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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導向建成環境特性對捷運運量影響之研究－以臺北捷運為實證對

象 

白仁德1、劉人華2
 

摘要 

伴隨著國際間永續發展思潮興起，「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逐漸成為各主要城市應用之都市發展型態，以期待透過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之整合，強化運輸系

統使用效能與土地使用機能，其中又以提升大眾運輸工具運量為首要目標(Cervero, 2004)。然因應

不同之國情與社經背景，TOD之應用與效益在各國仍有許多討論，國內外雖已有相關研究就TOD

建成環境特性對捷運運量之影響效益進行驗證，然仍多局限於以橫斷面資料進行分析，並缺乏以

TOD-5D建成環境特性(密度、混合土地使用、都市設計、旅次迄點可及性、到達運輸場站距離)

進行驗證。基此，本研究以臺北市捷運系統為研究對象，並界定5D建成環境變數後，選定兩時間

斷點(2001年與2011年)，利用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法建立「前期模式」與「後期模式」，並分別對

僅包含控制變數之「基礎模式」與納入建成環境變數之「擴充模式」進行校估，以驗證TOD建成

環境特性對捷運運量之影響關係。實證結果發現，顯著影響捷運運量之變數雖會因為期間之不同

而有所差異，然密度(Density)面向變數仍為主要之影響因素，其中捷運營運後期土地混合使用

(Diversity)面向變數有越顯重要之趨勢；此外由模式差異檢定可知，無論是前期模式或後期模式，

基本模式與擴充模式間皆具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可作為台北捷運後續TOD發展之建議。 

關鍵字：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捷運運量、建成環境、多元線性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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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a sustainable urban form, aims to integrate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use in anticipation of improving transport efficiency and land use function. 

The enhancement of Metro ridership is considered the primary target in TOD (Cervero, 2004), which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focus during the urban planning process. However, benefit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OD are still under extensive discussion owing to the deviation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ile studie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TOD on Metro ridership have been conducted previously, cross-sectional data were used and the 

5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i.e. density, diversity, design, 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and distance to transit, have not yet been verified or utilized. This study focuses on confirm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5D characteristics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Metro ridership in Taipei, Taiwan for two 

study years (2001 and 201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models of 

influence, including an earlier and later stage model. Both the target models were calibrated using a 

base model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control variables only) and an expanded model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both control variable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lthough the impact of significant variables on Metro ridership differed between the time periods, 

the “Density” variable remained the primarily influencing factor, and the “Diversity” variable 

became influential at a later stage. Furthermor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ase 

model and the expanded model for both the target models, which indicated that inclus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model. Th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n approach for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Taipei City. 

Keywords: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Metro ridership, built environment,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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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之互動為影響都市發展之重要因素，不同之互動關係將形成相異之都市

發展模式(urban form of transport and land use connection, UTLC；圖1)3 (Newman & Kenworthy, 

2000；李家儂、賴宗裕，2009)。美國自1954年「聯邦補助公路建設法案(The Federal Aid Highway 

Legislation of 1954)」通過後，便奠定以私運具導向為主之土地使用發展模式(automobile-oriented 

development, AOD)，並導致都市蔓延與郊區化發展、住業失衡、高度石油依賴與環境污染、交通

擁塞、交通事故頻繁、運輸成本增加且缺乏營運效率、公共資源浪費、財政窘困等課題(Freilich, 

1998；李家儂、賴宗裕，2007)。而伴隨永續發展思潮之興起，「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理念則逐漸成為近年各主要城市永續發展推動可行之都市發展策略。 

 

 

 

 

 

 

 

圖 1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互動模式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彙整自 Newman & Kenworthy(2000)；Carlton (2007)；李家儂、賴宗裕(2009)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係以大眾運輸可及性之高低作為都市土地使用規劃之基準，以提升大眾運

輸系統之使用效能，並強化土地使用機能(Lin & Gau, 2006; Lin & Shin, 2008)。良好之TOD規劃不

外乎可歸納成三大建成環境特性(3D特性)，包含「密度(Density)」、「多樣性(Diversity)」與「都

市設計(Design)」(Cervero & Kockelman, 1997)，後續研究則陸續加入「旅次迄點可及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與「到達運輸場站距離(Distance to transit)」兩項建成環境特性(5D特性；圖2) (Cervero

等, 2009; Ewing & Cervero, 2010)。為驗證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效益，國內外已有許多文獻針對

TOD規劃之預期效益進行探討，實證對象包含提升大眾運輸系統運量(Cervero & Murakami, 2009; 

Lin & Shin, 2008; Sung & Oh, 2011)、促進非機動運具選擇(Cervero & Kockelman, 1997; Cervero等, 

                                                      
3 UTLC 模式包含傳統步行城市(Traditional Walking City, TWC)；工業化軌道運輸城市(Industrial Transit City, ITC)；一般道路

導向之內部緊密發展模式(Compact of Automobile-Oriented Development, AOD-C)；高速公路導向之郊區蔓延發展模式

(Sprawl of Automobile-Oriented Development, AOD-S)；運輸關聯發展模式(Transit-Related Development, TRD)；運輸協助發

展模式(Transit-Supportive Development, TSD)；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永續城市

(Sustainable City)等(Newman & Kenworthy, 2000; Carlton, 2007; 李家儂、賴宗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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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降低私運具使用旅次(Cervero & Kockelman, 1997)、提高不動產溢價效果(Cervero & 

Murakami, 2009)及促使運具使用時間分散(Lin & Shin, 2008)等，而依Cervero(2004)之調查結果發

現，TOD之發展效益又以提升大眾運輸工具之運量為首要目標(Cervero等, 2004)。 

Lin & Shin(2008)、Cervero & Murakami(2009)與Sung & Oh(2011)曾以亞洲城市為探討標的，

驗證TOD規劃原則對運量之影響關係。在臺灣臺北之實證結果顯示，可正向提升捷運運量之規劃

原則只包含密度特性，並僅於平日成立，土地混合使用特性則因亞洲城市住商混合使用情形普

遍，因此對捷運運量之影響不具統計顯著性(Lin & Shin, 2008)。香港之實證研究結果則顯示，港

鐵(MTR)特有之R+P發展模式(Rail &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gram)雖無助於提升運輸系統運量

