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與影響概念模式之建立 

本章之主要目的，在建立步行者空間認知對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以及影響

概念模型。根據前章之研究架構流程可知，本章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項： 

一、綜合過去研究分析歸納結果，並配合對西門徒步區步行者進行質化訪談後，

初步歸納並界定影響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因素與衡量變數。 

二、依照Gerbing與Anderson (1988)的建議註 1，運用探索性因素分析(E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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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模

式，並以此模式作為下階段模式驗證之依據。 

至於建立空間認知對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與衡量變數之工作，可分為

以下三步驟。首先，本研究對西門徒步區內步行者進行深度訪談，並歸納步行者

空間選擇各項影響變數。其次將前述歸納結果，配合表 2-3 由相關文獻歸納的各

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進行整理，以初步界定影響步行者空間選擇之變數。最後，

運用探索性因素分析法(EFA)，以實證方式建構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

以作為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意願影響概念模式建立之基礎。 
 

4-1  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變數之初擬 

本節綜合相關文獻整理與質化訪談分析之結果，分析步行者活動空間選擇

之順序，以了解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關係，並以綜合分析結果，初步擬定

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變數。 
本研究在深度訪談部分，以自願參與之方式，於民國 91 年 11 月至 12 月，

對西門徒步區內逛街之步行者進行實地訪談，共選取了 20 位西門徒步區的受訪

者，受訪者中男性計八人，女性十二人；在年齡層方面，11-20 歲者共五人，21-30
歲者共十人，31-40 歲者共三人，41-50 歲者共兩人；在活動頻率方面，一星期

三次以上者計四人，每週一次者計兩人，兩週一次者計六人，每月一次者計三人，

兩個月以上一次者計五人。以下是受訪者之基本資料： 
 

表 4-1  深度訪談受訪者基本資料 
性別 年齡分布 

男 女 

合計 

11-20 歲 2 3 5 

21-30 歲 5 5 10 

31-40 歲 1 2 3 

41-50 歲 0 2 2 

合計 8 12 20 

                                                 
註 1詳見第三章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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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受訪者基本資料一覽表 
       活動頻率 

年齡 

每週三次 每週一次

 

兩週一次

 

每月一次

 

兩個月 

一次 

合計 

11-20 歲 1 1 3 0 0 5 

21-30 歲 2 1 3 1 3 10 

31-40 歲 1 0 0 1 1 3 

41-50 歲 0 0 0 1 1 2 

合計 4 2 6 3 5 20 

 
 
4-1-1 訪談結果分析 

如前所述，根據對 20位受訪者進行質化訪談，將結果分析歸納後，分別從

個體步行者之空間選擇特性、活動與路徑選擇模式、找路判斷之模式等三個方向

說明： 

 

一、空間選擇特性 

(一)起訖點選擇特性： 
1.受訪者起訖點之選擇受搭乘交通運具種類與交通路徑影響。 
2.多數受訪者於區內活動之起訖點為同一地點。 

根據受訪者對於起迄點選擇之受訪答案，可發現其於西門町活動之起點與

迄點位置選擇，乃是受到交通運具與交通路徑選擇之影響，也由於遷就搭乘交通

運具之場站位置，使得多數受訪者之起迄點呈現同一地點之情形。 

訪談內容：⋯進去的位置大概是中華路那邊，或是舊圓環⋯由於是騎摩托車

的關係，所以通常會照原路回來⋯(A-01)、⋯若是騎摩托車都是從峨嵋停車場，

若是坐捷運就會從捷運站⋯其實來的人一般擔心的還不是交通問題，所以我之所

以會選擇那些點是站在交通方便立場考量⋯若是離開時就看我從裡那來就從那

裡離開(A-02)、若是坐捷運或走路就會從捷運站那裡進去囉，那離開的話就一

樣，從那進去大部份就從那離開⋯就近方便啊，還有好停車及目標較大，等待朋

友時也較容易約 (A-03)、從捷運那個地方進來就是因為從捷運站出來啊⋯.從新

光的地方的話因為我常常到新光那個地方去逛所以就從那裡進來(A-04)、看我摩

托車停在那邊，就從那邊離開啊(B-01)、都是以搭乘捷運為主。問：去程和回程

是否一樣？答：對，都一樣(B-04)、有時候搭乘捷運有時候騎摩托車，去程和回

程基本上都是一樣的。至於因為考慮方便停車，摩托車都停在峨嵋停車場(B-05)。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活動點選擇之變數有交通運具影

響、標的物明顯性。 

 

(二)活動點選擇特性： 
1.受訪者於徒步區內之活動點不只一個，多為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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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行者對逛街活動空間之選擇原則為“先選擇主要活動點，再於主要活動點間
決定次要之活動地點。 

由於逛街活動之多樣性及徒步區內商家提供娛樂活動之多樣化，使得受訪

者在區內活動之活動點選擇呈現一個以上，多個活動點之狀態，但可發現受訪者

對於區內逛街活動空間之選擇上，仍是以先決定主要活動點為主，再在主要活動

點間決定次要之活動點。 

訪談內容：⋯活動點喔！在萬國周邊，範圍不大啦⋯⋯(A-01)、⋯我會先從

峨嵋啊⋯然後只愛到萬年啊⋯⋯然後圓環⋯⋯啊有時候去吃個阿宗麵線然後再

走到獅子林⋯百貨公司那邊⋯然後再繞回去，然後到新宿⋯(A-02)、沒有勒⋯.

但是我每次去一定會在萬年百貨那停留一下，等人啊或是買買吃的東西(A-03)、
沒有很特定的順序，但是還是以書局為優先考量⋯(B-01)、大部分都在萬國戲院

附近⋯對啊，那一帶的商家是比較主要的消費、娛樂的地方(B-03)、有沒有那些

特定場所是你一定會去的呢？答：萬年那一棟，萬年百貨(B-04)、大概就是萬國、

萬年、誠品 116 那一帶，⋯，比較具有特色有名的商家例如猴子物語﹝賣一些流

行小精品﹞、玫瑰唱片、阿宗麵線都集中在那；有一點到是蠻重要的，那裡有很

多小攤販，有很多吃的東西，這也是一大原因(B-05)。 
由此部分訪談內容，可萃取步行者活動點選擇之影響變數有目的性活動、

個體逛選偏好、個別商家吸引、商家群聚吸引等。 

 

3.步行者先決定活動地點，再對連結活動點間之路徑與空間方位進行判斷後，決
定選擇行走之路徑。 

從訪談內容可發現，受訪者在空間選擇之順序上，是先決定於區內逛選之

活動點，並判斷連結活動點間的路徑與空間方位後，才決定選擇之路徑。 

訪談內容：⋯我會先從峨嵋啊⋯然後只愛到萬年啊⋯⋯然後圓環⋯啊有時

候去吃個阿宗麵線然後再走到獅子林⋯.百貨公司那邊⋯然後再繞回去，然後到

新宿⋯(A-02)、沒有哩⋯.但是我每次去一定會在萬年百貨那停留一下，等人啊或

是買買吃的東西(A-03)、以我個人習慣我都會先走到萬國百貨，它算是徒步區內

的核心，那如果有什麼活動的話，在那裡都會有一些告示牌⋯(B-03)、剛開始進

去就以誠品 116 為主，因為它很大間，再來就走到玫瑰唱片行，萬國那一棟也很

大⋯然後萬年那一棟也很大，主要就是這幾棟比較大的建築物(B-04)、進去之後

都是依靠店家招牌獲取，例如萬國百貨上面的招牌很醒目，一看就知道自己的方

位大致上在哪裡(B-05)。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活動點選擇之變數有個體逛選偏

好、個別商家吸引、商家群聚吸引；影響步行者找路判斷之變數有廣告招牌明顯

性、標的物明顯性。 

 

4.受訪者活動點選擇受目的性活動、個別商家吸引、商家群聚吸引、個體逛選偏
好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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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在活動點選擇方面，則會受到受訪者進入徒步區主要目的性

活動、個別商家吸引、商家群聚吸引、個體逛選偏好之影響。 

訪談內容：⋯我們常去的是在峨嵋停車場那邊有一個新宿店，它的東西都是

日本來的，還不錯⋯我之前要剪頭髮，同學就帶我來到西門町，後來發覺這兩旁

的店家都是一些流行的當季飾品，所以就被它吸引了，於是我每當來到這兒都會

這樣子走(A-03)。 
因為我喜歡看電影啊，喜歡逛書店、逛街這樣子(B-01)、大概就是萬國、萬年那

一帶吧，因為想買的東西都在那啊，就這樣(B-02)、⋯.那邊的消費、娛樂的種

類跟自己還蠻相似的，譬如說那邊有玫瑰唱片行，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音樂的；

還有一些賣衣服的與自己的風格都還蠻接近的(B-03)。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活動點選擇之變數有目的性活動、

個別商家吸引、商家群聚吸引、個體逛選偏好。 

 

二、步行者活動與路徑選擇模式 

(一)步行者路徑選擇傾向選擇連結重要活動點之主要道路。 
受訪者在標示其所走之路徑選擇時，均以徒步區內之主要道路為主要之選

擇路徑，至於小巷弄除非有特殊地區之吸引力(如：二手街商家吸引)，才能吸引

受訪者於路徑選擇時，將其加入活動之路徑考量。 

訪談內容：⋯有一次還走到小巷子去後來覺得其實小巷子裡還有蠻多東西

可看的呢，別有一番滋味啦(A-03)、嗯⋯.我有一次晚上去逛小巷子，我覺得裡面

有幾條路還蠻詭異的..哈哈..晚上不一樣喔(A-04)、我剛剛所講的大路徑是一定會

繞的，但是剛剛講的小巷子，偶爾還是會想進去逛逛，但大路徑原則上不會改變

(B-03)。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路徑選擇之變數有連結活動點間之

道路、商家群聚吸引。 

 

