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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建立過程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分析台灣整體地區都市蔓延之因素，根據第二章國內

外有關的都市蔓延文獻研究加以整理回顧結果來看，以往對於都市蔓延的討論可

以分成三大部分，分別為蔓延的定義、原因以及如何去衡量，因此本章將根據文

獻整理結果建立研究架構過程，並針對研究目的設計研究方法與內容，詳細說明

該方法的一些設計與限制，於下一章實證分析。 

本節先建立整個研究過程的架構，簡單說明各部分之研究內容，在於其後詳

細說明之。本研究過程的架構共分成六個部分，而一到五屬於第三章之範圍，第

六部分則留到第四章、第五章說明。 

（一）理論基礎關係 

此部分主要是以第二章內容作為基礎，從都市區位發展相關理論出發，再進

而對都市蔓延之定義、形成原因以及衡量方法作回顧整理，以作為本研究後續之

理論基礎。 

（二）變數選擇 

從都市蔓延形成原因之相關理論文獻整理分析，了解影響都市蔓延的有關因

素為何後，再根據符合研究範圍、具有代表性、符合生活圈尺度、以台灣地區特

性作修正以及資料可取得限制等原則，選取後續實證之變數。 

（三）選取蔓延衡量指標 

要有效的去分析研究對象的蔓延情況為何，對於蔓延衡量指標的選取是重要

的一環。在有關都市蔓延之相關研究中，衡量蔓延程度的方式有許多，但並無一

套確定的方法，而是依衡量對象而作調整。因此，本研究欲從以往有關研究所建

立的衡量方式，選取一個適合本研究目的內容的指標。 

（四）模型與假說建立 

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灣地區整體蔓延程度影響因素之分析，因此以長

期追蹤資料模式（panel data）建立線性迴歸模式來作實證分析，依照前面過程

所選取變數與蔓延程度衡量結果建立模型，並依據前述理論基礎關係建立基本假

說。 

（五）蒐集樣本資料 

資料的蒐集取決於研究之需要，由於本研究的實證內容主要可分成都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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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的衡量與蔓延程度之形成原因模型測試兩大部分。因此根據之前選取之衡量

方法與變數蒐集樣本資料，以進行下一步的實證分析。由於本研究涵蓋的範圍為

台灣整體地區，樣本資料範圍涵蓋較大，而政府統計資料較為完整且涵蓋整個台

灣地區範圍，因此以現有的政府統計之二手資料為原則，做為樣本資料蒐集之來

源。 

（六）實證分析 

本部分主要為對台灣地區三十六個生活圈作實證分析，此三十六個生活圈為

根據楊重信（2001）之研究內容所劃設的，其內容前面已有敘述，在此不再多作

解釋。實證內容可分成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依據所選取之指標來衡量三十六個

生活圈各年期的蔓延指數，並依據其結果對台灣整體都市發展情況作分析；第二

階段則為依據前一階段所衡量之蔓延程度與所選取之蔓延形成原因變數作模型

分析，以探討變數與蔓延程度之間的關係為何，藉此分析台灣地區都市蔓延之影

響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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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數選擇 

