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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英美日國會黨團協商的政治運作模式 

 

在民主的國家中，人民可透過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或政黨（party）

參與政治，影響政府的政策與施政，利益團體與政黨是乃基於共同理念

或利益結合的組織，兩者皆為理念或利益取向的結合，存在著依存互惠

的關係，尤其以政黨影響最深，如同英國著名政治學者拉斯基（Harold J. 

Laski）所言：「現代國家所要管理之事項日漸增加，而國會中所議之事也

隨同增加，為使國會在一定時限完成立法的工作，則需要一個有組織之

政黨」（Harold J. Laski, 1974,P56），國會中的政黨便是黨團（Caucus）1，

而政黨在國會中所形成黨團除扮演約束與指導國會議員，並以支持政

府、組成政府（內閣制國家）及監督政府（在野黨）的角色外，並作為

國會與政黨間之橋樑，彙整及調和各方的需求與意見，透過國會黨團政

治運作，經過立法程序及政黨間之協商，制定成法律及形成政府施政政

策。 

英國著名的首相班傑明（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沒有政黨，就

沒有議會制度的政府。」（雷飛龍, 1991.11,頁2），此處之政黨便是指國會中

的黨團組織，羅傳賢2對於國會黨團曾形容「政黨乃立法機關運作過程中

主導的力量，若無政黨之運作，則立法過程將陷於混亂，而無法完成其

代議民主政治下的立法使命與功能。」（羅傳賢, 2001 ,頁518）可見立法院國

會黨團地位之日漸受種視。  

                                                 
1 黨團 在美國民主黨稱 Caucus ,共和黨稱 Conferece ,德國黨團為 Fraktion。 
2 羅傳賢為第五屆立法院法制局之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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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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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利益之用。 

本章舉例略述民主先進英、美、日等三國國會黨團的組織與地位、

黨團協商相關法律規定、黨團協商的政治運作模式及黨團協商對國會與

政府所產生的政治影響，分別加以研究與探討，最後並對三國之黨團協

商機制加以比較與評議，以便與我國立法院之黨團協商機制研究時對照

與參考。 

 

第一節 英國國會之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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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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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英國國會黨團之組織與地位、黨團協商相關規定、黨團協商運

作模式與管道、黨團協商對國會與政府的政治影響研究分述如下： 

 

壹、國會概況及國會黨團組織與地位 

 

英國為君主立憲內閣制之國家，其國會屬於兩院制（bicameral- 

system）（羅孟浩, 1980,頁132），包括由英皇任命非民選且沒有太多實權的

貴族院（House of Lords）共有675席3，其中有557席終身議員以及118

席世襲議員；與直接民選握有大權的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平

民院共有659席國會議員，以單一選區選舉產生，任期每屆最長五年，

                                                 
3 依據 2002年 3月英國國會網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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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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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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議案的二讀會才是立法最重要的階

段，故其國會運作屬於「院會中心主義」（The chamber dominated 

prospective）型之國會（羅傳賢, 2001 ,頁624）。 

國會主要政黨包括目前執政的工黨（Labor party）、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自由黨（Liberal party）、厄爾斯特聯合黨（UUP）
4、蘇格蘭民族黨（SNP）與普列德辛姆路黨（Plaidcymru party）5等五個

政黨，但近六十年來都是由工黨及保守黨兩黨輪替執政，自由黨（羅孟

浩, 1980,頁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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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將國會黨團

之組織與黨鞭制度分述如下： 

 

一、 國會黨團之組織 

 

（一）工黨（Labor party） 

 

目前工黨黨魁是布萊爾首相，2003 年時平民院席次有 410 席，貴

族院席次有 220 席6，國會中最高組織是「國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前瞻政策中心,19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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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北愛爾蘭新教徒政黨，黨魁為川波目前在下議院有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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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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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ison Committee）（古登美、沈中元與周萬來等, 1997,頁 176），主要由

後排議員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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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 

2003年保守黨在平民院之席次有164席，貴族院之席次有 199席8，

在執政時期，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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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52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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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黨鞭（Whip） 

英國國會議事的管理以及黨意的貫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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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中元與周萬來等,1997,頁 178）： 

 

