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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歷屆（次）原住民立委選舉參選人基本資料 

選年 選區 候選人 族別 黨籍 登記住址 提名否 年齡 最高學歷 選時職業 經歷 

1972 山胞 華愛 排灣 國民黨 屏東縣 提名 45 陸軍官校 軍官 

台中師範學校?海陸排、連、營、副團長

等 

1975 山胞 華愛 排灣 國民黨 屏東縣 提名 48 陸軍官校 公（立委）  

1980 山地 華愛 排灣 國民黨 牡丹鄉 提名 52 陸軍官校 公（立委）  

 平地 謝中光 阿美 國民黨 吉安鄉 報准 37 師大數學 商 教師、縣議員、董事長 

  林通宏 阿美 國民黨 台東市 提名 45 政大(行專) 公  

  高贏清 阿美 國民黨 東河鄉 報准 64 台南師範 自 教師、校長、省議員 

  楊仁福 阿美 國民黨 瑞穗鄉 報准 38 台大政治 教師  

  鄭玉昌 阿美 國民黨 成功鎮 報准 34 憲校專班 縣議員 軍官、縣議員 

1983 山地 華愛 排灣 國民黨 牡丹鄉 提名 55 陸軍官校 公（立委）  

 平地 楊傳廣 阿美 國民黨 台東市 提名 50 加州大學 公 體育等運動健將 

  王如志 阿美 無黨 台東市  40 台東農校 自由 公務部門、民代 

  林通宏 阿美 國民黨 台東市 報准 48 政大(行專) 公（立委）  

  楊仁福 阿美 國民黨 瑞穗鄉 報准 42 台大政治 教師  

1986 山地 林天生 排灣 國民黨 台東 提名 39 師大國文 東中教師  

 平地 陳健忠 阿美 國民黨 豐濱鄉 報准 47 政治大學 無 教師、公 

  蔡中涵 阿美 國民黨 台東 提名 43 東大 研究員、大學講師  

1989 山地 陳正樹 布農族 原後援 桃源鄉 推薦 49 屏東師範  教師、議員 

  高天來 泰雅 國民黨 尖石鄉 報准 38 台大歷史 鄉長 教師、鄉公所村幹事、課員、鄉長 



 297

  蔡金福 布農族 國民黨 延平鄉 報准 50 興大法商 鄉長 縣議員、教師 

  華加志 排灣 國民黨 泰武鄉 提名 53 師大公訓系 省府委員 教師、省議員、省府委員 

  林天生 排灣 國民黨 台東 報准 42 師大國文 公(立委) 教師 

  林文正 泰雅 無 桃園縣觀音鄉  29 東大碩生 碩士生 原運 

 平地 莊金生 阿美 國民黨 光復鄉 提名 48 中興大學 工 教師、鄉長、省議員、美崙工業區主任 

  蔡中涵 阿美 國民黨 成功鎮 報准 46 東大 公（立委） 公、商、研究員、大學講師 

  胡德夫 卑南 無 金峰鄉  38 台大外文 自由 歌手、原運 

  莊人仰 阿美 國民黨 台東市 報准 51 德國醫博 醫師 醫師 

  劉文雄 阿美 原後推 玉里鎮 原後推 30 台大政治 農 原運 

1992 山原 蔡貴聰 泰雅（賽德克） 無 台北縣  40 輔大哲學 幫農 神父、縣議員 

  華加志 排灣 國民黨 屏東市 提名 56 師大公訓 立委 教師、省議員、省府委員 

  林天生 排灣 國民黨 達仁鄉 報准 46 師大國文 工 教師、立委 

  王山里 布農族 無 海端鄉  52 師大國文 國中教師 國中教師 

  黃榮修 泰雅 民進黨 五峰鄉 提名 40 士校、玉神 傳道師 士官、原運 

  胡德祥 布農族 國民黨 台東市 報准 44 輔大 社會服務 教師、黨工 

  田茂發 布農族 無 信義鄉  43 高醫 公（醫生） 醫師、衛生單位公務 

  彭密成 太魯閣 國民黨 萬榮鄉 報准 43 國防 自由業 國防單位（軍） 

  高天來 泰雅 國民黨 尖石鄉 提名 41 台大歷史 立委 教師、鄉公所村幹事、課員、鄉長 

 平原 武榮盛 阿美 國民黨 光復鄉 報准 49 日本碩士 自耕農（公） 教師、商、國代 

  蔡中涵 阿美 國民黨 北市 報准 49 東大 立委 公、商、研究員、大學講師 

  章仁香 阿美 國民黨 台東市 報准 39 文大碩士 公 大學講師、公務 

  莊金生 阿美 國民黨 花蓮 提名 51 中興大學 公（立委） 教師、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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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訓榮 阿美 無 台中市  35 省立體專 公 教師、體育等運動健將 

