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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與立法院之互動》座

談會紀要 
 

■邱淑美／記錄整理 

 

時  間：2000年7月2日（星期日）   

上午9：30～12：00 

地  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A室  

主辦單位：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  持  人：陳隆志教授  

與  談  人：（按姓氏筆劃序）  

 李文忠／立法委員  

 李旺臺／民進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邱創良／立法委員  

 陳學聖／立法委員  

 劉森泉／行政院國會聯絡組組長  

 蔡日雲／國會記者聯誼會監事  

 賴士葆／立法委員  

 蘇進強／南華大學和平戰略中心主任  

陳隆志教授： 

 由三一八到五二○，政權已經和平轉

移。但是，阿扁政府主政下的政治生態與

國民黨執政時期大不相同，「全民政府

式」的政黨輪替使新政府必須花更多的時間

來思考如何執政。過去的在野黨學習如何有

效執政，而過去主政五十年的執政黨則學習

如何扮演負責的在野黨角色。角色替換，如

何調整，既需要時間，也需要經驗智慧。  

 國民黨執政時代，行政院提出的政策有

國民黨團護航，在野黨束手無策。現在民

進黨雖然貴為執政黨，但是國民黨在立法

院掌握過半席次，加上親民黨的成立，更

使席次不到三分之一的民進黨在立法院掌

控議案的空間縮小許多。再者，國大虛級

化後，立法院的職權更加擴大、多元，立

法院會漸漸成為台灣的政治權力重心。從

縮短工時、週休二日、老人津貼、國民年

金等「喊價叫賣」式的立法提案，我們瞭

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展現政治實力的舞台

在立法院，而少數執政黨在政黨輪替後，

缺少資源做為立法後盾，難免充滿了無

奈。政黨政治生態丕變，有使行政單位淪

為立法院行政局的危險。  

 政黨輪替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但是，這

是台灣的第一次，加上「全民政府」與具高

度爭議性的「雙首長」憲法體制，對毫無經

驗的新政府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在目

前憲政體制尚未健全的空窗期，全國人民

及社會各界對新政府有高度的要求與期待，

而國會則充滿情緒性政治角力的態勢，我

們可以瞭解到新政府初初執政的困難。  

 因此，在台灣民主政治的新試驗時期，

我們應基於理性與善意，共同學習、思考

與調整，顧全國家生存發展的大局。國家

的利益高於政黨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負

責任的政黨政治應該回歸理性的思考規劃

與互動。大家不應過於苛責政府，而應給

新政府多些時間及鼓勵。新政府團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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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做通盤的瞭解與規劃，按步就班去

