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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歷屆台中市市長選舉候選人得票數 

屆別（西元） 勝選者（黨籍） 得票數 競爭者（黨籍） 得票數 

林金標（國民黨） 24,828 
一（1951） 楊基先（無黨籍） 34,441 

廖朝舟（無黨籍） 7,901 

一（二輪） 楊基先（無黨籍 38,406 林金標（國民黨） 30,614 

二（1954） 林金標（國民黨） 51,003 張深鑐（無黨籍） 25,204 

三（1957） 林金標（國民黨） 47,273 何春木（無黨籍） 33,453 

四（1960） 邱欽洲（國民黨） 54,014 何春木（無黨籍） 43,358 

蔡志昌（無黨籍） 32,123 
五（1964） 張啟仲（國民黨） 65,689 

何春木（無黨籍） 16,826 

林丁山（國民黨） 56,819 
六（1968） 林澄秋（無黨籍） 66,706 

莊  順（國民黨） 3,615 

七（1972） 陳端堂（國民黨） 95,423 何春木（無黨籍） 61,251 

八（1977） 曾文坡（無黨籍） 119,613 陳端堂（國民黨） 118,571 

曾文坡（無黨籍） 63,076 

劉文雄（無黨籍） 35,544 九（1981） 林柏榕（國民黨） 137,174 

謝介銘（國民黨） 7,670 

許榮淑（無黨籍） 85,999 

曾文坡（青年黨） 26,946 

洪鉦雄（國民黨） 5,297 
十（1985） 張子源（國民黨） 148,701 

黃志達（無黨籍） 4,615 

十一（1989） 林柏榕（國民黨） 207,959 許榮淑（民進黨） 131,924 

十二（1993） 林柏榕（國民黨） 191,988 林俊義（民進黨） 138,289 

洪昭男（國民黨） 149,438 

宋艾克（新  黨） 26,515 十三（1997） 張溫鷹（民進黨） 179,461 

鄭邦鎮（建國黨） 6,622 

蔡明憲（民進黨） 177,515 
十四（2001） 胡志強（國民黨） 213,866 

張溫鷹（無黨籍） 44,341 

註：第一屆因第一輪無人得票過半，乃進行第二輪投票。  

資料來源：1951-2001年台中市市長選舉實錄。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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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989年-2001年台中市立法委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1989年 第一屆增額第六次台中市立法委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投票日 人口數 選舉人數 投票數 有效票數 投票率 

1989.12.2 741,337 407,986 314,965 305,426 77.2％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盧思岳 勞動黨   0.51％ 寫作、社會運動工作者 

賴注醒 無黨籍   0.49％ 作家 

劉文雄 民進黨  Y 19.63％ 商、市議員、市獸醫師公會理事長 

蔡謝王婉 無黨籍   0.29％ 社會服務 

廖朝錩 國民黨 賴派  14.06％ 市議員、省議員、市農會理事長 

范政祐 民進黨   0.47％ 自耕農、美麗島事件判刑四年 

洪昭男 國民黨  Y 14.68％ 講師、外交官、此屆已連四屆立委 

沈智慧 國民黨 張派 Y 18.77％ 記者 

林俊義 民進黨   12.10％ 東海大學教授 

沈朝江 民主黨   0.46％ 律師、中國民主黨主席 

廖文章 國民黨 張派  14.39％ 教職、西區同心會理事長 

莊乃慧 無黨籍   4.14％ 市議員、西區調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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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第二屆台中市立法委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投票日 人口數 選舉人數 投票數 有效票數 投票率 

1992.12.19 783,181 496,191 338,450 332,624 68.21％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洪奇昌 民進黨 新潮流 Y 17.20％ 新，醫生、編聯會長、國大、立委 

賴超明 民社黨   0.13％ 商、中政里里長 

顏光瑋 無黨籍   0.36％ 商 

吳清江 無黨籍   0.10％ 郵政、中區郵政管理局視察 

陳陽德 民進黨 美麗島  4.13％ 東海副教授、國大、典試委員 

紀萬生 民進黨   0.42％ 商、中評委 

沈智慧 國民黨 賴派 Y 23.42％ 連，佛教團體、黃復興黨部支持 

張平沼 國民黨 張派  14.19％ 檢察官、立委、省商業會理事長 

劉文慶 民進黨 何派 Y 17.68％ 新，市議員、主委 

洪昭男 國民黨  Y 18.55％ 連，外交官、立委、偏廖派 

曾木金 社民黨   3.82％ 台大生化所教授 

 

1995年 第三屆台中市立法委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投票日 人口數 選舉人數 投票數 有效票數 投票率 

1995.12.2 840,814 545,276 357,348 353,416 65.54％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邱潤容 無黨籍   0.87％ 東海與台中商專副教授、宗親團體 

