作改變，單一選區的選制絕對不利兩黨

的經營，且是否有民意代表性也令人懷疑，所以這段期間後的臺灣立

法院政治，我認為要從選制改變著手，選制未改變，黨團的設計似乎

都有困難。」（N8）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執政黨的「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 」

看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政黨政治運作的型態多以意識型態運作，要靠理想模式來解決意識形態運

作的困境。 

二、臺灣目前一致政府下就只有國民黨有過這種經驗，但國民黨的立委通常不

會過多監督行政部門政策。 

三、國民黨，當以更謙卑的心，誠心誠意地傾聽人民的聲音，在權力運作上更

要嚴加自我約束，加強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黨團溝通工作。 

四、單一選區的選制絕對不利小黨的經營，小黨團運作的設計似乎有困難。 

五、國會黨團應主動示範弭平嚴重存在著統獨與族群的對立。 

由於一致政府國會黨團運作，包括：對抗、競爭、聯合、協商、溝通、妥協等，

而在政黨輪替後對一致政府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運作之影響，主要在於其行政資源

之利用，角色的互換、衝突的解決，偏向採用比例原則分配權力，藉以避免競爭

的決策，引發國會黨團間對立與衝突，甚至危及政治體系之穩定（林新建，2008）。 

參、一致政府理想型在野黨機制 

為使得政策方案能夠在立法院順利通過，一致政府之行政部門應該建立與強化

對立法院在野黨之非正式溝通的管道，唯有在野聯盟願打開與行政機關協商大

門，始能化解部分的僵局，提升議事效率與政黨角色功能（孫榮吉，2006）。有關

在野黨的「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 」，在訪談時有以下看法： 

「臺灣選民期待有職能、有效率的政府，過去國人因為民進黨執政的陰

影，而在 2008 年讓國民黨形成獨大的選擇，也讓臺灣首次經歷分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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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狀態後，再次轉為一致政府，在野民進黨更要省思與加油，坦然

面對自己是國會少數的事實。」（L2） 

「立法院議事運作到最後就是投票表決，因多數黨團在立法院終究是占

有優勢，臺灣一致政府的少數黨，要克服黨意凌駕民意的政治環境問

題，如果無法克服此一問題；即若民進黨國會黨團在立法院無法發揮

其專業知能，就將永遠只能淪為意識型態運作的黨團。」（L3） 

「面對民進黨總統選舉以不能讓國民黨「整碗捧去」為訴求，但是，國

民黨馬英九當選總統，一致政府促使對國會運作與立法產出仍是的正

面影響，但是還市要民進黨尚可盡到監督之責。」（L8 ） 

「一致政府下的民進黨已是少數，更應該謙卑地反省，扮演好在野黨之

反對角色，以做為下一次競爭的準備。兩黨深切體認政黨政治的奧妙，

正是在於沒有永遠的執政，也沒有永遠的在野，只有永遠的民意。 」

（P2 ） 

「立法委員受人民付託，看緊荷包，為重要職責；尤其行政部門浪費國

家公帑時有所聞，預算執行效率也迭遭質疑，顯示出一致政府行政部

門預算籌編明顯浮濫，在野黨民代揮起預算大刀，讓政府有痛感，才

能讓其真正感受到人民的苦感。」（N2 ） 

「政黨之間的競合關係相當的細膩複雜，連帶的立法過程與結果也並非

單一線性地純然由行政與立法政黨的一致性或分裂決定。一致政府型

形態的在野黨對於立法的影響，還是存在，如同美牛案歷經抗爭、協

商、妥協，最好還是在朝野各取所需成功完成政策制定 。」（ N6）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在野黨的「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看

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民進黨國會黨團在立法院應多發揮其專業知能，不要只靠意識型態運作，

才能成為理想的黨團。 

二、一致政府下的民進黨已是少數，更應謙卑反省，扮演好在野黨之反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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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進黨更要省思與加油，坦然面對自己仍是國會少數的事實。 

四、一致政府型態下的在野黨對於立法的影響，還是存在。 

一致政府就是選舉獲勝的政黨掌握行政權，亦掌握國會多數的席次，使行政權

與立法權皆掌握在同一個政黨的手裡，2008 年 5 月 20 日後國民黨成為一黨主政，

組成「一致政府」完全掌控行政與立法部門。就民主國家政黨政治的運作原理原

則而言，任何民主國家的政黨，其成立的目的乃是透過選舉，向選民訴求其政綱

政策，博取選民的支持，以取得執政的機會，不但希望能掌控行政權，當然亦希

望掌控立法權，而組成一致政府。（周建邦，2009）。在一致政府下的立法院民進

黨已是少數，更應該謙卑地反省，扮演好反對在野黨之角色。民進黨國會黨團在

立法院無發發揮其專業知能，否則永遠只能淪為靠意識型態運作的黨團，如果能

打開與行政機關協商大門，化解部分的僵局，提升議事效率與政黨角色功能。有

關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見表 5-1 

表 5-1一致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分析表 

 一致政府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 

執政黨 

一、政黨政治運作的型態多以意識型態運作，要靠理想模式

來解決意識形態運作的困境。 

二、臺灣目前一致政府下就只有國民黨有過這種經驗，但國

民黨的立委通常不會過多監督行政部門政策。 

三、國民黨，當以更謙卑的心，誠心誠意地傾聽人民的聲音，

在權力運作上更要嚴加自我約束，加強行政與立法部門之

黨團溝通工作。 

四、單一選區的選制絕對不利小黨的經營，小黨團運作的設

計似乎有困難。 

五、國會黨團應主動示範弭平嚴重存在著統獨與族群的對立。 

在野黨 

一、民進黨國會黨團在立法院應多發揮其專業知能，不要只

靠意識型態運作，才能成為理想的黨團。 

二、一致政府下的民進黨已是少數，更應謙卑地反省，扮演

好在野黨之反對角色。 

三、民進黨更要省思與加油，坦然面對自己仍是國會少數的

事實。 

四、一致政府型態下的在野黨對於立法的影響，還是存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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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設計 

分立政府之改革與分立政府之影響，具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若分立政府之表現

優於一致政府，則當無再無改革之必要。因此，主張改革者皆認為分立政府較易

導致府會的衝突與立法過程的滯塞（Sundquist,1986）。事實上我國立法院的分立

政府是很短暫（2000-2008）的，所得到的經驗並不像美國國會長期可歸納出趨勢

性的模式，只能針對行政院與立法院之治理型態，由長期一致政府轉為分立政府，

期間轉變的細緻解釋與分析。 

至於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設計，在此僅以分立政府之理想型府會機

制、分立政府理想型執政黨機制，以及分立政府理想型在野黨機制說明之。 

壹、分立政府之理想型府會機制 

我國行政與立法兩院之關係，也隨著立法院全面改選後，實有了明顯的變化。

行政院與立法院間的權力消長與聯絡關係， 變得更形重要與密切；尤其 2000 年

總統大選政黨輪替後，我國正式進入中央層級的「分立政府」局面，行政部門所

屬的政黨，在立法院轉居於少數之地位。但是行政與立法部門間並沒有順暢的溝

通管道，反而是相互的爭功諉過， 造成政局的不安與僵局（賴金靈，2007）。2001 

年底，第五屆立法委員改選後，執政黨所屬之政黨並未取得立法院過半數之席次， 

更確定我國「分立政府」之政局。 

分立政府之改革理想型機制與分立政府之影響，實具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若分

立政府之表現優於一致政府，便無改革之必要。因此，當下主張改革者皆認為，

分立政府較易導致府會的衝突與立法過程的滯塞（Sundquist, 1986）。至於分立

政府理想型機制，可自兩方面著手討論： 

一、強化政黨的功能與政治責任 

美國的政府為強化府會關係之正常政法關係，其在強化政黨功能與政治責任方

面，主要作為有三點（吳東欽，2007）：其一，改革總統候選人提名制度，使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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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皆成為當然之「非承諾性黨代表」（uncommitted voting delegates），在提

名過程增強其影響力；其二，立法要求各州實行一致投票制度，迫使選民必須支

持同一政黨的總統及參、眾議員候選人；其三，國會議員選舉亦比照總統選舉，

給予公費補助。此種機制頗有啟發性，可供臺灣建構理想型國會機制之重要參考。 

二、改善府會的互動機制 

至於臺灣的府會關係，其在改善府會的互動機制方面，改革方式尚可分為二：

其一，修改立法委員員之任期，讓其任期比照總統同時改選；其二，增強行政官

員與立法委員之溝通機制。（吳重禮、陳慧玟，2001：15-16）。假使分立政府之運

作績效並不亞於一致政府，就沒有進行改革理想型機制之需要。因之 Sundquist

（1986）即認為自 1960 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正面臨一種狀態，就是「分立政府」

正在漸漸取代「一致政府」，其在研究分立政府的脈絡中，發現美國政治體制「權

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的憲政架構乃是造成分立政府的主因。質言之，分

立政府是制度使然，而非選舉本身的操作。 

貳、分立政府理想型執政黨機制   

臺灣雖是傾向雙首長制的國家，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已由須經立法院行使同意

權，改為可由總統逕行任命，在憲政主義的制度化上言之，應係無任何政黨在國

會有過半席次，自須組成聯合政府，始能以穩定多數推動政務，但過去民進黨並

未落實此種憲政主義組閣機制，以致政府失靈（紀俊臣，2012），在憲政制度設計

總統與國會、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之權力互動關係而言，如總統所屬政黨於國會中

之席次未達半數，基於行政權必須向立法權負責，便出現「分立政府」的政局，

此時固然總統可以任命行政院院長及其所屬的政務官，但是總統仍必須考慮到立

法院的政黨生態（李孔文，2008）。 

我國在 2000-2008年為即曾為分立政府。有關執政黨的「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

