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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遊逛路徑評估商圈空間結構的一種簡易方法
－以高雄市新堀江商圈為實證
黃幹忠1

摘要
目前對於市中心商圈行人遊逛實態的了解似乎仍不夠充分，特別是行人在遊逛過程中，「集
客據點間的距離與配置型態」與「主軸線、次軸線與建築物通道之利用效果」等，涉及都市設施
配置與行人遊逛之關係仍有待釐清。本研究以高雄市新堀江商圈為研究場域，利用隨機抽樣設計
追蹤594組行人（共1330人），而後利用追蹤調查所獲得之步行路徑資料，來確立行人遊逛的基
本尺度單位，再透過遊逛範圍的模式化與類型化，來呈現商圈空間結構之實態。研究結果發現，
市中心商圈內欲形成各種形式之遊逛單位時，核圈域的存在與否是關鍵要因，因此核圈域的整建
相對於路網整建（含主軸線、次軸線與建築物通道）更為重要。此外若缺乏次軸線，則即使有遊
逛人次比率較高的主軸線亦不能產生遊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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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ple Metheod to Evaluate Trading Area Space Structure of
Downtown Business District Based on Excursion Route- an Empirical
Study in Shiinkuchan Commercial Zone of Kaohsiung City
Kan-Chung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Management, Kun Shan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ABSTRACT
It seems that pedestrian excursion behavior is not well recognized in downtown business
districts. “Distance and allocation between attractors” and “effects of major axis, secondary axis, and
building passage”, which related to the problem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lities allocation and
pedestrian excursion are extraordinarily unclear. This study adopted follow-up-pedestrian survey to
collect data, Commeraial Zone of Kaohsiung City as a research field, and the pedestrian trip
collected from 594 group samples, total 1330 pedestrians, were used to decide “basic scale unit”.
Furthermore, excursion areas are modeled and classified to display pedestrians’ excursion situation
and structure of street space,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at empirical area could be provid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ajor component to form a excursion unit is the existence of a core area.
Consequently, constructions to core area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to street networks, which
include major axis, secondary axis and building passage.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major axis with
high pedestrian rate can not certainly form a excursion unit without secondary axis.

