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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美國早期的都市社會學與社會心理學的理論，瞭解都市化對

都市生活影響的一些表徵，包括大量的人口、差異化的個體、高人口密度，

以及有別於鄉村的都市生活面貌，例如冷淡、拘謹、膚淺、利益導向、理

性的社會情境等。由於台灣的大都市快速都市化的趨勢讓社會整體進步與

發達，但大都市的意象不免讓人感到冷漠、疏離與隔離，此是否誠如過去

西方的都市社會研究結果一般，源於都市空間會影響都市人的生、心理狀

態，此引發本研究進一步探究之動機。觀察台灣都市社會的現象後發現，

遷居至都市生活的人們可能如過去研究所指出，受都市環境的刺激而產生

心理層面與生活方式的變化，並經由外顯的生活方式再直接反應，並作用

於都市空間的形體，影響都市空間的面貌與空間課題的產生(例如鄰里公共

空間的私有化、巷道中人車爭道的景象、鄰里空間關係的消失…等)。有鑑

於過去以都市空間規劃為研究主軸之文獻，顯少有學者直接將「生活方式」

與「都市空間」兩大議題做關聯性的探討，而台灣早期 60、70 年代的都市

社會學者，曾以社區凝聚、社區發展、社區意識或是鄰里關係進行討論，

但時至今日此類的研究亦顯得零星且分散。因此，釐清都市空間與都市人

生活方式之相互關係，除了可據此研擬都市空間課題解決之道，亦可提出

相關的實體與非實體都市空間規劃建議，此將對於因應高度都市化發展之

走勢、對擴展現行研究領域、為都市空間規劃注入新思維等觀點來看，皆

可確立出本研究之研究價值。 

因此，本研究擬從都市化的角度出發，首先回顧都市社會學中，芝加

哥學派 Wirth 等人對都市化社會生活之理論及相關社會心理學的論述，並

瞭解現今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議題之研究面向。而後，以此為依據分析並

比對台灣都市化社會(以台北市為例)特有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以及推演出

都市空間中潛在與生活方式相關的都市空間課題的面向，並據此做為第四

章設計問卷之參考。接著，針對台北市居民進行問卷抽樣(大安及士林兩

區)，並以敘述性統計分析與 SEM 結構方程模式歸納問卷結果，回應研究

假設與驗證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的關聯。最後，參照實證結果研擬重塑都

市空間新風貌之目標與對策體系，做為提昇都市空間品質與生活品質之建

議。最後，歸納本研究的結論與建議，提供政府與規劃單位及後續研究者

在政策操作上與研究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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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 論 

本研究主要內容分為「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都市生活方式與都市

空間課題」、「實證分析」、「都市空間之重塑」四大部份： 

壹、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一、理論部份 

本研究回顧都市決定論相關學者的主張，包括 Simmel、Park 與 Wirth

三位，以及社會心理學的論述，歸結出重要的觀點為： 

1. 人心理、人格與生活方式及人際關係，是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互動的

結果。一個由鄉村移居都市的人，將因都市過量感官與心理負擔而變

化，人也因此失去了改變與控制環境的能力，而理性是都市人的表徵。 
2. 都市環境包括人文與物質的負荷量過多，致使都市居民感官壓力大，

造成應付性的社會關係之表現，冷淡、膚淺、較不友善等徵狀。 
3. 都市環境的社會控制力較鬆懈，個人自由性較高，演變出許多革新、

不守規矩，種種的反社會行為。同時，人際的疏離，導致了社區凝聚

力的衰頹，以及“社區意識”(sense of community)的建立不易。 
4. 社會結構和個人生活的分化，削弱了社會的關係鍵。在社區的層次上，

由於人們的工作、鄰里關係不同，致使生活型態相當懸殊。因此，道

德共識的形成與建立也相對困難。 
5. 社會心理學有相當多的實證論述呼應都市決定論的觀點，如都市生活

會對都市居民的心理、社會、生理行動帶來影響，改變他們的活動與

行為，例如：都市居民對社區的滿意度低、與人交流少、都市人際關

係淡漠、不信任感強、步行的速度快等等，這些都可能致使個人的自

我容易隱匿、助長違規的風氣，更可能造成行為上的不守法與自私等

情形產生。 

二、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相關文獻 

此二大議題的研究相當多元化，但現行都市規劃的文獻顯少直接針對

此兩大議題做一探討。早年 60、70 年代的都市社會學，曾以社區意識、人

口區位或是都市心理等議題來研究，直至 1987 年典範遞移後才中斷。換言

之，時至今日，關注都市空間對都市居民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影響之論著

顯得相當少，因此凸顯本研究之研究價值：一方面可擴展與延續學術研究

的範疇，另一方面則嘗試從一個新觀點來提供都市空間規劃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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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回顧中、外學者對生活方式之定義發現，雖生活方式的觀念並非