做。全民政府需要全民的關心，更需要國

人互相包容、體諒協力，在互動、試驗、

學習與調整的過程中求進步。  

賴士葆委員： 

 從目前政治局勢看來，行政院正居於弱

勢，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政策的主導權，政

策主導權反而全在立法院，執政黨等於是

執行在野黨政策的機關。而會造成這樣的

原因有下列幾點：  

 一、行政與立法的僵局是雙首長制的結

構性問題，若根據法國雙首長制的制度來

看台灣的現狀，陳水扁總統應該要解散國

會，但台灣憲法並沒有規定總統有主動解

散國會的權力，所以這是憲法結構性的盲

點。換言之，現在是在野黨競開支票，民

進黨買單，與以前國民黨執政，由國民黨

開支票，由並它買單執行，是完全不一樣

的。過去國民黨會依國家財力來進行適當

的政策兌現，但是，目前政策執行的平衡

點沒有了。因此，現在的政策提出，完全

是為了討好民眾的政策。  

 二、在立法院沒有看到執政黨，國會的

執政黨根本是「軟趴趴的趴在那裡」。從

工時案、公務人員週休二日案來看，民進

黨並沒有支持行政院的版本，因此這可以

說是「團結的立法院強力監督行政院」。

而之所以會造成這種原因，我個人的解讀

是，阿扁在組閣過程中，未徵詢民進黨團

的意見所致，所以民進黨團不願為政策背

書，黨團毫無戰鬥力。  

 三、行政院缺乏與立法院的溝通管道，

行政院雖主動與立法院溝通，但卻是不得

其門而入。因此，行政院目前最應該做的

事，是如何讓民進黨團「動起來」，願意

跳起來肩負政策辯護的責任，否則這個問

題會一直延續到明年底的立委改選後才有

改善的可能。  

 四、行政院應取得政策主導權，行政院

秘書長魏啟林曾說：「讓民意機關牽著鼻

子走也沒有什麼不好」。如果這句話成

立，就意味著行政院無存在的必要。即立

法院來決定所有重大的政策，之後交由行

政院來執行。然而行政院之所以成為內

閣，主要在於它必須要向為老百姓說明執

行該政策的理由，並為政策做辯護。所

以，它一定要取得政策主導權。例如前些

日子行政院撤守老人津貼案一事，這真是

「滑天下之大稽」。所以行政單位應該是

透過一定的程序，堅決為自已的政策辯

護，如果認為窒礙難行，則應勇於提出覆

議案，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內閣。換言

之，雖然這是一個少數政府，但是行政院

也一定要有肩膀、有擔當，即使遇到困難

也應該勇敢提出覆議案，不能老是「軟趴

趴」的，否則反覆的政策將衝擊股市，民

眾對新政府將會沒有信心，而失信於民。  

 五、反對加稅施實國民年金，我反對內

政部長張博雅所說的「加稅施實國民年

金」。因為，阿扁在競選表示，在他任職

總統期間，是不會加稅的，他所開出來的

支票是要開辦老年人金，而不是現在的國

民年金。因此，向全國人民加稅，由人民

納稅來兌現阿扁的競選支票，舉辦國民年

金是不符合新政府陳水扁總統的政見。  

邱創良委員： 

 從李遠哲為阿扁競選所組的國政顧問團

所擬的政策，到現在阿扁成為總統後，行

政院的政策，及從行政院與立法院的互

動、阿扁六二○滿月記者會公開要召開政

黨協商等等政治現象來看，目前行政院所

執行的政策其實只是在兌現阿扁的競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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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而非施行對國家有利的政策。  

