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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會黨團協商之民主機制理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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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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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商是人類中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在民主國會中遇到爭議進行協

商，除可避免正面衝突對抗之外，也可使國會議事進行順利，但也無法

避免協商中妥協分贓之弊端，特別是國會黨團協商在不公開的情況下尤

甚。 

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國會多屬代議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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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黨團協商之理論基礎則特別舉出，「協和式民主」（con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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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cy) 及「賽局理論」（game theory）等數項民主協商理論加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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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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會黨團的基本概念 

 

國會中的政黨就是黨團（cauc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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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學者將政黨依其決策形成區分為「內造政黨」（internally 

created party）與「外造政黨」（externally-created party）二類型

（林嘉誠 ,1991.8,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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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內造政黨或外造政

黨之國家，在其國會中絕大多數有其國會黨團之設置，以別於國會外的

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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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般民主國家國會

中的主要政黨，皆設有國會黨團（林嘉誠等, ,頁 201），而國會黨團的組織、

功能、決策方式、運作方法、黨團在國會中的定位及黨團與黨團之間的

互動方式等，均攸關國會能否順利運作與通過法案。 

 

壹、政黨政治下的國會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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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中元與周萬來等, 1997,頁 174），也關係國會的運作。 

按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一個民主政府的一切施政措施，應依據

人民的意願而決定；易言之，在民主政治中，什麼是最符合人民的利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1 

乃由人民作最後決定，而非某些特定的人作決定。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前

提，是信任人民有決定自己事務的能力。因此，當人民對於政府應該做

那些事，以及決定某一項政府的決策時，在意見紛歧之中，則依照民主

的方式，取決於多數人的意見。政府依照多數人民的意見，制定政策，

並透過立法機關，完成立法程序，使民意成為正式法律，而政府則依法

執行，這是民主政治發展到今天，被公認為最好的作為。而政黨就是部

分人民或選民，以和平的方式（如競選），取得政治權力，控制政府決策

與人事，以實現共同的主義、政綱、政見和決策，而自願組合成有一定

名稱的政治組合，故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當然也是多數決的政

治，誠如美國前總統威爾遜（Wilson）曾言：「倘無政黨，則民主政治無

實行之可能。」（黃炎東,《台灣日報》2版,198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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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則在議事規則中規定如德、法，有的僅以立法慣例加以規

範如美國。不過，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國會黨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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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頁 520）。 

由西方民主國家國會運作的經驗來檢視，民主國會中的黨團組織與

運作，可由下列因素的來探討（王業立, 2002.7,頁83）： 

 

一、政府及國會之體制 

在國家憲政體制不同的國家如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制、委員制

等之中，其國會黨團也會因其不同而有有調整與適用，其中最重要的便

屬於行政與立法權是完全分立或重疊。 

 

二、國會選舉制度 

國會黨團也會因國會選舉制度之不同而有所區別，如單一選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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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大選區、比例代表制、混合制等不同制度，會造成其黨團成員組成

間是否有選舉利益之競爭與衝突。 

 

三、政黨之體質 

國會黨團會因政黨之體質不同，如內造、外造型政黨，以及柔性、剛

性政黨等區別會形成不同型態之國會黨團。 

 

貳、國會黨團在民主國會之功能 

 

現代民主體制的國家中，政黨必然是立法過程中最重要的主導力量；

若缺乏政黨的有效運作，議會政治必將陷於混亂而沒有效率（王業立, 2002.7,

頁79），政黨在國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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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是否會濫權，使人民的權益

受到影響，黨團在國會中具有何種功能，則是民主國會中值得深入瞭解

之問題。 

一、古登美等學者，認為民主國會之黨團其可發揮功能為：（古登美、沈

中元與周萬來等,1997,頁174-175） 

（一）、橋樑的功能 

執政黨的國會黨團，可以協調憲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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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織溝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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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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利益分配的功能 

在達成前述兩項功能中，國會黨團為了維持其組織的運作，必須掌

有相當的誘因，以維繫黨員對黨團的向心力。這些誘因或許是行政或立

法機關中的各種職位，或許是輔選承諾，或許是專業資訊的提供。 

 

此外，國會黨團亦可發揮蒐集立法情報、控制國會議員的個別活動，

提供政策研究等功能，其功能之差異則隨其國會黨團的角色、時機而有

別。 

二、根據王業立教授之論點，民主國家的政黨，在國會中至少應具備

下列幾種功能：（王業立, 2002.7,頁84-85） 

 

（一）、代表的功能 

能在國會中擁有一定席次的政黨，本來就是透過選舉而贏得一定

比例選民的支持。因此，政黨在國會中當然必須代表黨員及支持民眾來

反映他們的意見，甚至期望透過國會中的問政表現，爭取更多選民的認

同，而能在下次選舉中贏得更多的席次。 

 

