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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議程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議程
時間：110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地
點：總統府 3 樓大禮堂

一、主席致詞
二、 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三、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 14 次委員會議紀錄
（二）本會各小組工作大綱推動方案
報告單位：土地小組、歷史小組、和解小組
（三）「財團法人核廢料蘭嶼貯存場使用雅美（達悟）族原住民
保留地損失補償基金會設立進度」報告案
報告機關：經濟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四、討論事項
（一）檢陳「第 15 次委員會議委員提案一覽表」並擬具處理原
則，提請討論。
（二）
「以國土計畫解決原住民族既有建物及土地使用問題」案，
提請討論。
五、主席結語
六、散會

1

貳、報告事項
案由一： 確認第 14 次委員會議紀錄（詳如第 164 頁）
。
說明：本會第 14 次委員會議紀錄及會 議 實 錄 經 幕 僚 單位彙整
後，洽請委員確認發言內容，嗣已呈報總統核閱並分別致
送委員及上載於本會網站。
決定：

2

案由二：本會各小組工作大綱推動方案。
說明：
一、依據本會主題小組運作規範第 4 點及第 5 點規定，本會各
主題小組，應就撰擬歷史真相報告時應釐清事項等，擬具
主題小組工作大綱，經委員會議討論後，辦理盤點史料、
蒐集真相及撰擬歷史真相報告初稿等工作。
二、各小組工作大綱規劃前經議事組提請夷將‧拔路兒 Icyang‧
Parod 執行秘書、李副執行秘書俊俋，以及小組主持人共同
討論，嗣由各小組提出。
決定：

3

案由三：「財團法人核廢料蘭嶼貯存場使用雅美（達悟）族原
住民保留地損失補償基金會設立進度」報告案。
說明：
一、 「核廢料蘭嶼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報告書」提出損失補
償、儘速辦理貯存場遷場、充實蘭嶼醫療資源及妥為規劃
蘭嶼地區未來發展等 4 項附帶建議。
二、 林政務委員萬億於 107 年 8 月 7 日召開會議，針對 4 項附
帶建議中之「損失補償」，指示成立工作小組草擬補償方
案由原轉會周前委員貴光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經濟部、
原民會、蘭嶼鄉 6 部落代表、臺東縣議員(蘭嶼代表)、蘭
嶼鄉長及蘭嶼鄉民代表會主席等。
三、 經濟部於 108 年 3 月 20 日陳報「核廢料蘭嶼貯存場使用
原住民保留地損失補償要點(草案)」(下稱損失補償要
點)，行政院參考上開要點(草案)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訂
定損失補償要點，總統於 108 年 11 月 22 日在臺東公布。
「損失補償」內容：
(一) 一次性的「回溯補償金」新臺幣 25.5 億元，設置「財團
法人核廢料蘭嶼貯存場使用雅美(達悟)族原住民保留地
損失補償基金會」(下稱損失補償基金會)負責管理。
4

(二) 每 3 年 2.2 億元「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配套補償金」，
於蘭嶼鄉公所與台電公司完成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程序
後給付。
四、 經濟部奉示協助蘭嶼鄉成立損失補償基金會：
（一）於 109 年 3 月 18 及 109 年 4 月 20 召開損失補償基金會
籌備會議，蒐集地方意見，擬議損失補償基金會捐助章
程(草案)及工作計畫綱要(草案)。
（二）林政務委員萬億於 109 年 8 月 12 日赴蘭嶼鄉說明損失
補償基金會設立辦理現況。
（三）經多次徵詢族人意見，至 109 年 11 月底達成董監事人
選，15 位董事中有 11 位族人，董事長為族人；5 位監
察人中有 3 位族人，常務監察人為族人。
五、 經濟部依據族人於上開籌備會議所提捐助章程意見，如損
失補償基金會名稱加入「雅美（達悟）族」、增加族人之
監察人席次，以及增加回溯補償金動支條件等，併同辦理
要點修正作業。
六、 損失補償基金會已於 110 年 3 月 30 日召開第 1 屆第 1 次
董事會議，完成董事長推選及確認工作計畫；於 110 年 4
月 13 日召開第 1 屆第 1 次監察人會議，完成常務監察人
5

推選。後續將由經濟部依程序協助損失補償基金會申請許
可設立及向法院登記。
決定：

6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檢陳「第 15 次委員會議委員提案一覽表」並擬具處理原
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次委員會議委員提案至截止日期 110 年 3 月 30 日止，共
計有 36 案。
二、 經議 事 組 提 請 夷 將 ‧拔路兒 Icyang‧Parod 執行秘書及
李副執行秘書俊俋共同討論，各提案建議依下列處理原則
分案辦理：
（一） 因案情涉及層面廣泛，影響重大，需由原轉會凝聚共
識者：案號 33，計 1 案。
（二） 涉及本會任務者，送各主題小組列入工作大綱研處，
並於各主題小組列管追蹤：案號 1、13、17、18、20、
26、28、30，計 8 案。
（三） 涉及本會運作機制者，送本會幕僚單位研處後彙復：
案號 29，計 1 案。
（四） 有關具體政策、行政興革、特定個案權益維護等，可
依現行法制處理，或有明確主管機關者，送行政院研
處後彙復：案號 2-12、14-16、19、21-25、27、31、
34-36，計 25 案。
（五） 其他：案號 32，計 1 案。
決議：

7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一覽表
註：案號係依委員提案時間先後排序
案號
1.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潘文雄、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頁碼 提案案由
25

建請儘速設置
「南庄事件」
紀念碑，以慰
事件犧牲族人
之靈，並提供
當代族人緬
懷、紀念場
所。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歷史）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2.

田貴實
Kimi Sibal
（陳明建、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Dongi Kacaw 吳雪月、馬
來盛 Laising Sawawan）

26

請 為 花 蓮 賽 □提本次會議討論
德 克 族 人 重 □送主題小組研
新開啟返回
處列管
陶 賽 部 落 的 ■請行政院研處
歸鄉之路。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3.

田貴實

28

政府無視原住 □提本次會議討論
民祖先已設置 □送主題小組研
之既存的「山泉
處列管
水塔及管線」
，竟 ■請行政院研處
要求限期拆除？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Kimi Sibal
（陳明建、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8

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頁碼 提案案由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Dongi Kacaw 吳雪月、馬
來盛 Laising Sawawan）
4.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
（陳明建、杜正吉、 曾
智勇、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
Maibol、包惠玲
Mamauwan、
萊撒．阿給佑 Laysa．
Akyo、潘英傑
Daway Abuk、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葛新雄 Hla'alua Mai、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Uma Talavan
萬淑娟、Dongi Kacaw
吳雪月、蘇美娟 Yayut
Isaw、蔡運福
Kanakanavu．
Kacopuana．Upa、
文高明 Mo`e usaiyana、
Magaitan．Lhkatafatu、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30

依法落實、維
護與發展族語
的立法精神，
促進復振族語，
營造有能量的
時間、空間與
族群文化運動
的母體環境。

5.

帖喇．尤道

36

「原住民族歷 □提本次會議討論
9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頁碼 提案案由
史正義與轉型
正義」根基於
原住民族自治
實踐。請政府
積極推動原住
民自治法完成
立法，進 而 推
動原住民族
自治。

Teyra Yudaw
（萊撒．阿給佑 Laysa．
Akyo、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潘文雄、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蔡運福 Kanakanavu‧
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林聰明、
拉蓊．進成 Daong．
Cinceng．Maibol、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Magaitan.Lhkatafatu、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蔡依靜 Lamem．Panay、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陳明建、
曾智勇、杜正吉、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文高明 Mo`e
usaiyana、
包惠玲 Mamauwan、
蘇美娟 Yayut I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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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案號
6.

7.

8.

提案委員
幕僚單位擬議處
頁碼 提案案由
（連署委員）
理意見
帖喇．尤道
39 請修改國家公 □提本次會議討論
Teyra Yudaw
園區域內原住 □送主題小組研
（馬來盛 Laising
民族地區資源
處列管
Sawawan、趙山琳 bo:ong
共同管理會為 ■請行政院研處
a para:in、
「 常 設 組
彙復
田貴實 Kimi Sibal、
織 」， 以 落 實 □送本會幕僚單
Dongi Kacaw 吳雪月、
「 實 質 共
位研處彙復
蘇美琅 Savi
管」。
Takisvilainan、
潘文雄、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帖喇．尤道
41 請回復花蓮縣 □提本次會議討論
Teyra Yudaw
立霧溪事業區 □送主題小組研
（馬來盛 Laising
第 88 林班地長
處列管
Sawawan、趙山琳 bo:ong
春段 19 號之土 ■請行政院研處
a para:in、
地為原住民保
彙復
田貴實 Kimi Sibal、
留地。
□送本會幕僚單
Dongi Kacaw 吳雪月、
位研處彙復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潘文雄、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帖喇．尤道
42 建請政府依據 □提本次會議討論
Teyra Yudaw
原住民族基本 □送主題小組研
（馬來盛 Laising
法第 34 條第 2
處列管
Sawawan、趙山琳 bo:ong
項規定，作成 ■請行政院研處
a para:in、
解釋令，建構
彙復
田貴實 Kimi Sibal、
友善原民狩獵 □送本會幕僚單
Dongi Kacaw 吳雪月、
文化的法治環
位研處彙復
蘇美琅 Savi
境，在太魯閣
Takisvilainan、
國家公園族人
潘文雄、
的傳統領域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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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9.

10.

11.

提案委員
幕僚單位擬議處
頁碼 提案案由
（連署委員）
理意見
萊撒．阿給佑
辦狩獵。
Laysa．Akyo）
帖喇．尤道
44 交通部公路總 □提本次會議討論
Teyra Yudaw
局於 1970 年以 □送主題小組研
（馬來盛 Laising
拓寬道路之
處列管
Sawawan、趙山琳 bo:ong
名，未經土地 ■請行政院研處
a para:in、
徵收程序，長
彙復
田貴實 Kimi Sibal、
期占用花蓮縣 □送本會幕僚單
Dongi Kacaw 吳雪月、
秀林上崇德段
位研處彙復
蘇美琅 Savi
597、605、736
Takisvilainan、
地號等 26 筆部
潘文雄、萊撒．阿給佑
落族人土地迄
Laysa．Akyo
今，請公路總局
查明真相並予賠
償，還給部落
原地主土地所
有權人應有的
實質權益。
帖喇．尤道
45 請 恢 復 太 魯 □提本次會議討論
Teyra Yudaw
閣 峽 谷 地 區 □送主題小組研
（馬來盛 Laising
合 歡 山、山月
處列管
Sawawan、趙山琳 bo:ong
吊橋、天祥傳 ■請行政院研處
a para:in、
統名稱。
彙復
田貴實 Kimi Sibal、
□送本會幕僚單
Dongi Kacaw 吳雪月、
位研處彙復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潘文雄、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47 近來大法官審 □提本次會議討論
Sawawan
理布農族王光 □送主題小組研
（田貴實 Kimi Sibal、
祿、卑南族潘
處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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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12.

提案委員
頁碼 提案案由
（連署委員）
曾智勇、拉蓊．進成
志強等釋憲
Daong．Cinceng．
案，引發社會
Maibol、蔡依靜
各界對於原住
Lamem．Panay、
民（族）狩獵
Magaitan．Lhkatafatu、
的高度關注，
Dongi Kacaw 吳雪月、包
政府應規劃相
惠玲 Mamauwan、
關作為，持續
文高明 Mo`e usaiyana、
促進臺灣社會
萊撒．阿給佑
多元文化理
Laysa．Akyo、
解，肯認原住
陳明建、趙山琳
民族狩獵文化
bo:ong a para:in、
為國家多元文
帖喇．尤道
化的一環。
Teyra Yudaw、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田貴實 Kimi Sibal、
曾智勇、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
Maibol、蔡依靜 Lamem．
Panay、
Magaitan．Lhkatafatu、
Dongi Kacaw
吳雪月、包惠玲
Mamauwan、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82

臺東縣欲重啟
焚化爐案，造
成社會輿論諸
多爭議，為避
免造成日後環
境污染，再度
發生不公不義
情事，應超前
部署並妥善處
理，以樹 立 維
護環境及淨
13

案號

13.

提案委員
頁碼 提案案由
（連署委員）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化地球的世
萊撒．阿給佑Laysa．
界典範。
Akyo、
陳明建、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馬來盛 Laising
84 建 請 興 建
Sawawan
「1947.228 馬
（田貴實 Kimi Sibal、
智禮和平智慧
曾智勇、拉蓊．進成
紀念碑」及後
Daong．Cinceng．
續之「和平紀
Maibol、蔡依靜
念道路」
，以彰
Lamem．Panay、
顯轉型正義及
Magaitan．Lhkatafatu、
和平精神，紀
Dongi Kacaw 吳雪月、包
念先賢啟發後
惠玲 Mamauwan、
人。
文高明 Mo`e usaiyana、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陳明建、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夏曼威廉斯
14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歷史）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案號

14.

15.

16.

提案委員
幕僚單位擬議處
頁碼 提案案由
（連署委員）
理意見
Syamen Womzas、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葛新雄
86 請政府重新評 □提本次會議討論
Hla'alua Mai
估並重視修建 □送主題小組研
（帖喇．尤道
日治時期那瑪
處列管
Teyra Yudaw、
夏區至桃源區 ■請行政院研處
拉蓊．進成
唯一的重要古
彙復
Daong．Cinceng．
道，以維護先 □送本會幕僚單
Maibol、
人開路闢地的
位研處彙復
文高明 Mo`e usaiyana）
智慧，保留古
道文化遺跡。
葛新雄
88 請政府重新規劃 □提本次會議討論
Hla'alua Mai
最具族群文化特 □送主題小組研
（帖喇．尤道
色之「那瑪夏文
處列管
Teyra Yudaw、
化門」
，再現地 ■請行政院研處
拉蓊．進成
方特色及文化
彙復
Daong．Cinceng．
圖騰之精神， □送本會幕僚單
Maibol、蔡運福
並繼續保存原
位研處彙復
Kanakanavu．
有特色。
Kacopuana．Upa、
文高明 Mo`e usaiyana）
Dongi Kacaw 吳雪月
90 原民會設置之 □提本次會議討論
（阿浪．滿拉旺
文化健康站性 □送主題小組研
Alang．Manglavan、 陳
質多有重疊，
處列管
明建、帖喇．尤道
建請加強輔導 ■請行政院研處
Teyra Yudaw、田貴實
和檢視設立的
彙復
Kimi Sibal、潘文雄、
妥善性及永續 □送本會幕僚單
文高明 Mo`e usaiyana、
經營模式，避
位研處彙復
馬來盛 Laising
免造成部落撕
Sawawan、
裂及妒忌。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蘇美琅 Savi
15

案號

17.

18.

19.

提案委員
幕僚單位擬議處
頁碼 提案案由
（連署委員）
理意見
Takisvilainan、
蔡依靜 Lamem．Panay、
蘇美娟 Yayut Isaw、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Dongi Kacaw 吳雪月
92 有關「沒有結 □提本次會議討論
（阿浪．滿拉旺
束的結束－白 ■送主題小組研
Alang．Manglavan、
色恐怖受難者
處列管（和解）
陳明建、帖喇．尤道
高一生史料出 □請行政院研處
Teyra Yudaw、田貴實
版暨樂舞展演
彙復
Kimi Sibal、潘文雄、
計畫」
。
□送本會幕僚單
文高明 Mo`e usaiyana、
位研處彙復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蔡依靜 Lamem．Panay、
蘇美娟 Yayut Isaw）
萊撒．阿給佑
95 建請政府儘速 □提本次會議討論
Laysa．Akyo、
回 復 泰 雅 族 ■送主題小組研
蘇美娟 Yayut Isaw
Qalang Qara
處列管（土地）
（Masegeseg Z.Gadu
（卡拉部落） □請行政院研處
童春發、
傳統土地與文
彙復
Magaitan．Lhkatafatu、
化權利，以及 □送本會幕僚單
馬來盛
平反在歷史上
位研處彙復
Laising Sawawan、
被政府迫害的
帖喇．尤道
應有尊嚴及生
Teyra Yudaw、
存權利。
Uma Talavan 萬淑娟）
趙山琳
118 請歸還族人朱 □提本次會議討論
金火家族位於 □送主題小組研
bo:ong a para:in
16

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潘文雄、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蘇美娟 Yayut Isaw）

頁碼 提案案由
林務局竹東事
業區第二林班
土地內原住民
使用之土地，
增編為原住民
族保留地，以
達歷史正義
與轉型正義
精神。

20.

文高明 Mo`e usaiyana
（陳明建、曾智勇、
Uma Talavan 萬淑娟、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Dongi Kacaw
吳雪月）

121

21.

Syamen Womzas
夏曼威廉斯
（包惠玲 Mamauwan、
文高明 Mo`e
usaiyana、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田貴實 Kimi Sibal、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
Maibol、Uma Talavan
萬淑娟、陳明建、
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131

17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建請「國立臺 □提本次會議討論
灣大學生物資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土地）
源暨農學院實
□請行政院研處
驗林管理處」
彙復
歸還鄒族鹿楮
□送本會幕僚單
大社遺址地。
位研處彙復
落實原住民族 □提本次會議討論
轉型正義，邁 □送主題小組研
向與實現 2025
處列管
非核家園，建 ■請行政院研處
請總統重啟
彙復
「蘭嶼核廢料 □送本會幕僚單
遷 場 委 員
位研處彙復
會」
，專責處理
蘭嶼核廢遷出事
宜。

案號

22.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Sawawan、
蔡運福 Kanakanavu．
Kacopuana．Upa、
葛新雄 Hla'alua Mai、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潘英傑 Daway
Abuk）
曾智勇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包惠玲 Mamauwan、
Dongi Kacaw
吳雪月、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蘇美娟
Yayut Isaw、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葛新雄 Hla'alua Mai、
拉蓊．進成 Daong．
Cinceng．Maibol、
陳明建、杜正吉、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
蔡運福 Kanakanavu．
Kacopuana．Upa、
萊撒．阿給佑 Laysa．

頁碼 提案案由

134

18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拔擢原住民族 □提本次會議討論
人才「專用派 □送主題小組研
駐」南島語系
處列管
國家案。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案號

23.

24.

提案委員
幕僚單位擬議處
頁碼 提案案由
（連署委員）
理意見
Akyo、蔡依靜
Lamem．Panay、
Uma Talavan
萬淑娟）
曾智勇
136 原住民族文化 □提本次會議討論
（阿浪．滿拉旺
資產經登錄為 □送主題小組研
Alang．Manglavan、
重要文化資產
處列管
包惠玲 Mamauwan、
後，所需維護 ■請行政院研處
Dongi Kacaw 吳雪月、
保存、再利用
彙復
文高明 Mo`e usaiyana、
之經費應定期 □送本會幕僚單
夏曼威廉斯 Syamen
挹注，防止珍
位研處彙復
Womzas、
貴資產滅失。
蘇美娟 Yayut Isaw、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葛新雄 Hla'alua Mai、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
Maibol、陳明建、
杜正吉、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蔡運福
Kanakanavu．
Kacopuana．Upa、
萊撒．阿給佑 Laysa．
Akyo、蔡依靜 Lamem．
Panay、Uma Talavan
萬淑娟）
陳明建
138 建請暫緩執行 □提本次會議討論
19

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Dongi Kacaw
吳雪月、蔡依靜
Lamem．Panay）

頁碼 提案案由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變更三仙台 □送主題小組研
風景區計畫
處列管
（公共設施用 ■請行政院研處
地專案通盤計
彙復
畫）案」。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25.

陳明建
（Dongi Kacaw
吳雪月、蔡依靜
Lamem．Panay）

141

26.

陳明建
（Dongi Kacaw
吳雪月、蔡依靜
Lamem．Panay）

142

20

建請遷移「臺
東縣垃圾轉運
站工程-成功
鎮垃圾掩埋
場」，避免環
境生態浩劫，
劃歸為部落傳
統海域，供部
落產業經濟發
展，永續經
營。
建請將阿美族
群歷史事件
「 Cepo ’ 戰
爭」（O lalood
I Cepo’）即
「大港口事件
發生地（靜埔
遺址）」靜埔
國小旁土地予
以徵收，列為
原住民重要文
化資產，並設
置文化園區展
場館，裝置藝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歷史）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頁碼 提案案由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術紀念碑等，
供後人紀念及
表述，俾帶動
地方產業發
展。
27.

陳明建
（Dongi Kacaw
吳雪月、蔡依靜
Lamem．Panay）

144

臺東縣臺東市
馬蘭部落文化
廣場周邊尚有
新生段地號
790-1
、
790-3、 796、
796-1
、
796-4 、 796-5
地號等 6 筆土
地為國防部政
治作戰局及財
政部國有財產
署所有，建請
協助回歸部落
使用。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28.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Dongi Kacaw
吳雪月、蘇美娟
Yayut Isaw）

147

建請文化部持 □提本次會議討論
續並增強執行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和解）
和解小組之
□請行政院研處
「原轉巡迴講
彙復
座」工作，讓
□送本會幕僚單
更多人理解並
位研處彙復
重視原住民族
歷史正義與轉
型正義。

29.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148
21

建議原轉會委 □提本次會議討論
員會議恢復第 □送主題小組研

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Dongi Kacaw
吳雪月、蘇美娟
Yayut Isaw）

頁碼 提案案由
1 屆、第 2 屆的
現場直播，透
過「資訊公
開」，讓更多
人注意到原 轉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會 討 論 議
題 ，達到宣傳
效果，以及族
群主流化的
目的。
30.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Dongi Kacaw
吳雪月、蘇美娟
Yayut Isaw）

149

建立原住民族史 □提本次會議討論
觀與原住民族觀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歷史）
點之工作，刻
□請行政院研處
不容緩，請相
彙復
關單位進入實
□送本會幕僚單
質行動，建立
位研處彙復
原住民族「史
觀」與「觀
點」。

31.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林聰明、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151

訂定原住民身
分法修法的推
動進度，以完
成原住民族歷
史正義與轉型
正義委員會所
應承擔的歷史
任務。

32.

潘英傑
Daway Abuk

152

平 埔 原 住 民 □提本次會議討論
入憲案。
□送主題小組研

22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Uma Talavan
萬淑娟、林聰明、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頁碼 提案案由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其他：送立法
院參處

33.

Magaitan．Lhkatafatu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153

伊達邵部落為
都市計畫區，
但其都市計畫
之通盤檢討從
未尊重部落需
求，明顯違反
國土計畫法為
土地使用最上
位指導原則。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34.

Uma Talavan
萬淑娟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
Cinceng．Maibol、
萊撒．阿給佑 Laysa
Akyo、Magaitan．
Lhkatafatu、
葛新雄 Hla’alua
Mai、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154

正視平埔族群
仍一直深受同
化措施之苦，
國家應立即停
止同化措施，
確立平埔族群
實至名歸的法
律地位。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23

案號
35.

36.

提案委員
頁碼 提案案由
（連署委員）
Uma Talavan
161 平埔族群 107
萬淑娟
萬人口到底怎
（潘英傑 Daway Abuk、
麼了？建請內
林聰明、馬來盛 Laising
政部開放全國
Sawawan、
「熟」人口總
帖喇．尤道 Teyra
登記，展 現 政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
府誠意與務
Cinceng．Maibol、
實 解 決 問題
萊撒．阿給佑 Laysa
的途徑。
Akyo、Magaitan．
Lhkatafatu、
葛新雄 Hla’alua
Mai、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林聰明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162

24

幕僚單位擬議處
理意見
□提本次會議討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花 蓮 縣 富 里 □提本次會議討論
鄉 已 開 放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 熟 」登 記 ，
■請行政院研處
建請中央也
彙復
能 開放全國性 □送本會幕僚單
「熟」登記。
位研處彙復

案號：1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提案日期

110.03.14

案由

建請儘速設置「南庄事件」紀念碑，以慰事件犧牲族人之
靈，並提供當代族人緬懷、紀念場所。

說明

一、「南庄事件」發生於 1902 年，係因賽夏族土地、產
業權利被日本殖民政府剝奪，進而由族人日阿拐領導
賽夏族、泰雅族、客家人等爆發武裝衝突，最終不敵
日本政府之武力鎮壓，以失敗告終，是為原住民族抗
日重大歷史事件之一。
二、「南庄事件」後，賽夏族在南庄之經濟優勢地位丕變，
淪為被宰制的民族。事件後一百二十年來，賽夏族人
仍無力改變此一狀況。
三、賽夏族人為紀念南庄事件，惟缺少一處值得族人匯集
且莊嚴的紀念場域，故希望政府相關單位能了解紀念
碑設置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

一、相關單位（原民會、文化部、地方政府、南庄事件參
建議
與族群）儘速召開「南庄事件紀念空間設置暨歷史文
處理方式
化景觀調查」會議，以凝聚共識。
二、請提供經費協助於事件發生地建置「南庄事件」紀念碑。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潘文雄、
連署人
蘇美琅
簽 名
Savi Takisvil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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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案由

田貴實
Kimi Sibal

提案日期 110.03.18

請為花蓮賽德克族人重新開啟返回陶賽部落的歸鄉之路。
這條位在太魯閣峽谷裡，通往陶賽部落 12.4 公里景觀
步道，在 2008 年之前，曾經是我們族人通往祖居地「陶賽
台地」的必經要道。它的入口，就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天祥
景觀區上方約數公里的「迴頭彎」。數百年來，它曾經數度
被喻為太魯閣峽谷裡最神秘美麗的世外桃源。
約在八十年前，當時統治臺灣的日本政府，為了管理需
要，強行將住在峽谷裡的東賽德克「德悟達系（toda）」的
族人遷出峽谷，並以結合步行、車輛和火車運輸的方式，將
一千多名族人，遷移到現今花東縱谷－花蓮卓溪鄉的山里部
落及立山部落。

說明

好景不長。由於族人被迫遷離祖居地，阻絕了與祖源地
的文化傳承，加上一代又一代的耆老凋零，數年間，陶賽溪
谷不僅遭颱風侵襲、破壞，政府又對峽谷交通建設漠視……
使得通往祖居地的道路，棄置不顧。就此，殘酷的讓我們的
老人家與新一代的子民，硬 生 生 斷 絕 了 返 鄉 的機會。
十數年來，敝人與族中耆老，甚而許多國內文史專家、
古道專家、生態保育專家，以及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觀
光客，皆不斷呼籲有關單位，重視此一古道的消逝。惜乎，
因為政府單位的漠視和保守心態，此一呼籲，一直沒有得到
相關單位的重視。
無論是在面臨原住民強烈要求返還故土的爭議，族群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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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敉平，抑或是本省、外省、客家和原住民之間，在歷史
演進中所積累的諸多情結與紛爭……。透過對歷史的還原，
以及站在更深遠的自然生態、國家永續的渴求上……。我都
不能不站出來，與我的族人們一起向您呼籲：「請讓我們的
祖靈，得以見證族人們在這迢迢返鄉路上的努力，和對臺灣
這塊山河大地的深厚情感！請政府，為我們修復好這一條返
鄉的道路！如此，甚幸之！」

建議
處理方式

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委託長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勘察
報告：「本案因似中橫公路西段 921 後之復建狀況，若以搶
通方式修復，易每年遇災後封路維修，且工程效益較低。依
評估本案道路之修復及維護經費甚鉅且需爭取經費，針對本
案課題另提相關建議如下：若有返鄉祭祖之需求，建議另案
評估替代路線，或研議於可行之位址辦理遙祭。」建議參酌
以上方案，與當地族人共商解決方案。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田貴實
Kimi Sibal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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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建、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Dongi Kacaw 吳雪月、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案號：3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案由

田貴實
Kimi Sibal

提案日期

110.03.18

政府無視原住民祖先已設置之既存的「山泉水塔及管
線」
，竟要求限期拆除？
一、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 5-7 鄰住家臨近亞泥礦區，部落
長期使用臨近山泉水做為農用澆灌、灑掃之用，104
年亞泥應富世村村長及村民請求，將原設置於第 88
林班地（秀林鄉長春段 13、15 地號）之山水管線更新，
花蓮林區管理處，無視原住民祖先古早時代既有設置
且既存的「山泉水塔及管線」，雖僅占一丁點土地，
卻要求需承租（面積 0.0051 公頃）土地，並在承租土
地之前必須取得「水權」以為憑辦，否則將限期拆除

說明

地上物。
二、富世村 5-7 鄰原住民遂在 106 年依花蓮林管處行政指
示辦理，未料經向花蓮縣政府申請水權，該府以不符
「經濟部水利署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簡易自來
水工程及系統營運補助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第 5 點
第 2 款第 8 目規定，以「用水標的」不符，否准核予
水權。
三、原住民地區依慣習長期使用臨近之山泉水做農用澆
灌、灑掃使用，卻遭土地管理機關無情對待，並要求
限期拆除，情何以堪。

附件
建議
處理方式

請相關單位尊重原住民取用臨近山泉水做為民生使用慣
習，恢復該地區原住民祖先已設置之既存的「山泉水塔及
管線」
，並同意可合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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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簽 名

田貴實
Kimi Sibal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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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建、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Dongi Kacaw 吳雪月、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案號：4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

提案日期

110.03.23

案由

依法落實、維護與發展族語的立法精神，促進復振族語，
營造有能量的時間、空間與族群文化運動的母體環境。

說明

一、 從歷史真相學得教訓
（一）外來殖民政策影響：皇民化、漢化政策。
（二）單一化的國家語言政策：日語、華語為唯一國語。
（三）執行條例的影響：方言化母語、禁說族語/母語。
（四）學校、各級政府機構、國語推行委員會集體運作。
透過學校教學、社會教育、文化活動，連根拔除致
死目的。
（五）人才培育：教師、國語推行員和糾察人員。
（六）母語環境的改變：在公共場域禁說母語及校內使用
母語者得受罰等各類的處罰方式。
二、 殖民語言政策
（一）中華民國政府漢化政策下推行「說國語運動」，不
當限制族語使用的歷史真相。
（二）實行「推行國語運動」相關法令。
（三）政府透過和學校教育落實執行。
（四）單一化語言、國語化日語、華語、方言化族群語言。
（五）忌諱多族群意識和文化認同社會認知。
（六）營造彼此監督、糾察和控告的文化，改變多語言文
化生態環境。
三、 新政府正義取向的文化生命運動創造新契機
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族群道歉是新世代的指標，隨後
新政府對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的再生運動及語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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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人權運動做了正向回應。國家即透過制定《國家
語言發展法》開啟多元國語政策，並在 Icyang‧Parod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用心整合憲法增修條文、《原
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精神，推動
制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
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與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
心。透過資源挹注學校發展族語教育、部落社區、民
間社群組織及研究機構，活絡化對原住民族語言與文
化的研究。透過族語認證考試甄選教師、增進公務人
員的族語能力、培養人才，促進全民使用族語的文化
運動。
四、 保障立法精神與在地實踐實質的意義
我們要正視當今的正向機會，並且增強原住民族的意
願，落實憲法所給予的認定，來落實《原住民族基本
法》、《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及《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
營造復振族語的環境是大工程，要落實執行族語政策
與法令。族語教育與原住民族的未來發展是息息相關，要
建設臺灣為多族群語言文化使大地共榮。
一、 營造族語環境的大工程
(一) 家庭：全母語家庭的獎勵與社會效應。
(二) 部落：部落資源與沉浸式族語教育的推廣。
(三) 社區：社區協會的母語運作。
建議
(四) 學校：學前沉浸式族語教育、九年一貫國語教學時
處理方式
數的調整。
(五) 機關：推動「請說母語運動」。
(六) 媒體：電視與廣播電台的效應。
(七) 語言文化整體價值的再建構。
二、 落實執行族語政策與法令
(一) 村：村民大會、社區發展協會 （全族語會議） 。
(二) 鄉公所：雙語公文、族語推廣、鄉代會族語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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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活動 （中級認證的加值） 。
(三) 市（鎮）公所：雙語公文、沉浸式族語幼兒教育、
族語活動。
(四) 縣原民局：雙語公文、沉浸式族語幼兒教育、族語
活動 （中級以上認證的加值） 。
(五) 六都原民局：雙語公文、沉浸式族語幼兒教育、族
語活動（中級認證的加值）。
(六) 民間：教會禮拜、協會開會、區域活動 （全族語
化）。
三、 未來的族語教育研究與發展
（一）教育部暨國教院原住民族教育中心的角色
1、教育部
(1) 鄉土語言教學政策與九年一貫教育。
(2) 鄉土語言教學教材：含有聲無聲教材。
(3) 族語維基百科。
(4) 族語教師之培訓。
(5) 族語文學之推動。
(6) 開設學院及系所課程。
2、國教院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1) 針對原住民族教育相關議題，賡續進行長期性、
整體性、系統性之研究。
(2) 期待我們的孩子成為能快樂生活的孩子、成為願
意為民族服務的孩子、成為自己民族的孩子。
(3) 其任務為精進課程教學、優化教育人力、促進公
平與素質、強化績效責任。
(4) 原住民學生為主體的資訊平台、研究計畫及永續
發展之智庫。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教文處暨語言發展中心的角色
1、原住民族委員會教文處語言科
(1) 原住民族語言政策與法規之規劃、擬訂、協調及
審議事項。
32

(2) 原住民族語言復育、傳承、研究與出版之規劃、
協調及審議事項。
(3) 原住民族語言教育之規劃、協調、審議及推動事
項。
(4) 原住民族語言人才之培育、輔導及獎助事項。
(5)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機構之規劃、協調及審議
事項。
(6) 原住民族語言文字之建立及推廣事項。
(7) 原住民族語言教育、教法與教學媒體之規劃、研
究、實驗及推廣事項。
(8)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之規劃及推動事項。
(9) 其他有關原住民族語言之振興事項。
2、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語發中心）
(1) 辦理族語能力驗證制度，積極推動語言發展。
(2) 有效運用語言學者之研究成果，強化原住民族語
相關研究，並培育原住民身分之族語研究 專
才。
(3) 任務：研究取向。
(4) 研究族語借詞及新創詞、族語分級認證考試題庫
建置、族語教學方法、族語語法構詞及族語復振
政策。
3、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 語言能力驗證制度，積極推動語言發展。
(2) 原住民族語言教學。
(3) 原住民族語料。
(4) 原住民族語言使用。
(5) 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6)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事項。
4、國家語言發展法
(1) 「國語」多元化，平等發展、活出尊嚴。
(2) 用語言追溯原住民族歷史和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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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真
相與和解）
(1) 立足臺灣：再生多元文化能量
臺灣新政府的語言（母語/族語）政策：立法、
維護保存與推廣、教育與人才培育、行政部門的
不遺餘力，已經是世界的活見證。
(2) 跨越南島：成果分享與服務。
經過一百多年的單一語言教育政策，原住民族群語言
在自己的土地上面臨死亡消失的命運。然而，歷經大家努
力呼吸，展現生存的企圖，政府做了正向的回應，立法保
障我們的語言權。我們有了契機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
部落社會和家裡進行族語文化的革命運動。為此，我們要
再建構對語言價值的認知。
文化是整體價值的關係，是代表自己特權和族人集體
的認同。語言與族人的關係是集體共生的信念。我們要正
視自己原住民是處於喪失自己的語言文化。
族語的護育、復振、衍生和發展是族群集體療癒的過
程。讓多族群語言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尊榮。期待以上三個
面向的建議，所涉相關部門能提供行政協助及資源，帶領
我們的思維，凝聚能量活出語言文化的尊榮。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陳明建、杜正吉、
曾智勇、拉蓊．進成 Daong．
Cinceng ． Maibol 、 包 惠 玲
Mamauwan 、 萊 撒 ． 阿 給 佑
Masegeseg Z.Gadu 連署人 Laysa．Akyo、潘英傑 Daway
童春發
簽 名 Abuk、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葛新雄 Hla'alua Mai、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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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 Talavan
萬淑娟、Dongi Kacaw
吳 雪 月 、 蘇 美 娟 Yayut
Isaw、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
pa、文高明 Mo`e usaiyana、
Magaitan．Lhkatafatu、
夏曼威廉斯Syamen Womzas、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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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5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提案日期

110.03.23

案由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根基於原住民族自治實
踐。請政府積極推動原住民自治法完成立法，進而推動原
住民族自治。

說明

一、歷史證據
依據語言學、考古學、文化人類學及基因科技等研究
發現，各原住民族族群在臺灣各區域維持自主、自治
已有六千年以上。這生命運動史是建基於母體環境－
臺灣的史前民族的歷史脈絡上。臺灣原住民族自治制
度自應本於前揭史實。
二、多元族群共榮於臺灣
臺灣與原住民族的關係，似如母子關係。每一個族群
是屬於臺灣的活圖騰、是臺灣生物多樣的見證。所
以，以自主發展原則，促進原住民族之生存發展，從
而規劃賦予民族自治精神與特色，進而提高其地位與
尊嚴，並以原住民族歷史深化臺灣歷史縱深，以原住
民族政治建設強化國家整體發展。
三、臺灣原住民族自治的佐證
（一）原住民族自治已成為現今人權國家原住民族政策重
要一環。聯合國大會於 2007 年 9 月 13 日通過《聯
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其中第 3 條及第 4 條揭
示「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
。
（二）在世界潮流影響下，現行法制亦相呼應，其最重要、
最根本者，皆為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所揭櫫之原住民
族自治原則。
（三）按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前段規定：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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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
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
另以法律定之。」
（四）《原住民族基本法》爰依前開憲法增修條文意旨，
於第 4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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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原住民族
自治之立法依據。
（五）2015 年 8 月 1 日蔡總統競選時承諾「在我的總統任
內，一定要踏出第一步！」若當選中華民國總統會
推動原住民自治法完成立法，部落就可以組成自治
籌備團體，和政府展開協商，依照法定程序逐步推
動自治，可選擇比較具備自治條件的部落，率先來
進行，創造一、兩個成功個案，成為自治的示範和
起點。
（六）2016 年 8 月 1 日蔡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文：「……原住民族依傳統慣習維繫部落的秩序，
並以傳統智慧維繫生態的平衡。但是，在現代國家
建立的過程中，原住民族對自身事務失去自決、自
治的權利。傳統社會組織瓦解，民族集體權利也不
被承認。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七）國內資深學者南方朔於 2002 年道：
「一個國家的人
如何對待原住民，顯示出來的乃是這個國家的文明
高下程度。」因此他主張：「我們應斟酌現況，劃
定特定地區，成為原住民部落，維繫種族存續和文
化發展的生存基地」。這種生存基地必須具有一定
的法律身分，讓原住民自治。
附件
建議
處理方式

