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人口在空間的活動 

都市社會學研究「人口」、「空間」、「活動」的關係，也就是人口分佈在空間

上從事活動以滿足生活所需(蔡勇美、郭文雄，1987)。人口在空間上的分佈一直

是個重要的研究主題。從區域發展的角度來看，人口分佈是最重要、也是常常被

提及的一項指標。因為人口的聚集與分散可以反映一地的發展情形，甚至歷史變

遷情況。而在臺灣，關於臺灣地區的人口分佈情形與演變的討論已經汗牛充棟，

除了分析全臺灣人口分佈，亦有分析特定都會區的人口分佈的歷史演變情形。但

是，從人口分佈狀況僅能了解各地區的發展概況，而不能了解地區間的相互關

係。此外，在探討區域的發展時，除了人口之外，另一個最常被提及的要素即為

產業結構，從產業結構就可以看出地區間發展的差異，不過，通常在討論地區的

產業時，較多都是以該地人口所從事的產業為代表，並沒有區分人口的工作地

點，也就是即使就業人口在外地工作仍把其納入該地的產業結構的區分，而事實

上，從工作人口的流動可以看出區域間對工作人口不同的吸引力。因而，綜合以

上，本文試圖從不同的角度來看區域的發展，也就是從居住地與工作地的關係來

看區域發展，從此觀點來看區域，不僅可以比較區域間的同異類型，也可從工作

遷移中發現區域間的相互關係。 

    蔡勇美等(1987)以 Tilly的區位三角形的概念來定義都市社會學的研究領

域。以圖形表現則如下圖， 

 

 

 

 

 

 



圖 1：區位三角形 

 

區位三角形的三個點為人口、空間、活動，整合而言，就是人類社會是由此三要

素形成，人口分佈在不同的空間，然後從事各種不同的活動，以滿足個人食衣住

行育樂等生活所需。而三邊與三角形整體可代表有關都市社會學各學派所強調的

不同面向，例如，人口空間邊，為人文區位觀點，注重人口性質在空間的分佈情

形，人口性質即為人口數目、年齡、性別等，而人口活動邊，為強調人際互動、

規範、及所產生的價值系統等，另外，地域活動邊，為位置觀點，及注重不同活

動在空間的分佈，如，商業活動、宗教活動等，把三邊整合，則為統合觀，但實

際上研究有其困難之處。 

    當然，以此概念來定義都市社會學的研究領域似乎有其不足，尤其隨著研究

趨勢的發展，此種概念就未能妥善的納入政治經濟結構的面向，例如，「新古典

經濟學派」所強調的經濟活動，尤其是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新馬克斯主義學派」

所著重的資本的累積，資本家投資對都市動態變遷的影響，「都市政治經濟學」

強調政治經濟結構，整合了人文區位學派及上述兩學派(蔡勇美，1997)。 

    不過，此處提及此區位三角形的概念，並非要詳細探究都市社會學的研究領

域，而是因為使用此概念能夠掌握住在探討區域發展時的中心要素。所謂區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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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包括的核心概念就是人口、空間、活動，在比較區域的發展同異時，所比

較的就是分佈在各區域的人口多寡、活動類型。 

 

二、臺灣的都市化發展 

    很顯而易見的，人口在空間上的分佈是研究區域發展的主要指標。以臺灣而

言，人口分佈一直不均衡，而且此不均衡的現象似乎一直持續強化。根據孫清山

(1997)的研究顯示，從 1961 年到 1991 年，人口主要分佈在西部地區的北部、中

部、南部，而東部區域的人口僅佔 3-4％，且呈現下降趨勢，北部地區則持續攀

升，到 1991 年時，已佔 42.46％，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比例則持續下降，在 1991

年時，分別佔 25.10％，29.48％，整個臺灣的人口分佈顯得非常不平衡。此外，

從都市化的角度來看，孫清山以五萬人作為都市化地區的劃分標準，亦即，只要

居住在五萬人以上的行政區域即為都市化地區，以此標準，在 1950 年時，僅有

24％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化地區，到 1961 年為 40％，到 1971 年時，為 55.3％，

