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第三章宜蘭縣政治派系 

派系（faction）乃是普遍存在於各類型組織中的次級團體（吳芳

銘1996,17），為以主從關係（patron-client）為基礎的「二元非正

式組織的群體」（dualic non-corporate group）（吳重禮1998, 179）。

趙永茂（1997, 238）則針對台灣的地方派系定義如下：「地方派系是

地方政治人物以地緣、血緣、宗族或社會關係為基礎，相互聯合以爭

取地方政治權力的組合」。在戒嚴時期地方派系只能選擇國民黨的威

權體制以繼續獲得或鞏固地方的既得利益；而國民黨為了防止新興的

黨外反對勢力坐大，以及獲取選票繼續長期執政，必然須借重地方派

系的基層人脈。台灣地方派系在戒嚴時期只是威權統治的協力者，在

威權政體瓦解後，影響力並沒有減弱，反而因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

化的快速發展，地方派系與工商企業財團漸漸結合成新興的「政商關

係」透過提供政治獻金甚至參與競選，重新尋獲更穩固且強有力的運

作基礎，其影響力甚至比威權統治時期更大（黃德福1990, 94） 

台灣光復後， 地方政治權力之分配與爭奪， 導致派系之對立與

生成， 其理甚明。因此， 地方領袖或候選人， 為彼此之政治利益， 

互相勾結， 以地緣、人緣或地方領袖或社會關係為基礎， 成群結派

以為政治鬥爭之助。歷經幾次選舉， 互結恩怨之後， 自然各自發展

出一股政治或社會關係勢力， 至此， 地方派系便自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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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權統治時期，源於國民黨刻意壓制任何企圖串連派系的意

圖，以避免全國性派閥威脅到國民黨的權威和整體利益（陳明通 

1995）；另一方面，國民黨在地方上扶植兩個以上的派系，目的在於使

其相互牽制，以防止派系的坐大，並在若干佔有優勢的縣市，主導或

配合所謂的「派系輪流執政」（王振寰 1996, 239），台灣的地方派系

為了爭奪政黨提名所引發的權力鬥爭，於是乎成了司空見慣的政治現

象；爾後，由於地方派系越來越有美國早期的政治機器（political 

machine）在候選人甄選與選舉動員方面旋乾轉坤的力量，1988 年國

民黨刻意推動黨員初選，隱藏的動機便是要削弱甚至摧毀派系的勢

力，收編其政治資源，擺脫地方派系在提名過程中的掣肘（吳重禮 

1999a, 98）。 

1970 年代蔣經國所主導的派系替代策略， 引起地方派系的反彈， 

導致前所未有的挫敗之後， 1980 年代後， 國民黨不得不放緩打壓地

方派系的腳步， 1984 年6月蔣經國任命學者出身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關中， 出任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關中主委上任不久即仿傚美國的政

黨提名制度， 戮力推動黨內初選， 企圖以這種釜底抽薪的辦法， 來

消滅派系（ 陳明通， 民87： 185-186）。蔣經國晚年為什麼仍然要極

力支持關中削弱地方派系， 特別是反對勢力日益茁壯的當頭， 自我

削弱地方上的統治盟友， 陳明通認為這與國民黨的外來政權屬性，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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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威權統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陳明通， 民87： 187）。 

