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3

參考文獻 

一、選舉實錄 

中央選舉委員會 

1980 《中華民國六十九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概況》臺北：中央選舉委員會。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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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

中央選舉委員會。 

1984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實錄》臺北：中央選

舉委員會。 

1987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選舉實錄》臺北：

中央選舉委員會。 

1989 《中華民國 58 61 64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概況》臺北：中央選舉委員

會。 

1990a 《中華民國 72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概況》臺北：中央選舉委員會。 

1990b 《中華民國七十五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概況》臺北：中央選舉委員會。 

1990c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選舉實錄》臺

北：中央選舉委員會。 

1993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實錄》臺北：中央選舉委員會。 

花蓮縣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灣省花蓮縣選

務總報告》花蓮：花蓮縣選委會。 

1984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花蓮縣選舉總報

告》花蓮：花蓮縣選委會。 

1987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七十五年選舉臺灣省

花蓮縣選舉總報告》花蓮：花蓮縣選委會。 

1990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臺灣省第九屆省議員、暨十一屆縣市長選

舉選務總報告》花蓮：花蓮縣選委會。 

宜蘭縣選委會 



 424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灣省宜蘭縣選

舉總報告》宜蘭：宜蘭縣選委會。 

1990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第九屆省議員、臺灣省第十一

屆縣長選舉宜蘭縣各投開票所候選人得票數一覽表》宜蘭：宜蘭縣選

委會。  

苗栗縣選委會 

1980 《苗栗縣辦理六十九年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工作總報告》苗栗：苗

栗縣選委會。 

1984 《苗栗縣辦理七十二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選務實錄》苗栗：苗栗縣選

委會。 

1987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國大代表立法委七十五年選舉臺灣省苗

栗縣選務實錄》苗栗：苗栗縣選委會。 

1990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省議員、縣長選舉台灣省苗栗縣選務實錄》

苗栗：苗栗縣選委會。 

南投縣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六十九年選舉臺灣省

南投縣選舉總報告》南投：南投縣選委會。 

1983 《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務實錄》南投：南投縣選委會。 

1986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七十五年選舉臺灣省

南投縣選舉實錄》南投：南投縣選委會。 

1990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臺灣省第九屆省議員暨南投縣第十一屆縣

長選舉實錄》南投：南投縣選委會。 

1992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南投縣選務總報告書》南投：南投縣選

委會。 

屏東縣政府 

1973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暨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選舉工作報告》屏東：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選委會 

1980 《屏東縣辦理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工作報告》屏東：屏東縣選

委會。 



 425

1983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屏東縣選舉實錄》屏東：

屏東縣選委會。 

1987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名額選舉暨第八

屆省議員平地山胞補選選舉實錄》屏東：屏東縣選委會。 

1990 《屏東縣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第九屆省議員、第十一屆縣長暨第

十二屆縣議員、第十一屆鄉鎮市長選舉選舉實錄》屏東：屏東縣選委

會。 

1993 《立法院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屏東縣選舉實錄》屏東：屏東縣

選委會。 

桃園縣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灣省桃園縣選

務總報告》桃園：桃園縣選委會。 

1983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桃園縣選務總報

告》桃園：桃園縣選委會。 

1986 《民國七十五年增額國大代表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桃園縣選務總報告》

桃園：桃園縣選委會。 

1989 《民國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暨臺灣省第九屆省議員、桃園縣第十一

屆縣長選舉臺灣省桃園縣選務總報告》桃園：桃園縣選委會。 

1992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桃園縣選務總報告書》 

高雄縣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高雄縣選舉概況》高雄：

高雄縣選委會。 

1984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高雄縣選務總報

告》高雄：高雄縣選委會。 

1986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員七十五年選舉

高雄縣投開票結果統計表》高雄：高雄縣選委會。 

1990 《屏東縣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第九屆省議員、第十一屆縣長暨第

十二屆縣議員、第十一屆鄉鎮市長選舉高雄縣選務總報告》高雄：高

雄縣選委會。 

1992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實錄》高雄：高雄縣選委會。 



 426

高雄市選委會 

1981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六十九年選舉高雄市選務

實錄》高雄：高雄市選委會。 

1983 〈高雄市各投票所候選人得票數一覽表〉高雄：高雄市選委會。 

1987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七十五年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高雄市選舉

