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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文獻分析 

 

第一節 理論基礎 

 

 
 

 出版時間 作者 論文題目／書名／篇名 
1997 王泰升 台灣原住民的法律地位 
2000 林淑雅 第一民族：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 
2000 施正鋒 台灣的法律與原住民族— 

泛原住民運動的努力 

2002 陳舜伶 原住民族運動中「權利法制化」進路的困

局—兼論建構中的台灣原住民族自治 
2003 李建良 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 

若干初探性的想法 
2005 雅柏甦詠 

（浦忠勝） 
原住民族基本法與原住民族法制建構 

2005 雅柏甦詠 

（浦忠勝） 
什麼是原住民族固有權 

（Inherent rights）？ 

法 

理 

哲 

學 

方 

法 

面 

向 

2005 雅柏甦詠 

（浦忠勝） 
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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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主 

義 

結 

構 

觀 

點 

1989 
 

威爾．金里卡 

Will Kymlicka 
自由主義、社群與文化 

 

2001 威爾．金里卡 

Will Kymlicka 
少數群體的權利： 

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權 
2006 施正鋒 由多元文化主義、共和主義、到憲政主義

的思辨—建構多元族群的民族國家 

多 

元 

文 

化 

保 

障 

觀 

點 

2005 朱美惠 多元文化主義在台灣— 

以解嚴後政治發展與原住民族政策為例 

 

1991 池曼玲 台灣地區原住民政策： 

「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草案之分析 
2004 陳文學 我國原住民族自治政策之研究： 

規劃評估觀點 

公 

共 

政 

策 

規 

劃 

面 

向 

2001 陳心怡 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政策之研究 

（1945—2000）權力關係與政策選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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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理哲學方法面向第一民族：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1 

林淑雅（2000） 

 

本書為研究原住民族權利之經典著作之一，作者經由探討國際人權與原權的演變

歷程以及國際間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集體權」理論基礎，驗證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

發展脈絡之憲法意義，以建構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主體性與爭取憲法保障的空間。作者

認為在憲法上取得原住民族主體性地位係保障原住民族爭取民族集體權利之實現基

礎，而具體化權利保障政策的同時，勢必衝擊當時國家權力與政府行政組織架構；而

國家進行權力釋放、組織調整及利益分配時，均會涉及個人與集體的權利拉鋸、群族

特殊性的差異、中央與地方的府際關係平衡及族群關係的穩定發展。作者藉由探討民

族權利在國家自治機關、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擴展與實現，提供台灣社會對多元文

化尊重的可能性及對原住民族主體性發展的期許。 

 

 

台灣的法律與原住民族—泛原住民運動的努力2 

施正鋒（2000） 

 

作者首先簡述台灣族群組成，分為四個族群：原住民族、外省人、客家人及鶴佬

人，而四個族群互動所產生之分歧，作者將之為分為三軸線：原住民／ 漢人（由外省

人、客家人及鶴佬人組成）、外省人／ 本省人（原住民族、客家人與鶴佬人）以及客

家人／ 鶴佬人，原住民族群與其他族群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原住民族比外來墾殖者到來

前，就已長久居住於此，而其他族群則是不同時代因著政治、經濟等因素陸續來台之

移民，因此就某些將原住民視為「先住民」或「早住民」的相對認知，實則一種誤

解。 

然而國家介入之後，尤指戰後國民政府來台的統治支配，已武力或政治力對於原

住民族的土地與權利之剝奪尤甚，以族群融合思想的整合原則，試圖消滅原住民族自

我認同與文化認同。因此，作者大膽評斷，台灣只有針對原住民的行政措施，而沒有

正式的原住民族政策。在八○年代社會運動活潑化之時，原住民族社會運動跟著這波

政治民主化過程崛起並重新審思國家統治合法性與政治正當性。 

基於台灣此種特殊歷史因素，原住民族在爭取權益的原運路上，從原運「三大要

求」的思考脈絡可以發現，原住民族之自我認同與民族自決決權等，根基於是長久存

在的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亦是在傳統領域上長久行使之集體權利；因此，藉由憲法或