在 1981 年為 66.7％，1991 年為 75％，從這些數字可以看出，居住在都市化地區

的人口持續增加，到 1991 年時，每四個人口就有三個居住在都市化地區，比例

相當高。另外，再從都市發展的層面來看，在 1970 年代之前，都會區中心都市

的人口成長最多，1970 年代之後，中心都市旁的鄰近市鎮人口成長率較高，也

就是中型都市的成長較高，換言之，臺灣的都市成長在不同的時期有不同的面

貌，先是都會區中心的成長，然後是都會區鄰近市鎮的成長。依照陳寬政對北部

區域都會區從 1955到 1994 年的研究指出，北部五個都會區的發展處於不同的階

段，台北、基隆都會區處於發展的晚期，中心都市人口呈現衰退，郊區則持續成

長，新竹都會區屬發展中期，郊區成長較快，但是市中心人口密度仍增加，桃園

與宜蘭都會區屬發展早期，都會中心人口持續成長(陳寬政，1997)。雖然如此，

但是整體而言，臺灣的都會中心並不像美國都會區有人口衰退和遷移到郊區形成

郊區化的現象，臺灣的都會中心仍維持高人口密度，而其主要原因為住商混雜，



居住地與商業地區同處一地，因而使得市中心在人口遞減下仍維持高人口密度

(章英華、蔡勇美，1997)。 

    此外，孫清山更進一步的分析都市化地區的人口來源，他指出，從 1961到

1981 年的都市人口成長，主要仍是都市人口自然增加所形成，不過，自然增加

所佔的比重愈來愈低，此符合自然增加率也是逐漸降低，而從鄉村遷移到都市的

人口佔都市人口成長的比例愈來愈高的趨勢，此外，新增的都市地區的比例則或

有增減，其詳細數字如表一所示。再從遷移人口來分析，他比較 1971、1976、

1981、1986 年間五大都市、縣轄市、鄉鎮等行政區的淨遷移率，發現都市地區

人口都增加，鄉鎮地區人口都減少，而從 1976到 1986 年，縣轄市為淨遷移人口

最高的地區，而不是五大都市。從都市規模來看，人口數在五萬以下的地區，淨

遷移率都為負值，也就是為人口流失的地區，都市人口規模在十萬到二十五萬的

地區，淨遷移率最高，是吸引最多人口的地區。綜合來說，臺灣地區的都市化地

區持續成長，鄉村人口持續減少，而都市的成長先是都會中心人口增加較多，之

後則為鄰近市鎮與中型都市的成長，而形成都市的等級體系。 

 

 

表 1：都市人口成長效果分解表 
 1961-66 1966-71 1971-76 1976-81 

新增都市人口 
鄉村─都市遷移 
都市自然增加 

41.55
8.27

50.18

29.47
22.28
48.25

17.97
34.49
47.53

36.64 
28.29 
35.06 

估計平均淨遷移率 
估計自然增加率 
(控制新增都市人口) 

0.62
3.33

1.41
2.60

1.48
1.87

1.27 
1.38 

估計平均淨遷移率 
估計自然增加率 
(未控制新增都市人口) 

2.59
3.72

3.12
2.34

2.44
1.43

3.92 
0.12 

      資料來源：孫清山，1997：91。 

 



    從以上的資料，可以對臺灣地區的人口分佈概況的演變有一個較清楚的圖

像。不過，此種描述僅能呈現區域大致上的發展情況，如都會中心、縣轄市、鄉

鎮的分佈等，對於彼此之間的關係則未述及，如都會中心與鄰近市鎮之間除了人

口數的差異、人口密度的不同之外，兩者之間的互動情形如何？縣轄市與鄉鎮的

互動又為何情形？更清楚的說，人口分佈未呈現不同行政區的人口之間的互動情

形。 

 

