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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緣起 

從「生番」到「山地同胞」 
我們的姓名 漸漸地被遺忘在臺灣史的角落 
從山地到平地 我們的命運，唉，我們的命運 
只有在人類學的調查報告裡 受到鄭重的對待與關懷 
強權的洪流啊 已沖淡了祖先的榮耀 
自卑的陰影 在社會的邊緣侵佔了族人的心靈 
 
我們的姓名 身份證的表格裡沈沒了 
無私的人生觀 在工地的鷹架上擺盪 在拆船廠 礦坑、漁船徘徊 
莊嚴的神話 成了電視劇庸俗的情節 
傳統的道德 也在煙花巷內被蹂躪 
英勇的氣概和純樸的柔情 隨著教堂的鐘聲沈靜了下來 
 
我們還剩下什麼？ 在平地顛沛流離的足跡嗎？   
我們還剩下什麼？ 在懸崖猶豫不定的壯志嗎？  
 
如果有一天 我們拒絕在歷史裡流浪  
請先記下我們的神話與傳統 
如果有一天 我們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流浪 
請先恢復我們的姓名和尊嚴 
  
                            〈恢復我們的姓名〉 莫那能（排灣族）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政壇轟轟烈烈地為本土、「正港」臺灣人作定位同時，原住民族亦努力地

追尋、拼湊並回溯自身族群的歷史定位與身影，各族暫且忽略彼此差異一同為原

住民族而努力，1980 年代係原住民族群運動風起雲湧的年代，意圖復興原住民

在這片土地上的正當性、重新取回歷史的論述權力，80 年代迄今，原住民族基

本法的施行、恢復其傳統姓名、著手調查族群的傳統領域，原鄉沸沸揚揚地召開

部落會議，原住民族在臺灣社會的境況似乎有長足的進步。事實上，這些法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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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上的進步與意識型態上的勝利，並不能等同於族群地位的提升與個人生活福

祉的保障，不論是離鄉背井的都市原住民，抑或留守家園的原鄉原住民，山巔、

水岸、鷹架、工寮，社會的邊緣角落裡仍隱隱傳來吟唱的悲音。 

原住民並非遠在深山重嶺、難以到達的化外，原住民離開原鄉紛紛移居至漢

人社會，大都會隨處可見原住民的存在。繁華的大臺北便有數處原住民聚落，新

店溪行水區上矗立著一片以木板、鐵皮、蔗板與水泥混合搭蓋的房舍，溪旁遍佈

著菜畦，這個被地方政府視為大違建的群落，是一群都市原住民族遠離家鄉的安

身立命處。小碧潭部落與溪洲部落的形成已有卅年之久，部落居民多為來自花蓮

縣的阿美族。溪洲部落歷經兩場水災與一場火災，直至 1999 年溪洲部落才開始

有全面的民生供電，如今溪洲部落已經發展到第三代，擁有 44 戶家庭、近 200

名居民（溪洲部落自救會 2007；張祖淼 2007）。「父母是第一代居民的溪洲部落

自救會張祖淼說，他的父親年輕時為了生計，從花蓮到臺北出賣勞動力討生活。

他的父親曾經跟榮工處到沙烏地阿拉伯擔任建築工人，回臺後在像家鄉一樣有水

有地的新店溪畔落腳，在這裡種菜、捕魚，離鄉背井的親友們也慢慢移居至此。」

1然則，這樣鄰近的存在並無助於消減既存的原漢社會距離，去小碧潭觀光休憩

的遊人旅客，不會知曉他們的存在，選舉風波、拆遷抗爭、颱風疏散的新聞，才

是他們現身社會的脈絡。 

在此的訪問稿中訴說了許多都市原住民的共享的生命故事：為了生計從花蓮

到臺北工作，也曾遠征海外到沙烏地阿拉伯作建築工人，回臺後在遠離家鄉的地

方落腳尋找一處相似故鄉的地方落腳，其他離鄉背井的親友慢慢聚居在一起，最

終匯集成一個聚落，這樣的聚落雖與原鄉不同，但同樣提供族人安全與慰藉，延

續家族的血脈也凝聚了族人的心。 

原住民族在 1960 年代到 70 年代初期大量移往都市地區，原住民族為求生存

來到發展中的都會區，或往返於家鄉與都市間，或遠離家鄉在都市中落腳，北臺

灣有許多原住民族群落，如新店溪畔的溪洲部落、三鶯橋下的三鶯部落、汐止的

                                                 
1 該段訪問稿係轉引自苦勞網溪洲事件系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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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新村、山光社區、基隆的八尺門海濱社區、和平島社區、大漢溪旁撒烏瓦知

