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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rban Consumption:
Part 2 An Attempt at a New Theoretical Construct of Urban Consumptive

Spat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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嬌妻

本文主要回約在於嘗試一個新的都市消費空閑結構理論。此一理論架構主要涵蓋四個觀念-(1)符號消星星、 (2)空間中

心/邊緣結構鏘係與消費文化約擴散、(3)消費活動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與意議、以及(4)地區生態。這些觀念均以文

化/空閑相互整合的飯點為主軸而形成彼此影響、前後賞的邏輯，試國對於都市消費空網絡構現象在文化脈絡及社會混

構之中的結果有一更深入的解釋。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new theory on urban consumptive 甲aria! structures. T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

includes fOUf concepts-(l)Symbolic consumption,(2)The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hip and cultural diffusion,(3)Consumption

activities and their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s on consumer's eve可day life, and (4)Localized ecology. These concepts in

teract and become a congruent logic in the observation of cultun:lspace integration. Upon this new theoretical construct

a more realistic interpretation on the outcomes of phenomena of urban consumptive spatial structures in the urban cul

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can hopefully be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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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也於本文篇稿相當長、擬分為三部分陸續刊登發

表，此三部分文章第名分別是

第一部分都市消贊4:f再給機之形成及其意義各

都市消聲空間結構理論的介紹興批評。本文巳刊登於本

學報第六麟， (民鷗八十年九月出f1J) ，策的“63頁。

第二部分都市消費空間結構之形成及其意義一

倍新的都市i~變法間結構理論約建構。

第三部分都市消費含1萬結構之形成及其意義台

北市六個商業盔的經驗研究。

級自本文 f第一部分j對於踐j內外都市消費空問結

構理論之相串串研究的討論與反脅，本文乃試驗從「空間

結構的文化性JJ\t一論點來建構一個新的環論架構，成

為本文玉皇論的核心)iff在，而成為本文的 f第二部分 j

並且可以提供經驗研究(本文「第三部分 J )的主要梨構 D

lEI此，本文乃針對第二部分撰寫兩成。

如果我們能夠接受消費這種東窩在本質上是一種社

會及文化琨象的話，那麼，本文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來解

釋泊費空間結構的形成及其意義，可以彌織克里斯托勒

('w. Christaller) 、 學家(K.S.a.Beavon) 及貝瑞(BJ. L. Berry)三

人既提出之消費活動與空閑結構遑論上的不足，這正是

我們試國從這個角度來建構環論的主要動機。

事實上 τ國外學者已經注意到應該從社會、文化的

角度來觀照消贊竣象的形成與變化，道格拉斯 (M.Douglas)

與愛修伍德 (B.Isherwood)曾經指出，消費的概念必須放到

社會過程中來看才行，不應只把它看傲是工作的一種結

果或自標而已。消費更應該被認為是社會體系繁體的

部分，是一個人在社會中必須與其他的人 ii't鵲遠的一

種方式 (Dougl as & Isherwood，1979:4) 。 加拿大人類學家麥

克端肯(G .McCra cken)曾經著警探討文化與游發之闊的關

系，認為在現代世界中，文化與消費之間其有史無前

例、新奇的關樣，進一步 !IHi言消費完全是一種文化現

象。乃悶任何消費性商品創造約設計與生產完全是一種

文化企業。任何可供消獎者花蓋堅持筒、注意力及巨的早在

上茁約消費住商品都會被斌予文化意義，而且?由要是者使

用這些意義都有文化昆的 (McC rack e n， 1 9 88 : xi ) 0 彌勒

(D.Mill盯)捉到消費是 種社會實踐 、 社會活動 ， 它為社

會本質是要街社會中的代理人經出物品示出來的將級才

能夠看出，同時認為消受是一種與將文化內化到日常生

活有關的東西(MiIler， 1 9 B 7 : 1的，2 1 21。本文之研以採取社會

文化的觀點來看待消費活動及空閑結構的形成及其意

義，不外乎以下兩項Z主要扇窗的涵義: (I)台北市居於世

界髓系中第三世界劉家遂陵地位的新3會中心，其受到中

心劉家在各種社會、政治、短濟等綴菌的影響;是無庸置

疑的。而旦獲史的事黨告訴我們，中心對邊設的影響與

控制是全面的 3邊經地區不但在政治與經濟上是中心約

附庸，在文化整體上也難脫邊鍾的頭道。我們曾經以美

關麥當勞漢堡文化在台北都會區的擴散情形以及對於居

民在消費型態及生活方式上所造成的影響做過研究，發

現麥當勞文化在台北都會區推出新的產品形象並擴散它

的服務項目時 3它的文化路面包括使用麥當勞漢堡研抱

持的符號消費、生活習慣及1自費按餘的改變均Nil.著滲透

至市場之中，進而改變居民的生活方式，更造成整個台

北都會區消費空間的詩結構徊。芷，Wang & K 詞Chen，

1990al 。 基於此一理由 ， 本文認為針對台北市做為邊極地

位荷接受中心靈君家直接俊入的各種7萬發文化，如何在當

地法民的社會階灣、文化取向、品味凋題、生活方式等

層liii與文化商品、符號消費的警制觀方商之間發生相互

作用、故此影響這個課題進行研究，在文化擴散與中心/

邊鍾的意義之間關係的層面上是具有軍大約意義。 (2) 蓮在

於1過去許多學者建構都市消費空問結構理論時均忽略文

化及社會意義的觀照研產生之綴1li:缺失，本文企國站在

文化與空間之向相互整合的觀點，發展出一值比較合

理、完漿的理論。

我們根據這F再沒重要層面的涵義，可以將克奧斯托

勒、學蒙、貝瑞等人提出的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理論的缺

失歸結成下前兩點(I)他們均未在消費活動與商業設施

中反分，基本維生消費“與形象(符號)消費"的不同，因

而看不到“物質商品"與“文化商品" (設I)在不同社會

階層、不同文化取向及品味、不同生活1J式的消費者之

間的作為與異雨點，以及在空間結構中所產生的可能效

果。 (2)他們均未看到各消費活動在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功

舟、角色與意義，因而無法進步瞭解消費者如何透過

消費活動來展現他們約生活芳式、文化取向與世界薇。

這兩點正是本文用來建構理論最基本的論點。綜言之，

本文環論架構主要是由(I)符號消費、 (2)空間中心/邊緣結

構關傢與消費文化約擴散、 (3)消費活動及其在日常生活

中的功能與意義、以及 (4)跑道生態等四億觀念共同組

成。這個值觀念在理論層次上報互鞠違反緊容結合，共

同構成一個都市消費空伺結構理論的勢形。至於此間倡

綴念之鉤的相互關道，將在本文第參股詳細介紹。 E兒在

擬於第貳設一一介紹這些觀念。

鼠、有關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理論建

構的一些觀念。

一、符號消重重理論

我們在都市消費市場中既看到的商品及服務，與任

何人工製品一樣，在本質上都同哥哥具有功能性與符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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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m:意義，只是每一類裂的商品或服務在功能性與符號

性兩種意義上的程度會有差別，或者會隨著某一社會在

特定時間中消費態度的轉變而有不同。一般說來，功能

性態義擋的是高品足以滿足實際的生理、 4、環或使用上

的需求，符號性意義措的是商品能夠傳達、表環某稜意

義 2可是與實際的功能未必有直接的關遠。商品具有這

種本質上的符號作用，乃成為生產者在消費市場中綠豆

競爭所必有害利用約手段，尤其成為高度資本化社會中最

基本的現象之一，這是我們要特別強調的，從i再變者使

用商品的角度來辛苦， &P是所謂的 「符號消贊 J (symbolic

consumption) 。 正如聽勒所說 f消費是一穫社會實踐 3

它可以將文化價值肉1l j1l1 人們 的 時 常生 活 之 中 ， J
(Mi ller, 1987、212) 。 符號消費的作用在於透過消費的實踐

過程，將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的生活與商品徹底地加以

逐結。I'I ffil成為研究者E市消費空間結榜個很霆苦苦的面

向。

隨著近年來社會風尚及消費活動型態的轉變，愈來

愈多的消費者不只作物質的消費，而且也作象微性符號

的消費。就像法國社會學家總德利勒得日ean Baudrillard)

