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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研究文獻，主要在瞭解與研究主題有關之學術刊物及文件，藉

以在研究方法與理論上有所精進，並據以指出本研究之特色，同時也

希望在前人的基礎上能進一步有所拓展。(高德義，1998：46)本章將就

與本文研究有關之中外文獻做回顧，並說明可資參考或不足之處，以

指導本研究，用以描述、分析及解釋材料，確定本文的研究位置與觀

點，以及該如何進行分析。其次從文獻探討說明觀察和分析政治現象

主要使用的兩種理論視角，即結構功能論和衝突論，而以上兩種理論

均屬於結構論視角，關心的是宏觀層次的社會過程以及主要社會結構

要素之間的關係。兩種理論模式在闡釋政治問題時，都預設了政治環

境的存在，換言之，政治問題自身的客觀性問題並不在兩種理論模式

的視野之內。隨著政治學的發展，當代政治學家開始從與結構論相對

的角度─建構論，來進行政治現象的觀察和分析，提出了闡釋政治問

題的建構論模式。建構論是從過程的、動態的角度看待社會現象，以

了解社會內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關係，及其他各種細微社會現

象，認為並沒有一成不變的社會事實，社會事實是經由特定過程建構

出來，並且處於不斷變化之中。以上三種理論應用於闡釋政治問題，

便形成了互有區別的理論模式：結構功能論模式、衝突論模式和建構

論模式。本章將就這三種理論的發展背景、基本內涵及理論分析模式

作介紹，並就三個理論的整合運用於本文而衍生之理念架構作說明。 

第一節  文獻探討 

臺灣由於地理及歷史因素，使得生活在不同時空環境下的原住民

族經濟生活方式不盡相同，不同的生產方式導致不同的社會形態，原

住民族在各自的社會形態中以適合其社會發展的政治制度和法律規範

使社會運作，形成了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本節將從近年來針對原住

民族政治、文化、法律及社會制度等研究文獻做基本考察，以導引本

研究方向。 

35 



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之研究 

壹、中文相關文獻專書 

早期臺灣少數民族的研究，大多從人類學視角探討文化、語言、

社會、部落組織及權力關係，對於原住民族政治發展開始有系統的研

究，要算是 1980 年代國內解嚴及本土化發展之後。原住民族權利運動

興起，開啟了原住民族自治、原住民族與國家關係的探討。而以上理

論基礎，係以歷史文獻為主，亦即藉由對相關文獻的回顧，分析原住

民族政治主體建構的理論脈絡。惟在文獻的內容及數量上，中文文獻

顯得較英文為多，中文文獻包含日據時期學者在臺灣研究的史料譯

文，也不乏中國大陸學者從歷史角度、或從社會文化角度從事一系列

的研究探討，也有將原住民族政治主體之建構結合於臺灣本土化論述

中探討；至於英文文獻部分，蓋因歐美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大多集中在

以西方殖民帝國所墾殖地區在解殖後的民族自決發展，藉以為該殖民

地區建立普遍性的發展理論，致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相對地被忽略。

在研究途徑及方法上，早期由人類學所倚重的結構功能分析，發展到

社會學從衝突理論分析，以及政治學結合各學科的主要研究方法，從

事原住民族研究，相當程度地修正早期研究存在目的論的不足，即認

為研究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制度，大多從功能性原則去探討，而

忽略了原住民社會存在著文化霸權或社會的適應性及創造性的一面。

茲將與本文有關並具學術性之中外文獻整理如表 2-1 及表 2-2。 

表 2-1  中文相關研究文獻1

 

1948  臺灣省民政廳  《山地行政概要》 
1954  張松          《臺灣山地行政要論》 
1956  陳學明        《臺灣高山族研究》 
1964  陳國鈞        《臺灣土著社會始祖傳說》 
1974  洪敏麟        《臺灣土著歷代治理》 
1974  衛惠林        《臺灣土著各族分佈》 
1982  李亦園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 

                                                 
1有關中文相關研究文獻出版事實請參閱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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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陳國強        《鄭成功與高山族》 
1986  陳在正等      《清代臺灣史研究》 
1988  陳國強      a. 《高山族》 
                  b. 《臺灣高山族研究》 
1988  臺史會叢刊    《臺灣史研究會論文集》 
1985  楊熙          《清代臺灣：政策與社會變遷》2

1989  文崇一        《臺灣的社區權力結構》 
1991  劉如仲等      《清代臺灣高山族社會生活》 
1991  張崇根        《臺灣歷史與高山族文化》 
1992  黃文雄        《臺灣、國家的條件》 
1993  李亦園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 
1995  財團法人新臺灣發展文教基金會《新臺灣國政藍圖》 
1995  陳昭如        《歷史迷霧中的族群》 
1997  施正鋒        《族群政治與政策》 
1999  史式等        《臺灣先住民史》 
1999  施正鋒        《臺灣政治建構》 
2000  王嵩山        《阿里山鄒族的歷史與政治》 
2000  孔文吉        《忠於原味》 
2001  陳茂泰譯      《原住民族主權：對種族、國家及國族

的深思》 
2001  王嵩山        《臺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 
2001  藤井志津枝    《理蕃》 
2001  許世楷等      《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 
2002  張崇根        《臺灣世居少數民族研究》 
2003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原住民族覺醒與復振》 
2003  李明政        《文化福利權》 
2003  施正鋒        《臺灣民族主義》 
2004  王泰升        《臺灣法律史概論》 
2004  李永熾等      《臺灣主體性的建構》 
2005  施正鋒        《臺灣原住民族政治與政策》 
2005 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動小組《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

錄》 

                                                 
2本著作係作者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論文改編而成，題目為《清代前期治臺之撫民與理蕃政策

之研究》。(楊熙，1985：序言) 

 37



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之研究 

2005  巴蘇亞．博伊哲努 《從部落出發：思考原住民族的未

來》 
2005  夏黎明           《邊陲社會及其主體性論文集》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上表 2-1 之研究文獻，從時間序列可以看出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

來開始對原住民族研究的重視。早期官方文獻大多檢討政府遷臺後對

於全臺灣所施行的行政區域制度，即以政治發展理論觀點探討原住民

族生活水平如何能在既有政府體制下獲得長足進步。隨後人類學者透

過對原住民族部落田野調查，採集部落統治方式、部落制度所賴以維

繫的神話傳說、族群分佈，以觀察當代與傳統政治制度對原住民族社

會文化的衝擊。1980 年代隨著臺灣退出聯合國，中國大陸陸續有學者

自歷史角度探討原住民族在以下各個歷史階段的發展，包括：原住民

族與臺灣、原住民族與中國大陸的關係，儘管研究重點在論述臺灣與

中國不可分割的淵源，並摻入意識型態，然而對原住民族的歷史發展

均能引經據典，對瞭解原住民族在臺灣的變遷發展提供珍貴史料。解

嚴前後，對於臺灣史的探討，連帶地也讓原住民族主體意識的探討有

加劇趨勢，尤其本土派與統一派的相互辯證結果，諸如文化主體意識

建構、臺灣政治建構等研究書籍乃順勢而生，連帶地引發學界對於原

住民族政治權利的重視，尤其在原住民族正名運動前後，對恢復傳統

領域、實施自治甚至制定原住民族憲法專章的討論未曾稍歇。 

    由時間序列對原住民族研究議題內容的深化，連帶地影響原住民

族研究議題的廣度，由人類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應用

在原住民族研究上，以上文獻可以看出每個研究所關心的議題各殊，

各學科研究均衡應用的結果，指出了原住民族普遍發展不足的問題，

也豐富了原住民族研究議題。原住民族當今所面臨的問題是發展的問

題，而制約發展的背後重要因素便是政治，而文化與政治在原住民族

社會是一體兩面，政治文化分析工具，一改過去純敘述式的歷史分析

或文化詮釋，實證研究的運用更能點出發展的盲點。各學科在原住民

族研究均衡發展的另一個影響是可起互補作用，例如，影響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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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要透過人類學過去對原始部落分工模式的文獻資料來解釋，影響

政治發展可能要透過原始社會制度對於政治系統的支持與反饋來理

解。 

    以上文獻對實現原住民族政治主體的討論上，有的探討文化主

體、有的關心經濟自主、也有的研究恢復傳統領域、也有的關注保障

原住民族發展的法律專章，然而一致的特點是凸顯出原住民族自治的

必要性，然而對於自治的期程、自治的程度則莫衷一是，主要癥結乃

在於自治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究係是一項契機？以及自治對國內政

治及族群關係發展的影響如何？均欠缺實證研究參考資料。 

貳、英文相關文獻 

相對於中文文獻，英文文獻則顯得減少很多。臺灣光復初期，兩

岸尚處整軍經武敵對狀態，內政秩序渾沌不明，國外學者關心的是兩

岸關係，以及蟄伏在臺灣內部的臺獨意識發展，因此對於國內人口不

及 2％的原住民族發展問題，並非學者所關心的重點。而對於臺灣原住

民族議題的研究，大抵自 1970 年代才開始，且從人類學視角從事研究

者居多，有關外文相關研究文獻整理如表 2-2。 

表 2-2 外文相關研究文獻3

1969  Raleigh Ferrell ,Taiwan Aboriginal Group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1989  Kazuko Matsuzawa,The Social and Ritual Supremacy of 
the First-born : Paiwan Kinship and chieftainship 

1989  Chang Wendy Hui-tuan, The Amis Village of Ligats, 
Change and Continuity 

1992  Cheng Tun-jen & Stephan Haggard,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1993  Chiang Bien Daniel, House and Social Hierarchy of the 
Paiwan 

1998  Chen Yi-fong, Indigenous Rights Movements, Land 
Conflicts,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aiwan-A Case Study of 

                                                 
3有關外文相關研究文獻出版事實請參閱參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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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an 
1999  Glen Dudbridge, 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in the 1880s 
1999  Lin Kai-shyh, The Frontier Expansion of the Qing Empire: 

The Case of Kavalan Subprefec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2002  Marina C. Chung, A Bunun School and Village: 
Taiwanization and Aboriginal Identity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表 2-2 中，Raleigh Ferrell (1969)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語言

分類探究，內容涵蓋對於歷史的探討(pp.3-13)、山地原住民族的文化

(pp.30-40)及平地原住民族的文化(pp.48-51)，主要敘述語言結構與文化

關係，並在文末指出臺灣原住民語與菲律賓語有若干相符之處，進而

推論早期臺灣原住民族與鄰進南島國家文化間有相關性(p.77)；Kazuko 

Matsuzawa (1989)研究排灣族的頭目和親屬關係，作者建議要理解傳統

排灣族頭目制度內容，需要重新對與世襲制度有關的社會、法律和信

仰內容進行深入的認識(p.252)；Chang Wendy Hui-tuan (1989)主要研究

臺灣東部阿美族 Ligats(按應係臺東縣「利嘉」社區)部落的變遷與持續，

作者認為阿美族家族結構的改變主要由原始觀念所維持，並認為阿美

族社會結構的改變，毋寧是親族間成員對維繫親族成員關係的觀念改

變所致(p.ⅱ)；Cheng Tun-jen 及 Stephan Haggard (1992)概述臺灣政治變

遷各族群權利運動發展歷程，於文中論述環保及人權運動，指出臺電

核廢料棄置於蘭嶼達悟族原住民世居地的不正義作法(p.68)；Chiang 

Bien Daniel (1993)從人種史學(ethnohistorical)角度探討兩種排灣族社會

制度：家庭和社會階級(p.353)，而支撐這兩大制度的力量是儀式(rite)，

源自於對聖山(大武山)信仰的祭典儀式(p.356)；Chen Yi-fong (1998)則

探討臺中縣和平鄉梨山部落的土地衝突、文化政治和原住民族運動，

文中指出造成梨山土地流失與政治衝突在於文化霸權和殖民主義使

然，而原住民主權和國家民族主義發展分道揚鑣也是關鍵因素，調和

原住民族運動和臺灣人民族主義(Taiwaness nationalism)在於落實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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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論(multiculturalism)，然而從梨山的過度開發也導引人們新的人類

