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部落政治制度網絡與治理 

第三章  部落政治制度網絡與治理 

Karl Marx (1818-1883)在 1857 年─1858 年的《經濟學手稿》中，

第一次指出「部落」(tribe)是由家族擴展而成，是一個天然集體，具有

血統、語言和習慣等方向的共同性，土地公有，生產出來的財富也是

公有的。(歐潮泉，1999：209)制度是指在一定思想意識型態下建立的

政治結構，制度網絡是由政治、社會、文化、倫理等制度構成具有交

互作用的制度體系。原住民族在臺灣歷史的確切記載，約在上千年以

上1，原住民族按照社會發展水平以及地理位置，可分為山地原住民族

及平地原住民族，各族以部落做為原始公社的共同體2。一般而言，在

前國家時期，存在於部落的制度並非是強制性的影響或是權威，而是

非制度化及合法的強制性權力關係。因此，本章首先就原住民族的早

期歷史發展進行追溯，進而對部落組織結構進行研究，以揭示該階段

社會制度的過渡性特徵。 

第一節  氏族部落組織與制度 

    部落是由數個氏族所組成，是人類原始階段的一種「組織完備的

社會」，每一個部落各有其結構嚴謹的政治系統，並有各自所佔有及保

衛的領土。在最高政治組織上，有的部落是以部落會議為決策機構，

有的則以首領為意見領袖，部落既是氏族的聯合，也是氏族的超越。(趙

中麒，2001：98)而氏族則是在部落產生以前的人類原始社會制度，其

主要特徵是社會生產力不足、公有財產制、階級制度尚未形成。氏族

可說是生產組織的集合體，以血緣親屬關係為基礎，由各成員共同形

成自治生活體，並在經濟生活上形成共同勞動、共同消費的供需依賴

                                                 
1一般相信原住民族在臺灣居住時間，最早可能是在公元前的第三個千年間，即距今約五千年前，

而臺灣北部山地的泰雅族和賽夏族，可能就是最早移民的後裔，繼泰雅族和賽夏族之後移入臺灣

者，可能是中部山地的邵族、布農族和鄒族，移入的時間約在三千多年前。(陳奇祿，1981：39) 
2在原住民族傳統社會與原住民族行政體制裡，無正式以「部落」一詞作為單位或名稱，自清朝以

來乃至當代，歷代統治者為治理原住民族傳統聚落或生活領域，及其以外的狩獵場域，規劃不同

的體制，包括部落、聚落、社，乃至於鄉、村等用詞。隨著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自治相

關政策，一般認知乃以「部落」做為了解現階段行政體制與原住民族關係的基本單位。(伊萬．納

威，200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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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在氏族組織之下，雖然沒有國家強制統治權力，透過氏族成員

自我約束，尚能維持有條理的社會秩序，隨著氏族過渡到部落發展，

原住民族部落制度的本質也隨之變化。 

壹、氏族與部落 

氏族成員有一共同祖先，成員之間具有特別密切的權利義務關

係。氏族一般作為部落的前身而存在，氏族復可分為母系氏族和父系

氏族，依子女父母親所在的氏族成員而定，如阿美族的子女是母親所

在氏族的成員即屬母系氏族，泰雅族子女成為父親所在氏族成員，屬

於父系氏族。無論處於父系氏族還是母系氏族社會，都是男權政治，

即婦女在部落政治生活中，都從屬於男性地位。阿美族與卑南族處於

母系氏族社會，部落事務卻完全由男性的年齡組織和會所來控制，女

性既無權參加，也沒有影響力；婦女雖在親族中處於優勢地位，但舅

權非常發達。此外魯凱族、排灣族在實際生活中，女性貴族掌權的領

導人亦佔極少數。(張崇根，2003：27-28)雅美(達悟)族雖是父系宗族組

織，但在社會發展階段仍處在無領袖權威的原始狀態。布農族、賽夏

族及其他各族，大都屬父系氏族。 

臺灣原住民族部落以氏族為基本構成單位，雖然氏族成員散居各

地，但在部落中仍然分成同一個氏族成員結合而成之若干有系統組

織，所以部落是大於氏族之聯族所構成，亦即在一個部落中，往往有

二個以上之最大氏族的組織單位，各組織單位均與本氏族保有密切關

係。(田哲益，2001：64-65)原住民族的親族之下尚有亞氏族，主要是

各氏氏族均以共有父系或母系遠祖之親屬組織，隨著人口繁衍或收養

等而向外擴張，逐漸由一小規模之家族團體分支出包含不同姓氏之亞

氏族組織，例如布農族的氏族組織架構中，“sidoh＂為最小單位的親

屬組織，一般稱之為亞氏族；在鄒族“emo＂是居於氏族、聯族、大社

之下的亞氏族。 

原始的氏族部落生產力低，氏族成員彼此合作勞動、分享成果，

無階級之分及財產共有，平均分配勞動所得。氏族作為社會基本單位，

在經濟組織上的影響力遠勝過於其它，規範成員參加勞動生產係氏族

主要職能，而在公共事務如歲時祭儀、興建公共工程等也發揮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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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成員以推舉方式產生領袖，領袖與成員地位平等，權利義務相當。

隨著社會生產力發達，氏族組織集體勞動漸次轉型為個體勞動，私有

財產出現及勞動產品供需不平衡，開始出現貧富階層，並由此而延伸

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勞方與資方關係。因勞資關係發展成為鞏固階級

利益的一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國家統治型態於焉出現。 

然而，在傳統的原住民族部落社會秩序，氏族組織及制度取代了

現代社會的公權力量如軍隊、憲兵和警察，雖然沒有王公貴族、地方

行政長官和仲裁機構，部落沒有訴訟案件，生活秩序亦能維持一定的

規律，遇有爭端及糾紛，先交由當事人個人解決，如解決不成再交由

氏族部落共商解決，暴力解決是例外且少有的一種極端手段。在經濟

生活上，各個家庭的經濟生活是由共產制度來維繫，並未在氏族組織

例外設立調節經濟秩序的組織。可以說，氏族組織係伴隨著生產力不

發達的部落社會而存在，氏族生活習慣係仲裁部落社會事務的判例來

源及依據。然而，當外在社會生活提昇到一定水平，氏族部落直接受

到衝擊及影響，因為當長期為單純樸素的氏族部落服務的組織制度，

無法兼顧外在環境變遷適應與內在價值觀的維繫時，勢必成為部落發

展的障礙而產生解構。因社會分工而起的商業活動、工作角色的變化

和土地使用型態的改變，使氏族與部落界線開始模糊，氏族與部落居

民交往密切、共同生活，氏族制度已難解決氏族本身問題，無法有效

解決源自於私有財產和階級的社會對立現象，代之而起的是表面上凌

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統治力量出現，政治力的介入、社會結構產生重

大改變，已難抵擋國家支配力量的出現。 

貳、部落頭目制度 

    政治是以政治體系發揮其特有功能的方式存在。政治體系是各種

具有政治功能的機構和組織依照特定的方式組合成的有機整體。政治

體系所處的外部條件既是政治體系的生存和運作環境，也是它的作用

範圍和作用對象。各種具有政治功能的機構和組織均是按照一定的制

度組織起來，並按照一定的制度和規範運作。(馬嘯原，2000：109-110)

臺灣 13 個原住民族各族自古以來所處的社會歷史發展階段不同，各自

所賴以為生的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等基礎有異，因此政治制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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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相同。本文所探討的部落頭目制度係指自有文獻記載以來，在原住

民族地區實行規範部落政權、體制、法律、規則等問題和慣例，作一

般情況的介紹和分析。 

臺灣原住民族的頭目制度源自於 17 世紀荷蘭人佔領台灣之後，在

各番社設置番頭目制度“kakita'an＂，清末劉銘傳時代正式稱之為頭

目，日據時期沿襲其稱，在各社群設立大小頭目，各族部落都是相對

獨立的自治單位，部落領袖制度都以「老人」統治為原則，一切大事

均由長老會議做出決定，部落領袖僅是會議主席與決議的執行人。(張

崇根，2003：49)部落頭目平時為部落諸事的仲裁者和執法官，但最高

司法權仍歸部落會議。殺人、放火、奸盜者按習慣法處罰，放火者應

以其自己的財產賠之，殺人者由酋長決定罰田和牛隻。如遇戰爭，另

有部落的軍事首領迎戰。(劉如仲、苗學孟，1991：39-40) 

各族頭目產生方式不盡相同，阿美族雖然是母系社會，男子年齡

組織仍是政治社會體系的基礎，經由選舉產生大、小頭目；泰雅族社

會組織由祭團、獵團及親族組成，通常由“gaga＂團體的領袖代為行

使部落對外事務權力，而領袖透過推舉產生；“bukung＂則為太魯閣

族的頭目領袖，由祭司長老推薦產生；排灣族係階級社會制度，分頭

目、貴族、勇士、平民四個階級，頭目採世襲制；布農族無頭目制度，

“lavian＂主司對外征戰之職，做不好就要換人，非世襲制；卑南族社

會有兩個領袖，“ayawan＂係政治領袖，由足智多謀者來膺任，祭司

則由長者來擔任；貴族與平民是魯凱族的社會特徵，頭目係世襲制；

賽夏族崇敬祖靈，祖靈祭司權由各氏族世襲，政治事務則由長老會議

商議決定；鄒族為父系氏族社會，“kuba＂為政治中心，由各部落頭

目共同管理，而以受封“tafange＂頭目冠的大頭目為所有部落共主；

達悟族沒有頭目，以耆老、長老為意見領袖，具特定條件(如大家族、

熟悉海洋生態、具造舟天分)者始被推舉，惟任期不定；邵族頭目亦採

世襲制，負責定爭止紛及主持祭典；噶瑪蘭族頭目採推選制，在頭目

之下設長老會議，長老會議決議公共事務後，交由頭目執行。 

部落是原住民形成認同感的地方，因此是原住民族最主要的群聚

形式。部落具有包容一切的整體歸屬感，部落人民承繼並傳遞該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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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部落要求所屬成員遵循這段延續歷程，並且依據認同感所規定的

