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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第四屆立法委員經營或投資相關事業一覽表 

 

姓名 相關事業或投資公司名稱 行業 備註 

方醫良 永固焊材公司 金屬   

  忠財建設公司 營建   

  忠財營造公司 營建   

王令麟 力霸集團 綜合 常務董事 

  遠東倉儲 運輸 董事長 

  嘉新食品化纖 食品 常務董事 

  中華商業銀行 金融 董事 

  陸輝營造 營建   

王兆釧 海山中視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太欣半導體公司 電子   

王金平 農大產業公司 其他 董事 

  龍昌實業公司 其他 董事兼總經理 

  中華開發 金融 董事 

  東昌食品工廠 食品   

  民眾日報 傳播   

  那魯灣公司 觀光娛樂   

瓦歷斯貝林 西寶綜合農場 觀光娛樂   

朱立倫 樂易公司 其他 董事長 

  倫飛電腦 電子   

朱鳳芝 南桃園有線電視 傳播   

何智輝 欣欣大眾 百貨 副董事長 

  農林 其他 常務董事 

  嘉畜 其他 董事長 

余政道 周亮企業公司 其他   

  耕宏企業公司 其他   

吳光訓 鼎美工業公司 其他   

  鼎營企業公司 其他   

  鳳山合作社 金融   

  豐銀證券 金融 董事長 

  巨登農牧開發公司 食品   

吳克清 安伯特公司 其他   

  泉信企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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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鎂實業公司 其他   

  權勝企業 其他   

  誌勇營造公司 營建   

李慶華 飛碟傳播公司 傳播   

李顯榮 復華證券 金融 新莊分公司董事長 

  顯榮建築師事務所 營建   

  中華通訊 傳播 董事 

  漢榮投創 金融 董事長 

沈智慧 全國廣播公司 傳播 董事長 

  星貿傳播科技公司 傳播   

周清玉 八卦山有線電視 傳播   

  三大有線電視公司 傳播   

  關懷廣播電台 傳播   

周錫瑋 永洲企業 其他   

  瑋士企業 其他   

林文郎 陽信商銀 金融   

  環球證券 金融 董事長 

  欣欣 百貨 董事 

  仁山生化科技 化工 董事 

  神廣電信 傳播 董事長 

林正二 黑潮傳播公司 傳播   

  築慶建設公司 營建   

林宏宗 宏總集團 營建 董事長 

林宗男 大南投傳播公司 傳播   

  全南投有線電視公司 傳播   

  成功有線傳送系統 傳播   

  草鞋墩傳播公司 傳播   

  鳳凰傳播公司 傳播   

  正強建設公司 營建   

  正祥建設公司 營建   

林忠正 年代影視 傳播 董事長 

林南生 鉅星餐廳 服務   

  翰霖餐廳 服務   

  台南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金融   

  宗品廣告公司 傳播   

  太盛建設公司 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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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盛廣告公司 營建   

  宗欣建設開發公司 營建 監察人 

  宗揚房屋仲介公司 營建   

  宗發建設公司 營建 董事 

  宗傳建設公司 營建 董事 

  總領營造 營建   

  君鈺實業 其他 監察人 

  加勒比海育樂公司 觀光娛樂   

林春德 任展建設公司 營建   

  總貿建設公司 營建   

林炳坤 東弘營造 營建 董事長 

  東南水泥 營建 常務董事 

  永昌投信 金融 董事（法人代表） 

  澎湖有線 傳播 董事長（法人代表） 

  高雄霖園大飯店 觀光娛樂   

林進春 鹿津實業公司 其他   

  台鳳 其他 董事 

  益邦投資開發公司 金融   

  鹿津投資開發公司 金融   

  鹿津鋼鐵公司 金屬   

  台灣日光燈 電器 董事 

  中櫃 其他 董事長（法人代表） 

林瑞圖 恩佑廣告公司 傳播   

林耀興 秀領企業公司 其他   

  佳聯有線電視 傳播   

  喬富旅行社 觀光娛樂   

林國華 國票金 金融 董事 

  鄉林建設 營建 監察人 

  協和證券 金融 董事（法人代表） 

邱太三 中台灣電台 傳播   

邱創良 台灣競爭力開發公司 服務   

  正宗台塑牛排餐飲 服務   

  松柏營造公司 營建   

  蔚都建設 營建   

  華洋旅行社 觀光娛樂   

侯惠仙 台灣高富投資公司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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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製罐工業公司 金屬   

