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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展限應否踐行原基法第21條諮商同意
參與程序？－以太魯閣族人撤銷亞泥公司礦
業權展限處分訴願案為例（上）
（謝孟羽）
一、前言
民國（下同）106年6月10日，《看見臺灣》導演齊柏林與其助理陳冠齊搭
乘直升機拍攝《看見臺灣2》時，不幸發生意外，墜機罹難 1 。「多羅滿賞鯨」
臉書粉絲貼出齊柏林導演生前傳來一張近期的亞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泥公
司）花蓮新城山礦場的空拍照，並感慨寫道：「亞泥～比我五年前拍看見台灣
的時候挖更深了。」 2齊導的過世與亞泥新城山礦場空拍照的曝光，意外地讓民
眾及媒體群起關心台灣的國土山林，特別是那些「看不見，卻一直存在」的礦
場。
同年6月25日，「反亞泥．還我土地
」自救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地
球公民基金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等團
體聯合發起「看見亞泥，搶救太魯閣」
遊行活動，上萬名群眾從中山北路湧進
凱達格蘭大道，一路大聲疾呼「礦業改
革！」、「撤銷亞泥！」，要求政府立
即進行礦業改革，行政院及經濟部應立
「看見亞泥，搶救太魯閣」遊行活動現場紀實
即撤銷核准亞泥公司礦業權展限處分。
（湯郁琪提供）
當民眾及媒體關心的是那被越挖越
深的斷頭山的同時，有一群世居在此地的太魯閣族人，數十年來用著微弱的聲
音持續吶喊，希望國家與社會大眾能夠「聽見太魯閣的聲音」，看見「礦下有人
」。但太魯閣族人的聲音究竟能否「上達天聽」？行政院與經濟部所看見的究
竟是那些本應屬於族人的大理石礦所能換得的經濟利益，還是能夠慈悲地看見
族人的擔憂與苦痛？本文以下就先簡要介紹「反亞泥．還太魯閣族土地」運動
的始末，並就太魯閣族人向行政院提起撤銷經濟部違法核准亞泥公司礦業權展
限處分之訴願案，以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第21條為核心進行介紹。
二、「反亞泥．還太魯閣族土地」運動簡介
「反亞泥．還太魯閣族土地」運動，又稱「亞泥案」，它是一場太魯閣族
用生命去奮戰的運動，也是一段族人用土地與血淚刻畫的故事。民國62年亞泥
公司配合政府產業東移政策，因看上太魯閣族人土地蘊含豐富的質地精美大理
石礦，遂與政府攜手合作，秀林鄉公所先是停止所有耕作權登記的申請，申請
中的也不予登記。雖有召開協調會，但並非所有族人都出席。就算出席了，無
論是花蓮縣政府或是秀林鄉公所承辦人都未充分告知族人相關權益與風險，原
住民族委員會101年10月19日原民訴字第1010055207號訴願決定書之理由亦載
明：「再查，原處分機關、花蓮縣秀林鄉公所，於62年6月14日召開之亞洲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租用秀林、富世段山地保留地使用第一次召開協調會議，
單方強調訴外人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設
廠之種種好處，未能清楚揭示不能繼續耕
作、使用原住民保留地之事實，且據上開
會紀錄未能了解參與者全體同意之意思表
示。」即便如此，亞泥公司仍在未取得全
體族人同意的情況下，以涉嫌偽造的文件
塗銷族人耕作權，佔用族人土地迄今。所
幸，尚有60幾筆耕作權因塗銷文件不備，
「反亞泥．還我土地自救會」精神領袖伊貢‧希凡 而倖存至今，也為後續反亞泥之路留下火
（漢名：田春綢）於103年12月13日「為捍衛太魯閣
而跑」記者會發言（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提供）
種。
直到80年代，族人不願再沉默，於是發起了「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
歷經20多年抗爭及訴訟，迄今只有兩位第一代地主（兩位都已屆80高齡）僅能
取回兩筆土地，但因礦業法第47條容許亞泥公司可以不經過地主同意就強制使
用土地，因此族人至今仍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3。
此外，亞泥花蓮新城山採礦權預計於106年11月22日到期，依礦業法第13
條第1項規定，亞泥必須在到期前一年至六個月期間內提出展限申請。因此，亞
泥遂於105年11月25日向經濟部提出採礦權展限申請，經濟部無視於太魯閣族
人與亞泥長期以來之土地爭議，以不同於慣常審查速度的極高效率，在三個半
月內就通過亞泥採礦權展限申請，讓亞泥得以在太魯閣族人的原保地上繼續採
礦20年。整個過程，太魯閣族人卻始終被蒙在鼓裡，一直等到媒體新聞曝光後
才知曉此事。
三、訴願決定簡介
（一）事實概要
