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國外原住民族就業與經濟發展政策
之探討 

 

    原住民族意識抬頭是近年來一股不容忽視的國際潮流，尤其是擁有原住民族

的國家中，相關的研究議題更是興盛，舉凡與原住民族有關的文化、歷史起源、

語言等都是極受關切的層面；其中，最為人廣泛討論的莫過於原住民族主權與傳

統領域之回復，以及攸關原住民族未來如何生存發展的研究課題。 

  其中，就原住民族的發展而言，無論是哪一個國家中的原住民族都面臨著一

個共通現象：經濟發展落後，族人為求基本生活需求必須向外遷移至大都市中，

尋找就業機會。但是，隨著這種向外遷移現象的產生，卻也造成部落社會更為衰

退、發展基本條件更為不振的問題；再者，這些向外遷移的族人又遷移回原鄉時，

所產生的衝擊與影響也可能使得原住民族部落的發展情況變得更為不利。因此，

面對原住民族既有的發展困境，各國政府紛紛研擬制定許多政策與方案，企圖藉

由著原住民族經濟發展的成功，幫助原住民族群脫離長期的福利救助，不需遷移

至部落以外的地區尋找工作，減少人口外移趨勢，使得原鄉部落族人或是回流族

人得以在部落地區尋求發展，獲得生活需求上的滿足。因此，於原住民族部落地

區創建一個經濟發展能夠持續的經濟商業環境，解決原住民族部落的目前就業機

會不足、人口外移情形嚴重、社經地位層級低落等各項問題，甚至包含減少回流

人口對原鄉社會的衝擊。因此，便由經濟困境開始改善，進而促使原住民族具有

自我發展能力。 

  由於台灣原住民族同樣也有著原鄉發展條件不佳，迫使族人向外遷移，爾後

又遷移回鄉之情形。因此，本章乃以美國印地安、澳洲與紐西蘭等地的原住民族

就業與經濟發展為主，比較分析各地的原住民族相關政策與政策推行預計達到的

目標，以及政策制定或實施時需要考量的各項因素，期望透過探討國外原住民族

政策目標以及相關作法，改善原住民族困境，作為本研究思索當前台灣原住民族

政策的指導原則。 

 

第一節  美國印地安保護區發展政策 
 
壹、印地安保護區經濟發展的一些初步假說1

  自 1970 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印地安政策與部落環境實質變遷，部落社會已

經可以對發展議程和規劃方案從事前所未見的控制。於是，Cornell（1987）透過

                                                 
1 譯自Cornell, Stephen, 1987, “Indian Reserv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Preliminary 
Hypotheses,” Harvard Project on American Ind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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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過去保護區經濟發展的文獻，與相關的印地安或非印地安人士會談，以及在

7個保護區從事田野調查的結果，提出了對美國印地安保護區的經濟發展初步作

業的 25個假說： 

表 3-1 美國印地安保護區經濟發展之初步假說 

1.自決的聯邦政策：允許部落對其社區和福利有實質的控制程度－相較於由非印

地安人主導的政策來說，更有可能導致成功的經濟發展。 

2.健全的國家經濟通常對部落經濟發展很少有決定性的影響。然而，高度依賴

一、二個產品或市場的保護區通常是較難對國家經濟情況中的變化難以防禦。

3.有好市場位置的部落（例如，例如擁有易接近的市場的資源）通常是一個較成

功的開發者。 

4.因為透過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美國內政部印地安事務局，以下簡稱 BIA）

、其他的聯邦機構、American Indian Development Bank（美洲印地安開發銀 

行）或私人的金融市場，而接近實質外部資金資源的部落，將會是一個較成

功的開發者。 

5.相較於有多樣經濟和資金資源的部落而言，有著有限經濟基礎（依賴單一商品

的市場）和有限財政基礎（依賴一、兩個資金來源）的部落，是一個較不成功

的開發者。 

6.部落對發展過程的控制是關於能否成功發展的先決條件。 

7. BIA也扮演著部落經營管理資源和重要工作的諮詢者的角色；其中這些資源將

被更有效率的使用，而這些重要工作也可能是較容易成功的。 

8.獨立但是與當地社會和權力結構合作的部落可能是一個較成功的開發者。 

9.在部落與非印地安社會之間的社會聯繫有強化發展的傾向，如同就是發展過程

中各種有用資源的通道（合夥，政治同盟，市場的便捷性，資訊，技術，資金

等等）。 

10.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擁有自然資源、人力資本、或是財政基金的部落，

是一個較成功的開發者。 

11.較大的部落通常有較多的人力資本和較具實質價值的內部市場。因此相較於

較小的部落而言，較大的部落可能是一個成功的開發者。 

12.對於治理制度有實質自治權的部落可能是一個較有效率的開發者。 

13.組織變異程度較大（政府與類似組織）的部落將是較有效率的開發者。 

14.當部落政權大多跟隨著過去的制度型態時，較有可能動員社區大眾支持發展

規劃。 

15.部落成員的忠誠度主要是部落政府地位和治理制度的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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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當部落過度壓制、削弱、破壞固有制度、社會組織、以及文化習慣時，發展

就會變成是較有問題的。 

17.當部落明確表示一個策略遠見以及獲得社區大眾對遠見方面的一致合意時，

將是一個較成功的開發者。 

18.將發展工作的策略設計和每日經營分開管理的部落，將是較有效率的管理者。

19.較團結的社區將是較好的開發者。 

20.有遠見、公平並以固有傳統為代表的部落領導權較有可能產生較具有效 

率的發展。 

21.有穩定策略定向和制度環境的部落將是較具效率的開發者。 

22.傳統價值體系與社會大眾較緊密結合的部落可能會選擇一個不同的發展策 

略，並且在「主流」經濟發展中可能是較成功的。 

23.在文化上較同質的部落可能是一個較好的開發者。 

24.享有適當型態和活動類型較精細範例的部落會以這些範例的觀點選擇策略發

展。 

25.有力象徵的存在可以強化社區的凝聚力以及對發展目標的支持。 

資料來源：Cornell, Stephen, 1987, “Indian Reserv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Preliminary Hypotheses.” 

