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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分析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理論分析基礎 

現代都市規劃與政策大師 Tim Blackman（1995：1）指出：「或許數十年有

許多重要的都市規劃與政策議題，…，而應用複雜理論於進行探討，是當今都市

規劃最重要的核心議題。」都市規劃議題探討的理論基礎，已經邁入「複雜理論

（complexity theory）」的應用時代。而本研究將以複雜理論作為探討都市模式

發展與演變的理論基礎。 

一、複雜理論與其應用於都市模式發展觀點的起源 

（一）複雜理論的起源 

複雜理論是一個歷經百年在科學領域中探索，所得到的一個共識的研究

成果。科學領域中首先出現簡單科學（simplicity）典範，如牛頓（Issac Newton, 
1643-1727）的學說簡單易懂，世界上各種現象，可以透過法則來解釋，是穩

定的、沒有變化的。然而，事實上，牛頓的學說仍無法解釋諸多複雜的現象，

隨後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所提出之相對論（ theory of 
relativity），認為現實世界並那麼簡單，而是充滿了不確定性、不可預測性，

而呈現無法組織化的複雜系統（disorganized complexity），這樣的科學發展脈

絡，直到 James A. Yorke（1941-）於 1970 年代提出混沌（Chaos）的概念，

才以混沌科學的名詞取代之，而陸續發展成為科學領域的一個重要學門。 

混沌科學的研究成果經過不斷地累積與融合，並且逐步應用在生物科

學、人類學、社會學科學等領域，這些新的研究發展整合成為一個學門，稱

之為「複雜理論（complexity theory）」。在 1984 年，由 George Cowan 與 Murray 
Gell-Mann 創立「聖塔菲學院（Santa Fe Institute）」，成為第一個對複雜理論

有系統研究的機構，並也後來陸續加入了大師級的學者，這些學者涵蓋了經

濟、生物、電腦、政治、人類與社會各領域，複雜理論在這些學者的努力下，

逐步地累積出研究成果（蔡敦浩、藍紫堂，2004：717-718）。相較於混沌科

學，複雜理論認為世界的現象，不是無法組織化的複雜系統，而是具有組織

化的複雜系統（organized complexity），即是探討各種系統的問題時，系統內

會經過調適、演化、互動及自我組織的特性，也呈現出其演變的秩序，其過

程為一個非組織化的複雜系統。換言之，以複雜理論探討系統的課題時，應

具備有如下幾個特性（Fullan, 2000：4-5；Stacy, 1996：349；陳成宏，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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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 
1. 所有組織皆是藉由非線性回饋迴路網絡（nonlinear feedback loops）與其

內的成員和外部環境組織做連結。此種非線性回饋系統完美運作於穩定

與不穩定間的動態平衡狀態，亦即混沌邊緣。 

2. 所有組織皆是弔詭（all organizations are paradoxes）。一方面因為整合、

監控的驅力、人性中對於安全感與安定感的需求，以及對環境的調適本

能，組織乃無可避免地逐步向穩定區域移動；另一方面則因為分歧、離

散的吸引、人性中對於刺激、冒險的追求，以及自我封閉保護的本能，

組織逐步朝不穩定平衡（unstable equilibrium）方向靠攏。 

3. 如果組織一味往穩定區域移動，則組織將漸漸僵化、萎縮以致喪失回應

變革的能力；如果組織全然朝不穩定方向靠攏，則組織必然分崩離析、

雜遝潰散。唯有把組織維持在穩定與不穩定之間的交會處，組織方有持

續演化、永續發展之可能，而此交會處即是混沌邊緣，一種難以保持的

耗散結構。 

4. 成功演化組織的行進路線是一種不規則、不連續、跳躍式的軌跡，模糊

但卻暗藏秩序。成功演化組織的不規則行進路線使然，其未來乃一片混

沌，難以預測。 

5. 複雜體系無法掌控其長遠的未來，亦難以藉由特定的架構來左右其方

向，同時也不可能採取明細的分析推理或理性規劃以影響未來發展。複

雜體系著眼於短期、當下的及時回應。 

6. 複雜體系之長期動態平衡發展取決於自發性的自我組織（spontaneous 
self-organization）過程，而其中指導組織演化的策略方向，將可能隨時

導致突變。自發性的自我組織形成乃指組織內成員間的政治互動和學習

過程。身處複雜體系內，管理者（領導者）因此必須懂得使用譬喻來處

理組織內的混沌、模糊、弔詭和兩難。管理者（領導者）必須以創意性

的思維來尋求、探測組織與其環境間的最適互動。 

從這些特性的說明，本研究將複雜理論簡化，應用複雜理論探討系統課

題時，應從其「自我組織與共同演化」、「驅動力與突變」與「動態平衡」進

行探討，如圖 2-1 所示，以都市系統為例，都市的組成係由各種內部因素，

如人口、土地資源、交通系統、環境資源、社會組織、產業發展等，進行自

我組織與共同演化，在動態中取得平衡點，形成一個獨特的都市系統，然而

在過程中，可能因為某一驅動力，如政治結構改變、政策指引、某種資源發

現（如石油）、科技進展等，而導致突變的現象，產生歧異的自我組織與共同

演化過程，形成另一個獨特的都市系統。換言之，從複雜理論去探討一個系

統的課題時，這個課題是呈現組織化複雜性，可以從複雜、混沌的系統中，

找出一個秩序，但這一個又可能因為新的因素加入，而促使其產生一個新的

秩序，是一種具有「生命科學」意涵的思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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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複雜理論與都市系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複雜理論應用於都市模式發展觀點 

都市規劃、設計與建築大師 Jane Jacobs（1916-2006）於其一書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471）中指出：「對於城市探索的路

徑，現在有一些進展了，就是瞭解都市發展有哪一些課題…。都市發展的課

題具有組織化的複雜性（organized complexity），就像生命科學一樣，都市展

現出數以百計又相互聯繫的發展課題。…雖然這些課題很多，但是並不混亂，

而是相互聯繫，有機的成長。」50 年前，Jane Jacobs 提出都市發展具有「複

雜性」的課題存在，即是都市模式（urban form）的形塑與成長，雖然動盪，

但也呈現像生命科學中「相互聯繫的有機成長」，而這一個看法是複雜理論應

用於都市發展觀點的起源。 

以理論面探討都市模式的形塑與發展，誠如 Batty（2005：2）的研究所

指出，早在 50 年前，在相同於 Jane Jacobs 活絡的時代，即有理論提出都市

模式是如何形塑及如何發展，如傳統空間經濟學的「區位理論（location 
theory）」，雖然該理論說明了都市模式的空間結構，但卻無法說明都市模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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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結構如何演變，以致於產生了空間發展的秩序。此外，傳統的空間經

濟學的理論也無法說明都市模式在「動態時間（temporal dynamics）」上演變

的過程。 

誠如上文，都市模式的形塑與發展，過去以空間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理

論進行探討，已經出現無法解釋「演變」，此種時間動態的課題。其中 Jane 
Jacobs 提出都市模式發展具有組織化的複雜性，即是對於傳統空間經濟學的

挑戰與質疑，而她又是受到 Warren Weaver（1894-1978）的一書 Science and 
Complexity（1948）所影響（Batty，2005：3）。Weaver（1948）研究認為，

系統的課題可以被區分為三個面向，包括：簡單（simplicity）、非組織化的複

雜性（disorganized complexity）與組織化的複雜性（organized complexity）。
其當中，以組織化的複雜性為科學領域中最新的思路，其能秩序化混亂與複

雜的各種系統，當然也包含都市系統。Weaver（1948：548）又指出：「系統

課題的三個面向被廣泛的運用在生物學、醫學、心理學、經濟學與政治學等，

這些相關的課題太過於複雜，無法以簡單與非組織化的複雜性來探討，…。

未來的 50 年，應當學習以組織化的複雜性來探討系統的課題。」受到 Warren 
Weaver 的影響下（Batty，2005：3），Jane Jacobs 在都市規劃領域，第一位提

出：「都市發展具有組織化複雜性。」而這個概念即是傳承自科學領域中的「複

雜理論」。 

都市模式與其發展無疑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因此，在 Jane Jacobs 之後，

有系統複雜理論的概念被推出，立刻受到都市模型研究學者的注意，並即投

入如何引用複雜科學來詮釋都市發展的探索，其中，立即被都市學者應用的

模式便是細胞自動體（cellular automata，以下簡稱 CA），因為 CA 的特性與

都市特性有許多雷同之處，CA 是以細胞（cell）作為空間組成的單元，而細

胞間的互動以一定的規則在一定的空間及時間範圍內互動，這個概念與都市

發展的特性吻合（賴世剛，2006）。而 CA 的概念是以「數學符號及計量模式」

來表示自我組織、動態平衡與突變的現象，用以說明都市模式發展的邏輯及

預測其未來的發展動態。在這一個領域的代表性學者，如 Michael Batty，在

其鉅作 Cities and Complexity（2005）中，詳細地說明複雜理論、細胞自動體

與都市系統及都市模式發展的關係。 

運用複雜理論探討都市模式整體演變或都市內某一系統的變遷，其比較

著名之研究，如 Alberti（1999）探討都市生態系統的變遷；Allen（1997）探

討都市與區域的整體變遷與自我組織的現象；Batten（2001）探討都市地景

的變遷；Batty and Xie（1994）探討都市與細胞特性的關係；Batty（1996）
以細胞自動體等概念探討都市變遷；Benenson and Torrens（2004）以細胞自

動體探討都市地理空間變化；Clarke, Hoppen and Gaydos（1997）以細胞自動

體模擬舊金山灣區都市化的歷史歷程；Portugali（2000）探討都市模式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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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組織的現象；Reid, Kruska, Muthui, Taye, Wotton, Wilson（2000）以細胞自

動體探討土地使用與地景變遷。從上述之相關研究發現，複雜理論中自我組

織（細胞自動體）、動態平衡及突變與驅動力等概念，被廣泛地運用在都市模

式演變與都市系統變遷。據此，本研究將以複雜理論作為 UTLC 都市模式演

變的分析基礎。 

二、複雜理論應用於 UTLC 都市模式演變的分析基礎 

本研究以複雜理論的核心觀點，應用於 UTLC 都市模式演變的分析基

礎，如圖 2-2 所示，當 A 都市模式在「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兩項因素，

自我組織與共同演化之下，經過時間的演變，會在一個時間點產生動態平衡

的現象，因而演變出 A’都市模式，然而，在演變的過程中，若遇到「某一強

烈因素」的驅動力，將會改變「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現有條件，再

進行自我組織與共同演化，突變出 A”都市模式。據此，本研究將以這一個概

念，回顧與分析 UTLC 都市模式的演變脈絡與模式特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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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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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演化

動
態

平
衡

歷
史
時
程
：
時
間

( T )   
=  1  ,  

2  ,  
…

,  n

A＂
都市模式

驅
動
力

突變

 
圖 2-2：複雜理論應用於 UTLC 都市模式演變的分析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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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連結與演變 

