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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看民族 Global Scope for Ethnos
グローバルな視野で民族を見る

從地圖看原住民族的全球化

文．圖︱編輯部

地図から先住民族のグローバル化を見る
A Map Depicts th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on 
Aboriginal Ethnos

全球化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以下

簡稱IFG）的「原住民族與全球化計畫（Indigenous Peoples and 

Globalization Project）」在2003年繪製了一張「原住民族與全球

化」地圖，匯整世界各國原住民族生存環境因「經濟全球化

（係指未經民主程序或國家政府而由國際機構與協議所主導的

過程）」所受負面影響，大多數情況為跨國企業在當地中央政

府或地方一級政府的配合下進行開發，IFG歸納出19類（見地圖

圖例）影響因素，包括：工業化的農業、生物剽竊、牛、水

壩、人口遷移、漁業、水、毒品查禁、土地喪失、礦業、核

能、石油、道路、船運、伐木、觀光業、軍事化、汙染、能源

等，由此可一窺目前仍在進行中的全球化行動對於原住民各族

所造成的種種危害。IFG希望這張地圖的製作能夠觸發新的努

力，來扭轉全球化的負面過程。

工業化的農業 人口遷移 土地喪失 道路 軍事化

生物剽竊 漁業 礦業 船運 汙染

牛 水 核能 伐木 能源

水壩 毒品查禁 石油 觀光業

「原住民族與全球化」地圖19類影響因素圖例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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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G的成立目的
根據IFG簡介，該組織是研究及教育機構，

