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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手記
DOI: 10.6256/FWGS.202204_(116).01

　　「狩獵」一詞在漢人文化裡隱含

著捕殺動物之意，但在原住民的文化

脈絡中有不同的意義。以太魯閣族的

「tmsamat」為例，該詞具有人與大自

然共存、守護山林、一起與動物生活

之意。在臺灣這個漢人優越的社會中，

原住民族文化的狩獵意涵被扭曲與污

名化，長年來漢人國家對於原住民土地

的佔用使得原住民族的活動範圍大大

受限，發展主義的土地開發導致動物銳

減，再加上對獵槍與狩獵活動的管制，

使得原本能自在以狩獵為生活文化的

原住民受到極大的限制，甚且會被國家

處以刑罰。狩獵因此成為原住民族運動

的重要議題。然而，歷來對原住民狩獵

議題的討論中，卻很少見到原住民女性

的身影。而長年來國家對於原住民族身

分的認定方式，不僅否定了原住民族自

我認定的權利，也往往讓原住民女性及

其子女無法成為原住民族的法定成員。

因此，本期所收錄的文章，即從性別觀

點來探究漢人中心主義下原住民所受

到的壓迫，分為原住民狩獵文化的討

論、原住民身分釋憲案之觀察評介。

　　特別感謝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Ciwang Teyra 老師策畫本期專題：「看

見」女獵人——性別與狩獵文化，專題

文章包含由原住民狩獵權案件律師林

秉嶔所撰寫評析獵人王光祿等各族原

住民因涉槍砲條例而促成的司法院釋

字第 803 號解釋、青年原住民族運動

者 Savungaz Valincinan 提出狩獵權的性

別觀察、鄒族的獵人夫妻（方紅櫻與浦

忠勇）所共同撰寫的鄒族女獵人故事與

新狩獵文化，以及帖喇．尤道、余欣

蘭與 Posak Jodian、Yabung．Haning 所

分別撰寫的三篇文章，記錄太魯閣族

tmsamat 文化內涵與女獵人故事。透過

這些真切的文字，讓我們認識到現行法

律不合理之處不只與原住民男性狩獵有

關，更進一步理解原住民狩獵文化與原

住民女性的關係：女性既是狩獵的實踐

者，也是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參與者。

　　本期也收錄了近來原住民族權利

的另一個重大爭議，亦即涉及原住民女

性傳承原住民身分權利的憲法訴訟案

件（憲法法庭隨後於今年 4 月作成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身為此釋憲案

的代理人之一、也身為原住民母親的鄭

川如，和漢人先生一起為從父姓而無法

取得原住民身分的女兒提起釋憲，她的

文章說明了這個案件的緣由與心路歷

程，評論原住民身分法修法脈絡的性別

意義，並且為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及平等

權提出願景。身為漢人女性的陳昭如接

續討論此議題，觀察到「母姓難從、漢

姓難移」性別與族群交織的困境，提醒

國家應避免「姓名綁身分」制度對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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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母親和漢人母親所造成的不利現象，

建議以「無宰制的自治」實現多元文化

與性別平等，並考量承認雙重或多重身

分的可能性。關於同一案件的第三篇文

章則由身為原漢子女的林承慶撰寫，他

以家庭成員皆為不同姓氏開場，指出姓

氏綁身分和父姓常規預設之下無法反

映的複雜認同關係，再以差異政治來反

省認同政治的限制，亦提出都市原住民

的離散經驗，最後則主張原住民運動的

議程設定應該差異化，使相關權利的內

涵能更豐富多樣。

　　讀者一起閱讀這三篇文章，可以從

法律與文化層次、理論和個人經驗參

照，理解憲法訴訟新制度上路後，首次

以憲法法庭進行審理的原住民身分法

釋憲案所涉及的性別議題，瞭解性別與

族群的交織歧視在原住民身分議題上

的展現。

　　本期收錄的三篇活動報導，第一篇

紀錄即是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出爐後一

周，由臺灣大學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

等單位合辦的「原民身分認定的性別

難題：血緣、姓氏與平等的認同之爭」

論壇，三位引言人皆為本憲法判決案件

的代理人，引言及回應人分享了憲法法

庭言詞辯論的不同意見、本案的訴訟策

略、提醒憲法法庭違憲宣告後未來修法

應留意新的身分認定方式，以及用憲法

學觀點探討本案訴訟實務的發展意義。

第二篇是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成

立二十周年舉辦的「實踐與改變：我們

的性別之路」所慶紀錄，當日研討會邀

請了數十位畢業生就各自工作領域如

何融入性別觀點，提出珍貴的心得與反

思。最後一篇是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

研究中心與婦女研究室合辦的「『公』

部門？──公務體系與性別論壇」紀

實，與談人分別從女性軍人增加能否改

變軍隊陽剛文化、男女公務員的升遷差

異、警察考試制度中的性別議題提出研

究觀察。

　　如果閱讀完本期各篇文章，引發讀

者對原住民與性別議題的進一步關注，

不妨重拾第 103 期「臺灣原鄉性別文

化」，當年收錄了阿美族、卑南族與排

灣族的文化與制度。而今年 10 月號，

我們預計製作「韓國 ‧ 性別」專題，

討論韓國近年備受國際矚目的性別運

動和選舉期間引發的性別討論，以及大

眾流行文化的性別分析；在此也誠摯歡

迎具相關研究背景的讀者不吝賜稿。

　　最後，我們誠心感謝余欣蘭導演與

母親 Heydi，授權提供正在製作中的紀錄

片影像作為本期封面。在此，引述 Heydi

在〈揹獵物之歌〉受訪時道出山林中的

體悟，作為本期編輯室手記的結尾：「我

覺得我很渺小，因為山很大，動物很多，

我只是其中一個。我走入山林，我是很

渺小的，我的心是這樣想的。」

《婦研縱橫》編輯室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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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導言
文｜ Ciwang Teyra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隨著國際人權意識推展及國內原

住民族運動長年爭取的成果，原住民族

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顯示

政府逐漸重視原住民族權利，整體社會

氛圍使原住民族人權議題包含狩獵權

的討論得以浮上檯面。

原住民族社會不少族群長年以來

有狩獵的文化慣習，然而狩獵議題始終

在主流社會中具爭議性，布農族獵人王

光祿先生的狩獵案開啟了原住民族狩

獵權在法制面的討論，大法官釋憲結果

雖肯認原住民族狩獵為憲法保障之文

化權，卻未能真正理解狩獵文化的意

涵，「酷酷酷獵人」的言論更凸顯了大

法官仍存有種族主義的思維，習於以非

原住民族的價值及視角詮釋原住民族

文化。原住民族狩獵不僅面對國家法治

的壓迫、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族社會的不

理解、以及種族主義的框架，回到原住

民族社會內部，狩獵文化的實踐在不同

的生活脈絡與情境下有多樣的呈現，但

對狩獵的詮釋卻不一定含納多元視角，

譬如強調狩獵是以男性為主。

然而，「女性真的不能打獵嗎？」

是筆者對此議題的核心提問。一直以來

鮮少聽聞女性狩獵的故事，但隨著近年

來性別意識的抬頭，當代原住民族社會

是否仍存在嚴明的狩獵與性別分際、女

性不得狩獵的禁忌是否有彈性空間等，

種種疑問驅使筆者探索不同族群中女

性打獵的故事，進而發現女性狩獵並非

當代人權價值普及的時代產物，過往便

有少數家族內部擁有女性從事狩獵活

動的空間，只是鮮少為人所知和記載，

而令人誤以為女性未曾有實踐狩獵文

化的歷史。

本期專題邀集數位來自不同族群、

世代及專長領域，並透過不同途徑長期

投入於原住民族狩獵及女性獵人議題

的成員進行分享，藉此呈現族群與性別

交織下原住民族女性狩獵的經驗。第一

篇邀請狩獵釋憲案律師團成員林秉嶔

律師，從憲法學觀點評析本次釋憲案，

呈現國家法治對原住民族狩獵的態度

及部分大法官尚存種族主義思維的觀

點，凸顯原住民族狩獵的文化權利在以

漢人為中心建立的國家法治中遭受的

不正義和壓迫。第二篇作者 Savungaz 

Valincinan 為長期參與原住民族青年陣

線的布農族青年，與許多原住民族民間

團體長年參與狩獵釋憲案的聲援，其以

女性之姿高度投入狩獵議題的倡議中，

強調狩獵權並非原住民族單一性別關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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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事務，而是整體原住民族社會皆重

視的權利，透過其視角呈現女性運動者

在狩獵議題中的角色和面對的挑戰。

第三篇至第六篇分別呈現鄒族及

太魯閣族女性獵人的文化和故事，由於

國家法治的限制，原住民族內部近年來

相繼以族群為主體成立獵人協會，透過

部落自主管理，借重原住民族山林智慧

及經驗達成守護狩獵文化及動物永續

的目標，並致力於推動狩獵權利的倡

議。鄒族及太魯閣族獵人協會為狩獵權

倡議中重要組織，兩者內部亦有針對女

性狩獵的討論，並發放獵人證給女性。

第三篇邀請鄒族獵人協會重要成員浦

忠勇校長及方紅櫻校長分享一名鄒族

女性成為獵人的故事，由於父親及丈夫

皆給予方紅櫻校長接觸並實踐狩獵活

動的空間，使其得以長期從事狩獵活動

並成為一名女獵人。然而儘管鄒族社會

已見女性獵人的存在，內部對於女性狩

獵的討論仍較為隱晦，方紅櫻校長勇於

以己身的經驗現身分享從事狩獵的歷

程，為從事狩獵的鄒族女性撐出了開啟

相關論述的空間。

第四篇邀請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

族獵人協會理事長帖喇．尤道分享狩獵

於太魯閣族的意涵，太魯閣族語中並無

「狩獵」的詞彙，族語中對打獵的描述

是「tmsamat」，該詞意指於山林中與

動物們一起生活，重視和動物永續共存

的觀點，並以守護山林為志；而在傳統

的太魯閣族社會中，並非僅有男性投入

狩獵文化，而是男性及女性分別參與不

同面向的狩獵文化實踐，男性多負責狩

獵，部分女性也會狩獵，主要在農田附

近放陷阱，此外，也會協助整理及作為

分享食物的角色。

第五篇作者為太魯閣族影像工作

者余欣蘭與 Posak Jodian，透過其視角

細膩記錄母親 Heydi 依循著山林經驗及

祖先傳承的獵人 gaya 從事狩獵活動的

過程，並跟著母親狩獵的腳步累積狩獵

的知識及文化觀點。第六篇作者吳雅雯

Yabung·Haning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

閣族族群委員，書寫其過往於部落中向

Payi Boutung Yudaw 學習太魯閣族文化

的經驗，Payi Boutung 為太魯閣族女性

耆老，自小向父親學習狩獵，並被認可

為一名女獵人。儘管太魯閣族存有女性

不得碰觸獵具的禁忌，但由於太魯閣族

重視家族界線，一旦家族支持並提供女

性實踐狩獵文化的機會，依循並遵守

gaya，女性亦能參與狩獵活動。

女性獵人並非當代反性別壓迫下的

產物，既存的女性獵人在特定的時代及文

化脈絡下隱身、鮮少被記載，隨著原住民

族狩獵權的爭取，使狩獵文化獲得關注及

討論，當代的社會風氣則提供女性及多元

性別者更具彈性的空間，有機會突破過往

性別及文化框架的限制，亦使女性獵人的

故事重新被「看見」。透過本期專題六篇

文章的梳理，得以窺見狩獵文化實踐於不

同族群的多元樣貌，期能開展原住民族女

性獵人更深入的對話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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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釋憲案的啟示與批判：

憲法學的觀點
文│林秉嶔｜法律扶助基金會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專職律師主任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03

一、前言

　　臺東布農族獵人王光祿因為母親

想吃肉，持河床撿到的獵槍獵得山羌、

臺灣野山羊，遭法院依違反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第 8

條及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

第 41 條等規定處以三年六個月有期徒

刑判決確定 1。在入監服刑的前一刻，

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臺東地檢署

因此暫緩執行；後最高法院開庭審理，

甚至首開我國司法先例進行網路直播。

經最高法院法官評議後，認為應適用

之法律有違憲疑義，決定聲請大法官

解釋憲法，也創下最高法院第一次聲

請釋憲之紀錄。大法官於 110 年 3 月 9

日召開言詞辯論，同年 5 月 7 日做成

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 2；解釋結果

令王光祿無法獲得救濟，總統隨即在 5

月 20 日特赦王光祿，而檢察總長提起

的非常上訴案，最高法院也在 12 月 29

日駁回，全案至此告一段落。

　　筆者作為釋憲律師團的成員之

一，關於原住民（族）狩獵權的論述

與法律意見，均已透過書面呈交大法

官會議 3，茲不贅述。礙於篇幅，本文

僅以大法官為國家虛構原住民（族）

「自製獵槍」文化之行為背書，說明

臺灣原住民（族）在國家法制下面臨

的困境；以及大法官解釋排除原住民

非營利自用狩獵不包括保育類動物之

1 臺東地方法院 102 年度原訴字第 61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3 年度原上訴字第 17 號刑事 
 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280 號刑事判決。
2 釋字第 803號解釋當事人除王光祿外，尚有潘志強（卑南族，涉犯野保法）、周懷恩（泰雅族，製造空氣槍 
 涉犯槍砲條例）、陳紹毅（噶瑪蘭族，持有空氣槍涉犯槍砲條例）、黃嘉華（卑南族，持有空氣槍涉犯槍砲條 
 例）。因王光祿同時涉及野保法和槍砲條例，且備受輿論關注，再加上總統特赦，故筆者僅以此作為說明。
3 詳參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81&id=168301

當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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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警察分局核准之地點，並依下列

規定製造完成，供作生活所用之工具：

（一）填充物之射出，須逐次由槍口裝

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以打擊底火或他

法引爆，或使用口徑為零點二七英吋以

下打擊打釘槍用邊緣底火之空包彈引

爆。（二）填充物，須填充於自製獵槍

槍管內發射，小於槍管內徑之玻璃片、

鉛質彈丸固體物；其不具制式子彈及其

他類似具發射體、彈殼、底火及火藥

之定裝彈。（三）槍身總長（含槍管）

須三十八英吋（約九十六點五公分）以

上。姑且不論上述「自製獵槍」之定義

規定是否進步或合乎科學、安全及有效
4，單就槍枝管制政策而言，即有論者

批評要求原住民必須「自製」獵槍，可

能無形中訓練許多製造與改造槍枝的

專家，還可能形成無法監督控制的小型

地下兵工廠存在 5，反而不利於治安的

維護。

　　既然如此，為何立法者還要創設如

此獨步全球的規定呢 6 ？回顧上述規定

之立法目的，係著眼於「基於原住民所

意旨，造成絕大多數普通法院法官誤

解，使得許多原本應該無罪的原住民

獵人，卻在本案解釋出爐後反而面臨

牢獄之災。

二、臺灣原住民沒有「自製獵
槍」的傳統，「自製獵槍」其
實是行政機關疏忽與怠惰的
產物

（一）槍砲條例中的「自製獵槍」

　　94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

『自製之獵槍』、魚槍，或漁民未經許

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供

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

上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

規定，不適用之。」明定除罪範圍僅限

「自製獵槍」；所謂「自製獵槍」，依

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則係指

原住民為傳統習俗文化，由申請人自行

獨力或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協

4 即有論者批評內政部有關「自製獵槍」定義，有悖科學立法的精神，詳參《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承認吧！是漢人的「集體槍械恐懼症」造就台灣還在恐龍時代的《槍砲管制條例》〉。網址：https:// 
 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3284/fullpage
5 王皇玉（2011），〈原住民持有槍械問題研究〉，收錄於《第二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 
 討會論文集》，156-177。網址：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7AD137FA439DC5C5/0C333 
 1F0EBD318C29494814630C3ABB6-info.html
6 大法官謝銘洋提問：「限定使用自製獵槍的要求在國際間（是否）較罕見？」卻未見內政部提出說明。 
 內政部警政署自行委託的研究報告亦未見國際間有其他關於「自製獵槍」的立法例，詳參 106 年 10 月 
 內政部警政署委託研究《原住民得合法使用制式獵槍狩獵政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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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之獵槍，係屬傳統習慣專供獵捕

維生之生活工具，且其結構、性能及

殺傷力，均遠不及制式獵槍，為恐原

住民偶一不慎，即蹈法以第八條相加，

實嫌過苛，爰增訂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規定……7」、「原住民使用獵槍是

有其生活上之需要，以法律制裁持有

生活必需品之行為，是對原住民人權

之嚴重傷害……8」、「九十年十一月

十四日修正公布條文的立法理由，係基

於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而將刑罰予

以除罪化，改以行政秩序罰來處分……
9」顯然立法者認為「自製獵槍」係原

住民傳統使用之狩獵工具，是原住民

生活的必需品，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

文化而將刑罰予以除罪化。然而，臺

灣原住民真的有自製獵槍的傳統嗎？

（二）臺灣原住民使用槍枝的歷史

　　關於上述提問，其實學者王皇玉教

授早在 106 年 2 月 9 日最高法院就王

光祿非常上訴案進行調查程序時，以專

家證人的身分表示，臺灣原住民族自清

朝（1876 年）時起，即有使用由軍工

廠製造的士乃德槍之文獻紀錄；日治時

期，臺灣原住民族則以使用毛瑟槍和

士乃德槍為多數，以及由日本官方庫

存的舊式村田槍改造而成的「修正村田

銃」，這些都是設計相對精良的「制式

獵槍」。亦有相關文獻指出，臺灣原住

民多係透過交易取得槍枝，來源包括漢

人、洋行、清朝軍隊以及日本官方 10。

即便是國民政府來臺後，因日本官方撤

離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許多日本軍警

與國民政府軍的武器流落民間，當時省

政府同樣也准許山胞以步手槍向政府申

請調換獵槍 11。換言之，臺灣原住民從

清朝時期開始，一直到國民政府來臺，

長期以來使用的都是兵工廠製造的制式

獵槍，並無自己造槍的歷史或傳統。既

然臺灣原住民自古以來都是使用制式獵

槍，槍砲條例中的「自製獵槍」又是如

何出現的呢？

（三）「自製獵槍」其實是行政機關欺

騙立法委員，以及主管機關行政怠惰之

產物 12

　　其實，早在 72 年立法院在制定槍

7 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利用條例第 20 條 86 年 11 月 11 日立法理由。
8 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利用條例第 20 條 93 年 5 月 21 日立法理由。
9 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利用條例第 20 條 94 年 1 月 4 日立法理由。
10 參見陳宗仁（2005），〈近代台灣原住民圖像中的槍─兼論槍枝的傳入、流通與使用〉，《臺大歷史學 
 報》，36: 70-80。
11 詳參釋字第 803 號解釋，臺灣狩獵研究會等提出之法庭之友意見書。
12 關於「自製獵槍」的立法沿革，詳參臺灣狩獵研究會等提出之法庭之友意見書。

當期專題

10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10 2022/8/30   下午9:19



砲條例時，當時內政部長林洋港回答原

住民籍立法委員林通宏時表示：「獵槍、

漁槍等在自衛槍枝管理條例中屬乙類

槍枝，有從寬受理登記之規定，對於山

胞持有獵槍、漁槍而未登記者，一定會

從寬處理，因為這些都是山胞生活的必

需品 13。」以及警政署副署長張周天表

示：「自衛槍枝管制條例仍然准許持有

獵槍、漁槍，本條例則是專指作為犯罪

用的獵槍、漁槍，自衛槍枝條例並未廢

止，故未限制山胞持有，二者並不衝突
14。」可見當時行政權和立法權均無意

限制原住民使用制式獵槍與彈藥。最後

在原住民立委的堅持下，增列第 14 條

規定：「獵槍、魚槍專供生活習慣特殊

國民之生活工具者，其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此時法條尚未出現

「自製獵槍」之文字。

　　然而，主管機關內政部遲遲未依槍

砲條例第 14 條之授權制訂管理辦法，

加上全面管制制式槍枝與彈藥，原住民

無法繼續像過去一樣在市面上取得槍械

與彈藥，只好開始製造構造簡單的前膛

槍。而內政部的消極與怠惰，直到 85

年才被立法院嚴厲指責，除修法明定管

理辦法必須在「修正公布後六個月內

定之」，立法理由更直言「本法施行至

今，已逾十二年，內政部迄今未訂定本

條之管理（非第六條）辦法，其漠視法

律之尊嚴及忽略『生活習慣特殊國民』

之權益，莫此為甚。」為履行立法者課

予之義務，警政署才臨時派員前往 8 個

縣市原住民部落實地訪視，於是發現原

住民使用的槍枝，多半是土造製成的前

膛槍 15，遂將 72 年至 85 年間原住民因

為彈盡援絕被迫自行製造的前膛槍就地

合法，自此「自製獵槍」才正式進入我

國法律規範體系內 16，此即為槍砲條例

中「自製獵槍」之濫觴。

（四）小結

　　由於大法官在本號解釋採中度審查

標準，如相關限制之目的係為追求重要

公共利益，且所採限制手段與其目的之

達成間具實質關聯，而並未過當，即

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無違 17。然從

上述槍砲條例的立法過程可知，臺灣原

住民自製獵槍的「傳統」，其實是因為

行政權「先」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為

求順利完成立法而誇口欺騙原住民立委

13 立法院公報第 72 卷第 45 期委員會紀錄，頁 124。
14 立法院公報第 72 卷第 52 期委員會紀錄，頁 170。
15 參釋字第 803 號解釋內政部說明資料，第 8 頁。
16 生活習慣特殊國民獵槍魚槍刀械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所稱獵槍、魚槍、刀械，指本條 
 例第四條所列獵槍、魚槍、刀械，且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漁獵、祭典等生活工具。獵槍以自製或繼承 
 他人自製者為限。
17 參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第 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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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影響原住民狩獵之權益；而「後」

又因為內政部行政怠惰，原住民才會被

迫開始以粗糙的方式製造結構簡單的獵

槍。因此，既然原住民只有狩獵的傳統

文化，而沒有自製獵槍之傳統，實際上

即不存在立法者所謂「原住民所自製之

獵槍，係屬傳統習慣專供獵捕維生之生

活工具」之命題；既然上述命題不存在，

後續「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即失所

附麗，手段（除罪）和目的（保護原住

民製槍文化）之間根本「毫無」關聯，

豈能通過「實質關聯」的違憲審查？換

句話說，行政機關先口頭擔保原住民使

用制式獵槍之權益不受影響，卻陸續透

過制定管理辦法、修正槍砲條例將除罪

範圍限於「自製獵槍」，毋寧是口惠不

實的兩面手法。令人遺憾的是，針對行

政機關欺騙與怠惰的立法過程，大法官

不但沒有透過解釋還原歷史真相，反而

對於國家機關上述欺騙與怠惰之行為視

而不見，形同背書，也難怪許志雄大法

官在其意見書直言：「況原住民使用制

式獵槍狩獵已有相當久之歷史，且『自

製』獵槍本非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多

數意見卻未詳細檢證有關立法事實，而

逕認定系爭規定一除罪化之對象限於自

製獵槍，不及於其他制式獵槍為合憲，

其顯然扭曲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輕忽原

住民文化權之保障。18」

三、原住民得否基於非營利自
用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

　　釋字第 803 號解釋在野保法之部

分，大法官先肯認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項「傳統文化」包括「非營利自用」

之情形，復要求立法者或主管機關針對

「非營利自用」制定規範時，除有特殊

例外，其得獵捕、宰殺或利用之野生動

物，應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以求憲

法上相關價值間之衡平。先不論上述解

釋無視鑑定意見 19，再次將原住民狩獵

與野生動物保育視為衝突對立之價值；

單就釋憲結果而論，已經對現行司法實

務造成極大衝擊。後續許多法院直接援

用釋字第 803 號解釋，進而認定原住民

獵人非營利自用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違

法，因此作成對原住民不利之判決 20。

然而，大法官真的認為上述行為要屬違

法而應受刑事處罰嗎？

18 參釋字第 803 號解釋許志雄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第 11 頁。
19 例如鑑定人裴家騏教授書面鑑定意見即指出：在現代的保育實務中，「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保障」與「環 
 境和生態保護（或野生動物保育）」之間已經形成是一種相輔相成（甚至是夥伴）的關係，而非過去所 
 認知的相互衝突關係。
20 例如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11 年度花原簡字第 3 號刑事簡易判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10 年度原簡字第 13 
 號刑事判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110 年度原簡字第 14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非字第 140 號 
 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1 號刑事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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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參釋字第 803 號解釋許志雄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第 13 頁。

（一）大法官解釋其實是對未來立法方

向之指示，而非現行法意涵之闡釋

　　先就文義和體系解釋而言，大法官

先係在解釋文第三段指出：「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台

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

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

要者，不受第 17 條第 1 項、第 18 條

第 1 項及第 19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限

制。』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

民依其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

活文化，而以自行獵獲之野生動物供自

己、家人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

物之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始符憲法保

障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意

旨。」緊接著才在第四段表示：「立法

者對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下非營利性自

用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

予以規範，或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管制規

範時，除有特殊例外，其得獵捕、宰殺

或利用之野生動物，應不包括保育類野

生動物，以求憲法上相關價值間之衡

平。」換句話說，大法官顯然先在第三

段肯定「現行法」所謂的「傳統文化」

包括「非營利自用」，但因為現行規範

並未考量到「非營利自用」之情形，大

法官才在第四段提醒立法者在制定規範

或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管制規範時應注意

的事項。由此可知，大法官在第四段關

於「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說明，顯然不

是針對「現行法」所為之解釋。對此，

許志雄大法官在其意見書即明確指出：

「補充一言，本號解釋前開有關保育類

野生動物應嚴格管制自用需求之獵捕之

釋示部分，係對未來立法方向之指示，

而非現行法意涵之闡釋 21。」許大法官

早已預見解釋文、解釋理由容易被錯誤

解讀為係對現行法之闡釋，因此特別在

意見書中補充「提醒」，只可惜普通法

院的法官還真的如大法官所預測，完全

曲解解釋文之文義、脈絡與憲法保障原

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意旨，即片段擷取

大法官解釋之內容，作為不利於原住民

判決之理由，令人遺憾。

（二）普通法院之判決結果將有違反比

例原則、平等原則、架空現行野保法第

21條之 1，並與大法庭制度統一法律見

解之本旨相違。

1. 違反比例原則

　　關於前揭許志雄大法官在釋字第

803 號解釋意見書的善意提醒，無論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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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

原住民

獵捕保育
類動物

獵捕保育
類動物

野保法
§41.I ①

A

B
憲法

增修條文
野保法
§21-1

原基法
§19

野保法
§41.I ①

有意忽略（有看意見書但不接受大法

官意見）或單純未察（連看都沒看），

普通法院判決均未對此提出任何具體

說明，因此無從得知其真意。但無論

如何，普通法院之判決在法理上恐有

違反比例原則之嫌，蓋若釋字第 803

號解釋意旨為原住民基於非營利目的

未經許可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在

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除罪化範圍（假設

語氣，被告否認之），而被視為違反

同法第 18 條規定而須依同法第 41 條

第 1 項第 1 款處以刑罰的話，將會導

致縱有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原住民族狩

獵文化權，再加上原基法第 19 條、野

保法第 21 條之 1 等除罪化條款、阻卻

違法事由等前提下，原住民只要未經

許可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其法律效

果卻與毫無相關規定適用的非原住民

相同，而被相同評價為受刑罰處罰，

其法律效果顯不相當，難謂符合比例

原則（詳參上圖）。

2. 違反平等原則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倘若原住民

在諸多除罪化條款和阻卻違法事由堆疊

下，法律效果仍與非原住民者相同，則

是否意味著國家法律認為原住民的狩

獵文化權本質上劣於非原住民，否則何

以加上諸多除罪化事由後，原住民卻仍

只能獲得與非原住民狩獵同樣的刑罰結

果？倘若釋字第 803 號解釋之真意確係

如此，不僅與其所稱原住民享有憲法保

障的狩獵文化權意旨不符，更恐有原住

民本質上劣於非原住民之族群歧視之虞

（詳參右圖）。

3. 現行野保法第 21條之 1第 1項後段

形同具文

　　再者，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

規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

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

當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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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住民

非原住民

非原住民

得出非原住民優於原住民之結論，恐有族群歧視之虞。

原住民

原住民

原住民
獵捕保育
類動物

獵捕保育
類動物

憲法
增修條文

憲法
增修條文

野保法
§21-1

野保法
§21-1

原基法
§19

原基法
§19

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之限制。」已明文排除第 17 條第

1 項（原則禁止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

及第 18 條第 1 項（原則禁止獵捕保育

類野生動物）之限制。因此，既然釋字

803 號解釋已認為上述規定之「傳統文

化」亦包括「非營利自用」，則非營利

自用獵捕野生動物之範圍，依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之文義，即不受禁止

獵捕一般類或保育類野生動物原則的限

制，謝銘洋大法官提出之釋字第 803 號

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即採此見解 22。如

此一來，普通法院判決若認為「在現行

法下」原住民不得基於非營利自用獵捕

保育類野生動物，將使野保法第 21 條

之 1 第 1 項後段之規定形同具文，在該

規定並沒有被宣告違憲的情況下，甚至

有侵害立法權之嫌。

4. 與最高法院具拘束力之判決相違

　　其實，關於「非營利自用」以及「保

育類野生動物」之爭議，最高法院早在

22 謝銘洋大法官提出之釋字第 803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第 18-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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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5 月 30 日做成之 107 年度台非