 過去民進黨在野時，遇到不滿意的政

策，就會走上街頭抗爭，但現在政策的態

度，卻都以陳水扁政策為最高指導原則，

因此，新政府到底是要完成陳水扁競選支

要，或延續舊政府政策，亦或是要聽從在

野民意的聲音，新政府應該要明確地好好

講清楚。  

 若按照目前國民黨在立法院仍占多數的

情況來看，未來立法院仍是國民黨主導，

如果新政府的政策導向都是沿襲國民黨的

老路，那麼阿扁信誓旦旦的掃除黑金將注

定難以落實。  

 不過總而言之，親民黨會做好忠誠的反

對黨，監督新政府，不會在政策上加碼及討

好選民。而身為內閣的行政院及國家元首阿

扁總統，應該具有領導國家的誠意與實力，

「國家要做的事」是對大多數國民有利益的

事，而非一再的討好選民，獲取選票而

已。  

李文忠委員： 

 沒有一種憲政制度是完美無缺的，但每

種憲政制度一定有其抗衡及解決衝突的配

套機制。因此，台灣目前「左右共治」的

憲政體制在缺乏像法國雙首長制「解散國

會權」的主動解散國會機制，因而迫使

「少數總統」無法經由國會改選來驗證新

民意，進而掌握國會多數，是造成目前行

政院政策難以貫徹的一個原因。換言之，

政治僵局並不是台灣實行雙首長制所造成

的，而是台灣在憲政設計上的不足所導致

的憲政紊亂。  

 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  

 一、迅速修憲，改為總統制或維持雙首

長制都可以，但一定要改善補足之前我所

提的憲政缺失。  

 二、呼籲陳水扁總統慎重考慮籌組聯合

政府來化解僵局，倘若明年底立委改選的

結果是「三黨不過半」，屆時在野黨又產

生「多數聯盟」，則阿扁勢需交出政權。  

 三、「能讓就讓，不能讓就戰」，站在

國民黨的立場，要確立大選失敗後的政治

版圖，唯有採取對政策杯葛或加碼的方

式，才能保有或降低減少政治資源的流

失，所以這樣的手段是可以理解，也唯有

如此，民眾才能了解，國家要推動政策，

必須找國民黨才有用，找少數執政的民進

黨是無法成行的。正因此，我認為行政院

必須釐清「能讓就讓，不能讓就戰」的原

則，對於符合全民利益的政策，絕對要為

政策辯護，要有不惜一戰的決心，否則將

使國民黨在毫無社會壓力下，予取予求，

而造成國民與國家利益遭受破壞。  

 另外就政黨政治而言，政黨要茁壯、發

展，則它必須確立它的政治版圖，因此既

然國民黨籍的行政院長唐飛在立法院無力

拉到國民黨立委一票，無法建立一套溝通

的機制，則唯有採用「攻防」的策略才能

免於一敗塗地。短期而言，組成聯合政府是

解決行政、立法僵局的最快方式，因此我

建議陳水扁總統最遲應在明年底推動籌組

聯合政府，否則全民政府只有束手無策。  

蔡日雲監事： 

 國民黨執政五十年來，行政與立法兩院

的互動是——立法院巳淪為行政院的一個

橡皮圖章，強勢的行政院掌控弱勢的立法

院。但現在阿扁主政，情況剛好相反，立

法院已成為一個強勢政客領導政府政策走

向的政治地位，形成「小行政大立法」互

動不平衡的現象。而之所以會造成這種情

況的原因，除了憲政設計不良是一個原因

外，就我們長期觀察立法院與行政院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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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新聞媒體觀察者而言，目前並非沒

