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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出現歷史上第二次
大聯合政府，即使梅克爾大聯合政府中，兩大黨於聯邦議會的
席次率將近 73%，但仍出現聯盟黨與社民黨衝突不斷，社民
黨之黨員數、政黨支持度大幅滑落，與兩大黨邦議會選舉結果
大多不佳的狀況。另外，聯邦層面在野的自民黨、左黨、綠黨
則各自保持約 10% 的實力，並蓬勃發展。五黨的政黨體系已
經在聯邦與邦層面中生根，跨左右政黨分歧的聯合政府型態在
邦政治中也不是新鮮事。針對前述大聯合政府不同於一般最小
獲勝聯合政府的穩定情勢，本文先探究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的立
法決策模式；並藉由｢否決者理論｣，依據否決者數量，否決者
意識型態或立場的差距，與內部的融合度，來探討此一大聯合
政府決策體系中的黨政關係、政策改變情形，和該時期政治體
系的穩定度，以及該大聯合政府對德國政治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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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RD，以
下簡稱德國) 自一九四九年建國至二〇一一年一月以來，在聯邦政
治層面，迄今只出現過兩次由聯盟黨 (Unionsparteien) 1 與德國社會
民主黨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以下簡稱社
民黨) 合組大聯合政府 (grand coalition) 2 的執政型態，其存續的時
間最多為一個完整的四年任期，並不像德國最常見的「最小獲勝聯
合政府」(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 型態，能至少維持完整一屆以
上的任期。 3 兩大黨分別為政黨體系中，傳統左、右意識型態的代
表性政黨，加上過去均有長期執政，以及主導政策與政治體系發展
的經驗與實力，因此其形成的研究議題，以執政聯盟的內部關係為
例，探究執政前後的談判過程與政黨間如何互動，就比常見的「最
小獲勝聯合政府」型態所涉及的研究議題，如：聯合政府組成的時
1

「聯盟黨」為兩個傳統結盟之姊妹政黨：基督民主聯盟 (Christliche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 CDU，簡稱基民盟)，與巴伐利亞邦基督社會聯盟 (Christliche
Soziale Union in Bayern; CSU，簡稱基社盟) 的合稱。基民盟雖為全德性政黨，但在
南部巴伐利亞邦則尊重基督社會聯盟，所以並無其政黨組織；基社盟之勢力範圍則
僅限於巴伐利亞邦，為一具有全國性地位之地方性政黨，於二次大戰後迄今，一直
是該邦之執政黨，但該邦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邦議會選舉後，和自民黨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FDP) 首次組成聯合政府。就法律地位而言，兩政黨是分別獨
立的法人，偶爾會有衝突，但聯邦政治層次上，通常合稱兩政黨為「聯盟黨」。惟
本文在行文中，若對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個別差異做說明時，也會使用「基民∕基社
盟」的名稱。

2

大聯合政府意指在一多黨體系中，由兩個最大黨合組的聯合政府。

3

於一九四九至二〇一〇年一月之間，德國除了第一至三屆之聯合政府：一九四九至
一九五三年為聯盟黨+自民黨＋德意志黨 (DP)，與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為聯盟黨
+自民黨+德意志黨+全德同盟⁄被驅逐故鄉者與權利被剝奪者聯盟 (GB/BHE: Gesamtdeutscher Block/Bund der Heimatvertriebenen und Entrechteten)，與一九五七至
一九六一年由聯盟黨＋德意志黨合組聯合政府之外，其他的最小聯合政府任期都是
跨越兩屆超過五年之任期。見 Ismayr (2003: 457)。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立法決策體系中的黨政關係

311

機、條件；如何運作與維持；與如何結束等，更增添因政黨規模變
化，而出現的變異特質。
本論文的研究期程，將只限於二〇〇五年九月十八日德國聯邦
議會 (Bundestag) 選舉後，聯盟黨與社民黨就合組大聯合政府展開
談判開始，而止於第十六屆會期結束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研究對象則為兩大黨在聯邦政府、國會兩院因立法決策需要，所涉
及的政黨互動。本文將探究兩大黨為維持執政地位，或爭取各自政
黨利益，於正式執政前與執政期間，推動各項立法草案，在政黨合
作決策機制、人事組成、乃至於政黨策略等方面，面對衝突與合作
時，黨政關係如何因應的實況。由於兩大黨本身就有左右意識形態
的基本差異，卻因為共同執政，必須在許多基本政策上因應施政，
被迫做出政治妥協，而推出整合性政策。這運作原則落實到兩黨的
決策體系與權力結構，就產生相當的摩擦，甚至是權力衝突和政黨
定位搖擺的問題；連帶地，也會影響到黨員與選民的支持度。研究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時期德國聯邦政治核心的權力運作，將使得前述
的真實互動，得以清楚呈現，進而分析該時期德國政治體系的穩定
程度與成因；並提供該大聯合政府立法決策的模式，作為具有類似
黨政發展背景 (如溫和多黨體系內閣制)、且意識形態差異較大的兩
大政黨，進行政黨或執政合作的參考。
大聯合政府的組成結構，因為執政黨在國會的席次，遠遠超過
一般法案通過需要的 1/2 門檻，因此一般人常理推論：該執政期間
的施政應該順利無虞，政府會推動大規模的政治改革，施政成效也
會因整合兩個最大黨的勢力，將最能符合民意需求。本文研究對象
的梅克爾黑紅 4 聯合政府在聯邦議會的席次率高達 73%，5 所以執
4

區分德國政黨時，會以其傳統代表顏色分別之：基民∕基社盟以代表教會出身的黑
色來顯示；社民黨則為傳統左派政黨，成立之初主張以廣大無產階級所犧牲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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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初，外界推估德國政治體系運作將格外順當，大黨將因而獲
益；相對而言，在執政聯盟擁有超過 70％以上國會席次的結構因素
制約下，在野黨對聯邦政府的監督與多元勢力的表達，將大大受到
限制，這將限縮小黨的發展。不過，以下幾個現象卻顯示兩大黨並
未因此得利，小黨反而蓬勃發展。一為執政聯盟內部對聯合政府推
出之政策屢有不滿雜音； 6 其次為二〇〇七年七月至二〇〇九年九
月中旬聯邦議會大選前的民調結果顯示，社民黨和聯盟黨的民調支
持 度 差 距 平 均 達 到 8-13% 的 情 況 ， 持 續 了 二 年 二 個 多 月 之 久
(Institutes TNS EMNID, 2010)。三為同一時段內，多元的政黨勢力
陸續在漢堡 (Hamburg)、黑森 (Hessen)、巴伐利亞 (Bayern)、薩爾
(Saarland)、 薩 克 森 (Sachsen) 與 杜 林 根 (Thüringen)、 布 蘭 登 堡
(Brandenburg)、什列斯威—霍爾斯坦 (Schleswig-Holstein) 邦舉行的
邦議會選舉中崛起；呈現出小黨表現出色，原執政大黨優勢不再的
現象。跨越原有左右政黨分歧路線的非傳統型聯合政府組成，也開
始在邦政府層面出現。檢視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決策體系的實際運
作，將瞭解前述大聯合政府運作的一般推論與「實情」之間，政黨
關係發展大不相同的肇因。同時，這也將反應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時
期德國執政黨間內部關係、政策改變程度、聯邦政治體系的穩定狀
況，以及對聯邦政治體系的影響。

來對抗資產階級，因此以紅色為代表。自由民主黨則於一九七二年起以黃字藍底為
代表，以黃色為主要代表色僅是因為色彩顯眼，易於宣傳。綠黨主張生態保護，和
平非暴力等，顧名思義以綠色為代表。另一個具有共產黨背景的左派政黨—左黨，
同樣以傳統的紅色來代表。因此在聯盟黨社民黨執政時期的政府，常簡稱為黑紅政
府；同理，二〇〇九年起執政的聯盟黨與自民黨政府，則簡稱黑黃政府。其他執政
組合之聯合政府則可依前述政黨代表色連結說明之。
5

在德國第十六屆國會會期中，在總數 614 位議員中，聯盟黨 226 席與社民黨的 222
席，共 448 席，執政聯盟的政黨比例達 72.96%。

6

參見第五部分否決者內部融合程度之例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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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提及大聯合政府中的「權力制衡」觀察，與「決策者」、
「政策改革」和「政治體系變化」的相關性，均是決定採用何種理
論分析時，需考量的變數。不同於傳統研究方向，習於以執政者施
政功能與角色的正面切入，來分析施政的成敗；
「否決者理論」(Veto
Player Theory) 探討否決者的制衡與反對性，因為會導致政策改
變，進而對政治體制造成影響，這在聯邦議會結構缺乏有力的反對
黨監督時，更可以透過此途徑，觀察執政聯盟內的決策權力運作、
行政與立法關係、執政聯盟內部和諧、政策的變動狀況，與其對政
治穩定的影響。如此，才能探究大聯合政府在德國政治體系運作中
的特質與影響，反而較能完整地描繪政府運作的實況。
本文先就研究理論作敘述，再探究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的立法決
策體系運作，分析兩大黨如何透過非正式與正式決策機制匯集共
識、決定提案，以及審議通過法案之歷程，期待瞭解完整的黨政關
係網絡。第三部分以具代表性的政策立法實例，來探究兩大黨如何
在前述建構出來的決策體系中協商運作，人數眾多的聯邦議會黨團
議員，如何主張投票自由與黨團投票義務等。第四部分則透過否決
者理論來檢視梅克爾政府決策過程中，否決者的數量、相互之間的
關係與內部的凝聚力等，進而解釋大聯合政府中的政策與政治穩定
關係。最後總結全文，並歸納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時期的黨政關係特
色，期待掌握大聯合政府的執政實相，並展望德國未來政局發展。
本文僅討論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決策體系內的黨政關係，其他涉及與
反對黨關係之探討，如制衡、競爭與合作等將為未來的研究主題。

貳、「否決者理論」之介紹
查 別 里 斯 (Georege Tsebelis)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首 先 於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提出｢否決者｣(Veto Player) 的概念，並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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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總統制、國會內閣制、多元議會制與多黨體制等政治體制上，
討論其改變決策的能力 (Tsebelis, 1995: 289-325)。二〇〇二年他出
版 《 否 決 者 ： 政 治 體 制 如 何 運 作 》 (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 一書。該書中，他提出為了改變政策或改變 (立
法) 現狀，一定數量的個人或集體的行為者，必定同意了｢提議的改
變｣(proposed change)。他定義這些行為者為｢否決者｣。否決者的來
源載明於一個國家的憲法 (如美國為：總統、眾議院和參議院)，或
是存在於政治體制中 (如：西歐聯合政府成員中，不同數量的政黨
們 ) (Tsebelis, 2002: 2) 。 他 將 其 區 分 為 兩 大 類 ， 一 為 制 度 性
(institutional)，另一為政黨性 (partisan) 的否決者。每個政治體系
有其否決者的形廓生態 (configuration)，查別里斯區分出三種判別
的規則：(1) 否決者的數量；(2) 否決者之間的意識型態距離，意即
是｢一致性的缺乏程度｣(lack of congruence)；(3) 各否決者內部的融
合程度 (cohesion) (Tsebelis, 2002: 2)。
他認為前述所有否決者特質所形成的效果，將會是改變現狀的
勝算。勝算的大小將對決策的改變有特別的影響：當勝算小時，要
改變現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亦即當否決者眾多，而他們之間有明
顯的意識型態差距，個別內部的凝聚性又強時，要｢明顯改變政策
穩定的現狀幾乎是不可能之事」(Tsebelis, 2002: 2-3)。
另外，有的政治機構會排定特別的途徑決定否決者的排序而影
響決策，意即有權決定草案的去留，此種具有掌握取代現狀政策決
定權的否決者，被查別里斯定義為議題設定者 (agenda setters)。7 查
別里斯認為：若知道否決者的喜好、所處現狀的位置、和議題設定
者的特質 (identity)，就可以相當程度預測決策過程的結果。
7

議題設定者在不同憲政制度中，可能分別由不同的角色擔任，最常為政府或總統制
中的國會，或小至國會中的程序委員會，但也可能為最高的黨政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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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者影響的結果 (outcomes) 為政策 (或現狀) 是否改變。
政策的改變指的是當前現狀的改變，會以立法或政府行動呈現。查
別里斯強調政策推動因為可以直接表現政績，或是單純基於累積下
次競選的實力，甚至是基於意識型態的倡議，因此政治行為者都重
視立法決策 (Tsebelis, 2002: 6)。而排除內部融合的因素後，決定立
法行為的關鍵因素為否決者於政策領域中設定的理想立場，否決者
都力圖將現狀與理想立場拉近差距。另外，否決者僅重視政策的獲
益；而同時作為議題設定者的否決者，將思考決策成本而決定是否
讓步；基於此點，一黨型態的少數政府在決策時，因為被其他政治
行為者認為處於無法改變現狀的情況，因此該體系無否決者的存
在。亦有否決者主觀上絕不接受政策失敗，亦即不會讓政策現狀遠
離他理想的規畫情形，因為這在超大聯合政府 (oversized coalition)
型態的執政中特別明顯，查別里斯就將超大聯合政府成員中的所有
政黨，視為否決者 (Ganghof & Bräuninger, 2006: 524)。
否決者雖然分為制度性與政黨兩類的行為者，但制度性否決者
在運作中仍是政黨在主導，因此對政黨角色的分析更為重要。政黨
的角色可分為執政黨、中立政黨 (neutral parties) 與反對黨。由於
執政黨承擔正式的政治責任，因此期待從政策立場獲得更大利益的
態度遠高於中立政黨與反對黨；換言之，比起其他兩類政黨，執政
黨有更大的熱情要改變政策。另外，既然反對黨對政策改變的訴
求，有執政與否實現政策的問題，此時反對黨唯有展示更多訊息，
才能向選民展示他的決策參與將不同於在野時期，這些狀況也意味
著反對黨對政策犧牲的敏感度，遠大於中立政黨與執政黨。考慮到
政策達成的熱衷程度和犧牲的敏感度，就政黨與其改變現狀的整套
政策連動關係分析時，推論出執政黨改變現狀的動力將是最大的；反
之，在野黨的動力則是小的 (Ganghof & Bräuninger, 2006: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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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比較政治學者，查別里斯還提出政府致力於扮演推
動法案立法的角色，尤其是執政黨還具備議題設定者的身分時。此
時，政府形塑法案的結果並非依靠國會中的政黨數目，而在於議題
設定中的制度性規定，以及執政黨相對其他政黨勢力 (Tsebelis,
2002: 106) 的大小。所以，以此理論來討論議會內的政黨互動，更
顯適宜。
透過政策穩定與否來探討與政治體系的關係，主要是因改變現
狀政策的形成，將直接影響政府內的合作，以及與其他政黨的關
係。根據查別里斯的實證研究觀察，政策穩定反映出政治體系的一
連串結構特質：當一個政府於企圖改變現狀，遭遇重大困難時，將
會導致它以辭職，或是要替換阻撓它決策施行的反對勢力方式來進
行。這意味著前述政府無法透過立法政策改變解決問題時，將致使
政府的存續不穩定；反映到政治體系時，政府總辭或國會解散，甚
至總統制下冒出軍事政權，都是可能出現的狀況。另外，立法現狀
改變的無可能性 (impossibility)，也可能導致官僚體系和司法機關的
角色變得更為積極，而更具備政治獨立性。 8
查別里斯「否決者理論」建構的「否決者」(制度性與政黨否
決者)—「政策改變」—「政治體系變化」三者之間的關係，正是筆
者在本研究論文「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立法決策體系中黨政關係｣的
研究重點。前一組「否決者」—「政策改變」關係的探討，正好檢
視執政聯盟內的兩大黨內部和之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而後一組

8

查別里斯根據學者 Linz (1994), Horowitz (1996), Duverger (1954), Saroti (1976),
Almond & Verba (1963) 和 Lijphart (1999) 的研究結果，分析得出—否決者互動後
所導致的政策穩定對政治體系中五個機關的影響，分別將引發如下的結果：1. 降低
議題設定者的重要性；2. 議會內閣制政府的不穩定；3. 總統制下政體的不穩定；
4.官僚行為的獨立性；5. 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參見 Tsebelis (2002: 3-4)。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立法決策體系中的黨政關係

