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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一、問題/爭議 

此報告以研究清大學生之返鄉方法手段與新竹市之大眾交通之能力為 

 主要目的，並與期中觀察結合探討運輸成本之計量方法。 

二、起因 

期中觀察我們選擇研究清大交通邊界。最一開始選擇的地點是校門口，我

們以詢問校門收費站離開的車輛以及客運站的售票員的方式，來了解離開

清大的學生、教職員、修繕器材人員等等的人來學校的目的，並藉由這個

方式試圖了解清大的邊界。但在經過詢問之後，我們發現一個很特殊的情

況，在客運站方面，光是往台北就有四家客運在行駛，其中包括豪泰、三

重、國光與亞聯，而亞聯又是主以行駛台北東區為主，除了往台北之外，

亦有往台中的國光與新竹客運，但往南的部分就必須到台中轉車或到更遠

的阿囉哈或和欣才有車可以搭，而售票員也告知我們這是公路總局的規

畫。 

  在了解這個情形之後，我們把我們的目標轉向清大的學生是如何回家

的，以及回家需要多少時間，並將我們目標著重於公共運輸。我們所想討

論的是空間與時間的相對成本，理論上來說，空間距離較長的位置，應該

要花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到達，反之亦然，但在這上面我們發現了矛盾的地

方；舉例來說假設有一位同學搭客運回台北只需耗時一個小時，但另一位

同學家住在新竹縣尖石鄉，空間距離上更近了，但其實他回家可能需要兩

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於此同時，我們也發現了關於被邊緣的行動者的問

題，如住在偏鄉、離島的學生以及從國外來的交換生，相對而言就是邊緣

行動者，他們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才能夠回到家。 

  最後我們決定以問卷的方式得知清大學生回家完整的交通軌跡，探討

從離開學校的那一刻到回到家，總共用了哪些交通工具及花了多少時間。

我們也衍伸出了其他微觀的問題，如城鄉差距、各地區公共運輸便利性、

中央與地方政府政策等等的問題。 

三、議題相關面向 

1. 技術物的政治性：公共運輸具有相當顯著的政治性。以中央政府來

說，中央政府必須控管整個國家的公路、鐵路與高鐵的行駛，以客運



來說，公路總局控制著每個縣市之間的可營運的公司以及可行駛的路

線，這對於國家而言，有其政治性存在的必要，否則若是每間公司都

想在客運運輸上沾一點光，必定使資源的分配不均，國家也失去了一

個合理的運輸系統。若以地方政府來說，台北高雄有捷運，台中則有

BRT這種地方的運輸建設，此政治性在於政見與選民之間的互利關

係，由地方政府給予縣市居民所需，並做規畫良好且有效的控管，具

有其政治性存在的必要。 

2. 區域差異性：在公共運輸方面，不同地區之間具有相當大的差異性，

如前述所舉的台北與新竹尖石為例，台北為主要的都市且地方的交通

也相當便利，因此回家所需的時間相當短；相反的尖石這種離清大不

遠的地方，卻因為本身地區的不便利，導致所需的時間相當長，這便

是區域的差異性所導致的結果，然而這牽涉到政府在建設時所考量的

問題，究竟是以經濟上的投資報酬率做考量，還是以每個人民之間的

公平性做考量。 

3. 被邊緣的行動者：如住在偏鄉與離島的學生、國際交換生，相對於住

在台北、台中等的人便是邊緣行動者，這也直接反應了公共運輸便利

性與否，除了離島之外，通常一個地方使用公共運輸可達的便利性，

便相當程度的說明了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民是不是被邊緣的行動者。 

四、核心主軸 

我們主要想探討的是，清大學生藉由公共運輸回家所需要的空間與時間成

本，並以政治性、差異性為主軸，比較台灣各地區之間的差異。 

1. 成本指數：利用我們所設計出的成本指數公式，計算出不同地區的成

本指數，同時也可反應出前面所提及的空間與時間上的爭議。並利用

不同的成本指數，繪出成本指數等高線圖，比較不同區域間的差異。 

2. 中央/地方政府政策：現在中央政府正在推行前瞻計畫，然而這使得各

地區的人民都爭相著可以建造如捷運般的公共運輸，希望可以提高當

地的便利性。地方政府則是以政策的方式，推行不同的優惠方案，以

提升人民搭公共運輸的慾望，如台中的公車八公里免費。我們也可以

藉由對不同區域政策的了解，得知地區間的不均與不足。 

3. 公有/私有交通工具：藉由公家機關提供的資料，比較公有與私有之間

的是否成反相關，因為合理來說當一個地方的公共運輸較為便利時，

人們會傾向以搭公共運輸取代自有的交通工具，最明顯的例子為台北

捷運，有相當多的台北人出門會選擇以捷運前往目的地，而非機車、

汽車等交通工具。 

4. 其他議題：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是清大的學生，但我們也可以將目標推

向更廣來看，如推及老人等等，並探討不同的人群是否會有不同。除

此之外，我們也可以將研究範圍推向跨國間的比較，如首都的邊界怎

麼定義，相反方向是否會有不同的時間成本。 



    

