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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於第一章提出五個研究課題，並提出五個對應的研究構想，依序於

第二章至第六章之章節中呈現，本研究依據每一個章節之研究成果，彙整出五個

部分的研究結論，分別為理論分析與文獻回顧、都市模式演變實證分析、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之建構、台灣都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之效益評估與

UTLC 發展機制，依序說明如下。 

一、理論分析與文獻回顧 

（一）複雜理論可運用於 UTLC 都市模式演變之分析基礎 

本研究回顧複雜理論的起源及其應用於都市發展之相關文獻，建構了以

複雜理論分析 UTLC 都市模式演變的論點，研究發現「土地使用」與「交通

運輸」兩項條件，在自我組織與共同演化之下，經過長時間的演變而產生平

衡，因而演變出一種都市模式。然而，在演變的過程中，若遇到其他政策因

素的驅動下，亦可能改變「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現有的連結條件，再

次進行自我組織與共同演化，突變出另一種都市模式，而形成基於複雜理論

下，UTLC 都市模式演變脈絡的分析基礎。 

（二）UTLC 都市模式演變的脈絡及其特徵 

本研究從複雜理論應用於都市模式發展的觀點，發現都市模式演變驅動

力在於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從過去傳統的步行城市（TWC）開始，繼

而演變出工業化軌道運輸城市（ITC）、緊密型汽車導向發展城市（AOD-C）
及眾運輸導向發展城市（TOD）。但也出現「突變」的現象，如突變出蔓延型

汽車導向發展城市（AOD-S）及大眾運輸關聯城市（TRD）。而其中 AOD-S
與 TOD 成為當今世界各大城市的二個主要型態。 

本研究分析彙整出六種 UTLC 都市模式的特徵，請見前表 2-1，如 TWC
都市模式特徵為「以步行為主、高都市緊密度」；TOD 都市模式特徵為「高

大眾運輸搭乘率、高都市緊密度」；而 ITC、TRD 都市模式特徵為「大眾運

輸搭乘率與汽車使用率各半、中都市緊密度」；AOD-C 都市模式特徵為「高

汽車使用率、高都市緊密度」；AOD-S 都市模式特徵為「高汽車使用率、低

都市緊密度（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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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的相關研究彙整 