  巫氏投資公司 金融   

  富國農牧公司 食品   

  台灣公論報 傳播   

柯建銘 全民電通 傳播 董事、總經理 

  民視 傳播 監察人 

  德邦投創 金融 董事（法人代表） 

洪讀 美國普創電子公司 電子 董事長 

洪性榮 笑咪咪公司 其他   

范揚盛 紐約高平關係企業 其他 董事長 

徐成焜 富豐瀝青工業公司 化工   

  強華實業公司 其他   

  麥奇企業公司 其他   

  麥琦企業公司 其他   

秦慧珠 九儀出版公司 出版   

  發達傳播製作公司 傳播   

  鑫大廣告公司 傳播   

翁重鈞 中興票券 金融 董事 

  五王糧食公司 食品   

  玉豐糧食公司 食品   

高育仁 高氏企業開發 其他   

  耿鼎企業 其他 董事 

  匯僑工 其他 董事 

  育華投資開發 金融   

  倫飛電腦實業 電子 董事長 

  寶一 其他 董事（法人代表） 

  駿瀚生化 生化 董事（法人代表） 

  尚茂電子 電子 董事長（法人代表） 

  中國建經 其他 常務董事（法人代表） 

  永儲 其他 董事長（法人代表） 

  歐華投創 金融 董事長（法人代表） 

  育華投創 金融 董事長（法人代表） 

  欣營油氣 能源 董事長 

  明裕機械 其他 董事（法人代表） 

  台通 其他 董事（法人代表） 

張文儀 永信塑膠工業公司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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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鋒興業 化工 董事長 

