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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論 

 

一、緣起 

本論文研究主題的形成，以下述幾點敘述： 

（一）、成長學習及工作經驗 

筆者第一次離開部落的家鄉（花蓮縣卓溪鄉崙天部落），是於國中畢業後赴

台東高中唸書。1987 年自東中畢業後，在親友的幫忙及引領下，來到台北補習

兼打工，以準備隔年（1988）的大學聯考。補習的這一年時間，是台灣政治最動

盪的時期，當年 7 月 15 日前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隨後開放黨禁、報禁。隔年

（1988）年初，蔣經國過世，接著 5 月，發生「520 農民街頭運動」，人群集結

當時，筆者正在忠孝東路旁的補習班教室唸書，並目睹當時的集會情形。在原住

民議題部分，1987 年，有「東埔挖墳事件」、「刪除吳鳳神話教材」、彩虹婦女事

工中心發動抗議「販賣人口」等遊行。該些議題與氣氛，在部落裡獲知的訊息及

迴響是微弱的，但已身處台北市的我，特別感受到它的刺激與震撼，對原住民族

政治的關懷，從此開始。因此 1988 年大學聯考後的選填志願，即以政治系為優

先考量。 

在就讀政大政治系的日子，參與原住民的組織（如北部山地大專生聯誼會）

及相關活動（包括原住民街頭運動），以及關心原住民族的政治議題，是我大學

生活的重心。畢業隨後服兵役，退伍後幸運地進入了自己很想從事的國會助理工

作，希望將自己所學能有所發揮並進一步深化。但在從事國會助理期間研擬思考

原住民的問政議題時，頓然發現對自己民族（布農族）及原住民族歷史文化的了

解極為不足，而當在對原住民族的歷史文化不是了解時，怎麼去研擬思考好原住

民族的未來發展？又當在高喊維護傳統文化但又不了解什麼是傳統文化時，怎麼

去維護與發揚？更不用說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精緻化發展了！  

1995 年的立委選舉，布農族首度誕生一位立法委員─全文盛，1996 年隨即

轉往其辦公室服務。透過委員的布農族身份，與布農族的同事阿浪等共同推動「布

農民族議會」的籌備。該年年初，報考了政大民族系碩士班，最後很幸運地考取。

在對原住民族歷史文化的認識上，始終相信應先從了解本民族開始，於是撰寫了

〈布農族崙天部落史〉（2000）的碩士論文。2000 年進入行政院原民會企畫處擔

任助理研究員，工作的業務主要是協助推動原住民族自治及民族身份認定。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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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再回到民族系就讀博士班（第一屆）；2005 年偶然的機會下再回到立法院，擔