本研究從 TOD 都市模式相關文獻的回顧與分析，得到如下幾點發現。 

1. TOD 都市模式與永續發展緊密結合：受到「永續發展」的影響，近年來

TOD 的規劃理念形成潮流，其倡導混合土地使用、都市設計及以大眾運輸

為主要交通工具等，成為一種新的且有效率的規劃策略，而其規劃理念包

括：行人導向發展、多樣化住宅型態、傳統鄰里發展、新傳統發展、新都

市主義、都市設計與混合土地使用等。 

2. TOD 都市模式的討論：AOD 與 TOD 都市模式的型態，無論在土地使用與

交通運輸方面都是相對性，將都市導引向 TOD 都市模式，將可以克服 AOD
都市模式所帶來的各項負面衝擊。 

3. 實務規劃、設計準則與案例的討論：從這些面向的相關研究，得到如下幾

個結論，發展 TOD 都市模式，即是引導居住、工作、購物、休閒等活動

空間於大眾運輸路線廊帶上有秩序之分布，以形塑高可居性、可及性及有

效率的都市發展型態與土地利用模式。在設計準則部分，可以從四個基本

方向進行：（1）劃設 TOD 的規劃區域；（2）捷運車站周邊土地提高發展

密度及混合使用；（3）以人行為導向的都市設計原則；（4）配合上述三個

準則的落實，須對建築物設計與市中心停車加以管制。 

4. TOD 設計準則的成效討論：TOD 可以改變都市空間結構、並引導都市朝

向更緊密發展，以抑制都市的蔓延；此外，TOD 都市以大眾運輸為主要之

交通工具，亦提升了土地利用效率、減少交通擁塞、環境污染及節省社會

與國家財政成本。 

（四）TOD 都市模式之效益內涵 

本研究歸納相關文獻發現，TOD 都市模式包含二個觀點的效益：（1）實

質效益：可透過量化數據加以衡量，以獲知 TOD 都市模式在哪些層面具有「具

體明確」的效益；（2）預期效益：政策制訂者所認知之效益。預期效益所包

含的範圍較廣，其包含「社會層面」的效益及無法透過量化數據實證之效益。

此外，本研究亦從相關文獻的整理探討，得到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體系具備

如下之關係與效益內涵。 

1. TOD 都市模式效益間的關係：（1）效益間具有層級關係；（2）效益間具

有相互影響關係；（3）效益產生與影響之程度，具有時間動態關係。 

2. TOD 都市模式具有的效益內涵：（1）環境保護；（2）經濟發展；（3）社

會公平；（4）區位效率；（5）健康城市；（6）提升環境品質；（7）減低空

氣污染；（8）保護開放空間；（9）提高房地價值；（10）減低財政支出；（11）
促進產業發展；（12）減低年齡差異；（13）減低所得差異；（14）減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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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差異；（15）降低旅行成本；（16）提高交通可及；（17）提高交通易行；

（18）提高身體健康；（19）降低心理壓力；（20）促進公共衛生。 

二、都市模式演變實證分析 

本研究整理與運用相關研究文獻、計量指標與實證分析，並以全球 36 個城

市為例，分類出這些城市在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下的都市模式型態及其所具

備之都市模式特徵，最後，提出分類後都市模式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之策略構

想，並歸納如下三點的研究結論。 

（一）全球 36 個城市在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連結分析 

本研究透過計量分析方法與分佈圖的概念，發現「土地使用」與「交通

運輸」二者有密切的關聯性。如大眾運輸使用程度提高的時候，無論居住人

口或工作人口的緊密程度會提高，在土地使用上將呈現緊密的現象，反之，

則促使都市更加蔓延。 

本研究再以全球 36 個城市為實證對象，分析其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連

結特徵（請見前表 3-1），發現空間密度以亞洲城市最高，其次為歐洲城市，

再次之為北美城市，最低為澳洲城市。在交通運輸方面， PT / 比最高則為北

美城市，其次為澳洲城市，次之為亞洲中低所得城市，再次之為歐洲城市，

最低為亞洲高所得城市。住業失調之情形，以澳洲城市最為嚴重，其次為北

美城市，歐洲城市次之，亞洲城市的住業失調情形最不明顯，本研究也發現

住業失調之現象與運具的使用比例有密切相關。 

（二）都市模式之實證分類 

全球 36 個城市可分類為五種都市模式（請見前表 3-3 與表 3-4），整體而

言，亞洲、歐洲城市大部分屬於 TOD、TRD 與 ITC 的都市模式，偏向於大

眾運輸使用程度高、土地使用較為緊密的特性。而美、澳城市，大部分屬於

AOD 城市，偏向於私人運具使用率高，且土地使用較不緊密的特性，其中

New York、Bangkok 與 Taipei 則是屬於私人運具使用率高，但其土地使用也

緊密的特性。 

（三）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之策略構想 

本研究從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連結觀點，提出二個策略構想組合，策

略構想組合（一）提高大眾運輸程度，包含二個子策略：（1）和諧地混合土

地使用、（2）人行導向的大眾運輸路網與都市設計；策略構想組合（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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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土地使用的緊密度：（1）評估緊密發展的容受力總量、（2）提高大眾運輸

車站周邊土地使用強度。而 AOD-C 與 TRD 模式若要達到 TOD 模式則需進

行策略組合（一）；另外，AOD-S 與 ITC 模式則需同時進行策略組合（一）

與（二）。 

三、台灣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之建構 

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法，整理出 TOD 效益內涵，繼而設計「群體決策明示

結構法（GISM）」與運用專家問卷調查評分法，建立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

系，並得到如下之結論。 

（一）TOD 都市模式具有 20 個效益內涵 

本研究彙整出 20 個 TOD 效益內涵（請見前表 4-1），並從文獻發現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內涵，其具有層級關係、相互影響關係與效益成效實現的動

