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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都市內路網複雜、可行替代路線多且不完全獨立、以及用路人個人習慣、對空間分佈

之認知、旅行經驗、對運輸情境或環境壓力感受、交通資訊之掌握及旅次目的等個人因素

的影響，使得都市路網的用路人之路線選擇與出發時間選擇行為更加複雜。本研究以新竹

地區通勤者為調查對象，探討都市地區通勤者之路線選擇與出發時間選擇行為，包括影響

因素分析以及決策規則特性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只有社經變數中之性別以及決策順序會

對通勤者決策規則造成顯著差異影響，而通勤者決策規則並不會因其個人社經特性、旅次

特性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路線選擇行為之主要影響因素有「行車資訊提供情形」、「行駛

路線道路條件」、「行駛路線交通狀況」、「行駛路線環境干擾」、「行駛路線安全」、「行駛路

線路況認知」；而出發時間之主要影響因素有「旅行經驗與時限壓力」、「行車情境變動」。 
關鍵字：行車路線選擇、出發時間選擇、旅運決策規則、主成分分析法 
 

Abstract 
Under the incomplete real-time traffic information condition, most commuters follow their 

traveling experience and habitude to decide the driving route and departure time. The travel 
choice behavior for the urban commuters is more complex when the individual factors are 
considered, including traveling experience and habitude, human recognition about traffic 
situ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trip purpose. The face-to-fac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done in Hsin Chu area. Two of the multivariate analyses, factor 
analysis and ANOVA, a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urban commuters’ travel choice behavior. As a 
result, there 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xuality and the decision rules of urban commuters. The 
influence of decision order on the decision rules of urban commuters is observable. The six main 
factors of route choice include the provision of traffic information, physical property of used 
route, traffic situation of used route, roadside interruption of used route, safety of used route, and 
cognizance of road condition. The two main factors of departure time choice are the traveling 
experience and timing pressure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driving scenario. 
Keywords: route choice, departure time choice, travel decision rules,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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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必須面對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各式各樣的選擇，例如，

物品購買、住宅區位、交通工具使用、休閒娛樂類型等。在人們要去從事這些社會活動時，

旅運選擇行為就會伴隨發生。但是，近年來，交通壅塞可以說是世界各大都市所面臨的嚴

重問題，除了會造成車輛旅行時間的延滯外，對國家的生產力能源消耗以及環境污染等均

造成重大的影響。結合動態網路分析、通訊技術、資訊管理、最佳化控制理論、用路行為

研究、人體工學及電腦科學等先進技術於道路運輸系統的智慧型運輸系統，普遍受到世界

先進各國重視，紛紛投注相當的研究經費與能力，以祈提高運輸網路效率、用路人使用品

質、增加交通安全性、降低延滯與環境負面影響等。 
 
近年來，由於通訊、導航定位等技術快速發展，使得行車導引資訊系統的硬體技術已

逐漸成熟並蓬勃發展。但是，旅運選擇行為研究是最核心、與用路人最直接相關、最需要

當地化的工作。旅運旅運選擇行為可以說是相當複雜，例如，是否要成行？要去何處？何

時出發？使用何種運輸工具？行駛路線為何？而且這些決策不一定是單一的，也可能是循

序的，也可能是同時的。其中，通勤者之路線選擇與出發時間選擇的結果對都市交通重現

性交通壅塞影響最大，不當的選擇結果將使得車輛過度集中於某些的路段及時間，而使道

路設施無法負荷。再加上都市內路網複雜、可行替代路線多且不完全獨立、以及用路人個

人習慣、對空間分佈之認知、旅行經驗、對運輸情境或環境壓力感受、交通資訊之掌握及

旅次目的等個人因素的影響，使得都市路網的用路人之路線選擇與出發時間選擇行為比其

他路網的用路人的選擇行為更為複雜。故本研究將以用路人敘述性偏好觀點探討之，以做

為國內未來設計都市地區行車導引資訊系統之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旅運選擇行為 
 

旅運選擇行為影響變數複雜，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對象將會有不同的考慮因子。根據

