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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日拉丁美洲有將近四千萬原住民，超過四百支不同的原住民族

群居分布在二十個國家。其中有些是總人口數只剩下不到千人的族

群，像是 Akuliyo、Beíco de pau、Canela、Kumiai、Mura，也有數十

萬人口規模的族群，像是 Cakchi-quel、Coyas、Guajiro、Mapuches、

Mazatecos、Pipil、Zapoteco；同時也有超過百萬人口的大族群，像是

Aymara、Náhuatl、Quechua 和 Quiché 等。其中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印

地安原住民主要分布在南美的安地斯山地區和中美洲這兩個地區。這

些區域也是前西班牙殖民時期印加（Inca）、奇布洽（Chibchas）、馬

雅（Maya）和阿茲蒂克（Azteca）等主要農業文明中心的所在地，從

過去到現在，這些居住其上的原住民族依舊以務農維生。其他百分之

十的原住民族散布在亞馬遜河流域、恰克谷地、奧利諾科盆地、巴塔

哥尼亞高原等地區，在雨林、叢林和沙漠地區以漁獵採集伴隨小規模

的農業活動。從西班牙殖民時期、獨立到建國後兩百年，本文檢視前

西班牙殖民美洲國家原住民主權的發展歷程，從中理解歐洲殖民的影

響、獨立後的遭遇，進而檢視今日美洲原住民主權發展面對的結構性

問題。  

關鍵詞：西班牙殖民、拉丁美洲、印地安人、原住民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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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殖民時期 

1492 年 10 月 12 日哥倫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貝爾（Isabel）的贊助下發

現新大陸，揭開西班牙殖民美洲的序幕。González Galván（2012: 93-96）

認為西班牙於美洲的殖民發展過程可分為島嶼殖民階段（la etapa insular）

與大陸殖民階段（la etapa continental）。前者以加勒比海地區安地列斯群島

為重點，隨著拓殖勢力的延展，西班牙的統治勢力逐漸深入美洲大陸地區，

即為後者。西班牙島（La española，今海地與多明尼加）成為西班牙殖民

者治理印地安原住民的第一站。1498 年哥倫布為了安撫島上的殖民者開始

了印地安人監護制（Encomienda），將部落首長及其所屬的印地安人分派給

監護者使役於礦山或種植園工作。島嶼殖民時期西班牙征服者藉此對原住

民進行勞力剝削，將原住民視作奴隸，進行非人道的勞役壓榨。  

由於哥倫布和接觸過西印度群島原住民的西班牙官卒都認為印地安人

非常善良天真，透過傳教士帶給教會的訊息更形容印地安人「行為上像不

能負責的未成年人、沒有理性思維，需要被監護的對象」（Macleod, 1992: 

56）。遠在歐洲的王室陸續聽聞西班牙島對印地安人施虐的消息，當時的西

班牙女王伊莎貝爾於 1501 年派遣德歐凡多（Nicolás de Ovando）前往視察，

懲處施虐者並傳達王室善待原住民的訊息。在此前一年 1500 年 7 月 20 日

西班牙王室頒布敕令（Real Cédula），此敕令的內容是讓首批被從西班牙島

帶到伊比利半島的原住民獲得自由。  

在 1503 年，西班牙從西印度群島開始實施監護制（Encomienda），承

受皇命的西班牙監護者（econmendero）必須對居住在其領地上的「沒有理

性思維需要被監護的」印地安人進行「監護」與「教化皈依天主」責任，

監護者必須替依其所擁有的印地安被監護者數量向西班牙國王支付人頭

稅。因為享有上述監護者所付出的「福利」，印地安人回報以貢稅或勞役。

西班牙人來之前印地安社群即存在向首領或國王繳納貢稅和服勞役的體

制，歐洲人來了之後印地安人換成為其白人監護主們開礦淘金，種植放牧，

從事教堂和公共設施興建。這些勞役沒有任何報酬。至於繳納貢稅初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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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徵收實物稅，如玉米、豆類、可可豆等農作物，或是紡織布匹。後期

則偏向繳交金錢，印地安人把產品跟西班牙人換取現金後再繳交（董經勝、

林被甸，2010：70-71）。 

在 1511 年前往宣教的道明會教士蒙帝賽諾斯（Antonio de Montesinos）

發現，國王為保護原住民推行監護制的美意並未完全實踐，茲將印地安人

遭受勞力剝削的情況回報王室。1512 年費南多（Fernando）國王在議會提

出「對待印地安人如同自由人、施以天主教育、託付份量得宜的工作並給

予適當休息、付給合理的薪資、尊重其專有土地權」等原則（Grenni, 2007: 

