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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運輸建設與區域發展間存在著密
切之雙向互動關係，由於運輸系統之
改善會增加服務地區之交通可及性，
因而改變空間發展競爭的相對優勢與
劣勢，進而導致人口與產業地區分布
之改變。此外，人口及產業發展、土
地使用等區域發展型態的改變將導致
運輸需求增加及分布型態之改變，進
而產生運輸建設之興建改善的需求。
而服務業部門的持續擴張及大規模增
長，是現代全球經濟結構變遷的主要
特徵之一，國內的經濟結構也朝向相
同的趨勢演變。可預見的是，台灣正
逐漸走向一個服務業掛帥的時代，未
來服務業對於台灣經濟發展勢必將扮
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重大
交通建設對於服務業之分佈亦產生重
大之影響(姜渝生，1997)，進而對城鄉
發展及區域均衡產生衝擊。本研究為
「重大交通建設對城鄉發展及區域均
衡影響之研究」中之一子計畫。本研
究目的將以服務業為對象，探討服務

業對城鄉發展及區域均衡之影響，並
討論重大交通建設對服務業分布及結
構變遷之影響進而探討其對城鄉均衡
發展所造成之影響。本研究第一年以
高速公路為研究對象，第二年則探討
環島鐵路對服務業之影響。

經由實證結果發現，其他地方性
人口及產業變數多為顯著並與預期相
同，而鐵路車站對地方服務業的影響
則不如預期，亦即車站可及性並不顯
著影響該地區服務業發展，此乃由
於：1、鐵路運輸佔有率沒落；2、鐵
路功能不符合服務業運輸需求。

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rea, there are
some influence on the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reduces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 To pursue the good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the equity
among the gener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is accepted for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achieve the “Asian Operation
Center” and the “Technical Island” in 21



century,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a lot
of major constructions. Among the
constructions, highway, rapid transit
railroad and around-island railroad will
change the accessibility of regions,
which will influence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s a sub-project of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Major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ill combine economics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major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view of service sector. It is a
two-year project. The first year will
emphasize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building, and the Chung-Sun highway
will be tested. The second year will be
the case studies of around-island railroad.
Finall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will be proposed.

二、源由與目的

運輸建設與區域發展間存在著密
切之雙向互動關係，運輸建設所提供
或改善對其所服務地區產生節省行駛
時間和成本、增加運輸能量、提高其
運輸條件等直接影響，由於運輸系統
之改善會增加其服務地區之交通可及
性，因而改變空間發展競爭的相對優
勢與劣勢，進而導致人口與產業地區
分布之改變，亦及土地使用發展型態
與空間結構殷之而改變。另一方面，
人口及產業發展、土地使用等區域發
展型態的改變將導致運輸需求增加及
分布型態之改變，進而產生運輸建設
之興建改善的需求。易言之，運輸建
設僅為區域發展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
條件。另一方面，服務業部門的持續
擴張及大規模增長，是現代全球經濟
結構變遷的主要特徵之一，而國內的

經濟結構也朝向相同的趨勢演變。可
預見的是，台灣正逐漸走向一個服務
業掛帥的時代，未來服務業對於台灣
經濟發展勢必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
色。如政府所提出的跨世紀經濟建設
計畫— 亞太營運中心，便是一個奠基
於以服務業為主的發展概念之實例。
未來服務業之發展與空間分布將會對
區域發展產生重要之影響。此外，由
於服務業之遷徙成本較二級產業低，
因此近年來三級產業亦用來作為平衡
區域發展之工具之一（Pedersen，
1986）；另一方面，重大交通建設對於
服務業之分佈亦產生重大之影響，進
而對城鄉發展及區域均衡產生衝擊。
根據上述，本研究之研究內容主要
為：
(一)探討台灣地區環島鐵路發展沿革
及網路之建立及鐵、公路運輸系統之
比較。
(二)以環島鐵路為個案，分析消費性服
務業、生產性服務業、綜合性服務業、
間之互動關係，及對地方發展所造成
之影響。