理想型機制之設計 」，在訪談時有以下看法： 

「分立政府下的執政黨與行政院，如否願意與立法院國會黨團分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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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給予黨團參與預算制定、政策形成等政府重大決策權的分享。如

此執政黨國會黨團當會有比較多的籌碼，在立法院與在野黨協商與互

動。」（L1） 

「分立政府下，執政黨黨團在國會人數上屬劣勢，要如何護航行政部門

推動之政策，就需花費較多腦筋與心力，經常需要運用較多的議事技

巧來協助行政部門。關鍵還是在執政黨河行政部門願不願意與立法院

分享決策權，可以是內閣人事權分享，也可以是政府重大決策權的分

享。」（L4） 

「由於我國立委選制已改成單一選區，立委行使職權的動機勢必和過去

有很大差異，立委本身也將有立法成就和爭取預算的表現壓力，以爭

取連任。在此情境下，分立政府之國會黨團黨鞭之政治經驗，以及協

調能力，將比「政黨」這個因素，更直接影響立法院運作的順暢度。」

（L6 ） 

「在總統制之下形成分立政府，當總統期望透過結盟與在野黨合作時，

若在野黨基於選舉理由而拒絕與執政黨進行結盟，將會出現總統面對

一個具有敵意的立法部門，而且沒有任何人可做任何事」（G4 ） 

「 2001 年底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民主進步黨獲得 87 個席位，成

為立法院最大黨。執政黨雖然取得國會相對多數的席位，但是立法院

內的政黨運作亦出現合縱連橫的現象，而有泛藍與派綠兩大陣營，行

政與立法之互動即呈現不穩定之分立政府狀態」（N1 ） 

「分立政府下行使行政權的執政黨，在國會裡面因沒有得到多數的支

持，在國會裡面只是少數。由於執政黨在國會裡面無法得到多數支持，

其在政府運作上，便會出現很多問題。」（N2） 

「「分立政府」運作上的第一個問題是：行政院想施政，由於執政黨無法

掌控立法院過半席次，如立法院多數在野黨委員不配合通過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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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預算，根據「依法行政原則」，行政院即無從施政。」（N5） 

「各政黨無論多數黨、少數黨在現行的議事規則中，都可尋找出能夠運

作的一條路，所以在這段期間的分立政府下，要有一個理想型的機制

我認為不是那麼容易。」（N6） 

「透過研究分立政府下國會各黨的政策偏好程度，以此再來判斷是否有

立法僵局的現象，顯然我國的分立政府下的國會並沒有顯著的立法僵

局現象。」（N10）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執政黨的「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 」

看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分立政府下的執政黨與行政院，如願意與立法院國會黨團分享權利，即有

比較多的籌碼，可在立法院與占多數的在野黨協商與互動。 

二、分立政府下要如何護航行政部門，需要運用較多的議事技巧來協助行政部

門。 

三、由於執政黨在國會中無法得到多數支持，在政府運作上，會出現很多問題。 

四、倘若立法院不配合通過相關法律或預算，根據「依法行政原則」，行政院

便無從施政；而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行政院卻可能基於施政理念不同，

而不予積極執行之。 

臺灣在力行憲政主義下，實有可能組成聯合政府，但聯合政府終究是憲政分立

政府危機中不得不然的政治妥協產物。如將組成聯合政府視為可化解朝野政治對

立，形塑政治和解的氛圍，乃至邁向政治和諧的幸福國度之機制設計，恐怕是不

太可能實現的「虛擬式」或「假設性」的政治主張而已（紀俊臣，2012）。 

分立政府會出現政黨間相互競爭本質，蓋在分立政府下，不同的政黨分別掌控

行政與立法二部門，此時，如行政院與國會多數黨各自擁有不同的政策主張，行

政與立法二部門即很難達成共識，進而在國會中產生一致的意見，以致容易因雙

方存在的矛盾，衍生府會關係之緊張，進而導致立法僵局、延宕政務等問題，減

弱政府行政部門的運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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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立政府理想型在野黨機制 

由於選舉制度之影響，使得美國、法國與我國之政黨體系朝向不同的發展。就

政黨之意識形態而言，美國與法國之政黨為了贏得選舉，並不會過度強調政黨的

意識形態，反而將政黨的意識形態朝向光譜的中間靠攏，以拉攏中間選民，其所

形成之「分立政府」情形，在兩黨制或兩大聯盟的競爭下，是呈現穩定的分立與

共治的形態（盛杏湲，2004）。在我國當前憲法所設計的總統、行政院、立法院三

角關係中，立法院已成為我國決策立法的樞紐。而行政院必須向立法院負責，因

此總統任命一位由立法院多數支持之行政院院長，是實際運作中較好的結果。2000

年在陳水扁就任總統後，我國面臨「分立政府」之政局，總統在籌組政府的過程

中，既未與國民黨協商，同時略過民主進步黨的組織體系，完全依其個人之意向

組成「全民政府」（overall government）。結果不但飽受民主進步黨內外嚴厲的批評，

造成「陳唐體制」寸步難行的局面。在唐飛辭職下台結束僅維持 138 天的「全民

政府」後，陳總統乃決定組成「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體制之運作完

全脫離半總統制的常軌，總統並不是任命由占有國會多數席次之政黨所推薦之人

士，擔任行政院院長一職，使得國政局勢相當不穩定（張壹智，2002）。在分立政

府型態下，兩大政黨常有不同的政策主張與意識型態，而多數的在野黨國會黨團

也擔負起對抗與監督之責任，不但府會關係陷入膠著，立法產能亦出現減緩的現

象，也嚴重影響政府的施政績效，有關在野黨的「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

制之設計 」，在訪談時 有以下看法： 

「美國的賦稅改革法、國家環境政策法、經濟穩定法、緊急就業法、國

家供給住宅法等民生重大法案，都是在分立政府時期獲得通過，分立

政府不必然造成僵局，一致政府也非順利的保證。其原因是主政者間

的為國為民思維與溝通互動居關鍵地位。臺灣八年朝小野大分立政府

時期的紛爭，認為不同政黨分別取得行政與立法權恐將造成國家空轉

的觀念，實有修正再思考的必要。」（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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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政府狀態下，在野黨團常常杯葛行政部門提出的政策，造成行政

部門無法推動許多政策，在野黨團的非理智行為常癱瘓整個立法院議

事，如果執政黨願意誠摯的協商，或許能有所突破。」（L4） 

「分立政府時期國民黨掌握國會造成之朝小野大局面，不能帶來更為安

定之政局，為求國家之長治久安與穩定的政局來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應仔細地思量，如何打造一部合宜的中央政府體制，以更能發揮適時

適地、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規範，以維持國家未來民主憲政之健全發

展，並為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與民眾的自由、民主、人權之幸福生活，

立下深厚的根基。」（G1 ） 

「民主先進國家憲政體制之運作，無論是在一致性政府或分立性政府已

是形成司空見慣之事；即使在我國，亦是如此。不用過度擔心，朝野

競爭本在顧及民意的走向 。」（P2 ） 

「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的體現。民主憲政制

度的維繫，仰賴政黨政治的良性運作，透過政黨公平競爭或協商，分

立政府下產生不危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且符合民眾認同或希望的最

大公約數，應建構臺灣主流價值共識，才是民主政治的常態。」（N2 ） 

「認為分立政府並不必然造成行政與立法部門的衝突，而政策制定過程

中所產生之僵局與滯塞，亦非純粹起於分立政府之故。在立法院議案

與預算審查進入朝野協商後，相關利益者勢必更為集結，預算刪減阻

力也更大。」（N4 ） 

「分立政府當行政權和立法權發生衝突時，我們本應可以用憲法所規定

的機制解決。可是目前的憲法機制，卻無法突破分立政府行政、立法

對立僵局，嗣後可思索建立憲法規範，以更佳的機制來化解。」（N9 ） 

綜合以上相關人員對於在野黨的「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 」

看法，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 

一、美國分立政府不必然造成僵局，其原因是主政者間的為國為民思維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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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居關鍵地位。 

二、在野黨團的非理智行為常癱瘓整個立法院議事；如果執政黨願意誠摯的協

商，或許能有所突破。 

三、分立政府下產生符合民眾認同或希望的最大公約數，應建構臺灣主流價值

共識。 

四、目前的憲法機制，既無法突破分立政府行政、立法對立僵局，即宜思索撿

討現行憲法規範，以更佳的機制來化解。 

我國政黨政治的生態，因為政治菁英的意識形態及權力利益之不斷介入，動員

群眾而走向政黨重組的現象，更催化了政黨之分化，使得政黨政治不容易穩定與

制度化。這些外在因素的相互激盪，使得我國之政黨體系更加複雜化，臺灣社會

存在著國家認同、族群認同與政黨認同之爭議，而各政黨在選舉過程中為了爭取

選民之認同，更是大量運用政治語言與媒體的宣傳，明顯地標示自己的意識形態

（陳雲龍，2005）。分立政府下各政黨都強調要扮演好自身之角色，泛藍軍欲成為

有效監督政府的聯盟，泛綠軍欲協助執政黨穩定政局，組成政黨聯盟成為國會多

數。有關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見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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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之設計分析表 