(二)空間熟悉之受訪者產生固定之逛選範圍與逛選路徑。 
當受訪者對於徒步區空間具有一定之熟悉程度後，會產生“活動習慣＂，

屬於個人的、固定逛選範圍與逛選路徑。 

訪談內容：⋯我因為來過很多次了，所以我知道我想要看的是什麼，因此

才會有我所說的路徑形成。(A-01)、會啊，因為經常逛西門町，久而久之也有一

定的路線，所以每次逛街的路線大致上都大同小異⋯(B-02)、剛開始都是隨著人

群走，⋯等到比較熟悉時就會有自己的一條逛街路線(B-05)。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路徑選擇之變數有活動習慣、空間

熟悉度、空間經驗、個體逛選偏好。 

 

(三)步行者活動範圍僅限於其認定區內之“精華區”範圍內 
從訪談結果中可發現，部分受訪者在區內主要活動，習慣集中於其對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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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空間認知之“精華區＂範圍內，此精華區是由受訪者認為具有特色之商家、或

是能滿足受訪者逛選活動需求之商家聚集之區域，且在區內具有地標性之建物為

代表。而受訪者對“精華區＂的認知，即為受訪者對徒步區空間認知結果之展現； 

且在此空間認知展現中，亦包含了受訪者對各地點吸引程度之比較結果。 

訪談內容：⋯這條路線可以說是整個西門町的精華區，可以說是應有盡有⋯

(B-02)、以我個人習慣我都會先走到萬國百貨，它算是徒步區內的核心(B-03)、⋯
那邊可以說是西門町的精華區，比較具有特色有名的商家 ⋯.都集中在那

(B-05)、⋯通常我都會去萬年、誠品 101 逛逛!問：為什麼?答：這些地區就是最

精華的地方。問：為什麼覺得讓你上述地方是精華?答：因為我覺得包括很多、

招牌大吧!問：包括很多是指?答：就是包括有衣服、化妝品、小飾品啦!(D-01)。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活動點選擇之變數有：個體空間認

知結果、標的物明顯性、活動習慣遵循度、商家群聚吸引。 

 

(四)步行者認知之步行距離會影響路徑選擇 

步行距離在受訪者之路徑選擇考量上，仍為一重要之考量因素，只是受訪

者對於步行距離長短之考量，均是與其他影響因素一起共同考量。而此步行距離

之判斷，應為步行者空間認知結果之展現。 

訪談內容：⋯就是當然往停車的方向走啊， 不然還要繞一大圈喔

(A-02)！⋯ ，還有它的距離最短⋯(B-01)、⋯大部分都是逛至某些點就會想回

家，所以就會盡量選擇離捷運站比較近的路線(B-02)、是啊，主要商家都已經在

這路徑上，也就比較習慣這個路經；而且這也是最省時間、最省力氣的(B-03)、
因為方便而且順路、而且路徑最短，又可以逛到我想要逛到的地方(C-05)、大部

分都會去來來百貨!也不知道為什麼⋯也因為路程！⋯(D-02)。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路徑選擇之變數有：個體空間認知

結果。 

 

(五)地區活動吸引、商家吸引、以及臨時目的性活動等因素，均會影響步行者改
變原行走路徑 

根據訪談內容發現，受訪者會受地區活動吸引、商家吸引、以及個體逛選

偏好等之影響，因而改變原選擇之行走路徑。 
訪談內容(地區活動吸引)：⋯或是人多的話，或是景觀改變的⋯路徑就會改

變⋯若是心情好的話通常哪邊熱鬧就會往人多的地方走(A-02)、會啊，就到處看

囉⋯.或者若是在萬年再過去那邊常常會有活動舉辦，我通常會過去跟人湊湊熱

鬧(A-03)、⋯大概主要是一些活動吧，有一些西門町辦的活動然後去湊熱鬧看一

下(B-01)、⋯在逛街時自然會往人潮裡走，可能是人多的地方就會有比較多商家

(B-02)。(商家吸引)：⋯我會改變路徑啊，像如果我路上有看到哪裡在特價打折，

我就會進去看看啊(A-04)、⋯像萬國戲院旁邊有一條小巷子，裡面都賣些比較特

別的東西，偶爾會想要進去逛一下(B-03)。 (臨時目的性活動)：有時候會改變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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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嗯⋯..或是臨時要買特定的東西(A-02)、⋯如果有突然想買的東西，還是會

繞到別的路徑去買(B-02)、⋯就是可能我會忽然想要買東西，例如說我已經經過

某條街，但是那裡有我想要買的東西，我就會改變路徑(B-04)。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路徑選擇之變數有：地區活動吸引、

商家吸引、以及臨時目的性活動。 

 
三、找路判斷之模式 

根據訪談結果發現，受訪者以下列之空間資訊作為找路判斷之參考依據： 

(一)步行者以區內地標建築物、熟悉商家，商家活動廣告、及空間記憶作為找路
判斷參考。 

受訪者於徒步區內找路判斷主要方式之一，是以區內之地標建物，或是熟

悉之商家招牌作為認路時之參考點，以其個體與參考點之方位關係，作為在空間

內認路之參考依據；此外，區內商家之活動廣告，亦成為受訪者在進行空間選擇

與找路判斷時，空間資訊之參考依據。 

訪談內容：⋯一些建築物的分布，如萬國百貨⋯誠品⋯加州陽光健身俱樂

部，還有在交點處的 7-11 便利商店，都可稱的上是我參照的方位(A-01)、位置⋯

嗯⋯就一些比較著名建築物啊..比較大的，像圓環啊..萬年啊這些(A-02)、⋯後來

熟了就知道一些店家的位置了，就不曾再照他指引的走(A-03)、還是依靠比較大

型的建築為主，像是萬國，它上面的招牌很醒目能夠讓人了解自己的方位大概在

哪裡⋯主要是一些明顯的地標吧，比如說是一些百貨公司、誠品書局或者就是停

車場等(B-01)、⋯有時候都是進去逛一逛然後可能就順便把商家的招牌記下來，

以後就知道說要怎麼去逛⋯ 大概就是靠萬國、萬年吧，因為這兩個目標比較大

啊，而且就是比較好辨識，大家也都知道在哪裡(B-02)、以我個人習慣我都會先

走到萬國百貨，它算是徒步區內的核心，那如果有什麼活動的話，在那裡都會有

一些告示牌⋯(B-03)、剛開始進去就以誠品 116 為主，因為它很大間，再來就走

到玫瑰唱片行，萬國那一棟也很大⋯然後萬年那一棟也很大，主要就是這幾棟比

較大的建築物(B-04)、進去之後都是依靠店家招牌獲取，例如萬國百貨上面的招

牌很醒目，一看就知道自己的方位大致上在哪裡，看到惡魔島監獄的招牌就知道

電影街在前面，..看到峨嵋停車場就知道萬年和誠品就在旁邊，所以還是要依靠

徒步區內比較具代表性的建築物來引導(B-05)。 
⋯我印象中在每個路與路的交叉口都會有人拿著哪個廣告版，寫著要吃東

西在什麼巷，或是哪個建築物或哪個店得對面，它所指引的就很清楚了啊！⋯我

之前對這不熟時，還曾照他所指引的走過⋯(A-03)、大概就都是商家的招牌，或

者是商家的板子吧，然後就是看到他們的板子可能就會想說要去哪裡逛啊，可能

去那消費(B-02)。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找路判斷之變數有：標的物明顯性、

標的物記憶、商家招牌明顯性、空間記憶、廣告招牌明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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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行者以空間知識作為找路之主要空間資訊及參考來源。 
無論對空間熟悉程度如何，受訪者多以腦中既有之空間知識，配合地區環

境資訊作為找路之主要空間資訊來源及參考；而此空間知識包含了過去活動經驗

累積之空間認知結果，以及本次活動經驗所新增之臨時性空間記憶。 

訪談內容：⋯從同學那邊得來的或者自己亂逛亂逛久了以後就知道了阿⋯

那你後來如何解決而找到出路呢？就亂串啊，憑著我進來時的記憶，及同學的幫

忙囉(A-03)、後來就和我朋友常來逛就熟了啊，對裡面的資訊沒從哪裡得到啦，

常逛就熟了啊(A-04)、其實大部分都是自己親身去逛出來的⋯剛開始因為不太

熟，我可能會問路或是看一些路標，然後熟了之後就會按照自己習慣的路徑去走

(B-01)、其實大概也都是靠逛出來的吧，有時候都是進去逛一逛然後可能就順便

把商家的招牌記下來，以後就知道說要怎麼去逛，然後可能也就知道說以後東西

可能要怎麼買會比較方便、去哪裡買等(B-02)。 
從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找路判斷之變數有：空間知識、空

間記憶、空間熟悉度、指示設施、商家招牌、活動習慣。 

 
(三)步行者於徒步區空間辨識困擾為區域特徵不明顯與指示系統標示不明確 

許多受訪者於訪談中表示，現今徒步區內區域特徵不明顯，指示系統標示

亦不明確，以致造成受訪者找路時感到困擾，是目前對西門徒步區之活動觀感；

且此空間辨認之困擾，對初訪徒步區之活動者而言特別明顯。 

訪談內容(指示系統不明確)：我認為喔！他應該設置如指示道路的那種告示

牌，這樣人家才曉得麼，不然若是第一次到這裡來的我肯定一定摸不著頭緒

的⋯⋯(A-02) 就是它的指標啊⋯..還有我是覺得說如是有像光華商場那種有店

家分佈圖的話應該會更好(A-03)、我覺得目前改善是有必要的，⋯所以說是不是

能夠塑立一些標地物，或者是說在徒步區起點、徒步區內的節點等重要轉折處，

提供簡單的標示地圖供民眾參考，讓民眾更能了解徒步區內的方位(B-03)、⋯至

於路牌，由於它的數量很少而且又設置在不顯眼的地方，光要找路牌還有點難度

更不用說要靠它引導⋯(B-05)。 
訪談內容(區域特徵不明顯)：⋯整個結構來看是井字型的，街廓都很類似，

再加上裡面的店家種類很多，很多店家看起來都很類似的參雜在其中，導致視覺

性並不明顯，會讓我搞不清楚我自己到底在哪個地方，還有像是在萬國百貨附近

的服飾店，很多商家由於店面的限制並沒有很明顯的招牌，我也只能以萬國百貨

為地標(B-03)、⋯再者徒步區內的商家種類繁雜而且類似，不管是哪一條街道的

街廓又非常相似，所以光是要靠路牌或是公共設施來引導稍嫌不足，可能需要在

一些重要的出入口內部轉擇點等地方，設置精心設計的標示牌，好讓民眾參考

(B-05)、我認為喔！他應該設置如指示道路的那種告示牌，這樣人家才曉得麼，

不然若是第一次到這裡來的我肯定一定摸不著頭緒的⋯(A-02)、哈哈⋯我剛來的

時候會覺得說怎麼每條路都長的差不多，所以會搞不清楚怎麼走到停車的位置，

常常都找不到地方走很久⋯(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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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部份分析內容，可萃取影響步行者找路判斷之變數有：指示設施明顯

