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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名詞釋義 

 
一、原住民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在 107號條約

中對種族民（tribal people）和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的區別加以定

義。種族民（tribal people）係指其社會、文化及經濟條件不同於該國國

民社會之其他階層，且其地位之全部或一部係依自身之傳統、習慣或特

別法令所規範者；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則為獨立國家的人民，在

被征服成為殖民地或確定目前國境之際，居住於該國或隸屬該國之地域

的住民子孫。同時該條約中亦強調原住民或種族民的自我認識，未決定

該條約規定所適用集團的根本基準。（李明峻、許介麟，2000：162） 

國內學者張中復探討中指出，目前西方社會較普遍以 indigenous 

people一詞來指原住民。以往尤其是在殖民主義擴張時期，較常使用「土

著」（natives、autochthons）、種族民（tribal people）或類似於原住民概念

的 aborigines等詞彙。當前的 indigenous people一詞的確定，主要是因原

住民本身對這個名詞的使用帶有主導性的自我認同意識，以有別於其他

外界的賦予性詞彙。汪明輝指出對於「原住民」一詞是與土著同義之工

具性稱謂，被使用在澳洲、台灣及其他地方土著，強調「從開始」之含

意，因此，原住民及指一特殊地區的一個民族（first people），亦即土地

原生的民族。對於主要內涵，已不是建立在以外來支配者為主觀認定的

觀點之上，而是有系統的將原住民的「自主性意義」予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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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原住民」一詞也有界定
1
，聯合國人權小委

員會任命Martinez Cobo展開對於原住民的研究，在報告中舉出原住民的

五個要素。1.先住性（先在該地區居住）。2.歷史連續性（先在該領域發

達之社會，和現在之社會，在歷史上是相互連接的）。3.文化的獨自性（具

有獨自之文化，並有維護、發展該文化之意願）。4.被支配性（現在並未

支配該地區）。5.自己認識（自己認為歸屬該集團，且受該集團接受）。聯

合國人權小組委員會於 1993年，通過「有關原住民族權利之宣言草案」，

其在 1996年提出的作業文書中，指出原住民的概念，包含 1.先住性、2.

文化的獨自性、3.自我認識以及受他人之認知、4.受多數者支配，之四個

要素。同時並指出，世界上各原住民族，個有其背景，因此必須留意「單

一之定義」為不可能。 

以上有關原住民的概念，綜合歸納出包含先住性、文化的獨自性、

自我認同、被支配性等四個要素。在上述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有關原

住民之權利，概念均包含以集體之「原住民族」，為權利適用主體。有關

原住民族之集體權利於下一節再論述。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以下的「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於1982
年曾對「原住民」做出以下的界定（Goehring，1993：5-6）： 
原住民係指居住在當前一個國家整個或部份地區中的特定人群，其祖先在歷史上曾被另一批

屬於不同民族文化的外來人群，藉由統治、征服和移墾等方式，使之喪失原有的自主性或淪

為殖民地。由於這個背景，此一特定人群至今並非憑藉著將之納入統治、且在民族、社會、

文化等方面成為主要支配者外來國家體制，而是仍然依循著其特殊的社會、經濟、文化習俗

和傳統等機制而得以繼續生存。然而，部份國家中仍有一些與外界隔絕的邊際族群，他們雖

然沒有明確地被征服或殖民，但其仍應被視為「原住民」：理由如下： 
1.這些人得祖先在異民族來到當今這個國家所屬的領域之前，便以在此生存； 
2.這些人由於和國家其他主體人群長期隔絕，所以幾乎完全保留著祖先的習俗和傳統，而且這
些文化特徵可以視為原住民的範疇； 

3.這些人在形式上，是被納入到一個在民族、社會和文化特徵與之全然不同的國家結構之中。
參閱張中復，2003＜民族權、民族自治與原住民人權＞，《人權與民主研討會》，頁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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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治 

「自治」（autonomy）一詞源於希臘語，auto 意即自我（slef），nomos

意即規則（law）。因此，自治意味著自我管理。自治一詞出現在各種法

律文本之中。在國內法上，它是只某些公共機構實行部份的自我管理。

它包括制定法規的權力，即通過制定法律規範來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力。

憲法性自治（Constitutional autonomy）是國家地位的一項基本條件。在

國際法中，自治意味著國家通過立法賦予其部份領土範圍內的人民在某

些事務方面管理自己，但並不組成他們自己的國家（王鐵志、沙伯力，

2002：210）2。 

在國家實踐基礎上，伯恩哈特（Bernhardt）將自治的基本要素界定

為賦予某些特定的群體以某些權利，這些群體是一國人口中的一部分，

其具有不同於該國大多數人口特徵。在語言、文化和族群上的少數人群

體是需要保護的這種實體的典型。在涉及他們特定的背景、傳統和生活

方式的事務方面，排除國家和多數人的干預是他們的利益所在，由於這

些群體不同於或者他們自己感覺不同於多數人，因此他們要求享有維護

其不同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自治是一種分散權力的方法，它在尊重

其人口多樣性的同時，保護國家的統一。 

有關自決權利的內涵在《聯合國憲章》的起草文件中業已明確地提

到”自我管理”。在 1945 年舊金山 UNCIO 會議上，國家重申”只有當

自決的原則意味著人民自我管理的權利而非分裂的權利時，才符合《聯

合國憲章》的宗旨 ”3
。自決權利因此被視為贊同自治而非成立獨立的國

                                           
2 轉引自 Hans-Joachim Heintze＜國際法上的自治＞，王鐵志，沙伯力主編《國際視野中的民族區域
自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210。 

3 參閱 UNCIO，Vol.6：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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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自我管理與自決的這種區分在拖管制度中也得以強調
4
。這是理解

自治在現代發展的歷史背景。在內部自決和外部自決權利之間的區分，

使得對於自治和自決之間關係的理解有一種新的視角。 

對於自治主體是群體，極少數人、土著人民或人民。因此，自治的

前提條件是一方面作為一種少數人或群體的確認，另一方面也接受集體

權利。自治的建立是基於其他國家包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決

的集體權利的承認。自我管理的另一條件是存在著由該群體及賦予其自

治的國家都承認的代表機構。以巴勒斯坦人的自治可作為一個例證。亞

洲的香港展示了自治的主體並不一定是依據群體的標準來確定，其自治

是賦予一個由特殊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而與其他群體是不同的。除國防

事務及外交，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它被賦予在行政、立法

和包括終審權在內的司法權。 

在不同自治概念中，地方性自治最為常見，它表明這種形式的自治

是最為重要
5
。依據領土主權原則，一個或數個地區可以被賦予某種特殊

地位，這些地區組成就某些事務方面享有自我管理權能的機關，成為地

方性自我管理的自治主體。對於自治的濫用，有關方面須達成明確的協

議。自治的前提是自治機關願意恪守人權和少數人權利的準則。另外，

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創建民主立法所必須的代表和選舉機構也是非

常關鍵的先決條件。對於少數人問題的地方自治是沒有特定標準，解決

少數人的方法可能導致那些「新」的少數人受到壓制，或者人口的結構

可能經由「種族清洗」而改變。 

                                           
4 參閱 Hans-Joachim Heintze＜國際法上的自治＞，王鐵志，沙伯力主編《國際視野中的民族區域自
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211~212。。 

5 《國際公法大百科全書》只有“自治領”一個詞條，其地方自治可能來自於依據憲法和國際
法制定條例。參見 Bengt Broms“Autonomous Territories”載EPIL，Vol.one，（R.Bemhardted.，
1992），第 3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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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南斯拉夫訂立《溫斯－歐文協議》（Vance-Owen-agreement），

該協議雖未通過，它規定波士尼亞－黑山應當成一個分權的國家，政府

職能不具有國際法律人的資格在各省行使，這曾造成數度緊張，此方案

是直接針對波斯尼亞－黑山的三民族的地方自治。為了創建一個民族的

地域而來濫用為種族清洗是被否認的，因此，聯合國安理會在 836 號決

議中明確指出：任何依據武力佔領領土和任何「種族清洗」的活動都是

非法的，並且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被接受。 

以自治來解決問題，其先決條件就是要對人權的尊重。尤其是對地

方自治就更為重要。因為這種自治的群體可能會利用它來對該自治地區

內的其他群體造成歧視。自治權利的下放，實質上可以使較少的政治單

位做好防範，並減少國家威權機構對權利的濫用。但另一方面，它也會

導致在這一地區的少數人以優勢地位對其他群體的權利濫用。 

國際條約中規定自治必須尊重人權，對於少數人的個人權利與集體

權利在國際上受到確認。自治是可以用來幫助實現自決或少數人的權

利，這一地位的決定必須由人民或群體的自由意志來表達。有關臺灣原

住民族成立自治區的條件之一，就以原民會版第一章為例，原住民族自

治區設立必須依民族意願設立
6
，與國際條約是不謀而合的。以這一決定

可以繼續存留在該國的結構之中，只要該地區人民群體享有保護其認同

的空間，在此成立自己的國家。從原則上來說，自治並不對國家領土的

完整構成妨礙。 

所以，自治的目標是將相關的權利賦予居民，使其獲得自決從而放

棄不必要的分離，並將不再提出更高的自決權利要求。這一目標並不是

                                           
6 原民會版《原住民自治法草案》，第一章，第一條。 
為尊重各原住民族之自治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特依憲法第五條及增

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第十二項規定，制定本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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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少數民族都能達到，尤其是當一個國家或該群體權利增長，國家可

能會取消該自治地位。以科索沃為例：1990 年該地區的阿爾巴尼亞多數

人要求將自治地位改變為共和國時，南斯拉夫中央政府認為違反憲法取

消了它們的自治。 

關於自治概念的界定，有些學者提出自治是指某種權力由中央政府

轉移至自治的實體政府，包含著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的轉移，並且

發生在少數民族所在國的憲法和立法的框架內；再如關於自治類型劃

分，有些學者將其分為 1.國家把某些職能轉讓給民間少數人或群體的職

能行自治、2.再尊重國家主權前提下允許某一特殊地區實行行政上自我管

理的地域行自治、3.把一個民族或少數人群體的集體權利轉讓給個人的個

人型自治三種類型；另外關於自治的功能分析，有的認為在實現自我管

理和充分享受權益的前提下，自治是預防和解決民族衝突的一種機制。

有些學者認為自治功能還包括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以及社會

功能。（王鐵志、沙伯力，2002：210~234） 

 

三、 自治區 

原住民族自治的內涵即係「劃定一塊範圍，令原住民族或少數民族

在該區域內，實行自我統治」，而此之「一塊範圍」應係該原住民族或少

數民族傳統的土地或特定區域。世界各國除了美國、加拿大、匈牙利外，

實際上實施這種做法的國家並不多見。（陳明祥、趙威寧，2001：152~160） 

就以自治區的設立而言，上述國家對於自治區設立的方式 ，大約可

歸納出兩種模式，一是在現有行政區域外另行劃設特定區域，以美加的

保留區（地）為代表。二是在現行的行政區域上建立自治區域，以匈牙

利為代表。（陳明祥、趙威寧，2001：153~154）就以保留區內的土地而

言，美加印地安保留區之設立是由國家決定，在美國是由內政部統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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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該保留區內的土地所有權屬各部落所有，而加拿大則是以英國女王

