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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之相關理論 

本章中，研究者將針對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相關理論探

討，歸納出都市原住民在都市生活中所遭遇之困難與因素，並

透過理論分析建立本研究之標準：建立聚會所是可以有效提升

都市原住民之各種生活適應及文化傳承之功能。 

全章分三節，第一節說明都市原住民形成因素及相關問

題；第二節則瞭解「適應」的理論以及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的

困境與可能影響的因素；第三節探討有關文化傳承之基礎，從

多元文化及泛文化的相關理論說明「文化調適」與「文化傳承」

問題之重要性。 

第一節 、都市原住民形成--「遷移」理論 

   本節從「遷移」相關理論出發探討都市原住民形成之因

素，分為：一、遷移的界定與類型二、遷移的動機與成因三、

遷移所造成之影響三部分說明。 

一、遷移的界定與類型 

   「遷移」一詞的界定不易，並會隨著研究主題、方向不同

而有不同的定義。根據學者 Bogue（Jones，1981：202）、Lee

（Lee，1966：49）等的看法，本文將其界定為：人口遷移是

一個人居處所地理位置永久或半永久的改變，這種改變是遷移

者經過各種考量後所做出的決定並會使個人社會關係重新調

整或改變。因此遷移除了會造成空間上的改變（居住處所改

變），更因為個人社會關係產生變動，而造成心理層面的調適

問題。 

   遷移的類型也有很多，亦會隨著研究主題不同而作不同分

類。從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可以發現，文明的發展與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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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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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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遷移類型部分著重於各種由鄉村移入都市的部分，依

Petersen（Petersen，1970）將其分為四類： 

（一）以遷移者意願來分之遷移 

若以遷移者本身意願來分，則有志願性遷移與強迫性遷

移。所謂強迫性遷移並不是遷移者本身意願所造成的，而是有

強大外力量（如政府力量）迫使遷移者遷移。（周維萱，2002：

114-115）如早期的「印地安人」與歐洲殖民者是和平相處的，

但隨著歐洲殖民人數的增加，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雙方爭取

資源的過程中開始了彼此之間的衝突。1776 年美國獨立後，新

政府馬上感受到「印地安人」的威脅，制訂了一連串有關「印

地安人」的政策；1830 年「印地安遷徙法案」（Indian Removal 

Act）通過，開始了連續十年大規模的「遷徙」計畫；除此之

外，聯邦政府更以不傷害「印地安人」為條件，要求各部落放

棄他們祖先留下的土地，遷到「印地安保留區」居住。這種「遷

移」就是一種強迫性遷移。而志願性遷移其動力完全來自於個

人的意願，有可能因為經濟需求、人口壓力或為追求更好的生

活品質及下一代教育而決定移居別地居住。 

（二）經濟因素的原始性遷徙 

這種遷徙的產生與工業化後社會秩序與經濟制度改變有

關。其居住地原有的生活方式屬於較低級的農業或狩獵等這種

生產方式在工業化衝擊下可能會造成居住地生存的困難，而自

身又處於社會下層無力抗拒這種衝擊，因而為求生存，較有可

能向都市遷移，尋求工作機會。如同德國人類學家宋巴特（張

丕介譯，1979：39）假設：「人定居的地方，因為需要太多，

而有意義的工作機會不足，人的精神會提供另一條路：引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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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到世界上其他、工作機會較多的地方」，也就是說居住地由

於人口壓力、土地生產不足，使原有部落無法維持其自足之生

產而造成了鄉村往都市的遷移。 

（三）大眾性的遷移 

   此種遷徙與族群間成員相互影響有關，尤其在一個較落後

的地區，當陸續有人遷移離開後，久而久之會形成一種風氣，

也會覺得遷移是較「高級」的，並可以向上流社會流動，得到

較好的社經地位等，造成人人想遷徙離開原鄉過另一種生活。 

綜上所知，可分析出： 

1.遷移不僅會造成地理空間之改變，更會造成遷移者社會關係

之改變，進而可能出現心理調適之問題。 

2.一般移居者大部分是由「鄉村」移居至「都市」較多，這是

因為都市有較多謀生機會。 

3.遷移是少數民族解決人口增加過快而土地生產不足的方

法，透過此種方式抒解其生態壓力。 

4.遷移是當地社會、經濟及政治生態綜合下的結果，其中以「經

濟」也就是「民生問題」為主。 

二、遷移的動機與成因 

人口遷移動機與成因很多，一般皆以遷移者個人背景為探

討基礎（如遷移者個人經濟狀況、家庭狀況及教育程度等）；

探討到遷徙動機與成因時，最常使用的就是「推拉」理論。原

住民本安居於自己的土地（幾乎所有原住民居住地皆為鄉村地

區），卻因不同因素開始從原居地逐漸遷移都市，本部分藉由

推拉理論分析都市原住民形成因素與動機，分為（一）「推拉

理論」之介紹（二）原住民遷移之動機與成因兩部分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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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拉理論」之介紹 