係由社會運動領袖、經濟學家、學者及研究人員

所組成，目的在針對經濟全球化的文化、社會、

政治及環境衝擊，提供分析與評論。

IFG創立於1994年，當時全球業界與政界正

積極推動一場猶如工業革命的全球政經大規模重

整，但對於這種新的「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

義」模式，或是落實此一體系的機構和協議（例

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

﹞、世界銀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幾乎沒有進行任何討論，甚至予以認可。

IFG為了因應這種情況，便透過公民教育的方

式，激發新思維與聯合行動，批判此一快速崛起

的經濟典範。

「原住民族與全球化」地圖的特色

根據這張地圖的說明，地圖的繪製係屬「原

住民族與全球化計畫」的一部分，僅部分列舉出

原住民族遭受經濟全球化負面衝擊的地方，其實

尚有數以百計值得關注的案例。儘管如此，該圖

以「區域」和「國家」為單位，列出受到各類衝

擊的民族名稱，輔以涉入經濟全球化的企業與官

方組織，最後闡述這些負面影響的大致情況。

世界上的原住民族超過5,000個，絕大部分亟

欲保住其傳統土地、主權、治理體系以及經濟、

文化與精神慣習；雖然有些原住民族數百年來持

續受到足跡遍及全球的殖民社會之衝擊，但今日

全數均面臨更為強大的外力，也就是跨國企業及

政府官僚試圖獲取原住民族保護了數千年，同時

是他們所依賴的資源和土地。

該圖內容提到，這些衝擊最為醒目的是

（1）全球企業入侵，為利用森林、礦物、石油、

魚及野生動物，因而影響了原住民傳統生計的可

行性；（2）管線、水壩、水道、港口、道路等巨

型基礎設施的開發，帶給原住民土地環境的是破

壞；（3）為了讓出空間給工業化的農業或新移入

人口定居，原住民人口被迫遷移；（4）軍事封

鎖；（5）破壞文化的觀光業；（6）基因科學家

的生物剽竊（例如任意使用原住民族的細胞株、

為農作物品種申請專利據為己有）。

這樣的計畫大部分受到世界銀行、IMF、

WTO等機構，或是開發銀行及出口信貸機構的鼓

勵或資助。各項計畫均在試圖使原住民族失去對

其土地及資源的掌控，以滿足全球貿易與開發利

益的胃口。而數以百計的原住民團體抵抗這些入

侵的努力，卻幾乎未受到大眾媒體、非營利組織

（NGO），當然還有職責本在保護人民與資源的

政府機關的注意。

南島語系諸民族的情況

這張地圖所標示的區域，涵蓋非洲、中美洲

及南美洲、亞洲及大洋洲、歐洲、加拿大、美

國、西伯利亞。其中，從亞洲及大洋洲（ASIA, 

OCEANIA）的內容當中，有相當多國家是南島語

系民族分布的國家，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

西亞、斐濟、東加、索羅門群島、紐西蘭、新喀

里多尼亞、巴布亞紐幾內亞、泰國、緬甸、越南

等12國（另有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在這些國家

裡受到衝擊的民族幾乎均為南島語系民族。

例如：斐濟，受到影響的原住民族是斐濟人

（Fijian），原因是「礦業」，帶來衝擊的是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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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本製鐵與斐濟政府，危害情況為「計畫開發

的礦場將衝擊40個原住民村庄，威脅傳統生活方

式以及豐富的區域生物多樣性」。

例如：印尼，受到影響的原住民族至少有32

族，包括亞齊族（A c e h n e s e）、班加爾族

（Banjarese）、本庫族（Bungku）、馬朗-杜順族

（Dusun Malang）、門達威族（Mentawai）、達

雅人（Dayak）諸族、馬來人（Melayu）等，影

響因素包括軍事化、石油、土地喪失、人口遷

移、觀光業等總計15類，經濟全球化衝擊的層面

相當廣泛。

台灣鄰近國家的情況

台灣相鄰的許多國家，例如：日本、中國、

越南，也正遭受到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例如：日本，受到影響的原住民族是愛努族

（Ainu），原因是「水壩」及「土地喪失」，帶

來衝擊的是日本政府，危害情況為「1966年完工

的二風谷水壩淹沒了北海道愛努族人的土地，聖

地遭抹煞，沙流川（愛努族文化的搖籃）生態系

受到破壞」。

例如：越南，受到影響的原住民族是

Montangard（越南中部高地原住民）、嘉萊族

（Jarai）、巴拿族（Bahnar）、埃地族（Ede），

其中嘉萊族和埃地族為南島語系民族，影響因素

是「工業化的農業」、「土地喪失」和「伐

木」，帶來衝擊的跨國企業包括雀巢（Nestlé）、

寶僑（Procter & Gamble）、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Sara Lee，再加上有越南政府的協助，

危害情況為「產品供外銷的咖啡莊園向高地延

伸，剷平森林並奪走原住民土地」。

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省思

IFG自述，其工作與社會正義及環保運動密

切相關，IFG提倡的是公平、民主、生態永續的

經濟，因此關注經濟全球化的課題。IFG認為，

WTO、IMF、世界銀行等組織的所謂「自由貿

易」和「扶貧」措施，其實是造福跨國企業更甚

於勞工、嘉惠外商更甚於在地商家、利益富國更

甚於開發中國家的一種開發模式。

從IFG「原住民族與全球化」地圖上不難發

現，許多開發行動來自歐美企業，也不乏日本、

澳洲、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業界勢力，再加上

當地政府與跨國政經組織的配合，原住民族的弱

勢地位可想而知。在過去10年間，空前的全球公

民運動崛起，正顯示全球化的益處只集中在極少

數人身上，大部分民眾則被排除在外。

這張地圖並未將台灣所面臨的經濟全球化衝

擊納入，如果要標示的話，水壩、人口遷移、漁

業、水、土地喪失、核能、伐木、觀光業、道路

都是可能的影響因素，尤其是最近受到媒體關注

的核廢料棄置計畫和美麗灣度假村開發計畫，甚

至平地人社會也發生農業地帶遭遇工業搶水的問

題，對於當地居民的傳統生計都造成了衝擊。

經濟開發與民族文化保存往往處於對立的狀

態，各國政府也經常必須面對環境保護與經濟發

展的兩難。從IFG繪製的地圖裡，我們可以省

思，台灣的公民教育應該重視原住民族的重要

性，統整更多的經濟開發案例，評估這些全球化

措施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社會帶來的各項衝擊，並

與國際社會相互對照與比較，才能加深認識原住

民族的現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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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肯倫族】Moklen

