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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政見(國家認同部份) 

地          區      姓  名    政  黨 政  見(國家認同部份) 

高雄市第一選區 江綺雯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反對台獨 

高雄市第一選區 黃丁全 中國國民黨 
制定兩岸關係法 以和平、理

性、對等、互惠推動兩岸交流 

高雄市第一選區 周信男 中國國民黨 無 

高雄市第一選區 趙幸男 中國國民黨 兩岸並存 

高雄市第一選區 劉憲同 中國國民黨 理性、對等、互惠推動兩岸交流 

高雄市第一選區 林孟丹 中國國民黨 
兩岸互動關係以台灣住民之利

益與意願為依歸 

高雄市第一選區 顏明聖 民主進步黨 
力爭進入聯合國及其他國家組

織 

高雄市第二選區 吳建國 中國國民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高雄市第二選區 周平德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高雄市第二選區 王文正 中國國民黨 無 

高雄市第二選區 朱有福  中國國民黨 
刪除憲法中的中央民代蒙古、西

藏、邊疆地區之名額 

高雄市第二選區 劉孟昌 中國國民黨 無 

高雄市第二選區 劉貞祥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高雄市第二選區 陳  菊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臺北市第一選區 陳安邦 中國國民黨 統獨應誠心以對，以解心結 

臺北市第一選區 劉宗明 中國國民黨 重建民主均富統一之新中國 

臺北市第一選區 劉文正 中國國民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臺北市第一選區 劉一德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臺北市第一選區 蔡重吉 中國國民黨 反廢憲及制憲 

臺北市第一選區 穆閩珠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市第一選區 曾憲棨 中國國民黨 
反台獨 反制憲  

維護中華民國國旗、國號、國歌 

臺北市第一選區 章偉義 中國國民黨 反對制憲 目前無統一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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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也沒必要 

臺北市第一選區 許陽明 民主進步黨 制新憲 以公投方式複決新憲 

台北市第一選區 許瑞峯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臺北市第二選區 王化榛 中國國民黨 反對台獨 

臺北市第二選區 戴天文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市第二選區 馬愛珍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國號不改變  

國土不分裂  

三民主義體制不更改 

反對制憲 反對一國兩制 

以民主自由均富和平統一中國 

臺北市第二選區 高惠宇 中國國民黨 不改國號 不談統獨 

臺北市第二選區 王俊元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 反對制憲 

反對台獨及分裂國土 

臺北市第二選區 張晉城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憲法 

爭取加入聯合國 

臺北市第二選區 林義雄 中國國民黨 增訂國家統一條款 

臺北市第二選區 王雪峯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憲法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臺北市第三選區 朱新民 中國國民黨 反對台獨 反對共產 反制憲 

臺北市第三選區 李克明 中國國民黨 只修憲 不制憲 

臺北市第三選區 馮定國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要統一而不是被統一 

臺北市第三選區 沈銀和 中國國民黨 反對台獨及台灣建國論 

臺北市第三選區 邵宗海 中國國民黨 台獨不可能 制憲不可行 

臺北市第三選區 陳鴻基 中國國民黨 反對統獨之爭 混淆國家認同 

臺北市第三選區 吳茂雄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市第三選區 吳清桂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臺北市第三選區 高光承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認同國家 反對台獨 

臺北市第三選區 王富茂 中國國民黨 追求國家統一 反共產 反台獨 

臺北縣第一選區 簡省三 中國國民黨 以台灣經驗 解決中國問題 

臺北縣第一選區 簡德源 中國國民黨 反台獨 共謀大中華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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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中華民國國旗、國號 

臺北縣第一選區 黃明聰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反對分裂國土之主張 

臺北縣第一選區 洪見文 中國國民黨 
修憲而不制憲 

兩岸關係立法 

臺北縣第二選區 林鴻池 中國國民黨 

修憲非制憲 反對台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臺北縣第二選區 廖榮清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縣第二選區 張馥堂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縣第二選區 李文忠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臺北縣第二選區 蕭芳萬 全國民主非政黨聯盟 台灣前途由公投決定 

臺北縣第二選區 江惠貞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縣第三選區 李先仁 中國國民黨 反對台獨 

臺北縣第三選區 莊榮昌 中國國民黨 統獨並非目前重要選擇 

臺北縣第三選區 朱俊曉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縣第三選區 陳茂男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臺北縣第三選區 陳悅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縣第四選區 康國鋒 中國國民黨 兩岸問題和平統一 

臺北縣第四選區 王必榮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縣第四選區 林阿仁  中國國民黨 認同中華民國 修憲非制憲 

臺北縣第四選區 陳林讓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縣第五選區 呂學圖 中國國民黨 平等互惠原則推動兩岸關係 

臺北縣第五選區 陳明雄 中國國民黨 制定兩岸關係法 

臺北縣第五選區 林長勳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縣第五選區 賴勁麟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臺北縣第五選區 周大業 中國國民黨 反台獨 反對分裂國土之主張 

臺北縣第五選區 張慶忠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北縣第六選區 傅崐成 中國國民黨 反對台獨與制憲 

