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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文化憲法的角度檢視原住民（族）與語言

議題 

第一節    原住民（族）議題 

一、原住民（族）運動的興起－由個人到集體 

（一）民間活動 

    根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統計，生活在台澎金馬地區具有原

住民身分的人數，包含山地及平地原住民在內共有 465463 人1。長期

以來，這群依人類學、語言學乃至於文化表現均與社會主要人口不同

的族群，其社會地位以及處境向來備受忽略。由於原住民族人口數僅

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而居住的地理位置多屬地形惡劣的高山地

帶或者偏遠地區，致使關於原住民族的各項議題不僅被國家忽略，也

容易成為主流社會為了追求經濟發展的犧牲者。不過，原住民族對於

自身社會經濟地位、所受國家資源分配有限的困境，並不是沒有反

應；更甚者，面對切身的文化日漸凋零與消失的危機感，也都促使原

住民族在自我認同以及發展上，尋求國家在法制度上的肯認與尊重。 

    事實上，關於原住民族的社會運動早在 1949 年 5 月就已在台北

有所行動，以「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年同盟」為名的組織，更將

「民族自覺、自治」作為號召，爭取山地經濟以及維護山地文化的發

展。雖然其後歷經政治整肅的威權時期，但時至八○年代國內外局勢

                                                 
1 資料來源網址：http://otherS.apc.gov.tw/popu/9501/aprp5103.htm（資料標準日：民國九

十五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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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起雲湧，原住民族運動也乘勢再起。特別是以「台灣原住民權利

促進會」（後改名為台灣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以下簡稱原權會）

所推動的一系列運動最為代表性2。綜觀在政治上與社會上對於統治

者的權利訴求，以及對自我文化的認同運動，主要集中在正名、土地、

以及自治等三大方面。 

就正名運動來說，這裡包含了整體面向以及個人面向兩大部分。 

從整體面觀察，早先於清代與日治時期，皆以「蕃」字來稱呼所

有這些與漢人不同來源的南島民族，而該稱呼所隱含的未開化以及蠻

荒之意，實是不言可喻。隨後的「山地同胞」用語3，其中也不免貶

抑之意。面對各式不同稱呼，卻同樣帶有歧視並且無法彰顯其特色的

困境，此時正名運動的重點在於將涉及山胞個人的稱呼改為「原住

民」，並以「原住民族」作為具有集體性並且結合各族而超越個人的

概念。整體面向的另一部分則來自於地名的使用，以行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認定的三十個山地鄉當中，其中包括有復興（桃園縣）、仁愛、

信義（南投縣）、和平（台中縣）等與當地完全沒有淵源，卻頗似公

民道德理想為名的鄉。這是近代改「社」為「鄉」制度下的產物，沒

有半點與原住民族及其土地的關聯性4。 

    除了涉及整體面向以外，屬於個人層次的「還我姓氏運動」，也

算是正名的一部分。這個訴求的產生，導因於原住民族受到日本以及

中華民國政府不同時期的統治，卻同樣不尊重其固有文化的命名方

式。日本在皇民化時期鼓吹原住民改用日本姓名，而光復後政府雖然

頒佈「台灣省人民回復原有姓名辦法」，但卻同樣要求原住民必須使

                                                 
2 關於原住民族運動的歷程請參李建良，〈憲法變遷中的原住民族權利－原住民族自治

權的法理論述〉，憲政時代第 31 卷第 1 期，2005 年 7 月，第 5 頁。 
3 山地同胞簡稱為「山胞」，其中又可分為山地山胞與平地山胞。不過平地山胞的用語

顯然是個不合邏輯下的產物，因為山地跟平地如何可能搭配為同一組概念。這當中其

實不難想見，創造此一名詞概念時，顯然把原住民族誤解為完全倚山而生活，而忽略

其中的差異性所在。其實名稱不應該是依照地域的分佈，而是應顯示出其中文化的差

別。 
4 當中比較特別的例子要屬位於嘉義縣，原稱「吳鳳鄉」而後改名為「阿里山鄉」的實

例。早期為人所熟知而動人的吳鳳傳奇，向來被原住民族視為是帶有歧視且不合史實

的陳述，因而早在民國七十三年即改名為阿里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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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漢式姓名5。由於漢式姓名本來就不是原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因

而在沒有任何淵源可尋的狀況下，有時只得依照戶籍登記人員所記為

準6。直至民國四十二年所制定的姓名條例，仍然對於原住民所面臨

的特殊命名習慣未加以斟酌考慮。因此在原民運動的訴求上，要求得

以恢復傳統姓氏為自己以及後代命名，成為早期的一大重點之處。 

    原民運動的第二個重點，則是針對傳統生活領域的土地訴求。這

個運動的背景在於原住民族數百年來所賴以維生的土地，不斷受到公

權力採取各種制度而收為國有，並且透過相關法規而使土地的歸屬，

由國有轉為非原住民身分的私有7。基於土地是文化能否定著生根與

保留延續的重要關鍵，並且對於確保經濟生產的制度也有莫大的關

聯，因而原住民族在傳統生活領地不斷消逝的同時，即主張政府必須

承認原住民族對台灣此塊土地權利的絕對性與優先性。從而，後到移

民透過巧取豪奪或者公權力所占有有的土地，都應該歸還8。 

    除了以上正名與土地的訴求之外，最為徹底且根本的主張，乃是

以原住民族自治作為終極目標。這項主張可與土地歸還的訴求結合觀

察，也就是當原住民族自認對於台灣土地的權利有其優先性與絕對性

的同時，事實上即暗示著原住民族認為自己應該擁有一定程度的「主

權」。更進一步說，以中華民國憲法所組成的國家，並不當然對原住

民族具有上對下的統治位階，而毋寧是平起平坐的對等關係9。如果

                                                 
5 李建良，〈淺說原住民族的憲法權利〉，台灣本土法學第 47 期，2003 年 6 月，第 118

頁。 
6 根據 1946 年「修正台灣省人民回復原有姓名辦法」第三條規定，高山民族如無原有

姓名，或原有姓名不妥時，應參照中國姓名自訂姓名。具有原住民身分的莫那能提到，

根據當時戶籍人員的的登記方式，甚至發生具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姊妹彼此姓氏不同的

奇特景象。參見 Kaing Lipay 編，《不上街的運動－台灣原住民族姓名權運動》，2004
年，第 30 頁。 

7 儘管政府設有「台灣省山地保留地管理辦法」與「山胞保留地管理辦法」保障原住民

對於保留地的使用開發，但其中並未完全禁止非原住民在保留區內的利用行為，因而

土地流失的問題仍然存在。參見李建良，〈淺說原住民族的憲法權利〉，台灣本土法學

第 47 期，2003 年 6 月，第 117 頁。 
8 關於還我土地的訴求，參見李建良，同上註，第 117 頁。 
9 李建良教授在分析原住民族自治的制度模型，從其與國家之間的緊密程度，表示至少

有以下三種可能。第一，達到原住民族獨立的的訴求，從而原住民脫離中華民國的國

籍；其次，將原住民族自治劃歸為法律所建構的一環，並且歸屬在既有地方自治的次

級組織之下；第三則是與地方自治團體相同地位的安排。參見李建良，〈憲法變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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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這個脈絡，則原住民族自治的內涵就會表現在原住民族與中華民

