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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商業區東南亞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之關連
1
 

陳坤宏2
 

摘要 

近年來，外籍勞動者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動力下，如何造就了新的全球城市，以及這樣的資

本與人力資源的大規模流動，對於移居國的都會空間產生重大的影響，已成為學術界值得探討的

課題，而且，在過去，國內也比較缺乏此一課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菲律賓與印尼

籍外籍勞工在都市商業區的聚集與消費活動所造成之都市空間分割化的意義與影響」，並以高雄

市外勞街為經驗研究的地區。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問卷調查、深入訪談、參與觀察法

以及迴歸分析與相關性檢定等四種方法。本研究所需資料主要來自高雄市菲律賓與印尼籍外勞聚

集之商業區所在之當地社區居民的回答答案以及商店老闆的回答答案。資料分析方式則利用

SPSS10.3版統計軟體進行統計與分析工作。 

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當地居民與外勞活動空間開始有明顯區隔，所謂「獨立的、分割的都

市空間」亦已明顯成型。而且，社區居民比商店老闆具有明顯的態度反映。2.社區居民對於外籍

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所造成「負面」衝擊上，社區居民也比商店老闆表現出容忍的態度。3.菲

律賓與印尼外勞消費活動對都市社區空間之影響分析上，社區居民方面，顯示非伊斯蘭教的居

民，認為外勞消費活動的聚集，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非離婚的居民，認為外勞消費

活動的聚集，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最後，居民對外勞的態度達統計顯著性，為一個

有效的預測變項，表示居民對外勞的態度愈正向，愈容易認為外勞消費活動的聚集，會造成都市

空間的分割化。商店老闆方面，顯示商店老闆在商店營運上愈抱持正向看法，認為外勞消費活動

的聚集，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包括願意進貨更多的異國商品、願意在店旁設置外勞

聚集用餐聊天的場所等。商店老闆愈認為外勞聚集消費，對地方經濟有貢獻，則主張比較容易造

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商店老闆愈認為外勞融入社區，對文化交流有貢獻，則主張比較容易造成

都市空間的分割化。 

關鍵詞：東南亞外籍勞工、聚集、都市空間分割化、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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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Filipino and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mpacts and their meanings 

of gathering/consumption activities on divided cities in Kaohsiung City. We will take o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citys’ commercial area or shopping street in Kaohsiung City. Four major research 

methods are applied, includ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test. Data will be obtain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answers of 

local inhabitants and shop keepers and analysed via SPSS10.3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main outcome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1. In Kaohsiung City, we have found that the 

partitioning of urban space has begun to become. And, community inhabitants have significant 

attitude than shop keepers. 2. In the impacts of migrant workers’ gathering on commercial streets, 

community inhabitants also have tolerant attitude than shop keepers. 3. In the viewpoint of local 

inhabitants, people who are non-Moslem, non-divorcee, and has positive attitude to migrant workers, 

will think that migrant workers’ gathering/consumption activities have resulted in divided cities in 

Kaohsiung City. In the viewpoint of shop keepers, they who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 shop operation 

and who think migrant workers have contributed in lo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interflow, will think 

that migrant workers’ gathering/consumption activities have resulted in divided cities.  

Keywords: South-eastern Asian migrant workers, gathering, partitioning of urban space, Kaohsi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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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 

外籍勞工是台灣目前的第五大族群。根據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民國98年8月底的統計資

料知，台閩地區的外籍勞工人數共計344,599人，而台南市6,229人，台南縣16,712人，高雄市12,252

人，高雄縣 13,577人，四縣市合計48,770人。在台灣，關於外籍勞工造成的社會及空間的負面現

象報導，出現於各種媒體，大多歸咎於生活、衛生習慣不佳及偷竊等犯罪行為，如此判斷稍嫌片

斷化。但是從勞工全球化的角度來看，部分西方學者均認為，必須深入追究外籍勞工在社會、經

濟及空間上的地位才行（Sassen, 1988, 1991, 1996; Friedman, 1995; Friman, 2002）。例如，Saskia 

Sassen在其諸多著作中，清楚分析了外籍勞動者，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動力下，如何造就了新的

全球城市，以及這樣的資本與人力資源的大規模流動，對於移居國的都會空間勢必會產生重大的

影響。而Peter Marcuse（2002）在其一系列有關divided cities或partitioned cities（所謂分割化城市）

研究中，更清楚的去彰顯了，在新的全球市場經濟下，城市的空間結構其實是透過不同的經濟階

級去形塑出生產、消費與居住的空間。當移民與外籍勞工成為滿足低工資之勞動需求的主角時，

生產中的社會關係就開始逐漸改變，進而引發了對文化與政治的衝擊。所以，這群外籍勞動者對

於都市商業社區空間發展與空間軸線改變的影響，是非常有趣，也對於都會空間研究具有重大的

學術意義。這些消費空間與都市中其他空間（例如住宅區、街道、公共空間……等）之間的互動

關係又為何？我們如何去了解不同文化族群的移入所造成之文化與空間上的共存與衝突，造成空

間使用上的轉變及都市空間形式與意象上的影響？乃成為本文的研究動機。 

根據統計資料，高雄市、台中市、台北市等大都市之東南亞外籍勞工人數相當多，他們在商

業區中的消費型態在目前都市整體生活空間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值得重視，尤其是有關divided 

cities或partitioned cities（所謂分割化城市）之現象的研究，可謂相當不足，這正是本文選擇高雄

市作為研究地區的理由。 

（二）研究目的 

利用Peter Marcuse提出的「divided cities或partitioned cities」（所謂分割化城市）觀念，針對

當地社區居民與商店老闆對不同文化族群的移入所造成之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態度反

映、以及外勞消費活動對都市社區空間之影響等現象，進行調查、分析與解釋，並且以高雄市菲

律賓與印尼移工為經驗研究的對象。 

二、文獻回顧 

（一）有關所謂「分割化城市」觀念（divided cities 或 partitioned cities）的理論 

一般而言，有關都市空間的集中化與隔離化之型態與過程的解釋的理論基礎，主要包括： 

1. 傳統理論： 

人文生態學（human ecology approach）、社會地域分析、因素生態學，這些分析途徑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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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屬於傳統的空間分析途徑。 

2. 行為研究途徑： 

一般化行為研究（general behavioural approach）、種族－文化研究（ethnic-cultural approach）。 

3. 考量限制因素之模型： 

新韋伯觀點之住宅階級分析（Neo-Weberian Perspective: Housing Classes）、制度性研究

（institutional approach）、都市治理的角色（urban governance）、鄰里動態性（neighbourhood 

dynamics）。 

4. 宏觀的解釋與政治經濟學。 

5. 社會極化與都市空間分割。 

根據Ronald van Kempen（2002）的看法，城市並不會自然地被分割出各個地區，而是主動去

分割的，其中國家（或政府）的角色就逐漸成為重要角色之一，特別是當各種聯盟、公私合夥關

係、以及都市治理管理風格出現的時候，它就更顯得重要。他進而提出所謂「分割化城市」（divided 

cities或partitioned cities）發展過程中七個最主要的關鍵因素，包括：（1）城鄉空間結構因應全球

化衝擊所進行的改變，（2）生產形式、勞動力市場的改變與教育的角色之間的關係，（3）族群、

種族與移民之影響日漸重要，（4）種族與階級的排他性，（5）都市中各區塊之間界限的僵化，

（6）空間規模問題（包括都市內部以及城市與郊外地區之間），以及（7）政策，以各種不同形

式打擊分割化城市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例如住宅政策、空間政策、社會政策等）。其中，第三、

四項因素，與本文之研究主旨與內容直接相關，故值得重視。 

（二）國內外有關外籍勞工之聚集與消費活動所造成之都市空間分割化現象之理論與研究情形之  

 回顧 

在國外，有關「divided cities或partitioned cities」（所謂分割化城市）觀念的經驗研究，比較

豐富且完整。茲分別介紹案例如下： 

1. 荷蘭 

Ronald van Kempen（2002）在他的一篇論文「Towards Partitioned C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中，針對高度發展福利國家的荷蘭，都市空間區隔化型態的變遷。他發現，在荷蘭，所謂分割化

