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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南和平園區是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巴南（Baram）上游 18 個本南人社區所倡議之計劃。 

 
我們是 18 個村落的本南人代表，在 2010 年至 2011 年期間多場內部和社區之間的會

議裡謹慎研擬本計劃書，最終於 2011 年杪同意本計劃書所述之本南和平園區。我們是

本南和平園區的原住民習俗權利的土地所有者，認識到我們對開發祖傳土地之責任，

並希望積極地按照自決方式對此事做出決定。 

 
從本質上說，我們承認並已決定爲了當前和未來的世代積極主動履行我們之集體責任；

我們也意欲向國際社會展現我們之責任。 

 
我們業已在《本南和平園區憲章》中倡議出永續管理本南和平園區之願景（見附錄），

其中我們著眼於改善三個主要問題：原住民權利與自決、尊重和保護自然環境，以及

抓住經濟開發機遇。 

 
本南和平園區將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地方，當前與未來世代的生活品質與生計

均得到保障；其經濟與人文發展亦將使得社會文化和生態永續存活。 

 
為了實現此一目標，本計劃書共提出四項計劃和十六項專案。 

 
「本南人文化遺產保育」計劃有六項專案、「自然和生物多樣性保育」計劃有六項專

案、「經濟開發」計劃有兩項專案，以及「機構建設」計劃有兩項專案。本計劃書已

概述了這些專案的一些產出，惟不應視為定案。倡議中的本南和平園區有一些事物為

締結合作夥伴關係提供了重要的機會，而我們為潛在的合作夥伴預留了合作空間，特

別是砂拉越州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以及願意支持我們的各造，以便在砂拉越創造歷

史，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締結社區－公共－私營的合作關係。 

 
我們遵循《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呼籲砂拉越州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及其他國家

和國際組織支持我們，參與其中一項專案。 

 
本計劃書中的專案數量反映了我們這些社區處於燃眉之急。即便這些專案可能看似雄

心勃勃，我們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生存始終受到威脅。因此，這份雄心勃勃的計劃書

表明了我們實現共同願景之決心。 

 
經由本計劃書，我們意欲表達我們的需求和願望。 

 
敬請給我們捎來電子郵件，闡述閣下之意願，電子郵件地位為： 

 
ppp.sarawak.201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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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背景 
 
1963 年，砂拉越州連同沙巴州、馬來亞和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聯邦」。原住民開始

面對一個新的時代。此後，以汲取天然資源的經濟開發成了砂拉越州新的社會經濟發

展的重要議程。一些城市中心從這個經濟擴張中獲益，但公正和永續的經濟發展的承

諾卻從來沒有在鄉村地區實現。相反的，砂拉越州的大多數森林群落的土地權利均被

剝奪，而且仍在承受不公正和非永續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苦難，以及變得比以前更加

貧困。 

 
自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開始，砂拉越州的熱帶森林砍伐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而逐步

