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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高雄市縣合併方案與立法委員單一選區

劃分的整合模式 
 
第一節  大高雄市二級行政區域的區劃方案模擬 

 

    行政區劃歷經57年未曾變更，雖然符合穩定原則，但卻和當今政經變

遷脫節，如此將導致地方資源開發不易，且肇致地方發展停滯，不利國家

整體發展與國土規劃，也將使國家競爭力下降；層級過多，中央與省的幅

員重疊性過高，形成葉爾欽效應；此外，直轄市面積太小，人口密度過高，

且與鄰近腹地的互動關係，欠缺聯繫、協調與整合的機制，各自為政的情

況，嚴重影響早已形成之「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之政經發展，亦

難帶動臺灣各區域之區塊發展。 

    臺灣不但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少有變動，就是直轄市、縣（市）

所轄之鄉（鎮、市、區），除臺北市外，亦未有合理的調整，以致鄉（鎮、

市、區）的發展已嚴重失衡。復因政治立場及派系作祟，影響鄉（鎮、市、

區）層級功能的應有功能，無法有效發揮運作（紀俊臣，2006：72）。以

高雄縣的鄉（鎮、市、區）來看，人口多者高達338,037人（鳳山市），少

者僅有1,754人（桃源鄉），但其組織規模並未有結構上之差異，尤其鳳山

市人口如此之多，卻僅有26.7590平方公里，其行政區劃之不合理，自然肇

致鄉（鎮、市、區）在服務品質低落，終致喪失層級設置的核心價值，行

政層級的設置有重新檢討與規劃之必要。 

 
壹、組織之樣態分析 
 
    地方政府組織屬於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組織之類型，因受制於

各國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影

響，組織類型難有一致的歸類，若根據亨利?敏茲伯格（Henry Mintz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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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類，組織可分專業化（specialization）、法制化（formalization）、集權

化（centralization）、環境（environment）及一般結構分類（general structural 

classification）等特質，分為簡單結構（simple ctructure）、機械官僚模式、

專業官僚模式、部門化結構（divisional structure）及不定型（adhocracy）

等五種模式（紀俊臣，2002：18），如表6-1所示。 

表6-1：組織之五種態樣 

特質 簡單結構 
機械性官僚

模式 

專業性官僚

模式 
部門化結構 不定型 

專業化 低 高功能性 高社會性 高功能性 高社會性 

法制化 低 高 低 部門內高 低 

集權化 高 高 低 有限分權化 低 

環境 簡單而動態 簡單而穩定 複雜而穩定 簡單而穩定 複雜而動態 

結構分類 有機性 機械性 機械性 機械性 有機性 

資料來源：Stephen, P. Robbins ,1990, p.305. 

    早期政府型態簡單，屬於簡單結構，隨著時代變遷與人民需求大增，

政府組織逐漸龐大，機械性官僚模式與專業性官僚模式逐漸取代簡單結

構，之後為了因應緊急情況，而有不定型組織之設計，由此可知，組織樣

態會隨著時代潮流變遷而有所不同，整體觀之，地方政府組織大部分屬機

械性官僚模式與專業性官僚模式，前者如一般行政機關，後者如工務、衛

生、環保機關等，其下分門別類的不同局、處與課，則為部門化結構，專

司不同性質之業務，達到分工合作的目的。高雄市縣若予以全面合併，似

可以此架構為樣態選擇，並藉由國土計畫理論中的五項組織因子1（組織配

置、資訊處理、制度體系、權責職務與人）相互配合，以整合協調性與共

融性而發揮協力之功效。 

                                                 
1 見本研究第二章第五項。 



第六章  高雄市縣合併方案與立法委員單一選區劃分的整合模式 

 

 

155 

155 

貳、大高雄市的組織功能與結構模擬 
 
一、地方行政機關 
 

    茲以高雄市縣合併前之組織設計為基礎，如表6-2，以規劃出未來高雄

市縣合併後之組織設計，說明如後： 

1. 原高雄縣及高雄市之組織設計，皆符合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

一條及第三條第二項之法定上限，合併之後，大高雄市總人口有

2,759,566人，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一條規定：「直轄市政府

所屬一級機關，人口未滿二百萬人者，不得超過29局、處、委員會；人

口在二百萬人以上者，不得超過32局、處、委員會」若將原高雄市、

縣所有業務性質類似之機關合併，且將兩者原本未有之機關也算進

合併之後的新政府，總共有33局、處、委員會，不符法定上限，似

可將原高雄市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併入原高雄縣之原住民局，畢竟

併入高雄縣後，原住民人數大增，只以委員會形式處理原住民事

務，服務品質堪憂；原高雄市政府所設之「兵役處」，業務性質和

原高雄縣政府民政局兵役勤管課有重疊之處，似可併入民政局下，

如此則符合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一條規定上限，總共設立31

個單位，其所屬各一級機關，建議掌理事項，說明如表6-3。 

2. 按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政府之組織，由內政

部擬訂準則，報行政院核定；各直轄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 

經直轄市議會同意後，報行政院備查；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

織規程，由直轄市政府定之。縣（市）政府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則，

報行政院核定；各縣（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經縣（市）

議會同意後，報內政部備查；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規程，

由縣（市）政府定之。」因之，高雄市、縣合併後，其地方自治團

體如定名為「高雄市」，除參酌臺北市及原高雄市兩直轄市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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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且依地方行政組織準則相關規定，似可大略設計如圖6-12，