 

  因此，為追求印地安族群之經濟發展，國外研究者提出了成功條件的假說與

影響因素，其中，有幾點也值得台灣相關研究加以思索與探討： 

一、原住民族之主權擁有 

  只有族群本身才能完全熟知其真正的需求，所以原住民族對自身事務之發

展，應有決定與管理之權力，如此，也可促進族人對部落事務之積極參與。 

二、政府之角色扮演 

  若是政府必須在原住民族群的發展事務上出現，其所扮演的角色也應該是一

個從旁協助的「輔導者」或是「諮詢者」。 

三、部落經濟之改善 

  原住民族群困境主要來自於經濟條件不佳。因此，原住民族群發展的前提要

件莫過於改善部落的經濟困境；例如，只要經濟情況良好，族人教育問題便得以

解決許多。而原住民族菁英份子的出現，原住民族便更有能力談論未來的實質發

展。再者，若是部落已經具備足以實質發展的各項條件，政府也不需再從旁協助，

原住民族群即可依自我力量成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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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印地安民族之福利需求 
美國於 1996 年的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說明了美國印地安部落的需求： 

一、孩童照顧 

當保護區福利接受者接受教育和訓練規劃以及尋找工作時，增加了關於孩童 

照顧的需要，但是現行印地安保護區中孩童照顧的服務並不能滿足這些需求（特

別是關於嬰兒、有特別需要的孩童和父母親有夜間和週末上班的照顧）。於是，

造成對印地安族人就業上的障礙。 

另外，由非印地安人或團體提供的孩童照顧選擇通常在文化上被認為不適 

當，而且即使當他們是由社區成員所管理時，印地安父母也表現了對大型孩童照

顧中心的不信任。 

因此，保護區中財源不足和合法孩童照顧提供者的短缺是孩童照顧的主 

要障礙。 

二、運輸工具 

運輸工具的缺乏，使得保護區工作稀少，並且阻礙就業情形。因為，可信賴私

人運輸工具的缺乏，公共運輸工具的稀少，以及在很多保護區中人們必須是長

距離的運行，都使得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貧困家庭臨時資

助，以下簡稱 TANF）的接受者放棄已經極少數的工作機會。 

三、政府醫療保險 

需要 TANF和政府醫療保險方面關於合作、融合和簡便上，更為容易的方 

法，而政府醫療保險範圍應該擴大到家庭。 

四、食物券 

在印地安保護區中對於食物券的需要是有實質價值和必須存續的必要。但 

是在食物券的規劃上印地安人的參與率並不高，因為有很多合適的印地安家庭並

沒有接受食物券的救濟。自從 PRWORA的推行之後，很多印地安人表示了對這

個較不複雜和較簡便的部落緊急食物規劃方案的偏好；然而，這些規劃已經很難

滿足漸增的需求。 

五、就業和工作訓練 

部落的福利目錄是被「hard-to-serve」的人所支配，他們表示了對規劃和資

源的特別需求，但是規劃的設計和資源通常未能將這個列入考慮。在 TANF和就

業與訓練規劃之間的連結通常是薄弱的。協調的問題、合適的必要條件和規劃的

目標導致關於資源的競爭，以及使得可能的生產合作和結合複雜化。其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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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是一個重要但受限的策略，進而使得工作和人力資本不足；然而，部落和

國家的政策制定者並沒有注意到工作缺乏的問題，因為單獨只有教育是不可能在

福利上有主要的影響。工作的不足對於規劃的成功是一個極大的障礙。在很多印

地安地區中工作的缺口是非常廣大的；除非是伴隨著明顯的經濟成長，否則即使

是設計良好、資金充足和經營完善的就業和工作訓練規劃都只會將影響的程度加

以縮小。 

六、就業和經濟成長 

特別是在鄉村地區，或者是在保護區中勞動力和當地經濟所產生工作機會數

量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時，印地安民族面對著一個巨大的「工作缺口」。由於保護

區沒有經濟成長，這個缺口並不會被填滿；也就是說，大部分的福利接受者在保

護區的經濟體系中找不到工作。經濟成長大部分是依靠部落改造政府制度的能

力：創造一個政治環境，產生可能的經濟成長；但是這將需要聯邦和部落在部落

制度能力建立上的投資。制度能力的建立在社會服務項目上也是必須的。部落可

以朝向廣泛綜合的社會服務系統，可以提供效率、擴大可用資源，以及給予部落

對於有效服務不同顧客需要時，所需的更大適應性和能力。為了完全了解制度發

展和能力建立的可能性，部落對於福利改革的控制（實際的部落主權）必須增強，

也就是給予部落對於規劃設計、整合和推行的更大主權。因此，社會服務項目、

TANF等等需要被更密切的連結到保護區的經濟成長策略和規劃之中。2

     

由上述 PRWORA的福利政策內容我們可發現，美國對印地安族群之福利政

策並不僅有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方面之措施，其中更包含了「就業與工作訓練」、

「就業與經濟成長」兩項。而印地安族群須由政府提供孩童照顧、交通工具、醫

療保險、食物券等福利救助的主要原因即在於「經濟」條件欠佳，而造成「經濟」

條件不佳的原因就是因為就業機會的不足或工資的偏低等就業上的問題。但是造

成就業問題的原因之中又包含了因為經濟不允許，無力就學，教育程度偏低等之

情況。因此，如欲解決印地安族群的各項問題，減少政府福利救助數量，則必須

先由經濟問題著手；一旦原住民族基本生活需求獲得滿足，其餘各項方面的發展

才有提升與進步的空間可言。 

 

 

 

                                                 
2 譯自Cornell, Stephen and Eddie F. Brown, 2001, “Welfare, Work, and American Indians: The Impact 
of Welfare Reform—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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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就業：發展和提供工作給福利接受者3

