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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台灣地區近年來由於經濟快速發

展，對區域均衡發展及自然生態環境
產生相當之壓力，造成環境品質之低
落，甚至影響整體生態環境之持續發
展，自從「永續發展」之思潮興起，
目前已為各國在制定發展計畫時已由
以往之經濟發展模式，逐漸轉變為「環
境」與「發展」並重。此外政府正致
力於各層面之重大基本建設，從早期
的十大建設開始，經過十二項建設等
等，以期改善台灣地區的基本設施水
準，提昇投資環境條件，以營造台灣
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和科技島的目標。
其中經濟建設強調推動資源永續利用
及推動公共建設；交通建設強調獎勵
民間參與交通建設、建立國內外快捷
運輸網；社會建設方面則將重點在均
衡城鄉發展及促進國土資源有效利用
等。從此觀點看來，在即將邁入 21 世
紀的國家工作上，均衡城鄉發展亦成
為其中之一重要的課題。

本計畫為「重大交通建設對城鄉
發展及區域均衡影響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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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在
永續發展的基礎下，討論高速公路建
設對服務業分布及發展之影響，進而
探討其對城鄉均衡發展所造成之影
響。
關鍵詞：永續發展、服務業、均衡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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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will change the accessibility of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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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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study the impacts of High way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pos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二、緣由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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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與區域
發展雖有互動之相互影響關係，惟交
通運輸對區域發展之影響並非「產生
劑」而是「催化劑」（馮正民，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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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經濟
結構也朝向相同的趨勢演變。若以民
國八十年作為基期觀察，民國八十五
年的服務業生產毛額已達新台幣 3 兆
8,400 餘億元，較民國六十五年時成長
了 21.36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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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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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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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第一年之研究內容主要可
分為兩大部分：
（一）釐清服務業之分類以及不同類

                                                
1 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包括以下六大中心：製造
中心、海運中心、空運中心、電信中心、金
融中心、媒體中心。除製造中心外，其餘皆
屬服務業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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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服務業與地方發展之間的關係。
（二）以高速公路為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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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服務業分為生產性服務
業及消費性服務業即綜合性服務業加
以探討，其分類如下：
(一)生產性服務業
    本研究對於生產性服務業的認
定，依『中華民國標準行業』之分類，
以國際貿易業、運輸業、倉儲業、通
信業、金融業、保險業、法律及會計
服務業、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商
品經紀業、顧問服務業、資訊服務業、
廣告業、設計業、租賃業等十四種行
業為統計分析對象。

(二)消費性服務業
本研究對於消費性服務業的認

定，以零售業、餐飲業、社會服務業、
出版業、電影事業、廣播電視業、藝
文業、娛樂業、旅館業、個人服務業
等十種行業為統計分析對象。

(三)綜合性服務業

    本研究所稱之綜合性服務業，乃
稱前述兩種行業之外，兼具有消費性
服務業特性及生產性服務業特性而不
易分類之行業。依『中華民國標準行
業』之分類，包括批發業、證券期貨
業、不動產業、其他工商服務業、環
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公共行政
業等六種行業為統計分析對象。

    中山高速公路系於民國六十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全線通車，本研究
原本計畫自民國六十五年至民國八十
五年為研究期間，但由於民國六十五
年工商普查資料無服務業鄉鎮資料，
因此本計畫研究期間自民國七十年至
八十五年，以台灣地區（不包含離島
地區）之市鄉鎮作為研究空間單位；
本研究計畫內容包含三部分，第一部
份以台灣本島為對象，利用聯立方程
式（Simultaneous Equations）探討服
務業與城鄉發展之關係；第二部分則
依據高速公路之封閉特性，將台灣地
區西部走廊分為高速公路通過並設有
聯外交流道地區、僅有高速公路通過
地區及未有高速公路通過等三種類
型，探討中山高速公路建設對於台灣
地區西部走廊服務業空間分布之衝擊
影響；最後則將前兩部分結合探討高
速公路對城鄉發展及區域均衡之影
響，以期作為未來評估重大交通建設
衝擊影響之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根據本研究有關服務業與地方發
展的相互關係可得出以下結論：

(一)目前台灣地區的各類型服務業持
續大規模的增長，服務業已成為我國
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特別是生產性
服務業成長最為迅速。可見政府近年
來積極建全證券、金融、保險等相關
法制，並推動金融、保險業自由化政
策已見成效。在台灣地區產業逐漸邁
向成熟，朝向服務化經濟邁進之時，
未來應加速服務業現代化，提升整體
服務業之競爭力。

