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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之初探-以臺北木柵線為例
張學聖1、林孟瑤2

摘要
捷運系統之建設與通車後，場站周邊空間可及性產生了變化，其周邊土地使用之發展趨勢為
何？又各個捷運場站的性質與定位有所差異，不同類型的捷運場站周邊空間發展模式是否一致？
值得觀察。本文選定臺北捷運木柵線場站周邊地區為研究對象，首先將捷運場站依據商業、住宅
面積及多樣性指數等指標加以分類，接著以空間分析檢視各類別場站周邊土地使用發展情形及馬
可夫鍊模式探究土地使用變遷趨勢。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變遷情形在未來土地使用類別中以建築
使用佔50%、農林使用佔9%、公共設施使用佔14%及其它使用佔27%，顯示建築使用為重要都市
發展需求。至於遭轉用土地使用方面，建築使用及其他使用遭轉用之比例較小，且隨距離市區而
呈現增加的趨勢，公共設施使用遭轉用之比例則以居住核心區最高，農林使用遭轉用情形除商業
核心區為0外，其餘兩區之比例皆超過40%，顯見都市於發展需求下，農林使用成為都市擴張發展
之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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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Mass Rapid Transit (MRT) systems have been constructed and connected, the change
of accessibility might differ the land use tendency along the stations in Taipei.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 and orientation are different from stations to stations, and the land use tendency is worth to
investigate. This paper choose Muzha L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 of all, we catagorized s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area of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uses and diversity index. Furthermore, we used
spatial analysis to review land use development pattern on each category and Markov chain to
estimate the land use change tendency. The result refers that construction use is consistent with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ratio of overall land use change types are 50% of construction use, 9%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use, 14% of public facility use and 27% of others. As for the ratio of land
use been changed, the ratio of construction use and others are the minimum and increasing with the
distance to suburb, the ratio of public facility use is the highest in the living core area, and the ratio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use both higher in the living core area and suburb while commercial core
area is 0. Th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use is the main urban development prepared area.

