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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都市人之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課題 

此章共分三節逐步探討都市人之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課題。由於社會

環境的變化與民眾價值觀的改變有密切關係，故在第一節時，會先分析社

會變遷對台灣社會整體價值觀的影響，藉由瞭解台灣人當代價值觀的變化

再進一步推演都市化背景之下，居民價值觀可能會被強化或改變的面向。

故在第二節以論述台灣都市社會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為主，並於第三節將焦

點放在台灣社經重鎮--台北市，提出都市中諸多與獨特價值觀、生活方式相

關的空間課題。 

第一節  社會變遷對台灣社會價值觀的影響 

有關「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的意義，社會學家有不同的見解與

定義。以Moore（1974：3-4）的觀點來看，「社會變遷」的含意指的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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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秉璋、陳信木亦曾在其所著的價值

社會學(1990：276-277)指出，只要在時間上或空間上，有了社會環境與條

件的重大變遷，必然會引起價值觀念在認知上的改變，進而影響並改變個

人價值觀與整體社會價值體系。由此可知，社會環境的變化與社會成員價

值觀的改變有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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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會整體不斷地發展，不但造成社會的變遷，

更會促使社會價值觀的變化。Brindley(1989、1990)研究台灣社會價值觀3-1的

變化，認為「傳統」與「現代」並存於其中；而楊國樞(1988)的觀點則認為

當代居民價值觀除了是平權性格外，還保有傳統的「國民性」(後文所述的

權威性人格)。而此兩種性格與居住空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將會產生了許多

失調的現象。以下，茲就這兩位學者對台灣社會價值觀的面向做一說明： 

Brindley(引述自黃囇莉、楊國樞，1984))指出，由於台灣在短短四十年

中由農業社會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完成其他國家歷經數百年才達成的工

作，過於快速的社會變遷與文化移植，使新舊觀念交雜，使得社會處於多

元價值的衝擊之中，尤其是台灣面臨儒家傳統文化的包袱，以及現代工業

化與西化的洗禮下，社會價值的轉變更為明顯。他於1987年訪問台灣社會

中，學術、政治、經濟界中被認為能反映社會價值之變遷與現代化影響的

                                                 
3-1社會價值觀被定義為個體在適應環境時，面對生理需求，人際合作的社會互動與社會機

構為群體存活所作的限制，會發展出反應個體、社會或同時來自兩者的要求的價值體系

(劉謙穎，20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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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位受訪者，認為台灣的社會價值是「傳統」與「現代」並行。依Brindley
的觀點，影響國人的「傳統價值」可分成五類3-2。包括第一類：與人倫關

係有關的價值；第二類：是道德或自律價值；第三類：是家庭關係中的孝；

第四類：是權威主義和家長式專制；第五類：是實際、生存與物質主義的

價值。另外，Brindley(1990)復將台灣的「現代化價值」按其影響來源分為

四類3-3，分別為科學化思考、功能主義、物質主義、獨立自主四種。 

除了前述Brindley(1989)所提出的台灣社會價值是傳統與現代「並行」

的說明外。我們再以楊國樞(引述自李美枝，1983：596)的觀點來看傳統國

民性與居住空間相互作用的失調現象。楊國樞指出，台灣歷經三十年的現

代化結果，其主要經濟型態已由農業轉為工業。由此所誘發的社會變遷，

必會導致新性格特微的產生，即相對過去權威性人格 3- 4的平權性格

(equalitarian personality)，該性格之人格： 

                                                 
3-2(一)第一類：與人倫關係有關的(human relationship)價值，包含人情、關係、面子…等。

這些價值使中國人重視關係與階級輩分，並發展出相對應的行為法則。但缺乏與關

係以外的人相處的價值準則，因此使得中國人忽視公共秩序與漠視自己以外的人之

權力。 
(二)第二類：是道德(morality)或自律(self-rectification)價值，其中包括仁、義、禮、恕與

中庸。這五種價值引導中國人重視自律與勤苦、努力工作，並遵守忠義、互惠與報

答等工作倫理規範。 
(三)第三類：家庭關係中的孝(family piety)，包括尊重父母、維持家庭和諧、祭祖、傳宗

等價值。孝是使中國家庭延續的重要價值，而家庭成員間的聯繫，有助於其他價值

的維繫。 
(四)第四類：是權威主義和家長式專制(authoritarianism and paternalism)，相信長者、高

位者、精英份子的統治權力，服從權威、強調階級與地位。雖然經濟發展與家庭結

構變遷，個體對權威服從傾向已減弱(Brindley，1989：111-112)。 
(五)第五類：是實際(practicality)、生存(survival)與物質主義(materialism)的價值，其中包

括了重視有用、實際、現實與情境取向，或者說是見風轉舵的機變性格，對「利」

的覺察力(money conscion)造成國人節儉、儲蓄、善於保存事物的特性。此外，重視

生存與實際，使中國人能適應環境壓力，同時也使國人相當能包容不同理想與價值

觀念。  
3-3(一)科學化思考：重視科學化的思考與組織方式，使得人們更能容忍開放地接受新意見，

而且由於講求客觀證據，也使得人們重視民主與效率。(二)功能主義：功能主義盛行使

個體只重視事情的實際結果而非道德意義。同時，其價值更與傳統中重視實際與生存的

價值相結合，使得人們更注意用處、工具性與效率等手段價值，卻不重視行為的道德與

人文意義等目的價值。(三)物質主義：美式文化帶來的物質享樂主義，使人們逐漸忽視

傳統價值中的自我約束、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等部份。(四)獨立自主：傾向重視自

我取向的價值，也使人們傾向求新、求變、求更好而不重視守成、穩健保守等價值。 
3-4傳統中國以農業為經濟型態，人們固守土地、務農為主，又由於多子多孫，大家庭合居

的觀念，乃形成土地產物及其他生存資源難以充分而公平分配的問題。為了防止分配的

糾紛破壞了人際關係的和諧，很自然的發展了權威式的社會結構，著重上下支配與順服

的相對角色關係。就與居住環境品質的關係來說，權威性人格具有下列幾項重要的人格

特徵：(一)無條件順服於權威。(二)單一的價值觀。(三)較簡單的認知系統，思考型態簡

單化。(四)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身分關係，因此在人際關係中表現他人取向及特殊主義

(particularism)的特性(此具有特殊主義之觀念、態度及習慣的人，認為法律、章則及標

準只適用於一般情形；「必要時」可以有所例外，而判斷是否「必要」的依據，往往是

關係的親疏，偏見的有無、權勢的大小及其他主觀的因素)；(五)不易信陌生人，對他人

有壓抑性的敵意。(六)缺乏超越實用範圍的想像力(李美枝，1983：595-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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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合法、合理及知能的權威，而非無條件的順服權威。 

(二)不迷信權力與權勢，傾向普遍主義(universalism)，重視「一視同仁」

原則，法律、規範的適用不因當事人性別、年齡、地位、關係、權勢

而有差別。 

(三)採多元的價值觀來評判事物。 

(四)較複雜的認知系統，少採二分法的思考方式。 

(五)人際關係中重視雙方的特性而非彼此的身分。 

(六)對陌生人較少偏見，並能加以信任。 

(七)比較富於超實用範圍的想像力。 

儘管台灣地區社會整體形式上可以說已經全然過著現代化的生活，人

們的食、衣、住、行無一不使用西方科技文明的產物，但由於「傳統權威

性格」與「現代平權性格」並存，造成許多矛盾的行為。 

前述由社會變遷的過程來看台灣人民社會價值體系，儘管

Brindley(1989、1990)和楊國樞(1988)兩位學者以不同的二分法做劃分。前

者將台灣的社會價值分為傳統與現代，後者分成過去權威性人格和平權性

格，但兩者都揭示了當代國人的社會價值是新舊並存的。國人的傳統價值

觀中，道德或自律這一類價值，包含了仁、義、禮、恕、中庸的概念，可

能會引導國人的空間使用價值產生了自我約束、尊敬環境的傾向。而與人

倫關係有關的價值包括了人情、關係、面子等概念，可能會引導國人的空

間使用的價值為尋求和諧的人際關係、社會贊許的生活方式的傾向。 

然而卻不難感受到台灣社會中有更多是偏向負面行為的價值觀，例如

與物質及功能主義、自我導向有關的價值，產生忽略公共秩序、重視功利

而缺乏行為道德；或是忽視傳統價值中的自我約束、不關懷現代社會所需，

產生漠視公益、自掃門前雪等缺乏合作的行為，這些都於我們的日常生活

中被體會，並在在衝擊現代社會的進步力量。 

由此可知，台灣人目前新、舊價值觀交雜的結果，主要導因於工業化、

科技化與西化的力量所致，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正視到台灣社會環境的重大

變遷，已必然引起人類活動的變化，加速人在空間上的流動。觀之台灣自

1970年代工業發展經濟起飛，都市人口也進入快速成長的階段。都市人口

在1982年首度超過70％，並在2007年底時高到79.6%，而目前都市化仍在持

續成長中。在面對如此快速的社會進程，以馮玉婷(2002：72)與陳秉璋、陳

信木(1990：276-277)的觀點來看，將會引起人口組成、社會結構、人際關

係，以及價值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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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Sharon Zukin(引述自蘇碩斌，2008：400)亦指出，都市化(urbanization)
可視為「普遍性」的社會變遷。換言之，台灣快速的社會變遷再加上都市