國乃是「夥伴關係」，對於台灣這片土地則是採取共治的模式而與漢

人相處，而任何雙方間的權利義務關係，也必須條約的模式加以約定
10。 

（二）原住民族立憲訴求與立法趨勢 

    其實仔細觀察自解嚴以及終止動員戡亂時期以來的發展，國家面

對各種「解殖民化」的要求11，並不是全然無所回應。以正名的過程

來看，先前提到涉及整體面向的「原住民」以及「原住民族」用語，

雖然在民國八十一年第二次憲法增修的時候仍以山胞稱之，但在八十

三年的修憲時，即改為「原住民」；直至民國八十六年的修憲，已經

正視原住民族作為一種集體的代稱，而應寫入憲法受國家在各方面的

保障。至於姓氏問題，立法者在民國八十四年的修法上，也認為需因

文化差異而有必要處置。從而該法即修正為原住民的姓名登記依其文

化慣習為之，而已依漢人姓氏登記者，亦可恢復傳統姓名12。 

    不過在正名之外，對於土地的歸還以及自治的訴求，在憲法上未

見明文，立法措施至今也不見明確。 

在民國八十六年所召開的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裡，關於原

住民族自治的提案曾經通過修憲審查委員會一讀而進入二讀的程序
13。根據該提案的內容，屬於中央民意代表層級的國民大會代表以及

                                                                                                                                            
的原住民族權利－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法理論述〉，憲政時代第 31 卷第 1 期，2005 年 7
月，第 16-17 頁。 

10 現任總統陳水扁在民國八十八年的競選期間，即曾與各原住民族代表簽訂「原住民族

與台灣政府新夥伴關係」一紙。其中內容含括七大重點，包括承認台灣原住民族之自

然主權、推動原住民族自治、與台灣原住民族締結土地條約、恢復原住民族部落及山

川傳統名稱、恢復部落及民族傳統領域土地、恢復傳統自然資源之使用、原住民族國

會議員回歸民族代表等七大要點。 
11 這是張嘉尹教授的用法，參見張嘉尹，〈多元族群、國家認同與憲政改革〉，發表於「憲

政實踐與憲改議題」圓桌討論會，中研院法律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5 年 6 月，

第 21 頁。 
12 隨後於民國九十年之後的修法上，則考量到發音上的問題，而允許原住民在登記姓名

時並列羅馬拼音，而不以漢字拼音為限。 
13 參見《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實錄》（上冊），國民大會秘書處編，1998 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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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委員，以族群為單位而選出；在原住民族事務的處理上，則要求

自決自治權（原住民族有權決定自治區內政務）、決策權（參與各級

政府之行政立法決策，各級民意機關應保留適當名額與於原住民、原

住民族對其民族事務擁有最終決定權）、發展權。不過最後表決的結

果14，僅剩原住民族的發展權受到多數同意而通過，成為現今增修條

文第十條第十一項與第十二項。 

至於比較具體的立法成果，要算是於民國九十四年通過的「原住

民族基本法」。在這部法律當中，當時爭取入憲而未獲接受之原住民

族自治權（第四條）與土地權（第二十條），在本法受到相當正面的

回應。依據該法規定，國家必須考量原住民族的意願，而在保障原住

民族平等地位以及自主發展之下，實行原住民族自治；同時國家也承

認原住民族對於土地以及自然資源的權利，從而國家或私人在原住民

族土地內的開發、利用行為，乃至於生態保育、學術研究活動，均應

諮詢並且取得原住民族的同意和參與，並且分享相關利益。 

不過正如所有名為「基本法」的法律一般，許多政策的可執行性

必須取決於另外一部法律的具體規定。換言之，在「原住民族自治區

法」未通過施行之前，並無法貫徹實現自治區的制度，至於土地調查

的法律如未通過，則原住民族土地範圍自然不明，不僅無法主張享有

所有權，更遑論開發或者利用行為需要得其同意。然而，基本法的尷

尬之處正在於僅具法律位階，先不說這類立法並無賦予可供執行或者

主張的權力或權利。即便是立法者來日違反當時自己所立的基本法，

也可能解為後法優於前法，或者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窘境15。因此，

關於自治以及土地方面的主張，可能有待更進一步的觀察16。 

                                                                                                                                            
231 頁。 

14 此一修正案在二讀時，關於自治權與決策權的贊成人數，僅獲全部在場二五三位代表

中，不到八十人之支持。參見上註，第 551 頁。 
15 蘇永欽，〈基本法怎麼個基本法〉，收於氏著《走入新世紀的憲政主義》，2002 年，第

409 頁。 
16 根據黃錦堂教授於報紙的投書即指出，原住民族基本法有許多條文的全國性討論不

足，很難說具有全國共識（參見中國時報，民國九十四年，八月二日）。如果黃教授

的預測成真，則真正具體安排權利義務的法律，即有暗無天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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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歸文化特性－由下而上的發展 

    根據學者的研究指出，台灣省政府於民國四十年訂頒的「山地施

政要點」，可以代表當時具體「山地平地化」的規劃方案17。以該要點

的前言為例，雖然強調平等原則，但卻是以增進「山胞之智能」為出

發點；其中有關山地風俗與生活方面的內容，則是強調省政府行政的

目標在於提高山胞法治精神，以及嚴格考核國語文的推行運動。在此

同時，省政府則推動「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定耕農業運動」與

「育苗造林運動」等三大運動，以採取漢化的手段改變原住民族的生

活與生產習慣，並且在國家的引導下進行經濟與資源的開發18。 

    對照前述原民運動在憲法上與立法上的訴求，其實泰半是針對過

去國家以公權力對原住民族所施加，但可能違反其意願的種種措施。

國家在此階段的強制性是明顯可見的，以姓名條例不給原住民有任何

命名選擇的機會，即是最佳例證。導因於國家長期採取控管之下的手

段，其實也只是徒增社會私領域積深對公領域國家有所不滿的能量。

文化的形成本來就必須靠著由下而上的引導，而不是國家由上而下的

指揮。觀諸姓名條例在修改的過程中，在不間斷的民間活動以及社會

內部的自由溝通與交流，終究獲得許多非原住民立委的高度共識，反

而是內政部主管機關採取有所保留的態度19。 

    相較於正名運動受到正面的回應，土地與自治的訴求則顯然未獲

社會多數意見的支持。當中固然涉及許多複雜的經濟上利害關係，但

根本的問題可能還是得重新思考這裡是否又回歸到由國家指揮，以及

缺乏交流共識的過程。 

    從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來看，為了回應土地問題所設計的機制

是採取「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處理委員會」的方式來確認原住民族的

土地問題（第二十條）。然而，在涉及具體的法律設計上，必然涉及

到此委員會如何行使公權力、如何針對落於國家保留地，或者私人合

                                                 
17 王泰升，《台灣原住民的法律地位》，1997 年，第 290 頁。 
18 王泰升，同上註，第 292 頁。 
19 立法院審查討論過程，請參立法院公報，第 82 卷第 16 期，第 300-3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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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得土地的歸屬問題以及之後原住民族土地的所有權認定問題。這

些事項日後都必須依賴該委員會的決定，因此可以想見整個土地問

題，最後還是歸結國家作為主導者的結果。這和當年以國家公益為本

位的出發點，已經沒有本質上的不同。自治問題同樣也會遇到相似的

困境，尤其是需要仰賴以制定法作為依據的制度，本身就帶有一定的

風險。因此，在原住民族內部尚未提出決定性共識的情況下，國家仍

應盡力維護每位原住民的基本權利，使其得以透過基本權利的作用主

張，型塑與國家以及相同背景成員之間的關係。從而在基本權利的功

能之下，民族自治的理念不在於國家優先介入，而在事後的輔助成形。 

二、現今法律安排 

（一）法制結構 

    儘管原住民族的土地與自治兩方面訴求，沒有獲得立法者具體的

回應，不過在憲法基本國策與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與第十二項的

國家目標之下，仍然對於原住民族在教育文化、工作權保障與社會福

利等事項，形成下表相關法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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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一五八條、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第十二項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身分法 