一、選取變數 

根據第二章第三節對於蔓延形成原因之相關理論文獻整理分析，可以將形成

原因歸納如下： 

表 3- 1 都市蔓延之形成因素整理 

心理因素 實質因素 

經濟方面 ∙所得改變 

∙運輸成本改變 

∙市中心過高地價 

社會方面 ∙市中心犯罪率 

∙公共設施品質 

∙人口就業結構 

∙市中心衰敗程度 

∙種族隔離程度 

∙預期心理 

∙偏好選擇 

政策方面 ∙稅制 

∙土地使用管制政策 

∙住宅政策 

根據以上蔓延形成理論所整理出之相關變數，依據下列原則作進一步篩選。 

（一）符合研究範圍 

由於心理因素層面牽涉到行為學及心裡學兩大領域範圍，並不在之前的理論

基礎領域範圍內，因此本研究僅限於對實質因素作探討分析。 

（二）變數具有代表性 

研究中應將具有代表性之變數納入模型中，其結果才能夠具有效力，即以先

前有關理論所歸納出主要影響的變數，對於都市蔓延形成之原因探討，主要均認

為運輸成本的降低（可及性提高）與所得的提高為導致都市向外圍發展的主要原

因，因此將此兩個變數納入變數選擇中。 

（三）以生活圈尺度來衡量 

由於本研究以台灣地區整體都市蔓延為研究對象，並選取三十六個生活圈作

為研究單元，而台灣整體地區其有關政策，如稅制、都市使用管制以及住宅政策

等基本上並無太大差異，與美國為聯邦政府，每一州間存在著差異性情況不同，

因此本研究排除掉政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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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台灣的特性加以修正 

由於台灣地區種族隔離之問題並未明顯存在，因此雖然種族隔離在國外的文

獻中為都市蔓延之形成原因之一，但在本研究範圍內可予以排除。 

（五）資料可取得 

在社會方面因素，大致包含公共設施水準、人口就業結構、市中心犯罪率、

市中心衰敗程度等因素，由於市中心犯罪率資料難以取得，而市中心衰敗程度難

以衡量，所以不予納入變數選取範圍內。 

綜上所述，選取的變數分別為運輸成本（可及性）、所得、人口就業結構、

公共設施水準。 

 

二、資料選取 

（一）運輸成本（可及性）： 

美國對於都市蔓延形成原因之有關討論，大都認為州際公路的興建是造成都

市往外圍蔓延發展的主因，而從台灣地區的交通運輸型態來看，民國 70 年代以

後，高速公路已成為台灣整體地區主要的道路，其國道一號（中山高）自民國

67 年全線通車後，大幅提昇了台灣地區的運輸可及性，提升了台灣整體地區運

輸的可及性。 

而台灣地區另一個主要的道路即為省道，其為縣市、鄉鎮(主要地方中心與

次要地方中心)間或都會區內之交通幹線，以服務都會區通過性之交通及地方主

次要中心間之交通為主，兼可供都會（區域中心）與其衛星市鎮(地方中心)間之

連絡服務。 

因此此項變數，擬定以國道、省道兩個層級納入選擇範圍內，一般是以道路

的長度來代表可及性，道路長度越長則可及性越高，但是高速公路由於必須由交

流道進出，因此交流道數量比高速公路長度更具有代表性，因此本項變數即以交

流道數量以及省道長度作為資料樣本。 

（二）所得 

所得的增加也被認為是造成都市向外蔓延發展的因素之一，而本研究預定之

研究範圍為台灣整體地區，時間為民國 75 年至民國 95 年間，以五年為一期作為

實證內容。雖然以家戶所得（income）比每人平均薪資（wage）更符合「所得」

之意義，但由於家戶所得之資料並未統計到鄉鎮市單位，礙於資料之限制，本研

究所得變數選取「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料」之「每人每年平均薪資項目」作為變

數。 

（三）人口就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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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1981）認為形成郊區化的理論有兩個，分別為自然進化理論與實質

問題理論。而實質問題則將郊區化歸因於社會因素的變動而改變了人類居住選

擇。從社會實質問題作分析的還有 Brueckner、Hufbauer、Severn、Mills 和 Muth
均認為都市蔓延歸因於都市發展現況的限制所導致。社會因素應該不僅於人口就

業結構此變數，但由於考量資料的可取得性，在此只納入了此項變數。 

而人口就業結構應該分成一級、二級以及三級產業就業人數比例來看，但由

於台灣地區自民國 60~70 年代開始已轉入二、三級產業人口為主的就業結構，因

此在此以「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料」之「二、三級產業就業人口數」作為人口就

業結構代表。 

（四）公共設施水準 

公共設施水準其涵蓋的項目廣泛，且代表變數有許多種類，如公園、醫院、

消防、警察等設施數量多寡，但考慮資料的可取得性，本研究主要以公共設施面

積來看，因此選取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的公共設施用地面積除以生活圈人口

數，得到每人公共設施面積作為變數。雖然此項統計資料與實際公共設施水準存

在差異性，但由於資料之限制，只就此項目作為分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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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蔓延指標選取 