4，然3D規劃特性之應用仍可有效提升運輸系統運量，並會依R+P發展類型(大規模住宅、大規模

混合使用、中層住宅)之差異而有所不同(Cervero & Murakami, 2009)。韓國首爾則以平假日之全日

運量、大眾運具運量(含軌道運輸及公車)與轉乘運量、離尖峰上下車運量三類應變數進行驗證，

研究結果顯示，3D特性對前述運量類別之影響效果原則上與先驗知識相符，僅少部分特性於特定

模式中不具統計顯著性，然而3D規劃特性之應用仍需考量首爾特殊之都市紋理，採用有別於西方

國家之規劃策略5(Sung & Oh, 2011)。 

 

 

 

 

 

 

 

 

圖 2  TOD 發展要素示意圖 

資料來源：Cervero 等, 2009 

 

彙整前述相關研究可發現，大眾運輸系統運量之影響因子可歸類成社經背景條件(平均所得、

人均擁車率等)、TOD建成環境特性與交通運輸系統特性(運輸場站型態、轉乘公車路線數等)三大

類，而前述影響因子對運量之影響效果亦會因國情、社經發展背景之不同而有所差異(Lin & Shin, 

2008; Cervero等，2009; Sung & Oh, 2011)。然既有研究仍多僅利用TOD-3D特性6進行驗證，並未

                                                      
4 Cervero & Murakami(2009)指出，香港 R+P 模式之發展目的以吸引私部門開發資金挹注於公共建設(軌道運輸系統)為主，

而非著重於大眾運輸系統運量之提升。 
5 相關策略包含：(1)高密度建成區域應以混合使用策略取代密度發展策略；(2)棋盤式路網型態規劃則應考量首爾既有之路

網結構，避免於市中心大幅度改善等。 
6 Sung & Oh(2011)雖納入區域可及性變數進行分析，但卻未探討站區內旅次迄點可及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之影響；而

到達運輸場站距離(Distance to Transit)之相關變數則納入運輸系統服務面向進行分析。 

Density

Diversity Design

Distance
(to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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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5D特性之考量下，探討建成環境對運量之影響效果，且僅著重以橫斷面樣本資料進行驗證，未

探討該影響效果於長期間是否具不同之差異。而反觀國內TOD之發展與應用雖在近年來受到廣泛

的討論，且亦已落入相關之法令規範，但就內容觀察，土地使用仍未能與大眾運輸有效結合，發

展上仍以DOT(Development-Oriented Transit, DOT)模式為主(李家儂、賴宗裕，2007)。然而台北捷

運系統發展至今已邁入第18年，相關研究實可進一步探討長期間建成環境對大眾運輸系統運量之

影響關係，本研究因此以臺北市轄區內捷運系統為研究對象，界定2001年與2011年為目標年，探

討「TOD-5D建成環境特性對不同期間捷運運量之影響」，最後針對實證結果進行討論。本段對

研究動機與目的進行介紹後，下段將對研究設計進行說明，第三段說明研究方法與模式校估，第

四段則說明模式校估結果，最後則針對研究假說進行驗證並就實證結果進行討論。 

二、研究設計 

(一)假說關係 

由TOD規劃理念可知，5D建成環境特性將有助於大眾運輸系統運量提升，其中高密度發展

(Density)可促使居住與就業等活動越為集中，並提高大眾運輸經營之經濟規模；多樣性之土地使

用(Diversity)可縮短不同活動地點之旅行距離，以提供旅客於站區內滿足日常生活之需求；良好之

都市設計(Design)則可提供友善人行與自行車使用之環境空間，並提高大眾運輸系統轉乘之便利

性；易達之旅次迄點(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可提高旅次端點之可及程度與活動機能之便利性；

可步行到達之場站距離(Distance to Transit)則可確保旅次端點與大眾運輸場站間之距離低於可容

忍之步行範圍，進而提高旅客以步行方式轉乘大眾運具之意願。前述建成環境特性將可促使運輸

系統與土地使用有效連結，進而吸引旅客於環境友善與機能多元之站區空間活動，同時提高大眾

運輸系統之經營效能，使都市朝高強度與多元化之緊湊模式發展(Lin & Shin, 2008; Cervero等, 

2009; Sung & Oh, 2011; 林楨家等, 2011)。為驗證TOD-5D建成環境特性對捷運運量之影響效果，

本研究乃參考TOD發展之規劃理念，提出兩項假說說明如下： 

假說一：TOD-5D 建成環境特性對捷運運量有正向之影響效果 

由Lin & Shin(2008)、Cervero & Murakami(2009)、Sung & Oh(2011)等研究可知，TOD建成環

境特性雖有助於捷運運量之提升，惟並非所有建成環境之預期影響效果均成立。過去相關研究雖

曾利用TOD-3D特性探討建成環境對捷運運量之影響，然卻未於5D建成環境特性之考量下加以驗

證，本研究乃於前述TOD之理念基礎下，以假說一驗證5D建成環境特性對運量之影響效果。  

假說二：TOD-5D 建成環境特性對捷運運量之影響會因前後期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過去雖多有文獻探討TOD建成環境特性與捷運運量之影響關係，然既有文獻卻未曾探討前述

影響關係於長期間之影響效果是否不同。其中臺北捷運發展初期仍以解決都市運輸問題為主要目

的，並未於TOD規劃理念下整合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進行規劃，然隨著近年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理

念逐漸成熟，該理念亦逐漸納入規劃階段，為衡量TOD建成環境特性對運量之影響效果是否因時

間之不同(前、後期)而有所差異，本研究因而以假說二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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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用變數 