臺北縣第六選區 羅明才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臺北縣第六選區 陳忠作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臺北縣第七選區 曾炳煌 中國國民黨 反對台獨 

臺北縣第七選區 呂清游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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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臺北縣第七選區 郭素春 中國國民黨 反對台獨與制憲 

宜蘭縣第一選區 尤松雄 中國國民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宜蘭縣第一選區 黃玲娜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宜蘭縣第二選區 陳金德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宜蘭縣第二選區 黃義聯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支持政府以務實態度參與國際

組織 

宜蘭縣第二選區 張瓊文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桃園縣第一選區 徐振興 中國國民黨 無 

桃園縣第一選區 陳宗仁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桃園縣第一選區 鄭寶清 民主進步黨 無 

桃園縣第二選區 楊曼華 中國國民黨 

修憲非制憲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桃園縣第二選區 方力脩 中國國民黨 無 

桃園縣第二選區 葉正林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桃園縣第三選區 朱樟興 中國國民黨 
以自由、民主、均富完成國家統

一 

桃園縣第三選區 林熺厚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桃園縣第三選區 蔡長楓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桃園縣第四選區 陳鄭權 中國國民黨 
修憲或制憲由人民做主 

統獨由百姓決定 

桃園縣第四選區 張建隆 中國國民黨 
堅持國土完整 

反對分裂意識 

桃園縣第五選區 吳克清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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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桃園縣第五選區 張慶惠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桃園縣第五選區 彭有枝 中國國民黨 
奉行三民主義使中華民國成為

一現代化國家 

新竹縣 陳逸鵬 民主進步黨 無 

新竹縣 鄭永堂 中國國民黨 制定兩岸關係處理原則 

新竹縣 吳俊岸 中國國民黨 無 

新竹縣 吳明增 中國國民黨 反共 反台獨 

苗栗縣第一選區 陳運棟 中國國民黨 

認同中華民國要修憲而非制憲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反共 反台獨 

苗栗縣第一選區 吳明波 中國國民黨 

反台獨 

在自由、民主、均富的前提下統

一 

苗栗縣第一選區 謝淼才 中國國民黨 無 

苗栗縣第一選區 羅鍾澄枝 中國國民黨 
反對制憲 

改善兩岸關係 實現國家統一 

苗栗縣第二選區 巫永青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苗栗縣第二選區 楊景淋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臺中縣第一選區 林克謨 中國國民黨 實踐三民主義 完成國家統一 

臺中縣第一選區 林保獅 中國國民黨 實現國家統一 

臺中縣第一選區 陳欽隆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臺中縣第一選區 林嫦茹 中國國民黨 無 

臺中縣第二選區 呂文進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臺中縣第二選區 劉德成 中國國民黨 無 

臺中縣第三選區 楊家猷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還政於民 

臺中縣第三選區 林銘德 中國國民黨 無 

臺中縣第三選區 張文儀 中國國民黨 無 

臺中縣第三選區 林  訓 中國國民黨 奉行三民主義 完成中國統一 

臺中縣第四選區 林金泗 中國國民黨 無 

臺中縣第四選區 朱為中 中國國民黨 堅持修憲 反對制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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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第四選區 洪皇琳 中國國民黨 
堅決反對台獨  

實踐三民主義 完成中國統一 

彰化縣第一選區 吳綺美 中國國民黨 無 

彰化縣第一選區 楊文彬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彰化縣第一選區 洪騰岳 中國國民黨 無 

彰化縣第一選區 邱志成 中國國民黨 維護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與自主 

彰化縣第二選區 陳重熙 中國國民黨 
促進兩岸交流  

以台灣經驗統一中國 

彰化縣第二選區 施西田 中國國民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彰化縣第二選區 陳美子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彰化縣第三選區 黃上揚 中國國民黨 無 

彰化縣第三選區 陳麗伶  中國國民黨 統獨休兵 

彰化縣第三選區 許明仁 中國國民黨 無 

彰化縣第四選區 洪啟明 中國國民黨 無 

彰化縣第四選區 謝貞德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彰化縣第四選區 陳繁雄 無黨 無 

南投縣第一選區 陳啟吉 全國民主非政黨聯盟 爭取國際人格 

南投縣第一選區 林光演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南投縣第一選區 吳國重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南投縣第二選區 李宏裕 中國國民黨 無 

南投縣第二選區 林水吉 中國國民黨 無 

南投縣第二選區 洪玉鶯 中國國民黨 無 

雲林縣第一選區 歐明憲 中國國民黨 堅決主張中華民國 

雲林縣第一選區 張輝元 中國國民黨 無 

雲林縣第一選區 許恆慈 中國國民黨 無 

雲林縣第一選區 林黃富美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雲林縣第二選區 陳錫東 中國國民黨 無 

雲林縣第二選區 吳修榮 中國國民黨 無 

雲林縣第二選區 黃德鴻 中國國民黨 無 

雲林縣第二選區 蘇治洋 民主進步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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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第一選區 王蘭芬 中國國民黨 
在相互尊重 平行對等前提下 