317

的「政策改變」—「政治體系變化」的關係，則可以凸顯該時期德
國的政治情勢變化，尤其是政黨關係的新情勢，和其對政治穩定的
影響，因此其適合運用為分析的理論架構。
本文適用「否決者理論」，雖然對政黨間的互動與政治體系穩
定，有相當的助益，但也有其應用上的弱點，而受到批判。主要的
批判可分為兩點：對於具有否決者身分的政黨而言，政黨在組織特
性與國家憲政制度的影響下，根據政黨競爭理論：政黨追求的不僅
是 政 策 (policy) 實 現 、 還 有 選 票 (votes) 極 大 化 ， 與 執 政 地 位
(offices) 的維持，三者為政黨發展追求的目標，但各黨對目標追求
的權重不同，而發展出政黨的競爭性行為，以及和其他政黨的互動
(Strøm, 1990: 565-568)。但查別里斯以決策分析出發，認為其是政
治體系的主要產出，人們參與政治體系，即在於促進有利於自己政
策的實現；為此政策決定對於政治行為者 (政黨或個人代表) 是極
其重要的 (Tsebelis, 2002: 6)。然而當討論政黨性的否決者時，僅以
政黨政策追求作為該理論建構的關鍵點，來探討政黨的合作與競
爭；之後再繼續討論這互動對政策改變之影響時，可以想見在忽略
政黨對選票極大化與執政地位追求的因素後，將無法對「德國社民
黨在民調聲勢直落，內部衝突不斷，立法之政策與其基本價值嚴重
背離時，還不和聯盟黨決裂，依舊推動偏離公平正義主軸的新自由
主義社福經濟政策」之現象，提供合理說明。因為在查別里斯以執
政規模越大，將因為政策改變越大，獲益將越多的立論中，社民黨
並不會因為政策大變動而受到傷害；然而事實發展並非如此時，如
何合理化社民黨繼續堅持執政地位的行為？此時若運用前述政黨
競爭理論，納入執政地位與選票極大化之考量，就可充分說明或合
理化社民黨的行為。因為對當時的社民黨而言，和繼續維持執政地
位，實質獲取行政資源相比，政策改變的追尋反而是其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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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僅從國家學 (Staatslehre) 角度—政黨與制度性否決
者，討論政策與政治體系的關係的批評，對此查別里斯有一段說
明：其認為雖然他只討論政治行為者 (政黨與政治人物) 與政策實
踐的關係，指出其將影響執政地位與否，的確是簡化的說明，但政
治體系產出政策的優先順位，並確保執政優先項目的實踐，這整個
過程，卻是實際政治運作的結果。查別里斯指陳他並無意暗示其他
如：文化、意識型的規則 (norms) 或是制度 (institutions) 等，是
不具合理影響性之因素；但他從政策出發，連結否決者與政治體系
的立論，能清楚反映政策優先性的選擇和結果，這才是他理論研究
的重點 (Tsebelis, 2002: 6)。同樣地，利益團體固然在多元民主，甚
至在審議民主形式的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惟正式決策程序
中，依舊需要透過政黨運作與決策機制的轉化，才能形成政策並執
行，因此其他因素，如：壓力團體、媒體等的影響，就以間接透過
政黨因素探討進行分析。

參、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的立法決策體系之運作
德國基本法 76-78 條載明了聯邦的立法程序與運作：9 政策草
案是由聯邦政府、聯邦參議院 (Bundesrat) 或聯邦議會議員提出，
經過聯邦議會審議三讀通過，送交參議院審議表決後，經聯邦政府
再呈送聯邦總統簽署公布後生效。然而基本法第 65 條也載明了「聯
9

基本法 77-78 條的聯邦立法程序規範為：政策草案提出後，經聯邦議會三讀通過，
送交參議院審議表決。若聯邦參議院同意聯邦議會的法案、或是聯邦參議院對於
需參議院同意的法案，未依照基本法第 77 條第 2 項行事、或參議院對於不需參議
院同意之法案，未於基本法第 77 條第 3 項期限內提出異議或撤銷其異議，或其異
議為聯邦議會所拒絕，法律案即通過，送交聯邦政府，再呈送聯邦總統簽署後公
布生效；反之，則法案立法失敗。所以在聯邦立法過程中，共經過的制度性機關
為：聯邦政府、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與聯邦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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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總理決定政策方針，以及聯邦政府共同分擔政策責任」。10 這顯
示聯邦政府成員所組成的內閣會議，是國家正式決策提案的主要機
關。然而聯邦總理與各部長組成的內閣會議成員數，達到 16 人以
上，是人數眾多的決策團體。而決策若要順利完成，尚須經過國會
兩院立法程序，獲得多數同意，才能經總統簽署公布後生效；這意
味著在提案階段，內閣即需要反映民意與黨意的需求，匯集並協調
多方意見，才能說服並動員執政黨團議員，支持聯邦政府的提案。
前述的聯邦立法與決策機制指明：聯邦施政若要順利，聯邦政府、
聯邦議會與整個執政黨三者之間，必須先行充分合作、匯集共識，
才能建構堅強的執政聯盟，主導施政。為此，二〇〇五年十月，當
聯盟黨與社民黨開始進行聯合政府磋商時，除了研議未來的施政原
則外，也針對聯合內閣的運作程序，進行架構性安排。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的聯合執政協議 (Koalitionsvertrag) 中，明列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民黨三政黨為執政夥伴，共
同承擔整個聯邦施政的責任。有關聯合內閣工作方式的規劃，分為
三部分，分別是「政黨合作」、「黨團合作」與「聯合政府」運作。
三者的關係，就運作機制的特性、頻率和決策意義而言，大不相同。
今將三合作機制的組織結構與運作特色，以表 1 說明之。
表 1 顯示，為因應聯合政府立法與施政協調之需求，各黨在聯
合政府組成前，透過聯合執政協議來規範未來三黨合作在施政方
針、組織運作程序與人事位置的安排。然而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梅克
爾大聯合政府成立以來，立法施政所面對的國內外情勢與政黨內部
權力變遷，絕非二〇〇五年十月至十一月聯合執政協議簽訂當時，

10

基本法 65 條：「聯邦總理應決定政策方針，並負責任。在政策方針範圍內，聯邦
部長應領導各自職務之部會，並負責任。聯邦部長若發生歧異，由聯邦政府自行
解決。聯邦總理根據聯邦政府所通過和聯邦總統所核可之規程，處理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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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2009 年梅克爾政府
「聯合執政協議」中三合作機制之結構與運作特色
適用期間：第十六屆聯邦議會任期
夥伴政黨：基民盟、基社盟、社民黨
組織、人事、決策問題之共同處理原則：依聯合執政協議規定
合作範圍
政黨合作
聯邦政府合作
合作形式
聯合執政委員會
聯合內閣
組織目的 針對處理過程、專業 1.主要聯邦立法提案、政務發
∕
領域、人事問題進行 動與執行者
組織原則 政黨間相互協調。
2.所有內閣和內閣所屬的委
員會中，均應有三政黨代表，
由聯邦代表決定其數目。內閣
下之委員會與諮詢會議均應
相互協調。
3.總理負責內閣組織運作。若
有內閣部會裁減，須在任期內
由政黨夥伴協議一致後變更
之。
討論事項 1.對三黨有根本重要 1.所有聯邦立法與施政提案。
性之事務，其變更須 2.內閣部會裁減事項。
經執政夥伴協調者。
2.針對衝突情況，要形
成共識之事務。
成員
1.聯邦總理、副總理； 內閣 16 人+列席參與人員。
2.聯邦議會的聯合執 1.總理為基民∕基社盟籍。
2.副總理為社民黨籍。
黨團主席 a；
3. 基 民 ∕ 基 社 盟 另 有 七 部
3.政黨主席 b
(若與會人士身分未重 長，社民黨含副總理掌八部
會。c
複，將達 8 人)
舉行時機 每月至少定期舉行一
∕頻率
次，或應執政夥伴提 每週一次
議舉行。
合作機制 非國家機關之協商∕ 國家機關—聯合政府內閣會
性質
集合黨政會三方人士
議之協商∕政府代表

聯邦議會黨團合作
聯合執政黨團
1.議會中有關各項處
理程序與工作，應由
聯合執政黨團協
調，各提案、質詢應
共同提出。
2.例外狀況應相互協
調，為此聯合執政黨
團應配合聯合執政
協議內容∕應在聯
邦議會與其所屬之
委員會上表決一致。
1.討論還未達成一致
之政策議案，提出解
決之道。

基民盟：180
基社盟：46
社民黨：222
共 448 人

每會議週一次
國家機關下的法定
機制—聯邦議會內
黨團會議協商∕國
會代表

說明：a. 聯盟黨黨團除了黨團主席外，黨團第一副主席也是成員。
b. 前兩項代表中，若三黨之黨主席仍未在列，則還需加上黨主席之參與。
c. 部長人選由負責之政黨自行定之。
資料來源：CDU/CSU, SPD (2005) 與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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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執政的三黨所能完全掌握，三黨談判代表僅能就其能力所及，
針對現階段和可預見未來的發展，就施政方針和人事分配原則作規
範。梅克爾聯合執政協議全文達到 226 頁，正文 167 頁中，有 5 頁
內容的前言說明：面對失業、國家債務、人口變遷、全球化改變形
成的壓力，三執政黨共同肩負起施政責任，將要透過國會的多數，
致力國家結構之改革，並爭取國民信任，強化各邦因應未來的能
力。第二部分的分項政策方針高達 144 頁，包含就業、工作、分享
的創新與機會、財務等九大領域。第三部分的工作方式 (Arbeitsweise der Koalition)，雖僅有 3 頁，卻是整個執政團隊含括執政黨、
聯合政府與聯邦議會，如何實際運作的關鍵。
實際解析作為梅克爾政府施政藍圖的聯合執政協議，可以探究
整個聯合政府內規劃的黨政關係。梅克爾政府的施政規劃是要在組
織與決策上，透過共同參與決議的原則，達到聯合政府之立法提
案，能順利獲得國會的通過，且其施政要能除弊興利，並得到多數
國民支持的目標。三項合作形式所建構出來的施政工作架構，各司
其職，並有其功能意義。
根 據 宣 訶 芬 (Klaus Schoenhoven) 、 歇 爾 德 布 蘭 德 (Klaus
Hildebrand)、柯諾爾 (Heribert Knorr) 多位德國學者之研究，一九
六六至一九六九年期間季辛格 (Kurt Georg Kiesinger) 大聯合政府
的統治特色，迥異於傳統最小獲勝聯合政府型態所形成的「總理民
主」(Kanzelerdemokratie) 統治類型， 11 而呈現「合作協商民主」

11

「總理民主」常被視為德國政治運作特色之一。對「總理民主」有研究專著之德
國學者尼可勞斯 (Karlheinz Niclauß) 認為：總理民主強調的是執政者一種特殊的
政治領導風格。在德國，「總理民主」原則起源於二次戰後兩德分裂與冷戰開始
的歷史背景。成為西德首任總理的艾德諾 (Konrad Adenauer)，其最重要的政治目
標，即是處理西德特殊的國際政治處境，和急待重建的各項問題，並建立國內社
經結構和秩序。對此，艾德諾展現其個人色彩鮮明且具有父權式領導的執政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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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operative Verhandlungsdemokratie) 12 的 型 式 (Niclauß, 2008:
3)。聯合內閣的成員雖是政府之決策發動者，但除非都具備議員身
分，不然將僅代表行政部門意見；聯盟黨與社民黨組成的大聯合內
閣，兩大黨實力相當，但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的差距，遠比同屬左
派或右派的一大一小兩黨組合要大，因此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精力，
挹注於政策協商，或爭議性問題的解決。而這工作並不適合於人數
多且於檯面上正式的內閣會議中進行，因此倚賴非正式決策機制，
透過廣泛徵詢意見，再擬定符合民意需求的政策草案需求，就顯得
大且迫切，聯合執政委員會乃因應而生。

一、聯合執政委員會
非正式決策機制的出現其實在歷屆聯合執政協議，或政府宣言
中都有規劃或宣示，多以「聯合執政委員會」(Koalitionsausschuss) 或
「聯合執政會談」(Koalitionsgespräch) 的形式做安排 (見表 2)，但
是否會成為實際的決策中心，取代聯合內閣的角色，這往往取決於

引領戰後的西德逐漸走向穩定的發展；換言之，總理民主代表艾德諾十四年
(1949-1963) 的執政模式。對德國政治而言，總理民主說明著政府行政權的權力超
越國會的現象，艾德諾體制 (Regime Adenauer) 乃因而得名。
「總理民主」模式雖不是基本法明文規範的內容，但卻是德國政治實務中一項重
要且特別的非正式原則。尼可勞斯並對「總理民主的執政模式」，做出五項特色
定義：1.可由憲法所賦予之權限與政治的角度，具體展現「總理原則」的特色；2.
聯邦總理於執政黨之領導地位；3.此原則存在於朝野雙方明顯的對立間；4.總理個
人在外交領域的領導地位；5.透過強烈的個人化與行政首長之媒體形象交互影響形
塑而成 Niclauß (2004)。
12

「合作協商民主」(Kooperative Verhandlungsdemokratie) 是指一種民主政治體系
的特色，對於政策衝突，是以協商的方式，由政治菁英進行大規模的合作和妥協
達成；而非靠政黨競爭、政府更替或層級式的多數表決。這種體系特色雖然可以
形成政策協議，但卻經常有政策參與、透明度不足與難以課責的問題。參見 Grimm
(2003: 1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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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時期

德國聯邦政治之非正式執政安排

聯合執政協議
(承諾數量或字數)

1949-1957

書信往訪

1957-1961

未公布之約定

1966-1967

聯合政府委員會
協議 (2500)
補充 (600)；
1965 未公布之約定
政府聲明

1967-1969

前項繼續適用

1969約
1974-1982

詳細內容之約定
協議∕
1980 協議 (1200)

1961-1962
1962-1966

1982-1988
1988-1998
1998-2005
2005-2007

協議 (3900, 2700)
個別約定(7500)
協議
(16800, 13900)
協議
(13200, 26700)
協議加附件
(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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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執政委員會∕聯合執政會談
領導
有職權的內閣成員＋
黨團菁英
內閣菁英＋基民黨∕
基社盟的黨團菁英
只有黨團菁英
內閣菁英＋黨團菁英
內閣
內閣菁英＋黨團菁英
(加政黨主席)
內閣 (加上政黨主席)
內閣精英＋黨團精英
＋政黨菁英
內閣精英＋黨團精英
(1983 年起)＋政黨主
席 (偶爾出席)
內閣精英＋
黨團精英＋政黨菁英
內閣精英＋
黨團精英＋政黨菁英
內閣精英＋
黨團精英＋政黨菁英

黨派間
會談

黨團間
合作

部分

無

有，加上
擴大內閣

有

無

決策中心

協議的、
非實際的
有，
效率有限
沒效率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例外)

有
(聯合政
府峰會)

有

大部分有
協議的、
非實際的

無

有

有

有

有

說明：底色資料分別為 1966-1969、2005-2007 兩次大聯合政府時期的非正式執政
安排。惟第一次大聯合政府時期，因為聯邦總理季辛格於一九六七年四月開
始兼任基民盟主席，因此聯合執政委員會之組成與運作也隨之調整，就形成
不同於 1966-1967 年的執政安排。
資 料 來 源 ： Rudzio (2005: 238); Rudzio (2008: 12); Stüwe (2006: 544-546);
Saalfeld (2000: 32-34); Schindler (2000: 1167-1169).

聯合政府的組合選項，和執政聯盟各黨是否具備影響執政方向的勒
索潛力而定。因為其決定了聯合政府的組成結構 (Koalitionskonstellation)，所以幾乎同時決定了非正式決策機制的地位。根據「德
國政府與政治研究」專家陸德奇歐 (Wolfgang Rudzio) 的實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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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聯合執政委員會在其研究的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七年期間，的
確成為當時聯邦政治的決策中心 (Rudzio, 2008: 12)。

(一) 組織結構
根據二〇〇五年梅克爾政府的聯合執政協議內容，聯合執政委
員會集合了黨政要員，每月定期至少進行一次聯合執政會談。聯合
執政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包括：聯邦總理、副總理；聯邦議會的執政
的聯盟黨團主席 (其中聯盟黨黨團除了黨團主席外，由基社盟邦團
主席兼任的黨團第一副主席 [Vorsitzender der CSU-Landesgruppe/
Erster Stellv. Vorsitzender der CDU/CSU Fraktion] 也是成員)；前項
代表中，若三黨之黨主席仍未在列，則還需加上黨主席之參與
(CDU/CSU, SPD, 2005)。為此可說：該委員會的組成包括了聯邦政
府、聯邦議會與執政黨三方的領導人物，就人數而言，當三黨之黨
主席兼任總理、副總理，或是黨團主席時，將形成最少僅有 5 人的
決策委員會，若三黨主席均無前兩類的兼職身分，則該委員會最多
將達到 8 人。
聯合執政委員會這非正式的決策機制於成立之初，對應到三黨
實際的參與者，是由總理兼基民盟主席的梅克爾 (第 1 人)、副總理
的社民黨藉明特菲凌 (Franz Münterfering) (第 2 人)、與社民黨和聯
盟黨的黨團主席 (第 3、4 人)、基社盟邦團主席 (第 5 人)、和社民
黨主席帕拉切克 (Ｍattias Platzeck) (第 6 人) 與基社盟之黨主席史
托伯 (Edmund Stoiber) (第 7 人) 等人所形成之七人團 (SiebenerRunde) (見表 3)。其中黨團主席之社民黨史圖克 (Peter Struck)、基
民盟之考德 (Volker Kauder) 與基社盟之然姆薩爾 (Peter Ramsauer)
具備聯邦議會議員身分，應該可以充分反映黨團內部多數意見。社
民黨主席帕拉切克與基社盟黨主席史托伯，由於還兼任布蘭登堡
(Brandenburg) 與巴伐利亞 (Bayern) 兩邦邦總理之職務，為使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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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成員
身分
聯邦
政府

