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析探 

 

 

77 

法律與法制 
專題研究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 

教育條例》析探 

An Analysis of the Racial Unity Education Ordinance in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劉燈鐘（Liu, Teng–Chung）  劉志峰（Liu, Chih-Feng）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中華大學科管碩士 

 現任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副教授      現任鹿峰國小總務主任 

摘  要 

目前中國大陸有關民族團結教育的法律、法規，在中央與地方各級行政區等層

級中，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地頒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外，

其他各級政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均無訂定類似法規。新疆地區之所以制定此條例，

主要是該地區的特殊、複雜環境所致，兼之 2009 年「7‧5 事件」造成重大傷亡與

損失，地方當局為促進民族團結所特別訂定的法規，希藉此帶來新疆社會的長期和

諧、穩定和發展。本文以該自治區的民族團結教育法規為例，探討該地區此項法規

的立法經過、條例主要內容，並對此一特定背景因素制定的法規予以評析。 

 

關鍵詞：新疆、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團結、民族立法 

 

壹、前  言 

民族團結，是中國處理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則，也是其民族政策的核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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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1被視為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線所在，是不斷前進發展和取得勝利的基本保

證。2但目前中國大陸在民族團結教育的立法方面，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

的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等相關法律條文，僅約略論及民族團結的原則；至於

國務院所頒布的命令、文件和白皮書等規定，亦未詳盡規定有關的內容。而省

級地方（含市、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涉及該方面，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地

而已，其他各省級地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均無此項法規的制定，該法規殊值

分析探討。 

貳、立法原因、經過 

新疆地區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以下簡稱《條

例》），於 2009 年 12 月 29 日，經該地區第 11 屆人大常委會第 16 次會議通

過，並於次年（2010 年）2 月 1 日起施行。該條例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全國

第一個有關民族團結教育方面的地區性法規，條例全文共計 6 章，條文 41

條。促成此項法規的立法因素與經過情形如下： 

一、立法原因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目前該地區有 53 個民族，人口總數達 2,130

萬人，其中人口數較多的民族有：維吾爾族 983 萬人，占 46.1%；漢族 836 萬

人，占 39.2%；哈薩克族 151 萬人，占 7.1%；回族 95 萬人，占 4.5%；柯爾克

孜族 19 萬人，占 0.9%；蒙古族 18 萬人，占 0.9%，該地區少數民族合計 1294

萬人，占 60.8%。3大陸對於民族自治地方4的治理，在其民族區域自治法、「中

國的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和國務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

若干規定等法規和文件，5都有各項相關規定的記載。 

                                                   
1
 「中國的民族政策與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白皮書，參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民族年鑑 2009

（北京：中國民族年鑑社，2009年），頁 23。 

2
 趙鐵鎖、蕭光文，「中國共產黨民族團結政策的歷史考察」，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延安），2010 年第

2期（2010年 3月），頁 54。 

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輯委員會，新疆年鑑 2009（烏魯木齊：新疆年鑑社，2009年），頁 1。 

4
 目前，中國大陸已建立 155個民族自治地方，包括 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此外，並

建立 1173個民族鄉。參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民族年鑑 2009，頁 9。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於 1984 年 5 月通過，並經 2001 年 2 月修正；「中國的民族區域自

治」白皮書，於 2005 年 2 月由國務院公布；國務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析探 

 

 

79 

法律與法制 
專題研究  

對於新疆地區的民族問題，國務院曾發表「新疆的歷史與發展」（2003 年

5 月）、「新疆的發展與進步」（2009 年 9 月）兩部白皮書，述明該地區從西

漢開始，即成為中國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並說明中共建政以來的

各項快速進步情形。然據地方當局指稱，目前影響新疆穩定的民族問題依然存

在，並把矛頭指向三股勢力。6何謂「三股勢力」？據新疆社科院馬列主義毛

澤東思想研究所副所長何運龍指稱，指的是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暴

力恐怖勢力。7因此，為維護該地區的穩定與發展，公民要「反對民族分裂，

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並視為是神聖職責和光榮義務。 

由於新疆諸多錯綜複雜問題，因此歷代以來，該地區較之其他省級行政區

不穩定。中共建政迄今已發生多次動亂，僅在 1990 年至 2001 年的 12 年間，

至少有二百多起事件發生，8平均而言，每月都會發生多起動亂。近 3 年來較

重大的事件有：2007 年 1 月，破獲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基地；2008 年初，

偵破疆獨主導的劫機案；同年 8 月，喀什發生恐怖攻擊事件；2009 年 7 月，

烏魯木齊發生大規模的動亂。另據統計，目前全球至少有 52 個「疆獨」組

織，除散布在新疆境內外，境外主要分布在美國、德國和土耳其等國家。9由

此可見，涉及該地區的穩定問題，除需考量內部的複雜因素外，尚需酌量國際

詭譎的外部因素。 

以 2009 年的「7‧5 事件」為例，中共公開指出，它是境內外「三股勢

力」大肆炒作，造成打砸搶燒的暴力犯罪，也是西方反華勢力長期縱容、支持

境內外「三股勢力」，對新疆進行分裂破壞活動的總積累。10據官方統計，該

                                                                                                                                                  

