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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立法過程 
 

本章擬就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過程與行政措施、公共政策之變遷中，探

討國家行為者與立法者進行政治權力與經濟權益重分配過程，對原住民族法

案制定、公共政策擬定與行政措施執行之權力表現內涵。權力表現之內涵取

決於國家政治合法性與統治正當性的穩定性度、政治權力釋放空間大小與形

式、以及經濟利益分配合理性，並與國家執政者意識形態及多元族群互動和

諧度相關，並由立法過程與政經權利重分配的過程，探討戰後以來原住民族

爭取自我認同主體性與集體權之歷程。 

 

本章介紹台灣戰後迄今，依時空背景結構為主軸，介紹原住民族基本法

立法過程之沿革，輔以探討原住民族行政措施及原住民族政策。本章共四

節，第一節由戰後一九四五年省府接管台灣始，直至一九八七年解嚴前，第

二節為解嚴後至兩千年首度政黨輪替；第三節為政黨輪替至二○○五年基本

法通過；第四節為基本法通過迄今。 

 

第一節  戰後省府治理至解嚴前（1945～1987） 
 

中國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台灣退出聯合國後的連

鎖效應引發外交挫敗，在國際孤立情況下，為了穩定國內社會與經濟狀態，

威權政府相對於民間社會佔有絕對支配權，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上，

限制了人民基本權力與公民權，台灣進入戒嚴統治時期。戒嚴雖限制原住民

菁英之政治發展，卻無法壓抑原住民族自決意識之覺醒與原住民族社會運動

之萌發： 

壹、國民政府接收台灣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同盟國

投降，依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劃分之受降區，台灣與中華民國（東三省

除外）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同由中國政府接收。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

總司令陳儀於十月二十五日以署部第一號命令致函台灣總督地十方面均司令

安藤利吉，進行軍事接收，是日「統治權」正式移轉，台灣省行政官公署即

本於一九四五年三月由中國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所制定的「台灣接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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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逐步進行接管。在國家法制上，由日本明治憲法體制，換軌至中華民

國訓政時期約法體制1。 

歷經一九四六年政治協商會議及制憲國民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中華民國憲法開始實施。當時由於對日合約尚未簽訂，台灣的國際法定

位上有爭議，中華民國仍將台灣視為版圖內的依省，因此台灣「形式上」也

開始施行中華民國憲法。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國議會議已經通過「動員戡亂完成憲

政實施綱要」案。此一行政命令的公布，正式宣告國民政府以「總動員法」

作為依據，針對經濟物資的統制、徵收物資的方式、交通工具之管制加以規

範、限制。無庸等到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宣佈戒嚴，台灣實施

中華民國憲法之初，「立憲主義」憲法必須具備的保障人權要件，已經大打

折扣2。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灣省政府及台灣省警備總部司令部公告自五

月二十日起，全台戒嚴，此後台灣省進入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統制。五

月二十七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進一步發佈有關戒嚴時期之相關法令：防

止非法行動；管理書報；非經許可不准集會結社；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

工、罷市、罷業等行為。戒嚴體制的長期存在構成對民主憲政體制嚴重的傷

害，憲政體制所保障的基本人權，自然容易成為空泛3。 

一九四八年的「台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開始，在日治時期的

蕃地上劃定「山地保留地」，禁止買賣抵押交換贈與土地；然一九六○年卻

允許『非原住民』申請租用、使用保留地，大開漢人資本家進入保留地之

門。一九六六年引進「個人所有權」制度，凡原住民符合相關規定，經土地

登記後，便有權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此制度改變原住民族共同擁有

土地的傳統習慣，更造成漢人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方式，大量佔用原住民族保

留地4。 

省府於一九五一年起推動「臺灣省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分別

推行國語，改進衣著、飲食、居住、日常生活、改善風俗習慣等六大目標。

其中的國語語言政策為國語為主，山地方言為輔，及衣著（原住民有選擇服

                                                
1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編著（2006），《追尋台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初版，台北：

五南，頁11。 
2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編著（2006），《追尋台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初版，台北：

五南，頁15。 
3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編著（2006），《追尋台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初版，台北：

五南。 
4 林佳陵（1996），《論關於台灣原住民土地之統制政策與法令》，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 



 25 

飾自由）、風俗佐證（迷信、祭祀、巫術、室內下葬、婚姻陋習、早婚

等）。 

原住民行政在省府期間稱為「山地行政」，在日據時期稱為「理蕃」，

在日據時期的理蕃區域的地方經建和物資交易等所有業務皆統歸警察機關掌

理，山胞不能享有一般省民的權力，此區域內排除一般法令的適用，並要求

在日治時期不適用『日本六法』的原住民族接受憲法、民商法、刑法、民事

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等六法體系5。原住民進出理蕃區域均受到嚴格

的限制6。因此戰後省府山地行政可分為三個時期7：第一時期為建立行政體

制時期；第二時期為山地三大運動時期。第三時期為山地土地改革時期。 

在第一時期，首先建立「行政體制」，遵循三民主義種族平等的原則，

劃編山地鄉村鄰，將日據時期理蕃區域按照地方行政體制、地理環境與交通

情形，畫編村鄰，建立鄉公所，村辦公處及鄉民代表會，並委派山胞任鄉長

村長（之後由任命制改為選舉制），各山地鄉公所分別於民國三十四年底至

三十五年初成立。 

其次建立「山地行政組織」。日據時期理蕃業務由警察本署掌管，戰後

由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接管，民國三十五年之後將「山地警務」以外的「土

地業務」全部劃歸民政處接辦，結束警察專管。民政處改廳後，三十七年七

月至三十八年四月曾在民政廳之下攝山地行政處，總攬山地業務。此後撤銷

山地行政處，在民政廳攝山地行政指導室，後又改科，承辦山地民政及山地

其他行政聯繫工作。山地教育、衛生、農林、水利、交通、地政等業務，則

由各有關主管廳處局接辦，並由民政廳按期召開山地行政業務會報，以資協

調配合。自此，山地行政業務由特殊化走向一般化。 

第二時期的三大運動係指「山地人民生活改進」、「定耕農業」、「育

苗造林」，由民國四十年起同時在山地各鄉村普遍推行。第三時期為山地土

地改革時期。日據時期劃分的山地保留地是以原住民村落為中心，是在五萬

分之一地形圖上予以劃定。省府認為未經實地勘查，無法加以利用，故於民

國三十七年公佈「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規定各鄉公所應進行土地調查，

區分定住地、耕作地、牧畜兼其他產業增進地等，但是因為當時鄉公所限於

人力財力，都無法辦理。因此在四十年舉辦山地定耕基本調查，對定耕地、

輪耕地、休閒地、荒地、天然林地、住宅地、牧畜地的面積有初步了解。但

因原住民使用之土地並無地籍可稽，雖獎勵定耕造林有設力臺帳登記的規

                                                
5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編著（2006），《追尋台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初版，台北：

