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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效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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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援系統係整合指標

管理系統（index management systems）、策略支援系統（strategic support systems）、
群體支援系統（group support systems）與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等概念以研

擬政策（葉堂宇，2000：1），透過這些系統方法的支援，客觀地制定各項公共

政策，以供決策者參考與實施，又本研究於先前章節運用計量指標、專家學者意

見與多準則評估方法，分析出都市模式的分類模型、台灣 TOD 都市模式的效益

體系與其權重關係，以及 TOD 的實施方案，透過研究成果再輔以政策支援系統

的概念，進而研擬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連結效益下的都市模式發展機制。 

第一節  政策支援系統 

本研究運用政策支援系統的理念，依循其政策研擬的方法與程序，提出土地

使用與交通運輸效益連結下的都市模式發展機制（以下簡稱「UTLC 發展機

制」），如圖 6-1 所示，政策支援系統包括指標管理系統、策略支援系統、群體

支援系統與專家系統，透過這些系統方法的輔助，可以客觀地、有效率地提出

UTLC 發展機制，而本研究所指效益連結下的 UTLC 發展機制，即是建構一套可

供台灣都市有效益的連結「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以演變成適宜的 TOD
都市模式。 

緣此，本研究研擬 UTLC 發展機制，依據政策支援系統的理念，提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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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發展策略（簡稱為效益連結策略）」與「監控策略」，以促使土地使用與交

通運輸能有效益的連結，並在台灣都市演變至 TOD 都市模式的過程中，都市受

效益連結策略的影響，可能產生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公平、區位效率、健

康城市等層面的效益，亦可能無效益產生。據此，本研究則再提出效益監控策略，

以評估連結過程中的效益呈現，並據此修正效益連結策略，最後，即形成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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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策支援系統

如何應用於 UTLC 發展機制，本研究說明如下。 

（一）指標管理系統：透過計量指標與模型進而衡量問題，為指標管理系統研

擬策略之概念。據此，本研究以第三章提出都市模式分類特徵與計量模

型，研擬出衡量都市模式分類的計量指標，其為 UTLC 發展機制的首要

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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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略支援系統：利用多準則評估方法，如 AHP、成本效益分析等方法，

為策略支援系統研擬策略與評估策略成效之概念。本研究以第四章與第

五章，所提出的 GISM 方法與 GANP 方法，建立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

益體系，再依據效益體系的內涵與特性為基礎，研議出效益連結策略及

實施的優先順序，再依據該體系發展出連結效益的監控策略。 

（三）群體支援系統：以多人的意見透過科學方法或軟體之彙整，進而研議策

略，其為群體支援系統的概念。據此，本研究所建構之 TOD 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與 TOD 最有效益之方案，係採用多人意見進行決策，本研究

以 TOD 最有效益之方案為目標，研議出可落實的效益連結策略。 

（四）專家系統：社會之各項複雜問題，透過專家學者之專業知識，以研擬策

略解決問題。據此，本研究透過產業、學術與政府等部門的專家學者，

評估出效益體系與最有效益之 TOD 方案，本研究整合專家系統、效益

體系與最有效益之 TOD 方案，設計一套評估指標，以作為監控連結效

益的依據。 

效益連結策略

模式分類、發展目標、效益連結策略、監控策略

都市模式演變

都市型態、使用型態、運輸系統

交通運輸 土地使用

步行、腳踏車、機車、大眾
運輸與汽車使用的運具型態

地景的變遷、開發的行為、
土地利用的效率、建物型態

經濟、環境、社會、區位與健康等效益

連結

政策支援系統

修正效益連結策略

指標管理系統、策略支援系統、群體支援系統、專家系統

連結效益監控
評估 無效益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益連結下的都市模式發展機制

有效益

 
圖 6-1：以政策支援系統建構 UTLC 發展機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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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都市模式發展機制 

