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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早期的歷史著作，提起臺灣選舉，常常從戰後講起，但實際

上，臺灣民主啟蒙，是從日治時期開始。「明治維新」後開始引入民

主政治的日本，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卻未將民主運用在臺灣，這讓

臺灣到日本讀書的年輕人，尤其是在「大正民主」風潮下洗禮者非常

不滿。1920年1月11日，留學生與霧峰林家的林獻堂等人在日本東京

成立「新民會」，向東京的帝國議會請願，希望能成立以臺灣人為主

臺灣文化協會 臺灣文化協會是日治時期推動臺灣民主的最主要推手。（林芳媖提供）

首
臺灣選舉的第一次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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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議會」，決定臺灣自己的

事務。

此一請願雖然馬上被議會否

決，但獲得臺灣民眾大力支持，同

時開啟了追求臺灣民主的腳步。在

此情形下，林獻堂與蔣渭水等人在

1921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鼓

吹爭取臺人權利。「臺灣文化協

會」透過巡迴演講、電影宣傳，啟

蒙臺灣人的民主概念，一時蔚為風

潮。

臺灣文化協會獲得廣大民眾支

持後，卻也產生了路線的分歧，受

到共產主義影響，許多醉心社會主

義者掌握大權，林獻堂、蔣渭水因

此離開文化協會，另組「臺灣民眾

黨」，但林獻堂與蔣渭水之間也同

樣因發展路線問題，再次分裂，林

獻堂等人於1930年自組「臺灣地方

自治聯盟」。

此時戰爭陰影籠罩，日本軍方

勢力崛起，無法容忍帶有共產主義

色彩的團體，除「臺灣地方自治聯

盟」外均被取締。但日人為安撫台

霧峰林家夏季學校 臺灣文化協會致力於臺灣民眾的教育，其開設的夏季

學校，也開啟許多臺人視野。（林芳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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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遂於1935年正式開放各州、縣

市議員之選舉。總督府先於1920年
於各級行政區設置協議員，然均為

官派，並無民主內涵，1935年雖開

放民選，但怕危及政權，僅開放一

半名額，另外一半仍是官派，且選

民資格有財產、性別的限制，這也

對台籍民眾不利。無論如何，這仍

是臺灣民眾的選舉初體驗，也是許

多臺灣先賢所力爭而來。

日治時期的選舉共有4次，但

實際上1935年與1936年的選舉是密

不可分的，因為1935年所選出的市

會議員及街庄協議員，隔年（1936
年）則由他們選出州會議員，一般

具有選舉權的合格選民只能投1935
年那次票，焦點也放在1935年的選

舉，我們的介紹也將以1935年為

主。

這些議員的任期是4年，因此

同樣的情形在1939年、1940年再度

上演，後來因戰爭關係，原定1943

選舉報導

1935年的臺灣處女選舉備受關注，連報紙

也出號外。（臺灣日日新報1935.11.23）

臺灣民眾黨原址

臺灣民眾黨是臺灣第一個成立的政黨，其原址

（今臺北市天水路45號）現已改建成大樓。（王

御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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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44年的選舉被取消，臺灣在日治的選舉，也就只有這4次，本章則就

1935年及1939年選舉分別敘述。

日治時期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州會議員選舉表

日期 選舉名稱 選舉方式

1935.11.22 第一屆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選舉 限制性直接選舉

1936.11.20 第一屆州會議員選舉 間接選舉

1939.11.22 第二屆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選舉 限制性直接選舉

1940.11.20 第二屆州會議員選舉 間接選舉

報紙報導開票情況

1935年首次開票，吸引了許多

民眾的關心。（臺灣日日新報

1935.11.24第1版）



14

臺灣最早的議員何時誕生？

臺灣最早的「議員」，並不是1935年所選出的這批議員，而是更早在1920年就誕生了。

1920年左右，日人治理臺灣有許多變化，1919年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台，1920年臺灣重

