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步行者在都市環境之移動與空間選擇行為，長久以來，不僅是相關領域研

究者關注與探究的議題，亦是規劃者在進行都市空間規劃與分析之重要課題。其

中，對步行者行為的了解，更是進行都市空間分析的重要課題(Kurose, Borgers, 
and Timmermans, 2001)。一般來說，步行者的活動行為與空間選擇，會受環境資

訊與過去空間經驗等認知之影響，步行者在複雜的都市空間中活動時，如何在環

境中進行空間選擇？在空間選擇時，步行者對空間之認知狀況，又會對其空間選

擇產生什麼影響？則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綜觀過去探討都市步行者移動性空間選擇(spatial choice)註 1，多屬於個體連

續性空間選擇之範圍，而此類型之研究，多以重力模型(gravity models)嵌入
(embeded)馬可夫鏈(Markov chains)來預測行人之移動(Borger and Timmermans, 
1986，Gipps, 1986，Lovas, 1994)；此類模型之探討重點，不是在建構效用極大

化的空間選擇模型，就是建構多重旅行目標狀況下的空間選擇模型(Borgers and 
Timmermans, 1986)。而此類研究之假設，多是將個體空間選擇視為是效用極大

化(utility-maximizing)的行為(Kurose et al., 2001)；Timmermans 與Golledge(1990)
認為，此類模型僅能描述可觀察的交互作用模式，卻未能完整解釋模型。然而，

此類模型訴求重點不在於個體空間選擇，而是在分區間之定位或是從跨分區之聚

集個體選擇結果的交互影響模式，因此，此類模型之參數(parameter)會高度受到

被選擇分區系統之影響(Timmermans and Golledge, 1990:312)。 
但爭議的是，聚集空間交互影響模型僅描述了可觀察的交互作用模式，而

未能完整解釋個體空間選擇，此外，由於此類模型之假設前提，多建立在個體對

所處空間環境，具有完全資訊的情況下，而現實世界中，人對於環境之了解程度，

會因其認知程度不同而有所差異，無法形成熟悉完全環境資訊之情況，使得前述

研究假設無法反應真實現況，因而使得研究結果與實際現況產生相當之差距。此

缺失開啟了以認知─行為途徑，來尋求了解個體決策過程方向研究的發展

(Timmermans and Golledge, 1990:312)。 
因此相關行為選擇模型更進一步地發展，這些發展模型之概念，明顯地以

環境中的行為選擇為基礎，藉由知覺的考慮、偏好之形成作決策，它們假設個體

選擇時受認知展現特徵之影響，比受環境本身特徵之影響要多，其假設個體定義

認知展現屬性之主觀效用(subjective utility)，藉由混合某些規則或自行發展決策

來混合這些效用(Timmermans and Golledge, 1990)。然而，從這些設定人們用自行

學習發展出誘導式(heuristic)選擇模式為前題假設之相關研究可知，此種假設即

                                                 
註 1
本研究所指的空間選擇行為，泛指人類在都市旅程或在建成空間(built environment)中，對空間

選擇之行為，其包含了起訖點、活動地點等在都市輪廓中點空間之選擇，以及路徑選擇等連結兩

個或兩個以上地點之線狀空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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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空間認知納入個體空間選擇之考量(Säisä and Gärling,1987，Gärling Book and 
Lineberg, 1986，Kurose et al., 2001)。此類研究走向，拓展了探討個體空間選擇之

另一研究途徑，並確認空間認知(spatial cognition)註 2在空間選擇研究議題上之重

要性。 
空間認知研究關心的是個體獲得、組織、儲存、回憶訊息的方式，訊息包

括地點、距離、以及物理環境的空間安排；空間認知縱使涉及個體心像之表現而

有缺陷，但卻很有用；規劃者透過對個體空間認知之了解，可進而得知個體思考

環境的特殊方式，因而可幫助規劃者作更好的空間設計(蕭秀玲、莊慧秋、黃漢

耀譯，1991：44)。由此可知，了解個體空間認知，將有助於研究者了解真實世

界中，個體進行空間選擇時，真實的思考方式與途徑。透過對個體空間認知內容

的探討，亦可幫助規劃者了解，都市空間中的那些元素，對使用者個體認知形成

重要影響，這些元素如何透過空間認知與學習之過程，影響個體之空間選擇。 
因此，從規劃者之角度來看，欲有效營造良好的都市空間體系，了解步行

者認知空間之方式，及空間認知結果如何影響空間選擇為一重要課題；然而，吾

人欲從空間認知的角度，探討步行者活動時個體空間選擇之議題，應該先對影響

個體空間選擇之因素中，有那些會受空間認知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因素對個體

空間選擇之影響關係組成進行探索，才能整體性地了解空間認知在個體空間選擇

上所扮演之角色。 
近年來在空間認知(Spatial cognition)研究方面，相關研究探討空間認知對個

體空間選擇之研究，多是以實驗室實驗、或是以田野調查之方式來進行探討。然

而，從這些相關研究發現，空間認知對於個體空間選擇確實具有重要影響(Gärling, 
Book and Lindberg,1986，Säisä and Gärling,1987，Timmermans and Gärling,1990)。 