性、指示設施數量合理性、指示設施位置合宜性、標的物明顯性、區域特徵明顯

性、空間熟悉度、空間記憶、視覺明顯性、空間方位判斷容易度。 

 

四、質化訪談歸納分析 

以下將上述訪談結果歸納，可得以下幾點： 

 

(一)受訪者對於活動點與路徑選擇之結果，是綜合逛選需求滿足與空間認知結果
等因素之綜合考量後所作的選擇： 

從訪談中發現，受訪者對於活動點與路徑之選擇，主要考量之因素有滿足

逛選活動之需求、並配合了步行者對徒步區之空間認知後所作的活動地點、空間

方位與距離判斷，就現有空間架構下，作出合適自己的空間選擇。 
 

(二)步行者逛選需求之滿足，隱藏了步行者對於逛街活動項目之偏好，並進一步
影響步行者之空間選擇： 

步行者逛選需求之滿足，隱藏了步行者對於逛街活動項目之偏好，而此逛

選偏好則會影響個別商店及商家聚集對步行者之吸引力大小，進而影響不同地區

對個體形成之吸引力不同；個體逛選偏好亦為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之一。 
 

(三)步行者活動模式形成固定逛選範圍與固定路徑之因，是受個體空間經驗累積
成之空間認知結果影響 

從訪談內容分析中可發現，對徒步區空間相當熟悉之受訪者，在區內選擇

活動區域範圍與路徑選擇時，腦中呈現清晰且穩定之空間認知結果，而此空間認

知結果，在受訪者面臨空間選擇時，則成為主要之參考依據；此時，受訪者會再

受到個人逛選偏好之影響，而被徒步區內某些特定商家吸引，產生固定逛選範圍

與固定逛選路徑之活動模式，並累積此固定之活動模式成為其在徒步區逛選之習

慣。然而此活動模式之產生，則應受到步行者在過去之空間經驗中，對於逛選活

動機能滿足之程度，配合步行者本身對於區內空間認知結果之影響，在步行者腦

中成形，而此逛選路徑，受到一次次空間經驗之驗證，在步行者之腦中，遂形成

穩定之空間認知結果，使得熟悉之步行者經常藉由直覺之“習慣＂作為空間決策

及路徑選擇之結果。 
 

 (四)個體空間認知，是受地區環境資訊刺激與空間知識雙重影響的結果，此結
果在空間選擇過程中為內在形式之展現，並成為個體空間選擇時之重要參考依

據。 

訪談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知“精華區＂，並選擇精華區作為主要活動空間

範圍。吾人發現“精華區＂在環境特徵上，是能滿足個體逛選活動之商家聚集、

且空間辨識性較佳之地點，使得受訪者經過多次之空間經驗後，形成了定義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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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之空間認知結果，而此空間認知結果包含了此地區對步行者之吸引程度，亦

成為個體在區內活動地點選擇之依據。由此可知，個體空間認知之形成，乃是受

所處環境特性之刺激，與個體對空間熟悉後，所形成之空間認知結果雙重影響的

結果，空間認知結果在選擇過程中為內在形式之展現，並成為個體空間選擇時之

主要參考。 

 

(五)步行者個體空間選擇之形成，乃是受到步行者該次至徒步區之目的性活動，
與空間認知結果的雙重影響，所形成之外在展現結果。 

從前述對受訪者之訪談結果整理，可發現步行者在徒步區內進行空間選擇

時，選擇模式之形成，除了受到目的性活動之影響外，亦會強烈受其對空間認知

結果之影響，此空間認知結果之展現方式即為其腦中空間知識之展現，此空間認

知結果在展現上愈清楚，成為個體空間資訊提供來源之成分愈大。 
 

(六)當個體對某區域具一定空間經驗累積後，在找路時，會以對該地點之空間認
知結果，作為找路之主要空間資訊及參考來源，並配合地區環境資訊進行空間辨

認。 

無論對空間熟悉程度，受訪者多以腦中對該地點之空間認知結果作為空間

選擇之資訊來源，並配合所處環境之地區環境資訊狀況，進行空間辨認與驗證。 

 

現即將訪談歸納結果萃取出之變數表列如表 4-3： 

 

表 4-3 訪談歸納結果萃取變數分析表 

訪談結果歸納 萃取影響變數 

1.受訪者對於主活動點與路徑選擇之結果，是綜合逛

選需求滿足與空間認知結果等因素之綜合考量後所作

的決策 

個體逛選需求 

空間認知結果 

2.步行者逛選需求之滿足，隱藏了步行者對於逛街活

動項目之偏好，並進一步影響步行者之空間選擇。 

個體逛選偏好 

逛選活動項目 

3.步行者活動模式形成固定逛選範圍與固定路徑之

因，是受個體空間經驗累積成之空間知識影響。 

空間經驗 

空間知識 

4.個體空間認知，是受地區環境資訊刺激，與空間知

識雙重影響的結果，此結果在決策過程中為內在形式

之展現，並成為個體空間決策時之主要參考依據。 

地區環境資訊 

空間知識 

5.步行者個體空間決策模式之形成，乃是受到步行者

該次至徒步區之目的性活動，與空間認知結果的雙重

影響，所形成之外在展現結果。 

目的性活動 

空間認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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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當個體對某區域具一定空間經驗累積後，在找路

時，會以該地點之空間認知結果作為找路之主要空間

資訊及參考來源，並配合地區環境資訊進行空間辨認。

空間經驗 

空間認知結果 

地區環境資訊 

 

五、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變數歸納： 

根據上述對訪談之分析內容，可將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變數，列述

如下： 

(一)影響步行者活動點選擇之變數 
計有目的性活動、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交通方便、標的物明顯性、個別商

家吸引、商家群聚吸引、活動習慣等。 

(二)影響步行者路徑選擇之變數 
計有指示設施明顯性、指示設施數量合理性、指示設施位置合宜性、標的

物明顯性、區域特徵明顯性、空間熟悉度、空間記憶等。 

(三)影響步行者找路判斷之變數 
計有連結活動點間之道路、商家群聚吸引、活動習慣、空間熟悉度、空間

經驗、地區活動吸引、以及個體空間認知結果等。 

 
現將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變數表列如表 4-4 所述： 

 
表 4-4  訪談歸納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變數一覽表 

空間選擇種類 活動點選擇 找路判斷 路徑選擇 

影 

響 

變 

數 

 

交通方便 

標的物明顯性 

目的性活動 

個別商家吸引 

商家群聚吸引 

活動習慣 

個體空間認知結果

指示設施明顯性 

指示設施數量合理性

指示設施位置合宜性

標的物明顯性 

區域特徵明顯性 

空間熟悉度 

空間記憶 

連結活動點間之道路 

商家群聚吸引 

活動習慣 

對路徑熟悉程度 

空間經驗 

地區活動吸引 

個體空間認知結果 

 
 
4-1-2 研究基本假設研擬與步行者空間選擇順序之建立 

 
一、研究基本假設研擬 

歸納前節訪談結果，並配合第二章相關文獻與理論歸納結果，本研究可得

以下三點初步結論，並以此結論作為本研究之基本假設： 
(一)基本假設一：由於空間選擇具有連續之特性(Golledge, 1999)，因此，步行者

在逛街時之空間選擇，應具有決策上之順序，且先前之選擇會影響隨後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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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假設二：步行者選擇空間時，其腦中對空間認知之結果，將成為步行者

空間選擇之重要參考，而此認知結果之形成，則是經由個體累積之空間認知結

果，並配合現有環境特徵之辨認學習後得到。 

(三)基本假設三：步行者對空間認知後之結果，至少應包括步行者對地區環境資

訊認知結果，與對地點與地點間連結之找路判斷認知結果兩部份內容。 
 
二、步行者空間選擇順序之建立 

根據前述基本假設一與基本假設二，再根據 4-1-1 節質化訪談分析歸納之結

果，吾人亦可將逛街步行者之空間選擇特徵進行下列幾點歸納： 

 

(一)步行者對空間之選擇原則為“先選擇主要活動點，再在主要活動點間決定次
要之活動地點。 

(二)步行者傾向選擇連結重要活動點之主要道路為活動路徑。 

(三)步行者先決定活動地點，再決定選擇行走之路徑。無論是選擇活動點或選擇
路徑，步行者在進行空間選擇之前，均會對相關之空間資訊(活動點與路徑連結
之方式、空間方位等)進行找路判斷，並以找路判斷結果作為空間選擇之參考。 

 
從上述之歸納結果中，吾人推論步行者逛街時，其空間選擇在決策上具有先

後次序，此順序則如圖 4-1 所示意： 
 

起點             活動點 1..……...............活動點 n        迄點 
◎--------------→◎----------------→◎-----------→◎ 

      ↑       ↑       ↑         ↑       ↑       ↑              
  找路判斷與  找路判斷與 找路判斷與  找路判斷與 找路判斷與 找路判斷與 

