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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夥伴關係下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問題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立法院於 2005 年 1 月 21 日三讀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為

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生存發展的根本法律，法案建立原住民族

的自治制度，將成立自治區，確立原住民族在傳統領域及保留地的

權利，也要求政府保障原住民族在文化、教育、醫療、福利等發展。

為建立原住民族自治制度，法案規定政府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

民族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治，政府每年應寬列預

算協助原住民族自治發展。未來原住民族自治區將擁有縣市級的自

治權限，基本法規定，自治區之權限及財政，除另有規定，準用地

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其他有關縣市之規定。 

《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立法通過，似乎標誌著原住民族多年來

主張的自治訴求已到達法律層次，未來將是一片坦途。然而，就過

去原住民族爭取民族自治的經驗與過程而言，《原住民族基本法》

所規範的相關條文，固然有符合多年來原住民運動訴求之主題者，

但仍有諸多不足之處。回溯數十年原住民自治運動之主張，《原住

民族基本法》顯然仍有許多可改進空間。本文即以原住民自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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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之訴求及其發展，做系統及脈絡性回顧，並就《原住民族基本

法》所規範之事項提出個人之看法及建議，以供未來修法或施行時

之參考。 

自 1960 年代始，少數民族自我意識提昇，要求改革的聲浪不絕

於耳。北美地區原住民族展開一連串名之為紅色權力（red power）

的社會運動，要求前殖民者的民族國家統治者遵行與原住民族所簽

訂的各種條約，即：承認原住民族獨立的民族地位，（謝世忠，1987：

139~177）並達成恢復哥倫布到達美洲前各民族均有完整主權的願

望。同時，這股浪潮很快的向外蔓延，北歐原住民 Sammi、極區原

住民 Inuit 與澳洲原住民族也都有所響應。（Weaver,1984：182~210，

1985：113~150）由於各國原住民族所經歷的相似困境，這個跨國性

的集體行動所訴求之事物因而呈現出某種趨同性，即文化權、語言

權、經濟自主權與最重要的——政治地位包括土地及自治權。（轉

引自謝世忠，1990：181） 

台灣原住民族亦與北美及澳洲等地原住民族相同，是以傳統政

治制度進行有效統治與獵場、漁場的管理，如卑南、阿美、排灣、

魯凱及鄒族等民族除世襲「頭目」，尚有作為輔助機制的會所制度；

黃應貴在研究東埔布農族的政治社會後，依照布農族以能力作為政

治領導者產生的原則而提出的「微觀多貌式民主」等。自西元 1624

始台灣便不斷受到非原住民族之外來政權的統治，除荷蘭曾因為能

順利取得土地而與原住民族簽訂條約並視之為對等團體外，其餘各

時期統治者均直接視原住民土地為自身所有，將原屬原住民族之土

地做任意規劃。（藤井志津枝，1999：1~24；王泰升 1997：5）其中，

日本殖民時期的「集體遷居」與「蕃社組織改造」對原住民族傳統

政治組織的破壞肇其端，後國民政府時期「實行地方自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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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三大運動」及「原住民保留地與國家公園」等各種漢化同化政策

則是瓦解原住民族部落政治經濟結構、整合原住民族為中華民族的

附屬民族，而造成所謂「原住民問題」之濫觴。（台邦˙撒沙勒，

1993：32~34；夷將˙拔路兒，1994：28~29；孫大川，1996：100） 

自 1983年起，台灣原住民族亦如北美原住民族般不斷以社會運

動方式突顯原住民族與漢人政府間之不對稱結構關係，先以「正名

運動」重建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再以三次「還我土地運動」與〈台

灣原住民族反侵占、爭生存、還我土地運動宣言〉宣示原住民族對

台灣的自然主權，聲稱「原住民問題是國家與被要求政府正視原住

民族的民族權——土地及自治權。（夷將˙拔路兒，1994：32）除

此之外，以原住民權利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權會）為首的部分

原運團體更宣佈成立「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區議會籌備會」表達自治

的呼聲。《獵人文化，1990：32》甚至提出「民族自治區的成立已

成為檢驗為政者公義、道德的具體標準之一，民族自治區的構想實

在是挽救台灣原住民族命運的契機。」1993年，國內 18個原住民族

團體為響應聯合國「國際原住民年」，聯合舉辦「台灣原住民政策

與發展研討會」，並於會後通過決議文提出自治要求。1994 年，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舉辦「原住民文化會議」，