本研究依據政治支援系統的概念，研擬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益連結下的

都市模式發展機制（UTLC 發展機制），此一機制由五個部分組成，分別為：（一）

發展機制的基本概念；（二）UTLC 都市模式分類策略；（三）TOD 發展目標

與；（四）效益連結策略；（五）連結效益的監控策略，依序說明如下。 

一、發展機制的基本概念 

本研究從政策支援系統下的四個子系統，並整合先前各章節之研究，進而

提出如下四個面向的策略，進而彙整成 UTLC 發展機制，其基本概念如圖 6-2 所

示，本研究應用指標管理系統、策略支援系統、專家系統與群體支援系統的概念，

進而發展出四個面向的策略，如下分點所述： 

（一）UTLC 都市模式分類策略：此一面向策略，係應用指標管理系統的概念，

將本研究於第三章所建立之 UTLC 都市模式分類計量指標，並以電腦軟

體輔助，制定一套分類 UTLC 都市模式的操作過程，以形成 UTLC 都市

模式分類策略。 

（二）TOD 發展目標：此一面向策略，係整合應用策略支援系統、專家系統與

群體支援系統的概念，將本研究於第五章運用 GANP 方法與專家學者問

卷，所評估出的最有效益的 TOD 實施方案，依此方案之內涵建立 TOD
發展目標，以作為效益連結策略的研擬基礎。 

（二）效益連結策略：此一面向策略，係整合應用策略支援系統、專家系統與

群體支援系統的概念，將本研究於第四章與第五章運用 GISM 與 GANP
方法，所建立之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依此體系之內涵與 TOD
方案為目標，發展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最有效益連結下的發展策略。 

（四）連結效益的監控策略：此一面向策略，係整合應用指標管理系統、策略

支援系統、專家系統與群體支援系統的概念，將本研究於第四章與第五

章運用 GISM 與 GANP 方法，所建立之台灣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

依此體系設計 TOD 效益評估指標，據以評估連結的效益，並監控台灣

都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的成效。 

本研究從都市模式分類開始操作，繼而提出 TOD 發展目標、效益連結策略，

並提供一套監控方式，最後形成一套有系統 UTLC 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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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模式發展機制的基本概念

指標管理

系統

策略支援

系統

群體支援

系統

專家

系統

都市模式
分類策略

TOD
發展目標

效益連結
策略

監控
連結效益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益連結下的
都市模式發展機制

都市模式
分類模型

都市模式
效益體系

 

圖 6-2：UTLC 發展機制之基本概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UTLC 都市模式分類策略 

UTLC 發展機制的第一個步驟，即是運用一套計量機制，進而分類出現今

都市模式的類別，此為本研究所謂之「UTLC 都市模式分類策略」。依據本研究

於第三章所建構之都市模式分類計量模型，僅要輸入「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

的相關資訊，則可以進行分類，其分類之結果，將可得知都市屬於哪一種模式，

如 ITC、AOD-S、AOD-C、TRD 與 TOD 等，若評估屬於 TOD 都市模式，即無

須再進行後續之效益連結策略，而直接跳至連結效益監控策略，據以維持 TOD
成效。然而，非屬於 TOD 都市模式，即表示需要進行此一機制的相關策略，以

促使都市能有效益的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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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此，本研究提出 UTLC 都市模式分類策略，如圖 6-3 所示，是一個都市

模式分類的操作程序，首先，由對象都市準備所需之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相關資

訊，將其輸入 UTLC 都市模式分類計量模型中，經由本研究設計軟體之計算，

再經由都市模式特徵資料庫之判讀，可進一步分類出該都市屬於哪一種都市模

式，並可得知都市在某一都市模式型態下，其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計量特徵可

供政府規劃單位參考，並據以研擬 TOD 的相關規劃設計之外，亦可供後續建立

效益連結策略之參考。 

交通運輸

計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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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特徵
資料庫

開始

資
料

土地使用資訊

交通運輸資訊

準備

輸出結果1

輸出結果2

輸入資訊

 

圖 6-3：UTLC 都市模式分類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TOD 發展目標 

TOD 發展機制的第二個步驟，即是確立實施方案與相關策略之目標，本研

究稱之為 TOD 發展目標，目標的確立係依據前文第五章所評估出的 TOD 都市模

式最有效益方案，如表 6-1 所示，發展目標之優先次序分別為提高大眾運輸程度、

提高都市設計程度、提高土地使用密度程度與提高混合土地使用程度。此外，最

有效益 TOD 方案，係以台北市為例，若台北市要達到 TOD 都市模式，並符合

TOD 的效益，將須落實此四項目標，並依據其相對重要性而依序落實。然而，

當今台北市的都市模式，仍處於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的過程中，本研究以最有

效益 TOD 方案中的提高 TOD 程度的概念，作為後續建立效益連結策略之 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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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此外，政府規劃部門亦可以參照該目標，進行研擬台北市的土地使用