1. 建成環境特性 

本研究採用之變數、定義與預期影響符號彙整如表1所示。在「密度」特性部分，過去研究

多以人地比率與建物樓層兩類型變數進行衡量，本研究因而以居住密度、從業密度、總樓地板面

積作為密度特性之衡量變數；「多元混合土地使用」特性部分，過去研究多將其歸納為混合使用

內容與強度兩類進行分析，本研究乃以住業均衡7、零售與服務業樓地板面積占總樓地板面積比值

8兩變數衡量混合使用內容，並以土地混合使用熵值衡量土地混合使用強度9，其中住業均衡與土

地混合使用熵值之定義分別如式1與式2所示(Cervero & Kockelman, 1997；林楨家、蕭博正，2006；

Ryan & Frank, 2009)；在「都市設計」特性部分，過去研究多以路網型態、街道規劃與基地設計

三大面向進行分析(Lin & Shin, 2008; Cevero等, 2009; 林楨家等, 2011)，本研究於考量資料取得完

整性與操作可行性後，採用交叉路口密度、街廓數與停車位數量10作為衡量基準；「旅次迄點可

及性」部分，相關研究多以站區內或鄰近空間特定範圍內可達之旅次迄點(服務設施與及業場所)

數量(或密度)為衡量依據(Cevero等，2009；林楨家等，2011)，本研究於考量資料取得可行性後，

僅以1000公尺站區範圍內可及之公共服務設施數量進行分析；而在「到達運輸場站距離」特性部

分，相關研究則多以大眾運輸場站數量(或密度)與最短(或平均)到達運輸場站距離等方式進行衡量 

(Cevero等，2009；林楨家等，2011)，本研究考量資料取得限制與操作可行性後，僅以公車場站

數量作為衡量變數。 

 

      = 1-                                      式1 

   其中     =站區i住業均衡情形           

        =站區i從業人口數 

            =站區i就業人口數     

  

                                                       式2 

    其中     =站區i土地混合使用熵值 

           =站區i內t種土地使用面積所佔比例 

           =站區i內土地使用類別總數 

                                                      
7 林楨家、蕭博正(2006)與 Lin & Shin(2008)曾以站區內住宅樓地板面積供需情形作為住業均衡之衡量指標，惟該模式之住宅

樓地板面積供給現況亦可由就業人口(於該區工作且居住於此之人口數)、扶養比與每人享有樓地板面積進行推估，本研究

因此延用該指標衡量概念並進行簡化，將住宅樓地板面積供需推算之扶養比與每人享有樓地板面積參數進行約化，得式 1

衡量指標。由於該指標數值界於 0~1 間，且住業配置越均衡則指標數值將越趨近於 1，因此該變數對捷運運量之預期影響

符號為正。 
8 零售與服務業樓地板面積占總樓地板面積之比值越大，表示該站區越能滿足居住與從業人口之日常活動需求，因此該變數

對捷運運量之預期影響符號為正。 
9 土地混合使用熵值乃以亂度熵值(Entropy)概念衡量，該數值越大表示混合使用之強度越大，因此變數對捷運運量之預期影

響符號為正。 
10 相關研究曾將停車位數視為控制變數(Lin & Shin,2008)或置於運輸需求管理(Transport Demand Management)面向進行分析

(Ewing & Cervero,2010)，惟停車規劃亦會影響旅運行為、社區設計與運輸效益(Cervero & Kockelman, 1997; Willson, 2005)，

本研究乃將其納入都市設計面向進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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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理論上土地使用多樣性雖可形塑緊湊、多樣之站區空間，賦予捷運站區多元

之活動機能，進而提高旅客使用大眾運具之意願，然Lin & Shin(2008)認為，過度之混合使用將使

站區內居民之日常生活需求被充分服務，進而降低居民使用大眾運具離開站區之動機，而該研究

實證結果亦顯示，混合使用特性對臺北捷運運量之影響效果並不顯著，因此土地混合使用特性之

影響關係仍有待驗證。而在都市設計特性部分，過去研究雖認為，交叉路口密度與街廓數兩者雖

可作為衡量棋盤式路網與道路連結性之指標11(Krizek,2003; Oakes等, 2007)，並促使步行可及性之

提升，然該路網型態亦可能鼓勵機動運具之使用 (Boarnet & Crane, 2001)，如Cervero & 

Kockelman(1997)與Lin & Shin(2008)即曾分別於舊金山灣區與台北實證研究中指出，棋盤式網絡

對TOD發展效益之負向影響效果可能大於正向影響效果，然前述台北實證結果因僅採用捷運營運

初期之樣本資料進行驗證，且並未考量TOD-5D建成環境特性之相互影響關係，因此前述兩變數

對捷運運量之影響仍有待驗證。 

表 1  採用變數資料綜整與預期影響符號 

變數種類 名稱 
衡量方式與定義 

(單位) 

空間 

範圍 

資料來源 

(民國年度) 

預期 

符號 

應變數 
捷運 

運量 

全日運量(進出站) 

平均值(人次) 
站區 

臺北市交通統計查詢系

統(90,100) 
 

自
變
數 

建
成
環
境
特
性
變
數 

密
度 

居住 

密度 

常住人口/住宅樓地板

面積(人/平方公尺) 
行政區 

常住人口:人口及住宅普

查(89,99)；住宅樓地板面

積：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95,100) 

+ 

從業 

密度 

從業人口/工作樓地板

面積(人/平方公尺) 
行政區 

從 業 人 口 : 工 商 普 查

(90,100)；工作樓地板面

積：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95,100) 

+ 

總樓地

板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站區 

各類使用樓地板面積:臺

北市稅捐稽徵處(95,100) 
+ 

混
合
使
用 

住業 

均衡 
如式 1 行政區 

從 業 人 口 : 工 商 普 查

(90,100)；就業人口:臺北

市 家 庭 收 支 訪 問 調 查

(91,100) 