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法 

 

工作權保障：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八條 

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

例第十二條 

溫泉法第十四條 

社會福利： 

原住民敬老福利生活津貼

暫行條例 

單行法中基於原住民族之特性而作特殊法律效果安排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野生動物保育法……） 

（二）教育領域強調多元 

原住民族的教育文化方面，依據教育基本法第四條規定，對於原

住民族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並且依照法令而另外給予特別

保障及扶助。在這個規定之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的重點即轉換到「原

住民族教育法」。該法將原住民作為民族教育的主體，強調政府應以

多元、平等、自主、尊重的精神，推動原住民所應受的民族教育。此

外，並且要求各級各類學校在相關課程及教材採取多元文化觀點，納

入原住民各族歷史文化及價值觀。具體的就學措施上，各級政府可以

視需要，設立原住民中小學便利就學；課程中則應該安排學習母語、

歷史及文化的機會。此外，本法也規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必須保障

原住民的入學機會，公費留學則可提供名額保障。並且為了確保教育

師資的培養，各師範校院、設有教育學院、系、所或教育學程的大學



 119

校院及民族學院的招生，應保留一定名額給公、自費原住民學生。 

    過往在教育的課程上，總是以漢文化作為思考的主軸，因此不免

讓原住民學習者忽略自己民族亦有獨特的文化特性以及歷史背景，也

讓非原住民無法正確瞭解原住民族和這片土地的關係。由於教育對於

個人的文化自我意識養成，既有培養理解的功能也有擔負傳承的重要

任務，因此在教育的內容上，確有必要矯正以往過於偏執一端的缺

失。在教育目標採取多元的精神之下，一方面得以瞭解自己的文化背

景，二方面也得以意識到與他人在文化上的不同，進而促進文化之間

的認識與交流。誠如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Multani v. Commission scolaire 
Marguerite-Bourgeoys 案指出20，如果非錫克教的學生抗議為何只有錫

克教學生得以攜帶類似匕首的 kirpan 上學，而一般學生卻被禁止攜帶

刀械的疑問時，法院認為學校此時必須責無旁貸的教導學生，寬容所

具有的重要價值以及多元文化作為民主的基礎。誠如前章所指，寬容

原則應是我國基本國策與增修條文的重要精神內涵，也是社會上人民

所應抱持的態度。在過去強調「山地平地化」的政策取向之下，在教

材上忽略不同文化的史觀與價值系統，這對於個人的文化自我意識養

成，也應已構成侵害的手段。立法者對於過往的教育政策能夠改弦易

轍，並且從多元文化精神的角度切入教育領域，相較於過往僅強調單

一價值，具有相當的進步，也符合看待文化的觀點不宜有高低之分，

而是注重其中寬容與差異的特點。 

（三）工作權的特別保障 

    立法者真正對於原住民最為關切的重心，應該要算是基於工作權

保障，而對於原住民就業問題所做的安排。這裡值得一提的是於民國

九十年制定通過的「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21」。該法的立法背景是基

於原住民失業率，往往是非原住民的二倍之多，因此而有制定特別法

                                                 
20 2006 SCC. 6. 
21 本法在名稱上以「原住民族」為保障對象，但實際上整部法律的內容仍是以基於個別

原住民的身分來判定。就以比例進用原則為例，其中內容是要求特定職務達到一定雇

用人數時，必須包含原住民若干名。這裡僅以原住民身分為必要，而不是依照族別加

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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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強原住民受雇機會的必要22。這部法律透過五大措施來作為原住

民工作保障的機會： 

比例進用原則：根據該法第四、五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

及公營事業機構，在雇用約聘人員以及不需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

非技術性工級職務時（警衛、技工、收費管理員等），非原住民地區

每滿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原住民地區則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原住

民。 

原住民合作社：基於原住民有群體工作的特性，主管機關應該輔導原

住民設立各種性質的原住民合作社，以開發各項工作機會。原住民合

作社如果是依法經營者，不僅可向政府申請經費（第九條），更可免

徵所得稅及營業稅（第八條）。 

公共工程及政府採購之保障：對於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辦理各項採購時，如果金額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適用範圍內，

則應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承包（第十一條前段）。如果

需依照政府採購法之程序進行者，則國內員工總數超過一百人的得標

廠商，應於履約其間雇用原住民，而其人數不得低於總人數百分之一

（第十二條）。 

促進就業：為了規劃、研究、諮詢、協調、推動、促進原住民就業相

關事宜，本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原住民促進就業委員會（第十

三條）；並且依各族之文化特色，辦理各項技藝訓練以開拓就業機會

（第十六條）。 

勞資爭議及救濟：在勞資爭議進行中的調解程序與仲裁程序，本法保

障原住民代表委員的名額（第二十條），並且提供爭議時的法律諮詢

以及相關費用（第二十一條）。 

除了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以外，立法者也在其他法律中設定有

雇用原住民勞工的最低下限，譬如在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八條，要求得

標廠商（國內員工總數逾一百人）於履約其間雇用人數不能低於百分

                                                 
22 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89 卷第 36 期，第 100 頁。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發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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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一旦雇用不足不僅需繳代金，亦不得雇用外籍勞工替代該名

額。另外，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第十二條規定，自由港區事業

在僱用勞工總人數中，應僱用具有原住民身分的比例亦達百分之五。

其次在溫泉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如果在原住民族地區經營溫泉事業，

雇用人數如果超過十人，雇用原住民的比例應達十分之一。 

    對於少數或者是弱勢團體的工作機會採取比例進用原則，並不是

我國獨有的措施。即以美國為例，隨著 1960 年代興起的民權運動，

美國政府開始提出在工作上保留一定的名額與比例的政策，以優惠少

數團體或族群23。這種被稱為「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
的政策，在當時的思潮之下，被視為是促進社會階層移動的好方法，

並且可以補救（remedy）過往政府自己所造成的惡果，以及促進弱勢

者的社會階級提升24。不過，採取這種措施除了引起是否符合平等保

護原則的問題之外25，也必須面臨是否使同為市場競爭機制下的勞動

人口，遭受反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困境26。 

    回到台灣的情況，學者林佳和以勞動市場除了可區分為公部門與

私部門等二大市場之外，另有一屬於非營利的公共服務作為第三部門

的區分方式，肯定國家在轄下各機構相關的工作採取比例進用原則的

方式，但是對於「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針對私人企業也要求

採取百分之五的高標準，則對其結果抱持不樂觀的態度27。 

    回到本文一再強調的文化思考起點。就比例進用原則來看，藉由

國家創設法律而提供工作機會的同時，實際上也是提供原住民從事一

定工作的經濟誘因。如果更進一步來看，可能要問的是，這裡所創造

                                                 
23 法治斌，〈司法審查中之平等權：建構雙重基準之研究〉，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彙刊，第 6 卷第 1 期，1996 年 1 月，第 40 頁。 
24 關於優惠性差別待遇的歷史源由，可參 RICHARD D. KAHLENBERG, THE REMEDY-CLASS, 

RACE, AND AFFIRMATIVE ACTION, 3-9 (1996). 
25 廖元豪，〈美國「種族優惠性差別待遇」（Racial Affirmative Action）合憲性之研究〉，

