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訪談調查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由於都市拉力、原鄉推力，或是其他因素力量的影響下，形成了所謂「都市

原住民」；「都市原住民」遷移的原因與動機，以及在都市中舉凡居住、就業、人

際關係等適應問題，也曾為學者研究注目的焦點。如今，面對都市原住民回流的

現象，除了要暸解這些族人當初遷移到都市的動機與原因以及在都市的各種生活

與適應情況，並與之前各學者的研究相互驗證之外，也進而探討其選擇遷移回鄉

的原因，以及回鄉後的各種生活情況。 

再者，針對目前原住民族的就業、經濟發展、教育等政策，透過詢問受訪者

的意見與看法，瞭解現今原住民族最迫切的需要，並且也參考國外相關原住民族

政策，藉由訪談過程詢問族人意見與看法，提出建議，期使原住民族發展困境能

獲致良好改善。 

  最後，希望藉由本研究訪談調查結果，往後在思考原住民族事務和相關政策

或措施的制定與實施時能夠更落實，幫助原住民族能夠達到真正實際的發展。 

 

壹、訪談調查地點 
   由於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花費時間甚多。因此在訪談地點的選

擇上，考量交通成本、交通時間以及訪談所需時間等各項實際因素之後，便選擇

離台北市較近，交通往來便利，以泰雅族人為主要居民的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

兩地為主要訪談地點。 

 

一、宜蘭縣大同鄉 

    大同鄉位於宜蘭縣西南方，總計有十個村莊，以泰雅族人為主要居住人口。

而其中的松羅村除了泰雅族人外，也有部分閩南人與客家人，尤其以客家人口為

數最多。 

以整個大同鄉而言，部落族人習慣稱為前山、中山以及後山三個地區；崙埤、

松羅、英士等村稱為前山，四季、南山地區稱為後山，其餘的村莊部落就是俗稱

的中山。而後山的四南地區地勢高，氣候較為寒冷，多以種植高冷蔬菜為主，經

濟情況相對其他地區穩定。而前山地區，由於鄉公所位於崙埤村，村內居民大多

是以公務人員為主，松羅地區則有玉蘭觀光茶園，發展休閒農業，因此在經濟上

也算尚可。至於中山地區，從事農業仍是部落人口主要的生計來源，收入上相對

來說較為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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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宜蘭縣大同鄉 93年 3月底人口統計 

 總人口數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非原住民 

大同鄉 5726 56 4481 1189 

太平村 63 0 2 61 

四季村 922 1 851 70 

松羅村 763 2 445 316 

南山村 798 15 706 77 

茂安村 243 1 228 14 

英士村 410 7 318 85 

崙背村 699 11 573 115 

寒溪村 1033 11 903 119 

復興村 378 0 92 286 

樂水村 417 8 363 46 

資料來源：宜蘭縣大同鄉戶政事務所 

 

二、宜蘭縣南澳鄉 

  南澳鄉位於宜蘭縣最南端，也為泰雅族人的聚居地，是典型的山地鄉，共計

有 7個村莊。以南澳鄉的就業情況來說，仍以農業為主，但是由於群山環繞耕地

面積有限，經濟上較不穩定，族人多以從事「臨時工」維持生計。 

表 4-2 宜蘭縣南澳鄉 93年 3月底人口統計 

 總人口數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非原住民 

南澳鄉 5895 97 4936 862 

東岳村 589 6 505 78 

武塔村 568 8 429 131 

金岳村 535 4 466 65 

金洋村 620 9 577 344 

南澳村 1490 21 1204 265 

碧侯村 1120 13 1003 104 

澳花村 973 36 752 185 

資料來源：宜蘭縣南澳鄉戶政事務所 

 

貳、訪談調查對象 
本研究針對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的泰雅族原住民族人進行深度訪談；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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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進行五位族人的訪談調查；訪談族人必須曾在都市就業，有實際都市生活經

驗至少一年並且現已回鄉居住者為限。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基本資料如下（見表

4-3、表 4-4）： 

 

一、大同鄉受訪者 

尋找本鄉的受訪者時，主要是透過前大同鄉鄉長，現任宜蘭市社會課李玉

蕙課長的介紹與幫助。再者，由接受訪談的族人再介紹其他的受訪者，如此一

來，便順利的尋得 4 位受訪者，尋找與訪談時間大約為 4 天至 5 天，並且到當

地訪談時，也受到族人的熱情相待。而第 5 位受訪者蘇小姐則是透過朋友的介

紹，但是由於蘇小姐不方便進行面對面的訪談，因此經過幾番溝通之後，便達

成了以電話訪談的方式進行。 

（一）洪先生：經由宜蘭市公所社會課李玉蕙課長（前大同鄉長）介紹進行 

訪談。洪先生本職為公務人員，家中另經營民宿；太太為平 

地人，育有一子一女。洪先生原在都市從事電腦配裝工作， 

後因考上原住民特考而回鄉擔任公職。 

（二）楊先生：前大同鄉長秘書，也是經由宜蘭市公所社會課李玉蕙課長介紹 

而進行訪談。楊先生現今對部落發展投注許多心力，認為部落 

傳統更是必須加以維護與重視；太太為同村族人，育有二子一 

女。 

（三）許先生：經由洪先生介紹而進行訪談。許先生曾為鄉內之民意代表，對 

於部落推展工作貢獻許多，現今並且積極從事部落生態的保護 

。許先生認為其年輕時較不切實際，等到年紀稍長想努力時， 

又身處日本異地，對家鄉子女牽掛不下而回鄉；太太也為同村 

族人，育有一子一女。 

（四）賴先生：經由洪先生介紹而進行訪談。賴先生與洪先生一樣同為公務員， 

家中一樣經營民宿。太太也為同鄉族人，育有二子一女，由於太 

太現今也從事護理工作，因此家庭平均月收入約為六萬元。 

（五）蘇小姐：經由朋友介紹而進行訪談。蘇小姐年輕時曾到都市工作，後來 

與同村族人結婚後即返回家鄉（大同鄉四季村）居住，夫家以 

種植高冷蔬菜為主；蘇小姐育有一子。因為對種高麗菜的經濟 

收入不滿意，丈夫改開聨結車為主，並與丈夫於羅東購屋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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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大同鄉受訪者基本資料 

