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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落實—聯合國原住民族世界

大會 
 
●洪簡廷卉（Tuhi Martukaw）／全球原住民青年工作小組主席 

 
 
 

  史無前例的聯合國高層級原住民族世界大會在今（2014）年9月22日到23日於美國紐

約的聯合國總部召開，召開此次會議的決定，是聯合國大會於2010年12月21日所做的決

議（決議文編號：A/RES/65/198），原文及翻譯如下： 

“ 8. Decides to organize a high – level plenary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o 

be known as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Indigenous Peoples, to be held in 2014, in 

order to share perspectives and best practices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cluding to pursue the objectiv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invi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o conduct open – ended consultations with Member States and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within the frame work of the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as well as with the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Special Rapporteur,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modalities 

for the meeting, includ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Conference.” 

「8. 決定於2014年組織召開一次大會高層級全體會議，將稱為世界原住民族

大會，以便交流落實原住民族權利方面的觀點和最佳做法，包括謀求實現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各項目標，並邀請大會主席與會員國進行不

限成員名額的協商，並在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框架內與原住民族的代表以及

與原住民族權利專家機制和特別報告員協商，以便確定會議的方式，包括原

住民族參與該大會的方式。」 

  就像法律文書一樣，聯合國的決議文中，用字遣詞都有其特定意涵。該決議文原文

中，其實是說要舉行「稱作世界大會的大會高層級會議（ high-level plenary 

meeting）」，而非直接說，要舉行「世界大會（world conference）」。聯合國的大會高

層級會議，是較排他且較無彈性空間的，一般而言，規模也較小，只會邀請會員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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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關聯合國組織高層代表，以及少部分的學者、專家和民間組織代表參加，且與之相

關的各級準備會議，都不算是正式的聯合國會議，聯合國也不會提供資助，而高階層會

議通常會產出一份聲明稿（statement）、或政治性宣言（political declaration）、或行動

綱領（plan of action）。若是世界大會，與會者的範圍、規模就比較廣，是較開放式且較

具彈性空間的，召開大會前，會由聯合國舉辦區域性及全球性的準備會議，這些準備會

議也都算是正式聯合國會議，除了會有資金挹注外，其中的產出文件，亦被視為聯合國

正式文件，而大會本身的結果，通常亦會是未來聯合國各單位都會有實踐義務的政治性

宣言以及行動綱領。 

  該決議文中提及，希望由大會主席與會員國進行不限成員名額的協商，並在原住民

議題常設論壇（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簡稱UNPFII）框架

內與原住民族的代表以及與原住民族權利專家機制和特別報告員協商，以便確定會議的

方式，包括原住民族參與該大會的方式。當這份決議文一公開，許多人都將這場大會視

作一個原住民族可以直接參與聯合國決策過程的機會，也是聯合國更加精進其於體制內

提昇原住民權利相關措施的機會，亦是原住民權利得以由國際層面，向下貫徹、實行於

國家和地方層級的機會，更是慶祝並表揚原住民族長久以來對世界的多方貢獻的機會。

然而，世界各國的原住民族代表們也擔心，如果不及早設法參與籌備過程，這樣的會議

恐怕會流於形式，淪為聯合國和會員國打發原住民族的「德政」宣揚大會，卻對原住民

族沒有實質的效益，也未反應原住民族確切的需求。 

  因此，在2011年7月份，由挪威的薩米議會發起，邀請當時於瑞士日內瓦參與聯合國

原住民權利專家機制的原住民代表（包含亞洲、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大洋洲、北

極圈、俄羅斯和中亞地區，以及原住民青年及婦女的代表）、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專家機

制和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的代表進行晚餐會議，初步就對世界大會的期待和原住

民族的準備過程討論，並決定於次（2012）年年初，召集相關代表，以兩到三天的時間

進行討論。當時筆者即以全球原住民青年工作小組主席的身分受邀參與那場晚餐會議，

並且提出不管是準備過程或是大會本身，原住民青年的實質且有效參與的至關重要，絕

不可缺席。 

  2012年 1月中旬，挪威薩米議會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了所謂腦力激盪會議

（brainstorming session），除邀請各區原住民代表（包含原住民青年及婦女的代表）、

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專家機制和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的代表，以及原住民權利特別