十分具體，而且尚無學者對其內涵與延申做嚴謹的界定，但可協助本研究

從而定義生活方式為：「在一定時空環境下，所逐漸產生的價值觀與行為模

式，反映在其生活安排與態度的一種表徵。」此外，歸納都市空間相關文

獻後，將本研究的都市空間界定在：「歷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及人為力量

交織影響所形成的空間，提供集體消費、生產、生活的環境與場所，是人

類活動與社會價值展現的地方」。 

三、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之關聯 

都市空間是自變數亦是應變數，它是人類活動表達場所，亦是一種社

會性的產物。它滿足人類生活的活動需求，而透過空間彼此的聯結讓人類

活動能形成所謂的生活方式型態。亦即，都市空間乃因應生活方式之需求

而生，並由此而具有社會意義。經由文獻回顧後發現，都市空間與生活方

式具有相當大的相依性。 

貮、都市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課題 

本研究參考都市決定論及社會心理學的論述，並以社會變遷下之社會

價值觀的討論為基礎，進一步推演出台灣都市化社會的價值觀與生活方

式，並提出都市空間中潛在與生活方式相關的都市空間課題的面向，做為

建立研究假設之參考。 

一、社會變遷對台灣社會價值觀的影響 

「社會變遷」指社會結構裡的行為、徵象及意識之重要改變，包括社

會規範、價值體系、徵象指標、文化產物等方面的改變(Moore，1974：3-4)。
綜觀台灣地區在近年發生快速現代化的歷程，導致了急驟的社會變遷(劉謙

穎，2006：51-52)，社會整體不斷發展之下，亦促使社會價值觀的顯著變化。

本研究以Brindley(1989、1990)與楊國樞(1988)對台灣社會價值觀的論述回

顧後發現。儘管兩位學者以不同二分法的項目將台灣人的價值觀做一劃分

(前者分為傳統與現代，後者分成過去權威性人格和平權性格)，但兩者皆揭

示了當代國人的社會價值是「新舊並存」的。 

二、台灣都市社會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一)都市人的價值觀 

本研究以王佳煌(2005：226)、曾彥寧(2002)對都市人價值觀的觀

察，以及王叢桂(1992)對國人工作價值觀之描述為依據外，復依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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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生活理論的回顧及第三章第一節台灣現存新舊價值並存之探討，

提出國人居住於都市後，其價值觀可能被改變或是強化的面向，包括

自我防衛、個人主義、經濟報酬、理性、容忍五大價值觀。 

(二)台灣的都市生活方式 

本研究認為在一定時空的變化下，如移居至都市生活達一定時間

後，將會受到都市環境的影響，包括經濟與商業活動的衝擊、高度刺

激、多樣化的生活情境，而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同時反應至生活安排

與態度上，外顯的表徵是都市人獨特的生活方式跟都市空間的使用態

度。本研究以自我防衛、個人主義、經濟報酬、理性、容忍五大價值

觀來分析台灣都市化社會下個人的生活方式，並從「公領域」的觀點

來看都市人所呈現的獨特生活方式，包括以下四種生活方式的型式： 

1. 互不干涉(疏離) 
2. 社區意識缺乏 
3. 務實生活(精確計算) 
4. 重娛樂休閒 

三、台北市都市空間課題 

我們觀察社區鄰里、街道、商店，並進一步在私人與公共的空間中去

關注人與空間的關係，於是乎我們從都市別於鄉村的特點中，找出它的缺

點--社區空間意識衰頹、公共空間私有化、人行空間被遺忘、消費空間主導

地方空間的興衰、人工空間取代生態空間，以及空間的過度與不當利用之

六大課題。 

參、實證分析 

依據文獻回顧與第三章都市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課題分析內容之彙

整，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進行實證： 
假設一：都市人的空間使用行為會因不同社經背景而有差異。 
假設二：移入都市生活的居民其自身價值觀將會有所改變。 
假設三：價值觀改變會對生活方式與使用都市空間的行為產生影響。 
假設四：都市人生活方式會對空間使用產生影響，並與空間課題的產

