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文 獻 探 討 

 

     

    本章主要針對有關生活型態的結構化理論、後設統合分析、以及生

活型態量表研究的相關變項會如何影響生活型態測量效率，來進行文獻

探討，第一節簡要敘述生活型態在不同理論觀點下的研究取向，並從生

活型態量表的形式內涵~日常生活的自我認同、以及採用題項間共變關係

進行數量分析的研究結果，嘗試性地探討生活型態量表反映社會生活結

構性特徵的相關理論基礎，綜合歸納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的一些主要觀

點，第二節概述後設統合分析的研究準則與優缺點、以及後設統合分析

在行銷領域裡的運用，第三節則從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的觀點以及一些

相關的研究文獻，針對歷年生活型態量表研究的相關變項，如何影響生

活型態測量效率，提出相關的研究假說。  

 

 

第一節、生活型態的文獻探討 

 

    生活型態（Life Style）是影響個人消費行為的重要變項，是整體社

會文化的一種具體表徵，是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研究、論著所使用的共

通術語。人類學家 Benedict 以特定社會或部落的生活方式，來描繪、論

述特定社會或部落的文化模式（黃道琳  1976）；社會學家 Weber 則以社

會群體生活方式的境況，來探討、論說社會階層化的狀態（康樂，簡惠美  

1993）；Bourdieu 從現代社會消費文化中的符碼宰製現象，來探討現代社

會的生活風格，認為群體生活風格的差異，是分層的基本結構性特徵（趙

旭冬，方文  2002）；心理學 Adler 則從個體成長的境況，來論述個人獨特

的生活樣式（葉頌姿 1974；黃光國  1984）。  



 

    就中文轉譯的情形來看，“Life Style” 轉譯成中文，大致有以下三種

相對應的詞彙，“生活方式（樣式）”、“生活風格”、以及“生活型態”。三

種中文詞彙的運用，與原文的文本脈絡有所關聯。在社會學或心理學探

討社會群體或個體日常生活的模式脈絡時，一般轉譯為“生活方式”，在描

述當代特殊消費文化中的個人選擇時，傾向於轉譯為“生活風格”，而在行

銷或消費者行為研究中，以 AIO 量表形式進行量化分析，比較不同市場

區隔（或群體）之間的行為（或態度）差異時，一般都將“Life Style”轉

譯為“生活型態”。本論文採用台灣行銷管理學界的用語習慣，任何類型的

內容脈絡中，與英文“Life Style”相對應的用語，都以“生活型態”稱之。  

   不同探討生活型態的理論觀點，會採用不同的方法與資料來進行研

究，Adler 從個體（嬰兒）成長過程中，面對生活環境所衍生的問題與反應

模式，來建構個人心理學的論述基礎，認為生活型態是個體面對生活問題，

所調適形成的個人情緒與行為模式，是自我人格的一種統合形式。主要探

討早期家庭生活中父母親的角色、個人在家中的排行、以及家庭環境等，

如何形塑個人的生活型態，大多以心理分析的技術以及深度訪談的資料做

為研究的基礎。Weber 則從社會階層體系切入，認為階級情境（經濟財物

所供應的生活條件、以及社會地位聲望所提供的生活機會等）是形成個人

生活型態的先決因素，生活型態是社會層級系統裡，不同次群體所彰顯的

生活表徵，主要以觀察法比較不同階級次群體（例如資產階級、中產階級、

與無產階級等社會次群體）的所處的社會情境與行為模式。Benedict 則以

不同文化主體的（部落）社會做為比較分析的單位，以觀察訪談的資料

來描繪不同社會整體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徵與差異。  

    利用量表形式進行生活型態調查研究，是 1960年代以後的研究潮流，

Reynold and Darden (1974) 認為 Kelly的個人建構論是生活型態量表衡量的

理論基礎，透過個人對於生活世界認知與選擇的過程，不僅能反映個人的

內在世界、也能以實際認知的語言來描述個人的生活型態，不同個體對於

經驗解釋方式的相似性程度、以及個人為了能扮演好別人所期待的行為，

所進行的認知調適過程，是群體生活表現的型態。後續的生活型態研究，

例如 Lastovicka (1982)的生活型態特質研究、Novak 與 MacEvoy (1990)的



價值與生活型態（LOV 與  VALS）、以及 Kamakura 與 Mazzon (1991)的

價值區隔等研究，則逐漸地將生活型態整合到既存的人格與價值理論中

（Holt 1997）。  

    生活型態量表的形式內容，是以日常生活自我表述的語句為基礎，

因素分析所萃取的共同性則反映著集體生活的結構性特徵，Giddens 的結

構化理論 (1984)從語言表述的實踐意識，來探討具有認知選擇能力的個人

與具有制約性的社會結構性特徵兩者的關係，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1991)

則從現代性社會的一些特性，來探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認同與現代社會

生活型態的問題。Luhmann 則從語言溝通的社會機能，來探討自我參照

性如何維繫現代社會系統持續再生產的關係（轉引自高宣揚所著  魯曼社

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二位學者都從語言認知的角度，來探討現代社會

的總體結構與再生產機制，這樣的理論觀點與 Kelly(1955)的個人建構論有

相同的基礎，而且是乎可以補充 Kelly對於社會整體特性的理論內涵。 

    以下是擷取 Giddens 以及 Luhmann 的一些理論觀點，彙整生活型態

結構化理論的相關論點，最後綜合論述生活型態量表研究與結構化理論

之間的主要銜接點與前提假設，舉例說明不同內在參照性 (結構性特徵 )

的形成原因，以及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在行銷相關領域中的一些研究議

題。  

 

     

一、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的基本立論  

 