計畫、都市設計方案與大眾運輸系統建設等計畫。 

表 6-1：TOD 發展目標 

方案 目標內容 發展目標優先次序

提高大眾運輸程度 1 
提高都市設計程度 2 

提高土地使用密度程度 3 

提高 
TOD 
程度 

提高混合土地使用程度 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效益連結策略 

TOD 發展機制的第三個步驟，即為建立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最有效益連結

下的發展策略（效益連結策略）。該策略係以 TOD 發展目標為研擬之基礎，再結

合前文章節運用 GISM 與 GANP 方法，所建構之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由於

此一效益體系具備網絡結構、相互影響、動態時間與權重等關係，本研究將研擬

一套目標導向與具有優先順序的效益連結策略，如表 6-1 所示。此外，由於該效

益連結策略具有優先順序之關係，需要一步一步依據效益的權重關係加以落實，

如圖 6-4 所示，以達到 TOD 都市模式之整體效益，並促使都市有效益地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 

本研究除了考量權重關係之外，亦把「動態時間」關係納入考量，又動態

時間是指每一類的 TOD 都市模式效益，其效益的發生或完整呈現有不同的時

程，根據前文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所提出的 TOD 都市模式效益策略之實

施期程，如表 6-2 所示，不同的效益策略有不同的實施期程，期程以每 5 年為一

個區間，共分為 5 個實施期程，計畫目標年可達 25 年，實施時程的長短影響至

該策略效益的呈現，若效益實施期程為 25 年，則表示該類連結效益策略需要執

行達 25 年，方能呈現出應有的 TOD 成效。從本研究第四章之研究結果發現，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內的各個效益類別，皆屬於中長期與長期的效益，因此，

TOD 都市模式效益策略的實施期程至少為 20 年，而計畫目標年為 25 年。 

本研究整合權重關係與動態時間關係，研議出各類效益的相關策略，而該

效益策略之設計，係依據第二章 TOD 都市模式效益之相關文獻，若相關研究指

出，某一策略可以達到某一類效益，本研究將依此策略之特性，將其發展出適用

於台灣都市背景的策略，這些策略形成一個策略組合，如表 6-2 所示，此一表則

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最有效益連結下的發展策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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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效益連結策略1

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效益連結策略2

效益連結策略3

效益連結策略4

效益連結策略

逐步邁向

TOD 方案目標

Step by step

TOD發展目標

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台灣

TOD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

層級
影響

動態

網絡

權重

 
圖 6-4：效益連結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研擬效益連結策略，即是要達到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能有效益之連

結，以促使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緣此，依據四個面向的目標，發展出有先後

順序之策略，並與可達成之效益連結，如提高使用密度程度（High density Land 
Use）面向之策略，其編號為 HL，又 HL-1 為最優先策略，該策略又可以達到「促

進產業發展」之效益，優先實施順序，依序為 HL-1, HL-2, …,HL-7，其餘層面，

如提高混合使用程度（Mixed Land use），其編號為 ML，優先實施順序如同 HL
策略，又如提高都市設計程度（Design for Connection），其編號為 DC，優先實

施順序亦如同 HL 策略，最後一個面向，如提高大眾運輸程度（High Transit 
ridership），其編號為 HT，優先實施順序亦如同 HL 策略。 

從這些面向之策略可以發現，HL 與 ML 為土地使用面向之策略，其不但會

產生「土地使用效益（簡稱 LB）」，也會連結出「交通運輸效益（簡稱 TB）」，而

HT 為交通運輸面向之策略，其會產生 TB 效益，也會連結出 LB 效益，其中 DC
面向策略，則具有連結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策略之特性，其衍生出 LB 效益與

TB 效益，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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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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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效益連結策略組合 

