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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政黨輪替後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2000~迄今） 

2000年3月18日的總統選舉，民進黨推舉的陳水扁當選了中華民國第

十任總統，瓦解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執政五十二年的時間，民進黨首次取

得中央政府的執政權，並完成了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也就是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所認為達成民主鞏固標準的第一次翻轉
59
。 

但是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後，泛藍陣營相較於泛綠陣營，仍佔相對優

勢。整體而言，台灣已形成藍、綠兩股勢力對決的政黨政治，在面對地方

權力的快速變化，也使得地方派系傳統的政黨支持與政黨認同有了大幅度

的改變。 

而宜蘭縣在經過民進黨長期執政後，地方派系是否轉換「恩主」或是

傳統舊派系逐漸式微的情形相當值得探討。加上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首

次得到中央政權，在地方首長及中央政權皆為民進黨當家的現狀下，原依

侍於國民黨這個「恩主」之下的派系，是否會產生「政黨認同」移位的現

象？另一方面民進黨本質上就是一個由眾多派系所組成的政黨，而宜蘭縣

民進黨中央派系是否地方化或是與傳統派系合作？也是本文希望可以於第

伍章加以分析及探討的。 

 

第一節  民進黨中央派系地方化之發展與策略 

民進黨中央是派系政治，已為各方所公認，截至目前為止，共有六大

派系：新潮流系、正義連線、福利國系、台獨聯盟、新世紀及新動力等。

但1996年底部份台獨聯盟成員另組「建國黨」後，台獨聯盟已日益式微，

在民進黨中央的權力結構中逐漸被邊緣化；1998 年底，部份美麗島系成員

對於許信良的中國政策與主張國、民兩黨合作的立場不滿，以張俊宏為首

                                                 
59 杭廷頓的「第三波」提出一個衡量民主鞏固程度的標準，那就是「雙流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也

就是，如果在轉型期的初次選舉中掌權的政黨或團體，在此後的選舉中失利，並把權力移交給選戰中的

獲勝者，然後，如果這些獲勝者又和平地把權力移交給次一屆選舉中的獲勝者，那麼，民主鞏固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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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份成員脫離美系另組「新世紀」派系，而許信良在1999年5月為參選

總統而退出民進黨後，其他美系成員也另組「新動力」派系，美麗島系正

式結束運作。換言之，民進黨派系結構，從1996底開始，已經隱現鬆動的

跡象，而在2000年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民進黨取得中央執政權後，因為

一些內外因素的關係，破壞了既有的派系共治權力平衡關係，加速動搖了

民進黨既有權力結構的穩定性，並激化其派系重組與競爭的程度。 

正當民進黨內派系重組與競爭日趨激烈之際，新潮流系因為長期以來

成員團結、具有紀律和行動策略，並計畫性地培植人才，形成民進黨內最

具凝聚力與行動力之派系，故能於黨內權力平衡結構逐漸崩解之際，以最

大派系之勢，適時切入民進黨人事佈局過程，對於民進黨決策具有更大的

影響力，以致陳水扁總統與謝長廷主席都不得不借重其力，而賴以穩定黨

政局勢。至此，新潮流系已完成發展戰略之佈局，一方面，可以在行政部

門透過主導行政院議程，同時，也可以在黨中央掌控黨務職位分配與選舉

提名之佈局，擴大其政黨決策影響力。 

雖然，一開始民進黨中央派系政治，和地方關連的密切程度並不高，

但隨著民進黨在中央的執政，或者在地方上的長期執政，例如宜蘭縣，中

央的派系是否有向地方延伸，尋求權力基礎的往下紮根，以便中央派系在

與其他派系彼此的競逐中，來增加一己的競爭力量，已引起各方的注意，

也為學者所進行研究的對象。 

但是宜蘭縣的情形十分特殊。因為許多宜蘭縣民進黨的大老、及重要

幹部，都因中央執政，而被拔擢進入中央，擔任重要職位。在一般的談話

中都會有「宜蘭幫」的稱謂存在。而「宜蘭幫」的指標人物，當屬林義雄、

游錫堃、陳定南及陳菊等人。 

但是，就民進黨中央派系屬性上來分析這些所謂「宜蘭幫」的重要指

標人物時，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像林義雄乃超派系教父級，不屬於現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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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黨中央任何派系，但也有人將之歸屬於新潮流系；而游錫堃及陳菊在歸

類上，被列屬於新潮流系；至於陳定南，則不屬於現在的六大派系之任一

派。因此，總的來說，宜蘭縣被拔擢進入中央的政治人物，大致上都是屬

於或者比較偏向新潮流系，而從民進黨中央向地方延伸權力的基礎來觀

察，其確實是有將中央派系地方化的傾向。 

尤其，從筆者的訪談中得知，宜蘭縣在地方上甚至有過以「傳統派」

來稱呼過去的從郭雨新、林義雄以致於後來的黃煌雄及游錫堃各自系統中

的政治人物。在1970至1980年代甚至以「黃系」及「游派」來稱呼以黃

煌雄及游錫堃兩人為首的政治勢力。民進黨在宜蘭的幾股政治勢力，是否

能以地方派系來稱之？還是只有以國民黨為恩主的地方政治勢力，才可以

稱為派系？ 

從派系的恩庇侍從主義的定義來檢驗，只要恩主及派下之間，存在著

禮物和服務的交換關係來看，就應該稱之為派系。事實上，以黃煌雄為例，

一般認為黃煌雄擔任立委時，其主要的派下人物，包括：李榮華（民進黨

宜蘭縣黨部第四屆評委會召集人）、徐友田（為冬山鄉一級地方派系的恩

主）、徐友勝（冬山鄉徐派，與徐友田同為黃煌雄的母舅）及前國大代表陳

淑暖。而單從冬山徐派與黃煌雄的關係來看，黃煌雄一係人馬在定義上屬

於派系，並無不當，而在經過筆者深入訪談後了解，當時的黃煌雄也確實

儼然成為一股勢力。不過，黃派一系因黃煌雄參選立委失敗後（1989年），

其派下人物大都走散，甚至徐派有部分的支持者隨後也被游錫堃收編了，

所以黃系至今對宜蘭縣影響力甚低，可謂已趨沒落。 

同樣的，游錫堃在宜蘭縣長任內，也逐漸建立起他自己的恩主地位，

在游派的人馬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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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派現今在宜蘭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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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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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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據筆者不論在資料閱讀中或是進行深入訪談中得知，民進黨

中的新潮流派系在各縣市都有向地方延伸權力的趨勢，當然宜蘭縣也不例

外，加上宜蘭縣在經過民進黨執政二十幾年當中，新潮流派系在宜蘭地方

上的基礎更是穩固，加上目前宜蘭縣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例如縣長劉守成、

立委陳金德及一些民進黨的縣議員都比較接近新潮流派系，所以新潮流派

系在宜蘭縣的發展，便成為值得探討的一項課題，以下筆者將從新潮流派

系在宜蘭縣發展的歷史過程、目前派下人物來做一項釐清與探討： 

壹、新潮流系在宜蘭縣的發展與現況： 

宜蘭縣目前的新潮流要角—縣長劉守成曾經是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

代」雜誌的執行編輯，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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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劉守成與吳乃仁、邱義仁等人創辦了「新

潮流」雜誌。
60
而游錫堃在省議員任內創辦了噶瑪蘭雜誌，此時，劉守成、

田秋堇夫婦實際負責編務，並以該雜誌為據點，逐步擴展新潮流系在宜蘭

縣的影響力，而這也是劉守成縣長踏上從政路途的開始。 

至於宜蘭縣新潮流派系的另一要角、也是劉守成縣長的太太—田秋

堇，自1978年開始擔任林義雄的秘書，「從蘭陽到霚峰」一書就是她幫林義

雄所編輯的。而田秋堇的父親田朝明是郭雨新的私人醫生。而後田秋堇女

士擔任過「八十年代」、「關懷」、「深耕」、「前進」等雜誌編輯。黨外公政

會宜蘭分會成立時，田秋堇即當選理事，劉守成則擔任組黨行憲委員會召

集人。 

                                                 
60 高天生，〈劉守成〉，《自立早報》，1988.3.27，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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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民進黨宜蘭縣黨部成立時，劉守成在游錫堃的扶助下出任

