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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原住民經濟變遷與共用資源自主治理之探

究途徑 

第一節  原住民經濟發展之中心∕邊陲觀 

在世界各國家的組成中，多包含一個以上的民族群體，因此，常會存在著多

數民族與少數民族的差異。多數民族與少數民族是一個相對的概念，其區分多以

人口數量之多寡、政治權力之強弱、文化背景之差異等作為標準。少數民族意指

在人口數及政治權力上佔相對優勢的多數群體之外的，在人口數、族群及其文化

背景、生活習慣上屬於相對少數的民族群體。而多數民族與少數民族的身分認

定，主要基於多民族互動的機制加以區別。 

在分析多民族國家中的少數民族與多數民族的關係與政治、經濟發展現況

時，少數民族相對於多數民族普遍或多或少有著邊緣化的現象。原住民問題是大

多數多民族國家中常會出現的民族問題，而臺灣原住民問題的出現，最早導因於

日本帝國主義殖產興業於臺灣的殖民政策陸續擴張，最後卻意外造成了國家結構

及其社會、文化機制，對於原住民傳統的部族、社會意識和生活模式產生了影響，

而使得原住民原本之生存與認同的自主性產生變遷（官大偉，2002：26）。時至

當代，原住民社會雖已不再受傳統式的帝國殖民主義所影響，但隨著資本主義市

場經濟的急遽擴張，除了原住民族社會與主體社會之間，因政治力量的差異而在

國家體制權力運作下，出現的邊緣化現象依然存在以外，經由經濟力量發展而來

的中心與邊陲結構，對於原住民族地區也產生了重大的影響，原住民族地區之經

濟發展在某程度上是被主宰與支配的。因而，原住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於

主體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而言，仍舊普遍存在著較為邊陲的地位。 

一、中心∕邊陲概念 

一般所謂的中心與邊陲觀念，最常見於現代國家體制下掌握行政體制運作，

而產生國家權力集中的行政管控中心，這些行政管控中心通常產生於行政體系運

作之機制，且依其合法性權力集中與分散的相對關係，而有其對應之中心與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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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如鄉鎮公所、地方縣市政府、首都，乃至總統府，而相對於權力集中之管

控中心的，即為權力無法有效運作而權力較為散發的底層、偏遠地區。一般而言，

在政治影響力方面，中心必定存在著支配邊陲的力量（黃應貴，2006：129）。 

另一類中心與邊陲的不平等關係，則是經濟影響力所塑造的，其性質往往是

獨特的。這可以 Samir Amin（1990）的拉丁美洲邊陲形構1研究為例，美洲在當

代世界體系形成中的重商主義時期扮演了很重要的角色。美洲早期的社會形構，

在哥倫布到達以後產生了重大的改變，對於歐洲核心國家的商業資本形構，當地

大部分的生產方式皆選擇屈從於它，而未能對此加以適應的生產方式則遭到摧毀

的命運。商業資本為資本主義的前身，它在美洲建立了許多剝削的形式，如白銀、

黃金等貴金屬的開採，以及某些經濟農產與原料，如糖、棉花等，在功能上為資

本主義市場而生產，而這些歐洲商業資本壟斷者以這樣的方式，在美洲累積起貨

幣資本，以供其後歐洲資本化全面發展的需要。拉丁美洲在此時期興起之大莊園

類型的農業資本主義，奠定了往後為其社會形構之特點，且成為延續至今的主要

生產方式。到了十九世紀初期，獨立革命潮流意味著土地與資本的權力移轉至地

主與土生白人買辦的手中，因此上述的結構於十九世紀全面資本化時期，得到了

持續以及加強。在一八一○至一八八○年間，支持自由貿易的「歐洲幫」，以及

代表國家發展利益並主張保護主義的「美洲幫」之間興起了一系列內戰，前者在

十九世紀末獲得勝利，因此更加確立了拉丁美洲對於資本地區的依賴性。到了二

十世紀，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主義（desarrollismo）建立，來自美國的石油

和採礦資本的設施大量進入，進口替代工業的建立，產生了農民的貧困化以及

城、鄉失業人口的增加，這些具有強大經濟影響力的美國資本及技術不斷地進入

拉丁美洲，導致了本國生產經濟之強大依賴性（高銛譯，Samir Amin 著，1990：

287-290）。這就如同 A. G. Frank 所提出的中心－邊陲（metropolis-satellite）關係。

Frank 的論述案例中所討論的拉丁美洲智利及巴西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即做為中

心（metropolis）的美國，以智利與巴西之低度發展為條件以提振本國之資本主

義經濟發展。也就是說，中心∕邊陲關係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在資本主義越

是發展的情況下，作為資本主義經濟中心的國家，對作為邊陲的國家之剝削與佔

                                                 
1 Samir Amin 認為，生產方式並未曾以一個完全純綷的狀態存在過：歷史上的各種社會稱之為

「形構」（formations），它們一方面將各種生產方式結合起來，另一方面組織本社會和其他社會

之間的聯繫。因此，社會形構一種是具體的、有組織的結構，其標誌是一個占有統治地位的生

產方式，其周圍聯結著從屬於它的錯綜複雜的一組生產方式。Samir Amin（1973）著，高銛譯，

1990：28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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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越是明顯，在此情況下，邊陲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越強化，其低度發展的情

形就越嚴重（黃應貴，2006：129）。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及現代國家統治，依