與土地觀(pp.203-235)；Glen Dudbridge (1999)研究 1880 年代南臺灣原

住民族的分佈，以及清朝政府於 1860 年開放國外貿易後，西方商人、

傳教士及官吏陸續進入南臺灣，對於原住民的生活型態和方式起了重

大變化；Lin Kai-shyh (1999)研究清朝政府對噶瑪蘭領土擴張的影響，

指出清廷領土擴張受限於財政及行政能力，並指出風俗習慣、地理及

在地文學才是影響噶瑪蘭遷徙的因素(p.ⅳ)；Marina C. Chung (2002)則

探討台灣現代化下在布農族部落和學校的原住民認同問題，作者指出

在 Tianshi 布農族部落文化建構上，存在著三大威脅：部落人民、學校

老師及部落農業委員會，該部落存在著既要賺錢，又要維繫部落規範，

也不辜負外界接受現代教育美意的三難局面(p.305)。 

參、國內學位論文文獻 

    除了以上文獻外，國內已有多篇探討有關原住民族主體政治建構

的碩博士論文，從政治學、地理學、社會學、法律學、人類學、文學

等角度出發，皆對原住民族政治自主以及自治如何可能等多所著墨，

然而《原住民族自治法》尚未頒布施行，《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配套

法律亦在研擬階段，因此研究論文基本上是側重未來學的觀點預測如

何自治，並研擬計畫方案，然而其中若干重要基礎理論為本文所引用

者，將結合為本文的分析觀點。經檢索國家圖書館自 1989 年以來之研

究論文，將與本研究主題有關之論文列如表 2-3，並扼要說明於後。 

表 2-3 國內相關碩博士研究論文4

1991 李慈敏  碩士論文 《族群動員─以臺灣原住民族二次

還我土地運動為例》 
1993 劉紹華  碩士論文 《去殖民與主體重建─以原住民三

份文化刊物為例探討歷史再現中

的權力問題》 
1993 吳政隆  碩士論文 《排灣族舊來義(Cala abus)聚落空

間研究：日常生活「時-空」建構

的理論進路》 
                                                 
4有關碩博士論文出版事實請參閱參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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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孫家琦  碩士論文 《戰後臺灣原住民族地位之政治分

析》 
1996 林佳陵  碩士論文 《關於臺灣原住民土地之統治政策

與法令》 
1997 林淑雅  碩士論文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 
1997 周瑞貞  碩士論文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之意義建

構與媒體策略分析》 
1997 蔡光慧  碩士論文 《排灣原住民部落社會的建立與族

群關係》 
1997 羅家龍  碩士論文 《汐止花東新村邊緣性日常生活的

居住建構》 
1998 張哲民  碩士論文 《臺灣原住民的解放─過程與神學

反省》 
2000 汪明輝  博士論文 《鄒族之民族發展─一個臺灣原住

民族主體性建構的社會、空間與

歷史》 
2000 黃曉慧  碩士論文 《武界布農人日常生活中主體辯證

與建構能力的展演》 
2000 趙中麒  碩士論文 《部落主權與文化實踐：臺灣原住

民族自治運動之理論建構》 
2000 盧幸娟  碩士論文 《發展中的臺灣原住民族自治─以

蘭嶼達悟族為例》 
2000 張朝琴  碩士論文 《從民族平等觀點探究臺灣原住民

的地位問題》 
2000 馮建彰  碩士論文 《地方、歷史敘說、異己觀─馬蘭

阿美人的社群建構》 
2001 陳舜伶  碩士論文 《原住民族運動中「權力法制化」

進路的困局─兼論建構中的臺灣

原住民族自治》 
2002 董恕明  博士論文 《邊緣主體的建構─臺灣當代原住

民文學研究》 
2002 黃雅鴻  碩士論文 《他者之鄉：從空間霸權論述談

karowa原住民的流離與主動性運

動》 
2002 陳秋萍  碩士論文 《原住民文學中的自我認同與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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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2002 楊智偉  碩士論文 《臺灣原住民族自治體制的理論與

實際─以建構中的鄒族為例》 
2002 伊象菁  碩士論文 《原住民文學中邊緣論述的排除與

建構─以瓦歷斯．諾幹與利格

樂．阿烏為例》 
2003 劉錦燕  博士論文 《後殖民的部落空間—析論瓦歷斯

諾幹“臺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

主體建構》 
2003 簡玉華  碩士論文 《臺灣原住民族自治政策之研究》 
2003 張家瑋  碩士論文 《原住民族社區權力結構變遷之探

討─以卑南族利嘉社區、魯凱族

東興社區為例》 
2003 陳孟莉  碩士論文 《新光、鎮西堡部落泰雅族人的原

住民身份的論述實踐與資源競

爭》 
2004 莊立信  碩士論文 《臺灣民族建構中的原住民─原住

民認同的初探》 
2004 潘繼道  博士論文 《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

萊地區原住民族群歷史變遷之研

究(1874-1945)》 
2004 林柏年  碩士論文 《臺灣原住民族權利法制研究─批

判種族理論觀點》 
2004 金煌杰  碩士論文  《臺灣原住民族自治議題探討─自

治法各草案之比較與批判》 
2004 高正尚  碩士論文 《我國原住民族行政之研究》 
2004 李玉華  碩士論文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歷程與主

體意識的建構》 
2005 林淑雅  博士論文 《解／重構臺灣原住民族土地政策》 
2006 盧建良  碩士論文 《論原住民文化公民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分析以上表 2-3，早期國內原住民族研究主要從人類學視角出發，

開始呈多元角度向其他學科領域發展，主要受到以下兩個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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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國內解嚴伊始，族群議題漸受社會關注，吸引學者走入原住民族

部落從事研究；另一為國內教育政策鬆綁，新學校及學科設立，增加

對原住民族研究的機會，也豐富研究議題，但共同的特徵是對原住民

族從事後殖民論述，為原住民族在臺灣政經社會發展定位。 

    在研究宗教與原住民關係，李慈敏(1991)從原住民及漢人二分法審

視土地資源被瓜分的不正義的現象，認為原住民長期處於劣勢地位，

是造成原住民走上街頭的原因，而還我土地運動所以獲得各界的關注

與支持，各地方教會(尤其是基督教長老教會)的力量功不可沒。該文顯

然是凸顯出當年親民進黨的長老教會勢力結合原住民運動勢力對抗執

政之國民黨政府的事實，對分析原住民如何經歷一場結合其他勢力的

權利運動歷史敘述確有貢獻，然而對長老教會內部是否一致支持原住

民或反對國民黨未見充分說明，未概括分析長老教會的意識型態及其

發展，尤其於今觀之更形重要，政府原住民政策尚有許多未見落實或

兌現，卻少見長老教會對民進黨政府措辭強烈的執政監督；張哲民(1998)

也同樣闡述基督教在原住民社會中積極扮演的聖經社會運作角色，作

者另指出基督教使得原住民已逐漸解體的神聖性社會支持獲得重新建

構的契機，強化了文化主體性。 

在研究原住民從事社會運動方面，周瑞貞(1997)探討 1988 至 1992

年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弱勢的原住民族爭取媒體曝光的機會，並

透過文學手法，建構公眾對還我土地運動的瞭解與支持，此一研究成

果，對當今高金素梅等原運個人及團體透過媒體的運作而爭取各界對

原住民族運動的重視仍具有效的解釋力；盧幸娟(2000)引聯合國《原住

民族權利宣言草案》鼓勵原住民族追求主體性與自主性的精神，對照

於國內蘭嶼尋求自治運動的現實情況，提出「蘭嶼自治的訴求模糊、

陳義過高，概念性的言語難以讓一般人與生活世界產生連結」的客觀

結論；陳舜伶(2001)探討在國家權力與法律運作下，找出置放權力的方

式，作者認為，在追尋原住民族依循自己的方式而生活的主體性上，

真正的力量在於原住民族本身透過自我社會的建構，重建民族的主體

性與生命力，而非一味地學習與適應國家法律與主流政治的內在價

值，作者的建議，符合了當前訂定原住民族基本法配套法案應建立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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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制度、尊重各部落的實際需要的要求；盧建良(2006)藉由臺灣進行的

社區總體營造、文化觀光、國家公園設立等議題，嘗試建構原住民族

文化公民權，在論述方面，作者的確指出文化公民權與原住民族文化

結合的層次，但究應如何實踐或操作則說明稍嫌不足。 

研究憲法與原住民族關係方面，林淑雅(1997)探討在既有憲法架構

下，原住民族主體地位主張的侷限性在於政府組織架構遲遲未能因應

調整，而在進行組織調整之後，國家對原住民族採取去民族化的立場

仍然揮之不去，致使原住民族無法無效的自我決策及參與決策，作者

雖然提出了多元治理模式以解決上述困境，但對於憲法基本權利的防

禦性功能(自由權)、優惠性差別待遇(受益權)以及參政權保障是否因落

實分權的多元治理模式出現而受到影響，未能於文末檢討以使全文前

後呼應；趙中麒(2000)提出以部落主權的概念做為原住民族自決的基

礎，並引美洲及澳洲原住民族所具有支持主權之判例或條例之案例，

提供國內原住民族建構自治主權之參考，但臺灣欠缺類似判例或案

例，作者雖在第四章試圖尋找臺灣原住民族部落主權，並指出「部落

主權問題需要許多來自草根的原住民族智慧始能解決」，如何進行民族

誌的整理以建立有系統的資料並支持部落主權的成立，惜未加以說

明；張朝琴(2000)從民族平等觀點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的地位問題，在論

文第 223 頁以圖示說明 John Rawls 的正義公平觀念，並依該觀點於文

末導引四點既要原住民族自我反省、也要政府尊重並包容差異原則的

建議，然而，Rawls 的正義論強調每個個人都擁有自由平等權利，不因

個人特殊價值觀或文化觀而異，因此通常少數族群的差異權利與訴求

與 Rawls 的觀點不相容，作者以該觀點為研究論述的基礎，有待商榷；

林柏年(2004)、金煌杰(2004)比較目前擬議之六種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版本，均認為在憲法架構下籌設原住民族自治區，存在著原住民各族

群內部或族群間所存在的自我限制，以及來自於優勢族群及社會或政

府對原住民族自治的態度，其中後者作者在論文第 111 頁指出「原住

民族存在著內部分離的要求，例如太魯閣族成功脫離泰雅語系，分離

主義的隱憂將對族群造成衝繫」等隱憂，可為原住民族尋求自治時之

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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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原住民空間主體配置方面，吳振隆(1993)、蔡光慧(1997)以排

