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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noff Face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Growth — velocity rate Density rate 

摘要

(中) 

摘 要 都市計畫是都市建設之藍圖，為解決都市問題而發源。公共設施完

備與合理提供，為確保都市環境品質基礎。公共設施用地計畫執行落差

值得研究探討。本文利用群集分析方法探討公共設施用地計畫，利用臉

譜、多元尺度法及群集分析方法探討闢建現況，並以生長速率比與密度

比兩項指標探討都市地區執行落差。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期使都市



計畫業務更臻完善。 本文重要發現： 一、整體都市公共設施闢建率為

51.8%，屬於中低度闢建。 各縣市、各公設項目闢建等級有別。 二、花蓮

縣具有「每人享有公設地面積」及「每人享有服務設施面積」最強屬

性；臺東縣具有「每人享有行政設施面積」、「每人享有文教設施面

積」、「每人享有遊憩設施面積」及「每人享有交通設施面積」最強屬

性。臺北縣最不具有各項公設屬性，每人享有各項公設面積均少。 三、

在人口生長速率方面，都市計畫成長預測過於樂觀，九成之都市地區未

能達到計畫成長幅度之一半，計畫與現況發展呈極大不一致現象。 四、

有 47 個地區占 17.9%現況密度未及都市計畫之一半， 呈過疏狀，計畫與

現況發展密度差距大。高估計畫人口，高估計畫密度，將加重公共設施

闢建問題。 五、本文由各種都市組群顯示都市特性、發展差距及公設闢

建績效，對都市地區規劃及檢討上，提供發展方向及潛力之基本分析。 

關鍵字：臉譜；多元尺度法；生長速率比；密度比  

摘要

(英) 

Abstract Urban planning provides the blueprint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e well-

provided public facilities assure the quality of urban environment.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planning and realized those facilities are worth studying. This research by 

using Chernoff Face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d Cluster Analysis discovers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and using indicators of Growth — velocity rate and Density 

rate compares those discrepancies and suggests potential solutions. The major 

discoveries are: 1.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rat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s 51.8%, 

is in a range of low - medium development. Different cities and counties provide 

different public facilities. 2. The County of Hualien has the strongest characteristics 

in “sharing amount of area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service facilities per person”; 

County of Taitung has the strong characteristics in “sharing area of administrative 

facilities, cultural facilities,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nd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per person”. The County of Taipei has the weakest characteristics in all 

facilities and provides the low sharing areas per person. 3. Forecasts for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urban planning areas are over optimistic. Ninety percent of those 

areas could not reach half of those estimates, which show gaps i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4. There are 47 planning areas or 17.9 percent of all areas show 

densities are less than half of those planned. Over-estimated population and 

densities all create development problems for those areas. 5. This research shows 

characteristics of city cohorts, development discrepancie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ose 

developments. This research may provide basic studi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pubic facilities. Key words：Chernoff Face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Growth — velocity rate ； Densit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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