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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為了邁向友善的公共運輸環境，提升公共運輸系統的使用

率，本研究探討台鐵設施及服務品質的改善，使用敘述性偏

好設計，以三個類別進行探討，分別為安全、保安和舒適，

共設計 14 個屬性。本研究使用潛在類別羅吉特模式及隨機係

數之混合羅吉特模式來捕捉旅客對於改善台鐵服務品質的偏

好異質，另外計算旅客願意支付對於改善設施及服務的金

額，對於鐵路營運機關提供了優先改善的依據，讓改善更能

貼切民眾的需要。 

中文關鍵詞： 離散選擇模式、敘述性偏好、服務品質、鐵路 

英 文 摘 要 ： In order to enhance a user-friendly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ridership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service quality improvement in rail 

transportation. The stated choice experiment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considers improvements of 

rail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in terms of attributes 

such as safety, security and comfort, which are of 

concern to all users. This study develops latent 

class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to capture travelers’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for rail service 

improvements. Evaluation of passeng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provides valuable 

implications for the rail operator to prioritize 

improvement projects. 

英文關鍵詞： discrete choice model； stated preference； service 

quality； 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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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性別友善之公共運輸系統：服務品質提升之效果分析 

 

摘要 

 

為了邁向友善的公共運輸環境，提升公共運輸系統的使用率；本研究探討台鐵設施及服

務品質的改善，使用敘述性偏好設計，以三個類別進行探討，分別為安全、保安和舒適，

共設計 14 個屬性。本研究使用潛在類別羅吉特模式及隨機係數之混合羅吉特模式來捕

捉旅客對於改善台鐵服務品質的偏好異質，另外計算旅客願意支付對於改善設施及服務

的金額，對於鐵路營運機關提供了優先改善的依據，讓改善更能貼切民眾的需要。 

 

關鍵字：離散選擇模式、敘述性偏好、服務品質、鐵路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a user-friendly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ridership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service quality improvement in rail transportation. The 

stated choice experiment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considers improvements of rail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in terms of attributes such as safety, security and comfort, which are of concern to 

all users. This study develops latent class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to capture travelers’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for rail service improvements. Evaluation of passeng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provides valuable implications for the rail 

operator to prioritize improvement projects. 

 

Keywords: discrete choice model; stated preference; service quality; 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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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家庭角色及旅運選擇偏好的差異，男性與女性的旅運活動行為有明顯的不同。 

例如：相對於男性，女性花費於交通通勤時間較少，但旅次活動的數量較多 (如接送小

孩、家庭事務或購物)；男性以使用私人運具為主，女性以公共運輸或步行居多。當運

輸服務水準改變後，男性與女性的旅運活動行為會有不同程度的反應。因此，有必要了

解不同族群使用者之旅運需求及偏好，以提供適當的運輸服務。 

    傳統運輸需求分析模式著重於運具的時間與成本，但許多不易量化的服務屬性如安

全、便利及舒適等亦是影響旅運者運具選擇之重要因素。例如：許多女性並非特別偏好

快速或低成本的交通工具，反而人身安全是更重要的因子 (Root et al., 2000)。因此，運

具需求模式除能考量運具的旅行時間與旅行成本，尚必須反映不易量化的服務品質。 

    目前臺灣公共運輸系統的使用率仍偏低，為提升公共運輸系統的使用率，必須考量

不同族群使用者之旅運需求及偏好，以提供適當的運輸服務。此外，國內外愈來愈重視

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建立性別友善的公共運輸環境，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 

    服務品質是影響旅客選擇公共運輸的重要因素。為能提升公共運輸的運量，許多研

究評估服務品質對旅運者的運具選擇之影響。Fearnley et al. (2011) 建議公共運輸系統可

採用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 使所有使用者皆能易於使用．而非只是少數族群受益。

政府可針對服務品質改善效益較高的通用設計優先投入資源。 

 

二、文獻回顧 

 

2.1 旅運活動行為之性別差異 

 

由於家庭角色及旅運選擇偏好的不同，男性與女性的旅運活動行為具有明顯的差異；

當運具服務水準改變時，導致男性與女性的旅運活動行為有不同程度的反應與變化

(Meloni et al., 2009)。相較於男性，女性的旅次鏈 (trip chains) 較少，花費於交通時間較

少，旅次活動數量較多，停留於每次活動的時間較少。男性以私人運具為主，女性以公

共運輸或步行為主  (Turner and Niemeier, 1997; McGuckin and Murakami, 1999; 

Schintleret al., 2000; Elias et al., 2008; Schaffer and Schulz, 2008)。有小孩的女性較男性的

配偶之通勤距離較長 (Crane, 2007)。相對於男性，女性工作地點離家較近，而且個人所

得較低、家庭責任較重及依賴公共運輸 (Mensah, 1995)。不同年齡層及居住地點的女性

之旅運活動行為亦有不同。以女性老人為例，住在郊區及低所得的女性之旅運活動相對

較少；女性若有較高程度的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旅運活動相對較多 (Hough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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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Beirao and Cabral (2008) 考量旅運者對運具的態度與行為變數將旅運者區隔為六