把消費定義為 f不是物品功能的使用或擁有詞是作

為不斷發出、接收而再生的符碼(symb o l i c code) <> J 又

說 f物必裝成為符號，才能成為被消費的物。 j

(Pos阻fl19B日。47 -48;Baudrillard,1983) 。 間此 ， 許多都市的消

費者便將消費的物品加以符號化。投句話說，消費者不

再將消費物品視為純粹的物品多而是視為具有象徵意義

的物品。1'1此，在這種情形 F '都市中的消費物為作為

不斷產生符號的來源而問始成為頌德玩味的觀察對象。

依照鮑氏的說法 τ消費不再是以物品價值約使用為自

的，它已經變成為以如何具有差異性的符號價值為區

的。這踐來，消費不再只是經濟的行為，而且是轉化

為在積賴特碼下，以被差異化了的符號為媒介的文化行

為什直至tii志， 19日8: 19-22) 。 另外 s 符號消費的存在與廣

告密不可分。總氏曾經指出 3現今許多消費者不但消費

物品，而且消費符號，有百符號之所以能夠產生消費功

能，基本上是要由廣告來椎動 a易言之，當我們消星星一

樣物品時，我們消費的是它級自廣告而產生的意義。而

這些意義是白符號來傳遞的，這些符號也許跤物品本身

毫無路謹，但是，重要的是，它們是會刺激購資慾墾

的。由此一定義來看 r符號j代表的意義主要有

二(1)商品愈來愈帶有「文化j的意味，而逐漸不是一

種純粹的 f物品 J 0 所 以 ， 消 變可棍之為 f 符號的消

費J此一文化消費。 (2) r符號消費 j 意味著現代社會已

超出維持生存水準的消費，闊始加入了文化的、感性的

菌素。?再教者的游動也夠始具有非單單位的傾向。所以，

消費的符號化現象就是在以過度充裕的消費為背景而存

在。

在資本主義生產與消寰的邏輯中，唯有高品的多樣

化與符號化、象徵化才能夠取i波消費行為的發生，使生

產及;再發過程得以繼續。否有品多樣化與符號化的結果乃

促使商業ZE閱本身在內部設計上的千變萬化，藉以襯托

出千奇百怪的商品，可能報反的，藉由商業安街本身的

變化來掩飾瓷本主義大量生產摸式下千篇一律、標準化

高品，並支持消費活動在符號象徵性意義上的農蹺，這

些事實都是造成台北市消雙雙間結構複雜多樣的重要力

最。此現象誠如鮑氏[符號消費環論J E丹說消費不再

是純粹物品價積約使用，而已變成具有且是異性及符號性

的使舟。換句話說，消星星乃從綴憐的行為轉化成文化的

行為。察質上，我們可以體會出，這種商品符號約消費

有時候在安本主義消費體系下是需要的。近年來，大都

市中某些消費者從事消費時已不講是在於物品的使用價值

或稱實用性、功能役的償債，而逐漸璽視其象徵性的價

值。實際上，這兩種價值是相互影響的。就拿歡iJH進口

的淑女服飾為例來說明。它的意象原來只是衣服=禮儀=

禦寒，與文明禮節、季節具有密切的關係。但是，益，它

隨著來自敏洲的資訊而被至是放在“時蓋章i流行"的脈絡

時，便成為表現歐洲生活的符號，此待員u與文胡禮節、

學節無關，沛闊始被當成可以表徵身分地位的東西，我

們也許稱之為“被高品化了的物品"又如笑盟軍麥當勞

模偎在台北都會區的空間磁位分佈與消費者活動之間鶴

係的研究中，同樣可以發琨有些地區的消費者是基於好

奇、聶哥鮮、不游人後的態度去接受麥當勞漢堡文化

(H.K. ,Wang & K.H. ,Chen, 1990a)

另外，還有都市發闊的符號化現象。領宮之，就是

街道、建築物及店tIIi等均具有特定的意義， ;J主意義反逆

流縛而形成符號綴系。主宣讀'?l'闊的符號化， slU琨代社

會所特有，而是任何社會都可以看到的，只是在琨代社

會中顯著的一點是符號的生成十分快題'J!Ji以，它使非

常適合用來解設現代社會的都市空間。像台北市商門前

武昌街二設就是一億例子，許多干警少年、少女服飾店的

老閥共同塑造這條街遠的專有位坊，而在這條街道上展

闊意義獨特的tit界。敦化南路商量是宏偉的建築物中眾集

了十餘家進口淑女服飾店，它給予人們一種“歐洲流

行"、“西化前衛"的強烈意象。又像永和市某條街上

就專門販質特盟文物、服飾品及華華術為 o我們常會說，

往這短去可覺到這種東函，這條街顯集著這穫人，這家

商店擁有這種氣氛，等等，諸如此類有關都市消費空

間的資訊 5透過各種媒體向大眾傳播，同時各個都市消

星星空街本身也在進行重組，以增強那種符號性。依據我

們現代社會主主淆的體驗與知識可以發現，遊稜空闊的意

義黨組，最活躍進行的當然是高店街了。易言之，成為

現代社會都市空閑符按靈級中心的是市中心重豆、商站

銜，以及其中的一家家店筋。例如台北市約束藍、商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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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武昌銜，以及流行服飾店、咖啡康、百貨公司兼辦

文化活動等等均是。而這些地區基本上已經具備高地

債、一群尖端約菁英分子、以及一些相當新翔的商品文

化存在等條件，才會使得都市空問符號!It組得以質現，

我們可以稽之為"拔高品化的街道"。由此可以看出都市

消變社會中 f空間J與 f消費J二者在消費空閑符號意

義上之間的鷗{系。

總爾吉之，在琨代社會中，有些消費者帶著強烈的

符號娃、象徵性意義去使用、 1角星空市頭上的商品的現

象，我們可以總德利勒得所提出約 f符號消費理論j來

加以解釋。鮑氏認為‘在現代的大眾消費社會中 3商品

往往會被當做是用來表徵消費者社悠地位的一種符號。

在這種情形下，許多商品均被當做一積符號而被制造出

來，因而刺激了治覺者在市場經濟中的消費需求，以及

產生了商品的高度變化性 s以滿足不肉的消費者不斷的

追求日新丹真的照品符號(P的問凡 的88: 45 -4 7)。最後，由

於消費需求的大量提高新造成約大眾消費社會，以及因

商品符號意義的追求紡造成商品的高度變化，乃成為不

可避免的結果。沛這種商品符號化與多樣化的不可避免

性正好問映了大街﹒哈維(David Harvey)的支張 。 他認為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稜中的創新是需要消費的創

新來配合才行(Harvey， 1985: 1 泊-1271 0 在商 品生產與消費

的全球化體系中，商品的符號性與差異性是由中心國家

與邊盟主關家之間在文化不對等、不均衡的情勢所支持

著，因為它能夠使來自中心國家的商品與服務，在過陸

密家中當做是一種社級地位約象徵而被當地居民!!Ii接

受。嚮玄之，商晶的符號化與差異化是和中心國家與邊

陸國家之間文化不對等同持存在，荷應該將它混為三世

界歸家都市(如台北市II再華夏空閑結構形成過程中種新的

解釋力量，因而應該在本文的理論建構中予以強調。

之、中心/邊緣關係與文化擴散

根據依賴理論的基本要點(I)中心國家與邊陵窩在

世界級濟體系中之對應關係， (21邊經聽家依賴 中心國

家，在經濟地位學攻不對等、不均衡的關係，以及(31在

依賴(邊綾)國家之中，著英分子與一般大懸在社經、文化

條件、生活方式與價值體系上具有萌顯的中心星星陸之層

級性關系。可知世界體系中中心/遴陵國家之情依賴的關

係同樣的會在地理空筒中表現出來。尤其在外來消費文

化(商品)在不同時其是內擴散至不同地區宜的空間現象更加明

顯。

出歷史研究發現，資本主義發展出的經濟、社會、

政治、文化等制度和資本主義體系內的鶴係模式會支配

邊經國家的中心都市。怨自依賴發展的結果，不僅宰制

了中心國家與邊陸留家之悶的獨間里鷗係，何時也宰飽了

這些邊經蓋亞家的內部結構包括其生產主7式、安本積Jll

的形式、階級獨係等，閑時更影響了它們的社會和政治

結構。這種宰制環象在早紛中心/邊經國家之問經濟騰 ilif

上是很明顯的。誠如陳玉璽的看法，帝國主義在戰後的

重整，是透過三種機制將邊鍾級濟繁合到資本支義體系

之中，其中之一重要機制乃是內化關係郎中心蠻家有

辦法在邊陸國家建立與其合作約機制，而內化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王振華夏 s 凹的 1 231。可是，到了今天，這稜宰