新劃分行政區域，將臺灣劃為五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二廳（花蓮港廳、臺東

廳），州廳下轄市、郡、支廳，再下分為街庄。在州、市、街庄均設置協議會，也遴選了州協議

會員、市協議會員、街庄協議會員，可說是臺灣最早的議員。

但這些「議員」都是官派，並沒有辦法真正反映民意，許多人更認為這只是官方的橡皮圖

章，因此不論是臺灣民眾黨或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都極力爭取要民選，才會有1935年的民選議員誕

生。

選舉史小百科

田健治郎

田健治郎是臺灣日治時期第8任
總督，也是第1任文官總督，任

期為1919年至1923年。

投票所照片

1939年選舉臺北市投票的情形。

（臺灣日日新報1939.11.23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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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即有民主選舉

經過多年的民主洗禮，臺灣上至總統，

下到小朋友的班長，都是透過民主程

序產生，圖為國小自治市長選舉時之宣

傳。（陳冠學提供）

今日臺灣，從總統到小學的班長，通通都是「一人一票」選出來，在

這個習慣投票的國家，大家是否知道，臺灣人第一次投票選出民意代表是

什麼時候呢？

其實距離並不遙遠，剛好距今80年。1935年11月22日上午8點，這場破

天荒的選戰揭幕，選的是各市市會（當時有9市）議會及各街庄的協議會

員，就相當於今日的直轄市議員及其他地區的縣市鄉鎮議員。

這場當時稱為「處女選

戰」的投票，雖然是臺灣人爭

取許久而來，但並不是人人

都有投票權，而是充滿限制，

只有男性、25歲以上，並獨立

生計，繳納一定稅額者才具有

投票權。這使得能投票的人數

並不多，且日人大於台人。以

市會議員來說，日人選民總數

為26,479，佔9市25歲以上日

人的60.9%；台人選民總數為

24,578，佔9市25歲以上台人

的19.7%，總數日人居然還大

1-1  處女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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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人。

種種限制是為了降低臺灣人的

投票人數，讓在臺灣較少數的日本

人能佔得上風，臺灣總督府也害怕

萬一有哪個議會真被「反對派」掌

有過半數席次，就很難施政，於是

規定選舉產生議員僅佔一半，另外

一半由總督府指派，讓「過半數」

完全不可能發生。

除了這些綁手綁腳的限制外，

這次投票也跟現在差別甚大，選舉

點不像現在每里都有，全臺僅有

292個，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走到投

票所。到了投票所，要出示「入場

券」（投票通知單）跟印章才能入

場，走進投票所，也不是在印有眾

多候選人名字的投票單上蓋章，而

是要拿起筆，寫下候選人的姓名，

如果寫錯了，可是會被列為廢票。

儘管如此，「第一次」總是

讓人期待，選戰當天，臺北市不到

5點半就有人在投票所外等待，選

舉會場外（規定要遠離200公尺以

上）則豎立著各候選人的看板，候

選人跟助選員拚命跟要來投票的民

眾拉票，熱烈氣氛與今日相同，而

全臺投票率更高達九成以上（市會

議員92%、街庄協議員97%），這

種今日難得一見的高投票率，也反

映了臺灣民眾對這次「處女選戰」

的期待。開票時也是如同今日，有

許多民眾在旁關心，基隆市甚至發

宣傳首次選舉

1935年11月22
日臺灣舉行首次

的選舉，政府更

展開許多宣傳，

希望居住在臺灣

的民眾不要忘記

手中的一票。圖

為啟明青年團宣

傳隊於當天在高

雄 進 行 宣 傳 。

（串門文化林育

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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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人員與民眾衝突，最後民眾