報告員外，也邀請向來對原住民族較為友善、支持的墨西哥政府、丹麥政府等政府代表

參與。在此腦力激盪會議中，各界代表做出結論，若要確保 2014 年的大會不會流於空

殼形式，原住民族須要先團結並組織起來，明確地、系統性地採取行動，才有可能將對

此大會的預期效益轉化成實質成果。因此決定要組成一個全球統籌小組（Global 

Coordinating Group，簡稱GCG），成員包括七大文化地理區的代表，以及婦女和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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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共同為世界大會做準備，筆者在當時則以青年工作小組主席身分，暫時擔任GCG青

年代表。 

  聯合國舉行高階層會議或是世界大會時，皆會由一會員國駐聯合國全權大使擔任主

要籌劃者的角色，此位置得以對形塑和主導會議走向、形式、結果有關鍵性影響力。因

此，腦力激盪會議的與會者達成共識，首要任務是要致力於遊說對原住民族友好的會員

國擔任此職，一開始是希望由總統本身即為原住民，且是舉辦世界原住民大會提議者的

玻利維亞來擔任，但由於一些國內外政治因素，玻利維亞婉拒，最後決定由墨西哥駐聯

合國的代表Alfonso de Alba大使擔任。其多年來積極參與國際原住民族事務，亦是聯合國

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重要推手，除此之外，當時的與會者也和其取得共識，要極力爭取

除了一位會員國代表擔任籌劃者外，由於原住民族世界大會意義重大，應該要有一位原

住民族代表和其合作，擔任共同籌劃者。與會者同時推派挪威薩米族的John Henriksen擔

任此職，與國家斡旋並與國家代表平起平坐。這樣破天荒的訴求業已得到當時的聯合國

大會主席的同意，雖未明確表述將由上述兩位擔任共同籌劃人，卻以較隱晦的字句，間

接指明這兩位將在未來兩年，共同合作籌辦原住民族世界大會。這樣的創舉前所未見，

John Henriksen 每走一步路，都象徵著原住民族在國際層級的不同境界，而後雖然因為

聯合國會員大會主席的改選，而取消了John Henriksen的角色，但在原住民族組織和友善

國家的持續斡旋之下，最後仍由澳洲的Les Malezer和尼加拉瓜的Mirna Cunningham兩位

原住民族代表擔任大會舉辦的諮詢專家。 

  然而，並不是所有原住民族人都對這一場世界大會的舉辦秉持正面態度，特別是在

2012年9月17日聯合國大會所通過的A/RES/66/296號決議文中的第3條，針對該會議定列

出較細節的規劃後，許多反彈聲浪四起，該條條文如下： 

3. 決定世界大會的組織安排如下： 

（a） 世界大會將包括兩次全體會議（一次開幕會議和一次閉幕會議）、三場

圓桌討論會和一場互動式專題小組討論會，開幕會議將於2014年9月22

日上午9時開始，下午將同時舉行兩場圓桌討論會； 

（b） 開幕會議的發言者將為大會主席、秘書長、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或來自每一區域集團的會員國的高級別代表、原住

民議題常設論壇主席和將由原住民族提名並隨後由大會主席與會員國協

商後指定的三名原住民族代表； 

（c） 圓桌討論會和互動式小組討論會將由一個會員國和一名由原住民族提名

並隨後由大會主席與會員國協商後指定的原住民族代表共同主持； 

（d） 常設論壇主席、原住民族權利專家機制主席兼報告員和原住民族權利特

別報告員將應邀參加互動式專題小組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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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圓桌討論會和互動式專題小組討論會的議事過程將進行網路轉播； 

