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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訪問盧秀燕委員》 

訪問對象：盧秀燕委員 

訪問時間：2006 年 5 月 8 日 8：30～9：00 A.M. 

訪問地點：盧秀燕服務處 

1. 立委採單一選區制對何黨較有利? 

答：目前看起來，我覺得這是會隨著時空變化而有不同的結果，就你

採樣的時間點看起來對國民黨是比較有利的  

2. 您認為國民黨在未來的立委選戰和其他政黨比起來優勢在哪裡? 

答：國民黨的基層組織比較扎實 

目前民進黨執政成績不好相較人民對國民黨過去的執政普遍有懷念的

情形目前看起來國民黨具有這兩個優勢 

3. 目前國民黨在立委選戰上有什麼較缺乏不足之處 

答：國民黨的立委同仁在文宣和表達能力需要加強 

無可否認下一次選戰中國民黨主要的對手是民進黨，當然還有其他小

黨，不過主要的對手應該是民進黨，民進黨比較擅長造勢和文宣，相

對之下這是國民黨的一個弱點 

4. 目前國民黨有無提出具體的政策或方向以打贏這場選仗，保住更多

立委席次？ 

答：目前我們的主軸第一個是清廉，因為民進黨執政六年以來，清廉

度不夠，所以很明顯在昨天高雄市長的黨內初選辯論上，八個候選人

他們也都談到的都是清廉問題，基本上高雄地區對國民黨而言是比較

艱困的選區，因為我們比較擅長的是中部以北，但昨天在高雄市長的

候選人初選辯論參加的人非常多，大家都想來參加，大家都想爭取成

為黨內的市長候選人，他們都不約而同提到清廉，第二個是執政能力，

執政能力包括兩個面向，一個是經濟一個是兩岸問題，所以我覺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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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議題都會延續到下一場選戰，第三個是 2008 的關連性，因為泛藍支

持者及中間選民普遍對 2008 讓國民黨執政對馬英九有所期待，下一屆

總統大選和立委選舉又這麼近，所以到時候立委選戰會和 2008 的關連

性會成為國民黨籍候選人的一個對策 

5. 採用單一選區制會不會影響您參選的意願？ 

答：目前不會 

6. 您將來參選會比較想要參選那個選區 

答：還沒有決定，因為我的例子比較稍微特殊一點，我一開始是參選

省議員，一屆省議員，三屆立法委員，省議員和立法委員的選區都是

全市性的，所以我比較屬於全面性的立法委員，比較不像一些市議員

或鄉鎮首長出身的立委，他們有所謂的區域性，他們從哪一區或哪一

鄉鎮選出來會有所謂的基本盤的地方，我一開始參選就是大選，在這

種情況下全市的得票都還普遍，第二這種選區協調還必須看他怎麼劃

分，劃分的結果才能作選擇的參考，第三還必須跟本黨黨務同仁及其

他同事一起商量，因到時候大家一人一區，本黨同仁比較不會有重疊

性，最好的情況就是一黨一個，黨的部署會產生一個協調性，到目前

國民黨是我和蔡錦隆的選區是不會重疊，若是以泛藍看的話加上親民

黨還有兩個，可是只有三個選區，所以會不會重疊還要看到時候怎麼

劃分。 

7. 若以中選會所提供的草案（修正草案）你會選擇哪一個選區參選？ 

答：這個草案已經被推翻了，已經換成民進黨版的草案（即原台中市

選舉委員會的甲案）若是以台中市選舉委員會原本所送出之草案會是

以第一選區（包括中、西、南及北區 29 里）為主，若是民進黨版的選

區劃分草案，則會選擇在第三選區（北區、北屯區）參選，如我剛才

所說，選區的選擇還要根據它的劃分，另外還跟黨的部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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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和蔡錦隆委員的選區是否有重疊？ 

答：蔡委員因為當過二、三屆議員，是在西屯區出身我研判他應主要

是在西屯區，我們兩個是不同的例子，我是一開始就全市選，他是從

市議員之後才參選立委，所以我研判他在西屯區的參選機率較大，您

目前的選區和親民黨的是否有重疊，如果是甲案會有所重疊，但如果

是原本的修正草案則重疊性不大，因為審智慧委員也是以北屯為基本

盤，另外一方面到時候各派都只超過一個，民進黨台聯加起來也是四

個，也只超過一個，所以和其他縣市比起來不會太難協調，最大的特

色就是一人選一個，可能還有協調空間，加上還有不分區的問題及縣

市長的問題，所以還有協調的空間， 

9.所以未來還是會和親民黨協調，避免選票重疊嗎？ 

答：有可能 

10 這兩個草案您比較支持哪一個？ 

答：都還好，他們（民進黨認為這個案子（甲案）會使我和沈委員擠

在一起，因我是偏北區，而沈委員是北屯區，但它卻忽略了我們本身

協調的可能性，而且東區的眷村也很多，說不定到時候我們會挪一個

過來也不一定（第一選區），.第二個是北區和北屯區過去從市長、總統

大選、市議員來講，泛藍的得票率比較高，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也

不見得可以討到便宜，他們的著眼點可能是在於如果另外兩區不能贏

的話，至少這一區（甲案第一選舉區）是藍綠平手，至少可以拿到一

席，但我覺得也未必，台中市應該算是比較藍綠平衡的地方，藍綠剛

好一半一半，我覺得委員的本身的特質及過去努力表現加上政黨因素

是比較強的。 

11.您認為台中市選民在選擇委員時，是以政黨傾向還是個人形象較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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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覺得單一選區有的縣市會把他的選區劃分問題當成對政黨有沒