從「複雜理論」觀點探討都市模式的演變，本研究將其界定於「土地使用」

與「交通運輸」為自我組織的主要因素，在長時間動態的相互連結下，演變出不

同的都市模式，但其過程中也出現了「突變」的現象，並非預期地從傳統的步行

城市演變成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城市，也演變出其他相似的都市模式，這也說明土

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下的都市模式具有「組織化的複雜性」，在複雜、混亂的

演變過程中，產生空間發展的秩序。緣此，本研究回顧 100 年前至今的都市模式，

從其在歷史階層的混亂的演變過程中，尋找出 UTLC 都市模式的演變脈絡、模

式特徵與演變目標。 

一、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下的都市模式演變 

都市模式的探討，自 Burgess（1925）與 Hoyt（1939）分別描述都市結構的

一般模式以來，研究都市內部結構，如人口特徵、組織、活動與行為在都市地域

的分配模式，即逐漸興起（謝高橋，1990）。都市模式從其結構的討論，包含人

口、社會、文化、經濟、工業、商業、運輸與地形等（Hawley，1950；謝高橋，

1990），這些結構的組織，在都市內不斷地變化，而形成不同的都市模式及結構

（Schnore，1965；謝高橋，1990）。基於本研究之動機與欲探討之目的，本研究

以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作為探討都市模式結構的組成因素，都市模式亦在此二

個因素的連結與組織下，演變出各種都市結構模式，即本研究所謂之 UTLC 都

市模式。 

本研究歸納整理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相關研究，誠如第一章研究動機所

言，當前側重於土地使用對交通運輸的相互影響研究，在這些相關研究指出，土

地使用會影響旅運行為，旅運行為的變化則回饋至土地使用的改變，不斷地循環

與相互影響（Berman, 1996；Cervero and Landis, 1992；Cervero and Seskin , 1995；
Crane, 1998；Ewing, 1997a；Handy, 2005, 2006；Li and Lai, 2009；Newman and 
Kenworthy, 1999ab；Shore, 2006），因此，不同的「土地使用」與相異的「交通

運輸」在互相影響下，形成了連結作用，而其連結後其形塑之都市模式，即為本

研究所謂之 UTLC 都市模式。基於複雜理論的觀點，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之連

結，即是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在「自我組織」及「共同演化」下，經過長時間的

動態均衡，演變出不同的都市模式，本研究從相關文獻的整理，進一步分析 UTLC
都市模式在歷史階層的演變，由於本研究整理之文獻來自於歐美各國，建立如圖

2-3 之演變歷史年表，各階段演變出的 UTLC 都市模式意涵，係以歐美各國都市

模式為例，說明如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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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下的都市模式演變歷史年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傳統的步行城市 

傳統的步行城市（TWC），如圖 2-4 及圖 2-5 所示，該種都市模式已發展

超過 10,000 年，至今日仍有一些城市屬於這種型態，其活躍於西元 1880 年

代以前，土地使用的特徵為高密度且混合使用，並夾雜著狹窄的街道，是一

種自然形成的有機城市（organic city）（Tarr and Konvitz, 1987；Katz, 1994），
在步行城市中，每個地方都可以半小時至一小時的時間以步行到達，因此城

市規模很少超過 5 公里，許多城市時至今日仍保有許多步行的特色（Newman 
and Kenworthy, 1999a：2），如 Kostoff（1991：83）指出：「城市的規模決定

在可以步行在街道人口數量。」換言之，都市發展與步行距離息息相關，而

人類的交通行為及運輸設施影響了土地開發的種類。 

 

說明：傳統的步行城

市以市中心（政治核

心地區，如皇宮、地

區主宰者的居所）為

核心，以步行可行的

距離向外開發，然而

受限於交通條件，都

市規模小但人口集

中，因此土地開發呈

現高密度緊鄰道路

發展之情形。 

圖 2-4：傳統步行城市概念圖 
資料來源：Southworth and Ben-Joseph（1997：31） 

傳統步行城市如圖 2-4 及圖 2-5 所示，都市呈現有機結構（organic 
structure）的展開，土地開發混合而且高密度，交通運輸則以步行為主，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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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一些城市保有這些特徵，如歐洲 Munich 的 Arabella Park 地區、Stockholm
近郊的一些城市；此外，如美國與澳洲中部的城市，過去也曾是步行城市，

但這些特徵時至今日都已消失了，只有一些著名的歷史城市尚保有這種古老

的都市模式的基本特徵，如 Sydney 的 Rocks 區、Femantle 的西區、Philadelphia
城的 Society Hill、Boston 的北區或 New York、San Francisco、Melbourne、及

Sydney 的市中心（Newman and Kenworthy, 1999a: 3）。 

CBD
□

土地開發高密度

土地開發中、高密度

步行可及距離

都市範圍

高密度

混合使用

有機的都市結構  

說明：傳統步行城市

在交通運輸與土地

使用的整合下，呈現

有機的都市結構模

式，土地使用的互動

取 決 於 步 行 的 距

離，因此土地使用必

須為高密度開發且

混合，才能符合居民

需求，而都市的範圍

受限於步行可及之

距離。 

圖 2-5：傳統步行都市模式中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參考整理自 Newman and Kenworthy（1999a, 2000） 

（二）工業化軌道運輸城市 

到了 19 世紀後期（大約 1880 年至 1920 年），工業快速發展，重工業向

市中心集中，市區髒亂而且擁擠（Hall, 1988），都市內工業場所吸收的大量

勞動力提供都市所需的新產品與服務，然而，此時由於土地與就業機會供給

有限，人口卻過度集中，住宅與工作用地需求遠大於供給，居住與工作者因

而降低品質在不當的區位且過量的集中，已經開始逐漸有向郊區發展的傾

向，形成居住在郊區、工作在市區的現象，又在當時軌道運輸的興起，旅運

速度提高，距離大幅加長，人們可行的距離增加，軌道高運輸量的特性，使

得郊區連結市區的鐵路（train）與電軌車（streetcar or tram），促使都市放射

狀的向外蔓延、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及次中心的產生，成為當時 UTLC
的都市模式（Warner，1962；Vance，1964；Middleton，1967；Fogelson，1967；
Porter，1997），換言之，該時期則是以土地發展需求與都市開發來引導軌道

運輸系統的興建，呈現土地開發引導大眾運輸（development-oriented transit，
DOT）的情形（Belzer and Autler, 2002: 4），都市藉由運量較高、較快的軌道

運輸向鄉村迅速的蔓延，土地開發沿著鐵路與車站呈現線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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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軌道運輸城市如圖 2-6 及圖 2-7 所示，以車站與鐵路為發展軸心，

向郊區蔓延與蛙躍發展，其中電軌車成為市中心與近郊的主要交通工具，通

勤者也透過這種運輸方式在近郊居住，但近郊由於仍鄰近市中心，地價高且

環境品質低劣，因此在郊區第一圈形成中密度蔓延；而速度更快的鐵路火車，

將土地開發行為帶至更遠的郊區，使得郊區第二圈形成高密度的蛙躍發展。

大部分的澳洲與美國城市仍保有這個時期的特徵，例如 Melbourne 和

Philadelphia 城的郊區仍可看到其沿鐵路線狀發展的型態，（Newman and 
Kenworthy, 1999a: 4），尚有些城市雖然過去的鐵路已經重建或廢棄，但是仍

保有一些基本特徵，如 Edinburgh、Los Angles、Melbournce、Stockholm 和

Sydney 的郊區等（Davison, 1978；Spearitt, 1978）。 

 

 

說明：上圖為英國城

市 Edinburgh，鐵路

車站周圍為工業區

與商業區，住宅區因

為工業污染而透過

綠帶隔離，並藉由鐵

路的延伸與車站的

設立，向郊區發展，

郊區密度提高呈現

蔓延的現象。下圖為

Stockholm 的郊區，

鐵路駛入郊區的山

林中，周圍產生了密

集的土地開發情形。

圖 2-6：工業化軌道運輸城市概念圖 
資料來源：王受之（2003：214）；Newman and Kenworthy（19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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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高密度

近郊中密度

郊區高密度蔓延發展

軌道運輸車站（節點）

鐵路運輸

郊區電軌車

 

說明：工業化軌道運

輸城市在交通運輸

與土地使用的整合

下，以火車（遠郊）

與電軌車（近郊）為

主要運輸工具，而土

地使用則呈現市中

心高密度、郊區與運

輸節點中、高密度。

圖 2-7：工業化軌道運輸都市模式中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參考整理自 Newman and Kenworthy（1999a, 2000） 

（三）汽車化導向發展城市 

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戰事中研發出更多適合路面行駛的汽車，改良後

更加便利，再者隨著福特主義大量生產的概念產生，汽車逐漸地取代郊區電

車的地位（Belzer and Autler, 2002：5；Dittmar and Ohland, 2004：6）。汽車的

快速成長，形成都市中的主要運輸工具，更伴隨著道路的大量興建，各種開

發則沿著道路旁集中，在 1920-1990 年代間形成了所謂的汽車導向發展城市

（automobile-oriented development city, AOD）（Carlson, 1995；Dunphy, 1997；
Newman and Kenworthy, 1999a）。而此一時期，大眾運輸系統的規劃則是用來

服務汽車擁塞的市中心地區，汽車擁塞的地區亦是人口密度及商業集中的地

區，這種為了服務土地利用密度高（人口工作與居住通勤的需求）及汽車擁

塞度（輔助汽車的第二項運輸工具）為導向的大眾運輸開發型態，此一階段

又稱之為汽車化導向發展需求引導大眾運輸開發（auto-oriented transit，AOT）
（Belzer and Autler, 2002）。 

根據 AOD 相關研究的彙整（Carlson, 1995；Dunphy, 1997；Hart and Spivak, 
1993；Zuckemann, 1992；Newman and Kenworthy, 1999a, 1999b, 2000），本文

將汽車導向發展城市細分為二個時期：（1）1920- 1970 年代為一般道路導向，

但於都市內部緊密發展的 AOD-C 型態；（2）1970- 1990 年代則為高速公路導

向郊區開發蔓延、蛙躍發展的 AOD-S 型態。基本上，AOD 與 ITC 時期都市

模式的差異，在土地利用方面未有太大改變，而是在交通運輸方面由軌道運

輸轉變成私人運具為主的小汽車。又 ITC 與 AOD，皆是以地區發展的需求所

形成的 UTLC 都市模式，無計畫性的都市發展與土地利用，導致日後的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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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及大眾運輸使用無效率的現象。在 AOD 的都市模式，如圖 2-8 及圖 2-9
所示，土地資源被濫用，每人擁有之開放空間逐年減少，環境資源流失，都

市發展區位隨著道路建設而向外圍擴張，解構人口在空間的分布圖像，引發

住業失調的現象，造成上下班尖峰時間更多的交通流量、交通旅次，也因而

衍生更多的擁擠成本與空氣污染，市郊的蛙躍式發展，更形浪費許多公共設

施支出成本，剝削了市中心的都市公共財（Shannon, 1983）。在這樣透過道路

去中心化及郊區化的結果，都市的中心地區存在著老舊的簡陋區(deterioration 
area)、頹廢區(decay area)及衰敗區（blight area)（Edel, 1981）。汽車導向發展

的城市是 1990 年代至今之主要發展型態，例如北美跟澳洲大部分的城市都屬

之（Newman and Kenworthy, 1999b：32）。 

 

 

說明：上圖為汽車導

向蔓延發展城市型

態，透過高速公路將

土 地 開 發 帶 到 郊

區，形成沿著高速公

路的線狀與點狀發

展；下圖為汽車導向

緊 密 發 展 城 市 型

態，市區道路密集、

複雜，土地利用高度

集 中 在 主 要 幹 道

上，次要幹道周邊土

地亦是呈現高密度

發展。 

圖 2-8：汽車導向發展城市概念圖 
資料來源：Leccese and McCormick（2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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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蔓延

蔓延

蛙躍

生態環境

敏感地區

汽車導向

緊密發展

汽車導向

緊密發展

高速公路

公路

大眾運輸

運輸節點

土地使用高密度

土地使用中密度

土地使用低密度
汽車導向

蔓延發展

汽車導向

蔓延發展

市區道路

 