訴外人亞泥公司前於62年12月21日自訴外人華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華東公司)受讓取得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及新城鄉之新城山大理石採礦權，原始採
礦權期限自46年11月23日起至66年11月22日止。嗣經濟部於67年7月26日復以
臺濟採字第3542號採礦執照，第一次展限亞泥公司採礦權至86年11月22日止。
民國77年，亞泥公司再自台陽礦業公司承受採礦權，並於民國87年8月19日，
經經濟部（87）經礦字第87024571號函核准與台陽礦區合併，換發採礦執照為
臺濟採字第5335號新城山礦場，並於87年8月17日再以臺濟採字第5335號採礦
執照，第二次展限亞泥公司採礦權至106年11月22日止。
亞泥公司於105年11月25日檢送申請書、相關圖件及規費，向經濟部申請
第三次展限其採礦權。經濟部礦務局（下稱礦務局）於105年12月1日以礦授東
一字第10500283670號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下

稱水保局）、林務局、漁業署，內政部營建署、所屬城鄉發展分署（以下稱城
鄉發展分署），交通部觀光局，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局），公路總局，
第二作戰區指揮部，經濟部水利署，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區管理處，
花蓮縣政府，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及文化局等14個機關(構)查復亞洲水泥公司自
46年11月23日准予設定礦業權後有無新增法律規定禁止，或非經該等機關核准
不得探採礦暨其法令規定。經各相關機關回復，進行實地勘查及審酌會勘意見
後，經濟部106年3月14日經務字第10602603420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准亞泥
公司採礦權第三次展限，以亞泥公司申請展限所領臺濟採字第5665號大理石礦
採礦權案，經查符合礦業法規定，准予展限採礦權20年，系爭礦區面積計399
公頃49公畝46平方公尺，礦業權有效期限自46年11月23日起至126年11月22日
理念倡導
止。礦業權展限後，請切實遵照礦業法、礦場安全法、原住民族基本法、水土
保持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檢送臺濟採字第5665號採礦執
照及礦區圖各1紙暨開採構想及其圖說1份。
訴願人徐阿金等四人為居住於鄰近亞泥公司礦區500公尺範圍內之居民，亦
為當地玻士岸部落之太魯閣族人，因認原
處分實有違礦業法與原基法第21條、逾越
權限並濫用權力之情事，訴願人遂向訴願
受理機關行政院提起撤銷原處分訴願，行
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於106年8月23日106
年度第31次會議（下稱言辯會議）舉行言
詞辯論，行政院於斟酌訴願人、原處分機
關經濟部、訴願參加人亞泥公司及各有關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玻士岸部落之太魯閣族人鄭文 機關之意見後，以106年9月1日院臺訴字
泉於103年3月28日「驚爆遠企！聽見太魯閣的聲音
」記者會陳述其多年來住在亞泥公司礦場下的擔憂 第1060186100號訴願決定，駁回訴願人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提供）
等之訴願。
（二）爭點整理
本件訴願爭點概要整理如下，惟本文僅就涉及原基法第21條之部分進行說
明，其餘爭點則簡略帶過，望請見諒。
1.程序爭點
本件訴願人是否具有提起本件撤銷訴願之當事人適格？礦業法第15條 4、第
18條 5、第27條 6、第30條 7、第31條 8等規定是否為保護規範，除保障公共利益
外，亦兼有保障礦區或礦場周遭居民及土地權利人之意旨？
2.實體爭點
（1）原處分是否具有礦業法第31條第1項各款規定不應核准展限之事由？
（2）原處分是否具有未實質審查、裁量濫用或怠惰之裁量瑕疵？
（3）亞泥公司採礦權之展限是否應踐行原基法第21條諮商同意參與程序？
（三）受理訴願機關行政院見解
1.程序爭點
就當事人適格部分，行政院認為礦業法第15條、第27條、第30條、第31條
兼有保障礦業權者使用土地時可能影響之當地居民生命權、身體權、財產權之
意旨，進而認為訴願人既然為亞泥公司礦區周遭之當地居民，且族人有為礦區
內土地之所有人，或就礦區內土地有耕作權，因而認定訴願人等具提起本件撤
銷訴願之當事人適格 9。行政院訴願決定理由摘要如下：「按訴願法第18條規定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
起訴願。參諸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若可藉由保護規範理論判斷
