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人口遷移的相關理論3

 

一、遷移的決策 

 

    John Hicks曾說過“differences in net economic advantage, chiefly 

differences in wage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migration.” 4，現今大多的文獻，

將勞工或人口的遷移當作是一種人力資本的投資，5個人計算出各居住地區

或各勞動市場可獲得的折現值，扣除遷移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比較各地區 

不同淨值的大小，選擇出最大者，即為極大化個人終生效用折現值。 

 

遷移的決策可以如下表示，若個人比較兩個城市所能獲得的終生效用

折現值，設 為個人居住在 A城市所能獲得的終生效用折現值，此值可 APV

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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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A
tiW ， 0,1,2...i = 為各期可獲得的工資，r為折現率，此式將一直加

總直到個人到達退休的年齡。同樣地， ，B
tiW 0,1,2...i = 個人若想要遷移至 B 

城市，其在 B地的終生效用折現值 為 B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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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Borjas (2000)與Ehrenberg, and Smith (1997)相關內容整理。 
4 Borjas (2000) p.304引述了John Hicks的名言。 
5 Sjaastad,L.A., (1962)認為遷移並不應視為脫離，投資的重要性勝過於遷移本身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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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因遷移可獲取的淨利得為兩地效用折現值差在扣除遷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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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個人決定是否由 A地遷移至 B地的決策為 

 

若 0≥−− MCPVPV AB ，遷移至 B地 
 
若 0<−− MCPVPV AB ，居住於 A地 

 

 

 

此種計算方式類似成本效益分析，然而遷移成本只發生在決定是否進

行遷移的時候；由上式可知，遷移決策決定於遷移所獲取的淨利得是否為

正。由此理論架構可說明： 

1. 遷移目的地經濟條件的改善，將使遷移後的淨利得提高，促進個人的遷

移行為； 

2. 原始居住地經濟條件的改善，將使遷移遷移後的淨利得下降，降低個人

遷移的意願及機會，抑制個人的遷移行為； 

3. 遷移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增加時，將使遷移的淨利得降低，抑制個人的遷

移行為。 

 

簡言之，上述幾點皆在闡述一個簡單的事實：遷移是發生在個人有一

個好的機會能補償自身的人力資本投資。雖然上述理論只討論兩個地區間

的遷移決策，但是一樣可以延伸到個人在多個區域間的遷移決策，相同地

，個人計算出各地區的終生效用折現值，扣除遷移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比 

較各地區不同淨值的大小，選擇出最大者，即為最適的遷移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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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以此理論為出發，於第三章進行模型推導，不同的是，個人可

以活無限多期，並沒有退休的年限，因此在計算個人終生效用折現值時，

為一無窮的級數；此外，上述三點影響遷移決策的因素，本文也將採用，

將第一、二點合併為「區域間的工資差距」，則「工資差距」與「遷移成 

本」兩項經濟因素對遷移行為的影響為本文的核心價值所在。 

 

二、遷移的種類 

 

1. 國內遷移 

 

經濟個體在國境內的移動稱之為國內遷移，國內的人口遷移佔總人口

遷移的絕大部分，其中又分為跨區域的的遷移（以美國為例：跨越州；以

台灣為例：跨越縣市）與區域內的遷移（即為小規模的遷移，只同鄉鎮市

內住址變更）。其中關鍵為距離或成本，因為國內遷移為人口遷移的主要

部分，所以探討國內的人口遷移將比較具代表性；然而影響人口遷移的因

素眾多，將在下一段「三.影響遷移的因素」詳細介紹；本文亦只探討國內

的遷移，經濟體系為封閉狀態，而且是討論跨區域的人口遷移，而非區域

或都市內的小規模遷移。 

 

2. 國際遷移—Roy 模型 

 

經濟個體在國境外的移動稱之為國際遷移，即所謂的「移民」，國際

的人口遷移佔總人口遷移的比例相對小，可由 Roy模型加以說明，此模型

闡述在不同的就業機會中，工人如何將自己分類，例如個人居住在原本的

國家將決定是否移民至美國，假設不論在原本的國家或是目的地美國，個

人賺取所得皆依據其「技能」，因為技能是一項可以完全在跨國間移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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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令 s代表工人效率單位的數量，每個工人作自身遷移的決策時，比較

