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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節為論文研究方法之說明，包含運用資料的來源、屬性與特質，並依不同

研究主題與資料，設計研究架構。本研究運用資料主要有三：戶政統計資料、普

查資料、及「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資料。原住民族全體人口資

料取得不易，主要是以戶政統計與普查資料來分析原住民族全體的概況，包含內

政部戶政統計的靜態人口統計資料，與 1956、1966 及 2000 年三個年度的普查資

料，剖析原住民四十年來的分布變遷。在研究設計方面，由於本論文運用多種屬

性資料進行分析，先以戶政與普查資料進行人口大局之概述，再以調查資料進行

遷徙行為之研究。本節主要係針說明本研究所運用到的主體資料與論文研究流

程，確切的研究架構、變項操作與定義，留待後續章節再行說明。 

第一節 資料來源與性質 

本研究使用的資料來源多元且性質各異，包含人口登記資料、普查資料與調

查資料。以戶籍登記資料與普查資料，掌握原住民族人口結構及其空間分布，並

運用普查與調查資料進行原住民族遷徙社經地位取得之研究。Ledent 與 Rees

（1986）曾比較人口登記資料與普查資料運用在遷徙研究上的差異，人口登記資

料屬移動取向（movement approach），重視的是遷徙事件（event）所發生的次數，

包含區域內的移動、搬遷，而普查資料則偏向歷程取向（transition approach），

重視總體遷徙量（flow）與遷徙流向的呈現（Ledent and Rees 1986:358）。由於運

用資料的屬性不同，所界定的遷徙亦不相同，以下分別說明資料特性及其於遷徙

研究運用上的考量。 

一、普查資料  

戶口及住宅普查係政府定期舉辦的基本國勢調查，目的在於了解全國人口質

量、家庭結構、就學就業及住宅使用狀況，以供政府研訂施政計畫、規劃國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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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發展之參考。臺灣自 1905 年便開始進行普查，至今已舉行過十二次普查。13戶

口普查制度自廿世紀初施行至今，可分為兩階段：一為日本治臺時期，一為國民

政府來臺迄今。日治時期共辦理過七次普查，1905 與 1915 為「臨時戶口調查」，

1920-1940 則為「國勢調查」，每逢西元末位數「0」年進行普查，逢「5」年辦理

簡易調查；國民政府遷臺後，迄今辦理過五次普查，自 1956、1966、1980、1990

年，由內政部會同行政院主計處辦理過四次，至 1997 年公布戶籍法、1999 年戶

口普查法廢止，2000 年轉由行政院主計處舉行第五次戶口及住宅普查（主計處 

2001）。 

1966 年普查始加入人口遷徙資訊的登記，但歷次普查觀察的遷徙間隔

（interval）並不相同：1966 年所詢問的是一年前的居住地點，而 1980、1990 與

2000 年皆以五年為期。若詢問的遷徙間隔越短，遷徙數量便越可能低估，故以

五年為期的遷徙間隔所能呈現的遷徙量應高於一年為期的遷徙間隔；遷徙間隔越

長，將有越多新生兒將被忽略，且回流遷徙的人數亦被低估，雖可掌握到較多的

數量，但相對地將疏漏更多的遷徙事件。居住期間（duration of residence）亦為

重要的遷徙資訊。普查中並無現址的居住期間，可用居住長度來回推個人是否進

行遷徙。但若僅以現址居住的時間長度來推估遷徙是否發生，將無法辨識出遷徙

的類型，若遇上回流遷徙者搬回原址居住，更無法判斷其遷徙的方向與時間，故

居住期間多半作為遷徙的參考，而非主要判斷依據。 

    研究遷徙行為，除目前居住地與上一居住地外，出生地或成長地亦為重要資

訊。臺灣自 1905 年首次普查以來，普查便已包含出生地題項，至 1970 年，便取

消出生地的登記。普查尚包含籍別資訊，在缺乏出生地資訊時，勉強可用籍別代

替出生地，但籍別資訊於 2000 年普查中亦已不再登錄。1940 年以前的普查資料

並無對原住民族群身份有單獨的註記，直至 1956 年普查資料首度出現高山族原

住民族的族別紀錄（王人英 1967）。當時原住民身分係登記在籍別題項中，1966
                                                 
13普查自 1905 年舉行後，至 1940 年前每五年舉行一次，而後因二次大戰，至 1956 年才恢復普

查，每十年一次，為配合聯合國建議的普查時間，於 1970 與 1975 年之普查僅進行抽樣調查，

爾後每年西元年尾‘ 0’年進行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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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普查之祖籍資訊亦包含原住民族群身分，爾後的普查即使仍有籍別登記，但在

