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分析架構 5 
 

 - 5 -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分析架構 

 

    為了研究旅遊現象與社會階層的關係，在文獻回顧上著重在消費文化中的兩

大觀點：其一為大眾消費模式的看法，在此職業階級被視為是影響消費模式的重

要背景，包含著收入水準以及職業地位。其二則是以生活風格作為認同的新消費

型態，這種新群體的特性不在其社會經濟變項而在消費方式（Giddens 1991；

Featherstone 2000）。這兩種看法的差異在於對於社會分化的角度不同，前者著重

生產影響消費，後者強調消費活動本身的區分效果。以消費階層化角度綜合看

來，這兩種論點事實上是相輔相成，一方面，二十世紀末，許多人的確對於職業

工作之外的角色，如休閒娛樂等，賦予重要的意義，工作不只是單純為了生活，

還為了買更多消費品（Bocock 1995）。因此生活風格日趨重要。但在另一方面，

這些消費方式仍不能全盤脫離資本主義中社會分化的運作，也就是集體性的消費

區分。因此針對研究主題，將相關的旅遊現象連結至階層化的意義下討論。 

    首先，回顧以社會經濟地位型態的方式說明旅遊活動差異的文獻，主要以職

業身分以及教育水準作為分析背景，而在這些研究的脈絡中，針對當前旅遊的活

動予以分類陳述。接著回顧目前旅遊社會學中對於旅遊風格的陳述，認為這些風

格並未代表著「去階層化」，而是將論點集中在形成當代社會普遍多數的中產階

級當中。最後整理台灣的相關研究，亦發現當中的單一階層取向，容易忽略旅遊

活動的階層化發展。而主要藉由文獻探討的回顧，說明本研究從階層化角度討論

旅遊活動的意義。 

 

第一節 旅遊階層消費意涵 

    無論在歐美或是台灣，早期的觀光旅遊活動皆是貴族色彩濃厚，而工業化

後，支薪假期使得工人階級亦成為旅遊活動的成員。起初，因為旅遊是上層階級

才能負擔的消費，是否有能力旅遊成了區分階層高低的指標。然而，今日的旅遊

消費具有大眾化的發展，差別並不在有無旅遊能力的區分，而在於旅遊形態中活

動內容的不同。人們為了各種不同的目的而旅遊，從其動機、態度、反應與當中

的角色扮演，可以區隔出不同旅客的特色（Cohen 1984）。對不同的群體而言，

這些特色代表著不同的價值立場與旅遊活動認知。而身分階級團體可藉由消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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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不同，進行相互區辨的過程（Bourdieu 1984）。以下先對具體的研究發現陳