9）；隔年西班牙頒布布爾戈斯法（las Leyes de Burgos），明令禁止莊園主對

原住民的不人道惡行，在法律上保護原住民人權。為原住民伸張正義的道

明會傳教士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於 1516 年獲得西班牙

王室敕封，成為原住民的總管理人兼保護者（Procurador y protector universal 

de los indios）。1526 年西班牙王室陸續頒布關於殖民征服以及善待原住民

的新規章，明訂所有前往美洲殖民地的傳教士都是印地安人的監護人。  

從天主教雙王（los Reyes Católicos）到哈布斯堡王朝（1556-1700），以

天主教立國的西班牙王室強調對印地安原住民的宗教人權。十六、十七世

紀西班牙殖民體制下的原住民人權擁有濃厚的宗教人權色彩，王室多半採

納來自宣教士的建議，主要動機為順利在殖民地宣傳天主福音。而強調宗

教人權的精神即是西班牙殖民時期印地安法令的最大特色。當時以神學家

德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為首的薩拉曼卡學派（Escuela de 

Salamanca）哲學家帕拉西歐斯盧比歐斯（Juan López de Palacios Rubios）、

德拉巴斯（Matías de la Paz）發動議論，就印地安人是否和羅馬人相同具備

理性人權進行辯論，質疑西班牙殖民者奴役原住民的「合法性」。遠在美洲

殖民地的傳教士德恩西索（Martín Fernández de Enciso）和德拉斯卡薩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等人也隔海聲援。終於 1537 年羅馬教皇保羅三

世（Pablo III）公開宣布印地安人和歐洲人一樣都是人，具備理性能力。影

響所及，西班牙王查理一世（即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五世）於 1542 年頒

布新法（Leyes Nuevas），宣布廢除監護制並禁止奴役印地安人。新法當中

提及諸多關於治理原住民的重要原則（García Icazbalceta, 1542）：善待印地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2 卷、第 4 期（2012/冬季號） 30 

安人、切勿為了戰爭叛亂或任何其他的因素將印地安人視為奴隸、除非印

地安人自願，否則立刻停止役使原住民從事苦工、原征服者享有的印地安

人支配權將於征服者死亡後立即收回其長子不得繼承等等。  

當時對原住民的權利都由西班牙片面規範，儘管名稱上統稱『印地安

法』（El Derecho Indiano），但西班牙統治時期的印地安法並不是一部專法，

而是散見於敕令(La Real Cédula）、詔勅（La Pragmática Sanción）、批示（El 

Real Decreto）、決議（La Real Resolución）、諭令（La Real Orden）、公函

（Carta）、通令（Orden Circular）等等官方文書往來，為解決殖民地事務書

寫的相關字句之中。1680 年卡洛斯二世（Carlos II）出版《印地安法律彙

編》（Recopilación de las Leyes de Indias），即蒐集上述殖民以來六千三百多

條「法令」。薩爾瓦多史學教授 Grenni（2004, 2007）認為，西班牙於殖民

時期訂定的印地安法規內容龐雜，因為新大陸從地理、經濟到社會狀態一

切事物都與歐洲不同，加上距離遙遠通訊往來困難，往往造成歐洲訂定的

相關法令與制度在美洲窒礙難行。以西班牙王室於 1542 年頒布的新法為

例，因為對業已享受特權的美洲殖民者而言衝擊太大，加上國王在遙遠的

歐洲，抱持尊而不行的態度。為國王宣讀新法的傳教士以拒絕不執行新法

的殖民者進入教堂做為抗爭，在殖民地陸續發生衝突。擔心遭到集體叛變

的西班牙王於是在 1545 年宣布取消廢除監護制的命令。王室在面對統治利

益取捨下斷然犧牲印地安原住民權利，正反映殖民以來在政治、社會和法

律的現實面。 

由於道明會的教士認為西印度群島教區的印地安人因為歐洲人帶來的

傳染病和監護分配等制度的凌虐暴行造成人口銳減，恐有種族滅絕之虞，

遂向西班牙王提出印歐族群隔離分居的建議。於是除了監護者和受聘用負

責教導天主教義的宣教士可以依照規定直接和印地安人接觸外，其餘的西

班牙人一律禁止與他們接觸。享有印地安人分配權的支配者不得與印地安

人共同居住，住在自己土地上的監護者也一樣，此外設限每位監護者統御

的印地安人數不得超過三百人（Macleod, 1992: 73）。但若遇到敵對的印地

安人來襲，監護者必須盡力保衛所屬印地安人的安全，提供馬匹和軍火協

助抵禦外敵。除非特殊許可，印地安人不得為支配者的家庭幫傭或個人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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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需要使用印地安人勞力的時候，支配者自行到印地安人村落找印地

