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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城市的活水，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各個城市的規劃者和治理者，無不窮其
力打造一個適於人居的生活環境，其目的除了讓本地居民願意長住，也希望能吸引外地與
外國優秀的人才移入。時下流行的用語「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ving）常被用來衡量一
地生活環境的優劣，「生活品質」的良窳是衡量一個城市是否具備競爭力的顯性指標。

城市 生活品質
「生活品質」這個概念最早是由亞理
斯多德（Aristotle）提出，是由「快樂」
的角度切入，亞氏認為：快樂的人可以活
得好，事情也做得順利。常使用的詞彙為
「幸福感」（well-being）、「主觀幸福
感」（subjective well-being）、「心理幸
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生

及臺北歐洲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pei, ECCT）聯合贊助的《生
活品質調查》報告揭示，臺北市得到高度
的評價，隸屬ECCT的「美好的生活委員
會」（Better living committee）及業界領先
的研究機構TNS一致認為臺北是個適宜居住
的城市。

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等。此外，

該調查最初完成於2006年，因此現在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生活品質的定義

正是需要重新檢視的時刻，看在這段期間

如下：「生活品質是指個人在所生活的文

情勢是否有所改變，並找出居住在臺北的

化價值體系中的感受程度，這種感受與個

外籍人士對臺北的觀感，以及他們所面臨

人的人生目標、期望、標準、關心等方面

到的問題。

有關。它包括一個人在生理健康、心理狀
態、獨立程度、社會關係、個人信念以及
環境等六大方面的主觀感受」。簡言之，
生活品質不外是從個人主觀認知的層面、
正負向的情緒、和身心健康的角度來評估
整體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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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Taylor Nelson Sofres Taiwan, TNS）

建構在首次調查的形式上，TNS這次
組織了數個專題小組深入且廣泛地與外籍
人士進行訪談，訪談對象包括老人與年輕
人、有工作或無工作、長期居住或短期來
臺的外籍人士。初步調查需達到雙重目
標：一是透過深入訪談，掌握受訪者定居

「生活品質」較偏重個人主觀的感

臺北切身的感受，二是確保外籍人士在其

受，因此衡量的方式主要是透過質化的問

他國家生活的相關面向也能透過第一手資

卷分析。最近由模範市場研究顧問股份有

訊，適時予以揭露。

本次訪談同時透過E-mail問卷的方式給所

北一切都非常方便，當地人歡迎並接納外國人；

有ECCT的成員，以尋問他們對整個議題的看

很安全；計程車相當便利且服務品質很好；商店

法，包含人身安全、醫療設施、住宿、學校、

服務便利，營業時間長」；「臺北治安良好，當

處理緊急情況、遊覽、溝通、銀行、購物、休

地人對外籍人士相當友善且熱於幫助的程度令人

閒設施與訊息取得，共有118名成員參加。

印象深刻，過一段時間習慣臺北生活，就會開始
真正喜歡它。」

臺北 是個良好的居住城市
根據調查結果，受訪者多認為臺北是個良

外籍人士關心的七大問題

好的居住城市：61%的外籍受訪者認為臺北整體

當來到一個新的城市，最令人擔心的問題，大

生活品質是「非常好」（very good）或「極好」

致有七項：

（excellent），相對於2006年的調查結果進步顯
著，當時只有36%的受訪者認為如此。此外，多
數曾經居住在亞洲其他城市的外籍人士認為，
與大多數其他城市相比，新加坡跟東京顯然提
供較高的生活水準，而臺北優於中國城市、東
南亞、印度次大陸的城市、首爾及馬尼拉。
香港作為歷史上的國際門戶，其評比等與
臺北相當。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對許多人而
言，臺北的評比竟然優於他們的預期。對於從
來沒有到過臺北的人而言，他們對於臺北的印
象相當模糊，因為很難在國外找到太多關於臺
北的訊息。雖然臺北對城市行銷與其它世界一
級城市無法比擬，但城市居民一直期許能夠成
為更富足且更開放的城市。

第一項：當地是否安全？
第二項：如果我和我家人生病，能否受到當地
醫療照顧?
第三項：在緊急情況下如何處置？當地政府能
否應付？
第四項：能否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居住？
第五項：小孩是否能獲得良好教育？
第六項：能否透過當地的銀行妥善處理自己的
財務？
第七項：上網是否容易？
對這七項的問題，外籍人士對臺北相當放