城市（partitioned cities）的趨勢逐漸明顯且快速發展，除政府角色的變化外，經濟、人口、社會

文化因素的變化，也必須列入考慮（Marcuse and Kempen, 2002）。自從1980年代開始，隨著政府

資源的減少，產生了新的思維－更多的私部門誘因以及較少的政府影響力。造成以下的結果：低

薪階級所得降低，更難得到福利及補助，此時期的所得差距創歷年來新高，號稱福利國家的荷蘭

政府卻無法有效控制「有工作」與「無工作」二群人之間的所得差距擴大的問題。1984至1994年

間，前25％的高所得階級之購買力成長30％，而後25％的低所得階級之購買力卻只成長10％；以

及荷蘭人與少數民族移民（例如土耳其人、摩洛哥人、蘇里南人、西印度群島人等）之間的所得

差距更是驚人，這群少數民族移民低於社會最低工資95％的人數，是荷蘭本地人的三至四倍之多

（Tesser, Van Dugteren與Merens, 1998）。整體而言，在1980年代，隨著國民所得的下降，在社會

出租住宅區裏的高所得居住單元數量已開始減少，而低所得居住單元數量卻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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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50年代開始，國際勞動者移民開始湧入荷蘭，首先是南歐的西班牙人、義大利人，接

著是來自更遠的土耳其人、摩洛哥人，最後是蘇里南人、西印度群島人等。截至1997年，移民人

口數依序是：蘇里南人287,000人、土耳其人280,000人、摩洛哥人233,000人、南斯拉夫人60,800

人、義大利人32,000人、西班牙人29,000人。這些少數民族移民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大量集中在

荷蘭的大都市中，如以「隔離指數」（segregation index, SI）來看，土耳其人與摩洛哥人在阿姆

斯特丹、洛特丹、海牙、猶翠斯特四Ronald van Kempen（2002）大城市的「隔離指數」均介於35.3

－65.1之間，南歐人則是15.9－25.2之間，蘇里南人則是23.4－40.2之間。所謂「隔離指數」係指

某特定族群居住在地區，而無其他群體居住的程度。由此看來，在荷蘭，大都市的少數民族之空

間分割與集中的現象，是非常明顯的。近年來，新的移民大量移居荷蘭並且進入勞動力市場尋找

工作的現象，繼續擴大，供需不平衡的結果將會導致持續性的結構性失業，移民（尤其是土耳其

人與摩洛哥人）亦將飽受此一發展之苦。在荷蘭，有工作的土耳其人與摩洛哥人，85％以上從事

非技術或低技術的工作（Penninx, 1989），75％以上的土耳其人從事初級工作，而荷蘭人從事這

項工作則低於四分之一（Tesser, 1993）。 

總之，許許多多低技術的移民，必須依靠國家支持才能生活，愈來愈多的「分割化城市」現

象，就是從福利國家制度撤退後所產生的社會性與空間性的結果。 

2. 新加坡 

Brenda Yeoh與Shirlena Huang（1998）在有關新加坡公共空間中家務型女性外勞所採取的策

略與類型的研究中，透過檢視這一群外勞的社會地圖如何被結構起來以及如何在公共空間使用上

取得妥協，探討這一群被看做是社會邊際人的外勞在新加坡的都市地景。她們發現所謂「分割化

城市」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更明顯地反映出並且強化了性別分工以及日常生活經驗的特性，

不但由傳統父權制的空間表現加以呈現出來，並且亦從種族化與其他隔離手段加以展開。該項研

究結果發現，這群家務型女性外勞不完全是支配性實踐與意念之被動的接受者，事實上，她們是

有能力採取各種不同方式與策略來使用與競爭公共空間。 

她們的研究從公共領域之（1）被剝奪的空間與（2）競爭的空間二觀點，加以分析。前者以

菲律賓家務性勞工在「幸福廣場」（Lucky Plaza）此一購物中心的聚集與各類型消費活動為探討

重點，認為「幸福廣場」儼然已成為「小馬尼拉」，而有菲律賓外勞對此一公共空間進行殖民化

的趨勢。然而，她們也進行新加坡人的心理感受的調查，結果發現：51.3％的受訪者可以容忍、

甚至認可此一菲勞聚集區，27.5％認為是「社會髒亂淵藪」，其餘21.3％則是愛恨交錯感受。許

多的抱怨包括擁擠、妨害社會善良、一群流浪人、吵雜、混亂等負面的印象。慢慢的，對一些新

加坡人來說，「幸福廣場」這一帶地區已成為「分割化城市」，從「他類空間」變成為「裹足不

前的空間」。後者則以受到「他類空間」的限制下，女性外勞仍然能夠透過管理她們自己的日常

生活的方式，來創造出差異，包括如何了解、界定與使用空間之此一觀點為切入點，進行所謂「競

爭的空間」的分析。根據Brenda Yeoh與Shirlena Huang（1998）二人的研究發現，在新加坡，東

南亞家務型女性外勞不斷地與公共空間之支配性觀點取得妥協，有時候還會成功地建構出「反抗

空間」（counterspaces）來挑戰支配性的社會實踐。舉公共空間使用與殖民化為例，菲律賓基督

徒外勞於週末在教堂，除了短暫逃避至此得到安慰外，大家都以塔加拉族語（Tagalog）交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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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獲得同一國的「同胞」認同感。同樣的，再以逛「幸福廣場」為例，絕大多數菲律賓女性

外勞都想在此處尋找像「家」一樣熟悉的環境，她們覺得這裡非常像菲律賓馬尼拉的Baclaran或

Visoria，可以看到菲律賓人、聽到塔加拉族語、吃到菲律賓食物、買到菲律賓進口的商品、與朋

友見面聊天等等。在週末，大約2,000位菲律賓女性外勞聚集於「幸福廣場」一帶，可說是將廣場

每一角落加以殖民化了。由此看來，這些菲律賓女性外勞所採取的策略，都將一直銘刻在她們的

習慣性的日常實踐之中。Shirlena Huang與Brenda Yeoh（1994, 1996）以連續二篇論文探討國家政

策如何在新加坡移工過程之不平等的僱主與受僱者關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一不平等的關

係，促使女性家務性勞工企圖尋找自己的定位。 

3. 中國廣州 

Huimin Du與Si-ming Li（2010）看到近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都市化的過程中，中國大城市

