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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之建構 

從第三章的實證研究成果得知，全球 36 個城市可以依其土地使用與交通運

輸的連結，分類出五種都市模式，分別為 ITC、AOD-S、AOD-C、TRD 與 TOD，

又依據第二章之文得知，各大城市以 1990 年代的都市模式為基礎，企圖演變成

演變成 TOD，以台北市，其為 AOD-C 的都市模式，當前政策亦是以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為目標，但根據本研究第三個研究課題指出，若要演變成 TOD 都市模

式，怎樣才能有效益的演變，TOD 對都市整體發展層面有哪些效益？這些效益

的內涵為何？又效益間是否具有相互影響的結構關係？為本章探討的研究子

題，將評估出台灣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體系，以取得落實 TOD 的「利」基，

並可透過此一體系監控 TOD 都市模式的有效發展。 

第一節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效益內涵初步分析 

本研究從第二章的文獻回顧發現，TOD 都市模式效益，包含實證研究所得

的「實質效益」與政策制訂者觀點的「預期效益」，二者完整的說明 TOD 都市

模式的效益內涵，作者彙整此二個面向，初步構建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內涵，

包含了環境、經濟與社會等各個面向，共 20 個效益內涵，如（b1）環境保護：

TOD 都市模式將可以抑制環境資源地區開發，引導土地開發至大眾運輸廊帶與

車站周邊土地，並進而保護生活、生產與生態環境，其餘（b19）至（b20）內涵

如表 4-1 說明。後文將以此效益內涵為基礎，發展出台灣都市從 AOD 模式演變

成為 TOD 模式時，會達到表 4-1 的哪些效益，釐清這些效益內涵的關係，並進

一步形成台灣都市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體系。 

這 20 個效益係從相關文獻彙整而出，再根據本研究第一章對 TOD 都市模式

效益的影響範圍的討論，如圖 4-1 所示，TOD 都市模式包含 TODs 區與非大眾運

輸導向發展區（N-TODs）4-1，個別效益如（b1）的環境保護效益，將會發生在

TODs 內，然而透過（b1）至（b20）的效益個別生成與整合，除了使得 TODs
獲得效益，亦會使得 N-TODs 間接獲得效益，最後促使 TOD 都市模式整體面獲

得總效益。 

                                                 
4-1 非大眾運輸發展導向區（None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areas，以簡稱 N-TODs）係指，在

都市模式範圍內，非屬於 TODs（以台北大眾捷運車站半徑範圍內 400 至 800 公尺之土地）的

土地，即為本研究所指之 N-T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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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TOD 都市模式可能產生的效益內涵說明 
效益面向 效益內涵說明 