（二）、利益的表達與匯集 

現代民主國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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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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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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凝聚黨內共識、形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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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讓黨籍議員在政策辯論及表決時有所依循，並接受選民的評

價或監督。 

 

（四）、政策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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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政黨之間的政策協商，在立法過程中即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民主

國家中的國會，固然均屬合議制機構，然而在實際運作上，唯有透過政

黨之間建立制度性的協商機制，才能維持一定的立法效率。 

 

（五）、主導議程、推動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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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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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甄拔、培養國會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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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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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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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選派黨籍議員參加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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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committee ）的過程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而委員會中成員的組成，也多半傾向以政黨比例原則分配之，目

前立法院也是採此一分配之原則。 

 

（八）、協助維護國會紀律 

合議制的國會，想要有效率的運作，維持一定程度的國會紀律是

必要的。然而國會紀律的維護不能只靠議長（speaker）的強勢領導或

個別議員的自律，國會中的各個政黨，為了黨的整體形象，也須透過本

身的黨紀，約束黨團成員的行為或言詞，以協助維護國會紀律。在許多

民主國家的國會中，國會紀律的維護，政黨之國會黨團本身扮演著非常

重要的角色。 

 

（九）、組織或監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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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內閣制國家或半總統制國家的通例，是由國會中的多數黨或

政黨聯盟組成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亦可稱為「政黨主導的政府」（party 

govemment）。而沒有參與政府組成的政黨，則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即

使是議會內閣制下的「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或總統制下

的「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行政部門的政策是否可以順利

推動，其能否取得國會多數的支持，也至關重要。 

 

（十）、聯繫國會與行政部門 

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政黨事實上已成為行政部門與國會之間最重

要的聯繫（liai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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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紀鬆弛

的美國總統制下，固然也不乏總統親自遊說個別國會議員支持某項政策

的成功案例。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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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據美國政治學者瓊斯（C.O. Jones）研究歸納，國會黨團之主要

功能有三種說明如下（黃德福, 1990,頁 72）： 

 

(一)、政策整合的作用 

在政治體系中作為橋樑的作用，將憲法規定權力分散造成的缺口予

以填補，是多數黨黨團所必須肩負的政治功能(political function)。 

 

(二)、組織溝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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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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是國會黨團的立法功能(jegis-lative function)。 

 

(三)、利益分配的功能 

在達成前二項功能的過程中，政黨必須對其成員分配各種利益與角

色，尤其是該黨屬於少數黨的時候，該國會黨團便成為一種等待東山再

起的「避難所」，並透過各種管道維持組織運作，這便是國會黨團的生

存功能(survival function)。 

 

而也有學者提到國會黨團之功能有「政黨在國會的代理人」、「政

黨在國會的發言人」、「國會運作的政治橋樑」、「國會政治的統合機

器」等數項也值得參考（鄭明德, 1998.8,頁91）。 

四、本研究之綜合上述學者之看法，認為現代民主國家國會的黨團應具

備下列七大功能方稱完備： 

 

（一）、溝通與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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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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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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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貫徹黨意與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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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之研究 

28 

國會黨團可以透過內部組織的紀律約束成員，及透過運作「黨團協商」

與他黨妥協避免僵持，以解決公共議題，完成立法機關應有的立法功

能，並使政黨之理念落實法案通過。  

 

（三）、在政治體系中作為橋樑 

執政黨的國會黨團可以透過協調，做為立法與行政機關之間的橋

樑，並為立法與行政兩權間的溝通；還可適度的與在也黨溝通，尋求其

支持或不杯葛行政機關推動其政策與議案，達成政策目標，以貫徹政黨

的執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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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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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立法院黨團雖能主導利益之分配，但卻因顧及形象，只能技

巧的分派，不敢公開運作此一功能。 

 

（五）、主導國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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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會各政黨之間的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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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般稱為黨政協商或朝野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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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zation）（王業立, 2002.7,頁84）者之角色，方能在議場中有效動

員的黨籍議員出席，在議案表決取得有利的地位。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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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人才培訓 

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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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業立, 2002.7,頁

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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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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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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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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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黨團在民主國會中，除擔任各政黨在國會之代言人外，尚有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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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民主政治中之協商 

                                                 
3 如蕭萬長、張俊雄出任行政院長；趙少康、簡又新、葉菊蘭、陳定南、劉世芳等由立法委員轉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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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是一種相互讓步與妥協的過程，與和解不同，和解是針對法

律爭議的相互讓步，協商卻是針對政策爭議的相互讓步（陳淑芳, 2002.6,

頁 31-32）。而協商是實施民主制度下必然的產物，在民主社會中涉及大

眾事務之政治性決定，都是依照多數決定作成，與實際上的對錯並無一

定的關聯。這個多數決定若是基於一致的共識，當然是最圓滿的結果；

可惜在多元的社會中，很難取得一致的共識。但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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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無法