 分立政府國會黨團理想型機制 

執政黨 

一、分立政府下的執政黨與行政院，如願意與立法院國會黨團分享

權利，即有比較多的籌碼，可在立法院與占多數的在野黨協商

與互動。 

二、分立政府下要如何護航行政部門，需要運用較多的議事技巧來

協助行政部門。 

三、由於執政黨在國會中無法得到多數支持，在政府運作上，會出

現很多問題。 

四、倘若立法院不配合通過相關法律或預算，根據「依法行政原

則」，行政院便無從施政；而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行政院卻可

能基於施政理念不同，而不予積極執行之。 

在野黨 

一、美國分立政府不必然造成僵局，其原因是主政者間的為國為民

思維與溝通互動居關鍵地位。 

二、在野黨團的非理智行為常癱瘓整個立法院議事；如果執政黨願

意誠摯的協商，或許能有所突破。 

三、分立政府下產生符合民眾認同或希望的最大公約數，應建構臺

灣主流價值共識。 

四、目前的憲法機制，既無法突破分立政府行政、立法對立僵局，

即宜思索撿討現行憲法規範，以更佳的機制來化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理想型國會黨團運

作之規劃 

從一致政府時期到分立政府時期，可以看出國會黨團運作，會因政黨意識形態

而不同，由整體上的立法成果來看，數量上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時期並無顯著

差距，分立政府不必然是導致行政與立法僵局的原因，及分立政府之下透過政黨

合作仍可經營良好的行政與立法關係等類似觀念（李孔文，2008：133）。茲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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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型國會黨團運作作規劃，分別說明如下： 

壹、一致政府之理想型國會黨團運作 

在我國行政與立法二權分立的情況下，一致政府之行政部門為提升其主導政策

的角色與影響力，本來就須要加強其內部的運作，向外爭取立法院的支持。一致

政府下雖然在國會有多數的立法委員支持，行政部門為使得政策能夠在立法院順

利通過，勢必要強化對立法部門的互動關係，建立起對立法院之聯繫、溝通、遊

說的單位與管道（邱訪義，2010：91）。關於一致政府之理想型國會黨團運作，本

研究由發揮黨團協商機制減少對抗、健全黨政協商平台、學習民主先進國家黨團

運作經驗、尊重國會在野黨團表達空間、政黨內部民主的貫徹有助於黨團運作、

慎選黨鞭以利黨團協商與互動等，說明之。 

一、發揮黨團協商機制以減少對抗 

在立法院中並非每一立法委員都能全力參與所有的相關議程與事務，但以國會

事務為選民所付託之使命，如何深入參與相關立法與監督之工作便是重要的課

題，而一致政府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中，各黨團協商的參與、協商過程之折衝與努

力及協商結論之形成（林水波，2005）。實務上，政黨宜透過黨團運作而黨籍立法

委員可在黨團中自由表達立場與意見，待黨團意見形成後再與其他黨團進行協

商。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中，促動各團間之協商運作與談判用以利益，並且續不斷

合作之互動，乃建構理想型運作之最起碼條件。 

故然的政治學家戴爾（Robert A. Dahl）曾經表示，歐洲社會在解決社會分

歧所引發的衝突，通常會採取下列數種方式（Dahl,1984：358-359）： 

（一）、同化。 

（二）、施加暴力與鎮壓。 

（三）、推行地方自治。 

（四）、用比例原則分配權力。 

（五）、表決時採取共同否決方式。 

（六）、分裂或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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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國立法院則宜發揮黨團協商機制，此可與「商議式民主」 (deliberate 

democracy)之主張相互印證。在此黨團協商機制運作下，方能減少黨團間的對抗，

並增加議事效率。 

二、健全黨政協商平台 

在一致政府下立法院藉由協商議事，讓執政黨與行政院協調並進行意見交換，

在政策制定前有所互動，透過國會黨團溝通與相互理解下討論政策議題；即使見

解與看法是非常分歧，亦可經由國會黨團平台的進行黨政協商，找到雙方可接受

的結果（范佐雙，2002）。在一致政府下國會推動與落實商議式民主必須定位在特

定有形的政策制定，讓相關政策在官員看法與民意、黨意相互影響與參與以及所

商議之政策爭議問題找出解決之道，從而健全黨政協商平台便是一重要的機制。 

在臺灣藉由黨政協商方式可以提供制定決策的溝通管道，因為行政機關、政黨

與國會之間如有良好的溝通與意見交流，自會提升國會議案審查的效率，而在一

致政府下充分運用黨政協商平台，讓國會朝野黨團參與制定，以減少因誤解或溝

通不良造成抗爭。 

三、學習民主先進國家黨團運作之經驗  

現代民主國家的國會任務變得越來越複雜，所要處理的事務越來越多。因此，

在十九世紀所發展的代議式民主，已無法適應目前國會中所面對的繁複事務。這

些政治性關鍵機制似乎在體現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越來越沒效率，所以在一致政

府之國會黨團運作與協商，旨在促進國會運作之順利（羅國豪，2005：37）。我國

黨團運作，較之歐美日民主先進國家，起步較晚，在執行經驗上較為不足，應加

強學習民主先進國家之黨團運作經驗及慣例，以使得黨團運作更具效能化。 

四、尊重國會在野黨團表達空間 

在立法院經歷分立政府的 8年運作，可以發現一致政府下政黨是處於競爭又合

作的互動制衡關係。在尊重並採納多數在野黨意見的策略上，就須建立健全的國

會黨團運作機制，擔充任遊說者與溝通者的角色，讓在野黨可在政府決策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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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一定的角色，倘行政部門能加以重視和採納，良性互動關係將應運而生（周

建邦，2009）。透過國會黨團的運作，積極蒐集與聯繫占多數的在野黨意見，扮演

溝通的橋樑，即可避免一致政府下立法過程因意見未充分尊重在野黨團表達空

間，而讓在野黨團採取杯葛或非理性抗爭行為，終致延宕議案的審查時程。 

五、政黨內部民主的貫徹有助於黨團運作  

民主國會講求全體立法委員以自由意志追求共同利益，並學習分擔治理國會的

責任，所以在國會黨團裡要培養立法委員參與，學習如何實踐民主，學習誠信與

謙卑，透過「政黨內部民主」保障立法委員的權利，為黨團成員提供公正、公平、

合理的遊戲規則，立法委員展現「責任的美感」，正視自己的有限性和不完美，並

堅持自由民主的精神，表現人性與理性的融合（許劍英，1996）。在一致政府下立

法院國會黨團運作機制非常重要，它會左右立法委員相關議案或政策的選擇與標

準，政黨內部民主可先匯集與整合同黨立法委員之意見，待透過民主程序形成共

同意見後，便可一致對外以利於黨團運作。 

六、黨鞭影響黨團協商與互動 

黨鞭制度可謂是國會最重要的靈魂，黨鞭制度一向運作有效，其主要原因是黨

對委員的黨紀，而立法委員需要由黨提名，經黨的幹部輔選而當選，黨有權利要

求議員服從黨紀，委員也有義務服從黨紀，如果立法委員膽敢違反黨鞭之領導，

可能失去選區黨部之支持，甚至不再提名連任。因政黨選區黨部係由積極黨員所

掌控，且大致能支持黨的領袖，目前國會議員中叛黨的案例很少（林碧炤，1998：

205）。 

黨鞭的功能有四（古登美、沈中元與周萬來等，2002：178）： 

1、勸導議員支持政府或黨的政策。 

2、細部規劃管理國會議程。 

3、溝通前後排議員之意見。 

4、為政黨領袖發掘內閣閣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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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政府下黨團幹部資深制有助於協商，曾經擔任過黨團幹部者對於各項黨團

協商認知的滿意程度，皆高於未擔任任何職位的委員，故在立法院參與協商者多

半是黨團幹部或資深的立法委員。黨團的組織結構方面，從早期時，組織結構較

為簡單到組織結構逐漸走向規模化和複雜化，黨團幹部也朝資深制方向發展。因

此，如果由資深委員擔任黨團幹部，且由全體黨籍立委票選產生的話，對於意見

的整合與協調具有正面的效果；另外加強政黨領袖及黨鞭可資運用之籌碼，如此

ㄧ來將有助於各政黨內的團結，以及黨紀的維持。 

 

貳、分立政府之理想型國會黨團運作 

依據現代民主國家運作之常軌，朝野政黨遵循公平的選舉規則與程序，爭取多

數選民的認同和支持，以取得政權的正當性（legitimacy）（王宏忠，2003：7）。在

我國分立政府乃指議會多數與行政部門皆由同一政黨所控制也就是說；分立政府

乃是行政首長無法同時擁有立法部門的多數議席。Mayhew（1991）研究 1946 年

至 1990 年美國政府的運作中發現，每個「一致政府」時期平均通過 12.8 個重要法

案，而每個「分立政府」時期平均通過 11.7 個重要法案，兩者的差異相當有限。

有關於分立政府之理性國會黨團運作，就透過黨政協商降低議案風險、發揮黨團

協商機制 減少對抗、以議題為主 爭取在野支持、重視國會多數在野黨團、爭取

輿論與民意支持達成目的、建立立法院運作規範與傳統，分別說明之： 

一、透過黨政協商，降低議案風險 

立法院在「分立政府」之形態下，國會黨團運作議案受阻的風險提高，行政部

門為降低與立法院多數黨間的摩擦，減少立法院的掣肘，並進而確保施政的順暢，

勢必透過黨政協商，建立種種「制度化的非正式關係」；分立政府下透過黨團協商

改善此一問題。尼藍伯格（G.I.Nierenberg）對於協商之解釋為「協商就是基於雙方

需要；尋求最大利益之過程」，按其見解「協商」在民主政治中的原則，可分為下

列數項（鄭淑麗譯，G.I.Nierenberg 著，1985：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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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互承認原則 