因為從鄉村腹地以數以百萬的勞工湧入，成為都市勞動力的重要部分，最後型塑成為所謂「都市

村落」（urban villages）。在此一發展趨勢下，他們二人針對居住在「都市村落」的勞工的社經

背景、生活滿意度、居住環境等面向，進行詳細的描述，同時藉由「社區滿意度」與「社區接觸

度」的程度來探討「都市村落」的勞工對於社區的情感。研究結果發現，「都市村落」不僅提供

居住的場所，「都市村落」的勞工也以各種方式整合至城市中。「社區情感」主要建立在勞工對

鄰里環境品質與鄰里關係的認知上，另外，地方參與以及移民社會網絡的效果，也在社區中逐漸

展現出來。參與地方事務會給居民帶來較高的社區滿意度，可是，參與地方事務在社區接觸度上

卻未呈現統計上顯著；同樣的，移民社會網絡理論用來解釋社區情感上，完全可以支撐社區滿意

度，而非社區接觸度。 

在國內，國內第一篇針對外籍勞工空間議題所作的研究是許弘毅（2000）的論文－「中山北

路聖多福教堂地區菲籍外勞的空間使用及其影響之研究」。他從都市觀點出發去看外籍勞工，用

「菲化」去詮釋菲律賓外籍勞工對中山北路的影響，著重在菲律賓外籍勞工與市民之間在空間上

衝突的研究，最後提出公部門應該介入管制的政策建議。在研究方法上，許弘毅針對中山北路的

商家、住家、房地產業者作了詳盡的訪談，但是，對於菲律賓外籍勞工與空間的關係，卻止於形

式上的描述，以空間分佈圖和人次表來呈現，缺乏對菲律賓外籍勞工社會背景與個人生命的描

述，因此，看不到菲律賓外籍勞工與空間之間的關係，也掌握不到在菲律賓外籍勞工與社區居民

衝突的表面所隱涵更深刻的不同空間邏輯。吳比娜（2003）的論文－「ChungShan－台北市菲律

賓外籍勞工社群空間的形成」，該篇論文是以ChungShan－菲律賓外籍勞工社群在台北市所形塑

的空間為出發點，分析這個空間所形成的脈絡、衍生的意義以及所造成的影響，基本上，與許弘

毅的論文比較起來，該篇論文比較可以深刻掌握菲律賓外籍勞工與空間之間的關係。ChungShan

是流離的菲律賓外籍勞工再領域化的空間，藉由聖多福教堂所凝聚的共同時空以及週邊商家的進

駐，這個空間衍生了多樣豐富的活動，不但滿足菲律賓外籍勞工在台的跨國生活需要，也發展成

為菲律賓外籍勞工社群的休閒、消費、文化的中心。菲律賓外籍勞工社群所形塑的空間，透過各

式各樣空間的繼承、轉換與挪用，改變了中山北路的空間，而且也逐漸牽動了不同空間社群之間

的關係。中山北路的社區居民對於空間賦予不同的記憶、意義與價值，因此和菲律賓外籍勞工之

間產生空間之競爭，也形成兩種互相區隔與排斥的領域感。總之，該篇論文反映的是在全球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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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關係改變的脈絡下，跨國社群在都市中自我形塑的空間。該篇論文所採用的觀點和本文所欲

探討的議題相近，係基於空間的繼承、轉換與挪用的角度，探討了菲律賓人對當地空間地景的變

遷上所發揮的重大影響。 

藍佩嘉（2002）在她的一篇論文－「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中，

發現她們透過社會空間的前後台區隔（工作日vs.放假日；母國vs.地主國）、隔離進行的勞動與消

費活動、以及不同的時間向度（現在vs.未來），共同形塑多重的角色扮演與流動的主體認同。周

政宏（2003）的論文－「都市潛行－以外籍勞工為觸媒的都市空間再造」中，提出如下議題：當

全球化的旋風掃到了台中市，我們看到外勞以國際漫遊之姿進入了衰敗的中區，其狂歡式的週末

休閒活動，對中區的都市地景產生了很大的改變，台中市，作為一個台灣第三大都市，該如何面

對這樣的改變？外勞，視為都市中的潛行者－他們來到了這個城市，卻生活在我們的視線之外。

藉由各種對於假日城市中出遊外勞的側寫，可以初步認識到外勞在都市中的各種生態。外勞在特

定的時間出現，異化了都市空間，是在族群接觸、文化碰觸、物件重疊使用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臨

界空間」，游走在公有、私有、我者與他者的微妙平衡當中。所謂「臨界空間」，可以分成下面

三點討論：（1）使用／非使用的臨界點－流動的異文化鑲嵌，（2）公用／私用的臨界線－充滿

張力的公共空間，（3）異文化／在地文化的臨界面－空間的再領域化。此篇論文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點與第三點，在這兩點的討論中，與本研究地區之一的高雄市七賢三路所觀察的現象，具有

相似之處，故較有參考價值。尤其是將「外勞」當作是空間改造觸媒的觀點，以探究都市邊緣或

剩餘空間的利用上，均值得再深入探討，以達到閒置空間再利用或以多元文化風貌呈現並發展觀

光，使得外勞及當地居民互蒙其利。王志弘（2006）以「移/置認同與空間政治：桃園火車站週邊

消費族裔地景研究」為題，探討桃園火車站週邊消費族裔地景形成時引發了那些社會衝突？如何

展現為爭奪空間所使用的策略？以及此一族裔地景與當地居民、不同店家、警方管控之間的關係

各為何？等課題，亦值得參考。筆者與前人研究之不同處在於，主張：原本存在都市商業區及其

周圍社區的當地社區居民與商店老闆，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或商店經營方式，將會因不同文化族群

的移入而造成文化與空間上的影響與改變，他們所呈現出來的生活、文化與空間上的改變，即是

所謂「跨國空間」或「分割化空間」的「結果」。在「跨國空間」或「分割化空間」觀念下，針

對當地社區居民與商店老闆對不同文化族群的移入所造成之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態度反

映，加以說明「都市空間分割化」的程度，此一強調「都市商業區外籍勞工之聚集造成都市空間

分割化之現象」為主軸的研究取向，可謂是一項創新的研究領域，值得重視（陳坤宏，2006、 2007、 

2008、 2009a-2009d、 2010a-2010c、2011a-2011c；Chen,2008）。 

綜合以上文獻、理論與相關研究，筆者認為，荷蘭、新加坡「幸福廣場」、台北市「ChungShan

－中山北路」、台中市「外勞區」等，具有共通現象如下數點： 

（1） 在「外籍勞動者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動力下，資本與人力資源的大規模流動，對於移居國

的都會空間產生重大的影響」的理論基礎上，這是所謂「跨國空間」或「分割化空間」形

成的脈絡（context），屬於全球化層次的宏觀促成動力。 

（2） 外籍勞工基於日常生活、休閒、購物、宗教等需要，自然會前往都市商業區聚集與進行消

費活動，而成為外勞消費活動對都市社區空間之影響中的「外來入侵者」（outside inv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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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人」，這是形成所謂「跨國空間」或「分割化空間」的「原因」。而原本存在都市

商業區及其周圍社區的當地社區居民與商店老闆，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或商店經營方式，將

會因不同文化族群的移入而造成文化與空間上的影響與改變，而成為外勞消費活動對都市

社區空間之影響中的「內部在地人」（local insiders）、「被影響人」，同時他們所呈現出

來的生活、文化與空間上的改變，即是所謂「跨國空間」或「分割化空間」的「結果」。 

（3） 綜觀以上研究案例，都是這種空間共通現象的再現，此正可作為上述「原因」與「結果」

的明證。這些「原因」與「結果」，就是本文在前面所說的「研究動機」。本文的主要目

的也正是在「跨國空間」或「分割化空間」觀念下，針對這群外籍勞動者在空間使用上的

感受、當地社區居民與商店老闆對不同文化族群的移入所造成之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

之態度反映、以及外勞消費活動對都市社區空間之影響等現象，進行調查、分析與解釋。 

（4） 三、理論架構與方法論 

依據上一段文獻回顧之結果，綜合各項文獻、理論與相關研究，發現各案例呈現出都市空間

的共通現象（如上所述），本文提出理論架構（見圖1），以為問卷調查題目設計、實際調查、

統計分析以及解釋結果之理論依據。 

 

 

 

 

 

 

 

 

 

 

圖 1  本文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出，2010。 

事實上，此一理論架構即為本文的方法論：原本存在都市商業區及其周圍社區的當地社區居

民與商店老闆，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或商店經營方式，將會因不同文化族群的移入而造成文化與空

間上的影響與改變，他們所呈現出來的生活、文化與空間上的改變，即是所謂「跨國空間」或「分

割化空間」的「結果」。在「跨國空間」或「分割化空間」觀念下，針對當地社區居民與商店老

闆對不同文化族群的移入所造成之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態度反映，加以說明「都市空間分

割化」的程度。 

東南亞外勞對於商店街之滿意度高低

及其基本社經背景 

全球化經濟下，外籍勞動者大規模流

動，對於移居國的都會空間產生重大

的影響－跨國空間或分割化空間 

當地居民與商店老闆對不同文化族群

的移入所造成之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

衝擊之態度反映及其基本社經屬性 

東南亞外勞聚集及消費活動與都市空

間分割化之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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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與內容 

（一）研究方法 

主要包括問卷調查、深入訪談、參與觀察法以及迴歸分析與相關性檢定等四種方法。本文所

需資料主要來自高雄市東南亞籍外勞聚集之商業區所在之當地社區居民的回答答案以及商店老

闆的回答答案。設計「都市商業區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關連調查表（社區居民部分）」

以及「都市商業區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關連調查表（商店老闆部分）」各一套，以

及「都市商業區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關連深入訪談表（商店老闆部分）」前往商業

地區抽取樣本，進行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關連之研究。問卷調查內容主要包括：（1）

對外籍勞工週末聚集及其對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態度反映以及（2）受訪者基本資料二部