環環相扣訓令來履行生活權利義務。(李培元譯，2004：174)部落政治

關係由社會各階級及其家族在為佔有和鞏固政權所進行的各種複雜關

係所組成。原住民族地區政治體系長期以來是在偏遠地區部落環境中

存在，處於國家政治體系的最底層，部落政治文化的維繫，雖由少數

菁英(elite)承擔，而完整的部落政治網絡的維繫、或當今原住民部落基

層政權機構的運作，甚至在部落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的結構和組織，

均是部落頭目與成員之間自給自足、相依相成的自治關係呈現，因此，

部落頭目或領袖的角色多元、任務重大，不僅是政治、軍事上的發號

施令者，同時更是傳承部落文化與歷史的支撐者。 

參、部落政治思想 

    政治不僅奠基於暴力，也奠基於政治規範(political norms)─即關於

適當的政治目的與行為之想法。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人們在特定

的環境中發展其目標，並學會完成該目標的必要手段，雖然在實踐時

可能不會嚴格遵守規範，卻會影響政治行為。(李茂興、藍美華譯，1997：

478)政治思想功能，可以指引人們在具體情境中認識、解釋及解脫困局

之道。政治思想提倡者主要在於協助人們對身處環境的反思活動。雖

然臺灣缺乏對於原住民族政治思想有系統的探討，但並不等於臺灣原

住民族沒有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典籍絕非一時一地一族之全部政治言

說紀錄。在任何時代的任何地區，只要持續出現穩定共居的人群，就

會有政治活動，就會出現政治言說，思想家是研究線索之一而非唯一。

(許雅棠，2001：175)本文所探討的是一種原住民族所賴以普遍適用，

可以長治久安的治理理念，透過對影響原住民族政治生活的言說意

涵，探求流通於原住民族社會的政治活動歷史，包括政體、人物、理

念、事件與政策的變遷過程。 

    君權神授論者認為國家是神祇所創造，這不僅在西洋政治思想史

上為然，在古老中國也有這種觀念。古代君主自稱為天子，有所謂「奉

天承運」、「繼天立極」、「天生民而立之君」、「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或「皇矣上帝，臨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莫」等，這些均表示神

權政治和君權神授的觀念。(陳水逢，1983：192-193)神權思想是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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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民族都曾經歷過的階段，蓋以古人對自然界瞭解不多，以為自然

界一切變化諸如風雨、雷電乃至人之生死禍福都有神明負責，遂有崇

拜超自然主宰或崇拜神明的思想。(談遠平，2003：6)神話用以解釋世

界與人如何變成現在的處境，具有代表性的神話包括了創造和起源，

在不同的文化中可以發現對大地的創造、對男人與女人的創造、對生

死的看法。(Hunter, 1976：279-281)臺灣原住民族從事農耕時，均抱持

極虔誠的態度，各族都要舉行農業祭典，崇神觀念為原住民族農業社

會的共同特徵。同時原住民族也認為神是祖先靈魂的一部份，相信「靈

魂不滅說」，認為祖先的靈魂永存於宇宙間保護其子孫。(陳學明，1956：

3) 

    天治思想視「天」為有意識之人格神，此即一種直接的天治神權

政治思想。這種人格神高高在上，無所不知、無所不在，也無所不能，

具無上權威，直接監管人間政治。天治思想和西方其他民族之上帝或

神治思想相同，天治思想認為世上一切自然現象或人文活動，有其當

然法則，人類循此法則就可正常生活，政治活動也步上正軌。(談遠平，

2003：6-7)天治思想經常以鮮活的政治神話或戲劇性的故事為其重要內

涵，誇大君主與天神間的特殊關係，藉以利用民眾的宗教信仰，增進

臣民對君主的順服。(盧瑞鍾，2002：81)原住民族的政治社會雖未流行

一家之言的政治學說，然而將人類學調查紀錄的片言隻語、或文學詩

歌、或相關議論，將內在邏輯關係聯繫起來，可構成天治思想學說。 

    在人本思想方面，原住民族的政治思想隨著時空的變化而有所改

變，其改變係為因應族群生存發展需要所致。透過人類學民族誌田野

調查工作發現，關於部落人民的政治社會地位的言論，雖然內容非常

簡略，然而都帶有追求人權的色彩，也揭示原住民族政治思潮的演變，

例如從各族名稱上可見原住民族天人合一思想： 

泰雅族自稱為“Ataya＂，其含義就是「人」；卑南族自稱為“Puyuma＂，其

含義為「我們」，即等於「人」；塞夏族自稱為“Saisiat＂，含義是人或血族

之義；布農族自稱為“Bunun＂，意指人類之意；阿美族自稱“Pangtsax＂，

含義是人或血族之義；雅美人長期自稱為「達悟」，含義是「我們」、「我們這

些人」。(史式等，1999：18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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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臺灣原住民族幾千年來的政治思想，是追求作為一個

「人」的奮鬥史，如同東方及西方社會，原住民族政治思想經歷了原始

時期、創建時期、繼承時期及再造時期。以上四個時期，總括了部落

神權思想時期、天治思想時期、人本思想時期及付諸政治行動時期。 

原始時期部族意味濃厚，蓋部落封閉，未受外界干擾，對於自然

界的一切現象，均訴諸神意及天意，對於維繫部落政治社會制度，總

以為天意及神意好惡莫測，絕對遵從既有規範；創建時期可謂發靭於

荷蘭統治臺灣時期，斯時西力東漸，列強在東亞地區展開激烈的商戰，

臺灣原住民族與他族進行平等貿易，原住民族因地位劣勢淪為優勢民

族恣意掠奪的對象，用以維繫部落倫理的神權及天治觀，漸次受到理

性觀點影響而過渡到創建時期，原住民族體認到「人」既然是上天所

生，自必受到上天的眷顧，而自命為承受天命的統治者，其統治手段

理應順應民意；繼承時期則反映自清朝以降到日據時期，原住民族政

治思想之演進，由政治自主思想勃興，到一連串的政治行動之間，可

謂邁入科學時期，科學文明蜂擁進入臺灣本島，原住民族固有社會型

態及經濟方式大為變動，政治思想由神學演變為理性科學，以與世界

潮流合而為一；再造時期大抵反映原住民族在臺灣光復之後，面對島

內本土化運動、國家認同等重大事件，其對於「人本」精神絕對貫徹的

期待。蓋原住民族在飽受殖民統治及邊緣化之後，積極追求人權，此

時原住民族人本思想的追求，由模糊而分明、確定，由空泛漸就充實，

政治行動由無組織漸化為有組織的系統。 

肆、部落土地制度 

在部落內部，土地為部落公有，包括部落領袖在內的任何人都不

能私自佔有土地。土地是部落全體成員的公共財產，大家共同使用、

共同保護，部落成員都有權利使用土地，也有義務保衛土地，任何侵

奪原住民部落土地的行為，極易引發流血衝突。然而，土地屬部落所

有的制度起初雖有許多優點，但是隨著生產工具以及生產收入歸私人

所有，土地經營方式逐漸轉向家庭經營發展，此種經營發展模式衝擊

了部落土地所有制，漸漸出現既有公成分、也有私成分的現象。 

由於以漁獵燒墾為主要生活型態，臺灣原住民族不得不一再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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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尤其氏族繁衍，氏族單位已日益不能適應漁獵生產的需要，

因此在原住民的居住地逐漸形成了同一氏族或不同氏族成員混雜居住

的部落，土地制度成為規範部落人民權利義務關係的基礎條件，亦即

土地制度決定部落政治組織和經濟活動模式，因為當氏族所居住地方

發展為原住民族部落組織之後，如何把原本來自不同地域、習俗不盡

相同的氏族匯聚成一個共同的社會實體，在當時各氏族部落尚處於相

對獨立的狀態下，只有共同的文化始能把他們結合起來，因此，維護

共同的文化就成了凝聚原住民族部落內部共識的根本要素。而為了維

護共同的文化基礎，形成內部和平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原住民氏族各

自退讓以維持部落社會公共職能的履行，而土地公私有制併存即為氏

族制度過渡到部落制度的土地使用特徵。而土地私有制打破從前頭目

對土地的宰制性，失去土地的控制權是喪失頭目權威的一個重要原

因。此外，透過土地所有權的改造與編定以及生產、消費型態以及供

銷制度的建立，原住民部落逐漸脫離原來的社會與經濟體制，朝向現

代化的社會發展。(張家瑋，2004：124) 

    筆者認為，臺灣原住民族從原始社會到當代的土地所有制關係發

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土地部落所有制、國家土地所有制及承認部

分私有的保留地制度。所謂部落土地所有制，係指原始原住民社會的

土地制度，該制度目的在維繫整個部落的生存，尤其是自給自足生活

的維持，土地是一種活動領域，並不體現氏族成員個人的權利關係。

在原始部落土地所有制下，所有權實際上是原住民為維持部落最起碼

生存條件而遂行的佔有權，這種土地控制權是部落生存的基礎，不允

許其他部落侵入，也不允許個人私自佔有土地。國家土地所有制是指

臺灣歷經異族統治以來，在統治者眼裡，原住民談不上個人對土地的

佔有權和所有權，土地在名義上歸國家所有，原住民不過是化外之民，

是土地所有權與領土主權相合一的制度。土地國有制是對原始原住民

部落土地所有制的侵犯和否定，且公開地、宣稱合法地擁有部落領土

主權，使得原住民部落土地自主權，只能在國家力量支配下合法存在，

等於說國家行政當局主宰了臺灣整個土地的支配權，原住民部落失去

對自己土地的支配管理權。國家統治力量深入部落之後，並採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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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政策，為了從國家方面得到自己對原有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

各部落讓渡部份權力，換得國家保證原住民族生活空間和生存權不受

侵犯的承諾，遂發展成當今的保留地制度。保留地制度基本上改變了

原住民族的生活型態，改變土地使用型態，原住民不再遷徙，表面上

看來這是國家分配資源予原住民，然而土地所有權仍屬國家所有，形

同於透過土地改革由國家再一次地對原住民族生活空間進行支配，尤

其從日後規定使用權的移轉僅限於原住民族籍之間的做法來看，原住

民不過是得到分發給他們的那部分土地的「使用權」而已，土地不能

以經濟商品進行買賣。因此，雖然生產力提升、個體工作能力實現，

原住民卻只能獲得對保留地的使用權，明顯地發展成與主流漢族社會

截然不同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表現在土地使用之上的政治文化。買賣、

債務抵押等權利形式，無由在部落社會出現。雖然保留地制度改善土

地國有制的不正義形象，然而保留地範圍劃設形成，卻也同時蘊釀了

日後原、漢資源分配的爭議及部落文化的崩解。 

社會典章制度是依循土地制度發展而來，而族群政治發展受到國

有土地制度發展影響甚深。當部落生產力發達、逐漸出現了部落土地

私有制的時候，土地國有制並沒有完全在原住民居住地區消失，反而

扮演起調和原住民土地私有制所產生的利弊得失角色，由國家主導著

土地分配的決定權，並在土地制度上宣揚著支配者的文化價值及意識

型態。 

小結 

    制度提供的意義在於確保社會維持既往發展水準，及提供使制度

本身免於被破壞的一些條件。(Elster, 1989：147)由以上我們可以對一

個制度定義為社會行為強迫規範的機制。原住民部落原來是屬於以血

緣氏族為基礎的地域性團體，因此部落最初不過是血緣組織的外殼，

但私有經濟活動的展開，以及與外部社會進行經濟、政治等方面活動，

逐漸突破血緣氏族的限制，形成為彼此不具有血緣關係的部落型群

體，部落內部關係也開始呈現出複雜的面向。為了管理部落事務，大

小頭目的設立及議事的組成，部落領導方式及領導階層的身份內涵開

始產生變化，土地分配制度也使得原住民族部落發展受到限制。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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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部落制度的起源及發展模式與主流社會不同，在原住民社會是部

