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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及地方自治的落實
，推動著城鄉的變革，加上永續發展理念
的興起，台灣城鄉發展正邁入一個新紀元
；建構在永續發展的三構面（環境、社會
、經濟）下，本研究即從環境面向探討以
環島鐵路為例之重大交通建設對台灣地區
城鄉發展與區域均衡之影響。

本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自民國 60 年至
民國 85 年，環島鐵路設置的 16 個的縣市
生態足跡面積，平均而言，均較未有環島
鐵路經過的縣市（2 個）生態足跡面積大。
依環島鐵路設置縣市與未設置縣市生態足
跡面積變化分析中發現，除民國 70 年間兩
者間差異較小外，民國 70 年至民國 85 年
間台灣地區環島鐵路設置縣市其生態足跡
面積普遍大於未設置交流道縣市。民國 70
年是各區域轉變的重要時期，民國 70 年前
，各路段鐵路所在之縣市其差異並不大，
然而民國 70 年後，各鐵路所經之縣市出現
明顯差異，且呈現直線上升趨勢。

民國 68 年後西部鐵路電氣化以來，西
部各縣市平均的生態足跡成長幅度大幅提
高，至民國 70 年時，平均每人之生態足跡

為 2.655 公頃（民國 65 年平均每人為 2.426
公頃）。而一年後（民國 69 年）北迴鐵路
通車，平均每人之生態足跡為平均每人
2.803 公頃（民國 65 年平均為每人 2.102
公頃），增加的幅度遠較西部鐵路電氣化
時的更大。而在南迴鐵路通車後（民國 80
年），其生態足跡之變化雖有增加，但是
已經不像先前西部鐵路或是北迴鐵路完工
後對於各縣市生態足跡的衝擊來的大。可
能為早期的交通建設對於各縣市之發展具
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後續因其他因素的影
響，交通建設的影響就不若早期的影響如
此深遠。

關鍵詞：永續發展、生態足跡、環島
鐵路網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have pushed the revolution of
Taiwan'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 has pushed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to a new age.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D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econom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major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e.g., the railway
network) on Taiwan's urban-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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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balance.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footprint, railway network

二、計畫緣起與目的

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都市化現象將更
明顯，國民對生活品質水準之要求亦將隨
之提昇，為因應此種發展趨勢，如何均衡
城鄉及區域的發展，避免其差距因高度都
市化而擴大，使城鄉及區域維持永續發展
應有的活力，是當前在探討城鄉永續發展
應深入思考的課題。而就理論上來說，交
通網路是實體區域間相互聯繫的橋樑，區
域間人口、資源的移動多半依此網路而行
，這容易引起人口與產業的重分配，進而
改變土地的使用型態，因此，交通建設有
著促進區域發展的「催化劑」功能。而將
永續發展的概念運用在重大交通建設中，
交通建設的功能除了要解決現存的交通問
題外，還要兼顧滿足未來可能發生的需求
，但是台灣的土地資源有限，難以完全配
合交通的真正需求，因此交通建設不應僅
由需求面作為未來需求型式的引導，更應
由便捷的大眾交通工具配合可及性高的跨
區域交通系統來控制需求量的不斷增加，
才能有效的抑制私人交通工具的使用，促
使大眾交通系統有效的發揮功能，達到交
通建設的永續發展目標。然而，交通建設
對於區域發展的影響並不一定是正面的，
如產生人口的推力，使區域人口不當的外
流，導致區域之間失衡發展的情況更加嚴
重。因此以跨區域交通建設作為區域發展
失衡的平衡木時，對於重大交通建設所引
發的生態及社會等其他向度的衝擊與影響
，應在發展經濟之餘予以仔細評估與考量
，如此才能正確的引導區域發展，扭正目
前區域失衡發展的現象。