國父認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就是「民生」，也就是求生存，

為了求生存，人們會（也必須）不斷奮鬥，尋找更好的生活方

式，而造成了遷移；（張雯，2001：34）五０年代彼得森首次

提出了一個純理論性的「推拉理論」解釋遷移現象的動機問

題。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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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berle（Jones ，1981：21）指出遷移是由鼓勵個人離開一

地（推力）和吸引他至另一地（拉力）一系列力量所造成的。

而因為遷移原因有正、負兩種，原住地因為負向因素較多，形

成一種推力，將人口往外推，而如同前述，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求生存」，當一地的資源無法使當地人口滿足，遷移便開始，

因此遷移成為一種希望脫離原住地經濟狀況的行為，也就是一

種推力。Wolpert（Wolpert，1960：92-102）擴充指出：「環

境的力量有正有負，當一個居住地環境力量成為「負」的時候，

將會打破居住地與個人之間的平衡，進而造成一種壓力，若個

人無法調適，遷移解除壓力的方法。 

Wolpert更認為這種壓力是整體（包括鄉村、都市）環境

運作的結果，如整體政治、經濟、社會等都對遷移行動產生決

定性影響。其中原居地、移居地可能存在的推力、拉力如下表： 

表1  遷移的推力與拉力 

地區           方向 推力 拉力 

原居地（山地） 貧窮、外婚、服兵役、就

學、親友裂痕、逃避社會

控制、逃離鄉間生活等。

家庭義務、固有土地財

產、親人聯繫、新增工作

機會、親鬆友善的生活圈

移居地（都市） 工作期望未實現、人際關

係不佳、不滿都市生活方

式回鄉、覺得受歧視、逃

避社會控制 

工作機會多、生活水準

高、就醫、就學、為子女

教育、羨慕繁華、與親人

會合 

資料來源：傅仰止，1985，＜都市山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思與言》，23（2）：76，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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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遷移之動機與成因 

    由上述理論可知，遷移最大的因素在於原居地以無法供給

該地人口足夠的生活資源，造成為了謀求生存，進而必須離開

原居地前往他地。原住民族原本安居於自己土地上，從事農

耕、狩獵維持生存，然而工業、都市化的結果，使原住民族無

法以原有生產方式獲得溫飽，更因科技、傳播進步，使其對都

市產生嚮往，認為都市中較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如（Hamilton，

1964）美國南方黑人的遷移原因是由於人口增加太快而南方農

業機器化，使許多黑人處於失業狀況，而南方以外其他各州經

濟成長快速，造成青壯年（尤其受過較高教育）一代外移。美

國印地安人的遷移，1830 年代強迫性遷移，聯邦政府以強迫性

方式讓印地安人遷到「印地安保留區」居住。（周維萱，2001：

114-115）在保留區中，印地安人生活所需的食物（如魚、牛

等）都變的很少，又無法自由離開「保留區」獲取所需，生活

十分艱苦，因此必須仰賴政府大量資助才能生存。因此印地安

人由於保留區中土地資源不足的推力及附近各州較多就業機

會（拉力）而造成遷移。澳洲原住民也是因為都市區需要較多

勞力工作機會而遷移。 

將遷徙理論放入原住民族遷徙來看，世界上大部分原住民

族，在當時殖民主義擴張，列強尋求殖民地時，成為強勢族群

統治與管理的一群，並且由於土地爭奪及利益的考量，處於弱

勢的原住民族成為犧牲的一群，不管在教育上、社會上皆無與

外來族群一般的待遇，造成他們無法向上流通，一直處於低下

階段，又因原有土地、生產方式經過快速工業化、都市化後，

已無法維持生計，便開始計畫遷出尋求發展。張春生將原住民

族遷徙的動機，分為以下三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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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為使下一代有更好的教育機會，願意進入都市求生。Rumbiak