態時間關係，這些效益內涵與結構關係，可作為建構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

體系的構想。 

（二）應用 GISM 方法評估出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 

本研究修改 ISM 方法，將其主觀評估缺點轉變成客觀討論的方式，設計

出群體決策明示結構法（GISM），應用此方法評估出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

體系的層級關係與相互影響關係，這些效益關係說明了每一種效益間具有相

互的隸屬性，以及效益間有相互影響的特性，可會產生相互增長，抑或相互

遞減的效應，以致於在探討效益成效時，不能僅對單一效益進行評估或研擬

策略，而應從效益的整體性及其相關性，進行 TOD 都市模式效益分析的相關

研究。 

（三）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具有時間動態的特性 

本研究透過專家學者問卷調查評分法，將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的時間

動態特性歸納為五類（請見前表 4-3），分別為長期強成效、長期成效、長期

弱成效、中長期強成效及短期成效。由此可以發現，不同的 TOD 都市模式效

益，其成效的呈現會有時間上的差異，如長期、中長期與短期，又因為都市

背景的需求，其效益呈現的強度，也會因為效益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如強成

效、成效與弱成效。 

（四）建構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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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彙整 TOD 效益內涵間的層級關係、相互影響關係與時間動態關

係，建構出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請見前圖 4-7），共具有 16 個效益

內涵、3 個層次、35 個影響關係以及 5 類時間動態關係。此一效益體系可作

為監控台灣當今都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的發展成效，並可依據此研擬出適

宜的策略，以回饋與補強其演變的過程中，所欠缺 TOD 都市模式哪一部份的

成效。 

四、台灣都市演變成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模式之效益評估 

本研究應用 GANP 方法與專家學者問卷調查法，以台北市為實例，評估出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在網絡結構下的權重關係，繼而評選出最有效益的 TOD
方案，並得到如下之結論。 

（一）ANP 方法可應用領域廣泛 

本研究回顧國外知名期刊中，有關 ANP 應用之研究，發現 ANP 可有效

地被應用在探討都市社會中各種複雜具網絡結構的系統。 

（二）GANP 方法可應用於都市規劃議題 

本研究回顧相關文獻發現，原始 ANP 方法係由單一決策者進行各項系統

評估，諸多相關研究進一步將 ANP 結合模糊理論，以得到群體決策的意涵。

但當前仍有數個部分未探討，如 ANP 的網絡結構要如何有系統地建構？單一

決策者進行評估如何代表「專家」的意見？每位決策者在設計網絡結構的課

題時，要如何進行事先偏好的整合？事先偏好整合無法得知專家學者的獨立

看法，這些研究方法上的課題，為本研究對 ANP 方法改良的發現。 

據此，本研究結合 GISM 方法與 GANP 方法，以克服 ANP 應用上之課

題，以 GISM 方法建構出出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之網絡結構，依其結

構再應用 GANP 方法，有系統地評估出效益體系的權重關係與評選出最有效

益的 TOD 方案。 

（三）評估出具網絡結構之效益間權重關係 

本研究結合 GISM 與 GANP 方法，評估出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

之權重關係（請見上表 5-3），權重排序依序如下：（1）促進產業發展（17.92%）；

（2）提高房地價值（14.49%）；（3）提高交通可及（13.46%）；（4）減低財

政支出（12.97%）；（5）提高交通易行（12.42%）；（6）降低旅行成本（10.73%）；

（7）提高身體健康（4.89%）；（8）提升環境品質（4.51%）；（9）減低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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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4.49%）；（10）促進公共衛生（4.12%）；（11）減低所得差異（0％）。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中「減低所得差異」效益，其權重為「0」，表示

該效益僅會影響其他效益，導致其他效益在考量減低所得差異的因素下，發

生了效益間相對重要性，該效益的存在並非不具有重要性，而其存在會影響

其他效益的相對重要性，這也是網絡結構的重要特性之一。 

（四）最有效益之 TOD 方案 

本研究運用 GANP 方法，評選出最有效益的 TOD 方案（請見上表 5-5），
其依序如下：（1）A1 方案：提高 TOD 程度（52.38%）；（2）A2 方案：維持