國民黨中央遷台以後，認定這些派系的存在破壞政局的穩定， 於

是全面削弱拔除四大派系（ 陳明通， 民84： 132-137 ）。不過， 由

於這些派系力量實在太大， 國民黨在掌握絕對的控制優勢之後，在地

方則沒有再以高壓的方式排除本土菁英， 因此以「侷限化、平衡化、

經濟籠絡的策略」（ 丁仁方， 民88： 63 ） 結合各地本土菁英形成

依附於國民黨之下新的派系組合。侷限化的策略基本上即為禁止地方

派系進行跨縣市及全島性的串聯。平衡化係以「雙派系主義」

（ bi-factionalism） 在各縣市扶植兩個以上派系相互制衡，以達到

「以台制台」的牽制效果（ 若林正丈， 1992； Wu,1996）。這些派系

的領袖多為當地社會政治菁華（ 吳芳銘， 民85：53-59）。國民黨除

了以雙派系主義讓其相互牽制外， 並藉由選舉輪流提名及輔選機制控

制派系。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經濟籠絡是國民黨提供派系領袖透過選

舉當選公職及掌握資源分配的機會，讓地方派系得以壟斷地方的經濟

資源， 特別是諸如銀行、信合社、客運公司、農漁會等區域性的獨佔

經濟， 省屬行庫的貸款， 公部門的採購， 以及其他藉由政治權力轉

換的經濟利益（ 朱雲漢， 民78：139-140； 陳明通、朱雲漢， 民

81）。 

黃德福（1994）認為地方派系重要性不會降低，反之則認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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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已經式微，持這樣觀點的學者認為即使台灣的政治已經逐漸民主

化，地方政治的運作仍然無法擺脫派系的操控，黃德福（1994）分析

1992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背景，發現地方派系的影響力並沒有因

為選舉競爭而降低，甚至反而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廖益興（1993）從

1993 年縣市長選舉的結果探討政黨、選舉與地方派系的關係，認為黨

的招牌在同黨候選人間的區別作用甚微，反而凸顯出候選人在選舉競

爭過程中的重要性。郭正亮（1994）認為在 1994 年的省長選舉過程中，

宋楚瑜經由行政體系直接與地方基層的鄉鎮級派系人士接觸、結盟，

使國民黨對派系的依賴日深。王業立（1998）以 1998年的縣市議員及

鄉鎮長選舉為例，國民黨的獲勝再度讓地方派系展現期對國民黨政權

不可或缺的實力。徐永明、陳鴻章（2002）以 1983~2001 年區域立委

選舉為例，地方派系在國民黨所扮演的角色依然重要。吳重禮（1998：

199）則主張派系力量會式微，認為政黨運作將取代派系政治，如認為

政黨競爭的制度化將使選民在投票時逐漸由派系取縣轉變為政黨取

向，選民對候選人的抉擇，不再以執政黨內部同派系的候選人為主，

而是以不同政黨標籤的角逐者為主。趙永茂（1993）分析 1993 年縣市

長選舉後地方派系政治生態時指出，選後可能促使地方派系與山頭勢

力在分化或弱化，部分派系成員將隨民進黨對抗國民黨實力增長而改

依附民進黨，形成派系政黨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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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位於臺灣島東北部，面積2137平方公里，人口46.6萬人

