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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分成三節分別介紹運用的理論概念。第一節為遷徙行為之概論，包含遷

徙的定義、類型，及影響各類遷徙行為的相關假說；第二節為遷徙理論學派的簡

述，介紹各理論學派對遷徙行為的預設與解釋，並討各遷徙理論運用在原住民族

研究的適切性；第三節為社會流動與階層的討論，說明社會階層與流動的測度，

及地位取得研究的相關架構；第四節扣連遷徙與社會流動，回顧既有對原住民族

遷徙與流動的研究，並確認本研究之定位。 

第一節 遷徙概論 

遷徙的定義通常著眼於遷徙時間久暫、距離長短及行動主體而定。廖正宏

（1995）整理諸多遷徙研究常用定義，歸納出遷徙的三種特質：（1）遷徙是人在

地域上的移動，（2）遷徙是永久性住處的改變，（3）遷徙可為個人的行動，亦可

能是團體行動（廖正宏 1995：2-3）。 

Petersen（1958）自遷徙的動機及結果區分出人口遷徙的五種類型：原始遷

徙（primitive migration）、強制遷徙（forced migration）、被迫遷徙（impelled 

migration）、自由遷徙（free migration）與群眾遷徙（mass migration），此係為人

熟知且引用較廣的遷徙類型學（typology of migration）。遷徙廣受諸學科青睞，

如地理學、人類學、人口學、政治學、經濟學與社會學等，各學科的基本關懷與

研究旨趣互異，所關注的遷徙類型亦不相同（Cohen 1996:xv-xvi）。社會學門的

研究旨趣多集中於探討自願性的自由遷徙，在實際研究操作上，針對研究需求對

遷徙作更精確的定義，如依據移動的地理範疇，可分為境內遷徙（ internal 

migration）與跨境遷徙（international migration），但並未特別著重於不同遷徙類

型的假說與定義。 

本研究具焦於境內遷徙行為，自個人遷徙歷史（即其遷徙經驗）與出生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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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地）資訊來區隔的遷徙類型，依時間長短可分為終生遷徙與五年內發生的近

期遷徙，依遷徙方向與經驗可分為初級遷徙（primary migration）與重複遷徙

（repeat migration），後者又可再進一步區分為連續遷徙（onward migration）與

回流遷徙（return migration），以下簡要說明本研究所運用的各類遷徙定義與相關

學說假設。 

一、遷徙類型與其定義 

在 Ravemstein（1985）提出的遷徙法則中，遷徙流向（stream）與反流（counter 

stream）的概念，已大致確立回流遷徙與其他遷徙的分別。蓋回流遷徙在遷徙流

向與人口特徵上與一般遷徙不同，故在討論遷徙時，回流與非回流乃一般的大類

區隔；Long（1988）運用美國人口普查資料，以出生地及普查時居住地資訊，

將非回流遷徙分為初級遷徙與連續遷徙，以遷徙經歷與方向界定遷徙類型，大致

確立境內遷徙類型的架構。初級遷徙的定義較單純，即個人初次進行的流動，從

出生地或成長地遷移到另一地；重複遷徙則為一次以上的流動，以遷徙目的地區

分，重複遷徙又可分為連續遷徙與回流遷徙。連續遷徙係指個人從事二次以上遷

徙時，移往家鄉以外地點；回流遷徙係重複遷徙者遷往先前居住地的遷徙行動，

通常是回到出生地或成長地（Da Vanzo and Morrison 1981；Long 1988），回到上

一個工作地點或回到家鄉，都可視為回流遷徙，端視研究需要而有不同定義。9 

Ravenstein（1885）根據 1881 年英國普查資料首次提出遷徙法則（the laws of 

migration），而後使用廿餘國的資料重新提出遷徙法則（Ravenstein 1889），兩篇

文章皆試圖提出「人口與經濟的法則，而非死板的物理法則」的遷徙法則。Lee

（1966）進一步修正與整併 Ravenstein 的法則，嘗試自遷徙的影響因素與遷徙數

量、流向及遷徙者特質上，重新提出遷徙的假定。Lee（1966）承接 Ravenstein

遷徙法則中對遷徙特質的界定，成為推拉理論（push - pull theory）重要的奠基者。 

                                                 
9 Shryock（1964）曾依遷徙者意願將遷徙區分為初級遷徙與次級遷徙（secondary migration），但

Shryock 所謂的初級遷徙指的是出於自主意願的遷徙，而次級遷徙則為伴隨家長遷移的遷徙型

態，與本研究所界定的初級遷徙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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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1966）認為遷徙主要受原居地因素、目的地因素、中間阻礙因素及個

人因素所影響。不論是原居地與目的地皆存在吸引某些人與排斥某些人的因素

（前者即為拉力，後者為推力），吸引或排斥某些人進入或離開某地。Lee（1966）

自遷徙者特質中發現遷徙具有選擇性（selectivity），每個人對原居地與目的地的

正向因素（拉力）與負向因素（推力）有不同的反應，且個人克服遷徙障礙的能

力不同，是故，遷徙呈現某種特定人口的偏向。遷徙選擇性意指具有某種特徵或

處於某種環境的人，會比其他人容易遷徙，不同社會、經濟、人口等特徵的個人

或團體，在遷徙行為與遷徙率上有明顯差異，此即差別遷徙（differential migration）

的概念（廖正宏 1995：123）。選擇性對某些遷徙流向有正向作用，對某些流向

則為負向作用（Lee 1966）。 

初級遷徙與重複遷徙在遷徙選擇性的傾向各異，初級與連續遷徙多為對經濟

因素的回應，回流遷徙雖亦有經濟考量，但對經濟因素的敏感性較低，多為對文

化與社會因素的回應。 

二、遷徙的影響因素 

一般而言，影響個人遷移與否的因素，大致可分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個人

因素包含性別、年齡、生命歷程、婚姻狀態、家庭結構等人口特質，及人力資本

（如教育、工作年資）與社會經濟地位（如職業、行業、收入等），而環境因素

則包含區域屬性的影響，即一地的社會經濟形勢（如所得、就業條件等）及物理

環境、人文與地理因素（如文化親近性、自然天候等），此外，遷徙亦受整體社

會經濟情勢所影響（如景氣波動）（Lee 1966）。 

Bogue 等人（1953）檢視美國普查資料，發現遷徙選擇性唯年齡變項較具意

義，而年齡選擇性不論在各國實證研究皆證實遷徙係年齡的負向選擇（Bogue, 

Shryock, and Hoermann 1953）。年齡別的差別遷徙實與個人生命歷程有關

（Goldscheider 1971），自年齡差別遷徙性可看出一生的遷徙時間表（lifetime 

migration schedule），Rogers 與 Castro（1986）以家庭狀態來說明遷徙的年齡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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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扣連個人生命週期（individual life-cycle）與家庭生活週期（family life-cycle），

發現家庭生活週期始於婚姻，而後進入生產與育兒階段（但可能因離婚或喪偶而

中斷），此階段以生兒育女（child launching）為其開端，以空巢期（empty net）

告終，最終則為夫妻雙方的死亡（Rogers and Castro 1986:194），家庭生活週期階

段的轉換，伴隨而來的便是家庭成員的遷徙。 

Rogers（1988）比較各國實證研究觀察年齡別遷徙率，歸納出遷徙時間表一

貫的年齡模式：個人於出生第一年遷徙率極高，漸次遞減至 16 歲，而後遞增至

22 歲為最高，此為人生第一個過渡期，個體從青少年轉變為成年人，離開父母

家獨立生活，期間可能經歷的生命事件有許多，如就業、升學、結婚或同居、從

軍、或上大學等，此為第一波遷徙高峰。在 22 歲達到遷徙高峰後，年齡別遷徙

率逐漸遞減，至 60 歲左右出現另一波波動，此時期遷徙係受退休影響，勞動人

口退出勞動市場轉為非勞動人口，多為居住因素的遷徙，如遷往環境舒適的地方

享受退休生活。75 歲以後的老年階段又出現一波遷徙潮，係退休人口自第一個

退休地點遷往他處，此亦為人生的最後一次遷徙，自退休地區遷徙至其他區域以

取得親友或醫療機構的照護（Rogers 1988）。 

由於各國性別文化的差異，在結婚率、生育率、女性勞動參與率等面向皆有

不同表現，性別的差別遷徙因各地社會文化因素而有差異。一般而言，男性較女

性更易進行遷徙，遷徙的性別選擇性多偏向於男性。性別的選擇性在已開發國家

並不明確，在開發中國家則較明顯。臺灣遷徙的性別選擇性並不明顯，男性與女

性的遷徙總量相當，女性遷徙率稍高於男性，但男性遷徙距離則大於女性（廖正

宏 1995；Liaw and Lin 2001）。性別選擇性可與婚姻狀況一併討論，一般狀況下，

單身者遷徙率高於已婚者，離婚、喪偶者比已婚者有較高的遷徙率，此外，育有

子女數與婚姻狀態的改變皆會影響遷徙率，自性別與婚姻狀況的互動面向，可看

出社會文化的影響力，如女性婚嫁後須隨夫而居，孕育子女將使女性退出勞動市

場（Greenwood 1985；Toney 1976）。社會文化對性別角色的期待將影響不同性

別的遷徙行為，性別的差別遷徙在兩個人生階段中較明顯：婚姻階段與退休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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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婚姻坡度使女性較男性早婚，女性因結婚而進行的遷徙將早於男性的生命階

段，女性在婚姻階段的遷徙率較男性為高，但過了婚齡後下降的幅度亦較大，顯

示女性因結婚而進行的遷徙較男性更集中在某一年齡區段。退休階段的性別差異

遷徙在於，女性多伴隨伴侶進行退休遷徙，當丈夫已屆退休年齡，伴隨丈夫一同

遷徙的妻子往往較年輕，使女性的退休遷徙潮將早於男性，女性退休遷徙高峰約

在 60 至 62 歲之間，男性則為 60 至 65 歲之間（Rogers 1988）。 

以人力資本的角度來看，教育反應個人資訊處理的能力與資訊的近用性，遷

徙具有教育的正向選擇性，多數實證研究發現皆支持遷徙的正向教育選擇。但教

育選擇性仍視遷徙類型而異，初級與連續遷徙皆為正向的教育選擇，回流遷徙則

為負向教育選擇。個人職業身分及職業身分所反應的社經地位，兩者與教育程度

直接相關，皆會影響遷徙行為，遷徙多半呈現職業與社經地位的正向選擇，Bogue

（1969）發現非技術工人在美國是最少遷移的。遷徙的職業正向選擇實為教育程

度與年齡交互作用的效果：教育程度越高、年齡越長、工作年資越高者，職業位

階越高。行業別亦存在差別遷徙，農業從業者受區域性資本的牽絆，較不易遷徙。

就業狀況同樣也會影響遷徙，在臺灣失業保險與社會福利制度未臻完備的情況

下，失業者因失業成本的壓力，易傾向以遷徙減輕其成本。研究發現，遷徙者有

較高的就業率與較低的失業率，比較遷徙與未遷徙的失業者可發現，失業者的流

動確實對有促進其再就業的效果（廖正宏 1995：134；林季平 2003：365）。 

兩地距離與遷徙呈負向關連，距離可反應出遷徙的成本（交通成本、取得資

訊的成本），距離對遷徙具有負面效果：距離越遠成本越高，遷徙意願越小；距

離同樣可反應出遷徙的干擾因素（intervening factors），距離越長干擾因素越多，

遷徙可能性也越小，遷徙距離的測度可實際測量其空間距離，亦可自來往兩地所

須時間來測量交通便利性。勞動市場的諸多變數亦會影響遷徙，諸多實證研究皆

已證實區域勞動市場的經濟指標，如所得水準、經濟規模、就業率與就業成長率

等，及非經濟因素如生活水準、社會與自然環境因素等，與大環境的景氣循環，

對遷徙皆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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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複遷徙之影響要素 