原本國家與美國的工資作為依據，下列兩圖說明各國間技能與工資的關係

，工資-技能曲線的斜率表示每增加一單位的效率單位所能獲得的報酬，於

圖 2-1可見，美國的工資-技能曲線的斜率大於原始國家，故其效率單位所

能獲得的報酬大於原始國家；相反的，於圖 2-2，原始國家的工資-技能曲 

線的斜率大於美國，故其效率單位所能獲得的報酬大於美國。 

 

假設暫且不考慮移民的遷移成本，則移民的決策可由下表示，圖 2-1

中， 就如同一個門檻，技能大於 的工人將會選擇移民至美國，因為

在美國可獲得的工資較高，相反地，技能小於 的工人將會選擇繼續居住

在原本的國家，若移民至美國反而只能得到較低的工資，而這部分的移民

稱之為「正面的選擇」；類似地，圖 2-2中， 也是一個門檻，技能大於

的工人將會繼續居住在原本的國家，因為在原本國家可獲得的工資較高

，相反地，技能小於 的工人反而會選擇移民至美國，若留在原本國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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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較低的工資，而這部分的移民稱之為「負面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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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圖 2-1  移民之正面選擇 圖 2-2  移民之負面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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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的技能分配如下圖 3所示，決定哪些人會移民至美國，分別是右

尾大於 的高技術工人，與左尾低於 的低技術工人會選擇移民，簡言

之，Roy模型說明跨國間技能的相對報酬將決定移民者中其技能的組成。 

PS NS

 工人數 

PSNS

負面選擇

的移民 
正面選擇

的移民 

技能 

 

 

 

 

 

圖 3  祖國移民之技能分配圖  

3. 返回(return)與反覆(repeated)遷移 

 

若個人剛完成遷移行為後，不久又遷移回原本的居住地，稱為返回的

遷移；若完成遷移行為後，隨即又繼續遷往其他的居住地區，則稱之為反

覆的遷移。以美國為例，每年返回遷移發生的機率約為 13％，而每年發生 

反覆遷移的機率也有 15％。6

 

除非跨區域間的經濟出現巨幅的改變，否則透過計算已經做出遷移決

策後，短時間內不應該出現再次遷移的行為，搬回原本的居住地或是繼續

遷往下一個居住地區，此現象與先前說明遷移決策為極大化個人終生效用

折現值的理論非常不一致；其中有兩個原因解釋此類現象： 

(1) 個人在遷移後很快的意識到先前的遷移決策為錯誤，或許個人對

目的地的經濟條件有相當的不確定性，一旦發現目的地可獲得的

效用或經濟條件遠差於原始所預期時，則可能出現返回遷移或反

                                                 
6 數據來源Borjas (2000) 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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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遷移的行為，回到原本居住地區或是前往下一個目的地以矯正

之前的錯誤；此原因多發生於資訊不完全充分的情況，以致於個

人事先評估與現實產生落差，做出錯誤的遷移決策。 

 

(2) 返回遷移與反覆遷移或許就是個人極大化其終生效用折現值的方

式，例如：一位精通稅法的人員，可能遷移至某地方，協助該地

政府關於租稅的事務，一旦他結束工作後，他可能回到原本的居

住地或是前往下一個需要其專業技能的地方，因為不斷遷移的行

為是迅速投資自身人力資本最好的方式；另一種可能原因，個人

遷移只是為了在有限時間內賺取該地較高的薪資，一旦時間結束

，隨即回到家鄉，例如台灣引進的外籍勞工即為此種現象。 

 

因此，會發生返回與反覆遷移的原因並無定論，但現實世界的確有此

現象，本文將此現象用來解釋高工資的城市地區居門遷移至低工資鄉村的

外生遷移機率，即使在 steady- state 的情況下，兩地的人口遷移也不會停 

止。 

 

三.影響遷移的因素 

 

1. 地區特色對人口遷移的影響－ 

(1) 工資差距：實證顯示，目的地區與原居住地區工資差距的程度與人

口遷移呈現正向關係，以美國為例，目的地區與居住地區的工資差

距增加 10％將會引起人口遷移的機率增加 7％。7 

 

                                                 
7 數據來源Borjas (2000) p.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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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成長率：資料顯示，原居住地之經濟成長率與人口遷移亦呈現