活動點選擇   路徑選擇  活動點選擇    路徑選擇   迄點選擇   路徑選擇                            

                                                           
圖 4-1  步行者空間選擇順序示意圖 

 
如上圖所示，步行者在決定欲前往之活動點後，即開始進行路徑之選擇，然

而，在進行活動點與路徑選擇之前，步行者會先依外在環境資訊，配合腦中的內

在空間認知進行找路之動作，當腦中有找路判斷之初步結果後，才開始進行空間

之選擇。 
 
 
4-1-3 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變數之初擬 

根據上述將相關研究結果與訪談結果進行分析歸納，並分析步行者空間選擇

順序後，本節即初步擬定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變數；依照步行者空間選擇

之先後順序，吾人將步行者空間選擇項目分為活動點選擇、找路判斷與路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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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項，分別初步擬定各項影響變數。 
 

一、步行者活動點選擇影響變數之初擬 

在步行者活動點選擇影響變數之研擬部分，本研究設定個體活動點選擇意

願為內生變數；在外生變數部分，從訪談結果可得知，影響步行者活動點選擇之

變數計有交通方便、標的物明顯性、目的性逛街活動、個別商家吸引、商家群聚

吸引、活動習慣、以及個體空間認知結果等七項，詳見表 4-4。 
此外，吾人歸納過去研究提出的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並綜合訪談與文獻所

得結果後，可初步擬定步行者活動點選擇之影響變數共計有 30 項(外生變數加內

生變數)。至於影響變數之分類與內容則如下所述： 

 

(一)外生變數部分 
1.個體空間認知結果 

個體對地區空間認知後之結果，是個體空間選擇時重要的參考依據(Gärling 
et al., 1986，Gärling, 1987，Gärling, 1989)；Golledge(1999)文中提及，從 Sholl 之
研究中顯示，當人們對一地區的空間網絡或形態知識已建構完成的情況下，能夠

在已知的地點間作出適當的地點選擇；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可分為對地點之空間辨

認與對地點間連結方式之辨認兩部分；其中，對地點間連結方式辨認之具體表

現，即為找路判斷之結果；此外，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可得，個體對空間認知之

結果，會影響步行者對活動點之選擇意願。 
有關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衡量變數應包括：空間熟悉度、空間記憶、空間

經驗、標的物記憶；有關找路判斷結果之衡量變數，則參照 Allen(1999)提出之

找路手段作為衡量變數，包括有空間記憶容易度、空間作記號容易度、活動點連

結容易度、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地標間航行容易度、空間距離判斷容易度。 
2.地區環境 

地區環境對個體空間選擇，亦為重要之影響因素(Gärling et al., 1986，Gärling, 
1987)，步行者進行空間選擇時，參考之地區環境因子，包含地區環境資訊提供

與地區環境對步行者之吸引兩方面；此外，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可得，環境中標

的物之明顯性，為影響步行者活動點選擇因素之一。 
然而，地區環境資訊可分為地區環境空間特徵、以及環境中指示設施所提

供之資訊。地區環境對步行者之吸引，至少包含地區環境本身對步行者之吸引，

以及地區環境中活動對步行者產生之吸引。因此，有關地區環境資訊因子之衡量

變數應包括：區域特徵明顯性、標的物明顯性、指示設施有效性；有關地區環境

吸引因子之衡量變數則包括：戶外設施完備性、環境美觀性、步行可及性、活動

活絡性、活動吸引、人潮吸引、新奇事物吸引、活動多樣性。 
3.個體活動屬性與逛選偏好 

步行者逛街時，個體活動屬性與逛選偏好亦會是影響空間選擇之因素

(Kurose et al., 2001)；此外，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可得，步行者之目的性活動、

 53



個別商家與商家群聚對步行者之吸引，均會影響步行者之活動點選擇。 
現即將步行者個體活動屬性與逛選偏好之衡量變數列述如下：計有目的性

活動、個體逛選偏好、個別商家吸引、商家聚集吸引、活動習慣遵循度。 
 

(二)內生變數部分 
有關個體活動點選擇意願之衡量變數應包括：活動點選擇意願、其他活動

點替代意願、活動適合度、下次選擇意願。 
 

二、步行者找路判斷影響變數之初擬 

在步行者找路判斷影響變數之研擬部分，本研究設定個體找路判斷容易度為

內生變數，並以 Allen(1999)所提出之找路判斷手段為衡量變數；在外生變數部

分，從前述訪談結果可得知，影響步行者找路判斷之變數計有指示設施明顯性、

指示設施數量合理性、指示設施位置合宜性、標的物明顯性、區域特徵明顯性 

、空間熟悉度、與空間記憶等七項，詳見表 4-4。 
此外，吾人歸納過去研究提出的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並綜合訪談與文獻所

得結果後，可初步擬定步行者找路判斷之影響變數共計有 21 項。至於影響變數

之分類與內容則如下所述： 

 

 (一)外生變數部分 
1.個體空間熟悉程度 

Kaplan 與 Kaplan(1981)認為，人們在環境中順利地遊走是基於人們對環境

的熟悉度；Allen(1999)認為人們統合路徑是參考了詳細的空間知識，特別是對環

境熟悉者更甚之；此外，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中亦可得知，步行者對空間之熟悉

度，亦會影響步行者在找路時判斷結果。 

有關個體空間熟悉程度之衡量變數應包括：個體空間熟悉度、活動習慣遵

循度、活動經驗程度、個體空間活動頻率。 

2.地區環境資訊 

Weisman(1981)分辨岀在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中影響找路表現之四種

環境變數，分別是視覺可及性、建築物獨特性之程度、提供分辨及指向資訊之標

示或門牌、計畫輪廓(planning configuration)；Miller(1992)將影響找路行為之因素

歸納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環境因素，此包含了空間特徵(如空間差異性、視

覺可及性、空間易讀性)，與找路支持系統(如指示牌等空間資訊來源)二部分，認

為環境因素與找路行為間之關係，可藉由個體的環境認知或心理印象來轉換

(mediated)；此外，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中亦可得知，地區環境中之指示設施與

標的物，以及區域特徵等均是逛街之步行者找路判斷之影響變數。 

有關地區環境資訊之衡量變數應包括：建築物造型特殊性、指示設施內容

有效性、指示設施數量合理性、指示設施位置合宜性、區域特徵明顯性、標的物

明顯性、戶外設施完備性、廣告招牌特殊性。 

 54



3.個體空間認知結果 

Siegel 與 White(1975)提及認識地標能力是個體找路表現的基礎，

Golledge(1999)提及從 Sholl 等人的研究中顯示，人的認路知識是建構在對一地區

的輪廓或形態知識已經完成的情況下；Kaplan 與 Kaplan(1981) 認為人們在環境

中順利地遊走是基於人們對環境的熟悉度，而個體所謂“對環境熟悉＂則是當指

其對環境之要素(essentials)都已記在腦中；Miller(1992)將影響找路行為之因素歸

納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為個體對環境之認知；陳格理(1999)文中提及 Ingwerson
將影響找路行為的主要因素，分為環境特徵、尋路策略和個人之能力三部分；

Allen(1999)認為個體空間能力將影響其找路的表現，從心理測定的研究可確認，

個體空間能力反映在空間知識之獲得與記憶中；其並提出人們有正確的認知圖記

憶，會成為較成功的找路者；此外，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可得，逛街之步行者對

空間認知後形成之空間記憶，會影響步行者找路判斷之能力。 
有關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衡量變數應包括：街廓記憶、標的物記憶、區域

印象記憶、空間知識應用能力。 

 

(二)內生變數部分 

Allen(1999)將人們在空間中找路之手段，分為方向尋找、跟隨作記號的痕

跡、在地標間航行、習慣性的移動、路徑統合、空間記憶等六種，在面臨到不同

之找路課題時，個體會根據不同的目的性，而採用不同之找路手段。 

綜合上述，可歸納有關找路判斷容易程度之衡量變數應包括：空間記憶容

易度、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跟隨作記號的痕跡容易度、在地標間航行容易度、

空間距離判斷容易度。 

 
三、步行者路徑選擇影響變數之初擬 

在步行者路徑選擇影響變數之研擬部分，本研究設定個體路徑選擇意願為

內生變數；在外生變數部分，從前述訪談結果可得知，影響步行者路徑選擇之變

數有：連結活動點間之道路、商家群聚吸引、活動習慣、對路徑熟悉程度、空間

經驗、地區活動吸引、個體空間認知結果等七項，詳見表 4-4。 

此外，吾人歸納過去研究提出的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並綜合訪談與文獻所

得結果後，可初步擬定步行者路徑選擇之影響變數共計有 27 項。至於影響變數

之分類與內容則如下所述： 

 

(一)外生變數部分 

1.個體活動屬性與逛選偏好 
Gärling(1999)認為個體經驗中地區的吸引力，會成為個體空間選擇之影響因

素；Kurose 等(2001)提出，行人逛街行為會受到商家的分配、決定去哪個店及選

擇之優先順序等之影響；此外，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可得，個體活動習慣與商家

群聚吸引，會影響逛街之步行者路徑選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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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個體活動屬性與逛選偏好之衡量變數應包括：目的性活動、個體逛選

偏好、個別商家吸引、商家聚集吸引、活動習慣遵循度。 
2.個體空間認知結果 

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可分為對地點之空間辨認、與對地點間連結方式之辨認

兩部分；其中，對地點間連結方式辨認之具體表現，即為找路判斷之結果；此外，

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可得，個體對空間認知之結果，會影響步行者對活動點之選

擇意願。 
(1)空間辨認結果 

Kaplan 與 Kaplan(1983)提出記憶性的空間知識對個體在環境中決定路徑

(make one’s way)有著巨大的影響；Allen(1999)認為人們統合路徑是參考了詳細的

空間知識；Kurose 等人(2001)提出，行人逛街行為乃是受到對商家知識之影響；

此外，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可得，個體對路徑之熟悉度與對空間認知之結果，會

影響步行者路徑選擇。 
至於有關個體空間辨識結果之衡量變數應包括：路徑熟悉度、路徑印象、

標的物記憶。 
(2)個體找路判斷結果 

Raubal 與 Egenhofer(1998)認為人們找路之最終目的，是在發現從一地到另

一地之路徑，步行者找路判斷之結果，亦會成為空間選擇之重要參考。Golledge 
(1999)提及找路與路徑跟隨(route following)對個體認知圖具有貢獻；成功的找路

