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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孔文吉、鄭天財 Sra Kacaw 等 24 人，為落實原住民
族轉型正義，督促政府還原歷史事實、促進原住民族與國家
間之和解，戮力實現我國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對於原住民
族權利回復及保障等事宜，針對原住民族土地權利、自治及
自然資源使用之正義，保障原漢族群間均可相互尊重、共存
共榮，並對原住民族因而喪失的土地及自然資源使用權利等
給予回復或補償，進而促進原漢民族尊重多元、社會和諧及
公平正義之目的，特擬具「促進轉型正義原住民族權利回復
及補償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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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原住民族權利回復及補償條例草案總說明
轉型正義的意涵，通常代表國家對於過去政府不正義的行為所採取的各種補償與檢討措施，
追究當時加害者的責任，並且補償受害者的損失與傷害。轉型正義的目的除了還原歷史真相外，還
要預防政府未來對於人權的侵犯以及歷史的重演。
原住民與土地的關係密切，其傳統文化、經濟等活動，皆有賴土地之供給而得以延續。但其
土地因歷代時期統治者的強暴、脅迫或欺詐而日漸流失，迫使其生存領域向地形惡劣的山地退縮。
理論上，臺灣本就是原住民生存及活動的領域，但隨著明鄭及清朝時期漢人的大量移墾，再至日據
時代的殖民統治及國民政府光復台灣迄今，原住民的生活空間，逐步向山地退縮，時至今日，原住
民的專屬空間，大約僅餘保留地所在之二十餘萬公頃。原住民原本是臺灣廣大土地的所有者，但現
今卻因生存空間日益狹窄，反而淪為臺灣地區的弱勢族群。此一土地變遷的過程，對原住民生存至
關重要。
反觀台灣原住民族因土地大量喪失，土地權利被強制剝奪的結果，原住民族生活空間驟減常
礙於現行法律規定而被指稱非法占有、非法侵占國家土地，亟待對其權利之重行賦予或針對無法回
復者應給予補償，亟待立法回復！
對於台灣原住民族而言，由於台灣原住民係台灣歷史上真正的主人，原住民轉型正義包含歷
史正義、土地正義、人權正義及其自治及狩獵權益的保障，均係對台灣原住民轉型正義之重要部分
。國際上聯合國 2007 年 9 月 13 日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係世界原住民爭取人權最重要的里
程碑！也是世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最重要之一環。該宣言第七條第二項：「原住民族享有作為獨特
民族，自由、和平、安全地生活的集體權利，不應遭受種族滅絕或任何其他暴力行為的侵害，包括
強行將一個族群的兒童遷移到另一個族群。」如澳洲及加拿大總理均為了被偷竊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錯誤的政策，即原住民兒童被偷竊、接受白人同化教育之歷史正式向當地原住民道歉
，希能求得原住民之和解與寬恕。
爰基於此，為實現台灣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回復或補償原住民族權益，促進國內族群其地位
之實質平等，保障原漢民族間均可相互尊重、共存共榮，還原歷史真相、實現公平正義，落實政府
轉型正義工作，爰擬具制定「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條例草案」，本法共二十三條。茲將立法要點說明
如下：
一、明定本法立法意旨。（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規定原促會原則辦理事項。原促會隸屬於行政院，為獨立機關，地位
超然、獨立運作。（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用詞定義，以及界定統治時間。（草案第三條）
四、本條規定原促會之組成方式。規定組成之委員總數、專兼任人數及委員政黨、性別比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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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資格、專任委員之職等。（草案第四條）
五、本條例規定原促會設四任務小組及其組成方式。（草案第五條）
六、原促會每月固定召開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全體委員會議時，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當次會
議代理主席的產生。以及原促會之一般決議方式。（草案第六條）
七、本條規定原促會行使職權之獨立性及委員地位之中立性。（草案第七條）。
八、本條規定原促會之幕僚組織人事及其預算來源。（草案第八條）。
九、本條揭示原促會針對清除暴政及殖民統治，以及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應適當保存或重
建，記取歷史教訓及事件。（草案第九條）。
十、明定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回復請求權人為原住民。原促會得協調各該土地管理機關，辦理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回復作業。（草案第十條）
十一、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土地權利於當中至為關鍵。如無法回復原狀時，特要求行政院應予金
錢補償之。（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規定原促會之任務完成及報告提出時程，並以條文後段處理任務未能即時完成之情形。以及
原促會任務完成後之解散事宜，並藉此凸顯原促會任務型編制之特色，避免常設化疑慮。（
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原促會針對涉及原住民族權益及其自然資源使用之相關法律會商各該管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檢
討修正。（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本條乃針對向總統及行政院院長提出書面報告時之特別決議。（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本條規定原促會各種行政調查之進行方式及若干必要之程序要求。（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調查原則，應恪遵正當法律程序。（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本條規定原促會保全資料及政務之方式及其相關程序。（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本條規定原促會進行行政調查時被調查者之配合義務及其違反時之處罰。（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本條規定各相關單位於原促會進行行政調查時之協助義務，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
機能，應於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本條規定違反檔案保全及前條禁止處分之刑事處罰。並規定未遂犯及過失犯之處罰。（草案
第二十條）
二十一、違反協力義務之處罰。（草案第二十一條）
二十二、本條規定針對原促會之行政處分之行政爭訟方式。（草案第二十二條）
二十三、本條規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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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原住民族權利回復及補償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為促進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落實人權
保障及族群和諧，積極回應並妥善處理自明
鄭時期迄今所遭受之不平等對待，爰為平反
歷史事實，承認原住民族之權利，回復或補
償其受損之權利，特制定本條例。
明鄭時期迄今，違反人權保障及侵害原
住民族之權利之行為與結果，其轉型正義相
關處理事宜，依本條例規定之。本條例未規