東吳法律學報，第 9 卷第 2 期，1996 年 8 月，第 1-44 頁。 
26 由於法規要求必須採取比例進用原則的工作機會，不僅均屬於非專業性的勞力密集職

位，同時也是勞動市場裡最無資格限制者，因而造成對非原住民身分勞工的反歧視現

象，應不能說是多慮。 
27 林佳和，〈原住民、工業社會與後工業時代的變遷〉，收於吳豪人主編，《2003 年台灣

人權報告》，2004 年，第 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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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機會是否符合有助於憲法上追求提升其民族精神，以及開創多

元文化的目標。 

換言之，當國家並沒有慮及到文化的差異性，而深刻的思考應該

給予哪種工作權保障的模式時，則又不免落入昔日將給付行政視為萬

靈丹，卻忽略對於文化領域所造成的可能干涉28。比例進用原則在表

面上或許有其吸引力，可能也會有短暫的立竿見影之效，更不用說國

會議員或者行政部門得以作為政績的表現。但是以文化面向作為憲法

保障工作權的思考時，是否提供符合其文化特性的工作機會，以及是

否藉此工作有助多元文化的展現以及個人的文化自我意識的提升，立

法者應該有更一步斟酌。反過來說，如果比例進用的原則不在於創造

文化上的多元性，而純粹以一般社會安全的目標加以考量，則立法者

要如何自圓其說對於其他勞動者的差別待遇，恐怕亦是另一難題。 

三、民族權的另一種詮釋 

在一系列以原住民族生存、政治、社會地位以及權利的訴求當

中，原住民族不斷強調對自己文化的認同，以及他族對此應該保有的

尊重與重視。其中有尋體制外而根本否認現存統治正當性的獨立運

動，亦有試圖從憲法當中找尋對其最有利的依據，而要求政府必須依

照憲法的精神正視保障其生存地位。當然，法規範的功能可以從 Marx
的衝突論出發，當成是階級鬥爭下的產物，並且是國家用以宰制人民

的意識型態29；也可以從 Parsons 的結構功能而認為，法規範的功能

在於整合各個不同體系，並且在當中尋求一致與協調，以求社會整體

的存在、再生與繁衍30。由於過去國家有意的忽略或者壓抑原住民族

的文化特殊性，導致原住民族當今的社會運動訴求，不得不從衝突論

的角度著手，強調既有現存的法秩序保障對其不足，而有全盤更新並

                                                 
28 以自由港區為例，並沒有任何一處座落於原住民地區，因而具有原住民身分的勞動者

欲享有此一工作機會，遠離部落即成了必要過程。因而，到底是「重回部落」還是進

入漢族領域，恐怕只是徒增原住民心中的掙扎。 
29 洪鐮德，《法律社會學》，2001 年，第 115 頁。 
30 洪鐮德，同上註，第 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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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採取自治的方式以突破既有困境。 

不過，政治上的訴求能否成功，本來就有無限多種的可能性，而

對於處理種族或者族群的政治哲學理念也多有不同主張，比如民族權

的概念即是我國原民運動提倡的理論之一。這種權利的主張模式，是

透過民族作為自由行動的主體，而得以自我表達、決策，並且基於權

利的本質而得以排除國家的干涉31。由於這種權利以集體出發，和既

有以個人為主體的權利體系似有扞格，因而在論爭的一開始，就有陷

入是否合於憲法基本權利的非楊即墨之爭。主張應該承認具有集體性

質的民族權說法，大抵是從原住民族有其固有的決策模式與價值觀念

而出發，因而原住民族如欲採行傳統酋長制、長老制、甚且是貴族制，

均應該被正面的看待以及法制度上的承認32。平心而論，這種作法對

於原住民族受到優勢族群所制定的法規範而嚴重干預文化傳統的處

境，確實具有終結的效力。不過，面對這種現象的困境，除了民族權

以外，並不是無法可解。 

主張憲法上應該承認集體性權利的論點之一，在於基本權利能力

的賦予上，並不排斥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團體，因而承認民族作為憲

法上權利能力的主體33。的確，個人所組成的團體可藉由法制度的承

認，而取得具有權利能力的地位並且受憲法保障34。不過，透過法人

或者團體來說明憲法承認集體權，卻反而是突顯基本權的個人面向。

因為團體本身是一個集合無數個人所形成的「個體」，在這種情況之

下，團體的正當性自然是來自於個人主觀權利作用之下的決定，而不

是先有團體的必要性，才有個人的權利。 

重點還是回到個人權利的面向，基本權重視的是賦予自由型塑其

                                                 
31 林淑雅，《第一民族－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憲法意義》，2000 年，第 47 頁。 
32 林淑雅，同上註，第 47 頁。 
33 林淑雅，同上註，第 46 頁。 
34 在大法官釋憲的實務上，也承認得由私法人聲請釋憲，如釋字第五七七號即由屬私法

人的煙草公司所提起。至於非法人團體則在釋字第四八六號解釋提到「非具有權利能

力之『團體』，如有一定之名稱、組織而有自主意思，以其團體名稱對外為一定商業

行為或從事事務有年，已有相當之知名度，為一般人所知悉或熟識，且有受保護之利

益者，不論其是否從事公益，均為商標法保護之對象，而受憲法之保障」下而受到肯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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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領域的權限，不論是要形成團體而共同生活或者遺世而獨立，均

非他人所能聞問。過去國家所壓抑的命名行為或者對於儀式慶典的加

以禁止，在結果上雖然是集體的自由被侵害，在形成的原因上，卻是

個人意志受到限制，因而終究還是得以個人面向予以主張。再者，乞

靈於國家承認其民族權而創設出自治區的概念，將無法免去其公法人

的性格。因而，對於原本所要對抗由優勢人口所組成的國家，卻反而

失去基本權的權利能力而無所主張。 

至於居於人口少數的原住民族，是否在失去民族權的情況之下，

即應當然受到國家多數人所制定之規範的限制，當然這裡是個否定的

答案。因為前章已將文化的內涵，融入於各個基本權保護領域的形

成、干預手段的認定以及合憲事由的論證，從而應對不同文化者有足

夠的考量。由於任何權利都無法逃脫受到限制的命運，因而在文化方

面，重點是限制基本權利時應作出文化考量，而不是創造實定的民族

權之後，才在沒有文化的顧慮下產生各種限制。 

四、回到各基本權的文化面向思考 

    在權利的系譜上，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採取集體權保障方式，確

有可能矯正過往忽視的態度。不過，肇因於現實上修憲的困難度以及

基本權利的發展過程，忽略現行可用的個人面向基本權利實在過於可

惜。傳統上將基本國策與基本權視為是完全不相關事項的看法，卻反

而使得基本權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沒有達到憲法預設的狀態。基

本權利固然是以防禦面向為出發點，但隨著其他各種不同功能被承

認，其實是將基本權利的效力往社會領域深化。對於文化發展來說，

我國既採取多元文化作為基本國策，發揮其功能的方式即是在基本權

內賦予文化扮演一定的角色。從而在這樣的方式之下，也得以避免國

家對於文化介入過深，導致另一次以國家為主導的錯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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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語言 

一、緒言 

早在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狂想被阻止之後，其實也就註定了

後世之人，必得為不同語言和語音間的溝通而付出巨大代價。事實

上，語言培育了個人得以認識、理解萬物的最基本能力，也代表了個

人得以透過語言而形成自己的內在人格，以及對外表現內心的所有感

受。因此，語言不僅對於個人具有自我實現的意義，結合相同的語言

使用者，更可以發揮連結多數人而組成團體的功能。也正是在這個脈

絡之下，具有同樣語言使用背景所組成的語群（Sprachgemeinschaft），
可以在政治上更進一步的形成國族（Staatsvolk）與民族（Nation）的