制環象不綴於經濟層窗上，在文化、社會價值體系及生

活芳式趨笛上，也都具體說明了邊陵麗君家受到中心盟家

強烈的宰制或影響。從中心/邊陸國家在文化、社會價值

體系及生活方式等層面不對等關係昕影響都會區內外來

消費文化(商品)對於空間區位上之選擇的後果最為直接，

這是一個很靈耍的觀念。語言也難怪自古子宏與笠歷山大

(T.A. H artshorn and J."V.Alexan丑er)會強調應該從全球體

系、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等向度來解釋經濟活動裂態

(Hartshorn & Alexander，1988:5-8) 。 同 樣的 ， 普瑞德

(A.Predl也讓出任何一都市體系應考慮綴濟及社會組織處

罰的各種筒題才行，如此正好完全超越中地理論研究範

疇的局跤， Ii以l'!1i成為JiJi謂改代化中地理論研究的重點

(Ber叮etc.，1988:1151 。 如果我們再從普瑞德 「訊息擴散理

論J來梭證「資本主義的住處1J式，請耍一個能夠有效

提供資本、商品、訊島、及服務、投稿等流通的安街結

構j這句話， ftUII':能夠王里解到商業中心在邊陵關家中扮
演提供各種消費訊息的傳攜站角色。普瑞德比-J:里論的

要點是[Jj哥有企業組織在處位上及您濟上的決策，均取

決於對專業化的或迎當的訊息的接近程度 J r任何城

市或誼域體系中各銷點之間在訊息、知識或創新的擴

散，乃成為新的經濟活動盛位考慮呼之一軍要因素 o J
(Daniels, 1982:34-36) 。 的確 ， 不論是聽業中心提供各種消

費訊息的傳播站，或是商品的多樣化與符鏡化，任一商

業中心或商品在接收外來消費訊息的時間愈旱，接收訊

息的蠶愈多時，員U它成為愈高層級的商業中心或三t '$'流

行趨勢的可能性愈大。甚至，它在傳播訊怠的靈愈多

時，別它主宰或影響消費者消費行為的程度及範園也會

愈顯著。我們可以看到台北市的東盔、商F司叮及敦仁區

都是最明顯的¥u子。

如果我們肯定合子宏與直接山大海人的綴點，同時

將全球體系、政治經濟學、關際貿易等i角度看作是用來

分析及解釋都會適經濟活動裂態約重要機制，那麼，我

們可以將中心翅家與進陸閻家在世界體系、政治經濟關

係、國際貿易等層面上做一連結的愛要代理人(包括政府

官鼠、萬人、企業組織、率先接受外來消費文化及觀念

之人士等)稱為影響邊陸國家都會誼經濟活動的國際性接

蚊者及傳播者。他們不但在中心/邊臣是懿家之中扮演懿際

性買辦角色 2而且他們的社會行動及行為會主星接影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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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是關家都會僅消費活動及全問結憐的型態與發展。而這

些重要代理人即是斐斯自 E.Vance)的貿易模型研畜“中

池的交易行為的 i!I! 't是由於當地人口向外界產生需求而

發生"之遊程中那些向外界的商品、服務、技術及資金

等產生需求的一些人(Vance， 1 9 7 0 ι7)。在斐新的貿易模裂

中，他們所掛潰的代理人角色是在經濟層面上。可是，

當面對資本主義跨蠻公司的消星星產品擴散至第三世界大

都會區的情說，這些第三世界大都會區的新擺地方菁

英，不僅掛演經濟層面意義的代理角色，更重要的 2他

們更扮演一個接故中心鐘家的社會價值、生活方式及文

化觀念等的角色，再將中心國家的社會價值、生活1J式

及文化觀念傳擋給都會盔的一般居民以及較小都市的法

民。事實上，跨閻公司約消星星叢品餘實用功能外，還帶

有強烈的文化性及社會i注意義。 5時以，當第三世界大都

區的地方菁英及居說接受了跨國公司的消費產品，也等

於是接受了中心國家的生活芳式、消費~態及文化觀

念。一旦邊臣是國家中的代理人將中心國家的生活芳式、

消贊鼓態、文化觀念及各種制度引進受他們的變家後，

對其社會結構的影響是很明廟的。這正是許多依賴理論

學者會一豆豆強調依賴(星星陸)社會結構特質的主要原泊之

一。此一影響首先是技街、資本和社會結構之鬧的脫

節。中心獨家的生產技術及資本輸入邊陸閣家都是為了

其擴充全球市場、資本再積累與再形成，執行資本主義

本身運作邏輯之需要，並沒有計創要去發展當地認民經

濟、解決大量不完全就業的勞動的情題。 IE此，只有少

數具有高度專業技術‘行政管理及童在替人才閔始被中心

國家的技術、資本投設的部門所羅致與利用，主昌大多數

的大眾勞動力(通常是非技術坡、小資本企業)是被排除於

此一級濟結構之外，終lit促成過援間家綴濟結構的扭

曲。而且在中心閣家生產而進口至IJ邊經國家中消費的那

些外來產品，對邊陵的一般大恩來說，都是相當昂寰的

警侈品，是大思紡得不到的商品與服務，且時以大眾可能

會被排徐其消費者身分。加以所謂中心關家引進的現代

化部門裡的資本密集、高度技術常使小資本企業、低技

街的部門成為星星際的生產者。在邊聽間家中少數菁英分

子或高利益者與一般大眾在經濟利益或地位上的不對

等，其結果乃造成政治參與機會的不對等。最後隨著經

濟和政治排斥而來的是社會和文化、生活方式、價值體

系等的排斥，這正是星星陸國家社會中地方菁英和一般大

眾之悶的大鴻稽。其實這就是中心國家的技術、資本與

邊陸社會結構之間的脫節所造成嚴重的後果(吾爾是有煌，

1985:25+-255) 。

在進陸社會中發生怨濟和政治排斥之下跌引發的社

會文化、生活方式、價值體系等的排斥，在地方菁英和

大眾之間的生活方式及消費盡態上的差異表露無遺。一

般說來 3地方菁英與歐美、 E本僑民會從歐美、日本地

鼓進口奢侈消費品，以做效或過著原有敏美、日本的消

費型態。他們之所以能夠過著歐美、日本式的生活水

準'是因為這些少數人是國線分工體系的部分 9藉著

他們在邊陵社會中所謂琨代化部門的職業角色研獲得的

較高收入市建成。向縛，他們從傳播媒鰻如電視、報刊

雜誌，以獲知畫畫尖端、最流行13.高消費水準的商品和服

務、消費被念及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他們經出快速發

達的傳播媒體來掌握最商化的東詣。學質上，中心國家

跨國企業進入星星陸國家，除了資本、技衛的投資，還引

進強勢的現代廣告。現代廣告不但迅速且大量地提供中

心國家的商品、消費觀念及生活1J式結第三世主界鷗家中

的菁英分子，而且IE它們這種無所不在的廣告體系，也

促使一般大眾對於他們琨有的商品或生活方式感到不滿

足，泊爾廣告乃成為中心靈皇家文化侵略的工具之。此

一零售貨如馬英盛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教授巴瑞特自

O. Boyd~Barrett)的飯點 「文化依賴會反映 、 強化不同閻

家之照社會經濟力愛或是文化之間的不均衡。荷大眾媒

體對於這種文化依賴的形成是最為主重要的因素。 J (Boyd

Barrett,1982: 174) 。 同樣約 ， 席爾氏(D.Seed也提到 “文化

驗入"存在中也/邊緣磁家之間的問題。 (Se e rs， 1979: 12

1+)。除少數地方菁英會更顯意且真有足夠條件去接受那

些外來的高級消費品外，越大多數的一般大眾遷都未有

足夠的條件去接受使居外來的高級消費品。此事實說

明了邊國家中地方菁英與一般大眾在社會結構(傢搞一種

社會角色、社會關係，倒如經濟、政治、職業結憶、既

得7J(~鞋等的差異)上的差異，也反映在這兩群人之消費型

態及生活芳式上的差異。換句話說，這完全是一種社會

領值反文化贈頂上的不筒，而不僅是經濟(如所得)瘖窗上

的木偶而已。這是中心間家跨閻公司輸入外來文化所逢

生最直接的效果，它應該成為外來消費文化如何影響當

地消費空闊活動之研究約重點。

我們再從資本:t義與空閑結構之悶的關係來看依賴

發展下邊陸懿都市消費按問結構的另一重要現象。拉瑪

奇(F. Lamarche) 曾指出 f如果我們把都市看成是一個勞

動力、資本和產品交換的市濁，則它的純正量分佈絕不是

-f國偶然的結果 ， 它是被資本流通的法則新支配 a 資

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需要一個能夠有效提供資本、貨

品、訊息、服務、技術等流遁的空間結構。 J (高檔仁，

1987:52) 。 最 早耳穎的莫過於中心商業隨空間眾集約1萬 里是方

式。依照此一說法，我們設法分析一下台北市消費空間

結構的特點。台北市若干商業中心在俄入國線主義(或世

界主義)式泊星星型態時，大多能夠扮讀著重重際消費行動在

台灣提供各種消費訊息、的傳播站，便利蠻際消費主義在

台北市角落及台灣其他地區的擴散。台北市的東靈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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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耳 目I分別成為歐美國式迷會餐飲與驚少年東洋文化的捷