過去，美國聯邦政府認為，鼓勵遷出相對於改變印地安地區長期不振的經濟

而言，可能較為容易。因此，印地安人幾十年一直是從保護區往較大的經濟機會

地方遷移；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在 20 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之後，由於部分的聯

邦政策和對保護區經濟情況的回應之下，許多的印地安人離開保護區到大都市

中。但是幾十年的遷移經歷與福利改革研究結合之下，對於遷移是保護區失業解

決方式的可能性也有不同的敘述。 

 

一、遷移並非有效的解決方式 

  首先，對於許多的印地安人來說，都市遷移並不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選擇；

許多印地安人仍希望留在他們的故鄉。 

  第二，很多遷移都市的印地安人，包括後來的世代遷移者其實對其他的方式

也是感興趣的。有 64﹪的都市印地安人想要回到部落，而不想留在大都市中；

有許多離開部落故鄉尋找工作的人表示希望部落經濟情況能夠改善，使得他們可

以回去。 

  第三，Snipp和 Sanderfur表示遷移都市並不是經濟的萬靈丹，都市的印地安

人仍然擁有高度的失業率和貧窮。再者，都市印地安人的統計資料通常隱瞞了都

市印地安人不利的貧窮地位，例如社會隔離和對於服務的受限性。提倡部落成員

離開保護區的聯邦政策是跟這些害怕相衝突的，並且增加了印地安人貧窮的可能

性。 

第四，美國各州政府也擔憂印地安族群的都市遷移政策會對各州和部落造成

雙重的福利負擔。 

  最後，如果 TANF政策包括印地安人應該離開他們的故鄉去尋找工作，這些

政策將挑戰印地安民族的地位，以及是否能夠成為有自決權利和聯邦政府能夠委

託責任的「國內的民主國」（domestic sovereigns）。部落成員不能在社區中找到

工作就不得不離開，但是他們的離開減弱了部落的社會結構以及民族的強固。因

此，如果聯邦政府提倡遷移出保護區，將產生一個與自決政治政策衝突的經濟政

策。 

二、創造工作機會 

如果想要解決保護區中勞動年齡居民的大量出走的現象，最佳的替代方案就

是增加保護區中就業的機會，這也是很多部落行政者與福利改革所提倡的替代方

案。 

                                                 
3 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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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增加部落中的就業機會，主要是透過「部落官僚政治制度成長」的方式，

亦即由「政府工作」創造就業的機會，但是這些增加的就業機會仍然不可能解決

就業機會不足的主要問題。 

（一）公部門工作的創造 

印地安地區工作創造的全盛時期是在 1960和 1970年代。此時的聯邦政府改

變印地安政策目標－從「限制」和「再配置」（限制聯邦政府對部落的服務和將

印地安人遷移到都市）到「資助貧窮」。大部分的資助規劃不只是企圖提供政府

協助給窮人而且包括「社區授權」的信念－就是給予窮人能夠在規劃計畫、計畫

方向和行政管理中扮演較大角色的機會。很多新的聯邦印地安規劃從 1960 年代

中期到 1970 年代中期直接或間接地在經營或推行上牽涉部落政體，因此，部落

官僚政治制度劇烈的成長，結果便是工作機會的創造。而在聯邦政府的印地安政

策上另一個主要的改變為「自決」；因此，更增加了對於官僚政治制度擴張的機

會。 

部落為配合「自決」政策也一直努力開拓他們的優點以支持經濟發展，並且

也努力增加部落官僚政治制度的聲望，其中自然資源的發展一直是這個趨勢特別

重要的部分，例如很多部落政府快速發展他們監視和規定擷取資源的機制，以及

發展自己資源的能力；於是，又增加了更多的部落就業機會。 

（二）公部門就業機會仍然不足夠 

  這些公共部門的工作對於印地安地區來說一直是重要的。畢竟在其他就業機

會幾乎完全不足的情況下，甚至形成印地安保護區中就業的主要依據。 

 

  但是，Cornell（2000）表示依賴政府或公共部門的保護區工作創造，有四個

問題： 

1.集中保護區就業機會在單一部門，保護區經濟變得較難防禦意外性的改變。 

2.減少部落的實際主權。 

3.以現行政治和經濟在聯邦預算中的限制上看來，公共部門的工作已經限制了成

長的可能性，因此，很難去相信聯邦政府會投注大量金錢在保護區中。 

4.與生產力經濟體系中的工作不同，政府工作少有產生額外工作機會的可能性。

但是在生產力經濟體系中當你做好你的工作時，可能吸引更多消費者，於是就

可能鼓勵更多的雇用。所以，由此可知，部落不只是需要工作，而且是需要能

產生工作的工作。 

 

因此，目前依賴公部門創造印地安保護區的就業機會，仍然不可能產生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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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甚至不可能使得印地安地區藉此脫離福利政策的保護。 

 

肆、「國族建構」 
  為使印地安民族能夠真正成長與發展，創造實質的就業機會，不再依賴政

府的福利救助，「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的理念於是被提出。 

 

一、經濟成長與國族建構4

如果印地安民族想要完全脫離福利救助，就必須考量印地安部落真正的需

要。因此，他們需要的是大量的工作機會，而這些工作更必須要是長期，且能持

續的。所以，印地安族群真正需要的就是自存式（self-sustaining）的經濟成長，

並由保護區中最具生產力的部門創造就業機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長策略是 Harvard Project 對印地安保護區經濟發展的