當協商雙方進行交涉時，必須先承認彼此的地位，表達善意，才能進一步預測

交涉協商之結果。目前立法院內各黨團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也能相互承認存在，

在此基礎上黨政協商應該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二）取讓原則 

當協商進行時，雙方是有得有失，並非一方全贏，一方全輸的零和關係

（Zero-sum）。目前立法院之黨政協商相當重視此一原則，而「取讓」則包括實質

利益與面子等層次。 

（三）履行承諾原則 

當協商有確定結果後，雙方代表之協議與承諾之履行，將是彼此的互信基礎與

良性互動之前提，惟應注意黨政協商代表受到行政首長或黨團成員授權是否充

足，以免影響協議與承諾之確定性。 

二、發揮黨團協商機制減少對抗 

在分立政府下行政院無法掌握國會多數的支持，那要選擇尊重立法院多數，依

照憲法之規定，與過去立法院運作中創造出來的慣例，選擇執政黨自己組閣，無

視於尊重國會多數存在、無視於行政、立法對立、衝突或立法僵滯，以及施政遭

遇掣肘。在「分立政府」之形態下，朝野間的抗爭機會多，發揮黨團協商機制（盛

杏湲，2004），減少對抗可有下列途徑： 

（一）針對黨團與議事運作問題，其解決方法： 

1.為發揮政黨間協商效率，促使我國主要政黨由「外造政黨」轉變為「內造政

黨」。 

2.擴編「程序委員會」，強化各政黨立法院黨團的自主性與代表性。 

3.加強政黨領袖及黨鞭談判與協商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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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團協商規範不周延改進問題其解決方法有： 

1.提高黨團提案門檻，節制黨團任意提案。 

2.黨團協商透明化。 

3.黨團協商會議代表，應按黨團人數比例派員參加。 

4.黨團協商內容應限於程序上事項，其黨團協商規定應納入議事規則。 

（三）黨團協商規範之執行改進問題其解決方法有： 

1.確實執行限期協商之條文。 

2.確實執行利益衝突迴避之規定。 

3、參考民主先進國家黨團協商之良好執行經驗。 

民主政治中「服從多數，尊重少數」是很重要的原則，國會中席次的多少代表

政黨之實力。在法案爭議時，多數反對黨固然可經由表決，取得多數支持，以貫

徹其意志，但也可經由協商，對於少數執政黨表示尊重，減少政黨間對立與抗爭，

使得分立政府國會議事進行順利，其國會「黨團協商」便日受重視。 

三、以議題為主，爭取在野支持 

在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中，各種協商與談判，其黨團幹部共同協商議事及「相互

否決權」的設計，與「協和式民主」之主要的內函相互印證。「協和式民主」的特

徵在於決策制定是屬於分享式的，雖然在決策過程上有可能冗長與繁複，但為儘

可能容納不同意見，所以適合多元化社會，以避免多數決式的勝者全拿，肇致社

會更大的紛爭，是一種包容的政治，以減少政治紛爭（吳坤鴻，2000）。 

在一般政治學理上，「聯合政府」係內閣制國家在無一政黨取得國會過半席次，

以組成內閣的憲政危機中，所不得不由相對多數的政黨與較有合作意願的少數黨

所聯合組成國會過半席次，平分內閣政治職位的政治機制設計。此時國會席次雖

可過半，但各內閣政黨間必須「捨異求同」，將個別的特殊政治立場有所抑制，企

求共識，以形成各內閣政黨皆可接受的政策取向，始能穩定政局（紀俊臣，2012）。 

在分立政府時期立法院國會黨團的運作，可找更合適的互動模式，乃政黨既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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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又合作的互動制衡關係。在此微妙的關係下，以議題為主，對於無意識形態之

議案爭取在野支持，朝野能加以重視和協與進行商議，透過國會黨團合作代替衝

突，超越黨派利益，良性互動關係乃將應運而生。 

四、重視國會多數在野黨團 

2000 年行政院逕行宣布停建核四所引起的朝野對抗、僵局、立法停滯的教訓，

執政的民進黨才真正體認「朝小野大」的政治窘境。在國會黨團間互動上，應多

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協商代替表決，尊重國會多數在野黨團，執政黨於議案提出

前，應事先與在多數野黨溝通意見，增加在野黨於政策形成前的參與機會，透過

共擬立法計畫的方式，當可減少政策合法化過程的阻撓（鄭光宏，2008）。 

而在了解並採納在在野黨意見，就必正視在野黨於立法院為居多數的事實，

在立法院任何具有爭議性之議案，倘未事先與在野黨作好充分的理性溝通、說服

在野黨獲得其支持，則議案多半無法闖關、順利排上議程進行審查程序。重視國

會多數在野黨團，再配合執政國會黨團的運作，擔任遊說者與溝通者的角色，積

極蒐集與聯繫在野黨的意見，扮演行政與立法間溝通的橋樑，即可避免立法權因

意見未充分獲得行政權的尊重，而採取激烈的非理性的抗爭行為。 

五、爭取輿論與民意支持以達成目的 

在多數的民主國家，雖然一般民眾有政治參與權，但在這些對他們切身利害關

係重大的議題表達上，他們雖沒有太多的力量，但只要共識夠多便可形成輿論，

與民意而增加其影響力，（呂亞力，2004：143-144），尤其在分立政府下國會黨團

理想型機制設計，應將國會中執政所預到的困境與問題，透過爭取輿論與民意支

持，讓在野黨體認民意的動向，在相關議案上雖不願支持，但至少可達到不敢杯

葛反對。執政黨提出民意所強烈支持的議案，例如：中央政府對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防治及紓困特別預算(SARS)、中央政府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特別預算

等，在野黨縱使不滿預算的編列方式，但也不敢違逆主流民意，只得順應民意發

展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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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立法院運作規範與傳統 

在責任政治前題下執政黨理應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為之，以便政事順利運行與推

動，但分立政府下卻非由國會多數黨組閣，因此在國會運作有相當的困境，少數

的執政黨政府，在國會的運作會受到嚴重的削弱，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彼此分歧

矛盾，如何解決國會運作的困境，恐怕是需要建立一套立法院在分立政府下運作

規範與形成傳統，讓國會黨團對於運作規範與傳統有所遵循（李孔文，2008），營

造有利於立法院穩定運作，以使政事得以運行順利。 

 

Sundquist認為（1986）自1960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正面臨一種狀態，就是「分

立政府」正在漸漸取代「一致政府」，在研究分立政府的脈絡之中，Mayhew（1991）

探究不同政府型態的運作結果，也就是分立政府是否較一致政府更易導致政策爭

執與府會互動僵局。相較於一致政府，分立政府之運作易於導致政策制定之滯塞、

停頓及缺乏效率，並且造成行政與立法二部門間之僵局。在一致政府體制下，執

政黨可扮演溝通行政與立法兩部門之角色，有助於協調政策與折衝意見，強化政

黨政治的運作機制；反觀，在分立政府體制之下，由於存在制度性衝突，容易造

成行政與立法二部門的對立、衝突或紛爭，減弱政黨政治的運作效能，因此，分

立政府不可避免地導致立法過程之僵局與窒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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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以探討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為主題，並以我國政黨

輪替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茲就本研究之結論，分別以研究發現與研究建議二

節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配合總統直選，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將憲法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停止適用，改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不須經立法院

同意後任命，造成立法院多數黨所屬黨員不一定能擔任行政院院長，只要由總統

任命即可擔任行政院院長。此一憲法的變革造成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在立

法院雖是少數，卻可任命行政院長，成為分立政府之局面，而民進黨在執政的八

年中一直未能在立法院中取得過半的席次，其國會黨團運作處於相當艱困的情

況；直到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國民黨贏得總統選舉，並任命黨籍人士出任行政

院長，且在立法院擁有過半的席次，成為一致政府之局面，而國會黨團運作又進

入另一種局面。 

壹、政黨輪替與分立政府在我國將成常態 
1997年憲法增修條文將憲法對行政院院長任命之規定，配合總統直選改為行

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不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造成立法院多數黨所屬黨員

不一定能擔任行政院院長，只要由總統任命即可擔任行政院院長。在此一規範下，

政黨輪替將隨總統選舉產生而更替，本研究即對於2000-2008年之分立政府與

2008-2011年一致政府，將該二次政黨輪替經驗透過歷史、制度及比較之研究法說

明和分析。 

按我國已步入民主國家，因區域立法委員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如果總統選

舉落敗一黨取得立法院多數，勢必形成分立政府狀態。因之，此政黨輪替將成為

常態，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的狀態將會交替在我國出現，此種立法院政黨生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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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響國會黨團運作。由美、法先進國家的政治發展經驗來看，在現行的憲政體

