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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將在第一節述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在第二節說明研究範圍與

內容。研究範圍部份，包括議題範圍、研究地理範圍與研究對象，而研究

內容則說明各章節欲撰寫的內容方向。最後一節則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

流程的介紹，以下茲就三節的內容做一說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美國早期都市決定論以基本人口和區位學特質，說明快速都市化 1-1後

所帶來的都市生活的改變，如人際關係的疏離與偏差行為等一系列有關適

應性的問題。Wirth(1938：1)指出都市化會帶來大量的人口，讓參與互動的

個體變異加大，而都市的人口密度則會增強個體的多樣性與特殊化。此外，

個體間的差異程度隨著人口數量的增加而提高，亦讓社會結構產生不斷增

強的流動性，造成充滿不穩定與不安全感的都市生活。前述大量人口(large 

population size)、高密度(high population density)和人口異質性(heterogeneity)

的特質，是都市化後影響人類生活方式的主要關鍵變項。 

這些進入都市生活的大量人口，原具有極大的差異點，後受都市空間

的影響，將可能讓他們舊有的生活價值系統產生改變，進一步影響他們的

行動反應，使都市生活方式呈現截然不同於鄉村的風貌--是非人格化 1-2

的、冷淡、拘謹、膚淺、空洞化、利益導向的。德國社會學家齊默爾曾描

述：一個由鄉村移居都市的人，因都市所引發的神經刺激的強化

(intensification of nervous stimulation)1-3，致使個人為了保護自己，並適應

此種過量的感官和心理負擔，都市人乃不得不改變他的人格與心理。而適

應的根本模式，是用頭腦去思考而不是情感去回應，亦即都市居民變得較

理智，但在情感上則和他人保持距離。 

                                                 
1-1都市化指都市在國民經濟中比重日益增大，都市人口迅速增長和都市地域範圍顯著擴張

的總過程(蔡瓊瑩，2002：37)。 
1-2以 Wirth(1938：11-13)的論述來看，非人格化之意義應指都市化之下，個體之心理與人

格因受都市外界不斷的感官刺激，致使個人無法用原本的人格態度去回應外界的事物

所稱之。 
1-3「神經刺激的強化」意指，來自內、外在，快速、強迫性的視覺、聽覺、嗅覺、人潮、

擁擠、緊張的情緒刺激，以及其他活動等感官與心理的負擔(葉肅科，1993：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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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h(1938：1-24)亦曾說明此種現象，在他 1938 年所發表「都市主義

是一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1-4」文中即可體現，他稱此為都

市主義，是一種伴隨都市成長而來的特定生活模式，會對每個都市人產生

影響，並導致生活方式上顯著的改變。都市空間會影響人類的感觀、價值

觀、生活方式及使用態度。環境心理學的研究也支持此一說法：人和環境

是相互作用的，個體會改變環境，反過來他們的行為和經驗也會被環境所

改變。 

同時，莊修田(1993：151)亦指出台灣都市空間的問題：由於人口的增

加與過度集中，我們的生活空間愈來愈擁擠，長年生活在被極度壓縮的空

間環境的結果，個人空間的意識逐漸模糊；我們忽略人與空間環境是互動

的、忽略了我們塑造了擠迫的空間環境，所以空間環境相對地就塑造了冷

漠、疏離、魯莽、具侵略性的現代人。前述從心理層面來看都市化社會生

活方式的轉變，透過齊默爾與 Wirth 的論述，以及環境心理學與學者的觀

點，本研究欲探究：「台灣都市化背景之下，各種特質、背景、生活方式的

族群，由鄉村進入都市後，是否影響及改變他們的價值觀?而價值體系的調

整，是否也連帶改變他們原先的生活方式?」 

此外，我們亦不容忽視都市空間是自變數也是應變數這個事實。都市

中有著太多的社會隔離感，而進入都市的人們亦不斷地嘗試與適應新的生

活方式，如此多元化的社會與分化的活動，在都市空間上會造成影響。徐

吉志、周蕙蘋(2006：5-6)指出二大影響，一者為社會分化帶來的都市冷漠

及社會不相容，這些問題隱藏於鄰里中；再者為社經變遷(新的生活方式與

新產業)所導致的新都市空間之形塑。換言之，都市人們的新生活方式，將

可能直接反應在居住空間上，影響著都市空間所呈現的風貌。 

由前述人與環境互動的觀點來看台灣包羅萬象的都市空間課題，我們

不難發現，都市空間許多的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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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發生在都市空間的課題，這些都可