化的力量，讓人事物在空間上向都市流動，亦會持續且不斷地影響與衝擊

著社會成員現行的價值觀。至於，遷移到都市生活的人，到底呈現出何種

型態的價值觀?是平權還是權威?是傳統，抑或是現代?還是繼續並存於其中?
本研究將在下一節以本節所分析的社會變遷下之社會價值觀為基礎，再進

一步推導都市人之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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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都市社會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由第二章第一節的分析可知，都市空間對人類生、心理的影響，我們

可透過早期社會學家的論述或是社會心理學的理論看出端倪。那些社會學

家重視的是：都市成長或稱都市化(urbanization))如何影響個人、團體、機

構之間的社會互動本質上的改變。而這類的研究最後把重點放在獨特的都

市生活方式(urban ways of life)或都市主義(urbanism)的生活上。都市因為聚

集人口，創造了個人、團體和社會制度新互動的可能，因此都市成為前述

「社會變遷」發生之處(Jordan and Pile，2006：57)，儘管社會變遷不僅發

生在都市，但因都市所具備的吸引力，吸引更多異質性的人口、產業、活

動等進入，使得「都市生活」可作為社會變遷最具代表性的例子。 

而都市做為社會變遷的中心，它讓各種階級、膚色、種族、文化的人

聚在一起，但也破壞了原本人與人之間的傳統聯繫。換言之，都市生活和

都市社會的變遷促使了新環境的出現，同時改變了都市本身的社會互動和

社會組織。Simmel 和 Wirth 的理論詳細分析了都市生活的特色，他們更指

出現代都市人的問題與貨幣經濟的發展相關，但同時也與都市繁忙的生活

相關。人口向都市集中的過程讓時間、空間重組，人們看到物品進出、運

出都市、時鐘和交通號誌指標、跨越空間的運輸和通訊逐漸擴張，亦看到

文化生活的場所和形式的改變：飯店、報紙等科技產品等，這些繁忙的人

潮人往與分工，以及物質、訊息、交通流動的發展，對都市居民的生活帶

來新的問題和可能性。 

由此來看台灣的都市生活，亦是如此。都市生活各方面的技術進步，

致使日常生活變得更重效率、經濟與理性。石計生(2001：40)在（都市與現

代生活風格）的台北街頭問路故事，看出了一些端倪： 

「少年仔，借問一下，要從這裡坐車到公館要怎樣走？」溽暑的嚮午，

一個撐著洋傘的歐巴桑問。  

「噢，簡單，你只要往前走到劍潭站，搭往新店方向的捷運，在公館

站下就到了」吃著烏輪，手上還拿著一袋烤肉的高中生回答。  

「敢沒公車可以搭？我不會搭捷運」老婦人又問。  

「公車我就不知道了，你去前面問一下好了，捷運比較方便啦!哪裡不

會搭呢？」高中生有點不耐煩地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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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老婦人一臉茫然，撐著柺杖蹣跚地離開，緩緩隱沒在洶湧的人

潮中。 

這個變遷中的都市，是一個以公車、捷運為大眾交通主體的都市型態。

老婦人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以公車為主的接駁方式，以及緊密的人

際網絡關係。而隨著社會整體的改變，大都市湧入更多元豐富的人口與商

業活動，年輕一輩的高中生是融入現代都市理性世界裡，最能凸顯都市人

價值觀的個體。他們習於在車票自動販賣機前計算到目的地的站要多少

錢，然後丟銅板、買票、並且跳進只停十秒的捷運，花十幾分鐘就可回家。

捷運所創造的是一種經由高速運輸、微電子、電子通訊、廣播系統等電子

脈衝的迴路所構成的物質力量支持的「流動空間」(space of flows)。對此故

事中的高中生，或是繁忙穿梭在捷運車站或是理性通行的都市人來說，點

對點的(point to point)有效率通行，比那些相對具有都市歷史根源、共同經

驗所構成的人行空間的所提供的通行感受來得重要。這一則街頭問路的對

話，開啟了我們思索「都市人」價值觀一個極佳的起點。  

壹、都市人的價值觀 

在都市中，人來人往的十字路口，經濟、職業和社會生活的快節奏和

多樣化，創造了不同於鄉村的心理條件。如此都市人的老於世故和鄉下人

的純樸可歸因為都市和鄉村帶來的心理條件的迥異 3-5，並造成城鄉社會價

值觀的衝突--昔日尊重權威、道德或自律、不直接追求金錢報酬等特質都「逐

漸淡化」。  

王佳煌(2005：25)歸納 Simmel 的觀點認為：都市生活五光十色，人群

熙來攘往，令人興奮緊張，但久而久之，都市居民終將建立理性、知性的

心理防衛機制，降低情感反應，以免應接不暇，造成心理與情緒負擔，冷

漠、無動於衷。這人與人的往來是社會生活的本質，但都市中人情淡漠、

疏離、容忍度高，各種價值卻很容易轉換成金錢價值，造成心態上具有較

濃厚的個人主義與理性計算標準。 

                                                 
3-5在馮玉婷(2002：34)「從沈從文小說的城鄉衝突研究」文中，透露著城鄉社會價值觀衝

突的簡短描述：「價值觀衝突意味不同的社會文化交流時，因為外來價值體系與原有價

值體系難以整合，彼此問產生矛盾或衝突現象：此外亦指原有價值體系因外來價值觀衝

擊而導致的分化。由於都市所具有的政治經濟優勢，常使城鄉在文化比較的過程裡，形

成強勢與弱勢的緊張關係，都市文化影響所及，城鄉價值觀相互抵觸並造成鄉村價值觀

的變遷，鄉下人的行為與性格隨之改變。昔日尊重權威、安土重遷、敬天法人、勤儉節

約、安分守成、宿命自保、謙讓忍耐、講究倫理道德、不直接追求金錢報酬等特質都逐

漸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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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都市因為是社會變遷的場所，台灣社會整體的成長與變遷過程終將

造成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前述因都市生活態樣所引發的心理防衛機制，亦

會不斷衝擊都市人原先所建立的價值觀，影響人際間的社會互動，以及價

值觀和行為模式。觀之台灣的都市化社會，人雖與都市為共生體，但大都

市磁吸效應帶來大量離鄉背井的求職工作人口，落腳暫棲的環境中，自是

彼此互不認識，更別提及與城市居民的生活互動。致使生活於都市中的每

一個人，雖具有獨立性、可感受到與都市共生共榮的共為一體之親密互動

關係，但也深刻察覺身為都市人遠遠不同於鄉村生活厝邊鄰居、街坊鄰里

等，自然成型的人際互動，對比出的是那份落寞、孤寂，失去自我又需發

現自我的沉重心境。 

回顧都市社會學、社會心理學或其他論及都市的通俗著作中，仍相當

浸漫著對都市生活特徵的論述 3-6，但對於都市人的價值觀卻顯少提及 3-7，

諸多研究都傾向分析台灣人的新舊價值觀或工作價值觀 3-8。由前一節對台

灣人社會價值觀之分析可知，都市人應同樣具有新與舊的價值觀，以及正、

反面的價值觀特徵，例如道德或自律的價值，或是自我導向、重視功利的

價值…等。然因，本章第三節將探究都市空間的課題，而空間課題之導因

亦可推溯於都市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及其價值觀，故在此分析都市人的價值

觀時，僅從負面的價值觀做一論述。但必須澄清的是，本研究後續所建立

的都市人五大價值觀，並非與鄉村人的價值觀做一絕對的劃分，也並不表

示都市人截然具有此五種典型的價值，僅只是程度上與鄉村人有所區別。

換言之，這五大價值觀在不斷都市化變遷的背景之下，將可能在都市生活

中被加以強化或改變，進而影響都市人所形塑的生活方式，以及都市空間

課題的產生。 

                                                 
3-6誠如章英華、王振寰(2005：116)所述：「當西方社會大都會形成之後，都市的研究經常

強調人際關係的疏離及社區的失落，進一步更認為人與其居住地方的關係已經是微不足

道了…」。 
3-7曾彥寧(2002：5-9)曾指出，現代都市人行為的特質受整體社會結構的影響，人們的價值

觀趨向封閉、自我防衛，與人溝通和與環境交流的意願不高，這顯示都市人特有的自我

防衛、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以及 Simmel 和 Wirth 的主張：大都市一向是金融經濟的主

要據點，此商業主義的盛行亦促成都市人的社會關係的特質傾向理性、計算。 
3-8以王叢桂(1992)的研究來看，他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分別影響國人的工作價值觀，

其中現代文化對國人工作價值觀之影響是讓國人的目的價值呈現：個人喜歡的生活方

式、享樂、權勢、名譽與社會贊許、財富(經濟報酬)、生活變化與新奇性、追尋真理、

追尋知識、人本關懷、工作自主獨立、工作能發揮個人特性、自我肯定與個人認定的成

就感；而在工作手段價值方面，則為理性思考、重視實徵、效率、容忍開放、民主、實

際、反權威、自我肯定、自由與主張個人權利。本研究以「個人喜歡的生活方式」、「財

富(經濟報酬)」、「理性思考」、「容忍開放」此四大項做為本文論述都市人價值觀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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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除了以都市決定論及社會心理學的論述為分析基礎外，

並以曾彥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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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依前一節 Brindley(1989、1990)與楊國樞(1988)對台

灣現存新舊價值並存之觀點，在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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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價值觀之來源依據請參考表 3-1 內容)。 

表 3-1  本研究對都市人價值觀描述之來源一覽表 

都市人  
價值觀 

理論與文獻依據 

自我防衛 都市決定論、社會心理學、楊國樞(1988)、曾彥寧(2002：5-9) 
個人主義 社會心理學、社會心理學、Brindley(1989、1990)、Schiffman and 