足先登之地，正可以說明此箏14" 57 '言之 1這正是中

心/邊緣關係在都市空間中的真繼表琨 D綜合上述討論可

知，中心/邊緣li!J係不僅存在於;;r-悶悶家之間，而且存在

於向國家內不同社會之憫，更會存在於都市中不同

空閥混位之間。所以，從一都市中不悶悶榮地區在中心/

邊緣地位的哥哥係來界定其間約!瞥絞結構關係 s是有其意

義約。

上述基本上是從依賴遑論的中心/邊緣哥哥係來理解中

心國家與星星隆重畫家 s高續級與低層級商業空網之間的消

費文化擴散過程及其衍生的各種效果。此處得從 f功能

空間系j觀念來理解任一商業空間與其j哥爾地!琵統學顯

出約中心/邊緣約哥哥係及其衍生的效果。 E丹論功能空筒

系誓係指商業設施之~位分佈及服務關組織與其服務對

象的空問分佈之間的關連環象。由於每一商業或假務設

施均具有依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而界定約 ff~務對象的地

車里是在底，間陪我們強調的是每一商業或ff~務設總之獨特

的服務對象及lMi位要求，這稜特性的發j華表現在都市空

間結構上的主主要意義是“中心"之供應與“鐘海"之

需求之照具有直接荷翠綠的相應串串係。我們可以看出登

這讀中心與基底在供應與需求之間的祖§E單獨係，除了說

現實質的空問道位的“中心"與“邊緣"地靈之問懿係

外，更說明了商業施(供應商)與消星星活動(常求區)之間在

二者彼此互動過程中既是琨出的各稜行動關係約形式(王

鴻楷、棟I申宏， 1989:1 1) 。 從社會結構的敵點來看 ， ]1:七一

行動關係的形式蓮在本上就是發權力星星係的建立、再生

產與轉變。爾這種權力關傢可以也不同約角度與層面來

看，如果從“權力宰制形成中心"的角度來看，中心提

供商品或服務給華底消費活動群之稽雯，進而對於消費

活動群產生有意義的作為，那踐中心之商品或服務對於

基底之消費活動群而言，可說是一個有意義的屆中

心"且是一個率制消費生活的地盔，具有較高層級的

地位。相反地，基於商業內遜灣求之海樹，中心之商品

或服務必須仰賴蓮在底之足夠的消星星滑動群才能夠支持其

存在，此縛，瑟底之消活動群又是中心之商品或服務之

E可以生存之有意義的條件 。 因此 ， 這就是昕總111 r 結構

之間的不對竊、不均能關係j的棍點來看待商業活動與

安問結構的中心與基底之f峙的關係(C .S. Smith) 。 荷這種

結構之悶不對稱、不均衡約現象，乃取決於(1)中心之商

品或服務的特定位質及其對於消費者既產生的意義或還

要性差異(Arnhei間， 1982) ， 以及(2)代表該中心地靈之信仰

和價值(Shil" 1975)及發生在中心地區之行動脈絡中所產生

的影響程度兩大類弱裳。喜羊宮之，前一類菌素翰注的是

f任一商業地 !iiI '!' 因某一商業設施具有特殊的性質 、 機

能或名氣，而對於某一類消費對象jfij吉具有特妹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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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或者說對於該類消費對象而言是不可或缺的j論

