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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落葉歸根是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中國人對家鄉、土地有著

一份深刻的熱愛，離鄉背井就像是沒有根的浮萍，隨風飄散；

一方面忍受著孤獨寂寞，一方面要承受在外工作、及生活方式

適應的壓力而無處宣洩--這是中國人對遊子的想法，也是現在

許多都市原住民的真實寫照。 

原住民族原本安居於屬於自己的地方，有著獨特的文化傳

統及生活方式，然而隨著工業化的來臨、社會結構的轉變，讓

這些靠傳統生產方式的原住民族，不得不紛紛進入都市尋找較

好的工作機會。這些各族都市原住民因各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及

需求，加上接觸到都市異文化不同的價值立場及社經利益衝

擊，在異文化的強勢下，受到了制度的不平、機會的不公，使

他們不得不向主流文化低頭，造成他們語言、文化逐漸流失衰

亡、民族認同的模糊、族群自尊自重的喪失，更因為在種種社

會地位不利的情況下，不斷惡性循環，使他們成為都市中弱

勢、邊緣族群。 

台灣原住民族中，居住在花東縱谷區的阿美族，透過年齡

制度及部落聚會所建立其社會結構並傳遞文化。由於其人口最

多並漢化較深
1
，又沒有像「山地山胞」有「山地保留區」任其

耕作，因此二十幾年來，阿美族移居都市的數量比其他原住民

族比例高出許多。這些初到都市的阿美族，因文化、語言、宗

教及生活環境的差異，難免會產生與漢人在溝通、協調和適應

上的問題，為了盡快適應都市生活，尋求彼此幫助，有些阿美

                                                 
1 阿美族與卑南族同為「平地山胞」，其和一般平地原住民一樣有繳納各種賦稅

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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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開始出現群居現象（如台北縣汐止的山光社區），這種群居

現象使原來部落社會的某些互動可透過群居（類似社區）概念

而重現其社會結構；然而對其他散居的阿美族而言，日常生活

中失去與部落的聯繫關係，也失去了部落相互照應、互動及文

化傳承的功能；尤其原本在部落中，文化傳承是存在於日常自

然生活（如家庭、部落、部落聚會所）中，失去了這樣的聯繫、

溝通自然存在的場所，文化傳承要如何進行？另一方面這群散

居的阿美族原住民因失去如同部落的聯繫與照顧，必須獨自面

對生活中一切問題，而得不到慰藉。此種現象讓筆者思考是不

是有一個地方（或方法）能聯繫都市中阿美族與原鄉之間的關

係，並在都市中讓阿美族重建其社會結構，得到彼此的慰藉、

互相照顧，更能使都市中阿美族的文化得以繼續傳承？ 

基於上述，本文先從都市原住民相關理論出發，提供都市

原住民問題檢視之標準，再從阿美族遷徙背景及在都市地區生

活之狀況作一介紹後，一方面整理都市阿美族生活適應方面所

需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探討其造成生活適應問題因素分析，透

過問題發生及因素探討，並輔以紐西蘭毛利人 Marae 集會所經

驗，提供如何提升都市阿美族在未來「生活適應」方法，並給

予未來考量都市原住民在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方面一些建

議，同時給予台灣原住民在都市中營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化」

及「心靈」的空間，並使具民族包容性的社會空間展現在台灣

這片土地上。 

因此本研究問題為：提升都市中阿美族「生活適應」方法

為何？什麼方法能聯繫都市中阿美族與原鄉之間的關係，並在

都市中讓阿美族原住民重建其社會結構，得到彼此的慰藉、互

相照顧，更能使阿美族文化得以在都市繼續傳承？基於上述問

題提出，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都市原住民之形成。 

二、了解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與遷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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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都市中阿美族所面臨之問題。 

四、檢討都市中阿美族所面臨問題因素。 

五、提供提升都市阿美族「生活適應」方法。 

六、提供台灣都市原住民在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方面之相關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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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係依以下流程研究：（圖示如下頁） 

1.確立研究問題：提出研究問題，並確立研究探討之主題、研

究動機、研究目的。 

2.劃定研究範圍：確定研究範圍、限制與對象。 

3.確定及收集所需資料：本研究所需資料，包括阿美族及紐西

蘭毛利人的文化、遷徙過程、都市中生活適應、文化傳承相關

論文、期刊與研究報告、統計資料、（調查）報告等。此外根

據研究問題、所需資料，透過各大圖書館、資料中心、研究機

構、電腦網路。 

4.整理分析資料：將蒐集到的資料加以整理、分析與解釋。 

5.提出問題並檢討：根據資料分析，提出問題，並提出說明與

檢討 

6.提出結論與撰寫論文：根據分析與解釋之資料，提出結論，

並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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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緣起 