Keyword：land use change, Mass Rapid Transit Station, Markov chain

200

建築與規劃學報

一、前言
捷運系統的興建，使都市各地區可及性範圍發生變化，都市空間結構亦可能產生改變。在部
分先進國家，運輸系統之發展早在汽機車被廣泛使用前，已有類似捷運的大眾運輸系統，英國在
二次大戰前已有地下鐵，且發展至今大眾運輸系統非常發達與完善(Acevedo et al. 1996)。臺灣則
是相反，都市化的過程加上人民所得的提高，在公眾運輸尚未普及情形下，臺灣特有文化與需求
形塑出公路導向發展的土地使用特性。臺北最早著手興建捷運系統期落實發展大眾運輸導向都市
發展模式，進而衍生出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之改變，確有必要分析討論捷運周邊土地使用變化
模式，及各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是否存在差異亦為本文主要探究之議題。
過去部分研究指出捷運場站之興建顯著的改變周邊土地使用，市區捷運車站具備誘發核心區
加速成長之效果，尤以車站周邊成為高密度發展節點，至於郊區捷運系統則會產生點效應與線效
應，皆改變原有空間結構(馮正民、楊靜音，1989)。洪得洋、林祖嘉(1999)運用Alonso競價理論、
Rosen特徵價格理論分析發現在捷運車站的影響範圍內，建物至捷運車站的實際距離對其價格有
顯著的負向關係，且商業使用者會較住宅使用者為大。顏子揚(2005)以多主體系統並利用多元羅
吉特模型來建立土地使用轉換規則及建構捷運沿線土地使用變遷模式，其研究結果預測未來土地
使用變化在無政策下並不明顯，說明政策對土地使用之重要性，且捷運環狀線的興建會使捷運沿
線的土地價值增加，商業使用呈帶狀分佈，其政策效果最強等結論。
至於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因素之研究，過去研究多運用羅吉特模型探討捷運沿線之土
地使用變遷因素。王一帆(2005)以場站沿線為研究範圍，檢證結果發現影響未開發土地變遷的住
宅使用顯著因素為相鄰分區之住宅使用比例，而影響未開發土地變遷的商業使用顯著因素包括公
告現值差額、捷運車站距離與鄰道路寬度等，顯示捷運存在誘發土地使用變遷之因素。此外，張
笛箏(2006) 討論政策導向下之土地使用改變及模擬未來土地使用變遷，研究結果顯示在政策模擬
下之土地使用強度分布多為鄰近道路兩旁，但各場站之土地使用變遷現象不盡相同，建議可將場
站類型加以分類作進一步探討之。
本文嘗試以臺灣最早通車之木柵線場站周邊土地使用為研究對象，文中首先運用群落分析將
場站進行分類，再運用空間分析檢視各類型場站的發展型態，並利用馬可夫鍊模式模擬未來土地
使用變遷趨勢，期能對於捷運站周邊發展變遷現象能有進一步掌握。全文除前言外，第二部分為
研究設計，第三部分進行場站土地使用變遷型態討論，第四部分為土地使用變遷趨勢分析，最後
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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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焦點為捷運各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之差異，首先利用群落分析將性質較接近場站
集結為同一分群(群落)，並運用空間分析檢視捷運周邊土地使用發展狀況；第二階段配合馬可夫
鍊以轉移機率矩陣得出總變遷趨勢，此變遷趨勢為一理論趨勢值，為了研究準確性再以Kappa值
判定模式水準，作模型校正。又南京東路站為木柵線商業發展及活動強度最高之捷運站，本文將
進一步以南京東路站討論都市計劃對於捷運周邊土地使用發展之影響。
(一)捷運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模擬設計
根據過去研究指出，捷運場站會因空間區位及周邊環境而有所差異，不應將場站視為同質進
行規劃分析，故本研究利用群落分析特性-群落內同質性高、群落間同質性低將場站分類。本研究
參就過去文獻關於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因子，以及配合臺北捷運木柵線土地使用特性進行
分類，詳述如下：1.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類型主要為商業與住宅使用，加以商業與住宅使用為
本文重要研究土地使用變遷議題，故將納入商業與住宅使用面積比例；2.土地使用混合情形可增
加大眾運輸搭乘率及活絡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故納入多樣性指數以計算土地使用混合度及捷
運場站進出站人數；3.木柵線沿線土地使用市區與郊區不盡相同，其中郊區使用多為非住、商使
用居多，故納入其他土地使用面積比例。以下為群落分析因子計算方式與資料來源如下：
1.商業面積佔總土地面積比例
以木柵線各場站半徑400m範圍內，一樓為商業使用面積佔總土地面積之比例為樣本資料，將
不同商業使用程度之地區分群。資料來源以2008年土地使用現況調查資料以GIS處理圖資後得出。
2.住宅面積佔總土地面積比例
以木柵線各場站半徑400m範圍內，一樓為住宅使用面積佔總土地面積之比例為樣本資料，將
不同住宅使用程度之地區分群。資料來源以2008年土地使用現況調查資料以GIS處理圖資後得出。
3.捷運場站進出站人次
以2008年木柵線各場站之進出站人數為樣本資料，將不同程度之進出站人次分群。資料來源
為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統計年報。
4.多樣性指數
以Shannon-Weaver’s指數公式計算多樣性指數，將2008年土地使用分為住宅使用、商業使用、
空置地與其它使用四類，並以木柵線12個場站周邊400m為空間單元，作土地使用多樣性之差異分
群，其中其它使用為總土地使用面積減掉住宅使用、商業使用及空置地面積，資料來源以土地使
用現況調查2008年之資料以GIS處理圖資，再由計算式得出。其公式如下：

