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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國家公園是保存國家最珍貴的資源，並提供國民休閒遊憩、教育、研究的自

然園地；然而在我國國家公園法之種種禁止規範及嚴格執法的情況下，居住於國

家公園內及周遭的原住民卻因被迫改變其千百年來即存在、並賴以為生之生活方

式而產生強烈的反彈，甚至引發衝突而走上街頭抗爭1。本文擬從其訴求之一，

即開放國家公園之狩獵權予原住民，來探討國家公園法對狩獵行為之禁止規範2

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相衝突之憲法問題，俾以尋求合理之解決方式。然本文亦知悉

與原住民相關之議題絕非僅止於一端，尚有其他如原住民保留地、母語教育及根

本性之漢\原民族間之族群正義的問題，此皆有待政府及人民正視之。另一方面，
我國除國家公園法外，尚有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對狩獵行為加以

規範，就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的衝突性而言，本來也有全面檢討的需要，然本文限

於篇幅及能力之故，不能就相關議題作全盤性的檢討，僅以此作為一個嘗試的起

點，以便供作探討其他相關議題時之參考。 
本文以下之開展，第一部分擬先探討原住民過去與現代，其狩獵文化對原住

民傳統文化之存續與發展有何重要性，並以此為基礎，在第二部分從自由權的角

度—即文化權—來探究禁獵的規定是否有違憲之虞﹔但不諱言，相關的自由權可
能還有生存權、職業自由（工作權），只是因為本案尚非對生命的剝奪，而在職

業自由中狩獵文化對原住民的特殊性亦不能受到考量而駁倒政府追求的利益，故

本文略而不提，集中在文化權的討論。第三部分則是從不同平等理論的觀察角

度，來看種族以及本案當中的實質平等問題，論述政府是否應適度解除對原住民

狩獵之限制，這當中欲討論的是國家為何要以「文化/族群」為區分的選項來做
不同的待遇？以及國家如果未進行區分是否有違憲之虞等問題。 
 

                                                 
1 抗爭事件記事如表一 
2 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一 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二 狩

獵動物或捕捉魚類。三 污染水質或空氣。四 採折花木。五 於樹林、岩石及標示牌加刻文字

或圖形。六 任意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污物。七 將車輛開進規定以外之地區。八 其他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第二十五條：「違反第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六款、第九

款、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一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致引起嚴重

損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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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原住民文化中狩獵之地位與重要

性 
台灣大部分的山區，都是原住民長久的居住地或是傳統的狩獵地域，因此原

住民族群的文化與狩獵活動及由此發展出來的狩獵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不過

「原住民」這個詞只是個統稱，台灣原住民共有平埔十族及高山九族，一般談到

「原住民」大抵上是指高山九族。然高山九族雖同為原住民，但狩獵文化對每個

族群的意義程度可能深淺不一，因此本文此處的概略介紹，僅以傳統上即在目前

已有之國家公園區域內或周遭生活而有狩獵文化之原住民族為例加以說明，如位

於玉山國家公園處之布農族、太魯閣國家公園處之太魯閣族以及雪霸國家公園處

之泰雅族，至於同樣亦有狩獵文化之魯凱族等原住民，因其活動領域不在國家公

園內，所以本文暫且割捨，不代表無狩獵文化或將來若設立國家公園時可不加考

量。茲略述如下： 
 

一 布農族之狩獵文化3 

1 傳統 

「狩獵」是布農族早期的生活文化，對於布農族人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

如「穩固社會組織」、「共享」及「訓練」等意義： 
A. 族人常組成獵隊(人數約 6~8人)前往分屬的獵場狩獵，若要到成員以外的獵
場，則必須經擁有該獵場之氏族同意，此乃因族人關於獵場所有權及使用

權之歸屬與其氏族組織相對應之故4。按獵場所有權之確立，往往由發現者

舉行宗教儀式，祈求該獵場之「Hanido」(精靈的意思)保佑而來，凡是氏族
或世系群成員均可直接使用獵場，使用權屬於父系氏族組織，但在同一個

獵場往往被分成幾個區，分屬於該氏族組織下的家庭，獵區使用權之歸屬(非
排他性)，是以哪個家庭對獵區最熟及該獵區打獵成績最好來決定。屬於不
同的氏族組織的成員不可以直接進入他人之獵場，須徵得其同意始可，但

                                                 
3 此部分主要是以東埔社布農族為主，參考文獻有蔡志堅所著「國家公園內原住民生態參與模式
之建構—以玉山國家公園與東埔社布農族為例—」論文 p36-42，p67-74。另有黃應貴所著「東埔
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一書 p136。 
4 布農族有非常嚴謹且清楚之父系氏族組織，此父系氏族組織在布農族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並具有多項功能，如獵場之共有單位，共享獵肉、共負法律責任、血族復仇之單位及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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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同一父系氏族組織之成員則不須得他人同意。在獵場的繼承上，擁有

獵場所有權之父系氏族的後代繼承；使用權較不固定，但仍限於父系氏族

組織之成員，且嚴格限男性，由此，亦可窺見狩獵制度亦反映山其氏族社

會組織。 
B. 族人對捕獲之獵物不能佔為己有，必須分給親友，通常自己都只留下動物
的頭骨、皮、角作為紀念。分給親友的原因是因為祖先托好夢給獵人，使

他外出打獵，才能捕殺到動物，所以必須將其獲得的獵物分享給親友。分

配獵物時，必須分配平均，在布農族的觀念中，獵物分配圓滿乃是代表人

們共同歡悅，互相祝福的表現。 
狩獵是布農族訓練年輕人重要的方式之一，年輕人藉著參加狩獵，認識各

種植物的作用、認識星象、分辨各種動物的糞便與腳印，以及學習各種在山林

生存的方法。布農族的重要祭典─射耳祭，其意義之一，就是訓練布農族年輕

人的狩獵技術，儀式的主持是由部落裡狩獵技術最好的人擔任。因為有布農族

狩獵文化，才能孕育出布農族人與自然和諧的關係。 
 

2 演變 

由於人口的增加、山坡地的開發、林務局的砍伐與種植單一樹種以及道路的

建設，造成動物棲息地的破壞，使得動物退居於深山裡；加上所推行的定耕制度，

使得農業人口增加，組成獵隊更加困難，漸漸形成一人或兩、三人去打獵的形式。

個人設置陷阱的情形增加；由於獵物的減少，所以獵物不再分享給同氏族的成

員，改成知道此事的親戚到獵人家享受。由於土地政策的施行，使得原本的獵場

管理制度和分享制度均告瓦解，相對地，使用權也跟著消失，所以傳統的獵場管

理制度和分享制度均告瓦解。 
由於漢人的飲食觀念，使得山產店到處設立，野生動物的需求量也因此增

加。這些山產店以金錢的誘惑，驅使原住民拼命地打獵，獵人也不再遵守傳統的

禁忌與占卜，使得狩獵成為一種經濟的行為。由於政府嚴格禁止狩獵，使得獵人

得偷偷地上山去打獵，打到獵物也不再誇耀自己的技術，也因為狩獵成為一種賺

錢的方法，使得獵人在部落的地位漸漸沒落。 
玉山國家公園成立後，玉管處與警察隊嚴格加強取締打獵活動，願意去打獵

的獵人更少了，狩獵的動機已經轉變成「想吃獸肉才去打獵」。獵人通常是帶著

獵槍或十字弓，晚上出發，在部落附近的山林進行狩獵活動。狩獵的動物，也只

限於飛鼠。為何只打飛鼠呢？根據獵人的描述，是因為飛鼠的體積小，便於攜帶

和隱藏，不會被警察發現，且飛鼠也不是保育類動物。若是獵殺山羌、山羊等大

型動物，需要到更遠的地方，無法一天來回，容易被玉管處的人員發現。獵人若

是打到飛鼠，也不敢跟親戚分享，因為飛鼠的肉太少了，根本不夠分，只好自己

                                                                                                                                            
行儀式等社會經濟功能，且對群體具有凝聚向心力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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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了。 
傳統布農族狩獵文化，受到原住民政策的衝擊，國家公園的設立，使得獵場

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制度遭到人為的破壞；狩獵所遵守的規範也消失了，分享的意

義也不存在了，獵人不再受到族人尊敬，整個狩獵文化已不同以往了5。 
 

二 太魯閣族之狩獵文化 

1 傳統 

對太魯閣族人而言，狩獵是長久以來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且具有特別崇

高的社會意義，代表著族群的榮耀和尊嚴，是族人們團結合作的象徵，更是族人

們素以表彰尚武精神之所在。獵人文化的真實內容頗為廣泛，影響所及，幾乎與

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活動息息相關：除可提供基本需求—食物外，尚有「穩定社
會分工」、「確立部落中地位」、帶來經濟收益(在過去是以物易物，交換生活必需