其他法律保障的框架，逐漸找回原住民族自我認同與塑造民族集體記憶的方式，再尋

求更大政治空間。尤其自決權的部份，係原住民族集體權之最基本訴求，亦為最難達

成的目標。在政治上要求自決，牽涉到政治權力重分配的範疇，勢必影響既得利益者

                                                
1 林淑雅（2000），《第一民族：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初版），台北：前衛。 
2 施正鋒（2000），〈台灣的法律與原住民族—泛原住民運動的〉《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初版），台

北：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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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在政治資源固定的情況下，直接挑戰既得利益者之既得權益正當性。最後，

作者認為漢人社會對於原住民族權利之忽略來自漢文化的價值觀與法治體系的偏見，

應該抱帶著贖罪的心態來彌補台灣歷史上導致原住民族處於弱勢的結構鴻溝。 

 

 

 

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若干初探性的想法3 

李建良（2003） 

本文以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為出發點，詳述原運發展之始末，與分析原運四大

訴求「還我土地、正名、憲法運動、還我姓氏」之挑戰成果與國家因應政策。原運是

以「原住民」正名為民族意識主軸、以「土地」、「自治」為族群認同的橫軸，所引

發之後續討論以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為主，故作者由此討論國際上的原住民族權利，

亦即「第三代人權」之觀念。「第三代人權」是一種「集體的自決權」，在國際上逐

漸被重視，國內也有許多相關論述。作者認為第三代人權與憲法的關係，應由國際法

關係轉化成「內國內法」始能被援引，而後續討論台灣原住民族的憲法地位以及如何

建構原住民族法律架構與運作機制，以達到保障原住民族權利與主體性認同的目標。 

 

 

什麼是原住民族固有權（Inherent Right）？4 

雅柏甦詠（浦忠勝）（2005） 

 

本文從討論國際間對固有權之原住民權利保障文獻，歸納出原住民族的固

有權是源自於「對土地的最初領有，即原住民族在這塊土地上既存的、先於國

家的文化、靈性傳統、歷史與哲學，以及他們傳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

原住民族之固有權屬於集體權，原住民族可集體地享受固有權利。」原住民族

的「初使情境」有三個特徵，族群組織及生活領域完整並自足自主發展，在國

家形成前原住民即以自成體系的「完滿自足」形式存在。 

作者對多元族群國家中，為何只有原住民可擁有固有權做出說明，認為原

住民族在長久居住的土地上已經發展出完整的組織或是權利體系，現代化國家

是建立在以武力或是其他未經原住民族授權同意的形式、剝奪原住民族傳統領

域與主權之固有權利的基礎上，因此新國家之統治正當性是立基於對原住民族

固有權之尊重與承認。 

                                                
3 李建良（2003），〈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若干初探性的想法〉，《台灣本土法學》，第四十七

期，頁115-129。 
4 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編（2005），〈浦忠勝/雅柏甦詠，什麼是原住民固有權（Inherent 

Right）？〉《原住民族憲法專章會議實錄》（初版），台北：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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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意義何在？5 

雅柏甦詠（浦忠勝）（2005） 

 

本文從《原住民族和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中之「自然主權」之意義談

起，論述自然主權出現的脈絡是對「土地」與「自然資源」既有的權利，以下

圖表示： 

 

作者探討西洋「政治─哲學」史對於自然主權的概念論證，提出原住民族

使用有別於國家主權概念的「自然主權」之正當性。主權是國家最終的政治權

利歸屬和分配，依據國家組成的三要素「主權、土地、人民」論述自然主權與

此三要素之關連：原住民族先於國家存在，權利存在的形式與內涵並非國家賦

予、有自我認同、並行使集體權的權利主體（人民）、有施行自然主權的領域

（傳統領域），在原住民族主權未經同意讓渡給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原住民族

傳統習慣與自決權應受國家承認。最後作者認為承認原住民族自然主權，並不

損及國家主權亦不分裂族群，反之可強化國家之民族認同及增加國家統治正當

性與民主鞏固。 

                                                
5 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編（2005），〈浦忠勝/雅柏甦詠，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意義何在？〉