(二)根據跨越三階段的實證分析，總
體性服務業對於帶動地方發展的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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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助益。而若將其細分之後加以
探討。在研究的前期製造業、消費性
服務業以及生產性服務業對於地方發
展的影響較為顯著。於研究中期則僅
有生產性服務業對地方發展有顯著的
影響。可知在台灣地區生產性服務業
對於地方發展，與國外實證研究所得
結果相同，的確有正面的幫助。且其
影響程度居於各類型產業之冠。而消
費性服務業對於帶動地方發展的影響
則並不明顯，如將地區性因素考慮後
可能更能看出其趨勢。

(三)整體而言，地方發展對於總體服
務業的發展影響並不顯著，因此並不
若理論所假設，地方發展之後，必定
會帶動三級產業興盛之情況。而依各
種服務業類型來看，地方發展對於消
費性服務業的關係，已由研究前期的
負面轉為研究中期的正面影響，但於
研究後期其影響卻不顯著。而地方發
展對於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於研究前
期及中期則呈現負的影響，至研究後
期兩者之間已無相關。此顯示專業性
質高的生產性服務業受地方發展的影
響不大。

    至於高速公路對服務業之影響可
得到下列之結論：

(一)高速公路在興建完成初期，高速
公路通過地區或有無交流道之興建，
對服務業之成長之差異並不顯著，但
高速公路興建完成之後期，則對各項
服務業之成長均有顯著之差異，此乃
由於交通建設之興建對產業發展有一
時間落差所造成。一般說來，對於整
體服務業及消費性服務業而言，有高
速公路通過之地區及成長率高於無高
速公路通過之地區，有交流道興建之
地區高於無交流道興建之地區；對於

生產性服務業及綜合性服務業，則反
之，大部分為有高速公路通過者或有
交流道經過者，其成長率明顯較低；
此乃由於，專業性質高的生產性服務
業受地方發展之影響不大所造成，而
綜合性服務業兼具有生產性服務業及
消費性服務業之特性，因此二者之發
展與消費性服務業不同。
(二)高速公路完成初期（即 70-75
年），有高速公路及交流道通過之地區
其服務業發展潛力較其他地區為優，
但後期（即 80-85 年），高速公路對服
務業發展潛力之影響立即逐漸消失；
若分別來看，高速公路興建完成後（即
70-75，75-80 年）對消費性服務業、
生產性服務業及綜合性服務業之發展
潛力上升，但後期其發展潛力之影響
亦逐漸消失。
(三)高速公路通車初期，台灣地區西
部走廊之消費性服務業及綜合性服務
業之需求增加均依賴進口，而生產性
服務業則生產量大於需求量。到了通
車中期，則情形相反，及消費性服務
業及綜合性服務業之生產量大於需求
量，而生產性服務業之需求量大於生
產量。而 80-85 年間則變化不大，而
呈現穩定之情況。由區位商數之分析
來看，高速公路之通過與否，對服務
業之產業結構並未產生重要之影響。

(四)高速公路之興建對於服務業而
言，具有分散之效果，即由服務業觀
之，高速公路之興建對服務業之分布
有均衡之效果；若將服務業分細項觀
之，則消費性服務業及綜合性服務業
亦逐漸在空間上有分散之效果，僅生
產性服務業各年期之集中係數變化不
大，此乃由於生產性服務業之特性所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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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自評

至於後續之研究方向，由於本研
究受限於時間因素以及各種資料的取
得問題。致使未能做更為周詳之研
究。以下則歸納出幾項做為日後進行
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本研究以人口做為探討地方發展
程度的指標，以各產業的就業人數作
為代表產業發展程度的指標。然而對
於地方發展除了人口之外，還有其他
因素可作為地方發展程度之參考。而
產業發展的程度也有其他資料可為代
表。因此未來進行相關研究時，可考
慮加入其他資料作為地方發展以及產
業發展之參考變數。

(二)由於目前台灣對於服務業，尚無
一共同被接受的分類方式。目前多為
各研究者視其研究需要將服務業做不
同的分類。因此造成研究上的差異。
未來應擬定一分類標準，以便利於對
服務業作進一步的研究。

(三)本研究以整體服務業為研究標
的，探討其與地方發展之間的關係。
雖然有其完整性，但無法對個別產業
進行探討。雖有其廣度，但深度略顯
不足。未來可進一步依照個別產業進
一步加以探討。

(四)由於政府相關資料之缺乏，造成
本研究處理資料上之困難，未來應加
強資料庫之建立，以符合進一步研究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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