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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可行性評估，是指原住民族自治方案是否具有接受貫徹的可

能性分析。以上各章分別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面

發展，探討原住民族部落政治主體解構的各個階段，可以發現重構原

住民族部落自治，受到部落有關以下方面主客觀因素影響：經濟上的

可行性、政治上的可行性、國家行政上的可行性、法律上的可行性及

執行技術上的可行性。臺灣特殊的地理、政治環境及族群生活空間高

度交集，欲建構一種社會大眾都能接受的共同理念，然後逐步落實基

於該理念之上的各項自治制度安排，有賴於政策辯論及說服過程。綜

合以上六章探討原住民族政治主體的心得，本章嘗試將現階段臺灣原

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的基本議題及定位方向，歸類為分級自治、領土

共管、自治事項共享及權利平等等四大類，分析其可行性。此外，藉

由對美國、加拿大、紐西蘭、澳洲等國家類似制度經驗的比較分析，

期望對建構我國原住民族政治主體產生政策性的建議意涵。 

第一節  原住民族分級自治與國家穩定 

    對原住民族地區來說，當今的行政組織主要在推動高效率的行政

模式，而且對社會政治穩定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原住民族委員會規

劃的自治層級是三級制，即民族自治鄉(鎮)、民族自治區及中央民族委

員會。民族自治鄉原則上依據 30 個原住民鄉及 25 個平地原住民鄉組

成，民族自治區儘可能依照單一族群的分布來劃分，也避免民族自治

區割裂同一民族。因此，民族自治區包含一個以上的民族自治鄉(鎮)，

中央民族委員會主管全國原住民族事務，為原住民族自治之最高管理

機關。傳統上原住民族是以部落為政治單位，國家政策透過行政體制

遂行管理，自治之後的部落與國家關係，賦予原住民族更大的自主權

利行使空間，惟其自治體制在整個國家憲政架構內，係採取三級制對

照於國家各級行政體制運行。本節評估原住民族自治體制，如何連結

本身體制的縱向隸屬、以及與國家之間的平行聯繫等關係，構築一個

協調發展的國家治理網絡。 

壹、民族自治鄉及議會與鄉鎮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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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國家基層政權建立在鄉鎮，在基層社會實行村里制度，是臺灣

光復以來鄉村治理的基本模式。經過近半世紀的實踐證明，鄉鎮政權

已與村里組織緊密結合，原住民族部落大都與村里結合，因此未來原

住民族部落自治，也不能不受自治鄉、鎮的領導，「鄉」仍然是重要的

原住民族自治單位。《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第 2 條規定：「原住民

族得依本法規定成立自治區，實施民族自治。自治區為公法人。」，自

治區政府與地方自治政府最大的不同點在於，前者係依特定族群的歷

史、文化、社經等條件設計符合該民族特殊發展需要之政府組織，後

者則設計適用於一般性地區的行政組織。規劃中的原住民族自治體

制，按行政區域劃分，有自治鄉、自治區及中央民族委員會三級，自

治鄉是與目前的鄉鎮平行的行政區域單位，自治區是與縣平行的行政

區域單位，中央民族委員會則與中央行政機關等級的行政組織機構。

此外，也規劃將現行部落定名為自治地方，原則上依目前的村里體制

編排，接受自治鄉的管轄。 

    雖然 1996 年 12 月原民會成立，並於 2002 年 1 月修正組織條例，

規定原民會「主管全國原住民族事務」，同時「對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公所執行本會主管業務，有指導及監督之責」，被賦予「主

管全國原住民族事務」的職掌，但是因為業務職掌早在原民會成立前

就已確定，所以原民會並不能主導原住民事務。(巴蘇亞．博伊哲努，

2005：74)目前全國原住民鄉鎮數為 55 個，包含 30 個山地原住民鄉鎮，

及 25 個平地原住民鄉鎮。依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5 年 12 月所做

的完整調查指出，46 萬餘原住民當中，居住山地鄉者約佔 34.34％，居

住於平地鄉者佔 27.82％，居住都會區者佔 37.84％，顯示原住民往都

會發展者佔最大多數。而此一數據也增加了劃設自治區的敏感度，因

為這牽涉到山地鄉裡面居住著平地鄉籍原住民及來自都會地區的漢民

族，平地鄉、鎮也居住著來自山地鄉的原住民及同樣來自都市的漢人，

都會地區則是居住著來自前述山地及平地鄉鎮的原住民。原住民族自

治地方在臺灣可能形成一個或多個民族在其聚居地方依法接受區域自

治的情況，同時也有非原住民者居住於自治區之內。而面對這麼複雜

的族群交往網絡，其權利義務的規範正是依照目前的行政體制規範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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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如人們的往來事務一般屬於地方事務，符合地方事務交由自治地

方自行處理的精神。因此，鄉、鎮居於重要的角色功能。不過，從各

國行政區劃的變革觀察，為配合整體社會經濟發展之需要，國家絕不

會固守原有的行政區劃，各國中央政府為符合經濟效益與促進行政效

率，莫不設法適時辦理行政區劃的調整工作，臺灣自應不例外。(陳春

生，2003：235)曾任立法委員的泰雅族籍馬賴．古麥(2004：93)則認為

有關原住民族自治區劃分的問題，是否參照現行 30 個原住民鄉及 25

個平地原住民鄉的建制，由各族制定區劃，或尊重部落傳統領域之下

突破現制，打破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的區劃，都是可以思考的方

向。因此，在重劃自治區時應參酌各族之分布區域、歷史、文化、民

族關係及地理臨接等因素，在尊重族群傳統聚居下，將人口集中、地

理鄰接之地區加以合併，以利推展民族區域自治，同時可以依據傳統

領域調查與部落地圖的繪製，作為各族區劃的參考。(陳文學，2004：

96)以「鄉」做為統合部落自治事務的單位，既有它的歷史性，大體上

也符合目前地方制度法第 3 條有關地方劃分的原則，對國家整體行政

體制的衝擊也最小。 

至於自治鄉的議會方面，高德義(2004：55)指出鄉公所及代表會應

維持其法人地位，並在鄉之下設部落會議，以利自治的落實。在實施

原住民族自治之後，在鄉的層級，除鄉民代表會的法人地位應該保留

外，村里民大會、部落會議及原來的社區發展協會等，可以構成鄉級

以下的各級民意機構。村里民大會具有法律授權的地方自治職權，屬

於開放式的議場，由自治鄉鄉長及村長列席，聽取部落居民對促進自

治事項應興應革意見；而民族議會極為分散，依各部落(即上稱之民族

自治地方)自行組成，其性質屬於代表會議制，由關心部落自治發展之

各方面領域的意見領袖組成，議決部落公約、部落各類發展事業計畫、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其他法規須經原住民族同意或徵詢原住民族意願

之事項，及其他與部落公共事務相關事項。在第六章第四節曾經探討

原住民民主文化素養的問題，部落社區發展協會與部落會議、村民大

會等功能疊床架屋，長期以來形成地方派系糾紛等問題，可以考慮將

上述三個組織會議合併召開，或體制統整合併，以利達成地方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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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成可以結合傳統習俗及民主原則，決定該鄉的自治制度，以及鄉

民代表的選出方式。 

有關民族自治鄉及議會與鄉、鎮行政的關係，準依地方制度法第

14 條：「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依本法辦理自治事項，並執行上

級政府委辦事項。」及第 25 條前段「…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

依法律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規定的精神，居於平等

地位自主行政，兩者事務不相干涉。另依同法 77 條第 2 項後段「…縣

(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內政部解決之；鄉(鎮、市)間，事權發生

爭議時，由縣政府解決之。」之規定，自治鄉與地方自治鄉、鎮機關

間遇有事權爭議，報由自治區及縣、市政府共商解決，如協商不成，

本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草案》第 14 條第 2 項後段：「自治區與地方自治團體間事權發生爭議

時，由行政院解決之。」之規定，報由行政院解決之，而非依據地方

制度法第 77 條第 2 項後段：「…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內政部

解決之；…」報由內政部裁決之規定，以揭示原住民族自治地位層級

的提昇。另行政院就前揭爭議事項之議決，應會商中央民族委員會(即

等同於目前之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意見、共商解決，以示國家

與原住民族之間對等及尊重原住民族自主精神。 

貳、民族自治區及議會與縣市行政 

孫中山先生於 1920 年 3 月 1 日所發表的《地方自治開始實行法》

一文中，所欲實施的地方自治的單位是屬於「縣」這一層級，但是，「如

不得一縣，則聯合數鄉村，而附有縱橫二三十里之田野者，亦可為一

試辦區。」。(高永光，2001：218)1949 年臺灣省政府積極準備推行地

方自治，頒布《臺灣省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1950 年 8 月 16 日

行政院第 145 次會議修正通過，核定全省劃分為 16 縣 5 省轄市，並飭

由臺灣省政府於同年 9 月 8 日將《臺灣省各縣市行政區域調整方案》

公布施行，將全省劃分為 5 個省轄市、16 個縣，至 1967 年及 1979 年，

先後將北、高兩市升格為直轄市。(陳春生，2003：249-250)其中有關

原住民族地區部分，光復後廢除日據時期之頭目制度與理蕃區域，1946

年訂頒《臺灣省山地鄉組織規程》、《臺灣省各縣市完成山地鄉民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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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辦法》，依據地理環境與交通狀況，將全省區劃為 30 鄉、162 村(民

國 64 年增為 215 村)。1950 年 9 月公布《臺灣省各縣市行政區域方案》，

山地鄉分屬 12 縣管轄；同年推動地方自治，原住民可以直接選舉出縣

長、鄉長、村長、省、縣議員及鄉民代表。(簡玉華，2003：65-67)依

目前規劃之原住民族自治區的行政地位應等同於縣、市政府的層級來

看，可符合臺灣地方自治施行現況及因應原住民居住在地廣人稀的實

際情況，適度調整原住民族自治行政區域，既不構成現行國家行政體

制的太大改變，也可借助國家行政資源以落實原住民族各項自治措施。 

原住民族自治區對原住民族來說將是新的「縣制」，讓原住民族地

區的現行行政體制發展進入一個斬新的階段。自治區的基本特點是將

原住民族自治與國家行政相結合，將部落與村里相結合。目前實施的

縣政制度是不考慮原住民族的特殊性，造成原住民族傳統領域與國家

統治領域高度重疊的局面，因而衝突不斷。原住民族自治區的設立地

位與縣、市同級，其優勢在於： 

一、在現有體制上統一自治區及自治鄉體制 

光復以來政府將原住民各族部落編為村里，再由村里集合成為

鄉，使得鄉、村成為原住民族地方性自治組織，並由部落成員直

接選舉鄉、村幹部。在近半世紀的施行之後，此一制度對原住民

族發展造成很大的變化。國家政策推動的好壞體現在行政體制運

行順利與否，而鄉村體制推動政務的順利與否，則直接關係到部

落居民對國家領導地位的認同。可以說，現行村里制度已經是集

體經濟、宗族勢力、利益派系、選舉制度、鄉鎮政府等諸多力量

結合的地方組織，在現有地方制度法以縣為自治單位的規定之

下，未來以自治區統合自治鄉內資源，遂行各項自治事宜，較之

以村里或中央層級來得可行、衝擊及阻力也比較小。 

二、便於原住民族自我管理 

承上所述，自治區是結合傳統與現代的治理模式。目前的行政體

制是講求「功利主義」(utilitarianism)，亦即政策的施行須能發揮

最大效益及讓最大多數人受惠。行政層級的簡化並不一定與行政

效率提昇有直接因果關係，高行政效率的前提在於權限劃分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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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規章合乎時宜與否的問題。(金煌杰，2005：74)假如層級太低，

機關人事及自治地方人口數可能失衡，而有施政成效不彰或浪費

行政資源之嫌，如參酌目前地方自治鄉、鎮的經費由縣編列來說，

可讓原住民族自治鄉的財政無虞，遂行自治區內自治事項，而達

到自我管理的目標。換句話說，原住民族自治鄉將因行政層級的

提昇而擁有更大的自主性，讓鄉鎮發展精緻化、族群關係多元化。 

三、適應原住民族未來發展需要 

     光復以來，中央與地方各層級行政機關組織，由於受到客觀環境

限制，中央與縣市幾乎重疊，而原住民族地區也併入行政體制內

進行管理。加以實施地方自治以來，受到中央政府權力的集中，

動輒以行政命令為建立自治組織和辦理自治事項的依據，使得組

織結構設計及法制施行與憲法規定有所不符，讓縣、市自治無從

落實施行。(黃城，2003：90)地方制度法施行以來，讓地方自治更

落實，如依《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第 12 條有關自治區之自治

權限及財政準用地方制度法之規定，由地方制度法第 19 條賦予縣

(市)政府有關組織及行政管理、財政、社會服務、教育文化及體育、

勞工行政、市街計畫及營建、經濟服務、水利、衛生及環保、交

通及觀光、公共安全、事業經營及管理等自治事項以觀，未來原

住民族自治區依縣的層級治理自治事務，將更具有自主性，尤其

為建立地方文化的主體性，須配合若干充足的財政、經濟建設基

礎，而非繼續仰賴上級的補助與施捨。此外，隨著原住民族基本

法相關子法將陸續建制完成，構築完整的原住民族法律體系的目

標即將實現，不論該等法律透過何種方式獲得實踐，基礎行政體

系的健全整備是唯一途徑。亦即該等法律的實施，有賴相當於縣

級的自治區政府始足推動。所以原住民族三級制或許只是初步的

架構而已，在原住民族自治事務漸趨成熟之後，現有體制架構勢

將因應調整，會隨著原住民族整體發展的需要而隨時修正。 

再則，自治區採所謂的「議行分立制」，即自治區設立自治區政府

與自治區議會，自治區議會為各自治鄉最高立法機關，比照現行之縣、

市議員選舉方式，由該自治區內之鄉民直接選舉組織之，採任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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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量原住民族自治區內尚有非原住民族籍的人居住，該等人也同樣

享有自治區各項權利義務，因此，自治區議會議員名額採比例制，或

雖未規定原住民族與漢人議員的人數比例，但也不禁止漢人擔任自治

區議員，以維持族群關係和諧發展。惟為確保主體性，仍應規定原住

民族籍的議員人數不得低於總議員數的三分之二。另比照地方制度法

第 44 條規定設置議長及副議長，涉及各該民族的事務，由自治區議會

議決，議長對外代表各該議會，對內綜理議會全般事務。 

參、民族委員會及議會與中央行政 

    現任總統陳水扁在選前承諾要在任內制定臺灣新憲法，連任總統

後，也在無數次場合宣示，在未來臺灣新憲法當中，將特別設立原住

民族專章。因此，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隨即成立「憲法原住民族政策

制憲推動小組」，研擬《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條文，並已定稿，內容共

13 條(如本文附錄六)。事實上該草案條文的精神涵括已頒布或尚正研

擬中的原住民族法律規定內容。此從該草案第 3 條規定：「全國原住民

族議會，行使各原住民族授權之事項，由各原住民族推舉代表組成，

其組織與任務經議會決議訂之」、第 10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中央政府

應設立掌理原住民族事務之專責機構，其首長由原住民擔任之。」及

第 11 條前段規定：「立法院設原住民族委員會，負責審議原住民族相

關議案，原住民族立法委員為當然成員，並不得少於委員會席次總和

之二分之一以上。」等，可以看出擬規劃的國家與原住民族夥伴關係

架構，藉由議會制度的建立，達到以下目標：首先，建立統一議會制

度以議決臺灣地區原住民族主權發展及權利行使，防止國會的不當立

法；其次，建全原住民族自治體系的立法監督功能。以下一位受訪的

鄒族學者即說明設立中央民族委員會議的迫切性： 

…對於國家處理國家與部落利益衝突的意見，更要以民族跟國家之間協

商，如果是很大的話需要整個泛原住民形成一個中央自治區或是中央原

住民族聯合議會，聯合議會跟國家之間交涉，我從來不認為這些民意代

表能交涉什麼，民意代表都會把族群利益犧牲掉，為了換取自己的利益，

所以應該要聯合民族議會有一個機制是要跟國家處理這種利益上的衝

突，比如說鄒族的某一個部落發生什麼事情，也許鄒族跟國家之間可以

直接交涉，或跟縣政府之間可以直接交涉，一遇到重大的像很多各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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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我們提昇到聯合的原住民族議會，我們跟行政院、總統府去交涉，

為了廣大的族群，那最好是依照一般的法律就可以，我所講的法律就是

說有些社會適用自治法，有些適用一般法。(受訪者 12，2006.10.30 訪談) 

原住民族自治區採「三級制」的方式，本「議行分立」原則，大

體上是要求一個完全獨立的運作機制，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和行政單

位。自治議會負立法之責，行政機關負執行之責。施政鋒(2005：387)

指出「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的構想，是將原住民族議會

與中央級政府關係，看成是民族對民族、或是聯邦的夥伴關係，而非

上下位階的直屬單位，民族議會可以產生類似 Grand Chief 的首長，由

各族群輪流推派領袖(行政首長、或是議長)擔任，與漢人的國家元首(即

總統)平起平坐。其成員除了族群代表，也可以考慮將立法委員納入當

然的中央民族議會的議員。中央層級的原住民族委員會及議會組織安

排，如依「議行分立制」於中央層級分別設立中央民族委員會及中央

民族議會，其優點在於落實責任政治，讓政權控制治權；採用「議行

合一制」，議會本身就是政府，行政權力集中於議會，行政首長可由民

族議會代表相互選舉產生，首長身分同時也是議長。(金煌杰，2005：

76)因此，「三級制」的架構可以完全是「議行分立制」，即三級行政及

三級議會；也可以是「議行分立制」及「議行合一制」的相互搭配，

理想的搭配做法是底下二級採「議行分立制」，而最高一級(即中央層級)

則採「議行合一制」。前者是在原住民族已具備充分自治的能力時可以

考慮，後者則可施行於自治起步階段。 

…現階段，原住民在政治、經濟、法律、統計、企業管理等領域人才缺

乏，要討論自治是不可能的，你說要自治，財政如何來？組織如何主持

及運作，政經法商教科文人才在在缺乏情況下，如何自治？但是，既然

原住民族基本法已經通過，採擇適合原住民現階段和未來發展的制度才

有可能，例如基於民族自治，在地方政府體制之設計上，若依行政與立

法之互動關係，可考慮採委員制及市經理制，以讓權力一元化。權力一

元制讓地方自治團體的權力集中於民選的地方議會，以地方議會為當地

的最高統治機關。委員制的地方決策採合議模式，由民選委員會之成員

兼掌行政部門職務執行地方事務；市經理制則委由經議會同意任命的公

共經理人負責執行。委員制及市經理制有強弱之分，端看原住民如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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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進行權力的談判，將此二種理念結合於原住民族自治政策內，相信

可以達到治理專業化的目標。(受訪者 1，2006.09.13 訪談) 