判斷反映了旅行者在不確定下，在空間與其他限制下到達迄點之能力。 

至於個體找路判斷結果之衡量變數，則以 Allen(1999)所提出之找路判斷手

段為衡量變數，包括有：路徑記憶容易度、空間作記號容易度、路徑結合容易度、

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地標間航行容易度、步行距離判斷容易度。 
3.地區環境吸引 

Kurose 等人(2001)提出，行人逛街行為會受到街道的網絡(the street network)
以及哪個路徑之選擇機制之影響；此外，從訪談分析歸納結果可得，地區環境中

道路連結方式與活動之吸引，是影響步行者路徑選擇之重要因素。 
至於有關地區環境吸引之衡量變數應包括：區域特徵明顯性、標的物明顯

性、戶外設施完備性、指標有效性、活動活絡性、活動吸引、人潮吸引、新奇事

物吸引、活動多樣性。 
 

 (二)內生變數部分 
有關個體路徑選擇意願之衡量變數應包括：路徑行走意願、其他路徑替代

意願、路徑行走適合度、下次選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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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與衡量變數之建立 

吾人於前節初步擬定休閒逛街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變數後，現即建

立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與衡量變數。建立之方式，則是運用探索性因素分析

法(EFA)，以實證之方式，建構個體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之因素與衡量變數。 
本階段工作可分為三部分，首先以前節初擬之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影響變

數為題項，分活動點選擇、找路判斷、路徑選擇等三部分，擬定 EFA 問卷題目。

其次再至實證場域，對徒步區內步行者抽樣進行問卷填答。最後應用 EFA 為分

析工具，建構逛街之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為顧慮各衡量變數間，可能

彼此有影響關係，本研究採用斜交轉軸(oblique rotation)之方式進行因素轉軸

(factor rotation)。 
 

 

4-2-1 EFA問卷之研擬與問卷抽樣方法之確立 
 

一、問卷題項研擬與與問卷測量尺度之確認 

本節擬定 EFA 問卷之題項，前節對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變數初步擬

訂後，可得知步行者活動點空間選擇初步擬訂之影響變數計有 30 項，找路判斷

初步擬訂之影響變數計有 21 項，路徑選擇初步擬訂之影響變數計有 27 項。因此，

EFA 問卷之題項，即以前述各項初擬變數為題項，分為活動點選擇、找路判斷、

路徑選擇三部分分別研擬(詳見表 4-5)，至於詳細之問卷題項，則詳見附註。 
至於 EFA 之問卷測量尺度之決定，則由於本問卷擬定之各問項之詢問方

式，在得知徒步區步行者對該敘述之同意程度。因此，在問卷測量尺度上，採用

李克特(Likert scale)七點式尺度，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有些同意」、「偶

爾同意」、「不太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等七項。 
 
至於詳細之問卷題項，則詳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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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初始問卷題項一覽表 
活動點選擇 找路判斷 路徑選擇 

類別 衡量變數(問卷題項) 類別 衡量變數(問卷題項) 類別 衡量變數(問卷題項) 

空間熟悉度 個體空間熟悉度 路徑熟悉度 

空間記憶 活動習慣遵循度 路徑印象 

空間經驗 活動經驗程度 

環境

資訊

認知

結果

標的物記憶 

路徑記憶容易度 

環境

資訊

認知

結果 

標的物記憶 

個體 

空間 

熟悉 

程度 

個體空間活動頻率 

空間作記號容易度 

空間記憶容易度 空間知識應用能力 路徑結合容易度 

空間作記號容易度 街廓記憶 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 

活動點連結容易度 標的物記憶 地標間航行容易度 

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 

地標間航行容易度 

個體 

空間 

認知 

結果 區域印象 

個

體

空

間

認

知

結

果

 

找路

判斷

認知

結果

步行距離判斷容易度 

 

個

體

空

間 

認

知

結

果 

 

找路 

判斷 

結果 

空間距離判斷容易度 建築物特殊性 區域特徵明顯性 

區域特徵明顯性 指示設施內容有效性 標的物明顯性 

標的物明顯性 指示設施數量合理性 戶外設施完備性 

環境美觀性 

指示 

設施 

標示 指示設施位置合宜性 環境美觀性 

戶外設施完備性 區域特徵明顯性 指標有效性 

步行可及性 標的物明顯性 活動活絡性 

指示設施有效性 戶外設施完備性 活動吸引 

活動活絡性 

地

區

環 

境 

易 

辨 

識 

性 

環 

境 

特 

徵 廣告招牌特殊性 人潮吸引 

新奇事物吸引 空間記憶容易度 新奇事物吸引 

活動吸引 空間作記號容易度 

地 

區 

環 

境 

吸 

引 

 

活動多樣性 

活動多樣性 在地標間航行容易度 活動習慣遵循度 

 

地 

區 

環 

境 

吸 

引 

人潮吸引 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 目的性活動 

目的性活動 空間距離判斷容易度 個體逛選偏好 

活動習慣遵循度 個別商家吸引 

個體逛選偏好 

個體 

逛選 

偏好 

商家群聚吸引 

個別商家吸引 路徑行走意願 

個體 

活動 

與 

逛選 

偏好 商家群聚吸引 其他路徑替代意願 

活動點選擇意願 路徑行走適合度 

其他活動點替代性 

活動點適合性 

個體 

活動點 

選擇 

意願 下次活動選擇意願 

找 

路 

判 

斷 

容 

易 

度 

 

個體 

路徑 

選擇 

意願 下次選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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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抽樣方法與問卷份數之決定 

問卷調查抽樣方法之決定，必須視母體之狀況，才能決定合適之抽樣方式。

由於研究場域(西門徒步區)為一行人流動極大之場所，吾人無法確定其統計母體

詳細之結構組成。況且，由於時間與經費之限制，導致本研究問卷抽樣調查無法

顧及所有的時間與空間因素，此外，從前期之現場調查與訪談中得知，步行者進

出徒步區與其搭乘交通運具有極大之關連，故本研究以大多數人進出之捷運西門

站出口六與峨嵋停車場為調查點，分成平日時段與假日時段進行問卷調查。在調

查時段之選擇上，平日調查時段為 14：00 至 21：00；假日調查時段則為 11：00
至 21：00。 

在問卷份數之決定方面，前節初步擬定步行者各項空間選擇之影響變數

後，可得知步行者活動點空間選擇初步擬訂之影響變數計有 30 項，步行者找路

判斷初步擬訂之影響變數計有 21 項，步行者路徑選擇初步擬訂之影響變數計有

27 項。由於本研究主要採用 SEM 理論作為分析方法，故對於調查問卷之份數，

應依據結構方程模式之要求來決定。 
根據黃芳銘(2002:131)引用 Marsh, Hau, Balla, & Grayso 等證實 Boomsma 的

建議，對於 SEM 問卷之調查樣本數目：“如果觀察變項與因素之比值是 3 或是

4，則樣本數至少需 100 份，若比值為 6 以上，則像 50 這麼小的樣本也會足夠⋯

也因此獲得一個一般性的應用原則，樣本數與觀察變項/因素之比值有互補性的

效果。＂ 
從前述各項空間選擇初擬之變數(即變項)中，最大為 30 項(分別為 30 項、

21 項與 27 項)，且一般預估進行因素分析篩選之因子數目估計最多至少應為 3-4
個，若採用前述建議為原則，則 150 份問卷應可滿足要求。此外，為保障回收問

卷之有效份數，本研究另增加 10 份問卷，決定 160 份問卷為問卷份數。此外，

為滿足統計交叉效度(cross validation)，相對於操作 SEM 方法樣本獨立之原則，

因此，本研究於 EFA 問卷階段亦決定以 160 份問卷作為問卷份數，兩階段問卷

各 160 份，共計 320 份問卷。其中 EFA 問卷之調查時間為 2003 年 3 月至 4 月初，

至於問卷分析結果則如下所述： 
在受訪者之基本資料方面，受訪者中男性計 102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63.75%，女性 58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36.25%；在年齡分佈方面，1-10 歲 0 人，

11-20 歲者 48 人 ，佔受訪者總數的 30%；21-30 歲者 93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58.12%；31-40 歲者共 16 人，41-50 歲者共 3 人。在活動頻率方面，一星期三次

以上者計 4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2.5%；每週一次者計 19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11.88%；兩週一次者計 33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20.62%；每月一次者計 55 人，

佔受訪者總數的 34.38%；兩個月以上一次者計 49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30.62%。

從受訪者之基本資料可知，受訪者中以 30 歲前的青少年為主，佔受訪者總數的

88.12%；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稍多；活動頻率至少兩週一次以上者佔受訪者總數的

35%，每月一次以上者佔受訪者總數的 69.88%。 
此外，在受訪者之目的性活動方面，目的性活動為有特定目的購物者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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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受訪者總數的 18.75%；無特定目的逛街購物者 77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48.12%；約會者 13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8.13%；看電影者 3 人，佔受訪者總數

的 1.88%；閒逛者 29 人，佔受訪者總數的 18.12%；其他者 8 人，佔受訪者總數

的 5%；由上述統計數據可知，受訪者到徒步區之目的性活動多為逛街購物，佔

受訪者總數的 66.87%；目的性活動為逛選相關活動者則佔受訪者總數之 95%。 
 
至於受訪者詳細之基本資料則如表 4-6、4-7、4-8 所示：  
 

表 4-6  受訪者年齡分布一覽表 
年齡分布 人數 百分比 

1-10 歲 0 0% 

11-20 歲 48 30% 

21-30 歲 93 58.12% 

31-40 歲 16 10% 

41-50 歲 3 1.88% 

51-60 歲 0 0% 

總計 160 100% 

 