品)及文化傳承等意義，是故狩獵並不是單純的「人去獵捕動物」的行為，在狩

獵中，尚包含了(1)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團體圍獵」的狩獵方式，牽涉到成員

間的分工合作的問題；又狩獵時須遵守獵區之劃分以及捕獲獵物後之共享制度

等﹔(2)人與自然間之關係：族人狩獵有其固定之季節等﹔(3)人與神(超自然)的關

係：如狩獵之禁忌及占卜，均規範著族人之狩獵活動6。又傳統上狩獵捕獲的獵

物除主要做為食用之外，尚供祭典、洗清冤屈或結束爭執及其他使用，而因祭典

是太魯閣族人之相當重要的文化活動，因此就不難理解狩獵活動在其社會中所佔

的重要地位為何了。 

 

2 演變 

由於政府政策的影響，原住民土地權屬因林地國有的轉移與社會及經濟結構

的改變，現今太魯閣群的狩獵狀況已不同於過往。在獵人的地位方面，現在的獵

人地位要比以前差；過去狩獵之前獵前祭典，因外來宗教的傳入，變為向上帝禱

告，祈求平安並有好的收穫。傳統禁忌已沒有約束力，獵人也不會在打獵前占卜，

以決定是否前往狩獵。狩獵的季節由秋冬兩季轉變為四季都有狩獵活動。傳統的

獵區制度已不復存在，現在的獵人已沒有獵區的觀念。而至於獵物分享制度，雖

然有些人還是會把獵來的肉分給親友，但有些人則一部分留著自己吃，一部分便

宜賣給部落裡的人，有些則直接把獵物賣到山產店。 

                                                 
5 參見表二：東埔社布農族狩獵文化變遷表 
6 參 1996年梁秀芸所著「太魯閣族群之狩獵文化與現況—以花蓮縣秀村鄉為例」之論文，p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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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泰雅族之狩獵文化 
因為太魯閣族屬於泰雅族支系的一支，關於其狩獵文化對泰雅族人而言，亦

有如上所述之重要性，在此為節省篇幅起見，故省略之7。 

 

四 小結 
由前述即可知悉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文化與狩獵活動是密不可分的，從成年儀

式、祭典、歌謠到長者對年輕人的文化傳承、體力訓練等，因此全面地禁止原住

民傳統的狩獵活動在文化層面會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不僅使其狩獵活動所蘊涵

的族群文化漸趨沒落，亦使其族群地位因其文化漸漸消逝而日益低落，從而淪為

失根的一群。雖然時至今日，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已快消失殆盡，但是這並不是原

住民自己願意放棄其自己的傳統文化，而是因為受到歷來外在政權的種種壓制而

被迫放棄；如今，只要原住民們還想要繼續維護其傳統文化，甚或是重建其傳統

文化，政府皆應透過政策或法令予以協助，使其能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找回自

我的認同與尊嚴，如此一來，才能真正朝向「族群平等」的方向邁進。 

我們可以根據一項訪談資料來看出原住民內心對傳統文化之渴望。一位東埔

社的老獵人說： 
    沒有打獵，其實心裡在哭，心裡很難過。老人很希望年輕人去打獵，將
獵物帶回來，使自己能夠吃到獵物，也能將打獵文化能夠傳下去…… 
由這句話我們可以了解狩獵文化對原住民的重要性，老人只是希望年輕人去

打獵，學習以前原住民如何與大自然相處，進而將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傳給年輕

人，使狩獵文化得以保存下來。 

 

參 文化權 

一 文化權之意涵 
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對於此種文化下的成員，作為具有重要價值的存在，則

在憲法上是否能找到依據給予保障？從明文例示的基本權利中，似乎不能找到適

                                                 
7 此部分若想進一步了解泰雅族人的文化生活，可參考沉明仁所撰「從狩獵文化中的 GAGA談
泰雅族人的生活」一文，出處：原住民教育研究，民國 88年第二期，P18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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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依據。憲法第十三條的信仰（宗教）自由，保障之標的應具有「確信有超自

然、超人類本質（亦即絕對的、造物主、至高的存在等，特別是神、佛、靈等）

的存在，而對之敬畏崇拜8」之要素，非現代科學所可掌握及論證，非國家立法

者及行政機關以理性認知之方式所能認識9﹔而狩獵文化雖然可能與超自然力量

有所連結，但又未必盡然，對於非宗教的成分自無法以宗教自由加以保障。另外，

學說及日、德憲法上存在的思想、良心自由，定義為保障個人擁有世界觀、人生

觀、倫理觀、意識形態等內在精神活動領域，不受外在勢力干涉與壓迫之自由10﹔

似乎有可能包含對文化的歸屬感、價值觀，不過，由於思想、良心自由在我國憲

法並非明文例示，仍須透過概括條款予以證成，而且其內涵是否確能涵蓋此處需

求本有疑問11，又不能突顯出文化此一具有集體性的概念，故本文不循此途尋求

保障文化的權利型態。本文以下將提出文化權的概念，並嘗試在我國憲法下找到

它的立足之處。 
本文將文化權界定為，個人有選擇、認同其文化歸屬，並遵循其文化而行為、

生活的自由，族群有維持、實行、發展、復興其族群認同、慣行制度、知識語言、

意識型態等等文化理念之自由。並從這樣的界定可以看出其性質，具有個人性權

利與集體性權利之雙重面向12，而之所以在個人性權利之外又提出集體性權利，

乃因文化係一集體性的概念，是整個族群共同享受和形成的，只從每一個個人自

己的認識去理解，沒有辦法充分掌握所屬文化的全貌和一致性，其次，集體性權

利保障族群文化整體的實現和發展，重點並不在個人之利害─集體與特定個人之

利害在個案中未必一致─但就其實際，保障此種集體性權利最終仍在促進個人文

化權利之實現，因為如果不能保證族群文化的維持與發展，則保障個人有認同、

遵行文化的自由將無意義，所謂文化權將成為空談，故集體性權利概念的保障應

屬必要。附帶提及，在概念上，透過制度性保障的主觀化，其實也是一個殊途同

歸的方法，也就是說，將族群文化的保護作為個人文化權的制度性保障，只不過

制度性保障原屬基本權的「客觀功能」，因此須進一步承認制度性保障的主觀化，

才能達到與承認此一集體性權利相同之效果。 
集體性權利作為權利譜系上新興的權利型態，仍然存在許多困難有待理論上

的深拓。比如集體性權利的權利主體為誰的問題，如果認為係以「集體」作為權

                                                 
8 參照蘆部信喜，李鴻禧譯，憲法，1995.12，頁 155。 
9 參照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1995.9，頁 263-264。 
10 參照許志雄等，現代憲法論，2000.9，頁 109-110（第九講內在精神自由一為周志宏教授撰寫）。 
11 思想、良心自由的保障表現在：一、國民不論是抱持何種國家觀、世界觀、人生觀，只要仍
存諸內心的領域，應絕對地自由：國家權力不得因內心思想原因，課予不利益，或禁止國民抱持

特定思想。二、不論國民抱持何種思想，都不容許國家權力強制其表白出來：亦即保障關於思想

的沉默自由。國家權力就個人內心所抱持的思想，不許直接或間接訊問。參照蘆部信喜，李鴻禧

譯，憲法，1995.12，頁 150。此種討論似限於個人內心活動的保護，則對外在行為的限制是否亦
能包含未必沒有疑問。另一方面，文化對人的意義，與思想、良心的概念並非完全相同，或許有

所重疊，但以後者作為理解和保護前者的依據，是否妥切仍應存疑。 
12 下述聖荷西宣言及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均表示有個人性及集體性權利。另，類似見解
認為集體性權利觀念的提出，不排除族群個別成員之行使或受直接保障，參照林淑雅，台灣原住

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1998.6，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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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體13，實行在族群上恐怕尚須有許多新的設計和考慮為前提，最基本的例如

族群之意志如何形成，誰能代表該族群等問題﹔如果採取該族群裡的任何人，在

其族群文化權受侵害時，均得出面主張權利提起訴訟，則可能要面對集體性權利

是否適合由個人主張的質疑，延伸出來，數人同時或先後作相同或不同之主張如

何處理？一人主張裁判效力及於全體的話，對其他人是否程序保障不足？均仍有

待思考。 
其次，誰是得享有文化權的群體？如果我們承認每個人有不同的歸屬需求，

就應該承認各種社群的存在，只不過各個社群的規模、性質、功能各異，因此所

對應的權利內容也有所不同14。如公司法人、社團法人等，我們可能在法律上賦

予其不同的權利，也可能承認它們具有一部分憲法上權利15，但說到文化權，一

般私法人是否產生應予保護的文化價值，甚值懷疑。但若是原住民族群，鑒於其

文化豐富性、獨特性與自成體系，應足使其被列為得享有文化權的群體，甚至在

國際間的發展，文化權的概念本是為原住民族而創造，故不承認便罷，假如承認

文化權的存在，又有誰比他們更有資格稱享有文化權的群體呢？ 
其三，國際上對文化權、族群自決的保障，是著眼於原住民族或其他少數族

群、弱勢族群面臨外在的強迫同化壓力與族群瓦解危機，可是人類歷史上也的確

一再發生以族群集體名義迫害族群內部的個人或內部的少數的教訓，我們固不必

否定族群集體作為人權權利主體的倫理正當性，但如何節制集體的權力，防止集

體侵害個人權利，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16。 
 

二 文化權之承認 
對於未經例示的基本權利，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設有概括條款，可以作為文