    Giddens 認為結構化理論，始於這樣的前提：成為人，就是指：總是

依據某種描述去確知自身當下的行為及其原因。只有在我們對已經歷過

的經驗，給予話語層次上的關注時，所謂的行為方得以構成。而結構化

理論研究的主要領域，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

會總體的存在，而是在時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踐（Giddens 

1984）。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述，不僅是個人對周遭環境的一種領悟，也是

個人對於自我認同的反應機制，由於語言的內在公共性，以及人類認知

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徵（反映在自我認同的相互參照性上），更成為社

會群體生活結構性特徵的基本內涵。  

    人類行動者對自己在日常活動中的所作所為，具有一定的知識，脫

離了這些知識，並沒有甚麼獨立存在的結構。在一定的描述說明之下，

人類行動者總能以話語意識的形式，瞭解自身的所作所為。日常生活的

自我表述，在詮釋學的意義上，根植於觀察者投入或領會某種生活型態

的能力，精確地表述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或互動特徵，蘊含著意義、規範

性、以及權力等要素相互交織的內容。語言的使用在於根據一套內在的

規則運作，而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實踐活動中，字語（或符號）與客體（或

事實）的關係，不是純粹的對應關係，也是相互蘊含著某種社會的生活

型態（Giddens 1984）。  

    從最初的書寫經驗開始，由媒體所傳遞的經驗，已長久地影響自我

認同與社會關係的基本組織。在現代性的後傳統秩序中，以及新型媒體

所傳遞的經驗背景下，自我認同成了一種反思性地組織起來的活動。自

我認同並不是個體所擁有的特質，或一組特質的組合，而是個人依據其

個人經歷所形成的，做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自我認同是在個體的反思

活動中被慣例性地創造和維繫的某種東西。支撐自我認同的話語特徵正

是主我 /賓我 /你（或其對應物）的語言分化。主我賓我（以及主我 /賓我 /

你）的關係是內在於語言中的，而不是個體的非社會部份與社會自我之

間的聯結，主我是個語言轉換器，可以從詞語之間的網路中獲得意義，

而藉此意義網路，主體的話語系統得以形成（Giddens 1991）。  

    個人的自我認同不是在行為之中發現的（儘管行為很重要），也不是

在他人的反應之中發現的，而是在保持特定敘述進程之中被開拓出來

的。擁有合理穩定自我認同感的個人，會感受到能反思性地掌握其個人

經歷的連續性，並且能在某種意義上與他人溝通。一個人要在日常世界

中與他人保持有規則的互動，那麼其個人經歷就不能全然是虛構或隱蔽

的，這歷程表現為持續地吸納發生在外部世界中的事件，納入關涉自我

的、正在進行著的故事之中。做為真實自我的個人完整性，來自於在自



我發展的敘事裡對生活經驗的整合，這基本上是一種個人信仰體系的創

建（Giddens 1991）。  

    人類行動者的認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徵，是社會實踐循環安排

過程中，最潛在的前提要素，反思性根植於人們展現、並期待他人也如

此展現，並且對行動持續監控的過程。人類行動者不僅能在日常行為的

常規狀態下，監控自己與他人的活動，也有能力在話語意識層面上，對

這種監控過程本身進行監控（Giddens 1984）。  

    由於今天社會生活的開放性，由於行動場景的多元化以及權威的多

樣性，在建構自我認同和日常活動時，生活型態的選擇就愈加顯得重要，

反思性組織起來的生活規畫，成了自我認同結構化的核心特徵。  

 

 

二、結構化理論的生活型態定義 

    生活型態可以界定為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投入的實踐集合體，這

種種實踐，不僅實現了功利主義的需要，而且也為自我認同的特定敘事，

賦予了物質形式（Giddens 1991）。在現代性社會中，由於個人的自由選

擇逐漸滲透到各種傳統規範的領域，日常生活的自我表述也更加的多元

化，也強化了生活型態的重要性。  

    生活型態這個術語，並不適用於傳統文化，因為它隱含在多種可能

選擇中的選擇，而且是被採用的，而不是被傳承的。生活型態的觀念常

常被認為特別可運用在消費領域，因為工作領域的確受到經濟的強制主

宰，與其他非工作的場合相對來說，行為風格較少臣服於個體的控制。

但是我們不能假設，生活型態僅僅與工作之外的活動相關，在極度複雜

的現代勞動分工中，工作選擇與工作環境也逐漸成為形塑生活型態定向

的基本因素（Giddens 1991）。  

    身體不僅僅是個人擁有的物質實體，也是一個行動系統、一種實踐

模式，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身體的實際參與，是維持自我認同連貫性

的基本途徑。在高度現代性的環境中，無論是身體外貌、還是行為舉止，



都不再做為給定物而被組織，身體成為現代反思性的一部份，直接參與

了建構自我認同的規範內容。在對可資利用的食物進行多元選擇時，有

關身體的刻意養成，都是在塑造與自我認同有關的獨特生活型態（Giddens 

1991）。  

    選擇的多元性也與社會生活親密關係的轉型有著直接的聯結，影響

著個人與社會中他人的純粹關係，在高度現代性的境況下，純粹關係（主

要存在於性、婚姻與朋友的領域中）在自我反思（與自我認同）中，逐

漸對於生活型態有著根本的重要性（Giddens 1991）。  

 

 

三、生活型態與個人生活安全感的關係 

    生活型態包含一組習慣和傾向，具有某種統一性，這種統一性以許

多有秩序的形式與種種選擇相互聯繫，對本體安全感的持續有相當的重

要性（Giddens 1991）。日常生活的自我表述，透過自我認同的機制，反

映了個人對於生活環境的一種信任感，這種信任感的建立來自於個體早

期生活的境況，展現在日常生活慣例的實踐意識上，用以克服個體在生

存狀態下，普遍面臨的存在性焦慮。  

    焦慮、信任與社會生活的日常慣例有著緊密聯結的關係。焦慮是個

體情感的一種一般化狀態，是瀰漫的、自由漂浮的、缺乏特定對象物的，

能依附於任何對原初刺激所做出的反應情境裡，所有個體都在種種形式

的慣例基礎上，發展某種本體安全的框架，習慣與例行化的保持，是反

抗焦慮威脅的關鍵堡壘（Giddens 1991）。  

    在情感以及某種程度的認知意義上，紮根於現實存在中的信任，是

在嬰兒的早期經驗中獲得的。新生兒匯集著眾多衝動，生存在一個陌生

異己的環境中，母親的活動提供了關懷與保護，啟動了新生兒先天具備

的自身均衡的調適機制。母親的不在場並不意謂著遺棄，這種感覺的原

初生成，促成了時空在心理上的束集，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信任。母親

同時具備了外在的可預見性以及內在確定性，這使得嬰兒在母親不在場

時，不至於產生過分的焦慮或狂噪。可預見性、連續性、以及同一性，



這些都提供了某種基本的自我認同感。所謂的基本信任構成了原初的關

聯，在這種關聯中，朝向他人、客體世界與自我認同交相複合的情感認

知定向得以顯現。基本信任是建立自我認同精緻化的基礎，也是與他人

和客體認同精緻化的條件（Giddens 1991）。  

    以實踐意識為基礎的例行化概念，是結構化理論的關鍵所在，個人

行動者在沿著日常生活路徑前進的同時，保持著自我認同（與人格）的

連續性，而社會制度就在這種持續的再生產中，體現出自身的本質。生

活型態是一種例行化的實踐，這類生活慣例會融入到衣食習慣、行動方

式、以及與他人互動而設計的環境等等生活場域中（Giddens 1984）。  

    實踐意識，以及由實踐意識再生產出來的日常生活慣例，不僅蘊含

著社會的穩定性，而且在生活的環境中，扮演著建構性的角色，因此也

有助於個體涵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焦慮。實踐意識是本體安全感

在認知與情感上的依託，而本體安全感是所有文化中，大部份人類活動

的特點。  

 

