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續的水與原住民部落發展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簡介 

 

使命 

紮根部落、捍衛原權與人權、組織串連、關懷人民、組織培力、國際團結 

 

成立背景： 

本協會是民國 96 年 10 月由一群熱心部落發展的人士所正式成立的協會，雖

是新成立的協會，但在過去的兩年，本會是因母語及水資源的議題及運動，讓寒

溪居民體認到團結的重要性而成立。因此，本會的目標是希望了解、解決部落的

問題，並且喚醒寒溪居民對永續發展的自覺意識，本會也希望，能不斷的透過組

織培力以及組織幹部訓練來凝聚部落意見，為寒溪部落的發展找出共同的目標。 

 

組織目標： 

一 、推展教育與文化等活動以提供族人對發展能夠有更寬廣的視野。 

二 、倡導 、主辦或協辦振興當地文化之活動。 

三 、不定期舉辦會員集會活動，促進內部團結。 

四 、傳揚在地草根精神，爭取原住民權益，並推展原住民族相關之公共事務及 

各項活動。 

五 、原住民族社會 、人文各類議題之學術研討及原住民族公共政策之探討與研 

擬。 

 

組織對象： 

凡設籍宜蘭縣之原住民籍人士不分性別，年滿二十歲，有行為能力，贊同本

會宗旨。原住民族(女性 、孩童 、長者及弱勢社區)，因本會特別重視在部落紮

根的工作，因而現在是特別注重在寒溪村的發展。 

 

組織運作： 

本會有居家關懷委員會、課後照顧委員會、產業發展委員會、教育文化委員

會、組織發展委員會等委員會，並設置幹事處來執行日常行政事務，理監事須至

少參與一委員會，各委員會應該要在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提出具體執行計畫，

通過後始可執行，因本會草根人民参與及由下而上得行動。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 

資料來源：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陳情稿 

 

公元 1895 年，中日甲午之戰，中華民國戰敗台灣割讓於殖民政府(日本)。

日本看到原住民大部份居於遙遠的深山裡，為了管轄的方便，日本政府一再的叫

我南澳原住民下山遷居。我寒溪原住民被迫就因此集體下山遷居，於今日的寒溪

村。遷來當年日本政府和寒溪部落人民經過協調後，將灌溉及飲用水源頭指定為

今日的水源溪澗。 

 

  經過日本殖民政府的輔導寒溪村四個部落應有的平坦地開闢為水田。部落人

民配合日本殖民政府，不懼辛勞，每天披星戴月、披荊斬棘。開荒完成後灌溉水

溝也同時完工。人民笑逐顏開、歡欣鼓舞。民國三十四年另一個殖民政府－中華

民國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將台灣歸於中華民國。 

台灣光復後不久，寒溪水源地上游的保留地原始林被砍伐得如禿。颱風豪雨，造

成嚴重的土石流，每逢夏季天旱，甚至於下游的水量減少。其後鄉公所改換地往

上游興建堅固的水源頭。不知何年？自來水公司將水源頭強制侵佔為所有，該公

司興建以前未經過部落人民之協調、溝通，而大大方方地將怪手、卡車去破壞、

侵佔部落水資源，寒溪和新光兩個巷的水源頭不僅侵佔，連舊有的水管也不翼而

飛。 

  在可追溯的歷史過往，原住民族從未以任何形式放棄天賦祖傳的土地、水

源、傳統領域等權利，今天台灣寶貴的水資源為何能夠繼續存在，也是因為我們

堅守捍衛土地自然之責任，反觀自來水公司假保育水資源之名行侵佔水資源之

實，致使無法灌溉、土石流大自然反撲，禍國殃民、民不聊生。 

 

    我們要求國家遵守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夥伴關係之承諾，以及 2003 年立

法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承認部落擁有固有傳統領域的事實與權利，以及一切

森林、土地、水源管理之權利。 

  