有利或對候選人有沒有利因為台中市藍綠相當平衡所以我覺得選區劃

分不然會對選舉結果會有些影響，但另一方面台中市民會對候選人本

身的表現，對政黨本身可能也會很重視，不向別的縣市對以選區劃分

比重較重。 

12.對甲案還可以接受嗎？ 

答：覺得還好。 

13.以甲案來看您覺得那一區對國民黨來說勝算最大？ 

答：都還好，都有勝算。 

14.那您覺得那一區會最辛苦？ 

答：目前看起來可能是第一選區，可是也未必，因為目前國民黨只有

兩席，在這種情況下，看我們目標數要設在哪裡，看是要坐二望三還

是三席全拿，可能第三席會再找個強棒，所以以目前狀況很難用現在

下去評估。 

15.目前貴黨是用何種方式來決定各選區的候選人及提名方式 

答：馬主席上任後對初選很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在必須看登記的人

多不多，如果一人登記或現任登記當然就現任優先，若是兩個以上，

我們現在對初選機制非常重視，還是要看初選的結果，也是和民進黨

一樣，民調 70％，黨員投票 30％。 

16.您認為這種方式是否能讓你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答：覺得還好。 

17.您覺得國民黨在競選上是否提供您足夠的資源？ 

答：當然不夠，每個方面都不夠，而且每個黨的候選人都會覺得都不

夠也不是只有我，因為選戰是非常辛苦的，因為他必須在很短時間內

籌募到很多的人力，不可能平常養那麼多人，一定是選舉時招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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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選的專業人才或義工，這些人平常可能散佈各地，要在這麼短時間

內招募有經驗的人或義工的幫忙，對候選人而言是很大的壓力，第二

個在經費上你要招募這麼多的專業人才或義工，辦這麼多的活動，當

然要很大的經費，所以也會覺得不夠，不管是人力物力或者是經費上，

除非他本身是財團候選人，不然所有的候選人都會覺得很缺乏，當然

會希望檔多幫忙，我想任何一個政黨都沒有辦法充足提供，都會面臨

這個問題。另外一方面，單一選區的好處在於，黨的輔選態度會單純

一點，過去是多名額複數選舉，同一個選區可能提名三個、四個、五

個，老實講手心手臂手指頭都是肉，有時候基於選戰策略考量，誰比

較強一點我就放掉他一點，誰比較弱一點我就幫忙誰多一點，可是這

種分析判斷有時候會跟事實或結果有些出入，就會造成輔選不公，好

處在於一黨只提名一個人，所以輔選態度會單純化。缺點在於因為我

們過去是全區域全方位的一個候選人，本身會強調問政能力及對全市

的規劃能力，選區變小後的問題在於會變的很 LOCAL，甚至未來的立

法委員有時會和縣市議員和里長可能會很難去區分，甚至可能連水溝

的事情你都要去做因為選區可能差不多大小，現在因為選區太大了，

所以會跟其他層級的民意代表不同，可能要強調國家政策，國家總體

預算、經濟各方面的能力，任何一個制度都是有好有壞。 

18.您認為地方派系對國民黨的選情有無幫助，或對台中市的立委選舉

有無一定的影響力？ 

答：我覺得台中市的地方派系算滿淡化的了，還不致於像有些比較鄉

下的縣市，他對候選人還會有比較大的關鍵性的影響，第二個本身候

選人是比較資深，或是問政表現比較突出，對於派系的依賴相對微乎

其微，若是對新人來講，或表現不夠，時間不夠長，如果地方派系還

有的話，當然會依賴派系，必須要派系的組織來強化他，作一個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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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但我覺得台中市的派系問題是相當淡化的。 

19.那選市議員會明顯一些嗎？ 

答：我覺得也沒有，台中現在還有什麼張派、賴派嗎？我不認為有，

有的話張派還勉強有一些，以議長張宏年為首，還有一些，那是因為

他還在議長的位子上，那賴派幾乎都沒人了。 

 

 