三、經濟結構的轉型 

    此外，人口分佈狀況與與經濟發展的情形息息相關，由產業結構的轉變可以

看出區域間發展的差異。從臺灣的經濟演變過程中可以知道，在 1952 年到 1962

年時，經濟型態以農業為主，經濟政策以限制為主，實施貿易限制、關稅保護，

出口產品以農產品與農業加工品為主，如，糖、米、茶、香蕉、紡織品。到 1962

年時，工業產值超越農產品，而成為主要經濟產業，到 1985 年，工業產業達到

47％，約從 1962到 1980 年代，此時期，農村勞動剩餘人口多，政府成立加工出

口區、工業區，以吸收這些勞動力，此時期主要產業為勞力密集的產業，而由於

工資低廉，外資也湧入設廠。在 1980 年代之後，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降低關

稅，匯率不再固定，因外匯資產高而使台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因而對廠商而言，

工資成本提高，勞力密集產業因而逐步出走，國內產業乃以高科技、技術密集、

資金密集產業為取代，工業比例逐漸降低，服務業成長快速(于宗先，1999)。 

從產業結構與產業的產值可以看出經濟型態轉變。在產業結構上，從歷次的

戶口普查資料可以得知產業結構，如表二所示，農業的從業人口在 1956 年時高

達 55.52%，到 1980 年時，工業人口與服務業人口佔多數，農業從業人口已降低

到 21.63%，到 1990 年時，服務業人口超越工業人口，工業人口微幅下降，農業

人口持續下降，到 2000 年，從事服務業人口佔 63.4％，工業與農業人口都持續

下降。 



從產業結構可以看出，在 1956 年時，臺灣仍屬農業時期，隨後工業持續成

長，從 1980 年到 1990 年結構上大致不變，但是服務業與工業互成增減趨勢，從

1990 年到 2000 年，明顯變成以服務業為主要產業。從產值來看亦得到相似的情

形，在 1981 年時，工業與服務業比例相近，到 1990 年時，服務業增加、工業減

少，到 2000 年時，以服務業為主要產業。 

 

      表 2：臺灣地區十五歲以上民間就業之行業結構 單位：％ 
年別 農林漁牧業 工業 服務業 總計 

1956 年 55.52 16.69 27.79 100 
1980 年 21.63 39.45 38.92 100 
1990 年 19.34 36.90 43.76 100 
2000 年 8.5 28.1 63.4 100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1980年台閩地區戶口普查報告、2000年台閩地區戶口普查報告。 

    
                    表 3：國內生產毛額    單位：％ 

年別 農  業 工業服務業合  計 
1981 年 7.29 45.47 47.24 100.00 
1990 年 4.17 41.23 54.60 100.00 
2000 年 2.09 32.52 65.38 100.00 

               資料來源：統計處網頁。 
 

    經濟發展情形會影響人口分佈與區域發展，孫清山(1997)亦以經濟發展的情

形來解釋都市成長的現象，他指出，在 1986 年時，都會地區中心都市的淨遷移

人口由原來的負值變成呈現增加趨勢，而其他縣轄市、鄉鎮等地區淨遷移人口為

負值，此使得都會地區人口再度集中，而非如同國外的絕對去中心化，其原因即

為國內經濟環境與結構的改變，在 1980 年代後，金融業、消費性的服務業都在

都會區內成長，因而形成都會內人口再度集中。 

產業的分佈是影響人口分佈的因素之一。如前所述，臺灣的經濟結構由農業

而工業而至服務業的轉型，但這是屬於整體臺灣的經濟型態的轉變，這些產業活

動是分佈在不同的空間的，從小區域來說，每個區域的產業結構都會有所不同。



產業結構的差異也就構成了區域間的類型差異。例如，服務業較集中於大都會中

心都市，而工業則分佈在大都會的鄰近市鎮或者分佈在特定的工業區。因而，各

區域對於工作人口有不同的吸引力，除了吸收該區域的工作人口之外，對於鄰近

的人口也有吸引力。分析各區域的產業結構以及從事不同產業的人口在區域間的

流動情形，可以看出區域間的依賴關係。 

 