制下，未來我國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輪替成為常態，如何透過建立憲政慣例來解

決分立政府所造成的困境，實是當前國會本研究之首要課題。 

貳、朝野國會黨團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有不同運作

方式 
本研究以2000-2012年兩次政黨輪替國會黨團運作之經驗為，發現我國各黨團

組織的定位是往往根據政黨發展路線、立法委員在中常會的地位、黨團組織規程

與黨團最高意思的形成和行使等來決定。由於立法委員選制之影響，我國漸漸走

向兩黨制。因此，朝野政黨都有可能在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執政或在野，其國

會黨團形成四種不同模式，包括： 

一、一致政府下執政國會黨團，為多數執政黨團，運作最輕鬆。 

二、分立政府下執政國會黨團，為少數執政黨團，運作艱辛。 

三、一致政府下在野國會黨團，為少數在野黨團，主要為監督政府。 

四、分立政府下在野國會黨團，為多數在野黨團，旨在制衡政府。 

有關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執政與在野之模式 

 
圖6-1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執政與在野之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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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四種模式下，國會黨團的決策運作方式有所不同，顯示出立法院國會黨

團隨其所處的狀態與地位而有所調整，以爭取該黨團最有利的政治發展空間。 

參、國會席次實力積極影響國會議事進行 
立法院黨團制度的形成和臺灣政治民主化高度相關，而黨團往往就是反映政

黨獲得選票和席次實力，進而在立法院組織化形成特定權力結構。分立政府下的

國會係由席次較多數的在野黨主導立法議程的安排；如由程序委員會生態結構之

分析結果顯示，國民黨、親民黨、及新黨所組成的在野聯盟取得過半數優勢，執

政聯盟的民主進步黨被封殺的議案近9成之多，可見整個立法議程安排的主導權掌

握在國會在野黨手中；換言之，任何具有爭議性之議案，倘未事先與在野黨作好

充分的理性溝通、說服在野黨爭取支持，其議案多半無法闖關、順利排上議程進

行審查程序，顯然黨團在國會所擁有的席次才是運作的靠山；在立法院席次實力

積極影響國會之議事進行。 

肆、國會黨團運作因不同議題有所區別 
立法院國會黨團運作出現阻絕議案的情形，隨著政府型態從一致政府時期演

變到分立政府時期，阻絕議案的次數和數量均呈現攀升的現象。國會黨團的政治

性資源乃是受到外部議題環境的影響，例如當工時、核四等爭議性議題無法獲得

廣泛民意的支持時，有利於政黨間合作的政治性資源在第四、第五屆立法委員中

即便出現短缺的現象，因此立法衝突頻繁，導致立法數量偏低。 

分立政府下的國會黨團運作，因不同議題有所區別，因朝野政黨彼此相互卡

案的現象普遍，經分析發現在野黨是否阻絕議案的關鍵，議案內容本身存在的爭

議性是關鍵主因；民主進步黨執政時間，在野黨並不是完全非理性的阻撓，而是

有選擇性的，對於與其政黨一貫主張或政策不符之議案，這些特性，包括：具有

意識型態之提案、追究歷史責任之提案、清查或規範處理黨產之提案、限制兩岸

交流互動之提案等，通常不會放行進入立法議程，然而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目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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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絕對的直接關聯性，藉由提出民意所強烈支持的議案，例如中央政府嚴重急性

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特別預算(SARS)、中央政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特別預算、中央政府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特別預算等，在野黨雖不滿預算

的編列方式，但也不敢違背民意，只能放行通過，可見國會黨團運作因不同議題

的確有所區別。 

伍、黨團間互動因黨鞭而有所不同 
立法院黨團的組織結構方面，從早期組織結構較為簡單，到近期組織結構逐

漸走向規模化和複雜化，黨團幹部也朝資深制方向發展。黨鞭制度可謂是國會黨

團運作最重要的靈魂，黨團幹部資深制有助於協商。曾經擔任過黨團幹部者，對

於各項黨團協商認知的程度較為深入，由黨鞭進行黨團間互動。經本研究發現在

立法院黨團間互動因黨鞭而有所不同，對於意見整合與協調，具有正面的效果。 

政府宜加強政黨領袖及黨鞭可資運用之籌碼，包括：爭取地方建設或懲罰違

規者，如此ㄧ來將有助於各政黨內的團結，以及黨紀的維持。以先進國家國會之

黨鞭為例，其所握有之資源較遠比我國為多，作足供為換取國會黨員配合黨政策

之條件，可供執事者改進黨政或府會運作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依上節研究發現，認為改進之道，下列方式可供參考，並為建議分別

如下： 

壹、行政與立法二部門應充分協商，以解決分立政府之

困境 
要瞭解民主國會政治中的競爭，通常都是由「政治衝突」的發生開始，政治

衝突多是「團體衝突」，多半展現於政府政策形成的過程，透過國會黨團協商則

是解決衝突的良方，在推動與落實商議式民主必需定位在特定有形的問題，受這

些問題與官員影響的人民參與，以及商議發展問題解決之道。而國會黨團運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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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各種黨團間之協商運作與談判交換利益，與持續不斷合作的互動過程情形。

分別就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說明如下： 

一、一致政府 

在一致政府下立法院國會黨團運作機制非常重要，它會左右立法委員相關議

案或政策的選擇與標準，政黨內部民主可先匯集與整合同黨立法委員之意見，待

透過民主程序形成共同意見後，便可一致對外以利於黨團運作。 

可以發現一致政府下政黨是處於競爭又合作的互動制衡關係。在尊重並採納

多數在野黨意見的策略上，就須建立健全的國會黨團運作機制，擔充任遊說者與

溝通者的角色，讓在野黨可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倘行政部門能加

以重視和採納，良性互動關係將應運而生 

二、分立政府 

立法院在分立政府之形態下，國會黨團運作議案受阻的風險提高，行政部門

為降低與立法院多數黨間的摩擦，減少立法院的掣肘，並進而確保施政的順暢，

勢必透過黨政協商，建立種種「制度化的非正式關係」；分立政府下透過黨團協

商改善此一問題。 

藉由立法院黨政協商方式可以提供制定決策的溝通管道，因為行政機關、政

黨與國會之間如有良好的溝通與意見交流，自會提升國會議案審查的效率，而在

一致政府下充分運用黨政協商平台，讓立法院朝野黨團參與制定，以減少因誤解

或溝通不良造成抗爭。 

 

由立法院這分立政府時通過議案特性以觀，在野黨並不是完全非理性的阻

撓，而是有選擇性的，對於與其政黨一貫主張或政策不符之議案，通常不會放行

進入立法議程，包括：具有意識型態之提案、追究歷史責任之提案、清查或規範

處理黨產之提案、限制兩岸交流互動之提案等。但平心而論，這些提案或許會阻

礙執政黨意識治國理念之達成，然而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目標實無絕對的直接關聯



 
 
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以我國政黨輪替 2000-2012年經驗為範圍 

 204 

性。我國現在的政治發展已走向多元體制，行政部門高度依賴立法部門的支持，

行政立法應充分協商，以國家長治久安，全民利益為念，解決分立政府之政治風

暴與困境。 

貳、加強國會黨團間的溝通，以示尊重 
國會黨團的功能之一，就在於協調黨內的內部意見，並與行政部門進行意見

交流。各政黨立法院黨團的自主性與代表性，應再強化，舉凡有關立法院議場運

作、立法政策的擬議、協調與執行委員會組織、人事任命、運作等問題，都應由

立法院黨團負責統籌處理。由於內閣制必須有過半的國會議員席次之支持，方能

組閣，理論上執政黨可主導一切，勿需理會在野黨；惟英國國會一向有「尊重少

數」之傳統，透過黨團間協商之「通常途徑」，給予在野黨一定的舞台，表達其

政治理念與主張，以取得其政治運作空間。黨團協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化

解立法審議過程的紛爭，縮短冗長的議事程序及減少朝野間非必要的議事抗爭，

增進立法議事效能，使法律案、預算案審議及議事進行順利。有關國會黨團間的

溝通，分別就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說明如下： 

一、一致政府 

（一）政黨政治運作的型態多以意識型態運作，要靠理想模式來解決意識形態運

作的困境。臺灣目前一致政府下就只有國民黨有過這種經驗，但國民黨的

立委通常不會過多監督行政部門政策。 

（二）民進黨更要省思與加油，坦然面對自己仍是國會少數的事實，國會黨團在

立法院應多發揮其專業知能，不要只靠意識型態運作，才能成為理想的黨

團，一致政府下的民進黨已是少數，更應謙卑地反省，扮演好在野黨之反

對角色。 

（三）國民黨，當以更謙卑的心，誠心誠意地傾聽人民的聲音，在權力運作上更

要嚴加自我約束，加強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黨團溝通工作。國會黨團應主動

示範弭平嚴重存在著統獨與族群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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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一選區的選制絕對不利小黨的經營，小黨團運作的設計似乎有困難，但