 現居地 移居地 於移居地從事

之工作 

現今所從事之

工作 

洪先生 大同鄉崙埤村 台北縣 電腦配裝 公務員 

楊先生 大同鄉崙埤村 台北市 行銷管理 部落社區工作

許先生 大同鄉崙埤村 台北縣 無固定職業 部落社區工作

賴先生 大同鄉崙埤村 桃園縣 作業員 公務員 

蘇小姐 大同鄉四季村 羅東、宜蘭 服務業 家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南澳鄉受訪者 

  相較於大同鄉的受訪者，南澳鄉雖較早進行訪談，受訪者卻較難尋找。5位

受訪者有 3位受訪者是透過朋友或由其他受訪者輾轉介紹訪談，其餘 2位則是由

本研究者自行到南澳鄉尋找的結果。在尋訪過程中，試圖透過當地教會，詢問當

地族人的相關情況，並且希望能藉此獲得合適的受訪者資料，但是依然無功而

返。因此，便轉換方向，試圖由南澳村村長處獲得有用資訊，卻也意外發現村長

本身即符合受訪資格，於是便開始訪談過程。另外。在本鄉受訪過程中，由於事

先聯繫受訪者，告知他們有此項研究調查，希望能與他們進行訪談，但是也有 2

位受訪者不願意進行面對面式的訪談，於是便以電話交談的方式進行。 

（一）林先生：現為南澳鄉南澳村村長，相較於其他受訪者而言，林先生的都 

市移居時間最短；太太為同村族人，育有一子三女。 

（二）方先生：不管是在都市或原鄉生活期間，都是從事「司機」的工作，貨 

車司機、卡車司機、砂石車司機、計程車司機…；太太也為同 

鄉族人，但在早期都市生活時因意外過世，育有四個子女。 

（三）白先生：南澳鄉社會課課長，本在高雄地區從事軍職，後轉任警察，最 

後回鄉擔任公職。白先生表示其離鄉 20年時間，少與原鄉聯 

繫，以致回鄉後不免感到孤單。白太太也為同鄉族人，育有二 

子。 

（四）廖先生：南澳村林鄉長介紹訪談，今年才回鄉；在都市生活並不順遂， 

尤其是在就業情形上，更是造成其遷移回鄉的主要因素。再 

者，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其實對詢問問題多有所保留，且一度想 

中斷訪談。據其表示，遷移回鄉只是暫時性的做法，之後仍會 

再回到都市中尋找工作機會。 

（一）張太太：由方成壽先生間接介紹。本與先生、子女一起前往台北生活， 

後因經濟問題，只留先生繼續在台北地區就業，張太太與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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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搬回原鄉居住；但是張太太仍時常往返兩地。 

表 4-4 南澳鄉受訪者資本資料 

 現居地 移居地 於移居地從事

之工作 

現今所從事之

工作 

林先生 南澳鄉南澳村 台北縣 板模 南澳村村長 

方先生 南澳鄉南澳村 台北縣 開車 無固定工作 

白先生 南澳鄉武塔村 高雄市 軍人、警察 公務員 

廖先生 南澳鄉南澳村 桃園縣、台北

縣 

貨車司機 臨時工 

張太太 南澳鄉南澳村 台北縣 家庭代工 

（張先生則先

後為板模工、

計程車司機）

臨時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訪談調查方式與時間 
一、方式 

（一）大同鄉 

透過宜蘭市公所社會課李玉蕙課長，以及同為受訪者之一的當地民宿業者的 

協助，找尋符合研究背景的泰雅族族人進行訪談 

（二）南澳鄉 

透過研究人員自行前往地點尋找合適泰雅族族人進行訪談，並藉由受訪者互

相介紹的方式尋找其他合適人選。 

二、時間 

  本研究進行的訪談調查時間，自民國 92 年 7 月至 9 月，以及民國 93 年 1

月至 5月。 

 

肆、訪談面向 
  就訪談問題上，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 

一、都市遷移 

（一）受訪者遷移都市的時間與原因 

 52



（二）遷移前曾顧慮之問題 

（三）受訪者在都市生活時的就業情形、人際關係、各項生活與適應情況 

（四）受訪者是否有感受的「不公平」或「歧視」眼光。 

二、回流原鄉 

（一）回鄉的時間與原因 

（二）回鄉前曾顧慮之問題 

（三）回鄉後與族人之互動與各項生活、適應情形 

（四）回鄉後對原鄉地區之感受與期待 

（五）是否鼓勵族人或家人到都市生活 

三、原住民族發展之困境 

（（一一））原原住住民民族族發發展展困困境境為為何何  

（（二二））對對政政府府之之原原住住民民族族政政策策之之認認知知與與看看法法  

（（三三））是是否否繼繼續續給給予予原原住住民民族族各各項項福福利利  

（（四四））原原住住民民族族發發展展困困境境應應如如何何解解決決，，希希望望如如何何改改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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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結果分析 
 
壹、都市遷移 
一、遷移時間 

  有 8位受訪者在其高中時代就已經在原鄉以外的城市地區求學就讀。因此高 

中（職）畢業後，又認為原鄉就業機會不足，為了尋求更多的工作機會，體驗都 

市多采多姿的環境，也選擇繼續留在都市之中，未返回原鄉。再者，即使是在原 

鄉地區求學者，在離開學校的環境之後同樣也因為就業原因都紛紛向外地遷移。 

因此，平均來說受訪者的遷移時間約在民國 60年代至 70年代。 

二、遷移原因 

  就受訪者遷移原因而言，其中有 8位都是先因為「就學」的原因而離開原鄉，

而隨著學生時期的結束，「就業」於是變成遷移的主要原因。大同鄉的洪先生說： 

    「我幾乎都在外面讀書，然後讀完書就當兵，也繼續在外面工作。高中唸完，

讀國立藝專嘛！唸完就當兵，當完兵就在外面找工作。」 

由於原鄉工作機會的缺乏，受訪者在高中（職）畢業後為了尋找工作，自然 

而然繼續留在都市或往工作機會較多的都市地區遷移。然而，都市裡面的多采多

姿的生活，也是吸引年輕的原住民族人遷移的原因之一。大同鄉的許先生如此表

示： 

  「民國 60 年初左右，想說在那個時候，大家不管是南部、中部還是東部， 

一般鄉下的年輕人大家都想說到台北發展，去闖一闖，…」 

大同鄉的楊先生表示： 

  「我到都市的原因大概主要是想去了解都市裡面的形形色色。」 

 