Kroes and Sheldon (1986)提出之個體旅運需求選擇程序（詳見圖 1），大致將旅運選擇行為
影響變數分為：道路屬性、旅次特性、運輸環境及駕駛者的經驗與偏好等四方面。Kroes and 
Sheldon (1986)認為旅運選擇行為有三個起點：第一個是情境的限制條件，如本身是否具備
使用某種運輸設施的能力；第二個是個人的社會經濟特性，如性別、年齡、所得等；第三

個是運輸環境，如運輸設施特性。其次，選擇者經歷了一個心理感受的階段，包括了對情

境限制的感受、對運輸環境評估的信念、對旅運替選方案的態度及行為意向，這些屬個人

內部的「黑箱作業」不但主觀且不易觀察，將其歸類為不可觀察的心理變數。而此一不可

觀察的心理變數部分就是駕駛者的偏好習慣，是很難加以定性或定量來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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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察之變數 不可觀察的心理變數 可觀察之變數 

行為 
行為 
意向 

對旅運替選 
方案的態度 

評估的信念 

對情境限 
制的感受 

運輸環境 

個人社經特性 

情境的限制 

資料來源：Kroes and Sheldon (1986) 

圖 1 個體旅運需求選擇程序圖 
 

Bovy and Stern (1989)完整且詳盡的介紹旅運選擇行為相關研究，主要內容包括路線選
擇之基本概念、理論、影響選擇行為之因素、應用及展望等。一般來說，用路人的行為大

多是理性的，往往根據其對某些特定的屬性的主觀看法進行旅運選擇；這些屬性包括路線

選擇情境、路線選擇因素、對路線屬性的主觀認知等等，未必皆可直接衡量。而所謂屬性

的主觀看法係指用路人對一客觀屬性經由其內在認知行為所形成之看法，而且，當用路人

實際行駛於所選擇的路線時，對路線屬性的感受又回饋給駕駛人，再透過主觀認知之內在

行為產生對路線屬性新的看法，再重新進行旅運選擇，經由旅行經驗的累積，修正其選擇

行為，故具有動態行為特性。 
 
而旅運選擇行為要件(Element)主要包括：對路網空間理解認知與學習能力、路線選擇

情境、路線選擇因素、對路線屬性的主觀認知、路線與選擇決策的評估、路線選擇動態行

為、路線選擇在路網中的均衡狀態、旅行經驗的角色等等。其中，個體旅運者對路網空間

理解認知與學習能力愈強，則個體所面對的選擇情境愈多，愈能作出最佳的選擇決策。並

提出旅運選擇行為影響因素之分類架構，如表 1所示。 
 

二、決策規則模式 
 
理性的通勤者在決定其出發時間與路徑時，必定會依照一特定之決策規則進行選擇。

一般常見的決策規則有：滿意規則(Satisfying Rule)與效用最大規則(Utility Maximization 
Rule)兩類（廖曉萍，1996）。滿意規則係由 Benayoun, Roy and Sussman(1966)提出，Roy(1971)
加以改良，係指個人對於出發時間與路徑兩決策項度君分別有其偏好之無異帶(Indifference 
Band)。此類通勤者較偏好選擇常用路徑或出發時間範圍，再以該方案做為是否變換選擇
之基準。而效用最大規則係依照羅吉特模式，即通勤者對不同決策項度均有一特定之效用

函數，以做為評估方案之準則。此類通勤者的特性為擁有多個可行方案，每一決策點均會

重新評估所有方案，並選擇效用最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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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影響旅運選擇行為之因素 

來源 一般變數 效率變數 舒適變數 其他變數 

駕駛人 

年齡、性別 
生命週期 
所得等級 
家庭結構、家庭、組成時間 
種族、職業 
居留時間 
車內駕駛者人數 
家中擁有駕照數、車輛數 

   