正向的關係，以美國為例，原居住地之經濟成長率增加 10％將會減

少該地人口遷出的機率 2％。8 

 

(3) 距離：許多研究指出，距離與人口遷移呈現負向的關係，此外，距

離亦可以作為一種衡量遷移成本的指標，以美國為例，若目的地區

與原居住地區的距離增加一倍，則人口遷移將減少 50％，短距離的

遷移行為會多過於遠距離的遷移行為。9 

 

2. 個人特色對人口遷移的影響－ 

(1) 年齡：實證資料顯示，年齡大小與人口遷移可能性呈現負相關，有

遷移行為的個人大多為年紀較輕者，如同先前所提到遷移行為被視

為一種人力資本的投資，故年紀大的個人較無意願遷移，因為短期

間內他們無法有足夠的報酬以回收其投資，因而降低遷移的淨利得

，降低遷移的機率，再者，年紀大者其社會網絡已建立完整，一旦

遷移將付出極大的心理成本。 

 

(2) 教育程度：研究指出，教育水準對遷移行為有正向的影響，在不同

地區的勞動市場，高學歷者面對新的工作機會能比較有效率地學習

，則遷移的意願與可能性較高；下圖 4，表示年齡與教育程度對人

口遷移的影響，曲線呈現負斜率代表年齡與遷移為負向關係，而高

學歷曲線在低學歷曲線上方，表示高學歷者的遷移行為較為頻繁。

10 

                                                 
8 數據來源Borjas (2000) p.305. 
9 數據來源Borjas (2000) p.305. 
10 圖形來源Borjas (2000) p.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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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一般而言，男性的遷移行為會多過於女性，特別是境外的移

民，十八、十九世紀美國與加拿大的移民墾荒，及中國清朝初年沿

海地區居民前往台灣開墾，皆為此種情況。 

 

 

 

 

 

 

 

 

遷移百分比 

高學歷

低學歷

年齡 

圖 4  年齡、教育程度與遷移之關係

3.其他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 

(1) 遷移成本：遷移成本亦是影響人口遷移的一項重要因素，如先前提

及人力資本投資的理論，遷移成本大小與遷移行為呈現負向關係，

直接影響到遷移淨利得的大小；遷移成本可以分為兩種，一為因遷

移行為實際發生的支出，例如交通費用、搬家費用或購買新居；另

一種為心理上的成本，遷移後必須要忍受遠離家人、朋友、鄰居等

、放棄先前原始居住地已建立的社交網絡，面臨新環境的陌生與不

確定性。 

 

(2) 政策：政府政策亦是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之一，例如政府在某地區

提高該地就業與經濟條件，增設工業區或是科學園區等；或是地方

政府增加公共支出，提高公共財的服務與水準，都會增加人口遷入

的誘因；政府計畫性的給予補貼，鼓勵國民向境外移民的政策，將

增加人口遷出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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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工資差距」與「遷移成本」兩項因素作為分析重點，原因為

這兩項因素較容易衡量，可單純探討經濟因素變動對遷移行為的影響，也

與先前介紹人力資本投資的理論相容。其中，遷移成本只探討實際遷移所

發生的支出，而不探討心理成本，或已將心理成本貨幣化為實際的支出；

「距離」這項因素可視為已納入「遷移成本」之中，但本文的封閉經濟體

系只存在兩個地區，故「距離」因素將可予以忽略。 

 

 

第二節  台灣的現況 

 

由行政院主計處民國八十九年戶口及住宅普查，「普查結果提要分析

」中第二節人口遷移部分可瞭解台灣目前人口遷移的概況，亦可以台灣現 

況為資料，檢驗是否能與先前介紹的理論相互印證，其敘述如下： 

 

一、五年來遷徙人口計 578萬人，自大陸地區或國外遷入者僅占 2.5％。11

 

「八十九年底台灣地區五歲以上常住人口，近五年之遷徙人口計 578

萬 1千人，占五歲以上總人口之 28.3％，其中國內遷徙人口計 563萬 5千

人或占遷徙人口 97.5％，自大陸地區或國外遷入者計 14萬 6千人或占 2.5 

％。 

 