其經濟或政治力量而產生之中心∕邊陲結構的社會中，中心對於在政治與經濟力

量上相對較為邊陲的地區，具有其支配性與主宰性。 

二、中心∕邊陲的反結構 

事實上，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邊陲與中心的相對現象，並不只有單向的發

展，其存在於實際社會生活的不同層面中，中心∕邊陲結構有著各種層面的意

義，與多樣的表現形式，但每個社會的中心∕邊陲結構是各自獨特且獨立的，它

具有社會文化的限制，因此，在不同性質的社會中，存在著不同性質的中心∕邊

陲結構主宰著該社會的實際運作與活動。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即使在此結構有

效運作的社會中，仍然必須對其在不同層面上的不同性質、意義、功能之表現加

以注意，且即便有著中心∕邊陲結構存在的社會，也並不意味著這結構是不可動

搖或是具有高度穩定性的，因為此結構的發展並非單向的。事實上，在實際的社

會，中心∕邊陲的結構與概念可能同時具有相反的作用及意義在內，而有著相反

結構的機制存在與運作，這使得中心∕邊陲的概念運作與作用往往有著更深層的

意義（黃應貴，2006：131-134）。 

「中心∕邊陲」的反結構，並不意味著只是反轉結構卻又加強一個原有而更

深層的結構而已，有可能處於邊陲地位的群體，結合其既有傳統創造出新的文

化，對於中心∕邊陲結構予以對抗，並於其過程中尋求其主體性並將其強化（黃

應貴，2006：137）。而最能呈現中心∕邊陲概念及其反結構機制運作的有效性，

在於透過歷史的進程來瞭解此結構與概念在社會過程中的動態演變。因為，透過

這類社會歷史演變過程的探討，不僅可以發現中心∕邊陲的結構與概念實際上的

作用與意義之改變或轉換，更可以看到當地族群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變遷下，自

主產生之適應模式，結合其傳統既有與外來之觀念、資源等，將其原有文化或觀

念加以強化，或賦予新的型態，重新定位其主體性，進而創造出新的社會文化傳

統以及經濟生產模式，使得中心∕邊陲結構因而出現反結構機制。而這類適應性

的新創造或建構，甚至可能超越既有的中心∕邊陲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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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共用資源自主治理與制度選擇 

一、共用資源與觀光資源 

關於共用資源自主治理與永續利用制度設計理論方面的討論，自一九八○年

代中期左右，即產生了巨大的變化，這些改變其中一方面直接應對於共用財產

（common property, CP）或共用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的研究。

此領域的研究包含了人類學、經濟學、環境學、政治學、農村社會學等研究學門

而成為一跨學科之研究。因此，在此對於共用資源自主治理與永續利用制度設計

之理論基礎作一探究，以對於共用資源永續治理探究途徑之相關研究深入了解。

以下茲將自主治理研究之理論基礎評析如下。 

所謂「共用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意指一個自然的，如森

林資源，或人造的如灌溉水利系統等公共基礎設施。而資源系統（resource system）

其中之資源單位（resource unit），係指個別使用者對於資源加以使用的動態的

量。資源系統為一個存量概念，其所涵蓋的資源範圍廣泛，因此個別使用者對於

資源之使用，資源單位的增減將會影響資源系統的存量（Ostrom，1990:29-31）。

一般而言，資源過度使用的情形較為常見，這將會減少該系統的存量，而共用資

源因擁有公共財2（public goods）的性質，因而雖非完全不可能達成，但要排除

因使用資源而獲取收益的外在潛在受益者的成本將會很高。 

換言之，由於共用資源所具有的公共財性質具有難以排除他人使用，但他人

的使用又會影響到其他人之收益的性質，因此在自主治理的集體行動研究中為一

重要的課題。Ostrom 在經由一些實證案例的研究中發現，具有互賴關係的共用

資源個別資源使用者，有可能會因彼此間之共益關係，而使得個別使用者中產生

群體合作的凝聚動機，共同依其需求制訂出自主治理其共用資源的制度與規則，

並於彼此間相互監督規範，共享自主治理共用資源所產生的利益，與共同擔負維

護公共基礎設施之責任（Ostrom，1990：30-31）。因此，在個別資源使用者為彼

此設定收益與資源永續使用的最大化目標，自我組織並制定出自主治理策略的情

                                                 
2 公共財（public goods）同時具有無敵對性（nonrival）與無排他性（non-exclusine）之特性，亦

即任何人皆不影響他人使用，且任何人皆無法避免享受它。謝登隆，1997：448 
 對新光與鎮西堡部落而言，森林等自然資源與部落文化即為具公共財性質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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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共用資源之使用模式，將能夠脫離 Hardin 所推論之共有地悲劇的資源使

用無效率狀態。 

過去，西方對於資源制度的討論，著重在私有制和國有制的兩個極端，這使

得 Hardin（1968）的「共用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論點在很長一

段時間被奉為圭臬。他以個人追求自我最大利益的理性的假設出發，推論任何「開

放進入」式體制（open access regime）的自然資源，都將因個別使用者競相追求

自我利益，過度使用共用資源而導致資源系統受到破壞的負面結果。並推論私有

化（privatization）與外部控制（external control），是解決「共用地困境」（commons 

dilemma），維護自然資源不致退化的唯一方法（顏愛靜，2006：4-5）。然而事實

上，純粹私有化或國家管制的策略在政策施行過程中，或在實際施行之結果上各

有其缺點，導致實施不如預期理想，而不適合政策的施行，有時候甚至會加速資

源的退化，形成資源系統衰敗的結果。因此，以 Ostrom 為代表的公共選擇理論

系統的政治經濟學者，開始對於資源制度之相關理論重新檢視。其由共用資源的

自主治理出發，藉由許多個案在共用資源自主治理方面的深入觀察，試圖從在地

知識中尋找資源永續使用的解決途徑，並以此建立理論，探討資源制度私有制以

及國家控制以外的其他制度設計方式。 

因此，公共選擇學派之政治經濟學者 Ostrom，著力於公共選擇及個人選擇

的角度，透過長時間對於不同案例觀察的共用資源自主治理之實證研究，將其觀

察結果歸納並比較分析，說明一個群體在共用資源的議題上，內部成員相互間具

有依賴與共利關係之個別使用者，將可能組織為群體，以合作之關係對於其共用

資源進行自主治理，創造共同利益。Ostrom 並於一九九○年提出了影響個人制

度選擇的架構，並歸納出自主治理組織得以長期維持其制度與資源永續利用的基

本原則（參見表 2-1）。並提出個別選擇與集體選擇等層面的分析架構，為共用

資源自主治理制度的系統性研究提供了理論基礎，同時此理論也能夠對於 Hardin

「共有地悲劇」推論之限制提供補充與修正。 

有關觀光資源的論述，社會學者 J. Urry（2002）在「觀光客的凝視」（The 

Tourist Gaze）一書的觀點認為，在觀光客的旅遊體驗中，觀看和欣賞一種與其

日常生活相異的文化或風景是相當重要的，這通常為觀光客從事旅遊活動的主要

動機，而觀光的內容通常包括了觀光地的地景與鎮景（townscape），因此觀光地

的天然或人為的景觀以及文化是觀光客旅遊體驗的重要部分，通常也是吸引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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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前往的主要誘因；而觀光相關產業所提供的各式貨品之販售與服務，為觀光客