b1 環境保護 抑制環境資源地區開發，引導發展到大眾運輸廊帶及車站周邊，保護

生活、生產與生態環境。 

b2 經濟發展 透過於捷運車站與廊帶周邊土地混合使用及提高使用強度，促進產業

發展與工作效率的提升。 

b3 社會公平 在土地混合使用及提高使用強度的同時，提供多樣化的住宅型態與多

選擇性的交通運具，提供社會的公平正義。 

b4 區位效率 
區位效率係指提供鄰近地區高品質的大眾運輸系統，將開車的必要性

轉換成一種選擇性的需求，使得住戶可利用鄰里的區位特性來減少交

通成本、開車時間及減少買車的需求。 

b5 健康城市 
TOD 設計提供了社區的寧適性，以及品質良好的步行環境，使得居

民得以享有更舒適、更寬敞的步行環境，提高了城市居民的身體與心

理健康，以及提升公共衛生品質。 

b6 提升環境品質 
TOD 減少汽車的使用，因而改善空氣品質，減少汽油的消耗及降低

交通擁擠，並結合鄰里社區規劃，以改善易行性，提高公共設施的可

及性，以及整體生活環境的品質。 

b7 減低空氣污染 
TOD 的都市發展模式在交通運輸的條件當中，係以大眾運輸為主要

之交通工具，以取代小汽車之使用，而大眾運輸的使用（如電氣化捷

運或輕軌）將可以大量減少空氣污染。 

b8 保護開放空間 TOD 以其有效率及集中於都市地區之土地使用模式，可達到保護開

放空間的效益。 

b9 提高房地價值 大眾運輸與土地利用的緊密結合，提高交通便利性，使得房地之價值

大幅提昇。 

b10 減低財政支出 TOD 緊密發展，減少道路面積的設置，公共設施可以集中留設與開

發，節省道路與公共設施成本等財政支出的成本。 

b11 促進產業發展 TOD 強調大眾運輸與產業緊密發展，透過大眾運輸大量搭載旅客的

特性，將活絡大眾運輸系統周邊之產業，以及促進相關產業之發展。

b12 減低年齡差異 TOD 以大眾運輸平衡運具之分配，減低因為年齡（幼童、老人或行

動不便者）所導致交通運輸的限制。 

b13 減低所得差異 TOD 以大眾運輸平衡運具之分配，減低因為所得（購車、持車與停

車成本）所導致交通運輸的限制。 

b14 減低性別差異 TOD 以大眾運輸平衡運具之分配，減低因為性別（交通運具選擇因

性別所產生之差異性）所導致交通運輸的限制。 

b15 降低旅行成本 完整便利的大眾運輸系統，將降低交通運費的支出，使得旅行成本也

跟隨著減少。 

b16 提高交通可及 鼓勵居住鄰近捷運場站，而透過場站與運輸系統的服務，使得各節點

的服務範圍得以彼此串聯，發揮節點的功能，擴大可及之服務範圍。

b17 提高交通易行 地區居民可以便利的使用多種的大眾運輸工具，提高搭乘大眾運輸車

站與居住地區間的易行性。 

b18 提高身體健康 搭乘大眾運輸系統需要透過步行來達成，可以提高運動量，提升身體

之健康。 

b19 降低心理壓力 降低因為使用私人運具通勤所需付出的精神集中力，以及道路擁塞所

形成的緊迫、暴躁等心理壓力。 

b20 促進公共衛生 TOD 相對可以減少小汽車所帶來之傷害，例如交通意外之減少可降

低人員之傷亡；減少廢氣之排放，可有效降低呼吸道相關之疾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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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歸納出的 20 個 TOD 都市模式效益，如圖 4-1 所示，本研究進一步

依據這些效益的內涵，將其影響都市發展面向相同的效益，進行初步分類，本研

究將其區分為五大類，如 1.環境類：（b1）環境保護、（b6）提升環境品質、（b7）
減低空氣污染與（b8）保護開放空間；2.經濟類：（b2）經濟發展、（b9）提高

房地價值、（b10）減低財政支出與（b11）促進產業發展；3.社會類：（b3）社

會公平、（b12）減低年齡差異、（b13）減低所得差異與（b14）減低性別差異；

4.運輸類：（b4）區位效率、（b15）降低旅行成本、（b16）提高交通可及與（b17）
提高交通易行；5.健康類：（b5）健康城市、（b18）提高身體健康、（b19）降

低心理壓力與（b20）促進公共衛生。 

由上文之初步分類與第二章 TOD 都市模式效益分析之相關文獻發現，TOD
都市模式效益並非是平行或獨立的關係，而是具有層級與相互影響關係，以致於

可以將其分類，同一類別內具有層級與相互影響關係，不同類別間也具有相互影

響關係，而形成一個網絡結構的效益關係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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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TOD 都市模式可能產生的效益與其初步分類說明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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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效益體系建構之初步構想 

從第三章實證研究與第二章文獻回顧發現，TOD 都市模式所產生之效益具

有三個特性：（1）效益間具有層級的結構關係；（2）效益間存在相互影響的結

構關係；（3）效益內涵多而複雜，部分效益內涵又無法透過實證研究驗證。再

者，表 4-1 整理之效益，是以美國都市背景為基礎所建立，是否都會在台灣的

TOD 都市模式中實現，則又是另一個研究課題。此外，每個效益的實現具有時

間性的動態關係，如 b9 提高房地價值，需要長時間觀察才能得知其效益的實現

及其漲價的幅度；反觀，如 b15 降低旅行成本，在 TOD 模式的演變過程中，通

勤者改搭大眾運輸系統，減少小汽車的使用，旅行成本在短期內將可以降低。 

緣此，根據本研究之構想，即為建構一個適宜台灣都市背景的 TOD 都市模

式效益體系，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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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體系研擬適宜的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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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四個研究子題，並依據研究子題提出