+ 

服務與

零售業 

面積比 

零售與服務業樓地板

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百分比)         

站區 
各類使用樓地板面積:臺

北市稅捐稽徵處(95,100) 
+ 

混合使

用熵值 
如式 2 行政區 

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統計

資訊年報(90,100) 
+ 

                                                      
11 站區範圍內交叉路口密度越高、街廓數越多(或平均街廓面積越小)，代表該路網型態越接近棋盤式路網，並可減少旅行距

離、提高鄰里可及性，進而促使大眾運具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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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採用變數資料綜整與預期影響符號(續) 

變數種類 名稱 
衡量方式與定義 

(單位) 

空間 

範圍 

資料來源 

(民國年度) 

預期 

符號 

應變數 
捷運 

運量 

全日運量(進出站) 

平均值(人次) 
站區 

臺北市交通統計查詢系

統(90,100) 
 

自
變
數 

建
成
環
境
特
性
變
數 

都
市
設
計 

交叉路

口密度 

十字路口數/總路口數 

(百分比) 
站區 

交通部交通路網數值地

圖(91)，通用版電子地圖

(100)，地理資訊系統運

算 

+ 

街廓數 
土地使用分區街廓數 

(個/站區) 
站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圖

(95,100)，地理資訊系統

運算 

+ 

停車位

數量 

行政區停車位數量

(場站里區總樓地板

面積/行政區總樓地板

面積)(停車位數/站區) 

站區 

行政區停車位數：臺北市

政府交通局(90,100)；各

類使用樓地板面積:臺北

市稅捐稽徵處(95,100) 

- 

可
及
性 

可達公

共服務 

設施數

量 

捷運場站 1000 公尺範

圍內涵蓋之公共服務

設施地標(個/1000 公尺

站區範圍) 

站區 

交通部交通路網數值地

圖(91)，通用版電子地圖

(100)，地理資訊系統運

算 

+ 

距
離 

公車場

站數量 

(僅 2011

年採用) 

公車站牌數 

(個/站區) 
站區 

悠遊網資訊服務有限公

司(102) 
+ 

控
制
變
數 

家
戶
屬
性 

平均家

戶所得 

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

各里家戶數(百萬元

/站區) 

站區 

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

查(91,100)；臺北市各行

政區戶政事務所(91,100) 

- 

汽車持

有數 

行政區每千人汽車車

輛登記數 (各里人口

數/1000) (登記數/站區) 
站區 

臺 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90,100)、臺北市各行政

區戶政事務所(90,100) 

- 

機車持

有數 

行政區每千人機車車

輛登記數 (各里人口

數/1000) (登記數/站區) 
站區 

臺 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90,100)、臺北市各行政

區戶政事務所(90,100) 

- 

運
輸
系
統
特
性 

捷運系

統類型 
高運量(1)；中運量(0) 站區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90,100) 
+ 

車站 

型態 

 

轉乘站：(1,0) 

站區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90,100) 
 中間站：(0,1) 

端點站：(0,0) 

註 1：(+)正向影響；(-)負向影響。 

註 2：可及性指標之公共服務設施包含公園與兒童遊樂場、體育館、學校、托兒所、郵局、警察/消防局、醫院、養老院、教

會、圖書館與博物館、行政機關(如稅捐稽徵處、戶政事務所等)、停車場、市場、量販店、超商等。 

 



建築與規劃學報 

119 

2. 控制變數 

相關研究指出，大眾運輸系統運量除受建成環境特性影響外，亦會受到社經背景與運輸系統

特性等控制變數影響(見表1)。在社經背景特性部分，本研究於考量研究對象(捷運站區)屬性資料

取得成本與單元特性後，以家戶屬性作為社經背景之衡量依據，採用變數包含平均家戶可支配所

得與汽、機車持有數12。運輸系統特性變數部分則以捷運車站型態、捷運系統類型兩變數進行分

析，其中由先驗知識可知，捷運運量將受到車站型態之功能定位與特性影響，若車站型態為轉運

站，其運量應會大於一般站，此外捷運系統類型亦將顯著影響捷運系統之運量，如高運量系統場

站之運量應高於中運量系統場站，本研究因而以虛擬變數型態表示前述兩變數進行驗證。 

(三)樣本資料 

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網雖橫跨臺北市與新北市兩行政區，惟考量兩行政區樣本統計資料差異、

研究年度資料蒐集可行性等因素後，本研究以臺北市轄區內之捷運系統站區為研究對象，共包含

46個樣本13，樣本屬性空間則參考過去文獻，以捷運場站為中心向外輻射500公尺為本研究之空間

範圍(Lin & Shin, 2008; Cervero, 2009; Sung & Oh, 2011)，然因部分資料可蒐集之最小空間範圍僅

限於行政區，本研究因而假設行政區與站區範圍之屬性資料為均值進行分析，研究樣本與站區之

範圍如圖3。樣本資料時間範圍則分別以2001年與2011年兩年底二手資料作為前、後期模式資料

之目標年，惟因變數屬性資料取自多個事業主管機關，各項統計資料發佈時間有所差異，且無法

與研究目標年完全相符，若有該情形者則以最接近之時間資料取代，並假設與目標年屬性無明顯

差異。各捷運場站運量資料取自「臺北市交通統計查詢系統」；常住人口資料源自「人口及住宅

普查」；從業人口資料源自「工商普查」；就業人口與平均家戶所得採用「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

調查報告」資料，其中家戶所得變數乃彙整「臺北市戶政事務所各里戶數統計資料」進行推估；

各使用類別樓地板面積則彙整「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課稅面積14」資料；各類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則彙整「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統計資訊都市計畫分類年報15」資料；總路口與交叉路口數(圖4)、

