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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 條

 原住民族有權通過他們按自己的程序選出的代表參與對
事關自身權利的事務的決策，有權保留和發展自己的原
住民決策機構。

Ex.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2007)

二十世紀後葉以降國際間的努力



第32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確定和制定其土地或領土和其他資源的開發或
利用重點和策略。

 2. 各國在批准任何影響原住民族土地或領土和其他資源的專案
，特別是開發、利用或開採礦物、水或其他資源的專案前，應
通過有關原住民族自己的代表機構，誠意與原住民族協商和合
作，征得他們的自由知情同意。

 3. 各國應提供有效機制，為任何此類活動提供公正和公平的補
償，並應採取適當措施，減少對環境、經濟、社會、文化或精
神的不利影響。



Ex. 加拿大
Section 35 of the Constitution Act, 1982

土地空間範圍和權利型態

自治主體和自治的事項

資源共管（資源導向的多方共管委員會）

二十世紀後葉以降各國的經驗



Canadi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ct (CEAA), 2012



Section 16.1 of CEAA,

 "Community knowledge and Aboriginal traditional 

knowledge may be considered in conducting 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coping the project and the assessment;

‧the collection of baseline information;

‧conside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a project;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effect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ir significance;

‧evaluation of any cumulativ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he project;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 on the 

project;

‧identification or modification of mitigation measures; 

and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y follow-up 

programs.
VECs= Valued Ecosystem Components



Funding to Support Indigenous Participation

 The Canadi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and Transport Canada are 

providing funding for Indigen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ponents of the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and regulatory processes.

Is the concept of “ladder of participation” 

enough for indigenous participation ?



第 19 條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
二、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三、採取礦物、土石。四、利用水資源。前
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

第 20 條

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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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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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
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政
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
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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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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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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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16修法之前）

原住民族基本法（2005）

台灣的經驗



編號 族群 爭議事件 發生時間

1 太魯閣族 亞洲水泥案 1973

2 排灣族 金崙溫泉BOT案 1999

3
阿美族、泰雅族、
噶瑪蘭族

蘇澳砲台山風景區案
2002 

4 鄒族 阿里山頭目蜂蜜案 2004
5 阿美族 美麗灣渡假村 BOT 開發案 2004
6 太魯閣族 天祥遊憩區BOT 開發案 2004

7 鄒族
阿里山森林鐵路及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案興建暨營
運契約（阿里山三合一 BOT 契約）

2005 

8 泰雅族 司馬庫斯櫸木事件 2005
9 邵族 伊達邵觀光文化園區 2006 
10 阿美族、卑南族 卡地布部落反台東市第六、第十公墓遷葬 2012
11 阿美族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遊樂園區案 2011

12 邵族
日月潭向山纜車場站以及向山觀光旅館 BOT 投資
興建案

2009

13 阿美族 台東三仙台旅館區興建營運計畫案 2009
14 阿美族 寶盛水族生態遊樂區開發案 2011
15 阿美族 都蘭鼻遊憩區整體開發計畫 BOT 案 2011
16 阿美族 花蓮縣鳳林休閒渡假園區觀光遊憩開發案 2005
17 布農族 台大實驗林案 2014
18 泰雅族 寒溪部落爭水權 2014
19 泰雅族 反高台水庫 2012
20 賽德克族 梅峰農場案 2013



1.亞洲水泥案

2.金崙溫泉BOT案

3.蘇澳砲台山風景
區案

4. 鄒族頭目蜂蜜案

5.美麗灣渡假村 BOT 開
發案

6.天祥遊憩
區BOT 開發
案

7.阿里山三合一 BOT 

8.司馬庫斯櫸木案

9.伊達邵觀光文化園
區

10.卡地布部落反台東市第
六、第十公墓遷葬

12.日月潭向山纜車場站以
及向山觀光旅館 BOT 投資
興建案

19.反高
台水庫

20.梅峰農場案
17.台大實驗林案



 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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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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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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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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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16修法之後）



劃設辦法之爭議：
傳統領域是否包含私有土地？

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保留地+傳統領域



主張 應排除私有土地 不應以公/私有土地為界定傳統領域標準

理由 私有土地一旦被劃入傳統領域，開
發需經過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侵
犯個人財產權

公有/私有的狀態，是現代國家帶來的地
權制度下所區分的產權類型，甚至可能
是包含了不正義之取得過程而產生的結
果（例如，台糖土地）

個人土地為公共利益受限制（例如都市
計劃）本來就符合土地利用的原理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
已經將小規模土地自用排除在需取得同
意的範圍之外



台灣和加拿大的比較

台灣 加拿大

原住民族同意權
和環評法規的銜
接

因傳統領域劃設爭議
而無法明確同意權行
使的空間範圍

建立在土地權、自治、資源
共管等機制的基礎之上

環評法中對原住
民生態知識的肯
定

無 有

支持/培力參與
的方案

無 有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