一連串計畫研究。Harvard Project 的結果證實了即使是在欠缺賭博產業的情況

下，能維持許久、自決的經濟成長在印地安保護區也是可能存在的。所以，Harvard 

Project的研究認為，成長的先決條件如下： 

（一）實際的部落主權（印地安民族是經濟和政治事務的驅策者）。 

（二）發掘治理制度（印地安民族有去政治化的法院選擇和商業經營，而且是

有能力的保護區政府）。 

（三）文化相似（這些治理制度的主權應該如何被組織和執行的原生概念）。 

（四）策略方向（遠離困境朝向以族群建構的社會觀點放置發展優先次序）。 

（五）領導權（一些願意捨棄已經建立行事方式的團體或個人，委託他們去設

計和實施有效的部落管理方式）。 

  因此，Cornell和 Kalt認為，經濟成長不同於工作的創造；經濟成長不只是

試圖去尋找或創造工作，經濟成長策略也藉由著建構一個保護區經濟體系和可以

支持經濟體系的制度，試著去保證社區的經濟未來。 

現今，美國的印地安族群面臨一個少見的機會：有些熱心的投資者到達部落

而提出保證創造許多部落商機的計畫。這是一個政治性和組織性的機會（可以再

思考、再結構、再組織），不是一個開始商業活動或開拓經濟活動範圍的機會，

而是實際地打開未來的新局面－就是關於「國族建構」的機會。 

   1970 年代中期以來，聯邦政策為回應印地安族群的自身需求，遂朝向「自

決」的概念：印地安族群應該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建立成為一個有生存能力的

                                                 
4 譯自Cornell, Stephen and Josphen P. Kalt, 1998,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Indian County Today,”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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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再加上許多投資者紛紛來到部落，並提出保證部落商機的計畫，於是，印

地安族群「國族建構」的新局面因此展開。 

二、經濟發展的兩個方法－「工作和所得」與「國族建構」5

  在印地安地區的研究中有兩個不同的經濟發展方法。第一個是所謂的「工作

和所得」（jobs and income）方法，第二個經濟發展方法為「國族建構」。 

部落一開始使用「工作和所得」方法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工作和所得收入，而企圖

使保護區中商業活動能夠持續，但是問題卻是這個方法並不能運作，因為它沒有

辦法產生持續的商業活動。 

  因此，「國族建構」的方法應運而生。「國族建構」這個方法一開始也是因為

工作和所得不足的問題，但是它更綜合廣泛的開創商業活動，其解決方式是建構

一個商業和人民都能繁榮興盛的國家，創建一個樂意投資的環境，於是投資都有

可能獲得例如金錢上的利益、工作的滿意度、生活品質的提高、減少對聯邦政府

的依賴等等的回報。因此，我們對「投資」的定義就不只包含金錢，可能牽涉要

素就更為眾多；一個投資者可能是擁有時間、精神、想法、技術或金錢，並且願

意將這些有價值的東西投入在部落的未來前途上。所以，吸引投資就是說服他們

投入，但是一個發展計畫卻通常都會忽略了這個說服投資者的問題。因此，「國

族建構」就是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 

  所以，國族建構是追求經濟發展的新思考方式。國族建構並不是「開創商業

活動」，而是「建構一個鼓勵投資者投資的環境，幫助商業活動的持續，並且使

得投資興盛，有所回報」。 

  表 3-2 比較了保護區發展的兩個途徑。「工作和所得」認為發展是一項經濟

上的問題，因此強調獲得授與、尋找參與活動的投資者、或是其他能產生可用資

本的策略。另一方面，「國族建構」則認為發展是一項政治的問題，因此強調建

構一個制度的基礎、思考的策略等等。 

  研究上更發現「工作和所得」會產生一些快速崛起的商業活動和短期的成

功，而這是不會支撐許久的。另一方面，「國族建構」其實並不保證經濟成功，

但是它廣泛地增進經濟發展生根並且維持許久的機會。因此，「國族建構」很有

可能對民族和族人帶來成功繁榮，若再連同主權，這就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關鍵。 

表 3-2 經濟發展之概念 

Jobs and Income Nation-Building 

被動 主動 

強調短期的回報（特別是工作和所得） 強調長期的回報（持續的社區回報） 

                                                 
5 譯自Cornell, Stephen and Josphen P. Kalt, 1998,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Indian County Today,” pp. 19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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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商業活動的開創 強調創造商業活動可以持續的環境 

成功是以經濟衝擊加以衡量 成功是以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的衝

擊加以衡量 

發展主要是部落規劃者的工作（規劃者

計畫提案；議會決定） 

發展是部落和族群領導權的工作（他們

確定遠見、指導原則、政策；其他人執

行） 

認為發展是經濟上的問題 認為發展是政治上的問題 

金錢為解決的方式 制度的基礎、策略指揮和見文廣闊的行

動為解決的方式 

資料來源：Cornell, Stephen and Joseph P. Kalt,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 in Indian Country Today,”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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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澳洲原住民族之經濟發展政策 
 

澳洲原住民族包含土著和托勒斯海峽島民。澳洲原住民族人口在 20 世紀最

明顯的變化為遠離遙遠鄉村地區，而朝向都市和大都會中心（澳洲的東部和南部

地區）的地理空間遷移。澳洲 1996 年的統計調查分析指出，澳洲原住民族居住

於都市地區的比例從 1991年的 67﹪增加到 1996年的 73﹪，由此可知，澳洲原

住民族也有往都市遷移的現象。 

 

表 3-3 1971-1996年澳洲原住民族人口分佈 

 1971 1996 

 人口數 比例（﹪） 人口數 比例（﹪） 

主要都市 17,332 14.9 106,832 30.3 

其他都市 34,076 29.4 149,326 42.3 

鄉村地區 64,545 55.7 96,864 27.4 

合計 115,953 100.0 353,022 100.0 

資料來源：澳大利亞統計局，1996。 

 