實錄》高雄：高雄市選委會。 

1990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高雄市議會第三屆議員選舉實錄》高

雄：高雄市選委會。 

1993 《立法院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高雄市選舉實錄》高雄：高雄市選委會。 

新竹縣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灣省新竹縣選

務總報告》新竹：新竹縣選委會。 

1983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臺灣省新竹縣選

務工作總報告》新竹：新竹縣選委會。 

1986 《七十五年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臺灣省新竹縣選務工作總報告》新

竹：新竹縣選委會。 

1989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臺灣省第九屆省議員、第十一屆縣長選舉

新竹縣選舉委員會選務工作總報告》新竹：新竹縣選委會。 

嘉義縣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灣省嘉義縣選

務總報告》嘉義：嘉義縣選委會。 

1984 《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嘉義縣選務總報告》嘉義：嘉義縣選委

會。 

1986 《民國七十五年增額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員選舉嘉義縣選務實錄》嘉

義：嘉義縣選委會。 

1989 《民國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省議員、縣長選舉嘉義縣選務總報告》

嘉義：嘉義縣選委會。 

1992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嘉義縣選務總報告》嘉義：嘉義縣選委會。 

選舉總事務所 



 427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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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

選舉總事務所。 

1976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實錄》臺北：選舉總

事務所。 

臺灣省選舉事務所 

1973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暨第五屆省議員第七屆縣市長選舉臺灣省   

選舉總報告》南投：臺灣省選舉事務所 

1973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暨臺灣省第五屆省議員第七屆縣市長選舉概況》

南投：臺灣省選舉事務所 

1976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六十四年選舉臺灣省選舉總報

告》南投：臺灣省選舉事務所 

臺灣省選舉委員會 

1981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六十九年選舉臺灣省選務

實錄》南投：臺灣省選舉委員會。 

1984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臺灣省選務實錄》

南投：臺灣省選舉委員會。 

1986a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七十五年選舉臺灣省選務

實錄》南投：臺灣省選舉委員會。 

1986b 《臺灣省第八屆省議員、第十屆（新竹、嘉義市第二屆）縣市長、第

十一屆（新竹、嘉義市第二屆）縣市議員、第十屆鄉鎮縣轄市長選舉

選務實錄》南投：臺灣省選舉委員會。 

1990 《七十八、七十九年公職人員選舉臺灣省選舉實錄》（上下二冊）南

投：臺灣省選舉委員會。 

1993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選舉實錄》南投：臺灣省選舉委員會。 

臺北市民政局 

1973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北市選舉工作

實錄》臺北：臺北市民政局。 

臺北市選委會 

1981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六十九年選舉臺北市選務

實錄》臺北：臺北市選委會。 



 428

1983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臺北市選舉實錄》臺北：

臺北市選委會。 

1987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北市選舉實錄》

臺北：臺北市選委會。 

199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台北市選舉實錄》臺北：

臺北市選委會。 

1993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北市選舉實錄》臺北：臺北市選委會。 

臺北縣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灣省臺北縣選

務總報告》臺北：臺北縣選委會 

1983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臺北縣選務總報

告》臺北：臺北縣選委會。 

1986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員七十五年選舉台

北縣選務總報告》臺北：臺北縣選委會。 

1989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第九屆臺灣省議員、第十一屆縣市長選舉

台北縣選務實錄》臺北：臺北縣選委會。 

臺中市 

1972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立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第五屆省議員、第七

屆市長選舉選務報告》臺中：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六十九年選舉臺灣省

臺中市開票結果統計表》臺中：臺中市選委會。 

1984 《七十二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臺中市選舉實錄》臺中：臺中市選委會。 

1987 《七十五年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臺中市選務總報告》臺中：臺中市

選委會。 

1990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省議員、市長選舉台中市選務總報告》臺

中：臺中市選委會。 

臺中縣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灣省臺中縣選

舉總報告》臺中：臺中縣選委會。 



 429

1983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臺灣省臺中縣選

務總報告》臺中：臺中縣選委會。 

1986 《民國七十五年增額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台中縣選務總

報告》臺中：臺中縣選委會。 

1989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臺灣省第九屆省議員暨臺中縣第十一屆縣

長選舉實錄》臺中：臺中縣選委會。 

臺東縣選委會 

1980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台東縣選舉務總

報告》臺東：臺東縣選委會 

1983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七十二年選舉臺灣省台東

縣選舉實錄》臺東：臺東縣選委會。 

1986 《七十五年增額國民大會代表、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議會第八屆議員

平地山胞南區補選臺灣省台東縣選務實錄》臺東：臺東縣選委會。 

1990 《七十八年增額立法委員、第九屆省議員、第八屆縣長選舉台東縣選

務實錄》臺東：臺東縣選委會。 

臺南縣選委會 

1993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台南縣選舉實錄》台南：台南縣選委會。 

二、選舉公報 

中央選舉委員會編印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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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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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第三屆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台北：中央選舉委員會。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編印 