  但是，若要嚴格探究受訪者遷移原因，「就業」才是使得 10位受訪者真正往

都市遷移的主要因素。 

三、遷移地點 

  遷移地點方面，除了 1位受訪者是在高雄地區、1位是在宜蘭、羅東兩地之

間遷移、1位是在台北市，其餘 7位皆在台北縣、桃園縣等地生活，其中又以台

北縣居多。 

再者，受訪者在遷移地點方面，都是屬於「被動」而非「主動」的選擇。換

句話說，就是由「就業」決定遷移的地點。 

四、居住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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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在都市生活時的居住處所，1 位是投靠親友，1 位是公司安排，其餘

的受訪者則是在外自行租賃房屋居住。值得注意的是，這 8位自行在外租屋者經

過一段時間後，有 3位分別在其遷移地點（高雄市、台北縣）購買房屋居住，回

鄉之後才將房屋出售。 

 

貳、都市生活與適應 
一、遷移前顧慮之問題 

  此問題設計之目的是為了詢問受訪者在遷出原鄉選擇到都市生活時，是否對

未來有所擔憂之處。但是根據受訪者表示，他們從未想過會遇到問題，幾乎都認

為到都市之中只要肯做，能維持生活基本需求，就已經足夠。大同鄉的洪先生表

示說： 

  「當時年輕，根本沒想過有什麼問題，只不過說想維持 3餐，有 3餐就夠了！」 

二、就業情形 

就 10位受訪者而言，其在都市期間的就業情形，表示良好的有 7位，不好

的則有 3位。以好的方面來說，受訪者在都市就業時，甚至在職場上不乏有傑出

的表現，受到老闆的重視。但是，就不好的情形而言，其中也有一位受訪者表示

由於年輕時都想一步登天，卻沒有考量到自己的學經歷，而導致就業情形斷斷續

續。大同鄉的許先生說： 

「那個時候都是斷斷續續！年輕的時候，我個人是沒有去好好就業，是我一 

大遺憾！就斷斷續續…」「就一般年輕人的想法，就想要一步登天，但是

都沒有考量到自己的學經歷！」 

  也有受訪者表示因為都市就業環境、經濟的不景氣而造成就業情形上的不順

利。南澳鄉的廖先生說： 

  「比如說就是工作啊！就是碰到不好的老闆啊！」「開貨車是…公司倒了！」 

  另外也有 1位受訪者表示其身邊的族人朋友在都市生活時，可能因為對 

薪資不滿意而有常更換工作的情況，大同鄉的洪先生說： 

「…，搞不好有時工作不順的時候，他們就換工作，有的就是一年換 3、4

個老闆都有！」「可能是薪資的關係，可能一直都沒有調薪！…」 

而部分原住民族人可能因為「個人因素」，導致工作的不適應，而遷移回鄉。南

澳鄉的林先生表示： 

「嗯…有一些是，回來是因為外面工作上不適應的關係，所以又回來！」「這

個是他們個人的問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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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友協助 

  受訪者到都市就業生活期間，投靠親戚者不多，只有 1位；與朋友一同前往

都市者則有 2位，其餘的則是一個人獨自生活打拼。受訪者中有 2位認為原住民

族還是有集體外出尋找工作的習性，大同鄉的洪先生表示： 

  「因為就是我們原住民有一個奇怪的現象，不會獨立，你知道…一個人出去 

會怕，而且路又不熟，然後就會一群的去，就是 3、4個去找工作」 

但是，有時原住民族集體出外工作是因為工作職場的需要，南澳鄉林先生說： 

「…所以外面都市的，不管是哪裡，老闆都要找這邊，幾個一組，然後找 5、

6個…鋼筋要幾個、板模要幾個、開車的要幾個，就這樣一起過去！」 

 

雖然原住民族在都市生活與就業情形上仍有集體行動的習慣，甚至有聚居、

與大社會隔離的傾向，但是根據本研究的訪談結果發現，集體行動現象似乎有消

失之趨勢，並且隨著對都市生活之逐漸適應與熟悉，原住民族個人也會慢慢脫離

集體行動的模式，而採取個人獨立生活之方式。 

四、人際關係或不公平的刻板印象 

  這裡所謂的人際關係指的是與平地人之間的相處情況。根據受訪者表示，與

平地人相處的情況，大致上來說還算良好。但是在相處良好之餘，也有 1、2 位

受訪者表示曾經因為自己原住民族的身分，多少仍然會感受到社會中對原住民族

既有的不公平刻板印象，依舊遭到一些異樣的眼光或誤解，只是這種情況可能隨

著相處時間的經過，而慢慢淡化。大同鄉的楊先生表示： 

  「那當然就是在工作的職場上的話，可能就是有所謂的角力…有時候有角力 

還是因為有一些就是，我們那個職場裡面，職份比較高的，他們會有一種 

危機！當我這樣一步一步爬上來，他們也會有那種害怕、擔心！」「第 1 

個是身分，因為我是原住民，那時候是山地人」 

大同鄉的許先生說： 

  「當然基本上，那個時候大家對於原住民來講，大概也可能是說一種偏見。」 

五、不適應之情況 

（一）就業情形 

總結訪談結果發現，受訪者對於曾在都市生活就業的過往時光，以就業情形

而言，可說好壞參半。雖然仍有部分受訪者感到都市就業不易，其中原因可能為

個人能力不足或是都市就業環境不景氣等，但是也逐漸有原住民族人在就業職場

上表現傑出，成為優秀的人才。 

（二）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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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原住民在人際關係的調適上，與平地人的相處可說已經相當頻繁。雖然

有些受訪者剛到都市之時，還是仍有集體行動之傾向，但是隨著時間經過，此傾

向也逐漸消失。 

（三）對原住民族之刻板印象 

雖然平地人對原住民仍存在少數的偏見與誤解，但是也會因為相處時間愈

久，偏見和誤解也會逐漸消失。因此，基本上受訪者大致都認為在都市生活時沒

有感受到因為族群身分而遭遇極度不公平的對待方式或誤解。 

 

