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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有成為該心的都市與聚落的l琵域，乃為有機的社會共同鐘，或複合體。它乃自統合、生態、 F罷!苦與遵化的概念所組

合而成。返回假概念包泊以下的基本要素:主體(個人、企業、國體、政府)、纖能(意識形態、社會結構技衛、經

濟、政治、文化)與自然頭境。藉著這些要素的結互作用而表現各種活動，最後三是現於j;ffij草或地理直(包括認知、生活與

貨貿約空間)的特徽。

ABSTRACT

A region with citiesor settlements as an organic community or complex. It can be based on
mtegrate忌 ， ecologicathierarchical, and evolutionaI conceptions todescribeits composition.These
fOUfconceptions consist of basic elements,such as subjects (individuals,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and the govemment) ,functions (ideo!ogy, socia! s廿ucture-，techno!ogy， economy, polity, cul
ture) and natural env控Olllllent.Bymeansof the interaction amongthese elements, various activi·
ties present at apperance of the surface, and finally constitute the characters of a region or a geog
raphical area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cognitional, living an益physical. spa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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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曾先(1)探討構成都市﹒ k:>-域的四翎概念，這即

統合的、階層的、生態的與進化的概念。 ( 2)接著探討構

成都市、隘域的基本吾吾絮，包括A主體(個人、企業、

國饒、政府) ; B 機能 ( 意識型態 、 社會結構一一經濟 、

政治、文化、技術) ; c 自然潔瓊 ; D 地理區 ( 或Ii!:域 ，

包括認知空閥、生活空鶴與實質勢問)。在上述四個臨戰

概念下各種要素相互作為，畫畫後表現於地表形成以都市為

核心的區域。其實都市乃為痘域的核心'Ii!:域乃為都市的

腹地，二者實為一體的兩函，是成立依互賴、共生共存的

揮自係 o

二、郁市﹒區域之基本理論概念

一般在科學研究裡，特別重親事物具有的一般性、普

遍性、樣性，而忽稅其多樣性、特殊性、他那位。然而

自然璟境與社會草草境中所存在的多樣性、特碟1陸與個耳目性

質多於一般性、普遍性與一樣糙，這已為現代科學家所公

認者(註1)。其愛絕對的一樣做、普j屬性、一般性僅存

在於人工製造的封閉系統的機械系統與化學系統中。在路

放系統的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是相對為多樣化、'IJ(雜化

、個別化的世界。由上可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的多

樣性、特殊性、個別性是正常現象，一般性、一樣性與普

遍性是為局部現象。

我們常說都市為Ii!:域的該心.g1域為都市的腹地，二

者形成相輔相成、互依互賴、啟齒相依約翰係。兩者共同

形成一個有攘的共同體( community) 或複合體(com

plex) 。 質際上各區域或都市的地形 、 氣候等自然璟境與

政治、社會、經濟等就會頭境各地不筒，而形成多樣、特

殊、{自耳目的共同緣。另一方頭該共同鰻或稜合體所呈現的

葭圾一方適應璟壤，一方創造或改造璟境(註 2 )而自我

組織化。換言之，成為共同髏或複合體的飯績，一則具有

適應療境的能力，一貝IJ具有自我緩織、創造璟境的能力。

位男方jjij妥更大區域或其他複合鍾的區域的相互限制與

約束。所以區域亦同符其有伸縮性與穩定性，是或不平衡

狀態的問活動的關放系統，它不斷地與璟境進行能量的交

換，才能有助於其內部秩序的維持與增大(註 3 )。由此

可知甚至按是隨時詞而變的，呈現的隨域現象不過是過程而

已。區域現象悶在考亦為各要素相互作屑的結果。

以下筆者將從現象動態的多樣往中去探討其統一，哥哥

提出問但基草草概念試關確立以都市為核心的甚至嫂的研究基

糙，來凶應新詩代要求。這個基礎概念(設 4 )即為:

(1)統舍的 ( integra扭d )

(2)階層的(hierachical)

(3)生態的 ( ecologi凹I)

(的進化的 ( evolutional )

這四個不向概念，在~f區區域中並無jj1J1堂上下的關係，但

ooqd

卻為相輔相成的關係。由此構成說明以都市為核心的Ii!:域

自守一室完整的架構(臣當1)。

題 1 盟主域研究…-11!l種新概念的格互顯係

1 統合 ( 設5 )

上jjij己提到l以都市為核心的這域構成一織有撥的共同

蠶豆竟痠合綴。IE!所謂直域總該有其最基本的單位，也就是

單位接合體 o就人類來說可能最小的單位讀合體，是家庭

包括父母、子女及全麓的土地，雪運潑寒暑猛獸的住所。這

些家庭的人員、土地與住所等形成最小單位護合體的借成

要素。但人類是畫畫聚的動物，常畫畫聚成小村落，這是由若

干單位獲合體經合而戚，一旦聚集而居必須加λ原來單位

'IJ(合體哥哥無的若干要素如道路、共悶集會所及其他土地、

組織、 f俏皮等，而形成較單位獲合體更為主軍雜機能且其較

大土地空空闊的另一高層次的小村落。干荐自若干小村落組合

而成質量不再約聚謠，進哥哥到包括若干聚落在內的小都市

為該心的地眩，甚至到包括若干小都市在內的都市為該心

的區域(如關 2 ) 0

函家庭、生產地、住哥哥斯構成的單位接合體，到小村

落為主的複合體，聚落為吏的複合體，或以都市為核心的

區域'IJ(合體，均各自繪成不同大小鈞複合體，而成部分與

整體的統合翎係 o以家庭為主的學佼稜合體，主主要讓之間

相互作用而旱現於複合鐘，它何時受制整體小村落、策落

區主域的運作。可知單位複合體向時真省內在自律的適!\I!\璟

境的能力與創造璟淺的能力，但又問持受甘苦l於整體較高層

次小村落、聚落、小都市、都市為核心的甚至域動態運作的

外在嗓壤的'l'i銜。所以以家庭組成的單位複合體雖然一方



激不樣，

興起，

憊的區域具有動態zp:衡的穩定結構( RIJ區域結構 )