觀念。當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史，就是最佳明證35。 

    正因為語言對於國家的肇建具有強大功能，因而在國家成立之

後，最要緊的工作就是讓整套語言系統得以延續與傳承。不過，這裡

卻有個顯而易見的矛盾之處，因為假使國家是由相同語言者所創建，

那麼語言的存在除了國家遭受外力侵犯下終結，而讓語言有絕對滅失

的危機，否則國家有何需要強力扶植特定語言的發展？暫時撇開兩個

世紀前所展開的大規模殖民運動不論，一個合理的假設也許在於國家

內部的語言組成狀況其實並非單一，而毋寧是充斥著各種不甚相同的

語言；在為了確保國家存續的考量之下，即有必要維持一套共通的語

言，使得同一國度之內卻使用不同語言的人，既可以彼此溝通相互瞭

解，也使國家人民的團結意識能夠因此而繫於不墜。但問題是為了達

到這個目的，國家對於語言使用的干涉究竟能有多深，人民是否又能

享有語言的自由？ 

    以台灣為例，面對來自國家公權力加諸在語言政策的影響，早在

日本殖民時期即已開始，特別是末期所開展的「皇民化運動」為最。

                                                 
35 Kirchhof, Deutsch Sprache,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Ⅰ, 1996, S.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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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對於該項活動內涵之一的「國語運動」，一邊運用壓制手

段，一邊廣設「國語講習所」以提供日語學習管道。並且透過表彰「國

語家庭（家庭的所有成員，在家庭內也一律使用日語）」而提供特殊

優惠的教育機會、公職優先任用等種種誘因，試圖提高「國語解者（了

解日語的人）」的人口數36。然而日本殖民時代的結束，並不表示語言

政策得到鬆綁，戰後的語言政策仍然以國語推行為主，只是國語的內

涵又歷經了一次重大轉變。 

    要說語言在台灣是個受到壓抑的文化事項應不為過。作為一個人

口組成複雜的島嶼，以及濃厚移民社會的色彩之下，語言所顯現的多

樣性其實十分可觀。最概括的分類就可能有漢藏語系漢語族與南島語

系的兩大不同系統，更別說漢語族因其語音尚有國語、台語、客家語，

乃至於不同原住民族彼此也有不同語言的情況。 

    回到憲法賦予人民基本權利的角度來看，德國學者 Kirchhof 曾經

指出，語言的自由使用得以連結到個人內心的思想形成，以及外在獨

特的自我行為表現，從而語言自由可以看成是該國基本法第二條第一

項的一般人格權、第五條第一項的表意自由以及第三項藝術與學術自

由的基本構成要件37。如果回到我國的情況，除了基本權利的思考脈

絡必須特別強調之外，由基本國策以及增修條文而來的多元文化觀，

如何對於語言自由的內涵加以型塑，相信應該是個不容忽視的問題。 

二、語言對於個人以及國家之關係 

（一）語言對於個人與團體的意義 

根據語言學家對語言所作出的定義，語言乃是有系統的，是以聲

音為傳訊的符號，是約定俗成的，是人的自主而有意識的行為，以及

                                                 
36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收於張炎憲、戴寶村、李筱峰

等編，《台灣史論文精選》（下），1996 年，第 170-173 頁。 
37 Kirchhof, Deutsch Sprache,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Ⅰ, 1996, S.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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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有關的社會行為38。因此，在語言學的觀點上，各種不同的語

言其實都在表現出其內心的思想與情感。換言之，透過語言的使用，

每個個人可以顯出自身的特殊性，也可以表達自我的認知。此外，語

言也是個人得以感知整個世界的最重要來源，透過語言以及有形的文

字展現，個人也可以理解並且思考自我的生命觀與世界觀，從而知其

所來以及知其所往。因而當個體在決定使用語言並且傳達任何的訊息

過程，也正是一種自我決定與自我實現的表彰。 

    不過語言的功能並不僅止於個人面向，透過多數相同語言使用者

的溝通，將能創造出屬於該語群的文化，並且促使運用相同語言的多

數人，彼此能夠產生歸屬感（Bewusstsein der Zugehörigkeit）的意識39。

以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史來看，在這適逢法國拿破崙入侵

的危機年代，Fichte 和 v. Humboldt 所發表的一系列主張，都不斷強

調德語對於延續民族與國家所肩負的使命，並且同時主張德語優於其

他語言40。儘管德語優越的論點看不到語言學的根據，卻十足反應語

言所能發揮以及動員的能量。時至今日，藉由在德語上的同質性

（Homogenität）仍然被認為是建構德意志國族（deutsches Staatsvolk）
的最大礎石41。 

    強勢如德意志民族如此，處於人口居於弱勢的少數團體，一旦身

處由他族所建立的民族國家當中，對於語言的處境則是更為艱困。再

以德國為例可以發現，德國境內的語言使用者，亦不盡然可以用同質

性來一言以蔽之。除了為數眾多由土耳其來的客籍勞工以外，原生於

德國境內的少數團體，至少包括 Dänen、Friesen、Sorben、Sinti und 
Roma 在內，都有自己獨特的語言而異於德語42。面對德語的強勢，

這些少數團體的語言困境可想而知，從而如 Dänen 和 Friesen 皆有所

                                                 
38 謝國平，《語言學概論》，2002 年，第 10 頁。 
39 Mäder, Sprache und Recht: Minderheitenschutzrecht in Deutschland, JuS 2000, S. 1151. 
40 蔡芬芳，〈德國語言政策－以索勃人為例〉，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之「各國語言政策研

討會」，2002 年，資料來源：http://mail.tku.edu.tw/cfshih/ln/ 
41 Kirchhof, Deutsch Sprache,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Ⅰ, 1996, S. 757. 
42 Murswiek, Schutz der Minderheiten in Deutschland,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 

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Ⅷ, 1995, S.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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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推動各自母語以及文化保存的組織43。 

    總的來看，語言透過個人的行使以及與他人的交流相互作用，一

方面使個人的人格得以成形，二方面也使個人在團體中找到歸屬感。

正因為語言作為一種認知的過程，而且得以表現個人的心靈思想，因

而一直被視為是人類最特殊的天賦，而與一般動物有所不同。 

（二）語言和權利之間的關係 

1. 語言的工具性角色－語言作為行使權利的起點 

    回到法學的思考層面來看，以權利義務為主要架構的法律關係，

看似與語言無關，然而不論是權利的主張或者是義務的履行，一旦沒

有以語言作為載體以及渠道，雙方當事人恐怕無以彼此瞭解，亦無法

完成法律行為所要求的各項要件。如果從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來

看，不論是自由權或者是受益權，如果無法以熟知的語言作為理解，

人民恐怕徒有名目保障，而無法直接有效行使。因此，不僅是個人言

論、講學、出版、通訊、結社等自由必須以語言形成，即便是在權益

受損時所需要主張的司法受益權，如果不以語言「聲請」法院裁決，

自然無法獲得法院救濟。 

    人民主張權利固然需要語言，在所需服從的義務上，也必須透過

語言才能知悉個人與國家間的關係如何確定。為數多如牛毛的諸多禁

止、強制規定，向來只著重在形式的國會通過而符合法律保留原則，

以及實質內容並未過度限制人民自由權利的比例原則之上。然而，更

重要的前提毋寧是受規範人，是否清楚知悉規範內容何在，以及所得

主張權利為何。以瑞士憲法為例，該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關於人

身自由的剝奪程序即規定，人身自由遭受剝奪時，有權請求機關以其

所理解之語言說明原因，並且告知得以主張之權利。對照我國憲法第

八條，儘管該條已算是憲法關於人民權利最為詳盡具體的規定，但是

                                                 
43 蔡芬芳，〈德國語言政策－以索勃人為例〉，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之「各國語言政策研