朱  梅 無黨籍   0.11％ 教育 

黃顯洲 國民黨 張派  12.39％ 國大、台中農田水利會、建設企業 

洪昭男 國民黨 張派 Y 15.04％ 連，中央委員、已五任立委 

蔡明憲 民進黨 何派 Y 16.39％ 新，律師、台中商專教授、國大 

沈智慧 國民黨 賴派 Y 16.39％ 連，佛教與婦女和社會團體顧問 

許世楷 民進黨   6.22％ 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林忠勝 無黨籍   0.13％ 商，社民黨台中主委 

謝啟大 新  黨  Y 22.85％ 新，國小教師、法官、立委 

劉文慶 民進黨   9.60％ 立委、中興化工基金會董事長 



 197 

1998年 第四屆台中市立法委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投票日 人口數 選舉人數 投票數 有效票數 投票率 

1998.12.5 906,457 601,470 369,631 365,418 61.45％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蔡明憲  民進黨 新潮流 Y 12.97％ 連，國大、台圓基金會董事長 

鄭邦鎮  建國黨   2.14％ 教授、建國黨副主席 

余松俊  無黨籍   0.41％ 國大、中市退役軍人協會理事長 

劉家驥  無黨籍   0.95％ 檢察官、法官、律師、國大 

侯輝俊  無黨籍   0.12％ 自由業 

黃顯洲  國民黨 賴派 Y 7.58％ 新，台福聯盟召集人、省府顧問 

黃啟晁  民主聯盟   0.32％ 服務業、中學教師 

陳演廷  無黨籍   4.82％ 市農會理事，市議員陳武雄之子 

許幸惠  國民黨 張派  6.45％ 教師、法官、前市長張子源之妻 

沈智慧  國民黨 賴派 Y 10.98％ 連，已三任立委、黨團副書記長 

謝啟大  新  黨  Y 10.49％ 連，教師、法官 

沈顯堂  民進黨 泛美麗島  4.26％ 牙醫、黨部主委 

廖文章  民主聯盟   1.52％ 教職、西區同心會理事長 

王世勛  民進黨 何派 Y 9.43％ 新，黨內偏新潮流、市與省議員 

鐘先助  無黨籍   5％ 三聯發工程公司董事長 

盧秀燕  國民黨 張派 Y 11.47％ 新，張廖貴專任競選總幹事 

黃義交  無黨籍  Y 7.45％ 新，行政院北美科長、省新聞處長  

陳坤湖  無黨籍   0.98％ 南投同鄉會、台中市刑警隊長 

常照倫  新  黨   2.60％ 律師、國大 

陳錫秦  無黨籍   0.08％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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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第五屆台中市立法委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投票日 人口數 選舉人數 投票數 有效票數 投票率 

2001.12.1 974,095 664,334 439,107 432,572 68.2％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黃坤錫 無黨籍   0.42％ 宗親會 

何敏豪 台  聯 何派 Y 9.74％ 新，國大、何春木之小兒子 

李明憲 民進黨 新潮流 Y 14.12％ 新，市議員、國大、行政院顧問 

沈懷一 無黨籍   0.25％ 自由業 

張志銘 無黨籍   0.59％ 台大教授 

曾穩達 無黨籍   0.24％ 市議員 

謝明源 民進黨 新潮流 Y 11.13％ 新，市議員、當選後改正義連線 

沈智慧 親民黨 賴派 Y 12.18％ 連，立委、佛教團體 

林國瑩 無黨籍   0.06％ 商 

璩美鳳 新  黨   2.96％ 記者、北市議員、新竹文化局長 

賴注醒 無黨籍   0.13％ 雲林同鄉會 

陳貴安 無黨籍   0.04％ 公 

魏吉助 台灣吾黨   0.42％ 報業 

林厚寰 無黨籍   0.03％ 自由業 

廖啟陽 無黨籍   0.09％ 國會助理 

黃顯洲 國民黨 張派  7.90％ 國大、立委 

盧秀燕 國民黨  Y 9.82％ 連，記者、省議員、立委、偏張派 

陳大鈞 民進黨 泛美麗島  7.41％ 黨部主委、國大、副市長 

洪昭男 國民黨  Y 8.17％ 連，八連任立法委員、偏向李登輝 

黃義交 親民黨  Y 14.32％ 連，省發言人、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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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中市第一屆至第十五屆市議員名單 

第一屆議員 

1950年 10月 16日成立，議員廿一人，任期二年（實際任期二年三個月）。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徐灶生 邱欽洲 劉火旺 邱伯璘 林鐵樹 林金池 莊  順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高國禧 賴樹森 賴寶長 林傳旺 林金聲 李源榮 劉瑞琬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廖朝樹 何春木  盧蘇錦雀 陳邱阿慎 賴煥章 廖學泉 賴榮木 

 