（一）勸導議員支持政府或黨的政策。 

（二）細部規劃管理國會議程。 

（三）溝通前後排議員之意見。 

（四）為政黨領袖發掘內閣閣員人才。 

                                                                                                                                                    
6 依據 2002年 3月英國國會網站的資料。 
7 指較資淺的國會議員，因其開會時只能坐在議場的後排，很少發言之機會。 
8依據 2002年 3月英國國會網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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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鞭制度可謂是英國國會最重要的靈魂，目前執政的工黨有黨鞭十

四人，主要反對黨保守黨有黨鞭十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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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由皇室財務室主管

(Treasurer of the Household)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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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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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05）。 

 

貳、黨團協商相關法律與規定 

 

因為英國國會的內規有很大的部分屬於不成文部分，依照傳統進

行，故其黨團協商相關法律與規定在文字部分不多，在此以議事規則之

規定及國會傳統分述如下： 

 

一、議事規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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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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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團補助之規定 

英國平民院於 1975 年曾決議給予超過 3 席以上反對黨之財力補

助，其計算方式為議席數乘2,250英磅，加上得票數每200票5.1英磅，

以作為各黨團辦公室維持開銷及僱用助理等之用，但對執政黨則不予補

助。 

 

由於英國是內閣制的國會，有半數席次政黨或多數政黨聯盟之黨魁

得出任首相組成內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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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黨團協商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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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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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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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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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國會院會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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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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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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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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黨團協商對國會與政府的影響 

 

英國國會的黨團協商機制因國會的結構與傳統，對於國會及政府產

生的影響，包括強化國會黨團權威、國會議事運作順利、給予在野黨政

治運作空間。 

 

一、強化國會黨團權威 

採行內閣制的英國，由於執政黨須面臨在野政黨的倒閣挑戰與不信

任危機，故黨紀必須嚴明，政黨領袖不願賦予個別議員擁有過多之政治

資源，因此由內閣控制大部分法案內容，與其他政黨之談判協商，都必

須透過黨鞭進行，而個別議員無法突破此一窘狀，迫使議員遵從黨的意

志，保持國會中政黨的力量與權威。 

 

二、使國會議事運作順利 

在英國，內閣制的憲政制度設計，建立了政黨與黨員之間的緊密連

繫，而政黨的權力屬性決定了這些委員會的運作實效（古登美、沈中元與

周萬來等,1997,頁 177），造成政黨在國會中的影響力量相當強，另外政黨協

商參與的黨鞭人數少，且擁有一定的授權與決定權，自然使黨團之協商

較有效率，此一黨團間協商，將使國會議事運作更為順利。 

 

三、給予在野黨政治運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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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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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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ual channels）及「自願協

商法案時間」（voluntary time-table agreemen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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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美國國會之黨團協商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民選總統與國會議員的國家，經過兩百年來的

發展，其政黨政治已相當成熟，有完善的國會制度之外，還有優良的國

會傳統，使其國會運作順利。 

茲將美國國會黨團之組織與地位、黨團協商相關規定、黨團協商運

作模式、黨團協商對國會與政府的政治影響研究與探討分述如下： 

 

壹、國會概況及國會黨團組織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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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淵,1982 ,頁 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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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州兩席選區選舉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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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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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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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美國參議院議長由副總統兼任，但會有參院臨時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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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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中心主義」（The 

committee autonomy prospective）（羅傳賢,2001,頁 625）型之國會。 

一、國會黨團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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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27），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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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席，參議院席次為 51 席10，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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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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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席，參

議院席次為 48 席11 ，參眾兩院的黨部組織，二者各自獨立，不具隸屬

                                                 
10 根據 2002年美國國會期中選舉之結果。 
11 根據 2002年美國國會期中選舉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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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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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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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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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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黨鞭 

美國國會之黨團黨鞭組織龐大，以眾議院民主黨為例（羅傳賢,2001,

頁 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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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頁

180）：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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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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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視其在國會席次之為多數或少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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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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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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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黨團協商相關法律與規定 

 

有關美國國會中的有關黨團協商相關法律與規定並不多，將其分述

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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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傳賢,2001 ,頁 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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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的人數，以符合政黨比例之原則。  

 

二、國會中黨團並非正統的議會立法組織（魏秋佩,1996 ,頁 2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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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黨團協商運作模式 

 

有關美國國會中參、眾兩院黨團協商運作模式各有不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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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眾議院之黨團協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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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0）（rules committee）之

運作，排定議程表及決定法案審查之次序，但多數黨領袖會透過與少數

黨領袖之協商取得議程之順利，減少被杯葛之機會。 

 

二、 參議院之黨團協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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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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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國會立法交易 