種類型，並發現男性與女性的旅運行為確實有顯著的差異，如女性較有意願轉換運具。

因此有必要針對不同區隔的使用者了解其需求，並提供適合的運輸服務。男性與女性除

了在旅運活動行為具有性別差異，女性對於人身安全特別重視 (Lynch and Atkins, 1988)。

相較於男性，女性較易遭受騷擾及攻擊。Yavuz and Welch (2010) 針對鐵路捷運研擬安

全對策，不同性別者對安全對策的反應不同。男性與女性對警察的出現、監視系統、服

務可靠度等皆認為相當重要。女性較男性更易受到過去與安全有關經歷，而影響使用鐵

路捷運的意願。 

 

2.2 公共運輸服務品質 

 

公共運輸不僅提供運輸服務，營運者必須觀察旅客對服務品質感受並瞭解所提供服

務是否符合旅客需求。服務品質是影響旅客選擇公共運輸的重要因素。服務品質除量化

屬性外 (如票價、旅行時間、等車時間)，還有質化屬性 (如安全性及舒適性) 亦為影響

旅客選擇公共運輸的重要因素 (Wen et al., 2005; Hu and Jen, 2006; Eboli and Mazzulla, 

2007;Tyrinopoulos and Antoniou, 2008)。由於服務品質變數相當多，且變數間可能存在高

度相關性，必須透過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萃取出具代表性之共同因素或構面。有

些研究再以潛在變數模式 (latent variable model) 探討因素或構面間的因果關係。為了解

服務品質對旅客選擇公共運輸營運者的影響，Hensher and Prioni (2002) 以敘述性偏好法

設計問卷，調查旅客對公車服務品質感受及選擇行為。校估結果顯示旅行時間、票價、

準點性、有無空調設備、座椅清潔性、公車站牌資訊與駕駛員服務態度等，皆影響旅客

選擇公共運輸公司的行為。Rohani et al. (2013) 認為公共運輸經營者必須觀察旅客喜好

的服務品質 (如可靠性、安全性、舒適性、清潔度等)，並適時的提供以符合旅客所需並

維持高服務水準，讓旅客得以選擇大眾運輸。。Hensher et al. (2003) 建立公共運輸公司

的服務品質指標，用以檢討公司的服務績效。 

 

2.3 離散選擇及潛在變數模式 

 

Johansson et al. (2006) 以潛在變數模式考量安全、舒適、便利及彈性等四項變數，

再以離散選擇模式納入潛在變數。考量潛在變數確實能提高模式的解釋能力，尤其舒適

及彈性是影響運具選擇的重要因素。Yanez et al. (2010) 亦發現結合潛在變數與離散選擇

模式，確實比個別離散選擇模式更能提高模式的解釋能力。舒適、安全及可及性是影響

運具選擇的重要因素。Daly et al. (2011) 使用敘述性偏好資料並結合潛在變數與離散選

擇模式探討軌道運輸改善安全對旅運行為的影響。潛在變數模式考量安全、私密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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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 等三項潛在態度變數，再將這些潛在態度變數納入離散選擇模式的解釋變數。 

 

2.4 通用設計原則 

 

通用設計係指設計運輸系統使得所有使用者皆能易於使用。傳統思維指出通用設計

只服務少數族群如身心障礙者，效益很低。Odeck et al. (2010) 提出以經濟效益法評估運

輸系統的通用設計，研究發現通用設計其實有利於所有使用者，而非只是少數族群。

Fearnley et al. (2011) 從乘客觀點探討公共運輸的通用設計，並利用敘述性偏好問卷及羅

吉特模式估計乘客對公共運輸服務品質的願付價格。政府可針對願付價格較高的運輸服

務優先投入資源進行改善。Beecher and Paquet (2005) 建議以問卷方式了解消費產品採

用通用設計之使用者偏好，將有助於研發者導入通用設計。 

 

三、研究方法 

 

3.1 敘述性偏好實驗設計 

 