說明：汽車導向城市

在交通運輸與土地

使用的整合下，在市

區呈現緊密發展，向

都市外圍透過高速

公路與一般公路的

延伸，形成中、低密

度的蛙躍與蔓延發

展。 

圖 2-9：汽車導向都市模式中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大眾運輸關聯發展城市 

1970- 1990 年代，許多研究與政策開始反省 ITC 與 AOD 的 UTLC 模式，

如 Daniels（1972）、O'Connor（1980）、Ley（1988）、Rice Center（1987）、
Bell（1991）、Douglas（1992）與 Cervero and Landis（1992）指出唯有改變

土地的利用型態及緊密地往市中心再發展（compact development），才能有效

提高大眾運輸效率。此外，Hilton（1968）、Meyer and Gomez-Ibanez（1981）、
Smith（1984）與 Cervero et al.（2004）的研究再指出，大眾運輸效率的提高

也提高了土地利用效益，於是有計畫性的土地利用與大眾運輸整合政策相繼

而出，當時都認為小汽車的過度發展及都市蔓延，非但會導致經濟發展的無

效率（如政府付出更多的公共支出以興建道路及公共設施，來滿足蔓延地區

的需求），也會造成環境品質的破壞（如生態敏感區開發與汽車廢氣等污染）。 

緣此，許多城市期望透過大眾運輸系統的開發來「取代道路的興建」與

「解決交通擁塞與環境污染」的課題，逐漸開始重視大眾運輸的重要性，土

地開發緊鄰著大眾運輸發展，形成了大眾運輸關聯發展城市型態

（transit-related development city, TRD）（Belzer and Autler, 2002：5；Dittmar and 
Ohland, 2004：6），如圖 2-10 所示，該一階段為小汽車與大眾運輸使用率兼

半，而土地開發的重點與密度轉移到大眾運輸場站周邊。然而，大量的興建

大眾運輸系統，企圖解決「運輸」的課題，未把土地使用的因素結合進來，

僅是單一方向的開發大眾捷運系統，認為所有地區的土地發展皆與大眾運輸

系有關聯性，並未合理、效率地的配置土地使用型態，非但導致大眾運輸的

使用無效率，也加重開發核心區的發展負擔，甚至導致了如同 ITC 一樣往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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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蔓延的現象。大眾運輸關聯發展的城市亦是 1990 年代至今之主要的都市發

展型態，例如歐洲大部分的先進城市皆屬於這個型態。 

 

 

說明：大眾運輸關聯

城市，是一種欲發展

成 TOD 都市模式的

變形，如上圖所示，

大眾運輸場站週邊

土地雖然呈現密集

的開發，缺乏良好的

步行環境空間，太過

擁擠的土地利用型

態，使得降低行人步

行的意願。由下圖則

呈現出，愈靠近車站

地區的土地利用密

度愈低，愈遠愈高，

則將大幅降低區內

大眾運輸系統的旅

次數。 

圖 2-10：大眾運輸關聯發展都市模式中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圖 
資料來源：Leccese and McCormick（2000：62, 100） 

（五）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城市 

1990 年代諸多的研究與政策開始探討什麼樣的 UTLC 模式，才具有永續

性，經過不斷地實證、研究與創新，在智慧型成長（smart growth）與永續發

展的典範下，提出了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的都市發展型態，如圖 2-11 與圖 2-12 所示，此一逆向思考模式，係透過大

眾運輸系統來引導土地開發與都市發展，且當時 TOD 考量市場特性（多樣性

的住宅型態，提供更多住屋的社會選擇），立即提供一個可行的機制，帶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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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與社會的正面利益，改變過去使用汽車的生活形式，透過運輸補助的配

套措施，使得美國民眾願意選擇不同的交通運輸工具。Cervero et al.（2004）、
Renne and Wells（2005）的研究，整理十多年來 TOD 政策的執行效益，歸納

出七大主要與十大次要效益，其效益層面廣涉經濟效率、環境保護與社會公

平的永續發展效益。 

Belzer and Autler（2002）更指出，21 世紀 TOD 將成為一種新的都市發

展典範，其潛力將帶來更高的經濟效益，TOD 不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構想，而

是了解市場的限制變數，以及明白大眾的行為與生活型態的期望是什麼？預

期汽車不一定永遠是交通運輸的主要方式，都會生活也未必是生活方式的唯

一選擇，TOD 帶來市場及社會的利益，可望成為紓解社會問題、提升環境品

質及整合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的一個重要政策與預期都市發展模型。 

 

 

說 明 ： 圖 為 澳 洲

Melbourne 城市的中

心區，說明了 TOD
城市模型，在大眾運

輸車站步行可達的

距離內，配置購物、

居住、工作、公園、

維生設施等基本單

元，並創造一個舒適

的步行街道網絡，且

可以便利達到各個

地區。 

圖 2-11：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概念圖 
資料來源：Cervero（199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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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

填入

250  m
500  m

750  m
1000  m

5 mit.
10mit.

15mit.
20mit.

高密度

中密度

低密度

大眾運輸節點
集中發展

TO D城市中舒適的
步行距離範圍

不可接受可接受

生態環境

敏感地區

圖例

快速道路

公路

大眾運輸（軌道系統）

公車系統（或其他種類大眾運輸）

生態公路

運輸節點

都市成長
管制線

緊密與填入發展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城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城市

TOD 的
城
市
發
展
型
態

都市界線

生態休閒生態休閒

觀光區觀光區

生態步道

 

說明：大眾運輸導向

發展的城市型態，係

以大眾運輸系統之

建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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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率的交通運輸與土

地利用整合模式。 

圖 2-12：大眾運輸導向都市模式中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然而 TOD 究竟是一個政策，或是已成為都市模式的代稱，尚無研究敢斷

定某一城市就是 TOD 城市，從 1990 年發展至今，僅能說明有 TOD 城市意象

的趨勢，因為尚未有一個明確的研究指出，TOD 城市的「標準型態」為何？

達到什麼效益即稱之為 TOD 城市？事實上，這股潮流已為 1990 年代都市發

展模式注入一股新勢力，無論當今都市為 TRD、ITC、AOD 抑或 TRD，都在

1990 年代開始朝向 TOD 都市藍圖邁入，如 Cervero（1998）指出 1990 年代

為都市模式轉變的歷史時期，這個時期也讓吾人看到豐富多樣的 ITLU 模式

的彼此競爭與轉變，如 Stockkolm、Copenhagen、Singapore、Tokyo、Munich、
Ottawa、Curitiba、Zurich、Melbourne、Karlsruhe、Alelaide 與 Mexico City 等

城市都逐漸轉向 TOD 的都市模式。 



第二章  理論分析與文獻回顧 

 - 2-16 - 

二、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下的都市模式特徵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回顧分析發現，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是形成都市模式的

重要因素，從千年前的歷史古都到 1990 年代，大致可以劃分為六個都市模式的

歷史階層 TWC、ITC、AOD-S、AOD-C、TRD 與 TOD，此六種模式分佈在 1990
年代的全球各都市中，並影響各都市甚至於國家內部的經濟成長、環境資源與社

會公平。於 1990 年代後，各學者與實務規劃者提出了 TOD 理念，認為其為最符

合永續發展的都市模式，而各大都市紛紛效法，尤以美國原以 AOD 都市為主，

深深體會其不永續而大力提倡（Cervero, 1998；Breheny, 2001；Porter, 1997），

但事實上，值得爭論的議題是 TOD 是不是一個比其他都市模式更永續的模式？

TOD 是一個新的都市模式，還是一個既存於全球都市中的某一種城市樣貌？在

諸多亞洲先進城市而言，如 Hong Kong、Singapore 與 Tokyo 等皆具有 TOD 的基

本特徵，但卻無研究依據將其都市發展模式定義為 TOD 型態，當然亦無研究指

出 TOD 模式優於其他五種模式，於是在 1990 年代此一關鍵時期，全球各大都市

浮現了此六種運輸與土地使用的都市模式，但都朝著共同的目標 TOD 模式邁進。 

緣此，本研究進一步整理此六種 UTLC 模式，如表 2-1 所示，可以看出來各

種模式在經濟、環境與社會層面的表現，誠如相關文獻所假設以及歸納，TOD
是優於 TWC、TRD、ITC 及 AOD；而另一方面，在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的整合

特性方面，本研究整理如表 2-1 之內容及相關文獻發現，整理如圖 2-13 所示，

以交通運輸條件與土地使用分別為 X、Y 軸，有五種的都市模式 2-1分佈於此一象

限中，如 TOD 模式位於圖中右上方，其所代表意涵為「高大眾運輸搭乘率、高

都市緊密度」；而 ITC、TRD 則為「大眾運輸搭乘率與汽車使用率各半、中都

市緊密度」；AOD-C 則為「高汽車使用率、高都市緊密度」；AOD-S 則為「高

汽車使用率、低都市緊密度（蔓延）」。 

                                                 
2-1 TWC 由於為歷史性古都的遺留，現今全球各大都市在運輸條件的改善下，幾乎無此一模式

的存在，因此，本文將不把 TWC 列入都市模式的比較行列之中，後文都市模式之實證比較研

究，僅考量 ITC、AOD-S、AOD-C、TRD 與 TOD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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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都市模式的特徵 

模式 一 二 三 四 五 

年代 1880 以前 1880-1920 1920-1990 1970-1990 1990 開始 

城市 
型態 

傳統 
步行城市 

工業化軌道

運輸城市 

汽車導向 
發展城市 
蔓延與緊密

大眾運輸關

聯發展城市 
大眾運輸導

向發展城市

簡稱 TWC ITC 
AOD-S 
AOD-C 

TRD TOD 

經濟

表現 

鄰里商業型態

（小規模的地

區經濟） 

大規模工業集

中於城市中心

（國家與區域

型經濟） 

大規模工業分

散於城市（國

家與區域型經

濟） 

大規模服務業

超越工業產值

（全球與國家

經濟） 

生產者與消費

者服務業，工

業轉入郊區或

發 展 中 國 家

（全球經濟）

環境

資源 

資源使用：低 
廢棄物產生：

低 
自然的關係：

接近大自然與

其依存 

資源使用：中

廢棄物產生：

中 
自然的關係：

以綠帶的設置

連結城市與自

然環境 

資源使用：高

廢棄物產生：

高 
自然的關係：

工具化與獨立

（ 如 人 造 公

園、庭園） 

資源使用：高 
廢棄物產生：

高 
自然的關係：

控制蔓延，開

始注重自然資

源的保護 

資源使用： 
低～中 
廢棄物產生：

低～中 
自然的關係：

天人合一與大

自然關係密切

社會

組織 

以社區為基礎

的人際關係 
較大的城市規

模，失去人與

人密切的相關

係，但社區仍

以沿軌道發展

的方式在郊區

開發 

個人主義、 
孤僻 

個人主義、 
孤僻 

地區基礎， 
全球連結 

運輸

模式 

步行、 
非動力輪軸運

輸 

電軌車、軌道

列車（亦有步

行與腳踏車）

汽車 汽車與大眾運

輸系統並用 
步行、腳踏車

（ 社 區 交

通）、大眾運輸

（城市內與城

際運輸）、汽車

（互補）、空中

運輸（全球）

土地

使用 

較小、但高密

度、混合，呈

現有機型態 
緊密程度：高 

郊 區 密 度 中

等、市中心密

度高且混合，

綠帶以廊道方

式設立 
緊密程度：低

高 市 中 心 密

度、郊區以低

密度方式蔓延

AOD-S： 
緊密程度低 
AOD-C： 
緊密程度高 

高 市 中 心 密

度、郊區以低

密度方式蔓延 
緊密程度：中 

以大眾運輸構

成高密度的城

市中心，另有

中、低密度於

周邊開發，但

是 為 有 計 畫

的，並非蔓延

緊密程度：高

資料來源：第一至第三個歷史階層，本研究整理自 Newman and Kenworthy
（2000：119）；第四至第五個歷史階層作者整理自 Dittmar and Ohland
（2004）；李家儂與賴宗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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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搭乘率 / 汽車使用率 高低