TOD 發展目標 連結效益策略與其優先順序 
連結之效益 
及其達成時程

提高土地使用 

密度程度 

High density Land Use

 效益連結策略 HL-1：引導商業土地使

用開發於大眾運輸廊帶，以達到運輸效

率與產業發展的雙重目標，應以大眾運

輸車站為中心，愈接近車站，愈提高商

業土地使用密度，使都市成為由數條

「經濟與運輸」走廊共構而成。 

促進產業發展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L-2：公、私合作開發

車站周邊之不動產，建築設計應配合周

圍地區進行高強度開發，為使其具有地

區核心之實質與象徵意義，容積獎勵則

為誘導私部門參與公共設施的具體實

惠措施。 

提高房地價值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L-3：提高大眾運輸走

廊之土地使用密度，促使大眾運輸成為

主要的運輸工具，其基本要素就是要有

足夠數量的人在車站附近居住或工

作。其中「增加密度」，居住密度愈高，

則大眾運輸服務越頻繁。因此，須於大

眾運輸車站周邊提高土地使用強度，並

向外逐漸減少密度。 

提高交通可及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L-4：建立區位效率貸

款，促進車站周邊的開發與再投資，依

據美國的實施經驗，設立「區位效率貸

款」機制，位於大眾運輸廊帶地區，銀

行可以提高貸款金額供其開發時所需

利用之資金。 

降低旅行成本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L-5：發展總量之監

控，評估區內發展總量為限制過度開發

之首要工作，從容受力的概念下，某一

地區於一定期間內，在不影響其環境與

生活品質的情況下，所能容納的最大人

口增量，並予以管制其土地開發之區

位、時序、速度、總量及品質，以確保

都市發展能夠在環境、設施、經濟、社

會與感官容受力下適量適時的成長。 

提升環境品質 

1 至 2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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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發展目標 連結效益策略與其優先順序 
連結之效益 
及其達成時程

提高土地使用 

密度程度 

High density Land Use

 效益連結策略 HL-6：建立都市診斷機

制：隨時進行土地開發、環境衛生、景

觀品質、公共設施、公共安全等問題之

監測診斷，建立地區環境病歷表，以作

為都市政府機動解決問題及施政優先

順序之依據。 

促進公共衛生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L-7：車站周邊建立

容積獎勵，基於社會效益觀點，考量

外部環境限制條件，包括交通衝擊限

制與公共服務設施限制，並滿足開發

商最低投資報酬率情況，以找出最適

容積獎勵額度，一方面維持開發商參

與意願，另一方面則避免對外部環境

造成衝擊。 

減低所得差異 

1 至 25 年 

提高混合土地 

使用程度 

Mixed Land use 

 效益連結策略 ML-1：多重目的之土地

利用模式，台灣先天優勢環境即是零售

服務便利，運用此優勢加強車站周邊土

地商業多元化，可吸引更多人，創造活

力，使行人感到舒服的步行環境。 

促進產業發展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ML-2：混合土地使用與

密度設計策略實施的同時，尚須考量到

整體不動產環境的趨勢與變化，以及評

估不動產市場所產生的開發型態與活

動量，以提高實務上運作的可行性。 

提高房地價值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ML-3：環境相容與使用

關連之混合土地使用，TOD 策略中，「環

境相容」與「使用關連」的混合土地使

用，能減少單程使用者之通勤旅次，並

增加公共交通運輸系統與減少私人運

具的使用，進而減低空污染，所謂的「環

境相容」與「使用關連」的混合土地使

用，係以大眾運輸路網為土地使用混合

區位，以各種活動量依據站區發展定位

進行土地使用的和諧混合，以提高大眾

運輸節點周邊的活動量，增加各種土地

使用連結的便利性。 

減低空氣污染 

1 至 2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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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發展目標 連結效益策略與其優先順序 
連結之效益 
及其達成時程

提高混合土地 

使用程度 

Mixed Land use 

 效益連結策略 ML-4：發展地區特色，

只需一點點的創造力，車站就足夠成為

社區的焦點，雖然內湖捷運沿線已有設

計概念，但它的設計卻看不出社區特

色，設計應能夠結合社區居民的文化、

意見，使其車站成為社區的一部份，形

成認同感。 

促進公共衛生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ML-5：以市場導向之規

劃原則擴大市場選擇，以規劃管制的手

段企圖引導開發活動至規劃的區位，以

避免影響環境生態系統，又能提供多元

混合的住宅型態與寧適環境，必須有開

發業者的配合。隨著人口結構與經濟能

力之改變，消費者對住宅市場產品之偏

好也在改變。 

減低所得差異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ML-6：高密度發展型態

下的住宅供給類型往往較難符合購屋

者之需求，以致智慧型成長方案必須企

圖改變產品設計，並規劃市場需求的區

位，兼顧不同社會地位及所得階層之偏

好與購屋能力，以市場需求導向規劃適

居性的環境，擴大市場選擇，以獲得購

屋者、開發者及環境保護者共同支持。

減低所得差異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DC-1：透過都市設計進

行內都市商圈再造，改善市中心的環境

竟品質，改造購物商圈，建構可及性高

而便利的交通系統，提供誘因與稅賦減

免方案，以吸引商務投資，提昇就業機

會，以及豐富宜人的休閒地點，提高都

市的適居性，以吸引中產階級回居。 

促進產業發展 

1 至 25 年 
提高都市 

設計程度 

Design for Connection

 