能導因於日益複雜的社會形態，所形塑出的都市生活方式的空間使用態度

相關--居民漠視、自掃門前雪、最大經濟利用、空間爭奪的態度，亦即，

都市居民其自身的生活方式可能與都市空間課題之產生息息相關。因此本

                                                 
1-4此中譯引用陳小紅(引述自王佳煌，2005：推薦序)與賴宗裕(2008)之用法。原文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在台灣及大陸亦有其他學者翻譯為「都市性為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蔡勇

美、郭文雄，1984)」、「都市狀態為一種生活方式(葉蕭科，1993：63；王佳煌，2005：
27)」、「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許英，20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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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將以台北市為例，驗證這些發生台北市空間的諸多現況問題，是否源

於居民獨特的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相互作用後的結果? 

觀諸台灣大部份的都市，雖因社會整體進步而發達，人們依舊選擇集

聚大都市來生活，但大都市的意象仍不免讓人感到冷漠、疏離與隔離，且

都市空間許多可能導因於生活方式之課題仍依舊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

聯合國 2007 年的報告指出，2008 年底全球將有半數以上的人口會居住在

都市(中央社，2007/6/27)，台灣地區在 2007 年「都市化」比例高達 79.6%1-5，

且以北部大都市的趨勢為高。此快速都市化的趨勢，以 Wirth(1938：9)的

觀點來看：因社會總體規模的加大，人口密度提高，個體異質性越強，而

它與都市生活有關的特徵將更加凸出。如此將可預見未來都市化社會的生

活，必定包含更多來自不同生活方式、文化背景與個人特質的個體，而這

些眾多差異的個體進入都市後，將會再度影響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並加強

原有都市社會所呈現的生活方式樣貌。Freedman, Sears, and Carlsmith 在其

所著的社會心理學書中曾提到：「當密度提高時，原來積極肯定的情境會變

得更加積極肯定，而消極的則會變得更加消極(引述自丁祖蔭、強贛生，

1988：468)。」由此推之，都市居民獨特的生活方式，可能會由於都市化

程度的提高而被加深，並再度放大「現行」都市空間受生活方式影響而生

的課題。 

本研究根據行政院主計處的人口普查資料選擇台北市做為研究案例。

從都會區比例、地區別移動趨勢，以及人口密度高低來看 1-6，台北市擁有

高比例的台閩常住人口數、符合人口向北移動的趨勢，亦是全台灣人口密

度第二高的大城市。因此，台北市都市之空間品質，將隨著人口密度的增

加、都市化不斷提高之下，而愈顯其重要性。縱不論台北市居民的價值觀

與生活方式之反應是否誠如 Wirth 所言，會受都市空間的影響而發生變

化；但卻不得不正視，人是生活在都市的主體，都市空間是人類各式活動

的表達場所與連繫的系統，而都市空間的品質將對人類的日常生活有直接

性關聯，此一事實。回顧台灣過去相關的文獻，近年來較少有學者從都市

空間規劃的角度切入來探究「都市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規劃」的相關

                                                 
1-5依照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截至 2007 年底的統計資料：2007 年底全台人口數為

22,866,867 人，其中都市計畫現況人口為 18,199,807 人，後者占前者約達 79.6%，比例

超過四分之三；都會區人口密度每平方公里 3,821 人，是總人口密度的 6 倍之多。 
1-6台閩地區常住人口有 7 成住在都會區，以台北基隆都會區佔 29.8%最多；以地區別分析，

北部地區人口佔 44.1%，10 年來增加 12.2 個百分點為最多，其次是中部及南部地區，

顯示人口往北移動仍是趨勢﹔再以人口密度資料來看，高雄市每平方公里 9,678 人最

高，台北市以 9,568 人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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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釐清其中之相互關係，對都市空間的實質操作與規劃，以及從學術