四、小結 

    總而言之，在研究區域發展時，人口與產業是常用的指標，但是有其不足之

處。本文嘗試從稍微不同的角度來探討區域間的關係，也就是人口的居住地與工

作地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工作地的選擇也決定了都市的類型，居住人口在本地

工作的比例，此概念較少被提及，在《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類》，定義了「都

會區」、「都市化地區」、「聚居地」，在定義「都會區」的概念時，提及 

「都會區指在同一區域內，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以及與中

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合為一體的市鄉鎮衛星市鎮所共同組成之地區，其區內人

口總數達 30萬人以上。 

中心都市，須具備下列三項條件：人口數達 20萬人以上、居民 70%以上居

住在都市化地區內、就業居民 70%以上是在本市、鎮、鄉工作。 

衛星市鎮的條件為，在一個區域內，中心都市界限以外的市、鎮、鄉，該

市鎮鄉內之就業居民，至少有 10%通勤至中心都市工作者，或者未達 10%，但

在 5%以上，且其居民有 40%以上是住在與其中心都市屬同一個都市化地區者。

或者未達前兩項之標準，但其四面皆被衛星市鎮包圍者。 

若一市、鎮、鄉依其就業居民通勤比率，同時可劃入兩個相異都會區時，

則以通勤比率較高者為準，若比率相同時，則以距離中心都市較近者為準」(行

政院主計處，1993)。 

據此，而有台北、臺中、高雄三大都會區，及中壢、新竹、嘉義三個次都會



區的劃分。只是，此標準分類的定義只在定義都會區與鄰近都市時使用了採用了

通勤比例做為區分標準，但在定義「都市化地區」、「聚居地」時都未提到在本地

工作比例的條件，因而對於各區域在本地工作比例的探討可以增進在此方面的了

解。此外，若在當地工作比例偏低，則代表有許多人口到其他地區工作，進一步

探討到外地工作人口的流向也可了解地區間的相互關係，可得知就工作層面而

言，地區間呈現如何的互動關係。換言之，從工作人口的此種短程來回遷移，可

知道各地區的類型。 

    綜合以上，本文的核心焦點放在各區域的工作人口在本地的工作比例，比較

各區域工作人口在當地工作比例的高低，分析在當地工作的產業結構，以分析區

域發展的類型，而且，同時亦比較各地區到外地工作人口的流向與流量，以看各

地區之間的互動關係。簡單而言，本文要研究的可說是人口的居住地點與工作地

點的關係，以及工作人口的分佈與流動情形。而在戶口普查中，可以找到人口的

居住地點與工作地點的資料，經過統計分析之後，即可呈現出各區域的工作人口

及其工作地點。所以，本文的依據資料即為戶口普查資料。而在分析單位方面，

在臺灣，常見區域單位為四大區域，即北部、中部、南部、東部的區分，或者以

行政單位，如，縣市、鄉鎮的區分。由於四大區域、縣市單位範圍太大，無法呈

現較小區域範圍內的流動情形，因而本文以鄉鎮為分析單位，而且，以鄉鎮區為

單位，結合生活圈的概念，可以分析各鄉鎮區之間的互動與生活圈範圍的劃分。

而從產業結構、工作人口的流動情形中探討各鄉鎮區的發展類型，以及在各區域

中的地位。在研究範圍方面，本文將先探討臺灣地區各鄉鎮區的工作比例高低，

也就是各鄉鎮區工作比例高低的分佈情形，以了解臺灣的整體概況。然後，再選

取新竹苗栗與臺中地區做更進一步的鄉鎮類型分析。不過，在進行分析之前，下

文先檢視一些與本文研究目的相關的一些理論與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