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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探討與文獻回顧 

根據前章研究動機與目的之說明，本研究欲探究台灣都市化社會背景

之下，各種特質、背景、生活方式的族群進入都市生活後，是否會影響及

改變他們的價值體系?而價值體系的調整，是否也連帶改變他們原先的生活

方式?以及這些發生在居住空間的諸多現況問題，是否源於都市居民獨特的

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相互作用後的結果?(參考圖 2-1)為了瞭解這些提問背

後的理論及文獻依據，將在此章分成三大主題作一回顧。 

第一節為理論分析，包括都市決定論與社會心理學的論述。都市決定

論方面將探討 Simmel、Park 及 Wirth 在都市人心理與社會層面的主張，並

輔以人口組成論與副文化論的觀點加以分析。而社會心理學方面，包括實

質與社會密度、環境壓力(擁擠)，以及都市生活對居民的影響。藉由這些

理論的整理可協助本研究瞭解人類行為與空間環境的互動關係，以及都市

化對人類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影響。 

第二、三節，則個別整理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的文獻。除了歸納生活

方式和都市空間的研究面向外，在第二節生活方式文獻探討上，茲整理價

值觀、價值體系的定義及其對生活方式的影響，以釐清彼此之關係。而後

第三節，本研究匯整國內都市空間的研究面向，以藉此點出目前研究之不

足，以及本研究之研究價值，並於最後探討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的關聯性。 

此章之回顧可瞭解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的理論與文獻根基，有助於本

研究後續就台灣都市社會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做進一步的分析，並藉以剖

析台北都市空間課題導因與前述二者之關聯，有利第四章研究設計時做為

建立假設之基礎。 

 

價值體系 生活
方式 

都市空間課題

規劃 都市化
都市空間 

相互作用之下

圖 2-1  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關聯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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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理論探討 

壹、都市決定論(Urban Determinism or Ecological Theory)2-1 

都市決定論主張，都市是現代社會問題的根源，都市環境必然造成社

會問題，都市主義所引起的社會脫序和人格失常比鄉村地區嚴重(葉蕭科，

1993：118；蔡勇美、郭文雄，1986：12)。換言之，都市決定論主要以都

市的三種基本人口和區位學特質--眾多人口(large population size)、高人口密

度(high population density)和人口異質性(heterorgeneity)等三個關鍵變項為

定因，說明快速都市化後所帶來的都市生活的改變，如初級團體的分離、

人際關係的疏離與偏差行為等。 

此理論的知識傳統淵源，最早可追溯Park在1916年所發表的論文〈都

市：對都市環境中人類行為之考察的建議〉，但集其大成者則出自1938年
Wirth所發表的論文〈都市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Parker，2007：18-19；葉

蕭科，1993：119)。Wirth的都市生活理論，即在試圖證明都市主義的內在

或本質上的特徵，如何產生社會解組和人格失常?據此看來，Wirth所掌握

的兩個重要面向是都市生活所造成的心理和社會結構兩部份。而此心裡與

社會層面的描述，可作為本研究第三章檢視台灣都市化社會情境之依據。

因此，以下茲就Simmel、Park，以及Wirth對都市居民心理與社會層面的主

張做一說明。 

一、Georg Simmel(齊默爾，1858-1918) 

Simmel的都市理論主要見於1903年的一篇馳名論著〈都市與精神生活〉

（The Metroplis and Mental Life），這篇文章曾被沃思譽為“論社會學觀點

談論都市的重要單篇文章”(王小章，2003：5)。Simmel的觀點有很強烈的社

會心理學之色彩。他認為都市社會給人一種過量的神經刺激 (Nervous 
Stimulation)。此種過量的神經刺激包括聲、色、嗅聞、人潮、擁擠、緊張

的情緒等感官與心理負擔。為了適應這種過量的感官與心理感受，都市人

乃不得不改變他們的心理與人格，這些心理與人格之改變乃是都市人與鄉

村居民之主要差別(葉蕭科，1993：119-120)。簡單來說，都市人因其社會

環境的壓迫，乃從單純心理與真誠純樸的鄉村居民特性，轉變為以動腦筋

為主的冷淡都市人；同時，都市居民往往變得較理性地思考問題，但在情

                                                 
2-1在社會學上，此種論說起源於社會學四大鼻祖之一的 Simmel，亦有人稱之為”Wirth 學

派理論”、”都市主義理論”、”都市脫序理論”或”區位理論”(Ecological)。主因為芝加哥

大學的 Park 和 Wirth 繼 Simmel 學者之後，對此理論之建立有很大的貢獻，而芝加哥大

學都市社會學之成立，乃是以區位學見稱，故而名之(葉蕭科，1993：118；蔡勇美、郭

文雄，19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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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上則與他人保持距離(蔡勇美、郭文雄，1986：12-13)。 

總體來說，Simmel的論述有一大重點：人的心理、人格與生活方式及

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是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結果。換句話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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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個由

苗栗小鄉村移居台北市之青年，會因台北市過量的感官與心理刺激而失去

鄉村的純樸特質)。而在此種複雜的都市社會中，人也因此失去了改變與控

制環境的能力。 

二、Robert E.Park(羅伯特‧帕克，1864-1944) 

繼Simmel之後，芝加哥學派的Park也對都市決定論作了發揚光大的貢獻

(Mercer，2006：14)。在Park的研究理論架構中，包括人文區位學的分析和

都市社會學兩部份(葉肅科，1993：42)。而關於都市社會學部份，Park認為

都市如生物的有機體一樣，是一種心理狀態，是各種禮俗和傳統構成的個

體(許英，2002：55)，且並非毫無秩序的混亂集體；同時，都市係由各種不

同的人口組成，這些不同人口皆有其特殊的性質。 
再者，他認為都市係一商業結構體，由市場的運作而產生，都市具有相

當高度的分工與專業結構，而此種分工與專業活動的結果，對傳統的生活

方式將會有腐蝕性的影響。也就是說，職業和職業利益為基礎的“社會性”
關係取代了過去人們看重的家族聯繫關係，社會的結構將變成更具形式

性。因此，都市生活正如Simmel所言，將較不注重情感，理性將取代感性，

新的社會結合亦將會由利益團體取代血緣、親族、宗教為基礎的群體團結。

而越來越程式化、非人格化的大眾傳播媒介代替了原先鄉村面對面交流的

口語傳播網，如此對輿論的控制也就成為都市社會控制的一種十分重要的

手段。(蔡勇美、郭文雄，1984：23；許英，2002：55-56) 

由前可知，兩位學者對都市生活心理層面的觀點是：都市人因受社會

環境的壓迫，乃不得不改變其心理人格與生活方式，而理性是他們的表徵。

此外，社會關係從職業和職業利益為基礎的關係，取代了過去人們看重的

家族、宗教為基礎的聯繫關係，而這二大觀點將有助我們更加瞭解Wirth文
中的內涵。 

三、Louis Wirth(沃思，1897-1952) 

Wirth在1938年發表的〈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都市主義是一種生

活方式)文中指出，都市生活已經在現代社會占據了支配性地位，但我們仍

然缺少一種社會學的都市主義。同時，他認為都市生活特徵主要在都市中

體現，但都市生活特徵卻並不侷限於都市中這樣的觀點。因此，他以都市

--工業社會和鄉村--傳統社會視為居住的兩種理想型式(ideal types)，應用都

市生活方式中的社會生態、社會組織與社會心理等經驗事實，來架構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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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都市主義。 

換言之，他從都市是定義在一個規模較大、人口密集、異質個體的永

久定居地的觀點出發，根據既有關於社會群體的知識中，提出一種都市生

活的理論。在此將介紹Wirth對都市和現代文明、都市的社會學定義、都市

主義理論此三部份的論述做一說明： 

(一)都市和現代文明(Wirth，1938：2-3) 

現代人生活方式的鮮明特徵是中心都市集聚著大量人口，而次級都市

圍繞在它們周圍。而都市的發展和全球的都市化是現代最令人矚目的事實

之一，因為都市不僅日益成為現代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更是啟動並控制

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因此都市對人類社會生活的影響比都市人

口比例所產生的影響還大。另外，他強化歷史、早期傳統社會對都市的影

響，認為都市是成長過程的結果，而不是瞬間的產物，所以都市對生活方

式的影響不能完全去除人類以前主要的交往模式。 

(二)都市的社會學定義(Wirth，1938：3-8) 

地理、歷史、經濟、政治學家各以不同學科的觀點對都市定義。對社

會學研究來說，定義都市並不是要取代過去這些學科的定義，而是希望試

圖歸納都市生活的典型特徵，亦即將體現都市社區生活的獨特性予以提煉

出來再予以定義。Wirth認為，光靠人口規模、人口密度，這種人口普查的

統計學，或是居民職業、某些物質設施、公共機構和政治組織形式來定義

都市與鄉村，是過於武斷的；除非與重要的社會特徵聯繫起來，才能確實

區分都市與鄉村的真正差異。由此可知，一個適用的都市生活定義，不僅

應包含所有都市的共同特徵，而且應有助於揭示它們與鄉村之間的差異。 

此外，對Wirth而言，「都市化」是指與都市有關的生活方式之鮮明特

徵不斷被強化的過程，正好比不管生在何處，都有可能受到都市機構、通

訊和交通帶來的影響；所以都市化不僅僅只是意謂著人們被吸引至一個叫

做都市的地方，或被納入到都市生活體系之中。都市社會生活的顯著特徵

會隨著都市的規模、人口密度和功能類型的不同而有所變化，透過城鄉之

間的接觸與交流，都市影響了鄉村，並在鄉村生活中留下都市生活的烙印。

因此，在都市影響所及的任何地方，都可能不同程度地存在著都市生活方

式。(不侷限實體和人口統計上的都市地區) 

由此可知，Wirth認為定義都市時應相當小心，避免受具體地方或是歷

史文化的影響而做一定義，因為它們是影響因素之一，卻非根本的決定因

素。所以Wirth從社會學的意義，先將都市定義為一個規模較大、高人口密

度的異質個體之永久定居場所，再以都市的發展背景、居民的總體文化，

輔以都市主義的理論來加以分析都市的社會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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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都市主義理論 

Wirth認為僅有Max Weber富有洞察力的論文〈論都市〉和Park那篇有

紀念意義的論文〈都市：對發展都市環境中人類行為研究的假設〉，非常

接近都市生活的系統理論；其他大量有關都市的文獻，都缺乏都市作為社

會實體(social entity)系統的都市理論的探討。於此，他在文中設法闡明都市

的幾個典型特徵，以這些特徵為前提，根據社會學的基本理論和實證研究

勾勒出蘊含在都市的一些生活方式議題。(Wirth，1938：8-9) 

又因歷史中的都市是不同種族、民族和文化的熔爐，有利於培育新的

社會生態和文化混合體的溫床。於是乎，Wirth揭露大量異質個體組成之相

對持久而緊密的都市居住區，因其共同體之規模大，人口密度相對高，個

體異質性很強，所以都市生活有關的特徵將被凸顯。因此，他歸納過去關

於人口規模、居民密度、居民和群體生活的異質性三點觀點，來分析上述

所提關於都市主義的討論(Wirth，1938：10)： 

1.人口規模(Wirth，1938：11-13) 

人口數量的增長帶來了個體差異範圍的擴大；而參與互動的個體

數量越多，他們之間可能差異就越大。以Max Weber的社會學角度來

看：居民數量和密度的增加導致個體間缺乏相互瞭解。因此，都市中

居民的個性、職業、文化生活和社區觀念，將因人口數量的提高而與

鄉村呈現兩極化。 

在個體差異上，不同的膚色、種族遺傳、經濟與社會地位、品味

與嗜好等方面的差異，會導致個體在空間上的隔離。加上居民出身和

經歷的各不相同，鄉村社會緊密的親屬紐帶、鄰里關係和共同的生活

情感將不存在，甚至變得非常淡薄。所以，競爭和正式的控制機制取

代了傳統社會賴以存在的紐帶關係、各種職業的專業分工，讓都市中

的個人以實現自己目標為手段，人際關係因此分裂並表現出功利性，

並讓都市社會呈現極大的專業分工。 

而這樣的人際互動，亦因人數的增加使彼此的接觸無法呈現自己

的全部人格，失去自然的自我流露、集體精神與參與意識，導致社會

的失落(anomie)和社會空洞化(social void)。研究都市精神生活的學者

(如Simmel)更借此解釋為都市的“精神分裂”人格。 

儘管都市居民認識的人不比鄉村居民少，但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有

點頭之交的人數多，但熟悉的人卻僅有一小部份；亦即人與人接觸雖

是面對面，但卻呈現非人格化、膚淺、短暫、匿名，並表現出拘謹、

冷漠的一面，也難怪都市居民通常被指責為虛偽與刻板。都市居民彼

此間，在這樣高度分化的角色中交往，缺乏充分瞭解，也較少依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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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致使都市生活的特點表現於次級關係而不是初級關係。 

