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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政黨競爭時期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1981~2000） 

民進黨在1986年9月28日於台北圓山飯店，宣佈成立民主進步黨，

在此之前，反對國民黨的勢力，統稱為「黨外」。宜蘭縣是黨外非常早就「攻

陷」的地方縣市，因此，宜蘭縣被稱為「民主聖地」。1981年，陳定南當選

縣長，從此之後，宜蘭縣即由民進黨主政至今，因此，本文為方便敘述計，

特以1981年為分界線，統稱這個時期以來到公元2000年，為政黨競爭時

期。 

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蔓延著一股黨外的勢力，而宜蘭地區很早

便有黨外勢力在運作，郭雨新立委選舉落選後沈寂了數年，1977 年林義雄

便承接起郭雨新黨外勢力的衣缽投入省議員選舉，並繼承了黨外勢力的香

火，緊接著黃煌雄於1980年當選立委，也為黨外勢力再次延續傳承。 

1981年是宜蘭政治生態的分水嶺，此時反對勢力大幅成長，在各項選

舉中以組黨外後援會的型態參與選舉。而1981年開始，宜蘭打破由國民黨

執政三十年的歷史，而後民主進步黨又於1986年成立，也使宜蘭縣從國民

黨一黨威權統治，逐漸轉為兩黨競爭的時代。此外原有的國民黨舊派系陳、

許兩派也逐漸傾頹，繼之而起的是前宜蘭縣長盧纘祥的孫子盧逸峰，盧逸

峰在連任兩屆省議員之後，逐漸在宜蘭縣各鄉鎮發展其派系勢力，頗有昔

日「盧派」的氣勢，亦有人稱之為「盧系」或「新盧派」。此時黨外勢力在

長期的醞釀下，承接著郭雨新、林義雄、黃煌雄的精神而有傳統派之稱，

而後黃煌雄又因選舉恩怨而逐漸脫離傳統派自成黃系，此時的地方派系勢

力國民黨的控制力不強，而長期的黨外勢力遂逐漸展露頭角，成為國民黨

地方勢力外的另一股力量。 

 

第一節  國民黨地方派系的轉型與沒落 

國民黨從1960年代起，就致力於在地方上吸收新興中產階級領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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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校長、律師、醫生、企業家，提名這些沒有派系色彩的地方人士參

選以消弱地方派系的勢力（Wu，1987：313-314；陳明通，1990：489-490；

陳明通，1994：18；Chao，1992：48）。地方派系在跟國民黨結盟後，由於

經常介入相關的地方公共建設並汲取公共財，使與地方派系結盟的國民黨

飽受民眾批評。因此，國民黨在地方上稍有群眾基礎後，便開始削弱地方

派系在地方上的實力，並逐步栽培黨務系統出身或與地方派系淵源不深的

人馬參選。因此，自1960年代起，國民黨就在一些縣市零星提名非派系人

士參選縣市長，1977年國民黨決定執行大規模消滅地方派系的政策。在全

省二十個縣市長選舉中，提名了十七位當時並沒有明顯派系色彩的候選人

（陳明通，1990：485-490）。 

而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國民黨在宜蘭縣提名參選的非派系人士主要的

來源有三個：第一、救國團系統，例如前省議員陳泊汾。第二、基層行政

官員，如第七、八屆縣長李鳳鳴。第三、黨工幹部，例如兩度參選縣長的

李讚成、張軍堂及廖風德，此外，國民黨還會提名在地方上有社會基礎的

非派系人士參選。例如1989年提名宜蘭農田水利會會長林聰明競選立委（謝

志得，1996：80）。 

國民黨地方派系的沒落，從1972年陳進東卸任縣長後，國民黨不曾提

名地方派系成員參選縣長開始。此時陳、許兩派為爭奪縣長寶座僵持不下，

陳派推出縣議會議長邱永聰，許派則由許文政出馬角逐。而國民黨認為宜

蘭縣經過數十年的經營後，國民黨在地方上已經有了自己的動員力量，於

是試圖消滅地方派系，改採空降策略，於是提名在黨部、政府機關工作而

與中央統治集團關係密切的空降部隊參選。從1981年到1997年的五次縣

長選舉中，國民黨先後提名了與地方派系淵源不深的李讚成、張軍堂及廖

風德等參選，結果連連失利，反觀在野陣營的陳定南、游錫堃與劉守成先

後擔任縣長，更壯大了宜蘭地區的反對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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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派系受到國民黨的壓抑後，陳、許兩大派系從此與縣長寶座無緣，

許派的許文政、羅國雄、林榮星，陳派的陳進富、江圳卿欽僅能維持在宜

蘭縣議會中的勢力，並先後擔任正副議長。此外，國民黨在增額立法委員

選舉中也先後提名林坤鐘、李讚成、林聰明等人參選，阻斷了陳、許兩大

派系向中央問政的企圖。所以，在國民黨拉一派、壓一派的策略下，地方

上的政治生態又有了新改變。 

雖然，1991年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時，國民黨提名陳進富為不分區國

大代表，但其主要目的應該有平衡地方派系勢力的考量存在。但在陳派勢

力逐漸趨弱的情況下，加上許文政在地方上的強勢作為以及用心經營顯然

使許派在地方上有獨大的傾向，因此，1991年國大代表選舉許派的黃義聯

及張瓊文雙雙當選，即可明白瞭解。 

但在1992年立法委員選舉，地方派系似乎有微妙的變化，許國文代表

許派出馬競選，在黨內初選時，許國文取得七成選票，現任立委林聰明取

得三成選票，黨部最後決定兩人都提名，但此時國民黨中央約見了省議員

盧逸峰，並商請盧擔任林聰明的競選總幹事，此時出身蘇澳區漁會，曾經

擔任台灣省漁會顧問的國大代表楊吉雄亦表示支持林聰明，此外，陳派的

勢力亦全數支持林聰明。許派認為縣黨部輔選作業不公，因此，縣黨部與

博愛黨部的鬥爭也因而浮上抬面，因為提名之初縣黨部執意提名兩人，已

令許派不滿，尤其是許派原本以為這次選舉不劃分輔選責任區，因此採大

選區規劃進行全縣性的動員，但縣黨部卻依溪南、溪北劃分責任區，使許

派在溪北的動員受挫
38
（謝志得，1996：82）。 

陳派沒落後，許派也開始受到黨中央的壓抑，連續幾屆縣長選舉皆未

能爭取提名，僅有羅國雄、林榮星於1986及1990年連續擔任兩屆縣議會

正副議長，此時許派只有在縣議會較佔優勢。至於1992年許派推出許國文

                                                 
38 引自《中國時報》，1992.12.12，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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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立法委員也宣告落選，之後也因多次的大選失利，加上縣議會議長羅

國雄宣布退出政壇後，也使派系瀕臨瓦解的命運。 

在陳、許兩派逐漸沒落之際，盧逸峰便趁勢崛起頗有昔日盧派之勢，

盧逸峰是第一屆縣長盧纘祥的嫡孫，在溪北早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盧逸峰

的舅舅陳泊汾曾擔任兩屆省議員，主要的勢力範圍也在溪北，在盧逸峰擔

任省議員後，也逐漸在溪南地區建立了相當充沛的人脈，因此，在陳、許

兩派逐漸沒落後，盧逸峰適時取而代之，逐漸有實力與許派相抗衡。
39
 

至於以盧逸峰為首的「盧系」或「新盧派」為近年陸續脫離陳派之成

員所組成之新興派系，而筆者為區分盧纘祥與其孫盧逸峰的盧派，筆者於

本文中以「盧系」來稱呼以盧逸峰為首的派系，以作為區分。而盧系領導

人盧逸峰於1989年參選省議員，並連任兩屆，之後在地方上廣結善緣，派

系力量大幅成長，加上輔選林聰明選上立委後，使其在宜蘭縣的地方勢力

大增可與許、陳派相抗衡。而根據相關文獻分析及筆者實地訪問後，發現

其派下成員組織發展圖大致如下【圖4-1】所示： 

 

                          ▕‾楊吉雄（第二、三、四屆立委） 

                          ▕—林聰明（第一、二屆立委） 

                          ▕—廖明灶（前員山鄉長） 

盧逸峰————▕—林永爍（前三星鄉長） 

                          ▕—林棋山（前蘇澳鎮長） 

                          ▕—楊政誠40（現任縣議員） 

                          ▕▁李坤山（前縣議員） 

 