紀錄上卻將原住民劃入臺灣本省籍，及至 2000 年普查，始單獨紀錄原住民身分。

是故，1956、1966 及 2000 年普查乃研究原住民族人口分布與遷徙的重要資料，

然則，1956 及 1966 年普查檔已不可得，僅能參考普查報告書有關鄉鎮欄位的表

格，分析當時原住民族在臺灣社會的分布趨勢，無法作更進一步的討論；相形之

下，2000 年普查原始檔則有較大的運用空間，可作更細緻的遷徙研究。 

若欲運用該資料區辨不同遷徙類型，除既有的現居地與五年前居住地題項

外，尚須更早期的地點資訊（如出生地與成長地）。為克服缺乏參照地點的障礙，

本研究參酌行政院 2002 年頒定「原住民族地區」的 30 個山地鄉及 25 個平地原

住民族鄉鎮，及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03 年發佈之「原住民族鄉鎮市、村

里、部落統計」，進行原住民族群原鄉的認定，作為出生地或成長地的替代變項。

根據原民會所發布的原住民族區域之統計，共 55 鄉鎮 544 村里 824 個部落登錄

的原住民族聚集地，由於普查資料並無出生地，故僅能將原民會公布的村里視同

於原住民族原鄉。14 

在原住民族原鄉的界定上，採用單一族群別的方式進行定義：若村里內某一

族群之人口組成高於 50%，視該村里為此族群之原鄉，若某村里內各族人口皆未

過半，則標誌為多族群部落。15然多族聚落的個數並不多，為能更精確判別原住

民族的遷徙類型，僅挑選單一族群過半的村里聚落進行研究，暫且擱置多族群部

落與其他族群部落的討論。16確立原住民族原鄉之族群屬性後，配合五年內之居

住/遷徙狀況，便可進行後續的遷徙研究。 

                                                 
14 經研究者進行村里交互比對後發現，原民會所發佈資料實為 55 鄉鎮 548 村里，由於 2000 年

至 2003 年曾做過村里變動，故與普查資料相符之村里實為 534 個。然原住民族分布分散全臺

各地，並非僅集中於原鄉。 
15 如南投縣望美鄉之原住民族總人口為 1,337 人，布農族 1,147 人為最多，故望美鄉則標明為布

農族之原鄉；而同縣之同富村原住民族總人口為 101 人，阿美族與布農族各佔三成，故標示為

多族部落。 
16 2000 年普查中原住民族總人口為 397,172 人中，3,142 人聚居於多族部落（佔總數之 0.8%），

其他族群有 349 人（0.1％），兩者總和不到總體的 1%，為求研究準確性，暫先排除居住於多

族部落與其他族群部落之討論，刪除多族與其他族群原鄉後為 493 個村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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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籍登記資料 