  大榮汽車貨運 運輸 董事 

  凱撒世界餐廳 服務   

  泰和製粉廠公司 食品   

  大昌紙業公司 造紙   

  巨業交通公司 運輸   

  中唯環境工程公司 營建   

  竺都建設公司 營建   

  唐宇建設公司 營建   

  順大裕 營建 董事長 

  廣全建設公司 營建   

張秀珍 八卦山有線電視 傳播   

張俊宏 全民電通 傳播 董事長（法人代表） 

張福興 君晟有限公司 其他   

  君興有限公司 其他   

曹啟鴻 大武山廣播電台 傳播   

許添財 大台南有線電視 傳播   

  獨立之聲廣播公司 傳播   

許登宮 遠東造漆工業公司 化工   

許舒博 世紀聯貿易公司 貿易   

  三晃 其他 副董事長 

  鄉林 營建 董事長 

許榮淑 全民電通 傳播 董事（法人代表） 

  國際厚生數位 電子 副董事長 

  金沙灣國際 其他 董事 

郭廷才 欣欣大眾 百貨 董事 

郭素春 美聲廣播公司 傳播   

郭榮振 瑞野實業公司 其他   

  竺都建設公司 營建   

  蔚都建設公司 營建   

  英城藥品公司 醫藥   

  衛達化學製藥公司 醫藥   

  全台珪石礦公司 礦業   

陳宏昌 瑞志投資公司 金融   

  林三號國際發展公司 營建 董事長 

  富順建設公司 營建   



 158 
 

陳明文 安得投資公司 金融   

  安通交通公司 運輸   

陳振雄 振懋瀝青公司 化工   

  松易企業公司 其他   

  商毅開發公司 其他   

  陸豪工業公司 其他   

  新境開發公司 其他   

  彰化縣第二果菜運銷合作社 食品   

  正德育樂公司 觀光娛樂   

陳健治 健治工業公司 其他   

  健盛科技公司 其他   

  健舜電子公司 電子   

  摩比家 其他 董事（法人代表） 

陳傑儒 功力化學公司 化工   

  英全化學公司 化工   

  世尚企業公司 其他   

  岡明貿易公司 貿易   

  永興電子公司 電子   

陳勝宏 廣大興業 其他 董事 

  陽信商銀 金融 董事長 

  台灣肥料 化工 監察（法人代表） 

  全陽建設 營建 董事 

陳超明 所羅門公司 電子   

  平順混泥土公司 營建   

  建來成建設公司 營建   

  捷茂開發建設公司 營建   

陳進丁 億豐汽車修理保養廠 服務   

  松和通運公司 運輸   

  松美通運公司 運輸   

  松輝通運公司 運輸   

  松鋐汽車貨運行 運輸   

  松億通運 運輸 董事長 

  松易貨櫃倉儲 運輸 董事長 

  松佶通運 運輸 董事 

陳榮盛 皇家興業開發公司 其他   

  政裕營造公司 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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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基 清池投資開發公司 金融   

  匯安建設公司 營建   

陳瓊讚 大眾投信 經容 副董事長 

彭紹瑾 新客家廣播電台 傳播   

曾永權 寶泰投信 金融 董事長 

  中聯信託投資 金融 董事 

曾振農 台灣涼椅工業公司 家俱 董事長 

曾蔡美佐 力山營造 營建   

  海渡電力 能源 監察 

游淮銀 台東中小企銀 金融 常務董事 

  富隆集團 金融   

  台灣日光燈 電器   

馮定國 恆學出版公司 出版   

黃顯洲 銘陽建設 營建 總經理 

楊文欣 長億集團 綜合 副董事長 

  長生國際 其他 董事（法人代表） 

  月眉開發 觀光娛樂 董事（法人代表） 

  長生電力 能源 董事（法人代表） 

  中影 其他 董事（法人代表） 

  長智投資 金融 董事長 

  台億建經 營建 董事長 

  長生營造 營建   

  天威保全 服務   

  佳億證券 金融   

  泛亞投資 金融   

  泛亞國際開發 金融   

  泛亞期貨 金融   

  泛亞銀行 金融   

  長生投資 金融   

  長璽投資 金融   

  鼎源投資 金融   

  長生電力公司 能源   

  億宏房屋 營建   

  長億育樂興業 觀光娛樂 董事 

  興農育樂公司 觀光娛樂   

楊吉雄 吉原通運公司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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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興船務公司 運輸   

  軒宏通運公司 運輸   

楊作洲 日本海天航業株式會社 運輸 總經理 

葉菊蘭 民進書局 出版   

廖婉汝 京樊工業公司 其他   

廖福本 第七商銀 金融   

  中台製罐工業公司 金屬   

  環球金屬礦業公司 金屬   

  欣雲石油氣公司 能源   

  台灣公論報 傳播   

  啟一交通公司 運輸   

  劍湖山世界 觀光娛樂   

趙永清 東立建設公司 營建   

劉松藩 台中商銀 金融 名譽董事長 

  台中實業 其他 董事 

劉政鴻 台灣肥料 化工 董事 

  凱聚 其他 董事 

  東台化學 化工 董事長 

  泛亞國際開發 其他 副董事長 

劉炳偉 海山集團 其他   

  敏偉企業有限公司 其他   

  煌偉企業有限公司 其他   

  安泰銀行 金融 常務董事 

  大眾投信 金融 董事長 

劉盛良 三盟建設公司 營建   

  正悅建設公司 營建   

  萬代盛建設公司 營建   

  萬良建設公司 營建   

  萬展建設公司 營建   

  萬層建設公司 營建   

劉銓忠 上層企業公司 其他   

劉憲同 現代工業公司 其他   

  聯碩企業 其他   

  中路鋼鐵公司 金屬   

  有益鋼鐵公司 金屬   

  陞鋼企業 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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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旺鋼鐵公司 金屬   