有解決的辦法，立法院長久以來就有一套

朝野協商溝通的機制，而這應該可以解決

一部分目前政治局勢紊亂的問題，而這項

遊戲規則，除了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建立之

外，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立院黨團也應該

與行政院有溝通管道的建制，這樣才能化

解現在這種混亂的政治局面。  

李旺臺副秘書長： 

 我認為目前這個少數政府與立法院之間

的僵局是憲政結構所造成的困局。因此，

我們應該凝聚社會更大的共識，從根本結

構上來進行修憲，無論是總統制或內閣制

皆宜，只要我們選擇其一，好好的運作，

則這樣的憲政體制將更符合我們的生態，

並減少社會與政治成本的浪費。  

 另外，民進黨應該承認國民黨是多數黨

的事實，並以社會的壓力來制衡國民黨，

使國民黨能知道「不應該」、「不必

要」、「不可以」在國會中一味地出現討

好選民政策的放肆行為，並由國民黨來負

起政治責任，接受每次選舉的政治成本。  

李文忠委員： 

 我先回應蔡監事的問題，我認為現在的

政治僵局是「台灣的雙首長制」造成的，

如果台灣今天實施的是「法國雙首長制」

的話，則現在的僵局是有辦法短期內就解

決的。另外，我也贊成兩院之間要加強溝

通協調。我承認在這次行政院拍版決定工

時案的過程中，立法院被排除在外，是我

們之間的溝通協調有所不足所造成，若朝

野協商這套機制能夠建立，則這套遊戲規

則對我們少數執政的民進黨是相當有利，

但若就選敗後國民黨為保有原政治勢力的

立場而言，行政院與立法院的真正溝通協

調機制是很難達成的，也許光有溝通機制

之名，卻無協調之實。  

陳學聖委員： 

 基本上國民黨是贊成實施雙首長制，因

此我同意李文忠立委的主張，如果新政府

在新手上路的這兩個月來，發現「全民政

府」不可行時，何妨在現有由國民黨員的

入閣，甚至是組閣的情況下，回頭思考雙

首長制的可行性，如果新政府不認真考量

雙首長制的話，未來在立法院會期中，即

使執政黨與在野黨有很好的溝通，但在實

質運作上，很多的法案還是會面臨「無法

令出行政院」的窘境，並被譏笑為「行政

院是立法院的行政局」。因此就憲政上來

論，我們建議陳水扁總統應該要與其他政

黨合作，而民進黨出面與其他政黨共組執

政聯盟應是打開僵局的有效途徑，否則我

想以目前這種少數政府，行政院的政策在

立法院還是會踢到鐵板，仍然會被封殺或

否決。  

 另外，雖然目前外界對國民黨選敗後的

觀察仍停留在「兵敗如山倒」的認知上，

當然我也承認有很多國民黨籍的立委也真

的不知如何面對選敗後的政治局勢，但就

我個人的觀察來看，事實上國民黨巳從敗

選的潰散氣氛中振作起來了，因此一些農

業縣立委，或是不常上新聞媒體的立委現

在反而是回歸一個比較正常的國會議員應

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不開會或國會討論的

議題對他的選民並無太大的利益關連性

時，他經常是回到自己的選區，去好好經

營，而不像是之前在執政黨的時期，必須

受黨團的約束，需要動員時，每個立委都

到國會參與舉手表決，以求得更多黨所分

配下來的政治利益，但現在國民黨的資源

在哪？大家都不知道，因此，巳不再受限

於黨利益的制約。所以，我要說的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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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籍立委對國民黨是真正回歸政黨政治的