    臺灣現行戶籍登記制度係以日治時期的戶籍制度與「警察－保甲」組織與地

方行政區劃為基礎，逐漸發展而成，主要目的在於記錄人口的特徵與變動以作為

行政參考（林勝偉 2007）。戶籍登記分為身分登記與遷徙登記，本研究僅以 2007

年戶政登記資料探索原住民族人口變遷狀況，而未以戶籍遷徙登記作為主要的遷

徙判準，部分係因遷出登記未能涵蓋所有遷徙行為，主要顧慮則為臺灣戶籍遷徙

登記與現實差距甚大。遷徙登記包含遷入、遷出與住址變更的遷徙登記，然遷徙

登記在遷出與遷入的認定上，規定凡離開戶籍管轄區域三個月以上（不包含兵

役、就學、監所收容或遠洋漁船出海作業者）須登記遷出，但在遷徙研究上，就

學人口、遠洋漁業作業者，或勞力仲介至海外工作者，其居所變動與關係網絡的

建立及中斷、經濟地位的改變等皆具意義，但這些移動人口便不包含在遷徙登記

的範圍內。 

更重要的是，戶籍遷徙登記的確實性令人存疑。戶籍法雖規定遷徙應在遷徙

發生或確定後的一個月內到戶政事務所辦理變更，但過去研究指出，戶籍登記資

料存在許多「人在籍不在」、「籍在人不在」等人籍不符現象，民眾在遷徙的申報

上往往延遲或未能確實登記，形成小區域人口統計上的誤差（熊瑞梅 1989；劉

克智 1979）。王月鏡將遷徙登記不實者區分為四種類型，一為移居先於登記日期

者的拖延登記者，一為已登記但未移居者，一為移出地與登記資訊不符者，一為

已遷出卻未登記者（轉引自熊瑞梅 1989）。在上述四類現象中，移出地與登記資

訊不符者可能是連續遷徙與慣性遷徙者，因遷徙頻繁故僅辦理某次遷徙登記，而

已遷出卻未登記者中，亦包含回流遷徙者，因暫時移居他處，或回流原址而忽略

登記。遷徙登記理當可提供第一手資訊以作更細緻的遷徙類型區分，然多數遷徙

事件將因登記不實而無法追蹤。 

    戶籍登記資料係戶政統計的基礎，戶政統計雖無族別的統計，但對於原住民

全體人口的統計，則可幫助我們了解原住民全體的分布狀態。目前所能取得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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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人口統計，多以縣市為單位進行統計與分布，原住民縣市別的人口統計最早

可追溯至 1971 年，直至 2008 年共有 38 年的長期資訊；縣市層級資訊雖不足以

判定原住民離鄉與否，但藉由分析原住民族在不同年代在各縣市的人口數量，可

大致掌握其分布與遷徙的長期趨勢。 

三、調查資料 

除普查資料與戶政統計外，「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資料為

本論文的另一重要研究資料。該研究係承繼 1983 年李亦園主持的山地山胞政策

評估研究，旨在檢視原住民族於廿年來在諸面向的變遷，與原住民對相關政策的

意見。鑑於原住民族原鄉人口普遍外移、都市原住民族人口逐年成長，相較於

1983 年僅調查山地鄉平地鄉原住民族，2007 年的變遷調查亦涵蓋非原鄉部分。

原住民族變遷調查係近年內以原住民族為主的學術調查中規模最大者，且調查範

圍涵蓋山地鄉、平地鄉與西半部非原鄉地帶，對全臺原住民族進行政治、就業、

文化、教育與語言等政策與現況的調查研究。以面訪方式進行，研究對象為 18

至 64 歲的原住民族，該計畫已於 2007 年年底完成調查工作，成功完訪 2,057 人，

粗完訪率為 45.0%。17 

原住民族變遷計畫研究係根據 2007 年戶籍登記資料為調查之母體名冊，調

查時訪員至中選受訪者戶籍登記地址進行面訪，若無法詢問到外移者的聯絡方

式，便無法追蹤外移人口，可預見回收的成功樣本多為留在戶籍地者。事實上，

以戶籍地址進行的調查基本上都有選擇性偏誤（selective bias）的疑慮，運用調

查資料時須留意樣本偏誤在研究上可能隱有的風險：以戶籍資料為母體名冊進行

調查時，實地面訪時所接觸到的多為留在戶籍地址者，這些受訪對象不論在人口

特徵或遷徙行為特質上，都不同於那些已離開戶籍地且難以追蹤到的中選樣本，

不論是原鄉與非原鄉訪區，成功完訪的樣本在本質上都屬流動性較低的群體，此

類樣本所呈現的遷徙數量與遷徙傾向，應較實際情形為低，如原鄉訪區中，所能

                                                 
17該計畫於 2008 年二月於花蓮都市地區追加樣本調查，故樣本數與完訪率亦將不同。本文運用

的係該調查的主體資料進行模型建構，但同時運用花蓮地區追加樣本進行描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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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初級遷徙者人數應較實際少，而非原鄉訪區中則會低估回流遷徙的數量。 