五南，頁20。 
6 郭秀岩（1976），〈山地行政與山地政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頁97-106。 
7 郭秀岩（1976），〈山地行政與山地政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頁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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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仍不能用為地籍管理的依據。因此舉辦山地保留地編查，藉此建立地籍

規劃利用。自此之後，原住民的傳統領域、土地淪為公有地、國有地。 

完成山地保留地地籍測量之後，於民國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舉辦「推行

促進山胞開發利用山地保留地計畫」，以土地權利之賦予與土地利用之改善

連鎖配合為原則，推行土地分派登記租用（完成地籍整理，確定山胞地權，

實則..）、農地水土保持處理（山地保留地內坡度三十度以上土地實施水土保

持處理）、超額度使用土地調整利用（超額之土地全部廢耕造林）、山地示

範土地重劃（每鄉一區）、改進山胞農業生產8。 

 

貳、戒嚴與解嚴時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美國宣佈即將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根據臨時條款

的規定，動用緊急處分，停止當年舉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美麗

島』雜誌為首的在野反對派政治菁英失去選舉舞台，改採群眾集會運動的方

式，企圖擴張政治發言權，使得政府與在野雙方對立情勢緊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雜誌在高雄舉辦世界人權紀念日大會，

最後引爆成情治單位與聚會群眾之大規模衝突，史稱為美麗島事件9。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蔣經國總統宣佈台灣結束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

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金馬地區除外）。一九九一年四月，國民大會通過了

憲法增修條文，五月一日李登輝總統宣佈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同時公佈

憲法增修條文10。 

 

台灣人權與原住民權利確立（1980-迄今） 

年代 

主體 

1980-1990年代 1990-2000年代 2000年-迄今 

國際間 第三代人權發軔 人權實踐 多元文化權利實踐 

台灣 民權發軔 人民基本權利 

架構成形 

公民權實踐 

原住民族 原權開展 原權肯認 原權實踐 

資料來源：陳士章（2005） 

 

                                                
8 郭秀岩（1976），〈山地行政與山地政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頁97-106。 
9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編著（2006），《追尋台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初版，台北：

五南。 
10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編著（2006），《追尋台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初版，台北：

五南，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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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解嚴後至首度政黨輪替（1987～2000） 
 

台灣自戰後國民政府時期，歷經威權統治之戒嚴時期、經濟發展帶動國

內政治與社會參與逐漸活潑，在政治資源逐漸釋出之時，促進威權體制轉型

的民主鞏固時期，在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階段，國家與民間社會絕對權威

結構位置相對轉變，政治權利之釋放與原住民族政治空間之拓展，是促成原

住民族社會運動、相關權益法治化與重申原住民族主權之一大鼓舞。七○年

代開始，國民政府進行國內政經的本土化政策，提拔本土政治菁英以安定國

內要求政治參與之動員；並藉由配合興建國家公共基本建設，促進台灣經濟

快速成長與增加外匯存款，加強國家及民間社會的連結，穩定國內秩序。冷

戰終結，西方新保護主義抬頭，台灣經濟實力壯大，對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
11。國內社會因為經濟快速發展，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社會多元化的要

求下，社會運動與政治反對運動的興起，挑戰政府威權，進而促成威權體制

的轉型，原住民族運動在此契機中亦順應而生。 

 

壹、原住民社會運動 

原住民運動起源於原住民菁英對於原住民族在經濟上相對所得收入低

落，職業多為第初級產業的就業結構底層；教育上因收入相對較低，教育程

度亦偏低；在文化上的傳統文化消失產生原住民族自我認同危機；在衛生上

因居住環境不良，衛生醫療缺乏而生活環境品質差；因此出現對於原住民多

有酗酒惡習的偏見、雛妓問題與自殺率升高等社會現象，造成原住民族在心

理上產生相對剝奪感與被污名化誤解，因此顯現在政治上的表現，便帶動原

住民運動與原住民族運動的興起12，揭露原本隱藏在社會底層的嚴重社會問題

與不公平的癥結，並可從Esman的族群運動型式說明13： 

 
 

                                                
11蕭全政（1997）〈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頁5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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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06。 
13 謝世忠（1987），〈 原住民運動生成與發展理論的建立：以北美與臺灣為例的初步探討 〉，《 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期，頁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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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運動存在的動力來源為何？為何在威權體制下依舊蓬勃發

展，帶給原住民族群間與台灣社會如此的震撼力，並綿延直至今日始終積極

拓展原住民族權利空間並不間斷地建構原住民族權利主體性14？原住民族意識

的覺醒，某種程度而言，以教會為主的信仰體系藉由與原住民密切與穩定的

聚會及彼此間知識傳播，係重大的推廣動力與支持者。然而原住民族運動並

非宗教性的復振運動，而是帶著強烈政治訴求的族群運動，直接挑戰統治者

與威權體制政府的統治正當性，而股以原住民主體性為號召的運動力量強大

足以使人懷疑其動機與背後支持者，是否與反對黨等黨外勢力影響；因此，

此時的原住民運動經常被貼上受到黨外利用與污染的污名化標籤15。 

原住民運動萌發於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
16」；接續著是一九八年的五月一日「高山青17」刊物發行；一九八四年「台

灣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成立「少數民族委員會」18，接著催生了「台灣原住

民族權利促進會」的組成。社會運動或少數民族運動的發起與生成，有壓力

（文化壓力與政策壓力）及容忍度互動的理論解釋，而台灣的原住民族運動

卻反應政策越小，越容易促進原住民運動的發展空間；在一九四五年～一九

八○年處於威權體制統治的同化政策下，原住民並沒有強烈反抗統治政府，

而是直至一九八○年代掌握社會與政治運動興起之契機，在原住民族社會運

動者掌握有利的可資運用政治資源後，爭取與要求統治政府退讓、釋出政治

空間及固有權利保障法制化19。原住民族社會運動延續之目標，在於原住民族

是以「應居主位之民族權利主體」來發動對抗國家與威權統治體制的壓抑與

民族權利失衡狀態，在原住民族主體性與固有權利得到尊重與返還之前，原

住民族運動將持續不間斷地延續傳承。 

 

原住民個人權利訴求：原住民社會政策與福利保障權利運動 

原住民運動起源於一九八○年代起的社會運動活潑化蓬勃發展之際（如

下表所示），隨著社會對原住民社會議題之關懷，原住民族運動由原權會20之

                                                
14 謝世忠（1987），〈 原住民運動生成與發展理論的建立：以北美與臺灣為例的初步探討 〉，《 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期，頁144。  
15謝世忠（1987），〈 原住民運動生成與發展理論的建立：以北美與臺灣為例的初步探討 〉，《 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期，頁155。 
16 該盟訴求為以「民族自覺、自治」為號召。 
17 由台灣大學原住民學生發行。該刊物發行過六期。 
18 夷將．拔路兒（1994），〈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路線之初步探討〉，《山海文化雙月刊》，第四期，頁