《附錄二：訪問謝明源委員》 

訪問對象：民進黨立委謝明源 

時間：2006 年 4 月 28 日 17：30～18：00 

地點：謝明源服務處 

1. 您認為立委選舉採單一選舉制，那一政黨為最大受惠者？ 

答：單一選區是目前的趨勢，對大黨比較有利，可以確立兩黨政治； 

2. 您認為這種選制對民進黨而言是否有利？ 

答：對民進黨十分不利，離島地區及人口較少之六席應可由國民黨拿

下，再加上原住民六席，因原住民在以往大多都投給國民黨，預計民

進黨在下一屆無法在國會過半。 

3. 改採單一選區制後，是否會影響您（或您所支持的立委）的參選意

願？（下一屆是否仍願參選？）您會在哪一選區參選？ 

答：無所謂，因本身已經擔任兩屆立委，「立委減半、國會不亂」本就

是自己競選立委時的政見，而這個政見也是幾位同黨立委所共同提

出，因此對於最近有立委主張增加席次到 164 席，並不贊成，因這是

當初競選時對選民的承諾，且好不容易花了好多錢選出任務型國大，

及召開修憲會議，不應因為某些人擔心自己選不上而翻案，如小黨（親

民、台聯），輿論亦不會容許。若因為減半沒選上是自己能力不足，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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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為這樣就支持增加席次。而下屆仍願意參選，主要票源在北屯區、

東區，所以將在第三選區參選。 

4. 您所屬的政黨目前在改採單一選區制後，有無任何因應對策，以保

住更多席次？ 

答：如黨內林濁水、尤清委員主張增加席次，但民進黨主席及一些立

委反對，這部分黨內會再討論。 

5.在選戰方面是否有對策來保住更多席次？ 

答：但在選舉上主要仍是靠自己，這種一比一的選舉和縣市長類似，

大家要自己想辦法，告平常耕耘、基層紮根，個人形象、個人問政個

人服務為主，政黨色彩比較淡薄，雖然中央還是會有智囊團過來，但

光靠這些還是不夠，在往後會屬於兩黨對決，所以除了各黨的固定票

源外，拉中間選民的選票相形重要，這種就是要靠平常的形象和服務，

個人魅力相當重要。 

5. 您是否滿意中選會所公布之選區劃分草案？有無更好之提案？ 

答：目前台聯反對中選會所公布之方案，其他民進黨委員較無影響，

因選區不會和其他人重疊，而台聯的選票集中在北屯區，會和民進黨

重疊，較為不利。目前民進黨和台聯同步，支持將北區和北屯區劃為

同一選區，但以自己本身的選情而言，若依照先前台中市選委會所規

劃的方案亦無不妥，因為自己本身的票源在東區和北屯，所以這兩種

方案都可以。 

6. 您認為中選會公佈之選區規劃草案對哪一政黨最比較有利？ 

答：根據原先台中市送的方案，發現其想連接北屯和東區，所以才將

北區撥一些里才能使其連接，合乎規定，這種規劃方式對國民黨較有

利，因國民黨的盧秀燕主要票源在北區，若如台聯主張將北區和北屯

劃在同一選區，對其選戰較為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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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認為在台中市三個選區中，哪一選區對貴黨而言勝算較大？哪一

選區較為不利？ 

答：三區都沒有問題，都會當選。 

8. 目前貴黨打算採何種機制決定各選區的提名名單？您認為此種方式

能否提供您公平競爭的機會？ 

答：目前是以 30％黨員投票，70％民調；此種制度對新秀較不公平，

較保障現任立委，因民調佔 70％，現任立委知名度及選民服務上有一

定的支持度，對於新人一般選民較為陌生，民調較吃虧。 

9. 您所屬的政黨，是否能在選舉時提供您足夠的資源？（經費、宣傳

造勢、議題、形象） 

答：經費則都需由個人募款，不像其他政黨有黨產可賣，宣傳部分黨

中央都會為候選人宣傳造勢，但自己的宣傳也很重要。 

10. 您認為在台中市若要能當選，個人和政黨形象，何者能發揮較大的

作用？ 

答：個人形象及平時的選民服務會比政黨的支持更為重要。 

11. 您認為您所屬的政黨在未來的立委選舉中，最大的優勢為何？最不

足之處為何？ 

答：沒什麼優勢，最擔心對手買票，小選區最擔心的就是買票問題，

若未能有效遏止，則辜負當初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欲國會改革的決

心，優秀的人才、沒有買票則難以當選，如議員選區較小，買票情況

較嚴重，買的動的地區單一選區反而對於沒有買票的候選人不公平。

但就目前北屯區台面上的參選人而言，較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12. 地方派系對台中市未來的立委選情，是否仍有影響力？ 

答：台中市地方派系已沒落，現在大部分都是黨派，藍綠對決，派系

影響不大，國民黨的張、賴派都已式微，在台中市無法發揮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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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班目前也只有兩個人，一個在當市議員，一個在當立委，若和他

們比起來，自己的大台中連線反而能夠發揮更多的作用，目前有六位

市議員，都是自己所提拔的市議員反而更有實質效果，目前台中市的

立委都有一些自己培養的是議員，如自己的大台中連線，是由台中市

的六位自己當初所提拔的民進黨議員所組成，包括北屯區的曾朝榮，

王岳彬，北區的范淞育，中西區的黃英傑，西屯區的曾木川，東區的

邱素貞。以民進黨在台中市的狀況而言，因為現任的三位立委選票都

沒有重疊，所以都可以互相支援，不會有互相搶票的情況發生。 

 

 