   對於國家、自來水公司歷來加諸於原住民部落與水源許多不尊重、不公義、

粗暴、蠻橫之行徑，又忽略「原住民族基本法」精神，第二十一條政府或私人於

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

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

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  

 

 

  部落共同的心聲（訴求）： 



1. 自來水公司承認機廠選址寒溪村並未尊重寒溪、新光當地人民之意願，未來

台灣之公共工程應徹底反省此錯誤，並確實尊重弱勢人權、生態保育與文化資產。 

2. 村民的心聲水費半價加公基金；水費半價是依據【自來水法】第 12-2 條提到：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非營利之家用自來水水費減半收取，公基金是追回十幾年自來

水公司佔用水資源。 

3. 為了貫徹台灣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對等關係，台灣政府應與台灣原住民族各

族、各部落締結土地條約。基於族群對等原則，應充分給原住民族土地自主管理

權，確立土地領域的族群性、集體性。還給台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基本生存權

利，不要用國家利益來壓迫、剝削、侵佔台灣這一塊美麗的自然資源。 

主辦單位： 捍衛寒溪水資源人民自救會 

 

 

 

 

 

 

 

 

 

 

 

 

 

 

 

 

 

 

 

 

 

 

 

 



反對二度傷害！反對劃設 「水質水量保護區」共同聯署書 

 

    已故「反侵占爭水權」運動部落耆老對我們說的一段話：『如果水的事情沒

有解決，我死不瞑目！』  

 

一、事由：  

 

    已故「反侵占爭水權」部落耆老口述：  

 

    西元 1895 年，中日甲午之戰，中華民國戰敗，台灣割讓於日本殖民政府。

日本看到原住民大部份居於遙遠的深山裡，為了管轄的方便，日本政府一再的叫

我南澳原住民 下山遷居。寒溪原住民被迫就因此集體下山遷居於今日的寒溪

村。遷來當年，日本政府和寒溪人民經過協調後，將灌溉及飲用水源頭指定為今

日的水源溪澗。  

 

  經過日本殖民政府的輔導寒溪村四個部落(寒溪、光明、華興、四方林)應有

的平坦地開闢為水田。部落人民配合日本殖民政府，不懼辛勞，每天披星戴月、

披荊斬棘。開 荒完成後灌溉水溝也同時完工。人民笑逐顏開、歡欣鼓舞。民國

三十四年另一個殖民政府－中華民國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將台灣歸於中華民國。  

 

台灣光復後不久，寒溪水源地上游的保留地原始林被砍伐得如禿。颱風豪雨，造

成嚴重的土石流，每逢夏季天旱，甚至於下游的水量減少。其後鄉公所改換地往

上游興建堅 固的水源頭。不知何年，自來水公司將水源頭強制侵佔為所有，該

公司興建以前未經過部落人民之協調、溝通，而大大方方地將怪手、卡車去破壞、

侵佔部落水資源，寒溪 和新光兩個巷的水源頭不僅侵佔，連舊有的水管也不翼

而飛。  

 

  自從日據時代部落人民從南澳鄉舊金洋被日人強制迫遷移入現址之後，人民

就一直使用這塊土地的水源頭（現今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用在農業灌溉及

家戶使用上，這 是部落人民傳統習慣的一部分，也是賴以維生的資源。但從國

民黨殖民政府進入台灣之後，竟在未與部落人民協調的情況下，私自劃定寒溪水

質水量保護區，將部落人民賴 以維生的傳統水源地活生生地用柵欄阻隔開來，

並用惡劣法令（台灣政府自來水法）阻止部落人民進入使用的水源頭及傳統領

域。從這十幾年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原住民族 對於本身傳統領域的主權在殖民

政府的壓迫下一連串地被剝奪！且在公告水質水量保護區的同時，部落人民使用



原來水源卻必須繳交無中生有的自來水費，這是何等的道理 ！！此舉正如同公

然進入屋舍中，將屋舍內水龍頭佔為已有，並向屋主收取水費的道理是相同的。

此等公然強盜、侵佔之行為正是現今國家政府之所為。  

 