述，並提出當代旅遊觀光中幾類景點的產生方式，從其中的運作規則，可看到旅

遊與階層品味間的關係。 

    在具體的旅遊研究中，相關的遊憩理論假說中，除了訴諸人的心理狀態者，

如Wilensky（1960）從馬、恩學說推論而出的補償理論（compensatory theory）

以及滿溢理論（spillover theory）。另外尚有可以反映出階層化趨向的熟悉理論

（familiarity theory）以及個人與團體互動理論（personal community theory）。後

兩個理論可以說明階層化的旅遊消費是如何出現： 

1.熟悉理論中，Bammel（1996）主要從休閒行為談起，而強調休閒者會因

為安於某些習慣而從事某些休閒。這其實就是 Bourdieu（1984）所言的慣習

（habitus），因此許多旅遊的人們，是重複著固定的童年習慣而形成一種類似制

約的反應。所以對某項旅遊活動的喜好，很可能是來自年幼的經驗培養。這種熟

悉理論可進一步連結與社會團體的關係，即是個人與團體互動理論。 

2.個人與團體互動理論則可以說明許多人的旅遊行為是受到同儕團體的影

響，所以與階層化的過程有關。早期的調查資料中，專業性的職業工作者，他們

的旅遊參與率較高（Burdge 1969；Bishop 1970；White 1975）。從事技術性工作

者，喜歡知性的活動，而從事固定工作者，喜歡在規劃良善、公共設施齊全的營

地露營（Etzhorh 1984）。上述主要說明了不同職業團體在旅遊休閒活動反映的具

體差異。而在教育方面，White（1975）的研究指出，教育程度較高者對於旅遊

活動接受度較高，能有更多的行前準備，比較期待度假的過程，尤其是那些有關

藝術與文化的相關活動，主要來自於完整的學校教育所訓練。可見類似身分團體

者所從事的活動具有相近性。 

李銘輝（1991）歸納當時英文世界旅遊研究中，影響旅遊需求行為的幾種社

經因子，如曾有研究指出較佳的職業階層對遊憩參與率較高，不同的戶外遊憩型

態出現在不同的職業階層；或是前往國家公園的次數和教育、職業相關；另有研

究指出具有藝術與文化氣息的活動，受過良好教育者參與的意願較高。他認為雖

然這些社會因素對旅遊活動具有影響力，但是因為 1.文化教育的普及、2.社會變

遷的因素、3.傳播媒體的資訊發達、4.生活日益富足使得旅遊活動的參與性提高，

這些結構性的影響力應該有逐漸降低的趨勢，但這些資料研究來自國外，擺在台

灣的脈絡是否可行，尚值得驗證；而且就社會階層化的角度以及當中寓含的象徵

權力關係並未出現在既有研究中。 

從具體的研究看來，雖能掌握到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力，但是更值得關心的

是如何由社會經濟地位連結至旅遊活動的選擇，中間的機制是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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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的「文化資本」概念，可以為生活風格方式如何受到階級秩序所影響提

供答案。他一反傳統「制度」面向的研究，不從宗教、經濟、政治或是法律著手，

而以「生活態度、生活方式」切入，有別於從生產面來理解社會（王崇名 1995）。

這種轉向符合晚近社會的發展趨勢，生活世界的食衣住行逐漸較制度令人感受更

強烈。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事實上與文化資本的差異有關，與個人身分風格的展

現、以及從事身分活動的知識能力有關，以法國的情況來說，文化優勢的宰制階

層，相較其他階級花更多時間參觀博物館、聽歌劇從事藝文活動，而以台灣的情

況來說（朱元鴻 1997），純藝術相較於通俗文化仍然是台灣社會中的貴族城堡。

因此只要階級競爭存在，在品味的劃分上，至少會隨著社會層級而出現正統合法

品味（legitimate taste）、中間水準的品味（middle-brow taste）、大眾品味（popular 

taste）的三種類型（Bourdieu 1984）。 

而旅遊活動是休閒消費活動的一環，在品味的劃分上三種類型結構又是如

何，從 Urry（1990a）、Lofgren（2001）的分析中，可以了解當代的觀光經驗包

含著歷久未衰的風景欣賞、野外踏青、渡假活動，另有壯遊傳統的文化古蹟旅行，

而在都市化、工業化後，都市地景以及生產線的流程也都成了觀光凝視焦點。在

20 世紀，則加入了大型遊樂園創造的人工娛樂經驗。為了說明上述體驗與品味

區分的文化效果，下文將依現有的國外題材，按照不同的旅遊活動體驗，探討區

分現象的存在。在回顧中，除了基礎的三種層級類型階級結構外，尚須注意

Bourdieu所論宰制階級的合法品味，來自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在社會空間的交錯

運作，因此旅遊品味的發展也應同時考慮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運作。 

一、自然觀光：如畫之景與走馬看花 

現今的旅遊是隨著工業化後而產生的休閒活動，使得原本習以為常的自然景

觀受到工廠林立以及都市發展的擴充下逐漸消失。西方 18 世紀末後的浪漫主義

思潮，對於自然賞景開始以藝術般地眼界欣賞（Urry 1990a：20）。另一方面，團

體旅行的風氣緊接著從 19 世紀開始風行，開啟了全民旅遊風氣，然而這時候的

旅遊視角漸漸受到旅遊指南的影響（辜振豐 2003：142）。面對相同的自然風光，

有些人運用取景的技巧，過濾蕪雜，找到完美的景致，有些人卻無法感受到同樣

的氣氛。這種差別主要與熟悉取向有關，如同文化品味的篩選機制，需要眼界的

訓練，Lofgren（2001）注意到若要了解當時歐洲和北美如何開創「如畫之景」，

必須先探討這些旅遊先驅者的社會背景以及身分。他們多數是鄉村仕紳、牧師以

及教師，教育程度較高，但相對較孤立，因此期待能參與在大學時代所體驗過的

智識以及知性聚會，大部分無法負擔貴族階級遊歷各國、花費高昂的旅行。因此

他們精通於知性想像的訣竅，購置旅遊和園藝方面的新書，而且亟欲與其他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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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活品質且未受教育者劃清界線。 