部落、坎津部落等，這些都是近卅年來，原住民族在都會地帶凝聚成的村落，三

鶯、溪洲、撒烏瓦知與坎津部落面臨拆遷、驅離的命運，而其他社區亦有各自形

成的歷史淵源，不同型態的遷徙、不同類型的聚居與其所面對的狀況，意味著遷

徙並非同一的現象。在遷移的過程中，選擇遷徙、適應都會生活的群體，有別於

仍停留在原鄉、或返回原鄉的群體。為何有些人可以在都市中落地生根，有些人

一再地於原鄉與都會間輾轉流離？為何有些聚落可以合法存在？為何有些聚落

形成都會中的部落，有些卻因搬遷而分崩離析？哪些人留在家鄉，返回家鄉的又

是哪些人？原鄉與非原鄉是否仍存在聯繫？遷移對個人、家庭、社群、族群團體，

甚至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又是什麼？  

臺灣已進入人口轉型的最後階段，在低生育率與低死亡率的穩定模式下，遷

徙對區域人口的變化格外重要，遷徙不但改變區域的人口數量，遷徙選擇性進而

影響區域人口的組成（Rogers and Castro 1986:157）。遷徙鑲嵌於多層次社會因

素，係個體與外在環境的互動結果：個人是否遷徙，與自身所擁有的資源、置身

的情境與社會結構有關，遷徙將進一步改變個人社會位置，與個人社會流動

（social mobility）息息相關。臺灣人口結構與組成於近廿年來有極大的變化，人

口結構的變化與現代化、都市化及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有關，臺灣自日據以來，除

1948 至 1949 間大量大陸人口湧入及小部分人口外移外，臺灣人口總體而言屬於

封閉性型態（施添福 1982），社會增加接近零成長，80 年代末期臺灣人口結構

再度成為開放性型態，隨著 1992 年引進外籍勞工，及近年來逐年成長的外籍配

偶，使臺灣人口組成更顯複雜，若欲觀察現代化、社會經濟局勢與人口面向的變

遷，自遷徙切入有其意義。2 

2000 年係研究原住民族遷徙行為的一個重要時間點，原因有四：其一為現

階段遷徙研究多以整體人口為主，探討全國性或區域性層次，少有特定族群團體

                                                 
2 外籍勞工雖僅來臺灣工作而不能作長期居留，但對臺灣人口也將產生影響，其對就業與居住選

擇上的排擠與迴避，而脫逃與逾期停留的人數在成長中，且外勞的進入對臺灣區域經濟發展與

整體經濟情勢亦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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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論，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研究亦不多；其二，為數日多的都市原住民族係臺