（2001年底）。宜蘭縣於1950年設治立縣。轄區計有1市3鎮8鄉計

12個鄉鎮市。縣治中心位於宜蘭市。全縣地理上由蘭陽溪穿越，橫貫

東西將全縣分成南北兩部分，蘭陽溪以北稱為“溪北”，包含有：頭

城鎮、礁溪鄉、壯圍鄉、宜蘭市、員山鄉等五鄉鎮市，以宜蘭市為中

心；蘭陽溪以南稱為“溪南”，包含有：羅東鎮、蘇澳鎮、冬山鄉、

五結鄉、三星鄉、南澳、大同等鄉鎮，以羅東鎮為中心。傳統上溪南、

溪北一直圍繞著政治、經濟資源和利益分配相互競爭至今未息，也因

此，在政治上形成溪南與溪北兩大地域政治勢力。在縣長與議長的政

治權力分配結構上，早期威權時期國民黨主政時，也進行溪南、溪北

均衡分配，縣長如為溪南人出任，則議長便安排由溪北人擔任。為了

便於掌控地方派系，不使一方坐大難於指揮，國民黨主政當局也刻意

製造及維持溪南、溪北間的政治平衡與相互制衡。在1960年代以後，

宜蘭地方派系勢力開始逐漸跨越南北地域的界線，逐漸形成新的政治

派系，這或許與合縱、連衡戰術有關，但溪北、溪南的地域分野卻至

今未被完全排除，在某些程度上一直影響著地方政治與社會資源的分

配。在早期反對運動黨外時期及後來承繼黨外資源而掘起的民進黨，

也一直尊重此一傳統，民進黨在宜蘭縣一直保長期執政的優勢，擁有

較強的政治實力，並罕見的在台灣的政治史上，發展成為一支與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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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相庭抗禮的政治力量，宜蘭因而被稱為台灣的“民主聖地”，也是

民進黨在台灣北部發展的重鎮，不僅執政達二十餘年，而且曾掌控約

一半的鄉鎮市長。  

一、恩庇侍從架構 

「侍從主義」本源自於人類學Scott（1977：138），是傳統農業

社會存在的一種社會連帶關係，地主擁有土地，提供給佃農耕作並保

護其安全，而佃農則提供地主效忠與勞動，但由於地主擁有土地支配

的自主權，因此這種交換互惠關係並非平等；在這種不平等的交換過

程中，地主成為恩庇主（patron），佃農則成為侍從者（client）。

陳明通依據「依恃主義模式」（clientelist model）來界定地方派系

----在依恃團體的非正式組織中，恩庇者（patron）提供依隨者

（client）所需的特殊資源（particularistic goods）來交換後者的

個人化效忠（Lemarchand，1981；Malloy，1979）。在政治學的解釋

中，傾向討論國家機器與派系的關係，而其互動的焦點在於外來政權

的統治合法性的取得，包括政權遇危機時開放地方菁英參與政治，地

方選舉制度的設計強化派系的形成，以及國民黨對於地方派系的操弄。 

二、雙派系主義 

根據陳明通的看法，台灣的地方派系就是執政的國民黨以區域性

聯合獨佔經濟利益交換地方領袖的政治效忠（陳明通、朱雲漢，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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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1987），此外，為了能夠便於掌控派系，國民黨往往刻意在每個

縣市扶植兩個以上的派系，形成所謂的「雙派系主義」（林正丈，1994：

139）。國民黨本是屬一外來政權（regime）性質，遷台後缺乏統治的

正當性，因而必須依賴地方菁英，然而國民黨對地方派系仍有顧忌，

深怕派系坐大難以操控，於是將之侷限在地方的範圍裡，形成「中央

--地方」區隔的「雙重菁英結構」（dualistic structure of political 

elites）（Wu，1987），並使兩派系之間相互競爭、制衡。 

三、結構性變遷 

因為政治民主化，台灣原來的反對黨民進黨搖身一變成為執政

黨，長期處於恩侍主地位的國民黨，反成為在野黨，因為這樣的關係，

讓地方派系產生質變，以往依附的對象有了新的選擇，反對黨與地方

派系的相處模式不再是一種完全的競爭模式（黃江正，2001：52），

因為政黨政治的影響使得地方派系發生結構性變遷。國民黨、民進黨

與地方派系三者之間成為一微妙複雜的互動關係，在民國八十六

（1997）年縣市長選舉，當時的民進黨首次拿下全國過半數的縣市首

長獲得十二席，執政全台灣 71.59％的人口。面對這樣的壓力，國民黨

愈來愈須與地方派系妥協，民國八十七（1998）年立委選舉即是一列，

國民黨當時正執行凍省政策，為安撫因精省而失去政治發展空間的省

議員，這些省議員大部分為地方派系代表人物，國民黨只好大量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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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地方派系身份之候選人參選立委，選舉結果國民黨獲得 125 席之過