其法律上利益受損害，可認為具訴訟權能，得以行政爭訟。依礦業法第30條準
用第15條規定，礦業權展限應提出永續經營事項，其中包括礦場安全措施、礦
害預防。礦業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申請礦業權展限不得有礦業法第27條
所定法律禁止設定礦業權之情形等。礦業法應兼有保障礦業權者使用土地時可
能影響之當地居民生命權、身體權、財產權之規範意旨。經濟部對於人民申請
礦業權展限，所作成准予礦業權展限之處分，當地居民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得對該處分，提起撤銷訴願。訴願人等或所有土地位在系爭礦區，或在系爭礦
區內有耕作權，或長期居住在系爭礦區鄰近地區，自有當事人適格，得提起訴
願，合先敘明。」
2.實體爭點
（1）訴願決定認為本件亞泥公司申請採礦權展限，申請案之申請人與原礦業權
人相符，且有正常開採礦物並銷售礦物之採礦實績，無礦業法第27條、第
38條第2款至4款所列情形 10，亦無第57條第1項 11所定無法改善之情形，
經濟部以系爭申請案無礦業法第31條第1項各款情形，以106年3月14日經
授務字第10602603420號函准予亞洲水泥公司礦業權展限20年，經核並  
無不合12。
（2）訴願決定認為礦業法第31條第1項既然明定「礦業權展限之申請，非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不得駁回…」，業已就經濟部對於審查礦業權展
限之裁量權限限縮至該條項各款事由，如無各款事由即不得駁回。基於依
法行政原則，若礦業權展限無礦業法第31條第1項所定各款情形，經濟部
自不得以其他理由予以駁回。而經濟部審查系爭申請案時，已查明亞泥公
司無礦業法第31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情形，並依採「礦權展限之核處原則
」第1點規定，認該公司採礦實績良好，礦場設備完善，且銷路無問題，
蘊藏量足夠開採20年以上，爰准予亞洲水泥公司礦業權展限20年，亦無
裁量濫用或裁量怠惰之情事，原處分應予維持。
（3）就亞泥公司採礦權展限是否應踐行原基法第21條諮商同意參與程序部分，
訴願決定認為亞泥公司礦業權展限，並無須踐行原基法第21條之規定：
訴願決定先論述因為礦業法並未依照原基法第34條第1項規定，於原基法
施行後3年內依原基法之原則制定、修正或廢止相關條文，因此依照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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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4條第2項規定，為維護及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益，礦業法相關條文
制定、修正或廢止之前，得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即原民會）會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經濟部），依原基法之原則解釋、適用之。
接著，訴願決定進一步說明，至於本件因礦業法迄未依原基法意旨進行修
正，有關應否踐行原基法第21條之規定？如須踐行，其時點究屬為何？原
應由兩部會會同依本法之原則解釋、適用之。但是因為經濟部105年10月
7日經務字第10504605050號函，以與原民會在法規見解上，各有立場與
主張，爰就其爭議點報請行政院協調與裁示。依行政院處務規程第3條規
定，政務委員負責政策與法案之審查、聯繫協調並統合各部會意見事項。
行政院於105年11月7日邀集內政部、經濟部、農委會及原民會等機關、
單位研商礦業案件踐行原基法第21條規定之時點，並依105年10月1日實
施之政務委員督導業務及審查法案分工表規定，由督導原民會業務之林政
務委員萬億及督導經濟部業務之張政務委員景森共同主持該次會議。其會
議結論，有關礦業案件踐行原基法第21條規定之時點，應於新礦業權設定
階段或既有礦業權之新礦業用地核定階段踐行；至礦業權展限階段尚無需
踐行。
因此訴願決定認為依照行政院105年11月7日研商會議，係就各部會之見
解作跨部會之聯繫與協調，並統合各部會意見，合致原基法第34條第2項
規定之程序，其結論既有法律依據，而應予遵循，且基於法秩序安定性之
考量，其內容亦屬妥當。訴願人所訴原基法第21條於申請礦業權展限時應
予適用云云，核不足採。
四、本文見解
簡要歸納訴願決定認定礦業權展限不需要踐行原基法第21條的邏輯，因為
礦業法沒在3年內配合原基法之原則修正，所以必須透過原基法第34條第2項由
原民會跟經濟部來依照原基法的原則解釋及適用探、採礦行為到底要不要，以
及什麼時點要踐行原基法第21條諮商同意參與程序。但是因為原民會立場與經
濟部不同，所以經濟部就向政委告狀，於是負責督導相關業務的政委張景森與
