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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回顧 

相關文獻與理論的整理回顧為每個研究必須之基礎工作與研究方法，在前一章

緒論確定相關研究內容與流程後，本章將進一步歸納分析國內與國外相關研究之

文獻，共分為三個部分討論，分別就區域發展理論、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交互作

用之相關文獻、交通建設影響區域發展之相關文獻，針對交通運輸及區域發展的

各種影響層面，整理如下。

第一節  區域發展理論 

以下將依據發展順序，將重要相關理論整理如次： 

一、 新古典成長理論(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 

新古典區域成長理論，引自新古典學派經濟成長理論，它純從供給面為出發

點。新古典經濟理論的基本假設是，每個人都是理性的，都會追求自身利益的最

大化，這種行為在自由交換市場的條件下，可以達到使人人滿意的均衡狀態。。

因而，市場是解決資源配置效率的最佳機制，市場這隻「看不見的手」可以使區

域經濟自動達到均衡。 

二、 累積因果理論(Cumulative Causation Theory) 

區域累積因果理論以 G. Mydral 於 1957 年提出的循環因果原理(The Principle 

of Circular Causation)為基礎概念；N. Kaldor 則於 1970 年提出具體的理論模式，

它主張區域成長為不均衡過程。Mydral 認為市場的力量是遞增而非遞減的，在

繁榮區域市場的力量促使活動的聚集，因而導致報酬的遞增。由於聚集的經濟，

繁榮區域會持續而累積的加速成長，而同時帶來波及效果(spread effects)與反洗

效果(back wash effect)。前者對落後地區有利，後者則對於落後地區不利，如前

者小於後者，經此不均衡的互動過程，繁榮區域愈繁榮，落後區域愈衰頹。 

三、 極化效應(Polarized effects)與潤下效應(Trickling-down effects) 

此理論由 O.Hirschman 於 1958 年提出，極化與潤下兩個效應的意義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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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ydral 的波及與反吸效果相對應。Hirschman 指出，「為使經濟達到更高水準，

需集中經濟力量於數個區域中心「極」來加以發展，以此當作據點，經其潤下效

應來帶動其他落後地區之繁榮，因此經濟成長於地理上之含義，有不均衡發展之

必然性。」 

四、 Richardson 對區域研究觀點 

Richardson 於 1973 年提出了導入空間向度的區域成長模型，認為區域空間

向度的變化，對研究區域成長問題時，其影響同樣重要，又認為研究區域成長的

內涵應考慮下列項目： 

(1) 區域的恆定影響因素：經濟空間上，某些結點(Nodal points)受限於區位

上因素，自然而然為資本、人口聚集的地方，其區位將不發生改變。諸

如鄰近自然資源都市，具有歷史性利益的城市區域，及由於土地異質性

及位於交通運輸之要衝地點。這些城市的發展可說是帶動區域成長的動

力，對於區域空間研究，具有指標性的參考價值。 

(2) 區位偏好影響因素：在許多極大化的產業區位模式及所得極大化的家戶

(house hold)遷移模式中，由於缺乏廠商及家戶對某些區位偏好的因素考

慮，使得模式的預測結果不理想。區位偏好因素解釋了為什麼透過投資

補貼政策仍無法促使廠商遠離區域中心投資、及為什麼家戶不會持續投

入擁擠區域中。本質上，區域偏好因素是非經濟因素，Richardson 曾對

此提出一個測度的指標—為人口指數指標的倒數。通常區位偏好因素，

對家戶而言都是分散的，對產業而言，都是集中的。家戶(勞動力供給

者)及產業(資本供給者)的區位變化差異，直接影響著區域間的所得差

異的結果。 

(3) 聚集經濟的影響因素：勞動力及資本生產因素的流動，影響了區域及區

域系統的發展。而聚集經濟又是影響此二生產因素流動的主要因素，二

者是互為因果的。Richardson 對聚經濟加以剖析，認為生產因素基於某

一地區存有經濟利益而產生聚集，聚集後，由於規模經濟及產業間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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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割性原因影響又產生經濟利益，如此再產生聚集，此為一動態過

程。同時聚集經濟也是影響區域技術進步的主因，而生產技術的進步復

為影響區域差距的主因。 

 