 

確定研究目的 

 

劃定研究範圍 

 

確定及蒐集所需資料

 

整理分析資料 

 

提出問題 

 

檢討問題 

 

提出建議與結論 

  圖 1.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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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動機與目的 

問題提出： 

如何提升都市中阿美族的「生活適應」及「文

化傳承」？ 

  

    

阿美族完整說明 

 

＊ 阿美族都市遷徙歷史 

＊ 都市阿美族面臨之問題 

＊ 紐西蘭毛利人經驗 

 都市原住民相關理論 
標準： 

能同時加強都市原住民「生活

適應」與「文化傳承」之功能 

 

 
 

 

 

 

 

 

 

 

圖 2 研究架構圖（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本研究是以都市原住民相關理論檢視台灣都市阿美族所

遭遇之問題。本研究問題為「如何提升都市阿美族的生活適

應」？。並先於文獻探討的部分，將都市原住民相關的理論基

礎簡要說明後；深入剖析都市原住民相關理論，並透過分析建

立出本研究評估的理論標準：能同時加強都市原住民「生活適

應」與「文化傳承」之功能。 

聚會所建立之必要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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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檢視問題之前，需對阿美族有完整說明與瞭解，因此透

過阿美族社會文化及遷徙至都市歷史與現況，深入瞭解、分析

都市阿美族所面臨之問題。 

   最後，以本研究所建立的標準與第三、四章分析出的都市

阿美族所遭遇之問題，進行評估與檢討，提出解決之方法（於

第五章顯現），最後歸納出本研究的主要發現，並根據這些發

現提出若干建議，藉以提供未來考量台灣都市原住民在「生活

適應」方面規劃的方向，並為相關都市原住民後續研究做參考。 

本論文共分六章十九節，其章節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 

本章共分四節，主要是透過對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範圍與限制說明，建立本論文研究架構，以求本論文的有

效、客觀；後就國內外與本研究相關之研究說明介紹，並簡要

說明本研究所使用之理論。 

第二章、都市原住民相關理論： 

本章深入分析都市原住民相關理論，並透過相關理論之分

析綜合建立本研究評估之標準：能提升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同

時又能兼具文化傳承之功能。 

第三章、阿美族都市生活之背景說明： 

本章共分三節，主要是對阿美族歷史及文化有一簡略瞭

解，並說明都市阿美族現況。 

第四章、都市阿美族「生活適應」問題之分析： 

本章從心理精神層面、經濟、社會層面、教育文化三層面

說明都市阿美族所產生之「生活適應」上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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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提升都市阿美族「生活適應」之方法 

本章分三節，主要說明阿美族聚會所建立之必要並輔以紐

西蘭毛利人都市中連結毛利人之精神中心--Marae，並歸納出

的其特質與精神，說明紐西蘭政府就 Marae 所訂出有關提升都

市中毛利人「生活適應」及「文化傳承」政策及成果，提供台

灣政府推展原住民聚會所未來方向。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三節，主要內容分為研究發現、研究建議與研究

展望，在研究發現中，將針對本研究目的，做一全面性回顧。

在研究建議部分，將提出對台灣原住民政策的建議及未來思考

方向。在研究展望部分，將提出本論文研究完成後，檢討此研

究作為日後更深入研究的奠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章節需要採取文獻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茲分

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Research） 

文獻分析法主要是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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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出版的官方文件、研究報

告、學者著作及國內外相關期刊、文獻，藉以了解與呈現其問

題的現況。 

（二）、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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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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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藉透過歷史資料，了解阿美族文化背景、社會

變遷及遷徙過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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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空間範圍 