安首長（cacique）。每個月有八天村落裡的成年男子被徵調到村落以外的地

方從事公共勞役。勞役制在 1549 年王室頒布法令宣布取消，改行繳納現金，

主要原因是此時印地安人口急遽下降，據統計十六世紀後半墨西哥地區的

印地安人從兩千萬下降到只剩一百萬，祕魯地區則降到只剩下征服前的百

分之四（林被甸、董經勝，2010：74） 

西班牙的殖民體系除了監護制，另外則有印地安人勞動力分配制

（Repartimiento de indios）。由於西班牙王以土地賞賜臣民時居住其上的印

地安人並沒有包括在內，必須當國王另外賞賜勞動力分配權力的時候才有

「使役」印地安人的權利。但是若受封土地的殖民者就居住在其受封領地

上，通常會「沐浴皇恩」同時獲得允許具備使役印地安人的權利。有些支

配者原本並未居住在「所屬」印地安人的活動地區，不過只要遷住該地區，

西班牙王就會把該區的土地「賞賜」給他。受賞賜者對土地具有買賣出讓

的永久絕對支配權，但是對於印地安人的勞動力享有權，即印地安人分配

權是不得買賣轉讓，只有受封者及其長子享有此權利，而且國王隨時可撤

銷（Macleod, 1992: 264）。換言之，沒有任何人能永久統轄印地安人，除了

西班牙王。1550 年在新西班牙（今墨西哥）開始施行印地安人勞動力分配

制（Repartimiento de indios），每個印地安村社會徵調部分青壯男子為雇主

工作，每日工資約半個皇幣（Real），等這些人回村落，村舍會在徵募另一

批人去接替。每個組服役一周，每四個月輪一次。  

十六世紀後半、十七世紀殖民的重心從島嶼進入大陸階段，這時期為

了銀礦的開發事業，在新西班牙實施的勞動力分配制的同時，南美的祕魯

則是施行礦場米塔（mita）勞役制度。前印加帝國所在的祕魯安地斯山區

的原住民村落，每年必須派遣七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居民前往礦場進行工

作。開採和提煉銀礦的勞動異常艱辛，所以規定每工作七天得以休息兩周，

但休息期間常會分配其他勞務。米塔勞役雖然有薪水給付，但土著人口減

少加上開採和提煉白銀的環境極其惡劣，黑暗潮濕加上坍塌的風險，經常

造成工人死亡。當時採用銀汞合金加熱提煉的方式，也讓長期接觸汞的勞

工中毒死亡。村社年輕男子聽聞工作環境危險及死亡事件拒絕服勞役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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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使勞動力分配出現困難，造成賸下乖乖服從勞役制的人從原本七年