林萬億就依照「行政院處務規程」第3條規定，召開「研商礦業案件踐行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之時點會議」，並在政委張景森強力的主導下 13作出「踐
行原基法第21條規定之時點，於新礦業
權設定階段或既有礦業權之新礦業用地
核定階段踐行；至礦業權展限階段尚無
需踐行。」之結論，訴願決定認為這樣
的處理程序合乎原基法第34條第2項之規
定，而且會議結論內容也沒不妥之處，
因此採認經濟部的論點而駁回族人訴願。
然本文認為訴願決定實有違誤，說明如
玻士岸部落太魯閣族人在立法委員高志鵬（前排右4
）、高潞以用（前排右3）、蘇治芬（前排右1）陪同 下：
下，向行政院陳情並遞交訴願書

（一）本件需要適用原基法第34條第2項嗎？
1.原基法第21條於104年6月24日新增授權訂定子法之規定
原基法在2005年公布施行，歷經三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的時間為104年
12月16日，其中原基法第20第1項明文規定：「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
資源權利。」同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第1項）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
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第2項）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前項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
、部落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受限制所生之損失，應由該主管機關寬
列預算補償之。（第3項）前二項營利所得，應提撥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
發展基金，作為回饋或補償經費。（第4項）前三項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
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之劃設、諮商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或參
與方式、受限制所生損失之補償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另定之。」依
據上開規定，「私人」如果在「原住民族土地」上進行「土地開發、資源利用
、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等四種行為，就應該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
或參與，讓原住民得以分享相關利益。
雖然原基法從94年就有這樣的規定，但一方面因各機關的抗拒，一方面94
年版的原基法第21條並未明確授權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有訂定執行原基法第
21條相關子法的權限，導致原基法第21條始終被束之高閣。直到104年6月24日
新增了原基法第21條第4項的授權規定，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也就是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才取得明確授權，得以針對落實原基法第21條三
大支柱「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之劃設」、「諮
商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或參與方式」、「受限制所生損失之補償辦法
」來制定子法。
2.原民會於105年1月4日訂定發布諮商同意參與辦法
105年1月4日，原民會訂定發布「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
（下稱諮商同意參與辦法），不但在第3條第1項之附件中明定「土地開發、資
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等四種行為的類型，也規定了申請人在原住民
族土地上從事這四種行為應依照「諮商同意參與辦法」當中之同意事項議決程
序，取得當地原住民族部落會議之全體原住民家戶代表過半數出席，出席原住
民家戶代表過半數贊成，才算取得同意14。
而且為了確保申請人履行其同意事項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