落制度起源在先，而國家形成在後，國家的形成統合了各個部落制度，

造成部落制度的異化，惟國家政治制度的演變仍無法改變原住民族部

落存在的事實。故在國家發展初期，原住民族的部落制度並沒有完全

消失，而是以不同的形式延續發展下來，成為原住民族部落制度與臺

灣主流族群社會制度之間的根本區別。 

第二節  部落制度網絡的治理意涵 

    原住民部落是一個傳統的漁獵燒墾社會，尤其早期漁獵活動佔了

部落活動的大部分，時至近代農耕技術傳入部落，農業發展和對山林

燒墾及漁獵的互補作用改變了原住民族生活型態；農耕與狩獵文化交

融結合的歷史活動，構成了臺灣多元族群文化特色。本節探討狩獵及

農耕生活歷史進程的作用，來揭示原住民族社會發展與文化變遷。 

壹、凝聚部落成員與維繫部落分工 

   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曾對社會凝聚做出分類，將其區

分為「機械凝聚」(mechanical solidarity)以及「有機凝聚」(organic 

solidarity)兩類，前者的團結基礎在於社會成員從屬各自獨立團體之間

的相似性，亦即社會凝聚力來自當時的集體意識，而集體意識係由一

連串的原生認同(primordial identification)所創造；後者的基礎則是社會

分工的出現與深化，沒有一個人可以完全自給自足，每個人實踐各自

的角色以成就整體。在「有機凝聚」的社會，原生認同的意識已不再

和社會的整合及存續有關。(Newman, 1991：453-454) 

原住民部落制度網絡，最早是由氏族所構成，部落社會生活的基

礎區分為兩種不同性質的根源，一是個人意識的相似性，亦即對所屬

團體的歸屬感，一是社會性的勞力分工，即部落成員進行勞動以維繫

部落經濟秩序穩定。個人意識的相似性即集體意識，此時個人主體性

不被重視，強調的是信仰和情感的共同性，體現在社會生活中的宗教

信仰生活以及共產式的經濟制度，而分工社會是部落凝聚方式的一種

演化，是因應部落社會需要的生活方式呈現。在親屬制度上，大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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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是部落凝聚的基本單位，也是個人賴以生存的血緣、政治混合體，

由氏族擴大而成的部落、部落聯盟，是部落成員認同的主體。當社會

分工更加細緻化，部落凝聚方式出現轉型，氏族親屬制度不再是組成

分隔小團體的基本單位，而是和經濟、政治、宗教等不同社會生活領

域各自獨立的社會關係單位。社會分工細膩也使外(異)族婚姻制度及勞

動生產方式傳入部落，家庭與氏族地位也隨之互易，過去一般概念是

氏族源自於家庭的聯合，而後家庭逐漸自氏族中獨立出來。部落分工

細緻化的原因在於氏族部落人口數增加、人口居住密度提高、當代交

通及資訊科技的移入等，均使得部落對週遭環境資源開發的需求日

甚，平地漢人要求同享山林資源開發的聲音也日益熾烈，連帶地改變

了部落生產組織型態。部落成員間相互競爭之外，也要維持部落整體

生產力以防堵平地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大舉入侵。因此，部落除了藉由

成員之間的彼此競爭以凝聚集體意識外，對外也選擇了各不相同的職

業以維生，部落社會分工不單純是為促進生產效益而存在，也是為了

維護文化的延續而運作。 

傳統與現代原住民族社會的差異在於分工程度和制度規範的不

同。早期原住民族部落集體意識的維繫，多半來自對祖先及神靈的崇

敬，規範成員不能踰矩，內在信仰約束大於外在規範的力量。當代部

落社會分工，回應了有關民族、家庭、性別、經濟、政治等等不同領

域的需求，且逐漸朝理性、科學方向發展。在制度規範方面，傳統原

住民族部落強調的社會凝聚是訴諸於抽象化及理想化的部落意識型

態，當代部落社會則要求規範形式化、制度化，亦即可藉由觀察表徵

以考察社會凝聚的程度及一致的規範標準。因此，無論是部落規範或

分工制度，表面上好像是部落成員個人居於主體位置為了追逐個人私

利使然，實際上是部落成員基於特有的社會文化與規範，逐步發展一

個能與外界競爭的部落關係實體，亦即部落是由規範、社會組織、集

體思考相互連繫的社實體。 

貳、遂行人力調節和資源獲得 

    早期原住民族部落屬於自給自足式的社會實體，部落人力不同於

西方人力資本論述來解釋部落成員在經濟方面的重要性，而是將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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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視為與週遭環境資源相結合，強調部落成員在環境資源開發的不

可替代性，亦即在部落生產關係上，標榜以人為本而非以物資為本的

生產邏輯。前面探討過，傳統原住民氏族部落利用宗族力量規範成員

有效地從事分工，接著探討部落社會權力與資源利用的關係，說明部

落如何進行人力分配和汲取資源以強化部落功能。 

    汪明輝指出原住民族傳統領域乃原住民族所賴以滿足激勵 

(stimulus)、安全 (security)及認同 (identity)等需求之生存空間，生活領

域係經過長久以來遷移、佔領、分配、認知、利用與防衛等空間變化

過程，以及氏族組織與部落制度之交互作用下所形構而成，是社會與

空間、文化與自然之間辯證互動所產生的社會文化生命體，各部落在

歷史進程中發展許多傳統知識以及對資源的取用、控制機制。(林俊強

等，2005：10)各部落人口數量與周遭資源汲取有直接關係，而人口數

量又恆常受到部落制度的影響。原始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影響人口

增加，有利於人口增加的因素如：各族普遍遵行嚴格一夫一妻制，僅

排灣族、魯凱族的貴族偶有娶妾。不利人口增加的因素如：崇尚巫術、

禁忌多，男子崇尚獵首死亡風險高，各族婚姻過去僅於族內通婚，也

有的如阿美族有年齡組織及男子會所，過去男子在成年前需集中訓

練，成年禮後需服役 3 年至 7 年才准結婚，常有晚婚情形。(陳國強，

1988：293)部落人口的成長受到社會制度影響，特殊的部落人口結構也

發展出獨特的生產模式。 

荷蘭據臺時期，在平地的原住民婦女主要擔任播種米穀工作，男

子則主要從事狩獵，打獵是由 2、3 個村社的男子集體進行。村社是由

12 個年齡超過 40 的人組成的會議來決定重大事情，更重要事情則召集

全體會議來討論，彼此平等、尊重老人，過著原始公社生活。(陳國強，

1988：152)狩獵是早期主要的生產活動，也是肉品食物的來源，後來糧

食(如粟、陸稻、水稻)產量增加，狩獵才降為次要謀生活動，甚至有些

民族僅將狩獵視為一項儀式行為，即祭祀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張崇

根，2002：73)原住民族從事生產活動，可自其文化的價值前提去理解，

從原住民族對宇宙的認識、人與宇宙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人的關係，

可以推定其價值前提如下：宇宙是固定有序的、人在宇宙是處於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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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人類社會是宇宙的一部份、人應遵守一切宇宙和社會的規律

以維持均衡秩序。而從價值前提可以引出有關原住民族的價值重點：

勤勞、豐足、合群、守法。(李亦園，1982：379)因此，原住民族對所

屬生活空間有獨特的定義、立基於該生活領域而建立分工信條、以及

對外界可能侵犯的一種防禦性宣示。原住民族部落的知識、信仰、道

德、規範、風俗、技能、社會關係、社會組織、價值觀念、行為規範

和模式等，構成原住民族部落制度網絡的要素，原住民族部落對於傳

統領域內之水、動物、林產等環境資源的取用、管理，係源自於部落

集體對於文化、經濟與自然的理解，藉由日常生活中與土地的接觸而

產生對部落資源管理知識，進而建立起不同的部落成員之間對資源取

用與控制機制的共識，使得資源汲取與部落發展達到平衡。 

因此，早期原住民族部落，是人與自然共處的時代，部落成員追

求永續發展的集體事業，而非凸顯個人在部落中的經濟實力，個人對

於部落的貢獻程度，決定該個人在部落中的地位。在汲取資源的過程

中，表面上是爭奪與競爭的過程，更多的意義在於追求個人在部落中

的榮譽。又部落成員是促進該區域生產力的不可或缺因素，部落內部

的競爭力也是維持該部落在部落聯盟中的優勢條件。部落要發展、維

持一定的經濟水平，有賴部落人力的調度運用，而人力發揮作用與否，

需要一個綿密的制度規範網絡。 

參、鞏固頭目地位和修練武德 

    驍勇善戰是部落勇士精神極致，也是部落領導人崇尚的精神準

則，它與傳統部落道德觀一脈相承，更是勇士及狩獵者的基本修為。

勇士精神要在征戰時期培養出來，也要在生活中實踐。部落成員能從

征戰及狩獵的鍛鍊中，涵養武德、修養品格、導正惡習，練就不屈不

撓、百折不回的進取意志；形塑關懷族人、講求團結合群及見義勇為

的勇士精神。前面談到過原住民族對所屬生活空間有獨特的定義，以

及對外界可能侵犯的一種防禦性宣示，繼而討論人力調節與資源汲取

的問題之後，進一步要探討維持整個部落生活體制運行不墜的核心精

神─頭目的地位及武德修練。 

早期原住民族屬於好戰之族群，各部落多半處於敵對狀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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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於對資源的爭執，包括對獵場及天然副產物的爭奪。尤其早期原住

