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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都會區規劃可有效地分配公共建設或服務資源，並能整合範

圍內不同都市之功能，以發揮範疇經濟效應，而且是實踐永

續發展的重要空間尺度。然都會區在以往的發展上，雖產生

不少經濟效益，但也消耗不少資源，並產生許多環境污染，

因此，如何在永續發展的框架中，综合地衡量都會區經濟效

益與環境生態的耗損，並給予建議改善之方向，乃是其中的

關鍵。 

過去對於永續發展的評估方式包括永續指標、生態足跡、環

境空間等，但多缺乏環境與經濟之整合性評估，因而有經濟/

生態效率評估方式的產生。然過去經濟/生態效率之應用，多

聚焦於企業及產業上，甚少應用於都會區及都市的發展評估

中，再加上過去以比率分析或指標評比進行衡量的方式存在

許多缺陷，故本文採用可解決上述缺陷的資料包絡分析方法

進行都會區的經濟/生態效率評估，並以台北都會區作為例，

另外藉由 Tobit 模型的分析，找出影響台北都會區經濟/生態

效率的關鍵因子，以作為未來區域計畫修訂或都市通盤檢討

之參考。 

本文建構一個以環境影響與資源消耗為投入，經濟發展為產

出的 DEA 模型，其實証結果顯示台北都會區內松山區、信義

區、中山區、中正區在經濟/生態效率上相對具有效率，且已

達最適規模水準。而 Tobit 的分析結果則顯示人口數、 工業

場所單位數、綠覆率與汽機車持有數，皆與經濟/生態效率呈

反向關係。 

 

中文關鍵詞： 經濟-生態效率、資料包絡分析、Tobit 迴歸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e metropolitan area is the important spatial scal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merly,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 has 

brought economical benefits, but also consumed a lot 

of resources and produc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refore, how to assess economical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loss comprehensively and offer 

improvable recommendations is key point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past, the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e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nvironmental spaces. Most 

of them lack of effective combining the aspect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 thus eco-efficiency been 

propos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However, eco-



efficiency has been focused on business and industry 

formerly, seldom been applied on urban or 

metropolitan area.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ssesses 

the eco-efficiency of metropolitan area by DEA and 

analyzes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by Tobit model.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the DEA model of output for 

economical benefit and input for combining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DEA, 

Songshan, Xinyi, Zhongshan, Zhongzheng are 

efficiency, and achieve optimal scale level. Another 

result of Tobit model shows that population, 

industrial unit, green coverage ratio, car and 

motorcycle ownership are inverse relationship with 

eco-efficiency. 

 

Keywords: 

英文關鍵詞： Eco-efficiency, metropolitan area, DEA, T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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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工業化以來，人類在生產活動中大量消耗自然資源與能源，並產生許多污染，

而在所伴隨的都市化效應，以及強調經濟高度成長的影響下，使得此情況更形惡化，

直至 1972 年「The Limits to growth :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一書所引發人口成長、工業化、污染及自然資源耗竭的問題討

論，才使得自然環境、資源及能源的議題逐漸受到關注，之後隨著永續發展概念的興

起，更產生了強永續(Strong Sustainability)及弱永續(Weak Sustainability)的爭論，然都會

區內的都市地區為人口及產業的聚集地，雖需要經濟活動以滿足人們消費之需求，但

也須確保都市內部及其周遭環境資源不遭受破壞(黃書禮，2000)，因此，都會區內的都

市便是傾向弱永續的發展型態，即自然資本與人為資本於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

代。 

過去對於永續發展的評估方式包含永續指標的建構、生態足跡、環境空間等方式

(Lewis and Brabec, 2005；黃書禮與徐婉玲，2001；李永展與陳安琪，2001)，但此些指

標多是個別考量經濟與環境的影響，較缺乏環境與經濟間之連結。直到 1990 年代世界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提出整

合經濟發展和環境資源消耗的評估方式－經濟/生態效率(Eco-efficiency)後，才解決上述

之課題，而經濟/生態效率亦被視為有效的永續性衡量工具之ㄧ(Gutés,1996；Zhang et 

al., 2008；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然過去經濟/生

態效率之研究多聚焦於企業及產業層面，甚少應用於都會區及都市的發展評估上。 

都會區在空間上包括了異營性系統的都市，以及自營性的環境生態系統，隨著都

市的擴張，雖然產生了經濟活動的效益，卻也消耗不少資源，連帶也產生不少污染，

因此，如何調和都市發展與環境生態的共存，並落實於都市發展政策及通盤檢討之

中，實為一重要之課題。而綜觀國內各都會區之發展，以台北都會區發展速度最快，

且發展程度最高，故以之作為本文的實證案例地區。 

綜合上述，本文有別於過去僅從經濟發展效率或從生態環境影響評估角度考量都

會區發展，而是透過經濟/生態效率整體評估都會區的經濟發展效益，以及環境影響與

資源消耗的成本。另外，因過去衡量經濟/生態效率的方式多透過比率分析或指標評

比，不僅無法考量多投入多產出的影響，亦無法針對不同資料型態、不同單位變數進

行整體性的分析，同時也無法針對無效率者提供改善之方向及建議，因此，本文採用

可解決上述問題的資料包絡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進行都會區的經

濟/生態效率評估，並以台北都會區作為例。此外，更藉由Tobit模型，找出影響台北都

會區經濟/生態效率的關鍵因子，作為未來區域計畫修訂或都市通盤檢討之參考。 

本文分為五部分，在本段敘述研究動機、目的、內容後，第二段進一步針對永續

發展及經濟/生態效率之內涵、應用與評估作說明，第三段則詳述研究設計之內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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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分析架構、衡量指標及分析方法等部份，第四段則說明實證樣本資料，以及相關的

實證結果，最後，提出本文之結論與建議。 

 

永續發展與經濟/生態效率 

(一)永續概念之發展 

自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在「Our Common Future」提出永續發展概念後，其成為解決工業化與都市化所產

生課題的最佳途徑。為落實永續發展，須從都市或地區著手，也因此發展出永續性都

市的理念。永續都市是指一個都市長期增進其都市系統功能，具有改變社經、人口、

技術產出品質水準的潛力，雖然在演進中展現多變的安定與不安定及無常的跳動，但

可確保都市系統的長期運作(Nijkamp, 1990)；另外，永續都市具有兩個發展原則，分別

為機能與自我調節原則，以及最少廢棄物原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0)。 

永續發展的內涵包括經濟、社會、生態三面向，由於人類的社經活動常會消耗自

然資本，使其日漸減少，因此，永續發展概念中因對自然資本所採取的觀點不同，而

有強永續(Strong Sustainability)及弱永續(Weak Sustainability)之分，而兩者的差異則在於

自然資本能否為人為資本所替代(Dietz and Neumayer, 2010)。其中，強永續的論點為自

然資源所提供之生態功能及維生服務是難以被人為資本所替代，故自然資本的消耗率

應小於自然資本的再生率，以維持生活品質及生態的穩定度(Gutés,1996)；而弱永續的

主張為自然資本與人為資本間的替代程度並無明顯區隔，如過去 Solow(1974)、

Stiglitz(1974)等人提出自然資本與人為資本可完全替代的概念，只要人造資本的成長率

大於自然資本損耗率，且在總資本量沒有減少情況下，則可依目前的消費水準可以永

久持續下去(Gutés,1996；Garmendia et al., 2010)。 

而永續都市的發展是在環境、社會、經濟間取得一平衡點，其間是容許相互抵換

與替代，故都市是傾向弱永續的發展型態，亦即自然資本可適度被人為資本所替代。

而自然資本與人為資本替代的效率性便可透過經濟/生態效率的概念來衡量。 

(二)經濟/生態效率之意涵 

經濟/生態效率(Eco-efficiency)之概念源自於 1970 年代的環境效率，後於 1990 年代

作為商業與永續發展間的連結，直到 1992 年由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提出，使得企