初級遷徙與連續遷徙多半因應個人資訊能力與勞動市場機制而進行遷徙，回

流遷徙除經濟因素外，尚包含於較複雜的社會文化與心理因素。Grant 與

Vanderkemp（1985, 1986）指出影響重複遷徙有諸多因素，或因先前遷徙不甚理

想或失望的結果，或為個人預定的計畫，或出於意料之外的情勢改變所致，在某

些狀況下亦可能是非自願的遷徙，如軍隊的調度、工程人員與公司短期契約的結

束、或犯人的移監。Lin 等人（1999）認為與工作相關的重複遷徙通常是因為兩

個原因：一是出於對先前遷徙結果的失望，此係失望假說的內涵；二是受他處較

好工作機會的吸引，係回應市場因素中有利因素而作的遷徙，此即反應假說

（responsiveness hypothesis）（Lin, Liaw and Tsay 1999）。初級遷徙的個人決策過

程相當單純，重複遷徙則相對複雜，重複遷徙的複雜係導因回流遷徙，連續遷徙

則相對單純，慣性假說（hypothesis of chronicity）、失望假說（hypothesis of 

disappointment）與區域性資本（location-specific capital）皆適用於解釋重複遷徙

的成因。 

（一）慣性假說 

Morrison（1971）發現美國五大都會區存在大量的重複遷徙者，於不同都會

區間流轉。Da Vanzo 提出（1981）慣性假說，認為遷徙係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的過程，過往的遷徙經驗可減低資訊成本（information costs），有經驗的

遷徙者再度遷徙的意願較高。過往遷徙經驗有助於降低後續遷徙的成本，初次遷

徙的成敗直接影響後續遷徙的決策：若滿意前次遷徙結果，會選擇停留或是再度

嘗試遷往他處尋找更好的機會，但若不滿意前次遷徙結果欲再度遷徙時，通常較

不願冒險移往其他不熟悉的地方，而是傾向回到原本熟悉的地方，且回流後對再

次遷離的念頭亦較猶豫（Da Vanzo and Morrison 1981）。透過此種自我選擇的過

程，回流遷徙與連續遷徙在動機、性格，與遷徙後經濟地位的變化，都有極大的

差異。那些慣性遷移的人，通常是較有能力負擔遷徙成本者，慣性遷徙者絕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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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連續遷徙者，頻繁地在地理空間流動。 

（二）失望假說 

失望假說認為重複遷徙係因先前遷徙的挫敗或不成功經驗所致。失望假說假

定個人在遷徙前盡可能收集資訊，以對目的地進行所得預估，預期將有淨收益者

才會遷徙，然而多數的遷徙決定是在資訊不完整的狀況下進行，意味遷徙可能有

高估預期收益的情況，遷徙後的實際報酬可能不如預期。如果遷徙前的預期是錯

誤的，個人將重新評估成本與收益的局勢，若再度遷徙較理想，便會再度進行遷

徙（Grant and Vanderkamp 1986），失望假說視重複遷徙為「即時的矯正行動」

（prompt corrective act），回流遷徙對失算的遷徙者而言是最具吸引力的行動方

案，遷徙受挫者因較熟悉原居地的區域資訊，從事回流流動的機率也較高（Da 

Vanzo and Morrison 1981）。 

重複遷徙導因於遷徙者對於不完整的目的地薪資資訊，在遷徙後實際薪資不

若預期薪資時，重複遷徙應運而生（Herzog and Schlottmann 1983），換言之，移

入地薪資資訊的品質係決定遷徙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薪資資訊質量可由遷徙距

離間接測度，遷徙距離越長，預期個人所收集的薪資資訊質量越差，此即為「資

訊效應（information effect）」的概念，距離越長，薪資資訊的質量越差，遷徙後

失望的可能性越高，回流遷徙的可能性也越高。資訊效應與遷徙成本息息相關，

因測度資訊效應的遷徙距離同時也可反應遷徙的成本（Yezer and Thurston 1976； 

DaVanzo and Morrison1981；Grant and Vanderkamp 1985）。 

（三）區域性資本 

Da Vanzo 等人（1981, 1982）除以失望假說解釋重複遷徙行為外，亦提出區

域性資本的概念。區域性資本指的是將個人繫縛在某個特定地區上的因素，如不

動產或是與工作相關的資產，如作農者的土地與服務業的客群，或對地方的知

識、親友網絡等，區域性資本具有不可移動、或是須花高額成本才能移動的特性。

區域性資本須耗費極多時間、心思與金錢才能建立，但隨著個人離開時間越長，

區域性資本將隨之貶值（Lin, Liaw, and Tsay 1999）：在個人決定遷徙前，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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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域性資本對個人產生拉力，使之不易遷離，但在遷徙後，原居地區域性資本

的效用則視遷徙者離開時間而定：隨著遷徙者在移入地停留時間越久，移出地的

區域性資本越趨貶值，離開時間越久，上一地點的區域性資本拉力越小，而移入

地區域性資本則與時俱增，再度對個人遷出產生拉力。 

回流遷徙的傾向與區域性資本兩者有正向關聯，與上一個居住地的居住時間

長度呈負向關聯。個人決定再次遷徙時，當其他條件不變，原居地的區域性資本

越多，越可能作回流遷徙，而離開原居地越久，區域性資本越趨貶值，故回流的

傾向越低。Da Vanzo 等人（1981）發現個人最容易在一年內作回流遷徙，隨著

時間過去，因區域性資本貶值，回流的傾向也將減弱，居住時間越短回流的傾向

越高，這是因為人們對原居地的資訊還能掌握，區域性資本仍保有其價值所致

（Da Vanzo and Morrison 1981）。 

綜上所述，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對不同類型遷徙者皆有影響，重複遷徙的影

響因素又較初級遷徙複雜，如慣性假說所謂，遷徙者因先前遷徙經驗的累積，使

之更有能力克服遷徙成本，失望假說自資訊觀點切入，認為遷徙前的資訊蒐集、

遷徙的距離皆會影響遷徙成敗，挫敗的遷徙造成失望與失落感，為修正上次錯誤

的遷徙決定，將進行重複遷徙，此時遷徙的方向（回流抑或連續）須視區域性資

本、個人人力資本、預算能力而定，在最小化成本的前提下，回流遷徙較為有利。 

第二節 遷徙理論學派 

廖正宏（1995）在《人口遷移》專書中曾回顧三類遷徙理論，分別為推拉理

論（push-pull theory）、引力理論（gravity theory）及人力資本理論與區域經濟機

會差異的經濟學觀點。不同學門著眼於各自感興趣的遷徙現象，並從專門領域援

引既有的理論體系提出遷徙的假設。經濟學多自勞動市場面向提出假設與理論命

題，社會學著重於遷徙所鑲嵌的社會結構與脈絡，各領域的遷徙假設或有相近之

處，但因關切的面向不同，故對遷徙成因、過程、結果與機制的觀察與解釋各異。

Massey 等人（1993, 1994）曾試圖整合遷徙相關理論，提出所謂整合性理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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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其對遷徙理論的分類，回顧新古典經濟學派（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遷徙新經濟學派（migration of new economy school）等微觀層次的理論

討論，與雙元勞動市場理論（dual labor market theory）、世界體系理論（world 

system）、流動轉型理論（mobility transition theory）等鉅觀層次理論，及社會網

絡理論（social network theory）、制度理論（institutional theory）等中層理論。 

一、新古典經濟學派 

新古典經濟學派係自個人的微觀層面解釋遷徙，認為個人理性計算成本效益

後進行流動。傳統新古典經濟學派包含薪資差異理論（wage differential theory）、

人力資本理論（human capital theory）、工作搜尋理論（job search theory）、期望

所得理論（excepted income theory），視遷徙為個人基於成本效益考量，最大化其

預期所得的結果。根據新古典經濟學理論，勞工會從低薪資地區往高薪資地區移

動，而資本則作反方向的移動，遷徙使移入地的薪資下降、移出地的薪資上升，

直到兩地薪資接近為止，最後兩地呈現的薪資差距幾近於遷徙的成本，當兩地薪

資差距不存在或小於遷徙成本時，遷徙便會停止。 

（一）薪資差異理論 

薪資差異理論由 Hicks（1932）提出，認為區域間的薪資差異導因於勞動市

場的供需不均。兩地薪資差異將會形成勞工流動，由薪資低地區往薪資高地區流

動，經由勞工流動，兩地薪資差距將會縮減，逐漸呈現平衡狀態。但兩地薪資不

可能達到完全均等的狀態，若薪資差異小於或等於遷徙成本時，勞工便不會遷

徙。該理論假設其他條件不變時，工資差異引致的勞工流動，將可調節勞動市場

的供需，且可縮小區域間薪資差異。此理論無法解釋遷徙反流（counter stream）

與回流遷徙者的遷徙動機，也無法說明何以開發中國家城市中就業市場已呈飽

和，在明知無工作機會存在的狀況下，仍有大量人口從鄉村遷往城市。從新古典

經濟學派的理論觀點，預期實際薪資與預期薪資的差距不存在時，遷徙便不會發

生，兩地薪資差距消除時，遷徙也不會存在。事實上，即使兩地薪資差距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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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依然有遷徙行為出現，直接挑戰了薪資差距理論的觀點（Massey et al. 1993）。 