並由行政院訂定新設之直轄市政府組織規程。 

3. 鑑於合併之後，原高雄市、縣府總計有兩座，基於節省資源及市容

整體規劃，似可將新設之「高雄市」政府設於原高雄市政府內，原

高雄縣政府可供第二辦公室使用，並建議在大高雄捷運完成前，不

宜大興土木，增添市民不便。 

表6-2：高雄市縣合併前設立機關之比較 

機關性質 機關 高雄市 高雄縣 

民政局 ☆ ☆ 

財政局 ☆ ☆ 

教育局 ☆ ☆ 

建設局 ☆ ☆ 

都市發展局 ☆  

工務局 ☆ ☆ 

社會局 ☆ ☆ 

勞工局 ☆ ☆ 

警察局 ☆ ☆ 

消防局 ☆ ☆ 

環境保護局 ☆ ☆ 

捷運工程局 ☆  

文化局 ☆ ☆ 

交通局 ☆ ☆ 

業  

務  

機  

關 

兵役處 ☆  

                                                 
2 為與本研究前面章節(第六章前)所示之原高雄市有所區別，以下圖表將高雄市縣合併後之「高
雄市」，均稱為「大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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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處） ☆ ☆ 

新聞處（室） ☆ ☆ 

農業局  ☆ 

水利局  ☆ 

觀光交通局  ☆ 

衛生局 ☆ ☆ 

原住民局  ☆ 

 

港務局 ☆  

秘書處（室） ☆ ☆ 

主計處（室） ☆ ☆ 

人事處（室） ☆ ☆ 

政風處（室） ☆ ☆ 

法制局（室） ☆ ☆ 

計畫室 ☆ ☆ 

公教人力發展局 ☆  

都市計劃委員會 ☆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幕  

僚  
機  

關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  

合    計 29 2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六章  高雄市縣合併方案與立法委員單一選區劃分的整合模式 

 

 

158 

158 

圖6-1：「大高雄市政府」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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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大高雄市」所屬一級機關掌理業務 

機關名稱 掌理事項 

民政局 
戶政、宗教禮俗、兵役勤管、兵役徵訓、後備軍人管理、
軍勤業務、國民兵訓、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扶助、役男權益
及榮眷服務、自治行政、祭祀公業、殯喪管理等事項。 

財政局 
財務行政、財務管理、地方金融、公有財產、庫款支付、
菸酒管理、出納、公債等事項。 

教育局 
國民教育、中等教育、幼稚教育、特殊教育、體育、社會
教育及學務管理等事項。 

建設局 
建築管理、建築拆除、新建工程、土木工程、國宅建築等
事項。 

勞工局 
勞資關係、勞工組織、勞動條件、勞工福利、就業輔導、
勞工安全及外勞引進等事項。 

文化局 
文化資產、文化發展、古蹟及古物維護、表演藝術（如戲
劇、音樂、舞蹈等資料之搜集、整理與研究、規劃與管理）、
圖書資訊與管理等事項。 

港務局 
市港土地、漁港規劃、建設維護、海洋產業、漁民福利集
市港事務協調處理等事項。 

工務局 
道路工程及養護、都市及公園綠美化、公共工程之審核、
督導及材料採購之監辦事項。 

社會局 
社會行政、老人、兒童、青少年、婦女、身心障礙之福利、
社工、合作行政及社會救助等事項。 

消防局 
消防設備安全檢查、防火宣導、災害預防規劃、火災原因
調查及資料統計、消防人員教育訓練進修等事項。 

警察局 
保安警備、義警組訓、軍事動員與後備軍人召集之協助，
及警察教育訓練等事項。 

衛生局 
保健防疫、衛生所業務指導、藥政、藥物及化妝品衛生管
理及監督、衛生教育、衛生人員訓練等事項。 

交通局 交通規劃、交通工程、停車管理、公共運輸等事項。 

都市發展局 
綜合計畫之擬定暨相關開發建設事業之研究、社區環境計
畫之規劃、都市計劃、景觀設計、開發許可之研擬、審議、
管制、及國宅營建、出售、貸款等事項。 

環境保護局 
空氣、水污染防治、噪音及振動管理、垃圾清除、垃圾分
類與回收、環境保護及公害防治之檢驗等事項。 

捷運工程局 
捷運系統路線規劃、聯合開發企業、捷運車站電力、環境
設備、車輛管理、通續及控制系統、站務人員管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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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 
土地徵購、公地撥用、土地重劃、區段徵收、規定地價、
照價收購、地價評定等事項。 