過去外籍人士在還沒有來到臺北之前的印

心。外籍人士在臺北的人身安全不曾構成議

象相當負面，在他們眼裡，臺北是個非常商業化

題，因為無論在白天或夜晚，臺北是非常安全

的城市，很少有休閒跟放鬆的機會，且抬頭仰望

的。此外，雖然不是每位外籍人士都需要使用

天際，讓人難有舒適感覺。然而，一旦來臺北定

到醫療服務，但這些使用者普遍認為臺北的醫

居後，他們發覺現實生活與其過去對臺北的刻板

療品質很高。再者，很少外籍人士使用緊急救

印象有很大的不同，絕大多數的外籍人士對臺北

護服務，而且他們對此一般印象是反應快速且

的生活經驗持正面看法。引述幾則生活在臺北的

有效率。另外，臺北有好的（並持續改善中

外籍人士對臺北的普遍感受。諸如：「生活在臺

的）住宅存量，同時在臺北有許多外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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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數的亞洲國家相比，臺灣是非常有科技頭

是覺得非常不便。此外，一般的零售環境也存

腦的國家，而臺北也是臺灣第一個建構無線寬

在一些挑戰，不僅在與銷售人員的互動上，也

頻的城市，使得網路連線的品質與便利性獲得

包括在貨架上的產品處理過程。這部份是因為

高度評價。

法規要求所有產品標示都要中文化，使得特製
的中文標籤會把外國產品包裝的英文資訊覆

雖有上述幾項優點強化了臺北的競爭力，
使外籍人才願意來臺北工作，但是臺北也有些
尚待改進之處，最令外籍人士關心的是，本地
銀行對外籍人士沒有特別友善，外籍人士在開
戶、資產管理、申請信用卡及貸款等服務，都
比本地人困難，並不僅僅是因為語言隔閡問

蓋，包括成份、產地、保存期限等，這反而會
造成外籍顧客的困擾。另一值得稱讚的方面
是，公認服務品質卓越的臺北捷運系統，它增
加工作人員的外語能力訓練，使他們有足夠的
英語能力解決外籍人士的問題，並告訴他們如
何使用捷運系統。

題，主要在於銀行對外籍人士採取更繁瑣的程
序和嚴苛的申請資格標準。

遊覽臺北十分方便
邁向國際化待改善之處

對ECCT成員來說，臺北交通沒有構成太
大問題，69%的受訪者表示在臺北遊覽很容

在過去三年多來，臺北居民英文能力水平

易。私家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很多外籍

持續地在改善，但大多數外籍人士認為仍不夠

人士有時會採取其他替代方式，如計乘車在

好，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有效的英語溝通對外

臺北的數量充裕，而且服務品質很好。一位

籍人士是相當重要的。其中一項就是醫療問

來自倫敦的外籍人士表示，搭計程車從希思羅

題，過去的經驗是，外籍病人跟本地醫生溝通

（Heathrow）機場到倫敦市中心至少要花費50

是很容易的，因為多數醫生具備良好的英語溝

英鎊，但是只要支付新台幣1,000元就可以從

通能力，但遇到的主要問題是，醫院其他的工

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乾淨的黃色豐田、三菱、本

作人員，包括護士與管理人員，通常他們不具

田汽車或其他同類型車輛，平穩地抵達臺北市

備良好的外語溝通能力。另外有些外籍人士害

中心，是一種快樂的享受。加上密集的公車網

怕使用連絡緊急救護服務，儘管有高效率的服

絡以及高品質且路線不斷延伸的捷運系統，讓

務，但很多外籍人士擔心，當嘗試聯繫緊急救

臺北人感到自豪。但是，很多駕駛公然漠視交

護人員時，不能迅速且容易地表達出其訴求，

通規則之行為，往往對其他用路人造成困擾。

因此使其卻步不前。
據調查發現，許多外國居民在市區走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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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在外語溝通上也是個問題，一位受訪

