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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地下街的空間區位與消費者行為*
Spatial Location and Consumer’s Behavior of the

Underground Shopping Center in Taipei City

林顯榕 **
Hsien-Jung L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aipei's

USC's. Besides,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of consumers in this special space,

we observe the three USC's which have run over one year, collect questionnaires filled out by consumer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aipei's USC's

share four characteristics. First of all, they have close relation to the urban development plan. Next, the

location of the highest USC density is situated in Zhong Zheng District（中正區）, which is also the

CBD of Taipei. Third, the proportion of the USC's "associated with MRTS "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SC's "dissociated from MRTS." Forth, most of them are in the shape of ribbon development. When the

managerial scale, traffic gathering and commercial environment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oca-

tions of Taipei's USC's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main urban center, the secondary urban center and

the community center. Basically, the location of a USC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cale. However, the

schemes of the completed USC's in Taipei didn't follow this principle.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USC consumer survey, we found: the merchandise had better to be

youthful, fashionable and more suitable for women; the merchandise price shouldn't be too high; and

there should be more stores for restaurants and teashops. That is what most of the consumer's want. But

the supply of the USC's in Taipei at present isn't able to meet the demand. Therefore the rising con-

sumptive space neither operates by its rule nor impacts the existent commercial space.

Keywords: underground shopping center (USC), spatial distribution, urban development plan, urban

commercial spatial structure, consumer'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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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台北市的地下街為研究主題，進行空間分布與區位特色分析，並對營運超過一年之三處地下街

進行消費者問卷調查，企圖尋求此一特殊空間的消費者特性與行為。研究中發現，台北市地下街的空間分

布有四點特色：(1)與都市計畫關係密切；(2)以CBD所在之中正區擁有地下街的密度最高；(3)「與捷運

共構」的地下街比例略高於「與捷運分構」的地下街；(4)以線型(帶狀型)為主。若根據經營規模、交

通聚集性、商業環境等指標，則台北市地下街的區位可分為主都心型、副都心型及社區中心型三種型態。

基本上，地下街的規模應根據其所在的區位而有等級之別，但目前台北市地下街的區位及其規模之間並無

明顯相關。

此外，從地下街消費者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地下街適合販售年輕、流行、以女性需求為主的商品，且

單價不宜過高，並應有較多餐飲類的店舖，如此才能切中主力消費族群的需求。但目前台北市各地下街在

供給面的部分明顯不足，造成此一新興的消費空間尚無法完全進入軌道，更遑論對原有商業空間造成影響

或衝擊。

關鍵字：地下街、空間區位、都市計畫、都市商業空間結構、消費者行為。

一、緒論

近年來因都市急劇發展，造成都市空間面臨兩大問題：土地面積不足而積極利用、交通量大增而阻滯

不前(蔡綽芳， 1988：1)。因此，為使有限的土地作空間的延伸發展，土地的多目標及集約使用方式是必

然的趨勢(楊琇雅， 2001：1)。綜上述之原因，復以人類利用地下空間在史前時代即開其端，現代各國亦

因各種不同的需要而有各式的地下建設(如倉庫、機械室、軍事坑道、地下管線、百貨公司之地下商場、地

鐵等)，使人口超過百萬之都市多以興建地下鐵路等大量快速運輸系統(MRTS)來紓解交通擁擠之問題。而

依據先進國家之經驗，地下鐵路等捷運系統之建設與開發常衍生出地下街之形成(蔡文彩， 1989：1)。因

此，隨著 90年代台灣捷運系統的發展，台灣地區各都市亦將先後進入地下街發展之時代。

台灣地區最早有地下街之規劃營運的都市為高雄市，然因設計不良、缺乏管理及商業型態相衝突等原

因而宣告失敗。台北市政府則於民國70年代中期即規劃研究地下街之可行性，雖然與當初預期完工營業的

時間(民國八十三年)有延遲數年之譜，但目前已啟用的四條地下街(市民大道公園路至塔城街之「台北地

下街」--TAIPEI CITY MALL、捷運淡水線台北站至雙連站之「台北捷運大街」--EASY MALL、捷運

板南線忠孝復興站至忠孝敦化站之「東區地下街」--EAST METRO MALL以及忠孝西路上的「站前地

下街」--STATION FRONT MALL)，其發展前景仍有樂觀之處，加上其他幾處尚未營業的地下街 --中華

路「西門地下街」、龍山寺附近萬華市場與十二號公園的「龍山寺地下街」、台北車站至忠孝西路間

交六、交七廣場的「台北車站地下街」，此種兼具通路與商場功能之土地多目標使用型態，將在都市中

扮演特殊的角色。

由地下街經營管理經驗相當豐富的日本經驗得知，此種商場之經營管理條件較一般地上商場嚴格許

多，如安全防災問題、建設費用高昂等，但其交通便利及不受天氣干擾的購物環境，卻又是它得天獨厚的

發展條件，為競爭激烈的零售產業提供了另一通路市場。因此，台灣的首善之都 --台北市，其地下街之發

展情形為何？各地下街之空間分布及區位有何特色？在此種特殊的空間中，消費者有何特性與購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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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為本文極欲探討的問題。