由於採用通用設計理念改善公共運輸服務品質的策略目前尚未實施，因此適用敘述

性偏好法。敘述性偏好實驗設計考量提升公共運具服務水準，但旅客必須支付額外成本，

以期望達到使用者付費理念。服務品質質化屬性分三個類別，安全、保安，舒適，共14

個屬性 (如表1)。每個屬性有2個水準值，1代表的是增加某項設施或服務，0代表不增加

某項設施或服務。每個方案中車票加價的金額會隨著受訪者目的地距離、搭乘車種以及

購買的票別，搭配14個屬性中增加數項設施或服務而計算。加價金額不超過原始票價的

15%，假設增加每項設施或服務的加價金額相同。敘述性偏好情境中會列出改善的設施

及服務的屬性及水準值供受訪者參考，由受訪者選擇出一個最偏好的改善方案。本計畫

設定研究範圍是公共運輸的臺鐵。虛擬情境的敘述性偏好問卷設計係重複觀測受訪者的

回答，可提高校估樣本數。為避免受訪者填答過多情境而產生疲勞感，利用實驗設計直

交表L44 (2
3×14

)，使用部分要因設計產生44組情境，再產生11組問卷而每位受訪者僅需隨

機填答4個情境。每個情境中有三個改善組合方案，並搭配喜愛改善方案 (如表2)。 

問卷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受訪者之旅運概況，包含目的地、旅次目的、半年內

搭乘次數、旅行時間及同伴人數與成員等。個人社經特性屬性，包含年齡、性別、所得、

職業及教育程度。第二部分為個人社經特性屬性，包含年齡、性別、所得、職業、教育

程度、是否持有汽機車駕照及持有汽機車輛數等。第三部分則為敘述性偏好問卷，台鐵

乘客選擇偏好之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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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離散選擇模式 

 

本研究採用離散選擇模式，假設台鐵旅運者在面臨改善方案時，會由可選集合中選

擇效用最大的方案。假設旅運者 n 對方案 i 的效用函數如下: 

       ininin XU                                                       (1) 

其中 Xin 為敘述性偏好設計的屬性，εin 為隨機誤差項，β 為參數。 

    由於每個情境中有三個改善組合方案，虛擬方案名稱並無特殊意義，因此不需要考

慮方案相似性。受訪者對參數的感受可能不同，仍有必要考慮參數異質性。潛在類別模

式與混合羅吉特模式皆可考量參數異質性。潛在類別模式不需要設定參數的機率分配，

而混合羅吉特模式需要設定參數的分配，通常以連續型分配處理。 

1. 潛在類別羅吉特模式 

    潛在類別模式假設決策者的偏好可以分成有限的區隔，每一區隔內的決策者偏好具 

同質性。假設存在有限可數的市場區隔數 S，方案 i 被決策者 n 選擇的機率可寫成: 

        
s

nnn sMsiPiP )()()(                                             (2) 

其中，Pn(i|s)為方案 i 在區隔 s 的機率；Mn(s)為決策者屬於區隔 s 的機率。Pn(i|s)與 

Mn(s) 以採用多項羅吉特模式居多。早期發展的潛在類別模式並未考慮決策者個人特性

的影響。近期發展的模式考量區隔隸屬函數 Mn(s)為決策者個人特性的函數，因此可了

解每一區隔的特徵。 

個體被指派於區隔的機率Mn(s) 採用多項羅吉特模式。公式如下: 

       𝑀𝑛(𝑠) =
exp(𝑟𝑠𝑍𝑛)

∑ exp(𝑟𝑠𝑍𝑛)𝑠
 , 𝑠 = 1, … . . , 𝑆                                     (3) 

其中，Zn 為向量，包含受訪者旅次與社經特性，𝑟𝑠 為參數向量。 

    潛在類別模式的區隔數無法事先決定。求解程序係從一個區隔，二個區隔，逐漸增

加區隔數，直到無法顯著改進配適度，進而找出最適市場區隔數。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及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常用來於判別區隔數。 

2. 隨機係數之混合羅吉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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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係數羅吉特 (random coefficients logit) 模式屬於混合羅吉特模式的一種。隨機

係數羅吉特模式與傳統多項羅吉特模式的主要差異在於考量個體異質性，處理決策者的

偏好非均質的情形 (McFadden and Train, 2000)。屬性參數假設為隨機變數，代表決策者

對屬性偏好異質性。屬性參數可設定成不同的機率分配形式，不限於常態分配。混合羅

吉特模式的選擇機率表示如下： 

                                       (5) 

                                         (6)                   

其中，Lin(β)為多項羅吉特模式的機率。h 可設定為連續或離散分配，但以連續型分配較

常被使用。θ為 h 分配的參數 (例如常態分配的期望值與標準差)。隨機係數羅吉特的機

率式並非封閉型，必須採用模擬最大概似估計法  (simulat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 校估參數。 

 

四、實證分析 

 

4.1 資料收集 

 

本次問卷調查抽樣臺鐵使用者 554 人，有效問卷為501份，表3為基本統計，此次

調查女性為322位，男性為179位，旅次目的為旅遊及返家為主。調查地點於臺北火車站

進行，由7月18日至7月23日及7月27日至7月28日，本問卷採面訪方式，調查員可即時給

予受訪者協助，可提升問卷填答率並確保資料有效性。由於假日與平日可能造成使用的

族群不同，因此區分假日與平日進行調查，每日調查由早上9點至晚間7點，假日四天的

有效樣本為301份，平日四天的有效樣本為200份，每位回答四個敘述性偏好的情境。 

 