又稱 Chau Pok。為泰國海上
游獵3民族之一（其他2族為莫

肯族和烏洛-勞沃族），這3族

一併稱做Chao Ley（海之人）

或Chao Nam（水之人）。人口

4千人（2000年），會講族
語者僅1,500人（1984年）。分

布 泰國，攀牙府，主要分布

於庫拉武里（Khura Buri）、竹

古巴（Takua Pa）、泰莊（Thai 

M u e a n g）等3縣；以及普吉

（Phuket）府。莫肯倫族相較

於莫肯族和烏洛-勞沃族，明顯

不出名，原因在於莫肯倫族聚

落不常有觀光客到訪；反觀泰

國的莫肯族多分布在普吉島、

蘭撻（Lanta）島、Lipeh島，而

烏洛-勞沃族居於素林（Surin）

群島，這些地點均是旅遊勝

地，因而吸引較多媒體注意。

語言 使用莫肯倫語，深受泰

語和孟 -高棉語族之語言的影

響。採用泰文字母書寫族語。

莫肯倫族兒童在庄內學校接受

以標準泰語教學的正規教育，

致使大部分兒童的族語能力降

為只會聽不會說。宗教 傳統

信仰、伊斯蘭教。其實已有許

多族人成為佛教徒，甚至有些

男信徒會如同泰國成年男子，

依照佛教習俗，在一生中，至

少一次於避雨節（守夏節／

「考攀薩」）期

間接受剃度，暫過僧侶生活，

然而日常仍可見傳統信仰蹤

跡。該族傳統新年是在每年2至

3月間，族人會祭拜傳說中的民

族領袖Pho Ta Sam Phan。社會

莫肯倫族和烏洛-勞沃族合稱

Thai Mai（新泰國人），因為這

2族絕大多數族人已定居陸地，

並成為泰國公民。實際上，莫

肯倫族有些聚落並未濱海，如

今族人多不認為自己的祖先是

海上游獵民族，曾經如同莫肯

族住在kabang上。經濟 當今

不少族人並未從事海洋相關的

工作，比如擔任橡膠園或椰子

園勞工、受雇打雜。濱海聚落

的族人則常撒網捕魚或潛水捉

魚，拿到市場上去賣。

2.【莫肯族】Moken

又稱 Basing、Chau Ko’、

L a w t a、M a w k e n、O r a n g 

L a u t、S a l o n、S a l o n g、

Selong、Selung。人口 7千
人居緬甸（1993年），2,900人

居泰國。分布 緬甸南部，墨

吉群島的Dung島及其他島嶼。

泰國，普吉、攀牙、喀比、拉

廊等府。語言 使用莫肯語，

分為3種話──Dung語、Ja-I t

語、L’be語，與莫肯倫語的相

近程度最高。族語書寫系統有

二──羅馬字、緬文。聖經譯本

2000年出現新約聖經譯本。

經濟 漁業。擅於潛水、叉

魚，懂得掌握海水漲退潮捉海

參、捕鰻魚以及撈螺貝。宗教

傳統信仰、伊斯蘭教。社會

基本上起居生活均在船上。

傳統上以 k a b a n g船為家，

kabang不但用於運輸，同時充

當廚房、臥室和起居空間。族

人水性極佳，無須潛水設備，

即可深潛超過20公尺；孩童尚

未學會走路，已能在水裡游。

族人因能在水中使心跳減速，

故憋氣時間是一般常人的兩

倍。族人從小練就能在水中使

瞳孔縮小，好鎖定微小目標物

的功夫，使其水中視覺優於一

般人，看得更清楚。然而，定

居陸地的族人，如今竟有孩童

不諳游泳的窘境。儘管族人漁

撈能力極佳，但不多取，只拿

生存所需要的，其族語當中並

無「想要」、「拿取」等觀

念，過著對天然資源低衝擊的

生活，並且懂得與人分享。族

人自古流傳「會吃人的大浪」

（意即大海嘯）的傳說，再加

上懂得留意海象，因而躲過

2004年大海嘯的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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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部落族人

