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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浪漫臺三線」戰後人口結構變遷之研究 

一、研究計畫摘要： 

本計畫以申請者 108 年度行政院客委會補助計畫「永續客庄經濟基礎之研

究」之研究成果為基礎，以人口結構變遷為主題作進一步的深化研究。本計畫

以地方創生的觀點重新理解「客家浪漫臺三線」，認為「客家」二字止於界定

研究課題所涵蓋的地理空間，實際的研究對象則必須是此地區所有族群，只是

客家族群在人數上占大多數。行政院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既然以人口問題為

最初始的出發點，本計畫援此亦以戰後「客家浪漫臺三線」涵蓋地區之人口結

構變遷為研究課題，在臺灣工業化各階段性發展為時期區分，整理人口變遷資

料，分析每個時期人口結構的變化，並且嘗試從臺灣工業化階段性發展描述與

解釋其結構變化的原因。 

關鍵詞：人口結構、客家浪漫臺三線、地方創生、工業化 

二、研究計畫內容：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 

本計畫以申請者 108 年度行政院客委會補助計畫「永續客庄經濟基礎之研

究」之研究成果為基礎，以人口結構變遷為主題作進一步的深化研究。 

申請者 108 年度的研究目的之一為「考察日本社會近年提倡里山經濟、地

方創生等基本概念、實際作法、所獲成果及其問題點」，根據日本實際參與地

方創生事業的經驗談，日本為求地方創生事業能步上自立的商業運轉，摸索出

以五年進行五個步驟，即第一年「調查」→第二年「基於調查內容的實地田野

調查」→第三年「事業法人的設立」→第四年「事業的擴大」→第五年「不需

政府補助的自立」（片寄裕市《戰略的「地方創生」入門》，東京：幻冬舍，

2018，頁 5）。換言之，前二年為地方創生事業所在地區基礎資料的收集與分

析，後三年則是在政府相關經費（日本政府自 2016 年起的「地方創生推進補助

金」）的協助下，創設能自立商轉的地方企業，而前二年的調查研究品質決定

後三年事業的成敗。不言自明，為達成此目的之產官學三方合作極為重要，不

過就上引資料作者片寄以其經驗，則再細分成產官學民金等五方，「民」指地

方創生事業所在地區居民的理解與協助，「金」則指各級金融機構的協助（片

寄同上書，頁 132-133）。 

就「學」而言，舉凡地方創生相關人事物課題之調查研究、地方創生事業

所需技術、經營等各方面 know-how 之提供、遭遇問題之參考諮詢、產官及對地

方創生事業感興趣各方之媒合推介，乃至協助政府制定相關政策，皆屬就學術

單位可積極發揮功能之處。 

另一方面，行政院 2019 年 1 月 3 日核定之《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在

其「前言」開宗明義指出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臺灣人口相較 2017 年的 2,375 萬

人，到了 2065 年將減少到 1,735 萬人。人口分布方面，都市人口到了 2065 年

占總人口比例將超過 7 成，青壯勞動力往大都市集中，鄉村產業勞動力不足，

城鄉差距擴大。換言之，總人口減少、人口過度集中大都市、城鄉發展失衡，

再加上與這些問題息息相關（或象徵）的高齡少子化，成為臺灣未來國家發展

的重大課題（危機）。對客家族群而言，在戰後臺灣工業化過程中，客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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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及人口結構的高齡少子化，使得實際上有客家血統的人數縱使不會有立即

的下降，但是有清楚客家認同意識的人數，則歷經戰後幾個世代不斷減少。 

換言之，今日臺灣客庄所面臨人口外移、少子化及高齡化，直接反映了戰

後臺灣社會經濟的變遷，擔負客庄社會文化傳承的中堅青壯層，為家庭溫飽或

個人發展，離鄉背井前往都會尋求機會，亦為臺灣社會各族群的共同歷史記憶。

因此，如何使他們留在客庄又能兼顧家族、個人的存續與發展，成為上揭行政

院地方創生國家戰略投射在客家族群的重要方向。以行政院 2019 年 1 月 3 日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內容所見，行政院客委會有關地方創生相關計畫列

