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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總結 

早期宜蘭縣的地方勢力即有所謂的「八大勢力」，分別為蔣渭川、盧纘

祥、甘阿炎、郭雨心、藍文炳、陳進冬、陳火土、蘇東芳等人所領導。到

了1960年代重組成以陳進東、林才添、陳火土、郭雨新等為代表的「四大

勢力」。而早期在國民黨一黨獨大下，與國民黨聯盟的派系依序為盧纘祥的

「盧派」、林才添的「林派」、陳進東、陳進富的「陳派」及許文政、羅文

堂的「許派」及之後盧逸峰的「盧系」。 

盧纘祥的「盧派」、林才添的「林派」，在領導人無心經營之下，逐漸

沒落。而陳派自1970年代中期之後，也在國民黨的壓抑之下，及其派系領

導人物陳進東無心於政治，而陳進富也未能於縣議會議長任內發揮其影響

力，因此陳派於此時便開始逐漸沒落。許派也因連續幾屆縣長選舉皆未能

爭取提名，之後也多次的參選失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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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系的盧逸峰自捲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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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了，替自己和親友與樁角在台北投資的股票套牢賠本，所以盧系也因此

而逐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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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傳統的黨外勢力也

開始與黃煌雄結下選舉恩怨。所以宜蘭縣的「黨外」勢力是在增額立委選

舉過後，開始一分為二，分別由黃煌雄與陳定南為中心。直到近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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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7月民進黨宜蘭縣黨部成立，劉守成在游錫堃的扶助下出任首

任縣黨部主委，而新潮流系在宜蘭縣原本毫無基礎，自劉守成夫婦返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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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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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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在宜蘭縣打下深厚的基礎。但2000年總統大選後民進黨首次得到了中央

的執政權，而游錫堃開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所以以游錫堃為首的派系便

逐漸出現鬆動的現象。 

此外，民主政治的穩定與否往往決定於，政黨選舉競爭的制度化程度。

由於反對黨在終結威權統治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而反對黨

政治參與及政治競爭的制度化，便成為威權國家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內容。

雖然威權當局常試圖藉由限制反對黨的政治參與，並壓制或侷限朝野政黨

之間的政治競爭範圍，來暫時維持政治的穩定以及有效的統治。然而，威

權統治下定期舉辦的有限選舉，卻提供反對力量從事組織及動員的機會，

建立反對力量與群眾之間的聯結關係，為草根性的反對運動拓展出相當大

的空間。 

由於宜蘭縣為早期即由黨外人士主政的縣市，加上近年來政黨體系的

變遷，原有的地方派系勢力消長之情形也有所改變，地方派系在政黨政治

的大環境改變之下，其情況又如何？筆者將於此節作一扼要的研究結論： 

一、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至民進黨成立（1950∼1986） 

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和政黨體系的變遷是息息相關的。如果依循沙托瑞

所建立的分類方式，則自 1969 至 1986 年間，中華民國的政黨體系是一個

「具有意識型態的霸勢一黨制」。
101
 

而宜蘭縣自1950年代開始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情形下，大大小小的選

舉幾乎都由國民黨來操控，而有心從政的地方人士都必須與縣黨部保持良

好的關係，如早期盧派、林派、陳派、許派即是如此，不論是縣長選舉、

省議員選舉或是議會正副議長選舉，國民黨都有不可撼動的力量，也因此

造就地方派系的形成。宜蘭當地的耆老有云：「當時只要是國民黨提名的，

                                                 
101 明居正（1992），〈中華民國政黨體系的分析：1949至1992年〉，《政治科學論叢》，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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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沒有不當選的」
102
。以下便是1950年∼1986年歷屆宜蘭縣長選舉概況，