第二屆議員 

1953年 1月 16日成立，議員廿一人，任期二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徐灶生 邱欽洲 黃洲樑 郭喜良 高國禧 陳  固 林鐵樹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邱伯璘 何開三  劉火旺 陳邱阿慎 丁呂惠容 李來旺 張啟仲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林傳旺 林金聲 廖學泉 賴鴻濟 何坤成 林金池 賴榮木 

 

第三屆議員 

1955年 1月 16日成立，議員廿三人，任期二年（實際任期三年一個月）。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張啟仲 劉火旺 邱欽洲 賴榮木  王孔章 顏樹木 何啟貞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蔡志昌 黃洲樑 賴鴻濟  張賴彩蓮 朱振華 何春木 李來旺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陳清通 何陳絨 賴清海 何開三  林傳旺 張壽斌 邱伯璘 

議員 議員      

廖學泉 林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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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議員 

1958年 2月 21日成立，議員廿六人，任期三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邱欽洲 劉火旺 張啟仲 王錫麟 陳慶星 林丁山 高  慧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陳  瑚 龍際雲 蔡志昌 張賴彩蓮 顏樹木 白文宗 何廷揚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何春木 李來旺  林鐵樹 陳清通 林益彰 邱伯璘 廖  治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林坤炳 林傳旺 賴清海 廖學泉 賴眼前   

 

第五屆議員 

1961年 2月 21日成立，議員廿五人，任期三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蔡志昌 劉火旺 許化周 張啟仲 林丁山 王鳳樓 林阿成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張賴彩蓮 陳慶星 賴清海 賴眼前 林傳旺 王錫麟 高  慧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何春木 陳清通 周賜斌 曹  毅 林鐵樹 林江龍 林坤炳 

議員 議員 議員     

廖學泉 林錫三 高鳳梧     

 

第六屆議員 

1964年 2月 21日成立，議員卅二人，任期四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劉火旺 林傳旺 許庚南 林阿成 林丁山 汪朝新 賴鴻濟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劉錦龍 張賴彩蓮 賴眼前 陳慶星 張仰渠 賴天龍 游朝陽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王錫麟 賴清海 李清花 唐寶華 徐深池 陳清通 林鐵樹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曹  毅 周賜斌 楊鴻岱 何春樹 陳秀蘭 高鳳梧 陳舜仁 

議員 議員 議員     

廖學泉  林錫三 廖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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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議員 

1968年 2月 21日成立，議員卅二人，任期五年零二個月。 

議長  副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劉火旺 賴眼前 陳慶星 唐寶華 汪朝新 高茂華 賴清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賴鴻濟 李清花 白文宗 劉牧雲 何春樹 張賴彩蓮 廖網市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許庚南 劉錦龍 賴天龍 施德慶 李瑞池 許化周 林鐵樹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張光儀 廖坤元 張  銘 游朝陽 周賜斌 廖朝錩 劉明裁 

議員 議員 議員     

陳清通 林富美 楊鴻岱     

 

第八屆議員 

1973年 5月 1日成立，議員卅四人，任期五年零八個月。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劉火旺 陳慶星 許庚南 張光儀 林阿成 賴坤鎕 劉錦龍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許化周 曾文坡 莊乃慧  賴清海 賴一清 游朝陽 賴湘濱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賴榮園 賴天龍 劉牧雲 李瑞池 郭晏生 李玉花 周賜斌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洪廷瑞 于凌波  廖元華 林仁德 柯隆鵬 陳清通 林富美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張  銘 廖朝錩 陳舜仁 張義明 劉文雄 王素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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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議員 

1978年 12月 30日成立，議員卅五人，任期四年零二個月(實際任期三年三個月)。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陳慶星 林仁德 張光儀 張德榮 許庚南 賴坤鎕 林阿成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吳得福 許化周 莊乃慧 廖繼魯  賴一清 賴登銅 賴清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游朝陽 藍澄雄 何時雄 賴天龍 郭晏生 杜慶璋 李玉花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林平原 蘇森發 劉清庚  周賜斌 江進德 柯隆鵬 劉明裁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林富美 王素端 陳舜仁 張百村 劉茂安 蔣學起 趙國蓉 

 
第十屆議員 

1982年 3月 1日成立，議員卅八人，任期四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林仁德 張光儀 林清華 張德榮 林永安 賴坤鎕 江正吉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許世煜 張廖莉娜 謝明堅 郭晏生 何蔡紅珍 賴登銅 賴一清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藍澄雄 高  慧 杜慶璋 劉清庚 周賜斌 陳偉智 顏英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柯隆鵬 林富美 洪廷瑞 林張久美 陳阿水 金萬里 劉茂安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張百村 王素端 張廖貴專 趙國蓉 賴誠吉  賴榮園 陳武雄 

議員 議員 議員     

賴天龍 何時雄 李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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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議員 