不論是戶籍登記資料或普查資料，主要依據皆為戶籍地址，以戶籍資料進行

遷徙研究，將因寄籍、遷移者戶籍未即時更新等人籍分離的現象，低估遷徙的數

量，而在偏遠鄉鎮的地籍資料又常與戶政機關登記資訊不符，調查資料係實地面

訪，除可免除此類疑慮外，面訪員實地按址調查，得到許多外移人口的地址與聯

絡方式，除可篩除人籍不符的狀況，還可提供外移者的流向與狀況，以作為遷徙

研究之參考，且能確實掌握到較多的遷徙人口。18 

本研究運用該調查資料探討遷徙、職業轉換與社會流動間的關連性，並著重

於空間遷徙與社會流動兩者的關連性。主要運用調查中三個不同時間的居住資訊

（十五歲前成長地、目前居住地、上一個居住地）及五年內是否遷徙的題項，運

用成長地與居住地進行居住身分的判別與遷徙類型及歷程的判定。 

四、田野調查 

除運用次級資料與調查資料進行分析外，本研究亦於 2006 年 11 月至 2008

年 4 月間進行原鄉田野調查。藉由參與指導教授的研究計畫，多次至東部、中南

部原鄉參訪，進行為期數日的田野調查，走訪臺東縣、花蓮縣、嘉義縣、高雄縣、

屏東縣之部落，同時針對特定對象與議題進行約訪，於 2008 年 7 至 10 月間，針

對都市原住民舉辦六場次焦點團體座談。19人類學者慣常於定點進行田野調查，

但本研究在田野地點的選擇上並不會鎖定單一部落或單一族群進行了解，而是依

研究議題取向，考察不同區域（原鄉、非原鄉）在遷徙脈絡中所產生的變化。 

田野調查可預見的困難在於，若是社會群體疆界分明的群體，該如何進入？

如何與守門人溝通？如何找到適當的報導人（informant）？又報導人是否過度干

                                                 
18 以原住民族變遷計畫為例，中選的 4,369 樣本中，有 3.2%的戶籍地址資料錯誤，5.4%人籍不

符；而蘭嶼地區雖有戶籍地址，但卻蘭嶼當地民宅的地址與巷道卻不明確，僅能以人名尋找受

訪者。 
19 原住民族原鄉部落的田野調查資料主要來自中央研究院「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主題

計畫（2006-2007），跟隨研究團隊歷次原鄉田野參訪之紀錄；都會區原住民之焦點團體資料則

係指導教授章英華、林季平所主持之「臺北縣原住民族就業及生活狀況調查」委託研究案

（2008），參與研究團隊一起收集並紀錄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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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研究之進行？有否情勢誤判的潛在危機？守門人往往是地方的菁英與領導階

