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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找出本研究主題之理論基礎，故本章之內容包含跨文化適應、工作

適應之相關理論及國內外之實證研究結果，以確定研究之可行性與形成研究架

構，並找出本研究變項。 

 

第一節 跨文化適應相關理論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1984）對外

籍勞工（Foreign Worker）之定義係指「凡不具有該國國籍，而於該國就業工作

之勞工」。Castles(1986)提出勞工遷移是一種世界性的浪潮，因資本與生產集中

需要勞工移動，再加上資訊及控制技術革命，改變全球勞工分佈，引起新的國際

性遷移（蔡明田等，1998）。 

 

國際勞工移動的主要動機在於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亦即追求較佳的工作機

會與較高的工作待遇。當外籍勞工到達目的地之後，就得一方面調整自身以適應

新環境，另方面則實現其對遷移的期望。此時，外籍勞工置身在迥異於平時所熟

悉、習慣的陌生環境中，會因為害怕觸犯禁忌或行為不符合當地文化而產生焦

慮、敏感或心理不適的反應，Oberg(1960) 稱作此現象為「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調整這種不同文化情境所產生文化衝擊的過程為「跨文化適應」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蔡明田等，1998）。 

 

Cui 等(1992)提出有關跨文化適應性的多元構面，包括：個人背景特色（耐

性、彈性、包容性、感情移入）、人際間技能（建立關係、維持關係、主動交談、

語言能力）、周邊互動能力（政策了解程度、經濟了解程度、希望的表達、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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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表現）、管理能力（動機、母國的成功、創造力）、文化認同（先前經驗、

文化的注意、工作形態的包容、非公正性的因素）。 

 

在跨文化適應的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 Lysgaard 於 1995 年提出的 U 型

適應理論（U-curve Theory of Adjustment），這是指以不同停留時間的外籍勞

工之整體適應狀況作為衡量與比較基礎。 Black & Mendenhall（1991）在其報

告中將其分為蜜月期、幻滅期或文化衝擊期、調適期及熟悉期等四個階段，分別

說明如下： 

 

（一）蜜月期（honeymood stage）：此階段外籍勞工因新面臨的文化，會對其接

觸到的人事物感到好奇及興奮，一方面被新環境及新文化所吸引，另一方

面遷入地的人與其互動時，也會對其剛來所表現出的不同行為多所體諒及

包容其不適的行為，所以，在此期間外籍勞工的適應情形普遍良好。 

 

（二）幻滅期或文化衝擊期（disillusionment or cultural shock stage）：當

外籍勞工在當地過了一段時間後，其新鮮感慢慢消失，並且發現原來在母

國的行為和地主國的生活有很有的不同，並不能將以往的行為方式完全帶

進地主國，但是卻又不能找出適當的替代行為，此階段的外籍勞工因此不

確定性使得焦慮、挫折、沮喪等感覺提高，因而掉入了適應的谷底。 

 

（三）調適期（adjustment stage）：在此階段外籍勞工已漸漸適應地主國的文

化，也知道地主國的規範及何者為適當的行為，且與地主國的人員也逐漸

熟悉，大家的互動關係愈來愈好。 

 

（四）熟悉期（mastery stage）：此時外籍勞工已完全熟悉地主國的文化及生活，

所以可以盡情地發揮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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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U 型跨文化適應理論 

資料來源：Black & Mendenhall；1991：227。 

 

不過，Church（1982）的研究指出Ｕ型適應理論有二項問題，一為各階段的

劃分並不明確，也缺乏一個客觀的指標來說明各階段間的差異性；二為許多證實

Ｕ型適應理論的研究，其實並未利用歷史性的資料來做縱斷性的比較。因此，對

於一個外籍勞工是否真會經歷這樣的Ｕ型適應過程，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但毫無疑問地，外籍勞工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當他們到了新的環境時，面臨社會

結構的差異，失去了原有的社會控制，以致個人行為無所適從，且和舊有的人際

網絡失去直接的聯繫，需在新的國度裡建立新的關係，這些都必需自己設法克服

各種適應上的困難，才能安適的在異國生活下去（楊明仁等，1999）。因此，跨

文化因素可說是外籍勞工適應障礙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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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適應相關理論 

 

