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步驟與研究方法 

繼前章探討相關文獻與理論並歸納後，本章即針對研究步驟進行研擬，並

確定研究方法與實證研究地點，現即將各部份內容分述如下： 

 

 

3-1 研究步驟之建立 
前章探討相關理論後，接著建構影響步行者空間選擇之因素與影響概念模

型。由於過去討論此部分之研究，在探討之內容上較片段而缺乏全面性之探討；

因此，本研究在研究架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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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驗證影響模型等工作。 
在各步驟之作法上，本研究歸納過去研究結果，並配合對步行者進行質化

訪談，初步界定影響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因素與衡量變數後，再依照Gerbing與
Anderson(1988)的建議註 1，運用探索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以下
簡稱為EFA)，以實證方式建構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接著再以理論及

實證結果歸納之方式，建立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意願影響概念模式，並運用結構

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以下簡稱SEM)，以實證之方式，驗證影響概
念模型。 

現即將詳細之研究步驟說明如下： 
 

步驟一：相關研究歸納 

本階段歸納過去有關個體空間選擇相關之研究成果，擬從過去研究成果

中，初步界定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變數，作為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變數擬

定之理論根據。 

 

步驟二：質化訪談分析歸納 

本階段以西門徒步區內之步行者為訪談對象，以不預設任何立場之開放方

式，對步行者進行質化訪談，從對訪談結果之分析歸納，了解步行者在徒步區內

從事休閒逛街等活動之模式與流程、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因素、以及步行

者空間選擇順序，作為步行者空間選擇順序建立，以及各項空間選擇影響變數擬

定之實證依據。 
 

步驟三：步行者空間選擇順序分析 

                                                 
註 1 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建議，操作SEM時，若過去相關理論不足以支持影響關係之構面 

與衡量變數之關係時，可運用探索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作為發展構面之方法 

，以實證結果來補充影響概念模式建構時理論缺乏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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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綜合相關研究歸納與質化訪談分析之結果，分析以休閒逛街為目的

性活動之步行者在區內活時，各項空間選擇之順序，了解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

影響關係，並作為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影響變數擬定之參考。 
 

步驟四：步行者各項空間選擇影響變數之初擬 

本階段綜合相關文獻整理與深度訪談分析之結果，綜合理論面與實務面，

初步擬定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變數，並以此初擬之影響變數作為 EFA 問
卷問項擬定之依據。 

 
步驟五：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之擬定 

本階段乃依據前階段初擬之影響變數，進行問卷題項設計，從前階段初擬

之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變數中，找出影響步行者空間選擇之潛在因子結構，以利

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架構之建立。本階段運用探索式因子分析(EFA)為分析工
具，以實證方式擬定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作為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關係建

立之依據。 

 

步驟六：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概念模型與研究假設研擬 

本階段依據 EFA分析結果，並配合過去相關研究與訪談歸納成果，建立步

行者空間選擇影響概念模型，並針對各項影響關係研擬研究假設。 

 

步驟七：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模型驗證 

本階段運用問卷調查之實證方式，應用結構型方程模式(以下簡稱 SEM)，
驗證前階段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概念模型與研究假設，以確認並修正步行者影響

模型。 
 
以下即將研究架構展現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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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訪談分析歸納 相關研究歸納 

步行者空間選擇順序分析 

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影響變數之初擬 

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之擬定 

(運用探索性因子分析(EFA)) 

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概念模型與

研究假設研擬 

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模型驗證 

(運用結構方程模式(SEM)) 

 

圖 3-1  研究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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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式分析方法之選擇 
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個體空間認知對空間選擇之影響，研究重點放在個體

步行者空間認知與空間選擇在影響關係上之描述，因此，在模型之分類上，本研

究應屬於敘述性模型。此外，根據前述擬定之研究架構，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之選

用上，擬以下列幾種分析理論組合成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以下將各種方法

之內容、特色及應用於本研究之合理性分述如下： 
 
 
3-2-1  質化訪談 

Babbie(1998:455)認為，質化訪談是在訪問者和受訪者之間針對研究的概略

計畫互動，而不是一組特定的問題，必須使用一定的字眼和順序來詢問的方式。

質化訪談就是在本質上由訪問者建立對話的方向，再針對由受訪者所提出的若干

特殊主題加以追問。理想的情況是由受訪者負責大部份的談話。 
Babbie(1998:454)並引用 Rubin與 Rubin的看法，說明質化訪談的設計是彈

性的、反覆的、持續的，並非事前加以準備然後受其束縛。Rubin與 Rubin認為
“質化訪談的設計是反覆式的。這表示每一次你(訪問者)重複蒐集資訊的基本過
程，加以分析、篩選、測設，你(訪問者)就愈接近研究現象清晰可信的模式。＂
“質化訪談的持續性所指的是，在研究過程中一再地修正問題的形式。＂ 