字第 153 號刑事判決中明白指出：「依

上開第 19 條之規定（107 年 6 月 20 日

修正增加在公告之海域可從事上開非營

利行為），原住民基於自用，在原住民

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包括

保育類）之非營利行為，當屬法律容許

之行為。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雖未及於原住民族在原

住民族地區內非營利之自用獵捕、宰殺

野生動物（包括保育類），但依上開野

生動物保育法、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經

過，應係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公布在前，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施

行在後所致，……，於此情形，自應依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規定，認非屬

違法之行為，而不能論以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罪。」上開

判決並因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1 以下

規定（即大法庭制度）於 108 年 7 月 4

日施行，因此具有拘束力。然而，前揭

普通法院之判決既未踐行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4 第 1 項 23 的提案義務，卻逕

自做成法律見解相歧異之判決，顯然違

反大法庭制度統一法律見解之本旨。

四、結論

　　總的來說，釋字第 803 號解釋雖

然明文承認「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

文化權利」的憲法位階，但解釋結果

卻讓人對於大法官身為憲法守護者感

到失望。尤其，大法官罕見地就本件

爭議進行言詞辯論，不但邀請五位鑑

定人蒞庭說明，更公開徵求法庭之友

的書面意見；孰料，大法官最後卻對

於鑑定人（例如裴家騏教授）和法庭

之友（例如臺灣狩獵研究會）之意見

置若罔聞，不但沒有交代取捨之理由，

反而更加入許多大法官個人的主觀意

見，不免讓人有些許「雷聲大、雨點

小」之憾。令人詫異的是，大法官面

對槍砲條例立法過程的不正義，卻只

是輕描淡寫的帶過，更凸顯臺灣原住

民族長期面對國家機器、人微言輕的

無奈。雖然當事人之一的王光祿先生

最後獲得特赦，不用入監服刑，但原

住民還有更多的獵人無法得到總統的

關注，必須馬上面臨入監服刑的命運。

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旦「獵人變成罪

人」，還會有多少年輕原住民願意放

棄舒適的生活、冒著犯法坐牢的風險，

跟著前人的腳步走進山林，傳承狩獵

（更確切來說應該是與大自然共存）

文化呢？如此看來，大法官在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聲稱「確保原住民族

文化之永續發展」顯得格外諷刺，令

人唏噓。

23 法院組織法第 51 條之 4 第 1 項：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各庭審理案件期間，當事人認為足以影響裁 
 判結果之法律見解，民事庭、刑事庭先前裁判之見解已產生歧異，或具有原則重要性，得以書狀表明下 
 列各款事項，向受理案件之民事庭、刑事庭聲請以裁定提案予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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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權的性別觀察
文｜ Savungaz Valincinan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

　　如果，在原住民族傳統社會的性

別分工中，狩獵是屬於男性的工作，

那麼，在當代爭取狩獵權被國家尊重

的行動中，原住民族女性的意義和角

色又為何？筆者自 2015 年與原住民族

青年陣線的夥伴聲援布農族獵人 Talum 

Suqluman 王光祿案件起，心中便不斷

浮現這樣的思考。

　　2015 年 12 月 8 日，原住民族青年

陣線與眾多公民團體為王光祿案在法

務部前召開記者會，要求暫緩發監（原

訂 12 月 15 日執行），並籲請檢察總

長提起非常上訴。接續一連串的聲援

行動，包括同月 14 日於高等檢察署前

要求提起非常上訴、向監察院陳情，

接連不斷的社會動員曝光，促使時任

檢察總長顏大和為此案提起非常上訴。

　　案子進入最高法院，民團再次以

行動呼籲最高法院開庭審理，2017 年

2 月，最高法院於開庭聽取各方意見

後，認為本案所引法律有違憲之虞，

於同年 6月停止審判並首次聲請釋憲。

儘管 2021 年的釋憲結果不如預期，最

高法院亦於該年年底做出駁回非常上

訴的裁定，本案經蔡英文總統特赦，

免除其刑，但仍維持有罪判決定讞。

　　即便如此，本案仍創下許多臺灣

司法史上第一次。包括非常上訴案件首

次開庭、最高法院開庭首次公開直播，

以及最高法院首次聲請釋憲。這並非司

法體系突然的覺醒，而是社會動員的力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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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讓原住民族傳統慣習與國家法制的

衝突被真實地看見。而在各種動員行動

中，無論是串聯籌畫行動、主持記者

會、代表團體發言聲援等，皆不可忽視

許多原住民族女性的身影。     

　　筆者即為王光祿案後，長期參與

行動的女性成員之一，近七年來不時

面對諸如「狩獵是男性的事，與女性

何干？」的質疑。這樣的質疑，並不

只是來自非原住民族的「外人」，更

時常來自族群內部。而某些時刻，依

稀可以感受到這些質疑的背後，並不

是單純的「疑問」，有時也隱含著話

語權和代表性的挑戰。尤其 2015 年末

至 2020 年間，經歷了兩次中央選舉、

一次地方選舉，提出質疑的不乏一些

原住民男性參選人，即便不一定是公

開的正面挑戰，仍不時有所耳聞。相

關說法雖未具體形成議論氛圍，但仍

是筆者一路以來，不停想要自我梳理

的問題：究竟我們如何看待狩獵議題

中的性別角色？

　　起初，我們擅長以籠統的方式回

應，狩獵文化是整體族群文化的一環，

而原住民族的知識體系複雜交錯，難

以如同西方科學般分門別類、輕易割

捨任一部分，只要缺了一塊，文化體

系便不再完整。儘管對外一貫振振有

詞，但對於自小在都市成長、實際生

活經驗距離部落與文化過於遙遠的我，

內心其實有些空乏和不踏實。究竟在

這樣的議題倡議參與中，身為原住民

族女性的我們，是聲援的他者，還是

議題的當事人？而隨著議題的參與，

我有更多機會走進部落，更貼近地看

見狩獵文化與原住民族日常生活的連

結，也開始看見更多狩獵文化中細緻

豐富的內容。

　　首先，便是獵物的分享。獵人受

到尊敬並不在於能夠打到多少獵物，

而是多少人曾經因為他的分享而被山

林提供的蛋白質滋養。狩獵活動並不

僅止於祭儀需求，其實更多更頻繁的，

是日常生活、與生命禮俗的狩獵需求。

舉凡婚喪喜慶、孩子出生、女性產後

的滋補、長輩的供養，過去除了農耕，

都是依靠獵人所獵取的蛋白質，支撐

整個家族乃至部落的生存。有人會以

當代食用肉品的取得變得容易，來否

定狩獵活動在當代的意義。但當我第

一次隨著獵人的腳步進入山林，又看

見了更多重要性。

　　2021 年，有幸隨著利稻部落的布

農族長輩 Tama Ciang 進入其家族的獵

場，走在根本不是路的山林小徑中，

看見長輩熟練的帶領我們前進，不需

要 GPS 或任何現代科技的協助，獵人

與空間的關係在短短一天的探訪中，

變得立體而真實。2022 年初，我首次

參與了已舉辦第 20 年的內本鹿回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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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我所參與的隊伍是由延平鄉桃源

部落的布農族人 Dahu 大哥帶領。來回

15 天的行程，我們一路上聽著 Dahu

哥述說每一段路程的空間林相及地形

變化、族群的歷史遷移、動物腳印和

排遺的辨識，乃至尋覓耕地。獵人的

腦中彷彿有一個完整的資料庫，而整

個山林在其中的記錄是鮮活變動的，

像是擁有呼吸和生命一般，不僅連結

於空間、更緊扣著時間。

　　獵人的角色，不再只是扁平的獵

殺和獲取蛋白質，而是帶領族人見證

與紀錄山林空間的眼睛。而我也才更

真實的明白，過去我們泛泛而談的「文

化知識體系」，他牽動的是整個族群

與山林的關係建立，即便原住民族女

性大體而言仍非狩獵活動的主要參與

者，但若獵人不再頻繁的進入山林活

動，整體族群將與山林空間失去連結；

所謂文化，亦將無所依存而凋零；而

原住民族女性，也當然是這樣文化失

根的受害當事人。

　　或許行文至此，女性的角色似乎

仍是附著於男性獵人的樣貌，但我想

進一步提出，當代的性別分工事實上

也已經開始鬆動，許多族群開始出現

女性的獵人參與狩獵活動，且一切仍

在變動當中。遑論許多人類學家筆下

對於個別族群性別分工的描繪，或許

也只是某個時空背景下、某個區域、

某一個面向的記錄。

　　舉例來說，我的母親來自現今位

於南投縣仁愛鄉萬豐村的曲冰部落，

是布農族 Takitu’du（卓社群）、由日

本時期被稱呼為 Kataban（干卓萬社）

的祖先遷移至此。大家通常熟悉布農

族人的 Malastapang 只有男性可以參與

誇功、女性則是在外圍附和。但干卓

萬社的女性，因為歷史上的戰爭口傳

故事，同樣擔任守護家園而參與獵首

行動，而有與男性同等參與誇功的傳

統。另一方面，最近被高度談論的女

性獵人亦非今日才有，我們也曾在老

照片中，見到女性長輩持獵槍的記錄。

因此，在當代狩獵議題的討論中，甚

少聽見女性的聲音，而更強化了男性

的角色，此女性被消音的過程如何發

生，值得深思。

　　在我們一開始聲援王光祿案時就

已提出「文化即生活、生活即傳統」

的口號，除了要強調傳統並非一成不

變，文化隨著生活的樣貌改變亦會與

時俱進，在七年後的今日回顧自己一

路走來的看見，使我更堅定的相信，

如果我們還不想、也不願意忘記，過

去祖先在山林中生存所累積的知識和

經驗，並希望傳承下去，那麼，起身

捍衛狩獵文化及權利，是每個原住民

族人當然的義務。在文化中，沒有人

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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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的經驗、對照的觀點：

鄒族的性別與新狩獵文化

文｜浦忠勇｜退休國小校長、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方紅櫻｜退休國小校長、鄒族獵人協會志工

一、楔子

2019 年，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首

次發放獵人證，在近兩百張獵人證當中

有八張是頒給女性獵人。記得那次審查

獲得獵人證的基本條件，首先要經過各

部落分會長的初審認可之後，由協會辦

理複審作業。申請的獵人除了要簽名切

結遵守狩獵自治自律公約，也要承諾獵

物回報以及非營利自用等法律規定。另

外，獵人的基本條件為滿二十歲的鄒族

人，有獨立狩獵的知識技能，當然也不

能牽涉行為不法或刑事案件等等。那時

申請的女性獵人大部份都符合基本條

件，審查委員一致認為，獵人證審查不

必考量性別差異，只要符合申請要項即

可發放獵人證。

當然，發放女性獵人證之後，立

即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有的認為女

性狩獵與傳統禁忌規範不符，有的認

為女性狩獵的能力是否有問題，也有

的認為這樣做是不是盲目地追隨現代

文化，搏取媒體亮點，甚至質疑是被

殖民統治後對自我文化的揚棄，甚或

踐踏。但另外也有的認為只要他們願

意遵守規範又有技術能力，發放女性

獵人證沒有什麼不可以，總之，論者

莫衷一是。這篇文章不是學術論文，

以下是鄒族女性獵人的真實故事，其

實這樣的故事在鄒族社會還蠻豐富的，

只是一直被忽略。文末再淺論女性獵

人的角色，特別是在傳統中的角色，

以及當代進行中的鄒族新狩獵文化。

二、鄒族女性獵人自我敘事

我的童年生活都在新美部落，我

老家是位在部落外圍的獨立戶，住家周

邊除了農田和桂竹就是荒野山林，兒時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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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對狩獵的印象

我父親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獵人，

至今我有很多飲食習慣都還深受父親

的影響，他不吃沒有鱗片的魚類，如

鰻魚、泥鰍。他也不吃鼠類，像老鼠、

白鼻心和飛鼠等，只有松鼠例外，他

會獵捕也會食用。老鼠、白鼻心和飛

鼠這些動物，父親稱之為鼠輩，不把

牠們當獵物或食用，跟他同輩的老獵

人對於食用鼠輩者嗤之以鼻，認為那

些人亂吃不是真正的獵人。傳統上鄒

族人不食無鱗片的魚類和鼠類，而松

鼠在小米收獲祭中是小米女神的重要

祭祀品，祭前要進行獵捕，好祭祀或

分享用，從父親的飲食可見他是個非

常遵循傳統禁忌的鄒族傳統獵人。

記得小時候，家裡畜養幾頭大黃

牛專司耕作，也養豬仔和雞鴨，我印象

中父親會帶著姐弟仨去放牧黃牛，卻從

沒見過他出入豬舍，他偶而會幫母親帶

豬仔的食材，可是帶回家後就放庭院角

落等母親再取來餵食，不會親自送到豬

舍內，因為傳統獵人碰觸豬舍，獵神不

喜視為犯忌，得固守之。

父親不吃鼠類，但松鼠他就會獵

捕也會食用，小時候父親經常帶我去家

裡附近的竹林進行 zotayo 獵捕行動。

zotayo 是一種靜態守候獵物的方式，獵

者會在獵物經常出入的地方藏身守候，

家鄉的公路還沒有開通，我們想到鄰居

家串門子或與其他部落的親友聯誼，最

佳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一雙腳，如此

原始環境條件下，我的童年生涯幾乎是

在練習可以上山下海健步如飛的腳功，

也因此我的童年生活非常的自然野性。

家裡附近的野地、山林、溪澗都是我戲

耍探索最好的園地，因為經常穿梭山林

野地，在瀑布溪澗中撈魚蝦抓螃蟹，從

小練就了敏捷強健的身手以及極佳的

體能。

我有兩個弟弟，有玩伴就會玩得

更瘋狂，小時候不知道什麼叫危險，記

得姐弟三人經常趁父母不注意就往住

家竹林裡做一些現在回想都會覺得恐

怖的爬竹子遊戲，照現在的說法應該叫

作極限運動。這種遊戲這樣玩，姐弟三

人會登到竹林最高處，同時爬上一根竹

子頂端，藉著體重讓竹子朝下方彎曲，

算好竹子彎曲度順勢抓到下方另一根

竹子，如此反覆往下坡攀附竹子到最底

層才下地，誰的速度快誰就是贏家。

兒時和二個弟弟的荒野戲耍方式

多如牛毛，除了爬竹子遊戲外，如攀藤

學泰山在樹間盪來盪去、爬到樹上玩捉

迷藏、犁好準備種稻的田埂間游泥水、

捉泥鰍、溪溝水潭學游泳、玩家家、石

頭丟準等等，住家周邊的山林野地就是

我們的大自然遊樂場。種種刺激驚險的

荒野經驗讓我度過了歡愉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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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獵物出現就放槍、弩或弓箭進行射

擊，父親當時是用弩槍。有次傍晚父親

又帶我去竹林 zotayo，為我做好偽裝之

後囑咐我安靜待在一旁，因為蚊子實在

太多了就忍不住打蚊子，竹子那頭好不

容易出現的松鼠聞聲立刻就掉頭逃走

了，父親氣笑著只好悻悻然帶著我回

家。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父親會選擇帶

我的理由是兩個弟弟年紀還太小，只能

帶著我去作伴，因為父親有個大家都知

道的秘密，那就是怕黑又怕鬼。

父親具備抓山豬命格，不管是槍獵

或放陷阱，獵山豬幾乎都能手到擒來，

他是一位非常勇猛的獵人，不過因為他

有怕黑的心病，儘管他是高壯魁梧的鄒

族勇士，但如果在新美部落找朋友不小

心待得太晚，天黑以後我母親就得帶著

火把去接他回家，因為天黑後他不敢一

個人回家，我自己就有很多次陪母親到

新美部落去接父親回家的經驗。

我的童年時期部落道路尚未開通，

電力還沒送到部落，為了保存獵獲，部

落大部份族人會把獸肉用火燻烤或醃

漬曬乾的方式處理。母親覺得燻烤的方

式也保存不長，所以每回父親獵捕山豬

回來時，她會以醃漬曬乾的方式來處理

山豬肉，母親把肢解完成未帶骨純肉部

份，去油脂留瘦肉，瀝乾後用石頭或木

頭把水份壓榨出來（此步驟視水份壓榨

出水狀況重複施作），待水份充分壓榨

完全就放到房頂上曬乾，而我負責專門

爬上屋頂曬肉乾，曬成肉乾的山豬肉非

常硬，即便蒼蠅在上面產卵也沒輒，肉

乾徹底曬乾後就掛在廚房或火煻屋樑

排放著，兒時皮的姐弟三人經常趁爸媽

不在，偷偷上屋樑切肉乾來吃，肉乾切

面的顏色跟外層會有色差，於是異想天

開用火塘餘燼黑碳塗在肉切面上，這種

技倆父母親輕易就看出來了，但是也不

點破，算是給耐不住嘴饞的姐弟三人一

點小確幸。

父親不常往溪流間走動，因為他們

這輩的獵人認為 snoknoko 的人不是好

獵人的榜樣，鄒語 snoknoko 是形容像

水獺一樣整日悠游穿梭在溪流間無所

事事。傳統上鄒族獵人崇尚獵捕公山豬

為最高榮耀，對於喜歡流連在溪流間抓

魚蝦從事漁撈的族人相當不屑，所以父

親只會參與部落集體毒魚活動，或者藉

著到楠梓仙溪去巡獵時順便捕撈鯝魚、

何氏棘魞及高鯓鯝魚，也因此族人對於

從楠梓仙溪帶回來的魚類會覺得非常

珍貴。

父親重視傳統，尤以狩獵相關事物

極為看重，從他的日常中可以窺視，小

時家裡倉庫一角有個火塘，那裡是父親

處理獵獲、烤火烤肉招待酒友的地方，

也有小小的獸骨架，竹牆上會放置一些

獸骨或獵物裝飾品，也將相關狩獵器具

如獵槍、腰刀、獵袋等等掛在上面。小

當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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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只要父親從山上回到家，首先把獵

物取下放置好，接著進行獵物肢解，分

別處理燻烤或須醃漬曬乾的部位，最看

重的就是把狩獵相關的獵具全部高高

掛在我們勾不著的地方，最後還對著在

旁邊的我耳提面命道：女孩子絕對不可

以碰獵具。所以從小我會欣賞父親狩獵

的各種戰利品和獵具，但是也絕對不敢

任意去碰觸。

第一次上山巡獵的經驗

念私中二年級時，趁暑假跟叔公、

大弟、表弟等幾個人第一次上山巡獵，

起初父親持反對意見，一來他認為上

山巡獵女子不宜，二來他覺得自從我

下山念私立女中後課業繁重，極少有

機會在山裡面走動，體力不好走不了

那麼遠的路，但經不起我的哀求，終

於點頭同意我隨行。於是我展開第一

次前往楠梓仙溪流域傳統獵場的巡獵

行程，由於巡獵沒任何獵獲，幾個男

生聳恿叔公轉而下到楠梓仙溪毒魚去，

正好合了叔公的意思，於是大伙在楠

梓仙溪找一段適合活動的河段去毒魚，

我沒經歷過毒魚現場，更沒有在溪床

大石頭之間活動的經驗，這種操體力

的活動真把我給累慘了，這是我第一

次上山狩獵的經驗。三天二夜的行程

中，因為長期缺乏運動，體能很差讓

我吃盡苦頭，回到家後足足睡了三天

三夜才感覺體力恢復過來。

喚醒探索山林細胞

私中畢業後就讀臺東師專體育科，

五年的師專生涯讓我活躍在運動場上，

不斷的體能訓練使我的體力提升不少，

雖然不是在山林裡活動，但感覺小時候

的自然野性再度被喚醒，師專期間認識

浦忠勇老師，跟他結婚後人生不只是執

教生涯，更是開啟我山林瘋狂探索歲

月。剛結婚時我們正年輕，浦老師又喜

歡打獵，婚後白天到學校任教，下班後

打包獵具出發獵捕飛鼠成了我們的日

常。飛鼠是夜行性動物，獵捕時要利用

夜間行動，所以我跟浦老師夜間去找飛

鼠，幾乎每天深夜一兩點回家，歸功於

師專時期在體育科的訓練，讓我保持良

好的體能。

除了利用夜晚上山找飛鼠，假日

也會安排去霞山地區的傳統獵場、爬玉

山和其他高山，除了狩獵以外，爬山是

我們共同愛好的運動。因為爬高山需要

安排行程，上班族有時很難安排時間，

只好將目標又轉回到狩獵活動上，也因

此我們瘋狂地用了四年的時間跟飛鼠

周旋，接著因為孩子陸續出生，我便無

法參與狩獵活動行程，近二十年養育

孩子期間，我又請調山下的學校服務，

家庭事業兩頭忙更沒有機會再接觸狩

獵活動，直到 2013 年當上校長再回到

山上學校服務，才又開始有機會往山上

跑，我的狩獵細胞再度被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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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魂覺醒

重回部落學校當校長之後，跟浦

老師重拾狩獵活動，期間為了方便在

山林中活動，我們自己搭蓋獵寮，從

最遠的霞山寮、中繼站的石頭寮、最

佳距離檜木寮等，幾年內蓋了三個獵

寮，每個獵寮都有不同的風情與故

事，在職期間因需考量巡獵時間，於

是我們便從最遠的霞山獵寮逐漸撤回

到檜木寮，霞山寮一趟需三天兩夜的

時間，檜木寮只需二天一夜，對於仍

在職場的我而言比較方便，因為還在

職場上，我將休假日去檜木寮巡獵活

動當作是去運動，還沒有想到真正去

從事狩獵，真正開始放陷阱是我在退

休之後。

退休的第一年，就有計畫性跟浦

老師去檜木寮放陷阱，第一次放套就

獵到很大的公鹿，當時是二、三月份，

公鹿還沒有長角，頭上只有鹿茸，我

特地將牠的肩頰骨留下來作紀念順便

紀錄公鹿的體型。其實在我開始要放

陷阱之前做了一個夢，夢見我母親拿

了很多不同的種子給我，當時我想，

我母親是一個傳統獵人之妻，而她的

丈夫是非常厲害的獵人，她要把獵神

傳到我的身上，所以我收到了很多種

子，象徵著很多的可能性，後來我再

也沒有做過類似的夢，但因為這個夢，

現在從事狩獵非常的順利。

退休後年紀逐漸大了，又種了很

多咖啡樹，我跟浦老師想讓工作更方

便，於是又在離家更近的山林裡蓋了牛

樟寮，從家裡出發到牛樟寮只花半天即

可到達，想過夜或當天來回也方便，或

許是動物多了，牛樟寮獵場的獵獲也同

樣精彩，所以現在牛樟寮是我們主要的

獵場。

狩獵作為一種生活日常

在鄒族傳統社會觀念裡，女性是

被禁止參與或從事狩獵活動的。可是女

性獵人卻一直都存在著，只是女性獵人

比較隱晦，女性獵人的狩獵行為經常是

茶餘飯後的話題，極少在公開場合中討

論。在鄒族社會裡的男性會承認特例

女性獵人的能力足以跟他們平起平坐，

但不會將這件事情公開化，畢竟狩獵行

為、狩獵活動是以男性為主。因此我剛

開始跟浦老師上山狩獵時十分掙扎、很

是惶恐，對外我會說是爬山鍛鍊體力的

活動，不會說跟浦老師去狩獵，實際上

就是跟獵，作一個跟獵者，我非常謹言

慎行，時刻警惕自己不能做出不當言行

或對山神不敬。

隨著浦老師上山二十幾年，我可以

感受一開始山神並不喜歡甚至討厭我，

還會偶而來個懲戒，但我仍舊面對並戒

慎恐懼，慢慢學著獵人們的動作，入山

敬神奠酒沾酒，始終抱持著虔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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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面對山林不存惡念及惡行，慢慢的

被山神接納，我可是跟霞山山脈山區的

山神培養了三十幾年的感情才被接納。

退休後成為一個女性獵人，沒想

過一定要跟男性獵人平起平坐或要勝

過他們的慾望，狩獵活動純粹是為了鍛

鍊體力，只要還有體力就會一直往山林

探索，只要還有體力就往獵場找尋靈

感。真正去放陷阱之後，我覺得捕獲獵

物是一場與山林交會驚喜的過程，肢解

獵物處理獸肉是對獵獲尊重的表達，而

分享獵物給親友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

如果將狩獵活動放諸實際生活中，會是

一種豁達剛毅的人生哲學，無論我有沒

有申請獵人證，我不諱言自己是一個成

功的退休女校長獵人。

三、正在形成的新狩獵文化

女性獵人其實一直沒有缺席

一般提到鄒族狩獵文化，馬上印

入腦海的幾個圖像是獵人、勇士、男

性、獵場、獵物以及獵具等等，這些看

起來就是屬陽剛與男性專屬的領域。也

確實如此，狩獵活動就是以男性為主，

鄒族男性的服裝配飾幾乎都與狩獵文

化相關，女性服飾就沒有任何獵獲的物

件。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歷史文獻以

及部落家庭實際狀況，狩獵就是男性的

工作，女性無法參與，甚至視女性接觸

狩獵工作及觸摸獵具為嚴重的禁忌。

然而，如果將狩獵活動的整個流

程進一步觀察，我們發現女性依然有她

們負責的工作，例如出發之前會協助製

作上山的食物，這些食物是不可缺少的

裝備；男子上山狩獵期間，留守在家的

女性還要遵守一些禁忌，例如不能碰觸

豬和雞，也禁止放聲唱歌等等。這些女

性雖然留在家裡，但依然要遵從一些使

獵人順利狩獵的禁忌規範。狩獵的男子

返回，因為身體疲累就會把獵物交給女

性處理，包括清洗內臟、獵物分類、分

享親友等都由女性接手，若獵物需要燻

烤保存，作為往後食物或贈禮，也是由

女性處理為主。所以，我們從這些實際

工作看到，除了打獵活動本身以外，女

性幾乎都在參與，也跟著遵守相關的禁

忌與規範。

難以表述的女性獵人身份

如前述，鄒族是父系社會，狩獵活

動由男性擔任，女性僅負責周邊相關工

作。然而，鄒族的女性獵人確實存在，

人數雖然不多，整個鄒族一個世代可能

僅會出現一兩位，但因為特殊，這些

女性獵人一直是部落獵人的重要話題。

例如，山美部落曾有一位非常擅獵的婦

女，獵物以公山豬為主，完全跟男性獵

人一樣勇猛，也擁有獵人應有的知識技

能及獵場狩獵規範，她也崇尚獵人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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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應有的人際倫理和價值，並依循鄒族

狩獵傳統，分享獵物，傳承獵德，因此

一直受男性獵人的尊重。

在鄒族社會中，這樣的女性獵人

經常出現，只是在男性獵人的言談之間

似乎會有不同的評價，特別是談到女性

禁止打獵或者禁止觸摸獵具等事情上，

鄒族人無法提出更周全完備的解釋而

有迴避的情形。於是，女性獵人似乎被

視為特例，而且可能被視為男性獵人的

延伸，她們的身份地位一直沒有被妥善

地看待、安置或詮釋，例如女性參與狩

獵的禁忌該如何被理解，始終存在於模

糊隱秘的空間世界，難以表述。

鄒族獵人新文化

女性族人可以成為獵人的途徑也

都不太相同，有的是從小跟隨父兄或朋

友的帶領，有的結婚以後跟著丈夫逐步

接觸學習，有的是為了處理農作損壞而

接觸狩獵，還有的女性獵人表示純粹是

自己的興趣、覺得很好玩，而且自己可

以做得到就去學習狩獵。總之，她們打

獵了，也領取獵人證了，從她們的身影

和故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鄒族女性成

為獵人的真實過程，也可以發現這些女

性獵人除了可以跟男性獵人一樣，也許

還因為是女性的關係，在從事狩獵工作

的過程中比男性更細膩，對山林事務也

相當敏銳。

一個鄒族孩子如何成為獵人？成

為獵人之後做了什麼？又，獵人跟家

族、部落，以及土地的關係又是什麼？

這樣的提問對獵人而言，是常識，也是

生活日常，部落族人習以為常，到今天

依然如此。女性可以打獵嗎？這是千年

難以表述的提問，然而，女性獵人一直

都存在，過去如此，現在更是。

我們也許可以從獵人自己的生命

故事去理解，不論男性女性，他們在

原住民社會的角色、社會功能以及文

化意義。這一群人認真地過著不同的

生活方式，他們跟人、跟家族、跟山

林土地以及對神靈的緊密連結。雖然，

鄒族傳統上認為狩獵活動是屬於男性

的工作；然而，鄒族女性獵人一直都

存在，她們也是部落與獵場的勇士。

女性獵人的故事，也許可以作為觀看、

評論以及反思刻板父系社會理論的絶

佳差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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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狩獵與女性角色
文｜帖喇．尤道｜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理事長