為了解以上諸問題，筆者透過資料蒐集與實地訪察的方式進行研究。在資料蒐集方面，我們試著先閱

讀國內外有關地下街的研究與文獻，以了解地下街的發展背景。其次，針對目前台北市已規劃的七處地下

街進行實地訪察，以地下街所在位置的周邊環境、經營型態、實際營運狀況與消費客層，來作為地下街分

類的依據，並且對營運超過一年的三處地下街(台北捷運大街、台北地下街及東區地下街)進行消費者問卷

調查1，期能歸納出地下街消費者之特性與行為，進而瞭解此一新的消費空間在都市中所呈現出之意義與影

響。

二、地下街相關文獻之探討

(一)國內文獻

由於台灣自民國 60年代末期始有第一條地下街(高雄地下街)之興建，故早期有關地下街之探討並不

多；直至台北市因進入捷運時代，發展地下街已成趨勢，相關評估報告及研究復應運而生。關於地下街之

研究主要可分成兩大類：一是從建築的角度出發，探討地下街實質環境之管理維護及防災應變之相關設施；

另一類則是從商業的角度出發，針對地下街之區位及經營管理狀況進行分析。以下便將此兩類研究作一介

紹(表 1、表 2)。

1 問卷調查時間為民國 92年 8月至 9月，當時台北市營運超過一年之地下街僅文中所提之三處。
2 民國七十三年，黃君將此文出書，名為「隱藏的世界─地下街」，內文稍加潤飾補充，作較有系統之介紹，架構並

無大幅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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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文獻

國外的文獻中，以日文居多。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二者(表 3)。

以上由國內外學者對地下街各種角度之探討，對於地下街之定義、分類、特性、建築工事、店舖之經

營、法令規章等提供了相當完整的背景資料，對於本研究注入相當多的養分，尤其是黃隆仁(1991)針對台

中市地下街在區位及商業引進方面的前瞻性評估研究以及李佩芬(1988)對台灣地下街開發及營運管理之建

議，對筆者有相當程度的啟發，在本研究進行台北市地下街的實證分析方面頗多助益。

3 國內何芳子小姐將其部分摘譯成報告，書名為「日本之地下街」 (1987)，其摘錄重點在於日本之地下街分布型態、

商業機能、安全防災等項，以提供國內權責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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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街的空間分布與發展

地下街之開發，可謂都市空間結構朝向立體化建設之必然趨勢。而台北市隨著都市活動的遽增，及都

市交通型態的轉變(如鐵路地下化及捷運系統的建設)，為整合新台北車站地區的開發，以及中華路西門地

區一帶的規劃發展，於民國75年間即有開發地下街之芻議。開發期間，經由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處

(1988)、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1993)等政府單位規劃，並委託民間顧問公司提供地下街開發之構想建

議，在歷經十餘年之作業後，終於在民國 88年，第一條地下街(台北捷運大街)始有試賣的活動，而於民國

89年 1月底正式開幕，為台北市各地下街營運之濫觴。目前台北市的地下街共有七處(含已營運者 4處、

已完工但未營運者 2處、未完工者 1處)，其空間分布如圖 1所示。

圖 1  台北市地下街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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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整體而言

台北市的地下街主要集中在台北車站周邊及其鄰近地區，僅有兩處(即東區地下街與龍山寺地下街)位

在較遠離台北車站的地區，此因台北市目前的地下街開發與都市計畫關係密切。尤其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開發，及中華路西門地區的更新方案，促使台北車站附近擁有全市 5處地下街，比例高達71﹪；至於東區