公共服務設施地標則分別彙整自「交通部交通路網數值地圖」與「通用版電子地圖」，並以ArcGIS

軟體進行估算；「平均街廓數」則參考「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圖」，利用ArcGIS

軟體估算(圖5)；停車位數16與汽、機車登記數則源自於「臺北市交通局統計資料」，並分別彙整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行政區與里區之總樓地板面積」與「臺北市戶政事務所各里人口統計資料」

進行推估；捷運站區內公車站牌數量則源於「悠遊網資訊服務有限公司資訊」17；捷運車站型態

與系統類型則參考「臺北捷運大眾股份有限公司」公佈資訊，其中車站型態則依據前後期路網建

設狀況，區分為轉運站、一般站、端點站三類。資料時間包括2000年、2001年、2002年、2006年、

2010、2011、2013年。各資料之空間範圍與時間範圍彙整如表1。 

                                                      
12 本研究因考量國內具有機車持有率高之特性，因此將汽、機車持有數分開探討。 
13 臺北市轄區內捷運系統共包含 47 個捷運場站，惟關渡站 500 公尺站區範圍涵蓋臺北市與新北市行政轄區，因部分自變數

資料統計基準不同或無法取得，故不納入研究樣本。 
14 本研究取得之樓地板面積課稅資料乃依住宅用、營業用、非住宅非營業用目的類別課徵之樓地板面積資料，並分有全徵、

減半徵收、免徵三種方式課稅。 
15 為提高變數衡量精度，本研究於考量樣本站區(500m)內通案性土地使用分區狀況後，刪除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河川

區、其他等 5 類土地使用分區項目，以剩餘之土地使用分區類別計算土地混合使用熵值。 
16 本研究取得之停車位資料包含行政轄區之市有路邊、路外、委外經營、建物、非建物附設汽機車停車位 5 大類，其中建物

與非建物附設之汽機車停車位因多不供公共使用，因此排除納入計算。 
17 「公車場站數量」變數因無法取得 2001 年站區內公車站牌數量資料，僅納入 2011 年模式進行校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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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樣本與站區環域範圍空間分佈圖 

 

  

圖 4  忠孝復興站區範圍路口示意圖 圖 5  忠孝復興站區範圍街廓示意圖 

三、研究方法與模式校估 

本研究利用PASW Statistics 18 軟體，以「多元線性迴歸」與「普通最小平方法」進行校估，

以探討兩項假說是否成立。在進行模式校估前，首先以相關性分析與試誤法探討不同型態自變數

(原始數值、平方、三方、根號、自然對數)與應變數之相關性，並以相關係數最高之自變數型態

納入校估模式進行分析，各模式自變數採用型態與敘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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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說驗證部分，「假說一」將分別對前期樣本(2001年)與後期樣本(2011年)進行校估，且兩

樣本群體又將依據自變數採用類別，分為「基本模式(僅包含控制變數)」與「擴充模式(兼採控制

變數與建成環境變數)」兩類分別校估，以探討TOD建成環境變數加入後是否可提高模式之解釋能

力，檢定上則以模式差異檢定18探討「基本模式」與「擴充模式」間是否具有顯著之影響差異，

待校估之模式共計4道回歸式。各項迴歸式校估過程依序為Kolmogorov-Smirnov檢定、VIF檢定、

條件指標(CN值)檢定、Glejser檢定19與Durbin-Watson檢定，以探討研究樣本是否符合常態分配、

自變數彼此獨立、誤差項同質性與無自我相關等線性迴歸分析之基本假設，若檢定結果不符者，

則分別進行必要之調整20，以求得最佳不偏估計式如表5與表6所示。「假說二」則透過比較前、

後期影響模式中之顯著變數進行檢驗，若顯著變數不同則表示前後、影期響效果具有顯著差異，

若顯著變數相同則將進一步以t檢定探討模式校估係數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表 2  前後期模式變數採用型態與敘述統計表 

變數 

種類 
名稱 

前期模式(2001 年) 變數

型態 

後期模式(2011 年) 變數

型態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應變數 捷運運量 15.09 0.80 lnX 15.53 0.90 lnX 

自

變

數 

建

成

環

境 

特

性

變

數 

居住密度 -3.47 0.07 lnX 0.00 0.00 X3 

從業密度 -2.95 0.26 lnX 0.00 0.00 X3 

總樓地板面積 467799.85 320094.43 X 3.69 1011 5.89 1011 X2 

住業均衡 -0.46 0.25 lnX -0.41 0.22 lnX 

服務與零售業 

面積比 
-1.91 0.78 lnX -2.00 0.81 lnX 

混合使用熵值 -0.67 0.13 lnX -0.67 0.11 lnX 

交叉路口密度 0.51 0.15  0.45 0.11  

街廓數 4.12 0.66 lnX 4.13 0.66 lnX 

停車位數量 391.39 290.41 X 27.60 9.87  

可達公共服務

設施數量 
3.48 0.74 lnX 4.47 0.49 lnX 

公車場站數量  1.74 0.50 lnX 

控

制

變

數 

平均家戶所得 2.73 1010 3.66 1010 X3 7.93 0.36 lnX 

汽車持有數 7.07 0.59 lnX 6.30 109 8.98 109 X3 

機車持有數 7.45 0.56 lnX 7.74 0.40 lnX 

捷運系統類型 中運量系統 12 個；高運量系統 34 個 

車站型態 
2001 年：轉乘站 6 個/中間站 36 個/端點站 4 個 

2011 年：轉乘站 8 個/中間站 36 個/端點站 2 個 

                                                      
18 模式差異檢定之檢定統計量＝〔(SS1-SS2)/(df1-df2)〕/(SS2/df2)，其中 SS 為 Residual Sum of Squares(亦即 Sum  of 

Squared  Errors  of Prediction)，且模式 1 之參數數量需小於模式 2 之參數，臨界值自由度則分別採用 df1- df2 與 df2 進行查表。 
19 誤差項同質性檢定大多以 Park test 與 Glejser test 兩方法進行檢定，前者乃假設殘差項之變異數與自變數間存有指數關係：