從事觀光的附屬誘因。因而，觀光資源對於觀光地的觀光相關產業而言可以視為

一種共用資源，具有排他性困難與競爭性高的特質，因此經常會面臨過度使用與

缺乏誘因的現象。就臺灣原住民部落的觀光事業發展現況而言，除了大多數原住

民部落所擁有的自然資源成為觀光事業之共用資源以外，「文化產業化」也為一

種普遍的觀光事業發展模式，其來自於地緣化的發展策略，藉由文化和生活價值

的支持，以地方化、個別化、少量且具有地方性的傳統，並投注了當地人特有的

創意與心思為主要特色。透過這種方式所發展的地方產業，可以稱之為「內發性」

的發展策略，即以地方作為產業發展方向的出發點，基於地方的文化、特色、地

方的條件、人才，甚至是地方的福祉作為主要的發展方向（陳其南，1998：4-5），

使得部落整體而言，不論其自然資源，或人文景觀，皆成為觀光與民宿事業之共

用資源。 

二、制度變遷與制度創新 

制度的創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和制度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理

論，在整個新制度經濟學的理論體系中居於核心的地位。所謂「制度創新」，就

是制度的產生、替代、轉換與交易的過程，至於影響制度創新動力的，則是相對

價格的變化和偏好的變化。相對價格的變化包括要素價格比率的變化、訊息成本

的變化、技術的變化等，由於其可改變人們之間的誘因結構，從而能夠促使人們

進行制度創新。而偏好的改變，則受經濟水準、國民收入與歷史文化傳統的影響，

也受相對價格和訊息成本的影響，隨著偏好的變化，既有的制度可能就不再符合

人們的最大要求，例如，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人們對於休閒遊憩的偏

好增加，而因此改變原有的工時制度，更靈活彈性的工時制度便因而成為必要（王

躍生，2000：69-73）。 

制度創新的過程必須考慮到制度創新的本益比3，本益比越低，則制度創新

的誘因就越高，但本益比只是提供了制度創新的必要條件，而不是充要條件。新

                                                 
3 本益比：一般而言用來作為股票評鑑的指標，本益比等於每股市價除以每股盈餘，理論上，本

益比愈低，愈值得投資。例如某股票的市價為 24 元，而過去 12 個月的每股盈餘為 3 元，則股

價本益比為 24/3=8。該股票被視為有 8 倍的股價本益比，即每付出 8 元可分享 1 元的盈利。在

本研究個案中，每股市價可視為，自主治理制度個別參與者所付出之成本；而每股盈餘可視為

自主治理制度個別參與者，因投入自主治理制度運作所產生之個別收益，因此本益比越低，制

度創新的誘因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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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經濟學家雖然接受新古典經濟理論個人追求自身利益最大化的假定，但也認

為，新古典經濟理論的經濟人假定過於簡化（顏愛靜：2006：17）。由於個人行

為之各種目標的重要性和排列順序，取決於既有制度的約束、意識型態和各種非

正式制度的約束，因而個人之目標具有多重的動機，因此，人在社會中生存，除

了利己的動機之外，行動者之特殊情感（affects）與感覺（feeling）狀態的社會

關係，諸如利他主義（altruism）、意識型態4、自願奉獻等也必須加以考量。於

是，新制度經濟學者認為，新古典經濟理論中人類追求效用最大化5的假定並非

謬誤，但是必須將非經濟因素考慮在內，人們基於感覺與情緒動機影響下的行

為，也是因為這種行為符合其效用最大化的目標，例如符合其意識型態、帶來心

理上的滿足等（王躍生，2000：73-74、Furbotn and Richter 著，顏愛靜主譯， 2001：

27-31）。因此，制度主體在進行制度創新活動時，用以進行本益比較的外部利益，

在考慮經濟利益的同時，也應將非經濟因素包含在內。 

制度創新的另一個影響因素是，即使創新過程會使大多數的人受利，但只要

有人受損，就會提高制度變遷的成本，而使得制度創新遇到較大的阻力，這也就

是 Pareto 改進6不易進行，而須政府公部門介入的原因。至於制度創新的主體可

以是任何制度主體，新制度經濟學把制度主體分為個人、組織、國家三個層次，

                                                 
4 意識型態（ideologies）：係指認知與道德信仰的綜合體系。意識形態是由個人組成的團體，共

同擁有的心智模型之基礎架構，其可提供對環境的解釋，以及環境應當如何建立秩序的方法。

Furbotn and Richter 著，顏愛靜主譯，2001：29 
5 人類追求效用最大化由古典經濟學派的創始者，有「現代經濟學之父」之稱的，蘇格蘭政治經

濟學家和倫理神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其著作「國富論」（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一書所主張：他認為人的行為有追求個人滿足最大

的利己心，個人利己心的發揮，會經由一隻看不見的手（an invisible hand）加以引導，終於可

達私利與公益的和諧。因此他極度讚揚重農主義者的自由放任觀念，而抨擊重商主義下的經

濟管制。深信每個人只要追求自己的利益，那時就會在整個經濟制度裡造成一股競爭力量，

而這股競爭的力量提供了所有基本經濟問題的最佳答案，例如該生產何種產品，用何種方式

生產，每種商品該生產多少，而產銷又該如何分配等。謝登隆， 
1997：47、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E%E7%95%B6%E6%96%AF%E5%AF%8
6&variant=zh-tw 

6 「Pareto 原則」（pareto principle）是由義大利經濟學家 Vilfredo Pareto 所發展出的一套經濟效

率分析觀念。所謂 Pareto 最適（pareto optimality）係指資源分配的一種理想狀態。而 Pareto
改進（pareto improvement），源自於 Pareto 最適概念，Pareto 最適係指社會上在不減少其他份

子的福利下，也無法再增加某份子的福利；或者，社會上欲增加某份子的福利，則勢必會減

少其他份子的福利。換言之，如果他份子的福利在不減少的情況下，某份子的福利還可以再

增加時，表示社會目前的狀況還不是最佳狀態，因為某份子的福利還可以再增加，表示未來

社會還可以更好。而在制度新的過程，如果至少使得一個人的福利受到改善，而沒有任何一

個人的福利受到損害，那麼這一制度創新過程所帶來的，就是 Pareto 改進。王耀生，1997：

75、謝登隆，199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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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制度的安排也分為三個層次：個人獨自推動的制度、組織以自願協議的方