首任民進黨宜蘭縣黨部主委，此時，田秋堇則擔任噶瑪蘭雜誌總編輯，環

保聯盟宜蘭分會會長（謝志得，1996：154）。新潮流系在宜蘭原本毫無基

礎，劉守成夫婦返鄉後開始積極擴張實力。而後劉守成擔任縣黨部主委、

省議員期間，逐漸累積政治資源與人派，在其當上縣長後，以其為首的派

系逐漸成形，替新潮流係在宜蘭縣打下深厚的基礎。 

另外，從近幾屆宜蘭縣議員的選舉中（見【表5-1】）亦可清楚看出新

潮流系在縣議會中的成長與茁壯，以1990年第十二屆縣議員選舉為例，當

時的縣議員中只有陳文昌
61
一人屬較接近新潮流系，佔議會人數比例為

1/33。而1994年第十三屆縣議員選舉時，屬新潮流系或接近新系的議員分

別為陳文昌及吳福田兩人，佔議會人數比例為2/34。1998年第十四屆縣議

員選舉時，屬於或接近新潮流派系的議員增為5人，分別為吳福田、陳福山、

黃適超、林進財及陳文昌，佔議會人數比例增為為5/34。到了2002年第十

五屆縣議員選舉時，屬於新潮流派系或接近新系的議員又比上屆多了二席

增加為7人，其分別為余美雪、吳福田、陳福山、沈德茂、黃適超、陳文昌、

陳正男，佔議會人數比例又增為7/34。由於第十三、十四屆議員選舉時，

當時的縣長為游錫堃，所以一些新潮流系的成員多以游為恩主，但是讓吾

人可以理解的是新潮流系確實默默的在成長與發展，之後在劉守成當選第

十三屆宜蘭縣長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在第十四、十五屆的縣議員中，屬於

新潮流派系的議員便大幅成長。因此，從縣議員的選舉中我們就不難瞭解

為何新潮流系現在可以在宜蘭地方上佔有一席之地。 

【表5-1】第十二屆至十五屆宜蘭縣新潮流系縣議員一覽表 

屆別 隸屬（或接近）新潮流系的縣議員 在議會中之比例 

第十二屆（1990） 陳文昌 1/33 

第十三屆（1994） 陳文昌、吳福田 2/34 

                                                 
61 當時的陳文昌依附在游派之下，所以亦屬於游派之派下人物，只是其中央派系屬性為新潮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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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1998）
吳福田、陳福山、黃適超、林進財、

陳文昌 
5/34 

第十五屆（2002）
余美雪、吳福田、陳福山、沈德茂、

黃適超、陳文昌、陳正男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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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據筆者在閱讀資料與訪談後的結果，綜整出目前宜蘭縣新潮流系

的派下成員組織發展圖如下【圖5-1】所示： 

 

                          ▕‾陳金德（現任立委） 

▕—黃玲娜62（前國大代表） 

▕—林錫耀63（前宜蘭縣環保局長） 

                          ▕—林安彬（現任宜蘭縣財政局長） 

                          ▕—林順發（現任三星鄉農會總幹事） 

▕—劉燉亮64 

▕—陳顯雄65 

                          ▕—陳武進66 

▕—吳正連67（前礁溪鄉長） 

▕—林進財68（前縣議員） 

      劉守成（宜蘭縣長）—▕—謝榮洲69（前縣議員） 

▕—李鑫城70（前縣議員） 

▕—吳福田71（現任縣議員） 

▕—陳正男72（現任縣議員） 

                          ▕—陳文昌（現任縣議會副議長） 

                          ▕—余美雪（現任縣議員） 

                          ▕—陳福山73（現任縣議員） 

                                                 
62 黃玲娜曾任國大代表，現為宜蘭縣政府縣長秘書。 
63 林錫耀曾參選立委，於立委參選失利後轉往北縣發展，現任台北縣代理縣長。 
64 曾經代表民進黨參選第十四屆宜蘭縣議員，但是並未當選。 
65 陳顯雄出生於1955年7月20日，1992年4月18日加入民進黨。現為民進黨宜蘭縣黨部評委召集人及

民進黨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為新潮流系之成員之一。 
66 陳武進為勞委會主委陳菊之弟弟。 
67 吳正連曾任礁溪鄉長，現為宜蘭縣政府縣長秘書。 
68 林進財曾任縣議員，現為宜蘭縣政府民政局局長。 
69 謝榮洲曾任縣議員，現為宜蘭縣政府縣長秘書。 
70 李鑫城曾任縣議員，現為宜蘭縣政府縣長秘書。 
71 吳福田議員於訪談過程中告訴筆者，由於經濟關係久未繳納參與新潮流系之規費，而被該系剔除。 
72 訪問謝志得議員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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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適超（現任縣議員） 

                          ▕▁張秋明74（現任冬山鄉長） 

 

【圖5-1】：宜蘭縣「新潮流系」成員組織發展圖75 

民進黨中央派系地方化的趨勢卻是在台灣各地方陸續產生，但是最明

顯者當屬新潮流系，新潮流系在「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使其對地方

百里侯選舉審慎規劃。因為只要有地方政權，就有地方行政資源分配權，

還可以安排人事，增加新潮流成員的行政歷練。且因地方執政之便，新潮

流得以將中央、地方民代選舉一併規劃，排定每個位子的接替順序。
76
同樣

的，新潮流系在劉守成當選省議員後，便開始在宜蘭縣擴張勢力，出身噶

瑪蘭雜誌的陳金德與黃玲娜隨後也分別在溪南、溪北當選二屆國大代表，

而現任台北縣副縣長林錫耀於1992年參選立委失敗後轉往台北縣發展。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宜蘭縣這些台面上新潮流系的重要人物，幾

乎都出身於噶瑪蘭雜誌，例如縣長劉守成、立委陳金德等。因此謝志得認

為，噶瑪蘭雜誌成了宜蘭縣新潮流系培養接班人的政治跳板（謝志得，

1996：139）。新潮流系在宜蘭縣政壇實力大幅膨脹，已儼然成為一股地方

新興勢力。而且根據資料顯示噶瑪蘭系統出身的新潮流系成員在宜蘭的政

壇及民進黨內均佔有很重的比例及份量。下【表5-2】是出身噶瑪蘭雜誌現

為宜蘭縣新潮流系重要幹部的統計： 

【表5-2】噶瑪蘭雜誌中宜蘭縣新潮流系之重要幹部 

姓名 雜誌社職務 曾經擔任之職位 當選與否 

劉守成 噶瑪蘭雜誌社總編輯 第九屆台灣省議員 當選 

                                                                                                                                                         
73 根據張川田立委的說法，陳福山議員與新潮流系的關係良好，但因陳福山係張川田之妹婿，所以游離

於游派及新潮流系之間。 
74 張秋明的興起早期由縣議員楊政誠提供其樁腳及競選總部，但此次當選鄉長的關係係加入民進黨及其

妻與陳金德立委有親戚關係所致。 
75 資料來源：1. 謝志得（1996），《宜蘭縣派系政治之研究》，頁98-99。2. 許智富（1997），《宜蘭地區選

舉地理之研究》，頁83。3.筆者訪問立委張川田、縣議員吳福田、楊政誠所歸納出的資料。 
76 不具名（2004），〈民進黨「長久執政」變新潮流「永續執政」？新潮流勢力秘布四處，民進黨派系心生

畏懼〉，《財訊月刊》，第2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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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台灣省議員 當選 

第十三屆縣長 當選 

  

第十四屆縣長 當選 

第二屆國大代表 當選 

第三屆國大代表 當選 

第四屆立委 落選 

第五屆立委 當選 

陳金德 噶瑪蘭雜誌社編輯 

第六屆立委 當選 

第二屆國大代表 當選 

第十四屆鄉鎮長（宜蘭

市） 
落選 黃玲娜 噶瑪蘭雜誌社編輯 

宜蘭縣政府秘書 現任 

第二屆立委 落選 

第十屆台灣省議員 當選 林錫耀 噶瑪蘭雜誌社編輯 

台北縣副縣長 現任 

第十三屆縣議員 當選 

第十四屆縣議員 當選 林進財  

宜蘭縣民政局長 現任 

民進黨第六屆中執委 當選 
田秋堇77 噶瑪蘭雜誌社總編輯

第六屆立委 當選 

資料來源：謝志得（1996），《宜蘭縣派系政治之研究》，頁156。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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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關研究值得繼續注意的。 

                                                 
77 田秋堇此次被民進黨列為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並順利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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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進黨中央其他派系在宜蘭地方之發展： 