認同，而非像過去只認同「黨的資源」。  

 另外，行政院不必太在意國民黨「次級

團體」的意見，因為其中多數的團體只是

具「吃飯聯誼」特質，期待藉由人多勢眾

的外在形象，來保有一份面子，但是由於

國民黨的次級團體並不像民進黨的派系政

治，有派系領導。國民黨的次級團體並沒

有很明顯的領導者，無領導者就無多餘的

資源可以分享，因此，行政院不必太在意

國民黨籍「吃飯聯誼」性質的「次級團

體」之意見，反而是對於部分跨黨派，以

理念結合的次級團體對新政府較有益處，

因為這些次級團體是以理念結合的團體，

而這樣的理念結合是一種政黨間溝通協調

後的共識。換言之，這是另一種政黨政

治，而這樣共識的達成較容易落實，這會

對新政府的運作有很大助益。  

 談到黑金政治，我想國民黨這次會輸，

並不是輸在兩岸政策、財經政策，而是輸

在黑金問題，因為民眾不相信國民黨有辦

法解決黑金政治，所以黑金問題須要靠民

進黨來解決。因此我們對法務部長陳定南

有很高的期望，我們可以了解，明年選舉

若陳定南很認真辦賄選，則會有些國民黨

立委選不下去，這對國民黨不見得有利，

但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國家走向正軌的一個

關鍵時刻，因此我們期待陳定南部長，甚至

是其他部會首長都應該勇於抗拒一些利益型

立委的威脅，當這些國民黨籍的利益型立

委在沒有黨的資源及政府又不受要脅的雙

重制約下，我想黑金問題應該能夠解決。  

劉森泉組長：  

 我個人是認為目前的政治僵局只是一種

過渡時期的現象，我相信這段過渡時期應

該很快就會過去。  

 另外，我個人也認同李文忠委員所講──

尊重民意也沒什麼不可以的地方；第二是

關於陳總統與唐飛院長之間的關係，我個

人的感受是，這兩位的互動是非常好的，

就總統召集財經首長到總統府開會這件事

而言，是總統打電話給唐院長，然後由唐

院長召集財經官員開會，然後再到總統

府。所以，兩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不像外

界所想像那樣的疏離。  

 第三是現在國會聯絡人的工作不只是在

做事務性的協調，而是提升到政治協調的

任務，而這樣任務的擴大與深化無非是為了

提供更多的資訊給長官做更完善的政務根

據。此外，由於國會環境的改變，執政黨議

員只佔國會三分之一不到的成員，因此，在

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行政院一定會更尊重

在野的友黨。站在我個人的立場而言，我相

信任重道遠，忍辱負重，明天會更好。 

蘇進強主任： 

 我想以目前行政院與立法院互動的情形

來看，是不是能達成阿扁政府所訴求「全

民政府」所產生的「全民利益」？這是我

比較大的疑問。  

 另外就我個人的觀察，顯然地立法院目

前是國民黨的政治主戰場，是鞏固實力，

發揮影響力的政治發展所在地。如果說國

民黨籍的立法委員都能擁有陳學聖委員一

樣的理念，我想國民黨應該也不會下台。

但是，目前一般大眾都有一種感受，就是

國民黨有輸不起的感覺，呈現出一種「多

數暴力」的態勢，而這種態勢好像還在強

化當中。當然做為反對黨，對執政黨的政

策提出反對的看法，或批評該政策的不完

善乃是反對黨的天職，但是若以要給執政

黨好看的心態，純粹是為反對而反對，甚

至是變相的勒索，如果給民眾的印象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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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負面的想像，我想國民黨所得的應該要

比所失的還要來的多，這是我一個觀察，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第二是執政的民進黨好像還沒有學習如