點。此一論點不僅說調了在同一地區之各種商業設施

中，對於該類消費對象來說，這些具有特殊意義(或重要

性)的某類鴻業設施是他們心盟中所謂有意義的‘中

心.，而其他高業設施則不是具有意義的中心。這些商

業設施對於他們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但是對於別人來

說則只是具有普遠的意義荷己。布且說晚了在不悶地適

之意義比較下，這些設施所Ii落之商業地鹿鼎j函其存在

市顯得對於該類消贊對象而言是一個特別兵有深刻印象

的地方，也就是兵有意義的“中心"。特反地，其他商

業地甚至郎鶴"邊緣"地區。最明顯的i7tl子，西叮叮的背少

年、少女服飾專f書店或電影院、電動玩具店、娛樂場

辦事對於當今台灣社會中富裕的青少年、少女而育是一

個具有特別吸引力的中心，而商F目前約其他設施或者萬

門前以外的商業地買主對於他們來說， lltl只是一個普逸的

地區荷已。向樣的，台北市東區1主教仁麗的高級服飾

店，廈門銜的皮鞋店以及中山北路約古董藝品店均是現

額的例于。後一類劉家關注的是「中心就是信仰及價

值，在校會中各1JiJjj表現出來的訊息( &P符號) ，乃成為信

仰及價值之宰制力量的來源。 j以及「從行動來看待中

心，行動為社會脈絡中的具體表現，故行動可以使得倍

(中及價值穩定地存在於社會之中。 E自此，發生在中心地

道之行動脈絡中反產生的影響程度，乃決定該中心地區

的腦級性高低j論點。是在於概念上給象的空間意過來

看，此一論靠在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將中心混為一種深

植人們心中的領債體系以民藉出具鍾的行動所共同表琨

出來的結果， p哥爾此一論點在都市i海 星星空 間的形成與變

化上更加明顯。

所以，籍由功能空筒系約定義以作為商業空間與周

闊地處在中心/邊緣j審級給構上之關{藍的理論根據，以及

提供用以判敏、誼j度所蕭雪中心與邊緣的技術姓依據， {且

應成為研究約重點。其中值得一挺的是"服務中心"的愛

星星稜度反 ff~務闋的大小。在上述從「結構之糟的不對

稱、不均質關傢j約觀點來辛苦苦百業活動與空間結構的中

心與基底之憫的關僚體諒之下 ' ffU告中心及服務組乃為

非常主重要的需做觀念。因為不同械廠之總結構的不均

賀，係海、自存在於當地設施的性質差異及其數量的多

寡，所謂個接祿的、增級較高約商業地區就是許多功

能空絢系之ff~務中心詞時璽鍾的地芳，反之，一個衛星器

的、層級低的商業地區則相對地重星星較少。而這種服務

中心蠶蠱程度的大小，基本上是不同都市之閱或向一都

市內不同地區之倚在文化上的不對等、或生活方式上的

差異、甚至不同抱頭特性諸如居民消星星能力、既得高低

等條件上的差異等方面約反紋。另外，任一中心地區研

發生之行動的影響稜度，畫畫直接能夠攀援的觀度指標不



義跨閻公穹的企業文化，透過世界體系依賴發展的規

划，基於美國與別約組家(可能是中心劉家，也可能是邊

隆重富家)之間在經濟地位及文化地位、生活1J式上的不對

等、不均衡關懷荷擴張其全球性市場。在資本主義於邊

能閱家中引進強勢的Ill.代廣告，以及邊陸國家社會地1J

腎英做教歐美生活方式及一般民眾義於符號消費心避之

需要下，]!助長了這種擴張全球性市場的行為的進行。

很明顯的，當外來的消華夏文化引進到邊直是國家峙，邊陸

懿家社會的地方菁英會率先詞始改變觀念及習懷 5 建立

一套與過去不同的文化消費的觀念，此將他們消費的不

只是單純的物品，而且還消費外來文化(也就是說，中心

國家的生活方式、消費型態及鑽值綾系、文化觀念等都

跟著“商口化"而經由此一商品師傅織中心國家約生

活1J式、 1海星星裂態及償債體系等東西給邊陵皇宮家的一般

消費者)。這就是過重重國家消費者消費外來商品的兵r體表

現，不只是綾濟層富的消費，前且也是社會及文化滋義

約消費。至於中心國家的消星星文化擴張支邊經E畫家，對

邊臣是國家一民眾的消星星星語錄、生活了7式及償使體系，乃

至商業中心的j曹級獨係統造成的影響程度，基本上是有

如下的觀點當中心ID!I家的消星星文化未入侵前 2如果存

在邊陵懿家中街上往下的力學較強的話，時j當中心聽家

的消費文化磁張至遴陸間家時，對於邊稜感~一般民眾

的消費里留態、生活方式及價值艘系，乃至商業中心的路

級關係等層面的影響， !博必定是很明顯的。格反地，如

果存在接陸函家中也上往下與白下往上的力最較為均衡

的話，則對於邊陵鄧家一股民眾在上述話總苗的影響，

將會主主比較不明顯。

三、消童畫活動組

在都市的商業及紋務設施鹿位之消費者取向的要求

之下，消費者行為對商業空間結構的影響更為胡顯且直

接。路詞，消華夏活動對於商業設施空間結構的形成與變

化具有非常章婪的角色。一般說來，發生在都市中商業

地區的消屋里活動大都以具體、有%且可觀察到的外顯行

為的形式單項。除此之外，也於1商量是活動的發生通常會

受到消贊者選擇行為的影響，IJ;)沛，此一抽象、不易觀

察到的內路行為對於消費活動也就產生愛大的決定作

用。 E可以，欲有效地掌握消費活動如何對於商業設施舍

間結構的形成與變化及其研代表的校會意義E蓋住影響，

應該閑時清清楚外廠的消費行為以及內躍的心理選擇歷

程二者才行。前都擋的是一個消星星者在商業地區-IX所

作之一遼寧治變活動名為「活動組J '所謂外額的消費

行為，餘活動組外，支持消費活動叢生的綠件諸如頻

率、陪伴、出發地、交通工具及活動時間等問家也是讓

耍的內容。後者指約是一個消費者從事消瓷活動之前或

一 7一



後的心溼反應，包括發生消費活動最主要的動機、選擇

地點的理由(諸如商品品質、價檢合理、商業設廠種類多

寡、市場的情報7](準、交通方便、趣味性及舒適寧靜等

)、以及消星空者的消費住向及習慣等。雖然消星星活動有外

顯的消費行為與內糙的心理i盟擇盟軍程之分，但是，實際

上，對於一他消星星者從專消費活動的情績而吉遜常是在

議約之中經過後者的到銜，進而決定前者的行為，二者

具有前後影響之翻係，因而本文不擬將此二者分開來

談。

同一地區的設施問之所以會有各種"橫向"的地區生

態踴僚，除了綴濟性的原因之外，尚有行為使約原罰。

我們從台北市幾做研究區中消星星者活動型態與各地區直設

施'ill集的情形之對照中，可以察覺兩者問除了有根本的

需求與供應的相互依賴之外，尚有裂態上的呼應(主鴻

楷、陳士申宏，凹的 1 3)。易言之，如果我們將鴻業地處經

常出混的設施組合視為相當閉走耳其可預期的形式，則我

們岡樣可以在消費者之行為中辨識格對應的消費活動組

合。我們可將一個消費者在商業地區一次所作之一連串

消費搞動稱為[活動組 J '將都市商業設施之眾集於閃

一地隘，旦有何一i情變群體為對象者稱為「設施級j

雖然在特定的時問內，設施組(或一地盔的設施多樣程度)

決定了在該地盛內可能的消費活動綴，長期來看，地區

的設施是且係因應消覺者的活動組荷變遷形成，者i~1P商業

設施之空間星星集jj式也酒而呼應了消費活動組的許多特

性(一)活動越是一連串的活動 s其中許多單項活動擾，

至少有項為“主要活動" (“目的性活動" ) ，其餘為

“次要活動" (“衍生性活動" )。新詢問的性活動是指消

費者之昕以前校一商業地盔的原因騎在，這類活動應是

消費者對商業織隨之選擇、時間及發泊之控制的依據，

荷衍生性活動則顧名思義，指由於目的性活動約發生而

連帶發生的支持活動或臨時間近使性或時闊的可能性荷

發生的活動。消贊活動組的產生是與消費型態具有密切

關係，Ill為不同社經給濁的消費者會前往不同的商業地

區，也表現也不同約活動型態 a這目的性/衍生性活動約

組合與設施組(或地道~集)中之“主導性" /“附屬性設

施"相應，主導性設施與附屬性設施筒~常為功能互補

的lIlJ保，此觀係 &P來自消費活動中之目約性與衍生性格

互支援的關係。活動潤之間的性/衍生性哥哥係能否產生，

須混隔著手的性質及外在環境的可能性荷定。一般言之，

如果目的性活動是“業務"取向的、時間性明顯的，她

衍生性活動少，且常灣最必要的支持活動(如交通、餐飲

如果目的性活動是“生活"取i甸的、詩間性不明顯

的，如果環績允許，頁u衍生性活動就可能很多樣化。這

是f可以都市中“業務性"地區之商業設施多樣性常遠不

知其他商業地區(包括低層級的商業地處) ，荷餐飲業則幾

乎到處可兒的原鈞。(二)活動組是消費者文化背景及生活

l\!!態的反哎，因此其形成須被消費者之僧人屬性及社會

風向而定。由於都市之業業設施約區位決策基本上是消

費者取向的，低層級的設施分別眾集於各類消費者居住

的住宅眩，而較高層級的設施頁U~集於多類消贊者易於

到達約藹可及住地區宜。函此，較低層級商業地遁的設施

組合表琨的是較為明顯的各地區是蓋於廢史背景而形

成的生活裂態，例如台北市的迪化街盛典廈門銜，而高

層級地鐘之設施絃合則反映了大地區(或整個社會)中多種

消費者的消費風尚與生活型態，如]!!fr~河、頂好、菜

單豆、教仁~均是。從另一角度看，一個商業地區的設施

組代表了相當於該層級活動級的許多可能性，個都市

居民的消費生活就發生在這些不悶續級地區的可能性

中，而商業地處的發展則在於設施組對活動組的調遍。

然而生活型態與消費風尚授不在時間中凍結，放與此根

應約都市商業空間結構遂成為一永遠變動不屑的演變過

程。

根據上述消費活動級的兩項特性，在經驗研究上，

我們可以透過下列個頃事實來加以展琨: (1)各消費中心

在單:tli/多項活動以及主要/次要活動數量量之約分{布， (2)