國內遷徙人口中以同鄉鎮市區跨村里者占 28.7％最高，其次為跨縣市

遷徙者占 28.6％及同縣市跨鄉鎮市區者占 26.4％，而同村里內遷徙者則占

16.3％。 

                                                 
11 遷移人口的定義為五年前居住處所與普查標準週期間之居住處所不同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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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別觀察，北部地區遷徙人口比率占 30.8％，高於其他地區；至

各地區之遷徙距離，則呈現北部及中部地區以同鄉鎮市區跨村里遷徙為主

，而南部及東部地區則以跨縣市遷徙為主。遷徙人口比率較高者包括台中

市、澎湖縣、基隆市、桃園縣及臺北縣等，均超過 32％。」 

 

由以上敘述可知，因台灣地區屬於海島型國家，故絕大部分的人口遷

移為國內的遷移，十分符合本文模型的假設，經濟體系處於封閉型的狀態

；由資料可知，台灣的情況符合短距離的遷移行為會多過於遠距離的遷移

行為；五年內全國人口遷移比率都有 20％以上，表示此經濟體系遷移行為

相當頻繁，而且跨縣市的遷移也佔總遷移人口的約 20％以上。12詳見附錄 

表一。 

 

二、五年來遷徙人口以 15至 34歲年齡層占 57％居多。 

 

「八十九年台灣地區五年來跨縣市（含大陸地區或國外遷入）之遷徙

人口計 175 萬 5 千人，按現有年齡觀察，以 25 至 34 歲年齡層計 50 萬 5

千人或占 28.8％為最高，15至 24歲組占 28.5％次之，合占 57.3％，顯示

遷徙人口多集中在就學、就業之年齡層；其中男性遷徙人口以 15至 24歲 

占 33.0％為主，女性遷徙人口以 25至 34歲占 33.9％為主。 

 

按教育程度觀察，遷徙人口中以大專及以上教育程度者占 35.2％最高

，其次為國小及國（初）中及高中（職）分占 31.7％及 31.1％。 

 

按工作狀況觀察，遷徙人口中有工作者占 68.0％，從事服務業者佔有

                                                 
12 澎湖縣最高，為 53.6％；彰化縣最低，為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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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之 76.1％為最多，從事工業者占 22.6％；無工作者計 50 萬 1 千人

或占 32.0％，年齡以 15至 24歲之 19萬 9千人或占 39.8％居多，其中仍

在就讀高中（職）或大專及以上者占 49.3％，就讀國中者則占 23.2％，合 

占 72.5％。」 

 

由以上敘述可知，台灣的情況印證先前介紹的理論，年紀較輕者遷移

行為多過於年紀大者，教育程度越高者有遷移行為的比例越高，部分為求

學的需求所產生遷移行為；比較的特殊的地方為，女性主要遷移年齡層為

25-34 歲占 33.9％，高於同年齡層男性的 24.4％，男性主要遷移年齡層為

15-24 歲占 33.0％，高於同年齡層男性的 23.3％，但整體而言，人口遷移 

中男性仍然多過與女性。詳見附錄表二。 

 

三、人口遷徙方向多以鄰近且工商業較發展縣市為主。 

 

「按五年前居住地與現住地觀察本次普查各縣市五年來遷徙人口之

流向，其中最明顯者為臺北市有 3.1％自臺北縣遷入，基隆市有 3.7％自臺

北縣遷入，臺北縣有 4.3％自臺北市遷入，桃園縣有 3.8％自臺北縣遷入，

台中市有 3.4％自台中縣遷入，高雄縣有 3.7％自高雄市遷入，顯示遷徙主 

要目的地，係以考量鄰近、交通方便且工商業發展縣市為主。」 

 

由以上敘述可知，台灣人口遷移的情況符合先前介紹的理論，當地區

的經濟條件優於其他地區時，將吸引人口遷入。詳見附錄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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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搜尋模型 

 

由於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模型即為搜尋模型，因此將此工具做一個簡單

的介紹與討論，對於各篇文獻的結論與貢獻將予已簡化，雖然搜尋模型多

應用於分析勞動市場，但亦有部分文獻將其應用於居住或房屋市場的分析

，模型的特色為經濟個體在狀態間或部門間的轉換會產生摩擦性，因此無

法完全的流動（或轉換），以個人的看法將使用搜尋模型的文獻大致區分 

為兩類。 

 