加速設立的棕櫚種植園引起了許多糾紛。這些爭議主要是不承認原住民習俗權利

（NCR）土地及曾經選擇性承認原住民習俗權利土地、採取另外一種概念來邊緣化這

些「地主」。在許多剩餘的森林群落繼續以永續的方式使用其天然資源，並嘗試保護

森林的生物多樣性之際，私人伐木和種植公司剝削森林和人民以獲取短期收益，而這

些收益並不能嘉惠原住民習俗權利地主。儘管馬來西亞政府終於明白了原住民權利的

重要性，並做了歷史性的決定簽署《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砂拉越原住民社區繼

續以國家之名推動的發展中遭受邊緣化。儘管此宣言並非具有約束力的文書，它清楚

反映出馬來西亞政府和砂拉越州政府支持賦權原住民社區的承諾，從而給他們共創美

好未來帶來了希望。 

 
我們是砂拉越州的本南瑟倫戈（Penan Selungo）族人，乃土地最受強行破壞和改造活

動所影響的原住民。我們的祖先靠著游牧狩獵為生，我們晚近才開始安定下來，學習

務農。即便我們的生活在過去數十年裡起了很大的變化，我們仍然忠於我們的傳統，

而且仍然希望與我們的森林和諧共處。我們曾嘗試了無數次的抗爭，捍衛我們的土地

權利，然而我們的吹管和文化要抵擋各家企業的推土機，乃螳臂當車。我們眼睜睜地

看著森林遭摧毀殆盡。經過幾十年的歲月洗禮，對天然資源的無節制開採業已對社會、

經濟和生態造成十分顯著的影響，不容忽視。我們的食物來源、藥材等動植物消失了，

土壤和飲用水水源遭污染、摧毀天然森林造成土壤不穩定，這些攸關我們的健康和社

會福祉的問題，僅為冰山一角。 

 
如今，我們瞭解這些問題的面向，我們認識到我們的責任何其重要。雖然我們時時致

力於爭取我們的權利，但我們沒有受過教育，亦未經過充份培力以便積極參與關乎我

們的土地和民生的決策過程。 

 
我們希望能積極影響我們的前途，並憑著合作夥伴們的支持來宣示我們之所欲和所需。

本南和平園區是我們爲了實現這一點而提出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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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南和平園區 
 
倡議中的本南和平園區位處 2º50’0’’與 3º30’0’’ N 及 114º50’0’’與 115º30’0’’ E 之間。它

位於砂拉越州十一個行政區之一美里省（Miri）的山區。大部份表層面積屬於巴南河上

游的範圍，有一小部份則屬於杜多河（Tutoh）上游（其源頭）和阿卡河（Akah）上游。

其多山地形處於海拔 154 公尺與 2086 公尺之間。 

 
本南和平園區佔地 1628 平方公里。在自然狀態下，這片低地原始熱帶雨林（低地和山

龍腦香森林類型）佔地約 63%或 1022 平方公里的面積，是本南和平園區裡最主要的

森林陣型。較低的山地原始熱帶雨林佔地約 36%或 591 平方公里的面積。最小的森林

陣型只有 15 平方公里或 1%，是在高山地熱帶雨林。 

 
在 2007 年（參見附錄），本南和平園區的面積只是大約 56%為原始熱帶雨林所覆蓋

（31%為低地、24%為山地、1%為高山地）。主要的熱帶低地雨林最為瀕危。本南和

平園區的其餘 44%面積均為次生熱帶雨林所覆蓋（27%已因伐木而改造、12%因農業

而改造，以及 5%因森林火災而改造）。 

 
本南和平園區及其周圍環境對動物亦產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據國際熱帶木材組織

（ITTO）針對與本南和平園區相鄰的布魯島國家公園（Pulong Tau National Park）所

做的一份調查報告，它代表著「生物熱點」，共發現超過 300 種物種，包括魚類、兩

棲類、哺乳類、鳥類等等。至少有 56 種已經證明的動物種類普遍存在於婆羅洲，而

52 種已列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整個本南和平園區覆蓋 18 個東本南村落的生活空間：龍拉芒（Long Lamam）、龍阿

增（Long Ajeng）、龍慕容（Long Murung）、巴目北（Ba Mubui）、巴士巴刁（Ba 

Sepateu）、巴達塔比拉（Ba Data Bila）、巴彭加蘭依曼（Ba Pengaran Iman）、巴彭

加蘭克立安（Ba Pengaran Kelian）、巴本納力（Ba Benali）、龍克邦（Long Kepang

）、龍沙益（Long Sait）、龍克容（Long Kerong）、龍瑟比根（Long Sepigen）、龍

拉邁（Long Lamai）、巴爪夷（Ba Jawi）、巴萊（Ba Lai）、龍薩白（Long Sabai）及

巴克拉繆（Ba Kerameu）。值得注意的是，兩個肯雅（Kenyah）村落也在園區附近。

本南和平園區當前的總人口約有 1755 名本南人。 

 
在本南和平園區範圍內，本南人和伐木公司之間對於土地使用存在著重大問題。一邊

爲了維持他們的半遊牧生活方式，另一邊爲了謀求經濟利益，雙方均需要相當大面積

的土地。 

 
我們要求獲得我們在這個地帶的原住民習俗權利，畢竟我們的祖先已按照我們的傳統

在那裡生活了數百年之久。與此同時，伐木公司聲稱那整個地帶均為政府「永久伐木

的森林保留地」（Permanent Forest Estate，即指被劃定為（理論上）永續伐木的林地）

之一部份，因此可為特許權持有人所使用。在本南和平園區範圍內作業的五家伐木公

司為：三林合板（Baramas）私人有限公司（Samling Plywood (Baramas) Sdn. Bhd.）

[T/0411，T /0412]、三林合板（美里）私人有限公司（Samling Plywood (Miri) Sdn. 