  在歷來看得見的事件中，如 2004 年寒溪部落溪床撿石事件（水利署第一河

川局）、2006 年國防部油庫用地侵佔南王部落傳統領域、2006 年國有財產局名下

侵佔 初鹿部落初鹿牧場傳統領域、2007 年北市捷運局強制拆遷樂生院、2007 年

蘇花高議題（交通部國工局）、2007 年司馬庫斯部落櫸木事件（林務局）一直到

20 07 年自來水公司長久侵佔寒溪部落傳統領域（部落水源頭）、2010 年苗栗縣政

府徵收大埔稻田事件(農民事件)等等，相信還有許多看不見的事件在各個部落、

各地 方發生，再再都顯示國家機器服務的對象不是人民，而是為了壯大國家機

器本身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罷了，國家機器歷來加諸於原住民部落與農村、漁村

許多不尊重、不公 義、粗暴、蠻橫之行徑，才導致部落人民起身發動捍衛家園

之行動，因為部落人民的共識就是「我們失去的土地，要如何重新獲得？」。  

 

    在民國 71 年至 73 年開始在寒溪部落水源頭建造水質水量保護區，是為了將

大量的水資源引到冬山鄉的家用水，只有一小部份是給予當地寒溪村人民(寒溪

部落、新光部 落)家庭用水，從那時自來水公司要求當地人如果需要家庭用水的

話，必須要付裝水表費以及付使用水費，自來水公司此舉動也影響部落原來生計

狀況，除此之外，劃定水 質水量保護區，規定設置柵欄不讓當地人民自由進出

並且規定若有人擅自進入區內將移送法辦；根據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

與回饋業務網站：  

 

  水資源為一種動態的有限資源，其開發與管理是國家建設之重要根本，與國

家整體經濟發展、國人生活品質提升及國人生命財產保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而為保護水資 源，自來水事業依自來水法申請劃定公佈「水質水量保護區」，

並禁止或限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相關行為。政府相關部會亦依相關法律，對位於

「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相 關開發與土地利用行為，予以管制。對於這些受到

開發限制的保護區而言，其限制目的不只是對於下游人民的生命財產之保障，同

時也是確保水資源之保育與良好的水質水 量。  

 

    難道我們住在上游的住民就不用顧及生命財產之保障嗎？難道住在上游的

我們住民就必須割捨祖先給予我們的土地以及大自然嗎？難道住在上游的我們

住民就必須被任何政 權(國民黨、民進黨)操弄嗎？；又根據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網站：  



 

  目前依自來水法劃設之水質水量保護區面積約為 9,012 平方公里，佔台灣總

面積之 25%，此水資源保育區之劃設，雖為維護水資源涵養與保育之重要措施，

但受限區 域內居民卻因全體國民用水之公益，而使其土地之利用遭受限制，致

使受限區域內民眾抗爭抵制日益嚴重，並衍生要求回饋及縮編水質水量保護區之

呼聲日益高昇。  

 

    寒溪村的人口數為 1000 左右，戶數為 210 戶左右；當時農業人口幾乎是百

分之百，目前是半農半工的農村社會（半工內包含：勞工、服務業、公務人員、

護士；是因 為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部落、工業化和都市離部落距離近)，全職農

民佔部落人口數四分之一，而兼職農民(即便是工人，也會利用假日或是休息時

間也會去自己的農地進 行勞動)佔部落人口數也將近四分之三。而兼職農民大部

份都是男性勞工，而其家庭內的女性成員負責從事農業生產工作，所以寒溪村幾

乎每一戶還是有在農田勞動。  

 

  寒溪與新光部落的經濟主要來源為勞工人口，但是其家庭的支撐還是必須依

靠農業，因為一個家庭一個月收入大約是 30000 元，其支出(其支出大部份是吃、

交通、水 電費、雜費這些日常生活所需)一個月平均大約也要 30000 元，因此，

額外的費用(包括醫療、教育、保險等費用)就無法支付的。根據部落組織者對於

一家四口平均 一天賺取費用以及一家四口平均一天花費做一個粗步調查：  

 