化權的誕生地。但透過概括條款解釋出基本權，必須審慎考量，避免浮濫，否則

可能造成「人權通貨膨脹」，減損人權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考量點是，該對象

就個人尊嚴的維護而言，是否必要不可或缺，內容是否為人格上所不可欠的利

益﹔蓋人性尊嚴之理念，應是憲政主義以人為本之思想所蘊含之當然主張，亦是

基本權利譜系所形塑出的樣貌，各國憲法不乏明文規定在憲法中，作為權利秩序

的基礎17，我國憲法雖然並無如德國基本法般以人性尊嚴作為權利保障基礎的明

確規定，但近年來或許受到外國憲法思想之影響，增修條文和實務上均出現人性

尊嚴之文字。例如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

                                                 
13 參照林淑雅，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1998.6，頁 43。 
14 林淑雅，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1998.6，頁 43。 
15 例如釋字第四八六號解釋即謂：「自然人及法人為權利義務之主體，固均為憲法保護之對
象⋯⋯。」惟解釋上得否主張應視個別基本權的性質而定，參照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凡

基本權利之性質可適用於國內法人者，得由此等法人享有之。」 
16 參照林淑雅，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1998.6，頁 28。 
17 參照許志雄等，現代憲法論，2000.9，頁 236（第十九講人權的概括性保障與新人權為許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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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

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釋字第四○○號解釋：「⋯⋯

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釋字第四九○號解釋：「服兵役

之義務，並無違反人性尊嚴亦未動搖憲法價值體系之基礎⋯⋯」可見人性尊嚴的

理念在我國亦已受到承認，而可以之作為統合個人自由權利的基本精神。 
所謂的人性尊嚴，意指每個人均應有作為人的尊嚴，受國家的尊重和保護。

其核心內容有二：一、人本身即是目的，不得被要求或視為一種工具（物體）或

手段，人若被物化，自然無尊嚴可言。二、人得以自治（律）自決，不應處於被

操控的他治（律）他決的地位，一個人在權利行使的正當範圍內若乏自治自決的

機會，人亦將喪失其尊嚴18。由這樣的原則可以分析出，個人是目的，是有尊嚴

的存在，而自主是這項存在的基礎。自主、自治或自決等概念相對於被支配、宰

制，和「以個人為目的」的原則相呼應，成為個人尊嚴的基礎。而文化作為與個

人價值觀、生活觀緊密聯繫之要素，當所屬文化不能存續發展、自律自決，淪為

被支配、宰制的對象時，個人也隨之處於被支配、宰制的地位，因之文化對人性

尊嚴而言，應屬不可缺少之利益。 
其次，若比較憲法上例示的宗教自由，可發現兩者有相似之處。宗教是對個

人內心具有重要影響的價值，文化亦然﹔宗教有非能藉理性、科學測度之成分，

文化中有些部分亦非適合用理性去理解﹔甚至，有時宗教和文化只是一線之隔，

並非可以清楚界分，例如民間信仰或亦可用習俗的角度視之，原住民許多文化活

動亦與其超現實之自然力量相連結等。因此，既然憲法明白規定了宗教自由，而

文化自由與其有本質上的類似性，則透過概括條款承認文化權，就更加有正當性

了。 
再從國際間的歷史發展觀之，由於國家在強制將原住民同化為國民社會的過

程中，經常會蓄意抹煞原住民族固有文化。此種抹煞文化的作法，包括禁止使用

獨自的語言、禁止傳統的衣裳、改變原有宗教信仰、否定其習慣制度、否定其傳

統的世界觀和知識等，最終則是否定其民族認同，終致否定其為民族。因此，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學會乃於一九八一年在哥斯大黎加的聖荷

西召開「有關拉丁美洲民族文化的抹煞及民族文化的發展國際會議」，會中並通

過宣言（聖荷西宣言），主張「否定享有、發展與普及自己文化與語言的權利」

是抹煞民族文化，與滅絕民族為同等的犯罪行為。同時，個人或民族原本及各自

相異，故無論被視為或自認為是異質的存在，均為個人和種族的基本權利。其後，

聯合國原住民工作小組於一九九三年提出「原住民權利宣言」的最終草案，特別

規定原住民族有不受文化抹煞的集體性、個人性權利（第七條），享有維持、發

展民族獨自認同與特性的權利（第八條），以及實行、復興民族文化傳統與慣行

                                                                                                                                            
教授撰寫）﹔頁 46-47（第四講人性尊嚴為蔡宗珍教授撰寫）。 
18 參照陳清秀，憲法上人性尊嚴，收錄於現代國家與憲法，頁 94；李震山，論資訊自決權，收
錄於現代國家與憲法，頁 719。 



 

 9

的權利（第十二條）19。由此觀之，文化權在國際間被承認，幾已成為普世共通

的價值，此亦可支持文化權從我國憲法中生成。 
 

三 文化權的審查架構 
國家法律限制人民的文化權，應如何審查其合憲性？在我國憲法上，和其他

自由權一樣，須通過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檢驗，也就是須符合法律保留、四項政府

目的以及比例原則。 
不過所有自由權不加分別依律適用比例原則，過於粗糙，早受學者批評，尋

求對個別基本權予以類型化，考量相關因素給予寬嚴不同審查標準的努力，亦已

有不少，當然，由於文化權並非向來既存之權利，欠缺這方面的討論也是十分自

然的事。本文認為，既然文化自由與宗教自由有如前述的相似性，在審查架構上，

應有類推宗教自由之可能。因此，參考學說和美國實務關於宗教自由的審查架構
20，可作如下整理： 
    文化性法律21    嚴格審查標準：目的上要求政府舉證證明具有「重大迫

切的政府利益」，手段上要求符合必要性

原則（最小侵害手段） 
                  嚴格審查標準 
    文化中立的法律    個案衡量    
         寬鬆審查標準  
個案衡量至少應該考慮下列因素：該法律對人民文化自由的限制，究竟是偶

然性的輕微損害，還是已經侵及文化自由核心並且是重大損害（是否侵害文化的

核心或只是邊緣）？侵害程度是否重大？22  
 

                                                 
19 參照許介鱗，國際法與原住民族的權利，收錄於原住民族權利國際研討會，1999.6，頁 158-159。 
20 參照黃昭元，信上帝者下監獄？，台灣本土法學雜誌，8期，頁 41-43。 
21 文化性法律：指直接針對文化，目的或主要效果是在規範文化的法律。 
文化中立的法律：指法律本身所追求的是與文化無關的世俗目的或效果，而且是普遍適用的一

般性法律，只是適用時會對文化自由產生偶然或附帶的限制。 
22 這個個案衡量原則上是模仿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1990年 SmithⅡ一案之前，在涉及失業救濟
與學校義務教育的案例中所採的「兩段式衡量」：先看系爭法律是否對信教自由（尤其是信仰的

核心）造成重大負擔，以致會逼使人民放棄或背離信仰才能履行國家義務，如果只是輕微的負擔，

法院通常會判決信教自由讓步﹔如果構成重大負擔，則除非政府能舉證證明系爭法律是為了追求

重大迫切（或非常重要）的政府利益，而且一但免除信徒的義務會實質妨害政府利益與目的的達

成，否則法院仍優先保障信教自由。但在其他類型案例，尤其是涉及刑罰的爭議，司法審查常常

就比較寬鬆，也較尊重立法者的決定。在 SmithⅡ一案之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則更放鬆審查標
準，准許國家即使不是為了追求中大迫切的政府利益，也可限制宗教自由，此案也因此引起重大

爭論，參照黃昭元，信上帝者下監獄？，台灣本土法學雜誌，8期，頁 42註 39。本文初步的看
法認為，一律採取寬鬆的審查將使信教自由變得毫無特別之處，好似未予顧及一般，但宗教中核

心的部分對教徒價值、行為的強烈影響和誡命，確須給予特殊考慮，所以似仍採取兩階段衡量為

妥﹔相同的，在文化權的部分也應有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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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合憲性審查 