第一類搜尋模型的特色為狀態轉換的機率對個人而言為外生給定，在

經濟體系均衡（steady- state）時才被內生決定，此種搜尋模型大多分析勞

動市場，關心的是整個經濟體系的情況，而非只分析單一個人的決策，類

似總體的理論，本文採用的模型即為第一類的搜尋模型。 

 

首先，Diamond (1981)將 與 分別代表就業與失業勞工的預期效

用現值，假設搜尋不需成本且個人的決策不會影響到失業勞工找到工作的

機率，

eW uW

13雖然沒有搜尋成本但是有設置成本(setup cost)即為移動成本，指工

人重新安置取得一個新工作與特別訓練的成本，假設移動成本由一個累積

分配函數代表，14在此假設下可求得類似保留工資的保留設置成本 ，即

若工作的設置成本低於 時工人才願意接受工作，在 下steady- state條 

*c

*c *c

件決定失業與就業比例。 

 

Diamond (1982)與Diamond (1981)不同的是此篇文章納入了資方即勞

                                                 
13 此處的就業機率雖然為外生，但在steady- state並未像Diamond (1982)之就業率被內生決定。 
14 表示失業率為u時的累積分配函數，對u的一階導數為正（ ）。 ),( ucG 0),( >uc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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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需求的角色，勞工的狀態除了「就業」與「失業」以外，工作也分為「

已錄用」與「空缺」兩種狀態，而進行勞動市場的配對(match)；此外，也

將Diamond (1981)中設置成本的假設除去，取而代之的是將失業勞工的就

業機率由外生變數改為由steady- state下所決定的內生變數。15結果可求得 

steady- state均衡下工資為就失業率與工作空缺率的函數。 

 

Diamond (1984)模型工具大致與 Diamond (1981)相同，不同的是 代

表擁有一單位存貨的個人其終生預期效用現值， 代表非擁有一單位存貨

的個人其終生預期效用現值；目的在於另建立一個有別於 Walrasian 

auctioneer的經濟模型來解釋市場的均衡，模型並不假設此經濟體系無摩擦

性、無成本與完全的資源配置機制，經濟體系內所有的交易皆由兩位個人

完成，而非個人面對「市場」；Walrasian auctioneer有兩個重要的功能：

(1)為需求者與供給者配對，(2)計算與宣告均衡的價格。Diamond以搜尋理

論取代市場無摩擦性配對的假設，即個人必須花費時間去尋找交易對象並 

eW

uW

且協商，而仍保留第二個功能，因此搜尋模型仍為一般均衡分析。 

 

延續 Diamond (1982)模型的設定的有 Pissarides (1985)，在勞動市場中

除供給面外亦加入了需求面，然而，大部分的搜尋模型文獻皆以靜態分析

，缺少動態調整的過程，此篇文章則強調動態調整之分析，與強調工作空

缺扮演重要的角色於產出衝擊對實質工資與失業的傳遞。 

 

Romer (1996)為Diamond (1982)與Pissarides (1985)的簡化型態，16較具

特色的是以配對函數(matching function)代表雇主招募新工人、工人尋找工

                                                 
15 此內生機率為bE/U，b為失業機率，E與U分別代表就業與失業人口。 
16本文主要架構與數學符號皆以此篇文章為主。 

 17



作與相互評價的過程，函數設定為Cobb-Douglas型態，說明函數不一定為

固定規模報酬，也有可能為遞增或遞減規模報酬，此外，失業工人找到工

作的機率與空缺工作找到工人的機率對個人而言為外生，最終由市場均衡

內生決定，在工作空缺具有自由進出條件(free-entry condition)下，勞動市

場可在steady- state達成市場均衡，則只有部分勞工能夠就業而無法達成 

充分就業，因此失業成為一種常態。 

 

搜尋模型架構的應用有 Shapiro and Stiglitz (1985)，與先前文獻很不相

同的是，此篇文章雖然亦是分析勞動市場，但為探討工人努力工作與偷懶

的問題，而資方的設定方式也與 Diamond(1982)不同，突破了搜尋模型的

使用方法，可運用在其他問題的分析上；此外文章中詳細說明在時間連續 

下，個人終身預期其效用的設定與推導方式。 

 