地下街及龍山寺地下街亦是因都市交通、公園開發而衍生之土地多目標利用的產物，故台北市地下街的形

成確與都市計畫密切相關，且均由政府出資興建。而將來是否會有民間投入地下街開發，則端視台北市對

地下街的需求與目前已開發之地下街的發展情形而定了。

(二)就分區而言

台北市地下街的分布，若以行政分區之間的差異而言，如圖 1所示：以台北車站所在之中正區為最多

(4處)，另外則是在中山區、大安區及萬華區各1處。由此可看出台北市的地下街基本上都位在交通便利、

通行量大之商業區內(含 CBD、新「東區」舊「西區」商業區)，此與地下街原始功能(即通道性質)有

關，故全市交通最方便、每日通行量最大之台北車站地區，為了紓解通行人潮、避免地面人車爭道，而有

較多地下街的產生。

(三)就與捷運系統的關係而言

台北市目前興建的地下街，可分為「與捷運共構」及「與捷運分構」兩類：前者由台北捷運公司

管理，後者則由台北市市場管理處管理。由表 4可知，台北市的地下街以「與捷運共構」的比例(4處)略

高於「與捷運分構」 (3處)，而在捷運路線中，又以板南線所衍生的地下街數量最多，此乃在捷運路網

中，板南線為目前唯一東西向、能連接上段所述之CBD及東、西商業區所致。此外，由表 4亦可發現，

「與捷運共構」的地下街缺乏「停車場」此一機能，這是因為該類地下街乃利用捷運隧道上方開挖後多

餘之空間興建，在提供主要機能─公共通道後，便無空間再興建停車場；至於「與捷運分構」之地下街

則因並非在原有地下通路上，而是另覓路段或利用廣場、公園之地下層興建，故發展之空間較大、可提供

較多之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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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型態而言

台北市地下街的形狀以線型為主(5處)，其餘 2處則為矩形(表 5)；若以Brian Berry對都會區商業空

間結構的分類(圖 2)來區分，則台北市地下街商場的類別明顯是以帶狀型為主，其次為中心型(表 6)。造成

上述的現象是因目前台北市的地下街主要與交通路線的關係密切，在道路下方及捷運隧道上方興建地下街

的比例較高、而以廣場或公園地下層發展的地下街則各只有一處所致。此外，若以已營運的地下街來觀察，

則皆為所謂的線型或帶狀型，型態相當一致。

表 5 台北市地下街形狀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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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發展歷程而言

由於台北市地下街的發展尚屬啟蒙階段，地下街的數量並不足以作時空發展分析，因此只能針對目前

台北市的地下街發展概況作一介紹，來一窺台北市各地下街的發展面貌。

1.已營運之地下街(共有四處)

(1)台北捷運大街(又稱EASY MALL)

此捷運地下街道位於捷運淡水線台北車站至雙連站間(市民大道至民生西路)，全長 1.3 公里

的，共分為南、北兩區，規劃 106間店舖。南段(台北車站至中山站)全長 325公尺，店面 400坪，

公共空間638坪，共36間店舖、北段(中山站至雙連站)全長420公尺，店面710坪，公共空間1749

坪，共 70間店舖。於民國 87年 10月由啟運通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年租金新台幣一千三百萬元得

標，有五年的經營權，在歷經數個月的經營與試賣後，於民國 89年 1月 23日正式開幕，開店率平

均約八成(台北車站至中山站全部店舖皆有廠商進駐，但中山站至雙連站僅約六成)，尚未開張的店外

鐵捲門上，均有彩繪各種圖案，以美化此街道。但啟運公司與捷運公司的合約至民國 93年 2月 6日

正式結束，目前捷運公司已針對此地下街的經營權進行公開招標，是否會有新的經營團隊進駐，尚

須進一步觀察。

(2)台北地下街(又稱TAIPEI CITY MALL)

位於市民大道正下方，是台鐵縱貫鐵路、捷運淡水線、板南線、綠線；台汽客運總站、統聯轉

運站及台北市、縣公共汽車轉運站等重要大眾運輸系統的交織地帶。該地下街西起塔城街東側，沿

市民大道經過延平北路、重慶北路、太原路、承德路等重要南北幹道路口，東迄於公園路口西側，

全長 825公尺，寬 36~39公尺，為一地下兩層之鋼骨鋼筋混凝土建築，其中地下一樓為地下商場；

地下二樓作為停車場及供設置地下街所需之機電、空調機房之用。

地下一樓的地下街商場，西端與捷運綠線連通，東端與捷運淡水線台北站連通，南端與台鐵台

北車站銜接，沿線提供 12處共 26個連外通道以集散公共汽車及一般汽車的轉運人潮。該地下商場

共規劃 18 7 間店舖(「元大管理顧問公司」負責招商及規劃)，由政府核定安置原中華商場拆遷戶

810戶，故管理單位為市場管理處。在耗資 44億元，施工五年多後，於民國 89年 3月 29日正式啟

用，目前是全國最長最大的地下商店街。

圖 2 都會區商業空間結構模型圖

資料來源：Berry,B.J.L,etc.， 1988，《Market Center and Retail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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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區地下街(又稱EAST METRO MALL)