《原住民族憲法專章會議實錄》（初版），台北：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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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與原住民族法制建構6 

雅柏甦詠（浦忠勝）（2005） 

 

全文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四條「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3年內，依本法之

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為主軸，延伸討論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法位階、基

本法原則概念，剖析該條文之法律定位與功能，提供民族法制建構之法學基礎。作者

認為基本法第三十四條係基本法立法目標能否貫徹的關鍵條款，該條文中「本法之原

則」包括「本法賴以制定的原則」與「本法所建立的原則」。「本法賴以制定的原

則」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及第十二項之規定，諸如「多元文化原

則」、「民族自決原則」、「發展原則」；藉由本法所建立的原則」為基礎，制定相

關子法以建構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完整網絡。 

作者認為基本法條文形式係介於極為具體與極為抽象之間的兩極，甚至在極抽象

的宣示性條文後註明「另以法律定之」，且作者認為基本法在法律位階上，並沒有得

以強制其他同位階法律配合修法的拘束力，因此基本法後續的「修正、制定或廢止」

端賴主管機關與較高位階之推動委員會的積極作為。 

 

貳、自由主義結構觀點 

自由主義、社群與文化（Liberalism, Community and Culture）7 

威爾．金里卡 Will Kymlicka（1989） 

 

Will Kymlicka之著作是研究多元文化與族群政策之經典，其中在《自由主義、社

群與文化》一書的第三部份「自由主義與文化成員身分」，可以看出Will Kymlicka藉

自由主義的架構，論述自由主義與多元文化、少數群體理論之關聯與「自由主義的兩

種面貌」均有詳細的辨證。一派學家認為自由主義應該涵括不同個體間的差異，另一

派卻認為認為在自由主義的理論下，差異的出現可以容許但無法包容。 

普遍假定自由主義者不贊同少數群體文化的特殊地位與過分強調社群主義的思考

方向，在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之間的保障平衡點產生衝突，反對以集體權的名義提出

的、限制個人權利的任何自治性建議，認為贊同少數群體文化集體權利的想法在理論

上是不合邏輯、在實踐上也是危險的，而原住民族要求的權利被認為是歧視或特權，

廢除根據人們的種族或民族來對人們做不同區分的立法，並引導出「無種族歧視」的

憲法，以實現無種族歧視的社會。Kymlicka認為以犧牲個人權利為代價去肯定少數族

群的權利，將集體的價值凌駕在個體價值上的謬誤，是對自由主義包容性的一種誤

解。Kymlicka認為，少數民族權利應奠基於以歷史為依據的集體觀念基礎上，始具有

正當性。以自由主義平等理論的宗旨，必須承認少數群體文化成員所面臨的不平等正

                                                
6 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編（2005），〈原住民族基本法與原住民族法制建構〉《原住民族憲

法專章會議實錄》（初版），台北：原民會。 
7 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1989），應奇、葛水林譯（2005）《自由主義、社群與文化》

（Liberalism, Community and Culture）（初版），上海：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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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環境或天賦的結果，而非他們的選擇或抱負的結果，他們所面臨的不平等是無

法選擇的。即使個別成員將來不再遭受物資匱乏或被剝奪的命運，這種不平等仍將持

續存在，暫時性的糾正歧視措施是不充分的，在不平等環境下，透過糾正歧視措施以

補償少數群體權利，並不與個人所應獲得之平等法律保障之權益相衝突，且集體權利

獲取有其必要。因此，少數群體的權利可以構成被普遍認可的自由主義平等理論的一

個重要組成部份。肯定文化成員身分對少數民族群體的重要性原則亦是尊重群體中個

別成員權利的理由。 

 