黨
主席

財政
部長
黨團
主席

黨秘
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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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大聯合政府非正式之聯合執政委員會之組成與結構
組成成員
1. Merkel
2. Müntefering (2005.11.22-2007.11.13)
2.1 Steinmeier (2007. 11-2009.9)
1. Merkel
2. Platzeck (2005.11.15-2006.4.10)
2.1 Beck (2006.4.10-2008.9.7)
2.2 Steinmeier (2008.9.7-2008.10.18)
2.3 Müntefering (2008.10.18-2009.9)
3. Stoiber (1999.1.16-2007.9.29)
3.1 Huber (2007.9.29-2008.10.25)
3.2 Seehofer (2008.10.25-2009.9)

具聯邦
議員身分
V
V

具地方
首長身分

V
V
V
V
V
V
V

2. Steinbrück (2005-2009.9)
1. Kauder
2. Struck
3. Ramsauer
1. Pofalla (CDU)
2. Heil (SPD)
3. Söder (CSU; 2003.11-2007.10)
3.1 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
(CSU; 2008.11-2009.2)
3.2 Alexander Dobrindt
(CSU; 2009.2.9-2009.9)

V
V
V
V
V
V
V

說明：各該數字代表其所屬政黨：1. 基民盟，2. 社民黨，3. 基社盟。
資料來源：Rudzio (2008: 14)；作者自行整理。

主持黨務和地方政務之外，還能順利參與聯邦政務決策，三黨秘書
長也視情況加入聯合執政委員會的決策。13 又因為政策的推動，多
涉及財務來源的分配，聯邦財政部長史坦布呂克 (Peer Steinbrück)
主動提議自己加入此決策圈的必要性，14 也獲其他人同意。加上後
13

三黨的祕書長分別為：Ronald Pofalla, Hubertus Heil 和 Markus Söder。

14

因為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八日聯合執政委員會通過之失業救濟金 II 方案，開放的領

326

歐美研究

來總理府部長

(Kanzleramtsminister) 戴 麥 哲 爾

(Thomas de

Maizière)，因進行會議紀錄擬定工作之必要，也成為常態的參與
者。如此一來，這一決策中心曾經在二〇〇六年中，達到近 13 人
的規模 (Rudzio, 2008: 14)。
對應於聯合執政委員會擴大規模後，產生的決策效率不彰，三
黨核心人物的梅克爾、史托伯，以及二〇〇六年四月十日起擔任社
民黨主席的貝克，與聯邦副總理的明特菲凌還從二〇〇六年七月開
始，召開額外的四人會議來進行核心的黨政合作。此舉引起三黨黨
團主席的強烈不滿，基社盟邦團主席然姆薩爾將其解釋為排除黨團
人員於決策核心的不友善行為，所以呼籲另兩黨團主席史圖克與考
德，自行組成三人緊密小組密切合作。在這行動表態後，黨政四人
會議隨即又將三黨團主席納入，增補為七人的決策圈 (Gast &
Kranenpohl, 2008: 22)。

(二) 運作程序
瞭解聯合執政委員會的組成後，其如何運作決策，為本段之重
點。聯合執政委員會每月至少定期舉行一次會議，或應執政夥伴提
議集會。委員會舉行的理由為：當政策或法案涉及了三黨具根本重
要性，且其改變須經執政夥伴協調之事務；或是已發生衝突時，須
集會處理以取得共識解決者。為此，三黨協調後「獲取共識」是決
策的基本原則 (CDU/CSU, SPD, 2005: 164)。在聯合執政委員會實
際的決策程序規範中，後來也接受了基社盟所提出的：為了保障小
黨—基社盟之意見，特准其具有否決權。聯合執政委員會將這議決

取人數高達 29.1%，形成重大的財政負擔。事後於聯邦內閣討論時才得知必須概
括承受聯合執政委員會協調結果的財政部長史坦布呂克，相當不滿，乃強烈要求
自己必須與會 Rudzio (2008: 14)。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立法決策體系中的黨政關係

327

原則，也轉化為決策須以三黨與會人員均有共識，才能成立 (Gast
& Kranenpohl, 2008: 22) 之規範。
許多爭議性的問題，並非聯合執政委員會達成共識就可解決，
因為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方案，往往在實務上涉及許多具體且複雜的
內容，並非政治人物僅憑協商，經過立法程序，再由相關單位執行
就可化解，而順利施政。為此，爭議性問題就先交由專業的「聯合
執政工作小組」(Koalitionsarbeitsgruppe) 討論，擬定解決草案再交
由聯合執政委員會討論。從二〇〇五年起，已有 15 個特別聯合執
政小組參與了聯合執政委員會的協商。二〇〇五至二〇〇七年之
間，其提出研議方案的政策包括：聯邦制度改革、企業稅改革
(Unternehmenssteurerreform)、健保制度改革 (Gesundheitsreform)、
就業市場改革 (Arbeitsmarktreform)，以及居留法 (Bleiberecht) 和
反恐等相關法案。聯合執政工作小組的成員多來自於聯邦政府、國
會與邦層級的事務性官員。該工作小組若能在此階段形成方案，聯
合執政委員會多會採納之；若該階段爭議未決，則維持終局開放的
狀態送交聯合執政委員會討論，此時聯合執政委員會就必須自行議
決。根據學者陸德奇歐的研究，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時期專業性聯合
執政小組扮演的角色，遠比其他屆期的小組表現重要的多 (Rudzio,
2008: 15)。

二、聯合政府內的合作
聯合內閣除了是施政的發動者，同時也是正式且重要的政府決
策機關，就聯合政府的「政策方針」而論，基本法第 64 條、69 條
規定：內閣成員的去留最主要由內閣總理決定。65 條第 1 項規定：
聯邦總理決定政策方針並負其責。同條第 2、3、4 項又規定：在前
述的政策方針內，聯邦閣員應各自指揮所屬部會而負其責；聯邦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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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發生意見爭執由聯邦政府解決之；聯邦總理根據聯邦政府所訂，
且經聯邦總統核可的任務規範領導處理政務。上述憲法規範體現的
是以總理原則 (Kanzlerprinzip) 為主，由其決定政策方針，此為總
理決定施政方針的專有權限 (Richtlinienkompetenz)；之後方為「內
閣原則」(Kabinettsprinzip)，以及尊重內閣主管閣員的「權限管轄
原則」(Ressortsprinzip) 之適用。雖然理論上根據基本法有以上三
條組織與權限運作原則來規範聯邦政府運作，但實際上三者之間常
會出現緊張狀態 (Rudzio, 2003: 241)。因此還必須根據歷屆聯合政
府的政黨組成結構，與其簽訂的聯合執政協議合作原則來討論。
總理原則雖然是內閣決策的主要原則，但並非每任聯邦總理在
內閣統御上都有相同的權威，並發揮指揮國政的影響力。總理原則
的顯現，基本上與聯合內閣中政黨所形成的結構有絕對關係，其中
總理個人在黨內與政府內的威信、統治技巧的善用、總理府幕僚與
協調功能的發揮，都是影響因素。以梅克爾為例，她一九九〇年擔
任前東德政府最後一任政府副發言人；後於一九九一年初，被柯爾
(Helmut Kohl) 總理引進聯邦政府擔任家庭暨婦女青年部部長、環
保部長，累積行政首長的歷練，幾乎同一年年底，她也擔任基民盟
副主席；一九九八年基民盟淪為在野黨後，梅克爾即接任黨秘書長
一 職 ， 並 於 二 〇 〇 〇 年 初 於 當 時 的 黨 主 席 蕭 伯 樂 (Wolfgang
Schäuble) 繼柯爾之後，也陷入政治獻金醜聞被迫下台時，臨危授
命接下黨主席的職位。二〇〇二年聯邦議會選舉之後，梅克爾被選
為聯盟黨聯邦議會黨團主席。該年的聯邦議會選舉，由當時的基社
盟主席史托伯代表聯盟黨和社民黨施略德 (Gerhard Schröder) 競
選聯邦總理，但並未成功。二〇〇五年五月當施略德藉故提出總理
信任案，未獲聯邦議會通過，導致其提案提早解散聯邦議會時，梅
克爾此時在聯盟黨內已經無其他競爭者，她順勢主導投下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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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張迎接新的選舉。當時的聯盟黨黨團僅出現三張反對票，如此
可見梅克爾已經站穩了黨內領導位置。聯盟黨內另一個具有舉足輕
重地位的基社盟主席史托伯，則因為未協調好其原有的巴伐利亞邦
總理職務接棒人選，而沒有接受原定由他出任聯邦政府經濟部長的
職務，失去了投身聯邦政治的機會，影響力下降。加上聯盟黨內其
他具備邦總理地位的柯訶 (Roland Koch)、沃爾夫 (Christian Wulff)
和穆勒 (Peter Müller) 15 只願關注地方政務，所以梅克爾在執政期
間於聯盟黨內的領導地位，無人能及。
同時梅克爾也任命受她信任、相識達十五年之久的戴麥哲爾為
總理府部長，而能夠精準地傳達她的意見，進行部會協調，其幕僚
也能充分提供廣泛且專業的資訊供決策參考。此外，總理府與聯邦
新聞局 (Bundespresseamt) 也運用新媒體，透過電視形塑梅克爾的
個人形象，並且經由個人官網的設立、電子郵件的收發，與每週即
時影音訊息和民眾互動來爭取民心 (Niclauß, 2008: 8)。梅克爾也就
是在這些幕僚與傳媒單位的高度支援及配合下，形成堅固的黨政支
援體系；並以其為權力穩定的基石，全力對外與社民黨交涉協商，
推展政務。相較於前一任大聯合政府的季辛格總理，處於數位科技
時代的梅克爾較幸運，有較好的條件，可以較為順暢地推動政務。
「內閣原則」的適用上，梅克爾政府內的內閣首長分配為：基
民盟六席 (包含總理一人)、基社盟二席、社民黨八席 (包含副總理
一人)。然而開會的人士，還包括聯邦總統府的祕書長、聯邦新聞局
長，以及受聯邦總理之邀列席與會的必要成員，如：聯合執政黨團
的人員。內閣會議經常在週三上午舉行。由於各項討論案 (如：法

15

二〇〇五年十月間，柯訶為黑森邦總理 (1999.4.7- )；沃爾夫為下薩克森邦總理
(2003.3.4-2010.6.30)，二〇一〇年七月二日起為聯邦總統；和穆勒 (1999.9.5- ) 為
薩爾邦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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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行政命令、報告、回覆的詢答) 眾多，包含了近年來有必要討
論且最重要的法律草案、相關人事議題、國際地位與聯邦參議院的
變化狀況等，因此開會時間頗長。開會的決議通常以共識決進行，
也就是當沒有反對意見時，議決就算確定 (Rudzio, 2003: 247)。
由於內閣會議採共識決，所以會前各方的協商就很重要，這包
括前述匯集黨政會三方領袖的聯合執政委員會，以及為前者提供各
項重要議案諮詢意見的專家工作小組。而聯合內閣的各部會首長，
則需要靠其部會內的專業幕僚研議該管轄權限下各項議題的相關
細節 (Rudzio, 2003: 248)，如此才能因應眾多討論案的決議需求。
至於部長的「權限管轄原則」在前兩原則運作下，能夠展現的
空間不一而定。因為聯合政府的組成，是在聯合執政協議討論時，
由各黨協商代表同意配置之部長數量與那幾個部會後，再由各黨去
分派由何人出任部長位置。在政策議案上能整合各部長意見的是聯
合執政協議，其規範著政策的大方向原則，但具體實現時，或許有
相當的支配空間，但卻受許多因素影響。總體的結構因素包括聯合
執政聯盟中的政黨實力分配、聯邦內閣是否為真正的決策單位，各
自政黨內部的權力鬥爭等；個體因素則可能涉及聯邦總理的統御能
力和方式，部長本身能力以及與總理施政理念的投契程度等。在梅
克爾大聯合政府內，就出現社民黨籍的財政部長史坦布呂克深受梅
克爾器重，而能在各項改革中提出財稅來源的專業意見，甚至因此
讓基社盟之前經濟部長葛羅斯 (Michael Glos) 有無法發揮，引發經
濟政策主導權旁落的失落感，因而於二〇〇九年二月七日主動辭職
求去 (參見企業稅改革法之內容)。

三、國會黨團的合作
國會黨團在民主國家中具備了人民代表、利益表達與匯聚、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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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共識、政策協商、主導議程，推動立法、甄拔與培養國會領袖、
選派黨籍議員參與委員會、協助推動國會紀律、組織∕監督政府、
聯繫國會與行政部門等重要功能。由於政府施政的重要法律與政策
都要經國會通過，加上國會黨團具備民意與黨意代表的身分，因而
國會黨團在立法決策過程中扮演吃重角色；另外國會黨團在政黨的
地位與運作情況，也是判定該黨「黨內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標。

(一) 國會黨團之組成
在德國，聯邦議會黨團由獲得 5% 以上的政黨議員組成，以
基民盟∕基社盟的黨團工作規程 (Arbeitsordnung der CDU/CSUBundestagsfraktion) 為例，其組織中包括黨團大會 (Fraktionsversammlung)，和由其選出「幹事主席團」(Geschäfts-führender Vorstand)
與主席 (Vorsitzender)、工作小組 (Arbeitsgruppen) 與資深委員會
(Ehrenrat) 等其他組織。今將目前基民∕基社盟與社民黨黨團內的
重要組織與人事以表 4 顯示，可藉此瞭解大聯合政府的議會黨團組
織，進而就其在整個大聯合政府正式與非正式決策過程扮演的角
色，與運作歷程做初步的認識。
黨團議員在聯邦議會的投票規範，以基民∕基社盟的黨團工作
規程 (CDU/CSU Fraktion, 2005) 為例說明。
根據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黨團對於成員的投票沒有強制力，
投票是自由的。但黨員若在黨團多數決議的重要問題上，有偏離的
投票意圖時，有義務應該最遲於投票當日下午五點前，向黨團主
席、幹事長或黨團會議告知。
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當黨團會議決定要在聯邦議會中進行記
名表決時，黨團成員應該即刻被告知。黨團主席或是其代理者、任
一黨團幹事有權在任何時間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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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民∕基社盟、社民黨之黨團結構與重要成員

政黨

選舉
結果％

席次

黨團主席

基民盟

27.8

180

Volker Kauder

基社盟

7.4

46

Peter Ramsauer

聯盟黨

35.2

226

Volker Kauder

社民黨

34.2

222

Peter Struck

幹事主席團

黨團會議

Norbert Röttgen
(幹事長)
Martina Krogmann
Manfred Grund
Bernhard Kaster
(副幹事長)

每個會議週
的週二，或
應 1/3 黨團
成員要求開
會。

Thomas Oppermann
(幹事長)
Petra Ernstberger
Iris Gleicke
Ute Kumpf
Christian Lange
(副幹事長)

每個會議週
的 週 二 開
會。a

說明：a. 一年只有 22 週是會議週，次一週則是無會議週 (sitzungsfreie Woche)。
資料來源：CDU/CSU Fraktion (2009); SPD Fraktion (2009).