灣族的聚落空間發展為探討主題，前者側重於對排灣族的遷移口傳、

神話及宇宙觀等先存於意識之虛擬性空間的描述與詮釋，作為建構部

落領域、慣例及聚落時空結構的基礎，後者指出排灣族神話傳說、風

俗習慣與宗教祭儀的根深柢固，是清朝開山撫番理想無法「內地化」

的原因，以上兩篇均對傳統與現代性之比較文化研究提供研究題材，

在研究方法取捨上，凸顯了結構功能論分析原住民族社會制度的重要

性；羅家龍(1997)、馮建彰(2000)及黃雅鴻(2002)研究對象均為阿美族，

前者以臺北縣汐止鎮「花東新村」阿美族違建聚居地的主體生活實踐

和身體的空間再現為思考角度，解析阿美族人如何在資本主義制度剝

削的社會中，透過理性與感性的手法，經營具有都市與部落雙元特質

的生活空間，次者作者研究指出臺東馬蘭部落阿美族人係透過土地、

異己觀與歷史敘說進行社群建構，後者作者說明光復鄉光復糖廠甘蔗

園附近 Karowa 阿美族人失去生活空間、流失土地所有權，解決之道在

於一連串的部落地圖繪製與活動進行，以改正歷史因素造成的不公現

象。以上三篇均從衝突面向指出原住民族生活如何面對現代主流社會

有形與無形的物質攻勢，並從建構論面向說明原住民族如何進行文化

調適並建構符合自己文化系統的生活空間與價值觀，凸顯了以衝突論

及建構論分析原住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的必要。 

汪明輝(2000)及楊智偉(2002)同樣以嘉義縣阿里山鄒族為研究對

象，前者作者有系統地整理鄒族在殖民統治之下的發展歷史，指出該

族在首次提出原住民族自治口號而遭打壓時，明顯感受到因日本及國

民政府連續壓迫而讓民族認同由模糊到深刻的寶貴經驗，作者關懷之

處在於鄒族應不斷地進行部落主體重建，而非謹記著不愉快地族群發

展經驗，該文對重建臺灣原住民族政治社會制度及建構與國家之間的

對等、友善關係著有見地，而後者作者認為要保有鄒族的生機，自治

勢不可免，從山美部落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自主性發展的經驗，應

結合國內外自治理論及自治論述，由政府及民間分別著手，作者具體

指出政府應成立原住民族自治研究單位、成立原住民族自治推動單

位、成立自治宣導小組及主動調查原住民族傳統領域，而民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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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民族議會及民間自治推動組織，以上汪氏、楊氏二位鄒族籍學者

的研究，表面上係源自於對所己出的這個部落社會發展的高度關注，

然而深一層去體會，卻是二位作者對臺灣原住民族未來發展的高度關

懷，對建構臺灣原住民族自治基本單位─部落自治的研究極具參考價

值；黃曉慧(2000)研究如何讓武界布農族部落族人的日常生活充滿著

「布農味」，作者在第 149 頁指出「布農味」的象徵物有三項：母語傳

統、食物及巫世界，其中巫世界作者以為由於現代社會生活科學化及

理性化已變得式微，確實點出了科學實在論與迷信不能同時見容於原

住民族社會的窘境，但對於如何既保有巫術文化而又能融入當代科學

生活惜未加以澄清；潘繼道(2004)以國家、區域與族群三者間的磨合關

係，探討 1874 年至 1945 年奇萊(花蓮)地區原住民族群歷史變遷，作者

認為，在清朝及日本統治期間，大多以統治者的意識型態來形塑原住

民族群，並改造部落樣貌，終使得原住民族群失去主體性，該文最大

的貢獻在於強調強弱兩者文化相遇時應採尊重、包容的觀點，而非以

自已的想法或立場試圖去形塑、改變甚至同化對方。 

從地方資源探討自主運動方面，張家瑋(2003)、陳孟莉(2003)分別

以卑南族利嘉社區與魯凱族東興社區及泰雅族新光鎮西堡部落為研究

對象，前者作者深入分析利嘉及東興兩個分屬卑南族及魯凱族社區權

力結構變遷歷程，作者於文末指出造成部落權力式微的原因之一在於

漢人在部落人口數量增加，相對佔有原住民族權力資源，然依作者分

析路徑皆依循臺灣行政體治發展的每個階段行之，對於原住民族以外

的漢人或其他族群對於該行政體制的反應如何，未加以說明，而對於

目前臺灣各地普遍存在的原漢共處事實，未來將如何進行權力分享，

亦未探討，後者作者有鑑於新光鎮西堡部落原住民近年來積極投入固

守土地資源的行動，歸結出「我(指原住民)將死在部落這塊土地上」的

結論，而引發外界「除了部落，難道別無發展」的反思，作者終極關

懷的目標在於原住民主張對當地資源經營開發的主導權固然正當，然

而也應考量到如何創造原漢雙贏的問題。 

從宏觀的政治體制分析方面，孫家琦(1996)、林佳陵(1996)、簡玉

華(2003)等置探討重點於原住民族政治地位、原住民土地之統治政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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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等議題，前者作者指出當今選舉制度未必是對原住民族政治地位

的一項保障，作者意見認為政治地位的鞏固與提昇，應立基在保障傳

統原住民族社會規範與價值之上，次者作者指出當年殖民統治者未曾

以對等地位進行與原住民族的交涉並簽訂使用土地的條約，即便到中

華民國政府引進西方個人所有權法律制度等政策與法令，然而原住民

族始終處於被動接受的地位，因此應通盤檢討原住民土地使用的政策

與法律，後者作者則指出由行政院原民會草擬之《原住民族自治法》

草案有大量參照「地方制度法」之設計，一旦通過施行將嚴重壓縮原

住民族的自主性，以上三篇均對原住民族自治議題提供政策性建議意

涵；高正尚(2004)則從事原住民族行政體制之研究，認為國家應將國際

保護原住民族集體權的精神，及既有行政體制有利於原住民族發展的

部份內容，納入未來實施原住民族自治時之考量。 

微觀的心理分析詮釋方面，近來透過文學表達對政權的看法是原

住民知識份子共同的特徵，劉紹華(1993)指出原住民知識份子書寫、建

構自己的歷史，對缺乏自己歷史的原住民而言，可以累積文化的實力，

然而作者卻認為，書寫歷史的主體應跳脫對立的意識型態，擺脫國家

式的書寫策略，而以一種文化書寫的方式呈現；董恕明(2002)則指出在

臺灣鄉土文學論戰以後，原住民文學的茁壯與發展，更具本土化的意

義，原住民作家在書寫活動中，反應了為重構原住民主體形象，而在

個人、社會、民族及文化等方面的省察；陳秋萍(2002)認為探索原住民

小說、詩、散文創作、神話傳說、口傳文學及口述歷史等所欲傳達的

訊息，可找出重建原住民主體及認同的基礎；伊象菁(2002)、劉錦燕

(2003)同樣研究泰雅族籍作家瓦歷斯．諾幹文學作品，並肯定原住民文

學具有呈現殖民前的原住民族本質，以及殖民之後對原住民族的壓迫

事實，然而伊象菁也指出原住民文學創作作品呈現的是受到街頭運動

影響的意識型態，字裡行間透露出對國家機器、資本主義及主流社會

價值強烈的不滿與原住民族認同，忽略原住民族內部的差異，影響原

住民族文學發展；另李玉華(2004)也探討臺灣原住民文學發展與主體意

識建構的關係，作者有系統整理由 1950 年代高一生詩作《杜鵑山》及

1960 年代陳英雄著作《域外夢痕》發表以來，陸續推出足以影響原住

 48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理論基礎 

民主體建構的文學作品，如今發展到作品量幾近爆炸階段，作者認為

未來定義原住民文學，應該採瓦歷斯．諾幹的建議：即血統、族群文

字、原住民題材論，一則可以淨化作品的本質，再則可讓主體性的建

構貼近於原貎；莊立信(2004)則設定語言、原住民族獨立建國、漢化趨

勢的反應、族群通婚的態度等，以立意抽樣(又稱滾雪球抽樣)選出 25

名受訪者進行深度訪談，測量原住民族意識的強弱，歸結指出原住民

族認同愈強則愈能認同臺灣新民族的建構，反之易傾向於現實主義或

中國民族認同，僅以訪談法對有限對象進行訪談，並未考慮輔以文獻

探討法或其它方法以支持論點，推論基礎明顯薄弱。 

小結 

    綜觀國內外相關文獻研究成果，不難發現有相當多著重在原住民

族所面臨的政治問題，進而對建構原住民族政治主體研擬對策及政策

主張；也有相當的文獻在描寫國家官僚體系之間運作對原住民族政治

發展的影響，以及憲政該如何安排運作等問題。蓋政治指涉涵義甚廣，

國內也缺乏自治實例，所以研究文獻才有怒花齊放式地出現，不僅就

目前憲政體制下原住民族的發展問題進行檢討，也透過微觀分析將潛

藏在原住民族社會底蘊的文化價值一一挖掘與澄清，從歷史向度的陳

述、國家與原住民族二元關係辯證分析，以及對原住民族如何適應傳

統與現代的衝擊作哲學層次的思考。 

    中文書籍的政治問題研究，無法與臺灣本土化進程分開，歷史因

素造成「我者」與「他者」意識型態之爭，而「原住民族意識」也在

此間發靭。早期對原住民族政治意識探討，通常只能透過有關對臺灣

地區國家認同或政治建構的討論時，偶會發現在書中一隅提及，原住

民族政治研究專書出現，大抵要至 1990 年代之後，受到解嚴社會自主

意識抬頭、原住民文學受到重視，論述主軸從政治、經濟、文化、教

育、語言等各方面，而一致關注的是如何建構主體性，主體性如何透

過憲政制度安排而實現，然而約僅蜻蜓點水式討論。對於原住民族政

治主體建構理論有系統的分析，應屬各校碩博士生的學位論文，學位

論文中，有的探討意識型態問題，有的討論理論建構問題，有的關心

方法論問題，也有的從事單一部落或全國性研究，也有在地觀點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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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或以單一族群為研究對象者，研究主題有主體、自治、空間

建構等包羅萬象，以上文獻有助於建構原住民族政治理論。然而，量

多不如質高，在原住民族研究這一領域，學派、思潮的出現也引發了

諸如地域性偏狹、我族中心論、傳統與現代孰優等討論。是以，在任

何研究中，文獻的取捨應以與研究目的相關且符合經驗法則的學說為

限，儘量避免採用烏托邦式的學說主張，或將神學或玄學與實證科學

混為一談用來支持論點。 

    而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英文文獻，大多是國內博士生前往國外留

學的畢業論文，只有少部分國外博士研究生針對國內原住民族進行研

究，其餘則屬於早期由中央研究院人類學家所作之田野調查研究的英

文版文獻。雖然研究重點側重在語言結構、社會文化制度、圖騰儀式，

但對以微觀分析原住民族政治結構、意識型態、文化價值的起源時甚

具參考價值。 

回顧以上與本文有關之文獻後，我們更可以知道不論是從任何學

科來探討原住民族議題，均以提昇原住民族發展水平為終極關懷目

標，而從國家圖書館所顯示之歷來原住民族研究，時間大多集中在 1989

年之後，而研究科目分類，以「經社及心理學類」最多，依次為「人

文學類」及「法律學類」，各自從不同學科出發，依原住民族政治生活

構成、運行和發展的内在邏輯，對原住民族政治生活、政治關係和政

治問題進行基礎性的探討，也從不同的角度來描述原住民族政治生活

的狀態，揭示原住民族政治生活的本質，並重新定位原住民族政治本

質與內外關係，包括：國家政治體系、原住民族部落政治體系、政治

關係、政治文化、部落主義、政治組織、政治統治等發展内容和問題，

對探索原住民族政治建設和解決原住民族問題的方式提供一定的理論

支持和參考，也有助於拓展臺灣地區原住民族政治研究的新領域和範

圍，豐富我國政治學學科的內涵。 

第二節  理論基礎 

    本文以結構功能論、衝突論及建構論為基礎，從「政治文化」的

角度探討與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有關的問題，瞭解在臺灣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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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中，原住民族政治結構如何變化，以及部落人民對外在政治環境

變遷的回應方式，如何建構符合自己文化的政治體系。 
壹、結構功能論 

    結構功能論長期以來一直支配著社會科學理論，其強調社會均

衡，認為社會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由對社會系統發揮功能的、相互

聯繫的各個子系統共同組成，一個子系統的變化會引發其他子系統的

相對變化。結構功能論非常強調共同價值觀與信仰對於社會運作與社

會秩序維護的重要性。本節將分別檢視結構功能論基本原則，一些它

如何應用的範例、及若干對於結構功能論的批判。 
一、理論源起與主要主張 

該理論研究的主要任務是把文化作為一個有機統一體來考察，並

區別這個有機體各組成部分對整體所做的貢獻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

結構功能學派興起、發展於 20 世紀 40 年代二次戰後的美國。當時美

國迅速地轉入為和平建設服務的國民經濟軌道，一時間國內欣欣向

榮，社會和諧，民眾生活穩定。在這種繁榮和諧的社會背景下，結構

功能理論應運而生，並成為整個西方世界中的主流社會科學理論。 

黃瑞祺(1984：4)指出功能論、功能分析及結構功能論三個名詞可

以通用，惟其間論述內容或有些許差異，以下對三個名詞做闡釋及基

本概念的釐清。 

(一)功能論 

結構論(structuralism)側重對結構的認識，而不甚求本質的瞭解，

結構論的大前提是事事相關，科學與科學之間或多或少皆互通有無，

因此力倡一種整體性的科學，此一科學透過表面的現象，尋求底層的

關係，以期獲得放諸四海而皆準的結構。(周英雄、鄭樹森，1980：1-2)

當今結構功能論主要是 1930 年代圍繞著 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

一群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如 Robert K. Merton (1910-2003)、Seymour M. 