民有獵首風俗，其對象包括同族敵對部落及其他族人，獵首者被譽為

英雄，因此好戰的個性常與地位的高低成正比。各部落間遇有不能解

決的事情，由頭目差使代表互訂宣戰時間及地點，以輸贏定勝負，當

戰情膠著不下時，即由頭目率領部落長老與對方進行媾和，頭目決定

一切宣戰及媾和事務，而職司一切戰事之勇士於戰時常分散成數個小

隊伍，分別披掛與漢人交易而得鐵器所製成之弓、箭、刀等武器，利

用地形地物善用埋伏戰略，大舉攻擊迎面而至之敵人。取獲敵人首級

之後，即回部落報戰功，並大肆慶祝戰爭結束。 

在非戰爭時期，部落男子以狩獵代替作戰，藉由在獲取獵物過程

中，展現戰果，以顯示自己在部落的地位及重要性，例如賽夏族人、

阿美族人及鄒族人對獵物的分配，最初逐出或最先咬住野獸的狗主

人、最先射中野獸的人，可優先取走獵物的一部分，其餘的肉則由參

加狩獵的人平均分配。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在獵物分配中添加權力

因素，邵族人在分配獵物時，頭目照例可以分得較重要的部份：如水

鹿的茸、山猪腿、熊皮，其餘部分則由參加打獵的人均分。(張崇根，

2002：77)因此，各部落呈現出國家組織原型，在領袖治理之下，部落

成員嚴守制度規範，各司其職，又如阿美族年齡階級組織負起部落對

內、對外事務；年齡階級組織不但為教育訓練機構，也是個人社會地

位和受到待遇的依據；不但是部落軍事行動的樞紐，同時也是部落行

政、祭儀的主持機構；年齡階級組織是部落成員互助合作的基礎，更

是全部生產活動的執行團體。(李亦園，1982：384)。 

傳統臺灣原住民族在特殊的生態地理環境和相對落後的社會發展

條件中，充分利用週遭環境自然資源以維繫本身部落的生產與生活，

而從不同的地理環境、民族分布、文化特性，發展各民族不盡相同的

訓練族人方式，藉以確保部落生活領域不被他族或部落侵犯。歷經數

千年來的民族互動過程，凸顯出部落與週遭環境合而為一的特殊生活

面貌。而後隨著國家力量的介入，獵首習慣早已戒除，部落領導人產

生方式及選擇勇士的條件也已改變，原住民族與土地關係也重新定

義，尤有甚者，因近年來國家與部落之間的關係緊張，使得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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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失對部落土地資源的管理與利用。然而，武術、體育仍在部落發揮

著勇士的象徵，此從各部落領導人每年固定主持並舉辦傳統體育競賽

可知，雖然形式異於以往，意義卻是一致。一般而言，狩獵、摔角、

射箭係各族所共有的體技項目，而形成原住民族傳統競技或訓練的背

後要素是部落宗教信仰、戰爭與狩獵、民俗與婚姻、農事與生產等，

當今原住民族舉辦傳統武術競技，藉由熱烈、隆重的慶祝及參與，達

到民族團結目標，是原住民族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透過武術

競技，可以鞏固及發展與週邊民族之間的和諧及相互尊重關係。 

肆、促進部落社會流動和整合 

社會流動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變更自己的居住地點、職業、社

會地位等，通常包括兩種流動：一是水平社會流動，即指人們改變自

己的居住地點或職業，二是垂直的社會流動，即指人們從較低的社會

等級提升到較高的社會等級，或從較高的社會等級下降到較低的社會

等級。(厲以寧，1996：152)隨著部落之間往來頻繁，部落的封閉性大

不如前，部落成員思想多元，使得部落制度網絡面臨認同的難題。 

    自資本主義經濟制度傳入部落以來，讓部落成員從對他人和部落

的依附關係中解脫，追求個人地位的突破。同時，部落與外界橫向的

地域流動和變動，促成了社會組織分化成不同的領域和層面。因此在

政治、經濟、文化等領域產生了制度的分化和整合。國家與部落關係

的多元化，使國家行政組織與傳統部落組織的界線模糊化，國家干預

部落社會生活的程度加深。資本主義經濟市場觀念滲透部落，首先造

成部落分工制度的改變，勞工與資本關係明顯對立；其次，國家強化

其行政管理功能以鞏固其統治權力；再則，當部落加大對市場經濟機

制的依賴時，國家的行政管理功能可以透過市場運作而發揮作用，亦

即國家的行政功能在一定程度上可以依靠非行政組織來履行。因此國

家的行政組織蓋過原始部落組織，導致部落自我治理在實踐中的一種

內在緊張，即部落實際上需仰賴政府運作。(景躍進，2004：31)由此而

產生的原住民族部落制度，並非部落內部自發形成，而是由國家嵌入

以確保對部落的控制，部落的行政組織運作形式基礎是國家權力的邏

輯。光復初期由行政院院長陳誠題名、張松撰著的「臺灣山地行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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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一書寫道： 

過去山地原始部落組織，逐漸解體的原因包括：第一、由於鄉村自治機

關，代替了過去頭目的業務；第二、由於現行的自治自衛及社會組織(如
鄉村鄰組織及青年服務隊婦女)，代替了過去原始的社會組織；第三、由

於地方自治各項會議代替了過去原始的「蕃社會議」；第四、由於地方有

聲望的人士(包括一部份過去頭目)，都已當選為鄉村鄰長，民意代表(鄉
民代表、縣議員、省議員)、調解委員，以及擔任地方各項公職的關係，

提高了地方自治機關的地位，對頭目制度的觀念，已漸模糊；第五、今

日山地非常安定，地方的事務，地方自治機關極力爭取指導，過去的頭

目和社會團體，多已無事可為(唯一重要的只有祭祀)，無形中銷聲匿跡。

第六、社會的逐漸進步，一切水準的逐漸提高。山地有地位、有智識的

人士，對過去原始生活，已感到不習慣，羞於從事原始的落伍活動。(張
松，1953：17) 

張氏從「文明與封閉」、「進步與落伍」的向度，論述臺灣原住民

族部落組織的變遷歷程，指出當時施行未久的國家行政體制的確讓原

住民族從封閉落後的社會進入現代民主法治的生活。 

從部落長期發展的角度而言，部落組織係從歷史推移的漫長歲月

中逐步成形，雖然部落每以尋求適合發展的土地而有遷移，然而原住

民族的高適應能力，可讓部落成立之初建立起足以支撐部落繼續運作

的組織，而規範部落社會成員進行分工的各種交叉複雜的制度網絡，

也讓部落時時維持因達成開發週遭資源所需的人力結構。可以說，在

傳統部落治理之下，人口發展與資源開發可以達到平衡，但是先進資

訊科技發展、現代行政體制施行，原住民族部落流動性增強，部落社

會由內部制度嚴謹進入快速轉型時期。過去在部落實行世襲階級制或

頭目制的部落社會逐漸解體，發展成一個流動的、可變的部落社會，

以適應內外環境發展需求。就以婚姻制度來說，男女跨部落或族群通

婚的現象，已非頭目及父母親所能掌控，氏族制度力量難以駕馭建立

在追求兩廂情願式的愛情發展；傳統以部落語言為媒介而達成的婚姻

關係，也被追求財富或理性主義式的生活觀所取代；在經濟活動方面，

為加速與外界之間物質流動，貨幣流通改變了建立在部落成員誠信基

礎上的分工模式；在社會發展上，社會分層日益清晰，新的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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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衝突也隨著社會階層和利益結構的產生而出現，其結果是社會的協

調和整合難度加深，個人身分可變性增加，利益主體結構日趨複雜；

在政治發展上，為加強文化整合、重構社會價值體系，一種新的社會

整合方式出現，即建構中介組織及法制，由行政架構的建置以增強政

府權威，訂定法律規範讓各族群嚴守分際，藉以調和利益衝突，然而

部落長老或頭目的權威、以及規範傳統部落政治、經濟、社會、教育、

文化的基礎─集體認同，則直接受到衝擊。從調和國家與部落權力而

言，部落治理逐漸要求減少行政干預、加強部落自我治理功能，讓制

度安排呈現出結合了國家行政與部落自主的意涵，此部份則留待後面

各章節中說明。 

小結 

考察原住民族部落治理的歷史演變，可以發現原住民族前後經歷

了部落治理、國家治理等兩個治理模式階段。傳統原住民族部落制度

網絡立基於氏族權威和組織權威之上，基於部落生活和安全的需要，

使得父權制威權取代了母權制威權，部落內部及部落與部落之間的競

爭和衝突，要求部落成員合作與遵守秩序，也讓部落制度威權更加鞏

固。而當代的部落歷經社會經濟變遷之後，其組織結構雖以世居該處

的原住民為主，然而其社區組織是以傳統與現代交雜的面貎呈現。從

行政區劃角度來看，原住民族活動地區大致可分為兩類地區，即遠離

人口密集市區的山地原住民族地區，以及緊鄰市區或位處低海拔地區

的平地原住民族地區。由於大多數地區地形特殊，政府難以稽查與控

制，長期以來部落各自為政，國家難收行動統一之效，如不設置行政

機構，政府控制力量薄弱，因此統治者以國家機器的運作來確保政治

社會穩定，並最大限度地確立政府權威。從原住民族部落制度網絡演

進來看，雖然部落歷經千百年來仍能度過分工自足的社會生活，殖民

者或宣稱擁有統治權的政府完全是以國家政治為本位，而未能站在原

住民族主體性的角度去審視政治生活，使得臺灣社會治理模式歷經一

場維護國家主權與尊重少數民族主權的兩難階段，亦即基於部落主權

和利益的多元治理模式和國家治理一體化的辯證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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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部落制度網絡的演進與發展 

    部落是原住民族原始社會組織和權力機關的基本單位，原始部落

在邁向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社會組織發生一系列的變化，而此變化

影響所及是包括生產方式、家庭制度、社會權力、階級統治內涵的改

變。國家現代化建設發展，目的在改造部落，使部落配合國家有關政

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等方面政策推行及改革。本節探討原住

民族部落制度進入現代國家發展體制的過程中，如何在制度結構上產

生變化，以及制度如何被國家體制所取代。 

壹、政治建設發展與部落制度改變 

    原住民族地區的基層政治建設發展，在穩定早期國家秩序方面的

重要性毋庸置疑。在國家成型之前，原住民散居在臺灣偏遠地區，政

治體系極不統一，國家透過對政治體系的重整，引進西方公共行政原

理，凸顯國家在原住民族地區進行基層政治體系建設的成就。然而，

當國家力量不斷深入各原住民族部落之後，國家政策內容逐步在各部

落實踐，使得原住民族部落政治權力的基礎受到國家的控制，而讓傳

統部落政治失去存在的條件。 

一般而言，傳統部落均設有領導人，負責對外交涉事務、主持部

落會議、調解部落內部紛爭、執行部落會議議決事項、領導全部落辦

理地方建設及福利事業。到了遜清及日據時代，多加了傳達官廳命令

及負責推行政令之責。原住民部落自荷蘭人、西班牙人據臺時期，以

迄鄭成功治臺，都維持著以「社」為單位的社會組織，甚至清朝末年，

還正式承認以「社」作為治理山地的基層組織。依據張松(1953：11-12)

早期研究指出，原住民以「社」的頭目(當時又名土目或土官)來管理山

地，並派有通事以供聯絡之用，其中許多頭目由清廷所遴派，待日本

人據臺後，「社」的制度依舊存在，光復後山地成立地方自治機構，才

正式廢除「社」，頭目制度也隨著撤廢，山地組織的中心，移向鄉村自

治機關，民選的鄉村長，成為山地中心人物。高德義(1996：125)指出

整個原住民族政策經歷五個階段的變遷：一、中國化時期：1945 年至

1950 年；二、一般化時期：1951 年至 1952 年；三、山地平地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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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年至 1962 年；四、社會融合時期：1963 年至 1987 年；五、社會