易被破壞，它有某種韌性來竭經內外環境的變化。

以上不同的教合體(區域) ，就重建際情形而言，可以

吾吾吾輯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大小複合體，也可以是生物生態系統的

大小'il!:合鐘，也可以是人類社會生態系統的大小被合髓。

但我們研究三個不間生態系統中的一飼生態大小夜合髏的

區域時，不可忽稅其他二個生態系統大小複合體對它的相

'.---被合昏里互作用。因為它不是獨立的複合體，是三個生態系統處If'

({3[域〉相E:依賴、絡互作用的調係的緣故 O

2 階層 ( 註 7l

在一個以都市為恨心的街機複合體1，&域( V )肉包括

了許多以小都市為核心的地區( IV> 、 在一個以小都市為

該心的地甚至(頁)肉包街了許多以聚落為核心的小地1\1; (

ill) ，在一爾以聚落為核心的小地區(因)內包拾了許多
小村落為該心的社會共同髏(II ) ，在一個小村落為t賞心
的社會共同髏( II )內又包括了許多家路為核心的 E音使生

麓的單位發合體( I )。從 I、宜、盤、 IV Ol'1] V 各上F不

荷大小的被合體所組成的絕閣，形成上下總位不同的關奸、

。各階層總不戒線型的總係亦為質量量不同的其有核心的地

區範閱。上一!質次稜合樣的地Il);純闊與其幸忠心，具有 F一

層次復合體或相應該心的發能外，還具有較複雜沛專業化

、分工化的機能。

上區已述及各異大中小核心的大中小攻台綴約地i且王軍E

皇宮，具有內在的自律性與創造性外，亦受到各主下階層所

組成體系(整體)運作的哥拉制與約束。在這兩穫作用的影

響下，當外在璟境(如高速公路興建)與內在環境(汽車

持有率增加等)發展到j充分條件時，某一較低層次的複合

體可能引起質量變化，而至重新經合較大i孟域內的小地區主(

小室里合鶴) 'i使某星星小地隘增加機能的複雜化 、 專業化 、

分工化，促使該小地區去的核心小都市的闖進腹地的影響力

加大前蠶食部相鄰小地甚至的腹地。進而有可能提升到較高

層次的區域。如此演變的結果，便改變了原有階層與隸巨麗

的關係。如台中m在滿清時代為小聚落，是隸晶晶彰化市下

的腹地，但在日據時代由於鐵公路的完成與經濟發展結果

, i歪漸形成都市 ， 甚至三其纖能超過了彰化市 。 早在光復後迄

今，更函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及台中港市開發的結果，

區位適中的台中m使益形發達哥哥成為台灣中部盛放約中心

都市。反之，彰化市變成為台中市大都會下的中型都市。

如改從巨級觀點來看，沒代工業社會或資訊就會由於

中it階層化部益形集中大都會的結巢，上述以都市為該心

的都市化現象愈來愈明顯，沒i軟形成以大都會為茵的都市

體系，該都市約影響純閣或緩地、或i反域，則說都市體系

的位階高低，機能複雜化、高度化程f吏.I§[域賠錢人口密

小~合體

(小i莖按1

區 2 統合概念

-39-一

面受較高接合體的牽制而無法完全自由的發揮適應或創造

草草境的能力，但也沒有完全抑制單位被合髏內在自律的活

動，在大環境容許籠里話，仍可有所作為，由此保持了它的

獨立性與特躲性。

問嘍，一個小村落所組成能麗的複合錄，一則受申l於

聚落為主組成範盟約夜合緣的影響，一則它仍然具有該讓

合體內在自律的適應、創造環境的能力，沛其有其應有的

獨立性與特殊性。一個以聚落為支構成範蟹的接合蟻，同

理一方妥1IiJJ於以小都市為主構成地區的夜合鐘，一方仍具

有遴應創造臻、境約8律能力， IT吾保有其應翁的獨立性與特

殊性。當然以小都市為主構成的溢域的複合體，其上還有

都市或大都會地壤，甚至更大的更重夏雜的1"1際都市(如台

::It 、 漢城 、 香港等 ， 乃至於世界都市如紐約 、 倫敦 、 東京

)等所成的區域，相互作為兩呈現上述情形

在JIt必須強調的是，函有磯的共防dfi聾，或夜合體所組

，就不能完全分解成單位要素，除了受各事

，多少要受懿饅左右。若蔡

，共較小i挂恥昀復合髓，或共間鏡，也將買賣之

。如繫模特性被吸壤，大小展域的稜合體亦將消失其

(設 6 ) ，忽略盤在車區域的統合時無法完全掌

(小夜合體)的現象。

，或共同體所構成的大小區圾'[ff然叫

自主主律動能力。這顯示大小

，所以大小區域也結辛苦自然環

。換言之，這種變化Rn便

，亦園地區不為而有異 O有些您為大災害而一



廈、所得、品質、交通等不閃而異。就車主體能言，這種都

市文化，乃至大都會化的結果，社會、經濟、文化將產生

υ下三種傾i句 :