宜蘭縣游派的形成與郭雨新、林義雄這些黨外人士有相當的關係，自

1981年開始，傳統的黨外勢力便開始支持游錫堃，而自游錫堃當選省議員

開始，舊的黨外勢力便開始轉而支持游錫堃而形成游派。但2000年總統大

選後民進黨首次得到了中央的執政權，因此「宜蘭幫」
78
人士紛紛入閣，如

游錫堃開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陳定南出任法務部長、陳菊接任勞委會主

委。也因為宜蘭縣的重量級人士紛紛入閣，所以以游錫堃為首的派系便逐

漸出現鬆動的現象。 

而根據筆者訪問過程中發現，例如楊政誠議員便認為：『民進黨的中央

派系在宜蘭縣有深化的現象，而在宜蘭縣主流的民進黨派系為新潮流系，

其他福利國系或泛美系皆稱做其他派系，因此在宜蘭縣民進黨的派系只有

分新潮流系及非新潮流系』 

而筆者在訪問張立委川田時，張委員也認為：『新潮流系在宜蘭的勢力

的確很大，而且會去分「我群」及「他群」，且他們會有固定的聚會時間，

凝聚力很強』 

而目前宜蘭縣民進黨的非新潮流系中，分別有隸屬福利國系的立委張

川田、前宜蘭市長郭時南、前國大代表林逸民
79
及前縣議員陳淑暖等人，此

外亦有隸屬正義連線的現任民進黨宜蘭縣黨部主委陳歐珀等人。而其餘的

民進黨地方型民意代表較沒有中央派系的色彩。
80
 

民進黨自1986年建黨以來，即以派系共治的型態存在，其相對穩定的

派系結構，不僅維持其政黨權力組合的平衡，成為政黨職務與選舉提名之

分配基礎，也左右民進黨的決策方向。而以國會黨團為核心的內造化政黨

組織，形成派系共治的結構安排，維持政黨領導權力的穩定，進而凝聚力

                                                 
78 宜蘭幫人士大致為林義雄、陳定南、游錫堃、陳菊等人。 
79 林逸民於第五屆立委選舉中退出民進黨，改披台聯的戰袍參選立委。 
80 訪問吳福田議員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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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形成政黨決策。但是在美麗島系瓦解、分裂後，民進黨既有派系結構

進入重組階段。此時，民進黨中的新潮流系以其團結而有紀律與行動力的

特性，在民進黨派系重組與政局動盪之際，於民進黨中央權力結構中取得

極有利的關鍵位置，繼而快速擴張實力，以壯大其派系力量。因此，當初

民進黨維持的派系共治的結構特質，也成為日後影響民進黨發展的關鍵與

權力衝突、派系惡鬥的重要因素。 

在論述完新潮流系及其他民進黨中央派系在宜蘭地方上之發展後，我

們可以清楚瞭解民進黨派系權力結構的變化：在中央層級，新潮流一派獨

大，引起各大派系反彈，然而主流聯盟已邊緣化，缺乏主導政局的力量，

同時，在地方層級，民進黨各派系地方山頭各自為政、互相較勁，缺乏團

結合作的氣勢。這些現象都顯示民進黨派系政治及其權力結構，仍然持續

進行重組與轉型過程，其派系衝突及黨派之間合縱連橫的發展，將影響未

來政局的走向，實為觀察台灣政治情勢不可忽略的重要面向。 

 

第二節  宜蘭縣之鄉鎮型地方派系—礁溪「林派」與「吳派」 

宜蘭縣除了早期的盧派、林派、陳派、許派等四個可影響全縣的派系

之外，在各鄉鎮市也存在著可影響該地區的地方勢力，這些地方勢力中競

爭較為激烈的有礁溪鄉與冬山鄉的地方派系，除此之外宜蘭縣的農會、漁

會及水利會等三大系統，在選舉中也會發生關鍵性的力量
81
，關於農會、漁

會及水利會筆者將於其他章節中來加以論述。目前宜蘭縣地方派系逐漸式

微之際，宜蘭縣卻還存在著派系激烈對抗的鄉鎮市，是筆者於本論文中最

重要的發現，而早期的歷史文獻對於這些地區的派系亦著墨不多，因此本

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探討這些較為特殊的派系在宜蘭縣的選舉中所扮演的

角色，此外，深入去瞭解這些派系形成的原因，與目前派系運作的情況，

                                                 
81 於訪問鄭美蘭委員及楊政誠議員所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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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試圖去釐清其派系屬性及其在地方性選舉中各派系勢力消長的情形。 

壹、宜蘭縣礁溪鄉的發展史： 

要了解礁溪鄉地方派系的形成與發展，就必須先從礁溪鄉的地理環境

及其歷史發展背景來探討。根據記載礁溪，台語意 「早坑」，原意是乾旱

缺水的溪床地。二百多年前，漢人還未大舉進入平原開墾前，是先住民噶

瑪蘭人（KAVALAN）的居住所。礁溪鄉的地理位置位在宜蘭縣之東北隅，東

經121度50分至121度37分，北緯24度46分至24度51分，總面積101

平方公里。而礁溪鄉大約於1773年（清乾隆38年）開始有福建漳州南靖

人率眾進入淇武蘭港邊高地，與平埔族為鄰進行開墾。而礁溪鄉的開發史

筆者將其綜整如下【表5-3】所示： 

【表5-3】宜蘭縣礁溪鄉開發史 

時間 歷史大事 

1773年（清乾隆38年） 福建漳州南靖人林元昱四兄弟率親眾進入淇武蘭港邊

高地，與平埔族為鄰，進行開墾。 

1796年（清嘉慶元年） 吳沙由頭城登陸，一路南下開墾，至嘉慶三年，已陸

續完成礁溪湯圍 (今德陽村)、白石圍 (今白雲、玉石

兩村)、三圍 (今三民村)、四圍 (今吳沙村)之開發。

1812年（清嘉慶17年） 宜蘭納入清廷版圖，設嘻瑪蘭廳治理，礁溪鄉一帶稱

為礁溪庄，隸屬於淇武蘭堡管轄。 

1895年（清光緒21年） 甲午戰爭簽定馬關條約，清廷割讓台灣予日本，日人

調整行政區，淇武蘭堡改稱四圍堡。 

1920年（民國９年） 撤銷四圍堡，改為礁溪庄。 

1946年（民國35年） 台灣光復第二年才由庄改為礁溪鄉。 

1950年（民國39年） 宜蘭縣設縣，礁溪鄉轄管十八村至今。 

資料來源：礁溪鄉公所全球資訊網。82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82 礁溪鄉公所網址為http://www.jiaus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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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鄉於1946年（民國35年）也就是台灣光復的第二年才由礁溪庄

改為礁溪鄉，而礁溪鄉於1950年（民國39年）宜蘭設縣開始便轄管十八

村至今。礁溪的地形呈海棠葉狀，西部與高山相連，東北是平原。鄉內主

要有七條河川（猴洞坑、十一股溪、湯圍溪、林尾溪、得子口溪、大礁溪、

小礁溪）皆由西部高山向東流，因為地處火山帶，形成特殊的溫泉、瀑布、

湖泊及山景等多樣景觀地貌，而土地肥沃、水資源豐沛的礁溪，不僅適宜

農業發展，更深藏觀光發展潛力。 

礁溪鄉著名的溫泉，是該鄉重要的天然資源，早在漢人吳沙開墾蘭陽

平原時就被先民挖掘發現，築圍沐浴，稱為湯圍。日治時期，日本人開始

將溫泉作為商業用途，以溫泉為號召，先後開設樂園、圓山、西山等三家

溫泉旅館，溫泉逐漸與礁溪齊名。除溫泉區之外，礁溪鄉可用山區、低窪

地區及水田區來劃分。沿鄉境西邊的海拔三百至五百公尺以下的山區大部

份開墾種植農作物；五股段、大塭段及白石腳東邊緣低窪地區低於海平面，

農耕常遭水淹沒，早期盛行養鴨，目前大半闢為養殖，水田區約佔礁溪平

原面積一半以上，以稻作種殖為主。 

礁溪鄉全鄉面積為101.4278平方公里，全鄉人口數為38,519人，境

內行政區域共劃分為十八個村，計有（白雲村、玉石村、德陽村、六結村、

大忠村、大義村、二龍村、時潮村、玉田村、光武村、三民村、林美村、

白鵝村、玉光村、吳沙村、龍潭村、匏崙村、二結村），轄三０一鄰。礁

溪鄉行政區域劃分如下【圖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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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宜蘭縣礁溪鄉行政區域圖 

貳、礁溪「林派」與「吳派」的形成與發展： 

根據縣議員李清林及礁溪鄉代表會副主席黃正欉表示，礁溪鄉林派與

吳派的形成，其實跟礁溪鄉的地理區隔及產業型態的分別有關，比較靠山

邊的居民因為以務農為主生活比較困苦，而比較靠沿海的居民因為以經商

為主加上溫泉的經營生活較為富裕。由於經濟型態的差異逐漸造成兩邊居

民對立的上升。而靠山邊以務農為主的居民慢慢發展成所謂的「吳派」，而

靠沿海以經商為主的居民就發展成所謂的「林派」。這些都是礁溪鄉地方派

系形成的遠因。 

而礁溪鄉地方派系激烈對立的近因，是在1950年代兩派人馬在地方上

因為得子口溪河道路線問題引發地方上的爭議而逐漸形成地方派系的對

立。因為礁溪吳派的始祖吳阿土於1955年當選縣議員，由於任內主張將原

本在玉田村的得子口溪河道改在六結村桂竹林開建疏洪道，引起當地民眾

強烈反彈，乃向上級政府陳情反對，省水利局在地方意見分歧情況下放棄

了改道的計劃（許義標，1986：8）。 

在1958年吳派的吳阿土爭取連任時，地方人士推出林昆艷與其競選，

結果吳阿土與林昆艷雙雙當選，而礁溪吳、林兩派的對立於是形成。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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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派在經過多年競爭後雙方各有所獲，吳派的吳金地、吳正連曾任鄉長，

