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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文化是一種標籤，幫助我們增加對人類行為模式的瞭解，透過族群的

生活方式，可以描繪出每個團體獨特的特質、認同、目標及分享價值。因

此，文化是個人日常生活的全部，也是團體的識別標誌。它提供成員團體

生活需要的精神指標與價值，同時讓成員歸屬並產生與其他團體區別的認

知。這種區別的認知，讓團體對成員資格有一定的要求，並希望成員有共

同的瞭解及特性-也就是透過分享的認同、價值將個人匯集產生團體功能，

共同追求它的目標，達成自我滿足（Belle and Christopher,1996:28）。 

「文化」是個人的歸屬及認同，並成為成員生活的信仰價值，也因此

區別了「我們」及「他們」。由於團體透過在一個地區長久生活的文化、

歷史、血緣、語言等分享因素，逐漸形成一套管理事務的組織，「民族國

家」的概念因而興起。民族國家以血統、領土為依歸，並以「民族式的民

族主義」為認同，讓強烈的區別標誌從文化層面的團體概念，提升到國家

狀態的意識。這種國家型態，在十八世紀開始有了轉變，民主浪潮下，許

多新興國家以「民主」建國，公民意識成為國家建構的原則，精神性的指

標從以往的「血統」轉變為「民主信念」，並透過這種信念，將不同團體

連結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因此，國家走入了複雜多元的族群關係

中。 

由於多族群國家首要關心的就是國家是否能穩定團結，因此建立單一

的忠貞及認同是首要的目標。當時新興的國家以「民主」的西方文明散佈

者自居，並認為「西方文明及文化」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同化」是當時

處理族群關係最常見的方式。這種單一文化社會透過強制性的同化政策：

對宗教、法律、教育系統、公民資格的限制，將其他文化抑制發展，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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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文化的尺度只剩一個，以此建立單一的國家認同。此外，透過這種文

化優越感，優勢團體全面否定其他團體在政治、經濟上的權利（C. W. Watson, 

2000:3）。這種全面性的否定權利，並不符合民主精神，卻是當時民主國家

視為當然的處理方式。 

1960 年，美國民權運動給予了多族群國家另一種處理族群關係的選

擇。透過民權運動所建構的「民主公民」精神延伸至文化層面，尊重多元

的概念結合公民意識，成為強大的力量，產生了新的觀念。一個好公民與

團體成員的身份是可以並存，同時尊重他人的文化實踐，也是「好公民」

的表現。「公民」資格與意識提供了國家運作的穩定，並發展出一種新的

測量多元文化的尺度：連結各文化價值成為普遍分享文化的基礎，同時承

認所有文化的平等地位。 

由於族群文化獲得國家背書，因此公民渴望擁有國家普遍公民資格

外，同時也擁有身為文化團體成員的驕傲及自由。地區歸屬感增強、鼓勵

差異價值的實踐，讓多元文化主義成為目前民主國家處理族群關係的基

礎，並成為多元社會衝突的一種緩和劑（P. Harvey, 1996:70,79），雙重身

份的要求（公民及團體成員身份兩者），亦成為國家在制訂族群政策時必

要的保證及承諾。為與早期「同化」政策區別，「多元文化整合」政策浮

現。國家開始從理論及實務（實際政策）上尋求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族群關

係的測量及評估標準，如何在「國家整體」及「多族群」之間尋求穩定及

發展考驗著各國政府的智慧。 

近幾年，多元文化主義興起，不斷強調「多元寬容及尊重」，這讓筆

者思考，多元文化主義的真正意涵為何？是否可以解決族群衝突？還是會

像許多反多元文化學者擔心過於強調多元會造成分離或族群孤立，嚴重將

導致國家分裂？是否多元文化主義僅在強調「差異」的重要性，還是包含

「某種程度的一致性，讓多族群國家維持穩定及團結」？再者，「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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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往往有不同類型（如種族、民族、族裔等），多元文化主義對待