TOD 程度（26.17％）；（3）A3 方案：降低 TOD 程度（21.45％）。這一個最

有效益之方案，也說明了台北市仍未屬於 TOD 都市模式，係因高達 52.38％
的權重指出，台北市仍須提高 TOD 程度，即台北市企圖演變成 TOD 都市模

式，其中仍有一段距離，仍未屬於 TOD 都市模式。 

本研究進一步以最有效益方案「提高 TOD 程度」，結合專家學者問卷，

建構 TOD 方案，其內容及發展的優先順序，依序如下：（1）提高大眾運輸程

度；（2）提高都市設計程度；（3）提高使用密度程度；（4）提高混合使用程

度。 

（五）專家學者對評估課題差異性之探討 

本研究設計「差異性指標（DI ）」評估出分群組的專家學者對於同一個

評估課題之差異性，並得到如下結論：（1）專家學者有獨立之看法，會產生

差異性，因此需透過「群體決策」方式，縮小差異對政策研擬所產生之偏頗；

（2）差異性可以觀察產官學對效益看法之差異，以研擬適用之策略；（3）檢

視不同部門的觀點，可以設計配套措施以滿足各部門發展 TOD 都市模式的個

別需求。 

五、都市模式發展機制 

本研究以政策支援系統理念作為機制研擬的架構，進而發展出土地使用與交

通運輸效益連結下的都市模式發展機制，並得到如下之結論。 

（一）政策支援系統 

本研究以政策支援系統理念中指標管理系統、策略支援系統、群體支援

系統與專家系統等概念，研擬 UTLC 發展機制，提出發展機制之策略，包含

「模式分類」、「發展目標」、「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最有效益連結下的發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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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簡稱為效益連結策略）」與「監控策略」，形成一套完整的「土地使用與

交通運輸效益連結下的都市模式發展機制」。 

（二）發展機制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益連結下的都市模式發展機制，此一機制由五個

部分組成，分別為：（1）發展機制的基本概念；（2）UTLC 都市模式分類策

略；（3）TOD 發展目標與；（4）效益連結策略；（5）連結效益的監控策略。

機制各部分結論如下說明。 

1. 發展機制的基本概念：從政策支援系統下的四個子系統，彙整出四個面

向的策略，如 UTLC 都市模式分類策略、TOD 發展目標、效益連結策

略及連結效益的監控策略，進而形成一套適宜台灣都市的 UTLC 發展機

制。 

2. UTLC 都市模式分類策略：提供一個都市模式分類實用的操作程序，只

要輸入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相關資訊於 UTLC 都市模式分類計量模型

中，可進一步分類出的都市模式的類別，並可獲知其土地使用與交通運

輸的計量特徵。 

3. TOD 發展目標：本研究提出 TOD 發展目標，目標之確立係依據最有效

益 TOD 方案中，提高 TOD 程度的內容與其優先發展次序。 

4. 效益連結策略：本研究依據 TOD 發展目標的四個面向，研擬四大類效

益連結策略，各策略又可達到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能有效益之連結，再

依據效益之重要性，發展出有先後順序之策略，如提高使用密度程度面

向，有 7 個策略；提高混合使用程度，有 6 個策略；提高都市設計程度，

有 8 個策略；提高大眾運輸程度，有 8 個策略。總計有 29 個效益連結

策略。這些效益連結策略之交互運用，將連結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之

效益，繼而促使都市有效益地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 

5. 連結效益的監控策略：本研究設計 TOD 都市模式效益評估公式，由專

家學者定期進行評估，可以監控都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的成效，繼

而促使都市有效益的轉向 TOD 都市模式。 

（三）配套措施 

根據上述之機制，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尚可以透過如下六個配套措施

進行：（1）特定專用區計畫：擬訂特定專用區計畫，給予土地使用特別規範，

以發揮 TOD 所能帶來的預期效益；（2）TOD 實質計畫研擬：本研究提出 TOD
實質計畫之研擬程序與內容，其設計程序共分為三個階段，依據每個階段發

展出獨特的、適宜的 TOD 實質計畫；（3）資本門改善計畫：利用來加強大眾

運輸設施的服務水準及服務範圍，可以使新興地區也能同時享受到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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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服務；（4）計畫單元整體開發：TOD 重要理念即是提高土地使用強度、