相反地，對歐洲以及北美的一般平民來說，土地只不過是用來耕作，並不需

要領會眼前的風景，而農民的審美觀念迥異於這些重視如畫之景者。這種差異與

「品味」的同型結構有關，關於旅遊風景的文化合法品味在於如畫之景，而未教

育者則為大眾品味，而具經濟資本者的自然風景品味在 Veblen（1964）的《有閒

階級》中曾提到，有閒階級最主要的特徵在於不參加任何具有實用性質的活動，

他們欣賞的自然景觀，雖然同樣一大片草原，但是拒絕牛、羊等實用性的畜產，

而是希望出現鹿、羚羊這類一無所用卻具有榮耀性的動物。Veblen的描述在今日

看來多少過於強調美國暴發戶心態的「浮華可笑」，然關於背後的品味意涵卻仍

具有意義。文化資本有別於經濟資本，雖然皆為階級競爭的資源，但當中的品味

過程並不相同，前者以談論和書寫文化的能力創造出美學眼界，後者以金錢財富

購買特殊經驗，不同的管道最後皆反映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對於旅遊活動的影響。 

以上針對不同階級的旅遊品味，分別討論其對自然景觀活動體驗的差異。而

關於觀光活動中的其他型態，如向來以經濟活動為主的都市也產生了以旅遊活動

為輔的可能性，像紐約、東京、倫敦等大城市，街景與購物亦成為遊客體驗的一

部分。同樣地，以相關文獻說明這種旅遊凝視焦點的階級品味區分。  

二、都市作為一種觀光焦點：購物與閒逛遊蕩 

街景如同風景一般成為旅遊凝視之一，在旅途中逛街購物幾乎是現代旅客多

少都曾有過的經驗，Boulby（2003）提出逛街（going shopping）和購物（doing 

shopping）有別，前者有閒逛的意味，後者卻是某種義務以及公事，而在此處要

討論的旅遊體驗接近前者。旅遊者的移動速度會較緩慢，一方面要觀看整個大環

境，又要被櫥窗內的物品所吸引，這種過程以閒逛遊蕩為主，而真正的購買事實

上是附帶的經驗，因此以芬蘭（Lehtonen 2003）、澳洲與美國（Bocock1995）的

經驗而言，這種城市活動事實上並不一定需要大量的金錢，反而著重遊客是否喜

歡在購物環境中打發時間，能否享受逛街的樂趣。實質上的經濟資本並不影響這

種體驗的差異。 

而這種都市街景的欣賞在文獻中較不注重社會階級品味的區分，反而是各種

品味和風格得以交流分享的場景，透過都市的人文薈萃，可以觀看許多的人事

物，就像是參加嘉年華會般，透過視線的接觸超越社會的隔閡（Lehtonen 2003）。

然而關於都市地景的遊蕩，性別則是較重要的品味差異來源，以百貨公司為例，

女性在二十世紀成為品味的仲裁者，接觸到最新的潮流，並解讀社會階層關係中

的符號，加上百貨公司不再只是商品買賣的場所而已，就像是濃縮版的都市街

景，它也展示了藝廊、舞台的特質，人們也因此對待這些地方如同觀光勝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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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藝廊展示的特色，有助於人們獲取相關的文化資本（Nava 2003）。也因此