參、多元文化保障觀點  

多元文化主義在台灣＿以解嚴後政治發展與原住民族政策為例8 

朱美惠（2005） 

戰後以來，國家對原住民族之統治係採文化融合觀點，使得原住民族在文化流失

情況嚴重化，面臨生存挑戰。解嚴後，政治威權體制轉化，台灣面臨諸多急劇的轉

型，原住民的危機意識伴隨配合黨外抗爭行動、世界原權潮流發展與國內政經結構改

變等因素，使國家之原住民族政策在解嚴後出現了關鍵性的轉變。 

政府對於原住民族逐漸釋放政治空間，並朝向多元文化主義邁進。作者發現隨著

解嚴後從「威權—民主」的政治轉型過程，政府推動本土化政治改革，政治自由化帶

動原運的發展、亦帶動政治菁英的崛起，多元文化主義的原住民族政策自此成為政策

發展新方向。作者認為原住民族政策發展由以發展主體性的訴求、轉向對福利面向的

維護、最後是以憲法為基礎的法治面向制度性保障。 

                                                
8 朱美惠（2005），《多元文化主義在台灣＿以解嚴後政治發展與原住民族政策為例》，國立台南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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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共政策規劃面向 

台灣地區原住民政策：「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草案之分析9 

池曼玲（1991） 

解嚴後社會運動力量的鼓舞，促使原住民權利意識覺醒，原住民精英發起的原住

民運動，多次規模不一的街頭抗爭突顯原住民問題，更進一步提出原住民權益法制化

的訴求，要求政府制定保障原住民權益之法律。 

於民國七十九年間，由多位原住民立委付諸活動，聯署提出「台灣原住民保障基

本法」草案。由於該草案所提出之族群地方自治區構想為我國台灣地區行政體制所未

見，加以其特別強調原住民之各項權益，遂引發各界的論辯。 

本文擷取先進國家的少數民族政策經驗，從問題的認定、政策的規劃、政策的執

行介紹並評估我國過去原住民政策，並討論原住民基本法草案的制定過程及爭議焦

點，並從法律、政治、成本效益等層面評估其可行性 。以台灣地區原住民政策及原住

民問題為基礎，從文化人類學、法律學、公共政策、政治學等科際整合的角度出發，

最後作者認為基本法式可行也必要的。 

 

                                                
9 池曼玲（1992），《台灣地區原住民政策：「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草案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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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原住民族自治政策之研究：規劃評估觀點10 

陳文學（2004） 

陳文學（2004）以公共政策研究之規劃評估觀點，分析各版本「原住民族自治

（區）草案」之政策可行性與相關法規衝擊，並提出政策建議。文中論述國際原住民

族自治經驗與發展困境，並談論第三代人權觀念與第四世界建構，輔以簡介聯合國體

系中與原住民族權益保障相關之機構。作者研究發現各國原住民族致力於國際原住民

族運動的串聯，希望與國家建立基於夥伴關係的相互尊重基礎，以確保其民族文化與

政治經濟權利受到保障，並以自決權、文化權、土地權等集體權利為自治或自決的最

終政治目的。作者亦認為國際人權與各國原住民族政策出現本質上的修正，由原本的

征服、滅絕、同化、整合政策方向，修改為尊重多元文化與民族自決觀念的政策方

向。接著作者擇原住民族保障標的國家─加拿大的Nisga’a部落自治為例說明其自治

經驗，可惜的是作者在討論Nisga’a部落自治時，沒有機會深入探討自治與土地之關

係，對於「以土地為自治基礎（加拿大或美國）」與「無法以土地為自治基礎（當前

台灣現況）」提出比較分析觀點以供未來自治參考。作者以深度訪談之研究方法，訪

談國內自治法專業之專家學者或個人，進行原住民族自治法的政策評估與現行法規衝

擊分析，亦選擇訪談反對原住民族自治與權利保障的平權會，以提供正反兩方平衡之

視野，最後藉由比較各版本自治法草案與自治財政進行政策可行性評估，提供自治法

後續修正之建議。 

 