23。 
19 謝世忠（1987），〈 原住民運動生成與發展理論的建立：以北美與臺灣為例的初步探討 〉，《 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期，頁161。 
20 原權會（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於台北馬偕醫院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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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都市原住民21個案問題為首先起始22，以關懷原住民弱勢處境的溫和社會

運動方式，對原住民生活品質低落、平均所得低23、教育程度低、自有住屋率

低、失業率高24、平均餘命低25、文化斷層問題26進行個案服務。 

 
  資料來源：張茂桂（1992），《民國七十年代台灣地區「自立救濟」事件之研究》

27
。 

 

都市原住民的職業多為一級產業的勞力工作，其中漁業（遠洋與近海漁

業中，原住民大多從事遠洋漁業）和礦業為主要行業，此兩大產業分佈地

點，也就決定了早期都市原住民的地域分佈28。根據人口統計調查顯示，都市

原住民約有十五萬人，達到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居住分布以台北縣、高雄港

及基隆港周邊為主29。而原權會進行個案服務的原住民運動時期，適逢一連串

煤礦災變造成礦工死亡、遠洋漁船漁民於國外遭他國扣留，多達二分之一受

                                                
21 李亦園（1978），〈都市中高山族的現代化適應〉，《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第二輯。 
22 夷將．拔路兒（1994），〈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路線之初步探討〉，《山海文化雙月刊》，第四期，頁

25。 
23 非原住民家庭每月平均收入87,000元，原住民家庭每月平均收入38,087，非原住民所得為原住民2.3倍。 
24 非原住民失業率為2.84%，原住民失業率為7.55%，為非原住民之2.7倍。民90年原住民失業率為9.24％，
26.482人。 
25 漢人男性73歲：原住民男性72歲，少11歲；漢人女性79歲：原住民女性72歲，減少7歲。 
26 傳統文化流失與族群認同所造成的文化危機。 
27 張茂桂（1992），《民國七十年代台灣地區「自立救濟」事件之研究》，頁125。 
28 蔡明哲等撰（2001），〈台灣原住民史：都市原住民史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60。 
29 謝高橋、張清富、蔡永美、張英華（1997），〈城鄉連結遷移人口的特性與適應〉，《台灣的都市社
會》，台北：巨流，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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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是原住民，而原住民少女自願、非自願從事性產業的窘境，均是引發社

會運動與原住民運動興起的主要抗爭訴求30。 

為何原住民必須從事這些危險又位居社會低階並備受歧視的工作？在國

家統治介入前的原住民族在傳統領域上得以自給自足，世代延續千年亦然；

然而殖民統治自一六二○年起近四百年，統治者以國家武力掠奪與侵佔原住

民土地，剝奪原住民在傳統領域上之固有權與自然資源使用權，導致原住民

族與傳統領域密不可分的關聯被無情切割，傳統領域及自然資源共有共享為

土地私有與自然資源國有化取代，失去與傳統領域之臍帶相連，原住民族自

此陷入經濟困頓與貧窮。 

原住民族之「相對落後」貧窮概念以Oscar Lewis的「貧窮文化」

（Poverty-Culture）分類31，有低收入、低職業保障、高死亡率、低教育程

度、低社會參與、對政府會社會制度敵視、服從威權及缺乏歸屬感等32。 

以質化指標將貧窮分為四個階段（Stage）或程度（Level），最輕的第一

級貧窮稱為「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缺乏足夠收入讓自己不

敢貧窮；第二階段稱為「困苦」（Hardship），第三階段為「想要」

（Want），最嚴重的貧窮為「匱乏」（Destition）階段33，而此時原住民運動

興起之時便是起因於原住民族長久處於「匱乏」階段。 

而造成貧窮的原因有兩大主要觀點：自由主義結構觀點與保守主義個人

觀點。以自由主義結構觀點認為貧窮係因結構或環境情境造成，經濟不景氣

或失業、歧視與資本家對勞動者之剝削都會導致貧窮34，而台灣在一九六○年

代後，經濟政策改採出口導向工業35，設置加工出口區後勞動力需求增加，原

住民由部落移居都市填補勞動力空缺。然而台灣產業結構改變，由初級產業

邁向二三級產業發展，工業自動化後對基礎勞動力需求降低，具備專業知識

與技能之人才始能獲得企業雇用，因此依賴勞動力謀職之原住民族在產業結

構調整下缺乏競爭力而無就業機會，陷入匱乏的貧窮狀態。結構性失業導致

原住民更貧窮、受到更多勞資剝削、貧富差距相對、造成更大社會結構不平

                                                
30 夷將．拔路兒（1994），〈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路線之初步探討〉，《山海文化雙月刊》，第四期，頁

25。 
31  Oscar Lewis(1966)《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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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07。 
33 James P.Lester, Joseph Stewart JR., (2000)，陳恆鈞譯（2001）《公共政策—演進研究途徑》（Public 
Polic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二版），台北：學富文化，頁206。 
34 James P.Lester, Joseph Stewart JR., (2000)，陳恆鈞譯（2001）《公共政策—演進研究途徑》（Public 
Polic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二版），台北：學富文化，頁210-211。 
35蕭全政（1995），《臺灣新思維：國民主義》台北：時英，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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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企業為求降低勞動支出成本，大量引進外籍勞工，與原住民搶奪勞動工

作機會，外籍勞工因其僅領取最低基本工資為競爭優勢，大量取代原住民而

從事基礎勞動工作之權益。施正鋒教授於基本法訪談實錄中提到：企業為了

節省支出成本而引進外籍勞工，排擠同為弱勢族群的原住民勞動工作者，對

於原住民貧窮困境無疑是雪上加霜36。 

原住民的相對落後問題在於外在不利因素限制發展，故應排除外在不力

因素，促進其發展；而以保守主義則認為貧窮文化有其宿命背景且會隨著傳

承延續37。保守主義的個人觀點認為貧窮起因於個人本身的生產力，例如欠缺

動機、智力低劣、技能缺乏、訓練不足、或不好的工作習慣38；兩種思惟可從

下表檢視： 

 
資料來源： James P.Lester, Joseph Stewart JR., (2000)，陳恆鈞譯（2001）《公共政策—演進研究途徑》，頁212。 

 

原住民族集體權利主體訴求：原住民族憲法運動 
 

                                                
36 施正鋒，原住民族基本法訪談實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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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07。 
38 James P.Lester, Joseph Stewart JR., (2000)，陳恆鈞譯（2001）《公共政策—演進研究途徑》（Public 
Polic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二版），台北：學富文化，頁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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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運動自一九八三年以來，歷經了權利主體的意識轉變，也即從

要求「原住民個人權利」的保障，轉向對「原住民族集體權利」的主張。這個轉

變，使得原住民族與國家的關係，超越了要求國家實施給付的階段，而進入到參與
國家意思形成的階段。這種強調集體面向的參政權，必然衝擊原本無視族群差異或

刻意抹煞族群差異的歧視性政治結構，也必然對數人頭式的民主制度形成挑戰 39 

 