灣社會快速變遷下的產物，遷徙作為促進就業與社會流動的重要機制，對原住民

族的影響未見較深入的討論；其三，2000 年之普查資料加入原住民族群變項與

常態性原住民族調查的舉行，可用資料已積累至一定數量，資料的累積與突破皆

使原住民族遷徙研究變得可行；其四，自 1983 年李亦園《山地行政政策之研究

與評估》報告問世，影響許多原住民族重要政策，該報告書被奉為原住民族研究

之經典，迄今廿多年卻無後繼調查研究續探原住民族於快速變遷的 80、90 年代，

在社會、經濟各層面的變遷發展，中研院民族所於 2006 年重啟跨領域為期兩年

的原住民族主題計畫，研究者跟隨指導教授參與此計畫，得以參與問卷設計，並

取得相關資訊進行研究。 

考古證據顯示，早在三萬年前舊石器時代晚期，便已有人類自歐亞大陸移往

臺灣，六七千年前，南島語系民族由亞洲大陸東南沿海一帶渡海遷徙來臺，三百

多年前，大批中土閩粵漢人亦移居來臺（簡炯仁 1995：41-59）。近代臺灣史中，

原住民族與外族的接觸頻繁，與西班牙、荷蘭、閩粵漢人與日人的交往互動，各

時期的族群關係不同。明鄭以降對原住民族的防堵，以「土牛番界」防止「番害」，

清領時期為防「漢番合一」對統治者政權的威脅，禁制原住民族與漢人移民的接

觸，日治時期的理蕃政策，則經歷鎮壓、教育同化及皇民化三個時期的變遷。大

體而言，日人對原住民族的治理係採「撫綏」及「威嚴壓制」並行，及至 1945

年後國民黨政府的山胞分類與法規，也多沿襲自日治時期的「撫綏」及「威嚴壓

制」並行的政策思維（臺灣省文獻會 2001）。 

「我們是敗給誰？敗給槍而已，不然漢人會殺輸給日本人？莫名其妙，

好不容易已經當日本人了，萬歲，莫名其妙來一個中華民國，來了以後

又莫名其妙我家變成國有地，我家廁所是國有地，原來我的阿祖忘記登

記，所以我們家的猪舍跟廁所是國有地。然後蔣中正的相片來，說這個

是總統、頭目，要聽白浪的話，不然，『砰！』」（FR-M-PM-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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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原住民在近代社會的遷徙遠遠早於臺灣都市化之前。隨著殖民政權

的轉移，不同政體對原住民的治理策略下，原住民亦幾經遷徙，撒沙勒（2004）

比較自然遷徙與政策主導的強制遷徙，認為在各族的自然遷徙歷史中，「雖然部

落間的征戰和逃避瘟疫有時會造成舉族遷離，但並不常見，基本上，遷村是內需

的擴大，如獵區的延伸和耕地的需求。這種自願而非外力干預的自然遷徙，遷出

的部落維持和原社之間的血緣和親屬關係，穩定的支撐新、舊部落之間的文化脈

絡和社群互動（撒沙勒 2004：38）」。由於原住民和土地之間係蘊藏著歷史縱深

的緊密連結，故在沒有外力干預的自然遷徙狀態下，人與土地的關係、社群間的

關係仍可綿密相繫，然則臺灣土地歷經不同殖民政體的統治，不論是清代的「開

山撫番」、日據的強迫性的「蕃童教育」與「蕃社」管理、國民政府美其名為改

善原住民生活的『新山村計畫」，徹底瓦解了原住民部落的血緣與地緣關係。撒

沙勒（2004）指出遷村僅是國家機器剝奪原住民生存權利的一種手段，「國家的

力量堂而皇之的顛覆部落的傳統，剝奪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迫使他們遠離

家園，流落都市，從集體的社群變成散居的個體…失去傳統土地和自然資源使用

權的原住民，中斷了和原鄉的連結，一旦失去了傳承的動力，族群的未來黯淡無

光」（撒沙勒 2004：39）。 

臺灣原住民歷經不同殖民體系的統治，隨著政體遞嬗，傳統文化與道統漸漸

被遺忘，回顧過去四百年來，原住民族從主人到少數民族、從中心到邊陲的變遷

過程，自機械連帶（mechanical solidarity）的傳統部落與農業社會，轉變為有機

連帶（organic solidarity）的現代工商社會，山地社會逐步納入現代經濟市場的過

程中，原住民族經歷社會轉型與變遷的巨大衝擊。黃應貴（1975）發現原住民族

社會經濟變遷係以 1961 年為其分野，1961 年前山地社會的經濟產能雖提升，但

社會組織與文化受市場經濟影響不大，僅社會組織的轉換而非全面性變遷，1961

年後市場經濟漸趨正常化並逐漸整合進臺灣經濟體系，山地社會的社會結構與文

化亦隨之變遷（黃應貴 1975）。於此變遷過程中，原住民族與其他族群的接觸較

過往更為頻繁，然而隨著現代社會不同族群的密切往來，原住民族與其他族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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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距離是否因而縮小？今日原住民族與臺灣大社會中與其他族群頻繁接