如下表所示： 

【表6-1】1951年∼1986年歷屆宜蘭縣長參選人物一覽表 

屆別（年） 姓名 政黨 派別 溪南/溪北 得票數 當選與否

盧纘祥 國民黨 盧派 溪北 68692 是 第一屆

（1951） 陳旺全 無黨籍  溪南 29175  

甘阿炎 國民黨   55194 是 

藍文炳 青年黨  溪北 31077  
第二屆

（1954） 
林振炎 無黨籍  溪北 24117  

甘阿炎 國民黨   64171 是 第三屆

（1957） 陳旺全 無黨籍  溪南 46347  

第四屆

（1960） 
林才添 國民黨 林派 溪北 105702 是 

第五屆

（1963） 
陳進東 國民黨 陳派 溪南 132416 是 

陳進東 國民黨 陳派 溪南 71849 是 

林伯耕 無黨籍  溪北 32511  
第六屆

（1968） 
陳旺全 無黨籍  溪南 13440  

第七屆

（1972） 
李鳳鳴 國民黨 黨務系統  157261 是 

李鳳鳴 國民黨 黨務系統  151935 是 第八屆

（1977） 許仁修 無黨籍   2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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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於訪問簡阿月先生所得知。簡阿月先生，宜蘭員山鄉人士，現年八十二歲，很早即參與黨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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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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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從第一屆至第八屆的宜蘭縣長全由國民黨所推出的候選

人所當選，其中不乏派系人士或黨務系統人士，且每屆當選票數都比對手

多出許多，因此，我們可以瞭解此時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情形之下，加上

地方派系的運作，出來競選的人幾乎都會勝選，且在十次的縣長選舉中國

民黨推出派系人士參選的比例有五次之多。由此可見當時的地方派系勢力

與國民黨權力關係是有相關性的。 

另外，由上表可知自1981年開始縣長便由陳定南連任兩屆，因為自1981

年起，反對勢力大幅成長，先是在各項選舉中以組成黨外後援會的型態參

與選舉，而後又於 1986 年成立了民主進步黨，所以 1981 年實為宜蘭政治

生態的一大分水嶺。 

二、民進黨成立後至2000年總統大選（1986∼2000） 

    民主進步黨於1986年成立之後，宜蘭縣正式進入政黨競爭的時期，宜

蘭地區的選舉生態也開始進入穩定的發展階段。以下便是1986年∼2000年

歷屆宜蘭縣長選舉概況，如下表所示： 

【表6-2】1986年∼2001年歷屆宜蘭縣長參選人物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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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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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南 116959 是 
第十二屆

（1993） 
李秀綺 無黨籍   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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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風德 國民黨 黨務系統 溪南 104744  第十三屆

（1997） 劉守成 民進黨  溪北 122114 是 

資料來源：許智富（1997），《宜蘭地區選舉地理之研究》，頁21。 

製表：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知，從民進黨成立自2000年總統大選，其間歷經十一、十二、