企業：英國暨澳洲商力拓。官方

組織：世界銀行。情況：村民強

烈反對世界銀行提議開發的礦

場，因該計畫將砍除森林。

China 中國
漢族農民及原住民族

企業：三峽大壩計畫自美商摩根

士丹利添惠、美商花旗集團旗下

的所羅門美邦、美商大通曼哈頓

及其他金融機構取得融資。官方

組織：世界銀行、中國政府以及

瑞士、法國、德國與加拿大的出

口信貸機構。情況：三峽大壩將

成為全球最大的水壩，1百萬名
小農被迫遷徙。

Japan 日本
愛努族

官方組織：日本政府。情況：

1966年完工的二風谷水壩淹沒

了北海道愛努族人的土地，聖地

遭抹煞，沙流川（愛努文化的搖

籃）生態系被破壞。

Myanmar 緬甸
Karen
企業：加拿大商Ivanhoe Mines。
官方組織：緬甸政府國家和平與

發展委員會。情況：採礦及非法

伐木使得原住民族無法重返家

園。

Myanmar, Thailand 
緬甸、泰國
Karen、Mon、Tavoyans、

Chin
企業：美國道達爾石油、美商優

尼科、泰國石油探勘與生產局、

緬甸石油天然氣公司、美商哈利

波頓。官方組織：緬甸政府國家

和平與發展委員會。情況：天然

氣管線途經原住民聚落，緬甸強

迫11個抗拒此一計畫的克倫族
（Karen）聚落搬遷。

Thailand 泰國
Akha、Karen、Hmong及其他
山地諸族

官方組織：泰國政府皇家林業

部。情況：皇家林業部將當地聚

落搬遷出去，讓地給人造林莊

園。

漁民

官方組織：亞洲開發銀行

（ADB）、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
金、泰國政府。情況：當地村民

擔心計畫興建的廢水處理廠排出

汙水將破壞海岸生態系及養活2
萬人的生計。

Karen、泰族農民
企業：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情

況：佛羅里達大學嘗試將泰族農

民孕育及採用數百年的多種香米

申請專利，大學研究人員被懷疑

違法將稻米樣本走私出泰國。

Laos 寮國
Montegnards/Lao Theung

　

企業：澳商Transfield Holdings、
法國電力（EdF）、泰商EGCO
和Ital-Thai。官方組織：寮國政
府、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

（ADB）、日本政府。情況：計
畫興建的水壩將迫使4,500名當
地人移居，另有沿著謝邦非河

（Xe Bang Fai）居住的4萬人可
能因淹大水頻率增加及漁獲量減

少而受到影響。

Cambodia 柬埔寨
高地諸族

企業：越南非法伐木者。情況：

越南伐木者非法伐木供外銷，而

高地諸民族的生存仰賴森林。此

外又遭遇外人移入開闢油棕園。

Vietnam 越南
Montangard、Jarai（嘉萊
族）、Bahnar、Ede（埃地族）

企業：瑞士商雀巢、美商寶僑、

美商菲利普莫里斯、美商Sara 
Lee。官方組織：越南政府。情
況：產品供外銷的咖啡莊園向高

地延伸，剷平森林並奪走原住民

土地。

Dao、Tay、Khanh Hoa、Kinh、
Hmong
官方組織：越南政府。情況：政

府計畫在Gam河興建水力發電水
壩，將淹沒Na Hang自然保留區
及45個村庄。

Tai、Hmong
官方組織：越南政府。情況：和

平水庫使5萬8千人流離失所，其
中許多人為原住民族。

Malaysia 馬來西亞
Penan（本南人）、Kayan（加
央人）、Kenyah（肯雅人）、
Kelabit（加拉畢族）、Lahanan
（拉哈南族）、Ukit（烏吉族）