一、狩獵文化

太魯閣族的狩獵文化，是依據傳

統的祖訓：「土地是血，山林是家」。

因此，我們太魯閣族的獵人守護山林、

守護土地、守護動物。在太魯閣族的

傳統生命價值裡，人與大自然之間是

建立在「互為主體」的基礎上。「狩

獵」在太魯閣族語叫做「tmsamat」，

意思是要用心地在山林裡跟動物一起

生活，然而漢字卻是「狩獵」（捕殺

動物），兩者語意內涵不同。在漢字

語言宰制下，原住民族守護山林與動

物的生活文化，被現代文明人冠以捕

殺動物之名；所以長期以來，族人要

求「還我狩獵權」是為爭取民族尊嚴

與捍衛文化權。

從滿清政府治理臺灣到 1986 年太

魯閣國家公園成立，400 多年來，我

們族人的傳統領域，大都分布在立霧

溪上中下游的峽谷地區，很多夜間反

光的飛鼠和各種動物奔馳在峽谷中；

中華民國政府來到臺灣以後開發中橫

公路，加上安置農民的退輔會、國家

公園管理處在峽谷裡開發步道，旅遊

山林步道的遊客增加，導致動物的數

量銳減。

二、生活即狩獵

「狩獵即生活，生活即狩獵」。

狩獵是生活文化，是促進身、心、靈

健康與療癒的過程。太魯閣族獵人狩

獵前，必須先進行 gaya 的傳統儀式，

祈求祖靈保佑狩獵途中平安，狩獵時，

祖靈會透過靈鳥（sisil，綠繡眼）引

領男子前路，獵人行進中不斷和祖靈

對話，走在獵徑上與大自然聲息相通，

獵人腳踩獵徑土地上，與山林的土地

建立親密關係，有助於身、心、靈的

平衡。

狩獵的季節以秋冬兩季為主，家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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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獵場為主要範圍，是在文化與信仰

規範之下的「集體行動」。從十一月

開始整理獵徑，每年十二月至隔年三

月為集體性打獵，出獵時間約 10 至

15 天。四、五、六月因適逢動物的繁

殖期及成長期，為維護動物之永續利

用，該季為禁獵期。為使動物生生不

息，亦規定禁捕幼小的動物，以維護

生態平衡及永續利用。其他季節則採

個別狩獵，以住家及耕地附近為主要

範圍。狩獵後須與部落族人分享獵物，

並述說打獵的故事給部落青少年聽，

以傳承狩獵文化。狩獵故事的述說多

由男性獵人負責。

三、女性的角色

Tmsamat，是在山林裡跟動物一

起生活，依傳統慣習 gaya 及山林智慧

守護山林。傳統的居住地與耕地、獵

場，均為平日的生活空間，因此狩獵

期間，女性除了負責搬運物品、煮食

及料理家務，亦須熟悉山林智慧，共

同守護山林。秋冬兩季在深山的獵場

進行「集體性」maduk（圍獵行動），

是以男性為主。至於春夏兩季則在居

住地及耕地附近進行個別性的狩獵，

「生活即狩獵」一般採耕作與狩獵同

時進行。耕作時男性通常會提早下工，

天黑前先到附近狩獵，女性則負責煮

食或做收尾的工作，有時女性也會協

助男性在居住地及耕地附近，進行個

別性的狩獵。

太魯閣族 gaya 的核心價值是「沒

有獵人，就沒有土地；沒有獵人，就

狩獵的禁忌：

（一）家庭有婚喪喜慶時，容易分心，恐影響安全，不能上山狩獵。

（二）男子狩獵期間，由於獵人用傳統的苧蔴繩製作陷阱來捕獵，女子在家嚴禁觸

摸苧蔴或蔴繩，以求獵人平安，唯恐行獵時中惡靈的陷阱而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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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山林及動物，獵人是土地、山林

及動物的守護者。」

　　狩獵後，獵人都會與部落族人分

享獵物，實踐部落社會人與人之間有

機的交流。「有機」指的是無條件、

不求回報的分享，也是維繫部落族

人和諧與親近的關係，女性通常協

助扮演分享食物的角色。由此可知，

在太魯閣族社會中，男性女性皆參

與狩獵的文化實踐。在過去耆老們

的口述歷史中，狩獵有著性別角色

上的分工；隨著時代演變以及當代

國家政策對狩獵的禁止與限制，影

響長輩們傳承狩獵的知識和分工，

進而衝擊年輕一代族人對狩獵文化

的理解和實踐。有鑑於此，太魯閣

族獵人協會遂規劃狩獵相關的課程，

不論性別地，開放對狩獵文化有興

趣的全體族人參與，期待藉此促進

當代族人對狩獵文化的深度理解，

在狩獵實踐過程中，能謹守 gaya，

永續地和動物及山林共存。

　　法國著名的人類學家 Claude Lévi-

Strauss 說：「每個人都將不符合自己

習慣的事稱為野蠻」。一般社會若是

對原住民族傳統慣習的「文化理解」

不足，就會很容易以「文化主義」之

思維和「文明人」自居，進一步對臺

灣南島民族狩獵文化，做非理性的「價

值判斷」。在此社會結構中，主流社

會與原住民族文化之間，易形成一種

涇渭分明的關係，使原住民族陷於文

化不利的處境中。

　　當原住民族遇見國家時，tmsamat

被冠以「盜獵」之污名，並將獵人繩

之以法的作為，這是「文化衝突」，

不是法律問題，是侵犯原住民族文化

權與踐踏民族尊嚴的行為，意欲維持

文明者與野蠻者之間的階層關係。

　　太魯閣族人願意分享祖先遺留給

我們的山林智慧，在傳統領域內跟政

府合作，維護生態平衡及生物多樣性，

讓人和生物共存共榮。這個世界是「因

差異而美」，唯有尊重、理解「文化

差異」，才能真正建構「多元、美麗

而平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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揹獵物之歌
文｜余欣蘭、Posak Jodian｜自由影像工作者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07

打雷了 打雷了

全部的動物都出來了

打雷了 打雷了

猴子醒來了

猴子爬到樹幹上

我看見牠們的屁股都是紅紅的

――春雷之歌（Heydi，2022 年錄音紀錄）

依據太魯閣族人隨著季節變化習慣
狩獵的時節，春天是動物繁殖的季
節，動物由於生育，會躲起來，因
而不狩獵 ; 夏天上山則危險，有虎
頭蜂與毒蛇出沒，如果陷阱獵到動
物容易讓獵物腐壞 ; 秋冬天則為狩
獵最佳時期，動物會出來覓食，陷
阱抓到獵物也不易腐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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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冷空氣中迎來溫暖的陽光，

Heydi 走在清水溪流域的烏帽子山，整

面山林看起來一片翠綠，下午的陽光

穿透過茂密的樹林與才要準備萌發的

嫩葉之間，「我很喜歡山，在山裡面

我覺得很平靜，

很自由。」不知

道 是 由 於 曾 經

聽 Heydi 這樣形

容過對山林的喜

愛，還是在午後

的陽光下我們跟

隨著她的目光細

緻的觀察著山林

裡的每一處細節

的緣故，感覺山林之間雖然寧靜，但周

遭的環境、聲音卻悄悄地打開了我們所

有的感官，眼睛所及的範圍裡雖看不見

獵物的蹤影，但處處是牠們所留下的

Heydi 入山前的祈禱，祈求入山的平安。

Rubaw，傳統套頸陷阱器，由細竹、麻線、

細木頭組成。

痕跡 ; 而依據 Heydi 所教導的，我們人

雖在山林裡，但是在山上會遇到什麼，

是否平安折返，卻與日常生活中與人的

相處、品德息息相關。獵人的空間有如

從山林中往外展開一般，連結著山林之

中與日常生活的

種種，就像 gaya

（禁忌規範）的

實踐是在生活中

的各種活動裡一

樣。

就 在 幾 十

分鐘前，我們原

本 僅 是 跟 隨 著

Heydi 在獵場中巡視前兩天設下的陷

阱，好不容易見著一個前一天設下的

rubaw 看起來已經抓到竹雞了，但是地

上只有留下一片羽毛。「我的竹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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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鳥抓走了。」Heydi 依據陷阱旁雜亂

的草叢以及一旁的樹林下了判斷，「那

原本是我的午餐，但我的勤奮被神靈

看到，祂給我更棒的禮物。」她一面

重新整理陷阱的位置，一面說這次要

跟大鳥鬥智，山林的環境中，一切的

獲得與失去都不是直接、隨手可得的，

而是多重的關係交互影響下形成。

於是我們跟隨她，再設置了一兩

個 rubaw，眼看她時而來回走在一小區

塊的樹林之中，身體放低依據動物的足

跡、植物的種類與被食用、使用過的痕

跡，加上對山林與獵物的了解來判斷所

需放置的陷阱種類與大小（體型大，

qlubung 套腳陷阱器。體型小，rubaw

套頸式的陷阱），她有時會趴著或是蹲

著，盡可能與心中所想的獵物成一樣的

視線高度，依據 tuqir（獸徑）與環境

判斷她們在哪裡停留，模擬出哪一條路

徑、動物是為了走去啃食食物，哪一個

區域、動物是為了走去那裡休息。無論

是設置或是巡視陷阱時，看待獵物的

tuqir 都要相當謹慎；每一個步伐都跟

隨著動物的痕跡，並且盡量不破壞動物

習慣的環境，整個過程彷彿設置陷阱不

只需要對動物有相當的了解，更需要把

自己想像成動物一般。

Tqur，傳統套頸陷阱器，由

木頭、苧麻繩、麻線、木片，

以及現場的枯枝樹葉來偽

裝，獵物為鼬獾。

竹雞被大鳥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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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在山嶺間與山林共同依存的

獵人，必須要學會其他共同生活於此

的動物、神靈的規則與觀點，每當看

見 Heydi 觀察 tuqir 的神情，總讓人想

起她曾說過：

知道自己是山上的人 seejiq ddgiyaq（我

是深根在深山的人）。我覺得我很渺

小，因為山很大，動物很多，我只是

其中一個。我走入山林，我是很渺小

的，我的心是這樣想的。

原本心裡想著今天沒有獵物可

以帶回去的我們，在打算走回獵寮

前，Heydi 卻向我們提議要去收回一

處路程較遠，已放了較長一段時間的

qlubung。於是，我們往山的更裡面

再走了一小段需要手腳並用的山路，

在經過一整片已被動物啃食過的山蘇

過後，終於看到獵物的身影與陷阱一

起出現，Heydi 眼神興奮地轉頭悄聲

對我們說：「我早上的時候就有一種

感覺，剛剛靠近聞到（獵物）有味道，

我就知道有了。我有感覺到，但是不

能說，不能驕傲，說出來就沒有了。」

我們驚訝於 Heydi 突然想到要來收

回這個 qlubung，想起稍早前沒有抓

到的竹雞，她說：「我的竹雞被大

Qlubung，傳統套腳陷阱
器，由高山細竹、檜木木
片、鐵絲、樹皮、原生木
頭，以及用現場的枯枝樹
葉（大多使用山棕）進行
偽裝，陷阱會針對獵物的
大小來設計套繩的粗細，
獵物為山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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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抓走了，那原本是我的午餐，但我

的勤奮被神靈看到，祂給我更棒的禮

物。」

回程的路途上，揹籠裡已有所獲

的 Heydi 緩緩地唱著自己的心情：

我已經逮到你了

你把我的山蘇都偷吃完了

現在我要吃你（獵物）了

我的孩子們都會高興

全家人也會很開心

終於有獵肉可以吃

這樣才是真的

我是一個女人

我是真正的女人

我揹了獵物回來

聽我喊吧

聽我呼喊吧

我在呼叫一家人

孩子啊

我的孩子們都過來看吧

都過來吃獵肉

這是媽媽帶回來的獵物

我就像男人一樣強壯勇敢

我們一起來歡樂吧

我揹了獵物回來

聽我喊吧

――揹獵物之歌

（Heydi，2022 年錄音紀錄）

正朝著獵寮走去的她，肩上揹

著等待了一個多月的陷阱所捕獲的

獵物。即便腰部因為幾個月前的脊

椎手術而痠痛，腳穿著雨鞋、胸前

穿戴圍裙、戴著袖套與頭套、腰間

圍著護腰的她，仍獨立揹著將近 40

公斤的獵物靈活的穿過山林，在山

共同製作陷阱的 
Heydi 與 Hung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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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走

我們又要去

我們去了又要再去

我們要去狩獵

我跟著我父親的背後

我們進入了山頂上

我帶著長槍

我帶了火藥

我要揹著走

我看到猴子

我就這樣子射

是這樣射，這邊喔

射出去掉下來

射出去掉下來

我一次射出去掉了三隻下來

這是我們的獵物

我們中午要吃的

我們要配地瓜湯來吃

我的孩子都很高興

―― Sobay Mona（Heydi 的母親）

（2019 年四訪筆記）

Hungul 拿著兩只小刀片慢慢的磨

著，那甚至比美工刀的刀片還要小段，

「獵人最基本要會打、會放，還要會

剝。」他的三句話講得相當簡短，除了

流露對另一半的驕傲外，也道出了身為

獵人所需具備的能力。從材料的辨識與

採集，獵具製作的精巧手工，辨識動物

徑之間上上下下的緩慢行走。口中

小聲哼著歌，默想著對神靈的感謝，

歌詞中則透露著她身為一個女人的

勇敢和將要與家人分享的喜悅。穿

過家族的獵場，是一小片自己開墾

出的農地，遠處便是已升好火堆的

獵寮與等待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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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qir 的方位與習性，山

林環境的熟悉程度，再

到帶回獵物後的分肉技

巧等，這些過程中的工

作都需要具備相當程度

的技能與知識，然而這

些僅是作為一個獵人的

最基本。

當我與紀錄片團隊

問起在山上曾遇過的危

險時，Heydi 曾說到：

你遇到之前你不會知道，但是你平安的

回來以後，回到家，我們還要想我們

去過的地方。那個懸崖，我的腳下去

了而人沒有下去，這個就是（神靈的）

保佑，要不然憑我們自己那種的方式不

可能你會平安的，你一定會下去。或者

是那些毒蛇在我們前面，很暗的天空，

只有一個頭是電燈（意指只有一個頭

與家人、朋友開心的分享食物。

余家祖居地 H�rang W�k�，形容

那座山像是肩膀一樣的堅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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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你隨便走，百步

蛇、眼鏡蛇、龜殼花什

麼那類的，很容易馬上

給你咬，可是牠偏偏讓

我們看到，我們就繞過

去。……都遇到過，全

部都遇到了，什麼都遇

到了，可是平安的回來，

平安的回來我們還要做

禱告一次，那個是感謝

的禱告，那個又是不一

樣的禱告。

不只是獵人，

太魯閣族的 gaya 涵

蓋了族人生活的各

個層面，從祭儀樂

舞、巫醫、狩獵、

祭典，到農耕等，

gaya 的實踐是在日

常生活裡面，所有

的人不管做什麼事，

都會在 gaya 之中，

它是人與祖先在生

活裡共同得出的經

驗與教誨。

Heydi 已是基督信仰的第三代，但

仍然依循著自己在山林中所學習到的

經驗以及祖先所傳承下來獵人的 gaya

來上山。例如，以下的情況發生時她

絕對不上山：當女人 paru nbuyas（懷

Heyd� 與母親 Sobay，兩位太魯閣族女性獵人。

孕、肚子大）或是家中老婆正懷孕時，

「你家裡面有人懷孕，入山絕對打不到

獵物，我們都會空手回來，所以老婆懷

孕男人絕對不要入山，你絕對打不到獵

物。等老婆生產完，你就可以去打獵，

而且會滿載歸。」

「xc siyang pntriyan（婚喪喜慶的

豬肉），這樣的豬肉不能帶進山裡，這

個到現在都很嚴格，如果我帶了這樣的

豬肉入山，會造成獵人受傷以及打不到

獵物，不能拿這樣的豬肉。我們能帶的

豬肉是要去買回來的，用錢去換的豬肉

才可以帶進山

上。」

夫 妻 關 係

要和睦，入山

前不能與先生

吵 架，「 身 為

一個女人我顧

好了全部，我

的先生會放心

的讓我入山，

如果家庭失和，

我只顧著打獵沒有顧到家庭溫飽，我先

生會唸我，我入山也打不到獵物」。

而出入於山林之間，她與動物的關

係則透過 spi（做夢），以夢占建立與

獵物之間的聯繫，「開始放陷阱後，晚

上就會開始做夢，夢就會連結我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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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夢不好就不入山，老人家會做

夢給你，你也要懂夢境，才能解夢」。

從日常的規範至精神世界連結，

Heydi 上山狩獵與下山後的生活日常並

非壁壘分明，而是綿密地緊密結合，

因此狩獵也超越文化傳承與溫飽家庭

的基本需求，是連結生活中各大小事

務的生存本質。

回到獵寮後，Heydi 與 Hungul 各

拿著一只小刀片，分工完成分肉的工

作，對於獵物的各個部位、關節等不

同區塊的處理方法都相當熟稔，工作

過程中兩人默契十足、安靜，沒有太

多的言語溝通。這樣熟稔地完成各自

的工作，體現在夫妻兩人工作與生活

的每個時刻。有時 Heydi 早晨剛到獵

寮開始打掃環境，Hungul 則幫忙擦拭

與保養獵槍；有時 Hungul 升好火堆製

作獵具，Heydi 則在山林中設置與巡視

陷阱，兩人毋須特別分配工作，僅是

按照習慣相互支援。

Heydi 所唱的揹獵物之歌，她的母

親 Sobay 也曾依照一樣的曲調，用自

己的生命故事作為詞，緩緩唱出以女

性身份跟在父親身後學習狩獵技巧的

經過。歌曲的流轉，經過兩代的詮釋，

在相同的架構下各自道出自身的生命

與經驗，巧妙的是，兩位女性所揹載

與實踐著的 tmsamat（狩獵文化），也

同樣的以不受僵化性別角色分工的流

動方式承載下來。Heydi 充滿自信的

說：「只要信心十足加上你在山上很

勤奮、勤勞，我們用信心和勤勞來感

Swelau 藍色鳥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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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lau 藍色鳥的交換。

動 utux（神靈），用這樣的方式能得

到獵物。」而她與山林、動物、神靈

相互依存，在 gaya 之中共同生活的關

係，也使她如同揹負獵物下山後，將

獵物處理好總要與家人分享一般，揹

起了流轉於獵人、山林、動物與神靈

之間的 tmsamat 傳承，「獵人的身份

不是只有生存（狩獵），最重要是不

能忘記自己的『根』在哪裡！」她總

是這樣對她的孩子說。

幾天前，Heydi 上山巡視陷阱時，

在 tuqir 上發現一隻死去的鳥，是有著

藍色羽毛的 swelau（台灣紫嘯鶇），

並不是被陷阱捕捉到，只是就這樣躺

在 tuqir 上。 於 是，Heydi 把 鳥 的 屍

體也帶走，清理過後，她拔去 swelau

的藍色羽毛，並將羽毛壓在石頭上，

Heydi 說這是為了告知其他獵人，這一

區已經有放陷阱，要小心行走。

另外，也是為了要歸還給山林，

感謝牠的犧牲讓我們可以填飽肚子，

羽毛是留下來作為跟山林的契約。

Heydi 的行動與視野間，是和人、

植物、動物、山林環境與神靈，甚至

是信仰的多重關係相互影響，而這層

層疊疊交會出來的網絡，與 Heydi 自

身所敘述的人生經驗相互交織。她既

是太魯閣族 tmsamat 與 gaya 的實踐

者，也如同 Heydi 對自己所勉勵的： 

「Kuyuh dmaduk nii wah!」（我是一

個狩獵的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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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族女獵人

Payi Boutung Yudaw的訪談紀事 1

文｜吳雅雯 Yabung‧Haning｜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閣族族群委員

　　2016 年我開始與同在自己部落的

Payi Boutung 學習，她是我們部落裡很

積極教導太魯閣族文化的耆老之一，記

得當時我到 Payi 家，她跟我說：「Miyah 

su hini o, iya ta bi rngaw kari Cikoku, 

rngaw ta kari Truku. 妳來我這裡，不要

說中文，要說太魯閣族語」，於是我展

開了一段學習之路。我們種田、去山上

採竹筍、做陷阱、聊天，設計課程帶更

多人一起學習。

　　我最喜歡跟 Payi 聊天，她雖然有

家庭，但是她選擇獨自居住在低矮的水

泥房，木簷下總掛著許多要曬乾的作

物，玉米、小米、紅藜、薏苡、刺蔥

等。房子周邊都是 Payi 耕作的作物：

前面是一些傳統藥用植物，Payi 總是

會將它們曬乾煮成茶來喝；房子的右邊

依著山坡地形，在石頭與樹木間隙中，

安插著各式各樣的作物，有高麗菜、九

層塔、香菜、小白菜等，一眼望過去，

五顏六色、高高低低的作物依著地勢混

作，這是太魯閣族傳統種植的方式。另

一邊則有木頭與鐵皮搭建的工寮，裡面

有三立石灶，上頭吊掛著煙燻架，Payi

時不時會燻烤一些野肉，牆上掛著的是

我們上次割下、作為裝飾的完整山羌

皮。Payi 家有很多空間，包含兩間客

房、禱告室、工寮，以及類似瞭望臺、

乘涼用的高架屋。Payi 的傳統智慧承

襲自小時候被教導的知識，展現在她的

生活中。

Tama wada su inu, buru ku dabi qaqai su, ana su wada inu. Buru ku 

liyus ntaan su. 爸爸你去哪裡？我跟著你踩過得腳印；不論你去哪

裡，我跟著你壓過的芒草的痕跡去找你。―― Payi Boutung（記錄

於 Yabung 的 blogger，2017 年 5 月 29 日）

1 Payi，太魯閣族語，阿嬤的意思。Boutung Yudaw，太魯閣族名，父子聯名。Boutung是文中阿嬤的名字， 
 Yudaw 則是文中阿嬤的父親的名字。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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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i 從 小 跟 著 她 爸 爸 在 Alang 

Mksquid2 的山上生活，大約是天祥蓮

花池再往內走半小時路程的地方。日據

時期太魯閣族人被迫大舉移遷往山下居

住，但她爸爸拒絕離開，因為老人家交

代過：「這片土地、這個家，不能沒有

人」，因此除非有重要大事，否則她爸

爸不會下山。Payi 的媽媽在現今山下的

水源部落居住，Payi 因為喜歡跑跑跳

跳，不喜歡安安靜靜的織布，也不喜歡

被當時極具威權的學校老師打罵，便逃

到山上跟爸爸一起生活。Payi 說山上什

麼都有，什麼都很好玩。山上有一個家、

一個工寮，那是用很好的木頭造的，裡

面存放許多爸爸當時的寶貝，有甕、槍

和日據時期留下的各種工具，工寮後面

種植很多桂竹筍，旁邊則有許多大樹，

大樹的碩大分支是狩獵飛鼠極佳的環

境，Payi 總是驕傲地說：「我很會爬樹

做樹上的陷阱，很多人看到我這麼會爬

樹，也都說我很厲害。」

　　隨著大批族人遷居山下，愈來愈少

人獵捕野生動物，他們在山上的田地便

總有許多動物闖入，Payi 常說山上是個

要作物有作物、要野肉有野肉、要魚也

有魚的豐富寶地，在山上生活毫無餓肚

子的煩惱。Payi 的爸爸是太魯閣族數一

數二的獵人，數度打下最厲害的獵物，

Payi 說他們這些獵人會鑽研狩獵技術，

不斷地精進、比較，勢必要獵捕到最多、

最凶猛、最厲害的獵物以展現自己的勇

猛。儘管她爸爸沉默寡言，且對子女十

分嚴格，Payi 還是很喜歡跟著她爸爸學

習；她知道雖然爸爸不說，但心裡還是

很高興有小孩願意陪他在山上生活。

　　Payi 說打獵是有步驟的，沒有人一

下子就可以打到獵物，必須從小隻的開

始練習，在田裡學習打田鼠、小鳥、野

雞，在樹上練習放陷阱打飛鼠、猴子，

或跟在爸爸身邊幫忙，觀摩抓山羌、山

豬、山羊的方法。Payi 說她是約莫 7、

8 歲的時候開始學習狩獵，一直到她 14

歲才真正獨立打到獵物──山豬。

　　然而，做每件事情都有「elug」3，

這個族語字泛用在很多地方，「一定要

懂得牠的路，牠有牠的路！」狩獵時必

須要看動物的路，從壓過的草的痕跡和

腳印判斷動物的種類，並思考相對應的

陷阱樣式，套脖子的、抓腳的，亦須配

合地勢的不同製作合適的陷阱；在確定

要抓捕的動物種類後，還須評估自己獲

得這隻獵物後的承載能力，揹獵物返家

的路會經過何種地形或面對何種挑戰，

例如是否會走過懸崖、是否需要跨越大

石頭等，這條「路」顯然不是我們平日

2 太魯閣族舊部落的地名。
3 太魯閣族語，路、門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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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平坦柏油路；此外，當然還須思考

如何處理獵物，是要揹活著或是先處理

煙燻，在一連串的評估後，方能放下那

一門陷阱。提起打獵，Payi 總有說不完

的趣事。

　　太魯閣族普遍認為狩獵是男性的事

情，甚至在獵具上有「女性不得碰觸」

的禁忌，而女性的織具上亦相對有「男

性不得碰觸」的禁忌。有時我會打趣的

想，會不會是男祖先和女祖先吵架時，

禁止對方碰觸彼此珍貴的東西，莫名形

成這樣的禁忌並流傳下來，畢竟太魯閣

族的禁忌會因著家族的生命經驗而有不

同的規範，並在不同的生命經驗中相互

交織，產生普遍族人都可以接受的大禁

忌規則。

　　夢占 4 的分享是男獵人們提起狩獵

時的話題之一，有人說打獵前一天夢到

與女性歡愉表示祖靈會賜予許多獵物，

有人說打獵前一天不能與女性歡愉，也

有人說不可以跟老婆吵架，這些圍繞著

能否抓到獵物的 gaya5 很多都與性別有

關；其他尚有 sisil 鳥 6、祭祀等，獵人

們都會在狩獵前嚴格遵守相關規範和儀

式。Payi 則提到自己的經驗，她爸爸說

過：「什麼東西都要學，學起來都是好

事」，因此所有的狩獵工具她都會去學

習，例如放陷阱、線、網子等。由於太

魯閣族是很家族式的族群，每個家族都

有很清楚的「界限」；家族內的事情、

土地、資源不容許家族外的人插手，如

狩獵越界了，甚至有生命之危。當她

爸爸和她的家族都認同她是會打獵的女

孩，家族外的人便沒有說話的餘地。唯

獨槍，他爸爸絕不允許 Payi 碰，因為

「那就超過了」。她說：「Aji bi kita 

msa, wana ha ka stagar na balay, mgala 

snaw da, ini duwa msa. 我爸爸說那千萬

不能，只有槍是不可以碰的，這樣會超

過男人，（妳／女人）不可以超過男

人。」

　　我問 Payi 當她爸爸這樣說的時候，

她怎麼想？ Payi 說：「當然還是以男

人為主，因為先天的男女體質就是不一

樣，重的東西不管什麼都是男孩子在

做，我們女孩子沒有辦法做的男孩子可

以，所以我們還是要隨他，還是尊敬男

人，再怎麼樣我們還是不能超過男人，

因為比力量的話，一定是男人比較厲

害。」Payi 又補充道：「我們做女生的，

不要 Mangal Ngahan7。」

4 太魯閣族人常常使用的占卜方式，太魯閣族人對於夢境十分地敏感。
5 太魯閣族語，禁忌的意思。
6 太魯閣族語，綠繡眼，在太魯閣族裡面是帶有報訊的能力，一般會用在獵人上山前看綠繡眼如何報訊來 
 決定今天是否宜上山打獵。
7 太魯閣族語，拿名聲的意思。