一次變成更加頻繁提供勞動力。於是出現付錢請人代工服勞役的狀況，據

統計 1620 年的時候有一半以上的勞役都是以現金補貼方式，礦場主用這些

錢雇用勞動者，有些印地安原住民為了賺取薪資，就利用服勞役的休息期

間兼職（Cheryl & Wasserman, 2007: 106）。 

飛利浦二世（Felipe II）在 1571 年頒布訓令，規定各殖民地與西班牙

國內等王國擁戴同一個國王，確認西班牙國王對各殖民地的宗主權。將美

洲殖民地劃為王室私人產業，國王是殖民地財產的唯一所有人，政治上的

最高統帥（何勤華、冷霞 2010：25）。該訓令也要求美洲殖民地應按照西班

牙本土統治方式進行治理。殖民地為推廣傳教事宜設置印地安皈化區

（reducciones de indios），皈化區以督導制（Corregimiento）管理，由隸屬

國王的督導（Corregidor）負責。儘管督導是無給職，不過因為名目上是代

替國王監督管理殖民地經濟和行政事務，也可擔任法律仲裁，此職務大開

方便之門行勒索之實，所以買官擔任督導的風氣盛行，原本應該為國王督

導教區的管理人員直接貪汙時有所聞。原住民居住村落也組織類似西班牙

人市鎮的行政委員會（cabildo），由原本的印地安原住民領導者為基本成

員，管理地方事務、分配土地、調配勞動力、徵集人頭稅、推派代表晉見

國王陳述殖民者惡行。當然上述權力的執行是在殖民者的「庇護」（監管）

下執行。這些原住民治理者大多是前哥倫布時期重要權力中心（阿茲帝克、

印加）的貴族，享有與西班牙人通婚和免除貢賦的權利。將這些舊勢力中

的地方權威管理者納入新的統制架構中，是穩定殖民初期社會秩序的重要

關鍵。政委會的成員除了前殖民時期的地方首長，還包括一名懂得以西班

牙語記錄原住民語言的書記，這些職務是有給職，不需要繳納貢賦，也不

需要服勞役，還可以在執行事務的過程中獲得好處。他們處理土地分配，

也監督私人之間的土地租賃和買賣事務。儘管西班牙政府堅持管理者的任

期只有一年，但因循前殖民時期的習慣是首長死亡後才得以選任新繼任

者，所以很多部落都是連年同一個人擔任管理者。  

殖民初期印地安人居住在自己的村落內，由原本村落的印地安首領負

責管理，這些管理者負責關注西班牙王室發布關於印地安人的法律是否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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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執行。在印地安人專門居住領域裡維持傳統集體耕作制度，印地安原住

民每人擁有一片專供農耕的土地，另外也有公有土地，村民集體耕作其上，

稱為原住民專有地（resguardo indígena），專有地是印地安人的財產是不可

轉讓的；至於沒有開墾的土地便成為西班牙王所有，將之分封殖民有功者。

要注意的是在西班牙人來之前大部分的土地歸村落所有，之後再由基層管

理人分配給各家戶。但是殖民半世紀後印地安人因為不敵傳染病人口銳

減，空出土地，殖民者要求王室分配這些無主土地。加上為了支付貢賦和

代服勞役等費用，一些印地安人和村社團體將多餘土地出售或出租，這類

土地轉移違反西班牙王室禁止非印地安人獲得印地安居住區土地的規定，

然而新地主們透過轉讓文件來證明土地持有的合法性，有些甚至直接佔領

無主空地（Cheryl & Wasserman，2007：135-36）。1591 年王室頒布法令，

提出非正當從印地安人購得的土地和沒有土地證明佔領的土地，都得以透

過繳交費用給王室藉以合法化所有權（董經勝、林被甸，2011：88-89）。

隨著新管理模式，加上透過土地買賣的轉換，土地慢慢的累積在非印地安

居民的手中。 

十六世紀中葉新西班牙和祕魯總督區豐富銀礦的發現吸引西班牙移民

人數增加，礦場附近的城鎮土地遂成為歐洲人投資莊園（Hacienda）的重

要標的，從初期的小型農場或牧場開始，莊園的規模和生產能力隨著經濟

的發展漸漸擴大，十七世紀出現了產銷自給自足的大莊園。為了獲得穩定

的勞動力，莊園主直接向印地安人村社簽訂合同，因為工資比勞動力分配

制的日薪略高，漸漸的印地安人成為大莊園的雇工。莊園主以預付工資、

代繳人頭稅或提供小塊耕種土地租賃等方式讓印地安原住民賒欠背債，印

地安原住民只能以工償債。欠下債務的印地安人有些成為長工，或是變成

佃農，將部分收穫繳交主人。有些莊園主會在農忙季節直接到印地安村社

招募臨時雇工。這類勞動力的雇用方式逐漸成為主流，1630 年西班牙王下

令廢除印地安勞動力分配制。  

然而許多時候莊園主應給付的工資並非以現金償付，而是發放莊園主

所經營商店的「現金抵用券」，因為限定使用，印地安人只能依附在可以使

用抵用券的莊園生活。在這種經濟模式下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必須移居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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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所在的城鎮，而且莊園主可以將欠債的印地安人隨時轉讓，比起過去的