Bhd.）[T/0413]、梅拉瓦私人有限公司（Merawa Sdn. Bhd.）[T/0390]、S.I.F.管理私人

有限公司（S.I.F. Management Sdn. Bhd.）[T/9082]及沙拉旅遊休閒私人有限公司

（Tourism & Leisure Sdn. Bhd.）[T/9155]。三家塩木種植公司也參與其中：三林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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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有限公司（Syarikat Samling Timber Sdn. Bhd.）[BT/9150]、龐卡蘭瑪斯企業

（Pangaranmas Enterprise ）[BT/9001]及 Monica Lambang Kayang [BT/9159]。 

 
為了捍衛我們的原住民習俗權利土地，我們到法院入稟立案，起訴伐木公司和種植公

司。目前，有三宗類似的法院案件仍在候審：一宗是關於瑟倫戈（Selungo）和瑟拉安

（Sela'an）地區（自 1998 年就在候審，案件編號 22-46-1998），另一宗是關於龍拉

邁（Long Lamai）地區（自 2007 年就在候審，案件編號 22-21-07），以及最後一宗

是關於巴爪夷（Ba Jawi）地區（自 2010 年就在候審，案件編號 MR-21-07-2010）。 

願景、計劃與要素 
 
我們在《本南和平園區憲章》中臚列本南和平園區之願景（參見附錄）。該憲章乃經

過 2010 年至 2011 年期間各場本南和平園區會議中深思熟慮之後擬定，並於 2011 年

杪經各有關社區接納。《本南和平園區憲章》內含我們所定義的下列三點： 

 
 

1. 原住民權利與自決。 

 本南和平園區體現 18 個本南人社區之共同意志，即捍衛、維護和加強他

們的文化與自然遺產。 

 
2. 尊重和保育本南和平園區的生態水平。 

 本南和平園區承認並尊重一切眾生之間相互依存的紐帶，以及所有生命

之價值，不管其對人類之有用性為何 

 
3. 經濟發展。 

 本南和平園區為以合法收入為基礎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工具。 

 
 
我們確立了四項計劃來實現這些目標，兩項為保育計劃，兩項為開發計劃。每項計劃

均含不同的核心要素，合計有八大要素。為了集中力量，我們決定限制每一要素含兩

個專案，故四項計劃含八大要素十六個專案（參見第 6 頁）。根據表一所示的狀態，

我們將每個專案區分為四個階段：鑒定階段（所有本南和平園區當前所處之狀態）、

規劃階段、實施階段和評估階段。一旦為某一專案覓得認真的合作夥伴，他們的狀態

將升級到規劃階段。 

 
基於瞭解到實現這些專案的複雜性，我們決定集中力量，謀求每個專案僅產生一個成

果。我們在下一章擬議了每一專案所設想之產出。這些產出代表了我們對於期望能取

得成果之手段的構想，並非完整名錄。任何可能幫助我們實現成果的外界建議，我們

都歡迎。敬請投函至第 2 頁所述之電子郵件地址。 



 

 6 

 目標／結果 狀態 驗收方法 主責合作夥伴 

 本南人文化遺產保育    

要素一 推廣本南人語言    

專案一 保護本南人語言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專案二 振興與傳承本南人語言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要素二 推廣傳統知識    

專案三 保護本南人的傳統知識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專案四 傳承給年輕世代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要素三 推廣口述歷史及傳統信仰體系    

專案五 推廣口述歷史及傳統信仰體系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專案六 傳承給年輕世代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自然和生物多樣性保育    

要素一 保護剩餘的原始森林區    

專案七 保護剩餘的原始森林區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砂拉越州政府） 

專案八 加強環境意識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要素二 次生林永續管理    

專案九 重建和恢復次生林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專案十 推廣農業用地的永續管理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要素三 保護集水區    

專案十一 保護水質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專案十二 恢復和重建河流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砂拉越州政府） 

 經濟開發    

要素一 開發替代收入的各種可能性    

專案十三 開發非木材產品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專案十四 開發以社區為基礎的旅遊業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機構建設    

要素一 加強社區層面的能力    

專案十五 加強社區層面的在地機構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專案十六 地方政府、國家和國際層面正式承認本南和平園區 鑒別階段 專案報告 （砂拉越州政府） 