研究範疇的擴展與延續來看，本研究有其重要性。 

職是之故，本研究嘗試從都市化的角度出發，希望瞭解進入都市生活

的居民其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改變面向，分析其與都市空間的相互作用關

係，有助於提出都市空間現況課題的解決對策與規劃建議。緣此，文中首

先將整理過去芝加哥學派 Wirth 等人，探討關於「都市成長所帶來的都市

生活」之分析，再與本研究案例--台北市目前的現況做一比對；而後，針

對台北市兩大行政區的居民進行問卷抽樣，由問卷結果歸納大都市居民的

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之表現與都市空間之形塑，以及都市空間課題產生的關

聯。最後，於第五章提出相關都市空間規劃的建議，並在文末總結本研究

的結論建議。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之說明，本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點： 

一、調查台北市居民的生活，藉以分析台灣都市社會可能存在的特有生活

方式，以從中驗證 Wirth 等人對於都市獨特生活方式的論述；同時，

反思台灣都市空間課題產生之因，做為本研究後續建構假設之參考。 

二、選擇台北市人口密度最高的大安區及土地使用分區住宅區最多的士林

區進行抽樣，以瞭解都市生活的居民，是否會受都市化社會生活的影

響，而改變其自身的價值觀；而融入都市生活後價值觀的改變，會對

其生活方式產生如何的影響；又都市居民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相互影

響的結果，是否與台灣都市空間的課題有所關聯，將深入剖析以釐清

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的關聯性。 

三、藉由台北市案例之探討，分析台北市都市空間課題之現況與導因，並

據此研擬都市空間課題解決之道，包含都市空間規劃的建議與新生活

方式之建構，以提供未來政府與規劃者於決策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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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議題範圍 

1.都市空間 

都市空間一詞之界定因不同的學術領域或是行業而有所不同，本

研究所定義的都市空間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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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都市空間的研究議題廣泛，包括土地使用的住宅規劃、交通流

通動線、開放空間、街道空間、公共設施與標誌系統…等，但配合本

研究之文本脈絡，主要將都市空間分成社區、休閒與人行空間三大面

向進行探討。 

2.生活方式 

在生活方式的探討上，主要以 Wirth 在 1938 年發表的〈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都市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中的「生活方式」之界定

為主。故本研究以此定義生活方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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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為配合本研究之研究主軸，將探討都市人在社交生活、社區生活、都

市生活及休閒生活四大面向的發展趨勢為主。 

3.都市主義 

Wirth 認為都市環境產生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活，他把這種社會

生活稱為都市主義。亦即，他將都市主義解釋為一種伴隨都市成長而

來的特定生活模式，對每個都市人產生影響，並導致生活型態上顯著

的改變。本研究以此將都市主義定義在：「社會整體因都市化帶來種

種變化，而對都市人的生理反應、心理知覺與社會關係造成影響，並

因此形塑出有別於鄉村的一種都市生活方式」。 

二、研究地理範圍 

研究範圍將以台北市為主，原因在於台北市為台灣之社經重鎮，聚集

大量且異質的工作、生活與活動人口，再加上台北市的各項建設，如捷運



第一章  緒論 

1-6 

系統、人行道整治、住宅開發皆相對成熟，且人口密度亦相當高：行政院

主計處(2008)統計資料顯示，截至 96 年底台北市人口密度每平方公里 9,674

人，接近萬人。再考量不同生活圈會對地區居民生活方式產生差異的影響，

以及研究時間限制、行政區選定之便等等因素。是故，本研究擬以台北市

做為本研究空間議題分析，以及研究建議分析之對象。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因特定原因，如工作、就業等因素而遷移至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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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的人口普查採10年一次，以較長期的觀點來觀察人