位於捷運板南線忠孝復興站至忠孝敦化站，為板南線三處地下街中面積最大者，亦是捷運系統

板南線與木柵線轉運處。東區地下街全長 725公尺，共有7個廣場，35間店舖(營業單位)，17個出

入口，總面積為 3177.67坪。此地下街位於東區商圈之精華地帶，為捷運系統中、高運量交會處，

商業機能活絡，在捷運公司的評估下，以店舖為單位，由該公司自行公開招商，與「台北捷運大

街」原先統一出租給一家公司的經營模式不同。東區地下街已於民國 91年 7月 19日開幕營運。

(4)站前地下街(又稱 STATION FRONT MALL)

本捷運地下街位於捷運板南線台北車站至重慶南路附近(忠孝西路一段之下方)，為商圈內人潮搭

乘台汽、台鐵、捷運時必經之路，全長 343公尺，規劃有 17間店舖(營業單位)，其他為廣場、走道

及穿堂公共空間，總面積為 2775.79坪。此地下街亦為政府核定安置中華商場拆遷戶(共 254戶)使

用，於民國 88年 12月完工後，因捷運公司與拆遷戶協調站前地下街安置問題，包括對管理、店面

分配、合約各方面一直未能達成協議，拆遷戶之間也未達成共識，導致地下街遲遲無法開幕，因此

僅先開放行人通行，直至民國 93年 3月 15日，才勉強在三分之一店家開業的情形下正式營運。

2.已完工但尚未營運之地下街(共有兩處)

(1)西門地下街(暫名)

本捷運地下街位於捷運板南線西門站(中華路下方)，西側連接西門町商圈，但必須由捷運西門站

經一廊道才可連結至基地；東側雖有三個地下街出入口，但並非進入捷運車站之必經通道。該地下

街全長 215公尺，為目前最短的一條地下街，規劃有 7間店舖，另尚有廣場及走道等公共空間，總

面積為 886.08坪。西門地下街之店舖，一半為政府核定安置中華商場拆遷戶，餘則由捷運公司以店

舖為單位公開招商。目前已完工(民國88年12月)亦開放民眾通行，但由於該地下街過短，店舖數過

少，且與西門町商圈的連通性不佳，故捷運公司連續招標二次皆流標(90年 10月及 91年 8月)，連

拆遷戶本身亦無意願進駐，正式營業時間遙遙無期。

(2)龍山寺地下街(暫名)

龍山寺地下街基地座落於和平西路三段及西園路口，包括萬華市場及十二號公園地下商場二部

分，前者稱為「龍山寺地下街南館」，位於萬華區政中心地下一樓至地上三樓，共有店舖 144間

(營業單位)，已於民國 92年底完工，正進行內部裝修工程；後者稱為「龍山寺地下街北館」，位

於十二號公園新建工程地下一、二層(地下一層規劃為精品區，地下二層為日用品及食品商場，共有

店舖48間)，地下三、四層作為汽機車停車場使用，未來已確定安置該基地內原有龍山商場攤商、北

市府列管有案及核發有攤販營業許可證之攤販暨拆遷之工商營業戶等，目前北館尚未完工。

3.興建中之地下街(共有一處)

(1)台北車站站前地下街(暫名)

台北車站站前地下街位於台北車站前特定專用區交通廣場交六及交七用地範圍內，北側為台北

車站，東側鄰公園路，南側接忠孝西路，西側臨館前路延伸之線上與現有台汽車站連接。

本地下街地面層規劃為行人徒步與林蔭休憩功能之開放式廣場，地下一樓為商店街，規劃 53間

店舖(營業單位)，南側設有三處開口連通忠孝西路及捷運板南線台北車站及淡水線台北車站，地下二

樓為停車場。此地下街於民國 89年8月開工後，原訂93年5月4日完工，但因納莉風災等因素導致

進度延後，目前仍由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施工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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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街的區位特色與分類

杉村暢二(1983)為研究日本地下街的代表性學者，他將日本為數眾多的地下街依興建區位分為三種類

型：轉運站型、都市中心型及地方都市型。然本文因僅針對台北市的地下街進行研究，其所在區位均在都

市內部，無法以全國性區位視之，因之杉村所做之區位分類並不適用於本研究。故筆者嘗試利用同以台灣

都市(台中市)之地下街為研究對象，在1991年提出研究報告4的黃隆仁先生，他所採用的綜合分類方法(見

表 7)，以經營規模、交通聚集性、商業環境等指標，並加以修正，將台北市地下街依所在區位特色的不

同，分為主都心型、副都心型及社區中心型三種類型(表 8)。以下就各區位的特色加以說明：

(一)主都心型

主都心型的地下街所在的位置為台北市的中心商業區(CBD)，依目前的開發情形主要集中在台北車站

特定專用區內。由於此區的交通聚集性為全市最高，為捷運系統交會中心、火車及大型公車(含長短途客運)