半席次，國民黨甫於民國八十六（1997）年縣市長大選失利，能在該

次選舉獲過半席次可謂之大勝利。然這也代表國民黨對地力派系的控

制力量愈來愈弱，「地方派系中央化」、「地方派系全國化」（王業

立，1998：87），使得兩者地位對比結構關係產生動搖，原先的威權

侍從理論已無法解釋現今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王振寰，1999），

兩者的關係已由侍從關係轉變為互相依存一種水平的關係。 

第一節、國民黨政治派系 

1981 年12 月陳定南以無黨籍的身分當選宜蘭縣第九任縣長，這

是國民黨長期主政下，宜蘭縣第一位黨外縣長，而此地方政權的轉變

也是宜蘭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宜蘭地方政權能夠轉換，除了陳定南個

人因素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1970 年代以來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力量

逐漸集結，地方反對勢力也隨威權解體而崛起，加上宜蘭的政治反對

勢力於宜蘭的長期經營，這些因素都提供了非國民黨參選人能夠出頭

非常重要的基礎條件（曲兆祥，1992）。此外，國民黨中央於1970 年

代為消除地方派系，與掌握和平衡其在宜蘭地方派系中的勢力，以青

年黨工幹部來取代地方派系人士參與地方選舉，造成國民黨在宜蘭政

治勢力的損失和對立（陳明通，1994），也是影響國民黨在1981 年的

縣長選舉中，失去地方政府政權的可能因素。國民黨在宜蘭縣內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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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方派系包括有頭城盧派、跨越蘭陽溪的林派－羅許派、冬山鄉陳

派與由盧派分支出去的陳火土派等。  

一、盧派 

盧派是宜蘭縣境內早期對地方政治最具有影響力的地方派系，代

表人物為第一任縣長盧纘祥。盧纘祥是頭城大地主盧廷翰的過繼後

代，其後來事業發展成為日據時代的一個主要經營礦業家族企業。台

灣光復後，盧纘祥當選為頭城鄉鄉長，不久當選為臺北縣（轄宜蘭）

參議員、後又出任副議長。在第一屆宜蘭縣長選舉中，盧纘祥在激烈

的選舉中艱難當選。到了第二屆宜蘭縣長選舉，盧纘祥放棄競選連任，

轉而出任台灣省政府委員。盧派勢力在盧纘祥時代達到最高峰，派系

內也培養育了一批政治人才，包括當時的省議員陳火土與縣議會議長

林才添等。盧纘祥在1958年因病去逝，盧派勢力漸趨式微，此時派系

分子出走，分裂出新的派系，陳火土與林才添各自獨立門戶，逐漸開

創自己的一派政治勢力。現今宜蘭政壇盧派影響力仍然存在，盧氏家

族成員眾多，財力頗為雄厚，在地方政壇仍具有一定影響力。盧氏家

族第三代、盧纘祥之孫盧逸峰仍活躍於政商兩界。盧逸峰還曾支持張

瓊文當選“國大代表”，這顯示了盧派仍有一定影響力。盧逸峰在1989

年與1994年第九屆與第十屆省議員選舉中，連續當選二屆台灣省議

員，在凍省後轉戰中央競選立法委員獲高票當選，地方曾盛傳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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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栽培盧逸峰代表國民黨競逐縣長寶座，奪回宜蘭縣執政權。 