                                                
10 陳文學（2004），《我國原住民族自治政策織研究：規劃評估觀點》，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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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評釋  

一九八二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High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 

UNHCHR）組織下之「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民族委員會」（Sub-Com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成立「原住民族工作組」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eoples, WGIP），每年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為其兩週的

會議，以聽取各國原住民族群利發展情勢，於一九八五年草擬「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草案」（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一九九四年草案通
過送交「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民族委員會」，經同意後隔年送交草案至「人權委員

會」（UNHCHR）審議11。 

歷經二十一年努力，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首屆會議於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日

內瓦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12（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加拿大與俄羅斯投反對票，吉布堤（Djibouti）、加彭

（Gabonese Republic）馬利（The Republic of Mali）三會員國缺席，最終以三十票贊成
13、兩票反對14和十二票棄權15的情況下通過，送交聯合國審議。本研究版本之草案選自

一九九四年同意之「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通過之版本選自二○○六年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壹、總綱評釋  
 

本節以草案／ 通過版本、中英對照方式比較兩方差異，因此僅選擇草案與通過版

本有差異之總綱條文部份說明，其餘原權宣言條文評釋將於第五章中詳述。 

 Affirming that indigenous peoples are equal to all other peoples, while recognizing the 
right of all peoples to be different, to consider themselves different, and to be respected as 
such16, 

“申明原住民族與所有其他民族一律平等，同時承認所有民族均有權與眾不同，

有權自認與眾不同，並因其與眾不同而受到尊重。“ 

                                                
11 陳文學（2004），我國原住民族自治政策之研究：規劃評估觀點，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碩

士論文，未出版。高德義（2001），〈從殖民、同化到自決：全球原住民族的危機與轉機〉，《原住民

教育季刊》，第23期。 
12 楊伶（2006）〈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反對強迫消失公約》〉【線上資料】，新華社，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6/30/content_4768981.htm，

2006/06/27。 
13 贊成（In Favor）國家：Azerbaijan, Brazil, Cameroon, China, Cuba, Czech Republic, Ecuador, Finland, 

France, Germany, Guatemala, India, Indonesia, Japan, Malaysia, Mauritius, Mexico, Netherlands, Pakistan, 

Peru, Poland, Republic of Korea, Romania, Saudi Arabia, South Africa, Sri Lanka, Switzerland,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Uruguay, Zambia 
14 反對（Against）國家：Canada, Russian Federation. 
15 棄權（Abstaining）國家：Algeria, Argentina, Bahrain, Bangladesh, Ghana, Jordan, Morocco, Nigeria, the 

Philippines, Senegal, Tunisia, Ukraine. 
16 Affirming that indigenous peoples are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o all other peoples, while recognizing the 
right of all peoples to be different, to consider themselves different, and to be respected a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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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草案中in dignity and rights（尊嚴和平等），因為尊嚴與平等屬於「形式平
等」。由肯認原住民族所擁有的權利，轉變為強調族群集體權利的「實質平等」，承

認族群間差異性，並尊重其差異性為形塑文化多元之基礎。 

Concerned that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suffered from historic injustices as a result of, 
inter alia, their colonization and dispossession of their lands, territories and resources, thus 
preventing them from exercising, in particular, their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needs and interests,17 

“關切原住民族遭受歷史因素之不公義對待，尤其係因其土地、傳統領域和自然

資源被拓殖及掠奪，導致他們無法依需求與利益行使權利，特別是針對發展權。“ 

刪除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人權與基
本自由被剝奪），以遭受不公平、不正義對待的歷史因素取代之。強調歷史正義與和

解，亦為「補償權」的概念來源，基於歷史結構因素導致原住民族權益之喪失，應藉

由國家對原住民族之補償，彌補歷史因素的傷害，「補償權」亦為政治統治正當性與

穩定性的基礎。 

Recognizing the urgent need to respect and promote the inherent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which derive from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and from their 
cultures, spiritual traditions, histories and philosophies, especially their rights to their lands, 
territories and resources,18 