臺灣原住民各族成立民族自治政府，深化臺灣歷史縱深，
彼此連結，組成聯合政府，以原住民族政治建設強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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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發展。

提案人
簽 名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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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潘文雄、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 英 傑 Daway Abuk 、 Uma
Talavan
萬淑娟、林聰明、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阿 浪 ． 滿 拉 旺 Alang ．
Manglavan
、
Magaitan.Lhkatafatu、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蔡依靜 Lamem．Panay、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陳明建、曾智勇、杜正吉、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包惠玲 Mamauwan、
蘇美娟 Yayut Isaw

案號：6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提案日期

110.03.23

案由

請修改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為
「常設組織」
，以落實「實質共管」
。

說明

一、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 條規定：
「政府於原住民
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
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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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
基準》第 2 點：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
同管理會為「任務編組」。此一臨時性組織，應修正
為「常設性組織」，並調整國家公園管理處自然資源
管理相關部門的組織架構，組織下應設立具有功能性
的工作小組，執行實質的共管任務，並編列預算，培
訓人才，方能永續發展。
三、實質共管應成立「自然資源」及「人文資源」共管工
作小組，增加原住民專才聘用的條件，相關專長至少
包括：野生動植物系統調查與監測、山林巡護與監
測、科學樣本採集與收集、登山與戶外活動安全、原
住民族傳統生態智慧傳承。讓原住民族的山林智慧與
政府的現代化管理技術，透過共同合作的機制，在共
生、共存、共榮的基礎下，對在地的人文及自然資源
做實質而有效的管理。
四、美國生態學家 Devon G. Pena 於花蓮「太魯閣國家公
園」管理處遊客中心演講指出：「若不保護文化的多
樣性，就保護不了自然的多樣性；最佳保護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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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環保份子、不是政府官僚部門、也不是保育生物
學家，而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以及土地與其生計息息
相關的人；除非我們接受，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
必須要放在國家公園與自然之中，否則我們很難達到
更全面性的平衡」
。（Devon G. Pena，2001）
五、臺灣的國家公園成立之初係仿照美國，事實上美國早
已改變「無人主義」及「無人公園」的觀點，走向兼
顧自然及人文資源的國家公園。主事者無視國際客觀
環境的改變，「守成有餘，創新不足」。

建議
處理方式

一、修改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為
「常設組織」
。
二、調整共管會組織，並編列預算，培訓人才，下設立具
功能性的「自然資源」及「人文資源」共管工作小組，
執行實質的共管任務，才能達到自然及人文資源全面
性的平衡。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田貴實 Kimi
連 署 人 Sibal、Dongi Kacaw
簽 名
吳雪月、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潘文雄、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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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7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提案日期

110.03.23

案由

請回復花蓮縣立霧溪事業區第 88 林班地長春段 19 號之土
地為原住民保留地。

說明

座落於長春段 19 號地目，海拔高度約五百公尺，民國 48
年太魯閣族祖先於該地種植柳杉樹，該地為族人傳統領域
及原住民保留地，惟多年颱風侵襲已造成柳杉樹損害，族
人因無法維護，該地現已被收為國有地。

建議
處理方式

如案由。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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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田貴實 Kimi Sibal、
Dongi Kacaw 吳雪月、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潘文雄、萊撒．阿給佑 Laysa．
Akyo

案號：8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案由

說明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提案日期

110.03.23

建請政府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作成
解釋令，建構友善原民狩獵文化的法治環境，在太魯閣國
家公園族人的傳統領域試辦狩獵。
一、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於 109 年 3 月正式成
立，並於 8 月 1 日舉辦獵人證授證儀式，共發出 319
張獵人證。獵人證的資格，需完成 20 小時課程，內
容包括自然生態保育、獵人文化培訓、狩獵安全、法
律規範及獵區踏查等。此外，也結合學術單位及政府
機關，以建置紅外線自動相機、獵物回報系統等作
法，進行動物族群監測及山林巡護保育體系的建置，
讓科學技術與原住民族在地生態智慧互補。
二、我國國家公園的經營與管理，若「遊憩壓力」可以透
過管理來控制或減少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衝擊，那為什
麼狩獵活動不能透過管理來達到永續發展？另外，如
果國家公園對野生動物保育有如此大的貢獻，請問太
魯閣國家公園內的臺灣黑熊、石虎、水獺、穿山甲的
族群保育現況如何了？（參見官網資訊：
https://reurl.cc/zbO4ZV）這些動物現在在太魯閣
國家公園內不是沒有，就是非常罕見，而且這些都不
是太魯閣族的狩獵對象，國家公園有因為禁止原住民
族狩獵，而使得野生動物狀況更好嗎？應邁向與在地
族人共管，走向共生、共存、共榮，才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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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如案由。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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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田貴實 Kimi Sibal、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潘文雄、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案號：9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案由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提案日期

110.03.23

交通部公路總局於 1970 年以拓寬道路之名，未經土地徵
收程序，長期占用花蓮縣秀林上崇德段 597、605、736 地
號等 26 筆部落族人土地迄今，請公路總局查明真相並予
賠償，還給部落原地主土地所有權人應有的實質權益。

一、案由所陳多筆族人土地，皆為日治時期理蕃政策下的
集團移住，實為部落族人的土地。
二、交通部公路總局於 1970 年未經土地徵收程序，以拓
寬道路之名，長期占用花蓮縣秀林上崇德段 597、
說明
605、736 地號等 26 筆部落族人土地，占用之地現已
淪為工務段及外來族群經商者所占有，違反土地正義
原則。請公路總局查明真相並予賠償，還給部落原地
主土地所有權人應有的實質權益。
請交通部公路總局查明真相並應賠償地主，還給案由所揭
建議
地段地主所有權人實質權益，以落實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
處理方式
轉型正義。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連署人
簽 名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趙
山琳 bo:ong a para:in、
田貴實 Kimi Sibal、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潘文雄、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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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0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提案日期

110.03.23

案由

請恢復太魯閣峽谷地區合歡山、山月吊橋、天祥傳統名稱。

說明

一、1914 年 6 月 1 日，日軍發動太魯閣戰役前，於 1911
年至 1914 年 5 月底，共派了 5 次探險隊探測太魯閣
族部落位置。第 5 次行動，5 月 1 日在南湖大山山頂，
確認太魯閣部落的所在地，探測完成後，日本總督佐
久間馬太率探測隊在合歡山集合歡呼，慶祝完成探測
任務，準備攻打太魯閣族傳統聚落，這就是「合歡山」
名稱的由來，從此太魯閣族人開始走進「歷史創傷」
的時光隧道。
二、位於太魯閣峽谷布洛灣臺地上方的「山月吊橋」，該
名稱是沿用日治時期，1914 年日本發動太魯閣戰役
時，東西夾攻太魯閣族時，東路軍行前築山路，看見
峽谷山月的心境所命名，對太魯閣族人而言，無異於
在歷史傷口灑鹽。該吊橋於鄰近重建，並於 2020 年 8
月 12 日開放使用前，並未提交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
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討論。
三、三百多年以前，太魯閣族祖先從南投縣仁愛鄉陸續向
東部遷徙至今之天祥時發現此處遍地長滿山棕，族語
稱山棕為 ptu，因此稱該地區為 Tptu（山棕遍地之
意），此乃該地的傳統地名。日治時期，日人根據族
人語音的稱呼，稱此地方為 Tabito（塔比多）
。中華
民國政府來臺後，當時為配合「反攻大陸」政策，故
而開闢中部橫貫公路，為紀念文天祥將此地名改為
「天祥」
。
四、這些「去在地化」的地名，無異是將臺灣原住民族進
行次東方主義的寫照。為落實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應回歸太魯閣族歷史文化的「主體性」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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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回復太魯閣峽谷地區合歡山、山月吊橋、天祥傳統
名稱，以落實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深化在地國際
化，讓臺灣走向國際。
建議
處理方式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如案由。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田貴實 Kimi Sibal、
連署人
Dongi Kacaw 吳雪月、
簽 名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潘文雄、萊撒．阿給佑 Laysa．
A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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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1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提案日期

110.03.29

案由

近來大法官審理布農族王光祿、卑南族潘志強等釋憲案，
引發社會各界對於原住民（族）狩獵的高度關注，政府應
規劃相關作為，持續促進臺灣社會多元文化理解，肯認原
住民族狩獵文化為國家多元文化的一環。

說明

一、近來司法院大法官審理布農族王光祿、卑南族潘志強
等釋憲案，首次主動公開邀請各界提出「法庭之友意
見」，特別是爭點題綱臚列的問題包括「狩獵活動對
於臺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意義與重要性如何？原
住民狩獵對生態保護之影響如何？」並於 2021 年 3
月 9 日在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有助於促進臺灣社會
的多元文化理解。卑南族在本次釋憲案言詞辯論的同
時，集聚 10 部落二百多位族人舉辦「吟回文化權，
唱出正義聲」狩獵文化權釋憲案聲援行動，並先後提
出 2 份意見書供大法官參考（附件 1、2）
，表達卑南
族對於本案的高度重視。
二、根據相關統計資料，2004 至 2016 年間，至少有 259
個案件、382 位原住民因為日常性狩獵被起訴；2013
年至 2020 年，原住民因使用不安全槍枝造成槍枝誤
擊傷亡事件共 46 件。儘管這些加諸於原住民（族）
狩獵的窒息性壓迫，歷歷在目，社會上仍有許多人對
於原住民狩獵，可能只是基於一種想像上的同情，並
不真的理解原住民為什麼要狩獵，更不清楚原住民狩
獵行為背後的族群文化意義為何。
三、在本次釋憲案中，出席言詞辯論的相關機關（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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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均認同原住民狩獵文化應受憲法保障。原住民
族委員會並明確指出，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核心價值
就是永續利用、生態平衡，因此，在傳統規範下所實
踐的狩獵活動，必然能使「環境與生態」獲得相互平
衡。在傳統規範脈絡下實踐的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不
僅與環境保護沒有衝突，事實上更是積極地相輔相成
之制度。
四、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 8 月 1 日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也提到：
「臺
灣號稱『多元文化』的社會。但是，一直到今天，原
住民族在健康、教育、經濟生活、政治參與等許多層
面的指標，仍然跟非原住民族存在著落差。同時，對
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歧視，仍然沒有消失。
政府做得不夠多，讓原住民族承受了一些其他族群沒
有經歷過、感受過的痛苦和挫折。為此，我要代表政
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並要求相關部門就原住民族
因為傳統習俗狩獵而遭受起訴與判刑的案例研議解
決方案。
五、本次釋憲案的結果有待大法官作成解釋，但如上所
述，基於多元文化的憲法價值，以及國家元首曾對原
住民族許下的莊嚴承諾，政府相關部門，依行政一體
及禁反言原則，應在本次釋憲案言詞辯論所述「憲法
保障狩獵文化」的立場上，協力分工，持續促進多元
文化的理解與對話，對社會大眾進行原住民族及多元
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43 條參照）
，讓臺
灣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有更多認識，消弭對原
住民（族）狩獵的誤解或污名，肯認原住民族狩獵文
化為國家多元文化的一環，以作為後續推動相關立
（修）法，讓原住民獵人尊嚴受到國家法制保障的重
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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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一、政府相關部門，就如何持續促進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
理解（包括消弭誤解或污名）
，規劃相關作為。
二、請行政院指派政務委員協調內政部警政署、行政院農
委會、原民會等中央各部會，在可預見之短期、中期
期程，具體跨部會整合規劃，提出可落實保障原住民
族狩獵文化及永續生態平衡之政策方向，展現政府行
政一體下，滾動式修正推進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政策的
積極作為。
1. 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
2. 卑南族補充意見書
田貴實 Kimi Sibal、
曾智勇、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蔡 依 靜 Lamem ． Panay 、
Magaitan ． Lhkatafatu 、
Dongi Kacaw 吳雪月、包惠
玲 Mamauwan、文高明 Mo`e
usaiyana 、 萊 撒 ． 阿 給 佑
馬來盛
連署人
Laysa．Akyo、陳明建、
Laising Sawawan 簽 名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潘 英 傑 Daway Abuk 、 Uma
Talavan 萬淑娟、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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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
2021/3/2
前言
1

[1]卑南族作為臺灣原住民族之一，本於民族自決權 之權利主體地
位，考量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 12860 號王光祿等案（下稱本解釋
案）
，對於卑南族各部落所共同擁有、亙古至今的狩獵文化影響深
遠，且攸關卑南族未來「自由決定政治地位，並自由的追求經濟、
社會及文化發展」的具體實踐，為促成相互承認、彼此理解的跨
2
文化對話 ，協助職司憲法解釋的「憲法守護者」
，在更加充分的界
交融3之基礎上，衡酌憲法規範中所明定「民族平等」4、「肯定多
1

2

3

參兩人權公約第 1 條。依目前國際法學界的多數見解，兩人權公約第 1 條的自決權，公認已經具有強行
法或絕對法（jus cogens, peremptory norms）的性質及地位，不僅可直接適用，且應承認其具有最高位
階，並為憲法解釋的規範依據。又自決權屬於集體權，而非個人權，故承認自決權為我國憲法權利還
有一個重大意涵：我國憲法所保障的人權不限於個人權，也包括集體權。參黃昭元（2015 年 12 月）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憲法解釋〉
，發表於：
《司法院大法官 104 年度學術研討會》
，司法院（主
辦）
，台北，頁 111-112, 114-115。另有學者指出「各國對於強行國際法或絕對法當然有義務（obligations
ergaomnes）必須予以遵行。……對這些規範內容來說，因為絕對法的定位及性質，縱使兩公約施行法
僅賦予國內法律之效力，都應在我國法律體系下被賦予等同於憲法之效力，任何法律均不得予以牴觸。」
張文貞（2010）
，
〈國際人權法與內國憲法的匯流：臺灣施行兩大人權公約之後〉
，社團法人臺灣法學會
（編）
，
《臺灣法學新課題（八）》
，頁 4-8，台北市：社團法人臺灣法學會。有關民族自決權的規範內涵，
參，例如，徐揮彥（2019）
，
〈自兩項人權公約之民族自決權論原住民族諮商同意權之規範基礎與實踐〉
，
《政大法學評論》
，158 期，頁 235-244。
在兩人權公約歷年實踐上，原住民族可主張第 1 條的自決權。聯合國於 2007 年 9 月 13 日以決議形式
通過了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下稱原權宣言）
，可謂原住民族權利及國際人權法的重大發展。原權宣言最
受矚目的部分就是明文揭示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其第 3 條規定：
「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根據此項權
利，他們可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追求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發展。」此乃聯合國文件首度明
白宣示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See , e.g., Robert T. Coulter,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 Historic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Law,45 IDAHO L. REV. 539 （2009）; Robert T. Coulter,The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15 UCLA J. INT’L L.
FOREIGN AFF. 1 （2010）; Yousef T.Jabareen,Redefining Minority Rights: 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18 U.C. DAVIS J. INT’L L. &POL’Y 119, 136-141 （2011）.
See James Tully, STRANGE MULTIPLICITY: CONSTITUTIONALISM IN AN AGE OF DIVERSITY 129-1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所謂承 認（ recognition ），是 指以 對方 本身 的詞 彙 與傳 統去 認識 對方
（acknowledging it in its own terms and traditions）
，承認對方為其自身所想望的存在形式，承認對方為
正與我們對話的真實存在。Id. at 23.
See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my Gutmann （ed.）,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25 （1994）. 承認政治理論指出，多元文化主義立基以下假設：我們應平等的尊
重所有的文化，所有文化都具有平等價值（equal worth）
，但作為一種假設（presumption）
，所要表達
的意思是：所有在漫長時間鼓舞整個社會的文化，對於所有人類有重要之處。假設只是研究的起點，
其有效性仍需透過實際的文化研究加以證實。多元文化主義有權要求我們基於上述假設來研究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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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文化」5、
「應依民族意願，對原
住民族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6等價值決定，反省憲政主
義的侷限7，爰提出本意見書8。
[2]有關本解釋案公告之爭點題綱，基於卑南族主體性之觀點，本
意見書僅擇要回應9，主要就以下三部分提供大法官參考：一、狩
獵活動對於卑南族文化之意義與重要性。二、系爭規定對於卑南
族（狩獵）文化的影響。三、本解釋案確認我國憲法保障卑南族
（狩獵）文化權之必要性及急迫性。
一、狩獵活動對於卑南族文化之意義與重要性
[3]臺灣原住民族並非均質的存在10，狩獵活動對於各族、各部落文
化之意義與重要性，容有差異。換言之，各族、各部落之狩獵文
化內涵與實踐，並非一致。更重要的是，文化非僵固不變，它是
變動發展的，否則如何說是一個活生生的而不是放在博物館當中
的文化。所謂的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會隨著各族、各部落的社會
條件，包括外在環境的變化、外來力量的影響、與其他群體的接
觸經驗、內部構成多元性等因素，持續與轉化，可能出於自發，
也可能因為被迫。
[4]目前官方統計之卑南族人數為 14706 人，經主管機關原住民族
化，但無權強制我們最終判斷不同文化的偉大，或者具有與其他文化平等的價值。將假設與評價混為
一談，反而使尊重不同文化變為難堪的施捨。故應透過實際的文化研究，在廣闊的文化交融中改變視
界（fusion of horizons），避免僅用原來熟悉的標準進行文化評價。Id. at 62-67.
倘若未以一定的文化認識或理解為前提，恐怕會出現荒謬提問，例如曾有總統候選人質疑：
「原住民為
什麼還要靠打獵才活的下去？」
4
憲法第 5 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5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6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
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
律定之。……」
7
See Tully, supra note 2, at 4.
8
本解釋案聲請人之一，為卑南族利嘉（Likavung）部落族人潘志強。本意見書之提出，係經卑南族民族
議會 110 年 2 月 26 日會議決議「同意本解釋案提出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供大法官參考」
。潘志強及
其代理人陳采邑律師、林長振律師出（列）席該會議並提供相關意見，惟本意見書並未接受本案聲請
人、關係機關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又本意見書之提出，乃憲法「民族意願」的實踐，相關意見係出於
卑南族主體性的觀點，仍可用以補充釋憲聲請人、關係機關意見的不足，增加跨文化的理解和對話，
避免大法官在對狩獵文化未充分理解的情況下，做出違反「多元文化」的錯誤判斷。
9
系爭規定是否違憲，屬於國家法律體系及規範衝突的問題，委諸法律學者專家及各界提供卓見供大法官
參考，本意見書從略。
10
目前法定原住民族共 16 族；經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之部落共 74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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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核定的卑南族部落包括：卡大地布（Katratripulr）部落、
射馬干（Kasavakan）部落、普悠瑪（Puyuma）部落、巴布麓（Papulu）
部落、初鹿（Mulivelivek）部落、阿里擺（A’lripay）部落、利嘉
（Likavung）部落、下賓朗（Pinaski）部落、大巴六九（Tamalrakaw）
部落、龍過脈（Danadanaw）部落11。狩獵活動作為卑南族 10 個
部落所共同擁有、亙古至今的生活記憶、文化實踐，各部落狩獵
活動的進行（例如狩獵時機、地點、方式、獵捕之動物種類等）
未全然一致，但大致上可以這麼說：狩獵活動在卑南族的歲時祭
儀、生命儀禮、宗教信仰、情感維繫、會所教育、穩固部落社會
關係等各個層面，具有重要意義12。
（一）狩獵活動的進行
[5]基於卑南族傳統延續迄今的男女分工，狩獵活動是由男性進
行，但女性也深刻參與其中。以卑南族各部落最重要的歲時祭儀
年祭（mangayaw）為例，年祭又常被稱為「大獵祭」13。該祭儀
每年定期於歲末跨年之際實施，全部落參與，而主要核心活動之
一的狩獵活動，則由正接受成年訓練與已成年的男性參加。祭典
期間，男人上山打獵，婦女是部落的主體，在部落做糯米糕
11

12

13

卑南族的部落全數位於台東縣境內之台東市及卑南鄉，分佈地點在台東平原北部和台東縱谷以南沿中
央山脈東側，海拔約為 100 至 500 公尺的地帶。在清末及日治初期，卑南族就被認為主要由知本社、
射馬干社、呂家社、大巴六九社、北絲鬮社、阿里擺社、檳榔樹格社、卑南社等八社所共同構成，因
此稱為「八社蕃」
。隨著日治及戰後以來的發展，原先的八社分別成為今日的知本／卡大地布、建和／
射馬干、利嘉／呂家望、泰安／大巴六九、初鹿、上賓朗／阿里擺、下賓朗、南王／普悠瑪等八個部
落，另外由於人口的遷徙與聚集，又出現了寶桑／巴布麓（日治時期由卑南社遷出）與龍過脈（1980
年代由初鹿分出）這二個新興部落，因此現在的卑南族也有「八社十部落」的說法。參陳文德（2001），
《臺東縣史，卑南族篇》
，頁 18，台東：台東縣政府；陳文德（2010），
《卑南族》
，頁 1-5，台北市：
三民。
以下有關卑南族文化的說明，以精簡扼要為原則，希望在有限篇幅內，讓大法官對於卑南族狩獵有基
本瞭解。至於相關文獻及影音，請參附件。
mangayaw 常被譯為中文之年祭（每年定期舉行之祭儀）
、獵首祭（進入國家社會之前，本祭儀活動與
部落戰爭有關之故，有學者如此稱之）
，或媒體最常見之大獵祭、獵祭。
依卑南語之意，mangayaw 有宣告，宣示及宣戰之意。尚未被國家統治以前，每個部落均會在歲末跨
年之際，舉行傳統領域巡視，向四方宣告領域主權，類今日主權國家之舉行軍演活動，而狩獵活動即
包含活動期間野外生活物質之取得，野外生活知識、戰技訓練，團體生活，傳統倫理規範及相關信仰
儀式等等綜合性教育活動之實施，以維繫部落領域之完整性及傳統知識與智慧之傳遞。必要時，例如，
當年遭逢外來人群之攻擊，mangayaw 活動即由演習性活動演變為復仇性之實際戰鬥。
mangayaw 活動，自被外來國家以更強勢之武力征服及限制之後，卑南族各部落不再舉行復仇性之實
際戰鬥。然為維繫部落領域之完整性宣告及文化知能之傳承，雖迭遭國家開發主義政策之侵犯，文化
同化政策之壓迫，以原始野蠻落後等等污名加諸於我族文化、祭儀及狩獵活動之上，甚至以中止消滅
為目的，以法律途徑限制迫害我族文化之存續與發展。我族人士仍深切體會是項活動關乎民族群體之
存亡，而仍然排除艱難，力行實踐，以免遭文化同化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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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y）
、編花、釀酒，編織男人的衣物、佈置凱旋門（laluwanan，
迎接慰問之處，或譯為迎獵門）和集會所。男人從獵場營區歸來，
婦女準備衣物和食物到 laluwanan 迎接親人，以「部落」的姿態，
歡迎、擁抱「出獵」平安歸來的家人，讓卑南男子回歸部落「母
體」
。整個儀式如果沒有女性的準備、等候，整個儀式也將失去重
心而不具完整性。
[6]卑南族因歷史因素，荷蘭時期即與部落以外世界有所接觸，所
以，當今原住民族群中，係較早接觸並獲得外來物質（例如陸續
獲得槍枝、小砲、布匹及習得水稻耕作知識等等）之人群，並成
為維護東臺灣部落政治社會秩序之重要民族。對外，團結領導諸
族諸部落結盟進行防禦與交涉，對內，進行部落間糾紛之排難與
仲裁，自荷蘭時期以迄日治殖民統治之始，長達二百餘年時間，
卑南族維持自主自治之力量，被漢人民間社會及清朝文獻稱之為
「卑南王」（實則，卑南族語之中，只有祭司（lahan）、頭目或領
袖（yawan）
，而從無所謂王之相對語）
。為守護家園並保護人民，
卑南族各部落特別重視會所制度及年齡組織之強化，並發展出完
整之巡狩制度（年祭祭儀）及人人皆為保家衛士（年齡組織）之
養成教育。在歷史的長河中，並發展嚴謹的男女分工制度，女性
持家務農，男士戍守聚落，巡守領域，並從事狩獵，以獲取野生
自然資源。然而，主要生活於台東平原及淺山地區之卑南族，自
受國家征服，為經濟開發供應殖民祖國之用，以不正義之手段，
以國家名義奪我族自然生活領域，限縮生活空間，使傳統之狩獵
活動難以實施，獵場野地忽成經濟作物之蔗田，與祭儀至關重要
之獵物梅花鹿（biyaw）、猴子（lutung／ungay）、山豬（babuy）、
山羌（ura）等迅速消失。為維繫傳統，不忘祖訓，保持野外生活
能力，仍艱難實施各項祭儀。期間，一度缺乏獵物，不得已，出
獵團隊僅能以田鼠（kulabaw）為對象，進行巡狩訓練。以田鼠
（kulabaw）為獵之祭儀，蒙遭外界譏之為「滅鼠週」。鳴呼！昔
之勇者，竟淪為笑柄，何以面對祖先。
[7]原住民傳統狩獵活動方式，大分成為陷獵及武器獵兩大類，而
武器類又再分冷兵器（有刀、弓、矛等）及熱兵器（火槍）
。而卑
南族人因接觸西方高科技較其他族群為早，可遠溯至 1637 年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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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東尋金之際。荷蘭先以火槍示威射擊之演示威鎮卑南族人，
進而為利其東部尋金，又與卑南族人結盟，而教會卑南族人使用
槍枝及製造火藥之知識，使卑南族人得以享有先進科技工藝，並
應用於生活之中。卑南族雖無製造槍枝之工藝設施，為防禦、生
計等生活所需之故，透過結盟贈與、交換、買賣及戰鬥戰利而取
得適用槍枝武器。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加上卑南族在東臺灣地區
擁有較強實力與較佳涉外機會，所以，狩獵工具始終能與時俱進。
[8]據文獻資料顯示，1877 年後陸續有各式獵槍（膛線步槍，有些
是連發式，例如溫徹斯特 13 連發步槍）進口臺灣，並為原住民取
得，並成為原住民生計及保家衛族重要依憑；日治時期，日本政
府覬覦山地經濟開發利益，為順利推行其理蕃政策，所以結好懷
柔卑南族，讓卑南族享有治理權，並提供較多樣且優質之武器，
例如換發村田步槍14。而另由實際生活經驗來看，根據利嘉部落族
人潘志強（釋憲聲請人）的個人經驗，其於近 50 年前向外祖父學
習狩獵時，即已使用制式栓式型的獵槍（栓式單發有膛線）
，而當
時市面上比較多的是摺疊式滑膛槍（散彈）單發雙管六發唧桶式。
[9]另根據二二八事變相關檔案資料顯示，政府原本允許原住民擁
有制式槍枝，以利原住民之生計及祭儀狩獵活動之需。但因國家
統治及社會安全理由，平時將原住民獵槍集中在警察局管理，使
用時再向警察局申請。二二八事變發生後，為防止原住民獵槍被
暴民搶走，警察單位採取槍身、槍機分離分存之策，將槍機卸下
（由此可知原住民使用槍枝均為制式安全性高的槍枝）
，另轉運到
成功鎮等其他處所收藏。而台東縣於二二八事件中，係全台各縣
市中表現最穩定的地方，其因與原住民社會的穩定有密切關係15。
[10]在卑南族用語中，獵人是指傳統領域守護者、巡視者，同樣的，
卑 南 族 沒 有 狩 獵 的 用 語 ， 而 是 稱 巡 守 傳 統 領 域 （ bahaLup 、
14

15

1915 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實行五年理蕃計畫，收繳原住民族私有槍枝，改為統一提供單發定裝彈
的「村田銃の猟銃」村田式霰彈獵槍（Murata Shotgun）供原住民族狩獵使用，由官方統一控制彈藥數
量。參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第 8 次委員會議會議資料，頁 35（總統府原住民族
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第 8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提案人：馬千里 Mateli Sawawan）
。
參謝真（1988）
，
〈回顧臺灣光復與台東接管前後事略〉
，頁 10；吳俊瑩（2017）
，
〈二二八事件在臺東〉，
《臺灣文獻》，68 卷 4 期，頁 76。
此一事實，足令政府及社會大眾省思，原住民即便對社會安全具有貢獻能力，但始終處於被不信任，
不公平、不正義對待，成為受社會歧視與文化迫害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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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aLupa），在巡守過程中神自然會賜予獵物或野菜，所以我們
獵人回來會說「我巡狩傳統領域中打到山豬」（ muKuwa Ku
PahaLupa mu PaTeKa Ku La FaFui）
。狩獵的目的，包括為
了保護農作、節慶、祭祀、歲時祭儀、生活上食用等。卡大地布
部落於自律公約規定，依據部落傳統文化、歲時祭儀、生活慣習，
狩獵時機為：少年猴祭（mangayangayaw／kiyalutung）、大獵祭
（mangayaw）
、除喪祭、小米收穫祭（mulaliyaban）、家族除喪慣
習16。
[11]有關狩獵能力的養成，包括透過父兄或同輩的狩獵經驗、教父
的教導、會所教育、大獵祭（mangayaw）狩獵活動的參與實踐等，
以習得狩獵相關知識及狩獵活動中的各種規範與禁忌，例如尊敬
自然、對獵物生命的尊重、對獵物的感謝、狩獵時期及數量的限
制、狩獵前的祝禱祭告、狩獵後的共享、不隨意棄置獵物等。
[12]各部落均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傳統狩獵規範，例如卡大地布部落
於自律公約明定：
「一、於部落的傳統領域內進行狩獵，目的為巡
視部落傳統領域，不受外人入侵。狩獵時應兩人以上同行，互為
照顧。二、狩獵所得到的獵物屬於部落，由族人分享，傳承部落
的分享精神和美德。三、非屬部落狩獵行為，禁止偷獵，更嚴禁
帶領非部落族人進行狩獵。四、獵取足夠的獵物就好，禁止狩獵
繁殖期間及幼小的獵物，以保護自然資源。五、禁止狩獵販賣圖
利，更禁止破壞資然資源。」17
[13]日治、臺灣光復初期之政府政策以發展經濟為主，罔顧生態環
境，大量開發（砍伐）森林、野地及濕地，造成自然生態的破壞
而影響野生動物的棲息與生存。卑南族長久在地生活發展出來的
生活知識與智慧，以及文化慣習，均講究與大自然共存共續，我
們利用享用大自然之餘，更守護大自然，與大自然環境相處的環
境觀念與態度，處處反應在我們的詩歌古謠，以及生活中不成文
的規範之中。事實上，我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千百年，早就融為
16
17

卡大地布部落狩獵權部落自律公約第 3 條。
卡大地布部落狩獵權部落自律公約第 4 條。此外，巴布麓部落大獵祭活動自律公約規定：
「狩獵期間，
嚴禁將槍枝借予他人或非本族之人。……對於無法取得之獵物不得射殺，採適時、適地、適需之狩獵原
則，以維護自然生態資源之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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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的一員，與萬物互相作用，成為促進自然平衡力量的一個物
種，而這角色一直維持到 20 世紀初左右。在原野上活動的男性族
人，於傳統領域間扮演巡護者的角色，是生態維護的貢獻者，當
物種失衡導致自然災害時，獵人，仍然是最能發揮自然平衡作用
的角色18。卡大地布部落近年來與台東林管處、屏東科技大學進行
三方合作，執行狩獵自主管理計畫，調查結果亦顯示卑南族的狩
獵活動無礙生態平衡。
（二）狩獵的重要文化意義
[14]少年年祭（刺猴祭，mangayangayaw）與大獵祭（mangayaw）
對於卑南族人而言，是現今猶存的年度四大歲時祭儀之二，均緊
密連結狩獵活動。少年年祭又被稱為「刺猴祭」
，係以獮猴為對象
19
進行的狩獵活動。但不以猴為食 ，僅以其為模擬之假想敵。刺殺
猴子之祭儀活動有多層意義，其一、訓練青少年設陷活捉猴子的
能力，獵捕過程不得傷及猴子，受傷者往往是遭捉傷的青少年（不
過，受傷者常以此為勇敢記號而引以為榮）
。其二、訓練少年會所
低年級青少年（marenakan）面對生離死別（活捉之猴在成為祭儀
犠牲之前，由其豢養照顧，常生感情）
。其三、訓練少年會所高年
級青少年（maredawan）勇於刺敵的勇氣。其四、亡猴代表當年所
有不幸與不祥之象徵，不幸與不祥將隨其死亡之身遭棄置的祭儀
過程中得到洗淨。是故，與狩獵有關的祭儀，皆有使其社會各階
層都能有渡過、轉變的意義，是生命晉級的儀式。透過刺猴及狩
獵行為，摹擬面對敵人時的應變與膽識。不過，雖然臺灣獮猴之
數量遠在卑南族人口之三、五十倍以上，卑南族行猴祭之部落每
年僅獵捕一隻行祭（戰後仍持續舉行之部落已不及半）
，但該祭儀
己在 1948 年被警察機關要求中止刺猴之活動，乃配合改採草編之
18

19

例如，普悠瑪部落獵人團曾在 10 多年前往蘭嶼獵捕田鼠（kulabaw）
，協助蘭嶼鄉公所解決鼠患問題。
錯誤的農務施作方式，破壞食物鏈，某些物種消失導致失衡。以利嘉部落為例，在 1980 年間，石虎還
是常見物種，因外來墾戶不當施藥，導致食昆蟲鳥類死亡，進而獵捕鳥類之鷹族、貓科動物也跟著遭
殃，所以雲豹滅絕，常見的石虎也相繼不見蹤影。水鹿因雲豹減少，繁殖過剩，食物減少，導致常發
現山上樹木被水鹿環狀啃食大面積死亡，有土石流之虞。山羌早期並不多，因石虎、雄鷹會獵捕山羌
等小型動物，誤食鳥類小動物的石虎及鷹族相繼消失減少，才會導致山羌比早期數量多很多。飛鼠大
量減少，則與黃喉貂及獼猴氾濫有關，黃喉貂除了會圍獵山羌外，因嗅覺靈敏，會爬到樹洞獵捕飛鼠。
獼猴以前是保育類又是雜食類，導致數量過剩，山林缺乏食物，每每大軍移動時，碰到飛鼠洞穴就會
獵補幼鼠。
猴子未登為卑南族人飲食文化之內容項目之中。不過，常聽部落長老提及，祭儀後，儀式性遭棄之猴，
常被鄰近非原住民人士檢拾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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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作為猴之代替品。如今，卑南族青少年已無膽無技敢於面對靈
活狡捷的猴子，少年年祭僅存其形式而失去精神。
[15]大獵祭（mangayaw）是卑南族各部落每年 12 月舉行的重要祭
儀，攸關部落集體文化信仰、傳統價值與社會制度維繫，族人於
大獵祭期間之祭儀性狩獵，乃傳統生活習俗之重要內容，為整個
卑南族群生命循環的重要環節。卑南族大獵祭之狩獵並非一般性
的狩獵，而是族人生命轉承與文化傳承之核心機制，是除舊布新、
部落集體文化踐行的神聖活動。卑南族人透過大獵祭的狩獵過
程，重新建立、發展群體間的倫理階序，成年儀禮，以及喪家重
新融入其群體的除喪儀式才得以成全。20狩獵在卑南族大獵祭的祭
儀活動中，具有角色確定、增進團結、除喪去凶、化解焦慮等作
用21。大獵祭的舉行不但界定了卑南族「年」的轉換、將喪家重新
納入聚落，也清楚界定個人的成長、家戶與聚落之間的密切關聯，
並肯定老人的權威22。
[16]大獵祭（mangayaw）最初是為戍守領土而為的防衛殺敵之獵
首活動，然而自從獵首習俗禁止之後，就改為狩獵23。不過大獵祭
的活動不只是狩獵而已，它還伴隨著其他重要的儀式―除喪與成
年 。 年 祭 詩 歌 （ irairaw ） 中 有關 狩 獵 的 段 落 提 到 ： 北 風 肆 虐
（penaspas）…山豬、野鼠等野生動物在此棲息，於是成了獵場。
部落長老和年輕人們在此狩獵，所獲得的獵物，帶回部落與大家
共享，並歡度新的一年。年祭祭歌的內容也包括對喪家的慰問，
成年男子舉行大獵祭從山上回來時，也是喪家除去悲傷與重新納
入部落生活之際；青年經過三年服役級（miyabetan）的階段後，
準備晉升為可以結婚的成年級（bangsaran）24。在晉級之前，由
青年的教父為他們換上黑色裙布，此時青年們頭戴著與年度喪家
20

21
22

23

24

有關大獵祭舉行過程，參，例如，林志興（2002），〈南王卑南族歲時祭儀中的音樂〉，巴奈•母路、孔
吉文（編）
，
《原音繫靈：原住民祭儀音樂論文選》
，頁 83-86，花蓮：財團法人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
王勁之（2008）
，《巴布麓卑南人的「部落」觀念與建構》
，頁 59-74，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
士論文。
參洪秀桂（1980）
，〈南王卑南族成年儀禮之分析研究〉
，《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42 期，頁 90-92。
參陳文德（1989）
，
〈‘年’的跨越：試論南王卑南族大獵祭的社會文化意義〉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集刊》，67 期，頁 64、66、71。
卡大地布部落執行 mangayaw 時，會讓參與祭儀的族人理解 mangayaw 的意義在於巡守，即男人們於
入冬之際必須巡守他們的領域，遇到外面的敵人就會出草，而且為了感謝敵人的犧牲，成全了我們守
護領土的完整，所以會獵捕野生動物作為祭品來慰撫敵人亡靈。
有關卑南族男子的年齡階級與稱呼，參陳文德，《卑南族》，頁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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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由澤蘭編制的花環，然後由教父帶領共舞，之後就可以配戴
花環、穿著亮麗的傳統禮服，表示已經是完成成年禮的
bangsaran。亦即經由共舞的過程，完成了身分的轉變：對喪家而
言，袪除哀傷、重新恢復社會生活；對於由 miyabetan 晉升為
bangsaran 的青年男子來說，他也開始要去建立自己的家庭，延續
生命25。
[17]祖靈屋（karumaan）為卑南族人一切祭祀的中心，包括了生命
儀禮和各項歲時儀禮，祭祀的對象是祖靈，而祖靈則為全族的守
護者。普悠瑪部落目前有 4 個祖靈屋，於大獵祭（mangayaw）後
的第二個月擇期舉行獻祭（pubiyaw），此為最重要的祭祀祖靈儀
禮，部落內持有祖靈屋之各大宗族每年舉行一次，祭時要以山羌
（早期是以梅花鹿或者與梅花鹿有相似斑紋的小山豬）為祭物並
以新收之稻穗祭祖，祈求祖靈的保佑、農耕與狩獵的豐收、人的
平安等26。
[18]獻 祭 （ pubiyaw ） ， 甚 或 所 有 與 獵 有 關 的 祭 儀 ， 如 大 獵 祭
（mangayaw）
，其神聖性是由「獵」（取得上蒼、祖靈自然所賜）
而來，狩獵之前，總是要說請賜給我們祢所剩下的、多餘的、那
些殘缺不全的，感知獵物（上蒼所賜）
，知所珍惜。所以「獵」
（取
聖／靈之物）是狩獵文化的根，卑南族文化中的核心價值。初鹿
部落的祭文內容提到對宇宙的創造者、地面的守護者、眾祖靈，
獻上祭禮，提到的祭祀的獵物都是山上的野生動物。我們進行祭
儀所使用的祭品，都是山羌、水鹿或山豬，與漢人祭祀時用雞、
鴨、魚三牲來祭拜的祭祀文化不同。
[19] 飲食文化，是人類最根深蒂固的文化行為。許多難以理解的
飲食行為，其實是源於文化信仰及慣習長期養成的習癖
（habitus）
。例如，習於米食之東方人，不食白米仿若未餐而無精
神。旅遊造成的飲食習慣不適經驗處處可見，根源於信仰概念與
習慣的飲食習癖，甚至關乎人的身心健康，並可產生精神療癒效
果。特殊口味的滿足，可以引起愉悅的情緒，可以解除遊子鄉愁。
25
26

