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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幾年來政大校園內陸續出現新建工程的提案或是進行︽可預見將會為未來

的校園帶來不同之風貌〈然而隨著這些正在討論︾興建或是已經完工的大大小小

設施的出現︽亦常帶來許多支持/肯定以及反對/批評等聲音︽透過觀察︽這些來
自於校內或是校外的正︾反面意見與討論︽大多數都是基於設施與人之間可能發

展的關係而提出〈以今年剛完工使用的水岸電梯為例︽其所引起的相關討論中︽

反面意見之一便是認為電梯設置的區域平常並沒有人會去︽所以可能造成電梯使

用率偏低等問題﹀而有些正面意見則是認為水岸電梯創造了一個屬於政大人或是

外來遊客對於校園的記憶點︽在某些特別節日︽更可能成為吸引人群聚集的景點〈

由此可見︽使用者在校園規劃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規劃者可以從使用

者觀點出發︽預先了解使用者在特定空間之需求︽再依據其需求︽擬定規劃方向

與內容〈或者是因地制宜的從欲規劃之空間出發︽依據該特定空間之環境與地理

特性︽規劃出符合當地特色之軟︾硬設施︽以吸引人群造訪〈而不論出發觀點為

何︽皆是將使用者作為空間規劃之重要參考要件之一︽目的皆是期望透過規劃可

以適當的提高使用者與空間之間的互動程度〈 

如前所述︽若要做好有效且適當的校園規劃︽對於校園內使用者特性的瞭解

便相當重要〈而在眾多的使用者中︽本計畫將以校園使用者之大宗︽也就是政大

全校學生為觀察目標︽設計一套方法以瞭解學生在校園空間中移動的特性︽亦即

探討校園內之人流�Flow of People�發生的數量與趨勢〈為達成此目的︽本計
畫將設計線上問卷︽配合特定時間�例如「平常日以及考試期間�發送全校學生

填寫︽以蒐集學生在一天中不同時間點於校園內活動的地點與活動內容︽經處理

後︽再進一步操作以呈現其移動趨勢︽藉此以檢視政大校園內學生之空間流動特

性〈完成後︽此成果將可作為校園前期規劃以及後續不同階段評估時之重要參考

資料〈整體而言︽具體研究目的為「 

�一�整理並視覺化呈現於特定時間段內在校內各個區位之人數﹀ 

�二�整理並比較校內各個區位於不同時間之人數﹀ 

�三�整理並視覺化呈現連續時間之學生流動趨勢〈 

  



	  

	  

二︾研究方法與設計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本計畫首先進行問卷調查訪問本校學生︽期能了解受訪

學生在特定時間在校園內地點從事的活動︽完成資料蒐集後︽再利用地理資訊系

統軟體 ArcGIS進行空間與屬性資料的整理︽藉此除了達到視覺化呈現於特定時
間段內在校內各個區位之人數︽以及呈現連續時間之學生流動趨勢之外︽並可進

一步分析政大校園內學生流動之特性分析〈以下將介紹問卷調查與資料處理的工

作設計與細節〈 

�一�問卷調查 

為瞭解學生在校園空間中移動的特性︽探討校園內之人流發生的數量與趨勢︽

本計畫提供線上問卷︽配合特定時間發送全校學生填寫︽以蒐集學生在一天中不

同時間點於校園內活動的地點與活動內容〈此問卷調查工作的細節整理如下「 

1︾問卷設計 

為了蒐集足夠樣本︽本計畫利用 Google 提供的服務製作線上問卷︽受調查
對象只要位於有網路連線的環境︽便可在電腦或是手機等平台上填寫︽提高問卷

取得與傳送的便利性〈此外︽問卷的題目數量盡量精簡︽問題內容也以簡單︾清

楚為原則︽並減少使用者在回答時需要用鍵盤輸入的機會〈最後︽為吸引學生填

寫︽本計畫用學校核准的經費︽購買 ipod shuffle共六台供填答者抽獎〈下圖一
為線上問卷部分截圖〈 

 



	  

	  

 



	  

	  