定，於 2005年 5月國務院第 89次常務會議通過。 
6 「烏魯木齊『7．5』事件不影響中國民族團結大局」，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中國頻道》，

http://china.rednet.cn/c/2009/07/21/1795403.htm。 
7 何運龍指出，「宗教極端勢力」，是指打著宗教的旗號、披著宗教的外衣，在宗教的名義掩蓋下、傳播

極端主義思想主張、從事恐怖活動或分裂活動的社會政治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是指從事對主權國

家構成的世界政治框架的一種分裂或分離活動的團體或組織。「暴力恐怖勢力」，則是針對無辜的、廣

大的、不確定的人民群眾，通過使用暴力或其他毀滅性手段，製造恐怖，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團體或

組織。「三股勢力」，2010年 11月 9日下載，《互動百科》， 

http://www.hudong.com/wiki/%E4%B8%89%E8%82%A1%E5%8A%BF%E5%8A%9B。 

8 udnbkk51，「新疆恐怖事件與疆獨活動邊緣化」，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泰國世界日報新聞網》，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08/0806/article_40118.html。 
9 亓樂義，「新疆情勢牽動中亞獨立運動」，2010年 7月 22日下載，《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278。 
10 新疆自治區黨委統戰部，「新疆自治區深入開展民族團結教育」，中國統一戰線（北京），200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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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至少有 197 人喪生，超過 1,600 人受傷，甚至有些組織指出傷亡數是官方

公告的數倍之多，11至於經濟損失與影響更是難以計數，對社會穩定和民族團

結亦造成重大傷害。 

該起事件的發生，促使當地人大常委會意識到維護新疆穩定和民族團結的

重要性，除通過「關於依法嚴厲打擊嚴重暴力犯罪，堅決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

穩定決議」的文件外，並成立民族團結教育條例起草小組，來制定相關法規，

將其納入法制化、規範化、日常化管理的正軌。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

員會副主任李建新不諱言指出，該起事件的發生，對當地民族團結教育納入管

理有「必要性和緊迫性」。12顯見，制定民族團結等相關法規，對該地區的領

導階層有急迫性。 

二、立法經過 

新疆當局為推動當地的民族團結教育，在形式和內容具有經常、集中、正

面和典型等特色。13有關其立法的提議，雖在「7‧5 事件」發生前即有人倡議

訂定，但毫無疑問地，該起事件對此項法案的制定有催化作用。至於何時啟動

此項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艾力更．依明巴

海於 2009 年 7 月 19 日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已加快與反

分裂鬥爭相適應的地方立法工作，為該地區反分裂鬥爭，打擊暴力恐怖犯罪提

供法律支援。14證明此事件發生不久後，當地人大部門即著手該項法案的立法

事宜。 

對於此條例草案的研擬，則由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導，該

單位於同年 8 月初，召集民族宗教外事華僑工作委員會、自治區黨委宣傳部、

自治區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宗教事務局）等單位組成起草小組，開始草

擬條例內容初稿。初稿完成後送交自治區有關廳局、社會團體、高等院校等四

                                                                                                                                                  

（2009年 9月），頁 23。 
11 劉燈鐘，「新疆『7．5事件』的民族衝突背景與影響」，展望與探索（臺北），第 7卷第 8期（2009年 8

月），頁 9。 
12 李建新，「民族團結教育極需納入法制化軌道」，2010年 11月 9日下載，《今日新疆網》， 

http://www.jrxjnet.com/zhengce/jiedu/201001/2209.html。 
13 房若愚，「新疆民族政策與民族團結教育工作的發展歷程」，新疆地方誌（烏魯木齊），2006 年第 2 期

（2006年 3月），頁 48-51。 
14 毛咏、羅驍兵、袁曄，「新疆：自治區人大主席表示將加快反分裂地方立法」，2010 年 11 月 9 日下

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jrzg/2009-07/20/content_13695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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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個單位，和各州市人大常委會徵求意見，並多次與自治區人民政府有關部