工作適應（Work Adjustment）係指就業者之能力與需求，能和工作環境做

適當之搭配。亦即就業者自願配合工作之限制或要求，能主動學習與培養能力及

興趣，克服工作上之困難，並於工作中獲得成就與滿足，進而自我實現

（Hershenson，1982；邱永祥，2000；陳廣明，2003）。 

 

一、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the Minnesota 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由

Dawis、England 和 Lofquist（1984）所提出，注重個人就業安置與適應之探討。

Dawis 和 Lofquist 認為工作適應是「一種持續、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工作者不斷尋求並完成及維持和工作環境之間的調和性」（Dawis & Lofquist，

1984；引自李茂興，1998)。其概念基礎在於個人與環境之一致性。個人在工作

場所中之能力表現，可為其帶來某些回饋，如薪資、福利、職位、人際關係等；

而個人之能力也回應了工作環境之要求，此時個人與工作環境即相互滿足，達到

一致性（賴秀騰，2002）。基於此一致性，便衍生出內在滿足與外在滿意之概念。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之基本主張為（Lofquist & Dawis，1984）： 

1. 工作適應係指在工作期間，個體對目前工作之外在滿意與內在滿足之程度。 

2. 外在滿意係指個人所具備之技能，能符合工作環境之要求。 

3. 內在滿足係指工作環境中之增強系統能滿足個人之需求，並能提供個人技

能符合工作環境要求之機會。 

4. 外在滿意能適度地調節內在滿足與技能要求兩者之關係。 

5. 內在滿足能適度地調節外在滿意與技能要求兩者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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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人如果被迫離開工作環境，則可能與外在滿意有關。 

7. 個體如果自動離開工作環境，則可能與內在滿足有關。 

8. 外在滿意與內在滿足關係著工作之持久。 

9. 工作人格與工作環境之契合程度，影響著工作之持久性。 

10.個體之工作人格與工作環境之契合程度，能有效預測個體工作適應之情形。 

 

以上工作適應理論被摘要成四個主要論點 （吳芝儀譯，1996) : 

1. 工作之特性與工作環境具可塑性。 

2. 個人對工作環境之適應性，端視個人之要求。 

3. 個人之需求與工作環境中獨特之再增強酬賞系統，是工作穩定性與久暫之

重要層面。 

4. 當工作者特質與工作環境之要求條件相吻合時，則是最佳之工作安置狀況。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中，包含三項重要要素，分別為：工作人格、工作環

境與測量工作適應之指標等。以下就各要素逐一說明（邱永祥，2001）： 

 

1、工作人格： 

Dawis 及 Lofquist（1984）認為個體之工作人格分為兩個部分：一為人格

結構（Personal structure），另一為人格類型（Personal style）。人格結構

是指個體與刺激情境互動時所反應出來之才能及表現。其中最重要之因素係能

力（技能）與價值（需求）兩部分：能力是指用來處理與工作相關的技能，並

對工作上的刺激輸入、處理與輸出的過程有所反應；而價值是指和個人在工作

上有關的需求，可歸納為成就、舒適、地位、利他、安全感與自主等六個向度，

包括能力的使用、成就感、積極性、權力、組織政策的執行、認知、獨立、道

德價值、報酬、責任感、協同合作、創造性、安全感、社會服務、社會角色、

與上司關係、督導別人、多樣性的工作條件等 20 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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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類型則是指當個體與工作環境互動時，面對外在刺激產生反應的類型。

共有四種類型：敏捷、速度、節奏、耐力。敏捷是指個體在和工作環境互動時，

產生反應的快慢程度；速度則是指個體所花費的努力與心力的程度，也就是指個

體工作時的積極性；節奏是指典型的、習慣性的速度，通常可以用穩定的、週期

性的、以及多變的來形容；耐力則是指個體在和工作環境互動時，持續產生反應

的長度，如和工作環境互動越久，則代表其耐力越高。 

 

2、工作環境：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將工作環境亦分為兩部分：工作環境結構與工作環

境類型。工作環境是隨著個體的工作人格而來的，由於兩者互動而產生相對應

性，因此工作環境結構會隨著個體的工作人格，對工作者的技能有所要求，而

工作組織本身的增強模式能提供並滿足工作者的需求。在工作環境的類型上，

同樣會隨著個體的工作人格有所反應，亦分為敏捷、速度、節奏與耐力四種類

型（Lofquist & Dawis，1984)。由此可知，此理論認為工作環境與個體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也是影響個體工作適應的重要因素。 