名義為各族劃出區域。而匈牙利設立的標準是：當某政府有百分之三十

的代表被推為某少數民族代表時，該地方政府可間接形成少數民族地方

政府，或經由投票直接選舉成立自治政府。其民族自治區域是以現有的

行政區域為基礎，不會影響其他行政區域的範圍。 

就自治組織而言，在美、加的印地安自治區組織稱為「部落（族）

議會」，匈牙利則直接用「自治政府」稱之。此類組織通常並未清楚的劃

分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統治機構。以美加的部落（族）議會

為例，部落（族）議會通常兼具行政、立法的功能，一般認為這較接近

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性，也較能符合自治的真諦。而匈牙利的少數民族自

治政府是一種「純粹行政機關」，大多不具有立法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可

說一種「委辦機關」。 

以自治權限而言，美加的印地安部落（族）議會兼具行政與立法功

能，但兩國稍有不同。加拿大各部族議會在行使自治立法權時，不得牴

觸「印地安法」、加拿大總督或內政部長所制定的任合法規。美國則在第

二十五號法律第十五章第一千三百零二條規定，任何部落在行使自治權

時不得違背美國憲法所保障的人身自由權。匈牙利的少數民族的自治政

府則多不具有立法權。（陳明祥、趙威寧，2001：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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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族自治之理論基礎 

 
一、 民族理論基礎 

 

群體權利（group right）有時又稱集體權利（collective right），目前

在學術界並不統一。本文所提集體權利是以權利主體的意義相對於個人

權利而言。由於權利的分類有不同的標準，必須加以區分：一是按權利

的主體可分為個人所享有的權利和群體所享有的權利；二是依權利的正

當性所主張的權利，有個人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個人作為某些群體的

成員所享有的權利，以及由某些具有相同特徵或認同的個人作為一個群

體所享有的權利。這裡特別容易混淆或引起術語歧義的是個人基於一群

體成員身份才享有的權利（權利的主體仍屬於個人）以及個人需要與他

人一起行使權利（權利的主體仍屬於個人），它們都屬於個人權利與權利

為群體所享有，其正當性的獲得和行使都只能通過對該群體組織的代表

或授權行使的權利有實質上的不同。民族自治作為一項權利，其權利主

體是被稱為「民族」的一種個人集體權，無論對「民族」作何界定，民

族是一個群體而非個人。（王鐵志、沙伯力，2002：163~164） 

自美法革命後，民族和國家劃為等號，致使少數民族或原住民族是

否享有自決權，成為不斷的爭論焦點。1960年代北美紅色權力（red power）

運動後，便以運動方式建立第四世界為原住民自決--自治進行國際串聯，

其最終目的是建構團結世界被壓迫的原住民族以自治或自決為訴求。民

族自決原則最早可追溯 1776 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及 1789 年法國大革

命的《人權宣言》，在此時二國並未以既有民族單位作為自決行使主體，

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後，「民族」便和人民有密切的關係，「單一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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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裂」成為當時民族的口號。在當時民族是國民的總稱，國家是由全

體國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因此國家乃民族政治精神

的表現。因此，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之民族自決則強調在一個政治架

構下，治者與被治者間之關係。 

自 1970 代 開 始 ， 國 際 原 住 民 族 NGO （ Non-Governmemt 

Organization,NGOs）企圖以「第四世界」之建構爭取作為民族所應有的

各項民族基本之策略，便不斷在許多有關原住民族的國際會議提出自

決、文化整體發展等各項權利。其「第四世界」成員是指一國境內被完

全或部分剝奪自己領土與資源之原住民族
7
，這些民族被迫整合於國家，

仍保有獨特的政治文化卻不被國際上承認。因此，「第四世界」拒絕其成

員淪為民族國家之「少數民族」的聲稱，也拒絕接受其成員僅是現代國

家中不具任何特殊地位與權利的「國家成員」。在此世界中，由於原居者

經濟結構、文化體系及政治制度之特殊性；傳統土地因殖民者大量掠奪

導致原住民族的流離、文化崩解及認同的扭曲。所以其成員之訴求是－

自決或自治。總之，世界原住民族所爭取的自決權即是基於固有主權被

被侵犯而要求國家承認，尊重基於主權所宣稱自決的民族權。（趙中麒，

2000：31~33） 

民族自治已成為當前世界上多民族國家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普遍趨

勢。由於推動自治的理念和民主憲政體制較容易結合，同時不立即涉及

國家主權爭議的自治措施也較容易實施，因此完備的民族自治政策不僅

不會導致國家的主權分裂，相對的，民族自治反而會避免此一結果的出

現。 

                                           
7 加拿大原住民領袖 George Manuel於 1974年提出「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d）概念，欲將原本「各
國境內政治弱勢、經濟邊陲及文化污名（Dyck，1985:1）」的原住民族提昇與國際主體---國家---
具相等地位的政治實體（謝世忠,199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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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原住民運動及其相關組織，對於保障原住民族政治參與權利的

部份，先後都提出不少以自治為目標的訴求。此類的訴求除了政治參與

之外，另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強化其自主性的自治（autonomy），

而不是單純地方行政分權角度下的「原住民地方自治基本權」（inherent 

right of self-government）8。按國際條文中有關民族自治（ethnic autonomy）

的解釋，茲舉例如下： 

 

1.「所有原住民擁有自決權，並由此有權採取任何形式的自治或選擇

地方自治。此亦包括得以自由地決定本身的政治態度」（聯合國原住民工

作小組 1985），《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 2條。 

2.「應尊重印地安民族所要求的自治形式，依此來保證與履行與其權

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81），《聖荷西宣言》第 9條。 

3.「原住民享有自治權，並尊重其內部與地方事務，包括文化、宗教、

教育、資訊、環境、健康、居住、就業、社會福利、經濟活動、土地與

相關資源管理等，在方法和步驟方面，提供自治的機會與財政支援」（美

洲國家人權委員會 1995），《美洲國家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第 15條。 

4.「原住民有權按本身意願通過其按本身程序選擇的代表，在各決策

層次上均充分參與可能影響其相關權利、生活和命運的事務，也有權維

護及發展屬於自己的原住民決策機構」（聯合國原住民工作小組 1994），

                                           
8 有關此一權限，以加拿大為例： 
（1）加拿大聯邦政府以 1982年的＜憲政法案＞的內容，強調原住民實施地方自治不僅屬於基
本權（inherent rights），同時也是前述「存在中的原住民權」的一部份，其實質內容也受到聯邦
憲法的認可。 
（2）原住民地方政府可與聯邦和各省政府直接協商有關司法管轄權的事務。且不同的協商結果
也反映出全國在這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差異現象。 
（3）原住民地方自治基本權的落實，使原住民裔的加拿大人都能獲得＜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的內容的保障（Morse,1998:339-342）。參閱張中復，2003
＜民族權、民族自治與原住民人權＞，《人權與民主研討會》，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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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第 10條。（張中復，2003:101~102） 

 

從以上國際案例的內容，可以發現民族自治的理念已成為民間要求

提昇原住民基本權利的主要訴求。 

 

二、國外經驗及做法 

多民族國家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主要政策是允許少數民族實行某

種形式的自治，如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或兩者兼之。冷戰結束後民族

衝突使世界遭受到許多災難，民族區域自治的議題已有越來越多的政治

領袖和學者重視。國外對於名稱有不同，稱謂上有的稱為民族區域自治，

有的稱為民族自治，亦有稱區域自治，但有一共同點，即是這些國家實

行自治的因素都與民族問題有關。這些國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歷史有

長有短，自治的內容和方式不盡相同。有的強調民族自治，有的強調某

一地區的民族共治；亦有強調聯邦體制下自治，有的是在單一國家體制

下的自治。但總結來說，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行的政策都強調立足于本國、

本地區、本民族的實際，因此實行的區域自治政策也呈現不同的面貌，

下文以實例說明不同自治政策的諸多面貌： 

（一）＜義大利特倫蒂諾－南蒂羅爾自治＞ 

特倫蒂諾－南蒂羅爾位於義大利北部，在 19世紀這一地區經常要求

更大程度的自治，20 世紀初，義大利特色不斷發展，使得特倫蒂諾的中

上層階級中有影響力的人士尋求說義大利語的該區域與義大利聯合。

1946 年義大利與奧地利簽署協議，允許特倫蒂諾－南蒂羅爾地區講德語

的居民享有自治權，從此開始了民族自治的歷程。1972 年第二個《自治

法》實施，並建立了特倫托博爾扎諾兩個自治省。該法規定過去由義大

利中央政府或地區政府管理的許多事務，現由兩個自治省直接管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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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又規定，對權能的重新分配將制定具體的法令分階段逐步落實。整個

過程於 1992年完成，經南蒂羅爾政治代表的同意，奧地利發布了一份文

件，聲明與義大利之間的爭執已經解決。其自治權中如經濟、文化和社

會發展等一些領域享有立法權限，在學校使用母語教學；公共部門的職

位，包括地方長官職務按比例分配名額等。在其自治法中，為保護每個

語言群體自己的文化，原則上由各語言群體自行決定。這種方式使生活

在同一社會中的兩個語言群體帶來社會分裂狀態。另外，公共行政部門

在聘用工作人員須依據按各語言群體分配名額，而不是根據個人的資

歷，亦導致某些行政效率的問題。 

南蒂羅爾保護其文化自治的模式，也造就同地而居、不同語言群體

之間的和平共處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時代正進入一個多元文化和多種

族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是要清除阻礙人們之間的各種藩籬，而不是要繼

續保留那種以效忠於某一語言群體為基礎的種種障礙。（王鐵志、沙伯

力，2002：294~302）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宣稱原住民優惠方案，自 96年度將加

註升學母語條款，及公務員的語言認證等主張。此方案提出引起多方議

論，在台灣所有族群當中，母語流失最為嚴重，既不是河洛語也不是客

家語，而是原住民語與外省族群，後者在台灣人意識當道下，早就喪失

保存與學習母語，不是北京話或者是國語，而是外省方言的權利，且在

福佬沙文主義的壓迫下，必須刻意學習閩南語以謀生求發展。從歷史的

時間順序而言，原住民族最有資格稱為「臺灣主人」，卻由於國民政府單

一語言政策的壓迫，以及台灣資本主義化對原住民族部落共同體的瓦

解，致使母語學習教育環境也隨之瓦解，再加上民進黨政府的「本土化」，

亦是複製國民黨威權對原住民族的殖民統治，原住民族的語言已淪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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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語言。然而，執政當局不思提供有效重建原住民族語的學習環境，