水利局 
灌溉排水工程、河川堤防工程、水利河川堤防各項工程、
工程用地之收購及地上物補償、災害搶修、定期派員勘查、
下水道工程、水利管理等事項。 

農業局 

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實施計劃、農會農產推廣教育、農會菜
物稽核及會務指導、輔導農業供銷業務、推行農業機械化、
植物保護、農業藥品管理及公害防治、農作物推廣及地上
物查估、農情報告、糧食生產費調查、農產運銷、水土保
持、農會輔導、漁業管理、畜產、生態保育等事項。 

新聞處 新聞行政、政令宣導、廣播影視管理、公共關係等事項。 

法制局 
法規之綜合審議及發布、法規統一解釋、交辦法案之研擬、
解釋、審議、諮詢及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業務等相
關事項。 

秘書處 文書處理、檔案管理、機要業務等事項。 

主計處 歲計、會計決算、統計業務等事項。 

人事處 
組織編制、人事人員管理、任免遷調、級俸、核薪、待遇、
福利、考核及獎懲等事項。 

政風處 
政風人員管理、公務機密維護、政風調查、品德查核、政
風方弊、政風法令宣導。 

公教人力發
展處 

年度訓練計畫之擬定、課程編配協調與實施、公教人員諮
詢與輔導等事項。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市政工作之研究發展、民意調查、行政革新、為民服務之
策劃監督考核、出版品管理等事項。 

都市計畫委
員會 

都市計劃擬定、變更、更新、開發、投資之審議、多目標
使用之建議等事項。 

原住民局 
原住民教育、語言、傳統技藝、歌舞、體育等各項文化傳
承、人才培育暨原住民政策、法規、制度之擬定及推動、
執行等事項。 

觀光局 
觀光遊憩規劃、旅遊事務、觀光行銷、觀光管理、觀光工
程規劃與維護、運輸規畫、觀光諮詢等事項。 

計畫室 資訊管理、研究發展、管制考核、綜合規劃等事項。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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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立法機關 
 

    高雄市縣合併之後，原高雄市、縣議會需重新設置為「高雄市」議會，

並依法辦理「高雄市」議員選舉。按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新設之直轄市議會組織規程，由行政院定之。至於議員人數，根據地方立

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五條規定：「直轄市議會議員總額，不得少於四十一人；

直轄市人口超過一百二十五萬人至一百五十萬人者，每增加七萬人增一人，最多

不得超過四十四人；人口超過一百五十萬人者，每增加十四萬人增一人，最多不

得超過五十二人」，因之，「高雄市」議會議員人數不得超過五十二人；新

設議會根據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二十九條規定：「直轄市議會置秘書長

一人、副秘書長一人；下得分設九組、室辦事。」，依法設置應有之人員與組、

室。 

    「高雄市」議會設置處，考量合併之後幅員廣大，為避免民眾諮詢及

陳情不便，可在原高雄市及高雄縣議會皆設置議員研究中心，及民意諮詢

中心，接受民眾陳情及提昇該市之組織發展事宜，並提供議員研究議案及

政策研擬之研究處；議場則可仿傚歐洲議會在仍未有定點之議場之過渡時

期，分別在法國的史特拉斯堡、盧森堡及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輪流開會，

「高雄市」議會也可在合併之後，為減少爭議，而輪流在原高雄市及高雄

縣議會開會。 

 

三、派出機關 
 

    根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三條規定：「直轄市之區設區公所，置

區長一人、主任秘書一人；人口在二十萬以上之區，得置副區長一人，均由市長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之。前項區公所內部單位不得超過九課、室。」因之，

「高雄市」派出機關之機制，須酌加調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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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高雄縣之鄉、鎮、市合併後，失去地方自治團體的公法人地位，從

此，鄉、鎮、市法人化走入歷史，均須改為直轄市所屬之派出機關－區，

其合併調整須有法律依據，並規劃完整之作業流程，說明如下： 

1. 立法院通過行政區劃法，成為高雄市縣合併之法源依據。 

2. 公告施行後，由高雄縣政府組成鄉、鎮、市合併調整工作小組，研

擬並提出調整計畫，為期六個月。 

3. 將調整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進行為期六個月之審議。 

4. 行政院為核定機關，經公告核定後，由高雄縣與鄉、鎮、市，共同

組成鄉、鎮、市合併調整籌備小組，執行、實施合併調整計畫，完

成後，由縣政府監督交接相關事宜，為期六個月。 

    原高雄市部份，由於本身在合併前即稱為「區」，合併之後仍沿用之，

無更改之疑義。 

     