八○年代人類學認知的原住民新情境是「都市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失

調」、「人權觀念興起」與「原住民（族）運動」的三概念複合體40。都市原

住民的文化與社會困境所引發的「原住民運動」係屬於個人權利之保障與反

應原住民社會現象；威爾．金里卡認為「對原住民族而言，個人權利得到尊

重是無法滿足原住民族的，因為個人權利不足以保障民族的集體權利41」，而

人權保障與後續「原住民族運動」則是集體權保障概念。 

 

一、正名運動 

以追求自我認同之原住民權利與去污名化標誌的思惟邏輯為基礎，導引

出「正名運動」之三大脈絡： 

（一）原住民正名 

清領時期原住民被稱為「番」，並以漢化或受教化程度分為「生番」、

「熟番42」；日治時期原住民被稱為「蕃」或「高砂」，戰後國民政府來台

後，原住民被稱為「山胞」，並依設籍之居住地區分為「山地山胞」與「平

地山胞」，「山胞」一詞沿用時間長達十一年43。然而「山胞」有濃厚的歧視

內涵，且為污名化的社會符號，因此原住民族菁英提出以「原住民」作為自

我認同與擺脫污名化標誌之自我稱謂，並展開「正名運動」。 

行政院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將每年八月一日定為「原

住民族紀念日」以紀念民國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憲法增修條文將「山胞」修

正為「原住民」。 

（二）恢復傳統姓氏 

清領時期的原住民與漢人頻繁接觸之後，部份平埔族群因通婚或族群接

                                                
39 林淑雅（1999），〈政府組織與原住民族政治空間〉，《山海文化雙月刊》，第二十期，頁16-38。 
40 謝世忠（1987），〈 原住民運動生成與發展理論的建立：以北美與臺灣為例的初步探討 〉，《 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期，頁144。 
41 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2001），鄧紅風譯（2004）《少數群體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

義和公民權》（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初版），台北：

左岸文化。 
42 「熟番」多指平埔族群。 
43 企劃處（2005），〈原住民族正名紀念日系列慶祝活動分享及體驗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簡訊》，第95期，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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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密切而使用漢名，但大部分所謂「生番」仍保有原住民族傳統姓氏；日治

「理蕃政策」與「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政府推廣使用日本姓氏，以實行

統治與國家認同之主要施政措施，導致原住民族在傳統文化與身分認同之扭

曲，因此原住民族在皇民化運動時多使用日本姓氏與名字44。國民政府接收台

灣之後，為求「去殖民化」與「日本認同」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訂定「台

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要求原住民改採漢姓，或參照漢姓「自定姓

名」。 

原住民族之傳統習慣與漢人迥異，父母與子女間姓氏之因族而差，造成

原住民族之「直系血親，姓名不同者日眾；旁系血親，姓氏互異者亦多，造

成尊卑不分，倫常混亂45」。因此台灣省政府於民國六十一年訂定之「台灣省

山地鄉山地同胞更正姓氏及父母姓名處理要點」，可在兩種情況下改姓46：

「依漢人習慣應同姓而不同姓者；其姓氏非漢人社會所習見者。」以上規定

並無考量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與姓氏習慣，造成原住民族之姓氏錯置之困

擾。 

原住民族恢復傳統姓名直至民國八十四年修訂之「台灣原住民族回復傳

統姓名及更正姓名作業要點」才得以實現47；民國九十年六月，姓名條例修正

為可採傳統姓名與羅馬拼音並列登記48，而到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再次修正姓名

條例，增加漢人姓名並列羅馬拼音之原住民傳統姓氏為第四種註記方式。此

次修正條文增加「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為法定更改姓氏之要件，以

文化差異為考量保障原住民族傳統姓名權49。 

 

（三）恢復部落山川傳統名稱 

部落山川之傳統名稱與原住民族對傳統領域之掌握密不可分，因其傳統

名稱之歷史意義沿革與原住民族對於空間之認同、土地權力及傳統領域疆界

之脈絡，更是結合原住民族文化傳承之要素。然而恢復傳統名稱牽涉過廣，

對於地理名稱更名與戶籍地址更動之不便，除了少數標的道路宣示性更名50

                                                
44 企劃處（2005），〈原住民族正名紀念日系列慶祝活動分享及體驗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簡訊》，第95期，頁7。 
45 企劃處（2005），〈原住民族正名紀念日系列慶祝活動分享及體驗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簡訊》，第95期，頁7。（引字花蓮縣政府民國六十年山地行政檢討會議之提案） 
46 僅能更改漢姓，不可將漢姓更改為傳統姓氏。 
47 姓名條例第一、二條規定：原住民可恢復傳統姓名，但仍應以漢字註記。「台灣省山地鄉山地同胞更正姓

氏及父母姓名處理要點」同時廢止。 
48 並列方式有三：1.使用漢姓；2.傳統姓名漢字註記；3.傳統姓名漢字註記並列羅馬拼音。 
49 企劃處（2005），〈原住民族正名紀念日系列慶祝活動分享及體驗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簡訊》，第95期，頁8。 
50 最著名為總統府前之介壽路改為「凱達格蘭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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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恢復部落山川傳統名稱之正名運動依據持續進行著。在「新夥伴關係文

件」、「憲法原住民族專章草案」、「原住民族基本法」中皆有回復山川傳

統名稱之條文。 

 

二、還我土地運動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二十五。第一次還我土地運動之訴求為： 

（一）儘速檢討調整山地保留地，將國有林班地、國有財產地等徹底清查，

以便歸還給原住民。 

（二）山地保留地被劃分為林地、旱地、田地、建地等，應全面發給所有權

狀且不得有不利原住民之規定。 

（三）原屬於原住民之土地，但是後來被劃為國有、省有、縣有及台糖佔用

之土地、河川新生地，無償歸還給平地山胞作為其保留地。 

（四）凡向國有財產局承領土地所繳的購地本息，儘速歸還。 

（五）山地教會租用地比照平地教會給所有權狀。 

（六）屬於山胞保留地，經國家徵用做其他用途者，若不能回復原狀時，請

從國有土地劃定相等面積，且等值之土地歸還予原住民。 

（七）台灣原住民族之土地權應立即透過國會立法加以保障之。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二次還我土地運動之訴求： 

（一）經由省政府研商同意歸還（增編）的12000公頃土地，行政院應立即

核定並儘速歸還。 

（二）待洽商的43,418公頃（含原適宜歸還的9,846公頃），政府應無條件歸

還原住民。 

（三）原住民教會租用地比照一般教會給予所有權狀。 

（四）請政府公佈原住民目前實際使用「山地保留地」情形，並公布原屬

「山地保留地」後來被政府徵收或被漢民族租用的情形]。 

（五）原屬於原住民（平地山胞）之土地，但是後來被劃為公有及台糖佔用

之土地、河川新生地、無償歸還給平地山胞作為其保留地，凡向國有財產局

承領土地所繳納的購地本息或租金，儘速歸還。 

（六）山地保留地應全面發給所有權狀。政府未經原住民之同意，不應任意

徵收原住民之土地。 

（七）反對內政部所制訂的「山地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原住民之土地權

應立即透過國會立法加以保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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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中央設立原住民部會級單位（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八○年代適逢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一九八○年國際油價調漲、全球經