承認亟需尊重和促進源自於原住民族之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以及文化、精神

傳統、歷史與哲學的固有權利，特別是對土地、傳統領域與自然資源的權利。 

刪除characteristics（特性），其他句子做了先後順序調整。確認固有權利於傳統
領域、土地及自然資源之上的軟硬體關係。 

Further recognizing the urgent need to respect and promote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ffirmed in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other constructive arrangements with States, 

“更進一步承認亟需尊重與促進原住民族權利，並確認與國家簽訂之條約、協

定與其他結構性協議。“ 

新增條文1。進一步確認與國家訂立條約、協定與其他結構性的協議，以進行保
障及促進原權之實踐（如新夥伴關係） 

Emphasiz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lands and territo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o peac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and peoples of the world,19 

“強調在原住民族的土地和傳統領域廢除軍備的貢獻，將有助於世界各國及各

國人民之間的和平、經濟社會進步和發展、相互諒解和友好關係。“ 

                                                
17 Concerned that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resulting, inter alia , in their colonization and dispossession of their lands, territories and resources, thus 
preventing them from exercising, in particular, their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needs 
and interests, 
18 Recognizing the urgent need to respect and promote the inherent righ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digenous 
peoples, especially their rights to their lands, territories and resources, which derive from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and from their cultures, spiritual traditions, histories and philosophies, 
19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demilitarization of the lands and territo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peac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and people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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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need for 。強調傳統領域及土地的正當性、重要性，並提倡和平概念。 

 Recognizing in particular the right of indigenou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o retain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pbringing, training, education and well-being of their children, 
consistent with the rights of the child,20 

 “特別承認原住民族家庭和社區有權保留養育、培訓、教育其兒童並為後代子

孫謀福利的共同責任。“ 

 增加（consistent with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強調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利延續至後
代子孫，有不間斷之權利。 

 Considering that the rights affirmed in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constructive 
arrangements between Stat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are, in some situations, matter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interest, responsibility and character,21 

 “認為國家和原住民族之間的條約、協定與結構性協議某種程度上是攸關國際

關注、利益、責任與特色。“ 

 國家與原住民族之間的任何協議，透過國際參與皆可能產生蝴蝶效應般的連鎖

反應，（參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國際參與），任何原住民族權益發展的腳步，都將帶

動世界原住民族權利的進步。 

 Also considering that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other constructive arrangem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they represent, are the basis for a strengthened partnership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States, 

 “並認為條約、協定與其他結構性協議與其所代表的關係，是奠基於國家與原住

民族間穩固的夥伴關係。“ 

新增條文2。原住民族與國家的夥伴關係，是原住民族權益法治化的基礎。 

 Bearing in mind that nothing in this Declaration may be used to deny any peoples thei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exercised 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law, 22 

 “銘記本《宣言》不得用來剝奪任何人民的自決權，依循國際法行使。“ 

增加exercised 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law（依循國際法行使）。原權宣言
依循國際法行使，確認自決權不容國家法所侵犯，可確保其至高性。 

 Convinced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is Declaration 
will enhance harmonious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genous peoples, 
based on principles of justice, democracy,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non-discrimination and 
good faith, 

 “堅信在《原權宣言》中對原住民族權利的確認，是奠基於正義、民主、人權尊

重、非歧視性與誠信原則之上，亦將提高國家與原住民族間的和諧與夥伴關係。“ 

                                                
20 Recognizing in particular the right of indigenou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o retain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pbringing, training, education and well-being of their children, 
21 Considering that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other arrangements between Stat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are 
properly matter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and responsibility, 
22 Bearing in mind that nothing in this Declaration may be used to deny any peoples their right of self-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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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條文3。原權宣言確認原住民族人權與國家的夥伴關係，是基於平等原則、民
主原則及尊重人權、反歧視與誠信原則之上。 

 Encouraging States to comply with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all their obligations as 
they apply to indigenous peoples und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in particular those related 
to human rights, in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peoples concerned,23 