十三屆的縣長選舉，而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皆以黨務系統人士為主，而民

進黨承襲傳統黨外的接班模式，自陳定南卸任後，交接給游錫堃並連任兩

屆，之後游錫堃又把棒子交給新潮流系的劉守成。所以自民進黨成立後，

我們不難看出在宜蘭縣的縣長提名國民黨已擺脫提名地方派系人物的模

式，轉而由其黨務系統出身的人來出馬競選。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此時期

的政黨體系變遷，由早期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已轉為由民進黨相互競爭的時

期，加上黨外人士在宜蘭早已深耕多年，所以此時的地方派系的勢力已逐

漸削弱。 

三、民進黨取得中央政權及親民黨、台聯黨相繼成立後迄今（2000∼迄今） 

公元2000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敗選後，多位黨籍立法委員出走，有的

參加了新成立的親民黨，有的宣布退出國民黨。因此，如果採取沙托瑞的

指標，國、民、親、新四黨是所謂的「有意義的政黨」（relevant party）

──意即他們或是具有主導組閣的實力、或具有參與內閣的實力、或是具

有勒索的實力--而且由於他們都還呈現一種「向心競爭」而非「離心競爭」

的態勢（明居正，1997：152-156），
103
所以我們的政黨體系就從原來的「優

勢一黨制」轉變成為「溫和多黨制」了。 

在長期民進黨執政下的宜蘭縣，原依侍於國民黨這個「恩主」之下的

派系，似乎有產生「政黨位移」的現象。而原國民黨地方派系的活動力早

已減弱，例如1972年到1992年的平均得票率只有17.9 %，2001年的立委

                                                 
103 明居正（1997），〈向心競爭與中華民國政黨體政治的發展〉，《理論與政策》， 第12卷第2期，頁15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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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林建榮算是宜蘭的許派，得票率只有 12.14 %，派系力量似也有更

明顯的消退。
104
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後，此現象似乎更加明顯。加上親民黨

及台聯的成立，也使得地方派系在選擇合作對象時有了更多的選擇，雖然

原有的國民黨地方派系已幾乎瓦解，但是未來的情況會如何是有待我們去

加以觀察的。 

從上述的研究分析中，可以發現宜蘭縣的地方派系，在國民黨拉一派、

打一派，分而治之的策略之下，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派系可以宰制宜蘭縣的

地方政治。而且，在這種情境下，國民黨始終是各派所依附的恩主，宜蘭

縣可以說是在戒嚴統治下，國民黨操弄地方派系的一個典範。 

何以宜蘭縣的地方派系沒有辦法發展起來，反過來宰制國民黨，如同

彰化縣、台中縣或高雄縣的地方派系？從訪談中得到的理由是，宜蘭縣比

較特殊的經濟環境，殊少大家族、大企業，因此不可能產生全縣型的地方

派系。 

正因宜蘭縣的地方派系並不強，加上地方上長期以來已經由民進黨執

政二十幾年，地方派系並沒有什麼劇烈的改變，除了少數特殊例外的個案，

如礁溪鄉、冬山鄉的鄉鎮級地方派系外，原本依附於國民黨的派系，以及

追隨這些派系恩主的派下，幾乎沒有發生政黨支持改變的現象。也就是說，

不論是地方或中央的政黨輪替，宜蘭縣地方派系已逐漸式微，至於恩主轉

換的情形似乎並不明顯。 

當然，從本文的分析中也發現，一般認為除了像高雄縣的黑派，民進

黨的地方派系勢力，很少可以用地方派系的定義來加以稱呼或觀察。但是，

宜蘭縣的黃煌雄及游錫堃，似乎自然形成了以他們為恩主，並有派下追隨

的派系現象，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也都很習慣地稱呼游、黃的力量，為

游系、游派，或黃系、黃派的力量，甚至於也有把民進黨在地方上的力量，

                                                 
104 高永光（2002），〈二十一世紀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發表於「2002年兩岸政治與經濟發展」學術研討

會，台北：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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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呼為一個派系，即「傳統派」。 

顯然，民進黨截至目前為止，不會像國民黨那樣刻意扶持地方政治人

物，形成一股勢力後，發展成恩主派下依侍的地方派系，讓國民黨成為全

台灣各地方派系所共同追隨的恩主。但派下尋覓恩主，恩主收編、拉攏派

下的行為，似乎是台灣地方政治的自然變化，民進黨的地方政治力量，似

乎也很難例外。 

因此，原依侍於國民黨這個「恩主」之下的派系，似乎已產生鬆動或

瓦解的現象，而民進黨中央派系在宜蘭縣確實有向下紮根，建立權力基礎

的現象，其中尤其以新潮流為甚。至於新潮流在全台各縣市，都主動地去

編組自己派系人馬的這種做法，加上政治人物習慣性的拉幫結派的情形，

在民進黨主政的縣市，是否會促成以民進黨公職人員為恩主的地方派系，

可能是未來台灣地方政治發展的一個新趨勢，值得繼續觀察。 

 