任陳瑩立委的國會法案主任。 

在長期關心並持續參與原住民族政治性的活動，以及擔任三位原住民立委的

國會助理期間（1994-1998 年及 2005 年），近二十年的時間生活總離不開原住民

政治的氛圍，並得與許多原住民政治人物建立友誼，在當初思慮要不要做這個研

究題目之際，1因著相信（也獲得）這些前輩及朋友們會協助筆者進行本論文的

研究，以及一顆單純的信心可以完成之，最終決定投入下去。 

在民族學系的學習生涯裡，深刻體會到現今原住民族的處境不是單純地切割

成「政治」、「經濟」或「社會」等領域即可以了解的，而是與原住民族歷史變遷

及傳統政治社會文化緊密關連的「民族」問題。因此對於原住民當代的議題思考，

包括本論文研究過程的觀察與撰寫，始終帶著「民族」的、「變遷」的視野去了

解與關懷。 

（二）、原住民參選立委研究的重要性 

日本時代，原住民開始經驗國家的統治，此時原住民完全是被統治者，所以

這個時期統治的國家是一個典型的殖民者。臺灣進入民國時代，2原住民與國家

的關係，從一開始有隔閡、有距離，到原住民之進入國家政治體系，而開始參與

國家的治理，並透過參選而變成政府決策的成員之一，特別是國會議員的參政，

而逐漸融入一體─即國家內「有」原住民，原住民「在」國家中。原住民到這個

時候面臨的是有效政治參與的問題，當中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民主化及統治的正當

性。 

原住民的政治參與管道，概有參加國家考試（原住民行政特考、律師⋯⋯

等）、參加村民大會、選舉投票、參選村、鄉長及各級的民意代表，或透過媒體、

遊行、及其他宣傳活動來表達自己的政治理念以影響國家決策。選舉是最重要的

政治活動，其中，出來競選以試圖擔任民代職位或地方首長者（鄉、村長），可

以說是最積極主動的政治參與者。在這些職位中，以權力之大及引人注目的程度

來看，立法委員可以說是原住民裡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原住民投票選出該些政治

人物，相當程度上即等於選擇了原住民未來的政治走向，而可以說是原住民內部

政治的掌舵者。他們如何透過選舉而產生？應是一項值得研究的議題。 

（三）、原住民立委參選行為研究的缺乏 

筆者曾於去年（2006）整理相關「台灣原住民」議題的學位性論文，經從國

                                                 
1疑慮的主要因素是受訪對象多，散在全國各地，且不好聯絡。 
2 就外來政權統治台灣的經歷言，台灣經歷過荷西時代、清帝國時代、日本時代及目前之中華民

國時代，後者在本文簡稱之「民國時代」，該時代之中華民國政府，本文簡稱之「民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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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圖書館碩博士論文資料庫搜尋的論文計有 781 篇，若再加上未收錄在國家圖書

館裡的論文，特別是較早期者，3則至少有 800 多篇以上。從前述 781 篇的論文

裡，經統計以相關「教育」類佔最多，有 252 筆，幾乎佔了總數的 3 分之 1。其

次是相關部落「土地及產業」的發展，以及「醫療健康」等議題，分別有 114 及

113 筆，兩者加起來也接近 3 分之 1，若與「教育」議題合計起來，三者總共佔

了近 3 分之 2 強。而就原住民族「政制」類（行政、自治、選舉議題等）的論文，

合計僅 38 篇，其中相關原住民族選舉的論文，僅有 5 篇碩論。4 

在台灣，選舉幾乎是每一、二年會遇到的政治活動，也是部落裡家常便飯的

話題。選舉的研究，是政治學裡熱門的研究領域之一，然對原住民族選舉的研究

及論述，極為缺乏，目前僅劉古岳的〈台灣地區山地人民政治參與行為之研究〉

(政大邊政所碩論，1977)、蔡明璋的〈臺灣山地社會選舉參與之研究〉(臺大社會

所碩論，1984)、潘永雄的〈屏東縣排灣族政治參與行為之研究》(政戰學校政治

所碩論 1993)、潘春義的〈原住民的身分與選舉區劃分之研究〉(中山大學政治所

碩論，2001)、及何信安的〈原住民部落政治參與研究－以泰武鄉為例〉(中山大

學政治所碩論，2002)等碩士學位論文，及周繼祥〈憲改後臺灣原住民的參政權

析論〉（1996 年）5、郭祥瑞〈原住民族民意代表選舉與民族自治之探討〉（2004）、
6施正鋒〈原住民族的有效政治參與以及代表性的呈現〉（2005 年）文章。7此外，

針對原住民立法委員選舉的研究，僅高德義在第三屆（1995）立委選舉時針對原

住民精英所做的一項投票行為研究。較近一次，則有「原住民族立委選制的展望」

研討會（2005.11.26）相關性的文章。至於博士論文則尚未出現。8 

從前述有限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原住民族選舉的研究，研究者所關

心的是其制度及政策，再則是基於選民角度的投票行為研究，對於以參選人為研

究焦點者—哪些人參選？為何參選？如何競選？參選人背景、條件等，尚為缺乏。 

（四）、2005年修憲後原住民立委選區爭議 

2005 年的修憲，將我國過去積弊已久的複數選區單記不讓渡投票改採為單

一選區相對多數決與政黨比例代表制的混合式選制，原住民部分僅規定山地原住

民及平地原住民各三席，選區是否宜改為單一選舉區，未明文規範，致引發爭議，

                                                 
3如台大人類系、政大民族系、清大社人所等早期之碩士論文，有許多未收錄在國家圖書書館裡。 
4見海樹兒‧犮剌拉菲〈臺灣原住民的選舉研究史及其評估〉《政大民族學報》第 25 期（政大民

族學系，2006 年）。 
5周繼祥〈憲改後臺灣原住民的參政權析論〉《立法院院聞》24 卷第 7 期（臺北：立法院秘書處

1996 年）。 
6郭祥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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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7施正鋒〈原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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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8 相關原住民選舉研究的論述，請參考海樹兒‧犮剌拉菲〈臺灣原住民的選舉研究史及其評估〉

《政大民族學報》第 25 期（政大民族學系，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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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保留彈性的一個「漏洞」。 