1 系爭法律是文化性法律或文化中立的法律 

由於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所追求的是與文化無關的世俗目的或效果，而且是

普遍適用的一般性法律，只是適用時會對文化自由產生偶然或附帶的限制，因此

應認為是屬文化中立的法律。 
 

2 是否對原住民文化造成重大負擔，侵及其文化

核心 

前已論及，在傳統上原住民族的生活及文化與狩獵活動是密不可分的，從成

年儀式、祭典、歌謠到長者對年輕人的文化傳承、體力訓練等，均可看出狩獵活

動的意義。因此全面地禁止原住民傳統的狩獵活動在文化層面會有相當大的負面

影響，不僅使其狩獵活動所蘊含的族群文化漸趨沒落，亦使其族群地位因其文化

漸漸消逝而日益低落，從而淪為失根的一群。 

雖然時至今日，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已日漸凋零，即便重建亦不太可能想像回

復以往以狩獵為共享、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但是對老一輩曾在狩獵文化下成長

的人來說，狩獵的禁止仍是一項痛苦的事，而對新一代欲尋回自己文化的根的人

來說，狩獵的禁止亦造成阻礙，以整個族群來說，想要重建、傳承其傳統文化，

找回自我的認同與尊嚴，亦不能和狩獵文化割離。 

因此，以本文有限的體會，認為國家公園的全面禁獵，會對民住民文化造成

重大負擔，侵及其文化核心。故應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 

 

3 目的─是否存在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 

系爭規定的目的理所當然，也可由國家公園法第一條看出，係為保護野生動

物。但為什麼要保護野生動物？仍須進一步探討。本文區分三項理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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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類現實上利益 

物種的直接經濟價值，有不經過市場的消耗性利用價值，例如加拿大每年從

事野生動植物娛樂活動的花費，高達八億美元﹔有經過市場的生產性利用價值，

主要指商品價值而言23。值得注意的是基因資源，隨著生物科技的發達，物種基

因成為科學及醫學發展的重要資源，而隨之而來的當然也是人們的生命、健康、

經濟及生活的利益。而現今地球的物種中，科學家相信僅約百分之十五曾被命

名，遑論曾經進行過研究的物種比例，然而全球物種卻以每年五萬種的速度在消

失，這些物種一但不能永續，期待給人類的現實上利益也就一去不返。 
永續發展的概念更表現在整體性的問題上。因為生態系所提供的服務，包括

初級生產力（光合作用、氧氣製造、二氧化碳去除和固定）、廢物的再循環、洪

水的控制、基因來源的保存、水的純化等等，會因為生物多樣性的下降而受影響。

各個物種對生態系群集作用的重要性各不相同，有的影響不大，有的被稱為基石

物種，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24。因此某一物種的利益並不能單純只就它來看。而

更極端的，因為生態系環環相扣，當生物多樣性的質量不足以維持該生態系的存

在時，生態系就崩解，成為死的世界，而人們也無所依存─不要忘了人也是依賴

著生態系而存活的。人類可能無法再走下去的警示，從羅馬俱樂部「成長的極

限」、聯合國「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等等的討論來看，絕非杞人憂天。 
最後提到不確定性的問題，由於人類對大自然的無知和線性思考模式的限

制，我們其實並不清楚對物種或生態造成何種傷害會產生何種效果，而一但物種

消失就在野無法起死回生了。因此在作成對生態造成影響的決策時，實應戒慎恐

懼，維持「選擇開放性」，「讓下一代還有選擇的機會」，這是永續發展的核心觀

念25。 
 

B 人類感情上利益 

自然界之美開啟人們的心靈視野，人們的崇敬、奇異或敬畏的心轉化為保育

關懷與行動，此為人們重建與自然關係的基礎。全球風行的生態旅遊帶領人類重

新領會自然的神奇。個別物種與特定自然區域被賦予美好的象徵，例如禿鷲、黃

石國家公園之於美國，櫻花勾吻鮭之於台灣，代表當地特殊的自然文化變遷。生

物多樣性之美遍及於生態系、物種之多樣性，首先，每一物種都是自然不可替代

                                                 
23 參照翁雅欣，生物多樣性公約發展與台灣因應之研究，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1996.6，頁
27-28。 
24 參照史奈德（Stephen H. Schneider），劉貞譯，地球實驗室，1998.12，頁 135-136。 
25 參照翁雅欣，生物多樣性公約發展與台灣因應之研究，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1996.6，頁
18-19；史奈德（Stephen H. Schneider），劉貞譯，地球實驗室，1998.12，頁 136-152；彌爾布雷
斯（Lester W. Milbrath），鄭曉時譯，不再寂靜的春天，1994.11，頁 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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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創作，可賦予物種類似藝術品的價值﹔其次，生態系有超越其包含物種間之互

動、生態系對外在刺激的反應26。物種和生態系的存在對人們有情感、美學上的

價值，野生動物的被殺戮，物種的消失，以及個別生態系統的破壞會造成人類感

情上的衝擊，因此，我們可以說野生動物的保育對人們而言具有感情上的利益。 
 

C 野生動物本身利益 

動物權利的爭議是一個倫理學上的重要問題，在波伊曼（Loius P. Pojman）
所歸類的五種動物義務理論27─無地位理論、間接義務理論、地位平等觀28、平

等考慮理論29、分級理論30─中，後三者均可支持動物本身的利益應該被那納入

考量，這些倫理學上的討論值得我們深刻思考和反省。但姑且不管這些理論的合

理性如何，很現實地，在我們憲法以降的法體系，並不承認其他動物為權利主體，

也就不可能享有任何基本權利，也就完全可以將之作為支配的客體，不需考慮其

利益，這似乎是法律邏輯的當然解釋。不過，其實在一些臨界議題可以看出並非

                                                 
26 參照翁雅欣，生物多樣性公約發展與台灣因應之研究，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1996.6，頁
20。 
27 參照波伊曼（Loius P. Pojman）編著，江麗美譯，生與死：現代道德困境的挑戰，1996.5，頁
131以下。 
28 以雷根（Tom Regan）為主要的主張者，茲節錄其一段見解：「動物確實缺乏很多人類所擁有
的能力，它們不能讀、不能解高等數學題目，不會做書架或迦納蘭姆糕。然而，也有許多人類不

會做這些事，而我們並不會，也不該因此說他們（這些人）比其他人擁有較少的天賦價值，更少

的被尊重的權利。⋯⋯真正關鍵的基本相似性只是：我們每個人都是正在體驗生命的主體，我們

每個具有意識的生物都有其個別的福祉，即不論我們對他人的用處如何，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有其

重要性。⋯⋯這些對於那些與我們有關的動物來講也是一樣的，牠們也必須被看成具有牠們自己

天賦價值、正在經驗生命的主體。」參照波伊曼（Loius P. Pojman）編著，張忠宏等譯，為動物
說話：動物權利的爭議，1997.4，頁 81-82。 
29 以辛格（Peter Singer）為主要的主張者，茲節錄其一段見解：「只要某個生物感知痛苦，便沒
有什麼道德上的理由拒絕把該痛苦的感受列入考量。無論該一生物具有什麼性質，平等的原則要

求把牠的痛苦與任何其他生物的類似痛苦─只要其間可以作大概的比較─做平等的看待。⋯⋯這

也就是說，惟有感知能力（⋯⋯）的極限所構成的界線，才讓我們有理由去停止對他者之利益有

所關懷。用其他任何特質─例如智力或理性─來畫出這條界線，都是專斷的做法。如果智力或理

性能算數，其他的特質例如膚色又為何不可以算數呢？種族主義者在自己種族的利益與其他種族

的利益衝突時，看重自己種族成員的利益，結果違反了平等之原則。性別主義者偏袒自己性別的

利益，違反了平等之原則。同樣地，物種主義容許自己物種的利益優先於其他物種成員的利益。

在這三種情況裡，我們看到的模式是一樣的。」參照辛格（Peter Singer），孟祥森、錢永祥譯，
動物解放，1996.7，頁 48-49。 
30 首先由班傑民（Martin Benjamin）提出，結合了兩個極端，承認某些動物如黑猩猩和海豚可能
都有自我意識的能力，而有些人類卻可能缺乏這種能力（如胎兒或嚴重智障的人）。亦承認，感

覺和理性的自我意識在考慮道德問題時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理性的自我意識是會造成一些不同

的，較高級的生物會具有人性（較高級的靈長類和海豚也可能有），因此對人應該多一些尊重。

這個理論將「微末需求」和「重要需求」區分開來，在重要需求方面，人類需求重於動物需求，

但是動物的重要需求則重於人類的微末需求。我們無權為了自己的口腹之慾而將其殺害。如果有

同樣好的方法可以獲得營養，那麼人類就有義務去找這些方法，而不要去騷擾其他動物。不過上

述重點只適用於較高級的動物，牠們已經有神經系統可以感受痛苦，也有一種自我意識。參照波

伊曼（Loius P. Pojman）編著，江麗美譯，生與死：現代道德困境的挑戰，1996.5，頁 142-143,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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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如此，例如墮胎案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Roe v. Wade的見解雖然認為胎
兒不是人，但是在結論上其實還是考量了他們的利益，尤其在懷胎的後期31﹔嚴