 

第二節  大高雄市區級行政區域與單一選舉區劃分的整
合方案 

 

    1987年臺灣解嚴，進入後威權時期，為臺灣的政經結構帶來前所未有

的變革，也連帶影響臺灣的地方自治及行政區劃體制。隨著1970年代末全

球化（globalization）發展的衝擊下，臺灣隨著跨國經濟網絡連結的深化發

展，不斷地整合到世界經濟系統中，成為日益重要的經濟體，並與之同步

演化（周志龍，2001），但在中央政府遷播來臺後，其間雖歷經六次修憲，

對於提昇臺灣國家競爭力最重大的政治工程－行政區劃卻未作有系統之

規劃與執行，影響政經社會資源均衡分配的「選區重劃」（reapportionment）

也附之闕如（鄭興弟、林昇德，2000），如此嚴重的阻礙臺灣在全球化的

時代中，與其他國家和城市競爭，目前的臺北與高雄兩直轄市及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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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周邊縣市分割發展，導致地方生活圈及區域產業圈被切割，都市與區

域整體發展嚴重受到阻礙，在現今城市連結合作才能致勝的年代，其規模

根本就不足以和現在與未來的競爭對手，如上海、首爾、香港、新加坡等

世界城市相比擬，因之，合併直轄市與周邊縣市，變成有效統合動員地方

資源，提昇城市區域競爭力的關鍵，若能大膽嘗試打破現行縣市與鄉鎮市

疆界，使中央與地方成為兩級政府，並將「行政區劃」與「選區劃分」畢

其功於一役，不但能節省規劃的人力與國家資源，還能更加合理分配政經

與社會資源，提升區域與國家競爭力。 

 

壹、行政區域與單一選舉區統整規劃 
 
    若以歷史因素來看，過去高雄市與高雄縣，原本就是高雄州之一部，

若從產業圈及生活圈的向度來看，高雄市縣早就形成一緊密聯繫的都會

區，囿於老舊的行政區界限，都會區欠缺整體規劃，形成行政與國家資源

浪費，如下水道工程、垃圾處理、焚化廠及大眾運輸系統，皆無一致性規

劃，雜亂無章阻礙都市進步，加速空間極化發展，成為中央與地方權力關

係的矛盾衝突根源，扼殺了國家無限發展與永續發展的可能性；且有關行

政區劃之內容多散見於憲法或法律之中，包括「憲法增修條文」、「地方制

度法」、「省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精省暫行條例」、「財政收支劃

分法」等，莫衷一是，毫無完整的立法根據，行政區劃根據「地方制度法」

第七條規定，必須依法行之，而形同行政區劃之母法－「行政區劃法」，

卻擱置立法院中，仍未完成三讀，也未見政府機關建立相關研擬小組，積

極推動與規劃，行政與立法兩方皆無法全力配合之下，行政區劃才能歷經

半世紀仍不動安如山。 

臺灣長久使用世上罕見的單記非讓渡投票法（SNTV）與政黨比例代

表聯立一票制，選區也不如美國或日本，每十年根據人數變化與國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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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檢討修正，導致選風敗壞，弊病叢生，地方派系各自為營，據地為王，

買票賄選與暴力在選舉期間，層出不窮，選賢與能淪為口號，厚植地方勢

力與財力才是當選的王道。在立法院於2004年8月26日公告現法增修條文

修正案後，經2005年5月14日公民投票選出之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複決通

過，並由總統於6月10日公佈生效後，SNTV正式走入歷史，臺灣選制邁入

「單一選區（SMD）兩票制」的新時代，接踵而來的即是重新劃分選區的

重要課題，在現實政治與地方派系政治的拉扯之下，選區劃分形同未來政

治走向的風向球，中選會在公佈選區劃分原則之後，各地選舉委員會展開

選舉區劃分的作業行動，考慮地理、人口、生活圈、產業等多項基本因素，

及「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和「公平代表性」之普世價值，加上避免傑利

蠑螈及飛地等考量之後，召開公聽會協調不同聲音後，於2006年10月18日

將決議的選舉區劃分案，送至立法院第六屆第三期第一次臨時會進行第二

次討論審查，審查結果出爐：一、保留未達共識之四縣市（臺北縣、臺中

縣、臺中市、臺南縣），送請立法院長王金平召集協商；二、不同意中選

會案之四縣市（桃園縣、彰化縣、屏東縣、苗栗縣），請中選會參照各黨

團提案意見重新修正；三、其餘十七縣市，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中選會所建議之高雄縣與高雄市選區劃分案，在立法院各黨團的協商