說

明

明定本條例之立法意旨。

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原住民族促進轉型

一、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原促會隸屬於行

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原促會），不受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四條及第五條第三項
規定之限制。
原促會隸屬於行政院，為獨立機關，依
本條例規定所定之原則辦理下列事項：
一、調查原住民族權利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受侵害之情事與始末。
二、紀錄並更正歷來歧視、輕蔑原住民族之
文獻及教科文資料。
三、回復及補償原住民族受侵害所受損失之
權利。
四、其他涉及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事項。

政院，為獨立機關，地位超然、獨立運作
。
二、明定原住民族權利侵害事件調查及原促會
原則辦理事項，以達成釐清歷史真相及社
會和解之政策目標。

第三條 本條例之用語如下：
一、明鄭時期迄今，指自西元一六六二年至
今。
二、原住民族：指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
、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
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
、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及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
三、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係指日據時期
起因受政府公權力徵收、徵用、登記、接
收及其他強制方式佔有，剝奪原住民族占
有、使用或取得之土地或依原住民族土地
及海域法劃定之公有土地，其範圍如下：
(一)部落或舊部落及其周邊或耕墾、畜牧
之土地。

一、明定用詞定義，以及界定統治時間。
二、鑑於原住民族遭外力以國家形式（大清帝
國、日本、西班牙、荷蘭）、國家特許私
人公司（荷屬東印度公司）、政治組織（
明鄭）、武裝集團（海盜或墾殖者）等各
式政經組織，以違反其意願之手段，對其
文化生活狀態之干預行為，針對時期為明
鄭、清朝、日本、國民政府統治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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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漁區、獵區及使用自然資源區域之土
地。
(三)祖靈地、聖地、聖山、起源地及其他
傳統宗教、祭典之周邊土地。
(四)原住民族使用之湖泊、河川及其浮覆
地。
(五)經政府徵收、徵用、登記而作為台灣
省政府、國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內
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觀光局及其所屬
機關單位管理之土地。
(六)經政府徵收、徵用、接收而作為國營
事業之土地。
(七)其他原住民族歷來以其傳統習慣規範
占有、使用或取得之土地。
第四條 原促會置委員十五人，由總統提名經
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總統為提名時，應指
定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其他委員五人為專任
；其餘八人為兼任。但全體委員中，同一政
黨之人數不得逾五人；同一性別之人數不得
少於五人。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須具原住

一、本條規定原促會之組成方式。
二、規定組成之委員總人數、專兼任人數及委
員政黨、性別比例問題。消極資格、專任
委員之職等。
三、為落實總統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政見，且
凸顯政府對事涉原住民族之權益及歷史事
實的重視，原促會之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

民身分。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考試委員不得兼
任原促會委員。
原促會主任委員，特任，對外代表原促
會；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
；其餘專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報
請總統予以免職：
一、因罹患疾病致不能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因故出缺者，其缺額依第一項規定