第二節  研究發現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許多縣市的地方派系有著弱化的傾向？高永光認

為：第一，地方上經過政黨輪替後，原本依賴政治資源而得以發展的派系，

受到限制，力量自然威縮。第二，由於民主化及自由化的發展，不論城鄉

或縣市，民眾的獨立性越來越高，地方派系的活動性和能動性受到影響而

減弱。第三民進黨力量的成長，逐漸形成以民進黨個別政治人物為「恩主」

的地方勢力。
105
因此，相形之下，過去依附在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力量，因而

顯示出弱化的情形。而根據筆者於本論文中的研究發現大致有下列幾點； 

一、原有國民黨的地方派系目前應屬瓦解殆盡了，而地方派系的興衰

跟社會經濟背景是息息相關的，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加速地方派系衰退

的原因之一。 

                                                 
105 高永光（2001），〈2001年立委及縣市長大選後地方派系政治變遷〉，發表於「二００二年台灣政經形勢

與兩岸關係走向」學術研討會，台北：中華歐亞文教基金會及大陸事務委員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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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黨政治的變遷與地方派系的勢力消長是息息相關的，當政黨的

數目越多時，地方派系無論在數目上或影響的範圍上都是逐漸消退的，因

此我們可以說在民主政治越成熟的時候，傳統的地方派系是沒有生存的空

間的。也就是政黨政治的越趨成熟，地方派系也就越趨沒落。  

三、以國民黨為「恩主」的地方派系，力量似乎已不存在﹔相反的，

以民進黨中央權力核心人物為「恩主」的地方派系最有力量。 宜蘭縣在民

進黨長期執政之下，其中央權力上的政治準團體，的確會與地方政治發生

互動。因此筆者認為由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宜蘭縣，確實有中央派系地方化

的現象，並尋求權力中央的「恩主」。  

此外，根據我們先前的假設，筆者試分析如後： 

一、 假設一，在城鄉差距不大，普遍都市化程度不高的宜蘭縣，地方派系

會受到社會經濟背景環境的影響。 

台灣地區在1998年精省後，縮小城鄉差距，增加地方自主性，此即加

速「權」與「錢」的下放。無論成效如何，未來可預見的是，地方自治或

地方政治的風貌必然會有所轉變，對於地方派系力量的消長也會發生一定

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地方派系是透過人際關係網絡運作而發揮力量的，相

信只要現代化下的都市變遷，或者說高度都市化後，傳統社會人際關係網

絡改變了，地方派系所賴以維持的「關節」就會鬆動。 

根據張茂桂和陳俊傑在1986年的研究中發現，地方派系在傳統社區中

動員民眾參與投票的程度是低的；同樣地，在現代化程度相當高的中大型

都市聚落，地方派系的動員能力也是低的；只有在中度都市化的中小型都

市聚落裡，地方派系動員民眾政治參與的能力最高。換句話說，在都市化

發展過程中，地方派系的勢力最為可觀；反之，未發展及已發展的都市，

派系的動員力量似較無從發揮。
106
 

                                                 
106 張茂桂、陳俊傑（1986），〈現代化、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投票率之關係—自由派理論的再討論〉，《中

國政治學會投票行為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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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福運用一些都市化指標建構了三個綜合的現代化指標，它們是「現