觸，族群通婚、混居普遍，不論臺灣主流社會的政治核心幾經轉換，原住民族在

臺灣社會依舊處於邊陲位置。 

80 年代至今的種種努力，隨著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立、原住民族身

分法等諸法令的相繼實施，原住民族的社會位置雖有改善，但相較於漢人仍處相

對弱勢，以下列舉幾個原住民族調查與其他臺灣社會調查，原漢間社會處境之差

異可見一斑。在家庭平均收入方面，比較 2002 與 2006 年「原住民族經濟狀況調

查」與前一年度「臺灣家庭收支調查」， 2002 年原住民族家庭平均每戶每月收

入三萬九千元，僅臺灣家庭平均月收入的 43.6%，2006 年時原住民族家庭收入雖

較 2002 年為高，但相較於臺灣平均水準仍明顯較低，原住民族家庭平均年收入

增加 9.9%，臺灣全體家庭年平均收入增加 1.7%，原住民族家庭與全臺家庭平均

月收的差距仍逾 2 倍以上（請見附表 1-1）；在就業狀態上，比較歷年「原住民族

就業狀況調查」與同年度「人力資源調查」，於勞動參與率、失業率與每週平均

工時三項勞動指標中，原住民族勞動人口皆高於臺灣一般勞動人口（請見附表

1-2），雖然原住民族勞動人口有較高的勞動參與率，但失業率亦高，且平均工時

皆較臺灣一般勞動人口長，顯見原住民族在勞動市場的處境。 

家庭收入與就業困境透露其經濟上的弱勢，與其人力資本息息相關。據教育

部發佈之教育統計，歷年原住民族大專以上學生比例雖有增加，但比例上仍不如

臺灣一般民眾，研究所以上人數更是遠低於一般民眾，顯見原住民族平均教育程

度雖有提升，但仍較一般民眾為低（請見附表 1-3）。3在臺灣勞動市場上，教育

係決定個人初職的重要因素，而個人初職又將影響後續的工作轉換，故教育的相

對弱勢將形成原住民族在初次求職與日後尋職與就業的障礙。公部門統計與原住

民族各項調查皆顯示，原住民族在行業與職業的分布上與一般臺灣民眾相近，皆

以三級產業高於二級產業高於一級產業，但原住民族一級產業從業者比例偏高，

                                                 
3 原住民族大專以上學生自 7.6%（1999 年）上升至 14.3%（2006 年），但同一時期的臺灣一般民

眾則自 19.7%成長至 27.3%，研究所以上人數，一般民眾自 1.2%（1988 年）增長至 4.0%（2006
年），原住民族研究所以上學生比例雖有成長，但仍不到其族群學生數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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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集中的產業不同，二級產業中原住民族以營造業比例較高，三級產業則以其