何成為一個「執政黨」，而執政黨與新政

府之間的互動好像也有一些問題。例如，

在國會的執政黨受到反對黨的反對壓力

時，也尚不知如何來為新政府的政策做辯

護，甚至有時候還與反對黨站在同一陣

線，執政黨巳是少數了，卻還不支持新政

府政策，而呈現自我分化的現象，讓反對

黨予取予求，這是很大的弊病。  

 第三是從策略的觀點來看，新政府對國

會的整體互動策略有待思考。例如，是不

是有那些陳總統的「政見」可以優先轉化

成「政策」，可被具體實踐，似乎整個政

府並未對這件事做整體的考量與規劃，如

果只是對這種如「三三三政策」等立即性

的政見要落實成為政策，我想有很多的基

本的政策原則很容易被改變，而這種現象

會使國家長治久安受到挑戰。  

陳隆志教授： 

 根據上述的發言，大家都認為現在在國

會內部，國民黨是以多數暴力或討好選民

的政策姿態來對政府進行杯葛。不過我在

想，是否有一種政策能夠真正附和全民的

利益，可行性也高的政策呢？  

陳學聖委員： 

 最初的「工時案」是國會與行政院互動

最好的試金石，但是新政府把它搞壞了。

因為最先釋出縮短工時的是民進黨的委

員，這本來是國會做給勞工支持者的禮

物，所以大家覺得沒有什麼爭議，並認為

這是國會各黨各派的共識，然而某位民進

黨立委卻先釋放出去，而造成其它的政黨

（包括民進黨內部）都非常的不滿，這是

執政黨犯的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是國民黨的工時版本，在國民黨

黨團內部開會結果後，決定兩週為八十四

小時，但這並不表示國民黨的版本沒有討

論的空間，但是在當天下午，行政院就毫

無預警的找來了勞資雙方協調，並把「工

時案」給敲定了，在這過程中並沒有找立

法院來協商討論，這是行政院不尊重立法

院的一個做法，因此到最後才會導致國民

黨的版本獲得新黨、親民黨的支持，這是

第二次的錯誤。換言之，民進黨搶功，行

政院也在搶功。然而為何行政院不來與國

民黨協商呢？所以，我希望下次不要再有

這樣的事情發生，就像老人年金案子一

樣，各黨各派到最後都撤回，並達成「國

民年金」的共識就是行政院與立法院一個

良好互動的例子。  

 另外，國民黨希望陳水扁不要一方面對

外喊出「全民政府」，一方面又希望民進

黨明年的立委選舉能夠獲得全勝，這種矛

盾的說法能真正達到「全民政府」所延伸

出的「全民利益」嗎？  

 總而言之，希望民進黨學會「溝通」，

國民黨學會做個「忠誠的反對黨」，則行

政院與立法院未來的互動就應該不會出現

像現在一樣的困擾。  

李文忠委員： 

 當在野黨國民黨及執政黨民進黨在角色

互換之後，的確雙方都要向對方學習。在

最近的幾個案子中，國民黨仍有許多不負

責任的地方，例如國民黨的「工時案」之

所以會被質疑，就是過去國民黨對工時案

的訴求都是要求「四十八小時」，然而卻

只花幾天的時間就從四十八小時轉變到四

十二小時，這對企業界而言是承擔不了

的。以日本為例，四十八小時轉換到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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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是花了十年的時間才慢慢調整過來

的，但是台灣卻在幾個小時之內就完成，

我想這是不夠負責任的做法。  

 另外，關於敬老津貼的案子，以前國民

黨一再抨擊「排富條款」，但是現在卻要

求納入排富條款，並加入重覆排貧條款。

沒有一個國家會對國民重覆照顧的，即使

在社會主義，強調社會褔利的國家也沒有

這樣的做法。所以剛剛下台的國民黨在政

策的推動上是無法自圓其說的。另外，關

於民進黨要面臨的困境是如果當民進黨也

被認為在「亂開支票」的時候，我們要攻

擊國民黨是比較沒有力量的，所以我想做

為執政黨的民進黨未來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是有必要以更成熟的思考，更負責任的態

度來制定與推動政策。  

邱創良委員： 

 我想現在的民進黨是過去的國民黨，現

在的國民黨是過去的民進黨，當執政後，

可以利用的政治資源也相對的多，因此過

去的承諾就可以被修正，也有修正的必

要。因此，我想我們親民黨的立場是相當

清楚的，即是「監督政府」。在這個監督

的過程中，做為執政黨的民進黨當然有政

策的主導權，但是就工時案而言，民進黨

從以前就一再的要縮減到四十個小時，因

此，我認為民進黨也沒有反對的理由，另

外，我認為國民黨要認命了，不要以為在

國會佔多數就可以對政府做出不負責任的

杯葛。因此親民黨在做為一個監督政府的

反對黨時，我們希望民進黨過去的政見能

真正落實成為政策。  

陳學聖委員：  

 我要承認國民黨內目前存在一種「哪裡

有選票，往哪裡去，不必承擔社會責任」

的氣氛，因此我擔心國民黨會成為十足威

猛的「怪獸」。因為過去國民黨為台灣創

造了很高的經濟奇蹟，贏得了很多資本家

的支持，然而贏得資本家一票時，卻同時

輸掉了很多勞工的選票，因此部分國民黨

立委認為反正國民黨現在巳是在野黨了，

所以在國民黨只要贏得多數選票才能穩固

政治版圖的思考模式中，當然不用去承擔

政治責任的包袱。  

李旺臺副秘書長： 

 我想陳學聖立委剛才所講的話是相當正

確的。國民黨最近在國會的許多行為確實

是帶給社會很多的危險。我認為政黨、立

院與行政院之間是有些分際，例如行政院

的政策必須著重在可操作的、可行的；立

院黨團以選票為主要的考量點，也是可理

解的；而政黨呢？我想應該以「理念」為

生存的原則，政黨應該必較具有「理想

性」的色彩，帶領民眾走向較高標準的境

地。  

 民主政治的原理是「定期改選」，因此

這種「定期改選」將是國民黨有可能走向

「野獸」的警戒線。另外，當國民黨在國

會勝一次，在民間也就輸一次，這樣對民

進黨也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因為民間會

認為民進黨你無能，你無法落實你的政

策。所以，這種負面的政黨競爭將會造成

「雙輸」。所以，民進黨一定要打從心裡

確認國民黨在立院是屬於多數黨，而執政

團隊也應該有這樣的認知，這樣在未來的

政策協調，才能創造出兩黨的「雙贏」。  

 另外，我認為台灣的黑金問題靠一個陳

定南所領導的法務部來執行掃黑任務是無

法解決的，我倒是認為黑金問題的解決除

了靠法務部之外，政黨亦提供了許多掃黑

功能。尤其是政黨在提名的決策過程中，

就可以在第一線排除政商勾結及黑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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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這一點我想民進黨情況要比國民