《附錄三：訪問黃義交委員》 

訪問對象：黃義交委員 

訪問時間：2006 年 5 月 16 日 16：00～16：40 

訪問地點：黃義交國會辦公室 

1. 您認為單一選區制對哪一個政黨比較有利？ 

答：基本是對大黨比較有利，對長期組織動員系統比較強的政黨比較

有利，對財力比較雄厚的政黨比較有利，大概是這三個基本原則當然

也有例外，像以組織動員系統而言，國民黨當然是最好，因為他有五

十年的執政，每個縣、鄉鎮都有他基本的組織架構，單一選區兩票制

在明年施行後，他們動員起來就如使喚手臂一樣，駕輕就熟，那經費

也很重要，任何選舉經費都很重要，這方面對傳統的像國民黨也很有

利，就國民黨來說，不管就哪方面來看就立法院席次縣市及 23 縣市包

括北高兩市來看，他的席次最多，是國會的最大反對黨，現在就民意

來講不管什麼議題的民調，國民黨都是最大黨，比民進黨還要壓倒性，

在單一選區兩票制之下，只要這個選區結構泛藍的國民黨的支持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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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綠的多，當然都是國民黨會勝出，所以對第一大黨最有利，所以對

國民黨最有利，除非那個選區選民結構作比較精算，傾向是泛綠多於

泛藍時，他有可能贏之外，否則都是國民黨贏，所以為什麼現在泛綠

的會有集體焦慮症呢？因為他就形同在選縣市長，只有第一名才有

效，所以民進黨的驚慌失措是可以想見。你看最近他在修憲，第八次

修憲民進黨才會想要把席次再微調回來，他的動作當然有包裝，把總

統制改成內閣制，但我感覺他真正反映出來他的焦慮，因為在 2007 年

單一選區兩票制對國民黨大大有利，民進黨會輸得很慘，內部有這種

覺悟再加上中央政府無能、無力貪污腐敗，第一家庭及他的親家頻頻

出事，形象大為不利的情況下，民進黨他靠的是形象，組織動員能力

不如國民黨，國民黨在農會、水利系統的勢力盤根錯節，組織已經輸

給國民黨，形象又輸給國民黨，那選戰要怎麼打，這種情況下國會選

舉會非常非常慘更慘的是這種情況會在 2008 年延續下去，在國會權和

總統權全落在國民黨手上，據他們保守估計，在八年、十二年甚至二

十年，在短期十年內很難翻身，所以他們會有集體焦慮，但其中一因

素不見得是大黨有利，如果這個候選人的形象是非常非常好的，因為

現在單一選區兩票制下，選區相形縮小許多，一個大的像新莊像板橋

就有將近五十萬人口，台中市一個選區才三十萬人，如果候選人形象

好，勤走基層，又去推銷他的理念，和群眾有很好的互動的話，他可

能有機會，但這個很難，如果這個人經營有道，可能在大黨的夾殺下，

還是有機會。 

2.您認為親民黨在未來的立委選戰上的優勢為何？ 

答：親民黨沒有什麼優勢，就如同剛剛所說，親民黨是提供選民在國

民黨和民進黨之外的第三個選擇，親民黨的人在形象上自己要維護，

另外在兩岸問題上的處理我們很穩定，和國民黨是水火同源，都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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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以和為貴，然後用時間來爭取政治、經濟、社會制度能趕上來，

更多元化及民主化，兩岸的分歧時間在政治、經濟各方面能縮減，由

下一代來決定兩岸是否要統合的問題，在政治上我們要求一定要清

廉，政黨和政黨的競爭應基於公平的基處之上，像這次第一家庭的親

家涉及內線交易，這時候我們親民黨應該要跳出來講話，像總統太太

及他女婿說要將獲利的部分捐出來，我們應該要說對就是對錯就是

錯，犯法就作犯法的處理，不應該捐錢就沒事了，像韓國人就很有骨

氣，像他們之前有一位公司負責人被控告背信、詐欺，這位負責人表

示他要捐幾千億的韓元給慈善機構，他們的慈善團體很有骨氣，表示

不願意接受這個錢，親民黨現在既無阻之又沒有錢在兩大黨夾殺之下

非常辛苦，但親民黨也不是沒有機會，只要不憂不懼，像我當初第四

屆立委也是以無黨籍身份參選我還是當選了，當時他們就說過去台中

市從來沒有一個無黨籍候選人能夠當選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國大的部

分也是一樣，事在人為，只要步步為營的人，候選人能堅持操守，還

是有機會，從來不認為錢能主導一切，親民黨沒有什麼憑藉，要愛護

形象，要很小心，像我我辦公室這六七年來，人家有什麼請託，不管

成或不成，我都不拿任何錢，甚至送水果來我都請他們拿回去，當然

這種堅持會很寂寞，像我不當的應酬我也從不參加，以我的助理而言，

台中有七個台北有四個，紅白喜帖的部分都盡量跑到，交際應酬不是

必要，要把自己的格調作出來，好好問政，堅持清廉與操守。 

3.您下一屆是否願意參選？ 

答：泛藍還要再協商，包括國民黨及沈委員，還要再協調，且趨勢一

定是將來要參選立委的人，不宜再落跑去選台中市長，因為現在席次

只有 113 席如果又中途落跑去選市長那對席次影響太嚴重，所以三年

八個月後要出來選市長的人不可能出來選區域立委，不過爭取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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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每個人都有的，但有時人算不如天算，盡其在我。 