層，然原鄉與非原鄉在權力結構與組織上則有不同，非原鄉的社群領導人或當地

活躍之社區組織負責人（如同鄉會）則為可能的守門人，而原鄉部落中村里長、

部落耆老則代表不同系統的權威角色。為確保所收集的資訊能反應真實，對報導

人亦須慎選，菁英與意見領袖固然為極佳的報導人，但亦須盡可能去接觸各階

層、各種社會角色，方能取得較真實與全面的局內人觀點。 

田野研究的另一難處在於，所觀察、收集的資訊與情勢究竟是該社群的常態

抑或特例？為能涵蓋原住民族的多元性，田野地點包含山地鄉與平地鄉，涵蓋六

個縣市兼顧不同族群，望能呈現不同族群與區域的真實狀況。誠然，遷徙為動態

人口變遷的歷程，且一地人口的變化、社區的成長與衰退皆須長期的駐點觀察，

考量人力、物力與時間限制，僅能以最少的時間進行最多地點的考察，一個部落

與聚落通常只有數天時間觀察，所能擷取到的僅是片段且靜態的資訊。鑑此，運

用田野調查資料找出不同田野地點、不同族群與部落的共同特質，而非建立在同

一田野地點及社群的深度報導。 

五、資料屬性及其限制 

    本研究主要運用的研究資料來源包含戶政人口統計、普查資料、戶政登記資

料與調查資料。普查資料為「常住人口」，包括本國籍與外國籍人口，在普查時

刻於現居地實際居住三個月或預期居住三個月的人口都須接受普查；戶政登記與

統計則為具中華民國國民國籍者，包括本為臺灣籍目前已遷出戶籍地的人口，戶

籍人口指的是在鄉鎮市區公所戶籍單位登記的普通住戶與非普通住戶的戶內人

口，故戶籍人口數與普查之常住人口在數量上，將因人口界定範疇、人民登記意

願及區域間的遷移等因素而有落差。陳肇男與劉克智（2002）比對 2000 年普查

與戶籍登記資料，發現在全國層次上兩者的差異比例不大，但在行政區域上，兩

者將因工業化與都市化的效益使人口數量差異日增。普查與戶籍登記在人口特徵

上的界定不同，兩者在年齡登記上均為可靠，但因戶籍登記資料的教育資料係由



 58

戶政機構依據教育部學籍資訊作集體更正，故以普查資料的教育程度較為可信；

而婚姻狀況則因普查並未區隔同居與結婚、分居與離婚者，以戶籍登記資料的婚

姻狀況較為準確。 

調查資料不同於普查，普查雖可提供全人口資料，但調查更具時效性與彈

性，若有即時且明確的母體名冊，且依嚴謹的抽樣程序執行的調查資料，則可用

以推估母體情勢。原住民族變遷調查採實地面訪，在人口基本變項上較為精確，

且能反應現實中的移動情形，呈現即時的變化；此外，普查中由家人代答的情況，

在實地調查中，亦是可避免的。 

 使用政府公務登記資料，統計資料與真實狀況間勢必存有差異，如戶政資料

未能即時註記死亡與除籍者，籍在人不在、人籍不符情形，及原住民族登記族別

身分之意願等，皆使研究者估算面臨錯誤母體的風險；而以村里為族群版圖的基

本單位，運用於原住民族研究時仍有其缺陷，概因原住民族之聚居單位乃部落而

非村里，故以村里內之族群數來判別村里之族群屬性時，恐將忽略同一村里內存

在不同族別部落，或同一部落卻由多族組成的現象，礙於現階段尚無原住民族各

族部落之統計，故僅能以村里為單位進行分析。 

第二節 遷徙界定取徑與名詞釋義 

一、遷徙界定取徑：終生遷徙與固定遷徙間隔 

人口遷徙的估計可分間接估計與直接估計，前者不須遷徙的具體資訊，如以

一國各地區不同時期人口數估計遷徙數的全國成長率法（the national growth rate 

method），或以生命表及存活率估計遷徙人口的殘差法（the residual method）進

行間接估計，後者則以具體的遷徙資訊直接估計遷徙人口。出生地法（place of 

birth）、居住期間（duration of residence）與直接遷徙調查三種常用的直接估計法

（廖正弘 1995：26-40）。本研究係以直接估計法進行遷徙人口的相關計算，以

下簡要說明不同遷徙測定原則及其在實際研究上的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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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生地法 