2.人口密度(Wirth，1938：14-16) 

Wirth引用Durkheim(1932)的分析，認為人口密度的增加會增強人

及其活動的多樣化，促使社會結構的日趨複雜，以及Simmel的觀點：

都市居民雖能進行親密的身體接觸，可是彼此之間的社會關係卻很遙

遠。因此，都市人口密度的增加，未能拉近人際之間的距離。 

另外，Wirth也感受到都市居民對都市空間爭奪之強烈，每個角落

都被利用，以獲取最大的經濟收益，所以導致工作場所與居住場所的

分離。另外，工作地點與性質、收入、種族和民族特徵、社會地位，

習慣、習性、品味、嗜好及偏見亦造成都市人口的分類。再加上人口

密集、土地價值、租金、距離、聲望、審美情趣，以及有關噪音、煙

害等公害，使不同階層的人分布在都市不同區城，如此將更顯地區的

差異。所以人口密度增加，呈現需求和生活方式差異的拉大，造成彼

此越歧視、隔離程度越嚴重。 

此外，都市不同地區產生不同的專門功能，都市變成世界的馬賽

克圖，產生相對主義的視角和包容差異的氛圍。同時，為了防止人們

缺乏責任感，消除潛在的混亂、對比，社會控制的手段也就越來越制

度化。時鐘和交通信號即是控制都市社會秩序的基礎象徵，但也讓都

市人必須面對快節奏生活和複雜技術，加重了他們的挫折感並導致精

神的緊張。  

3.異質性(Wirth，1938：16-17) 

都市環境中不同類型人之間的社會交往打破了剛性的等級界線，

使階級結構複雜化。而高度整合的社會，更讓都市社會分層結構複雜

多變。都市中不穩定性和不安全感也是他們生活的常態，因為個體很

少有機會全面瞭解都市，也無法審視自己在都市中的位置。 

異質性表現在居住與工作場所、工作性質、收入的經常變化；都

市中的人們不會同類相吸，卻會因種族、語言、收入和社會地位上的

差異而彼此隔離的更加明顯，致使都市人們很難凝聚，個體間也不易

維持一種親密而持久的關係。再加上，都市人缺乏歸屬感，可以自由

流動，而組成群體的成員又通常是變化無常的，所以沒有真正的鄰居、

不會產生傳統的情感聯繫，這也有助於理解都市人老於世故、四海為

家的性格。於是乎，個體會加入能夠展示他們不同個性的群體來表現

自我，也因為個體脫離整合性的組織，失去了傳統社會的連繫，致使

都市社會的集體行為無法預知，帶來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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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都市雖然異質化，但透過競爭、標新立異、效

率和創造力推崇的結果，亦產生均質化的效應。如公共事業、娛樂、

教育文化為了要服務廣大的大眾需求，將焦點放在大眾所交集出來的

共同需求；而個體要真正參與都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必須部

份的犧牲個體來迎合大眾的要求，才能使自己完全投入大眾活動中。

這也造成都市逐步產生以服務和物品交換為基礎的金錢關係，取代了

作為社群基礎的個人關係。 

Wirth的思想受Simmel關於現代人之理性性格和倦怠感的論述而影

響，在他文中有所體現，而他更是進一步將Park的都市論述予以系統化及

具體化的學者(葉肅科，1993：50)。儘管後續Wirth的都市生活方式論述遭

至許多批評2-2，如甘斯(Gans，1962)認為都市人口沒有完全異質，也未拋棄

過去傳統的連繫，且非每個人皆是孤立的…等批判。但不可置疑的是，Wirth
提供我們觀察都市化的社會生活方式，凸顯了都市化社會互動的某些表

徵，更有助於瞭解都市社會孤立和分裂的過程，也因為這些都是都市生活

的特性，所以「獨特」的都市生活方式才可以被推斷出來。 

總體來說，都市決定論的三位學者皆認同都市與鄉村是截然不同的社

會共同體，但 Wirth 對於「都市生活特徵並不侷限於都市中」這樣的觀點，

提供我們去剖析出別於鄉村總體生活的都市生活方式，例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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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造成應付性的社會關係之表現，冷淡、膚淺、較不友善等徵狀。 

                                                 
2-2在美國社會學界，對都市決定論提出質疑與挑戰的首推路易斯(Louis)與甘斯(Gans)。他

們反對都市決定論所強調的「都市人口眾多、高密度…等特質對都市人心理與人際關

係的直接防害與影響」，他們主張都市社會問題的產生乃源於居住於都市中人之社會階

級、種族背景、家庭結構及其文化性質與人生階段(蔡勇美、郭文雄，1986：15)，故以

人口組成學派(Compositional Theory)見稱。而值得一提的是，都市中不同的群體組成各

種具差異的生活方式，並因此建立各式行為規範與文化及群體之認同性(如「四海為家

者」、「種族鄉民」、「單身或無子女者」)(葉蕭科，1993：126-127)。同時，人口組成學

派亦強調，居住於都市的人，仍然保留著他們自己圈內的活動，而在這些圈內，人與

人之間仍然保持著親密與互信、互助的態度與關係，至於龐大的一般都市陌生人則與

他們毫無關係。 
   而繼人口組成學派之後，副文化學派（Subculture Theory）開啟。此學派係由美國

都市社會學新秀，菲雪爾（C. Fischer）所自創。此學派截取都市決定論與人口組成學

派的長處，並去各家之短而成(葉蕭科，1993：126-127)。該理論認為人口眾多之都市

性與都市社會問題有關（此與都市決定論的主張相似），但是都市社會問題，並非高人

口、高密度與高異質性所產生的規範混亂、個人心理上之孤獨隔離感所促成個人與社

會解組所生(此與都市決定論相異，也正是人口組成學派對都市決定論之批評)，而是「人

口特質」造成高程度之社會組織與群體之團聚力，使得所謂的「反社會之副文化

(unconventional subculture)」得以成立，例如：同性戀者、色情嗜好者等。換言之，都

市規劃提供了「關鍵人口(critical mass)」的凝聚，使得自有副文化的社會團體得以存在，

而都市社會問題才因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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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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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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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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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th 文中描述的都市獨特生活方式之觀點，本研究將以此做為台灣

都市化社會生活的分析基礎，並進一步歸納其內涵做為問卷設計的內容，

以觀察遷居至都市生活的居民，是否在心理與社會層面上具有前述學者所

描述的獨特生活特性及價值觀的變化。然而，誠如 Krupat(1985：152-154)
所指，近二十年都市社會學的反省中，Wirth 所強調的都市生活方式成了

箭靶，被射的斑斑點點(引述自章英華，1988：161)。因此，我們或許可持

較保留的態度認為，都市決定論的理論不一定能完全適合解釋我國的都市

社會，但前述所提之理論與思考方向，誠如龍冠海(1972：59)教授所述：

「Wirth 理論大體上仍較其他的更合乎都市社會學的觀點」，因此仍值得

研究引用並做為驗證之基礎。 

職是之故，人口組成論與副文化論(參考註腳 2-3)的共同主張--不同「人

口特質」所產生的群體及副文化族群，將促使都市生活有各種不同的生活

方式，並建立相異的行為規範、文化與群體之認同性等觀點，可提供本研

究另一個研究焦點。據吾人之見，此三種理論皆有其長、短處，在配合應

用於我們都市社會之際，除了以都市決定論的觀點為主軸外，在第四章建

立假設時，將加入人口特質會對都市生活產生影響之想法，從中去檢視不

同社經背景的都市人其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使用的差異，以能更全面、周

詳的驗證都市決定論於我國都市社會之適用性。另外，本研究也引用人口

組成論的看法，欲進一步在問卷內容中予以驗證：都市人是否對陌生人特

別的陌生、冷漠與隔離、是否在公共場域表現的冷淡或理性，但相反的，

他們仍保有自己圈內的活動。 

貳、社會心理學研究 

社會心理學有相當多的實證論述呼應都市決定論的觀點，如社會密度

所帶來的擁擠感及其所引發的社會負面行為，以及都市社會所存在的擁擠

壓力、高密度的強度效果等，甚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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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社會心理學

對感知與行為的關注，強調人們及其社會--物理背景之間的交流作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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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人×地方」的角度來思考，明白行為之動態性會隨著時間和環境

來做轉移。因此，以下茲就社會心理學中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論點說明之： 

一、實質與社會密度 

實質密度(physical density)指每個人擁有極少的「空間」。例如，當你

和別人擠在狹小的電梯裡，你覺得擁擠是因為實質的密度。相反地，社會

密度(social density)涉及某一特定地區有過多的人，同張滿玲(1989：685)所
指：社會密度是指某個區域內客觀的「人數」。例如，你覺得大房間裡塞

滿了人，是因為社會密度所致，而非實質密度(Weber，1995：289-290)。 

社會密度比實質密度引起更多的負面情感。張滿玲(1999：685-686)描
述，依照擁擠的感覺過度負荷理論，高社會密度會產生令人不愉快的高度

刺激；其次，高密度會讓人經歷到喪失個人控制的痛苦。此外，當我們將

生理激起歸因為太多人在場所致，這時我們便會感到擁擠。他人的出現涉

及幾個潛在的壓力源：不足的空間、社會性激動狀態、分心及侵犯個人隱

私。而當人們一旦適應擁擠的狀況時，長期擁擠的社會及行為效果，通常

是負面的(Weber，1995：289-290)。 

由前述論點分析都市決定論所強調的「都市高人口密度」之特質可知，

高密度所帶來的是「社會密度」的增強，對人類生理與心理的反應，比「不

足的空間」此種「實質密度」所帶來的負面效果顯得更為強烈。但從都市

空間規劃的觀點來看，同一人口密度之下，不足的空間所引發的社會密度

之強度效果又比足夠空間所帶來的效果來得強烈，實可知適當的空間提供

與劃設可因應不同人口密度之需求。 

二、環境壓力--擁擠的效果 

作為一種壓力的形式，擁擠是主觀的，儘管密度是擁擠的重要成份，

但擁擠會因密度、持續時間、其他情境因素和某些個人特徵的不同而有差

異；在同一情境下，某人的反應可能會非常不同於另一人的反應。因此，

高人口密度並不必然引起擁擠，且擁擠也不普遍地有害於人類(Deaux, Dane, 
and Wrightsman,1997：631；Freedman, Sears, and Carlsmith, 1988：461)。 

但不容忽視的是，擁擠既是一個有壓力的狀態也是一個過程，在此過

程中「密度」扮演著重要角色，如圖2-2所示。密度可能直接導致擁擠，導

致一系列心理上的壓力和生理上的變化(徐磊青、楊公俠，2005：114)，如

血壓升高和喚醒度提高等。一個人體驗到擁擠時，他也體驗到擁擠的壓力。

擁擠的壓力可以看成是人們對高密度情境反應的中間變項，也就是說擁擠

的壓力既是高密度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它也直接影響了人們對高密度

情境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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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下所減少的處理訊息能力會產生對某些社會線索之強化的敏感

力，但也會對其他線索更為不敏感。人們在壓力下會展現『注意力的窄化』

(narrowing of attention)(參考圖2-2)；他們會集中在對自己當下目標最明顯的

線索上，而忽略其他目標。因此，某個走在擁擠人行道上的行人，如果他

的目的是與朋友見面，他可能會忽略某個身邊剛剛掉了皮包的人(楊語芸，

1997：616-617)。於此情境之下他可能會被解釋成都市冷漠的陌生人。 

 

 

 

 
圖 2-2  擁擠效果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另外，除擁擠壓力會引發注意力的窄化外，社會上亦存在許多壓力造