都市就像是大型的「生活展示」博物館，如何欣賞它們或樂在其中，也頗有區別

個人品味的可能。 

然而不能就此忽略性別角色的階層差異，雖然女性是重要的品味決定者，但

不同社會階層在都市空間中的閒晃心態卻又可能大不相同，在實證研究的資料

中，可予以檢證。 

三、文化旅遊的發展：壯遊（Grand Tour）的教育性與藝術文化的區隔性 

大眾旅遊的出現，與現代社會生活中工作與休閒的區分有關，然而西方傳統

下壯遊型態的旅遊卻異於這樣的脈絡，而是講求學習以及教育（Urry 1990a：

153）。尤其壯遊活動是貴族世家的專利，階級品味色彩濃厚，發展至今則是許多

的旅遊活動也講究教育性，如博物館的參訪、或是設計工業生產性的參觀活動，

而古蹟旅遊的模式也注重導覽的設計，另外學校正式制度也愈來愈重視校外教學

的設計。而這些具有教育性的文化旅遊，也會為了吸引那些「非博物館型的參訪

群眾（non-museum visiting public）」設計娛樂型態的展示（Urry 1990a）。因此這

當中可以看到，教育學習態度的旅遊與休閒方式的文化旅遊的區隔，這也源自於

是兩種不同的品味處理。而當代西方尤以藝術品的消費最具有高雅性以及象徵

性，博物館正是這種消費的最佳的展示地（Bourdieu&Darbel 1991）。這裡的消費

意味著空間地理的體驗過程，具有文化資本者，在文化型態的旅遊過程中，主要

出現了藝術文化光環的區別性，教育性則是附屬價值，他們以文化資本的優越對

於純經濟資本換取的娛樂不屑一顧，因此對於愈需要文化資本的藝術賞析或是古

蹟參觀，愈可能是合法品味者的聖堂。 

從文化資本的角度，愈能掌握合法程序所承認的正式文化，則資本含量愈

高，而合法程序通常以學校教育為最正式的認證管道。在學校中，出身正統上層

文化的學生，相較於下層家庭缺乏文化資本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習得服膺社會

期待的價值觀，因此可以學習正統型態的藝術文化，接受合法品味來保障社會位

置的優越性。文化觀光與其它旅遊方式的差別在於豐富的藝術性以及文化區隔的

內涵，博物館與古蹟空間雖然都是開放性的公共空間，卻蘊含著藝術品觀賞的排

他性，不僅僅是娛樂休閒而已。因此本研究也預期在台灣，可以發現文化旅遊與

教育程度高者的品味會具有較高的契合性。 

從西方題材中，文化旅遊較具有品味能力的區辨效果；而在自然景觀的欣賞

上則需要區分文化資本品味的如畫之景觀賞或是土生土長者則對自然景觀的不

以為意；都市購物型態的街景旅遊，則與性別品味較具相關性。結合前述的具體

研究，對於旅遊消費的發展，階級品味的差異仍然有影響力，而這種影響方式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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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較明顯的層級高下區分。然而結合晚近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分化的轉向，

中產階層人數擴充的效應，可以看到旅遊這個現象逐漸成了多數中產階級的常態

活動，並且強調「旅遊」作為社會現象的意義、所代表的社會變遷性、甚至是所

謂的後現代性。因此下部分回顧旅遊社會學的討論，這種以多數決定的研究視

野，也恰好突顯出中產階層的旅遊品味態度。 

 

第二節 中產階層的旅遊品味--標示消費者個體性的發展 

近年來，已有學者開始反省階層模式是否適用於分析當代社會現象，尤其階

層變項甚至被認為是僵化了的概念，仍否能準確地描述現代人的生活形式必須加

以質疑（孫治本 2001、2002）。上一節所敘述的消費模式，是以階層模式作為主

要的理論根據，但在此則以較為晚期資本主義或是所謂後現代性的理論概念作為

補充。如 Featherstone（2000）即認為不再有任何足以決定消費模式的固定社會

身分團體，尤其是針對符號快速流動與日常生活美學化的發展過程，流動的狀態

似有取代團體品味的跡象。他也借用後旅遊者（post-tourist）來說明後現代環境

的雜種混合狀態，提示旅遊體驗只不過是一種遊戲心態。雖然這類後現代性的旅

遊特色，的確突顯出當代觀光市場的類型與旅遊者豐富的凝視與體驗，卻可能過

於集中在中產階層的旅遊風格中。因此若能結合第一節所討論的階層化部份，再

透過這部分理論的補充，將更能細緻地描繪出旅遊活動的整體現象，並以此突顯

中產階層的品味。 

從 Urry（1990a）的論點，他認為有幾個方向是近代觀光的重要突破： 

1.去差異性（de-differentiation）的出現：承繼著 Feifer（1985）所提出的「後

旅客」（post-tourist），後旅客的旅遊形態是不被分類的，具有更豐富的旅遊體驗

來適應各種的旅遊形式，而且瞭解旅遊本身就是一場遊戲（game）。尤其現今的

旅遊產業開始將文化的差異打散，像 Urry 認為過去文化上的水平差異（不同地

區所產生的不同價值觀）以及垂直差異（雅俗文化間、菁英與大眾文化間）已經

漸漸難以被分類，而出現去差異性的現象，尤其是電視或現今網路的發展，各種

無遠弗屆的現象，讓原本遙不可及的景觀或是人文活動快速地傳遞以及流通。並

反應一種後福特式的旅遊消費特色，以遊客導向為主（Urry 1995）。 

2.符號收集的旅遊凝視：於是各種照片的散佈、風景明信片的流通以及美學

鑑賞、歷史傳說、或是電視電影畫面的連結，成了觀光旅遊的消費對象，人們從

旅遊之前即開始暴露在對於旅遊符號的收集過程中，並使得旅遊體驗可以在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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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無限延長。 