分，有效樣本數分別是421份與203份。深入訪談內容，係針對「商店老闆」而設計，包括「對外

籍勞工聚集活動與都市空間產生衝擊之看法」（共六題）以及「受訪者基本資料」二部分，有效

樣本數共100份。資料分析方式則利用SPSS10.3版統計軟體進行統計與分析工作。 

（二）研究假設 

根據本文之理論架構與方法論，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1.社區居民方面： 

假設一：社區居民的社經屬性會影響他們對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所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程度

的態度。 

假設二：社區居民對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的看法，會影響他們對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所造成

都市空間分割化程度的態度。 

2.商店老闆方面： 

假設一：商店老闆的社經屬性會影響他們對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所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程度

的態度。 

假設二：商店老闆在商店營運上的看法愈正向，則認為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愈容易造成都

市空間的分割化。 

假設三：商店老闆愈認為外勞聚集消費，對地方經濟有貢獻，則認為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

愈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 

假設四：商店老闆愈認為外勞融入社區，對文化交流有貢獻，則認為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

愈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 

（三）研究地區之選定 

在高雄市，所謂「東南亞外勞街」，主要集中在高雄火車站區與高雄港口區，目前是高雄市

外籍勞工聚集與產生消費活動最多的商店街（以實際營業、民間營業為計算）。前者包括：（1）

建國三路：共117家商店，（2）中華三路：共100家商店，（3）七賢一路：共26家商店，（4）

七賢二路：共88家商店，以及（5）八德二路：共82家商店（見附圖1～5）；後者包括七賢三路

與必忠街一帶：共99家商店（見附圖6）。本研究針對上述六條商店街之業種、開設年代、坪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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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屬性等，均進行完整的調查與記錄，並且作為商店老闆問卷調查與訪談的樣本對象。同時，

依據六條商店街可能涵蓋的商圈，劃定社區範圍，作為社區居民問卷調查的樣本對象。 

高雄港口區主要涵蓋七賢三路與必忠街，原本共計99家店面，但從老闆的訪問得知，菲律賓

勞工幾乎不逛選者有30家，因此，則未標示於圖中。圖中顯示的60餘家商店，則屬於以東南亞移

工為主要顧客，或者東南亞移工經常會去逛選的商店。其中，七賢三路有46家商店，目前老闆為

台灣人而店員為東南亞籍者有6家，分別是七賢餐廳、俐莎迷你超商、MARINERS小吃店、PINOY 

BISTRO酒館（開設2家）、CEBU CITY韓香屋；必忠街有23家商店，老闆為台灣人而店員為東南

亞籍者有2家，分別是Wellcome與Annie's boracay。商店開設年代絕大多數低於10年，店面租用亦

均佔一半以上。可見，因應最近年來外勞之聚集與消費，非當地的高雄人前來開設店面情形，極

為普遍。 

另外，本文所謂「都市社區空間」，係指「東南亞外勞街」所可能產生影響的地理空間範圍，

從附圖1～6可以看出高雄火車站區外勞街以及高雄港口區入口處所圍成的地區。所謂「都市社區

空間關連」，係指外籍勞工在都市商業區的聚集與消費活動對都市社區空間產生之影響，主要探

討社區居民與商店老闆對不同文化族群的移入所造成之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態度反映，亦

即社區居民與商店老闆對於受影響後之社區空間利用之態度與心理反映。 

（四）調查對象與樣本數 

主要包括三類研究對象： 

1.社區居民問卷調查： 

六條外勞商店街周圍社區共約1,150戶，以戶為抽樣單位，有效樣本421份，抽樣比例為36.6

％。 

2.商店老闆問卷調查： 

六條外勞商店街商店家數共計512家，均採取普查法，針對外勞逛選的商業區或商店街所有

的店家，進行調查，共計有效樣本203份，抽樣比例為39.6％，並進行分析。 

3.商店老闆深入訪談： 

高雄火車站59份，高雄港口區41份，共計100份。 

（五）問卷調查與深入訪談內容 

本文所謂「東南亞外籍勞工」係以「菲律賓、印尼籍移工」為主。有關問卷調查內容，以「當

地社區居民」而言，則以「對外籍勞工週末聚集及其對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態度反映」以

及「受訪者基本資料」為主。以「商店老闆」而言，則以「對外籍勞工週末聚集及其對都市空間

分割化產生衝擊之態度反映」以及「受訪者基本資料」為主。有關深入訪談內容，係針對「商店

老闆」而設計，包括「對外籍勞工聚集活動與都市空間產生衝擊之看法」（共六題）以及「受訪

者基本資料」二部分。 

（六）研究地區之空間形式、發展歷史與移工活動型態 

以高雄火車站區而言，日治時期隨著1900年代高雄火車站設立並通車後，即發展成為站前商

業區，這是當時台灣各大都市商業區發展的起源地，此一共通原則普遍存在各大都市之中。最近

年來，它扮演著外籍勞工跨區域交通聯繫以及同一國家外勞朋友社會網絡的重要節點，自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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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外勞商店街」，此一商業空間形成與轉變之共通性，也普遍存在各大都市之中。 

以高雄港口區而言，根據邱學雄與陳坤宏（2009）的研究結果知，（1）因為文化轉向的緣

故，包括：日本人興建高雄港，發展鹽埕區為商業區；美軍俱樂部、酒吧風行，菲律賓樂手與PUB

以駐台美軍為服務對象；到了今天，菲籍移工稱呼本地區為「St. Mary」，透過這樣的命名，連

結了母國與台灣之間的情感，它所代表的意義是「宗教活動、主日、休閒消費、聯誼」，已成為

他（她）們的一種集體記憶與認同歸屬感。本研究區具有「小菲律賓區」之稱號，得以確立。（2）

菲籍移工地方感之確立，具有以下的意義：翻轉地位：菲籍移工群集出現時，空間的發言權增

加，因為熟稔英語的關係，以文化資本的優勢翻轉了他（她）們在本地區的地位。社會關係網

絡將空間加以轉化的可行性，大為提高。由於菲籍移工產生集體記憶與認同，投入經濟、文化、

社會三種資本在本地區，族裔空間因而建立。小菲律賓區地位的獨特性，包括：「靠近高雄港」、

「沒有菲籍移工宿舍及加工區」、「服務菲籍移工的店家，座落在教堂周遭一百公尺範圍之內，

提高信仰及消費的便利」。（3）在空間詮釋權方面，當地居民深怕自己在社區空間中的地位及

主導詮釋權，由於菲籍移工的聚集而喪失，感到焦慮，因此，導致採取漠視與冷淡的態度。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社區居民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1. 社經屬性分析 

從附表1可看出，目前高雄市「菲律賓外勞街」所在地的當地社區居民受訪者，女性與男性

相當，年齡層以21~30歲、31~40歲與41~50歲最為主要，高中職與大學專科學歷，信奉佛教與道

教居多數，資產階級、自由業佔大多數，高白領上班族、中產階級以及低白領上班族為其一半，

已婚與未婚相近，個人每月薪水以30,000元以下與30,001~60,000元為多數，合計92.6％，目前的

家庭結構以夫婦加小孩最多，約佔1/2，和外籍勞工相遇或接觸的時間，以晚上最為主要，可見此

地區居民之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與外勞有接觸，地緣關係密切。 

2. 心理反映 

由問卷調查結果知，社區居民對外籍勞工之聚集及其對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看法如下： 

（1）對於外籍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所造成「正向」衝擊，表示中高度「同意」。包括： 

Q3：外籍勞工在本地區已形塑出獨立的、隔離的、分割的都市空間： 

「同意」與「非常同意」合計42.1％，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18.8％。 

Q4：外籍勞工與社區居民應享有使用公共空間的權益以及社區福利： 

「同意」與「非常同意」合計52.5％，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14.0％。 

Q5：外籍勞工透過商店街的聚集，可以重新建構他們的認同感、歸屬感與身份： 

「同意」與「非常同意」合計51.6％，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16.6％。 

Q7：外籍勞工聚集的地區是一種不屬於自己的“他者、另類空間”(other space)，一種讓人不會

去的空間（no-go space）： 

「同意」與「非常同意」合計46.0％，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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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為了捍衛社區公共領域，願意與外籍勞工進行空間協商： 