三、模型建立

本研究採用一般最小平方法
（OLS）來分析環島鐵路與地方服務業
發展的關係，所選取縱斷面的時間範
圍是依照行政院主計處進行工商普查
之時間考量，以民國七十年為起點，
分為民國七十至七十五年、民國七十
五至八十年及民國八十至八十五年三
階段；橫斷面的空間範圍則以台灣 349
個鄉鎮市區為測試對象，將環島鐵路
區分為西部、東部（包括宜蘭線、北
迴線、花東線）及南迴線三部份。變
數的選取包括：



1、車站至市鄉鎮中心點距離：為了解
鐵路運輸是否會影響地區服務業發
展，我們以各市鄉鎮中心點與最近車
站的距離作為衡量指標。不同於是否
有車站或鐵路經過的虛擬變數方法，
此法可以更明確地描述出鐵路與地方
運輸便利性間的關係。
2、人口的社會增加數：係指各鄉鎮市
區戶籍管轄區域內，當期總人口的總
增加數減去自然增加數。本研究之目
的在於探討服務業對於地方發展之間
的關係，以瞭解一地區人口的社會增
加是否具有帶動地方服務業發展之功
能。
3、產業期初就業人口：係指各鄉鎮市
區服務業就業人口數，以代表該產業
發展之程度，探討服務業前期就業人
口對當期產值的影響。
4、產業期初工資：係指各鄉鎮市區製
造業及服務業期初的平均工資，藉此
瞭解產業薪資高低與所創造出之產值
兩者間的關係。
5、產業淨產值：係指各鄉鎮市區製造
業及服務業增加的生產總值，本研究
乃以工商普查中各年度間製造業及服
務業生產總值的差額，視為服務業生
產總值的增加數。

根據上述變數，以下我們分別建
立總體、消費性、生產性及綜合性服
務業之實證模型：
1、鐵路對於各市鄉鎮總體服務業的迴
歸方程式，設定如下：
ST=a0+a1STA+a2PO+a3SI+a4SW+ε
ST：為總體服務業產值增加數
STA：為鄉鎮市中心至車站最短距離
PO：為人口的社會增加數
SI：為總體服務業期初就業人口
SW：為總體服務業期初平均工資

2、鐵路對於各市鄉鎮消費性服務業的
迴歸方程式，設定如下：
CT= a0+a1STA+a2PO+a3CI+a4CW+ε
CT：為消費性服務業產值增加數
STA：為鄉鎮市中心至車站最短距離
PO：為人口的社會增加數
CI：為消費性服務業期初就業人口
CW：為消費性服務業期初平均工資
3、鐵路對於各市鄉鎮生產性服務業的
迴歸方程式，設定如下：
PT= a0+a1STA+a2PO+a3PI+a4PW+ε
PT：為消費性服務業產值增加數
STA：為鄉鎮市中心至車站最短距離
PO：為人口的社會增加數
PI：為消費性服務業期初就業人口
PW：為消費性服務業期初平均工資
4、鐵路對於各市鄉鎮綜合性服務業的
迴歸方程式，設定如下：
OT=a0+a1STA+a2PO+a3OI+a4OW+ε
OT：為綜合性服務業產值增加數
STA：為鄉鎮市中心至車站最短距離
PO：為人口的社會增加數
OI：為綜合性服務業期初就業人口
OW：為綜合性服務業期初平均工資

四、結果討論
經濟發展之演變，1930 至 1970 年

代以製造業為取向，1970 年至 1980 年
代為製造業和服務業之取向，1990 年
迄今則為製造業及高品質服務業持續
成長取向(Bailey, 1989)。因此服務業的
發展對未來之地方經濟及地方發展有
著十分密切之關聯。目前政府正致力
於各層面之重大基本建設，經由各項
建設來提昇投資環境之條件，以營造
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及科技島之目
標。交通建設為各項建設中重要之一
環。本研究為「重大交通建設對城鄉



發展及區域均衡影響之研究」中之一
子計畫，繼先前探討服務業對城鄉發
展及區域均衡之影響，並討論重大交
通建設對服務業分布及結構變遷之影
響及其對城鄉均衡發展所造成之影響
後，緊接著探討城際交通建設中鐵路
可及性對服務業的影響。