    不過，中央層級的民族議會如果採「議行合一制」，也可避免組織

過於龐大而影響自治執行成效，何況前面提到在《憲法原住民族專章》

草案第 11 條前段規定：「立法院設原住民族委員會，負責審議原住民

族相關議案，原住民族立法委員為當然成員，並不得少於委員會席次

總和之二分之一以上。」，國會已設有原住民族委員會負責審議原住民

族相關議案，並訂定原住民族代表的比例。又草案第 10 條第 2 項後段

復規定：「監察院監察委員、考試院考試委員及司法院大法官，皆應有

原住民出任。原住民立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採民族代表制。」，國家

同樣也賦予原住民族更廣泛的參與國家事務討論的空間，基於互惠信

賴原則及避免因原住民族組織過於龐大而影響國家整體建設發展，似

可考慮以現有的原住民族委員會來充當中央民族委員會的職能角色，

可以就現有組織架構進行局部改造，增加議事的內容，可讓全國原住

民族自治事務在最短時間內運作且阻力最小。 

…我一直覺得，原住民族自治區發展應納入國家整體建設的一環，民族

發展、民族建構就是國家建構，我的理解是，國族發展之下應該還有一

個民族自我建構，國家只是站在一個比較高、比較寛廣的位置，包容各

個族群的蓬勃發展，但是我擔心國家最後還是會忽略，缺乏整體考量。(受
訪者 5，2006.09.14 訪談) 

民族議會是推動民族自治重要的討論機制，而其本身也需要民族

自治的建構，使其在議題決議後的政策執行上得以有效落實。(海樹

兒．犮剌拉菲，2006：10)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做為全國最高原住民

族事務機構，當初設立是基於政黨利益考量已如前述，且遲至臺灣光

復後半世紀方設置完成，其在一般民主先進國家設立處理原住民族事

務專責機構的時程上稍嫌緩慢，同時我們在第六章第四節最後也討論

過「原住民族與國家妥協的侷限性」，反映在原民會就有關原住民族重

大議題上的立場不被國家重視。因此依原民會目前的組織來看，尚屬

幕僚及協調機關性質，功能不足是顯而易見。配合原住民族自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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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似可考慮提昇原民會層級，改造為族群代表委員會議機構，自

主決定全國原住民族事務發展，並監督各自治區、自治鄉、自治地方(即

村里或部落)自治事務運作，構成全國層次分明的自治組織架構。 

肆、國家架構下的伙伴關係自治發展 

    構成全國層次分明的自治組織架構，其最終目的是要維持國家整

體行政體制的穩定和諧發展。對國家來說，原住民族自治須在維持國

家整體利益之下進行，而對原住民族來說，攸關自治的各項法制建構

完成，是建立完善自治制度的先決要件。然而，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

由政府所成立的「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已研擬完成《憲

法原住民族專章》草案，該法案是否能夠順利頒布，關係著國家與原

住民族伙伴關係能否落實。然而該法案因係民進黨執政的總統於大選

前對原住民族的政治承諾，是政黨競爭下的產物，新憲制定屬巨大政

治工程，尚需達成社會大眾的共識，何時實現言之過早。因此，在伙

伴關係的理想完全實現以前，可依現行法制讓伙伴關係的操作極大化。 

…現在不可能走體制外啦，要回到體制內生活啊，有時候像有些人想要

在體制外走，可是你又在中華民國體制內大學教書領薪水，你為何要走

體制外，除非你不要你的工作，專心做你的，那更不可能啊，你要強調

你的主體意識然後你要走體制外，這個都還在體制內打轉啊，因為這個

是一個說服的過程，你要說服大社會去認同你啊，不是我想怎麼樣就怎

麼樣、成立民族議會就可以了，你要去召集人，而這些人可能各有各的

想法、理念，或是跟國家之間的緊密關係啊，那個沒那麼容易啦。(受訪

者 21，2006.11.24 訪談) 

    依上述受訪者之見，制約原住民族自治發展的兩大因素，一是國

家體制，一是原住民族本身的民主素質條件。國家體制所承載的是一

國之內族群政策整體，對於新的制度設計，須以不損及族群和諧為前

提，透過政策辯論及說服過程，規劃符合原住民族自治意願的方案。

要讓外界接受自治的想法，原住民族須展現成熟的民主素養，而此民

主素養關係著外界對原住民族自治的期待，以及原住民族內部成員對

自治的認同。至於國家方面，目前國家體制呈現一個矛盾現象，所設

立的原住民族事務機構功能不彰，各主要行政機關也各自為政，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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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權力卻不願主動參與自治事務的規劃，造成沒有統合單位以規劃

自治工作，正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假如我們邵族推動自治遇到瓶頸，基本上目前國家的機構裡面大概是

原民會啦，你找其他的教育部、經濟部、內政部啦，這個他們根本也聽

不懂，當然要看什麼瓶頸、什麼阻礙，當然在整個的文化主導權，在整

個社區的規劃、自治區的規劃，那是要由邵族人自己提出來一個構想，

絕不是中研院、教育部說你要做什麼就做什麼，不是，這個主權操控完

全在邵族咧，那是整個邵族部落一同凝聚的共識。(受訪者 18，2006.11.09
訪談) 

    從上，在現有組織架構下，行政院各部會除國防、外交外，其餘

各部會都程度不等地管轄原住民族相關事務。為確立主體性，可透過

《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子法(如本文附錄七)的制定過程，邀集相關部

會開會研商，就各部會掌管之法令可交由原住民族自主管理的部分，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0 條至 22 條規定予以修正或廢止，而移由

原住民族相關法律去做規範，以收事權統一，構築國家與原住民族伙

伴關係的法律架構。 

    至於在國家體制方面，伙伴關係的極致可以體現在國家領導階層

賦予原住民族一定的席位。《憲法原住民族專章》草案第 13 條後附加

「副總統二名，其中一名應由原住民出任。」規定，雖然立意良好，

也凸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但是操作不易，除非國內族群政治已步上

正軌，否則在族群意識對立的臺灣政治環境裡，不易實現。特別是「國

中有國」、「準國與國」的關係是否可行，關係著新憲法概念的提出所

引發的政治效應。目前施行於臺灣地區的憲法制定於 1945 年，係根據

國家統治範圍及於中國大陸時期所制定，雖然經過六次修憲，但憲法

的內容尚未放棄對中國大陸廣土眾民的規範主張。制定憲法建立與國

家之間的對等關係，將面臨三方面的挑戰而使得該理想不易實現：朝

野一致的制憲共識、中共視新憲為「分離主義」、國內缺乏實行經驗。

前者國內兩大政黨(國親聯盟及臺獨聯盟)的政黨理念南轅北轍，而制憲

之核心爭議在於統獨主張，統獨主張正是兩大黨的政綱理念，未來數

十年內恐怕仍無法消除歧見；次者，在國際政治關係架構裡，不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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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還是以美國為首的當代先進國家，大都承認臺灣屬於中國

不可分割的領土，若要以脫離與中國的關係為目的而制憲，恐將面臨

來自中國及親中國政權之國際社會的反對；再則，即使制定由前述兩

大黨協商而成的新憲法，假如仍未擺脫國際法上中國對臺灣領土的主

張，那麼，設計一個原住民族籍的副總統職位，究竟該副總統係代表

臺灣地區的原住民族？還是也包括了中國地區的 55個少數民族？凡此

均存有正當性的問題。制定臺灣新憲法並非僅是臺灣政府與原住民族

之間的問題，其中涉及政黨的意識型態問題、海峽兩岸的政治敏感關

係，也是國際社會所關切的議題。 

雖然主權問題一直影響臺灣拓展國際發展的空間，然而，臺灣在

內部從事本土化運動，人權立國形象也獲得國際社會的高度肯定。臺

灣如果摒除國家認同的問題，維持和諧的文化互動關係，營造出有利

於政經建設向上提昇發展的環境，可讓世界多一份對臺灣文化內涵本

質的認識，進一步支持臺灣在國際間的地位。其中，原住民族地位必

須得到保障，臺灣本土化論述才有說服力。因此，在制定新憲法以前，

應從結構面和基本面兩個方向來實現伙伴關係架構下的原住民族自

治。首先，以文化為基礎，根著於文化脈絡，制定原住民族自治政策；

再則，立基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基礎上，施行原住民族政策。而在憲法

增修條文內涵的落實上，應凸顯臺灣原住民族的歷史主體，甚至發揮

憲政主義司法解釋功能，制定符合原住民族自治權實踐的操作機制，

完善各項自治安排。 

伍、美國、澳洲、紐西蘭及加拿大類似制度比較 

    由於憲政體制不同，各國實施少數民族自治模式不一，尤其國家

領土幅員廣大，治理上的考量往往重於達到國境內多元族群、或是原

住民族的權力分享目標。美國、澳洲以及加拿大實施聯邦制，而在紐

西蘭則採取單一制，制度的安排，主要還是考量建國之初的加盟因素

為主，因此除了加拿大以外，美國與澳洲的原住民族並未享有真正的

自治權。(施正鋒，2005：342)憲政體制不同，各國主管原住民族政策

機關層級也不同。各國主管原住民族事務的機關方面，在澳洲由「土

著事務部」主管，紐西蘭則設「毛利事務所」以主管原住民事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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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則以「印地安事務局」主管一切印地安原住民事務，加拿大成立「印

地安事務及土地管理部」負責原住民事務。各國原住民族自治層級，

在中央政府的水平及垂直關係上，受到由單一制或聯邦制所形成的權

力分配關係的影響，也直接影響國內原住民族自治事務功能上的分工

關係。各國主管原住民事務單位均屬部會層級或其次級單位機關。 

一、美國 

    「託管」與「同化」是美國印地安政策的兩大爭辯議題，前者由

聯邦政府所支持，認為印地安部落擁有部落主權，是一從屬國，欲使

其與美國社會隔離，以保有其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制度；國會則視印地

安部落為不合時宜的政治實體，欲將之同化而納入美國生活的主流。(內

政部譯，1990：105)1950 年代艾森豪總統力主終止託管關係，但尼克

森總統於 1970 年代基於道德與法律反對艾森豪政策，將美國印地安政

策拉回託管的理念之下，旨在扶植並鼓勵印地安族人自治，該自治政

策讓印地安人自決與教育援助法案獲得實踐。(侯燦堂，1981：241)柯

林頓繼而於 1988 年 8 月 6 日簽訂《聯邦印地安人的教育政策聲明》，

該行政命令是肯定了聯邦政府與部落政府之間特殊政治上與法律上的

關係。(陳思齊，2000：293) 

美國主管印地安事務機關是印地安事務局，係屬中央部會次級單

位，較之其他先進民族國家，行政部門地位層級較低。惟雖如此，美

國政府與印地安族群之關係為「政府對政府的關係」，「民族自決」

為其主要的民族政策。(林益陸，2004：122)美國聯邦政府統籌全國性

及對外事務，地方事務分別由各州政府管轄，全國由 50 個州政府組成

聯邦政府，州以下為郡、市、鎮市。在各州政府之印地安事務所，其

功能屬於州長的諮詢單位，做為州進行與印地安部落、地方之聯繫機

構，促進並改善印地安政府與聯邦政府之間關係，同時協助政府制定

法案及公共政策，提供諮詢、資源、諮商、教育、人力之服務，建立

原住民政府與州政府之間平等、互惠關係。經由原住民自治區政府制

定法案，如同州政府制定法案一樣，下級機關有執行的義務。印地安

事務所為原住民自治區政府與州政府之間的平台，具有議題設定、教

育、溝通、諮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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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洲 

    在 1967 年以前，澳洲聯邦政府並未制定有關原住民權益的法律，

各邦政府各自訂定與原住民相關的法令，因此，原住民行政與政策並

無統一綱領俾資遵循。澳洲原住民事務機構的成立，係經過一段漫長

的原住民運動，透過抗爭的方式才逐步成立。政府首先於 1972 年成立

「原住民諮詢委員會」 (Aboriginal Land Rights Commission)，接著於

1973 年成立「全國原住民諮詢委員會」，1980 年成立「原住民開發委

員會」(Aborigin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並取代「全國原住民諮

詢委員會」。1977 年成立「全國原住民總會」(National Aboriginal 

Conference)，提供原住民表達意見的公共論壇，同時也被聯邦政府承

認其代表性。 

澳洲原住民自治行政的最高層級為「移民、多元文化暨原住民事

務部」(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其下設立之「原住

民暨托雷斯海峽群島人委員會」(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ission)，相當於國會層級，有相當的預算可以執行，其委員完全

由全國各地的 35 個區域理事會選出，因此，澳洲原住民最高自治機關，

不能單純視為行政部門，而是近似於沙米人議會的準民族議會。(施正

鋒，2005：167)此外，另有行政層級的原住民事務部，及相關部會就其

各主管事務服務原住民，構成全國原住民事務組織架構。 

三、紐西蘭 

    紐西蘭毛利人事務最高行政機關，係經國會立法之「毛利人事務

部」，屬中央部會。毛利人事務部的一般功能係在部長指示下，執行部

長為毛利族個人或團體之利益而做的任何其它指示；並提供為使毛利

人土地法院有效運作所需之文書或和行政服務。(林益陸，2004：124)

此外，紐西蘭政府為了消除毛利人與非毛利人之間的差距，在其政府

部門和決策系統上推動一個有關促進健康、房屋、教育、工作、司法、

福利、商業及企業發展政策。但是該政策是以毛利人和其社群的生產

力為基礎，該策略承認毛利人是自己發展的管理者及控制者。(Keiha, 

2000：144) 

四、加拿大 

 272



第七章  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之可行性評估 

Guibernau (1999)指出加拿大原住民體認到必須與國家分享權力，

但前提是，他們堅持自決權是一種固有的權利，而非加拿大施捨的恩

惠。1996 年發表的「皇家委員會關於加拿大原住民之報告」(The Royal 

Commission Report on Aboriginal Peoples in Canada)敦促政府將原住民

視為伙伴，並分別在聯邦、省與原住民區域等三個層級中與其共享權

力。(周志杰譯，2004：115) 

加拿大「印地安事務暨北方發展部」由國會立法設立之中央部會，

係負責處理印地安事務之行政機關，設部長、副部長、局長、分局長、

管理官、管理助理官及相關主管官員，部長為印地安事務最高主官官

員，擁有授權副部長、各單位主官執行印地安法或國會通過法律規定

事項。(林益陸，2004：120)皇家加拿大原住民委員會(The Royal Comm 

-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of Canada)認為原住民族應試圖理解並融

入加拿大族國建構的過程，但該會亦坦承，許多印地安社群並不願意

依循加拿大聯邦所設定的「國家」路線，甚至堅持其應該擁有拒絕的

權利，例如加拿大的密瑪民族(Mi’kmaq People)在 1980 年依據自由權公

約向聯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提出申訴，主張加拿大侵害該民族為獨立

國家的權利；庫利民族(Case People)首長亦提出權利遭受侵害的報告，

要求聯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保障其自決權。(簡玉華，2003：20) 

加拿大聯邦議會於 1983 年設置有關印地安人自治特別委員會，變

更《印地安法》中的同化政策，代之以「印地安民族」與國家間新的

關係，提議以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擁有一定的自治權。(簡玉華，2003：

21)此外，同年聯邦議會的「印地安人自治特別委員會」提議以憲法保

障原住民族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在 1992 年夏天通過憲法修正案，賦予

原住民族所建立的政府具有與州或準州相等的地位，並擁有促進該民

族語言、文化與傳統的權利。只可惜該一修正案在同年 10 月的國民投

票中未能過關。(李明峻，1999：259)而皇家委員會建議，加拿大人除

了應該調整對原住民的態度與觀念，更須展現互信的誠意與合作的意

願，以去除原住民對新政策的疑慮。(周志杰譯，2004：117) 

小結 

一、國內自治層級與國家穩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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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行政組織具有穩定各地區社會政治發展的功能，未來原住民

族自治體制按行政區域劃分，可分為自治鄉、自治區及中央民族委員

會三級，分別對照於目前《地方制度法》中的鄉鎮、縣及中央行政機

關。此外，規劃將現行部落定名為自治地方，原則上依目前的村里體

制編排，接受自治鄉的管轄。茲摘述如下： 

首先，以鄉、鎮做為基層政權並與村里組織緊密結合，是臺灣光

復以來的國家基本治理模式，未來原住民族部落自治，「鄉」仍然是重

要的原住民族自治單位。目前全國原住民鄉鎮數為 55 個，包含 30 個

山地原住民鄉鎮，及 25 個平地原住民鄉鎮，人口流動增加了劃設自治

區的敏感度，可能形成原住民族自治地方有一個或多個民族聚居的情

況，同時也有非原住民者居住於自治區之內，為配合整體社會經濟發

展需要，國家應統合資源，適時調整行政區劃及自治事項以兼顧族群

和諧。至於自治鄉的議會方面，在實施原住民族自治之後，除鄉民代

表會的法人地位應予保留外，村里民大會、部落會議及原來的社區發

展協會等可以構成鄉級以下的各級民意機構。 

其次，自治區的基本特點是將原住民族自治與國家行政相結合，

將部落與村里相結合，依目前規劃之原住民族自治區的行政地位應等

同於縣、市政府的層級來看，可符合臺灣地方自治施行現況及因應原

住民居住在地廣人稀的實際情況，適度調整原住民族自治行政區域，

既不構成現行國家行政體制的太大改變，也可借助國家行政資源以落

實原住民族各項自治措施。至於自治區政府與自治區議會，則比照現

行之縣、市議員選舉方式，也不禁止漢人擔任自治區議員，以符合族

群關係和諧發展，惟為確保主體性，仍應設定原住民族籍議員人數的

下限。 

再則，在中央層級方面，雖然原住民族自治本「議行分立」原則

採「三級制」，但為確保原住民族主體性並彰顯與國家之間的對等關

係，應清楚定位原住民族各級自治機關與國家政府關之間並非上下隸

屬關係，而由中央民族委員會及議會代表全體原住民族行使與國家之

間的事務交涉及聯繫。 

而構成全國層次分明的自治組織架構，其目的是要維持國家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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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體制的穩定和諧發展。對國家來說，原住民族自治須在維持國家

整體利益之下進行，而對原住民族來說，攸關原住民族自治的各項法

制建構完成，是建立完善自治制度的先決要件。 

二、美、加、紐、澳實行經驗方面 

如何在穩定國家發展的前提下遂行原住民族自治，國外若干經驗

殊值參考： 

首先，美國聯邦政府視印地安部落擁有部落主權，如同一個從屬

國，以「託管」的方式由國家暫行保管印地安人土地，並鼓勵印地安

族人自治，將美國政府與印地安族群之關係界定為「政府對政府的關

係」，「民族自決」為其主要的民族政策。 

其次，澳洲原住民自治行政的最高層級乃屬「移民、多元文化暨

原住民事務部」之下設立之「原住民暨托雷斯海峽群島人委員會」，相

當於國會層級，有相當的預算可以執行，其委員完全由全國各地的 35

個區域理事會選出，兼具行政部門及準民族議會性質。 

再則，紐西蘭毛利人事務部為消除毛利人與非毛利人之間的差

距，在其政府部門和決策系統上，推動一個有關促進健康、房屋、教

育、工作、司法、福利、商業及企業發展政策。該政策是以毛利人自

身的生產力為基礎，承認毛利人是自己發展的管理者及控制者。 

最後，加拿大「皇家委員會關於加拿大原住民之報告」敦促政府

將原住民視為伙伴，並分別在聯邦、省與原住民區域等三個層級中與

其原住民共享權力，此外「印地安事務暨北方發展部」由國會立法設

立之中央部會，負責處理印地安事務之行政機關，另在聯邦議會設置

印地安人自治特別委員會，以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擁有一定的自治權。 

三、美、加、紐、澳實行經驗的政策建議方面 

以上各國經驗提供我國擬訂原住民族自治政策時的以下幾點建

議： 

首先，美國視印地安部落為擁有主權的政治實體，並採行「託管」

制度，對於未來自治時的臺灣原住民族部落或各級自治單位，擁有偌

大土地卻無力管理時，可以類似「託管」或「共管」的概念執行。 

其次，澳洲設立兼具行政與議會性質的「原住民暨托雷斯海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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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人委員會」，委員完全由全國各地的原住民族區域理事會代表組成，