監護制和勞力分配制對印地安村社的生活衝擊更大。西班牙在殖民過程中

一方面需要利用印地安人的勞動力，但另一方面卻又與印地安人保持距

離。過去只有印地安人可以生活在印地安人村社，交納貢稅、講母語，穿

著民族服飾，依照法令印地安人村社是禁止麥士蒂索人（mestizo）和非神

職、非監護官等人士居留，但有些麥士蒂索人覺得被當成印地安人是比較

有利的，因為這樣可以獲得土地和職務，便自稱是印地安人。相反的為了

勞動力分配制和賺取貢賦印地安人開始離鄉背井。大莊園制的出現讓印地

安人因為經濟條件的結構性劣勢只得遷居於西班牙人城鎮，同時典型印地

安人村社中的非印地安居民也漸漸增加。  

在殖民後期，西班牙波旁王朝（1700-）為了增加王室收入宣布增加皇

室公司享有的專利商品種類並且增加課稅，隨著管理村社內的印地安人逐

漸稀少，原本受到特權禮遇享有騎馬、穿著歐洲服飾、攜帶武器、免繳貢

賦和保留世襲土地的印地安貴族們，為了補齊逃跑者的人頭稅支出只好租

售土地給西班牙人。不堪增稅政策的負擔，印加王族後裔 Tupac Amaru 於

1780 年底在祕魯發動抗爭，提出廢除稅捐、米塔制、商品分配購買制

（repartimiento de mercancias），要求西班牙王任命印地安人為地方首長。

在這場抗爭中歐洲人居住區受到攻擊，為了保護殖民產業半島人和克里歐

佑人團結抵禦，這場由印地安人發起的抗稅運動最後無疾而終。之後，西

屬殖民地陸續出現由麥士蒂索人和克里歐佑人（Criollo）主導的抗爭運動，

這些抗議事件除了以降低稅賦為訴求，也要求增加美洲出生的白人政治參

與權。1808 年法國入侵西班牙發生半島戰爭，為了表達效忠西班牙王所發

起的集會活動，最後轉變成為西屬殖民地遍地開花的獨立運動風潮。  

貳、後殖民時期 

西屬美洲的獨立運動，因為幅員廣闊加上區域性的社會經濟結構不

同，出現相當程度的地區性差異。像是南美地區的獨立革命運動大部分由

麥士蒂索人和克里歐佑人主導，多半從城市開展，相對北美的墨西哥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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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村。不同於其他地區印地安人參與戰役多是被動跟隨所其依附的莊園

主。1810 年由神父 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 敲響教堂鐘聲號召起義的墨西

哥獨立戰爭，以印地安教眾為主體，主要訴求為取消印地安人頭稅賦、廢

除奴隸制度、歸還從印地安人村社非法奪取的土地等等與印地安人相關的

權利。可惜 1814 年西班牙王費南多七世（Fernando VII）復位後增派殖民

軍隊，革命失敗。 

拉美各國在獨立戰爭中皆有印地安原住民參與，有理想主義者以反對

殖民壓迫的立場賦予原住民反西班牙殖民先鋒等稱號，但是原住民的社會

狀態並沒有因此受到重視。獨立的新國家由在美洲出生的白人克里歐佑人

取代來自西班牙的半島人（Penisulares）執政，印地安原住民已經不需要在

監護領地（Encomienda）和米塔礦區（Mita）服勞役，隨著美洲經濟發展

的方向，他們轉而進入種植經濟作物的莊園（Hacienda）。由白人及混血麥

士蒂索人組成的統治階層仍舊抱持西班牙殖民時期的意識形態，社會階級

繼續存在，對原住民的壓榨與排擠依舊，從外部殖民換成內部殖民。在美

洲獨立風潮過後的 1823 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曾到南美遊歷，其旅

遊見聞中記載著：「區域首領的工作是打擊印地安人……在很短的時間內殺

了四十八個人」（石雅如，2009a：130）。在殖民時期莊園主的權力受到宗

主國的宗教人權約束，獨立後大莊園主和統治階級都是克里歐佑人，印地

安人的地位不但沒有產生變化，反而隨著獨立後國家發展政策，族群文化

的生存受到更大的威脅。 

美洲獨立運動之後新的共和國紛紛成立，不同的印地安原住民族的民

族傳統活動領域橫跨不同政治國界，像是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的愛摩拉族

（Amoura）、秘魯和巴西的坎巴族（Campa）、玻利維亞、阿根廷和巴拉圭

的齊力瓜諾族（Chiriguano）、哥倫比亞和巴拿馬的安倍剌族（Emberá）、美

國和墨西哥的奇卡布族（Kikapú）、阿根廷和智利的馬步切族（Mapuche）、

巴西和委內瑞拉的亞諾麻米族（Yanomami）、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的優魯

蒂族（Yurutí）等等，原住民族在新共和國中不再被視為某民族，而是成為

單獨的個體：「國家公民」。 

Zapoteca 原住民族出身的墨西哥總統 Benito Juárez（總統任期 18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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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提出印地安人應該融入國家社會成為墨國公民的呼籲。在政府的「教