Var( )＝ ，並可於求得 係數後進行調整；惟本研究因變數型態存有負值，無法以前述方式進行檢驗，因而以 Glejser 

test 進行同質性檢定。 
20 在常態分佈檢定部分，若 K-S 檢定結果未呈常態分佈，則將以變數型態調整進行修正，由表 3 檢驗結果顯示，若應變數轉

換為自然對數型態則可符合常態分佈假設。在誤差項同質性與自我相關檢定部分，若檢定結果未符合基本假設，則將分別

以加權最小平方法(weighted least squares method, WLS)與一般化最小平方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method, GLS)進行調

整，本研究校估模式調整結果如表 4 所示。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err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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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Kolmogorov-Smirnov 常態分佈檢定 

變數型態 
前期模式 後期模式 

Z 值 顯著性 檢定結果 Z 值 顯著性 檢定結果 

X 1.175 0.126 非常態 1.672 0.007 非常態 

lnX 0.678 0.748 常態 0.730 0.661 常態 

註 1：顯著水準為 15% 

表 4  各模式校估調整列表 

模式 

類型 

同質性 

檢定 
自我相關檢定 

WLS 

調整與否 

調整前檢定 

統計量 
dL dU 4- dU 4- dL 

GLS 

調整與否 

調整後檢定 

統計量 

前

期 

基本  1.320 1.298 1.775 2.225 2.702  － 

擴充  1.335 1.250 1.832 2.168 2.750  － 

後

期 

基本  1.176 1.345 1.720 2.280 2.655  2.060 

擴充  1.785 1.201 1.891 2.109 2.799  － 

四、實證結果 

(一)前期模式(2001 年) 

由表5可知，「基本模式」中可被解釋之運量變異約占37%左右，適度偏低，而「擴充模式」

中可被解釋之運量變異則為97%左右，配適度相當高，該結果除與加入建成環境變數有關外，亦

與WLS調整有關，此外模式差異檢定F統計量則顯示，兩模式之解釋能力具有顯著差異，亦即是

否納入TOD建成環境變數對捷運運量之解釋能力具有顯著之影響差異。若觀察兩模式自變數檢定

結果可發現，「基本」與「擴充」模式中顯著影響捷運運量之控制變數包含平均家戶所得、機車

持有數與車站型態，其中平均家戶所得與車站型態之影響效果同先驗知識，即高所得旅客將偏向

花費較高之成本使用兼具舒適與機動特性之私有運具，進而減少對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此外若

車站型態為轉運站，亦可顯著提升捷運運量，然而意外的是，機車持有數對捷運運量卻呈現正向

之影響效果，與先驗知識相反，該結果應與運輸場站可及性有關，亦即早期捷運系統因未與周遭

轉運系統或配套運具進行整體規劃，導致旅客偏向於間接旅次中選擇以機車作為轉乘捷運之前端

運具，然而該推論應於擴充模式中綜合考量「到達運輸場站距離」與「轉乘運具路線數」等變數

後進行分析始較為客觀，本研究因變數取得限制，無法就前述情形進行分析，後續研究若可取得

相關資料，應可針對此結果再行驗證。而在「擴充模式」部分，建成環境特性中僅總樓地板面積

為顯著之影響變數，並呈現正向之影響效果，與先驗知識相同，亦即高密度發展可提高捷運系統

之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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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前期模式校估結果彙整 

 
基本模式 擴充模式 

係數 P 值 VIF 係數 P 值 VIF 

控制

變數 

平均家戶所得 -7.871 10-12 *** 0.025 1.690 -9.619 10-12*** 0.000 2.350 

機車持有數 0.669 *** 0.002 1.382 1.577 *** 0.000 2.391 

捷運系統類型 0.279 0.264 1.327 0.140 0.522 1.563 

車站

型態 

轉運站 1.381 *** 0.002 2.329 1.171 *** 0.002 2.098 

中間站 0.153 0.657 2.255 0.243 0.384 2.393 

TOD

變數 
總樓地板面積  8.819 10-7 *** 0.003 1.220 

CI 指標 45.847 14.546 

F 值 6.184(0.000)*** 278.135(0.000)*** 

/ adjust  0.436/0.366 0.977/0.974 

模式差異 F 檢定 -29.5356 *** 

註： 1.*** 表達 5%顯著水準； ** 表達 10%顯著水準； * 表達 20%顯著水準 

     2.F1,39＝5.43479303 

 

(二)後期模式(2011 年) 

由表6可知，後期模式之解釋力與前期模式類似，「基本模式」解釋力偏低，「擴充模式」

則因建成環境變數加入與WLS調整，使模式配適度相當高，而模式差異檢定結果亦顯示兩模式之

解釋能力具有顯著差異，TOD建成環境變數之納入可能對模式解釋力之提升有顯著之影響效果。

若觀察自變數檢定結果可發現，「基本模式」中顯著之影響因素包含汽、機車持有數、車站型態、

捷運系統類型等變數，其中除汽車持有數之影響效果與先驗知識不符外，其餘變數之影響效果皆

同先驗知識，而汽車持有數之正向影響效果則可能與自變數資料推估偏誤有關，後續研究若能取

得更精確之資料，應可針對此課題進行改善並再次驗證。而在「擴充模式」部分，若將建成環境

變數納入，則控制變數中之顯著變數僅剩汽、機車持有數，前者與先驗知識相符，後者則與先驗

知識相反，呈現正向之影響效果，推測該結果之解釋與前期模式相同，亦即捷運營運後期，旅客

仍選擇以機車作為轉乘捷運之前端運具，且該推論亦可於建成環境特性之公車場站數量變數獲得

驗證，該變數對運量雖為正向影響，然卻不具統計顯著性，即運輸場站可及性對運量之正向影響

效果仍有限。在TOD建成環境特性部分，顯著之影響變數則包含居住密度與混合土地使用熵值，

兩者對捷運運量皆呈正向之影響效果，與先驗知識相符，亦即高密度發展與多樣之土地使用型態

將有助於捷運運量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若與前期模式校估結果比較，密度面向之顯著影響變數