另外一個模型的應用為Kiyotaki and Weight (1993)利用搜尋理論刻畫

以物易物的經濟體系中雙重欲望一致的問題，解釋貨幣作為交易媒介的重

要性，17其中在狀態的轉換仍然有外生機率的假設，而非全部為內生機率

，生產者、商品交易者與貨幣交易者三方在steady- state條件給定下進行分

析。此文章亦說明狀態間轉換機率無法全然內生，且模型為三方狀態的 

改變，可作為本論文未來延伸一個很好的參考依據。18

 

第二類搜尋模型特色為側重探討個人就業流動或居住地遷移的行為

，19而非經濟體系整體的分析，因此市場均衡並非研究重點，類似個體的

理論，其中狀態轉換的機率為外生，即Poisson分配的達成率或接受率

                                                 
17此篇文章與Diamond (1984)的背景相似，但Diamond (1984)的經濟體系內不存在貨幣與借貸。 
18於本文第五章時將有較為詳細的介紹。 
19此類模型的居住遷移大多指區域內的遷移，故住宅與工作地點存在通勤距離或成本的問題，然

而，本文所指的遷移為跨區域間的人口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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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ival rate)，20大部分文獻皆有一個累積分配函數作為最適決策的依據，

較特別的是，在描述任一個狀態的預期折現值，最後會加上o(h)表示單位

時間內接受一個以上的工作機會或居住地之效用，h為時間長度，當

時

0→h

0)( →hho 表示在極短時間內，接受超過一個工作機會的效用折現值趨 

近於 0。 

 

Hey and McKenna (1979)指出找到工作的外生機率 p與工作提供的機

率密度函數 ，兩者都與現行工資呈現正向關係；此外，文章提到對於

工作搜尋的文獻有兩個基本的假設：(1)假設搜尋的過程是必須花費成本的

，代表資訊的蒐集需要成本，不論是失業勞工尋找工作，或是已就業勞工

轉換工作；(2)在實際轉換工作是不需成本的，從失業到就業或是由一個工

作換到另一個工作。但本篇文章的上述兩假設恰好相反，認為實際搜尋行

為是不需成本，而轉換工作的過程應付出成本，此處所指的成本即為本文 

)(⋅f

所指的遷移成本，本篇文章的兩個假設與本文相同。21

 

這類個人決策的模型在 Kiefer (1989)書籍第一章所介紹的模型非常簡

化，只存在就業與失業兩種狀態，特別的是一旦就業之後就不會再失業，

目的是求出勞工願意就業的保留工資，其後假設工作提供的機率密度函數 

為指數分配型態進行分析。 

 

相關問題的分析Albrecht (1991)為搜尋理論提供了良好的分析工具，其

貢獻為提供在比較靜態分析應用於動態規劃模型的技巧，將此分析運用於

工作搜尋上，其中，相當具特色的是工人找到工作的機率並非外生，端視

                                                 
20即為Poisson分配的期望值λ，而 1/λ為停留在同一個狀態的期間。 
21在封閉經濟體系內由於只存在兩個地區，故任一地區的居民對所有經濟情況資訊皆為充分，故

搜尋不需要付出成本，則實際的遷移才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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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投入搜尋努力的程度而定，22結果認為保留工資對搜尋強度有一個明

確且抵銷之效果存在，但模型只適用於個人工作搜尋，而非討論群體。 

 

與本文模型設定最類似的是 Van Ommeren, Rietveld, and Nijkamp 

(1997)主要模型依據 Albrecht (1991)，除了分析已就業個人換工作的行為，

並加入已就業個人重新找居住地點的行為分析，認為工作的流動與居住地

的遷移為相互依存，所以應該將二者聯立分析，相同的，個人考慮需支付

的成本後，透過兩個市場(勞動與房屋市場)中狀態轉換已獲取效用極大，

但這是屬於個人決策的分析；其中一個主要結論為勞動與房屋在政策的執

行下會相會有影響，其中一個例子為，房屋補貼可能減緩失業勞工換居住

地與減少接受工作的機率，則政策可能反而不經意的使失業人數增加。 

 

 

第四節  人口遷移的相關文獻 

 

Bartel (1979)說明人口遷移的決策與工作流動息息相關(有 1/3至 1/2的

遷移起因於工作轉換)，有幾項觀察可以支持此論點，(1)工資與遷移有顯

著的負向關係，且完全來自於工作的轉換，(2)先前大部分的研究認為，居

住時間長短決定遷移決策，但居住與工作期間成正相關，因此遷移應會受

到工作期間與工作轉換的影響。此論點支持了本文將人口居住地的遷移與 

勞工工作選擇的流動視為單一決策的假設。 

 