研究設計。 

一、建立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之研究子題 

（一）研究子題一：TOD 都市模式效益內涵多而複雜，部分效益內涵又無法透

過實證研究驗證，哪些效益將會在台灣的都市背景下實現？ 

（二）研究子題二：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的層級結構為何？ 

（三）研究子題三：在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下的效益內涵，其相互影

響的結構關係為何？ 

（四）研究子題四：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下的各個效益內涵，其效益

成效實現的時間動態關係為何？ 

二、建立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之研究設計 

依據上文之研究子題，本研究設計如圖 4-2 之流程，探討台灣 TOD 都市模

式的效益體系，有四個研究子題，本研究先前回顧 TOD 都市模式效益的相關文

獻，整理所有 TOD 都市模式相關的效益，建立 20 個效益內涵，本研究進一步將

多而複雜的效益內涵層級化與影響關係結構化，並找出適用於台灣都市背景的效

益。據此，本研究將運用多準則評估方法進行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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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然而，多準則評估之方法甚多，包含分析層級程序法（AHP）、明示結構法

（ISM）、多準則評分法、定量多準則評估方法、定性多準則評估方法、質量混

合多準則評估、劣勢關係評估方法，各種方法有其應用之特色與領域，但僅有 ISM
方法可同時求出效益體系的層級與相互影響結構關係，據此，本研究整合「明示

結構法（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與專家問卷調查法，並設計出群

體決策明示結構法（group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GISM）。 

效益內涵
初步結構

台灣TOD都市模式
之效益體系

TOD都市
模式效益
之研究課題

政策制訂
者之觀點

實證研究
之文獻

明示
結構法

專家
問卷

層級
結構

影響
關係

動態
關係

研究
子題
一

研究
子題
二

研究
子題
三

研究
子題
四  

圖 4-2：研究子題與研究設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ISM 方法係由 John N. Warfield 於 1973 年所提出的複雜系統結構方法，

Warfield（1975）與 Sage（1977）也指出 ISM 將一個複雜、廣大且資訊缺乏的社

會系統層級化與結構化。因此，ISM 也廣泛地被運用在各個領域中，如都市社會

系統（Wrfield, 1975）、都市結構與政策（Sage, 1977）、能源開發（Saxena, Sushil 
and Vrat, 1990）、產業開發（Saxena, Sushil and Vrat, 1992）、廢棄物管理（Sharma, 
Gupta and Sushil, 1995）、零售業區位選擇（Mandal and Deshmukh, 1994）、知

識產業（Singh, Shankar, Narain and Agarwal, 2003）、物質再利用（Ravi and Shankar, 
2005）、資訊產業（Jharkaria and Shankar, 2005）、行政部門的決策程序（Bolanos, 
Fontela, Nenclares, and Paster, 2005）、供應練模型（Agarwal, Shankar and Tiwari, 
2007）與臨海的商業投資（Vivek, Banwet and Shankar, 2007）等，這些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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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社會中各種複雜的系統，將其層級化和結構化，以清楚的瞭解系統內部的結

構關係，以獲取進一步的資訊。 

本研究將進一步改良 Warfield（1973, 1975）所提出之明示結構法並結合專

家學者問卷，建立群體決策的 ISM 方法（GISM），透過一群專家學者（學術、

官方與產業相關領域代表）的問卷調查，依循著 ISM 的原則與計算方法，首先

將複雜的問題系統化，由專家學者在有系統的方法中，挑選出適用於台灣都市背

景的 TOD 效益內涵，再透過 ISM 的計算公式與演算方法，進而評選出效益內涵

的層級關係與影響結構關係；此外，輔藉由專家學者問卷與評分法（scoring 
method）的方式，針對每一個效益內涵特性，評估出不同時間點的每一個效益的

落實程度，建立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的動態關係。最後，本研究整合所有評

估的結果，回應上述四個研究子題後，據以建立一個台灣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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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立效益間的層級與相互影響關係 

依據本章所提出之研究設計，此一部份將分別說明 GISM 與專家問卷調查法

之應用方式與求解過程，並討論如何綜整求解結果，以建立台灣 TOD 的都市模

式效益體系的層級關係與相互影響關係。 

一、以群體決策明示結構法建構層級與相互影響關係 

原始 ISM 方法之應用時，首先需要由研究者依據單一自我的知識及相關文

獻的驗證，自行建立「結構化自我影響矩陣（structural Self-interaction matrix, 簡
稱 SSIM）」，再進一步轉換建立「二元矩陣（binary matrix, 簡稱 BM）」，經