潘維剛 七星公司 其他   

  威而仕公司 其他   

蔡同榮 民視傳播公司 傳播 董事長（法人代表） 

  民間投資 金融 董事 

蔡鈴蘭 台中十一信 金融 總經理 

蔡豪 遠森科 傳播 監察（法人代表） 

  三冠王有線 傳播 董事 

  南天有線 傳播 董事（法人代表） 

  三大有線 傳播 董事（法人代表） 

  海山有線 傳播 董事（法人代表） 

  東森媒體 傳播 董事（法人代表） 

  東豪 傳播 董事（法人代表） 

鄭永金 宇帝化學工業公司 化工   

  展宇化學工業公司 化工   

  中凱實業公司 其他   

  名鑫興業公司 其他   

  藝術達興業公司 其他   

  一輝製衣公司 紡織   

  永階建設公司 營建   

鄭逢時 立豐公司 其他   

  大豐投資公司 金融   

  大豐農牧公司 食品   

  大豐有線電視 傳播   

  台視 傳播   

  千朝建設公司 營建   

謝言信 任豐企業公司 其他   

  旗山瓦斯分裝廠 能源   

  亞順建設公司 營建   

  隆立營造公司 營建   

謝啟大 飛碟傳播公司 傳播   

謝章捷 闔家歡企管公司 其他   

  捷盟建設開發公司 營建   

  統盟建設公司 營建   

鍾利德 富國新育樂公司 觀光娛樂   

鍾紹和 新安育樂公司 觀光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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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福助 利華營造公司 營建  

  福豪建設公司 營建  

  福佳國際貿易 貿易 董事長 

羅明才     羅福助之子 

蘇煥智 愛鄉之聲廣播電台 傳播   

註：上述立法委員經營或投資之事業，並未包含教育機構（學校）及醫療院所（醫院診所）。 

資料來源：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公報；商業週刊，1999年，第586、587期，P.32-49；新新聞，

1999年，第619期，P.51-56；今周刊，2002年，第 294期，P.28-31；經濟日報，88

年1月13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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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第四屆立法委員所屬地方派系一覽表 

 

委員姓名 所屬派系 委員姓名 所屬派系 

方醫良 台南縣海派 許登宮 嘉義縣親黃派 

王金平 高雄縣白派 許舒博 雲林縣許派 

伍澤元 屏東縣林派 許鍾碧霞 桃園縣許派 

朱星羽 高雄市台南派 郭廷才 屏東縣張派 

朱鳳芝 桃園縣吳派 郭榮振 台中縣黑派 

何智輝 苗栗縣老黃派 陳宏昌 北縣三重幫 

余政道 高雄縣黑派 陳其邁 高雄市台南派 

吳光訓 高雄縣白派 陳明文 嘉義縣林派 

吳克清 桃園縣吳派 陳振雄 彰化縣白派 

吳清池 板橋鄭派 陳根德 桃園縣徐派 

呂新民 桃園縣呂派 陳傑儒 台中縣黑派 

宋煦光 台南縣海派 陳朝容 彰化縣白派 

李先仁 蘆洲李家 陳超明 苗栗縣小劉派 

李嘉進 鶯歌余派 曾永權 屏東縣張派 

李顯榮 新莊聯合派 曾振農 嘉義縣新黃派 

沈智慧 台中市賴派 曾蔡美佐 雲林縣許派 

周五六 台南縣山派 游月霞 彰化縣白派 

林宏宗 高雄市台南派 游淮銀 彰化縣白派 

林志嘉 五股林派 黃秀孟 台南縣海派 

林明義 雲林縣廖派 黃明和 彰化縣白派 

林南生 台南縣施林派 黃昭順 高雄市陳派 

林建榮 宜蘭縣許派 黃敏惠 嘉義市黃派 

林炳坤 澎湖縣議長派 黃顯洲 台中市張派 

林益世 高雄縣紅派 楊文欣 台中縣楊派 

林國龍 屏東縣林派 楊吉雄 宜蘭縣陳派 

林進春 彰化縣紅派 楊瓊瓔 台中縣紅派 

林源山 高雄縣紅派 廖婉汝 屏東縣林派 

林耀興 台中縣紅派 廖福本 雲林縣福派 

邱垂貞 桃園縣邱派 趙永清 中和林江派 

邱創良 桃園縣黃派 劉文雄 基隆市蘇張派 

邱鏡淳 竹東宋派 劉松藩 台中縣紅派 

侯惠仙 雲林縣廖派 劉政鴻 苗栗縣小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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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玉欽 台南縣海派 劉炳偉 板橋劉家 