格來說這是邏輯上的偏差（當然也有可能解釋成考量的只是已出生人的間接利

益，但這應該不是大法官的本意吧），但是不是也使我們思考，非楊即墨的權利

主體、客體觀念，也有改變的可能？即使動物不是權利主體，也可能有自己的價

值和利益應該被考慮？ 
 

D 小結 

第三個理由在我國憲法下不易成立，但未始不是值得思考的觀點﹔第二個理

由將野生動物的價值立基於人們的好惡品味，有認為不足以支撐所有生物及整個

生態系的長期保育，但就算如此仍不能否認此種利益應被考量﹔第一個理由本文

認為足夠充分，甚至已是國際間共通的認知，我國近年在生態保育上的進展，不

可諱言某種程度來說也是國際壓力下的結果（這對我國來說也是一種應被考量的

利益吧）。因此綜上所述，系爭法律追求的可認為是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 
 

4 手段─所採取是否為達成該目的之必要且侵

害最小手段 

全面禁獵是否達成生態保育所必要，是否存在侵害較小的手段？本文持肯定

的見解，理由如下： 
A. 開放原住民狩獵影響有限：首先，原住民的數量並不多，即令開放他們狩獵
應不致造成過大的影響﹔其次，原住民狩獵文化其實具有永續性，能和大自

然和諧相處32，如果能維護此部份的文化內涵及對山林的認識，對生態永續

具有正面的意義，國際間甚至要求原住民參與開發計畫的策定，以追求「可

                                                 
31 十分弔詭而有趣的，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墮胎案件中的見解，是明白承認胎兒是人，但在結
論上其實並沒有賦予和已出生人生命權相同強度的保障，和美國相較，可說前提基礎相反，結論

卻靠攏。關於德國墮胎判決，參照陳愛娥，憲法對未出生胎兒的保護─作為基本權保護義務的一

例來觀察，政大法學評論，五十八期，1997.12，頁 65-82。 
32 例如「魯凱族群發展計畫」調查發現，路凱族的狩獵文化具有永續性，原因有：1.主要的狩獵
動物為族群恢復力高的族群。2.狩獵區分散，使狩獵的壓力分散，獵區有專屬權，有限的使用權
使單位面積之狩獵量有限。3.獵區內狩獵地點具有輪替性，降低狩獵過於集中的問題。4.部分區
域為禁獵區，如小鬼湖是路凱族神聖的地方，禁止族人去小鬼湖狩獵﹔經調查發現，小鬼湖為大

武山保留區重要的動物繁殖區與棲地之一。5.傳統的占卜、禁忌是禁止狩獵的規範，有降低連續
密集狩獵次數的作用。參照蔡志堅，國家公園內原住民生態參與模式之建構─以玉山國家公園與

東埔社布農族為例，中興大學資源管理所碩士論文，1996.7，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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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持續的發展」33﹔由實際的狀況來看，原住民族在山林中生活了千百年，

野生動物活躍如故，但漢人來到之後，許多物種卻日漸稀少瀕臨滅絕，除了

漢人狩獵行為缺乏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念和規制之外，也更因為對野生動物

的最大威脅，乃是棲息地的破壞，森林砍伐、道路闢建和各式建設的開發，

使野生動物無所立足只有走上滅絕的道路，而這的確大部分應歸罪於漢人政

府及資本家34。附帶一提，在國家公園內不採取全面禁止的手段，仍可以設

計一定的管制措施，而且事實上也有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法

律存在，已提供相當強度的規範強度。 
B. 存在更小侵害的手段：在非國家公園領域內，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七條，
補獵一般類野生動物，須在地方主管機關所劃定之區域內為之，並應先向地

方主管機關、受託機關或團體申請核發許可證。此種手段侵害即較國家公園

法為小，雖然和全面禁止相比對追求野生動物保育的目的略有減損，但卻可

某程度兼顧原住民狩獵文化。我們還可以設想其他形式的管制方法，例如，

限制不得以狩獵所得作為市場交易的標的，因為既然在原住民傳統文化中，

狩獵所得是作為部族共享、自給自足之用，因此此種限制並不會造成原住民

文化額外的負擔，但對生態保育卻有助益，因為自給自足的需求有限，真正

應避免的乃是假原住民文化之名，肆行濫補賣到山產店以求經濟利益的情況。 

 

5 違憲宣告方式： 

法律違憲的類型，可以分為： 
 
表面違憲：指透過文義解釋等方法而得出當然違憲的結論，我國實務上絕大

多數情形屬之。 
適用上違憲：指法律本身在表面上並不當然違憲，而是「在某限度內」或「適

用到某類型案件」時，會發生違憲的結果，我國實務上僅出現

於釋字第二四二和第三六二號解釋。 
如果本案係由受國家公園法處罰的原住民所聲請，則他們要求的應只是排除

國家公園法禁獵規定對他們的適用，甚至只是要求他們可以用其他方式協助達到

生態永續發展的結果，而不是要完全否定該條規定的存在。從上述違憲的類型來

                                                 
33 環境開發世界委員會提出「我們共通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主張開發與環境
共存的「可能的持續發展」，要求原住民參與開發計畫的策定。一九九二年聯合國環境開發計畫

（UNEP）於里約召開地球高峰會，通過里約宣言，言及原住民族應在環境與開發問題上扮演重
要角色。參照許介鱗，國際法與原住民族的權利，收錄於原住民族權利國際研討會，1999.6，頁
160。 
34 參照紀駿傑、王俊秀，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山海文化，十九期，1998.7，
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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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本案所涉及的應該只是要求大法官宣告法律在「適用上」違憲，而不是要求

宣告法律根本、完全地無效。這種美國法上的觀念用比較德國法的概念來說，大

致相當於所謂「法律規定有應限制而未限制的隱藏性漏洞」，因此應該進行「目

的性限縮」。35 
因此本文認為在違憲宣告方式上，可以文化權為依據，目的性限縮國家公園

法第十三條之適用範圍，宣告該條適用於聲請人時違憲，以免除其受全面禁獵的

限制﹔並諭知立法者衡量生態保育與原住民狩獵文化妥善設計檢討修正相關規

定。 
 

肆 平等保障 

一 平等之概念 
平等乃是比較之下的產物，也因此，受到差別的不平等狀態，最容易觸動人

類之「相對受剝削感」，從而使其在人權發展史上很早即佔有一席之地，例如美

國獨立宣言謂：「人類平等被創造乃自明之理」﹔法國人權宣言謂：「人生而自由

平等」36。我國憲法第七條亦謂：「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

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然而平等的意涵為何？可以德國憲法法院一句名言概括說明：「平等原則禁

止對於本質相同之事件，在不具實質理由下任意地不同處理，以及禁止對於本質

不相同之事件，任意地作相同處理。」37簡而言之，就是「等者等之，不等者不

等之」38。 
「等者等之」，在種族、性別等歧視未必完全泯除之時代背景下，向來是平

等保護關注之重點，也就是要求國家不得歧視，不得任意地對不同群體為差別待

遇﹔釋字第二二四、三四○、三六五、四五五、四七七等號解釋，可以說就是等

者等之理念的體現。 
另一方面，「不等者不等之」也是平等概念之一面向，也就是說，平等並非

形式的、絕對的，並非不允許任何差別待遇存在，對於不同的事物反而要求不同

之處遇，才符合實質的平等。如果以大法官解釋來加以說明，在釋字第四一二、

四三八、四七三、四八一、四九○等號解釋，應可認為大法官係以「斟酌事實情

                                                 
35 參照黃昭元，信上帝者下監獄？，台灣本土法學雜誌，8期，頁 44-45。 
36 參照許志雄等，現代憲法論，2000.9，頁 93（第八講平等權為蔡茂寅教授撰寫）。 
37 參照許志雄等，現代憲法論，2000.9，頁 103（第八講平等權為蔡茂寅教授撰寫）。 
38 此種對平等的描述也存在美國法上，參照Michel Rosenfeld, Affirmative Action and Justice 
1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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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差異」39作為正當化國家差別待遇的理由，亦即有差別待遇存在不必然是不平

等的，若是考量事物不同之差異以追求實質平等，反而才符合平等原則的要求，

自不能予以違憲的指責﹔另一方面，國家對於不同的事物應該有積極區別對待的

義務，如果一視同仁，成為「不等者等之」，那和「等者不等之」一樣不能通過

平等原則的檢驗，釋字第二一八解釋稱：「不問年度、地區、經濟情況如何不

同⋯⋯，有失公平合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停止適用。」釋字

第四○五號解釋稱：「使未經考試及格者與取得公務人員認用資格者之法律地位

幾近相同，與憲法⋯⋯第七條⋯⋯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謂：「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

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依

據﹔⋯⋯立法機關就上開條例與本解釋意旨未盡相符之部分，應通盤檢討改進。」

皆顯現「不等者不等之」亦為我國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倘有違反，也可能受到

違憲的宣告。 
接下來的問題在於，事務的「相同」、「不同」如何判斷？德國憲法法院在成

立後的第一個判決中，採取「恣意禁止」的理論，認為立法者須對所欲加以規範

之人與事務，加以理智的考量，並依「事務之本質」（Natur der Sache），加以「同
同、異異」的決定40。我國大法官似亦採取此種見解41，如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