濟不景氣的外交挫敗，相對台灣內部展開經濟建設十年計畫（一九八○～一

九八九）與全面基層建設；一九八三年降低關稅，推動進口自由化並放寬外

匯管制，朝向資本市場自由化的經濟措施以因應國際油價上漲之進口壓力，

轉而積極建設台灣之政治經濟面向。而此時台灣的原住民的原住民族行政措

施與政策亦由一般化朝向民族化、並逐漸由一般行政獨立出專門負責原住民

行政之單位或機關，可見原住民族議題於八○年代逐漸受到國家重視51。 

 
 
 
 
 
 
 
 

                                                
51 林淑雅（2000），《第一民族：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台北：前衛。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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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過程 

 

法案成為法律的過程當中，必經以下五項程序：提案52、一讀53、二讀54、

三讀55、總統公布56。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過程之探討，將以時間演進為縱

軸、議案事件為橫軸的排序方式，呈現原住民族基本法在立法院的立法過

程。 

 

一、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提出： 

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法編號為01212000，各政黨黨團提出原住民族權利保

障概念之提案版本，於民國八十年首度在立法院院會提案迄今通過，共歷時

十五年之久，共計四種名稱、五個版本。「原住民族基本法、臺灣原住民保

障基本法、原住民基本權利法、原住民族發展法。」其中，「原住民族基本

法」有兩個版本，分別由親民黨與無黨聯盟提出；「臺灣原住民保障基本

法」是最初的基本法提案版本，由華加志、蔡中涵、莊金生、高天來等委員

所提出的委員版本，最後「原住民族發展法」則是行政院提出之版本57。 

一九八七年二月，蔡中涵博士就任立法委員之後廣邀集學者專家進行就

國際及大陸保障少數民族立法進行研究。隔年於九月，華加志、蔡中涵、莊

金生、高天來等二十二位委員提案為挽救臺灣原住民族群面臨文化式微、經

濟凋敝及社會解組之命運請依憲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與第一百六十九條制定

「臺灣原住民保障基本法」58。 

                                                
52 提案是立法的第一個步驟。提案的來源為：行政院 、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立法委員（含符合立法

院組織法規定之黨團）。提案先送程序委員會，由秘書長編擬議事日程，經程序委員會審定後付印。 
53 政府機關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列入議程報告事項，於院會中朗讀標題後，即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或

逕付二讀。 
54 二讀會討論經各委員會審查完畢或經院會決議逕付二讀之議案。議案進行第二讀會前，往往先行協商（黨

團協商）。因此，上述議案於第二讀會時，經朗讀議案後，即依照協商結論處理。倘該議案未協商或未能獲

致結論，則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處理。二讀會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對於議案之深入

討論（廣泛討論及逐條討論）、修正、重付審查、撤銷、撤回等，均是在這個階段作成決議。 
55 經過二讀之議案，應於下次會議進行三讀；但如有出席委員提議，三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

也可以繼續進行三讀。三讀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相牴觸外，祇得為文字之修

正。 
56 完成三讀之法律案由立法院咨請總統公布並函送行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之，或依憲法增修條

文第三條規定之程序，由行政院移請立法院覆議。 
57為立法保障原住民族權益，行政院原民會於八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專案小組，開始起草「原住民族發展

法」，並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草案報請行政院審議，經行政院院會通過，於同年十月廿七日送請立法院審

議。 
58 公報：080卷038期 總號：2462 2頁~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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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零散的行政命令，「基本法」是國內首度以「單行法規」保障原

住民族權益的法案，亦是首度將法案名稱定為「台灣原住民」的法案，此法

案最重要之處在於規範原住民族自治區之架構，以原住民族區域自治為建構

原住民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具高度自治權之基本法。然因各立

法委員任其屆滿，提案不得延續與意識形態衝突的情況下，基本法的提出與

審議，歷經許多波折。  

法案於民國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立法院第一屆第八十七會期第二十四次

會議中討論，當時院會主席為劉松藩，決議交內政、法治兩委員會審查。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日召開立法院內政、法制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會

期第一次聯席會議，審查華委員等五十七名委員59擬具之「台灣原住民保障基

本法草案」，當時委員會主席為華加志，最後決議為繼續審查60。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主席劉炳華主席，召開立法院第二屆第四會

期內政及邊政、法制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61。繼續審查「台灣原住民保障基本

法草案」，決議繼續審查。 

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立法院第四屆第三會期第二十六次會議，院

會主席王金平。委員蔡中涵等四十一人62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請審

議案。決議交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查63。 

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立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委員會主席蔡中涵。審查本院委員蔡中涵等擬具之「原住民族基

本法草」，決議繼續審查64。 

在本次委員會討論中，各委員與尤哈尼主委間65針對委員版的「原住民族

基本法草案」與行政院版的「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兩草案有許多詳細的探

討。 

                                                
59 提案人：華加志、蔡中涵、莊金生、高天來。連署人：黃武仁、陳利健、周荃、陳癸淼、許武勝、林國

龍、王素筠、劉勝良、李勝鋒、汪漁洋、王大任、林鈺祥、蕭金蘭、李有吉、曾芙美、歐忠男、洪冬桂、何

智輝、林志嘉、劉興善、洪昭男、王令麟、游明財、黃明和、吳海源、蔡壁煌、謝來發、楊敏盛、邱俊男、

王志雄、張堅華、許張愛簾、黃主文、劉國昭、蘇火燈、蔡勝邦、莊國欽、張志民、洪玉欽、林宏宗、林錫

山、謝美惠、蔡文曲、林聰明、吳梓、陳哲男、許福曜、王世雄、翁重鈞、李子駿、蔡奮鬥、朱鳳之、史振

茂，共五十七人。 
60 公報：082卷035期 總號：2634下 134頁~154頁。 
61 公報：083卷071期 總號：2745 328頁~345頁。 
62 提案人：蔡中涵、瓦歷斯．貝林、林正二、曾華德、林春德、巴燕．達魯、高揚昇、楊仁福。連署人：張

明雄、張福興、謝章捷、許素葉、張蔡美、關沃暖、廖福本、陳進丁、靳曾珍麗、徐少萍、陳朝容、劉文

雄、穆閩珠、范揚盛、洪讀、張世良、邱鏡淳、林建榮、賴士葆、劉盛良、黃敏惠、周錫瑋、黃木添、郭素

春、鍾利德、陳健治、邱創良、何智輝、吳清池、羅福助、鄭龍水、林志嘉、顏錦福。 
63 公報：089卷037期 總號：3096上 3頁~216頁。  
64 公報：089卷055期 總號：3114下 233頁~257頁。 
65 發言委員：蔡中涵、瓦歷斯貝林、彭紹瑾、曾華德、顏錦福、章仁香、林春德、林正二、高揚昇、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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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法草案名稱違憲不予審查  

