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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原住民保留地（日治時期）

 日治時代，總督府於大正三年與十四年（
1925年）分別實施「官有林野整理事業」與
「森林計畫事業」，並將前者分為「要存置
林野」、「不要存置林野」及「準要存置林
野」；其中，「準要存置林野」即為「高砂
族保留地」，面積有253,748公頃。

資料來源：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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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原住民保留地（二戰之後）

 二戰結束，國民黨政府接收日產，將所有官有林野
地登記為國有，管理機關登記為前台灣省政府林務
局（現改隸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及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者。另，將高砂族保留地改稱為山地保留地。

 1948年發布「台灣省各縣山地保留地管理辦法」，
土地權屬仍屬國有，原住民族僅有使用權。

 1966年，台灣省政府辦理保留地調查工作，並將「
台灣省各縣山地保留地管理辦法」修正為「台灣省
山地保留地管理辦法」，明定原住民取得耕作權或
地上權後繼續耕作或自用滿10年，可無償取得土地
所有權。

資料來源：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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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原住民保留地（~1988）

 1968~1975年間，辦理山地保留地總登記，將所
有權登記為中華民國，管理機關登記為台灣省
政府民政廳（目前為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並於土地登記簿註明為「山地保留地」，總
面積為240,634公頃。

資料來源：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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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我土地運動

█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聯盟於1988~1993
年間發起三次「還我土地運動」，促成原
住民保留地的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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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留地劃編（1988~1998 ）Ⅰ

 台灣省政府依據「台灣省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
於1989年11月訂定「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留地以外
公有土地增編為原住民保留地會勘處理原則」，規
定原住民於1988年2月1日前持續使用其袓先遺留，
且至申請當時仍繼續使用的土地，都可向轄區鄉（
鎮、市）公所申請，經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同意後，
即可增編為原住民保留地。

 行政院於1989年12月核定「台灣省山胞原居住使用
公有土地劃編山胞保留地要點」。

資料來源：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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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留地劃編（1988~1998 ）Ⅱ

依「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留地以外公有土地增

編為原住民保留地會勘處理原則」 ，增編面
積合計約 17,000公頃。

依「台灣省山胞原居住使用公有土地劃編山胞

保留地要點」，劃編面積合計284公頃。

資料來源：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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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辦增劃編理由

 「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留地以外公有土地增編為原住民

保留地會勘處理原則」 與「台灣省原住民原居住使用
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留地要點」受理申請期限至1998
年止，仍有部分原住民雖符合增編原則或劃編要點規定
，因未及申請導致權利受損，究其原因包括：

 政令宣導未能普及。

 申請期限訂有限制。

 增編原則部分規定限縮原住民權益。

 實施地區限制。

資料來源：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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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

 民96年1月12日，行政院核定「補辦增劃編原住
民保留地實施計畫」（院臺建字第0960080865
號函）。

 民96年1月31日，行政院原民會訂定發布：

 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留地審查作業規範
（原民地字第0960004627號令）。

 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留地處理原則（原民
地字第0960004629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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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彌補前一階段未及提出申請之不足。

持續輔導原住民，以其祖先遺留，於1988
年2月1日前即使用，並繼續使用至今的公
有土地，申請補辦增劃編為原住民保留地
，以解決原住民族地區長期以來居住用地
不足的課題，保障原住民基本居住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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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期限

原住民於1988年2月1日以前即使用使用其
祖先遺留，且目前仍繼續使用的公有土地
，得於自公布實施之日起至2014年12月31
日止，申請增編或劃編原住民保留地。

該土地不得為依土地法第14條規定不得私
有的土地；或依水利法第83條規定公告屬
於尋常洪水位行水區域的土地。

依據：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第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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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具文件

農業使用
 ::::::
 土地四鄰任一使用人出具的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

其使用事實的文件。

居住使用
 ::::::
 曾於該建物設籍的戶籍謄本，或門牌編訂證明，或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或繳納水費證明等。

依據：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第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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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駁作業程序

申請人
鄉公所

受理申請
鄉公所2個月內
完成現勘＆審查

1個月內編造審查清冊

15日內直轄市
縣（市）政府

行政院
原民會

初審結果

公有土地
管理機關

行政院
核定

轉請同意

造冊

依據：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第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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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各案例Ⅰ

 2008年2月15日，王雅各申請補辦增編坐落於仁愛鄉翠
峰段144、144之1、144之2等地號的國有土地為原住民
保留地。

 2008年5月2日，仁愛鄉公所辦理（第一次）現勘。

 2008年5月16日，仁愛鄉公所將初審（同意）清冊函送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行政局提報增編。

 2008年5月22日，南投縣政府將初審同意清冊報請原民
會同意。

 2008年6月6日，原民會函請臺大同意。

 2008年7月18日，臺大函覆原民會歉難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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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各案例Ⅱ

 2009年4月29日，臺大通知王雅各返還土地。

 2009年8月，臺大向南投地方法院提出法律訴訟。

 2009年10月2日，仁愛鄉公所辦理（第二次）現勘。

 2009年11月17日，臺大重申不同意的立場，並表示全案
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

 2010年9月9日，原民會再度函請臺大表示是否同意。

 2010年12月30日，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臺大敗訴（一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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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各案例Ⅲ

 2011年10月26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王雅
各敗訴，王雅各應將土地返還給臺大（二審）。