【圖4-1】：宜蘭縣「盧系」成員組織發展圖 

然後從盧逸峰歷次參選的得票數與得票率來看，便能清楚瞭解盧逸峰

                                                 
39 筆者於訪問宜蘭縣劉守成縣長時，縣長亦表示當時的盧逸峰勢力如日中天，更曾經大膽向許派的許文

政「嗆聲」。 
40 根據楊政誠議員本人的說法，其本人擔任民意代表三十餘年，有人曾經把他歸為許派人士，更曾有資

料說明其為許派之掌門人，但根據高永光教授於1997年的研究發現其為盧逸峰的派下人士，因此筆者鑑

於本論文時間劃分的關係，將楊政誠議員於盧逸峰出現前劃分為許派，而在此將楊政誠議員歸類為「盧

系」的派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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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宜蘭縣的影響力，以下便從盧逸峰兩屆省議員及第四屆立委的選舉

關係來加以分析，如下【表4-1】所示： 

【表4-1】第九、十屆宜蘭縣省議員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屆別 姓名 黨籍 派別 勢力範圍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與否

盧逸峰 國民黨 盧系 溪北 56368 26.32％ 是 

林建榮 國民黨 許派 溪北 36641 17.11％ 否 

林明正 國民黨 陳派 溪南 49782 23.25％ 否 

劉守成 民進黨 新潮流系 溪南 67010 31.29％ 是 

謝報 國民黨 陳派  2988 1.40％ 否 

第九屆

（1989） 

張文鵠 無黨籍 無  1352 0.63％ 否 

盧逸峰 國民黨 盧系 溪北 90120 38.79％ 是 

陳國賢 國民黨 陳派 溪南 20707 8.91％ 否 

劉守成 民進黨 新潮流系 溪南 116511 50.14％ 是 

第十屆

（1994） 

廖繼斌 無黨籍 無  5012 2.16％ 否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4-1】可以發現，盧逸峰在兩次的省議員選舉中得票數都非常

高，而且兩次省議員選舉除了盧逸峰本身參選外，其他國民黨舊有的地方

派系也都有推出人選與之角逐，例如第九屆許派推出林建榮、陳派推出林

明正、謝報，不過結果顯示這兩支舊有派系影響力確實不如盧逸峰的盧系。

另外，第十屆省議員選舉陳派也推出前羅東鎮長陳國賢與之競爭，不過也

以非常大的差距輸給盧逸峰，由此可見當時的盧逸峰其派系勢力確實凌駕

在陳、許兩派之上。 

此外，從下【表4-2】亦可瞭解，在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中，盧逸峰除

了面對黨內同志林建榮的挑戰外，與之競選的還有隸屬民進黨的陳定南、

張川田及陳金德，此外還有當時聲勢看漲新黨的楊世雄，但是盧逸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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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以第二高票43284票，得票率23.46％當選立法委員，此次選舉林建榮

以第一高票47927票當選，而林建榮屬許派。由此可知當時的盧逸峰勢力似

乎有下滑之跡象。 

【表4-2】第四屆宜蘭縣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屆別 姓名 黨籍 派別 勢力範圍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與否

盧逸峰 國民黨 盧系 溪北 43284 23.46％ 是 

楊世雄 新黨 無  3334 1.81％ 否 

林建榮 國民黨 許派 溪北 47927 25.97％ 是 

陳金德 民進黨 新潮流系 溪南 22798 12.35％ 否 

張川田 民進黨 福利國系 溪北 25098 13.6％ 是 

第四屆

（1998） 

陳定南 民進黨 無 溪南 42099 22.81％ 是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自從盧逸峰投資股市，並且捲入「華隆案」之後，盧家的聲勢在一連

串的事故之中，頻頻下挫。之後為了周轉，盧逸峰將礦權變賣了，替自己

和親友與樁角在台北投資的股票套牢賠本，更演變成支持者到盧家丟雞蛋

的「砲打司令部」事件，此時盧逸峰已成強弩之末。
41
且經由筆者的訪談發

現，在許多的受訪者當中有人認為「盧系」並不存在，其理由除了派系並

未成形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出現的時間過於短暫，目前盧逸峰人長期居住

大陸也幾乎不常回到台灣。盧系後來因為超貸案的影響，其原派下成員多

已各自發展，所以以盧逸峰為首的盧系可以說是繼陳、許兩派後，國民黨

所扶植的地方派系，但維持不久後便隨即逐漸式微。 

從宜蘭縣國民黨地方派系的轉型與沒落來看，早期的陳、許兩派因為

在國民黨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之下逐漸沒落，加上後期陳、許兩派無心

                                                 
41 黃創夏（1997），〈十六年的綠色大樹讓藍天很難透光〉，《新新聞》，第540期。參考自

http://www.new7.com.tw/weekly/old/540/article0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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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一途逐漸銷聲匿跡。而新興的盧逸峰一系因為其自身投資失利也導

致派系迅速瓦解，因此，國民黨的地方派系至此可以說是已經沒落，隨之

而來的是原派系成員的恩主轉換，及民進黨新潮流系在宜蘭地方上的逐漸

擴張與壯大。 

 

第二節  地方派系勢力消長與選舉關係之分析 

宜蘭縣的地方派系，由於都未形成長期宰制地方的力量，因此，派系

在形成之後，曾幾何時，都步上了傾頹的後果。1970年代以陳進東、陳進

富為恩主的陳派、1980年代勢力鼎盛的許派，以及一時竄起前述的盧逸峰

新興勢力，都是如此。此固然與國民黨不願見到宰制全縣的地方派系的出

現，但是，似與民進黨長期在宜蘭縣執政有關，由於缺少行政資源的挹注，

地方派系自然沒有機會發展，不過，似乎也沒有出現明顯的恩主轉換，政

黨支持變遷的明顯案例。 

以縣議員選舉為例，如下【表4-3】所示：1986年第十一屆縣議員參

選人當中，屬於許派的有8人，分別為羅國雄、得票數3995票，林榮星、

得票數4343票，林海進、得票數3102票，尤松雄、得票數5264票，羅素

貞、得票數3196票，張瓊文、得票數3241票，林束（礁溪林派）、得票數

5261票，楊政誠、得票數4654票。而許派人士當選者有7人，分別為林榮

星、尤松雄、林束、羅國雄、羅素貞、張瓊文、楊政誠等；而陳派則有3

人參選：吳坤鐘（礁溪吳派）、得票數4506票，江圳欽、得票數3116票，

陳銀圳、得票數2031票。陳派人士當選者有2人，分別為吳坤鐘及江圳欽；

許、陳兩派得票數共42709票，得票率為22.15%。總計依附在國民黨的地

方派系在縣議會所佔百分比為27.27％，比起1982年的24.24％，還要高

出3.03％，在派系得票率方面也比1982年的17.85%，高出近4.41%。顯然，

地方派系並沒有因為地方上的政黨輪替，而有明顯的消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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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宜蘭縣第十一屆縣議員選舉派系人物參選概況表 

選舉區 姓名 黨籍 派系屬性 得票數 當選與否 

林榮星 國民黨 許派 4343 是 
第一選區 

林海進 國民黨 許派 3102 否 

尤松雄 國民黨 許派 5264 是 

吳坤鐘 國民黨 陳派 4506 是 第二選區 

林束 國民黨 許派 5261 是 

第四選區 羅國雄 國民黨 許派 3995 是 

羅素貞 國民黨 許派 3196 是 

張瓊文 國民黨 許派 3241 是 第五選區 

楊政誠 國民黨 許派 4654 是 

第六選區 江圳欽 國民黨 陳派 3116 是 

第七選區 陳銀圳 國民黨 陳派 2031 否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1990年第十二屆縣議會中的情形，如下【表4-4】所示：分別是許派

仍有6位縣議員：林榮星、得票數5154票，林海進、得票數4260票，尤

松雄、得票數5348票，羅國雄、得票數4865票，羅素貞、得票數4511票，

吳文發、得票數3784票。陳派則有2人，分別為：吳坤鐘（礁溪吳派）、

得票數5701票，張春煌、得票數5147票。新興盧逸峰一系則有3人，分

別為：廖明灶、得票數4306票，楊政誠、得票數4380票，李坤山、得票

數3112票。當選的議員中依附於國民黨地方派系的總人數為11位，仍然

佔縣議會的33.33％，比起1982年議員中有派系屬性的24.24％及1986年

議員中有派系屬性的27.27％來說，顯然，地方派系並沒有因為地方上的政

黨輪替，而有明顯的消頹，反而有增加的趨勢。 

【表4-4】宜蘭縣第十二屆縣議員選舉派系人物參選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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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區 姓名 黨籍 派系屬性 得票數 當選與否 