業界把過去視環保為支出的傳統觀念改變為資源使用效率及生產力的觀點(Zhang et al., 

2008；Li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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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生態效率(Eco-efficiency)中字首的「Eco」可表示經濟(Economy)和生態(Ecological)

兩種意涵，「Efficiency」為經濟學中效率之意義，故經濟/生態效率即是有效率地使用

自然資源或生態資源，以滿足人類的需求，亦即創造更多福利，但使用較少的資源

(Mickwitz P. et al., 2006；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因此，本文將經濟/生態效率定義為「在生產服務或產品時，盡可能的減少對於環境的

衝擊及所使用的資源，但不減損所欲達到的需求目標」。 

另外，經濟/生態效率概念亦可透過經濟圖形分析，將經濟價值與環境影響狀態分

別為置於 X、Y 軸，將不同的發展情形分別考量，以圖形分析方式呈現發展過程中經濟

利潤與環境影響相互抵換的情形(Hahn et al., 2010；Hoffren and Apajalahti, 2009)。 

(三)經濟/生態效率之應用 

經濟/生態效率指標已被視為具公信的一項工具，該工具在一段時間內連結環境影

響和經濟的資訊，表達出明確、有系統且一致的意義(Caneghem et al., 2010)，故可作為

衡量永續性的工具(Zhang et al., 2008)。而經濟/生態效率指標於應用上，須遵循永續發

展原則，並將經濟結構納入考量(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經濟/生態效率的應用範圍包括產業(Kharel and Charmondusit, 2008；Caneghem et 

al., 2010；Charmondusit and Keartpakpraek, 2010；Wang et al., 2011)、區域發展(Seppälä 

et al., 2005；Mickwitz et al., 2006)、住宅發展評估(Li et al., 2010)、運輸(Kuosmanen and 

Kortelainen, 2005)等層面。 

在產業方面，工業所產生的經濟產值，常與環境影響成抵換關係，如同 Kharel and 

Charmondusit(2008)與 Charmondusit and Keartpakpraek(2010)之分析結果；另外，

Caneghem et al.(2010)則提到可透過政府管制的方式，使生產量增加，卻同時減少了溫

室氣體、硫化物等污染之排放，而 Wang et al.(2011)亦提到可藉由施行較嚴格的環境規

範，來使經濟/生態效率值達到改善。 

在區域發展方面，區域內資源的分配、產業產值和環境總體的關係亦為可作為生

態經濟評估的對象，如 Seppälä et al.(2005)將經濟/生態效率應用於區域，觀察區域發展

的經濟/生態效率，並整合生產過程中的上下游投入要素，以及對環境影響間之評估。 

在住宅發展評估方面，由於都市住宅開發過程中自然資源和能源的無效率使用，

也會危害環境生態，因此，於都市內興建住宅時，工程中所耗用的資源以及所產生的

廢棄物之間的比率即可透過經濟/生態效率的計算，評估其效率之高低，並可透過資源

回收使用的增加，以及適當的增加樓高等方式來改善其效率(Li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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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輸方面，由於私人運具旅次所產生的移動性污染與石化能源的消耗，會造成

環 境 與 能 源 的 威 脅 ， 因 此 運 輸 的 永 續 性 逐 漸 受 到 重 視 。 Kuosmanen and 

Kortelainen(2005)分析芬蘭三個城鎮間，交通與環境影響間的效率性，結果顯示透過目

前的技術於減少排放是較難達成的。 

(四)以資料包絡分析為基礎的經濟/生態效率研究 

過去關於經濟/生態效率的分析上，多數採用指標評估的方式進行分析，而該方式

既無法同時考量多項投入及產出的聯合影響，亦無法針對不同資料型態、不同單位變

數進行整體性的分析，也無法針對無效率者提供改善之方向及建議，因此，在經濟/生

態效率的評估上存在許多侷限性。反觀，資料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可處理多投入多產出的評估問題，且無須預先設定函數形式及估計函數之參數，再加

上可處理不同計量單位之投入與產出要素，且無須預先設定權重，以及可提供組織相

關改善資訊，並能告知無效率應該減少投入或增加產出，以達到最有效之情況，故可

提供管理者擬定改善方案時決策的參考依據(Boussofiane et al., 1991；吳濟華與何柏

正，2008；Cooper et al., 2011)。 

DEA 是發展自生產力理論，屬於毋須預先設立投入及產出項目間函數之無母數分

析方法。DEA之效率衡量乃建構於柏拉圖最適境界效率之觀念，而DEA是利用數學規劃

於幾何空間上解釋資源被經濟地使用程度，並藉由選定投入及產出項目，建構效率前

緣邊界(efficiency frontier)，落在此邊界上之分析單元則是相對具有效率，而落於效率

邊緣線內則是相對無效率。另外，DEA 可藉由差額變數分析，提供無效率決策單元改

進的資訊，並透過增加投入或減少產出，以達有效率目標。 

正因如此，DEA 不僅廣泛應用都市財政、經濟、管理等層面，近年來更逐漸被應

用於生態或環境效率的分析上(Korhonen and Luptacik, 2004；Kuosmanen and Kortelainen, 

2005；Kortelainen and Kuosmanen, 2007；Hua et al., 2007；Zhang et al., 2008；

Barba-Gutierrez et al., 2009；Meensel et al., 2010；Sahoo et al., 2011；Oggioni et al., 

2011；Picazo-Tadeo et al., 2011；Picazo-Tadeo et al., 2012)。 

歸納上述研究成果，可發現經濟/生態效率是一能同時整合經濟發展和環境資源消

耗的評估方式，亦為有效的永續衡量工具，但過去之研究多集中在企業及產業方面，

較少應用於都會區及都市的發展評估上。此外，在經濟/生態效率的分析工具上，DEA

因本身所具的優勢，近年來被廣泛使用，而本文亦採用 DEA 分析方法，並建構適合都

市經濟/生態效率之評估架構。 

 

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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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估分析架構 