未來原住民立委選制究竟應繼續採用現制（複數選區）還是更改為單一選舉

區，才能對原住民族政治、社會、文化之發展有利？或多數認為單一選舉區較為

有利，那為何政府部門不願意更改？這應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五）、原住民立委選舉文化的關懷 

立法委員選舉，在原住民社會，近則有選出代表，反映民意、監督政府之功

能，遠則有決定原住民未來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發展之影響。又原住民的

選舉雖不免受到大社會的影響（如政黨、買票、綁樁、...），但基本上仍有其特

殊的競選文化；原住民的政治人物如何有意無意的將傳統文化帶進選舉？選舉如

何改變原住民的文化？競選文化中到底哪些可以算是傳統性的文化？等等有關

選舉與文化間的關係，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競選過程中，受到內外環境的衝擊，競選文化對原住民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如賄選、政黨、教會等在部落選舉裡的操作，已打破家族、氏族之團結與和諧，

另惡質之競選策略手段也正腐化原住民社會。如何防範遏止，讓選舉回歸到其原

來設計之目的─選賢與能，選出有效的「代表」，創造乾淨之選舉文化，並在制

度上修正以符合民族差異並有效之公平選制，以促進原住民族政治參與的有效

性，是本研究最為關心的。 

因著筆者成長學習及工作的經驗，和對前述議題思考的關注，形成了筆者撰

寫此一研究主題的動機。而本研究的範圍是從 1972 年以來開始有原住民立委選

舉，一直到最近的一年（2004 年）總計有 11 次的立委選舉為止。 

二、研究目的 

選舉權的保障程度，是衡量一個國家的民主程度。從原住民立委選制及其所

延生的問題去觀察，再置放到國際規約對原住民族參政權的保障比較，是一項有

效的檢驗指標。而陳水扁總統與原住民族代表於 2002 年 10 月 19 日正式簽訂的

「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條約，9及其所宣示的政府要建立「原住

民族」與「國家」的「準國與國」對等關係，究竟可否落實？如何落實？這些問

題，筆者以為應先解決原住民族有效參政的問題，尤其民族的代表性。 

                                                 
9 先前於 1999 年 9 月 10 日陳水扁以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參份，假蘭嶼與各原住民族代表簽訂「原

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夥伴關係」條約，條約內容為：一、承認台灣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二、推

動原住民族自治。三、與台灣原住民族締結土地條約。四、恢復原住民族部落及山川傳統名稱。

五、恢復部落及民族傳統領域土地。六、恢復傳統自然資源之使用，促進民族自主發展。七、原

住民族國會議員回歸民族代表。由於當時陳水扁是總統候選人參份，故有「政見說」的疑慮。2002
年特針對此，以國家元首身份舉行再肯認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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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立委的選舉，無論是競選過程或選舉結果，都關涉到原住民的政治、