吳阿土，林景崧、吳宏謀、吳宏昱、吳坤鐘曾任縣議員，吳昌南、楊錫鳴

曾任鄉民代表會主席，鄉民代表則有游新爐、林信吉、魏仁吉、黃美麗。

林派的林萬榮、林與土、周錦逮、陳德治曾任鄉長、林昆艷、林束、林金

喜曾任縣議員，陳阿興曾任鄉民代表會主席，鄉民代表有吳松柏、黃麗玲，

林錫銘則曾擔任礁溪鄉農會總幹事。因此，礁溪鄉的地方派系是現今宜蘭

縣各鄉鎮中競爭最為激烈的，原因就是為了1950年代中期得子口溪河道路

線問題而產生
83
。所以之後不論在鄉長、縣議員、鄉民代表、鄉農會、水利

會等各項選舉中，兩派便持續處於對立狀態，而筆者根據文獻資料的探討，

歸納出礁溪「林派」的派系成員組織發展圖如下【圖5-3】所示： 

 

▕‾林昆豔（前縣議員） 

                            ▕—林束（前縣議員） 

▕—林金喜（前縣議員） 

▕—林萬榮（前礁溪鄉長） 

▕—林與士（前礁溪鄉長） 

▕—周錦逮（前礁溪鄉長） 

林松輝—————▕—陳德治84（前礁溪鄉長） 

▕—陳阿興85（前礁溪鄉代會主席） 

▕—吳松柏（前礁溪鄉民代表） 

▕—林政盛（現任礁溪鄉長） 

▕—黃麗玲（前礁溪鄉民代表） 

▕▁林錫銘（前礁溪鄉農會總幹事） 

 

【圖5-3】：礁溪鄉「林派」成員組織發展圖86 

 

                                                 
83 因當時盤橫玉田村的得子口溪時常氾濫，吳派始祖吳阿土於其縣議員任內主張將河道截彎取直，而河

道將經過六結村桂仔林林松輝宅附近通過，而引起林松輝本人與桂仔林莊民的反感，而「吳派」與「林

派」的紛爭有此而生，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84 原屬吳派的陳德治也在林派的吸收下，代表林派競選鄉長。 
85 原屬吳派的陳阿興，在林派的吸收下，代表林派競選第十一屆的鄉代會主席。 
86 資料綜整自：1. 謝志得（1996），《宜蘭縣派系政治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2. 許智富（1997），《宜蘭地區選舉地理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3.筆者於訪談過程中所歸納縱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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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派的縣議員吳阿土曾幫助陳進東競選縣議長，與陳派的關係密切，

吳派也成為陳派在礁溪主要的動員基礎，與吳派敵對的林派因此尋求與許

派的合作關係。而礁溪「吳派」的派系成員組織發展圖如下【圖5-4】所示： 

 

▕‾林景崧（前縣議員） 

▕—吳宏昱（前縣議員） 

▕—吳坤鐘（前縣議員） 

▕—吳金地（前礁溪鄉長） 

▕—吳正連（前礁溪鄉長） 

▕—吳昌南（前礁溪鄉代會主席） 

吳阿土（前縣議員）—————▕—楊錫銘（前礁溪鄉代會主席） 

▕—游新爐（前礁溪鄉民代表） 

▕—林信吉（前礁溪鄉民代表） 

▕—魏仁吉（前礁溪鄉民代表） 

▕—黃美麗（前礁溪鄉民代表） 

▕▁謝水旺 

 

【圖5-4】：礁溪鄉「吳派」成員組織發展圖87 

 

由【圖5-3】及【圖5-4】可以瞭解，兩派為增加彼此的派系資源，因

此在礁溪鄉的大小選舉，幾乎都可隱約看到林、吳兩派的相互較勁，因此

礁溪鄉可以說是宜蘭縣競爭最為激烈的鄉鎮，除了在1985年為支持林派的

林金喜參選省議員外，林、吳兩派期間有三十年的時間不曾接觸過。由於

兩派的鬥爭激烈，因此礁溪的吳派與林派便分別與溪南的陳派與許派合

作，在民進黨成立之後，原有的國民黨地方派系受到嚴重的打擊而有所削

弱，而此時吳派便轉而與民進黨合作，也成為民進黨在礁溪的重要據點之

一。 

而目前礁溪鄉的地方派系，根據筆者實際訪問後得知，已不如以往的

激烈及派系分明。 

                                                 
87 資料來源： 1. 謝志得（1996），《宜蘭縣派系政治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2. 許智富（1997），《宜蘭地區選舉地理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3.筆者於訪談過程中所歸納縱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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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礁溪鄉長林政盛就認為：『目前以礁溪鄉來說已經沒有派系之分

了，自從我上任以來，林派的幹部反而被換掉，吳派的根本沒去動他，所

以已經沒有吳派、林派了。』 

礁溪鄉民代表會副主席黃正欉就表示：『現在礁溪鄉已經不分吳派、林

派了，除了選舉時為了獲得一些年長者的選票，必須去區分派系，要不然

以目前來說一般是不會區分吳派、林派的。』 

此外，礁溪鄉民代表會副主席黃正欉表示：『我們平常是不分派系的，

但是選舉到了，我們也是必須標榜自己是林派的，所以黃太平議員也是林

派的。但是有趣的是，此次議員選舉黃太平議員在吳派地區拿的票比林派

地區拿的票還多。所以現在來說應該是沒分派系才是，像我的選區在三民

村、白鵝村、玉光村、林美村等，這些都是吳派的區域，但是我出來選舉

時票都拿的蠻高的。』 

根據上述礁溪鄉長林政盛及礁溪鄉民代表會副主席黃正欉的說法，都

認為礁溪鄉目前派系的對立已經不如以往激烈了，但是也有持不同意見者。 

例如礁溪鄉所選出的縣議員李清林就表示：『礁溪鄉目前還是比較注重

派系，不注重政黨。農村的政治生態跟城市的政治生態絕對不同，城市的

民意代表注重知名度，而農村比較注重服務。所以像我在選舉時國民黨有

人選給我，連民進黨也有人選給我，所以農村的政治跟城市是不同的。』 

宜蘭縣議會中最為資深的縣議員楊政誠也認為：『礁溪鄉的派系對立特

別明顯，礁溪鄉存在許派跟陳派跟民進黨，每次鄉長選舉、農會選舉都鬥

的你死我活，甚至代表選舉、村長選舉都鬥得很厲害，礁溪鄉是宜蘭縣派

系最為明顯的，他們到現在還有派系在運作。』 

此外，立委陳金德也認為：『礁溪鄉就是點型的派系對立，從廟的選舉

到議員、鄉長、大選幾乎都是派系在掌控』 

綜整上述三位礁溪鄉派系的代表性人物（林政盛鄉長、黃正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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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李清林議員）的觀點，筆直者認為礁溪鄉目前來說應該是老一輩的人才

有派系之分，而且只有在有選舉時才會有派系之分，雖然兩派在地方公職

選舉中雙方你來我往，但是經過長時間政黨政治的興起後，吾人認為往後

礁溪地方派系的發展應該也有其一定的侷限性，加上上述三位礁溪派系中

的重要人物也認為，只要他們陸續退休後，礁溪鄉的派系政治也會逐漸的

消退。因此，未來礁溪的地方政治也會慢慢的朝向政黨政治來發展，這是

值得吾人繼續研究並加以觀察的。 

參、從鄉長及鄉民代表選舉論「林派」與「吳派」之勢力消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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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根據筆者訪談的過

程中瞭解礁溪鄉的地方派系還有在運作，雖然有些受訪者認為目前派系的

影響力已經不大了，但是也有其他人認為在礁溪鄉的政治生態還是以派系

為主體。而派系的存在與否跟其台面上的人物有很大的關係，而派系的運

作也可以從選舉中瞭解其勢力的消長。因此，筆者將從近幾屆鄉長、鄉民

代表選舉當選人的派系屬性，及其在代表會中所佔代表的人數、選舉票數，

來分析礁溪鄉目前派系勢力消長的情形。 

首先筆者將先從近幾屆礁溪鄉長選舉來分析礁溪派系的消長情形，從

早期一些文獻資料及下【表5-4】可以清楚瞭解，在1980年代時期礁溪鄉

長幾乎由林派中人所擔任（見【表5-4】）， 例如第九屆的礁溪鄉長是由林

派的周錦逮所擔任，當時與之競選的吳森琳以一千多票之差敗北。第十屆

的礁溪鄉長仍由林派的陳德治所擔任，當時與之競選的吳派縣議員吳宏昱

同樣以一千多票之差輸了鄉長選舉。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瞭解在1980年代

礁溪鄉公所是由林派所掌握的。 

【表5-4】1980年代礁溪鄉長參選人派系屬性一覽表 

屆別 姓名 黨籍 得票數 當選與否 派系屬性 

吳森琳 中國國民黨 10560 是 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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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