 

3、工作適應測量指標： 

（1）內在滿足（satisfaction）：是一種內在的滿意指標，即個體評鑑工作

本身以及外在的工作環境是否能滿足其心理需求。 

（2）外在滿意（satisfactoriness）：是一種來自於外在的滿意指標，即個

體所具備的技能，能否滿足工作環境的要求。 

（3）工作持久（tenure）：是指個體在工作環境中，維持工作的情形，包含

三種持久的情形。 

Ⅰ、職位或工作上的持久：即擔任特定職位或工作的時間長短。 

Ⅱ、組織上的持久：即待在某一組織的時間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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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職業上的持久：即從事某一職業的時間長短。 

 
圖2-2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預測模式 

資料來源：Lofquist & Dawis，1984：62。 

 

 二、Hershenson工作適應理論 

 

Hershenson 於 1981 年提出其工作適應理論，認為工作場所中的工作適應是

個體與環境互動的一種動態發展過程，個體發展有三個主要的影響因素 （陳廣

明，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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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人格（work personality)：包含工作者的自我概念、個人動機與工作

需求態度，其於學前階段即已發展，受家庭影響最多。 

2、工作能力（work competence)：包含工作者的工作習慣、身心技能與人際

關係。工作習慣包括責任感、敏捷性、整潔衛生，人際關係包括在工作場

所接受監督和同事關係、與顧客合適的舉止。工作能力主要於就學階段發

展，關鍵在於學校的教育與訓練。 

3、工作目標（work goal）：工作目標取決於工作相關的需求、工作相關的價

值、職業性向。工作目標受到家庭、學校、工作職場與同儕的影響。 

 

Hershenson（1996）認為工作適應乃此三個因素與環境互動之後所呈現的一

種平衡狀況。當個體發展並訂定工作目標時，此目標必須是清楚而明確的，而且

需與個體的工作人格、工作能力配合。工作上每個階段的發展都有其限制，而此

三個因素也會自然形成一個平衡的現象，因此只要其中某一因素改變，便會促成

其他因素隨之改變。個體的工作適應包含個體與工作環境之互動，其中工作環境

是指組織文化及行為期待、工作要求及所需具備的技能、提供給工作者的報酬及

機會等三項。 

 

此理論預測工作適應的重要指標為工作表現、工作角色行為、工作滿意度等

三項外在表現，分述如下（Hershenson，2005) ： 

1、工作角色行為（work role behavior)：合適的職場行為，即個體的工作

人格與職場期待行為的一致。 

2、工作表現（task performance)：工作成果的質與量，即個體工作能力與

職場所需技能的一致。 

3、工作滿意度（worker satisfaction)：個體從工作中獲得滿意的程度，

即個體工作目標與職場所提供報酬與機會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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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Hershenson 工作適應系統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Hershenson,1996:444。 

 

三、其他學者之看法 

 

Arkoff 認為工作適應可由三種觀點來說明：廣義而言，工作適應係「職業成

熟」，指個人於職業發展之程度及水準，即隨著年齡增加，而出現符合年齡之職

業行為；就狹義觀點而言，工作適應係個人「職業生涯變遷」之過程，指個人能

獲得穩定有次序之昇遷、達成個人目標和期望；另一種觀點則自主觀觀點而看，

工作適應即「工作滿意」，係個人對工作之愉悅和滿意程度，包括內在滿意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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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意，內在滿意由工作本身而來，外在滿意則指金錢、安全、權力及良好工作

環境（轉引自王鐘和等譯，1970）。 

 

Schneiders（1965）特別強調個人在環境中之自主性，並質疑個人是否必須

完全符合組織中共享之特質或是其他人之特質，他指出良好之工作適應係個人對

其所從事工作之滿意情形，以及在工作上得到升遷，且易符合工作對其之要求。

可由三層面予以評估，工作中個人之能力、性向、興趣是否能夠得到發揮；心理

基本需要是否得到滿足；工作滿意及職業目標是否獲得（賴瑞涵，2001）。 

 

Super（1990)認為工作與生活的滿意取決於個人的能力、性格、需求、價值、

興趣、特質、自我概念的發揮程度以及個人建立的工作型態、工作情況、扮演的

角色是否與個人的成長經驗相配合而定，其中自我概念的實現與工作滿意的程度

成正比（陳廣明，2003）。 

 