總站，並有大型停車場，加上將來亦為高鐵總站，故不分時段皆具轉運人潮。此外，站前商業區的大型百

貨、專業街，乃至醫療設施，亦能吸引許多目的型消費者，因之此類型的地下街在區位優勢下，成為目前

台北市地下街的主要興建區位。

然而，受到地下街形狀的影響，此區的地下街除了尚在興建中的「台北車站地下街」為矩形外，其

餘 3處均為線型(表 5)，其中位置最佳之「站前地下街」於今年(民 93年)3月甫加入營運行列，在營運超

過 1年的兩處地下街(台北捷運大街及台北地下街)中，均面臨前後段營運狀況差異甚大之困境，即靠近台

北車站之一端因有較多之人潮，故營運績效較佳；反之，愈遠離則相對冷清。是故雖為主都心型之地下街，

卻仍可能因內部區位的些微差異而導致發展呈現兩極。

(二)副都心型

此種區位類型的地下街主要位在台北市的大型商業區內，目前新(東區)舊(西區)商業區各有一處地下

街出現，但西區的「西門地下街」雖已完工但未營業。就地下街所在的東、西商業區的區位特色而言，

東區商圈內除了大型百貨商場外，亦有許多辦公大樓聚集，平日即有上班族的人潮，假日更增加許多目的

性消費人潮；此外忠孝復興捷運站為捷運板南線與木柵線的轉運站，又為此區增加了轉運的人潮，以上述

的區位條件，已營運的「東區地下街」應有相當的營運水準，但實際情形卻曾一度被該地下街商家形容

為「商家的墳場 5」，其中原委頗值得探討。

至於西區的商圈，主要為西門商業區，此區的人潮平日較少，以假日的目的型消費者居多，在西門町

一帶以青少年族群為主，在中華路東側與武昌街、漢口街則有吸引視聽器材族群的音響電器業存在，故具

備建立相當規模之地下街條件，然已完工的「西門地下街」卻是台北市現有地下街中最短的一條，規模

過小(見表8)導致商家對其營運前景產生疑慮，遲遲不敢進駐，突顯出政府在規劃地下街時，並無一套可作

為審查標準的「區位準則」，更無所謂專責的審查單位，此一問題值得高層重視，以免一再造成浪費公

帑及公共空間的缺憾。

(三)社區中心型

4 此研究名為「台中市地下街區位與商業引進之研究」，為地下街興建前之前瞻性評估研究，並非針對實例的研究。
5 引述自台北市議員秦儷舫的質詢稿(2003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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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中心型的區位主要為區域的商業中心，亦有一定的交通聚集性，目前台北市唯一屬於此類型的地

下街─龍山寺地下街，即有上述的區位特徵。該地下街的基地有二：一為萬華區政中心、一為十二號公園

用地，二者隔著和平西路三段，目前尚在興建中。此地下街位在台北市的舊都心區，其中十二號公園用地

原為龍山商場，是萬華地區早期具有相當規模的市集，主要的消費族群以該區的人口為主，但因附近龍山

寺、華西街觀光夜市等亦會吸引外地觀光客，故此商場的消費者來源因此而呈多樣化分布；加上目前此地

設有捷運龍山寺站，且該地下街設有停車場，將來若規劃得當，消費族群除了附近居民外，亦可望吸引不

遠前來的顧客。

6 依據杉村暢二（19 83）之分類，「都心型」地下街多形成於都市商業中心，消費對象以專程購物人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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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費者的特性與行為

任何一種商業活動莫不以消費者的需求為依歸，因而如何掌握消費者的需求動向，便成為一項重要的

課題。在眾多針對消費者行為的研究中，發現以消費者自身特性、商店、產品及大環境特質等因素彼此互

動關係，對消費者行為造成的影響最為密切(曾菁敏，1996：13)，而商場型態特殊的地下街，上述因素在

目前的消費者中是否確實影響其消費行為，乃為本段欲探討的重點。本研究於民國 92年8月及9月間，針

對台北市營運超過一年的三處地下街進行消費者隨機抽樣問卷調查，調查分多次且於不同時段進行，但因

筆者時間上的限制，問卷調查以假日為主(含暑假及週休二日)，因而調查結果或可能與平日有些微差距。

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325份，實際回收有效問卷共 300份(三處地下街各 100份)，以下將進行分析探討。