參陳文德，《卑南族》
，頁 81-85。
有關普悠瑪部落獻祭的過程，參，例如，孫民英（2010）
，
〈卑南族南王部落 raera 家族羌祭（pubiyaw）
記錄〉，
《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21 期，頁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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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食物之食用所引起的身心反應，難以單純藉由其他類
似之物替代可得解決。所以，獲取蛋白質的方式很多（包括以貨
幣去市場取得）
，而卑南族或原住民何以非要選擇狩獵的方式取得
食物？那是因為特殊信仰文化所養成的文化習癖。原住民何以食
飛鼠大腸中異味難聞之糞便，因為相信其可以治癒胃病。何以產
後婦女敢食田間鼠類，因為相信可以滋補身體增補奶水。做父親
的會想要將自己獵得的動物攜回供家人子女食用，其所得食肉與
市場購得現成之肉，何以不同？因為依文化習慣所獵之物，可以
彰顯父親角色的能力，可以表達特殊的親情關懷。家人良善的互
動，人倫關係的維繫，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理解此一脈絡，我們
才能理解為什麼做兒子的為了盡孝，甘冒著違逆風俗習慣之不正
義法令判刑的風險，也要帶獵物回來給年邁長者食用。狩獵技能
不足的兒子，為什麼會因為無法靠自己能力滿足長者想要吃野味
的願望而愧疚哽咽。為什麼已習於一般口味而不喜歡父親狩獵之
物的女兒，多年後理解父親分享獵物的意義與親情表達後會深感
慚愧之故。這些由族人述說的生活實例，由卑南族文化情境脈絡
去理解，方能感受狩獵活動對卑南族人的深刻意義，飲食文化的
內涵遠超越口慾滿足或營養補充而已。
二、系爭規定對於卑南族（狩獵）文化的影響
[20]人類追求良好生活而尋求與改善使用工具之品質，以求更為便
利、更為安全的願望，是基本人權。然而，我國之槍砲管理政策
及法令，竟違反此一發展原則，不在更完善的槍砲使用管理制度
上著力（例如結合原住民社會傳統良好制度與社會力量，使其加
入槍枝管理系統，賦予重建其原有自主自治之社會能量創造更安
全的用槍環境）
，反而，反其道而行，限制原住民使用較為進步安
全的器械，逼原住民只能退回使用最原始不安全狀態的舊火槍，
不顧原住民人身安全，原住民因生活及文化祭儀之須，不得己使
用之，往往發生安全事故。而於發生安全事故之後，又強化了社
會對原住民狩獵活動的負面印象，使我卑南族，甚至原住民成為
身體及名譽形象之雙重受害者。卑南族，乃至於原住民何以受此
雙重傷害之故，追根究源，係現行與狩獵活動相關之諸項法令，
違反了原住民應享有的憲法權利：文化自決權，致使原住民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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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實踐的困境及人身陷入不安全之險境。而我等卑南族人最感
嘆之處，猶在號稱保護少數弱勢人群，追求文化多元發展，民主
進步的臺灣，然而在原住民狩獵文化之尊重、賦權參與治理及生
計文化器械使用的人身安全之考量上，竟不如殖民時代之開明與
開放！
[21]以巴布麓獵人事件為例，巴布麓部落於 2014 年底舉行大獵祭
（mangayaw）期間，5 位執行祭儀任務的獵人，遭警方以違反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等罪移送地檢署，導致後
續祭儀中斷，引發執法人員粗暴對待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憾事。5
位獵人在 2015 年 7 月 17 日獲台東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27此
一事件，不僅使族人承受司法程序的身心煎熬，讓獵人蒙受罪犯
的污名，對於部落祭儀文化踐行過程的侵擾，亦屬不可回復的集
體傷害28。
[22]以普悠瑪部落少年猴祭（basibas）的儀式變遷為例，刺猴儀式
原在培養符合卑南族社會文化所需的人才，但有懼於禁獵及社會
異樣的歧視與壓力，實際刺猴活動在警政機關要求下已配合自我
中止，致卑南族式的教育訓練失其根源，流於形式。於今獼猴橫
行，傷農作物。而青少年會所教育變遷，訓練流於形式，民族精
神不振，社會凝聚力崩解。保育 50 萬隻野生獼猴，而致卑南族 1
萬 4 千人維繫社會根本之傳統狩獵文化卻無以為繼！為何生態優
勢在猴方時，不考慮人方的文化應用？
[23]卑南族的狩獵文化，並非僵固、不能改變，我們本來就擁有因
應族群需要自行調整的能力與機制，這是屬於「自由的追求文化
發展」的民族自決權範疇。現行法令對於狩獵活動的管制，具有
族群的針對性29，且出於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單方面想像
27

巴布麓獵人事件經監察院作成「監察院 105 內調 0049 調查報告」
，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3&s=4793（最後瀏覽日：2021/3/2）
。
調查過程中，負責調查的監察委員曾於 2015 年 6 月 23 日至本案現場履勘，其中一位監察委員於約詢
相關人員時，講述花蓮有農民發現母山豬帶小豬經過其田園，徒手與山豬搏鬥贏得勝利，並以此事例
詢問族人：原住民狩獵能否用「實力相當」的方式狩獵，而非以「實力不相當」的方式，例如使用槍
枝對付獵物。
這個例子，再次說明：倘若未以一定的文化認識或理解為前提，恐怕會出現荒謬提問。
28
這樣的集體創傷，即使在獵人獲不起訴處分後仍存在，也無法經由個人權利的保障機制加以彌補。
29
例如，
「自製獵槍」為專屬於原住民的法律概念，非原住民自制的獵槍，非「自製獵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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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不僅有違文化的不可管制性、不可定義性31，更侵害卑南族的
文化自決權32而扼殺文化健康存續與發展的生機。
三、本解釋案確認我國憲法保障卑南族（狩獵）文化權之必要性
及急迫性
[24]重塑民族風采與文化生命，唯靠傳統價值之復現，祭儀文化之
復振。能否復興，端看能否尊重文化存在權利，還歸狩獵文化權，
去除不當令卑南族文化不能存續發展的窒息性限制法令。
[25]卑南族主張兩人權公約第 1 條之民族自決權，應具等同於憲法
之效力，故應作為憲法解釋的規範依據。憲法本文原來即存有「民
族集體權」的解釋空間33，憲法基本權利章，除集體因「事實上」
的限制而無法享有者外34，各該規定之「人民」應不限於個人，而
可視具體情形，將集體包括在內，且因權利主體為集體而有不同
內涵。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第 12 項的增訂35（即令存
有基本國策效力之爭議36），應是強化（而非削弱）原住民族權利
30
31

32

33

34

35

36

例如，只能使用「自製劣槍」獵捕事先申請的動物種類及數量。
參李建良（2019），〈原住民族狩獵與規範衝突：文化、權力、刑法與憲法的四角習題〉，《法律扶助與
社會》，2 期，頁 6、24。。
原住民族自由追求文化發展的集體利益，如同以個人財產權為基礎的原住民保留地制度，無法承載「部
落或民族的土地利用形態、土地利用規範、土地管理組織、經濟利益之外的人地關係」等集體利益。
參林淑雅（2007）
，
《解／重構臺灣原住民族土地政策》
，頁 3-50，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參李震山（2007），〈集體權〉，氏著，《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頁
302-303、312、319，台北市：元照。
例如集體本身無法享有憲法第 18 條應考試服公職之權。所謂集體權「事實上」的限制，係指集體是一
種有別於個人的權利主體，集體所能享有的權利內容也會與個人權利有所不同。參林淑雅（2000）
，
《第
一民族：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頁 46，台北市：前衛。
1997 年修憲將原住民族條款納入憲法，可謂「國家」透過修憲自我拘束之方式，具體回應原住民族作
為基本權利主體之必要性，憲法解釋如係以國家權力之行使為之時，自應同受拘束。
憲法學說上大多認為，基本權利與基本國策二者涇渭分明：基本權利具有直接效力，而基本國策規定
只有間接效力；基本權利具有主觀性，而基本國策規定只有客觀性。參林明鏘（1997）
，
〈論基本國策：
以環境基本權為中心〉
，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
《現代國家與憲法：李鴻禧
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頁 1469-1470，台北市：月旦。有關基本國策效力於釋憲實務及憲法學理
的一般性分析，參王韻茹（2019）
，
〈再探憲法基本國策條款之效力〉
，江義雄教授七秩晉五華誕祝壽論
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民主法治的經驗與見證：江義雄教授七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77-89，
台北市：新學林。
有關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第 12 項（原住民族條款）效力的討論，參，例如，林明昕（2006）
，
〈原住民地位之保障作為「基本權利」或「基本國策」？〉，氏著，《公法學的開拓線：理論、實務與
體系之建構》，頁 16-27，台北市：元照（認為原住民族條款欠缺權利性質的主觀法效力，僅承認其具
有兼具「國家目標規定」與「立法委託」之客觀法效力，課予國家各機關，尤其是立法者，努力實現
促進原住民族能夠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方面，與其他各族群享有實質平等地位之目標的義
務）
。類似見解，參張嘉尹（2008）
，
〈多元族群、國家認同與臺灣的憲政改革〉
，
《中研院法學期刊》
，2
期，頁 148（認為原住民族條款之規範效力類似於德國憲法中的「國家目標規定」
，雖未賦予原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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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37
[26]憲法作為人民權利的保障書、國家法秩序的最高規範，在制
憲、修憲過程中，雖有卑南族人的有限參與38，但卑南族未曾以主
體地位參與其中，乃至於過往修憲過程中，也未能有充分且決定
性的提案機制。以現行修憲機制來看，居於人口少數的原住民族，
要透過立法院提案、公民複決等程序，來匡正過時且不符臺灣現
狀的中華民國憲法（例如「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不
當區分）
，恐難以期待。本解釋案，實為對於憲法本身的轉型正義，
透過卑南族觀點注入憲法文化，開啟國家與卑南族相互承認的憲
法對話，修復原住民族未能直接與憲法締結授權關係的必要過程
39
。
[27]本解釋案確認憲法保障卑南族（狩獵）文化權的必要性及急迫
性，理由也包括行政及立法部門效率不彰、司法部門對於集體權

37

38

39

觀上得以行使的基本權利，但對於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在內之國家權力仍具有拘束性，形成這些公
權力在憲法上的客觀義務）；許育典，
《文化憲法與文化國》，頁 447-449（認為原住民族條款只是國家
的義務，國家有義務創造或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環境，如果國家沒有盡到這項義務，就是立法怠
惰的問題，人民並沒有請求國家給予多元文化環境的主觀公權利）
。
憲法學界另有認為，基本國策雖然不等於基本權利，但仍可能成為基本權利的具體規範內容。參，例
如，李震山，
〈憲法未列舉權保障之多元面貌：以憲法第二十二條為中心〉
，頁 28-29（認為基本國策中
有關基本權利之規定，若仍在憲法第二章所列舉之基本權利的保障範圍內，「該基本國策之規定，應
可逕作為基本權利保障之依據」）；黃舒芃（2010）
，
〈立法者對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自由及其界限〉
，
黃舒芃（編）
，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七輯，頁 174-177，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籌備處
（指出基本國策具有對立法形成自由的拘束意義，其功能在於與基本權利規範相互合作，共同指引立
法者利益衡量的標準與方向）
；林明昕（2016）
，
〈基本國策之規範效力及其對社會正義之影響〉
，
《臺大
法學論叢》
，45 卷特刊，頁 1330-1334（分析基本國策規定對於基本權利規定有「制約」
、
「填充」
、
「回
饋」作用；已作為基本權利之填充的相關基本國策規定，除既有的客觀法面向外，是否亦有主觀權利
之性質，應依基本權利之相關議題的認定方式作個案判斷，而非全盤否定）
；王韻茹（2018）
，
〈從公法
人理論與實踐發展觀察部落公法人〉，《成大法學》
，35 期，頁 20-23（認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明白揭示「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字詞，就解釋上支持作為集體權利的見解，
「上述規定
應屬於具體憲法基本國策中原住民族集體權的內涵」）
。
類似見解：我國憲法第 5 條規定因是以民族（明顯屬於群體的概念）為主體，固有承認群體平等的解
釋可能；如再配合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的相關規定，以及公
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7 條有關少數群體人民權利保障的規定，甚至有進一步發展出群體權的解釋
空間。參黃昭元（2017）
，
〈從平等理論的演進檢討實質平等觀在憲法適用上的難題〉
，李建良（編）
，
《憲
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九輯，頁 296，註 42，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
制憲過程中，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共 2050 席當中，臺灣分配有 18 名，其中包括唯一的高山族代表南志
信，即為卑南族人；修憲過程中，原權會等團體發起原住民族憲法運動，亦有胡德夫等卑南族人參與。
學者分析原住民族參與「新憲運動」的憲法意義，指出集體權保障的入憲，是民族生存保障的關鍵；
原住民各民族主體，必須在新憲制定過程中重新定位與國家的關係、確立原住民族權利的憲法保障、
創設原住民族自治的組織彈性，並以參與新憲作為民族意願的展現。參李建良、林淑雅（2008），〈臺
灣原住民族與新憲運動：觀念的提出〉
，葉俊榮、張文貞（編）
，
《新興民主的憲政改造》
，頁 203-220，
台北市：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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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陌生，例如：（1）原住民族基本法完成立法後，明文承認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
槍砲條例、野動法與此一規定之間，存在法規範衝突，但卻未於
法定期限內檢討修正40。
（2）巴布麓獵人事件發生後，巴布麓部落
於 2015 年即提出制定原住民族狩獵採集專法之訴求，至今仍無進
展。（3）過去初鹿部落在大獵祭後，會在部落外的首洗溪清潔，
演變到現在，大獵祭會在溪邊進行，包括儀式的進行及勇士舞（要
成年禮的年輕人練習打盾鈴的訓練）
，但是過去不僅遭到水利主管
機關的驅離，甚或法辦，到現在也要每年事前申請，構成對於文
化集體權的侵害。（4）行政部門資源錯置，致力於惠而不費的政
策推動，且可能因行政一體、部會和諧等考量，不願意正視問題
所在，例如近來立法院詢答時論及原住民非法持有槍枝誤擊的情
形，行政部門間一團和氣，託辭宣導不足41。
（5）行政法院對卡大
地布部落是否遭受自決權、文化權等集體權的侵害/損害，見解不
一42。倘若原住民族權利，未能於本解釋案獲致確認，則意謂大法
官決定放手由政治部門與全體國民，透過修憲方式決定43。此在憲
法政策上，是否妥適？大法官是否應「懍於憲法職責…及時作成
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44，洵值慎思。
40
41
42
43

44

參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4 條規定。
參立法院公報，110 卷 11 期，委員會紀錄，頁 207-209。
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度停字第 57 號裁定、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抗字第 12 號裁定。
有學者指出，在臺灣的憲法變遷脈絡下，原住民族集體權的證成可以透過修憲或釋憲途徑為之，「但
若要藉助憲法解釋『導出』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必然需要強而有力的論證與說理基礎」
。參李建良（2010）
，
〈憲法變遷中的原住民族權利：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法理論述〉，氏著，《人權思維的承與變：憲法理論
與實踐》
，頁 384，台北市：新學林。
另有學者主張，透過修憲方式承認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可能是比較不引起質疑的作法，因為憲法基本
權所保障的對象皆為個人，若承認集體權，等於承認憲法對原住民的保障包含原住民個人與原住民族
群體，則「此二權利主體間的關係如何？當二者發生衝突時，該如何解釋？這些問題都相當棘手，這
也是憲法之所以不承認集體性權利的理由」。參許育典（2006）
，《文化憲法與文化國》
，頁 450-451，
台北市：元照。此看法恐有待商榷，不宜僅因為對於個人權、集體權衝突問題的憂慮，即採取保守、
退卻的憲法解釋，畢竟就算採取修憲的方式，個人權、集體權衝突的問題，也不會憑空消失，還是需
要縝密的論證分析，才有可能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主張以修憲方式承認原住民族集體權之學者，近來已改變先前見解，其一方面肯
認原住民族文化集體權的保障，透過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規定所課予國家積極調整與解決原
住民文化長期受到國家漠視問題的義務，「積極轉化為一個原住民『族』在文化開展上的主觀權利」，
另一方面指出，傳統基本權的不足，不應以集體權保障與憲法個人權體系的差異為由，拒絕承認集體
權，「憲法的內容與功能應該與時俱進……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將必要的條件納入基本權的範圍中，
而非兩手一攤，以一句『與現有體系不合』，即關上保障人民的大門」。參許育典（2019），〈原住民
文化集體權在憲法的保障：以原住民保留地為例〉
，《臺灣法學雜誌》，379 期，頁 43-84。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理由書第 10 段：
「本件聲請涉及同性性傾向者是否具有自主選擇結婚對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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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28] 對於大法官而言，這是難得的憲法時刻，可以盡情闡述臺灣
作為「多元文化」國家的美好45，並且再次有機會展現憲法守護者
對於原住民族集體歷史經驗與文化理解的論述高度46。對於卑南族
而言，本解釋案攸關我們如何看待憲法規範中所明定「民族平
等」、「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應依民
族意願，對原住民族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對我們有何
意義――究竟是語戲、修辭，抑或具實效性？亦即，憲法是否承
認卑南族（權利）的主體性47？卑南族（狩獵）文化是否為憲法保
障、積極維護發展的文化？我們相信大法官的勇氣及智慧48，應可
期待大法官本於保障少數者權利的憲法職責49，認真看待原住民族

45

46

47

48

49

自由，並與異性性傾向者同受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為極具爭議性之社會暨政治議題，民意機關本應
體察民情，盱衡全局，折衝協調，適時妥為立（修）法因應。茲以立（修）法解決時程未可預料，而
本件聲請事關人民重要基本權之保障，本院懍於憲法職責，參照本院釋字第 585 號及第 601 號解釋意
旨，應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及時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
斷。爰本於權力相互尊重之原則，勉力決議受理，並定期行言詞辯論，就上開憲法爭點作成本解釋。」
比較：
「臺灣號稱『多元文化』的社會。但是，一直到今天，原住民族在健康、教育、經濟生活、政治
參與等許多層面的指標，仍然跟非原住民族存在著落差。同時，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歧視，
仍然沒有消失。政府做得不夠多，讓原住民族承受了一些其他族群沒有經歷過、感受過的痛苦和挫折。
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稿（2016/8/1），〈總統代表政府向原
住民族道歉〉，http://www.president.gov.tw/NEWS/20603（最後瀏覽日：2021/3/2）。
比較：釋字第 719 號解釋及相關評論，參，例如，王泰升（2015）
，〈臺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
特殊的人群、地域與法文化〉
，《臺大法學論叢》，44 卷 4 期，頁 1642（認為釋字第 719 號忽略原住民
族的集體歷史經驗與文化）
；黃昭元（2015）
，
〈2014 年憲法發展回顧〉
，
《臺大法學論叢》
，44 卷特刊，
頁 1408-1411（批評釋字第 719 號解釋在理由構成上，未論及種族分類，也沒有就配額手段的合憲性提
出積極充分的說明，
「如果解釋像球賽，本號解釋顯然是躲避球賽的經典之作」）
；模擬憲法法庭模憲字
第
4
號 、 第
5
號 判 決 （ 涉 及 轉 型 正 義 議 題 ） ，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ivilconstitutionalcourt/judgement/scc45（最後瀏覽日：2021/3/2）
（
「中華民
國各級法院均無權限、亦無能力對於原住民族之國家認同與想像之權利進行解釋。事實上，若將司法
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及其協同或不同意見書，視為現今臺灣司法權對於原住民族之最高程度理解，則
欲以傳統司法權之發動，求原住民族之終極復權，非僅緣木求魚，直屬與虎謀皮。」
）。
參，例如，王皇玉（2018），〈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兼評王光祿之非常上訴案〉，《臺大法
學論叢》
，47 卷 2 期，頁 843（指出「狩獵＝犯罪」的問題癥結點在於政府至今沒有認真對待原住民族
的主體性）
；蔡志偉 Awi Mona（2015）
，〈從「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43 號刑事判決」省思原住
民族狩獵文化〉
，
《臺灣環境與土地法學雜誌》
，15 期，頁 77-78（說明原住民族與「弱勢族群」的概念
牽扯，造成國家多以補貼、扶助、彌補式的政策規劃，以致社會錯誤的理解原住民族所具有的差異本
質，僅係經濟的問題與資源的分配而已）；蔡志偉 Awi Mona（2016）
，〈民族法主體之建立：臺灣原住
民族自治之視角〉
，《臺灣原住民族法學》，1 卷 1 期，頁 81（說明原住民族權利始終是被國家「命名」
與「界說」的客體，現行直接或間接規制原住民的各種法律，本質上仍然是區別非原住民族的優越與
原住民族的落後）
。
本解釋案就系爭規定之違憲審查，大法官也許僅以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規範間相互衝突
或矛盾現象等法律論述，即足以認定系爭規定違憲。惟如此的理由論斷，只是讓大法官躲身在法律論
述的保護衣下，省去要認識理解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麻煩，但也將錯失促進跨文化理解對話的機會，
實非我們所樂見。
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大法官指出：
「儘管憲法法院應適度尊重政治部門代表的多元民意，但仍須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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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51，配合社會情事變遷，賦予憲法與時俱進的新內涵52，
作成令各界敬佩信服之睿智解釋。
[29] 本解釋案作為大法官行言詞辯論的第 17 件（司法院院長許宗
力大法官就任後第 8 件）解釋案，也是大法官首次主動公開邀請
各界提出法庭之友意見，具有促進文化理解與對話的重大意義，
值得肯定。本解釋案公告有關「個人、團體及機構欲以法庭之友
身分提供書面意見者，請於 110 年 3 月 2 日前寄送本院大法官書
記處」
，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居住區域大多分散且幅員廣闊，且考
量城鄉差距、資訊落差、集體意見形成不易等因素，要在時限內
提出意見確有現實上的困難。儘管卑南族勉力於時限內提出，惟
因「110 年 3 月 2 日前」屬訓示期間性質，故就逾時提出的法庭之
友意見，理應一併列入大法官參考範圍；此外，透過本解釋案進
行言詞辯論的網路直播、媒體報導、後續輿論發酵，應可激發更
多值得大法官參考的意見，為使本解釋案充分發揮憲法論壇53的功
能，我們建議大法官於言詞辯論後，另訂一定期間，由出庭人員
視需要提出補充意見54，同時容許各界（尤其是未及提出意見的其

50

51

52

53

54

衡量系爭議題所涉的基本權種類、侵害的強度與急迫性，憲法規範中價值決定的明確程度，甚至是所
涉群體於現實社會中是否落居弱勢處境，以決定應採取的審查標準。因為政治部門仍可能遺漏某些少
數觀點及利益，卻是憲法特別要求應加以考量、保障者。此時若面對政治部門，憲法法院一概採取順
從、消極的態度，反而可能背離了保障少數者權利的憲法職責。因此，大法官絕非不能採取積極主義，
重點仍是應於個案中，具體判斷採取積極立場是否具備憲法上正當性。」參許宗力（2018），〈大法官
的司法積極主義如何形塑臺灣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司法周刊》
，1923 期文選別冊，頁 33。
比較：釋字第 748 號解釋具體描述我國同性性傾向者的脈絡處境：
「在我國，同性性傾向者過去因未能
見容於社會傳統及習俗，致長期受禁錮於暗櫃內，受有各種事實上或法律上之排斥或歧視；又同性性
傾向者因人口結構因素，為社會上孤立隔絕之少數，並因受刻板印象之影響，久為政治上之弱勢，難
期經由一般民主程序扭轉其法律上劣勢地位。」（解釋理由書第 15 段）
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大法官，曾借用 Dworkin 認真看待權利（Taking Right Seriously）的名句，疾呼「認真
看待學生的權利」
。參司法院釋字第 684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參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解釋理由書：
「憲法並非靜止之概念，其乃孕育於一持續更新之國家成長過程中，
依據抽象憲法條文對於現所存在之狀況而為法的抉擇，當不能排除時代演進而隨之有所變遷之適用上
問題。從歷史上探知憲法規範性的意義固有其必要；但憲法規定本身之作用及其所負之使命，則不能
不從整體法秩序中為價值之判斷，並藉此為一符合此項價值秩序之決定。人權保障乃我國現在文化體
系中之最高準則，並亦當今先進文明社會共同之準繩。作為憲法此一規範主體之國民，其在現實生活
中所表現之意念，究欲憲法達成何種之任務，於解釋適用時，殊不得不就其所顯示之價值秩序為必要
之考量。」
黃昭元教授以大法官被提名人身分，於立法院詢答時即表示：
「大法官釋憲機制除了解決憲法紛爭的制
度功能外，也類似一個長期舉行的憲法論壇，對於促進社會之憲法共識與文化，具有相當重要的功能。」
參立法院公報，105 卷 74 期，委員會紀錄，頁 400。
例如大法官就釋字 748 號解釋一案，於 2017 年 3 月 24 日行言詞辯論，當庭諭知聲請人、關係機關或
鑑定人，如有書面補充，應於同年 4 月 5 日以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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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住民族）於同一期限內提供法庭之友意見，以收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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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卑南族補充意見書
2021/3/15
前言
[1] 為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 12860 號王光祿等案（下稱本解釋
案）
，臺東縣卑南族民族自治事務促進發展協會前於 110 年 3 月 2
日以卑促字第 1100110018 號函送「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供大
法官參考。卑南族利嘉（Likavung）部落族人潘志強，係本解釋聲
請人之一，就本解釋案行言詞辯論時大法官詢問事項，認有以卑
南族立場補充說明之必要，爰提出本意見書。
[2] 本解釋案於 110 年 3 月 9 日上午在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的同
時，卑南族民族議會發起「吟回文化權，唱出正義聲」狩獵文化
權釋憲案聲援行動，在臺東巿寶桑部落活動中心，集聚卑南族 10
部落族人約 200 餘人，聲援同一時間在憲法法庭出庭的本解釋案
聲請人――利嘉部落的傳統領域巡護者潘志強，並對於決定審理
此案、透過公開徵求意見、行言詞辯論，促進跨文化理解的 15 位
大法官，表達最高的敬佩之意。活動現場以「傳統領域守護者淪
為罪犯？請大法官還我文化自決權！」為訴求，在「吟回文化權，
唱出正義聲」的活動主題下，由各部落「吟唱」傳統古謠，特別
是與狩獵活動息息相關的年祭祭歌（irairaw）55，藉此讓大法官和
社會大眾看見、聽見卑南族深刻的「文化」
，族人也同步觀看憲法
法庭的言詞辯論實況，見證遲來的「正義」能真正落實在原住民
族身上。活動過程也施放狼煙，藉由煙霧傳達族人意念予天地萬
靈。卑南族繼 2007 年卡大地布獵人遭警驅傉事件、2014 年巴布麓
55

卑南族年祭祭歌（irairaw）是卑南族年祭（mangayaw）祭儀中最重要的音樂
和文本，其中提到：北風肆虐⋯⋯山豬、水鹿、梅花鹿、山羊、野鼠等野生動
物在此棲息，於是成了獵場。部落長老和年輕人們在此狩獵，所獲得的獵物，
帶回部落與大家共享，並歡度新的一年；也包括引領喪家跨出死亡的禁忌回歸
社會一體、勇士操練對敵人的反擊意志，以及建立不落人後的奉獻服務精神等。
從這部卑南族的「詩經」的內容來看，已經足以說明，狩獵活動在卑南族的文
化脈絡下，包括歲時祭儀、生命儀禮、宗教信仰、情感維繫、穩固部落社會關
係等層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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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事件之後，再一次集體動員為捍衛卑南族及各原住民族主體
權益而挺身，也是繼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後，再一次表達卑南族
對於本解釋案的高度重視，齊聲呼籲大法官：肯認原住民族文化
主體，承擔憲法轉型正義使命56，促成相互承認、彼此理解的跨文
化憲法對話57。
[3] 有關本解釋案行言詞辯論時大法官詢問事項，涉及系爭規定是
否違憲之判斷，屬於國家法律體系及規範衝突的問題，委諸法律
學者專家及各界提供卓見供大法官參考，本意見書從略。本意見
書基於卑南族主體性之觀點，僅擇要回應，主要就大法官黃虹霞、
詹森林詢問事項58涉及狩獵與動物生命的嚴肅議題，分為以下三部
56

57

58

過去憲法的制定和修正，卑南族從未以主體地位現身（聲），故本解釋案如能
將卑南族觀點注入其中，也可以說是對於憲法本身的轉型正義。參卑南族法庭
之友意見書第 26 段。
相 關 訴 求 ， 另 參 潘 調 志 ，【 請 大 法 官 傾 聽 】 何 謂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 化 ，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10303/4EL6WAZ6EJCHFBVOFFI7MB6WRY/
（最後瀏覽日：2021/3/15）
。
黃虹霞大法官詢問略以：「第二個部分是相對的，關於安全性的要求，我也非
常認同，但是效能的部分，我們今天要對抗的，不是手上同樣有武器的人，我
們現在狩獵的對象是獵物，嗯，如果從獵物的角度去看的話，到底我們應該存
怎麼樣一種態度？……我要非常感謝很多法庭之友，給我們很多的指導，這個部
分其中有 2 個和『效率』是有關係的，所以我覺得值得和大家說明一下，一個
是社團法人台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還有一個布農族的法庭之友意見書，
裡面有一些句子，讓我非常感動，也和我原來認知是一致的，他們是這樣說，
狩獵活動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意義和重要性，重點不在於獵捕的行為，而
在於和環境和諧共生的實踐，那麼他又說，每一次出獵，不可以講話，因為是
準備讓自己的靈和宇宙萬物的靈，處於一個平等競爭的態勢，我作為法律人，
看到平等，就會比較有感覺，都要平等，
『眾生平等』
，那麼他又說，布農族並
沒有獵人的概念，人是環境的一部分，你要是非人的，這讓我想到，不是從人
本位的思想來出發，看待事情，這個是讓我感動的，整個布農族的部分，大概
有這樣基本的看法。然後我說還有另一篇，也讓我非常感動，這個是卑南族我
們青年朋友寫的，他說，也是剛剛林律師也有提到，說獵人是獵場守護者的概
念，獵人是傳統領域守護者、巡視者，你看他都不是以占有者，或者是侵略者
這樣的概念在看待事情，他又說，卑南族長久在地生活發展出來的生活知識和
智慧，以及文化慣習，均講究與大自然共存共續，我們利用享用大自然之餘，
更要守護大自然，這樣的觀念和想法讓我是感動的。也是因為這樣的想法和感
動，還同時看到一句話，讓我覺得我們是不是要去思考，內政部講的『低效能』
是不是有它的道理存在？他說，大獵祭的神聖性是由『獵』，取得上蒼、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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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提供大法官參考：一、狩獵的生命哲學。二、卑南族狩獵文化
與動物生命。三、憲法原住民族文化權的肯認係本解釋案關鍵所
在。
一、狩獵的生命哲學
[4] 從二位大法官的深刻提問當中，我們感受到其中所隱含「對獵
物的悲憫」
，引出了狩獵文化與動物生命的深層思考，讓我們將文
化保存、文化保護的思維，提升到生命哲學的高度，進一步省思
與回應：狩獵文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為何？
[5] 有關原住民狩獵活動，如果不以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整體去
理解，而以所謂「本質」之說看待的話，則可能會有人認為「狩
獵的本質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掠奪」59，甚至有人質疑：
「動
物還是最弱勢的，狩獵的本質就是對動物的一種殺戮，殺戮本身
不是絕對不行，但本質就是殺戮，殺戮可不可以變成權利？」60、

59

60

自然所賜而來，狩獵之前，總是要說請賜給我們祢所剩下的、多餘的、那些殘
缺不全的。這樣的概念，我們如果現在要使用槍，我們來獵物的話，需要去追
求一個現代高效率的槍嗎？」詹森林大法官詢問略以：「再來要特別請教浦教
授，您剛才的一段話，讓我很有感覺，您說在狩獵的時候，站在所謂人道狩獵
的立場，毋寧是希望能夠讓動物，不曉得能不能夠用一槍斃命來形容，但是就
我以及我相信很多人觀察，不管是親眼看到或者是看電視，動物在受到攻擊的
時候，牠毋寧是極盡一切可能求生，所以如果我們讓這種槍枝不是那麼樣高效
能，以至於被子彈打到的獵物，牠還有逃跑的機會，或者是說，附近的動物，
一看到牠的同胞已經被打中了，牠比較有機會去逃跑，所以這樣子的權衡，也
就是說，今天沒有動物在場，我們有看過幾場特別是美國演的電影，如果動物
會講話的話，牠難道也會說，如果我真的必須被你打中的話，請你讓我一槍斃
命吧？或者動物會說，不，還是希望讓我有逃命的機會？這個不曉得在我們獵
人的文化以及原住民的傳統上，有沒有思考到這一點？當然您剛才提到，我也
很受感動，獵人在獵得獵物之後，會對獸靈加以祭祀，我只是反問，如果是動
物，牠是寧願被打死而來被祭祀呢，或者是我逃過這一次的災難，讓我跟人一
樣活更久一點會比較好？」
二位大法官的詢問都著眼於「槍枝效能」，但背後的理由似涉及「對獵物的悲
憫」
（從獵物的角度去看，眾生平等；如果動物會說話會想要逃跑）
。
參〈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與憲法保障座談會會議紀實〉，《法律扶助與社會》，創
刊號，頁 120（許玉秀發言）。
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王光祿釋憲案開庭！獵人為何變罪人？狩獵文化、動保
難兼顧？」，https://youtu.be/6qMR-CY4rlg（影片 31:00 以下，臺灣動物社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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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還要讓殺戮繼續存在於當代社會之中？為了降低狩獵殺
戮，是否應降低狩獵工具的有效性？」、「保存狩獵是否會鼓勵殺
戮？鼓勵殺戮是否會延伸成為社會安全潛在威脅？」
[6] 原住民接觸外來信仰的時間，也不過是六、七十年而已，在此
之前，原住民篤信傳統的祖靈信仰，以及相信萬有萬物皆有靈的
萬靈信仰，因為相信自然萬物皆有靈性與靈力，所以，面對自然
與日常生活時，形成了更加戒慎謙卑的態度。然而，神聖狩獵常
被視為野蠻兇殘的「茹毛飲血」
，生活習慣被視為原始落後。可是，
現在當面對文明的副作用時，眾人才覺醒，原住民的生活習俗與
價值信仰，含有更值得重視的內涵。
[7] 環境保護、生態維護的討論，由於加入了人道主義的考量，使
這個議題遠離了野生環境的法則，刻意迴避了野生世界的獵殺事
實、現象與功能。事實上，野生環境就是殺戳的世界，野生環境
中的殺戮（動物間的獵捕）其實是造物者設計自然環境的一環。
不殺生，或文明（至少是人想像的文明）
，是人為（人工）環境的
創造。環境保護的極致思維，是讓更多的環境「野生化」、「荒野
化」
。充滿現代性思維的人道化、宗教化、文明化思維，以及過多
人為的設計，反而脫離了自然，扼殺自然規律和呼吸的機會。凡
是隱含人道思想，提倡宗教性、去野蠻的看法，其實就是在進行
去自然，反環境保護。因此，假設動物會說話的提問，或許出於
直率慈悲的發想，但其實是一項偽命題。野生動物的共生、互動
與溝通（非語言溝通），獵殺就是一個互動和溝通的主要模式之
一。用偽命題包裝所有的野生世界應該立即人為化、文明化，反
而突顯「人為主宰」的思維。極力主張人道化、宗教性地看待原
住民族（狩獵）文化，其實隱含了「文明化」的傲慢與歧視。
[8] 原住民近百年來非自願被迫納入殖民或文明國家體系之前，作
為自然野生環境的一份子，是保持野生環境生存的設計存在，所
以才有狩獵的行為。不具有狩獵的能力，是不能存在於野生（或
說自然環境之中）
。狩獵文化的深層意義，就是不喪失野生環境存
活的能力。要習得、懂得獲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還諸於自然
究會執行長朱增宏發言）（最後瀏覽日：20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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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則。簡言之，狩獵，就是原住民不忘祖訓，不忘野生能力，
不失野性的文化實踐，保存文化活力的體現。給一個野性的保留
空間、遵循野生世界一份子的狩獵文化，不僅能尊重原住民族文化，
更能保護自然。
[9] 參加狩獵活動教育養成的人，其實，會更敬畏大自然。事實上，
在外來信仰及現代概念傳入原住民社會之前，我們就已經發展出
和自然之間，和動物之間的平衡與平等的文化信念和習慣。而行
為不符合規範的違反者，會被譴責和處罰，然而，這份原本存在
的管理機制與功能，卻被國家體制不信任、不承認、不賦予適當
的位置與權利，引為參與管理或共同管理的一份子。國家體制的
不信任、不承認、不賦權，破壞了原有的社會規範，更進一步形
成原住民社會力削弱與紊亂之源。所以，承認原住民文化自決權，
引進原住民原有社會能量，參與負擔管理野生世界的責與權，應
更有利於自然維護與環境治理。
[10] 原住民生活中，面對著三種生命型態：野生植物、耕作植物、
野生動物。面對不同的生命，原住民都發展出了繁複的儀式，顯
示了對所有生命（上蒼的賜予）的尊重。生活中的每時每刻，面
對生命對撞，採摘捕獵文化都在實踐「敬天法祖」的虔敬態度，
豈能被不理解之人粗暴解讀呢！
[11] 生命相遇、對撞，並造成有一方，或互相的生命造成傷害、
終止等等不幸，一直是宇宙萬物互動的方式之一，看起來也是造
物者設計世界運作的一道程式，這一套生命互動的程式規則，一
直在這世界、在這宇宙中運行。除非有比造物者更大的力量終止
它，終止世界的運行，才能跳脫、擺脫這一個永無止息的運行。
我們人在其中，我們利用它，也被利用。我們威脅其他的物種，
也被威脅。但是，這個看起來相互毁滅的方式，卻又含有取給互
補和施捨滋養的功能與意義。我們原住民的祖先，身處原野，深
刻地體會到這個道理，所以，發展出「取之以道，待之以禮」的
文化與慣習。面對給養生命重要的生活途徑，用禁忌加以約束，
用儀式表達能夠生存發展的無限感激。我們知道，採摘野生的植
物花朵，會傷害被採摘植物的生命。收割小米高粱等人為栽種的
農作，也是收回終止它的生命。獵捕大自然中我們需要的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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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更是如此！所以我們對天、對萬靈、對大自然，對每一個幫
助自己和部落族群生命延續和成長的生命和物質都充滿感謝。透
過禁忌、祭儀、慣習和我們的生命態度的省思加以表達。