2001 〈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高雄：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嘉義市選舉委員會 

1992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嘉義：嘉義市選舉委員會。 



 430

臺北市選舉委員會編印 

2004 〈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台北：台北市選舉委員會。 

臺北縣選舉委員會編印 

1998 〈第四屆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台北：台北縣選舉委員會。 

臺東縣選舉委員會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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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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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件 

「台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聯盟」〈還我土地〉文宣，1988.8.25 

臺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聯盟，「還我土地再出擊聲明」。1989..9.27。 

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第四屆立法委員原住民選區宜否劃分座談會議記錄〉，

1997.10 

夷將‧拔路兒〈1998 聯合國第 16屆原住民工作組會議台灣原住民喪失參會權和

發言權始末〉稿，1998 年 

瓦歷斯‧貝林及林春德發表「我們的認知與聲明—悼民族認同權的剝奪」一文，

2004.1.14。 

四、一般文獻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政策研究工作會編 

1994 《黨內提名制度與組織架構之研究》台北：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政

策研究工作會。 

王業立 

1991 〈我國現行中央民代選舉制度的理論與實際〉《政治科學論叢》第 2
期。 

2006 《比較選舉制度》台北：五南。 

王嵩山   



 431

1992 《阿里山鄒族的歷史與政治》台北縣：稻鄉出版社。 

王雅萍 

1994 〈姓名與認同 : 以台灣原住民族姓名議題為中心〉台北：政大民族系

碩論。 

2003 〈原住民還我姓名議題運動的回顧與展望〉《原住民族正名研討會論文

集》台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王金壽 

1994 〈國民黨候選人選舉機器的建立與運作〉新竹：清大社人所。 

王名騄 

2005 〈女性菁英政治參與之分析：以第五屆女性立委為例〉高雄：中山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石慶龍 

2006 〈追逐另一隻白鹿─邵族民族議會〉「舊社與新民族自治 國際學術研
討會」，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辦，2006.9.29-30。 

江肇國 

2003 〈金錢與選舉動員〉台北：政大政治系碩論。 

全文盛 

    1998 〈Diyang 迪洋─一個原住民立委的國會經歷〉台北：全文盛國會辦公

室編印。 

行政院原民會編 

2004a 《九十一年度臺灣原住民族統計年鑑》台北：行政院原民會。 

2004b 《九十三年臺灣原住民就業狀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狀況調查報

告》台北：行政院原民會。 

2005a 《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錄》台北：行政院原民會。 

2005b 《原住民族法規彙編》台北：行政院原民會。 

2006a 〈臺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史回顧〉台北：行政院原民會。 

2006b 《原住民族地區部落調查成果》台北：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行政院青輔會 



 432

2005 〈2004年青年國是會議全國會議結論各部會回應彙整〉台北：行政院

青輔會 

台邦‧沙撒勒 

 

1993 〈廢墟故鄉的重生：從《高山青》到部落主義--一個原住民運動者的
觀察與反省〉《台灣史料研究》第二號。 

民進黨中央黨部 

1993 《民主進步黨政策白皮書：多元融合的關係與文化》台北：民進黨中

央黨部。 

李亦園主持 

1983 《山地行政政策之研究與評估報告書》台北：中研院民族所。 

呂坤煌 

2005 〈我國立法委員選舉單一選區劃分之探討〉專題報告，台北：立法院

法制局。 

何信安 

    2002 〈原住民部落政治參與研究－以泰武鄉為例〉高雄：中山大學政治所

碩論。 

余明德（2006 年 4月回復傳統姓名為海樹兒‧犮剌拉菲） 

1998 〈建構中的原住民「民族議會」―原住民、布農及泰雅爾等民族意會
之籌備運作的建構〉《台灣原住民 民族權 人權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台北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2000 〈布農族崙天部落史〉台北：政大民族系碩論。 