道路 

道路型態、寬度、長度 
車道數 
轉角數 
交叉口 
橋樑、坡度 

旅行時間 
旅行成本 

道路鋪面 
等候時間 

速限 
執法效力 

交通 

交通組成 
交通密度 
同向車流 
反向車流 
穿越車流 
行駛速度 

擁擠 
車道變換 
轉彎數目 
停止號誌數 
燈號數目 
行人 

噪音干擾 
照明 
路標 
停車場 
目的地 

通行費 
路邊停車 
安全與肇事

率 
旅行時間的

變異 

路線 

環境 

美觀 
建築型態 
建築密度 
沿路土地使用 
景色 

交叉路口數 
搭載便利性 

 安全 
人潮 
隱私 

旅次 

旅次目的 
時限壓力 
旅次時間 
旅運人數 
運具選擇 

   

環境 

氣候狀況 
晝夜差別 
路線意外 
緊急事件 
道路交通資訊 

   

資料來源：Bovy and Stern(1989) 
 
 
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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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對都市地區通勤者之路線選擇與出發時間選擇行為進行分析，包括影響因素分

析以及決策規則特性分析。再以社經特性變數、旅次特性變數、用路行為特性變數、決策

順序變數將決策規則特性明顯化，最後依照研究結果對都市地區行車導引資訊系統之設計

提出建議。架構如圖 2所示。 
 
 

社經特性 

旅次特性 

用路行為特性

影響

因素 
都市地區通勤者路徑選擇與

出發時間選擇 

決策順序 

 
 
 
 
 
 
 
 
 
 

圖 2 研究架構 
 
二、問卷設計 

 
本問卷以敘述性偏好(Stated Preference)方式設計之，以取得都市通勤者個人認知之行

為特性，主要分為七大部分，包括通勤者決策規則（滿意規則、效用最大規則及規則不確

定）、社經特性（性別、年齡、每月所得、職業、教育程度、運具）、旅次特性（旅次目的、

工作性質、簽到規定、到達時間、收聽路況報導、路線熟悉程度）、決策行為特性（路況

不佳時之反應、參考累積經驗）、決策順序（先改出發時間、先改通勤路線、同時改變及

其他）、路線選擇行為影響因素（詳見表 2）、出發時間選擇行為影響因素（天候影響、出
發前得知路況、行駛路線改變、運具改變、公司簽到規定、預估行駛時間及累積經驗）。

其中，利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衡量通勤者對每一個影響因子的看法。 
 

表 2 路線選擇行為影響因素 

道路實質條件 1.同方向車道數           2.快速道路或地區道路 
3.路線直接或彎繞         4.紅燈數量 
5.交通速限的高低 

道路使用狀況 6.路邊停車干擾           7.公車行駛干擾 
8.交通壅擠程度           9.沿路人潮多寡 
10.路邊停車方便與否      11.沿路交通管制狀況 

路線認知 12.實際行駛距離          13.路線熟悉程度 
安全因素 14.車禍發生頻率          15.沿路治安狀況 

16.路線爬坡程度          17.路線彎曲程度 
資訊提供 18.提供交通管制資訊      19.提供車流順暢資訊 

20.提供車禍資訊          21.提供車禍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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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在新竹地區上班上課之通勤者為研究對象，於新竹地區公共場所發放，共發

出 300份，回收有效問卷共 278份。資料分析則使用 SPSS 10.0軟體，進行分析項目有：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了解本研究受測對象之決策規則、社經特性、旅次特性、決策行為特性、決策順序、

路線選擇影響因素、出發時間選擇影響因素等，運用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等統計量

來描述樣本分布情形 
 

（二）信度分析 
 
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來檢測衡量問卷題目間的一致性與穩定性，一般以數值大於

0.7為高信度，0.35至 0.7之間為中信度，低於 0.35為低信度。 
 

（三）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主要目的在檢測多個自變數對單一依變數的影響。其理念是將一組資料的變異數，依

可能發生變異的來源分割為數個可解釋變異與無法解釋變異。測量這些不同的變異來源可

瞭解各種變異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影響）。本研究用於了解不同的社經特性、旅次特性、

決策行為特性、決策順序對通勤者決策規則的影響是否有差異。 

 