…………………….……………………………………...…………….…(1)
H：辛普森多樣性指數，Pk：k類使用在空間單元中出現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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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它使用面積佔總土地面積比例
由於木柵線之郊區地塊土地使用以非住、商使用居多，故將其它使用面積列入群落分析因
子，其它使用面積為總土地面積減掉商業、住宅、文化及休閒設施、機關與學校面積。資料來源
以2008年土地使用現況調查之資料以GIS處理圖資後得出。
(二)場站周邊土地使用分類
由於研究資料蒐集的限制，本研究採用1995年至2008年的土地使用現況資料，其中兩個年度
土地使用分類方式並不相同，1995年土地使用現況第一級資料以阿拉伯數字一位編碼，並以此類
推；2008年國土資料則是遵循82年土地使用分類系統之阿拉伯數字編碼，第一級為兩碼。本文主
要是根據土地利用現況第一級資料分為建築、農林、公共設施及其它四大類，表1為1995年與2008
年土地使用現況資料之分類結果。
1.建築
過去研究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多以商業使用與住宅使用等土地使用分類進行分析，
缺乏第一層土地使用先驗知識之建立，是以本文以建築使用作為探討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
研究對象。
2.農林
木柵線捷運場站座落於郊區的周邊土地使用以農林使用為主，緣此，本文將農林使用納入土
地使用變遷研究對象。
3.公共設施
儘管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發展以住宅與商業使用為主，惟在高度住宅與商業發展下，會衍
生出公共設施服務需求，因此本文將公共設施使用納入考量。
4.其它
將土地使用分類其它項目視為其它使用。

表1

1995 與 2008 年土地使用分類對照表

2008 年
土地使用類別
農業與林業使用

本研究分類
農林使用

代碼
01、02

其它使用

03、04、
08、09

交通、水利、礦業
及其它使用

建築使用

05

建築使用

公共設施使
用

06、07

公共設施與遊憩使
用

代碼
0(001-005)
2(201-204)
7(701-702)
8(800)
9(901-907)
301
302
4(401-403)
303-314
5(501-503)

1995 年
土地使用類別
農業用地
水利用地
礦業及土石用地
軍事用地
其它用地
商業
住宅
工業用地
機關團體、學校及文教藝術等
遊憩用地

資料來源：第一次、第二次國土利用調整，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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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站變遷趨勢設計
近期研究都市動態或土地利用文獻中，除採用地理資訊系統的空間分析功能來探討土地使用
變遷程度之外，馬可夫鍊為重要探討土地使用變遷情形之研究方法，包括周天穎等人(1992)藉由
馬可夫鍊轉換矩陣概念將土地分為五大類並以各土地使用所佔面積比進一步評析臺中都會區土
地利用變遷情形、馮豐隆等人(2003)運用馬可夫鍊與半馬可夫鍊探討校園地景的變遷及探討未來
土地利用分配的比例、丁志堅(1997)以馬可夫模式推導不同時期的土地利用變遷趨勢並應用群集
分析度量土地利用在時間與空間的變化情形等。
因此，本文利用馬可夫鍊模型的原理為利用機率轉移矩陣所進行的模擬分析，將蒐集的資料
選定其目標（object）及狀態（state），歸納事件所有狀態的演變機率，以矩陣表示則可得「轉移
機率矩陣」(Transitional Probability Matrix），假設A 為轉變機率矩陣，則：
為一

矩陣，每列總合為 ，矩陣內各數值

……...………………….(2)

P:轉移機率
n:項目數
將1995年與2008年資料代入轉移機率矩陣，利用馬可夫鍊演算下去，即當矩陣重複自乘至無
限多次之後，矩陣內的各個數值將會達到所謂的穩定狀態機率（Steady State Probabilities）而不再
變化，此情形稱為平衡矩陣或收斂矩陣（Convergence Matrix），其形態表示如下式所示:( L為平
衡矩陣) ，則：
……………………..…………………….………..………………………………...…(3)
m:自乘次數
此收歛矩陣則是未來土地使用變遷趨勢之平衡矩陣，而在得出未來變遷趨勢後，必須進一步
將模型產出加以校正（Calibration）與效度評估（Validation）。因此本研究利用Kappa 統計來計
算模擬與實際土地利用的精確度百分比。Kappa 統計值域在0-1之間，數值越接近1則表.示預測能
力越佳(Pontius, 2000)，其Kappa值公式如表2及表3。

表2

Kappa 值推算過程表

特定量

No(NL)

特定值
Medium(ML)

No(NQ)