騎單車時感到不安全。這樣生動的評論切中問

者提到當他去本地主要銀行的市中心分行時，

題之所在：「看來，似乎行人不被任何人所重

卻得不到應有的協助，因為行員只會說中文。

視，人行道被機車占用，綠燈並不能保證絕對

由於銀行業務日趨國際化，這種情況可能會改

安全，如果綠燈時不注意轉彎來車，或是闖紅

變，但現在很多外國人與銀行進行交易時，還

燈的駕駛，可能會導致傷亡。行人似乎是低等

市民，比不上開車者。」
大部份的批評矛頭指向太多機車占據了城
市的道路，騎士的魯莽及隨意違規停車最令外籍
人士詬病。公車跟計乘車駕駛也受到諸多抱怨，
認為他們選擇性遵守交通號誌，特別是左右轉的

刻都以中文顯示，而即使有英文，通常也缺乏
細部的資訊讓外籍人士一目瞭然，這使高度依
賴大眾運輸通勤的外籍人士感到困擾。但有一
項例外，就是高鐵推動雙語資訊服務，使得外
國人能夠充分滿足他們的需求。

號誌，而自行車騎士也是如此。尤其臺北市府現

此外，外國人認為在找尋音樂會、藝文活

在正大力推廣自行車低碳運輸工具以替代內燃機

動及其他在城市周圍發生的活動時，並不容易。

引擎時，無論是基於休閒或代步考量，自行車騎

雖然臺北的藝文活動很豐富，但是沒有整合相關

士的違規行為也讓人感到難堪。臺北市府努力打

訊息對外宣傳。雖然有一些網站及出版品介紹部

造低碳城市值得鼓勵及大力支持，但在投資自行

分資訊，但是英文版本往往不夠完善，使得外籍

車基礎設施時，也需伴隨持續及明確的交通執法

人士很難暸解活動時程及購票等訊息。當想要在

方案，才能徹底貫徹自行車政策。

臺北以外的城市旅行時，類似的不便情況也時常

臺北所要發展的人本交通思維，除了硬體
建設之外，軟體的部份也是很重要的一環，要
讓駕駛自發性地禮讓行人，而非透過強制性地
法規約束，這部份需要長時間的宣導才能內化
在日常生活中。

發生。外籍人士普遍認為，臺灣有許多壯觀的景
色及迷人的地方可以去遊覽，但是要知道位在何
處及如何前往，對他們而言確實是一大挑戰。
很明顯地，隨著全球化的來臨，城市發
展也無法置身事外，要打造一流的國際城
市，首要之處就是讓外籍人士能夠在臺北溝

訊息 取得方式需要改善

通無礙。臺北市政府打造外國人資訊服務
（Information for Foreigners）網站，並提供

對大部份的外籍人士而言，臺北的生活是

24小時服務的「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

舒適的，但是對於臺北全區內資訊的取得還是

每月服務達15萬通的電話。在最近一次行政

有些不便。臺北的醫療服務品質公認是相當不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對外籍人士所做的調

錯的，但對許多外籍人士而言，要如何得到他

查中，發現外籍人士對這項服務具有很高的

們所需的醫療服務相當困難。以國際社區服務

滿意度，但有超過一半的外籍人士並不清楚

文教基金會 （Community Services Center）為

有這項服務。無論在臺北或是全台各區，現

例，該基金會成立於1992年，其宗旨是以服務

階段確實有必要引進連貫性的政策來提供外

各國來臺的民眾、歐美語系國家的商業公司、

籍人士高品質的外語資訊服務。

教育機構和社區成員，以提供心理輔導、生
活教育、瞭解臺灣生活文化、國際商業訓練課
程、臺北美國學校學生的輔導等，但並不是所

臺北的生活成本偏高

有外國人都知道有這項服務，另一項造成不便

外籍人士對臺北的「生活品質」普遍感到

的是大眾運輸的資訊，大部份的公車路線與時

滿意，通常高品質伴隨而來的是高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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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與「生活品質」通常具有抵換關