（四）因素分析 
 

是一種縮減構面的技術，其主要目的在於以較少的構面數目來表示原先的資料結構，

而又能保存原有資料結構所提供的大部分資訊，因素分析假定樣本在某一變數上有兩個部

分組成，一是共同因素，一是獨特因素，而因素分析的目的是在萃取出共同因素。本研究

用於萃取路線選擇行為以及出發時間選擇行為之影響因素。 

 

 

肆、實證分析 
 
一、樣本特性分析 
 
（一）決策規則與順序 

 
決策規則以效用最大規則佔最大比率，約為 48.6%，次為滿意規則約佔 37.1%，而規

則不確定者約佔 14.4%。決策順序以先改變出發時間者對多，約佔 62.9%，其他資料整理
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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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決策順序彙整表 

項          目 人數 百分比 
先改出發時間 175 62.9% 
先改通勤路線 54 19.4% 
同時改變 47 16.9% 
其他 2 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社經特性 

 
男性且年齡 21~40歲為多，每月所得以 2萬元至 6萬元佔 64%；職業多從事公職、工

及學生為主。教育程度以大學或專科比例最高；交通工具小汽車跟機車相差比率不大，但

以機車的比率較高。其他資料整理如表 4所示。 

表 4 社經特性彙整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職業 
    男性 145 52.2% 公 69 24.8% 
    女性 133 47.8% 商 33 11.9% 
年齡 工 86 30.9% 

20歲以下 17 6.1% 學生 57 20.5% 
21~30歲 131 47.1% 其他 33 11.9% 
31~40歲 73 26.3% 教育程度 
41~50歲 31 11.2% 小學 3 1.1% 
51~60歲 23 8.3% 國中 6 2.1% 
61歲以上 3 1.0% 高中 47 16.9% 

每月所得     大學或專科 165 59.4% 
20000元以下 75 27.0%     研究所以上 54 19.4% 
20001~40000元 103 37.0%     其他 3 1.1% 
40001~60000元 75 27.0% 運具 
60001~80000元 14 5.0%     小汽車 117 42.1% 
80001~100000元 6 2.2%     機車 144 51.8% 
100001元以上 5 1.8%     皆有 17 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旅次特性 
 
旅次目的以上班所佔的比率較高、工作性質則是固定時間為主；簽到規定以允許遲到

所佔的比率最高；而通勤者在上班的途中大部分都沒有收聽路況的習慣；對通勤區域內的

路線及道路狀況的熟悉程度，以熟悉大部分的路線奪冠，整理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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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旅次特性彙整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旅次目的   到達時間   
上班  211 75.9% 提前 203 73% 
上課  65 23.4% 延後 26 9.4% 
其他 2 0.7% 準時 49 17.6% 

工作性質   收聽路況報導   
固定時間  137 64.3% 有 45 16.2% 
輪班制  19 8.9% 沒有 233 83.8% 
彈性時間  55 25.8% 路況熟悉程度   
其他  2 0.9% 熟悉大部分 187 67.3% 

簽到規定   熟悉部分 72 25.9% 
必須準時 58 27.2% 不太熟悉 19 6.8% 
允許遲到 68 31.9% 

無硬性規定 40 18.8% 

早到早走晚到晚走 47 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決策行為特性 

 
決策行為特性方面，當通勤路況不佳時，通勤者大部分會直接改走替代路線；而參考

累積經驗相當可惜是以未留意佔最高比率，整理如表 6所示。 
 

表 6 決策行為特性彙整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通勤路況不佳   
全程遵行主要的通勤路線 23 8.35% 
邊走邊看路線而定 69 24.35% 
直接改走替代路線 104 37.4% 
行駛主要路線但避開擁擠 82 29.5% 

參考累積經驗   
前一日 44 15.8% 
前 2~3日 60 21.6% 
前一週 39 14.0% 
一週以上 62 22.3% 
未留意 73 2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旅運選擇行為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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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衡量尺度係採李克特五點量表，在資料整理時則依受測者對各影響因素問項所表