 

 

 

 

 

 

 效益連結策略 DC-2：棋盤式的街道型

態，棋盤式的街道是 TOD 的基本概念，

是為了方便每條道路都能與大眾運輸

系統相連結，台北市的街道設計與公車

路網規劃，已具有這個趨勢，但台北市

以外的地區仍尚待加強。 

提高交通可及 

1 至 2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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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發展目標 連結效益策略與其優先順序 
連結之效益 
及其達成時程

 效益連結策略 DC-3：土地開發整合

BOT 方式、都市更新、聯合開發與中央

政府各項計畫的資金補助，以確保其發

展的可行性。 

減低財政支出 

1 至 20 年 

 效益連結策略 DC-4：建物入口和車站

之間的距離應最小化，台灣大多數建築

物是以一種顧客為主而設計的，就是以

汽車到達門口的服務。建築物設計不只

用來滿足開車者，而更應是大眾運輸的

搭乘者、行人和騎腳踏車的人。 

提高交通易行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DC-5：提供一個便利的

步行連結系統，TOD 的路網最基本的是

提供行人和騎腳踏車的人可以便利到

不同目的，從事各項活動，這個設計概

念正是台灣最缺乏的。 

提高交通易行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DC-6：提供通過大樓的

連接，台灣早期由於缺乏開放空間設計

的概念，建物連接緊密，行人必須沿著

大樓邊緣走更長的距離到達目的地。 

提高交通易行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DC-7：大眾運輸與地

景，街樹和其他形式的地景提供了一個

愉悅的緩都市環境。台灣地區的步道可

混入自然特徵於設計中，使街景更有生

氣。街樹種植在人行道和道路之間，可

以緩衝行人和車輛，也提供行人夏天可

以遮蔭的地方。 

提高身體健康 

1 至 25 年 

提高都市 

設計程度 

Design for Connection

 效益連結策略 DC-8：引進新都市主義

之觀點，以維護都市內部環境品質：結

合都市設計與建築藝術進行都市環境

的改造。從「人」的日常行為設計為出

發點，建立安全、多樣、適和步行的社

區。 

提升環境品質 

1 至 25 年 

提高大眾 

運輸程度 

High Transit ridership

 效益連結策略 HT-1：加速大眾運輸興

建效率，增加回收的速度並減少開發成

本、增加開發利得。 
 

促進產業發展 

1 至 2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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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發展目標 連結效益策略與其優先順序 
連結之效益 
及其達成時程

 效益連結策略 HT-2：土地開發和市

場接軌，以達到供需均衡，並整合

公、私部門，促進車站周邊地區之開

發，提高大眾運輸搭乘率。 

提高房地價值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T-3：台灣建物違建、

步道佔用情形嚴重，須立即改善以增

加行人和騎腳踏車的人，便利、舒適

的到達運輸車站。 

提高交通可及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T-4：建立 TOD 發展

基金，最後關鍵即是在財務機制，其

中可以成立 TOD 發展基金會，以加

速興建大眾運輸、開發土地與提供機

能設施。 

減低財政支出 

1 至 20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T-5：提供一個優美

的開放空間形成便捷的路線，以連結

至大眾運輸車站，將能增加行人搭乘

大眾運輸之動機。 

提高交通易行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T-6：減少停車空間，

可減少汽車使用者開車，並提高選擇

大眾運輸的意願；於靠近公共運輸系

統的地區減少停車空間，加強接駁公

車場站設立與路線規劃；市中心地區

建立一個共乘者的停車設施。 

降低旅行成本 

1 至 25 年 

 效益連結策略 HT-7：台灣大多數的

行人無法感受到舒服步行的感覺，提

倡人行道旁的建物加強櫥窗設計與

立面美化，則可吸引行人步行的興趣

及增加人們使用大眾運輸的動機。 

提高身體健康 

1 至 25 年 

提高大眾 

運輸程度 

High Transit ridership

 效益連結策略 HT-8：停車場總量檢

討，如辦公大樓停車空間應設置在大

樓的後面或較遠距離的道路上，有助

於減少被看見，亦可減低對景觀的破

壞及開車的意願。 

減低空氣污染 

1 至 25 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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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連結效益監控策略 

TOD 發展機制的最後一個步驟，即是應用前文章節所建構之 TOD 都市模式

效益體系及其權重等關係，研擬「連結效益監控策略」，而監控策略係指透過 TOD
都市模式效益評估指標，以評估都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時，其土地使用與交