其第 3 項則是：當成員沒有參加某記名投票表決時，其應於下
次的黨團會議上提出無法參加的道歉聲明。這項聲明將透過黨團領
袖或基社盟的邦團告知邦或縣的分部。
另外，第 18 條則規定黨團成員有義務要參加聯邦議院的會議
與工作、委員會和其他黨團的小組。若無法參加都應該及時通知黨
團主席，或負責主管事項的黨團幹事。若有諮詢性的黨團工作小
組，或黨團會議要進行，黨團成員也都應該出席。黨團主席、其代
理者和黨團幹事對整個議會的開會過程，負有責任。倘若有黨團成
員於記名投票會議中要離開議會，其需要徵求當值幹事主席團成員
的同意，而且應該註明於請假的黨團成員名單中。
聯邦議會社民黨黨團的章程 (Geschäftsordnung) 也有類似的
規定，除了生病之外，出席各項聯邦議會與黨團活動均是義務 (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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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ktion, 2004)。 16
前述黨團規章中有關參與和表決運作的規定，目的在於使議員
將參與議事與黨團活動視為義務，雖然容許異於黨團多數決議的議
員表決結果出現，但透過制度上的安排，讓議員可以感受到來自於
地方選區或黨紀律的潛在壓力，而對議員形成一種軟性的拘束力，
這即是德國主流政黨兼顧基本法保障個別聯邦議員自由言論、實踐
政黨民主，以及維持黨內紀律和團結運作的重要制度性設計。

(二) 國會黨團在執政前對聯合執政協議的影響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八日聯邦議會選舉揭曉後，在有可能組閣的
政黨選項 (見表5) 中，由於當時的民社黨—左黨 (PDS-die Linke)
早已公開表明不成為聯合政府一員，如此一來，可完全排除左派政
黨 (紅紅綠：社民+左派黨+綠黨) 執政的可能。其他的執政選項：
紅黃綠 (社民+自民+綠黨)、與黑黃綠 (基民∕基社+自民+綠
黨)，在選後兩星期各主要政黨經過內部討論，十月初排除三黨合組
政府的可能性。基民∕基社盟與社民黨則在雙方釋出善意後，初步
達成共組聯合政府的共識，經過三次兩黨高層協商，確定黑紅合組
大聯合政府為唯一的執政選擇。因應執政的需求，聯盟黨和社民黨
表5 2005年聯邦議會選舉德國各主要政黨的聯合執政的組合可能＊

黑紅
黑黃綠
紅黃綠

左黨 (紅)*
8.7%
8.7%
8.7%

左
綠黨
8.1%
8.1%
8.1%

社民黨 (紅)
34.2%
34.2%
34.2%

自民黨 (黃)
9.8%
9.8%
9.8%

右
基民∕基社 (黑)
35.2%
35.2%
35.2%

* 該執政選項可能已經排除民社黨—左黨。
資料來源：根據德國二〇〇五年聯邦議會選舉結果改編，參見劉書彬 (2008: 49)。
16

見一九九七年的社民黨黨團工作章程第 2 條黨團成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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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 15 名成員，組成「大聯合協商委員會」(Große Verhandlungskommission)。 17 在此委員會中，聯邦議會兩大黨團發揮深厚
的影響力。30 人的成員中，當時具備國會議員身分者達到 19 人
(Gast & Kranenpohl, 2008: 21-22)，這樣的組成無非想讓該份兩大
黨未來執政的規劃藍圖，除了具備政黨色彩外，更需要藉由具備民
意代表身分的黨籍國會議員，來反映民意的需求。十一月中旬，三
黨分別召開黨代表大會同意聯合執政協議後，梅克爾黑紅政府的這
項聯合執政協議無論在內容或程序上，都具備了高度的民意與黨意
基礎。
國會黨團代表在聯合執政協議的商討過程中，也對大聯合政府
的人事做了規劃。16 名內閣成員中，僅有 5 名聯邦部長未具備聯邦
議員身分，分別為基民盟之總理府部長戴麥哲爾、家庭與婦女青年
部長蕾恩(Ursula von der Leyen)、社民黨籍之外交部長史坦麥爾
(Frank-Walter Steinmeier)、財政部長史坦布呂克，和交通、建設與
城市規劃部長提芬舍 (Wolfgang Tiefensee)。除了前述 5 名部長外，
其他 11 名部長都曾經且當時兼具國會議員身分，這意味著大聯合
政府的部會首長多經 歷 了於「 聯邦 議會社會 化 」(Sozialisierung
im Bundestag) 18 的過程 (Gast & Kranenpohl, 2008: 22)。這樣的人
事規劃，亦凸顯梅克爾政府欲透過人事安排，要在未來的決策過程
中，藉由每週內閣會議的運作，充分反應民意的意圖。

17
18

該委員會中，並無聯盟黨和社民黨黨主席的參與。
「社會化」(Socialization, Sozialisierung) 意指：學習同時扮演社會上不同的角色
的過程。「聯邦議會社會化」則指個人透過聯邦議會這媒介，學習到如何發揮國
會議員等匯聚民意，協商化解分歧，取得多數支持的功能。聯邦部長若曾經擔任
過聯邦議員，則將因熟悉議事運作與議員角色而能更體察民意，而與議員和政府
官員關係融洽，相處良好，將有利於政策擬定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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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政階段的黨團協商
大聯合政府的協商決策機制，是以聯合執政協議規範的內容為
基礎，前段文字亦說明了三黨團在該協議形成時的高度參與情形；
也就是三黨在必要時，是透過聯合執政委員會來協商爭執事項；一
般狀況下，則是經內閣會議討論、協商決議來完成。而無論在原始
規劃的 7 人小組，或是規模達 13 人的聯合執政委員會，三黨議會
黨團代表至少都有 3 人，若再加上也具備議員身分的兩大黨主席及
三黨秘書長，則具議員身分的代表最多將在 13 人中達到 6-8 人，
因此能充分反應民意與國會同儕之意見，而影響決策。這其中，黨
團主席由黨團議員選出，負責上下疏通意見，並領導黨團行動，所
以地位重要。但這並不意味：一般個別議員的意見能充分被反映到
決策中心並獲得整合。因為聯合執政協議的內容是將左右主流意見
納入，以此為基礎協調成法律或政策草案，在此過程中達成妥協已
經很不容易；若還要面面俱到，將各方意見都融入整合再調整，根
本是難上加難之事，這也是為何梅克爾的聯合執政協議內容加上兩
項附件，總字數高達 52,800 個字的原因 (參見表 2) (Rudzio, 2008:
12)。所以在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的決策結構侷限下，個別黨員對大
聯合政府的影響力下降。換言之，反映在聯邦議會的表決結果上，
執政聯盟中個別議員投票失誤 (或未支持內閣或黨團議案) 公開化
的情形，就時而可見，並有較大的表現度。
下一節的立法決策實例中，以「聯邦制度改革」、「健康保險
改革」與「企業稅改革」三個法案來分析，將可以清楚發現在較具
爭議性的後兩者法案上，執政黨團的聯邦議員如何在黨團提案、和
個人自由意見表達之間表態，以及此投票行為對聯合政府與所屬政
黨的影響。基本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聯邦議員代表全體人民，
不受命令與訓令拘束，只服從其良心。因此，三黨議員沒有統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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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義務，自由表決。基本法第 48 條第 2 項也規定：任何人不得
妨礙其 (聯邦議員) 就任或執行議員之職務，並不得因此預告解職
或免職。有了基本法對議員獨立行使自由意願，亦不受威脅行使職
權的憲法保障，各政黨與黨團的章程或工作規程也有相應於議員投
票自由的規範。但事實上，內閣制中，執政黨團與議員的投票表現
在在影響了執政黨政府的施政表現與穩定度，為此執政黨團的幹部
在執政期間，必須盡量作好匯集、協調黨籍議員與行政部門的工
作。為了避免出現議員失誤投票形成的府會緊張狀態，黨團主席相
對於聯邦政府在聯合執政委員會，或相關的協商機制上，有較重要
的發言地位。這樣被放大意義，且很難取代的黨團主席決策角色，
在二〇〇六年時，讓曾出現不納入黨團成員參與決策，以增加聯合
執政委員會決策效能的嘗試，遭遇挫敗。後來則出現聯合執政委員
會成員增加，以及減少到只有三黨黨主席與副總理組成決策四人組
的情形，這都是為兼顧民意和提升決策效能，所做的階段性結構改
變 (Gast & Kranenpohl, 2008: 23)。
黨團主席所形成三人組從二〇〇五年梅克爾政府執政以來，至
二〇〇八年中，一直維持和諧的運作，尤其史圖克和考德在各自黨
團內部有著很高的接納度，也經常公開讚許對方的貢獻，許多存在
於執政聯盟之間的問題，經常由黨團主席出面化解。黨團主席三人
組的決策模式，通常透過與梅克爾關係良好的基民盟考德發動，他
於接受到梅克爾的詢問或請託後，每天經由與其他兩人的電話聯
繫，以及與然姆薩爾每週二規律性的晨間會談方式來溝通意見，化
解歧異，大大地減輕聯邦政府整體的協調工作負擔 (Gast & Kranenpohl, 2008: 22)。
以「平等待遇法」(Gleichbehandlungsgesetz) 在黨團協商的過程
可以看出，黨團幹部如何努力協商達成共識的企圖。二〇〇六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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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七日，當時的聯盟黨與社民黨的黨團幹事長 (Parlamentarischer Geschäftsführer) 瑞特根 (Nobert Röttgen) 和休爾茲 (Olaf
Scholz)

19

兩人於傍晚，共同召集黨團的「妥協餐會」

(Kompromißmahl)，準備在所有議員飽餐一頓暢快發言後，尋求達
成共識。而餐會的號召名目則是：要對餐會前幾天兩位黨團主席還
信誓旦旦強調要維持草案原狀的「平等待遇法」內容，作進一步修
訂 (Leithäuser, 2006)。這是執政黨團針對各方意見不一，協商困
難度較高的法案，所採取的妥協手段，目的都是要儘可能達成共識。
至於聯合執政黨團的幹部在德國這樣的議會內閣制國家中，要
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須有自主意識，不應以只具備說服議員的能力
為滿足。黨團領導者應發展出體系預警的功能，如此才能在黨團之
間和聯合政府的決策過程裡發揮警示的效果。但若發生聯合執政協
議與議員的意見矛盾時，黨團主席則應該運用策略，盡量說服雙方
達成共識。
基民盟黨團主席考德的一席話：「對我而言，聯合執政協議就
如同對時錶的意義一般；也適用於全德國」(Gast & Kranenpohl,
2008: 22-23)。前句話讓我們一窺聯合執政協議在梅克爾執政時期
的決策規範性，也意味著兩者有衝突時，身為黨團主席的考德會盡
全力說服基民盟籍的議員支持聯邦政府或黨團提案，或加以疏通，
盡量減少議員投票行為對聯邦政府或基民盟的傷害。這樣的決策過
程可以看出，考德承梅克爾之命根據聯合執政協議或是聯合內閣決
議，遊說其他黨團主席的決策模式，如此將有兩種行政與立法的關

19

休爾茲於二〇〇五年十月至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之間，擔任社民黨聯邦議會黨團幹
事主席團中幹事長 (Erster Parlamentarischer Geschäftsführer) 之職，之後他被任
命為聯邦社會與勞工部長，接替剛辭下該職的明特菲凌；而後接任黨團幹事長之
人，才為表 4 之歐彭曼 (Thomas Opp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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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呈現：(1) 若聯邦黨團成員多數意見與內閣決議意見相近，執政
黨員當然會以高比例的投票結果通過。(2) 若兩者意見分歧多，則
聯邦議會三執政黨團的投票結果就顯得多樣，雖不至於使法案未
過，但出現同意票數不高的現象，將凸顯執政黨內部的矛盾程度。

肆、代表性法案立法過程之分析
本節將透過幾項重要改革政策的立法過程，實際探究梅克爾大
聯合政府決策機制之運作，而來分析其所形成的決策網絡，和行為
者的互動，以及對聯合政府和德國政治體系的可能影響。
基民∕基社盟與社民黨於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聯合
執政協議中，九大領域是其施政重點，分別為：(1) 創新與就業、
富裕與分享；(2) 國家財務持續穩定與稅制改革；(3) 德東建設；(4)
社會安全及公平的形塑；(5) 國家行為能力的強化；(6) 友善家庭的
社會；(7) 具備生活價值的德國；(8) 國民安全；(9) 外交領域：在
歐洲與世界中成為負責任的德國等項。最迫切的重大結構問題則
是：聯邦制度改革、健康保險制度，以及財務的整頓 (Dittberner,
2007: 12)。本文將此三項所涉及的法案立法過程作概略性整理，並
根據聯邦議會與參議院的投票結果，發現聯邦制度改革、健康保險
改革，以及企業稅改革 (Unternehmenssteuerreform) 的投票結果，
即使在兩院都獲得高於法定程序所需的同意票數，但對照執政聯盟
三黨在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院的議席結構，除了聯邦制度改革以修
憲方式獲得 2/3 比例通過外，其他兩案的投票結果顯然相當不成比
例，而且聯盟黨與社民黨中所顯示的投票選項分歧，也顯示立法過
程中的協調整合，並不平順。為此以該三案的決策立法過程為代
表，來探討梅克爾大聯合政府運作的部分黨政關係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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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邦制度改革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聯盟黨與社民黨在聯合政府組成的
會商中，均體認到各項重大改革的推動與政府的行為能力與決策效
能有關，因此涉及聯邦立法程序修訂的聯邦制度改革為大聯合政府
優先推動的議案。為此在聯合執政協議中，兩大黨同意在施略德政
府時期「聯邦議會與聯邦參議院聯邦國秩序現代化專責委員會」 20
(簡稱「聯邦國現代化委員會」)，已經形成共識的聯邦制度改革基
礎上，繼續推動改革。因此在聯合執政協議的第二附件中，逐項加
入了聯邦制度改革的內容(CDU/CSU, SPD, 2005: 109, 168-224)。前
次的「聯邦國現代化委員會」從二〇〇三年十一月開始集會運作，
至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該委員會兩主席明特菲凌與史托伯共
同提出了「初步草案建議」供成員議決，然聯邦與各邦在教育政策
權限上的爭執不休 (葉陽明，2005: 54-55)， 21 成為導火線，引發
出整個聯邦制度改革方向衝突和各邦利益的分歧，無法形成共同立
場，而使聯邦制度第一階段改革觸礁。
前述第二附件中的提議，以修改基本法中有關聯邦與各邦立法
權限的法條規定為重點，而提議的內容幾乎完全符合過去由「聯邦
國現代化委員會」兩位主席，在所有委員共識下所訂出的改革方
案。並建議以包裹修憲的方式，修改基本法相關的25個條文和21項
20

該組織由社民黨籍的明特菲凌與基社盟主席史托伯共同主持會務，57 名成員中，
分別來自：國會兩院議員各 16 人、邦議會議員 6 人、地方自治體人員 3 人、學術
界 12 人，4 名聯邦政府官員則為諮詢代表。參見 Bundesrat (2003)。

21

教育政策乃邦的傳統權限，然聯邦想全面地提升教育水準，各邦則欲以自由競爭
彰顯各邦之特色，並提升教育成效。顯然兩方目標都要透過教育政策提升整體競
爭力，是有協調空間的政策。但因為施略德急於達成目標，派出聯邦教育暨研究
部長布爾曼 (Edelgard Buhlman) 參與會議，他極力主張：由聯邦訂定一致性的教
育方案及標準，藉以提升全國教育績效，如此引起基民盟代表的反彈，因此集體
拒絕簽署史托伯協調出的草案，導致該委員會未出現共同建議方案，就終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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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法律的形式進行改革。
經過聯邦內閣會議、聯合執政黨團，以及二〇〇六年三月六日
各邦的邦總理會議 (Ministerpräsidentkonferenz) 諮詢，三月七日聯
盟黨與社民黨議會黨團提出「基本法修改的法律草案」(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Änderung des Grundgesetzes [16/813]) 及「聯邦制
改革相應的法律草案」提案「(Entwurf eines FöderalismusreformBegleitgesetzes [16/814]) (Deutscher Bundestag, 2006)，而於四日之
後展開議會兩院內的立法程序。進入聯邦議會的委員會與讀會程序
後，五月時，所有基民∕基社盟執政的邦政府代表，曾針對此兩案
在聯邦參議院開會，但會中並沒有出現導致概括性偏離原有法律草
案的結果，也開放讓議員們對某些法條發言批評。六月三十日聯邦
議會最後表決前，聯邦參議院新出爐的決議，成為六月最後一個周
日舉行的聯合執政委員會討論的最新議題。聯盟黨多數議員在開會
前針對該決議表示：若不作修訂，他們在稍後的投票不可能一致通
過該改革草案；然而原訂要討論的草案是前一回合聯合執政委員會
採納社民黨意見所形成的修正版，後來提案作了修訂；為此，社民
黨黨團主席史圖克只能在後來聯邦議會開會時表示能理解聯盟黨
的狀況，並盡力安撫社民黨議員認為被聯盟黨擺了一道的不滿
(Leithäuser, 2006: 3)。
聯邦制度改革的修憲與修法程序終於在二〇〇六年六月三十
日由聯邦議會通過，記名結果如下：592 人投票中，428 票贊成，
不同意票有 161，3 票棄權，未投票者有 22 人 (參見表 6)。同意票
超過 410 票，達 2/3 總數，因此通過。
此次聯邦制度改革有三大目標 (Föderalismusreform tritt in
Kraft, 2006)：
(一) 政府行為與決策能力的提升。最主要是減少需聯邦參議院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立法決策體系中的黨政關係

表6
法案名稱
通過時間與票數
同意比例
聯邦制度改革
30.06.2006
總數 592

健保改革
02.02.2007
總數 592

企業稅改革法
25.05.2007
總數 557

72.3%

63.9%

70.2%

341

三大法案的表決結果
聯邦議會投票結果
執政黨團團成員 448

社民黨
222

聯盟黨
226

同意 428 (95.5%)

205

223

不同意 161

15

1

棄權 3

0

0

沒投票 22

2

1

同意 378 (84.4%)

187

191

不同意 206

20

23

棄權 8

4

4

沒投票 22

11

7

同意 391 (87.3%)

189

202

不同意 149

2

0

棄權 17

15

2

沒投票 57

16

21

資料來源：1. Deutscher Bundestag Plenarprotokoll 16/44 (2006).
2. Bundestag (2007a, 2007b).