澳洲原住民族與世界其他國家中的原住民族群一樣，都有著薄弱的經濟地

位，其主要原因則在於原住民族人力資本不足以及被澳洲政府主要規定所排除的

歷史傳統。另外也發現由於地處位置的偏遠，許多的原住民族人被主要的勞動市

場排除在外，這樣位置不利的現象也延續於都市原住民之中。 

根據統計，1991年到 1996年之間原住民族就業增加了 44﹪，而澳洲原住民

族的就業狀況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點： 

1. 澳洲政府於 1996年提出 Community Development Employment Programme（社

區就業發展計畫，以下簡稱 CDEP），此計畫造就了許多原住民族的就業機會。 

2. 原住民族就業機會成長速度不及澳洲原住民族勞動年齡人口成長的速度，因

此，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失業情況嚴重惡化。 

3. 除了人口快速成長的原因之外，澳洲原住民族就業情況惡化的原因也包括在

快速變遷與以技術為主的勞動市場中，及時把握經濟機會的極大困難。針對

此點也可發現，澳洲原住民族在就業市場中因為職業技能的欠缺，產生就業

上的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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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澳洲原住民族之就業與經濟發展 
很多原住民族人在就業上都遭遇了不利的情況；澳洲原住民族的失業率明

顯地高於全國平均，主要是因為原住民族教育和就業資格的缺乏，而且大部分

澳洲原住民族人所居住的鄉村或偏遠地區是少有工作機會的。因此，澳洲政府

相信保證原住民族的經濟發展機會便能夠克服原住民族的不利處境，於是，設

計許多規劃，期望能對澳洲原住民族的就業與經濟機會加以改善，而這些規劃

提供了工作機會、支持和訓練，並改善就業情況和商業發展。 

 

澳洲政府對原住民族的失業問題，有三個主要策略： 

1.增加工作技能。 

2.增進偏遠地區的就業與商業機會。 

3.鼓勵失業者從事以部落為基礎計畫的工作（即 CDEP）。 

另一方面，政府也有許多改善澳洲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機會的商業計畫，其主

要目的是欲創造一個對原住民族來說可產生持續商業的環境： 

一、Indigenous Business Australia（原住民族商業事務部，以下簡稱 IBA）通常

透過原住民族人和專門產業合夥人間的共同投資，直接投資於部落商業機

會上。 

二、Aborig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ission（澳洲原住民族與托勒斯海峽

島民委員會，以下簡稱 ATSIC）/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ervices

（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峽島民服務，以下簡稱 ATSIS）提供借貸、許可和保

證給超過 1,000個澳洲原住民族人。 

三、Indigenous Land Corporation（原住民族土地公司，以下簡稱 ILC）取得和管

理土地，並提供原住民族經濟、環境、社會和文化上的利益。 

四、Indigenous Small Business Fund（原住民族小型商業基金會）由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就業和工作環境關聯部，以下簡稱

DEWR）和 ATSIS 共同管理，並提供原住民族人商業企業發展和擴張的支

持。 

五、一個新的Indigenous Capital Assistance Scheme（原住民族資本援助計畫，以

下簡稱ICAS）藉由私部門的財源而鼓勵投資原住民族的商業，進而促進原

住民族的經濟獨立。6

 

 

                                                 
6 譯自”Indigenous Employ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www.atsia.gov.au/facts/pdf/employ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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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現在對原住民族事務極為重視，並且投入許多花費（＄2.7billion）；

在各項花費上，以就業和經濟發展所佔比例最高（28﹪），其次為住宅和基礎設

施（19﹪）、教育和訓練（18﹪）、健康（15﹪）、土地和自然主權（9﹪）（見圖

3-1）。7

教育與訓練

18%

住宅與基礎設

施

19%

其他（包括文

化與傳統）

11%
健康與福利

15%

就業與經濟發

展

28%

土地與自然主

權

9%

         圖 3-1 2003-2004年澳洲原住民族事務預算比例 

 

貳、建立IBA－原住民族經濟發展的創新改革8

澳洲政府改變過去的管理方式，建立了一個新的機構－IBA。IBA的建立主

要是為了清除原住民族對福利的過度依賴，並對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有所創新改

革。 

IBA 的概念在於投資計畫可以產生許多關於未來投資的收入或者是人口的

分佈，因此可以使原住民族在經濟發展計畫上有更多實際、有效的安排，然而福

利計畫卻只能夠造成持續的福利依賴。所以，IBA可以使計畫透過更多商業專門

技術的累積，以及商業部門中更多的財政支持，使得計畫有效經營，並且透過達

到規模經濟而更有效率。換言之，IBA主要責任為建立和維持較大的基礎以及促

進原住民族經濟發展（包括擴大就業以及相關活動的訓練）。 

                                                 
7 譯自”Special Needs:Special Programs,” http://www.atsia.gov.au/facts/pdf/special_needs.pdf 
 
8譯自”Removing the Welfare Shackles- A Discussion Paper on a Reform Initiate for Indigenous 
Development,” 1998, 
http://www.atsic.gov.au/programs/economic/buniness_development/removing_the_welfare_shackles.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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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BA的計畫目的 

IBA所欲達到的目的為： 

（一）幫助和建議原住民族與托勒斯海島民的經濟成長與發展。 

（二）透過 IBA委員會和ATSIC建議關於如何促進和支持澳洲原住民族經濟發

展的事項。 

（三）累積和關於原住民族與托勒斯海島民族群資本資產的使用。 

（四）從事經濟活動。 

（五）提倡和參與與私部門一起的共同投資。 

（六）提供借貸、許可以及保證給原住民族，幫助原住民族與托勒斯海島民的

自我管理和自給自足。 

（七）管理住宅資金。 

（八）管理ATSILF9的投資。 

（九）管理ABTA10的投資。 

（十）作為原住民族商業利益和其他政府協助之間的導管，或是加強有關的商

業規劃。 

（十一）探究發展 Indigenous Bank的方式。 

（十二）其他由政府授予 IBA的目的。 

二、IBA的作法 

  因此為了達到效率和有效，IBA的做法如下： 

（一）分隔商業和社會導向的規劃，減小無法避免的衝突。 

（二）發展商業活動中較廣泛的專門技術以及探究原住民族在商業活動上的

機會。 

（三）於澳洲商業活動中獲得較大的財政支持。 

 