混合土地使用及優質的都市設計，而落到實務執行面，PUD 將是一個執行的

手段，使傳統土地使用管制，可以有更多的變化；（5）開發協議：在一特定

時間地方政府與業者雙方協議，政府承諾任何 TOD 計畫的土地使用開發案；

（6）聯合開發：結合捷運設備(如車站)與鄰近土地使用，或是至公營捷運單

位與私有土地開發者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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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於建構都市模式分類計量模型、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評估出最

有效益之 TOD 方案，進而建立了 UTLC 發展機制，提供一套有系統的機制，以

企圖有效益的連結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形塑台灣都市為 TOD 都市模式。為求

機制能夠有效益的落實，並結合 TOD 都市模式所帶來之成效，本研究提出如下

之建議。 

一、研擬政策並落實於制度中 

本研究藉由政策支援系統，建立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益連結下的都市模式

發展機制，該機制雖具有 4 個步驟、4 個發展目標、29 個效益連結策略及 1 個效

益監控模式，但仍屬於「策略階段」，尚未具有公信力與執行力之政策與實質規

劃案。因此，本研究建議後續可將 UTLC 發展機制的各個面向，結合現行的都

市計畫與交通運輸建設相關法令制度，進而研擬公共政策，以實際落實台灣都市

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之總目標。 

二、以增值回饋建立 TOD 都市模式開發之財務機制 

台灣都市落實 TOD 概念，可以獲得諸多正面之效益，但發展 TOD 都市模

式最大的課題，在於缺乏資金挹注大眾運輸的建設與土地的開發，然而，落實

TOD 可以帶來最大的前二個效益卻是經濟效益：促進產業發展與提高房地價

值，從上述之研究得知，如何運用 TOD 所帶來的經濟效益來資助 TOD 的再發展，

成為台灣城市發展 TOD 的重要課題，其中增值回饋（value capture）可以帶來

TOD 發展的轉機，有助於城市財務機制的永續發展。 

增值回饋運用於發展 TOD 城市的目的，係在於釐清政府單位、開發者、受

益者的權利及義務關係，並提倡享受到大眾運輸開發所帶來的不動產增值的受益

者，應將其部分回饋於社會大眾，政府將此回饋再用於開發大眾運輸系統，事實

上，增值回饋中受益者付費與我國「工程受益費」類似，也明文載於土地法第

147 條與都市計畫法第 77 條的內容中，又增值回饋的另一個概念所提及，應於

一定期限內，房地產雖未經移轉，亦可以課徵其增值的部分，此一概念與我國土

地法第 176 條第 1 項類似，即：「土地增值稅照土地價值之實數額計算，…，或

雖無移轉而屆滿十年，徵收之。」就我國的土地開發與都市發展相關法令制度而

言，增值回饋的實施是有其相關之法律規定，可將其落實於 TOD 的發展機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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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 TOD 特定專用區計畫 