 

 

 

 

成本指數-名詞與運用介紹 

定義: 

個體(人) 返鄉使用交通手段依時序分類所耗費 金錢 x時間 之總和。 

• ∑ 𝑇𝑖𝑀𝑖
𝑛
𝑖=1 ,n=各段相對應耗費成本 

 

 

特性: 

成本指數可反映目標城市之交通偏好以及綜合交通能力，屬相對性之評量方

法。然而計算過程可能因方向不同而有不同結果故為非可逆推算之參數，藉由

大量資料可以推估個人返鄉之最佳解(最低成本)抑或總體偏好。 

觀測方法: 

藉由問卷蒐集目標城市之行動者資訊，套用設定路徑計算出成本指數並分為個

體及總體進行演算，反應不同資訊。以下解釋個體與總體之間的區別。 

  

個體: 

設定一出發點(*大節點)與複數中繼點(依規模區分*中節點及*小節點)

以及 終點。點與點之間單一相連形成 行動路線。 



 

  

 

 

 

總體: 

將個體測資進行加總，歸納目標城市(同起始點者之城市)之交通能力 

採用等成本方法繪製目標城市之實際*成本距離。 

 

等距繪製圖

 

等指數繪製圖 

 



 
 

 

 

 

 

新竹市為起始點之成本指數圖 



 

節點之定義方式: 

*大節點 

起始點以及終點。 

需為受測者之 行動路線 出發地以及最終所在地。 



通常以鄉鎮市之大眾運輸工具站點為設立處，終點則為受測者之居住所

在地或目標區域等… 

 

*中節點 

在行動路線中所經過具有較強交通能力之節點 

      如各省轄市抑或交通轉運中心等(台中、台南、高雄等……) 

      此類中節點會與各小節點形成網狀分布，可能為終點或行動路徑  

      上之中繼點。 

 

 *小節點 

       無法與大節點直接進行來往，需透過中節點轉運才能到達之地方 

      大多是鄉下地方或者交通能力較弱之地區。 

       可能為終點或行動路徑上之中繼點。 

限制: 

A.測資的選擇: 

1.為了盡量同化各類交通方式所具備之條件，排除個人手段為主要手

段之測資(機車、自家車等)以觀測節點間大眾運輸交通能力為主要目

標。 

2.以理性(rational)受測者作為前提，排除非理性帶有強烈個人因素 

之測資。 

B.計算的方式: 

以各段分項總和計算，屏除非必要之累計項目。然 會產生*節點誤差

需作細部修正(優缺點分析中補充) 

 

優缺點: 

   優點 

A.可提供地方政府做為對偏鄉地區的劃定依據。 



綜合交通能力較低的地方多為偏鄉地帶 

B.分析城鎮之綜合交通能力，作為相關政策之參考參數 

可從測資之交通手段進行判斷，補足不足之選項抑或供給量 

C.反應當地居民需求，作為商業行為模型參考參數 

成本指數組成性質:由交通手段以及比例資料推估居民行為模式，可提

供相對應服務與商品 

(ex:以火車通勤為主的區域可販售攜帶式食品等) 

缺點 

A.離起始點越遠其成本指數失真程度越強 

原因:樣本數較少/手段較少/中繼點成本累計導致誤差/意願降低等 

B.無法計算中繼點耗費成本 

以區域間之成本為計算項，易忽略零碎成本導致判斷較真實情形小 

C.距離影響人對與金錢與時間價值的衡量 

較遠距離者對於金錢的重視程度可能大於時間(因為各選項時間均偏長 

選擇上會以金錢做為主要衡量依據) 其計算方式以 1:1之價值會喪失

真實性。 

 

 

 

 

 

 

 

 

 

 

 

 

 

 

 

 

 

 

實際運用-清大學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透過實地訪談及問卷調查蒐集資料。實地訪談目的在瞭解各交通



工具的相關資料，包含路線規劃、限制、成本等，訪問對象包含客運站站務人員、

清大各地區友會等。問卷調查著重於蒐集學生由清華大學移動至其他地區時的路

徑、方法、成本與問題，問卷共發放 241份，有效問卷 207份。 

此分析將成本指數之特性進行定義(方法的選擇)並研究該特性影響清大學生之

選擇。 

二、數據分析 

A.實地訪談 

  我們將交通工具分成兩類，第一類是長程公共運輸，進行跨縣市的移動，包

含火車、高鐵、客運。第二類則是短程公共運輸，進行短程移動，如公車、捷運

等。第二類交通工具由於路線複雜，票價、時間等資料也因地方政策而異，故留

到問卷調查時再進行詳細調查。 

 