（M.Rumbiak，1985：206-211）進一步發現越來越多的遷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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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因為鄉村生計困難，而是嚮往都市中的物質享受。這種轉

變，也透露出一種訊息—原住民居住地與城市之間的經濟、社
會福利與保障是不平衡的。 

因此，將以上遷徙原因放入都市原住民形成背景來看，都

市原住民形成原因： 

1.土地有限，人口逐漸增多，工作機會減少，為生存而遷居都

市。 

2.為自己及下一代的發展而遷居。 

3.為追求更高生活品質與水準。 

三、遷移所造成之影響 

原住民族遷入都市中後，因其環境不同造成原住民族必須

改變其日常生活方式，包括了職業改變、行為或生活方式的取

得或喪失、居住環境變化及社會關係調適等變化（謝高橋，

1985：42），這些改變，極有可能造成移居原住民困擾。而其

中由於這些原住民族進入都市後，通常因教育程度不足，仍是

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居多，職業流動性高，收入較低，在酗酒

方面，都市原住民飲酒消費達到總收入的 7.1﹪，究其原因是

因為都市原住民以現金薪資收入，買酒容易，且低級勞力的工

作機器化又耗體力，飲酒量大增（林金泡，1981：24-28），

更易造成情緒低落與不安。 

此外，遷徙會造成人民離開原居地的文化與社會關係，投

入一個陌生的人群中，而這些進入都市中的原住民族，必須重

新認識及調整自己所處的環境，重新與不同人互動，而工作上

無法得到更好的機會，產生一種失落感及無法適應的問題，（謝

高橋，1985：41）而當原居地與目的地異質越大，會產生越多

的生活上的困難，在這種新環境中移動者的生存更需要受到團

體的認同與參與，若群居在一起較易得到心靈慰藉，而散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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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市原住民就必須自己解決生活上的困難。而這些原住民族

進入都市居住後，也會產生許多如住宅、婚姻、教育、犯罪等

社會問題。 

從上可以發現，其實「遷徙」在漢人社會也會發生，因此

遷徙並非是都市原住民問題關鍵，而是遷徙過程中或遷徙後所

產生的「生活適應」問題。謝高橋（謝高橋，1985：22）在檢

討都市原住民生活適應問題時發現：「從原住民移入都市的過

程來看，他們不單是較長距離的城鄉移動，更是跨越種族界線

的移動，這種「跨越」，在我們看來，不但加深都市原住民適

應的難度，同時也構成都市原住民主體世界的認同危機」。 

由上述理論探討發現： 

1.遷徙會對不僅移居地或原住民接會造成許多層面的影響。 

2.人口大量移入，將衍生許多住宅、交通等問題，而這些原住

民族進入都市中由於不熟悉，將會有群聚成區，有可能與主流

社會成隔離狀態，可能會影響文化整合。 

3.進入都市的原住民通常從事勞力工作並且教育水準普遍低

落。 

4.遷徙後適應問題是都市原住民面臨的最大問題。 

5.遷移者為適應移居地的環境，必須透過如職業、行為、生活

方式的改變來追求盡快的適應，然而這種改變通常會造成不安

與情緒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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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生活適應相關理論 

由上節理論可知，遷徙後的適應問題是移居者必須面臨最

大之挑戰，因此本節主要探討關於遷徙過後生活適應之相關問

題，先從「遷移調適」理論進入，再討論「生活適應」相關理

論，期能從各種不同思考中，瞭解與歸納原住民族移居都市後

所產生的各種問題。 

因此本節分為三部分一、「遷徙調適」相關理論分析二、

「生活適應」相關理論分析三、原住民族都市生活適應之相關

分析，敘述如下： 

一、「遷徙調適」相關理論分析 

（一）「調適」的定義 

    遷徙不單是一種行動，也是一種過程，遷徙者是在此過程

中的行動者。至於遷徙過程是否完成，視遷徙者在目的地環境

適應之成敗而定（吳豪哲，1988：10）。而所謂的「調適」界

定，綜合學者觀點將定義為：遷移適應係指遷移者為與移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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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調適過程之分析 

    Sauvy（吳豪哲，1988：10-11）認為遷移者進入目的地後，

尚須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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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顯示：遷

移者到達新的地方時可以設法使個人適應新的環境，或是在新

地方重建舊社會以求適應，不然就適應失敗，而適應失敗者不

是遷回原居地就是在移居地通苦的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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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在一新地方 

      

使個人適應新環境 以重建舊環境來適應 適應失敗 

      