生有所關聯。 
假設五：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有所關聯。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本研究選定於大安與士林區各抽樣 110 份問卷，總共發放 220 份，實

際回收有效問卷為 208 份。樣本的性別分布大致呈現男女各半的抽樣分配

(男 48.1%、女 51.9%)。在年齡層上，以 30-39 歲及 40-49 歲的受訪者居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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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0.5%)。而在教育程度、職業分布、遷移至台北市前居住的縣市、受訪

者當年定居在台北市的原因、居住在台北市的時間，以及居住的房屋型式

等，請參考第四章。 

(一)都市人社經背景與都市空間使用課題產生之關聯 

1. 性別：女性樣本有較高比例之受訪者(47.21%)會主動關懷社區鄰里

空間的發展，亦會主動清潔、整理社區空間(58.38%)，而且女性對

於人行空間與住家環境的重視度較男性高。反觀男性對於都市空間

的使用則較為消極，大多以少干涉、逐漸適應與習慣的方式與空間

做互動。 

2. 年齡：年紀長者對都市與社區景觀的重視程度較年輕人高。 

3. 教育程度：問到是否願意努力配合人行空間的整治時，民眾教育程

度愈高者，愈願意改善現實環境。 

4. 職業別：家管或退休人士，有較高的比例會主動關懷與整潔社區空

間。至於學生族群，表示不同意佔用騎樓與人行空間及植栽的人

數，明顯少於其他職業的受訪者。 

5. 定居時間：居民在一地區住愈久，愈高比例的人會去主動關懷社區

的空間，與文獻資料相呼應。而且儘管在都市住過相當長的時間，

卻仍不習慣都市空間被佔用的情況。另外，都市人不論居住在都市

時間的長或短，每二人就有一人選擇不予以干涉。 

6. 目前居住的房屋型式：住在公寓的民眾對於人行空間的重視程度遠

高於住在大樓的居民，其他題項的比例則大致相同。 

(二)都市人之價值觀(問卷第一部份) 
1. 對都市社區、都市空間及休閒娛樂活動價值觀之看法 

受訪者多數表達同意與非常同意以下四大價值觀：在都市生活

人與人之間應相互交流、合作(89.9%)；維護社區空間的品質與安全

是大家共同的責任(97.1%)；民眾認為增加都市公共空間可提高都市

生活的品質(96.6%)；參與休閒娛樂活動是紓緩工作和生活壓力的方

法之一(93.7%)。 

2. 受訪者對都市人價值觀描述之認同程度 

受訪者對於自我防衛、個人主義、重經濟報酬、理性和容忍度

的價值觀，表示「同意」與「非常同意」的受訪者比例各占88.9%、

82.7%、88.5%、54.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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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訪者個人價值觀目前的狀況 

多數受訪者認為自我防衛的價值觀來到都市生活後才產生的

比例略高於其他四者；而在台北市生活後，重經濟報酬的價值觀則

是有更為明顯的情況。總體來看，觀察生活在都市的居民此五大價

值觀的變化，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有變明顯的趨勢，回應

假設二，移入都市生活的居民其自身價值觀將會有所改變。 

(三)都市人之生活方式(問卷第二部份) 

總體來說，都市人際之間的相處仍以「互不干涉」的情況為多。

而且，都市人大多必須經由社區制定合作規範或是志願團體、領導者

帶領的方式才會提高改造環境的意願，顯示都市人「社區意識缺乏」

的生活方式型態。另外，民眾希望都市生活能效率、有品質，與本研

究所假設都市人傾向「務實生活」的概念相謀合。此外，我們發現都

市人普遍(超過七成)認為騎自行車的運動可以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並

贊同逛街是紓壓放鬆的重要活動，且有六成(58.2%)的民眾表示在居家

種植花草，能與鄰居產生一些交流，可見都市人是相當「重視娛樂休

閒」生活方式。此外，約九成的受訪者認為都市人大多是互不干涉、

講求務實生活的，並透過娛樂休閒生活方式來紓壓，略低的比例認為

社區意識是比較缺乏的(82.2%)。一旦檢視這些受訪者在進入都市空間

生活後，對生活方式的影響，66.8%的民眾認為目前的生活方式呈現

「較」互不干涉、五成受訪者傾向「較」務實的生活，另有 45.7%的

受訪者表示對公共事務「較」為冷漠。 

(四)都市人之空間使用(問卷第三部份) 