鑒於過去相關研究並未提出具體可操作之評估架構，本文針對都會區經濟/生態效

率，建立一具體可操作之評估架構，詳如圖 1 所示。由於其具通則性，除能作為本研

究之分析架構外，更能適用於分析不同國家及不同尺度與類別下的各類都會區。 

本分析架構中各步驟之內容包括：1.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之確定：

確定研究範圍，並決定都會區內欲進行評估的行政區；2.投入與產出指標選取：針對

反映都會區經濟/生態效率之「環境衝擊」與「資源消耗」投入項等指標，以及「經濟

發展效益」產出項等指標，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和選取；3.經濟/生態效率評估：透過資

料包絡分析方法，針對都會區的經濟/生態效率進行效率分析 1

 

、參考集合分析與差額

變數分析；4.選取具經濟/生態效率之行政區：透過效率評估，產生並選取都會區範圍

內具經濟/生態效率之行政區；5.經濟/生態效率之影響因素分析：透過計量經濟中的

Tobit模式，針對都會區經濟/生態效率的評估結果進行影響因素之分析，試圖找出影響

都會區能否達到經濟/生態效率的關鍵成因；6.政策建議：根據經濟/生態效率評估及其

影響因素分析之結果，研擬相對應的政策及改善建議。 

 

 

 

 

 

 

 

 

 

                        圖 1 都會區經濟/生態效率分析架構圖 

                                                           

1. 該效率分析係包括總技術效率分析、純技術效率分析與規模效率分析。 

經濟/生態效率評估 

總技術、純技術、規

模效率分析 

參考集合分析 

 

資料包絡分析 

政策建議 

選取具經濟/生態

效率之行政區 

經濟/生態效率之

影響因素分析 Tobit 模式 

經濟/生態效率投入與產

出指標之選取 

投入項－ 

 環境衝擊 

  

 

 

 

產出項－ 

 經濟發展效益 

決策單元

之確定－

都會區內

各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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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量指標 

1. DEA 評估指標 

本文以都會區的經濟/生態效率評估為主軸，衡量各行政區在人口與產業聚集的情

況下，所消耗的環境與資源成本，以及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間之關係，因此，本文將「環

境影響」與「資源消耗」作為投入項，並將「經濟發展」視為產出項，其相關指標整理

如表 1，至於其內涵則分別敘述如下： 

(1) 投入項 

A. 環境影響 

在環境影響面向中，以往經濟/生態效率的評估，多選取空氣污染、溫室氣體排放

量、廢棄物產出量(Zhang et al., 2008；Kharel and Charmondusit, 2008；Wursthorn et al., 

2010；Charmondusit and Keartpakpraek, 2010；Caneghem et al., 2010)，以及優養化、溫

室效應(Caneghem et al., 2010)為指標，本文基於研究目的、指標的重要性與資料取得的

考量下，選取空氣污染中的總懸浮微粒、廢棄物污染中的垃圾產生量，以及廢水污染

中的污水排放量三類指標 2

(A) 空氣污染 

，三類指標對環境影響的關係及衝擊說明如下： 

空氣污染物質是由總懸浮微粒、臭氧、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氮化合物所組成(王

俊傑，2008)，主要以總懸浮微粒和臭氧對環境的影響較大(潘慧芳，2004)。產業於燃

燒燃料生產時的空氣污染源包括落塵、總懸浮微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其易對環

境造成極大危害(鄭婷尹，2009)。因此，Wang et al.(2011)依據產業和所產生的影響變

動提出環境衡量指標，並以各產業單位產值之二氧化碳(CO2)、二氧化硫(SO2)及氮化合

物(NOx)排放量作為衡量。 

本文基於空氣品質資料完整性，以及總懸浮微粒成因較為單純且佔空氣品質不良

污染物比重高(蔡怡君，2008；鄭婷尹，2009)，故選擇總懸浮微粒作為空氣品質代表指

標。 

(B) 廢棄物污染 

                                                           

2. 環境影響各面向(空氣污染、廢棄物污染與廢水污染)中操作性指標選取之說明，詳述於之後

的內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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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經由消費與使用後，最終也將產生廢棄物及其他有害環境污染物質，隨著都

市居住人口的增多，所衍生的廢棄物更會對都市週邊的環境與生態體系造成危害(黃書

禮，2000；黃書禮與徐婉玲，2001)；此外，都市及產業發展程度的高低亦會對垃圾量

產生正向關係(唐晨欣，2005)。 

本文考量資料的可取得性，以及垃圾產生量與都市發展及產業狀態極具關聯性，

故選擇每年垃圾清運量作為廢棄物之衡量指標。 

(C) 廢水污染 

廢水的污染物質包括有機污染物、重金屬、清潔劑、廚餘等，由於污染物質進入

水體呈現綜合變化，因此評估指標包含有機污染物多寡的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以及衡量水中固

體雜質的懸浮固體 (Suspended Oxygen, SS)，而品質方面則是加入重金屬、溶氧

(Dissolved Oxygen, DO)、氨氮(NH3-H)、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大腸桿菌等(行政院主

計處，2008)。 

許多研究指出二級產業所排出的工業廢水，以及一般家庭所排放的生活污水會對

河川水質造成污染(任家弘等人，2004)。 

由於環保署水污染監測時期較晚，且資料量較空氣污染面向不齊全，再加上若根

據河川流域分析則可能出現污染情形於流域間產生差異而失去其真實性，因此，本文

選擇生活污水排放量作為廢水污染之衡量指標。 

B. 資源消耗 

都市中個人、家戶及產業各式各樣活動都將耗用資源，如水資源、電力、天然氣

等，以往研究將用水量(徐嫚君，2006；Charmondusit and Keartpakpraek, 2010；Kharel 

and Charmondusit, 2008；吳宓珊，2008)、電力(徐嫚君，2006；徐森雄等人，2007；林

世強，2007；Zhang et al., 2008；吳宓珊，2008)分析產業資源耗用情形，以及都市不同

期間效率值與生產力之變化，如徐森雄等人(2007)分析都市化現象，導致用電量和都市

氣溫之影響有高度相關聯性；吳宓珊(2008)將都市用水量與用電量作為衡量都市活動消

耗資源的指標，並證實此二類變數為影響台灣主要都市環境發展效率的因子。此外，

土地亦為一種稀少且特殊的資源，不僅承載各式活動，更為都市發展的基礎(林英彥等

人，1998)，而依其使用別之差異而具有不同之功能，如作為產業使用，便是各類經濟

發展的生產要素(林森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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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述，基於研究目的及指標的代表性，本文選取用水量、用電量與土地面積作

為衡量資源消耗的指標，但侷限於目前政府所建置的資料內容，故以生活用水量、生

活用電量，以及二、三級產業使用的土地面積作為上述的替代衡量指標。 

(2) 產出項 

A. 經濟發展 

都市中經濟活動為滿足人們生產、消費及分配需求，人們及產業活動的聚集創造

產值也提供就業機會，過去關於評估都市經濟活動的相關指標包括產業產值、產業產

值間之比例、資源消耗量與產值間比例等，如服務業佔 GDP 比例(葉俊榮與施奕任，

2005)、污染性產業產值佔製造業產值比例(葉俊榮、施奕任，2005)、工業用水量占工

業生產價值比例(劉錦添等人，2005)。此外，產業就業員工數、勞動生產效率亦為重要

指標(劉錦添等人，2005；吳宓珊，2008)。 

因此，基於研究目的與資料的可得性之考量，本文選取 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

數、二、三級產業產值與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薪資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 

