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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高雄捷運岡山北機廠昨晚發生外籍勞工暴動事件，情況近乎失

控，情緒激動地外籍勞工不但集體鼓噪，還放火燒房子與車子，使用強

力彈弓攻擊路人，挾持並打傷管理員。截至發稿為止，還在僵持，警方

漏夜調動南部鎮暴警力趕往處理。 」 

「據了解，暴動外籍勞工至少燒毀廠區一棟工寮，工寮為連棟式建

築，分隔成卅多間房子，另放火燒毀一間車棚及多輛車子。暴動外籍勞

工並持彈弓攻擊路人及警方。」（聯合報，2005 年 08 月 22 日，A1 版） 

 

燒得樑柱發黑的辦公室，鐵絲網裡火光熊熊，與玻璃碎裂的鐵皮工寮，1000

多名外籍勞工集體抗暴，這看似不可思議的事情，2005 年 8 月 21 日夜晚卻真實

地在臺灣上演，觀眾直接從電視新聞中目睹燒房舍、翻警車的可怕景象。經過這

場暴動後，大家談論的是：一個號稱人權立國的政府，如何讓外籍勞工宿舍變成

了鐵絲網團團圍住的勞動監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進引外籍勞工 10 多

年後，竟由一向被企業主視為最「聽話」的泰國勞工引發這場反奴抗暴，著實燒

出了外籍勞工在臺工作條件惡劣之真相。 

 

根據行政院勞委會調查報告，我國為配合推動 14 項重要建設工程及 6 年國

建計畫，自 1989 年首度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之後為了協助產業之發展及基於社

會發展需要，陸續核准特定產業之外籍勞工引進，截至 2005 年 12 月底，外籍勞

工在臺人數計 327,396 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05）。其中，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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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工1人數自 1998 年之 4 萬餘人，至 2005 年已突破 14 萬人大關，占在臺外

籍勞工總人數之 43.3﹪，短短 7年內人數成長了 3.4 倍，並呈現逐年累增趨勢。

比較起來，其他類別的外籍勞工均呈現減少或持平之現象，但看護工還持續增

加，可見國內在人口老化加速及家庭照顧人力不足情形下，對外籍看護工之需求

比事業生產單位更殷切，也顯示國內勞動人力並未有效投入機構服務行列，必須

仰賴外籍看護工從事服務。 

表 1-1 外籍勞工在臺人數－按開放類別分 

單位：人 

外籍勞工在臺人數 
年 底 別  不含外籍 

看 護 工 

重大公共 

工    程 

重大投資 

製 造 業 

外    籍 

看 護 工 

其     他 

(一般製造業 

 及營造業) 

1998 年底 270,620 228,776 44,702 49,718 41,844 134,356 

1999 年底 294,967 227,904 41,588 67,369 67,063 118,947 

2000 年底 326,515 228,007 32,572 71,624 98,508 123,811 

2001 年底 304,605 200,825 29,619 61,258 103,780 109,948 

2002 年底 303,684 189,929 21,191 64,183 113,755 104,555 

2003 年底 300,150 184,426 12,747 70,354 115,724 101,325 

2004 年底 314,034 185,811  7,763 76,125 128,223 101,923 

2005 年底 327,396 185,644 6,193 79,569 141,752 99,882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合中華民國 91年及 94 年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報告。 

 

惟近年來國內對於外籍勞工議題之研究，多為外籍勞工政策與制度之研究，

離不開經濟及社會影響面，至於針對於外籍勞工本身之研究，則偏重於製造業、

營造業為主之產業界外籍勞工，對於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之外籍勞工研究

僅有少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產業界之外籍勞工因所屬行業適用勞動基準法而

受該法保護，工作地點為廠場、工地等，其開放性近似半公共空間，易與外界聯

繫，勞動檢查容易，故其工作權益尚不致嚴重受損；反倒是從事社會與個人服務

                                                 
1 過去官方文件稱「外籍監護工」，惟目前已正式改稱為「外籍看護工」，故本研究全文均以「外
籍看護工」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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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籍勞工，因工作內容為照顧老幼殘疾及家事服務，屬於體力勞動與情緒勞

動，且工作地點相對封閉，屬於隱蔽、私密的空間，復以勞動檢查困難。總體而

言，兩者之工作屬性和處境待遇皆不同。 

 

有關外籍勞工基本工作權的建構，劉黃麗娟（2000）指出應以國際勞動組織

（ILO）於 1998 年所通過的基本工作權主張之宣言作為建立標竿的方向，該宣言

所提出的四類基本工作權為：勞工組織與協商權之有效承認、去除各種形式的強

迫或義務勞動、有效禁止童工工作、去除與就業及職業相關的歧視。 

 

實務上，依雇主申請條件之不同，外籍看護工在臺灣之工作場所又可分為「家

庭」與「機構」兩種不同。前者之工作場所侷限於一個家庭裡，沒有同事關係，

僅對其服務對象之家庭成員負責，接觸對象也限於家庭為中心之人際網絡，工作

項目方面是對一人或一家庭之服務，管理上受家庭成員之指揮，無固定制度或規

範可言。惟後者係於養護機構從事照顧住民之活動，不僅工作內容涉及一對多之

照顧，且工作場所是多面向之人際接觸，包括機構管理人員、同事、服務對象、

服務對象之家屬等，此外，尚需按機構之管理要求及服從內部制定之規範，工作

環境與前者迥然不同。而這群服務於機構之外籍看護工處於語言不通及繁重工作

壓力之雙重障礙下，工作適應程度是否良好則攸關著照護品質。故本研究選擇以

「機構外籍看護工」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目前之工作條件及影響其工作適應之因

素，以做為政府、機構等各界對於該族群之工作、心理層面之瞭解，進而成為制

定外籍勞工政策之參考依據。 

 