同意的法案 (Zustimmungspflichtige Gesetze) 比例。改革後，其比
例將從二〇〇六年當時的 60% 降至 30-35%。換言之，未來近 70%
的法案將由聯邦議會單獨決定。
(二) 政治責任歸屬的釐清。人民對政策的信賴度以政策的透明
度為先決條件。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院交錯的管轄權和兩院協商委
員會的處理方式，將大幅度避免。
(三) 任務執行效率與目標達成率的改善。最主要是讓德國在歐
盟事務上的表現與立場行動能夠協調一致，方式是將新修訂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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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3 條「歐洲條款」落實；22 而且透過聯邦與邦立法權的調整，23
各邦未來在教育、廣電和文化事務上有專屬權限，並且可以為聯邦
處理相關事務。本次改革也首次規範國家穩定法案 (Nationale
Stabilitätspakt)：亦即當聯邦與邦面對歐盟制裁時，均有義務共同負
擔此財政懲罰。聯邦與邦的混合財政制度，也將因限縮財政補助條
件，和強化地區稅收的自主權等方式，而被取消。
對於此一階段聯邦制度改革的完成，聯邦政府與三執政聯盟主
席、聯邦議會議長都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建國以來最大的國家制
度改革。惟聯邦議會反對票中，仍有執政聯盟的議員：聯盟黨的柯
博 (Manfred Kolbe) 與 社 民 黨 15 人 反 對 ， 另 有 一 人 未 投 票
(Deutscher Bundestag Plenarprotokoll 16/44, 2006: 4295-4298)。社
民黨中反對者普遍來自黨內三大次級團體「社海梅圈」(Seeheimer

22

基本法第 23 條變更為：(1) 為求實現一個統合的歐洲，德國致力推動歐洲聯盟的
發展。為此目的，聯邦得透過經聯邦參議院同意的法律，移轉治權。(2) 聯邦議會
與各邦透過聯邦參議院，參與歐盟事務。聯邦政府必須儘早知會聯邦議會與聯邦
參議院所有訊息。(3) 聯邦政府於參與歐盟立法前，賦予聯邦議會表明立場的機
會。聯邦政府於談判中顧及聯邦議會的立場。(4) 聯邦參議院參與聯邦意志的形
成。(5) 只要聯邦專屬立法權範圍內觸及各邦利益，或只要聯邦享有立法權，則聯
邦政府顧及聯邦參議院的立場。若重點上涉及各邦立法權、其行政機關的設置或
其行政程序。則聯邦意志形成中得儘量顧及聯邦參議院的見解。(6) 若重點上涉及
各邦專屬立法權，則德國以歐盟成員國地位所享權利的行使應從聯邦移轉到一位
由聯邦參議院任命的各邦代表之手。在聯邦政府參與、並與聯邦政府協調下，各
邦代表始得行使權利。

23

透過基本法第 72-74 條的修訂，重新界定聯邦專屬權限、邦專屬權限，並釐清競
合立法的內容：將原先競合立法事項中如環保、消費者保護、結社法、勞動法、戶
籍登記、國土規劃等事項交由聯邦立法；邦公務人員法、邦公職法、新聞法、集會
法等則交由各邦立法。因此競合立法的範圍縮小，高等教育機構的入學與結業、自
然保護與景觀維護包含在內；邦也有偏移立法權：各邦可在六項聯邦競合立法範圍
內依規定自為制訂法律。同時廢除 75 條聯邦的通則立法權限 (Rahmengesetzgeb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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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is) 24 「社民黨國會左翼」(Parlamentarische Linke) 與「網絡者」
(Netzwerker) (Gast & Kranenpohl, 2008: 23)。
二〇〇六年七月七日，該修憲案與聯邦制改革相關法律草案於
聯邦參議院中議決，在總數 69 的票數 25 中，獲得 62 票，有三張反
對票和四張棄權票，同意票超過 2/3 總票數，因此也獲通過。16 個
邦中，僅有梅克倫堡-弗波門 (Mecklenburg-Vorpommern) 投反對
票，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邦則棄權。梅邦的邦總理林思投夫 (Harald
Rinstorff) 批評，聯邦制度改革將增加聯邦和邦在教育政策上合作
的困難。基民盟籍的什列斯威邦總理卡思騰斯 (Peter Harry Carstens) 認為這將造成該邦更多的劣勢，尤其當邦的公務員生活照
顧、薪資支付權限轉到邦政府時，將使貧窮小邦的財政益加困難，
導致施政停滯不前 (Bundesrat billigt Staatsreform, 2006)。

二、健保改革
德國的健保制度曾是各國學習的對象，但卻也是世界上醫療成
本最高的國家之一，僅次於美國與瑞士，且主要由政府承擔，因此
是梅克爾政府在財稅與社會福利制度上的改革重點。二〇〇六年五
月二十九日，聯合執政委員會召開所謂的「健保高峰會」，參與者

24

社海梅圈為德國社民黨聯邦議會黨團內主要派系之一，政治取向長期偏右或為黨
內保守勢力與務實主義者的集合，該次級團體正式成立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因
為長期在黑森邦南部的社海梅 (Seeheimer) 集會因此得名。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
年，因為前總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徵召多名社海梅圈的議員入閣，該次級
團體因此聲名大噪，大聯合政府中的聯邦環境部長 Sigmar Gabriel 和衛生部長 Ulla
Schmidt 也為成員 (Die Tradition der Seeheimer, 2009)。另政治傾向偏右的前聯邦
總理施略德 (Gerhard Schröder)、黨主席明特菲凌與外交部長兼總理候選人史坦邁
爾，都因為立場偏右，而與社海梅圈親善。

25

聯邦參議院共有 69 席，16 個邦依各邦人口比例由各邦政府指派 3-6 名邦政府成員
組成。同一個邦的政府代表投票時，無論該邦有多少票，都須一致性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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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人小組為核心，只是社民黨黨主席帕拉切克因病未到，由社民
黨秘書長海爾代替出席，不過主管健保事務的社民黨籍衛生部長史
密特 (Ulla Schmidt) 並未受邀出席。七月三日，根據跨邦與聯邦層
級的 16 人「聯合執政工作小組」提議，聯合執政委員會做出幾項
改革決議：此次健保制度改革，將以健保制度的財政改革為主，其
中涉及健康基金的部分，將會連帶進行組織改革 (Grimmeisen &
Wendt, 2010: 164)。健保費率占薪水比重將增加 0.5%，分別由僱
員和僱主負擔一半。國家對健保的補助也將從二〇〇八年開始，從
27 億歐元減少到 15 億歐元。原本聯邦政府希望能於九月就通過法
律草案，並從二〇〇七年一月開始實施，但由於兩大黨在如何貫徹
「醫療改革要點」的具體措施上，仍有分歧，因此直至二〇〇六年
十月五日，聯合執政委員會才達成共識。
健保改革之所以爭執協商不斷，主因為聯盟黨主張健保改革應
採「團結的健康保險費」(Solidarische Gesundheitsprämie)，讓保費
與薪水脫鉤，並將保險分成公私兩軌，在法定保險中也加入競爭機
制，如此才能藉由競爭提供更具品質的醫療水準，降低不必要的醫
療成本。但這和社民黨一貫秉持的「全民保險」(Bürgerversicherung,
Volkssicherung) (CDU/CSU, SPD, 2005: 101-104)，維持國民享有
水準以上的公平醫療照顧有相當差異。其他爭執還包括私人健康保
險的規範、附加費用的繳納、對某些邦財務可能造成重大負擔等
(Grosse Reform oder Markus, 2006)。
於兩大黨高層形成共識後，衛生部開始起草「增強法定醫療保
險 競 爭 力 法 」 (GKV-Wettbewerbsstärkungsgesetz) 法 案 (Grosse
Reform oder Markus, 2006)。同年十一月起，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
院分別對此展開討論；於十二月間，聯邦參議院曾針對草案原版提
出 104 個修改與 20 個關注意見而繼續修訂 (Bundesrat sti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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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undheitsreform zu, 2007)。二〇〇七年一月四日聯邦衛生部長向
聯邦政府提交修改後的方案 (「德國政府就醫療改革最後細節達成
一致」，2007)。最後於二〇〇七年二月二日聯邦議會通過的健保
改革法案，有以下重點： 26

(一) 所有人都納入醫療保險
透過法定健保制度的實施，過去約 20 萬未曾保險之國民將納
入該制度，成為義務被保險人。私人保險對現今尚未被保險者，以
及各種自由投保者開放。新的健保制度規範了法定保險公團
(Krankenkasse) 和私人保險公司，原先加入私人保險公司者，自二
〇〇七年七月一日起得以法定費率支付私人保險公司所提供之基
本健保，最遲二〇〇九年一月一日起參與健保制度為國民之義務。

(二) 醫療與藥物制度的現代化
一是透過醫療照護維持高的水準，提供各種需求的醫療服務，
包括在醫院的緊急救護、尊嚴在家的逝世、疫苗接種、家事護理等
都可由醫療保險支出。二則是推動「藥物資源有效使用」，引進醫
藥之成本效益分析，並針對新出或高風險藥物提供兩位醫生的評估
建議。透過與藥劑公司之折扣合約競爭，分擔醫藥價格，降低保險
公團之支出。

(三) 更多的競爭
被保險人在不同效能的保險公團間，費率及處方模式間可選
擇，因此會使整個醫療制度更有競爭性。
在促進私人保險公司的內部競爭上，允許被保險人從法定保險
26

請參見 Die Gesundheitsreform im Überblick (2008); Gesundheitsreform tritt am 1.
April in Kraf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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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團轉換至私人保險公司，私人保險公司可依據風險、性別與年齡
為類別收取保費。藉由它來刺激私人保險公司的競爭。基本費率以
二〇〇九年元旦起所提供的基礎費率為準，也可連結附加費用。基
礎費率不得超過目前保險公團最高費率計算的平均值。

(四) 健康基金財源之設置
保費與稅收支應從二〇〇九年元旦起開始調整或進行，未來法
定保險之被保險人的費用將由「健保基金」統籌管理，健保基金的
收入來源為受雇者、雇主繳納保費及稅賦。保險公團收的保費未來
是聯邦一體適用，保險公司僅獲得固定金額補償，其也會從超過平
均年齡太多或病況多者，再收到附加費用。新的財政制度將讓保險
公團的效能與成本經營狀況透明化。一旦個別保險公團無法平衡費
用：每個月可以至多加收保戶所得的 1％，若該金額未超過 8 歐元
則不須審核；如果保險公團須增加超過 8 歐元的金額則要經過審
核。未來慢性病將從二〇〇八年元旦起，在規律性的治療檢查認定
前，其附加費用之收取將以提高 1％為限。未來稅收將做為增進保
險公團績效的財政工具，例如母親津貼，當懷孕或小孩需要照顧時
照護，稅收的支援是基於此為社會共同的責任。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日聯邦議會以 378 票同意通過該項法案，不
同意票有 206，棄權則有 8，取票但未投票者有 22。執政聯盟中聯
盟黨共有 23 人不同意，4 人棄權，並有 7 票未投票。社民黨的不同
意有 20 張，棄權票 4 張，未投入票有 11。該項投票結果中的同意
票數比例僅有 63.9% (見表 7)，由於反對黨並未有人投下同意票，
所以同意票數反應的結構和執政聯盟所擁有的議席比例 73% 相
比，少了近 10% 約 69 席的議員支持。這個法案之所以有高爭議性，
關鍵在於健康基金的財政來源中，政府補助部分是以稅收提供補
助。法案規劃從二〇〇九年起，聯邦政府會支付 40 億歐元；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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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一〇年起，每年將提高 15 億歐元，直至總金額達到 140 億歐元。
聯 盟 黨 中 基 民 盟 共 有 19 人 投 下 反 對 票 ， 占 黨 團 人 數 的
10.61%，比例頗高，其中大多為基民盟「青年聯盟」(Junge Union)
的成員，包括該聯盟之主席密斯菲德 (Philipp Mißfelder)，以及
梅茲 (Friedrich Merz) (曾擔任聯盟黨國會黨團主席) 與汪德維茲
(Marco Wanderwitz)、克雷克納兒 (Julia Klöckner) 等人，「拒絕由
年 輕 世 代 以 稅 賦 支 付 健 保 支 出 」 是 其 反 對 的 主 要 理 由 (Fried,
Schneider, & Hoffmann, 2007)。社民黨的反對者占所有社民黨議
員的 9％，棄權票約 2%，未投票者約 5%。從議員的身分背景得知，
「民
其中大多是社民黨左翼人士 (見表 7)。代表性的反對者為社民黨
主左派 21 論壇」(Forums Demokratische Linke 21) 的次級團體副
主 席 安 涅 (Niels Annen) ， 27 另 有 現 為 社 民 黨 副 主 席 的 納 勒 斯
(Andrea Nahles)， 28 以及勞特爾巴哈 (Karl Lauterbach)。 29 勞氏從

27

安涅自二〇〇三年起擔任「民主左派 21 論壇」副主席；二〇〇六年八月起為 spw
期刊的共同出版者。此團體的前身 “Frankfurter Kreis” 為社民黨左翼的源頭，二
〇〇〇年起改名為「民主左派 21 論壇」。團體成員同時為國會議員的有：安涅 (亦為
該團體之執委會副主席)、Iris Gleicke、Christian Kleiminger、Christine Lambrecht、
Hilde Mattheis、Andrea Nahles (擔任目前社民黨副主席亦為社民黨執委會一員)、
Florian Pronold、Ernst Dieter Rossmann (國會左翼發言人)、Christoph Strässer。

28

納勒斯同時為「民主左派 21 論壇」、「spw」與「社民黨國會左翼」(Parlamentarische
Linke in der SPD-Bundestagsfraktion; PL) 成員。「社民黨國會左翼」與「民主左
派 21 論壇」關係密切，「社民黨國會左翼」的其他成員有：Elke Ferner、Gabriele
Hiller-Ohm、Michael Müller、Ortwin Runde、Klaus Brandner、Ulrich Kasparick、
Astrid Klug、Karin Kortmann、Karin Roth、Ulla Burchardt、Ottmar Schreiner、
Christel Humme 、 Ulrich Kelber 、 Angelica Schwall-Düren 、 Ludwig Stiegle 、
Heidemarie Wieczorek-Zeul。

29

勞特爾巴哈的個人資料 Der Herr Professor aus Köln (2005)。 勞特爾巴哈稱此新的
健保改革制度是瘋狂的 (“Das System ist verrückt!”)。此文章摘錄自安涅的個人網
頁，為安涅邀請勞特爾巴哈到其選區 Eimsbüttel 發表演說時之發言，該題目是「法
定健康保險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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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健保改革案中社民黨籍聯邦議員投反對票者

反對票
Niels Annen
Klaus Barthel
Willi Brase
Renate Gradistanac
Angelika Graf
Bettina Hagedorn
Eike Hovermann
Hans-Ulrich Klose
Bärbel Kofler
Karl Lauterbach
Lothar Mark
Hilde Mattheis
Andrea Nahles
Rene Röspel
Ottmar Schreiner
Ewald Schwabe
Andreas Steppuhn
Jella Teuchner
Rüdiger Veit
Wolfgang Wodarg
20

棄權票
Christian Kleiminger
Hermann Scheer
Marlies Volkmer
Gert Weisskirchen

4

未投票者
Marco Bülow
Ulla Burchardt
Hans Eichel
Gernot Erler
Sigmar Gabriel
Stephan Hilsberg
Ulrich Kasparick
Helga Lopez
Ulrike Merten
Johannes Pflug
Rheinhard Schultz

11

說明：粗體姓名者屬於社民黨左翼人士。
資料來源：Bundestag (2007b).

二〇〇五年開始是德國聯邦議會衛生委員會的成員，是衛生部長史
密特的諮詢者。他對健保政策的主張一向是堅持「國民保險制」
(Bürgervrsischerung)，反對法定與私人保險雙軌並行，並且強調健
保制度應該提供明確的供需導向、考慮重分配的公平性。而身為社
民黨財政專家的施瓦本 (Ewald Schwabe)，則指出健康保險不能透
過舉債的方式補貼。 30

30

他 是 社 民黨 內財 政 的 專家 ，他 指 出 健康 保險 不 能 透過 舉債 的 方 式補 (Fried,
Schneider, & Hoffman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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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於二月十六日以 43 票 (總數 69 票) 超過半數，通過該
項健保改革法，該法於二〇〇七年四月一日生效。基民盟與自民黨
共同執政的巴登—符騰堡邦 (Baden-Würtenburg) (6 票)、下薩克森
邦 (Niedersachsen) (6 票 ) 和 北 萊 茵 — 威 斯 特 法 倫 邦
(Nordrhein-Westfalen) (6 票 )、還有社民黨與左黨共同執政的柏林
市 (4 票 )、以及基民盟與社民黨聯合執政的薩克森邦 (4 票 ) 並未
支持 (Bundesrat stimmt Gesundheitsreform zu, 2007)。換言之，在
所有單純由聯盟黨、社民黨，或由兩大黨合組大聯合政府型態的 12
個邦之中，僅有薩克森邦政府代表未被聯邦大聯合政府的提案的立
場說服，其他 11 個邦則在投票時都支持這項頗有爭議的法案，算
來也是大聯合政府的一大勝利。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的副總理平
克瓦特 (Andreas Pinkwart, FDP) 批評這項改革只會讓被保險人、病
人與醫療健康經濟變得更糟；「不會更好只有更貴」，是他對建保
改革實施的意見。薩克森邦的衛生部長歐洛茲 (Helma Orosz) 認為
統一的債務減除規定，將會懲罰財政體質好的保險公團，改革的最
後結果將會使薩克森的 AOK 成為公團系統內的主要債務支付者
(Bundesrat stimmt Gesundheitsreform zu, 2007)。

三、企業稅改革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四日聯邦政府內閣會議通過政策提案，二〇
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聯邦議會也順利以 391 票通過該法案 (參見表
6)，不同意票有 149，棄權有 17，領票但未投票者 57。聯邦參議院
則在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也通過該案。
這個法案最初是由社民黨籍的財政部長史坦布呂克提出，根據
聯合執政協議第二部分的內容，稅制改革要能達到長期國家財務穩
定，並能因應未來發展的目標。環顧德國的企業稅在未改革之前，