林榮星 國民黨 許派 5154 是 
第一選區 

林海進 國民黨 許派 4260 是 

吳坤鐘 國民黨 陳派 5701 是 
第二選區 

尤松雄 國民黨 許派 5348 是 

第三選區 廖明灶 國民黨 盧系 4306 是 

第四選區 羅國雄 國民黨 許派 4865 是 

張春煌 國民黨 陳派 5147 是 

羅素貞 國民黨 許派 4511 是 第五選區 

楊政誠 國民黨 盧系 4380 是 

李坤山 國民黨 盧系 3112 是 
第七選區 

吳文發 國民黨 許派 3784 是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1994年第十三屆縣議會總人數增加為34人，而派系人物參選人如下【表

4-5】所示：許派有7位參選：林海進，得票數4109票、林榮星，得票數

3821票、林政盛，得票數4838、李清林，得票數2416票、林傳泉，得票

數4809票、羅素貞，得票數475票、吳文發，得票數4581票。而當選者

有6人，分別為林海進、林榮星、林政盛、林傳泉、羅素貞及吳文發；而

陳派則有4人參選：吳朝煌，得票數3165票、吳坤鐘，得票數4037票、

黃評譿，得票數5298票、張春煌，得票數5412票。而當選者有2人，分

別為黃評譿及張春煌；盧逸峰一系則有2人參選且當選為：楊政誠，得票

數6139票、李坤山，得票數4110票。縣議會中有派系屬性者，總數仍有

10人，佔29.41％，仍較1982年及1986年兩屆為高，不過比起上一屆（第

十二屆），仍似有削弱之趨勢。 

【表4-5】宜蘭縣第十三屆縣議員選舉派系人物參選概況表 



 102

選舉區 姓名 黨籍 派系屬性 得票數 當選與否 

林海進 國民黨 許派 4109 是 
第一選區 

林榮星 國民黨 許派 3821 是 

林政盛 國民黨 許派42 4838 是 

吳朝煌 民進黨 陳派43 3165 否 

李清林 國民黨 許派44 2416 否 
第二選區 

吳坤鐘 國民黨 陳派45 4037 否 

第三選區 黃評譿 國民黨 陳派 5298 是 

第五選區 林傳泉 國民黨 許派 4809 是 

楊政誠 國民黨 盧派 6139 是 

張春煌 國民黨 陳派 5412 是 第六選區 

羅素貞 國民黨 許派 475 是 

吳文發 國民黨 許派 4581 是 
第八選區 

李坤山 國民黨 盧派 4110 是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從省議員的選舉觀之，如下【表4-6】所示：也看不出宜蘭地方派系勢

力有削弱情形。1981年第七屆省議員選舉，二席省議員中陳派的陳泊汾佔

有一席，1985年的第八屆省議員選舉，二席省議員中陳派的林明正佔有一

席，1989年的第九屆省議員選舉，二席省議員中盧系的盧逸峰佔有一席，

1993年的第十屆省議員選舉，二席省議員中盧系的盧逸峰佔有一席。總結

                                                 
42 林政盛曾任礁溪鄉民代表、代表會主席、縣議員等，目前為現任礁溪鄉長，因為許派當時在礁溪鄉與

林派結盟，所以林政盛亦為礁溪林派的派下人物。 
43 吳朝煌為現任礁溪鄉民代表，而且一直支持反對運動的勢力，在傳統派時期他也是郭雨新在礁溪鄉的

重要支持者，因為陳派在溪北與礁溪吳派結盟，所以吳朝煌亦為礁溪吳派的派下人物。 
44 李清林曾任礁溪鄉民代表等職務，為現任宜蘭縣議員，因為許派當時在礁溪鄉與林派結盟，所以李清

林亦為礁溪林派的派下人物，此外李清林議員亦是林派中新林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45 吳坤鐘曾任礁溪鄉民代表、礁溪鄉長及縣議員，因為陳派在溪北與礁溪吳派結盟，所以吳坤鐘亦為礁

溪吳派的派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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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地方派系所佔有的省議員席次都有一半。顯然，省議員的部分並沒

有受到宜蘭縣地方政黨輪替的影響。 

【表4-6】第七、八、九、十屆宜蘭縣省議員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屆別 姓名 黨籍 派系屬性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與否

陳泊汾 國民黨 陳派 59798 34.87％ 是 

游錫堃 黨外 傳統派 41631 24.27％ 是 

官來壽 國民黨 陳派 40867 23.83％ 否 

第七屆

（1981） 

張川田 黨外 無 29215 17.03％ 否 

林明正 國民黨 陳派 36586 18.17％ 是 

游錫堃 黨外 游派 88555 43.98％ 是 

楊政誠 國民黨 許派 32799 16.29％ 否 

林金喜 國民黨 許派46 27434 13.62％ 否 

第八屆

（1985） 

游耀長 無黨籍 無 11779 5.85％ 否 

盧逸峰 國民黨 盧系 56368 26.32％ 是 

劉守成 民進黨 新潮流系 67010 31.29％ 是 

謝報 國民黨 陳派 2988 1.40％ 否 

張文鵠 無黨籍 無 1352 0.63％ 否 

林建榮 國民黨 許派 36641 17.11％ 否 

第九屆

（1989） 

林明正 國民黨 陳派 49782 23.25％ 否 

盧逸峰 國民黨 盧系 90120 38.79% 是 

劉守成 民進黨 新潮流系 116511 50.14% 是 

陳國賢 國民黨 陳派 20707 8.91% 否 

第十屆

（1993） 

廖繼斌 無黨籍 無 5012 2.16% 否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從立委選舉來看，如下【表4-7】所示：也看不出宜蘭地方派系勢力有

                                                 
46 林金喜曾任縣議員，當時亦為礁溪林派的派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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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情形。1989年二席中陳派邱永聰佔一席，1992年二席中盧逸峰系的林

聰明据有一席，1995年二席中，許派林建榮佔一席，1998年林建榮連任。

總的來說，地方派系搶佔的到的立委席次都有一半。顯然，立委部分也沒

有受到地方政黨輪替的影響。 

【表4-7】第一、二、三、四屆宜蘭縣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屆別 姓名 黨籍 派系屬性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與否

林聰明 國民黨 盧系 42902 25.14％ 是 

吳攀龍 國民黨 無 11077 6.49％ 否 

黃煌雄 民進黨 黃系 32965 19.32％ 否 

第一屆

（1989） 

陳定南 無黨籍 無 83692 49.05％ 是 

林聰明 國民黨 盧系 56005 27.48％ 是 

許國文 國民黨 許派 46718 26.94％ 否 

林錫耀 民進黨 新潮流系 29846 14.36％ 否 

陳定南 無黨籍 無 74036 35.62％ 是 

第二屆

（1992） 

柯恆東 無黨籍 無 1248 0.60％ 否 

林建榮 國民黨 許派 57565 33.71％ 是 

文祖湘 國民黨 無 19558 11.45％ 否 
第三屆

（1995） 
陳定南 民進黨 無 93644 54.84％ 是 

盧逸峰 國民黨 盧系 43284 23.46％ 是 

楊世雄 新黨 無 3334 1.81％ 否 

林建榮 國民黨 許派 47927 25.97％ 是 

陳金德 民進黨 新潮流系 22798 12.35％ 否 

張川田 民進黨 福利國系 25098 13.6％ 是 

第四屆

（1998） 

陳定南 民進黨 無 42099 22.81％ 是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在縣長部分，原本國民黨就不希望地方上有一個能宰制全縣的地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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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出現或存在，因為，這種派系有可能會宰制國民黨。因此，從1981年

陳定南當選縣長之後，國民黨也從來沒有計畫，要以培養全縣型地方派系，

作為取回宜蘭縣執政權的手段。以下【表4-8】為第九至第十四屆宜蘭縣長

選舉得票概況表： 

【表4-8】第九屆至第十四屆宜蘭縣長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屆別（年） 參選人姓名 政黨 派別 溪南/溪北 得票數 當選與否