企業：Bakun水力發電公司、德
商Lahmeyer International、美商
Harza及其他企業。官方組織：
馬來西亞政府。情況：上述各族

共9,000人，在1999年因Bakun
水壩的興建被迫遷出傳統領域。

Penan（本南人）、Kayan（加
央人）、Kenyah（肯雅人）、
Kelabit（加拉畢族）、Lahanan
（拉哈南族）、Ukit（烏吉族）

企業：馬來西亞商Novelpac、
Empressa、長青集團、昇陽
（Shin Yang）、Rawood。官方
組織：馬來西亞政府、砂勞越州

政府。情況：達雅人在防止森林

被砍伐、被闢為油棕園及桉樹園

時，遭受政府軍隊殘暴地對待。

Philippines 菲律賓
Aeta（埃塔人）
官方組織：菲律賓政府、亞洲開

發銀行（ADB）。情況：亞洲開
發銀行計畫限制埃塔人以傳統方

式使用森林資源，卻未提出補償

或可行的替代方案。

Agta-Dumagat（卡西古蘭杜瑪
結-埃塔族）
企業：國家電力公司（透過菲商

MADECOR）。官方組織：菲律
賓政府。情況：水力發電計畫將

淹沒卡西古蘭杜瑪結-埃塔族祖
傳土地。

Agta-Negritos（埃塔人）
企業：外國伐木公司。官方組

織：菲律賓政府。情況：外國伐

木公司勾結政府肆虐森林。

Alangan（阿拉岸族）、

Tadyawan（達迪亞灣族）
企業：菲商CREW M ine ra l s 
Philippines。官方組織：菲律賓
政府。情況：當地聚落居民強力

反對CREW啟動採礦工作的計
畫。

Ata-Manobo（亞他-馬諾波族）
企業：菲商A l c a n t a r a  a n d 
S o n s。官方組織：菲律賓政
府。情況：反對植樹（人造林）

計畫的亞他-馬諾波族人已成為
軍隊攻擊的目標。

B’laan（布拉安人）
企業：澳商西方礦業公司。官方

組織：菲律賓政府。情況：蘇丹

庫達拉省Columbio的14村7千名
布拉安族人將因政府支持的新的

採礦工作而離開家鄉。

Bagobo（歐波-馬諾波族）
企業：菲律賓國家石油公司、

國家電力公司。官方組織：菲

律賓政府。情況：民答那峨省

阿波山（菲律賓最高峰）附

近，當地原住民族祖先留下來

的土地將興建地熱發電廠，原

住民抗議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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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n w a-o n、Ta l a a n d i g、

Higaonon（希高農族）
企業：Assisi Mining、Bonaventure、
澳商Climax Mining。官方組織：菲
律賓政府。情況：政府在未徵詢

原住民族意見下，就允許礦業調

查員進入，引發小型衝突。

B u g k a l o t（伊龍果特族）、
Igorot
企業：菲商CE Casecnan水與能
源有限公司。官方組織：菲律賓

政府、世界銀行。情況：

Casecnan灌溉與發電計畫迫使
原住民族離開家鄉。

Ibaloi（伊巴萊族）、Kankanaey
（中部坎坎奈族）、Kalanguya
（卡雅帕-加拉罕族）
企業：San Roque Power（日商
丸紅、美商Sithe Energies及其他
企業所組成的投資團隊）。官方

組織：菲律賓政府、日本國際協

力銀行。情況：2千戶伊巴萊族
家庭將受到水利發電計畫的衝

擊，下游居民將見到漁業遭侵蝕

與破壞。

Ifugao（伊富高人）、Ibaloi（伊
巴萊族）、Kankanaey（中部坎
坎奈族）、Bugkalot、Gaddang

（加當族）

企業：澳商Climax Arimco Mining
（CAMC）。官方組織：菲律賓
政府。情況：CAMC在當地曾於
2000年因原住民族抗議而短暫
關閉。

Igorot
企業：美商Newmont。官方組
織：菲律賓政府。情況：礦業高

耗水使得當地原住民族飲用水及

稻田灌溉水源缺乏。

Igorot、Bontoc（中部邦都族）、

Ibaloi（伊巴萊族）、Masadiit（瑪

沙迪-意能族）
企業：美商Newmont、英商RTZ 
M i n i n g、澳商N e w c r e s t、
Benguet、菲商Montanosa及其
他企業。官方組織：菲律賓政