成人行為認知的過度負荷。本研究發現Milgram(1970)、Miller(1964，引述

自徐磊青、楊公俠，2005：106-107)所提出的「訊息超負荷」觀點與都市決

定論之學者Simmel的論點不謀而合。他們認為都市裡的人們減少社會交

往，並不樂意幫助別人的原因，可能是為了減少他所遭遇到的超負荷訊息。

因此，他們排定優先順序，並忽略其他「較低順位的刺激2-3」，所以對超

負荷環境的適應最後演變成都市人完全不理會那些他們認為與其不相干的

需要、利益和要求。 

由前述歸結二項重要觀點。第一，雖然高人口密度比狹小空間更容易

對人類引起負面的反應跟壓力源，但擁擠卻是相當主觀的；換言之，都市

人對都市空間的擁擠感受將會因人而異。反之，若能實證出都市空間的部

份元素，如巷道中的人行空間或是捷運出口周邊，已普遍地造成居民有擁

擠的壓力，那麼改善都市空間的品質將變得重要且急迫，此待本研究後續

建構研究假設之參考。 

第二，Migram的理論有很深的都市決定論的烙印，而他實證出都市裡

的居民一般不願意糾纏那些與自己沒有特殊關係的人和事件中，致使人們

互相分離，形成都市人冷淡、超脫、冷漠和僵化的都市生活風氣，此亦加

強對都市人態度和行為上的描述，再度應證都市決定論對都市特有生活方

式的觀點。此外，「注意力的窄化」和「訊息超負荷」兩大論證，亦可以

                                                 
2-3舉例來說，人口稠密的社區裡的居民為了保存自己的心理能量，存在著儘量迴避那些無

關緊要的交往(較低順位的刺激)。這些居民與他人僅保持表面的和短時間的關係，有時

候，都市居民看到路邊有人跌倒卻視而不見，這並非他們不善良或是鐵石心腸，而是因

為他們不得不為每天所碰到的大量訊息排序，以確定哪些應該優先考慮。他們發現，如

果試圖幫助他們遇到的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那麼他們就無法過正常的生活。 

擁擠
壓力

    直、間接效果 
      直接效果 

注意
力的
窄化

空間 
擁擠
性 

冷漠 
態度與
行為 

高人
口密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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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來解釋人們對都市空間的漠視與自掃門前雪的態度與行為模式，利於支

撐研究假設之說明。 

三、都市生活對居民的影響 

都市生活中常被認為是壓力源的原因在於大都市中的人口密度相對地

高；但城鄉之間不僅在密度上有差別，在其他實質和社會環境方面也有重

大不同。不同環境裡，人類行為上的差異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

針對此一議題，觀諸環境心理學及社會心理學皆有不少探討。我們從徐磊

青、楊公俠 (2005： 104-107)、Paul and Bell et al.(2003， 442-456)、
McAndrew(1995：6、290-291)、傅仰止(1997：160-188)、Freedman, Sears, and 
Carlsmith(1988：449)與陳皎眉(1986：839)的論述來看，可歸結出都市生活

對居民的七大描述： 

(一)都市生活是刺激與充滿機會的：環境心理學的都市是令人激動的，它

有許多的服務設施和機會，有各種各樣的人和高水準的刺激，但它們

是複雜的、擁擠的和不安寧的。相反，小鎮具有大都市缺少的東西--

寧靜、輕鬆和家庭鄰里的感情，但也缺乏都市所具備的刺激和機會。 

(二)都市居民比其他地區的居民更容易批評自己的社區：都市居民抱怨學

校、住宅、賦稅和缺乏安全感，尤其是街道的交通容量，包括行人和

車輛。 

(三)都市人受實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影響：住在都市裡的生活經驗受到實

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影響，並有別於鄉村人的行為和態度，譬如都市

人的生活節奏和走路速度要快於鄉村人 2-4，且陌生人之間的交流較

少、視線也不易交集。 

(四)都市居民僅在「生活環境滿意程度」低於其他地區的居民：居住滿意

程度雖然低於鄉村人，但並不影響個人的愉快情緒和整體的生活滿意

程度，亦即都市人並不比其他地區的人覺得更焦慮或不愉快；不一定

每個人都喜歡都市，但是，都市對於人們的心理健康或是人際關係，

並沒有必然的傷害力。 

(五)都市人仍舊有其親密的網絡：都市人在日常互動上，快樂感、心理衛

生與心理健康上與鄉村居民並無差異；最大的不同在於他們對於經常

與陌生人互動的公共場域是冷漠的，且負面評價多源於對鄰居與陌生

人的不信任。 

                                                 
2-4在都市高負荷環境中，都市人為了降低環境輸入之需要，可能導致都市生活步調加快，

在九個不同國家進行的證實研究結果顯示，大都市中行人走路確實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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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都市生活不僅有它困擾的一面，也有愉悅的一面：實證出大都市裡的

人也有很多正面的都市經驗，他們變得很能欣賞在都市裡所看到的各

種人，而且覺得自己的心胸變得較為廣闊。 

(七)都市生活型態多元化：都市居民雖比較不願意幫助陌生人，然而，他

們比較能接受不同生活型態的人。 

至此我們可以明確知道，誠如先前的論述，壓力是主觀的判定，而都

市反感的認定亦因人而異。正如某些人喜歡高水準的刺激，而某些人則不，

每個人都有最適當的刺激水準，此一水準會隨著因人所處的環境而有些變

化。如果喜歡高刺激，住進都市則能欣賞都市，發現它們很刺激、很有趣，

而不喜歡小鎮的無聊、無趣。所以，重點在於配合個人的特性與環境，如

此而己。 

值得關注的是，現代都市市民的關係已不再像傳統社會那樣是親屬

的，或地緣的。由於人口的膨脹與不均衡的集中，與陌生人同頂共地而居

已是常態。而公寓建築與高樓建築是現代都市建築的景觀，它應付了人口

的問題但也可能因此衍生許多負面的居住問題，如前述所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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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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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活方式相關文獻 

“Lifestyle”轉譯成中文，大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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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style 轉譯為“生活型態”(蔡宜珍，2006：9)。而本研

究採前述第一種應用，以「生活方式」一詞彙貫穿全文，討論都市空間與

生活方式之關聯性。 

然而現今以「生活方式」為題之文獻，因研究範疇的不同，在生活方

式的定義上有顯著的差異。因此，針對生活方式一詞之詮釋，此節先做探

討。而在第貳部份，則分析國內外以「生活方式」為論題之研究面向，以

確認本文的研究方向與架構。第參部份，為了釐清價值觀及價值體系在本

研究之定位，將會針對定義、量測方法與關聯性做一探討，最後提出價值

觀與價值體系於文中的重要性，以下就三大部份說明之。 

壹、生活方式之定義 

生活方式是社會學、管理學、地理學、心理學、哲學、人類學、經濟

學、政治學等研究的重要範疇(青連斌，1990：1)。由於各個學科研究的角

度不一，著眼點不同，研究的方法也不一樣，而且即使是同一學科，也因

研究的角度和深淺不一致，生活方式的詮釋有所差異。以下茲就與本研究

較為相關的社會學、地理學的定義做一簡要說明： 

一、社會學之定義 

生活方式的概念在行銷學及社會學多有論及。在社會學中，對於生活

方式的理解，可以追溯至美國早期的都市社會學家 Wirth(1938)在他「都市

主義作為一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文中，所探討現代人生

活在都市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態度看出一些端倪。 

而西方開始大量有關生活方式議題的研究，首推 Max Weber(陳坤宏，

1998：235)。他討論社會階層化和資本主義的經濟精神時，認為階級會影

響人的生活機會，也進而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則做為區分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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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位的描述性工具。亦即，群體特殊的生活方式不同，會導致社會階層

的不同；而生活方式的不同，則會隨著社會的變項不同而有所差異，如性

別、年齡、居民住地區等項目。 

換言之，他們認為社會階層都有其規範，屬於該階層的份子即按照個

人角色，遵循其規範去思想與行動，而形成一套行為模式、價值體系及生

活方式。不同社會階層的行為、觀念及生活方式，可能相互重複，也可能

完全迥異。不過，個人在某一社會階層中所經歷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

程，必不相同，而形成各社會階層所獨具的生活方式。 

二、地理學之定義 

法國地理學家維達爾白蘭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1948-1918)是首先

強調生活方式概念的人，其主張人文活動內在思想使然而具有特殊性及個

別性，表現在地表空間時，也因此構成了區域的特性，此即一般「普遍式、

全稱式法則」所不能觸及的區域本身獨特珍貴事物，也正是生活方式所彰

顯的意義(引述自潘朝楊 1989：191-192)。Buttimer(1987)指出：「生活方式

是一文明的產生和反應，它顯示了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人與其周圍環境的

關係，經由自然、歷史和社會文化影響之下的整合結果，正是人類與社會

環境的對話」(引述自潘朝楊 1989：192)。 

夏黎明(1985：4-10)的看法更加延申生活方式的定義：「生活方式主要

是指一個地區的居民，以他們傳統的文化、技術，透過適應的過程和環境(內

在的、外在的、人文的、自然的)發生交互作用後所形成的複合體。」這個

複合體本身可視為一系統，系統內的各項活動在機能上具有不同程度的互

賴關係，若欲較透徹地瞭解某項活動的特徵和功能，則必須將其置放在整

個系統的結構中，才能獲得整體性的認識。 

然而，生活方式從地理學門來看，僅為一抽象的概念，研究者必須透

過其研究旨趣、研究構想並考慮研究時間其他條件的配合，選取居民日常

生活中，在功能上互有關係的一些項目加以探討，方能落實生活方式的概

念。 

三、其他定義 

Corey 指出，生活方式是指個人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其思考、感受

與行為所表現的獨特生活模式(引述自曾仁美，1997：14)；生活方式亦是

指一種人們藉以知覺外在世界，以及能夠因應人生任務的概念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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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宏(1998：7、86)在文化生活空間的研究中，對於生活方式的定義

著重在生活圈及消費行為對商業空間的利用與態度，以及個人的活動、對

事物的興趣與意見，其研究中以生活圈的測度做為居民生活方式的具體指

標。並指出，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可由兩方面來說明：一是由個人的社經

屬性、社會角色及關係，一是由日常活動的項目(例如消費活動)，以及時

間與金錢的使用與分配。 

而其他中、外學者對生活方式之定義，本研究將其整理於表 2-1。回

顧這些定義，固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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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上述的定義與闡釋，本研究從而可定義屬

於本文脈絡的生活方式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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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生活方式探討的

界定上，將著重「聚居於都市生活的居民所呈現的生活價值觀及生活特徵

之表現」，並以人際社交、社區生活，以及休閒活動為主要構面。 

表 2-1  生活方式之定義 

作者(年份) 生活方式之定義 

Ludtke 
(1996：140)

生活方式研究主要涉及個人的生活安排，其定義為常規的行

為模式，它會呈現結構性的情境及習慣性的行體和社會傾向

(引述自 Scheiner and Kasper，2003：320) 
Shulman 及

Mosak(1990)
生活方式的共同要素可歸納成三大主題：自我與外在世界的

信念、價值信念及行為指引(引述自曾仁美，1997：60)。 

Bourdier 
(1984：171)

生活方式是習慣性系統的結果 (systematic products of 
habitus)，它成為被社會認可的符號體系，在他們相互的關係

裡，是透過“習慣的基模”(the schemes of the habitus)來理解

(引述自王岸，1995：33)。 

Rapoport(19
77：266-268)

一群人的價值與信念藉由學習的過程轉換建構成一套有規

則的制度與習性，因而產生了生活方式。(引述自洪啟東，

1993：29)。 

Lazer 
(1963) 

生活方式係指某一社會或其中某一群體在生活上所具有的

特徵，這特徵具體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可顯示出和其他社會

或群體的不同(引述自吳瓊洳，1997：37)。 

鄭鈺琳 
(2006) 

生活方式表現在個體生活各面向，包括日常生活各項大小決

定：如何吃、如何穿、如何用等，關於如何消費、如何取得，

及更重要的是展現個體如何運用思考和策略在他所身處的

世界和社會中，謀生存並與之達成平衡的方式，構築成自我

的生活。 
陳曉玲 生活方式乃是由各種維生技術綜合而成，也因此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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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年份) 生活方式之定義 
(2005) 變遷多來自維生活動的改變。 