他服務業及公共行政業比例偏高（見附表 1-4）；在職業分布上，除服務工作人員

與售貨員與全臺就業人口比例相近外，技術層級較低的生產工人、機械設備操作

工及體力工，及農林漁牧工作人員的比例皆遠高於全臺就業人口，而專業技術層

級較高的企業管理人員、專業人口與技術員、事務工作人員的比例都較全臺就業

人口低（請見附表 1-5），換言之，原住民族較集中於專業與技術層級較低的職業。

4行業與職業上的侷限皆因人力資本相對劣勢，當教育、工作與經濟皆處社會相

對弱勢地位，意味著社會流動上的障礙。 

此弱勢地位不僅客觀是客觀社會現實，更將影響原住民族的自我族群評價，

而對族群整體困境的不同歸因傾向（attribution approach），對族群間互動、相關

族群政策與族群內部團結皆有重要影響（傅仰止 1994）。「原住民族社會意向調

查」（2001）顯示，原住民族本身亦感受到族群政經上的弱勢，自認地位比臺灣

其他族群低，並將族群處境與社會刻板印象作連結，將之「烙印」（stigma）在

自身族群形象中（如原住民族比其他族群懶惰此刻板印象），傅仰止（2001）發

現負面的族群意象並非原住民族「無知」的認知，社經地位高的原住民族更易抱

持這種負面意象。負面形象認知與族群困境歸因與原漢接觸情形亦有關連，雖然

族群內的密集接觸（住家附近原住民族鄰居愈多、日常接觸以自身族群為主）可

讓原住民族對自身族群保有較正面觀感，但原漢互動程度越高的原住民族，自我

族群觀感越趨負面。此亦印證族群競爭論（ethnic competition）的觀點，原漢之

間仍存在社會距離，而社群的庇護與支援僅在族群內部才有作用（傅仰止 

1992）。傅仰止（1994）曾進一步比較原住民族與漢人在原住民族群困境歸因上

的態度差異，發現社經地位高的漢人在結構歸因與個人歸因認定皆高，同樣的情

形亦出現在原住民族菁英上。唯社經地位較低的原住民族的結構歸因會遠高於個

人歸因，原漢互動程度越高的漢人，對原住民族困境越持個人歸因，原漢互動程

度高的原住民族，其個人歸因亦較接觸程度低的原住民族高（傅仰止 1994），便

                                                 
4 原住民族行職業資料以「原住民族就業狀況調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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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謝世忠（1987）所觀察到的，原住民族對自身族群產生污名的認同。5 

「原住民族社會意向調查」除揭示原住民族主觀體認自身處境外，該調查所

呈現的高流動率更值得關注：69.4%的受訪者皆曾進行過遷徙，總體的高遷徙率

顯示原住民族在地理空間流動頻繁，若進一步辨識遷徙類型，遷徙者以回流遷徙

者為多（58.2%），次為連續遷徙者（26.8%），初級遷徙較少（15.0%），顯示出

原住民族一旦開始流動，便易進行再度的流動。6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我回到部落已經二十二年了，我看到很多政府的政策都只是口號而

已，我要很大膽地批判政府的無能，政府常常去救第三世界的國家，可

是是不是應該回過頭來看看自己土地的主人原住民？但是歷代政府，包

括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都一樣是在講口號…現在政府要我們接受文明

的生活方式，要拋棄原住民的狩獵文化、不能蓋石板屋、茅草屋，然後

進入主流社會，我們當然不能比得上你們的競爭模式，因為這是兩種完

全不一樣的生活方式與邏輯的。所以數位科技、經濟的碩果我們得不

到，兩者的對差會越來越大，原住民的社會問題層出不窮。」

（FR-M-BN-12） 

傳統文化旁落、部落生活模式已徹底變遷，原住民族被迫融入主流社會，依

循漢人社會的生活模式。一如受訪者所言，不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與思維邏輯，使

原住民享受不到現代社會的碩果，卻又找不到可以依歸的避風港，如此飄移、惶

惑的心境，亦使原住民族的生活成為「社會問題」。當主流社會將原住民族的弱

勢且邊際地位、高失業率、較短的平均餘命、低學業成就視為社會問題時，便須

                                                 
5 傅仰止（1994）比較原漢原住民族困境歸因，主要的原住民族樣本來源為「都市山胞城鄉遷移

與認同之追蹤調查」（1991-1992），而漢人樣本則為 1991 年的「臺灣社會意向調查」，而 2000
年「原住民族社會意向調查」的 800 人則全為原住民族樣本。 

6 該調查並未對遷徙類型進行區分，研究者運用調查中出生地、初次遷徙地點、是否曾遷徙、居

住過縣市數量、現居地縣市等題項，可進一步辨識其遷徙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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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整體社會的脈絡去檢視。換言之，原住民族今日地位，與其社會位置息息相關，