3.大眾消費型態轉而朝向細緻地市場區分：專業型態的旅行業以及專家的出

現，減少旅遊的風險與不安，而且增加對於不同遊客需求量身打造個性化的旅遊

模式，這也與後福特的消費風格有關，Urry（1995：151）曾經列表提出扼要的

說明。見表 2.1。 

 

表 2.1 後福特主義的旅遊消費特色  

後福特主義消費 旅客型態 

消費者主導性增強，產品提供者加強消

費者取向 

拒絕大眾觀光的形態（如假日露營或是便宜

的套裝旅行）以及增加各種喜好 

消費者偏好容易改變 減少重複觀光，替代性景點增多 

市場區隔增加 依照生活風格的研究而產生的多種類的旅遊 

消費者運動的成長 透過媒體提供更多的景點 

產品壽命縮短 因為流行快速地改變，使得景點也快速輪替 

對於非大眾型消費偏好的增加 綠色觀光的成長，為個人量身打造的旅行 

消費者美感經驗的增加，而減少功能性 旅遊與休閒、文化、教育、運動等活動的界

線模糊 

 

這些現象接近中產階級的旅遊發展，因此第一點的去差異性的現象事實上是

「文化去差異性」，而非「階層去差異性」，階層因素代表著選擇不同的旅遊目的

地象徵著不一樣的社會地位，因此某觀光地的價值不在其本質的優越，而是在對

它的消費可轉換成品味與更優越的社會地位（沈佩儀 2002：10）。Urry（1990a）

並未完全忽略這種階層品味的差異性，他同時也認為並無獨一（single）的旅遊

凝視（tourist gaze），這種凝視會隨著社會、社會群體和歷史時期而改變，是差

異性的展演，並且不只是單純的遊旅者自我心證，還需與那些非旅者的關係相互

參酌才能彰顯其意義。而其對旅遊活動與社會不平等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看與被

看的關係，並從性別以及族群的角度切入，如旅遊環境的制度性限制，某些公共

空間的男性化傾向；或是大量的觀光基層服務工作是由少數族群所提供，然而對

於旅遊場景的想像常常是以白人觀光客為主的休閒，如陽光、沙灘、享受日照，

但這些卻不一定等同於其他族群的經驗。本研究將著重對於遊客的考察上，也就

是針對看的人，其實也有不同的體驗，當人們開始以消費的過程，作為理解自己

以及判定非我族群優劣的可能性時，知識、判斷力乃至文化資本的擁有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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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了這些，才會使得特殊的群體或不同類別的人群，恰當地理解和分類新商