居住人口 /  工作人口

(緊密程度)

高
大眾運輸導向
發展城市

汽車化城市

大眾運輸發展
關聯城市

工業化
軌道城市

compact

sprawl

automobile transit

汽車化城市

 

圖 2-13：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下之都市模式與特徵 
資料來源：李家儂與賴宗裕（2009） 

三、都市模式演變的脈絡 

從上文之文獻回顧與歷史階層分析，在土地使用自我與交通運輸因素的自

我組織下，都市模式呈現出六種的型態，混亂的分佈在世界各大城市及各個時代

中，倘若從傳統的空間經濟學角度觀之，UTLC 都市模式是非組織化的複雜性且

混沌，如圖 2-14 左半邊所示，換言之，只能看出都市模式演變是複雜的，但卻

無法找出一個演變的脈絡。 

本研究從複雜理論應用都市發展的觀點探討之，發現混亂的 UTLC 都市模

式可將其組織化複雜性，也觀察出 UTLC 都市模式演變的驅動力，並從中找出

其演變的脈絡，如圖 2-14 右半邊所示，從過去傳統的步行城市（TWC）開始發

展，因為工業化的需求（演變驅動力），加速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相互聯繫、

自我組織，將演變出工業化軌道運輸城市（ITC），繼而在小汽車產量高速成長

下（演變驅動力），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又再次的相互聯繫、自我組織，形成了

緊密型汽車導向發展城市（AOD-C）。最後，在環境品質低落、交通嚴重擁塞等

因素下（演變驅動力），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又再次的相互聯繫、自我組織，企

圖形成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城市（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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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9 - 

以複雜理論除探討都市模式，其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因素自我組織的演變

下，也出現「突變」的現象，如在 ITC 都市模式要演變成 AOD-C 的過程中，因

為政策因素（大量興建高速公路與道路）及社會因素（對於居住社區環境品質的

要求），因此，交通運輸網絡迅速向外拓展，在路網上發展出低密度單一土地使

用，突變出蔓延型汽車導向發展城市（AOD-S）；此外，如 AOD-C 都市模式企

圖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的過程，其大眾運輸路網與土地使用缺乏有計畫性整

合，僅任其自由發展，而突變出大眾運輸關聯城市（TRD）。 

誠如上文分析，以複雜理論為基礎下，UTLC 都市模式產生了組織化的演

變脈絡，如 TWC 到 ITC 到 AOD-C，而最終目標為 TOD，但在這個演變過程中，

也產生了突變的現象，即為 TRD 與 AOD-S 都市模式，而其中 AOD-S 與 TOD
成為當今世界各大城市的二個主要型態。 

TWC ITC

AOD-C
AOD-S

TRD

TOD

TWC

ITC

AOD-C

AOD-S

TRD

TOD

非組織化複雜性

混沌

（Chaos）

演變

組織化複雜性

複雜理論

（Complexity）

UTLC 都市模式演變的理論基礎

複雜理論

突變

 

圖 2-14：從複雜理論的觀點看 UTLC 都市模式的演變脈絡與目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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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 

本研究上文以複雜理論探討都市模式的演變脈絡及目標，UTLC 都市模式的

最終目標即為 TOD，本研究於此節深入探討 TOD 都市模式的意涵、TOD 與其

相關研究之探討面向，以及台灣落實 TOD 之相關研究。 

一、TOD 都市模式的意涵 

（一）TOD 都市模式與永續發展 

誠如上文所述分析，UTLC 都市模式之演變，從 1880 年至今可以歸納出

六種都市發展模式，包括 TWC、ITC、AOD-C、AOD-S、TRD 與 TOD 等，

其模式之內涵與永續發展之關係，整理如表 2-2 與圖 2-15 所示，TWC、ITC、
AOD 與 TRD 屬於土地開發與經濟發展需求為導向的都市發展模式，以土地

開發為主軸引導大眾運輸系統的興建，將使得都市蔓延，以 AOD 最具代表

性，發展需求在哪裡、路則開到哪裡、大眾運輸也跟隨而至，並非有計畫的

引導都市發展，而是恣意的任由現況需求的發展，結果導致交通更加擁擠，

大眾運輸的興建非但未改善這個課題，反而引入更多的發展需求，在供需失

衡下，自然環境也遭受到破壞。 

表 2-2：都市模式發展階段與永續性 

永續性 模

式 
時期 都市模式 

發展

導向 經
濟 

環
境 

社
會 

一 1880 以前 
傳統步行城市（TWC） 

traditional walking city 
需求

導向
  

二 1880-1920 
工業化軌道運輸城市（ITC） 

industrial transit city 
需求

導向
   

三 1920-1970 
汽車化導向發展（AOD） 

auto-oriented development city 
需求

導向
   

四 1970-1990 
大眾運輸關聯發展（TRD） 

transit-related development city 
需求

導向
   

五 1990-21 世紀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city 
供給

導向
  

資料來源：李家儂（2007b）；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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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代，提出 TOD 的都市模式，為供給導向的發展型態，規劃者透

過 TOD 政策方案中以「流動引導活動」的概念，從事有計畫、有目標的大眾

運輸系統規劃，從交通運輸的供給量引導土地開發與經濟發展，並強調運具

使用成本均衡、保護自然環境與提升生活品質等永續發展特性。更多的相關

研究也指出，TOD 是一種符合永續發展的都市規劃思潮及發展型態，也是一

種真正能透過大眾運輸系統引導都市永續發展的規劃路徑。 

土地發展需求 交通供給導向 汽車道路

需求導向之發展模式

大眾運輸

供給導向之發展模式

緊密發展

TOD模式

蔓延發展

蛙躍
發展AOD模式

 
圖 2-15：需求與供給導向的發展模式與型態 

資料來源：李家儂（2007b） 

本研究進一步比較整理 AOD 與 TOD 都市模式的差異，如下表 2-3 所示，

AOD 都市模式的基本意涵，如增加道路容量與速度、增加停車空間並滿足停

車需求、補助停車場興建、低價的汽車使用成本、提供次級的公共運輸及提

供劣質的步行與腳踏車環境；而 TOD 都市模式的基本意涵，如減少道路容量

與速度、減少停車空間並抑制停車需求、高額停車費訂價管理、道路使用費

與汽車行駛距離費、改善大眾運輸服務與鼓勵使用策略、改善步行與腳踏車

環境、交通寧靜區劃設及改善路網設計以管理可及性。 

二種不同的都市模式型態，衍生出不同的建成環境，如成長動態（如向

外圍發展或向內都市再發展）、發展密度、土地使用型態、規模範圍、交通運

輸系統、設計程序與公共空間等。又不同的建成環境會影響都市的公共健康

與個人的身體健康，其中 TOD 的都市模式在促進公共健康的效益上，如保存

生態環境與資源、減低空氣污染、增加能源的使用效率、減少水污染及減少

熱島效應；另一方面，TOD 的都市模式在促進身心健康的效益上，如增加運

輸的選擇機會與易行性、增加住宅型態的選擇機會、增加社區凝聚力、保存

獨特的文化資源（文化資產）及增加運動機會與身體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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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AOD 與 TOD 都市模式比較 

汽車導向發展都市模式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 

1.增加道路容量與速度 
2.增加停車空間並滿足停車需求 
3.補助停車場興建 
4.低價的汽車使用成本 
5.提供次級的公共運輸 
6.提供劣質的步行與腳踏車環境 

1.減少道路容量與速度 
2.減少停車空間並抑制停車需求 
3.停車費訂價管理 
4.道路使用費與汽車行駛距離費 
5.改善大眾運輸服務與鼓勵使用策略

6.改善步行與腳踏車環境 
7.交通寧靜區劃設 
8.改善路網設計以管理可及性 

都市設計 
     

都市模式 
     

 
 
 
 

土地使用 
交通運輸 

都市模式  蔓延 都市模式  緊密 

成長動態 向都市外圍發展 填入式發展與再發展 

發展密度 低密度發展 高密度發展 

混合使用 同質土地使用 混合土地使用 

規模範圍 
較大規模、龐大的建築物與街廓、寬

廣的道路、缺乏細部規劃、距離是以

汽車為衡量標準 

人性的規模、較小的建築物與街廓、

適用的道路、都市設計考量到行人的

觀點 

交通運輸 汽車導向的交通運輸政策，不關注在

行人與腳踏車設計 
多種運具並行的交通運輸政策，促進

步行、腳踏車與大眾運輸的使用 

街道系統 街道設計著重在於如何讓擴大道路容

量與行車速度 
街道設計可以容納下多種運輸活動，

並提供交通寧靜區 
規劃程序 非計畫的、法令政策與實務不協調 有計畫的、法令政策與實務協調 

公共空間 強調私人空間 重視開放空間 

 各項衝擊 

環境衝擊 

1.開發新空間與生態資源 
2.增加空氣污染 
3.降低能源的使用效率 
4.加速石化能源的使用 
5.增加熱島效應與溫室環境 

1.保存生態環境與資源 
2.減低空氣污染 
3.增加能源的使用效率 
4.減少水污染 
5.減少熱島效應 

經濟衝擊 

1.增加都市新地區開發成本 
2.增加公共服務區位開發成本 
3.增加個人運輸社會成本 
4.分散聚集經濟效應 
5.交通擁擠、無效率 
6.降低產業的生產效率 

1.減低都市開發成本 
2.減低公共服務成本 
3.減低個人運輸成本 
4.增加聚集經濟效應 
5.有效率的運輸 
6.在優質環境下發展各種產業 

社會衝擊 

1.降低運輸的選擇機會 
2.降低低所得戶之可及性 
3.降低社區意識 
4.增加交通意外與暴力犯罪機會 
5.增加肥胖的發生 

1.增加運輸的選擇機會與易行性 
2.增加住宅型態的選擇機會 
3.增加社區凝聚力 
4.保存獨特的文化資源（文化資產）

5.增加運動機會與身體健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Burchell et al. (1998), Ewing (1996), Galster et al. (2001), 
Kushner (2004), Litman (2004), Litman (2006: 8-9)相關文獻建構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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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OD 都市模式的規劃理念 

自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來，工業技術提升與科技文明的持續發展，工

業產值遠超過於農業產值，使都市地區工作機會增加、生活物質充裕，人口

不斷地由鄉村向都市集中，都市化現象導致都市不斷的擴大，至現在大型都

會仍不斷的產生（Hall, 1988），然而在都市土地資源有限的情形下，工業技

術進步帶動汽車產業快速發展，政府運輸政策以低成本、興建高效率的公路

建設為主軸（Newman and Kenworthy, 1999a），汽車快速移動的便利性，助長

了郊區化的現象，使都市朝向郊區蔓延，呈現線狀、放射狀及蛙躍式的發展

型態衍生「住業失調（housing-job imbalance）」、交通建設成本的增加、公共

設施資源的浪費、地方財政與公共支出的負擔日劇及生活與自然環境遭受到

嚴重污染（Harvey and Clark, 1965; Mitchell, 2001; Johnson, 2001），政府無計

畫性且以公路為系統、需求為導向的都市發展策略，已嚴重影響到土地資源

的有效利用。緣此，國外開始強調「智慧型成長（smart growth）」，發展出一

些 TOD 都市模式的規劃理念，沿著大眾運輸廊帶進行高密度集合住宅與市場

開發，大幅度提升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的便利性，而減少使用私人運具旅次，

也成為各國大都會都市計畫與大眾運輸政策發展的新趨勢，如新加坡、東京、

庫里堤巴（Curitiba）、渥太華、墨爾本等城市。 

TOD 的都市模式，在「永續發展」與「智慧型成長」影響下，陸續提出

一些都市規劃理念，以促進城市演變成為 TOD 都市模式，包括緊密發展 2-2、

混合土地使用與人行導向都市設計等，以大眾運輸車站周邊土地與廊帶為發

展起點，進行高密度集合住宅與購物中心開發，一方面可以帶來土地利用的

經濟效益，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交通運輸的效率（Porter, 1997；Cervero et al., 
2004；Lin and Li, 2008）。如表 2-4 所示，TOD 的理念架構在永續發展中，環