Keywords：space structure of trading area, pedestrian trip, core area, excursion unit, Shiinku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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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都市空間中，市中心區常讓人聯想到人潮洶湧、高強度的商業使用與多樣化的休閒活動。
在已開發國家，即使近年來持續出現商業活動移往市中心外圍（off-center）的現象，但因為市中
心一直是市鎮的社會、經濟與文化中心，因此市中心的活力與健康對都市整體系統的健全發展仍
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Voith（1998）提及，社會活動、娛樂活動與商業活動的高度集中是市中心
所特有的屬性，而且許多經濟學家相信此種高密集性可為商家與消費者帶來特殊的效益，此即經
濟學上的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傳統上，聚集經濟所討論的重點係在於運輸與財
貨流通上的節省；因此製造業會群聚於市中心靠近河港或火車站的地區，而零售商則會開店於市
中心以接近眾多的消費者。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製造業不用再依靠中心區才能發展，而零售業
則逐漸集中在郊區的購物中心。但是在此時代變遷的同時，基於人際互動（personal interaction）
的效益，使市中心對於許多產業仍保有吸引力。
然而要暸解市中心如何運作，則必須要先瞭解市中心行人移動（pedestrian movement）的方
式，因為其所牽涉的對象包括零售業、新興服務業、都市規劃師及參與都市環境運作的其他個人
或組織，因此步行行為的研究對市中心的活化與發展甚為重要。一般而言，都市市中心的環境與
設施相對於其他地區而言是最適合步行者的，此特性直到目前仍是如此，而此亦為市中心發展之
潛力所在。雖然仰賴汽車作為交通工具所造成的空間擴散，以及市中心地區的不斷擴大，步行仍
是活絡市中心所不可或缺之要素。Robertson（2001）認為原因有下列幾點：
(一) 人潮優勢可確保市中心之高密度本質有別於其他型態之商圈；在市中心，於近便距離內便存
在著多樣的活動與功能，此為市中心有別於其他商圈之獨特競爭力。
(二) 步行對於許多市中心商店的生存極為重要，特別是對那些沿街商店(street-level shops)而言更
是如此，這些店舖不論是零售業、服務業或餐飲業都仰賴路過的客人(walk-by customers)。
一個適宜的步行環境可使行人產生遊逛行為（excursion behavior），並行走遠超過其原有目
的地（例如工作地點或特定商店）之距離，進而可讓行人經過且看到許多店舖之展示。
(三) 吸引人潮前往市中心將可強化市中心作為社區主要聚集點的角色（供日常使用及社區節慶活
動之用）。有些都市的郊區發展並未造成市中心衰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市鎮中心的形成對
社區意識的培養大有助益。同樣的，人們在既成市中心區可有更多機會與各式各樣的人分享
看法，這在其他地方是較難見到的。
(四) 人們對市中心之「死（dead）」或「活（lively）」的認知通常取決於人行道上所見到之人潮
多寡，此種認知會直接影響到人們是否要前往或使用市中心的意願。
由上述的說明可知，人潮的增加對市中心的活化確實很重要，而此一看法亦普遍受到認可，
但是對於行人的遊逛行為與市中心商圈空間結構的對應關係，亦即包括集客據點（attractors）與
路網形狀（configuration of the street network）的組成狀況與遊逛行為之間的關係，目前似乎仍未
有充分的討論。本研究希望利用對行人追蹤調查所獲得之資料，來確立行人遊逛的基本尺度單
位，並透過遊逛範圍的模式化與類型化，來呈現商圈街道空間之實態，而後立足於此再針對實證
地區提出初步的整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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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道空間結構與遊逛行為相關研究之發展
瞭解行人在所處環境與空間中的移動方式，對於預測擁擠、疏散規劃、步行交通、群眾管制，
以及對建築與設施配置在社會與經濟功能上之評估等都非常重要。Hess et al.（1999）認為，步行
不僅是環境友善，而且是有益身體健康的運輸手段。最重要的是，步行意味著「人們上街活動
（people on the streets）」，可間接地傳達出安全與愉悅的環境訊息，因此步行環境的提供涉及到
當代許多重要社會經濟議題，如運輸、空間品質與個人健康等。Haklay et al. （2001）認為，模
擬與模式化行人移動的模式 多數聚焦於行人移動的特定 向度（ specific aspect of pedestrian
movement），例如以地理尺度進行劃分則可分為：（1）微觀尺度（micro-scale）：主要在探討行
人如何迴避阻礙而進行移動。（2）中觀尺度（meso-scale）：主要在討論個人所規劃之多停留點
購物旅次（multi-stop shopping trips）。（3）巨觀尺度（macro-scale）：主要在觀察並分析場域之
間的行人流量特性。
上述（1）與（2）多屬於個體模式之分析方式：而（3）則是以總計資料進行行人流量與環
境變數關係之討論。另外，Penn and Turner（2002）將步行分析、模式化與模擬之相關研究分為
兩大類：(1)結構式分析（configurational analysis）：主要目的係在於再現或量化空間形狀或步行
環境的型態。(2)步行模擬：主要目的是要再現行人的步行行為。而被歸類為結構式分析的研究方
法，主要乃是立足於Hillier and Hanson（1984）所定義的空間構成分析（space syntax analysis）上
做發展。空間構成係被用來描述「空間與社會關係」的一種理論及技術，起源於1970年代倫敦大
學Hillier教授所領導的研究團隊所研究之主題。研究空間構成的目的一開始是要討論空間與社會
的關係，而不是空間與個人的關係。原先的想法是，將空間形狀（spatial configuration）視為是社
會的一個成品（artifact），所以藉由此種空間系統的研究，應可更深入地瞭解社會本身。
然而空間與社會的關係是雙向的，因為社會不僅會創造出其本身所使用的空間，而且人們也
會直接地被該空間所影響。特別是透過行人移動的方式，一個空間型態（a pattern of spaces）或
空間形狀可以非常有效地影響其使用者。任何空間形狀皆會形成一個空間層級，而在此空間層級
中，某些空間是相對較重要的，而某些空間則是較不重要的。這些較重要或可及性較高的空間，
通常會吸引較高比率的行人步行量（Bafna，2003）。另外Helbing et al.（2001）認為，步行活動
可被視為是「街道路網或都市空間的形狀」與「路網內之商店、辦公室、公共建物等特殊吸引力