之下，無異議通過，因之，未來高雄市、縣的選舉區，即如圖5-9、5-10、

5-11所示，第七屆立委選舉即依照中選會之劃分選區，進行投票工作。目

前雖然行政區劃法仍未通過，高雄市縣合併欠缺法源基礎，但未來若能儘

速通過，面對全球化之挑戰，應強調空間資源之整合與分工合作，打破過

去單打獨鬥模式，走向城市攜手合作以提高競爭力的考量下，高雄市縣予

以合併，對於地方政治與經濟生活圈、產業網絡、國土綜合開發、提升都

市競爭力與國家永續經營等，皆有所提升，似可考量中選會此次審慎評估

且整合不同意見所劃分之選舉區，作為未來高雄市縣合併為「高雄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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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域重要參考，將行政區與選舉區統整劃為九區。 

 

貳、行政區域與單一選舉區分別規劃 
  
    行政區域與單一選舉區分別規劃的考量在於，目前行政院「行政區劃

法草案」仍未通過，欠缺合併法源根據的窘境下，雖然行政區劃與單一選

舉區劃分若能統整規劃，畢其功於一役，可減少許多阻撓與不必要之浪

費，又能促進政經與社會資源合理分配，但選舉區劃分早已跑在行政區劃

之前，且合併高雄市與高雄縣後，原住民人數增多，建立「原住民自治區」

的聲音不容抹煞，加之併入高雄縣後，土地面積大，劃分更形困難，因而

有行政區與單一選舉區分別規劃的想法。 

    若分別規劃，根據地理位置、風俗民情、土地面積、人口分布及產業

圈等因素，擬將高雄縣劃成七個行政區，分別為：鳳山區、林園區、仁武

區、岡山區、湖內區、美濃區及原住民自治區；高雄市則劃為五個行政區，

分別為：左楠區、鼓山區、三民區、苓雅區、鎮港區，其調整前後之行政

區如表6-4；選舉區部份，仍遵循2006年中選會提送立法院院會審查通過之

劃分案，總共劃為九個選舉區。 

表6-4：「大高雄市」合併調整前後之行政區域比較 

調整合併前 調整合併後 
區別 

原行政區 面積（km2 
 ） 人口（人） 面積（km2 

 ） 人口（人） 

楠梓區 19.3888 183,370 左
楠
區 左營區 25.8276 166,056 

45.2164 349,426 

三
民
區 

三民區 19.7866 358,111 19.7866 358,111 

鼓山區 14.7458 118,417 鼓
山
區 旗津區 1.4639 30,140 

19.4831 20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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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埕區 1.4161 29,019 

 

前金區 1.8573 30,399 

  

苓雅區 8.1522 190,220 苓
雅
區 新興區 1.9764 58,254 

10.1286 248,465 

前鎮區 19.1207 200,812 鎮
港
區 小港區 39.8573 150,292 

58.978 351,104 

鳳
山
區 

鳳山市 26.7590 338,037 26.7590 338,037 

林園鄉 32.2860 71,605 

大寮鄉 71.0400 109,639 
林
園
區 

大樹鄉 66.9811 45,132 

170.3071 226,376 

仁武鄉 36.0808 65,805 

鳥松鄉 24.5927 40,788 

大社鄉 26.5848 32,596 

仁
武
區 

燕巢鄉 65.3950 31,510 

156.6533 170,699 

岡山鎮 47.9421 95,688 

橋頭鄉 25.9379 36,827 

梓官鄉 11.5967 37,588 

彌陀鄉 14.7772 21,000 

岡
山
區 

永安鄉 22.6141 14,330 

122.868 205,433 

路竹鄉 48.4348 54,692 

湖內鄉 20.1615 28,663 

茄萣鄉 15.7624 32,249 

阿蓮鄉 34.6164 30,933 

湖
內
區 

田寮鄉 92.6802 8,721 

211.6553 15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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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鎮 94.6122 41,438 

美濃鎮 120.0316 44,549 

杉林鄉 104.0036 11,591 

內門鄉 95.6224 16,914 

甲仙鄉 124.0340 8,400 

美
濃
區 

六龜鄉 194.1584 15,864 

732.4622 138,756 

桃源鄉 928.9800 1,754 

三民鄉 252.9895 4,828 

原
住
民
自
治
區 茂林鄉 194.0000 16,756 

1375.9695 23,338 

合    計 294,6.266 2,759.56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三節  大高雄市行政區劃對地方政治生態的影響 

