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在修正部份假說之後，歷年的實證研究結果支援了本論文所建構的

大部份研究假說，整體量表效率迴歸模式的 Adjusted R-square 為 0.179。

以主成份因素所得出的有效因素（特徵量大一）總解釋變異量，做為生

活型態量表效率的指標，雖然可以賦予相當內涵的理論意義、而且可以

貫連歷年大部份實證研究的資料，但是此一量表效率建構在抽象的社會

生活結構性特徵上，並無法明確地賦予各結構性特徵的內容，歷年實證

研究存在非均勻分佈的研究特性，是本論文在驗證研究假說時的主要研

究限制。以下是運用歷年實證資料，檢驗各研究假說之後，所歸納出的

一些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結    論  

 

    本論文以生活型態量表中，對於日常生活自我認同的共變關係，來

定義社會生活的內在參照性，以歷年實證研究中有效因素的總解釋變異

量 (也就是量表效率 )來做為內在參照性的強弱程度，在特定生活領域裡

(例如一般對於食衣住行的劃分，或者家庭生活、休閒生活，或者對於單

一產品或活動如電腦、網路、汽車等所形成的生活領域 )內在參照性越強，

則可以說該生活領域有較強的結構性特徵，當不同的群體在既定生活領

域中，有不同的內在參照性時，則表示不同的群體有著不同的結構性特

徵，如果群體之間的內在參照性相同或類似 (沒有顯著的差異時 )，則表示

群體之間，在既定生活領域中，有著相同或類似的結構性特徵。從歷年

實證研究資料的分析檢定中，本論文歸納了以下的幾點結論。  



 

一、量表題數與量表效率  

    雖然歷年實證研究顯示，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會隨著量表題數的

增加而提高，不過，由於歷年的研究所使用的題數並不夠充分，研究者

在編制生活型態量表時，並非完全以自身對於社會生活的領悟，來充分

描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述，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變項，對於量

表效率的整體預測值（Adjusted R-Square = 0.179）並不算高，這些結果

顯示，生活型態題項內容本身可能是影響量表效率的關鍵因素。  

 

 

二、量表類型與量表效率  

歷年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一般生活型態量表比特殊生活型態量表的

效率高，也就是說，單一特定產品或活動的生活領域裡，所形成的結構

性特徵 (自我認同的相互參照程度 )，會小於從更廣泛的日常生活領域所形

成的結構性徵特。就此觀點而言，以科技生活 (例如涵括電腦、網路、手

機、家電用品等科技產品 )整體的生活領域所形成的結構性特徵，會大於

電腦、網路、手機、家電用品等單一產品生活領域所形成的結構性特徵。

而不同產品或活動在社會生活中，或者在不同的產品生命週期中，都可

能會形成不同強度的結構性特徵，這種情形反映著產品或活動在特定社

會中，自我認同的相互參照程度與演變的情況。  

 

 

三、年齡性別與量表效率  

歷年生活型態的研究，很少針對 18 歲以下以及 60 歲以上的群體進

行研究（有效樣本的取得可能是原因之一），也很少針對單一性別（尤其

是男性）進行單獨的生活型態分析，而歷年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年齡差

距的範圍、以及單一或混合性別之間，所呈現的生活型態量表效率並沒



有顯著的差異。不同年齡層與性別，在更廣泛或特殊的生活領域裡是否

存在不同的內在參照性，需要進一步的探討，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成年

的生活世界裡存在許多類似的結構性特徵，而且與這些結構性特徵相關

的自我表述，是一般研究者都能領悟與運用的共同領域。  

 

四、居住區域與量表效率  

歷年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針對單一區域群體，所呈現的量表效率比

針對跨區域群體高，也就是說，不同區域的消費者，在面對不同的客觀

物質環境，所形成的結構性特徵有所差別，當混合不同區域樣本進行分

析時，會稀釋某些社會生活的內在參照性，產生較不明顯的結構性特徵，

導致量表效率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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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在同一自我表述語句中，會有

不同的生活內涵，透過日常語言溝通與表意的相互參照情形，會形成不

同的社會生活結構性特徵。因此，針對不同區域消費者，以混合樣本群

體的方式來進行分析，會降低整體量表的效率，也較無法突顯不同區域

消費者之間，在某些日常生活自我表述之間相互參照性的差異。  

 

 