 
圖一  線上問卷部分截圖 

2︾調查對象與調查時間 

此問卷的發送對象設定為全校學生︽為能全面且均衡的了解各個系所各個年

級在一個星期內於校園空間的活動狀態︽本計畫原先的想法為利用各班必修課的

時間到各班宣傳此問卷︽並請不同班級依照本計畫的安排在特定時間填寫問卷︽

例如「地政系土地管理組一年級的同學填寫星期一和星期五的活動路線︾民族系

二年級的同學填寫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活動路線《等︽如此問卷的填答者與填答日

期將能呈現較理想的分布〈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發現若要滿足上述要求︽除了學

生的填答意願將大幅降低︽還可能衍生如果學生沒有依照規劃填寫問卷時如何處

理的問題︽因此︽最後的做法調整為透過學校計算機中心以發送群組信的方式來

達到問卷的宣傳︽而發送的時間有兩次︽分別是平日與期中考前︽由兩波問卷的

回收成果來整理全校同學在學期間不同時間在校園空間的活動趨勢〈 

�二�資料處理 

資料處理包含兩個部分︽第一為回收問卷資料的整理︽第二為校園內各個地

點與整理後學生活動區位的數位化〈其內容為「 



	  

	  

1︾問卷回收整理 

填答者完成問卷後︽Google 會儲存為表單形式︽可在 Microsoft Excel 軟體
中開啟�如下圖二(上)所示�︽但由於該資料是把問卷開放時間的所有填答成果
排列在一起︽所以必須經過初步整理︽將其依日期存放至各個表單︽每個日期內

再依系所排列︽下圖二(下)即為三月十九日的回收問卷整理部份成果〈 

 

 
圖二  問卷成果整理 

2︾資料空間數位化 

為能在地圖上視覺化呈現前述成果︽本計畫首先利用無人飛行載具獲取並處

理完成之政大校園空拍影像作為底圖︽再以該圖為基準︽使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ArcGIS 將本問卷中涵蓋的校園內各個地點標出︽成果如圖三所示︽此將做為後
續問卷成果呈現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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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成果之空間數位化包含

兩項工作︽分別是以地點以及填答

者為主的數位化〈前者的做法是統

計各個地點在當天中各個時段各

共有多少人數聚集︽以圖四為例︽

呈現的是三月十九日當天共 191位
填答者︽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在

各個地點的人數分布︽圖中每個地

點旁顯示的長條圖即為每個整點

的總人數︽由左至右表示從早到晚︽

從長條圖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各

個地點隨時間的聚集人數變化情形〈 

 

 
圖四  三月十九日在各個時段於校園內各個地點之聚集人數分布圖 

圖三  政大校園與活動地點分布圖	  



	  

	  

另外︽以填答者為主的數位化做法為以連續線段表示每位填答者的移動路徑〈

以圖五(上)為例︽可依圖中各個線段觀察出三月十九日當天共 191位填答者在校
園內移動的方向︽其中不同顏色表示不同系所〈其移動是以地點與地點之間的直

線連線表示︽雖然無法得知其真正行動路徑︽但若由此空間移動圖配合相關屬性

資料︽也可得到特定資訊〈如圖五(下)中以亮藍色表示的線段即為公共行政系 10
位填答者在三月十九日當天的移動趨勢〈 

 

 
圖五  191位填答者在三月十九日於校園內之移動路線圖 



	  

	  

三︾研究成果  

�一�區位聚集人數之時序視覺化 

本計畫以校園內各地點為主︽統計兩個時段內各天各時段在這些位置之聚集

人數︽並以長條圖表示各個整點的總人數〈下圖六由上至下分別為 3/19�三�︾
3/20�四�︾3/21�五�︾3/24�一�︾3/25�二�各天的時序地圖︽下圖七由上至
下分別為 4/8�二�︾4/9�三�︾4/10�四�︾4/11�五�各天的時序地圖︽每個地
點的長條由左至右分別表示從早到晚︽從長條圖的變化趨勢可以大致看出各個地

點隨時間的聚集人數變化情形〈由圖六與圖七來看︽對於兩次問卷的填答對象來

說︽普遍山下校區的使用人數較山上校區多﹀若再進一步從山下校區的地點來看︽

不論是第一輪�平日�或是第二輪�期中考周前一周�的問卷訪問期間︽綜合大

樓的使用人數都非常高〈從圖中也可觀察到特定地點在特定時間的使用人數多寡︽

例如「商學院在 3/20和 3/24兩天的整體聚集人數相對升高﹀而季陶樓在 3/25︾
4/10和 4/11等三天的整體聚集人數也相對升高〈 

  

	  

	   	  



	  

	  

	  

	   	  
圖六  3/19︾3/20︾3/21︾3/24︾3/25�由上至下�各天在校園內各地點之聚集人

數的時序視覺化地圖	  

  