4.您對劃分方案有什麼看法？ 

答：我對選區劃分方案沒有什麼看法，因為人算不如天算因為好學生

老師怎麼考都不怕，因為我還是都要走入基層，還是要拼才有選票，

怎麼劃對我都沒有影響，怎麼劃都是三十萬人，泛綠的雖然有中央選

委會可以對地方選委會報上來的方案有所調整，但是從基本盤來看，

再怎麼劃泛藍還是比泛綠多，都還是要見真章。 

5.那您將來參選會想在那一個選區參選？ 

答：因為我是好學生，I don’t care!不管在哪一個選區參選，我都一樣

要當選，我不會介意，我不會好高騖遠，不管哪一個選區分配給我，

我自己有辦法，這是戰略和戰術上的問題。 

6. 那您和沈委員的票是否有重疊？ 

答：大家都有重疊，以我的票源來看每一區都很平均，那一個選區都

OK，像我們每一個委員都有重疊的地方沈智慧在北屯區很高，但我在

北屯的票也很高，所以不一定要拘泥在哪一區，因為我過去選都是以

台中市為一個選區，所以選哪一區都可以。 

7.您認為哪一個選區對親民黨是最有利？ 

答：很難講，都差不多，親民黨的整個氣勢在衰竭，受到挫折，主要

還是看候選人的特質，你有沒有深入，經營的方式候選人本身都略知

一二，都有他的經驗，你是不是能把自己很謙虛的推銷出去，不認為

親民黨哪一個選區特別強。 

8.哪一個選區比較不利？ 

答：我不認為哪一個是比較不利，因為台中市流動人口、外來人口太

多，獨立性很強，像中、東、西、南這是傳統民進黨的票倉，但加總

起來泛藍還是比泛綠多，所以親民黨和國民黨產生透過某種機制唯一



 

 223

的一個候選人，泛藍的基本面還是贏，這才是重點，那怕過去我們只

贏一點點，或是亂劃之後看起來他們贏了，但現在的氛圍，泛綠的支

持度差很多，所以還是會贏。 

9.那親民黨的內部會用何種機制產生黨內的提名名單？ 

答：我們現在，黨中央會和國民黨有提名總額管制，第六屆我們立委

選舉和國民黨就有比例總額的默契，在全國國民黨有幾席以台北北區

而言，總共八席，國民黨提五席，我們提三席，黨中央還會有結果出

來，馬英九他的重點在於 2008 要當選總統，目前泛藍的領導人主要的

目標是在要把大政拿回來，就泛藍的領導人來講，只要是優秀的人參

選，若干比例給親民黨又有什麼難的，將來把餅坐大，因為從 225 席

變成 113 席，一定會有一些滄海遺珠，淘汰一些人那我們就把他寄望

在 2008，因為泛藍主政在望，不能出來選或在初選被淘汰的人，可以

到黨中央去符合，到未來泛藍政府的服務，參選會爆炸，協調也會困

難，但當大家 2008 有希望時，就不是那麼困難，可以來輔選總統，都

很有出路。 

10.那如果同一選區有很多同黨來選時會用何種方式決定由誰出來參

選？ 

答：這由黨中央來決定，任何一個黨只要有制度就好，像台灣以前都

是複數選區，還是用得很好，只要有章法，不管是完全用民調，完全

用直選，只要遊戲規則決定就好，第六屆是以現任為優先，因為現任

的已經有經營的基礎，除非現任的缺失、違法或地方對他的評價不好，

像以美國眾議員提名中現任的佔 93%，一個政黨就是要永續經營，尤

其像親民黨要去網羅人來參選，沒有什麼人願意披親民黨的戰袍出來

參選，要披也要披國民黨的，這需要情投意合，你的條件和人家對你

的期望都是要旗鼓相當的，所以以前是現任優先，未來第七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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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還沒決定。 