二、林派－羅許派 

林才添是溪北頭城人，本係盧派成員，是林派的最初領導者，後

來成為林派及羅許派的創始人。林才添曾任第三、四屆宜蘭縣議會議

長與第五屆縣長。自60年代開始，縣長林才添為競選連任，向溪南發

展，並與溪南的新興勢力羅文堂及許文政兄弟（這個家族因特殊的歷

史原因而一家兩姓）結盟，共同對抗溪南的冬山陳進東陳派。自此時

起，宜蘭縣的地方派系首度打破南北對抗的格局發展出全縣性的兩大

派系，即溪南的陳派與溪北、溪南結盟的林－羅許聯盟相庭抗禮。林

才添御任縣長後逐漸退出政壇轉至幕後，羅、許兄弟開始掌握實權，

而有人稱其為羅許派。  

羅文堂與許文政兄弟因開辦羅東博愛醫院（前身為羅許阿隆博愛

醫院）的關係，而結識地方政界要人如林才添，成為羅許兄弟與林才

添合作的最初基礎。同為溪南的陳派陳進東家族與羅許家族初期也曾

關係良好，還有姻親關係，陳進東之妹曾嫁與羅文堂為妻，後來因羅

文堂與陳進東之妹離婚而結下恩怨。也許因為這原故，之後陳進東揭

發林才添非法貸款給羅許兄弟的博愛醫院，更促使了林、羅許的結合

及與陳派的對立。  

前面我們提到，國民黨為平衡地方派系力量，不讓地方派系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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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派陳進東連任第二屆縣長後，國民黨便提名隸屬林派的羅文堂競

選補選的“國民大會代表”，並當選。自此時起一些有意進入政壇發

展的地方精英開始向羅東羅許家族靠攏，羅文堂之弟許文政也對投入

政壇表甚出極大的興趣，在羅文堂當上“國大代表”後，許文政也由

國民黨支持當選第八、九屆縣議會議長，羅許派實力漸形擴張。許文

政擔任縣議長後，不斷擴張政商關係，連國民黨縣黨部對於各項公職

的的提名也經常到羅東博愛醫院會商，因而有“博愛黨部”之稱。許

文政曾爭取第九屆縣長提名未成，後當選增額“監察委員”，一屆之

後卸任，專心經營家族事業，逐漸淡出政壇。羅國雄為羅文堂之子曾

擔任第十一、十二屆縣議會議長，林榮星為羅許派之重要成員在羅國

雄擔任議長期間扶植其連任兩屆縣議會副議長，羅國雄御任議長後由

林榮星接任，擔任第十三屆縣議會議長。在1992年底，羅許派也曾支

持曾任羅東鎮長的黃義聯與頭城出身的尤松雄雙雙當選“國大代

表”，羅許派在宜蘭縣政壇的實力至此達到高峰。在許文政之子、博

愛醫院副院長許國文參選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失利後，羅國雄亦卸任

縣議會議長，羅許派勢力逐漸淡出宜蘭政壇，然目前活躍於宜蘭政壇

的縣黨部主任委員林建榮，曾任宜蘭市市長、立法委員等職務，為長

期以來親羅許派的政治人物，在地方上仍屬基層實力雄厚，後續發展

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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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派 

陳派發跡於溪南，創始人是曾任縣長陳進東與縣議會議長陳進富

兄弟，兩人目前現均已去世。前縣長陳進東原為執業醫師，曾開辦大

同醫院，大同醫院後來成為他步入政壇的基地，也是後來陳派集會的

據點。陳進東自1950年代後期逐漸在宜蘭縣政壇崛起，在1958年當

選縣議員及副議長，其弟陳進富於1953年當選第二屆縣議員，陳派政

治勢力已告成形。由於國民黨憂心林－羅許派橫跨溪南、溪北的區域

界線發展，擔心林－羅許派如坐大恐將無法掌控，乃以策略性的破例，

未讓林才添競選連任縣長，轉而提名陳進東角逐第五屆縣長並當選。

同一時期陳派的要角邱永聰、謝阿旺擔任第六屆縣議會正、副議長，

接下來的第七屆縣議會也連續由陳派掌控，陳進東也順利連任第六屆

縣長。陳進富擔任縣議員多年，在邱永聰、謝阿旺後任出任第八、九

屆縣議會副議長及第十屆縣議會議長。依照傳統縣長卸任後，國民黨

都會安排卸位縣長擔任台灣省政府委員或省府廳處長之職5，但陳進東

卻沒有由國民黨安排轉任其他公職，據說這與陳進東堂兄陳逸松在當

時前往大陸有關，其後，陳進東與陳進富的後代皆無意從政，陳派勢

力也由縱橫宜蘭縣政壇而漸趨淡出，近年仍於宜蘭政壇較為活躍之派

代表性人物為曾當選第一、二屆立法委員的林聰明。 

為打破除地方派系壟斷地方政治資源，以免派系坐大失去掌控，

                                                 
5 盧纘祥卸任後轉任台灣省政府委員，前縣長李鳳鳴卸任後轉任台灣省政府糧食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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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屆縣長選舉時，國民黨破例推薦無地方派系背景的黨工李鳳鳴