「同意」與「非常同意」合計53.7％，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14.8％。 

Q11：同情外籍勞工離鄉背井謀頭路，而不忍指責他們在社區中的逗留： 

「同意」與「非常同意」合計45.8％，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25.7％。 

（2）對於外籍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所造成「正向」衝擊，「同意」與「非常同意」、「普通」、「不同意」

與「非常不同意」三者，比例相當。包括： 

Q1：社區中許多被遺棄的沒落空間，因外籍勞工的聚集而得到重新利用。 

Q2：對於外籍勞工聚集所形成的商業區有樂觀的看法（例如：帶來新商機或使社區國際化）。 

Q6：外籍勞工佔用公共空間或商店街，人數眾多，商店業種充滿東南亞風格，會造成空間的

殖民化（colonisation of public space）。 

Q8：外籍勞工為了社會生活實踐的需要，在本土社區主流空間中，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反

抗空間”（counter space），是可以被允許的。 

Q9：介意外籍勞工在社區逗留，但不介意他們可以往DISCO舞廳或PUB聚集。 

（3）對於外籍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所造成「負向」衝擊，表示中高度「同意」。包括： 

Q18：外籍勞工進駐社區後，異文化會取代在地文化： 

「同意」與「非常同意」合計47.8％，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18.7％。 

（4）對於外籍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所造成「負向」衝擊，表示中高度「不同意」。包括： 

Q12：外籍勞工佔據社區公共空間會產生不便與困擾，造成居民活動空間減少： 

「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合計43.1％，遠大於「同意」與「非常同意」23.1％。 

Q13：外籍勞工聚集在社區附近，會對社區治安產生不良影響： 

「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合計46.1％，遠大於「同意」與「非常同意」26.1％。 

（5）對於外籍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所造成「負向」衝擊，「同意」與「非常同意」、「普通」、「不同意」

與「非常不同意」三者，比例相當。包括： 

Q14：認為外籍勞工進駐社區，是想要爭奪公共領域而非共同分享。 

Q15：希望社區設置保全及管理員，驅趕在社區逗留閒逛的外籍勞工。 

Q16：會質疑外籍勞工利用本地空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正當性。 

Q17：外籍勞工聚集的地方不是國際化的象徵，而是落後的地區。 

綜合以上統計結果，目前高雄市社區居民對外籍勞工之聚集及其對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

看法，似乎可以獲得以下結論：「外籍勞工在高雄市已形塑出獨立的、隔離的、分割的都市空間」，

這是本研究的重大發現。此一結論可以由下列題項的調查結果加以支持，主要包括：「Q3：外籍

勞工在本地區已形塑出獨立的、隔離的、分割的都市空間」、「Q5：外籍勞工透過商店街的聚集，

可以重新建構他們的認同感、歸屬感與身份」、「Q7：外籍勞工聚集的地區是一種不屬於自己的

“他者、另類空間”(other space)，一種讓人不會去的空間（no-go space）」等三題項，「同意」與

「非常同意」之比例，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另外，「Q6：外籍勞工佔用公共空

間或商店街，人數眾多，商店業種充滿東南亞風格，會造成空間的殖民化（colonisation of public 

space）」以及「Q8：外籍勞工為了社會生活實踐的需要，在本土社區主流空間中，建立一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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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的“反抗空間”（counter space），是可以被允許的」二題項，高雄市社區居民亦有1/3支持

此一觀點。而「Q18：外籍勞工進駐社區後，異文化會取代在地文化」，亦獲得社區居民普遍的

同意。以上這些答案，都可成為「外籍勞工在高雄市已形塑出獨立的、隔離的、分割的都市空間」

此一結論的證明。 

然而，高雄市社區居民對於外籍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所造成「負面」衝擊，卻表現出容忍

的態度。這可以由「Q12：外籍勞工佔據社區公共空間會產生不便與困擾，造成居民活動空間減

少」以及「Q13：外籍勞工聚集在社區附近，會對社區治安產生不良影響」，「不同意」與「非

常不同意」之比例，遠大於「同意」與「非常同意」，加以證明，所以，目前本研究發現「外籍

勞工在高雄市已形塑出獨立的、隔離的、分割的都市空間」之同時，又得到社區居民對於外籍勞

工在商店街之聚集造成「負面」衝擊，表現出可以包容的結果，這似乎間接證明高雄人比較高的

包容性與人情味，已成為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進一步去分析。 

3. 社區居民社經屬性影響他們對於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之相關性檢定 

表 1  社區居民社經屬性影響他們對於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之相關性檢定表 

 年齡 未婚 已婚 離婚 
信奉伊

斯蘭教 

早上在社

區活動 

中午在社

區活動 

早上和外

勞相遇 

Y -.363** .320** -.280* -.305** -.247* -.380* .480* -.346* 

註：依變數Y係都市空間分割化之總分 *p＜.05，**p＜.0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分析，2011。 

由表1知，社區居民社經屬性與他們對於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之關係，呈

現顯著相關者，包括：社區居民的年齡與他們對於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之間呈

現負相關，表示年齡愈大，愈不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可能是抱持無所謂或容

忍的態度，相反地，年齡愈小，則愈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比較強烈。未

婚呈現正相關，已婚呈現負相關，顯示未婚者愈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而已婚

者愈不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這一結果與其生活方式以及感覺到是否有家人保

護，具有密切相關。信奉伊斯蘭教呈現負相關，表示伊斯蘭教徒居民比較不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

成都市空間分割化，可能是對於具相同信仰的外勞採取同情與容忍的態度所造成的結果。另外，

居民利用早上在社區活動以及在早上和外勞相遇或接觸，愈不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分

割化，這是因為居民對於外勞通常利用週末早上在社區、公園、火車站、商業區等地區聚集，早

就司空見慣，不覺得稀奇，所以，他們之間「兩個世界」的心理感受也就不會深刻，自然比較不

會覺得都市空間分割化現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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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南亞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關連之迴歸模式之討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分析，2011。 

表 3  整體迴歸模式變異數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迴歸 373.161 30 12.439 1.812** .006 

殘差 2677.181 390 6.865   

總和 3050.342 420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分析，2011。 

表 4  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t 顯著性 

常數  11.098 .000 

性別 -.070 -1.268 .206 

年齡 -.149 -1.967 .050 

教育程度 -.021 -.390 .697 

每月薪水 -.027 -.460 .646 

家庭結構 -.013 -.219 .827 

有無外傭 .043 .848 .397 

宗教（天主教） -.069 -1.351 .178 

宗教（基督教） -.041 -.781 .435 

宗教（佛教） .002 .037 .970 

宗教（伊斯蘭教） -.109 -2.241* .026 

宗教（其他） -.038 -.707 .480 

職業（農林漁牧） -.026 -.495 .621 

職業（工） -.027 -.430 .667 

職業（低白領上班族、中低階軍人） .028 .494 .621 

職業（高白領上班族、中產階級、

中高階軍人） 
-.019 -.308 .759 

職業（資產階級、自由業） -.005 -.072 .943 

表 2  整體迴歸模式迴歸分析表 

 R R2 △ F 顯著性 

數值 .350 .122 1.81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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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t 顯著性 

職業（大資本家） .011 .222 .824 

職業（家庭管理） -.021 -.339 .734 

職業（無） .048 .807 .420 

婚姻（未婚） -.012 -.147 .883 

婚姻（離婚） -.117 -2.363* .019 

活動時間（早上） -.060 -1.028 .305 

活動時間（中午） .077 1.333 .183 

活動時間（下午） -.006 -.095 .925 

活動時間（深夜） -.047 -.831 .407 

接觸時間（早上） -.100 -1.795 .073 

接觸時間（中午） .002 .037 .970 

接觸時間（下午） .015 .236 .814 

接觸時間（深夜） -.009 -.156 .876 

居民對外勞的態度 .121 2.444* .015 

註：依變數Y係都市空間分割化之總分（請自行對Y命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分析，2011。 

由表2〜表4知，整體的迴歸預測模式具有解釋力(F=1.812，P<.01)，可以有效解釋外勞對消

費活動的正向影響中12.2%的變異。其中宗教（伊斯蘭教）的β=-.109 (t=-2.241，p<.05)達統計顯著

性，為一個有效的預測變項，因β為負值，顯示非伊斯蘭教的居民，認為外勞消費活動的聚集，

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婚姻（離婚）的β=-.117(t=-2.363，p<.05)亦達統計顯著性，表