李讚成 國民黨 黨務系統  82117  

陳定南 無黨籍  溪南 90389 是 
第九屆

（1981） 
許仁修 無黨籍   2939  

林建榮 國民黨 許派 溪北 60460  第十屆

（1986） 陳定南 無黨籍  溪南 140923 是 

李讚成 國民黨 黨務系統 溪北 95839  

游錫堃 民進黨  溪南 119037 是 
第十一屆

（1989） 
游耀長 無黨籍   3629  

張軍堂 國民黨 黨務系統 溪北 82208  

游錫堃 民進黨 游派 溪南 116959 是 
第十二屆

（1993） 
李秀綺 無黨籍   4282  

廖風德 國民黨 黨務系統 溪南 104744  第十三屆

（1997） 劉守成 民進黨 新潮流系 溪北 122114 是 

朱振東 無黨籍   1885  

劉守成 民進黨 新潮流系 溪北 106313 是 

林錦坤 無黨籍   2178  

第十四屆

（2001） 

呂國華 國民黨  溪北 98574  

資料來源：許智富（1997），《宜蘭地區選舉地理之研究》，頁17-19。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4-8】可以清楚得知，1981年第九屆縣長選舉，國民黨派出李

讚成，與民進黨陳定南競爭，當時尚有無黨籍的許仁修參選，但沒有任何

的影響，當年陳定南當選。李讚成係屬台北縣政治世家，時為國民黨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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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黨部主委，因此，在選舉時也被譏為「空降部隊」。不過，從這點而言，

也證明李讚成沒有任何宜蘭縣地方派系的屬性色彩。 

也許是因為1981年的經驗，國民黨在1986年第十屆縣長選舉，反而

由許派的林建榮挑戰陳定南。由於地方派系代表的挑戰，仍歸於失敗，陳

定南連任成功。此後，1989年第十一屆時，國民黨由老將李讚成二度披掛

上陣；1993年第十二屆由張軍堂上場，1997年第十三屆由廖風德挑戰，都

沒有成功，以上三人都與地方派系沒有深厚淵源。 

顯然證明，國民黨在宜蘭縣民進黨執政下，反攻的戰略計畫中，並沒有

把地方派系視為一個關鍵性的籌碼。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攻的選戰

中，溪南、溪北的地域性考慮，都是十分明顯。1986年時陳定南屬於溪南，

林建榮屬於溪北；1989年李讚成屬於溪北，接棒的游錫堃屬溪南；1993年

張軍堂屬溪北，挑戰游錫堃；1997年廖風德屬溪南，而接替游錫堃的民進

黨籍劉守成則屬溪北。 

 

第三節  地方反對勢力的發展與演進 

在宜蘭縣政壇中郭雨新是一支重要的黨外勢力，而郭雨新也被宜蘭縣

黨外人士稱為「開山祖鼻」，所以宜蘭縣也被稱為「黨外民主發展的聖地」。

郭雨新於1948年加入青年黨，1950年被青年黨遴選遞補為省參議員，開始

他的政治生涯（李筱峰，1988:67）。1951 年，郭雨新參選第一屆臨時省議

員，而後，郭雨新又連任了一、二、三、四屆省議員。但是郭雨新久任省

議員，引發地方上有些人士表示無法認同，因此，在1957年開始，地方上

一些有實力的人士都曾表示要與郭雨新來競爭。 

雖然郭雨新廣獲民眾支持，且當時是宜蘭在野勢力最重要的領導人，

但仍無法避免黨內派系的競爭。在郭雨新二十餘年的省議員生涯中，不斷

有非國民黨籍的地方人士試圖向他挑戰。但是直到1972年郭雨新才放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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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連任。在1977年的省議員選舉，林義雄以郭雨新的辯護律師身份出馬競

選，並順利接下郭雨新的省議員一職。而後黃煌雄、陳定南、游錫堃、劉

守成則接續傳承黨外的香火。以下便針對宜蘭縣地方反對勢力的發展，與

林義雄、黃煌雄及陳定南等人在此時的事蹟作一敘述，以了解反對勢力的

發展歷程： 

壹、省議會「小鋼砲」郭雨新之接班人—林義雄： 

1975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後，林義雄與姚嘉文接受郭雨新的委託，打

了兩場官司。除控告同屬第一選區的立法委員當選人林榮三賄選外，郭雨

新還控告台灣省政府（即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

舉台灣省選舉事務所）所舉辦之第一選舉區選舉無效。這兩次選舉訴訟，

郭雨新都敗訴，但從選舉期間就擔任法律顧問，選舉訴訟時擔任辯護律師

的林義雄卻因此踏上了從政之路（謝志得，1996：87）。 

林義雄是宜蘭縣五結鄉人，其父林同，原居羅東，後遷居二結，任太

平山林場工人，其母林游阿妹，宜蘭縣蘇澳鎮人。林義雄先後就學於省立

宜蘭中學、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1966年，參加律師高考，以第一名錄取，

取得律師資格以後，即在台北、宜蘭兩地執業（林義雄，1978：16）。1977

年林義雄與姚嘉文出版「虎落平陽」，該書記錄了競選期間的活動以及選舉

訴訟的資料（林義雄、姚嘉文，1977：88-308）。「虎落平陽」出版後，林

義雄便馬不停蹢的四處拜訪，準備競選省議員（林義雄，1978：15-17）。

當時林義雄的知名度不高，大家不知道林義雄是何許人，只曉得他是郭雨

新的法律顧問，省議會「小鋼砲」的接班人（游錫堃，1988：38）。而此次

省議員選舉，林義雄得到73,617票，以最高票當選省議員（見下【表4-9】）。 

【表4-9】第六屆宜蘭縣省議員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屆別 姓名 黨籍 派別 勢力範圍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與否

官來壽 國民黨 陳派 溪南 53163 30.86％ 是 第六屆

（1977） 陳泊汾 國民黨 陳派 溪北 45486 26.4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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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義雄 無黨籍 傳統派 溪南 73617 42.73％ 是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林義雄擔任省議員後，逐漸成為黨外勢力新一代的領導人，由此可見

宜蘭政治反對運動的香火並未因此而中斷。但在1979年12月10日發生美

麗島事件後，林義雄隨即被逮捕，直到1984年才假釋出獄。由於林義雄擔

任黨外領導人的時間並不長，也因此未能培植在地方上的政治勢力。而宜

蘭的黨外支持者對林義雄的認識不多，但都認定他是郭雨新所支持的接班

人，這些於林義雄當選省議員前即可明白瞭解，因為當時的林義雄與郭雨

新的老幹部仍未建立很深厚的關係，但林義雄在1977年當選後，便逐漸開

始建立與宜蘭黨外的親密關係（張文隆，1994：325）。 

貳、與傳統反對勢力漸行漸遠自成一系的黃煌雄： 

關於宜蘭縣地方反對勢力來說，黃煌雄先生也是主要的一股勢力，由

於同為反對勢力的關係，黃煌雄加入了黨外中央民代候選人聯誼會，並擔

任美麗島雜誌社務委員（李筱峰，1987：133-136；林文和，1989a：8）。

1979年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入獄，而1980年黃煌雄當選立法委員，並成為

繼郭雨新、林義雄之後宜蘭縣黨外的領導人之一。 

黃煌雄與宜蘭傳統黨外勢力缺乏淵源，但在黨外沒有其他人出馬競爭

的情況外，仍能得到大多數黨外人士的支持。由於黃煌雄個人的親和力較

低，因此傳統黨外系統實際上並不熱中黃煌雄的選務工作。加上黃煌雄問

政強調整體性高層次的選民服務，較少提供基層服務，對於傳統宜蘭黨外

的活動較不積極參與，因此也造成了他與傳統黨外支持者之間的隔閡。 

雖然黃煌雄因林義雄入獄後，成為宜蘭縣黨外形式上的領導人，可是

卻從未成功的整合宜蘭縣的在野勢力，最後更造成黃煌雄被傳統黨外勢力

排擠。其原因是因為1981年宜蘭縣長、省議員選舉，當時的游錫堃、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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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陳定南均堅持參選省議員。而宜蘭縣的省議員只有兩席，雖然黨外長