由布朗演算法（Boolean operation）求得「可達矩陣（reachability matrix, 簡稱

RM）」，再依據 RM 矩陣結果，討論該一系統的結構關係。然而，本研究認為

以單一自我的知識來定義複雜社會系統的關係，會產生主觀意識而缺乏客觀的價

值，而且無法滿足各個層面的想法與需求。因此，本研究將 SSIM 部分，藉由問

卷調查方式訪問一群專家（a panel of experts）組成的團體，直接建構 BM 矩陣。

本研究繼而提出改良後之 ISM 方法，稱之為群體決策 ISM 方法（GISM），其應

用步驟為（1）以專家學者問卷建立二元關係矩陣；（2）運用布朗演算法計算可

達矩陣；（3）建立層級關係；（4）建立層級與相互影響關係，詳細說明如下。 

二、以專家學者問卷建立二元關係矩陣 

以專家學者問卷建立二元關係矩陣，首先須定義效益集合，其定義效益集合

的步驟，本研究參酌鄧振源（2005）之步驟說明如下，若假設台灣 TOD 都市模

式效益是B 集合，如公式（4-1）所示，則： 

{ } 20,,...,, 21 == nbbbB n …….......……………………………………………（4-1） 

其中效益內涵 ib 與 jb 的順序對以 ( )ji bb , 表示，則集合 B 的直積集，如公式

（4-2）所示，為： 

( ){ }jiBbbbbBB jiji ,;,, ∀∈=× ………………..……………………………（4-2） 

集合B 中各個效益間的關係，定義為 0 與 1 的二元關係，在直積集合 BB× 中

滿足二元關係的順序對 ( )ji bb , 所構成之集合，其定義為 R 。因此二元關係 R 為

BB× 的部分集合，若順序對 ( ) Rbb ji ∈, ，表示 ib 與 jb 有關係，若有關係則可以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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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公式（4-3）所示： 

BbbRbb jiji ∈∀ ,, …………….………………………………………………（4-3） 

若效益間沒有關係則可以寫成，如公式（4-4）所示： 

BbbbRb jiji ∈∀ ,, ………………….…………………………………………（4-4） 

效益集合 B 中的二元關係，根據所有的順序對比較後，可得到 nn× 的二元

矩陣 A，其定義如下，如公式（4-5）與公式（4-6）所示： 

[ ]
2020, ×

= jiaA …………………………………………………………….……（4-5） 

⎭
⎬
⎫

⎩
⎨
⎧

=
ji

ji
ij bRbif

Rbbif
a

,0
,1

…………………………………………………………（4-6） 

矩陣 A的設計又稱之為二元關係R 的鄰接矩陣（adjacency matrix）。而原始

之 ISM 方法，係先行建立結構化自我影響矩陣（SSIM）在依據此一矩陣轉換成

二元矩陣 A。 

本研究所設計之 GISM 法，改由專家學者問卷方式，依據專家之看法來建立

二元矩陣 A，若專家學者認為 ib 與 jb 有相關，則 1=ija ，若專家學者認為 ib 與 jb

無相關，則 0=ija ，然而專家學者由 h位所組成，因此，將 k 位專家學者所認為 ib

與 jb 之間關係的 ija 加總後除以 h，得到平均值的 ija ，若平均值 5.0≥ija （即超過

半數專家學者認為有關係），則二元矩陣 A中的 1=ija ；反之，若平均值 5.0<ija

（即超過半數專家學者認為無關係），則二元矩陣 A中的 0=ija 。 

建構台灣 TOD 都市模式之效益體系，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整合性課題，

且TOD都市模式之效益又涉及到公、私部門（Cervero et al., 2004；Renne and Wells, 

2005）。因此，專家學者的受訪團體組成包括熟稔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整合課題

之公部門專家、私部門專家及學術單位研究者，受訪專家如表 4-2 所示，共計 14

個單位，本研究於 2007 年 6 月期間，發出 18 份問卷並回收 16 份有效問卷，問

卷內容請詳見附錄一，受訪專家學者請詳見附錄三。本研究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及

上述步驟之說明，建立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之二元關係矩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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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決策群體的專家學者單位 

學術單位 公部門 私部門 

1.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 1.台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中興工程公司 
2.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2.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2.永奕顧問公司 
3.成功大學都市計畫學系 3.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 3.鼎漢工程公司 
4.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4.戴德梁行公司 
5.臺北大學都市計劃研究所   
6.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