二、卑南族狩獵文化與動物生命
[12] 在前述卑南族「吟回文化權，唱出正義聲」狩獵文化權釋憲
案聲援行動的現場，普悠瑪（Puyuma）部落吟唱年祭祭歌（irairaw）
「新年新氣象」
（penaspas）的段落，吟唱的主題即在頌揚北風吹、
芒草生、獵物聚、滋眾生的生態觀。荒野的形成、動物的滋生、
動物食草、動物相食（含人）
，就是「天田」的形成。上天不只種
植物，更蓄養野生動物。這樣的環境，是被「現代」破壞了。我
們嘗試用以下的文字思路加以敘說：
獵場，是造物者所造的自然園地，愈荒野愈保生命力。
獵殺，是自然運行的法則之一，是達爾文口中的物 競 天 擇 的
推 力。
荒野，是充滿危機與生機之地。所以，原住民進 入 獵 場 必 要
祈禱。
祈禱，是為了進入荒野獵地（神聖地）行危險之獵殺（或被
獵殺）活動之際，求神靈保祐自己的平安。祈禱，更是祈求
祖靈上蒼允許進入荒野（上蒼護養生命的神聖地）獵取神聖
物。謙卑祈求賜予生活所需，謙卑祈求賜予上蒼所餘、所棄、
有不全者。而進出神聖危險之地，必須先行入聖（野地）／
返俗（日常生活）的通關儀式，以配合上蒼好生養生之德。
[13] 卑南族狩獵文化對於獵物及獵場的態度，例如：（1）熊的禁
忌與殺熊後的儀式：熊（trumay）在食物鏈的最頂層，是山神派來
的使者，殺熊會替部落帶來災厄（熊會聞獵人味道到部落報復）
，
61
若不慎誤殺 ，則需比照傳統按親人在外意外身亡方式祭拜，流程
61

黑熊因嗅覺超級靈敏，有危險或遇上人類時，從很遠的地方會先行離開，有下
列狀況時才會攻擊人：
（1）受傷或誤觸陷阱時；
（2）正在吃獵物，鼻子在動物
身體內，突然有人靠近會以為搶食者；（3）身旁有小熊時，此時最危險；（4）
發春期公熊會纏著母熊，任何人靠近都會被公熊誤認為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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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下山後要找巫師祭拜，並停止上山幾年。
（2）珍惜自然資源，
凡被獵傷/亡（即使發臭、未腐爛）的動物一定要找到、帶回部落。
（3）獵取重要獵物時必會祈禱（從遭遇戰爭演變而來的祭詞）
：
「這
是場戰爭，我今天幸運戰勝了你，感謝你犧牲身體讓我與族人共
享，你的靈魂我將帶回去供養，直到我死去。」
（4）不獵捕懷孕、
哺乳期、正在交媾、帶小孩的野生動物。（5）只獵 300 斤以上成
年公鹿，不獵雌鹿與小鹿，以利物種延續。（6）不獵鷹族及夜間
棲息的鳥類（夜盲症，無抵抗逃脫能力）
。
（7）受重傷、明顯無法
存活之野生動物，會立刻處理以減少牠痛苦的時間62。
（8）不長期
使用單一獵場，定期休獵（如同耕田休耕）
。
[14] 少年年祭（mangayangayaw）又被稱為「刺猴祭」
，係以獼猴
為對象進行的狩獵活動，刺殺猴子之祭儀活動有訓練青少年面對
生離死別及勇於刺敵等多層意義63。在普悠瑪部落少年年祭的 3 首
祭儀詩歌（kudraw）中，詳細敘說刺猴、悼猴、棄猴（送行）的
過程。這 樣 的 儀 式 行 為，呈 現 了 卑 南 族 人 對 於 該 動 物 生 命 的
嚴謹態度。
kudraw 少年祭儀詩歌（1）
are lra drini driyan, kumudrawa mi 來！我們即將要開始/我們
要吟唱了
dra kinaladan / dra sinabalran 清晨/大清早
kadrini ngaway , kadrini ami 在最先處/在北方
parenuanay , paredekanay 使送抵/使送達
katrimulawang, katrimeruan 眼 神 空 洞 / 目 光 混 濁 （ 亡 猴 ）
panunuanay, patrutruwanay 綿延/連續
paunuganay i Panaysang 一直到達 Panaysang（花蓮一帶）
（註：北組少年詩歌，在 pangayangayawan 刺猴場吟唱 3 遍）
kudraw 少年祭儀詩歌（2）
62

63

為什麼獵人要給獵物痛快？回到撿拾獵物的祭詞，也是比擬對方是戰士，給他
的禮遇，換言之，我成為俘虜時，也希望對方給我戰士的對待，迅速結束生命，
不要虐待。
參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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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lra drini , kumudrawa mi 我們將要吟唱了/我們要吟唱祭歌
dra kinaladan, dra sinabalan 這清晨/這一大早
kadrini ngaway, kadrini ami 在起初之地/在從前的地方（指祖先
發源之地）
parenuanay, paredekanay 使送抵/使送達
katrimulawang, katrimuluan 眼神空洞/ 眼目混濁（亡猴）
mutrubutrubu , mubirabira 帶穗的/有葉子的
iwarenagan, iwalitrungan 在少年會所/在聚集的場地
na muwaisatr , na muwadare 上上/下下的
pasasurukan , pakakarunan 被任命的/被派遣者
sunasunanay, turuturudray 傳遞
panunuwanay, patulutuluwanay 延續的/連續的
paunuwanay i Panaysang 送抵 Panaysang（花蓮一帶）
（註：北組少年詩歌，在 trakuban 少年會所底下吟唱 3 遍）
kudraw 少年祭儀詩歌（3）
are lra drini, kumudrawa mi 我們將要吟唱了/我們要吟唱祭歌
dra kinaladan, dra sinabalan 這清晨/這一大早
kadrini ngaway, kadrini ami 在最先的/在北處
katrimulawan, katrimuruan 眼神空洞/ 眼目混濁（亡猴）
mutrubutrubu, mubirabira 帶穗的/有葉子的
iwarenagan, iwalitrungan 在少年會所/在聚集的場地
sunasunanay, turuturudray 被服侍的/學長們
pakakarunan, pasasurukan 被差遣的/學弟們
na muwaisatr, na muwadare 上上/下下的
panunuwanay, patrutruwanay 持續的
kilutulutung, kiungaungay 殺敵/刺猴
i kumukumutr, i trusatrusal 在藤蔓間
kadri maranean, kadri malaseas 河床地/石子地
tiyabusaaw, payranakaw 刺死/打死
kana kawiyan, kana basikaw 木/竹
kana tiningating, kana tiniwatiw 吊/掛
sanglrilanay, sangdralanay 倚靠/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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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a kawiyan, kana basikaw 木/竹
titabalanay, tiubusanay 棄/丟
〔註：北組少年詩歌，於 adaadalan（即懸掛處，指棄猴場）
吟唱 3 遍〕

三、憲法原住民族文化權的肯認係本解釋案關鍵所在
[15] 本解釋案以「我國憲法是否保障原住民（族）
（狩獵）文化權？」
作為言詞辯論爭點題綱之一，這可說是本案最核心、最關鍵的爭
點，沒有之一。各相關機關，包括內政部及警政署、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即令主張各該主管之系爭法規未違憲）及原住民族委員
會，就此均持肯定態度，意見並無二致。鑑定人蔡志偉副教授、
王毓正副教授分別提出之書面鑑定意見，亦為本解釋案涉及之相
關原住民族集體權利（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原住民族土地權及
自然資源權）之憲法依據、理論基礎、內涵及範圍等，提出足供
大法官參考之論述資料。誠如本解釋案聲請人桃園地方法院張家
豪法官於最後陳述時所言：
「本件議題如果從上位觀察，其實就是
憲法是否保障原住民文化的主體性，並尊重原住民文化的發展
性，並非侷限在所謂的文化就是復古的這個想法當中。那這體現
在原住民可否隨著時代、環境、科技、經濟的發展，選擇最適合
的方法、最適當的工具來實現文化的內涵，傳承文化的本質。就
本案來說，就是原住民是否有權利有自由去選擇更安全、更經濟、
更準確也更容易延續狩獵文化的方式或工具來實現狩獵文化。」
[16] 然而，在「我國憲法是否保障原住民（族）
（狩獵）文化權？」
此一爭點的肯否之間，大法官會不會因為「對獵物的悲憫」
，或者
基於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能對於動物萌生的佛心/慈悲/憐憫之情
64
，而不自覺對狩獵心存疑惑/反感的態度？即使自認為理性、對
64

例如：不殺生是佛教五戒之一；想像到動物被獵殺的畫面，或觀看人類殺死動
物的影片，一般人都會心生不忍。
另有關動物權利的討論，關注的重點不在於動物生命的維持，毋寧強調：保護
動物不受殘忍和暴力對待，應減輕動物的痛苦，故人不應虐待動物，或是用殘
酷的手段對待牠們，法律應該防止對動物的殘酷行為。See Cass R. Sunstein, The
Rights of Animals, 70 U. CHI. L. REV. 38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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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心存善意的大法官，是否內心也可能會有所掙扎、拉扯，這
樣的悲憫動物之情、對狩獵疑惑的態度，會不會抵銷規範上、事
實上亟需大法官及時保障少數文化的力道？甚或構成大法官透過
釋憲肯認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的無形（心理）障礙65？基此，
本意見書擬藉由上述補充說明，希望可以增進大法官及社會大眾
對於狩獵文化內涵的理解，並從理解進而相信狩獵文化的豐富（不
是只有獵，還有祭儀、情感、對動物生命的態度等66）美好（對生
態環境、維持物種平衡的貢獻等）
，打破所謂狩獵「本質」之說67。
況且，面對長久以來加諸於原住民狩獵的窒息性壓迫（例如
「2004-2016 年間，至少有 259 個案件、382 位原住民因為日常
性狩獵被起訴」68、獵人因使用不安全槍枝造成槍枝誤擊傷亡69）
所導致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日漸式微、消逝而毫無「自由的追求文
化發展」可言之情形，大法官懍於憲法職責，在（與其他行政、
立法機關同受）憲法價值決定（平等、多元文化、積極保障發展
原住民族文化）拘束下，宜否將自己的宗教信仰、價值觀、悲憫
動物生命的情緒，注入在憲法解釋的工作上，也值得大法官審慎
思量。
[17] 容我們再次強調，本解釋案絕對不僅止於法律爭議的論辯，
而需要大法官傾聽、理解各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內涵，且真正的
關鍵在於憲法應肯認、還我集體文化權70（而不只是將系爭法規宣
告違憲）
。否則，有關原住民狩獵活動的說法，終究無法避免仍停
65

66

67

68
69

70

例如認為：若是承認（殺戮、掠奪生命的）狩獵文化是憲法權利，會讓高貴神
聖的憲法（或號稱憲法守護者的大法官）沾染血跡！
有關狩獵活動對於卑南族文化之意義與重要性，參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第
3-19 段。
至於將狩獵標籤化為殺戮，而主張不應承認「狩獵權」之說法，可以簡單比擬
作為回應：在養雞場或家禽屠宰場工作的人，選擇從事此一職業，以及這些飼
養雞的所有人，難道不能主張他們殺雞的行為，受到憲法工作權、財產權的保
障？有人會質疑，他們行為的「本質」是殺戮，因此不是憲法保障的權利嗎？
鑑定人裴家騏教授提出之書面鑑定意見，頁 6。
參立法院公報，110 卷 11 期，委員會紀錄，頁 207（警政署統計 2013 年至 2020
年槍枝誤擊事件共 46 件）。
有關本解釋案確認我國憲法保障卑南族（狩獵）文化權之必要性及急迫性，參
卑南族法庭之友意見書第 24-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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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事實層面的錯誤、認知層面的偏見而不自知。例如本解釋案
鑑定意見中，仍有認為：
「全世界主要先進國家針對狩獵文化，均
以法律位階規定其狩獵規範，而似無將狩獵視為基本人權，因為
現代生活狀態已經不適宜再擴大狩獵文化，而大肆危害野生動物
之多元物種，嚴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之平衡。」71這正好證明了社
會上對於狩獵文化誤解／不解的樣貌，同時也提醒大法官，站在
理解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放下成見（不要墨守原來的個人權
利體系）
，打開心胸，積極正向去建立論述，擁抱新的憲法權利，
肯認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承擔憲法轉型正義使命。

71

鑑定人林明鏘教授提出之書面鑑定意見，頁 2，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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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2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提案日期

110.03.29

案由

臺東縣欲重啟焚化爐案，造成社會輿論諸多爭議，為避免
造成日後環境污染，再度發生不公不義情事，應超前部署
並妥善處理，以樹立維護環境及淨化地球的世界典範。

說明

一、有鑑於臺東縣政府預計於民國 111 年下半年欲重啟位
於臺東市區內的垃圾焚化爐，恐對當地居民及世居該
地之阿美族、卑南族人生活造成衝擊，並再度發生不
公不義情事。
二、臺東縣焚化廠原於民國 94 年興建完成，因緊鄰住宅
區及臺東平原農業地帶，而遭居民及環保團體反對遲
未啟用，經業者仲裁解約，縣府花 19.6 億元買回廠
房，原宣稱「備而不用」，但為解決迫在眉睫的垃圾
危機，由環保署補助 5 億餘元縣府決定啟用，時任環
保局局長郭建成表示，目前已上網招標修繕工程，並
預定於民國 111 年下半年啟用。
三、該焚化爐位居臺東三角洲平原上，附近居住戶約占臺
東縣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二。
四、臺東縣乾淨的空氣、水與自然環境是孕育此地優質農
業、多樣原民文化與高品質觀光資源的能量來源，亦
是臺灣最後的一塊淨土。臺東縣重啟焚化爐後恐造成
空污、環保、觀光、農業乃至於族群權益……等爭議
性議題，在重啟之際擬建議超前部署避免各項問題的
發生。

建議
處理方式

一、本人於去年底透過一位旅居高雄之排灣族工程師，瞭
解該公司現研發之新型熱裂解技術，已獲國內外新型
研發專利證書，並獲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核發操作許可
證在案，該公司與國內知名業者測試多樣塑膠類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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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均獲合作業者高度肯定，日前並與澎湖縣政
府委託業者測試生活塑膠類混合垃圾裂解，成效亦較
該縣預期理想。
二、該設備採高真空、低溫燃燒（約 250 度以內）裂解處
理，目前已做到趨近於零戴奧辛排放的超高標準，產
出之爐渣不含重金屬，幾乎做到零污染的境界，廢油
水再經有效處理亦可成為再生使用之能源，該技術已
符合蔡總統提倡垃圾資源再生循環經濟的目標，若能
將此臺灣本土企業自主研發之熱裂解技術，應用在解
決臺東焚化廠處理案及國內現有垃圾處理問題，其成
效必佳且能解決地方反對聲浪，惟此構思還需鑑請政
府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實際現勘考證其可行性。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田貴實 Kimi Sibal、
曾智勇、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蔡 依 靜 Lamem ． Panay 、
Magaitan ． Lhkatafatu 、
Dongi Kacaw 吳雪月、包惠玲
Mamauwan 、 文 高 明 Mo`e
usaiyana 、 萊 撒 ． 阿 給 佑
馬來盛
連署人
Laysa．Akyo、陳明建、
Laising Sawawan 簽 名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潘
英 傑 Daway Abuk 、 Uma
Talavan 萬淑娟、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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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3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提案日期

110.03.29

案由

建請興建「1947.228 馬智禮和平智慧紀念碑」及後續之「和
平紀念道路」，以彰顯轉型正義及和平精神，紀念先賢啟
發後人。

說明

一、1947 年 228 事件，臺東為臺灣唯一和平落幕之縣份，
當時卑南族部落領袖馬智禮受地方仕紳之託，率卑南
族、布農族同胞，護衛官派縣長謝真及外省籍官員於
初鹿後山，事件後謝真縣長拒絕國民黨清算百餘「涉
案」人員，並阻止國府軍隊進入縣境，終未釀成流血，
幸能和平落幕。
二、2016 年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為紀念馬智禮部落領
袖（Ayawan）逝世 50 週年，於當年 10 月 20 日辦理
追思紀念活動。
三、2017 年 2 月 28 日由卑南鄉公所及前立委賴坤成、地
方長老教會、卑南族、布農族族人辦理紀念馬智禮部
落領袖健行活動，並由鄉長許文獻正式命名初鹿部落
至後山清水橋之道路為馬智禮部落領袖和平智慧道
路（為當時保護官派謝真縣長等避難道路）
。

建議
處理方式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請指派政務委員專案辦理。
詳參：永遠的大頭目－馬智禮（張躍贏，2007）
。
田貴實 Kimi Sibal、
曾智勇、拉蓊．進成
馬來盛
連署人
Daong．Cinceng．Maibol、
Laising Sawawan 簽 名
蔡依靜 Lamem．Panay、
Magaitan．Lhkatafatu、
84

Dongi Kacaw 吳雪月、
包惠玲 Mamauwan、
文高明 Mo`e usaiyana、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陳明建、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潘
英傑 Daway Abuk、Uma
Talavan 萬淑娟、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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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4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葛新雄
Hla'alua Mai

提案日期

110.03.29

案由

請政府重新評估並重視修建日治時期那瑪夏區至桃源
區唯一的重要古道，以維護先人開路闢地的智慧，保留
古道文化遺跡。

說明

一、此「古道」族人予命名為「卡那富古道」，由那瑪
夏區瑪雅里（海拔約 700 公尺）翻越過玉山山脈（海
拔約 1,200 公尺）至桃源區復興里（海拔約 600 公
尺）
，高低落差約 500 公尺、全長約 14 公里，山林
優美、自然資源豐富，實為最適合再現的古道！
二、早期「卡那富古道」由族人闢建，先前僅為聯絡兩
地族人互相往來而建的簡單路徑，後來族人開始因
為文化傳承、從事農經學習及婚姻探訪等活動，此
路徑便開始熱絡起來。日治時期，為了方便治理，
便規劃成隘勇線，闢建為寬 1.2 公尺的道路，使得
兩地族人更為方便往來，當時亦設置了 2 處駐在
所，作為監視族人的管制哨。臺灣光復後，道路使
用日漸式微，顯少有人再走這條路了。
三、時至今日，因八八風災，造成多處古道坍塌損壞，
雜草叢生。為使古道文化再現，有必要儘速加以維
護與修建，找回「祖先」的智慧並緬懷祖先開路闢
地的精神，重新修建，把古道聯接起來，並就古道
上重要的遺跡及故事立碑，使後人知悉祖先事蹟，
如：布農族最後出草的遺跡和故事，駐在所、休息
站點以及布農族、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族之相
會融合地，把它建立起來，是「古道」找回的重要
價值。
三、首要任務，期待相關單位能逐年規劃修復整理「古
道」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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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請相關單位納入評估，探討其文化價值並挹注經費，逐
年整理整修。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葛新雄
Hla'alua Mai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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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文高明 Mo`e usaiyana

案號：15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葛新雄
Hla'alua Mai

提案日期

110.03.29

案由

請政府重新規劃最具族群文化特色之「那瑪夏文化
門」，再現地方特色及文化圖騰之精神，並繼續保存原
有特色。

說明

一、全國原住民族有 16 族，其中布農族、卡那卡那富
族、拉阿魯哇族 3 族位於高雄市那瑪夏區，且因具
有文化獨特性與融合性而編製設計具有特色圖騰
的「文化門」
。
二、早期的文化門設置在台 29 線 2K 處（由那瑪夏往
下），非常雄偉壯觀很有地方特色及文化價值，因
八八風災肆虐被洪水沖毀，實在可惜，現在有必要
重新再現榮景。
三、那瑪夏為高雄市最北端，且為全國唯一「卡那卡那
富族」聚居的地方，也有少許拉阿魯哇族人居住於
此地，若能將文化圖騰之獨特性再現、將有助於讓
更多人了解族群之美！
四、請政府重視文化門的重建與再現，因它象徵了全區
族人精神標竿，而非隨意建造，必須透過集思廣益
把地方特色及各族群之圖騰獨特性顯現出來。

建議
處理方式

請文化部重視並著手規劃，以使文化門早日再現。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葛新雄
連署人
Hla'alua Mai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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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蔡運福 Kanakanavu．
Kacopuana．Upa、
文高明 Mo`e usai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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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6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案由

Dongi Kacaw
提案日期
110.03.29
吳雪月
原民會設置之文化健康站性質多有重疊，建請加強輔導
和檢視設立的妥善性及永續經營模式，避免造成部落撕
裂及妒忌。

說明

一、行政機關的資 源 需 要 整 合 規 劃 及 建 立 內 控 機制
妥善運用，否則在地方政府執行下，會造成亂用資
源、浪費公帑的狀況，形成部落養了好幾個協會，
一旦部落內部無法自行整合，就會變成搶老人的窘
境狀態。
二、部落承辦的協會仍需保有主導權，但照顧服務員不
應該隨著協會改選而更換異動，避免在不同利益群
體爭奪協會主導權時，導致照顧服務員成為協會私
人資源，使原民會在部落設立的文健站福利變質。
三、文化健康站相關硬體設施及擴充財物等採購，建請
原民會建立相關配套措施，及有效的監督機制，始
能發揮文健站的設立初衷，幫助部落族人，並可防
止不良廠商趁虛而入造成採購弊端。讓在公部門有
心為民服務的公僕們能心安，免受廠商申訴陳情之
苦，以及避免違反採購法相關情事。

建議
處理方式

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建立更好的配套措施，而不是不斷擴
充增加設立文健站。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Dongi Kacaw
吳雪月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連署人
陳明建、帖喇．尤道
簽 名
Teyra Yudaw、田貴實
Kimi Sibal、潘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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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明 Mo`e usaiyana、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蔡依靜 Lamem．Panay、
蘇美娟 Yayut Isaw、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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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7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Dongi Kacaw
吳雪月

提案日期

110.03.29

案由

有關「沒有結束的結束－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史料出
版暨樂舞展演計畫」。

說明

一、高一生，鄒族人，1908 年生於阿里山特富野部落，
集教育家、音樂家、詩人、政治家於一身。1945
年臺灣光復時期，曾擔任臺南縣吳鳳鄉（今為嘉義
縣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並提出高山族自治構
想。1947 年，228 事件發生，1952 年受牽連影響
被捕入獄，冠上「匪諜叛亂」罪名，於 1954 年 4
月 17 日遭到處決，成為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
者之一。長期以來，臺灣類似高一生案的創傷經驗
不斷地在原住民族部落產生莫大威嚇與陰影，因此
為了療癒原住民族的集體社會創傷，國家必須擺脫
過往漢族中心主義的霸權思維，勇敢面對歷史、承
認錯誤，並積極提出轉型正義的對應政策與具體作
為。
二、蔡英文總統 2016 年 8 月 1 日向全體原住民族道歉
時提到：「一個族群的成功，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其
他族群的苦難之上。除非我們不宣稱自己是一個公
義的國家，否則這一段歷史必須正視，真相必須說
出來」。這其中，當然也包含白色恐怖時期的原住
民籍政治受難者，本案的執行將能落實總統前揭道
歉精神，亦符合原轉會業務推動內涵。換言之，我
們應該勇敢地返本而知新，從過去族群受苦的歷史
中看見未來和解的契機，誠如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
族道歉文中所揭，臺灣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公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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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我們本應落實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文化權，
具體建構國家多元族群文化法制的完整性，並藉由
國家多元族群文化環境的營造，建構原住民族歷史
的正義 詮 釋 與 文化演繹的族群觀，進而積極落實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之政策宣誓與共好
願景。
三、臺灣原住民族的發展乃是國家整體發展的一部分，
當前臺灣已是多元開放與自由民主的社會，可說具
備實現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主、客觀條
件。時值政府大力推動轉型正義之際，事涉原住民
族的部分更是不容遺漏。爰此，特研提本案，希冀
藉此搶救保存更多鄒族高一生珍貴的史料，並透過
高一生主題樂舞的製作與展演來促進國家不同族
群之間的相互了解與認同，進而落實政府推動歷史
創傷轉型正義之相關政策，以期國人的集體受苦記
憶都能藉由本計畫的執行得到轉型救贖及其文化
療癒。
建議
處理方式

建 請 相 關 部 會 具 體 研 提 並 推 動 「沒有結束的結束－
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史料整理暨出版計畫」及「沒有
結束的結束－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樂舞製作暨展演
計畫」
。

附件

※ 「 高 一 生 」 相 關 簡 介 與 資 料 ， 詳 參 ：
https://reurl.cc/kVvLjx。

提案人
簽 名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陳明建、帖喇．尤道
Dongi Kacaw 連署人 Teyra Yudaw、田貴實
吳雪月
簽 名 Kimi Sibal、潘文雄、
文高明 Mo`e usaiyana、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93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蔡依靜 Lamem．Panay、
蘇美娟 Yayut I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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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8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提案日期
蘇美娟 Yayut Isaw

110.03.29

案由

建請政府儘速回復泰雅族 Qalang Qara（卡拉部落）傳
統土地與文化權利，以及平反在歷史上被政府迫害的應
有尊嚴及生存權利。

說明

一、轉型正義是民主國家對過去獨裁政府實施違法和不
正義行為的修補，通常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
法、賠償等面向，其根本基礎在還原歷史真相。換
句話說，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
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
會（文化的、政治的、族群的、教育的與經濟的）
裂解，所做的善後工作。這些工作包括：對遭受迫
害的人給予正義、對過去迫害的真相和歷史，必須
完整地加以呈現。透過真相和歷史的呈現，一個社
會提醒它的後代，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摧殘。只有透
過這樣的呈現，它的後代才能真正地警惕，民主文
化才可能真正建立。否則，
「對過去的不義選擇遺忘
和忽視，意味著不願對防止將來的不義負任責任」。
故意「遺忘」不會帶來和平與和解，真誠地面對過
去才可能真正解決社會裂痕。
二、北臺灣的心臟－石門水庫，是卡拉社泰雅人的淚
（一）石門水庫是北臺灣的心臟：
石門水庫位於大漢溪中游，自民國 45 年 7 月展
開興建工作，於 53 年 6 月完工，歷時八載。水
庫總長度為 16.5 公里，滿水位面積約 8 平方公
里，水庫總容量約 3 億 1 千萬立方公尺，為一多
目標水利工程，兼具灌溉、發電、防洪、公共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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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觀光……等功能。自完工營運以來，對北部
農工業區域發展、防止水旱災害，以及環境教育
等方面均有重大貢獻。目前灌溉面積約 25,000
公頃，目前農業用水供水量約占 55%，公共給水
則約為 45%，公共給水供應範圍計 32 個鄉鎮市地
區。每日發電量約 130,000 千瓦。石門水庫從建
設至今，其效益已無法單純以數據呈現，它對臺
灣的經濟發展，具有至深至遠的影響 （摘錄自
石門水庫主題網-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網
頁）。
（二）石門水庫是泰雅人淚水所積累而成：
Qalang Qara 卡拉社位於大漢溪畔，水源充足，
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當時行政劃分為復興鄉長
興村竹頭角之石秀坪。世居溪畔的族人，以種植
稻米、地瓜維生，海拔高的林地旱地種植果樹及
竹林，自給自足。石門水庫興建，讓卡拉部落成
了水庫移民，族人離開原鄉展開大遷徙，60 年不
公不義的苦難也從這裡開始。卡拉社族人第一代
已凋零，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
六代仍顛沛流離生活在異鄉，成為沒有根源的原
住民。
1、遷居桃園縣內大溪鎮中興里中庄地區（1963～
1964）
：1963 年，部落被迫遷居桃園縣內大溪鎮
中興里中庄地區的大漢溪河川浮覆地。該地是佈
滿石頭泥沙、貧脊不適農耕的河川地，緊鄰大漢
溪，須經大力開墾方能勉強使用，每戶按人數分
配約一公頃左右的河川地。這與村民在遷村會
議，政府官員與族人談妥「土地與房屋賠償是 1
比 1，也就是卡拉社有多少面積的田地與房屋，
在中庄賠償一樣大的土地面積，要給族人 10 倍
好的生活照顧」的承諾、協議不同。中庄新村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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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大漢溪河道，卡拉社人始警覺未建河堤危及生
命安全，即開始陳情建河堤，主政當局以「下游
地區居民反對」為由而未建河堤。未幾，1963 年
9 月葛樂禮颱風肆虐侵襲北臺灣，石門水庫緊急
洩洪，新移居地被洪水沖毀，於是該族人再度被
迫遷至縣內觀音鄉大潭村的海埔保安林地。
2、再度被迫遷至縣內觀音鄉大潭村的海埔保安林地
（1964～1987）：遷居至此的村落與海岸呈平行
的長條分布，原本做為阻隔海風的防風林，被砍
伐整理成一片配發給卡拉社人的土地。每戶配發
八分地，因距海太近，風大炎熱，滾燙的沙地幾
乎無法行走，土地貧脊，鹽分過高，投入勞力仍
作物歉收。對卡拉社的泰雅人而言，本以物產豐
饒的山林為維生系統，因不諳濱海而居，生活苦
不堪言。
「山地人」變成「海口人」
，原本「靠山
吃山」生活恬靜適足的族人，在鹽分過高不適耕
作的沙地上，竟部分淪落至「男的出海（跑遠洋
漁船）
、女的下海（從事雛妓等性產業工作）
」才
能勉強維生的悲慘境遇。後經陳情，1976 年核定
重新配耕原則，以「每戶補助 25 萬元購配耕地，
每戶最高額為 5 分地，每分地貸予 5 萬元，並由
觀音鄉公所辦理抵押權登記，六年後再由鄉公所
無條件塗銷貸款及抵押權登記，原有八分地由山
胞切結繳還政府造林」之方式解決。居民易地
後，鄰近高銀化學公司未置汙水處理系統，致使
附近農地遭受嚴重鎘污染，政府與廠商怕引起社
會大眾恐慌，以隱瞞事實的方式處理，從初始的
漠視、未主動防止汙染擴大，導致接二連三發生
族人罹患怪病而亡。後經陳情，1988 年由桃園縣
政府以 1 公頃 400 萬元收回土地，族人陸陸續續
遷離大潭，1997 年，同區域的土地，1 公頃土地
97

以 2,200 萬元賣予台電，目前已興建為經濟部所
屬之國營事業機臺灣電力公司大潭發電廠。
3、1989 年卡拉社人因鎘污染再次遷離大潭：不同於
前 2 次由政府集體安置，政府以 1964 年的戶數
為基準，各戶發放一百多萬元補償金。然，從 1964
年到 1989 年，歷經 25 年後，當年的一戶已分成
好幾戶，所領補償金根本不足再購屋，卡拉社人
孤立無援的面對各自散去或無奈返山的窘境。原
本具有悠久歷史與美麗文化的泰雅族部落終歸
瓦解，該部落族人現今則依舊流離失所於桃園市
十三個行政區內艱辛存活。
（三）土地徵收不正義：土地愈配愈小，愈配愈貧脊，
讓族人一再面對生存困境
1、從世居的卡拉社遷居桃園縣內大溪鎮中興里中庄
地區，並未遵循遷村會議所談妥之 1 比 1（卡拉
社土地面積：中庄新村賠償土地）比例面積分配
土地，每戶按人數分配約一公頃左右的河川地。
2、從大溪鎮中興里中庄地區遷居至觀音鄉大潭村的
海埔保安林地區，每戶配發土地減為八分地。因
靠海土地無法耕種，政府以「每戶補助 25 萬元
購配耕地，每戶最高額為 5 分地，每分地貸予 5
萬元，並由觀音鄉公所辦理抵押權登記，六年後
再由鄉 公 所 無 條 件 塗 銷 貸 款 及 抵 押 權 登
記 ，原有八分地由山 胞 切 結 繳 還 政 府 造 林 」
之方式重新配耕。
3、高銀化學公司嚴重汙染土地後，1988 年，由桃園
縣政府以 1 公頃 400 萬元收回土地，族人陸陸續
續遷離大潭，1997 年，同區域的土地，1 公頃土
地以 2,200 萬元賣予台電。
由世居部落的廣大豐饒土地變為中庄新村的 1 公頃
充滿礫石之河川地；再由中庄新村的 1 公頃充滿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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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河川地變為觀音鄉大潭村的海埔保安林地區八
分地的高鹽分的海埔新生地，後因族人陳情，收回 8
分地，重新配耕 5 分地；高銀化工廠設立導致土地
嚴重鎘汙染後，政府以 1 公頃 400 萬元徵收鎘汙染
土地，數年後台電以 1 公頃 2,200 萬元購得。在當
時威權政體統治下，遷村政策是由上而下由國家強
勢政策力量所操控，在非對等、非自主下，卡拉社
人無所遁逃的只能完全服從政府的遷移政策。數代
的苦難、飄零，如同一條條淚徑，蓄積成為北臺灣
的心臟－石門水庫。
三、相關國際公約、宣言與國內法之佐證
（一）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7 條規定：
「凡有
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
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
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
權利，不得剝奪之。」
（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5 條對文化權
之規定，可將此權利之內涵分為三部分，其為「參
加文化生活之權利」、「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
產生利益之權利」
，以及「對其本人之任何科學、
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獲得之精神與物質利益，享受
被保護之權利」
。
（三）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施行法》第 2 條規定：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
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同法第 3
條規定：
「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
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1、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
會 不 定 期 發 表 之 「 一 般 性 意 見 （ general
comments）」，是條約機構對特定條文所作之解
釋，有助於了解公約所確認之權利，及其延伸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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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意涵與對各締約國落實執行情形之評述。
2、1994 年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50 屆會議通過《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3 號一般性意見：少
數團體的權利 （
《公約》第 27 條）
。關於第 27
條所保障文化權利的行使，委員會認為：「文化
本身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包括與土地資源的使
用有聯繫的特定生活方式，原住民族的情況更是
這樣。這種權利可能包括漁獵等傳統活動和受到
法律保障的住在保留區內的權利。為了享受上述
權利，可能需要採取積極的法律保障措施和確保
少數團體的成員確實參與涉及他們的決定。」
3、2009 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 43 屆會議通
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21 號一般
性意見：
「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
《公約》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
。對於需要特別保護的原住民
族，認為：「締約國應採取措施，保證在行使參
加文化生活的權利時充分顧及文化生活價值
觀，這種價值觀可能有強烈的族群性，或者說，
只有原住民族作為一個群體才能表現和享受。原
住民族文化生活的強烈族群性對於其生存、福祉
和充分發展是不可或缺的，並且包括對於其歷來
擁有、佔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土地、領
土和資源的權利。原住民族與其祖先的土地及其
與大自然的關係相連的文化價值觀和權利應予
尊重和保護，以防止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受到侵
蝕，包括喪失維生方式、自然資源，乃至最終的
文化認同。因此，締約國必須採取措施，確認和
保護原住民族擁有、開發、控制和使用其公有土
地、領土和資源的權利，並且，如果未經他們的
自由和知情同意而被以其他方式居住或使用，則
應採取步驟歸還這些土地和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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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勞工組織第 169 號公約》第 4 條規定：「1.
應酌情採取專門措施，保護有關民族的個人、機
構、財產、勞動、文化和環境。2.此種專門措施
之採取不得違背有關民族自由表達的意願。」
；第
7 條規定：「1.有關民族有權決定自身發展進程的
優先順序，因為這將影響到他們的生活、信仰、
制度與精神福利和他們所佔或使用的土地，並有
權在可能的範圍內對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行
使管理。此外，他們還應參與對其可能產生直接
影響的國家和地區發展計畫與方案的制訂、實施
和評價。」
；第 13 條規定：
「1.在實施本公約這部
分的條款時，各國政府應重視有關民族與其所佔
或使用的土地或領域─或兩者都適用─的關係對
於該民族文化和精神價值的特殊重要性，特別是
這種關係的集體方面。2.第 15 條和第 16 條中使
用的“土地”（lands） 這一術語應包括地域概
念，包括有關民族佔有的或使用的區域的整個環
境。」
；第 14 條規定：
「1.對有關民族傳統佔有的
土地的所有權和擁有權應予以承認。另外，在適
當時候，應採取措施保護有關民族對非為其獨立
但又係他們傳統地賴以生存和進行傳統活動的土
地的使用權。在這一方面，對遊牧民族和無定居
地的耕種者應予以特殊注意。」
；第 16 條規定：
「1.
除非符合本條下列各款規定，有關民族不得被從
其所居住的土地上遷走。2.當這些民族的遷離作
為一項非常措施被認為是必要的情況下，只有在
他們自主並明確地表示同意之後，才能要求他們
遷離；如果得不到有關民族的同意，則只有在履
行了國家立法和規章所規定的程序之後，才能提
出這一要求。在適當的時候，上述程序中可以包
括公眾調查，以便為有關民族能充分地陳述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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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提供機會。3.如果可能的話，一旦當遷離的原
因不復存在時，這些民族應有權返回他們傳統的
土地。4.根據協議的規定，或在沒有此類協議情
況下，凡此種返回不可能時，應盡一切可能向這
些民族提供質量上和法律地位上起碼相同於他們
原先佔有的土地，適合他們目前的需求和未來的
發展。凡有關民族表示傾向於現金或實物補償
時，他們應有適當的保證方式獲得此類補償。5.
個人因遷離所受到的任何損失和傷害，均應獲得
充分補償。」
（五）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 10 條規定：
「不得
強迫原住民族遷離其土地或領土。如果未事先獲
得有關原住民族的自由知情同意和商定公正和公
平的賠償，並在可能時提供返回的選擇，則不得
進行遷離。」
；第 25 條規定：
「原住民族有權保持
和加強他們同他們傳統上擁有或以其他方式佔有
和使用的土地、領土、水域、近海和其他資源之
間的獨特精神聯繫，並在這方面繼續承擔他們對
後代的責任。」
；第 26 條規定：
「1.原住民族對他
們傳統上擁有、佔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
土地、領土和資源擁有權利。2.原住民族有權擁
有、使用、開發和控制因他們傳統上擁有或其他
傳統上的佔有或使用而持有的，以及他們以其他
方式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3.各國應在法律
上承認和保護這些土地、領土和資源。這種承認
應適當尊重有關原住民族的習俗、傳統和土地所
有權制度。」
；第 27 條規定：
「各國應與有關的原
住民族一起，在適當承認原住民族的法律、傳統、
習俗和土地所有權制度的情況下，制定和採用公
平、獨立、公正、公開和透明的程式，以確認和
裁定原住民族對其土地、領土和資源，包括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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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傳統上擁有或以其他方式佔有或使用的土地、
領土和資源的權利。原住民族應有權參與這一計
畫方案。」
；第 28 條規定：
「1.原住民族傳統上擁
有或以其他方式佔有或使用的土地、領土和資
源，未事先獲得他們自由知情同意而被沒收、拿
走、占有、使用或損壞的，有權獲得補償，方式
可包括歸還原物，或在不可能這樣做時，獲得公
正、公平、合理的賠償。2.除非有關的原住民族
另外自由同意，賠償方式應為相同質量、大小和
法律地位的土地、領土和資源，或金錢賠償或其
他適當補償。」
（六）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
語言及文化。」
；第 12 項前段規定：
「國家應依民
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
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
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
另以法律定之。」另《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0 條
規定：「
（第 1 項）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
資源權利。
（第 2 項）政府為辦理原住民族土地之
調查及處理，應設置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處理委
員會；其組織及相關事務，另以法律定之。（第 3
項）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土地、海域，
其回復、取得、處分、計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
另以法律定之。」
；第 21 條規定：「
（第 1 項）政
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
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
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
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第 2 項）
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前項土地及自然資
源時，應與原住民族、部落或原住民諮商，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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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同意；受限制所生之損失，應由該主管機關
寬列預算補償之。
（第 3 項）前二項營利所得，應
提撥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作為
回饋或補償經費。
（第 4 項）前三項有關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之劃
設、諮商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或參與方
式、受限制所生損失之補償辦法，由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22 條規定：
「政府於原
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
林業區、生態保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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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規定：
「政府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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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總統蔡英文在 2019 年 6 月 14 日主持「總統府原
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第 10 次委員
會議時強調，大聲把過去受到壓抑的主張說出，
本身就是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的實踐。開啟更多
對話，讓臺灣社會更加認識原住民族的文化，也
讓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觀點，逐漸成
為臺灣民主生活中的 DNA，這就是政府要追求的目
標。
（八）泰雅族 Qalang Qara（卡拉部落）是戰後臺灣威
權統治時期的受害者，政府為興建國家重大經濟
建設石門水庫，以國家暴力強制渠等遷離家園故
土，致使該部落族人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以及逐
漸喪失文化身分與族群認同等，這些侵害部落族
人人權事項，本來就屬於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應
行處理事項，爰提案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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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附件