一方面是以大都會為中心的支配力愈來愈強，產生經

濟、文化、社會的鑫一化、統合化、集權化(註 8 )傾向

，促成形式上的統一社會。另一方面是El社會、文化、經

濟趨於鑫一化、統合化、集穆化，必然、使社會、文化傳統

約眉宇害性、特殊性績於崩潰之同時，社會結構的底層問自

由化、個f控化的結果，形成裘區為集權統一的社會，骨子

裡刻為各樣獲雜、鬆目也無秩序的社會。

上述情形反映於以都市為中心的區域空閑時.就整體

而言，呈現上下井然有序的體系化、系統化、統合化、集

權化 o大都會的中心底由於經濟科技不斷發展的結果，形

成異化與!可化(註 9 )兩個作用。異化作用指犧能豆豆來會、

複雜化、高度化而專業化、分工化，造成機能E訪日中心購

物甚至、實主最街、霧店街、金融草草、家具街、批發街、皮鞋

店街、工業霞、商級住宅區直等;另一方面又有同化作用，

造成中心詩業區、地區E商業底、沿街商店街、鄰里商業中

心等聚集統合現象，前旦成為上下階層。這種異化與同化

作用愈向下位都市(約十萬人口)則愈來愈合蔚為一。

如就都市自古腹地來看，亦有異化作為與何化作用。首

先因為農產品已成為~金作物，其生產目的均著跟於都市

市場之利潤，所以土地有愈來愈多樣化、專業化、分主化

的傾向，因而也相對悠地出現專業農戶。這一畫畫多半是沒

有組織，分散於農村各地的農民。從整蟻來看農民與土地

利jjj已被都市中間筒、批發荷所統舍。從{屬別而言，已形

成孤立無助的一靈農民。跟前有不少偏遠地甚至無法依賴農

業為笠，或過多人口，使自然地流入都市變成都市勞動人

口，使都市人口不激增加，同時供給了中小企業、地下工

廠及攤販等非正式部門的生存空間。以上情形是一般狀態

，如為大都會地草草就會更為明黨員。

3 生龍 ( 註10)

如巨富 4所示，自然生態系統乃繪成發合鍾的區域的

基礎結構 ( infrastructure)。自然生態錯綜護車聲，困地問翼

，旦或了區域特性。還是因為自然生態系統包括地質、地

彤、地下水、水文、氣候、土壤、海洋等現象，其中一項

中的某一要素的變化，均足以影響一地的自然生態系統的

變化。也具不再大小返城特性組成的自然買主域(亦即復合

體) ，形成整個自然生態系統。

以自然生態系統為舞台的生物生態系統，包括微生物

、植物與動物，與上述的自然生態交互作用防暴琨較自然

生態系統質為錯綜夜雜的區域特性。自然生態的大小變化

，影響棲息於該舞台上的生物之繁殖與衰亡，反之，生物

的繁殖興衰亡，亦將反映於自然生態之變化。雨者成為互

依互賴的關係。

一一一- 1

(b)

劉 3 階軍費概念 ( 摘自 Beyond Reductionism,

1969, Arthur Koestler)

大
?
↓
小

(
消
耗
能
源
〉

人類生態 系 統

生 物生態 系 統

自 然 生態系統

區域(按合鰻J

區 4!1:.態系統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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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以自然生態與生物生態為基礎的人類生態系統

，盟與自然生態、生物生態交互激濕的結果，產生產業、

道路、居住、灌溉、都市村落等。其中直是林漁牧誠等.i!t業

主要依賴於自然生態與生物生態，它們是人類生態系統的

基礎結構，人類一旦失去了它們，亦將失去憑以生存的依

據，因此農林漁牧礦樂為人類賴以為生的衣食父母。吾人

不宜憑著人定勝天的歡;念，一咪地克服自然、征服自然，

如此長久以往，終至掠奪自然兩破壞自然。聚落、都市、

工商服務業等在農業社會持代，與自然生態、生物生態經

常融為一體，而各具地方色彩。即使是今天還離現代都市

偏遠地區，或第三做界，仍然隨處可見到與自然哥哥合的人

文景觀 o不過綴著人類科技的進步，愈來信脫離了自然與

生物，而興建起人工化的建築、都市、機械、化學產品等

，奇百主主漸增加資源之使用壘，時時也隨之產生更多約潑藥

物、污染物等，終至威脅到自然生態與生物生態系統。舟

3吃科技發展 ， 已1i'ii臨必須探討技街之上 ， 與生命生存忠、息、

相關的倫理規範應如何限制支配技術發展的認題。

依自然生態系統，生物生態系統與人類生態系統的願

序，對E單位活動最影響程度，在一定時顯鈍圈內，乃由小

而大。換一句話說，某一活動對自然系統影響不及裝物系

統(if!水災、地震等突發性災害則為例外) .生物系統又

不及人類系統。如以人類系統而言，原始人的活動影讓自

然生態與生物生驗的程度極微而不及游耕、遊枚，游耕遊

牧活動影響自然生態與生物生態又不及農業符代的農務，

農業轉代的產量耕文不及:m代工業化持代的是是耕與工業生產

。由此推知，影響系統愈大的單位活動盞，其單位消耗能

源也愈大，消耗能源愈大，需要資源愈多，對霞域的友誼己

力，統禦力也愈強，其對反域的自然、生態與生物生態系統

的破壞力也根對地愈大。

構成動態平衡種合糙的區域，其內部組成吾吾素只要在

'均能各自形成其單一有

。重日為區域時，不論是人類活動所表現的居

都市、鑫榮、道路等設施，或人畫畫、生物只要

具有獨立的特性，問足以與其周圍盟主分者，均可稱之為生

，或設施，或特定的人，或

一運人，草究生物章等所組成，擁有其特定的機能，對草草境

。不同生態單元扮演不鬧的角色'

，有時相互競爭消長，有時相依又根爭，有

，共向組成生態畫畫聚 ( com一

(註tI)。這里口上述所謂約動態平衡複合體所墨

。

，在農業社會其社會分化

、區域分工、都市對腹地的統合力與支自己力等

。但農業社會是建基於比較靜態的血緣

，故村海內或村落f筒各'F.態單元經成的

生態畫畫聚雖小，

層是沒假鰻化、

現象。不像如此，還緒不單Ii流動的社會，幸

生存競爭，促使社會分化、機能分化、區按分工變化加速

，而緣于掌攘其變化過程。

總之，生態系統是一偽具有動態性質. ，不具圈定形態

但每]具有某種濃度的穩定結構。雖被立在於某種過程的彈性

，卻具有安定的外表(註 12 )。這種動態平衡(穩定結

構)的有機被合體亦即本文所指鹿域結構，也有被破壞的

時候，一旦達到突變的臨界點後，將失去控制，而無法恢

復動態平傷，進前破壞生態系統而使穩定結撥趨於解體。

但如安然渡過該臨界點的車專~敗，便可能形成另 A個較高

層次動態平衡稜合體的甚至域結構。

是進化(設 13 )