有三項，即「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客家文化躍升計畫」、「客家

浪漫臺三線計畫」。 

其中「客家浪漫臺三線計畫」主要針對北部客家地區，以德國一條具有中

世紀風情的浪漫大道（Romantische Strasse）為參考，陸續推動相關政策。然而

「浪漫」一詞是否恰當，李金賢從原住民族的角度所撰寫之〈浪漫臺三線 你們

的篳路藍縷，是我們的顛沛流離〉（https://insight.ipcf.org.tw/article/67，2020 年

7 月 20 日點閱），明白指出對原住民族而言，今日的「浪漫」在臺灣歷史上可

說是「一條侵略其生存空間的族群劃分界限，也是充滿血淚記憶的地景空間」。

行政院客委會的此項計畫絕非對這段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過去既競爭亦融和之

血淚史的無視，不過也無法避免「政策本位」之譏。如果從地方創生角度來看

「客家浪漫臺三線」所涵蓋地區、族群及民族、歷史與現狀，則可清楚看出地

方創生所關注的課題，皆為此地區、族群及民族所面對的共同危機。申言之，

皆為戰後臺灣快速工業化的後果，即上述國家發展委員會所揭舉的危機，實為

跨越族群及民族界線的普遍事象。 

基於上述理解，本計畫以地方創生的觀點重新理解「客家浪漫臺三線」，

認為「客家」二字止於界定研究課題所涵蓋的地理空間，實際的研究對象則必

須是此地區所有族群，只是客家族群在人數上占大多數。另外，在提出地方創

生具體的政策建議之前，如前所述，紮實周延的基礎調查研究成為地方創生成

敗關鍵，本計畫在問題意識上，視「客家浪漫臺三線」為由多族群及民族所構

成的完整獨立區塊，因此斷開各鄉鎮縣市行政建置，對其相關的基礎研究便有

其必要。行政院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既然以人口問題為最初始的出發點，本

計畫援此亦以戰後「客家浪漫臺三線」涵蓋地區之人口結構變遷為研究課題，

以臺灣工業化各階段性發展為時期區分整理人口變遷資料，分析每個時期人口

結構的變化，並且嘗試從臺灣工業化階段性發展描述與解釋其結構變化的原因。 

人口結構變遷等課題雖然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不過目前尚無法見到

以「客家浪漫臺三線」為對象的研究或著作。另外，截至 2019 年為止，國內有

關相關研究以「地方創生」為關鍵詞，雖有若干的博碩士論文，不過未與本計

畫所欲探討之「客家浪漫臺三線」涵蓋地區有直接關聯。換言之，本計畫即使

非全國首創，亦應為少數從「客家浪漫臺三線」涵蓋地區為出發點檢討地方創

生的研究計畫。 

 

(二)研究所見 

戰後臺灣人口結構的變遷，除了 1949 年前後從中國遷入大量人口的突發因

素外，整體而言，影響臺灣人口數主要因素為「自然增加」。其中，臺灣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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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葉正式開始的工業化，則為決定此「自然增加」的重要條件。 

 

分期 時間 重點 說明 

重組期 1945-1952 經濟的重組與混亂 

全面接收「日產」並公營化，由此建立國民黨政權官業

獨占資本(國家資本獨佔主義)，涵蓋基礎產業、主要金

融機關、通商貿易機構、交通運輸及通信機構。 

復興期 1953-1963 米糖出口及進口替代工業化 

農業依然為主要的產業，此時期工業結構與日治末期類

似，因此稱為復興期。 

發展期 1964-1990 
出口導向工業化及臺美日三

環結構 

主要產業由農業轉為工業，經濟主體由公營企業轉換為

民間企業，對外出口亦由米糖轉換為工業製品，有質與

量的飛躍性成長。 

    上表為戰後臺灣工業化過程的分期及其主要內容。其中，可清楚看出從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日本放棄對臺統治權之後，在中華民國政府當局的統治

之下，就經濟層面言，到 1963 年為止，基本上可說延續日治時期以米糖為主的

生產結構，充其量只是作若干戰後的修整。 

    「復興期」的進口替代，復興期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大約至 1957-1958 年

