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縣市長、縣市議員暨鄉鎮市長選舉概況
一 、縣市 長選舉：
（一） 、選舉人 數：1 3,645 ,079 人。
（二） 、投票人 數：9 ,035, 144人 。
（三） 、投票率 ：66 .22％。
（四） 、政黨得 票數與 得票比 率
１ 、中國國 民黨： 4,52 3,775 票，佔 50.96 ％。
２ 、民主進 步黨： 3,72 4,290 票，佔 41.95 ％。
３ 、台灣團 結聯盟 ：100 ,243 票，佔1 .13％ 。
４ 、親民黨 ：98 ,964票 ，佔1 .11％。
５ 、新黨： 17,3 59票， 佔0.2 0％。
６ 、無黨籍 及未經 政黨推 薦：4 12,51 1票，佔 4.65 ％。
（五） 、候選人 數：7 6人。
（六） 、當選人 數：2 3人。
（七） 、當選人 分析
１ 、平均年 齡： 53歲。
２ 、教育程 度：博 士2人 ，碩士 9人，大 專7人， 高中5 人。
３ 、性別： 男21 人，女2 人。
４ 、黨籍

（ １）、中 國國民 黨：1 4人，佔 總人數 60.8 7％。
（ ２）、民 主進步 黨：6 人，佔 總人數2 6.09 ％。
（ ３）、新 黨：1 人，佔 總人數 4.35％ 。
（ ４）、親 民黨： 1人， 佔總人 數4.35 ％。
（ ５）、無 黨籍及 未經政 黨推薦 ：1人， 佔總人 數4.3 5％。
二 、縣市 議員選舉 ：
（一） 、選舉人 數：1 3,620 ,224 人，其中 區域1 3,33 9,313 人、平 地原住民 133, 766人 、山地 原住民1 47,1 45人。
（二） 、投票人 數：9 ,023, 847人 ，其中 區域8, 849, 656人 、平地原 住民7 2,501 人、山 地原住民 101, 690人 。
（三） 、投票率 ：66 .25％， 其中區 域66. 34％、 平地原 住民5 4.20％ 、山地 原住民 69.11 ％。
（四） 、政黨得 票數與 得票比 率
１ 、中國國 民黨： 3,54 9,155 票，佔 40.21 ％。
其中 區域3 ,443, 141票 ，佔39 .77％ 、
平地 原住民 43,30 6票， 佔61.2 8％、
山地 原住民 62,70 8票， 佔63.8 3％。
２ 、民主進 步黨： 1,96 4,473 票，佔 22.25 ％。
其中 區域1 ,961, 277票 ，佔22 .65％ 、
平地 原住民 2,169 票，佔 3.07％ 、
山地 原住民 1,027 票，佔 1.05％ 。
３ 、親民黨 ：35 0,512 票，佔 3.97％ 。
其中 區域3 37,90 7票，佔 3.90 ％、

平地 原住民 6,094 票，佔 8.62％ 、
山地 原住民 6,511 票，佔 6.63％ 。
４ 、台灣團 結聯盟 ：206 ,613 票，佔2 .34％ 。
其中 區域2 05,16 0票，佔 2.37 ％、
平地 原住民 1,453 票，佔 2.06％ 、
５ 、新黨： 40,0 41票， 佔0.4 5％。
其中 區域4 0,041 票，佔 0.46％ 、
６ 、無黨團 結聯盟 ：2,9 39票， 佔0.0 3％。
其中 區域2 ,741票 ，佔0 .03％、
平地 原住民 198票 ，佔0. 28％、
７ 、保護台 灣大聯 盟：2 ,368票 ，佔0 .03％ 。
其中 區域2 ,368票 ，佔0 .03％、
８ 、工教聯 盟：1 ,545票 ，佔0 .02％ 。
其中 區域6 30票， 佔0.0 1％、
山地 原住民 915票 ，佔0. 93％。
９ 、無黨籍 及未經 政黨推 薦：2 ,709, 506票 ，佔30 .70％ 。
其中 區域2 ,664, 971票 ，佔30 .78％ 、
平地 原住民 17,44 7票， 佔24.6 9％、
山地 原住民 27,08 8票， 佔27.5 7％。
（五） 、候選人 數：1 ,689人 ，其中 區域1 ,558人 ，平地 原住民 65人， 山地原 住民66 人。