且有充足的預算經費，其運作方式可供建構我國中央民族委員會及議

會之參考。 

再則，紐西蘭毛利人事務部推動有關提昇原住民族生活品質的政

策，係以社區生產力為基礎，賦予原住民社區成員以一定程度的責任，

以建構本身社區的生活改善計畫。 

最後，加拿大《皇家委員會關於加拿大原住民之報告》敦促政府

將原住民視為伙伴，如同在總統府設置類似「人權委員會」以專責處

理原住民族人權問題，監督各級政府執行人權保障情況；由國會立法

並設立中央部會性質的「印地安事務暨北方發展部」，如同我國行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專責處理原住民族事務；而在聯邦議會設置有關「印

地安人自治的特別委員會」，如同在我國立法院設置「原住民族委員

會」，確保一定的自治立法權。加拿大經驗提供我國建構完整的府(總統

府)、院(行政院)、會(國會─立法院)原住民族自治政策體系的參考。 

第二節  原住民族區域自治與領土共管 

    原住民族自治面臨的最大問題在於土地管理。現階段臺灣政治發

展，原住民族完全自治，要求一定面積土地交由原住民族自行管理，

實現「國中有國」的理想，將不易維持族群和諧關係。又依原住民自

行管理使用土地的能力，不若開放部分土地供原漢共享，以解決因高

度交集的原住民與漢人社會生活空間所引發的資源爭奪問題。因此，

自治區勢將出現私有及公有土地併存、自治區設立於公有土地內等情

況。本節評估依附在土地問題之上的四個運行模式可行性，包括：區

域自治與領土共管、自主行政與國家監督、資源使用與社會共享、城

鄉發展與國家進步。 

壹、分區治理及土地管理 

    從政治制度的角度考察，世界各國處理民族問題一般採取分離

制、聯邦制和自治制三種形式。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領土內，根據

民族及地方的實際情況，由國家指導，在少數民族聚居地方實行區域

自治，建立自治機關，行使自治權，自主決定具體的方針、政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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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當家作主的目標。(都淦，1996：159)自治制度是目前規劃中的原住

民族治理模式。在本章第一節曾提到，民族自治鄉原則上依據 30 個原

住民鄉及 25 個平地原住民鄉組成，民族自治區儘可能依照單一族群的

分布來劃分，也避免民族自治區割裂同一民族。又依《原住民族自治

區法草案》第 4 條規定：「自治區行政區域之範圍，應參酌各族之分布

區域、歷史、文化、民族關係及地理臨接等因素劃定之。」，因此，各

自治區域範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及各民族代表，考量族群分布、地理

環境、資源現況及行政效率等因素共同規劃，並儘量讓同一民族劃入

一個自治區內，以呈現自治區特色。因此，在自治區土地的使用上，

須能讓原住民族依傳統習慣法遂行其文化傳承所必要之開發活動。 

…我過去提議，既然原住民與漢人對自治的定義不同，阿里山鄒族要斷

尾求生，講到土地共管的話，要在土地利用上回歸傳統，在土地利用及

規劃上要表現出尊重，否則就不叫自治區，而是特別行政區，所以共管，

要把諸如土地利用、意識和倫理凸顯，才叫民族自治區。(受訪者 5，
2006.09.14 訪談) 

由上訪談可知，直接仰賴土地作為生存的唯一依據是原住民族的

共同特徵。Benjamin (1980：8)認為在後工業化的社會裡，政治發展主

要受到社會群體所處環境的政治利益的限制，而政治利益係受到當地

的基礎性物質條件所決定。利益滿足人們的需要之後，才會讓集體社

會依循該政治組織與地域性經濟條件聯結脈絡謀求發展。因此，土地

是原住民族延續部落文化及凝聚部落力量的根本，部落週圍的植物、

溪流、山岳，是原住民與大自然結為一體的依憑，政府應從原住民族

的主權出發，重新調查舊部落、舊部落周邊耕墾地、傳統狩獵區、祖

靈聖地等傳統領域，運用地理資訊系統(GIS)、衛星定位系統(GPS)等調

查及測定其確切位置，並配合傳統地域名稱的恢復，讓原住民擁有土

地權以遂行民族自治，確保原住民族未來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得到包括

文化財產權，自然遺產與資源、生物技術和生物多樣性等知識財產權

等利益。 

而在自治領土的規劃上，目前審議中的《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

第 3 條規定：「原住民族得按其族別，單獨或聯合成立一個自治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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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住民族，得因特殊需要，成立兩個以上自治區。」、及第 4 條規定：

「自治區行政區域之範圍，依原住民各族之分布區域。但該民族分布

區域跨數鄉(鎮、市)者，其行政區域面積不得小於其中一鄉(鎮、市)之

一。」。第 3 條意旨在於自治區可由一個族單獨成立自治區，也可由數

個族群聯合成立一個自治區。通常成立兩個以上自治區者，應屬族群

人口多、分布面積廣者，或者雖非小族，分布地區過於擴散者，成立

數個自治區以便有效管理；第 4 條部分，為避免某一族成立自治區時

行政區域零碎化，分布區域較大之原住民族成立之自治區，其行政區

域面積不得小於鄉(鎮、市)面積。 

固然原住民族自治與土地的關係密不可分，但自治區域的劃設必

然面臨現行地方自治制度的行政區域調整的問題，而行政區域重劃茲

事體大，若要完全確立土地所有權的歸屬，也將影響原住民自治進程。

例如，大部分原住民族地區早已湧入為數眾多的漢人居住，而且過去

原住民確實存在租讓、買賣土地的情況，使土地的處理產生極其複雜

的干擾因素。(巴蘇亞．博伊哲努，2005：41)因此，對於土地所有權歸

原住民族的主張，不若土地管理權之確保來得讓原住民族自治早日實

施，況《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第 13 條定有明文：「為尊重原住民

族自治權，自治區行政區域範圍內之土地，應依相關法律移由自治區

管理。」，管理不同於所有，自治區內的土地，可先行以管理權的賦予

方式，而讓自治區的原住民族遂行有關發展民族文化的各項開發事

務，所有權則尚須國內普遍建立共識之後逐步落實。 

從國際法層次談到自治，自治代表了國家領土的部分地區，被授

權有權藉由法律的制定和法規的規範來管理自己的某些事務，但沒有

組成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Heintze, 1998：8)至於「國中有國、準國與

國」的原住民族自治性質，「原住民國」並非國際法上的主權獨立國家，

只有國家才有憲法，新國家一定要制定新憲法，即便在臺灣新憲法中

顯示出該關係的精神，世界上並沒有國際法上主權獨立的原住民國

家。(胡慶山，2005：159)依胡氏之見，即便原住民族依其傳統土地、

族人、語言、宗教、文化、習俗、制度等，設計出其共通的「原住民

國」政府的組織與人權保障的規定，但要注意的是，既然是國中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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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之於內國，其仍應遵守其所在國家之根本憲法。 

于仲誼(2002：89)認為現階段原住民族土地問題應該就領土、土地

及自然資源等三個方向來探討。土地及自然資源密不可分，關係到原

住民族發展的命脈，當務之急是澈底檢討國家原住民族土地政策，修

正現有保留地制度，依自治區範圍，分別賦予各層級自治地方原住民

族為遂行自治工作所需的最大使用管理空間。至於土地所有權的歸

還，均應聽取原漢社會共同意見之後，再逐步落實。而在領土概念方

面，則是國家為遂行政體的運行，必須在國家及社會公共利益做整體

考量，限制原住民族此方面返還要求有其正當性基礎。 

貳、自主行政與國家監督 

王維芳(2003：72)指出，無論國際體系朝向何種方向演變，國家仍

舊是最重要的行為體(actor)，因為在全球化過程中還沒有產生一個可以

完全替代國家職能的共同體或組織。全球化會改變國家行使主權的範

圍和空間，卻不會造成政治生活組織原則的澈底改變，亦即不會導致

國家主權的消亡。國際法無論給予原住民族或少數族群何種程度的自

治保障，終將在國家體制內進行，乃無庸置疑。至於分析原住民族部

落土地使用管理與國家政府的關係，特别是政府對部落的影響時，通

常有兩種模式：國家控制模式和國家監督模式。 

自治的精神在於讓原住民族自我管理自己。隨著《原住民族基本

法》頒布施行，《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亦正由立法院審議中，各

項原住民族法案也陸續制定完成，法制建構逐步完成和原住民族行政

體制改革的不斷深入，讓原住民族與國家政府的關係由過去國家控制

的模式向國家監督的模式轉變。但是，由於有關原住民族自治的社會

共識尚處於發展與適應階段，主流社會民眾在原住民族與國家政府關

係問題上長期形成的思維模式、以及對現有制度的倚賴，仍發揮影響

力，再加上原住民族自我治理能力的問題尚未克服，因此，在理論上

還是實踐上，要讓原住民族自主行政，有賴國家政府在現階段發揮其

監督作用。 

…成立了原住民族自治區之後，自治區就變成了「文化基因池」，而由這

個「文化基因池」所孕育出來的文化，是一個不斷創新的文化，所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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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區也是「文化的倉庫」，這個倉庫具有釋出、創新、實踐及延續的功能，

但是它不見得會恢復已失傳的文化，但是它具有重新賦予文化新的意義

的功能，要完全恢復那倒不一定。但是不成立(文化基因池或文化的倉

庫)，原住民族文化會被刻意忽略、不受重視。(受訪者 5，2006.09.14 訪

談) 

…我們主要是在文化呼籲生存，而不能讓卲族的語言在這個地球上消

失，不能讓邵族的傳統祭儀消失，這是我們最大的責任。…這個階段要

談到邵族完全自主，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所以共管機制目前是比較理想

啦，因為這樣不致於向外面的人說你看他們要獨立啦，自治不等於獨立

啊，因為漢人一般的理解是自治就等於獨立，所以我們必須要講清楚、

說明白，自治不等於獨立，臺灣根本不可能國中有國。(受訪者 18，
2006.11.09 訪談) 

    因此，在土地使用上，傳統部落社會解體之後，部落建立起多元經

營管理模式。該模式精神在於繼續維持讓原住民族文化與土地之間的

緊密關係，劃分原住民族保留地為個人所有及集體所有。個人所有係

為謀求個人家庭生計而設計之土地制度，確保個人遂行達成某種經濟

目標的使用及管理手段；而土地集體所有制度則是在土地由部落居民

集體所有的基礎上，依據權利平等的原則，按人口或人力貢獻的程度，

平均使用土地。例如在某一區域施行「產業文化化」而栽植民族植物

如山胡椒及山蘇等，由部落社區合作組織擔任集體管理者的角色，將

收益按勞力平均分配部落成員；再如在平坦的部落地區建設富有特色

的文化展演館以招徠觀光遊客，其收益則依實際參與者及部落居民之

出力多寡漸次分配收益。 

現行保留地之產權個別私有制度，既未對原住民的生活發生預期

的保障，反造成市場失靈，無助於原住民族經濟成長，公有制透過族

人公認的土地財產權制度來規範族群間、部落社會組織間，及個人間

對土地的權利、義務關係，將族人在追求自利行為可能發生的不利或

有害影響減至最低。(林國演，2002：105)不過《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

案》第 13 條定有明文：「為尊重原住民族自治權，自治區行政區域範

圍內之土地，應依相關法律移由自治區管理。」，未來自治土地的使用

管理，大抵仍依現行《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及《原住民保留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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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辦法》等規定行之，惟對於公有土地的管理者，應配合自治區成

立，移由自治政府擔任管理人，而非原住民族委員會或依本文前面討

論的中央民族委員會擔任管理人。乃因中央原住民族政府機構係由各

族組成之委員會制，要由該中央單位對散布各自治區、自治鄉、甚至

自治地方(即自治部落)所轄土地進行管理，不符實際。 

此外，對自治後原住民族整體土地佔全臺面積的比例，自治區內

私人土地由土地所有人自行管理使用，自治區內公有土地則由各級自

治政府進行使用管理，自治區土地與國家公有土地重疊者，除屬於國

防地區須由國家管理者外，其餘應組成專案審查小組，針對傳統領域

範圍進行確認，逐步釐清原住民族自治區域的範圍。因此，國家應協

助原住民族建構民族自治區，以實行自我管理，並把土地歸還給原住

民，確立部落土地及傳統領域，並透過土地發展相關法案，解決地方

經濟振興、自然保育及文化保存等問題。(高德義，2005：14)惟配合國

家整體建設及考量族群關係平衡發展，國家仍居於主導地位，在尊重

原住民族意願下，就特定土地開發案進行意見諮詢及意願調查。 

    而原住民族自治區內各項土地使用管理及開發案，須以不損及國

家政府乃至國際潮流趨勢。以筆者所居住的宜蘭縣為例，在蘭陽溪上

游大量種植蔬菜並使用無機肥料的結果，引發下游漢人社會環保團體

的不滿，認為是滋生蒼蠅及水質污染的來源，呼籲居住上游的原住民

莫再使用該無機肥料。再如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山地，假如種植高冷

蔬菜及水果卻造成土石流，國家居於國土安全考量，自不得不適度限

縮該地區的開發限度。以上二則案例正是國際環保組織所關切的議

題。國土規劃係國家整體發展之根本，如何維持國土永續發展，建立

兼顧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均衡發展之環境，乃國土規劃之重要

目標。(顏愛靜，2005：111)因此，在國土規劃政策下，如何在部落經

濟發展和國土保安、生態保育取得平衡，雖然不是一件容易的事，但

整體上，國土規劃能針對各地區民眾需要、經濟發展及生態保育方面

做妥善全面規劃，未嘗不是具有正面意義，開放土地全面開發或全面

禁止土地開發均不是一個明智的想法與做法。(洪進雄，2005：107)未

來實施原住民族自治，自治區內土地開發與利用，在兼顧公平及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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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下，私人使用、自治政府使用管理、國內社會共同分享使用及國

家統合限制等，均須依據國內族群發展特性及國際人權規範做事權的

統一與規範。 

參、資源使用與社會分享 

    前面談到了土地共管的問題之後，接下來討論如何分享自治區內的

各項資源，以達到族群和諧的目標。原住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大都

是將地方知識轉化成為地方可用的資源，而地方知識是當地原住民用

來處理事情和理解世界的方法，具有「文化標記」(cultural marker)的作

用，通常如傳統食物、地方母語、手工藝品、民俗、地方藝術、戲劇、

文學、歷史和史前遺跡、景觀系統和動植物等均是。(Ray, 1998：3)自

治地區資源開發具有穩固原住民地區經濟發展基礎、創造就業機會、

連結人際關係的功能，更有穩定社會秩序、維繫良好族群關係及鞏固

原住民對國家向心力的作用。而發展產業與天然資源開發息息相關，

原住民族居住地接近山區或海岸，天然資源與人文產業均極具開發潛

力。 

對於原住民族智慧以及文化財產權的保護，是關心世界原住民族

發展的新興議題，也由於近幾年原住民族文化產業的利益提昇，顯示

對原住民族文化產品的需求量正逐年提升。(Smallacommbe, 2000：152)

為維持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特色以參與國家之內政治、

經濟、社會及文化生活，理應讓原住民族充分擁有開發自治區內天然

資源的權利。然而，原住民族擁有優先享用天然資源的權利，許多資

源開發仍有賴資本家的技術支援，以解決原住民族資本先天不足的問

題。在現代化過程中，科學技術的傳播和使用是沒有國界和地區之分，

原住民族地區在推動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中，將不可避免地接受這些

「外來的」社會與經濟組織形式、「外來的」生產標準與技術規範。(馬

戎，2004：548) 

過去原住民深知發展文化與自然資源取用之間的平衡和諧關係，

但隨著社會演進，過去遵循宗教信仰而強調的宗族或家族集體生產謀

生方式已不復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工業社會生產技術的引進及人們之

間建立在利益基礎的關係，使得資源開發與土地關係開始變得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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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原住民族自治，應在土地使用的基礎上，將「在地知識」包含在

「土地與資源管理系統」中，有了知識並加以實踐才有管理系統的形

成，「土地與資源管理系統」則鑲嵌在整個社群的「社會制」之中，依

循一套社會組織與關係的規範來運作。(林益仁，2005：184) 

…除非原住民要自我封閉，否則對於外面資訊的進來也不能完全拒絕，

而讓原住民部落的社會資源分享給他人，可以幫本部落文化做宣傳，進

而比較部落內外環境的發展，藉由分享而思考如何讓原住民文化獲得長

久發展。(受訪者 2，2006.09.13 訪談) 

…邵族文化跟日月潭是息息相關的，那麼我們成立自治區做為文化傳承

的景點，需要分享給全部觀光客甚至全國大眾，這是正面的、加分的，

給日月潭加分的，這樣我們會把卲族文化弄的更好、日月潭更有名，這

樣一方面邵族它的文化也保存了，一方面它的經濟也有了，這個雙重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傳承、復育或者是自治區，對於我們國家的政策

都沒有違背，我想國家絕對不會反對的。(受訪者 18，2006.11.09 訪談) 

從以上訪談可知，作為一個多元文化政策制訂者，政府應扮演著

理論與實踐的指導者角色，採行優惠和扶助措施，鼓勵原住民族發展

相關產業，讓原住民族資源開發與文化發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取得平

衡點。開發原住民族地區傳統資源，深具教育功能，除了認識原住民

文化外，也能從中瞭解大自然對促進人文社會水平向上提昇的奧妙功

能。 
Dase (2002)認為民族發展及自治的目標終究要回歸到土地權的擁

有與運用，因為在原住民的世界觀裡，自己的認同與福祉是與土地分

不開的，土地對原住民而言不只是生產工具，更有其心靈、社會、文

化及政治上難以割捨的意義，原住民對土地權的訴求也不過是在討回

自己曾經擁有過的財產。(高德義，2005：14)林益仁(2005：181)也指出

「傳統資源權是整合性的概念，其重點是在連結文化與生物多樣性，

且強調原住民族與在地社群的人權與環境保護之間沒有衝突，換言

之，原住民人權的伸張必須在更廣泛的社會、生態與環境條件的健全

下，才得以完全。」。裴家騏(2005：77-78)則認為資源使用與社會分

享，是在推動原住民族自治時的土地觀，一方面允許原住民根據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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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資源利用的傳統，共同規劃對當地自然資源的永續經營，包括生