被趕出會場的插曲。

這次的選舉也出現了臺灣首

次的「做票」與「買票」，基隆市

的候選人千䆴直哉，因其為鐵路主

管（基隆機車庫主任），他先去蒐

集180張「入場券」發給下屬去投

票。另一個是高雄市的陳天道，他

的助選員向選民允諾，如果陳天道

當選，可幫其減戶稅，兩者在東窗

事發後均被撤銷資格。

80年前的這場選舉，開啟了臺

灣的民主，也看到許多與今日相似

的身影，80年來，我們就用一張又

一張的選票打造了臺灣社會，也從

登報感謝當選

經過激烈的競爭，當選者均會登報感謝，照片為1939年當選者。

（臺灣日日新報1939.11.24第3版）

1936年的州協議員選舉

臺灣的選舉初體驗其實分成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到

了隔年（1936年），則要選出每一州的

州協議會員，由於臺灣當時僅劃分五州，

因此這些州會議員地位相當崇高。但這次

的選舉並不像1935年，由當地合格男性

選民，而是由新當選的市會議員及街庄協

議員投票選出，這被稱為「間接選舉」，

而州會議員同樣是民選及官派各半，政府

的力量依舊操縱著議會。

選舉史小百科

充滿限制，變成生活的一部份，這

一張張的選票，也是臺灣歷史的縮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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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市會議員及街庄協

議會員任期為四年，因此在1935年
所選出的第一屆議員，在1939年面

臨改選，此時因1937年的中日戰爭

爆發，臺灣籠罩在大戰的陰影下，

加上「處女選舉」的新鮮感已經消

逝，使得這次選舉不像1935年那麼

引起注目。

1939年的選舉是在11月22日舉

行，整體而言，因為人口增加，所

以議員名額增多，但有意參選者卻

比上一次還少，所以不管是市會議

員或街庄議員，當選率均有所上

升，高達77%，甚至像是彰化、臺

南、高雄及屏東四個城市的市會議

員，日人當選率居然是100%。在

今天看來，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數

字，也說明這次選舉的競爭並不是

太激烈。

之所以如此，當然與處於戰

爭動員階段有關，尤其當官方特別

強調此次是「理想選舉」與「肅正

選舉」，因此在市會選舉上，原來

最能引起選戰熱烈氣氛的逐戶訪問

被取消，使得選戰焦點集中在政見

發表會及文書宣傳上，尤其是臺北

市最為激烈，政見發表會也常被警

告，甚至中止。但在街庄協議員的

選舉，由於仍然能夠逐戶拜票，因

此政見會甚至比1935年還減少。

在戰爭陰影下，雖然臺灣的議

會是半官派、半

民選，不太可能

有違背政府的意

見在議會過關，

但臺灣總督府仍

是小心翼翼，在

官派議員上更增

加 日 人 比 例 。

以 市 會 議 員 來

說，臺灣九市共

選舉會場

1939年選舉時臺南市選舉會場。

（臺灣日日新報1939.11.24第4版）

1-2  大戰下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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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遊行

戰爭時期各方均被動員，原本應於1943年舉辦的選舉也被迫中止，圖為學生在戰時的遊行。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有136名官派市會議員，日人高達

101名，占74.3%，台人僅35名，佔

25.7%，加上民選時，日人的當選

率都提高，在第二屆的議會中，日

人的勢力逐步擴大，政府對於議會

的控制也更為加強。

依據規定，本屆議員應該在

1943年任期屆滿，但在1943年，日

本於戰場上節節敗退，也無心辦理

選舉，因此這批議員就自動連任，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臺灣第

一階段的議會選舉至此也劃上休止

符。

參考 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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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柔縉，《台灣幸福百事：你想不到的第一次》（臺北：究竟，2011）。

陳翠蓮，《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臺北：衛城，2013）。



20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由中華民國接管。此時中華民國正式由「訓

政」時期邁入「憲政」時期，開始制訂憲法，並實施全國性大選，選出各

層級的民意代表，在此情形下，臺灣也銜接上了日治時期的選舉，繼續投

票。

在這個階段的選舉必須符合公民資格，公民資格取得的原則是不分男

女，年滿20歲以上，沒有因犯法褫奪公權及精神疾病者，比起日治時期需

年滿25歲，有財產限制，可說是跨出一大步。但為了建立起層層的民意代

表，此階段除了第一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以及最基層的鄉鎮區民代表

二
篇

第

萬年國代及悽慘議員

日本投降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由中華民國接收，也邁入新的階段，

圖為陳儀接受日本投降。（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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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都由間接選舉產生，可見下圖