發展時期：1988 年至 1997 年。其建設重點包括：一、行政體制改革；

二、強化地方自治；三、培育原住民人才；四、扶植原住民參政；五、

法制建設；六、入山管制；七、政治教育。 

周平(2000：149)指出少數民族政治文化是少數民族對現行政治體

系和政治過程的主觀取向，但是少數民族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它又作

為一種無形的力量對少數民族政治發揮著重要而深刻的影響；少數民

族政治體系及其運作、少數民族政治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少數民族的

政治參與、少數民族政治發展等，都可透過對少數民族政治文化的考

察而得到某種解析。依周氏之見，一個民族發展的社會歷史條件和政

治文化背景，決定著該民族政治意識和政治觀念的形成，影響著人們

的政治導向和政治行為模式。實施地方自治以來，國家積極推行基層

民主政治建設，尤其主要表現在選舉方面，選舉對象包括村里長、鄉

鎮長、縣市長及各級民意代表，凡合乎選舉條件者皆可參與選舉，選

舉結果大幅改變了社會關係，也產生了新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

主管理、民主監督機制。政治建設的結果，表面上是成功地將當代西

方民主政治理念移植到原住民族社會施行，然而卻對施行於原住民族

社會已久的部落民主機制造成衝擊。 

早期由於臺灣光復及政府遷臺時間未久，建立統一的國家政治體

系是當時政府要務，為了鞏固政權，國家在全國建立各級政權組織及

政治制度，落實施行憲法、法律和政策，未考慮當時存在的原住民族

社會組織和政治制度。就原住民族地區政治發展進程而言，推動原住

民族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轉變是國家主要任務，然而，在過去部落事

務的決策機制上，原住民各族均有民主意涵的政治運作模式，國家體

制進入部落之後，還未來得及在內部形成共識以接受國家所設計的制

度安排，被迫接受選舉及行政體制，幾乎讓傳統部落的民主制度完全

瓦解，部落人民有認同的錯亂，也讓施行在部落的民主方式徒具形式，

凸顯國家單方面從事原住民族地區基層政治建設的統治手法。 

貳、經濟建設發展與部落制度改變 

    早期臺灣山地土地貧瘠、生產落後，原住民族生產技術與社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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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介乎狩獵與農業生活型態之間。原住民族人口占臺灣總人口數 2％不

到，生活區域卻佔全臺面積一半以上，尤其大多數分布在偏遠丘陵地

及山區，原住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發展對維護國家政局的穩定及國人

的安定團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處探討國家為改善原住民族民

生，如何竭力輔助原住民族經濟建設事業之推行，而在推行各項經濟

政策過程中，維繫部落經濟秩序的制度如何起了變化。 

按傳統原住民族社會的經濟生活特徵，採行分工制度，在開發週

遭環境資源上，「換工」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制度形式，普遍存在於原

住民族各部落社會當中，並對原住民族地區經濟開發產生一定影響。

從整體互助、分工的過程來說，僱傭關係、僱傭過程、分工內涵、酬

傭種類以及分工成員的社會地位等方面關係，均在部落之內實踐，在

自給自足式的部落生活當中，依循著部落領導人的指揮、或部落會議

的決議從事生產活動，對於交通要道，部落成員會運用原始的自治力

量，發動成員開闢或修築，以遂行物資運輸與交流。此外，天然地形

給予原住民族獨特的狩獵經濟活動，臺灣由雪山及中央兩大山脈縱貫

全島，在遼闊的山林區域內，繁衍棲息著種類繁多、數量龐大的野生

動物群，早期既有石虎、雲豹、水鹿、黑熊、野猪、果仔狸、長鬃山

羊、水獺、野兔、松鼠、飛鼠等野獸，又有帝雉、藍腹鷴等珍禽，以

上飛禽走獸均為原住民族地區居民早期從事狩獵以進行交易買賣的標

的，買者大多係以製作藥材或滿足饕客口腹之慾者居多。因此，部落

之內存在著綿密的制度網絡以支撐經濟活動，而經濟活動又能對維繫

文化產生反饋及支持作用。從歷史上而言，臺灣雖歷經荷蘭、西班牙、

清朝及日本等殖民政府統治，原住民族仍能延續發展其社會組織，有

序的部落組織和深化的經濟分工程度，共同推進了原住民族部落的發

展與文化的延續。可以說，原住民族部落自給自足狀態形成的根本原

因不是靠外力的介入，而是原住民族部落自身生產與消費網絡的發達。 

不可否認地，原住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不僅直接影響著該地區經濟

發展的進程，對統治者來說，假如原住民族地區現代化發展水平不高、

鄉村都市化進度遲緩等，勢將加重了人與土地的緊張關係，例如勞動

力量的水平流動不足，阻礙了地域間產業結構調整和市場發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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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加快產業化進程，政府職能遂因應調整，特別是主導了原住民族

產業發展方向，使得原住民族地區由前期的狩獵、畜牧業經濟生產方

式逐步向後期以農、工、商業為主的生產方式的轉變，同時讓這種經

濟生產方式的變遷與政權發展的關係作了某種程度的結合。從表 3-1

可以說明歷代原住民族地區經濟建設的歷程。 

 表 3-1 原住民族地區歷年經濟建設一覽表 

時 期 建 設 內 容

荷蘭據臺 

開闢田園；獎勵栽培甘蔗和米穀；補助耕種農具和埤圳修

理費；提供貸金購買耕牛；設置「牛頭司」指導繁殖耕種；

指定平地和山胞實行物質交換；收購山產、鹿皮及籐類輸

出日本、印度等地貿易。 

清 代 撫墾；交易；交通、屯制；丈田。 

日 據 道路開鑿；授產；移住；交易；設置授產機關；山地開發

事業。 

光復以後 
農業增產；水利工程；交通工程；公共房屋及自來水工程；

移住；造林；倡導漁業、畜牧、養蠶、手工業、農特產及

菒樹等之價值。 

資料來源：張松，1953：101-112 

為加速原住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自荷蘭時期政府計對原住民族

地區實施撫墾、交易、交通、屯制、丈田等措施；後來政府對山地經

濟業務計辦理道路開鑿、授產、移住、交易、設置授產機關、山地開

發事業等數項。(張松，1953：102-110)待至日治時期，為使原住民族

生活安定與生活水平向上提昇，達成「理蕃」目標，日本政府進行教

化工作，其中尤以傳授生產技能之訓練為重心。昭和 16 年(1941 年)推

行新山地農業獎勵業務，建立各種生產訓練設施，積極獎勵農畜生產。

光復以來山地的經濟建設工作，除土地與交易兩項外，尚有農業增產、

水利工程、交通工程、公共房屋及自來水工程、移住、造林等項目。(山

本壽賀子、曾培堂譯，199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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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因素是整個社會生活和所有社會意識型態的

決定力量。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少數民族政治社會化。自給自足式

的封閉型經濟型態生產方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因循守舊、墨守成規，造

成少數民族成員在政治上本能地傾向於專制，民主要求、民主意識極

為淡薄。(柳建文，2004：18)由表 3-1 可知，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模式經

歷了部落自主、民族交流、國家主導等三個型態的轉化。在荷蘭人尚

未侵入之前，原住民族社會性質是帶有濃厚的氏族制度向封閉的部落

制度過渡的階段，一連串的改革創造了一種由狩獵社會轉變為游牧及

農耕社會，由氏族頭目、長老制轉變為部落宗族社會模式。該模式在

多民族相繼移入臺灣之後的社會尤其明顯。從荷蘭至國民政府治臺時

期，原住民族社會呈現著由封建性的經濟制度，到統治政府帶動一系

列的社會經濟改革，以及由那些改革背後所形成的一系列部落社會制

度改革變遷的過程。 

總之，歷代治理臺灣的統治政權在開發原住民族地區的經濟上面臨著

許多挑戰，然而統治者主觀上認為唯有加快該地區的現代化進程，並

以制度創新為中心，採取由政府主導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才能實現原

住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改善發展滯後、文化相對落後、人民生活貧困、

自然生態環境開發不協調等狀況。然而受限於自然地理、資源分佈及

歷史因素，國家雖然採行要讓原住民族地區實現持續性發展的策略，

原住民族地區人口、環境資源與經濟和諧發展上，仍存在著技術上的

問題，而技術上的問題則以「主體性」在開發案的爭議為最。國家以

樹立科學發展為目標的觀點，無法迎合原住民族追求環境得到保護、

經濟協調發展、建設現代物質及精神文明及經濟、社會與文化獲得和

諧發展的需求。換言之，國家採行的是齊一式的進步觀點，將一套發

展標準套用在原住民族各部落，然而原住民族地區可持續性發展依賴

於循環經濟的建立與發展，亦即經濟發展應重視資源開發與部落文化

之間的關係，達到部落經濟得到永續發展、部落文化獲得保護的目標。

參、社會建設發展與部落制度改變 

長期以來原住民族地區自然資源豐富，資源開發導致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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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地方自主意識的矛盾，讓原住民族自主意識抬頭、傳統部落社

會勢力的興起。臺灣原住民族與外界接觸時間較晚，雖然經歷外部政

治勢力的統治，人口卻有增無減，其間採取搾取和高壓統治方式，社

會內部反抗意識不斷。隨著經濟發展，原住民族社會文化有了很大的

改變，教育普及增加原住民族接受現代化教育的機會；宗教開放讓原

住民族固有的泛靈信仰本質更多元化；工業化和都市化，原住民移居

都市生活者日漸增加。本處探討國家的社會建設發展如何對原住民族

的原始部落組織、規範、民族性等產生影響，以及原住民族的社會適

應性問題。 

柳建文(2004：18)指出一般傳統社會具有二元結構特徵，這種結構

將社會分為現代和傳統兩大部分。在少數民族地區，宗族意識和血緣

意識仍佔主導地位，它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必然帶有濃厚的封建傳

統色彩，此外，在落後地區生活的人們在社會和政治事務中長期處於

邊緣狀態，政治權利得不到保障，長此以往使得少數民族地區的人民

大多處於無政治階級，很難形成完善的公民意識，造成他們極弱的政

治績效感和政治義務感。為了讓原住民族感受到統治權力的存在，空

間配置的改變是常用的手段，藉由統治力量深入部落，對部落進行生

活空間的重組而便於管理。臺灣原住民族自古以來即分布在全島東

部、北部、西部及南部各地，甚至離島如蘭嶼均有原住民族居住，地

跨中央及雪山山脈兩邊平原地區，除高山地區屬狩獵、燒墾、濱海地

區漁撈社會型態外，其餘基本上屬於農耕、畜牧業社會生活型態。相

對於原住民族，其他民族遷入定居地區大都屬於平壤且對外交通便利

地帶，此與承襲自傳統氏族部落生活之原住民族社會型態形成強烈對

比，即便是原漢交融較早的平埔族社會，最初仍能反映出絕大部分地

區的氏族或部落還處在漁獵、農業或農牧並重的階段。 

    日據時期政府為便於統治原住民族，施行所謂「集體移住」政策，

其做法是將居住在地勢險峻、不利農耕之地，從國土保安、簡化理蕃

行政之觀點，尋求日本殖民政府認為較有利用價值之地點進行集體移

住(遷村)，集體移住工作自明治 36 年(西元 1903 年)開始每年辦理，(山

本壽賀子、曾培堂譯，1999：157)至昭和 16 年(1941 年)已完成集體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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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者計有 7,187 戶、4 萬 1,503 人，而尚未辦理集體移住、即將著手進