2002 〈論民族議會與原住民族自治〉「泰雅族族群意識之建構、認同與分裂

學術研討會」，台灣原住民部落振興文教基金會主辦，2002.11.16-17。 

2005 〈原住民族選制的問題與對策〉「原住民立委選制的展望」研討會，臺

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主辦，2005.11.26。 

2006 〈大分事件ブヌン‧ダホ═アリ【Dahu Ali】首謀說の真相〉《臺灣原

住民研究日本と臺灣にぉける回顧と展望》（東京：臺灣原住民研究

シンポジウム實行委員會。 



 433

汪明輝 

2001 《鄒族之民族發展：一個台灣原住民族主體性建構的社會、空間與歷

史》台北：師大地理系博士論文。 

花蓮縣政府編 

1970 《花蓮縣地方自治》花蓮：花蓮縣政府。 

林嘉誠、朱浤源編著 

    1994 《政治學辭典》台北：五南圖書有限公司。 

林淑雅 

1995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台大：法律系碩論。 

2000 《第一民族：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台北：前衛出版社。 

林志興 

1996 〈花環（inupidan）的重現：高雄地區卑南族非親屬性社團之研究〉台
大人類所碩論。 

林修澈 

    1999 《原住民身份認定的研究》台北：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1 《原住民的民族認定》台北：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 《噶瑪蘭族的人口與分佈》台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林瑞華 

2006 〈搬家：一個阿美族聚落的遷移―以台北縣瑞芳鎮阿美家園為例〉花

蓮：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所碩論。 

吳祥輝 

2002 《吳祥輝選舉學》台北：遠流出版社。 

周憲文 

1959 〈日據時代臺灣之人口〉《臺灣經濟史八集》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

室  

周繼祥 

1996 〈憲改後臺灣原住民的參政權析論〉，《立法院院聞》24 卷第 7期。臺



 434

北：立法院秘書處。 

夷將‧拔路兒 

1994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路線之初步探討〉《原住民文化會議論文集》

台北：行政院文建會。 

若林正丈（洪金珠、許佩賢譯） 

    1996 《臺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台北：月旦出版。 

胡彿 

    1973 《政治參與行為的研究》？ 

1995 〈從「山胞」到「原住民」的正名運動史〉《台灣史料研究》5期。 

荊知仁 

1986《憲政論衡》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姚惠中、林志鴻 

    1993 《擊人之短：選舉文宣的攻擊戰術》台北：書泉出版社。 

浦忠成（巴蘇亞‧博伊哲努） 

2002 《思考原住民》台北：前衛出版社。 

2005 《從部落出發 : 思考原住民族的未來》台北：國家展望文教基金會。 

    2006 《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轉記》台北：行政

院文建會。 

浦忠勝 

2005 〈原住民立法委員選區劃分芻議〉「原住民族立委選制的展望」研討臺

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主辦，2005.11.26。 

高德義 

1984 〈我國山地政策之硏究 : 政治整合的理論途徑〉台北：政大政治所碩

論。 

1991 〈與黃昏搏鬥：原住民運動初探〉收錄於〈山地文化〉（1991.5.1） 

1994 《原住民政策與社會發展：1993國際原住民年「台灣原住民政策與社

會發展研討會」實錄》台北市：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435

1996 〈原住民與選舉政治：原住民菁英選舉行為調差分析〉《山海文化雙月

刊》第 11期 

2004 《原住民族自治制度之研究與規劃：排灣族、魯凱族及雅美族》台北：

行政院原民會。 

2005a 〈原住民族的自決權〉《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錄》台北：行政院

原住民委員會。 

2005b 〈臺灣原住民族為何需要自治〉《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錄》台北：

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2005c 〈原住民族選舉政治的檢討與改革〉「原住民立委選制的展望」研討

會，臺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主辦，2005.11.26。 

高雄市選委會 

1992 《立法院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高雄市選舉實錄》。高雄：高市選委會。 

高寶華、毛嘉奇 

    1993 《護己之虛：選舉文宣的防衛戰術》台北：書泉出版社。 

高世垣 

2003 〈選區服務與個人選票之建立〉台北：政大政系碩論。 

許雪姬（總策劃） 

2004 《台灣歷史辭典》台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郝玉梅 

    1979 〈中國國民黨提名制度之研究〉台北：政治作戰學校政治所碩論。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 