達的重要程度，由「非常不重要」、「不重要」、「普通」、「重要」至「非常不重要」，分別

編于 1分、2分、3分、4分與 5分之問項得分。此二旅運選擇行為之影響因素得分平均值
與標準差資料詳見表 7及表 8。 

表 7 路線選擇影響因素得分彙整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交通壅塞程度 4.482 0.677 
紅燈數量 4.327 0.752 
路邊停車干擾 4.050 0.896 
路旁停車方便與否 4.040 0.990 
沿路人潮多寡 3.953 0.953 
路線直接或彎繞 3.874 0.930 
快速道路或地區道路 3.863 0.957 
沿路交通管制狀況 3.817 0.873 
路線熟悉程度 3.781 0.928 
公車行駛干擾 3.701 1.011 
同方向車道數 3.684 0.960 
提供施工資訊 3.655 1.019 
實際行駛距離 3.581 0.986 
車禍發生頻率 3.565 1.067 
交通速限的高低 3.478 1.098 
提供車流順暢資訊 3.442 1.012 
沿路治安狀況 3.410 1.105 
路線彎曲程度 3.381 1.082 
提供交通管制資訊 3.360 1.032 
提供車禍資訊 3.291 1.041 
路線爬坡程度 3.162 0.98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8 出發時間選擇影響因素得分彙整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出發前得知路況 4.029 0.889 
行駛路線改變 3.874 0.845 
天候影響 3.856 0.964 
運具改變 3.813 0.906 
預估行駛時間 3.630 0.867 
累積經驗 3.525 0.955 
簽到規定 3.522 1.0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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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策規則相關分析 
 
應用多因子變異數分析之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方法，將通勤者之決策規則設為依變

數，通勤者社經特性、旅次特性、決策行為特性、決策順序設為自變數進行分析，以得知

那些變數會對通勤者決策規則造成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9所示。發現只有社經變數中之性
別以及決策順序會對通勤者決策規則造成顯著差異影響，而通勤者決策規則並不會因其個

人社經特性、旅次特性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9 決策規則多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彙整 

依變數(決策規則) P-value 顯著水準 
性別 0.037 * 
年齡 0.363 -- 
每月所得 0.215 -- 
職業 0.632 -- 

社經 
特性 

教育程度 0.485 -- 
運具 0.546 -- 
旅次目的 0.194 -- 
工作性質 0.427 -- 

旅次 
特性 

簽到規定 0.854 -- 
到達時間 0.481 -- 
收聽路況報導 0.202 -- 
路況熟悉程度 0.331 -- 
通勤路況不佳 0.583 -- 

決策 
行為 
特性 

參考累積經驗 0.132 -- 

自 
變 
數 

決策順序 決策順序 0.001 * 
備註：* 該變數達顯著水準(P<0.05)，故拒絕虛無假設，即其對決策

規則造成顯著差異; -- 表示沒有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接下來則針對對決策規則具顯著影響之變數作進一步的分析。首先，由男女通

勤者之決策規則分布情形（見表 10）可得知女生之決策規則分布與整體樣本分布情形
不一致。男生與整體樣本都是以使用效用最大化規則的比例最高，但女生則以使用滿

意規則的比例最高，但僅高過使用效用最大化規則 3%。此結果反映出，男生比較願意
去嘗試各種新方案，以達到效用最大化；女生則未必。 

表 10 男女通勤者之決策規則分布彙整 

性別 效用最大化規則 滿意規則 規則不確定 樣本比例 
男 55.9% 31.0% 13.1% 100.0% 
女 40.6% 43.6% 15.8% 100.0% 

樣本比例 48.6% 37.0% 14.4%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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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表 11決策順序特性之 Scheffe多重比較表分析結果可得知：通勤者先改變出
發時間的比例會高於同時改變路線與時間及其他的比例；而由表 12 可發現只有先改變通
勤路線之通勤者其決策規則分布與整體樣本分布情形一致，都是以效用最大化規則所佔比