每一個族群「寬容」的範圍是否相同？ 

美國：世界第一大移民國，多樣豐富的人種，一起創造了美國的富裕，

並將自己視為「美國人」，是何種因素讓他們「合眾為一」？其國家建構

過程中，是否有某些普遍基礎讓他們在族群多樣並歷史衝突不斷下仍能維

持穩固的國家狀態？多元文化主義是否在美國發揮一定的影響？ 

同屬英屬殖民地的加拿大，相似的歷史及文化，卻與美國發展出截然

不同的國家特質：「多元寬容」。沒有「合眾為一」的加拿大如何在多元

社會下維持國家穩定及團結，魁北克獨立運動是否真的符合多元文化主義

的概念？加拿大政府又是如何處理其族群多樣性？ 

新加坡的多樣具有高度複雜性：混合內部及外部地區政治的左右力

量。這種多元複雜度，是否會影響新加坡社會的穩定與團結？新加坡政府

又是如何面對這種高度複雜的族群團體，如何從「無」到「有」建構出一

個「小國寡民」的奇蹟？ 

因此，從理論及實證兩方面引出本研究的問題意識：現代多族群國家

如何架構其族群關係，多元文化主義是否能在國家團結及多族群間尋求穩

定發展的過程中，提供具體原則與策略？ 

二、研究目的與假設 

（一）研究目的 

透過問題意識，本研究試圖以理論及實證：以多元文化主義的族群觀

點及歸納實證國族群問題處理方式兩者進行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族群關係普

遍測量（評估）的標準及族群關係模式之建立。理論部分試圖找出多元文

化主義理論評估的尺度及核心價值，作為理論性基礎。同時對美國、加拿

大、新加坡國家建構的歷史脈絡進行瞭解，找出國家中心基礎、族群衝突

來源並歸納三國處理之共同原則。藉由多元文化理論探討與實證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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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建立一個多元文化主義下族群關係的普遍模式，基於上述，本研究目

的具體如下： 

1. 瞭解文化、族群、國家的相互關係。 

2. 溯源多元文化主義的意涵與本質，架構「多元文化社會」及「多族群團

體」間穩定的關係。 

3. 比較分析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國家建構、族群關係的脈絡、衝突及處

理方式。 

4. 透過多元文化主義解決實證國的衝突。 

5. 歸納理論及實證，架構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族群關係之模式。 

（二）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的問題及目的，提出五個假設： 

假設 1、文化差異是無法完全消除，只會減低或增高，透過國家意識的

介入而更複雜。而國家皆以「維持國家團結及穩固」為首要，

僅是使用不同方式來維持。 

假設 2、文化差異的產生開始於族群接觸，並透過評價文化而有高低之

分，之後，透過政治、經濟、社會互動加大。衝突發生的原因

通常為「文化歧視」、「政治否定」、「經濟不公」、「社會

偏見」，而政府處理態度是處理衝突的主要關鍵。 

假設 3、多元文化主義的真正意涵是包括「國家穩固發展」及「尊重差

異」兩者。多元文化主義所強調的不是讓多族群國家更分離，

而是讓多族群國家更「團結」。 

假設 4、多元文化主義對待不同類型的「族群」，有不同標準，其標準

依其來源、背景透過政策而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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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5、國家建構過程發展的脈絡及中心基礎決定該國處理文化差異的

方式，各國會因為歷史脈絡不同發展出不同解決方式。是否有

一種普遍方式測量族群關係，解決族群問題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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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多元文化主義興起後，不少學者嘗試以不同途徑瞭解並描繪族群關

係，如哲學、文化學、社會學、人類學、政治學等方式，由於本研究討論

重點在於多族群國家如何架構其族群關係，多元文化主義是否能提供多族

群國家族群關係的穩定發展。因此本文先透過文化差異及衝突概念，瞭解

多元族群接觸及相處的模式，並由於國家介入，使用不同方式及策略產生

引導力量。本研究的研究途徑，從「文化差異」及「多元文化整合」出發： 

（一）文化差異途徑： 

文化差異途徑，以「一元論」為起點，之後進入「多元論」的討論，

並開始探討差異。當代文化差異的學者透過「自主選擇」、「文化權」、

「豐富美學」、「個人主義」、「正義」等角度思考文化差異建立現代文

化差異理論的系統性論點。  

就多元文化研究而言，文化差異理論說明：在文化中用不同於自身的

觀點去看文化實踐，並學習如何公正的對待不同文化。因為每一個文化都

是不同影響下的產物，有不同的價值及對成員生活的意義。 

（二）多元文化整合途徑： 

社會差異是產生衝突的主因，國家若想建立一個穩固、富裕的多元社

會，就必須顧及差異與團結兩者。自從多元文化社會必須正視差異，同化

的觀念就開始被質疑。同化主義假設社會是單一文化的架構在多元文化社

會中是錯誤的概念，因為這歪曲了民族文化的觀點及價值，無法正確架構

多族群國家中平等的族群關係。多元文化整合方向，是透過自主架構、正

義、集體權利、普遍文化、國家及民族認同等，討論多元社會如何整合及

穩定發展。就多元文化研究而言，多元文化整合理論的貢獻在於：建立一

個普遍價值觀，穩定國家的團結及族群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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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歷史研究途徑 