國內學者方面，劉焜輝（1984）認為職業適應之架構，應包含工作本身（如

工作成就感、自我成長等）以及環境條件（如薪資、主管、同事等）（林宜宏，

1996）。楊孝榮所採取的觀點則是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工作適應情形，認為工作

適應應涵蓋生理、心理、人際關係、社會情況及工作內涵等五方面的適應情形（陳

惠珍，1987)。王鍾和（1991)認為工作適應是一種有次序而逐漸增加其所希望的

工作改進歷程，此歷程包括變動性與穩定性（陳廣明，2003）。 

 

第三節 有關外籍勞工工作適應之實證研究 

 

Oliver Breiden 等（2004）研究指出外派人員之工作適應與組織承諾有關。

MICHAEL J. MORLEY 等（2003）則指出外派人員之工作適應與性別、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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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及教育等人口統計變數無關，但與個人能力有強烈關連性，個人移情能力、

減壓能力、互動能力與工作適應有顯著正相關性。 

 

Jan Selmer（2000)針對瑞典派駐香港之海外工作人員研究，指出跨文化訓

練有助於工作適應，但跨文化訓練卻很少被提供，此外，當組織日益龐大則文化

差異性愈易突顯。Jan Selmer（1999)另一篇針對 343 名西方企業派駐香港行政

部門人員之研究，則指出個人職業生涯目標不會影響工作適應，但對個體之社會

文化及心理適應有明顯影響。 

 

長久以來，人口統計變數與海外工作成功與否的關係，一直備受爭議而無一

定論（Parker & McEvoy，1993）。有關國內過去對外籍勞工工作適應之研究，本

節茲依人口統計變項及其他環境因素等二部分，將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一、人口統計變項 

 

1. 性別：黃世雄（1994)研究發現外籍勞工性別對生活適應有顯著的影響，其中

女性菲律賓籍勞工生活適應較男性為佳。許博淵（2005)研究亦顯示，高科技

產業之女性外籍勞工較男性外籍勞工有較佳之生產力與工作態度。惟蔡明田

（1998)等研究卻持相反結果，指出男性外籍勞工在生活適應程度較女性外籍

勞工為高。 

 

2. 年齡：黃梓松（2004)研究結果顯示年齡和適應期之長短有顯著相關，年紀愈

輕適應期需愈長，25 歲以下組平均需 2.5 個月來適應機構環境，26 到 30 歲

組則降為 2.46 個月，31 到 35 歲組平均為 1.91 個月，35 歲組僅需 1.6 個月

的適應期。而黃世雄（1994)亦發現 20-29 歲之菲籍外籍勞工較 20 歲以下者

生活適應為佳。惟康亞佩（2000）研究結果卻指出年齡與適應程度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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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籍：黃世雄（1994)指出國籍係影響外籍勞工生活適應主要因素之一。蔡明

田 （1998)等亦指出菲律賓籍勞工在生活適應上則較泰籍勞工為佳。但黃梓

松（2004)則認為不同國籍間之適應情形差異並不大，以菲律賓籍看護工適應

較佳，越南籍看護工較差。 

 

4. 教育年數：黃世雄（1994)發現教育年數對外籍勞工之生活適應具有顯著影

響，在不同國籍間比較，教育年數較長之菲勞適應亦較佳。黃梓松（2004)

研究則顯示，受教育達 16 年以上者和 7-9 年者滿意度較高，呈高低二組滿意，

中間組較不滿意現象，與多數研究高學歷者適應力較佳之結果部份相符。林

宜宏（1996)則發現，專科程度之外籍勞工適應程度最好。 

 

5. 語文能力：研究結果（黃世雄，1994；林宜宏，1996；蔡明田等，1998；康

亞佩，2000；譚華德，2003；）顯示，語言障礙係影響外籍勞工適應程度之

最主要因素，外籍勞工之中文能力和工作適應間有顯著相關，中文能力愈佳

者適應能力愈好；而使用英文之外籍勞工對適應能力亦較其他語系佳，菲律

賓籍勞工因大部份會使用英文，而國人可用簡單英文與其溝通，故菲律賓籍

勞工在工作和生活適應上均較其他國之外籍勞工為佳。惟黃梓松（2004)亦指

出，中文能力愈好之外籍勞工對現狀愈不滿意，但中文程度普通者比不太會

中文者適應力佳。 

 