            

個人的同化

（ 通 常 經

兩、三代以

後） 

無同化 形成少數民

族團體與遷

入地人口共

存 

與遷移地的

人口同化成

一團體 

回到原住地 繼續痛苦地

生活在遷移

地 

圖3遷移者在移住地之適應情況 

資料來源：連玉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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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大地裡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1990，p5。 

也就是說，第一種情況下，個人在移居地可能適應良好，

然而可能會與原居地脫節，為了融入都市社會，將會造成同

化，這種同化將喪失自身族群意識與認同。第二種情況下，一

個移居者在移居初期，因為生活環境改變而產生許多不適應，

在調適期間自然會去尋求同團體的親友之協助（不論是生活上

或就業），這些較移居者早到的親友將會有教導後到者如何適

應都市生活技巧與心靈上撫慰的功能，將會發展出一個「集中

地」，群居成一與都市文化相異的聚落地，這種聚落地產生，

有利有弊，一方面雖然可使移居者獲得同團體的心理、實際需

求的幫助，然而卻也讓他們更難融入當地社會。第三種情況因

適應困難，有一群人將選擇回到原居地，然而更有不少移居者

繼續留在移居地痛苦的生活，因此「生活適應」將是移居者面

臨最大的挑戰。 

二、「生活適應」相關理論分析 

（一） 生活適應之定義 

    生活適應係指對他人、社會或自己內在皆有滿足自身需求

並能與日常生活所接觸的人、事、物環境維持良好、穩定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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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詹馨、簡茂發，1984、1978）一般學者通常將生活適應

分為「個人」適應與「社會適應」兩類。個人適應強調個人需

求的滿足，最重要的關鍵在自我觀念的建立，其最終的目的在

達成自我實現，社會適應則強調社會人際互動的穩定，消除互

動中的矛盾、衝突，顯現社會化的行為與生活方式。 

    也就是個體對本身認識及接納，並能展現在日常生活與他

人互動關係中，並維持自我及對社會的穩定、和諧狀態。 

（二） 生活適應之理論分析 

    本部分將使用心理學理論觀點透視個體遷移後適應狀況

及產生之問題。分為 1.人本論 2.社會學習論兩方面說明，並

加入社會面實際狀況分析： 

1.人本論 

    Rogers 認為個體是依據經驗感受對行為產生反應，以滿

足其需求為目標，而個體天生具有與現實妥協的傾向，個體會

依自我概念配合外在環境，形成內在判斷規準，進行價值判

斷，以決定行為取捨。合理多次的經驗某種「價值條件」這種

經驗將納入自我價值體系成為獨立判斷，反之，個體將會否認

或歪曲此經驗。因此「不良適應」主要來源是個體的自我概念

與其價值判斷間差距所造成的（凌平，2001：40）。也就是說

適應不良的個體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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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居者進入移居地生活，「移居地」的生活方式與社會文

化有一定距離的差距，人際交往亦不相同，剛進移居地，可能

在生活上無法馬上調適，又有經濟壓力（就業問題），對陌生

不瞭解的事物容易產生防衛心理，再加上人際互動中因文化、

生活習慣差異容易造成誤解，這種在都市中與其他族群成員接

觸經驗在移居者心中並非是好的，尤其是主流文化中的強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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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一旦他們意識到自己是比這些強勢主群落後，甚至被強勢

族群操縱的一群，對心理將造成負面的影響，而這種多次不好

的經驗會影響個體自我價值判斷的扭曲，造成「適應不良」。 

2.社會學習論 

    該理論強調個體在社會環境下藉觀察而模仿並學習，這種

「學習」將會對個體適應上產生影響。（凌平，200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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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個體最初對特殊的情況給予