表 一：本南和平園區之計劃、要素與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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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本南和平園區之計劃、要素與專案 

 

本南和平園區 

保育 開發 

本南人文化遺產保育 自然與生物多樣性保育 經濟開發 機構建設 

推廣本南人語言 

保護本南人語言 

振興與傳承本南人語言 

 
推廣傳統知識 

保護本南人的傳統知識 

傳承給年輕世代 

 
推廣口述歷史及傳統信仰體系 

保護口述歷史及傳統信仰體系 

傳承給年輕世代 

保護剩餘的原始森林區 

保護剩餘的原始森林區 

加強環保意識 

 
次生林永續管理 

重建和恢復次生林 

推廣農業用地的永續管理 

 
保護集水區 

保護水質 

恢復和重建河流 

開發替代收入的各種可能性 

開發非木材產品 

開發以社區為基礎的旅遊業 

加強社區層面的能力 

加強社區層面的在地機構 

地方政府、國家和國際層面正

式承認本南和平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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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南人文化遺產保育 

推廣本南人語言 
我們的語言，即本南語，是我們極為重要的遺產。不幸的是，如今我們的語言的重要

性正迅速地每況愈下，並為其他語言如馬來文或英文所取代。目前，我們仍有長老能

說流利的本南語，而採取行動推廣本南語，此正其時，以免為時過晚。為此，我們要

重點關注以下兩個專案。首先，我們要保護本南語；其次，我們要振興本南語，並將

它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 

 

專案一：保護本南語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本南語保存在書面資源裡 － 

本南語不僅需要為未來的本南人世代保留，同時也是為了其他人類而保留。為此，必

須展開一項科學的調查，以了解其確切的脆弱程度和得出解決方案。至關重要的是，

我們盡可能為我們的語言記錄最大量的資料。一旦收集了這些訊息，應刊登於字典、

書籍和其他教學資源。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定義本南人語言的脆弱性、其原因和解

決方案，以扭轉頹勢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記錄語言資料 X X X X X 待確定 

成果三 編製和出版本南人語言詞典  X X X X 待確定 

成果四 
為學前、小學及成人編製和出版本南人

語言之教材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五 
將最重要的法律和文本翻譯為本南人語

言 
   X X 

待確定 

表三：為實現專案一而規劃之成果。 

 

專案二：振興與傳承本南語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新一代本南人能夠流利地說、讀、寫本南語 － 

保護本南語之外，重要的是確保我們的知識傳承給年輕世代。務必召開會議，以便和

我們的同伴們商量。本南語的現代化問題也必須提出，而且必須將政府學校和本南人

村民納入此過程中。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主辦會議：本南人語言的現代化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在學校推廣本南人語言   X X X 待確定 

成果三 在本南村落推廣本南人語言   X X X 待確定 

成果四 推廣附本南文本的本南音樂     X 待確定 

成果五 本南語電臺廣播    X X 待確定 

表四：為實現專案二而規劃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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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傳統知識 
我們的傳統知識非常豐盛多樣。音樂、狩獵技巧、手工藝品、舞蹈、民族植物學知識

和烹飪，是我們的重要遺產。我們想善用本南和平園區作為推廣此一瀕臨滅絕的知識

之平臺。為此，我們正在規劃兩項產出：保護本南人的傳統知識，以及加強傳承給後

代。 

 

專案三：保護本南人的傳統知識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本南人的傳統知識保存在書面資源裡 － 

從 2012 年至 2015 年，重要的是在第一年收集和保護大部分資訊。收集了這些訊息之

後，應在 2015年至 2016年出版成書籍或手冊等文獻。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記錄本南人傳統知識之訊息（遊戲和手

工藝品……） 
X X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產製、出版和分派本南人傳統知識的資

源 
  X X X 

待確定 

表五：為實現專案三而規劃之成果。 

 

專案四：傳承給年輕世代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新世代實踐和使用本南人的傳統知識  － 

我們的傳統知識必須傳承給年輕世代。為此，應有兩項傳統輸出。首先是主辦常年本

南人文化節。這將是一個向眾人展示我們的傳統知識的好機會。我們因而能將我們的

傳統知識傳承給我們的族人，以及利用這個機會向本南和平園區以外的人展示我們的

傳統技能。將傳統知識傳承給後代的另一種方式，是在我們的社區頻繁舉辦會議，我

們則在這些會議裡教育年輕世代。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主辦本南人文化節  X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主辦社區會議  X X X X 待確定 