Kanuk(1991：410-422)、王叢桂(1992：13)、曾彥寧(2002：5-9) 
重經濟  
報酬 

都市決定論、Brindley(1989、1990)、王叢桂(1992：13) 、馮

玉婷(2002：34) 
理性 都市決定論、王叢桂(1992：13) 
容忍 社會心理學、王叢桂(1992：1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自我防衛 

回顧台灣城市詩人侯吉諒(1987：28)在其「重逢」的詩中以抒情手法來

表現都市的人情冷暖： 

車輛行人匆忙如常 

龐大的慾望來來往往 

突然我覺得寂寞起來 

因為你 

坐在我對面 

詩人談談道來，以反諷的手法把現代都市人的疏離感和冷漠性格表露

無遺，顯示出都市人較自我防衛的價值觀。在大都市中，人們總是忙於各

式各樣的社會互動，但這些互動卻常常是極為膚淺的關係。我們看到都市

人能將情緖抽離出都市生活，培養出冷淡的態度。誠如 Simmel(引述自

Jordan and Pile，2006：39)的論點，人們不再那麼在乎事物間的差別，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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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的態度與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和金錢經濟(money economy)的興

起有關。 

綜觀台灣現代都市的發展，各類活動的集中，讓都市人的生活產生質

變。而現代都市內時間、空間的集中，亦強化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使得

他們現在必須與世界保持心理和實質的距離。郭文雄(1986：43)曾指出，人

們面對都市中過度負荷的現象所呈現的冷漠與疏離感，並從社會責任面來

看：都市人的社會心理傾向節制自己，避免與陌生人在道義上或社交上牽

涉過深。此種自我防衛的程度，可從最極端性的拒絕拯救他人生命危險的

例子，到較溫和的例子如不肯施惠給別人、不能有禮貌地對待他人。 

與此同時我們也關注到，雖然都市人自我防衛的反應是對人冷漠(例如

鄰居)，卻也可能比鄉村的人更可能向遠方的或不相干的人表達善意，也更

能夠認同抽象的感情。詹宏志(1996：177)文中即指出，如果遠方有饑荒，

都市人比鄉村人更可能慷慨解囊，如果我們發起一個運動要支援雛妓，都

市人比鄉村人更容易挺身認同。也就是說，都市人儘管冷漠，但他們可能

只是親疏遠近的順序顛倒而已。 

上述這些因都市化所產生的環境置換與人際關係的更替--都市人的心

趨於自我防衛，凸顯出不同層面的問題：個人自由意識顯現，並與所處都

會環境、社區逐漸形成疏離感，而此不斷深化的疏離感，促成都市人際關

係的不友善氣氛，以及人與人之間不信任感的存疑常態，甚至造就都市人

互不干涉的生活方式與社區意識衰弱的情況。此外，也因為都市人多數時

候都是採自我防衛的價值觀與都市中的事物互動。因此，都市人的娛樂消

費相較飲食的支出高(wirth，1938：22)，娛樂活動變成迎合都市人追求刺

激，提供他們逃離繁重、乏味而單調工作和生活壓力的管道。 

二、個人主義 3-9 

回顧 Wirth(1938)的觀點，社會結構和個人生活的分化，將會削弱社會

的關係鏈。在社區的層次上，由於人們的工作、鄰里關係之生活型態相當

不同，因此道德共識與社區共識的形成也是困難的，而都市團體所具有的

                                                 
3-9Schiffman and Kanuk(1991：410-422，引述自王叢桂 1992：12)將美國人核心價值分為成

就、活力、有效與實際、進步、物質享受、個人主義、自由、服從規範、人本主義、年

青活力、身材與健康 11 項。其中第 6 項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即強調獨立自我，

不依賴他人的信念，此與 Wirth 文中對都市生活的個體之描述不謀而合，故本研究引用

Schiffman 與 Kanuk 對價值觀的用語，在此做為台灣都市人價值觀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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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不同利益、形態和生活觀點，自然也就不可能在價值觀或信仰、目的

或手段上出現一致的看法。 

由此反思台灣的都市社會，都市相較於鄉村是更狹窄緊縮的生活空

間，凡與他人接觸的地方，幾乎皆隸屬於公共空間。因此，都市人除了較

自我封閉外，都市文化更加強調個人主義與私密空間(陳威宏，2007：79、

135)。而都市的疏離與陌生，亦默許著「個人主義」的開展，致使孤立化--

一種心胸狹小的自我中心主義--便成為都市中十分普遍常見的景象。 

一旦“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形成後，將造成絕大多數人都能以較為務

實的態度，選擇符合自我興趣、愛好、利益、自由的個體化生活方式；同

時，更重視享樂與休閒的生活。都市人既不干涉別人的生活，也不許別人

干涉自己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而這種生活方式的變化，一方面增加了社會

生活的真實性、豐富性和自由度，一方面也出現了極端個人主義的不良傾

向，亦可能是目前維護與控制集體居住環境的品質方面所遭遇困境之導因。 

三、重經濟報酬(現實) 

都市人生活方式文明而富裕、知識豐富，品味講究。然而在都市當中，

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除了前述因個體的防衛而愈來愈疏離、冷漠外，

在價值觀與品味上，也愈傾向有市場至上、消費第一的趨勢。此種以經濟

報酬導向的價值觀，源於傳統經濟、道德和宗教生活形式的式微，致使都

市變成貨幣經濟的中心，再加上商業活動的多面性和集中性，讓交換媒介

具有重要性。因此，在許多時候，都市人往往是追求行必有效、動必有果

的現實價值取向。 

漢寶德(1985：23)曾指出這樣現實價值觀對實質環境的影響：商業社會

的物質環境因對永恒的生命採諷嘲的態度，故重視表面而短暫的價值。所

謂表面是指視覺的效果與象徵的意義，就是表層的裝飾。不論為建築的外

表，或室內之裝潢，都只是表面的效果，缺乏表裡如一的道德精神…。 

由此可知，在都市人重經濟報酬的導向之下，表現在時間與空間尺度

上的詮釋，是「短暫」、「表面」的，以及追求「速度感」的意象，而這樣

的價值觀，對都市生活也產生不同鄉村生活的影響，例如追求短暫的規劃

效益而非長遠的設計；追求建築表面上的裝飾與外觀，卻往往忽略實質生

活空間的品質；保有表面和諧的人際關係，但與居住地最為親近的社區鄰

里關係卻缺乏聯繫；重視生活的效率，受時間分配所操控，較少停駐去關

懷身旁的人、事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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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理性 

我們從歷史文獻的角度來觀察時，可以看到的是 Simmel 與 Wirth 筆下

所描述的都市發展與生活方式的形塑，無可遁逃地是在資本主義的貨幣經

濟下被創造出來的。因為都市向來就是貨幣經濟的中心，因此經濟交換的

多樣化和集中化，賦予交換媒介一種在貧乏的鄉村商業中所不可能有的重

要意義。而這樣的貨幣經濟在學者的觀點之下，與都市人的「理性至上」

息息相關。由此來看都市人在待人接物上所講求的實際、就事論事的態度，

以及許多情境下的形式公正所經常伴隨的一種冷酷無情，似乎得到了解釋。 

生活在都市的人，減少較多的情緒化反應，而多採取理性的態度，以

強烈的意識進行心理的宰制，所以我們常常看到的都市居民就是採用此態

度與店家、客人和陌生人互動。本節一開始這個台北街頭問路故事中應答

的高中生，就是以一種「理性的」、自以為是最佳選擇的、「實際、就事論

事的態度」，告訴老婦人，搭捷運既方便又省時，為什麼不搭的問句與老婦

人互動。而後並以表面上所感受到的冷酷無情草草地結束了對話，對於旁

觀的我們，這樣的情景又或者只是我們在大都市街頭所看到的「洶湧人潮」

的諸多陌生人之一二。 

誠如葉啟政(1998：36-37)的觀點一樣，工商業為主的都市化生活型態，

與農業為體之田園生活是相當不同的。因為都市化的生活會凸顯出人們內

潛的「理性」法則。而這樣獨特的理性主義的態度，從某方面來說，亦讓

都市人能擺脫舊有的習慣、規範和社會互動的傳統。 

五、容忍 

回顧王磊(2006：7)在文中對美國鄉村生活的描述。鄉村生活的特點在

於村民起得很早，工作閒暇的時間相互娛樂和聊天，社會交往活動頻繁，

人們經常通過聊天形成一種價值判斷或輿論，對規範人們的道德有著重要

的影響。觀諸台灣許多鄉村地區，亦圍繞如此的和諧氛圍。人們能透過共

同的交流形成所謂的社會規範與道德共識，同時透過親屬的或是地緣關

係，讓人與人間的關係是緊密共存的，所以鄉村居民的意識型態對待公共

事物的態度具有較高度向心力與凝聚力，但其道德的價值規範也相當具有

約束力。 

反觀都市化的過程，將人口頻繁的帶向都市，都市內居民的互動不僅

變得看似膚淺，而且人與人的社會互動也愈來愈間接或次級化(secondary)。

如此高度分化的交往模式，他們與大量的組織化群體相接觸，而較少依賴

特定人，更無法掌控不同文化背景、個性和生活方式的個體與群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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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差異的個體居住在一起，致使都市生活的人們產生了相對主義的寬容