李佳玲 
(2003) 

生活方式是指某一社會或群體，因為價值觀、生活態度等力

量的影響，其組成份子在日常生活之中逐漸發展出來的獨特

實際生活現象。 
王雅林

(2003：58) 
生活方式概念凸顯主體的價值評價與選擇活動，由此來定義

生活方式，指一個“意識系統”和價值範疇的活動表現。 

吳煥文

(2002：80) 

廣義指人們生活領域涵蓋的勞動、政治、物質消費、閒暇和

精神文化、交往、宗教生活；狹義的解釋限定在日常生活領

域，如物質消費、閒暇和精神文化生活、家庭裡的生活活動

等或限指食、衣、住、行、育樂；或是指由個人情趣、愛好、

嗜好、價值取向決定的生活行動的獨特表現形式和特殊的生

活習慣、風度、氣質等。 
吳瓊洳 
(1997：38) 

生活方式指某一社會或群體的成員，因為文化、價值、態度

等力量的影響，在日常活動之中逐漸發展出來的獨特現象。 
王鴻楷 
(1991) 

生活方式為一個人如何生活，以及如何運用他的時間或所得

這兩種基本資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國內外生活方式之研究面向 

關於生活方式的研究，在國內、外的研究面向不盡相同。國外以「生

活方式」為論題的研究主要有三大思路，包括早期以生活方式作為區別階

級的指標，到將生活方式轉化為消費的研究，以及晚期將生活方式與價值

觀相合併做一衡量或分類的討論。反觀台灣在生活方式的研究，多數是以

「生活型態」為名，並應用AIO量表來衡量消費者行為模式的文獻，以及

以「生活方式」命題，從地理學的角度來探討地區居民生活方式的特徵或

變遷之研究；至於從社會學的角度並納入價值觀、價值體系的討論則顯得

較少，且議題較為分散。而釐清國內、外以「生活方式」為題之研究面向，

除了可做為本文研究面向之界定外，另可協助本研究建立研究之架構與確

認本文之研究價值。因此，以下茲就國內外的研究方向做一簡要的說明： 

一、國外生活方式的研究 

社會學對於生活方式的理論研究在當代形成了世界性的熱潮。二戰結

束以後，先是在西方，接著在蘇聯及東歐，繼而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

生活方式都是學術界和傳播媒介的熱門話題(陶冶，2006：117-120)。在這

些地區，由於社會制度的不同，階級結構、意識型態、文化傳統的不同，

存在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方式與整個社會關係也就有所差異。再加上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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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這類的討論，關聯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跨部門的學科，各

學科切入的角度不同，著眼點的相異，讓研究方法亦不盡相同。 

陶冶(2006：117-120)在「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類型研究」文中指出，

縱觀19世紀後期生活方式學術史出現了三條研究的理論思路。而「生活方

式」一詞也經歷了短語期(style of life)到合成語(life-style)，再到單詞(lifestyle)
的演變過程(高丙中，1998，68)，到目前為此，則多以lifestyle為主。 

最早形成研究思路是以馬克思‧韋伯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在馬克思、

恩格斯使用“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概念的第一種意義，即把生活方式作為

區別階級的重要指標，進行生活方式的研究。並指出特定生活方式與特定

的社會階級的相關性(陶冶，2006：117-120)。這時生活方式開始成為社會

科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但此時生活方式屬於一種從屬性的概念，而非獨立

的研究對象。 

二次大戰以後，在歐洲國家出現的第二條研究思路是把生活方式轉化

爲消費方式來研究，此時期研究大部份使用“life-style”一詞(高丙中，1998，

68)，並誠如索貝爾所述：二戰後，最能代表美國生活方式的指標就是消費

(自陳坤宏，1990：85)，所以研究生活方式大都以「消費」作為主軸。 

至於第三條源於上世紀70年代後期的研究思路興起。一批早先承接馬

克思主義研究生活方式，即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的一批學者，於研究中

發現了一個共同的問題：用社會學研究的各項指標來判定居民的生活方

式，並不能完全反映出生活方式差異的全部特點。於是，在歐洲的芬蘭、

瑞典、法國，甚至是後來美國、日本都有學者提出應用新的觀點來切入，

去研究人的生活方式。再加上當時，價值觀對個人生活方式的支配作用日

漸顯現，西歐學者觀察到“各種意識現象在人們行為調節中有重要意義”，
而且價值觀對個人生活方式起支配作用，認為生活方式的形成依賴主體的

價值目標體系。因此80年代後，生活方式概念在西方文獻中已經由合成詞

穩定為單詞(lifestyle)，而這第三條思路所作成的研究，甚至可透過設定指

標來將居民做分類，以得出不同的生活方式類型。 

由上可知，生活方式的研究，從早期將生活作為說明階級、階層社會

地位的附屬概念，轉為獨立、專門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上，因消費並非

是生活方式的全部，故生活方式研究的內涵而後涵蓋了更廣的層面；同時，

因各國的研究者都關注到個人價值觀正對生活方式起作用，故生活方式類

型的研究增加了對人的價值觀念方面的測量和分類。 

而在研究方法上，過去偏向“質性的理論分析”，也開始朝向定量分析；

也就是說，他們把具有共同或相似特徵的個人歸為同一群，使研究最終得

到“生活方式的類型”，而不論是幾種類型，都能生動、立體、高度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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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現實生活中各種具體個人的生活形象，取代許多研究只能用百分比、

平面描述來說明各種個人生活行為的侷限性。 

但從學術或是社會的觀點來看生活方式的研究面向發現，西方當前真

正興盛的還是關於消費行為的研究(高丙中，1997：22)；而台灣的研究亦不

例外，多數是以「生活型態」為名的消費者行為模式的討論2-5，至於以「生

活方式」為名的社會學或是心理學的研究，數量則顯得較少。 

觀諸大陸的文獻2-6，他們自80年代初後，中國人文科學(如哲學)、社會

科學(如社會學)就將生活方式納入成為一個重要的理論範疇(高丙中，

1998：59)。而目前有相當多的研究從社會學角度出發，探討生活方式之價

值取向。他們指出當前生活方式的價值取向與其所呈現的多元化趨勢相

關，並提倡如何以“大我2-7”的生活方式取代“小我”的價值發展，以達到社會

的健康、文明、科學與永續發展。同時，亦認同價值會對現實生活中個人

的生活方式造成主導性的影響，關注價值體系對生活方式所產生的支配與

引導的功能。因此，提出生活方式的社會轉型方向，呼喚應該把生活的權

力、個人生活的領域還給人自己，並要求把“美好生活”的建構作為現代化

發展的價值目標。 

綜觀上述，本研究在研究思路上為第三潮流，一方面會將價值觀、價

值體系納入研究分析外，在後續建構都市空間規劃思維時，亦會參照大陸

文獻對於社會生活方式轉型方向之建議，從一個符合永續都市生活的價值

體系之建立著手，並設定都市的社會情境來引導國人生活方式之開展。 

二、國內生活方式的研究 

生活方式是一個較為抽象的概念，定義會隨不同學者有不同的見解。

因此，當研究者以生活方式為論題時，會依據所研究的主軸來調整生活方

式所探討的內容。本研究參考林怡芳在其(2007：7)年的〈蒜頭糖廠職住型

聚落的生活方式(1910-2001)〉文中，對國內目前以「生活方式」為論題的

                                                 
2-5吳振榮(2007)的「關係連結與生活型態對顧客價值影響之研究--以國內某 3C 零售業為

例」、陳志鵬(2007)的「一對一行銷對顧客忠誠的影響之研究--網站服務品質與消費者生

活型態的干擾效果」，以及傅瑟媛(2007)的「消費者排隊等候時間與消費者行為關係之

研究--以台南市牛排館為例」…等。 
2-6康秀云(2006)、李彥和(2003)、范俊玉(2002)、韓琳(2002)、戴銳(2002)、馬永俊(2001)、
孫鳳才(2001)、汪業周(2000)、蔡燦津(1999)、張曉光(1998)、包雷(1996)、門忠民(1996)
等。 

2-7“大我”生活方式的價值取向是指在追求自我價值實現過程中，能夠充分考慮到社會價

值，不以關注自己的財富、自己的事業和個人的幸福為最終生活目標，而是轉向關注自

己所生活的社區、所工作的集體、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乃至整個人類的幸福，並把

個人的幸福與這一切融為一體，以此作為人生價值的最終依託與追求目標(孫鳳才，

2001：14；包雷，1996：27)。若依大我的價值取向選擇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則，如堅持

遵守社會公德、維護人類整體環境這一概念，將規範社會成員共同生活的準則-不違規、

不破壞公共綠地…等，此將有利於優化人類整體生存、發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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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類，將內容予以延伸擴充，以充分呈現本研究所需的資訊，如表2-2。 

第一類為「以生活方式做為和原鄉連結的證據」，如施添福(1987)〈清

代在台漢人的祖藉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傾向以地理學的角度去看生活

方式的定義。此類研究因生活方式的特殊、穩定和持續與否，要看地理環

境的配合，所以研究者多研究新、舊環境對移民者生活方式的影響與調適

情況。 

第二類則透過歷史脈絡探討不同時期生活方式的變遷，並依此來看該

地區之影響因子，以凸顯該區域的特色。如陳曉玲(2005)探討太魯閣族水源

部落在不同歷史時期的環境背景下維生活動的轉變，分析該部落生活方式

的變遷過程，以及變遷過程中人與人、人與地、地與地的關係如何轉變。

前述第一、二類的研究多偏向地理學的研究面向，除了大量採用田野調查、

深度訪談的方式取得一手資料外，在內容的陳述上亦多為質性的分析。 

至於第三、四類的文獻數量相對較多，他們結合人類學與社會學生活

方式的概念，探討某群人或是居住在某一地區居民之生活方式的獨特性。

前者討論「某群人」生活方式的特性，以李佳玲(2003)及吳瓊洳(1997)的研

究為例。兩者關注學生次級文化的影響，他們利用生活方式做為測量項目，

並清楚的界定生活方式的分類。而此類的研究，多採問卷調查的方式進行

抽樣與分析，別於地理學研究所偏重的質性分析方式。 

關於「居住在某地」的人之生活方式的研究上，可以王鴻楷(1991)的研

究為代表。該研究分析生活方式、消費型態與空間選擇三者的關係，並以

文化的角度來檢證目標社會的消費現象。他的研究對象設定在台北都會

區，除了生活方式的測量項目有清楚的界定外，其抽樣之樣本數大(2,219
份)，故樣本具有一定代表性；至於其他文獻方面，則多使用田野調查、訪

談，或是輔以問卷的方式併同進行生活方式的調查，在生活方式的分類上，

均無統一的界定。 

綜觀上述，台灣目前以「生活方式」為題的研究多為地理學的分析，

且大部份採用田野調查、深度訪談二大方法為主。同時，這樣的研究面向，

亦偏向質性分析。相對社會學或是從都市規劃角度來探討的研究較少，且

誠如先前所提，以社會行銷觀點來探討消費者行為的研究為眾數(命名為

「生活型態」)。本研究有別於台灣近期的研究主題，探討「都市人」之生

活方式的獨特性，較傾向第三分類的研究；而在調查範圍上，因以台北市

為主，考量人力、時間、成本等因素，故研究方法將採問卷調查的方式進

行，並注意生活方式的測量項目應給予清楚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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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作者  時間 論文名稱 生活方式之分類 研究方法 說明 