在統合概念中錢到複合緩的盔域，…方受制於繁體的

運作，方具有獨自的律動、自我創造療纜的能力;在階

層概念中提及E8低層次位總之盔域提升為高層次(主階之甚至

域縛，將哥i超質;監變化，且為不可逆的逸事里;在生態概念

提到星星合體的區域為一個維持動態平衡的樣定的/&;域. (且

它有詩也會失去動態平衡的穩定結構的時候。以上在在變

示我們任何一倍以都市為核心的複合體之/&;域，是會總內

在璟境與外在臻、境的雙重影響下，引發某種變化。在一般

的情形下，縱或受到某種街擊'E8於該~合體的區域具有

自律創造運作的機籠，沛其適應哥哥筒.$t改造創造璟境的

能力，易於恢復正常的動態平衡。這郎為本文所指的臨城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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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發合鍾的區域內生態鑫聚的內在海境，誘發了某

種創造性變革影響及於草草偶發合體白白區域，甚至稜合體盟主

域外在草鞋境時，或是外在璟境的總體誘發了某種革命往變

化沛波及該複合體阪域約內在環境將(註 14 ) .該複合

體區域可能引起量變質現象，兩邁向更高一起實次的複合體

提升，或朝向低一層次的護台鰻萎縮退化(設 15 )。

總而言之，複合體的眩域進化，是在該複合體甚至域的

內部引起革命性蠻萃的內在變化，與外部軍事‘壞的變革雨時

臻於某種種限時，才能使該複合體的\![域內部引發爆發力

，由之乎生產最變質變，而進化提升或退化為更高或較低

的複合體的區域。簡言玄，也就是由一個樣定的區域結構

變成另一個不同質龔自告廠域結攘的進化過程。

如以實際情形來譯音甚至域的進化，可知處於低層次社會

的\![績，也於內外草草境的變化均極為緩慢，如符獵採集社

會以人類二百萬年為主主髓，其進化的詩簡單充當以萬年為

單位。也符獵採集社會變為產主耕IE居社會，約在一萬年前

，其問必定有咐E當漫長的變革階段。當進λ慶耕定居社

會的轉型期，可能經過遊耕、半定騁的星星騁，然後才逐步

進λ真正的農耕定屠殺會(詮 16 )。布以農業社會的變

化速痠較箭一符獵採集社會為快速，主主持閑尺度以人類產

生農業一萬年為鑫準，當可以一千年或五百年為進化單位

。上述符獵採集社會與農業社會的2單化時間單位，不為萬

年~n為千年或五百年，這對於人類有限的'E命而言，在從

事研究時實可親為絕對靜j~的狀態。不僅如此，因為這衛

種就會對現代工業社會或居將來路鈞資訊社會防詣，相對

地較為單純.!l.靜態，所以flJm數學模式的可靠程度，也相

對地提高。

同樣也農業社會邀λ工業社會，經過約一百年的轉型

期的所謂 f產業革命 j時期。很明顯地，這是由封建、主

權、權威、封閉經濟的農業社會，進入民主自由、中產階

級為主、開放經濟、追求理性科學自古工業社會的過渡時期

。原有就會組織制度、思想價值、文化傳統逐漸崩潰。這

是一個不可逆、不確定性的時期，如無法適當因憊，或直H

i豈租車變 ， 到l可能緻於衰頹 、 毀滅 、 或被納λ新社會複合體

的底層。認目前全世界已進λ工業社會的，還傻眼於歡笑

入新建立的社會及白求與新興工業關家如中華民閥、南韓

、香港、新加坡、巴西、墨glj惑、希臘等少數國家與地區

雨已。這表示全世界大部分的區域還正努力道λ工業社會

的途中前掙扎著。

工業社會鈞變化速疫遠大於農業社會。府工業社會是

以工業經濟、市場車里濟為基礎的制禽，其，持徵走路產業的

大繞模化，促進了都市悶互相依賴的關係，並擴大都市規

模，而形成都市化(urbanization) 、 都會化 ( metropolita.

nization) 、 在帶頭:市化(megalopo扭扭nization) .形成整

偽造域內的都市，均納λ以大都會為中心的藍藍域體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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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人性工業經濟支配甚至域的機械文明社會，能源消耗龐

大，其對區域生態的破壞力也格對增加，給區域發展帶來

某種隱顯性的危蟻。為了解決這一危機而應運產生的資訊

社會。前目前少許先進工業社會正邁向這一新時代發展。

上述所說被合體甚至域引起量變質變的誘因，乃起始於

種合體內生態單元的飽權，自值體沒辦影響甚童及於同一生

態單元的其他個體。不i晶當一種生態學元IE極富麗某種變化

時，往往同時於間一複合體的溫域內其他生態學元，或不

同稜合體約區域內不同生態嚴元，也何時緩慢地懿釀著變

化。這種現象維持到某一臨界點縛，引起爆發力的直在命而

起質變畫畫變，產生不同覆合體的\![域題時性的變革。自然

或社會現象中常存在這種情形，但常為我們所忽略。

劉為這種進化過程，是內在與外在璟境各種要素錯綜

護雜交互作為的結果，其進化方向白無法正確掌握。但我

們可以確定的是護合體的區域，是一個自我創造適應璟境

的動態平衡系統. I青時又受大區域的大發合體繁體運作的

左右，其進化過程雖無法確定，亦自有其發展進化的方向

，致於其確切方向並非吾人所能恆語詞。

三、構成部市﹒區域的基本要素

一個以都市為中心的夜合體的甚至域結構，乃由主體(

僧人、劉韓、企業、政府等)、犧能(意識型態社會

結構﹒包括政治、文化與經濟，沛J1t三個結構之形成，常

與技衛發展有徬切II自係)、自然章是壞等基本要素，錯綜複

雜地組合表現於藍域(或地理\![)間組成所謂的穩定狀態

的區域結構。以下將錯別基本要草草與區域(地理甚至間)介

紹如次:

1 主體

在上述以都市為中心形成夜合體的監域內，活動而產

生各種景觀與活動的是人、企業、團體與政府(註17 )
。有了這些個縷的人、企業、圈體與政府等主嫂，才有住

宅、建築物、工廠等私人建築，農林漁、牧礦與商業綴務等

產業活動，以及灌溉系統、道路、水電、通信、學校、拉

圾處理、港口、機場、下水道等公共公用設施。也因為人

的活動，才有文化傳統畏精風俗與藝衛、盟主史古E藍各膀，

以及各積社會與政治集攘的活動。而旦這些主體的活動，

均髓持間而不斷變化著，所以其活動的內容亦E昏時間異。

其對以都市為中心所成1I合體的這域之土地利用的反映，

亦隨時有所變吏。雖然一旦形成了地表景觀與建築後，有

其地理慣性，不易改變，但是人是有竭懇、創造環境的能

力，有突破現狀的意敵。部分丹頂的改變，蔚為股潮流

，一學改變全面景觀的l7lJ于，亦隨處可見。如台北車站改

建、台北高樓大廈、 IBM等智慧大樓、信義副部心、國

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關渡大橋、高速公路、中正機場

、高架道路、台中港區、中興新村等均趨此例。

2 織能



表 1繪成都市及皇室域的基本要縈

主體 機 能 i耳域 ( 地球巨頁 )

個人 巴-一巴一如萄街一賢一也一也一司的的的一一r 自
認知安問

{£業

憲議型態 社會結構
級文政 然 ←一一一一一-

構濟結化結構 結構治
政治的

生活夜間
←一一一一一一

頭體 璟
文化的

←一一一一一命"

技掉; 境 ←-一一…一一酬
經濟的

一一一一一_.個

政府

政治的

贊賞~r自 μ一文一化一的一一一
經濟的

一一分化、分配、統合原壞

一一自我律動、創造的動態平衡

一一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

人的任何活動，代表某種機能(設 18 ) ，伊O~口宗教

儀式代表宗教撥能而是現於寺賴、道!奄、教堂、清慎寺等

建築;運動競技代表體育機能而是環於游泳池、浴場、棒

球場、排球場、網球場、籃球場、哥哥海夫球場、足球場、

田徑場等等;生產活動代表生鑫機能，而是琨於奧林梅、牧

礦業的土地利用與工廠;消費活動代表消費機能而是現於

服務業、商業等商店;流通草鞋能如有流過榮、金融、不動

產業;自由業則有律劉、代蓄、會計師、建築部等事務所

;休閒活動JlIJ表現在觀光遊憩地點、電影院、咖啡盟軍、歌

廳、錄影帶出租、音樂唱片錄音帶飯賀!吉、 MTV等以及

公盟、開放笠閥、山閩、 ~IJ墅、住宅、湖演、河岸等地;

交通機能貝IJ~星現於道路、巷道、橋樑、水路、地下道;文

藝歷史傳統機能則表現於故宮博物館、藝術館、歷史博物

館、科學館、隘言書館、學校、愛廊、茶館、陶草草手工藝中

心及各勝古敏等。

這些活動與機能，均代表了某些政治、文化、綴濟活

動及其不i穹的意識型態下星沒出來約3室質建設或土地幸IJ JlJ

(詮 19 )。談到活動與犧能時，不可避免地必須提到這

些活動與機能背後所持政治、文化與經濟等各層函及其不

同階層所具有意識型態的樹係。在農業時代，地主可能即

為知識份子，也可能代表了封建社會的特權階段。他們在

地方上具有舉足可E重的地位，所以農業時代的地主是為接

政治、文化、經濟三三個機能於-身。地主郎為地方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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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階級，也代表了文化傳承、知識壟斷階級，同縛亦為

經濟財寫的代表。扇i比其住宅為代表地方體茵的健爾建察

，如熱心公委員4興建宗絢、書醫學、護激渠道、道路、橋樑

等，甚至絲織地方tI';紡單單等級童聲村民的安危。

在工商業發達的社會，分工很細，有政治地位的雖有

權有勢而未必有財富;在經濟上;有頭有臉的人，未必有樣

才可勢，或未必具有某種文化發術教養;有知識有文章主修養

的人，又未必有懷有勢有綴。雖然如此，其結1還是有玲在著

某種的相交關係。 i及為民主獨家的政權產生於tI';選，要競

選就需一筆龐大的競選資金，有權的未必有錢有間，所以

有賴於經濟上有餘裕的人鈞援助，出資越多，當選後間報

的酬勞當然也隨之增加。這種資劫多屬企業，是以大企業

常與政府或代議士形成某種程度的默契。梅互地聯結在

起。例如關紡工業的投資， E堅偽軍事工業涉及許多軍事私

密，對外不笈竄謗，不常為新聞雜誌報導對象，而易寫使

政治與軍事工業盒子聯手，形成軍事工業王國(設 20 )

