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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 究 動 機 
 
在二十一世紀的新紀元，對於探索原住民族的事務，是要真正知道原住民族

到底在想什麼？要什麼？何去何從？也就是說原住民族的真正自主權在哪裏？

權益何在？原住民族的下一代將來有沒有前途？要透過何種管道原住民族才有

希望？此係吾人應當研究思考有關原住民族地位、權益、以及民族前途之議題。 
 
全球化、國際化、科技化、資訊化、人性化，乃係當今國家發展的趨勢、隨

著地球村以及 E時代的來臨，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資訊往來頻繁，提升
人民生存能力，建立國際觀，增進對國際事務的了解，成為現代化國民更是吾人

所念茲在茲的課題。 
 
一九九三年，聯合國通過並指定該年為國際原住民年（International Year For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國際間原住民議題成為全球討論的焦點，對原
住民族權利也有新的看法。同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原住民工作小組草擬「原住

民權利宣言草案」，值得注意的是，該草案特別將「自決」（Self -determination）
（第三條），以及具體的「自治體制」（Self-government）型態予以明文化（第三
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條），

雖然尚未經聯合國大會議決通過此宣言，但卻為世界原住民權利開啟意義非凡的

一頁。值此，尊重原住民族的自決權，遂成為當前世界原住民族權利之新趨勢，

並且在此權利浪潮的推波助瀾下，國際間有關於原住民族自決與原住民族自治權

利的討論，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因此展現原住民主體的「台灣原住民族自治」

亦成為台灣原住民族權利的基礎。 
 
原住民族自治是原住民所追求的目標，對原住民來說：「自治係恢復傳統自

我管理權，在固有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方法來管理自己的族群」，原住民族社會

運動者提出「自然主權」的觀念，藉以強調原住民族自始具有自己的政治組織及

從未放棄過的原住民主權（Aboriginal Sovereignty），原住民運動至今，大部份的
原住民選擇了「體制內之自治」作為其訴求。 

 
兩千年台灣的總統大選，五組候選人的「原住民政策白皮書」中，有四組 

候選人承諾提出不同版本的「原住民自治政策」，當選的總統陳水扁也在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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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綱中具體提出原住民族自治體系政策之規劃，顯見有關「原住民族自治」之議

題早已不是不可觸碰的禁忌，它將伴隨著政黨輪替而納入國家政策之中。 
 
國際間對原住民族權利空間的提升，近年來「原住民族自治」及「多元文化主

義」（Multiculturalism）的發展，將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新指標，更是台灣邁向國
際化、符合世界潮流以及提升國際形象的依據。因此，吾人更有必要對台灣原住

民族自治政策做更深度的探討與分析。 
 
 

二、 研 究 目 的 
 
本文研究之目的，旨在分析當前國內及國外有關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的論述，再

將所歸納之結果檢視行政院版之「原住民自治區法草案」，冀能作為建構台灣原

住民族自治體制的具體參考。本論文之主要目的在於： 
 

1、探討分析國、內外對原住民族自治理論以及聯合國有關原住民族自治相關之
權利規章，藉以了解國外發展的情況與趨勢以作為國內之參考。 

 
2、探討分析中國大陸之少數民族自治制度與台灣原住民自治行政體系的現況。
由歷史發展的面向做結構性之分析，藉以了解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所制定的政

策對少數民族或原住民族產生之影響。 
 
3、將行之有年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與目前尚在制定中之關於
台灣原住民族自治之「原住民族自治區法草案」加以探討分析，並對建構中

之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制度做結構性之探討。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文之研究主體係為少數民族及原住民族之自治制度。本研究有關「原住民

族自治」的定義，依據學者高德義的說法：是指在一國家內，少數民族或原住

民族對自己民族事務或對區域內之事務擁有自己決定與管理的制度 (高德義，
1993：69)。簡單的說，就是自己民族的事，由自己的民族來管理，自己決定其
民族在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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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可分為兩部分： 
 