當期專題

42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42 2022/8/30   下午9:20



　　我認識的 Payi 是個很有智慧、很

能接納包容新事物，同時也十分好強的

女性。聽見她這樣說我十分驚訝，這樣

好強的女性竟也必須接受先天體質的差

異，遵循太魯閣族交織出來的大禁忌規

則。我經常看見她在很多場合可以面紅

耳赤的與人爭辯，也可以好言相勸別人

兩句。部落會議時，她一向在旁安靜地

聽著、看著，但她其實也很有想法，當

她發表意見時，便不容他人質疑。由於

太魯閣族人重視獨立自主的性格，看似

每個族人都覺得自己說的才是對的，然

那其實無關對錯，而是各部落、各家族

有很鮮明且獨特的生命經驗，每個族人

因著自己的家族經驗有不同的想法，以

至於面對族群集體事務時，大家總會爭

論的面紅耳赤；這是族群性的交織，在

狩獵議題上交織出一個大網，一個以男

性為核心的狩獵的 gaya。

　　我很喜歡跟 Payi 聊天，Payi 什麼話

題都能聊，她只說想要問什麼盡量問，

她希望在她還在世的時候，可以為太魯

閣族人多留下一些什麼。在和 Payi 聊女

性狩獵的過程中，我認為太魯閣族女性

在狩獵議題上必須跨越一道具文化心理

性的檻。在太魯閣族世界觀裡，一個人

的行為連結著家庭、家族和祖靈，我們

常說一個很會打獵的獵人，並不只是個

人厲害，也表示他跟祖靈的關係很好，

獵物是獵區上的靈賦予的，如果一隻動

物在距離你三公尺不遠處都打不到，那

麼就回家去吧，今天祖靈不會給你任何

一隻獵物；反之，祖靈也會因為你觸犯

gaya 或犯過錯，讓你上山時受傷甚至死

亡，而你的行為不只會讓你自己受傷，

還會連帶導致整個家族的人都因此受傷

甚或死亡。

　　因此，女性狩獵、觸碰獵具等禁忌，

不僅僅是個人意願的選擇，而想要打獵

的女性便更必須遵守 gaya，做一個誠實

且務實的人，才不會在狩獵的過程中受

傷。Payi 是個說一即一、說二即二的長

輩，她說出口的話必然會做到，做不到

的事情便不會理會，我想正是這樣的誠

實務實和她爸爸跟家族的支持，讓她相

信自己在打獵的時候不會受傷。

　　我想原住民族文化中的行為選擇，

與當今討論女性地位翻轉不能一概而

論。從 Payi 及部分族人的口述中可以發

現，女性獵人從過去就存在，不只是為

了回應當代社會所關注的性別壓迫而出

現。已存的女性獵人角色為何鮮少在當

代原住民族狩獵論述中被提及，值得進

一步關注與省思。就我的觀察，女性狩

獵並不只涉及個體自由意志的選擇，因

著太魯閣族相信 gaya、相信靈與家族之

間的聯繫關係，所以獵人們更加謹言慎

行。我也同時注意到，隨著時代的轉變，

文化的流動，女性獵人逐漸被關注並帶

動族群內部更多的討論，存在支持與反

對的聲音。當代族人面對許多議題，我

相信依循著 gaya，在家人及家族的認同

下，不同的模樣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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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22）年 1 月 17 日，我和先

生吳欣陽律師，作為原住民身分釋憲

案（107 年度憲二字第 347 號）的代

理人，至司法院大法庭進行言詞辯論。

這個案子在我心裡已經醞釀了十年左

右，今年終於順利進入憲法法庭，也

期待可以有一個合理的結果。關於本

案釋憲聲請書以及言詞辯論的書狀內

容，都可在司法院網站上自由查閱、

下載 1，以下內容僅抒發一些個人的感

想以及心路歷程。

1940-60 年代出生的臺灣人，也就

是我們父母那一輩的人，普遍存在著

嚴重的「重男輕女」、「男尊女卑」

的想法，這樣的價值觀，體現在生活

的每一個層面。比如說，一個家的家

產、家業通通都要留給男子，女孩子

只能拿現金（例如：嫁妝）。因為家

產家業要由男子來繼承，父母親通常

會比較重視男孩子的教育，而女孩子

長大後是要「嫁出去」的，她未來的

幸福取決於嫁入什麼樣的家庭，因此，

對女孩子的教育比較不那麼上心。對

於那一輩的人來說，一個女孩子人生

最大的目標，就是「嫁入好家庭、替

對方生兒育女」，倘若無法生子或是

沒有生下男孩，在夫家家中的地位也

會一落千丈。

女人，就像男人的附屬品一樣，

依附在男人底下。

這樣的價值觀，不僅存在於漢人

的社會，在原住民的社會也是。我的

母親（太魯閣族），是在她父母的「強

迫」下，嫁給我父親（太魯閣族）的，

因為做農的外公外婆認為，將只有小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09

「女人，男人的附屬品？」原住民

身分釋憲案觀察評介
文｜鄭川如｜太魯閣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1 釋憲聲請書請參見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291145；言詞辯論的書狀內容請 
 參見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7-554570-ebcab-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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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畢業、剛滿 17 歲的母親「許配」給

當時全村唯一的原住民醫學院學生，

是母親最大的榮耀、也是為她所做的

最好的安排。雖然我母親極端不願意，

但是似乎也沒有任何選擇。結婚後，

陸陸續續生了三個女孩，因為沒有生

「男孩」，還被父親責罵「沒有用！」

幾年後，終於生了一個男生，也就是

我們家第 4 個小孩，母親就安心地動

了結紮手術，結束「生產工作」。那

個年代的女人，普遍不受父母、丈夫、

兄弟的尊重。雖然我不能說所有臺灣

女人都是這樣，但相信很多女人都有

類似的經驗（或感受）。

價值觀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

2007 年，我與現任先生（漢人）結

婚，按照漢人習俗，每年除夕過年都

會回先生家過年，而他們習慣在除夕

夜回爺爺奶奶家過年。每一年除夕夜，

可以看到五、六十歲的幾位太太們在

廚房忙進忙出，而她們的先生們則是

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啃瓜子（即使這

些媽媽們也都有全職的工作）。印象

很深刻，有一次全家族的人到一家高

級餐廳用餐，偌大的餐桌上擺放了一

個很漂亮的「人造花」，小姑姑，也

就是我先生的爸爸的妹妹，驚訝道：

「哇！好漂亮的花，不知道是真的假

的？」先生的爸爸，也就是她哥哥，

立刻回道：「女人家問這麼多幹什

麼！」當時聽到這樣的話，心裡很震

驚，因為公公平時是一個溫文儒雅的

讀書人。我跟先生在大學時期認識、

交往，後來一起出國唸書、回國工作，

結婚多年後，終於生下一個小孩。對

於我們兩個人來說，一起輪流照顧小

孩是天經地義的事，先生就像小孩的

另一個媽，可以獨自餵小孩吃飯、替

他洗澡、哄他睡覺。不過，有次跟他

回南部家裡吃飯吃到一半，小孩子睡

醒哭了，先生跑去照顧小孩，當時正

在用餐的公公說了一些話，可以明顯

感覺到他有點生氣，雖然當時他沒有

說出口，但似乎是在對我說「小孩哭

了為什麼是先生去照顧…。」這些生

活上的小故事，如果不是因為要寫這

篇文章，其實我早已忘了，這幾天為

了寫這篇文章，仔細回想生命中男性

對女性的（微）歧視，才想起來。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 1940-60 年代

出生的臺灣人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重

男輕女」、「男尊女卑」的想法？因

為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就是在這樣的

社會背景下制定的，而 2001 年制定的

《原住民身分法》則完全延續這種「女

人，男人的附屬品」的觀點。

原住民身分認定法制

在此，我們先不討論原住民自

治時期以及日治時期的原住民身分認

定。二戰後，由國民黨政府接管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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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為了確認誰是需要受到生活扶助

並且可以申請登記使用原住民保留地

的「山地同胞」（原住民），臺灣省

政府首先於 1954 年 2 月 9 日發文各

縣市政府，規定所謂山地同胞，係指

「凡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而其本人

或父系直系尊親屬（父為入贅之平地

人者從其母）在光復前日據時代戶籍

簿種族欄登載為高山族（或各族名稱）

者。」這個規定讓所有在日治時期被

認定是高山族的人全部可以取得山胞

的身分，但是，在 1945 年後出生者，

只有父親曾登記為高山族者，始可取

得山胞的身分。為什麼只有父親是高

山族者，其子女才可取得山胞身分？

因為當時的統治者並沒有把山胞身分

認定作為族群成員身分認定的目的，

而是作為判定經濟、生活條件較差的

人的「工具」，而且基於上述的「女

人，男人的附屬品」的概念，貧窮的

山胞父親，其子女也會成為貧窮的山

胞子女，需要繼續接受政府的經濟扶

助以及同化政策。相對的，倘若是高

山族女性，在嫁給平地漢人後，經濟

地位變得與平地漢人相同，且她變成

先生的附屬品，因此，其子女也就不

再需要山胞身分。

至於認定方式的另一種情形「父

為入贅之平地人者從其母」則是採自

漢人入贅的習俗。自古以來，中國漢

人一直以「姓」作為家或族的誌號，

再加上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家族血

緣、命脈係由男性為傳承主幹，因此，

男子之「姓」成為一家或族血統世系

之依歸，因為傳統中國習俗中，「姓」

與「家族」是共存亡的，當一個「姓」

消失時，代表一個「家族」的消失，

因此，為防止家族的滅亡，遂衍生出

男子入贅女子家中以延續女子家「姓」

（其實也是父親的姓）的習俗。倘若

平地漢人男子入贅原住民女性家庭，

則該家族則應延續「母系家庭」的血

緣、姓氏，子女自然而然從母姓，而

其子女亦取得山胞身分。

1950 年代「以男性血緣為主」的

身分認定法制，歷經 1980年、1991年、

1992 年的修正，其基本核心概念並無

不同，甚至曾在 1980 年直接規定「山

胞女子與平地男子結婚，其山胞身分

喪失」（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款，此

規定於 1991 年刪除）顯見，對統治者

而言，原住民身分並不是目的，而是

一個工具（誰是很窮困需要被幫助的

人）。

2001 年，立法院決定制定《原住

民身分法》取代前述認定標準，當時，

二位原住民籍立委，楊仁福與章仁香，

皆主張原住民身分認定應採「（雙系）

血統主義」，亦即只要父親或是母親

其中一位是原住民，其子女皆可取得

原住民身分。然當草案送至內政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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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委員會審議時，原住民族委員會表

示：

因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通婚人口，據

內政部八十八年六月統計資料顯示為

三萬六千八百零三人，占原住民已

婚人口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一人的

四分之一強，且其中「原住民女子

與非原住民男子通婚的家庭」為一

萬九千八百七十四戶，占原住民總戶

數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五戶的五分之一

強。本會以為未來若要放寬身分認定

的標準，除了血源的考量外，文化方

面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尤其據我們

所知，原住民女子嫁給平地漢人後，

不論是整個家庭氣氛或經濟條件、各

方面都較一般原住民家庭高出很多，

甚至有人認為和一般平地是一致的。

因此本會希望能將一些「文化條件」

的限制放在法條中，故由「從母姓或

恢復原住民傳統名字」方面作限制，

期能兼顧文化及血源因素。（底線為

筆者所加）

後來，原民會的建議被立法院

所接受，在原漢婚姻子女的身分取得

上採「限制取得」。從上述的立法紀

錄可以看出，當時的立法者（出生於

1940-60 年代）仍然將原住民身分視為
是獲得政府經濟補助的手段，而不是

把身分認定本身當作目的，且立法者

仍將女子視為男子的附屬品，認為當

原住民女子嫁入漢人家庭後，她就應

該「融入」漢人家庭，變成其一部分，

其子女自然必須歸屬於夫家、不能取

得原住民身分。倘若要獲得原住民身

分，則必須遵從漢人「入贅」的規定，

子女必須「從母姓」。至於「取原住

民傳統名字」，究其實質，也屬漢人

「姓氏＝家族血統世系」的價值觀，

而非原住民族的命名文化。因為，倘

若按照太魯閣族的命名方式，我們的

小孩應該要取名為「Roshao（若韶） 

Shinyang（欣陽）」，但是按照原民

會的函釋，這個名字並不是「原住民

傳統名字」。

另一方面，從立法紀錄中我們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規定是特別為原

住民女性而訂定的，因為按照《原住

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一項以及第二項

的規定，套用在臺灣漢人社會以及原

住民社會「父姓常規」下，原住民男

子的小孩一定可以取得原住民身分，

不管他跟原住民女子或是跟漢人女子

結婚。這樣的立法內容，是不是很像

1950 年代的價值觀？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進行憲法

法庭言詞辯論時，原民會的代表一直

不斷地、努力地陳述《原住民身分法》

第 4 條第 2 項的規定對「原住民文化

傳承」是多麼的重要，但是對方沒有

說出口的話是「你們這些嫁入漢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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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原住民女性，憑什麼來搶我們（原

住民男性）的財產？」筆者試問，倘

若「原住民文化傳承」真的那麼重要，

為何只有女性需要去承擔文化傳承的

義務，而男性不用？

原住民文化傳承，對於原住民族

的存續是重要的，而文化能否獲得傳

承則與族群內的成員是否有族群認同

有關。根據美國著名政治學者 Harold 

R. Isaacs 所說：

族群認同是由一組現成的「天性」與

「價值」組成，出於家庭的偶然，在

某一時間、某一地方，從每個人來到

這個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與其他人

共同擁有了那一組天性與價值。（登

伯宸譯，2004: 62-63）

又根據 Isaacs，這些構成族群認

同的基本要素──身體特徵、名字、

語言、歷史、宗教、習俗、政治條件，

並非單獨存在，而是互相絞扭成串、

無法分割、彼此形成緊密關係的叢集

（cluster），要說哪一個要素是基本

族群認同裡最重要的因子，根本就是

不可能。然而，Isaacs 發現，使一個

人認同自己是否屬於某個族群，上面

所列各項要素固然多少會有影響，但

真正關鍵性的成份，其實是他的歸屬

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與自尊心

（self-esteem）。所謂歸屬感，係指一

個人的心理狀態，認為自己在那裡不

是孤立的（alone），在那個群體裡，

一個人感覺自己已置身其中，而群體

裡的人也接納了他，那兒就是家。有

了這份歸屬感，即使一個人的身體與

文化都離開了原鄉，他仍然認同自己

屬於某個族群，是該族群的一份子。

由此可知，倘若我們希望原住民們都

願意傳承自己所屬的文化，那麼，政

府應該做的，是想辦法創造（或恢復）

原住民的歸屬感與自尊心，而不是用

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把人踢走。

不過，我們還是要回到現實面。

當原住民人口增加時，就會產生「資

源不夠」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原民

會一直不肯鬆手的原因。在臺灣，具

有原住民身分的人可以享受各式各樣

的社會福利補助措施，從就學時的學

雜費補助（幾乎不用繳學費）、升學

考試加分、房屋修繕補助、使用原住

民保留地、保留地的禁伐補償、公務

人員特考、公費留學考試…等等，這

些琳瑯滿目的補助措施，可以讓原本

生活窮困的人大翻身，因此，當有更

多人（特別是生活較好的都市原住民）

可以分這個大餅時，會不會讓原本應

該要獲得保障的原住民無法獲得幫

助？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先

釐清，政府給原住民的補助有二種，

一種是政府為扶助社會經濟弱勢而給

的補助（例如：房屋修繕補助、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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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戶生活費補助、職業訓練補助…），

一種是為了補救過去、消滅現在、或

者預防未來對於該特定族群之歧視而

有的「優惠性差別待遇」（例如：升

學加分、公務人員特考、公費留學考

試、保留地的申請使用登記…等），

倘若是前者，政府自然必須根據每年

的財務狀況做調整，對於經濟狀況較

佳的人不予補助。倘若是後者，則政

府有義務根據原住民族的總人口數做

調整，讓「每一個原住民」都有機會

獲的這些優惠性補償措施，以「補救

過去、消滅現在、或者預防未來對於

該特定族群之歧視」。

後記

憲法法庭於 2022 年 4 月 1 日公布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認定《原

住民身分法》第 4 條第 2 項的規定違

反憲法保障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及平等

權，終於還給女性一個平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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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姓難從，漢姓難移：原住民身分

的性別與族群交織難題

一、父姓與漢名常規的現實

臺灣是一個父姓與漢姓／名常規屹

立不搖的社會。經歷了長年來強制從父

姓與使用漢名的法律壓迫，即便近三十

年來在原住民運動與性別運動的努力下

完成數次自由主義的法律改革，擴大了

個人與父母的姓名選擇與約定權，包括

在 1995 年修改姓名條例（允許原住民

使用傳統名字）、2001 年制定原住民

身分法（允許原漢父母約定子女使用原

住民一方的傳統名字或姓氏）、2007

年修改民法（允許父母約定子女從父姓

或母姓），仍然只有極少數的父母約定

子女從母姓或使用原住民的傳統名字。

在全臺灣的人口中，有 95.82% 的人是

從父姓（內政部戶政司，2018: 55），

經由父母約定從母姓的新生兒僅佔所有

新生兒的 2.78%1；在全臺灣的 58 萬餘

原住民人口中，回復傳統名字及以傳統

名字申報出生登記者只有 5670 人，僅

佔 0.97%2。因此，透過法律改革所承認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10

文｜陳昭如｜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特聘教授

1 參見內政部戶政司「民法修正施行後登記子女從姓案件統計表」。網址：https://www.ris.gov.tw/app/ 
 portal/346。雖然所有從母姓者的新生兒佔 5.22%，但除經由父母雙方約定從母姓外，還有依據其他方式 
 從母姓者，特別是非婚生子女。
2 自 1995 年至 2022 年 2 月，共有 4586 位原住民回復傳統名字，1084 位新生兒以傳統名字為出生登記。 
 為數最多者是以傳統名字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有 27315 位。自 2007 年 5 月（民法修正生效）至 2022 
 年 2 月，以傳統姓名登記者有 911 位，其中 822 位是由父母約定。參見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及羅馬拼音 
 並列登記統計表、民法修正施行後登記子女從姓案件統計表。網址：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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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鄭川如（2013）將之稱為「姓氏綁身分」。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二項的規定是「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 
 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因此，法律上姓 
 名與身分的連結包括「姓氏」與「傳統名字」兩種型態，原住民族各族的命名傳統並不使用漢人的姓氏 
 法則。因此本文將之稱為「姓名綁身分，以兼指「姓氏」與「傳統名字」，避免將姓氏當作是原住民的 
 命名傳統一部分的誤解。

的個人與父母的選擇約定權僅稍微鬆動

了父姓與漢姓／名常規。

面對自由主義的法律改革未能有

效改變現實的窘境，從母姓運動與正

名運動持續透過社會與法律倡議尋求

改變。近來引發熱烈爭議的「姓名綁

身分」3 憲法訴訟，正式讓這兩個運動

的交軌浮上檯面，而大法官在 111 年憲

判字第 4 號宣判原住民身分法姓名綁身

分的規定違憲，但僅違反種族平等而不

違反性別平等，更預告了此爭議將繼

續延燒，而非止息。2001 年施行的原

住民身分法對於雙裔子女（原住民與非

原住民所生之子女，以下簡稱為「原漢

子女」）的原住民身分取得設有「姓名

綁身分」的契約制度，亦即該子女必須

是經父母約定從原住民一方父母的姓或

「傳統名字」，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

換言之，父母有關子女姓名的約定同時

也決定了子女身分，這個約定是一個

「姓名綁身分」的契約。相較之下，父

母雙方皆為原住民的子女取得原住民身

分則無此命名限制。表面上，「姓名綁

身分」的規定廢除了過去原住民身分的

從父原則，採取性別中立的雙系原則但

附加命名條件。在新法規定下，不論原

住民男性或女性，只要其和非原住民所

生子女要取得原住民身分，就必須從其

姓氏或其族名。然而，原住民女性從漢

父姓的原漢子女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

是否違反性別平等？只要原住民母親和

原住民父親獲得形式上的相同待遇（都

必須讓原漢子女從自己的漢姓或族名，

才能將身分傳承給子女），就是性別平

等嗎？「姓名綁身分的規定」有助於提

升原住民母親與漢人父親進行姓氏協商

的地位，還是導致原住民母親無法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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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小孩？這些爭議不只是憲法法庭

要處理的抽象法律爭議，更是性別與種

族的具體交織難題：身分綁姓名的契約

規定能夠同時改變父姓常規與漢名常規

嗎？是促進平等還是不平等？促進誰的

平等、誰的不平等？對於有自己的多元

命名傳統，但長期被漢人命名規範制度

性排除、遭受漢姓／名常規壓迫的原住

民族來說，父姓常規與種族、性別不平

等交織的結果為何？原住民到漢人的法

院爭權利要平等，是找外人討（不到）

公道嗎？

以下，我將首先討論原住民身分

中性別與族群交織難題的緣起與爭議，

比較美國的類似案例，最後則提出以自

治創造改變的主張。

二、姓名綁身分的交織難題：

漢人母親居弱勢，原住民母親
佔優勢？

在 2007 年民法修正允許父母約定

子女姓氏之前，有一類型的父母已能

合法地以約定的方式決定子女的姓名，

那就是原漢子女的父母。在 2001 年制

定實施原住民身分法之前，原住民身

分認定標準（以下簡稱舊法）第三條

規定，原住民男子與非原住民女子所

生的子女當然取得原住民身分，但原

住民女子與非原住民男子所生的子女

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才能取得原住

民身分：（一）母無兄弟，約定從母姓，

或（二）非原住民男子為贅夫。這樣

的規定很明顯地是將漢人的嫁娶／招

贅婚與姓氏法則強加於原住民之上，

並以偏袒父系的方式來維繫漢人優越，

排除多數由原住民母親所生原漢子女

取得原住民身分。

2001 年的新原住民身分法廢除了

舊法從父與招贅規定，採取性別中立的

契約模式來規範原漢子女的身分取得，

讓父母藉由對子女的命名法則來決定

其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原住民與非原

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

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

原住民身分（第 4條第 2項）。換言之，

原漢子女不是當然取得原住民身分，

而是必須透過父母「選擇取得」（opt-

in）。這樣的立法擴大了原住民母親的

身分傳承能力與漢人母親的從姓約定

權。首先，新法廢除從父原則與「母無

兄弟」的要件，提升了原住民母親傳

承身分給原漢子女的權利。其次，與

非原住民男性生下子女的原住民母親、

與原住民男性生下子女的漢人母親，都

在 2007 年民法修正之前即取得了協商

子女姓名的權利：如果是使用漢名的非

原住民母親，她無須滿足「母無兄弟」

的條件就可以依法協商約定讓其原漢

小孩從母姓；如果母親是使用族名的原

住民，她則可以依法透過協商讓小孩使

用族名、「不從父姓」，如果是使用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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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見院總第 1722 號委員提案第 19050 號（李俊俋等提案，以保障原住民女性平等權為由要求改採雙系血 
 統主義）。
5 參見院總第 1722 號委員提案第 21073 號（Kolas Yotaka 等提案，要求貫徹原住民真實血緣聯繫與外在認 
 同的雙重原則）。

姓的原住民母親，則可以約定讓子女使

用母親的漢姓。不過，新法卻也為原住

民父親傳承身分給原漢子女增加了新

的限制，在舊法的從父原則下，原住民

父親的原漢子女當然取得原住民身分，

姓名綁身分的新制度則讓這樣的原漢

子女不再當然取得原住民身分，必須要

從原住民父親的姓氏或族名才可以。

2001 年原住民身分法之所以有姓

名綁身分的規定，原因之一是對於原住

民女性與漢人男性所生的原漢子女取得

原住民身分有所疑慮，認為這類原漢通

婚家庭的社經條件較優、也較為漢化，

因此需要以姓名來確保下一代的族群認

同。然而，當時的原住民立委其實是採

取原漢子女可以當然取得身分、例外才

約定不取得的立場；官方委託學者林修

澈所完成的調查報告雖然建議採取姓名

綁身分的制度，其調查結果卻也顯示多

數原住民支持原漢子女取得原住民身

分，雖然對原住民男性子女取得身分的

支持比例高於對原住民女性子女的支持

（林修澈，1999: 243-245）。換言之，

姓名綁身分的制度是建立在對原住民女

性傳承族群能力的不信任之上，但此懷

疑與不信任並非當時多數原住民的看法

（Chen, 2022）。再者，我們也不能忽

略「嫁出條款」的歷史，亦即從 1950

年代開始原住民女性會因為與漢人結婚

而「自願」或被迫喪失原住民身分，

此「嫁出條款」直到 1991 年制訂的山

胞身分認定標準（後更名為原住民身分

認定標準，即原住民身分法的前身）才

廢除。因此，姓名綁身分的制度背後是

「雙重排除」的歷史：排除原住民女性

之原漢子女，也排除通婚的原住民女

性。此雙重排除並非源自於原住民族的

傳統，而是漢人法律所造就的歷史。

立法院曾有改革姓名綁身分制度

的修法提案，這包括廢除姓名綁身分的

制度、改採原漢子女基於血緣當然取得

原住民身分的提案 4，以及強化姓名綁

身分、要求必須使用原住民的傳統名字

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提案 5，但皆未

有成果。挑戰姓名綁身分制度的司法訴

訟行動開啟了制度變革的契機。由太魯

閣族女性的鄭川如教授和漢人男性的

吳欣陽律師為他們的原漢女兒、以及樂

桃．來有和梧梅．來有（原漢子女的後

代）為他們自己所提出的釋憲聲請獲得

受理，並且在 2022 年 1 月成為憲法法

庭成立以來第一次開庭的案件。挑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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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的當事人主張，姓名綁身分的制度

否定原住民的自我決定權與女性的平

等權，而且文化與從姓之間不具手段目

的關聯性且不合比例，違反憲法的性別

平等、多元文化與國際人權公約的保

障。原民會為現行法辯護，主張這是性

別中立的規定，沒有以性別作為分類、

也沒有造成性別差異，甚至有助於促進

實質性別平等，因為原母漢父的子女取

得原住民身分的比例遠高於所有從母

姓的家庭，可見這樣的規定有助於從母

姓的實質平等。原民會也引用學者陳叔

倬（2018）的研究，指出原母漢父的子

女能夠跨越「從姓／原名的門檻」表現

出「認同的威名」，主張原名的認同污

名已經轉為「威名」。

為了回應此次憲法訴訟並捍衛現

行法，原民會首度公開原漢子女身分

的相關統計。根據此統計，原母漢父

（或父不詳）的家庭是原父漢母家庭

的將近三倍之多，且原漢子女已超過

原住民人口的半數，其中過半為原母

漢父家庭的子女；原父漢母的家庭子

女取得原住民身分者有 96.6%，原母

漢父（或父不詳）的家庭子女取得原

住民身分者也有 64.84%；在未從原住

民父母傳承身分的子女中，原住民女

性的子女人數（91819 位）遠多於原

住民男性的子女（3182 位）6。原民

會以原母漢父（或父不詳）家庭子女

有 64.84% 取得原住民身分為由，主張

姓名綁身分的規定不構成性別歧視，

而大法官們也同意原民會此一見解，

就該法違反平等權的部分僅認定其違

反種族平等，並未認定其違反性別平

等 7，黃昭元大法官等人的協同意見甚

至表示該規定是「違反種族平等，而

非性別平等」，因為身分取得的問題

比較是因為取用漢父或漢母的姓 8。不

過，原民會的統計並未區分原母漢父

的家庭與原母單親家庭，也未進一步

區分原母漢父家庭的子女是依據「從

母姓」或「從母之族名」而取得身分，

因此我們仍然無法確知有多少原母漢

父的家庭是約定姓名從母，也無法得

知從母姓和從母之族名的比例。我們

可以確定的是，原母漢父家庭子女取

得身分的比例低於目前原民會所提供

的數字，因為該數字計入原母單親家

6 參見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0113 憲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書。網址：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 
 download.aspx?id=326791
7 在判決理由中，大法官明確指出該規定違反種族平等，但就性別平等部分則僅表示，聲請人的主張「非 
 顯然無據」。
8 參見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黃大法官昭元提出，許大法官宗力加入、謝大法官銘洋加入、楊大法 
 官惠欽加入一至四部分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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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我們也可以推測，多數原母漢父

家庭子女取得身分是因為從母之漢姓、

而非從母之族名，因為原住民使用傳

統名字的比例極低。

這個憲法訴訟引發了高度爭議，

鄭川如教授所提出的質疑「原住民的母

親為何生不出原住民的小孩？」更是在

原住民族社群內部引發了激烈爭辯。反

對訴訟當事人主張的論者認同以姓名

表示認同的重要性，因為放寬姓名綁身

分的制度會使得原住民人數大幅增加、

導致保留地等資源流失分散，還有人

詐騙原住民身分利益（取得身分後「快

拋」），而且原住民使用已久的漢姓

已有氏族辨識作用，姓名綁身分的制

度讓原住民女性更有機會讓子女從母

姓，官方公佈的統計即顯示超過六成的

原住民女性能夠讓子女從母姓而取得

原住民身分（Yulan Toyuw 悠蘭多又，

2022；Ciyamar Maljaljaves, 2022；Botu 

Taito 簡善謙，2022）。既有研究則指

出，母親為原住民的情況較可能約定子

女從母姓（彭渰雯、洪綾君，2011），

取得原住民身分可獲得資源的制度上

利益有助於鬆動從父姓的制約力（劉千

嘉、章英華，2020）。支持訴訟當事人

主張的論者則認為，原住民女性選擇妥

協讓子女從父姓因而喪失傳承身分的

能力並不合理，人們不應特別質疑原母

漢父之子女的認同、也不應用優惠待遇

質疑一個人的認同；原住民族失去傳統

名字是深刻的文化傷害，但原住民女性

如果自己沒使用族名，也不能讓子女使

用 族 名（Savungaz Valincinan, 2022；

杜芸璞、杜芸珮，2022；Cidal 嚴毅昇，

2022；Yuri Yuko 柯哲瑜，2022）。既

有研究也指出，原住民女性不僅遭受歷

史性的排除（例如：因與漢人男性結婚

而喪失原住民身分的「嫁出」條款），

也在漢人的父姓常規下面臨姓名協商

的弱勢；由國家法律規定的漢姓傳承不

僅不具文化認同意義，更構成性別歧

視，且否定原住民族的身分自治（鄭川

如，2013；Chen, 2022）9。

在憲法訴訟引發的爭辯中，有一群

被遺忘的女人：與原住民男性生育子女

的漢人女性。3.4% 的原父漢母家庭子

女沒有取得原住民身分，亦即僅有3.4%

的原父漢母家庭子女從母姓，而從母

姓的代價是子女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

換言之，在父姓常規與姓名綁身分制度

的共同運作下，原父漢母家庭的原父大

多能讓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但絕大多

數的漢母無法傳承自己的姓氏，漢母的

9 不過，鄭川如教授主張無干預的自治（nonintervention），我則主張無宰制的自治（nondominance）。 
 有關無干預與無宰制的區分，參見 Iris M. Young（2007: 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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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姓仍然難從。這類家庭子女從母姓的