感與包容。 

一旦我們觀察都市生活的人們即可發現，相較於鄉村人，因為不同種

族、語言、收入和社會地位的鄰居、陌生人、朋友變多了，所以都市人多

數是以更高的包容力來回應這都市中的人、事、物。而都市人如此過度的

寬大為懷，包容事物的多樣變化，卻也可能變相助長破壞者、不守秩序者、

缺乏行為道德者之行動，致使投機取巧、隨便的行為讓社區鄰里空間環境

的品質無法維持。 

貳、台灣的都市生活方式 

人們選擇何種生活方式，是由他們對生活方式的價值取向所決定的。

生活方式作為一種“如何生活”的系統工程，它的形成是受一定的社會經濟

條件制約和一定的價值觀念所指導(包雷，1996，25)。亦即，不同的個體與

群體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決定了他們如何選擇、利用現存的社會經濟條件

來有效地滿足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以形成不同的、各具特色的生活方

式。 

此外，鄉村整體的空間在公共領域和私人領域的劃分上不那麼明顯，

個人能力所能及的生活世界和其社會生活世界重疊部份較大；相對於都市

空間，其公共領域與私人領域則界限鮮明。傅仰止(1997：160)收錄自〈台

灣的都市社會〉書中指出都市人於公、私領域行為上的差異：「都市人的冷

漠和孤立特性在私場域並不明顯，在公場域則相當突出，顯示都市人的心

理狀態和個人互動，依公私情境表現出莫大差距。」亦即，都市生活的效

應在公共領域中特別強，在私領域則未必彰顯。 

因此，依第二章對生活方式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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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前述所羅列。同時，反應至生活安排與態度上，外顯的是都市人獨特

的生活方式跟都市空間的使用態度。所以此部份將先以前述所建立的台灣

都市價值觀來分析台灣都市社會個人的生活方式，並從「公領域」的觀點

來看都市人所呈現的獨特生活方式。至此共歸納出都市人的五大生活方

式，而在下一節則以此五大點來探掘都市人使用空間所可能造成的一些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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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不干涉(疏離) 

都市人常需要面對人數眾多、形形色色的人群，對於這些多元的個體，

以及許多無法掌握的狀況，致使內在傾向封閉，而表現在公共場所就是以

冷漠淡然、視若無睹的心態對待。傅仰止(1997：164)認為此一情境除了損

及都市生活的整體印象，這種對待陌生人的態度，亦是都市人有別於鄉村

人的一項重要特徵。再者，郭文雄(1986：45)認為都市中的「社會規範」已

脫離傳統的鄉村形式，自然演化成一特殊型態。因此居民對不關己的事務，

儘量不要捲入，對他人遭遇則採取冷淡或中立態度，以避免處理過多的事

件。 

復從「空間面」來看這種互不干涉的生活方式。莊修田(1993：157)曾

指出，人塑造了環境空間，環境空間也塑造了人的行為。由此來看國內目

前的情形，由於地窄人稠，空間相當擁擠，在空間設計上遷就現實的結果，

必然也就影響到我們的空間概念及行為模式，最顯著的現象是人與人之間

的空間緊縮到最低限度，而人的原始本能就是維持自己一定範圍內的安全

「領域」，為了彌補這種外在空間的損失，只好拉長內在空間的距離，結果

造成人與人之間愈來愈強的疏離感與不信任感。 

此外，都市空間中總是包含著眾多的高樓大廈，它容納大量人口進行

商業活動，同時在居住上，因為公寓、大廈的高密度的集居功能，住屋的

模式與傳統的社區空間結構、居住習慣大相逕庭。公寓居民皆是來自各地

的陌生人，由於工作型態各異。因此，留在屋內的時間各不相同，較無法

建立起良好的互助互信感。再加上，高樓的設計使得居民垂直流動性高，

相互交流的頻率遠低於水平連繫較多的傳統平房設計，阻斷了與鄰居交流

的可能，加強都市人自我防衛的價值觀，更讓人際關係產生疏離感 3-10。 

再分析都市人的「互動對象」。過去實證發現，都市人的親密網絡大多

是「親屬連繫」所集結起來的小規模網絡，不同於鄉村所轉換的地緣關係(章

英華，1988；謝高橋，1988)。而且，除個人親密網路之外，都市人與「鄰

居」、「同事」、「親戚」的連繫一般都不如鄉下人來得密切，關係也不像鄉

間的人際網絡那麼周延，其中又以「鄰居間」的連繫最為疏遠。熊瑞梅(引

述自傅仰止，1997：164-165)亦說明前述觀點。她認為大都市中，鄰居在性

                                                 
3-10詩人陳晨(1999：102-103)曾在他筆下，以一對夫婦作為全體人類的比喻，說明都市生活

不但使生態環境付出代價，人際關係也變得疏離：「登上絕嶺向下望去╱世界早已變得

狹小╱人情宛如層層高樓緊密相連╱不留一點相通的心靈慰藉╱呵，青春嶺以不再青

春」。青春嶺一文即描述現代人對都市生活的先期待、後失落的心境，攀登到青春嶺頂

的夫婦，發現眼前所見的並非美景，卻是扭曲變形的世界，產生對都市生活之失望感，

本研究即以此概念做為論述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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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與陌生人是相當接近的，都市裡一般的鄰居顯然形同陌路，彷彿跟公

場域中素不相識的芸芸眾生無異，這種公場域中陌生人群之間的應對方

式，正是都市生活明顯有別於鄉間生活的一項重要特徵。舉例來說，一位

從東部搬到台北的中年人認為都市人際關係的疏離不是指朋友之間，而是

發生在鄰居之間。 

謝高橋(1988：195-237)也實證調查台灣社會「鄰里互動」的情況。結

果顯示我國社會中，鄰里的人們彼此有交往或互動者僅限於少數人，這種

現象在都市地區特別嚴重；而且鄰居關係的滿意程度上，都市化程度越高

者，滿意程度越低。與此同時，他也進一步指出，都市雖未減弱都市人人

際關係的參與和需求意願，卻減低了都市人對這些關係的滿意感。 

由前述所揭示可知，都市人「互不干涉」的生活方式特徵導因於都市

人無法掌控眾多分化的個體而產生的互動結果，以及空間緊縮變相加大人

際互動的距離。因此，不相往來的情境在台灣都市的公場域中存在，並以

鄰里的關係最為明顯。 

二、社區意識缺乏 

Wirth 指出，都市社會結構，由於人們的工作、鄰里關係、居住型態相

當不同，因此落實在社區層次上，居民的道德共識的形成也是困難的。而

都市團體所具有的這種不同利益、形態和生活觀點，自然也就不可能在價

值觀或信仰、目的或手段上出現一致的看法。因此，人們的道德標準不一

致，價值觀看似有較高的容忍度，但反應在社區道德共識的建立上也相對

困難，使社區凝聚力顯得較為衰頹、社區意識不足。 

而謝高橋(1988：195-237)的研究亦顯示，人們已感到我們的人際關係

太缺乏傳統倫理道德而有需要提供與加強，且這種情況都市比鄉村來得嚴

重。換言之，實證結果說明都市環境條件顯然瓦解了傳統倫理道德的基礎。

若再以一個鄉村遷往都市的人來看，他應更能感受到社會關係與社區鄰里

認同感 3-11的重大變化。 

此外，台灣大部份的都市環境內之社會控制力量較鬆懈，致使個人自

由性較高，然而在這種非傳統社會控制的社會情境之下，都市人的生活方

式演變出許多革新、不守規矩，種種的反社會行為，例如住、商家非法占

用公共空間的問題。再加上人際的疏離，導致了“社區意識”(sense of 

                                                 
3-11在此所提到的認同感乃引用 Fried(1963)所提出的空間認同(Spatial identity)的概念，他認

為一旦人們離開他所熟悉、習慣的場所，原有的社會關係與認同感發生改變，他會直

接的感到不適應或有失落、難過的感覺(引述自王珍珊，1996：67)。 



都市空間規劃與生活方式之研究 

3-15 

community)的建立不易。因此，社區鄰里之間，甚至是整個都市生活都必

須透過正式的控制來加以約束，使其符合秩序與社會期待。 

由此可知，現代都市社會中的個人因社區意識不足，缺乏地區的認同

感，致使社區空間的意識衰頹，無法發揮傳統社會賴以存在的道德約束及

血緣、親族、宗教為基礎的群體團結，轉而仰賴現代社會的法治或契約化

規範，以及自願團體或組織所發起的非正式控制。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都市中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已由法律與契約加以約束，較

不需要複雜的人際關係運作；而都市中的社區大多是個別分化的單位，往

往必須透過社區規劃師、里民代表來帶領社區進行總體營造，方能在現代

社會中建立如傳統社會或是鄉村生活緊密的紐帶關係。  

三、務實生活(精確計算) 