歷史研究途徑是瞭解「多元文化」興起脈絡的重要基礎。歷史教導研

究者學習如何透過歷史的脈絡發展驗證研究假設。如今日美國族群關係發

展的重要方向受到了兩百年以來殖民地時代的影響：不接受印地安人、以

私有財產為標準，產生菁英團體，更由於發展快速，對勞力需求無限制，

造成黑人成為非自願性移民、非英語系勞工移民大量進入，讓美國最後成

為一個附有多種族、族裔問題的多元社會。從歷史途徑中可找出分析脈絡

並驗證研究假設，達成研究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一） 本研究屬性 

研究可區分為純研究（Pure Research）及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

純研究乃針對拓展尚未開發的知識領域的研究，應用研究乃專注於現實生

活問題的解決（謝安田，1979：14）。本研究是透過理論及實證解決目前

多元國家所遭遇的族群問題，及建構一個測量標準，供未來制訂族群政策

的方向，應屬應用研究。 

同時，本研究採「質化研究」。質化研究強調在自然情況中瞭解事件

的「過程」及「意義」（曹琇玲，2001：40），透過資料，加以詮釋其問

題，並以文字呈現研究內容及結果，並將細節加以歸納分析，解釋研究結

果。 

（二）本研究應用之方法 

社會與行為科學研究方法中，研究所使用的方式有鉅觀（macroscopic）

與微觀（microscopic），主觀（subjective）、客觀（abjective）交替就研究

主題，尋求一個整合模型（席汝楫，1997：237）。鉅觀與客觀之間，有社

會、法律、官僚制度、技術及語言。鉅觀與主觀間，有文化、規範及社會

價值。微觀與客觀間有行為模式、行動及互動。在微觀及主觀之間，有許

- 7 - 



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族群關係-以美、加、新三國為分析對象 
 

多不同種類的社會建構（席汝楫，1997：237-238）。近代研究法學者認為，

單一方法的使用，對許多問題的探討，可能無法完全掌握。因此對於某一

個研究主題，可應用各種方法進行，而不必侷限於一種，如此才能對問題

分析更精確（席汝楫，1997：237-238）。 

由於本研究透過理論及實證探討多族群國家的族群關係，是一種質化

的應用研究。問題涉及到文化價值、行為模式、社會制度及不同社會結構，

因此本研究不以一種方法為限，蒐集各種材料，進行分析。期能從實證的

個體分析，提升到理論的總體層面，兼顧靜態社會結構及動態社會變遷的

分析（席汝楫，1997：239）。 

綜上所述，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1、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主要是透過對資料蒐集與引用來論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 

本研究主要希望透過參考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官方文件、研究報告、

學者著作及國內外相關期刊、文獻，藉以了解與呈現多元文化主義如何建

立多族群國家的族群關係及美、加、新三國的族群政策。 

2、歷史研究法 

歷史研究法在過去偏重於發掘史實，即是偏重史料的發現，至近代歷

史研究則偏重於因果關係的解釋，希望透過對於過去史實的發現，來瞭解

及解釋現在。 

因此本研究藉透過歷史資料，了解美、加、新三國的國家建構過程、

族群關係及政策變遷的因素等。 

3、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針對兩個或數各不同的對象，透過比較的方式來凸顯差

異性、相關性與特質。本研究期能透過比較分析美國、加拿大、新加坡三

國，歸結出各國處理族群衝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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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理論」：多元文化主義；「實證」：美國、加拿大、新加

坡三國為對象，探討現代多族群國家如何架構其族群關係，多元文化主義

是否能在國家團結及多族群間尋求穩定發展的過程中，提供具體原則與策

略？透過資料處理、分析與檢證，得出研究結果並予討論，最後依據本研

究之研究目的歸納出本研究的主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發現提出若干建議，

藉以提供族群問題解決的方向，並為相關族群問題後續研究做為參考。 

基於上述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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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目的 
問題提出： 

現代多族群國家如何架構其族群關係，多元

文化主義是否能在國家團結及多族群間尋

求穩定發展的過程中，提供具體原則與策

略？ 
  

    

 
美國、加拿大、新加坡

處理族群問題之模式 
＊ 美國族群關係與處理模式 
＊ 加拿大族群關係與處理模式 
＊ 新加坡族群關係與處理模式 
 
 

 

多元文化主義對多元

社會族群問題之觀點 
＊文化差異的基本概念 
＊多元文化核心價值 
＊差異的公民觀 
＊公民國家概念 

   
 