法院同意後任命之，以為慎重。但行政院
院長針對第四項之免職情形，得報請總統
予以免職，排除不再適任之委員，利於原
促會任務之有效推動。

辦理。
第五條 原促會設四個任務小組，分別辦理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回復、原住民族自然資
源使用及補償、原住民族真相史觀及文獻導
正、涉及原住民族權益相關法律之研究及其
他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事項，由副主任委員及
其他專任委員三人擔任各組召集人；其餘專

一、本條例規定原促會設四任務小組及其組成
方式。
二、原促會為一獨立機關，並於機關內分設四
任務小組，既能分別研究調查、復能統合
規劃，以收分工合作之效。但其調查研究
後，所作成各相關規劃、調查、回復及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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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及兼任委員應分別加入一至二小組，協助

償結果，最終仍須由原促會全體委員進行

處理相關事務。
前項各任務小組，得聘請顧問三人至五
人；二年一聘。

討論及決議，並以原促會名義統一對外負
責。

第六條 原促會每月舉行全體委員會議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

一、原促會每月固定召開一次全體委員會議。
二、全體委員會議時，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
時，當次會議代理主席的產生。原促會之

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其餘
專任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開會時須有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決

決議方式；其中第二項後段是屬一般性決
議。
三、全體委員會議時，得邀請相關機關（構）
、專家及學者或個人列席討論並提供專業

議，除別有規定外，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
全體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
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團體或個
人派員列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第七條

原促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

立行使職權，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
。
第八條 原促會為執行業務之必要，得指派、
調用或聘僱適當人員兼充研究、調查或辦事
人員。
前項調用人員，各機關不得拒絕。

意見。

本條規定原促會行使職權之獨立性及委員地位
之中立性。
本條規定原促會之幕僚組織人事及其預算來源
。

原促會所需經費，由行政院編列預算支
應。
第九條 明鄭時期迄今，為撫平原住民族歷史
傷痛及記取侵害原住民族權利之歷史事實，
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或緬懷統治者
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

本條揭示原促會針對清除暴政及殖民統治，以
及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應適當保存或
重建，記取歷史教訓及事件，作為後人之集體
記憶及民主法治教育之場所基地。

置之。
明鄭時期迄今，統治者大規模侵害原住
民族權益之發生地，應予維護保存或現地重
建，或依法指定登錄該區域為文化資產。
第十條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回復並登記
予請求權人為原住民；其請求回復之要件及
應遵行程序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經劃定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原
促會應依請求權人之請求，協調各該土地管
理機關並釐清權屬爭議後返還原住民。

一、明定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回復請求權
人為原住民。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之回
復並登記予請求權人為原住民。
二、原促會得協調各該土地管理機關及審核申
請人權屬主張後，辦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之回復作業。

第十一條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土地權利於當中至為關

經劃定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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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現屬各機關或國營事業管理使用或所有，

鍵！如無法回復原狀時，特要求行政院應予金

致返還請求權人顯有困難者，原促會應報請
行政院予以金錢補償之；土地補償辦法由主
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後，報請
行政院核定之。

錢補償之。

第十二條 原促會應於二年內就第二條第二項
所列事項，以書面向總統及行政院院長提出

一、第一項規定原促會之任務完成及報告提出
時程，並以條文後段處理任務未能即時完

完整規劃方案及具體回復或補償實施步驟在
內之任務總結報告後，始向立法院報告並備
質詢；有制定或修正法律及命令之必要者，
行政院應同時提出相關法令草案。其於二年

成之情形。
二、第二項規定原促會任務完成後之解散事宜
，並藉此凸顯原促會任務型編制之特色，
避免常設化疑慮。

內未能完成者，得報經行政院並呈請總統同
意後始得延長之；每次以一年為限。
原促會完成前項任務後解散，由總統向
全體國民公布任務總結報告。
於第一項期間內，原促會每半年應以書
面向總統及行政院院長提出任務進度報告；
其就第二項第二條事項所為之規劃、回復或
補償事項已具體可行者，得隨時以書面提請
總統召集行政院院長及立法院院長及各相關
機關（構）依規劃結果辦理。

三、原促會於第一項期間內，非不得分階段完
成個別任務，並即時向總統及行政院院長
提出任務進度報告。若具體可行者，原促
會得以書面提請總統召集行政院院長及立
法院院長及各相關機關（構）依規劃結果
辦理，以利轉型正義及早實際推動與實現
。

