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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與人民之關係而言，無論利益說或義務說，採取屬人主義或屬地主

義，國家基於主權之行使，皆得對人民課稅。在重視依法行政之現代法治國

家，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及租稅國家等原理原則，於今日之臺灣，幾

乎已成為學界與實務之通說，被奉為圭臬。但是否放諸四海皆準，無可挑

戰，本文採取懷疑的立場。本文一開始即從臺灣及美國等服從於國家主權下

之原住民族，仍有不適用國家法律、不依法納稅之歷史事實，提出反證；另

從臺灣原住民族最初擁有土地及其他天然資源權利之情形下，無須以稅捐為

主要自治財政收入，及外來政權或國家亦捨棄對原住民族課徵稅捐，而改以

掠奪其土地及其他天然資源俾取得更多之財政收入之歷史事實，益可得到佐

證；甚至以今日臺灣之司馬庫斯部落為例，亦透過觀光、合作社等事業之經

營取得部落公共事務所需經費之滿足等，皆可說明於原住民族地區之課稅制

度並不當然必要，而應屬開放之選項之一，由原住民族自行選擇最適合之制

度。 從前揭背景與理由，可發現原住民族之所以不納稅，並非與現行稅法

中稅捐減免之理由相同，更基本之原因在於原住民族所擁有之主權或獨立固

有之自治權，而與國家所屬之一般人民不同，該民族或其所屬之原住民，並

無向外來統治者納稅之義務。於今日之臺灣，雖然形式上原住民族亦為中華

民國之人民，似應適用相同之法律，並依法納稅；惟實質上原住民族仍擁有

自我民族之獨立認同，依循非成文之原住民法，擁有部落等自治之組織；另

一方面，國際法之發展，如甫於 98 年 4 月 22 日透過制定公布「公民政治權



利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將其內國法化之兩公約，及聯

合國於 2007 年 9 月 13 日通過之「原住民族人權宣言」，亦將原住民族自決

權視為原住民族最重要之基本人權。是以，重建或確認國家與原住民族間之

關係，及建構適用不同於國家與一般人民間之法制，除兩岸關係外，乃為近

年來臺灣法律體系最大之變革項目。然而其中最基礎之原住民族稅捐徵免法

制，反而於民國 71 年 1 月 1 日臺灣省山地籍同胞徵免租稅原則廢止後，與

曾為歷史上巨大爭議之原住民族應否依法納稅問題，隨之受到遺忘與忽略。

本文之提出，即企圖喚醒稅法學界對此問題之記憶與重新認識，於國內法及

國際法對於原住民族法制重視與重建之時，重新檢視原住民族不依國家法律

納稅之可能性及其正當化基礎，或比照一般地方自治團體、或重新建立原住

民族稅捐徵免制度；以及各項制度具體實施時，於符合程序正義尤其尊重原

住民族真實意願之前提下應循之一系列法制程序，例如透過國家與原住民族

簽訂條約協定確定雙方關係，據以開展後續國家法制、原住民族自治法制之

配合訂定、修正。 就前揭論文主軸，配合前述研究方法，爰以下列子題為

本論文主要研究大綱，餘如詳目： 一、法制史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稅捐徵

免制度之形成與發展。 二、比較法研究—原住民族稅捐徵免制度之外國法

制比較。 三、理論基礎研究—建構原住民族豁免於國家稅捐之正當化基

礎。 四、實證法研究—透過實際案例或立法例了解原住民族稅捐減免與自

治課稅權保障之實質內容，包括:(一)原住民族固有權利之肯認；(二)原住民

族稅捐減免及自治財政法制環境之建構。 五、法制程序研究—原住民族稅

捐豁免及自治課稅權保障之法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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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225 肆、修法準用之問題 226 第二目 縣﹙市﹚升格為直轄市 229 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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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改變問題受忽視 233 貳、原住民鄉改制為區後仍維持原住民族地區之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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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及本國稅捐法規之類型 361 第一目 未簽訂條約時基於國際上慣例與本國

法之關係 361 壹、我國稅法對國際慣例之承認規定 361 貳、稅法承認國際慣

例規定與憲法保障之地方課稅權衝突 364 第二目 依外交手段所簽訂條約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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