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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重大公共建設常是政府推動都市及區域發展的手段之一，而其中之重大交

通建建設，由於運輸系統改善，增加其服務地區的交通可及性，會促成都市空

間型態的轉變，連帶引起人口、產業、土地價值等地區經濟產業結構和都市型

態的改變，相較於其他公共建設，除投資成本較高外，對國土空間發展影響亦

相當大；而高速公路之設置，無疑會對沿線地區的自然環境及社會經濟發展，

造成相當程度之衝擊影響，尤其在交流道附近地區影響最甚。在此情況下，合

宜地評估及分析重大交通建設開發對地方及區域發展之影響，將有助於其推展

並降低對地區之不利影響。 

北部地區向來是台灣整體發展的重心，台北都會區的影響範圍因為交通網

絡的建全而持續擴大，目前架構北部地區主要公路運輸網路的為中山高速公路

北部路段和北二高1，而北二高通車至今已有一段期間，在其使用效率遞增的情

況下，也應已累積了相當之影響效果，因此適於此時探討北二高建設後之衝擊

與成效，引發本研究之研究動機，探討重大交通建設對都市及區域發展的重要

課題。故本研究將以北二高沿線地區為實證分析之對象，探討此一重大交通建

設通車前後，沿線地區(特別是交流道附近地區)人口、產業發展及土地使用改

變之情形，以及不同影響因素對各地區範圍造成影響之差異比較，掌握空間向

度及時間向度的影響效應。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北二高建設前後期間北部地區人口及產業之空間變化狀況。 

2. 分析北二高交流道對空間發展的可能影響型態及範圍，瞭解重大公共建設完

成前後造成之影響。 
 

1「北二高」在此指國道 3 號基隆至新竹路段，國道 3 號已於民國 93 年 10 月 20 日由行政院正

式命名為「福爾摩沙高速公路」簡稱「福高」，然仍以「北二高」較為一般人所熟知且通用，

故本研究仍沿用此一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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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討不同之地方發展部門（人口及產業）於高速公路建設前，所受影響效應

之異同。 

4. 構建模式說明高速公路建設對地區人口及產業發展所造成的相互作用效

果，分析未來人口及產業在空間上之變遷。 

 

第二節  研究範圍 

一、 北部第二高速公路 

高速公路為整體運輸(transportation)之一部分，其定位為陸運運輸中的城際

運輸系統，即都市間的運輸系統，一般而言城際交通運輸的改善會促使運輸服

務地區交通可及性的增加，因而造成城際間空間競爭上的相對優勢與劣勢，而

這種效果將加速區域人口與產業在空間上的重新分布；在本研究中主要探討的

對象為已經完成運作的北部第二高速公路。 

詳細的空間範圍，以國道三號汐止至竹南路段沿線地區為主，此類高快速

道路系統具有出入管制(Accesses Control)的特性，其直接影響的地區主要為交

流道鄰近地區，因為該些地區即交通流量匯出與匯入之處，可及性提高的情形

最為明顯，故本研究將以北二高沿線各交流道為主要探討中心，分析周邊地區

發展之變遷情形，範圍涵蓋台北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參見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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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空間範圍圖 

二、 北部區域的空間發展 

運輸建設在地方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於地方發展涉及層面甚廣，

包含人口、產業、所得、土地使用、空間結構、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社會結

構等，考量到本研究探討之課題與目的及受限於相關資料，主要針對北部區域

人口及產業變動的效果，及對其在空間分布上之變動情形加以研究分析。 

 
圖 1-2 研究對象範疇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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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察期間 