注意，並保留其行為結果的知覺，進入自我觀察和回饋的復誦

歷程，最後轉為自我知識，並藉動機表現出來。這派理論認為

透過「學習」可以改進環境之間互動的能力與技巧，並能有效

改善個體的適應不良。 

    該理論認為，移居者進入移居地，有許多需要瞭解及調適

的地方，透過學習能改善移居者的不適應，然而，這種學習，

作者認為應有一套系統方法與地方，讓移居者能漸漸熟悉移居

地，除了提供初到者心靈庇護，不再感到害怕及孤單外，更能

指導他們透過有效學習，加強適應，並且同時讓大都市的其他

族群彼此瞭解，才不會產生「負面」族群意象，而盡快適應。 

    上述兩種理論接由心理學觀點出發，說明環境阻力及防衛

心將會造成個體移居後的不適應，而這種環境阻力所造成的心

理影響及對大社會的防衛心可能會隨著父母教育而傳給下一

代，造成不良循環。而社會學習論強調這種不適應，透過「學

習」將可改善，然此種學習，一方面必須讓移居者不再畏懼，

能讓同屬一群的移居者相互幫助、扶持，並透過一套系統性方

法，解決生活上的不適應。 

三、原住民族都市生活適應之相關分析 

本部分將上述理論套入都市原住民中分析並輔以實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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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都市生活適應相關問題。 E.B.Brody（Brody，1966：

45）指出移民適應一共有三方面：即經濟收穫、文化整合與心

理適應，三者若均能得到滿意結果，就為一個成功的遷移者。

現下就此三方面對原住民族移居都市後適應問題作一分析： 

（一）、「經濟收入」方面： 

    綜觀世界上各國少數民族，如美國印地安人及黑人、澳洲

土著等遷移到都市後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十分相似：從事非技術

性（勞力性）、低薪資工作，流動率快且不穩，且常處於失業

狀態。台灣都市原住民亦有此種情形：經濟能力較低、通常進

入收入較少的二、三級產業工作且工作流動率大、環境不佳，

通常皆為短期工（楊麗秀，1983：55），也就是在經濟狀況來

說，移居都市的原住民，大部分。 

原住民族進入都市居住，可能使自己盡量適應新環境，並

在移居地適應良好，然而適應良好最重要的就是要積極融入當

地社會與主流文化，甚至脫離原居地的一切關係與文化，對自

身族群意識與認同產生危機。然而這群都市原住民更有可能因

為生活環境改變而產生許多不適應，在調適期間自然會去尋求

親友之協助（不論是生活上或就業），這些這些早期移民的原

住民將對教導後到者如何適應都市生活技巧與心靈上撫慰有極

大作用，久而久之，有可能群居成一個文化異質性的「部落社

區」（如阿美族山光社區），這種社區的產生，有利有弊，一

方面雖然可使原住民族獲得同族人的幫助，然而卻也讓他們更

難融入當地社會。更有原住民族因適應困難，繼續留在移居地

痛苦的生活，對原鄉連結切斷，對都市社會的不適應造成許多

問題。 

（二）「文化整合」方面 

    以族群認同及多元文化主義之探討（詳見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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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適應」方面： 

原住民族進入都市生活，「都市生活」環境法則與原居地

差異頗大，人際交往亦為複雜，剛入都市的原住民，有可能在

就業或生活方面並不十分順利（外界環境阻力），在面對「漢

人」時，可能因文化差異與不瞭解，而造成誤會，這種經驗在

原住民心中並非良好的，久而久之，便會產生排斥感與防衛心，

而感到孤單與害怕，政府並沒有給予適當的照顧，自然無法適

應都市生活。 

而「社會學習」論者則強調「學習」為改善不適應最良善

方法，然而都市中長久以來，都市原住民族皆為被忽視的一群，

而這種「學習」必須有系統且長久的規劃，近年來，由於原住

民族權利抬頭，政府紛紛制訂許多政策及福利措施，然而略嫌

不足且無系統，讓都市中原住民族沒有處於自身「學習」的場

所，無法從中得到有系統的新知識及自身文化中價值獨立判斷

的能力。 

由上述觀點可知： 

1.原住民族調適，有可能會因為急於融入社會而適應良好造成

同化、或適應不良痛苦的生活。 

2.實際生活需求的無法滿足（環境阻力），社會人際互動的矛

盾衝突，使都市中原住民對都市產生排斥與防衛心，更難容於

都市生活。 

3.政府為給予都市原住民一個屬於他們自身學習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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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文化傳承之特色與基礎 

    本節以「族群認同」及「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探討「文

化認同」及「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基礎與特色，因此本節分

三部分一、族群認同相關理論分析二、多元文化主義相關理論

分析三、「文化認同」與「文化傳承」相關分析說明如下： 

一、族群認同相關理論分析 

（一） 族群認同之意義 

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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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木柱，1990：127-130），