一群原住民族知識精英發表〈出草宣言〉，呼籲主體社會尊重原住

民族自主性。 

及至 1997年第四次修憲，通過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10項：國家

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

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

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此項規定除明文規定以原住民族為

保障對象，並被認為係原住民族取得民族自決權之憲法依據（黃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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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2003：89），也承認包含土地等各項作為一個民族所應有的民

族基本權。雖然自治權並未於憲法中明文規定，但依條文：「國家

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如果原住民

族要求自治，似乎已賦予彈性解釋空間。 

在國內原運團體推動原住民族自治權的同時，學界亦開始著手

進行對各國民族政策之研究，同時藉著國際法及英美等國的相關理

論引介，冀為台灣原住民族自治提出一個合理的政策綱領。例如：

高德義（1994）針對台灣現實政治環境提出自治可行性之分析，進

而設計出合理之自治政策；施正鋒（1998）以國外相關族群理論及

國際法上對原住民族自決權的引介企圖說明原住民族自治的正性；

李明俊（1998）由聯合國相關宣言與會議說明原住民族享有自治權

的事實；劉天賦（1998）則以對美國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自治政策

研究反思台灣的原住民族政策；原住民文化基金會（1998）以多元

民主為台灣原住民族擘畫跨世紀自治藍圖等均是。 

至於長期接觸原住民族、在部落從事研究的人類學者雖未針對

自治之理論與可行性做出論述，但也從其他角度說明原住民族應否

享有自治權，如陳茂泰（1993）從台灣原運的產生與目的出發，論

證原住民族長期處於同化政策的不利影響下其政治參與之正當性；

謝世忠（1987；1990）藉由對北美與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真理性」

的探求與第四世界建構過程中，各國原住民族的政治最終訴求說明

原住民族自治權（許木柱，1999）；陳佩周則在《變臉中的印地安

人》序文中期待非原住民族的主體社會能對原住民族自治要求給予

更多正面的回應。 

2003 年行政院通過了「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原住民自治

制度可依法成立自治區，法律位階相當於地方政府，享有預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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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人事、選舉等自治事項。立法院也即將討論此項法案，原

住民自治的訴求正已蓄勢待發。 

而在 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期間，各族代表與當時總統候選人陳

水扁先生簽訂「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條約」，要求陳水扁

總統明確地承認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並推動原住民族自治。行政

院原民會邀集專家學者制訂「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於是在各縣

召開此自治法草案的說明會，以匯集各方意見，經行政院原民會修

正後報行政院會，以此作為行政院官方版本的「原住民自治法草案」

之藍本。 

「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行政院雖已通過。但是，原民會版

與行政院版對於原住民自治之精神有著巨大落差，就以兩個草案精

神比較其差異如下：第一、在原住民族身分的認定問題，兩個草案

都交由國家認定，就以行政院版本在立法精神而言，似乎只是將原

住民族認定是自治團體的一種而已。第二、在土地歸屬上面，原民

會版本主張土地為原住民族所固有的，但是行政院版本仍然認為是

國家的土地，僅是交由自治區管理而已。第三、自治區政府的位階，

在設計上都是在國家體制下，原民會版本自治區的位階是以一級政

府的政治訴求，行政院版本自治區的位階降為三級政府。自治區草

案通過後，原住民社會目前並未對這部自治法草案徹底加以否定，

但對於原民會「由上而下」地由官方主導推動自治也有不滿的聲浪。 

總括上述文獻的回顧，可瞭解學者與研究人員對原住民族的關

懷。文獻中對原住民族自治區的研究，大都僅提供原則性的建議，

並未能針對原住民族自治區的建立，擬定出一套具體可行的方向。 

現階段原住民族對其權利之主張，主要呈現於＜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草案＞，而原住民族自治則為建立自決權的具體實踐，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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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行政管理權外，亦包含原住民族的族群認同、傳統文化延續、