本研究根據理論基礎及文獻回
顧，瞭解到台灣地區城際交通如高快
速公路、鐵路、高鐵等運輸體系的完
善，對於地方產業的發展多所影響。
而產業結構方面無論從生產總值、對
經濟成長的貢獻或就業人口結構，都
可看出台灣地區和世界其他主要經濟
體的發展趨勢相同，由過去農業、工
業為主導，轉變為服務業為主導的時
代。因此本研究希望針對城際交通中
「環島鐵路」的部份，將之區分為西
部、東部（包含宜蘭、北迴、花東線）、
及南迴三段，分別探討其對服務業發
展之影響。若依理論及文獻來看，我
們預期鐵路這樣的城際交通會對地方
服務業產值有所影響；亦即藉著計算
各鄉鎮中心點與鐵路車站的可及性
（中心點至車站的最短距離），並同時
放入地方人口及產業變數（人口社會
增加、就業人口、薪資）來一併衡量
其與該鄉鎮服務業產值多寡的關係。

經由實證結果發現，地方性人口
及產業之變數多為顯著並與預期相
同，而鐵路車站對地方服務業的影響
則不如預期，亦即車站可及性並不顯
著影響該地區服務業發展。這樣的結
果可做以下解釋：
1、鐵路運輸佔有率的沒落

由鐵公路運輸佔有率的比較我們
可以發現，台灣地區無論是客運或貨
運，目前主要運輸方式都以公路為

主。鐵路雖是台灣地區最早發展的城
際運輸工具，但高快速公路的興建及
各鄉鎮公路網的完善，導致僅能以直
線運行且站點固定、機動性低的鐵路
漸趨沒落，因而產生實證上鐵路車站
距離遠近與否對服務業產值不顯著的
結果。
2、鐵路功能不符合服務業運輸需求

本研究先前提過，鐵路適合運輸
量多值低的長程貨運，根據八十六年
度統計，水泥、石灰石等原料性貨物
運輸約佔 91.66%。而本研究主要是針
對服務業做探討，以服務業的特性來
看，無論是消費性、生產性或綜合性
服務業，其產出多屬「量少值高」、無
形且不能儲存或運輸的產品，並且有
「及門」、「及時」的需求。鐵路運輸
在無法滿足這方面需求的情況下，其
對服務業的重要性，自然不及注重產
品運輸的農業或工業來的大，因而產
生車站遠近並不顯著影響服務業產值
的實證結果。

根據以上所得之結論，鐵路對服
務業產值影響並不顯著。故本研究針
對鐵路未來發展及相關政策做出以下
幾點建議：
1、加強鐵路提供都會區通勤之功能

目前鐵路客運的平均運程已有逐
年降低趨勢，且大部份屬於台北、新
竹、台中、台南及高雄都會區之通勤
旅次。因次未來鐵路客運運輸應加強
提供都會區通勤之功能，一方面舒緩
都會區通勤時間公路擁擠的情況，二
方面可使鐵路資源最做有效利用，並
促使其功能發揮至最大。
2、環島鐵路應與興建中的高速鐵路做
市場區隔

目前興建中的西部高速鐵路預計



民國 95 年通車，屆時其快速、便捷的
優點將使傳統鐵路面臨另一波市場佔
有率驟降的衝擊。為了避免既有資源
的浪費，應事先擬定市場區隔政策，
加強原有客運通勤運輸功能及貨運
「量高值低」--原料性貨物運輸之功
能，並研發休閒功能，提供旅遊運輸
以因應週休二日時代來臨，讓環島鐵
路之城際運輸功能更為彰顯，並藉此
均衡區域發展，為沿線產業帶來更多
商機。

五、參考文獻

1. 辛晚教，都市及區域計畫，中國地
政研究所，民國 80 年 5 版。

2. 汪有遠、陳淑端、曾慶鐘、周玉書、
李俊，我國經濟轉型期間服務業發
展之研究，交通銀行委託研究，民
國 80 年 7 月。

3. 林建山，中國大陸服務業現況，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印行，民國 82 年
12 月。

4. Herbert G.Grubel and Michael A.
Walker 著，陳彪如譯，服務業的
增長原因與影響，上海三聯書店，
民國 82 年 11 月。

5. 李庸三主編，台灣服務業發展論文
集，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
國 84 年 4 月。

6. 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台閩地區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7. 邊泰明、王憶靜，生產性服務業區
位與區域發展之研究，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民國 86 年 12 月。