（二）預期所得理論 

預期所得理論由 Todaro（1969）提出，用以解釋開發中國家大規模的城鄉遷

徙，該理論假設遷徙肇始於城鄉間預期所得的差距，而非實際所得。個人評估在

城市與鄉村中可得到的工作機會，選擇可極大化終生報酬的地方進行遷徙，遷徙

的動機導因於相對薪資差距，而非絕對薪資差距。該理論視遷徙為一種風險行

為，移入高失業率的地區不但是可能的，同時也是理性計算的後果（Todaro 

1969），在開發中國家常見城市的高失業率，亦是遷徙人口移入後的結果。此理

論認為若欲減少開發中國家此種大規模的城鄉遷徙，應著眼於減少城鄉所得差

距，如增加鄉村的生產水準、發展國民教育，及建設落後地區的交通等基礎建設。 

然而預期薪資理論忽略的是，個人對薪資的預期將視個人人力資本而定，且

人力資本亦會影響個人在遷徙目的地的就業機率與報酬率，同時影響在原居地的

薪資與就業機率。一個重要議題於焉產生：人力資本究竟在家鄉還是在外地管

用？事實上，跨國遷徙往往牽涉語言、文化、經濟體系的改變，家鄉所累積的人

力資本可能無法完整地移轉到海外，於是多數的跨國遷徙在際遇與工作經驗上呈

現負向的選擇。Massey 等人（1993）研究從墨西哥移民至美國的遷徙個案，發

現對一個居住在鄉村地區的墨西哥人而言，高教育程度者在墨西哥都市地區的經

濟報酬遠高於美國都會區，選擇非法入境美國的墨西哥遷徙者，將與那些完全沒

受過教育的人一般，賺取最低薪資。兩者相權，提高了墨西哥的城鄉遷徙率，降

低其跨國遷徙的可能。此種負向選擇的模式並非普遍的假設，人力資本對薪資的

影響，須視技術或能力的可移轉性而定，亦受一國社會、經濟與歷史背景所影響

（Massey et al. 1993）。 

（三）人力資本理論與工作搜尋理論 

人力資本理論視遷徙為個人對未來的投資，係個人經成本效益計算

（cost-benefit calculation）所做的決定。遷徙的成本有很多，包含運輸旅行的成

本、換工作所承擔的機會成本、找尋工作的成本、資訊成本及其他非金錢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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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理成本），遷徙的報酬可分為金錢報酬與非金錢報酬，前者如所得的提高，

後者如生活環境與品質的提升等。在衡量收益時係以長期的終生報酬（lifetime 

return）為準，若終生報酬為正，遷徙才可能發生。人力資本理論較薪資差異理

論更能解釋遷徙行為，此理論說明了遷徙具有選擇性，選擇年紀輕、教育程度高

者：年紀輕者可享受的超額報酬時間較長，教育程度較高者，因薪資調幅與上升

級距較大，超額報酬總量也較多。 

若忽略移出地或移出國的歷史脈絡，人力資本的概念只是空泛的，唯有掌握

個人所處的社會歷史脈絡後，才能釐清人力資本所能發揮的功能。Massey 等人

（1993）認為，人力資本與遷徙間並不存在清楚的關係，人力資本透過實際薪資

與預期薪資對遷徙產生影響；此外，人力資本理論亦無法解釋重複遷徙的行為，

且該理論「遷徙決策恆為正確」的假設，現實生活中因資訊的不對稱與不完全，

遷徙決策不可能完全正確，成本效益的計算也不可能達到完美，Yezer 與 Thurston

（1976）以工作搜尋理論來修正人力資本理論。 

人力資本論認為每個移動者都是在獲得充份訊息下而做出移動的決定，但真

實生活情況中，每個人所獲得的資訊既不相同也不充份，因此會有重複移動的情

況產生。個人依據保留薪資（reserved wage）來決定是否需要遷徙，保留薪資係

個人設定可接受的底線，參酌遷徙後的實際薪資（real wage），再設定最低可接

受薪資（minimum wage），保留薪資加上可接受的薪資落差，便是個體最低可接

受薪資，最低可接受薪資亦是衡量遷徙成敗的判準（Yezer and Thurston 1976）。 

事實上，在資訊不充份、搜尋資訊需要成本等現實情況下，個人心中所設定

的薪資水準與個人特質有關，悲觀者會因為低估目的地的薪資而有較低的目標薪

資水準；相反的，樂觀者會高估目的地的薪資而有較高的目標薪資水準，故樂觀

者比悲觀者更傾向於作勞工流動。自資訊搜尋的角度來看，保留薪資與資訊搜尋

的程度有關，為確保遷徙能有較高的邊際效益，並減少錯誤遷徙決策的機率，個

人在遷徙前便盡可能搜尋目的地的薪資資訊，若遷徙後的實際薪資所得大於個人

最低可接受薪資，遷徙便算成功，若實際工資遠低於目標薪資，遷徙便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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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傾向於採取重複遷徙修正之。 

二、新經濟學派 

新經濟學派自鉅觀層面解釋遷徙，認為遷徙非個人的決定，而是由家戶所決

定，且與家戶在當地社群的所得分配位置有關。不同於新古典經濟學派，遷徙的

新經濟學派將焦點放在家戶而非個人，視家戶為遷徙的決策單位，新經濟學派的

研究單位是集體而非個人，家庭、家戶及其他文化定義的生產與消費單位都可作

為其單位。另一有別於新古典經濟的假設在於，新經濟學派假定遷徙非僅個人自

利的經濟理性，而是一種互惠與自願性的行為，遷徙人選由家戶所決定，遷徙後

的匯款行為則為自願性的利他行為（altruism），遷徙者的匯款仍隱有自利

（self-interest）動機，如有朝一日可繼承家產，藉之維繫母國的社會連帶與社會

關係。遷徙者所賺取的工資在物價較高的移入國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不如在物

價較低的母國來得有效益，而家戶成員的海外匯款則提供家戶投資的資金，以改

善家戶經濟（Stark and Bloom 1985）。 

在遷徙動機上，新經濟學派認為遷徙係受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

所驅動，相對剝奪感會使家戶與個人產生不滿，並促使家戶採取行動以減低此種

不滿。相對剝奪感與家戶的參考團體（reference group）有關，相對剝奪感源於

人際間的所得比較，若處於同質團體中較不會產生剝奪感（Stark and Taylor 1989, 

1991）。遷徙的新經濟學派從更大的社群網絡來檢視遷徙：依所得將家戶在當地

社群中作位階排序，相對剝奪理論預期當比自身家戶所得高的家戶越多，家戶送

出成員進行海外遷徙的意願越高，與參考群體的所得差距越大，也越容易進行海

外遷徙。然則，並非所有的被剝奪者都會進行遷徙，遷徙須擔負極大成本，所得

分配中最低階的家戶即使產生被剝奪感，亦無力負擔遷徙，唯經濟所得較高的家

戶才可能作遷徙。 

該學派認為遷徙是對所得風險與市場多元性失靈時的回應。在本國市場缺乏

或失靈的狀況下，遷徙作為家戶避險手段（risk avoidance），以分散家戶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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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故在選擇遷徙成員時，須從家戶集體的最大利益來考量。集合家戶力量來

分擔昂貴的遷徙成本，家戶從投資的角度來挑選可回饋最大利益的成員進行遷

徙，遷徙成員即為家戶在海外購買的保險，以匯款（remittance）的方式提供報

酬，此乃家戶內隱的契約保險（Stark and Taylor 1989, 1991；Stark and Yizhaki 

1988）。藉由遷徙者的匯款，除可改善家戶經濟條件外，亦可提高移出國所得水

準，對社會整體有正面效益。當有能力負擔遷徙的家戶增加，遷徙總量亦會隨之

增加，該理論預期，長久經此效應，終將使移出國的平均所得大幅成長，相對剝

奪感亦會消退，遷徙總量亦趨和緩，最終不會有遷徙人口。Stark 與 Taylor 研究

墨西哥鄉村家戶的遷徙行為，發現相對所得比絕對所得更能解釋跨國勞工流動

（Stark and Taylor 1989）。 

有別於新古典經濟學派，新經濟學派並不認為薪資差距乃遷徙的必要因素，

即使在薪資差距不存在的狀況下，家戶也可能以多國的跨國遷徙來分散風險，只

要國內其他市場依然不穩定，即使薪資差距或低就業率不存在，基於風險分散理

由，個體也可能進行遷徙，因新經濟學派不僅從勞動市場來考量遷徙，同時也考

慮資金或保險市場失靈的狀況。另外，跨國遷徙與本地就業與生產狀況，並非相

互排除的因素，兩者相輔相成：家戶在跨國遷徙與本地生產活動上都很活躍，本

地生產的獲益可提高家戶跨國遷徙的投資，跨國遷徙亦是克服本地經濟生產時資

金與風險的投資工具，故移出國的經濟發展並不必然會減低國內人民對跨國遷徙

的追求。 

是故，政府若欲調控遷徙率，可透過政策影響勞動市場，並建立保險市場、

資本市場與未來市場的方式進行，政府的保險計畫（特別是失業保險）可有效地

影響人民進行跨國遷徙的意向。事實上，當政府政策提高國內平均所得時，若相

對貧窮的家戶並不能利益均霑，遷徙率反而會提升；反之，若政府政策使相對富

裕的家戶未能提升其所得，則遷徙率會下降。單純提升當地所得並不會減緩遷

徙，政府唯有透過賦稅、保險及福利制度進行財富重分配，健全國內保險與資本

市場，降低家戶的相對剝奪感，才能減少跨國遷徙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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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元勞動市場理論 

以上兩個學派係自勞力供給面分析遷徙，雙元勞動市場理論傾向於以勞力需

求面來解釋遷徙的成因，認為遷徙是受已開發國家中分隔化勞動市場的勞動需求

所驅動。雙元勞動市場理論，又稱區隔勞動市場理論（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是自需求驅動的觀點來解釋遷徙。Piore（1975, 1979）認為跨國遷徙應

由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結構變遷來解釋，由於已開發國家社會經濟結構轉變，資本

主義內在的趨力導致勞動市場分歧，創造出高薪、穩定的職務、多種福利、良好

工作環境的初級部門（primary sector），與低薪、不穩定、有限福利、不愉快或

惡劣工作環境的次級部門（secondary sector），勞動市場的截然區隔，造成勞工

進入次級部門工作的意願極低，次級部門的勞動力短缺，使雇主須招募移工以滿

足國內次級部門的勞動需求。 

該理論不討論輸出國的推力，而著重於接收國的拉力，認為遷徙係受接收國

社會結構所引發。由於教育年限的延長、生育率下降等人口變遷過程，使已開發

國家之勞力供給不足，而國內產業升級的過程，產業逐漸雙元化，受社會及文化

因素影響，使本國勞動力不願從事三低產業；於此同時，國家機器的干預亦增加

企業生產的成本，故國內次級部門大量缺工，企業主面對國內工資上漲壓力、政

府面臨企業及資金出走壓力，引進海外勞動力以滿足國內勞動市場需求。 

雙元勞動市場並不與新古典經濟學衝突，但理論推論卻與個人決定的新古典

經濟模型相反。該理論認為跨國遷徙基本上是由已開發國家的需求面所驅動，已

開發國家的招募勞工，或政府基於利益考量所進行的招募行動，跨國遷徙僅是對

經濟結構性需求的回應，遷徙非因薪資差異所引發，國際薪資差距亦非跨國遷徙

必要與充分的條件。薪資差距理論預期，經過勞動市場的供需機制，可拉近區域

間的薪資差距，但雙元勞動市場理論對此有不同解釋。海外移工所進入的低薪資

產業，由於受社會與制度化機制的影響而抑制其薪資上升，接收國薪資水準非由

因自由市場供給與需求面的機制所決定，理論預期次級部門薪資將往下調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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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低薪工作都被移民所補充時，薪資比率的波動便不再與勞動市場的供需有