在問卷第三部份，本研究針對第三章設定的六大都市空間課題編

製題目。結果發現都市居民的空間使用行為，多呈現社區空間意識衰

頹、公共空間私有化、人行空間被遺忘及缺乏綠化、空間過度與不當

利用的情況。至於消費空間主導興衰這一部份，雖為都市發展下的事

實，經由實證卻發現，都市居民對社區巷道的重視程度遠高於商業活

動巷道，反應空間供給現況與都市居民需求相背離的問題。最後，本

研究實證出都市生活的居民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為捷運(80.8%)，其次

是步行(62.5%)。而都市中以騎樓空間讓最多受訪者(76.9%)感到擁擠，

其次為捷運出口的周邊(63.9%)、人行(步)道(37.5%)，故在做都市空間

規劃時應視為優先改善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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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叉分析都市人價值觀、生活方式與空間使用的關係 
本研究交叉分析六大主題，包括都市人在公共場域大多為冷漠之

因、都市人表現在公共事務上的包容力、公共開放空間與公共設施對

提高都市人互動的影響、都市自然景觀對生活品質之影響、都市中植

栽活動的作用、社區空間品質維護之問題，歸結出以下幾點結果： 

1. 都市人在公共場域大多冷漠的原因，與都市人自我防衛、理性、

容忍此三大價值觀相關，且關聯度高。 

2. 都市人在許多公共事務的處理上是相當具有“包容力”的。 

3. 不論是留設公共開放空間或是提昇人行空間設施的質與量，都可

提高都市人彼此交流與互動的頻率，並以前者的成效來得大。 

4. 自然景觀的營造除了可滿足追求高品質生活水準人們之需求外，

更是影響生活空間品質優劣的重要因素，直接影響都市居民的生

活方式。 

5. 都市生活中，植栽已經是多數都市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而此種生

活方式，亦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流與連繫。 

6. 維護社區空間品質與安全雖是大家普遍認知，但現實生活中，會

主動照顧社區環境的整潔，以及關懷社區鄰里空間發展者卻非多

數，顯示都市中大部份的民眾對維護社區空間品質之行動力不足。 

(六)都市空間與人類行為模式之關聯 
受訪者對於「都市空間會影響我的行為與生活方式」此項假設多

持贊同的意見(84.1%)。而都市空間若能增加設施與藝術品，或是提高

人行空間的友善性(包含舒適度、平整度與寬敞度等)，甚至是留設或營

造自然的景觀，除了能有效增加都市人彼此互動的機會外，更能打造

慢活、漫遊的都市氛圍，使都市空間的品質有所提昇。換言之，本研

究所提之假設五：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有所關聯，成立。 

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SEM) 

實證發現，都市人自我防衛、個人主義、重經濟報酬、理性與容忍的

價值觀對都市人的生活方式產生正向且直接的影響，並同時透過都市人生

活方式的表現，再影響都市人的空間使用行為，以及都市空間的課題。而

價值觀、生活方式(區分成社交、社區、都市與休閒四部份)、空間使用之間

的關係為： 

(一)都市人價值觀對生活方式應具顯著之「直接」「正向」影響力； 

(二)都市人生活方式對空間使用應具顯著之「直接」「正向」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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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都市人價值觀對空間使用應具顯著之「間接」「正向」影響力。 