11.您認為親民黨能否在選戰上提供您足夠的資源，不管是經費、形象、

宣傳或議題上？ 

答：很難，上一次親民黨有提供 250 萬經費奧援，這一次可能是王老

五過年一年不如一年，而且現在黨中央已經是舉債度日，我們也不指

望下一屆黨中央會給我們任何的挹注，目前立委的人數又在縮減，只

剩下 23 位，我不預期黨中央會給我們物質上的挹注，但沒關係，加入

一個政黨本來就是情投意合，你認同當時共同奮鬥的目標，我們要有

別於其他大黨，我們要給民眾另一個選擇只要是形象好，現在又有政

治獻金法，辛苦籌一點錢，節用一下，應該還是夠用。 

12.您認為親民黨在形象上是否較其他政黨有利？ 

答：基本上來看，就親民黨成立五年以來，親民黨黨團的形象是較佳

的，在 225 個立委中，我們是屬於能言善道、專業型的，我們沒有金

牛，但此一十彼一時，最近親民黨很多人急著跳船，使氣勢、自信受

到一定的打擊，但政治本來就是無常、起起落落，宋主席也曾問我將

來會何去何從，我跟宋主席表示，我不會棄船，親民黨即使打烊，我

一定會做最後幫你關燈再一起走的人，只有戰死的主帥沒有投降的將

軍。我期許我的專業要奉現在選舉戰場上，不管親民黨是否會給我們

任何幫助，我們可預期明年若打著親民黨旗幟參選，會非常辛苦，但

這是個人的選擇，再辛苦都會走下去。 

13.那在宣傳和議題上面呢？ 

答：在未來的議題上應該還是主打清廉，因為阿扁政府最被詬病就是

無能，國民黨和親民黨將來都會主打清廉，如馬英九常被批評優柔寡

斷，但他還是當選，因為他 clean，我每次都主打清廉而已，三次立委

選舉都只花九百、一千萬而已，都只有文宣的錢，百姓喜歡清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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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就是兩岸問題，不能任憑執政者因為個人意識型態來阻礙兩岸經貿

發展和結合，這和經濟有關，若能直航，能提供國內產業生存有利條

件，這就屬於民生問題，這兩個主軸都會是立委和總統選舉很重要的

議題，再來就是要講地方議題，不過國會議員講地方議題沒什麼賣點，

因為這是縣市長的議題。另外還有修憲議題方面我們會提出，走向內

閣制，因為現在的總統有絕對的權力，現在總統聲望跌到百分之十五

居然還可以繼續執政，但若是內閣制，總統是同僚選出來的，在總統

聲望低的時候，會影響我們這些國會議員下次的選舉，所以我們會先

把他換掉，但我們現在是總統制，所以我們即使總統聲望是零都沒有

辦法把他拿掉，有權無責，過去兩屆李登輝，兩屆陳水扁，總統權力

大，整個是分贓制度，總統可以掌控國營事業管金控，院長變成執行

長，為了要讓總統掌握權力不惜挑起族群對立、兩岸對立，若改成內

閣制，要出任內閣總理的人，必須要回到自己的選區，先選上國會議

員，才可以出任內閣總理而在選國會議員的時候，地方的議題總會多

題一點，因為你不知道自己的政黨會不會成為第一大黨，就不容易形

成全國性的議題，因為你也只是眾多個候選人之一，像馬英九若要出

任內閣總理當然你是重量級候選人，但不足以像總統容易形成全國性

的議題，所以如果有阿扁二世，要挑起兩岸對立也不容易形成這麼大

的作用，所以台灣不需要個人崇拜，所以重點有三個，一個是清廉、

二是兩岸問題，再來是走向內閣制。 

14.你認為在台中市要當選，政黨和個人形象哪一個比較重要？ 

答：大概五成五成，人也不見得能勝天，政黨與形象在很特殊的條件

下，如果是個形象非常好、清廉在沒有很強大政黨奧援下也可以脫穎

而出，我第四屆參選時以無黨籍當選但很辛苦，當時左右夾殺，國民

黨和民進黨我當時和何麗玲小姐基層跑了很辛苦總共拍了兩萬八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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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片，一天有時要拍六百多張照片，一天如果沒有握一千兩百個手

就不回家睡覺，助理就拿計數器，看到人就握手，如果他對我們友善，

我們助理就會立刻拍照片送他，雖然當選但真的好辛苦，所以是五十

但也不可能光個人形象好就贏過有政黨奧援的國民黨或民進黨的候選

人，也不容易。 

15.您認為地方派系在台中市是否還有影響力？ 

答：影響不大，頂多百分之二或三的選票，台中市選民程度很高，台

中是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大專院校有二十幾所，文教鼎盛，台中市每

個家庭的收入僅次於台北，大概有一百多萬，加上流動人口，比較中

庸，打開台中市的地方自治史，沒有一次因為選舉爆發暴動或血案，

加上台中市派系領袖比較文明，比較克制，選民本身也比較獨立思考，

因為收入、教育程度都高，所以派系也不容易影響，所以在十幾二十

年下來，欲振乏力，他也知道動員的結果不盡理想，因此影響力也較

為有限，但社團的影響力還有，像農會系統、水利系統還有一定影響

力，但派系已經式微了，而且台中市的領袖都很圓融，都數位押寶，

每個人來都表示善意，所以影響力也很有限。 

 

 

《附錄四：訪問何敏豪委員》 

訪問對象：何敏豪委員 

訪問時間：2006 年 5 月 16 日 15：00～15：40 

訪問地點：何敏豪國會辦公室 

1. 請問您對第七屆立委選舉改採單一選區制對哪一個政黨較為有利？ 

答：立委單一選區從去年五月份的憲改方案通過後，我們立法院的席

次變成 113 席，再加上每縣市至少一人，等於像金門、馬祖人口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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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地方也是一席，像馬祖是六千九百多人，金門是兩萬多人也是一