2003 《部落面對面公共電視原住民論壇節目》叢書系列 5，台北：財團法

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 

紀瀛寰 

    1995 《選舉公關大餅》台北：平氏出版有限公司。 

莊金生 

1995 〈國會春秋與政治盲點〉台北：莊金生國會辦公室。 

莊金生（主持）、李宜憲（協同主持） 



 436

2001 《章博隆先生訪談錄》南投：臺灣省諮議會編印。 

華力進 

1973 〈台灣地區公民政治參與之調查研究（一）臺灣地區公民投票參與行

為之研究〉國科會補助研究，台北：政大公行系。 

華愛 

    1983 《青青山脈》台北：廣東報導雜誌社。 

華加志（丹耐夫編輯） 

1993 〈諍言與回應：華加志委員問政選輯〉台北：華加志國會研究室編印。 

1993 〈山海之聲：華加志問政報告書第二屆第一會期（82.2~7）〉台北：華

加志國會研究室編印。 

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文教基金會「臺灣原住民研究會」 

1998 《跨世紀原住民政策白皮書》台北：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文教基金會。 

施正鋒 

1995 《民族認同與台灣獨立》台北：前衛出版社。 

1996 《語言政治與政策》台北：前衛出版社。 

2002a 《各國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2b 《從和解到自治 : 原住民族歷史重建》台北：前衛出版社。 

2003 《台灣民族主義》台北：前衛出版社: 旭昇圖書總代理。 

2004 《各國原住民人權指數之比較研究》台北：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5a 〈民族的有效政治參與以及代表性的呈現〉《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

實錄》台北：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5b 〈原住民族議會的建構〉《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錄》台北：行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5c 〈原住民族的選舉制度──少數族群的代表性的國際觀點〉「原住民

立委選制的展望」研討會，臺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主辦，2005.11.26。 

黃秀端 

    1994 《選區服務：立法委員心目中連任之基礎》台北：唐山出版社。 



 437

黃嘉樹、程瑞 

    2001 《臺灣政治與選舉文化》台北：博揚文化。 

黃鈴華（伊萬‧納威） 

    2004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國會路線〉台北：政治大學民族系碩論。 

2005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國會路線》台北：國家展望文教基金會。 

海樹兒‧犮剌拉菲（原中文名為余明德） 

2006 〈臺灣原住民的選舉研究史及其評估〉《政大民族學報》第 25期。台
北：政大民族學系。 

傅仰止 

1985 〈邊際人的理論傳承〉《中國社會學刊》9期。 

1986  《高山族城鄉遷移與與都市認同之研究》台北：國科會研究報告。 

孫得雄 

1966 〈臺灣山地之人口〉《臺灣之山地經濟》台北：臺灣銀行。 

孫大川 

1989 〈四黨黨綱裡的原住民〉《中國論壇》第 339期，29卷 3期。 

1991 《久久酒一次》台北：張老師出版。 

1995 《臺灣原住民傳統名譜.臺灣原住族族群與分部之研究―一種動態的分
析》台北：內政部委託。 

孫家琦   

1997 《戰後台灣原住民族地位之政治分析》台大：政研所碩論。 

郭祥瑞 

2004 〈原住民族民意代表選舉與民族自治之探討〉，《政治學學報》。臺北：

師大政治學研究所。 

國際特赦雜誌社 

1999 《原住民聯合國工作資源手冊》台北：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陳德禹 

    1989 〈政治體系與選舉行為：民國七十五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的分析〉國



 438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台北：台大政治系。 

陳義彥、鄭夙芬等 

1993 《選舉行為與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從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探討》台北：

政大選研中心。 

陳南州 

    1991 《臺灣基督長老教會的社會、政治倫理》台北：永望文化事業。 

陳義彥（主持） 

    1993 〈選舉行為與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從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探討〉台北：

政大選研中心。 

陳昭凱 

    1997 〈立法委員競選連任之個案研究〉台北：政大政治系碩論。 

陳茂順   

1998 《戰後台灣原住民政策－從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的身分區分去探
討》政大：民族系碩論。 