（1982） 

吳森琳 中國國民黨 10560 是 吳派 

第九屆

（1982） 
周錦逮 中國國民黨 9113  林派 
吳宏昱 中國國民黨 9248  吳派 第十屆

（1986） 陳德治 中國國民黨 9273 是 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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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了1990年代開始礁溪的派系起了一些變化，從下【表5-5】可

以清楚瞭解，在第十二屆的礁溪鄉長選舉中是由吳派的吳正連當選鄉長，

當時與之競選的是林派的黃太平以一千多票之差敗北。第十三屆的礁溪鄉

長選舉由當時擔任礁溪鄉代表會主席的吳宏謀勝選，吳宏謀也是吳派中

人，其父親是礁溪鄉前鄉長吳金地，而當時與之競選的林派吳坤鐘
88
以25

票之差輸了鄉長選舉，而此次的鄉長選舉雙方票數只差25票的情形看來，

應該跟吳坤鐘原屬吳派人士有關。到了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因為政黨政

治日益興盛，也使原先派系政治逐漸削弱，因此，在2002年第十四屆鄉長

選舉時由林派的林政盛當選，根據瞭解這根林政盛平實的為人處事有很大

的關係，所以在鄉長選舉時，我們可以發現林鄉長一人的得票多於其他兩

位參選人。 

【表5-5】1990年代至2002年礁溪鄉長參選人派系屬性一覽表 

屆別 姓名 黨籍 得票數 當選與否 派系屬性 

吳正連 民主進步黨 10560 是 吳派 第十二屆

（1994） 黃太平 中國國民黨 9113  林派 

吳坤鐘 中國國民黨 9248  林派 第十三屆

（1998） 吳宏謀89 無黨籍 9273 是 吳派 

林政盛 中國國民黨 9485 是 林派 

                                                 
88 吳坤鐘原是吳派中人，因為爭取吳派的礁溪鄉長提名失利，轉而與林派合作。 
89 吳宏謀目前為礁溪吳派之掌門人，他於1998年擔任鄉長時為無黨籍，最近因為立委張川田從中拉攏，

吳宏謀現已加入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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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盛 中國國民黨 9485 是 林派 

張金策90 民主進步黨 1891   李錦池 無黨籍 6683  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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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兩個分界點來看，在1980年代礁溪鄉公所以林派為主的力量

較大，但是到了1990年代開始礁溪鄉公所易主以吳派勢力較大，筆者認為

這跟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以前威權統治，各派系都屈就

於國民黨之下，加上選民的素質不高，所以早期都是以跟國民黨關係較近

的林派人士來擔任鄉長一職。但是90年代以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除了民

進黨積極擴張勢力外，腐化的國民黨也漸漸被選民所唾棄，因此跟民進黨

關係較好的吳派才有機會入主鄉公所，從鄉長選舉中我們可以得知礁溪

林、吳兩派的發展情形與轉變。 

接著筆者將先從近幾屆鄉民代表會中的代表人數來分析林、吳兩派在

代表會中的勢力消長情形，以下便是第十二屆礁溪鄉民代表會中兩派的代

表人物及所佔的人數，是分述如下： 

由下【表5-6】可以清楚瞭解第十二屆礁溪鄉民代表總共有11人，其

中林派佔了4人，分別為林政盛、林溪煌、許阿火及張耀東，而吳派在代

表會中力量似乎較強佔了7人，分別為楊錫鳴、吳茂榕、吳慕智、黃美麗、

游新爐、林信吉、陳宗芳。因此這時的吳派在代表會中人數佔較多數，而

林、吳兩派在代表會中所佔人數的百分比分別為36.36％及63.64％。 

【表5-6】第十二屆礁溪鄉民代表派系屬性一覽表 

第十二屆礁溪鄉民代表 

派系名稱 姓名 所佔人數 所佔百分比 

林派 林政盛、林溪煌、許阿火、張耀東 4 36.36% 

                                                 
90 礁溪鄉早期有所謂的兩大派一小派，兩大派分別為林派跟吳派，而一小派就是民進黨派，也是張金策

派的張派。張金策以前當過鄉長，後來先被捉去關，然後到美國發展，後來才又回來選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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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派 
楊錫鳴、吳茂榕、吳慕智、黃美麗、

游新爐、林信吉、陳宗芳 
7 63.64% 

資料來源：作者於訪談中得知。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由下【表5-7】可以清楚瞭解第十三屆礁溪鄉民代表總共有12人，其

中林派佔了6人，分別為吳松柏、游金坤、歐炳燈、周柏林、林政盛及黃

麗玲，此時，林、吳兩派在代表會中的力量勢均力敵，吳派也有6人在代

表會中，分別為魏仁吉、林信吉、楊錫鳴、藍聰明、游新爐、吳朝煌。因

此，這時的林派人數比上屆增加了2人，而林、吳兩派在代表會中所佔人

數的百分比分別為50％及50％。 

【表5-7】第十三屆礁溪鄉民代表派系屬性一覽表 

第十三屆礁溪鄉民代表 

派系名稱 姓名 所佔人數 所佔百分比 

林派 
吳松柏、游金坤、歐炳燈、周柏林、

林政盛、黃麗玲 
6 50% 

吳派 
魏仁吉、林信吉、楊錫鳴、藍聰明、

游新爐、吳朝煌 
6 50% 

資料來源：作者於訪談中得知。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由下【表5-8】可以清楚瞭解第十四屆礁溪鄉民代表總共有11人，其

中林派佔了5人，分別為林政盛、李清林、歐炳燈、周柏林及吳燦煌，此

時，由於代表會的人數由上屆的12人減為11人，所以林派的人數便減為5

人。而吳派也有6人在代表會中，分別為林坤同、林信吉、賴宏文、林淑

雲、吳朝煌、藍聰明。而林、吳兩派在代表會中所佔人數的百分比分別為

45.45％及54.55％。 

【表5-8】第十四屆礁溪鄉民代表派系屬性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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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礁溪鄉民代表 

派系名稱 姓名 所佔人數 所佔百分比 

林派 
林政盛、李清林、歐炳燈、周柏林、

吳燦煌 
5 45.45% 

吳派 
林坤同、林信吉、賴宏文、林淑雲、

吳朝煌、藍聰明 
6 54.55% 

資料來源：作者於訪談中得知。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由下【表5-9】可以清楚瞭解第十五屆礁溪鄉民代表總共有11人，其

中林派佔了4人，分別為李清林、張素雲、張永德、黃正欉，此時，林派

的人數又減為4人。而吳派則有7人在代表會中，分別為吳宏謀、魏仁吉、

陳宗芳、蔡朝賓、林信吉、林淑雲、吳美琦。而林、吳兩派在代表會中所

佔人數的百分比分別為36.36％及63.64％。 

【表5-9】第十五屆礁溪鄉民代表派系屬性一覽表 

第十五屆礁溪鄉民代表 

派系名稱 姓名 所佔人數 所佔百分比 

林派 李清林、張素雲、張永德、黃正欉 4 36.36% 

吳派 
吳宏謀、魏仁吉、陳宗芳、蔡朝賓、

林信吉、林淑雲、吳美琦 
7 63.64% 

資料來源：作者於訪談中得知。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由下【表5-10】可以清楚瞭解第十六屆礁溪鄉民代表總共有11人，其

中林派佔了4人，分別為黃正欉、張素雲、林金朝、歐炳燈。而吳派則有7

人在代表會中，分別為陳宗芳、林森枝、吳朝煌、賴玉桃、魏仁吉、林淑

雲、李三鋒。而林、吳兩派在代表會中所佔人數的百分比分別為36.36％及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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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第十六屆礁溪鄉民代表派系屬性一覽表 

第十六屆礁溪鄉民代表 

派系名稱 姓名 所佔人數 所佔百分比 

林派 黃正欉、張素雲、林金朝、歐炳燈 4 36.36% 

吳派 
陳宗芳、林森枝、吳朝煌、賴玉桃、

魏仁吉、林淑雲、李三鋒 
7 63.64% 

資料來源：作者於訪談中得知。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由下【表5-11】可以清楚瞭解第十七屆礁溪鄉民代表總共有11人，其