社會、經濟及文化等的變遷與發展，可見其根本性。然目前原住民立委選制仍採

用諸多弊端的複數選區單記不讓渡投票制，另針對買票賄選等不利於原住民族文

化發展的選舉文化，究應如何革新？在這些基本問題意識之基礎，以及前述研究

的動機上，本文嘗試解析以下問題： 

（一）、就制度面 

檢視原住民的選舉參政問題，特別是 2005 年修憲後原住民立委選制的走

向？ 

（二）、就參選人、所提政見及投（得）票率 

1、了解在原住民社會中，是什麼地位？什麼背景的人最熱衷於立委選舉！及在

具備什麼樣的條件下，勝選機會大或機會小。 

2、比較及分析歷屆（次）原住民立委選舉參選人的政見。 

3、檢視原住民立委選舉的投（得）票率及其變化。 

（三）、就政黨與競選策略 

1、了解國民黨的提名策略與輔選方式 

2、檢視民進黨在原住民族社會難被支持的因素。 

3、理出原住民參選立委的競選策略及現象探討。 

4、探討原住民的賄選買票文化。 

（四）、競選文化的民族動貌 

1、了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在競選時之展現，及候選人如何操作。 

2、民族人口多寡及選區劃分導致的大族壟斷與小族無代表情形，及競選過程中

的民族動員情形。 

3、原鄉人口外流嚴重導致的票倉移動及影響，以及都會原住民在立委選戰中的

角色。 

（五）、選舉、原住民、與國家間的關係 



 6

1、了解原運的參選及其意義。 

2、檢視原住民立委選制，並透過原住民參選立委，去探討原住民與國家間的關

係（民族 v.s 民主？）   

三、研究架構 

本論文架構除緒論及結論外，本論分別為第一章 原住民參選的途徑；第二

章 歷屆原住民立委選舉的參選人及選舉結果；第三章 政黨、組織動員、及競

選策略；第四章 競選文化的民族動貌；第五章 國家 vs 原住民：原住民參選立

法委員的意義。 

第一章是陳述並整理原住民參選公職人員的簡史及管道，並在其第二節論述

台灣立委選舉制度及原住民選區。本章論述目的乃希望對台灣各種選舉及原住民

族有效的參選管道及其選制問題，特別是立委選舉制度部分，有一系統性的、整

體性的認識。 

第二章是陳述並分析歷屆（次）原住民立委選舉的參選人及選舉結果，舉凡

參選者的出生地、民族別、政黨、參選年齡、學經歷等的背景，做一個完整的介

紹，並作分析。透過訪談，對參選者其參選動機、理念做比較與分析，並彙整歷

屆（次）原住民立委選舉的投票率及各參選人得票情形，做原住民選舉結果的分

析。本章可以說是以下章節了解前的鋪陳。 

第三章是本論文最具動態的一章，舉凡選舉裡最重要的組織―政黨，及各種

各樣的組織動員方式與競選策略等，都在這一章陳述及分析。 

第四章是選舉動態過程中「文化與民族」屬性的一章，舉凡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在參選者及其陣營操作下的的競選政治化；因原住民民族人數的多寡造成在競

選上的民族強勢與弱勢，以及因民族人口的遷徙，而造成的票倉移動等。 

第五章是在前述的論述基礎及問題發現後，就「原住民」對照「國家」間的

關係上，綜合性的檢視原住民族選制問題―民族 vs 民主？，來反省原住民族政

治參與的有效性。  

    以下是本論文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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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本論文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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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論文知識材料來源 

一般論著多是在前已有人做過的研究下進行知識性累積或創新的工作，本論

文則是以第一手資料的建立（訪談），及引用第一手史料（選舉實錄及平面媒體

報導）經料理彙整來撰寫。 

（一）、訪談為主的研究 

由於原住民立委選舉的研究，特別是「參選行為」的研究完全缺如，故本論

文的材料主要是從歷屆(次)原住民立委參選者進行深度訪談來獲得。歷次參選立

委的原住民合計有 117 人次 66 位參選者。其中山地原住民有 59 人次 35 位參選

者；平地原住民有 58 人次 31 位參選者，當選者合計有 21 位。 

表 0-1：歷屆（次）原住民立委參選人及受訪人次數 

參選人次數 受訪人次數 選舉年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合計 合計 

1972 1 1 1 
1975 1 1 1 
1980 1 5 6 2 
1983 1 4 5 3 
1986 1 2 3 2 
1989 6 5 11 8 
1992 9 9 18 9 
1995 9 9 18 7 
1998 9 6 15 12 
2001 12 9 21 13 
2004 9 9 18 14 
總計 5910 58 117 72 

 

本研究完成訪談了 72 人次 31 位參選過原住民立委的候選人，受訪人次在總

參選人次數上佔 62％，受訪人數在總參選人數上佔 47％。其中當選者 21 位中訪

談了 18 位，佔 86%。11由於當選者多會再參選，且也多會連任，因此他們的參選

經驗是最豐富，也是最具影響力者，故本研究的受訪者以當選並擔任過原住民立

                                                 
10 1972 及 1975 年原住民立委選舉，唯一參選者華愛是山地原住民身份，故列入之。 
11 未能訪談的 3 位都是平地原住民，其中高巍和在本論文進行前已過世，一位拒訪，一位未能

聯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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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員者為多。進行上，則以擬好的半結構式問卷進行訪談（見附錄四）。 

表 0-2：歷屆（次）參選原住民立委的受訪者 

編號 選區 受訪人 參選年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1 山胞 華愛 1972、1975、1980、1983 2004.4.14 內湖家 