境保護、社會公平與經濟效率三個目標，整合出如圖 2-16 的 TOD 都市模式

規劃理念的鑽石體系，規劃理念間相互互補，也相輔相成，如新都市主義須

和都市設計相互配合；混合土地使用亦要提供多樣化住宅型態；傳統鄰里發

展與新傳統發展的時代更替；最後，提高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執行效率，須

從行人空間的規劃開始。 

不論是永續發展的目標或是 TOD 都市模式的規劃理念，其中最重要實施

要素在於交通系統，因為交通運輸的各種條件直接影響到土地使用型態，進

而影響都市的發展模式，而永續發展及智慧型成長所提倡的「大眾運輸系統」

具有正面的效益與效率，這些政策方案是企圖引導都市發展邁向永續性目標

                                                 
2-2 緊密城市概念之提出，是由於都市的蔓延導致自然環境之破壞、公共設施不適當配置導致資

源的浪費與私人運具使用其排放之廢氣破壞空氣品質等等。根據 Breheny（2001）研究指出，

緊密城市促使城市中心的新生。在城鎮中心地區混合土地使用的類別，並使其以更高的密集的

方向發展，再促進大眾運輸的使用和集中運輸節點範圍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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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效（「效」益與「效」率）的分配土地使用，緣此，本研究繼而回顧國內、

外 TOD 的相關研究，從中了解過去 TOD 探討哪些內容，有哪些重要的課題，

以及 TOD 理念及規劃方法是否具有改進的空間。 

永續發展

傳統鄰里
發展

新傳統
發展

新都市主義

都市設計

混合
土地使用

多樣化
住宅型態

經濟效率 社會公平

環境保護

智慧型成長 大眾運輸

導向發展

都市發展

行人

導向發展

大眾運輸

 
圖 2-16：TOD 都市模式規劃理念的鑽石體系 

資料來源：李家儂、賴宗裕（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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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落實 TOD 都市模式的規劃理念 

規劃理念 理念意涵 

行人導向發展 
Pedestrian-Oriented 
Development, POD 

 在人行道旁設置車站入口，可吸引人來此地，且可創造活力，使行

人可以感受到舒服的環境。加強設計沿路商店櫥窗也可增加道路趣

味性，以吸引行人，而靠近車站之零售業的目標是增加人們使用大

眾運輸的動機（Davis, Corbett and Zykofsky ., 1999)。 

多樣化住宅型態 
Diverse type of Housing 

 土地發展平面與立體為混合使用，居住的建物型態則為多樣性，如

年輕、老人、小家庭、或豪宅與貧戶等所需要的各種住宅型態，都

需要在一個都市中被滿足，以達到社會公平的概念。 

傳統鄰里發展設計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TND 
 

新傳統發展設計 
Neo-traditional 
Development 

傳統鄰里發展與新傳統發展概念相似，其內涵與特性如下（莊翰華，

2000）： 
 通過性之交通路線不可穿越鄰里單元內部，以作為劃分鄰里單元的

界線；內部街道系統之設計需能阻止穿越性之交通進入，以維鄰里

單元之寧適。 
 鄰里單元的人口規模應能足以支持一所小學的存在。 
 鄰里性服務機構應適當的規劃於鄰里單元的中心。 
 鄰里單元的範圍應不超過國小學生的徒步距離 800 公尺。 
 鄰里性服務設施如學校及遊憩設施適當分配鄰里單元內。 

新都市主義 
New Urbanism 

 由於市中心的不當投資、規劃，造成都市在收入、種族、年齡的隔

離與都市蔓延，環境、歷史與社會軌跡皆遭受到破壞，而發展出新

都市主義，其概念源自於 1961年 Jane Jacobs的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首先從「人」的日常行為出發，藉由簡

單的觀察中發現「步行」世人最常使用的方式，安全、多樣、適和

小孩的步道及鄰里是最佳的住宅社區（Jacobs, 1961；鄭凱仁，

2001）。 
 簡言之，新都市主義即是利用建築與開放空間的配置來強調空間的

尺度與密度、空間的層次與聯繫性，並認為「整個區域可以相似的

原則來設計」（Katz, 1994）。 

人行導向都市設計 
Urban Design 

都市設計乃在處理空間與人類活動的課題，它是一種「以人為本」、「總

體環境觀」與「公共設計」，並可以達到如下之功能（施鴻志，1997）：
 清晰易辨的都市空間結構。 
 完善的交通聯繫系統。 
 完整而高效率的公共服務及舒適的生活環境。 
 能反映都市文化歷史意義。 
 能創造都市社會意識與經濟價值。 

混合土地使用 
Mixed-Land Use 

 混合土地使用即是指，為滿足人類使用之居住、工作、購物等需求，

多種使用用途集中利用的土地利用型態。又依據 Urban Land 
Institute（1987）之定義：（1）包括三種以上獲益性質的土地使用

之大規模房地產計畫，這些計畫須能相互支援彼此開發；（2）實質

環境與機能的整合；（3）應具備土地使用計畫與準則規範。 
 而其特性為：（1）高度發展；（2）發揮基地利用之最大潛力；（3）
整體發展效益下，相容使用類別之混合；（4）基礎設施之使用效率

最大（中華民國都市計劃學會，1995）。 
 效益：混合使用是一種較能符合人類群聚生活的土地使用方式，使

得生活舒適、便利，更能在「住商互惠」的條件下獲利（吳美觀，

2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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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與其相關研究之探討面向 

根據本研究第一章動機之說明，當前國外研究議題的主軸，如實務規劃、

設計準則、案例討論與實證研究等四個面向，前三者討論之論點與結論係包圍著

TOD 概念，讓規劃與設計準則細緻化，實證研究的部分則陸續提出，TOD 可以

解決 AOD 所帶來的都市發展課題與 TOD 的實證效益，以作為 TOD 實務規劃的

基礎。本研究於此部份，以國外 TOD 研究為主軸，並以四個面向作為彙整文獻

的基礎，然而案例討論的研究主題，皆以實務規劃與設計準則相互結合。據此，

本研究將四個面向整合成如下三個探討文獻的分類：實務規劃與案例討論之研

究、設計準則與案例討論之研究與 TOD 設計準則成效之研究。 

（一）實務規劃與案例討論之研究 

在實務規劃與案例討論的相關研究中，又可以將其分為三類的研究面

向，如 TOD 意義的探討、規劃理念的組合元素之探討與規劃目標的探討。 

1.TOD 意義的探討 

TOD 意義探討為 TOD 研究的先端，Calthorpe（1993）與 Benfield et al
（1999）認為 TOD 的意義為：中高密度的住宅、配合適當的公共設施、工

作機會、零售與服務性空間；其重點集中在區域性大眾運輸系統上重要地

點的多用途開發。而 TOD 之實務規劃內容，包括：（1）組織都市的發展，

使其能夠更緊密且具有大眾運輸的支援；（2）捷運車站步行可達的距離內，

配置購物、居住、工作、公園、維生設施等基本單元；（3）創造一個舒適

的步行街道網絡，並且可以便利達到各個地區中重要的據點；（4）提供一

個多樣化的居住型態、密度及價格；（5）保存敏感「生物棲息地（sensitive 
habitat）」、「河岸區（riparian zones）」和高品質開放空間；（6）公共空間能

夠著重於建物的設計方向與鄰里居民的互動性；（7）鼓勵沿著大眾運輸車

站及廊帶的既存鄰里單元，採用「填入式發展（infill development）」及都

市更新的方式。 

從 Peter Calthorpe 首次提出 TOD 的意義後，其他相關研究對 TOD 意義

探討，如表 2-5 所示，本研究綜合歸納相關研究，TOD 的意義為：「以大眾

運輸系統之建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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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與土地利用模式之謂」。其目的在於降低都市不當的向外擴張型態，提升

內都市之土地使用密度，以提高土地開發及公共設施配置之效益，並改善

交通運輸機能。在方法上，則配合利用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內容，運用建築

設計、景觀規劃及都市設計之方式，美化都市景觀，達到都市空間在居住、

產業活動及生活機能提供之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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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TOD 的意義與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意涵 

相關研究 意義 
經濟 環境 社會

Salvensen (1996) 

土地開發在特定的區域內圍繞著大眾

運輸車站，並採以混合土地使用，有

多樣的地主可以擁有這些土地。 

   

Bernick and Cervero 
(1997) 

一個緊密、混合使用的社區，以大眾

運輸場站為中心，透過都市設計手法

引導居民、工作者與消費者使用大眾

運輸系統。 

   

Boarnet and Crane 
(1998) 

開發與增強圍繞在大眾運輸車站周邊

的住宅土地使用密度。 
   

Boarnet and Compin 
(1999) 

TOD 包含了混合土地使用與人行導向

都市設計的特徵。 
   

Maryland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2000) 

高密度發展、居住、工作與娛樂混合

的土地使用，並且可以透過步行到達

公車或大眾捷運車站的地區。 
   

Bae (2002) 

TOD 是一種工具，可以減低對汽車的

依賴，以及促進緊密發展與混合土地

使用。 
   

Belzer and Autle 
(2002) 

TOD 著重於實際的成效，其具有三種

重要的成效：區位效率、增值回饋與

多樣化選擇。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2002) 

在步行可及大眾運輸車站的範圍內之

土地，提高其發展密度、混合土地使

用，並排除小汽車使用的設計模式。 
   

Still (2002) 

一個混合使用的社區，鼓勵居民居住

在大眾運輸場站附近，並減少使用私

人運具。 
   

Cervero et al.(2004) 

TOD 是一種工具，可以促進智慧型成

長、經濟發展、調節市場需求與提供

新的生活方式。 
   

Lund et al.(2004) 

TOD 的設計與其混合土地使用的特

徵，將可減低工作與非工作的私人運

具旅次數。 
   

資料來源：Li and Lai（2009）；本研究整理 
註：「 」代表 TOD 意義有達到永續發展的某一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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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獻有從區域觀點討論，也有從車站周邊規劃談起，而 TOD 都市

模式規劃理念之內涵，本研究將其彙整如圖 2-17 所示，從都市與都會的角

度，閎觀且全面性地觀點來探討都市發展模式，以永續發展的三個目標，

有計畫性的整合大眾運輸系統，繼而落實到場站規劃的層次：第一，環境

保護面，將限制開發區的發展引導到大眾運輸廊帶及車站周邊，以保護生

態環境；第二，經濟效率面，透過於捷運車站與廊帶周邊混合土地使用及

提高使用強度，將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與工作效率的提升；第三，社會公平

面，在混合土地使用及提高強度的同時，亦需提供多樣化的住宅型態，以

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最後，在區域觀點下的場站規劃將能引導都市的發

展，並符合永續發展之目標。 

高密度使用

混合使用

都市設計

理念t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整合意涵

TOD

計畫
永續發展都市模式

引導

環境
保護

車站

廊帶

大眾運輸與土地使用整合
的都市模式

經濟
發展

社會
公平

提高
大眾運輸旅次數

減低小汽車
私人運具旅次數

增加可及性
與易行性

交通運輸

土地使用

 

圖 2-17：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內涵圖 
資料來源：Li and Lai（2009）；本研究整理 