  



	  

	  

  

  
圖七  4/8︾4/9︾4/10︾4/11�由上至下�各天在校園內各地點之聚集人數的時

序視覺化地圖	  

�二�特定區位在特定日期之聚集人數比較 

除前述分析之外︽本計畫可依據特定日期發生的特別事件︽視覺化呈現並比

較其聚集人數〈例如「為了解期中考將至這件事是否會影響圖書館的聚集人數︽

若有︽其聚集的時段為何︽便可利用下圖八所描述 4/8到 4/11期間總共四天的人
數分布︽進行比較〈 

 
圖八  綜合大樓與圖書館在 4/8到 4/11期間�長條圖由上至下�之聚集人數比較 

�三�學生流動趨勢之視覺化 

如前章所述︽填答者的問卷回收經數位化後︽即可藉由連續線段視覺化表示

每位填答者在校園內的移動路徑︽下圖九(A)~(E)中亮藍色線段即分別為中文系



	  

	  

大一某學生︾地政系大二某學生︾心理系大三某學生︾財管系大四某學生與國發

所某學生在三月十九日於校園內之移動路線圖〈 

   

  
圖九  單一學生在三月十九日於校園內之移動路線圖�亮藍色線段� 

除單一學生的路徑之外︽可配合相關屬性資料︽例如「系別︾年級等︽區分

不同群組之移動路徑〈以三月十九日所蒐集的資料為例︽圖十(a)~(e)即以�年級�
為條件︽分別展示 47位大一︾55位大二︾37位大三︾22位大四和 30位研究所
學生�共 191位�的移動行為﹀圖十一(a)~(e)也是以�年級�為條件︽分別展示
於四月八日當天 30位大一︾71位大二︾75位大三︾53位大四和 83位研究所學
生�共 312位�的移動地圖﹀圖十二(a)~(e)則是除了�年級�之外︽再加上�就
讀系所�為條件︽分別展示就讀商學院的 18位大一︾7位大二︾12位大三︾14
位大四和 16位研究所學生�共 67位�︽於四月八日當天的移動地圖〈 

   

	   	  
圖十  47位大一(a)︾55位大二(b)︾37位大三(c)︾22位大四(d)和 30位研究所(e)

學生在三月十九日於校園內之移動路線圖�亮藍色線段� 

(a) (b) (c) 

(d) (e) 



	  

	  

   

	   	  
圖十一  30位大一(a)︾71位大二(b)︾75位大三(c)︾53位大四(d)和 83位研究所

(e)學生在四月八日於校園內之移動路線圖�亮藍色線段� 

   

	   	  
圖十二  18位大一(a)︾7位大二(b)︾12位大三(c)︾14位大四(d)和 16位研究所

(e)就讀商學院的學生在四月八日於校園內之移動路線圖�黃色線段� 

  

(a) (b) (c) 

(d) (e) 

(a) (b) (c) 

(d) (e) 



	  

	  

五︾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設定之目標為設計一套方法︽觀察政大全校學生在校園空間中移動的

特性︽以便於瞭解校園內之人流發生的數量與趨勢︽這項資料可做為往後校園前

期規劃或是不同階段評估時之重要參考依據〈從前述成果來看︽本計畫所提出之

資料蒐集︾處理與視覺化方法︽確能達成原設定目標〈 

但就操作過程來看︽仍有一些可改善的空間〈例如「為了能讓問卷的填答對

象與填答日期能呈現較理想均勻的分布︽原先已安排好請不同班級依照本計畫的

安排在特定時間填寫問卷�參見圖十三�︽但是在執行時卻發現這樣的設計會降

低學生的填答意願︽以及後續回收問卷的篩選與認定問題︽因此︽後來調整為透

過學校計算機中心以發送群組信的方式來達到問卷的宣傳︽而刻意在平日與期中

考前兩個時段分別發送︽藉此大略控制問卷的填答日期〈雖然這兩波調查都各約

收到 800份回填問卷︽但是從分析成果來看︽若要瞭解更全面的移動趨勢︽仍應
在問卷填答對象與日期的挑選上︽考慮更佳的可執行策略〈 

此外︽本計畫雖已提供這些資料在視覺化呈現可採用的幾種方法︽但建議在

未來的操作上︽應該配合設定的校園規劃議題來執行︽如此在視覺化的工作將可

更明確且細緻的設計︽以作為提供該項議題參考的有效資料〈 

 
圖十三  原抽樣對象與宣傳時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