比例略高於全國新生兒由父母約定從

母姓的比例，或許某程度上顯示漢族優

越略有影響，但漢母的漢族族群優勢並

不明顯。整體而言，姓名綁身分的制度

讓原父分享了漢人社會的父姓常規紅

利（雖然也同時遭受漢姓／名常規的壓

迫），漢母在姓氏的約定上仍居劣勢。

憲法訴訟爭議的核心是另一群女

人：與漢人男性生育子女的原住民女

性。她們長年以來面臨「外嫁」、「漢

化」、「為漢人生育子女」的質疑，舊

法原則上不賦予其所生子女原住民身

分，但讓原住民男性與非原住民女性

所生的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換言之，

在舊法時代，不論原住民女性或漢人女

性，都「依法」為男性的種族生育後

代。在 2001年的原住民身分法施行後，

原父漢母家庭的漢母仍然難以傳承自

己的姓氏與身分，僅有極少數的漢母因

漢人優勢而取得協商優勢，使子女能從

母姓、但不取得原住民身分。而在新法

的契約規範下，固然可能有過半的原母

漢父家庭中的原母取得較多協商籌碼

（暫不論其中包含原母單親）讓子女的

姓名從母、傳承身分，鬆動了這類家庭

的漢人父姓常規，但仍有至少三成多的

原母（姑且不論其意願）的協商困境被

原住民身分法「姓名綁身分」與漢人父

姓常規所強化，在漢人優越與男性優越

的共同作用下，她們的子女從父姓、也

不取得原住民身分，而這類未傳承身分

的原母人數可能是原父的近二十九倍。

而且，歷史上對原住民女性及其子女的

雙重排除，使得一些因外婚而喪失原住

民身分的原住民女性後代還需經歷申

請回復身分的程序。

性別與種族的交織是使得漢母能

因為漢人優越而克服性別弱勢，或使

得原父能因為父姓常規而克服種族弱

勢，或者是因為又加入了矯正種族歧視

措施的影響而削弱了原住民的種族弱

勢？或者階級的因素已經超越了種族

與性別的交織作用？這個問題很難被

簡單回答。一般而言，在教育與職業上

較佔優勢的女性較有可能有支持子女

從母姓的配偶（Chen, Peng, & Chang, 

2017），但教育程度較高的原住民女

性傳承身分給原漢子女的機會並沒有

高於教育程度較低的原住民女性（劉千

嘉、章英華，2020）。此外，如果將取

得原住民身分視為純粹獲得利益的行

為，不只可能過度簡化了身分取得的行

動與認同的意義，也可能輕忽了身為原

住民生活在漢人優越的社會中，面對敵

意環境的艱難與沈重。陳叔倬（2018）

認為，認同的污名已經消失，而且漢父

原母家庭的社會資本高於原父原母與

原父漢母的家庭，在原住民的內部競

爭上佔有優勢，因此需要認真面對「漢

父原母原住民子女是否適用包容的大

原則」。他的主張有部分與 2001 年原

56

觀察評介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56 2022/8/30   下午9:20



住民身分法立法時的官方立場類似。然

而，污名是否已經成為「威名」？原母

漢父的家庭是否應該被視為原住民族

內部的資源「不正競爭者」？與漢人男

性組成家庭的原母是否仍然背負漢化

的族群歷史包袱、持續面對原住民族族

內與族外的懷疑眼光？這恐怕是更需

要審慎面對的問題。再者，我們也需留

意父姓常規與姓氏文化的漢族性，對於

不使用姓氏的原住民族而言，子女使用

原母或原父的漢姓可能都不具有文化

認同傳承的意義，使用漢母或漢父的漢

姓也是一樣。但對於漢族而言，子女使

用父或母的漢姓，就有支持或違逆父姓

常規的意義。

從原父漢母與原母漢父家庭子女

的身分取得狀況來看，我們可以大致推

論，在姓名綁身分制度下，對於原漢家

庭而言，漢人的父姓常規有利於原父的

身分傳承（但原父的漢姓可能無文化傳

承意義）、不利於漢母的母姓傳承（但

漢母仍可能在漢人優越結構下傳承漢

人認同），而固然有過半的原母得以克

服漢人的父姓常規而讓子女從母，但未

偏離漢人父姓常規的原母則必須付出

子女無法傳承原住民身分的代價。這些

原母可能是認為漢人父姓不具文化價

值或意涵，但從母的漢姓既無原住民族

的文化意義、也不符合該族的命名傳統

（如憲法訴訟的當事人鄭川如之太魯閣

族）；有可能是無法克服漢人的父姓常

規、未能在命名的契約協商中勝出（或

是根本未協商）；也有可能是不想要小

孩取得原住民身分。對於希望讓小孩取

得原住民身分、卻基於各種原因而未能

符合命名門檻的原住民母親而言，這個

門檻就延續了歷史上的排除，也強化了

當代對此類原住民女性傳承能力與意

願的懷疑。相較之下，與漢人女性共組

家庭的原住民男性既沒有遭受嫁出條

款的歷史性排除，更可以獲得漢人從父

文化的紅利。

這樣的分析並不是要否定原住民

男性所遭受的壓迫或漢人女性所享有

的漢人紅利，而只是要指出性別與種族

的不同交織。從原母漢父家庭的從姓統

計來看，似乎已出現「父姓易移」的現

象，對漢父而言是鬆動了父姓常規，但

原母的姓氏仍是漢姓，漢名常規仍然穩

穩在位，而未（能）讓子女從母姓的原

母則付出無法傳承身分的代價。我們不

知道有多少與漢人男性共組家庭的原

母自己使用族名，並且認同自己族裔的

命名方式。或許，對於這類原母來說，

「從母」之名才真的具有族群傳承與認

同的意義。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原母不

同意自己族裔的主流命名傳統，抱持文

化異議，希望改變其族裔的主流命名傳

統、或重新界定其傳統。對這類原母來

說，或許不論從母的漢姓或是從其族裔

的主流命名傳統，都無法同時獲得性別

平等與族群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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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漢人法庭爭原住民權利：

臺灣的Martinez難題？

姓名綁身分憲法訴訟的爭議不

只攸關身分正義的內涵，也涉及追求

正義的途徑。有論者認為，將此問題

訴諸憲法訴訟會造成原住民族內部的

對立與撕裂，為什麼要找大法官為原

住民的身分問題給答案呢？（Ljegay 

Rupeljengan 樂 鍇 ‧ 祿 璞 崚 岸，

2022）。訴訟的法律動員是追求正義與

社會運動目標的適當途徑與策略嗎？

這是個法律與社會運動研究的課題，

在姓名綁身分訴訟一案則突顯了上漢

人的法庭爭取原住民權利的困境。憲

法訴訟的當事人其實也主張，原住民

族的身分自治才是最好的解方。這讓

人不禁聯想到美國Santa Clara Pueblo v. 
Martinez , 436 US 49 (1978) 一案所引發

的爭議。

Santa Clara Pueblo 族的 Julia Martinez

和外族的男性結婚並生下兩個小孩，小

孩在 Santa Clara Pueblo 的部落成長，

參與部落生活與文化，也會說部落的語

言。然而，Martinez 的小孩無法取得部

落成員身分，因為 Santa Clara Pueblo

在 1939 年制定的部落法規定，與外族

結婚的女性所生的小孩不能獲得部落

成員身分，但與外族結婚的男性所生的

小孩則可以獲得身分。這表示 Martinez

的小孩無法享有原住民的健保，在她死

後也無法繼續住在部落。Martinez 向部

落會議申訴，主張這是性別歧視，但沒

有被接受。她繼而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
10，卻也同樣失敗了。雖然聯邦上訴法

院判決 Martinez 勝訴，但是在部落上

訴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程序理由判

決她敗訴，認定這是不屬於聯邦司法管

轄權範圍的部落主權事務，亦即應由部

落自治決定。

本案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迄今唯

一一個處理原住民女性身分傳承能力

的案件。Martinez 的處境可說是內外夾

擊，她不只在原住民族內部與外部討公

道都失敗，還被指責是找壓迫者的白人

法院討公道。Catharine A. MacKinnon

（1987: 63-69）曾評論此案，認為在人

們批評部落的規定具性別歧視時，除了

要質疑部落的女性為何無法參與決策

之外，更必須思考這個事實：部落是

從被白人侵略開始才採用這樣的成員

認定規範來避免被白人滅絕，因此部

落以女人為代價來護衛自己文化的這

種性別不平等更像是一種「白人的想

10 Martinez 獲准代表所有與她相同處境的女人（即所有 Santa Clara Pueblo 的外婚女性），她的女兒 Audrey  
 Martinez 則獲准代表所有與其相同處境的子女（即所有 Santa Clara Pueblo 的外婚女性所生之子女）。

58

觀察評介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58 2022/8/30   下午9:20



法 」（a white idea）， 而 Martinez 這

樣的女人所想望的平等則是白男人所

無法想到的。Sarah Song（2007: 114-

141）也指出，這是一個「內部少數」

（internal minority） 的 個 案，Santa 

Clara Pueblo 當初採納這樣的規定是一

系列部落與外部主流文化和聯邦政府

互動的結果，是美國聯邦政府將「成

員」（membership）管制的觀念強加於

原住民族之上、並「建議」採取限縮成

員的管制方式，這種管制並非源自於部

落傳統，而比較近似美國的國籍法性別

規範（女人從夫、排除女性與其外婚

子女），亦即她所稱的「一致化效應」

（congruent effects）（少數文化與多數

文化的性別歧視一致化）。Song 並主

張，要改變這樣的性別歧視，最好的方

式不是經由外部，而是支持部落的內部

民主過程。

Martinez 訴訟案彰顯了自治的難

題。姓名綁身分的立法雖然有原民會與

原住民立委的參與，但絕非原住民自治

的實現，而是一種外部對原住民身分認

定的干預，這也是為什麼憲法訴訟當

事人與原運都主張身分的自治。然而，

自治不一定是解方。如果將自治定義為

免於外部干預的主權自由，也就是無

干預（noninterference）自治，那麼，

在面對「少數中的少數」（minorities 

within minorities）問題（少數文化群體

中的弱勢少數）（Eisenberg & Spinner-

Halev, 2005） 時， 如 何 回 應「 多 元

文化脆弱性的弔詭」（the paradox of 

multicultural vulnerability）（少數文化

中的弱勢者可能承受不對等的代價）

（Shachar, 1999），就是個難題。例如，

司馬庫斯部落自治公約規定，「嫁出去

的女兒在 Tayal 的傳統律法 GaGa 中已

非部落居民，不可帶其夫家到部落經

營投資，若因生活困難投靠父母及家

人，須經部落共同許可並遵守部落的規

範」。司馬庫斯部落的例子與Martinez
的案件同樣以部落自治規範進行性別

的排除，但也同樣可說是多數文化規範

影響少數文化的「一致化效應」。

另方面，Martinez 一案也凸顯民主

與自治二者並進的重要。由於姓名綁身

分的規定是國家法，原住民女性無法透

過自治機制來改變之，只能透過挑戰國

家法來尋求改變。人們或許會質疑，面

對姓名綁身分這個在原住民族內部意

見分歧的議題，為何不先在原住民族

內部形成議程共識、再以集體行動對

外尋求改變，或者至少嘗試在內部尋

求共識，嘗試不成之後再往外求援，就

像 Martinez 是先在族內尋求改變、不成

之後才「向外求援」？也就是說，原住

民族內部的溝通與共識形成是否應該先

於訴訟？究竟哪種法律動員策略最為適

當，或許難有標準答案，就像 Martinez

即便已經訴諸自治機制的內部救濟，也

仍難免於被質疑為何後來要往外向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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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而部落女性在族內尋求修法的主

張也長年來未獲接受。2012 年，Santa 

Clara Pueblo 終於在公投之後通過修法，

接納外婚女性的子女為成員。

四、改變，從自治開始

從臺灣子女姓氏法律改革的歷史

與現狀來看，男女相同的約定權無法有

效撼動父姓常規（陳昭如，2014）。

男女相同的原漢子女（綁姓氏）身分約

定權，也未能大幅改變原住民女性傳承

身分的困境。姓名綁身分的制度延續了

原父在原漢子女身分傳承上相較於原

母的優勢，漢母則面臨原漢子女從母姓

就無法有原住民身分的窘境。此制度固

然某程度縮減了漢父的父姓常規紅利，

但原母的身分傳承卻主要藉由漢姓而

非族名的中介，而沒能讓子女從母姓或

使用族名的原母也無法實現傳承族群

身分的權利。憲法法庭僅認定現行法違

反種族平等、未認定其違反性別平等的

判決結果，更彰顯了原住民女性所遭受

的歧視只能被以種族歧視看待的困境，

種族與性別的交織歧視仍難獲承認。

面對種族與性別的交織不平等，

我們必須留意父姓常規的漢族性，同時

促進父姓常規與漢姓／名常規的改變，

並避免以姓名綁身分的制度對原母與

漢母造成不利。自治是創造改變的開

始。長年來被漢人國家主導的原住民身

分制度，不僅否定了原住民族的自我決

定，更在「一致化效果」下造成性別歧

視。面對未來，自治將可讓原住民族

透過自決來處理群體身分的管制，但

自治模式也必須面對「少數中的少數」

問題，以及原漢共處同一社會的現實。

Iris M. Young（2007: 65-66） 所 主 張

的無宰制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 as 

nondomination）模式值得參考。無宰

制的自決強調關係性的自主（relational 

autonomy），假設人群彼此之間是

彼此相互關連而非各自隔離，因此

以無干涉作為初步原則（prima facie 

principle），但自治群體也需考慮人群

與資源的相互影響，與外部群體以平等

的地位相互協商，在內部成員面臨壓迫

時，無干涉的初步原則可能必須退讓，

而國家也必須對弱勢自治群體給予積

極的支持。「無宰制的自治」有助於實

現憲法所保障的「多元文化」與「性別

平等」。在此模式之下，不僅需要保障

原住民族的自我決定、留意群體內部的

權力不平等，也要考慮原住民族與漢族

群體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建立族群內

部與跨族群的民主決策機制、考量承認

雙重或多重身分的可能性（亦即 mixed 

race，混種身分），將是不可迴避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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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鬩牆與原民相殺：原住民身分

認定的差異政治
文｜林承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原住民媽媽真的生
不出原住民小孩？

　　2022 年憲法訴訟新制上路，首先

迎來的案件是原民子女身分釋憲案。其

爭點在於《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二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原住民身分

除了可以透過「傳統名字」取得外，也

可以透過姓氏的要件作為原住民身分的

認定資格。換句話說，子女要從原民那

方（父或母）的姓氏，才可以取得原民

身分，也就是案件訴訟代理人鄭川如

（2013）主張的「姓氏綁身分 1」條款。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11

案件的聲請人與代理人認為這樣的法律

效果會導致原住民媽媽生不出原住民小

孩。也因此憲法訴訟的攻防聚焦於「姓

氏綁身分」條款的基本權爭議，是否違

反憲法的性別平等、種族平等和人性尊

嚴等。憲法法庭在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

判決宣判系爭規定違憲，主張系爭規定

對於原民的身分認同權和種族平等限制

違反比例原則，並以兩年的定期失效作

為宣告類型。

　　上述的憲法爭議除了在法庭上進行

激烈攻防，在原民社群內部也是意見分

1 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也包含傳統名字的要件，稱之為「姓氏綁身分」是否妥當，黃昭元大法官於憲法法
庭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協同意見書稱之為「姓名綁身分」。但考察原住民傳統族名的法律史，比如〈原
住民身分認定標準〉（為《原住民身分法》的前身，並於 2001年廢止）第三條第二款但書規定：「但母無兄弟，
約定從母姓者，取得原住民身分」，以及 1995 年《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二項修法：「臺灣原住民族之姓名
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其已依漢人姓氏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主管機關應予核准」。上述的
修法過程可以看到 1995 年以前原住民身分的取得都是依據「姓氏」，但 1995 年之後，因《姓名條例》修法
後才開始允許原住民回復傳統名字，但回復的資格也必須是「原住民」，非原住民無法回復傳統名字，然後
直到 2001 年《原住民身分法》通過，才開放「從具原住民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因而「姓氏」仍作
為原住民身分取得很重要的要件。另外，從具原住民傳統名字是意味著「不從」非原住民父或母的姓氏而取
得原住民身分，因此也可以反面理解為是「姓氏綁身分」（只要子女不是從漢父或漢母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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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姓氏綁身分」的原民資格要件也

讓我回憶起國小時期，那時我困惑為何

我們的家庭姓氏那麼「多元」。我、二

姊和我的閩南父親姓「卓」，我的原民

母親姓「林」、大哥和大姊姓「潘」。

每當要向國小同學介紹我的家庭成員，

總會遇到一些令我尷尬難以回答的提

問，比如為何我跟大哥不同姓，我爸到

底姓「卓」還姓「潘」。事後回想，

這些疑問也可以反映當時的父姓常規預

設：「我媽姓什麼不是重點，以及兄弟

姊妹的姓氏差異是代表我媽改嫁」。換

句話說，「卓」姓與「潘」姓在父姓常

規的現實下，母親的姓氏不會傳承在子

女身上，因此我與其他兄弟姊妹的不同

姓，並不會被認為是一方來自父親，另

一方來自母親，反而認為我的母親經歷

了兩次婚姻。直到上國中時父母離異，

母親取得我的親權（我二姐歸屬於我

爸），並將我的姓氏從「卓」姓改「林」

姓（我二姐依然姓卓）。如果再進行一

次的家庭成員介紹，我想我同學的預設

可能會認為我媽經歷了三次婚姻關係

（潘先生、卓先生與林先生），因為我

的林姓會被預設來自父親那方。

　　然而，在這看似複雜的家庭關係

中，我與兄弟姊妹彼此的共同聯繫就在

於我的母親，不論是本質上的血統連繫

還是家庭成員互動的關係，都以我的母

親作為中心（我與二姐不熟識潘先生，

大哥與大姊則不熟識卓先生），但我的

母親卻始終無法以自己的姓氏傳承予我

們，並作為我們一家人的共同記號。我

的成長過程印證的是鄭川如教授所稱的

「原住民媽媽生不出原住民小孩」。而

我的原民身分是在父母離異的意外下，

母親才將自己的姓氏「暫時性」的賦予

給我。雖然我符合系爭規定取得原民身

分，但父親與母親在子女親權協商的約

定中主張，當我成年並完成學業後，要

從「林」改回「卓」2。因為民法的規定，

我成年後僅能改姓一次。易言之，當從

「林」改回「卓」就意味著我不能再改

回母姓 3，並會失去原民身分。而母親

對此並無意見，反而每年會要求我回父

親家過年，應該當個卓家的兒子。從旁

人的角度來看，會認為我的母親僅是因

2 按照民法 1059 條規定第二項規定：「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 
 或母姓。」同條第三項規定：「子女已成年者，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同條第四項規定：「前二項之變更， 
 各以一次為限。」
3 即便成年後改姓權在於我的自主選擇，但父親也給予我壓力，不斷強調當學業完成獨立工作後，我應該 
 要改回「卓」承慶，並叫我認祖歸宗與傳宗接代等漢人繼嗣文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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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制度上誘因，也就是關於原民身分才

享有的積極矯正歧視措施（affirmative 

action）4，才讓我取得原民身分，為了

取得學費減免、升學加分優待、原民相

關獎學金等福利因素。

　　對照憲法法庭的訴訟案，我不停思

考我的故事究竟應擺放到正方還是反方

的位置，原住民媽媽是否就真的生不出

原住民小孩？因為，我的母親確實因

為制度上的誘因取得我的親權，但我成

年卻又必須受到父姓的挑戰，這樣暫時

性的原民身分究竟要如何看待？在原民

身分認定的憲法爭議中，認同的重量是

取決於血緣、姓氏還是平等？不論是法

庭內的憲法爭論，還是法庭外的認同辯

證，似乎都將其焦點放置原民身分的資

格認定：到底要怎樣才算是一個「合格」

的原住民？但我認為系爭規定的重點在

於多元交織性的位置，原民子女身分的

議題涉及到種族／族群的認同難題，也

涉及到種族／族群與性別的平等課題，

多元交織性更凸顯原民社群的內部差

異，關乎不同社會範疇交織而成的社會

位置，因此將以差異政治的面向來思考

原民身分認定的爭議，從批判種族女性

主義（critical race feminism）來思考原

民女性與漢人女性的緊張關係（姊妹鬩

牆），以及原民社群的內部分歧來反思

部落批判種族理論（tribal critical race 

theory）的困局（原民相殺），主張原

民權利的爭取與原運的議程設定必須差

異化，才有辦法照顧更為邊緣的群體，

也才能更進一步反省相關議題。

二、姊妹鬩牆：批判種族女性
主義的反省
    

　　此次憲法爭議在於系爭規定是否

造成原住民女性的性別不平等，也就

是導致「原住民媽媽生不出原住民小

孩？」，這樣的命題是典型的多元交織

性（intersectionality）。黑人女性主義法

學者 Kimberlé Crenshaw（1989）以黑女

4 國內多數公法學者的翻譯為「優惠性差別待遇」，「優惠性差別待遇」首次出現司法院釋字第 649號（視 
 障按摩業案），司法院釋字第 719號（原住民比例進用案）則改稱「積極優惠措施」。然而，不論是「優 
 惠性差別待遇」還是「積極優惠措施」的翻譯，會以為原住民族的制度保障是一種恩惠，因為「優惠」 
 一詞所彰顯的政治道德意涵為並不是原住民應得的。因此我認為這樣的翻譯，所凸顯的是主流優勢群體 
 的觀點，反而無法反省優勢群體的特權，故主張應用「積極矯正歧視措施」一詞來彰顯。亦有原住民學 
 者用「積極賦權行動」作為 affirmative action 的翻譯（見石忠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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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觀照近期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同性婚姻釋憲案）、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通姦罪釋憲案）和司法院釋 
 字第 807 號（女性夜間工作禁止釋憲案）等，都可以看到主流婦運在議題上的倡議耕耘與法律動員。但 
 我疑惑的是，為何在原住民子女身分認定釋憲案，卻幾乎沒看到主流婦運在此議題上的表態與聲明？

人為例，強調不同社會範疇的交織影響，

觀照性別、種族與階級的交互關連，其

受到的壓迫無法單以性別或種族分別來

看，因為這是雙重壓迫，不能以「是…

就不會是…（but for）」方式來理解。因

而，原住民女性的壓迫難以僅用種族或

性別上的單一壓迫來涵蓋，留意到兩者

的交織性可以反省原運議程的內部差異。

　　Crenshaw（1989）在其強暴法改

革研究指出，有色人種女性會同時面

對貧窮、養育責任和本身工作技能的

缺乏，有其結構上的交織性，對於移

民女性而言還有文化和語言上的障礙。

強暴所面臨的交織性涉及到法律資源

分配的問題，比如強暴救援中心的救

濟管道和諮詢服務，對於有色人種女

性而言取得較為困難。政治上亦面臨

交織性的困境，由於有色人種女性既

屬於種族與性別的範疇，但兩者在政

治議程上的改革有其潛在衝突，比如

黑女人受到的性別壓迫無法與白女人

相同，而受到的種族壓迫也無法與黑

男人相同。在強暴法改革上則會面臨

婦女運動和種族運動的雙重排除，比

如黑人運動關注的是黑男人的加害者

種族刻板印象，而婦女運動則是關注

在主流白女人的受害形象，反而黑女

人的性欲刻板印象被打造成壞女人形

象，形成「只有好女人（白女人）會

被強暴的性別敘事」。

　　同樣地，原民女性的需求在原運

與婦運的議程是否有腹背受敵的處

境？主流原運的議程難以關注原民女

性的需求，而主流婦運是否又能觸及

原民女性的議題？過去臺灣的婦運在

憲法動員時曾扮演重要的角色（陳昭

如，2012），但在這次原民身分認定

的爭議，卻鮮少看到主流婦運的支援

與批判 5。這樣的觀察也反映出主流婦

運的自由女性主義傾向，《原住民身分

法》的性別中立條款難以被認為違反性

別平等，因而主流婦運並未將原民子女

身分認定構框為性別平等問題。

　　另一方面，原民會的機關代表主張

父姓常規在原母漢父的情況下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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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將近 65% 的原民女性（相比於漢

人女性的 5%）可以傳承自己的姓氏給

子女，因而主張並未違反性別平等 6。體

質人類學者陳叔倬（2018）的研究說明

這是一種從「認同的污名」到「認同的

威名」轉向。性別平等的論證似乎可以

證成，原民女性因為制度上誘因相比漢

人女性更容易從母姓，因此可以舉重以

明輕：「由於民法 1059 條的子女姓氏約

定權條款既然還沒有被宣告違憲，並從

漢人母姓的比例那麼低，還沒有被認為

是違反性別平等時，如何證成系爭規定

是違反性別平等！」這樣的思考也彰顯

在大法官的內部歧異 7，因而可以推測子

女姓氏的統計數據讓此次憲法判決並未

針對性別平等進行審查。當原民女性相

比漢人女性擁有更大的子女姓氏協商權

（制度性誘因），似乎就無法從交織性

理論得證漢人女性相比於原住民女性，

是樓上樓下的關係（陳昭如，2011），

反而形成姊妹鬩牆的窘境，產生「女人

（原住民）為難女人（漢人）」的命題。

　　然而其數據矛盾在於「父不詳者」

的偏頗算法，將父歿、離異等其他多元

家庭型態共同計算，因此難以判斷究竟

制度性誘因如何能挑戰父姓常規並造

成「認同的威名」。此外，我認為必須

留意即使從母姓，也始終都在跟父姓協

商。比如我的母姓是來自於父母離異的

協商，並且在民法改姓規定下，我必須

於成年後受到父親親族的壓力而被要

求改回父姓，我的母姓隨時會受到父姓

的挑戰。換句話說，原住民媽媽還真的

生不出原住民小孩，不是僅靠數據的粗

糙呈現，就能將我的生命經驗作為原民

母親有較大協商權的統計數字，因為數

字背後呈現的依然是具有父姓常規與

漢名常規的壓迫性結構。因此，正如柯

哲瑜（2022）所言：

鬆綁「姓氏綁身分」條款才能真正還

6 見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0113 憲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書，頁 5。
7 比如黃昭元大法官就認為從數據來看沒有性別平等的問題，見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協 
 同意見書，註 21、22。而主筆大法官黃虹霞則於協同意見書（頁 7）有進行性別平等審查的操作，肯認 
 姓氏綁優惠確實會從母姓的效果，但認為應區分原民身分認定與優惠規定，認為無制度誘因的話依然會 
 是從父姓的結果。我的粗淺看法在於，即便鬆綁從姓要見的規定，也依然會看到父姓常規的作用，民 
 法 1059 條就是一個典型的現象。更進一步言，黃虹霞並未從交織性的方式去檢視性別平等，是我認為 
 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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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住民的數量，不再將那些原住民

媽媽所生的孩子排除於外。至於那不

斷重複訴說的「認同的威名」，又是

原住民女性歷經多少衝突、矛盾以及

家庭革命才換來的？

這些原住民母親所遭受的困境，便是受

到種族、性別、殖民主義與階級的交織

性壓迫，但這些經驗無法從原民會的統

計數字呈現出來。

三、原民相殺：部落批判種族
理論的困局

　　此次原民身分認定爭議的另一個

戰場在於原民社群，形成原民相殺的

論爭。一方強調從姓是一種認同表徵

（如：陳叔倬，2022），另一方則認

為這樣的認同表徵是對於混血原民的

歧視與排除（如：Savungaz Valincinan, 

2022）。而這樣的論爭，也凸顯出原

民的世代落差。某個意義上，可以說是

部落原民與都市原民的處境差異，進而

彰顯出部落批判種族理論的困局。部落

批判種族理論強調原住民的邊緣空間

（liminal space），也就是在政治上和

種族化的身分性質，因此主張部落主

權、自治、自決和自我認同，並留意政

府的政策和教育制度如何對原住民進

行同化治理（Brayboy, 2006: 429）8。

換句話說，部落批判種族理論的核心重

點在對殖民主義的檢視，及留意後殖民

的帝國主義戰略和主流群體的優越性

位置。因此，原民身分認定的爭議凸顯

出部落原民的焦慮，擔心原民身分的擴

大會讓更多的「假原住民」搶奪原住民

的資源，擴大族內競爭的壓力，讓整體

原住民族的處境更加艱難。

　　然而，部落批判種族理論的預設

在於「部落」的空間範圍，要成為一

個原住民，會產生各式各樣的本質主

義想像：一方面強調文化的真確性，

另一方面高度重視原住民群體的強烈

8 原民相殺的論爭中，國民黨籍阿美族鄭天財立委表示原民身分的認定不應該交由非原民的大法官來處理， 
 反而要交由原民立委來討論，才符合「原民自治」，見原視新聞網站：https://news.ipcf.org.tw/28930。上 
 述說法雖然反映部落批判種族理論的論調，但我認為原民立委是否就能反映原住民族社群的聲音並實踐 
 原民自治仍有疑義，必須留意其原民立委選制設計（平地原住民與山地原住民的區分是否恰當），以及 
 政黨選舉在裡頭扮演的角色，相關原住民族選制批評論述可以參考高德義（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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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感；卻也造成了危險。由於以文