 

四、生活片段之間的內在聯繫性機制  

    日常生活中的選擇與活動，對個體而言經常是分割的，這些生活片

段在通過超越時空特異形式的行為選擇，能內在緊密的聯繫在一起。時

空分離、抽離化、以及制度的反思性，是現代性社會生活片段之間內在

聯繫的主要機制，也是形成全球化生活場景的基本要素（Giddens 1991）。 

    時空的重組加之抽離化機制的拓展（一種將社會關係從特定場所的

控制中解脫出來，並通過寬廣的時空距離，而加以重新組合的機制），這

一深刻過程是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徵。時空分離（跨越廣闊時間與空

間領域的社會關係，為協調不同場合的社會活動，提供了時空重組的堅

實基礎）、抽離化機制（由象徵性標誌與專家系統所組成的社會抽象體

系，使得社會生活的互動，脫離了場所的特殊性）、以及制度的反思性（定

期地把知識應用在社會生活的情境上，並使之成為制度組織與轉型的一

種建構要素）等三個要素，是現代社會生活所具有的獨特動力（Giddens 



1991）。  

    現代社會中主導的媒體類型與時空轉型之間的聯結，深刻地影響了

人類經驗的傳遞性質，拼貼效應、以及遠距離事件侵入日常生活的意識

中，是現代性條件下，經驗傳遞性的二個基本特徵。由高度現代性所導

入廣闊的時空延伸層面，導致自我與社會首次在全球性的背景下交互聯

結，使得在場與不在場糾纏在一起，讓遠距離的社會事件與地方性的場

景交織在一起（Giddens 1991）。  

    在全球化的場景中，抽象體系不僅包含在現代社會的制度秩序中，

也包含在自我形塑以及自我認同連續體的維持中，探索與建構自我的演

變，是聯結個人改變與社會變遷反思過程的一部份。自我認同形成了跨

越現代性不同制度情境的軌道，有關日常生活片段（如食、衣、行、樂

等瑣事）的決策與行為，都必須在自我認同的暫時呈現中得到解釋。  

 

 

五、社會生活的再生產機制 

    現代社會生活中，自我認同的內在參照系統，是社會生活型態再生

產的重要機制。社會系統的自我參照性，基本上是指在社會系統遭遇的

各個行動者之間溝通過程的相互參照，從而保障行動者在社會系統與複

雜環境的影響下，保持自我生產與創造的能力，維護與其他行動者之間

溝通協調的可能性，並得以在環境複雜性與雙重偶然性的相互關係中，

進行多種可能的連結與調整。也就是說，社會系統的自我參照性，關係

到系統內溝通的持續性與可能性，關係到系統內意義關係網絡的建構與

更新，也關係到系統本身的分化與演化。自我參照是系統試圖簡化同環

境關係的某種努力，是系統複雜性的簡單化過程，也是系統合理選擇存

在可能性的過程（轉引自  高宣揚  2002 魯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  

    由人類行動所產生的各類系統，為了確立系統本身的獨立性與穩定

性，首先必須同周遭環境的比較參照進行區分，一方面同系統自身以往

的歷史經驗相參照，另一方面又同系統自身未來可能產生的潛在方向相

參照。Luhmann (1990）認為當行動者在某一社會系統中進行自我參照時，



所要參照的各種雙重偶然性經驗之間，必須具備可連結性的特點，這是

行動者簡化環境複雜性、以及合理選擇行動的必要條件。當環境不斷的

變化、系統自身各種可能性的多元化、以及行動者在溝通過程所使用的

符號體系更為靈活時，自我參照過程所必須進行的可連結性，也會變得

更加的複雜與難以確定。  

    Giddens (1991）認為生活歷程遠離傳統世代交替的生命週期、生活

歷程與地點的外在性分離、生活歷程越來越脫離與其他群體之間固有的

外在聯繫性、以及生活歷程圍繞在開放的經驗門檻，成為結構性而脫離

儀式化的階段等社會因素，導致現代性社會系統內在參照性的發展，而

現代社會系統內在參照性的發展根源，則始於自我的反思。隨著自我認

同的變動，社會生活本身也成為內在參照性了。  

    經驗的存封（透過現代性抽象系統的制度化，將瘋癲、犯罪、疾病、

死亡、性、以及自然等現象，隔離在日常生活的戒律之外），此一現象與

社會生活、自我的內在參照特徵有著直接的聯結，這些過程的關鍵之處

在於：以一種世俗的方式，將道德規範的觀念融入到日常生活裡。隨著

現代性的成熟，抽象體系在協調日常生活各種各樣的聯繫中，越來越起

著廣泛的作用，自我認同也越變得具有內在參照性（Giddens 1991）。  

 

 

六、社會生活的結構性特徵 

    穩定的生活型態構面，體現著該社會生活的結構性特徵，是該社會

一種制度化的實踐。慣例（依習慣而為任何事情）是日常社會活動的一

項基本要素，“日常”這個詞所涵括的，是社會生活經由時空延展所具有的

例行化特徵，各種日復一日以相同方式進行，體現出單調重複的特點，

正是社會生活再生產特徵的實質根基。所有的社會系統，無論其體系多

麼宏大，都會反映在日常社會生活的慣例上，扮演著個人身體物質性與

感覺認知性的仲介，而這些慣例反過來也體現著該社會系統（Giddens 

1984）。  

    結構化理論中的結構，指的是社會再生產過程裡反覆涉及到的規則



與資源，結構的特性並不是在場的某種模式化，而是在場與不在場的相

互交織，可以從表面現象中推斷出的潛在符碼。結構同時具有制約性與

使動性，此一結構二重性原理是結構化理念的關鍵，社會系統的結構特

徵對於由行動人群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行動人群的仲介，也是行

動人群所產生的結果，也就是說，結構做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

社會實踐中，內在於人的活動裡。行動者在互動系統再生產中，利用了

結構化模態，並藉助同樣的模態反覆構成著系統的結構性特徵（Giddens 

1984）。  

    在社會研究裡，結構指的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時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