2. Tobit 迴歸變數與假說研提 

都會區內各行政區之經濟/生態效率，主要是綜合衡量各行政區經濟發展產出效益

與環境及資源成本投入間的關係，而其影響成因可分別由都市規模、自然環境條件、

產業發展程度與運輸條件四個面向作探討，其影響變數整理如表 2 所示。 

在都市規模的面向中，因指標代表性的考量及可取得資料的限制，便以人口數作

為其衡量指標。當人口數增加時，需要更多的土地以供承載，需要更多的能源以供使

用，如此不僅對環境承載與資源消耗造成極大威脅，也易因過多人口造成都市發展規

模的不經濟，阻礙經濟的發展，進而使得經濟/生態效率降低 (Capello and Camagni, 

2000；Camagni et al., 2002；Hasse and Lathrop, 2003；Mindali et al., 2004；Berke et al., 

2006；Gueralp and Seto, 2008)，因此，本文假設當人口數愈多，會使得經濟/生態效率

減低，亦即兩者呈反向關係。 

在產業發展程度的面向中，因指標代表性的考量及可取得資料的限制，以 工 業 的

場所單位數作為其衡量指標。當工業的場所單位數增加時，雖會消耗更多的土地及資

源，對自然及生態環境造成危害(Barney, 1991；Russo and Fouts, 1997； Aragon-Correa, 

1998；Ravetz, 2000；任家弘等人，2004)，但同時亦會增加產業產值，促進經濟發展，

故與經濟/生態效率之關係是為正向或為反向，須視經濟產出效益與環境損失成本何者

為大，因此，本文假設工業的場所單位數與經濟/生態效率的關係為正亦可能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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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環境條件的面向中，因指標代表性的考量及可取得資料的限制，以綠覆率 3

在運輸條件方面，因指標代表性的考量及可取得資料的限制，以汽機車持有數作

為其衡量指標。當汽機車持有數愈高時，民眾愈傾向使用該種運具，而私人運具的使

用會產生移動性汙染，不僅使空氣汙染更嚴重，對環境生態產生負面影響，亦會危害

駕駛者及一般民眾的健康，此外，私人運具的使用亦會大量消耗石化能源，加速非再

生能源的短缺(Greene and Wegener, 1997；Roth and Kåberger, 2002；Black et al., 2002；

Richardson, 2005；Steg and Gifford, 2005)，因此，本文假設當汽機車持有數愈高，會使

得經濟/生態效率減低，亦即兩者呈反向關係。 

作為其衡量指標。當綠覆率愈高時，可節省土地資源，亦可保育自然及生態環境，避

免其遭受危害(Burgess et al., 1988；Givoni, 1991；McPherson, 1992；Simonds, 1994；

Liisa, 1997；黃書禮，2000；Ravetz, 2000；Beatley, 2000)，但同時亦可能會造成部份產

業產值的損失，進而阻礙經濟發展，因此，與經濟/生態效率之關係是為正向或為反

向，須視經濟發展損失與環境保育效益何者為大，故本文假設綠覆率與經濟/生態效率

的關係為正亦可能為負。 

(三)分析方法 

1. DEA 效率評估技術 

資料包絡分析是一種無母數效率前緣(non-parametric efficiency frontier)分析方法，

可用來評估多投入與多產出決策單元之相對效率。此方法運用實際可觀察之數據來選

擇投入與產出變數，利用數學規劃的技巧，建立一條相對最有效率的生產邊界線。位

於生產邊界上的決策單元，其效率值皆為 1，同時此決策單元並成為其他不具效率的決

策單位之前緣參考集合；而其他相對不具效率的投入(input)/產出(output)組合，會位於

生產邊界的下方，且被這條相對最有效率的生產邊界所包絡。這些不具效率的決策單

元，則就其分佈狀況給予其介於 0 與 1 之間的效率值。 

而資料包絡分析涵蓋許多模式，包括了 Charnes et al.(1978)所建構用於衡量固定規

模報酬下(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S)多項投入/產出之生產效率的 CCR 模式；Banker 

et al.(1984)所建構用於衡量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 VRS)之 BCC 模式；以

及加法模式、乘法模式、移動視窗、麥氏指數等等。因本文係處理橫斷面的效率問

題，故分別採用 CCR、BCC 等模式進行都會區內各行政區之效率評估。 

                                                           

3. 本文之綠覆率定義為行政區內的綠地面積/該區內的土地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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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資料包絡分析時，除須選取適當分析模式外，更需處理 DEA 模式中投入導

向(input-oriented)及產出導向(output-oriented)之問題。所謂投入導向模式係在求取目前

產出下可能最小之適當投入量為何，而產出導向模式則在求取就目前投入之情況下最

大之可能產出量為何。在本文中，由於強調是在目前產出水準不變下，投入量的最小

化，亦即在維持現階段的經濟發展下，使環境破壞與資源消耗最小化，故於分析時所

用之 DEA 模式，如 CCR、BCC 等模式均以投入導向作為計算方式。 

2. Tobit 迴歸分析 

Tobit 迴歸屬於應變數受到限制的一種模型，其概念最早是由 Tobin 於 1958 年所提

出，之後由 Goldberger 首度採用(Greene, 2012)。 

在進行影響因子探討時，須把 DEA 所計算出的各地區效率值作為應變數，但其值

域範圍介於 0 與 1 間，亦即任一 DMU 的效率值最大不超過 1，且最小不低於 0，故屬於

截斷資料，因此，若直接以效率值為被解釋變數建立計量模型，並利用一般最小平方

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進行迴歸估計，會因為無法完整地呈現資料，使得參數

估計是有偏且不一致的；但採用遵循最大概似法估計的 Tobit 模型則能有效地解決此問

題，故本文透過 Tobit 模型分析影響都會區內各行政區經濟/生態效率的關鍵因子。 

本文所設定的Tobit模型如式(1)及式(2)所示，其中 iy 是由DEA所計算各地區的效率

值； *
iy 是潛變量； ijx 是影響各地區效率值的影響因素； iε 是誤差項； 1τ 及 2τ 則各表

示 *
iy 設限時， iy 的指定值，本文此二值皆設定為 0。 

i

k

j
ijji xy εββ ++=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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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分析 

(一)樣本資料說明 

1. 研究地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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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實證案例地區以台北都會區為主，其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內的 48

個行政區。台北都會區內土地面積共計 2,457.13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4

 

為 2,808.27 人/

平方公里，而其範圍內的都市計畫區面積共計 1,595.47 平方公里，都市計畫區現況人

口密度約為 4,159.89 人/平方公里，由於其都市化程度高，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空間案

例。 

2. 決策單元 

在進行資料包絡分析時，本文以台北都會區內 48 個行政區作為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其數量符合資料包絡分析中決策單元數量決定的經驗法則，亦即受