境學系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運用布林演算法計算可達矩陣 

建立二元關係矩陣 A後，即利用圖形理論（Graph Theory）的概念求解二元

關係矩陣 A，可以數學式表示，如公式（4-7）所示： 

IAN += ……………………………………………………………………（4-7） 

根據布林（邏輯）演算法（Boolean Operation）的計算，使得可以滿足如下

之條件，以得到可達矩陣（reachability matrix）M ，如公式（4-8）所示： 

MNNNN tt ==≠≠ −12 ……………………………………………………（4-8） 

若 ( ) 1, =ji bbM ，即表示 ib 對 jb 有關係；若 ( ) 1, =ij bbM ，即表示 jb 對 ib 有關

係，因此，這些關係又可以分成二類，如公式（4-9）與（4-10）所示： 

( ){ }1,, =∈= jijj bbMBbbβ …………………………………………………（4-9） 

( ){ }1,, =∈= ijjj bbMBbbα ………………………………………………（4-10） 

本研究整理專家學者問卷後，從公式（4-1）到公式（4-6）計算二元關係矩

陣（BM）A，再按公式（4-7）至（4-8）之計算，可求得可達矩陣（RM）M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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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四、建立層級關係 

TOD 都市模式效益集合B 中的 20 個效益，若滿足下列的條件，即可將 ib 抽

出成為一個層級，然後從可達矩陣M 中抽出已經抽取的效益，反覆的進行公式

（4-11），直到所有元素抽取完畢。 

( ) ( ) ( )iii bbb βαβ =∩ ………………………………………………………（4-11） 

反覆的抽取後，可求得 ib 是屬於哪一個層級 kL ，以第一個層級與其他的效

益關連性最高，求得台灣 TOD 都市模式之效益層級如下： 

{ }543211 ,,,, bbbbbL =  

{ }20181716151311109762 ,,,,,,,,,, bbbbbbbbbbbL =  

{ }1283 ,bbL =  

{ }19144 ,bb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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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立層級與相互影響關係 

將求得層級關係的 20 個效益，按其層級關係重新排列順序，第一層級排列

在前，依其類推為二、三與四層級，再依公式（4-5）的二元關係及專家問卷之

調查結果，透過圖形概念建立層級與相互影響的結構關係，如圖 4-3 所示，從層

級間來說明，如第四層的(b14)減低性別差異與(b19)降低心理壓力效益會影響第

三層的(b12)減低年齡差異效益，(b12)效益進而影響第二層的(b13)減低所得差異

效益，(b13)效益繼而影響第一層的(b3)社會公平效益，最終以達到台灣 TOD 都

市模式應有的效益。另一方面，從層級內來說明，以第一層的效益為例，(b1)環

境保護效益會影響（b2）經濟發展效益、(b3)效益會影響(b2)效益與(b4)區位效率

效益、(b4)效益會影響(b5) 健康城市效益、(b1)效益與(b5)效益會相互影響以及(b2)

效益與(b4)效益會相互影響。 

緣此，本研究依據 GISM 求解之結果，將多而複雜的效益內涵，如圖 4-3 所

示，初步建構具有層級關係與相互影響關係的台灣 TOD 都市模式之效益體系。 

與 效益相會影響

b1

b2

b3

b4

b5

b6

b7

b9

b10

b11

b13

b15

b16

b17

b18

b20

b8

b12
b14

b19
TOD效益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效益會影響 效益ib jbib jb

ib jb
彙整所有影響間接得
到總影響

最終效益

 

圖 4-3：初構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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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立效益間的時間動態關係 

本研究從第二章複雜理論，以及 TOD 都市模式效益分析之相關文獻彙整得

知，都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過程中，需要 TOD 實施方案的執行，以有效益

的連結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形塑出一個適宜台灣都市背景的 TOD 都市模式，

然而，諸多 TOD 的實施方案與策略，其需要較長期的實施，才能完整呈現出連

結的效益，TOD 都市模式效益與時間形成動態的演變關係。因此，對於都市模

式演變的監控，應視其連結效益呈現的時間動態關係，據以評估其成效與研擬有

時程性的策略。據此，本研究根據本章所提出之研究設計，此一節將討論研究設

計（四），透過專家問卷調查與評分法的整合應用，建立台灣 TOD 的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的時間動態關係， 