關，接收國次級部門依舊無法吸引本地勞工，當移工大量進入次級部門，次級部

門的薪資將會持續降低，外籍移工與本地勞工的薪資差距也會變得更大。 

該理論認為，政府不可能透過對薪資或就業的政策去影響跨國遷徙，因跨國

遷徙係對現代、後工業經濟分化的勞動結構之回應，唯有經濟體系的巨變才有可

能改變這種結構性需求。雙元勞動市場理論闡述的是工業化國家中分歧的就業結

構，與經濟組織的雙元模式，但這種分隔化的市場在實證上卻很難被證實（Tolbert, 

Horan, and Beck 1980）。將市場分為初級與次級部門是極武斷的，導致實證測量

上的不穩定（Tolbert et al. 1980；Horan, Tolbert, and Beck 1981）。是故，與其去

證實勞動市場確實存在著這樣的結構，更有效的方法是聚焦於此理論所預測的跨

國遷徙模式，如從接收國與送出國的勞動市場變項來預測跨國遷徙。Massey 等

人（1993）發現接收國較送出國的勞動市場變項更具解釋力，以土耳其與德國的

跨國遷徙為例，德國的勞動市場因素會比土耳其更能預測跨國遷徙的發生

（Massey et al. 1993）。 

四、世界體系理論 

Wallerstein（1974）提出世界體系理論（world system theory）的框架，學者

將之應用於遷徙研究，不僅自單一國家的勞動市場來看遷徙，更將遷徙連結至世

界體系的結構觀點。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蓬勃擴展，跨國遷徙亦是不可避免的產

物，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經濟全球化，物質、資金與意識型態於全球層次上串

連，跨國遷徙通常與經濟貿易的發展同步（Wallerstein 1974）。 

世界體系理論將跨國遷徙的起源連結至某些國家經濟的勞動市場的分歧，同

時也將跨國遷徙連結進更大的世界市場結構中。世界市場的結構自十六世紀發展

迄今，在此體系下，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對邊陲、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滲透，造成一

群遷徙到海外的人口。跨國的勞工流動通常伴隨著反向的資金流動，根據 Sassen

等人的研究，跨國遷徙通常是受到開發中國家外資的影響，及這些外資在母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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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的分裂所致，因此，可觀察到外資流向邊陲國家，邊陲國家勞工流至核心國

家的現象（Sassen 1988, 1991）。 

為追求更高的利潤與更多的財富，企業主或資本家進入世界經濟體中較邊陲

的貧窮國家，以尋求土地、原料、勞工與新的消費市場。在過去，這些市場的滲

透是透過殖民政體所支持的，剝削貧窮地區以圖利殖民母國。在今日，則是以新

殖民政府（neocolonial governments）與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firms）的方式進

行，資本家藉由參與世界經濟與提供該國資源的方式，使國家菁英份子得以永續

存在。透過資本累積的過程，核心國家的經濟更加發展，且得以利用全球資源。

在過去，歐洲國家欲進入他國市場、取得他國資源，須以殖民政權的方式進行，

而在全球化的年代，核心國家可透過外交、軍事的方式保障國際體系的完整，以

保護他們在海外的投資，確保可以持續近用他國的資源，並藉由政治同盟、維持

親近資本主義政權的方式運作（Massey et al.1994）。 

綜上所述，遷徙係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不可避免的產物，當資本主義從西

歐、北美、大洋洲、日本與其他世界市場經濟中的核心區域向外擴展，邊陲地區

的土地、原料與勞工便受到世界市場的影響與控制，遷徙潮流必然會發生。資本

主義藉由市場機制滲透進開發中國家及前共產國家，造成非資本主義的社會與經

濟體的崩解與轉型，在市場滲透的歷程中造成許多勞動人口被取代，而這些被釋

放出來的勞動力便可進行境內或跨國的遷徙（Massey et al.1994）。 

資本主義的擴張亦促成全球都市（global city）的出現，全球都市掌握外資

的流通，生產過程因此更加去集中化與擴散：勞力密集產業會集中在低薪資地

區，而資金密集產業則集中在高薪資區域。在國際經濟體的結構脈絡下，移民因

勞動需求而被吸往全球都市，運輸與傳播的媒介使得全球都市得以與其他區域產

生連結，並連結至海外的市場；蓬勃的媒體產業不僅超越疆界地傳播、滲透文化，

也使遷徙變得更容易，移入國族群媒體的出現更降低遷徙的心理成本與文化障礙

（Stalker 2000:117-8），而資本主義文化產品的滲透與社會價值也從核心傳播到

邊陲，經濟全球化創造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流動勞工，同時將這些勞工連結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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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城市的勞動市場（Sassen 1988, 1991）。跨國遷徙與全球市場政經組織的擴展是

同步發生的，勞工的跨國遷徙，與物品、資金跨國流動呈反方向的流動，資本投

資激發邊陲國家的人口遷徙，開發中國家的跨國遷徙往往受外資所影響，外資流

向邊陲國家，勞工則自邊陲國家流出至核心國家；於此同時，邊陲國家與核心國

家的文化、物質卻更緊密連結，成為多國遷徙。跨國遷徙不一定使遷徙者遠離其

母國社群或稀釋其認同意識，Castles（2002）觀察到不同形式的跨國遷徙將面臨

不一樣的調適過程，對於永久性的移民型遷徙者而言，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融入

當地社會，但對於僅因工作因素進行短期停留的跨國勞動者，如何保持母國社群

的聯繫與網絡才是最重要的，且藉著通訊科技的發展，遷徙者不僅可以取得多國

的公民身分，甚至可同時發展多國與多地的認同意識，並發展出多國社群的形式。 

既然跨國遷徙係因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所導致，政府若要影響跨國遷徙率則須

藉由管控企業的海外投資與資金、物品的跨國流動。然而，政府唯恐引起跨國貿

易的抵抗與經濟衰退的風險，故難強制管控企業與資金，對抗跨國公司更是難以

實行，因為跨國公司通常擁有政治上的實質權力，甚至有權力影響、凍結政府權

力。當國家政府以政治與軍事力量介入，去保護與支持外資的進入、支持全球市

場的擴張，如果投資失敗時，便會產生逃向特定核心國家的政治避難行動，此亦

形成另一種跨國遷徙的形式（Richmond 1988；Abu-Lughod 1988）。與新古典經

濟學的觀點相反，世界體系理論認為跨國遷徙對縮小國與國之間的薪資、就業差

異的幫助不大，跨國遷徙如同全球化浪潮一般勢不可擋。 

五、網絡理論 

遷徙網絡是原居地與目的地、遷徙者與非遷徙者的親屬、朋友或社群關係的

連結，網絡可降低遷徙風險與成本，增加遷徙的可能性，網絡亦為社會資本的另

一形式，擁有越多此類資本者可接近的就業機會也越多（Granovetter 1995:137）。

當遷徙者達到一定數量後，網絡的擴張可減低遷徙的成本與風險，遷徙率增加意

味著更多的遷徙者，與更形擴張的社會網絡。最先遷徙的人並沒有社會連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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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tie）可以依附，此時遷徙成本較高，但第一批的遷徙者到達後，後續親

友遷徙的成本隨之降低。一旦與原居地的網絡數量達到一定門檻，遷徙便會自我

存續，遷徙本身創造出一個支撐自身的社會結構。Massey 等人（1993）觀察個

人與家戶進行跨國遷徙的選擇過程，發現並非某個時點的遷徙行動便可改變所處

社會的脈絡，遷徙者所處的社會脈絡係隨時間改變，遷徙成為一種自我支持的擴

散歷程（self-sustaining diffusion process）：一旦遷徙開始進行，與原居地的社會

網絡便會不斷擴張，直到原居地任何想要遷徙的人都可毫無困難的進行遷徙，而

後遷徙才會慢慢減少（Portes 1995:8）。 

網絡對跨國遷徙的重要性遠勝於境內遷徙，跨國遷徙的障礙較多且成本與風

險俱高，遷徙的障礙越大，網絡連帶便越重要，Massey 等人（1993）觀察到網

絡聯繫可系統性地預測遷徙傾向，且對跨國遷徙的解釋力較境內遷徙為高。而當

遷徙網絡發展得越完善，透過社群蒐集到的就業市場與薪資資訊將越可靠，因

之，網絡的成長除降低成本外，亦可減低遷徙風險。跨國遷徙隨著網絡的建立與

擴張而變得制度化，一旦遷徙開始，政府將會更難控制，因網絡的建立本就在政

府政策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外。一旦個人進行跨國遷徙，便有可能再度作遷徙，隨

著每次遷徙的經驗增加，做過跨國遷徙的人，作多國遷徙（transnational migration）

的可能性，會比那些從未遷徙的人更高（Piore1979；Taylor 1986）。網絡連帶的

效應在社群中更為明顯，來自遷徙相當普遍社群的人們可累積較多的海外知識，

相較來自罕有跨國遷徙社群者，更易作跨國遷徙。然而，隨著網絡擴張，成本與

風險下降，遷徙的社經形式選擇性變得較低，且成為移出地社會的重現，當社會

連帶與跨國遷徙經驗的數量與時俱增，遷徙可能會變得較無選擇性，不管屬於哪

個社會階層的人都可能進行遷徙（Massey et al. 1993）。 

六、制度理論 

制度理論較適用於跨國遷徙的分析，因跨國遷徙的障礙較大，於是出現諸多

合法與不合法的機制幫助個人進行跨國遷徙，非官方的制度與志願性組織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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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受限於移民法規卻仍想遷徙到富裕國家的人。這種不平衡的狀態導致許多

有利可圖的利基出現，遷徙的「黑市」隨之興起，也由於遷徙的地下市場充滿剝

削與欺騙，已開發國家中志願性人權組織因應而生，要求改善對合法與非法移民

者的對待（Massey et al. 1993；Poters 1995: 20）。 

營利組織與非官方企業單位提供地下的付費服務，如跨越邊境的偷渡、偽造

文書、安排雇主與非法勞工的聘僱、假結婚、寄宿借貸等等，人權團體則提供諮

詢、社會服務、庇護、取得合法身分文件的法律建議，甚至有獨立的移民法律執

行權。隨著時間過去，個人、公司與組織成為移民們獲取海外勞動資訊的穩定來

源。移民管道有合法與非法之分，遷徙制度化程度越高，跨國遷徙越多，當遷徙

進入制度化階段，政府亦難介入控管，因為不論移民政策如何管制，仍舊存在移

民地下市場的運作，且政策規定得越嚴格，地下市場與非正式管道便越蓬勃

（Portes 1995:25-32）。 

移民在移入國自成一自給自足的體系，成立家族企業或建立某特定企業集

團，提供後來的移民者工作機會，以低廉的勞力進行發展，具體的例證便是移民

族群聚落（immigrant enclave）的形成。移民聚落可提供後來的新移民暫時的棲

身處所，亦往往發展出某些經濟活動，甚至可壟斷區域市場，如美國的韓裔移民

成立的洗衣連鎖王國、義大利人的地下錢莊等，皆是由移民族群所主導的經濟體

（Porters and Sassen 1987；Stepick 1989）。若新移民本身擁有較高的人力資本，

待其於族群聚落中學習移入國文化與語言，累積足夠的文化資本後，便可進入移

入國主流市場，競逐更好的社會位置。族群聚落同時也提供就業機會給那些教育

與文化資本較低的移民，即使新移民無法克服文化與語言障礙，亦可在族群聚落

中生存。當遷徙量越大、移入時間越長，族群聚落將自成一自給自足的市場體系，

主流社會與遷徙者母國文化相似性越低、語言及價值體系歧異越大，移民聚落的

重要性越大（Wilson and Portes 1980；Portes and Stepick 1985；Portes 1995: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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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流動轉型理論 