競選縣長，且獲當選，更進而連任第八屆縣長，也結束了地方派系對

宜蘭縣政壇的長期扞格。然而，國民黨此一對地方派系的打壓卻為黨

外勢力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國民黨在失去地方派系的奧援下而失去宜

蘭縣二十餘年的執政權至今尚未奪回。1981年後第九任縣長選舉後，

黨外及民進黨長期執政取代國民黨的地方政治主導權，此時國民黨原

有的地方派系只能在縣議會與省議會及基層發展，繼續發揮作用。近

年僅剩羅許派在縣議會擔任議長與副議長，國民黨也因各個地方派系

無法團結而失去縣長一職，長期成為宜蘭縣的在野黨。  

第二節、民進黨政治派系 

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在宜蘭縣政治史上，反對運動一直占有

重要地位，在歷次選舉當中一直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自1981年起民進

黨及黨外勢力一直與國民黨國民黨平分秋色到其後甚至後來居上，每

次選舉雙方各自保有一半的席次，這在臺灣各縣市是獨一無二的，充

分顯示了宜蘭縣的反對運動實力。 

一、黃系 

在1986年以前，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是採大選區制，宜蘭縣與台北

縣屬同一選區，在那時期的立法委員是較著重在立法院進行法案研究

及中央問政為主要工作，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積極問政的立法委員，



 

 44

對於選區的服務時間將相對減少，可能勤跑基層，他們係以理性問政

來爭取大選區選民的認同與支持〈黃秀端，1994:19〉，黃煌雄即屬此

一類型的派系領導人。 

黃系以現任監委員黃煌雄為首，在早期民進黨尚未成立時，在1980

年即當選增額立法委員，成為宜蘭縣的黨外領導人，黃煌雄畢業於台

灣大學政治系、政治研究所，著有「論戰國時代的合縱與連橫」論文

獲得碩士學位，出版有「被壓迫者的怒吼」「非暴力的鬥爭」、「台灣的

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國民黨往何處去」等書，屬學者型的政治人物。

黃煌雄的問政較集中於反對運動的發展，對於地方事務及選民服務著

力較少，他所參與的活動也較集中於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也因此與宜

蘭縣的黨外勢力產生了距離〈曲兆祥，1992：207〉，黃煌雄雖在林義

雄入獄後成為宜蘭黨外勢力的領導人，然其從未成功整合宜蘭縣的在

野勢力，甚至在1981年宜蘭縣長、省議員的選舉前的提名協調會中，

游錫堃全力爭取省議員提名，然協結果省議員仍開放提名兩人參選，

以當時宜蘭縣黨外實力來衡量，僅有當選一席的實力，且游錫堃曾兩

度為黃煌雄助選，而遭中興大學退學，由於黃煌雄主持的協調會未能

如游錫堃的預期，且黃煌雄的競選班底也投入陳定南的縣長競選陣營

而使兩人日後漸行漸遠。〈謝志得，1996：91〉在當時澄社的評鑑中，

黃煌雄在學識能力、道德操守、問政品質等各方面指標都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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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儘管投身政壇十餘年，黃煌雄仍堅持理性問政，不做交際應酬不特