中林派佔了6人，分別為黃正欉、游見璋、張素雲、朱坤地、林金朝、張

永德，這時，林派在代表會中的人數由長期以來的4人又再次增為6人。

而吳派卻意外的由7人掉至5人，分別為陳宗芳、林森枝、吳朝煌、魏仁

吉、李三鋒。而林、吳兩派在代表會中所佔人數的百分比分別為54.55％及

45.45％。 

【表5-11】第十七屆礁溪鄉民代表派系屬性一覽表 

第十七屆礁溪鄉民代表 

派系名稱 姓名 所佔人數 所佔百分比 

林派 
黃正欉、游見璋、張素雲、朱坤地、

林金朝、張永德 
6 54.55% 

吳派 
陳宗芳、林森枝、吳朝煌、魏仁吉、

李三鋒 
5 45.45% 

資料來源：作者於訪談中得知。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從上述第十二屆到現在的第十七屆鄉民代表選舉中，我們可以清楚瞭

解礁溪林、吳兩派在地方上勢力消長之情形，林派只有在十三屆與吳派實

力相當及第十七屆實力大過吳派外，其餘的幾屆都是以吳派的勢力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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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根據筆者的訪問時也是如此，例如礁溪鄉民代表會副主席就認為礁溪

鄉林、吳兩派的實力約為45％及55％，也就是接近4：6的派系支持度，

而從上述幾屆的代表選舉中我們也可以加以驗證之，除第十三屆及第十七

屆的林派人士多於吳派外，其他幾屆兩派的人數的確接近4：6，也可以證

實兩派在地方上的實力確如資料及訪問後的結果。 

 

第三節  宜蘭縣之鄉鎮型地方派系—冬山「徐派」與「陳派」 

宜蘭縣除了礁溪鄉還存在著激烈的派系對抗外，根據文獻探討及訪談

後得知冬山鄉的地方派系也還有在運作，冬山鄉是早期「陳派」陳進東、

陳進富兩兄弟的根據地，此外，冬山「徐派」的始祖徐友田也曾擔任冬山

鄉民代表會主席。從此開始陳、徐兩派長達四十年的對峙。因此本節主要

的目的就是在探討冬山鄉在宜蘭縣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 

壹、宜蘭縣冬山鄉之簡介： 

冬山鄉始稱為冬瓜山，光緒元年隸屬福建省台北府，光緒12年改屬台

灣省台北府宜蘭廳，光緒21年日寇佔據台灣後，隸屬台北縣宜蘭廳，旋轄

於台北州羅東郡，民國34年我國抗戰勝利台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民國

35年劃定地方制度，仍以原有區域改稱冬山鄉，轉屬台北縣羅東區，迨民

國39年10月10日行政區域劃分乃屬於宜蘭縣。 

冬山鄉位於蘭陽平原東南方背山面海，中心位置約在東經 121 度45

分，北緯24度37分35秒東隔新城溪與蘇澳為界，西與三星為鄰，南一帶

山岳屏立與大同、南澳等二鄉相接，北連羅東、五結等六鄉鎮有如衛星環

繞，境內有廣興溪及冬山河等二大河川，均由西南朝東北貫穿鄉境，匯流

於蘭陽溪出海。 

全鄉總面積79.8581平方公里，佔宜蘭總面積2137.461平方公里之

3.74％。全鄉計有二十四村，鄉內有鐵路及台九線省道經過，貫穿鄉境，



 148

北至羅東、宜蘭、台北，南為蘇澳、花蓮等地，交通順暢，貨客運輸方便。

因臨蘇澳港凡本縣出口物資均由本鄉集散，成為縣境交通樞鈕。  

貳、冬山「徐派」與「陳派」的形成與發展： 

冬山鄉是除了礁溪鄉之外，宜蘭縣地方派系競爭激烈的地方，冬山鄉

是早期陳派陳進東、陳進富兩兄弟的根據地，陳派的陳進富於1953年2月

在第五選區（冬山鄉、五結鄉）當選第二屆縣議員，同年四月冬山徐派的

始祖徐友田擔任冬山鄉民代表會主席。也因此開始陳、徐兩派長達四十年

的對峙（謝志得，1996：71）。由於後來陳派與許派的競爭激烈，而許派為

了在冬山鄉爭得一席之地，遂有計畫的在冬山鄉培植以純當地冬山人所組

成的徐派與陳派相抗衡。徐派的重要成員有曾任鄉農會總幹事的徐振祥
91
、

劉石純，曾任鄉長的徐振榮、林長育，曾任鄉代會主席的徐友田、謝山法

及曾任縣議員的徐友田、徐友勝等多人。而「徐派」成員的組織發展圖如

下【圖5-5】所示： 

 

▕‾謝山法（前冬山鄉民代表會主席） 

                          ▕—徐振榮（前冬山鄉長） 

徐友田（前縣議員）————▕—林長育（前冬山鄉長） 

▕—徐友勝（前縣議員） 

                          ▕—徐振祥（前冬山鄉農會總幹事） 

▕—劉石純（現任縣議員） 

                          ▕▁謝燦輝（現任冬山鄉民代表會副主席） 

 

【圖5-5】：冬山鄉「徐派」成員組織發展圖 

 

在1980年代徐派掌握了冬山鄉大部分的政治職務，但此後因為黨外及

民進黨的勢力興起，在歷屆選舉中冬山鄉出身的游錫堃、黃煌雄、游振亮

等人瓜分了原有徐派的不少選票，加上爾後派系內部的分歧，使得原有派

                                                 
91 徐振祥與「許派」的關係之密切，有人甚至以「博愛黨部冬山鄉民眾服務社分社主任」稱之。轉引自

許智富（1997），《宜蘭地區選舉地理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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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勢力受到嚴重的衝擊。之後，徐友田、徐友勝轉而與黨外或民進黨的結

合，也就是支持其外甥前立委黃煌雄；而林長育、劉石純等人也陸續脫離

徐派，建立起徐、陳兩派外的第三勢力
92
，從此徐派的元氣大傷。 

而根據立委陳金德的看法：『至於徐派目前應該算是沒有了，徐派就是

黃煌雄的舅舅以前當議員，後來也都轉化到民進黨了，但是民進黨內黃煌

雄跟游錫堃不合，但是徐派有部分的支持者也被游錫堃收編了，所以應該

沒有徐派了。』 

此外，冬山鄉是早期陳派陳進東、陳進富兩兄弟的根據地，所以陳派

在冬山鄉也有一定的勢力，因為陳派的領導人早已不管事，所以目前來說

冬山鄉陳派已如昨日黃花，影響力已經非常小了。 

根據筆者訪問劉守成縣長時他認為：『陳派的陳進富目前還掌握三清

宮，但是陳派目前的力量已經比以前小很多了，而徐派目前來說比較掌握

冬山農會，徐派加上劉石純議員算是蠻強的，派系還有在運作，陳派的只

剩一些以前農會、水利會系統的人還在運作而已。』 

而立委陳金德在接受筆者訪談時也認為：『陳派目前也比較式微了，陳

派目前僅有的力量大概就剩冬山鄉農會而已。』 

至於宜蘭縣議會中最為資深的議員楊政誠，他也是冬山鄉所選出的縣

議員，他說：『冬山鄉有徐派、陳派的存在，但是已經被打破，像我永遠站

在中間，使冬山鄉變成三分法，陳派、徐派跟我這一派，就沒什麼派系了，

另外還有一股黨外勢力，所以冬山鄉的派系就不是那麼明顯。』 

綜觀上述劉守成縣長、立委陳金德及縣議員楊政誠的說法，目前來說

冬山鄉應該只剩徐派有在運作，至於陳派只能在一些農會選舉中發揮影響

力，因此，筆者無法將冬山陳派建構其派系金字塔圖，但是筆者仍從訪談

中得知目前冬山鄉民代表會主席李清祈乃屬陳派系統。 

                                                 
92 不具名（1986），〈「許派」與「徐派」〉，《噶瑪蘭週刊》，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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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筆者發現由於楊政誠議員乃早期許派之派下人物，加上其擔任