態旅遊、文化保存、野生動植物資源利用、水資源保育及利用等，創

造當地部落就業機會、活絡當地經濟活動，無論如何，可永續經營

(sustainable use)均為最基本的土地使用要求型態。另一方面，從文化與

經濟互動的角度思考如何藉由發展而注入原住民族文化以更多的生命

力，假如部落各項資源，在不影響原住民文化延續的前提下，可思考

讓原住民與漢人從事有限度的共同開發。 

資源開發係兼顧文化與經濟發展的一項做法，而人民對國家在此

二方面的職能提昇要求日甚，期待國家能成為製造財富的工具。但在

經濟發展到一段時間之後，卻不能避免地發生貧富懸殊、階級對立，

甚至強凌弱之現象，此時國家之職能又趨於社會性，國人對國家的期

待，更進一步要求做到分配的正義，亦即以國家為財富重分配的工具，

藉此來實現社會的正義。(黃城，2003：71-72)因此，政府應重視原住

民族地區同樣存在著資源分配不均的事實。在其他一些國家，原住民

反而是強勢，形成資產階級中的菁英。在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內部，資

源由少數人所壟斷或原住民夥同非原住民壟斷地方產業的結果，造成

原住民內部貧富差距過大，這是政府在規劃原住民族資源開發時所需

衡量之主、客觀及內、外部因素。原住民族在臺灣處於弱勢殆無疑義，

產業發展之初，固然需要具有相同於非原住民族群的發展機會，但在

各項產業發展至一定階段之後，必須不斷超越本民族文化的疆界，並

在一般社會大眾的評判和取捨中獲得文化的認同，將本身民族文化區

域的資源轉變為社會大眾共享、共有的資源。 

肆、城鄉發展與國家進步 

    在本章第一節裡我們談到，以目前全國 55 個原住民鄉鎮做為自治

規劃單位，將使因行政區域的重新劃分而產生對全國行政體系架構衝

擊的影響降至最低。理由在於，原住民族自治在臺灣地區沒有實行經

驗，原住民族依循傳統自治生活也為現行行政體制所取代，目前部落

生活的傳統面向大都屬於文化層次，有關權力分配的政治性生活，則

大抵遵循國家所制定的各項法令進行。而現行行政體系係以進步取向

為觀點，亦即為讓原住民族早日脫離經濟水平較低的傳統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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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方民主政治制度所設計的當代政治生活，使原住民族的外在生活

表現與主流社會的生活方式並無二致。雖然原住民族文化長期受到忽

略，但是不可否認地原住民族的生活水平已較傳統型態進步許多。欲

施行一個全新的自治制度，以臺灣地狹人稠、讓原住民族完全回復傳

統部落生活已不可能的情況下，依現行體制做最大限度的改變，滿足

原住民族自治發展的需求，便是最大選項。原住民族三級自治制度，

因係配合地方制度法有關縣、市、鄉、鎮發展進程，部落自治區與行

政體制緊密結合，便構成國家整體建設進步發展的基礎。 

目前急迫解決的自治問題是土地區劃的問題，讓國家在處理國土

安全規劃的工作角色尷尬。國土規劃與原住民族自治領土的劃設關係

密切，因為以目前台灣地區土地法規體系規範，有疊床架屋的情形，

各項法令散見於不同隸屬的法規體系，以致未能有效整合有關國土保

育、城鄉發展、農業經營、土地開發及基礎建設等之指導原則及協調

機制，使得台灣地區土地使用問題叢生，特別是有關原住民族的土地

使用及管理，大都從保育的角度進行規範，鮮少顧及原住民族的特殊

性。 

行政院提出「國土三法」（國土計畫法、國土復育條例及海岸法），

目的即在配合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對人口、產業及公共設施在空間上

作適當的配置，並預先規劃土地、水資源分配。而問題是，如何讓國

土規劃包含著原住民族自治精神？浦忠勝(2005：21)指出依據各種名目

所為的土地區分，並藉由土地區分禁止或限制原住民族對其土地的使

用，最後卻在法律上否定原住民族的土地權，是常見的掠奪原住民族

土地的手段。依浦氏之見，在規劃國有土地時，應將「領域」及「土

地」的概念導入規劃理念中，前者是民族權力施行的場域，做為空間

上區別「我族」及「他族」的概念，後者則是權利概念，即在確認土

地權利歸屬於某個人。在地理空間的策略規劃上，應建立長期發展架

構和引導某個地區空間發展的原則，並由一些處於不同的制度關係和

地位的利害關係人，在共同的願景下制訂計畫和管理空間變遷的過

程，可明瞭區域面臨的機會與挑戰，採取因應措施。顏愛靜(2005：

111-113)認為策略性空間計畫之特徵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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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空間發展提供一長期性規劃之架構。 

二、定期檢討，隨著環境演變進行檢視並調整適應。 

三、強調地方焦點，並界定出為了達到空間品質的核心議題與明

確的發展優先權。 

四、屬基本架構的綱要式。 

五、跨領域暨跨機構制定之規劃。 

六、具備由下而上協同合作特性與「區域所有權」之概念。 

綜合上述，我國國土安全規劃應配合原住民族自治理想的實現，

將有關「國土三法」的制定及未來施行，配合目前已頒布的《原住民

族基本法》規定，針對該法有關尊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利(20

條)、政府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利用土地及自然資

源(21 條)、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資源治理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

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立共同管理機制(22 條)及尊重原住民族選

擇生活方式、習俗、服飾、社會經濟組織型態、資源利用方式、土地

擁有利用與管理模式之權利(23 條)等規定，及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研擬之《憲法原住民族專章》草

案第 4 條規定：「原住民族傳統領域內之土地、水域、動植物群、礦

物及其他自然資源，屬於各原住民族。原住民族於前項傳統領域內之

土地及自然資源，有決定其管理組織與發展策略之權利。」，讓該三

法的制定起著對未來國家原住民族自治土地政策的綱領性及指導性作

用。 

    張長義(2005：55)指出原住民族的土地問題涉及國家政治與市場經

濟互動的關係，在當前國家政治與市場經濟的互動之下，對於利益利

潤的最大化的追求，是資源利用與開發的主要目標。原住民族自治的

各項經費來自國家，國家做為調和國內各項利益分配的大機器，其資

源的輸入與輸出系統必然貫穿於大社會及原住民族之間的土地疆界，

而資源的養成必然以不清楚切割原住民族自治區與國家公有土地之間

的界線為必要。因此，從國家整體建設發展的角度來說，原住民族自

治並非要求國家完全從自治區的土地規劃案退出，反而還需要國家政

權對自治區的現代化指導，畢竟國土規劃主要著眼於國家整體土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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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受到某種程度的限制，以讓土地上的各項產業得到永續發展的條

件，縮短原鄉與城市之間的經濟開發模式及成效差距。是以，自治區

事務的運作，一方面國家可以將自治區的一般性事務交由自治區區民

自行去處理，但另一方面，自治區的重大事務卻是必須靠國家政權的

力量去實現，甚至可以說，沒有強有力的國家政權的協調與指引，實

現原住民族自治區的現代化及維持族群和諧發展是不可能實現。 

伍、美國、澳洲、紐西蘭及加拿大類似制度比較 

由於幅員遼闊、原住民族分布情況不同，各國對於原住民族居住

地的土地管理政策不盡相同。在澳洲、美國及加拿大，大都採取原住

民族保留地的做法，紐西蘭雖未劃定保留區，但賦予原住民族以特殊

的土地權益。 

一、美國 

美國原住民包含印第安人(Indians)、愛斯基摩人(Eskims)、阿留特

人(Aleuts)及太平洋島嶼上的夏威夷 (Native Hawaiians)及薩摩亞原住

民(Native Samoans)，共有一百萬以上的人口、五百多個聯邦認可的種

族，散居在三百多處的保留區內。對於因歐洲白人殖民而掠奪的原住

民族土地，前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John Marshall 認為，縱使英國

政府發現美國這塊土地，但並未賦予該國對美洲土著民族的任何權

利，因此，美國原住民族的土地毫無疑問的仍是屬於原住民族所有。

(Tully, 1995：117-118)另 Kymlicka (1998：119-120)也主張原住民族的

土地屬於原住民族，而分辨的方式主要是依照歷史協議，假使沒有協

議則照平等原則，應歸還原住民族土地。Marshall 大法官的判決，承認

印地安人因為「先占」而取得土地所有權，日後深深影響加拿大及紐

西蘭的判例。目前，在印地安人現有的領域裡，既有的主權賦予部落

相當的權力來管理保留區有關水權、漁獵權、礦權及木材等資源。(施

正鋒，2005：5-6)雖然美國曾於 1871 年廢止印地安部族的自治政府，

採行否認其土地領有權的政策，但對原住民族的土地權利開始加以確

立，始自 1971 年由國會通過之《阿拉斯加原住民土地所有主張決定

法》，承認印地安在部族政府保留地內行使權力的合法性，且最高法院

亦以一系列的判決予以確認。(李明峻，1999：258)因此，以保留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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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讓原住民自我管理，開發利用土地上各項資源，讓美國為維持族

群關係和諧發展的因應之舉。 

二、澳洲 

    早期英國政府雖劃出保留地給原住民居住，但始終認為所有澳洲

土地歸皇家所有，嚴格說來，原住民族並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

原住民居住地的主權，仍然屬於英國及其所屬的澳洲殖民地政府所

有。一直到 1976 年澳洲聯邦政府通過《北領地原住民土地權法》

(Aboriginal Land Rights (North Territory) Act)，承認原住民的土地權，各

省也相繼通過類似的土地權法；高等法院在 1992 年作成「瑪莫案第二

號」判例(Mabo No.2)，確認原住民在習慣法下的土地權，迫使政府加

緊通過《原住民土地權法》(Native Title Act，1993 (Cth) )，並設立「原

住民土地權法庭」來處理原住民對於取回土地權所作的訴訟。(施正鋒，

2005：6)經過 1979 年的 Coe V.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案中，法

官認為英國國王固然擁有澳洲主權，但並不能消滅原住民的土地領有

權，其後，法官一般均就原住民與土地的關係，考量其所蘊含的文化、

宗教和經濟因素，例如 Milirrpum 案中，法官即強調原住民與土地的宗

教性關係，在 Ex Parte Meneling Station 案中，法官則強調其精神層面

的意義。(李明峻，1999：260)故原住民對澳洲仍擁有某種的財產權，

並在其後的法案中，澳洲法官對於原住民與土地的關係，皆會考量到

所蘊含的文化、宗教和經濟因素。(簡玉華，2003：20) 

近年來澳洲政府處理原住民族相關的土地問題，歷經以下發展：

第一，先後於 1975 年及 1995 年成立「原住民族土地基金委員會」(The 

Aboriginal Land Fund Commission )及「原住民土地合作社」(Indigenous 

Land Corporation)以解決政府與民間的土地爭議問題；第二，1976 年訂

頒《原住民族土地權利法案》(Aboriginal Land Rights Act)，讓原住民針

對土地爭議判決的申訴機制法制化，南澳州政府(The South Australian 

Government)並在 1981 年承認 Pitjantjara 及 Maralinga 區人民合法擁有

土地財產權，此外保障原住民土地擁有者對於礦產開發案否決權；第

三，澳洲政府於 1993 年通過原住民族名稱法，並恢復原有山川地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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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透過以上土地管理政策，使得近百分之 15 的澳洲總土地面積回

歸原住民族所有。 

三、紐西蘭 

紐西蘭政府於 1953 年 11 月 26 日制定公布《1953 年毛利人事務法》

(The Maori Affairs Act 1953)，設置「毛利人託管委員會」(第 2 條)、條

成立「毛利事務部」(第 3、4 條)、設立「毛利人土地委員會」(第 5 條)、

成立「毛利人土地法院」(第 15 條)，明文賦予管轄和權力外，並擁有

法院固有的一切權力。(內政部譯，1993：50-60)以上機構的設立，分

別處理有關毛利人土地法律、管理原住民族保留地、提供為使毛利人

土地法院有效運作所需之諮詢服務，及協助執行有關毛利人土地的其

他法律規定事項。 

紐西蘭毛利人傳統土地權制度，係受到《外坦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1840)的保障，毛利人以主權的讓渡來交換土地、森林、漁獲

及其他財產的所有權。紐西蘭政府在 1975 年通過《外坦及條約法》

(Treaty of Waitangi Tribunal Act)，並設立土地法庭，1994 年的「鐵路南

加怒案」(Te Runanganuio Te Ika Whenua Inc Society v. Attorney General)

中，法院最終判定毛利人擁有部落的土地權(包括伐木、礦產及其他天

然資源的開採或是共管)、以及海域權(包括商業化的漁獲權)。(施正鋒，

2005：9) 

四、加拿大 

加拿大以承認「先住權」作為境內原住民族自治的基礎，1763 年

由英王制定《皇室布告》(Royal Proclamation)，將阿帕拉契山以西劃歸

「印地安人居住地」，加拿大原住民土地關係是透過條約的締結而確

定。後來加拿大原住民亦嘗試藉由司法途徑爭取土地領有權，但是土

地領有權原是與自治要求同時提出的，加拿大法院將其分別處理。(李

明峻，1999：259) 

加拿大的憲法是由各個不同歷史時期通過的憲法案所組成，包括

1867 年在英國議會通過的《不列顛北美法案》、1867 年至 1975 年間通

過的憲法修正案，以及 1982 年在加拿大議會通過的《1982 年憲法法

案》，後者法案第 35 條承認有關原住民族與生俱來的和條約上的一切

 289



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之研究 

權利，其中條約上的權利係指依《土地請求權解決辦法》規定的權利

或以此種方式獲得的權利。(White, Wagenberg & Nelson, 2004：273)加

拿大最高法院在 1990 年的「麻雀案」判例(Sparrow v. the Queen)中，認

為原住民的土地權包括商業用途，特別是天然資源的開採；嗣後在加

拿大最高法院 Van der Peet 1996 年的判決也指出「原住民族權利存在，

並且被憲法所承認及肯定的理由，乃是基於以下簡單的事實：當歐洲

人來到北美洲，原住民族已經在那裡了，他們在該土地上形成部落並

擁有不同的文化已有許多世紀。此一事實將原住民族與加拿大社會中

的其他少數群體區別開來，也是此一事實賦予他們特殊的法律及憲法

地位」。(雅柏甦詠，2003：103)另外在 1997 年的「德爾加目庫案」，確

認原住民因為先佔而擁有各種土地權利。因此在不違背對於原住民信

託責任的前提下，政府有責任保存及保護與原住民土地相關的權利，

不能恣意對於土地的運用設限。(施正鋒，2005：10) 

    加拿大尼斯加自治區係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自治，臺灣可比照讓

自治區擁有部落土地內所有資源，包括狩獵、漁獵、休閒遊憩及傳統

經濟活動等。至於自治區內國有土地，自治政府可擁有相對主權，具

有一定的土地權及環境權，中央政府則每年補助自治政府經費，以協

助管理國土保育。(高德義，2005：15) 

小結 

一、國內區域自治與領土共管方面 

首先，臺灣土地面積有限，為達到原住民族自治及族群關係和諧

發展的雙贏目標，自治區土地公、私兼有的模式，不僅可以讓原住民

族在一定範圍內自行使用管理土地，另一方面可以開放部分土地供原

漢共享，以解決因高度交集的原住民與漢人社會空間所引發的資源爭

奪問題。至於各自治區域範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及各民族代表，考量

族群分布、地理環境、資源現況及行政效率等因素，共同規劃，並儘

量讓同一民族劃入一個自治區內，以呈現自治區特色，讓原住民族擁

有土地權以遂行民族自治，確保原住民族未來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得到

包括文化財產權，自然遺產與資源、生物技術和生物多樣性等知識財

產權等利益。然而，自治區域的劃設必然面臨現行地方自治制度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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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域調整的問題，大部分原住民族地區早已湧入為數眾多的漢人居

住，而且過去原住民確實存在租讓、買賣土地的情況，因此，對於土

地所有權歸原住民族的主張，不若土地管理權之確保來得讓原住民族

自治早日實施。 

其次，至於國家與原住民族的關係方面，無論國際體系朝何種方

向演變，國家仍舊是最重要的行為體，無論國際法給予原住民族或少

數族群何種程度的自治保障，終將在國家體制內進行。過去國家對部

落的影響，通常採取控制和監督的兩種模式，隨著原住民族各項法案

陸續制定完成，原住民族與國家政府的關係也由過去國家控制的模式

向國家監督的模式轉變。但由於原住民族自治尚未達成社會共識，加

上原住民族自我治理能力的問題尚未克服，因此原住民族自主行政，

仍有賴國家政府在現階段發揮其監督作用，在兼顧生產、生活、生態

三生一體均衡發展之原則及尊重原住民族意願下，遂行自治區土地管

理開發事宜。 

再則，開發天然資源與發展文化產業息息相關。原住民族居住地

接近山區或海岸，天然資源與人文產業均極具開發潛力，更有穩定社

會秩序、維繫良好族群關係及鞏固原住民族對國家向心力的作用。為

維持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特色，以參與國家之內政治、

經濟、社會及文化生活，應讓原住民族充分擁有開發自治區內天然資

源的權利。配合原住民族自治，應在土地使用的基礎上，將「在地知

識」包含在「土地與資源管理系統」中，有了知識並加以實踐才有管

理系統的形成，「土地與資源管理系統」則鑲嵌在整個社群的「社會制」

之中，依循一套社會組織與關係的規範來運作。此外，作為一個多元

文化政策制訂者，政府應扮演著理論與實踐的指導者角色，鼓勵及指

導原住民族發展相關產業，讓原住民族資源開發與文化發展在傳統與

現代之間取得平衡點。 

    最後，原住民族自治在臺灣地區沒有實行經驗，原住民族依循於

傳統的自治生活也為現行行政體制所取代，目前部落生活的傳統面向

大都屬於文化層次，行政體系採取進步觀點，目的在於縮短原住民族

與主流社會之間的生活水平差距。因此，欲施行一個全新的自治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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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三級自治制度，應配合地方制度法有關縣、市、鄉、鎮發展

進程，部落自治區與行政體制保持一定程度的結合，構成國家整體建

設進步發展的基礎，讓原住民族的土地緊跟著國家政治與市場經濟互

動的關係，在當前國家政治與市場經濟的互動之下，創造利益、利潤

的最大化。 

二、美、加、紐、澳實行經驗方面 

至於國外原住民族土地管理經驗方面，在澳洲、美國及加拿大，

大多採取原住民族保留地的做法，紐西蘭雖未劃定保留區，但賦予原

住民族以特殊的土地權益，茲摘述如下： 

首先，美國原住民散居在三百多處的保留區內，早期對土地的爭

議，透過聲請大法官解釋的途徑，假如沒有歷史協議，應歸還原住民

族土地。 

其次，澳洲聯邦政府通過《北領地原住民土地權法》，承認原住民

族的土地權，各省也相繼通過類似的土地權法；高等法院在「瑪莫案

第二號」判例(Mabo No.2)中確認原住民在習慣法下的土地權，迫使政

府加緊通過《原住民土地權法》，並設立「原住民土地權法庭」來處理

原住民對於取回土地權所作的訴訟。其後，法官一般均就原住民與土

地的關係，考量其所蘊含的文化、宗教和經濟因素而加以判決土地糾

紛案。 

再則，紐西蘭政府先後公布《1953 年毛利人事務法》、設置「毛利

人託管委員會」、成立「毛利事務部」、設立「毛利人土地委員會」、成

立「毛利人土地法院」並賦予管轄權及一般法院所擁有的一切權力。

在「鐵路南加怒案」(Te Runanganuio Te Ika Whenua Inc Society v. 