席，馬祖變成一等國民，金門是兩萬多人一席，是二等公民，澎湖六

萬多人一席，是三等公民，台中市是三十萬人選一席，台中市人口一

百萬人，選三席相當於一席三十萬人，是四等公民，這種叫做民主的

不平等，再來像苗栗、宜蘭，苗栗有五十多萬人也選一席他是五等公

民，宜蘭也是五六十萬人他是六等公民，新竹嘉義也都是選一席，花

蓮台東也都是選一席，這種選一席的地區，都是國民黨的天下，所以

是大黨，包括綠營的民進黨都很困難，每縣市至少一人的遊戲規則，

等於是為國民黨量身定造，對國民黨最有利，第二個民進黨，第三是

親民黨，第四個台聯，這是按照現在政治生態的大小去分，對小黨都

不利，對大黨，尤其是國民黨是絕對有利，而且如果選下來，國民黨

至少先贏個 10 席以上，因為那些只選一人的幾乎都他們的天下，今天

我們在程序委員會新的提案是，維持 113 席不變，但希望採維持現在

的大選區制複數選區制，複數選區對小黨比較有利，另外我們修憲案

是提內閣制的精神，把閣揆同意權經過國會同意，目前是傾向總統制

的雙首長制，因為總統權力太大，造成總統第一家庭問題都出來了，

他分配了很多的權力資源，這是制度設計不良，也不能怪阿扁的個人

操守問題，制度面有問題必須從制度面來調整，希望台灣能走向內閣

制，內閣制是從政黨政治去運作，然後，一票選黨，一票選區域的，

單一選區要有他的配套，應該配合內閣制的精神，否則也有一些盲點。

所以單一選區最有利是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聯，無黨籍幾乎

都沒有生存的空間，幾乎是兩大黨的天下，對台聯很不利。 

2. 您認為您所屬的政黨在未來的立委選舉上最大的優勢為何？ 

答：台聯的基本核心價值，穩定政局、振興經濟、鞏固民主、壯大台

灣、在這個核心價值立場中，強調台灣的主體性，講到台聯就是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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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顧台灣，我們主張現在有很多投資者包括生意人往中國大陸跑，台

灣的一些優勢，因為大陸的磁吸效應，把有台灣大量的資金、技術人

才輸往中國，造成台灣產業空洞，，留在台灣的只剩下軍、公、教跟

農民、漁民、勞工，造成就業率低，失業率提高，產業外移導致台灣

趨勢的空洞化，這是我們所擔心的，核心價值鼓勵大家來投資台灣，

希望外資投資台灣，台商的資金回流，所以台聯的最大優勢是讓大家

有一個印象就是台聯最顧台灣，但也就因為強調台灣的主體價值，強

調制憲正名，所以長久以來被貼上標籤，就是台獨，但你認為台灣不

是獨立狀態嗎？所以這當然是被貼上的不利標籤，最不足之處是在推

廣台灣的認同教育還有很大的空間，也受到台灣中國化潮流所阻擋，

這是我們擔心堅持台灣主體性會被中國化的潮流所淹沒。 

3. 您所屬的政黨目前在改採單一選區制後有無任何因應對策，以保住

更多席次？ 

答：目前所著手的除了修憲看能不能改為中選區的制度外，或者改成

內閣制增加席次，甚至採德國聯立制讓小黨有生存的空間，這是一連

串台聯從年初推動制憲運動，制憲必須尋求多數共識所以困難重重，

所以就從修憲，所以今天就是為了修憲案子發生衝撞，遭受很大的阻

礙，我們的對策是先把制度面修好，讓小黨繼續生存，現存的單一選

區，迫不得已面臨這樣的趨勢，我們要採取「堅壁清野」，就是基層要

經營面臨大黨的挑戰，我們要增加曝光度，問政成績，爭取中間選民

的認同，我們會不斷充實自我，選民會考驗我們本身的能力、學識、

條件、問政、為人處世都會成為單一選區時參選的一些標準。 

4. 這樣會不會影響您的參選意願？您會在哪一選區參選？ 

答：當然現在立法院有很多人有所謂的「躁鬱症」，選前選制改變的躁

鬱症，有的會說沒做也好，看破啦，有的是再拼，反應兩。至於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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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當然是會啦！，有的想更加努力去扎根，有的是船到橋頭自

然直。至於會在哪一選區參選，當然是回到我的故居，我長年是在東

區，所以不管甲案還是原本的案子，東區都會是我的首選，東區先站

穩之後，在去配合北屯或是配合東、南、中區，所以如果是甲案是第

一選區，如果是原本的草案是是第三選區，甲案是綠營要的，原本草

案是藍營要的。 

5. 您支持甲案的考量因素為何？ 

答：目前甲案中的第一選區（中、東、西、南），過去綠營傳統支持者

較多，說現實一些就是比較容易，綠營比較能確保這一席，綠營票比

較多，如果是以原有草案的第三選區會變成需面臨北屯區的挑戰，北

屯長期是藍營的大本營，西屯、南屯也幾乎是藍營的天下，剩下這一

區會比較有所作為。如果是原有草案綠營幾乎沒有機會，北區幾乎也

是藍營的，這下子（中、西、南、北）也沒機會了。 

6. 您是否滿意中選會所公布的草案（原有草案）？ 

答：比較希望是甲案，若是原有草案也還可以接受，甲案對綠營較佳，

如果是甲案，綠營還會有一席，原有草案則對藍營最好，則會三席都

是藍營的天下，民進黨也希望是甲案。 

7. 您覺得哪一選區對貴黨最不利？ 

答：西屯、南屯不利，沒有台聯的勢力，不過也不太一定，因為新移

入的人口多，北區和北屯區的眷村鐵票區最多，最為不利。 

8. 目前是用何種機制決定黨內的提名名單？ 

答：目前是現任的先優先提名，因為我們的人員、資源少，人才少，

所以現任的優先將來對外公佈，如果外面有適當的人才願意代表台聯

參選，我們也歡迎，我們也會提供機會，如果一個地區有兩個以上，

我們也有黨內初選機制，也是民調七成，黨員三成，有時我們會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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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決定，不過大部分都是七三，像北高市議員初選就是如此，這是每