此外，另一個探討的重點，則是討論空間認知對人們找路行為之影響，以

及個體是以何種形式，將空間知識應用在找路課題上(Weisman, 1981，Gärling, 
1989，Cornell, Heth and Albert, 1994，Raubal and Egenhofer, 1998，陳格理, 1999，
Prestopnik and Roskos-Ewoldsen, 2000)。此類研究在探討之內容上，多為以實驗

性之方式，來確認個體空間認知之因素對空間選擇之影響，至於在研究使用之方

法上，不是以田野調查與實驗方式為主，就是以量化分析方法如羅吉特模型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複回歸分析或數量化Ⅱ等為工具進行分析。本研究認

為，現今解釋個體空間選擇議題之研究，具有以下之缺口： 
 

一、多數空間選擇之研究雖已將個體空間認知之議題納入，但在探討空間認知影

響空間選擇之討論議題上，仍相當片斷，且空間認知之相關研究，偏向以實驗或

田野調查方式，對各類影響因素進行討論，缺乏以整體性之觀點，了解各項影響

因素對個體空間選擇之影響型態與方式。 
                                                 
註 2 Hart與Moore(1976:21)認為，空間認知是個體對空間結構(structure)、實體(entities)與關係

(relations)之內在認知展現與知識，換句話說，即是個體在思考中，對空間之內在反應(internalized 

reflection )與再架構(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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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多研究使用的量化模型(如回歸模型、羅吉特模型)，在展現應變數與自變

數間關係時，對自變數有均應為可觀察變數之限制，對於無法直接測量的隱性變

數(latent variable)與應變數之關係，則無法得知。雖然過去研究已證實空間認知

對個體空間選擇的重要性，但空間認知此一變數，卻是無法量測之隱性變數，因

此，此隱性變數對個體空間選擇之影響究竟是直接影響或間接影響？其影響程度

如何？至今仍缺乏討論。 
 
三、此外，在探討空間認知之研究方面，吾人發現前述相關研究中，對於空間認

知結果到底可由哪些測量變數組成？空間認知結果又如何影響個體空間選擇？

其影響網絡如何等課題，亦未有研究嘗試探討。 
     
    基於上述對相關課題與研究之分析，因而激發本研究以整體性之角度，探討

步行者空間認知對空間選擇影響之研究興趣。 
 
 
1-2  研究目的與內容 

本研究擬從個體步行者之角度切入，將研究重點放在討論步行者腦中的空

間認知對空間選擇產生之影響、影響步行者空間選擇意願的空間認知結果又如何

形成？以及包含了哪些內容等議題進行探討。本研究試圖將“空間認知＂此一不

易量測之隱性變數(latent variable)，對步行者空間選擇之影響，以關係網絡之形

式呈現。 

因而衍伸出以下之研究目的： 
一、探討步行者空間選擇之順序，及空間認知對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 
二、建構步行者空間認知影響各項空間選擇意願之影響程度、方式與途徑。 
三、建構影響步行者找路判斷之影響架構。 
四、探討影響步行者空間選擇意願之空間認知構成形式。 
五、了解步行者找路判斷對空間選擇之影響關係。 
 

而根據前述研究目的，可將本研究之研究內容列述如下： 
一、本研究為一橫斷面之研究，將步行者空間認知之結果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對空間選擇之影響，以橫斷面之方式呈現。 
 
二、本研究為一探索性之研究，期望建立步行者空間認知，影響以下空間選擇之

影響模型： 
(一) 活動地點空間選擇。 
(二) 路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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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外，本研究期望透過建立以上影響模型，了解以下內容： 
(一) 探索步行者空間認知對各項空間選擇意願之影響。 
(二) 空間認知與其它影響因素間之關係。 
(三) 其他因素影響空間選擇意願之方式。 
 