一、衡量指標的選取 

要了解分析地區的蔓延情況如何，所使用之手段為建立一套符合區域特性的

指標，指標是一種參數，作為提供資訊描述現象、環境或地區之狀態。一般而言，

指標並無特定之定義或求法，需依評估對象之特性予以定位。而通常建立指標，

多從衡量對象之定義著手。 

從之前對於都市蔓延的相關文獻來看，都市蔓延包含了許多面向層次，而衡

量都市蔓延的指標種類繁多，主要可以分成成三類。第一是從人口成長、開發面

積成長與汽車成長的概念特徵來看；第二是從都市蔓延各項特徵之綜合指標衡

量；第三是從都市蔓延在空間上分佈的特徵來看。 

由於本研究的衡量對象範圍涵蓋台灣整體地區，完整資料種類較少，因此不

適合利用複雜之綜合指標以及地理資訊系統工具作為判別之手段，因此衡量方法

之重點在於利用人口成長、開發面積成長與汽車成長的概念特徵來看。由於汽車

使用率、車子里程數等資料取得較為困難，因此在此不納入汽車成長之概念作為

依據，最後決定以人口與都市面積成長之概念作為衡量重點。 

密度指標在相關研究中往往為最重要之工具選項，Lopez and Hynes（2003)

指出密度或許為都市蔓延最重要的特性，而密度指標又涵蓋了許多類型，一般分

成人口、建築物及就業密度三種種類。 

相關之研究多以人口為最重要的的指標，而都市計畫地區以住宅項目佔了大

多數，說明了人口以住為目的的活動消耗最多土地，因此本研究認為戶籍人口數

為蔓延指標最適合的變數。而建築物密度由於資料較難以取得因此在此並不考慮

作為衡量變數。另外，從歷年資料來看，都市計畫區內住宅區佔住、工、商總面

積約 67%左右，可以看出商業及工業用地所佔都市用地之比例較住宅用地低，因

此較不具代表性。 

表 3- 2 台灣地區歷年都市計畫人口、面積與住宅比重表 

台灣地區 都計區佔總面積

比例％ 

都計區佔總人口

比例％ 

住宅區佔住、

工、商總面積％ 

70 年 8.6 69.6 68.42 

75 年 12.1 75.2 67.82 

80 年 12.2 76.4 67.45 

85 年 12.2 77.2 66.17 

90 年 12.4 77.9 67.67 

資料來源：都市及區域統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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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密度之外，集中度也是衡量都市蔓延所需考量的，Galster et al.（2000）