「諮商同意參與辦法」第22條特別規定，中央或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成同
意事項之相關行政處分時，應將部落會議議決通過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
享機制，列為附款；關係部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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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應將部落會議議決通過之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納入行
政契約15。
3.亞泥公司是否應踐行原基法第21條應依照「諮商同意參與辦法」判斷
訴願決定雖然一再強調，探、採礦行為要不要踐行原基法第21條，因為礦
業法沒規定，所以要適用原基法第34條第2項由原民會會同經濟部依原基法原則
解釋之。但本來原基法第21條之諮商同意參與程序本來就是獨立於礦業法之外
的程序16，如同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環評程序一般，要不要踐行諮商同意程序，應
該依照原基法第21條及其子法－諮商同意參與辦法來判斷，礦業法修法與否根
本與此無涉，但訴願決定卻嚴重誤解，錯誤援引原基法第34條第2項及行政院處
務規程第3條規定，實有違誤。
                                                                                                              （未完待續）
1. 《齊柏林團隊失事前助理空拍鏡頭曝光》，聯合報，王燕華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516434，最後瀏覽日：2017年10月27日。
2. 《齊柏林重現太魯閣斷頭山 「亞泥挖更深了」》，蘋果日報電子報，劉育良寶島，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610/1137517/，最後瀏覽日：2017年10
月27日。
3. 有關亞泥案始末與相關訴訟請參見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官網，
http://zh.wildatheart.org.tw/story/134/8014，最後瀏覽日2017年10月27日
4. 礦業法第15條：「（第1項）申請設定探礦權者，應檢具申請書、申請費，並附礦區圖、探礦構
想及其圖說；申請設定採礦權者，應檢具申請書、申請費，並附礦區圖、礦牀說明書、開採構想
及其圖說。（第2項）前項探礦及開採構想，應敘明水土保持、環境維護（探礦或採礦對環境之
影響）、礦場安全措施與礦害預防等永續經營事項，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第3項）二
人以上共同申請設定礦業權，應具合辦契約，載明各合辦人出資額及權利義務關係，如係公司組
織者，並應附具公司章程。」
5. 礦業法第18條：「（第1項）申請設定礦業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申請，並同
時通知原申請人：一、礦業申請人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檢具之書件及圖說，其應載明事項之內
容不完備，經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備。二、礦業申請人，不依指定日期導往勘查，
經一次限期催告，仍未依限到場，或勘查時不能指明其申請地，或勘查時所指定之區域與礦區圖
完全不符。三、礦業申請地之位置形狀與礦𤪕之位置形狀不符，有損礦利者，經限期申請人更正
，屆期不更正。四、依第二十條規定駁回其申請。五、申請設定礦業權經主管機關審查後，通知
礦業申請人限期繳納之勘查費、當期礦業權費、執照費及登記費，屆期不繳納。（第2項）主管
機關受理礦業權申請案，應勘查礦業申請地，並於受理申請後六個月內為准駁之核定。」
6. 礦業法第27條：「於下列各地域申請設定礦業權者，不予核准：一、要塞、堡壘、軍港、警衛地
帶及與軍事設施場所有關曾經圈禁之地點以內，未經該管機關同意。二、距商埠巿場地界一公里
以內，未經該管機關同意。三、保安林地、水庫集水區、風景特定區及國家公園區內，未經該管
機關同意。四、距公有建築物、國葬地、鐵路、國道、省道、重要廠址及不能移動之著名古蹟等
地界一百五十公尺以內，未經該管機關或土地所有人及土地占有人同意。五、其他法律規定非經
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探、採礦之地域內，未經該管機關核准。六、其他法律禁止探、採礦之地域。」