  清大學生利用長程交通工具的途徑如下： 

1.火車：台鐵新竹站新竹市公車(1班/15min)清大 

2.高鐵：高鐵新竹站 高鐵接駁車(1班/hr)清大 

3.客運：各大客運公司客運清大站牌清大 

 

  而其中火車至主要都市票價/耗時為： 

• 新竹台北：1 小時 12分 / 177元 

• 新竹台中：1 小時 05分 / 197元 

• 新竹台南：3 小時 02分 / 560元 

• 新竹高雄：3 小時 40分 / 666元1 

 

  高鐵至主要都市票價/耗時為： 

• 新竹台北：31 分 / 280元 

• 新竹台中：24 分 / 395元 

• 新竹台南：1 小時 10分 / 1025元 

• 新竹左營：1 小時 24分 / 1160元2 

 

                                                      
1 以上數據參考自自強號 
2 車票價格以自由座為準 



  客運到達其他地區的時間關係如下 

  透過實地訪談取得的資料進行成本指數分析，藉由比較來得知各交通工具

的經濟效益。3 

 

⬇清大到台北地區所需成本關係表 

台北 價格 時間 成本指數 

客運 130 60 7800 

火車 177 72 13194 

高鐵 280 31 9130 

 

⬇清大到台中地區所需成本關係表 

台中 價格 時間 成本指數 

客運 130 90 11700 

火車 197 65 13255 

高鐵 395 24 9930 

 

⬇清大到台南地區所需成本關係表 

台南 價格 時間 成本指數 

客運 545 180 98100 

火車 560 182 102370 

高鐵 1025 70 72200 

 

⬇清大到高雄地區所需成本關係表 

高雄 價格 時間 成本指數 

客運 580 210 121800 

火車 666 220 146970 

高鐵 1160 84 97890 

                                                      
3 由於清華大學要前往火車站、高鐵站需要先搭乘公車，在以下表格已併入計算 



  依照以上表格顯示，客運在通向台北的經濟效益最好，筆者認為是通往台北

的需求量大且競爭業者多，所以需要壓低價格攬客。而高鐵在通往其他地區的表

現，展現了新技術對成本的影響。反而火車在各地區表現不佳，加上轉車的不方

便顯得火車不是一個很好的返鄉方式。 

（一）、 問卷資料 

  問卷資料分析著重於探討住處相近的清大生，在返鄉時的選擇與成本分析。

探討在各項方案的成本是否符合實地訪談與其他參考資料。並將一併探討短程交

通工具的方案。 

1. 個案探討：到台中應該搭火車還客運？ 

  觀察問卷調查得到的數據，發現通往台中的學生搭火車跟客運的比例相近，

故推測他們的成本相近。以下是兩組數據的單因素變異數分析（ANOVA） 

ANOVA 
      

變源 SS 自由度 MS F P-值 臨界值 

組間 14230326.01 1.00 14230326.01 1.11 0.30 4.13 

組內 434320892.74 34.00 12774143.90 
   

       

總和 448551218.75 35.00         

  根據分析結果，P-值越大，表示兩個母體平均越相近，一般 P-值的標準要在

0.05以下，所以可以推斷，這兩組母體是具有相同平均的。也就是說，從清大到

台中，無論搭火車還是搭客運，成本指數都會相同。 

2. 個案探討：搭客運到台中比到台北成本差距多大？ 

  看到上方實地訪問的數據，發現雖然火車到台中跟到台北成本指數相近，但

客運到兩地的成本指數卻有相當差距，為了驗證此一現象，我們將兩組數據進行

統計檢定，結果如下 

 

t 檢定：兩個母體平均數差的檢定，假設變異數相等 

   
  變數 1 變數 2 

平均數 11325.92593 8586.851852 

變異數 8578532.764 3122300.285 

觀察值個數 27 27 

Pooled 變異數 5850416.524  
假設的均數差 3900  
自由度 52  
t 統計 -1.763510301  
P(T<=t) 單尾 0.041844664  
臨界值：單尾 1.674689154  
P(T<=t) 雙尾 0.083689329  
臨界值：雙尾 2.006646805   



三、反思 

  比較 t 統計值與臨界值：單尾後發現，客運成本指數上的差距是貨真價實

的，那麼是什麼導致這一差距？在看過各學生在使用客運的回饋上發現了一件事，

往台中的學生常常抱怨「班次太少」、「擠不上車」，以此推斷往台中方向的客運

可能面臨供不應求，無法消化返鄉人潮的狀況，所以在等待時間上花費更久時間。 

 