一、 我國之少數民族族系眾多，欲深入了解各族之文化背景有其困難度，是

故僅能由文獻資料的分析加以探討，至於有關田野調查工作則無涉獵，

乃係為本研究受限之面向之一。 
 
二、 台灣原住民族雖然族系眾多，但卻沒有族系擁有高度發展的文字體系，

以致於他們在台灣數千年的生活經驗中，未能有系統地被紀錄下來。 
(潘英，1998：17)。是故，僅能以外人的角度出發來檢視其訴求。因此，
在本文有關於文獻資料之部分，乃是以漢文資料作為研究分析的主體。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 研究方法 
 
  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本文係採用「質性研究法」中的文獻分析法。藉以探討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自治政策及相關之法制結構。由於台灣原住民

族自治目前僅於學術上與民間的討論，並不曾有實際操作的範例，是較新穎的研

究議題，但是於其他國家中如美、加、紐、澳以及中國大陸皆已行之多年。故研

究分析關於台灣地區原住民族自治時，需經過整理與歸納其他國家之先例，藉以

瞭解目前該領域相關研究的情況，以此擷取符合本論文研究主旨之理論及資料。 
 
 
（一）、 文獻分析法 ( Documentary Analysis Reasearch) 

文獻分析法是一種以有系統、客觀之社會實務研究方面的一種有效方法。此一

研究方法有著其他研究方法所沒有的優點，例如：節省調查的大量經費、不必求

取研究對象的合作，另外可看出一事件在時間序列之中的長期發展等等…，適宜
進行”描述性研究” ( description research )。本文乃採用此一研究法，藉此探討中
國大陸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因此在本論文之中，主要運

用先前相關研究學者所蒐集的各項資料及研究結果，並在各種中外書籍、期刊、

雜誌、學術論文以及報紙等等，蒐集有關本文研究主題的資料，另外再配合歷史

研究法，藉以分析探索本文所研究主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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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asearch） 
 
歷史研究法是在藉由描述過去歷史事件以及研究這些歷史事件的過程，其是系

統而客觀的勘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由於

歷史演進的脈絡中都會有其發展之特殊背景，利用諸多歷史資料的收集以及對其

加以分析探討，得以對當前的現象做進一步的理解。 
 
 
二、研究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各章節之內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包括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之研究內容

與架構，對於概念的界定與相關文獻概述之。 
 
第二章分別介紹國際法上的「民族自決」與「民族自治」此兩種不同的理論，

並且從國內外學者提出的民族理論中歸納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並檢視當前各國

少數民族的自治政策概況。 
 
第三章則係對於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的分布以及民族法制之歷史沿革進程加以

介紹，以其「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主軸將其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組織、

權限加以分析介紹。 
 
第四章台灣原住民族政策的變遷，主要就是台灣原住民運動之歷史沿革加以介

紹，並且探討在這些社會運動下台灣原住民族所產生的訴求一即原住民自治草案

的催生。 
 
第五章 目前台灣原住民自治運動發展的成果系為行政院版的「原住民族自治
區法草案」﹔中國大陸則以行之有年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本章系對於兩岸之

少數民族自治法制兩相比較，分別從基本原則、政治、權利、土地、財政、教育、

文化等面向加以比較評析。 
 
第六章係歸結前述各章之論述並擬分析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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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架構如圖示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下列為本文之研究主題所常用各項名詞的基本解釋： 
 
1、自治體制（Self -government）：   

 
「自治」一詞意，指「自我管理」，它意味著地方政府或統治的民族向中央政府

要求更多的平等或權利，以便控制地方之政治及行政（洪泉湖，1992：15）。在
英文的詞意中，常將 ”Autonomy” 與 ”Self –government”的概念混為一談也經常
互為使用。若將此二者加以析之，其乃有不同的用法：前者所強調的是自我管理