品，並懂得如何去運用它們的符號意義（Featherstone 2000：25）。 

另外以英國社會中實際旅遊風氣的討論，Urry（1990a：88-95）亦曾闡述影

響消費活動的重要階層：新興的服務階層。他們沒有實質繼承的土地或經濟資

本，卻有因為教育所來的種種證照學位，最重要的是因為文化資本豐富而帶來的

品味需求。他也回到 Bourdieu的討論，說明智識階級（intellectual）與資產階級

的奢華傾向是不同的，如展現一種矯飾的貧窮性（ostentatious poverty），他們會

在工作時穿著儉樸的服裝、偏好原木製品、而從事爬山、登山或是散步等休閒活

動，都是為了展現智識份子的自然品味（wild nature），以有別於資產階級組織化

的、刻意講究產生的自然。Urry 將這些服務和中產階層的發展整合於旅遊活動

的討論中，如以英國海濱休閒度假地為例，最早只有中產階級有能力到海邊消

費，但當降為普遍化後，海邊成了工人階級或是一般大眾才會去的地方，就不再

是一個具有品味吸引力的景點了。所以他的確發現到中產階級品味的特色不僅與

後現代性的文化去差異性有關，也與階層區隔性相關。 

亦有學者更進一步地延伸討論，認為後旅遊的產生與中產階級的出現有重要

的相關性，並且牽涉到階層品味的問題。因此會發現旅遊文化活動若對比階層關

係，就中產階級的部分而言，必須從文化資本的角度來了解這一群人，他們會選

擇未開發的或具有文化意義的地區旅遊，而且強調智識性、專業性、以及論述甚

至空間霸權的方式。是以文化菁英的旅遊方式反映在他們特殊的文化品味上，如

找尋不同的景點，以新的方式體驗或是紀錄，尤其在西方的脈絡中，對於那些相

對於現代化的原始文化景點更能吸引這個層級者（Munt 1994）。而能進入這些特

定文化消費者，本身的智識能力都有一定的水準，無形排除那些相對文化性格較

弱的群體，因此具有旅遊消費的階層化特色。另外從國外的研究中，古蹟

（heritage）旅遊是一種具有階層性的消費，雖然不同階層皆可體認到這種文化

旅遊的學習性質，但是工人階層在其中較不自在，不若中產階級可以輕鬆自在

（Light 1994）。因此愈講求文化消費型態的旅遊方式，受到階層的影響愈趨明顯。 

    從注重階層消費的大眾消費模式，到以消費者生活風格為重心的旅遊體驗，

以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概念作為文獻分析的脈絡，事實上可以相互結合。生活風

格的旅遊體驗可以補充階層消費的中產階級品味，這些豐富的身分象徵意涵以及

符號消費的風格展現，並不對立於旅遊階層化的存在。然而前述經驗內容源自國

外，台灣旅遊狀況是否同樣存在著階層化意涵？以下將先透過既有的研究，得到

概括式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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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相關研究 

    旅遊觀光現象的文獻與研究向來包括於許多不同的層面，英文世界裡，從經

濟學家、地理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至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都已對此現象生

產為數不少的發現。而中文世界裡，目前累積最多的知識，多半是對現象反應最

靈敏的旅遊文學作品、旅遊參考書與或是為了行銷企劃而生產的研究。在台灣，

純學術思辨的研究，目前以人類學界的謝世忠（1992、1998）、心理學界的陳璋

儀（1988）曾進一步展開關於旅遊現象的研究。社會學內則是較少關於旅遊現象

討論，相較於許多正式的社會學次領域，如家庭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經濟社會

學、性別社會學等這類有其較明確範圍的學科，旅遊觀光社會學則通常在許多次

學科內遊走，這當然牽涉到旅遊此現象涵括較多層面的意義：從家庭生命週期至

經濟面龐大的商業利益，甚至國際間相互往來的政治關係等。 

而較明確可以被歸納至社會科學領域的書寫，在台灣目前大抵還是以碩士論

文有較為基礎的學術累積。歸納這些研究，研究特定旅遊景點者，藉由豐富的田

野資料以及發現，累積了對於旅遊觀光空間的分析（如徐世怡 1988；沈佩儀

2002）。而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設定研究範圍為「旅客」的論文，皆可以發現

一個有趣的巧合，即以「自助旅行」作為研究對象、而且以國外旅行為主。其討

論方向略有不同，如強調性別者（黃振富 1996；曾煥玫 1999；許茹菁 2001）、

強調世代差異者（李淑宏 1999）、或從符號消費的觀點切入者（駱貞穎 2002）。

從論文方向的選擇，其實也是一種台灣旅遊現象的具體反映，智識圈較關心的是

與自己生命經驗貼近的群體，而且在資料收集上較容易掌握，以質化方式進行研

究，訪談對象的配合度高且有一定的表達能力，也較能控制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

的溝通語言；或以旅行文學作為研究文本，也同樣將焦點放在特定的書寫階級，

但這些研究可能有某些限制：1.設定單一階層（主要是中產階級或是有書寫、表

達能力的階級）為研究主體，或是不經意地將這些階層的旅遊體驗推估成社會中

大部分人的想像，缺乏跨階層的比較，而使得經驗相對較為片面。2.國外旅行並

以自助旅行的方式進行，可能已經是一種經過群體篩選的旅遊方式，其實在國內

旅遊者多半也都是自助旅行的方式，那這些跨國經驗可以同樣地放在國內旅遊被

檢視嗎？當然不同的研究論文目的是不同的，不一定皆是為了找尋特定可推論的

模式，然而結合文獻理論中旅遊活動的階層消費以及中產階層旅遊的新興發展，

了解旅遊的體驗可以有更多跨階層性的描繪，並且也需要突出旅遊品味之間的群

體區分效果，更能進一步豐富對於旅遊議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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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主題與方法 