陳俊男 

    1999 〈奇箂族（sakizaya 人）的研究〉台北：政大民族系碩論。 

陳明通 

    2001 《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台北：新自然主義。 

陳鴻章 

2005 〈派系競爭與政黨發展：以民進黨立委選舉為例﹙1986~2004﹚〉台北：

政大政治系碩論。 

郭秋永 

2000 《政治參與》台北：幼獅文化。 

董翔飛編著 

1984 《中華民國選舉概況》下篇。台北：中央選舉委員會。 

董恩慈 

2006 〈選舉 V.S.部落發展之探討–以蘭嶼達悟族為例〉「原住民族立委選制



 439

的展望」研討會，臺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主辦，2006.11.26。 

雷飛龍（主持） 

    1989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人文區位研究：十五年來的趨勢分析》台

北：政大選研中心。 

張茂桂等 

    1993 《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北：業強出版公司。 

張毓芬、顧玉珍 

1998 〈原住民的土地危機：山地鄉「平權會」之政治經濟分析〉《台灣原住
民 民族權 人權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台北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張慧端、高德義等 

1996 《台灣省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評估報告書》南投：台灣省原住民委員

會。 

張中復 

    2002 《臺灣原住民人權指標與外國比較研究》台北：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張興傑等 

2005 《原住民族自治制度之研究與規劃：布農族、賽夏族、與劭族》台北：

行政院原民會。 

詹碧霞 

1999 《買票懺悔錄》台北：商業週刊出版公司。 

潘繼道 

1992 《清代台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台中：東海歷史所碩論。 

潘永雄 

    1993 〈屏東縣排灣族政治參與行為之研究》台北：政戰學校政治所碩論。 

潘春玉 

2001 〈原住民的身分與選區劃分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政治所碩士專班
碩論。 

潘營忠    



 440

    2002 〈人際關係取向的競選策略之研究〉台北：政大政治所碩論。 

趙一先 

2006 〈通往自治之路：從部落會議到賽夏族民族議會〉「舊社與新民族自治 
國際學術研討會」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辦，2006.9.29-30。 

蔡明璋 

    1984 〈臺灣山地社會選舉參與之研究〉台北：台大社會所碩論。 

蔡中涵（總策劃） 

1998 《如何贏政府：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成立的謀略分析》台北：洪葉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蔡明哲 

    2001 《臺灣原住民史篇：都市原住民史篇》南投：臺灣省文獻會。 

蔡偉祺 

    2003 〈政黨輪替後的民進黨競選策略：2001年花蓮縣長選舉個案研究〉台

北：政大政治系碩論。 

鄭自隆 

    1992 《競選文宣策略：廣播、文宣、與政治行銷》台北：源流出版社。 

臺北市民政局編印 

1973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臺北市選舉工作

實錄》。台北：台北市政府民政局。 

臺灣省民政廳編印 

1973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暨第五屆省議員第七屆縣市長選舉臺灣省選

舉總報告》。南投：臺灣省民政廳。 

臺灣省選委會編印 

1984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臺灣省選務實

錄》。南投：臺灣省選委會。 

1990a 《七十八、七十九年公職人員選舉臺灣省選舉實錄（上）》。南投：臺

灣省選委會。 

1990b 《七十八、七十九年公職人員選舉臺灣省選舉實錄（下）》。南投：臺



 441

灣省選委會。 

1993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選舉實錄》。南投：臺灣省選委會。 

臺灣省府民政廳 

1954 《進步中的本省山地》南投：省府民政廳。 

1960 《台灣選政（一）》南投：省府民政廳。 

    1970 《台灣選政（二）》南投：省府民政廳。 

臺灣省文獻會 

1998 《台灣原住民史料彙編（3）》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劉燕夫 

1960 《臺灣選舉實務》臺北：中國地方自治學會 

劉古岳 

    1977 〈台灣地區山地人民政治參與行為之研究〉台北：政大邊政所碩論。 

劉世康 

1997 〈我國立法委員選舉制度改革之研究〉台中：東海政研所碩論。 

劉建鄰 

    2006 《政治公關操作：從政治行銷取向探討國內選舉公關操作》台北：高

手專業出版社。 

劉維哲 

    2006 〈臺灣原住民身份認定變革因素之探討〉台北：台大國發所在職專班

碩論。 

衛惠林 

1993 〈臺灣土著社會的部落組織與權威制度〉《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論文

集》台北：聯經出版社。 

謝金河、范揚松 

    1983 《絕地大反攻─三十年競選推銷策略》台北：范揚松？ 

謝世忠 

1987 《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北：自立晚報。 



 442

1987 《原住民運動生成與發展理論的建立》（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4期。 

1990 〈「第四世界」的建構：原住民世界的契機與危機〉收於謝世忠、孫寶

鋼編《人類學研究：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論文集》台北：南天出

版社。 

謝高橋 

1989 《臺灣山胞遷移都市後適應問題之研究》台北：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謝相慶 