黨來得好一些，因此，我想呼籲國民黨為

了這塊土地，這個國家來努力，做好把關

的工作。  

陳學聖委員： 

 剛才李副秘書長所說的，提名制度所造

成的黑金問題的確是國民黨很大的政治困

擾，不過在國民黨的改造方案中，已決定

有黑金記錄將不予以提名，例如這次中常

委的選舉就是排除了黑金背景的提名，但

這是否會持續到明年的選舉？我想我們國

民黨應該會繼續堅持這個理想。  

蘇進強主任： 

 雖然新黨與親民黨它們都想成為關鍵少

數，但是在某些時候，我們卻都可以感受

到他們的運作是「一報還一報」。我想這

些政黨應該要有一套做為在野黨的胸襟，

而不必為了反對而反對。另外，雖然國民

黨在立法院的作為是為了要鞏固其政治版

圖，但國民黨也必須考慮到社會大眾對於

國民黨的看法。此外，對於行政院而言，

我們並不期待有強人出現，但是我認為行

政院要有道德勇氣，拒絕勒索，提出覆

議，並交由全民來做檢驗。此外，必須由

中央黨部或另外成立一個政策小組來對陳

水扁選舉所發表的政見做全盤的思考，檢

討那些政見是較可以落實成為政策，那些

是可以再檢討的政見，才不會像打油擊戰

般，出現左襟右黜的現象。並讓立院黨團

有目標可循，而不至於受在野黨的牽制，

我想這樣才不會造成「雙輸」或是使民眾

失望的「三輸」。  

李文忠委員： 

 我認同剛才蘇主任所講的觀點，新政府

應該要將可行的政見化為政策，並成為法

案。而關於攻防策略，當然要由立法部門

與行政部門來做協調。而關於民進黨的政

策部分，我想我們的政策部門是相當弱

的，當國民黨有許多政務官、政策人才，

甚至是智庫的同時，行政院是否能成為民

進黨的智庫，我想這無法確定，因為行政

院還是由那些優秀的技術官僚來制定政

策，而在這過程中是否能注入民進黨的思

維尚不知道，因此我們如何為政策做辯

護，坦白說這對民進黨是有些困難。  

 記者先生：請問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於 7

月4日的總質詢有什麼計劃？  

陳學聖委員： 

 關於國民黨對總質詢的做法，國民黨巳

做好萬全的準備，只等對唐飛內閣做質詢，

尤其是國民黨這次的質詢內容都是由我們

政策會所提供的資料，因此我們只怕唐飛

體力不支，否則我們都有了完全的準備。  

李文忠委員： 

 民進黨立委是改採書面質詢的方式，而

這是體諒唐飛的健康。至於其他在野黨立

委在總質詢時對行政官員提出犀利問題，

是「在野黨的天職」，無可厚非，對此民

進黨也愛莫能助，不過我相信做為執政

者，本來也就該要有「應付得當」的能

力。雖然民進黨放棄總質詢，但如果行政

院有需要幫忙的地方，民進黨團一定會出

席並全力以赴。另外，這次總質詢是首次

採用即問即答的方式，台灣的政治文化總

是會讓總質詢成為「羞辱政務官」的場

合，而使很多政務官視為畏途，我們要知道

在立法院的「表演舞台」上，民眾是看得出

「好戲與歹戲」的，絕對不是「光罵人就

有選票」。因此我建議，往後的總質詢應

建立事先提書面資料的制度，因為總質詢

的重點是政策辯論，而非機智問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