式建立之制度，以及政府強制推行的制度，而不同層次的制度安排創新，制度創

新過程特點各不相同，要付出的成本和收益也不一樣。就本研究個案新光與鎮西

堡部落而言，制度之創新層次主要以組織創新為主，組織創新特點為自願和一致

同意，因此組織之規模大小為制度創新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小群體組織中，

成員間之溝通成本較低，意見達成一致的成本較小，但組織隨著人數增多和規模

擴大，意見達成一致的成本將會提高，使得制度創新之困難度因而提升（王躍生，

2000：69-78）。 

路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觀念，為制度變遷理論中的一個重要概念，

因新制度的採用往往具有收益遞增的性質，因而制度變遷中存在著自我強化和報

酬遞增的機制，這種機制將會使得制度變遷一旦走上某一路徑，該方向就會在以

後的發展中自我強化，沿著既定的路徑，經濟或政治制度的變遷可能進入良性循

環軌道，也可能順著原來錯誤的路徑持續進行。制度發展的自我強化機制源自於

制度變遷過程中的規模效應7、學習效應8、協調效應9，以及適應性預期10。而路

徑依賴的深層因素實際上是利益因素，一種制度形成以後將會產生一批該制度下

的既得利益者和既得利益集團，這一集團將會對於偏離該制度變遷的策劃加以反

對，因為他們對於現有的制度有著強烈的需求與依賴。如此一來，制度變遷很容

易變成對現有制度的修改或補充，因此，一個社會如果要順利的進行制度的變

遷，必須考慮到路徑依賴的問題（王耀生，1997：78-82、Furbotn and Richter 著，

顏愛靜主譯，2001：492、顏愛靜，2006：18）。 

制度變遷是制度關係人依據外在利益與制度創新成本的比較之後，而進行以

新制度替代舊制度的過程，由於制度關係人層次的不同，再加上各層次制度關係

人的效用函數不同、主觀偏好不同、其行為特點亦不相同，因此，以不同關係人

為核心進行制度變遷的特點也就不同。理論上把制度變遷放在誘致性制度變遷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和強制性制度變遷（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

                                                 
7 規模效應，係指制度變遷的初始成本會著制度實施規模的擴大而下降。（王耀生，1997：80） 
8 學習效應，係指制度創造收益的能力將會引導人們互相學習，加速該制度的發展和擴散。王耀

生，1997：80 
9 協調效應，係指制度主體為適應既定制度而採取的相互配合行動會產生合作利益，而與既定制

度相適應的非正式約束與正式制度的作用互有補充和協調作用。王耀生，1997：81 
10 適應性預期，係指隨著制度及與之相應之契約的建立，人們對於此制度將實施下去的預期將

會增強。王耀生，19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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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極來分析，誘致性制度變遷指的是現行制度安排的變更、提倡或新制度安排

的創造，是由一個人或一群人為響應獲利機會而自發性組織與施行的，其過程是

由下而上，緩慢而漸進的，為「利益」所「誘致」，其特色為盈利性及邊際性，

但由於制度之創新無法獲得專利，因此普遍存在著搭便車的現象，這將會使得制

度變遷的過程產生阻礙；而強制性制度變遷則以國家為主體，由國家透過其行政

命令或法律之強制性力量，強行推進與實施的制度變遷，此策略將能夠有效地節

省組織協調成本與增加執行效率，但卻增加了執行的成本，由於制度變遷的方向

無法獲得個人或組織的完全認同，因而可能產生消極抵抗的情況，而對於制度執

行之效果產生影響（王躍生，20 00：82-95）。實際世界中所發生的制度變遷，

往往是強制和誘致的某種折衷形式，在誘致和強制的兩極之間，存在著豐富的具

體型態，但透過誘致性制度變遷與強制性制度變遷兩極的瞭解，有助於實際制度

變遷的分析。 

三、個人與集體制度選擇 

傳統上對於共用資源利用問題的討論，常被用於政府或市場解決策略提供根

據的模型，主要以 Hardin（1968）的共用地悲劇理論、Dawes（1973, 1975）的

囚犯困境賽局11，以及 Olson（1965）的集體行動邏輯三種模型為主，而這三種

模型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結論，即個人的理性策略會導致集體非理性的結局12（顏

愛靜，2006：19）。Hardin 認為，每一個人都會追求其自身最大利益，因此只要

許多人共同無限制的使用同一種資源，便會發生資源的退化。Dawes 認為，在囚

犯困境賽局中，每個使用者都有一個支配策略，不論其他使用者選擇的策略為

何，個別使用者只要選擇背叛策略，則可能會使自己的情況變得更好。而 Olson

則對於大多數集體理論之觀點提出挑戰，大多集體理論認為：具有共同利益的個

                                                 
11 「賽局理論」模型是由 Merrill M. Flood 和 Melvin Dresher 所提出，Albert W. Tucker 正式建立

的一個理論模型－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 PD）。此模型的說明：兩名嫌疑犯被帶到拘留

所，分別看管。地方檢察官確信他們犯有某項罪，但他們沒有足夠的證據在審判中證明他們有

罪。他分別告訴這兩個囚犯他們面臨了二項選擇：承認有罪或不承認有罪。如果兩名囚犯都不

認罪，地方檢察官將編造一些非常小的罪名如偷竊或非法持有武器控告他們，他們將會受到輕

微的處罰；如果兩人都承認有罪，就會被起訴，但檢察官會建議從輕量刑；但是如果一人承認，

而另一個人不承認有罪，承認者會因此而受到法律上較寬容的處理，而不承認者罪名則會被加

重。Ostrom，1990：217 
12 一個人若不須付出代價仍可分享他人努力所致的利益，亦即可以搭便車（free riding）方式獲

益，就沒有動力為共同利益作出貢獻；再則，如果所有的參與者都選擇追求自身最大利益、

背叛其他成員，就不會產生集體利益；另一種情況是，有人提供集體性財貨（collective 
goods），但有些人不願意，則集體利益的供給亦無法達到最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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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自願地為促使其個人利益而行動。但 Olson 指出，除非一個群體中的人數

