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理論應用部分包括「邊際人」理論、推拉理論與標籤理論，並且回顧

了過往關於都市原住民適應問題以及少數都市原住民回流現象的研究，主要是欲

探討下列的幾個面向的問題： 

1.以「邊際人」理論說明都市原住民可能產生的都市處境與心理情境，探討現今 

的都市原住民是否仍符合過往研究。 

2.以推拉理論與過往對都市原住民遷移現象的研究相互驗證，了解現今都市原住

民的遷移因素。再者，後續探討都市原住民回流現象時，也以推拉理論加以分

析。 

3.利用過去都市原住民適應問題的既有研究並與本研究結果相互比較。 

4.利用標籤理論探討社會對原住民族負面標籤與不公平的刻板印象，是否也是造

成都市原住民適應問題的原因之一，並且促使回流現象的產生。 

5.過去仍有少數學者對都市原住民回流現象加以研究。因此，本研究便以既有研

究為基礎，對此回流現象深入探討。 

 

第一節  「邊際人」理論 

 
都市山胞由於受到教育、職業、文化特質、大社會的結構制約等因素影響，

通常處於歸屬不易確分的邊際情境，心理上容易產生認同上的兩難，宛如早期美

國都市社會學家筆下的「邊際人」（marginal man）（傅仰止，1985a：185）。 

 

壹、「邊際人」理論之源起及內容 
1928 年時美國社會學家 Park 提出描述歐洲移民在美國城市中適應不良的

「邊際人」理論。因此，Park認為「邊際人」概念的精髓在於：「邊際人夾存於

兩民族之間，內心共享其文化生活及傳統。他緬懷往昔，即使情勢許可，也絕不

心甘情願地跟自己的過去及傳統決裂；他置身他鄉，欲爭一席之地，卻因種族偏

見等因素，而難以為他人全盤接納。交錯的文化與社會無法完全地融合結為一

體，而邊際人便立身於兩者交會之界。」（傅仰止，1985b：130） 

 

國內學者也以「邊際人」（或「邊緣人」）的概念用以指稱身處於不同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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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可能具有或產生認同危機之人，例如大學生、都市遊民、外省籍退役老兵、

台灣高山族（瞿海源，1984）、山地村落中的平地籍雜貨店主人（李亦園，1979），

高山族知識份子（高正儀，1981）、遷居都市地區的高山族（林金泡，1983）等

等。其中，瞿海源（1984：235）認為邊緣人（或稱邊際人）的主要特徵是對既

存的社會缺乏參與的熱忱和認同的意識，他們經常游離在兩個、甚至兩個以上的

不同團體之間，但對任一團體又缺乏歸屬感；而且在面臨傳統價值和現代價值衝

突時，也往往無所適從。 

傅仰止（1985b）在「邊際人的理論傳承」一文中也依據 Park 與 Stonequist

兩人多年來對邊際人之研究論著，整理出邊際人形成之各項原因以及邊際人之人

格特質： 

一、「邊際人」形成的誘因－遷移 

    遷移可以讓移民學習不同的文化，但卻也可能造成原居地社會的瓦解潰散，

進而使得移民失去原鄉可以帶給他的依靠與慰藉。再者，由於移民可能對移居地

有陌生感，因此在遷移過程中，移民相對而言便容易產生適應問題，逐漸具有「邊

際人」的人格特質。 

 

二、「邊際人」形成主因－文化衝突 

即使「遷移」誘使移民形成邊際人，但是探究其中原因仍是由於「文化衝突」。

因為文化衝突，使得移民游離於兩者之中，不知該以何者為依歸，進而產生心理

上的矛盾與衝突情結。 

三、邊際人的人格特質 

邊際人由於長期處於衝突、不易認同異文化或不被異文化認同之情境之中，

於是形成「邊際人」的人格特質。因此，傅仰止（1985b：129）認為邊際人的人

格特質，首推模稜不定的態度和感情。 

 

貳、對「邊際人」理論之批評 
    邊際人理論主要說明移民在文化夾縫中可能產生心理適應的問題，但其後的

研究結果卻與傳統邊際人理論逐漸有所差異，發現移民並不一定會產生適應困難

或其他調適不良的現象。因此，針對邊際人理論之批評，傅仰止（1985b：131-133）

歸納學者的研究論著後，分別有以下的論述： 

一、「邊際人」概念用詞的不周全 

  邊際人概念之用詞指稱主體不定，有時是一個單一對象，有時又是一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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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再者，邊際人或其衍生類型之相關研究雖說明了移民在都市社會中所遭遇