    2000 〈立法委員選舉制度改革----現行「大選舉區一票制」改為「小選舉區

兩票制」的可行性〉《國家政策研究報告》台北： 財團法人國家研究政

策基金會。 

謝永泉 

2006 〈達悟族對民族議會的組織運作與發展：從 Iraraley（依拉拉類）部落

會議成立談起〉「舊社與新民族自治 國際學術研討會」政大原住民族

研究中心主辦，2006.9.29-30。 

鮑正綱 

1982 〈地方公職候選人政見內容之研究─民國七十年地方選舉省市議員暨

縣市長候選人政見之內容分析〉。臺北：中興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研

究所碩論。 

總統府憲改小組 

2007 〈憲政改造民間版本彙編〉台北：總統府。 

魏永光 

2005 〈選民的制衡觀與分裂投票：2002年北高市長暨議員旅舉的實証研究〉   

嘉義：中正政治所 

羅聰欽 

2002 〈選舉買票與資金回收-以公共工程為例〉台北：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

系碩論。 

關大功 

    1995 《選舉戰鬥機器》台北：平氏出版社。 

五、譯本 



 443

井上伊之助（石井玲子譯） 

1997 《上帝在編織》台南：人光出版社。 

Andrew Heywood（楊日清、李培元、林文斌、劉兆隆等譯） 

2002 《政治學新論》台北：韋伯文化事業出版。 

Kymlicka, Will，鄧紅風譯   

    2005(2001初版) 《少數群體的權利 : 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權》

台北：左岸文化出版。 

六、外文  

Duverger, Maurice.  

196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e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Co.,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publication of 1951 

Fenno,Richard F,Jr, 

1978  Home Style:House Member in Their Districts.Boston:Little,Brown. 

Rae, Douglas W. 

197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Electoral Law(rev.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anny,Austin 

1981  Candidate Selection.”In David Bulter,Howard R.Penniman and Austin 
Ranny,eds. Democracy at the Poll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petitive 
National Elections.Wadhington,D.C.:Amrican Enterprises Institute. 

Reynolds, Andrew, Ben Reilly, and Andrew Ellis. 

2005.  Electoral System Design: The New International IDEA Handbook.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Stea, M. & B. Wisner 

1984  Introduction, The Fourth World: A Geography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tipode 16(2): 3-12. 