6. 婚姻狀況：楊明仁（1999）指出婚姻狀況和工作狀況呈顯著相關。康亞佩

（2000）、黃梓松（2004)皆指出己婚者在臺適應較佳。黃世雄（1994)發現已

婚之泰國籍勞工其生活適應較未婚者顯著為佳。惟蔡明田等（1998)則持相反

論點，指出婚姻狀況與配偶是否來臺，對工作適應無顯著相關性。 

 



 21

7. 子女數：實證研究結果（黃世雄，1994；蔡明田等，1998；康亞佩，2000；

黃梓松，2004）皆指出子女數目，則與適應程度無顯著影響。黃梓松（2004）

提出解釋，認為其原因可能與外籍勞工漸有少子化趨勢有關，故樣本無法有

效檢測其中差異。 

 

8. 來臺期間：研究發現（黃世雄，1994；蔡明田等，1998；黃梓松，2004）來

臺工作年資和工作適應間有顯著相關。黃世雄（1994)指出來臺年資在一至二

年間之泰籍勞工，其生活適應比一年以下之泰籍勞工為佳。黃梓松（2004)

則指出，外籍勞工來臺工作因受三年期限的影響，來臺期間未滿一年者其對

工作滿意的程度較低，甚至部份有提早回國的打算，來臺一到二年間者適應

明顯優於一年以下和二到三年者，至於來臺二到三年者可能因其將結束工作

離臺，心情較不愉快。 

 

9. 過去出國經驗：康亞佩（2000）發現菲律賓籍勞工過去出國經驗與適應為正

向關係，過去的出國年數愈長，其適應程度愈佳。惟黃世雄（1994)卻指出，

出國經驗對外籍勞工之生活適應無顯著影響。 

 

二、其他環境因素 

 

1. 人際關係：黃梓松（2004)研究結果，外籍勞工和主管互動愈好者適應期較短，

和主管互動較差者需二到三個月的適應期；在工作中和同事的工作默契佳者

其工作滿意度較高，工作默契愈好則心情較愉快，反之，則心情愈差。黃世

雄（1994)指出，與本國工人混居之泰籍勞工，在生活適應比單獨居住之泰國

勞工為佳。 

 

2. 所服務之產業別：蔡明田等（1998)針對服務於臺灣營建業、紡織業、化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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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產業的外籍勞工適應問題研究中，結果發現不同產業別的外籍勞工在

工作與生活適應上均為達顯著差異，其中，化學業在工作與生活適應上較其

他行業為佳，紡織業外籍勞工在生活、工作上較不適應。許博淵（2005)研究

結果顯示，高科技產業公司之外籍勞工對於公司之福利措施、薪資與工作量

等方面，皆有中高度之工作滿意度。相反地，劉石（1997)發現，近九成之製

造業之泰國籍勞工，對工作危險性及對工作環境污染皆有抱怨。 

 

3. 工作條件等其它方面：黃世雄（1994)指出，外籍勞工平均月薪對外籍勞工之

生活適應皆無顯著影響，惟其安排來臺工作管道及仲介金額對外籍勞工生活

適應有顯者影響，尤其是對菲籍勞工更具顯著且重要預測力。林宜宏（1996)

指出，外籍勞工繳交仲介費用與工作適應上有顯著影響。蔡明田等（1998)

指出，外籍勞工之工作適應之決定因素為「角色確定」、「角色過荷」，故企業

在外籍勞工之工作管理上對工作分派及指示需明確，對外籍勞工工作負荷需

考量其負荷程度，否則會影響其適應，甚至棄職脫逃。 

 

有關勞動條件不滿意方面，以薪資收入與工作時間及時段為主。譚華德

（2003)指出外籍勞工覺得其薪資較本地勞工為低，以及無法滿足加班費收

入，因而薪資問題之爭議便成為外籍勞工較常向雇主反應之問題，或成為外

籍勞工藉機逃跑、更換雇主之原因。此外，在工作與休假時間安排上，多數

外籍勞工會希望藉由增加工作時間賺取較多薪資，但又礙於法令限制及工作

時段多數為較差且無彈性之時段，使部分外籍勞工覺得工作辛苦且遭到歧視。 

 