總體生活成本指數是由涵蓋13種財貨與勞

係。而臺北的「生活成本」對外籍人士而言是

務分組中，給定同種類與數量的商品或服務所

否與其「生活品質」同樣來的高？以2010年1月

構成的物價。臺北在全球276個城市中整體排

xpatulator.com所公布的「城市生活成本指數調

名第38名，在所有外籍人士所處的城市中，臺

查」來看，顯示出臺北具有較高的生活成本指

北的物價偏高。13種分組的生活成本概況，茲

數，意味著臺北的生活成本高於其他地區。

分述如下：

城市生活成本指數調查-臺北市各分項生活成本
項目

排名∕

組成項目

總評比城市

購買在酒吧喝含酒精性飲料、啤酒、當地生產的酒、威士忌、水

酒精及菸草成本

207∕276

治裝成本

103∕276

通訊成本

199∕276

市話租金與通話費率、網路接續費、手機月租費與通話費率

教育成本

244∕276

托育費、學前教育費、小學、中學、大學等教育費用

家具及家電成本

253∕276

食品雜貨成本

81∕276

果酒以及菸類費用
購買西裝、休閒服裝、童裝、鞋類、外套、帽子、晚禮服、內衣
及修理鞋子費用

購買家庭設備用品及家用電器費用，如DVD播放機，冰箱，熨
斗，水壺，烤麵包機，微波爐，燈泡，電視，吸塵器，洗衣機等
購買非酒精飲料和清潔用品費用，如嬰兒用品、烘焙食品、罐頭
食品，起司、清潔產品、乳製品、新鮮蔬果、果汁、肉類、油和
醋，寵物食品、調味醬、海鮮、零食、飲料等

醫療保健成本

26∕276

居住成本

4∕276

雜項成本

166∕276

個人保養成本

211∕276

娛樂及藝文成本

228∕276

餐飲成本

194∕276

交通費與大眾運輸成本

153∕276

資料提供：http://www.xpatul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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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療及醫療保險，如一般診療費、醫院私人病房日租費、非
處方藥費用、私人醫療保險等
住房、水電、瓦斯、自用住宅的房屋及土地稅、房屋租金等費用
購買一般物品與服務費用，如幫傭、乾洗、辦公用品、報紙、雜
誌、郵票等
購買外用保養品和服務費用，如化妝品，護髮乳，保濕及防曬
乳、尿布、止痛錠，衛生紙、牙膏、肥皂、洗髮精等
購買書籍、DVD、CD、體育用品、電影票和劇院門票等費用
在外用餐和旅館費用，如商務晚宴、旅館住宿費率、外帶飲料及
小吃等
買車、租車、燃料、車險、一般車輛維修、大眾運輸服務與維修
費用

外國 人眼中的友善臺北

不過，政府目前也正積極透過各項金融措施來
抑制居高不下的房價，以免因為高房價扼殺了

總而言之，對多數的外籍人士而言，居住

城市競爭力。

在臺北是令人非常滿意和愉快的經驗。雖然並
非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跟其他地區比較起來

臺北市有超過兩百萬家庭居住在超過20年

相對好很多，且臺北無時無刻都不斷地在進步

屋齡的房子，其中有75%的房子低於5層樓，

中。去年行政院研考會所做的調查顯示，外國

臺北市政府目前正計畫花費超過新台幣250億

人對生活在臺北的滿意度提升，而今年TNS、

元做老舊住房的重建與更新。隨著該計畫的如

ECCT所做的調查也顯示出同樣的結果。

期發展，臺北正醞釀其下一波的競爭優勢。新
一波的發展項目側重於文化的發展、更好的住

TNS的臺灣高級主任Mike Jewell，對這兩
個調查做出結論：居住在臺北的居民對外國人

房及更有效率的運輸，都將進一步推動臺北的
經濟發展和實力。

友善且大方，他們心胸開放並熱於幫助外國
人，人們可以居住在郊區中的綠地，並且只需
要花費30~40分鐘即可到達辦公室。臺北得天獨
厚的地理優勢，使得週末時可以很容易在短時
間內去爬山及去海灘戲水，從市中心到著名的
海灘景點最快只需半小時。但對外國人而言，
最重要的是臺北人的友善往往令其印象深刻。
此外，就生活xpatulator.com所做的「城市
生活成本指數調查」，顯示出臺北的「生活成
本」與「生活品質」同樣來的高貴，其中，醫
療保健成本與居住成本相對來說較為高昂，而
教育費、娛樂費、家電用品的成本都比其他城
市來的便宜許多，但醫療保健成本竟高居第26
名，這與一般本地人理解或有出入，因為全民
健保實施以來，我國醫療成本已大幅下降，堪
稱用最少的花費得到最佳的醫療服務，但對於
居住在本地的外籍人士，或許無法完全享受全
民健保所帶來的好處。另外，近年來買房與租
房成本居高不下，導致居住成本高居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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