陳美君 2006 旗後的七美移民

生活方式與血緣

聚落的發展 

從食、衣、住、行、

血緣關係、主姓優

勢、通婚、信仰 

田野調查 透過區域文化內涵及歷史脈絡的詮釋路徑，探討七美陳姓移

民生活方式的形成，以瞭解人地關係在特殊地理環境中互動

與作用情形。 

生活

方式

故為

與原

鄉連

結的

證據 

施添福 1987 清代在台漢人的

祖藉分布和原鄉

生活方式 

務本生活方式：土

地利用、產業經

營；海洋生活方式

田野調查 當學術界以來台先後解釋漳、泉、粵籍居民的分布時，施氏

首創以生活方式的概念來討論，發現清代漳、泉、粵三個祖

籍的居民進入台灣時，對移居地的選擇係以與其原鄉生活方

式類似的地理環境做為優先的選擇。 
陳曉玲 2005 太魯閣族生活方

式之變遷--花蓮

縣秀林鄉水源部

落的個案研究 

物質生活、社會制

度、禮俗信仰 
資料蒐集、地圖

比對與應用、田

野調查 

該研究透過太魯閣族水源部落在不同歷史時期的環境背景下

維生活動的轉變，探究生活方式的變遷過程，以及變遷過程

中人與人、人與地、地與地的關係如何轉變。 

周俊霖 2000 山村的聚落發展

與生活方式--奮
起湖與石棹的比

較研究 

經濟生活與社會

生活 
田野調查 --參
與觀察法、深度

訪談 

關於石棹與奮起湖兩聚落的發展及過去生活方面，該研究訪

問當地耆老，進行深度訪談。至於居民現今生活方式的資料

蒐集，則利用「參與觀察」的方式，體驗居民的生活內容及

態度，並找尋機會進行廣泛性的陳述或特定問題的詳論。 

 
 
探討

不同

時期

的生

活方

式 
吳育臻 1987 新竹縣大隘三鄉

聚落與生活方式

的變遷 

經濟、宗教、社會 文獻蒐集、田野

調查 
該研究主要從生活內容和空間層面來看生活方式的變遷，因

此選擇和日常生活關係密切的經濟生活和購物圈、宗教生活

和祭祀圈、社會生活和通婚圈來呈現本研究區的變遷。 
 
 
 

馬琴芬

(大陸) 
2007 集中居住區居民

的生活方式研究

--以張家港市長

居民勞動方式、消

費方式、閒暇方

式、交往方式、觀

問卷調查、深度

訪談 
本研究以蘇南長江村和永聯村為例，採用問卷調查和訪談方

法，對生活方式的兩類指標--主觀指標和行為指標進行了考

察。了解生活方式各構面的現狀和變化後，闡述出目前集中

表 2-2  生活方式相關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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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和永聯村為

例 
念意識 居住的困境，並對這些區域的居住方式作初步的思考和探討。 

李佳玲 2003 台中市國民小學

學生次級文化之

研究 

人際關係、休閒活

動、偶像崇拜、語

言型式 

問卷調查法 以台中市為研究範圍，調查對象為九十一學年度經註冊在籍

且在學的公立國小中高年級學生為母群體。 

吳瓊洳 1997 國中學生次級文

化之研究 
人際關係、休閒活

動、偶像崇拜、語

言型式、重要他

人、崇拜對象 

問卷調查法 以臺灣南部，包括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臺南縣、高雄

市、高雄縣、屏東縣等七個縣市為研究範圍，利用「國中學

生次級文化調查問卷」來調查。 

討論

某群

人生

活方

式之

獨特

性 

林東泰 1975 閱聽人生活方式

與其使用大眾傳

播媒介之關連性

上教堂寺廟、參加

展覽會…、拜訪親

友、在家、家務、

嗜好時間、迷惘

感、成就動機 

問卷調查法 該研究的生活方式測量項目，係根據克蘭恩的生活方式模式

擬定。希望發現閱讀人在其生態及人口學變項與大眾傳播媒

介使用之間的中介變項--生活方式，以期深入瞭解國內閱聽大

眾的傳播行為特質。 

林怡芳 2007 蒜頭糖廠職住型

聚落的生活方式

(1910-2001) 

以經濟生活、教育

生活、宗教生活、

娛樂生活為主 

文獻資料的整

理、地圖資料的

比對、田野訪談

透過歷史資料和耆老的訪談(隨機選取)初步重建日治時代的

生活方式，進而探討影響其生活方式的機制，以彌補文獻資

料記錄上的不足。 
吳宜樺 2006 高雄縣「外籍配

偶」空間分布與

生活方式之探究

飲食、購物、住

宅、交通 、教育、

娛樂、宗教、工

作、人際 

資 料 搜 集 整

理、問卷訪談 
該研究受限於研究者時間及能力，只能分別針對六龜鄉與美

濃鎮各村里中「外籍配偶」人數最多的村里--文武村及祿興

里，故以田野調查工作為研究方法。 

 
討論

居住

在某

地的

人之

生活

方式 莊雅婷 2003 屏東縣滿州鄉港

口村居民生活方

經濟生活與社會

生活 
文獻蒐集、實地

調查、參與觀察

從居民生活方式的論述及藉助人文生態學的觀點，探討在外

部力量影響下，區域內的人群如何因應自然與社會環境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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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式之研究 法、深度訪談 他們的生產技術及社會組織。 
楊宇菁 2003 高雄縣路竹鄉頂

寮與新達村居民

生活方式之硏究

經濟生活、日常

食、住、行 
田野調查與訪

談 
該研究以田野調查及訪問當地居民及耆老口述歷史、重傳統

漁撈及捕魚方式；藉由古籍及現代的航空照片、基本地形圖

等工具，重建過去及呈現目前土地利用的型式、魚塭的分布 
張瑋蓁 2001 東山鄉吉貝耍聚

落居民的生活方

式 

民居型態、婚姻狀

況、男女性別角

色、宗教祭儀 

田野調查 --參
與觀察法 

以物質、制度、精神三個層面為主要操作指標，來探究吉貝

耍居民物質、制度、精神三層面的生活方式，並從中建構出

吉貝耍的區域特色。 
蔡松勳 2000 五條港區居民生

活方式與社區空

間利用關連之研

究 

就業通勤、就學、

醫療、休閒娛樂運

動、宗教信仰、購

物生活圈 

資料蒐集、問卷

調查、深入訪

談、現場觀察及

統計分析 

該研究對於生活方式的定義，參考自陳坤宏(1999：7)的研究，

以生活圈做為居民生活方式的指標，期能瞭解與生活空間連

結之關係。 

王鴻楷 1991 台北都會人生活

消費型態 
文化品味、消費取

向、休閒時間運

用、個人社經屬性

問卷調查 此研究對象為台北市民，探討“社經階層/生活方式/消費空間”
之間的相互關係，並根據不同生活方式類型的消費族群來瞭

解他們選擇商品及消費空間的理由。 
廖秋娥 1988 觀音鄉閩客村落

的宗族組識與生

活方式 

宗族組織、村落空

間 
田野調查、文

獻、問卷調查 
該研究探討宗族組織與聚落型態、土地利用及生活圈的變

遷，藉以凸顯閩客村落的區域特色。 

夏黎明 1984 大城鄉四股與尤

厝的生活方式--
位置與地點解釋

景觀、經濟生活、

社會生活 
文獻蒐集、實地

調查、參與觀察

法、深度訪談 

該研究由作者將每日的觀察於地圖上做分析與文字展示，並

輔以簡單的敘述統計技術來呈現，以分析出四股與尤厝現階

段經濟與社會生活方式之異同，以及變遷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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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價值體系對行為、生活方式的影響 

為了瞭解價值體系對行為、生活方式的影響，我們先從價值觀的概念

與定義、價值體系與價值觀的關係來做探討，以確立價值觀與價值體系在

本文的研究角度。最後一部份，則加入價值體系(價值觀)在行為科學中的討

論，用以釐清其與生活方式之關聯。 

一、價值觀 

關於價值的探討涉及領域廣達各學門，從社會科學裡的社會學、經濟

學、行為科學中的心理學、人類學，到哲學都有價值相關論述，然而各學

科研究價值的指向和著力點各有不同，價值內涵也就各異其趣。社會學重

視價值的社會規範作用及其變遷過程，經濟學用價值的觀點探討人類的選

擇行為，心理學關注個人價值與心理需求和行為動機之關聯，人類學闡明

價值體系在文化型態及生活方式中的意義，而哲學則探討人類以及要如何

達到內心的滿足(李竺姮，2008：5；李佳玲，2003：42；呂民璿，1986；
楊國樞，1993)。如此多元的發展，雖然豐富了價值的概念及內涵，卻也同

時造成價值觀定義呈現百家爭鳴的現象。而在眾多的理論與研究當中，涵

義較完整且被引述最多、應用最普遍的，應屬人類學家Kluckhohn及社會心

理學家Rokeach的定義。 

人類學家Kluckhohn(1951)定義價值觀：「價值觀乃是個人團體對於可

欲事物所持有的一種外顯或穩含的持久性信念，此信念會影響行動與目標

的選擇」(沈碩彬，2006：40-41；蔡岱容，2006：8；李佳玲，2003：42；
劉後頌，2002：29；吳瓊洳，1997：23)。而社會心理學家Rokeach(1973)
的定義則比Kluckhohn(1951)更具體一點，他認為：「價值觀是個人或社會

偏好某種行為方式(mode of conduct)或生存目標(end-state of existence)的持

久性信念(田志銘，2008：10；蔡岱容，2006：8；李佳玲，2003：43；劉

後頌，2002：29)」。由前可知，價值觀是個人或社會所偏好的持久性概念，

所涉及的層次有高低不同之分，內容多樣，是一種高度抽象的假設性建構。

在本質上它是一個有關可欲性的觀念，具體而言則是人對於生存目標或行

為方式的偏好，而在選擇性的行動情境中表現出來，是個人與團體用來評

斷事物及行為的根據。 

二、價值體系的定義 

價值體系2-1(value system)代表一個人選擇哪些需求該優先被滿足的架

                                                 
2-1有部份學者如林蕙靖(2007)、黃郁娟(1996)、潘明全(1983)、蔣永芳(1983)、董瑪琍(1983)
將(value system)中譯為「價值系統」，而胡湘婷(2005)、詹楷鴻(2005)、蔡貞慧(1992)、
則譯為「價值體系」，本研究採後者所譯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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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它可以塑造並影響個人行為(詹鍇鴻，2005：9-10)，而它被Rokeach視
為價值理論體系中重要的一環。他認為價值經常架構成一有組織的結構，

所以將價值體系定義為：「許多信念所構成的一個持久組織，人類的行為

方式或生存目標，都是依此信念組織的相對重要性而排成一連續譜」(李竺

姮，2008：8；潘明全，1983：24；蔣永芳，1983：55；董瑪琍，1983：23)。 

此外，黃郁娟(1996：17)文中亦曾定義價值體系：為單一價值依照重要

順序排列的集合體，在個人的單一價值之間有衝突時，以這種重要順序來

決定個人最後的態度和行為。而在價值體系本質的討論上，潘明全(1983：
25)、蔣永芳(1983：56-57)、董瑪琍(1983：23-24)整理出以下各項： 

(一)價值體系是一個有順序(sequence)或優先性(priority)的階層架構。每一項

價值被習得後，就會融入一個有組織的體系之中，依其相對的優先順序

而排列；這個價值體系由目的價值和工具價值兩部份構成；前者數目不

多，但居於價值觀念的最核心；而後者約有六、七十個左右。 

(二)在價值體系中，工具價值和目的價值是兩個彼此分立而功能相聯的層

面。他們的區別，是相對的而不是絕對的，是一種功能及概念上的區分

而不是截然兩立的。這可從兩方面說明：首先，工具價值與目的價值並

非一對一相應，一項行為方式可能是達成多種目的的手段；同時，多種

行為方式也可能是達成一種目的的手段。其次，任何一項價值，只要不

是最終的目的，都可視為工具價值。 

(三)價值體系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與可變性，價值體系具有某種「保持一致」

的動機及與個人的自尊和邏輯求同的傾向。同時，由於社會變遷及個人

經驗變化，價值的相對順序也會有所調整，做重新安排。 

(四)價值體系不同於Kluckhohn等討論的「價值取向」。所謂「價值取向」，

簡單的說是人或群體在五種層面內(人性、人對自然、時間、活動、關

係五種取向)，個別排列等等的結果。而價值體系則是把工具價值與目

的價值分別在單一連續譜上加以排列的結果。 

比較價值體系與單一價值之差異，根據William(1968)的看法，認為在

大多數的情況下，行動或是行動的結果是遵循著多重的價值，而不是單一

特定的價值。Rokeach(1973)也認為當價值被學習了之後，它會被整合進一

個有組織的價值體系，與其他價值間具有先後次序和重要性的關係(引述自

黃郁娟，1996：19)。也就是說，個人的價值體系是單一價值的集合體，單

一特定價值與其他價值間有次序和先後重要性關係，任何單一價值並不是

獨立存在的，它與其他價值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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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值觀的量測 