表六：為實現專案四而規劃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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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口述歷史和傳統信仰體系 
記錄我們的口述歷史和傳統信仰體系，是保育文化遺產的重要。我們相信，我們的後

代將需要這些知識來克服未來的挑戰。因此，我們規劃了兩個主要專案來實現此目標。

一方面，我們要保護這些知識，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改進其傳承情況。 

 

專案五：保護口述歷史及傳統信仰體系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本南人的口述歷史和傳統信仰體系保存在書面資源裡－ 

我們的口述歷史的多樣性，代表著我們的文化豐富多元。所有神話、傳說、故事、聖

歌，乃至我們的信仰體系，均包含祖先們的歷史訊息。鑒於這些知識快速消失，我們

迫切需要採取行動保護它。 

我們想要儘快記錄所有關於口述歷史和我們的信仰體系的訊息。每一年，我們都建議

一支訓練有素的人員到本南和平園區的一個村落收集訊息。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記錄口述歷史和本南人傳統信仰體系之

訊息：故事、神話、聖歌…… 
X X X X X 待確定 

表七：為實現專案五而規劃之成果。 

 

專案六：傳承給年輕世代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傳承了本南人的口述歷史和傳統信仰體系 － 

我們的口述歷史和傳統信仰體系已經收集和傳承了幾百年之久！如今將它們傳承給孩

子，我們責無旁貸。 

為此，我們將舉辦各種會議，以便激發世代之間的知識傳承。從 2013 年開始，憑著在

第五項產出所收集到的資料，我們要製作和分派盡可能多的教學資源給本南和平園區

的所有村落。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主辦社區會議 X X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產製、出版和分派本南人傳統知識的資

源 
 X X X X 

待確定 

表八：為實現專案六而規劃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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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物多樣性保育 

保護剩餘的原始森林區 
原始熱帶森林無疑是我們最寶貴的資源。沒有原始森林，我們無法生活！原始森林為

我們提供了水果、狩獵的動物和藥用植物的聚集地。遵循我們的長輩提出的例子和忠

告，我們繼續尊重和保護森林。儘管我們從一開始就努力鬥爭，伐木公司仍然搶奪了

不少土地。然而，由於我們的參與，本南和平園區仍有超過 50%的面積為原始森林

（參見本南和平園區基線研究）。本南和平園區裡的景觀、生態系統和物種的多樣性

務必保存，而保護這些未遭侵犯的地帶，至關重要。 

我們已規劃了兩個專案來實現此一目標。我們計劃保護剩餘的原始森林區，以及提高

我們對原始森林消失的認識和保護原始雨林面積免再減少。 

專案七：保護剩餘的原始森林區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本南和平園區裡的原始森林表面將維持不變 － 

我們需要自 2012 年開始完成的第一項輸出，就是確保剩餘的原始森林免遭外部侵略。

其次，應該開始評估當前的情況，包括對相關地帶的定義、動植物清單和自然與文化

遺產的評估，直到 2013 年杪為止。2014 年和 2015 年，我們將需要一段時間來敲定

明確的目標，並擬出未來保護原始熱帶雨林的詳細行動綱領。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全面保護剩餘的原始森林 X X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評估目前的情況      待確定 

 步驟一：區劃相關地帶 X X    待確定 

 步驟二：開發基線研究  X X   待確定 

成果三 策略規劃      待確定 

 步驟三：確定宗旨   X X  待確定 

 
步驟四：為原始森林擬定詳細的行動綱

領。 
  X X  

待確定 

成果四 執行      待確定 

 步驟五：執行已建議的行動綱領    X X 待確定 

 步驟六：提高各社區內的意識    X X 待確定 

表九：為實現專案七而規劃之成果。 

專案八：加強環境意識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人們瞭解了原始森林的不可替代價值 － 

我們的祖先知道如何與原始森林和睦相處，我們要以他們為榜樣。為此，我們要舉辦

工作坊，以便我們可以學習環境問題和互相交流。我們也希望鼓勵大學和其他組織到

我們的森林開展研究工作。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主辦與環境課題有關的工作營  X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鼓勵科學研究   X X X 待確定 