還祭出升學及公務人員任用的「母語條款」排除下一代原住民族進取的

機會，這是執政當局為保存自身權利慢慢瓦解不同意見的族群，宏觀視

野為之縮小，此項政策的影響巨大，未來值得密切觀察其發展。 

（二）＜政治自治與西班牙的民族衝突－巴斯克（Basque）個案＞ 

巴斯克（Basque）地區位於西班牙與法國交界地區，分布約有 250

萬人巴斯克人。巴斯克人有自己獨特的民族語言，在中世紀，巴斯克人

曾是尼瓦拉王國的主體民族。該王國於 16世紀初解體後，受西班牙統治，

但在“佛羅斯”（fueros）的制度下有很大的自治權。佛朗哥統治統治時

期，曾取消巴斯克人的自治。1978 年後，根據新憲法確立了自治制度，

設立巴斯克地區自治共同體（含三個省，阿瓦拉、吉普斯夸、比斯開）

和那瓦拉（Navarra）自治省。巴斯克地區自治共同體擁有立法權，享有

徵稅權。西班牙的區域自治制度在巴斯克地區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卻一

直未能解決巴斯克人獨立的問題。目前，巴斯克地區被分裂為不同的行

政單位，屬於西班牙自治的巴斯克人共同體（Autonomous Basque 

Community in Spain）和那瓦拉，以及法國的巴斯克地區。現在不可能要

求前兩者實現一體化，也不可能要求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與法國的巴斯

克地區實現統一。其最合適的方案是雙方互相尊重和實行自治的基礎

上，建立解決互相間存在問題的合作機制。（王鐵志、沙伯力，2002：

303~308） 

（三）＜格陵蘭自治及奧蘭群島自治＞ 

丹麥的格陵蘭以及芬蘭的奧蘭群島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利，他們強

調的是在特定的區域內實行對所有居民不分民族或種族的自治。格陵蘭

島在地理上與丹麥本土相分離，當地人口現有 56,000人，其中 88%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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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本地，有著不同於丹麥人的語言和文化，以及認同於格陵蘭人或

以紐依特人的共同情感。該島的自治始於 1979年，在確保國家統一的前

提下，自治當局享有日常生活中大多數領域的行政、立法權利，如在使

用丹麥語的同時使用母語，與國家當局聯合行使礦產資源的決策等等。 

奧蘭群島現有居民 6,500 人，95%的人以瑞典語為母語。在 1809 年

前，奧蘭群島以及芬蘭均屬於瑞典，後因戰爭失利割讓給俄國。1917 年

芬蘭獨立前後，奧蘭群島人開始進行重歸瑞典的抗爭，與芬蘭當局發生

衝突。1921 年根據國際聯盟解決奧蘭群島問題的決議案，形成《芬蘭奧

蘭群島自治法》，規定芬蘭享有對奧蘭群島的主權，保證奧蘭群島享有自

治權。自治權包括奧蘭群島可以瑞典語做為學校教學用語，可以把群島

土地掌握在群島居民自己手中，在合理限度內自行決定與選舉權和外來

移民有關的事務。（王鐵志、沙伯力，2002：320~347） 

（四）＜印度部落地區的自治＞ 

印度有 461個部落，有部落民 6776萬人，約佔全國總人口的 8.08%。

印度的部落是指那些生活在封閉狀態中，與當地主要共同體相隔開的人

們。各個地區的主要共同體彼此在語言和文化上因地而異，但有一點是

相同的，即是他們都是文明的組成部分開且分享著明顯相似的社會組織

與文化。歷史上，部落地區就享有行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權。英國統治時

期，曾在部落地區推行統一的法律，但遇到部落民的反抗，後來改為允

許部落社會有權實行與非部落社會不同的立法程序和施政辦法。印度獨

立後，延續了部落自治的傳統，將部落分為“表列部落”與“部落地區”

9
，允許“表列部落”按憲法規定享有地方長官認命、部落諮詢委員會組

                                           
9 印度憲法把所涉及的地區分成兩類：一是表列地區（the Scheduled Areas），一是部落地區（the Tribal 

Areas）。由表列部落作為主要人口的地區稱為表列地區，條款規定該地區有特別的立法權，可
以進行地方執政官的認命，規定執政官對總統和部落諮詢委員會的報告制度。例如，執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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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地方長官向總統報告制度等方面的特殊立法權。由於部落社會日益

邊際化，部落自治運動在印度一直表現得比較突出。（王鐵志、沙伯力，

2002：348~374） 

（五）＜印度尼西亞的民族自治＞ 

印度尼西亞擁有 13677 個島嶼，那裡生活著 366 個語言和習俗不同

的民族，文化多樣性的特點比較顯著。在荷蘭統治時期，對爪哇以及占

印尼一半的地區實行直接統治，而對 269個土著邦實行間接統治。在 1945

至 1950年印尼獨立戰爭時期，荷蘭人為對付獨立革命，在共和國控制的

爪哇和蘇門答臘地區之外建立了聯邦制。共和國成立後，印尼政府在荷

蘭人建立的聯邦制框架內建立了 6 個和 9 個被稱為「特區」的自治區。

1948 年頒布的《地區法》規定在爪哇和蘇門達臘設省，這兩個省享有完

全自治權，如省長、縣長必須通過選舉產生而不是由中央任命。但在 1957

年，由於發生叛亂，在政府推行的新秩序政權中，自治被取消。在蘇哈

托時代，印尼的不同民族間、不同教徒間的衝突更加劇烈。移民和當地

人的矛盾比較突出。東帝汶現已經獨立，亞齊（穆斯林地區）、依里安查

亞也打出獨立的旗幟。印尼政府採納了使亞齊等地區享有自治權的建

議，並通過了有關法律。但自治是否能實施，目前尚不得而知。（王鐵志、

沙伯力，2002：375~383） 

 

 

                                                                                                                                
有權終止議會或地方邦立法機構的法案在本地區的推行，或者該法案經修正後，由他認定在

適當的情況下方可推行，這些措施也要與諮詢委員會進行協商。 
部落地區指的是過去在阿薩瑪邦劃定的「受排斥地區」。現今這些地區大部份都已輾轉成立

自己獨立的邦，這些地區亦受到條款的保護，設立這些法律條款的目的是為部落生活地區的

自我管理提供一個可把握的準則，它力圖確保部落地區能夠擁有相當的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權

限，使它們能夠遵循自己的生活和實踐傳統，導向他們所期待的變革。參見 Virginius Xaxa，＜
印度的民族自治要求與自治體系＞，王鐵志，沙伯力主編《國際視野中的民族區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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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民族自治區之經驗 

 
一、 中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過程 

 

中國雖從 1912年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建立後，即已成為共和政體，但

是長期處於內亂外患之中，中央政府的權力始終未能深入邊陲地帶，部

分位於邊疆的少數民族地區甚至處於準獨立狀態，而外蒙古則已建立獨

立的國家。1949 年中共政權建立後，對於境內多民族缺乏了解，中國境

內民族或族群複雜，有長久居住在大片聚居的疆域，人口數百萬的民族，

如維吾爾族、藏族；有大散居小聚居並和多數民族— 漢族文化差異小但

維持本族認同的滿族、回族；有內部族群眾多並未真正形成一體的民族，

如苗族、瑤族；亦有人數極少的部落群體，如赫哲族；還有近代才由鄰

近國家移入的朝鮮族、俄羅斯族等等。大多數群體與中國這個國家都有

上千年的歷史關係，歷史上也不乏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統治大半個中國乃

至統一全國的王朝。少數民族中有的曾是中原王朝的建立者或其重要盟

友；有的早經納入中國國家體系，受帝國官員的直接統治；有的則較晚

納入，仍維持高度自治，乃至處於半獨立狀態。至於經濟社會發展的狀

態更是迥異，有的以狩獵採集營生，有的則採山田燒墾的生產方式，有

的經營密集生產的農業，有的採取游牧的生產。如此複雜的民族或族群

共同在同一個國家體制下，在世界上實屬罕見的例子。當國家轉型成現

代國家的過程中，這些不同的群體，有的逐漸納入國家體系之中，屬於

整合的類型，有的則不滿現狀，企圖分離獨立，為何在同一國家體系內，

基本上相同的政策之下，產生不同的結果，正可由此分析探討出其原因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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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中國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模仿前蘇聯的體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並

在一定時期內由國家鼓勵少數民族發展其民族文化。如今蘇聯解體了，

除了 14個加盟共和國成為獨立國家之外，如今的俄羅斯共和國聯邦內部

的民族衝突正方興未艾，固然民族因素並非促使蘇聯瓦解的唯一或是主

要因素，但也證明了共產社會並未消除民族問題。中國與蘇聯的民族情

況，有本質上的差別，如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比例、歷史因素、國家制

度的單族一制和聯邦制的不同等等，不應擴大類比。但是，共產主義制

度下的少數民也面臨一些相同的問題。當中國經濟逐步現代化後，政治

或許將開放，或許不然，中國大陸境內的少數民族是否會在日後獨立建

國呢？如果不會，又是為什麼？這個問題的探討，有其現實意義。（李

信成，2002：3） 

中國政府成立之後於 1949年 9月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並通過《共同

綱領》，規定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1952年 8月，頒布

中國第一部有關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行政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

域自治實施綱要》，其彌補前項綱領不足部分，規定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

總原則和一些具體基本原則。1954年 9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並確定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三級行政地位。至 1965年中國相繼建

立了內蒙古、新疆、廣西、寧夏、西藏五個自治區以及二十九個自治州、

六十四個自治縣（旗），中國的少數民族才有本身的民族的地方自治。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於 1966 年至 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出

現了停滯，但從 1978年中國改革重心轉移，實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恢復發展時期。1982 年頒布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全面探討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經驗，並增加發展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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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方經濟和文化內容。更於 1984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

治法》，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專門法律，這說明著中國實

施民族區域自治的工作全面走上法制化。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的過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49

年至 1954年。此時期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法律草創期。這一時期中國

成立一大批相當於專區、縣以及區、鄉的民族自治地方。由於是草創之

初及經驗不足導致在名稱上造成混淆，例如，鄉（村）、區、縣、專區和

專區以上五級民族自治地方，都統稱自治區，名稱上無法分辨哪一級民

族自治地方。另一是縣級以下由於人口太少和行政區太小，實際上無法

行使自治權。（王戈柳，2001：4~5） 

第二階段從 1954 年至 1984 年。為補足第一階段的缺失，將民族自

治地方分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三級，在名稱上能區分出是哪一級

的自治區；另一是縣以下區、鄉（村）不再實行區域自治。但在 1958年

至 1962年的“民族融合風”和 1966年到 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幾

乎使所有的民族自治名存實亡。1978 年民族區域自治得到重申，特別在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民族區域自治作一完備的規定。 

第三階段從 1984年至今，這一時期是中國大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

法律最完備期。除了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制定及修改外，全國 154 個民族

自治地方制定了 133個自治條例、267個單行條例和 65個規定。（王戈柳，

200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就國家的立場而言，最大的成就應是成功

地在中國大陸建立了統一的全國性的政治體制，消滅國內長期存在的大

小割據勢力，並一掃千百年來各少數民族處於高度自主甚或中央政府無

從過問其內外事務的狀態，將國家的權力伸展到疆域內每一吋土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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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成就的達成，除依靠身經百戰的人民解放軍的武裝力量外，其專制積