但是，為了避免商業與社會目的的混淆，也對下列各點加以說明： 

1.IBA所支持的計畫在商業上是可行的以及並沒有被社會的考量所邊緣化。 

2.在 IBA支持的計畫中，提供不會危及商業計畫可行性的原住民族就業和訓練的 

機會。 

3.服務例如就業輔導，雖然是社會導向，並且全部或部分依據政府以外的商業考 

量，但是並不跟第一點的商業可行測試有所衝突。反而，它提供了政府在考量 

原住民族商業計畫時，應有的合理基礎： 

                                                 
9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Land Fund(原住民與托勒斯海島民土地基金會，以下簡稱

ATSILF) 
10 Aboriginal Benefit Trust Account(原住民族利益信託帳戶，以下簡稱AB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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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持（例如教育）被認為是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 

（2） 投資是廣大策略的一部分，是為了改善原住民族的經濟地位以及降低他

們對福利的依賴。 

（3） 改善原住民族的經濟地位，相對地也幫助改善他們的社會福利。 

 

參、與私部門合作11

澳洲政府關心原住民族的經濟發展，並對其加以管理；為了產生更實際的原

住民族經濟發展，而與私部門合作，借用私部門專門技術與經驗。 

 

一、原住民族的商業環境 

  對於澳洲的原住民族來說，增加就業、產生所得和增進財政上的獨立是一個

可以幫助他們達到獨立和改善生活能力的方法。但是原住民族的商業環境通常遠

離主要市場、缺乏相關的運輸設施、地區傳統產業（如游牧）的就業機會不足以

及私部門和公部門撤回服務等等，使得原住民族經濟發展的可用資源稀少， 

  由於澳洲原住民族是非常多樣化的，因此為了達到澳洲原住民族的經濟和社

會發展，除了部份必須依據自然主權的行使之外，原住民族商業最需要的是利用

經濟機會，協調所遇到的限制以及獲取適當財源，並且利用私部門的資本、專業

技術和機會。 

（一）接近財政資源 

原住民族在資本上都有明顯的障礙（例如，沒有信用紀錄、缺乏公平性、沒

有政府的支持等等）。然而沒有資金，原住民族無法建立或擴張商業。但是建立

足夠商業所需的財政資源，改善澳洲原住民族的經濟地位，光靠政府提供資金是

不夠的，因此，必須透過商業的金融制度與依賴私部門。 

（二）發展地區經濟計畫的架構 

地區經濟計畫的架構需要對一個合理經濟機會、現有基礎設施和其他限制的

評定，以及可以促進對機會開拓的發展策略，並且能夠說明可能產生的限制。 

（三）商業和就業技能間的缺口 

很多澳洲原住民族其實已經擁有對商業成功來說很重要的技能，包括有：生

產、交涉、人力動員和規劃、資源的流通和運用等等。但是，大部分的原住民族

人卻欠缺合適的教育背景、準備經營或從事商業工作、使商業單獨運作在單一特

                                                 
11 譯自”Getting on with Business- Pursuing a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1998, 
http://www.atsic.gov.au/programs/economic/buniness_development/getting_on_with_busine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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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濟部門等等的技術。所以，CDEP就是一個設計整合、專門化的訓練和教育

以填滿商業和就業技能缺口的策略。 

總括來說，原住民族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新的方法，一個能夠促進而不妨礙原

住民族創新才能的架構。 

二、一個新方法－與私部門合作 

  這個方法是利用私部門的專門知識和財政制度，創造更多對原住民族的助

益，其中包含的要素有商業貸款、適當的投資、住宅貸款、投資管理以及一般的

銀行服務。 

因此，這個新方法的主要功能即為： 

（一）利用銀行和其他金融團體的專業技術，提供一個為了原住民族利益有效

的商業資金計畫。 

（二）明確區分私部門和 ATSIC在規劃傳遞上的角色。 

（三）結合原住民族商業資金計畫，以便能夠有效提供資金。 

（四）藉由吸引來自原住民族的資金以及使用專業的經營者改善規劃品質，

而擴大對原住民族商業的公平投資。 

（五）提供難以接近財源的原住民族人有低成本、有效的住宅所有權規劃。 

（六）使用專業的顧問，提供原住民族一個有效的經營投資規劃，並且運作

於原住民族所決定的政策架構中。 

（七）原住民族的集體協議和與銀行的關係，可以降低成本，並且增進像原

住民族在銀行就業機會增加等的利益。 

（八）減少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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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紐西蘭原住民族之經濟發展政策 
 

   本為亞洲居民的毛利人，一千多年前由波里尼西亞遷徙到紐西蘭，開拓新天

地，成為首批土著居民；現今，毛利人大多分布在紐西蘭的南島和北島的許多地

方，形成所謂的「毛利文化」。 

根據 2001 年紐西蘭統計局的統計調查，我們可發現毛利人的人口結構和一

些特別的社會現象： 

一、人口結構 

2001年，毛利人有 526,281人，大約為紐西蘭人口的 14.29﹪，並且毛利人

的人口結構同樣面對逐漸老化的現象。 

二、人口分佈 

大約有 90﹪的毛利人居住在北島。但是，毛利人卻也經歷了快速的都市化

現象：毛利人往都市遷移，以便接近新的就業機會與高等的教育。但是，由於都

市的生活成本較高以及都市地區的高失業率，在 1991年到 1996年之間，毛利人

從都市遷回到鄉村地區的現象逐漸明顯。 

三、就業與失業情況 

就業狀況也影響了毛利人的社會和經濟福利；以毛利人的職業類別而言，都

市地區毛利人的職業類別，以公共和社會服務為最多（28﹪），其次為批發和零

售服務業（22﹪）、製造業（20﹪）；而鄉村地區的毛利人大多從事和農業、林業、

漁業有關的傳統產業。 

在過去的十年中，毛利人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仍然居於劣勢。毛利人的失業

率（19﹪）是非毛利人（6﹪）的 3 倍，其中毛利人的失業又大多是屬於長期性

的失業；年輕的毛利人（15-19歲）同樣也被這股失業潮流所影響。 

再者，各地區的毛利人失業率又有所不同，以 1996 年為例，紐西蘭北島的

毛利人失業率最高。另外，大學程度的毛利人相對於教育程度較低者來說，所面

臨的失業危機較小。由此可知，教育程度高低影響了就業的情形。 

 