五、特殊產品使用者與量表效率  

歷年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使用特殊產品或出入特殊場所的群體 (例如

網際網路使用者、轎車使用者、特定產品品牌顧客、出入特定畫廊人士、

特定風景區的遊客等特性 )進行生活型態研究時，所呈現的量表效率比一

般性群體 (混合特殊產品使用者與分使用者 )來的高，也就是說，不論在特

定產品或活動的生活領域或者在更廣泛的日常生活領域裡，特殊產品使

用者與非使用者會形成不同的結構性特徵。這個結果與不同區域消費者

會形成不同結構性特徵的現象類似，不過形成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除



了居住環境的差異之外，媒體資訊的使用、產品知識形成的日常溝通語

言等因素，都可能是形成不同內在參照性的原因。因此，將特殊使用者

與非使用者混合分析時，會降低整體量表的效率，也較無法突顯特殊產

品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之間，在某些日常生活自我表述之間相互參照性的

差異。這個結果與一般型量表的效率高於特殊型量表的效率，並沒有相

互矛盾的地方，因為量表類型所產生的差異，來自於量表所衡量的生活

領域內容，而特殊產品使用者與非使用者的所產生的差異，是來自於樣

本群體的特性。  

 

 

六、抽樣特性與量表效率  

樣本涵蓋的母群異質性程度，會影響到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樣本

異質性越高，實證研究所呈現的量表效率會越低。在不同的抽樣架構下，

樣本人數增加，導致樣本異質性增加的程度也會有所不同，研究結果顯

示，在隨機抽樣的架構下，樣本人數的增加並不會導致量表效率的降低，

樣本人數在 200 到 2000 人之間，以系統隨機架構所抽取的樣本，樣本的

異質性並不會隨著樣本數的增加而增加，但是非隨機架構下的抽樣法 (便

利抽樣與配額抽樣 )，樣本人數的增加則會導致量表效率的大幅度降低，

也就是說，在非隨機抽樣的架構下，透過親戚、朋友以及其他人際關係，

比系統隨機抽樣更可能接近異質性的樣本群，樣本人數與抽樣方法對於

量表效率的影響，存在交互作用的情形。  

研究資料顯示，當樣本人數在 600 人以下時，系統隨機抽樣比非隨

機抽樣可以涵蓋更多的異質性樣本來反映母群特性，當樣本人數超過 800

人時，非隨機抽樣則會比系統隨機抽樣更可能涵蓋較多的異質性樣本，

也就是說，在相對小樣本的形況下，以系統隨機架構所抽取的樣本代表

性較高，能夠以較少的樣本數來反映母群體的異質性，但是在訪問失敗

不具隨機性以及採用大樣本的情況下，非隨機架構 (便利或配額抽樣 )所抽

取的樣本，會隨著樣本人數的增加而比系統隨機抽樣架構，更能夠反映

母群體的異質性。  

 



第二節、對於生活型態量表效率的建議 

 