四、建請政府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國際勞工組織第 169 號
公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
法》
、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
《原住民族基本法》
相關規定，儘速採取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手段，尊
重並回復泰雅族 Qalang Qara（卡拉部落）土地及
文化權利，在獲得部落族人自由事前知情協商和同
意的前提下，選擇妥適的地點重建該部落，讓顛沛
流離幾十年的族人得以重聚，進而使遭受漠視的語
言及傳統文化等再現生機。
一、處理一：土地部分，如說明四。
二、處理二：高銀化工廠導致土地嚴重鎘污染，政府當
時以 1 公頃 400 萬元徵收族人鎘汙染土地，數年後
台電以 1 公頃 2,200 萬元購得。其中觸及相關族人
權益，請予調查、處理。
1.照片：qalang Qara 卡拉部落（1930 年代拍攝，國立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圖左為大漢溪、圖中
為水田、圖右為 qalang Qara 喀拉部落）
2.照片：石門水庫
3.照片：阿姆坪水域（圖正中水陸交界處水底為 qalang
Qara 卡拉部落原址）
4.照片：大潭移民新村
5.照片：經濟部所屬之國營事業機臺灣電力公司大潭發
電廠
6.紀錄片：《失根的部落：卡拉社部落的泰雅族人遷徙
史》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監製（2016 年 6 月，
片長 53 分）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VPruzgDR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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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簽 名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蘇美娟
Yayut Isaw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
連署人 Magaitan．Lhkatafatu、
簽 名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Uma Talavan 萬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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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族人陳情書

陳 情 書
受文者：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蘇委員美娟
主

旨：桃園市復興區石秀坪卡拉社泰雅族水庫移民，60 年前配合國家重
大建設興建石門水庫，遷離世居家園。歷史的不正義，族人不僅
遭受三次遷村，更強奪與毀滅族人世襲之部落，嚴重違反了原住
民基本法，國家保障原住民族部落傳統生活及人權，也違背了聯
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懇請蘇美娟委員協助爭取，為興建石門
水庫奉獻家園及對國家建設有功勞的族人，給予轉型正義，覓地
集體安置族人，還給族人世襲的部落與族群，讓卡拉社泰雅族群
能夠永續生存與發展。
說 明（緣由）：
一、 政府興建石門水庫，卡拉社（QARA SHI）原鄉沉沒水中，族人開始過
著遷徙，居無定所之生活：
我們的原鄉復興鄉石秀坪卡拉社部落位於大漢溪畔，世居溪畔的族
人，每戶有 2 公頃以上的林地和旱地，1 公頃多的水田，族人以種植稻
米、地瓜維生，海拔高的林地旱地種植果樹及竹林。房屋有 40 坪至 60
坪大，晒穀場 100 多坪，族人過著安居樂業，自給自足的生活。
在 1956 年興建石門水庫，族人犧牲奉獻家園成為水庫移民，水庫
淹沒區劃定為沿岸土地標高 250 公尺以下，總計 1024 公頃，影響包括
桃園復興區、大溪區、龍潭區及部分新竹關西鎮，漢人有 288 戶，原住
民有 128 戶，總計 416 戶，2870 人。
淹沒劃定區將故鄉卡拉社石秀坪、新柑坪、二層坪等聚落，全部淹
沒在石門水庫底下。石門水庫興建，讓我們成了水庫移民，族人離開原
鄉展開大遷徙，族人遭受 60 年不公不義的苦難也從這裡開始，卡拉社
族人第一代已凋零，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仍顛沛
流離生活在異鄉，成為沒有根源的原住民。
二、 歷史的不正義，族人不僅遭受三次遷村，人權、生存權與居住權屢遭
剝奪，最後強迫族人分散，強奪毀滅了族人世襲部落，讓族人成為失
根的原住民，下一代族人缺乏對族群的認同，族群即將毀滅，斷絕了
卡拉社泰雅族群永續的生存與發展：
當時政府規劃將淹沒區居民分做五批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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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安置在草漯
第二批安置在樹林子
第三批安置在大潭
第四批安置在圳股頭至茄冬坑（前四批為漢人移民）
第五批安置於大溪中庄（卡拉社泰雅族原住民移民）
。
漢族水庫移民安置在桃園縣觀音鄉沿海，原本是種植保安林的數
百公頃土地上，土地肥沃，政府並蓋妥瓦房給漢人移民居住。
(一) 第一次遷村
民國 50 年，因為配合國家興建石門水庫，族人族人安置在大溪區
中庄里大漢溪石門水庫下游，地勢低窪的河川砂礫地。政府配發 30 坪
的房屋土地，農地配發 8 分砂礫地，當時遷村會議，政府官員與族人
談妥土地與房屋賠償是 1 比 1，也就是卡拉社有多少面積的田地與房
屋，在中庄賠償一樣大的土地面積，並承諾要給族人 10 倍好的生活照
顧。
政府全失信於民，農田與房屋補償縮水，政府給予族人少許的錢，
要族人自己蓋房屋，與漢人移民不同，漢人移民的房子是政府幫忙蓋
好了，政府給的錢不足以蓋房子，族人必須要在外面打零工賺錢，慢
慢的將房子蓋好。族人也反映土地縮水，生存條件惡劣，生活困難，
政府的回覆是：大溪中庄是平地區，土地較貴，卡拉社土地是原住民
保留地，土地便宜，如此理由換算，剝削了族人土地，當時政府未補
償林地，政府應該要補償還給族人。
大溪中庄土地是石礫地，土地條件惡劣，族人都是靠人力開墾，
逆來順受一畚一箕辛苦開墾了二年，以為可以否極泰來過平順的日
子，沒想到又遭遇葛樂禮颱風肆虐，一切又歸零，當時政府並未照顧
妥卡拉社泰雅族原住民水庫移民的生活，第一次遷村族人已遭受不公
不義對待。
(二) 第二次遷村
民國 52 年葛樂禮強颱侵襲臺灣北部，造成北部嚴重水災，政府為
了挽救台北地區水患，石門水庫無預警洩洪，洪水狂奔而來，位於下
游的我們正中下懷，損失慘重，洪水沖走田產、牲畜、農作物，族人
再次失去家園，又變得一無所有，族人臨時安置在中庄國小校舍一段
時間。
葛樂禮風災及石門水庫無預警洩洪，族人財產損失慘重，造成族
人第二次遷村，遷到離家鄉很遠的觀音鄉大潭新村，從山上搬到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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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漢人水庫移民住家與農田後面，房屋土地 144 坪，房子政府幫忙
蓋好，和前村漢人水庫移民一樣形式的瓦房，有房屋及曬穀場，農田
配給 8 分土地，土地是貧瘠的砂石地，族人也是一畚一箕辛苦的開墾，
土質實在是太貧瘠，稻米收成不好，生活非常窮困艱難。
為了生存，為了家計，男孩子跑遠洋漁船賺錢，也有部分女孩，
為了生病的父母及弟妹，犧牲自己做娼妓，一切都是因為大潭新村的
生活太貧困所致。
大潭新村距離海邊非常近，天氣炎熱，海風極大，風沙齊揚，每
年 7 月 8 月到 9 月颱風季節，海水會倒灌，海水淹到住家後面的農田
和防風林，颱風一來，族人就會到前村漢人移民家借住避難。
(三) 第三次遷村
民國 71 年間，住家附近的高銀化學工廠，發生臺灣首樁鎘汙染事
件，造成嚴重鎘汙染，族人染患各種莫名其妙的痛痛病、烏腳病、肝
腎病或是罹癌等。周遭環境已嚴重汙染、政府宣布水質檢驗報告含鎘
重金屬後，族人才恍然大悟我們已經吃了二十幾年的鎘米、鎘水，此
地已不適合人居住。族人多次向省政府、桃園縣政府陳情集體遷村，
當時的謝東閔副總統下鄉來大潭關心此事，並允諾協助村民遷村。
民國 77 年、78 年間，臺灣電力司要在大潭興建電廠，桃園縣政府
的政策是徵收族人的農田與房屋，要族人自行去找房子居住，族人強
烈表達不同意分散，不能沒有部落，大家要一起在部落生活，希望能
夠回到大溪地區覓地集體安置，但是政府不同意，就是要強行分散族
人，當時是戒嚴時期，族人只能聽話。
政府徵收房子農田後，將族人房子毀損，拿下樑柱，讓族人沒有
退路，強勢要族人離開，當時政府非常不尊重原住民族部落的傳統生
活與人權，強迫要分散族人，瓦解毀滅了大潭新村，就是毀滅了卡拉
社石秀坪世襲的部落，讓族人成為失根的原住民，剝奪下一代對族群
的認同，斷絕卡拉社泰雅族群永續生存與發展。現在族人散居各地，
也有族人是蝸 居生活，這是族人第三次遷村，也是最沒有人道的遷離。
三、 歷史的不正義，同樣是水庫移民，土地一樣是在大潭，政府徵收標準
卻是不同，漢人移民依照【石門水庫淹沒區居民遷建配租耕（基）地
放領作業要點】徵收，卡拉社原住民水庫移民依照【遷建配租耕地收
回辦理補償】徵收，使得漢人移民徵收金額款高於卡拉社原住民移民
5 倍以上，族人只能貸款買舊房，無法購買農地，族人生存更弱勢邊
緣化，族人遭受嚴重不公不義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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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8 年間，政府徵收大潭土地房產，徵收政策嚴重錯誤，讓財
團及民間仲介等進入收購，製造混亂恐懼的氛圍。
憨厚聽話的族人，以 150 萬至 200 萬元不等之金額，讓政府低價
徵收所有的房屋土地及 8 分地農田。政府先給第一筆徵收款叫族人先去
買田地，房子的錢後面再發給，結果第二筆徵收款遲遲未發下，已被政
府徵收的房子已毀壞，族人只能賣了田地，租屋或買老舊房屋。
前村的漢人移民善於抗爭不合作，比族人慢了二年左右才被徵收，
因此漢人移民是以 1000 多萬元被徵收，其中有一戶不願被徵收，以最
高價 1500 萬元之高價被徵收，漢人移民徵收金額是族人的 5 倍以上。
同樣是水庫移民，一樣的土地地點，政府用不同標準來徵收，使得
漢人移民與原住民移民徵收金額，差額 5 倍以上，徵收政策明顯對族人
不公不義，漢人移民徵收款豐厚，可以買田地，房子可以買 1 棟以上，
族人微薄的徵收款，只能貸款買老舊房子，無法購買農田，沒有土地維
生，靠著勞力生活，溫飽都很辛苦，沒有能力繳納貸款的，房子被銀行
收回，只能租屋生活，有的還是蝸居生活。
族人長輩還說政府低價徵收族人土地，轉手以 2000 萬元之高價賣
給臺灣電力公司，如果屬實，中間的差價要如何處理呢！是否要還給族
人呢！
歷史的不正義，讓族人的第三次遷離，遭受嚴重不公不義的對待，
也是族人永遠的痛與恨。
訴 求：
懇請政府給予族人轉型正義，於故鄉大溪地區覓地集體安置族人，還
給族人世襲的部落，重建卡拉社部落與族群，還給族人遲來的正義，
讓卡拉社泰雅族群永續生存與發展。
石秀坪卡拉社部落是族人世代擁有的群體部落，因為興建石門水
庫，被迫集體遷移至大溪區中庄，再集體遷移到大潭新村，一直保有
部落群體生活的形式。依據原住民基本法第二條第四項、第 23 條、第
29 條、第 32 條，明文保障原住民族部落傳統的生活與人權。
歷史的不正義，強奪毀滅了卡拉社世襲之部落與族群，是嚴重違
反原住民基本法，國家保障原住民族部落傳統生活與人權之規定，也
違背了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對原住民族的保護政策。
◎原住民基本法第二條第四項 部落是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
定區域內，依傳統規範居住共同生活。
◎原住民基本法第 23 條 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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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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基本法第 29 條 政府為保障原住民族尊嚴及基本人權，
應於國家人權法案增訂原住民族人權保障專章。
◎原住民基本法第 32 條 政府除因立即而明顯危險外，不得強行
將原住民遷出其土地區域。
前項強制行為致原住民受有損失時，應與合理安置及補償。
〔土地是母親〕是澳洲原住民的詩，土地是我們生存、宗教、認
同的根源，部落是族群繁衍、延續文化 gaga 的地方，部落對原住民族
的意義是非常重要，如同原住民基本法對原住民族部落與群體生活保
障之目的是相同。
歷史的不正義，造成卡拉社族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
代、第六代散居桃園市各地，族人生活困難不會被看見，甚至可能遭
受歧視排斥，低收入戶、貧困補助、社會救助等各項社會福利，因為
是原住民身分，不會輪到族人，沒有部落的群體生活，只會讓族人變
得更弱勢更邊緣化。
現今政府安置災民離災不離村的政策成效良好，廣受災民及社會
大眾接受稱許，如屏東吾拉魯茲部落永久屋、禮納里部落永久屋，嘉
義得恩亞納永久屋、高雄大愛永久屋、台東紅葉永久屋等，對待災民
關懷慈悲，給予最好的安置地點，基本的生活需求家電用品等也全部
照顧到，災民的人權生存權都兼顧。
今昔相對照，政府虧欠了為石門水庫興建而犧牲奉獻田產家園的
族人，我們也希望能夠像永久屋的災民一樣，享受政府的德政，過著
部落群體的生活。懇請政府能給予轉型正義，覓地集體安置族人，重
建卡拉社泰雅部落，還給族人世襲的部落與族群，讓卡拉社族群永續
生存與發展。
(一) 安置方式：
1.族人希望能夠在大溪區這一帶覓地集體安置，重建部落與族群，
如同政府安置 88 水災等安置災民方式，離災不離村政策，給予永
久屋居住，懇請政府給予轉型正義，還給卡拉社族人世襲的部落
與族群。目前卡拉社族人佔多數住在大溪區一帶，族人選擇在這
裡居住生活，是因為這裡鄰近我們的第一故鄉復興區及第二故鄉
大溪區中庄，這裡是族人熟悉的地方，是故鄉也是安全的地方，
也是族人人生終點時的安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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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懇請政府能夠給族人在第一個故鄉復興區長興部落配發土地或承
租土地，有土地才能夠生存，可以種植農作物，靠農作物維生，
讓生活有所依靠，族人才能夠過著安定的生活，永續生存。
3.懇請政府每年編列經費，讓失根多年的族人辦理尋根活動及文
化、族語等各項教育活動。
(二)民國 77 年、78 年間，族人在大潭新村田地房屋徵收時，遭受不公
不義對待，桃園縣政府低價徵收族人土地，轉手高價 2000 萬元賣
給臺灣電力公司，請政府查明，如果屬實，差價應該要還給族人。
(三)懇請政府照顧卡拉社水庫移民石門水庫受災戶的生活，發給族人
生活照顧補償金，兌現 60 年前政府給族人之承諾，要給族人 10
倍好的生活照顧：
政府每年補助桃園市復興區及新竹縣尖石鄉石門水庫回饋補助
金，以及新北市翡翠水庫回饋補助金，照顧水源區里民生活，我
們卡拉社族群是石門水庫受災戶，對國家建設有功勞，也渴望得
到政府的照顧，族人的林地也在石門水庫周邊，戶籍未設籍在復
興區，很多政府之福利無法享受到，懇請政府照顧因石門水庫興
建而落難的族人，給予生活照顧補償金，兌現 60 年政府之承諾，
會 10 倍好照顧族人的生活。
結 論：
感謝總統設置了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讓背負 60 年沉
重歷史不正義的族人，能夠尋求解救之道。
我們原住民一直是最相信政府，也相信政府會照顧原住民。世界各國
對於原住民族都有很多保護的措施，重視原住民族的人權、歷史、文化、
生活方式和傳統領域。
我們國家已走向世界舞台，107 年修訂了原住民基本法，明文保障原住
民族的生存權平等權與人權等。
歷史的不正義，讓卡拉社泰雅族人歷經 60 年不公義，政府強迫分散族
人，強奪族人世襲的部落，剝奪下一代對族群的認同，嚴重違反了原住民
基本法，保障原住民族的部落傳統生活與人權，也違背了聯合國原住民族
權利宣言對原住民族之保護政策。
桃園市長鄭文燦在 2016 年〔石門水庫的原鄉敘事〕活動中，很中肯的
說明，石門水庫興建造成卡拉社族人三次搬遷，族人不斷遭受苦難流離失
所，這是歷史不正義的事實，要給予適當的補償，經濟部也必須轉型正義，
從善如流，對於卡拉社水庫移民落實補償正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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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皆有根源，落葉終須歸根，第一代、第二代族人長輩對我們泣述
三次遷村及遭受滅部落與族群的血淚史，雖然長輩們不斷的向當時的省政
府、縣政府陳情，都沒有受到重視。
60 年來，復興區石秀坪卡拉社族人遭受歷史的不正義，強奪了部落，
族群即將毀滅，政府愧對為興建石門水庫犧牲奉獻的族人，希望政府能對
於興建石門水庫犧牲家園的族人，對國家建設有功勞的卡拉社族人給予轉
型正義，重新集體安置，重建卡拉社部落與族群，還給族人世襲的部落與
根源，讓石秀坪卡拉社泰雅族群能夠永續生存與發展。

陳情人：桃園市卡拉社部落遷移大潭新村協會
代表人： 江
文
明
理 事 長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5

日

（連署陳情人等相關資料，請洽提案委員索取）

【附件二】
⊙照片1 qalang Qara卡拉部落（1930年代拍攝，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系典藏；圖左為大漢溪、圖中為水田、圖右為qalang Qara
卡拉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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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石門水庫

⊙照片3 阿姆坪水域（圖正中水陸交界處水底為qalang Qara卡拉部落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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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移民新村

⊙照片5 經濟部所屬之國營事業機臺灣電力公司大潭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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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失根的部落：卡拉社部落的泰雅族人遷徙史》，桃園市政
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監製（2016年6月，片長53分）。

影片概述：
過去政府為興建石門水庫，使得當地qalang Qara卡拉部落的泰雅族人被
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在完全不考慮族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及生活習性情形
下，草率決定了安置措施及地點，遷徙過程中，族人遭遇了天災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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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提供了北臺灣民生及工業水源，且間接帶動經濟活動，但卻犧
牲了qalang Qara卡拉社部落泰雅族人的家園及文化傳承。
完整影片請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VPruzgDR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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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19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提案日期

110.03.29

案由

請歸還族人朱金火家族位於林務局竹東事業區第二林班
土地內原住民使用之土地，增編為原住民族保留地，以達
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精神。

說明

一、旨揭土地係屬族人朱金火先祖，於日據時期居住開墾
耕作使用之領域所有。嗣於民國 42 年間政府為調整
土地利用政策，將朱金火先祖等家族強制遷移下山散
居於竹東、橫山、頭份平原等地，延至今日親族離散，
實為歷史憾事。
二、該地領域座落於新竹縣北埔鄉境內，昔為原住民賽夏
族人居住的內坪部落，至今每逢清明節掃墓族人依然
前往該領域舊址緬懷先祖，敬拜感恩先人開山墾荒之
辛勞。
三、該地領域依然存在有舊遺址居住地、耕作遺跡，如建
地、豬舍、餵食槽、爐灶、所種植的麻竹、綠竹、水
保堆砌石、瓦片及梯田等佐證。

建議
處理方式

敬請相關機關、單位儘速派員，會同原地主朱金火等家族
人現地會勘。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如資料照片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潘文雄、
連署人 夏曼威廉斯
簽 名 Syamen Womzas、
蘇美娟 Yayut I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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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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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0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文高明
Mo`e usaiyana

提案日期 110.03.29

案由

建請「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歸還鄒族鹿楮大社遺址地。

說明

一、歷史淵源流長
玉山國家公園周遭擁有豐富的史前文化，自日
治時代考古學家即紛紛進入該地區進行研究。根據
考古學家研究指出：「玉山國家公園及陳有蘭溪與
沙里仙溪流域，從早期到晚期包含了繩紋紅陶文化
層、紅褐色粗砂陶文化層、方格印紋陶文化層，以
及漢人的硬陶文化層，其中繩紋紅陶文化人，距今
約四千年演變為紅褐色粗砂陶文化，是為鄒族的祖
先」。（見何傳坤、劉克紘《玉山國家公園西北園
區史前史及民族學研究》）。 由是觀之，鄒族在
陳有蘭溪地區生存發展年代久遠。
二、鹿楮大社概述
鄒族鹿楮大社位於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南方
約五百公尺處，即人稱五鄰坪仔的地方。17 世紀
以前，其族人縱橫於陳有蘭溪、沙里仙溪及和社
溪，其墾地獵場越過鳳凰山麓到達鹿谷鄉、竹山鎮
轄境，並在今日信義鄉望鄉、久美、羅娜、新鄉等
地建立多處小社。在清道光年間漢人尚未全面進
入，及日治時期集團移住（1935 年）前，堪稱為
本地區最活躍的族群。
鹿楮大社的社名迭見於中國文獻，清代黃淑
璥的《番俗六考》中記載有「鹿楮社」，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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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中亦曾提起「鹿株」，而《臺灣府志賦役條》
中更清楚記載鹿楮大社與踏仿、梎羅婆、盧蔴產、
干仔霧等社一同輸餉納課情形，其年徵銀為一百五
十五兩二錢三分二厘。〔見周鍾瑄主編，詹雅能點
校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諸羅縣志》陸餉，頁 174
～175）〕從以上紀錄可以看出鄒族鹿楮大社早期
與統治者接觸互動的情形。
鹿楮大社與特富野社、達邦社、伊姆祝社昔
日並稱為北鄒四大社，歷經鼎盛時期，後來因漢人
勢力擴張，及瘟疫肆虐人口銳減，加上日治時期推
行集團移住政策，大量異族移入而導致衰頹。根據
1916 年日本政府調查，當時鹿楮大社人口有 12 戶
164 人，而其小社久美部落有 13 戶 146 人，合計
26 戶 310 人；但後來的十餘年間疫病加速流行，
至 1930 年時鹿楮大社人口僅剩 8 戶 46 人，久美小
社 11 戶 61 人，兩社合併人數 107 人（鈴木秀夫《臺
灣番界展望》），鹿楮社群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死
亡或流失。1930 年日本政府強令鹿楮大社族人遷
移久美小社，部分則移居阿里山鄉，致使此一具有
悠久歷史背景的鄒族大社走向廢社命運，徒留遺址
至今。
三、遺址現況
鹿楮大社遺址目前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
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以下簡稱臺大實驗林管
處）管轄，該管理處下設水里營林區、內茅埔營林
區、清水溝營林區、溪頭營林區、和社營林區及對
高岳營林區等，營林區範圍涵蓋南投縣水里鄉、鹿
谷鄉及信義鄉，鄒族鹿楮大社遺址位在和社營林區
的 30 林班。從清乾隆十五年設立的土牛紅線來
看，可以發現當時漢人的拓墾勢力尚未及於上述營
林地區，這些地區均屬於鹿楮大社的傳統領域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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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日治時期將它列為官有林地，迨政權易幟再轉
入臺大實驗林管處手中。目前 30 林班遺址地內除
一般承租戶外，有十餘違建戶從事生產水果蔬菜，
更有經營民宿業者，對於這些違建及濫墾者，臺大
實驗林管處曾提出訴訟，經法院判決違建戶敗訴，
然而違法濫墾並未停歇，嚴重危害 7 遺址現狀，連
帶也影響水土保持，更凸顯公權力之不彰。
四、維護遺址刻不容緩
為維護鹿楮大社遺址，鄒族後裔數度進行探
勘；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並委託調查記錄，經現場發
掘及考古專家鑑定，確認鄒族遺址遺物，臺大實驗
林管處允在大社入口處設立解說牌。2017 年鄒族
結合阿里山鄉宗親、旅北同鄉會及久美部落族人進
行連署，邀請當時立委 Kolas Yotaka（現任總統
府發言人）協助處理土地歸還事宜。Kolas Yotaka
立委於同年 7 月 7 日親自到久美部落主持公聽會，
會中鄒族要求臺大實驗林管處歸還上述 30 林班
地，但臺大實驗林管處強調這是國有林地，臺大係
依法代管國家土地，雖然承認從坪瀨溪到阿里山自
忠一帶是屬於鄒族領域，但無權決定歸還，最終未
有結果。按信義鄉目前 98.02%為公有土地，遠超
過 89.49% 的全國平均數，前述 30 林班遺址地均
係公有地，理論上歸還爭議應相對較少。
五、結語
鄒族在陳有蘭溪、沙里仙溪、和社溪境內活動
長達數世紀，至近代建立鹿楮大社，有過輝煌時
期，可惜後來因環境變遷，諸多因素造成沒落。鹿
楮大社風光不在，但它早年經營本地區留下許多珍
貴紀錄，其歷史文化綿延流長，遺址之保護實有必
要。為維護鄒族千百年來神聖的祖靈地，彰顯土地
正義，並避免遺址地持續遭受破壞，特提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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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請教育部責成「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
管理處」歸還 30 林班原屬鄒族鹿楮大社遺址地。
如後附

文高明
Mo`e usaiyana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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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建、曾智勇、
Uma Talavan 萬淑娟、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Dongi
Kacaw 吳雪月

圖文說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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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1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提案日期

110.03.29

案由

落實原住民族轉型正義，邁向與實現 2025 非核家園，建
請總統重啟「蘭嶼核廢料遷場委員會」
，專責處理蘭嶼核
廢遷出事宜。

說明

一、2003 年經本族人抗爭之後，政府成立「蘭嶼社區總
體營造委員會」與「蘭嶼核廢料遷場委員會」
，前者
運用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補助 700 萬元經費，成
立「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進行蘭嶼社區總體營造
之工作，目前該基金會仍在運作中，惟經費用畢後，
未得到政府後續支持與經費挹注。後者，在開過 3
屆 7 次會議後，因政黨（國民黨）輪替，該委員會
形同虛設，未再召開過後續會議。之後被整併至國
家發展委員會下之「非核家園小組」
，該小組未有本
族群代表加入，且該小組已許久未開會，亦未討論
蘭嶼核廢料遷出事宜。
二、總統蔡英文於 105 年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向全國原
住民族道歉：
「……當年，政府在雅美族人不知情的
情況下，將核廢料存置在蘭嶼。蘭嶼的族人承受核
廢料的傷害。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雅美族人道
歉……我也會要求相關部門，針對核廢料儲存在蘭
嶼的相關決策經過，提出真相調查報告……」
。復於
105 年 8 月 15 日訪視蘭嶼座談會時裁示：「有關核
廢的遷移，將由台電、政府與成民間成立平臺，研
議臺灣核廢料存放的問題，做好非核家園的準備，
並將蘭嶼核廢料的處置，作為最優先處理的項目。」
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委員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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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6 月 30 日，由政府出版並公布「核廢料蘭嶼
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報告書」
，報告書中結論得知蘭
嶼族人對於貯存場之設置均不知情，結論之附帶建
議（p.63）
「……政府應提出補救措施，彌補族人所
受損失與傷害，在族人參與下儘速辦理貯存場遷場
事宜，同時積極立法制定核廢補償條例，充實蘭嶼
地區醫療資源及設施，並尊重雅美/達悟族人意願，
妥為規劃蘭嶼地區未來發展願景與方向。」爰此，
政府應重啓「蘭嶼核廢料遷場委員會」
，專責處理蘭
嶼核廢料遷出與立法事宜。
三、本人於 110 年 3 月 26 日蘭嶼鄉公所召開族群諮詢會
議，會中族人取得共識與決議建請政府重啟「蘭 嶼
核 廢 料 遷 場 委 員 會 」， 專 責 處 理 蘭 嶼 核 廢 料 遷
出事宜。
四、核廢料經由不正義的方式，暫存於蘭嶼已有 39 年，
本族人經由不斷地抗爭，告訴政府核廢料對本族人
身心靈的傷害與環境的破壞。唯一一次的抗爭後，
得到政府的回應，是政府不斷跳票的遷場承諾與無
限延後的處理方式。冀望蔡英文總統能在同為「人」
對等的基礎上，看見並同理雅美族人這近四十年的
傷痛，為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做出名垂歷史的作為，
而蘭嶼核廢料的遷出正是最具指標與代表性的原住
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議題。

建議
處理方式

在總統府下設立「蘭嶼核廢料遷場委員會」
，由核能後端
營運基金編列常態年度預算，專責處理「蘭嶼核廢料遷
出」與「蘭嶼核廢料補償條例」立法事宜。委員由雅美
族人、經濟部、台電與社會公正人士共同組成，委員會
運作辦法，俟委員會成立後再行討論。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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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簽 名

夏曼威廉斯
連署人
Syamen Womzas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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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玲 Mamauwan、
文高明 Mo`e usaiyana、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田貴實 Kimi Sibal、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Uma Talavan 萬淑娟、
陳明建、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蔡運福 Kanakanavu．
Kacopuana．Upa、
葛新雄 Hla'alua Mai、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
潘英傑 Daway Abuk

案號：22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曾智勇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拔擢原住民族人才「專用派駐」南島語系國家案。

說明

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國家積極執行外交政策轉型，
108 年 8 月 1 日，蔡總統與 12 個太平洋國家或地區代表，
在臺北圓山大飯店宣布重啟常設性區域組織「南島民族論
壇」（Austronesian Forum），即為我國經營太平洋區域的
外交重大突破。
臺灣是世界南島語族的原鄉，南島國家的主要多數族
群均是原住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族有文化及血緣的關係。
藉由重視原住民族文化發展與交流，讓同樣擁有南島民族
文化的國家認同臺灣為南島國家，或有機會使臺灣成為「太
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的觀察員、準
會員國，乃至於會員國。然而不諱言，我們派駐南島國家
的外交官員大多是由承襲傳統外交模式的職業外交人員擔
任，其外交表現多表現謹慎卻缺乏創見，深諳外交儀禮卻
無法與南島語族的人民一起吃檳榔搏感情，與現代臺灣亟
欲打造的文化、族群多樣性形象，尚有相當程度的隔閡。
我們派駐南島國家的外交大使、公使及外交人員普遍對原
住民族、南島文化所知有限，終究難以在情感及文化上建
立深厚的連結；但如果臺灣派駐南島國家的外交官員，能
使用族語展現親和力，甚至具有同樣南島民族血統，在各
種正式與非正式場合均能適切地展現臺灣（原住民）和南
島國家之間的文化相關性。
我國外交高階官員（大使、公使）目前尚無原住民族，
除了政治任命的外交人員任用辦法外，一般外交官如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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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名額，由原住民特考錄用的人才中拔擢具備有外交潛
力的人選，輔以外交專業訓練，在外交部處理對各國的原
住民族國民外交事務，也較一般外交官適當，相信可為臺
灣外交注入永續活力。
由原住民特考錄用的人才中拔擢具外交潛力人選，輔以外交專
建議
處理方式 業訓練，並派駐至南島語系國家擔任教育文化大使。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曾智勇

連署人
簽 名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包惠玲 Mamauwan、
Dongi Kacaw 吳雪月、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蘇美娟 Yayut Isaw、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葛新雄 Hla'alua Mai、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陳明建、杜正吉、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蔡依靜 Lamem．Panay、
Uma Talavan 萬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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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3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曾智勇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經登錄為重要文化資產後，所需維護保
存、再利用之經費應定期挹注，防止珍貴資產滅失。

說明

我國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資產豐富，但因年代久遠或飽
經戰爭、政治變革等等，許多文化資產逐步滅失，又原住
民族文化資產之數量，與漢族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數量
相差甚鉅，而現今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作為步調緩慢，
且在面對災害頻繁以及現代化生活型態急速變遷與耆老
凋零等情形下，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保存工作刻不容緩。
查地方文化資產申請經登錄後，交由地方文資所每年
審核所送計畫書，審核通過者得補助 90%保存維護費用，
故文資所有者將面臨無力承擔自籌費用，以及維護工作因
經費不足而中斷等問題，文資保存費用甚鉅，因此即使是
負擔最低 10％費用，許多在地組織仍無法負擔，遑論將文
化資產再造利用，另每年撰寫計畫申請其經費，需花費申
請審查程序，無法及時投入保存工作，資產可能因環境、
時間等種種因素被破壞凋零。
文化資產具重要歷史、文化價值，也因年代久遠而保
存不易，應每年有定額經費挹注進行維護，又查《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8 條第 4 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寬列預
算，專款辦理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調查、採集、整理、研
究、推廣、保存、維護、傳習及其他本法規定之相關事項。」
故請中央主管機關編列每年維護保存經費，為原住民族文
化保存工作盡力。

建議
處理方式

經地方主管機關登錄之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得就維護保存
及再利用工作獲得每年定額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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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曾智勇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包惠玲 Mamauwan、
Dongi Kacaw 吳雪月、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蘇美娟 Yayut Isaw、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葛新雄 Hla'alua Mai、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陳明建、杜正吉、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Masegeseg Z.Gadu 童春發、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蔡依靜 Lamem．Panay、
Uma Talavan 萬淑娟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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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4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案由

說明

建議
處理方式

陳明建

提案日期

110.03.30

建請暫緩執行「變更三仙台風景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
案通盤計畫）案」
。
一、本計畫區域位於臺東縣成功鎮市區東北方約 3 公里
處，範圍東至太平洋，西至高台產業道路及高台部
落，南至基翬，北至白守蓮，包括三仙台本島及其對
岸沿海計畫面積約 373.89 公頃。
二、本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將劃設遊樂區、旅館區、
電信專用區、自然景觀保護區、一般保護區、海域等
土地使用分區（附表、圖）
三、據擬定機關（臺東縣政府）書面表示：本計畫自民國
104 年7 月1 日依辦理公告公開徵求意見，至107 年2 月
28 日止，規劃期間並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四、查該範圍區域，原為原住民（阿美族群）世代耕作地，
數十年世居生活於此，據當地耆老及部落里民反應，
擬定單位並無詳細說明該計畫內容，致剝奪當地族人
的耕作權及財產權（地上權）的損害，並未為有共識
的補償制度。
未與部落取得同意權或共管共識、制定完善補償制度前，
擬建請暫緩執行該計畫。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陳明建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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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i Kacaw 吳雪月、
蔡依靜 Lamem．Pan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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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25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陳明建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建請遷移「臺東縣垃圾轉運站工程-成功鎮垃圾掩埋場」，
避免環境生態浩劫，劃歸為部落傳統海域，供部落產業經
濟發展，永續經營。

說明

一、該址位於臺東縣成功鎮內編號 2514 號保安林地內，
面積 3.090 公頃作為垃圾掩埋場。自民國 78 年申請
迄今，堆置垃圾已呈飽和狀態，造成環境、空氣品質
不佳，海岸潮間生態污染。
二、執行單位原規劃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停止所有垃圾進
場堆置，惟未經部落同意延長使用，執行機關逕予延
長使用期限，致與部落抗爭至今！