的權利概念；後者則側重於自我管理之政府體制。前者強調某群體相對於國家所

擁有的自主性狀態（趙中麒，2001﹕7），而後者則是獨立國之中具相對自主
（ Relative autonomy）的地方政府型態。 

 
2、自決權（ Right of Self - determination）： 
 

自決權一詞係指「自我決定」權利的概念，即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定位、追求

自己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簡而言之，自決權是一個民族要求決定自己的前

途及命運的集體權利，可說是各種基本權之母。自治權與自治在概念上自不能混

為一談，但兩者有時亦互為表裡；自治體制是自決權概念的具體延伸，而自治權

制也有某種程度的自決權意函。（施正鋒，20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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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數民族（Minority group）： 
 

指在文化上及體質上與主體民族不同的一群人。少數民族的形成係因種族、宗

教、地域或政治經濟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主要強調的特徵乃是相對於主流政經社

文的弱勢地位，並且受到強勢團體支配。多數團體（Majorities）則通常較少數民

族享有社會上更多的權利、財富、與地位並支配其他族群，且文化價值係社會之

規範（Keohane，1996：30-31）。 
 
 
4、 原住民族（Aboriginals）： 
 

「原住民」（Aboriginal）與「原住民族」（Aboriginals）在概念上有其為不同之
處：前者係強調原住民個人；後者所強調的是原住民各個族群之集合，即為一種

集體權利的展現。 

 

學術上對台灣原住民（Taiwan Aboriginals）之稱謂，係為晚近十年之變化。台
灣過去對原住民族的稱呼，清朝統治時期使用「生蕃」與「熟蕃」來區分其漢化

之程度，「生蕃」代表尚未教化的原住民 ﹔「熟蕃」則係指受到漢人文化影響較

深且互動較為頻繁的原住民，一般通稱為「平埔族」。日據時期，官方則使用「高

砂族」的稱謂。自台灣光復以來，法規上一直沿稱「山胞」，分為「山地山胞」

與「平地山胞」，其目的是為了行政區域上的劃分，乃至民國八十三年修憲時更

名為「原住民族」，係較符合近年來國際間不斷拓展並深化本土概念之旨意。  
 
根據民族學的調查，台灣原住民族有「平埔十族」和「高山九族」之分，所謂

「平埔十族」是指：凱達格蘭族（Ketangalan）、雷朗族（Luilang）、 噶瑪蘭族
（Kavalan）、道卡司族（Taokos）、巴則海族（Pazeh）、拍瀑拉族（Papora）、巴
布薩族（Balbuza）、安雅族（Hoanya）、西拉雅族（Siraya）和邵族（Thao）。他
們原來大多居於海岸平原和淺山地區，但是近三百年來因與漢人混居通婚，幾乎

完全被同化。是故，現在也有一些平埔族逐漸的將其母語與歷史記憶尋找回來，

尋回他們的文化之根。( 潘英，1998：27) 

 

至於目前所稱之台灣地區原住民族，係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之12個族裔，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了阿美族、

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

瑪蘭族、太魯閣族以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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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文獻探討 

 
本論文的研究客體為兩岸少數民族之自治制度以及自治法規，除了對於實體法

的分析探討外，另外有關「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的概念建立亦有其時代背

景與政治因素之交互影響。 
 
自中華民國政府立憲以來，「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的概念已然存在，

然而台灣戰後對原住民族的政策，大都承繼日據時期的「理番政策」，國民政府

為了統治異質化的台灣社會，便大規模地展開「同化政策」與標榜單一文化的種

族融合，故以族群多元文化為出發點的原住民族自治則鮮少加以著墨。因此，1980

年代以前有關原住民的研究多半是以人類學研究途徑為主所進行關於文化、社

會、祭儀的田野調查。(簡玉華，2002：23) 

 