評的決策單元個數須大於投入項及產出項個數總和的二倍，以避免讓過多的受評單元

落在效率前緣上，喪失資料包絡分析的鑑別力。 

3. 資料說明 

(1) DEA 評估指標之資料說明 

在投入及產出項的衡量變數皆為數值型態，各類衡量變數的單位可詳見表 1。另

外，因侷限於資料取得，故以 2006 年為進行評估的年期，而 DEA 衡量變數皆以 2006

年作為時間範圍。 

在衡量變數的資料取得上，除總懸浮微粒是以現有監測站資料配合克利金法進行

推估外，其餘 8 類變數皆以次級資料搜集取得為主，其中，垃圾產生量及生活污水排

放量是透過各縣市統計資料庫與環保署網站取得；生活用水量則是整理自台灣地區民

國 95 年生活用水量統計報告(經濟部水利署，2006)與臺灣地區生活用水需求量之預測

推估與應用(經濟部水利署，2007)中之資料；而生活用電量則取自於台灣電力公司的一

般用戶電力使用量資料；另外，二、三級產業使用的土地面積、就業員工數、產業產

值及就業員工薪資則皆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 2006 年的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 

(2) Tobit 模型影響變數之資料說明 

在 Tobit 模型中各類影響變數皆為數值型態，各類影響變數的單位可詳見表 2。為

針對 DEA 效率值進行影響因素的分析，故各類影響變數皆以 2006 年作為時間範圍。 

                                                           

4. 人口密度中的人口數係以戶籍登記人口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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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各類影響變數的資料取得上，除綠覆率是透過 2006 年國土利用調查計算所

得外，其餘變數皆以次級資料搜集取得為主，其中，人口數是整理自各縣市統計資料

庫及各縣市統計要覽等資料；工業的場所單位數則是整理自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 (行

政院主計處，2006)；此外，汽機車持有數 5

(二)以 DEA 為基礎的經濟/生態效率分析 

則綜整各縣市統計資料庫、各縣市統計要

覽與監理單位所提供之資料。 

DEA 的經濟/生態效率分析結果中，包括效率分析、參考集合分析與差額變數分析

三部份，以下分別進行說明： 

1. 效率分析 

在 DEA 的效率分析中，包括總技術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 TE)、純技術效率(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PTE)與規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 SE)三種效率分析。其中，總技術效

率是經由資料包絡分析的 CCR 模式所求得之值，代表固定規模報酬下，某行政區所投

入的成本轉換成效益時，相對於所有決策單元的效率，其值介於 0 與 1之間。而純技術

效率是由資料包絡分析的 BCC 模式所求得之值，代表變動規模報酬下，某行政區所投

入的成本與效益比較後的相對效率，其值介於 0 與 1 之間。至於規模效率是指目前行政

區的成本投入，以達最適化的效益產出的狀態，與達到最適規模報酬之投入產出狀態

作比較後的相對效率情形。 

檢視整個台北都會區在經濟/生態效率上的表現，根據 DEA 的分析結果可知(表 3)，

具相對總技術效率者僅 8.33％，多數行政區處於相對無效率狀態，而在相對無效率的

行政區中，12.5％為高度相對效率者，52.08％為低度相對效率者。 

而台北都會區內在經濟/生態效率上具有總技術效率的行政區有松山區、信義區、

中山區、中正區等 4 區(圖 2)，其亦符合弱永續的發展型態。此四區屬於都會區的核心

發展地區，不僅發展程度較高，而且聚集了中高程度以上的三級產業，使得其經濟效

益的表現較佳，另外，由於此四區的產業多非為污染性產業，以及聚居人口並非十分

眾多，使得其環境汙染與能源消耗皆較其他行政區佳。 

上述具有總技術效率的行政區，同時亦具有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而在總技術

效率上相對無效率的行政區中，如士林區、石碇區、坪林區、石門區、平溪區、貢寮

                                                           

5. 鑒於汽車與機車兩者在污染排放及能源消耗之差異，故統一以小客車當量作折算，在参酌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2002、2011)等研究後，將汽車的小客車當量設為 1，機車則設為 0.4。而汽機

車持有數便是加總汽車與機車的小客車當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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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烏來區，因其具有純技術效率(圖 3)，故可知其無效率是肇因於規模的無效率，而

非技術的無效率。另外，由表 3 可看出，台北都會區內行政區的相對無效率多肇因於

規模的無效率。 

另外，以規模報酬而言，台北都會區內的松山區、信義區、中山區、中正區達規

模報酬固定，表示已處於最適規模；其餘行政區皆呈現規模報酬遞增狀態，表示需適

度擴大規模，以提昇整體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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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北都會區經濟/生態效率

之 TE 分布圖 

 

圖 3 台北都會區經濟/生態效率之

PTE 分布圖 

 

圖 4 台北都會區經濟/生態效率之

SE 分布圖 

 

表 3  不同效率值範圍內的行政區個數與比率 

值域範圍 

總技術效率 純技術效率 規模效率 

個數 比率(%) 個數 比率(%) 個數 比率(%) 

1 4 8.33 11 22.92 4 8.33 

0.7-0.999 6 12.5 20 41.67 17 35.42 

0.4-0.699 13 27.08 17 35.42 9 18.75 

0-0.399 25 52.08 - - 18 37.5 

2. 參考集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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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集合分析主要是檢視，具相對有效率的決策單元被無效率決策單元作為改善

效率的參考對象與次數，若某一決策單元被其他決策單元參考次數愈多，表示其相對

有效率的穩健性愈強。 

根據參考集合的分析結果，中山區被參考次數最多，高達 36 次；信義區次之，被

參考 27 次；而中正區與松山區則最少，分別被參考 5 次及 6 次。因此，相較於其他有

效率的行政區，中山區的效率穩健性最強，而中正區與松山區則最弱。 

3. 差額變數分析 

差額變數分析可就資源使用情形來提供改善的方向與程度，藉以瞭解決策單元與

效率目標的差距程度與改善空間的大小。其主要是利用折線線段連接各前置節點形成

效率前緣線，再以效率前緣線為標準，計算各投入及產出項的差額變數，若差額變數

出現在投入項，表示資源投入過多，須減少以達效率水準；反之，若差額變數出現在

產出項，表示效益或產出不足，須增加以達效率水準。 

各行政區在資源投入的減少上，如總懸浮微粒方面，以五股區需改善程度最大；

垃圾產生量方面，以中和區需改善程度最大；污水排放方面，以板橋區、中和區、新

莊區需改善程度最大；用水量方面，以永和區、中和區、三重區需改善程度最大；用

電量方面，以板橋區、永和區、士林區需改善程度最大；二、三級產業使用的土地面

積方面，以萬里區、七堵區、石門區需改善程度最大。而在產出的增加上，如二、三

級產業就業員工數方面，以北投區、大安區需改善程度最大；二、三級產業產值方

面，以板橋區、三重區、新莊區需改善程度最大；二、三級產業就業員工薪資方面，

以新莊區、板橋區、三重區需改善程度最大。 

另外，以行政區的改善而言，板橋區、永和區、三重區嚴重地偏離弱永續的發展

型態，是目前亟待改善的首要三個行政區，由於此三者發展已久，早已成為人口或產

業的集聚地區，對環境與資源使用上造成不少威脅，再加上全球化的競爭與轉業轉型

的影響，使得經濟未能持續地成長，因此，造成此三區的待改善的面向及程度為最

大。 

表 4  差額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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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懸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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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就業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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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級產業