    本論文從生活型態量表效率的觀點，針對台灣歷年生活型態量表研究

的實證結果，進行後設統合分析，以下是本論文對於如何在生活型態研究

中提高量表效率的一些建議。 

第一、 研究結果顯示，量表的題數會影響量表的效率，越多的題數會有

較高的量表效率。不過，量表題數越多也可能會增加調查訪問的

成本，在研究過程中形成其他無效率的問題。本論文建議，對於

廣泛的一般型生活型態研究，可以從研究的母群體角度編製更充

分的自我表述題項，來提高量表效率。如果由於調查研究總題數

的限制，無法以大量的題項來同時進行相關研究，那麼預先設定

有效的生活構面，從歷年的實證研究結果，匯集主要、有效的題

項內容來編製量表，也許能從題項內容組合的層面來提升量表效

率。在量表題數有限的情況下，應該避免從廣泛的生活領域中，

攫取少量的自我表述題項來進行研究。  

第二、 研究結果顯示，一般型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比特殊型生活型態來

的高，主要原因在於單一特定產品或活動所侷限的生活領域，並

無法展現現代社會多元化的內在參照系統，也可能因為單一詞彙

(特定產品或活動 )重複在量表中出現，導致受訪者反應疲乏，而影

響到量表的效率。本論文建議，針對特殊型的生活型態研究，可

以採用混合型的量表型態，或者適度擴展產品纇的範圍來提升量

表的效率。例如對於烏龍茶的生活型態研究，可以擴展為與整個

茶纇生活活動相關的量表，收集匯總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相關

語句內容，來編製量表進行研究，這樣的量表內容可以擴展在日

常生活中的溝通與表意系統，不僅可以提高量表的效率，也可以

掘取許多茶在日常生活中的相對關係。  

第三、 研究結果顯示，在18~60 歲之間，不同年齡層以及不同性別存在

許多類似的結構性特徵，也就是說，將一般的量表內容，混合不

同年齡與性別進行因素分析，並不會影響量表的效率，比較不同



年齡層或性別在不同因素構面上的表現，甚至以因素分數進行集

群分析 (市場區隔 )，從量表效率的觀點來看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第四、 研究結果顯示，針對單一區域群體，所呈現的量表效率比針對跨

區域群體高，使用特殊產品或出入特殊場所的群體進行研究時，

所呈現的量表效率比一般性群體來的高。也就是說，對於特殊產

品或活動的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以及不同居住環境的消費者，採

取混合樣本來進行分析，會降低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因此，本

論文建議，對於特殊產品或活動的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以及不同

居住環境的消費者，可以採取分別進行因素分析的方式來提高量

表效率，突顯特殊產品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以及不同居住環境的

消費者，在某些日常生活自我表述之間相互參照性的差異，做為

制定行銷策略的參考依據。  

 

第五、 研究結果顯示，歷年所使用的量表等級尺度以及有無中間選項，

並不會影響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在 4~7 之間的量表等級尺度，

研究者可以就整體調查問卷設計的需要來配置，而不致於會影響

到生活型態的量表效率。  

 



 

第三節、理論意涵 

 

以下是從生活型態結構化理論的觀點，針對歷年實證資料後設統合

分析的研究結果，所提出的一些理論詮釋： 

 

第一、 客觀的物質環境 (不論是個人所擁有使用的產品或者所居住活動

的地理環境 )在形塑自我認同的內在參照性上，比傳統身分角色的

條件 (例如年齡與性別 )來的有影響力，客觀的物質條件是形塑現代

社會生活結構性特徵的主要動力。  

生活型態以及對於產品的分類與使用有許多的關聯性，不同的生活

型態族群各有其獨特的產品分類系統與消費型態 (Cosmas,1982)，個人

的生活型態會受到價值觀與人格特質的影響，進而影響對於產品的分類

與使用，但是另一方面產品的知識與許多象徵性意義，透過個人在日常

生活中的溝通與表意過程，逐漸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內在參照系統，不僅

會呈現不同生活型態的面貌，也可能影響到個人價值觀與人格特質的改

變。在現代性的社會生活中，透過客觀的物質條件以及媒體與商品化的

市場機制，透過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對於產品的自我表述，所逐漸形成的

不同內在參照系統，是形塑各種不同生活型態的外在動力，如 Aaker、

Fuse and Reynolds(1982)所預期的，年齡與性別 (反映傳統價值觀導向的

主要變項 )則會逐漸降低形塑生活型態的影響力。  

 

第二、 社會群體的異質性(自我認同的內在參照系統差異性 )會反映在抽

樣方法上，也就是說，以整體變項的共變關係來定義群體異質性 (與

用平均數或變異數來定義異質性一樣 )，並不背離抽樣架構的理論

內涵。  



 

社會生活的內在參照性是潛在、隱性的構念，在現代社會多元化的

溝通系統中，並無法像一般人口統計變項，可以明確清楚的劃分與掌握

母群特性，在媒體溝通系統更趨多元化的環境中，某些生活的內在參照

性會逐漸跨越個人實體生活的世界，也就是說，具有某些共同生活內在

參照性的個人，可能分散在社會的不同角落。不過，總體而言，不同社

會生活內在參照性的分佈情形，基本上還是可以運用抽樣調查理論的基

礎來加以概括，但是，在訪問失敗不具隨機性的情況下，透過親戚、朋

友以及其他人際關係的抽樣架構，比較可以接觸到異質性較高的樣本群

體。  

 

 



 

第四節、研究限制 

 

一、碩士論文的品質問題  

    本論文研究所檢驗分析的資料，全引用自歷年台灣碩士論文的研究

報告，雖然只擷取論文報告中實證研究資料的報告內容，沒有引用論文

的推論結果，但是由於碩士論文並沒有嚴謹審核的規範標準，研究者對

於量表編制的品質、資料登錄或分析錯誤、報告內容謄寫錯誤等情況，

並無法完全的管控與偵測。  

 