    由於本文開始研究前，原預定一區域為單位進行研究，然

開始進行後產生許多困難，作者詢問及查詢許多政府單位及圖

書館，對單區都市阿美族相關的資料竟少之又少，最新的統計

僅八十四年度，由此亦可發現台灣政府對原住民之關心程度，

因此本文空間範圍界定僅就「都市阿美族」，所謂「都市」本

文將其界定為：阿美族從原居地進入比原居地更繁榮、更為進

步之地方。並對都市阿美族所遭遇之一般性問題作深入討論，

而單區特殊問題並不在本文討論之中。 

（二）時間範圍 

六０年代台灣原住民因為工業化之影響開始往都市遷

徙，而開始有所謂的「都市原住民」，也因為遷徙的結果造成

多數初到都市的原住民不論在心理、社會互動上都產生了許多

矛盾與衝突，並隨著居住都市時間的拉長，而漸漸淡忘自身的

文化，產生「文化傳承」問題；阿美族為台灣原住民人數最多

一族，又最早遷徙入都市，目前亦為都市原住民人數最多之

族；再者，阿美族社會結構及文化傳遞皆以「達魯安」會所為

中心。因此，本研究範圍定為「台灣都市阿美族生活適應之研

究-兼論達魯安聚會所之建立」。並在研究範圍的時間軸上，

以台灣六 0 年代原住民開始遷徙為限；必要時就其歷史背景作

簡單描述。 

（三）對象範圍 

阿美族為台灣原住民族人口數最多之一族，並因屬於「平

地山胞」漢化程度比其他族群高，且因其沒有「山地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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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使其遷徙的人口較其他族群為多，在都市中「群居」的

現象又較為明顯，期中以台北縣山光社區最為著名，故本文選

擇阿美族為探討原住民族遷徙至都市後適應及文化傳承之研

究對象。 

（四）比較對象範圍 

毛利人在早期發展過程中，亦與台灣原住民相同受到種種

壓制，且其六 0 年代都市化結果，造成毛利人因生活需要大量

都市遷徙，造成其自身文化及生活適應問題，毛利人憑著較多

人口及積極要求，在都市中建立其精神中心—Marae 聚會所，
紐西蘭政府一此聚會所發展出許多幫助毛利人生活適應及文

化傳承之政策，成效頗為顯著，值得學習，因此本文以毛利人

經驗為對象，期能從此方面探討，分析出現行毛利聚會所之特

點。給予未來台灣規劃都市中原住民「聚會所」成立之方向。  

二、研究限制 

（一）阿美族有其獨特文化背景及社會結構，其所產生之「聚

會所」功能，與其他原住民族所需求的功能有所不同，並非完

全適用於台灣其他都市原住民。而紐西蘭毛利人聚會所亦有其

成立的背景與歷史脈絡，並非完全適用於其他地區原住民，研

究結果僅能供參考，不宜全盤借用。 

（二）本研究重點放在政策內容與實施實際層面，必要時輔以

統計資料分析，而非以決策分析探討為主，此為本研究第二個

範圍限定。 

（三）最後，本研究之限制來自於研究者，每一位研究者在從

事研究時，其成長的時空背景、學術專長皆會影響其對議題的

思考與研究途徑之選擇，假設今天一位阿美族學者與漢人學者

對都市阿美族的議題進行研究，其目的與結果，將迥然不同。

本研究的研究主題與架構選擇，雖是依思維法則進行推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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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結果勢將與阿美族學者對此議題的論斷有所不同，此為本

研究第三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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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名詞釋義與文獻探討 

一、名詞釋義 

（一） 都市阿美族： 

係指台灣光復後在都市形成的新興原住民族之一，亦即民

國四十二年，政府開始實施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之後，台

灣經濟結構由農業轉變為工商所取代，都市的製造業、輕工

業、甚至漁業、礦業等大量勞力密集度的行業，吸引許多原住

民從原居地遷入平地社會（林金泡，1999：2）。 

（二） 達魯安聚會所： 

達魯安是稱呼聚會所的阿美族語。達魯安會所是阿美族文

化的精華，並且透過「年齡階級」，而成為規範阿美族社會的

力量。 

（三） 生活適應： 

所謂生活適應係指個體在生活中與周遭人、社會環境建立

並維持一種和諧及穩固的關係，為了達成這種彼此需求的調

和，遷移者將會改變其行為方式（張曉春、謝明霖，1974、1986：

289-299、30）。也就是個人在其所處環境中藉著自我（不論

心理、外在行為）調整滿足需求並與所處環境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 

（四） Marae： 

毛利殿堂。Marae 是毛利人傳統集會的地方，部落用來商

討事情、祈福的地方，在毛利人心中是一個神聖的地方，進去

前要脫鞋以示尊重，並不可隨意觸摸神柱和大聲喧嘩，Marae

對毛利人的重要性如同「教堂」對白人的重要性（周維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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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6）。 