（f） 圓桌討論會和專題小組討論會的共同主席將在閉幕全體會議上總結討論

的情況； 

（g） 為了推動互動和實質性對話，參加圓桌討論會和專題小組討論會的將還

有會員國、觀察員以及聯合國系統各實體、原住民族、民間社會組織和

各國人權機構的代表；  

（h） 應邀請有意參加世界大會且其目標和宗旨與《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宗

旨和原則相吻合的原住民族組織和機構通過公開和透明的程序，按原住

民族組織和機構代表的認可慣例，向秘書處提交認可申請書，這將及時

提供有關這些原住民族組織和機構的全面情況，供會員國審議； 

（i） 大會主席將擬訂一份可能參加世界大會的具有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諮商地

位的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名單； 

（j） 大會主席將擬訂一份可能參加世界大會的其他有關非政府組織、民間社

會組織、學術界、各國人權機構和私營部門的代表名單，提交給會員國

供其在無異議基礎上審議，並將提請大會注意該名單。 

  如上列各條所示（加註底線並斜體處），整個會議仍是以國家政府為基礎，雖然載

明原住民族的參與，或是說明由原住民族提名，卻仍將所有的最終決定權歸於國家所擁

有。舉例來說，第（c）點，原住民族可以自行提名代表作為共同主席，但最終指派權仍

在國家手上，而第（h）點，更是許多原住民族人非常反對的一點，因為該點白紙黑字地

明白限縮了原住民族人的完全與有效參與權（full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更違反自

決權。也因此，在2013年和2014年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召開期間，各工作小組準

備會議討論上和論壇議程討論到世界大會相關議題時，都有較為激烈、甚至火爆的討

論，也都有族人提出，這個被稱之為「世界大會」的「高層級會議」，根本就只是少數

精英跟和國家政府靠攏的原住民族人才能參與的排他性會議，更不可能作出任何具實質

意義並反應原住民族真實需求的決定，也因此，有一部分的原住民族人堅持，要保留是

否參與該會議的決定權，也堅持，這個會議不應該以「世界大會」稱之而誤導大眾、混

淆視聽，應該要以「高層級會議」稱呼。  

  在最近這幾年的常設論壇會期，許多發言者的聲明稿內容，都一再強調原住民族在

各個準備階段、會議本身及後續行動的完全與有效參與是這個會議成功與否、能否產生

具有建設性的成果的關鍵，像是青年工作小組、非洲工作小組、亞洲工作小組、澳洲政

府代表、薩爾瓦多政府代表、智利政府代表和丹麥政府代表等，而上述這些政府代表也

表達對此會議的支持，並表態該國政府的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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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合國公共資訊部（U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簡稱UNDPI）代表也在

2013年的常設論壇上發表聲明表示，這樣的會議是一個非常獨特而可善加利用的機會，

可以讓更多人注意到原住民族和其所面臨的挑戰，身為聯合國資訊傳播主管部門，將會

善用部門內多元且多語言的媒體，多加宣傳此會議，也提倡原住民族的權利。澳洲政府

除了強調原住民族參與的重要性外，也提到，這個會議是一個高階但也直接的共同交流

機會，可以由不同國家、族群的最佳實踐案例（best practice）中相互學習，也鼓勵其他

國家政府，共同投入資源、資金，協助原住民族代表的參與，像是出資挹注聯合國志工

基金（UN Voluntary Fund），此點亦得到薩爾瓦多政府的呼應、同意。太平洋工作小組

也提出一樣的呼籲，更要求資源和資金應投注在所有的準備和後續行動階段，不能只是

在該會議本身而已。 

  2013年在論壇中甫成立的身心障礙人士工作小組也發表聲明，提出身心障礙人士所

遭受的挑戰、困難和歧視往往是雙重甚至多重的，希望世界大會和其相關的討論，能更

加重視有身心障礙的原住民族人的權利。  

  薩爾瓦多政府代表也曾經談到關於世界大會舉行時，進行討論的實質面向，像是成

果文件應確實反映、平衡國家和原住民族的觀點，跨越領域而多面向的討論，如何更加

確切落實聯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行動綱領更應是討論的重點，而整個過程中，都應

該要公開而透明，各界原住民族群、組織、代表都要直接參與其中，就算是沒有聯合國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諮詢地位（UN ECOSOC Consultative Status）的原住民族組織，也應該