有關安全衛生與工作環境方面，郭瑜純（1990）指外籍勞工因經濟方面

殷切需求，使他們願意在較危險、髒亂與高危險或高污染，且多為本地勞工

不願意從事工作場所中工作，部分外籍勞工表示無法安心工作，且有部分外

籍勞工也因工作場所環境不良或存有過敏原，而產生生理異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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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成之約（1994）主持之「海外補充勞工措施之追蹤調查與評

估我國外籍勞工政策之長期研究第三期計畫」中，針對企業雇主及外籍勞工

所做的調查發現，（1）有受訪企業 21%表示其與外籍員工溝通困難。(2)中層

或基層管理人員較偏袒本地勞工者，佔 12%。(3)本地勞工感覺工作(加班)機

會受到外籍勞工的威脅有 17.7%。(4)一般員工歧視外籍勞工者，佔 9.3%。由

上可知，外籍勞工適應問題，與管理人員、同事之間人際關係及語言溝通有

關。 

 

以下茲將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國內實證研究文獻，整理如表 2-1。 

 

表 2-1 國內有關外籍勞工適應議題之實證研究 

 研究者／年 篇名 內容概要 結論 

1 蔡宏進 

1991 

我國外籍勞工可

能引發的社會問

題及其因應對策 

針對外籍勞工可能引發

的社會問題中加以探討

外籍勞工個人適應的問

題 

外籍勞工工作及生活適應

之程度可能因性別、年

齡、婚姻或國籍之不同而

有差異 

2 黃世雄 

1994 

臺灣地區外籍勞

工生活適應問題

及其相關因素之

研究 

瞭解外籍勞工之生活適

應問題 

外籍勞工生活適應問題以

較低層次之安全及生理需

求為主，而較高層次之自

我實現及工作成就感則較

無適應困擾現象 

3 鄭茂森 

1995 

我國勞工與外籍

勞工之工作滿意

度研究－以製造

業、營造業為例 

探討基層勞工之本國員

工和外籍勞工間的工作

滿意度和差異 

各國勞工在工作滿意度上

產生最顯著差異，外籍勞

工以菲律賓滿意度最高，

泰國次之 

4 王立文 

1995 

在臺菲籍女性勞

工之工作滿意與

海外適應-以兩

顯示器製造廠之

外籍勞工為例 

分析在臺菲籍女性勞工

的工作滿意與海外適應

之關係 

菲籍女性勞工之工作滿意

與海外適應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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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秋蓉等 