示非離婚的居民，認為外勞消費活動的聚集，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至於為何「已婚

居民對社區空間關聯滿意度較低」？可以從社區居民的婚姻狀況與目前的家庭結構找到解釋的原

因。受訪社區居民中，已婚比例遠高於未婚與離婚，而且夫婦加小孩、夫婦加小孩加公婆、四代

以上合計高於其他，考量不同文化族群的移入所造成之文化與空間上的影響時，在必須顧慮家庭

成員所受到的各種可能負面影響之下，通常已婚者，會比較不容易採取容忍甚至接受的態度，易

言之，社區空間關聯滿意度會比較低，亦即認為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最後，居民對

外勞的態度的β=.121 (t=2.444，p<.05)達統計顯著性，為一個有效的預測變項，表示居民對外勞的

態度愈正向，愈容易認為外勞消費活動的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同時，得到標準化迴

歸方程式如下： 

Y=-.070性別+-.149年齡+-.021教育程度+-.027每月薪水+-.013家庭結構+.043有無外傭+-.069

宗教（天主教）+-.041宗教（基督教）+.002宗教（佛教）+-.109宗教（伊斯蘭教）+-.038宗教（其

他）+-.026職業（農林漁牧）+-.027職業（工）+.028職業（低白領上班族、中低階軍人）+-.019

職業（高白領上班族、中產階級、中高階軍人）+-.005職業（資產階級、自由業）+.011職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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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家）+-.021職業（家庭管理）+.048職業（無）+-.012婚姻（未婚）+-.117婚姻（離婚）+-.060

活動時間（早上）+.077活動時間（中午）+-.006活動時間（下午）+-.047活動時間（深夜）+-.100

接觸時間（早上）+.002接觸時間（中午）+.015接觸時間（下午）+-.009接觸時間（深夜）+.121

居民對外勞的態度。 

(二)商店老闆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1. 社經屬性分析 

從附表2可看出，目前高雄市「菲律賓外勞街」的商店老闆受訪者，女性略高於男性，年齡

層平均分佈於21~30歲、31~40歲、41~50歲與51~60歲，各約20.0％左右，老闆絕大多數是本國籍，

東南亞或外國籍者只有4位，高中職與大學專科學歷佔大多數，信奉佛教最多，其次是道教與其

他，已婚約為未婚的二倍，店面每月營業額以100,000元以下佔大多數，其次是600,001~1000,000

元與300,001~600,000元，自當地社區與高雄市來此開店，二者合計85.7％，外縣市者只有12.3％，

開設商店之時間上，5年以下與21年以上，二者合計71.4％，可見商店經營時間長短均有，台灣一

般商店有177家，東南亞商品商店有6家，已略具異國色彩的商業地景。 

2. 心理反映 

由問卷調查結果知，目前高雄市商店老闆對外籍勞工之聚集及其對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

看法，似乎可以獲得以下結論：「外籍勞工在高雄市尚未明顯形塑出獨立的、隔離的、分割的都

市空間」，此一結論與社區居民的結果是不同的，很明顯這是不同社經背景所導致對外勞聚集空

間之感受的差異結果。此一結論可以由下列題項的調查結果加以支持，主要包括：「Q2：外籍勞

工佔用公共空間或商店街，會造成空間的殖民化」，「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之比例（35.4

％），大於「同意」與「非常同意」（26.1％）。但是，「Q12：外籍勞工透過商店街的聚集，

可以重新建構他們的認同感、歸屬感與身份」，則是「同意」與「非常同意」之比例（39.9％），

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17.7％）。由此二題項統計結果之不一致性可知，目前商

店老闆對外籍勞工在高雄市是否形塑出獨立的、隔離的、分割的都市空間」，尚未有明顯的態度

反映。另外，高雄市商店老闆對於外勞聚集消費有助於提升商圈層級，基本上是抱持肯定的態度，

此一結論可以由下列題項的調查結果加以支持，主要包括：「Q9：因不同的文化消費區塊，造成

當地消費層級提升或商圈擴大」、「Q10：本社區空間是一個友善的、多元化的消費空間」以及

「Q11：我對於外勞聚集所形成的商業區，抱持樂觀的看法」三題，「同意」與「非常同意」之

比例，遠大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 

然而，高雄市商店老闆對於外籍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與消費，卻表現出不樂於支持的態度。

這可以由「Q16：外勞聚集能夠幫助店家業績的提升」、「Q20：若資本足夠，我願意進貨更多

的異國商品」、「Q21：若資本足夠，我願意在店旁設置外勞聚集用餐聊天的場所」以及「Q23：

若店門口有太多未在本店面消費的外勞聚集，我會驅趕他」四題，「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

之比例，遠大於「同意」與「非常同意」，加以證明。 

總之，目前本研究發現「外籍勞工在高雄市已形塑出獨立的、隔離的、分割的都市空間」，

社區居民比商店老闆具有明顯的態度反映。同時，社區居民對於外籍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所造

成「負面」衝擊上，社區居民也比商店老闆表現出容忍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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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店老闆社經屬性影響他們對於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之相關性檢定 

表 5  商店老闆社經屬性影響他們對於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之相關性檢定表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已婚 未婚 
店面每月

營業額 

開設商店

時間 

Y .218** -.272* .341* -.144* .142* .145* -.260** 

註：依變數Y係都市空間分割化之總分 *p＜.05，**p＜.0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分析，2011。 

由表5知，社區居民社經屬性與他們對於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之關係，呈

現顯著相關者，包括：社區居民的年齡與他們對於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之間呈

現負相關，表示年齡愈大，愈不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可能是抱持無所謂或容

忍的態度，相反地，年齡愈小，則愈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態度比較強烈，此

一結果與社區居民相同。未婚呈現正相關，已婚呈現負相關，顯示未婚者愈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

成都市空間分割化，而已婚者愈不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這一結果與其生活方

式以及感覺到是否有家人保護，具有密切相關，此一結果也與社區居民相同。教育程度呈現正相

關，此一影響變項是社區居民所未有的。店面每月營業額呈現正相關，開設商店時間呈現負相關，

表示店面營業額愈高以及開設商店時間愈短的老闆，愈會覺得外勞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

可能是對於外勞比較不熟悉，彼此尚未建立信任關係，對於外勞通常利用週末早上在社區、公園、

火車站、商業區等地區聚集，還不習慣，覺得稀奇，所以，他們之間「兩個世界」的心理感受也

比較深刻，自然會覺得都市空間分割化現象較為明顯。 

4. 東南亞外籍勞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化關連之迴歸模式之討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分析，2011。 

表 7  整體迴歸模式變異數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迴歸 1472.994 22 66.954 11.712*** .000 

殘差 1028.986 180 5.717   

總和 2501.980 202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分析，2011。 

表 6  整體迴歸模式迴歸分析表 

 R R2 △ F 顯著性 

數值 .767 .589 11.71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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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t 顯著性 

常數  3.536** .001 

性別 -.029 -.552 .581 

年齡 .033 .407 .685 

教育程度 .058 .494 .622 

店面每月營業額 .028 .516 .606 

開設商店時間 -.123 -1.901 .059 

有無外傭 -.059 -1.151 .251 

國籍（東南亞或外國籍） .075 1.370 .172 

宗教（天主教） -.083 -1.606 .110 

宗教（基督教） -.020 -.365 .716 

宗教（道教） -.010 -.169 .866 

宗教（其他） .078 1.418 .158 

婚姻（未婚） -.033 -.475 .636 

婚姻（離婚） .021 .394 .694 

地區（本縣市） .048 .902 .368 

地區（外縣市） .033 .607 .544 

地區（其他） .067 1.303 .194 

商店性質（東南亞商品） .100 1.907 .058 

商店性質（其他商品） -.002 -.034 .973 

衝擊變項 .001 .022 .982 

商店營運 .286 3.354** .001 

經濟貢獻 .268 3.413** .001 

文化交流貢獻 .234 3.201** .002 

註：依變數Y係為都市空間分割化之總分（請自行對Y命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分析，2011。 