出現瓶頸，主要因為臺灣國內市場狹小，很快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 

    亦即美援以韓戰為契機，重新提供臺灣。自 1951 至 1959 年美援高達 9 億

2700萬美元，雖說 1950年代中葉美國即通知臺灣將結束援助，不過美援真正的

結束係於 1965 年。另外，臺灣 1952 年平均每人實質 GNP(國民總生產)成長率

為 8%，此後持續減少，1955 至 1960 年減少至 2-3%，被認為進口替代政策已達

飽和。因此為繼續引進外資，解決國內資金及外匯的不足以發展工業，出口導

向的政策轉變，便在此情況下付諸施行。 

    臺灣當局於 1960 年前後作了幾項改革，諸如改革新臺幣兌換美元由複式匯

兌改為單一匯兌，有助臺灣製品出口，同時鬆綁各種貿易限制。修正外國人投

資條例，給予與本國企業相同待遇及利潤外送。制定施行投資獎勵條例(1960)，

不問資本國籍，一律適用。 

1965 年 1 月公布「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提供自用機械設備免進口

關稅、原料及半成品所課之進口關稅於再出口時退稅、加工出口區內之工業製

品免除貨物稅等，各種稅制上的優惠。臺灣加工出口區的想法，據說來自香港

自由貿易港，不過臺灣將加工區與自由貿易港結合在一起。最初設置在高雄的

中洲區，1967 年開始營運，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於是接著在臺中潭子、高雄

楠梓等地區陸續設置。從「依賴理論」的觀點，臺灣的加工出口區被認為是與

殖民地熱帶栽培(plantation)類似的經濟作為，只是對本地經濟發展毫無貢獻的

「飛地經濟」(enclave economy)而已。 

儘管如此，臺灣的加工出口區仍產生幾個效果。首先，可從工業先進國家

引進資金與技術，同時也可解決本國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勞動者亦可學得技術

使其工作技能向上，以及工業先進國家的經營理念與系統。1960 年代的出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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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業化使得臺灣的出口結構產生很大的改變，由農產品、農產加工品及工業

製品所構成。臺灣的工業製品出口比例，因此由 1952 年的 8.1%，成長到 1954

年之後二位數字，1966 年之後超過 50%。使得臺灣從所謂的「農業立國」改變

成「工業立國」。 

臺灣的工業化到了第一次發生於 1973 至 1974 年的能源危機，受到考驗。

由於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了打擊對

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佈石油禁運，暫停出口，造成油價上漲。當

時原油價格曾從 1973 年的每桶不到 3 美元漲到接近 12 美元。第二次的考驗，

則發生於 1979年，當時原油價格從 1979年的每桶 15美元左右最高漲到 1981年

2 月的 39 美元，主要原因是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當時伊朗國王巴勒維的伊朗

君主立憲政體在革命過程中被推翻，最後由革命領袖何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

伊斯蘭共和國。 

    臺灣在此 10 年當中，首先進行所謂的 1970 年代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化，