（五）語言巢： 

係指學前教育中心使用毛利語教授孩子並教授毛利文化

及傳統之知識，透過與社區結合運作（周維萱，2002：12）。 

（六）完全浸滲式教學： 

係指透過毛利媒介手段，提供除了英語課程外（有時包含

數學），完全使用毛利語授課之計畫，使用在小學與中學（周

維萱，2002：12）。 

    以上為本研究重要的名詞說明，其餘部分於本文出現時，

以註解方式說明。 

二、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係將與本研究有關的文獻資料蒐集做一個系統

化之整理，評析既有的相關研究，做為本研究之基礎。本部分

分為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方面相關理論上之文獻及國內對都

市阿美族相關之研究文獻，予以探討，作為本研究理論部分之

基礎。 

（一）、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方面相關理論上之探討 

一般來說，學者專家在討論到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方面問

題時，不論是在成因、目標及未來規劃上，大部分皆是從「遷

移理論」、「適應學習理論」及「文化傳承」等來探討相關問

題、成因與解決方法，本部分僅就此三部分理論基礎作一簡要

說明，再於第二章依本部分所說明之基礎，深入探討都市原住

民生活適應相關理論，並藉此分析出本研究檢視之標準。 

1.遷移理論部分： 

   遷移類型有很多，有以遷移者意願來分之遷移，依經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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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來分，亦有大眾性的遷移。從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可以發

現，文明的發展與都市發展有密切關係，而都市發展的首要就

是移民的進入，都市因為人口遷入而成為人口密集的地方，因

此，越是工業化、現代化、都市化的地方，由鄉村遷移至都市

的情況就愈普遍，然亦有從都市移居鄉村形式。 

遷移的成因部分，彼得森的「推拉理論」模式基本上是假

設鄉村社經狀況的凋蔽是「推」的因素，都市社經繁榮是拉的

因素，使鄉村的人民不斷湧入都市（張雯，2002：34）。Wolpert

（Wolpert，1960：92-102）認為：「環境有正負力量，無法

平衡時，將造成一種壓力，使個人無法調適，並是一種整體運

作結果。 

張春生將原住民族遷徙的動機，分為以下三類（轉引自張

曉春，1974：64）：1.為謀生而為之遷移；2.為擁有更美好前

途；3.為了生活享受。 

由於本研究是在探討移居至都市後阿美族（原住民）適應

的問題，因此在第二章敘述遷移類型部分著重於各種由鄉村移

入都市的部分，並從中探討其成因。 

2.適應學習理論 

    Sauvy（吳豪哲，1988：10-11）認為遷移者進入目的地後，

尚須會經歷 1.移居 2.適應 3.完全同化三個階段，其遷徙的行

動才算完成。他並將遷徙以後各種調適情況歸納有三類型：1.

適應新環境 2.重建舊社會結構 3.適應失敗。阿美族進入都市

後的適應狀況三者皆有，然適應失敗部分佔大部分，因此屬於

第三型居多，然第二型、第一型在本研究在討論群居、文化相

關問題時亦會探討。 

而適應理論部分，Rogers認為經驗感受是個體行為模式、

價值判斷的重要指標（凌平，2001：40），適應不良的個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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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因外界環境阻力或自我產生的防衛心理而難以達成自我

與社會的和諧關係。Bandura 認為個體會經由觀察或模仿人而

獲得學習成長的過程，這種經由生活經驗觀察而得的學習（凌

平，2001：42），因此需要瞭解及調適的地方，透過學習能改

善移居者的不適應。 

以上就理論部分簡略說明，於第二章再深入探討並加入社

會面實際狀況分析。 

3.文化傳承理論部分 

（1）多元文化部分 

多元文化論是現今學者討論原住民問題時常使用的理

論，多元文化理論興起於美國；Kincheloe＆Steinberg 引用

Peter McLaoen 對當前西方多元文化主義分類（J.L Kincheloe

＆S.R Steinberg，1997）：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承認文化

差異確實存在，但是以主流優勢為中心立場，難以擺脫（原委

會，1998：7）。而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主張以「中立性

原則」為基礎立場，主張不同價值間的寬容（蕭高彥，1998：

489）。左派多元文化主義：忽略了文化及認同的流動性，十

分強調自身的文化的結果產生排他性，形成一種新的種族主義

（周維萱，2002：15）。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相信文化與主

體認同並非僵化不變，「文化差異」也真實存在，並延續馬克

斯的觀點，深切體認文化符號背面，仍不脫「階級」、「經濟」

作用，因此如何透過教育方式揭露隱藏在教育過程中的宰制及

階級關係，進而啟蒙批判意識，達成「人」的解放，營造正義

的社會是批判多元主義所關心的議題（周維萱，2002：15）。 

本章於第二章第二節探討、分析多元文化主義時，是以「批

判多元文化主義」為基礎評論，透過此基礎，分析出多元文化

理論之基本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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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族群認同部分 