 2012年1月5日，最高法院民事裁定駁回王雅各上訴，王
雅各敗訴確定。

 2012年7月20日，臺大聲請南投地方法院強制執行。

 2014年1月5日，立法委員孔文吉與臺灣大學校長楊泮池
於梅峰農場共同主持「有關仁愛鄉原住民申請臺灣大學
梅峰農場增編原住民保留地引發爭議之協調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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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判決：臺大敗訴

 王雅各（被告）於臺大（原告）提起訴訟前，
依行政院、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規定的程序辦
理申請增補編為原住民保留地，並經主管機關
初審合格並受理在案；王雅各對於合法使用的
土地有期待利益，其信賴國家受理申請原住民
保留地的程序亦屬值得保護的利益，臺大為國
有土地的受授權管理機關，同應受國家公法人
自我行為的拘束。

 原告之訴及假執行之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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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判決：王雅各敗訴

 王雅各固然已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惟各級主管機關仍
須依相關法規逐一審核，始能決定准駁，並非王雅各提
出申請，或於鄉公所及縣政府初審合格，其申請必然應
予核定，故信賴國家受理申請原住民保留地的程序屬值
得保護的利益，實屬率斷。

 王雅各申請補辦增編原住民保留地，既未獲得臺大同意
，原民會亦未將王雅各的申請轉呈行政院核定，則王雅
各占有的土地，即尚未取得合法正當的權源，屬於無權無權
占有占有。

 判決王雅各敗訴，王雅各應將土地返還給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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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所在

 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留地審查作業規範第
11點，關於「辦理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留
地審查作業程序」規定，原住民擬循此一管道
申請補辦增編其於1988年2月1日前即已使用的
公有土地為原住民保留地，就得先徵得公有土
地管理機關同意後，始能報行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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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不同意的理由

生態、國土保安生態、國土保安

法律位階

申請資格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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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一、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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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鄉公所：兩次現勘

臺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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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電公司：裝表供電證明

王雅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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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公所說OK！臺大說NO！

 仁愛鄉公所二次現地勘查，會勘結論表示：「
依規定陳報上級核定。」「符合行政院頒補辦
增劃編原住民保留地實施計畫規定，建請原民
會協調土地管理機關，准予增編。」換言之，
王雅各的申請已經仁愛鄉公所初審確定，王雅
各的申請應已符合相關規定。

 但，臺大說：NO！推翻仁愛鄉公所的初審結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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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長安產業道路22號沒有設籍

原民會反駁
：申請人於
用電地址並
無設籍乙節
，依作業規
範第五點第
一項第五款
規定......只
要符合上述
五項證明文
件之一即足
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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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那是保安林地

原民會反駁：依作業規
範第四點第二項規定，
土地如屬保安林地，仍
得依規定辦理增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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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王雅各侵占山地實驗農場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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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144地號於1985年租給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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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要求交還144地號土地

臺大提起訴
訟要求交還
土地，後於

1993年6月
與張○等當
事人協議和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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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144地號土地完成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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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王雅各無權占有

 二審法官參照最高法院民72年度台上字第1552
號裁判，先認為王雅各應就他取得占有的事實
，證明有正當的權源；再以「原民會尚未將王
雅各的申請案轉呈行政院核定，王雅各並未取
得合法正當權源，應屬無權占有」為由，認定
臺大擁有所有物的返還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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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何以堪？

 說王雅各並未取得合法正當權源，應屬無權占
有」。

 但，王雅各目前正在走「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
留地」程序，循求「有權」占有，目前當然沒
有「法律規定的」正當的權源。累積多年「無
權」占有使用的事實，卻因申請補辦增劃編而
成為被告，並被追訴要求歸還土地，情何以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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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無權占有？誰有權？

原住民
傳統領域

增劃編為
原住民保留地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三十七條：山坡地
範圍內山地保留地，…。其耕作權、地上權繼
續經營滿五年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

無償取得
土地所有權

國（公）有
土地

1988~1998

補辦增劃編為
原住民保留地

於1988年2月1日前
已使用的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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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二、法律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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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法律位階尚未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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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事實

 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留地實施計畫與相關作業規範及處
理原則均屬不具法規性質的非法規命令，未經立法程序
且無法律授權，與土地法、水利法、國有財產法及相關
公產管理法間的兢合關係僅以「按土地權屬分別依土地
法、國有財產法及相關公產管理法規徵得同意後，層報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轉陳行政院核定」帶過，使得公
有土地所有或管理機關的角色扮演相對尷尬。

 台東縣議會第十七屆第八次定期會就為是否同意縣有土
地補辦增編原住民保留地而起爭議。（因為土地法第2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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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更是一道藩籬

對原住民（申請者）而言，先是看到政府
為表現善意而釋出的「補辦增劃編原住民
保留地實施計畫」，所得到的結果卻是因
為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留地而成為被告，
其情何以堪？！

人民不懂法律位階與競合的問題，也沒有
能力去打破政府部門間本位主義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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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難度，要突破

 主政者，當權者，看到問題，要解決問題，就
要盡一切努力將「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留
地」提升到法律位階，予以常態化，甚至納入
經建法規常見的「排除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
有財產法第…、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相關

規定限制」條款。

難度如何？ 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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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臺大說，同意王雅各再提出申請，要聘請學者
專家共同檢驗王雅各的證據。

 問題是，檢視申請人是否合乎資格的權屬機關
是鄉公所，管理機關回頭扮演檢驗的角色，可
乎？不可以乎？都沒有講清楚！

「尊重原住民權益」如何能在依法行政的程
序中踐行，要看原民會的決心與魄力，也要
看看公有土地所有或管理機關的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