雖然訪問者可以根據要問什麼的清楚概念來設計訪問，田野調查的一項特

殊優點就是田野情境中的彈性。由訪問者最初的問題所引發的答案可以形成其後

的問題，在這個情形下，只問事先構思的問題並紀錄答案是沒有用的。訪問者必

須發問、聆聽答案、詮釋它對訪問者研究的意義，然後更深入的挖掘之前的答案

而架構另一個問題，或是重新將這個人的注意力拉回到與訪問者研究相關的主題

上。簡而言之，受訪者必須能夠幾乎同時聆聽、思考和談話 (Babbie, 
1998:455-456)。 

 
一、質化訪談的步驟 

Kvale(1996:88)為完成訪談的程序詳列了七個步驟，分別為： 
(一) 定出主題：將訪談目的、以及欲探討的概念明確化。 
(二) 設計：列出達成目標需經的過程，包含在倫理方面的考量。 
(三) 訪談：進行真正的面訪。 
(四) 改寫：建立關於訪談內容的文案。 
(五) 分析：為所蒐集到的材料，定出與研究相關的意義。 
(六) 確證：檢查這些材料的信度與效度。 
(七) 報告：告訴別人你學到了什麼。 
 
二、質化資料分析 

在分析質化訪談資料方面，則應運用資料蒐集和分析的交互作用，調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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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觀察、理論觀點的發展或研究對象的變化，持續修正研究設計

(Babbie,1998:466-467)。 
此外，在質化訪談資料之分析方面，尋找研究主題之模式為一重要的工作，

Babbie(1998:466)引用Lofland與Lofland建議的六種為研究主題找尋模式的方式： 
(一) 頻率(frequencies)、(二)程度(magnitudes)、(三)結構(structure)、(四)過程

(process)、(五)成因(causes)、(六)結果(consequences)。 
 
三、於本研究中之應用範圍 

本研究之主要內容在探討個體步行者空間認知，對各項空間選擇產生之影

響，而在探討對象上，僅探討休閒逛街型態之步行者。然而過去研究中，專門探

討此議題者有限，由過去研究析離出的影響因素並非皆適合本研究之範圍，此

外，過去研究在探討影響因素之分析內容層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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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岀影響休閒逛街為目的性活動之步行者，其空間選擇之因素及因素間之關係，並

建立步行者活動時選擇空間之順序。 

(一)步行者空間選擇順序之建立 
本研究藉由對步行者進行質化訪談，以了解步行者逛選時，其各項空間選

擇之順序，並了解各項空間選擇間是否具有先後或影響關係，以及不同之空間選

擇選項間的影響關係。 
(二)影響步行者空間選擇變數之初擬 

由於過去探討影響個體空間選擇之研究與文獻中，所列舉之影響因素部份

為可直接觀察之顯性變數，部份為不可觀察之隱性變數，且各因素之間是否有關

係，亦不可得知，使得吾人在建構影響因素與影響關係概念模型時，現有參考文

獻並無法有效支持模型之建立。因此，本研究在影響步行者空間選擇變數之初擬

方面，應用質化訪談作為分析工具之一，從對質化訪談之內容歸納，完整蒐集影

響步行者空間選擇之變數，並配合過去研究成果，以初步擬定影響步行者空間選

擇之變數。 

 

 

3-2-2  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為具有互相相關之某變量資訊，縮減成少數潛在因

子的一種統計方法，本法最初為 Spearman, Thomson, Thustone及 Burt等心理學

家所發展，最先主要應用在心理學領域方面，後來則廣泛應用於其他行為科學領

域方面。本法最主要之功能，便是能將為數眾多的觀察變數，精簡成少數幾個變

數，而這些變數對原來的問題仍具有相當高的解釋能力，減少在分析問題或評估

方案時的複雜度與計算困難度；因素分析抽取的方法依研究目的大致可分為兩

類，一類是探索性因素分析(EFA)；另一類是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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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以下簡稱 CFA)(陳正昌、程炳林、陳新豐、劉子鍵，2003:196)。其中，
探索性因素分析之功能為可將雜亂無章的變項理出頭緒，此種探索性之功能有助

於建立新的假設，發展新的理論，因此稱為 EFA(陳正昌等，2003:187)。 
EFA 主要利用變異互變異矩陣來計算，從複雜之各種現象中，找出少數潛

在因子(latent factors)來說明(鄧振源，曾國雄，1984:149)；因此，當研究者要在
一堆資料(data set)中，找出潛在的因子結構，則 EFA 會是適當的方法(Hatcher, 
1994)。 
 