o 這僅是 例而已 。 另外 ， 政界有頭有臉的人退職退休後

，通常被安罷到大企業的重要地位，如此大念業與政府支

吾吾部門聯成一氣，互通重要怠。甚至，

代議士在議會玉立法，

過政府也有其獨立的一面，如興建豆豆大設施，

實質g建設峙 ， 就又與大if:業掛鈞 。

至於般:iE棠，買IJ依賴市場利潤原則，



、工廠、教貨大廈、越貨商業I§:小空間經營小本生意、或

地下工轍，或從事商品作物的農戶﹒.。這些值體綴營體

翠提供所有磁民基本需求，所以不論是那一籐政權或自費緒

，都少不了約經濟結構 o闖此經濟結構黨為所有區域的基

礎結構( infrastructure)。即便是社會主義計變經濟，也無

法避免，只是計鑫經濟苓按自由競爭原則，不ill戚本利潤

，只要政府認為需要 - 1變按步就班從事投資。自由世界約

一般企業，是隨著社會、經濟、科技、政局等的變動與變

化不己的，其'E成消長的情況銀為激烈。 RP便是世界役的

跨國企業，或領營if:棠 - m無法不隨內外璟境的改變有百改

變髏制， ~ro堅持代的潮流。

街上可知，經濟主基礎是所有草草能的基愁，當經濟慕礎

維持某種穩定狀態時，我們給稱之為結緒。據此我們可稱

穩定的經濟活動為經濟結構。這個經濟結機常在單密際局勢

、園里豆貿易、劉際勞工成本等外在璟境的變化，及勞工組

織、薪資、科技、價值觀、企業管潑、人才等內在草草壞的

變化，而有所調整。現代經濟是星世界樣互通狀潑，所以

世界先進函家經濟社會的一舉-動，在瞬息、將就波及到IB

納λ 自 由世界經濟髏系的各個角落 。 這具體地表澆在

1960 年代的依賴理論與1970 年代的世界髏系理論 ( 註21

文化通常是普i量已為全民所承掌聲鈞傳統、li;;倩、風俗

、習慣、藝術、手藝、種築、思想等。不喜聖經濟活動是以

個人創意為主，所以文化是白菜一時代倆人自j始，然後為

當時，或其後鈞社會所承繼流行而漸成為還有文化。例如

清代以前上層的知書說結級崇尚儒家，下層毅偽造教與民俗

化的佛教，這些便很自然地表現於甚至域空間的建築上，形

成都市多孔廟、醬銳、城隍廟;鄉間IlJ~主多寺廟、道纜、

土地爾等。

但是文化也會隨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新會j文化的流行

jlfi漸漸變質或表顏 ， 尤以精型期為然 。 如民國初年流行穿

馬褲長袍、留辮子，不數十年而總變為洋服西服;茜裝~J\

;又函中軍車式庭i蘭、街度改變為jJlj式洋房大樓。就連家其

m由中式 變羽絨凶式 ; 如今連食的部分 ， 也多引進麵包

、牛奶、紅茶、雞蛋、洋火腿等早餐，及外食的漢堡、咖

啡、牛排、豬排、沙拉、 5木料頭等;在思想方函也漸西

化孺講求合理化、理性化、法治化;交通也白馬車、路踏

車間機車、自Jjj轎惠。從以上數仰UB充分告訴我們文化傳

承亦隨經濟社會怨、恕的改變而改變的。

如今具有某種經濟水擎的人，或知識份子，常趕先進

國家的湖流而模傲。由此蔚為社會風氣者，比比皆是。這

些新文化質際上已有較代藝文化，間成為我們文化基鍵的

過勢，所以可以說文化是為社會的有俊生命，會進行新陳

代諦，只是在這些傳承文化中，應有一贊不變的精神文化

，而非物質文化。但本文的重重點不在精神文化(設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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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站在有形的易於掌握軍的物質文化 。