府。情況：採礦活動使原住民族

離開家鄉、摧毀生計來源並帶給

環境莫大破壞。

Lumad、Mangyan、Tagbanwa
（塔格巴努瓦族）

官方組織：菲律賓政府。情況：

外來移居者、伐木者、農田及工

業開發迫使原住民族離開家鄉。

Mamanua（馬曼瓦族）
企業：菲商S u r i g a o  G o l d 
Mining。情況：礦業公司湧入使
馬曼瓦族脫離傳統領域。

Mandaya（曼岱人）
企業：菲商PICOP Resources。

官方組織：菲律賓政府。情況：

企業自1995年起非法伐木迄
今，曼岱人出面抗議，卻面臨軍

方報復。

Mangyan Groups （民都洛島原
住民族）

企業：東方木品公司。官方組

織：菲律賓政府。情況：菲律賓

政府允許民多洛島全面伐木。

Mansaka（曼撒加族）
企業：美商Echo Bay Mines、加
拿大商TVI Pacific、菲商Benguet 
Mining。官方組織：菲律賓政
府。情況：Kingking計畫開發曼
撒加族1,656公頃祖居地，而自
採礦工作開始後，這片土地即常

遭遇驟發性洪水。

從地圖看原住民族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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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wan（巴拉望人）
企業：菲商Fenway Resources、
中部巴拉望採礦及工業公司。官

方組織：菲律賓政府。情況：計

畫興建的水泥廠區就座落於總計

1.5萬公頃的巴拉望人祖居地
上，族人為此抗爭。

Subanen（蘇巴農人）
企業：加拿大商TVI Pacific、英
國暨澳洲商力拓。官方組織：菲

律賓政府、國際貨幣基金

（IMF）。情況：蘇巴農人為防
TVI Pacific在祖居地上採礦而封
鎖道路，族人長期抵抗警方和礦

工的暴力相向。

Tagbanua（塔格巴努瓦族）
企業：殼牌菲律賓探勘公司、東

方菲律賓公司。官方組織：菲律

賓政府。情況：480公里長的離
岸天然氣管線從Malampaya到
Batangas，若建造將影響到塔格
巴努瓦族的土地。

Yogad（揚葛族）、Ibanag（伊
巴農族）

企業：美商孟山都。官方組織：

菲律賓地方政府。情況：模擬兩

可的法律規定讓孟山都得以在

2001年於菲律賓北部的伊莎貝
拉省試種基改作物Bt corn（免用
殺蟲劑的基改玉米）。

Indonesia 印尼
Acehnese（亞齊族）
企業：美商艾克森美弗、印尼商

PT Arun。官方組織：印尼政
府。情況：國家和企業武裝對抗

原住民族已導致環境退化、原住

民族文化被破壞、原住民族離鄉

背井。

Amungme（又稱Damal族）、

Dayak（達雅人）
企業：美商費利浦‧麥克莫蘭銅

金公司、英國暨澳洲商力拓。官

方組織：印尼政府。情況：

Amungme族人因外地人湧入而

被迫搬遷讓出空間，並遇印尼軍

隊侵犯人權。

Banjarese（班加爾族）、Dayak 
Temuan（德慕安族）、Melayu
（馬來人）

企業：英國私人投資機構CDC、
斯里蘭卡私人企業P T  A g r o 
Indomas。情況：莊園已破壞熱
帶林，近1,000名居民的土地以
及生活所需之主要來源遭到剝