原住民族基本法歷經一九九三年與一九九四年兩次討論之後，始於二○

○○年才再度被提出討論，停頓的長達六年之久的原因，蔡委員認為是因為

當時尚無「原住民」一詞，而是山胞，於是連法案名稱都無法通過，整個審

查過程也因此停擺。提案當時原住民族被稱為山胞，因此只有「山胞」沒有

「原住民」一詞。國民政府以「台灣省山胞身分認定標準」第二條明定區分

山胞為「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為由認為基本法草案名稱違憲，因此不

與審查66，多次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議時均遭到否決，內政委員會建議修改

為「山胞基本法」便願意繼續審查，然因提案人堅持使用「原住民」而導致

審查會無限期停擺67。   

而此次的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當中，有兩點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是民族

自治區設置的問題，會牽涉地方行政區域的重劃以及行政資源競爭，勢必成

為基本法通過後之主要衝擊點之一。第二是生物多樣性的概念與保障傳統智

慧才產權的觀念，原住民族對於自然資源的使用有其世代相傳的傳統智慧，

極需要立法保障其生物知識與智慧財產權。 

而本次委員會中，林正二委員與尤哈尼主任委員針對行政院版本的發展

法與委員版本的基本法相比較，認為行政院版本的發展法是依據憲法第十條

的內涵與精神加以擴充訂定，而委員版本基本法是屬於原則性的規定68。而最

大的問題在於自治，原住民族自治區與地方制度法有競合關係，因為自治區

設立勢必會牽涉到領域、土地等問題69。最後，在此次委員會討論中，通過

「原住民族基本法」法案名稱，將於下次會議進入逐條討論階段。 

 

三、協同民間組織推動基本法草案 

由於基本法草案遲遲無法審查，因此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由財團

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專案研究、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內政委員

會邀請立法委員及內政部代表參加基本法草案協調會70。同年八月六日內政部

召開「審查行政院各有關部會對立法委員蔡中涵等所擬『台灣原住民保障基

                                                                                                                                                        
毅、黃爾璇、楊仁福。  
66 蔡中涵（2005），〈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過程〉，發表於回顧與展望：原住民族基本法學術研討會，台

北：台灣原住民族永續發展協會主辦，未出版，頁3。 
67 蔡中涵（2006）基本法訪談實錄。 
68 公報：089卷055期 總號：3114下 247頁。 
69 公報：089卷055期 總號：3114下 253頁。 
70 蔡中涵（2005），〈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過程〉，發表於回顧與展望：原住民族基本法學術研討會，台
北：台灣原住民族永續發展協會主辦，未出版，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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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草案條文意見說明會議作成紀錄報行政院鑒核」。財團法人張榮發基

金會開始內部討論、國民黨資策會亦召開會議討論原住民基本法、內政部亦

召集跨部會會議以整合意見，後送交行政院。 

 

四、蒙藏委員會更名 

一九九三年，基本法草案審查依舊延宕，催生者蔡中涵委員認為若無法

通過基本法，至少要將「蒙藏委員會」更名為「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以全

盤改變該委員之性質71。遂於一九九三年年立法院內政及預算聯席會審查蒙藏

委員會八十三年度預算時，蔡中涵聯合民進黨在野黨連署提案更名，然而內

政委員會審查時最後以點名表決，提案以「一票之差」未能通過。 

 

五、國大修憲原住民正名  

一九九四年三月的原住民正名運動到陽明山中山樓給予當時國民大會代

表強 烈表達了原住民之正名要求，立即修改憲法中污名化之「山胞」，正名

為「原住民」。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終於將山胞刪除，

改為原住民，山胞一詞於十一年後成為歷史。  

  

六、立法院舉辦「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公聽會  

一九九五年五月初尚未就任的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表示在他四年任內

將設置原住民自治區，因此揭開了自治區議題的討論，基本法最重要的架構

之一，就是原住民族高度自治，因此在同年六月九日，新舊任原住民籍立法

委員（新任立法委員如廖國棟、楊仁福）在立法院舉辦「原住民族基本法草

案」的公聽會，邀請行政院各部會發表意見。當時原民會主委尤哈尼雖然沒

有清楚描繪出自治區的基本藍圖和架構，卻重申設置原住民自治區的重要性

和決心。  

 

                                                
71 蔡中涵（2005），〈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過程〉，發表於回顧與展望：原住民族基本法學術研討會，台
北：台灣原住民族永續發展協會主辦，未出版，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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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黨輪替至基本法通過（2000～2005） 
九○年代國內民主轉型成功，政權和平移轉。不同時期政經、社會、文

化結構的轉變，都在在影響時空背景下的國家政策、立法精神、與社會風

氣。 

二○○一年三月六日，立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第三次會議，院會主席王

金平、饒穎奇。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院會決議退回程

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立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

查「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第二次會議，委員會主席蔡中涵決議繼續審查72。 

此次委員會討論審查過程中，有兩名委員有多次針對基本法草案條文內

容中之名詞釋義提出異議。首先為葉宜津委員認為應該與行政院原民會版本

之發展法草案共同審查，並反對此法案僅由單一委員會審查。第二，質疑

「原住民」與「原住民族」的個人權與集體權概念。第三，詢問平埔族權益

是否也受基本法保障。最後質疑原住民族身分認定尚未有法律依據，故不應

該通過基本法。第二位為章仁香委員73，認為原住民族自治區會與地方制度法

有所衝突，應該予以保留或擱置，也質疑基本法中對原住民個人與原住民族

之個人權與集體權間的自然人與公法人權益，認為使用集體權概念會排擠個

人權益，將使每個原住民個人都無法受到基本法保障。 

針對兩位委員的質疑，蔡中涵委員、瓦歷斯．貝林委員、原民會高正尚

副主任委員均提出回應與解釋。首先，本次委員會主席蔡中涵委員回應：

「行政院原民會版本的發展法草案無法一併審查的原因，在於上次委員會決

議等行政院版本付委之後才併案審查。而行政院版本的發展法送到立法院後

一直沒有付委，再加上兩草案名稱不同、內容相近但實質上卻不同，故無法

併案審查，可等到朝野協商時再採納參考發展法之內容74。」高副主任委員正

尚說明，原住民個人身分認定與民族認定上，除本身之族群自我認同外，尚

需有客觀的政府單位認定機制來確認75。蔡委員也補充說明，因為牽涉到某些

原住民族的權利及福利，所以主觀的自我認同外，客觀經過政府機制認同，

才是比較科學的方式，也就是草案中「自認為原住民族併經政府承認」的部

份76。瓦歷斯．貝林委員針對平埔族是否為原住民，說明現今具原住民身分是

因過去台灣省政府所認定，雖然平埔族是存在的，但是首先要先自我認同，

                                                
72 公報：090卷017期 總號：3151下219~229頁。 
73 章仁香委員，女，國民黨籍，擔任過第三、四、五屆平地原住民立委。 
74 公報：090卷017期 總號：3151下220頁。 
75 公報：090卷017期 總號：3151下220頁。 
76 公報：090卷017期 總號：3151下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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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經過政府規範，故草案明定「有關原住民身分及民族之認定，另以法律定