行移住者尚有 1,736 戶、9,679 人，以上數字以表 3-2、3-3 表示。 

表 3-2 已經辦理之蕃社集體移住  昭和 16 年底(1941 年) 

州 廳 戶 數 人 口 摘 要

臺 北 
新 竹 
臺 中 
臺 南 
高 雄 
臺 東 
花 蓮 港 
合 計 

789
712

1,376
39

1,579
798

1,894
7,187

3,921
3,381
9,089

262
8,700
5,378

10,772
41,503

 

資料來源：山本壽賀子等，1999：157 

表 3-3 將來需要移住之蕃社戶數、人數  昭和 16 年底(1941 年) 

州 廳 戶 數 人 口 摘 要

臺 北 
新 竹 
臺 中 
臺 南 
高 雄 
臺 東 
花 蓮 港 
合 計 

74
103
575

3
910

71
--

1,736

388
515

3,105
43

5,277
351

--
9,679

資料來源：山本壽賀子等，1999：158 

原住民族社會生活文化起源於神話傳說中的自然形成說，其生

產、生活方面的許多習慣和道德原則成為生活文化的核心，對於部落

圖騰、信仰崇拜、部落法規、宗教義理、生態智慧體系及其禁忌觀念，

成為部落成員共同遵守的倫理原則，並為部落普遍遵循的一種改造或

適應自然環境的重要法則。對原住民族來說，統治者採行行政區域重

整及移住政策，是對部落社會一種非制度化的控制手段，對部落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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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制度化控制主要表現在象徵控制、儀式控制和習俗控制等，企圖

從全面性地改變部落社會的價值體系，從而發揮社會整合和控制的功

能，繼而在完成空間配置之後，進一步對部落社會原有的制度化控制

包括權力、制度和規範體系進行改造，終使得部落成員感受到的是統

治者所賦予的嚴格限制與規範，而非源自於部落傳統的權力規範力

量。集體移住政策使得原住民族部落社會意識型態、種種觀念、原則

的奉行等受到根本性的改變，使得原住民族部落社會關係從血緣向地

緣的轉化。 

肆、文教建設發展與部落制度改變 

原住民族有自己的語言，但沒有民族文字，因此對歷史發展缺乏

文字記載。然而早在19世紀以來，臺灣各地陸續發現石器和陶器，顯

示從新石器時代開始，臺灣島上即已有人類活動，而新石器時代當地

人類便與今日的原住民族氏族有了較多聯繫。接著從各族神話中發現

各族的起源，均無法脫離以臺灣本島的山川地理為敘述的背景，因此

不論原住民族被歸類成13族(甚至更多)，各族與各族之間交往融合，形

成了臺灣尚未有異族(相對於原住民族之其他民族)統治之前的氏族部

落文化的發展面貌。進入殖民時期，伴隨著異族人口的相繼進入，民

族融合的步伐加快，當代所呈現出來的原住民族文化可說是經過統治

階層大力改造後的呈現。平原地區原住民族氏族部落與異族的交往融

合較早，而山區原住民族則受到外界影響較晚，然而不論與異族交往

的時間為何，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發展，受到原住民族與異族交往的

影響。 

原始宗教信仰及圖騰可視為氏族社會的上層建築，而原始宗教信

仰及圖騰存在的目的，是為了滿足初民社會成員尋求生存和延續群體

組織生存而存在。原始的宗教信仰和禮樂制度體現了特定族群應有的

文化價值，可以說，缺乏原始宗教及其文化功能的發揮，制度難以維

繫，文化的累積和傳承就失去了精神的動力，因此傳統信仰與原住民

族地區的風俗習慣關係密不可分，而正確認識信仰及社會制度的起

源，是延續原住民族文化的最基本要求。因此原住民各族在任何時期

都重視信仰的塑造和引導。信仰起源於氏族部落時期的現實生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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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部落頻繁遷徙之後的產物，透過不斷的思想灌輸和實踐磨練，培

育出一種由部落社會主導的理想和信仰，使之成為部落社會成員平日

活動的精神支柱，有利部落發展。 

受到資本主義擴張的影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原住民族信仰的

塑造和引導被刻意與迥異於己的文化系統相結合，由國家以統合的手

段制約著原住民族的素質，朝向與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相結合的方向

發展。從表3-4中可以知道歷代政權對原住民族文化及教育建設的內涵。 

表 3-4 原住民族地區歷年文教建設一覽表 

時 期 建 設 內 容 

荷蘭及西

班牙據臺 

透過基督教力量，派遣宣教師在南部施教，施教方法主要以原住民語
將教典訓條以羅馬字綴原住民語資為施教。先後用羅馬字綴原住民語
「耶穌教問答」、「基督教十戒」、「信仰條目」、「祈禱文」等傳授原住
民，同時倡導用基督教儀式舉行婚禮。另外在教堂內附設「紅毛學
校」，由宣教師選拔已受教育的原住民充任教員，每日教學科目：上
午 6 時至 8 時用原住民語講解耶穌教問答；上午 9 時至 10 讀書及習
字；上午 10 時至 11 時用原住民語講解耶穌教問答；下午 3 時至 5 時
學習荷蘭語。 

明 代 明朝遺老至山地裡設塾、教授原住民兒童讀書，並令服徭役，以漸化
之。 

清 代 1.康熙 34 年於臺南、高雄兩縣設立社學。2.康熙 61 年起對成績優良
兒童給予酒食或四書一冊。3.由於廣設社學，雍正 12 年時臺南縣計
有社學 5 所、高雄縣 8 所、嘉義縣 11 所、彰化縣 10 所、淡水廳 5 所；
另設社師從事教化；設撫墾委員會負責計劃並掌理教育，所設學校名
為義學或義塾。社學於乾隆最盛、衰於嘉慶至咸豐年間。4.同治時代，
首開山地同胞得應科試之門。 

日 據 明治 29 年 6 月，總督府頒佈國語(指日語)傳習規則，先於恆春、嘉
義及臺東之馬蘭社設立國語傳習所，傳習所由總督府學務部主管。
1909 年(日明治 42 年)3 月，警務本署「蕃務課」訂頒「蕃務官吏駐
在所」辦理「蕃童教育標準」。1928 年(日昭和 3 年)1 月，總督府總
務長官頒佈教育所教育標準，確定山地教育設施方針及辦理方法。
1931 年(日昭和 6 年)總督府「理蕃課」內增設教育系，置視學官。至
原有國語傳習所於 1905 年(日明治 38 年)4 月改為公學校，專收原住
民子弟入學，此項公學校後來一部份劃入普通行政區域。 

光復以後 政府對於山地施政，旨在扶植其進步，趕上平地水準，一方面普級國
民教育、獎勵升學，提高山地文化水準，普及公民意識；一方面注意
職業教育，辦理社會教育，加緊國語推行，改進食衣住行生活習慣，
增進生產技能、提高經濟觀念、充實衛生常識、提高經濟及生活水準。 

資料來源：張松，1953：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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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荷西時期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採取兩種策略，殖民

前後是用荷蘭及西班牙文化化解原住民族已有的文化背景，把原住民

族培養為荷蘭及西班牙社會的成員，統治政府以改善文化低落的原住

民族學習機會為藉口，另一方面整合有關政策開始實行宣教活動。明

朝時期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則是本著對於境內(含大陸地區)少數民族

施行開化政策的基礎上延續發展而來，也是明代民族政策體系的重要

組成內容。到了清朝，政府更突破了華夷之辯的格局，正式制定和實

施教育政策，透過廣設學堂、施教義學、刊發書籍、推展漢族先進文

化等，在原住民族地區推展教育。日據時期，在原住民族各社廣設「蕃

童教育所」傳授日語常識，原住民思想深受控制。光復後，在政黨教

育的民族政策下，鼓吹愛國思想，推行現代化的國語教育，充實山地

國語設備，購買課外書籍，完備山地學校規模，至1949年時已有156所

山地國民小學、512名教職員及1萬6,757名山地學生。經過幾代統治者

的教育政策施行，原住民族教育從無到有、設施規模不斷擴大。對統

治者來說，原住民族地區新式教育的建設和發展，雖然改變了原住民

族地區的教育面貌，但對維護和鞏固國家統一產生了積極作用。 

早期部落的培養訓練和教育是相同的一個概念，它與部落的生產

活動歷史一樣悠久。早在國家制度尚未傳入之前，部落的長者透過口

傳方式，傳授後代青年各種生產與生活的技能與本領，並使各種經驗

得以保存和傳承，部落得以生存和發展。而這些最早的培養訓練方式，

是由部落文化所支撐。傳統原住民族的文化體現在控制層面、精神層

面以及藝術審美三者均能和諧發展，然而在新式教育引進部落之後，

額外增加了部落成員對外交涉關係行為的負擔，換句話說，要實現部

落社會的和諧，必須捨棄某些被統治者視為過時、不文明的文化模式，

例如國語教育帶來了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母語的負擔，早期政府澈底的

原住民族教育文化政策，並未讓文化獲得完善的保護。 

小結 

Harrell (2000)指出族群是一個政治與經濟的結合體，其存在的依據

係除了他內部共同世系文化之外，也包括外部與其他族群及國家的互

動關係。族群關係顯出「族群」的重要性，也使得社會體系不可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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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只有一個族群的存在，當文化與世系要素在一個包含著其他族群的

政治與經濟體系時，「族群」才有意義。(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2000：

22)本節探討了國家透過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等措施，制訂

了若干施政方針，改變了部落權力規範機制、人們物質消費行為、部

落社會成員對社會規範的遵循模式，以及宗教信仰、道德修養及文化

制度，目的在實現國家的穩定和諧。政治建設方面，國家極力推行民

主制度，將具有濃厚民主價值的政治文化和民主信仰體系施行於原住

民族部落，期間並以公民文化的培育為核心；經濟建設方面，開鑿道

路、獎勵農業、改善原住民族地區物資供需失調現象，並在市場經濟

條件下，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提昇原住民族地區教育資源，增加

原住民族教育機會，滿足原住民族對教育的需求；在文化方面，針對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素質教育進行改造，重新建立原住民族的教育