2.規劃理念的組合元素之探討 

在實務規劃與案例討論中，對於規劃理念的組合元素，有諸多的研究

探討，如 Freilich（1998）、Benfield et al（1999）、White, Attorney, Freilich, 
Leitner and Carlisle（1999）與 Belzer and Autler（2002）的研究中發現，TOD
規劃理念有五個組合元素：（1）配合充足的容積（開發密度）鼓勵使用大

眾運輸設施；（2）將住宅、工作（就業）地點及零售商店規劃緊鄰大眾運

輸系統設施附近；（3）鼓勵規劃住宅區位於與其他零售商店及就業地點步

行可及的範圍內，做混合式之土地使用規劃；（4）與既有之交通系統網絡

相結合，而非自外於道路層級系統之外；（5）結合都市設計之指導原則，

鼓勵步行導向之居住環境，支持社區內交通動線之規劃。 

Bae（2002）、Cervero et al.（2002）、Evans（2007）、Li and Lai（2006）
的研究，則提出 TOD 規劃理念基於永續發展，應具備三種組合元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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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方面包括污染的控制、替代的新能源、循環使用的車輛與建設材

料、省能源的智慧型車站、土地資源的保護；（2）經濟與財務方面包括自

給自足的財務機制、經濟效率最大化與社會成本最小化、經濟發展的推動、

世代子孫付得起的費用；（3）社會公平方面包括提供基本行的需求、生活

品質的提升、促進都市合理的發展民眾健康與安全的確保、大眾化的合理

票價。 

根據上述研究所指出之組合元素，本研究將其綜整如表 2-6 所示，TOD
都市模式之規劃理念具備了如下五項組合元素。 

表 2-6：規劃理念的組合元素 

組合元素 說    明 

一 人口集中、密度高 
TOD 須在有相當人口密度的地方實施，方能鼓勵民眾使用大

眾運輸。 
二 多功能生活圈 住宅區、工作區及零售商店必須散佈在大眾運輸系統沿線。

三 
大眾運輸節點 
於步行範圍內 

TOD 包括各種都市活動及工作和購物，且均須在步行可及之

範圍內。 

四 棋盤式的運輸系統 
TOD 之計畫必須建構在棋盤式的運輸系統上，而非一般郊區

中主要幹道、次要幹道和地區街道所形成的道路系統。 

五 行人導向的都市設計 
大部分以 TOD 概念設計的都市，均配合良好都市景觀設計，

來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避免使用小汽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規劃目標的探討 

實務規劃落實前，規劃目標為指導 TOD 規劃的核心議題，相關研究如

Freilich（1998）、White et al(1999)等，其指出如下四個規劃目標目標：（1）
提高大眾運輸的使用率：鼓勵住戶及上班族充分利用大眾運輸系統，減少

對私人汽車之使用與依賴；（2）減低交通擁塞：將道路交通擁擠情形的發

生降到最低；（3）舒適的步行與居住空間：透過都市設計鼓勵對步行系統

（行人）、道路設施（人行道）及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而規劃；（4）引導發

展型態：鼓勵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引導生活及經濟活動回流都市地區，

抑制蛙躍發展，減少入侵環境資源之開發行為。 

由上述研究可以發現，TOD 可以達到永續發展的效益 2-3。然而，Cervero 
et al.（2004）、Belzer and Autler（2002）的研究指出，各個城市不斷地提倡

TOD，也規劃了許多方案，但事實上也有很多城市未達到預定的目標，如

                                                 
2-3 美國 TOD 諸多研究或計畫的第一部分大多在說明 TOD 的效益，如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2002）、Cervero et al.（2004）、Corbett and Zykofsky（1999）、Renne et al.（2005）
與 Niles and Nelson（1999）等，將 TOD 效益分類為經濟效率、社會公平、環境保護與永續交

通等層面，TOD 皆具有正面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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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land 州的 Bethesda 站與 Oregon 州的 Orenco 站區規劃（Cervero et al., 
2004），其原因在於缺乏一個「共同的發展目標」，用來制訂各個地區的策

略，以至於執行機制，這個問題也是發展 TOD 最大的挑戰。Belzer and Autler 
（2002）指出 TOD 具有不同的行動者，每個行動者又具有不同的目標，必

須建構不同的 TOD 目標 2-4。 

美國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委託 Cervero et al.（2004）的研究

計畫 TCRP Report 102 中，利用問卷調查訪問大眾運輸機構、開發部門與地

方政府，統計受訪機構推動 TOD 計畫時所追求目標之比例分配如圖 2-18
所示，各部門追求 TOD 共同目標最主要就是增加大眾運輸的旅次數，其他

亦包含有經濟面與社會面之目標。該調查統計 TOD 政策目標的目的，在於

提供許多對於發展 TOD 有興趣之地區一個明確的政策方向，發展 TOD 應

該要達到什麼目標，在這些目標下有哪些策略可以提供，據此將可形成各

地方的 TOD 執行機制。 

從上述研究分析，以美國發展 TOD 都市模式為例，規劃目標依其重要

性如下：（1）第一重要：增加大眾運輸乘客旅次；（2）第二重要：促進經

濟發展；（3）第三重要：提高報酬；（4）第四重要：加強可居性；（5）第

五重要：擴大居住型態的選擇；（6）第六重要：提高私人開發機會；（7）
第七重要：改善安全、共同分攤建築成本、減少停車空間、一次能購足的

商店（8）第八重要：改善與整合運輸系統、加強行人系統的可及性、改善

空氣品質、將房地產稅賦明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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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居住型態的選擇

提高私人開發機會

改善安全

共同分攤建築成本

減少停車空間

一次能購足的商店

改善與整合運輸系統

加強行人系統的可及性

改善空氣品質

將房地產稅賦明細化

 
圖 2-18：美國 TOD 發展目標與頻次 

資料來源：本研究參酌 Cervero et al.（2004）之研究整理而得 

                                                 
2-4 行動者包括六個面向，如大眾運輸機構、乘客、居民、地方政府、聯邦政府 (中央政府) 及
開發者 (投資者)，每個面向有其發展目標，共 21 項。目標詳細內容請參閱 Belzer and Autler 
（2002）研究之第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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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準則與案例討論之研究 

在設計準則與案例討論的相關研究中，又可以將其分為四類的研究面

向，如規劃範圍的探討、土地使用強度與混合的探討、都市設計的探討及建

築設計與停車管制之探討。 

1.規劃範圍的探討 

TOD設計準則探討之首要課題為規劃範圍，如Calthorpe（1993）、Cottrell
（2007）、Freilich（1998）與 White et al.（1999）等研究指出，TOD 的規劃

範圍以距離車站 400 公尺內之土地，比較能鼓勵居民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另外，大多數民眾亦能接受 300 公尺與五分鐘之內的步行範圍，而對於班

次較密集而高速的輕軌運輸系統，民眾接受度擴大到 400 至 800 公尺的步

行距離。 

2.土地使用強度與混合的探討 

TOD 的設計準則中，土地使用強度與混合使用的規劃，亦是重要的議

題之一，如 Belzer and Autler（2002）、Dock and Swenson（2003）、Dunphy and 
Porter （2006）、Freilich（1998）、Venner and Ecola (2007)與 White et al(1999)
研究指出，在建立以捷運系統為主之大眾運輸系統土地使用法規之前，須

以排除住宅發展問題以及車站位置定位之困難為前提；在密度及使用法規

方面，需適當地給予高密度發展，才能鼓勵 TOD 的實施。如在車站附近劃

設商業活動區、提高容積率、鼓勵高密度發展，再藉以要求都市景觀設計

等回饋，吸引民眾對 TOD 的興趣。 

3.都市設計的探討 

TOD 理念係整合都市設計而發展出來的概念，在都市設計方面的探

討，也相對有比較多的文獻，如 Belzer and Autler（2002）、Corbett and 
Zykofsky（1999）、Dill（2008）、Dittmar and Ohland（2004）、Freilich（1998）、
Hess and Lombardi（2004）、Thomas and Deakin（2008）、White et al.（1999）
與 Zhang（2007）等研究指出，TOD 基本上涵蓋一個兼具住宅及非住宅機

能的土地使用型態，設計意涵包含如下：（1）將居住及就業地點規劃設置

在同一區域內，以提昇民眾的步行或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機會，減低對汽

車的依賴；（2）非住宅機能之設施，例如托兒所、幼稚園、零售商店、購

物中心緊鄰捷運系統沿線，使得大眾生活機能更為方便；（3）透過混合使

用之規劃型態，將 TOD 規劃的空間範圍形塑成一個社區型態，而非一個供

居住的單調機能區位；（4）甚至將 TOD 規劃成一個區域中心，配置密集的

商業、文化及其他休閒活動或商業機能，以服務區域內大眾之需求，並可

將 TOD 範圍建構成鄰里單元，其外圍配置綠帶或開放空間以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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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都市設計的探討上，又以 Calthorpe（1993）的研究最為完整，其認

為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設計準則主要在定義都市、郊區與城鎮成長的整合

策略，不同於一般的設計準則著重於美學與建築原則，此處所指的設計準

則，將針對發展社區、鄰里、分區與區域，定義出建構環境的新內容與方

向。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準則，可以由三個一般性的原則來說明：（1）區

域的成長應由大眾運輸系統的擴張與緊密的都市形式來引導；（2）單一使

用分區應以混合使用與適宜步行的鄰里作為標準來取代；（3）都市設計政

策應該創造公共領域與人性尺度的建物，而非私人領域與小汽車導向。 

從上述之研究發現，TOD 的設計準則可以應用於不同規模的案例，並

可以達到如下之都市設計目的：（1）控制開發活動的區位與強度，使居住

所需的其他機能設施，能夠緊鄰而提供其所需之服務；（2）提升搭乘大眾

運輸的意願，並可降低私人運具的使用；（3）提供詳細的都市設計指導原

則，促使混合使用型態間相容，也提昇車站周邊的環境品質。 

4.建築設計與停車管制之探討 

建築設計與停車管制為 TOD 設計準則的配套措施，相關研究之探討如

Dunphy et al.（2004）、Freilich（1998）、Swenson and Dock （2004）、Tumlin 
and Millard-Ball（2003）與 White et al.（1999），其研究指出 TOD 理念的運

用，勢必與傳統的設計與管制規則有所不同，其主要的差別如下：（1）建

築線退縮、增加人行空間；（2）減少路邊停車空間、增加發展密度；（3）
重視都市景觀設計，藉以提高民眾使用意願。 

TOD 的道路路網設計，也是屬於「管制」的概念，其道路路網之設計

應受到一些準則所限制，如 Calthorpe（1993）、Freilich（1998）、Gibbs（1997）、
Hale（2007）與 White et al.（1999）的研究指出，傳統的街道規劃係以道路

層級來區分，但 TOD 適合使用棋盤式街道，乃是為了方便每條道路都能與

大眾運輸系統相連結，且容許一或多條穿越性道路通過計畫區域。在 TOD
觀念中容許小巷道的存在係由於欲將道路系統與家中建物後方的停車空間

聯合在一起。另外，TOD 理念中容許較窄的巷道，因為狹窄巷道減少通過

性交通之流量並降低車行速度，而且鼓勵車子停放路外與增加人行道寬

度，藉以形成隔離，增加行人安全及步行空間。 

本研究設計準則各個面向的研究成果，整理如表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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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TOD 研究中設計準則的研究成果 
設計準則面向 探討內容 研究成果 