之77。」事實上，原住民族基本法，未來也就是平埔族的基本法，所以現在沒

有必要阻止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制定78。 

針對章仁香委員對「原住民」與「原住民族」的質疑，蔡中涵委員說明

如下：「當我們談到民族歧視，一定是包括集體及個人，因次原住民和原住

民族之間，很難切割，這是整體民族性的問題79。制定原住民的基本法，還是

要以集體的概念來處理，也符合憲法中有關「國家應依民族的意願，保障原

住民族的地位」的規定，畢竟以集體規定部會排除個人，因為民族中的個人

是很難加以切割的80。」 

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立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第六次會議，院會主

席王金平、饒穎奇，審議行政院提出之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決議交內政及

民族委員會審查81。 

二○○一年呂副總統邀請最初提出自治區概念的蔡中涵委員參與由人權

小組在台北賓館召開的原住民自治區公聽會，蔡中涵委員與瓦歷斯．貝林討

論高度自治的架構，是屬於對等的夥伴關係82，因此沒有正副、主從、上下或

強弱的差異。基本法中的自治區概念，總統府與民族議會是對等關係，總統

每年要到民族議會國是報告，特別是針對原住民族事務。而行政院與民族政

府亦屬對等地位。民族政府由各族的「民族自治政府」組成，「民族自治政

府」是由數個自治區民族政府組成，而自治區民族政府在不同部落或區域均

可成立，這是未來自治區的架構。在基本法中若原住民自治政府與現行政府

體制產生爭議時，則由總統府召開協商。下圖為蔡中涵委員於基本法草案中

的自治概念： 

                                                
77 公報：090卷017期 總號：3151下223頁。 
78 公報：090卷017期 總號：3151下228頁。 
79 公報：090卷017期 總號：3151下225頁。 
80 公報：090卷017期 總號：3151下228頁。 
81 公報：090卷014期 總號：3148上3~105頁。 
82 新夥伴關係於兩千年簽訂，再肯認協定簽於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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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到法案屆期不延續的規定，二○○三年三月瓦歷斯．貝林（無

黨）與蔡中涵委員的基本法均重提新法案，並改變立法依據，放棄原本憲法

一百六十八條、一百六十九條對邊疆民族的相關規定。原住民族是具有主體

性的，因此援引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十一項和第十二項當作立法根據，行

政院則於同年六月行文立法院要求審議「行政院版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 

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第二次會議，院會主

席王金平、江丙坤，審議行政院提出之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決議交內政及

民族委員會審查83。 

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第七次會議，院會主

席王金平、江丙坤。立院親民黨黨團84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請審議

案。決議交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查，與相關提案併案審查85。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第十一次會議，院

會主席王金平、江丙坤。審議立院無黨聯盟86擬具之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決

議交內政及民族委員會，與相關提案併案審查87。 

                                                
83 公報：092卷039期 總號：3313一3~101頁。 
84 親民黨立法院黨團、周錫瑋、委員蔡中涵、林春德、林正二等。 
85 公報：092卷045期 總號：3319上3~214頁。 
86 提案人：立法院無黨聯盟、瓦歷斯．貝林、邱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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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十二月四日，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第十四次會議，主席王

金平、江丙坤。台聯黨團針對第五屆第四會期第七次會議報告事項所列等十

九案之一，第二十五案親民黨團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提出復議，決

議不通過88。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第十六次會議，主

席王金平、江丙坤。會議及提案內容為：本院無黨聯盟要求將曾華德委員等

三十四人所提之「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行政院所提之「原住民族自治區

法草案」、「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與無黨聯盟所提之「原住民族基本法草

案」，由內政及民族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討論，交由無

黨聯盟黨負責召開朝野協商。決議：曾華德委員等三十四人所提之「原住民

族自治法草案」、行政院所提之「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原住民族發

展法草案」與無黨聯盟所提之「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均由內政及民族委員

會抽出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討論，交由無黨聯盟黨團負責召開朝野

協商89。 

二○○四年一月二日，國民黨所提之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交付黨團協

商。 

二○○四年二月十三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二次會議，主席王金

平、江丙坤。會議及提案內容：本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函，請將本院親民黨

黨團擬具之「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逕付院會二讀，並與行政院函請審議之

「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及無黨聯盟擬具之「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併案討

論，請查照案。決議：親民黨黨團擬具之「 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逕付二

讀，與相關提案併案討論90。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捨基本法，重提「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二○○

四年三月，歷經朝野協商之「基本法」版本全部歸零。  

二○○四年四月十六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十二次會議，主席王

金平、江丙坤。行政院函送91該院亟需本院第五屆第五會期優先審議通過法案

表，法案表中有關原住民族權益保障為原住民族發展法（制定案，當時進度

為朝野協商畢待簽字）、原住民族自治區法（制定案）、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創作保護條例等相關法案92。 

                                                                                                                                                        
87 公報：092卷053期 總號：3327上3~522頁。 
88 公報：092卷057期 總號：3331一3~249頁。 
89 公報：092卷060期 總號：3334一53~372頁。 
90 公報：093卷009期 總號：3343上3~412頁。 
91 立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十二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報973。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92 公報：093卷022期 總號：3356上3~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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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八月十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全院委員談話會記錄，主

席王金平。本日進行朝野協商，此次臨時會處理特定事項之相關議案，院會

依此結論處理。國民黨團提出十項法案，第四項為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決

議：通過列入臨時會93。 

二○○四年八月十一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一次會

議，主席王金平、江丙坤。決議決定八月十一日至八月二十四日舉行第五會

期第一次臨時會處理「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等案94。 

二○○四年八月十九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二次會

議，主席王金平、江丙坤。會議及提案內容：（一）無黨聯盟擬具「原住民

族基本法草案」請審議案；（二）親民黨黨團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

請審議案；（三）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共三草案。決議

結果：協商後再行處理95。 

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四次

會議，主席王金平、江丙坤。會議及提案內容：（一）無黨聯盟擬具「原住

民族基本法草案」請審議案；（二）親民黨黨團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草

案」請審議案；（三）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共三草案。

決議結果：協商後再行處理96。 

二○○四年十月一日，立法院第五屆第六會期第四次會議，院會主席王

金平、江丙坤97。提案內容：行政院函送該院亟需本院在第五屆第六會期優先

審義通過法案表之一，為原住民族發展法（制定案，送交立法院時間為九十

二年六月十五日）進度為朝野協商畢待簽字98。 

「基本法草案」與「發展法草案」交由朝野協商經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

員會開會審查，決議將「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與「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