大都市是貨幣經濟的中心，因為商業活動的多面性和集中性，讓交換

媒介具有重要性。金錢讓所有事物變成可售的和可交換的，事物價值可以

精確計算，包括時間、生活與工作步調、土地使用、社會互動關係等。誠

如 Simmel(引述自 Jordan and Pile，2006：39)的觀點，都市人越來越發展出

一種精確計算的務實生活。因此，我們發現都市生活不再以小時分割，而

是分和秒，正如以秒計算到站的捷運系統，對重視時間、效率的大都市人

說，是大都市間接操控人們生活速率的最好例子。 

而追求速度感的不單是搭乘捷運的乘客、騎快車的青少年而已，居住

於都市的現代人們，整體生活步調也加快，交通、資訊、辦公、飲食等生

活各層面，都要求高效率的表現，以精確計算、跟上工作、生活和預計休

閒的步調。例如，都市中的上班族，依循職場的既定模式，希望能更有效

率地完成工作。同時，精確計算的務實生活方式反應至都市空間來看，空

間亦是以不同的方式組成，事物在都市間的流動以更為精確和整合的方式

被操縱。例如大都市的交通號誌對都市居民來說，遠比鄉村居民的作用來

得有顯著的約束力。同時，土地也以清楚的公私領域做為區隔，劃分為不

同的區域，並依地價的高低，做不同用途之使用。可想見的，都市空間的

競爭是激烈的，每個地區的土地使用，最終都傾向可以產值最大化、擁有

最高經濟效益的用途。 

此外，在都市中社會關係和社會現象成為可以度量的東西，這變成了

現代社會、現代經濟發展下的內在邏輯。生活上不僅發生變化--日益排除非

理性、本能的、主觀獨斷的特質和衝動，原本可由主體自我決定生活方式

的企圖改變了，轉而接受外部強加而來的節奏來過生活。正好比生活在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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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裡，速度提高了，更加快了原本生活的步調。因此，對於周遭所接觸的

事物，開始以理性計畫並快速取捨其重要性，致使都市人彼此穿梭在都市

空間，總是給人忙碌且互不交集的意象。 

總體來說，本研究認為都市人在生活方式的選擇上，主要考慮“效益”

原則，即怎樣生活才能以較小的投入換得最大限度的效益；而在商場、人

情場上都是追求功利的行為，使追求財富、地位、名望成為一部份人的生

活目的。而這種相當務實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提高了都市人整體的生活效

率；另一方面，追求經濟報酬的價值觀亦可能漠視生活的終極目標，成為

部份都市人較危險的生活傾向。 

四、重娛樂休閒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工業化與都市化對臺灣社會的衝擊，人們

不僅所得增加、非工作時數增加，處於現代社會強力競爭的體制下，生產

活動轉為資本主義下的利益競爭，相對的也更加具有挑戰性及競爭性，工

作所帶來的緊繃及壓力也隨之提昇。曾彥寧(2002：19)指出：「都市人除了

必然的日常活動及工作外，閒暇的時間愈來愈多，對於休閒活動的需求相

對提高，同時注重休閒活動內容的多樣性及品質，甚至是自我實現的部

份…」。所以都市人為了有更好的工作品質，迎接更大的挑戰，娛樂與休閒

的必要性日益受到重視，而都市人對於休閒娛樂的需求也愈漸強烈。 

另外，我們也感受到「休閒」已不是傳統意義的休息，更可能是一種

生活方式的表現，同時，它也不在界定為非工作的負面範疇，而是一種重

視生活質量的生活品味。例如近年來許多休閒娛樂的傳媒訊息多以「樂活」

做為廣告，提倡在繁忙的都市生活中不忘休閒以提昇生心靈的健康，以一

則雜誌(儂儂雜誌，2008)的內容 3-12為例，描述「自行車族」已成為現代都

市人的一種休閒生活方式之轉向。 

 

 

 

 

 

                                                 
3-12該文為：「妳一定也發現到了，在路上有越來越多騎著自行車自在穿梭「都市」中的休

閒樂活族，不管是因應高油價為了省錢而改騎自行車，還是為了擁有更健康的生活，

自行車踩踏行進間所帶來的樂趣可是其他交通工具所不能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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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都市「逛街 3-13」的生活方式，也是相當獨特、重要的娛樂活

動。都市裡的夜間攤販不同於鄉村的攤販，它是一個部隊式的集結；這種

大規模的夜間市集，是都市市井風情的特色之一。夜間攤販是台灣都市生

活的奇觀，也常常是台灣民間活力宣洩最顯著的出口。從台北市偏向街道

式規劃的萬華夜市、饒河街…到傾向商圈型式的公館、士林、東區、天母

商區…等。原本擁擠是一個都市基本的生存型態，令人生厭；卻也讓人在

逛街的生活方式中，發現它的需要性。似乎在逛街中，這些擁擠的人群，

彼此互相接觸的個體，個人才能夠消失，才能夠解脫，並從大都市生存的

壓力中釋放出來。誠如周杏霞(2006：66)所述：「空間裡所提供的功能已經

遠遠超過實質空間功用，它其實夾帶著是一種人們從日常生活中解放後的

地點。」在都市，逛街的目標除了交易以外，取暖式的娛樂、紓壓式的休

閒更成了新的生活取向。 

最後，我們不能忽視都市人在「開放空間」（open space）所進行的休

閒娛樂生活。都市中的公園、廣場、綠地、運動場、遊樂場等，除了給予

都人一個可進行商業、文化的交流空間，更是讓居民能親近大自然，滿足

居民休憩與娛樂需求的活動空間。以都市之肺的公園來說，它除了是都市

生命泉源外，亦是都市人休閒空間的主要供給者；一旦走入都市巷道中，

那些打著太極拳老人的得意、嘻鬧奔走小朋友的開懷，或是舞著肢體的婦

人所流露出的滿足感，不證自明呈現開放空間是都市人運動的重要生活方

式場所。 

正因為都市眾多的人、大多數的活動都是為了工作而工作，因此在剩

餘的時間分配中，他們必須尋找刺激才能達到平衡，而誠如前述尋求休閒、

娛樂的活動，例如騎自行車與逛夜市、商圈，或是進入速食店、咖啡館尋

求一處可休憩的空間，以及利用開放空間來舒解身心，成了都市人一種重

要的生活方式。 

 

 
                                                 
3-13回顧周杏霞(2006：65)對台北東區巷弄的研究，東區巷弄空間在受訪者的歷程中，印入

眼簾的其實已逐漸深入都市人的生活與文化當中，如同某位受訪者所描述：「台北東區

提供一個邁向消費另一個階段的窗口，同時也讓我了解到物質生活的界線，同時也感

染了我的消費習慣及消費的模式…在台北東區都是很緊密的接連在一起，它讓我了解

到生活是可以如此這般的過，是一個很典型的都市生活的樣本，提供我一個良性競爭

跟衝擊成長的氣氛。」於此我們可以發現，都市居民喜歡聞風而去店家，同時也喜歡

滿足人際互動的需求。進一步來看，他們對於一個的地方所需求的是一種消費環境的

渴望，透過都市空間的體驗，可以滿足都市人某些心理層面的需求，讓都市人的某些

價值觀可以得到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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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節在分析都市生活的一些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前提在於：都市生活

方式並沒有完全拋棄舊有的鄉村社會關係型式。家庭組織、親屬、鄰居、

朋友等各種關係仍在都市社區內存在，且依舊發揮他們的功能。只是從公

領域的都市空間來看，因為都市環境整體較鄉村來得複雜且多元分化，人

口較多、密度高且異質性強，致使都市居民可以感受到強烈的負荷與變化，

都市化生活的獨特效應也因此於公領域中被彰顯出來，有鑑於此，我們得

以分析都市人的價值觀與其所表現出來的生活方式(參考圖 3-1 所示)。 

歸結前述，本節第一個重點是：都市人為了減輕大都市所帶來的心理

負擔，價值觀變得較「封閉、理性與個人主義」，而對應至社區鄰里空間來

看都市人的生活方式，可見鄰居大多「互不干涉」，連繫少而個人極端孤立；

同時，也因為都市是經濟活動的聚合體，在此氛圍之下，人們往往不自覺

的用效率、理性來評斷事物的價值，「重經濟報酬」的價值觀往往變成都市

人現實一面的描述，表現在生活方式上則呈現複雜的分工模式與精確計算

的「務實生活」。 

其次，第二個重點。都市人在此種複雜的都市社會中，也因此失去了

改變與控制環境的能力，所以適應之下的價值觀具有「高度的容忍度」。這

樣高包容力的價值觀導引出各式的生活方式，致使社區一旦缺乏自願團體

或組織的溝通連結，社區生活方式往往是「衰頹的凝聚意象」。換言之，在

都市內的主要社會參與和交流不再是依靠血緣或地緣關係來維繫，能共同

為政治、經濟、社會或是社區意識而自願結合的組織，變成都市社區中一

項重要的控制和規範；同時，那些作為社區的代理人、領導者或是志願團

體者，這些角色的帶領及發揮的功效，將對社區的發展與交流扮演重要的

媒介，而影響著民眾的參與度。 

最後一個重點是，都市旋律是快節奏的，在紅綠燈之間，車擠車、人

擠人，快車道、慢車道、地下道、天橋上，皆是匆忙的人流。都市空間所

形塑出的「自我防衛」傾向與「個人化」、「理性」的價值觀，造成都市人

的寂寞心理。而其所接受的過度負荷感、壓力，總是在「休閒娛樂」時能

得到充分的解脫。因此，社區公園、都市中的廣場、綠地，或是自行車空

間，巷道中的商店、速食店及咖啡館，甚至是提供消費的夜間市集、各式

商圈，便成為現代都市人最真實的抒發場所，是都市人生活方式中重要且

不可或缺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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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都市人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關聯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都市人生活方式 

● 互不干涉   

冷漠、視若無睹的表現       

對不關己的事務不涉入 

維持一定範圍的領域感 

與鄰居之間少交流 

● 社區意識缺乏   

社區凝聚力較為衰頹       

缺乏地區的認同感 

須由正式控制予以約束 

不守規矩的行為出現 

● 務實生活   

所有事物皆可度量 

重時間效率、步調快 

高經濟利用土地 

對生活水準要求較高 

● 重娛樂休閒   

騎自行車為新興運動 

逛街是紓壓式的休閒 

飲食娛樂的重視 

利用開放空間來運動 

 