別進行個人形象包裝與宣傳。就因如此黃煌雄在從政之路格外辛苦，

曾兩度落選，後更因在宜蘭縣政治生存空間受到民進黨新生派系的壓

縮而遠走他鄉至台北縣參選，黃系勢力也漸形沒落。 

二、新潮流 

在1980年代反對運動大多以辦理雜誌作為「聚合」，一九七九年

兩大著名的反對運動人士創辦的二個雜誌「八十年代」和「美麗島」

雜誌相繼問世並相互競爭，「八十年代」由康寧祥為代表性人物，發展

路線較為溫和與強調理性問政，「美麗島」由黃信介為領導人物網羅重

要的政治人物，走的是較為激烈抗爭衝撞體制的群眾路線。在那一時

期，反對運動的發展路線或許各不相同但尚未有較為具體的派系之

爭，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美麗島」重要成員多數入獄並受

到禁刊，「八十年代」遂成為反對運動的主流，但在這時反對運動的新

生代開始崛起，他們對於康系的溫和路線進行嚴厲的批判，即所謂的

「批康」，因為當時黨外的知名領導人物皆已因美麗島事件入獄，殘餘

份子希望康寧祥能對當局採較強硬的手段，針對此一事件作出反應以

引起國際注意，但卻大失所望(李筱峰，1987：142-147)，經由一段時

間的批康活動後，這些黨外新生代作家也不滿當時的黨外公職人員長

期的壟斷各項選舉的提名權，而另組「新潮流」雜誌(李筱峰，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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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47；黃德福，1992：74-75)。 

新潮流派系在宜蘭的出現是由劉守成、田秋菫夫婦開始，劉守成、

田秋菫原與邱義仁、吳乃仁等人創辦新潮流雜誌社，游錫堃擔任省議

員時創辦了噶瑪蘭雜誌，劉守成夫婦負責編輯，新潮流即以此為據點，

在宜蘭拓展其影響力。新潮流系利用噶瑪蘭雜誌吸收了地方上原有的

反對運動人士，逐漸累積地方政治資源與人脈，劉守成其後也擔任了

民進黨縣黨部主任委員、省議員、宜蘭縣長等職務。1989年縣長、立

法委員、省議員選舉同步舉行，陳定南、游錫堃、劉守成等三人以鐵

三角之姿態參選立法委員、縣長、省議員同時告捷，甚至民進黨立法

委員提名人黃煌雄亦遭波及而告落選6，新潮流勢力由此可見一般，之

後噶瑪蘭雜誌的陳金德、黃玲娜同時當選國大代表，陳金德又於2001

年當選第四屆立法委員，林錫耀曾任宜蘭縣環保局長，1992代表民進

黨參選立法委員落選後轉戰台北縣選區省議員。 

民進黨在宜蘭傳承有過度依賴政治明星的傾向，歷屆的縣長強調

自已的清廉無私，未能有一系列培養行政官僚的菁英模式，一但後繼

的接班人選缺乏足夠聲望，民進黨的地方組織力量又不如國民黨，加

上長期經濟發展落後的負面效果擴散，政權的移轉將越顯困難（潘志

忠1999：41），在劉守成縣長之後，現在檯面上的民進黨菁英如陳歐珀、

陳金德以及擔任中央民代多年的張川田接班順序為何一直無法底定，

                                                 
6 陳定南 1989年縣長任滿，尚未加入民進黨，而係以無黨藉身份搭配新潮流參選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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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民進黨要繼續維持在宜蘭執政是一大考驗。 

第三節、黨外政治派系 

宜蘭風土有其特性， 在台灣獨樹一幟,，山脈阻隔與外地的交流，

地理的封閉性使宜蘭能獨立發展，少受外界影響，得以保持傳統的優

美環境，獨特的宜蘭風土造就宜蘭的特色，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歷經努力， 逐漸孕育出宜蘭人樸實的特質。(宜蘭縣史系列，序，林