說明。

此時的選舉區域，雖然隨著戰

後行政區域的重新調整，從日治末

期的五州三廳九市變成八縣九市：

臺北縣、新竹縣、臺中縣、臺南

縣、高雄縣、臺東縣、花蓮縣、基

隆市、臺北市、新竹市、臺中市、

彰化市、嘉義市、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市。實際上仍是沿襲日治

時期，只是將「州」與「廳」都改

成「縣」。

在這個階段選出的民意代表，

可分成兩大部分：一是在1946年選

出的臺灣省及各縣市參議員，這一

批議員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受

1945年～1950年選舉方式

立法委員
行憲
國大代表

職業團體

制憲
國大代表

國民
參政員

監察委員

省參議會

縣市參議會

鄉鎮區民代表會

公民【村里民大會】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臺北：自立晚報，1986）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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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創，許多人因此過世，活著的

議員，也有很多因此而退出政壇，

因此在臺灣民間，都將這僅有一屆

的「參議員」稱為「悽慘議員」。

另一部份是全國性的國大代

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1945至
1949年是國共內戰最激烈的時刻，

中國國民黨為了跟中國共產黨有所

區隔，努力推動制憲、行憲，在

1946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訂定

中華民國憲法，並於1947年選出第

一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

員，只是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節

節敗退，1949年全面撤退來臺，

部分國代、立委及監察委員也隨之

來臺，以全中國為選區的國大代

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在「光復

大陸」前無法有第二屆的選舉，但

為了維護全國性的「法統」，這些

國代、立委及監委只好一直延任下

去，在1991年全面改選以前，是不

動如山的「萬年民代」。

換言之，1945至1949年的民

意代表，雖然是戰後民意代表的源

頭，但在國民黨撤退來臺後，該如

何用為中國大陸量身打造的制度，

來穿在臺灣的身上呢？這也是1950
年代後需要解決的問題。

表2  1946年～1949年臺灣民意代表選舉表

日期 選舉名稱 選舉方式

1946.1~1946.4 臺灣各縣市第一屆參議員選舉 間接選舉

1946.4.15 第一屆臺灣省參議員選舉 各縣市參議員選出

1946.8.16 第四屆國民參政員（補選） 省參議員選出

1946.10.31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省參議員選出

1947.11.21~11.23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 各縣市公民直選

1948.1.10 第一屆監察委員選舉 省參議員選出

1948.1.21~1.23 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 全台公民直選



23

第
二
篇  

萬
年
國
代
及
悽
慘
議
員          

1946年年初，臺灣才剛由中華民國接收，不到半年的時間，就立刻舉

行了層層選舉，由村里長、鄉鎮民代表、區民代表、各縣市參議員到省參

議員。這個選舉，不僅在臺灣舉行，而是全中華民國同時進行，這是戰後

中華民國政府要邁向「憲政」的第一步。

這次的選舉雖然舉辦得有些倉促，但較日治時期跨出一大步，不但

將投票資格降到20歲，女性也獲得投票權，然與今日選舉相較，仍有所不

同。此次是採用「間接選舉」，先確認公民資格，然後由公民進行投票，

選出最基層的區、鄉、鎮民代表，然後由這些代表選出各縣、市參議員，

最後由縣、市參議員選出省參議員。

這並不像日治時期有重重限制，且專為日本人量身打造，因此頗受臺

2-1  染血的台籍菁英

高雄市參議會

戰後首次選舉成立的各地參議會，許多臺籍菁英均踴躍參加，圖為高雄市參議會。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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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馬茶房原址