 444

七、報紙 

中央日報「原住民政見直播」，1998.11.20。 

中央日報 6版「原住民政見會電視直播」，1998.11.20。 

中央日報 4版，「原住民立委涉弊調局續辦」，1999.1.18。 

中國時報 4版「原住民部落檳榔米酒飄送選舉味」，1998.9.13。 

中國時報 8版「臺東察賄小組斬獲，某現任山地原住民立委樁腳疑涉嫌」，

1998.12.3 

中國時報 8版，「山地鄉賄幢幢，原民嘆尊嚴何用」，1998.12.3 

中國時報 A7版「遊揆：太魯閣族年底前正名」，2002.7.27。 

中國時報 A3版「陳定南批評：殺豬文化是惡質文化」，2003.7.25。 

中國時報 A12版「太魯閣族終獲正名」，2004.1.13。 

中華日報「瓦歷斯貝林總部成立原住民歌舞助選 授獵槍披彩帶充滿原民風情」，

2004.11.8。 

台灣日報「原運再起，『原住民族』520創刊」，2000.5.22。 

台灣時報「山地原住民曾華德守住屏東票」，2004.12.13 

民眾日報 24版「原住民選票走向備受關注，立委楊仁福強調誰對原住民好就會

獲得認同」，1999.12.2。 

民眾日報 2版「強調不認識陳道明 如何受招待」，2004.12.8。 

民眾日報 6版「輔選尤哈尼，原展會與教會結合操盤」，1998.11.10。 

自由時報 5版「牛肉在哪裡，選將比原味」，1998.11.29。 

自由時報 4版「後山抓賄，起訴原住民立委選將」，2001.9.30。 

自由時報 4版「花蓮傳送番刀賄選」，2001.9.30。 

自由時報 6版「原住民殺豬宴客裁定非賄選」，2003.9.11。 

自立早報 3版「原住民還運會發表宣言：強調原住民是臺灣主人，擁自然主權」，
1993.12.11。 

自立早報 3版，「原住民赴國際會議控訴臺灣當局」，1995.7.23。 



 445

自立晚報「聲望扶搖上，黑函憑空來，華加志澄清私生子傳聞」，1989.8.7。 

更生日報 11版「廖國棟當選提出六點感言」2004.12.12。 

首都早報「後援會戰略謀定，山山、平山一一對望」，1989.7.1。 

南島時報「翁文德文宣」，1995.11.10。 

南島時報 2版「賄選黑風不必獎金漂白」，1995.11.30。 

南島時報 3版「東華大學函文省選委會澄清，李景崇怪罪莊金生沒事找事」，

1995.11.30。 

南島時報 3版「章仁香哭了，因為他不會說母語」，1995.11.30。 

南島時報 3版「布農族訂定選舉遊戲規則」，1995.12.15。 

南島時報二版「翁文德賄選 15萬元交保」，1996.1.12。 

臺灣立報 4版「檢調收押九名涉賄樁腳」，1998.12.3。 

臺灣立報 11版「不殺豬，買票得更兇」，2004.12.7。 

臺灣立報 11版「臺東檢方察賄，約談程序引爭議」，2004.12.7。 

臺灣立報 11版「桃檢調查疑似招待出遊賄選案」，2004.12.8。 

臺灣立報 11版「南投查獲賄選，不殺豬改送番刀」，2004.12.9。 

臺灣立報 11版「選立委不輸選總統，決戰得看有無金錢」，2004.12.9。 

臺灣立報 11版「藍綠立委誰不賄選，天知道？」，2004.12.10。 

臺灣立報 11版「南投地檢署查賄起訴全文盛」，2004.12.17。 

臺灣立報 11版「立委選區重劃 山原平原不變」，2005.7.7。 

臺灣日報 4版「掌握執政優勢，原住民席次破蛋有望」，2001.11.5。 

聯合報 9版「島嶼邊緣，政見是陌生的語言」，1998.11.29。 

聯合報 5版「南排灣族大頭目後代不願繼承，文化難傳承」，2000.1.22。 

聯合報 4版「巴燕達魯樁腳涉買票一人羈押」，2001.9.5。 

聯合報 8版「招待樁腳及校長出國涉違反選罷法，原住民立委林春德被求刑四

年」，2002.3.27。  

聯合報 9版「女兒陳瑩綁樁賄選」，2004.12.8。 



 446

聯合報 A4版「全台大賄戰，原住民部落一票買到 3000」，2004.12.9 

聯合報 A14版「原民會經費涉綁樁，檢方追查」，2004.12.12 

聯合報第 10版「陳瑩綁樁賄選案」，2004.12.29。 

聯合晚報 5版「大選後鬱卒，原住民自殺」，2000.3.25。 

聯合報 4版「幫孔文吉辦餐會 國民黨工交保 簡新侖承認助選 但稱自己出錢 檢
方強調已構成賄選要件」，2004.11.27。 

八、網頁 

中選會網站「選舉資料庫」http://210.69.23.140/cec/cechead.asp（2006 年 10月） 

中選會「選舉資料庫」http://210.69.23.140/menu_main.asp?titlec=第%20十%20任
%20總統(副總統)選舉&pass1=A2000A0000000000aaa%20%20&pdf=A200000
（2007 年 2月） 

行政院原民會網站「原住民人口數統計資料」

http://www.apc.gov.tw/chinese/docDetail/detail_TCA.jsp?docid=PA000000001018&l
inkRoot=4&linkParent=49&url= （2007 年 6月 12日） 

自由電子新聞網「出遊賄聞 瓦歷斯．貝林助理遭聲押」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nov/6/today-p9.htm (2001 年 11月 6日)。 

國民黨網站「中國國民黨各鄉鎮市區黨部地址與服務電話」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1lWorTeMbi8J:www.kmt.org.tw/event/950908/i
ndex.htm+%E5%9C%8B%E6%B0%91%E9%BB%A8%E5%90%84%E9%BB%A8
%E9%83%A8&hl=zh-TW&ct=clnk&cd=2&gl=tw（2007 年 3月 25日） 

榮民總醫院網站反賄選資料（一） 

http://www.vghtpe.gov.tw/~ged/listn/listn_a24.htm。（2007.3月） 

臺灣省諮議會 http://www.tpa.gov.tw/tw_about_01.asp（2005 年 10月） 

臺灣省諮議會 http://www.tpa.gov.tw/tw_about_04_c06.asp（2007 年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