來源」兩個重要因素交互影響下的結果。
Fruin（1971）是較早嘗試去拓展相關技術應用面的學者，其藉由量測步道每單位寬度的行人
流量來判定擁擠程度，並建構出「服務水準指標（Levels of Service Indicator）」來量測行人在一
個都市據點的舒適水準；而服務水準指標則被分為六級，亦即從自由移動的A級到極度擁擠的F
級。不過「服務水準指標」僅能量測既有街道形狀與集客據點之現況下的擁擠情形，並不能剖析
兩者個別之效果，或是去預測當其中一個要素改變時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為了回應此種質疑，有些學者乃利用幾何學或數學工具來描述及分析大型設施對步行移動的
影響，或是進行都市公共區域行人數目的預測。例如Sandahl and Percivall（1972）所發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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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用來評估瑞典市鎮內大型零售店與停車設施對行人交通的影響效果；其以市中心路網的路段
（Links）為對象，建立路段行人數量與路段特性（如零售樓地板面積、停車設施、到公車站的可
及性、路段在路網內的中心性（centrality）、沿街商店數、行人座位數等）之複迴歸式。此外，
Pushkarev and Zupan（1975）分析曼哈頓街道與巷弄的行人分佈情形，並討論街廓人數相對於建
物樓地板面積、步行區（walkway area）及大眾運輸設施之近接性等的關係，並且認為建築型式
（建物或都市街廓）的旅次產生量是預測步行移動最重要的關鍵要素，原因是步行移動乃是行人
在不同程度吸引力的建築物中「來」與「去」的結果，因此都市的相關設計就必須因應地區的吸
引結構來加以調整才合理。塚口與松田（2002）以住宅社區之居民為對象，立足於行人的空間定
位、街道環境與行人屬性之考量，討論行人由居所到車站間的路徑選擇行為；結果發現行人會傾
向於行走角度（居所指向於車站之角度）較小，以及實質環境評價上較佳的道路。
探討商圈街道空間發展時，除了要思考路網結構的影響之外，也必須納入集客聚點吸引力之
討論。目前已有部分研究注意到集客聚點與路網可及性對車流量或人流量之影響，如林楨家與蔡
耀慶（2006）立足於商業中心之服務半徑與路網結構之設定，建構能同時考量專程與順道兩種購
物旅次的社區與鄰里商業中心區位規劃模型，結果發現實證地區原計畫是以服務社區居民的專程
購物旅次為主要考量，而實際零售活動的分布卻集中在人口密集與順道旅次眾多的節點週圍。研
究也發現社區內外的高低階服務吸引力對區位規劃結果有高度的影響，當商業中心吸引力大於週
邊的零售商店時，產生的替選方案在目標表現及數量上均獲得很大的提升。Hess et al.（1999）在
Puget Sound進行一個準實驗設計，分析該區域內12個鄰里商業中心的行人流量，結果發現具有較
小街廓與較長步道系統之都市據點（Urban Sites），相對於街廓較大、步道系統較小且不完整之
都市據點，其行人流量會多三倍。黃幹忠與葉光毅（2008）以台中市一中商圈為實證地區，調查
行人對路徑的評價及其進入商圈的角度（行進方向與指向於商圈核心直線間的夾角），研究結果
發現，行人在選擇行進之路徑時，不僅會有選擇直行路徑（較不傾向於選擇須左右轉的路徑）的
慣性，且會傾向於選擇與目的地所形成較小夾角的路徑，而同時又會受到主要街道吸引力之影響。
由上述有關行人遊逛路徑研究之整理分析可知，行人在商圈街道空間的遊逛範圍及其所展現
之型態，似乎到目前為止仍較少研究觸及。特別是行人在遊逛過程中，「集客據點間的距離與配
置型態」與「主軸線、次軸線與建築物通道之利用效果」等，涉及商圈設施配置與行人遊逛行為
關係仍有待進一步的討論。本研究將透過行人在設施間步行移動的追蹤調查，利用GIS路網分析
（network analysis）的計算功能，以圖形方式呈現出實證地區行人之遊逛主要範圍，並藉由遊逛
單位類型的分類來進行遊逛空間之診斷，此可大量運用在商圈空間結構的分析，並進行跨都市之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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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圈空間結構分析方法的說明
當行人在人行空間中有多樣的路徑可選擇時，就會擴展成面狀的遊逛，如此行人便會自然地
接續使用各種設施，繼而形成步行旅次鏈（pedestrian trip chain），而透過這些遊逛強度較高的路
段之串連，便能暸解市中心主要的遊逛範圍。一般而言，商圈的逛選(shopping)係包含了兩個部分，
即在街道上的遊逛(excursion，指的是在一個包含購物活動在內的旅次中，發生「閒逛」或「四處
看看」的步行移動)，以及在商店內的選買或消費。就個別消費者的整個步行逛選程序來看，則可
分成進入商圈、在設施間移動及離開商圈三個部分。本研究在進行商圈街道空間結構分析時，並
未將每位消費者的逛選決策過程納入考慮，而僅就消費者在某兩個設施間的移動過程予以記錄，
主要的思考是消費者進入商圈的設施內才有可能產生消費行為；而即使其進入設施內並未進行任
何商品或服務之消費，也仍代表該設施具有集客能力之事實，因此藉由截取受訪對象於二設施間
移動之過程，即可描繪出全體商圈之主要集客設施群與主要遊逛路段。另外，商圈的逛選行為往
往具有即興式(不定期的促銷或娛樂活動會吸引並改變行人遊逛)與不可預測性(突然心血來潮而
改變既有行進方向與預定活動項目)，因而會導致全程遊逛行為之預測模式不易被建構；或即使勉
強提出相關的預測模式，但存在模式之預測準確性偏低的現象。不過如果進行全程追蹤調查，並
以其資料適用於本研究所建立之檢測模式時，乃是將一位受訪對象之多個步行旅次視為多個獨立
樣本而已，因此只要被追蹤者的人數夠多，則檢測模式所呈現之結果應不致於會有太大差異。
此外近代都市經過多年的經營與發展，在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的作業後，通常具有整齊的建
築量體與方格狀之街道路網。而即使在老舊街區，經過公部門循序推動都市更新後，雖未完全改
變其紋理，但多數路口仍可形成類似正交之形式。因此在空間形狀的討論上，本研究假設行人的
遊逛係在路網交叉點間推移，而在集客聚點的分析上，則是假設利用比率比較高的設施群會座落
在路網的交叉點週邊，稱其為「核圈域」，是吸引行人進行遊逛的集客聚點，且其可作為行人進
行遊逛時的轉換點與路徑選擇之場所。而由核圈域向四週延伸之條件係，所有可能被選擇的路徑
之遊逛人次比率須達到某個門檻，理想上其最完整之形狀為菱形。至於菱形的兩軸之長度，須取
一適當之距離加以設定，若太短則無法凸顯出遊逛的特性，若太長則可能導致全體商圈未能形成
遊逛單位之問題，故擬先以100公尺作為軸線延伸之距離為例來加以說明，至於最終所要採用的
尺度為何，則將就實證地區的調查結果來進行調整。
基於前述之假設可知，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行人會立足於核圈域，全方位地向外進行遊逛，
在100公尺的尺度下，菱形之長短軸皆為200公尺，邊長約為142公尺（