例最高，而且明顯高於其他決策順序者；另外，先改變出發時間與兩者同時改變之通勤者

則使用效用最大化規則與滿意規則的比例大致相等且較高；其他決策順序者在規則不確定

上的比例佔的最高為百分之百，但由於樣本人數只有一人，故不足以參考。此結果反映出，

會先改變通勤路線的通勤者就是希望能夠求到最好的解決方案，故使用效用最大化規則的

比例最高。其他決策順序者則為必如此。 
 

表 11 決策順序特性之 Scheffe多重比較 

決策順序 先改通勤路線 先改出發時間 同時改變 其他 
先改通勤路線 -- 0.858 0.370 0.075 
先改出發時間 0.858 -- 0.032* 0.044* 
同時改變 0.370 0.032* -- .206 
其他 0.075 0.044* 0.206 -- 

備註：* 表示達顯著水準(P<0.05)，故拒絕虛無假設（兩組平均數無差異），即該兩組
平均數有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2 不同決策順序之通勤者決策規則分布彙整 

決策順序 效用最大規則 滿意規則 規則不確定 總計 
先改出發時間 44.4% 44.5% 11.1% 100.0% 
先改通勤路線 53.7% 35.4% 10.9% 100.0% 
同時改變 36.2% 36.2% 27.6% 100.0% 
其他 0.0% 0.0% 100.0% 100.0% 
樣本比例 48.6% 37.0% 14.4%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因素分析 

 
以多變量分析之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萃取影響新竹市通勤者路線選擇與出發時間選擇

行為之影響因素，以特徵值大於一為因素萃取原則，並未方便解釋因素與命名，以最大變

異法(Varimax)進行直交轉軸，選取個因素中因素負荷量較高者做為命名的依據，結果分述
如下。 

 
（一）路線選擇影響因素 

 
共萃取出六個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 65.533%，詳細資料見表 13。 
 
因素一：行車資訊提供情形 
其包含「提供車流順暢資訊」、「提供車禍資訊」、「提供交通管制資訊」、「提供

施工資訊」等四項變數，故命名為行車資訊提供情形，其可解釋解釋量為26.836%，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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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為3.437，Cronbach's 信度值為0.857。 α
 
因素二：行駛路線道路條件 

其包含「同方向車道數」、「快速道路或地區道路」、「路線直接或彎繞」、「交通

速限高低」等四項變數，故命名為行駛路線道路條件，其可解釋解釋量為 9.680%，因素平
均數為 3.725，Cronbach's 信度值為 0.860。 α

 
因素三：行駛路線交通狀況 

其包含「沿路人潮多寡」、「交通擁塞程度」、「紅燈數量」、「路旁停車方便與否」、

「沿路交通管制狀況」等五項變數，故命名為行駛路線交通狀況，其可解釋解釋量為

7.375%，因素平均數為 4.124，Cronbach's 信度值為 0.871。 α

 
因素四：行駛路線環境干擾 

其包含「車禍發生頻率」、「路邊停車干擾」、「公車行駛干擾」、「沿路治安狀況」

等四項變數，故命名為行駛路線環境干擾，其可解釋解釋量為 6.954%，因素平均數為
3.682，Cronbach's 信度值為 0.857。 α

 
因素五：行駛路線安全性 

其包含「路線彎曲程度為」、「路線爬坡程度」等二項變數，故命名為行車資訊提供

情形，其可解釋解釋量為 6.289%，因素平均數為 3.272，Cronbach's 信度值為 0.856。 α

 
因素六：行駛路線路況認知 

其包含「實際行駛距離」、「路線熟悉程度」等二項變數，故命名為行車資訊提供情

形，其可解釋解釋量為 4.829%，因素平均數為 3.681，Cronbach's 信度值為 0.863。 α

 
（二）出發時間選擇影響因素 

 
共萃取出二個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56.059%，詳細資料見表14。 
 
因素一：旅行經驗與時限壓力 
其包含「累積經驗」、「預估行駛時間」、「簽到規定」、「運具改變」等四項變數，

故命名為旅行經驗與時限壓力，其可解釋解釋量為39.898%，因素平均數為3.622，Cronbach's 
信度值為0.741。 α

 
因素二：行車情境變動 

其包含「路線改變」、「得知路況」等二項變數，故命名為行車情境變動，其可解釋

解釋量為 16.161%，因素平均數為 3.920，Cronbach's 信度值為 0.730。 α

 
上述各因素信度皆大於 0.7，可知本問卷之各變數問項具有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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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路線選擇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轉軸平方負荷量 
因素名稱 變數名稱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因素 
平均數 Cronbach's  α