蔓延的層次不僅是只有密度而已，而集中度也是相當重要之因素。因此，Lopez 

and Hynes（2003)考慮了人口密度與集中度後，提出了一個計算蔓延程度的方程

式。 

SIi（Sprawl Index）={[（S%i-D%i）/100]＋1}×50。 

其中，SIi：代表 I範圍的擴張指標 

D%i：代表位在高密度區塊的人口占 I範圍總人口的百分比 

S%i：代表位在低密度區塊的人口占 I範圍總人口的百分比 

由於本研究欲衡量近二十年來台灣地區之蔓延形成原因，因此如何去判斷衡

量蔓延程度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選取的指標不同亦會造成後續研究不同的結果，

由上述對於蔓延衡量指標的討論來看，其他相關研究對以密度來作為衡量指標此

觀點均有相當之共識，人口密度為最為常用的指標工具，考慮到資料取得之限

制，最後決定選取 Lopez and Hynes 的 SI 指標作為衡量工具。 

根據以上方程式，其 SI 值會介於 0~100 之間，當 SI 值等於 0 時，代表研究

範圍內所有的人口均位於高密度區塊上，其都市中的人口分佈為緊密型態；當

SI 值等於 100 時，則研究範圍內所有的人口均位於低密度區塊上，其都市中的

人口分佈為蔓延型態。因此當 SI 指數增加時，代表了區域內的人口有從高密度

區塊往低密度區塊移動的現象，也就是有都市蔓延現象的產生。因此，從 SI 的

變動量為正向時可以看出選取範圍內的發展是趨於蔓延，SI 的變動量為負向時

選取範圍內的發展是趨於緊密。 

二、資料的選取 

（一）人口數 

人口數的選擇，從微觀至巨觀的地理尺度來看，可分成村里、鄉鎮市區、縣

市以及區域四個層級，再根據研究目的來選擇適當的地理尺度，本研究目的在於

對台灣整體地區的蔓延情況與其形成因素作探討分析 

而本研究的樣本資料來源取自內政部戶政司民國 75 年至民國 95 年的「人口

統計年報」中之台灣地區各鄉鎮市人口統計項目。 

（二）鄉鎮市面積 

以各縣市所出版的「統計要覽」之鄉鎮市面積項目作為資料來源。 

（三）高、低密度區塊的劃分標準 

由於高、低密度的認定是相當主觀的，而本研究的空間範圍是由 36 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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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所構成的台灣整體地區，其各生活圈由數個鄉鎮市單位所組成，因此本研究為

考慮每個生活圈的層級、大小等屬性不同，若以單一的高低密度作為區分標準，

有不恰當之處，因此以每個生活圈內涵蓋的鄉鎮市人口密度作高低排序，以第一

四分位人口密度作為低密度標準，而第三四分位數作為高密度標準，作為高低密

度衡量標準。由於生活圈的劃設已排除掉人煙稀少、山地偏遠地區，因此不用再

另外剔除鄉鎮市人口密度極低值。 

而時間範圍的選擇上，本研究時間範圍為民國 75 年至 95 年，主要是在探討

台灣地區民國 75 年至 95 年期間內，其都市人口的分佈呈現緊密或蔓延的趨勢，

因此以民國 75 年的鄉鎮市人口密度作為判別高低密度的基準，以比較後期的人

口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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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模型與假說建立 

本研究以民國 75 年至 95 年間，台灣整體地區蔓延程度作為研究對象，以了

解影響台灣地區整體蔓延發展之因素為何。樣本資料以民國 75 年至 95 年間，36
個生活圈的樣本資料，以 5 年為一期，共分成 4 期，由於其研究對象包含了橫斷

面與縱斷面之資料樣態，因此採取 WINRATS 統計軟體建立長期追蹤資料模型

（Panel）之線性迴歸模型。 

從以上根據文獻回顧所做的分析結論，本研究的實證分析選擇了以 Lopez 
and Hynes（2003）的 SI 方程式做為都市蔓延衡量指標，再根據蔓延形成原因之

文獻研究結果選取了五個變數，分別為交流道出口數（inter）、省道長度（road）、
每人每年平均薪資（wage）、三級產業人口占二三級人口總數比例（emp3）、公

共設施用地比例（pub）共五項，作為本實證分析的探討變數。 

一、模型建立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灣地區整體蔓延程度影響因素之分析，以計量經濟方

法來建立台灣地區之都市蔓延之相關因素發展模型，依照資料的型態之限制，其

研究對象包含了橫斷面與縱斷面之資料樣態，因此採取 Panel 模式的發展模型。

模型建立如下： 

Y＝α1＋β1out＋β2road＋β3wage＋β4emp3＋β5pub＋μt 

 

Y＝蔓延指標變動量 

inter＝交流道數量 

road＝省道長度密度 

wage＝每人每年平均薪資 

emp3＝三級產業就業人數占二三級產業就業總人數比例 

pub＝每人平均公共設施用地 

 

表 3- 3 變數說明表 

參數種類 變數名稱 變數定義 

應變數 蔓延指標變動

量（SId） 

根據選取指標計算出 75、80、85、90、95 年各期

各生活圈的蔓延指標。再以後一期減去上一期求得

各期蔓延指標變動量。 

SId1＝SI80-SI75  SId2＝SI85-SI80   

SId3＝SI90-SI85    SId4＝SI95-SI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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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流 道 數 量