1002  1002

），此即

本研究所謂的單位旅次圈。不過就實際的市中心遊逛行為而言，由於核圈域間彼此可能會產生吸
引力，故隨著不同商圈發展程度之不同，使遊逛範圍可能會存在指向性，而形成如圖1所示之單
位旅次圈、1/2單位旅次圈及1/4單位旅次圈之三種遊逛型態。至於圖2最右邊的直線行進之情況，
則將無法形成任何形式之單位旅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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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旅次圈

142m

142m

1/2 單位旅次圈

142m

1/4 單位旅次圈 單位旅次圈不成立之情況

142m

142m
100m

100m
100m
142m

100m

100m

142m

註： 表示遊逛範圍的擴
大

圖1

單位旅次圈形成之概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下將進一步以方格狀之街道路網為基礎，對核圈域與單位旅次圈加以說明。
(一)核圈域的成立條件
一般而言，十字路口是人潮流動的交會點，位處三角窗的商店不僅明識度最高，且可享有較
高的促銷販售機會，其租金必然會比非三角窗商店的租金高。因此在三角窗開設的商店應會是屬
於付租能力較高且存貨價值較高的商店。其通常是吸引人潮的重要商店，因此以十字路口所涵括
之諸重要商店為中心，來思考核圈域的形成與否，應是符合商業競爭現況的假設。此外，如果不
以路口作中心來討論核圈域的成立條件，則無法進行主軸線延伸之討論，即無各種形式單位旅次
圈形成之可能。因此單位旅次圈以路口作中心來討論，應是符合民眾遊逛行為與商業實態之設定
方式。基於目前沿街式店鋪的面寬多為5公尺，因此以路網交叉點為中心劃出一個50公尺×50公尺
的方形範圍（以下稱為方形區塊）時，以兩條10公尺路寬之十字路口為例，由路口中心向四方延
伸25公尺，扣除道路一半寬度5公尺，則單邊街道約可涵括8（即(25-5)÷5×2=8）間左右之商店，
則全體核圈域之四邊街道共可含括32（即8×4）間商店。在此條件下，當道路愈寬時，則其十字
路口之方形區塊所能含括之商店數會越少。不過道路越寬的十字路口之週邊土地，通常會伴隨更
高強度之使用，故含括的商店數雖可能不多，但不一定會減損其集客能力。因此當某方形區塊內
之店鋪或設施可吸引相當比例之行人惠顧時，則可稱之為核圈域。核圈域所吸引之使用者人數須
至少佔研究地區全體樣本的某個百分比以上，以突顯其具有吸引人潮之能力。在實際操作上，將
建立核圈域惠顧人次之比率排序圖，並觀察圖中是否存在明顯之落差或轉折處，來決定適合之門
檻值。至於其最低之標準為何，則仍須視實際調查結果所顯示之數據來加以判斷。
(二)單位旅次圈之成立條件
以核圈域為中心向某一方向作直線延伸與擴展，則會有兩個主軸線與多個次軸線，主、次兩
種軸線彼此交織互補形成一個垂直三角形的區域，即為本研究所定義之1/4單位旅次圈，如圖2黑
色陰影所示之「基本遊逛單位」成立的情況。如果以核圈域為中心，讓相近的三條主軸線向外延
線擴展，且與各個次軸線彼此交織互補，則會形成1/2單位旅次圈。最後，當核圈域的四條主軸線
向外延伸擴展，與次軸線交織互補形成之菱形圈域，即為單位旅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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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旅次圈之形成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調查範圍與調查方法之說明
(一)研究範圍的概要說明
目前對於商圈的定義仍未有一致的看法，不過由既往相關研究的內容，主要約可歸為兩大
類。首先是以Huff (1964)為開端的相關研究，其認為商圈（trading area）是地理上的區域、此區
域內包含著潛在顧客，這些顧客對於商圈內的商店消費機率大於零。爾後如周華泰與杜富燕
（1997）、趙義隆等人（1999）與Fox et al.(2004)等學者皆承繼此一看法，認為商圈是指以某個
商店或商業地區為中心，主要客戶散佈的範圍，有交易商圈(Trading Area)的意思。另外，Okabe and
Kitamura(1996)認為商圈也有變相的商業區域(business district)或區域商圈(Market Area)的意思。亦
即消費者會前往購物之地理區域裡的商店群，如台北市西門町商圈、高雄市新堀江商圈等。陳嘉
民（1977）、Bennet（1995）與林妙霏（2005）等人也採取類似之定義。商圈的定義在理論上應
該是指一個市場輻射的範圍，但台灣的民眾通常把眾多商店及零售業集中的區域叫做商圈，而由
於大家都習慣了這樣的分類方式，是故現在也不太重視它在理論上的定義。因此本文乃決定採用
一般消費者所較廣為認知的「區域商圈」之意涵來定義「商圈」，因此市中心商圈即是指市中心
內商業繁盛且商店集聚的地理區域。
本研究主要是在剖析步行移動於市中心商圈空間結構的展現，希望透過對行人步行旅次的追
蹤調查，來瞭解行人在既有之空間形狀與集客聚點配置之結構下，所展現出之遊逛範圍與遊逛特
性。因此，在研究範圍之決定上，將以行人流量大，且遊逛範圍較大之市中心商圈為實證地區。
不過本研究在進行實證案例檢證之前，已先就單位旅次圈形成之概念，及相關的計算與評估方式
加以說明。因此，理論上透過本研究所建構之分析方法，應能適用在不同型態(不論是設有徒步區
或屬於人車混雜)與不同區位(市中心或非市中心)商圈街道空間的研究。選擇一實證場域來進行調
查與分析之主要目的是，欲藉此來檢測與表現分析方法之可操作性與合理性。不過本研究在核圈
域、主軸線與次軸線之門檻設定上，乃立足於實證地區之資料分配而定。就社會科學的研究而言，
本研究之檢測模式與分析方法，應屬於社會工學中的經驗科學，是一種「相對客觀」的觀察與分
析過程，而不屬於理論科學中強調「完全客觀」之先驗模式建構。然而透過經驗考察的逐步施行
與原則之歸納，最終仍可歸結出台灣眾多商圈之行人遊逛尺度與街道空間結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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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雄市市中心商圈而言，新堀江商圈（含玉竹商圈）是唯一有徒步區規劃的商圈，且該商
圈鄰近捷運中央公園站出口，西北側又座落著具有觀光吸引力的城市光廊，故在商圈範圍周邊內
外有多樣之交通與活動，非常適合當作觀察與分析之對象地區。新堀江商圈位於高雄市新興區，
其範圍北至玉竹一街，南至新田路，西接中山二路，東以林森二路為界，如圖3之實線區域所示。
本研究以新堀江商圈為主要研究範圍，不過為了瞭解消費者之停車位置（若乘坐公共運具則觀察
其下車位置）與步行旅次的路徑，乃將追蹤調查範圍擴大為南至青年一路、東至林森二路、西至
中華四路、北至玉竹一街北側（虛線部分）。此範圍之長寬約在800公尺至1000公尺之間，且為
人潮較密集之區域，用以涵括多數人之步行移動應是適當的。另外研究範圍裡之商店主要是集中
於中山二路、文化路、五福二路、文橫二路與玉竹二街沿路兩側，而最重要的設施是大統262（大
統百貨原址整建而成之低樓層建物）、奧斯卡數位影城、城市光廊、A/B館與捷運中央公園站。
(二)研究範圍的土地使用現況
本研究在2008年5月派員進行土地使用調查，以暸解新堀江商圈的業種結構及其空間分佈，
整理後得圖4。由圖4可知，玉竹二街以女性服飾與鞋子販售為主；玉竹三街與仁智街以小吃攤與
飾品為主；文衡一路143巷散佈著各式餐廳；文化路與文衡一路167巷有不少大型複合店（如屈臣
氏）、運動用品店與遊藝店（如大頭貼）；文衡一路以飲料店與指甲彩繪為大宗；五福二路除了
服飾外，亦有不少相機與女性用品店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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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方法之說明
1.

調查日期與時間
商圈的集客聚點與路網結構在短期內並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而如果某一商圈的消費者結

構，也不會因不同日期或不同時段而有所改變的話，則商圈的行人遊逛型態、步行空間結構或商
圈的核圈域與單位旅次圈成立與否，以及遊逛單位之判讀等，也應該不會受到「時間」變化的影
響。透過本研究建構之檢測模式所呈現之遊逛單位，是一種累加計算的成果，而調查時段包含平
日與假日、白天與晚上，主要是希望能延長取樣的時間，增加整體樣本的代表性。故調查日期設
定為平日一天與週末假日二天，總共三天；時間則是在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2.