而擁有相同民族特徵
2
的一群人，有著共同歷史文化血緣主觀意

識到的命運共同關係，並以此種特別關係來區分其他民族，產

生歸屬與情感。也就是說一個群體成員在探索到「我是誰」的

時候，會很自然聯想到與自己本身類似的人群，除了體質上的

特徵外，亦包括熟悉的行為模式與背後的價值觀 (黃有志，

1995：83)，這就是「族群認同」。 

內在的界線，是反應個人與本身族群的聯繫，外在界線則

是開始於與其他團體成員之互動，特別是社會中主流族群。主

流社會給予的機會與限制，少數族群的相對權力、地位與名

譽，外界對少數族群的主觀評價，以及社會對少數族群的接受

程度等，都會影響到個人的族群認同（林淑媛，1998：33）。

下表為「族群認同」高低表，可以下表中項目，對個體進行族

群認同高低的評估與測量： 

 

                                                 
2 係指如文化、習俗、語言、宗教歷史等特徵，這種識別特徵為一種
民族特性，以此分別同族或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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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族群認同高低測量對照表 

高：強烈、確定或已形成之族群認

同 

低、脆弱或混淆之族群認同 

確認自己為族群成員 不確認自己為族群成員 

融入族群行為與實踐 對族群行為低度參與 

對所屬團體評價高 對所屬團體持負面評價 

偏好自己的族群，喜歡與成員共處偏好主流族群，不喜歡與成員共處

對於團體的知識與興趣高 對於團體的知識與興趣低 

對於團體的承諾與歸屬感高 對於團體的承諾與歸屬感低 

資料來源：林淑媛，台灣原住民學術菁英的教育歷程與族群適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所，未出版，1998，p56。 

對少數族群「族群認同」建立，以「文化認同」為主，父

母教導下一代的價值觀與信仰是建立族群認同重要基礎，若父

母無法增強下一代族群意識，或父母對主流文化偏好、學校教

育等皆會在下一代社會化過程中影響「族群認同」形成。 

（二）族群認同之理論 

本部分介紹族群認同相關理論：社會認同論、涵化論、認

同形成理論三部分敘述如下： 

1.社會認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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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win（Lewin ，1948）更認為個體成長過程中需要一種穩固

的族群認同來維繫身心的安全感，並提供個體一種歸屬，漸

漸個體的自我意識與所屬族群文化產生關連後，將逐漸建立

正向、積極之自我概念建立（凌平，2001：22）。若該族群

象徵及身份在社會中被廣泛接受並認同，該族群成員便會對

該族群產生正向觀念及自信心，若該族群成員無法獲得社會

上肯定的態度與尊重，該成員將因無法滿足社會正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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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會產生低自我期許、自卑的情況。（許文忠，1998）在

此時該族群成員可能會採以下三個策略：（1）設法改變此族

群團體之結構（2）尋找一個提高正向社會認同之面向再進行

比較（3）離開此團體或與其保持距離。 

2.涵化論 

    早期美國大熔爐（Melting Pot Throry）時代，很多學者

認為當一個群體開始接觸，一開始是整體文化、價值體系的接

觸（涵化），之後隨著通婚（同化），彼此之間的差異逐漸消

失，而成為單一民族或文化（黃森泉，2000：47）。這種「不

同文化、價值觀」接觸過程稱為「涵化」，涵化論有許多模式，

晚近學者認為，文化發展是多向且複雜，因此涵化過程是複雜

且多元的，有可能在接受或否定新文化（主流文化）時必須考

慮的除了生活環境外，亦包括年齡、性別及父母（上一代）教

育方式及學校教育的影響，也可能會造成一種新文化（混和文

化）產生。 

3.認同形成論 

    該理論強調在多元社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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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澳洲原住民在當時因為

政府教育政策，在盡可能的將孩童的價值觀、行為特質教導成

西方模式，課程設計也是西式的，並將原住民混血後裔帶離家

人，放入非原住民（白人）家庭中（周維萱，2002：107），

造成澳洲原住民文化流失、競爭力低落，雖然近年多元文化興

起，各國政府莫不以保存原住民文化努力，然而許多原住民家

長為兒童未來前途，仍希望以英語教育為中心。由於學習自身

文化沒有任何實際「益處」，因此形成認同「主流文化」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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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三種理論可發現，「族群認同」是一個民族文化得以