表 4-7  受訪者活動頻率一覽表 
活動頻率 人數 百分比 

一星期三次以上 4 2.5% 

每週一次 19 11.88% 

兩週一次 33 20.62% 

每月一次 55 34.38% 

兩個月一次 49 30.62% 

總計 160 100% 

 

          表 4-8  受訪者目的性活動一覽表 
到站目的性活動 人數 百分比 

有特定目的購物 30 18.75% 

無特定目的逛街購物 77 48.12% 

約會 13 8.13% 

看電影 3 1.88% 

閒逛 29 18.12% 

其他 8 5% 

總計 1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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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步行者活動點選擇影響因素之建構 
在步行者活動點選擇影響因素之建構部分，本研究以 Eigenvalue 值大於或

接近 1，累積解釋變異量超過 0.7 以上之因素，作為因子選取的基本原則。根據

EFA 結果，共篩選出四個因子，累積解釋總變異量為 89.86%；刪除空間經驗、

戶外設施完備性、空間作記號容易度等三變數。四個因子分別為個體空間認知結

果因子、地區環境吸引因子、個體逛選偏好因子、個體活動點選擇意願因子。在

因子之信度部份，每個因子個別的 Cronbach α 值均大於 0.5。以下將各因子所歸

屬之變數及因子之 Cronbach α 值列述如下： 
 

一、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因子 

本因子之 Eigenvalue 值為 7.056，解釋總變異量為 59.69%，因子下之變數有

空間熟悉度、空間記憶、標的物記憶、區域特徵、標的物明顯性、空間方位判斷

容易度、地標間航行、空間距離判斷容易度等八個變數，故將因子命名為個體空

間認知結果因子，Cronbach α 值為 0.865。 
 

二、地區環境吸引因子 

本因子之 Eigenvalue 值為 1.4865，解釋總變異量為 12.57%，因子下之變數

則有環境美觀性、步行可及性、指示設施有效性、活動活絡性、活動吸引、人潮

吸引、新奇事物吸引、活動多樣性等八個變數，故將因子命名為地區環境吸引因

子，Cronbach α 值為 0.795。 
 

三、個體逛選偏好因子 

本因子之 Eigenvalue 值為 1.1901，解釋總變異量為 10.07%，因子下之變數

則有目的性活動、活動習慣遵循度、個體逛選偏好、個別商家吸引、商家群聚吸

引等五個變數，故將因子命名為個體逛選偏好因子，Cronbach α 值為 0.731。 
 

四、個體活動點選擇意願因子 

本因子之 Eigenvalue 值為 0.9011，解釋總變異量為 7.53%，因子下之變數則

有活動點選擇意願、活動點合適性、下次選擇意願等三個變數，故將因子命名為

個體活動點選擇意願因子，Cronbach α 值為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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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步行者活動點選擇影響因素一覽表 
變數 

類別 

變數名稱 個體空間認知

結果(因子一)

地區環境吸引

(因子二) 

個體逛選偏好 

(因子三) 

個體活動點選擇

意願(因子四) 

目的性活動 v1 0.058 0.163 0.502 0.152 

活動習慣遵循度 v2 0.101 -0.117 0.559 0.231 

個體逛選偏好 v3 -0.128 -0.091 0.660 -0.008 

個別商家吸引 v4 0.094 0.111 0.620 0.165 

個體 

活動

與 

逛選 

偏好 商家聚集吸引 v5 0.153 0.228 0.374 -0.145 

空間熟悉度 v6 0.698 0.013 0.066 0.007 

空間記憶容易度 v7 0.636 -0.074 0.155 -0.122 

空間 

辨認 

結果 標的物記憶 v9 0.543 -0.005 0.052 -0.079 

區域特徵明顯性 v10 0.742 -0.017 -0.112 -0.039 

標的物明顯性 v11 0.828 0.032 -0.107 0.027 

環 

境 

特 

徵 

環境美觀性 v13 0.133 0.570 -0.066 -0.029 

步行可及性 v14 0.051 0.657 -0.054 -0.049 

指示設施有效性 v15 0.230 0.502 -0.001 -0.020 

活動活絡性 v16 0.055 0.575 0.000 0.000 

活動吸引 v17 0.050 0.764 -0.052 0.026 

人潮吸引 v18 0.046 0.768 -0.027 -0.090 

新奇事物吸引 v19 -0.177 0.686 0.024 0.146 

地 

區 

環 

境 

吸 

引 

活動多樣性 v20 -0.056 0.366 0.096 0.201 

活動點連結容易度 v22 0.321 0.025 -0.063 0.134 

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 v23 0.557 -0.087 0.145 0.169 

地標間航行容易度 v24 0.419 0.075 0.165 0.134 

找路 

判斷 

結果 

空間距離判斷容易度 v25 0.469 0.009 -0.117 0.411 

活動點選擇意願 v26 -0.198 -0.086 -0.176 0.435 

活動點合適性 v28 -0.077 0.011 0.006 0.703 

活動

點 

選擇 

意願 
下次選擇意願 v29 0.155 0.159 0.004 0.522 

Cronbach α 0.865 0.795 0.731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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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步行者找路判斷影響因素之建構 
在步行者找路判斷影響因素之建構部分，根據 EFA 操作結果，共篩選出三

個因子，累積解釋總變異量為 95.63%；刪除變數為戶外設施完備性。三因子個

別 Cronbach α 值均大於 0.85，代表各因子下之測量指標具有很高的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以下將各因子所歸屬之變數及因子之 Cronbach α 值列述如

下： 
 

一、地區環境資訊因子： 

本因子之 Eigenvalue 值為 10.469，解釋變異量為 80.71%，Cronbach α 值為

0.9247，本因子下歸屬變數有區域印象、建築物特殊性、指示設施內容有效性、

指示設施數量合理性、指示設施位置合宜性、區域特徵明顯性、標的物明顯性、

廣告招牌明顯性等；故將其命名為地區環境資訊因子。 
 

二、個體找路判斷容易度因子： 

本因子之 Eigenvalue 值為 1.2096，解釋變異量為 9.32%，Cronbach α 值為

0.9098，本因子下歸屬變數有空間記憶容易度、空間作記號容易度、空間方位判

斷容易度、在地標間航行容易度、空間距離判斷容易度等；故將其命名為個體找

路判斷容易度因子。 

 
三、個體空間熟悉因子： 

本因子之 Eigenvalue 值為 0.9258，解釋變異量為 5.60%，Cronbach α 值為

0.8911，本因子下歸屬變數有個體空間熟悉度、活動習慣遵循度、活動經驗、活

動頻率、個體空間知識應用能力、街廓記憶等；故將其命名為個體空間熟悉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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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步行者找路判斷影響因素一覽表 
初擬 

變數 

類別 

變數名稱 地區環境資訊

(因子一) 

個體找路判斷容易度

(因子二) 

個體空間熟悉 

(因子三) 

個體空間熟悉度 V1 -0.11067 0.39667 0.49598 

活動習慣遵循度 V2 0.02201 0.40436 0.43820 

活動經驗程度 V3 -0.06832 0.25771 0.64807 

個體 

空間 

熟悉 

程度 個體空間活動頻率 V4 0.12501 0.23540 0.52131 

空間知識應用能力 V5 0.26785 0.06537 0.49576 

街廓記憶 V6 0.22895 -0.07095 0.64468 

標的物記憶 V7 0.44664 -0.13639 0.55433 

個體 

空間 

認知 

結果 區域印象 V8 0.45155 -0.04978 0.41303 

建築物特殊性 V9 0.59812 -0.06361 0.28245 

指示設施內容有效性 V10 0.65057 0.01108 0.18694 

指示設施數量合理性 V11 0.69183 0.10814 0.04310 

指示 

設施 

標示 指示設施位置合宜性 V12 0.71789 0.09727 0.00042 

區域特徵明顯性 V13 0.70053 0.24558 -0.03570 

標的物明顯性 V14 0.74238 0.17531 -0.04005 

地區 

環境 

易辨 

識性 

環境 

特徵 

廣告招牌特殊性 V15 0.61049 0.15866 0.10830 

空間記憶容易度 V16 0.12611 0.65216 0.02043 

空間作記號容易度 V17 0.01980 0.76736 0.10933 

在地標間航行容易度 V18 0.10021 0.72889 0.00451 

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 V19 0.05891 0.77206 0.03964 

找路 

判斷 

容易度 

空間距離判斷容易度 V20 0.12122 0.75638 0.00674 

Cronbach α 0.9247 0.9098 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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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步行者路徑選擇影響因素之建構 
在步行者找路判斷影響因素之建構部分，根據 EFA 操作結果，共篩選出三

個因子，累積解釋總變異量為 91.12%；刪除路徑熟悉度、環境美觀性、新奇事

物吸引、個別商家吸引、商家群聚吸引等變數。三因子個別 Cronbach α 值均大

於 0.7，代表各因子下之測量指標具有很高的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以下將各因子所歸屬之變數及因子之 Cronbach α 值列述如下： 

 
一、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因子 

本因子之 Eigenvalue 值為 8.0315，解釋變異量為 64.00%，Cronbach α 值為

0.841，此因子下之變數，則有區域印象、標的物記憶、指標有效性、區域特徵

明顯性、標的物明顯性、戶外設施完備性、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路徑結合容易

度、地標間航行容易度等九個變數；故將因子命名為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因子。 
 

二、個體路徑選擇意願因子 

因子二之 Eigenvalue 值為 1.6398，解釋變異量為 14.59%，Cronbach α 值為

0.734，歸類於此因子下之變數，計有目的性活動、個體逛選偏好、路徑行走意

願、其他路徑替代意願、路徑行走適合度等五項變數，故將此因子命名為個體路

徑選擇意願因子。 
 

三、地區活動吸引因子 

本因子之 Eigenvalue 值為 1.4388，解釋變異量為 12.53%，Cronbach α 值為

0.752，歸類於此因子下之變數，有活動多樣性、活動吸引、活動活絡性、人潮

吸引、新奇事物吸引等五個變數；故將因子命名為地區活動吸引因子。 
上述三因子之解釋總變異量為 91.11%，而此三個因子之 Cronbach α 值均大

於 0.7，代表各因子下之測量指標具有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e)(Hatcher, 
1994)。至於詳細之變數名稱與因子負荷量，則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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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步行者路徑選擇影響因素一覽表 
變數 