討會」，2002 年，資料來源：http://mail.tku.edu.tw/cfshih/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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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不同語言使用者的關照仍有遜於瑞士。 

    如果更進一步來看，我們會發現法治國的重要意涵在於基本權利

得以受到保障並且有效行使為前提，不過事實上，權利的思考顯然必

須以與語言作為起點。因為不論是行政部門的決策公告、立法部門制

定的法律乃至於法院所作出的判決都涉及語言的表現。因此個人在安

排自己生活的同時，如果無法知悉國家與自身的關聯，其權利也就有

減損之虞。從這個角度來觀察，一個足以使人民了解以及得以主張的

權利體系，必以其所知悉的語言表現為其前提。 

2. 語言的本質性角色－語言作為自我實現的功能 

    語言除了作為主張權利的載具之外，更重要的功能還是在於本身

彰顯的自我實現。這個功能在語言同質性高的國家不容易被察覺發

現，但是如果國家內部存在有多數不同的語言，那麼問題就會顯得較

為實際。以同一國民有使用不同語言的情形為例，一旦國家定出「國

語」，要求人民在特定時空地點必須使用該語言時，也就產生個人對

於國家是否享有語言權利的疑問。 

    如前所述，語言有其個人與團體兩種不同的面向，因而在探討是

否存在有語言權的同時，也有必要從這兩個面向加以觀察。 

就個人的部分來看，語言對於個人具有彰顯內在心靈想法，並且

作為外在表現行為的功能，整個語言運作的過程可視為是自我實現的

一環。如果從這個角度切入，使用語言的自由和憲法上所賦予的基本

權利，在本質上即有產生聯繫因素的可能。以當今基本權利所植基的

人性尊嚴理念來看，其核心價值在於個人本身即是目的，而不允許被

國家當成一種工具或者手段；其次，人性尊嚴也強調自治與自決的核

心內涵，從而每一個體均因此而享有不受國家支配的生活領域44。在

這種理解之下，語言表現的是個人自主與自決之態度，而可能具有權

利的性質。 

                                                 
44 李震山，〈人性尊嚴之憲法意義〉，收於氏著《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2000 年，第 10-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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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國憲法上並不像瑞士憲法第十八條，有著語言自由受到

保障的明文，而是僅在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的精

神下，強調原住民族的語言地位。因此，語言自由究竟得否作為憲法

上的主觀權利，恐怕不是不證自明的道理。不過，結合語言對於基本

權行使的工具性角色，將有可能將語言納入基本權的保護範圍。也就

是把語言當作一種文化行為的表現時，緣於基本權的保護領域必須兼

顧不同文化乃至於語言使用者的差異，即可將各項基本權內容納入必

須保有選擇不同語言的自由。更進一步說，每一個列舉的基本權，其

實都隱含著一定實現自我目的在內。因而不論是在人身行動、言論、

集會等各種自由的保護領域形成，也都環繞在自決這個概念之上。而

藉由語言作為權利思索的起點，當每一個基本權在運作的同時，即當

然包含語言在內。所以就算當今憲法本文沒有以語言自由作為明文保

障的內容，但在保護領域的型塑上，因為保障內在思想與外在行為，

即將語言的運作過程包含其中。 

    除了個人面向的權利以外，相同語言者的集體使用交流現象，也

使得學者提出以超個人權的觀念來探討語言問題，特別是在面對少數

團體的爭議時。以當代學者 Capotorti 將少數團體定義為具有種族上、

語言上、宗教上處於非多數地位，以及彼此之間具有團結的心理感

受，從而不同於國家主流族群成員的幾個特色上45，再加上語言對於

團體所能產生的歸屬感，以集體的方式來尋求語言受到保障，其實有

其堅實的理由。而語言學所做的研究也指出，存在多語言的國家，得

以用語言（包括語音）來區別出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階層46。不同的

語言間會形成位階關係而有高階語言（high language）、低階語言（low 
language）、中階語言（mid language）的不同47。正因為語言使用的不

同得以分隔團體的差別，要求自身的語言受到重視，並且具有對抗國

家限制力量的權利性質，也成了超個人面向的重要訴求。 

                                                 
45 參考 Murswiek, Schutz der Minderheiten in Deutschland,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Ⅶ, 1995, S. 667. 
46 謝國平，《語言學概論》，2002 年，第 322 頁。 
47 高階語言乃是被使用於正式之政治、經濟場合，低階語言則多被使用於家庭、社區等

一般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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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Kymlicka 就強調，僅以個人權性質的言論自由作為語言的

保護並不充足，少數弱勢語言真正需要的是區域性雙語機制。亦即少

數團體有權向國家主張在所居住的範圍之內設置語言區，而在區域內

僅得以該弱勢語言作為唯一通行語，其他語言使用一概受限48；換句

話說，個人面向的語言自由在此時受到抑制，而超個人團體所主張的

語言權，則可向國家要求獲得優先保障。 

    如果從語言的集體交流作用來看，不以集體權的保障模式來加以

處理，對於瀕臨消逝的語言保障，確實無法克盡全功。不過與其強調

團體權的新興世代人權，或許平等權可能使得上更多力氣。以語言所

具有的集體性格來看，少數語言之所以消逝的一大要素，在於面臨國

家的忽略以及刻意提倡某一特定語言。以國民教育或者公權力機關為

例，如果僅教授或者接受單一語言，則對於他語言即造成差別待遇。

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如果不能提出該行為目的正當性何在，以及達

到目標所採取的手段是否妥當，恐怕無法通過平等權之檢驗。 

（三）語言對於國家的意義 

    語言和國家的關係，最主要的表現在於國家是否採取某種語言作

為「國語」或者官方語言，進而在行政、立法、司法三權的實務運作

上，皆以該語言為唯一。以德國為例，學者認為基於事實上的單一性

（Einheitlichkeit）與一致性（Geschlossenheit），德語作為德國的國家

語言（Staatssprache）無需由基本法明文表示；而且儘管基本法未指

明德語作為國語，但從基本法前言所指出的德意志民族（Deutsches 
Volk），以及條文中以德文規定德國人（Deutschen）的基本權，也可

推知德語作為德國的國語49。雖然基本法沒有明定德語作為國語，但

是攸關人民與行政部門甚鉅的行政程序法（Verwaltungsverfah- 
rensgesetz, VwVfG）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即明確規定德語作為公務語言

（Amtssprache），從而一切行政部門所作的行為都必須以德語為有效

                                                 
48 威爾‧金里卡（Kymlicka）著，鄧紅風譯，《少數群體的權利》，2004 年，第 157 頁。 
49 Kirchhof, Deutsch Sprache,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Ⅰ, 1996, S.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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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而法院組織法（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GVG）也以德語作

為法院語言（Gerichtssprache），因此在法院內所做的任何口語表示，

皆應以德語表達；至於國會語言（Parlamentssprache）雖無實定法的

規定，但事實上仍以德語進行，並且以此與行政程序與司法程序相符
50。 

    至於加拿大自由與權利憲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和瑞士憲法，對於語言方面的規定，就顯示出與德國基本

法完全不同的風貌。加拿大的作法是明定英文與法文作為官方語言

（official language），兩者不僅具有同等的地位，也均得以作為國會

語言和政府語言（憲章第十六條第一項）。而瑞士憲法於第四條明定

瑞士的地方語言（Lan- dessprache）有德語、義大利語、法語、以及

雷曼西語（Rätoromanisch）等四種。第七十條則規定聯邦的公務語言

包括上述四種語，而各邦的公務語言則屬於各邦權限內的自治事項。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憲法要求各邦必須在融洽（Einvernehmen）的情