期以來均有一席的實力，但如果三人同時參選，必會造成全部落選的結果。

基於黨外團結與選情需要，當時便由擔任立法委員的黃煌雄與黨外人士高

鈴鴻共同主持大局，並在黃煌雄的舅舅徐友勝縣議員家中召開一場長達八

小時的協調會議（謝志得，1996：90）。而這次協調會議直接影響了往後黨

外勢力的派系對立，陳定南被安排參選縣長無異於犧牲打，省議員開放兩

人參選也使得游錫堃不滿，陳定南、游錫堃對黃煌雄的心結與不快自此種

下遠因（謝志得，1996：90）。 

在1981年黨外協調會議後的兩年中，由於沒有選舉的競爭，各領導人

及其支持者間仍能維持至少是表面和諧的關係。但至1983年底的立法委員

選舉，終於使宜蘭黨外勢力公開決裂，當時黃煌雄以現任立委的身分尋求

連任，而林義雄之妻方素敏亦宣佈參選，而當時宜蘭傳統黨外勢力皆主張

黃煌雄應該退讓（曲兆祥，1992：382）。但是黃煌雄基於對台灣前途的責

任和對選情的客觀分析，終於突破政治感情的枷鎖，堅持自己為台灣打拼

的理念，而決定競選立法委員連任（林文和，1989b：8-9）。 

最後選舉結果顯示，方素敏以總票數121204票的第一高票順利當選，

而黃煌雄獲得62182票成為落選頭。在這次的選舉中，宜蘭傳統的黨外勢

力幾乎全部為方素敏助選，當時擔任省議員的游錫堃亦出任方素敏的競選

總幹事，縣長陳定南亦支持方素敏，使宜蘭黨外勢力的分裂從此公開化，

這也讓原本和黨外勢力淵源不深的黃煌雄與傳統黨外勢力漸行漸遠。 

因為，在黨外勢力尚未分裂前，黃煌雄的參選可以號召大多數的反對

運動支持投入輔選，雖然，有些支持者雖然不算太積極，但大體上一致支

持黃煌雄。傳統黨外不太積極的原因並非由於彼此間有所謂的派系對立問

題，而是與黃煌雄的領導風格與個性有關，根據曲兆祥教授的研究指出，

黃煌雄的領導風格充滿自信，甚至是固執，使他顯得企圖心強、能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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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因此降低了他的親和力（曲兆祥，1992：202）。黃煌雄的支持者也認

為他身段過高、不夠圓滑、不善交際，對於選民服務以及選區經營方面亦

著力甚少，使黃煌雄在黨外的支持者印象中較為不穩定。 

1986年黃煌雄再度參選立法委員，並以99625票在第一選區以第四順

位當選，在宜蘭縣所開出的143590張選票中，黃煌雄取得了56216票，佔

總投票數的39.15%。曲兆祥根據1983年、1986年兩次選舉中，宜蘭政治

反對運動的兩位候選人方素敏及黃煌雄合計取得60666票，得票率43.55%

的情形看來，宜蘭政治反對運動中，仍有將近4.4%左右的人，即使在反對

陣營無人與黃煌雄競爭的情況下，也不願將其選票投給黃煌雄。換算成具

體選票數字的話，大約是4450票~6300票。因此根據曲兆祥教授的推論宜

蘭政治反對運動自1983年分裂之後，大約有5000人左右的反對運動支持

者，積極反對黃煌雄（曲兆祥，1992：247）。 

參、宜蘭縣民心目中的環保縣長—陳定南： 

宜蘭縣地方反對勢力中的陳定南，在初期時始終未加入民進黨。因為，

陳定南認為：「我個人很不適合從政，那種勾心鬥角的生活我過不來。」
47
；

而且「入黨之後，人際關係會變得更複雜。說得露骨一點，一旦入黨，可

能就會有一連串的勾心鬥角，爭權奪利。以我的個性，我不喜歡，也沒有

辦法適應。」
48
然而因為時移勢易，陳定南終於也適應了這樣的生活，但是，

陳定南是否加入民進黨事實上皆無礙於他累積聲望及爭取選票。 

此外，相對於黃煌雄的疏於與地方聯繫，當時的陳定南有較多經營地

方的機會。陳定南接受黨外推薦並意外當選縣長後，政績獲得一般宜蘭縣

民的肯定，這可以由陳定南兩度參選縣長的得票數來觀察，陳定南於1981

年首度參選縣長時得票數為90389票，佔總投票數的50.59%。1985年爭取

連任時得到了140923票，佔總投票數的68.80%，足證陳定南在四年任期內

                                                 
47 引自《自由時報》，1990.7.31，版2。 
48 引自《遠見雜誌》，第34期，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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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增加了不少支持者。（請參見【表4-10】） 

【表4-10】第九、十屆宜蘭縣長選舉得票概況 

屆別（年） 姓名 政黨 派別 溪南/溪北 得票數 當選與否

李讚成 國民黨 黨務系統  82117  

陳定南 無黨籍  溪南 90389 是 
第九屆

（1981） 
許仁修 無黨籍   2939  

林建榮 國民黨 許派 溪北 60460  第十屆

（1986） 陳定南 無黨籍  溪南 140923 是 

資料來源：許智富（1997），《宜蘭地區選舉地理之研究》，頁17-19。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在民主進步黨成立後，以陳定南所參與的幾次立委選舉來分析，在1989

年的立委選舉中，陳定南在總投票數（不含無效票）170636張選票中，取

得了83692張票，佔總投票數的49.05%，而民主進步黨提名的黃煌雄則取

得了32965票，國民黨提名的林聰明得到42902票，國民黨籍自行參選的

吳攀龍則得到11077票，此次的選舉無黨籍的陳定南以一人力戰國民黨的

林聰明、吳攀龍以及民進黨的黃煌雄，卻仍能以八萬餘票，接近總投票數

半數的得票率當選，並且還適時提攜了民主進步黨提名的游錫堃及劉守成

分別當選縣長以及省議員，陳定南的實力由此可見。而在1992年的立委選

舉中，陳定南的得票數雖然下降，但仍以74036票最高票當選立委，而民

進黨提名的林錫耀得到29846票，國民黨的林聰明及許國文分別得到56005

票及46718票。1995年第三屆立委選舉時，陳定南的得票數又上升為93644

票，國民黨提名的許派林建榮得票數為57565票，至於國民黨提名的另一

位文祖湘只得到19558票而已。最後1998年的立委選舉中，民進黨的陳定

南得票數為42099票，其他國民黨提名的盧逸峰得票數為43284票、林建

榮得票數為47927票，此時與陳定南同黨的張川田及陳金德分別得到25098

票及22798票。由上述陳定南幾次在宜蘭縣參選的結果，我們即可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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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陳定南在宜蘭縣民心目中的份量。 

宜蘭縣地方反對勢力的發展就是在國民黨派系內鬥之下，敗給陳定

南，而國民黨從此失去了宜蘭縣的執政權。而陳定南接著連任第十屆縣長

成功。此外，在1989年第十一屆與1993年第十二屆縣長選舉中，國民黨

又連續敗給民進黨的游錫堃。而陳定南與游錫堃在縣長任內，大力發展環

保、觀光旅遊事業，創造了所謂的「宜蘭經驗」，使得民進黨在宜蘭縣得以

不斷發展壯大。由此可見，宜蘭縣黨外及民進黨勢力一直非常強大，並自

1977年起連續在宜蘭縣執政長達二十多年。 

 

第四節  民進黨成立後傳統反對勢力的發展與轉變 

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宣佈成立，宜蘭縣黨部則在1987年7月

成立。而在民進黨成立之前，為了因應1985年底的選舉，黨外候選人在全

省各縣市組織了「黨外聯誼會」，以及1984年成立的「黨外公職人員公共

政策研究會」，和1986年各地紛紛成立的「黨外公政會分會」，更明顯具有

政黨組織化的傾向。故民進黨成立之後，各地的「黨外聯誼會」與「黨外

公政會分會」自然成了各縣市黨部的主幹（黃德福，1992：44-45）。 

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前，反對運動的地方領袖無法透過地方黨部展

開組織化的經營，支持群眾與地方反對運動領袖間的關係網絡只能經由個

人的魅力與服務來聯繫。因此，政治理念往往不是這些地方領袖爭取選票

的唯一訴求。地方山頭所擁有的選舉動員能力不但可能來自於提供服務受

惠而拉攏的選民，更有些支持力量是憑藉地方山頭及其核心幹部個人社會

網絡所組織而來的。在這種偏重個人服務的組織型態運作下，選舉動員及

日常經營流於個人化，因此，領導精英和幹部之間的關係，往往充滿了人

治色彩，因為他們只認同某位可提供服務的個人，並非認同整個反對團體

或政治理念（張俊宏，1989：70-76）。因此，選民所支持的可能只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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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頭而非整個反對運動，亦即，支持個別地方山頭的選票並無法轉移給同