Lipset (1922-2006)等研究生發展出來的理論，和芝加哥學派、法蘭克福

學派、維也納學派，同是經過天才群集體的、持續的努力所發展出來。

(黃瑞祺譯，1984：5) 

而功能論則是結構功能論思想形成的背景，Auguste Comte (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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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Emile  Durkheim ( 1858-1917)、

Bronislaw K. Malinowski (1884-1942)為功能論者代表人物。功能論最早

由社會人類學家根據生物學中的分析而引進，主要觀點認為對心神的

認知功能和運作的研究，可以獨立於大腦和身體，而這些運作可以操

縱完全形式化的符號來適當地模型化，Malinowski 以下一段話，可以

引導一般性的說明： 

…(一個文化的功能分析)其目的乃在對於人類社會生活的事實作一系列

的解釋。解釋這些事實是以他們的功能為準則。判別一個文化系統中的

個別事實是否對這個文化產生功能，不外乎根據以下幾方面：他們在這

個文化系統中扮演的角色；他們在此一文化系統中彼此間的關係所構成

的狀態。因此，文化的功能觀所堅持的原則，乃是風俗、觀念、信仰以

及物質上的欲求，在一文化模式中，必然都為這一文化的整體履行某種

功能，達成某種目標，並代表著不可或缺的地位。(易君博，1993：205-206) 

Comte 率先以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關注社會變遷的問題，他認

為「社會是一個具有聯帶關係的有機體(solidary organ)，普遍的和諧與

合作乃是社會秩序的基本事實。」(易君博，1993：201) Spencer 亦採

取有機論，不過 Spencer 學說卻極不調和地併存著功利主體哲學。有機

論觀點引導 Spencer 重視社會整體，以及部分對整體的貢獻；另一方

面，Spencer 的功利主義思想卻促使他專注利己主義的行動者。Comte

和 Spencer 對結構功能論的最大影響，則是透過影響 Durkheim 的學說

而傳遞。Durkheim 則對於社會事實的興趣，反映出他重視社會有機體

的部份與相互關係，以及其對社會整體的影響。Durkheim 論及許多關

於結構、功能及其對社會需求的相互關係等思想，其最大貢獻在於區

分社會肇因與社會功能兩個概念。社會肇因的研究關切某一既定結構

何以存在，以及為何以此形式存在。反之，社會功能的探討，則專注

於較大的體系所需由既定結構提供的需求。(馬康莊、陳信木譯，1989：

392-393) Durkheim 學說的影響主要在於像是秩序、團結、整合、家庭

及性別角色等概念。 

儘管多數社會承認社會元素的相互倚賴性，功能論者傾向於認為

這些社會元素擁有特別的功能，每一個個體在結構中佔領了一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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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位置，地位和角色通常都一起被稱為「身份─角色包裹」(status-role 

bundle)，而此即個人在社會結構中所佔領的方式，只要角色在運作，

結構平穩運作，表示個人正在這些結構中實行他的功能和角色，並且

使結構成功運作。(Grabb, 1990：101) 

(二)功能分析 

    Merton自始極為重視結構分析，目的在調和Durkheim與Karl Marx 

(1818-1883)兩派思想，而兩派思想在當代表現為功能論與衝突論的對

立。衝突論者堅持矛盾、衝突、變遷等現象內存於任何的社會結構，

任何社會理論都應正視這類現象，不得以「反常現象」或「邊際現象」

視之。他們認為在功能論的架構中無法適當地處理這類現象。(黃瑞祺

譯，1984：19) 

Merton作為結構功能論的代表人物，其對功能分析的貢獻主要有

三點︰一是強調區分正功能和負功能的存在。Merton認為，在進行功

能分析時，應裁定所分析對象系統的性質和界限，對某個系統具有某

種功能的事項，對另一個系統而言就不一定具有同樣的功能。社會結

構要素及其關係對於社會調整與社會適應具有促進和幫助作用者是正

功能，導致社會結構及其關係破裂的是負功能。(楊淑嬌譯，2004：131)

二是區別了顯性功能和隱性功能。Merton認為在進行功能分析時，應

注意分析社會文化事項對個人、社會群體所造成的客觀後果。顯性功

能指社會組織部門所發揮之功能是顯而易見，且為前人所指定的功

能；隱性功能指不為人所知而又非人類祖先所預期者。(張華葆，1993：

28-29)三是提出了一整套功能分析的範式。Merton認為要改變目前的社

會學狀況，就必須確立起一整套社會學定性分析的範式。Merton以功

能論思想為基礎，提出了11個功能分析範式，包括︰功能歸屬問題、

主觀意向概念、客觀後果問題、功能所助益之單位概念、功能需求問

題、功能實現機制問題、功能選擇問題、結構脈絡、動態與變遷問題、

功能分析的認證問題、功能分析的意理蘊含問題。(黃瑞祺譯，1984：

65-71) 

    Merton 在提出自己一整套功能分析範式之前，指出了以往的功能

分析存在著三個弱點︰一是社會功能的一致性(functional unity)。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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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系統的任何局部都對整個社會具有功能。Merton 認為文化事項

是否都一致地對作為一個系統的社會以及社會中的所有成員履行功

能，應是經驗問題，而不是一個公設。二是功能普存性 (universal 

functionalism)。即認為一切標準化的社會形式或文化形式都具有積極功

能。Merton 指出對不同的系統而言，社會或文化事項是具有不同的功

能結果。三是不可欠缺性(indispensability)的預設。即認為特定的社會

結構與制度化形式的功能是不可替代。Merton 認為，功能需要實際上

是多樣性的，它存在著「功能選擇」、「功能替代」的情況。(馬康莊、

陳信木譯，1989：401) Merton 透過對以往功能分析的上述批評與檢視，

進一步指出了以往的功能分析多側重於理論解釋，而對方法的運用重

視不夠，造成理論解釋與方法運用的分割狀態。依 Merton 之見，功能

分析既是解釋社會現象的有效理論，也是一種收集資料的有效方法，

換言之，實證經驗的檢證，而非理論性論斷，對功能分析來說是極其

重要。 

(三)結構功能論 

結構功能論說明制度中各個不同部分的相互關係，以及和制度本

身的關係，各個部分通常都有秩序地一起運作，不同的部分通常都是

呈現平衡的狀態，或是朝向平衡的狀態發展。功能論強調一致的而非

衝突的性質，社會組織的每一部分各自扮演管理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

角色。而既然社會是由不同的部分所構成，則人們、社會制度和機構

所扮演的角色都是相互依賴，其中之一若有所改變，將會影響其他部

分，也需要其他部分共同考慮到這些改變並且更改它的功能，適應任

何需要的改變。 

結構功能論代表人物有美國社會學家 Parsons 和 Merton。Parsons

在 20 世紀 40 年代提出了結構功能論此一名稱，認為社會系統是行動

系統的四個子系統之一，其他三個是行為有機體系統、人格系統和文

化系統。在社會系統中，行動者之間的關係結構形成了社會系統的基

本架構。社會系統為了保證自身的穩定和存在，必須滿足四種功能條

件，亦即所謂之 AGIL︰A 是指適應性功能(adaptation)、G 是指目標達

成功能(goal attainment)、I 是指整合功能(integration)、L 指模式維繫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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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在社會系統中，執行這四種功能的子

系統分別為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社會共同體系統和文化模式托管系

統。(蔡文輝，1990：62-68) 

Merton 論點的核心觀念是顯性功能(manifest function)和隱性功能

(latent function)，發展了結構功能方法。他認為在功能分析上，應該注

意分析社會文化事項對個人、社會群體所造成的客觀後果。並提出外

顯功能和潛在功能的概念。進行功能分析時，應裁定所分析的對象系

統的性質與界限，因為對某個系統具有某種功能的事項，對另一系統

就可能不具這樣的功能。Merton 認為一個社會文化要素相對於某一文

化體系而言，可能有正功能(function)、反功能(dysfunction)與非功能

(non-function)。正功能即有助於一體系之順應或適應之客觀後果；反功

能即削弱一體系之順應或適應之客觀後果；非功能即與此一社會文化

體系無關的後果。Merton 引入功能選擇的概念，主張根據功能後果的

正負淨值權衡來考察社會文化事項。(黃瑞祺譯，1984：17-18) 

結構功能論強調社會基本上是處於一個正常的狀態，然而正常的

運作有時候也會被擾亂，不過這些干擾引起了社會不同部分的調整，

使社會回歸到平衡的狀態。Ritzer (1996：239)指出人門展現在外的行為

意義，通常都是受社會和道德所管制的，對或錯，適合或不適合，以

及恰當或不恰當的看法，沒有基本規範的意義存在的時候，社會會被

冷陌、混亂狀態所折磨。依 Ritzer 的上述看法，個人行為存在著各種

狀況，個人行為是被社會規範或常規所管理，並且通常都是被大眾所

接受，而社會制度再發生被擾亂的時候，規範的觀點會使社會回歸到

正常狀態，其經過程序為說明、認可、處罰、社會同意、社會不同意、

調整。然而，結構功能分析並不強調衝突，衝突並不是社會結構中不

可或缺的元素，基本上也不考慮戲劇性的變化，比較傾向漸進性的發

展。Johnson (1993：116)關心社會秩序的問題，指出「假如一個人只追

求個人利益，社會秩序除了混亂還會有什麼？」。實際上就結構功能

論而言，人們是會合作的，有一定程度的社會整合存在，其論點來自

於社會價值和社會行為者─基本的社會行為可以是自由主義的。Knapp 

(1994：191-192)認為「人們根據他們的基本價值而行動，他們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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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限於身旁的人的價值和規範，這些規範和價值是社會秩序的基

本」。因此，價值的重要性可以從社會行為者如何看待價值的目的和

意義來理解。 

Max Weber (1864-1920)所關心的是：(一)視社會結構為整體的分

析；(二)社會行動。而 Parsons 在他自己的學說中提到行為學說並且強

調社會現象必須以個人的意思去了解。與許多功能論者相同，Parsons

和 Weber 專注於「主觀的行動者如何影響社會組織，反過來社會組織

如何影響主觀的行動者」的問題，Parsons 把他的理論方法稱作基本行

動系統理論。(Turner, 1991：47)然而，結構功能論最具爭議性的觀點，

莫過於將功能附加於社會中各種社會程序和社會制度，Parsons 從人類

學的角度來看待功能論是根據「任何已存在的使社會穩定前進的社會

互動模式的研究方法」。(Johnson, 1993：117)基本上，Parsons 傾向於看

待這些模式為社會穩定運作的貢獻，將分享的價值和規範、家庭制度，

視為完成目的的意義，以及社會制度上的成功運作。 

二、政治研究與結構功能分析 

結構功能論成為西方政治學理論及政治學研究方法之一，起源於

政治學正遭遇行為主義影響的 50 到 60 年代之間，結構功能論主要研

究政治系統履行的功能以及實行功能的結構，為分析政治系統提供了

一個框架，並被系統化的發展成一個研究途徑。在政治研究中主張採

用結構功能論者首推美國政治學家 Gabriel Almond(1911-)，在其名著

《開發中地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一書中首次將

這種研究方法運用於政治學，Almond 的基本假設是，政治系統是社群

系統的一個次級系統，它的功能是以比較具有強制性的手段，去合法

的達成社會整合及社會適應的要求。(易君博，1993：203)Almond 和

G. B. Powell 從結構功能論的方法論出發，提出功能三分方法，即系統

功能、過程功能及政策功能，並用政治生產力予以概括和總結。 

結構功能論透過剖析政治結構和政治功能揭示政治系統運轉的規

律。呂亞力(1991：227)指出結構功能論有四個基本假設：(一)政治結構

的普通性，所有政治系統都擁有履行相同功能的同樣結構；(二)政治功

能的普通性，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結構都具有政治功能；(三)任何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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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不論是存於原始抑或現代社會，都是多重功能的；(四)以文化的