2 平山 楊仁福 1980、1983、1998、2001、2004 2005.4.11 立院 

3 平山 楊傳廣12 1983 2004.12.1 東市玉璽宮 

4 山山 林天生 1986、1989、1992 2004.10.1 行政院原民會 

5 平山 蔡中涵 1986、1989、1992、1995、1998、2004

2003.1.17

2006.10.19 

立法院/ 

原住民文教基金

會 

6 山山 

馬賴·古麥 

（高天來）13 1989、1992、1995 
2005.1.18 國民黨政策會 

7 山山 華加志 1989、1992 2005.3.11 屏東市 

8 山山 

伊凡·諾幹 

(林文正) 1989 
2004.9.20 考試院 

9 平山 莊金生 1989、1992、1995、1998、2001 2006.11.15 花蓮市 

10 平山 胡德夫 1989 2006.11.08 北縣 

11 平山 

夷將•拔路兒 

（劉文雄） 1989、1992 
2005.1.24 北縣原民局 

12 山山 

瓦歷斯·貝林 

（蔡貴聰） 1992、1995、1998、2001、2004 
2003.1.15 立院中興大樓 

13 平山 楊仁煌 1992、2001、2004 2005.4.7 臺北榮總 

14 平山 林榮元 1992、1995 2006.10.25 花蓮市 

15 山原 高楊昇 1995、1998、2001 2005.7.15 花蓮縣黨部 

16 山原 全文盛 1995、1998、2001 2005.9.10 南投縣信義鄉 

17 山原 

伊掃·魯刀 

（吳文明） 1998、2001 
2006.10.25 花蓮縣壽豐鄉 

18 山原 

尤哈尼·伊斯卡

卡夫特 1998 
2004.8.7 北市文山區 

19 山原 葉神保 1998 2005.1.4 政大 

20 山原 曾華德 1998、2001、2004 2005.4.19 立院中興大樓 

21 山原 林春德 1998、2001、2004 2005.4.1 立院中興大樓 

22 平原 林正二 1998、2001、2004 2005.4.20 立院中興大樓 

23 平原 馬耀·谷木 1998 2006.9.12 民進黨部 

                                                 
12 2007 年初過世。 
13 2006 年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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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山原 高金素梅 2001、2004 2005.3.14 立法院 

25 山原 巴燕·達魯 2001 2006.9.8 新竹縣五峰鄉 

26 平原 廖國棟 2001、2004 2005.1.14 立院中興大樓 

27 山原 伍新國 2004 2004.11.15 三重市 

28 山原 孔文吉 2004 2005.3.10 立院中興大樓 

29 平原 宋進財 2004 2005.1.27 北縣議會 

30 平原 章賢生 2004 2004.11.18 台北市 

31 平原 陳瑩 2004 2005.4.1 立院中興大樓 

【說明】：選舉年底下有橫線者表示當選年。本文內的陳述意見若涉及敏感議題

（主要在第三章出現），受訪者姓名另以代號表示。 

 

除前述受訪者外，為彌補並豐富本論文相關議題的研究，特別針對擔任過原

住民立委選舉的競選重要幹部、候選人親信、國會助理、地方政治人物、行政官

員、政黨幹部、原住民學者、選舉觀察者、媒體工作者等特定人士進行議題性的

訪談。 

表 0-3：特定議題受訪者 

受訪者 時間 地點 受訪者背景 

伊萬‧娜威 2004? 電訪 前國會助理、原住民文教基金會執行長 

露子‧尤吉 2004.10.20 立院 國會助理 

何明輝 2004.10.20 

？ 

立法院 前國會資深法案助理、行政院原民會族群

（布農族）專任委員 

顏志光 2004.10.21 電訪 前行政院原民會參事、台東縣原民局長 

烏瑪夫 2004.12.2 電訪 布農族、媒體文化工作者 

宋銘金 2004.12.29 台東縣海端鄉崁頂村 基督教長老會牧師 

陳秀惠 2005.4.1 立院中興大樓 民進黨不分區立委、女性原運 

邱文隆 2005.5.11 電訪 實際參選地方選舉、國會助理 

曾瑞林 2005.6.26 師大 原住民文化工作者、政大民族系博士班肄 

曾任職天主教修女 

林志興 2006.5.15 國立史前博物館 卑南族學者、選舉觀察者、台大人類所博士

班 

李得全 2006.5.18 花蓮玉里民眾服務站 國民黨地方黨部主任 

以撒克‧阿

復 

2006.9.29 台北 原運、神職人員、原民會族群委員、選舉觀

察者 

林江義 2006.9.30 政大 行政院原民會企畫處處長、主任秘書 

楊新發 2006.10 電訪 宜蘭泰雅族退休教師 



 11

汪智博 2006.10.18 台東縣知本住家 媒體工作者 

孫大川 

 

2007.2.15 

 