相當少，或是存在著強制性或其他特別手段，促使個人對其個別利益行動，否則

理性的、尋求自身利益的個人將不會為實現其共同的利益而採取行動。以上三種

模式的中心問題都是搭便車的問題，即一個人只要不被排斥在分享他人的努力所

造成的利益之外，在缺乏誘因的情況之下，就沒有為共同利益作貢獻的動力，而

如果所有的參與者都選擇追求自身最大利益、搭便車或不為集體利益付出貢獻，

則集體利益就無法產生。另一種情況是，有部分人提供集體物品而有些人卻不願

意，則集體利益的供給亦無法達到最大水平。承繼此模型的制度策略學者，針對

以上的困境提出了解決的方案，也就是採取國家集中控制或是放任市場機制這兩

種策略（Ostrom，1990：2-7、官大偉，2002：23）。 

制度主義的國家理論，即所謂的國家集中控制策略，係立基於須藉由國家力

量的制度制定，才得以免於資源過度利用的假定前提下，從而形成由中央政府使

用強制性手段，提出具有獨占性質的法律形式之制度安排（王耀生，1997：98）。

此派學者認為由於個人之私利驅使動機，將不會致力於共用資源之維護，因而由

政府公部門或國際權威以其行政上的強制力，擬定資源使用策略實行管制，並建

立對於採取違反策略者施以處罰之監督與懲處制度有其必要，認為國家集中控制

策略能夠創造一個效率最適化的均衡。然而，在隱含著政府強制治理人民與資源

之邏輯的「利維坦」13（leviathan）結構下，政府以其合法性的行政力量強制介

入資源之管理，因而政府必須擁有「完全訊息」（perfect information）的能力，

或至少能夠擁有較低成本訊息的取得管道，才有可能適切地管理共用資源。然而

在社會之實際運作中，交易成本14是必然存在的，而某些有著文化方面差異的地

                                                 
13 所謂「利維坦」（leviathan）的管制方式，為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Hobbes 提出人

類早期之生存模式處於個別爭取生存資源而激烈競爭的自然狀態，為保護自身之生存資源免

遭他人之侵奪，必須犧牲部分原可用於增加生產的勞力資本於防禦能力的建構上，然而這種

方式悖離經濟效率，所以有了「國家」的出現。Ostrom，1990：8、林薏伶，2006：15 
而國家同時具有暴力性和契約性二種性質。二種性質的表現取決於國家暴力潛能（violence 
potential）的配置狀況，若暴力潛能是在公民之間平等分配的，國家就是一種契約性組織；若

暴力潛能的分配不均，便會產生掠奪性。王耀生，1997：98 
14 所謂「交易成本」，系指除了一個體系運行的經常性成本外，尚包括基本制度架構的建立、維

護或改變的成本，亦即可分為兩個變數：（1）固定交易成本，即設立制度安排的特殊投資；以

及（2）變動交易成本，即決定交易數目或數量之成本。一般而言，交易成本的分類，包括搜

尋與訊息成本、談判與決策成本，以及監控與執行成本在內。典型的交易成本有二：（1）市場

交易成本，即利用市場之成本；（2）管理交易成本，即在廠商內下達命令行使權力的成本。另

就法律的制度而論，則需考慮有關政治體制之制度架構運行與調整的成本，此可稱之為政治交

易成本。Furbotn and Richter 著，顏愛靜主譯，2001：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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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訊息的取得較為不易，導致訊息的取得成本可能很昂貴，除非政府投入大量

的資源，否則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因訊息取得的不完全，而制定出不完全

符合地方需求的治理策略，而造成人民的損失或利益的喪失，政府因此必須多負

擔的執行成本可能會導致政府管制邏輯的崩解（Ostrom，1990：8-11、林薏伶，

2006：15）。另一派的政策學者則認為共用資源應實施私有財產制度，放任市場

機制運作。因為人有追求自身利益最大化的性格，故只有將其產權私有化，人們

才會為追求自身的最大利益而對於資源進行最適利用（官大偉，2002：23）。這

意味著共用資源是可以分割的，而使用者各自擁有共用資源的一部分，且各自生

產皆可獲得最大利益，但事實往往並非如此，可能在資源分割私有後，資源環境

的條件差異，如降雨量分布不均、某塊土地較為貧瘠等，導致個別使用者產生相

異的經濟收益，因而不確定性風險的承受需花費更多的成本；另外，在一個動態

的環境中，資源之持續使用性，取決於個別使用者所使用的貼現率，如果貼現率

高，則可能會出現資源過度使用的情況，而造成資源系統之負面影響。因此，不

論是國家集中控制或是私有制，皆非為共用資源永續使用之最佳制度設計方式

（Ostrom，1990:12-15）。 

由上闡述可知，傳統制度策略學者所提出之國家集中控制或是私有財產制

度，這兩種策略皆非資源永續使用之最佳制度設計方式，因此，當代制度經濟學

者 Ostrom 致力於尋求第三種策略，在透過對於許多國家、地區的人們自主組織，

並自主治理其共用資源的現象予以觀察與歸納之後，指出：「在資源使用和分配

的問題上，我們所看到的是，無論國家還是市場，在使個人以長期的、建設性的

方式使用自然資源系統方面，都未取得成功；但另一方面許多群體的人們卻藉由

既不同於國家也不同於市場的制度安排，在一個較長的時間之內，對某些資源系

統成功地達成了適度的使用。」Ostrom 回到賽局結構的模型中來討論這兩個制

度之外的選擇，而提出了一個新的賽局模型，並可用以說明臺灣原住民以部落資

源共用機制來修正政府失靈15和市場失靈16的可能性。在該模型之中，資源使用

                                                 
15 「政府失靈」（government gailures）：為相對於「市場失靈」所提出的一個概念，係指在現

實的生活中，由於政府也不具備完全理想化的條件，在進行政策決定、執行及管理的過程中也

可能出現失效，導致資源配置非最適的結果。政府在市場經濟中主要的失靈表現在幾個方面，

包含訊息不完全、目標選擇錯誤與管理失控。 
16 「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s）：西方經濟學者認為，在市場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經濟能夠

在自發運行的過程中，僅僅依靠自身力量的調節，使社會上現有的各種資源得到充分、合理的

利用，達到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狀態。但是，事實卻證明市場經濟並不是萬能的。自由放任基

礎之上的市場競爭機制，並非在任何領域、任何狀態下都能夠充分地展開；而在另外一些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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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將對於共用資源的使用進行協商，協定過程將納入新的賽局結構（顏愛