意義，一切政治系統都是混雜的，以理性為量度，世上沒有完全現代

化的文化與結構，以傳統性為量度，也沒有完全原始者。自某種意義

來看，一切政治系統都是過渡的。由上，政治結構的功能在於維持政

治系統的存續，而此所謂的政治結構，是指一個政治系統中相關的政

治角色之間固定化關係的形式，包括政府的憲政、行政、司法和非政

府的政黨、利益團體及政治文化等結構。 

所謂政治功能，則是政治結構的活動後果或影響。結構功能論作

為政治分析的方法，與一般的系統分析有共同之處，David Eston (1917-)

使用「系統分析」(systems analysis)，對政治系統提出四個命題：(一)

將政治生活視作一行為系統；(二)一個政治系統可由其存在的環境來區

別；(三)一個系統對於內外環境有適應的能力；(四)系統為了面對壓力

求取生存，必定要有反饋各種情報的能力。(袁頌西，2003：219)從上

述分析模型，得出政治結構有四個特徵：(一)構成政治系統的基本要素

是政治行為；(二)每一系統皆有其邊界，換言之，系統是由環境包圍著，

政治系統亦然；(三)政治系統亦如其他系統一般是由內、外環境包圍

著，內環境是由經濟、文化、社會結構、以及人格等所組成，外環境

指國際社會的有機構成份子；(四)政治系統與其他系統的關係是相互

的、而非單方面的。(袁頌西，2003：220-221)由以上分析，對照於 Merton

結構功能分析觀點，政治功能有顯性和隱性之分，也具有整體性、層

次性和普通性等系統分析的一般特徵。 

西方政治學家的結構功能論分析模式不盡相同。Almond 認為政治

系統有七個基本功能﹕(一)政治社會化和社會甄用(political sociali- 

zation and recruitment)；(二)利益表示(interest articulation)；(三)利益集

合(interest aggregation)；(四)政治交流(political communication)；(五)規

則建立(rule-making)；(六)規則執行(rule-application)；(七)規則裁決

(rule-adjudication)。(呂亞力，1991：227)隨後 Almond 和 Powell 把這七

大功能概括為「轉變」功能，並補充了「維持」和「適應」兩大功能，

同時加強了對結構的研究，對結構進行了新的探索，在 1966 年的《比

較政治學：發展研究途徑》中提出政治結構可分為系統、過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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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層次。(袁頌西，2003：242-243) David Apter(1924-)反對單純進行

經驗性研究。認為應把經驗與規範研究結合起來，把結構功能論作為

分析政治的起點，並將分析的核心內容放在政府，認為政府的特徵是

由一系列有條件的功能所決定。政府是社會法令的集結點；是歷史與

未來的象徵性過渡；系統角色的規則性組列與實現的負責者；社會中

成員資格和參與標準的規定者。Apter 據此認為政治系統的四個功能包

括：適應能力、目標實現能力、統合能力以及目標維持能力。(孟樊、

郭淑敏譯，1992：65-74) 

將結構功能論應用在政治學研究領域，其價值包括：首先，對政

治分析可作若干啟發性貢獻；其次，結構功能分析途徑提供許多架構，

學者可按該架構探討其感興趣的問題，並試驗該架構的適用性。(呂亞

力，1991：232)換言之，結構功能論有助於理解政治與社會現象之間的

複雜關係，透過對正結構、負結構、正功能、負功能等分析，為政治

研究提供宏觀與微觀的分析架構。在對結構功能論批評中，主要在於

不能有效的接近歷史局面─不顧史實，在具體的歷史狀況或現象下，

結構功能論針對靜止或循環的解釋理論，忽略掉歷史和程序的影響因

素。雖然結構功能論在某些方面與歷史事件相關，例如關於從原始至

現代社會的社會進化論說明深具思索的意義，不過到了最後都太過理

想化。(Ritzer, 1996：116)低估權力的影響性，也使得結構功能論的論

點無法解釋社會中的衝突與宰制現象。(姜添輝，2000：81)結構功能論

忽視事物本身，而偏重現象相互間的關係，犧牲人的主觀因素，而牽

就外界事物之自律，使得結構功能論處理現象並非絕對客觀。(周英雄、

鄭樹森，1980：10)結構功能論無法有效處理有關歷史、變遷和衝突方

面的批評，因此予人一種保守取向的觀點，因此一種替代理論─衝突

理論於焉出現。 

三、結構功能論與原住民族政治研究 

  在我國，無論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在學科分類與大學制度上，

大都由西方學術移植過來，尤其自1960至1970年代之間，社會學方法

的引進，臺灣被開始納入世界學術分工體系之內，而普遍應用在社會

學研究領域的結構功能論也普遍受到運用，此從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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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編制的演變可知其中一二。中央研究院於1973年於民族學研究

所之下設立文化人類學與行為人類學兩個學術研究組，延攬社會學及

心理學領域的學者加入，直到1995年中研院社會所籌備處成立，任職

民族所的11位社會學者如瞿海源、蕭新煌等始轉至社會所。結構功能

論的社會學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下，用自然科學的知識模型來做為社會

科學家在理論建構與經驗研究的主要模型，在此前提下社會學家們很

自然地便要求將社會科學目標設定為普遍而又可驗證的通則與模型的

建立。(蕭令杰，2003：34) 

結構功能論在社會學中的基本假設在於包括社會結構在內的文化

體系，都屬於人用來滿足其基本生物需要，並由生物需要衍生的各種

手段，在研究中採用整體論和系統論的方法，來科學化解釋人類的行

動，把整個社會的行動系統分成文化系統、社會系統和人格系統，而

以上三個系統的分類與合併，也成為早期行為科學發展的背景，結構

功能論成為人類學、社會學與心理學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國際族群問

題研究上，引用結構功能論的研究方法，試著為建立殖民帝國主義國

家相關理論，探討殖民主義者如何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產生變化，

在近年也興起一股潮流。結構功能論設想一個會包含著根據少數民族

歷史和傳統的結構設計，強調這些結構都需要執行政治、經濟和社會

功能，主張如要改變任何社會的結構，必須被改變或摧毀以便新的結

構產生。殖民主義者也利用這些想法，並且透過高壓政治、協商、說

服和教育，在殖民化社會傳授新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知識，透過政治操

作，在不需要加入征服族群的戰爭情況下，強化文化和種族的概念，

讓殖民統治者達到分割和統治的目的。然而，在一些殖民社會像是印

度，就很容易建立兩個社會，印度教和回教相互對立即一顯例，而在

中東地區也證明了社會之間相處的難處，結構功能論在統一多方族群

勢力和它的政治文化時提出了有效的解釋。在臺灣少數族群研究上，

由於原住民族社會有其內在的複雜結構，從結構功能論的角度出發，

運用整體論和系統論的研究方法闡釋各種結構之間的內在關係，在制

度和價值雙重層面探討各個部落制度運作的內在機制。雖然結構功能

論的研究應用在國內原住民族政治議題方面並未多見，研究論著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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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學視角出發，對原住民族部落社會行為的模式、社會制度進行剖

析，然而在分析部落組織內部分工關係時，極易解釋部落政治權力特

徵及內外關係。 

隨著少數民族學科研究的深入，越來越多少數民族習慣法資料的

建立，其中不乏有關政治方面的資料。本文從結構功能論為出發點，

結合政治學與文化人類學的基本理論，針對原住民族地區的政治制

度，秉持以問題為中心、而非以概念體系為中心進行研究；亦即對原

住民部落制度問題，以回到事實本身的分析方式，將被當今政治語言、

制度掩蓋下的原住民族政治問題予以還原。其次，本研究方向以既有

的各原住民族基本史料為基礎，對不同文化下的政治理念、政治行為

的差異性進行分析，了解各種政治文化產生的背景，探討政治文化演

變發展的條件和規律，以及原住民族政治文化的特定結構、功能與意

義。再則，本文也對臺灣世居原住民族的人權狀況及保障進行探討，

並觸及原住民族對政治的理解及參與，探討不同文化背景下政治運作

的規律，提出不同文化下的政治結構、功能與意義，藉以引導不同文

化下對不同政治形式的認同與接軌，對原住民族人權問題提供科學的

理論依據，實現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和原住民族地區的政治穩定發

展。 

小結 

    以上對結構功能論的整理，有助於理解社會結構的基本概念。對

結構功能論而言，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如同對有機體的構造進行剖

析，對結構的功能分析猶如理解有機體的生理機制。結構如同是社會

關係的網路模式，而功能則說明了社會關係內在網路模式的實際運作

狀況，結構基本上只是一個概念，結構須透過功能始能完備其存在意

義。 

    儀式、圖騰、親屬制度與原住民社會的宇宙觀，向來是構成原住

民族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保持穩定而不間斷的和諧規範。結構功能

論應用在人類學研究上，從早期探訪原住民族部落，整理原住民的親

屬制度，針對文化結構與形式的理解，從事部落律法與習俗研究；解

釋原住民的宇宙觀，將原住民儀式視為具有一套維繫和傳遞社會情感

 60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理論基礎 

的功能，並從宗教角度著手，探討原始社會如何結合自然與社會秩序，

使部落族人服膺於自然界的力量，讓部落與外界之間維持穩定秩序的

關係。因此，結構功能論可說開啟了一道解釋文化現象的途徑，在人

類學、社會學及政治學等學科領域產生了極為顯著的影響，也讓後起

學者根據其成果獲取更進一步的研究理論。 

    目前在臺灣原住民族政治議題的研究上，大都以現有文獻資料進

行文本分析，以原住民族自治為例，民族學式的資料收集，建構神話

與民俗習慣等的歷史文化系統，可為民族自治提供有效的理論基礎。

然而原住民族原始社會沒有文字，無法獲得有關原始社會確切的歷史

資料。受到社會學及人類學研究成果，結構功能論者漸以科學與實證

的方式，找出原住民族社會運作下的結構與各種功能，進而相互比較，

以求相同的社會特質。為了探究原住民族相互整合的功能結構，必須

考慮兩方面基礎關係，即歷史時空下的相互關係，以及獨立於此之外

的發展邏輯。結構功能論以緊密的觀察與分析，將原住民族社會關係

看成是結構與結構的關係形式。引用結構功能理論，抽離存在於結構

與結構之間的政治關係，一方面藉助民族學式的資料收集，繼續建構

原住民族政治發展的歷史；另一方面，以現有殘存的原住民族政治結

構，進一步分析與比較，還原原住民族社會的真實面貌，當可減少在

詮釋原住民族歷史方面的錯誤。 

貳、衝突論 

本節論述的基本前提是，衝突論取代或是回應結構功能論而發展

出來的理論，衝突論是對結構功能論進行批判後的產物。衝突論強調

社會系統內部的緊張與對立，認為社會秩序是建立在強制基礎之上，

社會系統內部始終存在著不平等，特別是權力上的不平等。掌握權力

的人總是壓制沒有權力的人，並由掌權者規範著社會上的價值觀和行

為模式，控制著整個社會的進程。本節將分別檢視衝突論基本原則，

衝突論所遭受的批評，以及於本文的應用。 

一、衝突理論源起與基本內涵 

衝突論與結構功能論一樣，研究社會結構與制度，而衝突論一向

被視為與結構功能論站在相對的立場，可視為回應結構功能論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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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結構功能論強調社會成員共同特有的文化、規範與價值，存在一