通運輸的連結效益。本研究依據 TOD 都市模式效益體系及其效益間的權重關

係，將其轉換成評估指標，作為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過程中的連結效益評估，

以監控都市能夠有效益的發展。據此，本研究設計 TOD 都市模式效益評估公式，

如公式（6-1）與表 6-3 所示， eTOD 表示都市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的成效，成

效評估值位於 0 與 1 之間，若 eTOD 效益值為 1，表示達到完全的成效，反之若

為 0，則是完全沒有成效，透過這個評估公式，由專家學者定期進行評估，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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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jijij

ji

ji
e WESTOD ×= ∑

==

==

11,5

1,1 …………………….………………………（6-1） 

eTOD  ＝ TOD 都市模式發展成效 

( )ijij ES  ＝ 
專家學者評估效益值，將其偏好設計於{ }1,0 ，若愈接近

1，則效益愈高，反之愈接近 0，則效益愈低 

ijE  ＝ 屬於 i群組內 j 效益評估指標 

ijW  ＝ 屬於 i群組內 j 效益評估指標的權重值 

表 6-3：TOD 都市模式效益評估指標 

評估目標 效益群組（ i） 效益評估指標（ j ） 權重（ ijW ） 

1 提升環境品質 0.0451 1 環境保護 
2 減低空氣污染 0.0449 
3 提高房地價值 0.1449 
4 減低財政支出 0.1297 2 經濟發展 
5 促進產業發展 0.1792 

3 社會公平 6 減低所得差異 0.0000 
7 降低旅行成本 0.1073 
8 提高交通可及 0.1346 4 區位效率 
9 提高交通易行 0.1242 
10 提高身體健康 0.0489 

監控 TOD 
都市模式 
發展效益 

5 健康城市 
11 促進公共衛生 0.041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六章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益連結下的都市模式發展機制 

- 6-14 - 

第三節  配套措施 

本研究於上文建構了 UTLC 發展機制，該機制具備了都市願景、發展目標、

發展策略與評估機制，以促使台北市演變成為 TOD 都市模式。上述之 UTLC 發

展機制是針對都市模式發展的全面性，提供一套策略進而有效益之連結土地使用

與交通運輸，發展機制延伸至實質計畫與實施方式的層面，然而，本研究之連結

效益策略，提出一個綱要性與系統化的策略，並未提及到實質計畫與相關之規劃

方案，緣此，在落實上述相關效益策略的同時，亦須透過如下六個配套措施的輔

助進行。 

一、特定專用區計畫 

TOD連結效益中之主要策略之一，提高捷運車站周邊土地使用密度，而TOD
都市模式的開發方式，可以透過現行之制度予以實施，如特定專用區的劃定，其

係由綜合土地使用計畫調整為較小型計畫，可以利用較少成本，直接管制土地使

用活動。 

據此，未來大眾運輸車站周邊土地之發展計畫可據法令相關規定，擬訂 TOD
特定專用區，給予土地使用特別規範，以發揮 TOD 所能帶來的預期效益。而捷

運車站周邊土地之特定專用區計畫應結合土地使用計畫、交通運輸計畫、公共設

施計畫，亦可透過其他各項輔助性策略以達到整體的發展目標，成為一套有效率

的都市發展機制。 

二、TOD 實質計畫研擬 

TOD 都市模式最有效益方案，其所設計之提高程度，為最有效益方案的目

標，而求達到這個目標，須從方案再發展出各種落實準則，然而，落實準則應因

地制宜，而非是既定的、無變化的規劃方案，據此，本研究結合台灣當前之都市

規劃制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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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階段一的規劃地區背景分析：首先定義 TOD 區的研究範圍，在範圍內

進行資料之蒐集與分析，待基礎資料蒐集完畢後，開始討論該一分區發

展成 TOD 之限制與機會； 

（二）階段二的 TOD 的計畫與設計，進入了規劃階段，首先具備一個長期的

規劃願景，在此一願景下，研擬出土地使用計畫、交通運輸與環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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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段三的 TOD 落實與財務分析，是指將 TOD 計畫階段化，分期分區落