一個議員參選人之間的共識。 

9. 您認為黨內能否提供您足夠的競選資源？ 

答：台聯是小黨，比較沒有辦法像國民黨或民進黨有大黨的資源，基

本上經費都是有限，不可能給你足夠的資源，要靠自己，宣傳整體黨

的形象，平常在立法院的表現都是在累積我們的資源，議題、形象都

是平常要累積，候選人本身也要去找尋一些議題。 

10. 您認為在台中市參選，個人政黨和形象哪一個較為重要？ 

答：我覺得是個人，在台中市若要當選是個人，對於政黨大家現在很

討厭，選人不選檔，像這次里長，選人不選黨的太多，明明是民進黨

或是國民黨卻不代表他們參選的很多，故意空白，會去強調國民黨，

可能是這一區國民黨比較強勢，我就加入國民黨來搶資源，選人比選

黨更重要。政黨變成一種被利用的工具，如果國民黨比較有資源我就

加入國民黨，像台聯資源少就比較不會有人要加入台聯來參選，不過

大選區就不一定，很多人願意代表台聯來參選，小選區的話因為選票

會被大黨的基本票源蓋住。 

11. 您認為現在地方派系對台中市的選情是否還有影響空間？ 

答：現在台中市的地方派系已經比較式微，過去張派、賴派現在都已

經沒有了，民進黨內部可能還有，民進黨內部有新潮流、福利國、正

義連線或個人幾個的連線，像謝明源他就有幾個議員連線，王世勛也

有幾個議員連線，李明憲他也有幾個議員連線來標榜他們的派系，這

些派系對立委選情有加分減分的效果，我本身台聯也只有一個，但我

必須要去超越黨派，甚至台聯只是提名的工具不會去強調台聯，一定

要非選台聯不可我想在台中市是選人不選黨，這比較實際，刻意強調

政黨對立會被淹沒掉，台中市台聯雖然有他的基本盤，但是還是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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拓更廣大的資源去所以在選舉上也是廣結善緣，甚至跨越黨派，去做

個人人脈的經營。 

12. 會不會擔心在選票上會和民進黨重疊？ 

答：兩次選舉都已印證，當然會重疊，但就是還是凸顯我仍是台聯顧

基本盤，加上個人人脈的拓展，與民進黨之間在個人人脈會衝突，但

在黨的路線上支持台聯還是固定那些人，但在單一選區下容易會有棄

保效應，和多席次不一樣，多席次會配票，希望多上幾席，但現在只

會顧一席，這時候就會有棄保效應。 

13. 那在單一選區之下，您和民進黨之間都要出來參選，您會有何種打

算？ 

答：我已經有做好這種打算，我一定會代表台聯出來參選，我們先談

合作的模式，台中市三區，有一區他們願意讓一席讓台聯來發揮，當

然我們就可以並肩作戰，我們其他兩區就不提名，若他們都不願意讓，

我就會考慮其他兩區，遍地提名，成為政黨競爭的格局，步調上和民

進黨的互動先合作，所以我們第一波現任的先出來，我們都勢必參選，

其他各區我們還在考慮，如果你願意和我們合作，那你就把我們現任

的七位都納入你們的輔選規劃內，我們七個人先扣除掉，其他的你們

再去佈局，單一選區就會變成藍綠對決，而不分區的部分沒有合作空

間，老百姓看那個政黨比較好他就投給誰，但台聯不分區的選票會減

少，因為沒有在那一區經營，沒有人打台聯的基本盤，所以不分區的

選票會減少，我認為台聯每一區都應該要提人，至少有人在經營，相

對區域會有票同時也會投給政黨一票，當然有選民會區隔，我區域投

給民進黨一票，不分區就投給台聯一票，不過這都是很難去做判斷，

事實上如果能協調出來，也可以一區讓我們出來選，然後西、南屯或

是北屯有一區雖然候選人選民進黨，但政黨票投給台聯，如果協調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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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各戰各的，但我想我們台聯還是走自己的路，但民進黨內部應該

沒有那麼容易擺平，像王世勛我和他講好，他要讓我，但現在蕭杰也

要選，賴穎鋌也要選，黃國書也要，聽說陳大鈞也要，張溫鷹無黨籍

也要，不過他是無黨籍的就不管他，現在是已經排除王世勛了喔！我

已經跟他講好他不出來，那其他的我怎麼可能說服他們都讓我，所以

我想也不用期待太多，他們初選讓他們去初選，我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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