1/J

1/J+Klocation(NQPL-(1/J))

Medium(MQ)

Proportion correct observed,
denoted P0

Prefect(PQ)

PQNL+Klocation(1-PQNL)

註:J=種類數，Rj=實際機率值，Sj=預測機率值
資料來源: Pontiu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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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變數

標準值

Kappa 值表
普通值

定值

公式
註:P0為觀察值的正確率
資料來源: Pontius(2000)

三、場站土地使用變遷型態
(一)研究地區概述
臺北市為臺灣使用公共運輸比例最高之縣市，其所佔比例高達34.1%，基隆市與新北市次之，
臺灣使用公共運輸比例前五名皆為臺北市周邊縣市。木柵線於1996年通車，為臺北捷運第一條通
車之捷運線，全長約10.5公里，共12個站，屬於中運量捷運系統，且全程高架並經過中山、松山、
信義、大安、文山區，其土地使用類型涵括市區至郊區且有明顯差異，故本文選擇臺北市捷運系
統之木柵線為研究對象，詳見圖1所示。

Ability
木柵線所
經行政區
木柵線

圖1

研究範圍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捷運場站群落分析結果
本文以臺北捷運木柵線場站周邊半徑400m內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資料，經由GIS做圖面處理
及群落分析進行捷運場站分類。群落分析因子包括商業使用面積佔總土地面積比例、住宅使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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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佔總土地面積比例、捷運場站進出站人次、多樣性指數其它使用面積佔總土地面積比例等，將
木柵線12個場站分為3群，依照其各區主要特性分別命名為商業核心區、居住核心區及郊區，其
中商業核心區包括中山國中與南京東路等2站，居住核心區包括忠孝復興、科技大樓、大安、六
張犁、麟光等5站，郊區包括辛亥、萬芳醫院、萬芳社區、木柵、動物園等5站。
各區主要特性為：1.商業核心區：商業使用與住宅使用比例高達50%、進出站人數較多及多
樣性指數較不明顯；2.住宅核心區：商業使用與住宅使用比例位於35%至50%之間，其住宅使用
比例偏高；3.郊區：商業使用與住宅使用比例偏低，其它使用比例偏高及多樣性指數較其它分類
場站高。經實地調查場站周邊土地使用情形發現，捷運場站沿線位於商業核心區其商業使用多為
銀行及商辦大樓；居住核心區則呈現明顯商業面積比例下降、住宅面積比例提高，且土地使用以
住宅使用為主；郊區住商面積比例大幅下降，其它土地使用面積比例則呈現增加。
本文進一步將三類分群的土地使用分布趨勢繪製如圖2所示，可由圖中明顯看出其商業比
例、住宅比例及其它比例於商業核心區(A)、居住核心區(B)至郊區(C)之分布型態，整體趨勢呈現
商業核心區至郊區之商業比例及住宅比例隨距離越遠離市中心其比例越低，呈下降趨勢，至於市
區與郊區土地使用差異甚大，並未出現一致的土地使用發展型態。惟趨勢中各場站仍存在奇異
值，南京東路站所提供之商業機能顯著高於其它場站，辛亥站其它土地使用比例亦出現驟升的極
端值，顯示整體木柵線沿線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確實受市區與郊區之影響存在一趨勢，惟各場
站仍存因區位及周邊環境所提供之機能存在差異性。

