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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七」進駐蘭嶼的社會關注： 
以我國原基法及兩項國際人權公約為視角 
 
●蔡志偉（Awi Mona）／國立中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蘭嶼」，達悟族人稱為「Ponso no Tao」（人之島）的家園，過往因著島上原住民

族所具有的豐富文化，成為許多異族者的關注與造訪。「小七」，典型的市場經濟模式

下的產物，截至2014年7月的統計，全臺灣已有約莫五千家的數量。 

  2014年9月「小七」正式進駐蘭嶼，引發相當大的社會輿論關注，相關爭議包括：便

利超商是否會瓦解達悟族文化、新型態的交易模式對於傳統雜貨店的影響以及當地原住

民族的生活模式；另外，「小七」的進駐是否象徵新自由主義經濟與全球化的侵蝕原住

民族文化的警鐘。此間已有相當多的輿論，對於前開各項議題提出見解，反對方之意見

類如「藝文界抗議，保護台灣最後一塊淨土」、「7-11進駐蘭嶼後，當地的年輕人會逐

漸變『文明』，傳統文化則將慢慢遭到遺棄」、「小七可能是繼核廢料後，漢人帶給蘭

嶼的另一個惡靈」；相對而言，亦有意見指出「蘭嶼人有自己決定生活方式的權力」。

綜觀諸多的討論均係環繞在如何維續達悟族人的文化為基點，本文希冀先以個人的成長

經驗，嘗試梳理「原住民」對我而言，不僅是一個身分，也是學習視野中的議題或領

域，更簡化來說，是我真實的生活內容。其次，再以現行原住民族基本法與兩項國際人

權公約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的立論出發，提出原住民族文化權的實踐觀點。 

  一直都清楚的記得，爺爺、奶奶、父母親與家族長者，時常都會跟當時年紀尚小的

我講述過去祖先們的歷史。尤其是姑婆，在當時的部落，她是經歷霧社事件，以及部落

遷移到「川中島」（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部落）後，年紀最長的長者。我最喜歡聽

她講述，我們賽德克族人的神話與傳說，還有許多傳統部落生活的軼事。每每講到最

後，家裡的長者，都會提醒我說，我們是莫那魯道家族的後代，要勇敢的將我們的文化

傳承下去。而身為賽德克族的原住民，在國內與美國求學的生涯中，我所關注的不只是

課堂裡所學習的專業知識，我更關注的是在人際交往中，兩個群體，甚至是多群體的交

流與互動，很多時候，我也常常需要以原住民的身分，站在相對位置上，去面對族群差

異／界線／關係的逼迫與呈顯。猶原記得，在美國求學時的聚會中，每次跟大家介紹自

己，總是會有人提議：「你一定很會唱歌、跳舞，要不就現場來一段表演吧！」。更誇

張的一次經驗是，旁人的瞎起鬨講到「你是原住民，那你們住在山上有沒有電視機、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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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啊！？」 

  「原住民族」，一個對於臺灣社會看似熟悉卻又相當陌生的概念，向來在我國的法

制體系中，處於一個相當模糊的位置。1994年的憲法增修，正式讓充滿殖民教化式的

「山胞」名稱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作為基本權主體的「原住民」，1997年進而以

「原住民族」的概念，增修進入憲法條文中，象徵原住民族與國家的對等夥伴關係。然

而，在此之前，開啟臺灣原住民族與外來勢力的接觸，卻必須回溯至十七世紀的大航海

時代下的殖民主義發現原則，特別的是，自此以後的四百多年的歷史，「蕃」或「番」

（不管是生番、熟番、化番）即成為原住民族的代名詞。這樣的歷史境遇，使得我國原

住民族社群在臺灣社會族群關係互動過程中，成為在囿限空間下的「被」凝視客體。即

便是199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與憲法改革工程的能量，讓「原住民族」的「名稱」進入憲

法思維中，卻始終未能撼動以中華文化為基石的憲政架構。尤其值得進一步關注者，即

是立法機關與司法部門對於以原住民族文化主張為權利訴求的回應。 

  1994年10月27日「野生動物保育法」完成全文修正，是我國首部納入原住民族文化

特殊性考量之法規。該法第21條第5款內容表示，臺灣原住民族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其