二、無法針對所有相關的樣本特性進行檢驗分析  

    職業、所得、教育程度等人口統計變項，都是一般問卷調查中經常

出現的問項，礙於變項設定的複雜度，本研究並無法從樣本異質性的觀

點來一一加以檢驗。歷年研究問卷職業選項的歸類並不一致，很難明確

比較與劃分歷年不同實證研究所使用樣本的異質性程度。所得與教育程

度雖然屬於等級尺度的變項（調查研究中經常以選項的方式讓受訪者填

答），但是在大多數實證研究中，所使用的樣本可能涵蓋了所有選項（以

學生為母群的研究是例外，不過這類研究大都不會有此問項），因此也很

難實際劃分歷年實證研究所使用樣本的異質性程度，以所得（如果問卷

選項的級距相等的話）、教育程度的樣本變異程度，可能是劃分樣本異質

性比較適當的指標，而這方面的資料並無法有效的收集。  

     



 

三、研究變項存在不均勻分佈的情形  

    無法事先掌控歷年研究變項的分佈情形，是後設統合分析難以避免

的研究限制，本研究中量表題數、樣本特性（尤其是性別）、以及量表尺

度（尤其是有無中間選項）都存在不均勻分佈的情形。這些研究變項分

佈不均勻的情形，都可能會影響到顯著性檢定的結果。  

 

 

 



 

第五節、後續研究建議 

 

一、從歷年實證研究中萃取明確的結構性特徵與題項內容  

    本研究從量表效率的觀點來分析歷年生活型態研究的實證資料，由

於歷年生活型態研究的量表內容，充分展現了研究者自由發揮的題項組

合，並沒有形成一套明顯的台灣社會生活的結構性特徵與量表的題項內

容，因此本研究也無法針對特定的結構性特徵來加以探討。生活型態量

表代表了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自我表述，反應著個體在日常生活中

的自我認同，由於自我認同、語言的內在公共性、以及社會生活的參照

性等機制，因此生活型態量表所呈現的結構性特徵，具有相當程度的穩

定性，而此結構性特徵的穩定性，是從歷年實證研究中萃取明確特徵與

題項內容的基礎。  

    量表題項在因素構面上的負荷量，可以做為該自我表述與同一結構

性特徵中，其他自我表述之間共變（相互參照）的程度，每一個實證研

究所使用的量表題項雖然都相當有限，無法完全展現特定自我表述與同

一結構性特徵中，與其他自我表述之間的關係，但是可以視為有限抽樣

的結果，累積歷年的實證資料，是歸納各題項內容與結構性特徵明顯關

係的有效方式。而樣本特性（尤其是樣本人數），可以做為單一實證研究

資料的加權指標，充分反映特定自我表述，在整體台灣社會生活中，某

一結構性特徵的比重。  

    從歷年實證研究萃取明顯的結構性特徵與代表性的題項內容，除了

可以提高整個生活型態量表的效率之外，也可以讓我們確實的探討以往

的研究，是否遺漏了哪些重要的自我表述與結構性特徵，充分的量表內

容，可以進一步實證檢驗本研究的假說一。  

 

 



 

二、探討不同結構性特徵對於其他目標變數的預測或關聯效度  

    本研究以生活型態量表反映社會生活結構性特徵的多寡與強弱，來

界定量表的效率，並無法提供哪些結構性特徵對消費行為有較顯著的預

測效果。在甚麼時候使用特殊生活型態量表會有比較好的研究效果呢？

針對特定應用的研究，擷取哪些結構性特徵的題項內容，可以產生較明

顯的關聯性呢？廣義而言，這些都是與生活型態量表效率有關的問題。

不同結構性特徵對於其他目標變數的預測或關聯效度，是進一步探討生

活型態量表效率必要的後續研究。  

    累積歷年的實證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有用的資訊，在有效

劃分目標變數的類別之後，我們可以歸納不同量表類型的結構性特徵，

與哪些目標變數有顯著的關聯性，提供不同量表類型使用的適當時機。

在設定反映某一特定結構性特徵的基本題項條件後，也就是評定歷年哪

些實證研究的量表內容，具備了反映某一特定結構性特徵的基本條件，

我們便可以歸納不同結構性特徵與其他目標變數之間的關聯性，甚至進

行更有系統的第一、第二類型的後設統合分析，提昇未來生活型態研究

的整體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