的適應困境，卻未考慮移民與主社會成員間的關聯，以致於無法顯現其清楚的社

會特徵。 

二、移民對文化衝突的感受 

  移民未必都會感受到文化的衝突，或是移民即使感受到所處之邊際情境，也

可能盡量以各種方法加以隱藏或不予承認。因此，邊際人實質上可區分為「處於

邊際情境的邊際人」和「呈現邊際性人格特質的邊際人」。換句話說，身處邊際

情境並不一定會呈現出邊際性人格特質；移民可能只是處於容易造成適應問題的

「邊際情境」環境中，但是卻並不一定會產生如傳統邊際人理論所提及的模稜不

定的「邊際人格性質」。 

 

參、「邊際人」的衍生類型 
  由此可見，移民類型複雜，傳統的邊際人概念並無法加以完全解釋，因此進

而衍生出其他廣義的邊際人類型，包括有過客、中階少數民族、循環移民等類型：

（傅仰止，1985b：134-137） 

一、過客 

    「過客」（sojourner，或稱過路客、逗留客）在都市生活時的心理情境與「邊

際人」一樣皆具有適應困境。但是，由於只以「暫居」而無意久留的心態生活於

都市之中，不以都市為依歸，因此不易融合於主社會之中，不易被異文化所同化。 

因此，過客跟邊際人的不同之處，有二： 

1.雙文化的叢結（bicultural complex）1－過客不像邊際人具有「雙文化的叢結」 

2.於移居地之停留時間－邊際人可能永久居住於移居地，但過客並不願如此。 

二、中階少數民族 

    中階少數民族（middleman minority）和過客相同的特徵在於他們對於移居

地都不具歸屬感，仍時常希望返鄉；但就中階少數民族和過客的經濟特徵相較結

果而言，中階少數民族的經濟成就和經濟階層地位甚至比過客更居優勢。 

三、循環移民 

「循環移民」（circular migrants，或 circulatory migrants）係以第三世界的新

興國家及地區的城鄉移民為研究對象；循環移民多半因為就業在城市裡定居，或

者為尋求就業機會，往來游離於城鄉之間。 

                                                 
1 根據傅仰止（1985b）「邊際人的理論傳承」一文之敘述，邊際人雖積極地希望能融入主社會，

但卻遭受許多阻礙，因此夾存於兩個文化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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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傳統的邊際人概念而言，循環移民、中階少數民族與過客三者對於移

居地都無意長期久留；循環移民與過客對於移居地少有歸屬感；循環移民與中階

少數民族仍與原居地多有聯繫，並藉此給予移民心靈慰藉，給予其安全感。其中

循環移民只是因為經濟因素暫時追求城市中的就業機會，因此經常往返原居地與

移居地之間。但是，時常往返原鄉只以過渡心態生活於都市，自然無法融合於都

市社會之中。 

 

表 2-1 邊際人及其衍生類型之特徵比較（以移民為例） 

特徵 移民類型 

 邊際人2 過客 中階少數民

族 

循環移民 

 

敵視 忽視 敵視 忽視 

大 大 大 較小 

1.移居地因素 

對移民的刻板印象 

與移民團體間的文化差異 

移民的聚居規模 小 小或零散 較大 小或零散 

 

弱 強 較強 特強 

強 較弱 強 弱 

較高 低 較低 極低 

2.移民本身特質 

  與家鄉的聯繫 

  謀生技能 

  同化欲望 

  預定居留時間 永久 短 較長 間歇性 

 

高 低 較高 低 

較廣 狹窄 不定 狹窄 

較弱 弱 較弱 弱 

3.對移居地的參與認同程度 

  經濟成就 

  社會參與層面 

  歸屬感 

  邊際性格 顯著 不顯著 較顯著 無 

資料來源：傅仰止，1985b：139。 

     