1986年 3月 1日成立，議員四十人，任期四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林仁德 郭晏生 張光儀 張德榮 江正吉 江宗杜 林清華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賴坤鎕 林永安 王蘊嶠 莊乃慧 陳有江 蔡紅珍 賴登銅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藍澄雄 杜慶璋 高  慧 劉清庚 林長生 柯隆鵬 周賜斌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顏英男 王世勛 江進德 林富美 陳阿水 金萬里 張廖貴專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廖學澍 劉文慶 曾坤炳 張國輝 王素端 賴誠吉 何時雄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陳武雄 賴天龍 賴榮園 林哲雄 李玉花   

 

第十二屆議員 

1990年 3月 1日成立，議員四十三人，任期四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林仁德 郭晏生 張宏年 林清華 李明憲 江宗杜 莊乃慧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張德榮 張雪惠 林永安 賴國華 廖述嘉 陳有江 藍澄雄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賴登銅 紀岳杉 陳天汶 高  慧 劉清庚 林長生 王世勛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林張久美 周賜斌 柯隆鵬 顏英男 張廖貴專 廖松柏 陳阿水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廖學澍 張國輝 劉文慶 劉水元 陳三井 曾坤炳 王素端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賴俊銘 陳武雄 賴榮園 賴天龍  劉春財 林永能 何時雄 

議員       

朱蕙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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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議員 

1994年 3月 1日成立，議員四十五人，任期四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郭晏生 張廖貴專 張宏年 李明憲 張德榮 江正吉 林清華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江宗杜 林永安 張雪惠 廖述嘉 賴信雄 陳天汶 黃坤錫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陳有江 涂明榮 廖佩春 劉清庚 顏英男 林文彬 江克能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周賜斌 林長生 何敏誠 林張久美 何文海 陳仁訓 劉介迪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陳三井 黃淑芬 張經魁 陳阿水 廖松柏 劉水元 陳瑞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謝明源 陳清景 林永能 陳武雄 賴滄浪 賴俊銘 林弘昇 

議員 議員 議員     

劉春財 賴天龍 朱蕙蘭     

 

第十四屆議員 

1998年 3月 1日成立，議員四十五人，任期四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張廖貴專 張宏年 江正吉 林清華 蕭  杰 黃國書 張德榮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莊乃慧 陳有江 賴穎鋌 涂明榮 廖佩春 陳天汶 廖述嘉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郭晏生 林長生 劉清庚 林佩樂 陳福文 何敏誠 顏英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林威邦 李  中 蔡錦隆 廖松柏 陳富德 楊正中 陳瑞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張廖萬堅 黃馨慧 陳三井 丁振嘉 王秋冬 何文海 黃淑芬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謝明源 陳清景 陳武雄 賴天龍 林永能 劉春財 楊山池 

議員 議員 議員     

朱蕙蘭 賴順仁 游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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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議員 

2002年 3月 1日成立，議員四十六人（含平地原住民籍議員一人），任期四年。

議長  副議長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張宏年 陳天汶 黃國書 張德榮 蕭  杰 林清華 莊乃慧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賴穎鋌 陳有江 范淞育 梁  成 賴裕雄 廖佩春 何敏誠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陳福文 賴頤年 林威邦 林佩樂 顏英男 林黃玉美 鄭功進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楊正中 張廖萬堅 蔡錦隆 陳瑞德 張廖乃綸 廖松柏 陳淑華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黃馨慧 陳三井 王秋冬 劉士州 何文海 丁振嘉 黃淑芬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曾朝榮 陳清景 賴順仁 沈佑蓮 劉春財 陳武雄 游民哲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蔡雅玲 林永能 賴天龍 溫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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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998年 第十四屆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江正吉 國民黨 張派 Y 12.36％ 連，宗親會、市體育會理事 

洪�卿 無黨籍   0.15％ 何春木服務處主任、經營建設公司 

羅進洲 新  黨   5.05％ 市長候選人宋艾克服務處主任 

黃國書 民進黨 新潮流 Y 10.9％ 新，中評委、中台灣廣播電台台長 

張棋龍 建國黨   1.55％ 記者、劉文雄國會研究室主任 

張雪惠 國民黨 張派  4.63％ 前市議員、黨代表 

吳明興 無黨籍   0.37％ 商 

張宏年 國民黨 張派 Y 17.62％ 連，七銀董事、張派領導、副議長 

莊乃慧 無黨籍  Y 4.7％ 新，前市議員、婦女保障、偏張派 

江宗杜 國民黨 賴派  8.78％ 前市議員 

張德榮 國民黨  Y 10.81％ 連，二信監事主席、偏張派 

林清華 國民黨 張派 Y 11.64％ 連，佛教團體、宗親會 

中 
、 
西 
區 
︵ 
第 
一 
選 
區 
︶ 

蕭  杰 民進黨 福利國 Y 11.44％ 新，張溫鷹、陳大鈞競選總幹事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宋康銑 無黨籍   3.74％ 商、原國民黨籍 