圖2

土地使用現況趨勢圖

註：橫軸由左至右為中山國中站、南京東路站至動物園站(按場站分類後產出排列)；縱軸單位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不同類型場站土地使用變遷比較
本文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完成1995年及2008年土地使用現況疊圖分析，獲取圖3所列之三個場
站土地使用變遷情形，惟囿於捷運場站較多，以下分就南京東路站、大安站與萬芳捷運站代表本
文所訂之三大分類商業核心區、住宅核心區及郊區進行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之詳述。
1. 商業核心區捷運場站土地使用分佈(A-B)顯示由場站擴展之土地使用為商業、住宅、其它使
用，商業使用仍為本站周邊重要的土地使用型態，部分遭轉用為住宅使用仍多兼商業使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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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此外因商業發展需要衍生出停車場設置之需求，200m內(內框)與200m外(外框)所設置
之停車場數最多。
2. 居住核心區捷運場站土地使用分佈(C-D)顯示土地使用分佈(C-D)由場站向外擴之土地使用為
住宅使用(兼商業使用)、住宅(純住宅)使用，商業使用比例明顯減少且多於捷運場站與沿線分
布，且200m內(內框)並無停車場分佈，僅分佈於200m外圍地區，顯示停車需求可能受住宅使
用較大。
3. 郊區捷運場站土地使用分佈(E-F)由場站向外擴之土地使用為商業(或住宅)使用、住宅使用，
且200m內(內框)並無停車場分佈，僅分佈於200m外圍地區，顯示停車需求可能受住宅使用較
大，儘管本站周邊自捷運通車後確實有明顯增加商業使用，惟其他使用(森林與農業使用)仍佔
多數。
南京東路站

大安站

萬芳醫院站

土
地
使
用

橫
斷
面

停
車
場
分
布

圖3

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情形

資料來源：第一次、第二次國土利用調整，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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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使用變遷趨勢分析
本文應用馬可夫鍊之轉移矩陣概念進行1995年至2008年土地使用變遷情形以推估未來變遷
趨勢，探討臺北捷運興建前後之土地利用變遷面積改變量。表4為臺北捷運木柵線場站周邊土地
使用變遷面積變化的詳細資料，變遷土地總面積為6,634,062m2，其中建築用地為重要土地使用類
型，其它使用次之。

表4

土地使用變遷面積表

(單位:平方公尺)

建築

農林

公共設施

其它

97 年總面積

建築

1,892,189.91

16,910.02

40,438.49

275,248.09

2,224,786.51

農林

213,672.10

620,337.65

158,288.57

107,441.00

1,099,739.33

公共設施

168,453.54

154,411.77

918,138.61

105,860.32

1,346,864.23

其它

291,882.94

134,309.09

159,966.81

1,376,513.88

1,962,672.72

84 年總面積

2,566,198.50

925,968.53

1,276,832.48

1,865,063.29

6,634,062.8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本文進一步將表四之面積變遷面積標準化(參照表5)，轉移機率乃根據表4土地面積轉移資
料，各別變遷面積/類別次年度總面積。其轉變最高之機率為農林使用轉建築使用(19.43%)、其它
使用轉建築(14.87%)使用次之。至於，公共設施使用轉變為建築使用及農林使用分別為12.51%、
11.46%，其中公共設施使用的喪葬設施轉變為建築使用佔公共設施使用轉變為建築使用40.37%、
興建中公共設施轉變為建築使用佔公共設施使用轉變為建築使用34.62%，喪葬設施轉變為農林使
用佔公共設施使用轉變為農林使用40.13%、陸上遊憩設施轉變為農林使用佔公共設施使用轉變為
農林使用48.2%，顯示喪葬設施、興建中公共設施及陸上遊憩設施可能座落重要空間發展區位致
提高轉用機率。

表5

土地使用轉移機率表

建築

農林

公共設施

其它

建築

85.05%

0.76%

1.82%

12.37%

農林

19.43%

56.41%

14.39%

9.77%

公共設施

12.51%

11.46%

68.17%

7.86%

其它

14.87%

6.84%

8.15%

70.13%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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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實證臺北木柵線捷運場站土地使用轉移機率表不斷自我乘積後會得出一穩定數值即各類
土地使用變遷趨勢值(如表6)，其中以建築使用50%為最高、其它使用27%次之。本文將模擬的結
果透過Kappa統計以檢證前期模擬的精確度，由表八發現，在整體Kappa值而言，數值越接近1 則
表示預測能力越佳，由於本模型之Kstandard、Kno及Klocation值分別為0.81、0.83及0.97，如表七
所示，顯示模型具有可接受之模擬效果。