根據上述可知，由於研究時間和空間範圍的不同，傳統的邊際人理論也相繼

衍生出過客、中階少數移民和循環移民等三種移民的類型。而依照上述各類移民

類型的定義，若要將國內都市原住民歸類在哪一類型當中，或許彼此都有其相似

之處，但是細究其內容又似乎不甚完全相同。因此，於本文所要論述的重點即是

在探討其中遷移者與移入社會間的各項互動行為，以及遷移者因而產生的「邊際

                                                 
2 傅仰止（1985b：139）所表列的「邊際人」係指狹義的邊際人，也就是身處「邊際情境」同時 
呈現「邊際性人格特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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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情境」或「邊際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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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原住民之遷移－「推拉」理論 
 
「推拉理論」的概念可溯及 Ravenstein 的「遷移法則」（The Laws of  

Migration）。Ravenstein 認為「遷移會隨移動距離而變異，經濟動機是移動的主

要原因」；大多數的移動者均是短距離的，長距離的移動是前往巨大的工商業中

心，移動量隨原居地與吸引中心間之距離的增加而減少，及大部分的移動者是欲

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Lee對 Ravenstein的遷移法則加以研究後提出「人口遷移

理論」（A Theory of Migration）。Lee強調原居地與目的地間中介因素的重要，認

為遷移的決定包含四種因素：1.原居地的正負因素；2.目的地的正負因素；3.中

間阻礙的因素；4.個人因素；5.存在於移居地與原居地之間因移動者個人而有差

異的阻礙因素（例如，距離或遷移所需費用）。Bogue 也曾列舉推拉因素；推的

因素包括資本減少、歧視、疏離感、天然災害等等；拉的因素包括良好的就業機

會、較高的待遇、特別教育或訓練的機會、較好的環境與生活條件、投靠、新的

活動及環境或人為的誘惑。（引自孫瑞霞，1991：8-11） 

 

國內許多研究皆採「推拉理論」說明原住民族由山地社會遷移至都市的原

因，認為山地式微、就業不足為原鄉推力，以都市工商業發達、勞動力需求增加、

高工作報酬…等為拉力來說明都市出現原住民移民為原因。例如，張曉春（1974：

294-298）認為「推出」是遷徙的被動因素，他們在原居地的收入低微不足，生

活上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最低程度或適當的滿足，而不得不遷移。「拉入」則是遷

徙的主動因素，遷徙者發現移居地有更好的生存條件，生活上的需要能夠得到較

為充分的滿足，因此移居以謀求更佳之發展；其中，年紀大、已婚且攜眷遷移的

男性，有 70％是被經濟因素所推出原鄉。因此，多數都市山胞應是體認到「家

鄉生活困難」，而到都市謀生（林金泡，1983：130）。 

再者，整理民國五十年代至今學者的研究（參見表 2-2）可發現，過去文獻

研究著重於「原鄉推力」導致於原住民遷移，但是近年來的學者則強調「都市拉

力」的重要性。例如謝高橋（1995：163-196）的調查分析指出，近年來原住民

外移的原因主要是教育與工作。廖本全、李承嘉（2000：15）對居住於台北市的

排灣族群的訪談發現，台北市對原住民族群的吸引主要來自於「就業」及「就學」

機會的提供。賴宗裕（2000：41）也認為，在社會變遷與時空環境的改變下，都

市的拉力因素扮演較重要的影響力。所以，孫瑞霞（1991：16）表示，原住民族

往都市的遷移，其實與農村人口外移的動機相似；農村也有可耕地的限制，人口

增加的壓力、無適當工作機會的困擾…等等，同樣受到經濟轉型的影響而被吸引

到都市從事各種非農行業。但是，與農村人口外移最大相異之處即在於，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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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遷移不只是距離上的空間遷移型態，同時也是文化與族群界限的遷移。 

表 2-2 民國五十年代至今原住民族遷移原因 

           遷移原因 

研究學者 

都市拉力 原鄉推力 

民國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張曉春(1974)  1.謀生不易 

林金泡(1983) 1.平地工商業之刺激 1.在原鄉失去房地產 

2.生活困難 

許木柱（1974） 1.都市謀生較易 1.農業經濟不景氣 

2.作物價賤 

黃美英（1985） 1.平地就業機會佳 

2.平地待遇較佳 

1.山地農業式微 

2.貨幣或市場因素介入 

傅仰止（1985a） 1.平地工商業發達 

2.勞力需求增加 

1.山地農業式微 

2.就業機會不足 

民國七十年代至今 

謝高橋（1991） 

 