不過探討物質文化詩，亦不可忽視精神文化的影響力

。因為一呈上述函化過程進行到給當程度時，自然地會有

一輩知識份子，或社會人士t¥rj始凶續發有文化，想給舊有

艾化以新的詮釋，而賦予新的生命。這是世界凶化普通化

後，必然的一種反映，主這種騷動是來自於心理深處的精神

文化，對舊有文化鈞懷念與信心所使然。去日台北市中正紀

念堂與音樂廳、林安泰古膚、板橋林家花溺愛鐘、新竹1有

閥、鹿港古建築的保存、新竹梅閩、台中高雄的fL鬧鐘築

等均鸝此17IJ 0 另外 ， 也不顯出版介紹古老中屋里文化傳統的

靈籍，以及舉辦各種文懿、工藝等活動。

上述的舊文化的重建，多為政治性的i適應，可兒一頓

社會的潮流發展到某種程搜縛，會反映於政治層面，如文

化建設委員會之設立，認1'1之愛施。反之，政治上或文化

土上層階級之崇洋，也會引起經濟 k、社會上一般人士(

指知識份子)鈞傲尤jlfi蔚為風氣，如美國文化被殺為高層

文化，日本文化則被混為改文化，均為黨員例。這些實RP不

同階層懇議形態的一種反映 o

總哥哥言之，經濟、文化、政治三個要讓所組合而成鈞

社會結構，加上個人、集悶、企業、政府又各兵不為約意

識形態，組合而成的沒象是極其錯綜複雜隔多樣化的。隨

時代、劉家、區域、人種等等不同前呈現不同的現象。外

形晶宮岡不表示內都結構紛向;反之，內部結構組織也未必

星現很闊的外部結構。 這是的為地區不悶，自然、草草境未必

一樣，所以致之。

設衛，當就會經濟發展到某一路段時，換言之，本旬

以當時說有的技術從事土地生產、商品生i11i等無法IZJ應當

時社會約市場需求縛，可能誘發技ilcj革新問鑫生嶄新的教

街。且新技{指出現後，能夠掌握新技諧的必然形成新的

支配階級。 IZJ為新自主技偽善要求新的經苦苦組織，或新的生i11i

方式。法是闖為他們擁有的新技街、新知該與過去不筒，

對生產組織的要求也不給悶，自然地以撥有新技術約社會

精英為中心形成新的經濟結構，逐漸取代替有技街為主的

經濟結構。道主主新經濟結憐為了維持其內部穩定必然地會

與當時tJ!喜技術為鑫終結合的政治結情相抗衡，終至於與

!京政治結構搧手合作，直立援爾蓋書的政治機構jlfi建立自它配合

闖據新總濟結構約政治結構(註 23 )。當經濟與政治結

嫣合認為時，這一新的支自己階級防建立的行為規窮、古生

活、建築、草草街、思想、文物等，均成為當時社會的時尚

而變成一種文化結構。換言之，新的故街有立新如農業革命

、 i11i裝革命、資訊革命產生後，必然地康生新經濟結構，

不久將與政治結構給台jlfi成為文化結構的基糙，盤在新技

衛下的經濟結構與政治、文化等結構形成體育在趨於穩定

時，郎形成所謂的社會結憐(設必)。這種社會結構下

的支配階級當具有府應該社會結構鈞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



新技街的產生，是懿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結構(

因)發展遇到i瓶頸峙，誘發出來的果。而這個果倒過頭來

又欒iJXH臣，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等結構的變化，終至

於產生以新技術為基礎約穩定的社會結構。

3. 食 紡、環境

人類活動是在自然臻壞的舞台上，沒有了自然璟境也

就沒有任何生物典人類 o這線所指的自然、草草境憋包括前述

生態概念中的蔚然生態系統與生物生態系統在內。

整鉤的自然草草境，乃E拉大氣層、地表層、地層三三妞部

分所級成(註 25 )。大氣層與生物、人類活動最直接有

時講約是氣象(颱鼠、稿、溫度、蒸發、霜泳、戚、季眉吐等

等)與氣候(指某一地信心長期戳察獲得鈞一般氣候狀態，

如52熱帶季鼠、溫帶季風、oj(霜期、海股風帶、雨季乾季

、颱風季等)。這些通常與海洋大陸分布、緯度、大陸*

j1§ F詞荐自苦不同 、 崗山古草原阻礙等的不j再衛兵 。 例如台灣面

積雖不大. i且 也於地處亞熱帶與溫帶的交界 ， 加上三千公

尺以上的中央山脈隔絕了東西兩岸，使台灣南北部與東西

部均墨瑰相當不間的氣候。冬季明顯地表現西斧頭向大陸

受大陸氣候影響大，東岸妥if.)洋影響大，南北說:冬季亦顯

示不同氣候，北部大安溪以北受東北季風影響，自海洋灣

來星星富的水氣，遇到北部丘@::!力地而下濛濛細雨，大安溪

以1有民IJ於冬季形成乾季 G這種氣候直接間接影響到樣生成

長典人類約活動。

地表主要的是指海洋、河川、詣的自、地形興土壤及儲

金等。就地形來說，有平潔、結池、吉草原、丘陵、山地、

高山、火山、河谷、台地、三角洲、 I'P積鼠、湖泊、河川

等等的不同。土續大f苦受氣候帶與植生分布約影響古詩具茱

稜規律的分布，其他到受傲地形、徽氣候及侵蝕堆積較快

慢的影響而有不i穹的土壤出現 o以台灣而言，北i諸多盆地

、台地、丘陵、火山孽，中南1ii\魯平原、山地，東部多高

山與縱谷。土壤方豆豆''1'京多沖積髓，台地多華工土路。繼

生帶則受上述氣候、地形、土壤與地層母岩以及人為的綜

合影響而有相當大的地區特色。也平地向高Ili~~克亞熱帶

、溫帶、更寒稽的不同植生幣，到j三于公尺以上只能見到

少數直在類、蘇苔及重VJ物。

海洋、河流、湖泊!III有調節氣候的作用，同將提供資

源、自然水路、河港、海港、澱詩善，河湖又為人類水資源、

主要來源，可自Itt取得飲水、灌溉用水、工業為水，為此

更需遵照興建水I輯、風率等設施。

地質密地i蓋不同間異，它影響注:菩薩投資、地基堅戀與

否、地下水庫在有無與水畫畫方向、地潛山鼠、地下資源、火

山地蠻、水庫興建等。這些均與發人除重要、築路、陳磯、

建嬌、取水、關港、隧道、地下道、建築物等興建工鰻有

密切聽係。

然沛我們必豆豆知道，自然沒象是動態約，

在變化著，

會在某階段，突然受到內在或外在條件的作用，引發突發

性的變化，如大地震災害、海嘯、水災、社i崩、地陷等。

自近代科學發展以來，人類一讀f持著摸討自然，了解

自然、利用自然、克服自然的態度，自Itt導出自然科學的

發展與探險而發瑛新大陸。至月二十世紀中藥，進而發展成

爭奪自然、掠奪自然，乃至破II自然的態度(詮 26 )。

這里II為工業革命後，一味追求利潤、市場競爭等原則一連

串發展必然約結果。如今世界各地出現了史無前例的 500

-1000 禽人 口 的大都會地區 ， 它脫離自然 ， 違反 自 然而

成績白然完全不詢和約人It世罪(註 27)。今天實已到

人類必須反省梭討，與自然共存共榮共生的最佳時機。

在科學研究中食應打破中立無須做判斷的立場，適度

地引進與自然共生共存共榮的事基本認識，加強科學研究不

能獨立於社會文化規範之外的草草念，科學的研究亦應受制

於社會價做規輩革(設 28 )。科學不可自成一個科學辛苦圈

，從泊主主害社會偎值。就這一點Jlij話，奇後社會科學之思

想方法必須擺脫過去從溺於自然科學，哥哥德發展出一套可

獲得社會共識的懷簡體系，以此去規範限制l現今科學無政

府狀態、無絡、髏目標散漫的發展。

是區域 CJ世J里空間)