7. 礦業法第30條：「礦業權展限之程序，準用第十五條及第十八條規定。」
8. 礦業法第31條：「（第1項）礦業權展限之申請，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不得駁回：一
、申請人與礦業權者不相符。二、無探礦或採礦實績。三、設定礦業權後，有新增第二十七條所
列情形之一。四、有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五、有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所定無
法改善之情形。（第2項）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將礦業權展限申請案駁回，致礦業權者受有損失者
，礦業權者得就原核准礦業權期限內已發生之損失，向限制探、採者或其他應負補償責任者，請
求相當之補償。（第3項）前項損失之範圍及認定基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9. 本件訴願人除主張礦業法相關規定為保護規範，原處分違反礦業法相關規定實已侵害訴願人之生
命、身體、財產等權利，同時也主張原處分違反原基法第21條及諮商同意參與辦法，且上開規定
為保護規範，原處分實侵害訴願人之諮商同意參與權。惟因本件訴願決定認為本件無原基法第21
條之適用，因此並未就此多加論述。
10. 礦業法第38條：「礦業權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礦業權之核准：一、礦業權登
記後二年內不開工或中途停工一年以上。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二、礦業
之經營有妨害公益無法補救。三、欠繳礦業權費或礦產權利金二年以上。四、礦業工程危害礦產
資源或礦場作業人員安全，不遵令改善或無法改善。」
11. 礦業法第57條第1項：「礦業工程妨害公益時，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礦業權者採取改善措施，或
暫行停止工程；礦業權者無正當理由而未於限期內完成改善或未暫行停止工程者，主管機關得廢
止其礦業權之核准。」
12. 亞泥公司礦區內尚涉及「富世遺址」、「森林」、「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區」、「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等礦業法第27條查詢項目表內應查詢項目，但原處分機關經濟
部與訴願決定均認為，本件並未構成具有礦業法第27條各款所定不予核准之情形。惟經濟部此等
看法，業經監察院106年10月11日提出糾正案，認為經濟部於審查礦業法第27條所列情形時，因
循消極，闕露不備，顯未依法行政，洵有違失，參見監察院106年10月11日林雅鋒及孫大川監察
委員所提出之糾正案文，第1頁至第10頁。
13. 可參見監察委員林雅鋒及孫大川所提出的調查報告第46頁：「(四)原民會吳秉宸科長於本院詢問
時稱…「當天會議過程，本會代表多次發言表明立場，但常常發言到一半，張政委就會打斷，質
疑原民會自己工程都不踐行諮商同意，為何要求別人做。」杜張梅莊處長稱：「當天會議奉派出
席會議有提出書面意見文件。先就礦業法法令與本會相關條文提出意見說明。建議要踐行原基法
第21條諮商同意程序並與當地居民利益分享，另諮商同意是否屬礦業法第27條規定補償之範疇，
亦提出主張並不適用27條規定。當天張政委也的確有說，原民會自己帶頭違法，原民會許多的開
發行為並未踐行原基法，……。當天氛圍感覺，我們建議事項的表達，張政委不太認同。當天會
議主席回應的方式，比較強勢，還問我『處長我這樣會不會太兇，有沒有嚇到你』，感覺不像協
商，科長當天有兩次發言，後來氛圍不對無法充分說明，我們就沒再多做說明。」
14. 參見「諮商同意參與辦法」第二章同意事項之召集與決議。
15. 參見「諮商同意參與辦法」第22條。
16. 張惠東助理教授亦認原住民族土地之開發利用屬於多階段行政程序，其以「日月潭向山觀光旅館
BOT案」為例，認為該案形成一種程序法的多階段性的構造，第一層是開發單位與日管處之行政
契約程序，第二層是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第三層則是原基法第21條之原住民族或部落諮商同意程
序。參見張惠東，《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行政程序法－以日月潭向山觀光旅館BOT案（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160號判決）為例》，收錄於東吳工法裁判研究會第40回，第19、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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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北之旅：冬之山形 （王道元律師）