主要活動發生的緣由， (3)主斐活動對於消費者的功舟 ，

以及 (4)翠玉買主要活動類型的分怖。經由此間項事實，將

有助於從主要滔動昕蘊涵的文化、生活特質來解釋各消

費中心的性質與功能。(將於本文 f第三部分J乙文中有

一清楚的描述)。

如果，從外來消費文化之影響的觀點來看，我們又

可以將消贅活動大致分為“是在本活動"與“非華本活

動"。前者係指屬生活取I甸的消費活動，功能性意義

明顯，對於當地居民或消贊者而當是日常生活祈必需

的，因而受到外來消費文化的影響非常小。荷後者保指

象徵性意義明顯的消費活動，對於消費者而言是日常生

活需要以外之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活動，囡而受到外來消

費文化的宰制非常明顯。易言之，前者是地區結構it下

往上發展過程中的基本活動 ' it於受到外來消費文化的

影響非常小，因爾在消費活動與商品型態之間的相互作

用關係上，基本上是出消費活動決定商品裂態。浦後者

楚地通結構由上往下發展過程中的非基本活動，由於受

到外來消費文化的宰制非常坊顯，Ill而在消費活動與商

品裂態之間的相互作用鷗係上，則是由商品型態決定消

費活動。如果將活動組中之主要/次要活動與基本/非基

本活動相五呼應來辛苦， ~UOJ發現兩者是相當一致的 。 服

為外來消費文化新產生的非基本活動，問真象微注意義

明顯，通常成為吸引大量消費者前來從事消費的主姜活

動，此一外來消費文化(商品或設施)對於該一地區宜的消費

活動及其設施結構踴係的形成而苦是具有很大的宰制作

用。相反地，非由外來消費文化產生約基本語動，因其

主告演日常生活必需、功能做為支的角色，通常是伴隨主

而由 B 一，



出一個人之所以受人尊敬，主要來自於他本人的卓越表

現之說法。在工業社會糧，財富的擁有成為一個人成就

之主要讀據以及受人尊敏之主要基礎。而且，更必須透

過炫耀消星星來顯示個人的財富，成為地位和受人尊敬的

主要表徵(Sobel，的8 1 :9)。根據許嘉傲的說法，雖然韋伯和

維布倫都討論了凝E臣和榮譽的結構性來煩，並且認為生

活方式是星星望榮譽的表徵，但他們都沒有更直接、深入

地探討生活方式之食質內容， ffij只是視它為探討地位或

階級時之衍生性概念(詳嘉獸， 1988:34) 。 真正直接探討生

活方式之實質內容與迫態的社會學若有宗貝爾(M . E

Sobel ， 凹的 、19日3) 。 他認為生活方式乃是 f 稜明顯的 ，

因荷可辨認出來的生活模式 J (Sobel ， 泊的28) 。 就此一定

義辛苦來 2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必績是外額的，可以被人辨

認出來的，以便表現其億人生活上的某些特質 s索貝爾

又認為，人類是天弦的社會動物，因此，其倒人約，思

想、態度與行為等必定會受他人的影響。設備人的生

活方式，除了反殃出其本人的嗜好外，選會受其在社會

結構上E刷品的位笠，以及其所屬關飽之特質的影響的abel，

1981:必·60) 。 本文基於研究上的需要 ， 將生活方式界定成

為是 f一種F哥哥王表示社會中不同的人在社級階層上具有

明顯差異的基礎，它是可以自消費型態及習慣加以反

映。基本上，一僧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自二芳面來說明

(I)億人社經屬性、社會角色及關係， (2) 日 常活動(如如消

費活動)的頃偉及其時賜與金錢的使照分配 o J
我們可以將值人的生活方式觀念放在商品文化的消

費過程及其消費按態上來看，會發現似有下列軍耍的現

象正在台北市的消費者身上生成，正好供我們用來檢證

消費者生活jj式影響消費活動及空間結構之結果的重要

基礎

(一)在消費行為層次上，每一個人約生活方式說明

的是他與商品的關係是否發生改變以及改變的程度、方

向。易育之，它是在揉討人與物的路係在歷經不同時

代、不何生活環境的變化下產生的變化情形。在此，我

們提出一個假設消費者的償偎著車念不斷的隨著年齡、

職業、教育程度、收入等因京市改變，而價值磁會決定

生活jj式，生活方式決定消費物品。但是，實際上，在

企業環境、消費市場中，不難發現有時候創新的商品被

推出，旦被消星星者接受並使用後，進而改變人們的生活

方式。因此，我們可以說，生活芳式與商品之間的關係

是存在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

(二)從都市生活的角度來看，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基

本上可說是都市人根據菜價值鰻系對於各霞生活領域的

追求。我們除了司將其生活領域盛分為食、衣、育樂、

知毅、人際關係等純屬 2更可將其支持生活存在約空間

或商品加以鸚遠，如此，我們可以得到{閏月I)生活領域中

所墨或出的生活方式。換句話說，這是依照構成日常生

次要活動，這些設總可說是該一

、最底層約要素，對於該一地盔的

形成立全未具有率制作用。

養活動屬“業務" /“生活"性質與主要/坎

基本/非基本活動相互呼應來看，約會發現下述的現

:如果是屬“業務，取向的消費活動，由於其目的位

，因而此一消星空活動乃成為主要活動，加上不同種

~集教不多樣化，造成只是一、三項主要活

，幾乎無故要活動可言。同時此一、二項主要活動大

多來自要求可及性之較高層紋的設施研發生，且可能屬

於非基本活動。反之，如果是屬"生活"取向的消費活

動，街於其逛街性強烈，較無明顯的闊的性，船上不同

種類設施憫之豆豆袋容易且多樣化，函荷造成主要/次要活

動之間的分野不明顯 a同時這些活動大多來自可及住要

求{丘之低層級的設施所發生，且可能以基本活動居多。

更進步地，我們報信都市消星星空閑結構是種將

消蠻行為當做是社會文化琨象最直接的結果，反過來

說，它也是由本主級給海防決定的種經驗。都市消費安

街結憐的複軒在性也正是因為現今社會中社經結構及消費

~態過於複雜ffr致。底下乃針對都市中不同社會階潑的

居民昕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及消費裂態以及外在的社會

成尚，是如何對於都市消費空閑結構的形成產生作用作

一論述。

生活方式或稱為生活裂態的觀念在行銷學及社會學

中討論甚多， {旦始終未有一致的界定(詮2)。在行銷學

中，最一般化的定義是指人們如何去生活以及如何使用

他的金錢與時間。在社會學中，對俊生活方式的研究，

韋伯 (M. Weber)可說是最早的學者之一 。 他認為階級會影

響人們的生活機會 2也進荷影響人們約生活方式，韋伯

對椅級的看法是這樣的「群人有著共同的生活機

會，而這些生活機會乃是經Eti擁有物品或收入機會的經

濟利授所表達出來。而此一生活機會乃至是由在某

經濟秩序中，處置物品或投稿以得到收入的權力之大小

和種類研決定。 J (許姦傲， 1988:33) 。 韋伯對於階級的看

法給予我們很大的歡示。如果將F的盟與生活方式一起來

看，我們可以將生活jj式看傲是社會中有著許多木同約

群體，每一群體均有其類似的生活機會典型態 3恨不同

群體之間在生活機會典型態上卻有區別。同時，支持不

同群體之生活鐵會典型態的條件也都不悶。然而，韋伯

認為階級只是影響生活芳式的初步條件，真正塑造人們

生活方式的是每一個人所處的地位情境 o韋伯總結地

說「階級是依據在佳麗的串串係和物晶的獲得上布

加以分層;地位閻健則是依據自某一獨特的生活方式E時

代表的物品之消費而加以分屑。 j所以，在韋伯的分析

架構複，生活方式支耍是做為區分紛級和地位的描述性

工具(Sobel，的肘 : 8.9)。在韋伯之後含維布倫(T. Veblen)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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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消費品、服務性、休閒娛樂、文化性消妥善事項目

上的能力高低而宮。需求感知詣的是購置買不問種類。不

向等級的高品所抱持的主蓋本態度，以及建立起此一態度

的途彼與芳式。需求優先順序指的是不向社經椅灣、不

肉生活tr式的消星星者在不同等級(如流行將毒、普遍模賞

之分)的苦苦品之問黨棍程度上約差異艾莫對於E常生活中

的主重要性高低。不同等級商品的購賀，義本上是代表不

同的社會諧灣與角色。總育之， rI月費型態 J E牙表示的

是不同社經階層、不i寄生活方式的消贊者與其相對自富的

商品之間新形成的各種關係，然後更進一步看到消費盡

態與空總結構之悶的鞠係。在台北市，不同社經階層的

車里來說踴膳級高低的主張。殷實證研究知，不同的商業

空筒及不向種類約商業設施均各有其不j穹的服務範圈，

從大都會盔、聽個都1p、行政盔、社區乃至當地寫民等

供應範閣，此種或象很明顯地存在台北都會處之中。

其次談到社會風尚的影響，遠在最近年隨著社會結

構、僧人價值體系、消費習偎及型態的轉變而更加踴

販，尤其是發生在高層級的商業地區。這是因為都市之

商業設施約道位決策基本上是消費者取向、利潤取向

的，較高膳級約設施大多懸集於多類消費者易於到違約

高可及性地星星也於人海、資訊的傳播最大立迅速，受到

整個社會風尚的街擊相對她提高， ~詞而較高層級地甚至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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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組合乃反映了大地區(或整個社會)中多類消費者的消費

風尚典型態，也鼓容易、最快速地接受代表社會風尚的

外來消費文化，最後悠於改變整個商晶或版發業產品的

形式、經營方式典型態(王海楷、練坤宏， 1989: 13) 。 台北

市毅仁恆的歐美進口淑女服飾，可謂是領導台北市整個

淑女服飾流行風尚的先驅。又該地區是台北市近年來新

興起的由高中土經階層、高化程度高之人士研居住的高級

住宅蘊四這正說明了高層級地道之設施是反淚出接總社

會中消費者的消費風惜與生活裂態。

總結而富，消賞者的社經階層、生活1J式與消費裂

態，均對於其所發生約消費活動組產生決定性約影響，

故這些觀點應於理論的建構中予以強調。

昆、地直生態觀念

最後，我們介紹「地區生態j觀念。一般而言，都

市的所有設施都座落在固定的地點，而且遊常與其他設

施~集在一起。這設施的空間眾集位是都市空間結構的

一個蒙要研究對象，而且要堅集的後果也聖母整賤的結構發

展有讓大的影響。向持能夠交待在同一地點的設施間的

關係如何，或{可以某些地區較其他地區更能吸引某一特

定的設施等問題，故我例必需針對眾集在向一地區的設

施，就其中的相關性作一交待。

不向齊業設施之E持以會眾集在同一儕地區，除了原

有設施之技貸區位惰性使之與新設施眾集一處之外，主

要原自有二: (一)它們在該地區可享有相同或類似的監位

條件(例如地報及可及性水準) ; (二)該地區有它們共同的

服務對象。因歷史區家或共同監佼僚件而萬里集的設施除

了可能有安問使用的競爭之外，沒有其他顯著而直接的

關僚，荷囡共同服草草對象而眾集者之詞則因每一設施皆

欲自該地處眾集之共同服務對象群中佔取最大之比例，

而在彼此產生了直接影響。從台北市幾個研究底商業設

施的類發來看，這積"樣肉"的相互關遠大約可分為功能

主構與競爭兩大類。所謂功能互補係指兩種或兩積以上

的設施共同提供一總消費者活動組所需的服務，而很此

之間也無功能替代的可能，故功能互補的設施可同時存

在設一地道，而立其中至少會有部分設施函依賴主要設

施而獲利。這種功能互稽的設施飽含在街有的研究盔中

都存在，顯著的例子包括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大飯店與古

叢藝品店，茵河釘的電影院與餐飲店、 s貨公筒，以及

公館東海亞戲院與小吃店。新調功能競爭AU指同類或相

似設施閱功能替代之可能性而造成之對共間消費群之訴

求。相間或相似設施類型之廣以會在同一地區出蹺，是

間為~集規模所提供的比較選擇商品或艘軍善之機會會引

來額外的消費者。籲著的例子包括台北市教仁隘的高級

淑女服飾店的~集，廈門街的舊貨行眾集與茵河叮之背

少年服飾店萬里集等，這種窩里集規模而導致之股灣獨擴大

也是地區專業分化的主要動力(王鴻楷、陳坤宏， 1989:12甸

13) 。

商業地區在設施耳里集到相當程度之後，將會有幫個

重要的現象存在: (一)它級常會出Z足以某少數幾類型設施

為主導而以其他類型為附屬的基本發展il'l態，該地區的

服務廚(或層級)端棍支導設施類型之性質而定，服務摺內

消費者對消費地區之選擇也可能基於他對主導設施之功

能的認定，進荷決定消費者與主導設施聞之生態聽係及

其在生活層扇上約意義。更在藍的，不同生活1J式、社會

階層的消費者，可能會因為這種生態蹋係上的不同，而

決定了不悶的消費型態。同時 3基於消費在本質上是文

化的觀點，商業設施在型態上所反映的不但是消費文化(

商品)的生產方式及其運作模式上的特色反其背後研潛藏

的本土/外來/採倦、傳統/現代等文化杖會意義，而且說

調了消星費者的生活 1J式及其消費活動的特徵。且時以，從

商業設施的文化社會特質可以瞭解各消贊中心的性質與

功能。(二)設施之空間里展集之另一可能發展後果是一地區

的商業設施暈(無論肉類或其類)超過一“規模門撮"後，

由於規模本身所造成之吸引力以及隨應規模而來的交道

或其他公共投資所造成的相對區位利益，均將使高層級(

或眾集)地區中部分設施類到之眾集加速而有利於地區的

發援。這商業地區內部發展之自律性以及消費活動組對

空虛偽都市商業空德結構的影響，顯示出綴濟、行為及這

位決策等力最均有助於都市商業空間結構的形盤。故應

於理論的建構中予以強調。

參、一個新的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理

論的建構:文化及生活向度觀

照下約消費空閑層級結構的意

義

經由上頭第直在設對於本文E育界定的幾儕觀念的深刻

討論與反省，本康乃試國加以歸納、簡化成為從「空閑

結構的文化性j此一論點出發，討論這些觀念之間相互

關迪、彼此作用的現象與效果(見盟軍j)。

茲分述如下:

(一)討論消費文化擴散的問題，我們應該追繳“文

化聽品"的起源。該一名詞典艾哥尼(J. -C. Agnew)提出的

“被商品化的文化象徵" (“ co血rna吐ified cultural symbols

" )概念相返。它意搶著消費者使用消費住藏品均帶有文

化健、象徵化目的，這些敏消費者賦予文化意義約消費

住商品，我們稱之為“文化商品"與此相反，未帶有文

化意義的消費住商品稱為“物質商品"。一般而言，基

本維生消費、普通消費、通俗文化娛樂與消費大多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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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fE

消費者 文化高品 工業生且是

t時符號消變
科技部新

社經階層職業、
商品市場型態

教育、收入(菁英 i 草種 i

如廣告、流

分子)增
行、傳插媒自費

文化取向(品味)

生活方式
物質商品

1 商品的 豆豆妒 、 消星星 ;

的話求提高

中心/邊緣EE家在文化、經濟

地位上約不對等、不均衡

設施類型及

生態關係

i自贊空間

!曹級

設施盡態的

文化社會特質

f自 星星 中心的性質與功能

國1 本文理論架構組 : )肖翼文化的擴散與j商量運史閩中心/邊緣麗級關係形成之模型

資料來漲。作幸自行學壇， 1990 。

質商品;形象消費、精緻文化消費大多屬文化商品。所

有的商品介乎物質高晶典文化商品之間、只是偏向程度

有別。由於有些消費者有意識或無意議地將物質高品與

文化商品處分閑來 s或將?再星星性物品帶有強烈象徵某種

階級、地位與財富的態度去使用 E研以，資本家、廠商

往往會善用科技的結果，創新i挂起，一再推出嶄新的產

品，對 E常物質生活不斷提供更新奇、更方便的需要

品，以煩應此種現象的存在 a尤其，高品都不是以單獨

的發態展現， I車常 都是在一些襯托下(如包裝紙 、 單單案 、

品質等)是琨出來。換句話說，商品都是在文化的包裝

下呈現在世人面前。而這樣文化包裝的高為在科技約協

劫之下更是容易出現，這也許就是研諧的科技產品商品

化的必然結果。另外，高品市場設態約作舟的結果也使

得文化商品的意識形態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3最明顯的民

告、雜誌、時尚流行的影響。就像玫頓(R. Benton)且就是

f廣告使得人們很正常 士也不滿意於既有的東筒 ， 而喜歡

更新奇、更好的東西。 J r廣告促使中產階級在內心框

架中不斷地被教導必需追求新的東西。 J (Benton ,

1987:246) 。 遙無疑說弱 了人們在追求文化商品 的過程

中，廣告掛滾著非常靈耍的角色。相反地 s由於科技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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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會跟著增加或轉變，而且人們對於商品的需求是伴

隨著羨妒而來。的認以牟利為主導的商品生產必然鼓勵

消費，車II撤消費也就等於增加人們約需求。在這種情形

下?消費市場必然擴張，商品生產的誘mJ愈大，符合資

本社會中生產的義本原則利潤與投資報酬的基本原則，

而且科技創新、企業市場的發展的誘您也跟著愈大(Fira t，

1987:256) 。 從另一角度來看 ? 消費者 再欣賞科技創新

的最品，也會鼓勵生產者不聽奇地發展科技以支持這些產

品的生產。這綴著法是在車自韋伯。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市

場經濟中，一般的償債鍛均認為H毒品市場是用來提供消

費者一切需要之最自由、最民主的手設多mJ而一般消費

者均顯!i!!:鼓勵那些足以擴充市場的產品行銷，因而給予

!£g筆者有搜會去發展科技生產更多 、 ]!新奇的產品的ra t，

19日7:257) 。

(自)我們知道，消費者在中土越精月輯、文化取肉、生

活方式上的特性與消費文化(商品)之問互動的結果，均會

具體地展現在每一商業地j革中我們所看到的消費活動組

與其相對應之設施所構成的地1ii1i!£態上。活動組反映的

是消費者的文化背景與生活方式，而地區生態反映的是

設施的文化社會特質，二者不但表現出消費者與設施本

身研草草涵各種的文化社會意義，更是界定了各消費空間

的層級性高低 3也界定了各消費中心的性質與功能。

(五)最後，我們再看看如何將上商所提到約文化商

品的鐵散、科技:iiU新反商品市場製態、消費者文化取自

及生活1J式、消費?吉動組、地區生態，以及中心/邊陵

地位關係等與治安現象有直接關鐘的重要觀念lfr產生的

各種效果呈額在都市空憫之中。事實上，我們級自前首

諸概念及事實的觀察可知 E 這些文化消星星的社會及文化

函義，基本上是接過商品之服務人口的社經及文化條件(

需求商)及商品支付地E且能力的區位條件(供給區)辦做主要

罰黨來決定各種文化消費品在空間中的位置及其共同形

成之整體的空間結構關係 a一般說來 9位居都市所謂高

層紋中心的區位，其居民或服務對象的社經及文化條件

均較低層級的接撞地區來得優秀旦高級，同時其所在區

位的地價往往也較邊經地[lITi高出甚多。依此推論，愈高

!曹級的文化商品愈有優厚的條件前往中心地區設店，乃

殷它不但擁有足夠的能力支付得起高地慣，而立它具有

都市的菁英分子為其服務對象足以支持它的生存之故。

反之?較低層級的物質商品大多只能夠在邊經地直至設店

生存。因荷造成都市較高層的中心地盡其文化商品設施

家數比例高、符號性消費iii動類型較多，而較低廢級的

邊重重地~其物質商品設施家數比例高、功能性消費活動

類型較多的空間層級結榜串串係。如果從商業設施的文化

性來看?較高層級的中心地區文外來文化的設施家數比

例高，而較低層級的邊般地隨其本土文化的設施家數比

的作用， i也會稜廠促使更多的消費者對於許多

高品賦予文化意義也進而帶有象徵味道地去接

、使用它們。

(二)接著討論文化商品約擴散與中心/過綠地位之

關係。換句話說，我們探討的是中心感家的文化高

家?立被當地的消星星者加以jfiJf話的

前所述，中心對邊涯的影響與按約是全面性

包括政治、經濟與文化整艘，終使邊陸社會(地區)的

。我們發現 3由於

關家掌握有較優良約科技條件 3的而他們的產品在

與品質上的確是比邊緣賊家的自製品優良，自然也

成為文化商品 c草草陸國家的當地居民在追求文

晶的過程，從心環帶有i商品的“羨妒"的情懷(B ell

讓斂政， 19日5: 17) ，進荷把它當成也地位"與“麓

的弊定標準。所以當羨妒深懷入般人的日常生

中?把中必國家的文化表琨形式和價值觀加以日常

化僻，乃成為中心關家文化高品能夠路散約必要社

。當然要使文化商品的擴散與中心/星星撞地位之

的劉係要明顯化，尚需考慮另外一個人為約因素，那

色了。知識份子被視

中的新食菁英，具有一定的影響魅力 3他們的屋里

中人們效傲的表率，他們的價值也成為社會

。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從中心杖會學習到的

式與文化取向遂成為社會地位指標的依據。 E暗

中心社會之文化商品會迅速地在星星陸地區產生擴散

知識份于的領位和 E常生請被中心文化「司化可以

重要的人為力盤。這說紛了進稜社會中具有特

、文化取向與生活方式的治安者(通常是前述

的知識分子、菁英分子) ，才會有充分的條件去率先

使為來自中心社會的文化商品，而逐漸帶動影響

。同時，根據佛勒史來(M. Featherstone)的

，在消費世界中的優勢簡體往往會試劉建立新的品

、嘉軒的生訊方式，Ill以維持並發展既存的與其他團體

。 (Featherstone， 198i:6恥65) 。 這一點是會存在

中的。棺皮士血，文化商品不論在商

的改變 s也會促使消費者約消費型態、

，這與儕瑞特(A. F. Firat)的

。他認為，大蜜的產品及品牌約不斷分化

，會促使多樣化的消費選擇，而且這頭產品

Hl是有ll!J於擴散現象的問t. 1987:259-260 。

(主)我們再來看看消費者約商品需求與科技創新、

品i'/1場發展之悶的串串係。貝爾 (D. Bell)曾經指出資本主

，而不是需要(Be宜， 1976:22) 。

，而是一種社會刺

出來的慾望。隨著社會中刺激的增加轉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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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i寓 。 而採{告文化頁u棍各消費中心的性質而定 ， 興地區