育」下，印地安身分被認為「不文明」、「野蠻」，「無行為能力者」，應該要

努力融入「文明」社會。但是融入國族的代價是失去傳統與土地的連結。

以哥倫比亞為例，因為將印地安族群融入國家社會，所以原印地安族群便

「不復存在」，於是殖民時期的印地安公有地（resguardo），也是集體土地

共有權利跟著消失。新共和國的農牧礦等等產業的推展，個人土地也隨之

在經濟發展的需求下成為新商業大型種植園（Latifundio）地主巧取的對象。

在國家發展的大趨勢下，印地安人失去土地，傳統自然資源的使用權利受

到壓迫。 

進入二十世紀，面對經濟發展需求，自殖民以來以農業生產為出口導

向的拉美各國，需要更大量的人力與土地。為了土地的取得進行一連串的

土地政策。政府透過戰爭或是修法途徑獲取原本屬於原住民公共領域的土

地。1878 年阿根廷 Alejo Julio Argentino Roca Paz 將軍為了獲得巴塔哥尼亞

高原的支配權，對馬步切族進行「清除」的沙漠征服行動（La Conquista del 

Desierto），這位採取戰爭手段從原住民手中取得大量肥沃土地的將軍，後

來因為戰功彪炳擔任兩屆阿根廷總統（1880-86、1898-1904）。失去土地的

原住民無法從事傳統農事維生，只能成為種植園或礦場的僱工，貧困的生

活讓原住民成為經濟社會結構的弱勢底層。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加上世界大戰使得出口作物的價錢大跌，拉丁美

洲採用進口替代經濟政策。拉美各國政府認為從事傳統土地勞動的原住民

影響國家現代化的推展，致力「提升」原住民的「素質」，俾利加入現代社

會成為國家公民（石雅如，2009b：87-88）。在國族同化主義的強力推動國

家認同，印地安文化認同出現邊緣化的危機。政府一方面承認原住民族文

化的重要性，一方面卻又強調要促進國家發展，就必須凝聚國族共識，國

族單一文化一元「較利於」國家政策推展。官方推行的方向是以國族去原

住民化，成立博物館將「過去的偉大原住民歷史」加以收藏（Stavenhagen, 

1998, Conclusiones: 2-5）。當權派認為應該給原住民施予特殊教育，透過教

育去灌輸強化原住民對國家體制的認同，原住民族是國家的一部分，強調

國族身分的認同，若是太過強調原住民族的文化將會破壞國家的團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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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國家政策意圖使原住民接受西方社會的語言文化，盡量不說母語，而

是學習西班牙語加速原住民融入國家群體。強調原住民的文化生活發展應

該整合在國家體制中。 

1959 年祕魯成立國家原住民整合計劃委員會（Comisión Nacional del 

Plan de Integración de la Población Aborigen），主要目的在尋求國際組織在技

術和經濟的援助，以提升原住民生活水準，幫助其融入國家生活。1965 年

祕魯政府推動的整併原住民融入國家型計畫（ El plan Nacional de 

Integración de la Población Aborigen）目標在把國家文化完整的推介給原住

民，讓印地安人熟悉並接受國家文化。1979 年祕魯在憲法中廢除 Quechua

原住民語言為官方語言的政策，理由是保存語言就是保存文化，說母語會

讓原住民因為堅守傳統更難成為秘魯公民（石雅如，2009b：88-89）。政府

希望原住民理解自己是國家的一部分，在「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下，原住

民應該併入國族一體，一視同仁。事實上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長久以來對

於原住民或是非原住民的集體權利都持否定的態度，憲法和法規都以「法

律之前人人平等」為前提對個體人權加以尊重，強調不能因為性別、宗教、

國籍、種族出現「不平等」（不同）待遇。  

民主平等立論認為社會人人平等，卻沒有顧慮到印地安原住民自殖民

以來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面對的結構困境，追求國族文化的單一化趨勢

下，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權和文化教育權利受到迫害。阿根廷和智利的政府，

甚至發生攻擊原住民私有土地的國家暴力事件，引發強烈社會衝突。二次

戰後拉美原住民在社會和經濟上的相對弱勢，讓各國政府注意到原住民議

題。1948 年聯合國發表世界人權宣言（La Declaración Universal de Derechos 

Humanos），關注原住民在各國的經濟社會處境，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Consejo Económico y Social）負責原住民事務的周邊組織國際勞工組織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 OIT），在 1957 年通過 OIT『107 公

約』，關心原住民於國家發展過程中土地、就業、社會安全、衛生、教育、

傳播及行政等方面的權益。但因為『107 號公約』認為原住民要幫助脫離貧

窮的方式就是要融入國家經濟發展，被拉丁美洲原住民團體批判國族同化

色彩濃厚。事實上這個公約對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政府根本毫無存在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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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原住民族群施加的暴力事件時有所聞（Stavenhagen, 1998: capítulo VII, 