門、高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法學專家和立法諮詢專家討論、修改，始形

成《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草案）》。15 

該條例（草案）的初次審議，於 2009 年 11 月 23 日的自治區 11 屆人大常

委會 15 次會議進行，會中聽取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條例（草案）的說明。該

單位在條例（草案）說明時指出，新疆人民應「更加認識到各族共同繁榮和國

家長治久安，離不開各族人民思想和感情上的和諧融洽，離不開確實有效的宣

傳教育，通過立法對民族團結教育工作進行調整和規範，使之成為各族幹部群

眾共同遵守和執行的行為準則十分必要。」16亦即，針對此項議案進行立法是

必然的抉擇。 

同年 12 月 29 日，《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草案修改稿）》經自治區人

大常委會 16 次會議決議，獲得多數同意通過。17法案通過之次日（12 月 30

日），自治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新聞發布會，就貫徹條例進行動員、安排

部署。為深切表達推動該條例的意志和決心。地區人大常委會主任艾力更．依

明巴海於會議中強調，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採取多種方式，加強對條例的宣

傳學習和推動實施。自治區黨委常委蕭開提．依明提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

要正確把握民族工作規律，不斷提高解決民族問題的能力，通過宣傳教育活

動，激發各族幹部群眾的愛國熱情；18可見當地領導人對實施此條例之重視。 

歸納上述，該項條例的研議、制定，主要是新疆的特殊與複雜環境所致，

兼之去年「7‧5 事件」造成重大傷亡與損失，地方當局為促進民族團結所特

別制訂的法規。 

                                                   
15

 條例初稿完成後，曾於 9月中旬，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國梁率隊至伊犁州等地調研時，聽取各界

對條例初稿的意見和建議。又在 9 月 26 日，自治區第 4 次地方立法調研會中聽取各界對條例初稿的意

見，並就徵求意見稿向自治區黨委匯報。王英，「自治區將立法保障民族團結教育實效」，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工會》，http://www.xjzgh.org.cn/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 

2009。 
16 馮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審議『民族團結教育條例（草案）』將立法保障民族團結教育工作」，2010

年 11月 9日下載，《烏魯木齊信息港》，http://www.ucatv.com.cn/html/news/6/200911/24-73144.html。 
17 在常委會的 45 名組成人員中，贊成 44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未按表決器 1 票。吳亞東，「新疆：

深化民族團結教育有了法規保障」，2010年 11月 9日下載，《中國普法網》， 

http://www.legalinfo.cn/index/content/2010-01/30/content_2043178.htm?node=7863。 
18 吳迪，「『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2010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新疆天山

網》，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s/content/2009-12/31/content_46826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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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立法原則 

對中共而言，愛國主義是民族團結的思想基礎。19綜觀條例的內容亦處處

可見愛國主義的精神，條例指出它是為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

社會主義民族關係，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並根據《憲

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及有關法律、法規，結合該自治區實際情形而訂

定。（第 1 條）亦即該條例的制定，主要是服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並考

量當地的發展特性，冀達到最大的民族利益。 

在條例的適用方面，各單位與團體在推動民族團結教育活動時，包括自治

區行政區域內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城鄉基層組織、社區和

其他組織及公民，都要接受條例的規範。另外，駐疆的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武裝

警察部隊，在推展該類教育活動，亦應參照條例辦理（第 2 條、第 40 條）。由

此可知，新疆當地的所有組織和人民均應遵守該條例的規範，即便是身分特殊

的解放軍和武警亦然。 

至於「民族團結教育」的定義，依條例第 3 條規定，是指對公民進行以愛

國主義教育為核心內容的學習民族理論、掌握民族政策、普及民族團結常識、

樹立民族團結意識、履行維護民族團結義務、增強維護民族團結責任的教育。

質言之，該教育主要是學習民族有關之理論、政策，進而以促進民族團結為目

的的教育。 

因此，在推展民族團結教育活動時，應當堅持「因人施教、正面教育、注

重實效、與時俱進」的原則，使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祖國統一」，成

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覺行動」。各族人民亦應牢固樹立 3 個「離不

開」的思想和 5 個「互相」，20來和睦相處，達到「始終同呼吸、共命運、心

連心」。條例並規定，推展民族團結教育，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接受該教育

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第 4 條至第 6 條）。藉此以達到深入民

心，內化成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19

 姜麗華，「論黨的民族團結及其政策實踐」，吉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長春），2010年第 1期（2010年

1月），頁 22。 

20
 3 個「離不開」，是指「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

開」。個 5「互相」，則指「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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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相關單位的職責，條例特別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加重其責，尤

應加強對該工作的領導，將其納入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並納入精神文明和公民

道德的建設，做為考核、驗收創建精神文明單位的重要內容。另該級政府應推

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並突出其實踐性、時代性，以適應各族群眾利益關係發

展變化，使其內涵豐富、活動創新，來增強民族團結的 3「力」 21（第 7

條）。顯見，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政府，才是該行政區內推動政策的主導者和

最重要的推手。 

至於獎懲方面，縣級以上民族團結教育的領導機構，對在該類活動中有顯

著成績和重大貢獻的單位、個人，應當給予表彰、獎勵。22對於不利於民族團

結的言行，條例作出禁止性規定，破壞行為要承擔法律責任。依條例規定，任

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散布不利於民族團結的言論，不得收集、提供、製作、發布

或者傳播不利於民族團結的信息，不得實施破壞民族團結、煽動民族分裂的行

為（第 8 條、第 9 條）。條文僅原則性規定，並未予以明確規範獎懲，得另依

其他相關法規、決議，獎懲有功及受懲人士始有法律依據。 

肆、機構與職責 

對於各部門、行業推展該工作的具體職責，依條例第 10 條規定，縣級以

上民族團結教育的領導機構，主要職責如下： 

(一) 宣傳、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 

(二) 制定和組織實施民族團結教育規劃； 

(三) 組織、指導、督促和檢查民族團結教育工作； 

(四) 協調解決民族團結教育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五) 總結和推廣民族團結教育經驗，表彰民族團結教育先進單位和個人； 