壹、毛利人的發展政策 
為幫助發展和強化毛利人的能力，Ministry of Maori Development（紐西蘭毛

利事務部）提供許多資訊和服務，其中包括有： 

1.地區發展 

2.能力建構 

3.住宅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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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金和獎學金 

5.相關連結：提供對毛利族群和組織有幫助的連結。12

 

一、地區發展13

地區發展是以一個「地區」的規模層級促進毛利人的發展。地區發展的目的

是針對在地區中的個人、家庭、部落和毛利族群、組織，幫助他們確認當地的機

會，並且發展能夠對應這些機會的潛力和能力。 

二、能力建構 

能力建構是幫助毛利族群發展潛力和能力的重要第一步，亦即毛利人能夠靠

自己的力量來發展自身事務，鼓勵家庭、部落、社區和毛利族群、組織，依照他

們自己的方法而發展。因此，能力建構的推行等於強化了原住民族的自我能力，

使得原住民族能夠成功的發展各項事務，甚至強化原住民族能力之餘，也增加了

原住民族適應環境的能力，減少所謂的適應問題。 

能力建構是一個協調的方法，使得許多需要幫助的毛利族群和團體能夠盡量

依照自己的方式發展。紐西蘭毛利事務部協調和引導政府機構，一起工作，並且

分享資源，企圖幫助毛利人達到發展目的。對於能力建構的方法，包括了幾種相

關的計畫和服務： 

1.能力建構－資助以及鼓勵能力建構的事業。 

2.商業促進服務－類似一個免費的商業顧問服務。 

 

因此，能力建構將提供下列的幫助： 

1.提供相關資訊和建議 

2.接近其他機構的計畫、服務和資助 

3.協調相關的政府機構 

4.如果符合標準，可能給予資助以支持事業發展，其中包含專家的建議和相關的

技術人員。14

其中，紐西蘭毛利事務部的能力建構計畫15共有五個部分，並且又被分成 2

個不同的資助計畫： 

                                                 
12 譯自Te Puni Kokiri: Strengthening Maori Community, 
http://www.tpk.govt.nz/community/default.asp 
13 譯自Te Puni Kokiri: Strengthening Maori Commun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http://www.tpk.govt.nz/community/regional/default.asp 
14 譯自Te Puni Kokiri: Strengthening Maori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http://www.tpk.govt.nz/community/capacity/default.asp 
15譯自Te Puni Kokiri: Strengthening Maori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Hoe it Works, 
http://www.tpk.govt.nz/community/capacity/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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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力評估資助計畫：（A）交涉（B）能力評估 

（2）能力建構資助計畫：（C）籌劃（D）推行（E）評定 

第一部分：交涉 

交涉的方法包括了： 

‧會談相關成員 

‧指揮挨家挨戶的家戶訪問調查 

‧接受與處理申請 

‧發展關於資助與其他服務的提案 

第二部分：能力評估  

能力評估可以明確地認識部落現有的力量和資源，其工作項目為： 

‧評估團體的力量、潛力、技術、結構和資源。 

‧確認集體的需求與機會 

‧研究團體的社會、經濟狀態 

‧計畫特定資源發展的可行性研究 

第三部分：籌劃 

包括準備行動計畫、策略計畫、未來的商業計畫以及計劃推行。 

第四部份：推行 

在此部分你可能會得到許多支持和幫助，其中包括： 

‧接受訓練或是專家給予的意見以發展或改進組織的制度和結構 

‧幫助與其他政府機構的聯繫 

‧專家的法律或財政意見 

‧資金資助計畫的推行 

第五部分：評定 

評定發展計畫的目的以及能力建構計畫的目標如何達成。 

 

參、毛利人的商業發展 
紐西蘭毛利事務部也提供資訊和服務幫助毛利族群商業的發展。Maori 

Business Facilitation Service（毛利商業促進服務）主要是針對中小型規模的商業

發展，幫助想要開創商業的毛利人或是幫助改善一個由毛利人創辦的現存商業。

毛利商業促進服務提供關於商業顧問、指導、資訊和意見；但是不提供資金和例

如會計、法律服務等的專業服務。 

一、幫助對象： 

主要針對毛利人的小型或中型商業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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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要發展一個新商業者 

（二）擴張或改善一個現有的商業 

（三）發展商業資源，例如：勞力、資本、技術、土地、林業、漁業等等。16

二、服務內容：17

（一）提供服務 

為發展商業，因此就下列各領域提供免費的指導： 

1. 顧問 

2. 訓練 

3. 改善 

4. 問題的解決 

5. 監督計畫 

6. 相互連結 

7. 資訊 

8. 介紹其他的商業服務 

9. 機會評估 

10.局勢分析 

11.商業計畫 

12.設計籌劃 

13.商業計畫的提案申請 

14.商業擴張或改善策略 

（二）特殊的幫助－將概念性計畫發展成具體商業計畫的服務： 

1. 指導 

2. 提供專家對商業的意見、資訊和資助 

3. 監督財政行為 

4. 幫助能夠得到資助和在財政方面的援助 

5. 提供相關成員自我資助的策略 

（三）其他的專業服務 

幫助接近其他的專業人員、技術和專門的服務。 

 

                                                 
16 譯自Te Puni Kokiri: Facilitating Maori Business- Maori Facilitation Service- Who can Apply, 
http://www.tpk.govt.nz/business/facilitation/who.asp 
17 譯自Te Puni Kokiri: Facilitating Maori Business- Maori Facilitation Service- What You can Apply 
for, http://www.tpk.govt.nz/business/facilitation/wha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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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金資助 

毛利商業促進服務雖然不直接供給資金的借貸，但是如果商業計畫或概念符

合某個特定計畫的標準，商業顧問仍會幫助申請者獲得這些計畫提供的資金資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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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國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政策之比較 
   