種規範秩序的觀點，視社會衝突為一種不正常狀態，並尋求消除衝突

的途徑；而衝突論反對把社會體系看做是整合與均衡的狀態，強調社

會生活中必然隱含著衝突性，而衝突有利於社會變遷及社會秩序的相

對穩定。 

衝突論的學說淵源包括前述之 Marx、Spencer、Weber，及 George 

Simmel (1858-1918)等人。Marx 將每個歷史階段的不平等視為導致造成

變遷的衝突，認為關鍵的過程環繞著一個不平等系統中受支配的人，

變得對他們周遭的處境有所察覺，之後動員起來進行與支配者之間的

衝突；Spencer 衝突理論主張不平等增加了權力的集中，最終創造出憤

恨及內部的威脅；而 Weber 並不像 Marx 一般確定不平等必然產生衝突

的主張，認為衝突有賴歷史事件的機率性匯合，不平等在這匯合中變

得鞏固，而且形成具有魅力的領袖，清晰說明被支配者的不滿，動員

他們進行衝突；Simmel 最著名的論文《論衝突》(Conflict)指出衝突不

必然造成分裂，如果衝突能足夠頻繁地發生，且有低度的頻率與暴力，

藉由釋放緊張能對社會產生整合作用。(韋本譯，2000：563-564) 

衝突論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 Ralf Dahrendorf (1929- )、美國的

Lewis Coser (1913-2003)及 Radall Collins (1941- )等。Dahrendorf 是衝突

論的代表，乃是基於三個理由：一、在當代衝突論者中，他是最具代

表性的人物；二、他的論點秉承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而引伸，其理論針

對馬克思之階級論有所批判，對現代工業社會的詮釋有不可抹滅的貢

獻；三、他直接對結構功能學派的論點有所批判。(蔡文輝，1990：28-29) 

Dahrendorf 認為今日的社會學應該遠離 Parsons 的烏托邦式理論，而轉

至研究社會醜惡的一面，即研究衝突及其所引起的社會變遷。衝突理

論的最終目標是對社會變遷的解釋。Dahrendorf 的理論包括下列幾個主

要命題：一、每一個社會無時無地都在經歷變遷，社會變遷將不可避

免；二、每一個社會裡都有紛歧衝突因素，因此社會衝突是無可避免；

三、社會裡的每一個單位都直接間接地促成了社會的分化與變遷；四、

強制性的權力關係是社會的基礎。(蔡文輝，1990：174-175) Dahrendorf

的衝突論闡述了關於權威和權力的理論，以此為基礎建立其階級和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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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理論。 

衝突論的另一代表人物 Coser (1956)在《社會衝突的功能》中最早

使用衝突理論這一術語。Coser 反對 Parsons 認為衝突只具有破壞作用

的片面觀點，力圖把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和社會衝突分析模式結合起

來，修正和補充 Parsons 理論。Coser 也反對 Dahrendorf 強調衝突的破

壞性觀點，認為衝突有時是具建設性的。Coser 基本假定為：一、衝突

因社會報酬不均所引起；二、社會合法性的消失亦是引起衝突的原因；

三、衝突有破壞，也有有益的；四、衝突可能增強社會團體之團結；

五、衝突可能導致新行為模式和新制度產生；六、衝突一方面是社會

變遷之因，也可能是社會變遷之後果。(蔡文輝，1990：176)基本上 Coser

從功能論的角度出發，廣泛探討社會衝突的功能，指出衝突具有正功

能和負功能，在一定條件下衝突所導致的社會重組，可增強其適應彈

性，減少對立兩極產生的可能性，解決社會變遷問題。 

Collins 則提出五個衝突分析的原則：一、衝突理論必須專注於真

實生活，而非抽象的形式陳述；二、一個階層化的衝突理論，必須檢

視那些影響互動的物質安排；三、在一個不均等的情境中，那些控制

資源的團體可能試圖剝削其他缺乏資源者；四、衝突理論家從利益、

資源與權力的觀點出發，而審視諸如信仰和觀念之類的文化現象；五、

企求科學研究階層化，以及其它社會世界的每一個面向。(馬康莊、陳

信木譯，1989：432-434) Collins (1974：56-58)舉出從 Niccolo B. Machiav- 

elli (1469-1527)和 Thomas Hobbes (1588-1679)到 Karl Marx 和 Max 

Weber 都說明了人們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其 Machiavelli 和 Hobbes 明確

指出關於人類社會真實的憤世嫉俗的基本態度，雖然社會秩序在有組

織的高壓政治中可以期待，然而個人行為呈現了在物質社會中的威脅

和暴力之利己主義，意識型態(規範及法律)構成了權力競逐的基礎，理

念和道德並非由互動產生，而係社會創造，這些均是促成衝突的原因。

Collins (1974：59-61)繼而認為 Marx 在衝突發生的成因上加入了更多明

確的決定因素，認為物質狀態產生行動的慾望之外，也加入了經濟發

展理論；Weber 在 Marx 對衝突的看法中增加了複雜性，修改衝突基礎，

認為在互動的社會中，人們關係是和資源分配有關，說明組織中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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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存在的事實，強調國家的暴力高壓政治是先於經濟之前存在，將

主要的注意力轉移到物質方面的暴力控制；Weber 另外也說明在權力

之下，宗教成為國家的重要聯盟而改變了社會等級，在某一種狀況之

下，種族地位對領土社會也造成相同的影響。Collins 的衝突理論主要

論點認為衝突存在是因為受到暴力壓迫所致，任何形式的壓迫會為了

支配而造成對立式的衝突；壓迫的一方，可以帶來經濟和情緒上的滿

足，而且從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看到因壓迫而產生的效益，而以情

緒的協調作為團結的基礎，則是防止團體分歧和衝突的有效策略。 

在理論批判上，Dahrendorf 受人批評處在於其主張只是滿足於秩序

和衝突的替代理論，而不願尋求結構功能論與衝突論的理論整合；Coser

雖然致力於分析社會衝突的功能，然而幾乎全面集中在大規模現象的

探討；至於 Collins 試圖克服上述困境，而將大規模的衝突理論與俗民

方法學的探究途徑相結合，不過對於大規模的現象，處理得並不夠細

膩。(馬康莊、陳信木譯，1989：439-440) Coser 及 Dahrendorf 關注宏

觀社會結構問題，是從整體社會層次開始進行分析衝突現象，將社會

結構視作外在於個人的強制性力量。而 Collins 則從微觀角度探討人類

的社交性及衝突傾向，亦即從個人的觀點接近衝突、探討分析衝突，

為宏觀的衝突論奠定微觀分析基礎。至於結構功能論對於衝突論的批

評則在於，衝突學派未能清晰界定「衝突」一詞的內涵，例如許多夫

婦或親子之間時時發生爭執，是否這些爭執都是如衝突學派所說的那

麼嚴重？其次，衝突學派過份強調人際之間衝突矛盾，而忽略人類之

群性，社會文化之共同道德價值規範，以及人類群體之和藹親善本質。

(張華葆：1993：30-31)衝突論與結構功能論互見其長，而衝突論復有

宏觀及微觀分析之爭，如何調和結構功能論與衝突論、衝突論之宏觀

與微觀之分歧，其間仍是充滿和存在著對立差異，但主要原則在於：

整合以上各支派理論學說，但必須承認他們個別學說的特定價值。 

二、政治研究與衝突理論分析 

    在政治學上的衝突理論，源自於 Marx 於 1848 年所發表的「共黨

宣言」，認為人類歷史就是一部不斷地階級鬥爭史，每一個時代都以兩

個社會階級為敵對之主幹，即自由民與奴隸、地主與佃農、資本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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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階級的對立鬥爭。有權有勢的人，更透過政治組織謀求一己之利，

鞏固自己的地位，壓迫貧困的人民。(張華葆：1993：30) 

    Marx 指出人類的財產或是生產關係的本身，都建立在利益的矛盾

與對立之上，而矛盾與對立之衝突，不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階級的

形式在進行。財產擁有者或擁有生產工具者為確保經濟利益與既有財

產，建構政治組織及司法制度，塑造各種有利於統治階級的意識型態

與社會價值觀念。政治統治者與擁有生產工具的階級互相結合在一

起。(文崇一、葉啟正，1994：169)依 Marx 之見，人類由原始社會邁向

共產主義社會的歷史階段中，無產階級和私有財產不僅形成宰制和服

從關係，而且將伴隨著社會階級的形成，以及階級的衝突。Marx 政治

衝突的核心概念意涵包括：一、衝突是階級系統所固有，必須改變階

級系統內的生產關係才能解決衝突；二、人群的組合必須意識到組合

的共同利益，沒有階級意識者永遠只是群眾；三、擺脫資本主義社會

所強加的剝削、壓榨和異化的唯一手段是革命；四、無產階級透過革

命性政治鬥爭奪取政權，才能上升為統治階級；五、國家是階級統治

的工具，維護資產階級。(李英明，2002：9-13)追求社會的和諧是 Marx

理論的目標，Marx 以辯證法則，視和諧為矛盾的對立統一，亦即將和

諧社會是社會矛盾體系中各要素之間處於相互依存、協調、貫通的穩

定狀態。 

    Dahrendorf 對 Marx 階級衝突問題進行理論反思，指出調節政治

衝突須具備三個要素：一、唯有在衝突的兩個團體都能體認到衝突情

境的必要性和存在時，衝突調停才有可能；二、衝突的利益團體必須

是要有組織的；易言之，團體之間的衝突是制度化的，衝突調停才有

可能；三、衝突的團體必須接受共同的規則，才可能進行衝突調節。(詹

火生，1990：236)另外，Dahrendorf 也提出幾種調節政治衝突的方式，

其一是以議會或類似議會機構來作為討論爭端的環境；其二為衝突團

體的雙方自動和解；其三為調停；其四為仲裁。其中第三和第四種衝

突調節的方式，涉及第三團體的介入。如果團體衝突不予有效調節，

則易惡化成為暴力革命。(詹火生，1990：236)衝突是人類社會不可避

免的現象，為了減低衝突，或使衝突轉化為競爭，Dahrendorf 認為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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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衝突論提供了建構制度以緩和政治衝突的理論基礎，而諸如民

主政體之選舉制度的建立，使政治競爭侷限在合法途徑之上，均受 Marx

政治衝突論影響。 

    當代政治分析的衝突研究法，係研究個人或團體之間為了爭取經

由政治手段所分配的價值，如對政策優先性、達到目標的方法或選擇

領袖等衝突過程及其過程方法，衝突結果對政治系統內結構的影響等

問題。例如 Seymour M. Lipset 在研究政黨政治發現，造成政黨之間衝

突起因於對傳統宗教和文化的不同理解和信仰、經濟發展或工業革命

中的利益衝突或地方利益與國家利益的衝突等等。(張華青譯，1995：

5)在國際政治則研究不同國家政治系統之間的衝突、競爭關係。(林嘉

誠、朱浤源，2001：59)在政治學者研究方面，Harold D. Lasswell 視衝

突是行為關係的一種，當前行為對後行為有完成功效時，則該行為具

增進 (faciliation)作用，反之即為干擾 (interference) 作用；Maurice 

Duverger 將衝突的原因分為個體及群體因素，前者包括生理因素及心

理因素，後者包括階級鬥爭、種族糾紛和平行團體間衝突；Ted Gurr

則倡言有系統、有計劃對國內暴力或抗爭作經驗性研究，並將衝突概

念加以操作化，探討概念間的關係，進而提出假設，以資料加以檢證，

建構其因果模型。(林孟熊，2003：27-29) 