有權利以各種形式有效參與，該代表也談到非常細緻的會議成敗關鍵，也就是語言問

題，強調該會議一定要確保能夠提供確切而妥適的翻譯，不能只以英文進行。  

  北美洲工作小組曾在其聲明稿中指出，原住民婦女和女童應該要在世界大會中多被

關注，也應該要將未被政府官方承認的原住民族群納入其中。美國政府則多次呼籲，在

這樣的大會中，不管哪一方都不應該被邊緣化，當討論聯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落實

時，更應該要討論有哪些最佳實踐案例、方法，以及未來的願景。俄羅斯政府則曾公開

聲明，原住民族的權利應該要體現在政府和聯合國各相關單位的發展計劃當中，其中自

決權是重要依據。然而，美國和俄羅斯政府代表在發言時，卻不斷有噓聲，或是一些鼓

譟聲，因為這兩國政府事實上在原住民權利的實踐和自決權的保障上，非常為人詬病，

雖然在會議上講得冠冕堂皇，實際作為卻未獲族人的認同，2013年的常設論壇上，當美

國政府代表要發言時，主席甚至說：「接下來是美國政府代表發言，雖然我非常不想要

給他發言的機會。」John Henriksens曾對不同的看法作出評論表示：「有人反對、有人支

持，恰也反映原住民族群的多樣性和自決權，這是很正向、健康地發展，而如何在這樣

不同的建議中取得平衡和共識，將會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原住民族世界大會從2012年起，就是聯合國原住民族相關會議的討論重點之一，而

從2012年秋天以降，各區域也籌辦區域準備會議，我也參與了2012年11月在泰國曼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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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的亞洲區準備會議、2013年4月在芬蘭Inari的原住民青年工作小組準備會議以及2013

年6月在挪威Alta的全球原住民族準備會議。各準備會議中，皆產出一份反映區域需求或

特殊群體需求的宣言，2013年6月的Alta會議，則將把所有的區域性及婦女、青年宣言的

內容，集結成一份全球原住民族共同宣言，將此作為依據，向各國政府及相關組織進行

遊說，以求在2014年大會上將產出的宣言中，確實將經過全球原住民族代表討論而共識

決通過的重要原則、訴求、建議、行動及政策方向納入其中。雖然台灣原住民族在聯合

國的參與困難重重，但並非絕無機會。筆者在會議過程中，也得到許多的關心和鼓勵，

皆是表達台灣原住民族是全球原住民族權利爭取不可或缺的一環，政治因素不應阻撓我

們對權利、對公平正義的爭取。 

  然而，正也因為這樣的進程將對原住民族群產生至關重要影響，某種程度而言，也

造成了原住民族群間的撕裂甚至分化，在各個區域性工作小組中，或多或少程度都出現

了權勢和利益的鬥爭，少數人用盡手段，要成為GCG的成員，或是要將自己的人馬滲入

不同工作小組中，也製造不少紛亂，太平洋工作小組、北美洲工作小組都因此產生較嚴

重的分歧。有些族人代表因此提出，這樣的大會根本就是國家政府的陰謀，用一個根本

沒有原住民族的完全有效參與的高階層象徵性會議，就讓原住民族群自己互相鬥得四分

五裂，國家政府再趁機坐享其成。這的確是需要思考的部分，青年工作小組在這方面也

有針對保留參與權有較激烈的討論，但尚未有內鬥的情形發生，亞洲、拉丁美洲較有影

響力的幾位前輩，卻不斷嘗試要將勢力伸入青年工作小組內部，影響青年工作小組GCG

成員的選舉。像是因為中國近年來聯合印度、俄羅斯、越南等國，在聯合國內部對原住

民權利有所施壓，也是2014年大會的反對國，中國的政治、經濟勢力又可影響亞洲國家

政府對原住民族權利的態度，有些亞洲國家的原住民代表便對台灣原住民族人不甚友

善，甚至先直接用強硬態度，反對筆者擔任GCG青年代表，後又質疑我在準備進程中的

角色和代表性。所幸，青年工作小組以及亞洲工作小組中其他成員皆對我非常支持，也

表態認為即便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困境並面臨體制性、結構性的權利侵害，也不應將住