在時間範圍上，由於北二高的建設時程為：自民國 76 年開工，82 年土城

三鶯段首先通車之後，接著關西新竹段通車，至 8 月中和至新竹全段通車，85

年新竹竹南段、汐止木柵段及台北聯絡線通車，至 86 年 8 月，由台北縣汐止系

統交流道至新竹市與竹南鎮交界的香山交流道全線通車。考慮到地方發展之變

遷非短時間內可以察覺，而地方發展各部門間之影響也具有時間延續

(Time-Lagged)的特性存在，故需要一段時間才可反應其影響關係。故研究的時

間範圍以能涵蓋通車前後期間，並在配合資料取得的情況下，以民國 80 年至

90 年為研究範圍。 

在基礎資料範圍上，主要為探討重大交通建設對北二高沿線周圍地區之人

口、產業的影響，在以村里為最小樣本單元下，人口以民國 79 及 89 年的戶口

普查資料。所分析的屬性資料將包括性別、家戶組成、遷移情形等。產業：以

民國 80、85、90 年的工商普查資料。所分析的屬性資料將以製造業為主，包括

土地使用面積、樓地板面積、員工數、廠家數及生產總值等指標。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 研究架構 

由於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對地區發展的影響，在於交通運輸環境之改變，造

成各地區的區位條件及相對競爭優勢發生變化，並藉由人口及產業等指標的選

擇結果進一步反應在空間分佈上，經過時間累積影響效應，改變區域空間發展。

換言之，釐清各項指標的變動情形及其與交通環境改變的關係，便可說明重大

交通建設所帶來之影響效應，基於此，嘗試研擬概念性理論架構如圖 1-3 所示，

鑑於影響空間發展的因素相當多，而本研究係針對重大交通建設對不同空間單

元所造成的空間效應進行探討，主要研究重點分析北二高建設造成北部區域區

位條件改變對空間發展的影響，並據以建立其空間影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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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架構於「北二高對北部區域空間發展」上，由交通建設引發各

部門在空間上之變動，藉由計量經濟分析的手段來釐清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

經由與實際情況驗證後所得的結果，再思考交通運輸在區域發展上的角色，以

及北部區域發展的方向，且為完整比較北二高建設對地區發展的影響，本研究

分別由時間、空間與人口、產業類型等向度進行深入分析，進一步以建立空間

影響模型的方式，將重大建設提供公共設施造成區位條件變動的影響因素，及

影響空間單元發展強度的時空型態加以串連。 

 

圖 1-3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方法 

在上述架構下，本研究所採用的分析方法包括： 

1. 文獻資料分析法 

為了解北二高將如何影響地方之人口與產業發展、地方發展之互動關係以

及可及性指標衡量方式，本研究蒐集國內外與區域發展相關、交通建設對地方

發展影響相關以及高速公路對地方發展影響相關之文獻加以整理。區域發展相

關文獻將有助於了解影響地方發展之相關因素，以及使用何種模型較適合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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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有助

續實證分析之參考。 

2. 事

而言，將可

前後之戶口及工商普查資料進行完整的分析。 

3. 計

合度分析及變數的顯著水準，

行校估及各項檢定與假說驗證。 

4. 空

距離的衡量、不同空間單元

展狀況的比較、空間發展的前後比較分析等。 

 

究之研究方向；交通建設及高速公路對土地使用及地方發展影響相關文

於了解相關交通運輸系統對地方之影響，作為後

前事後比較分析(before and after analysis) 