不僅是原住民族自身的問題，亦與整體社會有關。 

原住民族的高遷徙率意味著在臺灣社會的高度流動性，既有文獻指出，原住

民族大規模地離開原鄉來到西半部都會地帶，今日原住民族圖像已不同以往。原

住民族自 1906 年日治時期方有較完整的統計資料記載，臺灣總督府依據各族部

落進行戶數、人數、配偶、壯丁數等人口統計，建制「蕃社戶口」統計的常態性

人口統計，但該項統計因二次大戰停擺，直至國民政府播遷來臺後兩年，方繼續

進行原住民族人口之統計（王人英 1967）。王人英（1967）以昭和十五年（1940）

的《蕃社戶口》的人數統計來看，直至日據晚期，絕大多數原住民族依舊生活在

山地保留地，若有外移到平地者亦以東半部花蓮臺東為主，而外移至西半部都市

人數不到百人。7 

國民黨來臺後，原住民族逐漸離開山地保留地往平地外移，自省政府民政廳

自 1967 年進行「山胞經濟與生活素質調查」以來，山地與平地原住民族外出至

都市謀生的人口逐年增加，及至 1985 年都市原住民族約佔原住民族總人口

6.9%，16.9%的原住民族離開原鄉外出謀生。陳茂泰與孫大川（1994）運用內政

部民政司資料分析原住民族人口分布，發現 1991 年都市原住民族人口（14.4%）

較之 1985 年增加 7.5%。研究者嘗試以 2000 年普查與 2007 年戶籍資料試算，2000

年時設籍於非原鄉的都市原住民族已成長到 39.9%，而 2007 年設籍於非原鄉的

原住民族已佔原住民族總人口之 39.3%，顯見原住民族原鄉人口的外移規模（章

英華、林季平、劉千嘉 2008a）。對照一般民眾，原住民族的高遷徙率更顯突出：

2000 年普查資料中全臺人口遷徙率 8.6%，勞動人口遷徙率 10.0%，而原住民族

總遷徙率 12.8%，勞動人口遷徙率 14.6%；根據「國內遷徙調查」（2002），臺灣

人口總遷徙率 9.8%，勞動人口遷徙率 10.0%，同年《原住民族統計年鑑》中原

住民族的總徙率 8.5%，勞動人口遷徙率 27.6%，此皆顯示原住民族較一般民眾

                                                 
7 日據末期臺北市僅 32 個平地原住民，基隆市僅 8 人，新竹市 4 人，臺中市 2 人，臺南市 11 人，

嘉義市 4 人，高雄市 22 人（王人英 196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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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傾向於作遷徙。8 

原住民族的弱勢地位與高遷徙率，並非獨立存在的社會事實，兩者直接且密

切關連。遷徙理論與相關實證研究皆證實，遷徙係一種個人的投資行為，理論預

期遷徙者有較高的終身報酬，在職業與社會地位上有較好的發展，遷徙可視為改

善自身地位的行動。誠然，對原住民族個人而言，遷徙僅作為一種生存策略

（survival strategy），意在溫飽而非追求階層之晉升或社會地位的改善，但適度

的遷徙確實可改善其經濟條件，使個人與家族累積更多經濟資本、挹注於下一代

人力資本的投資，因而得以促成其社會地位的改變。然則，我們要問的是，何以

近二三十年來，原住民族的頻繁遷徙，原住民族卻未對等地呈現出社會經濟地位

的提升與改善？ 

基於社會正義與社會平等的考量，政府多自就業、教育著手進行輔導與扶

助，望能藉此改變原住民族的弱勢地位，原住民族就業問題之所以成為相關研究

的關注焦點，在於穩定的就業狀況有助於財富累積與人力資本的投資，而人力資

本與經濟資本積累所驅動的社會流動，才能改變原住民族群長久以來所陷溺的社

會弱勢位置。以往原住民族研究多為區域性的研究（針對某特定地區進行或質或

量的研究），或運用有限樣本進行的調查研究（如原民會常態性的就業調查與生

活滿意度調查），或運用次級資料進行的分析（自 2000 年普查、其他政府調查資

料等）。如此固可理解原住民族於原鄉及都市中的處境，卻未能揭示兩地的互動

關係，亦未說明原住民族遷徙與區域的影響，事實上，原住民族遷徙研究除因研

究資料的侷限外，尚面臨理論運用適切性之疑慮。 

本研究主要自遷徙面向探討原住民族在大社會的處境，關切其社會經濟地位

的變動情形。遷徙意味著與主流社會的接觸與互動，然而遷徙並非個人隨興所至

的移動，也非任何人皆可從事的行動。遷徙係因應不同生命階段的需求，與個人

資本、預算與承擔風險的能力有關，更是個人與所屬社群、個人與社會互動的結

                                                 
8 國內遷徙調查乃人力運用資料之附帶調查，其樣本以漢人（閩南、客家與外省）為主，若有原

住民族樣本亦為少數，故以遷徙調查的漢人遷徙率與原住民族遷徙作對話，應是可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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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換言之，遷徙具有「社會行動（social action）」的意涵。社會行動係「個人