三、總結實證結果 

經由敘述性統計分析及 SEM 分析，本研究所提之各假設得到充分的驗

證。結果為：都市人的空間使用行為會因不同社經背景而有差異、移入都

市生活的居民其自身價值觀將會有所改變，而價值觀的改變會對生活方式

產生直接且正向的影響。同時，都市人的生活方式會再度以直接並以正向

的效果影響都市人使用都市空間的行為與態度。至於都市人的價值觀，則

經由外顯的生活方式來影響都市空間所呈現的面貌。最後，本研究確認出：

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有所關聯，此一結果。 

肆、都市空間之重塑 

一、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之關聯 

(一)都市空間的表徵 

時至 21 世紀的今日，人口聚集、高密度與高異質性空間的特質依

然存在於當今都市社會，然而關於經濟活動體與制式化規範方面，則

隨著社會變遷的力量逐漸有所改變。都市中不單依靠制式化的規定，

也不再是過去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商業體。今日存在於都市空間的表

徵大致可分成： 

1. 高密度空間 
2. 高人口集聚現象 
3. 高異質性的人事物 
4. 後工業社會的商業經濟活動 
5. 後福特主義的制式化規定 

(二)都市空間對價值觀、生活方式的影響 

1. 都市空間對價值觀的影響 

都市空間對都市人價值觀的影響，一者，都市人仍認同交流、

合作與維護社區空間品質的重要性，並在乎公共空間品質與休閒娛

樂活動的提供；二者，移入都市生活的居民除了認同都市人大多自

我防衛、個人主義與重經濟報酬的價值觀外，亦有一定數量的民眾

表示，都市空間會讓人變得自我防衛且重經濟報酬，若生活一段時

間後，前述五大價值觀則有愈漸明顯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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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都市空間對生活方式的影響 

都市空間對生活方式的影響，使得都市人呈現互不干涉、社區

意識缺乏、務實、重娛樂休閒的傾向。然而，進入都市生活的居民

亦透過價值觀的改變，進一步影響外顯在外的生活方式，使生活方

式產生：較互不干涉、較務實、更重視休閒、對公共事務冷淡…等，

以及因自我防衛而在公共場所表現冷漠的行為。換言之，都市人的

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再作用於都市空間後，與都市空間課題

的產生息息相關。 

(三) 都市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之下的空間使用行為 

從台北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所呈現的獨特傾向可看出都市人互不干

涉、社區意識缺乏、務實生活與重娛樂休閒的生活方式之型態，已間

接影響居民使用空間的行為，如：僅有部份的民眾會主動關懷社區空

間，行動力不足等問題，或是顯少去干涉他人不良或不守法的空間使

用行為，最終使得都市空間中過度與不當利用空間的情況遠高於鄉村。 

二、都市空間規劃新目標與對策體系 

(一)都市空間規劃新目標 

本研究希望透過都市空間相關規劃策略的研擬，重塑都市空間的

面貌，並經由影響生活方式來發掘與提高都市“社會互動”和“社會資

本”的發展，從而再次影響都市人使用空間的行為與態度。本研究除了

參照第五章第一節內容所歸納出的空間規劃之契機外，將再引用新都

市主義的規劃概念加以論述，建構出都市空間規劃之新目標與標的、

對策。都市空間的重塑共分成三個新目標：「營造可促進緊密鄰里關係

之社區生活空間」、「建構友善、可供漫遊與慢活的都市通行空間」、「發

展有品質且符合生活機能的休閒活動空間」、三個標的：「社區空間高

質化」、「通行空間友善化」、「休閒活動空間特色化」及六大對策。 

(二)都市空間規劃對策之操作 

在目標一：「營造可促進緊密鄰里關係之社區生活空間」上，由於

社區公共開放空間的留設，實有提高與鄰居互動的機會。再加上社區

中具有一定功效--可防災、通學、休閒的防火巷，具備都市防災與提昇

住宅環境品質與減少污染之功能性，因此凸顯本研究將以「社區公共

空間的營造」與「防火巷再規劃」議題做一探討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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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標二：「建構友善、可供漫遊與慢活的都市通行空間」方面，