9-11）： 

1970 年哥倫比亞總統在 Planas 地區大農地主團體施壓下派政府軍隊殺

害 Planas 地區 Guajibo 族首領並凌虐其兒子，軍隊攻擊 Cumaribo 附近的

Guajibo 族部落，殺害一個懷有五個月身孕手上抱著女孩的孕婦及其女兒。

軍隊也殺害居住在 Ojo de Auga 地區四男三女以及兩名 Guajibo 族孩童。哥

國的勞工部也證實在石膏礦場的原住民受到歧視，許多時候都沒有領到薪

資，而是以古柯葉代替。 

1971 年阿根廷警察被踢爆對 Salta 省 Embarcación 市的 Malaco 族原住

民暴力凌遲，該族有三百多個家庭的小孩被迫在垃圾堆覓食求生。同年玻

利維亞的 Chiquitanos 族傳出工資受到剝削，同樣採集一公斤的橡膠，獲取

的價格卻僅僅只有非原住民的一半，若是想要貸款，更是只能貸到非原住

民的九分之一甚至十二分之一。同時鄰國厄瓜多政府則是未與原住民協

商，直接贊成 Texaco-Gulf 石油公司在 Kofan 地區逕行石油開採。這一年巴

拉圭政府進行社會調查，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受訪者竟然認為印地安人「跟

動物一樣」、高達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則表示「是低等生物」。同年該國的

Guayakí族原住民因為獵殺兩頭牛的罪名有十名被殺，五名小孩被捉，其中

有三名小孩被賣到其他地方。  

1972 年阿根廷政府通過『618 號法案』，直接宣布居住在福爾摩沙省

（Provincia de Formosa）的 Mataco 原住民必須遷居，因為該地將開放拓殖。

1974 年墨西哥四個原住民族在第一屆印地安委員會中控訴恰帕斯高地（los 

Altos de Chiapas）的咖啡、辣椒和木材等等農業採購商人和畜牧業者，以

不合理的價位低價收購原住民辛苦收成物。1980 年代以降，中南美洲地區

軍政府與游擊隊夾擊下的原住民，更是慘遭雙重迫害，例如：祕魯的光明

之路（Sendero Luminoso）和尼加拉瓜的桑定政權（Sandinista）時期。 

從上述幾個案例清楚可見拉美各國為經濟發展建立國族認同，歧視原

住民文化、侵略原住民傳統領域，以國家暴力威脅族群生存。1977 年由十

八位印地安原住民與十七位人類學家在巴爾巴多斯（Barbados）發表宣言，

要求拉美各國給予印地安社群自治權利。1980 年祕魯庫斯科舉辦第一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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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印地安原住民運動會議（I Congreso de Movimiento Indios de América 

del Sur），宣布成立南美印地安委員會（Consejo Indio de Amércia del Sur），

開始以印地安原住民觀點主導的原住民主義潮流。印地安人透過自己的組

織發聲，不想再被動納入國家體系，要追求印地安原住民所要的生存方式，

提倡文化多元性。面對這股潮流，1985 年第十屆美洲印地安會議（X 

Congreso Indigenista Interamericano）和 198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的拉

丁美洲教長會議（La Conferencia Regional Latinoamericana de Ministros de 

Educación），表態支持雙語文化教育。國際勞工組織 1988 年大會重新審視

『107 號公約』，在 1989 年提出修正過的『169 號公約』，主張由原住民的

自我認定作為標準；以「民族」取代「人口」，象徵原住民的集體權正式被

承認；要求政府有義務採取行動，來保障原住民族的權利；原住民的土地

權概念首度被提出來（施正鋒，2010）。 

進入 1990 年代，在原住民人數佔總人口數過半的安地斯地區國家，原

住民組織認為應該挺進政府權力體系，成立政黨直接爭取立法與參政的機

會。在 2005 年，玻利維亞出現第一位原住民總統 Juan Evo Morales Ayma，

宣示建立一個多元文化部落社會型的國家；波利維亞的司法部更針對傳統

部落律法與一般司法進行整合，強調國家法令的執行中尊重原住民族的傳

統特殊慣習。出身 Aymara 族的 Evo 在 2009 年以超過六成的得票順利連任

成功，然而，與其他拉美國家相比，情況並未改善；儘管國際人權宣言要

求承認原住民私人和集體的所有權，然而，該國的立法機構並沒有予以承

認。 

在 2010-11 年，宏都拉斯 Bajo Aquan 地區的原住民因為土地不公平地

讓渡給種植油棕的大地主，他們不斷地進行土地抗爭，許多農人失去他們

的家園土地。為了要恢復自己的土地權利，五百個家庭組織起來，決定要

將那些屬於自己的土地拿回來。在這個過程中，有 50 個小農與家庭農夫被

殺害，而兇手就是地主的保全、以及警察跟軍隊（農譯組，2012） 

目前，拉丁美洲許多原住民部落的土地被本國與跨國農產公司掠奪，

水資源及其他自然資源也是被掠奪的目標；隨著水壩、礦產等大型開發計

畫的執行，土地掠奪日趨頻繁。土地越來越集中於資本家之手，許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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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土地掠奪的幫凶。以南美智利政府為例，馬步切原住民和大莊園主