屬反對陣營的其他公職候選人。因為地方山頭的組織動員能力除了來自不

滿國民黨政權的基本票源外，其中大部分還必須依賴其私人關係來支持。 

在民進黨成立之後，早期反對勢力的各地方山頭仍分別各自擴張其自

身的政治勢力。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反對勢力組織化的努力勢必受到壓

制。黨外運動時期，地方反對菁英由於缺乏資源，往往只能憑藉候選人關

係網絡及文宣訴求來爭取支持。因此，反對勢力便經由領導地方社會運動

的方式，藉著草根性群眾組織的建立，與一般民眾結合，擴張反對運動的

組織與群眾基礎。因此社會運動往往與反對勢力結合，社會運動不但提供

反對勢力向社會各部門進動員的社會基礎，也是反對運動培養及吸收幹部

的有效途徑。而這些自力救濟活動中的領導者，便成為日後反對勢力在地

方上核心幹部或代表民進黨在地方上參選公職（王振寰，1993a：144；黃

德福，1992：135；陳華昇，1993：87；Chu. 1992：125-127）。 

此外，民進黨可以經由結合既存地方派系的模式直接吸納原本為國民

黨所運用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宜蘭縣的情況而言，長期以來與國民黨合作

的冬山徐派從1978年黃煌雄首度參選立委以來，一直都是黃煌雄最重要的

支持力量。徐派支持的原因在於派系領導人與黃煌雄之間的血緣關係。徐

派的領導人徐友田、徐友勝是黃煌雄的母舅。而徐派對於反對勢力的支持

僅及於黃煌雄，只要黃煌雄不參選，徐派仍將維持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

就恩庇侍從關係的角度分析，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侍從聯盟內部所存在的矛

盾是反對勢力得以發展的契機。因此，只有在恩主與侍從雙方都各自擁有

對方所需的資源時，這種互惠交換才可能維持，一旦任何一方依賴對方資

源的必要程度有所改變時，原有的侍從關係有可能隨之變化（沈國屏，

1993：14-36）。 

因此，對於民進黨的組織能力只能說是具有雛形，除了各山頭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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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腳外，部分支持在野黨的民間團體，如勞支會宜蘭分會、環保聯盟宜蘭

分會、台鐵、台汽等工人團體組織，也發揮了動員效用，投入民進黨的輔

選作業。
49
 

而民進黨成立之後，原來的傳統反對勢力也起了一些變化，因為早期

民進黨尚未成立，大家均已黨外來稱呼之，但至民進黨成立後許多傳統勢

力也開始進行整合或分支，首先我們將針對早期宜蘭縣地方傳統反對勢力

成因與架構做一扼要的敘述，然後於民進黨成立後，傳統反對勢力的發展

與轉變做一完整的歸納，並將各勢力之後發展狀況的大致情形分述如下： 

 壹、傳統派
50
： 

傳統派是指從郭雨新擔任省議員時期即持續支持反對運對的黨外人

士，郭雨新最主要的根據地在宜蘭市，但在全縣各鄉鎮中亦有許多支持者。

根據學者張文隆及謝志得的歸納郭雨新的班底確實遍佈宜蘭縣各鄉鎮市，

其中較著名的地方人士分佈如下（見【表4-11】），宜蘭市的競選班底有洪

成實、黃木火、李樹欉、廖鐘榕、游仕溪、郭峰、郭啟榮、許經山、林連

欉、吳蕃薯、葉煥培、高鈴鴻；壯圍鄉有林阿萬、李春芳、李茂全；員山

鄉有林如屘、黃朝枝、鄭天生、姚新春、陳庚、曾阿牛；礁溪鄉有楊淇川、

張光熾、張金策、吳朝煌；頭城鎮有康灩泉、林朝宗；羅東鎮有黃日春、

藍文炳；五結鄉有賴茂輝、蔡清相、黃傳欉、林煌雄；三星鄉有林清泉、

張彩寶；冬山鄉黃仁章、游振亮、游錫堃；蘇澳鎮有陳甲春、陳碧山、黃

朝宗、林阿溪、張純木、林義川等（張文隆，1994：221-222）。 

【表4-11】宜蘭縣各地支持郭雨新之黨外運動人士一覽表 

宜蘭縣各地方支持郭雨新之黨外運動人士 

宜蘭市 洪成實、黃木火、李樹欉、廖鐘榕、游仕溪、

                                                 
49 引自《中國時報》，1989.11.14，版14。 
50 宜蘭縣傳統的地方反對勢力稱為「傳統派」，也有人稱之「郭派」是一支重要的黨外勢力，郭雨新是其

領袖與代表人物。郭雨新也被宜蘭縣黨外人士稱為「開山祖鼻」。郭雨新長期活躍於宜蘭縣政壇，曾任省

議員多年。在1975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中，郭雨新與邱永聰競爭，結果意外失敗，憤而出走美國，直到

病故（後來民進黨將其運回台灣安葬），但其黨外影響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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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峰、郭啟榮、許經山、林連欉、吳蕃薯、

葉煥培、高鈴鴻 

壯圍鄉 林阿萬、李春芳、李茂全 

員山鄉 林如屘、黃朝枝、鄭天生、姚新春、陳  庚、

曾阿牛 

礁溪鄉 楊淇川、張光熾、張金策、吳朝煌 

頭城鎮 康灩泉、林朝宗 

羅東鎮 黃日春、藍文炳 

五結鄉 賴茂輝、蔡清相、黃傳欉、林煌雄 

三星鄉 林清泉、張彩寶 

冬山鄉 黃仁章、游振亮、游錫堃 

蘇澳鎮 陳甲春、陳碧山、黃朝宗、林阿溪、張純木、

林義川 

資料來源：張文隆（1994），《郭雨新與戰後台灣黨外民主運動》，頁221-222；謝

志得（1996），《宜蘭縣派系政治之研究》，頁140-142。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由於郭雨新長期支持黨外運動，自然無法取得國民黨所給予的經濟特

權。根據一項硏究指出，關於派系能夠動員眾多的民眾，政治利益並非唯

一或最重要的關鍵，反而是經濟利益、象徵利益更貼近其日常生活的實際

需要（陳介玄，1994：12）。郭雨新的支持者因為支持郭雨新而無法取得政

治利益，甚至，還可能因此遭受國民黨的迫害。因此，物質利益的分配與

交換絕非是郭雨新為主的派系形成的主要因素。雖然郭雨新曾任多年省議

員可以運用其職位提供相關服務，來建構與選民間的恩庇侍從關係。但這

與國民黨的派系領袖所能提供於派系幹部者相比較，郭雨新所能提供的東

西實在相當有限。 

而以郭雨新為主的傳統派其派下成員組織發展圖大致如下【圖4-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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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圖4-2】：宜蘭縣「傳統派」成員組織發展圖 

 

雖然郭雨新無法提供經濟利益給予其派下的成員，但是他卻非常願意

花時間在地方與社會互動上。而根據學者Jacobs的研究，在社會關係的發

展和維持上，金錢並不如時間來得重要。沒有金錢的開銷，社會關係還可

能發展。但不花費時間與社會互動，社會關係則不可能發展（Jacobs，1988：

91-113）。因此，郭雨新的主要支持者持了上述各鄉鎮市的地方人士外，還

有許多的親戚朋友，此外，像猴仔會
51
、宜農校友

52
以及青年黨等社團也是

支持郭雨新的重要幾股力量（張文隆，1994：280）。 

                                                 
51 猴仔會是由和郭雨新同年的人士所組成，人數大約有七、八十人。 
52 宜蘭農校成立於1926年，該校校友是宜蘭縣早期最有影響力的校友社群，而因為郭雨新長期擔任宜農

校友會會長，凝聚了不少支持的力量。 

郭雨新 

頭城鎮 

壯圍鄉 

宜蘭市 

羅東鎮 

員山鄉 

蘇澳鎮 

礁溪鄉 

冬山鄉 

五結鄉 

三星鄉 

康灩泉、林朝宗

楊淇川、張光熾、張金策、吳朝煌

林阿萬、李春芳、李茂全

洪成實、黃木火、李樹欉、廖鐘榕、游仕溪、郭峰、

郭啟榮、許經山、林連欉、吳蕃薯、葉煥培、高鈴鴻

林如屘、黃朝枝、鄭天生、姚新春、陳庚、曾阿牛

黃日春、藍文炳

陳甲春、陳碧山、黃朝宗、林阿溪、張純木、林義川等

賴茂輝、蔡清相、黃傳欉、林煌雄

林清泉、張彩寶

黃仁章、游振亮、游錫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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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方派系的重要幹部大多擔任公職或是民間社團（如農會、漁會、