化為名而召喚的認同感，很容易忽視

都市原民與部落原民的處境差異 9，

都市原民的特殊處境在於離散經驗
10，也就是離散主義（diasporism）

與原民主義的緊張關係。當代多數的

原住民並不是居住在部落，也並非處

於與外界沒有互動的封閉狀態，甚至

對於原住民而言，移動與遷徙是一種

日常而非例外，這些是當代都市原

民所面臨的離散處境。正如人類學者

James Clifford（2013 ／林徐達、梁

永安譯，2017: 81-82）所言，絕對

化的原民主義是一種讓人害怕的烏托

邦願景，它會導致規模大得難以想像

的徒置和族群淨化，會否定掉所有移

動、都市化、棲居、再原民化、根陷、

再前進、侵略和混合的深度歷史。

　　故從離散主義的經驗來看，當代

的原民身分認定應從更開闊的角度來

認識，我們確實要留意殖民主義的影

響，藉由部落批判種族理論來反省殖

民主義與後殖民的帝國主義戰略。但

另一方面，都市原民遭受的困境除了

殖民主義的延續外，還包含離散主義。

離散經驗指出都市原民與部落失去聯

繫，與自己的原民親人沒有密切的往

來與聯絡，自己不會族語，也很少參

與部落的儀式與祭典，甚至自己在追

尋成為原住民的過程中總是充滿質疑、

困惑與矛盾。這些負面感受對於都市

原民而言，總會提醒自己夠不夠格當

一個原住民。更甚者，都市原民的離

散經驗反而會讓自己感受到「裡外不

是人」的強烈矛盾：一方面，被外界

質疑自己的原民身分不夠「純粹」，

另一方面，則可能被部落原民質疑非

常「漢化」，形成雙重排除。

　　因而，這場原民相殺的論爭中，正

凸顯出原漢子女的認同危機，不論是在

9 應留意都市原民與部落原民並非為當然的二分，也要留意到當代社會對於都市原住民概念的挑戰與反省。 
 此外，本文為了凸顯離散經驗，才特別暴力區分部落原民與都市原民，但不代表我沒有留意到部落原民 
 的離散經驗。關於戰後臺灣都市原住民的形成，涉及到部落勞動力人口外流的問題、求學與經濟剝削的 
 脈絡，相關論述見楊士範（2015）。
10 關於臺灣都市原住民的人口調查，主要從戶籍的位置是否在原鄉來判斷，但若著眼於教育、勞動、生活 
 與各項族群議題的討論時，已遷籍的都市原民並不能完全反映原住民族在當代社會快速變遷下，都市原 
 民離散的真正處境（見劉千嘉，2013: 99）。另一方面，根據 2022年 4月原住民族設籍的人口統計資料， 
 都會區的原住民佔 48.69%。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list/940F957976 
 5AC6A0/458C3892C954EEF49AF2D28D9DE13FA2-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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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求學或工作，或其父母搬離部落到都

市生活，或是自己並不在部落長大，從

未學習有關部落的知識、技藝與文化，

也無法理解部落耆老的語言等等，原漢

子女的認同危機即反映出都市原民的

離散經驗。離散經驗難以被部落原民輕

易理解與接納，甚至還可能遭受排除，

這也是此次原民相殺論爭不停辯證的

認同難題。雖然憲法判決肯認原漢子女

的身分認同權，認為姓氏綁身分條款違

憲，看似替原漢子女的認同危機劃下休

止符，但我認為關於原民認同的法律戰

場並未結束，而會延伸到積極矯正歧視

措施的相關法律爭議，上述的擔憂可以

從憲法判決中映證：

如相關機關本於有限資源合理分配考

量，欲以族群文化認同強度作為具原住

民血統者，所得各項原住民優惠措施之

高低準據，尚屬立法裁量範疇，但依憲

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仍不應以

父母雙方均為原住民或僅一方為原住

民做為區別標準。

　　換句話說，基於資源分配的考量，

族群文化認同強度仍得以作為原住民內

部的區別標準，似乎作為一個原住民並

不是基於身分認同的「權利」，而是文

化認同的「義務」。彷彿在大法官的眼

裡，「認同」對於原住民族而言是一件

理所當然的追求，所以關於資源分配的

法律政策則可以交由立法裁量。另外，

族群文化認同強度的區別規定也早有相

關法律或命令進行安排，比如〈原住民

學生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

第三條規定透過語言檢定的通過與否給

予不同的加分優待（通過則加 35%，未

通過則加 10%）11。因此，原民相殺的

論爭並未因憲法判決而停止，而是會在

積極矯正歧視措施和相關原民法律制度

（比如原住民保留地）繼續上演。

四、結語：差異政治的原權與
原運

　　當大法官認為系爭規定違憲，用種

族的形式平等論證說明原漢子女與原原子

女不該有所差別待遇，強調「從姓」要件

作為客觀認同表徵的手段違反比例原則，

並以憲法第 22 條的概括條款來創設原民

11 提醒的是，加分政策的起源一開始也並非基於資源分配的邏輯而給予原住民族，而是國民政府基於同化 
 政策為目的的殖民治理，相關論述見陳張培倫（2010）。

71

116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71 2022/8/30   下午9:20



參考文獻
 
Savungaz Valincinan（2022）。〈原住民身分法釋憲：一場如同佛地魔對混血巫師

　　　的忠誠度追殺〉。取自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855004

石忠山（2008）。〈積極賦權行動與補償正義〉，施正鋒、謝若蘭編《Affirmative Action 與 
　　　大學教師聘任》，1-38。臺北：翰蘆。

柯哲瑜（2022）。〈致我親愛的漢族父親：寫在原住民身分法釋憲案時〉。取自 https:// 
　　　www.sehseh.world/article/4200748

高德義（2014）。〈邁向有效的政治參與：台灣原住民族選舉制度的批判與改革〉。《台 
　　　灣原住民研究論叢》，16：1-32。

的身分認同權，確實讓原民的權利論述有

一大進展，這樣的進展也是歸功於原民當

事人的憲法動員。然而，讚揚憲法判決的

同時，也應該重新思考原民權利的爭取與

原運的議程設定，以差異政治來反省認同

政治的限制。Iris Marion Young（1990 ／

陳雅馨譯，2017）的差異政治反思社會運

動過程中的身分政治問題，由於認同政治

是在挑戰支配群體，透過政治化被支配的

群體身分，要求公領域上的平等與政治權

利，因此可以挑戰支配群體的同一性邏

輯，藉此正視支配群體所排除與賤斥的被

支配群體。

　　過往原運與原權的追求所要挑戰的

是漢人群體的同一性邏輯，不讓原住民

族成為漢人眼中的他者，但差異政治開

始讓我們重新反省社會運動的認同政

治，是否再次複製同一性邏輯，進而影

響運動的議程安排，忽略了受支配群體

中的內部差異。

　　進一步言，既有主流原運應涵蓋

原民女性的需求，也應該重新正視都

市原民的離散處境，並差異化主流原

運的議程設定，讓原民權利的內涵更

加豐富而多樣。透過差異政治的思考，

我們才得以理解交織性的重要性，讓

我們恰當的去面對此次憲法爭議中的

認同難題。因為認同從來不是鐵板一

塊，也不該是本質主義式的召喚，而

是部分重疊、相互競逐與彼此掙扎，

然後在既穩定又失序的當代身分政治

中，找出實踐的空間。

72

觀察評介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72 2022/8/30   下午9:20



陳叔倬（2018）。〈認同的威名：漢父原母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的人口研究〉。 《台灣原 
　　　住民研究論叢》，23：1-28。

陳叔倬（2022）。〈我是漢父。我支持現行《原住民身分法》的「從姓／傳統名字門檻」〉。 
　　　取自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804404

陳昭如（2011）。〈交叉路口與樓上樓下——反歧視法中的交錯問題〉。《月旦法學雜誌》， 
　　　189：51-68。

陳昭如（2012）。〈改寫男人的憲法：從平等條款、婦女憲章到釋憲運動的婦運憲法動員〉。 
　　　《政治科學論叢》，52：43-88。

陳張培倫（2010）。〈原住民族教育改革與原住民族知識〉。《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8： 
　　　1-27。

楊士範（2015）。〈都市原住民〉，詹素娟、康培德、李宜憲主編《山海尋跡：臺灣原住 
　　　民文獻選介》。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劉千嘉（2013）。〈北部地區都市原住民的移徙與轉進〉。《地理學報》，69：83-104。

鄭川如（2013）。〈「原住民身份法」中「姓氏綁身分」條款的違憲分析〉。《國立中正 
　　　大學法學集刊》，40：1-40。

Brayboy, B. M. J. (2006). Toward a tribal critical race theory in education. The Urban Review,  
　　　37(5): 425-446.

Clifford, J. (2013). 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林徐達、梁永安譯（2017）。《復返：21 世紀成為原住民》。 
　　　臺北：桂冠。

Crenshaw, K. (1989).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8(1): 139-167.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陳雅馨譯（2017）。《正義與差異政治》。臺北：商周。

73

116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73 2022/8/30   下午9:20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12

「原民身分認定的性別難

題：血緣、姓氏與平等的

認同之爭」論壇紀錄
文｜郝思傑│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兼任助理

圖｜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

前言

　　2022 年 4 月 1 日憲法法庭公布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宣告

《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等要求原漢雙裔子女必須從原住民父

或母的姓或傳統名字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的規定違憲。這不只

是一份關於原住民身分傳承與認同的判決。在漢人社會的父姓

常規與部分原住民族命名傳統的共同作用下，表面上性別中立

的規定使得原住民母親難以傳承身分給子女。因此，本件憲法

訴訟的當事人除了訴諸原住民的身分自治權、文化權、種族平

等權，也訴諸性別平等權，主張該法違反性別平等。

　　本案有兩組當事人。身為太魯閣族女性的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鄭川如副教授曾經研究《原住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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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基礎法學研究中心、

公法學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臺灣法學會基礎法學委員會

時間│ 2022 年 4 月 8 日 15:30 ～ 17:3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7 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陳昭如│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引言│鄭川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吳若韶代理人

吳欣陽│個人執業律師、吳若韶代理人

馬潤明│元宜法律事務所律師、樂桃 ‧ 來有代理人

回應│蘇慧婕│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分法》法的相關規定，指出「原住民

媽媽生不出原住民小孩」的困境，她

和丈夫吳欣陽律師在女兒出生後即開

始為從父姓的女兒爭取原住民身分的

訴訟之路，並共同擔任女兒的訴訟代

理人。本案另一組聲請人是樂桃．來

有、梧梅．來有，姊妹二人本身為雙

裔子女的後代，其主張原得由祖母傳

承原住民身分，卻因姊妹二人與其父

皆從父姓而遭戶政機關拒絕，因而一

路提起行政訴訟、聲請大法官解釋。

　　在舊法時代聲請大法官解釋獲得受

理的兩組案件合併審理，並且在《憲法

訟訴法》施行第一年成為首度召開憲法

法庭言詞辯論的案件。國立臺灣大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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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基礎法

學研究中心、公法學研究中心、婦女研

究室與臺灣法學會基礎法學委員會於 4

月 8 日特別邀請案件聲請方梧姓兒童代

理人鄭川如、吳欣陽，以及代理其母樂

桃．來有的馬潤明律師為論壇引言，並

邀請臺大法律學院蘇慧婕副教授以憲法

學觀點回應。

隱身的交織觀點

　　主持人臺大法律學院陳昭如教授首

先點出此案為典型的性別與種族交織的

議題。以提出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

著稱的黑人女性主義法學者 Kimberlé 

Crenshaw 曾於其研究中指出，黑女人所

遭受的多軸交織歧視無法被適當認識的

困境。在本案中，訴訟當事人主張原住

民的文化權、認同權等權利受到侵害，

也主張其遭受性別歧視；但憲法法院判

決則選擇僅承認系爭規定違反種族平等，

卻未明白指出其違反性別平等。因此，

陳昭如提出，本案判決的結果是否表示

原住民女性遭受的歧視只被承認為種族

歧視，而不被承認為性別歧視，就像黑

女人所遭受的歧視被認為只是種族歧視

而非性別歧視？也就是說，憲法法庭是

否認定，原住民女性只是身為「原住民」

而遭受歧視，不是身為「原住民女性」

而遭受歧視？她因而提醒，或許透過交

織性的視角能更幫助我們理解原住民母

親在「姓氏綁身分」條款下的處境。

鄭川如引言

　　第一位引言的鄭川如首先點出其對

於本案判決十分滿意，因為本案不只在

結論上給予勝訴的結果，且在判決論理

上也論及由部落自行認定部落族人身

分的可能。對她來說，這趟訴訟旅程的

開始可以回溯到其在太魯閣族部落的成

長經驗：自幼身邊緊密生活、熟諳太魯

閣族語與文化的親戚竟然沒有法律上的

原住民身分，成為其開始思考此一問題

的起點；而三位與漢人通婚的手足在太

魯閣族「從父名」的命名文化以及漢人

從父姓的常規下，只有最年幼的弟弟生

得出原住民小孩，這也使鄭川如開始思

考本案的性別問題與交織面貌。這樣的

問題意識與思考甚至間接帶領著鄭川如

一路求學，到國外學習原住民法相關知

識，並且在歸國後投入為女兒爭取原住

民身分的訴訟實踐。

　　鄭川如也回應幾項自今年一月中憲

法法庭言詞辯論以來常見的不同意見，

例如若系爭規定違憲使得原住民人口增

加恐稀釋整體原住民社會福利資源、加

速原住民保留地之流失等。對於「資源

稀釋論」，鄭川如強調需要先區分依經

濟狀況的福利措施與依族群身分的優惠

性差別待遇措施；因系爭規定被宣告違

憲失效所增加約 9.5 萬名原住民人口，

對前者（依經濟狀況的措施）並不會有

影響，對後者（依族群身分的措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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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細緻區分特定的討論對象，例如在公

務人員特考、大學獎學金或是企業比例

進用制度，各自或許都有不同考量，很

難一概論定可能的後果。況且，若整體

原住民人口增加，政府更應整體提升基

於歷史不正義所為的優惠性保障措施之

資源。至於原住民保留地流失的問題，

鄭川如以圖表說明，其實有接近一半的

土地已因事實上難以使用，皆屬於政府

各機關所持有；而私有化的制度設計，

使得原住民保留地早已偏離原住民族對

於傳統領域的概念，承買資格的限制也

造成土地價值低落與融資困難。

　　鄭川如接著分享兩個在推動訴訟過

程中不斷思考、也支持著自己一路前進

的問題：一、原住民人口的增加對原住

民族未來整體發展有什麼影響？二、

原住民身分認定法制的改變是否符合原

住民族的傳統文化？關於第一個問題，

她認為當代臺灣原住民族至少面臨著語

言文化流失、人口外移、經濟困境與健

康狀況不佳等諸多危機，例如能講流利

族語者往往只剩部落中的長者、城鄉顯

著的教學落差等，而這些問題其實是需

要更多的原住民投入才得以改善，而非

是排除更多人成為原住民。關於第二個

問題，鄭川如則以其田野調查的經驗指

出，原住民對於父、母一方是原住民就

該取得原住民身分此立場，其實具有廣

泛共識。最後，鄭川如分享對未來原

住民族群發展的願景：身分能由部落認

定、資源能由部落政府管理，也就是原

住民族能夠掌握自身族群未來、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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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與自治。

吳欣陽引言

　　吳欣陽表達在身分認定中追求平等

權、民族自治與集體權實踐的願景。首

先引用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第 9 條及第 33 條第 1 項來討論國際人

權觀點下的身分認定原則，包括兼具集

體權與個人權的權利性質、依據相關社

群或民族的傳統及習俗之文化連結必要

性，以及不得產生任何形式之歧視等要

求。就人權觀點而言，不應混淆認同與

文化連結的概念，特別是主觀認同經常

是動態發展的過程，與家庭環境、民族

教育、社會經驗、同儕互動、自身探索

等息息相關。因此族群認同的追求，首

要應是環境的建立與文化參與，而個人

身分的取得更可能是建立族群認同的起

點。在法制上不應透過身分限制反而排

除及抹煞許多參與、形成族群認同的機

會。更何況，若在立法理由預設原漢通

婚、無從選擇血源之子女，不具有原住

民的心理認同且無法實踐原住民文化生

活，已屬於對於原漢通婚家庭與其子女

的刻板印象及偏見。

　　吳欣陽也分享訴訟過程中曾出現的

反挫批評，並參考 Allan G. Johnson 對

人們否認特權、容許歧視存在言說策略

的分析，來回應這些反挫意見，例如：

極小化壓迫（以前有歧視，但現在已

經不是這樣了）、說成別的（不是要不

平等，只是擔心就業、工作或原住民保

留地受影響）、不是故意的就沒關係、

這樣比較好（也讓更多原母小孩從母

姓）、厭煩了（不要一直提種族平等、

人性尊嚴）等。他認為，這些言說策略

或許並非有意為之，但仍然可能造成掩

蓋、模糊不平等的效果。

　　另外在身分自我認定原則的落實

上，吳欣陽認為回歸原住民族身分自我

認定原則，建立依據傳統或習俗、反歧

視的認定標準，才是真正承認民族自

決、落實集體權的起點。就此，吳欣陽

更提醒，應注意誰有政治上的代表權。

從法律史的研究而言，現行《原住民身

分法》在 2001 年立法時，多數原住民

立委提出雙親之一為原住民，子女原則

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提案，但卻被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及漢人

為主體的立法院所拒絕。由此可見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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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委、原民會與整體原住民族社群間

的關係實際上是十分複雜的。

　　吳欣陽進一步提及現今原住民立委

的選舉制度代表性失靈的問題，在選區

劃分沿襲日治時代對於山地、平地的區

分方式，與傳統領域嚴重脫鉤；全國單

一選區的制度設計也使得立委很難真實

反映民意，造成人數較少的部落或族群

更難以形成全國性的民意代表。制度上

有選舉人與選民疏離化，代表性不足的

問題；容易忽略不同族群及部落之原住

民文化與意願，反倒背離尊重民族自治

的理想。

　　吳欣陽也提醒，聲請方強調的是身

分與原住民傳統、慣習的文化連結，但

現行法強調的是與漢族間的斷裂。他認

為，其實「姓氏綁身分」條款所要求改

採的也不是原住民的傳統名字，而且支

持「姓氏綁身分」的論點還產生出「原

住民的姓」與「漢人的姓」的說法。

但每一個「原住民的姓」都是戰後由政

府分配的漢姓，因此「改採被分配的漢

姓」不僅不是原住民的傳統及慣習，原

住民認同更不能與所從漢姓劃上等號。

尤其從姓條款是 1980 年代才出現的新

興產物，現今更有許多原住民實際上是

從漢父或漢母的姓，莫非立法上要回頭

質疑其身分的正當性？再者，不允許加

註羅馬拼音傳統名字，而堅持從「原住

民的姓」的要求，反而造成取具傳統名

字的比例偏低，可見「姓氏綁身分」條

款無法通過文化連結的考驗。而「姓氏

綁身分」條款也形同要求雙裔子女處在

文化衝突的夾縫中，與子女的人格自由

發展密切相關。

　　最後，吳欣陽呼應鄭川如對於「資

源稀釋論」的回應，反思保留地與優惠

性保障措施的現行制度，認為在集體權

的觀點下，保留地政策應避免造成傳統

領域的私有化與家族財產化，而且對於

原住民族的社會福利措施應區分基於經

濟弱勢而給予的社會補助，以及基於歷

史不正義的優惠性保障措施。就後者而

言，若原住民人口數增加，相應的工作

權、就業權、教育權或民族教育預算等

等份額也應增加，將更有助於爭取原住

民族整體預算與資源的主張。

馬潤明引言

　　不同於前兩位引言人為雙裔子女的

父母，馬潤明自己即為雙裔子女；他首

先感謝這份判決與部分意見書中的許多

文字都回應、撫平了其成長過程中「兩

邊不是人」的經驗，提供了很重要的情

感支持。接著引證本案判決部分大法官

所提出之意見書部分段落呼應前二位

引言人的論點，認為讓有原住民族血緣

的孩子獲得身分，有利於原住民族整體

的發展；其中尤其多次引用、感謝黃虹

霞大法官溫柔的文字中對於原住民族認

79

116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79 2022/8/30   下午9:20



同的尊重以及對原住民族未來發展的關

心。馬潤明也提及自己擔任原民會法律

顧問多年並參與《原住民族基本法》、

土地相關法制等研擬工作之背景，點出

原住民族政策推動主要困境來自法制不

友善及經濟困境、土地利用不足，在上

述政策推動上原民會面臨政府其他部門

及立法的諸多困難，例如在立法草案尚

在內部討論階段時，常常受到其他機關

基於不同因素考量而持不同意見，因而

原住民族階段性、框架性的立法成為迫

切而必要的策略。

　　馬潤明接著進一步分享關於本案的

訴訟策略與準備。首先，他評估大法官

的組成特性，並考量憲法訴訟制度的變

革，以構思訴訟策略。他引用報導指出

目前大法官的組成乃是以具留學德國

背景或是自由派觀點者占相對多數，或

許可能有利於在本案中提出憲法上基

本權的主張；而因爲《憲法訴訟法》的

施行，降低了評議的決定門檻（從舊法

的三分之二以上降為過半數即可），在

訴訟準備的法律策略上就可以獲得過

半數認同為目標。因此，馬潤明在聲請

書之論理上也扣緊人性尊嚴之憲法理

論，提出與人格自由形成、發展密切關

聯之原住民身分自我認同權，作為據以

審查系爭規定之憲法權利，且該權利應

受憲法高度保障，因此必須適用最嚴格

的審查標準。馬潤明認為，雖然部分憲

法論證上的細節並未完全如同預期，但

他仍欣見憲法法庭判決朝向更進一步

正面保障原住民族權利的方向發展。馬

潤明也指出，應繼續關注在違憲宣告後

的修法過程，避免後續修法在身分認定

上反而給予更嚴格的限制。至於先前提

及「資源稀釋論」之憂慮，馬潤明則認

為黃昭元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中所提

出之修法方向建議可資參考，亦即在身

分認定上盡量從寬而簡化，至於其他優

惠身分、待遇不妨於個別檢討後再制訂

合適之標準 1。

　　此外，馬潤明也分享了個人的經

驗。他自己並未從原住民母親之姓而取

得原住民身分，曾詢問自己的兒女是否

想要改姓以取得原住民身分；兒女對取

得原住民身分無意見，但擔心改姓可

能會讓周遭的人不認識自己，因而不想

改。也就是說，馬潤明兒女的意願與認

同、文化、優惠因素完全無關。這樣的

經驗與吳欣陽的與談呼應，要求以改姓

「展現認同」才能取得身分的《原住民

身分法》規定，忽略了雙裔子女需要面

臨的掙扎與困境。

1 見黃昭元大法官提出，許宗力大法官、謝銘洋大法官、楊惠欽大法官（一至四部分）加入之協同意見書 
 第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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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婕回應

　　蘇慧婕以憲法學之觀點討論本案在

憲法訴訟實務發展上之意義。首先，她

指出本案仍屬於法規範違憲審查，在撰

寫體例上則可看出在大法官近兩年為

憲訴元年的鋪陳下已經採取全面、完

整的裁判書格式。檢視本判決基本權審

查的論證，蘇慧婕留意到多數意見是從

個人權利的角度去建構原住民的身分認

同權，並未觸及其潛在的集體權面向，

這部分則出現在黃昭元大法官的意見書

中；黃大法官指出，多數意見以傍論方

式述及集體權，實際上是將集體權排除

於本件判決審查標的之外 2。蘇慧婕則

認為，若是從本案爭點的角度出發，由

於個人權利的論述已足以達到法律違憲

的結論，集體權論述的留白或許也可以

理解為多數意見的司法自制。另外，關

於陳昭如所談到的，本案只審查種族平

等、而未完整審查性別平等的問題，蘇

慧婕認為或許並非刻意迴避，而單純出

於基本權審查架構下的結果：由於大法

官在種族平等審查後已獲得違憲結論，

在論證上就毋須再進行性別平等的審

查。最後在宣告方式上，大法官採取近

年在基本權保障上常規性的作法，即違

憲並定期失效、期限內若未修正則替代

立法的宣告方式以避免基本權侵害持續

存在。

　　接著，蘇慧婕特別討論本案的兩份

協同意見書，分別是黃昭元大法官、蔡

宗珍大法官所提出之意見書。黃昭元大

法官在意見書中對多數意見的論證有更

細緻的區分，包含討論到可能的集體權

面向、未來國家法退讓而交由部落自決

的可能性 3；黃大法官也進一步區分系

爭規定取用漢姓部分的要求乃原住民身

分認同權之侵害，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

的部分則是種族平等的問題 4。此外，

蔡宗珍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中的論證也

值得注意。蔡大法官似乎認為落實原住

民身分認定法制是來自憲法委託之國家

義務，而立法者在履行這項義務時，是

在進行原住民身分認同權的形塑、而不

是針對原住民身分認同權的干預，所以

毋須進行基本權審查 5。如果前述理解

2 見黃昭元大法官提出，許宗力大法官、謝銘洋大法官、楊惠欽大法官（一至四部分）加入之協同意見書 
 第 6 段，此處則相對表現司法積極主義。
3 見黃昭元大法官提出，許宗力大法官、謝銘洋大法官、楊惠欽大法官（一至四部分）加入之協同意見書 
 第 8-10 段。
4 見黃昭元大法官提出，許宗力大法官、謝銘洋大法官、楊惠欽大法官（一至四部分）加入之協同意見書 
 第 12-17 段。
5 參見蔡宗珍大法官提出，吳大法官陳鐶、林俊益大法官、張瓊文大法官加入之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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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蘇慧婕認為此種見解值得商榷。

如果國家對特定身分認同設有法定登記

義務，而此處的身分認同又與人格尊嚴

具有緊密關聯，那麼國家就必須在登記

文件上提供合乎各種身分認同的選項，

否則無異於在課予人民揭露義務的同

時，強迫人民對國家說謊。依循這樣的

思維，在本案的案例事實脈絡下，國家

就應該提供不以姓名作為客觀必要條件

的身分認同選項。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憲判字第 3、

4 號判決都出現了主筆大法官同時提出

協同意見書的反制度現象。蘇慧婕初步

詮釋，這可能是路徑依賴下的結果，例

如過去每個案件有承辦大法官的舊制度

所造成影響。蘇慧婕認為，雖然可以理

解這樣的現象為何存在，但這並不代表

此現象值得贊同。特別是在憲法訴訟元

年、憲訴新制高度仰賴大法官去奠定實

踐基準的此刻，大法官應該更加審慎思

考如何落實主筆制的制度精神。

現場觀眾發言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 Savungaz 

Valincinan 指出以種族歧視、種族平等

思考原住民問題時需要留意，「原住

民」並非種族類屬而是政治群體範疇；

其所反映的是為殖民壓迫的歷史，也因

而原住民身分的回復是轉型正義工作的

一環。Savungaz 也提醒，雖然族群的自

治、自決是重要的目標與願景，但要落

實這樣目標，國家必須先在文化資源的

近用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在過去同化政

策所造成的文化流失等歷史不正義影響

之下，國家若要求必須「已經有能力展

現認同」才承認其原住民身分，就是延

續著殖民壓迫。Savungaz 也分享自身經

驗，從小不會說族語的她，在透過改姓

取得原住民身分後，才開始學習族語及

文化，從而發現原住民族其實已經被剝

奪得太多；在缺乏文化資源近用、對於

殖民壓迫歷史的轉型正義工程遙遙無期

的前提下，原住民根本沒有認同的選擇

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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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與改變：我們的性別之路──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二十周年所慶報導
文｜余姿瑩│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研究生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13

　　20 年前，高雄醫學大學的「性別

研究所」成立了。秉持著如同本所簡介

所述「No Gender, No Lives」的信念，

短短 20 年間性別所的全體師生已在社

會各個角落傳播性平種子，並成長茁

壯。不僅改變了傳統保守的醫院文化，

更展現屬於南方的多元樣貌。向後回

顧，有畢業師生在各自專業領域中的豐

碩成果；向前展望，則看見性別研究所

如何持續深耕的可能。在 2021 年因新

冠疫情而無法實體同歡的時刻，我們打

破時間、空間上的限制，舉辦「實踐與

改變：我們的性別之路」20 週年所慶

線上研討會，與大家共同分享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研究所的過去與未來，並一同

期待迎接下一個十周年。

一、性別與醫療（不）共舞？

跳支充滿張力的探戈

　　第一場論壇，邀請到現今在政治圈

持續征戰的本所退休教授──成令方老

師，大略地爬梳高醫性別所的發展過

程，並簡要地描繪性別與醫學領域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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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時間│ 2021 年 9 月 25 日