口發展、遷移等變化。因此，本研究將研究對象設定居住行為超過10年的

居民為主(又稱「台北市新移民」)。換言之，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有以下幾項

條件： 
(一) 過去因工作、就業等因素而遷移至台北市居住； 
(二) 居住在台北市的時間超過10年； 
(三) 目前仍繼續居住在台北市者。 

貳、研究內容 

一、相關理論與文獻之整理及歸納 

在此將分成三大主題作為理論與文獻回顧之討論，第一部份為理論分

析，包括都市決定論與社會心理學中的討論。前者包括三個相關的都市生

活論述，包括 Park、Simmel 及芝加哥學派的 Wirth。理解三位學者的觀點

可瞭解過去大都市所帶來的社會關係與都市化生活方式，可做為後續台灣

都市社會生活方式之分析基礎。 
而在社會心理學部份則探討密度、擁擠，以及都市生活對居民的影響。

上述文獻的分析整理，除了可瞭解都市化對人類行為的影響，亦可協助本

研究明白人類行為與空間環境的相互影響關係，並以此呼應都市決定論的

觀點。 
至於第二、三部份，則歸納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的相關文獻，除了個

別整理都市空間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外，並再匯整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相關

聯的文獻，點出目前研究之不足，以及本研究的研究價值。 

二、都市人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課題之推演 

透過前述 Wirth 等人對都市化社會生活方式之描述，本研究將分析台

灣都市化社會下民眾所呈現的價值觀與獨特的生活方式。先藉由社會變遷

對台灣人價值觀的影響來看台灣整體的變化，進而提出都市人可能較為凸

顯，或是進入都市生活後可能被強化或改變的價值觀，以及外顯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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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反思與釐清台灣都市空間課題諸多與生活方式相關的肇因，並將這

些假設與分析做為後續研究設計之依據。 

三、都市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課題之研究設計與分析 

 誠如研究目的所述，本研究的假設將鎖定四大主題，包括假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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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的改變會對生活方式

與使用都市空間的行為產生影響；假設四：都市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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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第四章擬先提出研究概念、假設及 SEM 的分析模型。

接著說明相對應之抽樣與問卷設計的內容。最後，利用敘述性統計方法與

結構方程模式來求證假說，釐清都市人價值觀、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課題

之關聯。 

四、提出都市空間--生活方式之空間規劃策略 

 經過問卷實證分析後，將就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之關聯，說明本研究

的發現，並據此提出都市居民生活方式對都市空間相互作用下所產生的影

響，藉此分析都市空間課題可能產生之因，以及都市空間規劃的因應之道。

除此之外，亦提出良好、高品質的都市空間規劃的目標與對策之建議，共

涵蓋實質與非實質的都市空間規劃構想。 

參、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地理範圍鎖定在台北市，研究對象必須符合先前所提的

三項條件。故在衡量都市決定論所強調的高人口、高密度、高異質性特質

對都市生活的影響後，再考量研究時間、人力之限制，選擇人口密度最高

的大安區及土地使用分區住宅區最多的士林區進行目的性的抽樣調查，以

有效率的取得符合研究對象特性之樣本。此便利抽樣的方式(convenience 

sampling)雖可適用於初探性的調查(鍾起岱，2003：153)，惟從 SEM 使用

要求觀之，其非隨機取樣，將可能造成推論上的限制，在此必須先予以澄

清。 

另外，後續在 SEM 的計分操作上(請參考 4-53 頁的表 4-52 的第六題

操作)，本研究將類別變項轉換成連續變數來計分，亦視為本研究在 SEM

方法使用上的一項限制。最後，由於本研究選擇在士林與大安兩區進行抽

樣，但仍可能抽樣到非士林或大安兩區的台北市市民，故無法正確的界定

出樣本與母體的特性，以便進行相互對照，此遂成為研究上的另一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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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壹、研究方法 

根據前一節的研究範圍與內容，本研究將以四種方法逐步進行分析與

探討：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第二章將著重整理國內外都市空間及生活方式相關的理論與文