一致政府型態下的在野黨對於立法的影響，還是存在。 

二、分立政府 

（一）分立政府下的執政黨與行政院，如願意與立法院國會黨團分享權利，即有

比較多的籌碼，可在立法院與占多數的在野黨協商與互動。分立政府下要

如何護航行政部門，需要運用較多的議事技巧來協助行政部門。 

（二）由於執政黨在國會中無法得到多數支持，在政府運作上，會出現很多問題。

倘若立法院不配合通過相關法律或預算，根據「依法行政原則」，行政院

便無從施政；而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行政院卻可能基於施政理念不同，

而不予積極執行之。 

（三）在野黨團的非理智行為常癱瘓整個立法院議事；如果執政黨願意誠摯的協

商，或許能有所突破。 

（四）目前的憲法機制，既無法突破分立政府行政、立法對立僵局，即宜思索撿

討現行憲法規範，以更佳的機制來化解。分立政府下產生符合民眾認同或

希望的最大公約數，應建構臺灣主流價值共識。 

因此，加強國會黨團間的溝通以示尊重，可避免在野黨團或反對之抗爭及杯

葛，癱瘓議事進行或阻撓法案的通過。 

參、制定更完善國會黨團運作之法制，並形塑為立法潛

規則或傳統 
探討黨團運作制度，要兼顧其國會相關法制，包括：立法委員職權、黨團運

作制度、議事規範、國會倫理制度等作通盤檢視，並將其修正，使其更為完備，

方能有助於國會黨團運作的改善。在責任政治前題下，執政黨理應由國會中的多

數黨為之，以便政事順利運行與推動，但分立政府下卻非由國會多數黨組閣。因

此在國會運作有相當的困境，少數的執政黨政府，在國會的運作會受到嚴重的阻

礙，如何解決國會運作的困境，恐怕要建立一套立法院在分立政府下運作規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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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傳統，讓國會黨團對於運作規範與傳統有所遵循，營造有利於立法院穩定運

作，促使國會黨團運作得以順利。 

肆、學習民主先進國家黨團運作之經驗  
我國立法院黨團運作，較之歐美日民主先進國家的國會黨團，起步較晚，在執

行經驗上較為不足，也沒有太多慣例與潛規則，而現代的國會任務變得越來越複

雜，所要處理的事務越來越多元，這些政治性關鍵機制似乎在體現民主政治的核

心概念越來越沒效率，尤其在分立政府下立法院黨團運作與協商更是艱辛，應加

強學習美、法等有分立政府經驗國家黨團運作方式，引其經驗及慣例，美國在分

立政府時國會不一定形成政局僵局，其原因是主政者間的為國為民思維與溝通互

動居關鍵地位，因此國立法院黨團應效法之，運作更具民主風度，減少不必要的

抗爭以提高效能化。 

伍、黨團運作，應遵守相關機制與精神  
歐美國家政黨間即使偶有意氣之爭，但是基於選票的考量，最終還是要妥協與

退讓。在立法院最需要建立的，是針對議事程序與國會運作之爭而來的協商機制，

以避免政黨間因為議事組織上與程序上的抗爭，而影響對法案實質內容的審查。

目前最欠缺的就是憲政慣例與妥協之精神，以致造成立院各黨派依然維持惡質的

問政態度，如要健全立法院運作之正常功能，除讓政策之辯論、議案之審查回歸

至各種專業的委員會外，「黨團協商」制度也應配套修改，並且輔以資深制、專業

化，以及協商、資訊透明化的原則，當可促進朝野合作的因子，透過互信基礎的

建立，必能減少議程阻絕的發生，而有利於立法效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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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立法院黨團相關法規 

立法院組織法 部分條文 

 

第三十三條   (黨團、政團之組成 )每屆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席次達三席且席次較多

之五個政黨得各組成黨團；席次相同時，以抽籤決定組成之。立法委員依其

所屬政黨參加黨團。每一政黨以組成一黨團為限；每一黨團至少須維持三人

以上。 

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團。黨團未

達五個時，得合組四人以上之政團；依第四項將名單送交人事處之政團，以

席次較多者優先組成，黨（政）團總數合計以五個為限。 

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 

各黨團應於每年首次會期開議日前一日，將各黨團所屬委員名單經黨團負責

人簽名後，送交人事處，以供認定委員所參加之黨團。 

黨團辦公室由立法院提供之。 

各黨團置公費助理十人至十六人，由各黨團遴選，並由其推派之委員聘用之；

相關費用依前條之規定。 

前項現職公費助理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一日至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間，

由各黨團遴選並由其推派之委員或各該政黨聘用，並實際服務於黨團之助理

年資，得辦理勞動基準法工作年資結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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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部分條文 

 

第二條   (委員之報到及開議日之決定 )立法委員應分別於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

一日起報到，開議日由各黨團協商決定之。但經總統解散時，由新任委員於

選舉結果公告後第三日起報到，第十日開議。 

前項報到及出席會議，應由委員親自為之。   

 

第十條   (對立法原旨有異議之補救程序 )法律案在第二讀會逐條討論，有一部分

已經通過，其餘仍在進行中時，如對本案立法之原旨有異議，由出席委員提

議，二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將全案重付審查。但以一次

為限。   

 

第十條 之一   (不須協商之議案處理 )第二讀會討論各委員會議決不須黨團協商

之議案，得經院會同意，不須討論，逕依審查意見處理。  

 

第十九條   (政黨質詢 )每一政黨詢答時間，以各政黨黨團提出人數乘以三十分鐘

行之。但其人數不得逾該黨團人數二分之一。 

前項參加政黨質詢之委員名單，由各政黨於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前一日向秘

書長提出。 

代表政黨質詢之立法委員，不得提出個人質詢。 

政黨質詢時，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皆應列席備詢。 

 

第十二章 黨團協商  

第六十八條   (黨團協商 )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

請求進行黨團協商。 

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委員提出異議，十人以

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行協商。 

 

第六十九條   (黨團協商參加者及舉行時間 )黨團協商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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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負責人或黨鞭出席參加；並由院長主持，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副院

長主持。 

前項會議原則上於每週星期三舉行，在休會或停會期間，如有必要時，亦得

舉行，其協商日期由主席通知。   

 

第七十條   (指派參加黨團協商代表 )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由該議案之院會說明

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通知各黨團書面簽名指派代表二人參加，該院會說明

人為當然代表，並由其擔任協商主席。但院會說明人更換黨團時，則由原所

屬黨團另指派協商主席。 

各黨團指派之代表，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但黨團所屬委員均非審查會

委員時，不在此限。 

依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提出異議之委員，得向負責召集之黨團，以書面簽名推

派二人列席協商說明。 

議案進行協商時，由秘書長派員支援，全程錄影、錄音、記錄，併同協商結

論，刊登公報。 

協商結論如與審查會之決議或原提案條文有明顯差異時，應由提出修正之黨

團或提案委員，以書面附具條文及立法理由，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 

 

第七十一條   (協商結論 )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簽名，作成協

商結論，並經各黨團負責人簽名，於院會宣讀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第七十一條 之一   (黨團協商之期限 )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

者，由院會定期處理。   

 

第七十二條   (協商結論之效力 )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如有出席委員提

議，八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得對其全部或一部提出異議，並由院會就異議

部分表決。 

黨團協商結論經院會宣讀通過，或依前項異議議決結果，出席委員不得再提

出異議；逐條宣讀時，亦不得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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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條   (經協商議案及待表決條文之派員發言 )經協商之議案於廣泛討論

時，除經黨團要求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外，其他委員不得請求發言。 

經協商留待院會表決之條文，得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後，逕行處理。 

前二項議案在逐條討論時，出席委員不得請求發言。   

 

第七十四條   (議案分發協商之順序及數量 )程序委員會應依各委員會提出審查

報告及經院會議決交由黨團協商之順序，依序將議案交由黨團協商。 

議案有時效性者，負責召集之黨團及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應優先處理。   

 

第十三章 附則 第七十五條   (連署或附議人數限制之例外 )符合立法院組織法

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黨團，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得以黨團名義提案，不受本法

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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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部分條文 

 

第三條 之一   (委員會參加之限制 )每一委員以參加一委員會為限。 

各委員會於每年首次會期重新組成。 

 

第三條 之二   (未參加政團委員加入委員會 )未參加黨團或所參加黨團之院會席

次比例於各委員會不足分配一席次之委員，應抽籤平均參加各委員會；其抽

籤辦法另定之。 

前項院會席次，以每屆宣誓就職之委員數計之；如有異動，於每年首次會期

開議日重計之。 

 

第三條 之三   (政團在委員會席次分配方式 )各黨團在各委員會席次，依政黨比

例分配。分配算式如下： 

（各黨團人數／院會席次－第三條之二 委員總數）×（13─依第三條之二抽

籤分配至各委員會委員席次） 

依前項算式分配席次如有餘數，且所屬委員尚未分配完竣之黨團，由餘數總

和較大者，依序於未達最低額之委員會選擇增加一席次；各委員會席次均達

最低額時，得於未達最高額之委員會中選擇之，至所分配總席次等於各黨團

人數止。 

各黨團應於前條委員抽籤日後二日內，提出所屬委員參加各委員會之名單。

逾期未提出名單或僅提出部分名單者，就未決定參加委員會之委員，於各該

黨團分配席次抽籤決定之。 

前項抽籤辦法另定之。 

第一項院會席次之計算，依第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第十條   (議事之決定 )各委員會之議事，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

數時，取決於主席。但在場出席委員不足三人者，不得議決。   

   

第十條之一   (議案協商 )各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完畢後，應就該議案應否交由黨團

協商，予以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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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事規則 部分條文 

 

第 三 條 立法委員席次於每屆第一會期開議三日前，由院長召集各黨團會商定

之。席次如有變更時亦同。 

前項席次於開議前一日仍未商定者，由委員親自抽籤定之。 

 