Zelinsky 的流動轉型理論（the hypothesis of mobility transition）為整合型理

論，Zelinsky（1971）自演化觀點提出的流動轉型假設，解釋人口轉型與空間流

動間的關連，指出遷徙與社會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程度並進，且呈演化性的發

展。該理論假設在社會經歷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口的遷徙亦呈某種固定模式，從

有限空間、緩慢的流動，轉變成快速、跨越空間的流動，在各轉型階段，遷徙的

動機、距離、頻繁性與遷移者的類型亦不同，遷徙的發展模式，在空間上呈現從

中心成長區向外圍擴展的模式。 

流動轉型可分為五個階段：工業化以前的傳統社會（the premodern traditional 

society）、早期轉型社會（the early transitional society）、晚期轉型社會（the late 

transitional society）、先進社會（the advanced society）與未來超先進社會（the future 

superadvanced society）。在傳統社會中，以農村生產為其經濟主力，此時的人口

呈高出生率與高死亡率，人口遷徙很少發生；在早期轉型社會中，死亡率逐漸下

降，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業經濟逐漸衰退，城鄉遷徙人口日多，自農村移往都

市；在晚期轉型社會，出生率亦下降，人口自然增加率下降，工業化促成的高度

都市化與現代化，由於都市化與區域發展不均，促成大量的城鄉遷徙，且亦有大

批人口於城鄉間來回移動；先進社會已屬現代化程度極高的社會，出生率與死亡

率極低，人口自然增加幾近停滯，此時人口增加有賴社會增加，跨國移民日多，

且城鄉間遷徙亦多出於非經濟動機；在流動轉型的最後階段，未來超先進社會進

入後工業化時代，人口自然增加率係可控制的，人口的流動更為自由，不論是境

內或跨境的移動皆為常態。 

八、遷徙理論於原住民族研究之適用性 

各遷徙理論有其適用的遷徙範疇，如新古典經濟學多適用於境內遷徙的研

究，而遷徙新經濟理論則適用於跨境遷徙的分析。多數研究在區分境內遷徙與跨

境遷徙時，係以遷徙區域作判別。事實上，跨境與境內遷徙並非單純以國境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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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重要的是遷徙的阻礙程度與社會文化的差異。某些遷徙雖在同一國境內移動，

但其遷徙特質卻與跨境遷徙相同，如美屬波多黎各與美國本土間，雖隸屬同樣的

國境，但仍有其遷徙上的障礙；10某些遷徙雖為跨國界的移動，但在遷徙特質卻

與境內遷徙相似，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遷徙者，移動範圍橫跨兩國疆界，但在

語言、文化上等實質意義卻與境內遷徙相似。  

從遷徙範疇來看，原住民族於臺灣社會之流動，究竟應置放於境內遷徙，抑

或是跨境遷徙的脈絡中來詮釋？若以地理疆域來看，原住民族自原鄉流動至都會

地帶，其動機與流向皆是城鄉遷徙的特質。但自遷徙的文化與語言及衍生的心理

障礙來看，原住民族離開原鄉到都會區，所經歷的文化衝擊與生活適應，又與一

般跨國移民的經歷類同。在 1960 至 70 年代，擴張中的都市與新興工業所帶來的

大量工作機會，使臺灣社會經歷大規模城鄉遷徙，大量原住民族自原鄉外流，當

時原漢間仍存在著語言與文化上的溝通障礙；山地鄉基礎建設尚未普及，平地與

山地間往來不便，原住民族若欲離開山地原鄉，其成本與交通障礙實與出國無

異。隨著交通運輸的改善、教育與傳播媒體的普及，族群互動日漸頻繁，今日原

住民族自原鄉流動到都會地帶所面臨的文化隔閡或許已不如早年須跨越極大鴻

溝，但在本質上，原住民族在移入地社會與漢人的族群距離，及其在都會地帶所

形成的某些族裔團體群聚現象、仰賴族裔團體所能帶來的庇護與資源，仍與跨國

遷徙的移民面臨相似的處境。誠然，原住民族具公民身分，且在遷徙上並未受法

令限制，在形式上屬境內遷徙，但在心理與文化適應層面上，則與跨國遷徙者所

面臨的某些境遇相似，故在研究原住民族的遷徙行為時，境內遷徙與跨國遷徙的

理論取徑皆可交互為用。 

此外，不同遷徙類型者在各遷徙理論與命題上的適用性，須進行更多實徵研

究才能檢證，如以「慣性假說」、「失望假說」解釋原住民族的回流現象。固可成

                                                 
10 波多黎各既非美國的一州也非美國屬地，而是聯邦內一個獨特的政治實體，聯邦的法律不適

用於波多黎各，但波多黎各人民保有美國公民權，並有權決定其對外事務，而自 1984 年波多

黎各計畫法案（Purto Rican Planning Board 1984）通過後，美國對波多黎各移民的管控日嚴，

雙方關係儼然成為國與國之間的政體，而波多黎各的美國公民權在人民的移動自由上，亦是有

所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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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但原住民族在原鄉是否擁有土地，「區域性資本」概念對擁有保留地的山地

原住民族似乎較平地原住民族更為重要，且當原鄉人口外移越來越普遍，家鄉親

族等社會網絡所形成的區域性資本拉力亦將減弱。前述的七類遷徙理論可自其理

論層級與遷徙範疇，檢視其運用在原住民族的適用性。以理論層級來看，世界體

系理論及流動轉型理論的理論層級最高，流動轉型理論則架構了遷徙的時空脈

絡，包含社會變遷、人口轉型與區域發展等不同體系的演化，皆為關注體系與結

構的鉅觀理論；新經濟學派自家戶與市場的概念討論個人行為，雙元勞動市場理

論則自勞動市場的分工與區隔來看體制對個人的影響，網絡與制度化理論則結合

個人、社會與社群概念，屬中層理論；新古典經濟學諸理論著重於自由市場中的

利己理性行動，屬個人的微觀理論。原住民族的遷徙與流動現象，事實上亦是貫

穿三種不同理論層級且彼此涵蓋的。 

新古典經濟學的諸理論，係以經濟、自利的觀點來探討遷徙行為。原住民族

的遷徙最初與本質上皆是經濟考量的，亦有部分因政策因素所導致的遷徙（如因

土地利用與國土管理所導致的集體被迫遷村事件），部分為追求良好生活或升學

環境者（如居住與就學、就醫因素的遷徙），及部分非出於個人自利原則的遷徙

行為（如早期原住民族少女或被賣或誘騙到平地從事特種行業）。但基本上遷徙

行為或多或少都隱有經濟導向的理由，如就業考量或追求較高工資等；經濟性自

利動機亦僅是原住民族流動的諸多原因之一，尚有更多社會文化因素的考量。 

網絡與制度化理論承載了遷徙的文化與社會蘊含，社會網絡與社群氛圍、衍

生組織與制度，皆是遷徙社群文化的體現。在研究者田野調查經驗中可發現，社

會網絡係原住民族取得資源的重要管道，研究指出原住民族不僅在居住上群聚，

在工作上亦然，原住民族的社會網絡以族群內較為密切，「熟人」係原住民族尋

職時的主要管道（黃毅志 2001a：85；朱柔若 2001：105；張清富 2001：224）。

在探訪原鄉部落時發現，親族間確實存在鏈鎖性遷移的現象，以區域為單位的同

鄉會（同鄉鎮或同村里的同鄉會組織）及互助合作社等在尋職與就業時，係重要

的制度性組織。都市原住民族的族群群聚可提供後來者庇護與工作機會，且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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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都會區原住民族相互出席彼此傳統祭典與文化活動等，及原住民族移居地社群

所能提供的庇護、支援與資源（傅仰止 1992、2001：323-328），都是遷徙現象

中社會網絡與族群文化底蘊的具現。 

新經濟學派雖自經濟學觀點來檢視遷徙行為，但該學派的重要觀點「相對剝

奪感」亦隱有社會文化心理的成分。過往研究指出，原鄉社群看到從外出打拼者

光榮還鄉的風光，催化原本在家鄉的人對出外打拼的憧憬（傅仰止 2001：6-7），

「為求溫飽」的生存動機，與「光耀門楣」的社會地位概念，兩者並不相悖。 

流動轉型理論的重要性在於揭櫫空間別的遷徙與人口轉型、現代化、經濟發

展間的關連密切。熊瑞梅（1987）曾應用 Zelinsky 的概念以檢視臺灣的人口發展

與社會發展及遷徙間的聯繫，發現臺灣人口轉型較流動轉型為早且更持久，兩者

並不若 Zelinsky 所謂的同時併進。但臺灣的經濟地位與現代化發展進程確實與轉

型假設部分符節，轉型假設並不完全適宜臺灣社會的解析。此外，原住民族的城

鄉遷徙稍晚於一般民眾的城鄉流動（傅仰止 2001：3），若以流動轉型理論的預

期來看，原住民族遷徙類型的演化尚未達成最終階段。然則，並不宜僅從此理論

檢視原住民族的遷徙行為，以線性演化觀點來看，原住民族遷徙特徵的轉變，較

臺灣一般民眾為晚，將原住民族置放在大社會與一般民眾作比較時，援引理論的

意義方能彰顯。 

以世界體系理論的全球市場與全球分工觀點來看，核心與邊陲的分工觀念，

權力與資金朝核心流動，而位處邊陲位置者在此過程中越趨邊緣化。以世界體系

理論與雙元勞動市場理論來觀察臺灣原住民族的流動，可凸顯出境內流動與跨境

流動間的緊密關連。臺灣在全球勞動市場中的位置將影響國內勞工的流動，外籍

勞工的跨國流動勢將影響同質本地勞工的境內遷徙，外勞進入的正是原住民族普

遍集中的產業，使原住民族勞動族群的工作機會銳減（朱柔若 2001：99-101；

張清富 2001：219-220）。失業與再就業原住民族的勞工流動，事實上係受外勞

的跨國遷徙影響；而以發展的角度來看，臺灣產業轉型與外移，及亞太地區區域

經濟不同階段的發展，亦將影響臺灣境內人口分布，而臺灣產業的全球佈局，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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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帶動跨境流動。是故，原住民族的看似單純的境內遷徙，亦可置放在臺灣