350

歐美研究

其企業利潤上繳的稅負雖然低於美、日兩國，但在歐洲卻是最高
的。31 三黨在聯合執政協議中也都同意，德國未來的企業稅改革，
一定要讓德國企業具備國際競爭力，並符合歐洲與國際間的稅制改
革潮流。在這樣前瞻目標引導下，德國的企業稅稅率的確具備很大
的下修空間。史坦布呂克忠實地反應聯合執政協議中的三黨共識，
然在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四日決議前，與企業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
主管部會首長—基社盟的經濟部長葛羅斯則認為：這方案對一部分
中小企業是不利的，因此他準備將他個人的意見備案審查，但他又
矛盾地表示：將會支持這項法案。社民黨籍的聯邦交通部長提芬舍
和基民盟之教育暨研究部長莎汎 (Annette Schavan)，也打算提意見
備案，但後來三人均打消原有的反對念頭，支持了協議的主要內
容。三月十四日德國四大經濟工商協會領導人與梅克爾總理會晤
後，五人都表示可以進一步修改，以完善該法案。但社民黨左翼和
德國工會聯合會則都反對這法案。
德國企業稅的內容包括：32 營業稅 (Gewerbesteuer)、33 公司所
得稅 (Köperschaftssteuer) ∕ 人合企業的個人所得稅 (Einkommensteuer)、34 團結稅 (Solidaritätszuschlag) 35 三部分。二〇〇七年三月
31

按照奧地利商會二〇〇六年一月的統計，以企業利潤要上繳的最高稅率如下：德
國的利潤最高稅率為 38.65%，最低則是塞浦路斯 (10%) 與愛爾蘭 (12.5%)，低
於 20%的都是東中歐國家。當時西歐國家的企業上繳最高稅率分別為：義大利
(37.3%)、西班牙 (35%)、馬爾他 (35%)、比利時 (34%)、法國 (33.3%)、與英國
(30%) 荷蘭與盧森堡分別為 29.6% (「內閣通過企業稅改方案」，2007)。

32

請參見張澗 (2009)。

33

任何在德國從事經營活動的企業 (所有以盈利為長期目標的獨立活動，其法律形式
不限) 都需要繳納與其應稅收入相對應的營業稅 (Gewerbesteuer)。但自由職業
者，如醫生、建築師、律師或藝術家等從事的工作不屬於經營性商業活動，因此
不需繳納營業稅。

34

在德國，依公司形式 (資合公司和人合公司) 不同，公司所得的稅賦名目及徵收方
式就有所區別：資合企業，如股份公司 (AG) 和有限責任公司 (GmbH)，繳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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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聯邦政府所通過企業稅改革法的主要內容重點，分為兩部
分：一為減稅：(1) 從二〇〇八年開始，拜整體企業所得稅從 25%
降低至 15% 的效應，德國資合企業 (有限公司 [GmbH]、股份公司
[AG] 等) 之企業稅將從原來的 38.65%，降低至 29.83%。(2) 至於
人合企業 (無限公司、中餐館、亞洲超市等) 只需繳納的所得稅最高
稅率從 42% 降為 28.25%。如此一來，德國的企業稅降至歐洲的中
等水準。二為擴大稅基：(1) 原長期債務的利息支出之 50% 可扣減
利潤，新制改為將所有利息支出都可計入，但按 25% 計算。另外自
二〇〇九年元旦起，對利息、紅利與拋售證券的利潤，統一徵收 25%
的稅率。(2) 若將企業績效轉移到國外，就要上報未來營利的潛力。
藉由新規定來改變企業把在德國進行的研發工作當做成本申報，但
這些工作績效所帶來的利潤卻與德國無關，出現無法課稅的扭曲狀
況。(3) 企業不在稅前扣除利息、租金和租賃支出。(4) 私人用於擴
大再投資的利潤，也將徵稅。如此雙管齊下，將實現兩大目標：降
低總體稅負，提高德國對全球企業選址的吸引力；二為替德國的稅
基提供長期保證，實現政府預算收支平衡 (「內閣通過企業稅改革
法」，2007)。
企業稅改革法經內閣會議通過後，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聯
邦議會也以 391 票通過該法案，不同意票有 149 票，棄權者 17，
領票但未投票者 57。根據聯邦議會具名投票的結果，執政的聯盟黨
和社民黨中，各有 23 席與 33 席未投票支持這個由內閣和聯盟黨與
社民黨兩黨團共同提出的稅制改革案。根據表 6，社民黨投票選項
是公司所得稅 (Körperschaftssteuer)，即企業一年產生的利潤在分配給各股東之
前，依一定的稅率計徵一定所得稅。而人合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交納的是個人所
得稅 (Einkommensteuer)。
35

一九九〇年兩德合併之後，為了援助東德經濟建設而徵收的，德國於一九九五年
引入了團結稅，所繳之值為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查定金額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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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歧達到三種 (不同意、棄權和未投下票)，聯盟黨則只有不同意
和未投下票兩種。值得注意的是聯盟黨中具議員身分的內政部長蕭
伯樂與之前提出異議的教育暨研究部長莎汎並未投票。社民黨的施
耐爾 (Ottmar Schreiner) 36 和范特 (Rüdiger Veit) 則投下反對票。
擔任社民黨「民主左派 21 論壇」副主席的安涅於二〇〇七年
五月二十五日聯邦議會通過該議案後，發表個人之公開聲明說明其
棄權投票的理由：
德國雖然需要改革企業稅，這次改革也大大減輕大公司的負
稅壓力，但代價卻是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負擔為代價，包括：
37
取消通勤族「往返交通費」(Pendlerpauschale) 的優惠， 並
增加 3% 的加值營業稅 (Mehrwertsteuer)。如此一來，企業
稅改最終方案降了 10％稅率的結果，等於是將前項對大企業
減稅的 250 億元，轉嫁到為數眾多的中等收入通勤族與一般
大眾身上，有圖利大企業之嫌疑，也違背二〇〇五年聯盟黨
38
與社民黨競選時提出降稅 3-6％， 以及聯合執政協議中落
實各自競選黨綱的承諾，嚴重違反公平正義原則，因此該法
案對我而言，沒有合法性，也無社會平衡功能。很多黨內成
員或工會夥伴都和我觀點一致。(Annen, 2007: 1-3)

這項由財政部長史坦布呂克提出的企業稅改革草案，因為前述
理由，遭到社民黨左翼的嚴厲批判，社民黨青年組織 (Jusos) 主席

36

施耐爾是社民黨左派的重要人物，擔任社民黨勞工問題工作小組的聯邦主席。參
見 Schreiner (2009)。

37

雖減少中程路途交通費的補助，但對於路程超過 20 公里者之長程交通費，則還維
持每公里 0.3 歐元之補助。

38

社民黨於二〇〇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競選政見中提出，資合公司 (Kapitalgesellschaften) 的公司稅率 (Körperschaftsteuersatz) 要從 25%降到 19%；聯盟黨二〇〇
五年的競選黨綱則是提出要降到 22%，兩大黨皆主張要透過企業的其他領域稅收
來平衡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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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尼 (Björn Böhning) 斥責此法案對社民黨的社會主義基礎是一大
打擊。如此一來，社會正義 (Gerechtigkeitslücke) 的缺口又更擴大
了，工會內部更是砲聲隆隆。但聯盟黨卻大表讚賞，因為其主張的
降稅幅度比基民盟選舉黨綱所列的還大 (Dausend & Lutz, 2007;
“Unternehmenssteuerreform: Kritik,” 2007)。
史坦布呂克歷次的決策作為，因為較為偏向基民盟，頗受梅克
爾的賞識，但漠視了社民黨內的基本原則與訴求，導致政黨內部的
團結力巨幅下降。長期以來，梅克爾與財政部長史坦布呂克，就一
直主導經濟政策，主要目的在平衡財政預算，而不是減稅，因此經
濟部長格羅斯一直難以影響德國對金融危機的反應或是政府的經
濟政策。針對二〇〇八年中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梅克爾和史坦布
呂克起草了一份財政刺激計畫，主要用於投資基礎建設，這導致格
羅斯的不滿，而於二〇〇九年二月九日以年事已高，身體不佳為由
主動辭職，但其隨後也發表聲明：強烈指責梅克爾一直聽從財長史
坦布呂克的意見 (Glos giftet gegen Merkel und Steinbrück, 2009)，
政策利益之緊密甚於有姐妹黨關係的他，這不僅造成執政聯盟內基
民盟與基社盟關係緊張 (Neukirch, 2009)，恐怕也是財政部長無法
捍衛所屬政黨利益，引起支持選民質疑社民黨已無法堅持公平正義
的基本價值，進而引發社民黨左翼嚴重不滿，且成為不支持聯合政
府議案的主因。

伍、否決者理論之適用
分析完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於決策體系中的黨政關係，並以三個
法案實例檢證後，這節將以查別里斯的「否決者理論」來探究德國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否決者的形廓生態，及其對政策改變和對應於政
治體系穩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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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否決者之數量
查別里斯將否決者分為兩種：一為制度性，另一為政黨性的否
決者。從德國基本法的聯邦立法程序與前述實際的立法實例中可
知：能影響聯邦政策法案通過與否的制度性憲政機關為：聯邦政
府、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與聯邦總統。
四者之中，聯邦政府因為為主要的提案者，無疑地是主要的議
題設定者，影響政策法案成敗的權力主戰場為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
院，聯邦總統通常僅具形式上影響法案生效之權力；39 國會兩院在
理論上均為制度性的否決者。至於實際運作中，政黨部分鍳於梅克
爾大聯合政府中，聯盟黨 226 席與社民黨 222 席共 448 席，占第十
六屆聯邦議會 614 席總席次的 72.96% 比例。兩黨若在內閣會議，
或是在非正式的聯合執政委員會中達成決策共識，則各該法案在該
屆聯邦議會審議中，多會以高比例同意通過；從另一個角度觀之：
基民∕基社盟和社民黨因為同是聯合政府的政黨成員，對於議題設
定與內閣會議共識的形成，在兩黨實力相當下，有絕對否決對方提
案與議決的權力，因此均是以政黨否決者的身分，透過聯邦政府和
聯邦議會來扮演否決者的角色。聯邦議會中其他三個反對黨：自民

39

例外情形為：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期間的聯邦總統科勒 (Horst Köhler)，曾不簽署三
項國會兩院已完成立法程序，但在實質內容可能有違憲之虞的法案，而發揮部分
否決或擱置法案的效果。但科勒此作為，為個人特質使然，與本文所牽涉之執政
黨互動無關，因此忽略不談。三項法案分別為：二〇〇六年的十月「德國航空保
險公司私有化法」(Privatisierung der Deutschen Flugsicherung; DFS)，因和基本法
有諸多未盡符合處，乃未予簽署；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的「消費資訊法」
(Verbraucherinformationsgesetz)，其所涉及的權限應為各邦政府，非為聯邦政府，
而今聯邦立法制定之，有違憲之虞；二〇〇八年四至五月間，在國會兩院批准歐
盟里斯本條約後，因其認為有違憲之虞，而聲明將待聯邦憲法法院做出正面判決
後才簽署之案。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聯邦憲法法院判決該案不違憲後，科勒才
於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簽署該案公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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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左黨與綠黨，因為就算三黨齊心合力，也無影響法案通過、或
有杯葛法案之實力和事實，因此並非否決者。
再觀察梅克爾政府執政後，政策立法在兩院通過的情形，也可
以探查出決策過程中，聯邦議會和聯邦參議院在梅克爾執政期間是
否扮演了否決者的角色。根據聯邦基本法之規定，聯邦政府、聯邦
議會與聯邦參議院都具備立法提案權，惟立法案件因應專業需求，
各國政府在立法提案的重要性與比例不斷上升，德國也不例外，以
第十六屆聯邦議會會期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八日至二〇〇九年十月
二十七日) 的立法提案情形為例 (見表 8)，可發現聯邦議會審議的
提案總數為 905 件，其中來自聯邦政府、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院的
提案數分別為 537、264 與 104 件 (“Statistik der Gesetzgebung,”
2010)。換算成提案比例，前三個提案機關分別為 59.3%、29.2% 與
11.5%；由此可知：聯邦政府與聯邦議會能主導 88.5% 比例之提
案。再從聯邦議會三讀通過的 616 項法案中探求提案來源時，聯邦
政府提案通過的比例升高到 79.2%，而聯邦議會的提案雖降至
14.4% 左右，但其中由兩大政黨參與提案的案子比例高達 13.9%，
單由兩大黨提案者則有 11.4%。合計兩大黨直接透過聯邦政府與聯
邦 議 會 提 案 而 為 聯 邦 議 會 三 讀 通 過 之 法 律 案 就 達 90.6%
(79.2%+11.4%)；若擴大至與兩大黨有關係之提案，則將僅會去除
無黨籍議員 0.5% 與聯邦參議院之提案時，其比例將高達 93.5%。
執政聯盟提案影響力之大，可以想見。
不同於施略德總理任期間，經常出現由聯邦議會的反對黨—基
民∕基社盟在聯邦參議院杯葛議案而延宕立法，影響施政結果；梅
克爾大聯合政府於同時段中，並未出現聯邦參議院成功否決任一項
聯邦議會已通過法案的情形，亦即是基民∕基社盟和社民黨透過黨
政合作，努力達成共識，進一步促成法案全面通過。因此可確知梅

356

歐美研究

表 8 第 16 屆會期聯邦議會通過法案之提案來源 (2005.10.18-2009.10.27)
總數 616
聯邦議會通過之法案

提案數

比例

政府提案

488

79.2%

聯邦參議院提案

19

3.1%

聯邦議會提案

89

14.4%

聯盟黨、社民黨、自民黨、左黨、綠黨

2

0.3%

聯盟黨、社民黨、自民黨、綠黨

8

1.3%

聯盟黨、社民黨、自民黨

4

0.6%

聯盟黨、社民黨、綠黨

2

0.3%

聯盟黨、社民黨

70

11.4%

自民黨

0

0.0%

左黨

0

0.0%

綠黨

0

0.0%

非黨團提案

3

0.5%

其他*

20

3.2%

*其他：來源有二，一為草案與聯邦議會委員會之建議不同者，二為提案在併案過
程中，並不確定提案者之案件。
資料來源：“Statistik der Gesetzgebung” (2010)。

克爾大聯合政府時期的三個執政黨，是經由主導法案在各立法階段
的決策程序，達成政策變化，因此扮演了否決者角色。
和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季辛格大聯合政府與施略德政府二
〇〇二至二〇〇五年執政時期的立法狀況 (參見表 9) 比較，可以
發現：進入聯邦參議院議決程序後，召開兩院協商委員會的法案數
以施略德時期最多。同樣是大聯合政府執政，梅克爾四年執政時期
召開兩院協商會的法案數僅有 18 項少於季辛格時期的 39 項。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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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合政府時期的立法狀況比較
季辛格
大聯合政府時期
(1966-1969)

15 屆
施略德
執政時期
(2002-2005)

梅克爾
大聯合政府
(2005-2009)

461

401

616

453
224
49.4%

386
196
50.8%

613
256
41.8%

229

190

357

50.6%

49.2%

58.2%

39

100

18

30

88

18

10

21

0

0

22

3

0

22

3

5屆
立法過程
立法的參與情形
1
1.1 聯邦議會決議後，轉交諮
詢聯邦參議院的法律
1.2 聯邦總統公布的法律
1.3 需聯邦參議院同意之法律
比例 (%)
1.4 不需參議院通過之法律
比例 (%)
召集兩院協調委員會
2
2.1 在 立 法 程 序 中 召 開 兩 院
協調委員會的次數
2.2 召開之後通過的法案
聯邦參議院之否決
3
3.1 聯 邦 參 議 院 否 決 聯 邦 議
會已通過之的法律次數
聯邦參議院的異議法律
4
4.1 異議法律案總數
4.2 聯 邦 議 會 否 決 聯 邦 參 議
院的異議

16 屆

資料來源：1. “Die Arbeit des Bunesrates im Spiegel der Zahlen” (2010).
2. Schindler (2000).
3. “Statistik der Gesetzgebung” (2010).