 “鼓勵各國遵守及有效率履行國際架構下所有適用於原住民族之合約，特別是與

人權相關，並與人民諮詢及協商合作。“ 

排序改變。國際原權架構應積極被納入國家法適用，在國家體制架構下適用於

該國人民。 

 Recognizing and reaffirming that indigenous individuals are entitl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to all human rights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at indigenous 
peoples possess collective right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ir existence, well-being and 
integral development as peoples, 

 “承認並重申，在國際法上原住民個人之人權有不受歧視之授權，原住民族擁有

他們維持生存、福利及整體發展不可或缺之集體權利。“ 

新增條文4。確認原住民族之集體權利對原住民族整體生存發展與福利之必要性，並且
保障原住民族個人之人權，免受歧視。 

Solemnly proclaims the following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s a standard of achievement to be pursued in a spirit of partnership 
and mutual respect,24 

 “基於追求夥伴關係與相互尊重的成就標準上，莊嚴宣布《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如下：“ 

 

增加 a standard of achievement（成就標準、達成標準）與追求夥伴關係與相互尊
重之精神。確立原權宣言於國際法上的地位。 

 

 

 

 

 

 

 

 

                                                
23 Encouraging States to comply with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all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in particular those 
related to human rights, as they apply to indigenous peoples, in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peoples 
concerned, 
24 Solemnly proclaims the following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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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夥伴關係與再肯認協定 

 

壹、新夥伴關係與再肯認協定出現契機 

陳水扁總統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以候選人的身分，在蘭嶼與原住民族簽署《原

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條約25。民進黨政府於二千年執政後，陳總統於二○

○二年十月十九日，透過原住民各族傳統的締約儀式，代表政府與原住民族完成《原

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夥伴關係再肯認協定》的簽署。二○○二年十月十九日簽署的

「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協定」，位階應等同「條約」，具憲法位階，未

來應納入台灣新憲法中。原住民族與台灣這塊土地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唯有建

立原住民族與政府的新夥伴關係，恢復原住民族自主的尊嚴，誠意地推動政府與原住

民族對等的合作，以及高度尊重原住民族自治的意願，才能改正過去歷史的錯誤。 

「新夥伴關係協定」的簽署為原住民族自治的理想邁出歷史性的一步，以對等關

係為基調為台灣建立一個多元尊重的社會，並為族群融合及人權保障樹立良好的典

範，我們所有的努力，已經為台灣的原住民族政策寫下歷史的新頁，更揭示政府維護

原住民族生存、發展與繁榮的決心和誠意。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施行，已為政府與原

住民族新伙伴關係，邁出穩健的一大步26。 

  當時簽署《原住民族與國家新的夥伴關係》協定之背景在於聯合國於一九九二年

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聯合國會議中有一項重大的決議：一

九九三年為聯合國國際原住民族年。這個聯合國國際原住民族年的主題定為：「原住

民族：一個新夥伴」。由此，將鼓勵發展原住民族與政府、原住民族與國際社會的新

關係，這種新關係必須公平地建立於互相尊重與了解的基礎上。 

 

貳、兩文件之比較 

第一條 承認台灣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 

第二條 推動原住民族自治 

（一）落實五： 以不干預原住民各族（或部落、社群）自主 

性為前提，依其意願提供資源協助建立自治實體。 

（二）相關法案： 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第三條 與台灣原住民族締結土地條約 

（一）落實六：原住民族（或部落、社群）自治實體成立之 

後，政府應與之協商，以土地條約或其他可行方式逐步恢復傳統領域土地。 

（二）相關法案：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原住民族土 

                                                
25 請參考附件新夥伴關係。 
26 新夥伴關係原住民篇 http://www.president.gov.tw/1_president/achieve/subject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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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開發管理條例（草案）、原住民族海土法（草案） 

 