境下作出選擇，並且考慮尊重少數語言使用者的處境。同時，聯邦與

各邦均須促進不同語群（Sprachgemeinschaft）間的相互理解以及交流
51。 

    事實上，就德國境內的語言狀況而言，是否真的具有單一性與一

致性並非令人無疑，前述四個少數團體的存在至少就表現出一定程度

的多語性。不過德國的文化高權並非由中央獨斷，相反地，地方在此

領域擁有極大的權限。從而在各邦憲的條文中，也不乏針對邦內少數

團體所產生的多語現象加以尊重與保護，譬如 Brandenburg、
Mecklenburg、Sachsen、Schleswig-Holstein 等邦，即運用一般保護與

尊重條款（allgemeine Schutz- und Achtungsklausel）與促進條款（För- 
derungsklausel）兩種方式，照顧境內少數團體52。 

回到界分國家與人民關係的基本權角度來看，由於語言是行使基

                                                 
50 Kirchhof, a. a. O., S. 762 
51 有關瑞士新憲法對於語言方面的規範，可參 Biaggini, Sprache als Kultur- und Rechtgut, 

DVBL 2005, S. 1090 ff. 
52 Murswiek, Schutz der Minderheiten in Deutschland,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 

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Ⅷ, 1995, S.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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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所不可或缺的要素，也是思考權利的起點。因此不管是從工具性

或者是本質性的功能切入，語言自由都應該受到國家的尊重，而不能

任意使國家得以透過公權力而造成某種語言的優勢或劣勢。這也正是

深愛德語的德國學者，亦不能否認國家對於個人語言上的抑制禁止

（Repressionsverbot），以及國家不得存有語言帝國主義（Sprachen- 
imperialismus）的心態，而有計畫地壓抑非屬多數人口的少數語言53。 

將語言納入基本權的內涵當中，除了避免國家侵害的防禦面向以

外，也將隨著所依附的基本權利，而有其他各種不同面向的功能。 

換言之，因為語言所受到的基本權保障，而使得國家在語言事項

上負有各種不同的義務。以表意自由為例，結合使用母語自由的權利

來加以觀察，則是個人得以使用母語作為任何表現的基礎，而國家此

時不僅不得干擾，更在於因基本權所產生的效力，而使國家負有義務

保護此項自由的實現。譬如對少數團體在面對與優勢族群語言不同的

困境之下，往往少了許多使用自身母語發聲的機會，因此即有必要在

廣播電視節目的時段分配上，保障其發聲的可能性；復以司法受益權

來看，如果法院所進行的程序或者所依循的規範，沒有透過適當的傳

譯方式使其知悉，法治國的理念恐怕也無法貫徹。 

國家另一種義務則是語言區原則（Sprachgebietsprinzip）的實踐，

因為語言的特性在於整體多數人的使用。從而國家在擔保人民有學習

語言的權利之下，得以在領土中劃定以少數語言作為通行語的區域，

進而以該語言作為區域內人民的公務語言以及學校語言54。 

    國家和語言之間的關係來看，最主要的還是從人民在憲法上所享

有的權利，以及國家因此所負有的義務來加以觀察。由於現今國家的

職能，已不再僅是消極不介入，反而是更進一步的涉入原屬於社會領

域的事務。這個發展促使國家面對語言的消逝，沒有冷眼旁觀的餘

地，而是必須利用基本權的各種功能維護語言的多樣性，並且突顯多

元文化所要強調的目標。因而在這種文化觀之下的基本權內涵，也得

                                                 
53 Kirchhof, Deutsch Sprache,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Ⅰ, 1996, S. 764. 
54 Kirchhof, a. a. O., S.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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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兼顧到語言所需要的生存空間。 

三、我國法規範對語言之態度 

    我國憲法和德國基本法一樣，沒有特別強調國語的存在，也沒有

明定通行於境內語言所包含的種類。綜觀我國法規範對於語言的態

度，大抵可以由以下數個時期的不同態度來加以觀察： 

（一）早期以國語運動為主軸 

在語言政策上，早先很長的時間完全是以推動「國語」為主，並

區隔出非國語之「方言」。在此一階段，國家機關只以國語為官方語

言，國語自然而然的成為高階語言，而成為正式場合唯一得以使用的

語言。政治上，政府的政策法令宣導一律以國語為準；教育上，教育

部設置國語推行委員會以負責推動國語的任務，並制定有國語推行辦

法55。該辦法規定，學校教授國語科目並舉辦演講活動及教學成果展

覽，也規定國小一年級學生必須學習注音符號以利國語教學；大眾傳

播工具、地方名稱均以使用國語為主。以基礎國民教育為例，學生僅

會接受國語教學，至於母語的部分則付之闕如。原住民族的情況更為

明顯，由於其語言屬於南島語系，和多數人使用之漢藏語系漢語族有

極大的不同。然而原住民在命名上，依姓名條例的舊條文必須以漢名

為之，另外在地名的稱呼也喪失其傳統的名稱而被國語的新名詞所取

代。無庸置疑，今日的社會以國語作為溝通不同語言間的橋樑，應是

奠基於此一時期的強力推廣。 

（二）近來強調平等使用為多 

  最近的立法趨勢則是開始注意到語言的重要性，也更懂得尊重語

言的不同，最明顯的例子就是搭乘捷運時，同一地名連續四種發音的

                                                 
55 該辦法於民國六十二年發布，並於民國九十二年二月廢止，其間歷時三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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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此並非捷運公司的刻意體貼，而是有「大眾運輸工具播音平等

法」的強制規定。該法第一條立法目的明白指出，本法乃「為維護國

內各族群地位之實質對等，促進多元文化之發展，便利各族群使用大

眾運輸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本法所規範之對象為一切大眾運輸工

具，依照該法的規定並無區分公、民營業者的不同。至於應播音之語

言則包括國語、閩南語、客家語，以及馬祖地區的福州話，至於原住

民語則授權主管機關酌予增加。此外，本法第七條也設有嚴厲罰則，

一旦違反規定可處三萬至三十萬的罰鍰；經連續處罰後而仍未改善

者，得撤銷其營運路線許可；情節嚴重者，甚至終止其路線經營權。 

因語言而遭受就業歧視的情況，也受到立法者的重視而加以禁

止。譬如大量解雇保護法第十三條，禁止以語言作為大量解雇的事

由；就業服務法第五條也同樣禁止因為語言的緣故，而歧視其就業保

障或者作為解雇原因。透過這些法律的規定，儘管屬於私人之間的勞

動關係，亦不得將語言作為差別待遇的理由。 

（三）司法事項特別要求國語 

    我國現行以國語作為官方語言最明顯的部分，也是規範密度最高

的區塊，要屬涉及司法的部分。譬如我國行政程序法雖無明定公務語

言的限制，但於法院組織法第九十七條則特別規定，審判時必須使用

國語；而九十九條亦強調訴訟文書應用中國文字，相同的規定則在訴

願法、軍事審判法亦可見到。 

（四）廣播電視節目多語保障 

    當今對多語言使用保障所做的最明確規定，要屬於廣電領域在相

關的法律中，採取各種不同的措施以保護語言。這裡的保護方式可以

區分為本國語言相對於外國語言，以及本國內不同語言之間的保護。 

1. 本國語言相對於外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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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國語言相對於外國語言來看，早在民國六十四年的廣播電視