參、回流原鄉 
一、遷回時間 

  受訪者遷回原鄉時間大多在 80 年代以後，只有 1 位受訪者大約在民國 75

年左右就遷回原鄉。 

二、都市停留時間 

    受訪者在離開原鄉到其他地區就學與就業的時間，幾乎都超過 10 年，最長

者更有 20年的時間。 

三、遷回原因 

  受訪者離開都市遷回原鄉的因素，可分為三項： 

（一）為了照顧還在家鄉的親人。南澳鄉的林先生表示： 

「…因為為了就近照顧家庭的人，所以到外面不如在這邊，做一些農作物！」 

（二）因為對家鄉的思念，本著「落葉歸根」的心情而回到原鄉。南澳鄉白先

生說： 

  「落葉歸根….，最主要是我想回來，不知道怎麼搞的，好像冥冥中就叫我

回來」 

大同鄉洪先生表示： 

  「…我媽媽的觀念就是，你是原住民，總是一定要回來。因為我家裡還有一

些保留地，必須要去…這是我們長輩留下來的，一定要去照顧，總是要落

葉歸根，她一直唸…」 

（三）都市生活困難，經濟負擔大。南澳鄉張太太說： 
  「因為經濟問題啊！台北生活很貴，負擔不起！所以，我老公就說叫我帶 

小孩子回來這邊，自己的家鄉，自己的房子…」 

  南澳鄉廖先生說： 

  「因為經濟不好！因為台北經濟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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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妻兒子女 

（一）受訪者的配偶幾乎都是原住民族人，甚至是同鄉或同村的族人，只有一

位受訪者的太太是平地人。 

（二）受訪者在都市生活時，即使已經結婚者，大多將妻兒子女留在原鄉，自

己一人在都市就業打拼。曾與妻兒子女一起在都市生活者，則有 4位受

訪者。 

（三）曾經在都市生活的妻兒子女，即使太太是平地人，對受訪者遷回原鄉的

做法，也甚表贊同。大同鄉洪先生表示： 

  「回來之前我們有一個共識說，因為原住民出去總是做基層的工作，沒有機

會，很少的機會往上爬。因為本身的職能都有限，因為我們讀得書也不多，

都是做基層的、勞力的工作！畢竟說，落葉歸根嘛！所以說，都有共識說

不可能一直留在都市！」 

（四）遷回鄉後並不擔心子女的教育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在原鄉地區可以讓子

女認識更多原住民族傳統，另一方面也因為交通方便，可以到羅東、宜

蘭等地區學校加強其他方面的課業。南澳鄉白先生表示： 

  「現在交通很方便，不像以前，因為我想說這邊離羅東很近，所以說，當然

我的小孩子，因為我們都是原住民，我盡量希望童年在原住民生活，讓他

不要忘掉他是在原住民的部落裡面長大，是童年階段，是少年階段。但是

其他功課方面的話，我自然而然的會去加強。」 

  

肆、原鄉生活與適應 
一、回鄉前所顧慮之問題、實際遇到之問題與適應情況 

  受訪者雖到都市就業生活，但與原鄉之間的聯繫並沒有中斷，甚至假日都會

返回原鄉探望家人，因此對於要回原鄉定居並不曾顧慮過任何事情，也沒有發生

什麼問題，在適應上也滿能進入狀況，只有回鄉初期在生活型態或生活步調上的

重新調適。大同鄉楊先生表示： 

  「我覺得滿多都是順其自然！因為，基本上自己本身是原鄉，也很清楚當地

一些生態…」 

  「很快調適！對，主要就是說，我經常奔波，所以說，並不會說，我到台北，

就把那個部落裡面的生活，就把它忘掉！」 

大同鄉洪先生說： 

  「剛開始不適應是有一種現象，就是因為我們住得都市交通聲音很大，我們

回來都會耳鳴，因為太安靜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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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鄉方先生說： 
「剛剛回來的時候，一陣子總是不習慣！因為曾經都是在外面過那種環 

境，」 

但是，也有受訪者因為長期離開原鄉，而產生與原鄉生活型態脫節的現象， 

回鄉後難免有不適應，南澳鄉白先生表示： 

  「剛回來我沒有朋友啊！因為生活方式都不同，生活模式都完全不一樣。 

我來這邊，好像就是說沒辦法跟目前，沒辦法跟「當時」的原住民生 

活就是搭上。」 

二、與族人間之互動 

  由於受訪者與原鄉互動仍頻繁，因此在與族人之間的互動上，都不因此形成

障礙。大同鄉洪先生表示： 

  「因為基本上我們幾乎假日都回來，回來整個部落的型態轉變，我們幾乎都

一起成長！」 

但是仍有一位受訪者表示，由於自小不在部落生活，離開原鄉甚久（大約

20年的時間），與原鄉族人之間的感覺早已彼此陌生。因此回到原鄉之後不免感

到孤獨，受訪者甚至用了「痛苦」的字眼來加以形容。南澳鄉白先生表示： 

「然後就是…到目前為止，事實上我也沒有什麼談得來的朋友，幾乎我的朋

友都是比較老的。真的！我回來的時候，我老婆也知道，我很痛苦，我找

不到朋友。」 

 

因此，由回鄉後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與族人間之互動情形可發現，如果原住民

族人遷移到都市之中，仍然與原鄉聯繫密切或往來頻繁者，即使日後回鄉也不致

於產生太大的落差或適應不良的情形。但是相反地，如果長期離開原鄉，融入都

市生活型態太久，再加以與原鄉聯繫生疏的情形下，當返回原鄉之時，多少會有

孤獨之感觸。 

三、鼓勵族人、家人到都市發展 

  為了原住民族的前途與未來發展，受訪者皆表示原住民族仍是要到外面與人

競爭，才能追求原住民族群有更大的進步，拉近與平地之間的差距。但是，與他

人競爭的前提要件是必須要先具備有足夠的學經歷，在教育程度上有一定的水

平，並且擁有一技之長。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增進自己的自信心，才有基本能力

與人競爭。南澳鄉白先生表示： 

  「這個是我有那種強烈的想法，我是希望原住民多出去外面，不要在山裡 

面，這個沒有前途，讓原住民能進步喔，能跟平地人的生活水平搭上的話，

唯一的辦法就是教育，然後多跟平地人互動，這樣才會迎頭趕上，甚至於

 59



差距也不會那麼大。」 

大同鄉許先生表示： 

  「基本上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我是希望年輕的時候，到外面去闖一闖，但

是要務實一點啦！」 

「無非就是你書要讀得夠，最起碼你要大專院校畢業！再來就是說，你要又

有一技之長！」 

南澳鄉林先生表示： 

  「也是希望小孩子到外面去求職，最好是有一技之長啦！才不會給外面有種

壓力，自己也比較有自信！」 

 