(六) 民族團結教育工作的其他事項。 

                                                   
21

 3「力」，是指「感召力、親和力、影響力」。 
22

 以 2008 年 9 月召開自治區第五次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為例，大會表揚模範單位 118 個、個人 247

名。參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誌編輯委員會，新疆年鑑 2009，頁 393。另前 4 次共表揚模範單位

822 個、個人 1,370 名。參閱：辛軒，「團結和諧促發展—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工作綜述」，今日新疆

（烏魯木齊），2008年第 5期（2008年 5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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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各相關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等單位，亦應承擔相應之職責，歸納如下

表： 

 

表 1 各民族團結教育機構與職責一覽表 

機  構 職      責 依據 

國家機關社會團

體 

負責本單位、本部門、本系統的民族團結教育工作。 

企業事業單位 應當結合本單位特點，通過靈活多樣的形式，組織開展

民族團結教育活動。 

鄉（鎮）、街

道、村（居）民

委員會、社區 

應當從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加強本轄區內村（居）民

和流動人口的民族團結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城鄉基層組

織和社區的有效平臺，把民族團結教育工作做到千家萬

戶。 

第 

11 

條 

教育 應當將民族團結教育內容納入教育規劃，組織編寫適用

於大中專院校、中小學的民族團結教育教材。加強對教

師隊伍的民族團結教育培訓，明確教師在民族團結教育

中的責任，發揮教師在學校民族團結教育中的主導、示

範和表率作用。學校應當加強學生的民族團結教育工

作，並將民族團結教育列入教育教學計畫，融入國民教

育的全過程，貫穿學生成長成才的各階段，推動黨的民

族理論、民族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進課堂、進教材、

進頭腦。 

第 

12 

條 

文化 應當加強對文化市場的監督管理，充分運用文藝創作演

出、博物館文物展覽、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展示、群眾

文化活動、文化信息資源分享和圖書閱讀等載體，廣泛

開展以民族團結教育為主題的文化活動。文學藝術團

體、院校應當創作體現時代精神，展示各民族平等團結

互助、和諧相處、共同發展進步的文藝作品。 

第 

13 

條 

行

政

主

管

部

門 

新聞出版 應當對涉及民族團結教育內容的書籍、刊物進行審定，

不斷推出反映民族團結進步的優秀出版物。加強對書刊

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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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印刷、出版、發行和音像電子出版製作、網絡出

版以及出版物市場的監督管理。 

條 

司法 應當做好民族團結教育法律、法規的宣傳工作，將憲

法、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及涉及民族團結方面的法律、法

規列入普法規劃和年度普法計畫，引導各族群眾自覺遵

守國家法律，學會運用國家法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做知法守法的公民，堅決同各種違反國家法律、破壞民

族團結和社會穩定、製造民族分裂的行為作鬥爭。 

第 

15 

條 

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 

在會同有關行業主管部門、社會組織編製繼續教育規

劃、職業培訓和務工人員培訓計畫時，應當有民族團結

教育內容，並將其納入考核範圍。 

第 

16 

條 

民族宗教事

務 

應當組織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表彰活動，做好民族

團結創建活動的檢查、驗收工作，發現典型、總結典

型、弘揚典型，使民族團結進步模範的先進事蹟廣為人

知、深入人心，發揮各類先進典型作用，用群眾身邊的

人和事教育群眾，帶動群眾積極參與民族團結進步事

業。並應當做好宗教人士及信教群眾的民族團結教育工

作，發揮愛國愛教宗教人士的作用，把民族團結教育活

動開展到宗教活動場所，開展到信教群眾中。 

第 

17 

條 

 工商 應當做好對企業、個體工商戶的民族團結教育工作。禁

止在名稱登記、商標註冊、廣告發布以及其他商業性活

動中出現不利於民族團結的內容和行為。 

第 

18 

條 

工會 應當發揮聯繫各族職工的橋樑、紐帶作用，做好職工群

眾的民族團結教育。 

共青團 應當重視做好青少年的民族團結教育工作，結合青少年

特點組織實施寓教於樂的各類民族團結教育活動。 

婦聯 應當發揮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的作用，做好婦女和家庭

成員的民族團結教育。 

社

會

團

體 

工商聯 應當指導、督促各商會做好民族團結教育工作。 

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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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廣播電影