傳統領域及自然資源的擁有等。 

本文旨在探討原住民族自治區於台灣設立後其所產生的後續影

響，諸如原住民族與國家之關係、原住民自治區與中央及地方政府

之關係、自治區內外之族群關係、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之變遷與適

應等，以政治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理論相互參照佐證，對未

來之台灣原住民族政治地位及其運作，做進一步之論析。 

 

 

二、研究目的 

原住民運動始自 1983年，原住民族自治的訴求是在這二十多年

社會團體運動的產物，從早期的「高山青」刊物、原權會從事個案

服務（如急難救助、醫療費用等）、以實際的集體行動向統治者抗

爭（如抗議東埔挖墳事件）、公義之旅（打破「吳鳳神話故事」）、

各種權利主張（如正名權、土地權）、族群機制振興與重建（如成

立族群民族議會）、以及傳統領域訴求、自治區的設立。如上所述，

原住民運動已呈現為多種型態，原住民族與國家權利的對抗。因此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於： 

（一）、釐清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二）、原住民族自治運動的發展對於國家體制所造成的影響。 

（三）、原住民族自治區的設立對於台灣族群政治權力分配的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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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及人類學田野調查

法： 

1.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一種以系統、客觀之社會實務方面的一種有效方

法。本文採用此法其探討範圍包括國內外有關民族自治理論及台灣

原住民族運動與實踐過程之文獻，並以民族學、人類學之民族誌資

料解析台灣原住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不同面相，於數百

年來異族移墾後發生之巨大變動，據以論證及強化台灣原住民族「自

治」之理論基礎。 

2.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在藉由過去的歷史事件以及研究這些歷史事件的

過程。其系統而客觀的勘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

件的確實性和結論。本文採以縱向研究台灣原住民史，探討台灣原

住民族對於土地主權觀念的變遷，並以歷史事件說明「主權」逐漸

萎縮、消失的過程，進而建立台灣原住民族「主權」概念發展之脈

絡；並以族群關係之角度切入，分析台灣原住民族在族群互動的過

程中，如何面對及因應部落傳統與國家權力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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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圖 1-1「台灣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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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架構 

             

 

 

 

 

 

 

 

 

 

 

 

 

 

 

 

 

台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概念及自治運動發展 

台灣原住民族自

治區之劃定影響 

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區之

政治訴求與壓力發展 

 

政府的原住民族自治政策 

 

原住民族的自治政策 

 

結論與建議 

圖 1-2「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區設置之研究」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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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以政治訴求為主體，「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

的通過對於原住民族權利有著初步的保障，以此草案檢視其內涵為

核心。在「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區設置之研究」其範圍重點在於自治

區設置對於政府、族群之間關係如后：1.原住民族與政府之關係。2.

原住民族與漢族之關係。3.漢族與政府之關係。4.原住民族、政府、

漢族三者之關係。由於本研究主題在探究土地權之歸屬，引發三者

之錯綜複雜關係。因此，如何保障各自權益為範圍作一論述與評估。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以文獻探討為經，原住民族自治運動為緯，以質化研

究分析原住民族自治運動之運作及其可能性，在研究採樣方面或許

會忽略原住民族內部不同的聲音，例如最適合自治條件的蘭嶼達悟

族（雅美族即達悟族，以下行文仍使用原民會官方認定族稱雅美族）

即發生都市原運者與原鄉看法的歧異，以致於自治區運動的進程受

阻，這不但使原運者一廂情願式的理想受到打擊，也讓研究者對於

採樣及方法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是為本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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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與文獻分析 