    出生地法與終生遷徙（lifetime migration）的取徑息息相關。終生遷徙取徑

係比較出生地與現居地的差異，若調查對象目前的住處與出生時的住處不同，便

算是遷徙者，若調查對象目前居所與出生時居所都相同，則視為未遷徙者，而不

去追究調查對象出生至今的遷徙經歷。是故，以終生遷徙來界定的遷徙數量與人

次遠低於實際的遷徙數量。終生遷徙的測量與概念係由普查資料而來，各國普查

資料多有出生地變項的調查，故可藉由比較普查時居所與出生地間的差異，來界

定終生遷徙者（Newbold 1997, 2001；Rogerson 1990）。 

    臺灣普查資料自 1905 年至 1966 年的 9 次普查中，除 1925 與 1935 年外，其

餘七次普查皆有出生地變項，但 1966 年後便僅能以籍別來代替出生地變項，但

2000 年普查則將籍別資訊刪去，故運用 2000 年普查資料將無法判別終生遷徙。

本研究以原住民族各族原鄉聚落權充其出生或成長地的替代變項，但族群原鄉聚

落與個人情感認定上的「家鄉」仍有差距，而各族群原鄉的概念亦較近似於「籍

別」的概念，即父母成長地概念，而非真實出生地。在調查資料方面，調查問卷

有明確的出生地與成長地之資訊，故在判別終生遷徙時，可直接進行地點間的比

對，較普查資料更易操作，也更可靠。 

（二）固定日期法 

   居住期間法又可分為固定日期（fixed past data）與居住時期長度（length of 

residence），此兩種方式皆為固定遷徙間隔（fixed-interval migration）的觀測法。

固定遷徙間隔指的是觀測調查對象在某一區間內是否做過遷徙，作法是詢問調查

對象在某一日期的住處（通常以五年或一年為期），在此遷徙間隔（mobility 

interval）出生或在某一日期後出生的孩童就不被當作遷徙者看待，不被視為基礎

人口，故採用的遷徙間隔越長，被認定為遷徙者的孩童也越少（廖正宏 1995：

52）。居住時期長度則詢問調查對象目前居住地點的居住長度，以此法雖可得知

直接的遷徙資訊（direct move），但僅能判別最近一次的遷徙，亦將嚴重低估遷

徙的次數。是故，遷徙間隔越長，所能觀測到的遷徙人數更多，但依舊無法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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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遷徙人次，且隨著遷徙區間拉長，回流遷徙人次低估的可能性越高。 

臺灣普查僅詢問固定日期的居住地資訊，除 1966 年普查以一年為期外，其

餘皆以五年為期，詢問調查對象五年前居住地址；普查中唯一可能與居住期間長

度有關的係住宅的竣工年份，然竣工不等同於入住，故住宅竣工時間亦無法作為

居住時期長度的依據。本研究運用普查資料研究遷徙時，曾分別考量終生遷徙與

固定遷徙間隔兩種不同的取徑，但為能判別遷徙之類型，故以固定遷徙間隔的方

式，以原住民族各族原鄉聚落權充其出生成長地，再以五年前居住題項判別其五

年內的遷徙方向，原鄉聚落的概念可兼顧終生遷徙的長期趨勢的考量，而固定遷

徙間隔的短期趨勢則有助於遷徙類別的建立。在調查資料方面，所觀察的區間亦

是以五年為期，詢問五年內的移動次數與方向，且有明確的前次居所資訊，故調

查之遷徙類型判斷，易較普查容易。 

（三）遷徙歷史調查 

 遷徙調查的最普遍的形式當屬遷徙歷史的調查，遷徙歷史的調查不必然包含

所有的遷徙次數與住處，而是以某幾個特定生命階段的居住歷史作重點式詢問，

僅問居住區域而不問詳細住址，調查遷徙歷史最大的缺點在於回答的誤差，若調

查對象須回憶的是越早期生命階段的居住地點，越有準確性之虞。本研究運用原

住民族變遷調查，在問卷設計之初便加入個人重要生命階段的居住地問項，故問

卷調查的遷徙歷史，著重於不同生命階段的居住與遷徙概況。調查資料中有豐富

的地點資訊，包含出生地、成長地、現居地及五年前居住地，可藉之重現原住民

族在不同生命時期的遷移路徑，重建個人的遷徙歷史。 

普查與戶籍資料皆為靜態資料，普查僅能反應個人目前與五年前居住地的變

化，戶籍資料僅出生縣市與目前居地的資訊，僅能以固定日期法或出生地法來界

定遷徙，調查資訊則因包含齊全的地點資訊，得以重現個人的遷徙歷史。 

二、遷徙名詞與基本指標 

本研究所界定的遷徙係以「跨縣市」為其界定標準，遷徙的操作定義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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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內變換過居所，且上一個居所與目前居所分屬於不同縣市者」，若在同一縣市