第二節  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交互作用之相關文獻 

一般而言，土地使用影響交通運輸的時效較顯而立見，而交通運輸影響土地

使用卻常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與過程，由國外學者 Lowry(1964)和

Guttenberg(1960)提出運輸設施塑造土地使用的觀念後，Drewe(1975)、

Hansen(1977)及 Garrison(1979)等學者，亦都認為運輸規劃應注重運輸系統對土地

使用之影響，進而探討兩者之間關係。故將相關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交互作用研

究整理如下。 

 

一、 國外相關文獻 

Wayne, Attoe(1988) 土地使用產生運輸之需求，而運輸系統則提供土地使用

所需之可及性，使運輸服務改善、運輸成本降低將會擴大都市範圍，改變都市結

構型態，因此如何把握土地使用與運輸系統之平衡關係，即為都市計畫或都市發

展目標之一。 

Barra, Tomas de la(1989) 在英國七十年代早期，整合土地使用和交通運輸模

式是一個達到巔峰的研究領域，此書之主要目標是要提出一個土地使用和交通分

析一般相合的理論架構，有許多優點在於對大多數的都市現象提出一個統合的解

釋，並且這本書的目的是要使都市現象儘可能的更清楚。 

Glick, F(1991) 對北美三大城市的調查顯示，土地使用與捷運系統的整合情

形雖因地而異，土地使用規劃不僅為捷運走廊所附帶的發展程序，而是影響捷運

系統經濟效益的一項要素；土地使用規劃並非大眾運輸走廊發展過程中的副產

品，土地使用與大眾運輸走廊的配合有其一定的地位存在。其認為捷運走廊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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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與發展，必須靠該區適當的土地使用規劃才能成功，我們亦可以看出捷運系統

的開發與土地使用規劃的密不可分性。 

Moore, Terry and Thorsnes, Paul(1994) 提出一種評估土地使用和交通運輸政

策的架構，在區域的層次上調和了許多土地使用和運輸政策互補的改變，土地使

用計畫和政策在都市邊緣引導和鼓勵了新的發展模式，分區管制以分開可能衝突

的土地使用來保護住宅環境，雖然距離分隔了住宅區、商業區和工業區，但是汽

車允許能容易在分區之間通勤，現在多數運輸規劃者承認在運輸系統和土地使用

模式之間這個不可避免的互動，他們瞭解到控制擁擠不只需要改變運輸政策，還

可能需要改變土地使用政策。 

Derek Halden(2002)使用可及性測量來整合土地使用及交通政策，以英國的

兩個城鎮為研究的範圍，嘗試將量化的可及性分析實際應用在土地使用計劃上，

結果顯示土地使用的改變而影響可及性，每一發展的項目皆有可及性的改進空

間，量化的可及性分析應用於發計劃中，在包括城市的擴張、綠色地帶的發展、

內陸城鎮的發展，增加對發展的平衡處理方式。 

Shih-Lung Shaw & Xiaohong Xin(2003)提出建構時間因素的地理資訊系統，

能夠在使用者指定空間及時間的規模下，提供探索資料的分析能力，用來驗證土

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交互作用，在土地使用系統、交通運輸系統中，包含多層次

的時間動態 GIS 資料庫下，處理複雜多變的資料群組，擴充模型架構，以「時

間」為要素之一，來呈現一段期間交通運輸、土地使用交互作用情形。 

 

二、 國內相關文獻 

潘進堂(1986) , 採用格林－勞利模式的架構作為土地使用模式，同時考慮運

輸及土地因素，使兩者均為內生變數，透過活動量分派，而顯示兩因素對都市空

間型態的影響，在運輸因素方面，採用使用者最佳化均衡指派模式，其計算最短

路徑是以 Dijkstar's 計算法，如此能獲得均衡路網指派之旅行時間最佳解，在活

動量分派方面則基於個體經濟學消費者理論，利用效用極大化方法所建立之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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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吉特模式取代空間互動模式，它能考慮較多的影響因素，具健全的理論基礎的