產值 

二、三

級產業

就業員

工薪資 

行

政

五股區 中和區 板橋區 永和區 板橋區 萬里區 行政

區 

北投區 板橋區 新莊區 

南港區 士林區 中和區 中和區 永和區 七堵區 大安區 三重區 板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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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永和區 三重區 新莊區 三重區 士林區 石門區 七堵區 新莊區 三重區 

(三)經濟/生態效率影響因子之探討 

為有效釐清影響台北都會區經濟/生態效率的因子，本文透過Tobit模式進行分析，

依據 LR 卡方值檢定所顯示的結果，表示 Tobit 模式整體配適度良好。另外，根據 Tobit

的分析結果(表 5)，顯示影響台北都會區各行政區經濟/生態效率之影響指標包括了人口

數、工業場所單位、綠覆率與汽機車持有數，亦即其關鍵的影響因子層面涵蓋了都市

規模、產業發展程度、自然環境條件與運輸條件。 

在都市規模的面向中，當人口數增加時，會需要更多的土地及資源，也易造成都

市發展的不經濟，不僅對環境承載與資源消耗造成極大威脅，也會因不經濟的效應造

成經濟發展的阻礙，進而使得經濟/生態效率降低，而本文實證結果亦支持此結論。而

此一變數亦可證明板橋區、中和區等人口高度聚集的行政區，其經濟/生態效率表現不

佳的肇因。 

在產業發展程度的面向中，當 工業的場所單位數增加時，會消耗更多的土地及資

源，亦會對自然及生態環境造成危害，但同時也會增加產業產值，促進經濟發展，因

此，與經濟/生態效率之關係是為正向或為反向，須視經濟產出與環境損失成本何者為

大，而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兩者呈反向關係，亦即工業的場所單位數愈多，則使經濟 /

生態效率愈低。而此一變數亦可證明新莊區、三重區等多工業廠家的行政區，其經濟/

生態效率表現不佳的肇因。 

在自然環境條件的面向中，當綠覆率愈高時，可節省土地資源，亦可保育自然及

生態環境，避免其遭受危害，但同時也可能會造成部份產業產值的損失，進而阻礙經

濟發展，故與經濟/生態效率之關係是為正向或為反向，須視經濟發展損失與環境保育

效益何者為大，而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兩者呈反向關係，亦即綠覆率愈高，則使經濟/

生態效率愈低。而此一變數亦可證明雙溪區、平溪區等高綠覆率的行政區，其經濟/生

態效率表現不佳的肇因。 

在運輸條件的面向中，當汽機車持有數愈高時，會較傾向使用該運具，並因此產

生移動性污染，對環境生態產生負面影響，同時也會消耗大量的石化能源，進而會使

得經濟/生態效率減低，而本文實證結果亦支持此結論。而此一變數亦可證明板橋區、

三重區、中和區等私人運具持有比例高的行政區，其經濟/生態效率表現不佳的肇因。 

表 5  Tobit 模式分析結果表 

 係數 標準誤 t 值 P-value 

截距項 0.7714703***                     0.1330779 5.80 0.000 

人口數 -0.00000548**               0.00000202 -2.71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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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的場所單位數 -0.0001343***             0.0000314 -4.28   0.000   

汽機車持有數 -0.0000226**                 0.00000717 -3.16 0.003 

綠覆率 -0.5277885**                 0.1560019 -3.38 0.002 

估計標準誤 0.2144454    0.0230332   

LR χ2(4) 37.09***    

Number of observations: 48；uncensored observations: 44 

left-censored observations (at crs≦0): 0；right-censored observations (at crs≧1): 4 

 

結論與建議 

都會區內的發展型態可以解構為人口、產業、環境及運輸在空間的分布及交互關

係，而其發展是否符合永續原則，一直是都市規劃所關注的焦點，本文試圖透過經濟/

生態效率的觀點進行論證，並建立一套具體可操作的都會區經濟/生態效率評估架構，

以台北都會區為對象，透過資料包絡分析方法與 Tobit 模型進行實證後，提出以下之結

論及建議： 

(一)本文以都會區為對象，提出具體可操作的經濟/生態效率評估架構，並透過 DEA 將

經濟/生態效率觀點予以模式化，除可供相關單位作為規劃參考依據外，更可為無

效率的行政區提供改善方向及建議；另外，本文在經濟/生態效率指標選取上更具

綜合性與全面性，如在產出效益面向以經濟發展狀態考量為主，而投入成本面向

則以整合空氣污染、廢棄物、廢水的環境影響與資源消耗考量為主，進而使得經

濟/生態效率的評估結果更具全面性與實用性。 

(二)本文的 DEA 實証結果顯示，台北都會區內松山區、信義區、中山區、中正區在經濟

/生態效率上相對具有效率，且已達最適規模水準。其中，以中山區的效率穩健性

最強，而中正區與松山區則最弱。另外，根據差額變數分析結果，發現板橋區、

永和區、三重區是目前亟待改善的首要三個行政區，其待改善的面向及程度皆為

最大。 

(三)本文透過 Tobit 模式進行經濟/生態效率影響因子的實證，藉此瞭解影響台北都會區

經濟/生態效率之因子為何，以提供未來區域計畫修訂或都市通盤檢討參考之用。

其實證結果顯示人口數、工業場所單位數 、綠覆率與汽機車持有數等指標，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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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生態效率呈反向關係，亦即人口數、工業場所單位數、綠覆率與汽機車持有

數增加，皆會使得經濟/生態效率降低。 

(四)本文因資料侷限性，僅是針對特定時間的經濟/生態效率分析，未來若資料允許，

可再進一步進行不同時間點的動態分析及比較；另外，本文在實證上以台北都會

區作為分析案例，未來可再蒐集國內外不同都會區的資料，進行分析及相互間之

比較。 

(五)資料包絡分析方法及模式在近年來的發展蓬勃快速，未來可透過新的分析模式，進

行分析與評估，亦可進行模式間的優劣比較，以找出更適合的分析模式。 

 

参考文獻 

王俊傑[Wang, J. J.]2008。台灣產業環境衝擊關聯分析與永續消費型態探討[Tai wan chan 

ye huan jing chong ji guan lian fen xi yu yong xu xiao fei xing tai tan]。國立台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2002。機車專用道車流特性與容量探討 

[Ji che zhuan yong dao che liu te xing yu rong liang tan tao]。臺北[Taipei]：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 2011。 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2011 nian tai wan gong lu rong liang shou 

ce]。臺北[Taipei]：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任家弘、林俊全、趙文愷、徐美玲[Ren J. H., J.Q. Lin, W. K. Zhao, and M. L. Xu] 2004。高