  美國國會兩黨經常以立法交易的方式來獲得妥協，這種各取所需各有

所讓，被稱為「談判-協議」制度（鄧榮進, 1993,頁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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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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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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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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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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黨團協商對國會與政府的影響 

 

美國國會的黨團協商機制對其國會及政府有一定的影響，如國會和

諧少杯葛、確保國會議程順利等，茲將其研究與探討分述如下： 

 

一、國會和諧少杯葛 

 

以協商確定議程，再由朝野共同信守，百年來已成為國會運作的基

本模式，在此機制之下，民主國家國會雖偶有分裂性的議題，但均無礙

於國會應有的效率，也使國會不致成為社會裂痕的擴大器（楊泰順 , 

2002 .05 .22 , 中央日報 3版）。以美國六十年代的民權法案為例，雖然各方

歧異甚大，南方議員更誓言強勢杯葛，但朝野協商也只排定十個小時的

院會辯論時間，若說協商談的是政策內容，莫說朝野不可能取得共識，

就算同一政黨黨團恐怕十年也談不出結果，故黨團協商有此一功用。 

 

二、使國會議事順利 

 

美國國會之所以能穩定運作最重要的制度設計是「委員會體系」，

由委員會間的提案及相互支持，代替個人間的選票交換，使議事運作得

以平順進行，不同委員會對不同政策領域有其專屬管轄權，即所謂「政

策轄區」（policy jurisdiction），如農業州選出的國會議員選擇加入農業

委員會，都市地區選出的國會議員則主導銀行、住宅與福利委員會，國

會議員則透過委員會進行政策利益的協商與交易。 

由於委員的政策或預算提案必須有其他相關委員會的支持，才可能

在院會通過，因此委員會掌握報復性的懲罰權力；亦即一旦某一方面背

                                                                                                                                                    
14 同上,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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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食言，不遵守協議，日後必然遭到他方報復，如此一來，委員會制度

大大降低了機會主義風險，以及成員交換利益的成本。 

 

三、具有國會與行政溝通之作用 

 

美國是憲政採三權分立之體制，國會議員不能兼任官員，而國會中

政黨色彩與黨紀也不是那麼嚴格，所以立法與行政間之溝通缺口，比起

內閣制國家來得大，必須透過國會黨團協商彌補此一缺口，故 Ripley  

Randall 認為「國會多數領導」者（Randall B. Ripley, 1969,P.5），即多

數黨領袖重要的任務便是，調停總統與國會之間的立法態度。 
 

第三節 日本國會之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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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其國會運作之模

式與效率相當值得效法。茲將日本國會黨團之組織與地位、黨團協商相

關規定、黨團協商運作模式、黨團協商對國會與政府的影響，分述如下： 

 

壹、國會概況及國會黨團組織與地位 

 

日本國會屬於內閣兩院制（double congress），國會包括：參議院

與眾議院，兩院之國會議員皆由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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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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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制衡、合作」機制（江丙坤,1998,頁 3），卻如美國一般國會運作屬

於「委員會中心主義」（The committee autonomy prospective）（羅傳

賢, 2001,頁 625）型之國會。茲將日本國會及黨團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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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會與內閣 

內閣總理大臣負責任命各部大臣及閣員，組成內閣，各部大臣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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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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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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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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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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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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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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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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日本內閣是由自由民主黨、新公民黨、社會民主黨聯合執政聯

盟，首相小泉純一郎於2001年4月 24日就職至今，本屆的日本國會主

要政黨有自由民主黨、新公民黨、社會民主黨、日本民主黨、自由黨、

共產黨等（見表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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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日本國會主要政黨領導人及席次統計15  

 政 黨 領導人 職 稱 參議員 眾議員 

 自由民主黨 小泉純一郎 總裁 233 110 

 

日本民主黨 

    
菅 直人 黨代表 127 59 

 公明黨 神崎武法 黨代表 31 23 

 

自由黨 

  
小澤一郎 黨首 22 8 

 社會民主黨 土井多賀子 黨首 19 8 

 日本共產黨 不破哲三 議長 20 20 

 其他或無黨     28 19 

                                                 
15 依據 2003年 3月統計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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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計     480 247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日本國會網站整理（http://www.sangiin.go.jp/） 
 

 

 

貳、黨團協商相關法律與規定 

 

有關日本國會的黨團協商相關法律與規定，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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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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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丙