電視、經濟和信

息化等主管部門 

應當發揮媒體的社會宣傳和輿論引導作用，發揮互聯

網、手機等新興媒體的優勢，積極開展民族團結法律法

規、民族團結教育重大活動和民族團結教育典型事蹟的

宣傳報導，創作生產具有民族團結教育內容的專題報

導、廣播影視節目和信息網絡視聽節目，刊播民族團結

教育公益廣告，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第 

20 

條 

鐵公路、民航、

衛生、旅遊、商

務等部門 

應當把民族團結教育活動開展到機場車站、商場醫院、

街道廣場、旅遊景區等視窗行業和公共場所，創造良好

的社會環境。 

第 

21 

條 

哲學、社會科學

教育研究機構 

應當做好對民族團結理論和重大實踐成果的研究，為民

族團結教育提供科學理論指導和支持。 

第 

22 

條 

資料來源：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第 11條至第 22條條文 

 

由表 1 可知，為規範和強化各部門在民族團結教育中的作用，條例規定各

個相關部門的法定職責。依條例規定，學校應將民族團結教育列入教育教學計

畫，融入國民教育的全過程，推動黨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進課堂、進教

材、進頭腦」。至於幼稚園方面，也應當對學前兒童進行適合其特點的民族團

結教育。此外，禁止任何人利用學校講臺、講壇等場地散布不利於「祖國統

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言論。23
 

除教育系統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負責本單位、本系統的民族團結教育

工作，民族宗教部門應發揮愛國愛教的宗教人士作用等。至於鄉鎮街道、文

化、新聞出版、司法等行政主管部門和工會、共青團等社會團體，與報紙、廣

播、網絡等媒體，都應在其職權範圍內，廣泛推展有針對性的民族團結教育。 

伍、內容與方式 

民族團結教育的主要內容，依條例第 23條規定，歸納如下： 

                                                   
23

 教師如散布民族分裂主義言論，依「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若干規定」第 26 條規定，

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教育行政部門給於行政處分或解聘；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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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馬克思主義的 5「觀」教育：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民族觀、宗教觀、

歷史觀、文化觀的教育； 

(二) 4「意識」的教育：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律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

的教育； 

(三) 3「主義」的教育：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教育； 

(四) 理論、政策、制度與法規的教育，即：黨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宗

教政策、國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國家法律、法規的教育； 

(五) 4「認同」的教育：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

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的教育； 

(六) 2「共同」的教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教育； 

(七) 3「歷史」的教育：新疆歷史、民族發展史、宗教演變史的教育； 

(八) 1「維」3「反」的教育：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勢力、反對宗

教極端勢力、反對暴力恐怖勢力的教育； 

(九) 尊重「民風」的教育：尊重各民族風俗習慣的教育； 

(十) 有關民族團結教育的其他內容。 

針對上述的教育內容，各單位在推展該類活動時，應當講求實效、要 3 個

「貼近」，並採取 4 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來增強教育活動的 4「力」（第

24條）。24冀透過貼近與相結合的途徑，以達到最大的教育成效。 

對於教育活動的方式，依條例規定可採取多元形態進行，方式有：主題徵

文、知識競賽、報告會、演講會、座談會、圖片展覽、壁報、文藝演出、專題

輔導等形式以及利用互聯網、遠端教育、電化教育等傳播手段進行。至於每年

5 月的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月，條例亦正式立法規定。並規定每年的民族團結

教育月應當確定主題，推展系列活動，做到以月促年。（第 25條、第 26條） 

事實上，自 1983 年以來，自治區將每年 5 月定為民族團結教育月，迄今

已連續辦理 28 屆。各機構、單位活動辦理的方式不盡相同，以今年（2010

年）博州質量技術監督局的活動為例，該局先成立民族團結教育工作領導小

組，組長由黨組書紀擔任，副組長由局長和副局長擔任，成員由州局機關各科

                                                   
24

 3「貼近」，指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4 個「相結合」，是指「採取集中教育與經常

教育、重點教育與普及教育、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學習先進典型與弘揚先進精神相結合」。4

「力」，是指「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和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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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負責人和縣市局長、直屬單位負責人組成，再將宣傳活動分三階段進行。25

另阿克蘇地區則分主題宣傳、文化和教育三方面，並將其細分為 20 個項目。

26各個活動辦理的方式雖有不同，但活動的訴求則有高度一致性。 

歸納言之，上述條文雖對內容與方式規定，並規定反對民族分裂，加強民

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是所有公民的職責、任務。但因條文並沒有明確、詳

盡的執行內容，故尚待在執行時完善規劃。 

陸、保障、監督與法律責任 

有關民族團結教育的工作經費，條例明白規定應由人民政府編列預算。依

條例第 27 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將此項工作經費，編列於本級政府的

財政預算，以確保該教育工作的正常推動。至於編列經費的多寡，視各地區的

財務狀況和重視程度而定，以巴州為例，去年（2009 年）投入 5 萬元進行 5

個專項課題，來推展該項工作的進行。27以此觀之，每一專項平均分配至每人

的經費仍是相當不足。 

對於負責機構的機制建立和考核方面，依條例規定，縣級以上民族團結教

育的領導機構，應當建立健全該工作的有效機制，以保障該工作廣泛、深入、

持久地推展。同時，為落實推展成效，條例並規定，該工作實行領導負責制，

作為領導班子、領導幹部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第 28 條、第 29 條）。顯見，