由表6〜表8知，整體的迴歸預測模式具有解釋力(F=11.712，P<.001)，可以有效解釋外勞對

消費活動的正向影響中58.9%的變異。其中商店營運的β=0.286 (t=3.354，p<.01)達統計顯著性，為

一個有效的預測變項，顯示商店老闆在商店營運上愈抱持正向看法，認為外勞消費活動的聚集，

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包括願意進貨更多的異國商品、願意在店旁設置外勞聚集用餐

聊天的場所等。經濟貢獻的β=0.268(t=3.413，p<.01)亦達統計顯著性，表示商店老闆愈認為外勞

聚集消費，對地方經濟有貢獻，則主張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最後，文化交流貢獻的

β=0.234 (t=3.201，p<.01)達統計顯著性，為一個有效的預測變項，表示商店老闆愈認為外勞融入

社區，對文化交流有貢獻，則主張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同時，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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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29)性別+.052年齡+.058教育程度+.028每月營業額+ (-.123)開設商店時間+(-.059)有無外

傭+.075國籍（東南亞或外國籍）+ (-.083)宗教（天主教+ (-.020)宗教（基督教）+ (-.010)宗教（道

教）+.078宗教（其他）+(-.033)婚姻（未婚）+.021婚姻（離婚）+.048地區（本縣市）+.033地區

（外縣市）+.067地區（其它）+.100商店性質（東南亞商品）+ (-.002)商店性質（其它商品）+.001

衝擊變項+.286商店營運+.268經濟貢獻+.234文化交流貢獻。 

（三）商店老闆深入訪談結果與分析 

1. 基本屬性 

（1）高雄火車站區：共413家  

表 9  高雄火車站區商店之基本屬性                  單位：家 

 
老闆屬於本地人或外地

人 
自宅或租用 開設年代 

建國三路 

本地人 55 自宅 38 10 年以內 56 

外地人 52 租用 71 11-20 年 32 

未回答 10 未回答 8 21 年以上 16 

    未回答 13 

合計 117 合計 117 合計 117 

中華三路 

本地人 49 自宅 26 10 年以內 50 

外地人 34 租用 57 11-20 年 15 

未回答 17 未回答 17 21 年以上 13 

    未回答 22 

合計 100 合計 100 合計 100 

七賢一路 

本地人 10 自宅 4 10 年以內 13 

外地人 12 租用 18 11-20 年 6 

未回答 4 未回答 4 21 年以上 4 

    未回答 3 

合計 26 合計 26 合計 26 

七賢二路 

本地人 26 自宅 14 10 年以內 47 

外地人 46 租用 57 11-20 年 10 

未回答 16 未回答 17 21 年以上 12 

    未回答 19 

合計 88 合計 88 合計 88 

八德二路 

本地人 38 自宅 34 10 年以內 39 

外地人 38 租用 44 11-20 年 19 

印尼華僑 1 未回答 4 21 年以上 16 

未回答 5   未回答 8 

合計 82 合計 82 合計 82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統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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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9得知： 

A. 以老闆屬於本地人或外地人而言，建國三路、七賢一路、八德二路三條商店街，則二者相當，

其中，八德二路有一家由印尼華僑經營的超市Toko Maju。中華三路則本地人多於外地人。七

賢二路則外地人多於本地人。 

B. 以商店屬於自宅或租用而言，除八德二路二者相當外，其餘四條商店街均是租用多於自宅，

這充分反映出台灣都市商業區的普遍現象。 

C. 以開設年代而言，五條商店街都以10年以內為最多數，其次是11-20年，極少數是30、40、50

年的老店。   

（2）高雄港口區：共99家 

               表 10  高雄港口區商店之基本屬性                  單位：家 

 老闆屬於本地人或外地人 自宅或租用 開設年代 

七賢三路與

必忠街 

本地人 91 自宅 51 10 年以內 56 

外地人 0 租用 48 11-20 年 4 

老闆台灣人/店員外籍 8 未回答 0 21 年以上 0 

未回答 0   未回答 39 

合計 99 合計 99 合計 99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統計，2011。 

由表10得知： 

A. 以老闆屬於本地人或外地人而言，七賢三路與必忠街絕大多數是本地人，共有91家，無外地

人，老闆台灣人/店員外籍者共有8家，分別是七賢三路的七賢餐廳、俐莎迷你超商、MARINERS

小吃店、PINOY BISTRO酒館（開設2家）、CEBU CITY韓香屋，以及必忠街的Wellcome與

Annie's boracay。這種東南亞異國風情與景觀，比起高雄火車站區來得明顯。 

B. 以商店屬於自宅或租用而言，二者相當。 

C. 以開設年代而言，絕大多數是10年以內的新店（56家），只有4家是11-20年，但未回答者卻

有39家之多，這是與高雄火車站區不同的面貌。 

2. 深入訪談結果 

（1）高雄火車站區 

綜合深入訪談結果知，高雄火車站區商店老闆的態度反映如下： 

A. 「外籍勞工聚集所形成的商圈、或是規劃外勞特色商店街，對當地產生的影響」，大多數的

老闆認為「沒有影響」、「沒有感覺」，而「不好的影響」多於「好的影響」，也有老闆認

為「會形成獨立、分割化的空間」。 

B. 對於「外籍勞工佔用或聚集在社區閒置空間的看法」，大多數的老闆認為「有不好的影響(造

成危險、影響治安、聚集、不美觀等)」，其次是「沒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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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絕大多數老闆認為從以前就在此開店，非關外勞的因素。同時認為在外籍勞工聚集的地區營

業，與在一般市區營業，沒有不同。面對社區居民與外籍勞工這兩類消費者，做生意的差別

態度，絕大多數老闆認為「沒有差別、一視同仁」。 

（2）高雄港口區 

綜合深入訪談結果知，高雄港口區商店老闆的態度反映如下： 

A. 與高雄火車站區相同的，「外籍勞工聚集所形成的商圈、或是規劃外勞特色商店街，對當地

產生的影響」，大多數的老闆認為「沒有影響」、「沒有感覺」，而「不好的影響」多於「好

的影響」，也有老闆認為「會形成獨立、分割化的空間」。 

B. 對於「外籍勞工佔用或聚集在社區閒置空間的看法」，大多數的老闆認為「有不好的影響(造

成危險、影響治安、聚集、不美觀等)」，其次是「沒看法」與「沒有影響」，二者相當。 

C. 與高雄火車站區相同的，絕大多數老闆認為從以前就在此開店，非關外勞的因素。同時認為

在外籍勞工聚集的地區營業，與在一般市區營業，沒有不同。面對社區居民與外籍勞工這兩

類消費者，做生意的差別態度，絕大多數老闆認為「沒有差別、一視同仁」。 

（四）本研究結果與既有理論的對話 

 本研究對象是菲律賓與印尼籍勞工，屬於短暫性移工，與Peter Marcuse（2002）在美國針對

「黑人區」（Ghetto）形成所謂的「分割化城市」現象，不太相同；而且與Ronald van Kempen（2002）

在荷蘭，利用「隔離指數」（segregation index, SI）證明所謂分割化城市（partitioned cities）的趨

勢逐漸明顯且快速發展，亦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雖然未採用「隔離指數」證明高雄市都市

空間分割化的程度，但是，卻與Brenda Yeoh與Shirlena Huang（1998）在有關新加坡公共空間中

家務型女性外勞所採取的策略與類型的研究中，發現所謂「分割化城市」現象—尤其是菲律賓家

務性勞工在「幸福廣場」（Lucky Plaza）此一購物中心的聚集與各類型消費活動，比較類似。對

一些新加坡人來說，「幸福廣場」這一帶地區已成為「分割化城市」，從「他類空間」變成為「裹

足不前的空間」。筆者推測，當本研究地區將來聚集更多外勞，而且社區居民對於文化與空間影

響上的關連滿意度逐漸降低時，同樣的，高雄人也會把它看成是「分割化城市」。所以，這將證

實了Ronald van Kempen（2002）對於「社會極化與都市空間分割」的主張，其中（1）族群、種

族與移民之影響日漸重要與（2）種族與階級的排他性此二項因素，正好可以充分說明目前高雄

市「分割化城市」的現象。若從Sassen（1991, 1996）提出的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與再