都市人價值觀 

自我防衛                  ● 

避免與陌生人交涉過深 

與環境、社區形成疏離 

對陌生人有較高的不信任 

娛樂活動作為紓壓管道 

重經濟報酬(現實)          ● 

市場至上、消費第一 

重視表面而短暫的價值 

追求效率、速度感 

 

理性                      ● 

講求實際、就事論事 

情緒化反應少 

擺脫舊有傳統慣習 

     

個人主義                  ●  

自由選擇生活方式 

重視享樂與休閒的生活 

不易形成道德與社區共識 

容忍                      ● 

不在乎人、事、物變異 

漠視不守秩序者之行動 

隨便、投機取巧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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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北市都市空間課題 

台北除了擁有數百萬的人口，同時也是台灣經濟活動的最大重心之

一。從台北市的機能及其所擁有的機構、公共服務設施來看。除了運輸和

科技占有一席之位，它所具備的工業、商業、金融與行政的活動規模也不

容小覷，如新聞媒體、廣播電台、圖書館、博物館、音樂廳、電影院，或

是醫院、商辦大樓、教育機構、研究和出版中心、福利機構…等，相對其

他都市在人口密度、人口數、異質性，以及規模、地位來說，都具有主宰

的角色。由此依 Wirth 的基本論點來看，台北都市化所帶來的生活方式，

將因其本身與鄉村的差異拉大，而愈被凸顯。 

台北市專業分工細密與區位的都市化，使得生活世界的空間開展且多

樣化。這樣的結構促使都市中的社群組合更加多元，間接助長了不同的生

活方式、機會條件、期望、價值、乃至信仰。由此觀之都市空間的活動，

許多個體與個體之間，以及個體所構成的群性之問題，其衍生的互動與對

應的關係將相對地複雜。但也因為都市空間是被社會關係所建構、所運作、

所實踐，而空間的許多意象亦包含秩序、禮儀、規範的象徵。因此，一旦

我們走入台北的社區鄰里、街道、商店及其他空間中，將可探尋出這些空

間面貌背後所隱藏的使用價值觀，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換言之，以都市

人生活方式的面向從中發掘台北市都市空間的緒多課題，並聯結都市人的

價值觀，可協助我們瞭解這些課題背後的導因。 

有鑑於此，我們把觀察的單位放在社區鄰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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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都市的

兩面刃的特性，從它別於鄉村的特點中，找出它的缺點--社區空間意識衰

頹、人行空間被遺忘、公共空間私有化、人工空間取代生態空間、空間的

過度與不當利用，以及消費空間主導地方空間的興衰之六大課題。 

一、社區空間意識衰頹 

都市中的社區因受到工業化與都市化的衝擊而處於蛻變之中，高度的

住宅流動性解構了原有的社區型態與人際關係；尤其在新社區或公寓大廈

更是匯集多元社會文化背景、價值觀與生活方式迥異的人群(李秀玲，

2005)，如此普遍地造成環境態度的冷漠與人際疏離，而社區空間意識的凝

聚更成為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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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寶德(1985：60)的研究曾指出上述的課題。他認為過去十年的密集發

展過程中，大部份中等以下階層的住宅區是私營建設公司所建。其特點是

密度高，除道路外幾乎毫無空地，設計大體劃一，只有尺寸的變更，這開

啟了台灣人在生活方式上的新紀元。一般來說，戶內的空間較過去寬敞了，

生活水準顯得提高，卻也完全失去公眾空間，失去了社區團結共存的意識。 

再者，誠如第二章所分析的，因為現代都市居民的關係已不再像傳統

社會是親屬的或是地緣的，而是功能的。因此，市民的背景具有高度的異

質性，毫無家族關係的人生活在同一環境之中，要保持和諧的秩序，一方

面必須發展出足為大家所奉行的社會規範，同時居民之間也必須養成尊重

團體生活的習慣，從而產生一種「認同感」，以取代個人主義盛行的價值觀。 

但誠如本章第一節所述，都市人亦可能保有權威性格中的唯親情主義

及自我防衛的價值觀，使得人們對有關係的人非常親熱，對沒關係的人非

常敵視與冷淡，產生互不干涉與社區意識缺乏的生活方式型態，反映在實

質環境中形成漠視公益，缺乏合作的表現。因此，我們看到台北市的市民，

他們重視室內裝修、整潔，顯示住戶對家庭內部的環境極為注意，但屬於

公共空間的後巷、街道、垃圾堆，除非另有機構負責整理，通常不為住戶

所留意，往往呈現污穢髒亂的景象。 

最後一提的是，都市的社區鄰里關係因不再是地緣的，理性的價值觀

讓鄰居之間一向冷酷以對，有時候對門、樓上樓下的住戶根本不認識，更

別說打上招呼。而即使認識，平時的互動也不密切，往往只是點頭之交。

社區之間普遍的相處，亦以「我不侵擾別人，也不願他人侵擾」及「自掃

門前雪，自除瓦上霜」的模式，造成都市社區中的社區鄰里關係相當薄弱，

而社區空間的意識極度衰頹。 

二、公共空間私有化 

「物質環境的組織可以是出於品味、價值和人格的自覺表現，也可能

不自覺地透露出人們的秩序感與社會技能。」這是 Argyle, Furnham, and 

Graham 在〈社會情境〉一書中的概念(引述自張君玫，1997：300)。由此來

看台北市都市空間所反映的秩序感，是社區鄰里空間和街道被個人「私有

化」後所呈現的混亂景象。 

住、商家非法私利之佔用，如機車、貨品、攤販、花盆、建材，都佔

用到人行活動的範圍，成為人行空間中必須閃避的障礙。而私有化後的街

道、鄰里巷道，甚至是商業街道，更導致人群彼此的互動被排斥的蕩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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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讓行人不得不去練就「避、躍、擠、轉」的好身手；至於社區公園，

四周則千篇一律是停車場佔據、機車佔滿了人行道、裡面是破壞了的圍籬、

走捷徑的路跡和幾件蒼涼零散的簡易桌椅，這點點滴滴的景象，令人鼻酸。 

走入台北市的巷道內，車多地少的情況，更隨處可見前述的課題。民

眾將人行空間當作自家的停車場，擺放機車、腳踏車，促使行人無法便利

的穿越；又或是將門前的巷道空間擺上盆栽、放上禁止停車的立牌，深恐

私人停車空間會被佔據，殊不知個人的占用行為已危害到公共利益。張鴻

鈺(1996)曾實證指出，巷道停車是造成行人不安全最大的原因，而這樣的現

象在巷道內和上下班的尖峰時刻最為常見。車輛佔用人行空間的現象在台

北市無法約束，若不再善加管理，除了汽機車的逐年增加極易造成道路阻

塞的課題；同時，放任這些車輛佔用都市空間中寶貴的人行空間(街道、巷

道)，更影響台北市的市容觀瞻、危害行人基本行走的權利。 

上述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對空間流動產生了扼喉作用，追根究抵最主要

的肇因乃是源於都市人的價值觀是重經濟報酬與個人主義，以及高容忍度

所致。重經濟報酬的價值觀所導引的行為，讓都市人追求自我利益的最大

化而罔顧公共利益，並以極度務實的生活態度使用都市中的公領域，讓人

行空間、社區公園變成私人的堆貨場與停車場。 

此外，社會傳統道德規範所產生的約束力也已逐漸在都市多元分化的

氛圍中式微，住家和業者缺乏守法的觀念，但社會規範卻無法抑制這些行

為的不發生。再加上社區鄰里之間往往多是互不干涉的生活方式，如此自

由的社會風氣助長了個人主義價值觀的盛行，致使這些缺乏社區意識且不

守法的行為者得以任意行為。 

最後，我們注意到都市居民的容忍之價值觀，亦允許眾多不合理的現

象與行為發生，漠視環境品質的敗壞是間接放任缺乏行為道德者可以貪圖

自我便利來占用公共空間，而身為人民保母的執法者之容忍度更是大，執

勤不力讓公權力不彰，結果是讓鄰里巷道、騎樓、人行步道上停滿機車、

腳踏車，商家與住家獲利了，但行人最基本的通行權卻犧牲了! 