Attorney General)中，賦予毛利人部落擁有充分的土地權(包括伐木、礦

產及其他天然資源的開採或是共管)、以及海域權(包括商業化的漁獲

權)。 

最後，加拿大以承認「先住權」作為境內原住民族自治的基礎，

由英王劃歸「印地安人居住地」，透過條約的締結而確定原住民與土地

關係。雖然加拿大憲法是由各個不同歷史時期通過的憲法案所組成，

但從國會及最高法院通過的多種法案及判例來看，賦予原住民族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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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律及憲法地位的權力來自於國家，以及數百年來原住民族與統治

政府之間的信賴及尊重關係。 

三、美、加、紐、澳實行經驗的政策建議方面 

以上各國經驗，對制訂我國原住民族自治政策產生以下建議意涵： 

首先，美國政府對於土地的爭議，允許透過大法官會議解釋，審

查統治政府與被殖民的原住民族之間有無就土地的取得訂立歷史協

議，此對臺灣歷代政府並未與原住民族之間訂立契約便佔有土地的做

法提供借鏡，對於土地的爭議可交由大法官會議解釋，以明定土地私

有及公有的界線。 

其次，澳洲聯邦政府、各省及高等法院均承認原住民族的土地權，

並設立原住民族土地法庭專門處理原住民族土地糾紛，法院亦根據與

土地有關的原住民族文化、宗教和經濟因素加以判決，此對臺灣統治

政府被動的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提供借鏡，不論在中央行政機關、省級

政府機構及司法機構，承認原住民族土地權並設立專屬土地糾紛仲裁

機構，當使原住民族自治土地權限獲得確認及保障，類似第六章第二

節第參項討論的司馬庫司三位青年拾取風倒木被移送法辦的案例不致

發生。 

再則，紐西蘭與澳洲相同，設立土地管理委員會及土地法院，此

外，賦予毛利人一切土地權利，包括伐木、礦產、其他天然資源開採

權及海域權，此與臺灣在憲法規定「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

眾利用之天然力，屬於國家所有，不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

(憲法 143 條第 2 項)不同，我國應修訂法律，而讓原住民族在合理範圍

內擁有開發山林及海域資源的權利。 

最後，早期加拿大英國王室劃定一定區域供原住民族自治，並透

過條約的締結確定原住民族與土地關係的做法，可供我國直接由總統

主導原住民族自治事務，諸如現任總統陳水扁的「原住民族與臺灣政

府新的伙伴關係」(1999 年)、「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的伙伴關係再肯

認協定」(2002年)等宣示，似可再加以具體化以落實國家與原住民族的

對等關係，而非由下而上式被動地進行自治研擬工作，讓自治工作始

終處於「建議性質」狀態而遲未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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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原住民族自治事項與族群和諧 

     立法院審議中之《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第 5 條前段規定：「自

治區之組織，應本民主及平等原則。」，另第 6 條規定：「自治區居

民享有平等參與自治區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生活之權利，

並受同等對待。」，此外，第 12 條規定：「自治區之自治權限及財政，

除本法及自治區條例另有規定外，準用地方制度法之規定。」。因此，

原住民族自治事項部分援引《地方制度法》精神，依《地方制度法》

第 2 條規定：「自治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

立法並執行，或法律規定應由該團體辦理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

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基於住民自治理念與分權精神，未來在有

關原住民族自治事項的規範及執行上，應兼顧權利分享以確保族群關

係發展。本節探討原住民族自治行政、事務管理、政體運作及民族關

係政策，如何實現各族群平等參與、賦予每位公民自治事項諮商權、

原漢文化兼顧及各項建設均衡發展之目標。 

壹、自治行政與各族群平等參與 

    行政權在行使過程中，往往與公民權利的保障處於對立的狀態，

對於行政權的落實，往往意謂著公民權利要受到某種程度的限制，因

此便有人主張應對行政權進行適度的控制，以確保公民權利的行使。

雖然原住民族地區受到行政機關的各項規範，然而傳統部落政治文化

仍然存在，透過對當代行政管理制度的分析，我們看到在實行原住民

族地區的地方自治行政，面臨著迫切而艱鉅的行政文化改造任務，特

別是傳統與現代政治的界線糊模不清，建構全新的自治制度考驗著

原、漢關係的信賴基礎是否穩固。陳銘祥、趙威寧(2001：160)指出為

避免因恐懼原住民族自治將對其利益造成重大傷害，或恐懼自己將淪

為自治區內的二等公民，應特別處理自治區內的族群關係，以確保原

住民族在一般社會上所受到的不平等待遇，不會重現在自治區內的非

原住民身上。 

…一個自治區內有二種以上的族群居住是不可避免，自治區成立之後將

會使得族群關係變得更敏感，大家會很注意自治區的各項制度安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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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談論自治區之前，先要把相關的制度安排給說清楚，而政府有意要

重新劃分土地，但是會把部分原住民的獵區收回去，但是原住民太過於

堅持可能也不符現在族群共處的事實，所以，調查傳統領域工作也要兼

顧正義原則，一方面要以原住民為主體，一方面要考慮讓制度安排也能

考慮其他族群存在的事實，讓成立自治區的前置工作儘量完備，成立自

治區之後，各項制度也要經常的檢討調整，儘量朝向有利於族群和諧相

處的方向運作。(受訪者 2，2006.09.13 訪談) 

由於原住民族自治區的自治行政制度建構，須符合自身的特點與發展

規律，因此讓原住民族自治行政須能既維護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同時

又要創建一套屬於自治區行政的規範機制。然而，自治區並非可以明

確地區隔原住民族及漢民族的居住關係。未來原住民族自治區的事務

屬於自治區居民所共管，而自治區行政不等於種族隔離政策，亦即自

治區只是針對原住民族居住的地方進行必要的保護措施，自治區成立

並不意謂著漢民族籍人士不得定居；相對地，亦非禁止原住民族脫離

自治區及往外居住尋求發展。是以，自治區事務的運作由自治區政府

所負責，而自治區政府的成立宗旨在於讓自治政務和諧地推動及運

作，自治區政府自然由自治區成員所擁有及共同監督。因此，求取自

治區內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地位的合理對等至為重要。此從行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草擬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1第 38 條「…自治區居民

不因所屬族群而受不合理之待遇。自治區內之族群與居民應受同等對

待。」、第 39 條「自治區政府應保障區域內非原住民族平等參與自治

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之權利。」及行政院版《原住民族自

治區法草案》第 6 條「自治區居民享有平等參與自治區政治、經濟、

社會、教育及文化生活之權利，並受同等對待。」等規定，可以看出

法律規範是一體適用，不因種族關係而有所差別。除非法律特別針對

族群身分訂有特殊待遇規定者(如原民會版《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

38 條)，否則在自治區行政體系之下，原則上規範的對象是居住在原住

民族自治區之內的公民，而原住民則兼具兩種身分：原住民族自治區

                                                 
1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研擬 104 條《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至民國 92 年 6 月 3 日，行政院院

會通過僅 15 條的《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取代之，原民會草案版本屬宣示性條文，且依該草案

第 9 條規定交由各族自行制定《自治條例》以觀，原民會版《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諸項規定仍

將是各族制定自治條例時的重要準據，因此本文仍援引之藉以評述與本文有關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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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及國家公民，同時履行自治區內外的權利與義務；而漢人因係普

通公民，非設籍在自治區之內，則不受自治區行政的保障對象，亦不

能履行自治區內之各項權利義務。以下受訪者的談話即指出自治區行

政須能反映公民社會公平參與的性質： 

…成立自治區的核心價值在於，讓族群有獨立自主、不受侵犯的機會。

所以原住民族自治的出發點，相當程度地反映族群不平等的事實，但是

既然成立自治，怎麼可以容許原住民族去剝奪自治區內少數族群的權力

呢？將過去本身遭受的不愉快經驗強加在他族身上？自治區應成立族群

平等的機制，讓各個族群在此對話平台上可藉由資源分享、平等對話的

方式，使各族群能平等對待、和平相處，最後對話的內容送由民族議會

討論定奪才算數。總之，自治本身隱含著平等對話的精神內涵，民族議

會討論決定的事項，可以保障資源的取得，在平台上落實自治，弱勢不

容被剝削，否則自治是有問題的。(受訪者 5，2006.09.14 訪談) 

高德義(2004：34)也指出為促進自治區內族群關係，主張應於自治

區內設立族群關係委員會，給予自治區內非原住民族必要的保障，並

享有平等權、參與權、諮商權、文化權及發展權。自治機關也應禁止

任何形式之歧視。凡屬於該自治區域之居民，有權自該自治機關獲得

行政優惠之權利。依高氏及上述受訪者之見，均認為自治區應設立調

和族群關係的會議組織，藉以制衡自治行政機關的偏頗行政行為，而

讓各族群均有相等的機會參與自治區行政事務。 

依原民會版《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 21 條規定關於自治區組織

及行政管理事項包括「自治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之實施」、「自治區

組織之設立及管理」、「自治區戶籍行政」、「自治區土地行政」、「自治

區新聞行政」等事項，未來原住民族自治區，非原住民籍而設籍該地

區者，同樣享有自治地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權、行政組織運作之監督

及管理、土地行政、以及與聞地方各項活動訊息之權力。要言之，自

治區內各族群都是自治區的主人，各族群應享有平等的法定公民權

益，才能彰顯自治區行政的平等精神。 

貳、自治事務管理與諮商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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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要體現自治行政的公平精神，則應在自治事項範圍的確認及

施行階段，讓諮商機制透明化及健全化，以讓自治區內各族群的權益

受到同等保障。原民會版《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 40 條規定：「自

治區之立法及行政行為應尊重其他族群之意願，並應照顧各該族群之

需要及特點，於處理涉及各族群間問題時應充分尊重其意見，並與其

代表充分協商。」。原住民自治運作中的公共參與是一種特殊的政治

參與形式，它在主體、客體和方式等方面表現出有别於其他政治參與

形式的獨有特點。自治是以民族自治區居民群體參與部落治理活動的

狀況為標準，而部落居民大都為原住民籍為主要組成部分，一般的理

解是自治區制度主要是因著原住民族的特殊性而設計，易有原住民幹

部「支配型領導」的誤解，亦即以為原住民自治區各項事務由原住民自

行決定即可，不需尊重其他民族的意見。其實不然，部落自治的公共

參與實踐與其制度之間要維持衡平發展關係，有賴於協商式民主精神

被結合於自治制度之中。 

    自治區是一個全新的制度，雖認為傳統原住民族自治生活確實存

在過，但是原住民自治區卻不曾在部落出現過。自治部落對於隨著婚

姻、經濟活動、物資交換而發展形成的人口流動，大都採取自然接受

的態度。種族隔離在傳統部落是不存在的。尤有甚者，因著人口流動

頻繁，部落地區異族血統交流已是非常普遍的情形了。因此，自治區

的劃分，不以區隔種族為目的，而應依目前原住民自然居住的狀態劃

分之，自治事務的制訂應依原住民族與國家妥協、協商的理念為標準。

《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第 12 條規定：「自治區之自治權限及財政

準用地方制度法。」，據此以觀，假如《地方制度法》係依漢人為主

體的社會所頒布的地方自治法律，而《原住民族自治區法》係依原住

民族特殊性所制定，那麼可以說《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第 12 條是

一項折衷規定，亦即在調和原、漢之間的利益，確保漢人及其他族群

在自治區的利益不被剝奪。因此，對於自治區的各項施政，除須讓原

住民族的利益獲得滿足之外，對於非自治區主流族群的其他居民的接

受自治意願，也必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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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意願受到關注之後，接下來是自治區「少數族群」特殊需

要的探討。由於《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第 3 條訂有「原住民族得

按其族別，單獨或聯合設立自治區。」之規定，未來一個族群設立一

個自治區將是一大特色。又一個自治區完全沒有其他漢人及族群居住

的事實是不可能存在，所以可以想見的是，前者人口是自治區的多數，

後者則構成自治區少數，在制度設計上須注意如何能讓少數人的權益

得到保障。例如，為制訂語言政策，在編列提振自治區母語政策之預

算經費時，應考量兩個因素：一是控留部分預算在提振「少數人口」(即

漢族、其他民族)語言；二是保障讓前述人口參與學習異族語言的權利。

以上做法主要在避免讓不當的預算編列，造成其他語言遭受壓抑的結

果。再如，制訂文化政策時，固然以凸顯自治區文化為目的，但是如

何在政策本身，隱含著多元文化精神，而讓自治區的少數文化也能獲

得發揚的空間，自是不可忽略。 

自治區成立之初，族群衝突勢不可免，一是來自於自治區內主流

族群的自我意識作祟，另一是被多數統治的少數不屈就於現時的統治

空間。衝突的層面涵蓋極廣，舉凡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習慣、教育

及文化等理念上的扞格，都是衝突的可能來源。而執法及行政態度，

也是造成這些衝突的根本性因素。因此，自治區內應成立族群關係委

員會，該委員會依人口比例由各族群代表共同組成，除調解自治區的

族群關係，也對自治區行政行為進行監督考核，以瞭解有無行政偏頗

的情事。基本上，自治區事務主要針對該原住民族群的特殊性而設計，

基於少數服從多數、多數尊重少數的精神，少數應遵循自治區內各項

制度安排，實現自治區的最大利益，假如依各個組成民族的意願自行

發展，資源分散的結果不易維護自治區行政的整體性，而使得自治成

效不彰，亦不符原住民族自治的目的。而在自治區政策方面，自治區

政府應廣為進行政策宣導，以消除少數者的疑慮，進而支持自治區政

府的各項政策。 

…我一向主張在這裡什麼事情完全是邵族主導，我的同胞的丈夫是漢族

他都不能主導，所以未來我們要設我們的遊戲規則，要制定好我們內規

和施行細則，這樣才能規範有心人士未來的介入，這是白紙黑字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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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合作關係到什麼程度，對不對，…如果說外資控制邵族的話我們建

議政府收回，我們不要把資本主義的陋習放在這樣的一個地方，因為事

實上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去適應，我們已經很清楚的知道我們的未來、

破壞的因素在那裡，我們已經很清楚的知道懷鬼胎的是什麼，其實我們

要把這樣子的因素逐字的列出來，我們能解決的話就解決，不能解決的

話交由政府去解決。(受訪者 18，2006.11.09 訪談) 

進行事務協商固然是促進自治區和諧運作的重要途徑，但是從上

述受訪者的談話可以知道協商應有限度。就好比原住民在目前社會環

境裡面要求受到公平對待，但是人口為數甚少的原住民，要求社會實

現依其所願的公平制度，然而因為牽涉到一般社會大眾對該制度運行

於一般社會時的質疑及抗拒，最終是緣木求魚而不得實現。相對地，

自治區的非原住民籍居民提出一套其所慣見、運行於一般社會的制度

措施，顯然地，因該制度不符合自治地區的文化需求而不被接受。是

以，諮商制度的建立固然重要，然而應清楚界定諮詢係建置在以原住

民族自治為基調的協商機制，亦即建構以自治為前提、以多元文化為

條件的自治區政府，才能為自治區居民所接受。 

參、自治政體運作與文化權兼顧 

文化因素對原住民族自治的影響是一個不可忽視的力量。在自治地區

部落自治的過程除受到政治、經濟、自然環境的制約外，同時也受到

文化的制約，主要表現在部落傳統文化消解了法治文化的現代性。前

面曾經探討現代行政係以效率為目標，講求理性、科學及進步的思維

模式。部落自治雖然援引諸如《地方制度法》等現代法律觀點，但是

從部落會議的設立來看，文化因素在自治區內仍然佔著重要因素，亦

即自治政體除須承載著現代行政的任務之外，尚須顧及到如何延續傳

統文化的因素。 

傳統文化最大的特點是自然狀態，亦即原住民與大自然環境之間的和

諧相處機制，現代行政的積極性與傳統文化的保守性，構成影響未來

自治區發展的兩大因素。自治政體既要推行行政效率，也要保護文化

免受科學主義的侵害。而現代與傳統的兼顧，正是自治區成立的合理

性基礎，但是不可否認地，自治政體的民族性、區域性，不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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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不同文化之間的磨擦及衝突。例如原住民族自治區政府的政治、

經濟、教育、文化及大眾傳播等基本政策方式，是否提供文化霸權擴

張的理論基礎，則是不可忽視的課題，正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透過部落會議，可以創造一個真正屬於原住民文化模式，如今文化漸

漸瓦解，是由於部落長老會議的瓦解，假如有自治政體，這些議會制度

可以逐步恢復，而過去有的部落規範制度，也可以把它恢復起來。但是

有一點我倒認為到時候會有障礙，就是宗教力量包括天主教、安息日教

會等等，宗教的角色在部落不能忽視，部落的共識與宗教信仰不一樣，

梵諦岡與一些宗教總會都在提倡福音文化化、文化福音化，所以有的神

職人員檢討說，將舊約新知跟原住民的相關角色重新釐清。(受訪者 1，
2006.09.13 訪談) 

一般認為隨著文化全球化的趨勢，唯有具備開放、互融的政體特

性，才能使得自治區內各個文化由衝突走向融合及統一，而此也形成

了自治政體的另一要務。原住民文化並非絕對優於其他族群文化，沒

有任何文化可以主宰其他文化發展。自治區主要是為維護傳統文化而

設立，而自治事項必然隱含著維護文化的要素，而自治事項的執行人

員，其組成及行政思維，必須兼顧自治區內族群文化等同發展。這意

謂著自治區行政人員的組成，必須不以原住民為必要，凡是設籍在自

治區內、經過一定程序取得行政人員資格之非原住民籍者，也可擔任

自治區的行政工作，或擔任族群關係委員會代表及幹部，以參與自治

區的任何事務規劃及推動。而前述依一定程序取得行政人員資格者，

即類似於當代文官培訓制度中，設定遴選條件資格，規劃有關公民德

行教育課程，培養學員以一定的文化素養基礎，以便於日後進入自治

區工作時產生對原住民文化的認同。同時在課程的規劃上，也要側重

有關於教導原住民籍行政人員如何尊重自治區內非原住民籍者、或其

他原住民族者之權益，以免因執行人員的主觀執法而忽略少數者的權

益，形成對少數文化的壓迫而造成自治區內族群關係的敏感及緊張。 

文化權包括文化自決權和文化使用權，該權利屬於擁有和認同該

文化的民族成員全體。設立自治區存在著忽視少數民族文化權保護的

問題，因此政體運行應增強自治區內少數民族文化權保護的內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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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區行政人員的條件設定後，有賴於自治政府部門的妥善設計俾資配

合運行。自治政府固然係以民族為單位而設立，而且部門的多寡視自

治區的大小、事務的複雜程度及財政狀況而定，然而仍應就個別性事

務的處理另設專責部門，或礙於經費人力無法單獨成立處理其他族群

事務部門時，應於部門下責成專門人員處理個別性事務。所謂個別性

事務係指維護自治區少數族群或團體文化需要之事務而言，例如，自

治區內有漢族人口，依漢族特殊宗教習俗活動需要而設立宗教禮俗部

門，或統一於宗教禮俗部門之下分別處理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宗教

禮俗事務。依此分別處理不同族群文化事務，方不致讓自治區成員產

生認同錯亂、甚至對自治區政府的低度認同感，而不利於維持自治區

政務的和諧發展。 

…在霧台鄉的漢人比例才 1~2％而已，而且在這裡居住的人大部分是退休

人員，這些人反而成為這裡的少數族群。魯凱族是樂觀的族人，他不會

跟人斤斤計較，在這裡居住的平地人，也是因為認同這裡才來的，入境

隨俗之後，我們反而有許多仍然要向他們學習，比如數學及英語，還有

儲蓄的觀念，退休的老師我們還可跟他請教，他們也不收費，所以沒有

必要採取本位主義，總認為自已才是最大的，自治的意思是在現在的基

礎之上去強調它，你要平地人離開之後再來談自治是不合理的，應該討

論說如何在不影響自治的運作之下進行族群之間文化交流。(受訪者 2，
2006.09.13 訪談) 