行為模式。 

林啟聖(1989) 建構完成之可及性與易行性指標應用於台北都會區，探討二

者在空間分布上、時序上及大眾捷運系統引進後之影響及變動。此外，並以相關

分析探討可及性與易行性之相關程度，以了解二者在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循環之

關係。 

張連成(1990) 以往有關都會區空間結構的研究多偏向於以都市計劃的觀點

來研究都會區的空間結構，這些研究也獲致許多重要的結論。本研究則嘗試從交

通運輸的觀點來分析都會區的空間結構，以交通可及性指標及旅次特性的關係建

立一關係模式以解釋交通運輸與都會區空間結構的關係。 

薛玉珠(1992)研究乃由都市系統的研究出發依階層分析法建立都市特性指

標，並藉由雪花圖、成長分配矩陣以及地理資訊系統 (GIS) 探討該指標在台北

都會區時間向度、 空間向度及時空向度的特性，同時利用統計相關分析探索土

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之間的因果關係，發掘都市問題、研究都市特徵，以供未來都

市分析及研擬改善策略之用。 

林煥祈(1993)西濱地價上漲的現象，正是人們預期交通建設所帶給人們在可

及性方面的關係，藉由數據的分析來證明地價與可及性的緊密關係。而為了說明

西濱快速公路對地價的影響程度，故本研究研擬一份簡單的調查表，來進一步解

釋當地地區地價上漲的原因，並做一個更好的詮釋與說明。本研究特別對於地價

的種種問題，從公共用地的取得，到取得方式的探討，及地價不合理飆漲的後果，

及現今土地利益產生的原因，到最後針對此種種的問題，而提出六大對策及意

見，希望能引其有關單位的重視與關注，並望能掌握時效，評估其可行性以作為

決策的參考。 

詹達穎(1999) 針對運輸投資與區域發展之關係，採用多區域投入產出模

型，進行重大運輸建設投資對區域產業之衝擊影響分析，及了解區域間交易相互

依存程度。實證所得結果顯示：(1)民國 83 年至 100 年間之重大運輸建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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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部區域投資佔 36.80％，而其經濟效果達 40.41％以上；其次為南部區域，中部

區域和東部區域。產業中以營造業、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服務事業、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商業、金屬基本工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塑膠製品製造

業所受之影響最大。(2)各區域重大運輸建設之波及效果，包括產出效果、所得

效果、就業效果等，相當程度呈現集中於北部區域之現象。(3)建設之中二高、

東西向、西濱及北宜等高、快速公路預計民國 92 年完成，區域間運輸時間可節

省 20-26.4％。(4)區域間之交易依賴程度，民國 65 年高於 70 年，而民國 83 年又

高於 65 年。(5)區域回饋環路分析中顯示，65 年區域間交易達 19.67％，70 年達

20.97％，83 年達 23.66％，其區域間交易以北部區域為中心，為成雙加總環路，

顯示各區域交易依存度提高。 

陳宥任(2000)基於都市是一種有機成長體，應用個體基礎的模擬技術來解析

都市土地使用與運輸兩者特性間的相互作用的過程與關係。以電腦模擬一個 CA

都市，分為一類為實際都市空間發展預測的模型建立，另一類為尋求都市空間自

我組織現象，而不傾向模擬出真實都市發展的過程。研究採後者，透過文獻歸納

土地使用與運輸單元之間的各種轉換規則，可視為都市中的各種土地開發決策，

暗示著這是驅動都市演化的來源。 

徐瑞彬、馮正民(2001) 研究先以敘述統計分析歷年旅運型態變化情況，再

以相關分析方法，探討各項人口社經因素、土地使用型態以及其他總體特性對於

旅運型態之相關性，再以多元迴歸建立分析模式，探討旅運型態和土地使用、社

會經濟因素之變動關係。在社經因素方面，在旅次產生及吸引模式，各項社經條

件之人口均影響顯著。在土地使用因素方面，都市結構與旅運型態之關係，都市

密度、土地使用混合度以及工作/居住均衡均呈現顯著影響。藉著迴歸係數及彈

性分析，都市規劃者可以了解某項交通分區社經與土地使用因素的變化與旅次產

生、旅次吸引、運具使用比例以及旅運時間變化之可能變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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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交通建設影響區域發展之相關文獻 