(一)消費者特性

在表 9的統計結果中，發現就消費者自身的特性而言，三處地下街並無明顯差異，其基本屬性為：

性別以女性為主； 年齡結構則為 20~30歲居多，若再加上 20歲以下的消費族群，則地下街將近 8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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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不到30歲，年輕化的消費對象為地下街消費者的基本特性； 教育程度以大學為最； 職業結構明

顯以學生為主軸； 在消費者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方面，受到職業結構以學生為主的影響，故地下街的主

力消費群屬於每月僅能支配 1萬元以下的低消費能力族群。

針對消費者特性，可歸納出地下街適合販售年輕、流行，以女性需求為主的商品，且單價不宜過高，

如此才能切中主力消費族群的需求。

(二)消費經驗

1.就前來地下街的動機而言

表 10顯示消費者前來地下街的動機主要為「經過順便逛」，此即為「多目的購物旅次」(multiple-

purpose shopping trip)，在以「通道性質」為主要功能的地下街商場中，因步行者通行量大，自然以

此類型的消費者為主。但在「台北地下街」中，「專程來此」逛街的目的型消費者比例亦不低，主

要的原因為此地下街與台鐵月台連通，且最鄰近長途客運站有關，當外縣市的消費者想對台北市的地下

街一探究竟時，「台北地下街」的位置恰為其招徠了此類型的消費者。因此，「台北地下街」的消

費者型態應較為多元。

2.就來源地及交通工具而言

圖3(甲)可看出台北市的地下街，其消費者以台北縣市為主，約佔7至8成的比例，但屬於主都心型

的「台北捷運大街」與「台北地下街」，在外縣市的消費者比例上明顯高於「副都心型」的「東

區地下街」，主要乃因其較接近台北車站的緣故，其中「台北地下街」的外縣市消費者比例為三者最

高，與其區位的關係相當密切，使該地下街的商圈服務範圍為三處之最。另外，圖 3(乙)則呈現地下街

的消費者多是由「現居地」前來，此應與問卷調查時間以假日為主相關。若再從表 11分析各地下街消

費者詳細的來源地，則可進一步得知地下街的消費者來源有其地緣關係：如「台北捷運大街」及「東

區地下街」以來自所在行政區的消費者次數最多，前者為中山區，後者則為大安區；而「台北地下

街」則因鄰近客運站，故來自一橋之隔的三重市消費者為數最高。

至於消費者到地下街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在圖 4顯示「與捷運共構」的「台北捷運大街」及「東

區地下街」，消費者以搭乘捷運前來的比例最高，而「與捷運分構」的「台北地下街」的消費者，

利用捷運來此的比例則不及公車多，這是因為有外縣市的消費者搭乘長途客運而來的緣故。此外，「台

北地下街」與「台北捷運大街」亦因近台北火車站，故亦有相當比例的消費者是利用火車前來。因

此，若各地下街在進行相關活動時，針對消費者主要分布的區域及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應加強宣傳，以

吸引更多消費者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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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甲) 地下街消費者之來源地

圖 3(乙) 地下街消費者之來源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

圖 4 消費者前來地下街使用的交通工具

3.就選逛時間與頻率而言

從圖5分析台北市三處地下街的消費者在抵達地下街後，平均停留的時間以不到30分鐘為主；若加

上 1小時以內的比例，則有高達 7成的消費者在地下街選逛不到 1小時，其中「台北捷運大街」及「東

區地下街」更有近 8成是屬於此類型的消費者，顯示地下街受到主要功能─通道性質的影響，多數人為

「經過順便逛」的消費者，因而停留時間較為短暫。但「台北地下街」的情形較為特殊，有近 4 成的

消費者會在地下街選逛 1至 2小時，且停留超過 2小時的比例亦為三處地下街中最高，除因該地下街的

長度較長外，此處僅近台北車站端的交通連結性較佳，許多消費者在走到靠塔城街之一端時，若需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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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或火車等交通工具，必須再折返，因而增加了停留地下街的時間。當然，「台北地下街」的「目

的型」消費者比例亦較高，亦是消費者平均選逛時間較長的原因之一。

若以消費者選逛地下街的頻率而言，圖 6 顯示均以「每月不到一次」為主，選逛的頻率甚低。而

消費者前來地下街的時間與時段(圖 7、圖 8)，則有相當高比例的消費者在「週末、假期」及「下午」

前來，顯示地下街與一般商場一樣，週休二日及假期(尤其暑假)的午後能有較多人潮；但此兩項選「不

一定」者的比例亦不低。

圖 6 消費者前來地下街的頻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

圖 7 消費者前來地下街的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

圖 5 消費者在地下街的停留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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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實際購物情形而言