提供車流順暢資訊 0.839 

提供車禍資訊 0.745 

提供交通管制資訊 0.742 
行車資訊

提供情形 

提供施工資訊 0.659 

5.636 26.836% 3.437 0.857 

同方向車道數 0.742 

快速道路或地區道路 0.728 

路線直接或彎繞 0.623 
行駛路線

道路條件 

交通速限的高低 0.520 

2.033 9.680% 3.725 0.860 

沿路人潮多寡 0.705 

交通擁塞程度 0.679 

紅燈數量 0.562 

路旁停車方便與否 0.505 

行駛路線

交通狀況 

沿路交通管制狀況 0.476 

1.549 7.375% 4.124 0.871 

車禍發生頻率 0.706 

路邊停車干擾 0.647 

公車行駛干擾 0.569 
行駛路線

環境干擾 

沿路治安狀況 0.545 

1.460 6.954% 3.682 0.857 

路線彎曲程度 0.809 行駛路線

安全性 路線爬坡程度 0.760 
1.321 6.289% 3.272 0.856 

實際行駛距離 0.784 行駛路線

路況認知 路線熟悉程度 0.751 
1.014 4.829% 3.681 0.863 

總解釋變異量                       65.5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4 出發時間選擇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轉軸平方負荷量 因素 
名稱 

變數名稱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因素 
平均數 

Cronbach's  α

累積經驗 0.748 
預估行駛時間 0.747 
公司簽到規定 0.727 

旅行經驗

與時限壓

力 運具改變 0.600 

1.793 39.898% 3.622 0.741 

行駛路線改變 0.808 
出發前得知路況 0.803 

行車情境

變動 
天候影響 0.597 

1.131 16.161% 3.920 0.730 

總解釋變異量                        56.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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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探討都市地區通勤者之路徑選擇行為以及出發時間選擇行為，以新竹地區通勤

者為調查對象，結果發現：新竹地區採用效用最大化之決策規則的用路人約佔五成，顯示

的確存在有行車導引資訊的需求，為一具開發價值之市場。之外，多數的用路人之決策順

序傾向先改變出發時間，此點可能與新竹地區路網機能較不健全有關，通勤者對於替代道

路資訊較為熟悉，故對於即時的交通狀況、旅行時間等資訊需求較為殷切。而主要影響用

路人之路線選擇行為因素有：「行車資訊提供情形」、「行駛路線道路條件」、「行駛路線交

通狀況」、「行駛路線環境干擾」、「行駛路線安全」、「行駛路線路況認知」；影響出發時間

選擇行為之主要因素則有：「旅行經驗與時限壓力」、「行車情境變動」。故主要與選擇情境、

用路人主觀認知、用路人旅行經驗有關。 
 
二、建議 

 
後續研究可朝以下方向發展： 
 

1. 本研究以敘述性偏好問卷方式僅能取得通勤者個人主觀認定其所採用的決策規則類
型，不一定代表其真實行為，故僅可做為觀察實際行為參考，未來可以進行日誌式問

卷調查的方式，以觀察其行為特性來判定其真正採用的決策規則機制。 
2. 通勤者在每日上班前，參考其可得知之各方面的訊息以及與過去所累積的經驗，進而
產生互動效果，產生路線移轉、出發時間變動等結果，此乃為一動態過程，但是本研

究未將此動態決策行為因素納入考量。顧及通勤者樣本掌握不易以及出發時間的改變

與路線移轉行為的發生不易回想，未來可考慮採日誌型的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之。 
3. 本研究尚未深入探討不同交通資訊內容的提供對路線/出發時間選擇行為之影響。後續
研究可利用敘述性偏好法設計問卷蒐集相關資料，以深入研究之。 

4. 過去研究對於影響通勤者旅運選擇行為之質化變數多未加以著墨，例如：駕駛者行為
特性、駕駛者行駛經驗、偏好習慣等，此乃因為適切的定量指標不易選取，未來可以

考慮採用語意變數的方式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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