轉變為居住密度，亦即高密度之常住人口將有助於捷運運量之提升，此結果可能反映後期捷運之

使用需求多以家旅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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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後期模式校估結果彙整 

 
基本模式 擴充模式 

係數 P 值 VIF 係數 P 值 VIF 

控制

變數 

汽車持有數 2.881 10-11 *** 0.047 1.524 -5.509 10-11*** 0.027 1.549 

機車持有數 -0.808 *** 0.009 1.511 1.983 *** 0.000 8.601 

捷運系統類型 1.144 *** 0.003 1.081 0.159  0.648 1.802 

車站

型態 
中間站 -0.485 *** 0.038 1.034 -0.006  0.987 1.743 

TOD

變數 

居住密度 

 

6225.082 * 0.102 1.288 

混合使用熵值 4.128 *** 0.003 4.678 

公車場站數量 0.335 0.202 2.101 

CI 指標 38.968 32.297 

F 值 5.652 (0.001)*** 121.262(0.000)*** 

/ adjust  0.361/0.297 0.957/0.949 

模式差異 F 檢定 -14.4279 *** 

註：1.*** 表達 5%顯著水準； ** 表達 10%顯著水準； * 表達 20%顯著水準 

2.F3,38 ＝3.48280724 

五、討論與建議 

(一)實證結果討論 

由前期模式與後期模式之校估結果顯示，假說一：「TOD-5D建成環境特性對捷運運量之正

向影響效果」僅部分成立。前期模式中僅「密度」面向之總樓地板面積對捷運運量呈現正向之影

響效果，其應與臺北捷運發展背景有關。早期捷運之興建目標乃以解決龐大之運輸需求為主，而

運輸需求高之地區往往亦為發展密度高之地區，因此捷運運量主要受到需求導向之因素所影響，

屬被動式之發展型態。在後期模式部分，顯著之影響變數則包含「密度」面向之居住密度與「多

樣性」面向之土地混合使用熵值，且密度面向變數之顯著性有下降之趨勢，該結果顯示密度因素

雖仍為影響捷運運量之重要因子，然影響效果卻逐漸降低，主要之影響因素反而轉為站區周遭是

否具有充分多元之土地使用機能，以提供旅客達成旅次目的或需求，因此後期捷運運量轉而受到

規劃供給導向因素所影響。由前述校估結果可知，無論是捷運營運前期或後期，「建成環境密度」

皆為顯著影響捷運運量之主要特性，此結果與過去Lin & Shin(2008)、Cervero & Murakami(2009)、

Sung & Oh(2011)等國內外研究相同，亦即發展密度之高低實為影響捷運運量之關鍵因素。若進一

步比較前、後期校估結果可發現，「密度」面向之顯著變數由總樓地板面積變為居住密度，而「多

樣性」面向變數則由皆不顯著轉為部分顯著，該結果顯示發展密度與混合土地使用對運量之影響

效果會因營運前、後期之不同而改變，後期之使用需求可能以家旅次為主，且與Lin & Shi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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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結果不同的是，捷運營運後期，土地混合使用變數轉為顯著，此結果除與研究年度資料不同

有關外，亦反映出即便在混合使用情形普遍之臺灣，多樣性土地使用特性仍可作為提高捷運運量

之TOD發展策略。而在「都市設計」、「旅次迄點可及性」兩面向變數部分，由於前後期相關變

數皆不具統計顯著性，本研究因而推論兩面向之影響效果於前後期無顯著差異。而「到達運輸場

站距離」面向則因前期模式缺乏衡量變數，無法進行驗證。由前述結果可知，假說二：「TOD-5D

建成環境特性對捷運運量之影響會因前、後期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僅部分成立。假說驗證關係如

表7所示。 

綜上所述，TOD規劃理念之應用雖為近年來國內外永續都市推動之發展策略，然實證結果顯

示，TOD理念於臺灣之落實應有因地置宜之調整。長期而言，捷運系統之發展除需滿足基本之運

輸需求外，發展後期更須強調於站區內提供多元之土地使用機能。近年來臺北捷運仍處蓬勃發展

階段，並規劃有多條研擬中路線，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各路線場站於研擬TOD發展計畫前，宜

依據站區潛力條件，提出不同之站區發展定位(如住宅導向、商辦導向、休閒購物導向等發展類

型)，並在滿足被動運輸需求之前提下，妥善配置中高密度之土地使用規劃，同時確保一定比例之

高密度住宅使用配置，以創造地區之旅運需求，提高捷運系統之使用效率。此外，土地使用配置

亦應依據前述站區發展定位，以彈性之供給導向策略，提供多樣之土地使用機能(如強調公共設施

機能之住宅型站區，或強調商務、零售機能之商辦型與購物型站區等)，以使旅客能於單一旅次滿

足多元之活動需求。 

表 7  假說驗證結果摘要彙整 

 

5D 建成環境特性 
假說

驗證 

其他 

說明 Density Diversity Design 
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Distance 

to Transit 

假

說

一 

前期模式      
部分

成立 

TOD 特性 

可增加 

解釋力 後期模式      

假

說

二 

顯著變數

具有差異 
     

部分

成立 
 

註：成立；不成立；無法驗證     

 