地點│ Google Meet 線上研討會

與談人（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筑蓁│臺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承辦人

王紫菡│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江以文│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秘書長

吳怡靜│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承辦人

李夢萍│中華民國台灣懷愛協會主任

林秀怡│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

洪斐云│社工師

張詠翔│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呼吸照護病房護理師

許震宇│樹德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黃勇王│急診專科護理師、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土生

黃璨瑜│河堤身心科診所醫師

葉力菱│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劉宇霆│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南部辦公室社群發展部主任

蔡佳臻│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員

鄭子薇│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鄭琇惠│文化診所社工員

簡至潔│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

簡瑞連│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

顏芝盈│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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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及相關研究。接著，邀請在醫學

領域工作的各屆畢業生談論醫療現況下

的性別議題。

　　「女性」身分在醫學領域裡經常是

隱形的存在，症狀的表現極易被視為是

「非典型代表」。因此性別與醫療更可

以說是一個被「視而不見」的議題，在

精神醫學中更是如此。在身心診所服務

的黃璨瑜醫師以婦女更年期為例，說明

女性在社會中面臨的各類壓迫與創傷，

多以「生理」症狀的形式展現自我的不

適感，卻因此使得多數婦女以純粹的

「身體不適」來認識更年期階段，而忽

略關照自我情緒與狀態的重要性。同在

身心診所觀察多年的鄭琇惠社工員也同

意，若婦女的性別困境不被看見，醫

療處置就只能停留在緩解生理症狀為重

點，僅能達到「治標不治本」的效果。

　　女性同時身為「母親」、「妻子」

等身分時，隨之而來的義務責任經常被

集體社會加諸過多的期盼，甚至有時會

遺失自主決定的權利。婦女研究卻讓

我們看見在許多身分下，以更多元交織

的視角觀看時，如何挖掘、發展自我。

精神醫學強調身、心靈的高度關聯，將

此框架帶入性別議題中，我們若能嘗試

去看見女性日常生活中面臨的社會關係

壓力，或許就能理解症狀的顯現其來有

自。對於身心靈自主的追求，必須要了

解個體身處的文化規範如何帶來影響。

如同《纏足幽靈：從榮格心理分析看

女性的自性追尋》所強調 1，陰性本質

1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視個體具有雙面的陽、陰性特質存在；「自性化歷程」則是平衡、 
 接納內在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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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ne）的被壓抑使女性心靈飽受

束縛。降低生理不適的第一步，則是鼓

勵女性發展自我，開展自性追尋的一段

歷程。

　　讓我們繼續從醫用者的議題轉向，

看看現今的醫療工作者在醫療體制下面

臨的不同問題。專屬女性的醫療場域同

樣也使得男性不得其門而入，尤其是與

生產相關的「助產師」一職。「母職」

從非實體的身分規範，延伸至醫院場域

中一個專屬於「女人」的生產空間，卻

也導致醫療工作者在性別上面臨了差異

性的待遇。身為急診專科護理師的黃勇

壬認為性別隔離現象限制了他身為助產

師的職業發展，從最初滿懷熱忱進入工

作場域，卻在過程中因為自己的「男性」

性別，而持續地受到許多可以／不可以

做的約束。這種挫敗感卻也讓他轉身投

入在自己的研究當中，並引領我們從統

計性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中

看見婦產科遭遇的性別框架，了解助產

師在臺灣的發展現況。

　　個人的多重身分亦能成為一面映

射出完整結構的鏡子。擔任呼吸照護

病房護理師的吳睿桐說道，自身經歷

的跨性別經驗幫助他重新檢視醫院在

性別培訓課程中的不足之處。在多元

性別上，多數醫院都只選擇較「安全」

的性騷擾課程，性少數的處境並不容

易被看見，因此讓他決定透過行動研

究投身至實體訓練。從因性別而生的

困惑，到研究裡尋找解答的過程，可

以看見各位講者都在實際的經驗與行

動下產生反思，進而生產另一套更加

「性別化」的行動策略，使理論與實

踐接軌，讓臺灣在地的性別醫療領域

有更清晰的圖像。

二、從婦運到同運，從同運到
跨運

　　臺灣在 1970 年代婦女運動開始，

為後續的同運、跨運打下了穩定的倡議

基礎。在第二場論壇中，我們共同檢視

臺灣現今的性別運動狀況，以及身為

「倡議者」在這個經驗中所體會到的各

種甘苦談。

　　林秀怡表示參與社會運動不只是為

他人發聲、抗爭的過程，「認識自我」

才是她投身行動的初衷，而這股初衷帶

領她認識性別運動作為生活方式的不同

樣貌。作為社區托育者的簡瑞連提到，

倡議工作的困難在於找尋日常生活與社

會實踐的平衡點。如何將倡議公共化，

避免責任不平均地落在特定團體中，是

目前臺灣需要去加以檢視之處；另一方

面，也能讓性別運動者保持熱情與動

力，持續在這條道路上前進。

　　「做性別研究是一個『開天眼』的

過程」，簡至潔在開頭說道。她認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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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性別所給了她得以參與社會運動的工

具，從性別視角窺見社會運動的不同方

向，再透過這種轉向進而影響公共政治

的政策制定。以同志爭取婚姻平權運動

為例，10 年前「婚姻」被視為削弱同志

情慾次文化發展的威脅，性少數群體卻

在世代交替中發現，婚姻制度背後亦包

含了國家保障的另一層涵義，若缺乏制

度保障，會妨礙親密關係信任的建立。

因此運動者不得不重新檢視伴侶關係應

如何加以制度化，才能將性別多元觀點

帶給社會大眾，同時既不壓縮到性少數

群體的生存空間。回看 748 施行法 2 通

過之前，「毀家廢婚」與「多元成家」

團體之間的協商過程，正是一種政治與

性別的對話展現。

　　從事跨性別運動倡議多年的劉宇

霆表示，如何用倡議對象熟悉的語言

來談，是他認為最艱難、也最掙扎的

地方。一方面是學習不易，另一方面

則是性別研究中專業詞語在轉譯上產

生的意義落差，使他為了以易懂的方

式說明，而面對可能需要以貶抑性詞

彙來描述自我的矛盾情境，這是性別

運動者在倡議過程中不得不進行的讓

步妥協。

三、阻力還是助力？推手還是
絆腳？機構內外做性別

　　臺灣在 2003 年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概念出現後，為婦女

2 全名《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是臺灣在 2019 年通過並正式施行的同性婚姻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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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提供另外一條可能的改革道路，不

僅在政策上提供建議，更能直接地深入

相關組織與機構中。公部門如何推動性

平政策，又如何在這裡「做」性別？與

公部門的合作經驗能看見政府官僚上的

何種需求？第三場論壇的分享者逐步帶

領我們認識機構內外「做」性別的各種

景象。

　　校園中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

下簡稱性平會）都在處理什麼？只有遇

到性騷擾、性侵害案件才能發揮功能

嗎？現在擔任性平會承辦人的吳怡靜

說，這些疑問是多數人在聽到性平會時

都會產生的反應。性平會的首要任務就

是透過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 3，進行全

校性的性別平等教育推廣。除了熟悉相

關性平三法，還需要辦理各類活動以完

成宣導目的，因此性平會的業務也可說

是包山包海。

　　然而在這片山海中，吳怡靜認為最

艱辛之處並非籌畫過程需要付出的心

力，而是在校園內「性別」這項專業並

不被認真看待的現實。承辦人員在各單

位的性平會之間不斷移動，同時需要去

根據既有的層級、資源與人力進行具有

「顯著進步性」的規劃。肩負著多重壓

力外，為了讓成員們配合，說服的技巧

更顯得重要，情緒勞動在這份職業中是

最容易被忽視的隱形成本。在政府單位

性別平等辦公室服務的王筑蓁也表達

了這種困擾。相較於學校，政府部門的

權責劃分、標準化控管更為明確，因此

收到某些校園性平案件投訴時，無法插

手只能協助轉介的現實都讓她增添許

多無力感。

　　阻礙雖多且大，王筑蓁表示這讓每

次籌畫活動完成後，感受到的進步與

滿足感更是無與倫比。「能在單位裡

面看到一些些改變，我都覺得非常重

要，累積起來就讓我認為是一個很大

的成就。」如何在社區內實踐性別平

等，並將其轉化為人人都懂的通俗語

言，是性別主流化推動下的重要面向。

擔任高雄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的王

紫菡說：與公部門的合作經驗讓她學

習到「做」性別的空間會隨著組織內

部的分類而有彈性調整，進入社區的

對話過程裡如何將學術語言轉化成在

地性的易懂故事，同時又兼顧到族群、

社區特色與團體文化也是一大挑戰。

然而，看見當地的阿姨伯伯能沉浸在

活動裡，並敞開心胸談論性別，就是

他們的成就感來源。

3 行政院於 2009 年為落實性別意識能運用於所有政策中，因此提出「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分別是：性 
 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與性別平等機制運作。

89

116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89 2022/8/30   下午9:20



四、法外之徒 vs.依法行事：

性別視角來辦案

　　女性主義法學的運動對於既有的研

究取向、中心價值提出批判，看見當代

法學所缺乏的性別視角，提供一個全新

的論述模式以翻轉男性中心的法律場

域。從第四場論壇分享者的工作場域出

發，看見陽剛氣質（masculinities）如

何在警政署與檢察官身上進行流轉，再

檢視臺灣既有的法條規範下，在法律邊

線遊走的性少數群體帶出什麼樣截然不

同的性別議題。

　　在充斥著陽剛氣質的工作場域中，

刑警一職被賦予需要展現特定的性別責

任。擔任警察局偵查員的蔡佳臻說到，

雖然警政署內職員的性別比逐漸進步，

但是在工作分配上會將耗費心力較少的

案件派發給女性偵查員，導致成果考核

時相較男性更不容易升遷，造成職場內

性別隔離現象。某些特定的技能同樣不

受到重視，檢察官的文書處理被視為是

「女人的工作」，鄭子薇檢察官認為這

種現象反映陽剛職場的不友善；反之，

文書處理卻也是所有案件最基礎的能力

展現。可見性別隔離現象不僅成為女性

在專業領域發揮上的阻礙，對於整體工

作環境而言，亦削弱案件辦理上的品質。

　　對於陰柔氣質的貶抑同樣反映在法

條的訂定與解讀中。許震宇以「法律是

性別中立的嗎？」一句提問，帶領大家

反思當代法學的男性中心觀點，以及

既有標準的建立附庸於主流群體之下，

導致我們只能追求形式平等進而忽略實

質平等的重要性。葉力菱認為這種見樹

不見林的法律觀點，為人們與規範之間

建立一堵難以接近的高牆，真實生活被

隔絕之外，同時也限制了多元性別發展

的可能。性別如何作為一門再發展的專

業？看見異性戀中心的建構後，法律該

如何參與其中？或許正是臺灣目前需要

持續去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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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挑戰健康與健全的父權主
義：特教、愛滋與自我翻轉

　　 女 性 主 義 的 多 元 交 織 性

（intersectionality）是近年來研究高度

關注的面向，除了重視少數群體發展

外，更需要看見群體內部的多元異質

性。第五場論壇的分享者挑戰了健全主

義下的社會觀點，並嘗試透過性別之眼

看見邊緣群體裡更複雜、細緻的障礙議

題。

　　目前擔任社工師的洪斐云談到高醫

性別所課程帶給她的自我療癒過程，助

人工作前的自助經驗並不好受，但這同

樣也是了解自我的最佳契機。洪斐云

提到身為一個「不合格」的女同志，

在敘說生命故事的階段裡她的認同逐漸

轉換，看見陰柔氣質與女性間並不存在

著必然的連結，對於她而言是另類的解

放，同時也是轉換為投身進入助人工作

的動力。

　　除了解放性少數身分產生的責任義

務外，江以文、顏芝盈與李孟萍皆提出

障礙者現今在性別議題上窒礙難行的困

境。以性別教育為例，由於障礙者自身

的多重身分，在進行融合教育的過程中

面臨到更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性別教育

對障礙者的定位在哪裡、該如何教、又

該如何協助他們辨認複雜的性別情境，

都是尚未找尋出方法與指引的問號。江

以文認為障礙與性別間的議題，長久以

來都持續存在；顏芝盈表示這個現象反

映現有的性別教育視角不足以考量到障

礙者的現況；李孟萍則以 HIV 感染者

的污名身分，說明現代社會經由形塑健

全主義的方式，來弱化 HIV 感染者在

社會上的能動性。

　　障礙議題挑戰了主流社會對於「健

康」的價值形塑，在性別研究裡，同為

少數的群體應如何集結，並共同批判、

反抗「正常」的道德義務，正是作為性

別障礙研究中最核心的關懷，而臺灣性

別教育的現況，更彰顯了社會弱勢被看

見的必要性。

六、結語

　　本日的研討分享會中，可以看見性

別研究所師生在各領域的耕耘與反思。

不僅體現「性別即生活」的口號，更是

驗收學術研究後的成果；與在地的深

刻連結成為落實性別理念的一大助力，

同樣也回饋到性別研究所的學生組成當

中。

　　往後，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也

會持續地朝向「知識生產」與「在地實

踐」的接軌為目標而努力，與全臺的性

別研究所共同邁進。期待下一個十周年

帶來更加多樣的性別議題，並祝高雄醫

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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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

──公務體系與性別論壇紀實

文│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編輯室

圖│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DOI : 10.6256/FWGS.202204_(116).14

主辦│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

時間│ 2022 年 3 月 16 日 12:30~14:3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8 室

主持人│黃長玲│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與談人│ Sarah Liu │愛丁堡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鍾瑋芸│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瓊玲│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教授

92

活動報導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92 2022/8/30   下午9:20



　　2022 年 3 月 16 日，國立臺灣大學

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

學婦女研究室共同主辦：「公」部門？

──公務體系與性別論壇，探討臺灣公

部門（文職與軍警）體制下的性別議

題。論壇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

授黃長玲主持，愛丁堡大學政治學系

助理教授 Sarah Liu、國立臺灣大學亞

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研究員鍾瑋芸、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教授張瓊玲三位與

談人進行主講，分別從理論與實務的

角度，探討女性從軍人數的增加，是

否能加強軍隊裡的性別平等？男女公

務員升遷與遷調的差異及主管安排職

務的性別刻板印象為何？以及，警察

機關考試制度裡的性別議題。 

　　黃長玲開場主持時表示，「女性

參與公共事務」是性別研究常見的主

題，絕大多數國家的女性要到二十世

紀之後才陸續取得投票權，但投票只

是其一，「服公職」亦是公共參與的

重要權利，女性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

間並無此權利，而且在軍隊與警察體

系，女性得花更大的力氣才能取得加

入的機會。即便成為職業軍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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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職種或特定戰鬥工具（如戰鬥機、

潛艦）是對女性排除的。顯示女性要

參與公共事務，門檻高且限制多；就

算形式平等，實質上也仍存在非常多

困難，例如性別歧視、性別刻板印象或

性騷擾。為了聚焦此一主題，很感謝

鍾瑋芸策畫這場論壇，一起探討「公」

部門裡的性別議題。

娘子軍衛國？臺灣軍人的性別
經驗／ Sarah Liu

　　Sarah Liu 過去的研究主要投身於

女性參政權、女性運動、媒體報導中

的新移民，及 COVID-19 對少數族裔

及女性的影響。藉著擔任亞比中心研

究員期間，她得以展開臺灣從軍女性

的性別經驗研究。臺灣現行女性軍職

人員的比例將近 14%（約為二萬人），

與其他幾個募兵制的國家相較，比例

雖落後於美國與法國，但高於英國與

日本。其原因之一為臺灣男性從軍的

意願較為低落，相較之下女性的比例

因而提升。

　　過去女性參政權的研究指出，女

性從政人數增加有利於促成友善政策

（如育嬰假）；女性從政也會改善大

Sarah Liu

黃長玲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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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女性不該參與公共事務的刻板印

象。雖然軍隊與政壇不同，但 Sarah 

Liu 假設女性軍人與軍官的比例增加，

會讓軍隊裡的性別平等議題更為普及，

以及扭轉性別刻板印象。因此，她的

研究提問為：國防部積極參與性別主

流化推動工作已逾 10 多年，進行多項

政策推動及法規的修正，那麼當女性

從軍人數幾乎年年增加時，軍隊裡的

性別平權有什麼樣的進展？女性在軍

中的性別經驗又是為何？會因為有更

多的女同仁或女長官，改變軍隊的陽

剛文化嗎？此次論壇她提供 2022 年 1

至 3 月訪談 32 位女性軍人（以陸軍為

主，少數受訪者為空軍及國防部人員）

的初步研究發現。

　　Sarah Liu 的訪談顯示，女性從軍

的原因多半與家庭因素有關，包括：

家庭經濟條件不允許她們考取大學，

因此家人鼓勵她們從軍；部分軍種工

作時間與地點穩定，可以方便帶小孩。

例如空軍就是女性軍職佔比最高的軍

種，因為專業單位多（如航太地勤、

氣象台及後勤單位）、基地固定，較

不會被調派到其他地方。但若是陸軍

或海軍的特性，則就不利於女性顧家、

育嬰等照顧的家庭生活。

　　但軍隊仍然是男性陽剛文化主導

的領域，性別刻板印象依然十分強烈。

這十多年來，女性軍官無論階級再高、

能力再強，還是成為需要被軍方保護

的一群人。例如許多單位皆有兩性不

能單獨共處一室、不能單獨出任務等

的政策或潛規則。女性官兵的住宿地

點也是被獨立出來的，與男性住宿地

離得很遠，有些就像堡壘一樣，彷彿

女性得被加強保護著。Sarah Liu 提問，

為什麼以戰鬥為業的軍人，女性依然

還是會被想像成一群比男性還要弱小，

需要被保護的群體？抑或是大家都認

為男性依然是潛在加害者，所以需要

這些刻板印象來保護女性軍人？可是

實際上這些作為會繼續鞏固男強女弱

的刻板印象。另外，雖然很多女性從

軍冀望的是安定的生活與穩定的制度，

但當女性軍人照著規定請育嬰假時，

還是容易遇到長官很怕請育嬰假時沒

有人能分攤她們的職務。又或者當女

性遇到性騷擾時，雖然軍隊裡有申訴

管道，但是大部分的受訪者都對管道

存疑，認為治標不治本。

　　國防部於 2018 年訂定「提高女性

人力進用標準」，規畫從 2019 年到

2023 年期間，將國軍女性人力比率從

12% 提升至 14%，目前已提早達標。

但是臺灣的軍隊設備、軍營環境、硬

體設備，並沒有因為女性的比例增加

而有所改進，現今仍有諸多未顧及性

別差異的問題。例如受訪者表示，她

們在軍中常遇到衛生紙不夠的困擾，

國軍不知道女性上廁所要用的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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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男性多，沒有為此編列預算購買足

夠份量的衛生紙，以至於許多女性得

自己帶衛生紙如廁或處理生理期。另

外，有一些女性軍人常會有尿道炎的

情況，是因為軍中的女廁不足，在營

區裡要去女廁時常得繞上一大圈，如

果遇到勤務繁忙時，女性會因為憋尿

而發炎。升遷機會也遇到限制，有不

少受訪者說，其實她們很有野心、想

要出國受訓、參加計畫，但是歷年來

都沒有女性的軍人獲選，長官總有一

大堆理由說這與性別無涉，是以最合

適的人選作為考量，但是這些人選幾

乎都不是女性。

　　當 Sarah Liu 問道：「女性軍人的

比例增加，對於現在服役的軍人有什

麼影響？」得到的答案卻讓她有些驚

訝。不少受訪者表示，軍中存在性別

不平等的現象，是因為女性利用「女

性特質」或「女性特權」來避免某些

工作、太不爭氣所致；因此她們很常

勉勵自己要更努力、要證明給別人看；

她們會對女性下屬更為嚴格，因為不

想要讓女性繼續落入性別刻板印象。

此外，女性高階位置的比例實在太少，

因此訪談無法看到其產生的正面影響，

但許多受訪者表示，她們喜歡女性軍

官的經驗分享，讓她們感受到很大的

鼓勵，知道原來她們遇到的性別不平

等現象或差別待遇，並不是唯一的。

Sarah Liu 感到驚訝的是，受訪者面對

軍隊裡不平等的現象，認知上全都以

「個人的問題」來詮釋，而不會導向

體制問題。她每每問說：「假設今天

我是妳的長官，問妳是否可提供建議，

讓我們落實兩性、性別平權？」受訪

者幾乎都回答：「啊！沒有什麼用，

都是要靠個人。」

　　另外，Sarah Liu 認為現今國軍的

性別平等，像是換個名詞的兩性平等，

只著重在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之間的

相處議題、職場上的工作機會等。論

及兩性平等，受訪者都舉雙手贊成；

但談及性別平等，特別是「性別」一

詞其實還有更廣泛的意義，例如性傾

向與性別氣質等面向時，受訪者的回

應就較為模糊。Sarah Liu 認為這反映

了軍隊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可以開誠布

公討論軍中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或是陰柔特質的男性等議題。

　　Sarah Liu 小結，雖然臺灣國軍女

性的比例與世界各國相較不算遜色，但

是高階幹部女性天花板依然非常明顯，

到目前為止不到 9 位的女將軍都在少

將階級退伍，而且大多都是後勤專業；

高階長官也容易很落入樣版。所以如

果軍中要突破女性晉升的天花版，就

必須要打破常規；國軍女性將領如果

要增加，就要符合軍中多元用人文化

的政策，大量啟用陸海空軍官科畢業

的女性軍官，也必須要符合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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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瑋芸

──例如現在有 14%從軍人員是女性，

那麼將領不該也至少接近 14% 為女性

嗎？國軍自 1993 年才開始大量招收女

性，一個兵要升到一個將約要 24 年，

現已逾 24 年，但事實上女性軍職人員

很多都以家庭因素而提早退伍，換句

話說，女性受於家庭與母職的角色而

阻礙了在軍中的發展。Sarah Liu 仍期

待，女性軍人的增加應對男性陽剛為

主的軍隊文化有所省思；軍隊也應從

體制上落實性別平等，而非一律由男

性掌控權勢和管理軍隊的生活制度。

從公務員遷調實務看玻璃天花
板現象／鍾瑋芸

　　鍾瑋芸的研究訪談了 93 位受訪

者，來自三個不同的地方機關，包括初

階、中階至高階公務員；主要為行政與

技職體系，排除升遷和調動方式與一般

公務員不同的外交官和軍警體系。在探

究公務員升遷過程中的性別差異之前，

鍾瑋芸先介紹「職場升官圖」給聽眾認

識。公務員分為三個官等：由低至高分

別為委任（1~5 職等）、薦任（6~9 職

等）、簡任（10~14 職等）。根據統計，

女性升官等平均比男性得多花 100 天，

而從 7 職等升到關鍵的 8 職等時，更比

男性多出 313 天，8 職等之所以關鍵，

是因為這個職等的工作非常有機會爬

升到 9 職等的主管缺，進而取得接受薦

任升簡任訓練的資格。

　　為何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因為

想升任高階（簡任）公務員的人，除

資歷外，主管職的經歷也是必要條件，

這些都需要透過遷調達成，而遷調又

涉及個人生涯與家庭規劃的考量，工

作性質的安排也往往涉及長官用人的

偏好慣習，因而使得看似中立客觀的

升遷制度，產生性別上的差異。官方

統計顯示，儘管男女公務員的人數相

當，但遷調者以男性佔大多數，男性

與女性也顯現出不同的遷調態勢，女

性遷調者以升官或調職到其他機關為

大宗（兩者佔女性遷調者的 70%），

男性遷調者約半數是調到同一機關同

職等的不同工作。

　　性別研究很常提及的「玻璃天花

板」現象也出現在公務員體系，例如

約有 34% 的高等公務員是女性，但幾

乎都集中在 10 職等，要再往上爬很難

了。此外，鍾瑋芸還進一步介紹「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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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手扶梯」概念，簡言之就是在女性

居多的職業裡面，反而還是男性當頭；

例如在教育、社工、社會行政體系，

絕大多數都是女性，社工體系更高達

80%，但是這些職系中 9 職等以上的長

官，幾乎都是男性。換句話說，男性

就算是在女性居多的職業裡，仍可以

像是搭著手扶梯一樣，一路往上爬，

把女性留在下面。

　　為了探究升遷的性別差異，鍾瑋

芸的研究提出了幾個問題：女性與男

性為什麼會有不同的遷調比率？為何

女性比較少調動？對她們的升遷又有

何影響？公務員平常怎麼平衡工作與

生活，他們怎麼去選擇每次調動的機

會？以及為什麼調動？

　　許多女性受訪者回答，當有了家

庭之後，就比較不願意調動；或者因

為老公在附近上班、是本地人，因此

就跟著調過來了，調過來之後基本上

就不會再調走，因為她的家就在這裡。

此外，身為母親之後調動與否就會顧

慮許多問題，這並非指男性公務員就

不在意家庭，男性受訪者在選擇工作

時也會考慮家庭，也或多或少承擔育

兒與家務，他們也會考量通勤時間，

希望通勤時間以半小時內為主，如此

能方便就近照顧小孩。但女性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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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勤時間，還會考量上下班本身

的時間，串成整天的家庭照顧行程時

間。因此如果有同機關平行調動的機

會，但工作時間會變動，往往都是男

性申請，而使男性增加了不同工作的

歷練機會，也影響到往後升遷加分的

分數。

　　另外，雖然長官對於表現佳的公

務員，會給予職務調動的機會，但什

麼工作是屬於何種性別，往往已建立

在長官既有的用人觀念之中。例如「里

幹事」，幾乎相關受訪者都回答「這

是男性的工作」，因為「要往外跑、

了解街坊鄰居的狀況、要騎車開車…

是一件不安全的事，因此不適合女性

來從事。」當同樣職等的女性進來後，

長官就會把她們放在社會救助部門，

希望用女性的溫柔、細心、體貼的態

度，幫助那些來求助的里民。

　　教育行政類的工作也有性別上的

差異，如果工作性質是需要訪查補習

班的消防設施有沒有合格、有沒有與

學生的糾紛等，長官也會認為因為會

遇到且需要鎮住各類「牛鬼蛇神」，

那就一定要是男性，才能在外面到處

跑，處理這些問題。但鍾瑋芸質疑，

就算服膺於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男

性較能克服危險、在外面跑，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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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乖乖待在辦公室裡工作），事實

上工作安排是否如此？以公職社工來

看，許多公職社工師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是 24 小時輪值，例如晚上 11 點

臨時接到家暴案，就可能需要開車或

坐計程車到警察局，或者在家訪過程

中遭遇言語甚至肢體攻擊，有受訪者

便表示她曾被案主攻擊過，但是她們

的長官也不會認為女性不適合做此一

職務。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公共運輸類，

男性基本上會被派到外面到處跑，「這

些人必須在外面去看道路設計，拍照再

回來再做成平面圖紙，作為改善道路

設計的方案，那如果所在地點很偏僻，

給女孩子做的話，實在太危險了。」可

是如果跟公職社工師相比，公共運輸類

他們的旅程都是很短的、大部分在大白

天、一天內可以解決、且有交通工具，

甚至可以派公務車。社工師以女性為

主，卻從來沒有人說：「這個是很危險

的工作，只能男生做，我們要把少數的

男性社工師派過來。」反而會認為如果

某個女性無法勝任工作，那就會轉職，

還有新的女性會進來。

　　以上種種，顯示對長官來講，他

們對於某個職務的刻板印象，會影響

到他們怎麼去調派人選；歷練是從事

公職體系很重要的一個點，在很多情

況，歷練本身就是升遷的過程，但很

現實的是，女性面臨的工作選擇就比

較少，這不是女性個人可以控制的。

鍾瑋芸總結，從公務員遷調實務看見

男女不平等的原因，第一是身為女性

被賦予的家庭照顧責任，從而影響女

性在決定是否要遷調新的工作、讓她

增加歷練時，產生了許多猶豫，而無

法與男性一樣有較自由的遷調選擇。

第二是長官在選派下屬時，因為性別

刻板印象限制了女性的職務選項。

　　公職體系確實有在做性別主流化、

鼓勵女性往上爬，也有許多性別平等、

家庭友善、對女性友善的政策。但鍾

瑋芸認為，現實的點是，如果不去考

慮什麼才是讓公務員往上爬最重要的

關鍵──公職歷練，怎麼樣才能讓男

性與女性在公職歷練與工作選擇上有

相同的機會？那麼，目前所謂的性別

友善政策，其實仍有相當的限制。最

後，更大社會結構的文化層面，如果

女性還是得被預設在家庭照顧的工作

之中，基本上離所謂真正的「性別平

等在公職」，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性別主流化的觀點探討警察
考試制度：兼論警察機關性別
友善環境／張瓊玲

　　歷任考試院、海委會、警政署、

消防署等性別平等委員，現任教於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的張瓊玲，曾擔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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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瓊玲