 

 

 

 

 

 

 

 

 

 

 

 

 

 

 

 

 

 

 

 

 

 

 

 

 

 

 

 

 

 

 

 



實際運用- 

交通建設與縣市使用自有交通工具之比例關係 

一、研究方法 

探各城市交通建設與自用交通工具行動者之分布，推估成本指數反映真實

性之能力。此篇主要分析各區域性之比例性質。 

二、數據分析 

此表格為綜合交通部每年公布之數據，以問卷方式抽樣蒐集，（在 95%信心   

水準下，最大抽樣誤差為±0.5 個百分點）匯整此研究所需之資訊並集合如 

下。（此為台灣地區整體數據） 

    以居住偏遠程度分別 

之公共運輸市占率 

 

 公共運輸

市佔率 

非機動運

具市占率 

最常用

公共運

輸 

一般地

區 

低偏遠 高偏遠 私人機

動運具

市占率 

104 103 104 103  

98 13.4 13.1 15.3    73.5 

99 13.9 12.9 16.0    73.3 

100 14.3 11.6 15.4    74.1 

101 15.0 12.4 17.1 15.7 8.8 10.2 72.5 

102 15.2 12.4 17.3 16.0 7.8 7.9 10.2 9.8 72.4 

103 16.0 11.6 17.6 16.8 8.2 10.2 72.4 

104 16.0 11.1 17.6 16.9 7.8 9.6 72.8 

 0.0 -0.5 0.0 0.1 -0.4 -0.6 0.4 

1. 非機動運具包含步行與自行車。 

2. 最常公共運具市占率計算方式為：民眾勾選最常使用之運具中公共運具所占之比率。如下

圖所示。 

3. 高偏遠及低偏遠地區係依據「行政院研考會偏遠地區鄉鎮分類認定基準」分類。 

4. 偏遠地區分別以 103年、104 年標註，是由於交通部公布數據兩年不等。 



 
粗略來看，公共運輸市占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從 98年的 13.4%上升至 104年

16.0%），與非機動運具市占率反向成長（由 98年的 13.1%降至 104年 11.1%）。

問卷中勾選最常用交通工具為公共運輸者也逐年增加（101年 15.7至 104年

16.9）。 

然而，當放大來看，以偏遠程度分別之後，我們發現低偏遠地區與高偏遠地區

的公共運輸市佔率竟然逐年在減少（低偏遠地區：8.8%降為 7.8%；高偏遠地

區：10.2%降為 9.6%），一般地區則與數據顯示的成長趨勢相同（15.7%-

16.9%）。這即代表，相對於城市，鄉下地區公共運輸不但不普及，居民更越來

越傾向於使用自有交通工具代步，或是非機動運具（只是偏移比例城市的減少

素大仍大於偏鄉的增加，故總比例有減少的趨勢）。故此回答第一個問題：台灣

地區整體而論，政府傾向建設都市公共交通運輸，以增加可及性。 

調查結果顯示，104 年臺灣地區民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原因，以「開車(或 

騎車)較方便」占 48.8%居首，「距離車站(包括各種公共運輸車站) 太遠」

33.2%次之，「外出之目的地很近，不需交通工具」占 18.9% 再次之。 若觀察

104年民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具原因之增加幅度，「開車(或騎車)較方便」、「距

離車站(包括各種公共運輸車站)太遠」、「外出之目的地很近，不需交通工具」

等項目，均較 103 年增加 0.5 個百分點以上，未來相關單位規劃公共運輸計

畫，宜優先朝這些項目改進，以持續提升民眾搭乘公共運具之意願。 

 

各縣市民眾外出皆以「機車」為最主要運具。就 104年臺灣地區民眾外出使用

之所有公、私運具觀察，以私人運具中之「機車」市占率最高，達 47.5%，「自

用小客車」24.2%次之，兩者合計市占率達 71.7%，為近 4 年最高，顯示政府

仍應積極抑制私人運具持續成長。（摘自 104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

分析） 

回答第二個問題，雖然公共運輸市占率是逐年上升，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在近

六年卻呈現忽高忽低的狀況，104年的 72.8%還高於 101年的 72.5%。可推論公

共交通運輸的建設並未有效減降低私人機動運具的使用率。 



 以本組的研究樣本中最大宗居住區－台中（占本問卷的 18%）分析： 

市占率 公共運輸 非機動運具 私人機動運具 最常公共運

具 

99 6.8 9.7 83.6 6.7 

100 7.6 8.2 84.2 7.2 

101 8.2 9.3 82.5 9.1 

102 8.3 9.8 82.0 9.6 

103 10.0 8.6 81.4 11.2 

104 10.0 8.1 81.9 11.7 

 0.0 -0.5 0.5 0.5 

本組問卷中，居住台中者的成本指數分布範圍小至 5996大至 20550。 

 