所謂日本「東北地方」（TOHOKU），指的是日本本州島的東北地區。東北地
區，往北跨越津輕海峽就是北海道，往南則與關東地區直接相連，東臨太平洋，
西迎日本海。東北地方由六縣組成，分別是青森縣、秋田縣、岩手縣、山形縣、
宮城縣和福島縣。東北地方四季皆宜旅遊，春櫻、夏綠、秋楓、冬雪，並配合當
地遼闊的景色，頗為美不勝收，同時也有為數眾多的溫泉勝地與在地美食，故原
有多處旅遊勝地。不過2011年3月11日的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瀕太平洋的福島
縣、宮城縣、岩手縣均受到地震與海嘯的重創，甚至導致福島縣的核電事故。在
那之後，受創最深的東北，旅遊觀光蕭條許多，不過這一兩年以來，安全的疑慮
已經漸漸消除，而遊客尚未恢復到往昔的數量，反而可以滿足某些遊客對於旅遊
品質的要求，因此市面上開始又見到介紹東北旅遊之書籍，旅行社也開始推廣東
北旅遊行程，所以現在前往東北旅遊其實正是時候。
言歸正傳，本次要介紹的是於2016年12月底前往的銀山溫泉（Ginzan-onsen）
與藏王（Zao），這兩處景點均位在山形縣（Yamagata）。為何會安排前往這兩處
呢？台灣位處熱帶地區，平地終年不見雪，既然都到了東北，一定要安排有機會
看到雪的景點。再者，日本最吸引旅人的事物中，溫泉絕對排得上其中之一，所
以冬天前往日本遊玩的話，大部分的遊客都會安排泡湯，而銀山溫泉也是頗有人
氣的溫泉勝地，所以就安排了在「銀山溫泉」悠閒散策，希望能夠紓解平日工作
所累積的疲勞。至於藏王山地勢高，在冬天時山上會積滿白雪，是有名的滑雪勝
地，而山上遍布的針葉樹，在冬天被白雪覆蓋後，就會形成宛如一隻一隻覆蓋白
雪的怪物（Snow Monster），此種特殊景觀被稱為「樹冰」。因為前一次前往東北
適逢暖冬而未遇樹冰，所以希望能夠彌補前次之憾。
旅程的第三天搭乘東北新幹線前往東北，於仙台停留一晚，隔天一早搭乘仙
山線（仙台站與山形站間的鐵道）前往山形站嗣轉搭山形新幹線，於大石田站下
車。若事先已向溫泉旅館預約接駁車，則大約30分鐘的車程就可從大石田站直達
交通頗為不便的銀山溫泉區。此次入住的溫泉旅館是「瀧見館」（Takimikan），
顧名思義，就是能欣賞瀑布「白銀之瀧」的溫泉旅館。旅館所安排的房間，是位
在2樓的第一間，係最為靠近瀑布的一間房間，料是提早預約之緣故。進入和式的
房間後，將窗戶左右推開，放眼望去是綠色的針葉林，地上的殘雪，交錯出白色
與綠色景緻，耳邊聽得見白銀之瀧潺潺作響的溪聲。眼前耳邊景色，確實能夠馳
騁心胸，也能夠讓心緒漸漸獲得平靜，正好呼應房間的名稱「澄懷」。
短暫休息後，便沿著步道走往溫泉老街。筆者在日本的時候倒是頗愛走路。
去程都是下坡路，而冬天的雪踩成冰之後易滑，沿路必須時刻提防。15分鐘左右
就能抵達溫泉老街。銀山溫泉老街正是沿著銀山川的兩側所建造的溫泉旅館或是
小商店，建築物都是約兩三層樓高的木造深色建築，部分牆身為白色，與木造樑
柱間形成格紋，屋頂為合掌的斜屋頂，仍保持古色古香的風味。此處對於建築物
的保存相當用心，縱然部分的溫泉旅館內部業已改建為現代化的裝修，但外觀都
還是維持統一的基調，非常協調。冬天夜晚來得早，隨著夜色降臨，旅館內的燭
色燈光一盞一盞透出窗櫺，橋旁的燭燈也一一點亮，宛如聖誕卡片封面的溫馨意
象冬夜小屋，躍然眼前。等到天色已暗才依依不捨地返回旅館。
稍事休息後，就是溫泉旅館的另一個重頭戲：旅館所提供之晚餐，稍有規模
的溫泉旅館幾乎都是提供會席，務必要讓房客「滿載而歸」。房客不須移動，是
由服務人員將菜送來房間，逐次送上醃漬小菜、南瓜豆腐、生魚片，份量精緻，
且配上花朵或紙雕作為裝飾，滿足口腹慾望之際，心靈對於美感的追求也達到極
致，這就是日本會席料理的極致之美。而主菜提供山形產的山形牛與尾花澤牛，
給房客的菜單上面甚至還會註明牛隻的編號，這些牛隻都是在地和牛，以當地泉
水飼育，且必須要經過2年嚴峻寒冬，以自然的氣候養出脂肪，並選用未生產的雌
牛或去勢牛，口感因此相當軟嫩，配上岩鹽或是現磨芥末，令人捨不得一口吃完。
日本溫泉多半設有男女交替制，也就是在一定的時間，男湯與女湯會互換，
故時間掌控得宜的話，旅客是有機會享受到不同的溫泉。入住的時候，男湯還是
室內的溫泉，但睡前再去泡湯時，因為已過了交替的時間，便享受到露天溫泉。
露天溫泉的感受相當特殊，身體因為被溫泉水包覆而非常溫暖，但露出溫泉外的
頭部與肩膀卻可以感受到室外的氣溫（當時大約接近攝氏0度），此種冷熱並存的
感受，對於第一次在日本的冬天泡露天溫泉的我而言，自是相當新奇。
身體放鬆便換得一夜好眠。起身後赫然發現窗外已變成皚皚白雪世界，所有
顏色均被白雪覆蓋，舉目四望已與昨日乍然不同。整個世界只剩純然的白。前一
日僅能看見地上殘雪的缺憾，已經一掃而空。或許有的時候，把心裡的期待歸零
，反而更能感受各種旅途或生命中的驚喜時刻。身為南國子民的我，雖非初次看
見白雪，但仍然對於雪存有雀躍，也亟欲初嘗在雪中泡露天溫泉之滋味。雖然因
為屋頂的保護而不至於直接接觸到雪，但是邊泡溫泉邊能欣賞從天緩緩而降的雪
，這可是在台灣求之不得的經驗。