（六） 、當選人 數：9 00人（ 另金門 縣最後 一名應選 名額， 因兩位 候選人 同票，須 投票日 後抽籤 決定）。
其中

區域

843人 ，平地 原住民 27人， 山地原住 民30人 。

（七） 、當選人 分析
１ 、平均年 齡： 48歲， 其中區 域 47 歲，平 地原住民 51歲 ，山地 原住民 51歲。
２ 、教育程 度：博 士6人 ，碩士 104人， 大專3 70人， 高中29 4人， 其他12 6人。
其中

區域

博士6 人，碩 士100人 ，大專 338人 ，高中2 77人 ，其他1 22人。

平地原 住民

碩士2 人，大專 14人， 高中8 人，其他 3人。

山地原 住民

碩士2 人，大專 18人， 高中9 人，其他 1人。

３ 、性別： 男66 7人，女 233人 。
其中

區域

男620 人，女 223人 。

平地原 住民

男21人 ，女6 人。

山地原 住民

男26人 ，女4 人。

４ 、黨籍
（ １）、中 國國民 黨：4 08人， 佔總人 數45. 33％。
其中

區 域372 人，佔 總人數 44.13 ％、
平 地原住 民16人 ，佔總 人數59 .26％ 、
山 地原住 民20人 ，佔總 人數66 .67％ 。

（ ２）、民 主進步 黨：1 92人， 佔總人 數21. 33％。
其中

區 域192 人，佔 總人數 22.78 ％、

（ ３）、親 民黨： 31人， 佔總人 數3.4 4％。

其中

區 域25人 ，佔總 人數2 .97％ 、
平 地原住 民4人 ，佔總人 數14. 81％、
山 地原住 民2人 ，佔總人 數6.6 7％。

（ ４）、台 灣團結 聯盟： 11人， 佔總人 數1.2 2％。
其中

區 域11人 ，佔總 人數1 .30％ 、

（ ５）、新 黨：2 人，佔 總人數 0.22％ 。
其中

區 域2人 ，佔總 人數0. 24％、

（ ６）、無 黨籍及 未經政 黨推薦 ：256 人，佔總 人數2 8.44％ 。
其中

區 域241 人，佔 總人數 28.59 ％、
平 地原住 民7人 ，佔總人 數25. 93％、
山 地原住 民8人 ，佔總人 數26. 67％。

三 、鄉鎮 市長選舉 ：
（一） 、選舉人 數：1 1,542 ,509 人。
（二） 、投票人 數：7 ,737, 553人 。
（三） 、投票率 ：67 .04％。
（四） 、政黨得 票數與 得票比 率
１ 、中國國 民黨： 3,47 7,106 票，佔 46.46 ％。
２ 、民主進 步黨： 1,77 3,069 票，佔 23.69 ％。
３ 、親民黨 ：80 ,524票 ，佔1 .08％。
４ 、台灣團 結聯盟 ：54, 053票 ，佔0. 72％。

５ 、無黨團 結聯盟 ：3,5 23票， 佔0.0 5％。
６ 、建國黨 ：13 0票，佔 0.00 ％。
７ 、無黨籍 及未經 政黨推 薦：2 ,095, 128票 ，佔28 .00％ 。
（五） 、候選人 數：7 88人。
（六） 、當選人 數：3 19人。
（七） 、當選人 分析
１ 、平均年 齡： 50歲。
２ 、教育程 度：博 士1人 ，碩士 21人， 大專12 0人，高 中136 人，其 他41人 。
３ 、性別： 男29 4人，女 25人。
４ 、黨籍
（ １）、中 國國民 黨：1 73人， 佔總人 數54. 23％。
（ ２）、民 主進步 黨：3 5人，佔 總人數 10.9 7％。
（ ３）、親 民黨： 3人， 佔總人 數0.94 ％。
（ ４）、無 黨團結 聯盟： 1人， 佔總人數 0.31 ％。
（ ５）、無 黨籍及 未經政 黨推薦 ：107 人，佔總 人數3 3.5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