一般而言，於探討公路建設所對來的影響或效益時，可依照所關心的課題

不同而考量採用不同的研究取向，大致上可先就問題的定位依據下列特性加以分

類。 

 探討目標：如：經濟發展、生活品質、環境品質、交通安全、運輸效率。 

 空間範圍：如：鄉鎮、縣市、區域、全國、國際等。 

 受影響(受益)對象：如：一般居民、產業、旅運用路人。 

 時間範圍：如：短期、中期、長期。 

 分析方式：如：實證分析、模擬預測。 

事實上，運輸計畫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相當多面，包括：對用路人提供

較佳的運輸系統效率、增加產業的生產力(或產出)、改善環境或生活的品質、以

及影響產業成長、不動產價值及經濟福利等。 

由於不同的部門對運輸計畫所帶來的影響有不同的觀點，所關心的經濟影

響優先性、衡量方式及相關的分析方法皆有所不同，進而會衍生出各種不同的經

濟分析方法、效益衡量方式及理論主張。於 Buffington(1992)等人的研究中曾將

衡量公路建設計畫的效益分析分為下列的幾類研究取向。 

 系統效益分析(System efficiency analysis) 

 巨觀經濟模擬模型(Macroeconomic simulation analysis) 

 生產力分析(Productivity analysis) 

 策略規劃(情境)分析(Strategic planning analysis) 

 社會福利分析(Socail welfare analysis) 

 

一、 國外相關文獻 

Twark、Eyerly 及 Nassi(1980)利用聯立方程式模型(Simultaneous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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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以賓州一二三個非都市地區交流道之社經、交通等資料分析交流道附近

地區之土地用發展，以二階段最小平方法(2SLS)求解的結果，發現影響高速公路

導向之土地使用類別發展最顯著之變數為聯絡道路平均日交通量(Cross-route 

ADT)，其它土地使用類別則與社經變數關係較密切。 

Briggs(1979)應用統計迴歸的模型，進行非都市地區對公路發展的敏感性研

究。利用人口普查局於 1950 年至 1975 年間之統計資料，對四十八個州所有非都

市地區之郡進行研究，分析人口遷移、就業變遷以及兩者間之關係，並探討其他

影響人口遷移之相關因素，諸如：都市化、產業基礎、社會基礎、政府活動和環

境舒適性等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有州際公路之地區，其遷移率要較其他地區為

高，且對飲食業、旅館業和娛樂休閒業等與旅遊業有關的產業影響最高。 

Eyeny,Twark & Downing(1987)探討賓州鄰近州際公路之非都市地區，於 1970

年至 1980 年間的經濟變化，研究範圍界定於在州際公路沿線交流道 1/2 哩半徑

之內，樣本選自賓州 64 個非都市交流道地區:包括全州 67 個郡，非都市地區 32

郡及 182 個地方社區。利用 1970 到 1980 年，包括人口、住宅、就業、所得和不

動產市價等成長百分比之資料，建立完整之資料庫，進行經濟成長指標分析。結

果顯示地方社區之成長百分比均高於郡和州。其中住宅戶數的成長率高於人口成

長率，呈現戶量減少之趨勢。在土地使用方面，公路通車後初期幾年之產業發展

以公路導向型為主，其次為商業、工業、住宅在交流道附近發展。故而不動產市

價在地方社區的增加比州及郡高出很多。 

Nakamura & Ueda(1989)針對日本「有與無」高速公路與「有與無」新幹線

服務地區進行人口成長分析，發現興建高速公路配合西幹線接駁後，人口明顯成

長的地區有以郡縣行政中心為主的地方行政中心、設有車站的都市及有高速公路

配合的都市，而資訊業就業人口比例較高、具有較高等教育、具有便捷路網聯絡

高速鐵路車站等地區影響較大。 

Pavlos S Kanaroglou , Williams Anderson & Aleksandr Kazakov（1998）建立一

項分析公路設施改善對地方經濟的影響評估研究架構，同時考量公路改善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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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間接影響效果，由於地區性道路路網的改變將會影響到地區的交通車流以及與