依據本研究之效益連結策略的面向與發展目標，擬訂 TOD 特定區計畫，給

予土地使用特別規範，以發揮 TOD 都市模式的成效，其中大眾運輸車站土地之

特定區計畫，亦應結合土地使用、交通運輸與公共設施等計畫，再透過其他各項

輔助性政策工具以達到 TOD 整體的發展成效。 

四、結合資本門改善計畫與大眾運輸系統的開發 

本研究提出之 UTLC 發展機制中，尚缺乏一個可運用之開發財務機制，而

本研究建議資本門改善方案，可應用於 TOD 都市模式之開發，以減低大眾運輸

開發上財務預算之限制，可以減低政府財政之支出，也可以確保大眾運輸之興建

能有計畫有秩序地執行。 

五、應用 PUD 開發 TOD 

TOD 最有效益方案中，包括提高土地使用強度、提高混合使用程度、提供

更優質的都市設計與提高大眾運輸搭乘旅次數等，本研究建議應用 PUD 開發方

式，促使密度、開放空間、土地使用、設計元素和開發的時機及程序更有彈性。

以提高 TOD 開發的可行性，及其發展目標可以被落實。 

六、以聯合開發與開發協議落實公私合作的機制 

本研究發現 TOD 都市模式兼具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效益，然而興建大眾運輸

系統需要耗費相當財力與物力，因此 TOD 都市模式的演變，需要透過公部門與

私部門需的共同合作，以聯合開發的方式，由政府掌握土地開發的控制權，提供

開發又因與利得，由私部門進行大眾運輸系統與土地的聯合開發，在開發的過程

中，為求提高開發效率，再輔助開發協議的方式，透過鬆綁協議當時法規管制之

限制，由開發者提出之開發計畫取代法定計畫內容，經由開發許可的審查，取得

政府授與之開發權利，提供私部門開發 TOD 區時，於開發審議過程中的確定性，

又不會影響到政府公權力的行使，使得政府與開發業者獲得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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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方向之建議 

本研究探討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下的都市模式演變及其效益評估之議

題，建立出一套 UTLC 都市模式的分類模型、建構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

評選出最效益的 TOD 方案與研議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益連結下的都市模式

發展機制。在研究過程中，本研究也發現其餘相關課題可供後續之研究，據此，

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一、都市模式分類的再檢驗 

本研究於都市模式分類時，其調查資料係採用 1990 年代，主要目的是為了

清楚劃分都市的模式，並建立分類的量化數據，透過該數據已確立了 1990 年代

的各大都市模式類別，各大都市的發展政策大部分規劃朝向 TOD 發展，本文後

續研究將運用 2000 年相關的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資料（或者更新），以檢驗 10
年來，全球各都市在發展成 TOD 模式的效益。 

二、全球城市其都市模式之永續性探討 

本研究建立六種 UTLC 都市模式，就文獻回顧而言，TOD 永續性最高，而

AOD 的永續性最低，後續可以透過本文分類的五種模式，以 36 個城市的實際數

據，運用永續發展指標進一步驗證各種模式的永續性，以及各區域都市在同一都

市類型中其永續表現之差異。 

三、建立 TOD 都市模式成效評估指標 

本研究建立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目的之一，即是要監控 TOD 都市發展

的成效，然而，監控發展成效亦可以透過量化資料加以佐證，因此，本研究後續

將把 TOD 效益體系內的每一個效益內涵，轉變成效評估指標，以量化的方式評

估一個城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時，其各方面的效益成效的實際數據。 

四、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的驗證 

本研究所建構之台灣都市的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係透過專家學者的意

見所建構，本研究後續將針對每一個效益意涵，進行實證研究，以確立其具有實

質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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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值回饋之應用 

增值回饋可進一步探討如下之議題。 

（一）TOD 都市模式成功的演變，其重要關鍵在於財務是否能夠資助或平衡，

財務平衡亦是當前國外探討 TOD 最熱門的議題。本研究後續將彙整英

國、美國各大城市 TOD 的開發財務機制及其落實增值回饋之方法，進

行制度間的比較研究，以提供台灣都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之開發財

務機制的參考。 

（二）TOD 都市模式的演變，需要透過 TODs 區的開發，因此 TOD 的落實必

須分期分區，也必須隨時有充足的資金來源，而財務機制將可讓 TOD
發展有時序、有能力去完成，本研究後續將透過多準則評估方法，評選

出 TOD 概念中的大眾運輸復甦投資區（transit revitalization investment 
district，TRID），並評估出其開發之優先順序，以供給開發商或地主等

私人申請開發，以此一分區的開發與利得共享，進一步獲取發展 TOD
都市模式的資金來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