一 規劃 
區域 1.離車站距離 

 以大眾運輸車站

為核心，其步行可

及距離為範圍。

 400-800 公尺。 

1.使用強度 
 提高捷運車站周

邊土地使用強度。
 TOD 主要的設計準則，即是

要提高土地使用強度。 

二 
密度 
強度 
混合 2.混合使用 

 促進土地使用的

混合，結合居住、

工作與休閒等機

能。 

 TOD 主要的設計準則，即是

要混合土地使用。 

1.區域角度 

 以區域為出發點

管制都市發展型

態。 

 一個區域中心，配置密集的

商業、文化及其他休閒活動

或商業機能。 
 成長應由大眾運輸系統與

緊密都市形式引導。 

2.社區規劃 

 多功能的社區機

能。 
 居住與工作設於同一區域。

 非住宅機能，緊鄰捷運沿

線。 
 多樣化住宅型態。 
 控制開發活動的連續性。 
 創造公共領域與人性尺度

的建物。 
 混合使用與適宜步行的鄰

里單元。 

三 都市 
設計 

3.行人導向 

 人本為主的街道

設計，創造一個舒

適、順暢的人行動

線。 

 提高人行道之服務品質，加

行道樹、增加防風雨設施。

 順暢車站與工作和住宅地

點的行人動線。 

1.建築管制 
 提昇街道景觀。  建築線退縮、增加人行空

間。 

2.街道型態 

 為便利與大眾運

輸結合，提昇效

率。 

 棋盤式街道。 
 較窄的巷道。 
 容許一或多條穿越性道路

通過計畫區域。 
四 管制 

3.停車限制 
 鼓勵搭乘大眾運

輸。 
 市中心區限制小汽車停

車，路外停車或移至建築物

內。 
資料來源：李家儂、賴宗裕（2005）；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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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OD 設計準則成效之研究 

國外在落實 TOD 設計準則的同時，是否有達到應有之成效也是一個重要

課題，瞭解 TOD 設計準則落實的成效，才能監控 TOD 的發展，本研究從相

關文獻中，整理出 TOD 設計準則具有以下的成效。 

1.TOD 設計準則有助於大眾運輸使用效率的提升 

TOD 的發展特性中有關提高使用密度與混合使用的設計，就是為了提

升大眾運輸的使用效率，如 Quade and INC. Douglas（1996）研究發現當其

人口密度成長為原來的兩倍時，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率已遠遠超過原來的

兩倍。由此可知隨著住宅區密度的上升，居民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比例會

越來越高。人口密度較高地區居民之私人運具的擁有比例會下降，相對來

說，搭乘大眾運輸系統之意願會較高。此外，又研究指出混合土地使用會

使大眾運輸系統之通勤旅次增加，也會鼓勵民眾以步行、腳踏車來代替私

人運具。但根據文獻之記載，混合土地使用對於促進大眾運輸系統的效果，

遠低於人口密度之影響，效果僅約其 1/20 到 1/10。 

Gray and Hoel（1992）的研究發現，在 2.4 公里以內的範圍，離車站的

距離每增加 30 公尺，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率會下降 1％；而在最適範圍（4
公里）以內的居民，其使用意願會是其他範圍居民的 5 到 7 倍。此外，在

所有影響大眾運輸系統選擇的因子中，都市設計是頗具影響力，透過行人

便利（pedestrian-friendly）的都市設計，如景觀美化設計、以行人為主之道

路設施、促進大眾運輸系統便利之設計，對於鼓勵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

減少私人運具的使用有很大助益。以加州政府為例，其利用都市設計來改

善商業區的就業環境時，其大眾運輸的工作旅次上升了 3 至 4 個百分比。 

緣此，TOD 的設計準則中，如提高土地使用強度、就業密度集中、混

合土地使用、縮短住家與車站距離與都市設計等，皆有助於提升大眾運輸

的搭乘率。 

2.法令與實務的可行性 

TOD 在法令與實務上是可行的，如 Freilich（1998）研究發現 TOD 在

美國從其執行初期至今，都沒有發生任何一件訴訟案，然而許多與 TOD 發

展特徵相像的發展方式，諸如傳統的鄰里發展（TND）、村落導向發展政策

（VOD）、限制停車區（parking restriction）、一致性發展管理（concurrency 
management）都曾經有過訴訟案。除此之外，許多州尤其是加州、佛羅里

達、奧瑞剛及華盛頓州都將 TOD 及新傳統規劃（Neo-traditional Planning）
原則納進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規劃權中，其中 TOD 更是具有一個健全的法

律及憲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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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決傳統 Zoning 既存的課題 

TOD 設計準則解決傳統土地使用分區僵化的課題，如 Freilich（1998）
認為將 TOD 合法化，主要原因在於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範的太複雜且太僵

硬，無法因應未來發展的不確定性，而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也無法達到預

期的目的，因此新傳統主義者（neo-traditionalist）及新都市主義者（new 
urbanist），也都認為解決土地使用分區既有的課題，即是透過綜合性規劃

（comprehensive planning）及小心且有階段的執行 TOD 設計準則。 

三、台灣落實 TOD 之相關研究 

1990 年代美國提出 TOD 理念後，提供了一套可行的設計準則，也提供

國內在研究「大眾運輸與土地使用整合規劃」的新方向，近十年來國內 TOD
之基礎研究愈來愈廣，也愈趨完備，許多研究也指出 TOD 在台灣的可行性。

本研究回顧 TOD 相關文獻之內容，並逐步深入探討台灣對 TOD 研究的相關

內容。諸多研究討論 TOD 的課題，其面向包括策略設計、土地使用規劃模

型、區位評估、既成環境之影響分析及效益與政策分析。 

1.TOD 之策略設計 

在 TOD 策略設計方面之研究，如張學孔、錢學陶、杜雲龍（2000）
以淡海新市鎮為例，研擬一套規劃與設計方針；陳勝智（2001）以 TOD
理念進行車站地區都市再發展的課題與策略探討；鄭凱仁（2001）以「台

南都會公園特定區」為例，以 TOD 理念擬定綱要計畫及設計準則；葉文

瑛（2003）以 TOD 理念為基礎，建立捷運周邊土地混合使用的原則；李

家儂、賴宗裕（2005）完整的介紹美國 TOD 的概念，隨之進一步的指出

台灣落實 TOD 的方案；馬英妮（2005）以 TOD 的基礎，配合捷運場站的

設置，建立高雄捷運 O1 場站地區的設計準則建議；黃義宏（2005）以 TOD
的規劃理念建立捷運車站周邊優質人行空間之設計準則；鍾婧（2005）以

TOD 理念進行高雄捷運系統 R3 站邊緣節點住宅社區之都市設計研擬，依

據美國的設計概念，發展出台灣的 TOD 設計準則。 

2.TOD 之土地使用規劃模型 

在 TOD 之土地使用規劃模型方面之研究，如林楨家、高誌謙（2003）
以 TOD 理念為基礎，建立捷運車站周邊之土地使用規劃模式與方案，並

驗證其有助於地區的永續發展；呂明曄（2005）建立單一車站與土地使用

互動模型，探討出提高土地使用與捷運系統整體效益之發展方向，並模擬

出符合 TOD 土地使用模式之策略；林楨家、李家儂（2005）以 TOD 理念

為基礎，建立都會區整體發展的土地使用規劃模式與方案，透過政策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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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也發現，TOD 理念的方案比現況無計畫之發展更具有永續性；李家

儂、賴宗裕（2007a）運用多目標規劃與多準則評估方法，建立單一捷運

車站周邊之土地使用規劃模型；李家儂（2007a）以台北市捷運車站的整

體路網為基礎，建立多捷運車站周邊之土地使用規劃模型。上述這些研究

皆是利用 TOD 規劃目標為數學規劃的目標式，並針對現況發展提出限制

式，透過模式求解，得到一組土地使用規劃方案。 

3.TOD 區位評估 

在 TOD 區位評估方面之研究，如黃建勳（2003）運用模糊層級分析

法（Fuzzy AHP）建構都會區邊緣開發大眾運輸村之評估模式，以高雄都

會區邊緣之捷運場站為例，找出最具潛力的 TOD 地區；卓致瑋（2004）
以 AHP 方法評選出較適合推動 TOD 之區，以作為優先推動之示範站區，

並提出推動 TOD 的具體落實策略；郭佳勳（2005）建立 TOD 之 Grey 
TOPSIS 評估模式，以台北都會區捷運系統住宅社區型車站地區為對象進

行實例分析，評估五個站區的 TOD 水準，並提出改善策略；陳佩菁（2006）
以 AHP 方法建立評估模式，評選出台中都會捷運系統周邊哪些地區，係

屬於發展 TOD 最有利的地區。這些相關研究在評估出台灣都市中哪些地

區適合發展成為 TOD 區，以及哪些地區較具有 TOD 成效。 

4.TOD 對既成環境之影響分析 

在 TOD 對既成環境之影響分析方面之研究，如任雅純（2006）；以

台北捷運淡水線進行實證研究，影響考慮選擇「居住」或是「不居住」於

符合 TOD 區的影響因素與條件背景，探討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與住宅區位

選擇間之影響關聯性，並依此擬定符合國內發展背景之 TOD 策略；施亭

伃（2006）探討台北捷運系統周邊的 TOD 特性與「增加大眾運具運量」、

「提升運量時間分散程度」效益間影響關係，並就實證研究所得之影響關

係，研提策略建議；張學孔、呂英志（2009）探討 TOD 理念中的運輸系

統，發展 bus rapi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BRTOD）策略，並實證

出 BRTOD 具有社會、經濟財務及環境永續性；李家儂、羅健文（2006），
探討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設計概念中步行可及性與大眾捷運系統旅次之關

係。這些研究當中，係探討 TOD 的設計準則對台灣都市既成環境的影響。 

5.TOD 的效益與政策分析 

在 TOD 的效益與政策分析方面之研究，如李家儂（2006a）探討大

眾運輸系統為何能有效的引導都市永續發展；李家儂（2006b）提出交通

運輸與土地使用之整合，演變出不同的都市模式，而 TOD 模式最具有正

面效益；李家儂（2007b）探討台灣都市若要形塑一個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的城市型態，其發展需具有之都市背景與限制；李家儂與賴宗裕（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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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AHP 方法建構台北都會區的 TOD 目標體系與策略組合；李家儂、賴

宗裕（2009）以全球 36 個城市為例，透過實證之迴歸模式分析，提出都

市模式分類之質性定義與量化模型，也指出台北市目前仍只屬於 AOD 城

市。這些研究，以都市整體範圍為研究對象，探討落實 TOD 理念時，會

產生哪些效益，以及其因應的政策。 

綜合上述 TOD 研究的共同結果指出，台灣都市背景適合發展 TOD 理

念，但並非完全引用美國所設計之 TOD（事實上，TOD 在美國各州、各個

城市也有差異）。因此，國內各項研究也指出，台灣發展 TOD 應當首重都市

整體性與成效評估，逐步地引導並監控都市的整體發展，然而，當前國內 TOD
研究多屬實證模型與都市設計概念，發展 TOD 效益體系的研究仍有欠缺，

為了落實 TOD 成效，尚須建立台灣 TOD 之效益體系。 

四、文獻發現與啟發 

本研究從 TOD 相關文獻的回顧與分析，得到如下幾點發現，可供後續章節

研究之參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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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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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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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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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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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社會與國家財政成本。 

雖然在文獻的分析中，整理出上述 TOD 可供本研究參考的內容，然而尚有

諸多重要的相關議題值得去探討。 

（一）TOD 相關研究中缺乏有系統討論：回顧國內 TOD 之相關研究，當前之

研究課題間缺乏有系統的整合與串連，研究的範圍也以個別 TOD 站區

為研究主題，使得 TOD 的研究往往只落在討論「單一車站」的「都市

設計」與「評估 TOD 車站成效」的議題，分散於各個研究中，無法共

同串連出台灣城市發展 TOD 的步驟與願景。緣此，本研究之目的是企

圖從一個系統的觀念，從上而下的發展出適用於台灣城市的整體 TOD
都市模式與策略。 

（二）缺乏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的研究：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全