調查人數與輪班
為了能讓較少人數也可進行追蹤調查，於是讓10位調查人員輪班休息，每次則是有8位調查

人員同時進行調查。
3.

追蹤開始的地點
在調查範圍內選擇數個行人通行量最多的地點，作為追蹤調查的起始點，並且讓8位調查員

盡量分散在起始點之四週。經由現地之勘查後發現，五福二路的麥當勞、仁智街的奧斯卡影城與
文化路的A/B館是人潮相對較多的三個設施，故選擇此三個設施之門口附近作為追蹤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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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追蹤的方法

(1) 調查開始時，從調查起始點選擇單一人或群體（須為同行者）為被追蹤對象，不過此一階段
被追蹤者的行進路線並不列入追蹤調查的樣本中，而下一個開始被追蹤者，以及後續被追蹤
之行人步行旅次才是正式樣本，藉此來達到隨機化之目的。
(2) 若下述三個情況之一發生時，則追蹤行動便停止。
A. 被追蹤者進入設施（該設施須具有獨立出入口）或特定範圍（如公園）。
B. 被追蹤者走出調查範圍。
C. 步行者使用步行以外之交通手段時。
(3) 接續上述情況，調查員再次進行追蹤調查的情況有三個。
A. 追蹤結束後所遇到的第一個從該設施出來的人，即是追蹤調查的對象。
B. 在追蹤結束的道路上所遇到第一個進入該道路的人，即是追蹤調查的對象。
C. 如果追蹤結束的地點在 10 分鐘內無任何行人通過，則調查員會返回追蹤開始的地點，而
後再進行前述(1)至(2)的追蹤調查過程。
今將三個追蹤起始點包括麥當勞、奧斯卡影城與A/B館，以及路徑編號表示如圖5。

25
中山一路包含路段 1～2
中山二路包含路段 3
玉竹三街包含路段 4～7
仁智街包含路段 8～11
文橫一路包含路段 12～15
文橫二路包含路段 16～19
林森一路包含路段 20～24
玉竹一街包含路段 25、27
文橫一路 25 巷包含路段 28
玉竹二街包含路段 26、29
文橫一路 5 巷包含路段 30
五福二路包含路段 31～36
文橫二路 167 巷包含路段 37
林森一路 43 巷包含路段 38
文化路包含路段 39、45
文橫二路 143 巷包含路段 40
林森一路 15 巷包含路段 41
新田路包含路段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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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證結果說明
(一)追蹤樣本之屬性分析
本研究於2008年6月19日至21日（星期五、星期六與星期日三天）進行追蹤調查，三天總共
追蹤了594組（共1330人）步行對象。在進行追蹤調查時，亦同時記錄了由外觀較易判定的屬性
資料，如性別、年齡與同行者人數，今將追蹤對象的屬性資料統計整理如表1。就被追蹤對象之
性別比率而言，女性所佔之比例明顯較高，約達61.95%；顯示此商圈之主要消費族群為女性。在
年齡層的分佈比例方面，主要是集中於20歲以下與21~30歲以下屬年輕族群之年齡層，兩者合計
佔約82.41%。另外在同行人數之統計上，單獨來逛街的情況僅約11.95%，顯示來訪者之組成應屬
朋友或家人共同遊逛之情況居多。

表1
屬性
性別
年齡
同行人數
(含自己)

追蹤對象屬性分析表

百分比
男性（38.05%）；女性（61.95%）。
20 歲以下（28.12%）；21-30 歲（54.29%）；31-40 歲（13.98%）；41 歲以上（3.61%）。
1 人（11.95%）；2 人（64.65%）；3 人（15.15%）；4 人（5.89%）；5 人（2.3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單位旅次圈的尺度單位與分佈現況
1.

旅次距離與迴轉角度分析
由表2左側的步行旅次距離之機率分配可看出，被追蹤對象之步行旅次距離在100公尺以內者

佔多數，合計約71.05%，其中又以0-25公尺居多，佔28.79%，其次為26-50公尺，佔19.53%；而
且隨著步行距離的增加，比率有明顯遞減之現象。此可能係新堀江商圈的商店較密集，使消費者
可在短距離內進行比價選購，而使步行旅次前後兩停留點相距不會太遠。此外，由表2右側的迴
轉角度之機率分配可知，多數被追蹤對象的迴轉角度係小於175°，合計約93.60%；而其中又以
76°-100°佔絕對多數，比率為50.17％。
由上述之分析可初步推論，新堀江商圈的消費者在進行遊逛時，其步行旅次之距離與迴轉角
度大體上會限制在100公尺與175°之範疇內，因此在建構單位旅次圈之成立條件上，以100公尺作
為尺度單位應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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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距離(公尺)
0-25
26-50
51-75
76-100
101-125
126-150
151-175
176-200
201-250
251-300
301-350
351-400
401-450
451-500
501-550
551-600
總和

組數
171
116
74
61
43
28
20
25
24
17
8
3
0
0
2
2
594

步行旅次距離與迴轉角度統計表
百分比(%)
28.79
19.53
12.46
10.27
7.24
4.71
3.37
4.21
4.04
2.86
1.35
0.51
0.00
0.00
0.34
0.34
100.0

角度
0-25°
26°-50°
51°-75°
76°-100°
101°-125°
126°-150°
151°-175°
176°-200°
201°-225°
226°-250°
251°-275°
276°-300°
301°-325°
326°-350°
351°-375°
376°-400°
總和

組數
40
35
58
298
49
37
39
12
7
8
5
3
0
0
2
1
594

百分比(%)
6.73
5.89
9.76
50.17
8.25
6.23
6.57
2.02
1.18
1.35
0.84
0.51
0.00
0.00
0.34
0.17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實證地區單位旅次圈之建立與分析