奪。

Bauzi/West Papua（巴布亞島西
部的Bauzi族）
官方組織：印尼政府。情況：

Mamberamo水壩計畫預料迫使
當地原住民族搬遷。

Bungku（本庫族）、Dongi、

Bahumotefe
企業：加拿大商 I N C O與P T 
INCO。官方組織：印尼政府。
情況：INCO為露天開採礦產已
搶奪原住民土地，接下來將發生

森林被毀、淹大水和非自願性定

居與移居。

Dayak（達雅人）
官 方 組 織 ： 國際貨幣基金

（IMF）、印尼政府。情況：大
規模伐木供外銷已使河流淤積，

並迫使伐木越往森林深處移動。

Dayak（達雅人）
企業：美商優尼科、印尼商Vico
以及印尼道達爾石油。情況：優

尼科及其他石油天然氣公司汙染

稻田、魚蝦養殖場及聚落莊園。

Dayak（達雅人）
企業：飯店業。官方組織：省政

府。情況：觀光業計畫占用並剝

削達雅人的土地。

Dayak（達雅人）
企業：瑞士暨馬來西亞商Bomer。
官方組織：印尼政府、國際貨幣

基金（IMF）。情況：稻米自給
自足計畫催毀了泥炭沼澤林，並

引發致命的森林火災，官方因此

取消計畫，然而欲使超過130萬

公頃土地變成油棕園的計畫正在

成形中，外來移居者進到當地，

達雅人聚落孤零零應付這些衝

擊。

Dusun Malang（馬朗-杜順族
Dusun Malang群）、Dusun 
Bayan（馬朗-杜順族Bayan
群）、Penyawung（陸地達雅
人）、Punan（布南人）、Dohoi

（烏德-達農族）及其他
企業：PT Indo Muro Kencana
（澳洲Aurora Gold旗下公司，而
力拓對澳洲Aurora Gold持股
35%）。官方組織：印尼政府。
情況：當地原住民族的祖傳土地

已被奪走，村庄被燒毀殆盡，河

流遭受氰化物及重金屬汙染，傳

統採礦人被騷擾或殺害，侵害原

住民人權的行為甚至獲得當地軍

事官員的支持。

Inanwatan、Soub、Wamesa、
Uri、Irarutu、Simuri、Sebyar/

Kamberam、Mbahan
企 業 ： 英 商 B P 、 印 尼 商
Pertamina。官方組織：印尼政
府。情況：天然氣田開發來供應

亞太市場，主要對象為印度和中

國，而來自BP天然氣田的汙染
摧殘當地原住民族賴以維生的

蝦、蟹、魚和紅樹林資源。

Mentawai（門達威族）
企業：美商花旗集團、新加坡商

亞洲漿紙、印尼商 P T  P P 
London Sumatra。官方組織：印
尼政府。情況：伐木和油棕園對

森林構成威脅，工人湧入使門達

威族更形邊緣化。

Molo（佛達塔族）
企業：印尼商PT Karya Asta 
Aslam。官方組織：中南帝汶縣
政府（屬印尼東努沙登加拉

省）。情況：兩座聖山的大理石

被開採。

Nduga、Amungme（又稱
Damal族）、Nakai（Asmat 

Keenok）、Sempan及其他

企業：美商康菲石油。官方組

織：印尼政府。情況：在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所定生
物圈保留區探鑽石油，已讓村庄

被夷為平地、森林被砍伐、河流

遭汙染。

Sakai
企業：加德士（雪弗龍與德士古

的合資公司）。官方組織：廖內

省政府。情況：伐木及外人移入

導致加德士與Sakai族人發生衝
突。

Simpang Empat Sumpol People

企業：必和必拓持股過半的PT 
Arutmin。情況：PT Arutmin將建
造運輸道路，好把煤自礦區運至

儲藏地，這條道路的建造與使用

衝擊著當地聚落，受廢水汙染的

河川再也不見魚蝦。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Bougainvillean People
企業：英國暨澳洲商力拓。官方

組織：巴紐政府、國際貨幣基金

（IMF）。情況：採銅所引發的環
境破壞及社會脫節催化了在1988
至1997年間的Bougainvillean島居
民與政府的內戰，當地人並前往

美國提起集體訴訟，控告礦商力

拓有破壞國際環境的違法行為以

及危害人類的罪行。

Hagahai
官方組織：美國政府、美國國家

衛生院。情況：Hagahai族是一
項專利申請案的主角，這項專利

後來遭放棄，但該族細胞株仍遭

大眾使用。

Imawe Bogasi、Fasu、Foe及

Kikori部落
企業：Chevron Niugini、英商
BP、Ampolex PNG、Mer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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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必和必拓石油及其他企
業。官方組織：巴紐政府、世界