坤,1998,頁 6）及「國會對策委員會」（許介鱗, 1991b ,頁 97）進行國會議案

之協商。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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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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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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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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如下（江丙坤, 1998,頁 23）： 

 

1.自民黨執政時代：重視執政黨內部協調 

內閣各部會→政策調查會→總務會（類似我國政黨中央常務委員會） 

 

2.聯合內閣執政時代：重視政黨間協調 

各黨政策審議會→國會對策及議員運營委員會議 

→各政黨幹事代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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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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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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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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各二十五名，由各政黨在國會中所

占席次依比例分配，由各政黨資深議員擔任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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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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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黨團協商對國會與政府的影響 

日本國會的黨團協商機制可提升國會立法效率、促進政黨良性互

動，增進國會和諧，對於國會及政府有正面影響，茲分述如下： 

 

一、提升國會之立法效率  

 

日本國會對法案的審議，在法案在提出討論前，政黨所屬議員可有

充分權利自由表達意見；惟「黨議」16一旦形成，議員必須無條件服從，

並全力支持立法。政黨對其所屬議員的發言、表決具有強烈約束力，確

保正式及非正式政黨協商管道之運作，有效簡化政治立場化解分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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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法案的審議效率。 

自民黨執政期間，該黨國會議員對於內閣法案完全支持，未有缺

席、棄權、或投下反對票之紀錄；聯合內閣執政後，立法前置作業重點

轉為黨政協議功能的強化，促使文官體制配合政黨和諧互動，仍保持日

本國會高度的立法效率。 

 

二、政黨良性互動國會和諧 

 

日本國會採行「優秀政黨制」，多數黨經常主動將「副議長」職位

讓予主要在野黨資深議員，以促進執政黨與在野黨間的協調互動，維持

議會運作的順暢。 

日本朝野的各個政黨，雖然也是經歷各種相互的妥協與條件的交

換，但終究能在眾多改革方案中取得共識並付諸實施，是一項難能可貴

的事。特別是對於執行工作的具有公信力，以及得到各黨派的配合，才

是黨團協商成功的要件。 

  

三、給在野黨政治運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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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須理會在野黨；惟日本在自民黨執政實一向有對在

野黨尊重之傳統，透過黨團間協商之「議院運營委員會」及「國會對策

委員會」，給在野黨一定的舞台以表達其政治理念與主張，取得政治運

作空間。 

又執政黨議員通常將發言時間，主動讓與在野黨議員，使反對意見

充分表達，以示對在野黨之尊重；在野黨於法案決議通過後，通常亦抱

持相對尊重態度，不作非理性之抗爭。 

                                                                                                                                                    
16 指黨內議決或一致同意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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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英、美、日國會黨團協商機制之評議  

 

經上述三節有關英、美、日三國國會黨團及黨團協商機制之探討，

可將此三國之國會黨團制度與協商制度，綜合歸納與評議如下： 

英、美、日三國國會組成都屬於兩院制；英、日兩國為內閣制，美

國為總統制；英國國會中心為院會、而美、日為國會重心在委員會；黨

團協商之目的英國為尊重在野黨，而美、日則為利益交換居多，茲將上

述數點及三國政府體制、國會各黨團分布情形、黨團約束力、黨團內聚

力、黨團協商方式等之比較整理如下表（見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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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2 英、美、日三國國會黨團及協商之比較 

   英 國 美 國 日 本 
 國會院數 二 二 二 

 國會權力重心 平民院獨權 兩院平權 眾議院權較重 

 政府體制 內閣制 總統制 內閣制 

 
行政首長 

首相          
國會議員兼任 

總統             
非國會議員兼任 

總理             
國會議員兼任 

 國會議事重心 院會 委員會 委員會 

 國會黨各團分布 兩大一小 兩黨 一大一中多小 

 黨團約束力 強 弱 中強 

 黨團內聚力 強 中 中強 

 

黨團協商方式 

1.通常途徑     
2.自願協商法案
時間 

1.參院:一致同意之
協議             
2.眾院:議事程序委
員會             
3.談判-協議制度 
4.早餐會 

1.議院運營委員會
2.國會對策委員會

 黨團協商重點 議程 議程及法案 議程及法案 

 黨團協商依據 傳統 傳統 法律及傳統 

 
黨團協商代表 

黨鞭 黨團領袖 議院運營委員及 

國會對策委員 

 黨團協商目的 尊重在野黨 利益交換 利益交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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