表十：為實現專案八而規劃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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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林永續管理 
根據本南和平園區的基線研究，本南和平園區的次生林面積有 715 平方公里，或佔本

南和平園區總面積面積的 44%。次生林面積在晚近幾年日益擴大，並成為此地帶的一

種主要森林類型。因此，擬出永續的管理方法對這些地區至關重要！此專案正是回應

這種需要。 

為了掌握更明確的實況，我們決定根據事端來區分三種次生林，即伐木活動造成的次

生林、自然森林火災造成的次生林和農業造成的次生林。最後一種事端與我們自己的

行為直接相關，而另外兩種森林類型的肇因則完全為外部因素。因此，我們選擇了兩

個不同的專案！第一個專案處理外部根源，其目的是重建和恢復因侵略性採伐和自然

火災而消失的次生林。第二個專案則處理我們自己的農業管理。 

 

專案九：重建和恢復次生林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本南和平園區的次生林均恢復至原有構造 －  

本南和平園區裡大約 60%的次生林面積已因伐木活動而消失，另外 11%則因森林火災

而消失。這些地帶迫切需要恢復。為此，我們要加強和加快森林再生的天然過程，以

重建所欲的物種組成和加強原有森林生態系統的能力。 

鑒於大部分次生植被仍具有自然再生的能力，我們首先要通過被動修復管理流程來保

護和促成此一自然再生過程。一些次生林地帶的消失極為嚴重，我們迫切需要支持，

以通過如補植或直接播種等產出來加速再生週期。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推行被動修復  X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植被   X X X 待確定 

成果三 直接播種    X X 待確定 

表十一：為實現專案九而規劃之成果。 

 

專案十：推廣農業用地的永續管理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本南和平園區使用永續農耕方法 － 

大約 39%的本南和平園區次生林地帶是因我們自己的活動造成。這些地帶域代表著我

們稻田的足跡，這是我們的生計所需。我們都知道，我們是新農民，我們的管理方法

肯定能增強，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們的產量，並降低我們對環境的影響。我們要開

發能夠協助我們培育環境的永續農耕方法，攜手促進以社區為基礎的農林業。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處境分析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主辦關於永續農耕方法的工作營   X X X 待確定 

表十二：為實現專案十而規劃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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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集水區 
我們的溪河是我們生存所需。它們供應了我們所吃的魚、我們喝的水、我們用來處理

西米（sago）的水、我們盥洗和洗滌衣物的水、讓我們織夢的聲音、我們的船只川行

的運輸路線，還有我們喜歡去野餐的地方。基於這些理由，我們的河流務必乾淨和健

康。可悲的是，伐木和種植已經侵佔了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溪河已變得泥濘滿佈和污

染。它們因土壤侵蝕而泥濘滿佈，因化肥和石油等其他有毒物質而污染。我們喝了含

泥污水而致病，魚類則因污水而迅速消亡，而我們再也不能在溪河裡洗澡或洗滌衣物

了！ 

我們已規劃了兩個專案來完成此計劃：保護水質和恢復我們的集水區。 

 

專案十一：保護水質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改善近用安全的飲用水 － 

就如地球上任何其他人一樣，能夠近用安全的飲用水是我們的基本權利！我們堅信，

砂州政府對此事責無旁貸。因此，我們冀望政府協助我們促成下列產出。首先，本南

和平園區裡的每一戶家庭皆應連接乾淨的自來水網絡。此事應該盡早開始，並應於

2016 年杪之前完成。其次，應有意識地做些能減少河流污染的事情。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減少泥濘沉積物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減少有毒物質的污染  X X X  待確定 

成果三 改善自來水網絡   X X X 待確定 

表十三：為實現專案十一而規劃之成果。 

 

專案十二：恢復和重建河流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本南和平園區有健康的河流 －- 

經由此專案，我們希望確保我們的河流未來依然保有主要的生態特色。為此，我們需

要學習既能捕魚又不影響河流生態平衡的永續方法。所以，我們得確保本南和平園區

裡每一條河流 的河岸緩衝區均得妥善照護。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促進永續捕魚方法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建置河岸緩衝區   X X X 待確定 

表十四：為實現專案十二而規劃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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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開發 