第四條 恢復原住民族部落及山川傳統名稱 

（一）落實四：依在地原住民族所認定的傳統領域調查結果，陸續恢復部落及

山川傳統名稱。 

（二）相關法案：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五條 恢復部落及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一）落實三：持續推動以原住民各族（或部落、社群）為主體的傳統領域調

查。 

（二）原住民族傳統土地回復條例（草案） 

 

第六條 恢復部落自然資源之使用、促進民族自主發展 

（一）落實一：協助原住民各族關於其生態智慧、土地倫理等傳統知識的重

建。 

（二）落實七：政府應依原住民族自治實體成立進程，針對國家公園、林管

區、各種保護區、風景特定區，協商發展合宜的共管制度，並進行技術移轉與人才培

育，以促進民族自主發展，裨益台灣生態之永續。 

（三）落實九：全面檢討調整原住民族地區現有的自然資源管理機制，在地原

住民族對自然資源擁有優先權利；停止不當的造林計畫、裁併退輔會森保處等不合宜

機構；建立水源保護區回饋制度，成立山林守護基金，運用在原住民族山林守護工作

上。 

（四）原住民族基本法、森林法、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山坡地保育

利用辦法、水利法、水土保持法、土石採取法、礦業法、土地法、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七條 原住民族國會議員回歸民族代表  

（一）落實十一：修法落實前述原住民族發展計畫；修憲廢除山地／平地原住

民的歧視性劃分，以民族（或部落、社群）為基礎取代以個人身分為基礎的原住民族

政策架構。 

（二）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原住民族基本法、地方制度法、原住民族身分

法、原住民族群識別及身分認定法案 

 

其他落實方案： 

（一）落實二：透過各種教育管道（包括社會教育），使台灣人民認識並尊重原住民

族文化對台灣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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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教育法、教育基本法 

（二）落實十：透過原住民族集體智慧產權制度之建立，在有關其傳統知識、包括動

植礦物等物質的運用上，維護其權益；鼓勵並確保原住民族以永續方式運用傳統知識

獲益。 

• 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草案） 

（三）落實八：強化原住民族在國家永續發展、國土保育方面的決策參與。 

• 原住民族基本法 

（四）落實十二：政府應提供資源，由原住民族、民間及學界代表組成公正的監督單

位，以原住民族「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為指標，對政府（包括立法部門）

施政、原住民族自主能力及社會認知，進行年度檢驗，並提出報告書。 

• 原住民族基本法 

 

參、新夥伴關係與再肯認協定之時代意義 

 

因此，從上述聯合國所定之世界原住民族國際十年（1995-2004年）的脈絡中，特

別是在以「原住民族：一個新夥伴」為世界原住民族國際十年之調性，來對照台灣脈

絡的《原住民族和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時，更可看出其間的關聯。原住民族憲法

運動不單是延續自八○、九○年代台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去殖民、建構主體的精神，

批判前六次修憲的未竟之工程，而且更是首次以台灣原住民族主體的發言位置，自我

表述「新夥伴關係」的歷史意義，進而闡釋以原住民族主體所詮釋的「新夥伴關係」

的內涵，作為調整國家最高法規範（憲法）在台灣原住民族缺席時所擬定民族政策的

缺失。這是因為，「新夥伴關係」的形成，必然是二個以上主體的自由結盟，並且在

結盟關係中進行對等、互惠的合作，是一種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關係。在

原住民族對「新夥伴關係」發言之前，國家對原住民族的任何作為，無論是憲法的、

法律的或其他相關政策，只能算是主流社會民族或漢人國家一方的「要約」，無法對

原住民族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一點正是《原住民族與國家新的夥伴關係》要挑戰

的核心，也是所謂的準「國與國關係」立基的基礎。如果台灣即將要如火如荼展開的

新憲運動若非在這樣的基礎上，其正當性是十分令人置疑的27。 

 

 

                                                
27 以撒克．阿復（2000），《〈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與〈原住民族和台灣政府的新夥伴關

係〉：為台灣原住民族自治重新定調》，發表於「新夥伴關係週年研討會」，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主

辦，台大：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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