近年來台灣致力於重大交通建設的發
展，諸如高速鐵路、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西濱公路及東西向快速道路等皆是近年台
灣交通建設的重點，而本研究今年度將以
環島鐵路網為研究對象，探討環島鐵路網
之興建對城鄉發展與區域均衡的影響。而
本研究所引用的方式為利用「生態足跡」
（ecological footprint）的分析向度，分析
生態足跡的估算結果對於台灣地區及23縣
市在城鄉發展及區域均衡的意涵。生態足
跡是一種永續規劃工具，主要作用在幫助
我們將「永續性」的觀念轉換成公共活動。
它計算從經濟體系中投入與產出的能源與
物質的流動轉換成支持這些流量的活動所
需土地和水域的相等面積，並藉以瞭解在
城鄉及區域活動過程的永續發展現況。因
此，在此基礎之下，本研究將引介「生態
足跡」之理論模式，作為評估重大開發計
畫對城鄉發展與區域均衡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於應用生態足跡分析法
於區域間交通建設興建前後生態足跡面積
變化分析。生態足跡分析在目前國際發展
的應用，在於地區性永續發展策略的研擬
等政策建議上，對於特定資源使用型態及
建設的分析則較為缺乏。而根據本研究第
一年的研究結果則說明，生態足跡分析可
以應用在歷年間交通建設對地區及區域間
環境衝擊的分析比較，當然主要還是因為
交通建設影響居民活動及資源利用型態的
因素。本研究為二年度整合行計畫第二年
計畫，亦是以生態足跡分析為研究基礎的
分析方法，主要在於探討該地區人口消費
行為對環境面造成的衝擊；本研究配合總
計畫選定以環島鐵路網作為研究案例，並
以民國 60 年至民國 85 年間各縣市為資料
分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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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包括藉由相關文獻
回顧與資料蒐集，建立本研究之基礎架構
，並蒐集目前政府單位之統計資料為生態
足跡實證研究之基礎資料庫。

四、研究成果

   本研究探討台灣地區中山高速公
路對城鄉發展與區域均衡之影響，主要包
括二大類研究成果，包括環島鐵路設置對
各縣市生態足跡的影響及環島鐵路設置對
區域生態足跡的影響分析。

（一）環島鐵路設置對各縣市生態足跡的
影響

本研究對於環島鐵路設置對各縣市生
態足跡的影響台乃是以環島鐵路各路段完
工的期程的不同，比較各路段完工前後之
差異。但是因各路段完成的時間並不相同
，因此，本研究比較之基點包括民國 68 年
6 月西部鐵路完成電氣化、民國 69 年 2 月
北迴鐵路興建完成、及民國 80 年南迴鐵路
興建完成，至此環島鐵路之雛形已經大致
形成。但因考量資料取得與比較分析上之
可行性，因此西部鐵路及北迴鐵路，以民
國 70 年前後為比較標準，南迴鐵路則以民
國 80 年前後，為比較之基準，並且觀察民
國 75 年及民國 80 年宜蘭及高屏鐵路雙軌
系統完成後，對鄰近縣市在生態足跡上所
產生的衝擊。

西部鐵路北起台北縣，南至高雄縣，
共經過台北縣、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彰化
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縣、
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等 16 個縣市；而
北迴鐵路則共行經基隆市、宜蘭縣及花蓮
縣；最後完工的南迴鐵路則行經屏東縣及
台東縣。至此，台灣僅剩南投縣與澎湖縣

未被納入台灣環島鐵路的系統中。
平均而言，在環島鐵路設置的 21 個的

縣市生態足跡面積較未設置環島鐵路的 2
個縣市生態足跡面積大。就計算結果內容
發現，在台灣尚未興建環島鐵路的時期，
亦即民國 65 年以前，兩者相差約為平均每
人 0.37 及 0.349 公頃，顯示當時已存有消
費上的差異。其中民國 70 年兩者間生態足
跡面積最差距最小，甚至未設置環島鐵路
的縣市其生態足跡反而高過設置環島鐵路
的縣市平均的生態足跡，然而民國 70 年後
兩者差距逐年擴大，此時亦為西部鐵路電
氣化及北迴鐵路相繼完工的時期，在民國
75 時，兩者相差平均每人 0.447 公頃，而
至民國 80 年至 85 年間，兩者相差為平均
每人 0.448 公頃及 0.543 公頃，均大於環島
鐵路未興建時，至民國 85 年兩者間已經存
在平均每人 0.5 公頃以上的差距。