屏溪流域環境水資源分布與水質、水污染變遷之研究[Gao ping xi liu yu huan jing 

shui zi yuan fen bu yu shui zhi shui wu ran bian qian zhi yan jiu; Changing water 

resources, quality and pollution in the Kao-ping watershed]。地理學報[Di li xue ba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37: 139-160。 

行政院主計處[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R.O.C.] 2006。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Gong shang ji fu wu ye pu cha bao gao] 。臺

北[Taipei]：行政院主計處[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R.O.C.]。 



18 

─── 2009。綠色國民所得帳編制報告[Lü se guo min suo de zhang bian zhi bao gao]。

臺北[Taipei]：行政院主計處[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R.O.C.]。  

吳宓珊[Wu,M.S.] 2008。台灣主要都市環境發展效率評估[Tai wan zhu yao du shi huan 

jing fa zhan xiao lü ping gu]。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吳濟華、何柏正 [Wu, J. H., and B.Z. He] 2008。組織效率與生產力評估：資料包絡分析

法[Zu zhi xiao lü yu sheng chan li ping gu: Zi liao bao luo fen xi fa; Organization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ssessment: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新北市 [New 

Taipei]：前程文化 [Future Career publications]。 

李永展、陳安琪[Lee,Y.J., and A.C. Chen] 2001。台中都會區永續性之衡量-生態足跡分析

法之應用[Tai zhong du hui qu yong xu xing zhi heng liang- Sheng tai zu ji fen xi fa zhi 

ying yong; A measurement of taichung metropolitan area's urban sustainability: Using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Guo li tai wan da 

xue jian zhu yu cheng xiang yan jiu xue bao;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10: 

1-17。 

林世強[Lin, S.Q.] 2007。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探討島嶼之永續發展策略[Yi er yang hua tan 

pai fang liang tan tao dao yu zhi yong xu fa zhan ce lüe; A stud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small islands by surveying CO2 emission]。地理學報[Di li 

xue ba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47: 39-57。 

林英彥、劉小蘭、邊泰明、賴宗裕[Lin, Y. H., X. L. Liu, T. M. Bian, and Z. Y. Lai] 1998。都市

計畫與行政 [Du shi ji hua yu xing zheng]。新北市 [New Taipei]：空中大學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林森田 [Lin, S. T.] 2010。土地經濟學 [Tu di jing ji xue; Land economics]。臺北[Taipei]：

巨流圖書 [Chuliu publications] 

唐晨欣[Tang,C.X.]2005。地區差異對垃圾量與垃圾政策之影響探討[Di qu cha yi dui le se 

liang yu le se zheng ce zhi ying xiang tan tao]。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論文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19 

徐森雄、唐琦、陳品如、黃雅琳[Xu, S.X., Q. Tang, P. R. Chen, and Y. L. Huang] 2007。台中

市之都市化對於氣溫變化之影響[Tai zhong shi zhi du shi hua dui yu qi wen bian hua 

zhi ying xiang;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air temperature of metropolitan 

Taichung]。作物、環境與生物資訊[Zuo wu huan jing yu sheng wu zi xun; Crop, 

Environment and Bioinformatic] 4: 307-313 

徐嫚君[Xu, M.J.]2006。考慮能源投入下之台灣各縣市總要素及部分要素及生產力[Kao lü 

neng yuan tou ru xia zhi tai wan ge xian shi zong yao su ji bu fen yao su ji sheng chan 

li]。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pei]。 

黃書禮 [Huang, S. L.] 2000。生態土地使用規劃 [Sheng tai tu di shi yong gui hua; 

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臺北[Taipei]：詹式書局[Chan’s Arch- publications]。 

黃書禮、徐婉玲[Huang, S. L., and W.L. Xu] 2001。台北地區都市建設代謝作用物質流分

析與能值評估[Tai bei di qu du shi jian she dai xie zuo yong wu zhi liu fen xi yu neng 

zhi; Materials flow analysis and emergy evaluation of Taipei's urban construction]。都

市與計畫[Du shi yu ji hua; City and Planning] 28(2): 187-209。 

經濟部水利署 [Water Resources Agency] 2006。 台灣地區民國 95 年生活用水量統計報

告[Tai wan di qu min guo 95 nian sheng huo yong shui liang tong ji bao gao]。臺中

[Taichung]：經濟部水利署 [Water Resources Agency]。 

─── 2007。臺灣地區生活用水需求量之預測推估與應用[Tai wan di qu sheng huo 

yong shui xu qiu liang zhi yu ce tui gu yu ying yong]。臺中[Taichung]：經濟部水利署 

[Water Resources Agency]。 

葉俊榮、施奕任[Ye,J.R., and Y.R. Shi] 2005。從學術建構到政策實踐：永續臺灣指標的發

展歷程及其對制度運作影響[Cong xue shu jian gou dao zheng ce shi jian: Yong xu tai 

wan zhi biao de fa zhan li cheng ji qi dui zhi du yun zuo ying xiang; From academic 

research to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nstitutional 

influence of taiw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system]。都市與計畫[Du shi 

yu ji hua; City and Planning] 32(2): 103-124。 

劉錦添、李武隆、林泔薇[Liu,J.T., W.L. Li,and G.W. Lin] 2005。台灣永續經濟壓力指標之

回顧與探討[Tai wan yong xu jing ji ya li zhi biao zhi hui gu yu tan tao; The economic 



20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aiwan]。都市與計畫[Du shi yu ji hua; City 

and Planning] 32(2): 161-177。 

潘慧芳[Pan, H. F.]2004。中部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之時空分佈特性分析[Zhong bu kong qi 

pin zhi qu kong qi pin zhi zhi shi kong fen bu te xing fen xi]。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

學系碩士論文[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蔡怡君[Cai, Y. J.]2008。不同地區懸浮微粒成分特徵之觀測與模擬分析研究[Bu tong di qu 

xuan fu wei li cheng fen te zheng zhi guan ce yu mo ni fen xi yan jiu]。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所碩士論文[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afety,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nlin]。 

鄭婷尹[Zheng,T.Y.]2009。捷運、人口、產業對空氣品質之影響-以台北市為例[Jie yun 

ren kou chan ye dui kong qi pin zhi zhi ying xiang yi tai bei shi wei li]。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碩士論文[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Aragon-Correa, J.A. 1998. Strategic proactivity and firm approach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1(5): 556-567. 

Banker, R. D., A. Charnes, and W. W. Cooper. 1984. Some models for estimating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 30(9): 

1078-1092. 

Barba-Gutierrez, Y., B. Adenso-Diaz, and S. Lozano. 2009. Eco-Efficiency of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Appliances: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Environmental Modeling 

and Assessment 14(4): 439-447. 

Barney, J. B.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1): 99-120. 

Beatley, T. 2000. Green urbanism: learning from European citie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Berke, P., D. R. Godschalk, E. J. Kaiser, and D. Rodriguez. 2006. Urban land use plannin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1 

Black, J.A., A. Paez, and P. A. Suthanaya. 2002. Sustainable urban transportati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nd some analytical approaches.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128(4): 184–209. 

Boussofiane, A., R. G. Dyson, and E. Thanassoulis. 1991. Applie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52: 1-15. 