一家四口平均一天賺取費用：1000 元；一家四口平均一天花費：吃：50×3（餐）

×4（人）＝600 元；交通：50×4＝200 元；水電費：100 元；雜支： 十一奉獻(十

一奉獻，因為大部份都是信仰耶穌會（基督教、天主教），所以一天的所得是 1000

元，那麼十一奉獻就是 100 元)、瓦斯）：100 元；總共支出：1 000 元  

 

  農業對於寒溪與新光部落來說非常重要，因為農業可以彌補其他的費用(將

自己種的農作物取代買吃的部份，吃的花費省下來做為醫療、教育、保險等費

用)，而多餘費用 可以來支付醫療、教育、保險等費用。  

 

自來水公司在還沒有來到部落侵佔水源頭之前，部落人民互相將農業灌溉的水從

水源頭接到灌溉的農田上，無論四季都有水可以灌溉農田（當時是種稻為主，一

方面是政府 政策使農民種植稻米，另一方面是因為水資源充沛，可以在農田上

種植稻米作物），在當時農業是部落主要的經濟來源，可是，從民國 71 年至 73

年開始，部落的農田土 地開始沒有多餘水來灌溉稻米作物，使得農民開始轉換



種植其他較耐乾的農作物，作物的轉作變成影響部落內部農業勞動人口轉移至勞

工勞動人口的因素之一。  

 

  在民國 71 年至 73 年之前對於農民來說，農業是部落主要的經濟來源，而在

之後，雖然大部份農業人口轉移為勞動人口，但農業依舊是部落不可或缺的經濟

來源之一。但 自來水公司強佔水源頭後，讓居民繳交自來水費之外，根據部落

人民口述，繳交自來水費所取得的自來水不論在品質或是效率上都不佳。每到夏

季農業灌溉季節，自來水公 司所提供給部落的供給量便不足以提供部落農作物

灌溉水的需求量，因此部落農作歉收；再者，部落人民也不斷反應所飲用的自來

水裡頭常有雜質等自來水品質的問題；上 部落（新光部落）的水壓也常常不足，

無法供給到二樓或高處之地，部落人民必須自行裝設昂貴的馬達，才勉強供應家

戶用水。檢視過往歷史，國家政府除了強佔部落水源 頭之外，迫使部落人民無

法使用過去之水源，只能無奈地依法繳交水費，然而，所獲得的待遇及服務都遠

不如都市地區。難道國家政府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不斷地將部落人民 當成次等公

民嗎？  

 

  在 2007 年 06 月 05 日原住民電視台對經濟部水利署的訪問中，水利署聲稱

寒溪、新光兩巷並未在水源保護區的範圍之內。然而我們必須再次聲明及爭取的

是，在這裡 設立的水源保護區，過去到現在都是我們寒溪、新光部落人民所使

用的水源及傳統領域，然而水利署及自來水公司劃立水質水量保護區，不但將部

落與過去習慣使用的水源 用柵欄阻隔開來，不讓部落人民進入取水、採籐、草

藥、獵物等，私自拆除過去部落的接水管線。並且向部落居民收取自來水費。土

地是養育我們的母親，水源頭正如同母 親的乳汁一樣養育我們。政府如此強迫

式行為，將原住民族與視同為母親的土地分開，斬斷了我們原住民族與土地的連

接，也間接破壞了原住民的傳統習慣。  

 

  從部落耆老口述中了解部落原有的用水工法，是承襲祖先對於大自然敬畏的

智慧。但是，自來水公司沒有與部落人民溝通、協調，就公然地在部落的傳統水

源地設水源保護 區，拿著國家機器的名義，侵佔水源地，還要部落人民拿出錢

來設水表、繳水費，甚至於還在水源地外設柵門並用大鎖鏈拴住，不讓部落耆老、

人民自由進出原有的傳統領 域取水、採藤、草藥等等。  

 