在台灣的原住民族人排除在國際人權機制之外，否則更是原住民族自己將炮口對內的權

利侵犯。 

  聯合國會議終究是政治場合，特別是近兩年來，當馬英九政府打著外交休兵的口

號，企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良好關係的當下，對岸老大哥對台灣在聯合國的參與，

往往讓人諷刺並非外交「休兵」，而是外交「休克」。這樣的封鎖態度，也延伸到過去

和台灣原住民族友好的亞洲原住民族聯盟（Asia Indigenous Peoples’ Pact，簡稱AIPP）。

AIPP在2010年申請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諮詢地位組織資格時，就曾被中國政府就台灣原住

民族組織為其會員乙事刁難，並且要求AIPP在任何會員資訊上，都要標註台灣原住民族

組織的國籍是「中國台灣」（Taiwan, China），此事曾在台灣各個原住民族組織和原權

推動者之間引發廣泛討論，可惜當時並未達到共識，當時一些批判AIPP的言論，更為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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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關係埋下裂痕。此外，雖然AIPP的主席Sui Kar對台灣一向友善，但真正掌管組織運作

和政策方向的是秘書長Joan Carling，由於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內的影響力逐漸提升，也大

量提供資金，企圖影響聯合國運作方向，各原住民族組織若要與聯合國合作推行政策或

計畫，在政治現實因素的考量下，有向中國政府靠攏的必要，Joan所領導的AIPP與聯合

國不同單位有許多合作，同時也試圖要在中國影響力日增的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ASEAN）推動原住民族權利事務，與中國

政府交好是必要的外交手段，連帶地，在面對台灣與中國的敏感關係時，自然不會對台

灣釋出多少善意。 

  這樣的態度，反映在對於筆者參與世界大會的處理上。亞洲區原住民族代表參與世

界大會的註冊事宜，是由AIPP統籌，台灣則由馬卡道協會的謝德謙先生擔任連絡人，當

時在決定台灣與會代表時，有一些溝通上的問題，原本是要由一位平埔族群的代表與

會，但後來又臨時決定由筆者與會，再跟AIPP連絡、確認人選時，已經過了表定註冊時

間，AIPP也回覆因為確認時間太晚，沒有辦法提供旅費和住宿的補助，也無法協助註

冊。然而，台灣可以有一名受補助代表與會，是好幾個月前就確認的事，資金也早就到

位，筆者也直接連絡聯合國負責註冊事宜的人員，對方也表示，只要AIPP提出要求，可

以立即協助註冊的。AIPP的不友善態度，無須多言，只是筆者與AIPP多位領導人也結識

多年，於公於私都有交情，卻仍然遭受這樣的對待，難免傷心。而後筆者向外交部駐紐

約辦事處負責聯合國事務的秘書說明此過程，她剛好因緣際會與擔任此次大會諮詢顧問

的Les Malezer會面，詢問Les是否可以提供協助，Les二話不說便答應協助註冊事宜，並

且表示，在過去幾年來，他都有注意到筆者身為全球原住民青年工作小組主席的表現，

表示認同，也相信筆者的與會，是為了原住民族青年的權利議題，非關台灣與中國的政

治角力。這對當時因為AIPP的冷漠態度而難過的筆者而言，無疑是一劑強心針，趕緊打

起精神，在短短一週內，處理好註冊事宜、訂機票、確認住宿也撰寫企劃書申請補助，

最終終於得以順利成行，雖然此次大會上通過的成果文件的協商過程和準備階段，筆者

都沒有缺席，大會本身也比較像是相互交流的場合，並不會有實質的討論，但是從2011

年起，原住民族世界大會就一直是討論的重點，能夠親身參與、見證，並且以記者的身

分記錄、帶回第一手資訊，仍然有其重要性。這次事件雖然突顯出AIPP的態度，但也確

實反應出過去幾年來的耕耘，是有所助益的，也建立起一定的名聲，縱使台灣內部有些

聲音認為，在現在這樣的外交處境，參與聯合國會議似乎看不到實質成效，但長期的參

與，並不會是什麼效果都沒有。 

  2014年9月22～23日舉辦的聯合國原住民族世界大會，可以說是全世界原住民族人等

了好幾十年的會議，會議目的是要交流落實原住民族權利的觀點和最佳作法，包括謀求

實現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各項目標，這場會議的重要性，不僅是聯合國第一次邀

請各國元首、聯合國高階官員以及原住民族代表共同與會的高層級會議，更重要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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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籌備過程，以及會議的成果文件，都有原住民族實質參與。如前所述，這幾年來雖