本研究希望透過消費者實際於地下街的購物情形，歸納出目前消費者需求與地下街業種間的落差，

問卷統計結果發現：消費者曾於地下街購買的商品中(圖 9)，以「餐飲類」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服

飾」、「飾品配件」(屬「服飾流行品類」)及「書籍」(屬「文化百貨類」)，其他的商品在購買情

形上則普遍偏低，且「不曾購買」的消費者亦有一定比例。大致而言，三地下街曾被購買的商品種類

及比例相去不遠，只有「台北地下街」的「玩具娛樂用品」(屬「文化百貨類」)，在購買情形上明

顯高於另兩處地下街，顯示此種商品在該地下街有一定的消費族群存在。

此外，在消費者通常「不會」在地下街購買的商品調查部份(圖 10)，「電子電器用品」、「嬰

童用品」及「藥妝用品」(均屬「文化百貨類」)名列前三位，與圖 9 的統計結果為一體兩面(此三項

在圖9中為比例最低之項目)，突顯出這些商品並不適合在地下街營運。而從這兩項統計結果可發現：在

消費者消費意願較高的業種中，「服飾流行品類」已為目前各地下街的強勢業種(表 12 、表 13 、表

14)，但「餐飲類」仍須加強其比例，而由此項調查更強化此一業種在地下街安全許可下應適當增加的

必要性。至於「文化百貨類」，則因細部業種的不同，針對地下街主要為年輕的消費族群，可以「書

籍」為主，其餘業種則宜降低其比例。

若再就消費者平均在地下街消費的金額來看(圖 11)，比例最高的消費額度是「500元以下」，而

有高達九成的消費者消費額度低於一千元，甚至從未消費過，此種結果應與地下街的主力消費群為學生

且多數並非「目的型」消費者有關。因此，地下街並不適合販售單價過高的商品。

圖 8 消費者前來地下街的時段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

圖 9 消費者曾於地下街購買之商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商品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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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消費者「不會」在地下街購買之商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商品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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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政府服務機構使用情形而言

現有台北市地下街的產權屬於政府所有，而政府在便民的考量下，於地下街內設置就業服務站等服

務機構，但從表 15中，發現政府的美意似乎與其成效大相逕庭，民眾的使用情形偏低，造成資源的浪

費。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可撤除在地下街的便民服務機構，若仍希望服務少數民眾，則應選擇

在地下街較為不影響營運的區位設置，以免造成地下街內部業種配置及營運上的困擾。

圖 11 消費者於地下街之消費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

6.就資訊獲得頻率及來源而言

消費者在選逛地下街之前，對地下街購物資訊的取得情形如何？從圖 12不難看出，消費者在獲得

地下街的頻率方面極低，超過六成的消費者「很少」或「幾乎沒有」取得過地下街的資訊，「偶

爾」取得者亦不到三成的比例，顯示各地下街在相關宣傳方面確實應該加強。

而針對曾取得地下街資訊的消費者，其資訊來源(表 1 6 )的前三位為「捷運站內及地下週邊導

引」、「地面相關宣傳(旗幟、宣傳車等)」及「親朋好友」。由消費者資訊來源的取得可知，雖有

機會從電視、報紙等媒體獲得地下街資訊，但頻率並不高，基本上若非為捷運族，是較難獲得地下街的

相關資訊，更遑論至地下街購物了。

圖 12 消費者獲得地下街資訊之頻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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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評價

1.就各地下街特色及環境滿意度而言

在消費者選逛地下街時，對地下街特色的評價普遍以「沒意見」為主(圖 13)，顯示消費者在這一

方面的觀察或要求並不高。但若就各地下街而言，則消費者顯然認為「台北捷運大街」最無特色，而

「東區地下街」在這方面的評價則較高。

至於在地下街的購物環境滿意度上(表 1 7 )，各地下街的平均滿意度均介於「普通」至「滿意」

之間，評價尚可；其中尤以「東區地下街」所獲得的環境評價最高。基於希望地下街能有更佳表現，

筆者再針對認為地下街購物環境不甚滿意的消費者進行相關因素探討，將三處地下街於各因素的平均相

關度整理於表 18，結果分析如下：

以三地下街平均相關度最高的因素而言，可看出消費者普遍認為地下街「可逛商店太少」及「促

銷活動頻率太低」是對購物環境不滿意的主因；但與「店員服務態度不佳」、「商品價格太高」及

「可供休憩的座椅太少」顯然較不相關。故目前各地下街宜提高開店率，並多舉辦促銷等相關活動以提

高消費者的選逛意願。而除以上共通因素外，「台北地下街」的消費者尚有一造成對該地下街購物環

境不甚滿意的因素，即「餐飲類商店的位置太遠」，此與該地下街將餐飲區規劃在距離人潮集中處最

遠的區位所致，因此本研究建議該地下街宜將餐飲類商店分散在地下街各區位，使其不再成為影響該地

下街環境評價的負面因素。

圖 13 消費者對地下街特色之評價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問卷調查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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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三處地下街的整體購物評價而言