Burgess, J., C. Harrison, and M. Limb. 1988. People, parks and the urban green: A study of 

popular meanings and values for open spaces in the city. Urban Studies 25: 455-473. 

Camagni, R., M.C. Gibelli, and P. Rigamonti. 2002. Urban mobility and urban form: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urban expans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40: 199-216. 

Caneghem, J. V., C. Block, H.V. Hooste, and C. Vandecasteele. 2010. Eco-efficiency trends of 

the Flemish industry: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from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 1349-1357. 

Capello, R., and R. Camagni. 2000. Beyond optimal city size: An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urban growth patterns. Urban Studies 37(9): 1479-1496. 

Charmondusit, K. and K. Keartpakpraek K. 2010. Eco-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the petroleum 

and petrochemical group in the map Ta Phut Industrial Estate, Tailand.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9(2-3): 241–252. 

Charnes, A., W. W. Cooper, and E. Rhodes. 1978.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 429-444. 

Cooper, W. W., L. M. Seiford, and J. Zhu. 2011. Handbook o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Boston: Springer. 

Dietz, S., and E. Neumayer. 2010. Weak and strong sustainability in the SEEA. Ecological 

Economics 61: 617-626.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Eco-efficiency indicators: 

Measuring resource-use efficiency and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on the 

environment. Thailan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2 

Garmendia, E., R. Prellezo, A. Murillas, M. Escapa, and M. Gallastegui. 2010. Weak and 

strong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in fisheries. Ecological Economics 70: 96-106. 

Givoni, B. 1991. Impact of planted areas on urb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 review.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5B(3): 289-299. 

Greene, D., and M. Wegener. 1997. Sustainable transport.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5(3): 177-190. 

Greene, W. H. 2012. Econometric analysis. Boston: Prentice Hall. 

Gueralp, B., and K. C. Seto. 2008.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urban growth from an integrated 

dynamic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South China.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8(4): 720-735. 

Gutés, M. C. 1996. The concept of weak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17: 147-156. 

Hahn, T., F. Figge, A. Liesen, amd R. Barkemeyer. 2010. Opportunity cost based analysis of 

corporate eco-efficiency: A method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CO2-efficiency of 

German compan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91:1997-2007. 

Hasse, J. E., and R. G. Lathrop. 2003. Land resource impact indicators of urban sprawl. 

Applied Geography 23(2-3): 159-175. 

Hoffrén, J., and E. Apajalahti. 2009. Emergent eco-efficiency paradigm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7: 233-243. 

Hua, Z., Y. Bian, and L. Liang. 2007. Eco-efficiency analysis of paper mills along the Huai River: 

An extended DEA approach. Omega 35(5): 578-587. 

Kharel, G.P., and K. Charmondusit. 2008. Eco-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iron rod industry in 

Nepal.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6: 1379-1387. 

Korhonen, P. J., and M. Luptacik. 2004. Eco-efficiency analysis of power plants: An extens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54(2): 

437-446. 

Kortelainen, M., and T. Kuosmanen. 2007. Eco-efficiency analysis of consumer durables using 

absolute shadow price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8(1-2): 57-69 



23 

───. 2005. Measuring eco-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with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9(4): 59-72. 

Lewis, G. M., and E. Brabec. 2005. Regional land pattern assessment: Development of a 

resource efficiency measurement method.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72: 

281-296. 

Li, D. Z., E.C.M. Hui, B.Y.P. Leung, Q.M. Li, and X. Xu. 2010. A methodology for eco-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t city level.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45: 

566-573. 

Liisa, T. 1997. The amenity value of the urban forest: An application of the hedonic pricing 

method.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37: 211-222. 

McPherson, E. G. 1992. Accounting for benefits and costs of urban greenspac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2: 41-51. 

Meensel, J. V., L. Lauwers, G. V. Huylenbroeck, and S. V. Passel. 2010. Comparing frontier 

methods for economic-environmental trade-off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7(2): 1027-1040. 

Mickwitz, P., M. Melanen, U. Rosenstrom, and J. Seppälä. 2006. Regional eco-efficiency 

indicators－A participator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4(18): 1603-1611. 

Mindali, O., A. Raveh, and I. Salomon. 2004. Urban densit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 new 

look at old statistics. Transportation Reaserch 38A: 143-162. 

Nijkamp, P. 1990. Multicriteria analysis: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Economy and ecology: Towar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 F. Archibugi and P. Nijkamp, 203-220.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Oggioni, G., R. Riccardi, and R. Toninelli. 2011. Eco-efficiency of the world cement industry: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nergy Policy 39(5): 2842-2854.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0. Environmental policies for 

cities in the 1990s.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4 

Picazo-Tadeo, A. J., J. A. Gomez-Limon, and E. Reig-Martinez. 2011. Assessing farming 

eco-efficiency: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92(4): 1154-1164. 

───, M.Beltran-Esteve, and J. A. Gomez-Limon. 2012. Assessing eco-efficiency with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20(3): 

798-809.  

Ravetz, J. 2000. City-Region 2020: Integrated 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Richardson, B.C. 2005. Sustainable transport: Analysis frameworks.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13(1): 29-39. 

Roth, A., and Kåberger, T. 2002. Making transport systems sustainabl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0(4): 361–371. 

Russo, M. V., and P. A. Fouts. 1997. 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profitabilit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0(3): 534-559. 

Sahoo, B. K., M. Luptacik, and B. Mahlberg. 2011.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tructure in DEA: An appl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15(3): 750-762. 

Seppälä, J., M. Melanen, I. Mäenpää, S. Kosleka, J. Tenhunen, and M. Hiltinen. 2005. How 

can the eco-efficiency of a region be measured and monitored?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9(4): 117-130. 

Simonds, J. O. 1994. Garden Cities 21: Creating a livable urban environment. New York: Mc 

Graw-Hill. 

Solow, R. M. 1974.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29-45. 

Steg, L., and Gifford, R. 2005.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13(1): 59–69. 



25 

Stiglitz, J. 1974. 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effici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 123-137. 

Wang, Y., J. Liu , l. Hansson, K. Zhang, and R.Wang. 2011. Implementing stric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 enhance eco-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s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9(4): 303–310. 

Wursthorn, S., W. Poganietz, and L. Schebek. 2011. Economic–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dicators for European countries: A disaggregated sector-based approach for 

monitoring eco-efficiency. Ecological Economics 70(3): 487–496. 

Zhang, B., J. Bi, Z. Fan, Z. Yuan, and J. Ge. 2008. Eco-efficiency analysis of industrial system in 

China: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pproach. Ecological Economics 68: 306-316.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2/10/22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台灣都會區生態經濟效率評估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劉小蘭

計畫編號: 100-2410-H-004-199- 學門領域: 都市及區域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0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劉小蘭 計畫編號：100-2410-H-004-199- 

計畫名稱：台灣都會區生態經濟效率評估之研究 

量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數（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數(含實際已
達成數)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說

明：如數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列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論文 0 2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2 2 100%  

博士生 1 1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1 1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0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無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