 
壹、 改制前的地方政治與政黨生態 
 
政治家族參選是臺灣選舉的一大特色，歷次選舉的當選率也都偏高，

一般認為，政治家族候選人的優點在於熟悉政治環境，可以得心應手接續

政治事業；缺點則是政治家族壟斷部份政治資源，平民參政的空間受到擠

壓（陳杉榮，2004）。高雄縣長期由泛綠執政，最有名者莫過於余家，從

余登發當選高雄縣長開始，其媳余陳月瑛及其孫余政憲，皆曾擔任過且連

任高雄縣長，余家班的勢力在高雄縣可說是勢力深厚的地方政治角頭，也

由於長期綠色執政，高雄縣形同綠色大票倉；不過，白派及紅派的勢力也

不容小覷，白派目前仍有許多青壯派活躍於政界者，如目前擔任立法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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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金平；紅派勢力雖未如余家班名號那麼響亮，但其勢力仍受政界重

視，如現任縣長楊秋興於2005參選時，紅派大老前鳳山市長黃八野及前臺

灣省議員陳義秋宣佈力挺之，在泛藍陣營投下不小的震撼彈，可以看出。

就高雄市地方政治來說，三大政治家族淡出政壇的跡象，愈來愈明顯：陳

家自陳田錨放棄連任議長寶座，輔選姻親連戰又失利，目前僅能發揮間接

影響力；王玉雲受到中興銀行 貸款弊案官司纏身，「南霸天」之名已乏人

提起；前鎮朱家因吳德美涉嫌掏空鋒安金屬公司資金遭羈押，檢方也不排

除傳訊其夫朱安雄議員到案，政途亮起了紅燈（莊金國，2000），高雄市

地方政治勢力目前正經歷大洗牌的階段。 

自從1980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國大代表及立委的增選 )開

始至今，台灣社會的變遷是持續不斷的進行著，從威權體 (authoritarian 

system)的逐漸瓦解、黨外人士組織的逐漸擴充(1986年9月28日「民主

進步黨」組成)，到西元2000年的朝野政權更替，以及到2001年的立

委選戰中的國民黨全面潰敗等等，都顯示出台灣的政治變遷有令人驚

訝的巨變（蕭博銘，2001），不過根據表6-5及6-6數據顯示，在高雄

縣市，若欠缺政黨的支持，候選人當選不易，此外，由表6-7可看出，

具備地方政治背景（如政治世家）的候選人，在高雄縣較易當選，高

雄縣第六屆立委選舉當選名額九名，地方派系即高占六席，高雄市由

於外來派系和本地派系眾多，紮根不易，派系影響力有限。  

改制前的高雄市3，分為第一選區和第二選區，共選出11席，分

析如下：  

第一選區：鹽埕區、鼓山區、左營區、楠梓區、三民區及旗津區，

共選出6席。第六屆立委選舉結果，國民黨在本區獲得一席，民進黨

三席，親民黨一席，臺聯一席。  

                                                 
3 即在 SNTV的選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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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第五、六屆高雄縣立委選舉各政黨得票率與席次比較  

 第五屆  第六屆  

政黨  得票率  席次  得票率  席次  

國民黨  31.0％  3 29.05％  2 

民進黨  35.3％  3 42.88％  5 

親民黨  14.5％  2 12.85％  2 

臺聯  13.9％  1 10.71％  0 

新黨  0.3％  0 0％  0 

無黨籍及其他  5％  0 4.51％  0 

合   計  100％  9 100％  9 

 資料來源：參考自中選會網站歷年選舉資料，整理自繪。 

 

表6-6：第五、六屆高雄縣立委選舉各政黨得票率與席次比較  

 第五屆  第六屆  

政黨  得票率  席次  得票率  席次  

國民黨  23.6％  2 20.27％  2 

民進黨  36.8％  6 41.37％  5 

親民黨  15.8％  1 15.01％  2 

臺聯  11.8％  2 11.93％  2 

新黨  2.9％  0 0％  0 

無黨籍及其他  9.1％  0 11.42％  0 

合   計  100％  11 100％  11 

 資料來源：參考自中選會網站歷年選舉資料，整理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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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區域）地方派系參選統計  

縣市  地方派系  候選人  得票數  政黨  當選與否  

吳光訓 56,467 國民黨 是 
白派 

鐘紹和 36,405 親民黨 是 

余政道 33,965 民進黨 是 

徐志明 34,366 民進黨 是 

王金雄 4,780 無 否 

陳啟煜 53,848 民進黨 是 

黑派 

顏文章 60,522 民進黨 是 

高雄縣 

紅派 林益世 69,115 國民黨 是 

台南派 李復興 42,538 國民黨 是 

郭玟成 33,033 民進黨 是 

蔡媽福 1,561 無黨聯盟 否 嘉義派 

郭金生 1,024 無 否 

在地王派 張榮顯 5,583 無 否 

高雄市 

在地朱派 朱挺介 11,373 無 否 

資料來源：參考自中選會公佈第六屆參選名單，自行整理。 

 