此外，由實證結果亦可發現，旅客於間接旅次中選擇以非機動運具轉乘捷運之部分仍有加強

之空間，後續規劃可朝向提升運輸場站可及性為目標，相關策略可規劃便利、友善之轉乘系統與

設施，如增加站區內公車站位數量，並調整可到達站區內之公車路線數；增加微笑單車站點配置；

妥善規劃轉乘路線等。相關單位亦可探討其它替代運具與創新機制實施之可行性，如汽車共享(Car 

share)、停車轉乘(Park & Ride)等設施，以擴大運輸場站服務範圍，並提升到達捷運場站之可及性。

然前述相關設施之配置亦需與都市設計及運輸需求管理策略配合，包含提供具有天氣防護與高舒

適性之轉乘空間與等候設施、友善人行與自行車使用之環境空間、替代運具租借費率訂定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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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旅客使用接駁運具轉乘捷運之意願，並增加旅次起迄點至捷運場站之可及性，因此TOD相關

之規劃策略仍不可偏廢，其發展應如前段所述，依據站區類型與發展條件，研擬有系統且相互配

套之策略並進推動，如此才可確實達成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效益。 

(二)後續研究建議 

1. 本研究因前期捷運系統場站數量限制，導致研究樣本與模式配適度偏低，建議未來可於捷運營運期間

增長後，改變基年與比較年，以增加樣本數量。 

2. 變數選擇部分，本研究因變數資料取得限制，未將友善人行環境相關變數納入都市設計面向進行衡

量，旅次迄點可及性與到達運輸場站距離面向亦有衡量指標偏少之缺點；此外部分變數之空間範圍與

資料年度未能收斂統一，導致分析結果可能存有偏誤，後續研究若可取得更精確之變數資料，可就上

述議題進行改善。 

參考文獻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民國 8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民國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http://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34，2013 年 11 月 9 日下載。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民國 9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民國 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http://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33，2013 年 11 月 13 日下載。 

李家儂、賴宗裕，2007，台北都會區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目標體系與策略之建構，「地理學報」，48：19-42。 

李家儂、賴宗裕，2009，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連結下的都市模式演變－全球 36 個主要城市比較分析，

「都市與計劃」，36 (1)：25-49。 

林楨家、李家儂、馮正民、羅健文、蔡耀慶、陳志豪、李欣庭、黃運貴、黃新薰、朱珮芸，2011，「都

市計畫案綠色運輸衡量指標之研訂」，臺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林楨家、蕭博正，2006，臺北市土地混合使用特性對旅次發生之影響，「臺灣土地研究」，9 (1)：89-115 

悠遊網資訊服務有限公司，2013，「 台北捷運車站周邊大眾運輸轉乘資訊」， http://yoyonet.biz/index.html，

2013 年 11 月 17 日下載。 

臺 北 市 交 通 統 計 查 詢 系 統 ， 2013 ， 「 臺 北 捷 運 各 站 進 出 人 次 」

http://dotstat.taipei.gov.tw/pxweb2007P/Dialog/statfile9.asp，2013 年 10 月 17 日下載。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2003，「民國 91 年中華民國臺北市市家庭收支概況調查報告」，臺北：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2012，「民國 100 年中華民國臺北市市家庭收支概況調查報告」，臺北：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2013，「臺北市各區戶政事務所區里人口與戶數資料」，http://www.ca.taipei.gov.tw/，

2013 年 11 月 14 日下載。 

Boarnet, M.G., and Crane, R., 2001, Travel by Design：The influence of Urban Form on Travel Deman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I., 2007, Histories of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D 

http://yoyonet.biz/contact.htm
http://dotstat.taipei.gov.tw/pxweb2007P/Dialog/statfile9.asp


建築與規劃學報 

127 

Concept, CA: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rvero, R., and Kockelman, K., 1997, “Travel Demand and the 3Ds: Density, Diversity, and Desig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D, 2(3): 199-219. 

Cervero, R., and Murakami, J., 2009, “Rail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Experiences and 

Extensions”, Urban Studies, 46(10): 2019-2043. 

Cervero, R., Murohy, S., Feerell, C., Goguts, N., and Y.H. Tsai., 2004,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Cervero, R., Sarmiento, O.L., Jacoby, E., Gomez, L.F., and Neiman, A., 2009, “Influences of Built Environments 

on Walking and Cycling: Lessons from Bogotá”,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3(4): 

203-226. 

Ewing, R., and Cervero, R., 2010, “Travel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6(3): 265-294. 

Freilich R. H., 1998, “The Land-Use Implications of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Controlling the Demand 

Side of Transportation Congestion and Urban Sprawl”, The Urban Lawyer, 30(3): 547-572. 

Krizek, K.J., 2003, “Residential Relocation and Changes in Urban Travel Does Neighborhood-Scale Urban Form 

Matter ?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9(3): 265-281. 

Lin, J.J., and Shin, T.Y., 2008, “Does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Affect Metro Ridership? Evidence from 

Taipei, Taiwa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Journal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2063: 

149-158. 

Lin, J.J., and Gau, C.C., 2006, “A TOD Planning Model to Review the Regulation of Allowable Development 

Densities Around Subway Stations”, Land Use Policy, 23(3): 353-360. 

Newman, P., and Kenworthy, J.R., 2000, Sustainable of urban form: The big picture,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Urban Form, in K. Williams, E. Burton, M. Jenks(ed.), NY: E & FN Spon, 109-120. 

Oakes, J.M., Forsyth, A., and Schmitz, K.H., 2007, “The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density and street connectivity 

on walking behavior: the Twin Cities walking study”, Epidemiologic Perspectives & Innovations, 4(1): 

16-24. 

Ryan, S., and Frank, L.F., 2009, “Pedestrian Environments and Transit Ridership”, Journal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12(1): 39-54. 

Sung, H., and Oh, J.T., 2011,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a high-density city: Identifying its association 

with transit ridership in Seoul, Korea”, Cities, 28(1): 70-82. 

Willson, R., 2005, “Parking Policy for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Lessons for Cities, Transit Agencies, and 

Developers”, Journal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8(5): 79-94. 



白仁德、劉人華：大眾運輸導向建成環境特性對捷運運量影響之研究－以臺北捷運為實證對象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