各機構的領導人要承擔推動成效的重任。 

至於教師與教材方面，依條例規定，縣級以上民族團結教育領導機構應當

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加強對該教育專、兼職師資力量的培訓。另自治區的領

導機構負責確定民族團結教材，教育、文化、新聞出版等部門按照各自職責，

負責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等民族語言文字教材的編譯、出

版、發行工作（第 30 條、第 31 條）。目前該地區各級學校在校生的民族人數

                                                   
25

 本站編輯，「關於深入開展第 28 個民族團結教育月活動的通知」，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新疆質

量技術監督局─新質信》，http://www.xjnewqi.gov.cn/ips/article.asp?articleid=32304。 
26 劉寶升，「在地區地稅系統民族團結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阿克蘇地區

地方稅務局》，http://www.aksds.gov.cn/article/2010/0531/article_3786.html。 
27 郝永文，「巴州中小學深入開展民族團結教育工作『五融合』構築民族團結基石」，2010 年 11 月 9 日

下載，《新疆天山網》，http://www.tianshannet.com/news/content/2010-01/15/content_47151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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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百分比，如下表： 

 

表 2 新疆各級學校在校生的民族人數及百分比 

 普通高校 中等職校 普通高中 普通初中 小學 特殊學校 幼稚園 成人中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少 

數 

民 

族 
84,641 

(36.6%) 

98,510 

(46.7%) 

160,238 

(38.3%) 

660,992 

(62.1%) 

1,304,441 

(64.8%) 

3,286 

(59%) 

212,302 

(53.7%) 

1,227 

(100%)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漢 

 

 

族 
146,330 

(63.4%) 

112,491 

(53.3%) 

258,463 

(61.7%) 

403,857 

(37.9%) 

707,563 

(35.2%) 

2,288 

(41%) 

182,950 

(46.3%) 

0 

(0%) 

資料來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誌編輯委員會，新疆年鑑 2009（烏魯木齊：新疆年鑑社，2009 年），頁

352。 
 

由表 2 可知，該地區少數民族學生人數眾多，因此充實師資隊伍和編列適

合閱讀的民族教材，有其實際需求和學習的必要性。 

有關活動地點方面，除學校及辦公處所等地外，尚可利用其他適合地點進

行。條例亦規定，推展民族團結教育活動可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博物館、

革命歷史紀念館（址）、烈士陵園等場所進行，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建立民族團

結進步教育基地、示範單位（第 32 條）。據統計，目前新疆地區有各級愛國主

義教育基地合計 251 個，其中國家級 3 個、自治區級 45個、地州級 83 個、縣

級 120個28等處所可資利用。 

至於領導機構監督方面，條例亦規定，應當建立年度考核制度，並訂定考

核評估辦法，加強對民族團結教育的監督檢查。此外，任何單位和個人有權對

該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向有關單位提出批評和建議，並有義務對破壞民族團

結的言行予以制止和舉報。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洩露舉報內容，不得打擊報復

舉報人（第 33條、第 34條）。以此項條文規範，來確保該機制的正常運作。 

對於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社區和其他組織不履行職責，條

                                                   
28 蘇淸霞，「新疆命名 21 個單位為自治區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新疆天山

網》，http://www.tianshannet.com/news/content/2008-12/02/content_35359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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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明確其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依條例第 35 條規定，上述機關、團體、組織有

下列情形者，由縣級以上民族團結教育領導機構通報批評，並責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相關單位取消其相關榮譽稱號、

評先評優資格；情節嚴重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部門依照有關規定，

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有下列情形者，應予以處置。 

(一) 不按規定建立民族團結教育目標管理責任制的； 

(二) 民族團結教育考核不合格的； 

(三) 弄虛作假騙取榮譽稱號的； 

(四) 對幹部、職工及其他公民針對民族團結教育活動提出的建議和批評不

予重視的； 

(五) 不及時妥善處理影響民族團結矛盾和問題的； 

(六) 接到影響和破壞民族團結違法行為舉報後，不依法調查處理的； 

(七) 其他違反本條例規定的。 

若違反上述規定，出現不利於民族團結言行者，條例特別規定，應當由其

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部門或者村（居）民委員會批評教育，責令改正；屬於

國家公務人員，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部門依法給予行政處分。至於散布

不利於民族團結的言論，收集、提供、製作、發布或者傳播不利於民族團結的

信息，破壞民族團結、煽動民族仇恨、製造民族分裂，違反治安管理秩序，依

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如構成犯罪，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 36 條、第 37

條）。冀以此條文的規範，來杜絕任何人員、單位出現不利民族團結的言行。 

至於相關部門、人員的職責，條例亦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

相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在民族團結教育管理工作中，怠忽職守、弄虛作假、

濫用職權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部門給予批評教育，責令改正；情節

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第

38 條、第 39 條）。至於違反本條例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其他行為，可按照其