鄧素敏 新  黨   5.9％ 市選委會監委、謝啟大國會助理 

陳有江 國民黨 張派 Y 13.64％ 連，宗親會 

涂明榮 無黨籍 賴派 Y 10.73％ 連，曾替沈智慧輔選 

廖述嘉 國民黨 張派 Y 9.1％ 連，省議員廖繼魯之子 

賴穎鋌 民進黨 市長派 Y 12.33％ 新，蔡明憲、李明憲服務處主任 

陳光裕 建國黨   0.81％ 自由業 

陳天汶 國民黨  Y 9.44％ 連，眷村選票 

范淞育 民進黨   8.08％ 市黨部評委 

黃坤錫 無黨籍   7.76％ 前市議員、宗親會 

郭晏生 國民黨 張派 Y 8.13％ 連，前副議長與議長 

北 
區 
︵ 
第 
二 
選 
區 
︶ 

廖佩春 國民黨  Y 10.35％ 連，廖榮祺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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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陳坤湖 無黨籍   5.65％ 自由業、沒成功加入新黨 

劉清庚 國民黨 張派 Y 15.12％ 連，宗教團體 

江克能 民進黨   4.5％ 江川里里長、黨代表、前市議員 

陳福文 民進黨 市長派 Y 8.98％ 新，省議員張溫鷹服務處主任 

李  中 國民黨  Y 6.64％ 新，記者、眷村選票 

林長生 國民黨 賴派 Y 15.33％ 連，同濟會總會長 

陳茂棠 建國黨   1.78％ 自由業 

許慧珠 無黨籍   1.92％ 觀光協會、雲林同鄉會、傾林仁德 

許良吉 無黨籍   1.1％ 商、原民進黨籍 

顏英男 國民黨 張派 Y 7.9％ 連，調解委員 

何敏誠 民進黨 何派 Y 8.95％ 連，何春木三子、煤炭公會理事長 

林佩樂 國民黨  Y 10.95％ 新，前議員林張久美之女、偏賴派 

林威邦 無黨籍 賴派 Y 7.78％ 新，後憲、農會色彩 

東 
、 
南 
區 
︵ 
第 
三 
選 
區 
︶ 

洪明芳 新  黨   3.41％ 新榮里里長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黃馨慧 國民黨  Y 5.15％ 新，西屯婦女會理事長、偏張派 

曾木川 民進黨 市長派  4.41％ 商 

呂振堂 無黨籍   1.98％ 農 

張廖貴專 國民黨 賴派 Y 12.29％ 連，前副議長、現議長 

張柏勳 無黨籍 張派  3.95％ 農會理事 

張廖秀蓉 民進黨   2.13％ 國會助理 

張經魁 國民黨   4.61％ 前市議員、眷村選票 

陳富德 國民黨 張派 Y 7.95％ 新，商 

蔡錦隆 國民黨 張派 Y 11.19％ 新，商 

楊正中 國民黨 張派 Y 7.84％ 新，眷村選票 

陳仁訓 新  黨   6.15％ 前市議員 

張廖萬堅 民進黨 新潮流 Y 6.89％ 新，記者、國會助理 

陳瑞德 國民黨 張派 Y 7.48％ 連，惠來里里長 

廖松柏 國民黨 賴派 Y 10.63％ 連 

王百輝 建國黨   1.18％ 農 

西 
屯 
區 
︵ 
第 
四 
選 
區 
︶ 

張國輝 無黨籍 張派  6.18％ 前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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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丁振嘉 國民黨 賴派 Y 13.68％ 新，省議員賴誠吉競選副總幹事 

王秋冬 國民黨  Y 12.88％ 新，商、偏賴派 

劉介迪 民進黨 福利國  10.39％ 前市議員、父劉文雄、母陳玉惠 

黃淑芬 國民黨  Y 11.07％ 連，黨代表、偏賴派 

陳三井 國民黨 賴派 Y 19.39％ 連，後幹班 

何文海 無黨籍  Y 12.78％ 連，宗親會、偏張派 

賴淑娟 新  黨   7.92％ 會計師 

劉士州 無黨籍 賴派  11.37％ 秘書 

南 
屯 
區 
︵ 
第 
五 
選 
區 
︶ 王名江 無黨籍   0.52％ 商、市議員劉水元助理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賴注醒 無黨籍   0.78％ 雲林同鄉會 