1.都市的教育、工作機會較

佳 

 

李明政（2000） 1.都市就業機會增加 

2.城鄉訊息傳播交流迅速

頻繁 

3.以遷移到都市的原住民

所建立的支持網絡 

 

廖本全、李承嘉（2000） 1.到都市賺錢 

2.工作 

 

賴宗裕（2000） 1.都市就業機會高 

2.都市子女教育環境好 

3.都市社會福利較佳 

4.工作環境好 

5.生活品質良好 

 

資料來源：1.吳宏霖，2001：33-34。 

          2.本研究整理。 

   因此，從上述對都市原住民遷移推拉因素的分析中可得知，早期的研究認為

是原鄉推力因素大於都市拉力因素而導致遷移現象的發生，而近來的研究卻發現

都市拉力因素導致遷移發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其中原因，李明政(1996：86)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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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由於都市就業機會大增，城鄉訊息交流頻繁，使得原鄉族人更易向都市遷

移；吳宏霖(2001：34)也表示，由於原漢之間逐漸互動與融合，都市地區有著相

對較佳的生活品質，因此與早期原住民族被迫遷移的情況有所不同。但是，綜觀

各學者的發現可得知，以「就業」為主的經濟因素仍是吸引原住民族往都市遷移

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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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標籤理論（Label Theory） 
 
  標籤理論首先由 Tannenbaum於 1938年提出，Lamert則於 1951年奠定此一

理論基礎，而 Becker於 1963年時出版「局外人」（The Outsiders）一書，才真正

將標籤理論做有系統的闡述。 

 

壹、標籤理論之內容與質疑 
  鄭世仁（1994：32-33）認為 Becker的標籤理論具有以下三個要點： 

一、重新解釋偏差行為的成因 

  偏差行為並非先天的性格，也非社會化的結果，所以，Becker的標籤理論認

為應注重偏差行為是如何被界定，而具有控制能力的機構對偏差行為又是如何反

應。其中，社會的反應（尤其是公開地貼上標籤）才是偏差行為的成因。 

二、標籤的張貼是有選擇性的 

Becker認為並非所有的偏差行為皆會被貼上標籤；標示作用是依人、依事、

依地、依情況而有所差異。例如雖然法律規定不可殺人，但是軍人在戰場上或劊

子手在刑場上的殺人行為卻是不受法律制裁的。 

三、偏差行為的養成是一種被辱的過程 

被貼上標籤之人，馬上以此標籤作為他「最有力的身分」（master status），

並且取代了他原有的其他角色。這不僅會影響到別人對他的看法，更會因為被人

孤立、冷落、嘲笑的結果，影響到他本人的自我形象。因此，被貼上標籤之人，

只能生活在標籤的陰影裡，終致產生「自我應驗的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其走上不歸路。 

 

貳、標籤過程 
  因此，孫義雄（1992：83-84）認為一個人被外界貼上標籤後，便會經歷以

下的轉變過程： 

一、烙印、貼標籤 

  標籤的本質及其如何被運用對被貼標籤者有很大的影響，一個人被貼標籤後

會產生兩種主要效應，一為烙印的產生，二則為自我形象的修正。 

二、公眾譴責（身份貶低儀式） 

「身份貶低儀式」（Status Degradation Ceremonies）就是在公開審判儀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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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為人定罪判刑，除了對其加上「烙印」之外，目的在向社會宣布此人被從合

法的社會中隔離出去。他們會被監視、被懷疑，被排除在許多正常的活動和機會

之外，並且得到許多與負面標籤有關的特性。 

逐漸地，這些人慢慢的被推出於社會的正常運作之外，與社會正常結構產生

隔閡，而成了「外界人」（Outsiders）。 

三、外在環境及內在心理的改變 

（一）外在環境的改變 

被貼上標籤以後，行為者便被正常社會排除而成為「外界人」，「犯罪人」成

為他們的「主要身份」，即使是正常行為也會被誤解。於是，造成了被貼上負面

標籤者在一般社會上產生適應困難的問題，迫使他們不得不去和有類似處境的人

們交往，同類相聚。 

（二）內在心理的改變 

在外界一再強調的情況之下，他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是犯罪人，因而開

始修正「自我形象」（Self-Image），並且「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ment 