他法律的規定，由有關部門分別給予處罰。 

至於當事人對處罰決定不服，可否提出復議，則條例未有任何規定。至於

其他相關法規的復議規定，亦不盡相同。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治安綜

合治理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信息化促進條例》未有任何復議的規定；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播電視管理條例》則有明確規範，依其第 43 條的規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析探 

 

 

91 

法律與法制 
專題研究  

定，當事人對處罰決定不服，可以在收到處罰決定之日起 15 日內，向作出處

罰決定機關的同級人民法院或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

訴；逾期不申請復議、不向人民法院起訴、又不履行處罰決定的，做出處罰決

定的機關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29亦即，當事人雖有權提出申復、起

訴，但決定的機關可依法定職權執行。 

柒、法規評析 

一、具強烈政治宣示意義 

為解決新疆的複雜民族問題，該地區率全國之先制定此項條例，自有其特

殊的歷史意義。中共官方亦對此倍為推舉，視其是在自治區黨委的領導下，常

委會組成人員和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30並指其是

從該地區團結穩定的現實需要出發，對各方面工作都做出具體規定，內容全

面、重點突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操作性。31從該條例內容觀之，自始至終

都強烈充斥政治宣示的意涵。 

至於扮演當地宣傳喉舌的媒體，亦紛以政府傳聲筒角色自居，以新疆日報

為例，將該條例譽為「標誌該地區民族團結教育工作，正式納入法制化的軌

道，為進一步深化該教育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對於不斷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

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維護自治區長治久安具有極為重要的意

義。」32其他各媒體的言論，發言亦都遵循既定的統一口徑。 

二、民間對法規評價不一 

以民間百姓角度視之，則不似官方齊一的論調，呈現較多元的看法。雖然

大多民眾以政府政策為馬首，但仍有當地民眾認為，該條例較象徵性，缺乏約

束力。33在認知上，官民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以學者為例，並非所有均認同該

                                                   
29

 其他法規亦有規定可向作出處罰決定機關的同級人民法院或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訴。例如：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第 30條規定，在 15日內期限內提出。 
30 毛咏，「將民族團結教育納入法制化軌道」， 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新疆日報網》，

http://www.xjdaily.com/news/comment/xjrbplywz/393892.shtml。 
31 馬敏，「新疆第 28個『民族團結教育月』傳遞各民族心聲」，2010年 11月 9日下載，《新華網新疆頻

道》，http://www.xj.xinhua.org/2010-05/20/content_19838029.htm。 
32 新疆日報評論員，「將民族團結教育納入法制化軌道」。 
33 海藍，「新疆立法散布及煽動不利民族團結的言論有罪」，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自由亞洲電臺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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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有些學者甚至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制定該條例，主要為當局打擊新疆

網民及民眾的言行提供法律依據。34 

大陸學者賀衛方則認為管束與民族團結教育，並非解決新疆民族危機的良

策，他認為不應該通過這種立法，更重要的是應當通過經濟政策的調整，民主

制度的建設，人權的保障，才能緩和民族情勢。35顯見，對於此條例的頒布，

各界存有不同的解讀聲音，對日後的執行必會因認知差距，甚或因此而引起更

大的衝突。 

三、制訂法規過程匆促 

就其立法進程而言，從該條例的草擬、討論、審議到通過，僅費時 5 個月

左右，立法速度較其他法案快很多。一般而言，新疆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議

案，雖然各個法案所需時間各有不同，但通常都達一年以上，甚至有些法案耗

時達十餘年以上，以《自治區自治條例》的制定為例，該條例從 1980 年開始

草擬，歷經數十次的反復討論，36迄今已歷 30 年的光陰，法案通過之日尚不

可知。此次，該條例匆促的立法過程，不僅易出現法規的不完備，日後甚至會

因法規疏失而影響其法的嚴肅性和政府的威信。 

四、法規內容不夠詳實 

就內容觀之，條例雖對民族團結教育的原則、機構職責、內容與方式、保

障措施、法律責任等做出規定，但都不夠詳實。同時應避免成為僅是表現當局

態度的法律。37上述條文僅原則性規定獎懲，並未予以明確規範，需依其他相

關法規、決議補強，始能進行獎懲。 

以電視臺（站）播放妨害民族團結的節目為例，必須依《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第 39 條的規定，由縣（市）以上廣播電視行政部門給

予警告、停播、追繳違法所得、沒收播映設備，可處以 2,000 元至 50,000 元罰

款，並可建議直接責任人員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部門對其給予行政處分，並

                                                                                                                                                  

語》，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china_xinjiang-12312009093720.html/story_main?encoding= 

traditional。 
34 海藍，「新疆立法散布及煽動不利民族團結的言論有罪」。 
35 丁小，「新疆地方立法收緊言論資訊自由 學者評並非往民族團結正道」，2010 年 7 月 12 日下載，《自