(1) 主要遊逛路段之說明
圖6為各路段遊逛人次的比率排序，由該圖顯示出消費者之步行旅次有集中在少數幾個路段
之現象。此外，考慮到單位旅次圈之成立條件，主軸線延伸的最低門檻應設定在5.0%以上較適當，
而次軸線延伸的最低門檻則應設定在1.0%以上才會比較符合現況。而圖7係將圖6各路段遊逛人次
之比率進行圖示，為避免路段的展現過於複雜，故將遊逛人次之比率在1%以下者設為1組，超過
1.1%以上之路段以5%為一個級距來進行分組。由圖7整體觀之，五福二路似乎是一個分界線，將
整個商圈人潮一分為二。進一步分析四條跨越五福二路的遊逛路段之人次比率僅約0.76%、2.73
％、0.61％與0.0%，顯示寬達30公尺且車流量大的五福二路，似乎對於整體商圈的擴展與發展有
明顯的阻礙。另外就五福二路北側而言，以玉竹二街之遊逛人次的比率最高；而五福二路南側則
是以A/B館所在街廓的四週路段有最多人行走，特別是A/B館前門口所處的文化路，其步行人次佔
全體被追蹤人次比率高達36.45%，約是排序第2高的仁智街之2倍多，故文化路可被視為是新堀江
商圈之主要街道（main street）。此外，圖7中五福二路南側與文橫一路以西之區域為徒步區，而
由該範圍與遊逛路徑人次比率之相對應關係可知，徒步區對遊逛人潮的吸引與單位旅次圈的形成
似乎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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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圈域之選定
為了展現商圈內主要集客之聚點，本研究將各個路口（含十字路口、T字路口、叉路口及可
連通二條平行道路之建築物前後門門口）之中心點為起點，向外劃出50公尺×50公尺的方形區塊，
並計算各個方形區塊所覆蓋範圍內之商店其被惠顧之人次與比率。圖8為方形區塊惠顧比率排序
圖，由圖8可知消費者惠顧的商店有集中在幾個方形區塊的現象，其中排名第4與第5的方形區塊
之惠顧比率差距最大，由12.78%驟降至4.79%，故據此將惠顧比率在5%以上的方形區塊設定為商
圈的核圈域應是合理的。此外，由惠顧比率在5%以下的曲線觀之，2%是一個由下降趨平緩的另
一個較明顯轉折點，故進一步設定惠顧比率在2%~5%的方形區塊為準核圈域，今將核圈域與準核
圈域之區位展示如圖9所示，而為了後續說明之方便，乃以英文小寫字母作為其代稱。由圖9可知
消費者主要惠顧的方形區塊主要係集中在核圈域b、c、g、h，即文橫二路167巷之A/B館後門門口
（20.51%）、文化路之A/B館前門門口（18.79%）、文橫二路167巷與仁智街路口（13.72%）、
文化路與仁智街路口（12.78%），而其餘的方形區塊的被惠顧率就明顯較低。由於此四個核圈域
緊鄰在一起，故此商圈目前應可視之為單核心發展之商圈。
百分比(%)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路段編號

32 7 31 6 25 15 8 20 27 14 9 16 22 35 21 4 24 5 30 13 33 12 17 3 10 11 18 28 36 26 2 19 23 34 1 29 37

圖6

路段遊逛人次之比率排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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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主要遊逛路段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8

方形區塊惠顧比率排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51

黃幹忠：以遊逛路徑評估商圈空間結構的一種簡易方法－以高雄市新堀江商圈為實證

e
f

g(20.51%)
i

j

a
k

b(13.72%)

圖例
2.0%-5.0%
5.1%以上

h(18.77%)
c(12.78%)
d

圖9

核圈域與準核圈域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單位旅次圈的分佈
依據單位旅次圈之成立條件，首先將圖9的核圈域予以展現，再將各核圈域所含括路口之諸
路段進行評估，若某路段之遊逛比率超過5%的最低門檻，即可將之作為主軸線進行延伸，如果延
伸長度可達100公尺，則該主軸線即成立。另外在主軸線延伸範圍之次軸線若要成立，則其遊逛
比率須達1.0%之最低門檻，如此即可畫出各種形式之單位旅次圈。為了呈現出實證地區各種形式
單位旅次圈存在與否之情況，僅以街道圖（含連接二條平行道路之建築物通道）為底圖來進行繪
製，得圖10。由圖10可知，新堀江商圈僅存在著一個1/4單位旅次圈，其位置係在四個核圈域之中
間地帶，其他街廓則因缺乏某些成立條件而無法形成任何形式之單位旅次圈，例如核圈域h，其
所在之路口含括了三條軸線，向東的主軸線可延伸達100公尺，故其為主軸線；但向北延伸時卻
因無街道或便道可穿越文衡二路167巷，致使延伸長度不足而無法成為主軸線。此外該核圈域東
側到文衡二路之間，並無街道或建築物通道可連接文化路與文衡二路167巷，致使次軸線亦不存
在。基於上述二個原因乃判定核圈域h不存在任何形式之單位旅次圈。