洪秀柱 永和大陳派 劉盛良 新店農會派 

洪性榮 彰化縣紅派 劉銓忠 台中縣紅派 

唐碧娥 台南市蔡黃派 蔡家福 新莊國治派 

徐中雄 台中縣紅派 蔡鈴蘭 台中市廖派 

徐少萍 基隆市陳派 鄭永金 竹東蘇派 

徐成焜 苗栗縣新黃派 鄭逢時 板橋鄭派 

徐志明 高雄縣黑派 盧秀燕 台中市張派 

徐慶元 台東縣鄭派 盧逸峰 頭城盧家 

翁重鈞 嘉義縣黃派 蕭苑瑜 嘉義縣蕭家 

高育仁 台南縣高派 謝言信 彰化縣紅派 

張川田 宜蘭縣縣長派 謝章捷 彰化縣白派 

張文儀 台中縣黑派 鍾利德 花蓮縣客派 

張俊雄 高雄市嘉義派 鍾紹和 高雄縣白派 

張福興 花蓮縣客派 羅明才 新店羅派 

張蔡美 新竹市閩派 羅福助 新店羅派 

許素葉 澎湖縣許派 饒穎奇 台東縣饒派 

資料來源： 

一、高永光，2002，二十一世紀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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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二、廖忠俊，1997，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台北：允晨。 

三、自由時報，87年 12月 07日，第六版；中國時報，88年 11月 08日，第二版；台灣日報，

90年 10月 12日，第九版；台灣日報，90年 11月 22日，第六版；台灣日報，90年 11月

23日，第六版；台灣日報，90年11月 25日，第六版；台灣日報，90年 11月26日，第五

版；台灣日報，90年 11月 27日，第六版；台灣日報，90年 11月 28日，第六版；台灣時

報，90年11月30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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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第四屆立委選擇參加其他委員會之 logit模型分析 

（一）「預算及決算」委員會 
 B S.E. Exp(B) 

    
常數 -2.958***   0.566 0.052 

個人因素    

企業財團背景（未擔任=0）    

擔任董監事 0.821**    0.243 2.273 

立法院資深度（非新任=0）    

新任立委 -0.449$     0.237 0.638 

是否省議員轉任（否=0）    

省議員轉任 -0.230      0.275 0.795 

性別（女性=0）    

男性 -0.133      0.259 0.876 

職業經歷背景（無商業背景=0）    

商業背景 0.092      0.304 1.096 

選區因素    

選區特性（不分區=0）    

農漁業縣市 0.478      0.305 1.614 

其他縣市 0.159      0.255 1.172 

有無地方派系背景（無=0）    

地方派系 -0.191      0.261 0.826 

政黨因素    

有無擔任黨團幹部（無=0）    

擔任黨團幹部 0.646$      0.348 1.907 

黨籍（其他與無黨籍=0）    

國民黨 0.617      0.460 1.853 

民進黨 0.539      0.471 1.714 

新  黨 1.677**    0.565 5.348 

親民黨 -0.441      0.852 0.643 

    
註1：***表P＜0.001；**表P＜0.01；*表P＜0.05；$表P＜0.1。 

註2：N=1331；-2 Log Likelihood=788.337；正確預測率為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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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B S.E. Exp(B) 