台大一家簡餐店 原住民學者、選舉文化觀察者、前行政院原

民會副主委 

孔文博 2007.3.29 電訪 競選副總幹事、國會辦公室主任 

張金生 2007.3 政大 台東縣達仁鄉鄉長 

董恩慈 2007.4 電訪 前行政院原民會族群（達悟族）專任委員、

蘭恩文教基金會執行長、師大地理系博士生

鐘興華 2007.4 政大 行政院原民會企畫處副處長、政大民族系博

士生、前原民會國會聯絡員 

丹耐夫．正

若 

2007.5 內湖 原運、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部落面對面節目

主持人、原民台副台長 

 

經前述訪談彙整的材料，是本論文撰寫的知識基礎。14 

（二）、選舉公報與選舉實錄 

台灣每一次的選舉，都會由選務機關將候選人的照片、基本資料及其參選政

見，印發選舉公報給每一位公民，由此選民得以較充分的認識候選人。然由於年

代久遠，過去的立委選舉公報多已散失，幸從中央選舉委員會得以找齊 1980 年

以後的歷屆（次）立法委員選舉公報，接上由中央選舉總事務所編印出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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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動員戡

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實錄》（1975），得以完整地收齊公報內

容。從前述資料，不僅可以看出每位參選人的背景資料及其所提出的政見（政見

內容見附錄二），再輔以訪談材料的補充，製成完整的歷屆原住民立委參選人基

本資料庫（見附錄一）。 

每當選舉結束，選務機關都會製作該次選舉的投票記錄，但年代久遠後多遭

丟棄或散失。為保存並公開使用台灣歷次選舉投票情形，中央選舉委員會同政大

選研中心合作製作了中華民國鄉鎮長及縣市議員以上的公職選舉投票資料庫，將

整體投票情形及各候選人得票狀況詳細地呈現於中選會選舉資料庫的網站中。立

法委員部分，目前僅彙整 1995 年（第三屆立委選舉）後的選舉投票資料，之前

則尚未建立。投票資料對本論文研究而言是一項極重要而不能或缺的一手材料，

因為從各縣市鄉鎮的投票記錄及投票率可以看出原住民選民的分佈及移動等投

票情形，而從各候選人的得票情形不僅可以了解其支持度，也可以看出其票倉所

在，是了解與分析原住民參選狀況最重要的數據文獻，但 1995 年前的這些資料

是散在中央、省（直轄市）及各縣市選舉委員會出版的選舉實錄裡，必須經過一

                                                 
14尤以撰寫第三、四章內容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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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彙整，始能看到整體，然多已散失。筆者從 2004 初年開始，先至中選會資料

庫室內尋找到一些；2006 年至台灣省選舉委員會選舉資料庫室尋找，好不容易

找到其他縣市選委會的資料，但仍缺不少。再去政大選研中心的資料庫，才收齊

了較完整的歷屆原住民立委選舉（1980-1992）各縣市投票資料，依據此資料及

中選會網站裡選舉資料庫統計的第三、四、五、六屆立委選舉投票記錄，15將原

住民歷屆（次）立委選舉整體投票概況及各縣市（含鄉鎮）投（得）票情形彙整

建立了「歷屆（次）原住民立委選舉投票記錄」（見附錄三）。16 

表 0-4：原住民歷屆（次）立委選舉投票記錄資料來源 

選年 出版單位 

（選委會） 

選舉實錄名稱及其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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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中央 

《中華民國 58 61 64 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概況》（1989.） 

 省選舉 

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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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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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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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6）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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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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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2） 

1975 中央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實錄》(1976)  

《中華民國 58 61 64 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概況》（1989.6） 

 省選舉 

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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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2） 

1980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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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中華民國六十九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概況》（1980） 

 台灣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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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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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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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北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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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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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屏東縣 《屏東縣辦理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工作報告》（1980） 

 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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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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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宜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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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5 中選會「選舉資料庫」http://210.69.23.140/cec/cechead.asp 
16 1995 年後的立委選舉投票記錄資料很詳細，之前省或中央選委會的資料內容普遍只有到縣級

的統計，鄉鎮級則必須從各縣市選委會出版的選舉實錄始能看得到，但仍有不完全者。附錄三彙

整的資料，在原住民選票數少的縣市，如金門、雲林縣等，僅彙整至縣級層次，其鄉鎮級統計略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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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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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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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苗栗 《苗栗縣辦理六十九年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工作總報告》（1980）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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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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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2）

 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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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2） 