 

 
 

族群關係之測量標準及模式
 
 

結論與建議  
 

 
圖 1-1 研究架構圖 

 

四、研究流程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途徑、研究方法及研究架構，依以下流程進行研究

（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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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始

 問題緣起 
（緒論第一節） 

 
 

  

探

索

 確定研究目的及假設 
（緒論第一節） 

 
 

  

研究設計 
（緒論第二節） 

 
設

計

 

劃定研究範圍及限制 
（緒論第三節） 

 
 

  

執

行

 執行研究 

 
 

  

資

料

處

理

 資料處理、分析與檢證 
（本研究第二、三、四、五章）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之第六章） 

 
完

成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之第七章） 

 

圖 1-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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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由於本研究透過「理論」及「實證」兩方面進行資料分析。依研究材

料的性質分為（一）時間範圍（二）對象範圍 

（一）時間範圍 

時間的研究，本論文以「橫剖面」研究為主，「縱程」研究、「趨勢

研究」（trend study）為輔進行。「橫剖面」研究透過發現的現行現象、情

境、問題，透過母體觀察進行之研究，並有效於就時間點上獲得全面性圖

像（胡龍藤、黃瑋瑩、潘中道，2000：98），是目前社會科學研究法中常

使用的方式。然許多學者在進行橫剖面研究時，也會透過資料，致力於變

遷及過程分析（這部分是「縱程」研究的原則）及各種因素所造成之影響

及影響過程（這是趨勢研究的原則）。 

因此本研究以「現代多元國家的族群問題」透過母體觀察希望獲得全

面性圖像，並以母體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變遷及過程加以分析及及各種因素

所造成之影響。 

基上所述，本研究範圍定為：「多元文化主義下的族群關係：以美、

加、新三國為分析對象」。由於本研究重點為現代多族群國家如何架構其

族群關係，多元文化主義是否能在國家團結及多族群間尋求穩定發展的過

程中，提供具體原則與策略？因此本研究理論部分將以多元文化主義的「多

元文化核心價值、文化差異」及「公民國家」概念為理論論述的基礎。 

關於實證部分，由於本研究期望能從三國歷史脈絡中獲得對本研究問

題的全面性圖像，並對其過程的變遷、影響因素加以分析。因此時間點以

「國家建立」至今的歷史脈絡找出族群衝突之來源及各階段該國處理模

式。因此，時間點上，美國部分從美國建國開始（1776 年）說明至今之族

群問題處理模式；加拿大亦由其建國開始探討；新加坡則是由 1965 年與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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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西亞脫離，成為獨立自主國家開始，關於新加坡在爭取獨立時與馬來西

亞發生之族群衝突，不在本研究範圍內，其餘歷史部分必要時簡略說明。 

（二）對象範圍 

本研究以社會科學研究法非機率選樣方式中的「立意取樣」為對象選

擇方法：研究者先運用判斷及策略，取得所需的個體樣本，這是配合研究

需要，所為的人為選擇，並事先有充分的材料可證明這種選擇具有代表性

（席汝楫，1997：122-123）。選擇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為對象之原因如

下：  

1.美國： 

目前世界最大的「多族群國家」，在面對不同「族群」，是何種因素

讓「合眾為一」成為所有美國人的中心基礎，在如此大的差異族群中維持

「強烈的國家統一意識」，值得探討。因此透過美國可分析「國家認同及

歸屬強烈」的國家如何處理族群問題。 

2.加拿大： 

加拿大對「多元的尊重」從 1.比美國早通過多元文化的法源依據 2.允

許分離運動可看出。由於多元性強烈，加拿大選擇以「包容國家」為國家

建構基礎。因此透過加拿大可分析「多元差異強烈」的國家如何處理族群

問題。 

3.新加坡： 

新加坡建國即以「多元種族社會」為基礎，境內團體複雜、境外鄰國

虎視眈眈，卻在短短三十年之間成功創造「新加坡」奇蹟。政府透過一系

列「計畫」架構族群關係，讓其族群政策成為亞洲國家中最成功的例子。

透過新加坡可分析「國家的態度及策略」對規劃族群關係之影響。 

二、研究限制 

（一）應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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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所建立之模式，雖期望建立一個普遍測量之標準與原則，然並非

能全體適用於某一地區之族群問題，仍須參考當地民情及歷史背景；再

者，各國族群政策有其成立的背景與歷史脈絡，也並非完全適用於其他

地區族群問題，研究結果僅供參考，不宜全盤借用。 

2. 由於地域因素，研究者無法長期進入實證國觀察、調查及訪視。因此本

文以文獻分析為主。必要時輔以統計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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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名詞釋義 