在各地下街選逛的消費者中，並非人人都已逛過問卷調查當時台北市已營運的三處地下街，許多人

可能只知道受訪處的地下街，對於另外兩處地下街是毫無所悉，或只再多逛過另外一處地下街，表19顯

示這樣的人約有五成弱，其中尤以「台北地下街」的消費者對另兩處地下街的選逛經驗最缺乏，此應

與該地下街具有較高比例的外縣市消費者，對台北市其他的地下街較不熟悉有關。

而筆者針對具有選逛過三處地下街經驗的消費者，進行三地下街的整體購物環境評比，結果由表20

可知，「東區地下街」所獲得的評價最高，此與上段對各地下街個別的環境評價結果相符，受訪之消

費者多認為該地下街較「明亮」、「乾淨」、「品味較高」，故給予整體購物環境較高度肯定。

只是，當各方在地下街的硬體設備持較高滿意度時，如何提昇其營運績效應是大家更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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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本研究以台北市的地下街為研究主題，進行空間分布與區位特色分析，並對營運超過一年之三處地下

街進行消費者問卷調查，企圖尋求此一特殊空間的消費者特性與行為。基本上，經由筆者在研究過程中整

理文獻資料、訪談相關人員及研究所得結果，認為基於地下空間的危險性及可能對週邊環境的影響，地下

街以不開發為原則。但若因考量以下三項目的或功能(陳亮全等， 1992：105)，須設置地下街時，亦須採

取較謹慎的態度進行區位、規模及環境評估，以防在過與不及間影響都市整體安全與發展。

1.解決都市中混亂的人車爭道問題，提供舒適的步行空間。

2.對極具歷史或文化意義之整體街區，或在部份存有重要性地景之地區，地下街可配合環境之整建，達到

保有、塑造良好都市空間，或增加地區開放空間等目的。

3.對於因受制於接近或連外動線，而難於進行更新，且妨礙整體都市健全、均衡發展的老舊窳陋地區，地

下街可考慮帶動或有助於更新手段之一。

根據以上原則，檢視台北市目前已規劃並興建之七處地下街，並未違背上述目的。而若根據經營規

模、交通聚集性、商業環境等指標，台北市地下街的區位可分為主都心型、副都心型及社區中心型三種。

基本上，地下街的規模應根據其所在的區位而有等級之別，但研究中發現，目前台北市地下街的區位及其

規模之間並無明顯相關，主都心型之地下街規模並非全數達到第一等級，更有甚者，屬於副都心型的西門

地下街(暫名)，其規模竟為七處地下街之末，使其至今無法營運，突顯政府在規劃地下街時未盡完善考量

之責，足為台灣其他地區發展地下街之借鏡。

此外，在地下街興建完成之後，其經營管理的良善與否，亦進一步關係到地下街功能是否得以發揮的

關鍵。關於地下街此一特殊空間所創造出的商業環境，除了應設置地下街管理專法，並由政府專責單位統

籌管理，以防事權分散，導致管理漏洞頻生外，亦須根據各地下街所在之區位，審慎評估應引進之業種，

並適度開放與輔導各店舖業者聘請管理顧問人員協助商場營運事宜，且不宜以安置方式處理舊商場拆遷戶

問題，以平衡各地下街之經營水準。當然，欲蓬勃地下街之通道功能，更應考慮如何提高民眾使用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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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都市建設整體規劃下，地下街興建密度較高之區位(如台北車站周邊)應建立地下連通網，使各地

下街間、地下街與各重要交通路線間的連結程度提高，並將距離相近或相鄰之地下街之名稱有所區隔，以

便於民眾使用且避免尋路行為複雜化而造成困擾。再者，若地下街的店鋪能切中主力消費族群的需求：以

販售年輕、流行，以女性需求為主的商品，單價不高，且有較多餐飲類的店鋪，如此在商業功能引導下，

地下街通道功能才可望進一步發揮，而不形成公帑之浪費，甚或成為遊民之天堂。

目前台北市各地下街在利用率及消費情形上均未完全進入軌道，政府相關單位應審慎並多管齊下處理

此一新興的都市空間問題，使其產生更大的發展性，並提供未來各地區開發地下街之正向經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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