Prophecy），認為自己確實是行為偏差的「犯罪人」。 

四、邪惡的戲劇化（Dramatization of Evil） 

被貼上負面標籤之人逐漸擴大偏差行為，造成「邪惡的戲劇化」，反覆執行

其偏差行為，因而進入「犯罪生涯」。 

 

參、對原住民族之成見及刻板印象 
    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的成見根深蒂固，形成許多負面的刻板印象，形成一種

有關界定團體相對地位的集體意識問題。因此，原住民族由於可能感受到這種不

公平的社會處境，便可能產生一些相對應的社會問題。 

  根據傅仰止（1987：68-73）調查都市原住民對成見和刻板印象的感受概況

可得知：（請參見表 2-3） 

一、大約有將近半數的原住民族受訪者認為山地人或自己常被人看不起、受到不

公平的待遇、容易受騙吃虧等。 

二、都市原住民深覺社會大眾經常拿鄙夷、指責其「未開化」的「番仔」字眼稱

呼他們。但是如果在都市生活得愈久，跟平地人長久相處之後，族人反而逐

漸能容忍別人叫自己「番仔」。 

三、刻板印象所造成的真正不合理現象，其實並不是在稱謂上的問題，而是讓帶

有負面情緒的刻板印象決定原住民族的利益。例如，社會上一般對原住民族

就業能力的刻板印象，就是認為他們比較「適合」從事勞力工作，因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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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刻板印象便影響了都市原住民在職業結構上的勞力分佈狀況。 

 

表 2-3 都市山胞對成見和刻板印象的感受概況                （單位：﹪） 

項            目 非常 還算 不太 非常不（覺得、會贊成）

1.聽到「番仔」兩個字就不舒服 

2.有人叫你「番仔」，會不會生氣？ 

3.平地人老是拿奇怪的眼光看你 

4.山胞身分使你經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5.認為山地人常常被人看不起 

6.報紙上對山地人的報導公平？ 

7.山地人很單純，所以容易受騙 

8.山地人太相信平地人會吃虧 

55.1 16.8    19.3    6.7 

50.3  16.0    19.8    10.0 

12.5  27.2    44.7    13.3 

15.4  31.0    36.8    13.1 

17.5  38.0    36.4    6.4 

6.2   32.6    33.7    7.7 

24.3  28.9    31.8    11.2 

13.3  27.7    44.5    7.3 

 非常贊成 還算贊成 不太贊成 非常不贊成

9.山地人只適合作體力工 

10.山地人的專長只有唱歌、跳舞和運動

   4.6         14.8         41.4          36.8 

   4.8         16.2         50.1          25.2 

資料來源：傅仰止，1987：69。 

 

根據社會整體狀況可知，原住民族在人口上來說，是相對少數的，而就國家

整體資源分配和機會來說，也是不足的。原住民族常被認為是「弱勢族群」，因

為弱勢，所以給予協助，制定各項政策並實行各項照顧方案。但是，原住民族的

「弱勢」是總體社會環境相較之下的「弱勢」，與原住民族本身的個人屬性無關，

例如原住民族在天資上與一般人並無不同，只是後天所能獲得的資源不足。但

是，這樣的認知是否存在於一般的社會大眾？或者已經「習慣」接受政府照顧的

原住民族本身，是否也能客觀地有所認知，了解自身的處境。 

  因此，這樣的應有認知對原住民族來說，會不會變了樣；原住民族認為他們

是「應該」接受政府的照顧，而長久下來，一切變得理所當然，反而使得原住民

族變得不積極，喪失了思索如何進步，如何與人競爭的動力。於是，將原住民族

貼上「弱勢族群」標籤不再只是那些自以為是的主流漢人族群，還有原住民族自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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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都市原住民之適應問題 
 