結構化特性，正是這些特性，使得千差萬別的時空跨度中，存在著相當

類似的社會實踐。在社會總體的再生產中，包含的最根深蒂固的結構性

特徵，稱之為結構性原則，在這些總體中，時空延伸程度最大的那些實

踐活動，則可以稱之為制度，制度是社會生活中較持久的特性，它們構

成了時空向度上的緊密性，而所謂制度化的實踐，就是在時空之中最深

入積澱下來的那些實踐活動（Giddens 1984）。  

    相對於個體行動者而言，社會系統的所有結構性特徵都具有類似的

客觀性，這些特徵在多大程度上構成制約性，取決於任一行動序列或互

動過程的具體情境與實質內涵。制約的內涵與個人的行動在具體情境所

產生的使動性特徵一樣，都具有歷史的可變性，所謂可變，不僅取決於

活動的物質環境與制度背景，還取決於行動者對這些環境背景所擁有的

認知能力的具體形式（Giddens 1984）。  

 

 

七、小  結  

關於生活型態的定義，就像現代社會生活所涵納的領域一樣，充滿

著多元化的發展，有的從系統、次文化的觀點來加以定義，有的從個人

或社會資源配置的觀點來加以定義，有的從價值觀與人格特質來加以定

義，有的則從社會期望與社會互動的觀點來加以定義。生活型態結構化

理論的主要特點在於，可以直接從量表的形式內涵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



述 )來定義生活型態的內涵，生活型態可以界定為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

投入的實踐集合體，這種種實踐，不僅實現了功利主義的需要，而且也

為自我認同的特定敘事，賦予了物質形式（Giddens 1991）。  

    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的另一個特點是，以社會日常生活中，自我認

同的內在參照性來建構與描述社會生活的結構性特徵，這樣的理論觀點

不僅可以搭建個人自由選擇能動性與群體生活約制性之間的互動橋樑，

更能夠在“以自我認同的共變關係來定義社會生活內在參照性”的強式前

提下，建立量表數量分析的基礎。  

    社會生活  的內在參照性會影響日常生活中自我認同的共變關係，

進而影響量表的效率，而特定詞彙在日常溝通與表意系統的差異，是影

響不同群體內在參照性有所差異的主要原因。例如百貨公司 (提供的服務

型態、象徵的意義、活動空間與地理位置等 ) 、流行 (流行資訊的來源、

象徵流行的事物、與流行關聯的意義等 ) 、休閒活動 (休閒活動的型態、

地點與參與的人等 ) ，對於員林鎮與臺北市的居民來說，有著許多不同的

內在參照性，對於臺北市民來說，日常生活溝通表意中的百貨公司，所

指的是新光三越、SOGO 等大型百貨公司，有許多知名品牌的專櫃，寬敞

舒適的空間，精心佈置的櫥窗，是休閒、逛街、購物、獲取流行資訊與

事物的地方。相對於員林鎮的市民來說，即使大多數人曾經看到或聽過

新光三越、SOGO 等大型百貨公司，也有許多人可能偶而到過台中同類型

的百貨公司 (就好像許多臺北市民曾經去過東京、紐約或巴黎等地更大規

模的百貨公司 )，但是對於員林鎮民來說，日常溝通中的百貨公司指的是

有二三十年歷史的中大百貨公司，一個銷售日常百貨 (化妝、清潔用品、

一般服飾等商品 )，沒有知名品牌的專櫃，沒有寬敞舒適的空間，沒有精

心佈置的櫥窗，也不是獲取流行資訊與事物的地方。對一般員林鎮民在

百貨公司相關的日常生活自我表述中，與休閒、逛街、獲取流行資訊的

內在參照性，與臺北市民是有所差異的，而這些不同的內在參照性，會

形成日常生活自我表述與認同之間不同的共變結構，進而影響到生活型

態的量表效率。  

    也就是說，客觀的物質條件會影響日常生活中自我表述的內涵，而

日常生活中溝通與表意系統的差異，會逐漸形塑不同群體的社會生活內



在參照性，形成不同的結構性特徵，而結構性特徵的強弱則會影響到生

活型態的量表效率。  

在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的觀點下，社會次群體的劃分，並不在以單

一變項 (例如所得、性別、年齡等 )來區別或者眾多變項間的空間距離 (集

群分析 )來區分，而是以整體變項的共變關係 (也就是社會生活的內在參照

性的程度 )來加以定義，當特定社會中存在許多不同的社會次群體 (存在許

多有差異性的社會生活內在參照系統 )時，這些次群體所形成的結構性特

徵，必然會比整體社會的結構性特徵來的高，也就是說，不同的次群體

在認知、溝通的表意系統中，存在著許多差異性，這樣的次群體定義，

可以為產品定位與行銷傳播策略提供一些有效的參考依據。  

對於網際網路的使用，從結構化理論的觀點來看，並不在網際網路

所提供的功能與運用範圍，而在於網際網路使用者是否會形成 (與非使用

者 )不同的內在參照性，如何形成不同的結構性特徵。產品或產品類對於

個人 (自我 )的攸關性 (或者重要性)，是區分產品涉入程度的一般定義，從

結構化理論的觀點來看，整體社會對於產品或產品類的自我涉入程度，

則可以從該產品類在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結構性特徵 (自我認同的內在參

照性程度 )來加以定義，這樣的觀點可以進一步探討該產品類在社會生活

中，符碼 (象徵性意義 )體系的演變，這些都是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值得進

一步探討的議題。  

 

 



第二節、後設統合分析的文獻探討 

 

    Meta-analysis 是運用以往的實證研究結果，綜合說明研究結果之間

的關係，並進一步檢測理論解釋，使一系列統計運算的技術以及普遍性

概念法則得以具體化的一種研究整合方法（ Judd, Smith and Kidder 

1991）。就中文轉譯而言，Meta-analysis 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領域裡，

一般轉譯成後設分析（齊力 1999；黃銘純  2000 等），在心理學界也有人

轉譯為統合分析（範德鑫  1993；莊耀嘉與楊國樞  1993；吳毓瑩 1996 等），

在本論文裡則轉譯為後設統合分析。本章節就後設統合分析的一般概

念、在行銷領域的相關研究、以及運用後設統合分析形式從事的研究，

進行相關的文獻探討。  

 

一、後設統合分析的一般概念  

    後設統合分析並不是初始的研究，而是一種客觀、可重複性來整合

他人實證研究的方法，對於以相關實證研究結果為基礎，來進行一般化

的決策而言，是相當適切的分析方法，可以將許多複雜、難解的資訊，

提供一些底線的答案，不論對於企業人士、政府官員、或者需要單純答

案的研究者而言，都有其重要性。  

    在綜合摘要研究結果的程式上，傳統敘述性的文獻回顧法（參與者

被指示按照任何正常程式來做文獻檢閱的工作）比後設統合分析法（參

與者被要求記錄每一研究的顯著水準，並且被詳盡指導如何組合顯著水

準，以得到全部研究的總顯著檢定），更容易犯型 II 誤差 ( Type II error)，

也就是說，比較容易產生未拒絕錯誤虛無假設的情形（ Cooper and 

Rosenthal 1980）。更有系統、更窮盡、更量化，是後設統合分析超越傳統

文獻檢閱程式的主要因素，這些特性，使得後設統合分析能夠引導出較

徹底、較精密、與較客觀的摘要陳述。  



 