    總結上述的文獻整理，可以發現研究當前消費社會中的旅遊行為，從階層化

的角度加以檢證以及觀察有其重要性。尤其旅遊的發展至今日已是多元性質的呈

現，並不只是一群人移動到另一地方，然後吃喝玩樂而已，走馬看花式的觀光雖

然總是存在著，而寓教於樂的型態卻也不曾減少過。而在旅遊工業的推波助瀾

下，不同類型的旅遊方式也愈來愈多，從純粹的自然旅遊到講求抽象欣賞的文化

旅遊，甚至都市生活型態也成了一種可被利用的觀光資源，而遊樂主題樂園所創

造的歡娛體驗更不曾缺席。在當代旅遊的風潮中，主題樂園、遊樂場、購物中心、

博物館的出現，對於後現代論者而言，是一種模糊階級界線的形式，將原本不相

干的生活基調放在同一空間中展示（Featherstone 2000）。然而，基本上，這些旅

遊的模式並未完全撤銷階層化的過程，區辨的現象依舊存在，如博物館的空間氣

氛悄悄移轉階層品味的差異。 

    因此根據理論的爬梳，以下兩點將成為本論文研究的大方向：一、從消費階

層化的觀點，回溯台灣旅遊發展史的痕跡，以說明這樣的發展如何形成目前旅遊

活動的背景，並觀察消費旅遊活動的遊客呈現階級差異的特色。二、以不同的旅

遊喜好作為階層品味差異的指標，實際了解旅遊現象的階層分化傾向。在旅遊過

程中，雖然遊客有機會在休閒娛樂的旅遊空間中學習新知識，如在文化古蹟的環

境或是博物館的場合中，但是這些機會卻不一定是公平開放的，無形的空間氣氛

以及符碼的運用阻礙了特定階級的進入，也意味著能力的區分。從這兩個方向，

本研究以此出發，觀察台灣社會中的旅遊現象。 

    這兩個研究的方向，在實際的研究方法中，一部分以歷史材料作分析，一部

分則以觀光局 2001 年所抽樣調查的一筆研究資料「國人旅遊狀況調查」進行二

手量化分析。從歷史材料分析，架構在旅遊活動的階層化過程中，主要的理論是

品味的競爭以及區辨，目的在陳述台灣的旅遊品味是如何產生，此部分是長期性

的發展，了解不同時期的轉變過程，而在不同階段誰是旅遊者，如何產生品味的

效果，而發生了群體的區分。再以量化資料檢證目前旅遊者喜好不同旅遊活動的

社會背景差異，確認階層化過程的存在。討論的具體問題為： 

1. 台灣旅遊活動發展過程中，旅遊品味如何改變以及發展？亦即以歷史分析
的方式說明長時間的轉折與變化，來了解台灣旅遊品味的發展。說明台灣

旅遊活動興起的背景與過程。 

此部分的重點在了解：哪些群體進行台灣旅遊的設計以及推行？與政治、

經濟環境的相互關係為何？階層化如何出現在這種發展中？透過歷史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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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描繪出旅遊品味的轉向，將探索在「不同階段」、「哪些群體」透過「哪

些旅遊方式與態度」產生旅遊體驗，這些旅遊意義如何被創造以及賦予。 

2. 目前旅遊現象如何反映出階層品味的分化以及差異？亦即不同的階層在
消費這些旅遊活動時，所出現的分化過程。 

此部分要了解的是：不同的旅遊活動反映出的階層屬性是如何具體的呈

現，遊客在旅遊中體驗哪些活動，尤其看似主觀心理方面的旅遊喜好，有沒

有帶著客觀階層成份的群體因素？ 

這部分之討論採用實證抽樣調查的資料，分析目前旅遊活動喜好的階層

差異與相關的因素。 

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中，主要以二手資料的抽樣調查分析，以瞭解不同

階層的差異，另以歷史史實的分析從資料的收集得到可作為分析的材料，並用以

探討旅遊現象與政治、經濟環境的接軌，目的也在說明階層化的過程。結合兩種

研究方法可以顧及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以及連續性，並且也能提出目前旅遊現象

的現況作為相互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