解決問題，可能還會製造更多的衝突，最後犧牲的還是多數人的權利。 
 

壹、協商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 

 

協商（associate）4是人類中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民主政治運作

中的協商，除可避免正面衝突對抗之外，也可使爭議的事務得到解決，

但也無法避免協商中妥協分贓之弊端。 

 

一、民主政治協商的特徵 

 

要瞭解民主政治中的協商，通常都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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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的當協商具有下列特徵（Austin Ranney, 1991,P.145）： 

 

（一）多樣性（mulitiplicity） 

（二）敵對性（opposition） 

                                                                                                                                                    
會首長。 
4 按韋伯大詞典解釋：協商為衝突的兩造，為解決某些事情，雙方面對溝通、討論，並相互讓步或妥
協的行動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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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員重疊性（overlapping membership） 

（四）不完全動員性（imperfect mobilization） 

 

 二、協商在民主政治中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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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頁 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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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位有明確的法律

規定，在此基礎上承認彼此的地位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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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立法院之黨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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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應注意協商代表受到黨團成員授權是否

充足，以免影響協議與承諾之確定性。 

 

（四）非暴力原則： 

若協商的任一方以暴力壓迫對方接受協議與承諾，雖可達成暫時的

協議與承諾，但隨時有毀約之可能，如第一屆立法院末期便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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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主協商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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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18）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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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方所得乃是敗方所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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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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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目前國會沒有過半數的強勢政黨下的多黨體系，各黨

合縱連橫複雜關係下，很容易發生此一型態之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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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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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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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5 藍營為中國國民黨 66席加親民黨 45席共 111席，綠營為民主進步黨 89席加台灣團結聯盟 13席共
102席。 
6 如立法院黨團協商如協商不成便交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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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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達成妥協有兩種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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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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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整合型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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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因素之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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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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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數種民主協商之模式，與現今立法院國會運作之情形，及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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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互動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值得作為參考。 

 

第三節 黨團協商之理論基礎 

 

有關黨團協商之民主理論與學說甚多，例如「協和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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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 (deliberate democracy)、「賽局理論」（game theory）等民主

理論，於此特別舉出較重要的數項民主協商理論加以研討。 

 

壹、協和式民主（consociate democracy） 

 

著名的政治學家戴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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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A. , 

1984,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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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政治文化對於衝突的解決，偏向採用比例原則分配權力，這主

要是為了避免競爭的決策，引發文化或經濟團體之間對立與衝突，危及

政治體系穩定，「協和式民主」（consociate democracy）主要的內函包括

下列三點： 
 

第一點、強調不同集團領導階層間的相互合作，中央政府體制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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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包容所有團體領袖，一起共同議事。 

第二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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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款的分配是按各個種族或文化集團的人口比例來分

配。 

第三點、採社會分部自立性，就是尊重各個文化和種族團體的自主性， 

讓它們去管理自己內部的事務。 

「協和式民主」（consociate democra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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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ciate democracy）

之主要的內函相互為印證。 

 

貳、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呂亞力, 1997,頁 143-144）認為在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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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學者帕特曼（Carole Pateman）主張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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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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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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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之研究 

36 

行政權力以高度分散與民眾大幅參其工作場合決策之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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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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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中，各種國會議員對黨團

協商的參與、協商過程之折衝與努力及協商結論之形成，可與「參與民

主」（participatory）之運用相互為印證。 

  

參、商議式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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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e 

democra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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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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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繁複的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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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哈伯瑪斯（Jurgen Hebermas）（Habermas , Jurgen ,2001,P.152）認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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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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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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謝俊義認為（謝俊義, 2003.2,頁 52）「商議式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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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他們奠定理性基礎的決策制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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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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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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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商議者的知識與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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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議式民主」 (deliberate democracy)的基本假設是睿智與民

主的政府投入社會問題的探索與解決，如果政府是基於這樣思維投入工

作，我們將正視到政策的所有面向，這樣的思維不僅發生在政策制訂，

也落實到政策執行。商議式民主雖然主張集權式的決策制訂，但在決策

完成與執行策略明確化之後，重要的是經過「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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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是向利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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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

的協調下從事交換關係，政策制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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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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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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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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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berate 

democracy)之主張相互為印證。 

 

肆、賽局理論  （game theory） 

 

「賽局理論」（game theory）是數學的一個分支（王逸舟譯, 1993 ,頁

3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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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中的協商與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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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衝突，都具有此類特性，

也因此原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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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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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頁 115-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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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黨團協商中讓步其

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到1928年諾曼（John Von Neumann）證明了基本的「壞中取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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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minimax theorem）7，「賽局理論」（game the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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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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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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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雙方便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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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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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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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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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