    後設統合分析的發展可以說是，在於克服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累積困

難以及效果微小的問題。涉及針對幾個獨立研究結果進行統計運算分析

的技術，可以追溯到 Fisher (1932)、Pearson (1933)等人，直到 1976 年 Glass

將此類研究技術冠稱為 Meta-analysis 後，一直被沿用至今。據 Lamb and 

Whitla (1983)的分析顯示，在 1976 年到 1982 年之間，後設統合分析的出

版數量明顯的呈現線性遞增的情形（ r=0.85），從 1976 年的 6 篇，增加到

1982 年的 120 篇，此後，後設統合分析的觀念與程式的應用持續快速的

成長  (Hunter and Schmidt,1990)。  

    後設統合分析程式的應用，大致有以下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在於

從一組研究中摘要兩變項間的總體關係；第二種類型比較不在意兩變項

間的總體關係，而是要確定兩變項關係強度變動所關聯的因素為何，也

就是作為調節變項 (Moderator variables)的因素，會導致兩變項間的關係如

何變動；第三種類型則不檢測各研究內所見的任何關係，而是以每個研

究所提供的集群性或平均水準資料，以其他相關的研究特性來檢定假

設，或者提示日後特定研究中可進一步檢驗的假設  ( Rosenthal 1991)。  

    效果大小（Effect Size）與後設統合分析有直接的關聯性，效果大小

指的是“二變項的關係在母群中發生的程度”，或者可以說是“虛無假設（二

變項毫無關係、或 X 變項不會影響 Y 變項）不成立的程度”，不論在確定

兩變項間的總體關係，或者探討調節變項對於兩變項關係的影響，效果

大小都是量化檢驗的核心指標。效果大小指標大致可以分為積差相關 (r)

及其有關的函數、標準化平均差、比例間差異、以及可解釋變異量等四

大類型，而四大類效果大小指標之間，可以進行相當程度的組合與轉換

（Rosenthal 1991；Fern and Monroe 1996）。  

    Fern and Monroe（1996）認為在相關性（使用積差相關或變異量統

計分析）的研究中，研究者的理論觀點、研究目的、樣本同質與異質性、

量表所使用的測量尺度、量表內容所涵蓋的範圍、以及量表的信度等因

素，都可能會影響到研究結果呈現效果大小的程度；而在實驗性質研究



中，實驗處理水準的信度、依變項與自變項的數目與差距範圍、研究設

計的類型（實驗室研究或實地研究）、樣本同質性、研究導向（應用性質

的研究或理論檢驗的研究）等因素，也可能會影響到不同研究結果中，

變項之間效果大小的程度。  

    抽樣偏誤（所擷取到研究結果，不能代表有被進行過的研究母群

體）、研究方法與品質的異質性、估計效果大小的實際意義等，是後設統

合分析程式存在的一些潛在問題。Bullock and Svyantek (1985) 認為為了

克服這些潛在的問題，後設統合分析應該建立以下一些研究準則：1、以

理論模式為基礎；2、建立明確的資料範疇來進行假設檢驗；3、分析在

資料範疇下所有出版的研究結果；4、不以研究方法、性別、出版品地位

等因素來選擇研究資料；5、建立包含所有研究資料的完整列表；6、使

用嚴格的資料登錄程式；7、提供資料登錄的文件考證；8、使用多位評

定者來進行資料登錄的工作；9、提供所有變項分析結果的報告；10、提

供進行分析所使用的資料集；11、思考研究結果可能存在的其他解釋方

式；12、在對整個範疇進行分析之前，不要做概化的結論；13、完整報

告研究的特性；14、提供研究細節以便未來的重複性檢驗。  

 

 

二、後設統合分析在行銷領域的相關研究 

    在行銷的領域裡，後設統合分析可以提供廣告、價格、擴散、以及

消費者行為等模式裡，主要參數在實證經驗中一般化的依據，運用參數

調整 (Parametric Adjustability)的研究取向，可以提供在特定市場或研究技

術的情境下，更有效的參數估計值 ( Farley, Lehman and Sawyer 1995 )。  

    Assmus, Farley and Lehman (1984) 以 128 個關於廣告與銷售量的經

濟計量資料，進行後設統合分析，發現不同的計量模式、估計方式、測

量方式、產品類型、以及實驗設計等因素，是短期廣告需求彈性的主要

變異來源。Tellis (1988) 則以涵蓋 220 個不同品牌與市場的 367 項價格彈



性，進行後設統合分析，發現價格對於銷售需求的彈性呈現顯著的負向

關係，而其效果大小的絕對值是廣告需求彈性的八倍（相較於 Assmus, 

Farley and Lehman 1984 年的研究結果），而不同的品牌生命週期、產品類

別、國家特性、以及估計方式等，是影響價格需求彈性大小的主要因素。 

    Akshay and Monroe (1989) 探討價格、品牌名稱、以及商店名稱對於

產品品質知覺效果的影響，以 36 個實證研究中，85 個關於價格、品牌名

稱、以及商店名稱對於產品品牌知覺的效果大小指數，進行後設統合分

析，分析顯示，對於消費品而言，價格對於品牌知覺、以及品牌名稱對

於品質知覺，存在顯著的正向效果關係，而商店名稱對於品質知覺則呈

現微小、不顯著的正向效果，此外，實驗設計的類型與價格操弄的強度，

都會顯著地影響價格對於品質知覺效果呈現的程度。 Szymanski and 

Henard (2001) 則以顧客滿意度為後設統合分析的核心，從各類型關於顧

客滿意度的學術研究，綜合歸納影響顧客滿意度的前因、後果，研究顯

示公平性與不認可程度對於顧客滿意度，有顯著高於平均值的效果，而

測量方式與研究方法等特性，是顧客滿意度與其前因、後果關係強度的

主要調節變項。  

    Grewal, Kavanoor, Fern, Costley, and Barnes (1997) 綜合 1975~1996

年間關於比較性廣告效果的實證研究，探討比較性廣告與非比較性廣告

對於認知、情感、以及行為等向度上的廣告效果，以 77 個（比較性廣告

相對於非比較性廣告效果）的實證研究結果，進行後設統合分析，研究

顯示，比較性廣告（相對於非比較性廣告）會產生更多的注意、更廣泛

的資訊與品牌覺知、更深入的資訊處理水準、更偏好發起者品牌的態度、

以及較能引發購買意圖與購買行為等效果，而發起者的市場地位、可信

度、資訊內容、以及依變項的測量方式，是比較性廣告對於廣告認知、

品牌態度、以及購買意圖等效果大小的調節變項。  

    此外，對於銷售人員滿意度（Brown and Peterson 1993）、來源國效

應（Peterson and Jolibert 1995）、先進入者優勢（VanderWerf and Mahon 

1997）等主題，也都有以後設統合分析方法進行的相關研究。  

 