靜，2006：19），除非個別使用者的一致同意，合作關係將無法產生，因此使用

者彼此之間能夠達成具有效約束力的合約，但個別使用者之制度選擇因素將會增

加規則協商的成本。另外，由於規則根據所掌握的訊息自行設計，對於其長期所

處環境的負載能力具有詳實而準確的訊息，因此所制定之規則會對於使用者的需

求更具有適宜性。且由於所達成的協議對於參與之個別使用者而言皆具有自我利

益，此利益趨向將能夠引導使用者之間進行相互監督，舉報違規行為，維護規則

的正常實施，因此負擔執行協定的成本將由個別使用者平均分擔。（Ostrom，

1990:15-28）。 

Ostrom 提出關於個人與集體制度選擇的分析架構（參見圖 2-1），指出個人

面臨制度選擇時，將會對於內在規範、貼現率17、預期利益與預期成本等因素加

以考量，這些因素將會影響個人對於現行規則之持續支持的決定，或是對於現行

規則決定加以改變，抑或建立新制度的選擇。但這四個變量，還受到共用規範，

以及個人接受其他機會訊息之影響（官大偉，2002，23-24），因為個人在從事制

度選擇時，將會對於與其他相關使用者所共有的規範，以及在特定環境以外的，

也許可以得到的特定機會範圍加以評估考慮。本研究將使用 Ostrom 所提出之關

於個人與集體制度選擇的分析架構，作為部落原住民制度選擇觀察之主要理論基

礎。其中部落居民所擁有的傳統文化、價值觀念，對於個人選擇與集體選擇之內

部運作有著明顯的影響，這些皆為制度選擇各項變量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因

此，本研究在探討部落居民對於自主治理組織之成立，制度之建立，以及操作規

則之執行與監督等各項影響個人選擇與集體選擇之變量時，原住民部落之特殊文

化特質為重要之探討內容。 

 

                                                                                                                                            
或情況，市場機制即使能夠充分發揮，也無法達到符合整個社會所要求之效率的資源配置結

果，而這些市場經濟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固有的缺陷或不足，西方經濟理論將它們統稱為「市場

失靈」。 
17 「貼現率」（discount rate），原指商業票據持有人在該商業票據未到支付日期前，持該商業票

據至銀行要求放款時，銀行對其放款的利息與貼現的商業票據面額之間的比率。在此則用來表

示使用者對於資源提取的態度：使用者對資源系統預期的提取年限越短，則貼現率越高。貼現

率的高低決定共用資源可否永續利用，人們的貼現率低，意味著希望別人和後代子孫可以長

期享受資源利益，資源能夠永續利用；反之，貼現率高，代表人們對於快速、大量獲取資源

利益之需求較高，如果人們的需求大於共用資源之資源再生率，短期雖可增加收益，長此以

往，小則降低共用資源的產出水準，大則造成資源系統的浩劫，皆有害共用資源之永續利

用。官大偉，2002：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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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影響制度選擇的變量總覽（Ostrom，1990：193） 

四、共用資源永續治理之設計原則 

藉由深入觀察許多不同群體，如何藉助於國家或市場之外的自主治理制度安

排，使其共用資源系統成功地達成適度的使用，Ostrom 綜合其觀察，提出了一

套可用以評估共用資源自主治理制度是否具有強健性，為「強而有力的」實質條

件設計原則，作為一個自主治理制度之評估標準（參見表 2-1）。也就是說，一

個符合這些設計原則的共用資源自主治理制度，當可增加個別使用者制度選擇的

誘因，使得制度變遷易於進行，並使資源使用者能夠自願地遵守其操作規則，相

互監督其他個別使用者對規則之遵守情形，使該制度的運作得以長存。因而

Anderies, Janssen and Ostrom（2004）認為，如欲建立強而有力的共用資源自主

治理制度，在制度設計之規劃初始就必須以此基本原則作為制度規劃的準則（顏

愛靜，2006：20-21），在本研究中即以此制度設計原則作為新光與鎮西堡部落自

主治理制度強健性檢視之準則。 

改革、監督和執行替代規則的成本訊息 

有關所提規則的收益訊息 

內在規範 

 

 

  貼現率 

預期收益

預期成本

支持或不支持

改變現行規則

改變現行規則：

採用新策略 

用於改變規則的

總規則 

保留現行規則：

繼續原來的策略

共用規範

和其他機

會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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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共用資源治理永續性之制度設計原則 

設計原則 說明 

1、清晰界定邊界 
共用資源本身的邊界（如：灌溉系統或漁場）、有權

從共用資源中提取一定資源單位的個人或家庭也必

須予以明確規定。 

2、利益和成本的比例相

等 
規定使用者運用資源產品數量的配置規則，應與當地

條件、所需勞力、原料，和∕或金錢投入相互一致。

3、集體選擇的安排 
絕大多數受到收穫和保護規則影響的個人，應該被涵

蓋在團體內並得修改操作規則。 

4、監督 
積極檢查生物物理條件和使用者行為的監督者，至少

是須對使用者負責的人，或是使用者本人。 

5、分級制裁 
違反使用規則的使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使用者、

有關官員或他們兩者的分級制裁（制裁的過程取決於

違規的內容和嚴重性）。 

6、衝突解決機制 
使用者和他們的官員能夠迅速通過成本低廉的地方

公共論壇來解決使用者之間或使用者和官員之間的

衝突。 

7、對組織權的最低限度

的認可 
使用者設計自己制度的權利不受政府公部門威權的

挑戰，而使用者對於資源有長期佔用權。 

8、對於大型系統的部分

資源：分層業務 
（nested enterprises） 

在多層次的分支業務中，對使用、供應、監督、強制

執行、衝突解決和治理活動加以組織。 

資料來源：根據 Ostrom（1990：90）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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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代化發展與資源自主治理 