水利會）的幹部，而組織結構較為嚴密的地方派系其內部的權力結構也有

層級化分配的現象。然而郭雨新派的重要幹部大多數只是地方上影響力有

限的意見領袖，郭雨新的支持者不但沒有架構成組織嚴密的地方派系。事

實上，當時的政治環境也不容許反對勢力有完整的組織結構，在黨禁和禁

止一切社會運動的高壓統治下，台灣的政治勢力幾乎只能以地方派系的組

織型態出現，相對的，反對勢力當然也不例外。部分不願與國民黨政權合

作的地方勢力，也在參與地方選舉的過程中，以某位地方反對菁英為領導

核心，逐漸形成派系（張俊宏，1989：69）。郭雨新所領導的傳統派正是經

由不斷參與地方選舉的過程中逐漸形成。 

以反對菁英為領導核心的地方派系通常不能有效的從事組織化的經

營，郭雨新領導下的宜蘭傳統派勢力並無明確的組織，僅僅是以郭雨新個

人關係網絡為中心的人脈關係，而郭雨新的領導風格傾向於傳統的草根性

領導風格，他注重個人的修持，重視儀表，而且願意與基層民眾面對面的

接觸，而並不重視爭取高層次政治理念的認同（曲兆祥，1992：135）。然

而郭雨新二十餘年經營所維持的鬆散派系仍為往後宜蘭在野勢力的發展奠

定了雄厚的基礎。例如林義雄競選省議員時，便得到郭雨新老班底的全力

支持，另外，1981年傳統派支持游錫堃，及與傳統派毫無淵源的張川田參

選省議員。當游錫堃當選省議員後，便順利接收了傳統派的領導權，而宜

蘭的傳統派也大致逐漸轉換成以游錫堃為首的游派。 

貳、游派： 

而宜蘭縣游派的興起，與游錫堃擔任省議員期間逐步擴展其基層實力

有關。由於傳統派的幹部加上游錫堃個人的服務，因此，串連成各鄉鎮的

樁腳，並形成游派網狀的動員系統。此外，游錫堃也比較用心經營黨內勢

力，其支持者入黨者較多，所以民進黨建黨之初，宜蘭縣黨員中有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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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是游系人馬，並取得縣黨部九位執行委員中的八位。 

1981年剛當上省議員的游錫堃草莽味極重。他學歷不高，競選班底多

是中下階層人士（游錫堃，1989：200）。也就是說支持游錫堃的基層選民

素質都不高。但是游錫堃待人相當誠懇且謙虛，不論地方大小事他都會極

力去爭取與參加，使反對者亦對他的為人表示欣賞。游錫堃除了常與基層

樁腳保持聯繫外，他也投注非常多的心力於選民服務。此外，游錫堃也時

常舉辦各項活動，實際上也有凝聚支持者感情的功能。由於台灣的選舉制

度採用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民意代表仰賴問政成績與個人形象爭來取選票

的不確性相當高，因此，許多民意代表會較注重選區的耕耘。因為只要你

有耕耘選舉時便會有一定的基本票數，特別是在像宜蘭這樣的鄉下地區，

人情關係濃厚，選舉靠的是人脈網絡，服務一位選民，有可能使整個家族

替你賣命（黃秀端，1994：49-63），重視選民服務變成為一個民意代表非

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游錫堃在歷經第七、八屆宜蘭縣省議員選舉及第十一、十二屆宜蘭縣

長選舉後，我們可以從其得票數來加以分析其得票概況（見【表4-12】），

第七屆省議員選舉國民黨推出陳派的陳泊汾與官來壽出馬競選，得票數分

別為59798票及40867票，而初次啼聲的游錫堃以得票數41631票，拿下第二

高票並擠下原屬陳派的官來壽當選第七屆省議員。第八屆省議員選舉國民

黨更是精銳盡出，陳派推出在地方上頗受好評的強棒縣議員林明正，而此

時許派亦在溪南推出資深議員楊政誠、溪北支持礁溪林派的林金喜，但是

由於游錫堃致力於深耕基層所以在強敵環伺下能以8855票拿下第一高票，

並連任省議員成功。 

【表4-12】第七、八屆宜蘭縣省議員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屆別 姓名 黨籍 派系屬性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與否

陳泊汾 國民黨 陳派 59798 34.87％ 是 第七屆

（1981） 游錫堃 黨外 傳統派 41631 24.2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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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來壽 國民黨 陳派 40867 23.83％ 否  

張川田53 黨外 無 29215 17.03％ 否 

林明正 國民黨 陳派 36586 18.17％ 是 

游錫堃 黨外 游派 88555 43.98％ 是 

楊政誠 國民黨 許派 32799 16.29％ 否 

林金喜 國民黨 許派54 27434 13.62％ 否 

第八屆

（1985） 

游耀長 無黨籍 無 11779 5.85％ 否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在連任兩屆省議員之後，游錫堃接替陳定南參選第十一屆宜蘭縣長，

此次國民黨由黨務系統出身的李讚成再次出馬競選，但是選舉結果游錫堃

得到119037的票數高票當選。第十二屆宜蘭縣長選舉時，國民黨由張軍堂

挑戰準備競選連任的游錫堃，而張軍堂在80年代末便從美國返回宜蘭縣開

始經營地方，但由於時間短，且沒有擔任民意代表的經歷，在聲望與資源

上無法與游錫堃相比，結果游錫堃以高出對方約3.5萬票取得連任。（見【表

4-13】） 

【表4-13】第十一、十二屆宜蘭縣長選舉候選人得票概況 

屆別（年） 姓名 政黨 派系屬性 溪南/溪北 得票數 當選與否

李讚成 國民黨 黨務系統 溪北 95839  

游錫堃 民進黨  溪南 119037 是 

第十一屆

（1989） 

游耀長 無黨籍   3629  

張軍堂 國民黨 黨務系統 溪北 82208  

游錫堃 民進黨 游派 溪南 116959 是 

第十二屆

（1993） 

李秀綺 無黨籍   4282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宜蘭縣選舉委員會。 

                                                 
53 當時的張川田與黨外的淵源不深，但是因為張川田也長期投身於反對運動中，所以在此先將其歸納為

黨外人士。 
54 林金喜曾任縣議員，當時亦為礁溪林派的派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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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宜蘭縣的游派就是在游錫堃極度重視選民服務下逐漸發展，而且游錫

堃與郭雨新、林義雄這些黨外人士一直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加上自1981年

游錫堃當選省議員開始，舊的黨外勢力便開始轉而支持游錫堃，而游錫堃

也在宜蘭縣長任內，逐漸建立起以他自己為首的恩主地位，其派下人士之

組織發展圖如下【圖4-3】所示： 

 

▕‾陳金德（現任立委） 

▕—張川田（現任立委） 

▕—劉守成（現任縣長） 

▕—黃玲娜（前國大代表） 

▕—陳忠茂（前頭城鎮長） 

  游錫堃（行政院長）—▕—吳正連（前礁溪鄉長） 

▕—游振亮（前縣議員） 

▕—李鑫城（前縣議員） 

▕—陳文昌（現任縣議員） 

▕—劉添梧（現任縣議員） 

▕—謝榮洲（前縣議員） 

▕▁陳榮宗（前縣議員） 

 

【圖4-3】：宜蘭縣「游派」成員組織發展圖 

 

游派人馬中，值得注意的是陳金德和張川田都是現任立委，而劉守成

為現任縣長，所以，游派在現今，當然有其絕大的影響力。而這也符合地

方派系的定義之一，及派系之形成是以佔有重要政治職位者為恩主，所建

立起來的與其追隨者之間的侍從關係。 

不過，游派中值得注意的是，陳金德和劉守成乃新潮流系，而張川田

卻是福利國一派。從游派中不但擁有福利國人馬，也有新潮流系的政治人

物來看，民進黨地方政治人物向中央派系靠攏，也是一種正在逐漸發展的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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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從宜蘭縣的民進黨政治人物的恩主，派下的人際關係網絡