一、專家問卷調查與評分法應用說明 

運用 GISM 所建構之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僅能說明出 TOD 效益的層

級性與影響關係，為了進一步得知這些效益的成效在時間序列上的動態關係，本

研究採用未加權因素評分法（unweighted factor scoring model），透過專家學者

問卷進行連結後其效益在時間上的成效展現。首先建立一個評比效益成效之尺

度，其為 [ ]10,0 的實數，其中尺度意涵為 0 為完全沒有成效、3 為微弱的成效、5

稍微有成效、7 明顯有成效以及 10 強烈的成效，依此效益成效尺度評比 20 個效

益在六個時間點（0 至 5 年、5 至 10 年、10 至 15 年、15 至 20 年、20 至 25 年、

25 年以上）的效益成效。緣此， htiS ,, 為專家學者 h（ lh ,...,2,1= ，本研究 20=l ）

對 ib （ ni ,...,2,1= ，本研究 20=n ）效益在 tT （ mt ,...,2,1= ，本研究 6=m ）時間

連結效益之評分，最後將 l位專家學者評分予以平均，得到時間動態成效為 tiS , ，

如公式（4-12）所示： 

tiS
h

S
l

htiti ,,1
1

,,, ∀= ∑ …………………………………………（4-12） 

二、效益成效動態關係討論 

本研究據公式（4-12）對於每一個效益在於每一個時間點進行效益成效評

估，求得結果依照其層級呈現於圖 4-4（第一層級）、圖 4-5（第二層級）與圖

4-6（第三與第四層級合併呈現）中。效益成效動態關係的定義，本研究界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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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在 0 年至 25 年期間，效益成效會隨時間呈現高、低波動，而期間中最高點

之效益成效得分，該分數為效益成效之分類基礎。本研究再依據偏好尺度比例值

的概念，效益成效之分類如下幾種，7 分以上視為強成效，5 至 7 分視為成效，3

至 5 分視為弱成效，3 分為以下視為微成效。此外，效益成效在時間動態上的定

義，以其成效達到最高分的時間點，視為其成效時間動態之分類，而 20 年以上

視為長期，15 至 20 年視為中、長期，10 至 15 年視為中期，10 年以下視為短期。 

以環境保護效益為例，如圖 4-4 所示，台灣的都市演變成 TOD 模式後，0

至 5 年內可達到 2.4 的成效，5 至 10 年可達到 3.7 的成效，10 至 15 年可達到 6.1

成效，15 至 20 年可達到 6.1 成效，20 至 25 年可達到 7.7 成效，25 年後可達到

10.0 成效（強烈的成效），其中社會公平與健康城市的效益，其成效的成長幅度

與環境保護大致相同，短期內成效雖低，但長期而言，是具有強烈的成效，本研

究將其歸類為「長期強成效」；此外，如經濟發展與區位效率之效益，短期來說，

雖具有一定的成效，但是長期觀之，其成效並不會隨時間而增加，本研究將其歸

類為「短期成效」。 

繼而討論圖 4-5 之第二層級效益之成效，如提升環境品質、減低空氣污染與

提高身體健康效益，是屬於上文歸類之「長期強成效」；在提高房地價值、減低

所得差異、降低旅行成本、提高交通可及性、提高交通易行性與促進公共衛生效

益，長期而言雖然無法達到 10 分的強烈成效，但是都有 7 分以上的明顯有成效，

本研究將其歸類為「長期成效」；在促進產業發展效益，其長期與短期成效皆偏

低，本研究將其歸類為「長期弱成效」；最後，在減低財政支出效益部分，其效

益成長幅度快速，在 15 至 20 年時，其成效即可達到 10，本研究將其歸類為「中

長期強成效」。 

最後，討論圖 4-6 之第三與第四層效益之成效，其中保護開放空間、降低心

理壓力、減低年齡差異及減低性別差異全部屬於本研究歸類之「長期弱成效」。

緣此，本研究歸納出五類的成效，第一類為長期強成效，亦即在長期上效益可獲

得強烈的成效；第二類為長期成效，亦即在長期上效益可獲得明顯的成效；第三

類為長期弱成效，亦即在長期上效益僅可得到微弱的成效；第四類為中長期強成

效，亦即在中長期即可獲得強烈的成效；第五類為短期成效，亦即在短期上效益

即可獲得明顯的成效，但長期而言並不會繼續增加其成效。 

根據上文分析之結果發現，TOD 都市模式效益有五類動態時間關係，第一

類如環境保護、社會公平、健康城市、提升環境品質、減低空氣污染與提高身體

健康等效益，專家學者認為在台灣都市的背景下，其屬於「長期強成效」，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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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5 年的時程，才能逐步地檢視到成效的呈現，探究其原因本研究發現，這些