「發展」（development）一詞，最初運用於生物學中，主要在於形容生物

有機體的成長（growth），指生物有機體定向的、漸進的變化過程。後來「發展」

一詞被用以表示社會進化，強調人類是朝著理想的方式進步的，如孔德（Arguste 

Comte）、斯賓塞（Herbert Spencer）等學者的發展思想與理論便是如此。隨著

資本主義的出現和演進，「發展」的概念也不斷注入新的內容，發展研究也就逐

漸具備了跨學科的特質（曹玉文，1996：1-2）。 

由於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有著跨學科的特性，在許多的領域上

持續關注於不同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所經歷顯而易見或潛藏式的緩慢改變，

並也對於社會在變遷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危機，諸如遷移、戰爭、環境惡化、貧

窮、疾病、生產模式、政治等問題提出應對的方式。但是，如同 Allen T.（1992：

337）的主張：「對於發展研究而言，不可或缺的是，必須針對所有種類的共享價

值來進行探討，並且同時也要對於這些價值在不同層面上的轉型經驗加以檢視。

如宗教與親屬、經濟交易、民族國家的政治改變等，都可以作為重要的研究面向；

事實上，這些不同的研究範疇並不全然是完全獨立分離的，它們之間是可加以比

較的，或加以綜合研究的。」若文化的因素在研究或是實際政策執行範疇中能夠

成為重要的考慮因素，則對於實際上正處於變遷中之人們，在政策的制定內容方

面能夠更符合當地之所需，在政策實際執行層面也將會更有效率。 

一、現代化與發展 

（一）發展的意義 

「發展究竟為何」的問題，經常會與「想藉由發展達到什麼目的」的問題相

互混淆（沈台訓譯，S. Schech and J. Haggis 著，2003：13）。Cowen and Shenton

（1996：1）指出，這二個問題的涵意是不同的。第一個問題將發展視為一個必

然、內在性的過程，其藉由舊事物的摧毀來建立新事物，這個前現代（pre-modern）

的發展概念，早已為古希臘人所經常使用，同時也認識到發展為一個循環，而衰

敗與毀滅為整個發展循環中的過程。第二個問題將發展視為一個目的性的問題，

其假定可以發展之名展開行動，並對整個發展的過程賦予秩序，以避免、阻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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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減輕發展過程進行中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在這樣的概念中，發展不再是內在

性的過程，過程中也不再具有循環特質，而是呈現了人類線性進步中的潛力與可

能性。 

而經常在雜亂無序的發展過程中賦予秩序來表達發展目的者，通常就是國家

這個角色，國家以其行政與管理之合理性作為功能，系統化地為其所治理的人民

與地區型塑發展方針及發展政策，由此來實踐及彰顯其所欲達成的發展結果，及

達成這些目標的策略。 

發展概念首次出現於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當時，由於資本主義發展蓬勃，

法國都市的貧窮與失業問題嚴重，孔德（August Comte）及其學生極力尋求解決

這些社會問題的方法（沈台訓譯，S. Schech and J. Haggis 著，2003：13）；以及

同於此時代，工業革命也在英國造成了社會的緊張關係，其原因來自於「始終吃

不飽的、絕望的工人階級，以及同樣絕望的工廠老板，因為他們相信現行的政治

與財務政策正緩慢扼殺著經濟活動。」（M.P. Cowen and R.W. Shenton，1996：11），

發展的概念即產生於這樣的社會背景。 

在二十世紀下半葉，發展概念主要用來指稱新興獨立的第三世界國家之變遷

過程。同時，發展的概念也被用以對於資本主義擴張的「自然的」過程之描述，

如工業發展、自然資源的開發等。但是更常用以指涉一個國家或國際性組織，有

目的去行使以提高其國內民生生活水平為目的之政策行動措施。因此，在經濟學

的解釋中，「發展」（development）一詞的概念要比成長（growth）更為廣義，經

濟成長主要以量化分析為方法，以一個社會生產或消費的財貨及勞務之總數估計

來衡量；而發展的意義則是為實現人格（human personality）而創造的。至於測

度人格狀況改變的指標包括：在貧窮水準下的人口比例、失業率、所得分配不均

的程度，以及提供基本需求如營養、健康、住宅、教育的程度等（顏愛靜、楊國

柱，2004：396）。 

因此，若將發展（development）視做論述（discourse）來進行研究的話，那

麼將會發現到一種文化與發展特殊的聯結關係。「發展」這個詞彙所賦涵的意義，

是在特殊文化脈絡之下產生的，即所謂「西方」的文化，更精確地說，為歐美社

會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度之發展背景下，所產生的一組關於發展的特別論述，

或 可 說 是 一 種 特 別 的 談 論 發 展 的 方 式 ， 即 所 謂 的 「 發 展 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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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ism），將發展視為一種以經濟增長為社會進步先決條件的意識形

態，認為經濟增長比不增長好，快速增長又比緩慢增長好（許寶強、汪暉，1999：

Ⅶ、Ⅷ），並將社會歸類為「已發展」（developed）、「發展中」（developing）與

「低度發展」（underdeveloped）三類。這種分類方式隨著資本主義文明觀念之傳

播，被不同的地區廣為採用，然而，這種單一文化觀點的分類想法與判準，無法

對於不同的社會背景與文化之多元價值提供足以解釋的方式，因而有其不足。 

（二）現代化 

如上所述，發展的概念早於希臘時期就已出現，成形於十九世紀時的歐洲，

這個時期開始，人們開始相信人可以改造自然，人定勝天，以至於後來對於自然

界有著持續性的影響。 

在一九五○與六○年代，現代化的觀點是由非馬克斯學派（non-Marxixts）

所發展出對於第三世界的研究（宋鎮照，2000：47）。現代化理論（modernization 

theory）是探討發展的研究中，影響最為廣泛與持續的理論。這些理論在一九五

○與六○年代，支配著整個發展研究的思考方向，影響深遠，也因而現代化與發

展的概念很難分而視之，而這些概念又與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等概念息息相關。

現代性（modernity）概念，是指在十八世紀，西方（主要係指歐洲與美國）逐

漸形成的一種廣泛的世界觀，透過殖民的過程傳布到世界各地區，馬歇爾

（Marshall，1994：7）解釋道：「現代性，與以下現象有關：首先為個人由傳統

的人際關係中解放；其次是整個社會發展出的分化過程；以及市民社會的浮現、

社會平等的概念、創新與變遷的現象等。而所有的這些現象，皆與資本主義、工

業化、世俗化、都市化與理性化等範疇相關。」（沈台訓譯，S. Schech and J. Haggis

著，2003：15）而現代化（modernization）概念，Inglehart（1997）給予一個較

為寬鬆的定義：「現代化是一個社會對於其經濟與政治能力不斷提升的過程：現

代化，經由工業化來促進經濟發展的能力，而經由行政官僚組織化來提升處理政

治事務的能力。現代化，使一個社會能夠擁有得以脫離貧困、走向富裕的能力，

因此它是如此地具有吸引力。」因此，關於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現代性

（modernity）這二個觀念，常會混淆不清，「現代化」（modernization）將計畫性

的發展視為達成社會轉型目標的關鍵策略，而國家則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在經濟發展中，勞動生產力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升與物質上的進步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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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現代化最重要的特色，而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則是現代社會最顯而易