林永能 國民黨  Y 8.47％ 連，陳平里里長、偏張派 

游金龍 無黨籍   0.07％ 農 

陳薰珠 無黨籍   1.14％ 記者 

謝明源 民進黨 新潮流 Y 12.14％ 連，市黨部主委、市議會黨團總召 

賴國煙 無黨籍   1.35％ 環保局司機 

賴滄浪 國民黨 賴派  2.29％ 前市議員 

廖秋金 無黨籍   0.27％ 商 

朱蕙蘭 國民黨  Y 5.4％ 連，眷村選票、偏賴派 

陳清景 國民黨  Y 11.84％ 連，后庄里里長、黨代表、偏賴派 

張明昌 民進黨 市長派  3.56％ 彰化同鄉會 

賴順仁 國民黨 賴派 Y 4.73％ 新，後幹班、賴派賴誠吉之子 

紀朝川 無黨籍   0.31％ 農 

陳武雄 國民黨  Y 9.81％ 連，調解委員、農水利會、偏張派 

何時雄 無黨籍 賴派  2.82％ 前市議員 

羅宇正 無黨籍   0.05％ 工 

劉春財 國民黨 賴派 Y 7.56％ 連，水湳里里長 

王玉青 國民黨   1.51％ 國會助理、眷村選票 

詹朝郎 國民黨   3.24％ 黨代表、偏賴派 

塗碧玉 無黨籍   0.52％ 商 

游民哲 無黨籍 張派 Y 4％ 新，平田里里長、九信副經理 

劉美華 無黨籍   0.88％ 松安里里長 

賴天龍 國民黨 賴派 Y 8.78％ 連，農會理事長、調解委員 

楊山池 新  黨  Y 5.58％ 新，律師 

林弘昇 無黨籍 賴派  2.76％ 平順里里長、前市議員、農會代表 

北 
屯 
區 
︵ 
第 
六 
選 
區 
︶ 

楊晉萬 無黨籍   0.14％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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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02年第十五屆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吳錫瑋 親民黨   7.49％ 教職 

張德榮 國民黨  Y 11.1％ 連，二信監事主席、偏張派 

莊乃慧 無黨籍  Y 7.36％ 連，婦女保障、偏張派 

蕭  杰 民進黨 正義連線 Y 10.6％ 連，前黨部主委、偏劉文慶 

張宏年 國民黨 張派 Y 18.92％ 連，七銀董事、現議長 

黃國書 民進黨 新潮流 Y 11.71％ 連，中評委 

黃英傑 民進黨 市長派  8.48％ 律師 

張雪惠 國民黨   4.56％ 前市議員、張子源支持、偏張派 

吳昌龍 無黨籍   0.26％ 商 

林清華 國民黨 張派 Y 10.5％ 連，佛教團體、宗親會 

中 

、 

西 

區 

︵ 

第 

一 

選 

區 

︶ 
江正吉 國民黨   9.03％ 前市議員、宗親會、市體育會理事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林明寬 無黨籍   0.61％ 教職 

林益源 建國黨   0.12％ 工 

陳有江 國民黨 張派 Y 12.57％ 連，宗親會 

賴裕雄 國民黨  Y 8.25％ 新，賴厝、賴村兩里里長、偏賴派 

梁  成 親民黨 張派 Y 8.36％ 新，樂英里里長、眷村選票 

陳秀鳳 無黨籍   2.04％ 台灣省助產士公會理事長 

張克任 無黨籍   0.17％ 商 

郭騰為 親民黨   4.93％ 前議長郭晏生之子 

黃坤錫 無黨籍   1.8％ 前市議員、宗親會 

楊仲傑 無黨籍   2.06％ 公、宗親會 

王麗雅 無黨籍   2.88％ 商、原民進黨籍、偏新潮流 

賴穎鋌 民進黨 泛美麗島 Y 15.4％ 連，黨代表、傾張溫鷹 

陳永源 無黨籍   2.75％ 商、彰化同鄉會 

劉國隆 台  聯   5.73％ 建築師 

陳天汶 國民黨  Y 15.46％ 連，眷村選票，現副議長 

范淞育 民進黨 正義連線 Y 12.52％ 新，非市長派、偏謝明源 

北 

區 

︵ 

第 

二 

選 

區 

︶ 

廖佩春 國民黨  Y 4.36％ 連，婦女保障、廖派廖榮祺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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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陳福文 民進黨 正義連線 Y 10.08％ 連，黨代表、偏劉文慶 