效益都是台灣都市嚴重欠缺的效益，如環境保護層面，台灣當前都市受到小汽車

使用率持高不下，土地開發脫序等原因，環境資源受到破壞，以及空氣到嚴重之

污染，然而，要改善這些層面的課題，則需要長時間的實施相關策略，在長時期

的落實之下，卻可以獲得強烈的成效。 

TOD 都市模式效益中第二類動態時間關係，如提高房地價值、減低所得差

異、降低旅行成本、提高交通可及性、提高交通易行性與促進公共衛生等效益，

專家學者認為在台灣都市的背景下，其屬於「長期成效」，亦是需要 25 年的時

程，才能逐步地檢視到成效的呈現，探究其原因本研究發現，這些效益都是台灣

都市欠缺的效益，但其欠缺的程度又低於「長期成效」，如提高房地價值的層面，

透過 TOD 相關策略的實施，雖然可以提高房地價值，但是房地產價值的提高可

能受限到總體經濟或其他政策因素，無法立刻反映出來，但是長期而言，是會有

一定成效的呈現。 

TOD 都市模式效益中第三類動態時間關係，如促進產業發展、保護開放空

間、減低年齡差異、減低性別差異與降低心理壓力等效益，專家學者認為在台灣

都市的背景下，其屬於「長期弱成效」，亦是需要 25 年的時程，才能逐步地檢

視到成效的呈現，但是這些效益在台灣的都市背景下，並非當前所欠缺的效益，

因此，就長期而言，這一類的 TOD 都市模式效益並不能呈現明顯的效益。 

TOD 都市模式效益中第四類動態時間關係，如減低財政支出效益，專家學

者認為在台灣都市的背景下，其屬於「中長期強成效」，亦是需要 15 至 20 年的

時程，即能逐步地檢視到成效的呈現，而且減低財政支出是台灣當前都市政府所

嚴重欠缺的效益，因此，若在中、長期時間下，實施 TOD 相關策略，即可以獲

得強烈的成效。 

TOD 都市模式效益中第五類動態時間關係，如經濟發展與區位效率等效

益，專家學者認為在台灣都市的背景下，其屬於「短期成效」，即是約在 5 年的

時程，就能檢視到成效的呈現，雖非強烈之成效，但亦具有一定改善現有課題的

效益，如經濟發展的部分，當 TOD 策略的實施，如提高密度使用，即可馬上促

進，開發者的開發意願，進行土地開發及相關投資，也帶動其餘相關產業的發展，

因此，將可以在短期內觀察到其效益。 

綜合上述成效之討論，整理如表 4-3，即長期強成效、長期成效、長期弱成

效、中長期強成效與短期成效，再輔以效益成效簡圖，可以說明了 20 個 TOD 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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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模式效益在台灣的都市背景下，其效益成效呈現之時間動態關係，這些效益成

效在時間上的呈現，本研究將其整合至初構之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以

形塑完整之體系。 

表 4-3：TOD 都市模式效益在動態時間上效益成效歸類 

類別 TOD 都市模式效益 效益成效簡圖

長期強成效 
環境保護、社會公平、健康城市、提升環境品

質、減低空氣污染、提高身體健康 

成效 

時間 

長期成效 
提高房地價值、減低所得差異、降低旅行成

本、提高交通可及性、提高交通易行性、促進

公共衛生 

成效 

時間 

長期弱成效 
促進產業發展、保護開放空間、減低年齡差

異、減低性別差異、降低心理壓力 

成效 

時間 

中長期強成效 減低財政支出 
成效 

時間 

短期成效 經濟發展、區位效率 
成效 

時間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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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第一層級 TOD 都市模式效益在動態時間上之成效呈現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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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第二層級 TOD 都市模式效益在動態時間上之成效呈現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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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第三、四層級 TOD 都市模式效益在動態時間上之成效呈現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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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台灣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之效益體系 