台北市 16% 

市占率 公共運輸 非機動運具 私人機動運具 最常公共運

具 

99 37.6 19.5 42.8 47.9 

100 37.7 19.9 42.5 46.2 

101 38.0 20.0 42.0 50.2 

102 37.5 19.7 42.8 47.6 

103 37.0 20.7 42.3 48.9 

104 37.4 20.6 42.0 49.4 

 0.4 -0.1 -0.3 0.5 

表單中台北市成本指數分布範圍:5375~22200。 

若以台中與台北市做比較，樣本中成本指數的分布範圍，台中市完全介於台北

市的分布範圍裡。明明台中的分布範圍應較為廣泛，因為其區域過大。然而調

查結果卻與此相反。支持此數據的理由是，台北市交通與人口過於擁擠稠密，

即使各種公共運輸比率皆大於台中，卻沒有有效增加其交通效率。反對此推論

的理由是，資料庫樣本基數不足，導致此結果不足採信。 

 

 新北 16% 

市占率 公共運輸 非機動運具 私人機動運具 最常公共運

具 

99 25.9 14.4 59.8 30.7 

100 26.1 12.4 61.6 29.3 

101 27.3 14.1 58.6 32.6 

102 28.8 13.0 58.2 35.4 

103 31.1 12.3 56.6 34.7 

104 31.4 12.9 55.7 34.6 



 0.3 0.6 -0.9 -0.1 

新北成本指數分布範圍:6480~23850。 

就新北市與台北市而言，這兩個縣市與清大的距離差別相似。樣本中成本指數

最小值與最大值，皆為新北市>臺北市。由表單的隨機調查與此數據的最常公共

運具比較(差異為接近十五個百分點)，可推論最常公共運具比率與成本指數呈

現負相關。 

 高雄 13% 

市占率 公共運輸 非機動運具 私人機動運具 最常公共運

具 

99 6.0 11.1 82.9 6.8 

100 6.6 10.9 82.5 6.1 

101 7.2 9.9 83.0 8.4 

102 7.2 10.7 82.2 7.0 

103 8.2 10.2 81.6 7.9 

104 7.9 8.5 83.6 7.4 

 -0.3 -1.7 2.0 -0.5 

高雄成本指數分布範圍:54660~163200。 

高雄等距離較遠地區，因為牽涉到過多縣市的公共交通運輸，無法單就其縣市

公共運輸情形來衡量與成本指數的關係。 

 

 

反思 

由數據中我們推算出成本指數越高之區域其自用交通工具比例越低，然而卻無

法反映出真正落後地區之問題。組員之間討論出的可能原因為:因交通手段過少

或環境條件過於惡劣，只能容許單一交通工具進行來往(例:深山地區) 

成本指數無法反映出方法的優劣性以及選項的多寡，這個部分仍須藉由其他資

訊進行補充。 

 

 

 

 

 

 

 

 

 

 

 



延伸-國家交通建設「前瞻計劃」 

一、觀察結果與國家交通建設「前瞻計劃」之對照 

本組探討返鄉交通成本，觀察到台灣交通的縣市間差異與城鄉差距，由此延伸

探討國家交通建設。以下將本組研究結果與國家近年建設計畫「前瞻計劃」做

對照，且專注在討論「前瞻計劃」的「軌道建設」。試圖找出「軌道建設」中忽

略的交通問題，與本組研究結果相矛盾的施政方針，並提出改善建議。 

(一)前瞻計劃簡介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目標在打造未來 30年國家發展所需基礎建設，包含五大

建設計畫：軌道建設、水環境建設、綠能建設、數位建設、城鄉建設。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推動期程為 8年(106-113年)，分期編列特別預算支

應，總計經費約 8千 8百億元。計畫旨在：「打造更便捷完善的公共運輸系

統」、「建構綠能低碳社會」、「保障網路公民權，使每個公民都有公平接近網路

的機會」、「縮短區域落差」。預期效益包括，誘發 GDP成長，每年提供約 4~5萬

工作機會，且創造間接就業機會；提供民眾舒適、安全、便捷的交通服務，以

及安全無虞、防災之環境；促成自然資源永續經營及有效利用，提升全民生活

環境品質；強化國家競爭力。 



(二)軌道建設  

1.願景與目標     

(1) 友善無縫：完善的無障礙設施、增進旅客便利性。  

(2) 產業機會：透過國內市場協助國內軌道產業加速成長，進而創造國際市場

之發展機會。  

(3) 安全可靠：透過智慧化科技協助提升軌道運輸之安全可靠度。  

(4) 悠遊易行：強化節點之轉乘服務，以縮短旅行時間與空間距離。  

(5) 永續營運：維持財務平衡；創造與自然、生活環境永續發展之運輸。 

(6) 魅力鐵道：開發國內軌道系統文化資產與觀光潛力，創造附加價值。 

2.計畫內容 

「軌道建設」全期經費 4,241.33億，佔「前瞻計劃」總經費的 48%，計畫內容

包括五個部分： 

(1)高鐵台鐵連結成網 

(2)台鐵升級及改善東部服務 

(3)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 

(4)都市推捷運 

(5)中南部觀光鐵路 

各部分建設計畫： 

 