內移動的本地遷徙者，視同於未遷徙。縣市係行政界線，非為主要社會經濟活動

的範疇，作為都會區基礎的鄉鎮似乎是較適當的界線，本研究以縣市作為遷徙界

限的因素有三：其一是受限於資料，普查的五年前居住地僅到縣市層級，為進行

不同資料間的對話，須統一觀察縣市別遷徙狀況；其二是為與國內遷徙調查及普

查的定義一致，蓋諸多公務統計皆以縣市為單位，故以縣市為單位來判定遷徙，

俾利後續分析時環境變數的匯入；其三是縣市雖非經濟活動範疇，但在後續分析

時，仍可以經濟活動來往較密切的都會區概念進行討論，如將臺北縣市與基隆市

合併為一區域單元進行比較。有關遷徙的各類定義，與各項遷徙指標的計算方

式，詳述如下。 

（一）遷徙名詞 

1.遷徙者（migrant）：在觀測期間內，進行過跨縣市住所搬遷者。 

2.終生遷徙（lifetime migrant）：在觀測時點，已離開出生地的遷徙者。 

3.短距遷徙者（short-distance mover）：在縣市內移動者，但不被視為遷徙者或

稱本地遷徙者（local mover）。 

4.原居地（origin of migration）：遷徙者原先居住的縣市。 

5.目的地（destination of migration）：遷徙者移入的縣市。 

6.遷出者（out-migrant）：移出該縣市的遷徙人口。 

7.遷入者（in-migrant）：移入該縣市的遷徙人口。 

8.淨遷徙（net-migration）：遷入與遷出人數互相抵銷的結果，若遷出人數大於

遷入人數，則為淨遷入（net in-migration），反之則為淨遷出（net out-migration）。 

9.粗遷徙（gross migration）：遷出與遷入人數的總和。 

（二）遷徙率與各項指標 

遷徙率（migration rate）的計算與基礎人口（population at risk）有關，所謂

的遷徙基礎人口指的是有可能遷徙的人口。粗遷徙率與淨遷徙率的計算，通常以

該地的總人口為基礎人口，不同遷徙類型的遷徙率則因基礎人口不同而有相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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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遷徙效率（migration effectiveness）或以比率（ratio）、指標（index）

的方式呈現，用以說明特定區域對遷徙人口的吸引力與遷徙過程所發揮的作用，

可用於計算成對的「原居地—目的地」，亦可用來計算一地的遷徙效率。遷徙效

率的計算方式比單獨看淨遷徙率來得更具意義（Plane 1984, 1994），遷徙效率可

用來理解某地區在人口分配體系下的動態變化（Rowland 1978）。 

1. 遷入率（in-migration rate）：遷入人口／總人口之百分比。 

2. 遷出率（in-migration rate）：遷出人口／總人口之百分比。 

3. 淨遷徙率（net-migration rate）：淨遷徙人口／總人口之百分比。 

4. 粗遷徙率（gross migration rate）：粗遷徙人口／總人口之百分比。 

5. 遷徙效率（migration effectiveness）：淨遷徙人口／粗遷徙人口之百分比。 

6. 兩地總人口互換率：假設有兩地 A 與 B，兩地人口互換率係（A 地往 B 地

的遷徙量 + B 地往 A 地的遷徙量）／（A 地總人口數 + B 地總人口數）之

千分比。20 

第三節 研究設計 

  除自遷徙指標觀察原住民的移動與人口分布狀況，同時亦對影響遷徙的可能

因素進行分析。以普查與戶政資料呈現原住民人口分布與整體移動趨勢後，進一

步運用調查資料豐富的社經資訊，建構遷徙決策模型，探究影響各類遷徙行為的

決定要素。掌握原住民遷徙的決定要素後，須進一步解答遷徙與社會流動、社會

地位取得的關聯，釐清遷徙行為對原住民地位取得所發揮的作用，及何種遷徙行

為係較具正面效益的，故將遷徙行為連同其他相關要素，一同放入模型以建構影

響原住民社會地位取得的決策模型。故本文先建構遷徙決策模型，再建構涵蓋遷

徙類型的影響個人社經地位的迴歸模型。遷徙決策模型與社會流動模型係運用二

項邏輯斯模型（binary logistic model），社會地位取得模型則以多元迴歸（multiple 

                                                 
20 原住民的人口互換率，主要係以兩地原住民族人口來看，而非該地總人口，故原住民族遷徙

人口的互換率亦僅是兩地原住民族人口的交換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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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建構，以模型控制相關可能因素，檢視其對遷徙行為及社經地位的