二、研究目的 

 

機構照護人力外籍勞工化之情形已普遍出現於國內大小型之養護機構，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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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中，對於專職服務之外籍看護工相關問題之探討，尤其是其工作條件及

適應之研究，尚少有專論。是以，本研究旨在於探討機構越南籍看護工之工作條

件及適應情形，期望達到下列研究目的： 

 

1. 瞭解機構越南籍看護工之工作條件概況。 

2. 瞭解影響機構越南籍看護工工作適應之相關因素。 

3. 根據研究結論，提供政府擬定機構外籍看護工之管理政策及機構對外籍

看護工工作輔導措施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依據前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廣泛蒐集國內外目前與外籍勞工相關之研究報告、博碩士論

文、學術論文及期刊等文獻，詳細歸納分析，作為討論內容之參考，並作

為卷設計之參考資料。 

 

（二）問卷調查法：以量化來探求事實或反應對事件之觀察，係有效且客觀之方

法之一，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越南籍看護工於機構中之工作適應

情形，所使用之問卷係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之問卷編制而成，並由專業翻

譯人員翻譯成受訪者之母國語言越南文字，以利受訪者之填寫。 

 

（三）深度訪談法：機構負責人在外籍看護工的管理運用及工作適應上，扮演相

當重要之角色，故本研究針對五家機構之負責人或外勞管理人員，進行訪

談，以充實本研究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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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為達前述目的，除廣泛蒐集、閱讀有關文獻資料外，並兼採學理分析

及實證性調查方法。有關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包括下列領域： 

 

（一）就研究內容而言：本研究主要為深入探討機構越南籍看護工之人力素質、

工作條件及適應狀況、影響因素及其關係等問題。 

（二）就研究地區而言：由於受研究時間、人力及財力之限制，在實證部分僅以

研究者本人居住地且同時為全臺外籍看護工人數次多之縣市--臺北縣為

研究地區。 

表 1-2 外籍看護工在臺人數統計－人數前五名之縣市 

單位：人  

項目別 總  計 印  尼 馬來 

西亞 

菲律賓 泰  國 越  南 蒙  古 

總計 117,824 15,144 1 30,418 3,533 68,685 43 

臺北市 26,208 4,000 - 10,147 573 11,488 - 

臺北縣 18,576 2,648 - 4,977 468 10,483 - 

桃園縣 11,075 1,566 - 2,376 472 6,38 23 

臺中縣 7,756 693 - 1,746 383 4,934 - 

臺中市 7,284 881 - 1,932 202 4,269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94年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報告（數據統計時間：2005 年 6 月） 

 

（三）就研究對象而言：目前全臺引進之藍領外籍勞工，係以泰國、菲律賓、印

尼及越南等四國主要輸出國。截至 2006 年 3 月 8 日止，本研究地區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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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轄內之機構外籍看護工總計 682 人，其中越南籍共 451 人，其人數佔所

有國籍中之首位，比例高達 6 成多（66.13%），且人數較第二名之菲律賓

籍高出數倍，成為外籍看護工市場主流。故本研究將以臺北縣轄內機構之

越南籍看護工為研究對象。 

 

表 1-3 臺北縣機構外籍看護工人數－按國籍別分 

國籍別 菲律賓 泰國 印尼 越南 蒙古 總計 

人數（人） 185 12 30 451 4 682 

比例（%） 27.13 1.76 4.40 66.13 0.58 100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勞工局，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時間及人力不夠充裕，因此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難免遭遇以下限制： 

（一）本研究係以執行者站在客觀立場進行研究分析，雖採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

查法，惟機構外籍看護工之工作適應問題相當複雜，實非本研究能全部涵

括。 

（二）本研究範圍為臺北縣轄內合法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申請且聘僱外籍看護

工之機構，未對中南部及東部作分析研究，因此研究範圍整體產業代表性

受到侷限。建議未來研究以較大區域範圍進行，擴大樣本數，可使研究結

果更臻理想和完備。 

（三）本研究因研究者語言能力不足，無法直接與外籍看護工對談，僅能靠制式

樣本翻譯之問卷溝通，因此無法以深入且切確地了解外籍看護工之工作適

應問題。建議後續研究者應聘請具有雙語能力之訪員親訪，以協助受訪者

填寫問卷並降低其防衛心，應可減少問卷偏誤的發生。此外，若能克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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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限制，針對機構外籍看護工進行深度訪談，亦可補足本研究不足之處。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流程 

 

在確定研究目的及方法後，設計出上述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之研

究方法，再將問卷調查結果、深度訪談結果與文獻整理做對應予分析，得出本研

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圖 1-1：本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目的及範圍 

研究方法與架構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研究發現 
工作條件問題 
工作適應問題 

研究結果分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 

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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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共計分為五章，各章節架構之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分別說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以及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理論與文獻探討，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跨文化適應相關理論，第

二節探討工作適應之相關理論，第三節整理有關外籍勞工工作適應之實證研究結

果，第四節為本章小結。 

 

第三章：外籍機構看護工之現況分析，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我國外籍機構

看護工引進政策之演變，第二節說明我國外籍機構看護工之現況，第三節分析臺

北縣外籍機構看護工之現況，第四節為本章小結。 

 

第四章：實證研究發現與分析，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問卷與訪談之設計，第

二節為問卷與訪談之對象與執行，第三節為問卷調查發現與分析，第四節為深度

訪談發現與分析，最後第五節為本章小結。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包括本研究之總結論以及對政府相關單位及聘僱外籍

看護工機構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