整體人口遷徙的框架下來理解。 

諸遷徙理論通常已先假定遷徙的因果機制，個體可能出於成本利潤的計算，

家戶多元地配置戶內勞動力，而遷徙是在一個結構性的社經脈絡中被決定的（不

管是國內或國際層次上）。Massey 等人（1993）認為不論是忽略結構限制，強調

個體決策重要性的原子化理論，或是僅強調家戶行動與社經發展脈絡的結構化理

論，都僅處理遷徙的部分面向，應摒棄此種排除式的狹隘理論觀點，改採更寬廣

的命題與因果歷程來觀察遷徙，才能同時處理多元層次，故提出一個涵括性的理

論架構，稱之為累積因果理論（cumulative causation）。 

其基本概念為：遷徙本質上便會促生更多的遷徙。因個人或家戶的遷徙決定

會受到所處的社經脈絡所影響，而這些社經情境是由遷徙者所造成的，遷徙行動

一旦出現，便會影響社會情境，社會情境又會影響後續的遷徙決定。由於個人或

家戶所做的遷徙決定會影響所處的社會經濟結構，而社群又會影響其他個人或家

戶的遷徙決定，故隨著時間增加，社群中每增加一個遷徙行動，將會累積更多的

遷徙因果。Massey 自承此理論仍須大量資料以作檢驗，遷徙是否在總體與結構

層面上皆產生所謂的累積因果，須使用跨部門的總體資料分析，理想狀況下，這

個理論可檢驗多層次的長期追蹤資料。 

累積因果理論仍在發展階段，且有許多關於個體與社群結構間互動與反饋的

關連性尚未釐清。Massey 指出在現行涇渭分明遷徙研究中，仍存在一個涵蓋微

觀與鉅觀的研究取徑，此理論觀點雖未經嚴格的實證檢驗，但點出一個重要的議

題，即遷徙的因果並非線性、先驗的，而是隨時累積、與時俱移，且遷徙歷程本

身便將循環地影響遷徙者與其社群。遷徙行為可能改變的不僅是遷徙者的家戶、

社群，亦對移入地社群與市場產生衝擊，而這些外在環境的變化將會形成新的結

構。換言之，即使每個行動者所面臨的物理環境並未改變，每一波、甚或每一個

遷徙行動所面臨的社會脈絡、觀念價值業已受先前行動改變。 

綜上，原住民族遷徙行為同時兼具境內遷徙的地理特質與跨境遷徙的文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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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特質，先前回顧的諸遷徙學派相關重要概念，亦可作為後續探討臺灣原住民族

遷徙議題時著重與關切的要點，以相關理論作為論述依據，關照原住民族與一般

遷徙行為的異同。 

第三節 階層、遷徙與社會流動 

原住民在區域間的流動，除對自身處境有所影響外，亦將影響其所屬社群，

上一節所介紹的理論流派，對遷徙行為及其後續效應皆有相應的預設。除自遷徙

理論觀點來分析原住民的遷徙行為外，本節將遷徙置放在臺灣社會脈絡來理解。

由於臺灣區域間的差別發展，原鄉與非原鄉不論是在軟體或硬體上皆有極大差

異，原住民的離鄉與頻繁流動，係個人斟酌自身處境、與環境互動後所做的決策。

遷徙意味著個人取用資源的差異，不同區域市場所能提供的機會結構各異，皆將

影響遷徙者的發展與社經地位的取得。遷徙是否為型塑日後社經地位與社會階層

的因素之一？遷徙究竟是促成個人追求經濟福祉的利器、鵬圖大展的冀望，抑或

是受結構時勢所迫、流連輾轉的求生之舉？本節自社會流動的觀點，檢視遷徙與

個人社經地位變動及其階層的關連，以下簡要回顧社會流動與地位取得的相關概

念與討論。 

一、社會階層與社會流動 

自 Max 與 Weber 對階層理論的關懷，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與階級

係古典社會學主要關懷之一。社會階層的分類方式牽涉理論假設與學派觀點，或

以衝突論、或以功能論或自結構觀點進行階級與階層的分類。對社會階層的關懷

主因階層係社會分配與佔取資源的基礎，社會階層與社會流動乃一體兩面，個人

在所屬階層中的生存機會、及階層間的流動等。社會階層的分類與測度通常涉及

複雜理路的辯證，但建立在既有階層分類上的社會流動，在操作與實證應用上則

相對明確。 

社會流動至 Sorokin（1927）提出明確界定後方有較多討論，迨 Blau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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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can（1967）地位取得模型衍生出更多繁複模型，自此，西方階層研究進入

百家爭鳴的繁盛時期，隨著統計技術的突破，更多學者投入地位取得與社會流動

實證研究。社會流動方向的判別有賴於社會階層的界定，社會階層又可自經濟（收

入）、政治（權威）與社會（聲望）面向來看。Blau 與 Duncan（1967）認為，

近代社會的階層可自職業地位（occupational status）中系統性地判別，因經濟階

級與聲望階級皆根基於職業結構（許嘉猷 1986：198）。當代社會階層研究亦以

職業為社會階層的主要表徵，概職業的物質報酬與其權力、聲望地位相當，且職

業聲望更能反應該社會的歷史文化因素（蔡淑鈴、瞿海源 1989；張華葆 1987：

99-101；許嘉猷 1986：100），是故，社會階層的操作定義通常係由職業聲望

（occupational prestige）來測度。社會流動指的是個人經歷社會階層上的變動。

社會流動可分為水平流動（horizontal mobility）與垂直流動（vertical mobility），

若自世代的觀點，則分為代間流動（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與代內流動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社會流動分為不流動與流動。 

社會流動研究主要有地位取得研究、新結構論與結構性社會流動此三種取徑

（許嘉猷 1986）。地位取得相關實證研究由 Blau 與 Duncan（1967）的地位取得

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衍生，依據使用資料的性質與情境，納入更多中

介變項檢驗，大致上，影響個人成就地位取得的因素不脫出身變數（如父親教育、

職位）、與中介變數（個人教育、職業、從業身份等），此取徑著重個人因素，凸

顯教育的重要性，個人出身雖會影響教育成就，但教育亦可作為克服個人出身限

制與取得成就地位的重要因素。但除出生變數與教育之外，亦有其他結構性因素

的影響，如政治制度和社會制度，另外，社會的經濟發展、經濟結構的轉變都將

影響社會流動。 

新結構論便是自工作結構取徑探討社會流動，認為社會流動與分化的工作結

構有關，依照所投入的勞動部門，便已預設社會流動會否發生。該取徑著重於資

本主義社會的分隔勞力市場，如 Piore（1971）的雙重勞力市場（dual labor market）

將勞力市場分為初級部門（primary sector）與次級部門（secondary sector），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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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工作特質、進入門檻、升遷機會、工資與就業穩定性各異，投身次級部門

者較難經歷職業流動，且跨部門的流動亦困難，初級勞力市場具備內部勞力市場

（internal labor market），可提供晉升的工作階梯，是故初級勞力市場的職業流動

較頻繁。 

結構性社會流動探討的是社會結構變遷下的社會流動。在社會發展結構轉型

過程中，更多好的職位被創造出來，勞力市場對此類職位的需求增加，個人不得

不配合轉型的職業結構，故謂工業化與經濟發展造成結構性的社會流動；經濟發

展使教育擴張，政治結構與政府政策亦會引導產業發展，如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

業社會，自工業社會轉為資訊社會，致使職業結構產生變化，此時的社會流動主

因勞動市場的劇烈變化，而非個人因素所致。 

綜上，地位取得研究強調的教育重要性已被廣泛接受，結構性觀點提供社會

發展脈絡以詮釋社會流動，然而新結構論的觀點是否適用於臺灣原住民族則有待

討論。學者針對臺灣勞力市場區隔化進行研究（曾敏傑 1998；譚令蒂、于若蓉  

1996；黃毅志 2001b），發現臺灣勞力市場的區隔並非如新結構論預期的以行業

作為分隔，以行業所區隔的核心部門或邊陲部門，其流動的障礙較不明確；若以

內部勞力市場的概念檢視依公司規模所形成的區隔勞力市場，受臺灣特殊企業與

職場文化影響，即使公司規模較大者未必便會現明顯內部勞力市場的特質，事實

上，臺灣勞力市場的分隔主要發生於公部門與私部門間（林忠正 1993；張苙雲 

1988；張晉芬 1993；黃毅志 2001b）。11 

二、遷徙與社會流動 

人力資本理論主要是以經濟收益來衡量遷徙的報酬，諸多實證研究證實遷徙

有助於個人終生所得的提高，故曰遷徙對個人長遠而言是有正面效益的。事實

上，遷徙除提高個人經濟報酬外，對個人社經地位的提升亦有正面作用。傳統地

                                                 
11縱然公部門的從業人員佔總就業人口的少數，臺灣勞動市場中公私部門的區隔對社會流動產生

明顯的區隔，鑑此，本研究在區隔勞動市場時，以公私部門來區隔勞動市場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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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取得的研究取徑，多著重於教育對個人職業地位與社經地位的影響，但即使教

育普及的社會，社會不平等的現實依舊存在，顯示在教育之外，尚有其他將影響

個人地位取得。連結遷徙與社會流動，便是自遷徙行為著手，從而得知遷徙是否

有助於個人提高社經地位、促成其社會流動。 

遷徙對個人職業地位取得的重要性，在於遷徙體現了個人的能動性

（motility），使之可以自由地離開其出生地往更佳機會的地方流動。這種移動的

能力有助於改變個人天生固著的某些狀態，如種族與族群。不論是黑人或白人，

遷徙者通比留在出生地的人，有更佳的職業地位；遷徙者較未遷徙者有較好的初

職，也較可能經歷向上流動。蓋遷徙可掙脫出生環境的結構限制，較不受家庭責

任義務的羈絆、與家鄉有限工作機會的影響，故其生涯發展有較好影響，因此遷

徙者有較高比例的向上流動（Blau et al. 1967:253）。故在遷徙選擇性的運作下，

高教育與高資本的遷徙者不僅比移出地未移動者有更好的職業地位，也比移入地

的當地人可享有較好的職業地位。 

Cote（1997）觀察英國社會發現，個人地位取得除與教育有直接關聯外，更

重要的是遷徙與伴隨而來的結構環境之變遷。遷徙通常伴隨著職業的變動，相較

於未移動者通常較可能進行職業間的流動（job mobility），不論是長期或短期的

遷徙行為皆然（Schroeder 1976；Ritchey 1976；Scholttmann and Herzog 1984）。

職業流動可再進一步分析其流動方向，多數實證研究指出，遷徙者較未遷徙者享

有較高的所得、較佳的職位、較高的社經地位，換言之，遷徙者較未遷徙者較可

能經歷向上流動。Ringdal（1993）運用歷年普查資料，比較挪威境內各項遷徙

行為，發現遷徙者確實較未遷徙者有更好的職業地位，且長距離的遷徙較短距移

動者為佳，特別是在都會區間移動的遷徙者，其報酬是所有遷徙類型中最高的。 

遷徙之所以會造成職業地位取得的差異，在於區域間的差別發展所致。Blau

等人（1967）比較美國百萬人以上大都市與一般農村，發現不同區域行業與職業

結構的差異，使都會區的人比農村地區的人有較佳的職業機會。臺灣行業的空間

分布與區域發展有關，高度都市化地帶通常擁有蓬勃的三級產業，都會周邊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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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城鎮的二級產業，而農村、漁村則以一級產業為多。故當個人進行移動時，所