影響程度與作用方向。 

欲解析原住民族的社會位置與社會流動，不論自經濟、教育或社會機會結

構，任何單一面向來看皆有其侷限，蓋經濟、教育與社會機會結構環環相扣，欲

對原住民族社會流動有較深入且透徹的研究，除進行實地田野調查，調查研究亦

為取得資訊的有效途徑。但不論是田野研究或調查研究，都須花費大量時間、金

錢與人力，故在進行深入研究前，先自既有公務統計或登記資料著手，期對整體

局勢有較精確的掌握後，再進行更深入的研究。 

 本論文的研究設計將因運用資料屬性差異而有不同。主要係以原住民族人口

分布與遷徙為主軸，運用不同資料進行主題寫作，論文研究架構主要為各研究主

題的安排與串連，本論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為基礎研究，第二部分為遷徙現象

探索，第三部分建構模型，第四部分為田野調查，第五部分為整合性探討。第一

部分基礎研究，運用戶政統計、戶籍登記與普查資料，探討原住民人口一世紀的

變化，再以戶籍登記資料及普查資料進行空間分布大局描繪，並以普查資料進行

原漢空間分布與遷徙差別之比較，以作為整體研究論述的背景；第二部分為遷徙

研究，運用普查資料探討原住民族遷徙行為，建構原住民族遷徙類型，並找出各

類遷徙在臺灣社會的空間流動模式；第三部分為模型建構，運用原住民族調查資

料，探討遷徙的相關決策因素，及遷徙與社會流動的關連，分別建構遷徙模型與

影響個人社經地位的迴歸模型；第四部分則為田野調查的相關發現，揭露遷徙行

為所在的社會情境與脈絡；第五部分為綜合性討論，整合前四部分研究發現，找

出原住民族遷徙通則與特殊模式（論文研究流程可參考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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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流程 

 遷徙為本文的核心議題，交互運用多元資料以呈現各類型與面向的遷徙現

象，主要運用 2000 年戶口普查資料呈現五年期的遷徙行為，而以原住民變遷調

查資料及北縣原住民調查資料，則可同時呈現五年期與終生遷徙及長期遷徙路

徑，唯不同資料藉以判定遷徙的資訊並不相同，且各主題所適用之資料及變項測

度方式皆因資料類型與屬性而異，各資料適用之主題、及研究方法將於各章詳

述，本論文之總體研究架構請見下圖 3-2。 

 原住民族的事務與現況，已是臺灣社會中主要關懷的議題，研究者亦深受此

思潮之浸潤。本研究先著手整理既有文獻與理論資料，蒐集原住民相關的次級資

料分析之，整合出理論通則與待檢證的議題，同時自田野調查與相關座談中，尋

求研究對象對議題的主觀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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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總體研究架構 

 社會科學研究長期以來處於量化與質化研究截然二分的氛圍中，質化與量化

在研究型態與風格上的各異，且分屬於不同研究取徑：量化係實證研究

（positivism）取向，質化則偏向詮釋（interpretive）與批判（critical）取徑。不

同研究取徑對社會實相（social fact）、真實與價值的立場不同。實證主義取徑的

研究意係根據一般性理論，自社會存在中導出一個因果關係，認為社會實相存在

著穩定的模式與秩序，遵循一定的邏輯與法則便能發現，且相信研究係價值中立

的；詮釋取徑則敏銳地捕捉情境脈絡、使用不同方式以進入他人內心來洞察這個

世界，獲取對他人世界觀同理心的瞭解，認為社會並不存在穩定的實相，係人類

在互動中創造中流動的情境，並認為價值僅是社會生活整體的一部分，價值僅有

差異而無對錯。但兩者仍共享基本的科學原則：都是經驗論的、都講求系統化的

方式，有各自的理論支持。不同研究取徑僅是使用不同方法獲取知識的差異，但

本質上仍服膺於共同的研究準則與倫理，所有的研究取向都是藉由自省與開放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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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的公開過程，系統性收集經驗資料，以創造性方式去建立理論知識（Neuman 

2000:132, 144, 164）。 

   秉持如此信念，不論是客觀資料分析，抑或田野中主觀詮釋，皆須不時對話

且彼此蘊含。在研究程序上，先藉由廣泛且深入的資料分析以掌握原住民族人口

分布與遷徙的通貌，再以模型分析原住民族遷徙的影響因素，其遷徙對個人社經

地位的影響。但這樣的模式與因果模型是否便是原住民族行為的真實面貌，又鑲

嵌於何種社會情境，復以質性方式蒐集資料，置身於當事人的情境與脈絡中去詮

釋，退出田野後以客觀中立的態度，令不同取徑所取得的資訊彼此對話，既兼顧

遠距離的大局客觀分析，又近距離地設身處地去感受，盼能對研究主體與主題有

較全面、深刻且有溫度的理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