本文模型簡化分析將設定經濟體系內只有兩個地區且人口數固定，故

沒有新城市會誕生，然而 Anas (1992)探討在放任經濟與計畫經濟下，居住

                                                 
22以時間作為努力的投入，時間稟賦=工作時間+休閒時間+投入搜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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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誕生與消失的問題，若假設遷移與計畫不需花費成本，自由放任經

濟下當一個城市過大而逐漸不穩定時，會產生突然性或爆炸性的遷移，而

將城市一分為二；計畫經濟為穩定的在平均每人效用出現變化時做出最適

的決策。但隨著人口增長與城市數目不斷的增加與分裂，兩種方式所帶給 

平均每人效用的差異將縮小。 

 

Van Ommeren, Rietveld, and Nijkamp (2000)藉由搜尋理論進行實證分

析，描述個人在勞動市場與房屋市場的行為，探討市場在不完全的情況下

住宅遷移、工作移動與通勤行為，市場的不完全包括資訊、訊息與遷移成

本的不完全；當勞工意識到通勤成本為暫時的情況，一旦他們未來有機會

再換工作或改變居住地時，他們將不會在現有工作或居住地要求任何的補

償的情況下，自願接受通勤成本。實證分析說明：(1)若勞工可獲得較多的

工作機會時，他的的通勤行為將會減少。(2)通勤距離與工作接受率(arrival 

rate)呈現負向的關係。此支持了勞工會在勞動市場進行搜尋以達成較好的

通勤選擇之假說，故政策應以減少通勤為目標，例如：減少轉換工作成本

或轉換居住地成本的政策，短期內將難以有效果，然而，長期而言此效果 

可預期是正面的，政策可使勞工以比較低成本的方式縮短通勤距離。 

 

本文對於封閉經濟體系內的兩個地區不探討其距離與位置的關係，及

忽略空間的因素，然而Rouwendal (1998)將搜尋理論應用於居住地區與工作

地區空間的交互作用，模型在描述一個都市化的區域，其中就業機會被集

中在幾個不同的以發展中心，在雇主與工人極大化的行為下，結果產生過

度的通勤的情況，本篇重點除了過度通勤的探討外，並指出若區域的工人

能接受多於一個就業中心的工作，其失業率將會低於只接受單一就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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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區域。23

 

若探討居住遷移、工作遷移與通勤間的關係，Van Ommeren (1999)認為

居住與工作的移動皆會受到地區經濟結構的影響，模型假設工人同時在勞

動市場與房屋市場作選擇，且必須考慮到通勤或移動成本與可能在未來不

只遷移一次的條件。24模型有助於瞭解通勤行為與地區內和跨地區的遷移

關係，文中提到若個人已進行跨地區的遷移行為，則地區內的移動行為機

率將會降低，除非能獲得更高的效用；相反地，一旦進行地區內的遷移行 

為，則跨地區的遷移將會減少。 

 

此篇的實證結果顯示工作與居住的遷移隨著通勤距離的增加而頻繁

，在使用 bivariate duration 的模型下，每增加 10公里的通勤距離將減少個

人停留在同一工作或居住地兩年以上的時間，另外一項結果為當給定固定 

通勤成本時，工作與居住地的遷移行為是不相關的。 

 

討論地區遷移與收入的關係，Raphael and Riker (1999)運用搜尋模型在

均衡下實證模型發現具移動能力之工人與不具移動能力之工人其保留工

資將存在差距，因為透過部分高工資與低工資廠商的分類，使得具移動能

力之工人其預期工資將高於不具移動能力之工人，則可發現遷移行為正向

地使收入增加，亦可解釋部分種族間收入的差距問題，25與本論文不同的

是，Raphael and Riker (1999)認為遷移將造成工資的差距，但本論文是研究 

工資差距影響遷移的問題。 

                                                 
23為了接受距離遠地區的工作，而通勤距離過遠的現象。 
24此處的通勤和移動成本係指往返工作與居住地居所需耗費的成本，與本文因地區間遷移而所付

出的遷移成本之概念並不相同。 
25例如白人與黑人、黑人與西班牙人間收入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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