不論是何種類型的移民群，對於移居地不免產生陌生之感，顯得無所適從，

因此移民與移居地之主流文化逐漸隔離，族群關係產生分裂現象，移民的都市生

活便容易出現適應困境。 

李明政（2001：631）認為，就業與居住是原住民族到都市謀生最基本的適

應課題，其後婚姻與家庭、子女養育與就學、族群關係等問題，更會相繼面臨。

黃美英（1985：195）也表示，由於原住民族的經濟與文化相對於漢人而言，仍

較居劣勢地位，因此，當移居到陌生的都市社會裡，勢必遭遇各種困難。所以，

張曉春（1974：293）認為在新環境（移入社會）力求自我調適，乃是山地移民

所遭遇的最重要問題；調適成功則可以安適生活，反之，一但失敗，其個人與其

家庭（若攜眷遷移）將在生活上問題叢生。 

李亦園教授發現山胞遷入都市後在職業、族群關係、教育、家庭與婚姻、精

神健康以及不良行為方面有相當多的調適困難問題，尤其因為極大多數都市山胞

是勞工，收入低，加以在技術訓練上、工作習慣上、金錢支配使用上均有其不能

與現在社會環境配合。另外，在教育的適應上也面臨很大的困境，其他方面也有

不同程度之調適困難。（引自吳堯峰，1989：465）林金泡（1983）的調查也指出

遷移都市的台灣土著族群在經濟上的調適有所困難。而根據黃美英（1985：195）

對台灣幾個都市中山胞社區的初步觀察可得知，都市原住民認為在就業上有被剝

削或歧視的現象，另外在族群關係、家庭、教育等方面也都存有適應上的問題。 

因此，綜合諸多學者的研究可得知都市原住民的重要的適應問題有下列幾

項： 

壹、就業問題 
張曉春（1974）和林金泡（1981a，1983：17）的調查得知，一般都市山胞

所從事的行業多為工廠工人和建築工人兩大項；另外，即便是其他的職業類別，

也都是屬於社經地位層級較低，勞力付出成本大，不易升遷的工作。此外，張曉

春（1974）與林金泡（1983）的調查研究也發現，都市山胞時常更換工作也成為

就業問題的另一個現象，主要原因則在於對工作待遇的不滿。 

針對原住民族在都市工作時為何常更換工作，李亦園（1979）則以文化因素

加以解釋－認為是傳統文化習慣與工作態度的衝突；而都市山胞同族同鄉間經常

集體行動，即使變換工作時也是如此。此外，林金泡（1983）也認為許多山胞為

了逃避受歧視的情境，寧可頻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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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又可分為「鄰里關係」和「與親友間的相互來往」。在「鄰里關係

方面」，張曉春（1974：313）調查發現山胞移民彼此在遷移之前就已熟識，於是

在都市生活上容易造成類似「群聚」的現象，而少與平地人的互動。另外在「與

親友間的相互來往」上，張曉春（1974：312）也認為山胞移民其要好朋友大多

也為山胞。因此，山胞移民在「鄰里關係」與「親友間的相互往來」的人際關係

上，皆產生了文化整合失敗之傾向。 

傅仰止（1985a：184-185）歸納相關文獻表示，都市山胞的生活調適困境主

要是因為其有自行隔離的傾向，但是自行隔離雖對族群關係的發展不利，卻提供

了初入都市謀生者一處庇蔭。林金泡（1983：55-57）的調查也發現，山胞遷到

都市前多半已向遷到都市或返鄉的移民打聽好就業的機會和相關訊息，使得初臨

都市的山胞不致於不知所措，無以應付陌生的環境。 

因此，綜合以上學者的論述可得知，族群的集體行動或自行隔離雖然可能使

得在人際關係的互動有所受限，但是對於初到陌生環境之個人，卻可帶來心靈上

的慰藉，甚至是物質上的幫助。換言之，「封閉」的族群團體對原住民都市生活

之適應，雖有阻礙，但也有助益。 

 

參、家庭生活與調適 
張曉春（1974）的訪談調查中發現，由於移居都市後的家庭生活多有所改善，

家庭關係也變的較為和諧，因此在家庭生活的調適上，山胞移民大多感到滿意。 

 

因此，整理過去學者對原住民族都市適應問題的研究可知（參見表 2-4），當

都市原住民遷移到都市時，常會產生就業、人際關係的處理等適應問題。或許，

在不同的都市原住民身上有不同的都市適應問題，但不能否認的是，這些都市原

住民一開始除了得面對都市環境的陌生之外，有時甚至還包括文化、語言等等各

項問題，尤其，如果當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存有負面的刻板印象時，發生適應不

良的可能性也會增加，甚至產生其他更多種類的適應問題。 

表 2-4 原住民族之都市適應問題 

研究學者 都市適應問題 

張曉春（1974） 就業、人際關係、家庭生活與宗教調適

李亦園（1978） 就業、族群關係、教育、家庭與婚姻、

精神健康與不良行為的調適 

林金泡（1981a） 主要為就業（經濟）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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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仰止（1985a） 就業與生活適應（原住民族有自行隔離