    
常數 -0.979*     0.496 0.376 

個人因素    

企業財團背景（未擔任=0）    

擔任董監事 -0.738$     0.390 0.478 

立法院資深度（非新任=0）    

新任立委 -0.153      0.242 0.858 

是否省議員轉任（否=0）    

省議員轉任 0.017      0.278 1.017 

性別（女性=0）    

男性 -1.178***   0.221 0.308 

職業經歷背景（無教師背景=0）    

教師背景 0.839**    0.247 2.315 

選區因素    

選區特性（不分區=0）    

農漁業縣市 -0.135      0.353 0.873 

其他縣市 -0.016      0.287 0.984 

有無地方派系背景（無=0）    

地方派系 -0.204      0.244 0.816 

政黨因素    

有無擔任黨團幹部（無=0）    

擔任黨團幹部 0.043      0.552 1.044 

黨籍（其他與無黨籍=0）    

國民黨 -0.564      0.391 0.569 

民進黨 -0.437      0.400 0.646 

新  黨 -1.635*     0.831 0.195 

親民黨 -0.915      0.710 0.400 

    
註1：***表P＜0.001；**表P＜0.01；*表P＜0.05；$表P＜0.1。 

註2：N=1331；-2 Log Likelihood=696.715；正確預測率為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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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 
 B S.E. Exp(B) 

    
常數 -2.195***   0.583 0.111 

個人因素    

企業財團背景（未擔任=0）    

擔任董監事 -1.032**    0.353 0.356 

立法院資深度（非新任=0）    

新任立委 0.117      0.231 1.124 

是否省議員轉任（否=0）    

省議員轉任 0.007      0.281 1.007 

性別（女性=0）    

男性 -0.326      0.230 0.722 

職業經歷背景（無醫藥背景=0）    

醫藥業背景 2.218***   0.417 8.395 

選區因素    

選區特性（不分區=0）    

農漁業縣市 -1.084**    0.344 0.338 

其他縣市 -0.546*     0.242 0.579 

有無地方派系背景（無=0）    

地方派系 0.168      0.233 1.183 

政黨因素    

有無擔任黨團幹部（無=0）    

擔任黨團幹部 -0.763      0.622 0.466 

黨籍（其他與無黨籍=0）    

國民黨 0.739      0.507 2.094 

民進黨 0.451      0.520 1.569 

新  黨 -1.214      1.130 0.297 

親民黨 1.687**    0.609 5.401 

    
註1：***表P＜0.001；**表P＜0.01；*表P＜0.05；$表P＜0.1。 

註2：N=1331；-2 Log Likelihood=747.126；正確預測率為91.0﹪。 

 



 168 
 

（四）「國防」委員會 
 B S.E. Exp(B) 

    
常數 -4.389***   0.707 0.012 

個人因素    

企業財團背景（未擔任=0）    

擔任董監事 -0.988*     0.420 0.372 

立法院資深度（非新任=0）    

新任立委 0.448$     0.241 1.565 

是否省議員轉任（否=0）    

省議員轉任 0.694      0.292 1.482 

性別（女性=0）    

男性 0.744*     0.318 2.105 

職業經歷背景（無軍警背景=0）    

軍警背景 1.263*     0.531 3.537 

是否軍系立委（否=0）    

軍系立委 3.161***   0.372 23.602 

選區因素    

選區特性（不分區=0）    

農漁業縣市 0.006      0.381 1.006 

其他縣市 0.185      0.290 1.203 

有無地方派系背景（無=0）    

地方派系 0.087      0.270 1.091 

政黨因素    

有無擔任黨團幹部（無=0）    

擔任黨團幹部 -0.506      0.539 0.603 

黨籍（其他與無黨籍=0）    

國民黨 0.528      0.566 1.696 

民進黨 1.082$     0.572 2.951 

新  黨 1.692*     0.693 5.432 

親民黨 1.021      0.692 2.777 

    
註1：***表P＜0.001；**表P＜0.01；*表P＜0.05；$表P＜0.1。 

註2：N=1331；-2 Log Likelihood=677.650；正確預測率為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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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及資訊」委員會 
 B S.E. Exp(B) 