 

 

 



(三)軌道建設與研究結果對照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挑選資料量較多的地區與資料特殊者提出討論，並專

注討論「軌道計畫」中新建軌道與交通路線的部分。首先是桃竹苗地區，因距

離清大近，自行前往目的地的比例非常高。若目的地在新竹縣市內，交通方式

不外乎公車、自行前往(例：機車)、爸媽接送，桃園與苗栗則以公車、客運為

主，並轉乘火車或公車。除了自有交通工具，公車的使用率最高(42%)，但也最

為人詬病。新竹地區公車有尖峰時段塞車、等很久的問題、時間不固定，往桃

苗地區則是班次少導致久候。根據資料分析，本組認為公車久候、班次不足，

以及公車的替代交通工具是桃竹苗地區最迫切需解決的交通問題。「前瞻計畫

針」對桃竹苗的交通規劃是「新竹環線輕軌」。 

 

資料來源:行政院網站-「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核定本」 

    「新竹環線輕軌」串聯科學園區、竹北、高鐵、新竹市區，可以看出為通

勤族設想。根據在地人觀察上下班尖峰時段往返竹科周圍的道路往往塞得水洩

不通，輕軌建設旨在舒緩交通、增加便利性。目前無公布輕軌詳細計畫，若完

善此建設可代替部分公車路線、舒緩塞車狀況。以清大學生為出發點，車站的

位置相當重要，若車站設置比公車站遠得多，恐造成學生嫌麻煩而不願意搭乘

的情況。以通勤族為出發點，輕軌建設須考量車站與竹科內的接駁，搭配竹科

巡迴巴士的時刻表。自行開車無轉乘問題但輕軌會有，若輕軌無法較開車來得

便利，則無法紓解道路交通。 

 

    接著探討台中地區，往返台中的資料數最多，共有 42比。其中，最高與最

低成本指數差高達 14554。在台中，69%的受訪者選擇客運為第一個交通工具，

且 83%需要第二個交通工具才能抵達目的地。北屯區、西屯區…等市區地區有



免費公車且耗時短，第二階段交通成本指數幾乎都是零元。反觀后里、清水等

遠離市區，需轉乘火車，耗時長、花費高。第二階段成本指數可高達 15000，

遠超過第一階段的成本指數。類似例子佔台中地區資料約 1/4。台中市區到邊

緣地區的交通仍有改善空間。針對台中前瞻計畫規劃了「臺中捷運藍線」與

「臺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兩項計畫。「捷運藍線」將捷運路線向西延伸至沙

鹿，「臺中捷運綠線延伸彰化」顧名思義。台中捷運路線圖如下(暫無完整新

版，僅供參考)。 

 
資料來源：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60&t=4715988 

   捷運向西可觸及沙鹿，向北到豐原，向南烏日、霧峰。將捷運範圍以市中心

為原點向外擴散，建設方向基本上符合本組觀察到的台中交通需求。但新建設

對在更北的后里、清水以及東邊的新社等並無直接效益。且問卷資料中完全無

人搭乘捷運，筆者認為台中捷運的必要性與規劃是有疑慮的，應針對使用率與

意願進行調查分析。 

 

 

 

 

 



心得 

周承翰: 

 選修這堂課時當初有聽說是門較硬的課程，實際體驗過後也確實是如此。

然而在經歷這些學習以後，對於周遭的事物開始有了不一定的感悟:每一個東西

的設計、發想、政治性都有著不尋常的意涵，那些我們視作平凡的日常也是人

不斷激盪出來的結晶。最讓我有所感觸的是課程裡提到的 邊界 。 

或許我們總是活在日復一日的循環當中，逐漸受到僵化定型的模式去理解這個

世界，失去了對於事物的敏感性。然而在探求邊界的意涵時，我看到了那些過

去視若障礙的選擇；那些被忽視的選項，都是我們為了追求便利而設下的邊界

時，是否我們的思想也正同樣的受到箝制，淪為部分人的禁臠。 

感謝老師這學期的引導，我認為這堂課最珍貴得事物莫過於讓我們理解到生活

裡並沒有絕對的對錯，而那些我們認為好得東西也有可能是犧牲了別人的利益

所必需的惡。探求學問的旅途或許不盡然是高尚善美的，但這卻不能成為我們

不去了解與追求真實的絆腳石，或許只有人在不斷追求正義良善之時，人性之

美才得以彰顯，而滿足現狀的我們是否又已沉淪於慾念之中了呢? 