目前台北市居民視人行空間為最應優先規劃的項目。而且實證發現人

行空間增加設施、提高寬度、平坦度與舒適度，可增加人際互動，並

使民眾步行速度減緩，放慢都市生活的步調。同時亦會提高步行的機

率及對都市空間的認識與瞭解。因此本研究認為，在進行都市空間再

規劃時，應將捷運系統周邊的空間及人行空間納入規劃中。 

在目標三：「發展有品質且符合生活機能的休閒活動空間」上，由

於都市人重視逛街、飲食消費及騎乘自行車的活動，但都市的休閒空

間居民卻普遍認為不足。再加上生態環境與綠意空間的營造在本研究

實證發現，確實可滿足追求高品質生活之都市人的需求。因此，休閒

活動空間的再規劃，主要將焦點放在非機動車的通行空間與經營都市

可供逛街、消費的巷道空間上。 

三、都市新生活方式之建構 

(一)民眾生活方式之轉型 

因應未來空間與時間的分配、物質和精神生活的並存發展、人和

自然的調和，以及更多尊重人性化發展的觀念帶動之下，人與空間、

人與人相處的生活方式，將可能朝向以下三種方式來發展：崇尚健康、

休閒的生活方式；同步發展的物質和精神生活；綠色型的生活方式。 

(二)台北新生活之建構 

為了追求本研究先前所擬定之三大發展目標，除了以實質空間規

劃的手法來重塑空間面貌外，都市人的生活方式亦應搭配做一調整： 

1. 建立具有社區鄰里道德規範與共識之生活方式。 
2. 高民眾參與度之生活方式。 
3. 留住都市一片綠：植栽與綠化生活方式的推廣。 
4. 推展永續的旅行行為--步行生活方式。 

除了生活方式的調整之外，應培養民眾有正向的價值觀： 

1. 在都市生活人與人之間應相互交流、互助合作； 
2. 維護社區空間的品質與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責任； 
3. 提高公民道德、認同所居都市與社區環境； 
4. 樹立節約資源、重視生活環境的理念； 
5. 善用大眾運輸、多步行、多使用公共性空間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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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 議 

壹、建議 

一、政府部門相關單位共同協力規劃 

本研究以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兩大議題進行實證分析，並依此建立重

塑都市空間的三大新目標，包括建立能促進緊密鄰里關係之社區生活空

間、友善可供漫遊與慢活的都市通行空間，以及發展有品質且符合生活機

能的休閒活動空間，為的是能提高都市的“社會互動”和“社會資本”，讓都

市的社會性活動增加，改變目前的社會情境。 

然而，除了依照本研究所提出的幾項規劃要點外，最重要的莫過於期

許政府部門能對此提出更多的配套措施，從上位機關制定發展目標，並落

實給地方單位，以及以公私合力的方式，授權給民間力量來貫徹。同時，

政府的理念之陳述與宣傳更應確實，配合相關制法與執法一併施行，使都

市空間的重塑與治理能獲得效果。 

二、都市政府對都市生活意識的宣傳 

本研究討論人與環境的關係，並以此建構都市新生活方式，在操作的

信念上並不像西方科學般以掌控環境為主，亦不同於資本主義利用環境的

剝削為主(王慶中，1997：445-446)，而是希望台灣的大都市在追求迅速發

展的同時，也能創造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能與環境有良好的互動，維持

和諧且不斷更新的發展--符合崇尚健康休閒的生活方式、同步發展的物質和

精神生活方式及綠色型的生活方式。 

因此，為了使都市生活能推向更永續、更適居的型態，除了依賴市民

對自我生活方式、價值觀認知外，更需要透過再教育的力量來加以省思。

於此，本研究認為欲培育都市居民共存的價值體系與生活方式，以影響空

間使用的行為，建議都市政府應對都市生活的意識之宣傳多盡心力：致力

推廣都市人際相互交流、互助合作的重要性，以及維護社區空間的品質與

安全是大家共同責任之共同價值。另外，政府單位可從多種管道的操作來

提高公民道德，使他們認同所居都市與社區環境。同時，樹立節約資源、

重視生活環境的理念，並宣傳市民能多善用大眾運輸、多步行、多使用公

共性空間來活動的生活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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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嘗試從都市化的角度出發，以台北市空間為例，瞭解遷移至都