本研究從上文的 TOD 都市模式效益內涵初步分析，得知 TOD 都市模式具

有 20 個效益內涵，繼而以專家學者問卷調查、群體決策明示結構法與評分法，

評估出台灣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效益體系的層級關係、相互影響關係與時

間動態關係，依據這些關係的研究成果，於此節建構出完整的台灣 TOD 都市模

式效益體系，並提出此一效益體系的未來研究取向。 

一、建構台灣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都市模式之效益體系 

誠如上文分析，初步建構之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包含了 5 個層級（亦包

括最終效益層級）及相互影響關係結構，說明了 TOD 都市模式效益於落實時「層

層相扣」與「環環相關」，然而，效益之落實具有時間性，其會影響效益在各個

時間點的成效實現，如有長期之效益亦有短期之效益，甚至於就長期而言，效益

成效仍然偏低。因此，本研究進步一整合層級關係相互影響關係與時間動態關係。 

首先，本研究將圖 4-3 之「初構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中第三與第

四層級效益剔除（保護開放空間、減低年齡差異、減低性別差異、降低心理壓力），

其理由如下： 

（一）剔除理由一：係因依據多準則決策理論中談及層級結構之相關方法，如

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簡稱 AHP）與分析網絡程

序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簡稱 ANP）等，其層級結構之系統以不

超過三層為基礎，若超過三層會導致系統過於複雜，且第一層與第三層

之後的關係已經太過於疏離，因此，本研究將 TOD 總效益視為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的第一層，原屬於圖 4-3 之第三層與第四層即會變成

第四層與第五層，將會使得體系太過複雜且與第一層關係已太過疏離，

據此，本研究將其剔除。 

（二）剔除理由二：又因為此四個效益於時間動態關係上之成效低落，此四個

效益皆屬於「長期弱成效」，因此，對於 TOD 的整體效益而言貢獻不佳，

本研究亦將其剔除。最後，如圖 4-7 所示，本研究建構一個完整的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共計 16 個效益、3 個層次、35 個影響關係及

5 個時間動態關係，可供規劃者與決策者評估 TOD 成效與建立發展策略

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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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台灣 TOD 都市模式之效益體系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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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發現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整合與演變，形塑出當前 AOD 與 TOD 二大都市模

式型態，而 TOD 都市模式諸多層面的效益，已促使世界當前主要城市紛紛傾向

於轉變其都市模式到 TOD 的型態，演變的過程中，誠如第二章相關文獻所言，

首當瞭解 TOD 的效益，以及建立一套 TOD 效益體系，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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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過程中得到如下

之發現： 

（一）首先探討 TOD 效益的相關文獻，本研究從政策制訂者的觀點與實證研

究的角度，將 TOD 分類為「預期效益」與「實質效益」，預期效益之涵

蓋範圍大於實質效益，原因在於預期效益中有部分社會因素的效益，並

無法透過實證研究驗證之，但並非表示該類效益不會實現，而是受限該

類效益難以量化。本研究將二者都納入考量，彙整出 20 個 TOD 效益內

涵，如表 4-1 所示及圖 4-1 所示，此外，也從文獻與這些效益內涵中發

現，TOD 都市模式效益具有層級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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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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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

設計一套結合 ISM 與專家問卷調查的方法，本研究稱之為群體決策明示

結構法（GISM），評估步驟從公式（4-1）至公式（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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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3 所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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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再透過專家學者問卷調查評分法，評估步驟如公式（4-12），評估

出每一個 TOD 效益在 0 至 5 年、5 至 10 年、10 至 15 年、15 至 20 年、

20 至 25 年及 25 年以上的實現之成效，如圖 4-4、4-5 及 4-6 所示。並將

其歸納為五類，如表 4-3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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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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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後，本研究整合 TOD 效益的層級關係、相互影響關係與時間動態關

係，建立出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如圖 4-7 所示，共計 16 個效

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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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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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灣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體系的後續研究思路 

本研究透過質性文獻的歸納與量性資料的計算，建構一套在台灣都市背景下

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體系。為求此一體系可被廣泛應用，本研究將於後

續章節繼續進行之： 

（一）建構效益間的權重關係：本研究雖然評估出 TOD 都市模式效益之層級

關係、相互影響關係與時間動態關係，然而當這 16 個效益內涵在評估

一個城市是否具有 TOD 效益或作為監控都市演變發展時，每一個效益

內涵都是同等重要，但可能受限於政策決策者的偏好或都市發展的限

制，這些效益被落實會有優先關係，抑或影響的程度關係，即效益間具

有權重關係的存在。因此，本研究後續將進行 TOD 都市模式效益間權

重之探討。 

（二）可為評估 TOD 方案效益之基礎：建立效益體系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

評估 TOD 實施方案的效益，以監控 TOD 都市模式發展，因此，本研究

後續將把 TOD 效益體系結合適用的多準則評估方法，以評選出一個城

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時，其最有效益的實施方案。 

（三）研擬達成效益策略：台灣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體系，具有層級性、時

間性與相互影響性，因此，本研究後續將依據這些特性，並在效益體系

的結構下，研擬可達成這些效益的相關政策，以促進城市有效的轉變成

TOD 都市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