的傾向） 

黃美英（1985） 就業、居住問題、社會參與意願（歸納

過去學者的研究，所持觀點和傅仰止大

致相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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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都市原住民之回流現象 
 
隨著外勞政策的實施，原住民族在勞工市場的地位更是卑微。由於外籍勞工

大多數所從事的工作領域正是原住民族到都市謀生工作的領域，但是外籍勞工的

工資較低，更使得原住民族的失業情形嚴重。如今，台灣經濟全球化，自由化的

結果之下，產業結構轉型和外移，都市原住民的就業機會更為減少，於是，都市

原住民開始回到部落。廖本全、李承嘉（2000：20）訪談發現，近年原住民自都

市回流原鄉者逐漸增多，其原因包括：1.都市提供就業機會減少；2.外勞的引進；

3.原住民青年回鄉重建部落，前兩項因素所造成的人口回流是原鄉回流人口的主

因。而這樣的都市原住民回流現象也早有學者論述，只是並未加以深入探討。 

傅仰止（1985a：186-187）發現許多調適不良的山胞覺得在都市難以立足，

加上家鄉仍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因而常會回到原居地休息或定居，尤其在無家

累與經濟壓力的年輕族人身上，此現象更為明顯。所以，回流的趨勢的產生相對

地也反映了山胞在都市就業和其他生活調適的困難。 

    因此，對於都市原住民回流原鄉的因素，學者亦用「推拉因素」加以探討分

析（表 2-5）。傅仰止（1985a：186）認為，都市山胞在都市中失去工作，被迫回

鄉，即為回流時的「都市推力」；再者，原鄉土地的基本保障作用與仍在原鄉生

活的家人，則是回流時的「原鄉拉力」。 

表 2-5 城鄉間影響山胞遷移的因素 

 推   力 拉   力 

原居地（山地） 

 

貧困 

外婚 

服兵役 

就學 

親友裂痕 

逃避社會控制 

逃避鄉間生活 

家庭義務 

固有土地財產 

親人聯繫 

新增工作機會 

輕鬆、友善的生活圈 

移居地（都市） 工作期望未實現 

人際關係不佳 

不滿都市生活方式 

回鄉成親 

覺得受歧視 

逃避社會控制 

工作機會多 

生活水準高 

就醫 

就學、為子女教育 

羨慕繁華情境 

與親人會合 

區 地 
影 響 方 向 

資料來源：傅仰止，1985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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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移族人回流原鄉後，必然會為原鄉社會帶來某些影響，就正面影響而言，

外移族人會以其都市生活經驗，鼓勵原鄉族人外移，強化競爭力，增廣視野，但

是外移族人若是因為都市生活不順遂而失意回鄉，並且又容易自暴自棄者，便可

能影響同族青少年的價值觀（自由時報電子新聞網－失業勞工系列專題，2001）。

另外，如果回流人口又屬失業回鄉者，便容易對原本就較為薄弱的保留地經濟形

成沉重的壓力（苗栗新故鄉電子報第 20號，2001）。 

 

因此，綜合學者及各方資訊對都市原住民回流現象之探討可得知，都市就業

機會減少是促成回流的主要原因；都市原住民起初因都市的就業環境優於原鄉而

遷離原鄉，如今更因都市就業機會的減少而回到原鄉。再者，除了就業因素之外，

當都市原住民面對生活不如意、適應不良的都市環境，或是因為對家鄉的思念，

族人也會選擇回到熟悉的原鄉社會。 

此一都市原住民回流現象，對原鄉必定會產生經濟、社會等層面某種程度的

影響與衝擊；而在回流的都市原住民方面，其回到原鄉之後的處境、人際關係、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又是如何，是否又會產生「適應不良」的問題，以及回流族人

回鄉前後的心靈與社會層面的問題，都是本研究欲探討的重點，以彌補現今較為

注重經濟結構因素研究下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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