延續重要心理基礎，成功的將「族群意識」放入原住民生活中

亦為重要課題，然而進入都市原住民，跟原鄉關係幾乎斷絕，

都市生活中完全用不到自身文化，而自身文化在主流社會中又

得不到認同，自然造成文化延續的問題。 

二、多元文化主義相關理論分析 

（一）、多元文化基本主張 

「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是目前討論有關少數族群或原住

民問題時的重要理論。這是由於多元文化的興起與種族運動有

關，它給了少數族群爭取自身利益的合法性與實踐基礎。多元

文化的興起與 1960 年代後期美國一連串的黑人與公民運動有

關。這場運動後來引起了西方國家的少數族群及原住民等弱勢

群體對所處環境的反省與意識覺醒，開始嚴厲批判主流社會長

期在同化政策及國家體系權威下對弱勢團體歧視、剝削與不平

等對待。在強調「去中心」及「肯定差異」的鼓勵下，對於一

個重視一個不同群體文化差異及平等正義制度的多元文化社

會的呼聲更形強烈。也就是說「中心一元」的傳統社會受到了

挑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建立在族群平等、和諧群己關係及尊

重包容文化差異的多元社會（周維萱，2002：25）。 

美國學者 Bank 曾經指出：「多元文化是一種概念、一種

價值態樣，一種教育改革運動及一種改變教育慣性為主，繼續

不斷的過程」（Banks，1993：2-26）。Bank 認為多元文化是

一個繼續的過程，因為完全平等的最終目標，仍會因人類主觀

價值觀而無法完全消除，無論我們多努力，仍有某程度的存

在，應該持續不斷的運作，讓這種不平差距拉小，並將社會觀

點及價值結構慢慢導向一個多樣性社會（Banks，1989）。 

    因此多元文化主義基本主張，在個人方面，希望藉由多元

文化主義尊重差異，讓原住民達成公平的機會；整個社會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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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讓不同文化和諧、包容、受尊重的發展，促進國內族群

和諧，凝聚國家向心力（周維萱，2002：26）。 

（二）機會均等-羅爾斯的正義論 

    平等原則運行的基礎為「相同事務給予相同待遇，不同事

務給予合理的不同待遇」（法治斌、董保城，1999：178），

也就是符合正義原則的平等。何謂正義原則？約翰．羅爾斯

（John Rawls）在其《正義論》一書中，論述正義有兩個原則

（Robert, P W，1977：85-93）：第一就是「自由優先」原則

（The Priority of Liberty）強調平等的基本自由權利的重

要，並認為自由權是高過社會、經濟利益。羅爾斯認為這些基

本的自由權是一個正義社會所要求的，不能因假藉改善社會、

經濟不平等，而被剝奪，也就是說，一個人基本自由權利不會

因人而異。第二就是「機會均等與差異待遇」原則，羅爾斯認

為原則上機會公平是優先於差異原則；也就是說社會上所有的

機會原則上應該是開放給所有人，只有在為增加機會較少的社

會成員機會時，給予差別待遇來縮短其與社會其他成員差距

時，才有差異原則的產生。在此原則下，羅爾斯對於社會與經

濟的不平等，以以下兩個原則（劉慶元，1999：5）處理： 

1.以機會均等為基礎：確定社會上所有的機會（如工作）都是

平等開放給所有社會成員。 

2.讓社會中處於最不利地位的成員得到最大利益。而社會財富

分配，應優先考慮最不利地位之人的最大福利。這就是所謂「最

低得最大原則」（Maximin Rule），在此原則下，社會分配的

不公平是可以容忍的（石齊平，1988：591）。 

   由此可知，羅爾斯以機會均等為基礎，希望透過社會再分

配與補償程序，使社會成員，尤其是弱勢成員，能取得較平等

的地位。羅爾斯認為在這樣的原則運行下，才會產生公平正

義：以「平等（機會均等）為基礎，進一步做到「以相同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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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以不同對待不同」的「合理差別待遇」。以此原則盡量