 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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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983 中選會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實錄》(1984)  

《中華民國 72 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概況》（1990.6） 

 台灣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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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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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 

 高市 〈高雄市各投票所候選人得票數一覽表〉（1983） 

 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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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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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 

 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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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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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 

 北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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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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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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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 

 苗栗 《苗栗縣辦理七十二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選務實錄》（1984.1） 

 中市 《七十二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臺中市選舉實錄》（1984.1）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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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2） 

 南投 《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務實錄》（1983.12） 

 嘉義 《增額立法委員七十二年選舉嘉義縣選務總報告》（1984.1） 

1986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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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中華民國七十五年增額立法委員選舉概況》（1990） 

 台灣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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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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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1987.1） 

 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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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 

 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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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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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1） 

 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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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 

 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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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 

 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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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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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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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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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 

 苗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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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 

 臺中市 《七十五年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臺中市選務總報告》（1987.1）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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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 

 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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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 

 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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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2） 

1989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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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台灣省 七十八、七十九年公職人員選舉臺灣省選舉實錄（上）及（下）(1990) 

 北市 《動員戡亂時期自由地區增額立法委員選舉選舉台北市實錄》(1990) 

 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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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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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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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6） 

 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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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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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宜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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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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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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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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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苗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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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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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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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4） 

 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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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2） 

 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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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2） 

1992 中央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實錄》(1993) 

 台灣省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選舉實錄(1993) 

 北市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北市選舉實錄》(1993) 

 高市 《立法院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高雄市選舉實錄》(1993) 

 高雄縣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實錄》（1992.12） 

 屏東縣 《立法院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屏東縣選舉實錄》（1993.5） 

 桃園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桃園縣選務總報告書》（1992.12） 

 南投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南投縣選務總報告書》（1992.12） 

 台南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臺灣省台南縣選舉實錄》（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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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 《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嘉義縣選務總報告》（1992.12） 

1995~ 中選會網站 第三、四、五、六屆立法委員選舉投票記錄 

 

選舉公報及選舉實錄是本論文第二章撰寫的主要採料，在其他章節上亦是不

可或缺的重要參考。 

（三）、立委競選議題之相關性文章 

針對原住民立委選舉的研究，最早有山海雜誌社於 1995 年針對原住民菁英

所做的第三屆立委選舉原住民菁英投票行為之研究―〈原住民與選舉政治：原住

民菁英選舉行為調查分析〉，並發表在《山海雜誌》的第十一期刊上。此項調查

研究由原住民政治學博士高德義主持。本研究調查發現，原住民菁英的投票取

向，主要為政黨、族群、宗教、及親友等因素。結果中也發現，有八成的原住民

不支持現制的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區劃分。前述投票取向，實也會反過來影響候

選人的競選策略。 

再來是於 2005 年 11 月 26 日的一場「原住民族立委選制的展望」研討會相

關性文章，此一研討會可以說是臺灣首次集學者、專家、官方、原住民菁英、部

落工作者、原住民立委等探討原住民族選舉制度的研討會。會議中討論的內容，

包括原住民選舉制度的國際性比較、原住民選舉政治的檢討、第七屆原住民立委

選區劃分之研議、原住民族選制之問題與對策、及原住民族選舉文化及部落發展

等議題。依文章內容的豐富程度及與本研究之相關性，僅提出三篇文章介紹。 

首先是施正鋒教授的〈原住民族的選舉制度─少數族群的代表性的國際觀

點〉，施教授首先提出少數族群的參與權理論及其在相關國際法的規定，並以紐

西蘭等國的例子來論述，內容相當豐富，有助於我們了解國外的原住民（或少數

民族）其選舉代表的觀點，也增闢了國內關心原住民族選制的一個國際視野。 

第二篇文章是高德義的〈原住民族選舉政治的檢討與改革〉，本文首先論述

代議政治與原住民族之間的理論，並介紹各國的處理方式，包括保留席位、降低

門檻、優惠性選區劃分、彈性補償制、雙重投票制及承認傳統權威等。接著介紹

我國有關原住民族選舉參與規範及法令。作者提出了原住民族當前選制與行政的

檢討，包括選區劃分之不公平、選舉代議的有效性問題、不在籍投票和移轉投票、

選區劃分機關問題等。此外，也對原住民族選舉過程及投票行為提出評析，包括

競選過程的競爭性與主體性問題（特定階級及親族參選率高、黨意大於民意等）、

投票取向問題（政黨、族群、宗教、親友、賄選）、投票率及選舉民意問題（投

票率近年有些降低）、代議士角色問題（注重選民服務）等。最後，作者在結論

裡提出其選制改革的具體建議：如推展族群比例配額制、建立原住民族議席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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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替制、強化原住民代議的實質性和有效性、政黨提名制度分權化及民族化、各