然歷經波折，原本擔任共同籌劃人的John Henriksen因為聯合國大會主席的更換，而被撤

除，引起國際原住民族社群的一片譁然，但還好在多方的折衝之下，主席最終同意邀請

由原住民族人共同推舉的原住民族代表—— 來自澳洲Butchulla / Gubbi族的Les Malezer，

和尼加拉瓜Miskita族的Mirna Cunningham博士作為此次大會籌辦的諮詢顧問。在大會期

間，筆者也訪問到兩位諮詢顧問，Les就表示，從7月起兩個多月的時間，他們兩位都在

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擔任聯合國大會主席的諮詢委員，是由不同地區的原住民族人選出，

這個職務的目的在於要和國家政府有同等的參與，很重要的是，在所有討論過程中，包

括最後階段，原本只有國家政府代表參與的成果文件最後協商階段，他們也都在場以確

保來自世界各地的族人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都有被聽到。 

  Mirna也說，這次會議很珍貴的地方，就是在於原住民族得以說服聯合國，如果今天

要召開原住民族世界大會，就不能沒有原住民族的參與，所以在過程中都有原住民族的

參與，像是作為諮詢委員、作為全球統籌小組（Global Coordinating Group，簡稱GCG）

的成員或是作為遊說國家政府的小組成員，也有來自所有區域的原住民族組織他們自己

的活動，像是從2012年起，一連串的區域性準備會議，以及婦女跟青年的準備會議，最

重要的還有2013年6月在挪威Alta舉行的世界原住民族準備會議，在那場會議上，有來自

世界七大文化地理區五十個國家以上的超過六百位原住民族人代表，自主、自決、自籌

的實質進行原住民族人自己的世界大會，並且以共識決的方式，產生一份Alta成果文

件，這份文件，也成為聯合國原住民族世界大會所通過的成果文件的基礎。 

  在大會的開幕式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親自出席，並且在發言中強調，國家政

府對原住民族權利的落實與保障的承諾固然重要，行動更重要，也肯定成果文件所呈現

的行動取向：「從國家政府得到保證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行動，因此我備受鼓

舞，大會的這份成果文件內含有以行動為導向的承諾，將得以連結承諾和結果之間的鴻

溝。」 

  現任的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主席Dalee Sambo Dorough（Inuit族）也在開幕致

詞時強調，這份文件內容在於落實原權宣言所要採取的實際行動，在解讀這份文件時，

必須要以國際法、國際慣習法原則，還有特別是原權宣言中所確認的人權等背景來釋義

理解，也呼籲所有會員國，要以團結的精神和原住民族之間的夥伴關係為指導原則，並

且貫徹國際法上的法律義務以及政治能力，為有效的落實成果文件提供支持。 

  這份經過好幾個月的協商所產出的成果文件，內容主要是再次確認聯合國各會員國

對確實實踐2007年所通過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以下亦簡稱「原權宣言」）的承諾，並且提及對原

住民族在教育、健康、司法正義、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以及其他人權面向的肯認，也特別

點出對原住民族兒童、青年和婦女的培力與賦權，這份文件，等同於聯合國大會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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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可望促進各國對原住民族權利的尊重與實踐。 

  對於參與的原住民族人而言，有信心這份文件可以有效地促進國家在原住民族權利

的相關措施和立法，像是來自非洲查德的Hindou Oumarou Ibrahim就說，這份成果文件對

非洲應該會很有用，因為有許多的非洲國家政府都出席這個會議，比2007年通過聯合國

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時還多，這些國家代表全部都對這份文件表示支持也承諾會在國內實