極性和對少數民族的瞭解，現代交通通訊工具也大大增強中國政權的整

合力量，而中國擅於組織動員群眾經由社會改革鏟除了舊勢力賴以統治

的基礎，並培養出一批效忠中國的少數民族幹部，則為中國統治少數民

族地區的重要基礎。中國雖在創黨後長期主張民族自決與聯邦制，1945

年後即確立民族區域自治為其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於各少數

民族聚居區設立民族自治地方，任用少數民族幹部，使民族自治地方擁

有稍高於一般地方政府的自主權。然而，在中國中央集權的體制下，民

族自治地方能變通執行政策的空間極其有限，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各少

數民族在其聚居地是“ 當家作主”了。 

在建立全國性政經體制的初期，共軍集中全力於掃除國民政府的殘

餘勢力，暫時未向少數民族傳統勢力穩固的地區動武，以縮小打擊面，

所謂“ 聯絡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對少數民族傳統的統治階層，

中國致力拉攏，施以統戰分化，並允諾維持原有制度及其政治地位不變，

此時少數民族上層多半採取觀望態度，並未趁機發動全面叛亂，大部分

接受中國給予的政府職務並維持既有統治地位，少數參與反叛者則在平

叛過程中被削去。靠近內地少數民族統治階層力量較薄弱的地區，如貴

州在中國建政初期參與反叛者即被削去，中國在州縣制的少數民族地區

基本上如同漢族地區，在進軍時同步發動群眾鬥爭地主，打土豪分田地，

爭取人民支持，並將土改過程中表現積極者吸收為鄉鎮幹部，他們即自

然成為中國政權的擁護者。等到中國政權在全國大範圍已趨於穩固，並

在少數民族傳統勢力雄厚的地區如藏區、四川彝區、傣族土司區發展出

一定的支持者後，中國即於 1950年代中期於這些地區強力進行社會改革

運動，少數藏、彝上層及絕大多數傣族土司願意放棄其封建特權被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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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養起來，大多數藏族及涼山彝族的領主、奴隸主則群起叛亂、抗拒改

革，中國旋即以武力弭平，同時廢除當地少數民族傳統政治社會制度，

鏟除世襲領主、奴隸主賴以統治的經濟基礎，全國一體化的社會主義政

治經濟體制也完全建立。（李信成，2002：310） 

中國中央政府政權更迭之際，本是少數民族爭取最大權益甚至獨立

建國的最佳時機，不過，中國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大多相當落後，大部分

納入國家體系已久，並不排斥成為國家的一員，仍保持高度自治或中央

政府無從過問其內外事務的地區，實際上仍維持著中世紀的封建領主

制，既無現代政府組織，亦乏經濟基礎以支應一隻接受過現代化訓練的

部隊。事實上，這些地區之所以仍能維持其傳統政治社會制度，很大的

因素在於當地地理環境的隔絕，或是其制度(如奴隸制)令人生畏，乃至於

傳染病(如惡性瘧疾)的盛行，加上中央政府實力的衰弱。俟中國完成統

一，並搶修鐵公路打破地理的隔絕，優勢的武力旋瓦解所有反叛行動。

現代交通通訊工具的引進，社會改革的徹底瓦解昔日的奴隸制、封建領

主制，乃至現代醫療之控制傳染病疫情，均有利於增強中央政府的整合

能力。要在異質化的少數民族地區維持穩固而持續的統治達致國家整

合，僅憑武力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中國在建政前即制定在少數民族聚居

區施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政策，以為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

中國自認此制度是結合馬列主義基本原則和中國具體情況提出來的創

舉，並予高度評價，周恩來即稱之：「是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

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不僅使聚居的民族能夠享受到

自治權利，而且使雜居的民族也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從人口多的民族

到人口少的民族，從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幾乎都成立了相當

的自治單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權利。」實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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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大於實質， 除了讓少數民族擔任首長，任用較多的少數民族幹部，並

擁有些許自主權外，民族自治地方與漢族地區的省縣並無太大差異。民

族區域自治制度主要特徵如下： 

（一）民族自治地方是全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在中央集權體制下

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是單一制中央集權社會主義國家的一

個行政區域，既非“ 加盟國”亦非“ 自治邦”，是中央與地方的上下

關係，不是對等的或平行的關係，對於事關少數民族本身事務的上級命

令並無否決權。民族自治地方首先是一級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統一領

導並執行其政策；其次才是民族地方，行使某些自治權。然而，在一黨

專政的中央集權體制下，所有權力集中在黨中央，地方政府實權則掌握

在中央任命的各級黨委手中，黨及上級對各級官員擁有絕對的任免權，

選舉只是形式，所有官員( 無論漢族或非漢族) 其權力既來自上級，唯有

努力執行上級指令以保住官位及權力。在此情形下，民族自治地方所能

“ 自治” 的空間極為有限，主要是在文化上保有稍為不同於一般地方

的自主權。 

（二）各少數民族不論人口多寡、聚居程度、社會文化發展情況、

地理位置，其自治權力均相同：民族自治地方係依各少數民族聚居範圍

的大小，分別設立相當於省、地區、縣級的自治區、州、縣，自治區、

州、縣只是行政層級的差別，自治權限並無不同。人口多、分布廣的民

族，聚居範圍較大，遂有較多的本民族自治地方，惟該民族並不因此而

擁有較高的自治權。換言之，人口百萬聚居於大片面積的邊疆地帶、曾

建立過獨立政權、自成完整社會體系的民族，與居住在內地、漢化已深

的民族，或是僅有幾萬人狩獵採集營生的群體，擁有的自治權限是一樣

的。 

 39 



新夥伴關係下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問題之研究 

中國傳統對少數民族採“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統治策略：高度

聚居在邊陲地帶已建立自身統治制度的民族通常擁有較高的自主權，維

持高度自治；雜散居於內地的少數民族則基本上不承認其有特殊的權

利。事實上，前蘇聯也依人口多寡、聚居地之處於邊疆或內地、該民族

發展程度，分別給予不同的自治權限。惟中共則一概劃一求同，強調各

民族一律平等，這對長期已納入國家體系或弱小的民族而言，因其得以

設立稍別於漢族地區的民族自治地方而獲一定程度的參政權的保障，有

利於他們的整合，惟對於歷來高度自治的甚至對中央懷有敵意而聚居於

邊疆的民族，則猶覺得這樣的自治權是不足的。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疆界劃定及設立與否由中國任意決定：中國

並未完全依照民族分布範圍來劃定民族自治地方的疆界，是否成立自治

地方，也全由中央政府決定，少數民族無置喙餘地。中國各民族大多納

入中國國家體系甚久，大多數地區具已設省、置縣，由中央直接派員統

治，這些地區大多雜居著相當比例的漢族；在少數民族高度聚居並維持

傳統政治組織的地區，經歷代廣封眾建、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也被切

割成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缺乏統一的政治組織，僅藏族的西藏有統一

的政府，惟其他藏族地區則分屬互不統屬的領主、頭人所統治。中國基

本上在這樣的基礎上劃設民族自治地方，也就是如果某行政單位內聚居

著一定比例的少數民族，中國認為宜於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者，即將該行

政單位既有疆域改建為民族自治地方。對於原已被分割成隸屬不同行政

單位的民族，中國除少數例外，鮮少再依該民族分布範圍重劃該民族的

自治範。某行政單位應否成立民族自治地方及該地方疆界是否變更，全

憑中國任意決定，並無共通的標準可循。於是諸多比鄰而居的本民族被

劃屬不同的行政單位，該行政單位內卻有高比例的漢族人口。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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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治地方境內，上級政府單位亦任意圈占土地設立國營企業及農牧

場，不歸當地政府管轄。 

中國只含混地規定必須參酌當地民族關係、經濟發展及歷史情況，

來決定是否設立民族自治地方。認為如果全按民族分布劃定，無異將少

數民族“劃地為牢”，不利於發展，也將造成民族不易打破的界線。的

確，不完全依照民族分布範圍劃定民族自治地方，即大大降低了政治疆

域化的可能性，有利於打破民族藩籬，有助於國家整合；而對於歷史上

被漢族逼往偏僻山境的內地少數民族，若只是將該民族分布的不毛之地

劃為一個行政單位，也不利於當地的發展。 

事實上，靠近漢族地區乃至雲南、貴州等地的少數民族，歷史的因

素使各民族呈現大雜居、小聚居的情況，彼此插花分布，又有大量漢族

居住其中，很難劃出一塊完整而單一的民族聚居區；況且本民族往往為

其他民族所分隔。這些地帶，通常漢族占居經濟發達地區，少數民族則

居住在經濟條件差的地區，少數民族於政治上無地位、經濟上受剝削。

如果將少數民族聚居區劃為自治區域，實不利其發展。將歷史發展出來

的經濟地域劃定為自治區，適度加入漢族地區，給予少數民族一定程度

的自治權，則有利於發展。而本民族在不相連的地區分別聚居的民族，

也得以分別設立民族自治地方，以保障其權利。這樣的政策若能貫徹執

行，有利於整合。畢竟，歷來備受壓迫的民族，如今獲得尊重，或許只

是由他們的族人擔任首長，而無實權，但是也是從未有過的。不過，這

樣的政策，較難使聚居於廣大面積聚居區的大民族感到滿意。如藏族，

跨越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各省區連成一片，歷史上曾建立強

大的吐蕃，盡管在政治上分裂已久，但是各地藏族仍有相同文化且彼此

認同，為何本民族不能合建一個大的自治區域？為何不能擁有較大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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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就國家的立場，當然防止疆域政治化，打破單一民族聚居的情況，

有利於國家的統治，中國也不太可能再將已分割成隸屬不同行政單位的

本民族地區劃屬同一單位。 

（ 四）法律規定的自治權有限，有限的自治權且未能落實：中國在

1952年制定《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1984 年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

自治法規定了 27 條自治權（第十九條到第四十五條），含蓋立法、經濟、

財政、文化及培養幹部等等自治權，然而各項權利處處是依照國家規定、

計劃下經批准自治地方得自行變通的規定，充分顯示民族自治地方係中

央集權體制下受國家及上級機關領導的下級機關，在此基礎上有稍高於

一般地方的“ 自主”。而不是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在不違反國家職權及

法律規定下，自行管理本地方事務；更不是除了國防、外交外，自行管

理本地方事務的那種高度自治。 

事實上，當“經濟特區”出現，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較諸特區的

自主權實微不足道， 少數民族還出現“寧要特區政策，不要區域自治”