也謝謝助教這學期與我們的合作，跟助教討論總能得到預想以外的看法與觀

點，這些想法是最難得的驚喜與意外。 

郭芸如 

 這學期修「科技與社會」這門課讓我獲益良多。過去我的視野較封閉，只

關心自身事物而忽略周遭。透過這門課我對身處的這個社會看得更廣、聽得更

多，接受資訊後思考哪裡不足？如何改善？教授分組的方式使同學們接觸與自

己截然不同的人，每每在討論時都能聽到意想不到的觀點，這種互動模式我相

當樂在其中。在製作小組報告時，多元的想法彼此激盪，造就更有深度更完善

的內容。 

一學期下來，我發現我在思考時的深度與廣度還遠遠不足。常看到同學們提出

令我讚嘆不已的獨特觀點，並了解到這樣的觀點是建立在大量且廣泛的資訊吸

收之上。目前我是大一生，這門課刺激我去涉獵更多知識，希望能在未來三年

有所成長，建構獨立的觀點。這次的期末報告以清大生返鄉邊界為主題，在選

擇主題時遇到許多轉折。一開始選定風雲樓後方的實體圍牆邊界，之後轉至正

門。當時對大門的進出交通狀況興起興趣，並透過觀察、訪問發現學生返鄉交

通差異與問題，考量僅僅討論實體邊界延伸性不足，最終以交通邊界為主題。

研究過程越來越多想法拋出來，我曾很擔心究竟要如何收斂，製成一份精簡扼

要的報告。學長姊一間扛起帶領責任，讓研究不至於迷失方向。過程中每位組

員都非常盡心盡力、有責任感，同心協力一起完成這份報告。非常感激同學們

的努力，以及教授、助教讓我有這樣的學習機會。 



賴柏廷 

  從第一堂課的時候老師用圍圈的方式讓我們認識彼此，我就知道這是一堂

會讓我們不停開口而且表達自己想法的地方。第一個禮拜回家後，老師指定的

線上選定文本，其中的內容就讓我感到非常有興趣，不論是對於國家的省思抑

或是對於解決環境問題的探討，都是我感興趣的部分。之後老師詳細的為我們

講解了體制分析，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知道分析事情應該要從多角度出發，深

切討論不同的面向，但體制分析是我第一次認識一個實際的框架，可以讓我們

有效率且有系統的分析我們所遇到的議題。除了上課的內容之外，老師的上課

方式我覺得也非常棒，老師會不斷地拋出問題給我們，希望我們可以表達自己

的想法，並且囊括大家的想法後，老師會再下一階段再拋出問題，藉由這種方

式不斷的激盪我們的想法，釐清自己的思維，我認為這包括了成長過程中許多

重要的東西，例如表達、聆聽以及與時俱進且清楚的思考。 

  另外一部份是自己的期中觀察報告，我想這是我第一次這麼仔細的觀察兩

個具有一定相似度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新奇的體驗，我寫的議題是客運與火

車，雖然這兩樣對我來說都是很簡單又常見的大眾運輸，但真的查資料且訪問

一些的經驗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大家在取捨的時候都有自己所考量的因素，公

家機關在設計時也有不同的考量，以及他們政治性的存在。 

  最後是團體報告，能夠跟一群不同科系，思維有所不同的人一起討論，這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畢竟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會習慣在通識課選擇跟自己同系的

人一組，但是在遇到老師這樣的作法後，我才知道老師作法的可貴之處。跟不

同科系的人討論，才能知道別人的想法長甚麼樣子，經過辯論與接受後才能激

盪出屬於我們這組最棒的解答，並且配合老師上課時所拋出的關鍵字，藉由討

論議題時產生出的不同情境，試著以老師的關鍵字，如政治性、被邊緣化的行

動者等等，去做更貼切的理解，我想這些都是很棒的體驗。 

  真的很謝謝老師開的這堂通識課，讓我對於通識課有了新的認識，包括腦

力激盪，對事物的深入觀察，與不同組員的溝通配合，以及各個文本議題所探

討的東西，及代表性的關鍵字，這些都是很棒的體驗，也讓我多了許多成長路

上必須學習的東西。 

 

 

 

 

 