獻，包括書籍、論文、期刊、政府單位及民間組織之報告內容。一方面整

理本研究可適用的理論基礎。再者，透過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相關文獻的

探討，可幫助本研究釐清現行在這兩大主題之研究面向，做為本研究界定

研究方向與研究目的之用。 

同時，本研究歸納 Wirth 等人對都市化社會生活之論述，從文獻瞭解

都市化社會生活的描述，以於第三章推演出台灣都市化社會可能潛藏的獨

特生活方式，作為後續問卷設計之基礎。此外，將再整理、分析過去台灣

都市空間所產生的課題，與都市社會生活方式之關聯，以提供後續研擬研

究假設之參考。 

二、實例研究 

為了審視台灣都市生活方式與 Wirth 等人對都市化社會生活描述之異

同，將空間分析的範圍設定在台北市。擬以台北市做為本研究在分析第三

章台灣都市化社會特有的生活方式與空間課題之案例，藉由台北市的實例

來審視並推演出遷移至都市生活一段時間的居民，價值觀可能會被強化或

改變的面向、生活方式的型態，以及與生活方式諸多相關的都市空間之課

題，提供本研究在第四章建立假設與研擬問卷題型之參考。 

三、問卷調查法 

為了瞭解目前都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相互作用的關係，將透

過問卷調查的方法實證台北市居民生活方式對都市空間的使用態度，以及

與都市空間課題產生之關聯。樣本抽樣上，考量研究人力、時間的限制，

以及研究範圍為居住空間的考量，將問卷調查地區設定在台北士林區與大

安區。前者為土地使用分區，住宅區最多的行政區；後者為台北市人口密

度最高的分區(台北市政府主計處，2007)，源於都市決定論設定高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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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度和異質性的特質能使都市生活方式的特徵被凸顯出來。是故，本研

究以高居住人口數的士林，以及高人口密度的大安兩區做為抽樣的地點。

又由於本研究屬於初探性的調查研究，因此抽樣方式採街頭便利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1-7，以有效率的尋求符合研究對象資格的受訪者進

行問卷調查。 

四、實證研究 

本研究在問卷回收後，將以敘述性統計方法(次數分析與交叉分析)來

進行研究的實證。實證內容涵蓋不同社經背景的都市人之空間使用行為，

以及前述所提及的各項假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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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的改變

會對生活方式與使用都市空間的行為產生影響；都市人的生活方式會對空

間使用產生影響，並與空間課題的產生有所關聯；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有

所關聯。此五大假設將經由深入剖析以釐清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的關聯

性，並做為第五章研擬都市空間課題解決之道、相關規劃建議之依據。 

五、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法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一個相當新的統計

技術，被大量地應用在社會及行為科學的領域是近三十年的事(黃芳銘，

2007 ： 5) 。它是一門基於統計分析技術的研究方法學 (statistical 

methodology)，用以處理複雜的多變量研究數據的探究與分析，並結合兩

大主流技術「因素分析」與「路徑分析」(邱皓政，2004：1.2)。 

由於本研究所欲驗證的三大變數(價值觀、生活方式與空間使用)皆屬

抽象概念，再加上變數之間的關係複雜、模式變項繁多，並考量結構方程

模式所能應用的範圍後，本研究除了以敘述性統計方法進行實證研究外，

將再輔以結構方程模式來求證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空間使用的相互關係，

以瞭解三大變項的間接及全面性的影響。  

 

 

 

                                                 
1- 7 便利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又稱偶然抽樣 (accidental sampling)或隨便抽樣

(haphazard sampling)，此種抽樣既不顧是否隨機，亦不顧是否具有代表性，只是對偶然

遇見又願意接受訪問的人進行資料收集的方式。通當這種方式集中在街口定點訪問，

以便容易找到訪問的對象，所以又稱定點抽樣(point sampling)或街角抽樣(steet-corner 
sampling)，初探性的調查研究有時也會採取此種方法(鍾起岱，200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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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流程 

為完成上述之內容，本研究建立如圖 1-1 之研究流程。首先，確立研

究的主題、動機與目的，繼而界定研究範圍及研究內容。本研究在探討都

市空間與生活方式之兩大主題上，除了分析理論基礎，亦將針對都市空間

與生活方式相關的文獻進行回顧，以瞭解現今研究的面向，此部份在第二

章做說明。 

在第三章，由前章所整理的「Wirth 等人對都市化社會生活之論述」，

分析台灣都市化社會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台灣都市空間中的相關課題，

並據此做為第四章研擬研究架構與設定研究假設之參考。之後將對台北市

的士林與大安兩區的居民進行問卷調查，並將問卷回收輔以敘述性統計分

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進行問卷結果之說明。 

最後，根據案例實證出的結果--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的關聯，提出都

市空間課題的解決之道，以及都市空間品質提昇之目標與建議。並於第六

章歸納本研究的結論與建議，以供政府決策和後續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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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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