傳統文化祭典，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得予以獵捕或宰殺。1復於

2004年1月13日的修法中，刪除了狩獵僅以「原住民保留地」為範圍之限制，以獨立的條

文增訂第21條之1，指出「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

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另外以法律授權的方式，規定有關「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

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依此規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12年6月6日會銜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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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了傳統文化、祭儀之定義、進行合法狩

獵適用之區域、申請資格、期限、程序及應備文件等等。再者，1997年11月11日「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修法，同樣地依循憲法增修條文尊重多元文化之意旨，納入原住

民族文化特殊性之考量，期以法定減輕刑責或免刑事由，試圖在國家法規範與原住民族

傳統文化之衝突領域建立緩衝。2其後，該條例復於2001年10月31日再度修法3，指出

「原住民使用獵槍是有其生活上之需要，以法律制裁持有生活必需品之行為，是對原住

民人權之嚴重傷害。因此，原住民持有獵槍者只要登記即可合法，而未經登記者則以行

政罰加以處罰，這不但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也保障了原住民基本之生活權益」，立

基於憲法基本權與原住民族文化價值保障之精神，排除以刑事法介入與評價原住民族文

化生活。然而，立法者的人權保障美意，卻在行政機關執意以行政管制方式，透過槍砲

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界定自製獵槍之定義，以及限縮法條所揭示「供作生活工具

之用」的範疇後，而有國家行政暴力介入文化歧視與侵權的爭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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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值得深究的是，從文化作為一項人權保障的命題而言，最關鍵者還是在於如

何理解與釋明「文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其1995年所提出的「文化多

樣性與人類全面發展」報告中闡明，享有文化的權利即係享有生活方式的權利，而文化

自由作為一項集體的自由，係指社群或民族依其自由所選擇的型態。5綜整來說，原住民

族狩獵作為社群文化整體不可或缺之一部分，其核心要旨在於保障社群或民族依其自由

所選擇的生活型態。前開兩項管理辦法卻係以行政管制之方式，界定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之態樣與內涵，透過國家暴力的行政權介入，讓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凝結在所謂的「傳

統」，實則為「未開化的落後」狀態。 

  自早期殖民主義擴張開始，降至當代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延伸與鋪展，在國家主義

的權力結構裡，原住民族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識受到壓制。回應本文所欲探討的事

件：「小七」進駐蘭嶼的社會關注，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原住民族社群始終是被國家掌

有支配力之社群所「命名」與「界說」的客體，其本質則是區別非原住民族的優越與原

住民族的落後。然則，對於掌握支配權之社群而言，什麼是另一個文化？在殖民活動擴

張的過程裡，不論是英法兩個老牌殖民主義國家，或是後來的美國與十九世紀末期的日

本，即便是當代強調民主與人權的臺灣，均不約而同的運用「神話」的編纂，將原住民

族文化以時間凍結的方式來界定，進而合理化國家主義的掠奪與剝削。簡單來說，協助

原住民族「文明化與現代化」不過只是掩飾「國家文化霸權主義與殖民同化政策」的一

種美麗的辭藻。 

  我國已於2009年3月31日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且同時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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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工程，並於同年12月10日正式施行。在兩項國際人權公約（《公

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中，皆課予締約國對公約

所規定之權利的尊重、保障及實現義務，且應平等、無歧視地被實施，不能基於性別、

國籍、政黨、信仰、語言及其他標準在個人及群體的權利享有所差別。兩項人權公約除

了規定實體權利外，更規定當前述公約權利被侵害或無法獲得實現時締約國應提供有效

的救濟制度。從整體兩項國際人權公約的體系來論，「鑒於依據聯合國憲章揭示之原

則，人類一家，對於人人天賦尊嚴及其平等而且不可割讓權利之確認，實係世界自由、

正義與和平之基礎」6，確立自由、平等、無歧視實係作為人權的基本價值。進一步來

看，既有兩項國際人權公約權利內涵之法制架構，係以傳統強調個人自由主義為主的權

利典範。然而，以兩項國際人權公約所涵攝的人權系譜析論，平等權與平等原則的規範

非僅止於保障個人（individuals），在國家政治、社會與文化結構裡，享有與其他人相同

的公民與政治自由，並保障其有權享用國家社會福利資源管道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利。實則，強調個人權利保障為基礎的憲政原則與強調文化本體及認同為基礎的原住民