增進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嘉義縣第一選區 郭柏村 中國國民黨 無 

嘉義縣第一選區 王東一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嘉義縣第二選區 吳仁健 中國國民黨 無 

嘉義縣第二選區 劉顯原  中國國民黨 無 

嘉義縣第二選區 林正雄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南縣第一選區 顏耀星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臺南縣第一選區 翁興旺 中國國民黨 憲法中增列中國大陸條款 

臺南縣第一選區 蘇清榮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南縣第一選區 陳明吉 中國國民黨 早日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臺南縣第一選區 劉輝雄 民主進步黨 

反對現行中華民國憲法 

反對在統一中國的前提下修憲 

主張制定台灣新憲法 

臺南縣第一選區 李碧梅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和護憲 

臺南縣第二選區 宋煦光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南縣第二選區 謝文彬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南縣第二選區 李宗藩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臺南縣第二選區 黃來鎰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南縣第二選區 王振廷 中國國民黨 無 

高雄縣第一選區 趙良燕 中國國民黨 反台獨 

高雄縣第一選區 陳三思 民主進步黨 制定台灣新憲法 

高雄縣第一選區 陳一雄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高雄縣第二選區 吳光訓 中國國民黨 無 

高雄縣第二選區 簡茂松 中國國民黨 
堅決主張中國統一 

反對分裂國土之台獨思想 

高雄縣第二選區 黃祖裕 中國國民黨 無 

高雄縣第三選區 吳森發 中國國民黨 無 

高雄縣第三選區 盧文峯 中國國民黨 無 

高雄縣第三選區 黃鴻都 無黨 無 

高雄縣第三選區 林朝英 中國國民黨 無 

高雄縣第四選區 陳子欽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反台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附錄一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政見(國家認同部份) 

 139 

高雄縣第四選區 鄭添旺 民主進步黨 堅持台灣主權 加入聯合國 

屏東縣第一選區 伍澤元 中國國民黨 無 

屏東縣第一選區 蘇明南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加入聯合國 

屏東縣第一選區 林淵熙 中國國民黨 無 

屏東縣第一選區 邱子正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屏東縣第一選區 李增昌 中國國民黨 無 

屏東縣第二選區 陳義雄 中國國民黨 無 

屏東縣第二選區 徐炳豐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屏東縣第二選區 廖婉汝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屏東縣第二選區 曹啟鴻 民主進步黨 制定適合台灣人的新憲法 

臺東縣 蘇玉龍 中國國民黨 無 

臺東縣 賴坤成 民主進步黨 制定台灣新憲法 

臺東縣 唐明超 全國民主非政黨聯盟 實行三民主義 完成統一大業 

花蓮縣 陳清水 中國國民黨 無 

花蓮縣 虞會璋 中國國民黨 
維護中華民國憲法法統 

只能修憲 反對制憲 

花蓮縣 蔡運煌 中國國民黨 堅持三民主義立國精神 

花蓮縣 張福興 中國國民黨 無 

澎湖縣 鄭光博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反台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澎湖縣 吳萬等 中國國民黨 無 

基隆市 王拓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基隆市 楊思勤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反台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基隆市 陳亦文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反台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基隆市 柯水源 中國國民黨 無 

新竹市 蔡仁堅 民主進步黨 無 

新竹市 張一熙 中國國民黨 以國家統一為主要修憲目標 

新竹市 任富勇 中國國民黨 
促進海峽兩岸交流  

完成國家統一大業 

新竹市 呂學樟 中國國民黨 擁護中華民國 反台獨 

臺中市第一選區 林俊義 民主進步黨 以公投方式建立主權獨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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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臺中市第一選區 朱麗玲 中國國民黨 擁護中華民國 反台獨 

臺中市第一選區 林國華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反台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臺中市第一選區 張光輝 中國國民黨 無 

臺中市第一選區 許榮淑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臺中市第二選區 黃顯洲 中國國民黨 完成國家統一 

臺中市第二選區 廖文章 中國國民黨 反對分裂國土之台獨行動 

臺中市第二選區 余松俊 中國國民黨 
以和平、理性、對等、互惠完成

國家統一 

嘉義市 江義雄 中國國民黨 擁護中華民國政府 

嘉義市 蔡啟芳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嘉義市 張炳文 中國國民黨 無 

臺南市第一選區 王百祺 中國國民黨 

堅定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信念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臺南市第一選區 杜振榮 中國國民黨 反共 反台獨 

臺南市第一選區 黃昭凱 民主進步黨 
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制定台灣新

憲法 

臺南市第一選區 唐碧娥 民主進步黨 
以公投方式建立主權獨立國家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臺南市第二選區 蔡文斌 民主進步黨 制定新憲法 建立台灣新國家 

臺南市第二選區 吳再福  中國國民黨 
依「國家統一綱領」實現國家統

一之理念 

臺南市第二選區 劉偉達 中國國民黨 無 

金門縣 陳允火 中國國民黨 力行修憲而不制憲 

金門縣 楊肅元 中國國民黨 反對分裂國土之台獨行動 

連江縣 楊綏生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反台獨 

連江縣 王慈官 中國國民黨 
主張修憲而非制憲 反台獨 

反對否認中華民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