  楊仁煌 阿美 國民黨 吉安鄉 報准 42 政大碩士 國代 大專講師、國代、救國團 

  劉文雄 阿美 無 玉里鎮  33 台大政治 社會服務 原運 

  高巍和 阿美 國民黨 台東市 提名 50 三軍大學 軍職 政戰主任、參謀長、副署長等 

  林榮元 阿美 無 壽豐鄉  44 政戰學校 鄉代 軍官、商（總經理）、鄉代 

1995 山原 溫梅桂 泰雅（太魯閣） 新黨 台北市 提名 36 神學碩士 傳教師 牧師 

  林建二 排灣 國民黨 瑪家鄉 報准 59 南神 牧師 代表、牧師 

  高楊昇 泰雅 國民黨 復興鄉 提名 43 輔大哲學 團委會總幹事 救國團總幹事 

  鍾思錦 魯凱 民進黨 霧台鄉 提名 45 台神博士 牧師 鄉代、傳道 

  瓦歷斯貝林 泰雅（賽德克） 國民黨 仁愛鄉 提名 43 輔大哲學 立委 如前 

  林清良 排灣 國民黨 牡丹鄉 報准 51 屏東師專 教 教師、鄉長、 

  翁文德 泰雅 台原黨 仁愛鄉 提名 57 高醫醫科 醫 國代、省議員、縣議員、醫師 

  全文盛 布農族 國民黨 信義鄉 報准 38 中山醫技 醫檢師 醫檢師 

  馬賴‧古麥 泰雅 國民黨 尖石 報准 44 台大歷史 立委 如前 

 平原 章仁香 阿美 國民黨 台東 提名 42 文大碩士 公 大學講師、公務 

  王清堅 阿美 無 卑南鄉  43 警官學校 警察 警察 

  莊金生 阿美 國民黨 花蓮 提名 54 中興大學 公（立委） 教師、鄉長、省議員、立委 

  林榮元 阿美 民進黨 壽豐鄉 提名 46 政戰學校 鄉代 軍官、商（總經理）、鄉代 

  高巍和 阿美 國民黨 台東 提名 53 三軍大學 立委 軍官、立委 

  連飛雄 阿美 無 汐止鎮  50 若翰學校 自耕農 傳教師、公務、縣議員 

  蔡中涵 阿美 國民黨 北市 報准 52 東大 立委 公、商、研究員、大學講師 

  馬賢生 阿美 無 基隆市  40 基隆海事 市議員 公務、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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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景崇 阿美 無 壽豐鄉  42 師大碩士 講師 教師、大學講師 

1998 山原 吳文明 泰雅 台原黨 烏來鄉 提名 63 政大政治 自由業 教師、代書公務 

  瓦歷斯貝林 泰雅（賽德克） 

全民聯

盟 埔里鎮 提名 46 輔大哲學 立委 如前 

  

羅法尼耀學

海 排灣 無 達仁鄉  33 陸官專科 土木工程 軍官、公務 

  全文盛 布農族 國民黨 信義鄉 提名 40 中山醫技 立委 如前 

  尤哈尼 布農族 民進黨 信義鄉 提名 45 南神學碩 神學院總務長 傳道人、幹事長 

  葉神保 排灣（天主教） 

民主聯

盟 達仁鄉 提名 43 政大教育系 國小校長 教師、校長 

  高楊昇 泰雅 國民黨 復興鄉 提名 46 輔大哲學 立委 如前 

  曾華德 排灣 國民黨 來義鄉 提名 45 屏東師專 省議員 教師、鄉長、省議員 

  林春德 泰雅（賽德克） 國民黨 仁愛鄉 提名 51 師大教育 省議員 教師、鄉長、省議員 

 平原 莊金生 阿美 國民黨 花蓮市 提名 57 興大 立委 如前 

  章仁香 阿美 國民黨 台東市 提名 44 文大碩士 立委 如前 

  楊仁福 阿美 國民黨 花蓮市 提名 56 台大政治 省議員 如前 

  林正二 阿美 國民黨 台東市 提名 47 師大教研 省議員 如前 

  馬耀谷木 阿美 民進黨 北縣新店 提名 41 台神碩士 牧師 牧師 

  蔡中涵 阿美 

全民聯

盟 台北市 提名 55 東大 立委 如前 

2001 山原 高金素梅 泰雅 無 臺北市  36 青年高中 自由業 演藝 

  李文來 排灣 親民黨 牡丹鄉 提名 65 高醫醫學 自由業 村幹事、醫師、省議員省、省府委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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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會主委 