來往交通有關的的商業活動。研究架構將地區性的產業分為三類，包括：高速公

路依存型（Highway depent）、輸出導向型（Export-Oriented）及其他等三種部門。

公路依存型的影響係來自過境交通量的消長對依存商業銷售量的增減；輸出導向

型以運輸成本的變動；其他型則以總體經濟乘數效應對最終需求的影響，藉由不

同部門的不同直接或間接影響機制，可衡量各部門因於公路改善所造成銷售量的

變動，加以彙總後可得知公路設施改善對某一地區（或社區）所造成的經濟影響。 

此模式主要應用於針對特定小範圍地區作事前事後的比較分析，並無法預測

營造時期的影響，因為來自於改善道路所需的就業員工及原物料採購並不一定係

來自於地方性。 

Amitabh Chandra & Eric Thompson(2000)使用來自整個美國地區的數據進行

檢驗，探討高速公路建設和經濟活動的類型與大型基礎設施投資之間的關係。研

究結果顯示，高速公路影響地區內經濟活動的空間分派；高速公路提升直接經過

地方的經濟活動水準，但是把活動從臨近的地方吸引過來，在非大都市地區留下

不變的經濟活動的路網水準，而整體的經濟活動在過程中並不增加。且在高速公

路新完成的期間，地方經濟活動有明顯地迅速成長。且高速公路的經過對產業有

不同影響，衡量總收入，在公路直接經過的地方，發現確實在生產、零售業、服

務和製造業方面的收入增加，不過，臨近的地方被發現由於公路的開闢，在零售

業和政府收入方面則是削減。 

Joseph Berechman(2002)檢視在羅馬道路網的大量投資中，主要的經濟和運

輸效益，作者認為除了軍事及政治上的因素外，尚有其他利益影響道路投資決

定，即為了增加兩地之間的貿易、提昇商業和個人流動性，而在羅馬道路的發展

下，也確實對空間分配產生影響，一個區域除非當地有道路、港口或其他基本運

輸設施，否則其發展的經濟價值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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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外探討有關高速公路影響之相關文獻 
作者（年份） 內容概述 

Twark、Eyerly 及 Nassi
（1980） 

影響高速公路導向之土地使用類別發展最顯著之變數為聯絡

道路平均日交通量（Cross-route ADT） 
Briggs(1979) 有州際公路之地區，其遷移率要較其他地區為高，對飲食業、

旅館業和娛樂休閒業等與旅遊業有關的產業影響最高。 
Eyeny,Twark 和

Downing(1987) 
路通車後初期幾年之產業發展以公路導向型為主，其次為商

業、工業、住宅在交流道附近發展。 
Kanaroglou , Anderson 
及 Kazakov（1998） 

將地區性的產業分為三類，於衡量各部門因公路改善所造成營

業量的變動，加以彙總後可得知公路設施改善對某一地區（或

社區）所造成的經濟影響。 
Nakamura & Ueda(1989) 興建高速公路後，在資訊業就業人口比例較高、具有較高等教

育、具有便捷路網聯絡高速鐵路車站等地區受到的影響程度較

大。 
Amitabh Chandra & Eric 
Thompson(2000) 

高速公路影響地區內經濟活動的空間分派，提升直接經過地方

的經濟活動水準，但整體的經濟活動在過程中並不增加。且對

產業有不同影響，在生產、零售業、服務和製造業方面的收入

增加。 
Shih-Lung Shaw & 
Xiaohong Xin(2003) 

時間因素的地理資訊系統，能夠在使用者指定空間及時間的規

模下，用來驗證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交互作用，在多層次的

時間動態 GIS 資料庫下，呈現一段期間交通運輸、土地使用交

互作用情形。 

 

二、 國內相關文獻 

曾勇誠(1992)在其交通運輸對都會區空間結構之影響之研究中發現，無法由

各項社會經濟特性變數找尋一明確的界定方式以定義各空間結構組成，但可由空

間組成特性之隸屬程度判斷一地區的都市位階。其次，以台北都會區為例，比較

民國 75 年、90 年無捷運系統、90 年有捷運系統之三種都市發展情況，發現在民

國 90 年無捷運的情況下，台北都會區將呈現都市核心區及郊區之兩極化發展，

在有捷運的情況下，將使都市核心向外擴張，呈現較均衡的發展方式。 

交通部運研所(1994)針對中山高速公路的研究報告指出，交流道的設置促進

土地開發，創造較多的工作機會，雖無法縮小與鄰近大都市之差距，卻擴大了與

鄰近未設交流道的鄉鎮市之差距。 

馮正民、蘇振雄、朱冠文(1995)研究高快速運輸系統對西部走廊區域發展之

衝擊，以交通機動性、運輸服務人口與產業人口數、運輸服務人口密度變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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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人口分布集散程度變化、都市空間人口結構改變等五個指標來衡量。結論為就