1996 

外籍勞工生活適

應性之調查 

探討外籍勞工文化調適

狀況並探討勞資雙方在

外籍勞工生活適應上認

知之差距 

外籍勞工在臺工作期間身

心健康狀況不錯，對於勞

動條件滿意度相當高 

6 林宜宏 

1996 

外籍勞工工作適

應之研究 

從工作適應理論探討外

籍勞工之各項適應問題 

外籍勞工來臺工作期間愈

長適應愈佳，不同國籍之

工作適應能力有明顯差界 

7 劉石 

1997 

在華泰籍勞工的

生活適應與壓力

之研究-以製造

業者為例 

了解泰籍勞工之工作及

生活上適應狀況 

88.5%泰籍勞工抱怨工作

危險性，86.5%抱怨工作環

境污染，可見許多工廠之

工作環境不理想，進而影

響泰籍勞工身心健康 

8 劉丕華 

1998 

臺灣外籍勞工身

心健康狀態之調

查研究（二） 

調查外籍勞工在臺身心

健康狀況和生活情形 

外籍勞工普遍對工作環境

滿意，但工作時間過長健

康問題應注意 

9 蔡明田等 

1998 

臺灣地區外籍勞

工跨文化適應問

題分析 

探討外籍勞工之人格特

質、工作角色、組織支援

等因素對其在臺工作適

應之影響關係 

對外籍勞工之工作適應決

定因素而言，「工作角色確

定」有正向影響，「工作角

色過荷」有負面影響 

10 楊明仁等 

1999 

在臺外籍勞工之

心理健康與適應

困擾 

外籍勞工之心理健康與

適應問題之關聯及輔助

之道 

改善工作條件和有計畫協

助解決外籍勞工心理問題

可提早適應本國生活 

11 趙必孝 

2000 

我國企業對外籍

勞工之人力資源

控制與績效 

從跨文化適應觀點探討

外籍勞工適應及人力資

源運用 

外籍勞工人力資源運用之

方法以薪資激勵和生活文

化適應調整最重要 

12 康亞佩 

2000 

臺灣地區外籍勞

工適應問題因素

分析及其甄試之

意義 

以人口學變項及產業別

進行外籍勞工適應因素

分析 

外籍勞工出國經驗、外國

語文能力、自我效能發揮

對適應有顯著相關。其

次，性別、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等亦有影響 

13 譚華德 

2003 

泰國勞工輸出及

勞工適應問題之

研究-以泰國勞

工在臺為例 

探討泰國勞工在他國（主

以臺灣為主）工作時工作

與生活狀況，以及所遭遇

到之適應問題 

泰國勞工認為語言障礙係

造成生活不便之主因，而

生活方式、習慣不同，亦

常造成生活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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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黃梓松 

2004 

社會福利機構外

籍監護工工作適

應之研究: 以苗

栗縣立案財團法

人老人、身心障

礙者機構為例 

基於關懷弱勢關點，找出

外籍監護工跨文化適應

之困境，讓在臺工作之外

國人也可享有具尊嚴之

工作生涯 

影響外籍監護工工作適應

之因素中，個人因素影響

較小，跨文化因素、組織

環境與工作人格為較關鍵

因素 

15 許博淵 

2005 

國家文化差異對

工作績效影響之

研究:以高科技

業菲籍、泰籍勞

工為實證 

探討不同國籍外籍勞工

在國家文化價值觀與工

作績效之相關分析 

泰籍勞工菲籍勞工在工作

績效構面上之工作滿意

度、生產力及工作態度皆

有顯著性差異，且菲籍勞

工皆比泰籍勞工有效高之

傾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本章小結 

 

外籍勞工來臺工作，自然不可避免要面對文化差異所產生的適應問題，且更

甚於各種國內間不同的差異。1995 年 Lysgaard 提出了跨文化適應的 U 型適應

理論，以時間的長短來看外籍勞工適應的狀況。而外籍勞工願意離鄉背景來臺之

主要目的無非是賺錢，對雇主而言，所面臨之問題則是如何促進其工作適應程

序，藉以提高工作績效。有關工作適應理論方面，本章詳述明尼蘇達及

Hershenson 兩者工作適應理論不同，前者係以個人能力、價值及人格類型為論

述基礎，而後者則提出修正模型，加入了諸如家庭生活與職前學校經驗之更多影

響因素。兩者所論述之變項因素雖各有不同，但共同點係兩者皆認為，人之認知

與行為會隨著各因素做相對應調整之動態歷程作用，讓個體適應工作環境之變

化。 

 

綜合本章所述，可知工作適應可從三層面來分析：（一）個人方面：個人之

能力是否足夠，個人對工作之需求是否滿足。（二）工作環境：工作場所能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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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良好之制度，如薪資、休假、工時、人事制度等。（三）社會層面：個人實行

社會角色，能否自我實現，有成就感。另方面，經實證研究亦發現，外籍勞工會

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語文能力等個人特質不同，及對雇主所提供之工資、

工時、休假、訓練等勞動條件與福利事項之滿意程度不同，而在工作適應上有所

差異。 

 

本章綜合以上文獻探討之理論為基礎，考量個人因素、跨丈化因素、雇主提

供勞動條件及管理措施不同等為影響變項，而以機構外籍看護工於職場中之工作

表現、人際關係以及工作角色行為三方面，來衡量其工作適應程度。是以，有關

本章所探討之機構外籍看護工工作適應相關影響因素，經整理後如下圖 2-4。 

 

 

 

 

 

 

 

 

 

 

 

 

 

圖 2-4 機構外籍看護工之工作適應相關影響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跨文化因素 
1. 中文程度 
2. 海外工作經驗 

3. 來臺時間 
4. 職前訓練 
5. 在臺親友 

雇主提供勞動條件、管理及福利措施 
1. 每月薪資 
2. 每周工時 
3. 加班費用 
4. 休假天數 
5. 勞動契約 
6. 員工人數 
7. 安全衛生 
8. 工作規定 

9. 請假規定 
10. 申訴管道 
11. 獎懲標準 
12. 上司的指導 
13. 中文訓練 
14. 醫療服務 
15. 稅務服務 
16. 食宿供應 

 

工作適應 
1. 工作表現 

2. 人際關係 

3. 工作角色行為 

個人因素 
1. 年齡 
2. 教育程度 
3. 婚姻狀況 

4. 仲介費用 
5. 借款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