（inter） 

依據 GIS 圖檔資料，所算出 75、80、85、90 共四

期，國道一號、二號、三號，各生活圈範圍內交流

道的數量。 

省道長度密度

（road） 

依據 GIS 圖檔資料，所算出 75、80、85、90 共四

期鄉鎮市省道道路的長度。再除以各生活圈總面

積。 

經

濟

因

素 

 

每人每年平均

薪資（wage） 

依照工商普查資料得到 75、80、85、90 共四期每

人每年平均薪資項目。 

三級產業就業

人數占二三級

產業就業總人

數比例（emp3） 

依照工商普查資料得到 75、80、85、90 共四期，

二級產業就業人數及三級產業就業人數。在以下列

公式算出比例： 

三級產業就業人數/二級產業就業人數＋三級產業

就業人數。 

自

變

數 

社

會 

因

素 

每人平均公共

設施用地 

依照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得到 75、80、85、

90 共四期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再除以總人數得之。

 
二、假說建立 

（一）建立因果關係 

根據先前的文獻整理結果，以及經驗邏輯的判斷，推測其因果關係。根據以

往對於都市蔓延的相關研究討論中，認為造成此種不連續蔓延發展現象的原因可

以分成經濟因素、社會因素以及政策因素來看。在經濟因素當中，以運輸成本的

降低（可及性的提高）被認為是形成都市蔓延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Alonso
（1964)；Muth（1969）；Mills（1967）；Fujita（1989）；Glaeser and Kahn（2003）
Ohls and Pines； Mills（1981）均認為降低的運輸成本與都市蔓延發展存在著相

當的關係。所得的提升亦被認為是另外一個重要之因素，除了運輸成本的變動之

外，所得的變動也是一項重要變數。除了 Fujita（1989）的模型解釋了所得的變

動會造成都市向外擴張之外，Ｍargo（1992）,Brueckner（2000,2001）均認為所

得與都市蔓延間存在有一定的關係。 

社會因素方面，Mills（1981）將郊區化歸因於社會因素的變動而改變了人

類居住選擇。從社會實質問題作分析的還有 Brueckner、Hufbauer、Severn、Mills
和 Muth 均認為都市蔓延歸因於都市發展現況的限制所導致。另外，政策方面因

素不在本研究範圍內，此不多作敘述。 

（二）假說研提 

根據前面對於蔓延形成因素與蔓延之因果關係之整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

說，並於之後的實證分析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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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一）：可及性提高會增加都市蔓延發展程度 

說明：運輸成本的降低被認為是形成都市蔓延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本研究預

定以可及性來代表運輸成本作為代表變數，因此推測可及性與都市蔓

延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假說二）：所得的提高會增加都市蔓延發展程度 

說明：Fujita（1989），Ｍargo（1992），Brueckner（2000,2001）均認為所

得與都市蔓延間存在有一定的關係，因此推斷當所得增加時，蔓延發

展會隨著增加。 

（假說三）：就業結構不同會影響都市蔓延發展程度 

說明：個別都市之社會因素亦會對都市發展型態造成影響，而就業結構不同

亦有可能對都市蔓延發展程度造成影響，但有關文獻對於就業結構之

影響討論較少，所以預測其影響方向不確定。 

（假說四）：都市內公共設施水準越低會增加都市蔓延發展程度 

說明：如果都市中心的公共水準較低的話，人們會偏好往郊區選擇居住去追

求較好的生活品質，因此，本研究假設都市內公共設施水準越低會增加

都市蔓延發展程度。 

表 3- 4 假說內容表 

  變數 預期符號

假說一 可及性提高會增加都市蔓延發展程度 交流道數量 ＋ 
  省道長度 ＋ 
假說二 所得的提高會增加都市蔓延發展程度 每人每年平均薪

資 
＋ 

假說三 就業結構不同會影響都市蔓延發展程

度 
三級產業就業人

數占二三級產業

就業總人數比例 

＋/－ 

假說四 都市內公共設施水準越低會增加都市

蔓延發展程度 
每人平均公共設

施用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