152

建築與規劃學報

圖例
遊逛圈域
核圈域

圖 10 實證地區之遊逛圈域展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遊逛範圍類型化與商圈整建策略初擬
由圖10之說明可知，新堀江商圈並不存在任何單位旅次圈，而是僅有1個1/4單位旅次圈成立
而已，故整個商圈的行人遊逛係集中在仁智街、文衡一路與A/B館所在位置的小範圍內。面對遊
逛人潮過度集中的商圈空間結構，可藉由不同空間結構要素的提升，來接續形成不同形式的單位
旅次圈，因此本研究接著將立足於1/4單位旅次圈，以核圈域、主軸線與次軸線等空間結構要素之
有無分別予以組合，重新對其進行類型化工作，得圖11。圖11之分類方式，主要是考慮到台灣許
多都市市中心的步行空間對行人而言常常是屬於非友善空間，導致步行者遊逛意願較低，而不易
形成各種形式之單位旅次圈。然而空間整建策略的提出先後次序，若未能因應步行者對步行空間
的需求而定，則可能致使相關策略之成效不易被彰顯。因此本研究試圖以圖11來提示出部分地區
雖不符檢測模式所設定之標準，但仍有相當遊逛人潮之事實，並以之作為策略提出之參考依據。
由圖11可知，「遊逛範圍」可再細分為8個類型，基本類型是Aa型，也就是1/4單位旅次圈，
而將Aa型的核圈域去除，就會變成Ab型；Ba型則是類似Aa型，但是其所含括之次軸線的遊逛人
數比率在基準值以下，而將Ba型的核圈域去除，就會變成Bb型；Ca型是完全無次軸線，故沒有形
成面狀的遊逛，此外將Ca型的核圈域去除，就會變成Cb型；最後，對於具有核圈域且僅有單一主
軸線發展的型態，將其命名為Da型，而將Da型的核圈域去除，即為Db型。此外為方便後續進行
分析之工作，將上述之Aa型與Ab型稱為遊逛單位；Ba型與Bb型稱為準遊逛單位；Ca型與Cb型稱
為準準遊逛單位；Da型與Db型稱為單軸型，另外各遊逛類型相對應於實證地區的範例亦被提示出
來。而就實證地區範例之有無觀之，整體而言若無核圈域之存在，則其相對應之遊逛型態幾乎都
屬於單軸型之遊逛，因此若據此來推斷可知，核圈域的整建應是商圈活化工作中相對較重要的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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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圖11提供了商圈街道空間遊逛的分析基準，且可由之歸結出商圈整建的重點應置於既
有核圈域或可設法成立核圈域之處（例如對「準核圈域」進行整建或強化），再進而透過次軸線
之整建來加強對主軸線之串連。今將圖11所提示之各類型化遊逛單位予以標示於圖12，進而立足
於「提升次一等級之遊逛單位為高一等級之遊逛單位」之想法，來研擬相關之商圈整建策略。由
於本商圈之土地幾乎已完全開發利用，故公共投資的最大問題是用地如何取得；另外商圈內核圈
域的成立，主要還是要依靠具有強大吸引力之商業使用方能有效達成，因此本商圈若欲持續成長
發展，仍須仰賴私部門之投資，而公部門的投資僅可作為輔助而已。基於此一想法，進而審視整
個商圈，即可依據整建效果之強弱提出整建之策略如下：
1.

獎勵低度利用的大面積土地重建為百貨公司
本商圈由於缺乏大型百貨公司，故在與其他商圈競爭時可能會較為不利，因此若能將低度利

用的大統262所在之街廓重建為大型百貨公司，則不僅能讓本商圈具有核心百貨店（ anchor
department store），藉以吸引更多年輕族群以外的消費者，而新增的人潮將可能會形成更多個遊
逛單位或準遊逛單位。此外，新核心的設立，可使本商圈進一步由單核心發展之商圈成為雙核心
發展之商圈，不僅能強化多元的商業吸引力，還能誘發更廣泛之遊逛圈域。不過大統262的改建
可能會涉及到土地與建物產權處理與相關建築法規之限制，以及投資金額籌措的問題，因此公部
門應思考如何在行政程序與融資擔保上協助私部門，以提高重建的可能性。
2.

可先由部分道路之硬體整建與軟體活動的推動著手
由於新堀江商圈內之土地已完全開發完成，因此硬體整建只能就道路的鋪面、植栽、街道傢

俱與建物立面的美化及設計著手。此外，商圈目前的遊逛單位與準遊逛單位係集中在商圈左側，
為了擴大遊逛範圍，並使某些遊逛人次比率未達5%的遊逛路段提升至主軸線的地位，則建議道路
硬體建設與軟體活動之推廣應以商圈右側的文衡二路為優先。
3.

強化準核圈域之吸引力
本商圈現有之核圈域與準核圈域多集中在商圈之西側，故造成遊逛圈域限縮於西側之情況，

且只能形成較小的遊逛範圍。因此如何強化準核圈域j之商業機能，藉以吸引更多人惠顧而使之成
為核圈域，進而促使文衡二路之遊逛人潮達到5%的基準值（即可成為具有主軸線資格之路段），
乃是應當加以思考之處，而如此也才有希望與前述之2.相互呼應並促成數個遊逛單位或準遊逛單
位之成立。
4.

藉由次軸線的整建使不同類型之遊逛單位得以升級（例如由Ca型提升為Ba型；Ba型提升為Aa型）
前述整建策略所可能產生之遊逛單位，仍可能因缺乏次軸線而無法使之成為某種形式的單位

旅次圈，故加強玉竹二街至五福二路之連通，以及文化路與新田路之間的連通就成為非常重要之
課題。不過在現況下已不太可能透過都市計畫手段來劃設新的道路，而唯有以商店之合併連通方
較有可行性。不過此部分的整建之事權多屬於私部門，公部僅能在規劃上提供意見，並利用相關
補助手法來提高私部門之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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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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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方
式
的
活
化
工
作

核圈域

主
軸
線

無核圈域(b)

*具有核圈域
*利用率高的設施在
雙主軸線上林立
*具有次軸線(次軸
線 的 遊逛 人 數之 比
率在基準值以上)

*無核圈域
*利用率高的設施在
雙主軸線上林立
*具有次軸線(次軸
線 的 遊逛 人 數之 比
率在基準值以上)

Aa 型

Ab 型

實證地區範例：核圈域 b 的 1/4 單位旅次圈

實證地區範例：無

*具有核圈域
*利用率高的設施在
雙主軸線上林立
*具有次軸線(次軸
線 的 遊逛 人 數之 比
率在基準值以下，但
仍有相當之比率)

核圈域

*無核圈域
*利用率高的設施在
雙主軸線上林立
*具有次軸線(次軸
線 的 遊逛 人 數之 比
率在基準值以下，但
仍有相當之比率)

Ba 型

Bb 型

實證地區範例：無

實證地區範例：無

*具有核圈域
*利用率高的設施在
雙主軸線上林立
*無次軸線(次軸線
幾乎無遊逛發生)

核圈域

*無核圈域
*利用率高的設施在雙
主軸線上林立
*無次軸線(次軸線幾乎
無遊逛發生)

Ca 型

Cb 型

實證地區範例：核圈域 c 的南側

實證地區範例：無

*具有核圈域

*無核圈域

*單主軸線

*單主軸線

*無次軸線

*無次軸線

核圈域

Da 型

Db 型

實證地區範例：核圈域 g 與核圈域 h

實證地區範例：玉竹二街

圖 11 遊逛單位的類型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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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文衡二路
的軟硬體建設