另外，也有族人認為原鄉就業機會極度缺乏，勢必得往都市發展。南澳鄉張 

先生表示： 
  「還是會啦！不然留在這邊要做什麼，又沒有工作…」 

四、再次往都市遷移 

   10位受訪者中有 8位受訪者表示由於對家鄉親人、土地的思念或其他因素 

而遷移回鄉，因此不會再次往都市遷移，但是仍有 2位受訪者表示由於「經濟」 

因素，就業機會的考量，仍是會遷往都市，甚至大同鄉的蘇小姐已經付諸行動。 

 

伍、原住民族發展困境 
一、都市遭遇困境的原因 

受訪者認為原住民族在都市遭遇困境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教育因素：因為教育程度不高，只能從事基層、勞力的工作。 

（二）個人因素：例如好高騖遠、不務實，使得在就業上產生的問題就比較多。 

（三）家庭因素：家庭中父母親若不重視子女的教育，或是因為家庭經濟狀況

不良，都會使得子女在教育或成長的過程中遇到阻礙。大同

鄉的楊先生表示： 

  「絕大部分的原因是「家庭」的原因。家庭問題的話，你那些是環環相扣的

問題，沒有辦法去做所謂的區隔，為什麼呢？就是當他生活在家庭裡面，

比如說他一生出來就是單親家庭；一生出來，這個家庭父母親本身就酗

酒，從他的上一代，再上一代累積下來的！」 

  「這個家庭當然最重要的就是父母，父母你沒有所謂那個觀念的話，也可能

會導致下一代情形跟你一樣！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在家庭的問題！家

庭的問題會因為教育程度的關係，或是因為他們觀念的問題影響到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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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四）大社會的偏見：雖然至今我們對原住民族的認知已經愈來愈多，但是不

可否認地，大社會的偏見仍然存在於少數地方，並對原

住民族產生了不公平的誤解。只是現今這樣的偏見程度

已經逐漸消緩。 

二、原鄉遭遇困境的原因 

（一）土地因素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原住民族在原鄉遭遇困境的主要因素仍是在於經濟問

題；而引起經濟問題的原因是因為原住民族保留地的限制利用，導致經濟價值偏 

低，甚至無法貸得投資創業資金，使得原住民族不得不向外發展。大同鄉的許先

生表示： 

「最基本上，原住民為什麼想要外流比較多，年輕時候也一樣？主要是山上 

裡面，最根本的還是土地問題！」「你看，隨便平地裡面的土地，一坪幾 

乎等於我們山上一甲地的價值。所以說，你看做農也不是，要賣也賣不了 

什麼錢！所以，演變成年輕人不往外生存不行！」 

（二）經費因素 

    尤其是在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的發展上，常因經費不足而不能成事。大同鄉的

洪先生表示： 

  「我們原住民要發展一些經濟發展的話，因為多少卡在經費的問題，所以，

經費問題讓他更充裕。但是實際上，他有基本能夠還款的能力，而鼓勵更

多原住民往經濟發展的話，可能會帶動整個部落的方向！」 

（三）家庭因素 

    仍是因為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或態度，以及在原住民族家庭中常因為家 

長本身的形象不良而影響到下一代。 

三、對原住民族政策之認知與看法 

（一）對外勞政策之看法 

    由於原住民族過去多從事基層的勞力工作，與外勞的工作職場是重疊的。因

此，受訪者也認為外勞是造成原住民族工作機會減少的因素之一，對政府當初決

定引進外勞的政策也多不表認同。大同鄉許先生表示： 

  「最主要是你等於阻擋了本國人民…我剛講過引進 1個外勞等於我們台灣 4

個人沒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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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原住民族政策之認知 

  10 位受訪者中有 3 位受訪者對於與原住民族有關的政策表示不清楚或不瞭

解，主要原因為由於他們的不需要，因此沒有接觸過。 

因此，以受訪者中對政府制定的原住民族政策有所認識者，他們對於這些政

策與相關的措施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政策與實際情形之間落差太大。各

項政策與原住民族的實際生活無法融合，不能確切執行。因此，即使政策制定再

完善，也無法達到其預定成效。大同鄉楊先生表示： 

  「其實政府從以前一直到現在的政策，一直都還是這樣子！政府的政策，我 

覺得是餅很好看，但是真的要丟到每一個社區，或是甚至到家庭，到個人 

的話，我覺得這工程是滿大的！」 

大同鄉洪先生表示： 

  「幾乎是政策跟實際完全是脫勾了！因為你說要怎麼輔導原住民？第一，他 

本身能力不足；第二，也沒什麼投資的意願或是類似這種情形，很難跟實 

際原住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政府有一個很美意的政策給我們，也不一定會

完全接受啊！實際上沒辦法溝通啊！」 

（三）關於改善原住民族發展困境最希望或最需要之政策 

  受訪者最希望政府制定出原住民族目前實際需要的政策： 

1.教育政策：補助原住民族的教育經費，尤其是有能力唸到大專以上者，更要對 

其加以經費的補助。大同鄉洪先生表示： 

  「就是能夠補助的話，就是在教育上能夠更多一點福利的話，更讓原住民能 

夠更多唸一點書，學歷高一點的話，可能對原住民比較落實！」 

「我倒是希望說能夠唸到大學的話，多給他經費的補助。因為很多原住民

實在窮到連讀書都沒有錢！」 

2.增加原住民族的就業機會：希望政府的政策能更實際落實增加原住民族的就業

機會，例如：原住民特考的舉辦。 

3.土地政策：解放原住民族保留地，提高土地的經濟價值，使得原住民族不再只 

能從事農作，無法維持生計，而能將土地轉做其他使用或以土地換得 

較多的金錢，從事其他的投資。 

（四）政府是否應該給予原住民族福利 

  政府仍應繼續給予原住民族福利，輔導原住民族能夠步入正常發展的軌道，

畢竟針對非原住民族依然有類似性輔助措施的存在。大同鄉許先生表示： 

  「最主要就是說，你讓它走到一個軌道之後，那這些福利政策也可以不要！ 

當然，跟平地人相對！最主要就是，我剛所講的！你生活品質也不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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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沒有辦法買賣，當然演變成原鄉部落跟平地…城鄉差距，還是有啦！ 