見的表徵（沈台訓譯，S. Schech and J. Haggis 著，2003：23），為落後地區追趕

發展地區的有效方法。 

簡而言之，不論是發展理論學家或是政策制定者，都將「發展」界定為，物

質上的進步與生活水準的提升，雖然在目標的達成方式、主要受惠對象，以及發

展的障礙究竟為何等議題上仍存在著許多爭議，但至目前為止所形成的一個共識

是，發展與現代化理論緊密相關，其闡述一個十九世紀時起於歐洲，然後擴散至

世界其他地區之經濟與社會變遷的過程。而發展政策的制定，開始於因經歷快速

工業化而導致面臨貧窮、社會解構與生活困境等難題的歐洲國家。而想要理解發

展的現象，就必須同時考慮相反的另一觀念，即「低度發展」或「未發展」所指

為何。以歐美為主導之發展與現代化的概念，以及由國家來統籌發展進程的想

法，到了一九八○年代的經濟衝擊時期，開始受到各方質疑使得其可信度越來越

受到爭議，而逐漸失去其說服力。對於發展與現代化的定義內涵由於跨學科領域

研究之加入而廣義化，規範性的定義已被放棄，傾向於以一個社會在世界經濟體

系中的整合程度來重新界定。 

自一九九○年代開始，許多學者致力於尋求外於西方現代性結構論述的可能

性，以便提供異於西方認知模式之其他知識結構，並給予其展現的空間。在此多

元化論述的發展思潮下，發展論述中之「全球∕地方」（global∕local）以及「現

代∕傳統」（modern∕traditional）等二元對立概念被重新檢視，現代性被給予負

面看待，地方與傳統躍升為有價值、更為真切的事物。但如此重新評價非西方的、

經常是原住民的、地方性知識的過程，有時可能會落入將地方或原住民的感性與

生存過度浪漫化、本質化的危險（沈台訓譯，S. Schech and J. Haggis 著，2003：

82-87）。印度科學家 Vandana Shiva（1989）的研究，特別著墨於在現代西方科

學理性下所蘊含的一種破壞性「自然觀」傾向－即認為自然是可控制、可利用及

可消費的，這對於處於環境、生態及社會所亟需發展的人們，皆產生了負面的影

響及災難性的代價。相對於此，Vandana Shiva 提出了原住民將自然與人之間的

關係理解為共生、內省傾向的認知模式，認為原住民的生活模式是融合自然，在

自然之間取得資源取用平衡的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沈台訓譯，S. Schech and J. 

Haggis 著，2003：119-123）。而此類觀點也成為後來對於現代化簡化解釋之批判，

與結合文化觀點之現代性的重新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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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落共用資源之經營管理 

由歐美社會的社經背景下所產生將社會之發展分為三類的簡化論述，在理解

各地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發展衝擊上，並無法對於在實際各個社會發展過程中所

面臨個各種現象提供解釋，由於各社會所存在的文化差異，使得「文化」成為一

不可忽視的關鍵問題，但在此，並非以文化因素來支配整個發展的過程作為論述

的主軸，而是以文化的觀點來引導一個社會發展的觀察。 

經歷經濟發展變遷的社群，通常都擁有著一段與市場經濟及商品關係整合的

很長的歷史，在這層意義上，群體逐漸地將其既有之生活方式對應於現代化之變

遷產生聯結，而建立出適應性的生活形式。因此，邊陲從未自絕於中心之外，中

心也從未與邊陲脫離，其生活方式既衍生於這段連結的歷史，也來自於自生所擁

有的傳統。故當研究者要求關於發展、歷史與文化之詮釋必須奠基於當地原住民

觀點之上時，那麼釐清自然存在的當地觀點就顯得相當的重要。 

臺灣原住民的傳統經濟生活模式自十九世紀以來快速地產生變遷，隨著現代

化思維以及市場經濟活動的擴張，「市場－工業」體系透過價格的活動安排了生

產與分配，使得物質的滿足成了所有經濟活動的目的（丘延亮譯，M. Sahlins 著，

1999：24），加上國家制度化的強力介入，皆使得原住民部落的發展面臨了挑戰，

許多原住民部落試圖在傳統與現代的經濟生產模式與制度之間尋找一個平衡。其

中最為明顯的在於部落民眾對於政策的參與，隨著近代民主潮流的演進，民眾對

於與自身社會角色相關的問題逐漸興起積極的態度，這對於行政及立法部門的傳

統運作方式產生了衝擊，關於原住民的資源管理，這尤其顯現在部落發展、部落

營造及資源保育的相關議題及決策上。以往政府由上而下單向式的行政治理流

程，擁有資源分配及計畫決策的至高權威，但因在計畫與決策上常容易忽視地方

特性，也缺乏對於弱勢族群的回饋機制，因此，其政策在認知及執行上，與當地

居民或利益關係人間常存在著落差，而造成溝通上的障礙或立場的對立。這樣的

情況在世界各國均有類似案例，不論是自然資源管理或是國家森林經營，均顯示

出由上至下的管理模式不僅無法有效地管理自然資源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更因

為對於當地特質與需求考量上的忽視，往往反而無法有效促進地方發展與生活水

準。更有甚者，會引發政府當局與當地居民或利益關係人之間的衝突關係。因此，

原住民部落結合其傳統自然資源的管理思維，例如與自然共生、不過度提取、資

源共享等對於資源有效使用的觀念，以維護自然資源與促進觀光事業永續經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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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開始自主參與部落發展之規劃，建立部落自主治理策略，並透過此參與過

程，使得在政治權力方面原本處於邊陲之原住民部落，得以獲得中心邊陲反結構

的空間，使得主體性與認同得到強化，進而影響個別參與者對於制度之選擇；而

除了部落的自然資源以外，原住民部落之特有文化同時也為觀光誘因之一，因而

觀光化的發展，為原住民部落的傳統文化建立了展演的空間，這一方面為部落帶

來經濟收益，另一方面也為傳統文化帶來了復振的功能。透過此以森林生態與原

住民文化結合的部落觀光經營之新經濟生產模式，以及自主治理之建立，原住民

部落原來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邊陲地位得以反結構，其主體性也得到彰顯。 

因此，儘管由政府主導的上至下的管理模式成效不彰，原住民卻能夠加以集

結，以共同管理與經營部落自然與文化資源的方式，於部落創造一個自主治理的

運作模式，在地方資源的保育、規劃及決策上擁有更完整的參與權利，而這個概

念與實際施行，在世界各國已蔚為潮流，也已獲得相當的成功經驗。此外，在民

眾參與自然資源管理的經營機制與理論上也開始有了許多新的突破（鍾龍治等，

2005：85）。如共享資源理論、生態與經濟人類學，民眾的參與程序、個人及團

體制度選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