族集體權利訴求，即曾在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論（liberal multiculturalism）的架構下嘗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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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容。7也就是說，平等權與平等原則的規範也支持包括原住民族群體（groups）在內

的少數社群，有權在和其他社群共存的情況下，以集體權的形式維持與自由發展其文化

認同。申言之，兩項國際人權公約對於社群人權的尊重與保障，更具體的在《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中進一步確立。公政

公約第27條以普遍性的意涵肯認「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群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

數群體之人，與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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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社文公約第15條第1項第1款則確認「人人有權參加文

化生活」。本此規範意旨，兩項國際人權公約透過明確化文化權作為社群權利之基礎，

包括理念、目標與原則之揭示，作為充實補足國際人權法上有關社群權利與發展之規

定，進而引導國際法發展及建構原住民族權利之規準。其後，從文化完整性的享有作為

人權系譜的基本權利，也在1992年聯合國「在國家、人種、宗教或語言上占少數的人群

之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8中確認與闡釋。 

  兩項國際人權公約所規範的基本人權價值，對於原住民族社群發展各個面向的闡

釋，無一可以自外於文化概念的理解，尤其是法律規範的形塑與構建。從文化作為個體

與社群連結臍帶所體現出來的權利意涵，明確地賦予了文化在人權研究與國際人權議題

發展上的核心地位。易言之，文化權的享有就像其他基本人權的享有一樣，無歧視的且

平等的在尊重與保障人類固有尊嚴的基礎上實踐。9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於2009年通

過之「第21號一般性意見」，闡明《經社文公約》第15條「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的

意旨：委員會認為，文化是一個廣泛、包容性的概念，包括人類生存的一切表現。「文

化生活」一詞明確提到文化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和不斷演變的生命過程，有過去、現

在和將來。…原住民族有權採取集體行動，確保其維持、控制、保護和開發其文化遺

產、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表達方式，以及其科學、技術和文化表現形式—包括人類和基

因資源、種子、醫藥、動植物性質的知識、口頭傳統、文學、設計、體育和傳統比賽、

和視覺和表演藝術—的權利得到尊重。締約國在所有涉及原住民族特殊權利的問題上應

尊重原住民族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則。 

  進一步言之，原住民族權利在兩公約的保障機制中，須立基在以「社群文化與身分

認同之生存與永續發展為導向」的論證，始能獲致合法區別化之正當性。10設若僅以一

個人之出身作為國家措施之關注對象，恐將不只違反憲法平等權之保障，更與國際人權

保障之基本價值相牴觸。同樣地，設若「原住民族基本法」僅關注原住民的經濟問題與

資源分配，該法所欲證立的文化權利主張亦將失所附麗。復以「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保護條例」的規範內容比較，該條例第1條確立該法之目的在「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智慧

創作，促進原住民族文化發展」，明確揭示傳統智慧創作與文化發展之關連，並以原住

民族傳統之宗教祭儀、音樂、舞蹈、歌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民俗技藝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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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成果之表達，作為傳統智慧創作之文化保護標的。實則，僅以前面各項單一概念如

「音樂」或「圖案」本身而言，設若排除或抽離了該表達與其社群成員之參與關係，勢

必無法滿足我們對於「文化」的理解。正如「狩獵」僅係概念，而非「文化」之整體。

換言之，原住民族與土地及所有生命有機體的關係，透過傳統智慧創作內容之文化成果

表達，或是透過狩獵行為的施作，是原住民族社會存在的核心，亦係原住民族權利立基

在身分與文化認同的本質。11 

  最後，回到本文討論的事件：便利商店的進駐蘭嶼，我們應當如何看待？諸多對於

原住民族文化的倡議者，提出了許多關於原住民族的想像。試問，我們是否認真思考過

何謂「原住民族」，從何而來，將從哪裡去。在眾多有關原住民族的定義中，José R. 