 

三、其他類型的後設統合分析相關研究 

    除了針對特定主題變項間的效果大小、以及相關調節變項的研究之

外，研究設計本身所產生的效果，也是行銷相關領域運用後設統合分析，

進行相關研究的一種類型，這類分析研究可以歸屬於 Rosenthal (1991) 所

謂的第三類型的後設統合分析。  

    Churchill and Paul (1984) 以評定量表的信度為依變項，運用後設統

合分析探討樣本特性、測量特性、以及量表發展程式等研究設計變項，

對於量表信度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顯示測量形式的特性是影響量表信

度的主要因素，而樣本特性與量表發展程式對於量表信度的影響，則沒

有顯著性的效果。Paul and Churchill (1986) 進一步探討抽樣特性、測量特

性、以及量表發展程式等研究設計變項，對於評定量表心理計量相關特

性（信度、聚合效度、區辦效度、類別效度等性質）的影響效果，以 162

篇行銷研究的量表實證資料進行後設統合分析，研究顯示，量表的信度

與效度幾乎都在研究者控制的範圍內，而與抽樣特性、測量特性、以及

量表發展程式沒有顯著的關係，這樣的研究結果反映，研究者可能太重

視實證信度與效度的估計值，而忽略了測量品質中一些非實證性的判斷。 

    Peterson, Albaum and Beltramini (1985) 針對消費者行為相關研究本

身的實驗效果，以ω 2 （實驗操弄變項對於反應變項的可解釋變異量  / 實

驗反應變項的總變異量）做為實驗效果的指標，對 118 個實驗研究中產

生的 1036 個實驗效果，進行後設統合分析，研究顯示，在消費者行為相

關研究的實驗效果，實驗所操弄變項對於反應變項的可解釋變異量，平

均約有 11%的實驗效果，而效果類型（主效果與交互作用效果）、實驗類

型（實驗室與實地研究）、反應變項的類型（行為與其他反應變項）、受

試者類型（大學生與非大學生）、以及一些變項的交互作用等，都是導致

實驗效果大小的因素。  

 



 

    此外，郵寄調查的回收反應率，也是第三類型後設統合分析的研究

主題，Fox, Crask and Kim (1989) 以後設統合分析的形式探討是否事先寫

信預告郵寄調查、是否有以明信片進行追蹤調查、是否持續提供回郵信

封、是否以學校名義做為研究機構、調查問卷的顏色、是否提供金錢誘

因等六個因素，對於郵寄調查回收反應率的影響，研究顯示，事前聯繫、

事後追蹤、再一次提供回郵信封會增加郵寄調查的回收率，以學校名義

為研究發起機構有較大的回收率，而提高金錢誘因的數量則可能產生遞

減的邊際效應。  

 

 

四、小  結  

    後設統合分析以變項間各類的效果大小指標，來整合相關的實證研

究結果，變項間的關係主要源自於理論內涵的推導，在行銷管理的領域

裡，價格 -需求彈性、廣告 -銷售彈性、品質知覺、比較性廣告效果、顧客

滿意度、銷售人員滿意度、來源國效應等等理論議題，都是運用後設統

合分析來進行相關研究的主題。由於不同實證研究之間所使用的方法存

在許多差異性，因此實證研究本身的特性（例如計量模式、估計方式、

測量形式、實驗設計的類型與變項操弄方式等等研究特性），也經常成為

變項間效果大小的調節變項。  

    針對實證研究本身的效果所進行的後設統合分析，更是以研究特性

上的差異如何影響實證研究所呈現的效果，來建構相關的理論內涵。在

量表相關的後設統合分析中，這些影響實證研究效果的特性，包括了研

究目的、樣本與抽樣特性、量表內容所涵蓋的範圍、量表發展的程式、

以及量表所使用的測量尺度等等。  

 



第三節、影響生活型態量表效率的相關假說 

 

一、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是利用變項之間的共變或相關程度，進

行資料精簡與摘要描述的一種數量分析技術，主要的功能在於探尋或者

檢 測 一 些 潛 藏 在 觀 察 資 料 變 數 中 的 構 念 (Constructs) 與 構 面

(Dimensions)。從一群觀察變項，萃取出（少於觀察變項數）一些涵蓋觀

察變項、尚無名確定義的因素構面，讓這些因素構面盡可能地呈現出觀

察變項之間的共同性，一般稱為探索性的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而用來檢測觀察資料間特定結構的假設，一般稱為驗證性的因

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林清山 1993；楊浩二 1995；黃俊

英 1996）。  

    一般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目的，是希望能夠以較少的構面來表示

原有的資料結構，而又能保存原有資料結構所提供的大部份變項之間相

互關係的資訊。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萃取因素構面的準則，約有六種

常見的方法（林清山 1993），而取特徵量大於一的原則（Kaiser 1960），

是最常被採用的準則，一般統計軟體也以此準則做為因素萃取的預設

值。就資料共變關係的結構來看，每個變項的特徵量等於一，取特徵量

大於一因素，捨去特徵量小於一的因素，是呈現變項之間共變關係的有

效依據，而有效因素（特徵量大於一的因素構面）的總解釋變異量（有

效因素特徵量的總和除以變項的總特徵量），則代表著所萃取變項之間共

變關係的效率指標。  

    歷年生活型態量表研究大多以探索性的因素分析，取特徵量大於一

的因素來進行後續的比較分析，有效因素總解釋變異量顯示著生活型態

量表整體變異量在後續比較分析中，被實際運用的比率，因此也代表著

歷年生活型態研究的實際量表效率。  

 



 