（二）環島鐵路設置對區域生態足跡的影
響分析

依上述環島鐵路設置縣市與未設置縣
市生態足跡面積變化分析中發現，除民國
70 年間兩者間差異較小外，民國 70 年至民
國85年間台灣地區環島鐵路設置縣市其生
態足跡面積普遍大於未設置交流道縣市（
其差距亦大於台灣地區均未設置環島鐵路
時期），另一方面，環島鐵路未設置的縣
市間，其生態足跡的差異程度亦較小，但
也顯現差異度逐年擴大的現象。此部分將
進一步對環島鐵路設置階段區分為西部鐵
路電氣化、北迴鐵路、南迴鐵路及未設置
環島鐵路的縣市，進一步分析環島鐵路設
置縣市中不同時期生態足跡面積差異的情
形。

民國 70 年是各區域轉變的重要時期
，民國 70 年前，各路段鐵路所在之縣市其
差異並不大，然而民國 70 年後，由圖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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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明顯看出各鐵路所經之縣市出現明顯
差異，且呈現直線上升趨勢。整體而言，
西部與北迴鐵路兩者之生態足跡的大小較
為相近，而南迴鐵路則與未設置環島鐵路
的縣市之生態足跡較為相近，甚至在民國
70 年以後，已經可以逐漸區隔為兩種不同
的發展區域。再者，民國 80 年至民國 85
年各區域之生態足跡，其生態足跡的成長
率已經較民國 80 年時，上升幅度較為減緩
。

就民國 68 年後西部鐵路電氣化以
來，西部各縣市平均的生態足跡成長幅度
大幅提高，至民國 70 年時，平均每人之生
態足跡為 2.655 公頃（民國 65 年平均每人
為 2.426 公頃）。而一年後（民國 69 年）北
迴鐵路通車，平均每人之生態足跡為平均
每人 2.803 公頃（民國 65 年平均為每人
2.102 公頃），增加的幅度遠較西部電氣化
時的更大。而在南迴鐵路通車後（民國 80
年），其生態足跡之變化雖有增加，但是已
經不像先前西部或是北迴鐵路完工後對於
各縣市生態足跡的衝擊來的大。可見早期
的交通建設對於各縣市之發展具有相當大
的影響，而後續因其他因素的影響，交通
建設的影響就不若早期的影響如此深遠。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生態足跡之計算乃以「居住在
該地區的人口」為基礎，而各統計要覽易
的統計方式亦依此為統計標準，而本研究
以縣市單位為研究主體，主要目的希望藉
此提供台灣地區及各縣市在城鄉發展及區
域均衡上，除傳統的區域理論之外，能有
其他的思考方向，然而對於跨縣市日夜間
人口的移動所產生消費的差異，在未來研
究時，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六、結論與建議

運輸政策為運輸建設與管理之最高指
導依據，係政府在已知限制條件與預期未
來環境之可能變遷情形下，為因應國家之
發展、民眾之需要所擬定之運輸指導網領
。由於過去我國之運輸政策並未作過有系
統之整合與宣示，僅散見於有關法規與各
運輸計畫、建設之中，因此於民國 79 年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乃首先提出「台灣地區運
輸政策之研究」。

興建北迴鐵路之政策意涵在於提供來
往東部民眾一條便利、舒適、快捷、可靠
之交通路線，彌補蘇花公路運輸量之不足
。北迴鐵路完成後，可使原來孤立之東線
成為與西線聯成一體之東部幹線，並因應
產業東移的政策需要。整體而言，北迴鐵
路建設對宜蘭、花蓮、台東皆有正面的影
響，影響程度不一。除了花蓮之人口密度
與東部之平均每人年經常性收入之外，其
於各地區的各指標皆有顯著的影響，可能
是交通建設提升東部的可及性、改善了東
部地區的環境，也可能是政府開始注重地
方建設而予以政策性的干預，使地區的基
礎建設增加，改善生活的環境品質，提升
人民福利，使得區域發展更具潛力。興建
南迴鐵路之政策意涵為完成環島鐵路網系
統，提高交通運輸能量、提供便捷、舒適
、安全的運輸服務，改善東部對外交通、
促進東部開發與經濟繁榮、增進國防戰備
力量、開拓沿線觀光旅遊事業。然而，經
過生態足跡消費面積的增長可發現，部分
區域的鐵路開發，造成生態足跡大量的增
長，如西部鐵路電氣化及北迴鐵路的興建
完成，均引起生態足跡大幅度的成長。某
一部份此亦反應人類的開發行為對於生態
環境的衝擊，而當時的的政經發展與區域
性的問題，是否對於生態足跡的消費具有
強化或是擴大效應，此亦顯示出重大開發
建設背後的另一個應予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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