四大區域（北、中、南、東）而言，人口將由目前之集中於北部區域，逐漸分散

於中南部區域；非都市地區人口向都市地區集中，非都會區人口向都會區集中；

高快速運輸系統的興建，將使區域與縣市人口有分散的現象。以高速鐵路為例，

高速鐵路定線之後將劃設 10 個站，至 2033 年，高速鐵路 10 站將使區域人口間

的差距減緩，北部區域的人口成長將減少 1.49%，中部區域、南部區域將分別增

加 1.36%，1.09%，顯示高速鐵路的興築分別提升中部及南部區域的相對區位條

件，緩和了北部區域人口的社會增加。 

白仁德(2000)分析中山高速公路通車 20 年以來對台灣地區西部走廊製造業

發展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高速公路對製造業發展會帶來增強效果，其影響圈大

約 15 至 25 公里，沿線地區與各市鄉鎮距交流道距離有遞遠遞減的現象，其空間

分佈呈非線性趨向交流道集中的趨勢，且其影響程度有隨時間遞遠遞減的現象。

所建立的負指數函數型態的基礎空間影響模式，可作為說明製造業廠商距交流道

距離的共同性模式，可進一步構建分析各項交互作用的整合性模型。 

表 2-2 國內探討高（快）速公路系統之影響的相關研究 
作者（年份） 研究主題 空間範圍 內容概要 

馮正民、蘇振維及朱

冠文等人（1995）
人口與產業 區域性 探討台灣地區西部走廊高快速運輸系統區域

人口聚集性的影響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994) 

人口與產業 區域性、全國

性 
就高(快)速公路與高速鐵路兩項，對人口、產

業與經濟，在地區、區域與國家層級進行完整

的影響分析 

王英泰(1997)、葉耀

墩(1998) 
人口與產業 地區性 高速公路對沿線鄉鎮市區的影響 

白仁德(2000)  製造業 全國性 中山高速公路通車 20 年以來對台灣地區西部

走廊製造業發展的影響 

由國內的相關文獻來看，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及規劃報告探討此些重大建設計

畫對城鄉及區域發展的影響，但大多偏向於預測性或模擬性的研究，較少基於實

際資料進行實證性分析的研究，亦較少有針對其所造成空間發展的影響作進一步

的研究，尤其是對高速公路建設所通過之地區的衝擊作較為完整且長期性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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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有鑑於北二高運輸系統建設計畫已完成一段期間，對北部地區的城鄉及區域

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也逐漸湧現，基於空間發展規劃及資源最佳利用的觀點來看，

實有必要對其進一步深入探討其對城鄉及區域發展所帶來各項增強性、替代性及

累積性的影響效果。 

由國外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可知公路建設投資對城鄉或區域發展的影響大

致可歸納為下列幾點。 

1. 對建設高速公路或州際公路之投資，會增加城鄉或區域的可及性

Accessibility，並提高民眾的機動性 Mobility，進而會衍生更多的交通旅次，

影響人口之遷移，同時也促進沿線地區人口之成長。 

2. 公路建設對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有正面的貢獻，有助於降低產業的生產成

本；同時也擴大產業的產出需求，會造成經濟活動之空間分佈的改變，進而

影響廠商區位選擇行為。 

3. 於高速公路交流道的鄰近地區，由於高速公路之近便性，會衍生出對高速公

路依存(Highway-dependent)產業的興起，諸如：餐飲、汽車旅館、加油站等高

速公路導向類別之土地使用會增多，因其能對交通旅次提供便利的服務，其

發展與交流道之間關係密切。 

4. 高速公路交流道附近地區之發展與交通量、交流道間距、與都會區距離及地

區人口、交流道建造前之發展狀況等變數有關。 

5. 高速公路或州際公路通過地區的遷移率較其他地區為高，對觀光就業之影響

最為明顯，包括飲食業、旅館業和娛樂休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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