的心態。自治權既已有限，這些自治權卻長期未能得到落實。因為相關

法律規章均未完備，僅有原則性規定，而上級政府又未能切實尊重，遂

造成“ 有法不依、有法難依、無法可依、違法難究”的狀況，使民族自

治地方尚未能享有中國憲法及法律所規定的自治權，少數民族對此普遍

強烈反映，但長期未能改善。尤其在經濟權益上，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

中央企業、礦山、林場、農場等與當地少數民族在資源、山林土地、水

源及收益分配、利潤分成等方面的矛盾和糾紛不斷發生，嚴重影響到當

地的民族關係。 

民族自治地方與一般省縣實無重大差別，最能體現出“ 自治”的地

方，是在少數民族幹部的任用，及有四處可見的少數民族文化的象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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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憲法明文規定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首長由自治民族擔任，政府機關內

亦任用不少少數民族幹部。惟少數民族幹部，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均不

足，且多辦擔任較不重要的職務，真正掌實權的各地方黨委率多由漢族

擔任。（李信成，2002：311~312） 

然而，中國政權體系機構眾多，各類幹部人數龐大。因此，少數民

族幹部人數也相當可觀，1996年已達 250餘萬人，約占少數民族總人口

的 2.54%。這些少數民族幹部及其家屬，是中國政權體系的受益者，成為

中國政權的“ 基本群”。幹部絕大多數是出身下層階級的昔日漢族佃

農、本族領主的農奴或奴隸，他們因中國政權而獲自由並取得權位，自

然成為中國政權的擁護者。少數民族原統治階層，參與反叛者已被削除，

孑留下來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飽受摧殘，如今已無力反抗，側身中國體

系下擔任一些毫無實權的職務。各民族幹部任用情形差異甚大，因中國

著意照顧人口較少的民族，因此，在本民族自治單位內占總人口比例偏

低者，通常有較高的比例參政機會，高度聚居者，反而較少參政機會。

目前，少數民族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來受教育者增多後，如果不能相

應獲得工作，將不利於整合。 

總而言之，中國建政後採取偏向群體多元主義的政策，於少數民族

聚居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來統治全國所有少數民

族。隱含其中的是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思想，在中央政府高度集權的

統一的政治制度條件下，允許少數民族於聚居區擁有一些別於漢人的權

利。 

傳統上，因地制宜地於農業地區採同化主義，於邊陲或非農業地帶

採群體多元主義的政策也被揚棄，代之以不分民族大小及發展情況，一

視同仁的偏向群體多元主義的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決策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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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並非少數民族爭取來，也未與少數民族商討。民族自治地方係在中

國既有省縣制度的基礎下，由中國任意決定其疆域範圍及設立與否，大

大地降低了民族疆域政治化的可能性。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權極有限，

與一般地方幾無二致，主要表現在少數民族幹部的任用上。這樣的制度，

對於歷來備受同化壓力的居住在內地的一些弱小民族或散居的民族，也

許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較諸以往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而言，他們獲得一定

程度的政治參與權；但是對一些歷來高度自治的民族而言，仍嫌不足。

（李信成，2002：311~314） 

 

 

二、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之功能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質，是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數民族能夠在

中國政權統一領導下，充分行使對民族、地方的各方面事務的管理權，

這種管理權就是一種自治權。在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施過程

中，一定範圍內的民族自治權得到充分的體現和較為確實的行使，使這

依國際公認的社會價值和政治價值獲得較為成功的實現。 

 

（一）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多重性及發展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根植於中國傳統歷史及文化，是為解決中國錯綜複雜

的民族而設立，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1.政治的功能 

解決民族問題，勢必要從政治觀點考量。民族問題是普遍存在社會

問題亦明顯包含了政治特點。中國的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功能，是

強調個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這是一項基本原則，維護民族平等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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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一項重要功能。少數民族的願望及意志可以通過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得到實現。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實施自治，是在維護

國家統一中運行，因維護國家統一的要求，自治地方既有自治權，又必

須保證憲法和法律在本地區得到遵守。（王鐵志、沙伯力，2002：33） 

 

2.經濟功能 

由於經濟是支撐政治制度的物質力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經濟功

能，是要把管理經濟、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本身的重要職責。

同時民族自治在地方上擁有發展經濟的自主權，在不違反憲法和法律的

原則下，有權採用特殊政治和靈活措施發展生產，這給地方自治行使權

利及創造力的極大空間。 

中國的區域自治地方遼闊、資源豐富，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依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依法管理本地方的自然資源，並可根據法律的規定及

國家的規劃，優先合理的開發。在開發資源時，政府要對該地區進行進

行適當的經濟補償，其中包括地方經濟建設的安排並照顧當地少數民族

的生產及生活。（王鐵志、沙伯力，2002：34） 

 

3.文化的功能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強調國家、社會、民族的發展進步，離不

開文化的繁榮。亦強調民族自治地方是少數民族聚集的地方，也是民族

文化薈萃的地方，這對發展文化事業成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另一項重

要功能。自治機關的職責之一是組織及支持有關單位和部門，收集、整

理、翻譯和出版民族歷史文化典籍，保護民族的名勝古蹟、珍貴文物和

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王鐵志、沙伯力，200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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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會功能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社會功能是多方面，分為二項： 

第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數人的平等權利，在經濟功能的實

現能促進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更能促進民族關係的和諧，提高

民族的擬聚力。 

第二，促進各民族自身的發展進步。這主要表現在促進人的發展上，

通過發展科技、教育、體育、衛生等各項事業來實現。以教育為例，民

族自治地方自主地發展教育，辦理學校。在教育方面採取特殊的方式，

包括設立寄宿學校、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教學，在辦學經費和學生的助學

金方面給予特殊支持。（王鐵志、沙伯力，2002：35~36） 

 

（二）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條件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功能受到多種條件的影響，中國學者論述影響最

大的有： 

 

1.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 

中國地大物博，在多民族集於一體時，每個民族自治地方都在特定

空間中運行，它必須受到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限制。居於環境的差異，

民族自治地方所面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辦法有所不同。在經濟狀況方

面會直接影響自治機關的發揮。任何機關職能的發揮及正常運作，都必

須有財政支持。例如教育事業、文化事業，如果無財政支持，自治機關

難以發揮。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另一項重要條件是社會條件。自治機關要正常

地履行職責，必須要社會穩定，各民族亦須團結。如果社會動盪期機關

無法正常發揮，協調是自治機關重要因素。社會條件還包括人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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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及生活方式。長期的思想和行為會直接影響政府的管理，如在一個

思想觀念比較開放的地方，人們接受新事務，觀念新穎有助於改革開放。

（王鐵志、沙伯力，2002：36） 

 

2.法制條件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功能發揮仰賴法律的特性和功用。民族區域自

治制度既是一項政治制度，亦是一項法律制度。中國在這一制度是以《憲

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等法律來加以確認，法律的完備都會直接影

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功能的發揮。中國於 1984 年制定《民族區域自治

法》，歷經多年改革檢討於 2001 年進行修改，其變動最多是與市場經濟

相關內容，如無更動便無法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 

在法制條件方面，自治地方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與執行是十

分重要。自治地方對法律的執行和變通直接會影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功

能的發揮。在國家法律之下，民族自治地方執行上可以適當變通，這些

地方性法規是自治機關行使權利的基本手段，以便管理地方性事務。（王

鐵志、沙伯力，2002：36） 

 

3.自治機關的現狀 

少數民族自治權的行使，是通過自治機關的運行來實現，所以自治

機關的狀況，成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功能發揮的重要因素。自治機關包

括機構設立的規範、科學，亦包括人員組成在民族、年齡、知識、地域

構成優越組合。自治機關人員的素質，對自治機關功能的發揮關係重大。

對民族自治地方的有效管理，國家政策法律的執行能力、對事務認識的

能力、對局勢的洞悉能力及對經濟社會事務的管理能力。在自治機關的

整個結構中，人員的素質的提昇是不可或缺的。（王鐵志、沙伯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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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7） 

 

三、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之效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民族區域自治是作為一項政治制度正式載

入了國家大法。至 1988年末，中國已經建立各民族自治地方 148個，包

括 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13個自治縣（旗）。2001年通過關於修改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決定，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條件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了新的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對於維護中

國社會的整體均衡與和諧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基本特點可以概括為三

個結合：即，國家的集中統一與少數民族聚居地方的區域自治的有機結

合、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結合、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結合。此三個

結合對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此成效：（王鐵志、沙伯力，2002：56） 

 

（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國家中央集權與少數民族

自己管理自己內部事務之間的協調 

中國學者周傳斌以當代著名學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之論述
10，借用此理論比附歷史上的中國，其理論認為與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相比，傳統國家（ tradition states）的本質特性是其分裂性

（ segmentary），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傳統國家有邊陲

（forntiers）而無邊界（borders）。而中國歷代王朝長期實行以中原地區為

統治中心，周邊地區層層淡化淡化的管理體制。一般而言，中原地區行

政管理機構嚴密，少數民族地區的行政組織相對鬆散，最外層是一些藩

屬國。這種行政格局的副產品是中央集權與地方權利之間形成一種張力

                                           
10 轉引自周傳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社會和諧〉，王鐵志，沙伯力主編《國際視野中的民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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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ion），二者之間彼此消長，整體的均衡與和諧經常被打破。近代以

後中國的行政格局有較大的變化，但始終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沒有形

成西方國家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怎樣處理國家中央集權與邊疆

少數民族地區的行政關係，這一直是中國內部的重要問題。 

在多民族國家內部，中央集權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張力一直存

在，中國在這方面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協調。另一方面，

中國保持了單一制的國家結構體制形式，沒有向前蘇聯那樣形成聯邦制

國家，因中國從而捍衛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結構形成的主張；另一方面，

在中央集權之下實現了“因俗而治”，讓少數民族自己管理自己本民族

內部事務。因此，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中國國家層次上維護了國家的統

一和社會的和諧。（王鐵志、沙伯力，2002：57~58） 

 

（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統一國家內部最大程度地實現了少數民族人

民當家做主，促進了民族平等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因襲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認為：民族問題是社

會革命的一部分，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

民族。而政府總是代表階級利益，政府在民族問題上實施的政策，從根

本上來說，是擺脫不了其所代表的階級歷史的侷限性。在存在階級剝削

和壓迫的社會裡，徹底解決民族問題是不可能的，為此必須消滅階級，

也就是說實行社會主義，但在一定限度內解決民族問題是可能的。在社

會主義國家雖然消滅了階級壓迫，但政府政策的失誤也會帶來嚴重的民

族問題。如前蘇聯對外推行霸權主義，對內推行大俄羅斯主義，最終導

致國家的解體。可見政府的政策導向對民族問題產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域自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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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區域自治的有機結合，自治地方

的自治機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整個國家機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自治

機關是國家領導機構聯繫基層人民群眾的紐帶和橋樑，諸如中國共產黨

和國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決議、決定、命令，要通過各民族自治的

自治機關來實施。中國各級各類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在統一國家內部最

大限度地實現了少數民族人民當家做主，並能促進民族平等，進而促進

社會和諧。（王鐵志、沙伯力，2002：58~59）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給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社會發展提供了政策資

源 

從政策學的角度來看，政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包括問題的發生與

認定、問題被列入政策議程、政策規劃與評估、政策採納與合法化、政

策執行、政策調整與改變、政策終結等階段；政策制定也是一個系統，

直接涉及決策者、間接決策者、決策制度、作為投入的公眾意見及各種

資源訊息，作為產出的政策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等環境因素。政

策作為一種資源，其投入狀況直接影響著產出的社會效果。中國民族區

域自治制度在一系列的政策與法規，提供了政策資源。從這個意義上來

看，民族區域自治是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的結合，因此，民族區域自治

制度的實施效果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 

中國民族問題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各民族社會生產力發展的

不平衡。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重點之一，就是要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

在發展經濟同時並能關注文化發展。少數民族的現代化不是大量的漢

化，而是以本民族的形式實現現代化。在以民族區域自治為主體的民族

政策資源的投入下，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已經正獲得經濟、文化上的發展；

中國文化的整體均衡與協調也將寓於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諧發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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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於 2001 年對於 1984 年頒布的《民族區域自治法》進行修改，

從原來的 64 條增至 74 條。這次修改是十七年來因中國整體發展快速，

另一方面是與經濟發展與市場開放有關，這也反映出市場經濟效應對於

少數民族事務有著十分巨大的衝擊。因此加強民族自治地方的經濟和社

會發展，必須作一些調整，經由繁榮經濟以減少民族地區發展的落差。

就這次《民族區域自治法》修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各方面：（王鐵志、

沙伯力，2002：73~75）1.在法律上正式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表述為中國

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2.完善了一些關於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權的規定；3.