    
常數 -2.018***   0.475 0.133 

個人因素    

企業財團背景（未擔任=0）    

擔任董監事 -0.598*     0.284 0.550 

立法院資深度（非新任=0）    

新任立委 -0.012      0.224 0.989 

是否省議員轉任（否=0）    

省議員轉任 -0.514$     0.295 0.598 

性別（女性=0）    

男性 0.445      0.289 1.560 

選區因素    

選區特性（不分區=0）    

農漁業縣市 0.112      0.315 1.118 

其他縣市 -0.048      0.265 0.953 

有無地方派系背景（無=0）    

地方派系 0.330      0.240 1.391 

政黨因素    

有無擔任黨團幹部（無=0）    

擔任黨團幹部 0.333      0.434 1.395 

黨籍（其他與無黨籍=0）    

國民黨 -0.624*     0.312 0.536 

民進黨 -0.670*     0.331 0.512 

新  黨 -2.452*     1.062 0.086 

親民黨 -6.464      8.097 0.002 

    
註1：***表P＜0.001；**表P＜0.01；*表P＜0.05；$表P＜0.1。 

註2：N=1331；-2 Log Likelihood=766.606；正確預測率為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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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內政及民族」委員會 
 B S.E. Exp(B) 

    
常數 -2.876***   0.544 0.056 

個人因素    

企業財團背景（未擔任=0）    

擔任董監事 -0.478      0.332 0.620 

立法院資深度（非新任=0）    

新任立委 -0.311      0.237 0.733 

是否省議員轉任（否=0）    

省議員轉任 0.229      0.254 1.257 

性別（女性=0）    

男性 0.414      0.270 1.513 

職業經歷背景（無社服背景=0）    

社會服務業背景 1.278**    0.368 3.588 

選區因素    

選區特性（不分區=0）    

農漁業縣市 0.966**    0.330 2.627 

其他縣市 0.240      0.273 1.271 

有無地方派系背景（無=0）    

地方派系 -1.370***   0.273 0.254 

政黨因素    

有無擔任黨團幹部（無=0）    

擔任黨團幹部 -0.709      0.550 0.492 

黨籍（其他與無黨籍=0）    

國民黨 0.626      0.409 1.870 

民進黨 0.021      0.422 1.022 

新  黨 1.207*     0.528 3.345 

親民黨 0.396      0.614 1.486 

    
註1：***表P＜0.001；**表P＜0.01；*表P＜0.05；$表P＜0.1。 

註2：N=1331；-2 Log Likelihood=765.413；正確預測率為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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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問卷內容 

 

（一）盛杏湲教授－「第四屆立法委員的代表行為」問卷 

（節錄本研究使用部分） 

A1.在下列這些立法委員的工作項目中，請問您，就您的觀察，您認為貴

委員最重視的是那三項工作？ 

第一重視的是：                （請填選項號碼） 

第二重視的是：                （請填選項號碼） 

第三重視的是：                （請填選項號碼） 

1. 審核政府預算 

2. 服務選民 

3. 監督政府 

4. 反應地方意見 

5. 審查、制定法案 

6. 反映利益團體的意見 

7. 爭取地方建設 

8. 推動政治制度改革 

9. 貫徹政黨政策立場 

10. 其他（請寫出）                  

 

A2.請問在下列各種政治目的中，貴委員比較重視的優先順序為何？ 

第一重視的是：                （請填選項號碼） 

第二重視的是：                （請填選項號碼） 

第三重視的是：                （請填選項號碼） 

1. 獲取政治影響力 

2. 實現政治理想 

3. 獲取選區選民的認識與認可 

4. 貫徹政黨的政策立場 

5. 制定完善政策 

6. 獲取經濟利益 

7. 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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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在各類法案中，請問您認為貴委員最關心的是那三類？ 

第一關心的是：                （請填選項號碼） 

第二關心的是：                （請填選項號碼） 

第三關心的是：                （請填選項號碼） 

01. 政治 

02. 交通 

03. 國防 

04. 財經 

05. 預算 

06. 教育及文化 

07. 司法 

08. 法制與政府組織 

09. 社會福利 

10. 外交及僑政 

11. 兩岸關係 

12. 環境保護 

13. 職業法規 

14. 族群政策 

15. 其他（請寫出）                  

 

 

（二）游清鑫教授－「國會議員網路與政治活動」問卷 

（節錄本研究使用部分） 

 
39.若只考量委員個人的意願，請問，委員在立法院中最想參加哪一個常設委員

會？（請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