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觀點來詮釋跨國移民與在地空間之間的關係的話，本研究結果，

同樣發生在吳比娜（2003）對於ChungShan的研究結果—流離的菲勞藉由聖多福教堂以及週邊商

家的進駐，再領域化了此一空間，以及藍佩嘉（2002）發現菲籍家務移工透過社會空間的前後台

區隔（工作日vs.放假日；母國vs.地主國）、隔離進行的勞動與消費活動、以及不同的時間向度（現

在vs.未來），共同形塑多重的角色扮演與流動的主體認同，此二項研究結果中，惟本研究比這二

項研究增加了：在「跨國空間」或「分割化空間」觀念下，針對當地社區居民與商店老闆對不同

文化族群的移入所造成之都市空間分割化產生衝擊之態度反映，加以說明「都市空間分割化」的

程度，此一論點的研究，包括：（1）社區居民的社經屬性會影響他們對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所

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程度的態度、（2）社區居民對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的看法，會影響他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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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所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程度的態度、（3）商店老闆的社經屬性會影響他們

對外勞在商業區之聚集所造成都市空間分割化程度的態度、（4）商店老闆在商店營運上的看法

愈正向、外勞對地方經濟愈有貢獻、認為外勞融入社區，對文化交流愈有貢獻，則認為外勞在商

業區之聚集，愈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 

六、結論 

本文獲得結論，主要如下幾點： 

（一） 當地居民與外勞活動空間開始有明顯區隔，所謂「獨立的、分割的都市空間」亦已明顯成

型。而且，社區居民比商店老闆具有明顯的態度反映。 

（二） 社區居民對於外籍勞工在商店街之聚集，所造成「負面」衝擊上，比商店老闆表現出容忍

的態度。 

（三） 菲律賓與印尼外勞消費活動對都市社區空間之影響分析上，社區居民方面，顯示非伊斯蘭

教的居民，認為外勞消費活動的聚集，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非離婚的居民，

認為外勞消費活動的聚集，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最後，居民對外勞的態度達

統計顯著性，為一個有效的預測變項，表示居民對外勞的態度愈正向，愈容易認為外勞消

費活動的聚集，會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商店老闆方面，顯示商店老闆在商店營運上愈

抱持正向看法，認為外勞消費活動的聚集，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包括願意進

貨更多的異國商品、願意在店旁設置外勞聚集用餐聊天的場所等。商店老闆愈認為外勞聚

集消費，對地方經濟有貢獻，則主張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商店老闆愈認為外

勞融入社區，對文化交流有貢獻，則主張比較容易造成都市空間的分割化。 

（四） 本文未來研究方向，即進行台灣各大都市在「都市商業區外籍勞工之聚集與都市空間分割

化之關連」此一議題上之比較分析，包括台南市、高雄市、台中市、台北市、新北市、桃

園中壢等，加以達成。如此，即可針對有關社區居民與商店老闆認為外籍勞工聚集會造成

都市空間分割化之影響變項，進行跨都市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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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社區居民受訪者之社經屬性 

背景屬性 背景資料分類 樣本數(n) 次數分配(%) 

性別 

男 201 47.7 

女 220 52.3 

合計 421 100.0 

年齡 

20 歲以下 76 18.1 

21~30 歲 89 21.1 

31~40 歲 94 22.3 

41~50 歲 95 22.6 

51~60 歲 49 11.6 

61 歲以上 18 4.3 

合計 421 100.0 

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8 1.9 

國中 54 12.8 

高中職 178 42.3 

大學專科 166 39.4 

研究所以上 15 3.6 

合計 421 100.0 

宗教 

天主教 23 5.5 

基督教 44 10.5 

佛教 133 31.6 

道教 163 38.7 

伊斯蘭教 1 .2 

其他 57 13.5 

合計 421 100.0 

職業 

農林漁牧 9 2.1 

工 49 11.6 

低白領上班族、中低階軍人 42 10.0 

高白領上班族、中產階級、中高階軍人 32 7.6 

資產階級、自由業 91 21.6 

大資本家 1 .2 

家庭管理 33 7.8 

無 64 15.2 

其他 100 23.8 

合計 421 100.0 

婚姻狀況 

未婚 187 44.4 

已婚 227 53.9 

離婚 7 1.7 

合計 421 100.0 

個人每月薪水 

30,000 元以下 272 64.6 

30,001~60,000 元 118 28.0 

60,001~90,000 元 21 5.0 

90,001~120,000 元 6 1.4 

120,001~150,000 元 1 .2 

150,001 元以上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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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社區居民受訪者之社經屬性 

合計 421 100.0 

目前的家庭結構 

夫婦加小孩 207 49.2 

夫婦加小孩家公婆 94 22.3 

四代以上 13 3.1 

其他 107 25.4 

合計 421 100.0 

平常外出的活動時間 

早上(6:00-10:00) 95 22.6 

中午(10:00-14:00) 62 14.7 

下午(14:00-18:00) 63 15.0 

晚上(18:00-22:00) 168 39.9 

深夜(22:00 以後) 33 7.8 

合計 421 100.0 

和外籍勞工相遇或接

觸的時間 

早上(6:00-10:00) 77 18.3 

中午(10:00-14:00) 42 10.0 

下午(14:00-18:00) 71 16.9 

晚上(18:00-22:00) 198 47.0 

深夜(22:00 以後) 33 7.8 

合計 421 100.0 

是否聘請幫傭或看護 

是 66 15.7 

否 355 84.3 

合計 421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2011。 

附表 2 商店老闆受訪者之社經屬性 

背景屬性 背景資料分類 樣本數(n) 次數分配(%) 

性別 

男 86 42.4 

女 117 57.6 

合計 203 100.0 

年齡 

20 歲以下 9 4.4 

21~30 歲 48 23.6 

31~40 歲 40 19.7 

41~50 歲 42 20.7 

51~60 歲 42 20.7 

61 歲以上 22 10.8 

合計 203 100.0 

國籍 

本國籍 199 98.0 

東南亞或外國籍 4 2.0 

合計 203 100.0 

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5 2.5 

國中 27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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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商店老闆受訪者之社經屬性 

背景屬性 背景資料分類 樣本數(n) 次數分配(%) 

高中職 86 42.4 

大學專科 80 39.4 

研究所以上 5 2.5 

合計 203 100.0 

宗教 

天主教 7 .7 

基督教 20 5.4 

佛教 79 45.9 

道教 63 24.3 

其他 34 23.0 

合計 203 100.0 

婚姻狀況 

未婚 67 33.0 

已婚 127 62.6 

離婚 9 4.4 

合計 203 100.0 

店面每月營業額 

100,000 元以下 63 31.0 

100,001~300,000 元 33 16.3 

300,001~600,000 元 40 19.7 

600,001~1000,000 元 42 20.7 

1000,001~1500,000 元 13 6.4 

1500,001 元以上 12 5.9 

合計 203 100.0 

從什麼地區來此開店 

當地社區 116 57.1 

本縣市 58 28.6 

外縣市 25 12.3 

其他 4 2.0 

合計 203 100.0 

開設商店之時間 

5 年以下 67 33.0 

6~10 年 38 18.7 

11~15 年 12 5.9 

16~20 年 10 4.9 

21 年以上 76 37.4 

合計 203 100.0 

商店性質 

台灣一般商店 177 87.2 

東南亞商品商店 6 3.0 

其他 20 9.9 

合計 203 100.0 

是否聘請幫傭或看護 

是 22 10.8 

否 181 89.2 

總和 203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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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高雄市建國三路外勞商店街之商業設

施分佈圖 

附圖 2 高雄市中華三路外勞商店街之商業設

施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與繪製，2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與繪製，2010。 

附圖 3 高雄市七賢一路外勞商店街之商業設

施分佈圖 

附圖 4 高雄市七賢二路外勞商店街之商業設

施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與繪製，2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與繪製，2010。 

附圖 5 高雄市八德二路外勞商店街之商業設施

分佈圖 

附圖 6 高雄市七賢三路與必忠街外勞商店街之

商業設施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與繪製，2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與繪製，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