《認同的污名》，本研究論述原住民族接觸的歷程與地位變遷，

作者認為台灣原住民從唯一主人演變到即將消失的過程，族群認同

污名影響很大；族群認同的污名(stigma)的特性是一個族群，特別是

少數民族具有某種確實的或虛構的、或想像出來的特質，而這特質，

不僅是與該族相接觸之它族所敬而遠之，同時也是它本身所厭的，

這特質常常就是該族群本身；族群認同的污名形成的因素可歸類為

（1）、外在因素：a、中國傳統的華夷世界觀「番」及最壞的污名

象徵，b、漢人的刻板印象對原住民之成見和歧視；（2）、內在因

素，a、共同背負的歷史經驗成為族群認同的基礎，b、社會文化傳

統的失能，c、原住民的情境反應挫折，喪失自信心。當下台灣原住

民遠離本身的傳統社會文化的因素很多，但強勢異族透過政治、經

濟、教育的手段，污名化其社會制度與文化習俗是佔有很大的因素。

本研究提供筆者了解當下原住民的族群觀，進而探討日後之族群關

係、與各級政府之關係，民族自治區建立後對於台灣原住民族傳統

社會之影響作為藍本。（謝世忠，1987） 

《從民族平等觀點探究台灣原住民的地位問題》，研究目的在

於：1、發揚中山先生民族平等理論，使其理念更為精闢與充實，而

非淪於口號。基於機會平等原則與平等的精義，賦予台灣原住民平

等的立足點，以改善劣勢的困境，讓其有公平競爭機會，配合才能

之發揮，以達到理想的目標。2、對台灣原住民不平等問題作深入了

解，從其歷史發展脈絡與結構因素做地位問題的歸因探討。3、本著

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讓原／漢之間維持互信互賴的合理關係，基

於民族平等、自決自治的族群共榮立場，建構原住民地位提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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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建議，以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張朝琴，1999） 

本文從憲法上規定和三民主義強調各民族平等的精神，意味著

各民族一律平等。但在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讓原／漢之間維持互

信互賴的合理關係上，如果以文化界定，那些被漢化的原住民族是

否能自決自治，這是筆者有所疑慮之處。 

《部落主權與文化實踐：台灣原住民族自治運動之理論建構》，

研究從 1960年代北美紅權運動（red power）開始做為論述的起始，

其內文針對民族自決及原住民族部落主權的探討，由於台灣原住民

族因為長期面對外來民族的殖民統治，在欠缺文化殊異的政策指導

下，因為文化崩解、部落經濟解構而淪為社會的底層階級

（underclass），復因為殖民情境未解除、使得原住民族運動隱含的

去殖民化階級抵抗的特質，最後以文化復振作為自治目的。（趙中

麒，2000） 

文中提出 nation 定義，在解釋方面明顯不足，以國族或族群來

區分並未敘述清楚。對於原住民族、部落主權及文化變遷上，歷時

性與共時性應要所兼顧，尤其部落主權對於「靈」與「法」的解釋，

忽略原住民族的社會組織架構，為明顯不足之處。 

《中共少數民族政策與國家整合》，由國家入手，認為國家由

歷史到現代建立的過程，疆域的形成，傳統的民族政策及國家與境

內各民族的關係，國家基本的民族構成；現代國家建立，採取的意

識形態，均須加以釐清。其次是境內各民族的基本情況的分析，各

民族納入國家疆域的時機與方式，納入後各民族的政治形態，各民

族的社會文化經濟等等所呈現的與國家討價還價的能力的分別研

判。在國家與各民族以上各種基本情況清楚後，探討中共建立政權

後，所施行的各種民族政策及其變遷，及民族政策對各民族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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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各民族產生的變化是走向整合或不整合，並具體分析其整

合或不整合的因素何在。國家對整合與不整合的情況，是否產生新

的政策以為因應。（李信成，2001） 

文中論及中共少數民族政策與國家整合，內文詳實記載中共對

少數民族的政策，主要是以中央集權式來看待少數民族政策。大陸

學者費孝通論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有向漢族靠攏之意，在客觀上

漢人是佔大多數人口，這兩者（原/漢）是否應有所區隔？本研究提

供筆者了解中共對少數民族的整合式要納入國家體系之中，亦提供

筆者所研究“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區設置之研究”的方向。 

《排灣族 caqovoqovolj 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主要探

討的焦點是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因此分別從社群遷徙的動因和脈

絡及社群遷徙和族群關係的研究，希望藉此幫助，廓清研究的議題

及啟發研究的深入性和周延性。社群是一個人的生活有意義的「背

景」，割裂社群的聯繫，會讓人陷入嚴重迷失方向的狀態。社群透

過儀式的過程，更形的穩固，然而日本將本社群最重要的儀式

（maleveq五年祭）破壞，終致社群崩解而流落他鄉；從形成期到擴

散期的遷徙，是在社群強烈意識的主導下遷徙，即頭目藉血族的聯

姻和五年祭儀式來穩固社群；下山期的遷徙則在外來政權的滲入，

導致社群瓦解後的遷徙；當下「共同歷史記憶」的社群，只有在「民

族自治區」的期待中，始有再現風華的可能。（葉神保，2002） 

文中可看出作者對排灣族社群遷徙脈絡做一系列探討，且論及

社群必須透過儀式過程，使社群更加穩固。但在結論部分提及，16、

17 世紀大航海及海外殖民的興起，外來政權迫使社群的瓦解，必須

建立劃分行政區域成立自治區，結論部分只是輕描淡寫，無法彰顯

出社群穩固後，如何劃分行政區域成立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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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土地權利----兼論台灣當前對原住民土地權利的保