代化八十」、「現代化八六」與「現代化九十」，結果發現三個綜合指標對於

地方派系影響力皆有負面的影響。因而，黃德福的結論是「然而，台灣地

區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以傳統人際關係取向為主的地區，隨

者社會經濟生活的快速現代化，應該才是降低地方派系政治影響力的關鍵

所在。」（黃德福，1994b：81） 

而高永光以台北縣縣議員的地方派系力量為依賴變數，將影響地方派

系力量的各種城鄉差距的衡量指標以村里為計算的單位，結果發現「台北

縣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派系影響力也愈高。」（高永光，2001a：74） 

由以上幾位學者的看法中可以清楚瞭解，早期宜蘭縣的經濟活動主要

以農漁業為主，而此時國民黨的地方派系也非常興盛，如陳派、許派等，

因為當時的經濟環境不好所以陳、許兩派利用一些服務民眾的方式（如義

診、為各機關團體申請減免醫藥費、社區資源捐助等），便可以掌握許多民

眾的選票。之後歷經70、80年代後，由於台灣經濟成長快速起飛，加上人

民的民主意識逐漸增長，及政黨政治的逐漸變遷，所以此時的地方派系就

逐漸衰弱了，當然其中的原因有國民黨的刻意壓抑，但是整個社經環境的

改變，仍屬主因才是。但在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地方派系的衰退就更加快

速。 

且在筆者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原有國民黨的地方派系目前應屬瓦解殆

盡了。所以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地方派系的興衰跟社會經濟背景是息息

相關的，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加速地方派系衰退的原因之一。也驗證了

黃德福的結論，就是「台灣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以傳統

人際關係取向為主的地區，隨者社會經濟生活的快速現代化，應該才是降

低地方派系政治影響力的關鍵所在。」 

二、 假設二，在社會經濟環境條件不變之下，政黨體系發生變遷，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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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派系的勢力消長，以及政黨支持的改變。 

由於台灣政黨政治的快速變遷，從早期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到1986年

民進黨成立的兩黨競爭，一直到2000年總統大選後親民黨、台聯黨的相繼

成立，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地方派系的勢力已逐漸消退。從資料上的數據

即可瞭解。在1986年之前，宜蘭縣的大大小小選舉皆有派系的人參與選舉；

而民進黨成立之後，原有的地方派系勢力已逐漸消退，除了縣長長期由黨

外人士擔任外，地方上的其他選舉也因為行政資源的切斷，逐漸無法由派

系來掌握，而鄉鎮級的派系除礁溪鄉與冬山鄉競爭較激烈外，其他的鄉鎮

市幾乎都沒有派系在運作了。 

2000 年總統選舉之後，台灣的政黨政治更趨成熟，人民的自主意識也

逐漸增加，地方派系更是無從運作，也因此舊有的國民黨派系已經幾乎都

消失了。所以政黨政治的變遷與地方派系的勢力消長是息息相關的，只是

根據筆者的研究發現，當政黨的數目越多時，地方派系無論在數目上或影

響的範圍上都是逐漸消退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民主政治越成熟的時候，

傳統的地方派系是沒有生存的空間的。也就是政黨政治的越趨成熟，地方

派系也就越趨沒落。 

三、 假設三，長期執政的政黨，其中央權力上的政治準團體，會與地方政

治發生互動，產生中央派系地方化的情形，或者地方山頭勢力尋求中

央權力的「恩主」。 

宜蘭縣的游派在其省議員任內因受傳統派的支持，而逐漸形成派系，

而游錫堃當上縣長後以其為首的派系在宜蘭也有很大的影響力。至於新潮

流系在宜蘭原本毫無基礎，在劉守成、田秋堇夫婦實際負責噶瑪蘭雜誌編

務，並以該雜誌為據點開始積極擴張實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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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潮流系成員在宜蘭的政壇及民進黨內均佔有很重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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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及份量。 

而從派系人物參選的情況來看，以國民黨為「恩主」的地方派系，力

量似乎已不存在﹔相反的，可能是民進黨執政的關係，因此，以民進黨中

央權力核心人物為「恩主」的地方派系最有力量。雖然合理的推論是地方

派系具有實力者，自可輕易的進行「恩主轉換」。但是，「恩主轉換」與地

方派系的勢力消長，二者之間真正的因果關係，實有待更精細地去分析。 

由此可知，宜蘭縣在民進黨長期執政之下，其中央權力上的政治準團

體，的確會與地方政治發生互動，這在筆者訪談的過程中都可以明顯的發

現。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由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宜蘭縣，確實有中央派系地方