類別 

變數名稱 個體空間認知

結果(因子一)

路徑選擇意願

(因子二) 

地區活動吸引 

(因子三) 

目的性活動 v1 0.041 0.469 -0.103 個體 

逛選 

偏好 

個體逛選偏好 v2 0.103 0.502 -0.043 

路徑印象 v7 0.418 0.255 0.041 個體 

空間 

認知 

結果 

標的物記憶 v9 0.725 -0.048 -0.051 

指標有效性 v15 0.382 0.141 0.156 

區域特徵明顯性 v10 0.723 -0.019 -0.083 

標的物明顯性 v11 0.591 -0.019 0.061 

環 

境 

特 

徵 

戶外設施完備性 v12 0.472 0.202 0.029 

活動多樣性 v16 -0.107 0.112 0.470 

活動吸引 v17 -0.019 -0.029 0.785 

活動活絡性 v18 0.112 0.009 0.588 

 

地 

區 

環 

境 

吸 

引 

 

 人潮吸引 v19 0.030 0.009 0.676 

路徑記憶容易度 v23 -0.131 0.195 -0.024 

空間作記容易度 v24 0.094 -0.029 0.051 

空間方位判斷容易度 v26 0.485 0.036 0.054 

路徑結合容易度 v25 0.349 0.204 0.050 

地標間航行容易度 v27 0.418 0.004 0.058 

找路 

判斷 

認知 

結果 

步行距離判斷容易度 v14 0.062 -0.175 -0.202 

路徑行走意願 v28 -0.008 0.468 0.155 

其他路徑替代意願 v29 -0.149 0.655 0.281 

個體 

路徑 

選擇 

意願 

路徑行走適合度 v30 0.174 0.659 0.075 

Cronbach α 0.841 0.734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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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步行者空間選擇影響概念模式之建構 

如前述建構步行者空間選擇影響因素與衡量變數後，接下來對步行者空間

選擇影響概念模式進行建構，建構之方式是先擬定研究假設，再建構步行者空間

選擇影響概念模型。此外，在研究假設之擬定上，本研究以過去研究歸納結果，

配合質化訪談之初步實證結果，作為研究假設與影響概念模式擬定之依據。 
 
 
4-3-1步行者活動點選擇影響概念模式之建構 

研究者根據對步行者活動點選擇影響因素建構之結果，配合相關研究進行

歸納，建構下列研究假設，並依此研究假設建構出步行者活動點選擇影響概念模

型： 
 

一、研究假設擬定： 

(一)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對地區環境吸引之影響。 
從訪談歸納結果可知，個體對某地點之空間認知結果展現中，包含了該地

點對個體之吸引程度
註 2；吾人依此初步推論，步行者對地區環境之空間認知愈清

楚，則該地區環境對於步行者來說之吸引力愈大。 
故本研究推論以下研究假設(H1-1)：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對地區環境吸引具直

接性正向影響。 

 
(二) 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對個體逛選偏好之影響。 

Olshavsky等人  (1975)提出個體空間偏好反映了區位吸引力與距離之交

換。個體對地區距離之判斷，即是對空間認知之結果，由此可知個體空間認知結

果會影響個體空間偏好。此外，從訪談結果歸納可知，步行者對空間愈熟悉，在

逛選時就愈傾向選擇該地區，久而久之，在其對徒步區之逛選活動模式上，形成

了一條習慣的路徑註 3，由此可知，個體對某空間認知程度愈高，在空間選擇時愈

偏好選擇該地點。因而可得研究假設(H1-2)：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對個體逛選偏好
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三)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對活動點選擇意願之影響。 

Gärling 等人(1986)認為人們在都市中的空間選擇，其實就是對空間認知之

展現；Gärling(1989)之研究證實，個體面對兩個地點以上之空間選擇判斷時，是

依據其對空間之認知作為基本參考依據。此外，從前述 EFA 分析結果，得知步

行者活動點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之一，亦為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因子。 

                                                 
註 2詳見本文 4-1-1 第四點質化訪談歸納分析(四)，請參閱p.49-50。 
註 3

詳見本文 4-1-1 第四點質化訪談歸納分析(三)，請參閱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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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綜合上述分析，吾人可推論以下研究假設(H1-3)：個體空間認知結果
對活動點選擇意願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四)地區環境吸引對個體逛選偏好之影響。 

Olshavsky 等人(1975)提出個體空間偏好反映出個體在區位吸引力與距離兩

者間之交換(trade off)結果；一般說來，地區環境對個體之吸引力愈高，則個體逛

選時，愈容易對該地區產生逛選偏好。 
因此，本研究推論以下研究假設(H1-4)：地區環境吸引對個體逛選偏好具直

接性正向影響。 

 
(五)地區環境吸引對個體活動點選擇意願之影響。 

Gärling(1999)認為在多屬性空間選擇之影響因素中，非空間屬性之影響因素

包括了個體經驗中的地區吸引力；此外，從前述 EFA 分析結果，得知步行者活

動點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之一，亦為地區環境吸引因子。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到研究假設(H1-5)：地區環境吸引對個體活動點選擇意願

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六)個體逛選偏好對個體活動點選擇意願之影響。 

Kurose等人(2001)提出，行人逛選行為會受到決定去哪個店及選擇之優先順

序之影響；此外，從前階段訪談結果註 4與EFA分析結果，亦可得知步行者活動點

選擇影響因素之一，亦為個體逛選偏好因子。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到研究假設(H1-6)：個體逛選偏好對個體活動點選擇意願

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七)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包含了找路判斷認知結果與地區環境資訊認知結果兩部
份。 

由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之結果可知，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可分為個體對找路

認知結果，以及對環境資訊辨識認知結果兩部分註 5；至於各部份研擬之研究假設

如下所述： 
1.個體空間認知之部分結果為地區環境資訊認知結果。 

Siegel 與 White(1975)認為人類對地理空間之空間知識，係由地標知識、路

徑知識與空間輪廓知識 (configurational knowledge) 三部分組成； Hart 與

Moore(1976) 引用 Shemyakin 之看法，將認知圖基本元素分為路徑地圖(route 
map)與概略地圖(survey map)兩種不同的基本展現；Kaplan 與 Kaplan(1981)認為

認知圖事實上是由連結非連續的代表物(如地標、標的物)所組成；Miller(1992)
認為個體路徑選擇包含了個體從已知路徑中選擇路徑之過程，而已知路徑知識之

                                                 
註 4詳見本文 4-1-1 第一點中第(二)項下的第 4.點，請參閱p.44-45。 
註 5詳見本文 2-4 第二點下第(一)項，請參閱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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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是經過空間搜尋之結果，空間搜尋包含了個體在空間涵構(spatial context)中
選擇活動地點知過程；Portugali(1996) 認為，個體會為了學習環境，對環境中某

些特徵明顯的物體(如標的物等)作記號，而環境中只有一些物體和模式會被標

記，且成為個體認知圖之元素，每次新的經驗，會為先前建構的認知增加更多細

節，或會增加認知之範圍；Golledge(1999)認為認知圖包含了以下幾種空間內容：

點(point)、線(line)、面積(area)、表面(surfaces)，其中作為空間點之地標對個體

而言，是作為組構之概念，其可作為辨別與方向之參考依據，線型空間則是被當

作邊界或連結之路徑，面狀空間則當作 2D 空間之分類方法或認知概念，表面則

是為實質的地形學或密度之參考。由上述可知，個體對地區環境資訊之認知結

果，為個體空間認知之部分結果。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到研究假設(H1-7)：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部分結果為地區

環境資訊認知結果。 

 
2.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部分結果為找路判斷認知結果 

Hart 與 Moore(1976)認為個體對大尺度環境之認知展現，基本元素是個體對

環境系統性的方法(manner)在空間性指向之參考系統，且歸納個體在地理環境中

對空間指向之確認具有自我中心導向(egocentric orientation)傾向，認為認知圖之

基本元素是個體在環境中之空間指向參考系統；Kaplan 與 Kaplan(1981)認為認知

圖事實上是由連結非連續的代表物(如地標、標的物)所組成；Miller(1992)認為個

體路徑選擇包含了個體從已知路徑中選擇路徑之過程，而已知路徑知識之形成是

經過空間搜尋之結果，而找路是空間搜尋的一部份；Golledge(1999)文中提及

Golledge 與 Spector 認為個體認知圖之發展，是由找路(wayfinding)與路徑依循

(route following)兩部分所形成；Golledge(1999)認為大多數人找路時，依賴自有

之空間知識能力，而此找路知識，乃是建構在對一地區之構造輪廓、勘測或形態

知識已完成之狀況下。由上述可知個體空間認知展現之結果中，至少應包含個體

對於找路、連結路徑之認知結果。 
綜合上述分析衍伸，本研究擬定研究假設(H1-8)：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部分

結果為找路判斷認知結果。 

 
二、步行者活動點選擇影響概念模型建構 

由前述研究假設可知，有關步行者活動點選擇影響之概念模式，為具有二

階(2nd order)型態之影響概念模式。擬定上述研究假設後，可將步行者活動點空

間選擇影響概念模型(concept model)建構如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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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步行者活動點空間選擇影響概念模型 

 
從圖 4-2 可知，本研究假設步行者進行活動點選擇時，個體空間認知結果，

可分為地區環境資訊認知結果與找路判斷認知結果。此外，個體空間認知結果除

了直接影響活動點選擇意願外，亦會透過直接影響個體逛選偏好、與地區環境吸

引，間接影響個體活動點選擇意願。而地區環境吸引因子除了會直接影響活動點

選擇意願外，亦會透過直接影響個體逛選偏好，間接影響活動點選擇意願。 

 
 