上來看，民進黨中央派系地方化，地方人物的中央派系化，確實有其軌跡

可循，如果民進黨持續執政，這種情勢的發展，值得注意。 

參、黃系： 

黃煌雄是積極問政型的國會議員，其問政品質在立法委員、國會記者

眼中也被公認為名列前茅，特別是他在國防問題、預算問題、憲政問題的

傑出表現，使他被稱為「黨外戰略家」、「黨外理論家」、「真有力的政治思

想家」、「民進黨預算大臣」、「重量級國會議員」等。但黃煌雄的政治性格

相當嚴謹，他用太多精力致力於台灣政治改造的工程，較少用心於政治行

銷，更疏於作秀，因而難免予人謹言慎行之感，使他在當前政治生態環境

下，備嘗艱辛與坎坷（林文和，1989a：10-11）。 

由於投注了大多數心力於積極問政，黃煌雄用於選區經營的時間相對

較少，因此，他與宜蘭黨外的關係一向較不密切。由於其問政態度理性而

穩重，問政內容明確而合理，頗能獲得中產階級選民及年輕知識份子的認

同。黃煌雄雖然無法獲得宜蘭傳統反對勢力的支持，但他卻也開發了相當

多的新興階級支持政政治反對運動（曲兆祥，1992：207-208），這些都是

起因於他的高層次問政風格而起。 

所以，黃煌雄的支持者中除了黨外人士外，也有些基於關係取向而吸

收的基層樁腳。黃系的選舉動員除依循傳統黨外的動員模式，爭取郭雨新

班底的支持外，也自行開發了不少認同黃煌雄政治理念的選民。黃煌雄在

宜蘭縣各地都有一些樁腳，黃煌雄平時就儘量與樁腳保持聯繫，回宜蘭時

也會抽空拜訪各鄉鎮的支持者，他們負責在地方上為黃煌雄開拓、聯繫支

持者。 

而根據許智富的研究指出，當時支持黃煌雄有幾股力量：一、傳統反

對運動的支持者。二、與黃煌雄有血緣關係的冬山「徐派」。三、礁溪「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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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黃煌雄雖然得到幾個鄉鎮級派系的支持，但多數的人只敢暗中支持。

黃系在1983年因為黃煌雄高票落選，使得黃系與傳統黨外勢力正式決裂（許

智富，1997：83）。因此，宜蘭縣「黨外」的另一股勢力即是以黃煌雄為主

的黃系。而支持黃系的派下成員組織發展圖大致如下【圖4-4】所示： 

 

                    ▕‾李榮華（民進黨宜蘭縣黨部第四屆評委會召集人） 

黃煌雄—————▕—徐友田55（前縣議員） 

▕—徐友勝56（前縣議員） 

▕▁陳淑暖（前國代） 

 

【圖4-4】：宜蘭縣「黃系」成員組織發展圖 

1989年黃煌雄成立「丟丟銅雜誌」編輯小組，並實際負責編務的工作。

此外，黃煌雄還會不定時舉辦一些小型的座談活動，有時甚至會地毯式的

在每個鄉鎮舉辦一埸「地方人談地方事」的座談會，並邀請包括當地鄉鎮

市首長、民意代表、村里長及地方意見領袖來參加（謝志得，1996：151）。

黃煌雄藉由與地方人士談論地方相關建設事項，以期深入瞭解基層需要，

此外，更可以反映地方意見，所以在講人情、重義理的宜蘭社會很自然的

成為民眾所支持的對象，在選舉期間這些人便成為黃煌雄傳播政見、動員

選民的最佳助選員（林文和，1989a：6-11）。
57
 

1989年民進黨提名黃煌雄參選立委，因為未獲傳統黨外人士的支持，

使黃煌雄再次落選，也讓黃煌雄再次與宜蘭傳統派人士決裂，轉而向台北

發展。目前黃系對宜蘭的影響力已逐漸減少，且根據筆者訪談的結果也顯

示，黃系至今在宜蘭縣已無大的影響力，只有在某些鄉鎮市擁有些微的影

響力。
58
 

                                                 
55 冬山徐派自1978年黃煌雄首度參選立委開始，便一直是黃煌雄重要的支持力量，徐派支持的原因在於

派系領導人與黃煌雄之間的血緣關係，徐派領導人徐友田、徐友勝是黃煌雄的母舅。 
56 同上註。 
57 參見林文和（1989a），〈台灣前途的領航員—黃煌雄〉，《丟丟銅雜誌》，第6期，頁6-11；及《中國時報》，

1979.11.14，版14。 
58 訪問縣議員楊政誠所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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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潮流系： 

反對運動真正開始出現派系，乃由1979年「八十年代」雜誌與「美麗

島」雜誌的競爭引起；前者由康寧祥結合新生代知識份子創辦，代表較為

溫合理性的論政路線，後者由黃信介網羅重要的政治人物組成，代表較為

激烈抗爭的群眾路線。當時黨外運動的領導精英，雖然對反對運動的路線

有不同的見解，但形式上仍處於相輔相成的地位，並未演成派系相互批鬥

的態勢。1979年的高雄事件後，美麗島雜誌社主要成員紛紛入獄，使康寧

祥逐漸取得殘餘黨外勢力的領導地位，成為黨外的主流派，而新崛起的黨

外新生代，也以創辦雜誌的方式匯合成一股『反主流派』的力量，開始對

反對運動的路線進行反省，嚴厲批評以康寧祥為首的溫和改革路線（李筱

峰，1987：142-147；黃德褔，1992：74-75）。 

在1983年底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黨外領導菁英鑑於1981年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黨外推薦團」運作的成功，為進一步強化反對勢力的組織，乃

再度籌組「黨外中央後援會」，可是在籌組期間其內部為了參選資格的問題

有了強烈的爭執。而引發了另一波權力衝突。最後以雜誌編輯作家為核心

的新生代，因為不滿公職人員長期壟斷選舉提名權，為突顯「黨外中央後

援會」的未盡公平合理，乃自行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而多數「黨

外編聯會」的成員在1984年6月藉著「新潮流」雜誌的刊行，逐漸發展成為

注重意識形態的「泛新潮流系」（李筱峰，1987：184-185；黃德福，1992：

75-76）。 

而民進黨在宜蘭縣的兩個主要領袖，立法委員黃煌雄及省議員游錫堃

在縣黨部的實力一向有懸殊的差距，此外，以劉守成為主的新潮流系也擁

有一定的實力，使宜蘭縣民進黨黨內派系多年來呈現三強鼎立的局面。宜

蘭縣的新潮流要角劉守成曾經是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雜誌執行編輯，「黨

外編聯會」成立後，劉守成先後擔任紀律委員、副會長、總幹事。之後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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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與吳乃仁、邱義仁等人創辦了「新潮流」雜誌。新潮流系的省議員劉

守成早期追隨黃煌雄，在1983年立委選舉前為黃煌雄編輯「台灣的轉淚點」

等書。而後投身游派，擔任游錫堃創辦的噶瑪蘭雜誌之總編輯，並在游錫

堃支持下出任第一屆民進黨宜蘭縣黨部主委。 

新潮流系在宜蘭原本毫無基礎，劉守成夫婦返鄉後才積極擴張實力，

加上噶瑪蘭雜誌的成立，順利結合了不少理念相近的地方人士，也吸收不

少原本屬於傳統派的反對運動支持者。而後，劉守成先後擔任縣黨部主委、

省議員及縣長並開始為新潮流系在宜蘭縣打下深厚的基礎。田秋堇則投身

環保運動，擔任環保聯盟宜蘭分會會長，積極參與反六輕運動，逐漸累積

政治資源與人脈，也替新潮流系在宜蘭縣的擴張做出很大的貢獻。例如出

身噶瑪蘭雜誌的陳金德與黃玲娜於1991年分別在溪南、溪北當選二屆國大

代表，而當時的縣議員吳福田、林進財也紛紛當選。台北縣的省議員林錫

耀也出身於噶瑪蘭雜誌，林錫耀曾擔任噶瑪蘭雜誌編輯、宜蘭縣環保局長，

1992年參選立委失敗後才轉往台北縣發展。 

至此，原來宜蘭縣的傳統派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除了黃煌雄與傳統

派漸行漸遠並自成黃系之外，游錫堃由於與郭雨新、林義雄這些黨外人士

一直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使得舊的黨外勢力轉而支持游錫堃，加上游錫

堃在省議員及宜蘭縣長任內政績頗受好評，也逐漸接收傳統派的勢力並建

立起以他自己為首的游派。新潮流系是在劉守成夫婦努力經營之下而逐漸

擴展，新潮流系不但在民進黨中央實力堅強，此外，新潮流系對地方的經

營也是非常積極，而目前宜蘭縣以劉守成為首的新潮流系，加上立委陳金

德及一些縣議員、地方首長，使新潮流系更加壯大。至於新潮流系在宜蘭

縣發展情形及派系結構的組織，筆者將於第五章第一節來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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