美容、鄧淑慧、江寶月，1998： 1)。有些研究對宜蘭的人文特質與其

他地區不同感到興趣，宜蘭縣人口以彰州移民為主，人口結構與本省

其他地區有很大的不同，在地型上因為交通的不便與閉鎖，與鄰近的

台北縣市、基隆市經濟發展遠遠不如，以致使宜蘭人有一種被剝奪感

〈曲兆祥，1992：344〉，  

宜蘭縣的無黨藉政治派系源遠流長，且一直佔有相當重要的地

位，直至近來民進黨成立之後才告勢微，早期宜蘭縣黨外活動係由郭

雨新所領導，郭雨新在擔任省議員時期起便支持反對運動的黨外人

士，郭雨新也是宜蘭市人，在早期是宜蘭縣具有代表性的反對運動政

治人物曾連任五屆省議員，相較於其他縣市的反對運動結構大多是以

血緣或親族關係聯繫
7
，宜蘭縣卻特立獨行，郭雨新競選增額立法委員

失利後出走美國，由曾擔任其助理的林義雄律師接棒當選省議員，林

義雄後來因美麗島件入獄後更發生震驚全球的林宅血案，林義雄母親

                                                 
7 高雄縣余家班、嘉義市許家班、雲林縣蘇家班皆以家族政治傳承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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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女兒慘遭殺害，宜蘭人對他一直有著虧欠感，可能因這些情感的轉

移，爾後的黨外人士參選倍受宜蘭選民的眷顧。黨外反對運動並未因

林義雄入獄後而衰退，接下的的黃煌雄參選立委，陳定南當選宜蘭縣

長，游錫堃當選省議員、劉守成省議員等及後來的民進黨立委張川田

等，皆是以無黨籍人士參選，甚至陳定南在民進黨成立多年之後仍未

加入民進黨，卸任縣長後以無黨籍身份參選立法委員並擊退民進黨提

名人選而獲當選，宜蘭人民對無黨籍人士的感情可見一般。 

在八十年代黨外人士林義雄當選省議員後，黨外勢力一度壯大，

也代表著黨外勢力後繼有人。1981年林義雄之後的第七屆省議員選

舉，及日後加入民進黨的黨外人士游錫堃與張川田（兩人後來均加入

民進黨）一同投入選舉；曾擔任省議員的國民黨籍前省議員陳泊汾再

度參選，與同為國民黨籍的現任省議員羅許派成員官來壽同台競爭。

擁有各項資源的執政黨國民黨竟與黨外競爭十分激烈不相上下，選舉

結果，國民黨的陳泊汾與黨外的游錫堃當選，國民黨與黨外平分秋色。

1985年第八屆省議員選舉中，羅許派在溪南推舉楊政誠、溪北推舉林

金喜參選，陳派推林明正參選，當時尚屬無黨籍的游錫堃參選連任，

結果游錫堃仍然當選連任，與國民黨籍的陳派林明正成為宜蘭縣兩名

省議員，黨外勢力仍舊與國民黨相庭抗禮不分上下。 

在1981年第九屆縣長選舉中，當時的黨外在黃煌雄主持下協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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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經營鞋類貿易的陳定南回宜蘭出馬參選，與國民黨候選人李讚

成競爭競逐，而國民黨卻在派系內鬥之下，敗給黨外的陳定南，國民

黨從此失去了宜蘭縣的執政權宜蘭縣也成了全省黨外執政的模範。。 

以往國民黨在宜蘭縣的派系有多個分枝，頭城盧派、冬山陳派、

以及跨越蘭陽溪的林派；黨外部分由郭雨新起傳承有林義雄、黃煌雄、

陳定南、游錫堃、劉守成；民進黨成立後原黨外時期的游錫堃、劉守

成、張川田先後入黨陳金德、陳歐珀分屬美麗島系及新潮流系。很明

顯的在1981年國民黨交出縣長執政權之後，派系的影響力漸趨式微，

黨外也由於民進黨的成立形同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民進黨的新興派系

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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