許木柱認為（許木柱，1990：127-130）「族群認同」係

以族群或種族做為自身心理上、文化上歸屬的主要基礎。並有

幾個重要指標 1.共同的族群起源 2. 共同民族情感與文化習

俗 3.共同宗教 4. 共同識別特徵（如體質、膚色特徵）5.相同

的語言。黃有志(黃有志，1995：83)，認為還要加上熟悉的行

為模式與背後的價值觀 。 

理論部分，社會認同論學者認為社會背景是影響族群認同

的原因，個體會從生活的環境而將自身歸屬於同生活該環境中

的團體。涵化論者認為所謂涵化如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以盎格

魯薩克遜文化為尊，從開始的盎格魯薩克遜單一文化觀念到美

國大熔爐觀念，雖然前者是以「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為唯一文

化，到後者以「美國文化」自居，皆是認為一個國家中不可能

存在多文化，因為經過涵化、同化過程，將會使多民族成文單

一民族及單一文化（周維萱，2002：15），涵化過程有可能造

成同化，亦有可能創造新文化。認同形成論學者認為在多元社

會中，主流文化與少數族群文化將會因社會上實際運作及需要

中產生部分衝突（如就業、人際互動等），當少數族群在社會

中無法因自身族群認同而獲得利益（如就業、生活上順利），

將造成自我價值的貶低，可能對其他族群文化（尤其主流文化）

開始接受。 

（二）都市阿美族相關之文獻 

台灣研究原住民的的相關著作很多，關於阿美族得相關著

作亦不少，然討論較多者，為阿美族文化部分及教育學習情況

與問題。對於都市原住民討論大部分皆以整體都市原住民問題

說明，並多從文化層面進入，對都市阿美族的論著，並不多見，

討論也以一社區為對象，並非廣泛討論其整體、普遍性問題。

以下就與本研究相關的幾份重要著作及文獻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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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豪哲（吳豪哲，1988）的阿美族城鄉遷移與生活調適之

研究-以原住地東部富田社區及移居地台北近郊山光社區為

例。連玉龍（連玉龍，1990）的阿美族漁村人口遷移及其影響

-以台東成功嶺芝田和基隆是八尺門為例。許木柱（許木柱，

1974），長光：一個母系社會的涵化與文化變遷。蘇羿如（蘇

羿如，2001），都市原住民的聚集/離散型態與族群意識：以

社會聯繫觀之。上述四篇論文皆為討論阿美族遷徙的過程、影

響與成因。 

關於台灣都市民適應問題，李亦園、許木柱等學者（李亦

園、許木柱，1985）的談山胞移居都市的適應問題、台灣高山

族現代化調適問題：一些初步發現及理論意含。張佩瑜（張佩

瑜，1997）的原住民都市集居現象及其生活適應。謝高橋（謝

高橋，1991）的台灣山胞遷徙都市後適應問題之研究。 

而李亦園（李亦園，1962）的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李景崇（李景崇，1998）的阿美族歷史。譚光鼎 （譚光鼎，

1997） 阿美族的教育及其問題之探討。林道生（林道生，1993）

的阿美族的分佈其社會體制等皆為探討阿美族文化教育專論。 

民間學者相關著作數量不少然政府在關於都市原住民調

查，並沒有詳細分族別的統計報告，僅有粗略的整體原住民部

分，且僅八十四年度才有調查，此可顯示政府對都市原住民不

重視的態度，而八十四年台灣地區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報

告分析（內政部，1995）說明都市原住民（包括阿美族）在都

市生活的各項調查及生活實際狀況，包括教育、經濟、就業、

挫折反應：偏差行為等，並提出政府未來規劃方向。 

紐西蘭毛利部分：John,Metga 的「Culture and Learning 

Education For A Multicultural Society」（John,Metga，

1990）從文化角度出發，試圖從族群與文化方面說明復興毛利

文化的原因，及多元文化下社會、個人應有的態度，此中是以

毛利文化為舉例對象，但強調其他文化也應有與毛利文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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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以毛利文化復興方法為例，復興其他文化，走向多元

文化的社會（周維萱，2002：17）。 

林爽（林爽，1997、1999），紐西蘭的活潑教育及紐西蘭

的原住民：毛利族神、傳統、歷史與神話是國內少數介紹紐西

蘭毛利神話、歷史傳統之專書討論。 

本研究以以上國內外相關期刊論文為基礎，進一步研究都

市阿美族生活適應問題及達魯安聚會所在都市阿美族生活適

應與文化傳承方面是否符本研究所設立之標準-能同時具備加

強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之功能，提出研究

發現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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