事前(ex ante)及事後(ex post)的比較分析，為分析事物從無到有演變過程中

的必要手段，亦為分析事物因果關係與發展脈絡的重要依據。分析方法強調針

對相同的空間範圍或空間單元，選取特定的指標項，觀察特定事件發生前後於

不同時間點的指標變化，據以進行比較分析，應用統計檢定方法檢測其變化是

否具顯著性，以判斷特定事件的影響是否造成該項指標的顯著差異。此分析方

法的重點在於切確掌握研究範圍所需之事前事後的資料，於本研究

以含括北二高建設

量經濟分析 

統計迴歸分析為「定量分析方法」中之一環，主在使用科學的指標和分類

方法，對於社會事實能進行量特徵、數量關係的分析；本研究藉由相關文獻的

檢討並根據資料的特性，分別建立包括人口、產業的經濟衡量指標，並將影響

經濟指標的各種交通因素與非交通因素之變數加以歸納，藉以構建多元迴歸影

響模式；並利用計量經濟及統計推論，檢定模式適

並建立模型進

間分析 

利用地理資訊系統(GIS)所提供之空間資料分析功能，以及良好的圖面展現

方式，作為本研究空間分析之工具，本研究蒐集研究範圍內各村里之詳細的空

間資料，配合相關人口及產業之屬性資料，應用 Arcview 地理資訊系統建立最

小樣本單元的完整空間資料庫，運用系統既有處理空間圖形的位相關係與屬性

資料的功能，進行空間分析的作業，如：相對空間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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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內容與流程 

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內容大致如下： 

一、 研究範圍界定 

本研究針對北二高對北部區域空間發展之影響進行分析探討，以地方之人

口、產業、交通及土地使用部門為主，探討其在空間上之互動關係，北二高的

通車是否會明顯地影響北部區域發展，影響效果及空間分布情形為何，以及該

如何減低負面影響效果，均為本研究主要討論之課題。 

二、 文獻回顧 

蒐集國內外相關之文獻作為研究之參考基礎，參考國內外有關交通運輸與

區域發展及計量經濟的相關研究，整理及歸納其間的相互關係。 

三、 資料整理 

利用工商及戶口普查資料，檢視北二高建設前後對沿線產對及人口發展的

影響。由於工商普查資料為民國 80、85、90 年，人口資料為 79、89 年，資料

範圍洽可涵蓋北二高建設至陸續通車之時程，且重大交通建設之影響，本需較

長時才可看出，故分別分析比較各市鄉鎮區之不同年期的工商及人口普查資

料，工商普查資料以空間範圍內製造業的家數、員工數、產值、土地面積及樓

地板面積為主要分析對象，資料以里為最小單位用 SPSS 統計軟體匯出，戶口

普查將以單位間人口數的成長與變遷、家戶數等資料為主，以看出北二高建設

前後對不同區位地方發展之影響。 

四、 整合空間資料庫 

以上述蒐集整理之普查資料為基礎，選取人口及產業發展的指標，配合研

究範圍內之地理空間資料，應用地理資訊系統(Arcview)加以整合，建立以村里

為空間單元之空間資料庫，做為後續分析的基礎。 

五、 通車前後影響效果比較分析 

應用事前事後比較法，就相同的空間單元從時間向度的變動進行比較分



 

 1-8

析，大致歸納北二高對人口、產業的影響效果；並就同一時間點不同空間區位(具

有不同交通條件)進行相互比較，分析交流道影響效果在空間上的差異。 

六、 檢定空間發展影響效應 

求算各空間單元之地理中心與高速公路交流道的距離，將距離與人口、產

業發展強度相互比對，從空間上的分佈情形加以分析，研判高速公路的影響圈，

並比較分析高速公路建設前後其影響圈內外之發展差異分析。 

七、 建立空間分析影響模型 

由於高速公路交流道的建設會改變地區的基本特性，人口定住及不同產業

類型對區位、土地、用水與環境的需求亦不同。一般而言，影響因素包括交通

設施、原料、市場、勞力、外部經濟、能源、共同設施基礎、資本、土地、建

物、環境、政府政策等。此些因素將直接或間接地的對地區發展產生交互影響。

先行釐清各項影響因素的效應後，選定重要的影響變數。參考空間互動理論，

先驗性地設定幾類函數型態，諸如：發展潛力模型及可及性指標模型，納入前

選的各項影響因素，構建空間發展模型。 

八、 結論與建議 

根據有與無北二高系統影響分析得到之結果，可瞭解北二高興建對北部地

區發展帶來之影響，分析檢討交通政策方案所帶來之影響，並對未來交通建設

及北部區域發展提出方向建議。 

各工作進行方式參照研究流程圖（圖 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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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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