觀，樹立公民意識，培養公民文化。然而，每個民族在不同時期，均

面對並探索所要解決與民族生存發展有關的課題，因此不同類型的文

化之間可以相互學習。不同民族、不同時代的部落成員，其生存環境

不同，生產、生活方式有異，社會結構也不盡相同，傳統政治文化不

同，所面對的社會矛盾和最迫切需要解決的政治問題也不同。國家以

化約的方式，將施行於主流社會的各項制度複制並照搬，表面上是政

治文明與創新，實則忽略了文化多樣性和價值一致性之間的分際，讓

原住民族部落傳統文化受到了相對的忽視。 

第四節  國家統治部落的理念探討 

    國家政治體系與部落政治體系之間的相異性在於政治權力的不

同。部落政治權力與國家政治權力(即國家政權)各具不同性質的公共權

力，部落權力源自於氏族權力發展而來，國家政權則是在社會分裂為

階級後才形成以暴力機器為憑藉、表現上凌駕於社會之上，力圖緩和

衝突，把衝突控制在秩序範圍以內的特殊的公共權力。因此國家政權

的特徵有強制性、普遍性及至上性。(周平，2001：103)從部落與國家

之間政治體系來看，國家是將部落政治體系當成是指導的立場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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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本節探討國家政權在深入原住民族部落的過程中，如何一方面取

代部落政權，而一方面卻又不得不保留部分部落政治權力以遂行統治

目的。 

壹、政權透過部落制度網絡運行 

一般而言，原住民族人民除生活在國家的政治體制與政治運作之

下，同時也生活在本身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原住民族特有的風俗習慣、

生活方式、行為模式、價值觀念、倫理道德、政治文化，以及由此構

成的政治行為模式等等，使得原住民族本身在政治過程中表現出獨特

性。(石亞洲、沈桂萍，2003：38)原住民族部落是基於氏族的世襲關係

和地緣上的遷徙關係而形成的組織，國家實行各項現代化建設發展之

後，部分部落或因被迫遷村、或自然遷徙而荒廢，然而大多數部落仍

然存在，且氏族部落制度反覆出現在生活的各個層面。不論在近現代

或當代的行政管理上，國家雖然期望政權能深入部落，但受到交通、

通訊和行政管理效率等限制，在現實上不得不利用原住民族部落社會

中既有的權威系絡實施支配與控制。作為原始組織的氏族部落制度，

與政治、經濟、文化的關係極為密切，在缺乏國家與原住民族充分溝

通的傳統社會中，部落頭目、長老制度可說是部落成員得以分享部落

政治生活、集體抵禦國家權力滲透的保障機制，在政治過程中對部落

發揮穩定發展的作用。 

在部落形成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型態之前，家族是組成部落社會的

基本單位，由數個家庭而形成的宗族，形成部落社會關係網絡。因此

在早期部落社會，宗族便成為國家延伸政權的媒介，在行政治理上發

揮影響力。在早期部落制度發展階段，地理和氣候條件加上其他因素，

各族各自產生適合該民族發展的生產模式，而各種生產模式，使得在

原始部落必須凝聚可以累積大量糧食和財富所需的人力，同時也不得

不依靠家族力量來抵禦週邊民族的競爭壓力，在部落之內透過家族勢

力、裙帶及血緣關係影響部落權力分配，並與國家權力發生互動。而

後隨著政黨組織在部落基層的逐步建立，新型的民主政治管理模式取

代部落宗族政權。對國家而言，提倡政治現代化是首要目的，國家政

權相對於部落政權，是一個法治先於禮治、國法優於宗法、民主思想

 105



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建構之研究 

高於宗族思想的優位概念。因此國家為了順利推行原住民族地區的現

代化政治建設，宗族組織是不容忽視的一股力量，宗族組織對部落產

生了權力重新配置的作用。尤其在黨政不分時期，部落主要勢力如果

與地方政黨結成良性互動關係，黨強則部落強，反之，黨弱則部落弱，

此在國民黨執政初期地方黨部在控制國家社會資本的同時，也同時控

制了部落社會資本可以說明。而在黨弱部落強的部落，如民進黨、台

聯黨，地方黨部不能從家族關係中獲取社會資源，而使得該黨在原住

民族地區的歷次選舉投票支持率始終保持低落。依此發展邏輯，國家

與部落政權制度的不同，源自於社會權力結構的不同，分析國家政權

管理理念，既有合理性，亦有侷限性，國家一方面要突破以宗族為中

心的狹隘部落觀念，引進西方政治理論中公平正義精神以迎合政治現

代化要求，卻忽略原住民族宗族思想主要源自於傳統氏族部落制度及

居住地理等特殊背景。 

制度起源於互利的需求，而制度也隨著利益追求者之間的競爭而

因應調整。國家與部落在制度變遷過程中存在著一個辯證規律，即純

粹自利於統治者的國家權利，體現了更多公共權利的本質。國家治理

與部落治理兩種理念不斷接觸的結果，調和了兩種勢力發展。在部落

方面，由於缺乏與外界文化聯繫交流，宗族文化長期以來給予外界一

種封建的印象，阻礙該地區政治民主化的進程，透過制度建設及基層

政權組織公共服務職能的發揮，可有效改善部落成員對宗族組織過度

倚賴的現象而增進部落發展。因為在前述部落特定宗族與黨國過從甚

密的情況下，有可能出現寡頭政治，不符民主政治精神。在國家方面，

隨著政治改革開放，原住民族政策內容產生重大變革，國家政權對原

住民族地區的控制大不如前，特別是倡導部落自主的同時，致使原住

民族地區的家族意識得以復興，家族意識的復振對當前部落社會穩定

和經濟發展產生正式組織所不能替代的正面作用，然而宗族組織所建

構的部落制度是自給自足的社會制度，也是過去部落統治的基礎，透

過部落的家法族規與國家法律在內容上達到某種程度的結合，並在功

能上相互配合，有助於國家法律體系的建構。因此對國家來說，傳統

部落在步入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部落成員以自我認同的方式組織並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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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生活，那是一種自發形成的組織形式，國家不能對其採取化約、壓

迫的統治手法，應在制度設計上對家族獨大在部落的負面影響進行控

制，將該股勢力轉化成現代法制內對部落發展有正面貢獻的利益團

體；對部落而言，面對不斷變化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的適

應，應思考在追求文化延續的目標下，不斷調整部落在國家社會整體

權力結構中的角色和地位。 

貳、部落菁英領導與部落制度建構 

    國家政策的落實有賴於對社會成員普遍實行政治社會化，其內容

包括對成員進行全面性地政治觀念灌輸，不斷傳播具有傳導性的政治

信息。社會成員透過政治社會化吸取政治性知識而成為政治人。前面

談到過，由於部落頭目及長老等菁英在部落社會中的地位特殊，對部

落社會發展產生影響作用，掌握較多的知識和信息，吸收外來知識的

能力也比較高，成為外來政治勢力進入部落時首要接觸的對象及媒

介。在國民黨主政早期，將國家政權體制向鄉村社會延伸，原住民族

地區也不例外，凡屬於該地方人士，憑藉一定特殊身份便有資格擔任

根據國民政府有關規定必須由本籍人士擔任的鄉、鎮長及議員等職

務，該等人是靠聲譽而謀得職位，一般地方人民或心存畏懼、或表示

尊敬，視其為地方菁英。(魏光奇，2004：375-381)因此在部落社會政

治發展過程中，部落菁英幹部扮演了將部落民族的利益需求向國家政

治體系表達，以及將國家政策導入部落的責任。 

部落菁英幹部的特殊地位是伴隨著部落制度發展而來，部落菁英

的條件和功能多元化之後，讓部落政治產生微妙變化。早期原住民族

生活地區，由於人民接受外來知識和教育機會不高，部落成員尚缺乏

參與和組織現代政治生活的能力，國家原住民族政策目的在發掘德才

兼備的原住民族菁英，協助推動國家在部落地區的各種政策。同時菁

英參與有利部落社會政治經濟的有序發展，菁英領導也為部落自治建

構提供有利條件。在部落菁英權力結構中，包含了受過當代教育訓練

的菁英，及傳統部落社會菁英。前者往往經由國家甄才管道而進入由

國家設計的行政組織，後者則指部落的宗族菁英(包括頭目及長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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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幹部、宗教菁英或經濟實力雄厚的原住民地主3，兩者菁英同時存在

於部落，構成所謂的部落菁英，部落菁英則共同與國家統治政權維持

著既談判又妥協的關係，其中躍入政府部門擔服公職的菁英又同時承

受來自部落成員的期待及上級政府交付任務的雙重壓力。因此部落菁

英與國家政權的接觸，不能簡單化以血緣關係或地緣關係來做為界定

權利義務關係的條件，而是必須加以綜合、辯證理解成是一種權利讓

步及妥協過程。又部落自治、部落自主等理念意涵較之過去更加複雜，

過去單純以血緣為主的傳統部落宗族治理觀念，已注入更多結合當代

治理理念的成分，使得禮讓型、合議推舉型的部落首長產生方式，代

之以民主選舉或推舉現代教育知識豐富之原住民學者，而讓部落制度

受到國家政權、部落文化和部落實質利益等三方面影響而變化。 

教育普及及資訊傳遞快速，使得部落人才輩出，讓部落宗族治理

與民主治理的鴻溝加深，也讓部落制度面臨了選擇維持傳統與全盤接

受現代化的兩難處境。蓋所謂的宗族菁英治理，不論是過去的頭目制

或長老制、還是經由選舉或考試制度取得部落要職者，均無非是位處

部落與國家政府之間的折衝協調位置，而該角色卻不得不隨時接受部

落成員的評判及檢驗，部落成員所持憑的評判檢驗尺度與標準究應依

當代行政管理的知識內涵？抑或是基於傳統部落知識脈絡的檢驗方

法？均不免引起爭議，因此部落裡面呈現了保守與自由兩種勢力。現

旅居臺東縣東河鄉都蘭阿美族部落的達悟族藝術家對此表示同樣看

法： 

…事實上大概原住民部落都是這樣，鄉長其實是被架空的，很高興傳統

有這樣的力量去制衡外來的政治，當我發現這種的狀況還在的時候，我

欣喜若狂，我希望貴光(指周貴光、現任蘭嶼鄉鄉長)還要繼續，讓它成為

我們自治概念的根基，當然也有它的危機在，因為慢慢流失了，沒有老

人了。大人就像已經長大的樹，可不可以吸收新的養分？我在部落也是

一樣，我一直挫敗，現在我看到的是年輕人的小新芽，我就要灌溉這個，

你跟這些大人講腦筋像水泥一樣已經僵化了，沒有用，但是他們又是親

人，或是我們部落的人，你瞭解他們的想法OK就好了，但是我覺得很多

                                                 
3選舉為部落的經濟菁英提供進入各級權力組織的機會與管道，即透過選舉讓多數經濟菁英轉向政

治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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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應該放在這些長出新芽的小孩，不管是教育、最正確的文化的概念，