第 九 條 出席委員提出臨時提案，以亟待解決事項為限，應於當次會議上午十時

前，以書面提出，並應有十人以上之連署。每人每次院會臨時提案以一案為

限，於下午五時至六時處理之，提案人之說明，每案以一分鐘為限。 

臨時提案之旨趣，如屬邀請機關首長報告案者，由主席裁決交相關委員會。

其涉及各機關職權行使者，交相關機關研處。  

法律案不得以臨時提案提出。 

臨時提案如具有時效性之重大事項，得由會議主席召開黨團協商會議，協商

同意者，應即以書面提交院會處理。 

 

第二十條 本院會議於每星期二、星期五開會，必要時經院會議決，得增減會次。 

本院會議超過一日者，經黨團協商之同意，得合併若干日為一次會議。 

 

第五十九條 符合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黨團，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以

黨團名義提案，不受本規則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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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組織規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規程依據民主進步黨黨章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黨團之最高意思形成權屬於黨團全體成員。 

第二章  黨團成員 

第三條  凡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為黨團之成員： 

一、民主進步黨黨籍之立法委員。 

二、不具有民主進步黨黨籍之立法委員，經黨團會議議決同意其加入黨團者。 

第四條  黨團成員一律平等，並依本規程享有下列權利： 

一、出席黨團會議。 

二、選舉黨團幹部。 

三、被選舉為黨團幹部。 

四、參加各政策小組。 

五、被推舉為本黨團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候選人。 

六、其他應享之權利。 

第五條  黨團成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之決議。 

二、繳納成員分擔金。 

三、其他應盡之義務。 

第六條  立法院各委員會本黨團成員所配得之名額，依下列順序處理： 

一、由區域立委優先選擇，並依年資積分高低次序充任之，同分者以參加該委員

會積分高者排序在前，委員會積分相同者，抽籤定之。 

二、其餘名額由不分區立委依年資積分高低次序充任之，同分者以參加該委員會

積分高者排序在前，委員會積分相同者，抽籤定之。 

但有特殊顯著之相關學經歷與專長者，得經黨團會議同意指定其參加之委員會。 

第一項年資積分之計算如下： 

一、立法委員任期，每一年為0.5個單位。 

二、參加立法院各相關委員會，委員會積分每一會期為一個單位，但缺席應出席

會議達三分之一以上者或缺席各該政策小組會議達四分之一以上者，該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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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委員會積分以零分計算之。且次一會期不得登記參加該委員會。 

第七條本黨團對應立法院各委員會成立政策小組，各對應委員會成員為該政策小

組之當然成員。 

    政策小組設一召集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政策小組年資排序前二名者，

為政策小組召集人之當然候選人；政策小組參加立法院對應委員會之成員有

選舉權。 

第八條  政策小組召集人為本黨團參加該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之當然候選人。 

第九條  黨團成員經黨團會議議決與該委員會有利益衝突者，不得參加相關委員

會。 

第十條  黨團成員就行使職權有利益迴避情事者，應迴避審議及表決，並不得參

與朝野協商。 

第十一條  黨團成員有應迴避而未迴避者，如有急迫情形，黨團幹部得先行禁止

其參與審議、表決、朝野協商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 

第十二條  黨團程序委員由政黨比例委員輪流擔任之。 

第三章   黨團組織 

第十三條  黨團由全體成員組成，設有黨團幹部及下列機關： 

一、黨團會議：由全體黨團成員組成，為黨團之最高決策機關。 

二、黨團幹部會議：由黨團全體幹部組成，為黨團之執行機關。 

三、黨團紀律會議：由黨團紀律委員組成，為黨團紀律維護機關。 

四、黨團助理人事評審及管理小組（簡稱人評小組），處理本黨團助理人事任用、

升遷、敘薪、請假、休假、退職、資遣、獎懲及黨團授權其他有關人事管理

事項。人評小組設委員五人由黨團三長兼任，其餘二人授權總召集人提報黨

團會議確認後通過。總召集人擔任小組召集人。人評小組決定經黨團會議通

過後實施。人事評審及管理辦法另定之。 

    黨團會議以對應立法院委員會為原則設各政策小組，為黨團之政策研議機

關。每位黨團成員最多參加二個政策小組。 

第十四條  黨團組織之運作，採民主方式： 

一、組織之決議，除本規程另有規定外，以在場成員多數決為之；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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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團幹部由成員互選產生。 

第四章  黨團會議 

第十五條  黨團會議於立法院開會期間，每二週定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黨

團臨時會議；於立法院休會期間視需要召開之。 

  經黨團成員總額五分之一以上之提議，應召開黨團臨時會議。 

第十六條  黨團會議非經黨團成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不得開會。但重大

事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決議。 

第十七條  黨團會議以總召集人為主席。總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以幹事長為

主席。總召集人及幹事長均不能出席時，以書記長為主席。總召集人、幹事

長及書記長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成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五章  黨團幹部會議 

第十八條  黨團幹部會議處理黨團行政事務，並執行黨團會議之決議。 

   黨團幹部會議對黨團會議負責，黨團會議開會時，黨團幹部會議應推派代表

報告工作狀況。 

第十九條  黨團幹部會議於立法院開會期間，每週定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黨團幹部臨時會議；於立法院休會期間視需要召開之。 

第二十條  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於黨團幹部會議準用之。 

第六章  黨團幹部 

第二十一條  黨團設總召集人、幹事長及書記長各一名、副幹事長及副書記長各

一至二名。 

總召集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黨團成員任立法委員達三屆以上者，為當然候

選人。幹事長及書記長任期半年，連選得連任，黨團成員任立法委員達二屆

以上者，為當然候選人。 

黨團成員應於每屆立法委員就職日起三日內，就前項候選人採單記投票選舉。 

 總召集人、幹事長及書記長任一人出缺時，就該職缺進行改選。 

 副幹事長及副書記長任期半年，黨團成員任立法委員達一屆以上者，為當然候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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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總召集人對外代表黨團。 

   總召集人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幹事長代行其職權。 

第二十三條  幹事長之權責如下： 

一、就其權責部分為黨團發言人。 

二、處理立法院院會及委員會之議事事務。 

三、負責政黨協商。 

四、執行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有關前三款之決議。 

  副幹事長襄助幹事長處理前項事務。 

第二十四條  書記長之權責如下： 

一、就其權責部分為黨團發言人。 

二、指揮黨團行政。 

三、負責黨政協調。 

四、辦理國會外交。 

五、執行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有關前四款之決議。 

    副書記長襄助書記長處理前項事務。 

第二十五條  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權責與義務如下： 

一、為黨團推舉之中央黨部政策委員會委員。 

二、召開政策小組會議，彙整政策建議。 

三、政策小組召集人應就政策研議等事宜，每月至少邀集相關部會首長召開二次

以上之「黨政協調會報」，立法院休會期間，視需要召開。同一會期累計達

四次（含四次）以上未召開，於該屆任期中喪失擔任黨團幹部、任一政策小

組召集人之資格。 

四、政策小組召集人負責委員會之議案協商、動員等委員會議事相關 

事宜。 

   政策小組召集人於委員會召開時，應全程與會，以掌握議事之進行與法案之進

度。若因故無法與會，應指派代理人。若政策小組召集人缺席兩次（含兩次）

以上，於該屆任期中喪失擔任任一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資格。 

第七章  黨團工作小組 

第二十六條  黨團會議或黨團幹部會議得視需要，成立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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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黨團辦公室及黨團顧問 

第二十七條  黨團設黨團辦公室，辦理議程編擬、會議紀錄、立法資料蒐集、文

書收發、檔案管理及聯絡等黨團事務。 

黨團辦公室之組織辦法及人員編制由黨團會議另定之。 

第二十八條  黨團得由黨團會決議聘任顧問若干人。 

第九章  黨團紀律與紀律會議 

 

 

第二十九條  黨團成員在黨團內對黨團之事務運作及幹部之言行均得自由討論及

批判。 

    黨團成員不得以意見不同拒絕服從黨團決議。 

第三十條  黨團成員之言行有違背黨團規程、決議或破壞本黨名譽者，黨團得依

情節輕重予以警告、嚴重警告、暫停出席黨團會議或停權。 

前項停權係停止黨團成員享有之權利，但不影響其對黨團應盡之義務。 

受停權處分者，黨團應一併移送中央黨部處理。 

    黨團成員因違反黨團紀律，經黨團決議處以罰款而未於各該會期前繳清者，

喪失爭取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資格。 

前項規定，於擔任立法委員期間無論屆別均連續通算適用之。 

第三十一條  黨團成員應出席立法院委員會會議及院會。 

    黨團政黨比例代表之成員，重大表決二次未到、或違反黨團決議情節重大者，

於該屆任期中喪失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

資格，並移送中央黨部處理，情節重大者，應開除黨籍。黨團政黨比例代表

之成員，每會期缺席立法院院會及委員會會議次數達六分之一以上者，喪失

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資格，但於其各會

期之出席會議次數合計已達六分之五時，回復其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

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資格。 

    黨團其餘成員，重大表決三次未到、或違反黨團決議情節重大者，於該屆任

期中喪失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資格，並

移送中央黨部處理，建議列為公職候選人提名之參考；非本黨籍之成員，違

反前段規定者，撤銷其黨團成員資格。黨團其餘成員，每會期缺席立法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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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委員會會議次數達五分之一以上者，喪失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