許慧珠 親民黨   4.96％ 商、雲林同鄉會 

林黃玉美 國民黨 賴派 Y 7.1％ 新，前市議員林長生之妻 

顏英男 國民黨 張派 Y 7.6％ 連，台南同鄉會、眷村選票 

李  中 國民黨   5.39％ 市議員、記者、宗親會、眷村選票 

鄭功進 民進黨 泛美麗島 Y 6.72％ 新，振興里長、市長派、傾張溫鷹 

江克能 無黨籍   3.39％ 民進黨黨代表、前市議員 

賴頤年 無黨籍 張派 Y 9.27％ 新，樹德里里長、林柏榕支持 

梁曼娜 國民黨   4.53％ 南興里里長 

林威邦 無黨籍  Y 8.81％ 連，父為農會重要成員、偏賴派 

王名江 國民黨   0.66％ 彰化同鄉會 

林佩樂 國民黨  Y 8.13％ 連，曾參與 1989世界大學小姐選拔 

許秀嬌 無黨籍   1.66％ 民進黨黨代表、偏何派 

劉秀珍 無黨籍   2.11％ 前市議員劉清庚之女、偏張派 

陳坤湖 無黨籍   3.78％ 南投同鄉會、前台中刑警隊長 

何敏誠 民進黨 何派 Y 12.2％ 連，何派何春木三子、傾新潮流 

洪明芳 親民黨   2.97％ 新榮里里長 

東 

、 

南 

區 

︵ 

第 

三 

選 

區 

︶ 

屈宏義 無黨籍   0.62％ 商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陳富德 國民黨   4.22％ 前市議員、彰化同鄉會 

吳春夏 親民黨   5.27％ 立委黃義交國會助理 

陳瑞德 國民黨 張派 Y 8.82％ 連，惠來里里長 

陳紀妙 民進黨 新潮流  4.36％ 蔡明憲之表妹、偏新潮流 

張柏勳 無黨籍 賴派  2.23％ 農會理事 

葛滿慶 無黨籍   0.14％ 商 

張廖乃綸 國民黨 賴派 Y 8.77％ 新，前議長張廖貴專之女 

蔡錦隆 國民黨 張派 Y 11.36％ 連，商 

謝淑娟 無黨籍   0.16％ 身心障礙者 

陳淑華 民進黨 正義連線 Y 6.7％ 新，偏劉文慶 

郭惠珍 親民黨   2.31％ 前議長郭晏生之女 

楊正中 國民黨 張派 Y 12.62％ 連，眷村選票 

西 

屯 

區 

︵ 

第 

四 

選 

區 

︶ 

張廖萬堅 民進黨 新潮流 Y 12.06％ 連，記者、國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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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廖銘崇 無黨籍   2.14％ 商 

范淦昌 慧行黨   0.07％ 教 

廖松柏 國->無  Y 6.75％ 連，加入民進黨團運作、偏賴派 

黃馨慧 國民黨  Y 6.53％ 連，黨代表、偏張派 

陳仁訓 親民黨   4.48％ 大鵬里里長、前市議員 

西 

屯 

區 

黃邱惠霞 無黨籍   1.01％ 公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賴森崑 無黨籍   4.11％ 大同里里長、原民進黨籍 

曾壬癸 無黨籍   1.12％ 嘉義同鄉會、原民進黨籍 

丁振嘉 國民黨  Y 8.61％ 連，張賴派都好也與民進黨淵源深 

王秋冬 國民黨 賴派 Y 13.05％ 連，彰化同鄉會 

陳三井 國民黨 張派 Y 13.11％ 連，黨代表 

劉士州 無黨籍  Y 11.27％ 新，國會助理、偏張派 

謝錦江 無黨籍   0.11％ 自由業 

何文海 無黨籍  Y 10.12％ 連，宗親會、偏張派 

林麗霜 民進黨 正義連線  7.35％ 國會助理 

黃淑芬 國民黨 張派 Y 8.47％ 連，父為農會和市漁會重要成員 

劉一生 親民黨   7.78％ 前市議員林張久美女婿 

曾穩達 無黨籍   1.04％ 前市議員 

張耀中 民進黨 新潮流  8.09％ 記者、黨代表、偏王世勛 

南 

屯 

區 

︵ 

第 

五 

選 

區 

︶ 

陳明裕 台  聯   5.77％ 中和里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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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政黨、派系屬性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賴滄浪 國民黨 賴派  1.77％ 前市議員 