銀行。情況：石油開採計畫為庫

土布湖（Lake Kutubu）野地帶
進外人移入定居、工業化的農業

及伐木，花旗銀行貸款使能源公

司雪弗龍能夠鑽設油井、大規模

安裝油田設備、建造8公里長的
輸油管線。

Maisin（邁辛族）
企業：馬來西亞伐木公司。情

況：森林全面剷除，改設油棕

園。

Wowoi Guavi
企業：伐木公司。官方組織：巴

紐政府。情況：森林管理協議給

予伐木公司進入Wowoi Guavi族
人土地的權利，無視於族人強烈

反對。

Yonggom
企業：澳洲暨南非商必和必拓、

加拿大商Inmet。官方組織：巴紐
政府、國際貨幣基金（IMF）。
情況：由於當地人抗議，表示反

對破壞環境，必和必拓於是宣

布，有意退出開發Ok Tedi礦場
的計畫。

Solomon Islands 
索羅門群島
太平洋島民

企業：澳商Ross Mining。情況：
瓜達爾卡那爾（Guadalcanal）
島諸族因開發計畫被迫離開家

鄉，礦商Ross Mining使得25個
不同聚落搬離，並被控以氰化物

汙染河川。

太平洋島民

企業：馬來西亞商黃金集團、長

青集團、G o l d e n  S p r i n g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和M a r v i n g 
Brothers。官方組織：索國政
府。情況：馬來西亞企業在當地

伐木和流竄被謂為全球各熱帶林

中最猖獗，脆弱的珊瑚礁以及做

為當地人蛋白質主要來源的海洋

生物受到摧毀，生物多樣性和文

化多樣性遭受莫大威脅。

太平洋島民

官方組織：美國商務部。情況：

美國商務部已為原住民族細胞株

提出專利申請。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亞
Kanak
企業：加拿大商INCO。官方組
織：新喀里多尼亞政府、法國政

府。情況：原住民族力抗大規模

採鎳，企業卻競相爭取全球最大

且蘊藏量最豐的紅土帶鎳礦，當

地古老森林、珊瑚礁及原住民族

土地受到威脅。

Fiji 斐濟
Fijians（斐濟人）
企業：日商新日本製鐵。官方組

織：斐濟政府。情況：新日鐵提

案開發的礦場將衝擊40個原住民
村庄，威脅傳統生活方式以及豐

富的區域生物多樣性。

Tonga 東加
太平洋島民

企業：澳商Autogen。官方組
織：東加衛生部。情況：生物科

技公司在未舉行公開辯論下，計

畫要收集東加人血液樣本，以建

立基因資料庫，但後來在教會和

人權團體的反對下中止計畫。

Australia 澳洲
Kauareg、Barada、Kaanja、

Bindal
企業：美商雪弗龍、美商艾克森

美弗、巴布亞紐幾內亞商O i l 
Search。官方組織：巴紐政府的
礦產資源開發公司、澳洲昆士蘭

省政府。情況：雪弗龍提案建造

的天然氣管線將通過基科里

（Kikori）河谷、巴布亞灣、托
雷斯海峽，直到約克角半島。此

一區域是重要的生物多樣性保護

區，這條天然氣管線並將會把許

多原住民族土地一分為二。

Adnyamathanha Aborigines
企業：美商Heathgate Resources。
官方組織：澳洲政府。情況：

Beverly鈾礦場經常有放射性液體
外溢。

Waanyi、Gungalida
企業：澳商Pasminco（自力拓
購入Century鋅礦場）。情況：
Century礦場雖遭工會和當地原
住民強烈反對，卻將成為全球最

大的鋅產地。

Mirrar Aborigines
企業：澳洲能源資源（ERA，力

拓子公司）。官方組織：澳洲政

府。情況：ERA提案開發的礦場
將導致數以百萬噸計的放射性廢

料儲存在此礦場。

Wiradjuri Aborigines
企業：加拿大商Barrick/Homestake 
Gold。情況：金礦鑽探工作對環
境、聚落聖地以及原住民部落構

成威脅。

New Zealand 紐西蘭
Maori（毛利族）
官方組織：紐西蘭政府。情況：

毛利族積極反對基因工程，宣示

要讓紐西蘭成為「無核與無基改

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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