世界上各國的原住民族都面臨著經濟上的劣勢困境，這樣的困境對原住民族

群本身的發展形成極大的阻礙，甚至對於整體國家產生沉重的負擔。因此，為解

決原住民族發展問題，各國政府莫不提出各項因應對策。 

 

一、美國－國族建構 

以美國為例，由於印地安保護區內的貧窮情況嚴重，依賴福利的人口眾多，

就業機會不足等等的許多惡劣情況，因此政府、學者、甚至是印地安族人自身莫

不開始思索，尋求解決之道。首先，聯邦政府在印地安政策上角色的改變－由直

接的決策轉變成間接的支援者，並且強調原住民族事務由原住民族自身決定，「自

決」和「自治」的觀念因而產生。第二，如何解決印地安保護區內經濟的劣勢，

增加就業機會，提高所得，並減少長久的福利政策資助，於是在聯邦政府印地安

政策的基本原則下，「國族建構」便成為引導保護區持續發展的最佳替代方案。

因此，簡單的說，國族建構是建立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都適合

發展，並能夠維持保護區持續發展的部落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部落經濟可

能得以發展，就業與所得情況改善，保護區內人口不需向外尋求工作，甚至福利

資助的部分也可能減少。再者，部落內部事務由部落成員自行加以決定和計畫，

減少對國家的依賴，而達到印地安民族整體實際的成長與發展。 

原住民族群因原鄉地區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環境不佳，被迫向外遷移，如今，

原住民族群又回流原鄉，期望面對地自然是一個比先前更為良好的部落環境，因

此，利用「國族建構」的概念方式，建構一個已對整體環境加以考量，各方面發

展得宜的部落環境，使得原住民族人能在回流原鄉之後，對原鄉地區重振信心，

不致於再度面臨遷出原鄉的窘境。 

二、澳洲－持續發展的商業環境 

當然，澳洲政府對於國內的原住民族問題也投入相當研究；除了重視原住民

族文化與傳統，承認其相關的自然主權外，對於原住民族經濟發展的議題也相當

關切。但是，原住民族一味的依賴政府給予的各項福利，對於改善原住民族薄弱

的經濟與社會的弱勢地位並不會有任何幫助。所以，澳洲政府和學者紛紛制定各

項政策規劃，企圖引導原住民族經濟的自給自足與經濟的獨立發展。在澳洲政府

對原住民族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中，短期作法即是增加原住民族職業技能，輔導

其進入就業市場；在長期作法上，最引人注目的概念則為創造一個可產生持續商

業的環境，此點也與美國印地安族群「國族建構」的經濟發展概念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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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澳洲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政策也鼓勵原住民族社會與私部門共同投資合

作，運用私部門更較為專業的技術與財政制度，使得原住民族商業有獨立發展的

機會，並且減輕政府在原住民族事務上的負擔。另一方面，在政府相關的原住民

族商業規劃管理上，為達到有效和效率目的，由過去許多功能目的重複的規劃管

理組織，逐漸集中成為一個單一管理機構，力求原住民族經濟發展的實際可能性。 

三、紐西蘭－能力建構 

  紐西蘭政府為扶助國內毛利族群健全發展，也提供了包括地區發展、能力建

構、住宅或資金等方面的資助，並且為了使得毛利人脫離經濟困境，也特別針對

商業發展方面給予專業資訊服務與挹注資金。 

四、綜合分析 

  由美國、澳洲、紐西蘭三國的原住民族政策中，我們可發現一個共同的政策

目標：為改善原住民族經濟劣勢，解決失業問題，脫離長期的福利救助，於是提

出原住民族經濟發方案。有趣的是，三國的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方案都不只是單純

地增加原住民族的就業機會，更是希望原住民族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出具有

競爭優勢的經濟體系，實質創造長期性、可持續的經濟環境。因此，為達此一政

策目的，各國政府便提供許多資助與服務，從「輔導」的角色幫助原住民族得以

自我發展。 

  除了有相同的政策目標之外，若是比較三國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政策中各項作

法，也可發現相似之處： 

（一）原住民族發展環境之創造 

  創造可供原住民族長期實質發展環境，使得原住民族能夠自我發展，是各國

原住民族政策之最終目標。其中，美國提出的「國族建構」的概念最為完善：「建

構一個鼓勵投資的環境，幫助持續商業活動，使得投資興盛有所回報」，而且「國

族建構」，不只是建構經濟的發展環境，更包含了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都可

適宜發展。紐西蘭政府也提出了「地區發展」的概念，以一個「地區」為範圍，

幫助地區內之原住民族具有發展的潛力和能力。而澳洲政府也是整合相關原住民

族發展單位，增加效率經營，並且加強與私部門的合作，提供專門化的幫助，協

助澳洲原住民族之發展。 

（二）政府之「輔導」角色 

  政府以「輔導」的從旁「協助」的方式處理原住民族發展事務，給予幫助，

期望原住民族能依靠自我力量從事發展工作。 

美國聯邦政府認為，原住民族對於族群事務應享有主權，以「自決」的方式

讓族群決定其自我未來如何發展。澳洲政府則是承認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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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可以依其自然主權尋求發展機會。而紐西蘭毛利事務部則以「能力建構」

的概念與作法，強化毛利人之自我發展能力。 

現今，台灣的原住民族群當然也面對著同樣的發展困境：經濟地位的劣勢，

人口不斷向外遷移，進而影響未來族群的健全發展。因此，政府與原住民族群莫

不致力於此問題的解決，期望建構一個原住民族適宜持續發展的環境。於此環境

之中，族人被迫向外遷移的現象減少，甚至可包容外移後回流的族人或外來人

口，部落地區仍舊得以繁榮發展。所以，在最佳解決方式的尋求上，國外原住民

族就業與經濟發展政策中的相關概念與作法，或許可供台灣原住民族相關政策之

借鏡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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