加強了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支持；4.加強了在投資金融等方面對民族自

治地方的支持；5.鼓勵經濟發達地區和民族自治地方對口支持；6.採取新

的措施發展少數民族教育文化事業，培養少數民族人才；7.強調各部門和

地方要制定相應法規實施本法。按這次《民族區域自治法》的修改固然

有其與時並進的政策效應，但在整體思考之下，應如何避免在政策執行

方面的偏差，例如：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繁榮後，當地自治的少數民族是

不是獲得實質利益？又如前述第五項鼓勵經濟發達地區和民族自治地方

對口支持，是否會造成過度依賴造成失衡，在這過程中必須嚴謹面對的

課題，這亦是台灣原住民族成立自治區值得參考與省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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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加拿大印地安原住民自治區之經驗 

 
一、 加拿大實施原住民自治區之過程 

 

加拿大是自由主義多元社會，亦是移民為主體的社會，其民族成分

複雜，主要有法裔加拿大人、英裔加拿大人、土著印地安人、以紐依特

人（Inuit）。但是加拿大有個說法語且相對聚居在特定疆域—魁北克的

法裔群體，他們在英裔移民取得優勢地位前已成功地建立其社會並抗拒

同化，魁北克省先後在 1985 年和 1995年進行過獨立的公民投票，反獨

立者以很小比例獲勝，惟加拿大分裂的危機仍然存在。加拿大的例子，

正證明有特定聚居疆域的少數民族群體的國家，強調個體機會平等而忽

視群體的權利，將導致國家分裂的危機。加拿大聯邦政府為緩和法裔群

體的不滿情緒，早在 1968 年即通過官方語言法，規定英語及法語在聯

邦政府並用，且在全國全面實施雙語制，並賦予魁北克省在聯邦中較其

他省分更大的權利。此舉固然使其他省分及非法裔群體的不滿，但是法

裔群體則仍認為不夠。 

加拿大採聯邦制，各省擁有高度自治權，選舉及決策採相對多數制，

因此魁北克省政府一直掌握在法裔群體手中，全國性的選舉也曾使法裔

人士出任總理。因此，法裔群體還能掌握自己的事務且參與國政。不過，

英裔明顯地掌握各種優勢；尤其經濟的優勢，不僅在全國範圍如此，在

法裔聚居的魁北克省亦然。1976 年主張魁北克主權的魁北克人黨取得該

省執政權，通過保障法語文化的法案，目的在使法裔能在經濟部門占有

與其人口比例相符的就業人口及收入水準。 

最初法案帶有族群色彩，其後法案則僅強調法語能力及魁北克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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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不論其族裔背景。（李信成，2002：80）由於魁北克的獨立運動

給國家帶來相當大的震撼，這時原住民族除了不得不捲入國家定位的討

論，同時，常利用機會以政治動員來要求政府改革原住民政策。再以國

際上對於人權的關懷逐漸由個人擴及集體權，特別是東歐共產政權解體

之後，族群議題取代戰後的階級競爭，原住民權利便浮出政治檯面，也

讓加拿政府倍感沉重壓力。 

根據加拿大憲法（即『1982 憲政法案』），目前加拿大的原住民族 

(aboriginal peoples of Canada) 被分為印地安人 (Indian)、Inuit、以及Métis 

(mixed blood) 三大民族 (peoples)；不論是語言、文化、還是血緣，各族

內部還是相當異質。印地安人分為「有身分」（status、legal、或 registered）
11、以及「沒有身分」(non-status) 兩種，意即是否獲得政府的認證而具

有特別的法定地位；透過 1985年通過的『印地安法修正法』 (B-C31, An 

Act to Amend the Indian Act)，迄今有十萬人回復取得印地安人身分，剩

下約一萬人沒有身分。Inuit 過去被稱為愛斯基摩人 (Eskimos)。Métis 是

原住民與歐洲移民（特別是法裔）通婚的後裔，一直到 1870 年才在

Manitoba Act 中被正式承認；政府原本期待他們會被白人同化，並且在

1941年的人口普查取消期類別；到了 1981年的人口普查，族群認同的類

別才又將其納入。（施正鋒，2003：4） 

至 1970年為止，加拿大一百年來的原住民政策有兩大支柱，也就是

表面看起來不干涉、以及實質上進行同化：一方面政府急於與原住民簽

訂條約、設置保留區、將原住民土地開放給墾殖者、以及應允照顧保留

                                           
11 James Tully指出，在西方的「當代憲政主義」（comtemporary constitutionalism）當中，習慣法（common 

law）裡頭原本就有三大憲政慣例（convention），也就是相互承認（mutual recognition）、雙方同意
（consent）、以及持續不變（continuity）；不過，這些傳統在日後被「現代憲政主義」（modern 
constitutionalism）所取代，也就是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轉引自＜加拿大原住民族自
治體制＞，施正鋒，2003，http://mail.edu.tw/cfshih/seminary/20030830/200308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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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的原住民；另一方面，如果有辦法的原住民願意接受同化，他們也

可以選擇離開保留區、放棄原住民身分、同時取得公民權。加拿大官方

委託研究的『豪松報告』（Hawthorn Report，1966－67）完成，督促政府

必須正視原住民社會、經濟、教育方面的困境，特別是採取尊重社群的

途徑。（施正鋒，2003：5） 

在當一系列中的第一個對印地安權利主張之回應始於 1969年之印地

安政策白皮書（White paper on Indian policy）。此事件註記了前所未有的

權利主張活動之新紀元的開端。然而，全國印地安兄弟情誼結社（Nation 

India BrotherHood《NIB》）對於白皮書內容強烈反應，立即發表一項宣稱，

（陳茂泰，2002：99）促使原住民族並集眾家之力來抗衡此項對他們的

權利之明顯挑戰。杜魯道總理（Prime Minister Trudeau）的自由黨政府在

『白皮書』中不僅未接受『豪松報告』的政策建議，反而企圖以反歧視、

以及平等一般化的理由來取消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並且打算把責任推給

各省政府；原住民領袖強烈反彈，提出相對的『紅皮書』（1970）來抗議，

這時引起一般百姓的注目，終於逼迫政府在 1973年撤回『白皮書』。 

根據加拿大「皇家原住民族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RCAP，1996），原住民自治權的來源有四：（一）根

據原住民的記憶、以及口述歷史，他們自己原本就有一脈相承的政治制

度，這是造物者賦予的；（二）根據國際法，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而自

決權包括自治權；（三）北美洲既非無主之地、殖民者也沒有征服權，而

當年的殖民政府（加拿大政府的前身）也在條約、以及「皇家宣言」(1763) 

中承認他們是自治的民族；（四）原住民的自治權早為憲法所承認，而這

項承諾是加拿大這個國家存在的基礎。（施正鋒，2003：7） 

原住民實施自治另一個重要過程來源是「原住民主權」（ab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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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ereignty）；原住民主權的具體表現則在於土地權，而自治視確保土地

權的途徑。在過去西方學者為了要合理化白人如何佔領美洲原住民土

地，提出「無主地」的概念，也就是原住民的土地未經充分利用、宛如

荒廢一般，因此主張任何人都可以來開發。但對於原住民而言，原住民

才是享有主權的民族，對土地有管轄權、並且有自己的政治組織。也就

是說，原住民從未放棄他們的主權，而是國家的主權侵犯了他們的主權

（土地權）。所以，「皇家原住民族委員會」建議，聯邦政府、以及省政

府應該與原住民的自治政府共享主權。（施正鋒，2003：8） 

儘管原住民一貫表示他們從未放棄既有的主權、以及自決權，加拿

大政府卻一向堅決否認，理由是加拿大只能有一個主權來源
12
。一直要到

『豪松報告』、『白皮書』相繼出現，終於刺激原住民在 1970年代中開始

關心這些議題，並且在國內外尋求輿論上的奧援，特別是希望能取得憲

法上的再確認；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杜魯道政府不得不同意在『1982

憲政法案』中加入原住民條款，原住民權利才破天荒地重新獲得政府承

認。儘管如此，原住民權利仍有待進一步定義；不過，加拿大政府採取

的基本態度是不置可否。(Frideres, 1998: 362~63)  

由於 1982 年的『憲政法案』(37 條) 規定未來必須由總理召集各省

省長召開有關原住民議題的憲政會議，一時讓不少原住民領袖滿懷希

望，尤其是期待自治權能入憲，以便能超越『印地安法』的拘束；特別

是二度上台的自由黨總理杜魯道在第一次原住民權利憲政會議中

(1983/3/15) 至少表達了起碼的善意。第二次會議 (1984/3/8-9)也針對原住

民權利達成程序上的協定。在第三次原住民權利憲政會議中 

(1985/4/2-3)，保守黨的總理穆隆尼 (Brian Mulroney, 1984-93) 更誓言要

                                           
12 一九七 0 年代末期，聯邦與省政府對印地安人自治的要求回應都是斬釘截鐵的“不”。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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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法中重新確認、以及定義對原住民權利的保障，特別是自治權的入