差距 1、20 年！」 

（五）政策是否造成原住民族「依賴」的心態 

  有需要才會依賴。因此受訪者認為依賴的現象的確存在，但是原住民族自身

也逐漸有所認知，認為不應該完全依賴政府的補助和優惠，必須靠自己的力量，

才能真正與他人競爭。大同鄉許先生表示： 

  「依賴…還是…當然啦！坦白講，原住民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問題啦！因為政

府單位時常優惠原住民，釋放一點福利給原住民，就會演變成原住民多多

少少會有一點依賴！不過那是以前老一輩的觀念，目前年輕人來講，大家

最少都國中、高中以上，他們應該都了解到不能只是純粹的依賴，還是要

靠自己啦！」 

南澳鄉白先生說： 

  「就不要太過度保護，你至少要讓我們有一點競爭力，多讓我們跟平地人互

動。這個現在都已經是 E世代，知識經濟的時代，你還是把原住民放在

深山裡面，把原住民鎖在深山裡面…當作動物園的猴子，把東西丟給他，

讓他自己去自生自滅，這樣永遠不會去進步嘛！」 

南澳鄉張太太說： 
  「我覺得還好吧！依賴…也不是全部的人都依賴啊！再說，如果原住民不 

需要，政府幹嘛給我們那麼多東西，就是我們需要啊！」 

（六）政府在原住民族發展上的角色（諮詢者或是執行者） 

  受訪者大多表示政府對原住民族事務的發展應該是扮演諮詢者的角色；擬定

引導發展的主要方向，在發展過程中並加以適當地輔導。換句話說，政府應該是

站在諮詢者的立場來處理原住民族事務。大同鄉楊先生表示： 

  「我覺得兩個角色很重要，政府應該站在一個引導和輔導這兩項。」「當然 

引導這個部分裡面，就是政府在訂定一個政策的時候，你引導他的時候， 

這個中間必須加以輔導！然後就是，走過去的應該是部落自己！要怎麼去 

走，那你就站在輔導的立場裡面，我覺得要培養一些人才，培養原住民的 

人才，你才有辦法去輔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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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比較分析 
   

本研究除了主要探討都市原住民回流之原因與回到原鄉是否產生適應問題

外，也與過去學者對都市原住民之研究相互比較，了解原住民族遷移都市之原因

以及都市適應問題上有無異同。 

自民國 50 年代至今，學者針對不論是都市原住民遷移因素或是都市原住民

回流原因，皆利用「推拉理論」予以探討，並認為都市原住民在都市中所居地位

宛如 Park等人所論述之「邊際人」，具有邊際地位、身處邊際情境或是產生邊際

性人格特質，都容易遭受大社會的負面標籤，帶來不公平的刻板印象或誤解。 

  因此，本研究分別就各個探討課題與學者相關論述加以比較，整理其中之異

同，予以綜合分析，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壹、比較分析 
一、都市原住民之邊際地位與處境 

  Park的邊際人理論認為「邊際人」夾存於兩民族之間，內心共享其文化生活

及傳統；置身他鄉，卻難以為他人全盤接納，以致無法與主要族群完全融合，於

是便立身於兩民族交會之界，進而產生適應問題。但是，由於邊際人定義的不周

全，更相繼衍生出「過客」、「中階少數民族」、「循環移民」等移民類型。 

  若要細分都市原住民究竟屬於邊際人或是其他邊際人的衍生類型，本研究與

第二章中表 2-1的各移民類型加以比較後，認為其特徵較為類似「循環移民」（見

表 4-5）。因為，都市原住民與循環移民同樣因為「就業」因素而往返原居地與移

居地之間，與原居地之聯繫頻繁，尤其是在移居地因素方面，與循環移民特徵更

是完全相同。 

 

表 4-5 都市原住民與邊際人等各類型移民之特徵比較 

特徵 移民類型 

 狹義邊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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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移民本身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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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強 較強 特強

強 較弱 強 弱 

較高 低 較低 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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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表格內「粗體、斜字、下方畫有底線」者，即表都市原住民之特徵。 

資料來源：1.傅仰止，1985b:139。 

2.本研究整理 

 

  以台灣的都市原住民研究而言，早期學者都將都市原住民視為傳統的「邊際

人」類型，例如，林金泡（1983）認為遷居都市的高山族，其在都市位階的「邊

緣化」，與主社會的無法融合，便進而產生後續的適應困境。但是，依據本研究

與受訪者交談後發現，現今的都市原住民除了因為就學、為滿足生活基本需求而

離開原居地前往都市外，其最大特徵為存有「競爭」的心態：原住民族應走出原

鄉，與他人競爭。 

  因此，由於原住民族自我意識的提升，都市原住民的地位不再如同以往被「邊

緣化」，與移居社會逐漸融合，相對地在就業或生活等適應困境也逐漸消失。 

二、影響原住民族遷移因素 

  不論是往都市遷移或再度遷回原鄉，學者針對原住民族的遷移因素皆從「推

拉理論」加以探討。 

（一）都市原住民都市遷移因素 

1.原鄉推力 

在原鄉推力方面，張曉春（1974）調查結果為原鄉謀生不易；許木柱（1974） 

調查為農業經濟不景氣，作物價賤；傅仰止（1985a）表示山地農業式微，就業

機會不足，都使得原住民往都市遷移。根據本研究訪談果，原鄉就業機會不足，

農業經濟不足維持生活基本所需，的確是造成原住民族往都市遷移的主要原因，

與上述學者研究結果一致。 

2.都市拉力 

  都市拉力因素方面，許木柱（1974）調查結果表示都市謀生較易；黃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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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傅仰止（1985a）、謝高橋（1991）、李明政（2000）、賴宗裕（2000）