8. 薛立敏、王素彎、杜英儀，生產性
服務業與製造業互動關係之研

究，行政院經濟委員會委託研究，
民國 82 年 6 月。

9.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台灣地區西部
走廊高速運輸系統對區域發展影
響之研究，民國 83 年。

10. 姜渝生，高速鐵路對區域發展影響
之研究，民國 86 年。

11. 八十六年台灣運輸系統現況及能
量，交通部運研所，民國 88 年 7
月。

12. 吳功顯，台灣東部經濟發展與北迴
鐵路之關係，台灣土地金融季刊21
卷第 3期，pp.1-55，民國 73 年 9
月。

13. 何東波、馮正民，淺論「區域發展
與交通運輸」，都市與計劃第二十
一卷第一期第 1~7 頁，民國 83 年。

14. 馮正民、蘇振維、朱冠文，台灣地
區西部走廊高快速運輸系統對區
域發展之衝擊，運輸計劃季刊第二
十四卷第四期，民國 84 年。

15.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年報，交通部運
研所，民國 88 年。

16.中華民國交通統計月報，交通部統
計處編印，民國 89 年 4 月。

17. 陳耀東，高速鐵路對台中都會區產
業分佈影響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
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9
年。

18. 賴廷彰，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交通建
設對台灣地區區域發展影響之探
討，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19. 許靜琇，花蓮地區北迴鐵路通車前
後區域發展差異之比較研究，台灣
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4 年。

20. 陳偉志，可及性與區域發展— 以台
灣地區西部運輸走廊為例，國立中



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
文，民國 84 年。

21. 黃淑儀，台汽與台鐵平行競爭路線
角色定位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交
通運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5
年。

22. 王憶靜，生產性服務業區位特性之
研究—以台北都會區為例，國立政
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輪文，民國
85 年。

23. 溫浩平，北迴鐵路建設前後東部各
縣市發展狀況之分析，國立台灣大
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5 年。

英文參考文獻
1. Ashton,D.J. and Sternal,B.K.

（1978），Business services and
New England’s export base ，
Boston： Ressearch departmen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2. Browning,H.C. and Singelmann,J,
（ 1975 ）， The Emergence of a
Service Society，Springfield。

3. Clark(1940) ，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Progress ， Lodon
Macmillian。

4. Coffey,W.J. and Polese,M.
（1987），Trade and Lo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 A Canadian
perspective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597-611。

5. Daniels,P.W. （ 1985 ）， Service
Industries ： A geographical
appraisal，Andover：Methuen。

6. Fisher,A.G.B（1935），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London，
Macmillian。

7. Greenwood,M. （ 1978 ），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Interal
Migration and Regional Ecocomic
Growth in Mexico ，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pp.17-31。

8. Grubel,Herbert G. and Michael A.
Walker（1989），Service Industry
Growth-Causes and Effects ，
Vancouver：The Fraser Institute。

9. Gujarati,Damodar N.(1978)，Basic
Econometrics ， New York ：
McGraw-Hill。

10. Judge,G.(etc.)（1988），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nometrics，John Wiley＆Sons。

11. Kaldor,N.（1970），The Case for
Regional Policies，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pp.337-347。

12. Leigh,R. （ 1970 ）， The Use of
Location Quotients in Urban
Economic Base Btudies ， Land
Economics no.46，pp.202-205。

13. Maddala,G. （ 1977 ） ，
Econometrics，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4. Marshall,J.N. （ 1982 ）， Linkages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no.14，pp.1523.

15. Muth,R.F.（ 1971），Migration：
Chicken or Egg ？ ，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no.38，pp.295-
306。

16. Mydral,G. （ 1957 ），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Regions ， Gerald
Duckworth&Co.Ltd。

17. Pederson,P.V.（1986），The Role of
Business Servi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a New Growth Centre
Strategy？，Scandinavian Housing
and Planning Research 3，pp.167-
182。

18. Richardson,H.W.（1973），Regional
Growth Theory，The Macmillian
Press Ltd。

19. Rostow,W.W.（1960），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 William I. Goodman.（ed），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
1968。

21. Williams,C.C.（1997），Consumer
Serv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J&L Composition
Ltd,filey,North Yorkshire。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page6
	page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