三、人行空間被遺忘 

隨著工業革命開始，汽車的大量使用，許多可以更有效代步的工具逐

漸取代了步行的角色。都市空間設計的思維跟隨著這波趨勢，朝向汽車導

向的觀念來規劃，以至於最貼近人本使用的步行漸漸被埋沒。但這其中，

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卻是助長人行空間被遺忘的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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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隨著文明的力量，在經濟成長的高速競爭下，講求個人發展、重

經濟報酬的價值觀，在資本社會的催化下，更加重視生活的效率，並以一

種務實、互不干涉的生活態度在都市中求生存。人們流動於都市空間中，

顯少互動及停留。因此，人行空間所能提供的重要功能，以及它的佇足性

安排，往往在都市人追求時間效率的生活節奏下被嚴重漠視。再加上此種

講求點對點有效率流通的個人，傾向以更便捷、快速的工具代步。因此，

個人所得的提高讓每一家庭汽機車持有率更加提高，都市空間便傾向具速

度感的汽機車規劃為主，基本的步行空間，淪為次要的考量。 

以台北市這幾十年人行空間跟大眾運輸的發展來看，台北市政府積極

推動的人行空間整治成效漸入佳境、大眾運輸的供給亦不斷增進。但最新

統計資料顯示，汽機車仍為台北市主要 3-14的交通工具(參考圖 3-2)，且車輛

增加的速度遠比人口增加的速度來得快 3-15。汽機車持有率的增加，源於都

市人仍以高效率做為衡量的結果。所以儘管人行空間已持續一段長期性的

整治，但巷道中許多受到住、商家占用的人行空間，政府整治推動之績效

往往不及人行空間消失之迅速；若再加上推動整治時受到居民與商家反

彈，以及都市人重視高效率生活之傾向仍不轉變，要回復都市中人行空間

的生命力將顯得相當遲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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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台北市 2007 年底機動車輛登記數 

資料來源：台北市主計處，2009 

                                                 
3-14根據台北市政府主計處 2007 年最新統計年報可知，民國 96 年底全市各型機動車輛計

1,791,939 輛，較 57 年底增加 16.5 倍；較 95 年底 1,777,903 輛，增加 14,036 輛，增加

0.79％。各型車輛中包括機車數 1,063,662 輛，小客車 650,181 輛，小貨車 57,805 輛，

特種車 7,497 輛，大貨車 6,475 輛，大客車 6,319 輛(台北市主計處，2007)。 
3-15將台北市人口與車輛數加以比較，民國 96 年底平均每千人擁有車輛 682 輛，較 57 年底

每千人擁有 64 輛，增加 618 輛，其增加之速度較人口增加速度為快；其中每千人有機

車 405 輛，小客車 247 輛，小貨車 22 輛，特種車 3 輛，大貨車 2 輛，大客車 2 輛(台北

市主計處，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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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我們思考人行空間會成為都市空間中的犧性品，除了導因

於政府缺乏一個以人為本的前瞻性規劃外，最重要且普遍存在於多數使用

者的錯誤觀念問題--人們總將「人行空間」當作不重要的空間，用經濟報酬

的價值觀為導向，把空間充分使用，剩的再留作通道。此外，因為都市人

多自我防衛且朝向個人主義的價值觀，較少利用公共空間與人互動，長期

忽視人行空間所能帶來的文化、經濟、社會及生活層面的效益(徐佳君、賴

宗裕，2006：9-10)，以及對娛樂休閒生活的重要性，致使規劃者、設計者、

使用者等對都市空間有所鄙視，造就了缺乏人本設計的都市空間型態，人

行空間的重要性被遺忘得一乾二淨。 

四、消費空間主導地方空間的興衰 

我們再進一步解讀前述所指的課題，當都市人只將人行空間當作流動

的空間，甚至是將空間視為消費活動的空間意象，而遠高過於它所能提供

的社會互動的情境時，便會逐漸失去人行空間使用者的自我意識，而只被

當作是在管道之中循序前進的購物者。如此將造成都市的實質空間形式，

一旦不再明顯具備促進消費人潮的特質，不再引入人潮來帶動活力與生

機，則該空間任何其他特質似乎都不再重要了。簡言之，現行都市空間的

發展傾向，是否讓消費空間的形塑來主導都市地域空間的興衰，致使具有

經濟價值的空間愈漸發達，而都市中屬於早期發展而舊時的區域，終將因

消費活力的衰頹而更顯得凋零。 

以台北東區的都市空間來說，周杏霞(2006：58-59)指出，東區這個地

方已成為一個價值的凝聚，並同時成為人們居留所在的地方。亦即，在空

間相互競爭表現後的結果，讓台北東區相較許多地方空間，例如萬華、文

山等，顯得具多樣性、特色跟吸引力。當我們游走入台北東區的巷道便可

感受到不一樣的氛圍--「別有洞天」、「柳暗花明又一村」，這些皆是對那些

富有趣味、創造力的店家所營造的氣氛之最好形容。 

藍嘉俊(2003：38)曾解讀消費空間在人與都市空間向度的關係：都市中

心商業區的公共開放空間，由於有其具體的商業價值與政治利益，而能夠

集結較多的利益與資源，已是整體環境之中處境較佳的部份。由此思考，

台北城的主要活力來源大多來自於商業活動的經營，而集結高度商經活力

的中心商業區，如東區、信義計畫區等地，已逐漸透過消費來建構出都市

人的公共生活。同時，透過人們的知覺與想像，讓消費後所停駐之地點變

成感覺價值的中心，並因此產生情感聯繫的依附性。所以該空間即轉換成

為消費者關注的焦點，並融入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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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以都市人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面向，分析消費空間何以主導

都市空間興衰之因。當都市人自我防衛、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在消費活動中

得到釋放時，眾多消費者的行動將鼓勵一地區商業規模的成形，使得商業

活動迅速蔓延至巷弄間。而此密集的商業空間成形後，亦會促成整個地區

空間的再結構，讓眾多商家及企業不得不變更、改建空間的類型、功能跟

形式，以便迎合更多人群。而人們也在重視生活質量的務實生活方式中，

以及重娛樂休閒的模式之下，更加速該地區商業空間的形塑與發展。 

由此可知，消費者的消費流動與消費空間的形成習習相關，同時，它

亦會引導整個台北都市空間的發展走向--東區的巷道愈來愈生動有朝氣，空

間彼此競爭互動的結果會趨使該地域愈符合人性化空間的發展；相較於台

北市其他舊市區，例如台北車站後方的商區，因不再成為主要的消費空間，

店家經營類型改變，再加上逛街人群的縮減，將可能使原本實質空間的價

值，以及它所創造出的空間體驗價值迅速貶值，最後都市空間的發展演變

成「富者恆富、貧者愈貧」的景象。 

五、人工空間取代生態與綠意空間 

台北市的街道景觀，形式相當類似，除了主要的道路還有商業街區的

外觀是美輪美奐之外，走入巷道內到處是缺乏特色及美感的建築風貌，商

家的招牌更淹沒了建築本體的立面，不論是從高處俯瞰或是站在街道上，

顯少能發現城市的綠意。 

現代化的壓力限制了土地利用的方式。市中心往往高度發展，在依賴

科技、經濟來創造都市景觀的同時，完全忽略真正的自然風貌。而景觀設

計的發展也是如此，鄰里的空間往往缺乏綠意，大樓或公寓的庭園造景多

強調人工栽培馴化的地景，取代自然生態的景色。 

都市詩人羅門(1995：242-243)和林燿德曾在當代詩對話中指出：「的

確，人類逐漸被速度、物質化與行動化的生存處境打敗了，尤其被速度打

垮正是事實。在農業社會，牛車走的速度很慢，它在寧靜廣闊的大自然裡

走，走一步，人可停下來，有時間靜觀生物與大自然是如何進入『山色有

無中』的形而上精神境界。」「……工業革命後，蒸氣機、汽車、飛機、太

空梭接連湧現，加入人類生活，速度加快了，人從田園走進都市，建築物

圍攏來，就在街口把天空和原野吃掉。一種存在的焦慮感、緊張、動亂與

空間的壓迫感，使人內在產生潛意識的壓抑作用。」 

正因為都市生活方式過於務實、節奏快的，人們所面對的交往對象多，

諸多印象在一瞥之下出乎意料，更缺乏從容的時間觀察其所呈現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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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視覺的感受之下，任由人工化手法來形塑都市的意象，使水泥叢林成

為都市的代名詞。同時，都市人的生活方式雖努力尋求休閒、娛樂的活動，

例如騎自行車、逛商圈等休閒方式，卻忽略生態與綠意空間的營造，得以

使身心獲得充分舒展的功效。 

而都市人理性價值觀的催化，顯少從感性面去關注都市人使用空間的

感受，因此造就現代都市速成的空間形式是無法貼近市民的人行空間、廣

場、停車場，以及快速交錯的道路。再加上追求表面、短暫的價值觀，反

映在住居環境中就是虛浮的外表裝飾，並強調用文明的人工建設來堆砌都

市的一點一滴，卻把能讓人們紓壓的綠意與生態環境的設計規則排除在外。 

綜言之，誠如前述都市詩人所投以的關注般，都市人以重經報酬與理

性的價值觀來形塑都市的地景，太過於追求物質化、速度的生活態度，致

使缺乏活力與生氣的人工造景充斥於都市的空間中，內部經營法則卻一直

吝於使用可讓都市更富於變化的「綠元素」，相當可惜! 