憲，更可以彰顯政府與原住民之間「牢不可破的社會契約關係」。 

雖然經過四次會議（包含 1987 年），由於各省對於原住民權利的內

涵有所疑慮、再加上原住民團體之間未能達成共識，1987 年的『密其湖

協定』終究沒有納入經過討論的原住民權利條款，讓參與的原住民菁英

大失所望；1990 年，在曼尼托巴省 (Manitoba) 的 Cree 族原住民省議員

Elijah Harper的戲劇性杯葛下，該草案未能順利過關，讓大家知道，不能

光是討好魁北克、卻不顧原住民。稍後，面對魁北克的獨立壓力，聯邦

政府為尋求原住民的奧援而不得不從善如流，除了讓原住民全程參與談

判，更設法排除在野自由黨對集體權觀念的敵視、以及參與者的族群自

我中心心態作祟，終於同意在未來的修憲條文中『1992 查絡特城協定』

（第 41條）確認原住民「既有的自治權」（施正鋒，2003：10~12）。 

就自治權入憲的目標而言，加拿大原住民二十多年來的努力功敗垂

成，不過，政府卻不敢小看原住民權利的象徵性力量。首先，令人安慰

的是，國會（下議院）的「印地安人自治特別委員會」在 1983年公佈一

份詳盡的『潘能報告』(PennerReport)，除了強烈批判 DIAND的改革之議，

也就是光是修改『印地安法』、擴大地方分權 (devolution)、以及強化既

有的「遊獵群政府」(band government)，進一步建議以承認印地安人的自

治權來重建彼此的關係，更主張一定要在憲法中將其明文確認。在 1993

年的大選中，自由黨在其『紅皮書』列入『原住民政策綱領』，答應在執

政後承認原住民的自治權為既有權利 。 

一直要到 1995年，Jean Chrétien 的自由黨政府 (1993) 從善如流公

佈一份『原住民自治聯邦政策指導』，總算正式承認「原住民既有的自治

                                                                                                                                
採取的立場是它們無法承認印地安主權，因為存在在加拿大內唯一主權屬於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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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inherent right of self-government) 算是『1982憲政法案』中所謂「既

有的原住民權利」(existing Aboriginal rights)，並且具體提出自治的途徑、

以及模式，總算間接確認自治權的正當性。另外，由官方在 1990年任命

的諮詢小組「皇家原住民族委員會
13
」，也在其最後報告中強力主張以承

認「原住民為民族」(Aboriginal peoples are nations) 來建立彼此的「夥伴

關係」(partnership)，建議以主權共享的精神來設立原住民自治政府 

(RCAP, 1996)。政府又在 1997年提出『加拿大原住民行動方案』，除了再

度承認原住民既有的自治權，並且全盤接受 RCAP在報告中 (1996) 所建

議的相互尊重、相互承認、相互責任、以及共享等四大原則，更具體列

了重建夥伴關係，強化原住民治理，發展嶄新的財政關係，以及支持強

韌的社區、人民以及經濟等四大目標（施正鋒，2003：9~14）。 

 

 

二、加拿大自治區自治政府的功能 

加拿大政府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在保留區設置「遊獵群議會」
14
（band 

council），取代印地安人的傳統政治安排；根據印地安法案，遊獵群議會

被創立來施行民主政治的原則，以及來確保自治的存在。在這種政府的

形式之下，一位酋長與遊獵群議會被選出；議會有一名「酋長」，而每 100

                                           
13 皇家原住民族委員會從 1990 年的俄喀危機發展而來，成為 21 世紀前處理原住民問題的一項
努力。在 1996年底，皇家委員會把 6卷 500頁有關加拿大原住民地位的文件列入議程。四年
後，近$6千萬在加拿大史上最昂貴的聯邦質詢，擬定了一項處理原住民問題的 20年計劃。報
告根據 177天 3500名證人的聽證會及一些內部委託的研究。這份報告強調加拿大不在容許一
個團體成為國家的累罪。 

14 原住民社區都依賴著他們的內部政治-行政結構來促進發展。遊獵群議會已存在多年，並且在
幾乎每一個原住民社區中都代表著一個主要的勢力。加拿大聯邦政府再十九世紀末把遊獵群

議會引進保留區。從那時開始，它便為保留區擔任政治以及行政管理組織。一個遊獵群議會

的普通結構包含一位酋長以及特定數目的議會議員（與保留區總人口成比例），他們全都是經

由選舉產生。議會在保留區幾乎全部的活動中都扮演著一個關鍵性的角色。它雇用一名經理

以及多位員工來執行行政管理職責，以及監督方案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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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遊獵群成員便選出一位議會議員。遊獵群議會的權限是來自於「印地

安事務及北方開發部」（Department of Indian Affair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DIAND）的授與，而且提供經費，因此，事實上是聯邦政

府在保留區的行政單位，而遊獵群議員必須樣樣皆備，更要熟悉聯邦政

府的上百項業務，宛如政府的約僱人員；另一方面，由於他們是民選的，

必須對遊獵群族人的需求有所回應，難免有左右為難之嘆。 

自 1960年代中期開始，聯邦政府在減少開支的考量之下，一直把業

務下放給地方，將自己轉換為監督單位；然而，遊獵群畢竟只能算是

DIAND 所安排的行政派出單位『印地安特別法』，在執行上只是上級單

位交辦事項，不能算是原住民自治的實踐。保守黨的總理穆隆尼於 1984

年上台後則採雙軌制，一方面進行修憲協商會議，一方面則在 1985年提

出「以社區為基礎的自治」（community-based self-government，CBSG）

政策，希望以協商方式來成立自治區，試圖將遊獵群強化為社區政府。

雖然 CBSG 看起來是要以立法方式來超越行之有年的『印地安法』的框

架，而且也將一些業務執行下放，就整體的自治權限還是來自聯邦政府

的授與，換湯不換藥，因而被譏為不過是拋棄包袱的作為。 

政府一方面擴大轉移權限的事項，另一方面是以蠶食鯨吞的方式與

印地安人簽訂土地協定。聯邦政府從 1973年開始推動所謂的「全盤土地

權政策」(comprehensive land claims policy)，想要加緊處理尚未與政府簽

訂條約的印地安人的土地權問題；在 1986年的土地權政策修正陳述中，

聯邦政府認為自治政府是土地權談判的關鍵，讓兩者有一併解決的可

能。不過，聯邦政府原本要求原住民以放棄 (extinguish) 土地權來交換協

定的談判、以及補償，結果引起很強烈的反彈，也就是說，到底要先談

判土地權、再談自治權，還是先自治權、或土地權；在 1986年，聯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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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才同意不排除同步進行。 

聯邦政府並未提供標準的自治模式，而是針對原住民三大族分別提

出概括性的描述、以及期待：（一）針對住在遊獵群／保留區的印地安人，

政府尊重他們想要以夥伴方式取代『印地安法』行政的意願，不過，對

於那些並未住在自治區的族人，是否適用自治區的法律、或是提供公共

服務，必須取得他們的同意。（二）針對 Inuit，政府尊重他們想要成立公

共政府的願望，因此，必須兼顧到區內非 Inuit 住民的權益，（三）針對

Métis，如果是已經有墾殖地 (settlement)／居於雅伯達省 (Alberta) 者，

政府願意協商自治的形式，如果是尚未擁有土地者，政府可以考慮提供

土地，進一步協商自治的方式，或是採取公共政府的模式，（四）針對西

北領地西部的原住民，由於許多地方的原住民分佈混居，政府希望採取

公共政府模式，以及（五）針對育空，除了已經達成協議的原住民，政

府會繼續與他族進行談判。（施正鋒，2003：17） 

相對之下，「皇家原住民族委員會」(RCAP, 1996) 很清楚地將自治的

模式歸納成三大類：（一）「民族政府」(nation government)，適用規模比

現在的遊獵群更大的民族，（二）「公共政府」，適用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混

居、而原住民人口居多的地方，以及（三）「社區政府」(community of 

interest government)，適用居都會區、人口佔少數、卻又期待在教育／保

健／經濟發展／文化保護方面實施自治的原住民。RCAP(1996) 的理想自

治政府模式是民族政府，不過，若要以目前規模小而零落的「遊獵群」

來實施自治，即使名義上稱之為「民族」，就要面對經濟規模的可行性問

題，因此，有必要「重建原住民族」(rebuilding Aboriginal nations)，也就

是要進行遊獵群與遊獵群之間的整編、合併，讓真正的民族成為行使自

治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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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民族政府」的前提是必須有清楚的領域界線，並且以民族的屬

人身分來界定自治區公民的身分，而非原住民雖然可以當住民、卻不能

當公民；民族政府可以由好幾塊並未比鄰的領域結合而成，彼此的關係

可以是聯邦、或單一制；民族政府可以享有廣泛的權限，位階高應該是

與省／領地政府同級。相對的，「公共政府」採屬地主義，境內所有的住

民都享有自治區公民的身分，也就是說，自治政府屬於原住民、以及非

原住民所共有；不過，最大的前提是自治區內的原住民人口必須過半，

以便原住民的權利能獲得保障。「社區政府」的成員是建立在共同的原住

民認同、以及自願加入；這種安排的功能在服務都會區的原住民，特別

是教育、文化、語言、社會服務、兒童福利、住宅、或是經濟發展，因

此，其權限是上級政府（包括省政府、或是民族政府）轉移而來的。另

外，他認為還有第四種模式，就是政府比積極推動的是強化的「市政府

模式」，也就是將目前的社議會轉換社自治政府；顧名思義，其權限相當

有限，只不過是省政府的下級單位。（施正鋒，2003：17~18） 

 

三、 加拿大北方的原住民族－以紐依特（Inuit） 

“以紐依特”（Inuit）的類別亦歷經了若干次重新定義。在邦聯之前，

並無以紐依特之合法定義。在當時並無真正予以區別之必要，由於該議

題僅限於當地事務，政府認為開啟此事項爭辯並不適當。就在邦聯之後，

以紐依特在印地安法案（India Act）之下被控制了。在短暫的一段時期之

後，他們則在英屬北美洲法案（BNA Act）之規定下持續被安置在聯邦政

府的直接司法管轄權之下。二十世紀初期加拿大政府重新思考開發北方

時，加拿大聯邦政府對以紐依特人做一次人口的戶口普查。結果則是，

每一位以紐依特配與一塊“圓盤”號碼；有一段時期，只有那些有號碼

者被正式認定為以紐依特，此號碼就發展出其他定義，並且持續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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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1978年加拿大政府與原住民族權利授與委員會（Committee for 