層級高低未有1i:援的獨遠。

(六)同樣的，在上述文化高晶的擴散、科技鉛新及

商晶市場型態、消費者文化取向及生活}j式、活動組，

地區生態以及中心/邊陵地位關係等觀念共同作用之下

l!Ji形成之安聞層級結構關係一旦被彩鑿出來時，它會反

過來影響上述諸觀念的運作。最明顯的是它會影響消費

者對於存在不同消費岔詞中之文化消費品的繁體意象，

以及消費者對於不同消費空間的選擇布從專鱗頁，進而

改變消費者的消蠻行為、文化品味及其生活}j式。

綜言之，本文用以建構理論製構的問個觀念一(I)符號

消費、 (2)空間中心/邊緣結構級係與消費文化的擴散、

(3)消費活動及其在 日 常生活中的功能與意義 、 以及(4)地

區生態，均以文化/空間相互整合的觀念為主軸形成彼

此影響，前後一貫的邏輯，試間對於都市消費岔開結構

現象在文化脈絡及社會涵構之中的結果有一更深入的解

釋。

基於「空間結構的文化性j此一論點，我們曾經在

台北市的忠孝東路四毆、 f言義路二設及東闊街三個商業

地邁進行經驗研究。主要藉助(I)消費者約社經階層及文

化取向， (2)消費活動與 日 常生活之間約聽係 ， 以及(3)商

業地區在消費文化擴散過稜中的地位等三方商去加以檢

證此三個商業空間的廢級結稽鷗係。如果發現在"從文

化、是指的觀點來切入都市消費空間結構約現象"此一命

題上已經可以得到初步的成果。 (H 芷 Wang &芷 H

Chen, 1990h) 。

最佳，我們針對「在空總結構約文化性分析下所建

構成的理論架構下，應該如何去理解消費空凋層級性的

:i!:義j此一問題提出看法 e從本文「第一部分J關於都

市消費活動及空間結構的理論與研究的回顧與批評，我

們發現中地議論式的消費受驚理論與消費者行為、認知

研究取向約消費安構理論這爾大文玉皇翰，均從各串的立

論根據來討論層級結構的凋題，且都承認廢級性的存

在。本文綜合前述四個觀念及其}j法論，從文化及社會

意義研究取向約消費空夠理論來關注都市消費空F高層級

結構的形成及其意義，顯然地是與這梅女環論有很大的

不間，如表IE哥示。

由表l可以看出， 1930 、50 、60年代的學者受到中地

理論的影響 ， E時提出的消費空間理論受到經濟法則的支

配很大，完全自商業設施的規模、功能數目(家數)以及H~

務齒的大小來判斷不符商業空間之愣層級性約高低。到

了 1 97 0、 80年代，若干學者重新從消費者行為及中土經屬

性的鼓點來觀照都市三級活動及空間結構的問題。他例

是從需求商出發，考慮消費者行為的差真以及中主經屬性

約變化對於苦苦業空間路級性的形成與變化所造成的軍大

影響。這種從消費者需求區出發的研究取向，是與中地

理論式從設施供給面出發、末考慮消費者的研究取向大

相徑庭的。本文自文化及社會意義建構約消費空間論，

基本上除了採周前F哥大文理論的觀點一一服務隘的大

小，以及消費者行為、社經階層外，主要再從「空情結

構的文化性J此一論點共同建構而成。易言之，本文的

理論梨構是認為一個都市消費空間的層級結構瞬係的意

義，是應該同持自下列四個層面來環解才行。(J)版發圓

的大小， (2)消費者行為及社經階層 ， (3)消費活動在消贊

者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角色與意義，以及(4)各商業

總在整他消費文化擴散過程中的相對地位。這種靈新檢

視消費空間麗級的意義的研究取肉，正是本文理論架構

約功用統在。在經驗研究上，本文擬將台北市六總商業

地適的實際消費活動與空間鞠係放在此間個層面來加以

檢鐘。同時經由本文新提出的四個觀念，以共同驗買賣下

列兩項假設(I)都市中消費空祠的 f處級j結構關係是

可以出消費文化的擴散現象在空間的中心/邊緣地位來加

以建立的; (2)消費 f 中心j 約性質與功能是應該由消費

者的消費活動、生活立于式以民設施星星態在文化社會上與

生活上的特質來共向加以界定才行，而且每一個消費中

心各其有獨特的、深刻的文化與生活意義。本文 f第三

部分j郎分別進行此間環假設驗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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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長1.王三大理論派別討論空闊層級恨之比較表

理論派耳目 代表性理論 立論根據 探討層級性的角度

克氏(W. Christal1er)

中地理論(1 933)

洛許(A. Losch)級濟

地:Ill:模型(1 954)

早期歡美學者的商業空

中地遑論式 問研究(1 929- 1 955)

民瑞 (BJ.L. Bertγ) 設施的規模、功能

的消費空間 都會r&商業空興結構模 經濟法則

毅(1 963) 服務國

理論 學蒙(K.S.O. Beavon)的

修正式中地主里論(1 977)

日本學者的商業空間研

究(1 968- 1 985)

圈內的商業空間研究

(1968-1985)

貝瑞典蓋g遜(BJ.L

Berry & W.L. .Garrison
三級活動理論(1958)

賴斯頓的。 Rushton)

的行為/空闊模型(197 1)

消費者行為 .大街(R.L. Davies)的

購物中心層級性IX系統

、認知研究 發展模型(1972) 消費者行為的菱具

稻昱~{J.A. Dawson)的 消星星者行為

取向的消費 零售地理之制度性研 與中土經屬性

究架構(1980) 午土經借題的變化

空間理論 ﹒波特(R.B. Potter)的

消費者知覺、行為與零

售區位模製(1982)

貝瑞(BJ.L. Berry,
etc.)等人的現代化中地理

論(1 988)

國內的商業空鵝研究

(1975-1987)

文化及社會 本文建構的理論( 1 900) 服務關

意義研究取 空閑結構的 消星是者行、社經階層

向的消費空 文化性 消費活動在生活中的

向海論 15 、 功能

消費文化的擴散

資料車祿，作幸自行安理，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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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與“文化商品"的界定?誇

參設第{一)點所述，此處不另做交待。

生活芳式j在行銷學中的界定

Busta益， T.P 與Pessemier， E.A:
認為生活Jr式研究應考慮Jif.品群

變數之間的關保。強調態度(atti

(a. c ti v i t i e s ) 、 以 及馬來分類

("sfatetlvari<ibles) 。

2.Wi吋， Y 與Green，iP志..

此二人接受所謂生活1守法是

花費時肉、金錢的JrJ!<

個人的生活Jr式可以

純度﹒

(])商品與n~務

(2) 活動 、 與

(3) 偎依體系

(引性格特

(5) 態度倒也

rill~§p~tial· Theory of Consumer

一個綜合(1)househol吐 consum

(2)time' 以及(3)locomoti叩等三

。又提出"Locomoti on in Human
本上是整合了時間分配理論與新

、
2報學究研鄉城與築建學大灣A口

。】

立
扣
吵

鬧
蚓
U川

宏
《
的

〈國家角f豆、依賴發展與階級路係一從四本

有串串台灣發展約研究談起><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 1 (1):117仕的 。

1988 <符號社會的消費) (記號化社會消費)…

黃恆正草書，台北遠流。

險坤宏

1989

1990

被府來

社會生活型

N.et.al . 兵車E

:rgUin Books,

許置喜歡

《台北市東區中心商業區之研究》碩士論

文，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研究研。

〈依賴發展下進軍1Ui，1家都會區中心消發空

間結構現象約形成及其意義> <雙向結構

理論學期報告》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

所，工 1 24 0

《台北市消費空閑結構之形成及其意義》

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

研。

1988 <社會結構、生活風格與消星星支出> <中星星

社會學科) 12:33-52 。

1雪宏志

1989

菜敢政

1985

駕車持生皇

1985

'ifue" 的看法 ， 認為應

住活動畫畫態。城市的

映並引導了時空的軌跡。

。與 J:lila. ， i ..Ql1ang;.r

《城市一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

釋) ，台~~﹒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

〈文化優勢的擴散與「中心一邊經j 對偽

鞠係> <中劉社會學科) 9:1-侶 。

《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一

版，台北豆流。

Arnheim, R

19日2The Power of the Center.Universitγof Gali

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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