策略一：大
統 262 重建
為百貨公司

圖例
百貨公司整建
道路整建
次軸線整建

遊
逛
單
位

策略三
：準核
圈域吸
引力之
強化
j
準
準
遊
逛
單
位

策略四：以建物通
道作為次軸線

圖 12 商圈整建策略之施行位置示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結論與建議
既往對於商業空間的研究主要有兩大類型，一是透過「空間型構法」計算出路網結構之可及
性等空間特性，而後指涉出商業發展空間分佈型態：另外一類則是藉由路段行人數量與相關商業
屬性資料的迴歸方程式之建立，來討論步行空間屬性對行人流量的影響。就前述兩大類型研究而
言，前者忽視了空間與行人的互動關係之觀察，而後者則是面臨空間改善策略研提時，缺乏資料
的空間對應關係。本研究試圖以行人在商業空間的實際步行資料，利用核圈域與主要遊逛路徑之
展現，來說明商業空間與行人互動之關聯性，以及步行交通與重要設施在空間上的對應關係，進
而以遊逛空間串連為思考，提出空間改善策略，因此本研究的成果似乎已能達到改善與連結既往
兩大類型文獻所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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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藉由行人步行旅次的追蹤調查，來分析街道空間結構（包含核圈域與路網）與
行人遊逛的關係，除了藉此剖析新堀江商圈的街道空間之遊逛範圍外，並透過遊逛範圍模式化與
類型化的分析方式，進而掌握市中心商圈之行人遊逛現況，以及商圈遊逛空間所存在之問題，並
且據以提出整建之策略。今將所獲得之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
(一)結論
1. 透過遊逛範圍之模式化工作，確實能有效說明市中心商圈的空間結構與行人遊逛的關係，今後應可
將此分析方法應用至其他都市的市中心商圈整建工作上。
2. 由步行旅次的追蹤調查資料可知，新堀江商圈的遊逛圈域以100公尺為尺度單位是較適宜的，而核圈
域的成立門檻應設為5%的惠顧比率、主軸線與次軸線的成立門檻則可分別設定為5%與1%的步行旅
次人次比率。
3. 由單位旅次圈成立與否的結果顯示，新堀江商圈並不存在任何單位旅次圈，而是僅有1個1/4單位旅次
圈成立而已，故整個商圈的行人遊逛係集中在仁智街、文衡一路與A/B館所在位置的小範圍內。另外
寬達30公尺且車流量大的五福二路，似乎對於整體商圈的擴展與發展有明顯的阻礙，而將整個商圈
人潮一分為二。就五福二路北側而言，以玉竹二街之遊逛人次的比率最高；而五福二路南側則是以
A/B館所在街廓的四週路段有最多人行走，特別是A/B館前門口所處的文化路，其步行人次佔全體被
追蹤人次比率高達36.45%，遠高於其他路段之比率，故文化路可被視為是新堀江商圈之主要街道。
4. 在遊逛單位類型化與實證地區範例展示中發現，商圈內欲形成各種形式之遊逛單位時，核圈域的存
在與否是關鍵要因，因此核圈域的整建相對於路網整建（含主軸線、次軸線與建築物通道）更為重
要。
5. 若僅僅依賴遊逛人次比率高的主軸線並不能產生各種形式之遊逛單位，由此突顯出次軸線整建
的重要性。以核圈域c為例，其具有兩條高遊逛人次比率的主軸線(仁智街與文化路)，但由於缺乏次
軸線，故無法形成1/4單位旅次圈。
6. 建築物通道的重要性亦在分析過程中獲得驗證。例如A/B館因連通文化路與文衡二路167巷，而使A/B
館前後門各形成一個核圈域，並且因通過性之步行人潮眾多，而使核圈域b形成一個1/4單位旅次圈，
此說明了當現狀下不存在細街道時，則建築物通道仍可有效促成遊逛行為的發生。
(二)建議
1. 一開始就規劃廣範圍之遊逛計畫，反而不如先以緊湊化的方式來強化某些遊逛範圍，進而依不
同策略的整建效果循序向外圍擴張。
2. 中小型設施的聚集也可能會形成核圈域，但其遊逛圈域可能會侷限在較小的範圍。就商圈的健
全發展與競爭力之維持而言，最好仍能促成大型百貨公司之設立，並與週邊中小型商店形成相
輔相成之關係。
3. 僅透過公共投資來進行市中心商圈之整建，並不一定能產生活化的效果。特別是市中心的土地
通常已完全開發使用，因此許多整建工作（如大面積土地之重建、核圈域之成立或建物通道之
提供等）皆涉及土地權屬與相關法規限制，故仍應由私部門作為主體，而公部門可擔任協助之
角色，促成商圈活化工作之推動。由此亦可知，公私部門成為夥伴關係攸關商圈活化工作之成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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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研究曾試圖以150公尺為遊逛圈域之尺度單位，對實證地區進行人遊逛實態之檢討，結果發
現無法形成任何形式之單位旅次圈。但是為了確認台灣市中心商圈遊逛單位之尺度單位應以多
少方為適當，仍須立足於各都市之步行旅次長度與市中心商圈現況來作調整，今後應在幾個主
要都市之市中心商圈進行實證後，再進行比較與判定。
5. 由於大多數都市地區係經過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等開發方式取得，通常在完備之都市規劃與開
發下，街道路網一般會呈現格狀或近似格狀形式，故本研究乃立足於此來進行檢測模式之發想
與建構，因此所提出之模式可能並不一定能適用於變形不規則狀之都市街道系統(如圓環輻射
狀街道系統)。今後對於變形不規則狀之都市街道系統之核圈域的形狀，以及其主/次軸線的決
定等都必須再行思考，以擴大本研究所提出之檢測模式之適用範圍，此可作為後續研究持續努
力之方向。
6. 本研究在核圈域、主軸線與次軸線之門檻設定上，乃立足於實證地區之資料分配而定，故理論
上僅能適用於該商圈之分析，若欲確定台灣行人之遊逛尺度與相關評估之適當門檻值，仍有賴
對多數都市市中心商圈之實證結果進行歸納，而此可作為後續研究所應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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