縣議員二十多年，而在許派、盧逸峰的盧系相繼瓦解後，楊政誠議員仍可

活躍於政壇多時，因此在筆者訪問過程中亦有人將其在冬山鄉的勢力以「楊

系」來稱呼之，這可從許多人的訪談中清楚瞭解。 

例如縣長劉守成認為：『楊政誠議員他應該是自成一系吧，他屬於個人

的系統吧，但是他的系統只有在他縣議員選舉時才會發生作用。』 

立委陳金德也認為楊政誠在冬山鄉有一定的影響力，他說：『楊政誠他

有一定的力量，他可以選議員選的上大概有四千票，但是他選過立委大概

六、七千票，所以大選時他也無法掌握那些人，但是楊政誠選議員時他選

的上，但是大選時要他影響整個冬山鄉的選情也不太可能。』 

最後，楊政誠議員在接受筆者訪問時也說自己在冬山鄉自成一派，他

說：『冬山鄉有徐派、陳派的存在，但是被打破了，因為我永遠站在中間，

使冬山鄉變成三分法，陳派、徐派跟我這一派，這樣就沒什麼派系了，另

外還有一股黨外勢力。陳派有繼承的議員出來選舉，徐派也有，我一派、

民進黨一派，所以冬山鄉的派系對立就不是那麼明顯。』 

綜觀上述幾位的說法，我們可以知道早期冬山鄉確實有陳派跟徐派之

分，但是目前都已經無影響力可言了，陳派目前只能在一些農會選舉中發

揮力量，至於徐派除了農會選舉外，縣議員一職也有在運作只是影響力不

深而已。另外值得吾人瞭解的是楊政誠議員在冬山鄉的影響力，雖然其影

響力不及陳派、徐派，但是因為其資歷及擔任議員多年而仍可自成一系。

因此，整體而言冬山鄉除了原來的陳、徐兩派外，楊政誠議員一系及民進

黨在冬山鄉的力量都是值得吾人繼續追蹤及觀察的。 

 

第四節  農會、漁會及農田水利會與地方派系之關係 

農會、漁會及農田水利會是台灣基層農、漁民的自治團體，其成立的

宗旨是以服務農、漁民為目的；然而實際情形，這些團體卻扮演過多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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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角色，使其功能受到嚴重扭曲。在各項公職、民代選舉中，他們都為政

黨或地方派系候選人積極輔選，成為選舉時的超級樁腳；而各團體本身的

幹部、職員改選時，不同的政治勢力便會運用暴力、賄選介入選舉過程，

以爭取主導權，使這些單位成為政治跳板或鬥爭場所。由於農、漁會在地

方各項選舉中均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宜蘭縣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縣

市，因此，農會、漁會及農田水利會在選舉中也會發生一定的影響力，此

外，根據筆者訪談中發現各政治勢力都積極想要介入這些團體的運作，所

以這些幾乎由國民黨掌控的團體如何發揮組織動員的力量？都是筆者將在

此節想要加以探討的重點。 

由於地方派系的動員基礎依賴派系領袖及其幹部所掌握的金脈及人

脈。為了累積金脈，寡佔性經濟利益是必須的，為了累積人脈，良好的社

會關係與人際網絡也是必須的，而各種地區性寡佔經濟事業正是地方派系

所掌握的重要資源。派系必須取得這些機構的社會及經濟資源，才能有效

建立派系的選舉動員基礎。畢竟派系成員不僅以既有感情或關係作為凝聚

基礎，也必須依賴高效率的恩惠系統進行選舉動員（陳華昇，1993：56-57）。

一項研究指出，屬於「區域性聯合獨占經濟」的產業有六種：（1）合作金

庫或銀行（以前的區合會，現在的中小企銀）、（2）信用合作社、（3）非信

用合作社（如生產事業合作社）、（4）農會（信用部門）、（5）漁會（信用

部門）、（6）汽車客運公司。而1951年以來，全省共有八十九個縣市級以

上的地方派系，其中至少擁有一項上述「區域性聯合獨占經濟」的派系有

八十一個，佔91.0%（陳明通、朱雲漢，1992：89）。 

區域性聯合獨占經濟產業往往是派系最重要的政治資源，以農會而

言，農會會員遍佈地方的各個角落，由會員選出會員代表組織會員代表大

會，會員代表大會再推選理事組成理事會，理事會再聘任總幹事，總幹事

再聘任農會裡的職員組成農會各部門，農會各部門再依其部門任務服務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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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完成了整個農會的組織系統網絡，農會具有政治性的意涵即因為它可

以形成一個完整的網絡關係。這種金字塔式的層級建制形成了地方派系最

有利的動員網絡，而信用部門則提供地方派系發展所需的物質基礎，因為

農會信用部的放款管理，不受金融法規的制約，並且欠缺授權制度，以致

農會高層人士（如理事長、總幹事）能夠將龐大資金所創造的鉅額盈餘，

選擇性的加以運用，甚至進行轉投資以創造更大的剩餘。根據農會法第四

十條的歸定，農會總盈餘中的百分之十可以提撥給理監事及工作人員作為

酬勞金，這筆款式實際上多由總幹事加以運用，所以農會信用部的剩餘，

往往成為地方派系的資本財，有效的幫助地方派系進行資本累積（王明輝，

1993：129；沈國屏，1993：65-66）。 

對地方派系而言，在掌握了地方政府，農會、漁會、水利會甚至信合

社等系統之後，不僅可以強化其個人和派系的經濟利益，更可以提供地方

派系發展所必須的人情基礎，強化服務，建立人脈關係。  因此，農會、

漁會及水利會雖然只是人民團體，但其選任幹部的遴選方式，恰提供了豐

沛的人脈系統，因此，過去在國民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農會的存在對當

時的執政當局而言，簡直就像大票倉或是鐵票區；國民黨也樂於在每屆農

會改選時，提名該黨的理事長、總幹事以及常務監事三巨頭等候選人。其

主要的目的是要向民眾展現它深入基層的能耐以及人脈。而宜蘭地區，根

據筆者訪談結果發現，農會、漁會及水利會三大系統，在宜蘭縣各級民意

代表選舉中都佔有一定的地位及份量，其中不乏擁有三大系統出身背景的

人士出馬競選，也因此在除了地方派系之外，農會、漁會及水利會將是本

文的研究目的之一，試分述如後： 

壹、農會： 

農會的政治角色的形成可追溯至日據時代，殖民政府將農會作為控制

農民政治態度及汲取農村資源的工具。國民黨撤退來台後雖然進行農會改



 153

組，但其控制農會的態度並未改變。地方派系以支持國民黨政權，獲得區

域性壟斷政經利益，農會信用部的豐沛資金則是其一。農會由於有完整的

組織動員系統及信用部金融資源，成為政治勢力積極介入的對象。因此，

不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以及任何一地方派系，皆積極介入農會人事的改

組，爭取對農會的主導權。而宜蘭縣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縣市，農會在選

舉中也會發生一定的影響力，因此，農會與宜蘭政治的關係將是筆者想要

加以探討與瞭解的。 

大家都知道農會一直以來都是國民黨動員的主要管道，但是宜蘭縣在

經過民進黨執政二十幾年之後，農會的現況如何？民進黨是否有打破國民

黨在這些團體中獨大的局面，以宜蘭縣目前的十個鄉鎮市農會來說其情形

又是如何？是吾人想要加以瞭解的。 

而根據筆者實地訪問立委陳金德時表示：宜蘭縣的農會這幾年比較有

變化，上屆農會民進黨可以影響的在溪北有頭城鎮農會、礁溪鄉農會、壯

圍鄉農會、員山鄉農會等四個農會，至於溪南的部分只有三星鄉農會，所

以上屆十個農會中民進黨佔五個，所以民進黨在農會方面算是有在經營

了，因為這跟地方的選舉有關，但是本屆又只剩三星鄉農會、礁溪鄉農會，

只影響到兩個農會，然後員山鄉農會、壯圍鄉農會只能控制一半，所以嚴

格來說這屆農會民進黨只能影響到二點五個至三個左右，所以農會的職員

還是算國民黨的基本盤，尤其是縣農會，所以這部分民進黨相對弱勢。 

此外，根據立委廖風德的說法：以宜蘭縣目前十個鄉鎮市農會來說，

像員山鄉、三星鄉、礁溪鄉這三個農會很明醒支持民進黨，剩下的農會比

較傾向泛藍的系統（頭城鎮、宜蘭市、壯圍鄉、羅東鎮、冬山鄉、蘇澳鎮、

五結鄉）。而縣議員李清林也認為：宜蘭縣目前有些農會比較偏向民進黨，

例如員山鄉、礁溪鄉、冬山鄉、三星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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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幾位受訪者的說法，我們可以清楚瞭解雖然宜蘭縣是一個以