球各大都市的模式演變，雖以 TOD 為典範，但在不同條件的土地使用

與交通運輸因素整合下，也演變出六種不同的都市模式。瞭解 TOD 都

市模式的整體效益，將作為落實 TOD 的依據與發展的監控，換言之，

都市模式如何有效益的演變成 TOD 的型態，尚需一套都市整體面的效

益體系，以監控都市模式的演變，然而國內、外諸多的研究中，卻缺乏

此一關鍵議題的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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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的效益分析 

本研究從複雜理論應用於都市發展的觀點，並與 UTLC 都市模式的相關文

獻結合，探索出都市模式演變的脈絡，係朝向 TOD 都市模式邁進，本研究進一

步在 TOD 都市模式相關文獻也發現，城市邁向 TOD 都市模式，尚需一個效益

體系，以監控都市模式有成效地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緣此，本研究將於後續

章節回顧探討 TOD 都市模式效益之相關文獻，以供建構效益體系之參考。 

一、探討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效益的源起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整合，誠如上節文獻回顧所分析，在複雜理論的基礎

下，演變出不同的都市模式，如傳統步行城市（TWC）、工業化軌道運輸城市

（ITC）、緊密型汽車導向發展城市（AOD-C）、蔓延型汽車導向發展城市

（AOD-S）、大眾運輸關連城市（TRD）及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城市（TOD）。

各種都市模式對都市內部產生不同正面效益與負面衝擊，影響層面包含環境保

護、都市財政、經濟發展、公共建設，以至於都市居民的生活環境與意識型態。

又當今世界各大城市以 AOD 為主要都市模式，其衍生之負面衝擊高於正面效

益，為了紓解 AOD 所帶來之蔓延、污染、安全與經濟課題，TOD 都市模式企圖

將都市「導回」永續發展的願景，並讓「都市成長降溫」。 

TOD 已成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整合的新都市模式（Cervero, 1998； Renne 
and Newman, 2002；Wells and Renne, 2004）。Cervero et al.（2004）透過實證研

究指出，TOD 提升大眾運輸旅次、促進內都市的再發展與擴大生活型態的選擇

性，Dittmar and Ohland（2004）歸納文獻指出，TOD 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與健

康成長的重要因素。陸續的相關研究（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2002；Cervero et al., 2004；Corbett and Zykofsky, 1999；Renne and Wells, 2005）
與 Niles and Nelson（1999））指出 TOD 具有多個面向的效益，不僅是提升大眾

運輸的搭乘旅次數，還包含經濟成長、保護環境及增加社會的多樣性，其效益不

僅於車站周邊，更擴及都市整個區域（Renne and Wells, 2005）。然而，以美國

為例，許多城市以發展成為 TOD 都市模式為願景，提倡 TOD 的概念，也制訂

許多方案，但事實上有很多城市未達到預定的成效（Wells and Renne, 2004；Renne 
and Wells, 2005），原因在於缺乏一個完整的「效益衡量」體系，以監控 TOD 都

市模式在發展過程的成效。 

二、TOD 模式之效益內涵 

本研究將進一步彙整評估 TOD 效益內涵的相關文獻，包括從政策制訂者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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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與量性實證研究的歸納，整理出 TOD 發展應具備之效益內涵。 

（一）政策制訂者的觀點 

都市模式演變成 TOD 的型態，其效益包含層面，從 Berman（1996）、
California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2002）、Niles and Nelson（1999）、
Wells and Renne（2004）與 Renne and Wells（2005）相關文獻中發現，TOD
整體的效益為何？由於缺乏一個共通的定義與認同，有鑑於此，Cervero et al.
（2004）有鑑於此，Cervero et al.（2004：134）即從另一個觀點找出 TOD 的

效益內涵，首先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從政策制訂者的角度研擬問卷，從相

關部門受訪者的認知探討 TOD 會產生哪些影響，整理出六個面向是受訪者認

為較重要，包括：（1）增加大眾運輸旅次數；（2）改善鄰里生活品質；（3）
增加住宅多樣化選擇；（4）增加大眾運輸政治支援；（5）減緩蔓延；（6）改

善交通壅塞。影響內容若具有正面性，即隱含了 TOD 的內部效益，Cervero et 
al.（2004）進一步透過問卷之驗證，以質性方法的邏輯，歸納出 TOD 所應具

備之效益，如表 2-8 所示，共分為公益與私益，以及六個主要與十個次要效

益。 

Cervero et al.（2004）運用問卷調查的方法，以政策制訂者的角度來探討，

企圖找出 TOD 共通的效益內涵，其分為二個層級關係，如表 2-8 與圖 2-19
所示，建構的美國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又區分為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效

益，而這些效益間又將相互影響，形成相互影響結構關係，如主效益影響次

效益，「1.增加大眾運輸搭乘旅次數」的主效益，會影響「A.減少交通壅塞與

減低車英哩數」、「C.減少蔓延」、「D.減少道路擴張費用」與「G.增加零售業

的銷售」的次效益；另外，又如次效益影響次效益，「A.減少交通壅塞與減低

車英哩數」的次效益會影響「H.增加勞工就業的可及性」的次效益，形成具

有「層級性」與「相互影響關係」的美國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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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以影響層級與公私部門為劃分的 TOD 效益內涵 
公、私部門的效益 

效益層級 
公部門 私部門 

1.增加大眾運輸搭乘旅次數與營

運回收 
5.增加土地價值、地租與不動產

績效 
2.提供聯合開發的機會 6.提高低價住宅的機會 
3.復甦鄰里發展  

主要效益 

4.經濟發展  
A.減少交通壅塞、減低車英哩數

（VMT）成本，如污染、石化

資源的耗費 

G.增加零售業的銷售 

B.增加財產價值與營業稅回收 H.增加勞工就業的可及性 
C.減少蔓延、保護開放空間 I.減低停車成本 
D.減少道路擴張費用與其他設施

的花費 
J.提高人們運動的機會 

E.減少犯罪 

次要效益 

F.增加社會資本與公共投入 
資料來源：Cervero et al.（2004：120）；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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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美國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體系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 Cervero et al.（2004）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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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研究的歸納 

前文歸納指出政策制訂者所認知的 TOD 都市模式效益，其屬於預期之效

益，即政策制訂者預期 TOD 在該都市中應該具有之效益，然而 TOD 的都市

模式在各大城市的雛形已漸成形，實質效益（即具體明確的效益）的探討也

成為近年來主要的研究議題，探討 TOD 實質效益的相關文獻，皆從 TOD 都

市模式型態的內部結構特徵為實證對象，根據每個特徵可能產生的效益進行

實證研究。TOD 都市模式型態的內部結構特徵，可以用 4Ds 來說明（Belzer and 
Autler, 2002；Benfield et al, 1999；Bernick and Cervero,1997；Calthorpe, 1993； 
Freilich, 1998）：（1）土地發展範圍（Distance）：以大眾運輸車站為核心，以

步行可及為主要的土地開發與發展範圍；（2）密度強度（Density）：大眾運

輸車站周邊土地高強度使用；（3）混合使用（Diversity）：大眾運輸車站周邊

土地高度混合，結合居住、工作與休閒等機能；（4）人行導向都市設計

（Density）：人本為主的街道設計，具有舒適與順暢的人行動線。 

TOD 都市模式特徵可以衍生哪些實質上的效益，本研究整理文獻如表

2-9 所示，實質效益內涵包括如下：促進地區經濟發展（Corbett and Zykofsky, 
1999；Downs, 1999；Iams and Kaplan, 2006；Porter, 1997）、提高地方財政的

收益（Downs, 1999）、提高土地利用效率與價值（Porter, 1998）、促進公、私

合作開發以減低開發成本（Nelson & Niles, 1999）、提高搭乘大眾運輸的旅次

數（Corbett and Zykofsky, 1999；Gray and Hoel, 1992；Nelson and Niles, 1999；
Thompson, 1999；Quade and INC. Douglas, 1996）、刺激行人步行（Crane, 1996c, 
1998；Handy, 1996a；Moudon et al., 2005；Nelson & Niles, 1999）、減少私人

運具旅次數（Boarnet and Sarmiento, 1998；Cervero and Kockelman, 1997；
Steiner, 1998）、保護環境資源（Belzer and Autler, 2002）、刺激內都市再發展

（Porter, 1997）與提升運具選擇的公平性（Crane and Crepeau, 1998；McGuckin 
and Murakami,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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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從相關實證研究歸納之 TOD 都市模式效益 
模式特徵 實證議題 實證研究者 實質效益 

提高 TOD 
規劃區域數 

Downs（1999） 

Iams and Kaplan (2006) 

 促進經濟發展與地方成長 
 提高財政收益 

以車站為 
發展核心 

Porter(1997) 
 刺激中心商業區再發展 土地發展 

範圍 

離車站距離 Gray and Hoel（1992）
 離車站距離愈近，搭乘大眾運

輸意願愈高 
Moudon et al.(2005) 

Cervero & 

Kockelman(1997) 

 刺激行人步行旅次 
 減少小汽車使用旅次數 

Nelson & Niles(1999) 
 提高聯合開發的機會 
 促進公、私開發效益 

Porter(1998) 
 增加私人開發意願並促進開

發價值 

提高住宅 
與就業密度 

Quade and Douglas（1996）  提高搭乘大眾運輸系統意願

密度強度 

提高 
就業密度 

Thompson(1999) 
 增加大眾運輸的搭乘旅次數

Handy(1996a) 

Porter(1997) 

 增加行人步行旅次 
 吸引商業聚集，促進地方經濟

發展 

Nelson & Niles(1999) 
 吸引行人步行 
 增加大眾運輸的搭乘旅次數

Quade and INC. Douglas

（1996） 

 增加大眾運輸系統通勤旅次

數 

混合使用 
住宅與 
商業混合 

McGuckin & Murakami 

(1999) 

 女性大眾運輸旅次增加比例

比男性大眾運輸旅次高 
都市結構 
發展設計 

Belzer and Autler（2002）
 保護環境資源 
 創造城市內的環境品質 

格子型 
街道型態 

Crane(1996c, 1998)、 

Crane & Crepeau(1998) 

Boarnet & Sarmiento(1998)

 刺激行人步行意願 
 增加可及性 
 減少私人汽車的使用 

市中心 
停車限制 

Steiner(1998) 

Thompson(1999) 

 減少私人汽車的使用 
 增加大眾運輸的搭乘數 

人行導向 
都市設計 

行人導向 
Corbett and Zykofsky

（1999） 

 吸引商業聚集與發展 
 增加大眾運輸的搭乘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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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益內涵之初構 

歸納如上相關文獻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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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進一步比較政策制訂

者所認知之預期效益與實質效益的內容，預期效益所包含的範圍較廣，其中

效益內涵中涉及「社會層面」，抑或無法透過量化數據實證之部分，多未出現

於實質效益中，如：提高低價住宅機會、減少犯罪、增加社會資本以及提高

運動機會。這些不屬於實質效益實證研究中的預期效益，一方面，說明目前

尚無一個合適的計量方法可以合理的解釋「社會因素層面」的預期效益；另

一方面，效益的成效實現需要時間性且成效具有「動態關係」，成效隨著時間

在變動，實證研究不易在短時間、動態的衡量出具體的效益成效。但對於政

策研議者而言，TOD 應具有的效益中，社會因素層面的效益內涵仍是可預期

且受到重視（Cervero et al., 2004；Evans et al., 2007；Giuliano, 2004；Kuzmyak,  
Pratt, Douglas and Spielberg, 2003；Renne and Wells, 2005；Renne, 2008）。緣

此，TOD 都市模式應包含各個層面的效益，而這些效益內涵具有層級關係、

相互影響關係與動態關係，形成一個效益體系。緣此，本研究從相關文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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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