法第十九條即要求廣播、電視節目中的本國自製節目，不得少於百分

之七十；而且亦要求各廣電業者在播放外國節目時，必須加配中文字

幕或國語說明。民國七十二年的電影法第二十三條也規定，外國電影

片在國內作營業性映演時，應改配國語發音或加印中文字幕56。從上

述這些法條來看，應可解為立法者有意保護本國語言免於受到外國語

言的干擾；也可以當作是國家保障人民於接收資訊時，得以其所熟知

的語言而瞭解；更可認為是國家為防止本國廣電頻道的外語播放率過

高，而導致對本國語的輕忽與不重視。 

2. 本國內不同語言的保障 

    至於對國內不同語言之間的保障，要從民國六十四年所制定廣播

電視法第二十條為語言規定的起始討論點。該條要求「電臺對國內廣

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年減少；其所應占比率，由新聞

局視實際需要定之」。對照立法當時的紀錄可見，由於時值中國大陸

文化革命期間，當時的立法委員大多數刻意強調國語的正當性，而貶

抑方言的價值。並且針對當時社會對於國語的腔調不一，感到憂心忡

忡；並且有為數眾多的委員強調，廣電法之規定無異保障方言的地

位。因此逐年減少方言所佔比例猶為不足，尚應訂定禁絕方言之條

款；此外，亦有委員認為方言難登大雅之堂，不僅有害學子國文程度

之提升，也造成求學上之阻礙57。 

行政院新聞局依照廣播電視法所授權制定的施行規則要求，電台

對國內廣播應用國語播音之比例，調幅廣播電台不得少於百分之五十

五，調頻廣播電台及電視電台不得少於百分之七十。換言之，非國語

的播音至多只於調幅電台佔百分之四十五，而影音效果較佳的調頻電

台與電視台，僅佔百分之三十。因此，以當時之時空背景，廣播電視

                                                 
56 對照立法當時的原意，乃是刻意將條文定為改配國語發音置於中文字幕之前，以示中

文發音為主，字幕為輔的作法（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72 卷第 49 期，第 95 頁。）。然

而時至今日，外國電影除了針對兒童所播放的影片可能搭配國語配音以外，其餘率皆

僅以中文字幕為之。 
57 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64 卷第 93 期，第 1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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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國語為獨尊的態度，非屬國語的語言則受到相當程度的忽略，甚

而有逐年減少其播音的要求。 

    然而時至民國八十二年，立法者對於語言規定有了大幅度的轉

變，當時朝野各黨均提出不同的版本加以修正。時任立法委員周荃所

領銜的版本提案主張，在肯定國語政策長期的功效，以及電視科技可

提供雙語播音的前提下，主張刪除該條規定；隨後時任立法委員葉菊

蘭所領銜的版本更進一步指出，該條應將國語的用詞改為「本國語

言」，並且增定特別保護少數語言播出的機會58。由於雙方見解歧異頗

大，最後在採取記名表決的情形況下，通過了刪除第二十條的方案。

至於本國語言用詞以及少數語言保障，並未闖關成功59。 

隨後對於語言的法律規定，要屬民國九十二年新增有線廣播電視

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的規定最為徹底，該條指出「為保障客家、原住民

語言、文化，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情形，指定系統經營者，免費提供固

定頻道，播送客家語言、原住民語言之節目」。如果系統業者不遵守

此規定，根據第六十八的罰則規定，主管機關可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逾期不改正者，得按次連續處

罰；情節重大者，得撤銷籌設許可或營運許可，並註銷籌設許可證或

營運許可證。 

換言之，在此透過法律的強制規定，要求系統經營者必須負擔語

言推廣的責任，而且在法律效果上不僅只有罰鍰一事，最重者甚且可

使其喪失經營資格。觀諸立法者對於本條的原意，即是在於原住民與

客家語，在現今大眾傳播的語言使用上屬於相對弱勢。如果任由市場

機制發展，即使有意經營此二語言為主的頻道，一旦無法得到系統業

者的支持，顯然亦無法達到維護其語言的功能60。 

    觀察我國的立法進程，早先一系列措施之目的，在於整合各種不

同語言間的差異性，期使各種語言的使用者得以彼此溝通，以求取國

家進一步的團結以及凝聚更高的向心力。就此而言，統一語言乃是有

                                                 
58 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82 卷第 46 期，第 43-72 頁。 
59 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82 卷第 48 期，第 90-92 頁。 
60 討論過程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92 卷第 3 期，第 2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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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且合適之手段。不過，當這樣的措施與手段，已大到達足夠壓迫或

直至消滅他種語言的程度時，其正當性便不免令人質疑，尤其是否仍

在憲法保障人民權利的容許範圍之內不無疑問。不過近來的立法趨

勢，則是以剝奪經營權的方式來課予大眾運輸工具經營業者與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營造多語的空間與接觸的機會。然而這樣一來，卻很

明顯的看到國家介入的身影。如果將語言作為文化的一個重要面向

時，國家此刻如何遵守中立性與補充性立場，似乎就有進一步的思考

空間。 

四、文化憲法的面向 

綜觀我國的發展經驗，將語言納入權利的脈絡之下，具有兩個重

大的意義，第一是在爭取自我文化的認同，第二則在避免國家機關的

侵害。尤其是國家可能藉由提倡國語而使非國語使用者受到壓抑，並

且導致與他人可資區別性受到減損，而造成文化終極消滅的後果。如

果以功能法的觀點來看語言政策，儘管在追求國家團結與社會和諧的

過程當中，需要以共同的語言進行溝通。但是，團體之間如果沒有進

行基本文化要素（語言即是一例）的交換過程，而是採取忽略或消滅

的態度，則該語言政策反而不能夠達到原先所追求的期待值61。從我

國的發展來看，似乎正是缺乏這點思考。 

事實上，如果結合我國憲法對於人民基本權利以及基本國策的規

定加以思考，過去的政策以及法律規定的合憲性，顯然具有相當大的

疑義。以基本國策與增修條文所強調的民族精神與多元文化概念來

看，基本權的內涵本應兼顧文化的形成。以言論自由為例，此條範疇

底下的語言使用自由加上基本國策的精神，即是強調國家對於不同語

言使用者的表現行為，需要保障並且不予干涉。從而在給付面向，應

在兼顧不同語言使用者的權益下，提供管道使其發聲。 

由於我國憲法的結構上，蘊涵而且宣示屬於社會私領域的理型狀

                                                 
61 MARGER,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11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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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因此在基本權利的內涵型塑上，即必須納入基本國策所宣示的多

元文化思考脈絡。站在此一立足點上，儘管我國現今並無文化權或者

語言自由權的明文，但是透過基本權利負載基本國策的效力，可讓語

言多元納入各個基本權的保護範圍之內。譬如表意自由得以保障自由

使用語言，而工作權的就業保障，亦應慮及不同語言使用者的權益。 

此外，透過基本權利對於多元文化的重視，也將使得在論證合憲事由

時，可以從多元文化的角度出發而作討論。以前述的大眾交通工具經

營業者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商來看，透過法律規定而負有多語廣播以

及提供免費固定頻道，或多或少都將造成業者在營業費用的成本支出

以及收益的減少，因此對於基本權的限制其實甚為明顯。然而，藉由

文化作用於基本權利以及基本國策的角度出發，當憲法已預設一個多

元文化的社會狀態時，也就代表立法者對於社會人民之間的水平關係

得以介入，並且可在一定範圍內作出分配。此時國家只要秉持應遵守

的文化中立與多元原則，且使國家得以作為所有國民的家園，而不是

僅認同特定單一文化族群，或者只承認特定文化內容的狀況，也就符

合憲法上對於人民基本權的保障以及基本國策的目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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