第二選區：新興區、苓雅區、前金區、前鎮區及小港區，本區選出五

席。第六屆立委選舉，國民黨在本區獲得一席，民進黨兩席，親民黨一席，

臺聯一席。 

高雄縣在未改制前，全縣選出十一席，第六屆立委選舉結果，國民黨

獲得兩席，民進黨獲得五席，親民黨獲得兩席。由上述第六屆立委選舉結

果剖析，SNTV制度底下形成政黨多元化，符合Duverger在《政黨政治：現

代社會政黨組織與活動》（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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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odern State）（1966）中，歸納出被稱為「杜韋傑法則」的三個法則

4。複數選區基本上利於組織動員能力強的政黨進行配票及吸票，甚至透過

對行政立法內容的掌控，進行「肉桶立法」5，民進黨之所以可以在高雄縣

市獲得第一名的席次，在於其策略性配票的成功；國民黨會輸給民進黨，

肇因於其內部的分化，導致票源流失，反而幫助民進黨候選人的當選。此

外，選民的意識形態似乎在相當程度上，左右選舉結果的產生，激情的造

勢晚會與熱切的族群意識，其重要性幾乎超越候選人的政見；地方樁腳綁

樁固樁、買票賄選、黑道暴力及走偏鋒等，各種光怪陸離現象充斥，選舉

制度導致的弊病叢生。 

 

貳、 改制後的地方政治與政黨生態影響評估 

    

    改制後的大「高雄市」，由原本複數選區下的 20席減為 9席，選區由

三個調整為九個，選區人口數大幅增加，且每一區只選出一個，地方派系

不易操控，選舉買票也不易執行，金權依賴減少，候選人應會積極與黨的

政策配合，保持形象，注意多數民意來爭取支持（王業立，1995；Hsieh, 

1996），選舉困難度與競爭性大增，過去 SNTV 所產生的種種戰略勢必面

臨嚴苛考驗，小黨的生存空間也將被壓縮，是否會如Duverger所做出的結

論，臺灣政黨政治從此邁入兩黨制的新時代，值得觀察。此外，金權政治

的產生另有原因，如選舉經費的規定形同具文，傳統習俗等，且依日本經

驗，單一選區常會投票率降低，候選人仍可專注經營會出來投票的群體，

且在該群體中還可放棄近半的選民，因相對多數即可當選，折算下來，金
                                                 
4 「杜韋傑法則」即：一、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傾向於產生兩黨制；二、比例代表制易導致許
多相互獨立政黨的形成；三、兩輪決選制易形成多黨聯盟。 
5 美國國會議員為選區利益，常在預算案中增加若干公共福利與建設的條款來討好選民，以作為
交換預算同意的條件，此種以增加撥款案中的金額獲撥款案來為地方謀求利益的立法，在美國政
治過程中稱為「肉桶立法」（pork barrel legislation）（陳慧菁，2006：99）。不過，國會議員為了
自己的私利，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法案及一些對選區選民有益的法案，以討好選民獲取支持的作
法，會導致國家預算增加，不利於國家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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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派系還是需要，所以謝相慶（2000：45）針對 1996 年日本國會第一

次改選智後的選舉實況作分析，就任為新選制未必能達到改善金權政治體

質的預期目標（廖達琪等，2006：38）。 

    高雄市在選區劃分後，已經歷一場激烈的市長與市議員選戰，在第一

家庭與總統府高層弊案不斷被揭發，倒扁風潮風起雲湧之際，選前預測選

舉結果，原本是綠色執政的高雄市，面臨強大威脅，被視為綠色大票倉，

且又為高雄市執政黨的民進黨，被預測恐無法輕鬆拿下高雄市，選情持續

呈現五五波的情況，沒想到選舉結果出爐，民進黨市長候選人陳菊，竟以

34萬 9417票，險勝國民黨候選人黃俊英 1114票，保住第四屆高雄市長寶

座；市議員方面，44個席次中，國民黨獲得 17席，民進黨獲得 15席。藉

由第四屆高雄市長、第七屆高雄市議員選舉結果，有助於研究選區劃分對

政黨與地方派系政治造成何種影響。 

    從表 6-8可以看出，市長選舉中，民進黨在鼓山區、楠梓區、左營區、

前金區和苓雅區皆輸給國民黨，第二選舉區是泛綠的致命傷，而第五選舉

區則是泛藍難以攻下的地區，其他選區皆各有消長。表 6-9 市議員的選舉

投票結果，呈現和市長選舉的結果差不多，惟三民區市長選舉中，三民區

民進黨得票率較國民黨高出 5.33％，在市議員選舉中，國民黨得票率較民

進黨高出 7.44％；旗津區在市長選舉中，民進黨得票率較國民黨高出 16.36

％，在市議員選舉中，國民黨卻高出民進黨 46.57％，幾乎可說是壓倒性

的勝利，究竟是什麼導致選民分裂投票，頗值得深入研究。從這次戰況激

烈的選舉中發現，兩黨制的趨勢似乎仍未臻成熟，小黨還有得票率與席

次，只是空間有被壓縮的現象，未來是否仍有生存空間，需要持續觀察與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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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高雄市第四屆市長選舉各政黨在各行政區得票數（率） 