政治學對衝突的研究包括個體分析途徑和群體分析途徑，前者指

研究個體內在衝突的過程，後者則指國與國之間在經濟、文化、軍事、

外交上的衝突，到一國之內種族、宗教及政黨方面的衝突。政治學主

要關注於群體間外在衝突的過程，因此群體分析途徑是政治學研究衝

突過程的主要方法。 

三、衝突論與原住民族政治研究 

在少數民族研究上，高德義(1998：43)指出衝突論在分析少數民族

議題上，應注重動態及歷史分析。而由於族群關係不平等，衝突是可

欲的，少數民族必須挑戰權力結構及轉變資源分配，始能改善其地位；

社會不均衡及變遷是常態，不預期少數民族的最終同化。Ted (1994：

347-377)先前針對目前 50 個最嚴重的民族政治衝突進行研究時也發

現，冷戰前國家的形成、合法化獨裁者政權使得自治聲浪高張，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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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對世界的貢獻主要讓國家的主權更加明確，國家應越過文明和宗

教的隔閡而減少自治衝突。此外，Ted 研究發現，在美國觀察 275 個種

族和宗教團體，透過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進行分析，發現在 90 年

代的主權國家和少數民族之間的利益融合，將是民族政治發展的主要

趨勢。Ted 主張國際社會應消除歧視政策，承認少數民族的政治權力，

促其在國家次領域內完全自治。 

Horowitz (2000：30)研究斐濟種族和政治衝突發現，斐濟和所羅門

的政治狀態是以殖民地為基礎，整個制度是由歐洲人所創造，特別是

將英國政治系統強加於非歐洲體系社會。在斐濟和所羅門群島過去殖

民地社會發展經驗顯示，英國殖民地文化所帶來的歷史改變，引進新

型態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新的規範和價值或文化也一併被引進，而且

不能與本地原住民社會共處。Horowitz 舉例指出，印度和英國結構被

帶入斐濟或英國結構被帶到所羅門群島或馬拉達規範和價值帶到瓜達

爾卡納爾島，這些引進的規範、價值和結構的確是與原本的社會不能

共處或不被在兩個社會中挫敗的一方所接受，所以，被殖民者不能習

慣或完全習慣他們認為是外來者的規範和價值。 

Bell 及 Kahane (2004：3)指出價值中立有助於不同文化間的理解； 

Lebaron (2004：17-19)認為調解不同文化之間的衝突必須對包括領導、

創造能力、信賴或文化敏感等的深入分析，所以 Lebaron 針對解決文化

衝突認為，即便異文化之一方缺乏創造社會的能力，但經由教育和開

放溝通，將促進所有文化團體之間的相互尊敬；Ghostkeeper (2004：164)

則強調文化本身是一種歐洲人所認為的，代表著一種支配，並且將同

一種自然界中的形體分開。Ghostkeeper 並懷疑文化是否是用在敘述原

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間的溝通，或是試著敘述論述者世界觀的一種概

念，這是西方的表達方式，不是原住民智慧的表達方式。 

在原住民族政治衝突議題上，研究加拿大境內原住民族與非原住

民族之間現代的衝突，宗教、家庭生活以及人際關係，都可能是衝突

的根源，James S. Frideres 指出從首次接觸開始就滲進印地安人─白種

人關係中最重要的衝突根源之一就是土地，從歐洲人的觀點來看，土

地是生產的中心面，而且是勞力、資本與土地三合一的組合，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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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信除非完成該三合一組合的所有壟斷，否則無法實行經濟活動，

反之印地安人把土地視為一個集體所有的資源，對他們的身份認同極

端重要。(陳茂泰譯，2002：318)最後，原住民族與白種人雙方，都要

對於持有土地的操控權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Marx 主義與自由主義者

承諾早日終結族群與種族衝突，Marx 主義主張只要消滅資產階級的目

標一旦達成，自由主義同樣假設經濟上只要達成更大的平等，族群問

題自然迎刃而解，Harold R. Isaacs 對之批評為天真的想法。(鄧伯宸譯，

2004：22) Isaacs 認為在政治上由於權力關係的無常，在誰上誰下的鬥

爭中，動員支持者最有效的基石仍然有賴族群認同。 

小結 

    衝突論試圖駁斥結構功能論有關每個個人均各自扮演著鮮明的角

色，並在社會及組織之內發揮一定功能之假設。衝突論被用來解釋存

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階級之間的意識型態衝突，並說明個人和團體在社

會結構功能中，在最大化他們的利益之後，如何引發諸如政治變遷及

革命等社會變革。綜合前兩節說明，筆者認為結構功能論及衝突論皆

有獨斷，因為在不同歷史發展，社會結構的整合與衝突程度皆有所不

同，然而，兩種觀點也都有可取之處，我們似乎可以融合結構功能論

與衝突論，正視社會衝突的功能，才能客觀理解社會結構的本質與動

力。 

    在少數族群的研究上發現，族群衝突具有多面向的功能，包括：

一、衝突可以改變弱勢族群與支配族群之間的權力平衡，增加弱勢族

群的權力，因而使弱勢族群的訴求議題被接受討論；二、族群衝突增

加社會大眾對族群議題的注意、引發輿論的關切、提高民眾獲取族群

政策資訊的質與量、豐富族群之間溝通的內容，換言之，衝突一改社

會過去處理族群問題的過時方法，開啟族群之間對話；三、衝突具有

凝聚共識效果，有助於聯合同一族群，建構與他族之間的對話平台，

穩定社會中的族群關係；四、族群衝突給予少數民族成員以重新認定

自己身分的機會，明確族際關係，甚且，在政府回應少數民族有關保

障基本人權的訴求過程中，少數民族成員可以從中感受到公民身分，

讓衝突對人的影響，由對所己出「種族」產生的認同，過渡到產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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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認同。 

    本文引用衝突理論探討原住民族在衝突過程中，如何面對權力分

享的挑戰，以及如何落實權力分享的安排，解決衝突的困境。其次，

輔以政治社會學的分析和比較法，分析比較衝突的背景與事實、整合

的過程以及以政治體系環境因素來分析造成衝突與整合的原委。因此

以原住民族內、外政治環境衝突為起點，探討如何選擇解決方法，邁

向政治整合的過程，首先，探討臺灣原住民族如何掌握權力進行優勢

支配，分析的焦點包括：當時國家發展時空背景的歷史及制度因素，

以及原住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自主性，並對原住民

族回應主流社會強勢支配的歷史背景、權力來源、支配範圍及抗衡關

係做綜合比較分析；其次，從國際環境因素及制度因素的變遷、經濟

發展程度及社會文化意識的消長等，探討原住民族權力運動的歷史背

景、訴求議題與範圍，以及政府的回應等；再則，從制度因素、權力

分享角度分析國家如何朝向制度化安排以謀求解決臺灣原住民族與其

他民族之間衝突的方法；最後，針對臺灣原住民族政治衝突，分析未

來幾種可能發展方式、解決途徑，以及解決途徑的利弊得失。 

參、建構論 

    宏觀的政治分析著重國家、議會、政黨、法律等等建制，在以族

國為統治的疆界之內，探討的範圍具有普全性。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強

調差異政治的原則與策略，訴求的是文化政治，後現代認同政治影響

了原有的政治景觀。(孟樊，2001：321-325)臺灣族群政治研究興起於

1980 年代初期，興盛於 1990 年之後，早期西方社會科學的現代化途

徑，強調溝通、同化等觀念，隨著時代轉變，多不為國內研究者所採

用，反而是從建構論觀點去界定「族群」，探討族群認同、族群文化、

族群運動、族群關係。(劉華宗，2005：28)本章前兩節以結構功能論及

衝突論來回顧國內外的族群政治研究，屬於比較宏觀的分析理論，本

節將探討屬於微觀層次的建構理論，探討原住民族內外政治發展問

題，兼採宏觀及微觀理論，藉以建立客觀的分析標準。 

一、建構論源起與基本內涵 
建構論(constructivism)奠基於 Durkheim 和 Weber 的社會學，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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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社會實體或社會事實的建構觀點，影響了社會科學的知識

論、本體論與方法論。建構論關注的是社會事實的本質、起源和功能，

以及相關的研究方法論需求。(莫大華，2003：69-70)建構論一詞正式

出現在 1910 年代的蘇聯畫家與建築家，尤其是藝術家 Vladimir Tatlin 

(1885-1953)於 1913 年在一項作品展覽中使用該名詞，用來說明新藝術

活動，後來建構論的運用擴及至數學、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及科

技理論等等跨學科領域，然而主要仍是以知識論的觀點，說明人類意

識、認知與理念在知識獲得過程中的影響與角色。(Rickey, 1995：17)

繼而 Thomas Kuhn (1966)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各學科、各學習領域都有一些革命性的「典

範轉移」(paradigm shift)，帶給人類嶄新的思維模式、語言詞彙、價值

觀念以及行為規範，對傳統知識的觀點提出質疑，強調個體主動建構

的觀點。 

建構論有三大原則：主動原則、適應原則及發展原則，以上三大

原則必須同時存在，聯合三大原則的內涵，才能使建構論的意義較為

完整。(詹志禹，1996：25-38)晚近的科學家如 Karl Popper (1902-1994)、

Thomas S. Kuhn (1922-1996)、Jacob Bronowski (1908-1974)、Paul K. 

Feyerabend (1924-1994)、Imre Lakatos (1922-1974)、Michael Polanyi 

(1891 - 1976)及 Stephen E. Toulmin (1922- )等皆曾對傳統科學哲學的觀

點從不同角色加以批判和修正，雖然觀點不一，但對於建構論的基本

理念卻是一致，即認為知識是人所建構出來的，認為感觀所察覺到的

訊息最主要決定自人們已有的知識、信念和理論。(郭重吉，1996：16-24) 

詹志禹(2002：5-6)根據 Campbell Williams 等人(1993)的分類指出，

建構論依其所關切的知識層次區分為個人建構論、根本(或激進)建構

論、社會建構論和批判建構論，復參酌 Phillips (1995)和 Matthews (1994)

對建構論的分類，詹氏說明學者多從「認知的社會／政治層面」、「認

知的心理層面／個人認知結構」、「知識是大自然揭示的真理」三個不

同的向度來加以考慮，不同學者從不同的角度詮釋建構論。蘇育任

(1998：11-15)則引用 Bickhard (1997)對建構主義所作的五種分類：語言

觀念論的建構論、經驗主義或理性主義的建構論、Jean Piaget 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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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Karl Popper 與 Joseph Campbell 的建構論、Von Glasersfeld 的建構

論，歸結所有建構論的著作，均強烈地避免提到「絕對真理」的觀念。

然而馮朝霖(2002：7-12)認為所有不同取向的建構思想，基本上都反對

化約論或決定論，而強調個體或機體與環境互動的重要性，強調知識

／認知與社會／文化／歷史之「脈絡」(context)關連。 

Jerome Bruner (1915- )讚揚Lev Vygotsky (1896-1934)文化社會發展

主張，Vygotsky 認為知識的獲得動力是文化，亦即文化會互動，而語

言是文化發展與傳承的一項工具。社會建構論者努力探究語言在建構

論中角色結果，不僅建構多元的世界，也建構多樣的概念以及多重的

權利關係。(戴維揚，2002：107-113) Vygotsky 的建構論是社會、文化

及歷史取向，將語言視作是社會建構過程的中心，並可調和知識建構

的過程，因此依 Vygotsky 的假設邏輯，不論是多數族群或少數族群、

男生或女生，如果放棄使用語言的權利，知識便無從獲得，形成社會

不公現象。1980 年代以來，建構論的理論脈絡轉移到更開放、更活潑

的典範轉移，建構論探討行為主體與體系結構如何相連結的主體和結

構問題，從結構功能論和諧式的型態，發展至互動及跳躍式的歷程，

其中的特徵便是結構、解構及重構的循環過程。 

莫大華(2003：91-92)指出建構論必須置於人類科學發展的系絡

中，有關對於科學、科學知識的界定。當主體性與客體性、行為主體

與結構、人類與環境等等關係不是單一方被動接受、而是雙方相互影

響彼此所構成，亦即一切事物或事實均具有相互建構的社會關係時，

便具有建構論的本體論特質。依莫氏之見，社會事實是引導人們行為

的知識，但人們對於社會實體各有不同的觀點，藉由各種社會過程，

人們分享知識以達到對社會事實的共識，並基於此共同的理解，人們

的作為才會符合社會習俗。當大多數人對社會有了類似的理解後，習

俗也就制度化，並使這些共同的理解合法化。 

建基在舊的理論而發展新的理論是建構論的核心，建構論成為社

會科學研究的主要觀念，是歷史發展累積下來的結果，與傳統的經驗

主義與實證主義立場對立。建構論最大的優點在於將問題的焦點集中

在有能力影響公共意見的社會行動者，或是能夠界定社會問題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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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上；然而其缺點則是過度強調個體的主體性，忽略與社會問題相