關於價值觀如何量測這部份，目前台灣的文獻中歸納共有四大量表的

應用，包括Rokeachd的價值量表(Rokeachd Value Survey，RVS)、Schwartz, 
S. H.價值向度、LOV量表，以及E-ICP資料庫。Rokeachd的價值量表以排列

法做量測，Schwartz, S. H.量表則為等級技術的使用。此外，前述三個量表

皆有涉及價值體系的描述及排序測量，而第三與第四個量表較偏重消費者

行為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將保留第一與第二個量表的內容做一介紹。 

(一)Rokeachd 的價值量表(Rokeachd Value Survey，RVS) 

Rokeach在1968將價值分為兩種型態(如表2-3)，工具價值(instrument 
value)與終極價值(terminal value)，兩個總計有36項價值的變項，如下表

2-3(田志銘，2008：12；李竺姮，2008：12-13；沈碩彬，2006：40-42；黃

盈裕，2001：8-9)。 

1.工具價值：又稱手段價值(mean values)，指有關於行為的狀態，且可表

現出被社會影響後的個人生活手段及行為方法的信念，就是有關「何

種特質或條件為佳」、「如何實現生活目標」之類的想法，其中包含

道德價值(moral values)與能力價值(competence values)。 

2.終極價值：又稱目的價值(terminal values)，與存在的最終價值相關，

是生存的理想狀態，是經過個人與社會一起奮鬥而來的。也就是有關

「成為什麼樣的人」之類的看法，凡涉及個人生存目標(end-state of 
existence)相關的價值觀念皆屬之。又其可分為屬於個人滿足的個人價

值(personal values)和以社會群體發展並具社會意義的社會價值(social 
values)。 

Rokeach認為個人擁有的價值觀經過不斷的學習後，會整合成唯一種價

值體系，在此系統中，工具及終極的價值會彼此分立而功能相聯，且會被

個人依自我的優先次序排列。 

表 2-3  Rokeachd 的終極價值和工具性價值 

終極價值（Terminal Values） 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es）
1.舒適生活（A Comfortable Life） 1.野心（Ambitious） 
2.刺激的生活（An Exciting Life ） 2.心胸開闊（Broad-mined） 
3.成就感（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3.有能力（Capable） 
4.世界和平（A World at Peace） 4.歡樂（Cheerful 
5.美麗世界（A World of Beauty） 5.乾淨（clean） 
6.平等（Equality） 6.勇敢（Courageous） 
7.家庭安全（Family Security） 7.寬恕（For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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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價值（Terminal Values） 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es） 
8.自由（Freedom） 8.助人（Helpful） 
9.幸福（Happiness） 9.誠實（Honest） 
10.內部和諧（Inner harmony） 10.富想像力（Imaginative） 
11.成熟的愛（Mature love） 11.獨立（Independent） 
12.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12.智力（Intellectual） 
13.愉快（Pleasure） 13.邏輯（Logical） 
14.拯救（salvation） 14.摯愛（Loving） 
15.自我尊重（Self respect） 15.服從（Obedient） 
16.社會承認（Social recognition） 16.禮貌（Polite） 
17.真實友誼（True friendship） 17.有責任感（Responsible） 
18.智慧（Wisdom） 18.自我控制（Self-controlled） 

資料來源：Roger D.Blackwell， P.W. Miniard and James F. Engel，2001：
216，引述自田志銘，2008：12-13；蔡岱容，2006：10。 

(二)Schwartz, S. H.價值理論 

Schwartz在1992年提出一個已隱含在Rokeach尺度（如表2-3）中的新價

值理論與方法論。Schwartz（1992）認為價值是沿著兩個向度（dimension）
排 列 的 ， 在 任 何 文 化 中 ， 個 體 價 值 將 會落在一個由自我提升

（Self-enhancement）至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之向度上，這個向

度反映追求自利價值導向與關懷他人福祉價值間之差異（利己與利他間之

區分）。此一向度之價值排列是依據其激發民眾提升他們之個人利益（甚

至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之程度，以及依據其激發民眾超越自私考慮而考慮

增進他人（不論親近或疏離者）福祉之程度。第二個向度是開放改變

（openness to change）對保守（conservation）。 

這個向度表達出個體被激發獨立行動與願意對理性與情感實踐自我挑

戰之程度。Schwartz進一步在這兩個向度內假設十種動機價值類型

（motivational value types），參考表2-4內容： 

表 2-4  Schwartz 十種動機的價值類型與其解釋 

終極類型 意涵 
1.權力（Power） 獲得社會地位與名望，以及控制或支配人與資

源；代表的價值有：社會權力、財富、社會的認

可、權威和面子等。 
2.成就（Achievement） 個人根據社會標準證明其能力之成就，達到成

功；代表的價值有：自尊、抱負、影響力、能力、

聰明才智和成功等。 



都市空間規劃與生活方式之研究 

 2-27  

終極類型 意涵 
3.快樂主義（Hedonism） 個人之愉快心情或感官上的滿足。代表的價值

有：愉悅和享受生活等。 
4.激勵（Stimulation） 興奮、新奇、以及生命挑戰，喜歡刺激的生活；

代表的價值有：多采多姿的生活、勇氣和刺激生

活等。 
5. 自 我 導 向

（Self-direction） 
獨立思考與行動選擇、創造與探行動；代表的價

值有：獨立、自由、自我目標、好奇心和創造力

等。 
6.普遍性（Universalism） 理解、感謝、寬容及保護所有人與自然之福祉與

自然環境；代表的價值有：平等、內在和諧、和

平世界、與自然和諧共處、智慧、美麗的世界、

社會正義、心胸廣闊和創造力等。 
7. 仁 慈 、 善 心

（Benevolence） 
維護與增進經常有接觸之人之福祉；代表的價值

有：成熟的愛、真誠的友誼、誠實、忠誠、公益、

負責、寬容、精神生活和生存意義等。 
8.傳統（Tradition） 尊重、承諾、以及接受一個文化或宗教加之於個

體之習俗與觀念；代表的價值有：尊重傳統、公

平無私、節制、謙卑、認命和虔誠信仰等。 
9.遵從（Conformity） 抑制和自我約束可能使他人不適或傷害別人及有

違社會期待或基準之行動、意圖、以及衝動；代

表的價值有：自律、光宗耀祖、服從和禮貌等。

10.安全（Security） 人際關係或自身之安全、和諧、以及社會穩定；

代表的價值有：歸屬感、社會秩序、國家安全、

互惠、家庭安全、健康和整潔等。 

資料來源：Roger D.Blackwell, P.W. Miniard and James F. Engel，2001：
218，引述自田志銘，2008：12-13；蔡岱容，2006：11。 

上述之價值向度與動機類型可以用來預測促進一般集合財之行為及特

定之環境行為。態度理論（Ajzen and Fishbein，1980）提議總體態度（global 
attitudes）很難用來預測特定之行為。價值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可以量

測其對行為之衝擊，而既有採用Schwartz尺度所做之研究，發現價值觀與行

為有很顯著之關聯 (田志銘，2008：12-13)。 

四、價值體系對生活方式的影響 

Engel, Blackwell, and Kollat(1978)曾提出價值觀與「lifestyle2-2」的函數

關係。他們認為生活方式是價值與人格的函數，而行為是價值、生活方式

與人格的函數，關係如下(國科會，1985：8；董瑪琍，1983：41)： 

                                                 
2-2回顧台灣的文獻資料，皆將此函數式中的「lifestyle」解釋為，研究消費者行為常用的

「生活型態」一詞；在此，配合本研究的脈絡將其譯為「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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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tyle=F (Value, Personality)     

Belavion=F (Value, Life style, Personality) 

由此函數關係可得知，若我們能統合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綜合研究，

將可對個體的行為有更深刻的瞭解。而當人的價值被用許多方式概念化

時，多數行為科學家同意，價值觀是引導或確定態度和行為的標的。誠如

Rokeach(1973)的說法，當研究社會科學的任何現象時，我們如果能將焦點

置於價值之上，我們可以處理較中心的、較穩定的、較經濟的的信念問題(因
為價值的數目相對於其他信念來說較少)。同時因為價值超越特定的情境，

我們可用較一般化的概念分析，而不隨著所研究的標的或現象的不同，必

須改變研究的方式(引述自黃郁娟，1996：17)。 

在價值觀影響行為的研究上，許多學者皆表示一致性的看法。郭為藩

(1979)指出：「價值觀念涵蓄於文化，作用於社會，依附於人格，表現於行

為，成為行為科學中貫穿文化體系、社會系統及人格系統的線索」。而Inlow
亦認為價值觀是一種內在的決定力量，影響個人在生活中的各項選擇及行

為表現；Williams則強調價值是「偏好的標準」，對於人類的各種選擇行為

具有指導作用(引述自潘明全，1983：24)。此外，亦有學者直接指明價值觀

對生活方式的重要性。Chaney在其1996年所著的Lifestyle一書中提到：「在

現代社會，我們的生活方式除了可以讓我們定義態度和價值之外，還可以

展現我們的財富和社會地位。」 

孫鳳才(2001：13)亦認為，不同個體和群體的生活方式的價值取向決定

了他們如何選擇、利用現存的社會經濟條件來有效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的

需要，從而形成不同且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包雷(1996：25)也指出，生活

方式受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制約和一定的價值觀念所指導，誠如青連斌

(1990：200)所述：「人的生活觀念、價值觀念是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構成

要素，它是生活方式的靈魂和主觀控制系統」。 

價值觀對於個人的思想、態度和行為都有廣泛的影響，並且具有引導

個人決策與行為的作用，而生活方式的觀察將可凸顯這一層關係。根據

Pisman(2007：3-4)回顧國外文獻的結果可知三大主要趨勢：生活方式可區

隔態度、生活方式，可區隔價值觀、生活方式，可組合態度和價值觀

（Chaney，1996、Adler，1929），而生活方式與行為、態度、價值觀和標

準相關（Van der Knaap，2002）。此外，Taylor(1961，引述自黃盈裕，2001：
9)）也進一步說明：事實是由標準或規則所證實的；而標準或規則是由價

值體系所證實的；而價值體系是由生活方式所證實的；生活方式則是由理

性選擇所證實，如此加強了價值觀與行為、生活方式之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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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從實證來看三者之關聯性，不同的價值觀會造成互異的行為，

並間接影響生活方式的呈現。Rokeach(1973)曾以大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

愈重視多采多姿生活的價值觀者，人際關係愈好。吳明清(1983)的研究則指

出，愈重視家庭生活的價值觀者，與同儕關係愈和諧。吳淑玲(1996)研究偶

像崇拜與價值觀之間的關係，發現不同國中學生的價值觀，在偶像崇拜的

類別方面並沒有差異。而董瑪琍(1983)研究臺灣管理學院與法學院研究生價

值觀和生活方式上的差異情形。結果發現，愈不重視自由、和諧及禮儀的

價值觀者，愈不以家庭生活為重心；而愈重視和平世界的價值觀者，就愈

喜歡過寧靜的鄉居生活。何英奇(1985)發現，重視經濟價值者，其不良消遣

活動較多(引述自吳瓊洳，1997：47)。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衡量一個人的價值體系將較優於掌握個人單一的

價值；而且，要表述當代社會價值，亦必須透過「個人價值」之研究(詹鍇

鴻，2005：9-10)。又因為價值觀是源自於文化、社會、公共團體與個性，

並受社會變遷的影響，一旦當新價值形成後將會被整合至個人的價值體

系，並依據各自的重要性加以組織排序。所以，我們可以衡量一個人對需

求的優先考量順位的狀況，來呈現一個社會的概況。 

將此概念運用在本研究上，因為價值體系是一個人對需求的優先考量

順位的狀況，因此本研究將控制變數來觀察進入都市生活的人，價值體系

是否發生變化。本文的「價值體系」之於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即欲透過問

卷調查來瞭解進入都市生活的人，價值體系是否發生「取捨」上的變化，

造成某些價值觀有被改變或強化的現象。例如：過去較重視鄰里關係、居

住空間環境的居民，因工作關係遷徙至都市後，反而較重視經濟與物質生

活，反而比較不在乎生活的品質、公共空間的感受。換言之，實證的結果

將說明都市空間是否會對都市人的價值觀產生影響，進而影響都市人整體

價值體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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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都市空間相關文獻 