要的是：聯邦參議院否決成功的法案數三個時期依次為 10: 21: 0，
意即梅克爾大聯合政府執政期間，並未出現法案被聯邦參議院成功
否決的狀況。而註記為「異議法律」(Einspruchsgesetz) 40 的法律則

40

異議法律指的是對參議院對聯邦議會所通過的法案提出異議 (einspruch)，但參議
院的同意與否不構成法律通過的必要條件，此時聯邦議會可視參議院表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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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施略德時期最多，梅克爾時期有三件，季辛格時期則無。
表 9 說明了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時期立法過程的順暢，以及聯邦
政府、聯邦議會和聯邦參議院關係的和諧，呈現行政立法關係的緊
密合作性。這得力於從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成立起，至二〇〇九年一
月中黑森邦選舉結果出爐之間，聯盟黨與社民黨不只在聯邦議會占
有絕對多數，在聯邦參議院也持續握有多數席次。因此只要兩大黨
於兩院立法過程中協商出共識，立法成功的果實就豐碩。這對於掌
握聯邦議會約 73% 議席比例的執政聯盟而言，應該是輕而易舉之
事。換言之，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後，聯邦政局並未出現其他政黨
聯合的執政組合選項，在基民∕基社盟與社民黨共組大聯合政府是
唯一的選項時，執政聯盟於掌握國會近 3/4 多數的情況下，立法過
程在聯邦議會議決階段，就只有兩大政黨為否決者，因此只要兩大
黨盡力協商，提出議案改變政策現狀的可能性就很高。
至於聯邦參議院在此一時期是否為否決者，可從其組成和實際
的立法表現來分析。首先，就聯邦參議院之政黨組成而言，雖然會
隨著邦政府改選而有變化，但即使經過二〇〇六年萊茵—普法爾茲
(社民黨)、薩克森—安哈特 (基民盟＋社民黨)、巴登—符騰堡 (基
民盟＋自民黨)、柏林 (社民黨＋左黨)、梅克倫堡—弗波門 (基民盟
＋社民黨)，二〇〇七年布萊梅 (社民黨＋綠黨)，二〇〇八年的黑
森 (二〇〇八年左派各黨試圖組閣，但失敗；二〇〇九年初重選：
基民盟＋自由黨)、下薩克森 (基民盟＋自民黨)、漢堡 (基民盟＋綠
黨) 與巴伐利亞 (基社盟＋自民黨) 等 10 個邦議會選舉，至二〇〇
九年一月黑森邦選舉前，若以單純聯盟黨與社民黨各自單獨執政，
或共組大聯合政府所能掌握的邦政府代表數計算，該數字為 35，剛

況，以絕對多數或 2/3 多數否決參議院的異議，此種情況下該法律在送交總統公布
時，會特別標明為異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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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超過 69 票之半數，但在二〇〇九年一月黑森邦由基民盟與自民
黨合組聯合政府後，則該數降到 30，不到一半， 41 因此梅克爾的
大聯合政府後來在聯邦參議院的立法協商，就需投入更多努力，說
服各邦政府代表，才能順利執政。表 10 實際的立法統計數據顯示
出：整個十六屆會期中聯邦參議院並無成功否決聯邦議會法案的事
實，可以說明聯邦參議院於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時期，並非立法上之
否決者。同理也推論出：即使理論上，在野黨參與了聯邦參議院之
立法過程，但此期間，這些小黨實際上並非聯邦立法否決者。理由
為二〇〇九年一月後，純粹由兩大政黨掌握的票數不到聯邦參議院
多數時，無論是小黨們串連實力不足，無法藉機杯葛法案；或是受
制於聯邦制度改革後，基本法大幅降低聯邦參議院影響立法通過之
修訂，使聯邦議會可單獨決定議案通過之法案比例大增之影響，反
應到聯邦參議院的立法結果，就是「零」法案遭否決的情況。

二、否決者意識型態差距之比較
根據前述，聯合政府的立法提案主導了政策立法，執政的三黨
為了順利匯集政策意見，組成聯合執政委員會作為協商府會黨三方
勢力的決策中樞。各項決策的方針，是以聯合執政協議為主，但實
際決策中許多的具體措施，則有待決策參與者協商後決定。從決策
機制的人事來看，聯合執政委員會在解決三黨面臨根本意義重要性
改變，或衝突議題時，可發揮重要功能的決策機制。梅克爾以聯邦
總理之地位、加上其在聯盟黨內的權威與幕僚資源的投入，因而在
與經濟發展有關的政策議題上，會主張自由競爭、減少補貼、減少
干預來增加創新，並重視家庭價值。在財稅政策上，則藉由使用者
付費來實現公平正義，減少聯邦支出，以達到聯邦政府收支平衡。
41

作者根據聯邦參議院站與 Bundeswahlleiter 各邦選舉結果之網路資料自行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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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聯
邦
政
府

黨
主
席

財
政
部
長
黨
團
主
席
黨
秘
書
長

聯合執政委員會參與人員的結構

1. Merkel (2005.11-2009.9)
2.1 Mütefering
(2005.11.22-2007.11.13)
2.2 Steinmeier (2007.11-2009.9)
1. Merkel (2005.11-2009.9)
2.1 Platzeck
(2005.11.15-2006.4.10)
2.2. Beck (2006.4.10-2008.9.7)
2.3. Steinmeier
(2008.9.7-2008.10.18)
2.4 Müntefering
(2008.10.18-2009.9)
3.1. Stoiber
(1999.1.16-2007.9.29)
3.2. Huber
(2007.9.29-2008.10.25)
3.3. Seehofer
(2008.10.25-2009.9)

聯邦議
員身分
Ｏ

地方首
長身分

Ｏ

備註

社民黨右派
社民黨右派

Ｏ
Ｏ

社民黨中間偏左

Ｏ

社民黨左派
社民黨右派

Ｏ

2. Steinbrück (2005.11-2009.9)

社民黨右派
Ｏ

聯盟黨右派

Ｏ

聯盟黨右派

Ｏ

聯盟黨右派

社民黨右派

1. Kauder (2005.11-2009.9)
2. Struck (2005.11-2009.9)

Ｏ
Ｏ

聯盟黨
社民黨

3. Ramsauer (2005.11-2009.9)

Ｏ

聯盟黨右派

1. Pofalla (2005.11-2009.9)
2. Heil (2005.11-2009.9)
3.1. Söder (2003.11-2007.10)
3.2. 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
(2008.11-2009.2)
3.3. Alexander Dobrindt
(2009.2.9-2009.5)

Ｏ
Ｏ
Ｏ
Ｏ

說明：1. 基民盟；2. 社民黨；3. 基社盟。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Gast & Kranenpohl (2008: 23); Rudzio (2008: 12); Niclauß (2008:
12); CDU/CSU, SPD (2005: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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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社民黨的協商合作中，在較多社民黨右派人士 (見表 10) 進
入聯合執政委員會時，整個政策融合了兩黨的共同點。還藉著兩大
黨勢力，順利通過並推動大幅度改革的法案。但由於過去德國在勞
工社福制度保障所形成的生產成本過高，因此一下子大幅改革，對
習於過去勞動社福型態的勞工來說，並不適應，且其多為社民黨傳
統之支持者，當這些法案在社民黨背書配合之下完成時，支持者反
彈的結果，對社民黨的傷害就很大。
以健保制度改革為例，是以「增強法定醫療保險競爭力」為名
來進行，社民黨放棄自己堅持的「全民保險」，採取了基民盟的「團
結健康保險費」途徑，讓健保制度商業化，引進法定與私人保險雙
軌制，雖然法定保險費率全國一致適用，也成立了健康基金，以政
府稅收補助法定保險的財務，但對某些財務狀況較弱的邦，就是重
擔；而對於老年與長期病患卻可收取附加費用，保險公團只能領一
定額補償，這會讓保險公團的服務品質降低；其收支若無法平衡
時，雖可收取附加費，但無法與私人保險公司競爭，這將反而使大
部分的一般民眾無法接受好的醫療保障。
另一個問題在意識型態距離較大的基社盟與社民黨之間，基社
盟之葛羅斯和社民黨之史坦布呂克分別掌理經濟部與財政部，前此
已經談過，由於梅克爾較重用史坦布呂克，因此在財經政策上多和
史氏討論；而葛羅斯並未參加聯合執政委員會，此減少了與梅克爾
在財經重要事務決定上的接觸機會，使得在財政赤字削減和減稅以
刺激經濟景氣的政策爭辯上，葛羅斯有大權旁落之感，憤而辭職。
這也導致基民盟與基社盟姐妹黨之間嫌隙，二〇〇九年二月中旬兩
黨主席梅克爾與社赫弗 (Horst Seehofer) 率同黨政要員於聯邦總理
府會面，共商二〇〇九年聯邦大選的聯合選舉策略，基社盟攻擊梅
克爾的聲音才漸止住，持續一週的兩黨低沉氣氛方得以慢慢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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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基民盟與社民黨之間，也發生究竟是由總理梅克爾，還是
由外交部長史坦邁爾來主導對外政策的問題。德國在施略德執政期
間，曾因為是否派兵參與伊拉克戰爭的問題而與美國交惡，梅克爾
上任後則極力修補。二〇〇六年初，大聯合政府結束百日執政的蜜
月期，民調就因為兩大黨政策協商不協調而直直落，直至六月至七
月間，德國主辦世界杯足球賽，民調才稍微止跌。算是外交生手的
梅克爾，藉著二〇〇七上半年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機會，集
合二十五國發表柏林宣言，慶祝羅馬條約簽訂五十年，並成功說服
其他國家對歐盟憲法條約的替代方案「改革條約」達成共識 (The
Council Presidency, 2007)；其次又在該年六月七日至八日於德國主
辦的八大工業國家高峰會 (G8) 中，促成能源消耗減量與減緩氣候
變遷的共識。兩項會議的成功，讓她登上民調的高峰 (見圖 1)，這
種高峰會外交 (Gipfeldiplomatie)，意外替梅克爾製造政治利多之餘
(Niclauß, 2008: 6)，也搶了外交部長史坦邁爾不少光采。梅克爾以
人權外交的道德價值出發，於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私人會
晤」名義接待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而史坦邁爾以施略德為師，
崇尚現實利益，與中國交好，兩人在對待達賴喇嘛上的態度迥異，
導致對中政策出現歧異。中國則片面取消兩國既定的部長級會談，
德中關係暫時陷入低潮，過了大半年，經由史坦邁爾的修補，於二
〇〇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中國進行閃電訪問，開啟梅克爾於十月二十
三日至二十五日的北京訪問，德中關係才逐漸恢復正常。
前述幾項政策意識型態上的衝突曾經激烈，但三黨依舊持續執
政，政策改革的幅度，也因為是集兩大黨之力共同推動的，因此改
革幅度相當大，像聯邦制度改革，健保制度改革與企業稅改革都被
稱為是歷年以來最大的改革，所以對民眾的衝擊也相當大。至於聯
合執政伙伴中，因決策過程中的妥協多對爭執敗落的一黨，造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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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9 年德國五主要政黨的民調結果

說明：Ａ：聯盟黨；Ｂ：社民黨：Ｃ：自民黨；Ｄ：綠黨；Ｅ：左黨。
資料來源：Institutes TNS EMNID (2010)。

部衝擊，所以三黨在這屆任期的最後一年中，口頭齟齬不斷，影響
執政合作氣氛 (Niclauß, 2008: 10)。

三、否決者內部的融合程度
梅克爾在大聯合政府執政期間，於基民盟內的地位平穩。經歷
多年政黨主席、黨團主席的歷練，在政黨內部與議會黨團內，相較
於基社盟與社民黨的黨主席們，較有堅實的支持，可以穩坐聯邦總
理之職，並兼任基民盟黨主席。但在執政前期因為重視提升個人與
德國的外交地位，疏於關注國內議題，加上國內議題成因複雜，因

364

歐美研究

此其在決策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多只是在不同的政策意見中發揮使
其具備新樣貌的功能而已，至於採用的各項措施之間能否連結？相
互為用？答案可能讓人質疑。以健康保險制度改革為例：梅氏建議
引進健康基金，但因為連結著保費的提高，因此許多國民與聯邦議
員不敢確信這樣的法案會被民眾高度接受。有關退休年齡延長至六
十七歲，以及父母津貼 (Elterngeld) 則分別由勞工社會部長明特菲
凌與家庭部長蕾恩負責。梅克爾在其他相關內政議題政策上沒有清
楚立場的態度，讓媒體批評她「與現實有距離」(realitätsfern)。另
外在二〇〇七年十一、十二月間的郵差最低工資問題處理上，因為
未取得妥協，大聯合政府的民意滿意度曾由十一月的 43％，跌至十
二月的 37％ (參見圖 2)。反應在梅克爾個人的聲望則由該年十月的
77%，跌至十二月的 66% (Niclauß, 2008: 6-7)。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八日，社民黨籍聯邦議會議員謝爾 (Hermann
Scheer) 曾在大聯合政府剛通過聯邦制度改革與健保制度草案時，
圖2

德國民眾對黑紅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

資料來源：ARD Deutschland Trend (200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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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兩草案和目前大聯合政府提出的法案都是內閣經過大幅妥協
後推出的法案，政策品質不佳，卻又要求黨籍聯邦議員最好照案通
過。另外，基民盟的聯邦議員密斯菲德 (Philipp Mißfelder) 也認為
許多草案在選區中的反應不好，民調滿意度一直低於50% 的情況
亦可以反應這趨勢 (圖2)，影響了聯合政府的支持度，但身為議員
的他們卻莫可奈何 (Judzikowski, Reichart, & Lang, 2006)，這反映
出一部分同黨議員真實聲音。事實上從梅克爾大聯合政府上台，基
民盟∕基社盟在邦議會選舉中，已經從二〇〇八年起陸續在漢堡、
巴伐利亞、黑森失去單獨執政地位，必須和他黨共同執政；另外，
二〇〇九年八、九月幾個邦議會選舉後，基民盟也失去在薩爾、杜
林根的絕對執政地位；至於在布蘭登堡則是大敗，得票比例遠不如
左黨。四年之間，唯一贏得執政地位者，只有在梅克倫堡—弗波門
邦與社民黨合組大聯合政府 (參見表11)。
社民黨內，面對曾經擔任黨主席的拉芳田 (Oskar Lafontaine)
出走，並在二〇〇五年大選中和民社黨合作，和社民黨爭奪左派選
民票源；加上黨內從施略德執政開始一直由右派主導政黨走向，因
此涉及黨內定位的左右路線爭執，一直存在。短暫擔任黨主席七個
月的帕拉切克為中間傾左路線者，因身體不佳辭去職務。擔任黨主
席最久的貝克，為左派人物，兩人同時擔任邦主席職務，因此工作
繁忙。面對左右兩大黨的合作，在聯合執政委員會內社民黨右派占
多數時，其實貝克並未獲得社民黨中央與黨團的支持。在講求民意
的時代，對有意更上一層樓，代表社民黨競選聯邦總理的貝克，在
一對一與梅克爾對決的民意調查中，貝克一直大幅落後於梅克爾，
於二〇〇七年十月，竟然有19: 67的大差距 (Niclauß, 2008: 10)；
及至二〇〇八年四月九日，梅克爾60％對貝克12％的支持度差距，
達到五倍之多 (Umfrage: Merkel fünf Mal beliebter als Bec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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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05-2009年德國主要政黨各邦議會之選舉結果 (席次)

說明：各邦中政黨有灰底的部分，意指該邦議會選舉後組成聯合政府的執政黨。
FW: Freie Wähler (自由選民黨)；GAL: Grün-Alternativen Liste (綠色替代名單)；
NPD: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德意志國家民主黨)；
WASG: Die Wahlalternative Arbeit & Soziale Gerechtigkeit (選舉替代-就業與社會正
義；簡稱就業與社會正義黨)。
a. 由於二〇〇八年選後執政聯盟談不攏，組閣宣告破局，邦議會解散後於二〇〇九年
一月二十七日重選。
b. 民社黨∕左黨，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七日前僅在德東出現之資料稱為民社黨 (民社
黨)，之後至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六日稱為「左黨—民社黨」(Die Linke.PDS)，二〇〇
七年六月十六日左黨 (Die Linke) 正式成立。
資料來源：“Wahlberechtigte, Wähler, Stimmabgab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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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黨黨內左派勢力受排擠，加上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六日左黨成
立，將勢力擴及德西地區，使得社民黨的危機更大。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起，社民黨和基民∕基社盟在聯邦合組大聯
合政府，兩者的民意支持度從二〇〇六年初開始就持續拉大。根據
圖1明鏡周刊轉載Institutes TNS EMNID的政黨支持度民調顯示：二
〇〇五年十月初，剛經歷第十六屆聯邦議會選舉的聯盟黨與社民
黨，其民調支持度分為35% 與34%。然而至二〇〇六年一月初，
兩黨的差距開始擴大，截至同年四月差距已達12％ (39％：27%)；
十一月兩者的差距縮小為29%：28%。後又擴大，至二〇〇七年七
月差距達到13% (37%：24%)。之後截至二〇〇九年四月一直維持
8~14％的差距。社民黨最低民調出現在二〇〇八年六月，僅有20%
的支持度。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之後，社民黨的支持度持續從29%開
始向下滑落，主要肇因為貝克和黨團主席明特菲凌的意見經常不一
致，政治鬥爭嚴重，42 延遲或影響了聯邦黨務推動，因此民調支持
度持續下降。針對政黨定位問題，社民黨在二〇〇七年九月改弦易
轍，重拾原本「社會公平正義」的主軸，提出「漢堡黨綱」(Hamburger
Programm) 確定新的政策目標，並重新確立為「中間偏左」的政黨
路線，要運用於政策協商上。但到了二〇〇八年，社民黨在各邦之
選舉結果、黨員人數上仍然不見起色，群眾性政黨起家之社民黨，
其黨員人數竟然於二〇〇八年六月低於基民盟的黨員人數，至二〇