以上受訪者意在族群間應進行文化交流並互相學習。原住民族由

於進入當代國家體制時間較晚，社會發展顯得不均衡，至今仍可見到

適應不良現象。因此，對於原住民族文化保護是必要的，但保護手段

必須與維持原住民族自治區各項事務能均衡發展所必要的手段相當。

為讓原住民族傳統文化適應現代化生活發展，自治區政策施行固然必

須符合快捷、方便、創新等特點，自治區內其他族群文化的優良特點，

亦應融入自治區政府治理意涵之內。如前述受訪者所言，自治人口之

間應摒除本位主義，擷取他族文化的長處，藉以改善本族文化長期所

忽略的弱點，才不致讓文化發展水平與自治區外社會文化發展差距過

大，而造成文明衝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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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國家應積極搶救行將消亡的有意義的原住民文化同時，也

要協助創新並開發自治區內少數民族文化資源，維持自治區內原住民

族文化與「他者」文化之間的良性互動。反之，假如自治事項的劃分，

未能讓當地各族群文化獲得等同發展，自治政策勢必引發當地人們的

反對。作為一個文化政策的規劃者及推行者，自治政府應注重不同文

化之間的學習、觀摩與交流，在有關原住民族政策方面廣為徵詢各方

意見，畢竟自治區範圍有限，建構完善的原住民自治區內各族群之間

的夥伴關係，自治區政府施政計畫才能推行無阻，也為自治區居民普

遍接受並樂意配合。 

肆、民族關係維繫與發展權均衡 

在早期國際人權條約中，唯一承認發展權的是《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

章》，該憲章第 22 條規定：「一切民族在適當顧及本身的自由和特性並

且平等分享人類共同遺產的條件下，均享有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權。各國均有義務單獨或集體地保證發展權利的行使。」。聯合國人權

委員會先後於 1981 年成立發展權政府專家工作小組，致力於《宣言》

的起草，並在 1986 年通過《發展權利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及召開了若干會議。按照《宣言》第 1 條第 1 款的規定，

《宣言》要實現的是人權不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性質這一理念。(黃列，

2003：141) 

原住民族過去有遭受殖民統治的經驗，原住民族的生命安全沒有保

障，其他一切人權都無從談起，遂有學者分析認為發展權是一項種族

的權利，類似於民族自決權，提出請求之權利與利益應歸於群體。(廖

福特，2003：9)發展權不僅是集體人權，也是個人權利，但更偏重於集

體人權，也就是國家和民族的權利。(高德義，1999：76)為落實我國憲

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及第 12 項「肯定原住民族之文化特殊性，

尊重原住民族發展意願」的規定，體現當代國家重視原住民族發展權

的具體做法，行政院於 2003 年通過《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如本文附

錄五)，依該草案第 11 條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及環境資源特

性，策訂原住民族經濟政策，並輔導自然資源之保育及利用，發展其

經濟產業。」，未來原住民族發展權可望擁有合理的憲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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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各國解決原住民個人位居劣勢處境做法，大抵採取優惠補助

措施。發展權的提出，讓原住民族有機會平等參與國家各項發展、全

面享有發展成果。由政府擔任重要角色，以促進部落集體發展為主要

思考架構，確保原住民族在發展競爭中的自主性，並調和原住民族與

各利益團體之間亦是伙伴、亦是對手的關係。因此除了《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 4 條「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

自主發展，實行原住民族自治；其相關事項，另以法律定之。」之規

定外，目前由立法院審議中之《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在第 3 條亦作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

行原住民族自治；其相關事項，另以法律定之。」類似規定，因此，

發展權與自治權的結合，將使得未來在落實有關原住民族發展議題上

更形法制化及自主化。 

為構築一套健全的原住民族發展架構，目前《原住民族發展法草

案》、《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子法等之

立法工作，正就有關阻礙原住民族發展之制度因素進行審議，包括還

原及補償原住民族傳統領域及資源，建構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教

育、文化、經濟體系，防範部落人口嚴重外流情況，以及解決原住民

族在經濟體制轉型中的失業問題等等。然而，欲理解原住民族發展權

的内涵，固然從發展的自主性、確保原住民族的財產權進行思考，也

要慎防因不當開發而造成的損害。諸如道路、農牧、森林和水庫建設

等大規模開發計畫，是世界所有原住民族面對的嚴重問題，此種開發

會破壞原住民族居住地域的環境，使其生活的基礎完全崩潰，在這種

思考下，開發問題是原住民族與既存國家社會共同的問題。(李明峻、

許介鱗，2000：183-184)

…未來成立自治區之後，如果漢人已經住很久了或者是他的上一代已經

在蘭嶼了，其實他可以享有自治區的各項權利，…其實自治區之內該有

的權利，每個人都住在那邊了，都應該享有這樣的一個權利。(受訪者 11，
2006.10.26 訪談) 

…族群關係是很脆弱的，要維護好的族群關係在我的看法是很脆弱的，

為什麼呢，因為涉及到利益的關係，只要利益擺不平，族群關係就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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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如果你要維持一個良好的族群關係，那當然要建立一個大家可以

接受、接納的正常性制度，相互規範權利義務，使大家在行為模式上都

有一個依循的方式。(受訪者 13，2006.11.03 訪談) 

從以上訪談可知，原住民族自治區能否順利成立，在在需要非原

住民族居民的配合與支持，原住民族為實現自治的目的，應將非原住

民族包含在原住民族自治之內，而非將之排除在外。(陳銘祥、趙威寧，

2001：160)易言之，舉凡自治區內的各項發展，包括經濟、文化、教育

等事業開發經營，須能反映多數人的利益為目標，亦即開發案的提出，

須防止讓少數族群的利益受到剝奪，確保自治區內各族群的集體利益

受到保護。此外，凡自治區內的事業開發與族群文化發展有密切關係

者，應容許其就自治區內資源進行合理開發與利用。對於攸關國家整

體開發計畫，則應自整體利益來做考量，假如基於國家整體經濟、交

通、國防、財政、教育等需要，非統合資源而不能達到提昇國家利益

目標時，得由國家統合自治區內外的發展計畫，以謀求資源共享及促

進族群和諧關係發展。總之，原住民族自治事項的規劃，應將自治區

內各族群為遂行己身發展目的的因素予以考量，讓各族群在自治區內

有等同發展的機會，同時，也保留國家指導及自治區外其他民族參與

開發經營管理自治區發展事業的機會。 

伍、美國、澳洲、紐西蘭及加拿大類似制度比較 

美國、澳洲、紐西蘭及加拿大等國處理原住民族事務，往往與自

決權及土地權問題分不開，美國透過保留區制度來實施自治，將國家

與原住民關係定位為「政府對政府」(government-to-government)關係；

澳洲高等法院則在 1992 年作成「瑪莫案第二號」判例(Mabo No.2)，及

通過「原住民土地權法」(Native Title Act, 1993 (Cth) )，並設立「原住

民土地權法庭」處理原住民族土地問題，不過，對於原住民族的自治

採取保守態度，將原住民族主權定位在土地範疇之內，並未關注更高

層次的主權問題；在紐西蘭，由於早在 1840 年毛利人酋長與英國王室

簽定了《外坦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1840)，然而對於主權是否已

經讓渡？至今仍有不同的解讀，因此讓毛利原住民族的自主運動內涵

多元化；至於加拿大，著眼點在於主權如何共享，真正的重心在於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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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談判來進行自治。 

一、美國 

    美國原住民包含印第安人(Indians)、愛斯基摩人(Eskims)、阿留特

人(Aleuts)及太平洋島嶼上的夏威夷原住民(Native Hawaiians)、薩摩亞

原住民(Native Samoans)，共有 200 萬左右(占美國總人口的 0．8％)的

人口、五百多個聯邦認可的種族，散居在三百多處的保留區內。美國

憲法賦予原住民享有部落政府自治權，視為一個獨特的政治實體

(Distinct Political Entities)，部落的成員也是美國公民。印地安事務局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原附屬在戰爭部之下，原從事征服的工作，

1849 年時美國聯邦政府將之改隸於內政部之下，專事同化及去部落化

的工作，透過保留區制度，印地安事務局一方面代表美國政府主管聯

邦印地安族人「託管地」的開發管理事宜，進行對原住民的照護輔導，

另一方面遂行國家統治政策，使得印地安人的文化、社會、經濟、及

司法制度發展受到一定程度影響。 

美國計有 49 個國家公園，國家公園系統含蓋美國大陸本土及屬島

有關亞熱帶(如 Grand Canyon 國家公園)以至寒帶(如 Denali 國家公園)

的自然原野景觀，因此透過國家公園政策可以瞭解美國原住民族自治

權限。美國在 1995 年於國家公園總署內成立印第安事務辦公室

(American Indian Liaison Office)，該辦公室主任直接向掌管文化資源的

副署長負責，此部門的任務在透過諮商、教育、活動、協助與協調等

各種方式，促進原住民與國家公園之關係。(宋秉明，2001：107)一般

國家公園政策保障原住民族自主，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政府

應邀集在地居民參與土地開發管理事宜；(二)允許原住民基於宗教、維

生或文化需要所為的資源利用；(三)學術研究應尊重民族意願；(四)准

許原住民基於個人和傳統需要進行採集；(五)國家公園的開發應彰顯對

原住民宗教、文化和習俗的尊重；(六)公園機構應確保原住民文化及人

民福祉，保障原住民在園區內從事傳統宗教慶典活動；(七)國家公園署

將儘可能地保護原住民的神聖發源地以符合他們的傳統目的。以上可

以清楚的發現，美國設立專責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互動事務之部門，在

處理國家公園原住民事務之機制已趨固定與成熟，其管理機制、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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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策略的腳步，隨著社會情勢之改變而皆能逐步調整，再加上其

具有特色的互動過程與方式，可供其他國家實施原住民族自治時參

考，尤其是為自治土地與國家土地產生扞格時提供了雙贏之道。 

二、澳洲 

澳洲現行原住民族行政體制，最早於 1968 年在中央政府之下成立

「原住民事務局」(Aborigines Affairs Agency)，該局之後由「局」升格

為「部」，全名為「原住民事務部」(The Department of Aborigines 

Affairs)。同時在政府之下有諮詢事務性質機構「原住民發展委員會」

(The Aborigin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與「原住民事務局」平行存

在，兩個機構於 1990 年合併改組為「原住民暨托雷斯海峽島人委員會」

(簡稱 ATSIC)，在體制上隸屬「移民、多元文化暨原住民事務部」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委員會成員完全由全國各

地的 35 個區域理事會選出來，並以原住民籍為主，成立目的主要在

加強對原住民族的服務。其功能包括：(一)受理並提供有關原住民土地

開發、興建住宅與事業投資所需之貸款與補助；(二)提供因發展原住民

社會、經濟或文化所需要之經費補助申請；(三)推動有關原住民衛生保

健、休閒娛樂、社區總體營造、法律扶助及文化保存等服務。 

三、紐西蘭 

    毛利人事務部(Department of Maori Affairs)係紐西蘭最高原住民事

務機關，根據 1953 年訂頒之《1953 年毛利人事務法》(The Maori Affairs 

Act 1953)第 4 條規定，毛利人事務部在行使其職權時，儘可能考慮下

列目標：(內政部譯，1993：54) 

(一)毛利人土地由毛利人持有，並由毛利人或為毛利人之利益使用管理

之。 

(二)保存、鼓勵和傳承毛利人語言、風俗習慣、傳統、藝術、工藝、及

屬毛利族身分之其他本民族文化。 

(三)毛利人的就業機會。 

(四)促進毛利人的衛生、教育和一般的社會福利。 

    由於紐西蘭毛利原住民族占當地人口的 18%，其自主意識較其他

各國略為強勢，在與白人殖民政權進行長期抗爭之後，紐西蘭政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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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毛利人事務法》，並設立「毛利事務部」專責處理土地紛爭，其

中「毛利人土地委員會」督促政府將不義取得之土地歸還給毛利族。

此外，原住民有自己的語言、政黨、學校，特別是學校採雙語教學，

由於對傳統文化的高度重視，不僅讓毛利民族展現高度的尊嚴，在社

會上也不乏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毛利民族菁英。 

四、加拿大 

加拿大原住民族少數權力的內容分成兩大類：(一)自治權(self- 

government rights)，該權利試圖讓原住民族自行統治自己，來延續其特

有的生活方式；並減緩多數民族所掌控的政治社會體制對他們所構成

的實質威脅；(二)多元民族權利(polyethnic rights)，該權利訴求表明了

原住民族要求自身的文化傳統應該受到平等尊重的原則。(許國賢，

2000：71) Levy (1997)則將少數權利具體劃分如下：(一)豁免權，例如

印地安人之豁免於狩獵法之規範；(二)協助，如補助少數民族組織；(三)

給予自治權；(四)對於非少數民族的外在規限；(五)對於少數民族成員

的內在規限；(六)承認，要求國家法律承認並執行少數民族的某些傳統

規範；(七)代表權，要求少數民族在政府機構中的代表性應獲得保障；

(八)象徵性宣稱的檢討，例如歷史教科書的相關內容、國定假日、國歌

等是否尊重及承認少數民族的檢討。(許國賢，2000：72)而加拿大自治

事項的落實與否，端視自治政府的型態，包括：(一)有無固定領域？(二)

公共政府還是族群政府？(三)政府範圍是全國性、區域性、還是社區性

的？(四)自治權的來源是憲法、聯邦法、還是省法律？(五)是完全自治

(擁有所有的行政權、立法權、以及司法權)？還是倚賴式(只有行政權)？

或是半自治(具有局部的行政權、立法權、或是司法權)？(高德義，

2004：11) 

小結 

一、國內自治事項與族群和諧方面 

首先，民主及平等是自治區組成的原則，自治區內居民享有平等

參與自治區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生活之權利，並受同等對

待。部落仍然存在著傳統政治文化，原住民族地區的行政機關須進行

相應的改造工作。原住民族自治行政須既能維護與國家政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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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又要創建一套符合族群發展的規範機制。原住民族自治區應避免

將過去在社會上所受到的不平等待遇，轉嫁到自治區內非原住民族者

身上。自治區內各族群都是自治區的主人，各族群應享有平等的法定

公民權利，才能落實自治區行政的平等精神。 

其次，基於住民自治理念與分權精神，未來原住民族自治應兼顧

權利分享以確保族群關係發展。而要體現自治行政的公平精神，則應

在自治事項範圍的確認及施行階段，讓諮商機制透明化及健全化，使

得自治區內各族群的權益受到同等保障。雖然自治是因著原住民族的

特殊性而設計的政治制度，但自治並不等同於種族隔離，應避免由原

住民幹部進行「支配型領導」，各項事務仍應尊重其他民族意見，將協

商式民主精神結合於自治制度之中。自治區內主流族群的自我意識作

祟，極易讓表現在外的執法及行政態度引發族群衝突，因此，自治區

內應成立族群關係協調委員會，除調解自治區的族群關係外，也自我

檢討有無行政偏頗的情事。 

再則，現代行政係以效率為目標，講求理性、科學及進步式的思維模

式，但是文化因素對原住民族自治的影響是一個不可忽視的力量，自

治政體的民族性、區域性，不可避免地導致不同文化之間的磨擦及衝

突，原住民族自治區政府的政策方式，應避免提供文化霸權擴張的理

論基礎，唯有具備開放、互融的政體特性，才能使得自治區內各個文

化由衝突走向融合及統一。原住民文化並非絕對優於其他族群文化，

沒有任何文化可以主宰其他文化發展。因此自治政體運行應增強自治

區內少數民族文化權保護的內容。自治政府固然係以民族為單位而設

立，應於部門下責成專門人員處理個別性事務，例如基於特殊宗教習

俗活動需要而設立宗教禮俗部門。 

總之，自治政府應注重不同文化之間的學習、觀摩與交流。原住

民族自治區能否順利成立，在在需要非原住民族居民的配合與支持，

原住民族為實現自治的目的，應將非原住民族包含在自治發展整體計

畫之內，而非將之排除在外，舉凡自治區內的各項發展，包括經濟、

文化、教育等事業開發經營，須能反映多數人的利益為目標，並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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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少數族群的利益受到剝奪，確保自治區內各族群的集體利益受到保

護。 

二、美、加、紐、澳實行經驗方面 

在國外的類似制度經驗中，美國、澳洲、紐西蘭及加拿大等國處

理原住民族事務，往往與自決權及土地權問題分不開： 

首先，美國透過保留區制度來實施自治，將國家與原住民關係定

位為「政府對政府」關係，共置三百多處保留區。美國憲法視原住民

族部落為一政治實體，部落成員也是美國公民。印地安事務局原屬於

征服少數民族的工作性質，後來改隸於內政部之下，透過保留區制度，

一方面代表美國政府主管「託管地」的開發管理事宜，另一方面遂行

國家統治政策。美國國家公園系統含蓋美國大陸本土及屬島的自然原

野景觀，透過國家公園政策可以瞭解美國原住民族自治權限。從國家

公園政策可以瞭解週遭原住民族的自治事項，包括參與土地開發管

理、基於宗教、維生或文化需要進行資源利用、尊重民族意願以進行

學術研究、准許基於個人和傳統需要進行植物採集、開發案須不損及

宗教、文化和習俗、公園機構應確保原住民文化及福祉、保護原住民

聖地等。 

其次，澳洲雖然設立專門機構以處理原住民族土地問題，不過，

對於原住民族的自治採取保守態度，將原住民族主權定位在土地範疇

之內，並未關注更高層次的主權問題。澳洲現行原住民族行政體制屬

委員會議制度，成員由全國各地的 35 個區域理事會選出來，以原住

民籍為主，成立目的主要在加強對原住民族的以下各項服務：提供原

住民因土地開發或興建住宅所需之貸款與補助、提供因發展原住民社

會、經濟或文化所需要之經費補助申請、推動衛生保健、休閒娛樂、

社區總體營造、法律扶助及文化保存等服務，以上原住民族僅享有行

政上的保障措施，並未進一步獲得政治上的各項權力。 

再則，紐西蘭最早由毛利人酋長與英國王室簽定條約以讓渡主權

換得自治權。由於紐西蘭毛利原住民族占全國人口的 18%，其自主意

識較其他各國略為強勢，有自己的語言、政黨、學校，學校也採取雙

語教學，對於傳統文化的高度重視，讓毛利民族展現高度的團結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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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民族菁英也在社會各階層嶄露頭角。 

最後，加拿大一向強調主權如何由國家與原住民族共享，並透過

談判來實現自治。原住民族權力的內容分成自治權及多元民族權利兩

大類，前者試圖讓原住民族自行統治自己，以延續特有的文化，後者

要求應受到平等尊重。豁免權、國家協助、自治權、內外在規限、承

認、代表權、文化象徵等均可以為原住民族自治訴求的內涵。 

三、美、加、紐、澳實行經驗的政策建議方向 

以上各國經驗分別對我國實施自治及兼顧族群和諧的政策制定上

提供不同的建議： 

首先，美國的經驗顯示，可以一方面設立自治區，維持自治區政

府與國家中央政府之間的對等關係，另一方面，可以透過共管機制的

建構，而讓原住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共同使用自治區內的各項資源，

以維繫族群關係和諧發展。亦即確立自治區的最起碼地位之後，讓資

源共享的機制在不損及自治區利益的基礎上運作。 

其次，澳洲主管原住民族事務的「原住民暨托雷斯海峽島人委員

會」係由各地區的原住民族代表組成，提供臺灣在制定原住民族自治

政策，可依委員會制邀集各族代表就自治事項的決定共同討論，避免

各民族各自為政而讓自治步調失序，不利國家政策的一致性。 

再則，紐西蘭毛利人採「讓渡制」，與政府簽訂契約以換取自治

權，此提供我國在制定原住民族自治政策時，可依讓渡的方式簽訂契

約，由原住民族釋出某項權利(如環境權利)以供國家做整體開發與利

用，而國家方面則保障原住民族自治權。此外，保障原住民族語言、

原住民族政黨、原住民族學校、及建置國語及原住民族語的雙語環境

(bilinqual environment)，提供我國發展原住民族主體性的經驗，特別是

原住民族學校，目前我國原住民族高等教育學校尚未普及，僅於花蓮

縣壽豐鄉的東華大學之下設立民族學院，尚不足以代表原住民族整體

學術地位的提昇，有待視城鄉發展情況，在全國各地廣為設立原住民

族高等教育學校。 

最後，談判是加拿大原住民族與國家爭取權力的主要手段，臺灣

原住民族正缺乏此種過程所需要的共識及人才，然而加拿大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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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自治的過程當中，除要求某些排除非原住民族者適用的自治事