  何信軍 太魯閣 國民黨 萬榮鄉 提名 53 政大行專 縣議員 鄉長、縣議員 

  余夢蝶 布農族 親民黨 海端鄉 提名 46 台大中文 鄉長 鄉公所課員、鄉長 

  伊掃魯刀 泰雅 台原黨 烏來鄉 提名 66 政大政治 自由業 教師、代書公務 

  全文盛 布農族 國民黨 信義鄉 提名 42 中山醫技 省咨議員 醫檢師、鄉長、立委 

  瓦歷斯貝林 泰雅（賽德克） 

台灣吾

黨 仁愛鄉 提名 49 輔大哲學 立委 如前 

  高楊昇 泰雅 國民黨 復興鄉 提名 49 輔大哲學 立委 救國團總幹事、立委 

  林文生 泰雅 台聯 和平鄉 提名 54 世新公傳 鄉長 鄉代、社工 

  林春德 泰雅（賽德克） 親民黨 仁愛鄉 提名 54 師大教育 立委 如前 

  巴燕達魯 泰雅 民進黨 五峰鄉 提名 50 竹東初中 立委 立委、原運 

  曾華德 排灣 國民黨 來義鄉 提名 48 屏東師專、 立委 如前 

 平原 章仁香 阿美 國民黨 台東市 提名 48 文大碩士 立委 如前 

  莊金生 阿美 國民黨 花蓮市 提名 60 興大 省咨議員 教師、鄉長、立委、省諮議員、工商 

  李泰康 阿美 無 台北市  51 美音樂碩 自由業 大學講師、 

  楊仁福 阿美 國民黨 花蓮市 提名 59 台大政治 立委 如前 

  林正二 阿美 親民黨 台東市 提名 50 師大教研 立委 如前 

  楊德金 阿美 親民黨 光復鄉 提名 56 精鍾財經 縣議員 公務、縣議員 

  楊仁煌 阿美 台聯 花蓮市 提名 51 邊政碩士 教 

公務（蒙藏會主秘、高市原民會主委）、

副教授 

  廖國棟 阿美 國民黨 東河鄉 報准 46 高醫醫學 醫 醫師、公務、國代 

  陳義信 阿美 民進黨 台北市 提名 38 輔大體育系 自由業 棒球選手、教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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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山原 瓦歷斯貝林 泰雅（賽德克） 無黨聯 仁愛鄉 推薦 52 輔大哲學 立委 如前 

  曾華德 排灣 國民黨 潮洲鎮 推薦 51 屏東師專、 立委 如前 

  李秀琴 泰雅 無 復興鄉  50 屏師、臺師大 教師 教師 

  伍新國 布農 無 信義鄉  52 文大體育系 教師 教師 

  高金素梅 泰雅 無黨聯 臺北市 推薦 39 青年高中 立委 如前 

  陳道明 太魯閣 民進黨 花蓮市 推薦 58 臺北醫學院 立委 醫師、國代、立委 

  孔文吉 泰雅（賽德克） 國民黨 台北市 推薦 47 社會新聞博士 北市主委 公務員、教授、北市原民會主委 

  林文生 泰雅 台聯 和平鄉 推薦 57 世新公傳系 前鄉長 如前 

  林春德 泰雅（賽德克） 親民黨 仁愛鄉 推薦 57 師大教育 立委 如前 

 平原 楊仁福 阿美 國民黨 花蓮市 推薦 62 台大政治 立委 如前 

  宋進財 阿美 無黨聯 北縣新店 推薦 54 輔大哲學 北縣議員 縣議員 

  章賢生 阿美 無 桃園中壢  59 三軍大學 原民會科長 軍官、公務員 

  陳瑩 卑南 民進黨 台東市 推薦 32 博士班 博士生 學生 

  王清堅 阿美 無黨聯 台東市 推薦 52 警察大學 東縣議員 警察、縣議員 

  廖國棟 阿美 國民黨 東河鄉 推薦 49 高醫醫學 立委 如前 

  楊仁煌 阿美 台聯 花蓮市 推薦 54 師大政治博士 省府委員 如前 

  蔡中涵 阿美 親民黨 台北市 推薦 61 東大博士 立委 如前 

  林正二 阿美 親民黨 台東市 推薦 52 師大教研 立委 如前 

資料來源：選舉總事務所編印《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選舉實錄》1973年，頁 2-372、選舉總事務所編印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實錄》1975年，頁 2-150、中央選舉委員會編印〈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

員選舉選舉公報〉（台北：中央選舉委員會，1983）、〈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選舉公報〉（台北：中央選舉

委員會，1986）、〈第三屆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台北：中央選舉委員會，1996）台北市選舉委員會編印〈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選舉



 302

公報〉（台北：台北市選舉委員會，2004） 、台北縣選舉委員會編印〈第四屆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台北：台北縣選舉委員會，1998）、

台東縣選舉委員會〈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選舉公報〉。台東：台東縣選舉委員會，1980）、〈動員戡亂時期

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選舉公報〉（台東：台東縣選舉委員會，1989）、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編印〈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選

舉公報〉。高雄：高雄市選舉委員會，2001）、嘉義市選舉委員會〈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嘉義：嘉義市選舉委員會，1992。

另從訪談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