農業為主的縣市，而國民黨長期主導農會系統，但是在經過民進黨長期在

宜蘭縣執政的結果許多地區農會都有綠化的現象，加上2000年中央直政權

的輪替後，及此次陳水扁總統的連任成功，筆者認為宜蘭縣地區農會生態

的改變是可以繼續加以觀察追蹤的。 

而根據筆者的歸納及訪談過程中發現，宜蘭地區的農會除了縣農會

外，各地有十個鄉鎮市農會（分別為宜蘭市、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

壯圍鄉、羅東鎮、五結鄉、冬山鄉、三星鄉、蘇澳鎮），宜蘭縣第十四屆

各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及總幹事中，有許多人目前擔任宜蘭縣地區的民

意代表，經筆者整理如下【表5-12】所示： 

以議員關得基來說，其早期便在頭城鎮農會中擔任理事長一職，於第

十四屆才到宜蘭縣農會中擔任候補理事，可見關得基議員是從農會基層出

身，一路歷任農會要職後，才出來競選縣議員，而且關得基議員已擔任宜

蘭縣第十四屆及第十五屆縣議員。而簡連發議員，早期也擔任過員山鄉農

會第十二屆、第十三屆理事長，目前擔任員山鄉農會第十四屆常務監事一

職，且簡連發議員已擔任三屆（第十三、十四、十五屆）議員。林正標議

員曾任蘇澳地區農會第二、三、五屆理事長、宜蘭縣第九屆至十二屆縣議

員及第十四屆縣議員，目前職務為第十五屆縣議員及蘇澳地區農會常務監

事。江明勝議員曾任三星地區農會理事長，現為三星地區農會理事及宜蘭

縣議會第十五屆縣議員。 

【表5-12】第十四屆宜蘭縣各地區農會幹部擔任民意代表概況表 

各區農會 姓名 農會職務 現職 政黨 選區 

宜蘭縣農會 關得基 候補理事 宜蘭縣議員 無黨籍 頭城鎮 

員山鄉農會 簡連發 常務監事 宜蘭縣議員 民進黨 員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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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地區農會 林正標 常務監事 宜蘭縣議員 國民黨 蘇澳鎮 

三星地區農會 江明勝93 理事 宜蘭縣議員 國民黨 三星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外，還有其他出身農會系統或是有農會支持的現任民意代表，經筆

者整理如下【表5-13】所示： 

吳宏謀議員曾任礁溪鄉農會常務監事，並擔任過礁溪鄉長、礁溪鄉民

代表會主席一職，目前為第十五屆宜蘭縣議會議員。陳福山議員議員曾任

壯圍鄉農會第十一、十二屆理事長，目前已擔任宜蘭縣第十四屆及第十五

屆縣議員。林傳泉議員的哥哥林傳枝目前為宜蘭縣農會理事長，而林傳泉

議員已擔任過宜蘭縣第十四屆及第十五屆縣議員。劉石純議員曾任冬山鄉

農會理事長、冬山鄉民代表會主席，現為宜蘭縣議會第十五屆縣議員。 

【表5-13】與農會關係密切之宜蘭縣議員分析表 

姓名 現職 政黨 選區 

吳宏謀94 宜蘭縣議員 民進黨 礁溪鄉 

陳福山95 宜蘭縣議員 民進黨 壯圍鄉 

林傳泉96 宜蘭縣議員 親民黨 羅東鎮 

劉石純97 宜蘭縣議員 國民黨 冬山鄉 

資料來源：於訪談過程中得知。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述統計結果得知，在宜蘭縣議會34位議員當中，目前在各地區農

會擔任要職者有4人，而曾任各地區農會要職者共有8人，在整個縣議會

比例為8/34，百分比為23.53％，由此我們可以瞭解農會在宜蘭縣議員選

                                                 
93 江明勝為前三星鄉農會理事長，於訪問吳福田議員得知。 
94 吳宏謀為礁溪鄉農會理事長吳西三的大伯，於訪問廖風德委員得知。 
95 於訪問吳福田議員得知。 
96 林傳泉的哥哥為宜蘭縣農會理事長，於訪問吳福田議員得知。 
97 劉石純為前冬山鄉農會總幹事，於訪問楊政誠議員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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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中的影響力如何？將近4位議員當中就有1位是出身農會或與農會關係

匪淺，所以農會在宜蘭縣仍有其一定的影響力。 

貳、漁會： 

除了農會之外，漁會亦是早期國民黨主要的動員管道之一，宜蘭地區

的漁會可分為兩個地區，分別為頭城區漁會及蘇澳區漁會，而根據筆者訪

談過程中發現，這兩區的漁會也都有其固定的支持對象，經筆者整理如下

【表5-14】所示： 

【表5-14】與漁會關係密切之宜蘭縣各級民意代表 

各區漁會 姓名 漁會職務 現職 政黨 選區 

頭城區漁會 鄭美蘭 前省漁會理

事長 

立法委員 親民黨 宜蘭縣 

頭城區漁會 陳秀暖 理事長 宜蘭縣議員 無黨籍 頭城鎮 

蘇澳區漁會 楊吉雄98 前省漁會顧

問 

 國民黨 全國不分區

蘇澳區漁會 陳正男99  宜蘭縣議員 民進黨 蘇澳鎮 

資料來源：於訪談過程中得知。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5-14】可以清楚瞭解，宜蘭縣的兩個漁會都有各自支持的立

法委員及縣議員，頭城區漁會因為鄭美蘭家族長期的經營，所以讓鄭美蘭

可以當選宜蘭縣議會第十一、十二屆縣議員，而鄭美蘭本身亦擔任過頭城

區漁會理事長，第三屆國大代表及台灣省漁會第十二、十三屆理事長，並

於2001年當選第五屆立法委員。此外，頭城區選出的縣議員陳秀暖是現任

的頭城區漁會理事長，陳秀暖與鄭美蘭家族關係密切，因此在鄭美蘭家族

的支持下擔任理事長一職。而蘇澳區漁會出身的有前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楊

                                                 
98 於訪問廖風德委員得知。 
99 於訪問吳福田議員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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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雄，楊吉雄目前在蘇澳區漁會仍有一定之影響力。此外，縣議員陳正男

曾任第十三、十四屆蘇澳鎮民代表及第十三屆宜蘭縣議員，而根據訪談結

果陳正男議員跟蘇澳區漁會關係密切，所以第十五屆縣議員選舉時得以順

利當選。 

雖然宜蘭縣只有兩個漁會組織，但是其在宜蘭縣政壇上仍有一定的影

響力，我們從上述分析中即可得知，而且漁會系統中仍是以泛藍的力量佔

大多數，因為從上【表5-14】發現，只有縣議員陳正男為民進黨籍。 

參、宜蘭農田水利會： 

早在1949年，林派的林才添即擔任「宜蘭水利會」
100
主任委員，至1975

年開始，為健全農田水利會方案時期，由政府遴派林聰明為會長，其間林

聰明歷任第六、七屆會長至1990年為止，且林聰明曾受國民黨提名參選國

大代表，之後在盧逸峰的助選下當選立法委員。自1990年開始迄今會長為

呂天降。在筆者的訪談過程中，許多人皆認為在宜蘭縣的選舉水利會有一

定的影響力，例如廖風德委員即認為：『水利會有一個完整的系統--呂會

長，因為呂會長人很好，且有固定的資源，所以可以養水利會系統的人，

所以有中心的領導人』。 

而立委陳金德亦認為：『水利會系統它比較堅固，水利會它過去改過兩

次名字，以前是水利代表、水利會會長或是主委，而水利會的領導人以前

來說是派任的，後來要改成選舉，也就是說水利會選舉委員，而會長是全

縣水利會會員所選出來的，水利會的結構很特殊，他從會長、水利會委員、

小組組長及會員間的互動非常密切，例如田路、水利會的水溝等等小型工

程都給小組長去做，所以水利會是一個大家庭，也非常團結，基本上我認

為他可以影響到二萬票左右，而這個系統牢不可破，所以水利會變成國民

黨在宜蘭縣的基本盤之一』。 

                                                 
100 水利委員會即宜蘭農田水利會的前身，自民國37年2月20日至民國45年9月3日分宜蘭、羅東、蘇

澳三個水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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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楊政誠議員也說：『水利會是一個很嚴密的組織，且水利會只有

一個部門，所以較容易掌握，不像農會散居各地，因此凝聚力也較高，而

呂會長也有其一定的領袖魅力』 

由上述兩位委員及議員的看法，讓我們瞭解到在宜蘭縣農田水利會有

其一定的影響力，且該會的會長呂天降有其獨特的領袖魅力，所以水利會

的凝聚力夠強，也成為農、漁會系統外的另一股力量。 

最後，儘管民進黨已在中央及大部份的縣市執政，但對於農、漁會系

統至今仍是難有插手的餘地。民進黨所以執政，除了選戰的策略運用之外，

主要還是靠自主性高且不受黨派系統操縱的選民支持，但這樣的選民在農

會系統中畢竟是少數，要打垮既得利益的把持者，終究還是要派系的支持。

而宜蘭縣也不例外，尤其宜蘭縣在民進黨執政長達二十二年之下，也確實

對農、漁會改選無從著力。 

熟悉農、漁會運作者都清楚，農、漁會會員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不

是人人都可以加入，所以是一種比較封閉的體系，會員之間不是老面孔就

是彼此有一定的親友關係，其它政黨的勢力想要介入，可說是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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