調查都認為平地都市就業機會高成為原住民族往都市遷移的拉力。本研究的訪談

結果，受訪者也都表示會往都市遷移也都是基於「就業」因素之考量。 

  若以學者不同的研究時間而言，早期學者多注重原鄉推力因素，晚近學者則

針對都市拉力因素為影響原住民遷移都市的主要因素。而在拉力因素方面，賴宗

裕（2000）的調查結果表示，子女教育環境佳（65﹪）、社會福利措施好（63﹪）、

工作環境好（58﹪）、生活品質良好（46﹪），顯示就業之外的教育、社會福利以

及生活品質也是影響原住民族遷移的拉力。但是，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則仍是以

「就業」為當初遷移的基本考量，而沒有包含其他因素。 

（二）都市原住民回流原鄉因素 

1.都市推力 

賴宗裕（2000）的調查結果表示都市房屋、生活成本過高；廖本全、李承嘉 

（2000）談訪發現外勞引進，都市提供就業機會減少，皆為都市原住民遷移回鄉

的都市推力因素。但是根據本研究的受訪者表示主要影響原住民遷移回鄉的因素

仍是以都市就業機會不足或就業過程不順遂為主。 

2.原鄉拉力 

傅仰止（1985a）的調查顯示，原鄉土地和家人是都市原住民回流的原鄉拉 

力；而本研究的受訪者也表示，落葉歸根與思鄉的心情是造成他們決定遷移回鄉 

的原因。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與學者調查結果一致，在都市原住民回流原因

上，以原鄉拉力為主。 

三、原住民族之適應問題 

（一）都市適應問題 

  根據張曉春（1974）、李亦園（1978）、傅仰止（1985a）、黃美英（1985）之

研究，都市原住民適應問題包含就業、人際關係、生活適應與居住問題等。因此，

本研究也針對前述學者曾發現之適應問題，對受訪者進行調查，並有以下發現：

1.就業問題：有 1位受訪者表示在都市就業情況並不理想，原因主要是因為自身 

教育程度不高，或者個人本身的不切實際。但是，也有 2位受訪者

敘述當初一同在都市生活的朋友因為對薪資不滿，而頻繁地更換工

作。 

2.人際關係：基本上由於受訪者大多早已離開原鄉地區，到外地求學。因此，在

都市裡的人際關係相處上，與非原住民之間可說相處情況良好。 

3.生活適應：此生活適應依照傅仰止（1985a）的研究表示為原住民族自行隔離

之傾向。根據本研究的訪談發現，受訪者雖在剛到都市之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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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伴共同前往，但並不一定形成自我隔離之傾向，而且大多數的

受訪者更是獨自遷移到都市之中，沒有形成所謂族群聚居的現象。 

4.居住問題：本研究之受訪者均表示都市居住問題並不大，沒有對其生活形成

困擾。另外，受訪者中更有在都市租屋居住之後，又在都市地區

購屋者。 

（二）原鄉適應問題 

  過去文獻較無針對都市原住民回流原鄉後之適應問題加以探討，但是根據本

研究訪談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即使離開原鄉出外求學或就業，仍與原鄉有密切

聯繫，假日時仍會返回原鄉，因此對於日後再遷回原鄉，並無任何不適應的問題，

只有回流初期因為都市和鄉村生活步調與方式的差異，而在生活習慣上重新調

整，對受訪者而言並不會造成適應問題。但是仍有一位受訪者表示，由於自小不

在部落成長，又長期出外求學與就業，回到原鄉之後，雖對生活環境不感陌生，

但與族人間的互動生疏，沒有可交談對象，而產生孤獨的感覺。 

  因此，從訪談中我們發現原住民族不論在都市或原鄉的適應上，都算良好。

而本研究根據受訪者表示又可歸結出由於城鄉間「交通」的便利，受訪者於都市

與原鄉兩地往來頻繁，可能也都使得這些遷移族人對於都市遷移不致感到情緒上

的不安，因此生活適應上也相對地較為順利；再者，也因為與原鄉間的聯繫密切，

與原鄉族人間的互動仍相當頻繁密切，以致於日後返回原鄉亦不感陌生。 

 

    因此，本研究以上述訪談結果所得與學者之研究加以比較分析（見表 4-6）： 

表 4-6 研究課題比較分析表 

都市遷移因素 回流原鄉因素 適應問題  

原鄉推力 都市拉力 原鄉拉力 都市推力 都市適應 原鄉適應

張曉春

（1974） 

謀生不易 ＊ ＊ ＊ 就業 

人際關係 

家庭生活 

宗教調適 

＊ 

許木柱

（1974） 

農業不景

氣、作物

價賤 

謀生容易 ＊ ＊ ＊ ＊ 

林金泡

（1981a） 

無房地產 

生活困難 

工商業刺

激 

＊ ＊ 就業 ＊ 

傅仰止

（1985a） 

農業式微 

就業機會

工商發達

勞力需求

原鄉土地

原鄉親人

就業 就業 

生活適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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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增加 

黃美英

（1985） 

農業式微 

貨幣或市

場因素介

入 

就業機

會、待遇

佳 

＊ ＊ 就業 

居住 

社會參與 

＊ 

謝高橋

（1991） 

＊ 教育、工

作機會佳

＊ ＊ 就業 

居住 

＊ 

賴宗裕

（2000） 

＊ 就業機會

教育環境

社會福利

生活品質

＊ ＊ 居住 

就業 

＊ 

廖本全、李

承嘉

（2000） 

＊ 就業 部落重建 就業機會

減少 

＊ ＊ 

本研究整

理 

就業機會

不足 

農業不景

氣 

就業機會

多 

都市生活

多采多姿

原鄉親人

部落重建

工作 

就業薪資

偏低 

就業 

 

與族人間

的溝通、

互動不良

（有發

生，但只

是少數）

1.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註：符號＊表示學者未加以闡述 

 

四、對於原住民族之刻板印象 

  傅仰止（1987）的調查發現大約有 40－55﹪的都市原住民認為山地人或自

己被看不起、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他們也最不喜歡社會大眾以「番仔」的字眼稱

呼他們。針對上述的現象，本研究的受訪者雖表示此不公平待遇或刻板印象仍然

存在於某些地方或少數人的心中，只是近年來隨著對原住民族的認知愈來愈多，

且與原住民族相處機會頻繁之下，已有逐漸減輕的趨勢。 

 

貳、綜合分析 
依據本研究針對回流原鄉族人訪談調查，並與相關研究加以比較分析之後，

獲致以下結論，以供後續研究與改善原住民族發展困境對策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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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遷移因素 