面臨的區域勞動市場的結構亦隨之轉變，大都市擁有較多的二、三級產業工作，

所能提供的職業位置亦多。 

Blau 與 Ducan（1967）則認為遷徙之所以能為個人帶來流動的機會，是因為

遷徙可掙脫個人出生時的結構限制，不僅可超越族群出身的限制，也可脫離家庭

責任義務的羈絆，不受家鄉工作機會的限制，故遷徙對個人職涯發展有好的影

響，遷徙也較可能經歷向上流動。但由於遷徙者無法得到家鄉親友的支持與協

助，離開自己熟悉的環境與產業，故亦有向下流動的風險（Blau et al. 1967:251）。

Zimmer（1973）分析都會區中遷徙者職業結構，發現都會區中的遷徙者相較於

留在家鄉的人有較多的謀職機會，且都會區所能提供的職業也較農村社會多元

（Zimmer 1973）。Wilson（1985）比較美國黑人與白人遷徙後的職業表現，發現

遷徙對個人謀求較佳職業確實有所幫助，且對黑人職業流動的效益較白人明顯，

Wilson 進一步討論不同遷徙類型的差異，發現重複遷徙確實較初次遷徙者在社經

地位上有較好的表現，但非回流遷徙的社經地位較回流者為佳，不論白人或黑人

都是如此。 

Koo（1978）以多個開發中國家的實證研究，歸納出兩種探討城鄉遷徙者社

會流動的形式，一為社會底層模式（underprivilege model），一為推抬模式（push 

up model）。社會底層模式發現在都會區就業市場中，農村移民擔任低階勞務與

職位的比例較高，且有較高的失業率，故著眼於農村移民者在都市社會的職業位

置，及大批移民湧入、在都市形成貧窮、貧民窟與失業問題，認為農村移民容易

陷入都市的社會底層，從事較都市本地人較差的工作，成為社會的貧窮問題。

12Koo（1978）認為以此模式來討論城鄉遷徙，係將農村移民視為一同質群體，

事實上這些從鄉村來的移民並非同質團體，須視其本身的社會背景與資源而定，

                                                 
12 Koo（1978）當時例舉的開發中國家的城鄉移民，如韓國境內往首爾的鄉村移民、土耳其境內

往安卡拉的移動、智利境內往聖地牙哥的移動、印度境內往孟買的移動、墨西哥境內往墨西哥城

的移動等，在今日城鄉移民的趨勢不若當時顯著，但其問題依舊存在，而韓國目前努力躋身已開

發國家之林，且各國境內城鄉移民的結構性驅力與 80 年代的觀察已不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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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的教育與家庭背景將有助於其融入都市經濟體系，考量遷徙具選擇性，Koo

指出農村移民與都市本地人的競爭，實為農村上層階級與都會中等階級的競爭，

來自農村的遷徙者移入都會區後並不必然將落入社會底層，農村移民的職業結構

與都市本地人是極為相近的。 

推抬模則是著眼於農村移民對都會區勞工所產生的影響。Lipset 與 Bendix

（1963）研究美國境內城鄉遷徙，發現遷徙者除自身經歷社會流動，亦間接影響

移入地居民的社會流動。當遷徙者進入大城市佔取當地勞工的工作，特別是低階

勞務工作，當地勞工轉向更高職階的工作，使之間接經歷向上流動。Raczynski

（1972）研究智利城鄉遷徙亦有相近發現，湧入首都聖地牙哥的農村移民通常是

擔任較低階的工作，較易經歷向下的社會流動，而原本在聖地牙哥從事低階工作

的本地人，因這些外來者接手城市中低階的工作，而普遍經歷了向上流動。Blau

與 Ducan（1967）觀察城鄉遷徙者與職業結構的轉變，亦發現大量農村居民的湧

入並佔據低階職位的情況，間接使都會區本地勞工離開低階職位轉往其他職業，

所呈現的向上流動（Blau et al. 1967:269）。 

Koo（1978）認為推抬模式並非必然且普遍的現象，當農村移民取代了原先

任職低階勞務的本地勞工，都會區的本地勞工不僅無法謀取較佳的工作，甚至可

能因此被迫退出勞動市場，Koo 將此問題歸因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蓋開發

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並不順遂，發展中的工作無法即時提供足量的工作機會給從農

業部門釋放的勞動人口（Todaro 1973）。當都會區的經濟體系無法將農村移民吸

收進都市的生產系統，使大量的農村人口在都市形成失業、低度就業與困陷底層

的狀況。在某些極端依賴外資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向上流動的機會基本上是缺乏

的，因本土產業規模不大且能提供工作有限，而跨國企業與資方所致力發展的高

技術部門，受人力資本所限，極少雇用本國勞工，多數的狀況下，農村移民不僅

不能促成都市本地人的向上流動，反而會使當地就業市場競爭更為激烈，甚至是

將迫使本地人退出勞動市場（Koo 1978）。 

不僅城鄉遷徙有此趨勢，跨國遷徙的研究多發現，儘管移民的第一代通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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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了向下流動的過程，且在移入國的居民在經濟處境上更為困窘，通常係因其相

對不利的人力資本所致（Hirschmann and Wong 1984；Evans and Kelley 1991；

McAllister 1995），故移民在移入國所經歷急遽的向下流動，移民終生期的流動狀

態呈 U 型，將在移民的前幾年達到最低，但在移入國向上流動的機會與比例卻

極緩慢（Chiswick 1979），Tienda 與 Wilson（1992）研究美國境內的墨西哥、古

巴與波多黎各移民發現，遷徙短期內無法立即呈現所得的增加，但長遠而言，遷

徙至美國確實將提高移民的所得，且所得遠比母國未移動者高，Tienda 與 Wilson

研究也發現，是否住在移民聚落並不會影響個人所得的差異。諸多移民研究皆顯

示，移民的第二代通常能比父母享有更高的教育成就，也較融入當地社會、取得

較佳的工作，促成實質的垂直流動。不僅是跨境移民具此特質，境內遷徙也將因

區域資源的差異，使遷徙者及其子女能競逐較佳的資源，享有更好的教育環境，

此亦反應在日後的職業地位表現上。 

Duany（1992）比較波多黎各境內的古巴人與多明尼加人的遷徙與社經地位

表現，發現波多黎克是加勒比海域地區的人民移往美國的一個跳板，古巴與多明

尼加的遷徙者先是遷往波多黎克，在取得資訊及接觸資源後，便能進一步遷往美

國或歐洲，使之能有更好的發展機會，故謂遷徙係促進社會流動的康莊大道。

Kandel 與 Kao（2001）檢視有家族成員移民至美國的墨西哥家庭，發現這類移民

家庭由於家族成員的海外匯款，使之更有能力進行子女的教育投資，故有移民的

家庭之子女平均教育程度較高，但另一方面，也由於這樣的親近性，使這些較高

教育資本的子女在成年後，會較傾向前往美國發展，而非進入墨西哥的勞動市

場。Kandel 與 Massy（2002）更發現，對於年輕世代而言，家族內曾有人遷徙到

美國，或自己本身曾遷徙至美國者，不僅深加個人日後遷徙至美國的意願，遷徙

至美國已成為一種「遷徙文化（cultural of migration）」，意指遷徙的意願與企圖

可透過家族承繼而來，有遷徙經驗的成人會將此觀念灌輸給下一代，遷徙至美國

不僅可帶來經濟上的收益，同時也成為年輕男性的一種過度儀式（ rite of 

passage）。年輕世代甚至會縮減在學年數，只為能早日移徙美國。換言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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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於遷徙後可能帶來的經濟效益，而犧牲掉在墨西哥本國社會流動的機會

（Kandel et al. 2002）。 

Andersson（1996）檢視瑞典境內不同族裔的遷徙，比較本地人及移民者遷

徙後的薪資變動，發現遷徙確實伴隨著薪資的提高。隨著個人在瑞典境內的移

動，移民與一般民眾的薪資差距，將隨著遷徙而縮小，但在未遷徙的群組，兩者

的差距仍大。進一步比較瑞典人與他族移民的境內遷徙，發現遷徙者較易經歷向

上流動，遷徙雖對移民亦有正面作用，效果卻較瑞典人為低。遷徙選擇性使有能

力的人會移往都市化較高的地區，取得較好的職業。Blau 與 Duncan（1967）進

一步觀察美國的城鄉遷徙，發現隨著移入地規模的不同，遷徙者的職業表現亦有

差異。移往大都市的遷徙者並不比移往小城市的有更好的發展，另外，職業地位

較高者會較傾向移往市郊，或其他較小的城市，而非留在市中心。相較於從小城

市移往大城市者，大城市移往小城市的遷徙者會有較高的職業地位，一部份原因

是從大城市移往小都市或市郊者是具高度選擇性的一群人，其教育與職業地位本

來便較佳，另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移出地（大城市）通常擁有較多的資源可

使幫助其發展較佳的職業生涯（Blau et al. 1967:273-274）。 

綜上，遷徙對個人社經地位確實有正向提升的作用，不論是境內的城鄉遷

徙，抑或是跨境的跨國遷徙皆然。此係因遷徙者藉由遷徙取得更多資源，且移入

地勞動市場的職業結構所致，藉由遷徙選擇性（Schlottmann and Herzog 1984 ）

的篩選，遷徙者得以促成其社會流動，而遷徙者究竟會經歷向上流動或向下流

動，則需視其個人人力資本、出身變數而定，但多數的狀況下，遷徙者長遠而言，

其社經地位與所得皆較移出地的未遷徙者高。 

第四節 原住民族遷徙與社會流動 

上兩節自理論觀點解釋遷徙的成因與影響，並說明社會流動與階層的相關概

念，本節則回顧國內既有原住民族遷徙研究。由於社會時空背景與研究脈絡的差

異，既有相關研究不論是在理論應用，或是在實證研究資料的取得與測度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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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侷限於單一假說驗證。推拉假說係運用最廣、影響最深的假說，少有對其他遷

徙理論的回應與反饋；涇渭分明、質量分家的研究取徑，亦使我們對原住民遷徙

的研究往往缺乏統合的理解。以下簡要回顧國內對原住民遷徙的相關實證研究，

及其所關注的焦點，及本文將如何整併其觀點，進一步發展不同的取徑。 

一、原住民族遷徙研究 

原住民族人口外移的原因有許多，既有原住民族的遷徙研究，多半關注原住

民族自原鄉流出後於大都會中的生活狀況，探討都市原住民族的生活適應，及原

鄉人口流失的區域發展困境，關注整體原住民族於大社會中的相對弱勢位置，累

積許多區域性的研究資料。 

以往探討原住民族遷徙的研究中，運用最廣的莫過於推拉理論。推拉假說檢

視原住民族的遷徙現象，多著重於討論山地鄉的推力，如山地農業相對式微、就

業機會不足，與都市的拉力，如都市工商發達、勞動力需求、高工作報酬及相對

較好的生活條件（張曉春 1974）。傅仰止（1985a）歸納出影響原住民族城鄉遷

徙的因素包括原居地財產喪失、移居地經濟景氣佳及追求個人的社經地位等。原

住民族遷徙研究中運用其他相關理論者較少，部分研究亦關注原住民族的社會網

絡與遷徙之關連，或家戶結構將影響遷徙決定（傅仰止 1993；楊士範 1999）。

但仍較少研究系統性地檢視遷徙所鑲嵌的多層次社會脈絡。蓋過往相關研究以民

族誌、田野研究的方式居多，著重於某特定區域、單一族裔及部落的經驗，若欲

檢證原住民族遷徙的脈絡，除深度的田野研究之外，仍須以實徵資料分析佐證之。 

原住民族外移現象廣受學界注意，累積許多各族群集體遷徙與部落發展經驗

的研究，追溯族人的遷徙經驗與動機（林瑞華 2006；葉神保 2002；柯賢城 2002；

林宣伶 2001；楊士範 1999；葉嘉寧 1995；連玉龍 1990；曾振名 1983），研究

者長期駐守某特定族群聚落，此類研究多以歷史回顧部族與個人生命史，雖能提

供可貴的部落與個人生命遷移史，道出族群與部落的動人故事，對該區域族群歷

史淵源有深度理解，但仍無法揭示原住民族的遷徙大局。自社會變遷的脈絡來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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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隨著臺灣歷經兩次經濟結構轉型，在區域差異發展下，因應勞動市場的供需