化的現象，並尋求權力中央的「恩主」。 

 

第三節  未來建議與展望 

本研究是以個案研究為主，且研究的範圍以宜蘭縣為主，但是在研究

的過程中仍不免遭遇到許多困難，（一）本研究的派系發展史長達四十年，

在筆者無法親自參與派系內部運作之下，只能依賴文獻的分析；（二）在訪

談的過程中，因為每位受訪者的主觀意識不同，也可能造成文章內容的失

真；（三）本文以歷史過程來論述宜蘭縣派系政治之運作，因此很難避免歷

史研究途徑的主觀意識的弊病。此外，基於研究時程與相關資源的限制，

筆者對於相關重要問題無法作深入的研究及剖析，研究成果仍嫌不足。在

此提出幾項建議，以供往後研究者參考： 

一、長期以來，地方派系對於地方政治生態的影響甚大，而地方派系

係透過選舉而取得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經由經濟利益的取得來主導地方

政治權力與利益之分配，因此在探討台灣地方政治的同時絕不可忽略地方

派系的重要性。而地方派系於選舉過程中的影響力、組織動員能力及成員

派系屬性之分析，也是未來在研究地方派系時主要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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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地方派系與地方政治生態的分析，應落實於具體研究之實證

資料，除了從選舉關係之間的變動來加以觀察外，亦可從社經環境的背景

來加以論述，如此不僅可延續國內政治學者所強調的恩庇—侍從關係來加

以研究，同時也可兼具社經背景及選舉間關係之改變來加以瞭解，避免造

成邏輯推論上及單一因素對於研究的過度限制。 

三、政黨體系的改變對於地方派系的消長有著一定的影響，但是是否

意味政黨政治的興盛就會造成地方派系的式微，宜蘭縣是所謂的「民主聖

地」，根據筆者的研究發現宜蘭縣在經過二十二年的民進黨執政，理論上似

乎有發生地方派系轉換「恩主」，依侍在他黨的情形，在原有的國民黨地方

派系均已瓦解的狀態之下，未來宜蘭縣民進黨中央派系在地方上如何發

展？而宜蘭縣以後是朝向政黨政治還是依循舊有的派系政治，也是未來可

以來加以研究的。 

四、早期宜蘭縣的地方派系於1990年代後，便很少活躍於宜蘭縣的政

壇上，因此對於想要研究宜蘭縣地方派系的人來說，已很難有新的發現與

突破，而未來的研究方向應朝向鄉鎮一級的地方派系來加以研究，例如對

於礁溪林、吳兩派或是冬山陳、徐兩派來加以深入研究，雖然筆者於本論

文中對於兩地的地方派系已有許多著墨，但是亦有未到之處。因此，宜蘭

縣鄉鎮級的地方派系，仍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分析。 

五、此外，宜蘭縣是一個以農漁業為主的縣市，在許多文獻資料中都

顯示農會、 漁會及農田水利會在宜蘭縣的選舉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

此，對於未來想要深入研究宜蘭縣地方政治的人來說，這些傳統動員系統

是值得進一步去加以深入瞭解的。 

六、最後，宜蘭縣目前的地方政治生態，舊有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多以

式微，而從早期黨外的勢力，到目前民進黨中央派系中的新潮流系在宜蘭

縣的快速擴張，其發展皆尚未達到穩定之階段，也因此增加本研究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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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方派系與選舉間之關係、派系人物的釐清、及派系組織發展的架構

都是值的對其他縣市來加以進行研究分析與觀察的。 

因此，在民進黨執政二十二年之下的宜蘭縣，中央派系的地方化的確

有深根地方的現象。但在民進黨陳水扁總統連任後，加上在劉守成兩任縣

長屆滿之後，宜蘭縣未來縣長接班人情況不明的情形之下，整個宜蘭縣的

地方政治生態有其改變的可能。而這也是往後的研究可以去加以瞭解及研

究驗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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