的土地糾紛，政府站在資方立場對原住民施加國家暴力的事件從未間斷。 

参、結論 

從殖民到獨立，五百多年來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權利並沒有因為政治變

遷而受到重視，西班牙殖民者將原住民視為無行為能力的孩童，必須加以

庇護，空有宗教人權哲學思想卻又沒有一套為印地安人量身訂製的殖民法

律。宗教人權面對殖民利益與統治權力軟弱無力，被征服的西屬美洲印地

安人被迫綁架於殖民框架中，成為監護制、勞力分配制、米塔制的犧牲品，

為莫名的制度奉獻貢賦和勞役，殖民後期又為種種原因失去土地，被迫進

入莊園成為僱工，伴隨殖民過程的結構性剝削，導致族群經社地位低下的

根本因素。 

拉美獨立運動的主角是美洲出生的白人克里歐佑人與混血麥士蒂索

人，儘管過程中印地安人曾經吹響新西班牙的革命號角；新共和國的成立

並未改變社會結構，依照膚色劃分的階級三角，趕走頂端的歐洲來殖民者，

原住民依舊盤據低層無法翻身。新政體甚至開始拒絕承認原住民族的存

在。獨立後的共和國憲法，因為採用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認為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原住民的權利保障因為要尊重國家法律平等，沒有必要被規劃

出來，甚至提出若是特別強調印地安族群似乎將原住民視為外來群體的說

法。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國族形塑過程中，原住民族群文化受到擠壓，

在避免種族族群分化的「偉大」前提包裝下，映照出來的是各國政府拒絕

多元族群的國族同化發展策略。  

在 1990 年代之前，除了巴西、祕魯、尼加拉瓜和瓜地馬拉的憲法外，

大多數拉美國家憲法不認定國土上有原住民的存在。原住民在憲法條文中

消失的看法似乎是為保障全體國民的平等性必要之惡，但卻是不符合法律

和政治現實層面的需求。在得不到國家根本大法的保障，原住民自殖民以

來的結構性經社弱勢，貧窮、營養不良、缺乏醫療衛生設施、傳統教育文

化權受到剝奪，雪上加霜的還有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土地被暴力奪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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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義事件層出不窮。 

1992 年西班牙盛大慶祝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周年，歷經殖民傷痕的

拉丁美洲原住民進行國際串聯抗議，該年 12 月聯合國大會宣布 1993-2004

年為世界原住民國際十年（International Decade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目標希望讓所有人類了解原住民族的處境、特有文化、語言

的權利。在這波國際潮流的推動下，阿根廷、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

利、厄瓜多爾、墨西哥、巴拉圭、秘魯等國家相繼修改憲法或製定新憲法，

承認印第安語言，在原住民居住區進行雙語和多元文化教育。儘管法律方

面承認原住民的文化和語言權，但是拉美原住民在衛生、人權、環境

及社會和經濟發展等領域所面臨的問題依舊。 2004 年聯合國大會再次

宣布 2004-15 年為第二個世界原住民國際十年（Second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正反映過去十年原住民問題沒有獲得根

本解決。拉丁美洲許多國家 1990 年代以來採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國家經濟

發展和原住民土地主權衝突日益嚴重，面對跨國公司強大的經濟壓力，今

日拉美原住民為堅守土地所有權長期遭受國家暴力，族群生命的延續受到

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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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nearly forty million indigenous people live in Latin America 

today, they are divided into more than four hundred ethnics distribute in 

twenty countries.  Some of them are less than one thousand persons, but 

others are over millions. Ninety percent Latin American indigenous people 

live in South America’s Andean region and Central America region, the same 

place where those pre-colonial civilizations lived.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heir everyday life depends on the agriculture which is their main 

core of life.  However, they are threatening to lose their land, which is the 

ethnic base for agriculture.  Facing the crisi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overeignty of Hispanic America aborigines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through the independence of nation till right now, over the five hundred years, 

considering of the impact of European colonization, viewing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ir sovereignty developing. 

Keywords: Spanish Colonial, Latin America, Indigenous sovereignty rights, 

Indian la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