4-3-2 步行者找路判斷影響概念模型之建構 

研究者根據對步行者找路判斷影響因素建構之結果，配合相關研究進行歸

納，建構下列研究假設，並依此研究假設建構出步行者找路判斷影響概念模型： 
 

一、研究假設擬定： 
(一)地區環境資訊對個體找路判斷容易度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Weisman(1981)認為在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中影響找路表現之四種環

境變數，分別是視覺可及性、建築物獨特性之程度、提供分辨及指向資訊之標示

或門牌與計畫輪廓(planning configuration)；Miller(1992)認為找路行為影響因素之

一為環境因素，此包含了空間特徵(如空間差異性、視覺可及性、空間易讀性)，
與找路支持系統(如指示牌等空間資訊來源)二部分，認為環境因素與找路行為間

之關係，可藉由個體的環境認知或心理印象來轉換(mediated)；陳格理(1999)文中

提及 Ingwerson 將影響找路行為的主要因素，分為環境特徵、尋路策略和個人之

能力三部分；Golledge(1999)認為環境的易辨識性(legibility)，亦是直接影響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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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路能力和功效之重要因素。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到研究假設(H2-1)：地區環境資訊對個體找路判斷容易度

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二)個體空間熟悉因子對個體找路判斷容易度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Miller(1992)認為找路行為影響因素之一為個體對環境之認知；Cornell, Heth 

與 Albert(1994)提到人們對環境的熟悉度是影響找路能力之因素；Golledge(1999)
認為大多數人找路時，依賴自有之空間知識能力，而此找路知識，乃是建構在對

一地區之構造輪廓、勘測或形態知識已完成之狀況下；Allen(1999)認為人們對空

間關係藍圖(layout)之正確記憶，的確會成為成功的找路者；Golledge(1999)也認

為找路為高度具有順序之概念，找路結果乃是來自個體對地區區位、距離、指向、

重要度、連結、連續等之基本了解。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到研究假設(H2-2)：個體空間熟悉因子對個體找路判斷容

易度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三)地區環境資訊因子對個體空間熟悉因子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Miller(1992)認為環境因素與找路行為間之關係，可藉由個體的環境認知或

心理印象來轉換(mediated)。Shemyakin (1962)認為每個認知圖均隱含著環境中的

空間資訊與知識，這些知識在實際環境中得到驗證，並成為路徑知識，而路徑知

識則是認知圖初期的形式，是空間輪廓知識的前導知識(Siegel and White 1975)。
Golledge (1999)認為個體在大尺度環境中旅行是一連續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

個體會重組實際環境中的地標與其他標的物，在腦中空間輪廓排序之關係，此空

間關係成為這些地標在歐幾里得(Euclidean)關係上的前導知識。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到研究假設(H2-3)：地區環境資訊因子對個體空間熟悉因

子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二、步行者找路判斷影響概念模型建構 

擬定上述研究假設後，可將步行者找路判斷影響概念模型(concept model)
建構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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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步行者找路判斷影響概念模型 
 
從圖 4-3 可知，本研究假設步行者找路判斷時，地區環境資訊因子除了會直

接影響個體找路判斷容易度外，亦會透過直接影響個體空間熟悉因子，間接地影

響個體找路判斷容易度。 
 
 
4-3-3 步行者路徑選擇影響概念模型之建構 

研究者根據對步行者路徑選擇影響因素建構之結果，配合相關研究進行歸

納，建構下列研究假設，並依此研究假設建構出步行者路徑選擇影響概念模型。

至於詳細之研究假設擬定與理論依據，則如下所述： 
 

一、研究假設建構 
(一)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對個體路徑選擇意願之影響 

Hart 與 Moore(1976)引用 Shemyakin 之看法，將認知圖基本元素分為路徑地

圖(route map)與概略地圖(survey map)兩種不同的基本展現；Gärling 等人(1986)
認為個體在都市旅程中，會以腦中的認知圖(cognitive map)為主要參考，並配合

實際環境中之空間資訊進行驗證，對原擬訂之旅行計畫進行修正；Gärling 等人

(1986)認為人們在都市中的空間選擇，其實就是對空間認知之展現，如果決策者

腦中有像地圖般的空間知識，他們就可以運用此空間知識在單點或是一連串的空

間選擇中，將旅行距離最小化；Miller(1992)認為個體路徑選擇包含了個體從已

知路徑中選擇路徑之過程，而已知路徑知識之形成是經過空間搜尋之結果；

Portugali(1996)認為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具體反映在空間認知圖、對空間之語言

描述、以及實際之空間行動；此外，從質化訪談歸納結果(一)與(三).(詳見 51,53
頁)與 EFA 分析結果，得知逛街步行者路徑選擇影響因素之一，亦為個體空間認

知結果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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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到研究假設(H3-1)：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對個體路徑選擇意
願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二)地區活動吸引對個體路徑選擇意願之影響 
IRN 認為人們所閱讀到的事物，是內在與外在展現交互作用的結果，每個

個體之區位活動，亦是介於建立在心中的內在展現，與建立在環境中外在展現之

交互作用；Gärling(1999)認為在多屬性空間選擇之影響因素中，非空間屬性之影

響因素包括了個體經驗中的地區吸引力；此外，從訪談結果分析第二點下的第(五)
點(見第 50 頁)與 EFA 分析結果可得，影響步行者路徑選擇因素之一，為地區活

動吸引因子。 
綜合上述分析可推論研究假設(H3-2)：地區活動吸引對個體路徑選擇意願具

直接性正向影響。 

 

(三)地區活動吸引對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影響 
 IRN 認為人們所閱讀到的事物，是內在與外在展現交互作用的結果，每個

個體之區位活動，亦是介於建立在心中的內在展現，與建立在環境中外在展現之

交互作用；因此，本研究可推論研究假設(H3-3)：地區活動吸引對個體空間認知
結果具直接性正向影響。 

 

(四)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包含了找路判斷認知結果與地區環境資訊認知結果。 
由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之結果可知，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可分為個體對找路認 

知結果，以及對環境資訊辨識認知結果兩部份註 6；至於各部份研擬之研究假設如

下所述： 
1.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部分結果為地區環境資訊認知結果 

Siegel 與 White(1975)認為人類對地理空間之空間知識，係由地標知識、路

徑知識與空間輪廓知識 (configurational knowledge) 三部分組成； Hart 與

Moore(1976)認為“地形的展現＂(top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是個體對大尺度環

境之認知展現(cognitive representation)，其基本元素是個體對環境系統性的方法

(manner)在空間性指向之參考系統 ；Kaplan 與 Kaplan(1981)認為認知圖事實上是

由連結非連續的代表物(如地標、標的物)所組成；Miller(1992)認為個體路徑選擇

包含了個體從已知路徑中選擇路徑之過程，而已知路徑知識之形成是經過空間搜

尋之結果，空間搜尋包含了個體在空間涵構(spatial context)中選擇活動地點知過

程；Portugali(1996) 認為，個體會為了學習環境，會對環境中某些特徵明顯的物

體(如標的物等)作記號，而環境中只有一些物體和模式會被標記，且成為個體認

知圖之元素，每次新的經驗，會為先前建構的認知增加更多細節，或會增加認知

之範圍；Golledge(1999)認為認知圖包含了以下幾種空間內容：點(point)、線

(line)、面積(area)、表面(surfaces)，其中作為空間點之地標對個體而言，是作為

                                                 
註 6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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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構之概念，其可作為辨別與防行之參考依據，線型空間則是被當作邊界或連結

之路徑，面狀空間則當作 2D 空間之分類方法或認知概念，表面則是為實質的地

形學或密度之參考。由上述可知，個體對地區環境資訊之認知結果，為個體空間

認知之部分結果。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到研究假設(H3-4)：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部分結果為地區

環境資訊認知結果。 

 

2.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部分結果為找路判斷認知結果 
Siegel 與 White(1975)認為人類對地理空間之空間知識，係由地標知識、路

徑知識與空間輪廓知識 (configurational knowledge) 三部分組成； Hart 與

Moore(1976) 認為地形的展現是個體對大尺度環境之認知展現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其基本元素是個體對環境系統性的方法(manner)在空間性指向之

參考系統，且歸納個體在地理環境中對空間指向之確認具有自我中心導向

(egocentric orientation)傾向，認為認知圖之基本元素是個體在環境中之空間指向

參考系統；Kaplan 與 Kaplan(1981)認為認知圖事實上是由連結非連續的代表物

(如地標、標的物)所組成；Miller(1992)認為個體路徑選擇包含了個體從已知路徑

中選擇路徑之過程，已知路徑知識之形成是經過空間搜尋之結果，而找路是空間

搜尋的一部份；Golledge(1999:20)文中提及 Golledge and Spector 認為個體認知圖

之發展，是由找路 (wayfinding)與路徑依循 (route following)兩部分所形成；

Golledge(1999)認為大多數人找路時，依賴自有之空間知識能力，而此找路知識，

乃是建構在對一地區之構造輪廓、勘測或形態知識已完成之狀況下。由上述可知

個體空間認知展現之結果中，至少應包含個體對於找路、連結路徑之認知結果。 
綜合上述分析衍伸，本研究擬定研究假設(H3-5)：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部分

結果為找路判斷認知結果。 

 
二、步行者路徑選擇影響概念模式之建構 

由前述研究假設可知，步行者路徑選擇影響之概念模式，為具有二階(2nd 
order)型態之影響概念模式。吾人可將步行者路徑選擇影響概念模型(concept 
model)建構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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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步行者路徑選擇影響概念模型 

 
從圖 4-4 可知，本研究假設步行者進行路徑選擇時，地區活動吸引除了會直

接影響個體空間選擇意願外，亦會透過直接影響個體空間認知結果，間接地影響

個體路徑選擇意願。而個體空間認知結果，則可分為地區環境資訊認知結果與找

路判斷認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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