六、空間的過度與不當利用 3-16 

穿梭在台北的大街小巷之中，除了感受到台北市的繁忙步調，以及進

步快速的資訊外，亦可發現台北城的主要活力來源大多來自於商業活動的

經營，反觀都市人每天接觸最頻繁的居住空間，其空間的美學及內涵系統

則尚未明確建立，因此街頭巷尾隨處可見是缺乏穿透性空間、美感的意象，

以及四處充斥違建的景觀。 

以穿透性不足來看，誠如李美枝(1983：597-600)所提及，圍牆與鐵欄

杆是我國都市住宅區中明顯的特色，除了安全的理由外，也反映了都市人

封閉的領域意識。如此封閉的領域意識與都市人之「我不侵擾別人，也不

願他人侵擾」，以及「自掃門前雪，自除瓦上霜」之處世態度有關。換言之，

都市空間中阻隔視覺的高聳圍牆，以及街角的轉彎處有許多視線上的盲

點，這些缺乏空間透視、會阻擋視線而造成安全疑慮的情景，可能導因於

都市人自我防衛的價值觀所致，以明以劃清人我的界線來使用都市空間。 

再者，都市空間的有限性，迫使各處空間必須更具經濟、效益的使用。

都市人講求實際之理性價值觀，計算任何可以向外推展、擴充的空間(參考

圖 3-3、3-4)，再加上社區意識尚未建立，民眾對社區鄰里空間整體的關注

                                                 
3-16過度利用乃指土地利用之行為造成生活品質之低落，居住環境變差，原有機能逐漸失效

等皆屬之，如土地使用密集、住商混合情形過度嚴重、穿透性不足、鐵欄杆充斥、商

業使用的土地任意懸掛招牌，影響市容…等。而不當利用為「土地之利用應遵守都市

計畫法，及配合都市土地之規劃，改良物之興建亦要遵守相關法規，違反法律者稱之」，

例如違法加蓋、擴建，或者是濫用防火巷的行為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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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夠，以及講求務實的生活方式趨動下，我們放眼忘向台北市的街景，違

法加蓋的鐵皮屋、鐵窗、陽台、頂樓違建(參考圖 3-5、3-6)，以及防火巷的

圍堵再利用的情況頻繁可見。擁擠條件下民眾為了滿足自身需求，遊走於

法律漏洞的方式，努力爭取生活空間的使用態度，而政府則在民情與法治

間，難以執法。警民之間皆具有高度的容忍力，允許這些遍佈過度與不當

的空間意象在社區鄰里中發生，損及了都市美感與整體的協調性。 

               

  圖 3-3  過度利用--土地使用密集    圖 3-4  過度利用--鐵欄杆充斥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拍攝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拍攝 

       

圖 3-5  不當使用--擴建與防火巷圍堵     圖 3-6  不當使用--頂樓違建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拍攝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拍攝 

由前可知，隨著都市的發展，都市空間的使用愈來愈匱乏，都市人時

時計算可利用的空間價值，僅考量自身利益的理性與個人主義價值觀，再

加上封閉且具高度包容力的導向，造成行人的公共安全被剝奪外，都市整

體的空間價值亦遭到貶損。而如此漠視整體都市形象與環境品質的其中原

因，更源於都市人務實的生活方式與社區意識缺乏的原因，是都市人長年

下來，總將土地做有效「利」用的一種偏差行為。 

總體來說，本研究歸納前述關於台北市都市空間的課題，並與第一、

二節台灣都市社會之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做一綜合性的整理，簡單呈現於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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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都市空間課題與都市人價值觀及生活方式關聯圖(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再對照圖 3-8 來看，移居都市生活的人們，以及現存的都市人，其自

我保護心態背後的價值觀，是受資本主義的高度分工、競爭壓力、都市刺

激、人際關係的不穩定與不安全感，以及傳統社會規範式微等因素所造成

的結果，致使都市的人際關係逐漸被金錢關係所替代，傳統社會親密的紐

帶已漸漸淡化，而轉以呈現自我防衛、經濟報酬導向(現實)、理性、個人主

義的生活價值觀。此外，都市人的心態，就像美國現代主義小說家杜斯‧

帕索斯(John Dos Passos)所描述：「現代人既為普遍的人，亦為獨孤的個人」

這一事實(引述自黃靜，2002)。都市生活的個體，相較於鄉村血濃於水的家

族、鄰里、宗族團體關係，他們總是居無定所、沒有真正的鄰居、沒有一

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群體。所以，特異獨行、同質相吸、寬容無比的態度由

此展現，並透過理性與具高容忍度的價值觀去回應都市中的人、事、物。 

都市人的價值觀，配合都市化所呈現的生活方式態樣，如互不干涉的

多元分化生活、社區凝聚力弱的鄰里關係、務實的生活，以及重娛樂休閒

的生活傾向。此種高度機會與刺激的都市生活方式，也因此產生了屬於都

市人與都市空間的互動方式。誠如畢恒達(2001)於〈空間即是權力〉書中所

論及的概念：人與環境互動，造就了空間就是社會關係；當人們進入生活

的場域時，在感覺經驗的互動中，逐漸建立生活的價值與意義，透過知識

論的建立，人們開始有了價值的判斷。因此每個人都有改造空間的權利，

並擁有自己權利的空間，空間成爲人類權力關係的投射。 

依前述概念觀察現存於台北市的都市空間課題，不難探究出都市居民

使用空間的態度。都市人自我防衛與理性、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促使都市

生活方式 

● 互不干涉  ● 

● 社區意識缺乏●  

● 務實生活  ●  

● 重娛樂休閒 ●

  

價值觀 

自我防衛  ● 

經濟報酬  ● 

理    性  ● 

個人主義  ● 

容忍      ● 

台北市都市空間課題 

● 社區空間意識衰頹         

● 公共空間私有化           

● 人空間被遺忘             

● 消費空間主導地方空間興衰 

● 人工取代生態與綠意空間   

● 空間的過度與不當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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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方式總是不相往來，社區意識更是缺乏，產生社區空間意識衰頹

的課題。而經濟利益與個人主義及過度容忍的觀念，導引追求自身利益的

最大化之佔用行為，罔顧了公共利益的實踐外，更讓公共空間缺乏秩序感

與意象。再者，重實質報酬的現實價值觀，強調表面、短暫的表象，且都

市人多自我防衛、少與人在空間中互動的情況，以及個人主義的盛行之下，

致使都市生活的彼此顯少干涉且缺乏社區意識，讓人行空間的社會價值被

忽視及遺忘。 

此外，都市空間的競爭激烈，每個地區的土地使用，皆傾向經濟最大

化的利用，理性的價值觀讓都市人只重著表面的呈現，人工化取代了都市

的生態與綠意，使得都市成為水泥叢林的意象。而消費空間更主導都市空

間的發展，源於都市人因過度壓力，所以對外以封閉、冷漠及個人化傾向

予以回應。因此，都市中的娛樂活動之功能逐漸被強調，再加上都市人重

視生活水準的務實生活方式，更加速地區商業空間的形塑與再結構。 

最後我們關注都市空間的過度與不當利用的課題。都市人自我防衛、

理性、個人主義，以及容忍的價值觀，表現在外的是對社區鄰里空間關懷

不夠，再對應至都市空間的使用來看更是淡漠。都市人公德心不足、自掃

門前雪的態度，讓鄰里空間四處可見向外擴建、加蓋的過度與不當利用之

情景，而這些缺乏美感，游走法律邊緣的行徑，導因於傳統社會守望相助

的社區意識與行為道德逐漸於大都市氛圍中消逝的結果。 

今日，我們一旦遊走穿梭於都市，便可感受到那熙來攘往人潮間的「微

妙」距離感，而都市人就是以這樣的價值觀，以如此的生活方式與人相處、

與空間互動。我們知道的是，台灣都市空間的生活意象仍脫離不了 Simmel、

Wirth 等人的描述，存在著許多分化隔離、快節奏、經濟導向的感受。而都

市生活的刺激會對個人價值觀造成影響，但個體適應後所改變的價值觀，

以及所呈現的生活方式，又間接地影響都市空間的形成、解構與再結構，

以及都市空間課題的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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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第四章時，本研究將以此章所建立的關聯

性進行問卷內容的設計與實證分析，透過瞭解遷移至台北市生活的人之價

值觀與生活方式的面向，以及他們的都市空間使用模式，釐清並驗證台灣

都市空間課題諸多與生活方式相關的肇因，做為後續研擬都市空間規劃建

議之立基。 

 



第三章  都市人之生活方式與都市空間課題 

3-30 

 

 

 

 

 

 

 

 

 

 

 

 

 

 

 

 

 

圖 3-8  都市空間課題與都市人價值觀及生活方式關聯圖(二)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註：都市人價值觀細項之右列內容，為該價值觀表現在外的行為或態

度之描述，與都市人生活方式的內容相呼應 

都市人價值觀 

自我防衛   避免與陌生人交涉過深 

與環境、社區形成疏離 
對陌生人有較高的不信任 
娛樂活動作為紓壓管道 

個人主義   自由選擇生活方式 

重視享樂與休閒的生活 

不易形成道德與社區共識 

經濟報酬   市場至上、消費第一 

重視表面而短暫的價值 
追求效率、速度感 

理性       講求實際、就事論事 

情緒化反應少 
擺脫舊有傳統慣習 

容忍       不在乎人、事、物變異 

漠視不守秩序者之行動 
隨便、投機取巧的態度 

都市人生活方式 

互不干涉     冷漠、視若無睹的表現   

對不關己的事務不涉入 
維持一定範圍的領域感 
與鄰居之間少交流 

社區意識缺乏 社區凝聚力較為衰頹     

缺乏地區的認同感 
須由正式控制予以約束 
不守規矩的行為出現 

務實生活     仔細衡量事物的價值 

重時間效率、步調快 
高經濟利用土地 
對生活水準要求較高 

重娛樂休閒  騎自行車為新興運動 

逛街是紓壓式的休閒 
飲食娛樂的重視 
利用開放空間來運動 

台北市都市空間課題 

社區空間意識衰頹       公共空間污穢髒亂 

缺乏鄰里認同感與合作精神 
社區鄰里關係薄弱 

公共空間私有化               空間缺乏秩序感與意象 

住、商家非法私利之佔用 
不守法、罔顧公共利益  

人行空間被遺忘               缺乏提供互動及停留的空間 

都市人講求點對點「有效率」的流動 
汽機車仍為主要代步工具 

消費空間主導地方空間的興衰   用「消費」與空間產生情感關聯 

                             重視消費空間的意象 

人工空間取代生態與綠意空間   景觀設計多以人工為主 

                             都市成為水泥叢林 

                             綠化的貧乏 

空間的過度與不當利用         街道上視覺穿透性不足 

        圍牆、鐵欄杆充斥(封閉領域意識) 

                             違法加蓋、擴建、防火巷圍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