個人、集當輯、企業、政府等主糙，經過具有意識形態

的經濟、文化、政治等機能活動，織成社會結構。這是主機

能活動，在自然、璟境容許 F '最後均將毫無例外地表現於

霞坡或抱頭空間 D這種I;i[域發闕，包指認知空間、生活空

間與質質空間，茲依政治、文化與經濟三餾層前來談談區

域的三倍空筒。

(1)認知空間(設 29 ) :這是個人、集閩、企業、改

府等主蟻，透過主觀認知方式，總經濟、文化、政治等機

能活動，而體諒或自覺的空鉤。這種認知空閑並未真正落

實在食際的風域。這梅地理空筒又有T分1萬以下三緣。

a.政治認知您認 : 如居民對都會區擴大認知的範閩 、

候選人選舉時可能得讓認知盔、中正大學選址、地下鐵高

速公路等路線之認定、行政區調整的認知範閻等。

b 文化認知空間 如宗教認知霞 、 明星學校的選定與

營活選址認知消發等文化活動的認定範蟹。

C 經濟認知空悶 : 如金融 、 商店 、 工廠等選址認知安

街;工業霞、核能發電廠等擇主1:認定能圈，可能市場及服

務的認定您認;勞動力、資金可能動員的認知空間等

(2)生活安閱 ( 註30) :這~指個人:企業

政府等主體，

活動空間，

的地環空間，

-45一



治生活安閥、文化生活空間與經濟生活空間。

a 政治生活空間 : 如行政甚至內選舉活動空間 、 行政區

內行政月服務甚至或管轄區、警察管轄filli、生泊臘、公車行駛

區等政治訴求哥哥存在裁定的空間。

b 文化生活軍閥 . 如宗教閥 、 通婚函 、 運動 、 i休閩 、

放濤、學術、文藝、民俗等活動空間、語言分布甚至、文教

庭、娛樂休閑話區、住宅區、通學範星星等自文化活動產生的

空詞。

C 經濟生活空問 : I自i變院 、 流2莒E豆 、 顏料供給閩 、 市

場範閥、生產範i疆、商業活動I!!!、通勤範閩、金融H~務這

等。

(3)實蠶食閱 ( 設31) 這是個人 、 企業 、 集頸 、 政

府等主體通過各種具有意識形態的政治、文化、經濟等機

能活動，在自然環境可能容許限度內呈現於地理笠泊的景

觀或實題。因為是豈是巷里或雙擻，所以是靜態自f可昆的地禮

金間，而~動態的生活生且為有別。一旦成為景觀或質體曇

現於地理空間(庭域)時，它~n其地連續性將維持一段時

日之後，才會拆除、豆豆建。它亦可分為政治贊賞笠鈞、文

化贊賞空間與經濟實質裂開。

a 政治實質含問 : 凡政府投資之大小設施 ， 均路之 ，

如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公路道路、掌聲場、港口、發電

系統、自來水系統、投圾場、墳墓、公園、工業1ll:關發、

水庫、教學童聲院等行政甚至等。

b 文化質蠶豆E問 : 如文化中心 、 飼餐館 、 博物館 、 各

種運動場、音樂藍藍、廢劇院、美術館、畫畫廊、各型補習寬

(插花、去在飪、美草草、裁縫、毛線、駕駛訓練、升學等等

)、花隘、權物筒、動物閩、寺廟教堂、學校、電影院、

咖啡廳、 K毒害中心、 MTV、 9昌丹行等等。

c 經濟實質發悶 : 產業眩如農林漁牧礦區 、 工廠 、 草草

店街、辦公大樓、商業區(包括百貨公罵、零售店、批發

商、貿易菇、攤販)、市場、超級市場、休夠進樂場所等

等。

上述所呈現於區域或地理空空闊的現象，是隨文胡的進

步，愈來愈商業化、分工化、同時也愈來愈體系化、高層

化，促使最高層次釣大都會的區位競爭鑫形激烈而海Ikj;畫

雜化、多樣化、高級化、集中化。結果隨域內聚落(或都

市)體系其階層豆豆詣的聚落裁都市，其區位競爭能力愈強

，吸引資本、勞動力、技i站等的能力也松對地愈古話，形成

地區分工化、專業化現象。這實際上具體地墨現於該都市

或聚落提起真有意識形態的政治、文化、經濟等機能活動

上。低勝次的都市或聚落及其周邊地霆， ~Ij成為接受高層

都市政治、文化、產業活動的餘餒，成為擴散化、分散化

的地區，另一方詞成為大都市的市場、休閑放遊區，同時

成為大都市商業控制支配的農業生產1ll: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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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得知，以輯:市聚落為核心的區域，是為有饑鈞

共同燼。由許多大小的這種區域相互作用、牽制、對立、

矛盾而形成動態平衡的統合這域組合。這些大小不同以都

市聚落為核心1ll:域，重建為依1ll:域中心都市或聚落機能為基

礎所組成上下有秩序約階層組織(都市體系)。這種階層

組織與上述統合區域的範圈，是隨社會、經濟、科技、交

通等變化而變動的。但這草草甚至域與階層變動是維持格當穩

定的叫種動態平衡狀態。

以都市為核心的1ll:域，是建立在生態系統上的。換言

之，人類生態系統是無法擺銳地表的自然與生物兩種生態

系統而生存的。~壁為人類自古衣、食、住、行無一不依賴這

兩種生態。學凡糧食、建材、衣料、交通、燃料、工業成

品，如不來自於生物生態系統的有撥物， Jln來自於自然生

態系統的無機物。它們是人類的衣食父母，人類與它們共

生共荐，其環甚明。吾人岳不可持克級自然、征服自然等

一紹情頗的人定勝天思想。如今超過于寫人的大都會甚至域

約出現，顯然已完全擺脫丁自然璟績，形成一種人工化自

我綴織撥大前失去控制的龐然大物。

誠如上述以都市聚落為該心的區域，是處於動態平衡

情況下運作。一股情況下Ell於社會、經濟、改治結構維持

穩定的動態平衡結漪，雖有若干變動，但尚不致*動內部

結樣的根本基礎。這並不保E蓋章警定的動態平衡的甚至域結構

，永遠不會變賞。偽如也農業社會變動為工業革命，或自

工業澈;會變化為資訊社會，亦即科技革命會誘發驚天動地

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結構的變化。不過經過一段

混亂的過渡時綴，就又i車λ嶄新的另一種穩定的動態平衡

的區域結惰。只是新區域結憐的經濟、文化、政治等組成

的社會結構，不同於舊區域結憐的社會結構而已。

監事j碎了底纖組成的內繭 ， 但這些內i泊是出那些基本要

素所級台前成的呢?底線的存在，首先不能缺乏活動的主

體一一人，而人又分為個人、企業、巨星體與政府等不向性

質自古人畫畫，他們在區域中分別擔任各白的角色。 ESI為有人

類的活動，才it生了區域與都市。 E直為有人類的活動，才

it~各種在慧能 ， 而這種機能學或於蔥、誠形態下的社會結構

。這個社會結構，實乃由經濟結構、政治結諧與文化結構

以及形成這些結構基礎的技衛，共悶地錯綜複雜地棺互作

用吾吾融合成一體。如社會結梅內的各個結構均這琨安定、

均衡峙，基動態平衡狀態。如叫旦社會結構內的對立、矛

盾、街突超越維持動態均衡狀態，則將趨於混亂。社會經

濟轉型期，到1為這一環象的表現。

悔人、企業、題髏與政府的各種活動，透過各自的意

議形態與政治、文化、經濟等社會結構的錢能活動，而在

自然潔瓊可容忍的眼皮肉表現落實於地表空間，形成區域

或地理甚至。這些地壞處表現方式，不外認知空路(主觀的

認識空間)、生活受閱(可冕的動態空間)與質質全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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