謂：「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

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

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即可看出﹔事實上，類似此段之文字，

從釋字第二一一號解釋之後就屢見於涉及平等問題之解釋中，尤以宣告不違反平

等權的情形為然。 
不過，「事物本質」其實仍是個非常抽象、模糊的概念，以之作為判斷標準

某種程度也變成只是「說理之要求」42，要使平等原則的操作更清楚、更有安定

性，還需求更深入、細緻的標準，但這恐怕仍是平等保障理論上的困境。 
 

二 平等保障的審查架構 
關於平等保障的合憲性審查架構，大法官解釋中並不清楚，僅能從學說及比

                                                 
39 釋字第四三八號解釋語，其他幾號解釋多有類似文字。 
40 參照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1995.9，頁 198。 
41 陳新民教授認為，釋字第二一一號解釋提及的「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的差異及立法之目的」，
便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稱的「事務本質」，參照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1995.9，頁 198-199﹔
許宗力教授則認為是釋字第四一二號解釋的「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情況之差異及立法之

目的，而為不同之規範」提出以「事物之性質」作為平等審查之標準，參照許宗力，從大法官解

釋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收錄於第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一)，
頁 13。 
42 類似評論參照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收錄於第二屆「憲法解釋之理
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一)，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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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法上去探求，不過國內學者多以有無差別待遇存在作為討論的起點，有差別待

遇才進入下面的審查43，這或許反映了向來著重對「等者不等之」的反對，以及

司法者在對「不等者等之」案件介入上的困難，但是本文認為，既然「等者等之」

與「不等者不等之」均是平等概念之一面向，國家行為應符合平等原則的憲法要

求，就應該同樣地促使國家在對相同事物不同對待，及對不同事物相同對待時，

均應受司法審查，而有被宣告違憲的可能，並不是一個表面上一體適用的法律，

就一定不會有平等原則的違反﹔而從前述大法官解釋的例子，也可看出我國實務

確亦採如此見解。 
因此在審查架構上，首先應作「實質平等」的判斷，也就是在有差別待遇之

情形，判斷區別之目的是否在追求、實現不等者不等之的實質平等，若是，則其

差別待遇並不違反平等原則，若否，則國家行為應被評價為不平等的，但與平等

保護有違尚不能直接得出違憲的結論，仍應視是否存在其他政府利益，而可加以

正當化，故進一步進入比例原則的審查，也就是衡量國家作此區分所追求之目

的，與採取如此區別（手段）間之關係，並可依涉及之相關因素，作寬嚴不同的

審查，以細緻化比例原則44。 
在沒有差別待遇之情形，其實也和上述架構相似，視國家未為區別是否係為

符合等者等之的要求，若是相同事物未為差別待遇，當然是遵守了平等原則，惟

倘若可察覺出兩者間差異存在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則未予區別已違反平等，應進

一步進入比例原則之審查，與前述說明相同，以得出最終合憲或違憲的判斷。 
 

三 種族平等的進階討論 
在上面的章節中，說明了平等之概念應該包含等者等之與不等者不等之兩個

面向，但種族此一要素，在「相同」、「不同」的評價上扮演什麼角色，毋寧還是

有待研究的。以下主要從美國法上不同的種族平等理論，嘗試觀察實質的種族平

等可能是什麼模樣，最後再提出本文的看法。 
 

1 同化論 

同化論者（assimilationist）的理想：無種族歧視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
                                                 
43 例如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收錄於第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一)，頁 35﹔黃昭元，「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合憲性，台灣本土法學，
六期，2000.1，頁 26。 
44 審查模式可參照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收錄於第二屆「憲法解釋之
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一)，頁 35-36。決定選擇從寬或從嚴所根據之因素，可參照
許宗力，從大法官解釋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收錄於第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

討會會議論文(一)，頁 33-34﹔黃昭元，「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合憲性，台灣本土法學，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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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種族，功能上與今日社會中人的眼珠的顏色是相同的。在我們的社會中，

沒有任何政治權利與義務是依據眼珠的顏色不同而決定﹔沒有任何重要的制度

性利益或負擔與眼珠的顏色相連結﹔的確，除了在審美觀上有最溫和的偏好外，

一個人即使在作私人性的社會決定時，將眼珠的顏色列入考慮，仍會被認為是很

奇怪的45。 
這也就是說，種族這一要素，應是一個「道德上不相關的特徵」（morally 

irrelevant trait），某一種族當中存在各式各樣的人，如果要對人作評價、區分，
應當依據其本身的價值，而非依其所屬的族群，種族就像眼珠的顏色一樣，不能

代表什麼，因此假如我們根據種族而為分類，除了可能造成程序瑕疵與烙記效果

之外，不符合平等原則更是顯而易見。 
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演變來看，隨著南北戰爭憲法增修條文而來的這

第一階段，除了一些著名的打倒最過分的種族管制案件之外，最高法院採取全面

的容忍和謙恭的表現，只將增修條文在最節制的結果上放置﹔當種族的考量，可

能被許多理性的人認為有時候和種種重要的社會關懷具密切相關時，最高法院認

為，依種族為分派本身並不被憲法所禁止。這樣的觀點從一八七三年到十九世紀

末期，一直穩定地發展，並且被一八九六年 Plessy v. Ferguson的「隔離但平等」
原則所鞏固。 
但在 Plessy案 Harlan大法官的不同意見就已指出，南北戰爭憲法增修條文

的制定，應該被法院建構為完全不允許種族歧視，政府一點也不可以依據種族決

定價值、分配權利資格、權衡法律上權利。這個觀點是十分重要的，當種族被使

用時，被責難的事，不是每一種族的成員必須在以種族區分他們的法律之下被平

等地保護，也不是他們在種族的基礎上被不平等地分配權利﹔而是「依據種族來

分配權利」這件事。 
Plessy案半個世紀後，一九五四年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對根據種族的

立法作出憤怒的反應，接下來的兩年，最高法院法庭意見決定的界限，更完全地

顯現出設定 Harlan法官的觀點：南北戰爭增修條文要完全把種族界限從我們的
政府體系中移除。從其後的發展，最高法院的明白訓示似乎是：種族，確實在憲

法上從政府使用上根深蒂固的誘惑中退出。46 
從這些歷史回顧可以看出，Harlan大法官在Plessy案的不同意見中所說的「我

們的憲法是色盲的」（Our Constitution is color-blind.）正是反歧視原則─反對任何
基於受影響當事人的種族所作成的分類和其他決定、措施47─的表現，而這平等

                                                                                                                                            
期，2000.1，頁 26。 
45 Richard A. Wasserstrom, Racism and Sex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Issues (1980) 轉引自JOHN H. 
GARVEY & T. ALEXANDER ALEINIKOFF (EDS.),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READER, St. 

Paul, Minn: West, 555 (4th ed., 1999) 
46 以上歷史回顧參照William Van Alstyne, Rites of Passage: Race,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46 U.Chi.L.Rev. (1979)轉引自JOHN H. GARVEY & T. ALEXANDER ALEINIKOFF (EDS.),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READER, St. Paul, Minn: West, 610-613(4th ed., 1999) 
47 Paul Brest, In Defense of the antidiscrimination Principle, 90 Harv.L.Rev. (1976)轉引自JOHN H. 
GARVEY & T. ALEXANDER ALEINIKOFF (EDS.),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READER,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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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追求真是得來不易的成就。 
假如我們認為種族間有差異存在，某一種族有特殊的生理特徵、行為與思考

模式，這樣的刻板印象，不正是我們長久以來非難的對象嗎？此種立法是不是繼

續強化這樣的社會意識型態？而此種立法也一定會有涵蓋過廣和涵蓋不足

（overinclusive and underinclusive）的問題﹔並且，政府將被迫疲於辯論系爭個
人是否符合其所定義的種族。這些都是差異論者不能避免的質疑48。 
 

2 差異論 

倘若種族此一要素確實是「道德上不相關的特徵」，不同種族應放在等者等

之的角度加以關照，則以種族為區分確實將有違平等原則，但問題是，種族之間

確實無異無別，沒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差異性嗎？ 
首先，在許多情況下將種族因素納入政府決策的考量其實極為合理，Powell

大法官在 Bakke案中有名的「多樣性」論點，就含蓄地承認了，在這個種族已經
且繼續有關緊要的世界裡，採取意識種族（color-conscious）態度所作成的決定
有其合理性49。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忽視多元文化確實存在，不同種族文化上的

差異是具有不可忽視之重要性的。 
其次，對於支配文化與從屬文化間慣常的階級組織關係，應藉者旋轉其軸心

予以再教育，這樣的變動要求兩方面的轉換：一、欣賞我們文化的偶然性和非普

遍性─將它視作「局部知識」（local knowledge）的一個例子﹔二、承認和相信其
他族群「局部知識」。意識種族能幫助這些文化轉換，而這幾乎不是新的要求，

六○年代被稱為「黑人驕傲」和「黑人力量」的運動就呈現出了意識種族的再教

育需要。如果我們的任務是透過對非支配的透視，去對支配觀點給予細查和挑

戰，那允許決策者採取關注種族的便利措施，應是通曉事理的50。 
綜上所述，採取對種族有所意識的觀點，應是必要而有益的。尤其，只要我們肯

認了不同種族文化的差異性應予重視，在不等者不等之的平等追求下，就應認為

國家應斟酌此種差異作區別處理。 
 

                                                                                                                                            
Paul, Minn: West, 496 (4th ed., 1999) 
48 參考自 Charles Fried對團體主義權利觀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批評，Charles Fried, Metro 
Broadcasting, Inc v. FCC: Two Concepts of Equality, 104 Harv.L.Rev. (1990) 轉引自JOHN H. 
GARVEY & T. ALEXANDER ALEINIKOFF (EDS.),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READER, St. 