實於都市與交通綜合發展計畫中，並進一步的計算該計畫的利益回饋與

政府的支出，得知實施 TOD 的成本效益比，以供後續修正之參考。 

表 6-4：落實最有效益 TOD 方案之實施程序 
階段 規劃工作 規劃考量因素 

1. 定義 TOD
區的研究範

圍 

找出步行距離、公有土地（國有、市有或交通運輸部

門所有等）、自然的界線（河流、山丘、綠地等）、人

造的物質界線（公路、軌道、提防等）、政策與社會

界線（如分區管制、社區鄰里單元、社群意識等）。

2. 資料蒐集 

資料蒐集包括：研究範圍內的歷史意涵、區域的連結

系統（高速公路、跨市的大眾運輸網絡）、現況土地

使用、在區域中扮演的角色、街道網絡與停車系統、

大眾運輸網絡、開放空間、行人與自行車網絡、相關

研究（主要或細部計畫）與土地使用分區等。 

階段一： 
規 劃 地 區

背景分析 

3. 討論該區的

機會與限制 

探討市區文化、公民的意願、教育程度、地區政府支

持度、地區資產、都市在發展與都市更新的潛力、土

地價值、聯合開發的機會、不動產市場、區域連結的

地位、行人步行環境、大眾運輸的可及性與都市設計

品質等。 

1. 發展願景 
願景描述包含：TOD 的型態，如文化中心、居住中

心、商業中心、辦公中心還是行政中心，定義其混合

使用的型態以及交通可及性。 

2. 土地使用 
計畫 

訂定 TOD 的土地使用計畫，計畫內容包括：土地使

用的功能分配、密度的分配與特殊化（向車站中心緊

密發展）、新開發與再開發計畫與公共空間計畫。 

3. 交通運輸 
網絡規劃 

交通運輸網絡的規劃包含：TOD 區內尤其是到車站

的的可及性、區域外的連結性、改善街道品質、定義

行人的需求、街道定位與功能、網格街道的落實、自

行車的路線、停車的需求與其他 TOD 區的連結。 

階段二： 
TOD 的計

畫與設計 

4. 環境規劃 環境規劃著重在於大眾運輸車站前廣場之規劃、區域

公園規劃、綠廊街道與綠意規劃等。 

1. 落實 將 TOD 計畫階段化，分期分區落實於都市與交通綜

合發展計畫中。 

階段三： 
TOD 的落

實與財務 2. 財務 計算計畫的回饋與政府的支出，計算其成本效益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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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門改善計畫 

在 UTLC 發展機制中，TOD 效益連結策略都屬於長期的實施策略，需要一

套分期分區與財務機制的配套，如資本門改善計畫可以被利用來增建大眾運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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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服

務，通常是運用在以大眾運輸為主幹的建設計畫中。資本門改善方案是一個多年

度的資本門支出預算，基本上約 5 或 6 年期。資本門方案將實質建設需完成的事

項結合在一起，並預測做迫切需要的資本門改善項目：「它們應坐落在哪裡？」、

「在什麼時候應被提供？」以及「如何提供財政支出？」。屬於地方政府透過中

程財務規劃而使得年度預算與公部門投資、地方計畫密切結合的手段。 

由於資本門改善方案強調地方政府財務多年性的前瞻與橫向業務單位間的

優先次序的協調，所以一旦預算形成，資源之利用效率以及投資建設實務的可行

性均可望提高。資本門改善方案應用於 TOD 都市模式之開發時，可以提供擴充

大眾運輸系統之時間表與財務預算，此外，其亦可以幫助特定區提供足夠的大眾

運輸系統或於開發協議的協商上來獲得政府部門所需的大眾運輸相關設備。資本

門改善方案使政府在財政上有效的經營與支配稅收，並可確保大眾運輸之興建有

計畫有秩序地執行，亦能夠引起經濟發展的誘因，促使都市有效益地演變成 TOD
都市模式。 

四、計畫單元整體開發 

TOD 連結效益中所有重要策略的綜整，即為在捷運車站周邊土地，提高土

地使用密度、提高混合使用以及加強都市設計，而透過計畫單元整體開發

（Planned Unit Development, 簡稱 PUD）來整合落實，PUD 起源於 1960 年初期

的美國，國內外著名學者亦對計畫單元整體開發之定義下了不同之註解，首先是

Babcock、McBride 及 Krasnowiecki 在州立法案中提及到：「計畫單元整體開發是

一地區的地主或開發者自行管理。期開發主要是將許多的居住單元座一整體的開

發，且其開發計畫不受現行分區使用管制規則之限制（林將財與李繁彥，1993）。」

PUD 意義界定為具有多種居住的型態，有充分的開放空間，以及一個負責維護

管理的社區委員會，並且是在一個特定的區域法規下所開發完成的。 

在實務上，PUD 通常包含了大規模的面積，它一般包括建築型式和使用的

混合，而非單存的發展。它的開發是長期的，故一般採取分期逐斷開發方式，以

便在長時間內，建築物配置及使用能配合需求、技術、資金或者觀念的改變而修

正計畫（錢學陶，1990）。簡言之，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土地細分規則應用於

整區的土地上，而不按慣例應用到其中每一單獨基地上的住宅地區發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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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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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如：密度、開放空間、土地使用、退縮線及其他設計元素和