建議
處理方式

一、徵求部落會議同意、協調共識，劃編為原住民傳統海
域，為部落產業經濟發展特定區，供地方創生。
二、移送監察院調查地方政府（臺東縣政府）延宕興建臺
東焚化爐，浪費巨大公帑疏失。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詳細資料，因涉及個人資料請洽委員索取）

陳明建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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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i Kacaw 吳雪月、
蔡依靜 Lamem．Panay

案號：26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陳明建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建請將阿美族群歷史事件「Cepo’戰爭」（O lalood I
Cepo’）即「大港口事件發生地（靜埔遺址）」靜埔國小
旁土地予以徵收，列為原住民重要文化資產，並設置文化
園區展場館，裝置藝術紀念碑等，供後人紀念及表述，俾
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說明

1877 年大港事件（O lalood I Cepo’）是清領時期發生的
重大歷史事件，對阿美族群而言，為反抗國家殖民統治而
發生的戰役，當我們紀念緬懷祖先英勇的事件之時，不應
侷限於 228 事件，尤原住民族所發生之重大歷史事情（如
附件），更不能被政府甚至漢人社會忽視這段歷史！

建議
處理方式

建請由文化部會同各相關部會，徵收相關土地，劃歸為原
住民（阿美族）文化園區，增建如上設備，呈現歷史正義
真正意義及紀念先賢英勇事蹟。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
一、1817 年阿美族大港口事件
二、1874 年排灣族牡丹事件
三、1878 年噶瑪蘭族加禮宛事件、撒奇萊雅族達固部灣事
件

附件

四、1900 年泰雅族大嵙崁事件
五、1902 年賽夏族南庄事件
六、1908 年阿美族七腳川事件
七、1910 年泰雅族李崠山事件
八、1914 年太魯閣族事件
九、1915 年布農族大分事件
142

十、1921 年泰雅族大豹社事件
十一、1930 年賽德克族霧社事件
提案人
簽 名

陳明建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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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i Kacaw 吳雪月、
蔡依靜 Lamem．Panay

案號：27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陳明建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臺東縣臺東市馬蘭部落文化廣場週邊尚有新生段地號
790-1、790-3、796、796-1、796-4、796-5 地號等 6 筆土
地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建請協
助回歸部落使用。

說明

一、國防部自民國 43 年起，為興建志航基地並安頓所屬
空軍 737 聯隊之軍眷，透過臺東鎮公所向馬蘭部落徵
用馬蘭會館作為安頓軍眷之處所。
二、期間經馬蘭部落族人多次陳情索討，由馬蘭部落代表
人 kakitaan 國大代表黃忠先生向國防部爭取，前空
軍總司令部於 54 年 3 月 11 日（54）客浩發第 0499
號函復當時馬蘭部落代表人 kakitaan 國大代表黃忠
先生所示：「查本軍在臺東地區營舍極感缺乏不敷使
用因之本案馬蘭會館一時常無法騰讓業經本屬
7519-2 部隊向臺東鎮公所訂約續借至 55 年 12 月底有
案。」
三、臺東縣政府於 54 年 3 月 19 日興民府字第 10117 號函，
亦請當時臺東縣議員王聖福先生召集部落耆老討論
召開協商收回馬蘭會館等事宜。
四、部落族人凝 聚 共 識 組 成 「馬蘭阿美還我會館自救
會」，多方陳情爭取會館用地歸還，並由臺東縣馬蘭
年齡階層文化促進會於 86 年 4 月 3 日東年階字第 036
號函正式函請臺東縣政府協助歸還會館用地。
五、其後於馬蘭部落多次要求臺東市公所召開馬蘭會館土
地返還協調會議後，歷經馬蘭部落族人的努力，100
年 7 月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終於同意委託臺東市公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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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馬蘭會館用地，以提供部落多功能場所。
六、後經鄭天財立法委員之建議，行政院於 103 年 10 月
20 日院臺原字第 1030056929 號函，同意專案由原住
民族委員會分年補助臺東縣政府償撥用經費約計新
臺幣 2,200 萬元，向國防部購買此會館用地，用地合
計約 2,974 平方公尺，約為 899.6 坪，有償撥用後將
回歸馬蘭部落使用。
七、其後經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臺東縣政府 105-108 年建
築美學規劃設計案，補助臺東市公所約新臺幣 1,258
萬元，自 105 年起辦理馬蘭部落文化廣場規劃設計及
興建案。馬蘭部落文化廣場完成興建後將交由馬蘭部
落族人管理使用。未來也將規劃設置馬蘭阿美原住民
族名人紀念園區，以及馬蘭部落推動歲時祭儀文化傳
統相關活動。
八、本廣場於 109 年 11 月 14 日啟用，然週邊尚有屬於國
防部政治作戰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置之 6 筆土地無法
回歸部落使用。
九、依據臺東市公所 106 年 4 月 26 日召開之「臺東市馬
蘭部落更生會館規劃設計第 4 次說明會議」會議紀錄
決議事項略以：「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 105-108
建築美學辦理馬蘭更生會館規畫設計案，因新生段地
號 790-1、790-3、796、796-1、796-4、796-5 地號
等 6 筆計 403 平方公尺約 122 坪，使用分區為機關用
地，俟縣府通盤檢討變更為住宅區後，再辦理土地有
償撥用，供馬蘭部落民眾使用。」
十、然 107 年 5 月 1 日由立法委員鄭天財國會辦公室加開
之「臺東市馬蘭部落更生會館興建工程土地都市計劃
變更座談會」
，會議決議前開 6 筆土地將採專案方式
辦理變更，該會議距今已兩年十個月之久，此 6 筆土
地後續辦理之進度仍舊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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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建請原轉會盡速協助土地用地之取得及回歸部落使用，務
求使馬蘭文化廣場達到更有效之使用，俾利族人有更完善
的使用場域，實踐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意義。

附件

（有關臺東市公所 106 年 4 月 26 日召開之「臺東市馬蘭
部落更生會館規劃設計第 4 次說明會議」會議紀錄及文化
廣場週邊 6 筆土地清冊，請洽提案委員索取。）

提案人
簽 名

陳明建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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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i Kacaw 吳雪月、
蔡依靜 Lamem．Panay

案號：28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建請文化部持續並增強執行和解小組之「原轉巡迴講座」
工作，讓更多人理解並重視原住民族 歷 史 正 義 與 轉 型 正
義。

說明

一、原轉會第 1 屆、第 2 屆在和解小組謝若蘭教授及其工
作伙伴的努力之下，舉辦了數百場相關講座，深入各
地部落、學校、以及非原民的組織，推廣原住民族歷
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理念，獲得各方迴響，這是真正
紮實的工作。透過謝教授等人的巡講，原住民族歷史
與轉型正義在地方已逐漸萌芽，現正是最須要持續澆
灌的時候，有必要持續「原轉巡迴講座」
。
二、和解小組移交給文化部後，目前沒有規劃要繼續辦理
巡迴講座，這無疑會造成前功盡棄的遺憾，我們期望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理念能夠持續漫延，直到實現轉
型正義的理想。

建議
處理方式

建議繼續辧理「原轉巡迴講座」，甚至加大幅度辦理，讓
更多人理解與重視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蘇美琅
連署人
Savi Takisvilainan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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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娟 Yayut Isaw

案號：29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建議原轉會委員會議恢復第 1 屆、第 2 屆的現場直播，透
過「資訊公開」，讓更多人注意到原轉會討論議題，達到
宣傳效果，以及族群主流化的目的。

說明

一、第 1 屆、第 2 屆原轉會委員會議安排有現場直播，使
許多關心原轉會事務的民眾可以透過直播迅速得到
資訊，也能更有效地提高會議議題的討論度。
二、我們也發現越來越多族人，甚至是一般大眾，會期待
收看原轉會委員會議直播，這是增進各界了解原住民
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最佳管道，應該持續直播為
荷。
三、更積極的做法，可以比照開放國會的經驗，用更多元
的管道公開資訊，比如電視有國會頻道，或立法院網
站，每位立法委員的質詢都有單獨剪輯等等。我們的
目的是讓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理念更有效地傳達各
界，進而達到族群主流化的效果。

建議
處理方式

第 3 屆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議恢復現場直
播。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蘇美琅
連署人
Savi Takisvilainan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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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娟 Yayut Isaw

案號：30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建立原 住 民 族 史 觀 與 原 住 民 族 觀 點 之工作，刻不容
緩，請相關單位進入實質行動，建立原住民族「史觀」與
「觀點」。

說明

一、促轉會於 110 年 1 月、2 月在北、中、東部三個地區
辦理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議題融入課程與教材之研
習。教師產出的教案是以 228 事件中原住民族日進
春、伍保忠之人權迫害案，雖然用了原住民族人權迫
害案例，但仍以大社會觀點（228 觀點）看原住民族
案例。日進春等固然是 228 事件受害者，但這方面已
在社會領域中學習過，如果此議題又以 228 觀點來
看，是重複了領域課程內容，卻忽略原住民當時的處
境。既然是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課程，就應以原住民在
大時代中的處境－原住民族如何被拉入組織，又為什
麼被拉入組織，其間的原因、處境與利害關係及其後
果，那麼部落、家人如何面對等等，這樣的教學內容
才能進入原住民的歷 史 脈 絡 與 大 社 會 的 關 係 ，才
能達到轉型正義的目的及建立原住民族史觀。
二、轉型正義是從威權獨裁體制，轉變成民主體制過程
中，反思過去對人、對民族的違法侵害，予以補償，
以及彌補社會創傷等等。由於我國的原住民族歷史與
轉型正義是從蔡總統代表國家向原住民族道歉開
始，僅 5 年時間，因此我們應更積極推動原轉事務與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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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一、持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巡迴講座。
二、落實全民原住民族教育，早 日 實 現 族 群 主 流 化之社
會。
三、獎勵書寫原住民族歷史。
四、獎勵閱讀原住民族歷史相關著作（例：原住民族重大
歷史事件叢書開始）。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帖喇．尤道
蘇美琅
連署人 Teyra Yudaw、
Savi Takisvilainan 簽 名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娟 Yayut I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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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31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案由

說明

建議
處理方式

潘英傑
Daway Abuk

提案日期

110.03.30

訂定原住民身分法修法的推動進度，以完成原住民族歷史
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所應承擔的歷史任務。
以往為了討論「原住民身分法修法」
，除了固定至少 3
個月 1 次輪流在各縣市由委員召開的「總統府原轉會平埔
族群北區諮詢會議」之外，還包括 5 場全國分區座談會及
5 場立法院公聽會的討論，平均支持度約 7 成、8 成左右。
今（110 年）年首次在南投縣埔里鎮召開的總統府原
轉會平埔族群北區諮詢會議，雖然還是有一些不同意見的
討論，但是，大家都能夠共體時艱，不再堅持一定要加入
平地原住民或是平埔族群委員會，或者是連原住民立委都
無法形成共識的打破山平原分類的主張，讓支持「平埔原
住民」的選項首次在最多不同意見的地方超過 9 成以上。
政府應該高度重視這樣的民意展現，打鐵趁熱、訂定
時程，加速推動《原住民身分法》的修法工作，以完成蔡
總統對選民的承諾和原轉會所應承擔的歷史任務。
在第二任總統任期的一半前能夠達成《原住民身分法》修
法二讀通過，在結束任期前達成《原住民身分法》修法三
讀通過。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潘英傑
Daway Abuk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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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 Talavan 萬淑娟、林聰明、
馬 來 盛 Laising Sawawan 、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案號：32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潘英傑
Daway Abuk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平埔原住民入憲案。

說明

修憲案門檻雖高，在一片修憲熱潮提案之中，從 18
歲公民權到動物保護權的提案都有，長期受到體制排除的
平埔族群更不應該缺席；否則，平埔族群在憲法中的權益
保障就變成「禽獸不如」了，這樣子修憲對政府的形象而
言，也是不太好吧？！

建議
處理方式

請執政黨立委提案，協助平埔族群推動「平埔原住民入憲」
案，此案與「原住民身分法修法」的工作可以交互並行。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潘英傑
Daway Abuk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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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 Talavan 萬淑娟、林聰明、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案號：33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Magaitan．Lhkatafatu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伊達邵部落為都市計畫區，但其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從未
尊重部落需求，明顯違反國土計畫法為土地使用最上位指
導原則。

說明

全臺有 31 個原鄉位於都市計畫區內，非《國土計畫
法》施行範圍，其中邵族唯一官方核定的伊達邵部落，其
每 5 年需進行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惟從未尊重部落並與
部落溝通。
《國土計畫法》為土地使用最上位指導原則，都市計
畫應依國土計畫之原住民族土地指導內容辦理，涉及原住
民族土地規劃時，需 與 部 落 充 分 溝 通 並 考 量 部 落 需求。

建議
處理方式

建請對都市計畫進行通盤檢討，並與部落溝通、考量部落
需求，以解決族人長久以來的地用問題。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Magaitan．Lhkataf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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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
簽 名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夏
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案號：34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案由

Uma Talavan
萬淑娟

提案日期

110.03.30

正視平埔族群仍一直深受同化措施之苦，國家應立即停止
同化措施，確立平埔族群實至名歸的法律地位。
西拉雅身分案委託的律師引用王泰升教授之分析表示「中
華民國早期原住民政策以同化為基調，惟於 1990 年後數
次修憲，已逐漸賦予原住民族集體權利。然而，至今平埔
族群仍一直深受同化措施之苦，則依原住民權利宣言第 8
條 2 項 D 款規定，國家應立即停止對平埔族群的同化措
施。」

說明

一、反抗被同化的命運，平埔正名運動 1993 年與原運一
起揭竿而起
平埔族群與法律認定的 16 族原住民族同屬南島
語族，而平埔族群因位處西部的平原、山丘，首當其
衝捲入了荷蘭、鄭氏、清國、日本及中華民國政權的
統治。清朝以統治不到的地方（護國神山的屏障）的
群體稱為生番，統治得到稱為熟番，被迫於同化政策
212 年的平埔族群失去土地而展開大大小小的遷徙，
致使社會普遍以平埔族群已經「漢化」認其為消失。
從嚴峻時代的夾縫間傳續民族命脈迄今的平埔族
群，為尋求個人與民族的尊嚴，1993 年反抗繼續漢化
的命運，於臺北街頭與原運一起揭竿而起，前仆後繼。
（一）從考古學掘起，以西拉雅為例，在南科考古遺址
6 大文化層中，有直接以西拉雅命名的西拉雅文
化，以及 1500 年的蔦松文化或上溯數千年更早
的文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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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歷史學印證，中研院學者翁佳音認為「西拉雅
是最有歷史文獻與現實仍存在的原住民。臺灣歷
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族群，能像西拉雅族一樣，
從「歷史」開始到現在，不只有自己的口頭傳說，
有自己最早的文字（番仔字，或所謂的「新港文
書」
）
、宗教與祭典；外人四百多年來對該族的記
載，史不絕書、文獻可徵。」
（三）從歷史文書，日治時代戶口調查簿種族欄登記
「熟」
，平埔族群血緣可證。
（四）強烈的認同與行動，使一般社會正視平埔族群的
存在，認知其為「臺灣原住民」
，平埔族群部落
廣布、人口明顯、姓氏特殊，許多舊社仍存在，
有其語言、文化、宗教，強烈的認同使其投入長
期的正名運動，戮力文化實踐，這許許多多層面
皆已具體揭示平埔各族群為原住民。
二、蔡總統為不義的歷史道歉，承諾要平反
前於 2016 年 8 月 1 日蔡總統道歉並承諾:「自外
來者進入臺灣以來，居住在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首當
其衝。歷來統治者消除平埔族群個人及民族身分，為
此，我也要代表政府，向平埔族群道歉。」「在尊重
平埔族群的自我認同、承認身分的原則下，我們將會
在（2016 年）9 月 30 日之前，檢討相關法規，讓平
埔族身分得到應有的權利和地位。」這是第一次以「國
家」最高元首的身分所作歷史性的談話，承認平埔族
群與法律認定的原住民族同樣先於殖民政權存在於
臺灣，同樣因錯誤的政策受到侵害亟需平反。因此，
蔡總統於原轉會歷次會議中積極的回應平埔正名的
訴求，明確裁示使得相關部門在程序上跟進，促成行
政院送出身分法草案，經立法院一波三折完成 5 場公
聽會後逐條審查，好不容易出內政委員會程序，最後
的朝野政黨協商未召開，修法過程因屆期不連續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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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原點。
三、阻力亟待化解，行政部門有何對策還看不到?
本（第 10）屆立法院進入第 3 會期，立法院也有
多位臺南的立委提出質詢、建議及聯名提案，但原民
會與行政院沒有任何進展令人憂心，回顧過去在修法
期間曾經攜手破難關：
（一）總統在原轉會第 2 次會議指示，
《原住民身分法》
提送立院（2017/06/30 蔡英文總統）
。
（二）行政院通過《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增列平
埔原住民，其民族權利另以法律定之
（2017/08/17 林全院長）
。
（三）「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進行逐條審查，送出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2018/12/24 賴清德院長，
期間法案一直列為最優先審議）
。
（四）立法未過，屆 期 不 連 續（2019/12/17 迄今：蘇
貞昌院長）
。
（五）期間完成平埔族群全國 5 場分區座談會，5 場立
法院公聽會，本人亦完成 20 餘場南區平埔族群
諮詢會議。
（六）臺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及臺南西拉雅部落正名聯
盟及平埔族群多次發起請願、陳抗、靜坐及法院
出庭。
綜上的努力，我們理解上屆修法未能如期必有阻
力與困難，然而總統也一再表示「承諾不變，不會因
為困難而不做，會一步一步克服」，只是至今還沒看
到第一步的開始，相對之下司法院方面有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法官於 2020 年 5 月 13 日為西拉雅身分案提出
《釋憲聲請》。而在監察院，2020 年 10 月 14 由凱
達 格 蘭 林 勝 義 長 老、西 拉 雅 萬 正 雄 長 老、萬淑娟
委員向國家人權委員會及監察院陳情，也已經立案展
開調查並於 4 月 7 日召開調查「平埔族群正名案」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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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會議。包括兩公約人權報告，官方的國家人權委員
會報告，以及民間的人權公約實行監督聯盟亦為平埔
權益正義發聲，惟還看不到原民會與行政院採取任何
對策。
四、向普世人權價值看齊，向前走莫回頭
（一）批准兩公約作為國內法
2009 年，中華民國（臺灣）前總統宣布批准《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政公約；ICCPR）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簡稱經社文公約；
ICESCR）作為國內法，公政公約第 1 條第 1 項規定：
「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
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
展。」；第 27 條規定：「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
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
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
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
（二）國家擔負有防免原住民族遭同化或毀滅之義務
經社文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援引《聯合國原
住民權利宣言》（簡稱原住民宣言）第 3 條已認定，
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以及免於被同化的權利，相對地
國家擔負有防免原住民族遭同化或毀滅之義務；經社
文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已闡釋原住民應享有原住
民宣言之權利。經社文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謂：
「個人決定是否獨自、或與他人聯合行使參加文化生
活的權利，是一種文化選擇，並應在平等的基礎上予
以確認、尊重和保護。這對於所有原住民族尤其重
要，他們無論作為集體還是個人都有權充分享有《聯
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原住民宣言等國 際
人 權 法 所 確 認 的 所 有 人 權 和 基本自由。」
原住民宣言第 3 條明定原住民有自決權；第 8
157

條亦表示國家有義務防免原住民權益受侵害，包括免
於剝奪其文化價值、或強行同化、融合等之行動，原
住民族和個人享有不被強行同化或其文化被毀滅的
權利。
（三）未被官方承認原住民身分，事實上被迫與漢人同
化
聯合國專家審查我國國家報告，於 2013 年 3 月
1 日所提出之審查結論，具體指摘政府未認可平埔族
群之原住民地位之缺失。國際審查會議通過的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第 33 點至第 35 點則謂：
「專家們注意到，
九個平埔低地原住民族群並未被中華民國（臺灣）政
府承認為原住民族，儘管有證據顯示他/她們有著具
區別性的歷史、文化、語言、風俗和傳統。」、「專
家們建議政府應澄清其對於原住民族身分認定的政
策，應以兩人權公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以及
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原住民族及部落居民的第 169 號公
約所列明的國際人權標準做為基礎，採取一種以人權
為本的方法來與國內各原住民群體進行互動。」、「專
家強烈建議中華民國（臺灣）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應予
以有效執行，並且修改與原住民族基本法有所牴觸的
政策和行政措施。」
專家進一步建議我國政府應以符合兩公約之方式
重新「澄清其對於原住民族身分認定的政策」。總統
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亦要求原處分機關回應聯合國專
家審查意見，正視平地原住民未被承認之問題，尊重
原住民之民族自決權，以回應兩公約之要求：總統府
人權諮詢委員會，則針對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33 點
及第 34 點作成決議：「（一）在兩公約及施行法的
前提之下，針對原住民身分的取得，要不要經過國家
認定，是不是以人權為本，請原民會研議修正《原住
民身分法》，尊重原住民的身分自決以回應公政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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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社文公約第 1 條。……」明確指出請原民會研議
修正《原住民身分法》，尊重原住民的身分自決以回
應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第 1 條。
（四）政黨輪替，還沒看到實質的改變
歷史的謬誤從國民政府到民進黨政府還沒有出
現具體事實的改變，最基本的身分權繼續遭受扭曲；
文化、教育、語言等各民族發展所應保障的權利依然
未被重視。西拉雅委託的律師引用王泰升教授之分析
表示「中華民國早期原住民政策以同化為基調，惟於
1990 年後數次修憲，已逐漸賦予原住民族集體權利。
然而，至今平埔族群仍一直深受同化措施之苦，則依
原住民權利宣言第 8 條 2 項 D 款規定，國家應立即停
止對平埔族群的同化措施。」
（五）正義、人權的臺灣能規避平埔相對的被剝奪?
雖然我們相信蔡總統不會忘記初衷，期許執政團
隊爭取時間兌現，帶來真正的改變與進步，而不是政
府空談，人民空歡喜一場，尤其臺灣為正義、人權、
民主的國家，不能規避平埔族群一直是處於相對被剝
奪，總統府原轉會背負轉型正義的任務，有責任貫徹
對人民的承諾。尊重天賦人權，肯定平埔原住民族群
歷經時代洗鍊有其共同奮鬥的集體意志，積極回應法
定原住民身分取得（恢復）的訴求。
一、請行政院於本次會議說明，原草案（增列平埔原住民，
民族權利另以法律定之）何時再送出，還是另有評
建議
處理方式

估、進行其他的備案，是否能送出於立法院本會期審
議，具體時間規劃為何？
二、爭取修法、司法並進之同時，敦請總統裁示，內政部
開放全國「熟」登記。
三、若不修法，依照現行法已足以承認、確立平埔族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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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律位階的原住民身分，直接開大門走大路。
四、建請列為本次原轉會會議討論。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Uma Talavan
萬淑娟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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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帖喇．尤道 Teyra
Yudaw、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萊撒．阿給佑 Laysa Akyo、
Magaitan．Lhkatafatu、
葛新雄 Hla’alua Mai、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案號：35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Uma Talavan
萬淑娟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平埔族群 107 萬人口到底怎麼了？建請內政部開放全國
「熟」人口總登記，展 現 政 府 誠 意 與 務 實 解 決 問 題 的
途徑。

說明

口頭說明

建議
處理方式

口頭報告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Uma Talavan
萬淑娟

連署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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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帖喇．尤道 Teyra
Yudaw、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萊撒．阿給佑 Laysa Akyo、
Magaitan．Lhkatafatu、
葛新雄 Hla’alua Mai、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案號：36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5 次委員會議提案單
提案人

林聰明

提案日期

110.03.30

案由

花蓮縣富里鄉已開放「熟」登記，建請中央也能開放全國
性「熟」登記。

說明

口頭說明

建議
處理方式

口頭說明

附件
提案人
簽 名

林聰明

連署人
簽 名

162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案由二： 「以國土計畫解決原住民族既有建物及土地使用問
題」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國土計畫法》業於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依該法第 11
條、第 23 條規定，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原住民族特定區域
計畫與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使用管制之會同擬定機關，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施行之全國國土計畫，已將「原住
民族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等事項業納入計畫相關章節規
範。後續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公告作業，並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國
土功能分區公告實施。
二、 為原住民族土地相關規劃作業之落實，依原住民族土地
之使用需求，研擬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及相關配
套措施，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土
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故就國土計畫涉原住民族土
地規範、辦理階段性成果及後續重要工作向原轉會委員
報告，使委員瞭解國土計畫涉原住民族土地之推動概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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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4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總統府 3 樓大禮堂
主席：蔡召集人英文
紀錄：原住民族委員會錢乃瑜、洪暐皓
出席：賴副召集人清德、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副召集
人、林委員萬億、李委員永得、陳委員明建、萊撒．阿給
佑 Laysa．Akyo 委員、曾委員智勇、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委員、杜委員正吉、文高明 mo`e usaiyana 委員、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委員、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委員、Magaitan．Lhkatafatu 委員、潘 委 員 文 雄、帖 喇 ．
尤 道 Teyra Yudaw 委員、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委員、田 貴 實 Kimi Sibal 委 員、葛 新 雄 Hla'alua Mai
委員、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委員、潘英傑
Daway Abuk 委員、Uma Talavan 萬淑娟委員、林委員聰明、
蔡 依 靜 Lamen．Panay 委員、Dongi Kacaw 吳 雪 月 委員、
包惠玲 Mamauwan 委員、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委員、
蘇 美 娟 Yayut Isaw 委 員 、 蘇 美 琅 Savi Takisvilainan
委員、姚委員人多（請假）
列席：總統府李秘書長大維、夷將．拔路兒 Icyang．Parod 執行
秘書、李 副 執 行 秘 書 俊 俋、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推
動 會 副 執 行 長 （ 原 住 民 族 委員 會 副 主 任 委員 ） 鍾 興 華
Calivat．Gadu、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谷縱．喀勒芳
安、教育部蔡政務次長清華、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吳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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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宗、總統府發言人 Kolas Yotaka、總統府第一局郭局長
宏榮、總統府公共事務室高主任遵
壹、蔡召集人英文致詞
今天是第 3 屆原轉會第 1 次委員會議，經過一段時間的
推舉，各族的族人，已經重新推舉出代表，來繼續參與原轉會
的運作。
很高興看到在座有些熟面孔，以及大部分是新面孔。不
論是連任的委員，還是新任的委員，我都要表達恭喜。最重要
的是，我們齊聚在這裡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持續推動原住
民族的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工作。
在這裡，我想向大家簡要回顧一下：
2016 年「原住民族日」當天，我代表政府向臺灣原住民
族道歉，隨後啟動了總統府原轉會的運作。
原轉會是政府和各族代表間，對等對話的平臺。我們希
望透過集體的討論，釐清歷史真相，促進社會溝通，最後形成
有效的政策建議。
過去四年，我們確實開啟了許多全新的工作，也讓原住
民族的歷史觀點，受到更多關注，並逐步落實在法規和教育
中。關於這些成果，稍後在報告事項，幕僚單位會有更具體的
說明。
不過，我也清楚，數百年來累積的課題，還有不少等待
著我們面對。今年以來，從大學校園、演藝圈到網路上，也先
後傳出對於原住民族不恰當的言論，這些引起族人關心的爭議
事件，顯示出臺灣社會距離「族群主流化」的理想，依然有一
段不小的進步空間。這也就是我們今天坐在這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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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各位委員中，有受族人景仰的傳統領袖和資深文化
工作者，有民意代表和公務人員，有牧師和老師。有歷練豐富
的長者，也有熱情投入族群事務的返鄉青年。我很希望能多聽
聽大家的想法。
另外，我也要特別介紹，這屆原轉會我邀請賴清德副總
統共同參與。政府機關代表中，有熟悉原住民族事務的林萬億
政委，還有文化部李永得部長。
期盼我們不分族群，也不分世代，共同來努力。原轉會
不但要消弭歷史遺留的傷痛和不公義，更要透過原住民族的觀
點，持續定義臺灣的文化，定義臺灣的未來。
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會議。
貳、致送委員聘書
參、報告事項
案由：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推動情形報告案。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委員所提各項建議均納入紀錄，委員所關心之議題無
論是否已為上屆委員討論，均應賡續關注並請幕僚單
位按其性質納入未來議程規劃。
肆、討論事項
案由：擬具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主題
小組運作規範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
166