平等分配各項權利、義務，也盡量平等分配社會合作所產生的

利益與負擔（周維萱，2002：20）。也就是給予原住民族「合

理」的優惠待遇，使期能向上流通，基於此理論，政府應該對

原住民族提供更多照顧，制訂更多具體政策，播出經費使其擁

有向上流動之機會。 

三、「文化認同」與「文化傳承」相關分析 

（一） 文化認同概念分析 

一個族群發展只有藉著「文化認同」才能積極在與其他文

化交流時，亦能維持自己文化的主體性。（石元康，1993：25-26）

所謂文化權係指每一個人或每一個民族有權利擁有一個公共

的領域，屬於該文化的人可以在這個領域中實現及完成自己的

價值、理想及人生計畫等。而一個被移植到不是自己文化中去

生活的人，在許多方面是無法充分表現自己，如他不能說自己

的語言，而必須說一種對他來說是一種外國語的話，自我表達

的程度就會受到限制，也沒有一個屬於自己文化的公領域來實

踐，對一個人價值體系的建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而一個身在

自身文化環境中的成員，就可透過本族文化建立起自己的價值

觀與人生理想，也才能在自己的文化中，充分體現、實現這種

價值，因此每個群體都有維持自己文化的權利。 

原住民在歷史過程中，喪失了族群的文化及價值體系，文

化認同逐漸模糊，甚至消失；「同化」的結果讓他們既無法融

入自己部落中，卻又因「膚色」、「種族」而無法進入主流社

會，這種矛盾與衝突讓他們消極的逃避，逃避結果卻只有讓情

況越來越惡化。「文化自決」是強調「一個民族有維持自己文

化的權利」，進而達成一種「文化認同」，讓原住民有一個可

以實現、發展自己理想、價值的體系。（Hans,Kohn，1968：

63-69）Kohn 更進一步指出現代民族主義已經不是以建立一個

獨立國家為滿足，而是要建立一個機會均等、成果共享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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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他更提出「開放性民族主義」作為現代國家考慮民族問題

的基礎，認為每一個文化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價值與特徵，應該

和平共存在社會中。 

（二）文化認同與文化傳承關係 

由上可知，文化認同會使原住民族對自身文化產生自信，

有利於本族文化傳承，由於原住民族遷移至都市後，現實考驗

（就業或生活上），自身文化根本發生不了正面作用，對主流

文化無法適應，對自身文化產生懷疑。此外，原住民家長對下

一代孩子教育的價值觀亦隨著文化不同而不同，Johnson 發現

勞動階層與上階層父母對子女教育處理方式略有不同，勞動階

層的父母通常會將教育責任推給學校或教師，然中上層父母則

會分擔教育工作，並監督及補充孩子的學校經驗（莊啟文，

2001：29），原住民移居都市後，常因多種因素的影響，處於

都市勞動位階，自然無力於教育下一代的重任，而學校教育又

以主流教育為主，不管師資、教材甚至同儕團體皆非自身文化

及成員，自然而然對自身文化產生陌生，甚至根本不會想去學

習，而使文化傳承產生危機。 

由於都市中與原鄉關係切斷，又因生活不適應，使其對文

化傳承工作產生冷漠感，如 Kirkness（周維萱，2002：116）

在探討美國印地安人教育時認為：「印地安孩童以歐洲人的生

活方式、價值觀、想法教導，當他們回到他們的部落，卻不能

說自己族群的語言，不能運用自己的文化環境、不瞭解自己的

傳統，成了「棕色的小白人」，但他們卻因為膚色也永遠無法

進入「白人世界」，而這種矛盾讓印地安人無所適從，開始酗

酒、語言文化大量消失、傳統社會崩解、無競爭力與低收入，

造成惡性循環，將他們推向社會底層。」。這就是一種認同模

糊（本身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矛盾衝突）。而下一代在父母

教導下，這種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將會存在，而學校及都市社會

並未給予他們一個可以連結原鄉文化的地方，造成原住民文化

因該族成員進入都市後喪失的速度加快，族群認同逐漸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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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本章理論可得： 

由「遷徙」理論可知，原住遷徙後因為生活環境改變造成

許多不適應，由於出到都市的原住民，會尋求同團體早到者的

幫助，並由此建立一套原鄉的社會結構，然而這種結構未經規

劃，雖可對出到者給予心靈上撫慰，然而長期運作上仍需要一

個有系統規劃。而原住民族遷移至都市生活，除了「生活適應」

上問題，文化傳承因與原鄉斷絕關係，生活不適應造成無暇傳

承自身族群文化，造成對自身文化冷漠。而根據多元文化角

度，社會應尊重不同文化聲音，給予幫助，政府為實現「正義」

的社會，應該給予原住民族優惠措施或制訂政策來幫助原住民

族生活調適及心靈撫慰與文化傳承。本章所敘述理論皆在強調

都市原住民族確有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上的問題，也多給予正

面支持與回應（如有系統的學習）--一個能有效幫助都市原住

民解決生活適應問題使其得到心靈慰藉，又能有文化傳承的政

策或地方，因此本文歸納出本文標準：建立屬於該族群聚會所

是可以有效提升都市原住民之各種生活適應及文化傳承之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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