級選委會甄補原住民委員、原住民公費選舉制及不在籍投票、強化媒體角色及推

動原住民公投、原住民縣市議員選舉採複數選區二分之一限制連記法等。本文可

以說是討論原住民族選制問題最為詳細的文章，對於了解原住民族選制的問題是

最佳的參考。 

另一篇由筆者（當時中文名余明德）所撰〈原住民族選制的問題與對策〉，

該文首先從原住民族的參政史及參選管道做鋪陳，再依筆者在立法院擔任法案助

理期間，對此問題的追蹤與了解，從法制上，提出相關原住民族選制的弊病及其

對策。最後，是對第七屆原住民族立委選制問題作討論，依本次立委選制修憲

（2005 年）的精神及法意旨—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及目前原住民立委選制之

太多弊病—選區太大（全國）、耗費、耗金錢......等諸多問題，從法及理上認為未

來原住民立委選區應朝單一選舉區規劃。 

    前述研究調查及文章，助筆者了解當時原住民菁英的投票取向、和原住民族

選制的國際視野，以及現行原住民族立委選制的諸多問題與應改進之策。 

五、研究特色 

本論文研究的特色如下： 

（一）、以深度訪談建立第一手史料 

訪談過程係以擬好的半結構式問卷為底，再針對受訪者背景及其所特別關注

的議題進行訪談，同時收錄其政治生命史。
17
訪談時間平均為 1 個半小時至 2 個

半小時之間。乃希望從參選過立法委員的原住民政治人物群裡取得第一手參選方

面的訊息，作為本論文內容撰寫的基礎。 

（二）、依歷屆（次）立委選舉公報及選舉實錄建構原住民立委選舉

基礎資料 

依歷屆（次）立委選舉公報及選舉實錄，彙整建構「歷屆（次）原住民立委

參選人基本資料庫」（附錄一）、「歷屆（次）立委選舉公報原住民參選人政見」

（附錄二）及「歷屆（次）原住民立委選舉投票記錄」（附錄三），作為本論文撰

寫時的重要參考外，並希望與後研究者共享該些資料。 

（三）、民族學角度的選舉研究 

                                                 
17這裡指的是參選過原住民立委選舉者，特定議題受訪者其訪談內容則較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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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選舉，通常會認為它是很「政治」的活動，由於很政治，因此自然地

成了政治學研究的重點。民族學關心的不僅是民族的歷史淵源、傳統文化及文化

現況（語言、婚姻、宗教）、或社會變遷，亦關心民族取向的政治活動。由於不

同的學科，其所偏重的研究焦點及採用的研究方法亦自然地有所差異。民族學的

研究取向是重視全貌觀、實地訪談、及民族差異性。以下表 0-5，試圖作本研究

與一般政治學進行立委選舉研究的比較。18 

表 0-5：立委選舉本研究（民族學）與政治學研究取向的比較 

 政治學 本研究（民族學） 

研

究 

方

向 

選舉制度 
選舉權（個人性） 
選舉與政黨 
投票行為 
競選策略（比例上少） 

選舉文化（及與制度關係） 
選舉權（民族代表性） 
民族取向的競選活動 
競選行為 
競選策略 

方

法 

 

 

制度性研究 
量性研究 
封閉問卷 
電訪為多 
（深度訪談及參與觀察最近始出

現，但量不多） 

文化性研究 
質性研究 
開放式或半結構式問卷 
深度訪談 
參與觀察 

時

空 

現時（當屆次選舉為主） 
短 

歷史性（1972 年以來之立委選舉） 
長 

性

質 

政治的選舉議題 
國家內的政治 

民族的選舉文化 
國家 vs 原住民 

【說明】：表內容僅為方便比較而區別，彼此間仍有重疊之處，故以虛線表示。 

此外，本論文係做歷史性和結構性的研究，過程中並進行比較及對策性的分

析。另本研究的特色，乃試圖呈現原住民之民族凝聚力及民族活力在選舉活動中

的展現，並在研究過程中努力掌握其「變」與「動」。 

 

                                                 
18 舉政治學為例，因為進行選舉議題的研究以政治學領域者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