由亞洲電臺普通話》，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injiang-12312009105130.html。 
36 劉燈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民族自治區人大立法權之研究－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例」，政治大學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5月），頁 324。 
37 海藍，「新疆立法散布及煽動不利民族團結的言論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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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處罰和追究刑責。另利用信息網絡提

供、製作、發布或者傳播虛假、有害民族團結的信息，則依《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信息化促進條例》第 41 條的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門責

令改正，對單位處以 3,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罰款，對個人處以 200 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罰款，並依法追究其他刑責。 

另以網絡營運和使用單位為例，若對網上傳播的信息未進行嚴格審查，導

致違法情事出現，則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信息化促進條例》第 43 條的規

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門責令改正，可處 3,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由有關部門依法吊銷經營許可證或停止其使用網絡

系統；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責。上述懲處標準，概由有權之行政與司法部

門依相關法規執行。 

五、應修正相關配套法規 

為適應本條例的頒布，相關法規中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創建民族團結進

步模範單位、爭當民族團結模範個人活動管理辦法》、「關於依法嚴厲打擊暴力

犯罪，堅決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決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治安綜

合治理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義務教育實施辦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

教事務管理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信息化促進條例》等其他相關法規、決

議，對於執行與獎懲等各項規定均宜全盤重新整體檢視。 

例如，應著手修改 1997 年開始執行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創建民族團結

進步模範單位、爭當民族團結模範個人活動管理辦法》，在評選標準、條件與

管理、獎懲辦法等方面均必需修正，以承擔相應的相關責任；並依照「關於依

法嚴厲打擊暴力犯罪，堅決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決議」規定，對違反規

定者予以嚴懲。 

針對上述法律責任的規定，有大陸學者認為，該條例雖有政治整合作用，

但沒有條文細節，執行不容易，但對網民及一般民眾的言論，仍可發揮阻嚇作

用。38此觀點，對該條例之意義與功能，具有一矢中的之價值。 

捌、結  論 

                                                   
38

 海藍，「新疆立法散布及煽動不利民族團結的言論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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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該條例雖被新疆日報譽為「是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高度重視民族

團結工作的重要體現，是民族工作法制化的重要進展，也是貫徹落實黨的民族

政策重要舉措。」39但如何保證法律、法規在本行政區內的實施，則是自治區

各級政府、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職責。因此，各級政府除要將其納入社會發

展總體計畫中，全區各族幹部則要做民族團結的模範。 

此外，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採取各種方式，加強對條例的宣傳和推動實施。

各級人大代表、常委會組成人員則要肩負光榮使命和政治責任，認真履行職

權，積極向各族群眾宣傳主要規定，動員和引導其緊密和團結在黨和政府周

遭，自覺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40以天山區人大為例，該單位為求學習條

例的精神與內容，要求所屬做到「4 個結合」，41以達到全面學習和貫徹條例的

目標。 

在學校方面，從 2010 年春季新學期起，新疆地區中小學全面開設民族團

結課程，其教學內容納入小學、初中、高中和內初班、內高班測試與考試範

圍，中小學考試以全國統編的教材為主，實行單獨命題、統一考試；內高班納

入政治和歷史的考試科目中，比重占 30 分；內初班則納入語文或漢語的考試

科目中，比重占 20 分。42此外，有些學校則積極引導各族學生走「9 同」之

路， 43來營造民族和諧的校園文化。上述類此做為不一而足，其目的只有一

個，就是避免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並藉此帶來該地區的民族團結和長期穩

定。 

雖然地方當局努力落實各項措施，中央亦對此表示大力支持。但事實上，

新疆當局除制訂該條例外，更應全面思考治疆的政策，尤其是修正相關的配套

做為。若無法真正對症下藥，則法規的施行效果必大打折扣，希藉此條例帶來

民族團結的意圖恐將落空，該地區社會的真正和諧、穩定更為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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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日報評論員，「將民族團結教育納入法制化軌道」。 

40
 新疆日報評論員，「將民族團結教育納入法制化軌道」。 

41
 「4 個結合」，即：把學習條例與學習黨的民族政策、推展第 28 個民族團結教育活動月活動相結合；與

意識型態反分裂鬥爭教育相結合；與學習雙語相結合；與加強機關文化建設相結合。羅曉麗，「天山區

人大學習貫徹『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團結教育條例』做到 4個結合」，2010年 11月 9日下載，《新

疆天山網》，http://www.tianshannet.com.cn/gov/content/2010-05/07/content_4958300.htm。 
42 張健健，「全疆中小學新學期將開民族團結課」，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烏魯木齊在線》，

http://www.wlmqwb.com/2852/201001/t20100131_1033548.shtml。 
43 「9 同」，即：「歌舞同臺、睡覺同舍、進餐同桌、娛樂同享、語言同學、學習同步、節日同慶、校園同

護、困難同渡」。zhaoya，「新疆：民族團結教育走上法制化道路」，2010 年 11 月 9 日下載，《中國清

真網》，http://www.musilin.net.cn/2010/0205/3390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