原則，促動大規模的城鄉遷徙，原住民族亦不能自外於整體脈動，離開原鄉來到

成長中的都會區。原住民族來到都市後所面臨的就業環境並不若原先預期的樂

觀，頻繁地更換工作為都市原住民族的就業特性之一（林金泡 1981；詹火生 

1991；朱柔若 2001：105）。轉換工作的原因在於對高薪資的追求，並不求工作

發展潛力，故衍生出所得、教育與職業脫節的現象（林金泡 1981：17；張清富 

2001：223）。以往對臺灣原住民族勞工流動的議題並不多見，相關研究重點主要

討論的是地區性遷移（張曉春 1974；吳玉琴 1993；張建中 1997；顏瑞儀 1998），

然則遷徙與就業並非不證自明的現象，遷徙過程的選擇與考量，及遷徙後的社會

處境與就業狀態，皆須自遷徙與就業的關聯來解釋。林文信（2003）以屏東地區

原住民為例，發現遷徙多為就業考量，但不同特質者所考量的地點各異，年紀輕

者偏好至中部地區找工作，或是受薪資吸引到北部地區工作，若同在南部地區工

作族是出於維持家庭運作的考量。邱汝娜（2007）以社會排除的觀點來解釋原住

民的就業困境，原住民多半從事不穩定的低技術性工作，且從事的多與其所受的

教育訓練無關。該研究將原住民族的遷徙歸納為非自主遷徙，同時發現原住民勞

工在多次流動後有回歸原鄉的趨勢。 

2000 年普查資料加入原住民身分資訊後，亦有運用普查資料檢視原住民族

遷徙的相關研究。但由於各領域研究關注的面向互異，原住民族的空間流動僅作

為研究主題發展的背景而非其關注核心，如李貞儀（2004）以 2000 年普查資料

檢視原住民族的遷徙決策，關注於各縣市政府的福利政策是否對原住民族形成磁

吸效應，發現原住民族的遷移並不符合 Tiebout（1956）「以腳投票（voting with 

feet）」的假設；曾信中（2004）以該年普查資料比較各族的流動差異，係原住民

族勞工遷徙選擇性之研究，劉曉融（2004）以同一資料檢視原住民族勞工流動，

除討論遷徙選擇性與傾向外，亦對原住民族勞工之流向作縣市別的空間分析。 

過往研究更關注的是伴隨遷徙而來的文化衝突，甚或可能發展成自我與身分

認同上的危機（林金泡 1983；李亦園 1978），多半著重於都市原住民族面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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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歧視與就業困境（曾筱甯 2002；詹火生 1991；蔡炯明 1987；蔡瑞明 1985；

瞿海源 1983；林金泡 1981），諸多研究皆指出原住民族的遷移係受經濟因素所

驅動，因原鄉的推力與都市的拉力而遷徙至都市，但由於文化差異、語言隔閡而

造成人力或社會資本上的相對弱勢（黃坤祥 2002；陳昭帆 2001）。 

承上所述，現階段原住民族遷徙後的教育、生活、就業與文化方面已累積相

當多的研究成果，研究指出原住民族在遷徙後所面對的機會結構並不甚理想，生

活上依舊存在某種程度的文化隔閡，這些不利的因素是否會使都市原住民族再度

產生流動，會否成為各區域間頻繁返復、無意進入當地主流文化的游離分子，則

少有討論。許雯錚（2004）針對原住民族的回流遷徙進行質性訪談，以推拉假說

解釋原住民族的回流，認為思鄉情懷與交通便捷使原住民族的回流更易，研究發

現某些回流的原住民族化都市經驗為原鄉創造力，積極從事原鄉創建的工作。然

該研究的觀察究竟是回流遷徙中的特殊個案，抑或回鄉重建係回流遷徙的通貌，

則未見進一步的說明。換言之，原住民族遷徙的研究固然已有相當數量的累積，

但所談論的遷徙多半缺乏明確界定的輪廓，在遷徙研究取徑中，遷徙所鑲嵌的環

境、遷徙的類型與流向，及遷徙的差異性，皆是需要單獨處理的議題，既有研究

多以遷徙為其相關論述的發展背景，而非直接處理分析遷徙行為本身。 

二、原住民的階層與流動 

社會流動研究量化程度較高，但適合分析的原住民資料有限。政府部門公務

統計資料雖有原住民族身分族別註記，但資料往往不易取得，公務統計資料通常

僅著重於幾個人口變項的登記，缺乏較詳盡的個人社經資訊；主計處與學界的大

型調查成千上萬的樣本數中，原住民族樣本僅佔少數；原民會所辦理的就業調

查、生活調查與經濟地位調查雖為難得的素材，但亦未有相關研究以此進行階層

或流動的分析。若欲對原住民族進行直接的調查，除須克服語言溝通、原鄉部落

易達性的障礙，亦面臨難以掌握的分布空間變動。是故，原住民族社會流動研究

並無直接切合的資料，欲了解原住民族面臨開放或封閉的社會結構，須直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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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會流動態勢。 

目前對原住民族社會階層與流動的分析多半著眼於教育與經濟面向，如劉阿

榮（1996）自教育優惠政策切入，討論教育對原住民族社會流動的重要性，引用

臺灣省民政廳報告，說明原住民族在職業上的變動，但對社會流動著墨較少，僅

進行概念性討論。王天佑（2003）以社會變遷資料比較原住民族與漢人的薪資差

異，發現漢人與原住民族的薪資差異非因族群因素，而是受個人人力資本影響，

但變遷調查中原住民族樣本過少，且不包含山地鄉原住民族與已外流的原住民族

人口，在推論上仍有侷限。社會地位與及流動與個人職業地位息息相關，故探究

原住民就業問題者，亦可作為原住民社會地位研究之借鏡，如江孝文（2004）則

分別自市場需求與勞動供給檢視原住民在就業市場上的弱勢，直陳原住民勞工教

育資本上的弱勢形成勞力供給的不利因素，另一方面，變遷中的經濟結構與模

式，不論是在區域分布上的勞力需求不均，抑或對勞力品質的要求，皆對原住民

的就業造成阻礙。直接對原住民對原住民族之階層與流動進行探究的研究相對較

少，多試圖以地位取得模型來檢視原住民族的社會流動行為，蔡瑞明（1985）檢

視影響山地原住民族個人地位取得的各項因素，發現先賦地位固然對個人地位取

得有一定的影響，但教育仍是影響個人成就地位的主要因素，並推論山地社會因

受限於教育資源與職業結構，較難取得地位上的流動。 

其他社會流動的研究亦奠基於地位取得模型，加入其他因素的考量，如孫瑞

霞（1991）加入遷徙面向考察都市原住民族的社會流動情狀，發現都市原住民族

主要憑藉教育進行其流動，教育的影響性大於家庭背景，且對早期職業取得的影

響更為重大，日後的職業轉變則受早期職業經驗的影響，教育的影響性遞減，並

指出原住民族遷移到都市後的流動情況不佳，多數人並未流動，而是一直處於都

市社會底層中游走，向上流動者僅是少數，並斷論遷移至都市並未形成原住民族

社會流動的有利條件。 

值得討論的是，同年度出版的另一篇論文，與前述論文之研究取徑大同小

異，主要研究結果亦相近，唯獨對遷徙在促成社會流動的效益上，有截然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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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陳宇嘉（1990）發現教育較家庭背景對個人職業的影響更大，然教育的重

要性隨年齡增長而遞減，前次工作經驗的重要性則遞增。與孫瑞霞（1991）不同

的是，當陳宇嘉檢視遷徙次數對職業流動的影響時，發現遷徙次數對向上的職業

流動有不同的作用方向：前三次遷移時的職業流動主受教育影響，但第四次之後

遷徙的職業流動，則受年齡與先前職業的影響為大，大體而言，遷徙將為原住民

族帶來向上流動的契機。 

何以此兩份研究對原住民族的遷徙與社會流動的影響，做出截然不同的推

論？蓋兩篇研究研究對象不同，且所探討的遷徙類型並不相同。孫瑞霞（1991）

的研究對象多為都市原住民族，由於都市原住民族在職業與經濟地位上未見明顯

改善，故認為遷徙到都市對原住民族的社會流動並未有明顯改善。然則，該研究

並未區分遷徙的次數與類型，將所有都市原住民族皆視為同質的遷徙者，著重教

育與職業對社會流動的影響，並未比較遷徙者與未遷徙者在社會流動上的差別，

沒有檢驗遷徙對社會流動的效用；陳宇嘉（1990）的研究對象並非區分遷徙者的

類型，所觀察到的遷徙者多為重複遷徙中的連續遷徙者，而連續遷徙者在人力資

本上的正向選擇較其他類型都更明顯。由此可知，區分遷徙的類型其重要性不啻

於遷徙選擇性的研究與遷徙模型的建立。本研究同時探索不同遷徙類型的行為與

模式差異，釐清不同遷徙類型者，在個人、家戶與社群及社會整體上的行為表現

差異，及其社會流動的殊異。 

本研究除運用的推拉假說，亦加入其他理論學派的思維與假說，如新古典學

派對個體人力資本與勞動條件的關切、新經濟學派對社群與家戶的關注、雙元勞

動市場理論對遷徙後所進入行業的差異、網絡理論對個人人際網絡的重視，及制

度性理論對遷徙所增生的制度化與非制度化的組織之衍生等，重新檢視原住民遷

徙之情境及其所衍生的現象與行為。過往相關研究不論是運用區域性調查資料進

行的量化分析，或是以定點的方式進行田野調查，所能觀察到的皆是某特定區域

的原住民行為特質，即使運用大規模次級資料進行的分析，亦多偏向單一時點的

分析，少有歷史縱深與長期趨勢的描寫。本研究採量化與質化並重的研究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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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進行大範圍的全廓描摹，以歷年的次級資料分析原住民人口與遷徙的長遠趨

勢，同時以田野調查的觀察與發現，深入詮釋與回應奠基於資料分析的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