項外，也課以自治區成員某種條件以享有自治權利，此適予未來一旦

實施自治時自治區原住民一種對自治區的道德感與責任感。 

第四節  原住民族權力機關與公民平等 

公民政治是民主政治制度設計和權力結構的主體性政治的基石。

公民政治的主體性以及基礎性，均透過政治公民即政治人顯現出來。

亦即當政治人與實際政治活動或政治過程發生關係的時候，公民的政

治身份、政治資格、政治權利與政治義務等特徵就會顯現出來。(陳義

平，2002：53)原住民族自治社會的民主制度，需要具有公民性的廣大

部落居民來共同遵守，公民性有助於自治區居民積極參與和監督部落

自治中的行政行為，並確保部落成員責任的履行。國家與原住民社會

之間的基本劃分是非常重要，而原住民社會凝聚力的前提條件也是同

等重要，沒有共同思想情感的前提，或沒有將該共同關係延續下去的

意願，原住民族自治基礎就顯得不完備。在臺灣轉型期的公民政治社

會，提出發展原住民族自治政策，應在臺灣歷史與發展邏輯相互統一

的視野下，定位原住民族自治政體的發展方向。前面探討了如何兼顧

權利分享以確保族群關係發展，本節最後分析，做為原住民族自治權

力機關，如何既表現族群的主體性，又不失為國家公民機構的特色，

以構築原住民族與國家之間的地域聯繫和公民國家關係。 

壹、普遍民主與行政首長負責制原則 

普遍民主是專制的對稱，係指傳統原住民族部落部分隱含著專制

的成分。普遍民主可從兩個方面來探討，首先，自治區的民主基礎必

須是一種普世價值，不論是直接民主或是間接民主，都必然隱含著當

代民主憲政的治理精神。長期以來，部落封閉式的民主，使得原住民

族的政治文化尚停留在部落型(人權概念尚未完全開展)及臣屬型(臣屬

於部落領導人權威或宗族政治勢力)階段，雖然行政體制的實行，讓原

住民族享受權利與履行義務，然而各部落參與型的政治文化發展進程

不一。因此，自治區內外的民主政治要件須相一致。其次，依各族而

設立的不同自治區政府之間，很明顯地須由共同的民主政治理念，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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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導自治區各項政務發展，亦即不同人文特色的自治區，仍須有共

同的民主發展準則，民主的內涵不因民族身份的不同而有差異。假如

自治區成立之後，任由各自治區發展其所認可的民主機制，極易讓自

治區的宗族勢力及傳統保守勢力死灰復燃，而讓自治區發展更形封

閉，亦形成各自治區程度不一的民主政治發展。 

行政首長負責制則指由首長負責自治政府政務遂行的成敗。傳統

原住民族部落政治，大都交由部落會議的長老群負責決定，過去並無

清楚的責任政治，而自治區政府因援引當代行政治理的行政首長負責

制原則，自應讓自治政府機構的事務運作成效交由首長負責。普遍民

主與行政首長負責制，構成了自治區公民治理的要素，且缺一不可。

亦即行政首長的權力來自民眾依民主程序的授權行為，而人民則服從

於該首長的領導，行政首長除對內推動自治區事務外，對外尚需代表

自治區行使政府間的交涉事宜。 

…在鄒族有一派人士主張採取長老頭目階級制度，另外則主張功能派，

功能派是指因應在經濟、教育、工程等現代化方面的工作人才。前者可

以說是文化的代表，後者則忽略了民族的特色。我認為部落領袖應兼顧

傳統與現代，而在部落採行「雙首長制」不失為一個做法，一個代表族

群，另一個屬於比較現代化的代表，功能性代表可能是財經專家、也可

能是法律乃至於工程方面的專家。(受訪者 5，2006.09.14 訪談) 

…一個部落領袖的優劣，關係到自治區域內的成長，因為領袖你不能像

過去一樣啦，等於說我只把他當成精神的領袖，從這樣的角度我們是要

尊重我們族群裡面深負重望的精神領袖，但是如果是要借重他的行政事

務的操作能力的話，這個要斟酌了，一定要達到一個相當的程度，也就

是在行政職務上有經歷過，因為部落領袖如果沒有行政經驗的話，怎麼

去領導區域裡頭所有居民，而且他的職權既然是從事行政工作，那你一

定要具有公務人員的資格，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部落領袖當成是具有

公務人員資格啦，不然的話，不是站在公務人員角度的話，他是不是可

以為所欲為啦，想要做什麼就做什麼啦，那我們區域內不會亂才怪，所

以一定要有相當程度的限制、達到一定的資格，要有實戰的經驗，透過

對國家的尊重，不能說你自主了以後就可以為所欲為了。(受訪者 7，
2006.10.07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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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訪談，自治區可分設正、副區長，分掌功能性及文化性事務。

一般自治區事項大致包括組織及行政管理、財政、社會服務、教育文

化及體育、勞工行政、都巿計畫及營建、自治區下水道建設及管理、

經濟服務、水利及水資源、衛生醫療及環境保護、交通及觀光、公共

安全、事業經營及管理、以及其他依法律賦予之事項等。以上事項，

有關政策執行部分，交由具公職身分之區長來負執行成敗之責為宜，

而副區長則屬於文化諮詢性質，除襄助區長執行自治區事務外，並有

提供文化發展諮詢建議權。首長因係功能性代表，須具有公職身分，

透過選舉或特定專長而產生；文化性代表則對部落文化具有一定的理

解，且在部落德高望眾、屬於意見領袖型人物，依此才能兼顧部落領

袖的傳統性與現代性。 

不論是普遍民主還是行政首長負責制，均需要具有當代公民素養

的自治區成員來支持由此設計而成的自治區政府。傳統部落自治生

活，長老會議之下的公民社會組織鬆散，或是部落成員鮮少關心公共

事務，部落長老行間接民主的結果，極易助長部落領袖的獨斷式領導，

結果導致宗族勢力的坐大及部落成員對公共事務的冷淡，並影響日後

原住民族地區的民主政治發展及首長責任政治的欠缺落實。自治機構

的設立將使得傳統部落自治發展更具有主體性。自治主體性體現在原

住民族擁有自己的首長及政府機構以決定自己民族的發展。因此原住

民族除了期待自治體制模式儘早落實之外，主觀上也應體認，對於自

治政府首長的要求，不應仍停留在死守傳統窠臼式的保守表現，也不

應允許滋生諸多流弊的選票模式照搬至自治區內施行。自治區居民與

其期待自治政策實現，不如提早培養自我公民意識來得急迫。要言之，

自治機關的權利義務關係，並非僅靠法律的施行即可運作，需要自治

區政府、自治區首長及自治區人民三者之間的制衡關係，始能完善自

治區事務運作。然而，自治區對外關係的聯繫，則需要一個中介機構

或組織，國家做為調和族群利益及關係的角色，仍將扮演著最終指導

者的角色，不論是自治區居民的公民德行的養成、自治首長兼顧傳統

與現代性的學能條件、以及自治權力機關的健全組織，在在都需要國

家於整合各方利益之後，納入國家整體建設發展的計畫之中逐步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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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證遵守憲法和執行法律之原則 

在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的第肆點曾經探討過，自治地區的法律規範

是依據國家政策和法律，結合部落特性以維護該地區的社會秩序、公

共道德、精神涵養及現代文明等方面所制定的一種制度。是以，為適

應原住民族自治制度的實施，自治地方村規民約的制定和行使，應參

酌傳統文化要素與現代法律進步觀點，以鞏固和完善未來實施自治的

法律體系。而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讓原住民族自治法規符合我國國

情，並且有臺灣多元共存特色的基本民主政治制度，《憲法原住民族專

章》的制定至為重要。 

憲法是原住民族基本法及自治法的立法根據，原住民族自治法又

是憲法關於部落自治制度的具體化實踐，應讓原住民族自治法憲法

化，即讓自治法規體現伙伴關係的精神。既然國家應居於主導地位發

展原住民族自治，則國家秩序所賴以為繫的根本大法─憲法仍應成為

原住民族自治區的優位法律，姑且不論前述之《憲法原住民族專章》

能否順利制定，對於憲法有關維持國家領土完整的主張、為發展特定

實業以增進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計畫、基於政治發展而進行的行政區域

劃分、基於社會福利而實行的資源重分配政策及為促進文化交流而遂

行的族際間友好合作事宜等等，原住民族自治區政府均應接受並配合

國家執行。惟遇有同位階的法律，卻針對同一事實做不同的規範的時

候，本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於前法的法律原則，自治區得基

於維護自身的利益而選擇法律適用，以阻卻國家的不當干預。 

…我認為自治，我們可以約束自己，法律如何也可以制定我們自己的法

律以迎合我們國家制定的法律，將來才不會有很大的磨擦，當然我們自

己的自治我們做成了以後，我們可以約束我們自己，如果有事才不會受

到人家的擺佈，自治不好的地方可能在於資源擺不平的問題，我所謂的

資源可能就是受到漢人強力的反撲，為什麼呢，自治需要財源，而財源

還是要由政府來提供，漢人當然會反對啦，另外在內部也可能會產生自

立山頭的情況，尤其是你們泰雅族(指筆者)很悍，我們賽夏族就不會了。

(受訪者 19，2006.11.09 訪談) 

以上訪談說明，自治區政府機構的要務，一方面須能反映國家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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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自治區實行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能體現自治區法律因人而治的

特色。憲法在自治區的實現，可以反映在讓一般社會大眾感受到憲法

所標榜的民主法治及公平正義精神，同樣可以在原住民族自治地區獲

得實踐。法律因人而治係指自治區內的各項法律精神，除能滿足自治

區內人們內在心理的需求之外，也能讓法律本身的特殊性獲得憲法上

的認可。從以上受訪者的談話更可以知道，在原住民族自治機關的運

作上，可能引發對於普遍性公民資格的幾點疑問。 

首先是法律的公平性及執行的主觀性問題，雖然自治區法律的制

定已經取得原漢社會的多數共識，但是在執行上仍然無法去除執行者

或執行機關主觀上或自利性的治理思維模式，亦即當自治政府機構對

外聲稱可以當家作主以處理自治區各項事務的時候，是否同時給予外

界以相對排斥感，則是往往受到忽略的問題。因為法律的制定是因著

原住民族的特殊性而設計，對於自治區之內其他族群的權益，僅是附

帶規定的性質，亦即當原住民族主體權益實現之後，才會進一步考量

其他族群權益的可能性，換言之，居住在原住民族自治區之內的其他

族群的各項權益，不具有優先主張的正當性基礎，必隨著主體族群的

權益主張獲得實現之後，如此即失去成立原住民族自治區的目的。因

此，法律雖明文規定自治區之內各族群的權利平等，平心而論，居多

數族群優勢的自治權力機構，假如在操作上失去公允的立場，而處處

表現出獨厚於自治區內主體族群的行政措施，極易招致自治區其他居

民的不滿，而失去對自治區政府的認同。 

其次，由於長期遭受殖民統治的結果，自主意識的發揚極易轉化

為對抗中央政府的動力。值得觀察的是，原住民族遭受壓迫的歷史會

不會形塑原住民族壓迫他人(或族群)的本質及結果？從近年來原住民

族在反政府的行動中，隱約透露著欲以自治區的設立藉以擺脫國家力

量支配的理想性。原住民族一旦自治，對於自治政體的期待，是否能

如社會大眾所願朝向兼顧族群和諧平等發展的目標發展？則是令人擔

憂。因為從原住民族整體民主素養來看，尚無法支撐原住民族自治政

體的健全發展。此外，外界對原住民族法治素養的提昇仍期待甚深，

深感自治區成立對國家政權的威脅性將難以評估。因此，原住民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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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的養成是現階段自治政體建構的要務。 

再則，原住民族自我優越的性格，同樣增加自治區政府施政時的

難度。原住民族向以大地的子民自居，意謂著其有征服環境及其他族

群的與生俱來的特質。自治區的成立，除肯定其正當性外，也適足給

予其在自治的基礎上，回復傳統優勢條件的機會與空間。只是自治區

內的少數人口或族群，將如何看待自治區內的族群競爭局面？自治區

內的優勢族群文化，是否對其他族群文化產生壓迫、形成文化霸權？

有賴於自治區的政務運作上，由自治政體採行多元文化政策，確保族

群之間的文化發展分際，不致因文化碰觸而產生衝突。 

總之，原住民族自治政府須能表現出憲政主義精神，發展自治政

府的必要條件在於憲法至上、法治原則、權力分立與制衡、主權在民、

多數統治、尊重少數等理念上。公民社會的理想性在自治區實現，有

賴於自治區的各項事務安排及運作建基於憲法和法律之上，按照規定

的規則和程序運作，並透過憲法及法律規範，使自治政府的權力內容

及行使程序有明確的規定。自治區即使有自治條例等法規範依據，假

如自治政府的權力不受制約，就不是憲政政府。換言之，有限政府與

民主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矛盾，自治政府依法而治的特點，即隱含著

必須限制原住民部分自然權利的意味。 

參、兼顧國家利益與自治區利益之原則 

既然依法行政是自治政府運作的基本原則，則此所依的「法」應包

含憲法及由憲法所延伸的法律規定。一般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權利為個

人權利，乃因人權常被認為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道德預設。在以個人為

主的憲法人權體系下，只有個人才具有人權，集體的基本權利不易定

位，因為集體人權不易立足。隨著人權觀念的演進，有所謂第三代人

權，如發展權、和平權、環境權、文化權、民族自決權等，皆彰顯集

體的聯帶(solidarity)關係，希望能藉由團結的力量，有效爭取不易由個

人向政府主張的權利。(李震山，2004：1)在後殖民時期，民族自決權

被歸類為集體人權而常與原住民族自決發展相提並論，世界各國也莫

不以落實蘊含關心原住民族個人尊嚴、人格、生命、身體、財產等的

權利內涵為實行憲政的目標。原住民族自治包含著原住民族有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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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權」、「發展權」、「自治權」、「決策參與權」等權利的落實。因此自

治區的設立，使得原住民族取得有利的論述位置遂行各項主張。然而，

徒法不足以自行，法律做為人民權利義務的規範機制，需由政府機構

做為法律運行的載體，調和個人及集體利益發展。自治區設立的目的

主要在維護原住民族個人及集體的權利，受益的對象固然為該集體中

的多數人的精神、文化、政治及經濟等層面的發展，但是在追求自治

區利益的同時，須考慮由保護集體利益所引發對國家利益的排擠效應。 

…在我們達娜伊谷這個地方，表面上部落利益與國家利益相衝突，實際

上卻是相一致的。達娜伊谷的封溪自治公約，依國家法律，怎麼可以說

封溪就封溪呢？過去曾有一位警官，利用休假來達娜伊谷釣魚，他對本

地的封溪禁止釣魚做法很不以為然，並循法律途徑去尋求解禁，最後相

關單位認為封溪是推動環保的權宜措施，認定合情、合理，該名平地來

的警官就知難而退。所以表面上看似衝突，但是經過生態團體及媒體的

關注報導之後，其實是與國家整體利益是一致的，所以國家與部落菁英

份子應該認清利益的一致性。(受訪者 5，2006.09.14 訪談) 

即以最易引發爭議的環境權來說，上述受訪者所指出的例子，其

爭議處在於原住民族部落採行限制的手段，禁止外界人士進入該部落

所進行的溪流保護區域，依當地原住民的說法是(筆者曾藉訪談山美國

小校長之便進入該保護區瞭解執行現況)，要讓高山鯝魚在該地區繁

衍，有賴於當地原住民族採行一種注重傳統生態智慧的做法，其中一

項便是避免受到人為的干擾，而人為的干擾包括遊客肆意侵襲或擾亂

魚游，因此採取禁釣、限制進入人數是必要的措施。然而站在漢人這

一邊，其所不解的是，魚類在溪流生存的時間遠比族群在該地區居住

的時間為長，又釣魚行為並不至於讓該魚類絕種，何需禁止外人進入

該地區進行垂釣行為？何況附隨在水流區域的各項資源為全體國民所

共享乃憲法所保障，原住民族依此要求漢人遵守特定限制事項，是否

有違反憲法保障人權的精神，值得思考。原住民族自治保障了有效利

用周遭資源的權利，雖然表面上原住民族自我保護的意識高漲，但是

從上面的例子來看，司法機關判決山美部落針對達娜伊谷的封溪行為

屬合法且有正當性，適足以肯定原住民族的保育目標係與國家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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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亦即保育符合國家利益。 

做為一個國家利益與自治區利益綜合體的自治區政府，須使行政

行為經常同時滿足自治區利益與國家利益。自治區利益既能符合自治

區人民的各項期待，亦能隱含著國家利益的本質。國家利益則須以滿

足原住民自治區利益為前提，以公民普遍分享為條件。雖非居住在自

治區之內，一般公民皆能感受到自治區的利益等同於國家利益，而支

持自治區政府的各項行政作為乃係國家作為的一部份。自治區人民應

體認自治區政府的各項作為屬於促進國家整體建設發展的一部份，亦

即自治區行政與國家行政乃不可分割，而有自治區政府事務係公民參

與的認識。所謂公民參與進一步推論之，即自治政府屬自治區居民所

專有，但自治區以外之一般公民，因係國家公民，屬於國家整體行政

的參與者，對自治區具有「消極」公民資格，不應被區隔於自治區之

外，避免讓原住民族與其他族群的主客體地位過度鮮明而引發族群對

立。從而本文認為，為符應世界潮流，原住民族自治應緊隨「三代人

權」的發展腳步，讓各項政策體現出維繫原住民族集體權利的精神，

而讓國家與原住民族自治區政府在自治政策上採取一致、和諧的觀

點，特別是在前述提到容易引發爭議的「環境權」、「文化權」、「發展

權」及「土地權」等權利維護上，衡量國家特性做整體規劃，而非任

由自治區政府單方面規劃執行。 

因此，關於原住民族集體利益的維繫，基本上是在原住民族自治

政府與國家中央政府光譜(spectrum)兩極之間的選擇難題，並無純粹的

二個極端的選擇方式，大部分是在兩極之間尋找一個具有衡平性的利

害關係點。以自治政府而言，是希望就原住民族自治地方行政區域既

有的資源，能規劃讓自治區事務自我運作的有利條件，但就中央政府

的立場而言，不同於原住民族自治地方的主張，傾向於將自治區資源

分配由中央政府依據權威進行決定。不同意識型態思維的差異所引起

的思辯，對於自治地方資源分配方式的選擇，便形成一定程度的衝突。

是以，降低原住民族自治地方居民或團體的自利、個人主義式或土地

擁有者的利害思維，並讓國家擁有合理分配發展資源的權力，除可實

踐社會公平正義的理念外，也可讓原住民族自治地方利益與國家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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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之間維持一個和諧發展關係。 