二、原轉會所設土地小組、歷史小組、和解小組等主題小
組，分別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及文化部等機關擔
任主政幕僚單位，並請副首長擔任小組主持人，各相關
幕僚機關應積極協助主題小組運作。
伍、蔡召集人英文結語
謝謝各位委員的參與，也期待接下來和大家共同努力，
透過原轉會的平臺，持續促成有意義的改變。再過幾天就是
新年了，我要提早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年底也是卑南族、
賽德克族等族群舉辦年祭的時節，我也要預祝相關的祭儀活
動，都能圓滿順利，謝謝大家。
陸、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發言內容詳見「第 14 次委員會議實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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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4 次委員會議實錄
時間：109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總統府 3 樓大禮堂
主席：蔡召集人英文
紀錄：原住民族委員會錢乃瑜、洪暐皓
出席：賴副召集人清德、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副召集
人、林委員萬億、李委員永得、陳委員明建、萊撒．阿給
佑 Laysa．Akyo 委員、曾委員智勇、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委員、杜委員正吉、文高明 mo`e usaiyana 委員、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委員、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委員、Magaitan．Lhkatafatu 委員、潘 委 員 文 雄、帖 喇 ．
尤 道 Teyra Yudaw 委員、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委員、田 貴 實 Kimi Sibal 委 員、葛 新 雄 Hla'alua Mai
委員、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委員、潘英傑
Daway Abuk 委員、Uma Talavan 萬淑娟委員、林委員聰明、
蔡 依 靜 Lamen．Panay 委員、Dongi Kacaw 吳 雪 月 委員、
包惠玲 Mamauwan 委員、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委員、
蘇 美 娟 Yayut Isaw 委 員 、 蘇 美 琅 Savi Takisvilainan
委員、姚委員人多（請假）
列席：總統府李秘書長大維、夷將．拔路兒 Icyang．Parod 執行
秘書、李 副 執 行 秘 書 俊 俋、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推
動 會 副 執 行 長 （ 原 住 民 族 委員 會 副 主 任 委員 ） 鍾 興 華
Calivat．Gadu、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谷縱．喀勒芳
安、教育部蔡政務次長清華、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吳副局長
華宗、總統府發言人 Kolas Yotaka、總統府第一局郭局長
宏榮、總統府公共事務室高主任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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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蔡召集人英文致詞
今天是第 3 屆原轉會第 1 次委員會議，經過一段時間的
推舉，各族的族人，已經重新推舉出代表，來繼續參與原轉會
的運作。
很高興看到在座有些熟面孔，以及大部分是新面孔。不
論是連任的委員，還是新任的委員，我都要表達恭喜。最重要
的是，我們齊聚在這裡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持續推動原住
民族的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工作。
在這裡，我想向大家簡要回顧一下：
2016 年「原住民族日」當天，我代表政府向臺灣原住民
族道歉，隨後啟動了總統府原轉會的運作。
原轉會是政府和各族代表間，對等對話的平臺。我們希
望透過集體的討論，釐清歷史真相，促進社會溝通，最後形成
有效的政策建議。
過去四年，我們確實開啟了許多全新的工作，也讓原住
民族的歷史觀點，受到更多關注，並逐步落實在法規和教育
中。關於這些成果，稍後在報告事項，幕僚單位會有更具體的
說明。
不過，我也清楚，數百年來累積的課題，還有不少等待
著我們面對。今年以來，從大學校園、演藝圈到網路上，也先
後傳出對於原住民族不恰當的言論，這些引起族人關心的爭議
事件，顯示出臺灣社會距離「族群主流化」的理想，依然有一
段不小的進步空間。這也就是我們今天坐在這裡的原因。
在座各位委員中，有受族人景仰的傳統領袖和資深文化
工作者，有民意代表和公務人員，有牧師和老師。有歷練豐富
的長者，也有熱情投入族群事務的返鄉青年。我很希望能多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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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大家的想法。
另外，我也要特別介紹，這屆原轉會我邀請賴清德副總
統共同參與。政府機關代表中，有熟悉原住民族事務的林萬億
政委，還有文化部李永得部長。
期盼我們不分族群，也不分世代，共同來努力。原轉會
不但要消弭歷史遺留的傷痛和不公義，更要透過原住民族的觀
點，持續定義臺灣的文化，定義臺灣的未來。
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會議。
貳、致送委員聘書
參、報告事項
案由：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推動情形報告案。
一、議事組報告
（一）原轉會夷將‧拔路兒 Icyang‧Parod 執行秘書（原住
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簡報
（播放原轉會三年成果影片）
我就接著向各位報告，原轉會過去四年來的工作成
果。簡報大綱請參閱。
過去原民會推動 12 年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終
於在 2017 年 6 月 14 日完成立法，並公布施行。原民會及
教育部推動語言復振預算也因此大幅成長，提供推動族語
保姆、沉浸式幼兒園族語老師專職化、設置語推人員、成
立原語基金會等十多項復振措施。2019 年《國家語言發展
法》的立法通過及《原住民族教育法》的大幅修正，讓原
住民族的語言，不但已經成為國家語言，進而營造更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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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發展空間。
第 2 項成果是重啟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
《原
住民族基本法》的規範，完整的指出原住民族權利的整體
架構。因此只要澈底實現《原住民族基本法》
，就能完善恢
復原住民族權利，達到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的終
極目標。但在 2016 年之前，政府在十年間僅召開 3 次原基
法推動會，對原基法的配套法案缺乏完整、有效的推動機
制。2016 年 5 月 20 日蔡總統上任後，立即重建原基法配
套子法管制的強度，並重新啟動原基法推動會。
過去四年間定期召開了 9 次會議，政府亦陸續完成報
告中所載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等法律的制定或修正；更
發布《野生動物保育法》、《漁業法》及《森林法》等法規
的解釋令，具體保障族人各項權益。
第 3 項成果是重建原民史觀。以前臺灣的歷史大多是
由統治者，或者外來族群詮釋，缺乏原住民族觀點。就此，
為了呼應蔡總統的政策指示，原民會將過去不曾公開的歷
史研究，重新增補撰寫，在 109 年 2 月 19 日出版原住民族
十大歷史事件專書。
專書的發表，以原住民族觀點來書寫跟紀念歷史，找
回原住民族的主體性，落實歷史正義。109 年 2 月 27 日原
轉會第 12 次委員會議的報告當中，文化部、教育部都有很
具體的回應。不論是納入 12 年國教課綱，作為教材的研
發，抑或建構原住民族觀點的紀念碑，成立建碑規劃小組，
都進一步深化多元的史觀。所以，未來歷史小組跟相關部
會，將會逐步落實各項政策措施。
第 4 項成果，實現土地正義。土地是原住民族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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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脈，在第 1 屆、第 2 屆原轉會，委員對原住民族土地的
發展，是過去三年來著墨最深的領域。過去十多年來，政
府為了落實原基法第 20 條，關於原住民族土地的回復處分
跟管理，原民會透過訂定法律規範，以單一專法，即大家
熟稔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曾 4 次送立法院審
議，但是因為許多條文高度爭議，致使立法進度毫無進展。
四年來為加速進展，我們採取分流立法方式，反而有所突
破。
首先，是在 108 年 1 月 9 日完成《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 37 條修正，終於取消 5 年等待期，將原住民保留地
所有權直接發給原住民個人。在此，特別跟各位委員報告，
單是 109 年就有二萬個族人立即取得自己土地的所有權。
此外，108 年 12 月 31 日，我們進一步修正《原住民保留
地禁伐補償條例》
，獲得補償的面積高達 63,354 公頃，補
償金高達 19 億元，全國有三萬多個族人獲得禁伐補償。
第 5 項成果，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有關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過程的真相調查與補償，由行政院
林政務委員萬億召集真相調查小組，在族人、學者專家及
政府部門的通力合作下，經過整理比對無數檔案文書後，
確認在雅美族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行政院蔣前院長經國及
孫前院長運璿，先後核定將核廢料貯存場設置於蘭嶼的政
策。這份真相調查報告在 107 年 6 月 19 日發布，之後並在
原轉會提出，同時在 108 年 11 月 22 日總統更親自前往臺
東視導，在原轉會周委員貴光、雅美族的蘭嶼鄉長、縣議
員、鄉民代表、村長等民族領袖共同見證下，經濟部提出
「回溯補償金新臺幣 25.5 億元，以及後續每 3 年補償金新
臺幣 2.2 億元」
。109 年經濟部也已經召開 2 次協調會議，
接下來即將籌備成立基金會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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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項成果，是新城山礦場三方會談進展。在太魯閣
族代表帖喇委員的主持下，政府、亞泥及太魯閣族人經過
多次深度的討論與對話，由各部會一同解決的各項爭議也
都有重大進展，其中針對部落居民的居住安全議題，各項
改善措施多已開始進行；針對亞泥承租原保地過程的歷史
爭議，真相調查也將近完成，目前正在進行最後公布作業
的程序。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正是因為總統與原轉會委
員的關切，使亞泥在 107 年 2 月 29 日主動發表聲明表示願
意踐行諮商同意程序，到 109 年 9 月，亞泥也已經主動向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正式發函申請進行諮商同意，而且已經
辦理 5 場次說明會。可見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工作確實
已經在社會開始生根。
最後，過去四年來歷史真相調查已逐漸釐清，而原住
民族的權利及回復也逐漸落實。未來原轉會的推動目標，
將強化促進社會溝通，而且要落實政策的分工，土地、歷
史及和解小組後續任務分工，將由原住民族委員會鍾興華
副主委再向各位作報告。
未來，我們期盼在總統主持的原轉會，加上賴副總統
和阿浪‧滿拉旺兩位副召集人的帶領，以及各位委員的共
同研商之下，持續推動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
以上報告，謝謝。
（二）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鍾 興 華 Calivat‧Gadu 副主任委員
簡報
總統、兩位副召集人、各位委員大家平安。以下代表
總統府原轉會議事幕僚原住民族委員會，向各位報告「總
統府原轉會主題小組推動情形報告案」
。報告大綱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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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8 月 1 日總統代表政府，正式向原住民族道歉，
並同時宣布成立原轉會，其下設 5 個主題小組，分別為土
地、語言、歷史、文化及和解小組。四年多來主題小組工
作主題遍及各族、各部落，不論是清查檔案、深度訪談、
田野踏查、巡迴演講等，都完成許多研究成果，更促成社
會大眾更多的對話與理解。
原轉會第 13 次委員會議中，總統表示將繼續維持原轉
會的運作，更積極地來加深對話與參與。因此，109 年 7
月 22 日奉總統核定修正原轉會設置要點，並分別在 109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3 日、12 月 9 日由原轉會執行秘書
邀集各主題小組前召集人、副研究員、專案助理及相關部
會等，共同聽取小組的總結報告及後續推動規劃。
未來，第 3 屆原轉會主題小組工作除了要繼續各項議
題的深度討論外，也要繼續推動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和轉型
正義的社會工程。
首先，在過去三年間，土地小組調閱了超過八千件的
公文檔案，並向族人交叉比對進行口述訪談，重新釐清過
去原住民族土地流失的過程。
期間，先後完成林田山、臺大清境農場等多筆土地個
案爬梳。透過還原與回溯各類土地爭議的產權移轉過程，
拼湊出許多原住民族土地流失的真相，並在調閱檔案的過
程當中，漸漸地讓各機關認識原住民族土地流失的歷史不
正義，進而促成許多機關對後續工作的正面支持。
為讓土地正義真正落實於這塊土地，後續土地小組的
工作將會繼續並且擴大歷史真相調查、建立完善的調查機
制與程序，讓機關能更積極配合，並提出族人最關心的權
利回復及和解協商機制建議，供有關機關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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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小組的工作則針對過往不同時期，外來政權的各
種不當限制政策對族語流失作調查。其中最為亮眼的成果
就是前小組召集人，也是本屆的專家學者委員童春發教授
用排灣族語同步口譯方式，在原轉會報告「族語的喪失與
再生的契機」。
小組透過大量的口述訪談，回顧族人在禁說族語年代
所受到的言語霸凌及不當管教。真相調查報告對語言流失
的真相撰寫已相當完整，內容包含對目前的語言復振政策
提出相關建議。
後續的成果將由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基金會來接手完成
口述資料的翻譯及出版工作，讓更多關心語言議題的人能
獲得這份寶貴的資料。在此，也要感謝小組各位成員的付
出，相信未來我們將不再失語，也不再失憶。
文化小組部分，讓名字，不只是對彼此的稱呼方式，
更是一族文化特色、社會倫理、人與宇宙關係的展現。文
化小組從早期教科書內容與相關政策著手調查，從史料檔
案、口述訪談等資料中，還原過去同化政策如何切斷原住
民族命名文化背後所蘊含的歷史傳統與自我認同。
雖然文化小組的編制隨著組織調整而整併，但前小組
規劃的任務仍將由各單位在體制內逐步執行與落實，文化
部將持續進行早期原住民族文化政策、傳統原住民族宗教
變遷、重大歷史事件紀念碑等文化面的真相調查，並透過
與原民會的合作平臺，進行跨部會的調查與復振工作。期
待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善與美，能夠於不久的未來復振。
歷史小組部分，則從早期學校教材的編纂中，揭露過
去教育現場是如何潛移默化的改變我們的認知。小組成員
透過通盤檢視過去的學校教材，分析出漢人史觀是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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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削弱原住民族與這塊土地的連結。現正規劃出版具原
住民族史觀的《臺灣原住民族歷史通論》，從族人訪談、
歷史碑文等資料中，重新勾勒出臺灣這塊土地上，原住民
族生活的真實樣貌。
未來，歷史小組則將繼續深化並落實學校教育納入原
住民族史觀，並進行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文物流失遷
移的真相調查。希望臺灣社會的所有孩子未來能真正了解
歷史、了解自己。
和解小組部分，相較於 4 個小組的真相調查，和解小
組的任務則著重在社會溝通。期間完成翻譯、出版加拿
大、紐西蘭、智利 3 個國家的原住民族和解文書，積極向
國際間相關單位汲取經驗，另外也藉由文獻調查、訪談耆
老等方式，彙整臺灣原住民族關於和解的相關記憶，積極
尋找原住民族 與 政 府 及 臺 灣 社 會 不 同 族 群 之間可行的
和解途徑。
此外，各小組在過去三年內先後進行 177 場，超過一
萬人次參與的巡迴講座，讓轉型正義與和解的種子在臺灣
各處種下。未來將加強相關議題的推廣，期待不久的將
來，社會大眾都 能 理 解 並 支 持，讓 原 住 民 族 轉 型 正 義
開 花結果。
鑑於語言小組已經提出釐清不同政權統治下語言禁制
政策、盤點原住民族語言學習資源等成果，並在政府努力
下完成《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
《國家語言發展法》
、《財
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等立法，
完備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權利的法制化，其中語言小組各位
成員及相關機關的配合都功不可沒。
因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及基金會均有完整分工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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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來推動各項族語發展工作，因此語言小組階段性任
務業已完成，故在 109 年 7 月修正原轉會設置要點時，將
語言小組予以調整，另審酌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工作，已由
文化部及原民會建立業務合作平臺，得以充分落實推動相
關任務，並得藉此規劃各項文化復振工作。因此，不再單
獨成立文化小組。
第 3 屆調整主題小組，設置土地小組、歷史小組及和
解小組 3 個主題小組，另為提升後續任務執行深度，修正
各小組任務，期能使主題小組於第 3 屆委員任期中更積極
發揮「促進社會溝通」及「協助政策推動」之功能。
各主題小組後續任務之執行將由各部會共同推動，參
照各主題小組的建議及報告，土地小組將持續聚焦原住民
族土地調查作業、徵集土地檔案，調查並公布原住民族與
平埔族群各時期使用土地之規範、遷徙過程、流失經過，
並對原住民族土地與現行法令競合或不合時宜者，提出改
進建議，故續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擔任主政幕僚機關。在此
也要請財政部國產署、農委會、經濟部、國防部、黨產會、
退輔會、內政部，以及各地方政府等公產管理機關，多多
協助與配合土地小組的工作調查。
原住民族史觀建構需透過教育體系始能長久，尤其新
課綱已加強原住民族多元歷史與文化觀點，但仍需持續深
化，並有相關配套工作，例如：考試制度、教師研習、師
資培育、教材編寫、閱讀推廣等，以求新課綱之教育理念
真正落實並充分被理解，並得以呼應《原住民族教育法》
之通盤修正成果，故由教育部繼續擔任歷史小組主政幕僚
機關。此外，原民會也將持續調查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
及文物流失的真相，文化部也會持續協助設置紀念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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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各部會的分工合作下，共同推動及完成歷史小組的
工作願景。
參照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時所陳述的理念，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之工作推動，非常需要主流
社會大眾之理解、支持與參與，因此，第 3 屆原轉會和解
小組的任務核心即為「持續促進社會溝通與和解」。社會
溝通為社會教育的一環，主要政策工具即為大眾傳播媒體
以及社會教育機構，近年和解小組推動業務時，亦多仰賴
上開途徑，進行議題推廣而有相當成果，尤其是博物館等
社教機構。因此本階段將由文化部主政，並輔以原民會透
過調查研究，共同建立屬於臺灣原住民和解的文化論述。
以上報告，謝謝。
二、委員發言
（一）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委員
總統、副總統、各位委員大家好，我是第一個發言，
先祝福大家歲末愉快。我報告以下 3 點：
第一，有關於原住民族自治，盼望總統在未來的三年
多任期內能夠實現。三年時間飛快，從現在開始應該要把
握時間，讓自治法立法和行政兩項準備工作同步積極的推
動，並且訂定推動自治工作期程及管控制度。因為自治是
全臺灣原住民最關心的事情，總統可以考慮先讓一個或是
兩個原住民族先自治。
第二，共管應該要落實。建立國家公園、林務局及原
住民族的實質共管機制，現行共管組織僅屬任務性編組，
建議應改為常設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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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調整現行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及員額編制，從調整
組織編制、編列預算、培訓共管人才，讓政府的現代科技
及管理技術，能與原住民族的生態智慧結合，以合作的方
式，有效守護臺灣的山林，邁向共生、共存、共榮的境界。
讓國家公園、林務局區域內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達到全
面性的生態平衡。
第三，有關原住民狩獵問題。花蓮縣秀林鄉已經成立
太魯閣族獵人協會，該組織是依據太魯閣族的傳統祖訓：
土地是血、山林是家，沒有獵人就沒有土地，沒有獵人就
沒有山林跟動物。這樣的祖訓獵人是守護山林與動物，並
且是自立、自主的管理機制，已跟林務局、花蓮林管處、
花蓮縣政府及東華大學進行協商。目前獵人組織與花蓮林
管處已經初步共管山林的動物，未來會進一步簽訂行政契
約，以真正捍衛獵人的尊嚴。
秀林鄉的獵人協會也同步與內政部營建署溝通聯繫，
盼望太魯閣族獵人組織與國家公園能共同管理山林及動
物。今天也得到內政部正面回復，根據今早與內政部邱昌
嶽次長聯繫結果，邱次長代表內政部營建署表示：「將建
議《國家公園法》應適度修法，以尊重原住民族基於傳統
文化、祭儀獵捕野生動物，並在該法第 13 條尚未修正前，
仍然應儘速完成野生動物資源的調查。」就狩獵自主管理
以及試辦狩獵的區域，在原住民族共管會議取得共識後，
由原民會協同內政部，依據原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做
成解釋令，以完善現行試辦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法制環
境。待時機成熟，獵人組織非常期盼與政府舉辦共管儀
式，屆時希望總統能夠參與並主持，這將會是一場非常有
意義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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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尊重理解文化差異，才能夠建構多元美麗而平等
的新臺灣社會，謝謝。
（二）Uma Talavan 萬淑娟委員
我是平埔族群南區代表 Uma 萬淑娟，很高興賴副總統
擔任副召集人，過去您對西拉雅正名實質的作為，各界有
目共睹。
我印象非常深刻，您曾經說過這個運動已經奮鬥很
久，不忍心讓大家繼續辛苦的在街頭抗爭，因此您多次表
示希望大家支持當時 2015 年要參選總統的民進黨蔡英文
主席能順利當選為總統，讓民進黨執政，因為您表示民進
黨是尊重多元族群，重視人權的政黨，這是最好的時機。
果然令我們非常振奮，蔡總統您當選總統，也連任了！
也明確的承諾要承認平埔族群身分，並且在原轉會委員會
議上有多次具體的裁示，法案因此能夠送出行政院到立法院。
雖然，最終沒有及時在立法院第 9 屆會期修法通過，
但在上一次的會議，總統表示您不會忘記，也不會因為困
難而不做，所以帶著族群的託付，我也又來了。
即使像總統說的，這事情比您原先想的複雜、困難，
我們還是應該要讓這個問題早一點透明化，一起來突破這
個困難。有鑑於過去只差臨門一腳卻未實現的遺憾，我們
有以下建議：
第一，希望能夠把握 110 年 3 月立法院會期審議。日
前，包括官方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報告，以及民間的人權公
約施行監督聯盟，都同聲為平埔族正名的歷史正義發聲，
重申應該要檢視現行平埔族群身分認定相關的範圍，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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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勇於任事。因為 110 年 3 月世界人權公約聯合國專
家會再度來臺灣觀察並作出報告。
而目前平埔族群身分問題的法案，到底是要原案重
送？還是有其他的方案在評估？進度到哪裡？民間以及
我們 3 位平埔族群在原轉會的代表還是無從得知。1 年也
已經過去，時間非常寶貴，我們希望能夠把握 110 年 3 月
立法院會期能有所進展。
第二，由於身分問題一直懸而未決，致使平埔族群文
化、語言跟部落發展的集體權益未能獲得法律上的保障。
在對照客家、新住民及法定原住民都有現行政策的推展計
畫之下，平埔族群只有一些在原民會及其他部會的零星計
畫，而這些方案整體上是明顯不足的，我曾多次建議，現
在要再次籲請政府進一步增加設立平埔專案小組，尤其回
應目前我們原轉會主題小組的設置，由 5 個調整為 3 個。
這是基於政府認為文化、語言在現行原住民法規已經有一
定程度的進展。
但此時平埔族群的文化語言正待搶救，目前的政策實
不能呼應族群內部強盛的生命力，亟需組一個跨部會的專
案來處理正名前的這個過渡時期。我們由衷期待是不是能
由林萬億政委或是賴副總統，來擔任專案小組的主持人，
讓我們在推動正名的同時，文化、語言及部落發展能有較
完善、健全的照顧。
第三，在這裡我非常誠摯地邀請總統、副總統，能多
來平埔各族的部落、學校走走，親眼感受平埔各族不只是
歷史上的民族，雖然在政策不足且面臨許多困境下，族人
仍熱切保有對族群的使命感。前幾天很高興教育部的課綱
審議通過了，要將平埔族群的語言納入母語的必修，目前
臺南已經有 20 所國中小進行西拉雅語課程，也有一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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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西拉雅實驗小學，教材、老師也都具備，包括巴宰族、
噶哈巫族等平埔族群，也都已經在作等待及充分的準備。
最後，我們知道南科考古館正在規劃平埔族群展覽，
也許總統、副總統可以來看這個展，順便規劃一日遊，謝謝。
（三）杜委員正吉
總統、副總統及全體委員，大家平安，我是魯凱族代
表杜正吉。
首先，代表魯凱族向總統及上一屆原轉會委員說聲：
「謝謝」
。莫拉克風災以後，魯凱族好茶部落申請國賠案，
最後是以敗訴定讞，敗訴後部落的和解還有裁判費的協助
處理，總統在當中提供了最溫暖及最完善的處理。在此，
代表魯凱族人說聲謝謝。
魯凱族大武部落傳統遺址的收回案，因為原轉會產生
的運作成果，讓基層的行政工作同仁面對原住民的議題，
能以更同理的角度來面對。所以非常長久的案子，這幾年
因為我們原轉會的對話與關注，已經確定大武部落傳統遺
址，有 57 戶可以辦理登記。同時，我們也將以這個為前
例，繼續爭取其他遺址可以收回部落。
我們共同期待有更多的獵物帶回部落（魯凱族語）
，謝
謝大家。
（四）馬來盛 Laising‧Sawawan 委員
Hinafyan！KemayakuDia kananTa Ayawan ni 蔡英文 kani i
Taiwan ，

na hauLay tau LaLang

na Ayawanan

，

Di na me Kana HaLuhaLup Dia na Ayawanan。大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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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華民國臺灣的蔡英文總統及各部會首長，以及來自
各族傳統領域（國家）的代表。
四百年來臺灣原住民族終於等到了一位偉大、仁慈、
真誠的政治領袖蔡英文總統，願意誠實面對臺灣歷史，並
代表過往政權的錯誤所造成的傷害向臺灣原住民族道
歉，並以實際行動執行。另外，也在國政方面提出多面向
改革，穩定國家基石，尤其今年面對世界嚴重疫情超前部
署防治，以及半導體科技、經濟發展、軍事武裝整備，臺
灣成了世界耀眼的新星，讓世界看到了典型的民主國家優
勢。
我是來自卑南族初鹿部落的馬來盛，先祖父馬智禮大
頭目是用智慧和勇氣化解卑南族和布農族近二百年馘首
世仇，以及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遍地哀鴻之際，主導臺東
局勢和平落幕。我的外公南志信是首位在臺灣總督府醫學
校受現代醫學教育並救人無數的醫生。在雙重家族陶冶與
訓練之下「為土地帶來和平，為族人帶來希望」，是我一
輩子的志業。
西元 1972 年我畢業於中興大學法學院，為復振民族文
化返鄉獻身教育，曾任教於卑南國中、初鹿國中、桃源國
中。1981 年與胡德夫等人籌組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希
望透過體制外的民族運動與體制內的國家政權機器做更
有力量的互動和對話。1983 年起連續辦理 14 年卑南族傳
統生活文化體驗營，積極復振傳統文化。另籌辦停頓多年
的民族祭典與民族聯合年祭，以提振族人的認同和團結。
1995 年，全國原住民族教改運動時與排灣族童春發院長分
任正、副召集人，希望由教育體制改革延續原住民族文
化。在 2008 年初，發起狼煙行動，抗議政府林務單位長
期蔑視原住民族祭典文化及狩獵、採集文化，以及種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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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不義過當的法令，獲全國各族原住民族響應支持。
超過半世紀奔走呼喚，我透過志同道合的民間夥伴，
竭盡所能協助臺灣各族群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呼籲政府
能重視原住民族的需求，給原住民族有適切的生活空間，
尊重原住民族千年來的認知價值觀，讓不同的族群能夠看
見差異、了解差異、尊重差異，以「差異、多元」為手段
走向「團結、和平」的目標。
我很榮幸此次有機會加入第 3 屆「總統府原住民族歷
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有服務各族群同胞的機會，
我將秉持「誠實面對歷史，勇敢執行轉型正義」理念，我
願充當原住民族與政府的橋梁提出建言，並協助召集人如
何去了解原住民族文化，強化原住民族自信，以及如何提
升生活品質和適切生活空間，積極參與政府訂定明確計
畫，按部就班逐步完成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促使生活在
臺灣所有族群，在互相了解下更尊重彼此差異，更融合在
一起，共同用智慧追求國家的永續、和平發展。
面對國家嚴峻的國際形勢，臺灣原住民族也不能置身
事外，更應配合政府政策作適度回應。回顧中華民國臺灣
歷史：1.1911 年中華民國建國領土未納入臺灣。2.1945
年二戰結束根據國際戰爭法對臺灣作軍事 占領不是光
復。3.1949 年國共內戰，敗戰一方流亡臺灣。4.1951 年
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臺灣主權，並未明確說明主權歸屬。
5.1946 年南京制憲，臺灣派代表與會僅為觀察員身分，無
發言權、表決權，且舊金山和約未簽訂前與會之人國籍應
係日籍，我外公南志信是其中一員，故憲法應無臺灣民意
基礎。6.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原來的中華民國國際地
位，使中華民國臺灣處於相當艱苦的地位。從各種跡象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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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善用臺灣原住民族的正當性，發展自治政府聯邦，對
臺灣政權的正當性更能加持，也更能突顯源自本土元素的
重要性。
（HaLup：卑南族語傳統領域、國家。HaLuHaLup：各族傳統領域、
各國。Ayawan 總統、領袖、頭目、民族代表。 Ayawanan 總統們、
領袖們、頭目們、民族代表們。）

（五）文高明 mo`e usaiyana 委員
總統、副總統、各位長官、各位委員先進：我是鄒族
代表 mo`e usaiyana。 mo a'xmtx na'no kaebx uhtan'e
yu'upu to kaigi。Yokeoasu！
我想針對鄒族鹿株大社傳統領域為何變成現在的臺大
實驗林土地，以及對還原問題作出說明。
臺大實驗林涵蓋範圍包括南投縣水里鄉、信義鄉、鹿
谷鄉，轄下有水里營林區、清水溝營林區、溪頭營林區、
和社營林區及對高岳營林區等，一直延伸到阿里山地區。
境內有兩個過去從日治時期的準要存置林野演變過來的
保留地。資料顯示，這些都是鄒族過去的傳統領域，卻變
成了臺大實驗林管處的林班地。
綜觀今日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多半掌握在林務
局、國家公園或大學實驗林的手中。由於過去原轉會的努
力，林務局方面態度已有改變，開始正視部落自主管理，
樂意提供合作，例如成立鄒族獵人協會，即是一種不錯的
合作模式。然而，臺大實驗林管處似乎未能跟進，它所經
營的營林區利益完全獨占，族人始終無法共享其林下經
濟。尤有甚者，非原住民承租濫墾超限利用的情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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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族近四百年的鹿株大社遺址也遭墾農破壞殆盡，令族人
心痛！這也是造成今日山區土石流嚴重的原因之一，對於
國土保安及山林資源的維護有深遠的影響。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曾經跟臺大實驗林管處協商，也特
別邀請現在總統府發言人 Kolas 女士到場關切，非常感謝
她。我們要求臺大歸還土地，但沒有具體結果。我十分肯
定過去第 1 屆、第 2 屆原轉會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土地小
組已著手處理仁愛鄉臺大農場案。我建議是否也將上述鹿
株大社傳統領域一併納入討論及交涉，研擬一套恢復償還
的辦法，這是族人一致的期盼！謝謝大家，aveoveoyu！
（六）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委員
總統、副總統、各位委員，我是蘇美琅。
今天的發言是有關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
猶記 2016 年，總統代表國家跟原住民道歉，曾許諾要
成立具有文化敏感度的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所以法扶
基於道歉承諾，分別規劃在東部、北區以及南區設立。現
已設立兩個，在花蓮設立東區服務中心，最主要的服務對
象是東部居民，另外在新竹設立北區法律服務中心，主要
服務對象是臺中以北的原住民。
日前要申請再成立南部服務中心，然而司法院否決了
此項提議，不讓法扶中心繼續成立。總統經常下鄉，也經
常走訪部落的好朋友、老朋友，深知原住民的居住地不是
在高山、在河邊，就是在海邊。土地越貧脊的地方就越有
原住民居住，所以居住的幅員非常遼闊，也非常需要分區
的法律服務，而這也是原住民非常期待的。
因為原住民對法律的議題認知，許多思維與漢人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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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慣俗相悖離，因此在法律上的服務更為迫切及需要。所
以原住民族社會大家都很迫切希望，能夠在未發生事情或
發生事情時，能得到法律方面的諮詢與協助。
不曉得為什麼司法院不再成立法扶南部服務中心？其
實我們做這些工作不就是在呼應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規定，最主要是在保障原住民族司法權益，以及強化
原住民族訴訟權的保障嗎？有關分設的需求，希望還是能
夠促成，未來能否讓司法院來告訴大家，說明為什麼不再
繼續設立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以上，謝謝。
（七）潘英傑 Daway Abuk 委員
總統、副總統、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
平埔族北區代表潘英傑，是住在南投縣埔里鎮的巴宰族，
很榮幸能跟大家共同關心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議題。
平埔族群爭取正名二十幾年，還沒有被政府部門認定
為法定原住民，我想有很多原因，也許是我們努力不夠、
也許是社會大眾對平埔族群的處境和問題不夠理解。
今天我之所以能與大家坐在一起，出席今天的會議是
背負著北區至少 9 個平埔族群的期待而來，也是為著所有
平埔族群的身分正名而來，請蔡總統及各位先進能夠協助
我們完成心願。
印象中，蔡總統第一次競選總統政見第 9 項有提出平
埔族群的議題，當時我們所有的平埔族群都非常興奮，彷
彿看見一道曙光，一個長久的期待獲得關注。因此，在蔡
總統競選造勢場合，我們所有到場的平埔族群都搖旗吶
喊、全力支持。
蔡總統當選後，在 2016 年 8 月 1 日向原住民道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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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對平埔族群的觀點，也提出在 2016 年 9 月 31 日前，
要檢討平埔族群身分的相關法規，維護平埔族群應有的權
利與地位。
第一個任期過去了，蔡總統再次高票當選！平埔族群
更期待總統在第二任期中，能落實平埔族群正名的訴求，
達成轉型正義的目標。
我知道長久以來累積的問題，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
決，但是有些事情還是可以優先處理，先落實平埔原住民
身分的取得，再來恢復平埔族群應有的權益。
我們很感謝蔡總統設立原轉會這個溝通平臺，讓我能
夠在此傳達部落族人的心聲，但是原轉會經過前面二屆委
員的努力，平埔族群的權益還是原地踏步。
從日前公視發布的十大新住民新聞得知，新住民的權
利在新南向政策的推動下，各方面的權益每年都有長足的
進展。而近年來平埔族群的感受，就如同自飲冰水，冷暖
自知！
我懇求我們敬愛的蔡總統，能夠聽到我們平埔族群的
聲音，不僅要促進《原住民身分法》的修法，還給我們平
埔原住民的身分，也要早日規劃平埔族群的政策。謝謝。
（八）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委員
總統、副總統、各位委員：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總統持續辦理並主持原轉會。讓國內各個族群代
表都有機會與國家對話，共同面對過往的歷史正義跟轉型
正義。今年您勝選時，您的勝選感言是和平、對等、民主、
對話，這個不只是要呼籲對岸的政府，而更適用於您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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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五十七萬多的原住民。
今天，我 們 所 有 的 原 住 民 族 代 表 委 員 ，就在這邊
和總統您進行和平對等的民主對話，您在 2016 年 8 月 1
日對所有原住民族道歉後，同年 8 月 15 日便搭乘專機到
蘭嶼訪視，同年 10 月就成立蘭嶼核廢料真相調查委員會。
在 107 年 6 月 19 日也發布真相調查報告，證實核廢料
是欺騙蘭嶼的居民，而讓核廢料到蘭嶼去。在真相調查報
告裡，結論建議第一項是「遷場」，第二項是制定核能廢
料遷場的補償條例。108 年選舉期間，11 月 22 日總統訪
視臺東，行政院發布「核廢料蘭嶼貯存場使用原住民保留
地損失補償要點」
，由行政院核定 25.5 億元補償金並將成
立基金會。
我第一個要詢問的是有關基金會目前成立的狀況？因
為島內的族人都很關心。
其次是上述所提的補償要點僅是行政命令，它會隨著
行政首長跟政權而更迭、變動。對於蘭嶼的雅美族人而
言，非常沒有保障。在此我建議總統能否協助促成核廢料
補償條例的立法工作，讓核廢料補償條例能夠進到立法院
經濟委員會做實質的討論，看 看 各 政 黨 對 這 個 條 例 的
攻 防 是如何？
希望在立法工作進行過程，政府也能夠進行社會的互
動及溝通，例如：與北海岸的、蘭嶼的、東部的反核團體
做一些交流對話的社會互動，看看立法工作是否能夠進行
順暢。在立法方面，我期待社會大眾能重視並保障現在以
及未來世代的雅美族人，不只是在健康上的保障，也是在
環境安全上的保障，讓蘭嶼居民不要生活在恐懼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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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希望總統能夠幫忙，最後祝福總統政躬康泰，各
位委員身體健康，謝謝！
（九）田貴實 Kimi Sibal 委員
總統、副總統、各位委員好，我是賽德克族的田貴實。
今天來到總統府讓我感觸良多，回想二十二年前我帶
45 位「文面國寶」來總統府，當時李登輝總統非常親切地
接見他們，好像他們是兄弟姐妹一樣。
當時李前總統說他們創造了臺灣的文明，他們是「文
面國寶」！雖然這 45 位國寶相繼離世，然而「文面國寶」
這個稱呼、這個名號，對他們而言，是相當的委屈。
事實上文面在我們族內，是勇敢及能幹的象徵，除了
既有族群的識別，也是成年的標誌，男孩子必須要會打獵
才會文面，女孩子必須學會織布才會文面，文過面的人成
為部落中堅的力量且受人尊重。
很可惜，因為現代的人對文面錯誤認知，認為文面是
落伍、迷信甚至野蠻人標誌。2009 年時，甚至有我們官方
出版品英譯時，將文面翻譯成通姦的象徵。
現在我們還有一位文面長者，在為歷史活生生地做見
證，他住在總統府附近的新北市中和區，目前 100 歲了，
他的存在正是為我們做歷史見證，也讓我們去學習不同文
化的價值，所以我非常謝謝文化部文資局幫我們寫了一本
書「永不消失的榮耀記憶」，也謝謝原民會夷將主委，時
常去關心慰問這些老人，如果總統能夠親自去看他，相信
這位耆老肯定會活到 110 歲。謝謝。
（十）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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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好，我是撒奇萊雅族的拉蓊。
前任的撒奇萊雅族委員伊央．撒耘曾經在原轉會開會
的場合，多次針對佳山基地議題進行提案發言。相信總統
應該印象深刻，雖然說最後機關研議回復，因國家戰略考
量、法規限制等因素，返還本族大概無疾而終，而現實上
的窒礙難行，我們也能夠理解。但是我仍然必須提醒總
統，這個議題是依然存在的，它依然是我們撒奇萊雅族族
人心中非常沉重的一塊。因此，身為撒奇萊雅族代表，我
有責任在第一次發言時，就提出撒奇萊雅族沉重的心聲：
佳 山 基 地 的 土 地 是 我 們 撒 奇 萊 雅 族 的 ！ u lala’nu
niyam babalaki itiza Katangka a niyazu’。
第二，是有關原轉會社會影響力建言。過去許多關心
原轉會的族人，包括我在內，都透過臉書的直播，去了解
會議運作狀況及討論。不知道今天是不是還有直播？
但我想只有這樣的管道其實是不夠的，事實上多數的
族人、多數的非原住民朋友，以及關心原住民事務的人，
對原轉會是不夠了解的。
原轉會除了面對原住民外，同時也應當面對非原住民
的社會，為了讓臺灣社會能夠更加認識原住民，達到總統
一直想要促成族群主流化的目標，提議總統及有關機關可
以針對如何擴展傳播媒體效益去努力。
我想要請總統、副總統，能夠借用你們的 FB 跟 IG，
還有你們的 YouTube、line 群組去宣傳。我也都參加您們
的社群媒體，裡面您們的發言深具影響力。
總統及副總統是否能將原轉會的運作與成果，透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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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個人的傳媒，讓整個社會可以更加知道原轉會，讓原轉
會可以在更好的社會基礎上，繼續推動族群主流化的實踐
工作。
三、蔡召集人英文結論
以上的發言，謝謝。剛剛有人告訴我，拉蓊是我們所
有委員裡面最年輕的一位，歡迎你。
剛才提的事我們會繼續來討論這些問題，今天登記發
言的所有委員都已經發言，委員的發言我們會作成紀錄，
後續再做議題處理，或是以報告案的形式規劃。若以討論
案形式處理時，也會把剛剛大家發言併同納入。
我要在這裡謝謝大家，剛才的發言有些是在我們上一
屆委員會裡面有討論過，或者是有發言的意見，有些是新
的，我們都會持續來關注及處理這些議題，下面就進入討
論案。
肆、討論事項
案由：擬具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主題小
組運作規範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原轉會所設土地小組、歷史小組、和解小組等主題小
組，分別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及文化部等機關
擔任主政幕僚單位，並請副首長擔任小組主持人，各
相關幕僚機關應積極協助主題小組運作。
伍、蔡召集人英文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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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委員的參與，也期待接下來和大家共同努
力，透過原轉會的平臺，持續促成有意義的改變。再過幾
天就是新年了，我要提早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年底也
是卑南族、賽德克族等族群舉辦年祭的時節，我也要預祝
相關的祭儀活動，都能圓滿順利。謝謝大家。
陸、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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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 次委員會議委員建議事項各機關回復研處情形一覽表
編號 委員姓名
1.

建議事項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帖喇‧尤道 一、盼早日實 原民會
一、內政部回復建議事項
Teyra Yudaw
現原住民 （綜規處）
二、三如下：
委員
族自治。 內政部、
（一）有關共管機制說明
二、建立國家 農委會林務
如下：
公園、林 局、原民會
1.本部（營建署）所屬
務局及原 （土管處）
國家公園管理處，依
住民族的 內政部、
據「國家公園區域內
實 質共管 農委會林務
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
機制。
局、原民會
同管理會設置基準」
三、有關原住 （經發處）
設置資源治理機關成
民狩獵問
立共同管理機制，每
題，建議
半年召開一次「共管
由原住民
會」
，並視委員提議召
族與相關
開諮詢會議，截至 110
機關建立
年 3 月 15 日，已召開
共管山林
94 次會議（墾丁 19
動物之機
次、玉山 37 次、太魯
制，捍 衛
閣 18 次 、 雪 霸 20
獵 人 的
次）。
尊嚴。
2.本部 107 年修正上開
設置基準第 4 點規
定，新增本管理會應
推派原住民代表擔任
共同召集人，管理處
並配合上揭設置基準
修訂，邀請當地鄉公
所、各部落會議主
席、當地傳統領袖、
家（氏）族代表、耆
老等，推舉產生各部
落代表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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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委員姓名

建議事項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3.上開共管會主要辦理
下列任務，其成果摘
述如下（另詳會議資
料第 212 頁）
：
（1）涉及當地原住民族
之中長程計畫（草
案） 及年度執行
計畫（草案）之研
議。
（2）國家公園資源治理
業 務 行政 興革 之
建議。
（3）國家公園資源治理
地 區 資源 使用 及
管 理 之協 調及 溝
通事項。
（4）部落提案涉及國家
公 園 資源 管理 之
研議事項。
（5）資源共同管理機制
之 會 議決 議之 管
制 考 核及 成效 檢
討。
（6）涉及原住民族議題
之 國 家公 園年 度
委 託 計畫 案與 相
關辦理進度、國家
公 園 計畫 通盤 檢
討作業內容、國家
公 園 區域 變更 及
國 家 公園 管理 處
年度預算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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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7）其他協助原住民部
落資源管理之重大
事項。
4.管理處現行共管會每
次會議先主動進行重
要工作報告，包括當
年度與原住民相關經
費執行情形（輔導部
落辦理發展生態旅
遊、獎助培力園區與
鄰近住民團體等）
、年
度重要工作報告（據
點收費機制辦理情
形、遊憩疏導分流計
畫等）
、部落關注議題
（轄區既有聚落及遊
憩據點預防工程、災
後搶修、步道維護、
促進原住民就業
等）
、明年度重要工作
規劃（部落音樂會系
列活動及傳統工藝文
化推廣、原住民舊地
名與文化內涵解說摺
頁編印）等。瞭解共
管會委員對於相關工
作有無意見，或其他
建議方案。
5.針對委員提案均於每
次會前先交由處內或
外部權責單位研擬，
後於共管會中經委員

196

編號 委員姓名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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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充分討論並決議處理
方式，做成紀錄後，
管理處均責成各單位
積極辦理或轉知其他
權責機關，並納入每
月處務會議列管追蹤
辦理情形；最新辦理
情形於下次會議中向
委員報告。會議紀錄
並公開於管理處網
頁。
（二）有關與原住民建立
共管山林動物機制
之說明：
1. 有 關 原 住 民 狩 獵 問
題，在國家公園範圍
內，為同時兼顧資源
及原住民族文化的
永續，目前正研擬修
法，考量立法意旨及
分區之資源特性與
土地利用型態，平衡
原土地及水域利用
型態與尊重原住民
既有慣俗之理念，逐
步推動原住民族於
國家公園區域內基
於傳統文化、祭儀或
自用得以非營利從
事獵捕野生動物事
宜，朝向狩獵合法化
與原住民族建立共管

197

編號 委員姓名

建議事項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山林動物之機制邁
進。
2.目前本部所擬國家公
園法修正草案，業於
110 年 2 月 22 起預
告。草案第 23 條規
定，國家公園區域內
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
文化、祭儀或自用，
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
商有關機關許可後得
以非營利於一般管制
區獵捕野生動物，其
許可程序應本於原住
民族自主管理之原則
辦理。
3.狩獵許可採原住民族
自主管理原則，即基
於資源永續為文化永
續之前提，結合資源
之科學性知識與原住
民族傳統山林智慧，
融合固有領域與慣
習，透過行政協助建
立「自主規制」
、簽訂
「行政契約」
，使原住
民同時具有資源使用
與守護之權責，並與
固有文化、禁忌等特
性相符之自主管理模
式。
二、農 委 會 林 務 局 回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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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建 議 事 項 二、三 如
下：
（一）有關建立實質共管
機制部分，林務局
業於 109 年公告「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各林區管理處
與經管國有林地內
原住民資源共同管
理要點」
，部落及原
民團體凝聚共識
後，可提案建請林
管處成立共管會，
且林管處得就職權
範圍與制度健全之
部落簽定行政契
約，共同管理林務
局轄內之自然資
源，建立以原民為
主體、議題導向之實
質共管機制。
（二）有關原住 民 狩 獵
問 題 ， 林 務 局說
明如下：
1. 為 減 少 現 行 狩 獵 規
範與原住民族文化
扞格，本局逐步推動
原住民族狩獵自主
管理機制，目前本局
轄下各林管處推動
辦理原住民族狩獵
自主管理輔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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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畫，現已於嘉義縣、
屏東縣、花蓮縣等地
辦理共計11 處示範
計畫，藉由部落獵人
依其傳統文化訂定
自律公約管理狩獵
行為及野生動物科
學監測，以達狩獵自
主管理目的，並確保
野生動物資源永續。
2. 為 使 狩 獵 自 主 管 理
法制化，刻正委託國
立臺北大學進行「原
住民族基於傳統文
化及祭儀需要獵捕
宰殺利用野生動物
管理辦法」修正研
究，針對部落自主管
理制度之法律規章
並研擬行政管理配
套，透過原住民族與
政府對等地位之「行
政契約」及「自主規
制」修正架構，以落
實原住民族使用自然
資源利用之權利。

2.

Uma Talavan 盼政府重視平 原民會
權責單位刻正研議中。
萬淑娟委員 埔族群身分問 （綜規處）
題，早日完成
原住民族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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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法修法工作。
3.

文高明 mo`e 釐清鄒族鹿株 原民會
一、經查貴委員所提有關
usaiyana 委員 大社傳統領域 （土地小組）
釐清鄒族鹿株大社傳
為何變成現在
統領域變作臺大實驗
的臺大實驗林
林土地問題一案，經
土地問題。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
轉型正義委員會土地
小組（下稱土地小組）
初 步 了 解 ， 鹿 株
（Luhtu）大社範圍涉
及南投縣水里鄉、信
義鄉、鹿谷鄉等區
域，由臺大實驗林林
管處、林務局南投林
區管理處、玉山國家
公園等單位管理。土
地小組前於原轉會第
1、2 屆期間完成「大
學取得原住民族土
地」與「林務局取得
原住民族土地」歷史
真相調查報告書，分
別以臺大山地農場與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為例，探討原住民族
土地流失之真相，本
屆土地小組工作大綱
亦規劃賡續辦理「國
家公園取得原住民族
土地」歷史真相調
查，先予敘明。
二、旨案所涉土地之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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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過程，待土地小組綜
整出版土地歷史真相
調查報告書後，提供
予貴委員參考。土地
小組刻正研擬本屆工
作大綱草案，並予以
通盤規劃後適時納
入，俟提交至第 15 次
原轉會委員會議確認
後，賡續辦理工作大
綱之相關調查計畫。

4.