Paul, Minn: West, 629-630 (4th ed., 1999) 
49 T. Alexander Aleinikoff, A Case for Race-Consciousness, 91 Colum.L.Rev. 1060, (1991) 轉引自
JOHN H. GARVEY & T. ALEXANDER ALEINIKOFF (EDS.),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READER, St. Paul, Minn: West, 625 (4th ed., 1999) 
50 T. Alexander Aleinikoff, A Case for Race-Consciousness, 91 Colum.L.Rev. 1060, (1991) 轉引自
JOHN H. GARVEY & T. ALEXANDER ALEINIKOFF (EDS.),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READER, St. Paul, Minn: West, 623- 625 (4th e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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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種族中立文化差異論 

在性別平等的議題上，Joan C. Williams在同化論與差異論的爭執下，提出
「性徵中立，性別意識」（sex-neutral, gender-conscious）的觀點51，假如將其思考

借用至種族平等的議題上，或許也可以提出「種族中立，文化意識」的理論。 
同化論未注意差異性的存在，問題在前述差異論已提及，甚至其本意在保障

少數，實行的結果卻反而將使少數族群受害，因為以多數文化為準的一視同仁，

對少數族群來說其實是和歧視同樣地不利。 
而另一方面，差異論則將增強對種族的成見，同化論所認為的「種族是道德

上不相關的特徵」，某個角度來說並沒有錯，在同一種族之下既然存在不一致的

個體，我們卻認為他們都有相同的行為、思考與價值衡量模式，或許對部分人是

準確而有益的，卻使但對另一部分人來說，為什麼我們可以將這樣的社會意識加

諸在他們身上？這種刻板印象會是不斷加強的種族壓迫體系的一部分，使人們無

法從建構好的種族形象中脫逸出來。 
同化論在批評差異論時，通常仍是重申其基本觀察：不同種族間可以是非常

相似的﹔但這又沒能適切回應差異論所主張的：種族之別是存在的。我們仍應看

重種族，但卻不採納差異論者所提供的種族觀點。 
從在差異論的討論中，我們應該已經可以發現，真正的重點是文化，而非血

緣上的種族。首先，從區分混血後裔理論的複雜性52，以及由來已久的種族通婚，

值得我們反省，種族真的可以界分嗎？一個留著多少比例 A種族血的人，我們
可以說他是 A種族人？而一個所謂純種人，是不是只是基於我們的想像？更重
要的是，一個身上留著 A種族血，生長背景、價值觀和文化認同卻全然是 B種
族的模樣，為什麼我們要說他是 A種族呢？相反地，為什麼我們不拿他看作 B
種族來對待呢？因此，既然發生差異的所在是文化，只有用文化作為區分才是適

切的。 
 

4 本文見解 

同化論和差異論都有一部分的真確，但也有一部分的偏差，本文原則上採取

種族中立文化差異的見解。認為對種族應保持中立，以防止歧視，但卻須意識到

                                                 
51 Joan C. Williams, Deconstructing Gender, 87 Mich.L.Rev., (1989) 轉引自JOHN H. GARVEY & T. 
ALEXANDER ALEINIKOFF (EDS.),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READER, St. Paul, Minn: West, 

599-604 (4th ed., 1999) 
52 分析美國種族分類系統發現的「一滴血」（one drop of blood）原則，及關於二元區分混血種族
後裔系統的四個例子，可參照 Neil Gotanda, A Critique of “Our Constitution Is Color-Blind”, 44 
Stan.L.Rev., (1991) 轉引自JOHN H. GARVEY & T. ALEXANDER ALEINIKOFF (EDS.),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 READER, St. Paul, Minn: West, 617-618(4th ed., 1999) 



 

 21

文化的多元性、差異性，足以構成本質上的不同，而有區別對待需求的可能。憲

法第五條謂：「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為什麼要在憲法第七條平等則之外

又特別作此規定？某種程度應也在提示民族此一集體性的概念，並非只著眼個人

已足，還應以民族的角度追求平等﹔也就是在承認民族差異的基礎上尊重這樣的

差異。而這裡民族的概念，應以文化的角度予以理解。 
在這裡應再進一步論述政府應根據文化的差異性而做區別待遇的理由何

在：當國家所規範之事項涉及文化時，就應該考慮個別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性，

因為不加區別等同視之，就可能對各族群人民產生不同效果的影響，這對他們來

說就是不平等的。當然，所謂不同效果的影響，仍須視不同文化差異性程度，國

家規範涉及之權利或利益大小而定，但不論如何，文化此一要素，應可能作為區

別待遇考量的因素，而在國家制定規範時須加以顧及，這是本文肯認的重點。尤

其在以最極端的情形為例，國家行為侵及特定族群文化權核心領域，國家卻未對

其作特別的考量而為區別待遇，則將影響該文化存續發展的空間，阻礙提供屬於

該文化的人有藉其文化自我認同並發展人格之機會，也就是說根據文化權的重要

性，不管是希望保有其文化的族人們的期望或者是漸被同化的族人青年後來的文

化自覺或者是老年人重溫文化的希冀，即不管是「潛在」或「顯在」的想以其傳

統文化為其價值觀選擇的意義來源，那麼我們就必須提供一個人有自主選擇的機

會，而要使這樣的機會存在，前提必須使該文化有存續發展的可能，否則等到該

文化消失之後，再來談所謂的選擇，其實已經沒有意義了。然而可能有人會質疑

為什麼這樣的「機會」這麼重要，要政府用差別待遇的手段來達成？本文對此質

疑的回答是：因為文化對於一個人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而選擇信仰何種文化其

實跟一個人的價值觀、自我認同等有極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是「人性尊嚴」一個

重要的表徵。一個生於該文化中的人，我們沒有辦法預測其將來會選擇信仰其文

化或是他文化，而且也沒有辦法越俎代庖地為他做選擇，因為這與一個人的自我

認同、價值觀之實踐有關，屬於高度個人性的部分，必須由他自己來做選擇；而

若一個文化已漸沒落，此時如果不正視此事實而予以差別待遇，則等到該文化消

失之後，那時對生於該文化中之人，即無選擇認同其文化之機會，這對一個想認

同其文化的人而言，著實阻礙了其自我認同、追尋其價值觀的機會，這對人性尊

嚴的維護而言，是極為不利的53。 
如上述，本文認為維護多元文化的發展應是政府在做成決策、形成法規範時

所不可欠缺的思考點，因文化提供一個人價值觀選擇的來源，而且與個人認同、

自尊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因而信仰個人所選擇的文化就成為為人性尊嚴的一個重

                                                 
53 然而縱使在本文所採的觀點之下，仍然無法解決下面的困境：假設一位原住民在社會轉型時，
試圖選擇放棄其從政府所獲得的特殊權利，將之售予非原住民以換取金錢，以便提昇其經濟生活

水準或是改善子女的教育環境，進而達到其所認為的美好生活，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禁

止乎？允許乎？如本文之主張，是在保護一個「潛在」想要認同或「顯在」已經認同自己族群文

化的人有自我認同、追尋、保有其傳統文化的機會，以實踐其所選擇之價值觀，若允許前述之該

名原住民可以因追求其己身所認同的價值觀而將特殊權利轉售予非原住民，那麼同時他也在減少

一個「潛在」或「顯在」的原住民追求、認同、保有其傳統文化的機會。這實非本文所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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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徵。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必然存在著多樣性的文化，政府不應強加某個文

化的價值觀予他人身上，不管是透過強勢同化的手段或者是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但

實際上卻造成壓制文化發展效果的行為，都是吾人必須加以禁止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雖然在純粹概念的操作上，認為應以文化為分類標準才能