42

二〇〇七年十月中旬，在「2010 議程」(Agenda 2010) 改革中，貝克與明特菲凌
對於中高齡失業者的失業金給付議題大不相同，使得於十一月十三日明特菲凌辭
掉副總理之職，該職則由社民黨籍的外交部長史坦邁爾接任。社民黨右派的勢力
暫時在黨內受挫。但即使如此，位居執政要位的仍是社民黨右派人士如：外長史
坦邁爾、財政部長史坦布呂克等。參見 SPD-Parteitag billigt längeres Arbeitslosengel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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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九年九月底黨員人數僅有513,381人。 43
二〇〇八年初於黑森邦邦議會選舉後，出現紅紅綠三黨合組左
派聯合政府的可能性，但社民黨竟然在無法有效說服黨內兩位議員
的情況下，使得議會中的邦總理選舉時未獲半數以上支持，導致邦
議會解散重新選舉，以至於讓基民盟之柯訶於二〇〇九年一月改選
中鹹魚翻身，與自民黨合組右派聯合政府，繼續擔任邦總理。二〇
〇八年秋天，為因應隔年秋天的聯邦議會大選，當時的黨主席貝克
意欲爭取成為社民黨聯邦總理候選人，遭遇挫敗後於二〇〇八年九
月七日辭職，由史坦邁爾短暫接任代主席，而後於十月選出明特菲
凌為黨主席，史坦邁爾則被選為聯邦總理候選人。三年時間內，社
民黨經歷內部如此重大變革，黨的凝聚力自然下滑，反應這情勢於
聯邦議會黨團的投票上，就顯得歧異很多。但由於兩大黨在聯邦議
會的總額有448席，約占七成三，因此兩大黨基本上還可以各自容
許平均約30％的跑票率，而不會影響法案過半數通過之結果；但內
部的權力路線之爭，卻足以讓社民黨從大黨變成中型政黨。
基社盟也出現黨主席更替的狀況 (參見表 10)，在聯邦層面與
社民黨的合作，政策妥協是無可避免的，在施政績效不好時，必然
出現須共同承擔聯邦施政不佳的責任。二〇〇八年九月，基社盟竟
然失掉二戰結束起一直由其單獨執政的巴伐利亞邦議會選舉，而和
自民黨合組聯合政府。這打擊迫使基社盟也做了結構改革，在社赫
弗新任的邦政府內閣中，全都挑選六十歲以下的青壯年擔任邦部會
首長，以充足的幹勁來面對挑戰。

43

社民黨黨員人數在減少中，自一九九〇年東西德統一後黨員人數一度高達 943,402
人，人數一直多於基民黨，然而二〇〇八年六月基民黨的黨員人數首次超過社民
黨。參見 Mitgrlederbestand der SPD (2009)。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立法決策體系中的黨政關係

369

陸、結論
本文嘗試在複雜的德國梅克爾大聯合政府運作中，透過否決者
理論之分析，來發掘執政聯盟內黨政關係的實相；並適用否決者理
論來探討該時期重要政策改變與政治體系穩定之間的關係，以及對
聯邦政治體系的影響。但因為本文以期刊論文形式呈現，篇幅有
限，僅以三項代表性政策立法過程為實例，分析執政三黨於決策體
系內的互動妥協，或有不足，但仍可勾繪出梅克爾大聯合政府黨政
關係的特色雛形。
首先是該時期的聯邦立法決策體系運作，具備以下三點特色：
一、執政之前三黨簽訂的聯合執政協議所建構的聯合執政委員
會—聯邦議會黨團合作—聯合政府合作等三個層面的合作，的確發
揮功能；尤其在根本性與爭議性問題的解決上，具備多樣代表性的
「聯合執政委員會」與專家工作小組的諮詢，有利於凝聚黨政大員
共識，形成初步的立法或政策草案。
二、大聯合政府中的決策體系裡，雖然總理原則為一般德國聯
合政府的執政特色，但在大聯合政府中，聯邦總理因為兩大黨的意
識形態差距普遍大於最小獲勝聯合政府類型，因此協調中有很大的
挑戰性，為此聯邦總理多只能擔任協調的角色。然而梅克爾在大聯
合政府內的表現，受益於聯邦總理府與新聞局的幕僚協調、溝通協
助，因此所處的決策條件比前一次季辛格大聯合政府時局要好地
多，也幸運地多。
三、聯邦議會黨團其實是落實決議在聯邦議會通過的重點，黨
團主席在此扮演重要角色。其身兼決策參與者、民意反映者、協調
說服議員者等角色，因此法案通過的投票內容，可為測試法案是否
通過民意淬鍊的試金石，並反應民意對政策的支持度。
以上分析可知：非正式的聯合執政委員會設置，是梅克爾大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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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府擬議政策草案的核心，其運作是以聯合執政協議為基礎，發
揮匯聚兩大黨府會黨意見功能，再作為進入政府決策機制討論議決
的根本。從聯邦黨團主席、黨主席身兼邦總理、或是聯邦黨職人員
和聯邦政府部長身分者的加入，可說明其決策核心深具民意基礎，
人數規模也以七人團為主，最多限制在 13 人之內，務求決策效率
與品質的提升。如此一來，再經過正式的立法決策提案、討論議決
過程，政策之推動始具合法正當性。這樣的政黨與執政合作經驗，
對於有類似黨政發展背景 (如溫和多黨體系內閣制)、且意識形態差
異較大的兩大政黨，或許已經提供執政上決策與權力分配制度設
計，在共識決的決策原則下，似乎可以運行無阻，然而兩大黨意識
型態的大差異，和反應至各黨內部的路線立場與權力爭奪，卻絕不
是依據制度運作就能輕易擺平的。因此即使兩大黨因為現實的執政
利益高於政策實現或選票獲取之利益，因而勉強維持執政伙伴關
係，但大聯合政府型態無論在黨內或是政黨間權力結構上所呈現的
內部劇烈衝突，將不利於兩大黨主觀上於下屆繼續維持此種執政型
態，加上其他小黨勢力崛起，於是在二〇〇九年九月聯邦大選後，
德國梅克爾大聯合政府任期結束，只維持一屆。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決策過程中，根據第十六屆聯邦議會的立法
統計結果顯示：聯邦政府與聯邦議會為制度性的否決者，聯邦政府
還因為組成的兩大黨主導政策的提案，因而還為議題設定者。而在
梅克爾大聯合政府執政前，長期扮演聯邦立法否決者的聯邦參議
院，在此一時期，卻從未成功否決聯邦議會已通過之法案，因此並
非制度性的否決者。主因有二，一是針對需參議院通過之法律案，
執政聯盟都能協商，推出妥協方案，說服非執政聯盟組合的邦政府
代表，而獲得參議院通過法案所需的多數票；二是基本法立法程序
設計使然，即使參議院反對某法案，但只要其為「非參議院通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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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條件之法案」，聯邦議會即能單獨決定該法案之通過，不受聯
邦參議院政黨結構與表決結果之影響。
雖然制度性否決者為聯邦政府與聯邦議會，但兩者都是經由兩
大黨的互動來呈現。在其他政黨的執政組合選項無具體實現的可能
性時 (如：黑黃綠與紅黃綠)，兩大黨在聯邦議會席次高達約 73%，
於民意高度期待下，被迫形成命運共同體，要能夠通過法案，解決
陳疴已久的結構性問題。如此一來，在只有兩大黨能聯合執政的情
況下，只要兩大黨要繼續維持執政狀態，政策立法必能達成妥協；
如：二〇〇七年三月九日三讀表決聯邦政府提議的「德國武力參與
國際維和部隊進駐阿富汗」案，聯邦議會以 66% 的比例通過，其
中聯盟黨的支持度為 91.44%，但社民黨的支持率卻僅有 60.18%，
低於自民黨的 70.49% (Bundestag, 2007c)。 44 換言之，對於兩大
黨黨團或是聯邦政府所提之草案，僅要商議後能各自集結匯聚總數
達聯邦議會半數以上的票數，政策改變對其就是輕而易舉之事。這
可以說明多項在歷屆最小執政聯合政府時期就延宕許久，卻具結構
重要性改革之法案，如：聯邦制度改革、健保改革法與企業稅改革
法等，終於能在梅克爾第一任的執政任期中，以大聯合政府型態的
執政方式，於極快的效率下完成立法。
否決者的意識形態差距上，基民∕基社盟屬於保守之右翼政
黨，社民黨則是左派政黨，兩者本來有很大差距。但在其他執政組
合選項，如黑黃綠與紅黃綠的組合，均是跨左右意識形態的狀況，
三黨的政策協商難度顯然遠高於兩黨，加上過去並無這樣的組合型
態執政，實際操作情勢困難，因此黑紅兩大黨的組合，相對前述的
44

自民黨會支持阿富汗出兵案，除了其傳統外交政策上支持德國在必要時得於符合
國際與國內法狀況下出兵的原則外；更重要的是其外交政策長期與聯盟黨結盟，
因此在類似的出兵案願意放棄反對黨的立場，而以親善聯盟黨的投票態度支持，
也累積下屆選舉與組閣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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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其實是意識型態比較接近的執政組合。兩大黨過去都曾長期
執政，但也曾為聯邦政治的在野黨，深知執政與在野黨所獲資源與
政治地位之差異，所以在政黨追求的三大目標：政策 (policy) 實
現、還有選票 (votes) 極大化，與執政地位 (offices) 的維持上，兩
大黨在已經為執政黨的情況下，政黨高層主觀上莫不以持續維持執
政地位為最重要的政黨目標，政策實現與選票的獲取則為次要。面
對客觀情勢顯示的：二〇〇七年七月起，聯盟黨的支持度穩定維持
於 40-43％ 之間，但社民黨民調支持率則始終徘徊於 23-30% 的
低檔，其他三黨則平均具備 10-14%的實力時，居於執政聯盟民調
劣勢的社民黨，在這種艱難的處境，實有進退不得的為難。在黨內
左右兩派之權力鬥爭不斷，無法安內的情況下，難以全力對團結的
聯盟黨開砲站穩原有政策立場；對外也無力抗拒左黨挖牆角的動
作，捍衛原本的黨員基礎，因此並不能以脫離執政聯盟，來要脅聯
盟黨政策上的妥協；否則一旦倒閣，不論是經建設性不信任投票
(Konstruktive Misstrauensvotum)， 45 推選出新的聯邦總理，或是
聯邦議會重新改選，社民黨將因為僅有約 20％ 幾的民調度，無法
主導新的執政組合；同時，其失去執政黨地位的可能性甚至遠大於
聯盟黨，這對於社民黨將是政策、選票、官位全失的三輸狀況。事
實亦顯示：社民黨採取了繼續留在執政聯盟的策略，要延遲前述最
差狀況的出現，因此在聯邦議會第十六屆會期的後半段，兩大黨常
處於齟齬不斷，但必須推出共識性政策法案的執政黨地位上。對於
陳年難解的政策立場問題，如何協商，取得共識，就是大考驗。
在雙方都同意以共識決確認法律、政策提案時，權力折衝實力
45

基本法第 67 條「建設性不信任投票」的規定：(1) 聯邦議會僅得以議會過半數選
舉一聯邦總理繼任人並要求聯邦總統免除現任聯邦總理職務，而對聯邦總理表示
其不信任。聯邦總統應接受其要求並任命當選之人。(2) 動議提出與選舉須間隔四
十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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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下，妥協且讓步較多的政黨，必然是權力基礎較不鞏固者。黨
內分歧較多者，因其無法堅持政黨基本原則，也將會在政策推出或
執行後，接收到民意的負面作用，如民調低落、黨員流失、選舉失
利等。其流失的政治實力，就會被其他政黨競逐接收，或以新成立
的政黨形式存在，來反應被大黨壓抑的民意。
相較於社民黨與基社盟，基民盟的領導人並無更替，梅克爾持
續穩坐黨主席與聯邦總理的寶座。社民黨的處境則較為艱難，二〇
〇五年十一月執政之前，才剛受到前主席拉芳田出走，籌組「就業
與社會正義黨」，並與民社黨合組選舉聯盟的打擊。選後黨內依舊
存在著領導人的路線鬥爭，加上大聯合政府執政型態，經常要和執
政夥伴協商，尋求共識，因此在基本路線與務實合作路線中搖擺的
情況十分明顯，內部的政治意見紛歧，最具體地就顯示在聯邦議會
議員表決結果的歧異。同一時期，社民黨換了四位黨主席，基社盟）
針對本文第二個研究重點，探究聯邦重要政策改變與政治體系
穩定之間的關係，除了上述已知梅克爾大聯合執政期間，以執政聯
盟在聯邦議會占有約七成三席次的實力，通過了許多重要具結構性
改革的法案外；和年代較近、政策背景相近的施略德政府 (二〇〇
二至二〇〇五年) 相比 (見表 9)，梅克爾大聯合政府執政期間，法
案被聯邦參議院否決之數目為零；施略德政府執政三年，但否決數
達到 21，這可顯示出梅克爾大聯合政府期間透過立法改變政策之容
易。四年執政時間，兩大黨除了執政百日的蜜月期外，聯邦政府的
政策推動，始終是在一種齟齬不斷的協商中達成共識的，因此執政
聯盟內的黨政關係是在吵鬧中維持最低和諧程度的執政伙伴狀
態。這一時期，也正是德國聯邦層級的政黨體系由四黨轉為五黨的
階段。自民黨、綠黨與於二〇〇七年六月甫成立的左黨於該時期內
蓬勃發展，民意支持度均成長並持續維持約 10% 的狀況，也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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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邦參與聯合執政，都是大聯合政府治理時期下，部分民意對聯邦
政府不滿，反應到在野小黨時，才展現的多元政黨發展狀態。
另一方面，在邦政治上，基民∕基社盟與社民黨的合作中，三
黨或多或少因為政策協商必須妥協，修訂了部分原有的政策立場，
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因此在邦議會選舉的表現也多衰退。
此時，各邦政治的多元性慢慢因應新的五政黨體系，而有新型的不
同執政組合，有些甚至可能成為未來聯邦執政組合的新選項。如：
二〇〇九年一月基民盟於漢堡市和綠黨合組德國政治史上首次出
現的黑綠聯合邦政府，二〇〇九年十一月薩爾邦出現的黑黃綠 (基
民盟+自民黨+綠黨) 三黨聯合政府。由此看來，梅克爾大聯合政
府時期，並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政治體系會是由兩大黨所主導的
穩定政局狀態：因為社民黨是被迫選擇在不和諧的環境下繼續執
政，這連同小黨透過每年都有的邦議會選舉，對施政滿意度不佳的
執政聯盟構成挑戰，因而使得聯邦政治體系顯得不穩。這種大黨勢
力萎縮，小黨積極成長的狀況，反應在具有聯邦執政組合選項指標
意義的邦政治上，是多元色彩的執政組合情勢，說明了德國政黨體
系已經發生大變化。影響所及，大黨單獨執政機會急速下降，許多
地區也失去常見的最小聯合政府出現的條件。這意味著若要組織穩
定的政府，就必須以兩個大黨，或是三個政黨的組合來進行。以德
國五個主要政黨的意識型態分類：聯盟黨與自民黨屬於右派政黨，
社民黨、綠黨、左黨屬於左派政黨，未來除非是由左派政黨們合組
紅紅綠政府、不然只要是兩個政黨的大聯合或如黑綠政府，或是三
黨政府，均會是跨左右分歧的政黨合作，顯示出目前或未來德國無
論是邦或聯邦層面，組閣的複雜度與難度都會增加。當然在所有政
黨都具備執政能力，意即當執政機會對所有主要政黨開放時，政黨
的競爭勢必更加激烈，表現在政治與政黨關係的穩定度也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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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德國聯邦議會選舉，原執政的三個執
政黨得票率均下降，基民盟為 27.3%，基社盟為 6.5%，兩者合計
33.8%；社民黨的選舉結果更為二次戰後最差的一次，和二〇〇五
年相較，流失 11.2% 的選票，僅獲得 23.0% 的選票支持，成為一
個中型政黨；原先在野的自民黨、左黨與綠黨得票結果大躍進，均
突破 10%，分別獲得 14.9%、11.9%、10.7% 的選票。這次選舉結
果也呼應前文所述的執政聯盟和在野勢力的消長，選後獲勝的右
派：聯盟黨和自民黨開始進行聯合執政協商，基民盟之梅克爾續任
聯邦總理，並終結黑紅大聯合政府。這一方面反映多數選民較為信
賴中間偏右政府解決經濟問題的期待，另一方面顯示兩大黨引以為
傲的大刀闊斧政策改革政績，仍需要再評估，惟選民顯然並不喜歡
內部衝突齟齬不斷的大聯合政府，並反向地支持聯邦層面在野小黨
的發聲。本文分析了梅克爾大聯合政府任內決策體系的黨政關係，
並藉由否決者理論檢視政黨—政策轉變—政治穩定的關連性，並說
明了德國聯邦政府組合的發展趨勢，以及剖析梅克爾大聯合政府組
織型態的決策模式與困境，對大聯合執政的某些迷思提供合理之解
答。展望未來，對於以追求執政地位的政黨而言，如何以特有的意
識型態來區別他黨並吸引選民將會是德國各主要政黨的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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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nd coalition parties—the Union Party (CDI+CSU) and SPD—
currently hold approximately 73% of the seats in the German
Bundestag, but are nonethelress beset by many conflicts and problems,
including decreasing party membership, falling popular support and
poor election results in local parliaments. Moreover, the three opposition parties—FDP, die Linke and the German Green party—can
currently claim around 10% support in polls. In effect, since November 2005, there has been a five-party system in place not only at
the federal level, but also contesting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Meanwhile, a CDU-Grünen coalition has emerged at the local level in
Hamburg. These strange conditions make Merkel’s grand coalition
different from the 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s typically seen in stable
political systems. This research considers the impact of Merkel’s
grand coalition on German politics,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procedures and applying “veto player theory”: number of veto players,
distance of 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intra-cohesion grade of veto
plays. This provides insight into how Merkel’s grand coalition operates, why its policies have changed and why there has been a decline
in politic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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