一、EFA基本模型 

有關 EFA之基本模型則如下所示： 
 
因子由 P個變量{X1,X2,…..Xp}及 n組樣本之觀測資料進行分析，其中樣本

v=1,2,…V，滿意度分為 n個等級 n=1,2,…,N，每個樣本都有 Qvn=(1,2,…,L)個資
料，有 L種活動類型，則其相關矩陣可寫成下式： 

)( ijrR =  

i,j=1,2,…,N 
則其特徵值(eigenvalue) 為相關矩陣 R計算出來(i.e.(R-λI)e=0, R e =λe) 

kλ    且λ1>λ2>…>λm>…>λN Nk ,.....,2,1=

而特徵向量(eigenvector)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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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決定因子數為 M(l=1,2,…,M)時，則會隱含其因子負荷量會是： 

A=(aij ), i=1,2…,N；l=1,2…,M   

則其共同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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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共同點相等於結構負荷之平方，且此結構通常與因子負荷量相同

(Sharma,1996；曾國雄、鄧振源, 1984)，則此共同點將會容易計算，其為： 
 

hi=  ∑
=

m

l
ia j

1
2

 
而後從因子轉軸後可得轉軸後之矩陣為： 

         T=(tl l ), l,l =1,2…,M   

則轉軸後之因子負荷量會是(B=AT且 TT=I M )： 
B=(bij), I=1 ,2…,N 
 
從以上提及之方法，則可從變數中得到因子類別及因子負荷量。 
 
此外，EFA 中有關因素的轉軸有兩類，一類是直交轉軸，另一類是斜交轉

軸。直交轉軸中因素軸間的夾角為 90 度，即因素間之相關為 0；在斜交轉軸中，
因素軸間的夾角不是 90 度，因素間有相關存在(陳正昌等，2003:196)。 

 
二、本法應用於本研究之範圍 

由於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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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可利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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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簡化因果關係；且從本法篩選出因

子分類後，並與先前之相關理論歸納作一對照配合，擬定研究假設，以配合結構

型方程模式中，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之方式，驗證 SEM 中測量模式

(measurement model)之部分。此外，由於本研究為探討影響個體空間選擇之影響
關係架構，影響個體空間選擇之因素與因素間，可能彼此亦有影響關係，因此，

EFA在因素轉軸方式上以斜交轉軸為主。 
 
 
3-2-3  結構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結構型方程模式(SEM)，是多變量分析中應用範圍涵蓋相當廣泛的一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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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陳順宇，2000:9-58)，其包含徑路分析(path analysis)及一般的驗證性因素分
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黃芳銘(2002:5)引述 Holy 的看法，認為 SEM 是用來檢定有關觀察變項

(observed variables)與潛在變項間假設關係的全包式統計取向，SEM融合了因素

分析(factor analysis)與徑路分析(path analysis)兩種統計技術。黃芳銘(2003:6)認
為，SEM具有以下的優點： 

 
一、可作項目分析，精確的估計個別項目，且將項目分析的概念融合於因素結構

的檢測中。 
二、可檢定個別項目的測量誤差，並且將測量誤差從項目中的變異量抽離出來，

使得因素負荷量具有較高的精確度。 
三、可依據理論，預先設定項目放置於哪一個因素中，或哪幾個因素中，即一各

項目可以同時分屬於不同因素，並可設定一個固定的因素負荷量，或設定任何幾

個項目的因素負荷量相等。 
四、可依據理論，設定某些因素之間具有或不具有相關，甚至於將這些相關設定

為相等的關係。 
五、可對整體因素模式作統計的估計，來了解理論所建構的因素模式與所蒐集資

料間的符合程度。所以說，SEM是一種理論模式檢定(theory-testing)的統計方法。 
 
一、SEM基本模型 

SEM 是一個結構方程式的體系，在這些方程式裡包含有隨機變項(random 
variable)、結構參數 (structural parameters)、以及有時也會包含非隨機變項
(nonrandomvariables)。隨機變項包含三種類型：觀察變項、潛在變項及干擾誤差

變項(disturbance/error variables)(黃芳銘，2002:8)。 
而上述變項所組成的 SEM 體系又可分為兩個次體系：測量模式

(measurement model)次體系與結構模式(structural model)次體系。其中，測量模式

界定了潛在變項與外顯變數間的線性關係，而結構模式則界定潛在自變項與潛在

應變項之間的線性關係。研究者施測所得之實際觀察資料必須藉由測量模式之直

線關係作為切入點，才能被用來進行整個 SEM分析。以下是結構等式模式(黃芳
銘，2002)： 

 
ζξη +Γ=B  

 
其中， xi(ξ )是潛在自變項， )(etaη 是潛在應變項， )(gammaΓ 是潛在自變項

對潛在應變項之影響效果的係數矩陣，B(beta)是潛在應變項對潛在應變項之影響
效果的係數矩陣， )(zetaζ 是殘餘誤差。 

前式雖已界定了潛在自變項與潛在應變項間的關係，但是潛在變項並無法

直接測量，必須藉由顯性變項來間接推測得知。下列有關測量模式之兩條數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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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用來界定潛在變項與外顯變數(即觀察變數)之間的關係： 