符合實質的平等，但落實在現實中，不得不面對可行性的問題，畢竟文化係抽象

地存在，又有流動性、演變性，並且相互影響，我們如何清楚地界分某一文化與

另一文化？如何確認某一個人屬於這一文化？如果不能明確地界分、歸屬，或達

到此目的將耗費過高成本，是不是仍不得不回到以相對較易掌握的「種族」為分

類，而結果與適用差異論無異？ 
本文認為，文化固然是不易貼近的概念，但既然以文化為區分才是符合實質

平等的，那我們仍應將之作為目標向它前進，可行性與成本當然是要衡量的，但

盡我們所能地設想良善的、朝向理想的制度，應該還是必須努力的目標。因此，

認為「文化」不易獲致就立即推縮到「種族」，並非必然，以種族為分類或其他

創設之界線為區分，如果要能正當化，就必須出於對文化平等與付出成本均有所

意識，經過本益衡量的結果，因此也就應該要通得過比例原則的檢驗，而不能恣

意。 
 

四 本案合憲性審查 

1 本案實質平等探尋 

在本文第貳部分，已概述狩獵文化乃是原住民傳統文化所不可或缺的核心部

分，而多次的抗爭事件其實已反映出原住民對維護自己傳統文化的急迫感與決

心；然而狩獵文化對於漢民族文化而言，並非其文化內涵的一部分，所以相形之

下，並不具重要性。基於這樣原\漢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根據本文在第參部分的
討論，應可得出國家應對禁止狩獵這件事根據文化的差異性而作區別待遇，亦即

國家應適度地開放原住民於國家公園狩獵，以符合實質平等。 
 

2 是否存在其他政府利益 

然而如果國家不針對文化差異而予以不同待遇，是否即因違反平等原則而當

然得出違憲的結果？本文認為假如政府是為了追求其他政府利益，則仍有正當化

的可能，試檢討未為差別待遇的政府利益可能如下： 
A. 立法者可能為消弭文化差異而實行漢化政策，所以即便禁止狩獵的立法及執
                                                                                                                                            
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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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侵及原住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沒關係。但是在這裡，本文認為立法者這

個立法目的違反憲法所肯認的價值，尤其是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

項，國家應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之規定，故

若立法者的目的是為同化原住民族而未做差別待遇，則其立法目的乃屬違憲

的目的，故立法為禁止狩獵的規定即為違憲。 
B. 立法者可能為了行政便宜、成本考量的目的而未做區分。如果是基於這樣的
目的，因為該目的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價值存在，所以應屬合憲之目的；然

在這裡必須再進一步探討比例原則的問題，以判斷如此的立法是否違憲。 
 

3 比例原則審查 

A. 適當性：立法者未採取差別待遇的手段是可以達到節省行政成本的效果的，
因未差別待遇所減少的稽查、審核成本，即為節省公帑，因此可以達到節省

行政成本的效果。 
B. 必要性：立法者未採取差別待遇的手段，對實質平等而言，是否為侵害最小
的手段？是否尚有其侵害較小的手段存在？本文認為，並沒有存在其他侵害

較小的手段，因為只要有區分，就有所花費，因此對達到節省行政成本的目

的而言，並沒有其他方法。 
C. 衡平性：立法者為節省行政成本是否可犧牲實質平等？即孰輕孰重的問題。
在這裡，本文會遇到一個困難就是如何比較？若要比較的話，勢必要進行量

化，那麼要以什麼當作量化的參數呢？其實這個問題在自由權的探討上同樣

也會發生，並非在討論平等權時才有的問題。本文在此無法做精緻的量化工

作，不過仍嘗試從另一個觀點來論述。如前所述，從人類的歷史來看，受到

差別的不平等狀態，最容易觸動人類之「相對受剝削感」，從而造成無數次的

民怨與激烈的抗爭；也因此，當人類漸漸走向文明時，平等即在人權發展史

上很早即佔有一席之地，從而吾人亦可得知人類對於實質平等的渴望與堅

持。因此，吾人認為，若要棄守實質平等這道防線的話，必須要有超越其重

要性與價值的理由始可為之，否則所謂的平等，則可能輕易地為其他利益所

淹沒，而失去其價值。在此，吾人認為節省行政成本的理由並不充分，蓋吾

人認為此部分的行政成本尚非達到必須花費鉅額公帑的程度，因為我國既然

已經存在一個原住民身分法54藉以認定原住民的身分，一方面表示立法者已

經衡量過區分原住民與漢民族的行政成本，並認為不致於花費太多的公帑，

所以才完成這個立法，另一方面吾人認為國家在執行狩獵管制時，可以援引

已完成之身分區分資訊之建立，如此一來，所需的費用就更低了。基於此，

吾人認為在本案中，行政成本的考量尚非超越實質平等的重要性與價值，故

本文認為此立法目的因違反衡平性，因此構成違憲。 
                                                 
54 甫於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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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違憲宣告方式 

本文認為本案應採取適用違憲並諭知修法之宣告方式，已如參、四、5所述。 
 

伍 結論 
不論從文化權或平等權的角度觀察，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都有違憲的問題，

這樣長久的不公義，也已造成原住民族深刻的創傷，稍值安慰的是行政院於去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通過「國家公園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包括保障當地原住民根

據傳統文化所承襲之狩獵權及採集權，以及修正有關國家公園事業，明訂由當地

原住民團體經營等，都是對原住民的尊重。雖然仍待立法院的審議，通過之後也

已是遲來的正義，但還是期待這樣的修正能兼顧生態保育及維護原住民文化，或

許這亦是條通往原、漢和諧的途徑，也是生態資源永續發展利用的可能，更是樹

立正義典範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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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時間 重要抗爭事件 
1988.5 花蓮縣秀林鄉鄉民代表大會，決議譴責太魯閣國家公園危害原住民原

有權益。 

1990.10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崇德、秀林三村太魯閣族村民，在村民大會強烈

指責太魯閣國家公園「老大」作風，及未重視當地原住民權益。 

1990.10 高雄縣桃園鄉梅山村的布農族村民北上立法院，抗議畫入玉山國家公

園影響生計，首度將國家公園與原住民傳統生存權益的衝突問題班上

全國政治舞台。 

1991.10 由全省部分原住民組成的反對設立雪罷國家公園委員會，在新竹舉行

會議，認為大霸尖山是泰雅族人傳統聖山，開發將嚴重侵入族人生活

空間。 

1993.4 太魯閣族原住民五十餘人完成有關修改國家公園法請願書的簽署活

動。五月，太魯閣族人赴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要求修改國家公園法，

及開放國家公園內的狩獵權給原住民。 

1993.6 百餘位來自高雄縣桃園鄉梅山村的布農族代表，再度到立法院及內政

部，抗議土地被劃入國家公園範圍內，要求將山地保留地畫出玉山國

家公園，修改國家公園法及允許狩獵。 

1994.10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太魯閣族一千餘人聯合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以

「反壓迫、爭生存、還我土地」為訴求進行抗爭。 

1999.3 規劃中的能丹國家公園原住民泰雅族、布農族，近三百名在玉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前宣示成立「反能丹國家公園自救會」，表示不排除逕行

封山，抵制到底。 

2000.12 民間保育團體結合泰雅爾民族議會舉行「2000年守護台灣森林大遊

行」，要求成立達到國家公園與園內原住民達到共存共榮目標的「馬

告檜木國家公園」﹔不過也有泰雅爾族人認為將剝奪原住民的土地以

及生存權表示反對立場。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躍雯，台灣國家公園原住民保留地政策─制度與空間觀點的

檢視，國家公園學報，九卷二期，1999.12，頁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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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過去 現在 

作為獵人的條件 要有hengniarq 要有hengniarq 
獵人的地位 很好 比以前差 

狩獵的動機 1.食用 2祭典 .3洗清冤屈或
結束人爭執用. 4.其他如求婚

1.生活習慣 2.經濟因素 3.保
護農作物 

狩獵前準備 獵前祭及帶幸運物 向上帝禱告 

禁忌 有許多禁忌。家人及獵人都會

小心，以免觸犯禁忌帶來不好

的是。 

禁忌絕大部分沒有了。出了事

才會想到是否作了違反禁忌的

事。 

狩獵的季節 秋、冬 不一定 

占卜 鳥占、夢卜、蠅占 有時還是會夢卜 

獵區 家族有自己傳統的獵區 沒有傳統獵區的觀念，有人甚

至到海岸山脈打獵 

狩獵的類型 團體圍獵、個人狩獵（跟蹤捕

捉及陷阱捕捉） 
個人狩獵 

獵具 石、木、弓、箭、麻繩、獵刀、

獵槍 

獵刀、獵槍、鋼索、鐵夾 

獵物的分配 大家都可分配到獵物。 

犬主：可得最好部分﹔射手：

次要部分及下巴骨、皮、角 

1.自己吃 2.送給朋友親戚 3.
賣給部落中的人 4.賣到店裡

紀念物的保留 山羌、山羊的角、頭蓋骨、下

巴骨﹔山豬的牙及下巴骨 

只留幾個當作擺飾，怕會成為

觸法的物證。 

資料來源：梁秀芸，太魯閣群枝狩獵文化與現況─以花蓮縣秀村鄉為例，東華大

學碩士論文，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