Martínez Cobo以十五年的調查與研究，透過原住民族過往被侵略與被殖民的歷史為發

端，提出「原住民族」概念的闡明最常被引用： 

原住民族社群（communities）、部族（peoples）與民族（nations）係指在被

侵略和殖民地化以前於其領域上發展的社會，而目前在該領域中不同於支配

的社會或其一部分的其他階層者。他們在現時點上未居於統治階層，但有其

固有文化模式、社會制度及法律體系，並依此做為民族存在的基礎，且決意

保全、發展其祖先的領域及種族認同，並將其傳承給將來的世代者。12 

  依此見解，原住民族的概念首先強調其歷史面向，因此國際法與內國法在界定原住

民族權利形塑之時點，尤其重視原住民族先於國家建立即存在的歷史事實，且強調與前

侵略（pre-invasion）和前殖民（pre-colonial）社會的歷史延續（historical continuity）；

其次，原住民族文化的顯著性，包括文化知識、文化規範與思想體系等三要件，促使原

住民族與國家內其他具支配權利關係的社群間形成差異；再者，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而

言，原住民族在面對國家發展結構下的殖民遺毒，實際上始終處於發展過程中的災害承

受者與受害者處境，始終居於社會階層中的被支配社群（ non-dominant sectors of 

society）。經過了廿多年的努力，聯合國「原住民族權利宣言」在前言中「確認所有民

族都對構成全人類共同遺產的各種豐富多彩的不同文明和文化做出了貢獻；並確認凡是

基於、或以民族出身或種族、宗教、族裔或文化差異為由，鼓吹民族或個人優越的學

說、政策和做法，都是種族主義的，是違反科學的，在法律上是無效的，在道德上應受

到譴責，且從社會角度來說是不公平的。」此外，宣言「關注原住民族在歷史上因殖民

統治和自己土地、領土和資源被剝奪等原因，受到不公正的對待，致使他們尤其無法按

自己的需要和利益行使發展權；承認亟需尊重和增進原住民族因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結

構及其文化、精神傳統、歷史和思想體系而擁有的固有權利。」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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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我國之憲法價值並非僅係考量定於一尊的單一價值，並且在尊重

多元文化的多重價值選擇下，認定國家在維護原住民族文化方面應負有積極性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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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第12項前段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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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發展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回到「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權利架構，我們必

須理解「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存立基礎，即在透過原住民族所提出的「文化權利主張」

（cultural claims），得以自由地且無歧視的展演文化成果內涵，即如該法第19條透過承

認原住民狩獵、漁獵等文化生活，保障原住民族及其土地與自然資源之相互依存關係。

多元文化的意義是，通過族群或政治體間的對等關係，提升文明的多樣性，讓公共領域

能呈現出非單一性的文化態樣。在多元文化的政經社會結構下，任何族群或政治體都不

應僅以自身之外顯基準，評價其他族群或政治體之存在、創造物與文明內涵。換言之，

國家權力積極性地介入定義與評價原住民族文化內容，試圖以社會強勢力量劃定「原住

民族」範疇，難謂對於多元文化要旨無所違背。 

  無可否認的，「進步」應是人類社會所具有的共同價值與信念。聯合國人權事務委

員會對於兩項人權公約關於文化權的理解，特別是在結合自決權的發展脈絡下，本質上

即是在強調原住民族有權發展本我文化的自由。S. James Anaya則以自決權的發展面向指

出，發展性的自決權要求國家支配性規則，必須依據受此規則支配之群體，在觸及他們

所有生活層面的事務上，基於持續性的基礎，有權做出具意義性之選擇。13這也就是兩

項國際人權公約的第1條所確立之所有人有權「自由地追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

展。」同樣地，聯合國「原住民族權利宣言」第3條確認，原住民族有權利自主地追求經

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第4條則肯認原住民族有權利在內部及地方事務等方面自治。我國