蘇美琅
為何司法院不 司法院
Savi
再成立法扶南
Takisvilainan 部服務中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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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 團 法 人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於 107 年 3
月 12 日 成 立「 原
住民族法律服務
中 心 」：
為加強辦理原
住民族法律扶助工
作，財團法人法律扶
助基金會（下稱基金
會）107 年 3 月 12 日
於花蓮成立「原住民
族法律服務中心」
（下稱原民中心），
目前配置 3 名專職律
師及 2 名專職律師助
理。業務內容主要係
透過個案訴訟扶
助，由專職律師協助
處理原住民族傳統
文化與國家法制衝
突之案件，並藉由積

編號 委員姓名

建議事項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極至部落宣傳法律
扶助、整理與原住民
族相關之法院實務
判決及學術文獻、定
期在各分會辦理原
民議題之律師教育
訓練課程及學術研
討會等措施來保護
原住民族傳統慣
習、文化與權利。
原民中心於 107
年 3 月 12 日成立至
108 年 4 月間，辦理
之案件為各地分會
轉入之原民文化衝
突案件，自 108 年 5
月始受理一般案件
之申請。108 年 5 月
至 12 月，申請案件
數 58 件，准予扶助
案件數 54 件；109 年
1 至 12 月，申請案件
數 170 件，准予扶助
案件數 165 件。
二、109 年 8 月 19 日成立
「原住民族法律服
務中心西部辦公
室」，並於 110 年 1
月起派駐專職律師
辦理原住民族文化
衝突相關案件：
為回應西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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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鄉地區以及移居於
都市生活之原住民
族人之法律扶助需
求，基金會於 109 年
8 月 19 日在新竹分會
內完成原民中心西
部辦公室之硬體設
置，配置 1 名專職律
師及 1 名專職律師助
理，已於原民中心完
成相關教育訓練，並
於 110 年 1 月派往原
民中心西部辦公室
服務，將原民中心之
服務區域擴及至宜
蘭、花蓮、臺東以外
之西部地區。
目前西部辦公
室辦理之案件為西
部地區分會轉介之
原住民族文化相關
案件、法律諮詢及宣
導活動等，並非限於
臺中以北地區。
三、基金會持續針對扶助
律師辦理相關教育
訓練，除原民中心及
原民中心西部辦公
室外，南部地區扶助
律師亦可辦理原住
民族文化衝突 之 法
律 扶 助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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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目 前 原 民 中
心、原民中心西部辦
公室合計配置 6 名專
職律師，佔基金會專
職律師預算員額（24
名）四分之一，依前
開統計資料顯示，原
民中心自 108 年 5 月
迄 109 年 12 月，受
理 申 請 案 件 共 228
件，准予扶助案件
219 件；西部辦公室
則自 110 年 1 月始接
受分會轉入之原住
民族文化衝突案
件，辦理案件數及成
效仍待一定期間後
始能評估。以 現 行
准予扶助案件數
觀 之，人 力 資 源 配
置尚稱充足。
基金會迄今雖
僅於臺灣東部地區
成立原民中心、西部
地區成立原民中心
西部辦公室，致外界
偶有應於南部地區
成立南部辦公室，辦
理南部地區原住民
族文化衝突案件之
建議。惟查，基金會
於成立原民中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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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原民中心西部辦公
室前，會內之一般扶
助律師及專職律師
已承辦多件與原住
民族文化慣習相關
案件，如基隆快樂山
部落竊佔國土案、王
光祿非常上訴、聲請
釋憲案、「反亞泥、
還太魯閣族土地」
案、臺東下賓朗部落
集會所土地權利爭
議案等，成效卓著，
已具有原民法律扶助
之實務經驗。
又基金會歷年
均針對全國扶助律
師辦理「原住民法律
扶助」教育訓練課
程，以提升扶助律師
辦理弱勢議題之專
業性；且為使扶助律
師更貼近原住民生
活文化，基金會亦辦
理前進部落體驗
營，帶領扶助律師前
往原住民部落，深度
瞭解原住民族之傳
統慣習，使扶助律師
辦理相關案件時，更
深度瞭解受扶助人
之需求。是基金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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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原民中心成立前，即
已針對保障原住民
之訴訟權益，投注相當
之心力。
南部地區分會
如臺南、高雄、橋
頭、屏東分會登記之
扶助律師各有約
406、519、626、323
名左右，除辦理與原
住民文化衝突案件
相關之扶助案件
外，亦提供相關議題
之法律諮詢及辦理
宣導活動等，加上定
期參與基金會辦理
之上開原住民法律
扶助教育訓練課
程，針對南部地區之
原住民族文化衝突
相關案件，應可提供
充足之法律扶助資
源。
四、為使原民中心有限資
源被有效利用，本院
將促請原民中心專
職律師以辦理涉及
原住民族文化衝突
之案件為主，再將辦
理案件經驗與法治
教育或宣導活動結
合，以深化原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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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原住民族傳統
慣習、文化與權利之
功能：
法律扶助之目
的，係為保障人民權
益，對於無資力或因
其他原因，無法受到
法律適當保護者，提
供必要之法律扶
助。為使原民中心有
限之法律扶助資源
被有效利用，本院將
促請原民中心專職
律師優先辦理涉及
原住民族文化衝突
之案件，藉此累積辦
理該類型案件之法
律扶助經驗，再將辦
理案件經驗與法治
教育或宣導活動結
合，以深化原民中心
保護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慣 習、文 化 與 權
利之功能。
五、本院將促請基金會持
續檢討並合理調配
人力，將原民中心、
原民中心西部辦公
室專職律師之服務
效能最大化，積極培
養具原住民族文化
敏感度之扶助律
師，以充實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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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扶助資源，兼顧
南部地區原住民族
之司法權益保障：
依《法律扶助
法》第 60 條規定，
為監督並確保基金
會之正常運作及健
全發展，主管機關得
就基金及經費之運
用、法律扶助事件品
質、年度重大措施等
事項，訂定監督管理
之辦法。復依基金會
監督管理辦法第 3 條
規定略以，本院監督
管理基金會之範
圍，包含基金會之年
度重大措施。是否成
立原民中心南部辦
公室，為基金會年度
重大措施，依上開規
定，應先經基金會董
事會評估決議後，再
由本院法律扶助基
金會監督管理委員
會（下稱監管會）予
以審查。
由於法律扶助
資源有限，為避免排
擠其他弱勢族群例
如身心障礙者、弱勢
勞工、離島居民、外
籍移工、犯罪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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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獲致法律扶助之
機會，並且考量原民
中心與同地區分會
業務、功能部分重疊
之情形，本院將促請
基金會合理調配人
力，整合原民中心專
職律師人力，將原民
中心及原民中心西
部辦公室專職律師
之服務效能最大
化，並持續加強一般
扶助律師有關原住
民法律扶助教育訓
練，積極培養具原住
民族文化敏感度之
扶助律師，以充實原
住民族法律扶助資
源，兼 顧 南 部 地 區
原住民族之司法
權益保障。

5.

潘英傑
Daway Abuk
委員

早日完成《原 原民會
住民身分法》 （綜規處）
修法，還給平
埔原住民身
分，並早日規劃
平埔族群政策。

6.

夏曼威廉斯 一、行政院 108 經濟部
Syamen
年 11 月
Womzas 委員
22 日發布
「核廢料
蘭嶼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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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刻正研議中。

一、財團法人核廢料蘭嶼
貯存場使用雅美（達
悟）族原住民保留地
損失補償基金會（以
下簡稱損失補償基

編號 委員姓名

建議事項

權責單位

場使用原
住民保留
地損失補
償
要
點」
，核定
25.5 億元
補償金並
將成立基
金會，請
問基金會
目前成立
的狀況？
二、上述補償
要點僅是
行 政 命
令，建議
促成核廢
料補償條
例的立法
工作。

辦理情形
金會）成立作業辦理
情形：
(一) 經濟部 核能發電後
端營運 基金專案捐
助回溯補償金 25.5
億元，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 陳 報 行 政
院，待核定後併 入
110 年決算辦理。
(二) 經濟部於 109 年已
完成損 失補償基金
會第 1 屆政府代表
董事及 監察人之聘
派，行政院業於 110
年 2 月 20 日函復同
意經濟 部陳報之損
失補償基金會第 1
屆 董 事 長 人選。
(三) 經濟部 將協助蘭嶼
鄉儘速擇期召開第 1
屆第 1 次董事會，辦
理第 1 屆董事會董
事長推選、討論捐助
章程（草案）及工作
計畫事 宜及備齊文
件後，始可依據相關
規定，向經濟部商業
司申辦財 團法人設立
作業。
二、損失補償辦法（草案）
推動工作：林政務委
員萬億於 1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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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委員姓名

建議事項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7 日召開「
『核廢料蘭
嶼貯存場設置真相
調查報告書』附帶建
議事項後續執行研
商會議」決議，有關
損失補償部分採研
提補償辦法草案方
式辦理。經濟部依據
上開決議辦理相關
事宜，行政院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核定損
失補償要點在案。有
關委員建議促成補
償條例立法工作一
節，擬俟損失補償基
金會未來執行情
況，再予檢討推動之
必要性。

7.

拉蓊．進成
Daong．
Cinceng．
Maibol 委員

建議有關機關 文化部
擴展傳播媒體 （和解小組）
效益，讓臺灣
社會能夠更加
認識原住民，
達成族群主流
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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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社會大眾能夠更加認
識原住民族文化，並進行
對話與溝通，第三屆和解
小組已研擬工作大綱，後
續將透過影像視聽及社群
媒體，推廣和解小組相關
活動及成果，亦將透過博
物館策展、融合大眾流行
文化推介原住民族文化，
朝族群主流化目標努力。

附件:國家公園管理處落實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之
最新執行成果
110.3.18
項
任務
次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雪霸

一 涉及當地原
住民族之中
長 程 計 畫
（草案） 及
年度執行計

110 年涉及原住
民族業務計畫
及滿州地區相
關 經 費 總 計
11,260 千元，

110 年涉及原住
民族業務計畫
相關經費總計
24,553 千元，
占總預算比例

110 年涉及原住
民族業務計畫
相關經費總計
47,283 千元，
占總預算比例

110 年涉及原住
民族業務計畫
相關經費總計
93,727 千元，
占總預算比例

20.58%。

26.98%。

59.83%。

畫（草案） 占總預算比例
之研議
5.15%。
二 國 家 公 園 資 1. 滿 州 里 德 活
源治理業務
動中心與墾
行政興革之
管處生態環
建議
境教育中心
要整體規劃
相互配合。相
關的設計理
念亦希望能
讓在地住民
參與討論，
建議要有鷹
的 設 計 概
念。
2. 滿 州 琅 嶠 鷹
季相關活動
文宣應加強
宣傳滿州。
琅嶠係恆春
鎮範圍，建議
於相關文宣
品上加強滿
州意象。
3. 期 望 管 理 處
能多聘用滿
州 在 地 住
民。包含海邊
巡邏員、在地
臨時人員等

1. 依 據 共 管 會
委員提案，執
行 109 年度東
埔一鄰設施
整修工程，9
月 11 日辦理
東埔 1 鄰設
施改善會勘
規劃 110 年
工程規劃施
作項目 。
2.每年農曆春節
期間邀請部
落族人進行
塔塔加及梅
山地區布農
文化展演活
動、暑假期間
辦理 3 部落之
原 住 民 學童
環境教育及
聖誕節等系
列活動。
3.109 年完成拍
攝「迴轉生命
的脈動 -玉山
南橫行」
，透過
實地的影像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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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共管會」 1. 為 落 實 原 住
於 109 年 6 月完
民族傳統語
成新遴聘派作
言 文 化 發
業，並於 109 年
展，109 年度
7 月 6 日、12 月
委託原住民
25 日完成 2 次
專家學者辦
會議；每次會議
理「雪霸國家
均報告涉及當
公園園區山
地原住民族之
川史蹟之傳
重 要 工 作 報
統名稱文化
告，並徵詢委員
意涵調查」
對於相關工作
案，調查成果
規劃意見，109
後續運用於
年 計 報 告 14
園區相關解
項。109 年會議
說牌示、網頁
討論或委員提
及宣導摺頁
案與行政興革
或其他文宣
相關者，如：
書籍等文化
1. 重要工作報
教育素材。
告 109 年度 2. 針 對 現 行 政
辦理「部落
府推動開放
音樂會及文
山林政策，雪
化體驗」行
霸處基於園
銷太魯閣族
區範圍皆為
文化，邀請
泰雅及賽夏
太魯閣族具
族之傳統活
表演水準的
動領域，爰依
9 個團隊，演
據 108 年度

項
次

任務

墾丁
人員配置計
畫，期望能會
議中參與討
論。

玉山

太魯閣

錄及邀請部落
代表介紹布農
族歷史及生
活，行銷南部
園區豐富多
樣的自然及
人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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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

出太魯閣族
及 109 年度
傳統歌舞或
原住民族共
創作歌謠，
管會會議當
完成 6 場次
地原住民族
活動。委員
委員代表提
建議 110 年
案及決議，於
太管處增加
入園申請應
秀林鄉太魯
注意事項列
閣族團隊的
入進入原住
表演場次。
民族傳統領
2. 共管委員提
域須知：
案建議恢復 「1.園區多為
太魯閣峽谷
泰雅族及賽
地 區 合 歡
夏族之傳統
山、山月吊
領域，2.友善
橋、天祥及
對待高山協
錦文橋傳統
作員，彼此互
名稱。經會
相 尊 重 ， 3.
議 討 論 決
建議聘請在
議，為尊重
地原住民擔
及兼顧在地
任 隨 隊 嚮
部落意見，
導，4.如遇在
請秀林鄉公
地原住民族
所協助召開
人進行傳統
專案會議，
文化教育活
由部落會議
動時，能以欣
凝聚地名共
賞並尊重的
識後，相關
態度駐足參
建議提報本
與或對話，給
共管會研議
予在地族人
後再決議
努力於文化
定案。
傳承與保存
3. 委員提案建
最大的支持
議太管處遊
與鼓勵。」以
憩資源委外
告知登山山
經營管理，
友尊重在地
應於舉辦公
原住民協作
聽會前先經
及強化在地
共 管 會 討
文化與生 態
論；委外投
知 識 等 連
標時，應由
結。」
共管會推舉 3. 持 續 推 動 與

項
次

任務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代表參與投
標廠商資格
審 查 及 決
標。經委員
討 論 後 決
議，未來遊
憩資源之委
外經營管理
如太管處完
成評估需要
成立促參案
或委外，相
關內容可以
先提到共管
會來讓委員
瞭解；惟進
度進行到招
標作業時就
要依照採購
法 規 定 進
行。
4. 委員提案請
太管處針對
太魯閣族人
在太魯閣國
家公園內的
生存條件改
善議題，進
行充分提出
可 行 性 對
策；如各園
內 工 坊 攤
位、申請標
案、流動攤
販等。太管
處與花蓮縣
秀林鄉公所
長期合作的
暑期文化市
集，明年度
（110 年）建
議延長展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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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
賽夏族夥伴
關係，協助園
區周邊五峰
鄉賽夏族文
化傳承及祭
儀研究調查
工作。

項
次

任務

墾丁

玉山

三 國 家 公 園 資 里 德 生 態 旅 遊 1.
源治理地區
資源使用及
管理之協調
及溝通事項

路線之軍方舊
班哨空間活化
議題。里德溪仔
口，已是里德社
區解說景點之
一，持續溝通協
調有關於軍方
的 兵 營 空 間 活 2.
化與在地社區
使用問題。

太魯閣

雪霸

期間，請秀
林鄉公所提
報計畫給太
管處，共同討
論配合辦理。
5. 建議調整共
管會的開會
時間及委員
提案截止時
間。經委員
討 論 後 決
議，下次共
管會議召開
時間提早至
上午 9 時 30
分開始；下
次 會 議 提
案，請各委員
務必在會議
前 10 日送達
共管會承辦
單位整理。
原 住 民 協 1. 原住民協同 1. 與鄰近機關
同整修，
整 修 ， 110
110 年度預
年度預算金
算 金 額
額 20,600
3,200 千
千元，預計
元，預計提
提供就業人
供就業人數
數共 45 人。
共 15 人。 2. 清潔美化勞
清潔美化
務外包，預
勞 務 外
算 金 額
包，預算金
24,353 千
額 6,710
千元，提供
就業人數
共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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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提供就
業人數共 55
人。

團體共同合
辦 文 化 傳
統、部落話
語競賽、雪
山泰雅文化
禮讚及畢業
生攀登大霸
尖山朝聖等
文化活動計
23 場次，透
過互動與交
流傳達雪霸
國家公園國
土復育及保
育之重要。
2.發 展 夥 伴 關

項
次

任務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雪霸
係，協助部落
辦理文化傳
承、落實社區
營造工作，
109 年及 110
年分別編列
原住民文化
活 動 補 助
款、原鄉社區
環境美化清
潔及解說服
務人力等原
住民相關預算
達 7,850 萬元
及 9,842 萬
元，提供原住
民族逾 65 人
以上的長期
就業機會，增
加原住民族
的經濟收入
及落實原住
民族共管會
議相關決議。
3.109 年編列臨
時保育巡查
員 6 名、與部
落合作國寶
魚保育巡守
隊約 66 人，
以加強保育
巡查能量及
增加園區周
邊原住民就
業機會。此
外，業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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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任務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雪霸
園區原住民
鄉鎮合格解
說 員 134
人，實際投入
園區周邊解
說服務工作
及 部落生態產
業。
4.108 至 109 年
度辦理生態
旅遊培力計
畫，參與培力
部落共計 8
個，辦理 5 場
部 落 說 明
會、5 場耆老
座 談 會 、 37
場 培 力 課
程，計 703 人
次參與，辦理
相關課程培
訓、專家學者
輔導訪視、生
態旅遊參訪
研習、遊程規
劃設計及辦
理 遊 程 試
行，以協助居
民建立生態
旅遊運作機
制。

四 部 落 提 案 涉 1.有關原住民地 依 據 共 管 會 委 1.依據「共管會」 1. 依 據 共 管 會
區地名正名 員提案，推動
委員提案，持
委員提案，
及國家公園
為傳統地名 「玉山國家公
續委託裴家
109 年度委託
資源管理之
之資料。墾管
騏老師進行
園區周邊部
研議事項
園東埔一鄰部
處境內相關
狩獵相關議
落協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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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任務

墾丁
解 說 告 示
牌，倘有以原
住民族語言
之羅馬拼音
案例，請委員
協助提供。倘
共管會委員
有相關案例
或有原住民
傳統地名的
故事皆可提
供墾管處據
以納入解說
與環境教育
的推廣資料
與未 來 設 施
命名參考。
2. 原 住 民 保 留
地增劃編，
常有會勘意
見 分 歧 情
況，造成劃設
機關審查困
擾。地用與地
權 為 兩 回
事，管處為用
地管制，縣府
為 地 權 管
理。原則尊重
原保地增劃
作業，惟請依
墾丁國家公
園計畫土地
使用規定使
用土地。

玉山

太魯閣

雪霸

題的研究，並
雪見遊憩區
落巡查計畫」，
於每次重要
周邊部落與東埔部落共
工作報告持續
「苗栗縣泰
同守護園區生
將辦理進 度
安鄉天狗部
態資源。109 年
向委員說明。 落（B’anux）
於 4 月起開始 2.委員提案建議
家（氏）族族
執行沙里仙溪
太魯閣國家
譜建置調查
上下游線、雲龍
公園區內應
計畫案」。
比 照 花 蓮 林 2. 依 據 賽 夏 夥
瀑布線、樂樂谷
管 處 的 模
伴關係會議
線之東埔一鄰
式，與花蓮縣
提案，為協助
部落巡查共完
秀林鄉太魯
園區周邊五
成 17 次巡查。
閣族獵人協
峰鄉賽夏族
110 年已編列相
會合作，以獵
文化傳承及
關預算，刻正與
人狩獵自主
祭儀研究調
管理制度結
查工作，109
部落進行研議
合政府科學
年委託賽夏
討論後續規劃
監測共管山
族文創農林
辦理資源管理
林及野生動
業生產合作
事宜。
物。太管處於
社完成「賽夏
110 年 3 月 3
族帝那度祭
日與秀林鄉
儀文化與組
太魯閣族獵
織重建之調
人協會進行
查」，110 年
第 1 次的座
委託明新科
談，建立互
技大學原住
動與對話的
民族教育發
機制。
展 處 辦 理
3. 在 地 原 住 民
「賽夏族各
族申請進入
祭典祭儀文
山月吊橋請
化關聯性調
同意比照錐
查案」。
麓 古 道 免 費 3.109 年度配合
辦理。
部落需求於
觀霧地區規
劃設置泰雅
爾祖靈紀念
廣場，以展現
在地泰雅原
住民族歷史
文 化 重 要
性；11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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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任務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五 資 源 共 同 管 1. 依 歷 次 會 議 1. 依 據 歷 次 會 1. 歷 次 共 管 會
提案事項列
議 決 議 事
議 決 議 事
理機制之會
管，定期追蹤
項，未完成部
項，納入每月
議決議之管
相關課室站
分均逐案列
處務會議列
制考核及成
辦理情況，並
管，並於下次
管，積極追蹤
效檢討
於下次會議
會議議題討
處內各單位辦
報告處理情
論納入前次
理情形。
形。
會 議 決 議 事 2. 決 議 事 項 同
2. 邀 請 委 員 參
項辦理情形
時納入共管
訪雪霸國家
報告。另為加
會列管案，於
公園與在地
強各項提案
下次會議向
部落的共管
列管事項之
委員報告進
機制與伙伴
追蹤管考，由
度，並經委員
關係的文化
承辦課對本
決議解除列
交流（司馬庫
次新提案及
管或繼續列
斯）。明年度
前次提案仍
管。例如：109
本期委員任
須列管之事
年 7 月 6 日會
內（110 年 4
項予 以 歸 納
議決議事項
月 15 日前）
整併。
納入追蹤案
辦理參訪。
2.依據 109 年
計有 8 項（部
第 2 次會議
分 提 案 合
（109 年 12
併），經第二
月 22 日 召
次會議報告
開）決議前次
後，其中有 5
會議列管事
案同意解除
項 續 辦 6
列管；有 3 案
案、議題討論
繼續列管。
5 案、附帶決 3.每次會議，均
議議 1 案及
先確認上次
臨時動議 1
會議紀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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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
並與部落研
商依循傳統
儀式，舉辦泰
雅爾祖靈紀
念廣場豎紀
念 碑 和 解
（Sbalay）儀
式，及對未
來倡議共同
管理機制與
簽 署 備 忘
錄。
1.每年度召開 2
次之共管會
議均依據前
一次會議決
議事項逐案
列管，並於下
次會議議題
討論納入前
次會議決議
事 項 辦 理情
形報告。
2. 為 加 強 各 項
提案之執行
成效，有關位
於園區外及
不符合雪霸
處協助原則
之 相 關 提
案，如涉及其
他機關單位
之 權 責 業
務，由承辦課
歸納整理，並
透過相關單
位之聯繫會
議（林務局共
管會議）協助
提案或另函
移請相關權
責機關協助

項
次

任務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案，應辦理事
否有委員提
項 共 計 13
出異議，經會
案。為利相關
議再次詢問
單位儘早規
各委員，確認
劃完成共管
均無修正意
會 決 議 事
見。
項，於 110 年 4.109 年第 2 次
1 月 14 日分
會議討論會
列相關辦理
議 委 員 提
單位，並預計
案，計有委員
3 月及 5 月分
提案 6 項、臨
別填報辦理
時動議提案 2
進度追蹤管考。
項，共計 8

六 涉 及 原 住 民 1. 每 年 度 第 一 1.109 年迄今涉
次會議報告
及原住民族
族議題之國
有關當年度
議題之國家
家公園年度
涉及原住民
公園年度委
委託計畫案
族地區之相
託計畫案共 4
與相關辦理
關預算編列。
案（包括:原
進 度 、 國 家 2. 另 每 年 定 期
住民族議題
公園計畫通
召開共管會
之國家公園
議兩次，會議
年度委託計
盤檢討作業
內容包含國
畫 、 108 至
內容、國家
家公園政策
109 年度玉山
公園區域變
興 革 之 建
國家公園熊
更 及 國家公
議、資源管理
鷹族群生態
園 管 理處年
使用及相關
與周邊布農
度 預 算之討
預算之編列。
部落之關聯
研究計畫、
論
108 至 109 年
「玉山國家
公園計畫（第
4 次通盤檢
討）後續計畫
書圖製作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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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
辦理，並持續
追蹤管考，於
下次共管會
議報告執行情
形。

項，其中 6 項
提案決議事
項與前次決
議事項併案
或錄案辦理。
1.109 年迄今涉 1.於 107 年至
及原住民族
109 年啟動雪
議題之國家
霸國家公園
公園年度委
計畫第三次
託計畫案共 1
通盤檢討作
案：辦理「太
業，期間於公
魯閣國家公
開徵求意見
園中大型野
及公開展覽
生動物資源
階段在臺中
長期監測建
市和平區、新
構計畫」，規
竹縣五峰鄉
劃中大型野
及尖石鄉、苗
生哺乳動物
栗縣泰安鄉
的族群經營
公所辦理地
管理與保育
方說明會，廣
策略（109 至
納 地 方 意
110 為 期 二
見，並於雪霸
年）。自 106
處原住民族
年迄今委託
地區資源共
裴家騏教授
同管理會議
進行園區野
中專案報告
生動物的調
通盤檢討辦

項
次

任務

七 其他協助原
住民部落資
源管理之重
大事項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有關滿州鄉傳
統領域調查刻正
進行中，目前以
全鄉方式辦理，
屆時配合辦理。

相關作業、玉
查及培訓太
理情形，經共
山國家公園
魯閣族部落
管委員檢視
東埔一鄰原
族人參與自
計畫書圖內
住民保留地
動 相 機 調
容，全案經檢
一般管制區
查，並擔任秀
討後將雪霸
細部計畫擬
林鄉太魯閣
國家公園園
定），於執行
族獵人協會的
區武陵地區
初期均先辦
顧問。
邊界部分原
理座談會（或 2. 太 管 處 第 四
住民保留地
說明會）與部
次通盤檢討
劃出國家公
落進行說明及
作業小組於
園範圍外，本
溝通。
110 年 3 月 4
通盤檢討業
2. 另 於 每 年 召
日成立，「太
經 行政院核
開 2 次共管
魯閣國家公
定，並經本部
會議時報告
園計畫（第四
公告，自 109
執行進度報
次通盤檢討）
年 12 月 16 日
告及討論，
案」委託案刻
起生效。
109 年已執行
正 辦 理 招 標 2. 另 有 關 涉 及
2 次。
作業，屆時除
原住民族議
納入重要工
題之國家公
作報告向共
園年度委託
管委員報告
計畫案與相
外，依契約受
關 辦 理 進
託廠商將辦
度、及年度預
理座談會（或
算 規 劃 執
說明會）與部
行，於每年召
落進行說明
開 2 次共管
及溝通。
會議時皆會
3.每年召開 2 次
報告執行進
共管會議時
度及討論，
均報告原住
109 年已召開
民相關預算
2 次會議。
執行進度報
告及討論，
109 年已執行
2 次。
協 助 花 蓮 縣 文 1.立法院陳瑩委 1. 為因應未來
化局推動「拉庫
員提案修復賽
「國家公園
拉庫溪流域布
德克族返鄉道
內試辦原住
農族佳心舊社
路（梅園、竹
民族進行狩
地景修復試作
村段）1 案，
獵 之 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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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

項
次

任務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雪霸

計畫」案，花蓮
縣 政 府 於 109
年 2 月 19 日公
告「mai-asang
kasing 佳心舊
部落」登錄為花
蓮縣文化景觀
類 之 文 化 資
產。另拉庫拉庫
溪流域佳心舊

太管處委辦
「賽德克族返
鄉道路（梅園
竹村產業道
路）修復先期
規 劃 評 估
案」
，並於 109
年 12 月 24 日
辦理成果報告
說明會，邀集

社地景再造與
社群記憶展示
計畫」修復石板
附屬屋及搭建
傳統工寮，以就
地取材與現地
構法等傳統技
術傳承，玉管處
於 108 年 12 月
專案報經本部

立法委員陳瑩
後，狩獵文
國會辦公室、
化活動對動
原住民族委員
物資源影響
會、花蓮林區
之監測與瞭
管理處、花蓮
解。
縣政府、花蓮 2. 透過原住民
縣秀林鄉公
族地區資源
所、花蓮縣卓
共同管理會
溪鄉山里社區
及部落會議
發展協會、賽
建構夥伴關

同意，花蓮縣文
化局於 109 年 5
月 5 日辦理開
工典禮，於 110
年 1 月 5 日辦理
落成典禮。

德克族群委員
會、太魯閣族
委員、山里部
落組長、
「共管
會」委員、卓
溪鄉山里發展
協會、卓溪鄉
代表、山里部
落會議主席
等，廣納太魯

係 溝 通 機
制，並協助
園區周邊部
落於部落辦
理祖靈祭典
活動時，在
現行行政院
農委會所訂
「原住民族
基於傳統文

閣族人意見。
2.辦理「2020 太
魯閣峽谷音樂
節」重視在地
族群參與演
出，展現夥伴

化及祭儀需
要獵捕宰殺
利用野生動
物 管 理 辦
法 」 架 構
下，申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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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具體規
劃案，委託
東海大學辦
理「雪見地
區中大型哺
乳動物與雉
科鳥類動態
監測」案，
以因應未來
修 法 通 過

項
次

任務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關係。
3.薦舉花蓮縣秀
林鄉同禮部落
自然生態自治
協進會參加
「臺灣部落觀
光成果發表
會」
，展現太魯
閣部落風貌及
文化藝術風
采。
4.辦理夥伴關係
推展轄區暨周
邊部落耆老參
訪布洛灣遊憩
區活動，邀集
「共管會」委
員、部落耆老
（崇德、富
世、秀林、景
美、佳民村
等）、轄區內
聚落（大禮、
大同、天祥、
西寶、洛韶）
等200 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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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
園區外國有
原住民保留
地進行傳統
狩獵文化活
動，以因應
未來修法通
過後，狩獵
文化活動申
請之程序及
機制建立。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設置要點
奉總統於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1 日核定，並經 105 年 8 月 1 日秘書長華總一義字第
10510048370 號函訂定
奉總統於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2 日核定，並經 109 年 7 月 27 日秘書長華總一義字第
10920048920 號函修正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

一、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並且建立原住民族
自治之基礎，特設置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協調及推動相關事務，以作為政府與原住民族各族間對等
協商之平台。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蒐集、彙整並揭露歷來因外來政權或移民所導致原住民族與原住民
權利受侵害、剝奪之歷史真相。
（二）對原住民族與原住民受侵害、剝奪之權利，規劃回復、賠償或補償
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
（三）全面檢視對原住民族造成歧視或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法律與政
策，提出修改之建議。
（四）積極落實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各項相關之國際人權公約。
（五）其他與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有關事項之資訊蒐集、意見彙
整與協商討論。
三、本會為任務編組，置委員二十九人至三十一人。由總統擔任召集人，副
召集人二人，一人由總統指派，另一人由代表原住民族之委員互相推舉
之。其餘委員包括：
（一）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及行政院核定之原住民族十六族代表各一人。
（二）平埔族群代表三人。
（三）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具原住民身分之公民團體代表。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委員，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該民族或族群於
四個月內完成推舉；未能如期完成者，其代表由總統自各界推薦之人選
中擇一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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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三款委員，由召集人徵詢相關意見後，邀請擔任之；其中
專家學者之名額中具原住民身分者應有二分之一以上。
本會委員聘期三年；委員出缺時，應依本要點規定遴聘繼任者，其
聘期至原聘期屆滿為止。
四、本會下設土地小組、歷史小組、和解小組等主題小組，負責相關事項研
議，提請委員會議討論。本會亦得視實際工作進行之需要，另設其他臨
時性之小組。
各小組任務如下：
（一）土地小組：
1、四百年以來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各時期之土地內容、範圍、意義、
遷徙史及與其他民族互動過程之彙整與公布。
2、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各時期使用土地之規範、流失之經過、遭奪取
手段、社會背景及法律、慣俗之彙整與公布。
3、原住民族神話發源地、祖靈地、聖地、獵場、祭場、採集範圍等各
種傳統領域之名稱、地點、意義、範圍及傳統規範之彙整與公布。
4、檢視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現行法令競合或不合時宜者，並彙整各國
原住民族土地治理之政策，提出相關改進建議。
（二）歷史小組：
1、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於各時期重大歷史事件、文物流失及有關歷史
正義與轉型正義之歷史真相調查。
2、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史觀建構之政策建議。
3、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設置紀念碑、舉辦紀念活動等之政策建議。
（三）和解小組：
1、針對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之重大爭議案件，推動社會溝通
與合作，促成原住民族各族間，以及原住民族與國家間之實質和解。
2、舉辦與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有關之各類推廣活動，引介國
外原住民族歷史正義推動成果，促成社會各界之參與和理解。
前項各小組應於每屆委員聘期結束前，向本會提出完整之任務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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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提供有關機關參考。
五、本會以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
人主持，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主持。
本會開會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有關機關（構）代表、學者專家
或原住民機構、團體代表列席。
本會應於每年度結束前，就推動執行提出年度報告書，提供有關機
關辦理。
六、本會置執行秘書與副執行秘書，均由召集人指派。
七、召集人得聘請學者專家擔任本會顧問。
八、本會所做成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之規劃建議，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基
本法推動會作為後續工作推動之議事與協調單位，該會並應於本會召開
會議時派員報告工作進度。
九、本會為執行任務，得洽請政府相關機關提供必要之文書、檔案或指派所
屬人員到會說明。
十、本會之幕僚業務由總統府、原住民族委員會及相關機關派兼人員辦理之。
十一、本會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顧問、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均為無
給職。
十二、本會所需經費，由總統府及行政院相關部會編列預算支應。
十三、本要點奉總統核定後施行。

227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委員會議會議規範
105 年 12 月 27 日預備會議通過

壹、開會
一、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
理委員會議事項，特訂定本規範。
二、委員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代表原住民族各族之委
員與專家學者委員須親自出席，但政府機關代表委員不能出席時，得
由其指定代理人代表出席。
三、委員會議由本會召集人主持，召集人不能出席時，應指定一副召集人
代理。
四、本會執行秘書與副執行秘書應列席委員會議。
五、委員會議之出席者與列席者，均應署名於簽到簿。
六、委員會議以兩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或縮短。會議時間延長應取
得過半數出席委員之同意。
貳、議程
七、委員會議前，由執行秘書與幕僚人員擬訂議程，於十日前將會議資料
提供委員參閱，經委員會議確認議程後進行會議。
本會除定期會議外，經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同意，得召開臨時會議，並
得另訂會議地點。
八、委員於會議前十五日，得經其他二人以上委員連署，以書面提案或將提
案以電子檔案提出，或於會議中，以書面提出經其他二人以上委員連署
之臨時動議，或經其他二人以上委員附議之口頭臨時動議。
九、主席得視委員會議進度指定安排報告事項，報告人應以書面與電子檔
案提供報告資料。主席亦得視議題需要，徵詢有關機關（構）、學者
專家、原住民或原住民族團體擔任報告人，並由幕僚人員提供報告
人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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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委員提議且經委員會議議決後，得洽請相關機關提供必要之文書、檔
案或到會報告。
參、發言
十一、發言前應先舉手請求發言地位，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
十二、每次發言時間至多為五分鐘，同一議案第二次（含）以上發言，每
次以不超過三分鐘為限。超過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
十三、發言順序以舉手先後排序。但同時舉手時，以原提案人有所補充或
解釋者、發言最少或尚未發言者、離主席位置較遠者或女性，為發
言順序。
十四、為澄清議題之必要，主席得要求與討論議題相關之委員發言，不受
請求發言順序之影響。
十五、委員欲以原住民族語言發言時，請於會議召開日前七日通知幕僚人
員安排傳譯。
肆、議決
十六、委員會議程序議題之議決，以舉手表決或共識決議決之。
十七、委員會議實質議題之議決，以尋求共識為原則，如無法達成共識時，
經全體委員溝通協商，並尊重原住民族各族代表委員相互溝通協商
後之共同意見，若仍無共識，應記名條列各自意見並陳。
伍、會議紀錄及其它
十八、委員會議之會議紀錄由幕僚人員製作，應載明會議議案之案由、決
議與發言內容，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寄送出席及列席人員。出席
或列席人員如認為會議紀錄有錯誤、遺漏時，應以書面提出，經幕
僚人員處理後於下次委員會議確認。
十九、委員會議全程錄音、錄影，其完整未經剪輯之影像檔案，應於 7 日
內上網公開，會議資料、會議紀錄亦公告於本會官方網站。但因倫
理因素考量經委員會議議決者，不在此限。
二十、本規範之修訂，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一提議，四分之三同意，得修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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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本規範未規定者，依據內政部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為之，或由委
員會議以共識決議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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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主題小組運作規範
106 年 3 月 20 日第 1 次委員會議通過
109 年 12 月 29 日第 14 次委員會議通過修正第 2 點、第 3 點

一、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為建構主
題小組運作機制，辦理本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之事項，特訂定本規
範。
二、本會依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設置土地小組、歷史小組及和解小組等三
個主題小組，並得視實際工作進行之需要，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後，
另設其他臨時性之小組。
三、各主題小組由有關機關副首長擔任小組主持人，綜理小組任務。
各主題小組主持人均為無給職。
本會顧問提供各主題小組建議意見或協助史料彙整、報告撰擬等
任務。
各主題小組置幕僚若干人，承小組主持人之命辦理史料彙整、報
告撰擬及相關事項，由有關機關派兼人員辦理之。
四、各主題小組應依下列事項，擬具主題小組工作大綱，提報委員會議討
論：
（一）各主題小組撰擬歷史真相報告時應釐清事項。
（二）各主題小組釐清事項之訪調對象、方法、史料檔案取得來源及進
度期程。
（三）其他與主題小組任務有關之工作事項。
五、執行秘書統籌各主題小組運作。
各主題小組依本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工作大綱，辦理盤點史
料、蒐集真相及撰擬歷史真相報告初稿等工作。
各主題小組辦理前項工作時，應依「先整體再細節」之原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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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與文獻回顧，釐清議題整體輪廓，再進入細節與個案討論，並
得搭配口述歷史與實地踏察。
六、本會委員得就主題小組任務相關事項，提出具體處理建議案，經本會
委員會議決議，交各相關主題小組依工作大綱規定，併同辦理真相釐
清之工作。
七、各主題小組開會研討工作大綱或執行工作任務時，應通知本會委員，
本會委員得參與或以書面提供建議。
八、各主題小組應定期對本會委員會議提報工作進度；並於完成歷史真相
報告初稿、或提出政策規劃建議後提報委員會議討論。
九、各主題小組辦理史料彙整、報告撰擬、現地踏察等工作時，實際執行
研討、訪談、撰擬等事務者，各機關得依規定支付酬金、稿費、出席
費、交通費、住宿費等費用，必要時，得依法辦理採購。
前項所需經費，於主題小組工作大綱經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交
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協調有關機關共同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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