但是應該要放在這些小孩子身上。…如果要真正解決前面的路、要走的

正，我覺得必須要回到過去，先去瞭解過去，你不瞭解你的過去，你怎

麼知道要把你的民族帶到怎麼樣的方向，而我們看到的部落裡面，很多

所謂的菁英份子其實他們並沒有去探討那個錯誤的根源在那裡？問題的

根源是怎麼來的？因為如果要歸根究底、要解決現況應該要從那邊走

起，直接從那邊走，所以有時候部落的發展、部落的方向會歪來歪去啊，

明明山路是這樣直直的，他們一定要給它走到懸崖那邊啦。(受訪者16，
2006.11.06訪談) 

目前原住民族部落是菁英治理取向，然而造成菁英治理和民主治

理的差别，源自於菁英被賦予的期待與菁英本身自我表現能力的不

同，而無疑地國家施政的目標及部落的需求之間存在著莫大的落差。

調和此種利益衝突的方式，一方面提高部落成員參與國家事務的公民

素質，一方面國家應保持内省及堅持正義的價值取向，在施政作為上

由一體適用式的理性偏好轉向對弱勢族群的道德關懷，從而使得部落

自我治理可以是一種國家重建的起點，是國家真正深入原住民族社會

的表現，讓國家與原住民族部落發展得以發生互動的文化與社會網

絡，透過此一網絡的正面功能，促進國家與部落社會的良性互動。 

參、部落現代化與政府的有效統治 

長期以來，發展理論一直是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策略的理論指導

思想，傳統發展理論的觀點認為，促進特定地區經濟繁榮的唯一方法

是實行工商業現代化。由於地理環境、經濟和文化因素，不平衡的經

濟社會發展是原住民族發展史的特色，也構成了原住民族傳統行政管

理制度的特殊性。國家近年來進行一連串的現代化建設，採取認同、

合法、滲透、參與及宣傳等途徑，進行一體化社會建構，其核心目標

是實現國族圖像，培養國內各族群的國家公民意識，解決民族認同問

題。然而現代化是一個相對的概念，臺灣屬於移民社會，各民族移居

臺灣的先後及地理分佈不同，接受現代化的程度不一造成不同族群對

現代化的不同理解。對原住民族來說，現代化似乎是學習漢民族的先

進文化、學習漢族的知識、遠離荒煙蔓草的居住地等概念。 

原住民族本土文化在與其他民族的交往過程中不斷地發生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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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及日據時期是多元文化的共生和適應時期，國民政府來臺後，原

漢文化的融合使原住民族文化進入轉型期，期間受外力衝擊和內部對

現代化的憧憬，揭開了原住民族迎向現代化的序幕。從近半世紀現代

化建設成果來看，現代化所衍生的制度文化，調和了原住民族的物質

和精神文化，緩和了現代化對部落政治體系帶來的壓力，現代化構築

了國家、社會、市場的良性互動關係。然而原住民族全盤接受現代化

的果實，卻未預見在享受果實背後的危機─文化的流失。如以墾殖國

與被殖民兩者關係對照國家與原住民族關係，依賴理論的觀點認為國

家的經濟發展會因為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擴張而受到限制，在依賴

關係中，若墾殖國能擴張且自足，被殖民國之擴張與自足僅為援助國

之擴張的反映。(陳鴻瑜，1982：153-154)國家在原住民族地區施行現

代化建設發展，也呈現這種關係。在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褪色、部落道

德價值體系模糊而給人莫衷一是之際，國家適時介入，政治組織取代

部落氏族組織、政治法律成為維護部落社會秩序的主要工具，以鄉村

體制來說，為了要分散主要力量，最有效的辦法便是區劃成不同的統

治區，不同的縣、不同的鄉，讓區域裡面達到一種分化的情況，讓力

量不容易集中。雖然沒有在政治上先區分脈絡，實質上已達到分散力

量的效果。鄉村體制劃分具有族群及臺灣集體主義的民族想像，透過

現代行政組織，構成對原住民族的瓦解顛覆，讓原住民效忠對象由原

來族群的族長或頭目、領袖，轉移到該國家的領導人，該效忠方式發

展成先忠於國家，接著忠於所屬的族群，而非直接忠於該族群。(受訪

者 12 陳述)現代化促進了原鄉的繁榮進步，卻伴隨著原鄉周遭生態環境

遭受污染破壞、民族文化失去多樣性等現象產生，即為顯例。在現代

化進程中，國家與原住民族社會的關係經歷了一個原住民族社會制度

解構、再由國家培育、發展原住民族社會的過程。 

現代化對傳統文化的衝擊，其結果一方面是原住民族集體對衝擊

的適應，另一方面則可能是抗拒。前面探討過，在早期封閉的原住民

族社會，部落秩序依靠的是少數人的威望、宗教、道德、風俗習慣等，

隨著生產力發達、部落成員分工細密，部落社會開始分化，出現貧富

階級，原始部落的管理機構和管理模式均發生很大的變化。因此，在

 110



第三章  部落政治制度網絡與治理 

構築有序的政治秩序過程中，國家開始積極培養原住民族自我治理能

力，重新審視該民族長期沿襲的傳統發展模式及現代化建設在該民族

地區的意義和作用，體認到一味地開發策略並非是促進原鄉地區經濟

發展的唯一途徑，可思考開發讓原住民族受惠的教育、建設及其相關

具有民族特色的產業發展，讓政府的改革作用滿足原住民族物質及精

神文化層面的需求。換言之，權力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從人類社

會政治制度進程來看，政治制度的發展主要是以憲政運作的形式表現

出來，追求一種科學合理的治國模式在原住民族地區實現，是國家政

治統治的目標，而依法而治所依憑的法律本質隱含著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要素，可提升原住民族文化水準，乃至民族整體素質。 

肆、重視部落制度有助穩固統治秩序 

少數民族人民既生活在國家的政治體系與政治統治之下，同時又

程度不同地生活在本身民族的政治生活中，而本身民族的政治生活不

可避免地受到其民族傳統政治的制約，制約主要來自過去傳統政治制

度和政治文化的延續，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馬嘯原，2000：224-225) 

一、原始民主政治的遺緒： 

各個民族的各種血緣或地緣政治組織中，常有各種諸如民主議事

選舉、全體成員參與其中和政治權威與權力主要為全社會服務等

方面的因素。雖然加入國家政治生活，但民族政治仍留下許多根

深蒂固的遺產，適應性變通的形式影響到人們現實的政治生活。 

二、各種等級制度： 

以血統為原則的等級制度，多少具有「種姓」的色彩，它直接致

力於鞏固該民族社會的政治秩序。 

三、政教合一體制： 

少數民族信仰不同的宗教，其宗教生活多樣化，影響到政治生活

與民族傳統政治。 

四、習慣法體系： 

各民族都程度不等地存在著獨具民族特色的習慣法體系。國家法

律的實施因而在少數民族地區的社會中加以變通或打出折扣。 

在歷史發展過程中，不同的風俗、不同的習慣、不同的語言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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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生活方式，形成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差異。原住民族所居住的地理

環境、生產模式、經濟形態、社會政治結構及其宗教等因素，經過長

期發展，形成了有別於臺灣地區以漢族佔多數的主流族群文化。傳統

原住民族部落政治的特殊性在於氏族政治原則，頭目(布農族及達悟族

除外)、長老、貴族(專指排灣族、魯凱族)掌握大權，過去在國家的政

治領域雖然影響有限，卻在傳統的文化領域擁有甚高的權力與地位。

因此當國家力量滲透到部落，傳統文化力量阻礙國家功能的全面開

展。經濟的特殊性在於原住民族生活主要是依靠農事生產，農事是部

落居民聚居的物質基礎，狩獵、採集和家畜飼養是經濟生活的輔助，

而部落中有權勢者把持佔有大部份的土地，構成了宗族制度的經濟模

式，當國家收編土地實施經濟改革，不能忽略宗族組織的力量。在社

會制度方面，原住民族的社會意識受到生產方式的制約，在缺乏物質

生活條件下，部落血緣、氏族、家族關係取代了物質生活關係，亦即

血緣關係、氏族關係以及家族關係是部落生產的本質表現，也影響部

落成員的生產活動表現方式。文化及教育方面，早期原住民族社會有

男性氏族和女性氏族，隨著社會生產力水準的提昇，男、女地位產生

變化，改變婚姻及家庭制度、生活方式、道德意識；而教育最初作為

延續部落文化之用，對熟習生存技能及穩定社會發展具有一定的貢獻。 

後現代社會興起廣泛的部落主義意識，基於重視在地文化的要

求，政府治理方式隨著因應調整。部落主義的觀點認為，原住民族享

受政府所安排的現代化建設成果的興趣不在於該現代制度設計本身，

而是現代化建設所產生的部落凝聚意識和認同，也就是文化價值的提

昇。因此，政府統治的有效性將取決於政策活動能否復振部落意識，

要求統治政府學會瞭解原住民部落，支持部落成員所共享的價值體

系，重視部落成員的依賴關係，並最終融入部落。 

小結 

早期原住民族政治的民主精神表現在自給自足式的部落制度網

絡，權利義務發生於由血緣、氏族、家族所組成的組織關係中，使部

落政治實踐蒙上一層封閉色彩，作為一種普世價值的民主，在部落民

主治理面對國家機器之後，顯得不適應。國家採行各項現代化建設，

 112



第三章  部落政治制度網絡與治理 

讓原住民族部落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行政文化的引進讓部落進入

快速變化時期。考察國家行政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原住民族社會經歷

了氏族社會、宗族部落社會和部落開放時期，然而一個鮮明的特徵是

自治化傾向。自治化傾向表現在行政治理方面就是濃厚的部落意識。

要有效推行政務，國家必須思考如何將傳統原住民族文化融入當代行

政治理範疇，保持國家行政效能，因為這是國家行政體制能否健全發

展及持續穩定的關鍵。假如國家一味地採行各項改革而缺乏原住民族

的參與及認同，不可避免地會引來合法性的質疑。國家處理族群關係

許多方面來自於同化觀點，然而現代化也促進了各民族的交流與融

合。在興起自覺運動之後，原住民族自主意識升高，讓國家重新審視，

要立足臺灣的具體環境，須先承認原住民族政治生活先於臺灣任何政

體存在的事實，在未來政治制度中設計多元民主憲政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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