障》，以原住民土地權利為主要研究對象，兼論台灣原住民的土地

權利，但是權利的概念及範圍是一種規範性且可爭議的，而保障原

住民土地權利也不能僅僅從原住民單方面來設想，必須由土地本身

所具備的特質及原住民雙方面來考量。原住民的文化與土地是分不

開的，土地是祖靈所在，是原住民思想觀念的起始，沒有土地原住

民的文化將是沒有意義及生命的。本文研究土地權利當然注重其上

的自然資源使用，及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因子，這也是保障原住民土

地權利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 。必須

說明的是土地假使抽離一些其上的文化、資源、人類，則其就僅僅

是一塊土地，在這裡或是在那裡都一樣，沒有意義可言，更遑論保

障權利與否了。研究範圍上以台灣來說當不限於「保留地」而已，

傳統領域不應只以「保留地」為基礎，而以增劃編的方式來考量，

必須以原住民從未放棄的對土地的主權來思考，方能獲致合理的解

決方案。（于仲誼，2002） 

本文對於原住民土地權利的論述，引用理論相當詳細。其內文

提及「對內自決」權已漸趨共識，分離( Secession ) 權的認可，就現

實以觀，不論國際或是國內皆不會被認可，由「對內自決」權來實

行自治，保留對領土的自然主權，既能合於「穩定」要求，又可安

心自我發展，應是一個好的開始，然而「自治」內涵，絕不能「不

對等」，「原住民自治」一定要在「自然主權」的思考之下展開，

才能創造政府、原住民雙贏的「夥伴關係」。 

《台灣原住民自治政策之研究》，討論台灣原住民自治政策之

發展趨勢，依世界各國族群政策之經驗，其歷程為：從分配與隔離

政策至同化與整合政策，轉為多元文化政策，演化至今為協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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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至今台灣官方已改變往昔家父長式思維，代之以夥伴關係理

念；由原來的同化政策逐漸朝尊重其民族意願的方向修正，主動協

助原住民族尋求自治。（簡玉華，2002） 

惟在原住民自治政策尋求法制化的過程中，原住民立委提案之

《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希冀尋求完全自治，有違憲之虞；而原民

會之《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大量參照「地方制度法」之設計，又

遭嚴重壓縮原住民族自治空間之譏，恐皆肇致短期內不易完成立法

程序。本文的研究限制提及：各時期之台灣政府在實施原住民政策

之時，台灣各原住民族對該政策之反應及反饋情形，無法深入田野

部落作實證之調查研究， 此為限制之一項。筆者認為相關資料在台

灣文獻應有記載，雖是官方敘述資料，應可拿出作一檢視對照甚而

批判。 

《原住民運動中「權力法制化」進路的困局--兼論建構中的台灣

原住民族自治》，旨在處理原運在既有的國家權力與法律運作下，

原住民族權利法制化(legalizing indigenous rights)的進路。此一進路意

在介入政治過程、試圖在國家制度中找出置放這種「權利」的方式，

以確保「原住民族權利」的行使與滿足，雖有其意義與重要性，但

同時原運也必須面對這個進路內部所存在著的困局。而近年來，「原

住民族權利」中的「自治權利」開始朝向法制化發展的過程程，更

是此種困局的極致化展現。本文在第四章中說明原住民族自治權利

如何在運動的過程，由一個政治性的運動主張轉而成為原住民族事

務主管機關推動的業務，以及在推動過程中，由於原住民族自治權

利實則挑戰著國家對於原住民統治的正當性，使得主管機關自身在

立場上與作法上面臨極大之矛盾，所產生的業務成果，如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所草擬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也不斷遭受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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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批評。由於原住民族權利的精神與內涵與既有統治結構所依