開發的時機及程序的等。 

PUD 將允許在捷運車站周圍土地設計設計更有彈性，同時亦鼓勵聚集發

展，減少基本設施的需要和街道，藉此減少住宅單元成本，並且保留開放空間，

它也提供了更大的機會再供給低成本住宅及傳統住宅‧此外 PUD 的許可常需要

計畫人員與開發者間的協商；PUD 亦比傳統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具有更大的彈

性。因此，可配合上述特定區計畫的需要，讓土地能夠混合使用且和諧的發展。 

五、聯合開發 

TOD 連結效益中強調公、私合作，而聯合開發則為一個重要的公、私合作

基礎，聯合開發即為「聯合」與「開發」的意思，「聯合」為結合捷運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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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則

指不動產(如房地產)開發，因此所謂的聯合開發即為結合大眾捷運設施與私有土

地開發的房地產開發計畫，藉著公有與私有兩種資源的互相配合來達到公共部門

與私人部門兩者皆受益的目標（張有恆，1994），意即聯合開發的理念是公私部

門來共同從事不動產興闢事業，雙方共享利益、共擔風險。 

再依據現行大眾捷運系統土地聯合開發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聯合開發

係指地方主管機關依執行機關所定之計畫，與私人或團體合作開發大眾捷運系統

場、站與路線土地及其毗鄰地區之土地，以有效利用土地資源之不動產興闢事業

而言。」同條第二款規定：「聯合開發用地係指大眾捷運系統場、站與路線之土

地及毗鄰地區之土地中，經劃定為聯合開發計畫範圍內供聯合開發使用之土地。」 

由於興建大眾運輸系統需要耗費相當財力與物力，對於公部門而言不啻是

一項相當大的負擔，而聯合開發事實也為公部門提供一項解套措施。聯合開發乃

結合公部門與私部門運作之優點，政府財政支出較少，並掌握土地開發的控制

權，並能使土地整體而有效地利用，促進地區內的經濟發展，協助都市發展目標，

亦有助於政府推動公共建設，發揮公共效益。此外，藉由都市設計的手段，可減

低運輸系統所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也能夠增加開放性人行空間，形成以

車站為中心的都市意象。 

在 TOD 發展策略中，政府擁有發展管制的管轄權，但是公部門提供足夠的

誘因吸引業者投資，促使業者與公部門共同開發運輸車站、車站周圍房地產以及

運輸設施，企圖達到公部門與私部門共同經營獲利的結果。而就公部門而言，獲

利之處可以用來償付運輸系統建設時的資金成本，降低開發案風險，或用以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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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效率；而私部門則藉著車站周圍土地開發獲得利得，如香港地鐵公司，藉捷

運營運，發展沿線土地。 

六、開發協議 

以開發協議提高 TOD 區開發之效率，指在一特定時間地方政府與業者雙方

協議，政府承諾 TOD 土地使用計畫，其不適用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相關法令。

相對地，業者可能同意去興建公共設施或盡開發義務，而這些可能不屬於地方政

府依法授權的範圍之內。開發協議是設計用來提供給土地開發審議過程中較大的

確定性，又不會影響到政府公權力的行使。 

開發協議的目的，在於提升土地整體開發效率，尊重市場機制，透過鬆綁

協議當時之法規管制與規劃上之限制，而由開發者所提出之開發計畫取代僵硬的

法定計畫內容，經由開發許可的審查過程，取得政府授與之開發權利，同時凍結

協議後之政府任何法規管制上之立法或變更，以確實保障開發者既得之權利與開

發期望；地方政府與開發者可就因開發、建造而成之特定課題，如公共設施之改

善、美學等，達成一致的協議。 

開發協議可以作為一種條件式分區管制效果，限制土地的特定使用及量

體，要求捐贈公共設施，並可要求開發者於特定的時間內改善相關設施，使得地

方政府自業者手中取得超過法律規定標準之公共設施及公共服務；開發協議的機

制亦可與計畫單元開發以及資本門改善方案互相配合，使得政府與開發業者獲得

雙贏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