1980年代初期，由於台灣民間社會力量的釋放加速了原住民族權利的草根

運動進行，1987年解嚴後，興起了「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另一個高峰，而原住

民族關於「民族自決」與「民族自治」一直係為原運的主要訴求之一。是故，關

心原住民權利的學者或原運人士已然了解到原住民政策的重要，便紛紛投入研

究。此一時期部分學者開始以政治學、社會學的研究途徑將原住民族政策作為研

究客體，以分析原住民政策的變化及不同政策對原住民族的影響為其所關注焦

點。(陳心怡，2001：33) 
 

近年國內以「原住民自治區」為研究主題之學術論文，所在多有。除了高德

義在1993年所撰文之「台灣原住民自治可行性」外，另外大都散見於論文部分

章節來探討。以下茲就相關之文章加以介紹： 

 
1992年池曼玲在其論文中分析立法院於 1991年所提案的「台灣原住民基本

法草案」中，闡述了原住民「自治區」與「自治權」的問題。對於該基本法草案

中有關於自治區所面臨的政治、經濟、法律面的問題作初步的評估與概念上的釐

清，對於原住民自治採正面肯定的態度。然而此一研究僅對於草案做政策性分

析，較缺乏更進一步相關自治可行性的建議與理論。(趙中麒，2001：24) 
 
1993年，高德義所撰「原住民區域自治的可行性評估」奠定了自治論述的

基礎，他參考中國大陸少數民族自治體制提供了三個選項以建構原住民自治之藍

圖： 

第一是「三級制」，即規劃自治區（省）/自治縣/自治鄉，原住民自治區與省

同級，再按族群人口多寡分別成立自治縣（例如阿美族自治縣人口約十八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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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治鄉（鄒族自治鄉人口約五千人）。第二是「二級制」，即規劃自治縣/自治 

鄉二級，也按族群人口多寡分別成立自治縣、自治鄉。第三為「一級制」，係將

現有的三十個山地鄉及二十五個平地原住民鄉鎮依照其族群地理分佈狀況規劃

為自治鄉。該論文提供了當時政治、經濟以及法律上的可行性評估，並且提出甲、

乙、丙三個可行之步驟：分別是各族群同時實行自治、逐步實行自治、維持現狀

但強化自治權。 

 

該論文依據當時國家政策實行的原則，參考中國大陸民族自治體制建構出自治

模型，但卻未能建立台灣原住民族區域自治理論的推論邏輯，也無法驗證其理論

的因果關係。此外，因為過於強調國家由上而下的可行性觀察，反而忽略了原住

民族內部由下而上發展的主體性分析，也缺乏本土個案分析。 (楊智偉，1999：
7)  總的而言，該文亦為當時關於台灣原住民族自治較為細緻的規劃研究，縱然

與現階段原住民行政體系有著相當程度之差異，亦有其劃時代意義及參考價值。 

 

1995年國民黨文工會委託台大法律研究所黃錦堂之研究計畫「行政區劃設

計暨相關法制調整之研究」，該論文中提供了三項原住民自治設計的規劃方案： 

第一案係為「單純政策改良」，即加強現有原住民行政體制，成立少數民族委員

會，強化關於山地經濟、教育、財政、文化上的自主性。第二案係為「中小型原

住民自治區」，就原住民自治區之行政而言，凡是有關原住民生存、文化、經濟、

教育或更進一步事項，應讓原住民有更大的自主權。自治區域的規劃乃依族群分

佈和其特色作調整，主張將空間分佈較緊密、族群人口較集中的族群分別成立自

治縣，人口較少而分佈較廣的族群則成立自治鄉。第三案為「集居式的自治」，

即係將原住民集居至一、二個地區，以省級地位實施自治，此為政府的便宜性政

策。上述的自治區規劃提供了不同的政策規劃選項，亦參考了國內外自治論述，

但是缺少了完整而細緻的自治體系，也無針對現有原住民鄉鎮實際的可行性分

析。 

值得議論的是，該研究所提出的第三種方案，僅僅考量政府由上而下施政的

便利性，卻完全忽略了原住民族文化上的差異性及特殊性，係為相當粗糙的規劃

方式。此舉類似集中營的規劃，毫不避諱地切除原住民族與土地間的文化共生關

係，倘若貿然施行將會完全失去自治的精神，負面成本恐將無法估計。(陳舜伶，    

2002：13) 