本節首先就都市空間的意義做一探討，瞭解空間與都市空間的各別意

義，進而定義出屬於本研究的都市空間內涵。而因都市空間規劃即是規劃

出讓居民滿意並願意消費與投資的產品，故在文中將再引入空間行銷的概

念。另外，第貳部份則分析國內以都市空間為議題的研究面向，以確認出

本文的定位。而在第參部份，則探討現行文獻對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關聯

之討論，初步釐清之間的影響與關聯性。以下，茲就此三大部份做一說明。 

壹、都市空間的意義 

一、空間定義 

人類的生活環境，由各種不同的空間所構成，而空間的意義往往視我

們與空間的關係而定。而在定義都市空間之前，本研究先回顧牛津字典、

亞里斯多德，以及蘆原義信的觀點來看空間的定義，並以此做為後續建立

定義之依據。 

牛津字典給它的定義超過19種以上，包括了一個“物體存在與移動間連

續性之廣闊的地方”，一種“由特定事物或可利用的特定目的所構成的量

體”，以及那“許多點或物體間之距離”(引述自張俊賢、余培威，1999：5)。
而亞里斯多德亦定義空間為：「空間是所有場所的總合，為一種有方向且

定性的運動」。亦指出空間並非單指一個實體，如垂直物或遮蓋物，而是

物體所劃分出的知覺，誠如老子所說：「空間的本質，並非是牆壁、柵頂

等材料，而是它們之間所做的無」(米復國，1980：17)。 

再以空間的性質分類來看，依照蘆原義信(1975：23-27)解釋，空間具

有兩種性質，一種為積極性(positive)的P空間--藉由實體空間上計畫性的配

置，是收斂的、積極性的；另一種為消極性(negative)的N空間--自然形成的，

毫無計畫的，也是無機能型的。一個人們無法出入的物象A，如彫刻、尖碑，

其周圍無止境的空曠大自然，即為N空間；相反的，若物象A是人們可自由

出入的建築體，其建築外部與周圍的空間則形成一P空間。 

簡言之，空間是由一個被界定的物體與人的知覺所產生的相互關係而

造成；同時，它亦是一種意念，經由設計者之構想，創造出具體化的空間，

以滿足人們身體的或心理的需求。 

二、都市空間的界定 

都市空間的界定較前者限縮，它不同單一「空間」的定義有抽象、具

體，亦有消極與積極之分；此都市空間的界定，除了可依都市空間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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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來定義外，亦可依人所感受到的環境體驗、都市設計的實質元素，甚

至是權力結構面來描繪都市空間的範圍，其界定多元且各有其意涵與重要

性，如下所示： 

從都市空間的組成元素來定義，K.Lynch(1960)將都市解剖為通道、邊

緣、地區、節點、地標，再把各種特性如空間、結構、連續、可識性、主

宰性相互對照使人明瞭大都市的組合，是一種以廣闊的視野來看都市的空

間範圍。而一般專書中對於都市空間的探討，更包括了開放空間、街道、

徒步區、河川、防火巷、廣場、街道傢俱等意象的描述。羅伯特‧克利爾

(1992：17)則將都市空間分成建築外部空間、開放空間與街道空間(引述自

王怡勛，2001：2-2、2-3)。 

另外，若依人所感受到的環境體驗來看都市空間的界定，亦可分為景

觀系統與功能系統，如張雅琪(2001)所提，透過視覺，使我們對空間的規模、

量體、方向、質感、配置等表現形式留下印象。因此，都市空間系統可包

括自然的山域、水域、人文的天際線、市街景觀等。王怡勛(2001：2-11)
對都市空間的觀點，則劃分為消極與積極性的都市空間。消極性的都市空

間為實質環境、都市防災、日照、通風、採光等範圍；而積極性的方面，

則討論交通運輸--人行、車行與停車空間和外部休閒活動空間--空地、鄰里

公園，以及都市生活服務設施、都市環境基礎設施。也就是負擔人類活動、

生活之各項維生設備，如上下水道系統、瓦斯、變電箱、電信、電力設施、

垃圾與污水處理場等。 

再進一步將都市的空間形式定義的更為詳細，Shirvani(引述自謝慶達，

1990)以都市設計的觀點及更多的感官來細部描繪都市形式的實質元素，包

括土地使用、建築物形式和量體、動線與停車、開放空間、步道系統、活

動支援及標誌，同時也關心這些構成元素的大尺度之結合，以及其所扮演

的角色、功能。 

此外，Ali Madanipour也從不同觀點來解讀都市空間，他認為必須由上

位和下位的角度來探討(引述自張俊賢、余培威，1999：87)：上位的角度是

探討政治的經濟觀點，金錢和權力體系如何建築環境，以及科學性的建議，

提供都市空間的客觀解讀。而下位的角度則放在探討日常生活的觀點，自

然沒有規則發生的社會現象，人類於空間中的行為，以及人類使用空間所

具有的意義跟他們的需求。 

三、空間行銷 

空間的行銷是『空間』與『顧客』在價值間互相交換的程序。行銷導

向的空間規劃是：規劃者必須先瞭解空間上的顧客需要什麼樣的產品，如

具體的設施、服務、事件、附加價值觀念或前者之任何組合，而後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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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促使顧客認為並樂意遵循的一系列程序(莊翰華，1998：138)。 

而空間行銷的基礎乃是將空間視為一『產品』，為塑造一活動的系統

而非表面的『均衡』，及達到不同目標族群的要求，儘可能的將之包裝和

大力推銷。所以空間行銷的目的在於：如何使空間內生的發展潛能活性化

與協調化，以便使空間對居民、訪客及投資者更具吸引力，並提供各利益

團體交換看法的機會(莊翰華，1998：138)。規劃出讓居民滿意並願意消費

與投資的產品，是空間永續經營的不二法門，故行銷理念之引入成為各個

空間發展成功與否之關鍵。 

莊翰華教授在其1999年發表的「生活型態取向的土地使用規劃」文中，

除了引用上述空間行銷的觀念，更將生活型態納入土地使用規劃中「空間

&區位需求」一個主要內在考量因素。他認為土地使用規劃為生活型態(行
銷學的用字；而非使用「生活方式」一詞)的反映，生活型態為土地使用規

劃的基礎。規劃者需對組成份子的生活型態及影響因素瞭若指掌，如設計

問卷調查他們的生活結構、對居住/設施的現況滿意度、期望的居住/設施環

境…等，再將之轉化為空間&區位需求準則，以擘繪出理想的土地使用模

式。依此觀點，本研究思考都市空間規劃者也必須瞭解都市中人們如何與

都市空間做互動，明白都市人對空間使用態度、滿意度與期望，以做為都

市空間規劃、重塑之依據。 

綜合前述之討論，我們可以看到都市空間與人的行為是相互影響的。

正因為都市空間的發展維繫了人類日常生活的活動，而空間亦可以為繁忙

的社會解壓、為汲汲於工作的人們找到抒發的場所，對人類的生活、工作

品質有直接性的關聯，更有其不可或缺性。 

同時，我們亦可知，都市空間一詞之界定因不同的學術領域，甚至是

行業的差異而有所不同。由於都市空間是歷史發展之產物，是形塑及延續

文化內涵的地方、是權力作用的工具、是產業發展的基地，亦是人文聚集

及生活的場所。因此，本研究在界定都市空間元素上，除了必須是具備 P
空間的性質外，將著重在建築之外的外部空間，是一種人們使用並賦與其

機能的日常活動空間，並以此提出都市空間的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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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分析的界面放在與

人類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的社區空間、休閒空間與人行空間三大面向為主。 

 

 

 



都市空間規劃與生活方式之研究 

 2-33  

貮、國內都市空間之研究面向 

都市空間一詞在不同的行業或不同的學術領域中有其不同的旨趣。從

大處來看，都市計畫領域的都市空間是屬於理性的構成，它指不同的活動

發生地，或是建築物與開放空間；就細部來說，都市空間又可指建築物外

部的空間，且偏重感性的設計，或是就機能與美觀來設計的空間。綜觀國

內關於「都市空間」的文獻亦相當的豐富且多元(參考表2-5)，也誠如前述

所指，除了從都市計畫的空間領域做分析外，亦有許多文獻從小處且偏重

感性的角度著手。 

經本研究歸納後，將過去的文獻茲分成六類，包括探討規劃工具或空

間設計手法對一地區都市空間過去或未來的影響，以及從都市空間結構

面、都市空間變遷來分析的；另外，還包括將都市空間中特定元素抽離出

來做為研究題材的，例如陳皓偉(1997)以都市空間紋理來建構都市空間設計

的原則性規範。至於最後一類，則從抽象、特殊的觀點提出都市空間的規

劃方向。 

如表2-5所示，各篇文獻都界定屬於該文本脈絡的都市空間的定義，並

各自據此做相關都市空間的分析，雖顯示出都市空間研究的多元化，卻發

現顯少探討都市空間對居民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之價

值除了可加強目前研究範疇的廣度外，亦是嘗試從一個新觀點來提供都市

空間規劃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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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作者 時間 論文名稱 都市空間之元素 
林嘉慧 2007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引導都市空間再造之策略研究 分區域、都市、社區三面向 
吳政奇 2000 市地重劃形塑都市空間之研究--以戰後台北市的經

驗為例 台北市轄區範圍內辦理過的公辦重劃區 
某規劃工
具對一地
區都市空
間過去或
未來影響 盧錫璋 1985 人與車兩者之綜合關係所衍生之都市空間規劃型態 道路系統、居住環境區 

林志隆 2005 成功大學校園與都市空間界面整合之研究 交通動線、開放空間、土地使用、都市景觀 

張嘉玲 2003 台中市都市空間體系的建構與擴展 清領時期的聚落、日治及民國時期則以都市計畫範
圍、現今台中市的行政轄區 

詹明憲 2002 多核心都市空間轉化之研究 --以台中市為例
(1986-2002) 

台中市行政區做劃分，探討223里的人口規模、分布
及產業結構的變化來看都市空間的改變 

王怡勛 2000 由都市外部空間觀點檢視大直重劃區居住環境之研
究 都市「外部空間」--都布空間中建築實體以外的空間 

特定的都
市空間設
計手法，對
一地區的
都市空間
過去或未
來影響 

蘇崇明 1996 市中心區保存與復甦之研究--以台南市中心傳統都
市空間為例 內部街巷、古蹟、廟埕、居民活動、都市計畫 

張嘉玲 2004 台中市都市空間體系的建構與擴展 台中市的行政轄區為主看都市計畫的變遷 
潘依茹 1994 都市空間結構與公共支出關係之研究 五個省轄市及224個市鄉鎮，共229個都市計畫為對象 

許玉琴 1994 台北市都市空間結構發展探討與碎形應用模式之初
探 台北的交通分區為分析單位 

都市空間
結構面之
探討 

林瑞益 1982 分區管制政策與都市空間結構 人口分布、基地規模、開放空間、地租、住宅價值、
都市總人口規模與都市範圍 

簡培如 2006 二戰後台中市都市空間發展模式的探討 由自然環境、人文脈絡、行政範圍、都市計畫的角度
看整體都市空間的變化 

蕭美滿 2005 台中縣大里市都市空間變遷之研究 以大里市的20個行政區做探討，並由人口分布、交通
發展、產業結構來看土地利用空間的分布 

陳銘城 2004 二次大戰後高雄市都市空間結構之變遷 道路空間網路、土地使用空間 
陳柏廷 2002 租隙與都市空間發展歷程之研究 台北市12個行政區及台北縣24個市鄉鎮 

探討某一
地區都市
空間的變
遷 

李幸芳 2002 鶯歌鎮陶瓷產業對都市空間發展型態變遷之研究 今鶯歌鎮行政區域範圍內，陶瓷工廠的分佈情形與鶯

表 2-5  台灣都市空間相關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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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歌鎮內各項重大公共建設情形 
賴志彰 1996 投機城市的興起--戰後台中市都市空間轉化之研究 未有具體的都市空間定義 