Original Peoples Entitlement《COPE》）之間的協議，以紐（Inuk）被定義

為那些已知的以紐依特、愛斯基摩（Eskimo）、或聲稱在傳統上使用並佔

有該土地之以紐維亞路特（Inuvaluit）民族之成員。在 1975 年詹姆斯灣

協議（James Bay Agreement）下，以紐克被定義為具有圓盤號碼、或有

四分之一以紐依特血統、或被當地視為以紐克、以及其他得被認可之等

人員的任何人
15
。 

在邦聯（Federation）之後多年，聯邦政府對北方及其民族的關切是

集中在建立一個自然的存在，以及對該地區建立起統治權。它相信如果

加拿大要對北極提出權利要求的話，就必須對世界顯示它聲明為加拿大

一部分的土地上擁有永久居民。雖然皇家加拿大騎警駐紮在北方各部的

警署對建立統治權頗有助益
16
，同時也存在另一個信念是“其他的”加拿

大人也必須實際存在。另一種看法是加拿大政府地須維持這些居民的生

計。在二十世紀來臨時加拿大政府官員最初以及最主要考量就是佔有。

加拿大政府也有責任確保加拿大人全年候地居住在北極圈。因此，重新

安置計劃被創造將以紐依特人遷移到原先無人居住的地方。例如：來自

以紐究亞柯（Inukjuak）的家族被重新安置到高原北極地點像是格利司費

歐德（Grise Fiord），以及以紐依特人被遷往到決心灣（Rosolute Bay）。  

其他的以紐依特人重新安置行動則是在整個 1950年代中就緒，這是

加拿大政府在北極建立社區並推動北極都市化，名義上是要讓以紐依特

人追求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實際上是讓以紐依特人離開土地維生。從

                                           
15 其中論及「圓盤」號碼是：號碼被壓印在小金屬圓盤上，以紐依特可隨身攜帶以利辨識。陳

茂泰譯 James S Friders& Lilianne Ernestine Krosenbrink-Gelssen原著 2002，《加拿大境內原住民族：現代
之衝突》，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頁43。 

16 加拿大皇家騎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這個團體被派遣到北方是為了建立一種加拿大的
存在感以及執行加拿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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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簡短歷史來看，南加拿大人的進入總是為以紐依特人帶來危機。如同

摩斯（Moss）指出的，他們的出現一直是如此具有侵入性，以致於取代

了或是擾亂了以紐依特文化。因此，以紐依特人對南加拿大人提出的任

何關於北方的計劃都不熱衷，以及他們希望達成某種層次的自治就不令

人感到訝異了。（轉引自陳茂泰，2002：380~385） 

 

（一）以紐依特的政治訴求 

以紐依特人在歷史上並不自視為一個不同的族裔團體。多年來以紐

依特人已經從其他的原住民團體中學到族裔組織能夠成為達成社區目標

的強而有利的工具。加拿大以紐依特同胞情誼結社（Inuit Tapirisat of 

Canada）成立於 1971年是從以紐依特領導人古柏曼（Coppermine）的一

次集會發展而來，成為代表加拿大的以紐依特人發言的主要組織。其首

批行動之一就是開始籌劃後來成為 1976年提議的努納佛特（Nunavut）。

拉不拉多以紐依特協會（Labrado Inuit Association）成立於 1973年，作

為加拿大以紐依特同胞情誼結社的一個分之成員。1979 年又創立了以紐

依特國族議題委員會（Committee on Nation Issuces），被賦予在憲法協商

中推進以紐依特論據的全部責任。以紐依特國族議題委員會從 1980年代

正式聲明加拿大並未尊重他們的國族地位，以及未能承認以紐依特民族

的憲法地位起便十分活躍。之後，加拿大以紐依特（Canadian Inuit）會

與其他的國際以紐依特 /愛斯基摩聯手（以紐依特極地會議《 Inuit 

Circumpolar Conference》），並且參與與北極地區有密切關係的政治活

動。在 1992年以紐依特極地會議堅持以紐依特人是超越有政治界限的一

個獨特的原住民族。 

米契爾（Mitchell）於 1996年主張以紐依特人在應付支配社會時，使

用的是非對抗性的技術，而南方的全面支配並不意味著以紐依特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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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的每一個新價值觀以及人工製品。長期以來展露出被動以及主動性

的抗拒。自 1970年代起土地運動被廣泛地使用，給予以紐依特人獨立感

以及讓他們相信他們的傳統文化。年長的以及年輕的以紐依特人都擁抱

這個運動，它也對現在正被協商的土地權主張給予合法性，與運動相連

的是在過去 25年中出現的以紐依特文化協會。語言一直是許多這些協會

的焦點，現在則被視為是文化保存的一個重要指標。 

其他的以紐依特人應付社會改變時則選擇更直接的對抗策略。例

如：在 1979 年，奇特柯米歐特及瓦汀以紐依特協會（Kitikmeot and 

Keewatin Inuit Association），與其他的原住民組織一起，反對北極瓦斯管

提議。以較近期而言，魁北克以紐依特（Quebec Inuit）推出一次強力的

活動，要求對那些在 1950年代被迫重新安置的以紐依特人提供賠償。就

整體而論，以紐依特人並未採用對抗式的戰術，他們只有在企圖達成他

們的目標時勉強使用它們。 

以紐依特人正使用限有的合法政治組織來表達他們對社會改變，以

及對拿加拿大人在北極的關切。1970 年代早期，來自阿拉斯加、加拿大

以及格陵蘭的以紐依特人聚集在哥本哈根討論“回歸土地”運動，這個

聯合運動在 1975年當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被要求支持以紐維亞路特對

抗加拿大政府允許在波福海進行海鑽的決定抗爭時，首次接受考驗。1977

年加拿大以紐依特與其他來自阿拉斯加、格陵蘭以及俄國的原住民族聯

手，於以紐依特及地會議共同討論此議題。1983 年該會議被聯合國接受

成為一個非政府機構，也在此時該會議加入了世界原住民族會議（World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全世界的以紐依特人現在已經聯手，並與

其他察覺到他們共同的困境的原住民族建立起連結。（陳茂泰，2002：

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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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努納弗特（Nunavut）－以紐依特的土地 

原住民土地權主張與加拿大一樣古老，雖然許多土地權利主張已透

過條約加以和解，這些條約幾乎沒有涉及北方的條約。加拿大聯邦政府

不想用它們對待印地安人的方式對待以紐依特人。直到 1970 代在育康

（Yukon）以及西北領域的大多數土地都位於所有權爭論之下。阿拉斯加

權利主張和解法案（Alaska Claims Settlement Act 1971）是北美洲第一個

現代的原住民土地和解，並且成為加拿大中現代以紐依特土地權主張的

先驅。 

努納弗特（Nunavut）的推進始於 1960 年代，加拿大人以及其他主

要資源使用者對於這些商品（能源產品、礦產、水力發電）的取得管道，

就需要穩定的來源。1970 年代，阿拉斯加權利主張和解法案（Alaska 

Claims Settlement Act 1971）已被國會通過，並為其他隨之而來的和解劃

定好了架構。該法案也向加拿大人展示能夠訂定並能應付政府，私人產

業及原住民族的關切，又允許開發資然資源的協定。1971 年的國際哥本

哈根會議（Copenhagen Conference）在賦予原住民族權利主張合法性上也

具有影響力。另一個對以紐依特人提出的權利主張造成了衝擊的全球事

件，是丹麥國會同意給予格陵蘭地方自治（1979），這個同意在現代和解

十分獨特，因為它是第一個提供廣泛原住民自治的協同。這個協同並未

提供任何金錢賠償，它也並未要求原住民族放棄他們的祖傳原住民權利。 

在 1991年加拿聯邦政府發表一份對北極的綜合提議套組，名為共同

塑造加拿大的未來（Shaping Canada's Future Together）。聯邦政府與以紐

依特人在全國舉行證會；這些諮詢的結果形成了潘納騰協議（Pangnirtung 

Accord），它獲得以紐依特憲法會議無異議地採用。以紐依特人在這份協

議中概述他們的三大關切。1.對固有自治權利承認；2.平等參與憲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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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3.承認以紐依特是擁有文化及語言權利的獨特社會。 

長久以來，北極圈中、東區內的 Inuit一直要求另外劃出一個在權限、

以及位階相當於省的領地給他們，Inuit Tapirisat of Canada在 1976正式要

求政府成立 Nunavut領地，並在 1982年西北領域的一次公投得到支持；

在隨後 Tungavik Federation of Nunavut與聯邦政府、以及西北領地政府的

土地權談判中，就包含這個訴求；談判在 1991 年完成，協定在 1993 年

簽署、以及國會立法，而 Nunavut領地、以及政府也在 1999年正式出現。

Nunavut 政府是一種公共政府，不過，因為 Inuit 佔了領地人口的 85%，

因此能實施實質的原住民自治。不過，就權限而言，這個領地政府還是

比較像是是政府的性質。 

 

（三）以紐依特自治的困境 

當南方的技術官僚政治入侵北極時，對非技術性的以紐依特人來

說，沒有事務是微小的、簡單的或是立即明顯的，只有來自南方的專家

才能夠應付大規模的公共需求。在以紐依特社區中，個別的公民得面對

一種令人迷惑的巨大與複雜性，並且把所有事務交託給那些更瞭解的

人。另擇其道而行就是違反以紐依特的理性，多年來北方的技術官僚政

治，儘管它的失敗，但終究未遭受抵抗之下成長著。另外那些為國家工

作的個人並不視為政治與工業結合的一部分，而是一個比較低等以及需

要南方的社會結構取代的社會體系的真正的管理者，一直到最近這種實

現觀點才遭到以紐依特人的挑戰。 

從早期接觸開始，加拿大便把以紐依特人定義成在社會以及經濟上

都是落後的群體。加拿大聯邦政府仰賴它的官僚結構來發展出將以紐依

特人整合入加拿大社會的策略。之後，加拿大政府官員重新思考策略，

新的政策是發展自給自足的以紐依特人，他們會整合到資本主義模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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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中。在傳統經濟已無法再支持以紐依特人，新的居留地被創造來而較

小型的居留地則被擴大。都市居留地的建立對於施行此種策略是不可或

缺的，一旦以紐依特人被安置在一種村落脈絡中，新的制度結構就會支

配他們的生活。他們會受到完全包含他們的存在的新形式教育、社會福

利、司法以及經濟關係的支配。 

透過與聯邦政府締結的土地和解以及各種超大協議，以紐依特人正

創造出新的資本主義，在工業組織上，這些企業已經創造出一種現金經

濟，成為該區域的主要雇主並取得更多的政治信服力。這些新經濟組織

是更大的跨國結構的一部分，必須配合一個全球國際網路，即使以紐依

特組織間存有某種連結，外部的跨國組織卻支配著這些組織並且設定他

們的議程。南方加拿大人現在已意識到泛以紐依特團體的影響力，開始

擔心以紐依特人的潛在力量。 

今日的以紐依特人已體認到，他們需要先進的教育以及社會技巧以

便整合到較大規模的社會中，在同時又能夠保留住他們的重要文化特

質。他們也體認到一個民族想要存活下來，就需要進行比過去更積極的

主動策略。這意味著以紐依特人必須在進行中的北極加拿大（Arctic 

Canada）制度結構中成為關鍵參與者。以紐依特人早期在居留地中採用

西方式的做法並不成功，結果他們成為邊緣人，現在他們試圖扭轉這個

情勢排除外在趨勢，努力集中在自治提議，以提升以紐依特文化及永續

的發展
17
。 

 

                                           
17 被安置在北方的官僚人員曾經有非常高的流動率，結果他們對議題擁有長時間性的觀點的能

力便十分有限。 陳茂泰譯 James S Friders& Lilianne Ernestine Krosenbrink-Gelssen原著 2002，《加拿大境
內原住民族：現代之衝突》，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頁40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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