肆、保障各民族語言文字及風俗習慣原則 

雖然原住民族在臺灣居住的時間長短不一，但都有一定長遠的歷

史，並擁有極為獨特珍貴之文化，堪稱臺灣文化的瑰寶，值得加以保

存維護。其中各族有不同的語言及風俗習慣，在各部落中流傳至今。 

由於早期同化政策的實施，採行國語政策及正俗方案，強行禁止

方言流傳及改進風俗習慣的結果，原住民族語言及風俗習慣正面臨發

展上的危機，已到了必須積極保存、維護及發展的地步。目前送由立

法院審議之《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第 7 條規定：「政府應積極保存與

維護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並輔導其文化產業之永續發展及專業人才

之培育。」，此外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業於 2007 年 6 月 20 日以原民

教字第 09600285562 號公告核定台灣原住民族族語分 13 族 43 個方言

別，為充分達到保障各族語言文化發展的目的，該會亦在教育政策上

依已公布施行之《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學前教育及國民教

育階段應提供學童族語教育，編製族語教材，實施族語教學，訂定《原

住民族語言能力認證辦法》，辦理族語認證，並推動族語部落化等工

作，未來配合正研擬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案，以落實語言振

興工作。以上作法，均值得肯定。可以預見的是，多語種、多文種將

是自治區政府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政策重要內涵。 

在保障語言文字方面，自治區政府為了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發

展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應採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各族使用本身語言文

字的權利，讓自治區居民自小學時期採用母語、國語及英語2等三種以

上語言進行教學；一般大專院校雖非在自治區內，亦應保留一定課程

及時數以母語進行授課；自治區政府或地方召開代表會議、部落會議，

使用母語、國語等語言文字；自治區各級廣播電臺、電視臺均用母語

和國語雙語播出；自治區內新聞報紙考慮使用母語、國語、英語等三

種以上文字出版；自治區政府的出版刊物，可發行自治區組成族群所

屬的各種母語，搭配國語及英語文字的圖書和教材。而在介紹自治區

                                                 
2「國語」是共同語言，可用於國內各族群之間進行對話；「英語」在地球村時代，則是部落與國際

接軌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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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站上，以兩種以上母語文字介紹自治區各民族生活的歷史與現

狀，並即時報導自治區內各族語言文字工作各方面的最新動態。以上

做法可讓原住民族文字在社會上、甚至國際間得到廣泛使用。 

在保護風俗習慣方面，原住民族風俗習慣的產生，與社會生產力

及經濟發展水平、自然環境、民族歷史、宗教信仰及文化藝術等密切

有關。因此原住民族風俗習慣的外在表現，具有廣泛的民族性和全民

性、深刻的社會性及歷史的延續性和相對的穩定性等特徵。因此，對

於原住民族風俗習慣的尊重，大體上係針對原住民族的服飾、飲食、

居住、婚姻、禮儀、喪葬等風俗習慣加以保護；在服飾方面，應保護

原住民各族依特有的衣服裝飾以順應其生活習慣；在飲食文化方面，

原住民族信仰祖靈，並有獻祭牲畜的習俗，除以米、薯為主食外，也

吃野生猪、羊、鹿、羌、猴、鼠等肉體，以示「靠山吃山」的民族性，

做為連結民生與文化之間的緊密關係，應給予尊重並開放必要的狩獵

活動，不容以歧視的眼光去看待；居住方面，原住民族依現行分布情

況的居住型態，乃係順應自然環境而呈現特殊的家屋造型及地理位

置，建材也大都就地取材，以避免經濟額外的付擔，以上均應納入自

治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考量；在婚姻方面，原住民注重傳宗接代

觀念，自幼即養成獨立自主性格，其生理成熟度較一般漢人來得早，

故其結婚生子平均年齡也比較低，自不應以一般社會道德價值觀評

量；禮儀方面，原住民族注重和諧關係，逢人即稱兄道弟以為示好，

例如筆者所屬的泰雅族人每以“lawin＂(兄弟之意)稱呼初次見面者，又

各族都有不同的見面禮節，每種禮節都代表了每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和

友好感情；在喪葬方面，原住民各族一般都實行土葬，死後並無定期

舉行悼念活動。 

自治彰顯著國家利益和原住民各族利益的一致性。自治區政府的

設立，保障了原住民族語言及風俗習慣的發展權利，極大地滿足各民

族使用本身語言及風俗習慣的願望。然而，也應避免我族中心論，甚

至可以認為國語是共同的語言，可以讓族群對話，正如以下受訪者所

言，保障語言及風俗習慣，須思考其保障是否有利於國家統一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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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是否有利於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文化進步；是否有利於本民

族的進步及是否有利於自治區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 

…語言有其區隔性及排他性沒錯，正宗、正統的口號很容易形成我族中

心論，但是強者排除弱者是多元文化論所反對的，多元文化強調語言文

字及習慣要予以保護，然而目前在國內，消除種族歧視的政策尚未法制

化，平等一直只是口號，沒有辦法真正落實，強勢語言可以，但是不可

以歧視、排斥。(受訪者 5，2006.09.14 訪談) 

…光談到這邊我們就是很好的籌碼了，如果再不重視原住民的教育發

展、文化發展，所有你想要表現臺灣原住民特色的部分，你不可以用原

住民的圖像，這樣可不可以，不然你就用你們從大陸帶來的中原文化─

歌仔戲。(受訪者 15，2006.11.06 訪談) 

…國語就變成了它有它的重要性，所以國語就反而強化了在自治區某一

個重要性，因為它可以讓族群對話。(受訪者 12，2006.10.30 訪談) 

因此，原住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行公務的時候，使用當

地通用的一種或者多種語言文字，對於有自己的語言卻無文字的民

族，自治區政府和國家中央政府應助其充實完善其文字。此外，在尊

重和發展原住民族語言文字的同時，還要提倡自治區內各民族互相學

習語言文字。而在尊重原住民族風俗習慣的政策方面，基於《原住民

族自治區法草案》第 6 條「自治區居民享有平等參與自治區政治、經

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生活之權利，並受同等對待。」及《原住民族

自治法草案》第 42 條第 2 項「自治區應制定自治條例，保障自治區域

內各族群之語言、宗教、習俗和文化，並協助其文化之保存與發展。」

之規定，各民族都有保留或改革自己風俗習慣的自由，所以自治區政

府和國家中央政府在尊重原住民族風俗習慣的同時，也要尊重原住民

族改革其風俗習慣的自由。原住民族風俗習慣的改革必須由該民族自

行決定，非由政府行外力強制所能達成。 

伍、美國、澳洲、紐西蘭及加拿大類似制度比較 

    加拿大和美國的原住民政策，其政治哲學基礎分為兩大類：尊重

個別公民權的自由主義，以及強調集體權的社群主義，前者易讓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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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被同化或整合，後者原住民的集體權和集體認同易被承認。因此，

美國發展為「大鎔爐」(melting pot)，而加拿大則強調「多元文化」式

的社會。(施正鋒，2005：229-230)澳洲則屬自決政策的典型國家，紐

西蘭與加拿大同，採多元文化政策。 

一、美國 

    1960 年代，美國為矯正存在於社會的種族歧視現象，透過公權力

進行「積極行動計畫」(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並在 1964 年制定

民權法案開始採取「積極行動」計畫，但在 1970 年代消退，其經驗顯

示，如對受益人自尊和族群的過度保護，反而產生對該個人或族群的

負面害處。(李憲榮，1997：235)為推行多元文化政策，在保留區外設

立少數民族學校，改革教學內容，另在社會上設立專責機構輔導少數

民族經濟發展，及協助推行各種降低失業率以提高所得的措施。印地

安事務為各州政府共同事務，在印地安事務部門提供諮詢、諮商、教

育、能力之服務，推行學習容忍各種差異存在的教育，讓不同團體之

間都有生存和活動的自由。雖然美國意在推行多元文化政策，然而由

於州政府印地安事務部門並非實權行政機關，對於各州境內原住民族

事務推行，其角色僅屬象徵性機構地位，而無法提供實質行政權，亦

即易形成本位主義而無法落實多元文化政策。為消除各州政府之間因

閉門造車而形成對原住民族的歧視，美國民間社會莫不提倡建立州政

府之間溝通及協調機制，讓處理原住民族事務機制趨於一致，使各州

重視各種差異存在，互為尊重，達到無衝突、零歧視的社會共識目標。 

二、澳洲 

     澳洲曾經是英屬殖民地，從一開始宣布澳洲為英國所有時，便漠

視了澳洲原住民的主權，因此澳洲充滿著種族仇恨的歷史情節。(內政

部譯，1993：48)早期澳洲大陸被殖民政府認為是無人之地，英國政府

也從沒有與澳洲的原住民簽訂如紐西蘭的《外坦及條約》，統治政策完

全基於殖民政權的法律進行，不承認原住民族土地主權，甚至否定原

住民族在澳洲法律上的公民地位，致使原住民完全與當地的政治、社

會、文化等各方面隔離。甚至在某些如西澳洲的地區施行種族隔離政

策，禁止原住民進入某些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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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敉平族群之間不和睦的歷史發展經驗，澳洲的民族政策轉而將

不同民族、不同宗教、不同地域、不同性別放置在多元文化架構下，

開始處理有關如何平等相待及和睦相處的問題，才讓澳洲從「白澳政

策」之後脫胎換骨，提昇其在國家間的認同度及地位。(內政部譯，1992：

78-79)自 60 年代起，澳洲原住民族多元文化政策計歷經以下變遷過

程：(一)1967 年將原住民族地位納入聯邦體制，開始制定各項平等政

策；(二)1973 年勞工黨政府通過立法，廢止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保

障原住民在社會服務、土地權、健康等方面應有的權利；(三)1980 年

成立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及聯邦原住民事務部；(四)1989 年澳洲國會

通過「原住民教育法案」； (五 )1993 年通過「原住民權利案」；

(六)1996-2002 年期間實行「全國原住民教育策略」工作方案 。透過多

元文化政策的推行，澳洲成立發展少數民族專責機構、開辦少數民族

語言電視及廣播事業、提供法律服務、改善住宅環境、推動社區就業

計畫及協助原住民取得創業貸款，以讓原住民族保有自己文化。 

三、紐西蘭 

    紐西蘭政府的毛利人政策，主要是在強調法律平等，毛利人和白

人都支持全民機會平等的理想，因此關於種族關係的討論以及毛利人

事務如何管理的爭辯，都圍繞在「同化」和「整合」的問題上。(內政

部譯，1993：42)對於毛利人的政策，從「分離」、「同化」到「整合」

都有，而「進化」是「明顯整合毛利人和 Pakeha (按即紐西蘭白人)」，

從而，政府的毛利人政策一概稱「整合」，而不用「同化」，將毛利人

和 Pakeha 合為一個民族，但仍保留毛利人文化的特徵。(內政部譯，

1993：44)然而，與各國不同的是，紐西蘭透過司法體制的建立，將「族

群關係委員會仲裁族群歧視」之機構視為準司法機關，調節紐西蘭族

群關係發展；另設立傳統領域及土地法庭，以解決歷史上的土地爭議；

此外，紐西蘭政府透過立法、司法及行政的政治運作，建構多元文化

社會，透過學校與社會教育機制，推動人權與族群關係教育達到全民

共識。(高正尚，2001：27)紐西蘭屬於移民國家，融合各民族豐富的文

化之後，屬於多元文化並存之社會。透過對不同宗教、性別、階級和

生活習慣的尊重，讓不同族群之間有效進行交流互動，達到文化整合

 323



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之研究 

目標。 

四、加拿大 

加拿大百年來的原住民政策有兩大支柱，也就是表面上看起來不

干涉、以及實質上進行同化。一方面政府忙著與原住民簽訂條約、設

置保留區、將土地開放給墾殖者、以及應允照顧保留區內的原住民，

另一方面，如果原住民願意接受同化，也可以選擇離開保留區、放棄

原住民身分取得公民權。(施正鋒，2005：230)加拿大的「積極行動計

畫」(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做法雖可追溯到 1960 年代的「雙元語

言和文化委員會」，但在 1977 年的《加拿大人權法》才賦予其法律基

礎。在美國「積極行動計畫」是強制性的，但在加拿大是自願性的。(李

憲榮，1997：235)「積極行動計畫」旨在落實多元文化政策。在加拿大

法律層面和公共政策執行上，對少數族群的保障是從對個人的保障提

昇到對族群整體的保障，並且擴大延伸到各級政府的適用和實踐。「積

極行動計畫」施行範圍擴及國內政治、文化、經濟、社會各個層面，

而不止於教育和就業兩方面。(李憲榮，1997：237) 自從加拿大於 1971

年起宣布正式實施多元文化主義以來，該國推行了多項與促進移民族

群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發展的措施，政策措施常被聯合國教

科文組織表揚，政策內涵亦為臺灣原住民族自治政策之參考。 

小結 

一、國內自治機關與公民文化方面 

首先，公民政治是民主政治制度設計和權力結構的主體性政治的

基石。原住民族自治社會的民主制度，需要具有公民性的廣大部落居

民來共同遵守。公民性有助於自治區居民積極參與和監督部落自治中

的行政行為，並確保部落成員責任的履行。民主是專制的對稱，傳統

原住民族部落部分隱含著專制的成分，自治區的民主基礎必須是一種

普世價值，不論是直接民主或是間接民主，都必然隱含著當代民主憲

政的治理精神，自治區內部及外部的民主政治要件須相一致。 

其次，自治地區的法律規範是依據國家政策和法律，結合部落特

性以維護該地區的社會秩序、公共道德、精神涵養及現代文明等方面

所制定的一種制度，自治地方村規民約應參酌傳統文化要素與現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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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進步觀點，其中國家應居於主導地位發展原住民族自治，憲法是自

治區的優位法律。 

再則，自治區設立受益的對象固然為原住民族集體的精神、文化、

政治及經濟等方面的發展，但須慎防因保護集體利益所引發對國家利

益的排擠效應，自治區政府是國家利益與自治區利益的綜合體。雖非

居住在自治區之內，一般公民皆能感受到自治區的利益等同於國家利

益，而支持自治區政府的各項行政作為乃係國家作為的一部分。自治

區人民應體認自治區政府的各項作為屬於促進國家整體建設發展的一

部分，亦即自治區行政與國家行政乃不可分割，而有自治區政府係公

民參與的認識。 

最後，語言及風俗習慣是維繫原住民族發展的命脈，採行多語種、

多文種更是自治區政府實現多元民族及文化政策的途徑，也可讓族群

對話而避免我族中心論，有利原住民族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

化在自由主義氛圍下長足進步發展。 

二、美、加、紐、澳實行經驗方面 

美國和加拿大原住民政策的哲學基礎分別是自由主義和社群主

義，前者的理念為同化或整合，後者則強調集體權和認同權。因此，

美國發展為「大鎔爐」，而加拿大則強調「多元文化」式的社會。澳洲

屬於自決型國家，紐西蘭與加拿大同，採多元文化政策。其個別經驗

如下： 

首先，美國透過「積極行動計畫」，在保留區外設立少數民族學校，

另在社會上設立專責機構輔導原住民族經濟發展，各州政府推行學習

容忍各種差異存在的教育，讓不同團體之間都有生存和活動的自由。

另為消除各州政府之間因閉門造車而形成對原住民族的歧視，美國採

齊一式的原住民族事務處理機制，讓各州重視各種差異存在。 

其次，澳洲曾經是英屬殖民地，「白澳政策」從一開始就漠視了

原住民的主權，使原住民完全與當地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隔

離。廢除「白澳政策」將原住民族地位納入聯邦體制、廢止任何形式

的種族歧視、保障原住民族在社會、土地、健康等方面的權利、通過

一連串原住民法案，推行多元文化政策以讓白人與原住民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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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紐西蘭政府的毛利人政策強調法律平等，毛利人和白人都

支持全民機會平等的理想，整合毛利人和白人的利益是紐西蘭原住民

族政策主軸，但仍保留毛利人文化的特徵，將「族群關係委員會仲裁

族群歧視」之機構視為準司法機關，調節紐西蘭族群關係發展。此外

透過立法、司法及行政的運作，讓多元文化社會達到全民共識。 

最後，加拿大原住民政策有兩大支柱，一方面與原住民簽訂條約、

設置保留區、將土地開放給墾殖者、以及應允照顧保留區內的原住民；

另一方面，尊重原住民族接受同化的意願離開保留區或放棄原住民身

分，亦即加拿大的「積極行動計畫」是自願性的，不若美國採強制性。

加拿大政府透過法律和公共政策層面，保障原住民族從個人到群體的

權利，「積極行動計畫」適用範圍擴及國內政治、文化、經濟、社會各

個層面，而不僅止於教育和就業兩方面。 

三、美、加、紐、澳實行經驗的政策建議方面 

依各國不同的發展經驗，提供我國在制定原住民族自治政策的幾

點參考： 

首先，美國推行「積極行動計畫」要求各州政府推行學習容忍各

種差異存在的教育，透過政府主導，實行多元文化政策，可增進族群

之間的對話與包容，此在臺灣的經驗則略顯不足，鮮少由國家政府主

導族群之間的對話，執政者似乎是不願觸及原住民族被殖民的這一個

事實，深恐一旦提出諸如「認錯」、「道歉」等語彙，便將面臨來自原

住民族源源不絕的回復權利要求。除設立如原住民族委員會外，國家

仍應加強有關族群之間相互尊重與包容的政策，而非被動地任由事務

機關自行運作，徒增族群之間關係的敏感性。至於國家多元文化政策

的推動，則應避免美國「大鎔爐」式的同化思維。多元文化政策的本

質過於簡約，反適得其所，政策內涵應一方面強調整合的重要性，一

方面也要維持族群之間的基本差異，使族群之間建立無衝突、零歧視

的社會共識。 

其次，澳洲原住民族的殖民經驗，有著比臺灣原住民族對統治政

府還要深的仇恨歷史經驗，其中透過政策的轉變，如廢除「白澳政策」，

將原住民族納入聯邦體制來平等對待，廢除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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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國將「原住民族」入憲的做法相同，然而要將原住民族地位全面

提昇到國家層級，則有必要在未來的修憲議題上，通過目前擬議中之

《原住民憲法專章》，並逐步落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子法的制

定與施行，構築保障原住民族地位的法律架構。 

再則，紐西蘭政府強調法律平等，透過司法體制的建立，將調解

族群關係的機構視為準司法機關，此一做法，提供我國應儘早設立民

族法庭，以專門處理原住民族糾紛事項，另制定頒布如《族群平等法》，

透過法律約束，杜絕一般民眾不經意的言詞污衊或歧視行為，在法律

規範下，確保個人不致因宗教、性別、階級、生活習慣及種族的不同

而受到歧視。 

最後，美國的「積極行動計畫」是強制性，而加拿大是自願性，

加拿大原住民族政策的兩大支柱，一方面與原住民簽定條約、設置保

留區及應允照顧保留區內的原住民，另一方面讓原住民族自由選擇放

棄或保留原住民身分及保留區的去留，此提供我國參考，在自治與民

族身分的規範上，給予原住民族自行選擇機會，而非強迫式地接受制

度安排，依個人意願決定身分屬性及權利義務的歸屬，惟應設身分轉

換次數的限制。此外，對於公民權利義務在自治區內、外的適用與排

除規定，均需要國家予以法制化，並透過不斷地宣導而能為國人所接

受及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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