表6
建築使用
50%

土地使用變遷趨勢值表

農林使用
9%

公共設施使用
14%

其它使用
27%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7
Kstandard
0.81

Kappa 值列表
Kno
0.83

Klocation
0.97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本文進一步以圖面探討分析捷運場站分類後之土地使用變遷情形(參照圖4至圖7)，三個類型
中建築使用面積未維持原用之比例分別為10.68%、16.68%、19.13%，呈現越郊區建築使用轉變越
大之趨勢。三個類型中公共設施面積未維持原用之比例分別為20.36%、42.68%、25.81%，住宅核
心區轉變機率最高，探究其原因為公共設施使用轉變為住宅使用居多。三個類型中農林使用面積
未維持原用之比例分別為0%、40.83%、43.78%，其轉用面積皆高過40%，其中商業核心區由於1995
年之農業使用即為0m2 ，因此無轉用機會。三個類型中其它使用面積未維持原用之比例分別為
16.03%、27.80%、43.09%，皆以其它使用轉建築使用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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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核心區

住宅核心區

郊區

建
築
使
用
變
遷

圖4

建築使用變遷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商業核心區

住宅核心區

農
林
使
用
變
遷

圖5

農林使用變遷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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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核心區

住宅核心區

郊區

其
它
使
用
變
遷

圖6

其它使用變遷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商業核心區

住宅核心區

郊區

公
共
設
施
變
遷

圖7

公共設施使用變遷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本文主要為探討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趨勢分析，由於場站之區位及周邊環境因子不同
致各場站存在異質性，故本研究運用群落分析進行分類，進一步運用馬可夫練模式分析各類別場
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趨勢，研究結果發現，建築使用及其他使用遭轉用之比例較小，且隨距離市
區而呈現增加的趨勢，顯示郊區的土地使用發展與需求與市區差異較大，建築使用需求並不高；
公共設施使用遭轉用之比例則以居住核心區最高，顯示重點人口居住地區在建築使用面積不足情
形下，公共設施使用成為重要轉用之土地使用類型；至於農林使用遭轉用情形除商業核心區為0
外，其餘兩區之比例皆超過40%，顯見都市於發展需求下，農林使用成為都市擴張發展之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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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臺灣於臺北市及高雄市陸續興建大眾運輸系統後，各場站之發展深受其區位與周邊環境影響
而有所差異，適宜的分類是必要的以進行合理之比較分析，加以臺北市於捷運通車後，尚未有研
究檢證場站周邊土地使用發展情形，而捷運路網的規劃與鋪設成功連結郊區未發展地段，將使都
會區內的旅運活動拉長與多樣化，都市空間結構將產生劇烈變化，故憑藉土地使用變遷趨勢分析
以了解捷運系統對土地使用之影響，以下分就兩點說明本文之結論：
1. 經空間分析檢視各代表場站後，發現商業核心區捷運場站周邊為重要商業使用區，且因商業發
展需要衍生出停車場設置之需求，是以周邊停車場數為最多；至於居住核心區與郊區的捷運場
站則有明顯土地使用差異，其居住核心區多為住宅使用，郊區則多為其他使用(森林與農業使
用)，且停車場設置需求明顯座落於外圍地區，初步推測停車場之需求可能受住宅使用影響。
2. 本文運用馬可夫模式計算捷運通車土地使用變遷趨勢值，發現場站於分類後，其建築使用與其
它使用面積皆隨場站距離越遠其變遷比例越大；而公共設施面積變遷比例三區皆約為20%，除
了居住核心區轉用比例高達40%；至於農林使用變遷比例皆高於40%，可見於捷運興建後以農
林使用為重要都市發展腹地。而整體變遷情形在未來土地使用類別中以建築使用佔50%、農林
使用佔9%、公共設施使用佔14%及其它使用佔27%，顯示建築使用為重要都市發展需求。
3. 本文於檢視場站發展型態，發現不同時空背景的場站其發展模式存在差異性，建議後續研究探
討捷運場站周邊土地使用變遷時，應先檢視各場站目前發展型態，除將計畫、環境等變數納入
考慮，並有效提出其干擾變數例如：市場因素、時間延遲、都市動態過程影響等與其可能之改
善方式，方能更完整解析場站發展型態及其顯著變遷因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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