黃莉雅 1992 台灣地區都市空間型態動態發展之分析--台北、台
中、高雄市之實證研究 台北、台中、高雄市三大都市的交通分區為分析單位 

林盈華 2006 台灣傳統都市空間中街道紋理之研究 街道紋理 
趙慶昇 2002 新竹舊城區都市實質空間之研究 北門街與東門城樓地區空間、中正路地區及公二公園

空間改造、空軍眷村空間為主 

陳皓偉 1997 都市紋理的建構:從紋理的觀點建構都市空間設計
的原則性規範--以台南市為例 

都市分區(邊界、歷史分區的意象…)、流通系統(街
廓、路網、重要節點…)、建築群體 

都市空間
中特定元
素的研究 

徐裕健 1992 都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台北為個案 分析不同歷程的都市計畫、法令制度、土地使用 
林家羽 2007 都市空間採礦--以嘉義市為例 建築、街道、都市空間紋理、城壘、遺跡 
賴承平 2006 空間標籤--一種都市空間敘事的探究 實體與虛擬的都市空間，以台南安平為例 
蕭慈愛 2005 戀空間--軟性都市空間 「縫」屋頂、淡江戲院、城市外的房空洞 

高綺蔓  2006 由台灣俚語意涵對都市空間演變詮釋之研究：以「穴
破去」描述大稻埕市集瓦解為例 永樂市場改建後傳統大稻埕市集 

趙元嗣 2002 都市系譜學--人類空間的一種觀察、詮釋與再現 抽象的都市空間範圍 

郭宜威 2002 事件性空間EVENTUAL SPACE一種都市空間的
閱讀與寫作 道路、河流、建築物、街道、鐵道、橋樑、遺跡 

徐志高 2001 變動中的價值--下階段台北都市空間 應用雨水、日照、風向、都市自然地景 
梁佳美 1996 從社會結構變遷與文化形式涵構探討臺南府城的都

市空間特色 
包括都市街道、聚落形貌、都市計畫，各時期以整體
性的都市空間規劃來看 

紀素菁 1980 都市空間摩擦對居住環境生活品質衝擊之研究--以
敦化地區為個案 理論以都市空間整體做探討，個案以敦他地區為例 

蔡漢生 1986 從台北市民之識覺及行為論高架道路對都市空間的
衝擊 擇高架道路50m內之居民作取樣調查的研究對象 

從特殊觀
點來看都
市空間的
規劃 

楊裕富 1981 都市空間之理論與實例調查--以臺南市為例 建築物外部空間的感性品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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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現行對都市空間與生活方式相關聯之討論 

都市空間是自變數亦是應變數，它是人類活動表達的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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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它亦深受人類生活方式所影響，人類活動的多元讓都

市空間在時間軸上賦與相對的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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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之關聯如圖 2-3 所示。

 

首先，從都市空間對生活方式的影響來瞭解。人是生活在都市的主體，

而都市空間的創造主要掌握在人的手中。陳坤宏(1994)指出，都市為一種適

應的空間，容納人類活動和處理人與物在交通上所必需的流通系統，且人

與都市空間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正因為都市空間是人類各式活動的表達

場所與連繫的系統，因此對人類的日常生活有直接性的關聯。 

再者，都市空間滿足人類生活的活動需求，維繫人類的生命並減少對

生理的傷害。它提供充足、乾淨的空間、陽光、水的供給，同時也滿足人

類日常生活的需求，包括心理、生理與社會各方面的表現。以心理層面來

說，都市空間的體驗引發並刺激人類的需求，改變人們的行為。生理方面，

以晚近的行為科學的觀點來看，通常以 S→O→R 來解釋人類行為與環境兩

大變數(陳明籃，1992；楊裕富，1982)。有機體(Organism)的人其意識、行

動、外顯行為等反應(Response)，主要受到外在環境的刺激(Stimulus)所致。

而人類也會綜合需求與外在的刺激去做調適，再反應在外在環境上。所以

都市空間它會刺激人的反應與行為，同時，亦提供人類行為反應的場所，

如此地交互影響著。 

在社會需求方面，都市空間給予人類表達情感、進行活動、社交參與

的場所，使人類的社會關係因而緊密。以開放空間的劃設來說，它讓各階

人類生活方式 都市空間 

做為因果物
賦與其意義 

人類活動之場所 
滿足需求、維繫生命安全等 
生活方式產生之因 

圖 2-3  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關聯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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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人相互交流與對話，凝聚民眾的向心力和共識，同時使往來的人們能

體驗或感受到各種新奇刺激的訊息、互相觀摩產生學習的效果，並加深人

與環境的認識與掌握(陳明籃，1991)。 

此外，人類活動透過空間的聯結而形成生活方式的型態。誠如涂爾幹

所述，空間必須要能區別分類，才能將事物依不同的情況置入其間，區別

出事物不同的意涵；將此反應在空間的運用上，就涉及空間的選擇，亦即

在不同的空間上從事不同的活動。而聯結這些不同空間的活動，構成一組

組的生活方式，如此社會得以形成，社會生活的意義才能產生。而伊爾曼

和涂爾幹兩位學者之見，則進一步說明空間事實上是一種整合性的條件，

它視為生活方式的展現地方、也是社會的反映，是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一

種建構元素。 

另外，人類的生活方式亦影響與左右都市空間的內涵，以及它的形塑

與再結構。伊爾曼(Earman)曾說：「空間不像地球一樣，是一個既存的實體」

(Gregory and Urry，1985：30)，故空間本身是具意義的…它所擁有的意義，

是由於社會實體所擁有不同的“因果力”造成的(王岸，1996：30)。此“因果

力”是來自人類每日生活的行動，這人類生活的行動，無論是在初民社會，

或現今的工業化社會 2-1，都要透過空間達到社會活動的意義。 

而國內學者陳坤宏(1990)在其〈台北市消費空間結構之形成及意義〉的

研究中指出，都市空間乃因應生活方式之需求而生此一概念。他認為人的

生活方式與空間密不可分。從都市生活的角度來看，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說明了他是如何“表演”出每天的生活戲劇、扮演他的角色，且這種演出要

能夠被研究者直接觀察或經驗到。換句話說，人在食、衣、遊樂休閒、就

業工作、接受知識教育等生活層面上，都會為自己安排演出所需的家居空

間、遊樂空間、工作環境、學習場所。所以都市中的各種空間，乃因應生

活方式的需求而生成，明確說明空間與人類生活的密切性。 

總而言之，都市空間是人類活動需求下，一種社會性的產物。人類的

社會活動並非單一性的，無論是否有週期循環，都市空間提供了各類不同

的場景，供人類從事各種多樣豐富的活動，並藉此表現出個人的生活關係

與生活方式(莊修田，1993：159)。而我們經由前述文獻的觀點明白都市空

                                                 
2-1初民的採集、遊牧社會裡，活動空間是開放性的，無複雜的劃分，甚或無規律可尋，空

間活動的現象，大都表達覓食求生存的意義；到了農業社會的定居型態，空間的活動範

圍，伴隨農作生長而有規律可行，趨向長期固定，但空間的劃分仍較粗略，空間所表達

的意涵，比較單純劃一。到了工業社會，因產業的分工，加上異質性群體聚集，對空間

的劃分更精緻，故空間所表達的意涵，其複雜性亦相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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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生活方式的相依性，同時亦明白都市空間的規劃具有遏止人類負面的

情緒、態度與行為，並引導較積極、正面生活方式之作用。再加上「行為

模式化」的概念將都市居民行為特性的“一般性”做歸納後，可從較為一致

的觀點來協助本研究發掘鄰里社區空間現況課題的導因，有助於提出一個

符合人類生活方式實況的規劃建議。 

肆、小結 

本章回顧相關理論與文獻後，除了歸納整理現行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

的研究，以從中定義本文所適用的定義與研究範疇外，亦藉由人與地方關

係之理解，明白都市空間對於人類生活方式之重要性，包括生活、工作與

休閒皆息息相關。然而，在眾多文獻的整理歸納後發現，現行都市規劃的

文獻顯少直接針對此兩大議題做一探討。再觀察過去都市社會學的研究後

發現，1960 年代、1970 年代的研究皆預設空間是人類活動的自然背景，此

時研究都市的重心以人而非空間(例如討論都市化過程中社區是否存續社

區意識、都市化之個人生活與意識的都市心理學研究等)，而 1987 年代則

開啟對空間的自然性格之批判，到了 1990 年代中期則開始出現以文化研究

與符號消費為主題的都市研究(蘇碩斌，2008：426)。換言之，此四個分期

最大的特色在於第二、三期所產生的知識典範的斷裂。 

前述以「都市空間」為議題的研究在學者們不遺餘力的努力之下，不

同的關注點也表達對都市研究的典範轉移 2-2，而研究都市的議題至今已呈

現相當多元的發展--在都市計畫、政治學、文化研究、女性主義等學科；惟

不可否認地是，過去 60 及 70 年代曾開啟研究都市社區、人口區位學或是

都市心理的研究，時至今日，由於前述所言第二、三期所產生的知識典範

斷裂之影響，從都市空間規劃為主軸，再進一步做社區議題或是都市生活

議題之探究的論著則顯得較少。因此，從學術研究範疇的擴展與延續，以

及為都市空間規劃的研究注入新思維來看，本研究確實有一定的存在價值。 

同時，本研究也從相關文獻的回顧當中，界定出都市空間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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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也指出生

                                                 
2-2依蘇碩斌(2008：398-399)學者之歸整，台灣都市社會研究的時序發展，以 1987 年做一

劃分可釐出兩個不同的知識典範：1987 年以前是偏重「人類活動反映在空間」的典範，

其中包含第一期的社區調查研究、第二期的人口區位研究。1960 年代到 1970 年代龍冠

海著手都市調查、引介整體理論而逐漸向芝加哥學派靠攏，故當時研究議題多以人口區

位、內部結構為首。直至 1987 年後，則是傾向「都市空間模塑人類行動」研究的典範，

包納第三期的政治經濟批判研究、第四期的符號消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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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之意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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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研究範疇上，將以都市規劃

的角度切入，重拾過去對都市生活議題之關注，將研究的焦點放在分析都

市生活的居民之社交生活、社區生活、都市生活及休閒生活的價值觀及生

活特徵之表現，而都市空間分析的面向則以社區、休閒與人行空間三大構

面為主。 

此外，再從「人×地方」的角度來思考，都市決定論與社會心理學的主

張，強調都市環境對人心理與社會的影響，這些由都市所引發的種種外在

刺激和結果，如「訊息超負荷」和「注意力的窄化」的論證，都有助於顯

示都市空間，相較密度低、異質性程度小與人口數量少的鄉村空間來說，

更會促使人類的行為產生變化，例如由心理層面來看，都市人的人際關係

淡漠、與人交流少、不信任感等，甚至是行為上可能衍生的隱匿、違規與

自私等情形，這些都再再凸顯都市生活方式的獨特性，並隱約透露出都市

空間課題可能產生之因。 

而欲說明的是，本研究雖以都市決定論為研究開展的主軸，但在驗證

台灣都市社會的實況時，亦會兼容並蓄地加入人口組成論與副文化論的考

量，儘可能使實證的方向切合台灣都市社會的情況。於此，本研究在下一

章推演台灣都市化社會生活方式之特性，以及後續的問卷內容設計時，將

以 Wirth 文中的「人口規模、密度、異質性」三者為前提，來詳細勾勒蘊

含在台灣都市生活方式之議題。同時，也因為個人價值是人類現實生活方

式之主導，而價值體系則會由於社會變遷及個人的經驗而產生變化。故本

研究在此章瞭解西方社會對價值觀、價值體系之論述後，將在第三章時將

焦點放在台灣社會的整體價值觀，首先分析社會變遷對台灣社會整體價值

觀的影響，從瞭解台灣人價值體系的變化，再進一步從整體的社會價值推

演出都市化背景之下，居民價值觀可能會被強化或改變的面向，以從中驗

證 Wirth 等人對於都市獨特生活方式的論述，並以此提出台灣都市諸多與

獨特價值觀、生活方式相關的空間課題。 

最後，由於文中所關切的議題較傾向 1987 年前的知識典範，但在研究

中所鋪陳的概念，亦會涵蓋都市規劃所能扮演引導性角色此一概念。亦即，

本研究相信，都市空間可做為自變數，可用以模塑人類的行動，誠如

Massey(1985：9)所指，「空間作為一個解釋變項(自變項)的出現」。故在實

證分析後，擬從「重塑都市空間」的概念出發，研擬都市空間課題解決之

道，以及空間規劃與新生活方式建構之相關建議(參考第五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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