四、探索影響步行者空間選擇的空間認知結果構成形式與內容。 
 
五、本研究探索影響步行者找路之因素、影響因素間之關係、以及各項因素影響

找路之型態，並討論步行者找路行為與各項空間選擇之關係。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根據以上之研究目的與內容，並衡量本研究之人力與時間限制後，本研究

將研究範圍進行以下之界定： 
 
一、由於步行者目的性活動之不同，將造成各項因素對空間選擇之影響形式之差

異，因此，本研究以休閒逛街為主要目的活動型態之步行者為研究對象。並以個

體步行者為主要研究對象，對於團體型態步行者之空間選擇在此不予探討。 
 
二、為有效控制車輛干擾對個體空間選擇意願形成之影響，本研究擬以都市商業

行人徒步區為研究場域，探討徒步區休閒逛街之步行者，其空間認知對空間選擇

意願之影響。 
 
三、儘管「台北市徒步區闢建及管理維護辦法」中，對都市行人徒步空間有其定

義
註 3，由於本研究是以步行者空間認知為出發點，故於研究之徒步區空間範圍

上，並不僅止於前述辦法中所定義或規定之範圍，而是泛指商店街中之行人在此

逛選、逗留進行其他活動之全天候開放之公共可及空間。 
 
四、本研究探討步行者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如何影響個體空間選擇意願，對於空

間認知累積之過程與實際空間選擇行為則不討論。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下列三種研究方法作為主要之研究方法： 

 

                                                 
註 3
根據「台北市徒步區闢建及管理維護辦法」所指之徒步區，乃指「經市府核定提供行人全日

性或時段性使用之街道或其他步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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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質化訪談 

本研究之主要內容在探討以休閒、逛街為主要目的性活動之步行者，其空

間認知對空間選擇產生的影響，然而過去研究中，專門探討此議題者有限，且對

相關議題之分析內容，僅停留在個別變數分析之階段。因此，本研究擬藉由質化

訪談之方式，以完全不預設立場之訪談問項，析離岀影響休閒逛街活動之步行

者，空間選擇之因素及因素間之關係，並建立步行者選擇空間之順序。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中之探索性因素分析，具有找出資料集合中共變異

數(covariation)所對應之隱藏因子(latent factors)與數目的特性；因此，本研究以本

法將影響步行者空間選擇之諸顯性變數(manifest variables)進行因子歸類，以簡化

影響關係。 
 

三、結構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結構型方程模式(SEM)之特點，在將數學式展現之因變數與應變數之關係，

轉變為路徑圖之方式展現，故對本研究而言，應用本研究方法可幫助研究者，從

因子分析所得之諸潛在變數與顯性變數之間，找出彼此在影響上之關係；將步行

者空間認知對空間選擇之影響型態整體性之呈現。 
 
 
1-5  研究流程 

現以本論文之章節配合研究流程進行說明，現將各項章節內容簡述如下： 
 

一、緒論 

本部份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擬定出研究目的與內容、研究範圍與對象、

並簡述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 

 

二、相關理論與文獻歸納 

本部份分為空間認知理論、個體空間選擇影響因素、找路行為影響因素三

部分，針對相關理論與文獻進行回顧，並將回顧\內容歸納小結後，對影響步行

者空間選擇之因素進行歸納。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建立 

本研究以文獻歸納之相關理論為基礎，於本章中分別建立研究架構，並確

立研究方法。在研究架構上之建立方面，本研究採取理論歸納配合實證調查分析

之方式，將研究架構分為七個步驟，依序完成分析步行者空間選擇之順序、初步

擬定步行者空間選擇之變數、建構步行者空間選擇之影響模型，並驗證此影響關

係模式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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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與影響模式之建立 

本章主要目的，在建立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以及影響模式。根據前

章擬定之研究架構流程，本章將內容分為下列幾項： 

(一)初步界定影響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因素與衡量變數。 

(二)以實證方式建構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 
(三)以理論及實證結果歸納之方式，建立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意願影響模式，並

以此模式作為下階段模式驗證之依據。 
 
五、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模式驗證結果分析 

本章實證分析分成兩階段，第一階段建立步行者空間選擇的影響因素，第

二階段驗證步行者空間選擇之影響模式，以確認步行者空間選擇之影響模式。 
 

六、理論驗證與分析 

本章以前章驗證之模型為基礎，分析比較步行者空間認知對各項空間選擇

模式之影響，並以此驗證結果，與相關理論進行比較，以確認相關理論在本研究

範圍之可應用情形。 

 

七、結論與建議 

本章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論後；再提出本研究之限制與後續研究之建議。 

 

至於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則如圖 1-1所示： 

 6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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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空間選擇因素歸納 空間認知理論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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