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資格，但於其各會期之出席會議次數合計已達五

分之四時，回復其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

資格。 

    黨團成員應出席黨團會議，缺席該會期黨團會議次數達四分之一以上，喪失

於該屆任期中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人之資格。 

    黨團幹部應出席黨團幹部會議，缺席該會期黨團幹部會議次數達四分之一以

上，喪失於該屆任期中擔任黨團幹部、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各政策小組召集

人之資格。 

第三十二條  紀律會議設紀律委員五人，由黨團成員互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紀律委員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黨團應於二週內補選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止。    

  紀律會議主席由紀律委員互選之。 

第三十三條  黨團紀律會議審議動員罰款案及黨團會議議決交付之紀律案；審議

辦法另定之。 

   黨團成員對紀律會議之決議得提出申訴，不服紀律會議對申訴案之議決者，紀

律會議逕提黨團會議以無記名表決處理之。 

第十章  黨團經費 

第三十四條  本黨團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黨團補助費。 

二、本黨團成員分擔金。 

三、捐款。 

四、其它收入。 

第三十五條  本黨團不分區立法委員責任分擔金，全數供各政策委員會使用。 

第十一章  黨團組織規程之施行及修改 

第三十六條  黨團會議經黨團成員三分之二之出席，在場成員三分之二之同意，

得修改本規程。   依前項程序修改之條文，自通過後施行。 

第三十七條  本黨團組織規程經黨團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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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組織運作規則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組織運作規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中國國民黨（以下稱本黨）中央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六條及第

十三條訂定。 

 

第二條 立法院黨團由本黨立法委員組成，成員一律平等，享有選舉權、被選舉

權、表決權、提案權、動議權 

 

第二章 黨團編組與會議 

第三條 黨團運作系統表 

 

第四條  黨團運作幹部： 

一、主任：承中央政策會之命，執行立法院各項議案進度與政策方向。 

二、副主任：承中央政策會之命，襄助主任執行本黨政策。 

三、書記長：綜理黨團動員事務並監督所屬貫徹本黨政策，由前會期首席副書記

長擔任，任期為一會期；無首席副書記長時，便以選舉產生，其選舉辦法另

訂之。 

四、首席副書記長：襄助書記長執行本黨政策。於立法院會期開議前，由黨團成

員互選之，其選舉辦法另訂之。 

五、副書記長：襄助書記長執行本黨政策。由書記長就立法院各委員會遴選一員，

轉呈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核定。 

六、委員長：協助執行本黨政策、黨團決議；動員委員出席院會及委員會。各委

員會置一名，於每會期參加各委員會定案後一星期內，由各該委員會委員互

選之，連選得連任。 

 前項各款幹部皆由本黨主席聘任之。 

 

第五條 黨團應召開下列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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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團大會：為黨團最高決策機關，由書記長召集；或經黨團成員總額三分之

一以上連署請求，亦得召集。就黨團相關重要事項議決，其決議委員應服從

之。大會須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出席，方得開會。議事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決之。 

二、立法院工作會幹部會議：由工作會主任召集，副主任、書記長、委員長及黨

務專職幹部參加，由中央政策會執行長列席指導；於立法院會議期間，每週

至少開會一次，研討決定本週議事運作內容。 

三、反應民意協調會：由各委員會自行召集，委員長任召集人，成員包括各委員

會所屬部會政務副首長、國會聯絡人及黨團成員，於立法院開議期間每月至

少召開一次，反應各委員會成員選民請願事項，彙整後陳報立法院工作會，

轉呈中央政策會協調相關單位協助解決之。 

 

第三章 委員會人選產生辦法 

第六條  黨團成員應於召集委員選舉前十日至黨團填表登記。 

 

第七條  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依下列方式定之： 

一、該委員會中最資深委員。 

二、前會期曾擔任黨團幹部者。 

三、經各委員會本黨成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推薦者。 

四、前三款召集委員人選超出本黨所分配名額，由抽籤決定。 

 

第四章 黨團之運作 

第八條  由院長主持之黨團(朝野)協商，召開內容應先知會中央政策會及立法院工

作會，並於協商前二日通知黨團所有成員，由相關委員會黨團工作同志收集

彙整意見並交由委員長反應至黨團，作為協商代表依據。但遇緊急事項，除

期限外亦應依上述程序辦理。 

 

第九條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規定黨團協商之黨團負責人應為本黨立

法院工作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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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議案之協商 

一、 黨團就行政院或委員相關提案之名稱及內容應備具說帖，予全體黨團成

員。 

二、黨團成員就前款提案得以書面或口頭方式，經委員長向黨團提出修正或建議

事項。 

三、各委員會委員長針對所屬委員會審議之法案，得邀集議案相關行政主管進行

說明及研議。 

四、黨團 (朝野法案)協商，負責督導各該委員會之副執行長、副主任、副書記長

及各該委員會委員長應予出席。 

 

第十一條  重大議案之運作 

一、各委員會委員長應就重大議案，瞭解黨團成員意向及立場，彙整後呈報立法

院工作會轉呈中央政策會。 

二、中央政策會對前款彙整意見有異議時，應即召開幹部會議請求認可；若幹部

會議未決者，應召開黨團大會決定。 

三、前款會議，應要求行政部門出席，就其立場及施行措施提出說明。 

四、黨團成員對重大議案仍具個別意見者，應陳報立法院工作會、中央政策會由

相關人員加以溝通、協調及處理，其過程委員長應充分負責參與掌握。 

 

第十二條  對本黨之決議，出席朝野協商之本黨代表，應事先進行策略規

 劃，以求朝野協商貫徹執行。 

 

第五章 紀  律 

第十三條  經本黨團三分之二以上成員連署，對任一政務官提出政策執行不

 力，工作會主任應會同書記長召開黨團大會就事實說明與檢討，其結果

陳報中央政策會轉呈中央委員會處理。 

 

第十四條  本黨團應統計成員於立法院院會之出席，並將結果彙製成表，定期

呈報中央政策會考核並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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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黨團對具重大議題，以甲級動員要求全體成員出席支持，其 

一、依要求出席並具名表決支持者，給與獎勵。（獎勵辦法另訂之） 

二、未依要求出席者，罰新台幣二萬元。 

三、出席而未投票者或棄權者，每一次罰新台幣五千元，每天以二萬元為上限。 

四、出席並投反對票者，除罰新台幣三萬元外，並呈中央委員會做黨紀處分。 

五、每月全勤者發與獎金一萬元。 

上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經中央政策會執行長事前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書記長應於會期末將全體成員會期支持與出席情形，建議中央委

 員會作為選舉提名及黨政任命之參考。 

 

第六章 規則施行及修改 

第十七條  本黨團任何成員均得提議修正本規則。修正條文經黨團大會二分之

一以上成員出席，在場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修改本規則。 

 

第十八條  本黨團組織運作規則經黨團大會通過後施行。 

 

第十九條  本黨團組織運作規則呈報中央常務委員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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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研究問題 

您好，我是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在紀俊臣博

士的指導下，正在進行博士論文「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

運作」的研究，過程中希望能透過您提供的看法及意見協助本研究進

行，使本研究能對於國會黨團運作有更深入與完整的認知，您的看法

及意見將會對本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 

您個人基本資料及姓名將會以代號來顯示，以確保您的隱私，訪

談時間大約需要 40分鐘到 50分鐘，過程中會以錄音來確認內容的正

確，感謝您協助本研究的進行。 

 

敬祝 

萬事如意 

受訪者：                    （簽名） 

日期：2012年   月    日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紀俊臣博士 

研究生：侯世傑    

E-Mail： jethou@seed.net.tw  行動：0930-277701 

 

mailto:或填妥後回寄%20%20jethou@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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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 

題目：一致政府與分立政府下之國會黨團運作 

___________________人員訪談大綱     問卷編號

________ 

一、訪談時間、地點： 

時間：2012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地點： 

二、受訪者基本資料： 

服務單位： 

職務： 

受訪者姓名： 

三、立法院黨團  

您認為傳統上立法院各黨團間的關係如何？   

 

您認為黨團對於立法院議事運作有那些影響？  

 

您認為目前立法院黨團運作方式有何問題？ 

 

四、政黨輪替與立法院黨團運作 

您認為政黨輪替對立法院黨團運作有何影響？ 

  

您認為兩次政黨輪替後黨團運作轉變為何？ 

 

您認為我國立法院在政黨輪替循環下政黨生態有無那些定律可尋? 

 
您認為我國政黨輪替之際，那些因素影響立法院黨團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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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我國兩次政黨輪替下立法院黨團競爭有那些模式？ 

 

五、兩次政黨輪替行政與國會關係  

您認為2000-2008首次政黨輪替的行政與國會關係為何？ 
 

您認為2008二次政黨輪替的行政與國會關係為何？ 
 
可否請您比較2000、2008兩次政黨輪替的行政與國會關係有哪些不同？ 

  

六、立法院黨團的角色與功  

您認為一致與分立政府之立法院黨團的角色與功能為何？  

 

您認為我國立法院黨團在一致政府下決策運作分別有何問題？  

 

您認為我國立法院黨團在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分別有何問題？  

 

您認為我國立法院黨團在一致政府下決策運作分別有何改進之道？  

 

您認為我國立法院黨團在分立政府下決策運作分別有何改進之道？  

 

七、設計理想型黨團機制 

您認為2000-2008分立政府下立法院朝野黨團應如何設計其理想型機制？  

 

您認為2008後一致政府下立法院朝野黨團應如何設計其理想型機制？  

 

八、未來願景與建議 

可否說明一致政府之「理性立法院黨團運作」作為應該為何？ 

 
可否說明分立政府之「理性立法院黨團運作」作為應該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