並案交由朝野協商，由民進黨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召集人陳錦俊主持。協商結

果為法律名稱用「原住民族基本法」，條文內容則兩案各有取捨，唯以基本

法之條文為主。經多次協商後所得之版本交各黨團簽名，國親兩黨、無黨聯

盟及台聯黨都完成簽字，唯獨民進黨總召柯建銘不予簽名。因逢提出版本將

二讀，協商結束便可進入大會，若順利便可通過。蔡中涵委員及瓦歷斯．貝

                                                
93 公報：093卷036期 總號：3370 415~422頁。 
94 公報：093卷036期 總號：3370 3~72頁。 
95 公報：093卷037期 總號：3371上 3~225頁。 
96 公報：093卷037期 總號：3371上 127~219頁。 
97 公報：093卷041期 總號：3375 3~220頁。 
98 立法院第五屆第六會期第四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報635。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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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多次赴柯委員辦公室協商並修改部分條文，然始終未能在會期結束前完成

立法。  

二○○四年十二月，立委選舉泛藍及無黨籍聯盟席位過半數，「基本

法」又現一線希望；在原住民立委的堅持要「基本法」之下，「行政院版發

展法草案」法案之審查停擺。 

二○○五年關鍵在於兩位推動基本法的資深立委蔡中涵委員與瓦歷斯．

貝林委員雙雙落選，在泛藍與無黨聯盟維持穩定多數的情況下，再次討論與

審查中央部會預算。 

二○○五年一月二十日上午在倉促情況下對於預算無法逐條詳查，直接

就送朝野協商，此次朝野協商，內政部十分堅持土地的議題。下午二時，於

無黨聯盟會議室緊急召開「原住民族基本法」朝野協商會議並邀集了行政院

各部會派員參與。協商主題為併案協商。院會主持人：王金平。協商主持人

瓦歷斯．貝林。協商代表：劉文雄、羅志明、柯建銘、蔡豪、高金素梅、林

春德、蔡煌瑯、林正二、蔡中涵、李俊毅、朱星羽、廖國棟、陳建銘、黃政

哲、黃德福、曾永權。 

蔡中涵委員表示，他清楚知道如果當天晚上八點前朝野協商版本送出，

原住民基本法大概就此結束。當時朝野協商在傍晚送到各黨團，尚須簽名。

當時原民會的浦忠成副主委席宴請落選的兩名委員，卻在餐會中途傳來民進

黨總召柯建銘不予簽名，情況與二○○四年一樣，若無法通過，基本法多年

的努力付諸流水。於是兩名委員趕赴柯建銘辦公室，得到簽名後協商版本趕

在晚上八時交給議事組收件最後期限，順利排上議程99。當天晚上許多已經簽

章之黨團撤簽，深怕有變動出現，一直守到二十一日早上。 

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分，立法院第五屆第六會期第十

六次會議，院會主席王金平、江丙坤。提案內容：（一）無黨聯盟擬具「原

住民族基本法草案」請審議案；（二）親民黨黨團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草

案」請審議案；（三）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決議：親

民黨黨團之「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經黨團協商100通過，完成三讀101。 

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提出到誕生，隨著蔡中涵委員當選與卸任之十八年歷

史，少數幾名立委以杯葛幾項重大預算案的方式，扮演國會關鍵少數以小博

大，因此吸引民近黨主動合作， 

                                                
99 蔡中涵（2006）原住民族基本法訪談實錄。 
100 中華民國立法院大事記，院記（民國九十四年一月），頁603。 
101 公報：094卷007期 總號3389中 457~7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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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於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咨請總統公布，總統於同年二月五日

公布，基本法於公布日施行，全文三十五條102。 

 

第四節  基本法通過至當前現況（2005～2007） 
在基本法立法過程中，處處是立法智慧的運用。雖然在國會內部與行政

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有很多的障礙，但現階段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通過，從全

球原住民族運動的脈絡看來，無論是對台灣整體人權發展，或對原住民族的

尊重，都是極大進步。原住民族權利運動與權利法制化之間非常弔詭之處，

在於原住民族權利法制化與原住民族社會的權利主體，以及現階段整個原住

民族運動影響行政體系的關聯，是競合也好、競逐也罷，都是值得檢討的
103。 

承認原住民對其土地和領域的集體主權、自決權和選擇其自己優先發展

方向的權利，對原住民的民族永續發展並維持其特性具有根本的物質和精神

基礎。四百年來不同族群生活緊密互動並沒有此綻放出多彩多姿的新文化，

反而讓原住民族之發展現在仍然深陷在結構性劣勢的社會底層，面臨原住民

社會組織解體及文化滅絕之重大危機。基本法的通過，至少可以試圖讓原住

民族準備從現代化與傳統之間尋找平衡點，在全球化的狂流中堅持那一絲絲

脆弱的傳統文化104。  

 

壹、基本法修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落實與否，很大部分取決於中華民國行政菁英的支持

與否，也就是說各部會的行政高層是否能夠支持基本法105。 

高德義教授分析基本法缺點，認為： 

（一）基本法的法制概念有些是現有法制做法、有些是新概念，在具體

化、立法化上不夠完備，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民主的深化程度不足。 

（二）協調過程的一些重要的訴求，無法在基本法當中得到滿足。例如

民族自治權、環境權的問題、反歧視條款、政治參與、決策權等部分，也都

沒有納入。 

（三）基本法是概括性的、基本綱領性的條文，有許多不明確法律概念

與裁量部份，應盡快訂定基本法的施行細則，始能確定。 
                                                
102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40001774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35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103 施正鋒（2005），原住民族基本法座談會會議實錄 
104 浦忠成（2005），原住民族基本法研討會會議實錄。 
105 高德義（2005），原住民族基本法研討會會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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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法沒有積極的鼓勵措施─沒有積極性的鼓勵亦無消極性的懲

處或懲罰罰則，這是很重大的缺陷，因為許多基本法案都缺乏罰則。然而像

土地法規等，幾乎每條都有罰則，因此在行政裁量上會造成缺陷。 

（五）行政院院長召集的基本法「推動委員會」說明組成成員要有原住

民各族的代表，但從結構來看顯然與原民會現在的委員會議產生嚴重的重

疊，以後這兩者之間如何釐清、分工，亦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六）基本法的通過對原住民族發展有很好的理想，但是行政單位的政

策執行能力足夠落實與實踐嗎？原民會是執行單位，以現有體制的人力、預

算是否足夠支應？組織設計是否能夠因應基本法的要求？主流社會對於原住

民族基本政策的方向內涵，支持度到底有多少？這些都是與原住民族基本法

的一些重要關鍵。 

民族平等和歧視的問題，有它結構性的問題在裡面，除了法律以外，社

會對原住民族的態度調整、社會結構調整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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