（一）都市原住民遷移因素 

  原住民族往都市遷移主要還是因為原鄉就業機會的不足，都市的工作機會

多，導致族人紛紛離開原鄉，往都市尋求就業的空間。因此，相較於都市的生活

品質良好、社會福利措施完善的影響，「就業」因素通常是原住民族遷移都市的

首要考量。因此，針對此一現象，如何加強原鄉的就業機會，達到所謂「就地就

業」，減緩人口外移，則為政府與原鄉地區之重要工作。 

    另外，族人在到都市就業之前，就已在原鄉以外的地區求學，由此可見，原

住民族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日漸重視，並期望下一代在教育上有一定能與他人競爭

的基本程度。 

（二）原住民族遷移回鄉因素 

  本研究 10 位受訪者中，因為「思鄉」或「落葉歸根」之因素而遷移回鄉者

有 7位居多，可見都市地區雖然就業機會多，生活品質與社會福利相對於原鄉地

區而言，都較為完善，但是族人對於原鄉地區仍具有強烈的「歸屬感」與「思鄉」

的情緒，因此，又再次選擇遷移回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不免要思索，如

果「就業」是當初原住民族遷移的主要因素，而遷移回鄉之際對原鄉的情感反而

勝過了生活的基本需求，可見原住民族對原鄉地區的情感是多麼強烈。如此一

來，政府在制定原住民族政策與實施相關措施之時，更可多加利用這一特點，強

化原住民族地區的各項活動。 

二、適應問題 

（一）都市適應 

  原住民族因為「就業」因素往都市遷移，常也因就業情形不順遂而造成都市

生活上的適應問題。但是，原住民族自身也承認，即使外勞重疊了原住民族的就

業市場，原住民族就業問題的產生多半是來自於個人的因素；族人大多認為只要

基本學歷足夠，能與他人進行競爭，就業問題也就能解決大半。再者，相較於過

去的都市原住民而言，現今的都市原住民具有一定程度以上的教育水準，並且自

我強化觀念的具備，也是造成都市適應問題減少的原因。 

（二）原鄉適應 

  概括而言，即使回鄉初期對於生活步調上需要重新加以調適，都市原住民遷

移回鄉後對原鄉環境的適應，與族人間的互動都仍屬良好。另外，這些回鄉的族

人，由於學歷上都有一定程度（高中職以上），又在都市中生活過一段時間，因

此回鄉後積極從事相關的部落工作，包含部落社區建設與傳統文化的維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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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希望帶動部落社區的進步，能與平地社會有所競爭。 

三、對原住民族政策之認知與看法 

  原住民族對政府所制定關於原住民族的各項政策，都有一共同的看法－「與

實際生活的落差太大」。針對此點，受訪者除了認為政策偏離現實的生活情形外，

政策宣導不善以及原住民族自身觀念的無法轉化也是政策無法落實的原因。因

此，受訪者建議應該培育相關的輔導人員，深入瞭解原住民族，並將正確以及現

代應有的觀念與想法，傳達給原住民族，以利政策的推行。另外，政府自當在制

定原住民族政策之時，多考量原住民族實際的情況，使得政策制定不再只是消化

預算的一項行為。 

四、原住民族優惠或福利相關政策存在之必要性 

  族人雖對各項優惠或相關政策了解不多，卻仍然認為這些政策有其存在之必

要性。本研究之受訪者表示雖然其本身並不會主動去尋求優惠或福利政策上的幫

助，但是仍有不少原住民族人必須依賴這些政府所給予的福利，才得以維持其基

本生活需求。 

  但是，在相關福利政策持續制定的原則下，也有受訪者認為必須「適度考

量」，而不應「過度保護」原住民族，避免因為大量福利政策的出現，使得原住

民族喪失自身追求競爭與進步的能力。 

五、最希望（需要）的原住民族政策 

由訪談調查中，本研究歸納出受訪者為期使原住民族能夠真正進步，最希望

政府能夠修正或再制定之政策： 

（一）就業與經濟發展政策－原住民族的經濟困境由來已久，就業機會不足，

職業類別也常為勞動市場中最低層級工作。因

此，如何增加就業機會，創造原住民族能夠長期

發展的經濟體系，提供原住民族得以發展經濟事

業之環境，實為目前原住民族最迫切的需要。 

（二）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會影響原住民族個人地位和族群整體未來發展，因

此包括提高高等教育經費的補助、改變家長對子女教育的態

度等措施，都有助於提升原住民族教育水準。 

（三）土地政策－原住民族保留地的使用遭受限制，不僅影響土地權利關係人

之利益，原住民族保留地之經濟價值更是大為降低，因此加

劇了原住民族經濟情況的不利。因此，原住民族保留地「開

發」與「使用」就必須加以慎重考量。 

（四）部落關懷措施－原住民族既有的觀念與想法對於現行原住民族事務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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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執行上，有時會形成阻礙或使得政策的制定無實施

的空間。因此，藉由部落關懷工作的進行，除了可以暸

解原住民族的真正需求與意願之外，更可以同時進行觀

念與思想的灌輸，期使原住民族人同樣也具有「世界

觀」，進而產生競爭的心態，使得原住民族群不再居於

劣勢地位。 

六、回流族人對原鄉社會之影響 

回流族人因就業、就學或其他因素而往都市遷移，至今卻又選擇遷回；遷回

的原因或許因人而異，但不能否認的是，其中必然包含著他們對原鄉的思念。這

些回流族人在都市生活中的經驗，不管順遂與否，都會對原鄉社會以及同鄉族人

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甚至進而改變部落型態，改進族人觀念。 

而本研究中因為「落葉歸根」而遷移回鄉者，對回鄉社會不僅沒有帶來不良

影響，甚至希望原鄉社會能更進步，族人能夠提升自我競爭能力。另外，即使是

因都市生活不順遂而回鄉者，卻也不至於有太多負面情緒，影響原鄉社會，因為

他們也與其他的回流族人一樣，具備相同的心態，都是希望原住民族的進步，發

展能力的提升，期待原住民族能夠與他人一同平等地踏上競爭舞台。 

因此，面對這股回流趨勢，原鄉社會部落也可多加運用這些回流族人，以其

對原鄉社會的期待，與原鄉社會對他們的期待，從事部落改進工作，改善原鄉地

區環境與原住民族發展困境，領導原鄉社會的發展。 

（一）部落傳統文化之傳承 

回流族人雖有都市生活經驗，但對原鄉部落的傳統文化仍有相當的認知，認

為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可忘卻，但卻不否認，原住民族在競爭的舞台上永遠是

居於弱勢的地位，缺乏競爭力。因此，這些回流族人對部落未來也都有一個共識

－重建部落傳統文化之餘，提升族人之競爭力，促進原住民族群之進步。 

（二）原住民族觀念的改進 

回流族人以其都市生活經驗鼓勵原鄉青年與他人競爭，期望能與世界接軌，

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希望原住民族能提升自身的教育程度，擁有一技之長。 

因此，回流族人帶給部落最深刻的影響，應是將「競爭」的心態與觀念傳達給族

人，使得原住民族不再只是安於現狀，而有追求進步的動力。 

 

  因此，藉由回流族人帶動原鄉部落與族人之進步意識，強化競爭觀念，再加

上政府相關措施之配合，原住民族的發展困境即可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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