  對於自來水公司間接壓迫部落人民，過去水源地水量足以供應部落人民的農

業用地。因此過去寒溪物產豐饒，但是自來水公司侵占寒溪水源地之用水，其接

水管的口徑足足 大於部落自行接管的口徑 20~30 倍之多，讓大部分的水資源都



被運往冬山鄉之家庭用戶，只有寒溪及新光部落享用少量的水資源，但是還要付

自來水費。而自強新村及 華興部落到目前為止都還是使用山泉水，自來水公司

既然可以將自來水運到更遠的冬山鄉，為何位於水源區附近的自強新村及華興部

落，卻依然無法享受到一般國民可以使 用到的自來水，難道部落人民是二等國

民嗎？另外，大部分水資源都被自來水公司利用大的接水管運往冬山鄉，而部落

自行接管的農業用水，相對來說逐年減少，甚至於夏 季嚴重缺水無法灌溉，逼

得部落人民不得不使用家用自來水灌溉農田，以維持生計，而導致部落夏季自來

水費，高得嚇人。  

 

        另一點影響是對於寒溪自然生態的破壞，在民國 73 年以前的水源地，

還未被自來水公司劃分為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前，此地的水質豐裕，河流生態環境

良好，有多種魚類、 蜻蜓、猴子等野生動物，甚至於喜愛乾淨環境的螢火蟲都

是此生態環境的一份子。但因被劃分為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公司將水資源大

量的引走，導致於河水枯竭，進而 影響河水流域的自然生態資源，野生動物及

魚類資源的減少，甚至於美麗的螢火蟲也已消失在此自然環境中。而自來水公司

也只針對水資源做水質調查，但是並未針對引走 河水後的生態做任何環境影響

評估，對此，不單單是生計的問題，也直接影響到部落環境變遷的問題。  

 

我們不是冷漠的，我們有共同的敵人。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看不見的資本主義社

會；它侵蝕我們的心靈、壓迫我們的人民、挑撥我們的情感、併吞我們的領域，

但是我們卻沒 有感覺到它已寄生在每一個人民的身上，儘管如此，我們從未放

棄天賦祖傳的領域、水源、土地、甚至於人民，所以，此次「反侵佔爭水權」人

民運動不單單只為寒溪、新 光部落而已，而是為台灣這一塊土地，不分你我、

性別、族群、區域，期盼我們捍衛共同生存的環境。  

 

如今，台灣政府又因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擬開發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城南基地，

並計劃宜蘭羅東堰下游供水計畫-清洲淨水場新建工程內劃設「水質水量保護

區」，而又再 度劃設寒溪村為「水質水量保護區」之範圍，這次劃設並不只在傳

統領域及水源地的區塊，而是包含寒溪村現居地，預計劃設後將會嚴重影響部落

居民的生活方式，除了農 作方式受到限制外，土地的開發及使用都有限制，但

除此之外，影響更為嚴重的是水源的抽取，過去自來水公司將水運往冬山鄉已經

讓寒溪村面臨夏季缺水的問題而影響部 落農業，這次再劃定寒溪村為「水質水

量保護區」將抽取更多的水，這將更嚴重影響寒溪村未來的農業發展及居民生計。  

 

 



二、我們的主張：  

 

1. 人民應有知的權利，請政府立即舉辦公開說明會。  

2. 請政府開放參與，讓人民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3. 最佳方案應從各種方案中經公開辯論後選定。  

4. 自來水公司承認劃設水資水量保護區選址在寒溪村並未尊重寒溪當地人民之

意願，未來台灣之公共工程應徹底反省此錯誤，並確實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

生態保育與文 化資產。  

5. 為了貫徹台灣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對等關係，台灣政府應與台灣原住民族各

族、各部落締結土地條約。基於族群對等原則，應充分給原住民族土地自主管理

權，確立土地領 域的族群性、集體性。還給台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基本生存

權利，不要用國家利益來壓迫、剝削、侵佔台灣這一塊美麗的自然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