多年的公務員，有著豐富的公務體系

實務經驗與學術資歷。她的演講從性

別主流化的觀點，來探討警察考試制

度，兼論警察機關性別友善的環境。

　　首先，張瓊玲認為一個重視人權

的國家，必然會重視性別主流化的觀

念。性別主流化的背後就是人權的議

題，一個主張善治的政府，必然會將

性別平等意識融入在政策當中；一個

自詡先進的社會，必然會致力於性別

友善的環境。對於考選部來說，希望

在國家考試裡面的應考人都能夠獲得

平等的對待，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3 條

和第 9 條也說明，為應用人機關因業

務特殊需求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舉凡像消防、警察、身心障礙者、司

法人員和原住民等特種考試。

　　為了讓聽眾初步理解國家考試，

張瓊玲接著介紹兩種考試制度：第一

種是專技人員考試（資格考），舉凡

律師、地政士、會計師、醫師等，考

上了以後頭路自己找，但是有一張國

家發的資格證照。第二種是公務人員

考試（任用考），任用考有名額限制，

每年依據缺額而開缺，考上了即保有

工作，警察考試屬於任用考。

　　張瓊玲說，國家考試是平權機制，

考試院的施政綱領提及要落實人權保

障及性別平等，考試秉持多元取材的

原則，拔擢人才為民服務。除了工作

權應該保障性別平等，在不同工作崗

位上也須瞭解其特殊性，因此警察考

試除了筆試以外，特別還要體適能、

實地測驗，甚至再高階一點還要口試。

雖然在特殊條件下可針對性別來限制

工作權，但一般警察人員特考的考試

規則，已於 99 年取消性別限制，並於

100 年施行。警察考試分為內軌考試

（正期班，警大、警專畢業後的考試）

與外軌考試（非警校畢業參加的一般

警察特考），雖然考試取消性別限制，

但實際上檢視警大與警專正期班近年

招生的性別比例，男女比仍有著 8:2

（警大）甚至 9:1（警專）的懸殊差距。

張瓊玲認為，官僚體制、男女比例懸

殊過大、工作性質與歷史成因，形塑

成警察機關特有的陽剛性組織文化。

　　關於體能測驗與及格標準的議題，

一般警察特考預計於 114 年開始實施男

性立定跳遠 210 公分以上、跑走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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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 330 秒以內為及格；女性立定跳

遠 155 公分以上、跑走 1200 公尺 380

秒以內為及格。乍看之下男女標準不

一且女性較易達標，但實際上若參照

警專警大生、教育部跑走 1200 公尺的

常模，一般警察特考男性對應的 PR 值

約在 45、女性約在 55，顯然男性的標

準有上調的空間。張瓊玲建議，相關

規範之訂定，除參照警專正期班、特

考班之施測結果及教育部之體能體適

能常模外，更應將臺灣與世界先進國

家男女警體能標準之相對差距，及實

務上基層警力派職困難等因素一併考

量。綜合國安需求及對女警工作權益

之影響，體測項目與及格標準之訂定，

應有更周延之思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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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整體警察在升遷的性別比

例表現如何呢？以最高階的警監人

數為例觀之，110 年男性警監為 335

人（96.82%）、女性警監僅有 11 人

（3.18%）。張瓊玲認為，男女性別比

例懸殊、在陽剛文化的組織中，本來

就會對女性的升遷較為不力，甚至出

現玻璃天花板效應，因此更應該破除

性別比例設限。她再次強調，警大、

警專招生時自設性別比例，已與外軌

之特考班無性別比例限制有別，究竟

應維持雙軌或回歸單軌化，成為另一

個與性別有關的議題。考選部曾於 108

年 11 月決議以「單一化、專業化」為

原則，研擬警察人員初任考試制度改

革方案，建議逐步朝單一專業化方向

改革。但用人機關基於雙軌分流制度

係以警察養成教育制度為主，因應時

代潮流兼顧多元取才機制為輔，兼顧

國家透過警大及警專計畫進用警察人

力，有效運用警校教育資源並符合用

人機關實際需求等理由，建議維持現

行警察考試雙軌制度。

　　張瓊玲建議，考量專業培育、多

元取才、破除性別比例設限，單軌化

的警察特考可能才是符合國家掄才之

公平性原則。考試標準應該回歸警察

核心職能之需求，即以核心職能認定

考試科目，在學科方面以專業學科所

需知能、對工作認知之了解、心理人

格測驗；在體能測驗方面，深切檢視

因生理性別之不同，最適化之體測標

準應如何訂定；惟考試科目之決定

應以用人單位之需求意見為主。另外

關於國家考試性別平等措施與警察考

試有關之議題，她強調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性別限制應詳敘理由並周知應考

人、協調用人機關配合取消性別限制

規定且改善工作環境、持續優化應試

科目試題以兼顧性別衡平與核心價

值。

　　最後，張瓊玲總結，第一，應

主張沒有性別比例設限的國家考試，

目前檢討一般警察特考（外軌）體

能測驗項目與及格標準，以回應核

心職能的需要；未來宜將內、外軌

警察特考之男女體測標準一致，以

落實擇優選才。第二，多元取才的

考試，符合憲法第 18 條人民有應考

試服公職之權，人才多元化、考試

管道單一化，有助於增加女警人數，

縮小性別比例差距。第三，警察機

關調整工作環境及具性別平等意識

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建立友善性

別環境，將有助於完善工作上的性

別平權，促進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增加女警的留任與升遷機會。第四，

警察機關應以更積極的態度，從觀

念上深化性別平等思維，正視男性

中心主義的影響，方能讓「教育、

考試、用人」制度更具性別主流化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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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高詩雯｜特約編輯

（收錄部分 2021 年 9 月書目）

2021年 10月～ 2022年 3月
婦女與性別研究出版書目

一、 專書

■  文學

許水富著（2021.10）《文字性別的獨處》，臺北：唐山出版社。

劉燁、山陽著（2021.11）《細說紅樓：真事隱去，假語村言，揭開紅學面紗》，臺北：崧燁 
　　　文化。

川上未映子著；陳嫻若譯（2021.11）《夏的故事》，臺北：時報出版。

Tayari Jones 著；彭玲嫻譯（2021.11）《婚姻生活》，臺北：時報出版。

張翎著（2021.12）《廊橋都知道》，臺北：時報出版。

Jeanette Winterson著；陳佳琳譯（2021.12）《科學愛人：一則愛的故事》，臺北：新經典文化。
 
周梅春著（2022.02）《大海借路》，臺北：玉山社。

荒林著（2022.02）《文學的女性主義：大中華語境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研究》，臺北：三聯。
 
何玟珒著（2022.03）《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臺北：九歌。

林文心著（2022.03）《遊樂場所》，臺北：木馬文化。

Edward Carey 著；康學慧譯（2022.03）《小不點》，臺北：悅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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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ve Ditlevsen 著；吳岫穎譯（2022.03）《童年：哥本哈根三部曲》，臺北：潮浪文化。

Sarah Perry 著；聞若婷譯（2022.03）《迷蛇記》，臺北：漫遊者文化。

Douglas Stuart 著；章晉唯譯（2022.03）《親愛的夏吉‧班恩》，臺北：麥田。

Virginia Woolf 著；李根芳譯（2022.03）《歐蘭多》，臺北：漫遊者文化。

■  歷史

江昱緯著（2021.12）《救嬰與濟貧：乳婦與明清時代的育嬰堂》，臺北：秀威資訊。

Pénélope Bagieu 著；陳文瑤譯（2022.01）《內褲外穿：那些活出自己的女人》，臺北：大辣。

Linda Colley 著；馮奕達譯（2022.01）《她的世界史： 跨越邊界的女性，伊莉莎白．馬許與 
　　　她的十八世紀人生》，臺北：衛城出版。

羅秀珍著（2022.02）《李清照：千秋才女的生活與詞作》，臺北：中華。

Amy Stanley著；林士棻譯（2022.02）《江戶城裡的異鄉人：一個幕末時代叛逆女子的一生》， 
　　　臺北：遠足文化。

Katharina Mahrenholtz & Dawn Parisi著；麥德文譯（2022.03）《閱讀女作家：從《簡愛》到《暮 
　　　光之城》，女性的書寫故事與生命歷程》，臺北：遠流。

■  人文社會  

崔至恩著；梁如幸譯（2021.11）《我不想當媽媽：18位頂客族女性的煩惱、幸福與人際關係》， 
　　　臺北：時報出版。

Douglas Murray 著；王惟芬譯（2021.12）《群眾瘋狂：性別、種族與身分，21 世紀最歧異 
　　　的議題》，臺北：時報出版。

Judith Butler 著；申昀晏譯（2022.01）《戰爭的框架：從生命的危脆性與可弔唁性，直視國 
　　　家暴力、戰爭、苦痛、影像與權力》，臺北：麥田。

谷慕慕著（2022.02）《從零開始打造月經平權：從使用者到創業家，台灣第一本生理用品發 
　　　展紀錄》，臺北：大塊文化。

少女 A 著（2022.03）《歡迎光臨午場酒店》，臺北：時報出版。
 
四月天著；簡郁璇譯（2022.03）《控告婚姻：妻子的起訴書》，臺北：時報出版。

顧燕翎著（2022.03）《女性主義經典選讀》，臺北：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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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著；施清真譯（2022.03）《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臺北： 
　　　木馬文化。

■  科技  

蔡麗玲著（2021.11）《哇！原來這是性別與科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教育

邱紹一、洪福源著（2021.11）《性別教育》，臺北：新文京。

太田啟子著；洪于琇譯（2021.11）《致未來的男孩們：掙脫「男子氣概」的枷鎖》，臺北：尖端。

■  藝術  

林松輝著；陳瑄譯（2021.12）《膠卷同志》，臺北：手民出版社。

簡瑛瑛著（2022.03）《從生命書寫到藝術越界》，臺北：典藏文創。

■  心理  

劉燁、諾瓦編（2021.11）《總之，就是慾求不滿：恐懼症、戀母情結、惡夢的真相》，臺北：  
　　　崧燁文化。

■  生物  

Fleur Daugey 著；陳家婷譯（2021.11）《動物同性戀：同性戀的自然史》，臺北：時報出版。

二、期刊論文

1. 專題論文

■  「多元文化、性別與家庭」，《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21.09），95。

遲恒昌〈多元成家、何以成家：家的想像與實作〉，9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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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雨潔〈從此時此地，到更平等的彼方：多元婚姻、同志家庭與跨國伴侶〉，95：16-22。

陳培驊〈我的非主流家庭〉，95：23-27。

喀飛〈無偶之家的多元家庭〉，95：28-32。

林潤華〈貓貓狗狗一家人：多元成家的另類思考〉，95：33-38。

遲恒昌〈性別平等議題融入地理課程的建議〉，95：39-44。

蕭宇、李耘衣〈在體制內撐出同志家庭的空間 ——陳釩專訪〉，95：46-53。

陳釩、蛋捲〈我的媽咪和把拔都是女生！同二代來說〉，95：54-59。

楊智達〈踏上紅毯前的路途——沒下雨怎麼看見美麗的彩虹〉，95：60-65。

陳子良、陳海思鐸〈兩個爸爸——我們的跨國多元家庭〉，95：66-70。

■  「萬華『疫』題：疫情下的性別與階級課題」，《婦研縱橫》（2021.10）115。

戴伯芬〈萬華弱勢者處遇——SARS、新冠疫情的差異〉 ，115：12-22。

李佳庭、賴彥甫〈疫病流行的不均地理：疫情中的萬華、街友與社工〉，115：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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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敏（2021.12）〈空軍官校女學生基本體能現況分析〉，《空軍軍官雙月刊 》221：2-9。

胡凱揚、陳東韋、陳盈淳（2022.03）〈男性健身運動參與者在肌肉成癮與自我身體檢查 
　　　行為之探討〉，《運動與遊憩研究》16（3）：82-90。

■  法律

陳昭如（2021.09）〈非婚法學——婚姻之外的（不）平等〉，《台灣法律人》3：1-18。

Chao-ju Chen（2021.09）〈The Limits and Power of Law: What can the Absence of #MeToo  
　　　in Taiwan Tell Us about Legal Mobilization〉，《Politics & Gender》17（3）：514-
　　　519。

吳光平（2021.10）〈論跨國同性別二人之結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現在與未來〉， 
　　　《月旦法學》317：181-192。

徐婉寧（2021.10）〈禁止女性夜間工作違憲！——釋字第 807 號〉，《月旦實務選評》1 
　　　（4）：124-128。

黃昭元（2021.11）〈理性、溫和、務實的自由派大法官：紀念 RBG〉，《台灣法律人》5： 
　　　1-23。

洪文玲、張維容（2021.12）〈我國性交易管理法制與執行之研究〉，《警政論叢》21： 
　　　75-109。

許福生（2021.12）〈跟蹤騷擾防制法爭點之評析〉，《警政論叢》21：1-52。

廖又生（2021.12）〈司法院釋字第八○七號性別平等保護宣告之分析〉，《亞東學報》
　　　41：57-64。

賴俊兆（2022.01）〈原住民身分取得的性別歧視：從加拿大 Descheneaux v. Canada 案判 
　　　決談起〉，《全國律師》26（1）：95-107。

陳昭如（2022.02）〈看見不一樣的 RBG ──基進女性主義與憲政民主觀點的批判〉，《台 
　　　灣法律人》8：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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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

林育志、陳偉權（2021.11）〈性別敏感融入醫療照護空間之取徑：以醫療等候空間為例〉， 
　　　《醫療品質雜誌》15（6）：88-90。

黃蘭媖、陳懿湄、陳美君（2021.12）〈女性經痛門診治療之醫療耗用與醫師特性關係之 
　　　探討〉，《中醫婦科醫學雜誌》28：14-23。

王雅倩（2022.03）〈以病人為中心的跨文化醫療之性別向度：以新移民的醫療服務為例〉， 
　　　《醫療品質雜誌》16（2）：86-91。

戴瑞芬、黃于真（2022.03）〈照護一位初診斷生殖細胞瘤男同志之護理經驗〉，《榮總 
　　　護理 》39（1）：103-110。

■  藝術

王品驊（2021.10）〈讓——作為奇幻之詩的場所：從女性藝術探究性別意識的另類光譜〉， 
　　　《藝術觀點》87：20-33。

許如婷（2021.12）〈台灣新生代女性導演的酷兒影像：社會性／別的文化實踐與想像〉，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9：45-87。

陳育菁（2021.12）〈吳瑪悧的女性主義藝術實踐〉，《臺北市立大學學報》52（2）： 
　　　33-50。

陳思儒（2021.12）〈希德嘉之《美德之劇》（Ordo Virtutum）音樂作品特徵之探究〉，《藝 
　　　術學刊》13（2）：129-168。

■  科技

辛炳隆、簡慧茹、林嘉慧、鄭明哲（2021.12）〈科技發展對不同性別人力運用之影響〉，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29（4）：30-45。

■  心理

李亭萱（2021.12）〈以結構家族治療探討成人伴侶性探索與性溝通團體方案設計〉，《輔導 
　　　季刊》57（4）：45-60。

黃蒂、黃詠瑞（2022.01）〈暴露前預防性投藥對愛滋病血清相異伴侶間性滿意度及關係滿意 
　　　度之影響〉，《性學研究》12（2）：55-74。

鍾芃甄（2022.01）〈異性戀伴侶性契合概念之質性探討及其影響因素〉，《性學研究》12（2）： 
　　　37-54。

夏雨彤（2022.03）〈女性主義團體諮商應用於新移民女性〉，《諮商與輔導》4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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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張鈞翔、章晨玫、林俊聰（2021.12）〈亞洲象——阿沛性別判定之分析〉，《國立臺灣 
　　　博物館學刊》73（4）：49-58。

於睿、陶雲（2022.03）〈適應性記憶：繁衍處理對兩性記憶的差別影響〉，《中華心理學刊》 
　　　64（1）：77-90。

三、會議論文

■   2021台灣女性學學會「亞洲、性別、非人權」年度研討會 2021.10.2

（主辦單位：台灣女性學學會、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地點：Webex 線上會議）

王允駿、張德勝、王鴻哲、王敬堯，男同志自我認同與復原力相關性之研究。

王采薇、Donne Jone Panizales Sodusta、張德勝，東南亞籍女性研究生在臺學習經驗故事。

王振圍，高中職生學習性別平等教育的經驗與期待。

王儷靜、林鈺芯、吳典縈、楊喜媛、張庭瑋，「把我真實的自己表現出來」──男大學生的 
　　　陽剛位移。

平雨晨，亞洲神仙教母：赴美生產的母職寓意、跨國策略與公民想像。

石嘉豪，國家女性主義在台灣——性別運動之間的取徑分析。 

伍維婷，與國家角力、跟父權鬥爭——解嚴後國家女性主義者的運動策略分析。

朱昕辰，「情色」：建構台灣一九九〇年代女性情慾論述。 

吳星宏，如何有效促進現場教師參與融入性別平等教學。

吳嘉苓、楊涓，多元性別的生育統計。 

吳鵬飛，國家與父權體制的結合：從女性主義視角分析日韓慰安婦協議中的國家角色。

呂瑋倫，神話的轉生術：原住民酷兒藝術家的「非人」文本。

李佩珊，高中職性平教育實施的現況、挑戰與可能性。

李佩雯，家，是動詞：台灣育有子女之同志家庭認同建構研究。

李佩雯、方念萱，傳播學門的性別教育實施狀況初探。

李韶芬，「可僱用性」vs「能力」：照顧的專業化與照顧勞動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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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韶芬，照顧（care）抑或僕役（domesticity）？台灣與法國照顧移工的比較。 

李熠，以愛之名，復刻家庭：中國自媒體中的「同志代孕」論述與「酷兒家庭」之想像。

杜韋頤，物質動員與批判強度：巴特勒思想中的非暴力出路。

周月清，80 歲以上（沒）有智障子女喪偶女性居住選擇與照顧：居住途徑觀點。

周宇翔、王舒芸，邁向照顧民主化？長照機構勞雇權力下的照顧科技圖像分析。 

施麗雯、鄭芮欣、蔣承憲，「只有『媽媽』感覺有差？」：台灣男女性的自然流產經驗。 

柯韋丞，賽伯格與多物種政治。 

洪惠芬，「親職外包」的極限？私營課後安親服務工作者的勞動與生活困境初探。 

洪筱婷，從「中性」的邊緣屬性談非人定義。

胡郁盈，健康與孩子的選擇題？非法情境下台灣女同志進用人工生殖科技的醫療策略與風險 
　　　認知。

胡益禎，子宮道德與中國女權的處境。

范容瑛，「追風少女」：初探檔車女騎士的性別跨界。 

范朝詠、林志潔，生育自主權的保衛戰——反墮胎論述策略與墮胎醫療化帶來的衝擊。 

徐彩庭，日常的反抗，反抗的日常：李昂〈彩妝血祭〉裡的「物」、「用」。 

翁克勳，情感的自我覺察與理想社會的追求──羅毓嘉詩中的男同志書寫。 

翁克勳、盧子樵，性、愛、毀壞：許正平《少女之夜》的情慾展現與主體愛困境。

高于婷，幻滅與追尋：李琴峰《獨舞》中的女同志身分認同困境。 

張尹銣，網路交友之風險與實踐──科技與性別使用策略。 

張君玫，凋亡的微型尺度界線戰爭。

張盈堃、楊珮萱，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該怎麼做？一間幼兒園現場的探究。

張殊文，家內的協商，家外的斷裂：在日台灣女性配偶的日常身份認同展演。

羅原廷，跨國代購經濟中的女性微型創業：以韓國東大門批發市場為觀察的場域。 

張瑀婕，社群行銷中性別意識的參與互動與價值實踐。

曹方昕，從 Sara Ahmed 的酷兒理論探討「晶晶書店案中」猥褻言論管制之中立性與正當性。 

曹鈞傑，抒情輔具：余秀華與療癒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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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莉芳，Doing Transnational Caregiving: Indonesian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and  
　　　Their Left/Stay Behind Families。

許楚君，遮蔽的見證──當代藝術中政治創傷的女性敘事。

連心榆、朱怡靜，網路論壇對女性賦權的可能──從 Dcard「約炮」主題文章討論。

郭惠瑜，障礙、性別與照顧：探討雙重老化家庭中高齡智能障礙者之照顧關係題目。 

陳佩甄，冷戰的情感動員：臺韓戰後大眾論述中的「母愛的科學」及情感分斷。

陳晉楚，理解當代中國網路輿論中的「性別對立」──「仇男」及「仇女」之情感結構比較 
　　　分析。 

陳薇安、余東栩、胡愷娣、謝宇冠、楊軒、楊俊祥、童晧庭，逃離父權凝視的桃花源？女子 
　　　運動校隊中的雙性戀情慾、實作與認同。

陳懷恩，不再只是助人──動物家庭的重新連結。

曾聖惠，女性從政者及政治工作者所遭受的暴力與騷擾：定義、定位與理論途徑之初探。 

游美惠，情感教育的實踐：從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性別平等議題談起。 

黃百晟，身體的鬱／慾結：論胡淑雯《字母會》中的女性身體。

黃雨筑，幼兒照顧服務中「照顧」與「教育」的劃界。

黃淑玲，女性主義學者在醫療與科技場域的性別改革。

黃華彥，性別、障礙與身體的交織：以 Audre Lorde 和 Lucy Grealy 的障礙回憶錄為例。 

楊幸真，當「脫魯」成為話題：大學生的愛情攻略與性別情感教育。 

葉力菱，處境中的身體‧律法外的懷孕：婚外「第三者」女性的懷孕與肉身。

李宜軒，再訪家庭計畫：一個子宮內避孕器的女性主義考察。

葉伊庭，失序的「身體」──論韓麗珠《縫身》中的性別與權力架構。 

葉芝君，幸與不「性」之間──親密關係中的非自願性實踐。

葉德蘭，反性別運動年代的女性主義動能：挑戰與機會。 

劉文，口罩、生命政治與國家安全：病毒治理作為軍事後勤學。

劉有容，憐憫「他」、「她」還是「牠」？人類與非人類定義之再詮釋。 

劉侑學、王舒芸，誰是時間權利的富爸媽？育嬰假社會「投資」了誰？ 

劉承欣，從未過去，如何離開？論《返校》影集中的威權變體、文學實踐與傷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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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珮瑄，打造 LGBT 性創傷政治：對 2010 年代 LGBT 運動性政治之反思。

張品蓁、林妮萱、林汶靜、蘇卉芯、彭武德，探討異性戀男性脊髓損傷者被忽視的性權。

潘莉敏，她們的故事──女性視角出發的台灣音樂史。 

蔡宜家，初探司法判決對性犯罪「理想被害人」迷思的突破與困境。 

蔡承宏，性別化主體的社會學介入：一項女性主義教育學的分析。

蔡承宏，重返母職？自助理念的性別化主體實踐與批判。 

蔡曜宇，再訪晶晶書庫案──異性戀霸權的法律思維省思。

鄭如玉，梁璇《大魚海棠》中的劫／結與自然觀。

鄭芳婷，形構酷兒影子戰術：台灣當代轉型正義劇場的修復共作。

鄭斐文，疾病、傷痕藝術與性別身體政治：女性乳癌病友的攝影作品分析。 

盧子軒，陳思宏《鬼地方》的性別暴力。

盧子樵，內外夾擊，難以深入：國小教師性別平等教育教學困境。

賴國瑛，更多的生命：莉迪亞・米勒小說 How the Dead Dream 的死亡和生態共存。

賴婉琪，非公民同志的現身和運動策略：外籍家務女移工。

應尚樺，移植的身體經驗：初探園藝治療裡的療癒策略。

謝小芩、黃淑玲，大專校院怎麼做性別主流化？ 

謝佳玟，女性在 Podcast 裡談「性」：話語及空間裡的權力關係。

鍾道詮、王舒芸、蔡承宏，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學門的性別教育實施狀況初探。

顏芝盈，庇護工場下的勞動共同體：談南方女性身心障礙勞動者。

魏廷仲，生態女性主義的召喚？媽媽公民的性別與環境意識。

蘇若萍，為何我是「同婚」你是「婚姻」？試論「同婚」一詞的語境思考。

■  2022「第七屆性別、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2022.3.12

（主辦單位：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地點：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文化休閒館演講廳）

洪芳均，村上春樹現象對台灣讀者價值觀的影響——以《挪威的森林》為主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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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滋紜，女作家死後的社會建構以邱妙津與林奕含為觀察對象。

■   戰．世代：2022文化研究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3.12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地點：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

王千華，BL 廣播劇下的聲音情色與妄想。

王孝勇，1980 年代台灣變性敘事的關鍵個案分析。

江岱蓉，圖文創作中愛情與性別角色的再現：以蓋彼和廢物女友為例。

林育生，泰國曼谷印度教節慶中 kathoey 的展演與實作。

林純德，當代中國妖群體的不識性／別羞恥政略。

徐士閔，台灣當代婚姻平權下的同志冥婚意義探討。

高千惠，後身份的戰場——從擴延的性別理論到酷兒文化工業。

高郁婷、王志弘，人性始終來自於科技？四部浪漫愛電影的電子科技性與都市物質性。

張依諾，Queer Sinophone Corporeality in Film: A Case Study of Scud’s Thirty Years of Adonis.

廖文綺、華晟雅，厭女厭男？探討網路論壇留言對男女 CCR 態度差異。

龔摘，婚姻是個問題？——「裝框」與兩岸婚姻家庭的深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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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婦女研究室
2021年 10月～ 2022年 3月大事紀

10 月 13 日 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舉辦「萬華『疫』題：疫情下的性

別與階級課題」線上論壇。論壇由婦女研究室研究員黃宗儀（臺

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教授）主持，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

系博士陳逸婷、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戴伯芬、芒草心慈善協會

社工李佳庭、芒草心慈善協會志工賴彥甫、萬華社區規劃師陳德

君、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生金其琪、台灣香港協會專案企

劃戴思潔、高雄市陽明國中公民老師李祐忻共同引言。

10 月 13 日 婦女研究室召開十月月會。

11 月 18 日 《女學學誌》第 48 期出刊。

11 月 19 日 婦女研究室召開十一月月會。

12 月 15 日 婦女研究室召開十二月月會。

1 月 12 日 婦女研究室召開一月月會。

1 月 13 日 《女學學誌》召開編輯委員會。

2 月 23 日 《婦研縱橫》第 115 期出刊，專題名稱為「萬華『疫』題：疫情

下的性別與階級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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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 婦女研究室舉行 110 學年度臺大婦女與性別研究碩博士論文計畫

獎助獲獎人期中報告。由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郭彥霆報

告，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游美惠進行評論。

3 月 11 日 婦女研究室召開三月月會。

3 月 16 日 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與婦女研究室，於臺灣大學社會

科學院 108 室合辦「『公』部門？──公務體系與性別」論壇。

由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黃長玲主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教授張

瓊玲、亞比中心訪問學人 Sarah Liu（劉善然）、亞比中心研究員

鍾瑋芸共同引言。

3 月 23 日 婦女研究室、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台灣法

學會基礎法學委員會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合

辦「『看見』女獵人——性別與狩獵文化專題」論壇。論壇由臺

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Ciwang Teyra 主持，法扶原住民

族法律服務中心主任林秉嶔、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 Savungaz 
Valincinan、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研究發展組組長浦忠勇、嘉義縣

鄒族獵人協會志工及女獵人方紅櫻、自由影像工作者余欣蘭與陳

安琪、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閣族族群委員 Yabung Haning 共同引

言，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陳昭如、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江

芝華共同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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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研縱橫》每年發行兩期，四月、十月出刊。本刊徵稿類別如下，稿長以 3000~8000
字為度，敬請踴躍投稿；來稿若經採用，將寄贈當期刊物以表謝意。

■本刊徵稿類別

當期專題 針對該期之主題撰寫，每期主題公布於前一期《婦研縱橫》或

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網站「最新消息」。

研究論壇 婦女及性別研究相關的理論或方法的探討、文獻介紹、已發表

或進行中的研究計畫或田野調查心得。

研究討論 對特定研究主題的系統性文獻評述。

研究紀要 對特定課題的研究資料分析，或是研究構想的系統性討論。

觀察評介 （1）針對社會中與婦女及性別有關議題，或近期相關專書、

電影、展覽、網站、資料庫等之評析。

（2）各地區、文化的婦女歷史及現況報導。

（3）各地婦女及性別研究教育機構、民間婦女性別團體等組

織之介紹。

（4）婦女及性別研究相關課程之教學經驗分享。

活動報導 婦女及性別研究相關會議、演講、展覽、表演、影展、社區經

營訪問等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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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說明

此外，歡迎踴躍提供新開設之婦女與性別研究課程訊息，以及國內外會議發表關於

婦女或性別研究的學術報告或專題演講之摘要，以利資訊交流。

■本刊徵稿體例

凡正文之引證及參考書目體例均參照 APA 論文引用格式，惟英文作者請使用「全名

引用」。

■著作權／版權

（一）來稿如有需要，本刊編輯室將與作者討論後斟酌修改。

（二）論文內所使用的圖像作品等，作者請務必負責釐清著作權／版權爭議。

（三）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投稿文章刊登於《婦研縱橫》後，其著作財產

權即讓與《婦研縱橫》，並授權《婦研縱橫》將著作物及其所含資料以任何語言及

任何媒體表達之全球發行權利。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有本著作未來自行

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使用之權利。

■來稿請寄

電子信箱：ntuwgsforum@gmail.com 

電話：886-2-2363-0197

地址：10617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 台大人口中心婦女研究室

台大婦女研究室網址：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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