踐這份文件，所以在原權宣言之外，還有這份文件，可望可以讓非洲國家推行制定保障

原住民族權利的國家層級法案。Mirna認為這份成果文件是屬於原住民族的，雖然文件還

是必須經由會員國同意通過的行政程序，但其內容是立基於兩份由原住民族和會員國所

共同定義的文件，第一是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二是Alta原住民族會議的成果文

件。 

  成果文件在第七段再次肯認，將會與原住民族協商合作，在國家層級採取適當措

施，包括立法、政策和行政措施，以實現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各項目標，這對原

住民族人來說，大大增強了未來與政府協商在法律層面確實肯認原住民族權利的力度，

以及原住民青年在決策過程的參與。澳洲Wudjari族青年Peter Dawson就很肯定地認為這

是朝向正確方向邁進很積極的一步，因為很多國家所面臨的重大議題是雖然通過了原住

民族權利宣言，但所有的國家，幾乎都沒有完全落實在法律系統中，事實上，這是一份

以行動為導向的文件，是政府要落實原權宣言的承諾。而其中也有一個很有力量的段落

是關於原住民青年，成果文件的第十五段是關於原住民青年參與會造成影響的決策。

Peter就說，他會運用這份文件在自己的國家進行遊說，讓年輕人有更大的發言空間。 

  不管是2007年的原權宣言，還是這份成果文件，都是原住民族人好幾十年來的努

力，不過，有文件還不夠，如果國家政府沒有確實履行的意願，所謂的權利，就還是只

存在於白紙黑字之中，而不是現實生活裡。加拿大政府代表在開幕時發表了非常簡短的

談話，卻讓原住民族人非常激動，因為該代表表示，加拿大政府將會遞交一份簡短的書

面聲明，內容會再次強調加拿大政府對於原權宣言一貫的立場，以及對成果文件中幾個

段落的疑慮，而2007年針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進行表決時，加拿大就是投下反對

票的國家之一，這樣的表態，更突顯了國家政府和原住民族之間，仍然有待跨越的鴻

溝。 

  紐西蘭毛利事務部部長Pita Sharples（Maori族）在接受筆者訪問時就說，雖然他認

為這份成果文件是原權宣言很好的後續行動，但是各個國家所處的位置各不相同。有一

半的路程對我們世界上所有的原住民族來說是一樣的，然而對許多人來說，整段旅程會

因為他們和政府的緊張或是不甚友好的關係而荊棘遍佈，對有些人來說，要從殖民者手

上拿回被奪走的尊重和權力，會是很長的一段路。雖然他認為原住民族人很有確切落實

這份文件的動力，但當筆者問到，以他的觀察和在政府體系中的實際經驗，國家政府真

的像他們說得那樣有誠意要落實嗎？這位部長笑了笑，很誠實地說，其實他無法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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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如前面所提，每個國家狀況都不一樣，另一方面，國家政府往往會在最後一刻

因為其他的考量而改變立場，雖然他本身是紐西蘭的毛利事務部部長，他也無法肯定紐

西蘭到底有沒有確實執行的可能，畢竟他已經有過太多次的經驗，政府對原本決定好的

事，又臨陣縮腳。 

  的確，國家也許做出承諾，但確實的落實，不只是國家要有意願，族人也必須要透

過各種方式持續監督。Mirna也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在會議結束、通過成果文件之後，

真正的挑戰在於繼續以原住民族身分自我組織，在每一個國家以及國際層級繼續監督，

不只是針對成果文件，還有原權宣言的落實，都要透過國家所領導的行動、國家政策或

是任何在國家層級所採納的方式。 

  在會議期間所安排的三場圓桌論壇，就是要讓與會國家代表與族人，可以直接表達

建議。來自世界各地的族人都期待，國家政府可以確實履行承諾，尊重原住民族權利，

並且遵循這場會議所立下的典範，確保所有與原住民族相關的事務與決策，都有原住民

族實質且有效的參與。原住民族世界大會只有短短兩天，原住民族權利落實的進程必須

要持續，再多文件、再多會議，都必須要有實際行動才有用，族人也期待，國家政府，

不只是嘴上說說，也不要只是半調子。紐西蘭毛利族的長輩就在發言時，非常巧妙的比

喻，簽署一份文件就像懷孕一樣，懷孕就是懷孕，沒有什麼懷孕到一半。 

  這場原住民族世界大會，被視為是國際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歷史性里程碑，世界各

地原住民族的未來，是否可以真如期待地，不再被剝削、不再被壓迫，可以依照族群意

願發展，則仰賴於國家政府的誠意，以及原住民族人持續不懈的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