δξ += Λxx  

其中， x是觀察自變項，Λx (lambda x)是描述 x 與ξ之關係的係數矩陣，

δ (delta)是 x的測量誤差。 

εη += Λ yy  

其中 y 是觀察變項， (lambda y)是描述 y 與Λ y η之關係的係數矩陣，

ε (epsilon)是 y的測量誤差。 
從上述測量模式之兩條式子中，吾人可知如何利用顯性變數來間接推測潛

在變項。總體看來，SEM 乃是徑路分析與因素分析的一種整合統計技術，它可

用於處理徑路分析的統計，也可以處理因素分析的統計。其由一組變項間相互關

係形成數學模式，而此模式的假設關係乃是依據先前所具備的健全理論或概念建

立。因此，一般使用 SEM 時，研究者多是在作確認性(confirmation)的工作，但
SEM也可以應用在探測性的研究(黃芳銘，2002:33)。 

由於本研究旨在驗證個體空間選擇之影響模式架構，因此必須利用有關因

果模式分析的統計分析程序與方法。因此，使用 SEM可滿足此要求。 
 
二、本法應用於本研究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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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重點在驗證模式影響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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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影響上之關

係；即研究者擬以本研究方法之操作，找出步行者空間認知，與空間選擇之影響

因素彼此間架構之呈現，而對使用者空間認知與選擇過程有整體性之呈現。 
至於本方法應用在本研究之合理性，在於以下幾點： 

(一)可解決傳統數學式解釋影響關係之解釋方式，在表達上之限制，不易讓人了

解實際之影響關係之缺點。 
(二)本理論在與本研究採用之其他量化方法(因子分析)之連結上，具有一致性與

連續性，且具有量化研究之合理性與嚴謹性。 
 
 
3-2-4  其他資料分析方法 
一、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對於本研究訪談與問卷之基本資料進行敘述統計分析，了解受訪者之基本

資料。 
二、信效度分析(cronbach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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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良好的問卷應具有足夠的信度(reliability)。為確定本研究在 EFA 部份
是否具有良好的信度，故於本研究於 EFA問卷所篩選出之各因素，均以 cronbach 
α作為信度分析之方法。 

 
 
3-3 實證地點選擇 

當研究步驟與研究方法確定之後，接著選擇實證研究地點。由於本研究將

研究範圍及對象界定在探討都市商業徒步區內，以休閒逛街為目的性活動之步行

者，根據林欽榮(1986)對行人徒步區之定義，認為徒步區基本而言，係利用交通

管理計畫與空間規劃之處理方式，將街道空間之汽車通行使用機能與以程度上之

降低或解除，而重新使街道成為行人活動與移動的空間；並在此賦予新生機的空

間內，提供行人活動之重要設施、街道景觀或其他特殊目的的管制企圖，使都市

街道由線而面，構成以行人為主體之都市空間。因此，本研究以上述定義之徒步

區作為實證地點選擇之基準。 
若以上述基準搜尋國內各縣市現有已設置之徒步區，台北市西門徒步區為

目前最具特色與規模之都市徒步空間註 2，西門徒步區位屬於台北市西區主要通勤

和消費購物轉乘的樞紐(中華路南北站)，區內有捷運站(捷運西門站)與多線公車

路線，聯外交通運輸發達，本區土地使用呈現高度利用之狀況，此外，西門徒步

區亦提供青少年流行資訊傳遞和活動聚集之場所，再加上地區內道路系統是連接

市區與北縣間之交通要道(成都路、中華路、忠孝西路)，而且沿街商業活動活絡
(王姵琪，2000:58)。從上述可知，西門徒步區具有以下特點：區內活動地點各有
特色、有具規模之空間網絡(space configuration)、商業與各種休閒活動活絡、區
內較無汽機車干擾(汽機車通行時段劃分)。這些特色對本研究之進行相當合適，

因此，本研究選定以西門徒步區為本研究之實證研究地點。 

以下即為本研究實證地點範圍圖： 

                                                 
註 2
根據台北市都市計畫發展局提供之資料顯示，台北市目前劃設之徒步區分為社區型態與商業

型態兩種共四處，其中又以商業型態之徒步區之劃設為完整街廓型態(西門徒步區、華陰徒步

區)，在空間規模上亦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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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西門徒步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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