關的社會結構安排，忽視理性因素及理想觀念，對科學知識的認知造

成混淆。 

二、政治研究與建構理論分析 

就當代世界關於社會問題的論爭以及蓬勃興起的政治及社會運動

而言，建構論想要揭示的正是其複雜的階級的、意識型態的、制度的

以及組織的背景，並希望由此探討正在變化中的權力特性。 

建構論屬於「反思主義」(reflectivism)學派的範疇，側重心理、文

化背景和價值觀等「主觀」問題的研究；並重視政治生活中的「規範」

(norm)、「文化」(cultures) 和「認同」(identities)等概念的分析。(葉定

國，2004：43)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是第一位正式使用「建構論」

(constructivism)名稱的政治學者，他從語言行為理論(Speech Act Theory)

的角度，探討政治行為及社會規則與規範的建構，認為在政治和社會

關係中最重要的是規則與治理，經由溝通與協議構成許多規範與範

例，再透過制度化的過程成為規則，構成能動者與社會結構的關係。(鄭

端耀，2001：207)因此，建構論十分強調「以人為本」的理念，將新知

識的產生視為一種人類的建構行為，可以瞭解一個社群的政治認同基

礎、政治實體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特定社群的認同與利益是如何影

響國家政治發展。 

在國際政治研究上，Alexander Wendt (1958- )研究國際政治結構與

行為國家的關係，借鑑於科學實在論的科學哲學主張，認為結構與施

動者之間具有互相建構的特質，亦即觀念或物質因素都不能單獨對結

構或施動者進行因果性的解釋，不認為能動者的行為受結構所約束，

也不主張國內因素是國際關係現象的主要解釋。(吳家名，2002：42)

建構論與後現代主義在知識論與方法論上的主張有拒絕實證主義、提

倡反基礎主義、提倡多元討論(multi-vocal discourse)、對異同問題(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的語言分析等特性。建構論政治學者

研究國際政治環繞在四個重點：一、強調開展對國際關係傳統與學科

的文本進行批判的質疑；二、著重於挑戰基本的現實主義概念，例如

主權、無政府狀態，以及異類性的建構；三、關注後現代主義者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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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後冷戰時期的戰略與安全議題；四、分析及論述抵抗的後現代政

治在國際關係研究的本質與展望。(莫大華，2003：113-138)建構論強

調國際關係反基礎論的知識論立場，因此在方法論上，國際關係理論

引進詮釋論的研究方法，如族譜學、文本、解構及論述等方法，藉以

呈現後現代的國際關係本質。 

在政治哲學上，契約論強調政治權利與基本公民自由的密切關

係，將其政治理論與道德建構論進行對照。John Rawls (1996)認為政治

建構論是一種關於政治觀念之結構和內容的觀點，一旦達到反思平

衡，政治正義的原則就可以描述為某種建構程序(結構)的結果，即合理

的行為主體─作為公民的代表並服從理性的條件─選擇公共正義原則

來規導社會的基本結構。(萬俊人譯，2002：94) Rawls 總結只有當人們

履行政治權力的實踐符合憲法時，亦即當人們可以理性地期許自由而

平等的公民，按照他們的共同人類理性可以接受的那些原則和理想來

認可該憲法的根本内容時，人們履行政治權力的實踐才是完全充分合

適的，政治共同體的生活最終是通過實證法的强制法形式來合法地調

節。(萬俊人譯，2002：145、227、632) Rawls 論證了公民自律的道德

概念作為解釋民主社會中公民政治自律的基礎，同時 Rawls 主張透過

多元民主社會公民的共同實踐理性原則，從公共的和共享的作為，產

生了各家完備性學說並在根本政治價值上達到一種重叠共識，實現正

義原則及公民以自律方式對正義原則尊重的目標。 

在臺灣政治建構的研究上，施政鋒(1999：5)指出在概念上，政治

制度、主權及認同都是社會建構；在理論上，可以接受新制度論的看

法，行為者的認同、目標或是行動，都會受到制度性脈絡所蘊藏的規

範或價值所限制及建構；在方法上，堅持先建立概念架構，以利集中

式比較研究的進行；在規範上，透過制度建立過程的參與，找出臺灣

人民更多的規範性共識。臺灣主體建構成為近年來國內政治研究的主

軸，而「本土化」是臺灣政治建構與建構過程的建構體，透過領土或

民族國家規範，凸顯政治工具理性的重要性，達到跨越個人、族群、

階級或階層差異的普遍性國家認同。然而，臺灣主體建構源自於漢族

社會，並且被塑造成可以垂範於國內各次級族群的價值觀，因此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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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可以被建構成一體化或一元化的臺灣主體社會時，在建構過程

中，非主流族群各自以具有特色的方式或途徑來承接，以後現代的方

式來實踐政治生活。因此臺灣政治建構研究，是去異求同及存異求同

的研究過程，成就了臺灣優先或進步取向的政治建構發展，而這種政

治建構發展在普遍到特殊的過程中被多元化和特殊化，表現出混合交

參的現象，諸如「外來族群」、「征服」、「主人」、「痛苦」等都是常用

的政治語言，不論來自政治或文化的批判運動，或者來自統派或獨派

的觀點，均反映特定族群對其存在觀點的建構。 

三、建構論與原住民族政治研究 

施正鋒(1999：5-22；2003：90-98)指出政治學界對於族群如何建構

的解釋，基本上採「本質論」、「建構論」以及「結構論」。「本質論」

強調族群是建立在一些原生的、客觀的、可以觀察得到的一些特質，

又稱為「原生論」；「建構論」主張族群的存在決定於這群人是否具有

「想像共同體」；「結構論」是嘗試將「本質論」與「建構論」合成的

第三種途徑，強調的是與他者接觸的脈絡，又稱為「工具論」。 

納日碧力戈(2000：46)指出原生論不同意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把族

群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看作是某種社會型態所特有的文化建構的觀

點。其意在於自由主義觀點把族群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看作是前工業

化社會的古老遺緒，是非理性的想法，終將被現代化條件下的普世主

義所淹沒；而社會主義的學說則視族群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為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的產物，最終將隨著社會主義的出現而走向衰亡。洪鐮德

(2003：117-154)則認為民族是「社會上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的東

西，不論是永存論還是原生論，都是在論述各種形式(政治的、文化的、

保守的、擴張的)民族主義都有共同接受的觀點。不過新的理論增添了

幾項原素，第一是強調社會工程，第二講究技術翻新，兩項新元素對

文化製品和文本加以型塑，為民族主義增添新的外觀。高宣揚(2003：

170)則舉出結構論代表人物李維史陀(Claude L. Strauss, 1908- )以在巴

西印地安原住民部落的調查為基礎，總結了結構論的方法集中表現出

結構主義方法論的基本特點，即在人類社會關係、社會行動和文化中

尋求經驗現象背後的穩定內在結構，李維史陀也進一步深入分析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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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係背後的穩定語言模式和思想模式，對於研究社會關係以及在

此基礎上所展現的各種人類活動，特別是人類的文化創造活動，具有

重要意義。 

    在臺灣原住民族政治建構中，從 1980 年代的運動抗爭階段，到

1990 年代開始積極推動憲法建構論述，是原住民族追求臺灣政治地位

的重要過程。在建立憲法位階之前的原住民自我命名的建構，凸顯了

「原住民」概念建構的運動與抗爭性特色，「原住民」成為當時最具影

響力與感染力的社會運動詞彙。(江冠明，2002：17)在政治上建構原住

民概念，對本土化的探討帶來優先性的爭論，也使得日後在對臺灣主

體性的探討時，不得不將原住民文化列為首要探討議題。原住民族出

現在族群關係、臺灣本土化、民主政治、國家認同與主權及國際原住

民族權利等相關學術議題時，知識份子及學者開始本著學術專業各自

進行論述建構。 

小結 

不同團體來自於不同環境，對物體或事件詮釋的意義不盡相同。

建構是個體對週遭物體或事件所產生的相對性與主觀性意義，亦即人

們身處的生活世界是被建構出來的，已非純粹原始狀態。個體與他人

或其他團體成員的互動，共同發展出對物體或事件的行動方向，使得

群體生活成為一種持續轉變的過程。而在被建構的世界中從事行動實

踐，人們必須透過建構始能從事行動實踐，並貼近真實生活世界中；

個人或行動主體既是受制於多元建構，同時也是多元建構的傳遞者，

建構活動除了可以進一步使既有的建構獲得更加鞏固外，也可能觸動

既有建構的變化。 

科技發展使得理性主義抬頭，人們對於週遭事物的觀察、分析開

始敏感，從理性主義到現代化的發展以及到主體論述的建立，不只合

理化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變遷過程，也成就在現代化主導下，以進步為

取向或中心的政治生態格局的定位或理論建構。結構功能論及衝突

論，均屬結構主義探討的範疇，這兩種理論關注的是宏觀層次的社會

過程以及主要社會結構要素之間的聯繫，預設了政治問題的客觀存

在；而建構論則是從過程的、動態的角度看待社會現象，認為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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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不變的社會事實，社會事實基本上是人們經由特定過程建構出來，

始終處於不斷的變化中。微觀考察的研究方法提供了對技術分析的重

視，從後現代主義的角度審視當代民主國家社會情況，新的情況是社

會流動的出現，少數民族研究的興起便在這種微觀考察的背景中出

現，其研究指出了結構功能論及衝突論等宏觀分析途徑以外的社會新

發展，這種新的情況帶來了政治發展的新形式，亦即少數族群文化意

識的出現和伴隨而來的政治意識型態對族群成員的影響。建構論的影

響正迅速擴大，滲透到與社會科學有關的各學科領域，建構論對於以

追求創造性為核心的政治發展探索有一定可借鑒之處。 

本文研究主題為「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之研究」，探討的是

以族群和文化觀念來界定原住民的身分與認同問題，因此極有可能把

自己和其他三大族群(外省、福佬及客家)文化的關係，看成為一種「我

們」與「他們」對抗的關係。因此，衝突與整合會在兩個層次發生，

在宏觀層次，則隸屬不同文化體系的族群組合，會在政治和經濟資源

上競爭，為了控制政府部門及弱小的第三勢力(族群)而競爭，而且會倡

導他們各自獨特的政治與文化的價值觀念；在微觀層次上，沿著文化

衝突線相鄰卻相爭的 13 個原住民族，通常會為了控制傳統生活領域及

主宰對方而發生齟齬。建構論鼓勵原住民族以自己既有的概念，主動

地參與民族社會建構，而非被動地接受事先設計好的知識系統去建構

所屬的政治制度。強調對於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內涵，必須在既有

國家架構下，由各次級社會間互動和合作，藉由協商或討論而獲致共

識。因此在本文研究上，將重新檢視我國政治制度設計及安排，是否

考慮結合原住民族特殊生活習慣的特質，將原住民族政治生活歸納成

不同的制度單位，在原住民進行個人建構及社會建構時，政府如何扮

演將原住民族特殊生活習慣的知識系統傳達給非原住民族群社會之中

介者。而原住民族在被多元建構的生活世界中展開行動實踐時，如何

受到自身行動實踐所建構的生活世界的制約，而臺灣各族群以各具特

色的行動展開實踐時，多元文化政策如何在臺灣多元族群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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