循的價值迥異，在既有的法規範中要求原住民族權利的實現有其困

難，而原住民族事務的主管機關即使有心，但由於其在行政部門中

的位置，在原住民族相關權利上所能施力亦屬有限。在追尋民族依

循自己的方式而生活的自主性上，真正的力量實則蘊含於原住民族

社會自身，透過自我的培力，重建民族的主體性與文化的生命力。

（陳舜伶，2002） 

陳文對於原住民族權利法制化有詳細的描述，對於原運者在過

去二十多年的努力亦有不可忽視的貢獻。但政府受到外來壓力積極

修法，在此同時亦拉攏原運團體，採個個擊破方式，使原住民權利、

自治一直無法推動。雖有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的推動，在權利分配

上來看，自治區的設置是一空有架構。此篇論文提供筆者對於原住

民族權利更有深一層的認識，有助於筆者論文撰寫的方向。 

《原住民族的歷史重建》，以歷史的角度來探討原住民族，從

土地的擁有者漸至邊陲化。這些歷經漢人移民、外來政權以及當時

的漢人祖國的入侵，征服的那一刻就代表原住民族的主權淪喪。作

者對原住民族的歷史重建，除了證明自己的歷史存在外，還有三層

意義：（1）從原住民族與外政權的關係，證明自己從未曾放棄過自

己的主權，因此，仍然保有土地權、以及自治權；（2）原住民族與

墾殖者之間的歷史恩怨應該如何取得和解；（3）說明原住民內部雖

有分歧，特別是如何面對外來者的路線歧異，仍然有被征服的共同

記憶，特別是平埔族雖然已被同化，族人過去的歷史經驗仍然有助

於當前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未來定位。（施正鋒，2002） 

本研究提供筆者了解原住民族的歷史觀，進而探討日後之原住

民族的歷史定位，民族自治區建立後對於族群融合影響作為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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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與區域一體化模式－作為一種促進和平與穩定的手

段》，從宏觀的視野論述原住民族自決的趨勢，其中提及自決問題

成為後冷戰時代世界人道主義危機的主要誘因之一。過去十多年

裡，諸如民族社群、自治、邊界、獨立決定權、主權、人權、經濟

可行性、一體化、以至宗教信仰等問題，在新形成的國際體系中變

得極為重要。關於自決問題的經驗表明，在多數情況下，當一個社

群向中央政府提出更多獨立要求時，在同樣的主權領土上至少還存

在一個，經常情況下有許多個其他社群會提出類似要求。因此，就

大多數情況而言，追求更多自治權力的鬥爭不僅是一個社群與其中

央政府之間的零和博奕，它有可能對同一國家內的其他社群，以及

對相鄰的國家都會產生影響。〈王鐵志，沙伯力，2002〉 

本文論述提供筆者瞭解國外民族自治的趨勢，國外民族自治訴

求多少瀰漫著分離、鬥爭、流血事件。從國外經驗可作為國內借鏡，

國內民族自治區成立先決條件必須強調族群融合，政府更應和平、

理性解決原住民族的政治訴求。 

《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的立法現況與展望》，從原住民族爭取自

治的緣起、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立法及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的展望來論

述。其中從立法上可略知曉自治法草案架構與內容，從我國地方自

治制度的觀點檢視，首次出現民族自治法的概念確實是一項變革，

政府在欠缺對自治區設立、運作與發展經驗下，能提出民族自治構

圖，並且把這些思考化為具體條文，確實是一項我國地方制度上多

元思考及地方自治史上最大突破。（林江義，2003） 

《原住民權利保障與自治財政》，從原住民之權利保障、我國

原住民族自治課稅權之變革及外國法制之省思。其中作者以加拿大

之尼斯加（Nisga’a）民族為例，可為我國之借鏡，尼斯加（Nisg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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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人口總數不過六千人，扣除散居加拿大其他地及世界各地之三

千五百人，居住該自治區域內者不過二千五百人，從這數據看來，

我國現有之原住民各族，實際上更有資格要求自治，一般以我國原

住民族人數過少為否定其自治之理由，似乎有待商榷，至少在比較

法之觀點上站不住腳。（黃俊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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