結束了溫泉旅館之旅，循原路回到山形車站，在山形車站前方搭乘公車前往
藏王山區。當公車沿山路不斷往上盤旋之際，注意到車外降雪頗大，路邊的溫度
顯示是零下3度。果然到站後步下公車迎面而來盡是刺骨寒風。而此處並非旅程的
盡頭，還必須要步行10分鐘去纜車站。沿路若非有人將雪鏟開形成步道，恐難以
步行。路旁的民宅或是旁邊停放的車輛上也都蓋滿厚實的白雪，宛如雪災。抵達
「藏王山麓」纜車站，張貼有歡迎台灣旅客的旗幟，可見前往該處遊覽的台灣遊

客並不在少數。同纜車之人，有手持相機純粹欣賞樹冰之人如我，亦有身著全副
武裝並攜帶滑雪板之滑雪愛好者。不管是想要欣賞特殊風景，或是想要享受滑雪
的極速快感，藏王都能讓你獲得滿足。
乘著纜車緩緩抵達「地藏山頂站」，一走出纜車就差點無法呼吸，肇因自零
下9.8度的低溫，必須要使用口罩或是圍巾。步出車站，舉目四望只剩無窮無盡的
白，這才明白為什麼滑雪服都是色彩繽紛亮眼的配色。視線所能及大概僅在4、5
公尺內，在那範圍之外肉眼已無法看清，在雪中舉步維艱的前進，風呼嘯吹過，
整個世界只剩冰風的聲音與呼吸心跳的聲音，不禁心想為什麼要如此虐待自己。
好不容易找到了傳說中供奉的地藏王菩薩，聽說雪再大一些，整個地藏菩薩像都
會被雪給覆蓋過去。此時想拍張到此一遊紀念照，但是冷到口罩都無法脫下，毛
帽又蓋住整個額頭與耳朵，於是只剩下一雙眼睛露在外面，煞是有趣。遺憾的是
，雖然當天雪勢頗大，但累積雪量的時間不夠，所以其實無法欣賞到傳說中雪怪
的樣貌。於是只能安慰自己，每趟旅程留點遺憾，才能夠預約下次來的機會。不
過連續2年都沒能親眼見到樹冰之姿，或許也是緣分還不夠吧。於是敲了敲纜車站
外的「開運之鐘」後，結束了藏王樹冰之旅。
兩天的山形冬遊，雖然只是十天旅途中的一小部分，但卻在心中留下極深的
印象。在銀山溫泉舒緩了平日繁忙工作而勞累的身體，也感受到雪地與溫泉交織
出的浪漫風情；不過到了藏王山頂時卻又見識到雪的不留情面。或許大自然從來
都不是只有一種樣貌。生於熱帶的台灣，或許你也和我一樣，忍不住會想要去追
逐雪的腳步。不過，在讚嘆雪的精巧時，也莫忘大自然的力量，我們必須要讓自
己在旅途前做足功課，在旅途中做好萬全準備，才能夠平安歸來，在旅途後留下
美好回憶。

進擊的桃律籃球社（林鼎鈞律師）
桃園律師公會自民國62年設立至今，擁有諸多歷史悠久且戰績輝煌的運動社
團，如「慢速壘球社」、「高爾夫球社」、「羽球社」等，惟獨缺籃球此項具有
高度觀賞性及刺激性的運動社團，故在104年6月間，在公會的大力支持下，筆者
號召了一群熱愛籃球運動的律師同道成立了桃園律師公會「籃球社」，並固定在
每個星期日的下午，在林口長庚養生村的室內籃球場進行社團練習。
猶記大學時期，法律系的同學們，無不引頸期盼一年一度舉辦的大法籃比賽
，男同學們以入選系籃代表隊為目標，女同學們也期盼當啦啦隊為自己系上的代
表隊用力吶喊加油，不論是看門道還是看熱鬧，大法籃的比賽會場總是充斥著全
國熱愛籃球的法律系莘莘學子們，這股熱血青春的氣息，也是每個熱愛籃球運動
法律人心中的美好回憶。
出社會後，法律人生活中雖然開始充斥著法律卷宗及條文，但心中那股熱愛
籃球的心卻也不曾停歇，每年到了律師節前後，全聯會及全國各地律師公會總是
會爭相舉辦如「全國律師公會盃」、「台北律師公會盃」、「中彰投律師公會盃
」等大型籃球盃賽，提供舞台給喜愛籃球的律師同道們，畢業後每年仍有持續交
流及切磋的機會。
桃園律師公會「籃球社」雖自104年才開始設立固定練習，但在公會的大力
支持下，也不負眾望在各項籃球盃賽中接二連三地拿下佳績，不但在104年度及
105年度的「中彰投律師公會盃」分別拿下殿軍及季軍的成績，更在105年度的「
全國律師公會盃」一鼓作氣拿下了亞軍的佳績，奪牌率接近百分百，除打響了桃
園律師公會「籃球社」的招牌外，更可以說在各律師公會籃球圈中吹起了一陣桃
園旋風。
筆者身為籃球運動的愛好者，除了欣喜桃園律師公會「籃球社」拿到比賽的
佳績外，更重要的是藉由籃球這項需要團隊參與及合作的運動，讓更多桃園律師
公會的會員們有機會一同互動
及交流，透過一週一次的練球
及每年固定參加比賽的機會，
一同運動強身健體及分享日常
工作及生活點滴。今年度桃園
律師公會「籃球社」也將爭取
舉辦第一屆的「桃園律師公會
盃」籃球賽，期望在大家的努
力下集滿最後一塊的冠軍拼圖
，加油，進擊的桃律籃球社!!

徵稿啟事
律師的生活並非只是書狀及開庭，各位道長間除了因為工作上認識外，對於其他道
長的認識有多少？其他道長對於自己的認識有多少？本會刊提供法庭外交流的管道，請
各位道長發揮寫書狀以外的文采，豐富律師的生涯。
來稿內容、文體不拘，本刊保有修改之權利，如因文章過長，本刊並得分期刊登，
稿費從優，惟為免侵害著作權，如有引用他人著作，請先行取得同意。如欲一稿多投，

本刊僅接受首刊，若已投稿其他刊物，請惠知出刊日期，若無法首刊，本刊將不予刊登，
敬請見諒。
本刊除印製紙本外，並一併於公會網站、臉書上公開發表，歡迎道長及各界先進踴躍
賜稿。來稿請寄桃園律師公會電子信箱：sec.tybar@gmail.com，並請註明姓名及『投稿桃律
通訊』等標題文字，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