    就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的內涵來看，生活型態量表中的每一個題項

（以『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動、興趣、或意見的語句來表述），呈現了

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片段描述。受訪者對於每一個生活片段的自我

認同度（以量表李克等級尺度來衡量），反映著個人對於生活片段的一種

習慣或傾向。特定社會中，不同個體在許多生活片段內在聯繫上的一致

性傾向，反映著該社會生活，自我認同的內在參照系統，而自我認同的

內在參照體系，則呈現了該特定社會的一種生活結構性特徵。  

    每一個生活片段，體現了個人在社會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慣或傾

向，也存在著某種程度個人自由隨意選擇的結果（也就是脫離社會生活

中自我認同的參照系統範圍，背離了生活片段內在聯繫的一致性傾向），

當萃取的因素構面特徵量小於一（可以解釋的變異量小於單一生活片段

平均可解釋的變異量）時，表示此一因素構面並無法顯現生活片段間內

在聯繫的一致性傾向，也可以說，此一因素構面是偏向獨特而背離社會

生活內在參照性的因數。而每一個有效因素構面（特徵量大於一），基本

上都隱藏著該社會生活中，某種程度的內在參照性。  

    當生活型態研究所使用的量表題項組合，越能反映該一社會生活中

的結構性特徵時，生活片段題項之間的內在聯繫性會越強，而運用因素

分析所得的有效因素總解釋變異量也會越大。就量表測量的效率來說，

量表題項組合越能反映社會生活的結構性特徵（社會生活內在參照性越

強的結構成份），則顯示該量表題項組合的測量效率越高。  

    本論文以自我認同來做為日常生活自我表述的衡量依據，以日常生

活中自我認同的共變關係，來定義現代社會生活的內在參照性，以自我

認同的群體內在參照性來描述社會生活的結構性特徵，然後以此生活型

態量表反映社會生活結構性特徵的程度，來做為衡量生活型態量表的效

率指標。在這樣的前提下，來統合分析歷年生活型態研究的量表效率。  

    以下就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以及相關文獻的內涵，論述生活型態的

研究特性（量表題數、量表類型、樣本與抽樣特性）與量表效率（有效

因素總解釋變異量）之間的關係命題。  



 

二、生活型態量表題數與量表效率的關係 

    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在於反映社會生活自我認同的內在參照性，量

表中自我表述的語句如果越能反映社會自我認同的內在參照特徵，則生

活型態量表的效率也會越高，也就是說，量表的題項內容本身會是影響

生活型態量表效率的主要因素。在量表設計上，一般認為量表題數太多

會使得量表填答者因為疲乏而產生反應偏差，影響到整體的量表效率，

如果量表題數太少，無法充分反映所要衡量的構念，也可能無法達到量

表的最大效率。因此對於比較複雜多元的構念，需要利用很多題項內容

來衡量時，量表的效率可能會隨著題數的增加而增加，在達到某個高峰

後，則會逐漸降低。  

    就生活型態量表的內容與編制來說，日常生活的自我表述語句基本

上是多元而無限的，而生活型態量表是有限生活片段自我陳述語句的組

合，假設做為該社會成員的一份子，都可以領會到所處社會中，許多生

活片段之間的內在聯繫性，而且都具備日常語言表述的基本能力。當研

究者以對所處社會生活的領會（這種領會來自於與社會他人日常生活的

表意與溝通，也會自然地影響研究者對於特定社會群體生活片段的選

取），掘取可以突顯與日常生活自我認同的生活片段，來編制生活型態量

表題項內容時，必然會先選取研究者認為具有社會內在參照性的生活片

段，然後再選取較獨特或新穎的生活片段，來編製生活型態量表的題項

內容。在這種量表編制的過程下，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將會隨著題數逐

漸增加，在達到相當題項內容之後則會逐漸減少。在生活型態量表效率

反映著社會生活內在參照性的前提下，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  

研究假設一：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是量表題數倒 U 型的二項式函數，量

表效率隨著題數的增加而增加，然後逐漸減少。  

 

 



三、生活型態量表類型與量表效率的關係 

    在生活型態量表研究中，經常將量表區分成特殊型生活型態與一般

型生活型態，特殊型生活型態量表以參與某一特定產品或活動的生活片

段表述為主，一般型生活型態量表內容中，則涵蓋較為廣泛的日常生活

片段表述。歷年台灣以特殊型生活型態量表進行研究的產品或活動，包

括休閒活動、服飾、旅遊、藝術活動（音樂、表演藝術、畫等）、家電用

品（電視、冷氣機、電腦、洗碗機等）、化妝保養品（香水、洗髮精、洗

面皂等）、投資理財、逛街購物、信用卡、香菸、咖啡、汽車、速食店等，

特殊型量表的一個特徵是，該特定產品或活動的詞彙會不斷出現在量表

題項內容中。一般型量表與特殊型量表的相對題型對比如下：  

表 2-1：一般型量表與特殊型量表題型的相對比較表  

一般型生活型態量表  特殊型生活型態量表  

我常逛街來獲得流行的資訊  我常逛街來獲得流行服飾的資訊  

為了購買價格合理的東西，我經常貨比

三家  

為了購買價格合理的衣服，我經常貨比

三家  

買東西時，我會參考店員的意見  買衣服時，我會參考店員的意見  

買東西時，我會先注意到價格  買衣服時，我會先注意到價格  

對我而言，流行比實用重要  對我而言，衣服的流行性比舒適性重要  

我很在意親友對我購買新產品的評價  我很在意親友對我新衣服的評價  

使用名牌產品，可以表現自己的身份地

位  

穿名牌衣服，可以表現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經常閱讀有關流行事物的報導  我經常閱讀有關流行服飾的報導  

    一般而言，特殊型生活型態量表，題項內容大多與產品購買行為、

使用情境、價格、他人的意見、流行、自我表現等內容有關，而一般型

生活型態量表的題項內容則涵蓋更多層面的內容，在歷年研究中，並沒

有出現同時以二種以上特定產品來編制特殊型的量表，然後同時進行調

查與分析的情形，不過有些研究則將特定產品量表與一般型量表的題項

內容混合，同時進行調查分析。Stuart (1978) 針對一般生活型態區隔與特

殊生活型態區隔進行比較分析，不過尚未發現針對二種不同型態量表效

率的比較分析。  



 

    一般型生活型態量表題項內容所涵蓋的領域，比特殊型量表來得廣

泛，可能形成的結構性特徵也會比較多，個人對於許多產品或活動的行

為傾向，會逐漸形成個人日常生活的慣例化行為，這種慣例化的傾向會

突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認同，因此會有較為一致的內在參照性。

由於本研究並無法事先區分，歷年特殊型生活型態量表中特定產品或活

動的自我涉入程度，因此僅以標的詞域（特定產品或活動名稱）在量表

題項中出現的頻率，將生活型態量表劃分為一般型、混合型、與特殊型

量表三種類型。在生活型態量表效率在於反映社會生活的結構性特徵這

個前提下，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二：特殊型生活型態量表的效率，比一般型生活型態量表的效

率低，而混合型量表則介於其中。  

 

 