在行動時將參考他人（others）在過去、現在或預期其未來會有的行動，對自己

行為賦予主觀意義，從而引導自己的行動取向（Weber 1979）」。藉遷徙多層次社

會鑲嵌的特質，本研究試圖理解「為何原住民族頻繁地進行流動，遷徙的正面效

益卻未對等地反應在社會流動上」，並進一步追問「遷徙作為生存競爭的積極手

段，作為改變結構限制的社會行動，對個人、社群與族群集體的意義為何」。以

原住民族遷徙為研究主體，亦可提供人類學民族誌研究一個觀察的全景，令有志

從事相關研究者對原住民族群有較清晰且鉅觀的現代空間背景。研究旨在檢視原

住民族於臺灣大社會的位置，具體呈現原住民族在空間分布與流動的趨勢，並進

一步探究原住民族社會經濟地位及相對的社會位置。 

第三節 論文章節安排 

本論文共分八章，本章說明研究緣起、動機與目的，其後各章節主旨簡述如

後。第二章文獻回顧分三節論述，第一節為遷徙概論，回顧遷徙定義與遷徙類型，

第二節簡介理論學派及相關命題，第三節回顧國內既有原住民族遷徙相關研究，

探討諸理論運用在原住民族遷徙研究上之適切性；第三章為研究方法，包含研究

流程與研究步驟，說明論文運用資料之資料屬性、來源、與其在遷徙研究上的應

用與限制；第四到七章所運用的資料各異，皆以原住民族之遷徙為研究主軸，各

章節因應不同資料屬性，進行不同面向的主題寫作，將於下段簡述各章節的討論

主題；第八章結論，綜合四至七章的實徵研究發現，結合理論與經驗研究，綜論

臺灣原住民族遷徙行為的意義，據此挖掘其政策意涵，作為未來研究之建議。。 

第四章為原住民遷徙的基礎研究，概述原住民歷年人口成長情形，比較原住

民族與一般民眾在空間分布與遷徙行為上的差異，本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運用

歷年戶政人口統計，陳述原住民一世紀來的人口成長情形，及 1970 年代已降的

區域分布變動情形；第二部分檢視原住民族的分布變動，比較 1956 與 1966 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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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與 2007 年兩個時期，原住民族與一般民眾在空間分布與遷徙上的差異；第

三部分運用 2000 年普查資料，觀察五年期遷徙行為，包含遷徙人口基本型態與

特徵，檢視不同類型遷徙者的流動特質與空間上的流動體系。 

第五章運用「原住民族社會經濟地位變遷與政策評估」計畫之調查資料，揭

示原住民族長期（long term）的終生遷徙（lifetime migration）路徑，同時檢視

五年內之近期遷徙行為，檢視影響原住民族遷徙行為的相關因素。本章分兩部

分，第一部分檢視原住民族在不同生命階段的遷徙生命史，及其五年期遷徙類型

之特質，並比較不同區域原住民的遷徙特質，第二部分建構各類遷徙決策模型，

聚焦於相關要素對個人遷徙行為及遷徙方向的影響。 

第六章運用前述調查資料，檢視原住民就業勞工的社經地位與就業特性，並

分析原住民個人社會地位取得的影響因素，著重於社會地位取得過程中遷徙機制

的功能。本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比較區域差異對個人社經地位的影響，自終生

遷徙及五年期遷徙兩個面向，檢視個人社經地位差異，第二部分建構影響個人社

會經濟地位迴歸模型，觀察遷徙對社會流動的影響，第三部分自遷徙與社會流動

時序討論兩者之關聯。 

第七章為遷徙多層次鑲嵌的田野調查研究，呈現遷徙在個人、家庭與移出地

與移入地社群、及對原住民族整體的多層次鑲嵌。該章節分為五部分，依序探討

原住民離鄉的理由與動機，及人口大量離鄉後，原鄉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與經濟

發展之狀況。同時關注都會區原住民族在生活與工作上的境況，及其與原鄉的聯

繫，綜論原住民的高度流動與其社會位置之關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