市生活的居民在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改變面向，並分析其與都市空間的相

互作用關係，以有助於提出都市空間現況課題的解決對策與規劃建議。研

究上，由於人力、時間與資料取得上的限制，本研究目前呈現的結果如前

所示。然而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甚至是價值觀所涉及的面向仍有相當多

的討論空間，因此，本研究在此提出研究過程中的發現，做為後續研究之

建議，以供參酌。 

一、擴大空間研究範圍 

依行政院主計處資料顯示(2008/3/12 國情統計通報)，截至 96 年底我國

都會區人口持續上升，北、高兩市人口密度每平方公里均接近萬人，占總

人口 69.8％，且又以高雄市的人口密度最高，每平方公里 9,900 人，較 95

年續增 0.38 個百分點。建議未來可針對高雄市都會區進行生活方式與都市

空間之研究探討，以比對本研究所得之結果。而後，亦可針對其他都市，

如台中、台南等地做相關研究分析。 

二、增加問卷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因特定因素，如工作、就業、婚嫁…等原因而

遷移至都市生活的居民，藉以觀察其進入都市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改

變對都市空間的影響。抽樣對象的條件包括目前居住在台北市、過去是因

某種原因遷移至台北市居住者(「台北市新移民」)，且居住在台北市的時間

超過 10 年者。 

建議後續研究可增加問卷受訪的對象，例如單獨抽樣自有認知以來，

一直居住在台北市的居民，與本研究結果做一對照。抑或是將樣本區分出

兩大類(遷移者與土生土長的台北人)相互進行分析，以粹得出完整的都市人

價值觀、生活方式與空間使用的面貌。 

三、深入研究議題 

未來的研究可以此次調查為基礎，針對問卷的面向詢問更多詳細的問

題，例如深入瞭解男性對社區空間的主動性不強，是否源於男性比較冷漠

或是個人主義有關?又或者是，學生是否會因常使用機車、自行車，而允許

人行空間被這些機動車輛佔用?換言之，本研究分析社經背景與空間使用的

關聯，後續研究可再加入社經背景與價值觀，以及社經背景與生活方式的

關聯，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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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取數個社區(行政區)空間進行深入研究 

本研究在抽樣上，主要以美國都市決定論所設定的三大影響人類生活

方式的關鍵變項--大量人口、高密度和人口異質性的特質，來做為選取抽樣

地點之參考。台北市的士林區為土地使用分區住宅區最多的行政區(大量人

口定居)，而大安區則為人口密度最高的分區(高密度)，因此問卷調查地區

設定在此二大區域。 

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嘗試在兩個實質差異大的社區來做對照，或是

再擴大到多個行政區進行調查，以確保採集到更多的樣本。並可納入更多

物理設計的調查項目來測試社區(或行政區)，以瞭解設計和社區居民價值

觀、生活方式與空間使用之間的關聯性。  

五、針對都市社區議題進行研究 

蘇碩斌(2008：413)指出，芝加哥學派的論述在 1978 年的台灣由都市社

會學者接續研究，開始以社區為議題；直至 1980 年代開始，以社區凝聚、

社區發展、社區意識、鄰里關係為軸的社區研究相繼提出，到 1993 年劃下

句點。本研究在設計問卷與分析的過程中發現，由於鄰里社區是都市的基

本組成元素，社區凝聚、社區意識等面向是緊扣都市生活方式與空間使用

行為的，然而過去學術界曾針對社區議題進行研究，時至今日，社區的優

劣仍是維繫都市整體發展的重要關鍵變項，但現行都市社區議題的研究卻

顯得較少且分散。 

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方向可加強都市社區議題配合空間規劃的觀點

進行研究，以更深入調查並瞭解都市社區的發展現況與可能潛在的發展瓶

頸。例如：詢問居民是如何獲得他們的社區意識的;如果住的久一點，是否

會對社區意識的提高有所增長?公共空間的留設，是否真的會提高社區鄰里

道德的規範與共識?而步行的次數是否會更認識社區?大都市社區的發展現

況是否在歷經都市化的過程後，社區意識是否仍存續?有哪一些空間元素或

是設計的元素，可以用以提高社區意識，進而增加都市生活的向心力與凝

聚力?…等，這些相關聯的議題皆值得後續研究者多加關注。 

六、研究方法的改進 

由於本研究屬於初探性的研究，因此第一章曾敘明研究中所採用的抽

樣方式非隨機抽樣，且因未進行多項常態分配的檢查，將可能產生推論上

的限制，建議後續研究者未來在操作上應予以避免。 

另外，本研究使用敘述性的統計方式輔以SEM的方法進行資料分析，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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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推論性的分析過程，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入獨立性檢定或列聯表檢定的

方式處理，以提高推論的說服力及意義。 
此外，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實證研究。問卷填答的方式容易偏

於主觀，而且多只能了解填答者對問項的態度，無法更深入探知受訪者內

在的想法。因此，建議未來在進行其他面向的都市社區議題研究時，在對

研究對象進行深入訪談，可採取質、量性方法併用的作法，以獲得更周詳

的研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