商清妍 

記得第一次上課，我超喜歡老師讓我們彼此認識的方式，而且從來不瞭解

什麼是社會學，所以我帶著期待來到了 科技與社會這堂課。第二堂課，我開始

聽不懂老師的問題而且發現自己跟不上課程對我來說的快速進度，一個問題還

沒聽懂想好，第二個問題又出現。修了一學期的課，從這裡我學到真正預習的

重要性與差異性。我很喜歡老師有一次在課堂上分享的，清大沒有路名、竹科

有些工程師到現在還會回來這裡吃難吃的東西、小吃部很爛卻一直很爛等等。

這些原因是因為我們不重視，導致這些理工男（大部分）變成沒有文化的一群

人。我覺得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的父親也是一個理工男，所以這是我從

小收到的既定＂規章＂，爸爸說的就是對的。那天聽到老師說的，我才發現我

自己在課堂上的無法理解與反應遲鈍，還有一個來由，是我對環境的不關心與

缺乏好奇心。當我看到理工科的一些同學對時事與人文社會充滿想法與思辯能

力，我感到很慚愧。我非常感謝自己有選擇這門課，讓我對自已的認知，在每

一週的課程裡都有新的突破。 

我也很喜歡期中考試的體制分析，讓我很認真開始觀察身邊的每個被我視為理

所當然的小物，包括馬路路面的設計或是郵筒的大小形狀等等。 

小組討論對我而言是最困難的部分，因為當組員們聚在一起時，我總是對他們

的有辦法的想法深深讚賞，卻說不出什麼東西。透過這個學期不斷的練習與思

考，我開始比較能夠自如放大或縮小我們所討論的主題，進而透過分析來達到

一些成果。非常感謝老師的熱誠與榜樣！ 

王俊涵 

 一開始提出成本指數的時候，是考慮到研究動機中有一項「考量各交通手段

時間與金錢的綜合成本」，目標在找出無法使用特定交通工具時是否有不經濟的

狀況，所以需要一個能把時間金錢一起考量的方式。當時距離進度報告只剩一天，

我就提初「把錢跟時間乘在一起」，之後再 excel 上排序發現了這指數跟地區的

關係之緊密，成了這研究重要的指標。 

  後來到了進度報告，當台下同學提問「為什麼不是加法而是乘法？」的時候，

我想不到理由。周承翰卻提出了放大差距的論點，這瞬間讓我非常驚訝，之後再

做田野調查數據研究時，在指數的應用與調整上也跟他討論很久，最後造就了目

前使用的這個版本。 

  這份期末報告，是全組集中各種點子合出來的，從一開始鼓起勇氣啊目標從

風雲樓換成校門口，在學長建議下研究交通，到最後有人畫圖、做問卷，一個跨

領域團隊就這樣完成了一項計畫。途中我可能表現得很霸道，自顧自提出啥時要

討論，結果討論時還要靠別人突破困境，在這裡還是要感謝每一位組員盡心力完

成了這份報告。 

 



林展顏 

    邊界，在字面上來看，像是一種有形的東西，但其實它包刮了人與人聯絡

的邊界，以及一個人能使用權利的範圍，或是一個無形之中的限制。而在一個

大學中，匯集了來自各個地方的人，因為成績、嚮往、自由以及各種理由聚在

了一起，有的人有了自己的團體開始生活，忙課業、社團、愛情，但心裡總會

惦記著相同的地方——家。 

    來自各地的人要回家的難度大不相同，住在新竹市的很幸運，他們可以輕

鬆地回到家，但同樣在新竹，如果是住在尖石的人，回家卻有極高的難度，交

通不便，而上山的路程又陡又常，時間又久，家對他們來說極是遙不可及的地

方。更不用說來自國外的學子，有些人可能因為機票價錢昂貴，乾脆就不回家

了，因此無形之中，距離、時間與金錢造成了清大學生們難度的不同，無形之

中，清大的邊界彷彿擴大了，而他的邊界就處在那些不易到達的家。 

    因此這次我們想要了解這個邊界的形成原因，發放了兩百多份的表單，經

歷了無數次令人焦頭爛額的討論，終於有了一點點的了解。交通的政治性、前

瞻計畫的分配都是我以前不曾想過的問題，因為自己對於政治的態度是冷漠

的、不解的，而沒想到政治這件事影響我們生活周遭是多麼的深，它的影響不

在於他的政策有多麼的誇大，而是在各個候選人角逐利益的時候所施加的手

段，都影響者生活周遭，只是我沒有察覺到，而並不是沒有。經過這學期的上

課後，我會更關心我周圍的世界，而不是冷漠的對待。 

 

 

工作分配 

研究動機—賴柏廷       圖案繪製—林展顏 

成本指數、統合—周承翰   前瞻計畫—郭芸如 

數據分析—王俊涵       區域分析—商清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