林毓釗 無黨籍   2.81％ 經營高爾夫球場 

王岳彬 民進黨 新潮流  3.71％ 國會助理 

陳武雄 國民黨 張派 Y 7.33％ 連，已撤職 

張競業 無黨籍   0.89％ 商 

曾朝榮 民進黨 正義連線 Y 9.11％ 新，愛鄉聯誼會會長、偏謝明源 

陳清景 無黨籍  Y 7.82％ 連，現親民黨市議會總召，偏賴派 

游民哲 國民黨 張派 Y 6.41％ 連，平田里里長 

林永能 國民黨  Y 5.53％ 連，陳平里里長、偏張派 

陳薰珠 親民黨   3.57％ 記者、黃義交競選總部副總幹事 

詹朝郎 無黨籍   1.32％ 國民黨黨代表、楊天生系統 

林晏賢 無黨籍   0.09％ 郵局退休 

賴國煙 台  聯   1.78％ 李登輝之友會台中市北屯區分會長 

賴順仁 國民黨 賴派 Y 7.78％ 連，賴派賴誠吉之子 

沈佑蓮 親民黨  Y 7.73％ 新，立委沈智慧之妹、偏賴派 

楊山池 新  黨   3.06％ 律師、前市議員 

蔣海水 無黨籍   0.08％ 社會服務 

黃世豪 無黨籍   0.27％ 商 

張鈴芳 台  聯   1.93％ 受賴誠吉的胞弟賴大吉所支持 

劉春財 國民黨 張派 Y 7.34％ 連，水湳里里長、以前支持賴誠吉 

朱蕙蘭 國民黨   4.59％ 前市議員、眷村選票、偏賴派 

賴天龍 無黨籍  Y 5.52％ 連，十屆、原國民黨、派別不固定 

張明昌 民進黨 市長派  3.97％ 商 

北 

屯 

區 

︵ 

第 

六 

選 

區 

︶ 

蔡雅玲 民進黨 正義連線 Y 5.59％ 新，與謝明源不合，原新潮流 

 

 

選區 候選人 政黨 派系 是否當選 得票率 備註 

林同助 無黨籍   16.48％ 自由業 

李訓榮 國民黨   17.62％ 教師 

林清華 親民黨   16.09％ 自營 

溫建華 國民黨 張派 Y 26.63％ 魯凱同鄉會、棒球裁判理事長 

洪天清 民進黨   10.34％ 工 

平 

地 

原 

住 

民 
林長春 親民黨   12.84％ 自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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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編號 受訪者 研究代號 受訪者現任或曾任之職務 備註 

1 A先生 T18 民進黨台中市黨部主委  

2 B先生 T11 台中市南區里長  

3 C先生 T4 台中市市議員、議長  

4 D先生 T21 國民黨台中市黨部組長  

5 E先生 T7 台中市市議員  

6 F先生 T8 台中市市議員  

7 G先生 T13 台灣時報中部地區資深記者  

8 H先生 T1 立法委員  

9 K先生 T19 民進黨台中市黨部副執行長  

10 L女士 T3 立法委員  

11 M先生 T10 台中市市議員  

12 N先生 T20 台中市市議員、議長  

13 P先生 T14 中國時報台中地區特派員  

14 Q先生 T16 台中地區雜誌社發行人  

15 R先生 T17 國民黨台中市黨部主委  

16 S先生 T2 立法委員  

17 V先生 T6 台中市市議員  

18 W先生 T9 台中市市議員  

19 X先生 T12 台中市北屯區里長  

20 Y女士 T15 聯合報系台中地區特派員  

21 Z女士 T5 台中市市議員  

22 I先生 T22 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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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台中市地方派系研究－深入訪談表 

訪談對象： 

訪談時間： 

訪談人員： 

訪談內容： 

1.台中市地方上有張派、賴派、廖派、何派等幾派，就您覺得目前地方上派系演

變如何？哪一派的實力最強？哪一派動員比較困難？ 

2.據說張派以張宏年議長為代表，目前在台中市地方政治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為什麼？又張派在地方上擁有哪些關係企業？其在選舉時又如何動員地方上人

脈支持候選人？ 

3.台中市地方的派系大老，對於政壇是否仍具有選舉動員的能力？ 

4.張溫鷹執政四年，國民黨傳統地方派系有無轉向支持民進黨？ 

5.台中市傳統地方派系以往幾乎都是支持國民黨，政黨輪替後，地方派系與政黨

之間關係是否有發生轉變？ 

6.200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分裂後，對台中派系有何影響？ 

7.胡志強市長在地方上和哪派比較接近？為什麼可以獲勝，是派系整合還是政黨

整合？ 

8.政黨輪替後，親民黨、台聯相繼成立，您認為對於台中市的選舉造成如何衝擊

或影響？ 

9.民進黨在台中市黨內派系分為幾派？各派系勢力為何？ 

10.您認為國民黨對於台中市地方派系是否具有整合能力？原因為何？ 

11.就您所知，為什麼國民黨在台中市立委選舉的得票率越來越低？ 

12.依您觀察所得，為什麼國民黨有些議員傾向支持親民黨？ 

13.黃義交此次選舉中取得最高票，是因為本人在地方上人際關係長期耕耘？還

是親民黨的關係？ 

14.蔡明憲與張溫鷹為何落選？原因為何？ 

15.您認為台中市選民的投票取向是以人際關係為主？還是以政黨為選舉的參考

依據？ 

16.您認為政府的積極查賄行動，對於此次市議員選舉是否有降低賄選的情形？ 

17.農會、合作社、宗親會或許多民間社團對於台中市的選舉具有何影響力？ 

18.台中市黑道介入選舉的情形如何？ 

19.可否麻煩就以下市議員名單，確認他們的派系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