一、名詞釋義 

本部分就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對象名詞釋義如下： 

（一）族群相關之名詞釋義 

1.本文對「族群」的定義： 

本研究的「族群」採廣泛定義：來自不同民族、種族或族裔的文化團

體所形成的文化共同體，本研究將上述的文化團體統稱為「族群」，研究

過程中將細分其類型，利於分析國家對不同類型的處理方式。 

2.民族（國族）： 

相同血緣、文化、語言、宗教的集合體，這個集合體政治上就是一個

國家（洪鐮德，2003：25）。英文中的 nation 常有民族及國家兩種涵義，

由於它具有政治上的意涵，因此英文中的 nationism 常被定義為「國族主

義」。國族通常指具有集中土地，經過長久歷史，擁有共同的語言、傳統、

宗教的文化共同體，並有強烈歸屬感。本文將原住民歸於民族種類中，然

由於其情況特別，本文提及時，仍以「原住民」名詞呈現。 

2 種族： 

根據 Peter Brooker（王志弘、李根芳譯，2003：324）的文化理論詞彙

及 David Jary（周業謙、周光淦，2002：555）的社會學辭典對種族的定義

為具生物學特點的一群人具有天生不可改變的特徵，透過這樣的身體特

徵、多樣性特質，區分了世界上的人類。同時，種族一詞除了生物學特徵

來看，也包含了階級及文化等屬性。如「人種不同」除了說明族群之間膚

色的身體差異外，也可指養育方式等方面的差異，這種包含文化屬性的解

釋稱為「社會的種族」，在這種層面下，「種族」一詞曾被當成民族使用

（張明敏，黃仰雯，2002:16）。這種種族觀念在西方社會轉變為一種種族

主義，白人至上及文化優越，並成為白人同化他族的理由。由於這種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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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上的身體特徵的定義，會產生歧視的概念，因此近年為規避這類問

題，「種族」常被換成較中立的「民族」一詞，如黃種人被稱為亞洲人（張

明敏，黃仰雯，2002:17）。不使用種族一詞，緩和「膚色血統」產生的歧

視偏見。 

3 族裔（族群）： 

根據 Peter Brooker（王志弘、李根芳譯，2003：139-142）的文化理論

詞彙對「族裔」的定義為不同的社會和文化認同，與體質差異可能有關，

也可能無關。王甫昌（1993：55）對族裔團體的定義為：「擁有共同的血

緣、語言、文化、宗教或祖先，而被認為是構成獨特社群的一群人」。這

種定義隱含了界定族群團體的兩個重要元素，一是客觀的條件，如文化、

語言，一是主觀條件就是族群認同，這些主觀及客觀條件的結合，組成族

裔團體。 

（二）、多元社會 

史密斯（M.G. Smith）認為多元社會特徵有三（引自葛永光，1991：30）： 

1.多元社會特徵，乃是文化多樣性，社會分裂，意見亦分歧。 

2.多元社會政治型態是一種單一文化族群支配其他族群。 

3.多元社會，是由血緣、宗教、教育經濟等非自願之人類制度實踐所造成。 

（三）、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最早是以形容詞出現，如多元教育、社會等，也就是一個社

會存在多個文化。早在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使用前，社會科學家會使

用「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ies）」代表多元文化的概念。 

多元文化主義的出現最早來自北半球的大城市（美國、加拿大），由

於這些國家有許多來自全球不同地方的公民，帶來不同文化價值，因而產

生的文化觀。目前也有學者以「Multiethnic Societies」，「Multiracia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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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ethnic1」稱之（C.W.Watson,2000:2）。   

（四）、民族國家與多族群國家： 

民族國家是一個複合名詞，由民族與國家兩個名詞組成。民族是一個

文化的概念，國家則為一個政治概念。民族國家描述民族團體因為在一個

地區長久生活的文化、歷史、血緣、語言、互動往來等共享因素，而共同

建立一個國家的狀態。多族群社會則是由過去或現在移居而產生，其成員

複雜度高，來自不同的團體，有著不同文化、語言及傳統，而一個國家可

能包含本身長久居住在此之民族，也可能包含之後移居的其他族群，而成

為一個複雜的多元國家與社會。目前大部分國家皆為「多族群」國家，因

此多元文化主義興起具有實質的意義。 

                                                 
1 Polyethnic是目前最被接受的字，它說明了自我建構及歸屬於某特別文化（族群）團體，但大部分用於

於大學研究中，Multi-cultural仍是一般使用的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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