 

1997年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孫家琦所撰之論文「戰後台灣原住民族地位
之政治分析」，探討台灣原住民何以長期處於弱勢的政治地位，並肯定原住民族

自治解決原住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面向困境的可能性，並提供原住民

族自治的建構與可行性分析的基礎討論。原本以蘭嶼的達悟族為自治的實際研究

對象，然因資料不全而作罷，是故將原住民族自治區做較為廣泛的討論，缺乏實

際檢驗對象是此論文較美中不足之處。然而此論文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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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台灣原住民族各族群的地理分佈、人文背景及社經問題程度各不相同，因此有

必要了解原住民各族群、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差異，如此方能有效找尋

出不同族群面臨的不同困境與因應之道。換言之，原住民族自治有其主觀即客觀

現實的困難，如何提出解決的選擇方案也是吾人需致力研究之焦點所在。 
 

1998年淡江美國研究所劉天賦所撰之「原住民自治的理想與現實」，提供了自
七十至八十年代美國政府的原住民政策變遷分析，使用歷史研究法分析原住民權

利運動與原住民政策的互動關係。該論文提供了美國施行自治的優缺點並透露了

一個重要的觀點：自決政策（Self﹣determination policy）絕非消極放任的滅絕政

策 （Termination policy），自治區的成功與否仍需仰賴政府經濟上的協助，而自

治區內的人民也必須展現社區的主體性，學習如何自決和自覺，而非全然依賴政

府的補助與扶植。(劉天賦，1998：48 )。另外一個重點係在於了解美國原住民政
策的轉換對於原住民族的重大影響。 

 

  1998年台大法律研究所林淑雅所撰之「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提供
了憲法學理上對「原住民族權」、「自決權」的分析，以及原住民權利運動的訴求

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該論文分析台灣各政黨和原住民權利活動的關係，乃至於

對原住民族自治的態度，提供了分析政黨互動上「憲法」、「政治」、及「行政執

行」可行性的依據。 

 

  1998年由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所出版的「跨世紀原住民政策白皮書」，文中
的「政治篇」係由學者高德義主筆，提供了原住民自治的基本藍圖規劃；頗具有

時代的象徵意義。該文基本上是延續高德義於1993年所發表的原住民自治區可

行性的論文，並將自治行政區分成甲、乙兩案：甲案為三級制與二級制的自治體

制；乙案則是強化現行體制的權限。本論文特別強調「民族議會」在自治體制中

之重要性，並與自治行政分權而立。 

 

  1998年，由學者許木柱計畫主持之「原住民族政治發展與民族法制之規劃」，

此研究對原住民族區域自治亦做了三項具體的建議歸納如下(許木柱，1998， 
：32- 40)： 

 

（一）維持現行體制並加強自治區域行政的自主性。 

（二）結合現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原住民鄉鎮」的二級制。 

（三）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各族群區域自治」、「原住民鄉鎮」三級制。 

 

該文基本上是採納前述論文之研究，因此與前述論文之重點並無太大差異。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於該文中參考現行「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區域自治體制」並規

劃出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制度之基本藍圖，是故有必要對於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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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體制加以進一步的了解。 

   

以上所列舉之學術論文開創國內關於「原住民族自治」研究之先河，對於自

治區內的行政體系亦都有具體的規劃方案。本論文將與行之有年之「中國大陸少

數民族區域自治體制」加以分析探討，藉由文獻上之分析了解並發現理論與體系

上之異同，冀以做為未來國內實施「原住民族自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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