主要指的是十大建設裡的鋼鐵業、造船業及石油化學工業，即重化學工業。

1960 年代出口導向工業化帶來的最終消費財出口擴大，觸發了臺灣對中、上游

產品需求的擴大，於是成為十大建設計畫的基礎。十大建設未必每個項目都成

功。中國造船廠設廠時，正遇到第一次石油危機造成「厚重長大」產業(鋼鐵業、

造船業)的蕭條。石化工業的構想是上游產業公營，中下游產業民營，相對獲得

成功，成為牽引 1980年代臺灣經濟的火車頭。更重要的是設置新竹工業園區。 

    成為竹科主要產業的資訊半導體產業，普遍認為是從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

揭舉生產技術升級的目標開始，然而蔣未必就如何提昇生產技術作出具體的指

示或是方向。反而是行政院下屬政府機關，如國科會著力於電動車研究開發，

經濟部與交通部則呼籲留美華人科學家提供建議或提案，即各自摸索可行的政

策。臺灣的資訊半導體產業技術並非本土研發創新的技術，不過臺灣政府當局

很早就設立各種研究機構，加上大學相關理工科系的設置，儘管學術研究未必

能直接與工業生產連結，但卻成為接受外來先端技術的有利條件。 

    1974 年政府推動「積體電路發展計劃」，並由海外華裔學者組成「技術顧

問委員會」（Technical Advisory Committee，TAC）協助技術的引進等事宜，當

時計劃引進的技術係美國無線電公司（RCA）。該計劃從 1977 年至 1979 年共

派出 53人赴美受訓，合計 353個月的受訓時數 。 爾後，臺灣的資訊半導體產

業可說就在產官學協作的結構下發展起來。1980-1990年之間，超過 100家高科

技企業在園區設廠，生產個仁電腦及其周邊設備、半導體、通信機器、光電技

術機器，創造出 20萬人的雇用機會。 

一般而言，隨著工業化的進行，也就是工業建設與都市發展，一國的人口

數的變化會經過三個階段的變化，從初期的農業社會的「高生育率、高死亡

率」，朝向工業發展期間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轉型，在工業化達到一

定程度的發展或完成後，再轉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臺灣從戰前到戰後

的 20 世紀百年之間，從 1960 年代中葉開始真正的工業化起，大致到了 1980 年

代前半，來到了第三個「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階段。換言之，從人口增減型

態來看，臺灣的工業化，可說在戰後 30 年之間，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

大約與臺灣資訊半導體產業的興起時間一致。 

    1950年初到 1960年代中葉，臺灣年平均生育約 40萬人，為臺灣「嬰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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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1985年到 2000年在 30萬到 33萬人之間，2000年到 2010年 17萬

人，不過 2011年後的 5年，則又 21萬人生育量。由此可看出在臺灣工業化的

進行過程中，同時可看到每年人口增加量逐漸減少的趨勢。 

1970 年代臺灣政府尚推動「家庭計畫」實施節育，以訪指「人口過剩」問

題的趨於嚴重，工業化順利達成之後的 21 世紀初，則開始擔心人口無法持續，

致使勞動將減少，稅收會受到影響，上述「嬰兒潮世代」逐漸退休，每年退休

金支出成長驚人，政府財政極有可能發生危機。不過，必須附帶說明的是政府

財政的危機，生育率下降的同時，壽命也不斷延長。臺灣少子化與高齡化發生

時間比歐洲、日本晚，速度卻相當快。臺灣一個世紀前的「零歲平均餘命」(平

均壽命)不到 40歲，如今達 80歲 1。 

工業化往往會與都市化同時進行，而此又與工業勞動者的出現與人數增加

有所關聯。 

整體而言，臺灣經濟從 1965 年以降開始有快速的成長。在此之前的 1949

到 1951 年的土地改革，即使農家的經營條件因實物田賦與穀肥交換等因素，未

能充分完全改善，然而由於自耕農身分的獲得激發農民耕作意願，因此戰後初

期臺灣的農業生產，自 1950 年代起開始順利發展，耕地面積亦見若干的增加，

農家戶數及農業人口則依值增加到 1960年代中葉為止。 

1960 年代中葉開始的出口導向工業化，屬於勞動密集的工業發展。製造業

的就業人口從 1965到 1980年之間，每 5年約增加 50%。此時期的勞動力主要由

農村提供，而且多為年輕的勞動力。學者研究 1960 到 1970 年臺灣農業從業人

員，發現 20 歲到 39 歲年齡層所佔比例下降，1970 年代之後再看見 15 歲到 19

歲年齡層的減少，特別是女性。這些從農村釋出的年輕勞動者受過基礎教育，

就國際比較而言，屬於優良的勞動力，加上低薪，因此得以持續支撐臺灣出口

導向工業化的持續進行，也因此持續的發展，繼而促使更多人離農轉投工業。 

不過，戰後臺灣的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關聯性，如作國際比較，與南韓比較，

可清楚發現臺灣的都市化度不如戰前的日本與戰後的韓國，比較看不出勞動人

口明顯集中在少數城市的情形。其原因一般認為是臺灣推動工業發展的主力並

非大型企業，而是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不過，就本研究所探討之臺三線四縣

市（桃園、新竹、苗栗、臺中）人口結構變化的成果而言，多少可證佐在工業

化與都市化的論述中，國土面積與交通條件的重要性。 

本研究首先將《各縣市統計要覽》中的人口資料彙整成表格，再轉化成人

口金字塔圖呈現變化。稍詳言之，也就是將 1971 年到 2015 年間的 45 年，區分

成 1971-1991 及 1992-2015 的兩個時期，前者為台灣工業化完成的時期，後者

則屬所謂後工業化時期。就人口結構而言，約略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階

段，進入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階段。 

    首先，就全臺整體而論，此兩個時期的人口結構大致相同，薛承泰 (2016)