民進黨 國民黨 臺聯 無黨籍及其他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鹽埕區 9,115 55.14 7,214 43.63 133 0.8 72 0.43 

鼓山區 30,092 48 31,893 50.87 430 0.69 276 0.44 

旗津區 9,378 57.48 6,709 41.12 131 0.8 98 0.6 

左營區 36,434 40.49 52,772 58.66 476 0.53 293 0.32 

楠梓區 38,609 47.74 41,360 51.14 575 0.71 334 0.41 

三民區 92,868 52.15 83,357 46.82 1,149 0.65 677 0.38 

新興區 15,257 49.74 14,936 48.7 324 1.06 154 0.5 

前金區 8,033 49.15 8,054 49.27 155 0.95 102 0.63 

苓雅區 47,631 47.77 50,406 50.55 1,113 1.12 536 0.55 

前鎮區 53,601 52.22 47,526 46.3 982 0.96 533 0.52 

小港區 38,399 51.85 34,076 46.01 1,131 1.53 454 0.61 

總計 379,417 49.41 378,303 49.27 6599 0.86 3,549 0.46 

資料來源：參考自中選會網站（2007/1/14上網檢視），整理自繪。 

 

    表 6-9：高雄市第四屆市議員選舉各政黨在各行政區得票數（率） 

民進黨 國民黨 臺聯 親民黨 無黨籍及其他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鹽埕區 5,063 30.88 3,439 20.98 1,116 6.81 648 3.95 6,129 37.38 

鼓山區 21,463 34.69 18,709 30.23 2,136 3.45 2,862 4.63 16,710 27 

旗津區 2,651 16.25 10,251 62.82 236 1.45 141 0.86 3,038 18.62 

左營區 22,189 25.02 42,352 47.76 6,316 7.12 10,431 11.76 7,393 8.34 

楠梓區 16,759 20.85 37,583 46.77 3,010 3.74 5,140 6.39 17,888 22.25 

政 
黨 行 

政 
區 

政 
黨 行 

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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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區 55,718 31.68 68,815 39.12 5,429 3.09 8,599 4.89 27,216 21.22 

新興區 8,898 29.38 8,270 27.31 4,411 14.57 4,074 13.46 4,624 15.28 

前金區 4,583 28.38 4,485 27.77 2,460 15.23 1,977 12.24 2,646 16.38 

苓雅區 27,632 28.03 29,847 30.29 13,143 13.33 4,199 14.4 13,749 13.95 

前鎮區 43,739 43.31 29,473 29.18 3,187 3.16 2,222 2.2 22,376 22.15 

小港區 22,722 30.96 19,561 26.65 2,120 2.89 1,182 1.61 27,801 37.89 

總計 231,417 30.49 272,785 35.95 43,564 5.74 51,475 6.78 159,670 21.04 

資料來源：參考自中選會網站（2007/1/14上網檢視），整理自繪。 

 

    高雄縣部份，由於仍未在選區劃分後舉行過選舉，難以看出其影響，

不過根據 2004年立委選舉，廖達琪推估各縣市未來的席次，高雄市五席 

中將有四席為泛綠所拿下，藍營只拿下一席；高雄縣部份則是四席皆由泛

綠囊括（見表 6-10）。 

 

表 6-10：以 2004年立委選舉各鄉鎮票數推估各縣市未來的藍綠席次 

縣市 分配數 藍 綠 不定 無黨籍 

臺北縣 12 8 4   

臺北市 8 6 2   

桃園縣 6 5 1   

高雄市 5 1 4   

臺中縣 5 3 2   

彰化縣 4 4    

高雄縣 4  4   

臺南縣 3  3   

屏東縣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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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3 3    

苗栗縣 2 2    

南投縣 2 1 1   

雲林縣 2 1 1   

嘉義縣 2  2   

臺南市 2  2   

宜蘭縣 1  1   

新竹縣 1 1    

花蓮縣 1   1  

基隆市 1 1    

新竹市 1 1    

嘉義市 1  1   

臺東縣 1 1    

澎湖縣 1    1 

金門縣 1 1    

連江縣 1 1    

總計 73 40 31 1 1 

     資料來源：廖達琪、黃志呈、謝承璋，2006：56。 

     說明：人口數乃依據內政部戶政司2005年網頁資料，泛藍泛綠實力則根據中央選舉委   

           員會2004年立委選舉結果，整理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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