第十三條 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早
日實現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回復原住民得自
由使用自然資源之權利，於前條第一項期間
內，原促會應就森林法、國家公園法、山坡
地保育利用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礦業法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或其他涉及原住民
族權益或自然資源使用之相關法律會商各該
管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檢討修正，並報請行政
院函請立法院審議。

一、原促會針對涉及原住民族權益及其自然資
源使用之相關法律會商各該管中央主管機
關進行檢討修正。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原住民得在
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
一、獵捕野生動物。二、採集野生植物及
菌類。三、採取礦物、土石。四、利用水
資源。」同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主管
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依本法之原
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爰為落
實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立法意旨，為早日實
現原住民族轉型正義，重新賦予原住民得
自由使用自然資源之權利，特於本法中明
文訂定。

第十四條 原促會依第十二條規定提出之書面
報告，其定稿應經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通過
。
原促會委員對前項報告，得加註不同意
見或協調意見。

本條乃針對向總統及行政院院長提出書面報告
時之特別決議。

第十五條

本條規定原促會各種行政調查之進行方式及若

原促會完成第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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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任務，得以下列行為，調查相關事項：

干必要之程序要求。

一、通知有關機關（構）、團體、事業或個
人到場陳述事實經過或陳述意見。
二、要求有關機關（構）、團體、事業或個
人提出檔案冊籍、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
或證物。但審判中案件資料之調閱，應經
繫屬法院之同意。
三、派員前往有關機關（構）、團體、事業
或個人之辦公處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
他場所為必要之調查或勘驗。
四、委託鑑定與研究。
五、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特定案件或事
項。
六、其他必要之調查行為。
各機關（構）接受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
之委託後，應即辦理，並以書面答復辦理結
果。
第十六條 前條之調查，應恪遵正當法律程序
，以符合比例原則之方式為之。
原促會派員執行調查時，應出示有關執
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調查者
得拒絕之。

調查原則，應恪遵正當法律程序。

第十七條 原促會調查人員必要時得臨時封存
有關資料或證物，或攜去、留置其全部或一
部。
封存、攜去或留置屬於中央或地方機關
（構）持有之資料或證物者，應經主管長官
允許。但主管長官，除經證明確有妨害重大
國家利益，並於七日內取得行政法院假處分
裁定同意者外，不得拒絕。
攜去之資料或證物，原持有之機關（構
）應加蓋圖章，並由調查人員發給收據。

本條規定原促會保全資料及政務之方式及其相
關程序。

第十八條 接受調查之組織，不得規避、拒絕
或妨礙調查。
接受調查之有關人員，除有刑事訴訟法

本條規定原促會進行行政調查時被調查者之配
合義務及其違反時之處罰。

第一百八十一條規定得拒絕證言之事項外，
應據其所知如實為完全陳述，並提供相關資
料，不得隱匿或虛偽陳述。
原促會對於接受調查之有關人員，認有
保護及豁免其刑責之必要者，準用證人保護
法關於證人保護及豁免刑責之規定；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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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公務人員者，原促會得決議免除其相關
之行政責任。
接受調查之有關人員，提供原促會因其
職務或業務所知悉之相關資料者，不受其對
所屬組織所負保密義務之拘束，免除其因提
供該等資料之法律責任。
原促會進行之調查，涉及個人資料之使
用者，不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限制。
第十九條 原促會調查人員必要時，得知會當
地政府或其他有關機關（構）協助；其餘進
行調查遭遇抗拒，或為保全證據時，亦得通

一、本條規定各相關單位於原促會進行行政調
查時之協助義務
二、參酌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行政執行法第

知憲警機關協助，作必要之措施。

六條規定，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
政機能，應於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

第二十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依本條例應予保
存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本條規定違反檔案保全及前條禁止處分之
刑事處罰。
二、本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未遂犯及過失犯
之處罰。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一條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無正當理由
拒絕答覆詢問或提供相關資料者，處新臺幣

規範被調查者之配合義務及違反協力義務之處
罰。

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為虛偽陳述
或提出內容虛偽不實之資料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二條 對於原促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
得於收受處分書後三十日內向原促會申請復

本條規定針對原促會之行政處分之行政爭訟方
式。

查；對於復查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決定書
後二個月內提起行政訴訟。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規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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