二二八事件爆發於今臺北市南京

西路、延平北路的天馬茶房，原

址已改建大樓，但仍留下天馬茶

房標誌以資紀念。（王御風攝

影）

灣民眾歡迎，1946年1月15日開始

辦理公民宣誓登記，規定中華民國

人民，無論男女，20歲以上，在本

地居住滿6個月，且無重大犯罪及

精神疾病者，均可進行公民宣誓。

在一個月的登記期內，共有239萬3
千1百42人取得公民資格，佔全台

20歲以上民眾比例達91.8％。

公民宣誓是取得投票權，要擔

任公職，則需要先通過公職候選人

的檢覈，這也在同一時間進行，全

臺灣通過公職檢覈者（分為甲種跟

乙種）達3萬6千9百86人，為全台

應選名額的4倍，這都可看到臺灣

民眾對於選舉的積極參與。

這次的選舉首先由1946年2月
16日至28日登場，選出7,078名最

基層的區、鄉、鎮民代表，再由其

於3月15日至4月7日，在全台各地

選出9市7縣的縣市參議

員。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在

戰前並未舉辦過類似選

舉，使得此次選舉仍有些

小狀況，不僅選舉期程較長，有些

地方的縣市議員，如高雄市參議員

並不是間接選舉產生，反由高雄市

民直接選出。

但臺灣經過日治時期兩次選

舉的洗禮，對選戰並不陌生，加上

民眾對此次選舉的熱情支持，被譽

為是當年選舉表現最好的地區，而

大批台籍知識份子因剛從殖民地統

治掙脫，認為可以實現自己理想，

紛紛投入此次選舉，也使得此屆縣

市參議員的學歷比日後各屆議會都

高，大專畢業者甚至是日後議會的

兩倍以上。

但也正是如此，這批充滿理想

的高知識份子希望能藉由議會實現

民主，他們看到來台接收人員的腐

敗，在議會上抨擊不留情面、砲聲

隆隆；1947年2月28日爆發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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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後，全台許多縣市參議員更是

挺身而出，成為各地事件處理委員

會的要員，等到國軍登陸後，這些

涉足其間的民意代表（還包括後續

兩節所介紹的省參議員及制憲國

代、國民參政員）紛紛被捕或通

緝，甚至有14位縣市參議員因此死

亡，其中如屏東市副議長葉秋木、

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當眾遭行刑，

這些事件，讓「參議員」一詞，成

為民眾口中的「悽慘議員」。逃過

一劫的議員，此後也一改議會上咄

咄逼人的質詢，甚至撐完此屆任期

就不再參與政治，這使得台籍菁英

大批退出政壇，也種下日後臺灣政

壇省籍紛爭的因子。

二二八事件中，許多台籍菁英不幸遇難，

畫家陳澄波是最為人知的其中一位，圖為

約1933年時，陳澄波與其油畫作品《西湖

春色》合攝於嘉義市蘭井街老家。（財團

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陳澄波像

因二二八事件而死亡的縣市議員中，陳澄波最為人所知。他是臺灣首位入選日本「帝國

美術展覽會」的畫家，在臺灣畫壇的地位相當崇高，且過世時才52歲，正值創作黃金時期，

卻因政治犧牲生命，也讓許多台人對於政治感到懼怕且遠離。

陳澄波是嘉義人，生於1895年，原於嘉義任教，為了畫出更佳作品，1924年，將近30
歲的陳澄波考取東京美術學院師範科，並認真習畫，1926年以「嘉義街外」入選日本第七屆

「帝國美術展覽會」，成為首位入選的臺灣畫家，奠定他在畫壇上的地位。

1945年大戰結束後，由於陳澄波曾居住上海，能講北京話，也對政府較為熟悉，於是

成為嘉義市的政治代表，並當選嘉義市第一屆市參議員。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陳澄波被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推選為談判代表之一，前往水上機場與軍隊談判，結果六位談判

代表中，陳澄波等四人遭拘捕，1947年3月25日上午，這四位從嘉義市警察局沿著中山路遊

街至火車站前，被槍斃後懸屍示眾。

陳澄波的遇害，讓許多畫家噤聲，直到解嚴後，陳澄波的作品才被重新正視，不但在拍

賣場上屢屢創下拍賣價新高，許多關於陳澄波的紀念展也在各地舉行，更有官方製作的音樂

劇成為建國百年節目之一，劇情雖有部分爭議，但官方從槍決到歌頌，歷史往往令人嘆息。

血染的畫布：陳澄波  � e Story of Taiwan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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