四、樣本抽樣特性與生活型態量表效率的關係 

    歷年生活型態研究大多以整體樣本萃取出的因素構面，來比較不同

年齡、性別、或者其他不同群體在每一因素構面上（平均值）的差異，

Aaker、Fuse and Reynolds(1982)則以許多因素構面來比較日本人與美國人

在生活型態上的差異，而很少針對不同群體可能形成不同的結構性特徵

來加以探討。本研究嘗試地以社會生活的內在參照性來定義社會群體的

異質性，從社會次群體可能形成不同結構性特徵的觀點，來探討生活型

態量表的效率問題。  

    每一個社會都可能形成許許多多的次文化與次群體，不同的次群體

之間會形成具有相當差異性的社會生活參照系統，也就是說，這些次群

體的特性會反映在許多生活片段內在聯繫性的差異上。不同的世代（年

齡上的差距）、性別、以及居住的地區特性（如都市化的程度）等，都是

影響次群體生活片段內在聯繫性的外在客觀因素，可以從歷年相關研究

的樣本特性，來加以明確的劃分。  



    某些次群體在某一生活結構特徵上，會有較緊密的生活片段內在聯

繫性，某些次群體在該生活結構特徵的生活片段內在聯繫性，相對而言

就比較鬆散。也就是說，在進行生活型態量表研究時，當所使用的樣本

涵蓋越多的社會次群體（或者稱之為樣本群體的異質性越高）時，生活

片段之間的內在聯繫性會相對的比較低（相對於使用某些特定次群體的

樣本），因此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也會相對的比較低。以下是本研究針對

歷年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樣本特性，所提出的一些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三之一：實證研究中使用的樣本年齡差距越大，呈現的生活型態

量表效率越低。  

研究假設三之二：實證研究中使用跨區域的樣本相對於單一區域樣本，呈

現的生活型態量表效率越低。  

研究假設三之三：實證研究中使用混合性別的樣本相對於單一性別樣本，

呈現的生活型態量表效率越低。  

研究假設三之四：實證研究中使用特殊性樣本（以使用特定產品或出入特

定場所為樣本）相對於普遍性樣本，呈現的生活型態量

表效率越高。  

 

    針對特定母群體以相同的抽樣方法，來選取樣本進行調查研究時，

樣本數越大越能代表母群體的特性，在生活型態量表研究中使用越多的

樣本，涵蓋更多異質性次群體的可能性也會越高，在生活型態量表效率

反映群體生活參照程度的前提下，研究所呈現的量表效率也會比較低。  

由於不同抽樣方法所運用的母群體資訊有所不同，例如在系統隨機

抽樣中，掌握了研究所設定的群體名冊，針對特定群體進行抽樣 (選取某

一比例的隨機樣本 ) ，在樣本人數相同的情形下，樣本所涵蓋的異質性次

群體，會比母群體資訊較不充分的抽樣方法 (例如便利抽樣 )來的高，而以

母群體特性的其他資訊 (例如年齡、性別、地區或其他特性 )來選取樣本的

配額抽樣，樣本所涵蓋的異質性次群體，則會介於系統隨機抽樣與便利

抽樣之間。由於特定母群體所涵蓋的次群體異質性固定，因此不同的抽

樣方法，隨著樣本人數的增加，涵蓋更多異質性次群體的可能性也會有



所不同。一般而言，在以母群體名冊為基礎進行系統隨機抽樣的架構下，

如果訪問失敗是隨機的，也就是說，接受調查訪問的有效樣本與不接受

或無法接受調查的樣本之間，異質性的分佈是相同的，那麼隨著樣本數

增加，樣本異質性增加的比率，會比其他的抽樣架構(如便利或配額抽樣 )

來的低，也就是說，運用不同母群體資訊的抽樣架構與樣本數，對於樣

本所涵蓋的群體異質性，有著不同幅度的影響作用，交互影響情形如圖

2-1。在充分的樣本數下，如果訪問失敗是隨機的 (或者對於訪問失敗的樣

本進行持續追蹤的調查 )，那麼在系統隨機抽樣的架構下，樣本所涵蓋的

異質性會相當接近母群體的異質性。  

 

   樣本涵蓋的群體異質性  

母群體異質性   

系統隨機抽樣法   

配額抽樣法   

便利抽樣法   

  

  

                     樣本人數  

圖 2-1：抽樣方法與樣本數對於樣本涵蓋群體異質性的交互影響圖  

 

在生活型態量表效率反映群體生活參照程度的前提下，當樣本涵蓋

的群體異質性越大，  生活型態量表研究所呈現的量表效率會越低，不同

抽樣方法與樣本數對於生活型態量表效率的影響，會呈現如圖 2-2 的情

形。  



 

   生活型態量表效率  

    便利抽樣法   

配額抽樣法   

系統隨機抽樣法   

母群體量表效率   

  

  

  

                     樣本人數  

圖 2-2：抽樣方法與樣本數對於生活型態量表效率的交互影響圖 (1) 

 

樣本群體異質性與量表效率的關係，也呈現了量表內部效度與外部

效度的關係，在同質性越高的樣本群體中，量表的內容編製會有比較高

的內部效度，因此量表的效率也會比較高，當相同的量表使用在異質性

越高的樣本群體時，則會產生量表外部效度越低的情形，導致量表效率

也會越低。量表內部效度與外部效度的權衡關係，就像量表效率與樣本

群體異質性的關係一樣，有著相互消長的相對性。  

如果系統隨機抽樣調查中，訪問失敗不具隨機性 (洪永泰 ,1995)，也

就是說，接受調查訪問的有效樣本與不接受或無法接受調查的樣本之

間，異質性的分佈是不同的，或者說接受調查者與不接受調查者之間，

存在許多不同的內在參照性，那麼在系統隨機抽樣的架構下，樣本所涵

蓋的群體異質性與母群體的異質性將會有較大的差距。如果在便利抽樣

的架構下，由於透過親戚、朋友、或者其他人際關係，可以減少不接受

調查的情形，那麼隨著樣本人數的增加，樣本所涵蓋的異質性有可能會

大於系統隨機抽樣架構下的樣本群體異質性。在這些前提下，抽樣方法

與樣本數對於生活型態量表效率的交互作用情形，有可能如圖 2-3。  



 

   生活型態量表效率  

非隨機抽樣架構   

隨機抽樣架構   

  

母群體量表效率   

  

  

  

                   樣本人數  

圖 2-3：抽樣方法與樣本數對於生活型態量表效率的交互影響圖 (2) 

 

    在以上的推論下，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幾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三之五：研究所使用的樣本數越大，呈現的生活型態量表效率

越低。  

研究假設三之六：運用母群體資訊越多的抽樣方法（系統隨機抽樣相對

於配額抽樣與便利抽樣），呈現的生活型態量表效率越

低。  

研究假設三之七：樣本人數增加導致量表效率降低的情形，會因為抽樣

架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隨機抽樣的架構下，隨著

樣本人數增加，導致生活型態量表效率降低的幅度，

比非隨機抽樣架構，降低的幅度來的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