「原住民族基本法」亦早已揭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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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1.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野生動物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予以獵捕或宰殺，不受

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情

況緊急外，應先報請主管機關處理：一、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二、

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三、傳播疾病或病蟲害者。四、有妨礙

航空安全之虞者。五、臺灣原住民族於原住民保留地，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典，而有

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2.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陳列或持有自

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不適用前條之規定。（第1

項）原住民相互間販賣、轉讓、出租、出借或寄藏前項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

者，亦同。（第2項） 

3. 修訂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

自製之獵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漁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

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第1項）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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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相互間或漁民相互間未經許可，販賣、轉讓、出租、出借或寄藏前項獵槍或漁

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亦同。（第2項）前二項之許可申請、條件、期限、廢

止、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項） 

4. 2014年底台東巴布麓部落進行卑南族人大獵祭，在祭典中警方以違反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拘捕五名獵人再送地檢署，祭典一度被迫中斷，整起事件引爆卑南族人怒

吼。相關報導請參見董俞佳，〈「大獵祭」獵人被捕 卑南族怒吼〉，《聯合報》，

2015年1月2日，<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1/9164464.shtml>；另外，

行政機關與司法部門見解的落差，請參見最高法院102年度臺上字第5093號刑事判

決，以及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度上訴字第91號刑事判決，尤其是花蓮高分院

的判決指出：「原住民製造或持有自製之獵槍之管制手段，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20條第1項已歷經多次修正，立法精神及理由迭次演進，並持續朝寬鬆認定、除罪

化之方向修正，內政部之函釋卻仍故步自封，墨守不明就裡之規範，形式上難認有

何專業。」內政部雖於103年6月10日再次修正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

3款，重修正自製獵槍之定義，該院仍認為「內政部之觀點相對於最高法院之見解，

仍然過於狹隘，與尊重原住民傳統生活習慣之特殊性之立法目的間之關連性未

明。」 

5. Worl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ur Creative Diversity (Report 

submitted to UNESCO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November 1995), pp.25-26(1998). 

6. 參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前文。 

7. 有關此一理論的詳細論述，請參見Will Kymlicka, Liberalism, Community and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7/135,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adopted of 18 Dec. 1992. 

9.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21號一般性意見亦揭示：文化權利是人權的一個

組成部分，與其他權利一樣，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全面增進和尊

重文化權利，對於維護人的尊嚴和在一個多樣化的多種文化的世界裡個人和群體之

間的積極的社會互動，至關重要。 

10.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3號一般性意見書」：6.2在此關連性上，必須認知此等積極性

措施作為必須尊重盟約第2.1條和第26條之規範內容，前開二項條款內容均關係不同

少數社群間之待遇方式，以及少數社群個人與其他人之間的待遇作為。然而，只要

那些措施係著眼於改正預防或削弱第27條權利確保之享有狀況，在具備合理與客觀

條件之前提，均得構成公約下之合法區別化之正當性標準。9.這些權利的保障，係以

確保有關少數社群文化、信仰和社會身分認同之生存與永續發展為導向。因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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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權利的保障能夠豐富整體社會的多元。委員會評述認為這些權利必須以這樣的方

式來保障，且不該和公約中其他授予個人權利混淆。 

11. 其他證立原住民族權利的身分與文化認同基礎，可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10

年1月21日修正發布全文共十四點之《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觀其規範

要旨，係為協助原住民族部落建立自主機制（第一點）。是以，包括「原住民族基

本法」中有關行使自治權、傳統領域權、同意權、參與權，即可透過部落會議之設

計架構，實踐族群自決與部落主義之原則。另按要點六之規定，部落會議之召開，

由下列設籍於該部落之原住民出席：（一）傳統領袖。（二）各家（氏）族代表。

（三）居民。由此可見，部落會議作為行使「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各項權利，有其

「身分」與「文化」認同之基礎。 

12. U.N. Sub-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igenous Populations, U.N. Doc. 

E/CN.4/Sub.2/1986/7/Add.1-4 (1986). 

13. S. James Anaya, Indigenous Peo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