開發各種替代收入的可能性 
很久以前，我們的長輩學會了與相鄰部落和其他人做生意。在殖民時期，英國曾在叢

林偏遠地區（在本南和平園區的 Lg. Semiang 和 Lio Matoh）主辦了稱為「物物交易市

集」 （Tamu）的小型村落市場。通過這些會面做生意，確實有利可圖，也頗為適應我

們的文化。我們的長輩收集了森林產品，然後在「物物交易市集」銷售，不僅能夠追

求自己的傳統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也能夠自我開發，以自決方式使他們的生活現

代化和改善。由於這些「物物交易市集」已不復存在，在我們的村落裡缺乏現金收入

的可能性。 

本南和平園區代表著我們的財政問題的長期解決方案。兩個主要的預期成果為：開發

非木材產品和開發旅遊業。 

專案十三：開發非木材產品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以銷售非木材產品產生現金收入 － 

我們的森林富含非木材產品。藥食兩用植物、水果、堅果、樹脂、乳膠、精油、纖維、

飼料、真菌甚至是動物，這些只是其中一些例子而已。 

我們需要一段時間開發非木材產品。我們期望按照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所

描述的「市場分析與發展」方法。依據該方法，我們確認了下列三個產出： 

 (www.fao.org/forestry/enterprises/25492/en/).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評估當前處境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確認產品、市場和行銷手段  X X   待確定 

成果三 建立企業    X X 待確定 

表十五：為實現專案十三而規劃之成果。 

 

專案十四：開發以社區為基礎的旅遊業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以旅遊業產生現金收入 － 

開發以社區為基礎的旅遊業，是本南和平園區的一項重要成果。本南和平園區符合成

功發展之基本要求，這個想法可由其巨大的天然和文化潛力加以支持。 

我們知道，開發旅遊業對我們將是一個挑戰。首先，我們必須仔細規劃該概念。作為

第一個產出，我們要開發以社區為基礎的寄宿家庭計劃。為此，我們將需要諮詢具備

這方面知識和能力的專業人士，讓他們指導我們推動此專案。 

一旦寄宿家庭計劃的目標和宗旨一經確定和接納，我們要主辦認識旅遊業的研討會和

培訓。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開發以社區為基礎的寄宿家庭計劃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主辦認識旅遊業的研討會和培訓  X X X X 待確定 

成果三 改善基礎設施   X X X 待確定 

表十六：為實現專案十四而規劃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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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建設 

加強社區層面的能力 
我們了解到，本南和平園區需經過良好組織，方可成功地傳達我們共同的決定。倘若

本南和平園區經過良好組織，我們將能更好地以永續的方式管理我們的目標和天然資

源。 

專案十五：加強社區層面的在地機構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表達在地自決 － 

建立良好運作的以社區為基礎的機構，對於為我們的社區培力舉足輕重。強大的機構

將協助我們的村落更多有組織、做更好的決策、更好地協作和相互溝通。除了協助我

們解決內部問題，強大的機構將使我們有機會傳達和執行我們的利益。憑此，它們將

協助參與最高級別的決策過程。 

為此，我們要建立兩類機構：每個村落各有一個委員會，以及整個本南和平園區有一

個委員會。我們認為這兩個級別需有一個強大的委員會！強大的本南和平園區之基礎，

是在社區層面擁有強大的在地機構。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為本南和平園區的每一個村落建設強大

的社區 
X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建設強大的本南和平園區委員會   X X X 待確定 

表十七：為實現專案十五而規劃之成果。 

 

專案十六：地方政府、國家和國際層面正式承認本南和平園區 

本專案的主要成果為： 

－ 在地機構得到培力 － 

未得官方承認，我們無法擁有強大的機構。首先，我們需要確保本南和平園區人人皆

有身份證，然後我們各村的所有村長得到官方正式承認，而我們的村委會亦獲確認。

最後，本南和平園區及其委員會應獲得砂拉越州政府和其他機構正式承認和支持。 

 

 成果 
預計的實現時間 預算（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已規劃 

成果一 本南人均有身份證 X X    待確定 

成果二 官方承認我們的所有村長 X X X   待確定 

成果三 官方承認我們的村委會   X X  待確定 

成果四 官方承認本南和平園區委員會    X X  

表十八：為實現專案十六而規劃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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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起點的開始 
 