亦指出「如果家裡是三代同堂，三代的年齡分別為 85歲、60歲、30歲。當第

一代生第二代時約在 1950年代，臺灣正值高出生率時期，生 5到 9人是很普遍

的事情…到第二代當父母時，生小孩的數量以 2至 3人最普遍，那時應是進入

1980年代…內政部戶政司 2015年統計 30-34 歲的總人數為 189萬 7924人，未

                                                      
1 以上敘述引用自薛承泰《臺灣人口大震盪筆記》，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頁 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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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人數 95萬 3580人，將近 5成)，就算結了婚，3年內生小孩的大概只有一

半」。換言之，1992-2015的後工業時期的青壯年齡人口較多，應可解釋為在

前一時期較年輕的族群隨著年齡增長而上升，但是他們生育人數由於不如他們

的父母親那一代，因此金字塔底部相對就沒那麼寬廣。另外，在年齡的區分

上，相較 1971-1991與 1992-2015兩個時期，確實也可看出 1992-2015時期高

齡者增加，子女偏少的情形。 

 

 
 

    接著，桃園市的人口金字塔則可繪製成如次的樣貌，整體而言，應可說與

上述臺灣整體的狀況類似。 

 



8 

 

 
 

    其中，若特別就龍潭區來看的話，則如次所示之情形。 

 

 



9 

 
 

 
 

    新竹縣的人口金字塔，則如次所示。 

 

 



10 

 
 

 
新竹縣的形狀雖與桃園市相似，不過 1992-2015的青壯層相對厚實，是否因為

外來人的遷入，仍待進一步的查證。果係如此，顯然與竹科的發展與勞動力需

求有關。 

    縣內重要的客庄竹東鎮的人口金字塔如次所示，似乎顯現出一種「萎縮」

狀態。換言之，處於一種人口流失的狀態。如相對竹北市近年的人口變化及整

個都市化過程，多少可說竹科影響大到可「造鎮」。換個角度而言，也意味著

傳統客庄的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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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的人口金字塔圖，如次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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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縣由於傳統農林經濟條件相對不如其他縣市，在戰後工業化過程中，

或許很容易被認為是個人口嚴重流失的地區，不過從 1992-2015的金字土看

來，似乎呈現另一種景象，不知是否縣內的頭份鎮、竹南鎮與竹科的關係密切

有關，仍待進一步研究。 

    縣內獅潭鄉的人口金字塔圖，如次所示。獅潭自清末起即為臺灣樟腦的重

要產地，平地較少。1992-2015的人口似乎也呈現減少現象，特別在青壯年齡

層的男女人數有較明顯的差距，應屬較特別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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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的人口金字塔圖如次所示。基本上，應可說呈現與全臺灣類似的變

化，都是從較典型的三角形轉換到三角形「腰部」較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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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992-2015臺中縣人口金字塔圖。 

 

    所轄新社區的人口金字塔圖，如次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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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影響人口結構重要因素之一的人口移進出，此次研究未能做足夠的深入研

究。因此上述所列臺灣及各縣市區的人口金字塔圖，僅止於外觀上的說明，日

後隨著研究的進展，或許必須作徹底的修正。不過僅就上述所列資料，應多少

可說臺灣在 1960年代中葉開始的工業化，儘管全國有幾個重要的工業發展地

區，至少就北部臺三線幾個縣市鄉鎮，雖說難免受到影響而出現人口結構變化

的情形，但是其程度似乎不如吾人主觀的巨大。或許多少可支撐前述與日韓比

較，臺灣的都市化為發展到所謂「一極集中」的不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