  
本建議書特此提出我們所見本南人當前和未來必須前進的明確方向。我們提出具體的

建議，並且設想我們需要幫助和支持之事宜，以便從我們這些習俗地地主出發，經由

馬來西亞聯邦的砂拉越州，最終觸達我們所處的全球社會，來實現分層量化（layered 

quantifiable）和非貨幣收益（non-monetary benefits）之願景。 

 
從本質上說，我們是第一次提出本南人之建議，以陳述我們的想法，藉此讓外界認識

到我們和我們周圍的事物，以期最終造福人類。 

  
我們呼籲各國政府、民間社會和企業界加入我們這個新路徑，即承諾為本南人、砂拉

越人民、各國政府及世界開創新的而且積極之前沿。 

 
我們呼籲各方與我們共襄盛舉，促成一個新起點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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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倡議中的本南和平園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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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南和平園區憲章 
 

 

本南和平園區 

憲章 
 

----------------------------------------------------------------------------------------------------------------- 
 

Long Lamai-Long Sait-Long Kerong-Ba Lai-Long Sepigen-Long Lamam-Long Murung-  
 Long Ajeng-Ba Sebateu-Ba Mubui-Long Sabai-Ba Kerameu-Ba Data Bila-Ba Pengaran 

Iman-Ba PengaranKelian-Ba Benali-Ba Jawi-Long Kepang 
 
 
 

原住民權利與自決 1 
  
 
第一條 

本南和平園區體現 18 個本南人社區之共同意志，即捍衛、維護和加強他們的文化與自

然遺產。 

 
第二條 

本南和平園區為本南人社區之工具，用以捍衛他們歷來所佔有領土的土地權利。 

  
第三條 

本南和平園區以各社區的自由合作及承諾為基礎，以支持和促進本南和平園區在經濟、

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永續發展。 

 
第四條 

√ 本南和平園區是憑著全體成員皆平等之原則創建。 

√ 各成員必須真誠地履行本憲章所闡明之義務。 

 √ 各成員應以和平手段解決分歧。 

 √ 本南和平園區各成員應相互支持及團結互助。  

 
 
 
 
 
 

                                                 
1 《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紐約，2007 年 9 月 13 日。 

第 26 條 

1. 原住民族對他們歷來擁有、佔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擁有權利。 

2. 原住民族有權擁有、使用、開發和控制因他們歷來擁有或其它的歷來佔有或使用而持有的土地、領

土和資源，以及他們以其他方式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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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保育本南和平園區的生態水平 2 
 
 
第五條 

承認並尊重一切眾生之間相互依存的紐帶，以及所有生命之價值，不管其對人類之有

用性為何： 

√ 為當前和未來世代維持本南和平園區之豐富和美麗。 

√ 通過具體行動宣導環境教育（廢物管理、水資源管理、使用廁所等……）。 

√ 保護和恢復生態平衡。 

√ 推廣有關瀕危物種的資訊與科學合作。 

√ 支持和發展與促進原住民知識密切相關的科學合作。 

√ 支持各種恢復生物多樣性之專案。 

√ 尊重和保護森林遺產。 

√ 制定尊重森林的溫飽型農業。 

 
 
 
 
 
 
 
 
 
 
 
 
 
 
 
 
 
 
 
 
 
 
 
  
 
 
 

                                                 
2 《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紐約，2007 年 9 月 13 日。 

第 25 條 

原住民族有權維持和加強他們同他們歷來擁有或以其他方式佔有和使用的土地、領土、水域、近海和

其他資源之間的獨特精神聯繫，並在這方面維護他們對後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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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替代收入 
 
 
「歡迎原住民族正在為提高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地位，結束一切形式歧視和壓迫

，無論他們在何處發生，而組織起來。」《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紐約，2007 年。 

 
 
第六條 

本南和平園區為以替代收入為基礎之經濟與社會發展工具： 

√ 開發尊重人類與地球的永續替代收入。 

√ 尊重本南人的社會組織。 

√ 本南人為主要參與者的旅遊社區。 

√ 創設社區管理委員會，每一社區在本南和平園區均有代表；本南和平園區委

員會將負責本南和平園區的重大決策。 

√ 管理委員會為良好依從本南和平園區領土之監護人。 

√ 公道的價格使得在本南和平園區生活的人以這些活動為生，而非依賴這些活

動為生，不損害其平衡。 

√ 本南和平園區裡的收入應公平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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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南和平園區目的的植被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