4.2 模式估計結果 

 

本研究先使用多項羅吉特模式進行參數估計，14 個屬性皆為 0 與 1 的虛擬變數。表

4 為多項羅吉特模式之估計結果，14 個屬性變數參數之 t 值均達到 5%顯著水準 (|t 值| > 

1.96)，且符號正負皆符合預期。 

潛在類別模式的區隔數無法事先決定，求解程序係從一個區隔，二個區隔，逐漸增

     dhLiP inn | )( 

 
 




j

jn

in
in

X

X
L

)exp(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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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區隔數，直到無法顯著改進配適度，進而找出最佳區隔數。概似比指標，AIC 及 BIC 

可用於判別最佳區隔數。由表 5 知，AIC 最低落於五個區隔，BIC 最低落於兩個區隔，

概似比指標最接近 1為五個區隔。由於五個區隔的分群機率有 5%及 8%，區隔機率偏低，

造成參數不穩定現象。四個區隔之對數概似函數以及 BIC、AIC 等皆優於兩與三個區隔

模式，且區隔大小也較為平均，因此決定最適市場區隔數為四，表 6 為潛在類別多項羅

吉特模式之估計結果。其次於隸屬函數納入搭乘次數、個人收入、長距離、同行人數、

旅行時間及性別等，其中長距離為虛擬變數，搭乘距離超過 251 公里等於 1，低於 251

公里等於 0；性別男性等於 1，女性等於 0；搭乘次數、個人收入、同行人數及旅行時間

皆為連續型變數。區隔 4 為基準，參數指定於其他三個區隔。 

台鐵乘客在區隔1中為年紀較大，個人收入較低，較為注重安全及保安為首要改善，

此區隔命名為「安全至上」。區隔 2 為短程台鐵乘客為主，較少搭乘台鐵，加價金額不

多，因此認為設施皆需要改善，此區隔稱為「面面俱到」。在區隔 3 中，旅客大多為攜

伴同行，多人搭乘則認為舒適較為重要，命名為「舒適導向」。區隔 4 乘客認為增加票

價進行改善是不需要的，此區隔稱為「精打細算」。 

表 7 為混合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隨機係數羅吉特模式的個體偏好異質隨機係數選

定常態分配。模式估計結果顯示，月台列車無高低差防跌落月台門、防跌落月台門、月

台設置緊急鈕、車站月台通行無障礙 (設電梯或電扶梯)、車上座位摺疊桌及車站親子廁

所之標準差參數顯著，均具有參數異質性。不過，混合羅吉特模式的解釋能力並未優於

潛在類別多項羅吉特模式。表 8 為計算台鐵乘客願意付出價格來換取較佳的服務。以多

項羅吉特模式計算願付價格，台鐵乘客認為 14 個項目都是需要改善，其中以月台列車

無高低差之價格最高，次高為列車自動門安全裝置，增加票價金額為兩元至二十四元。

混合羅吉特模式的結果與多項羅吉特模式相似。 

潛在類別多項羅吉特模式具市場區隔效果且解釋能力最好。在三個改善類別中，安

全至上與面面俱到旅客合計 67%，建議以安全為首要改善。面面俱到與舒適導向合計

61%，建議以舒適為改善重點。保安的改善較不急迫，可能是台灣鐵路運輸較少發生重

大的治安事件或受訪者多數沒有遭受騷擾及攻擊的經驗。 

 

五、結論 

 

為了邁向友善的公共運輸環境，提升公共運輸系統的使用率。本研使用敘述性偏好

設計，以三個類別進行探討，分別為安全 (例如月台列車無高低差及列車自動門安全裝

置等)、保安 (例如車站具高密度監視設備及車站照明設備充足等) 和舒適 (例如車站月

台通行無障礙及車站專屬育嬰室與哺乳室等)，共設計 14 個屬性，每個屬性有兩個水準

值，以及每個方案中車票加價的金額會隨著受訪者目的地距離、搭乘車種以及購買的票

別，搭配 14 個屬性中增加數項設施或服務而計算。首先，使用多項羅吉特模式找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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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變數，所設計的 14 個屬性以及票價加價，係數值正負符號皆符合預期。 

使用潛在類別多項羅吉特模式及混合羅吉特模式來捕捉旅客對於改善台鐵設施及

服務的偏好異質性，混合羅吉特模式校估結果參數有異質性，潛在類別多項羅吉特模式

最適市場區隔數為四，區隔隸屬函數為決策者個人特性的函數納入搭乘次數、個人收入、

長距離、年齡、同行人數、旅行時間及性別。四個區隔依序命名為安全至上、面面俱到、

舒適導向及精打細算。 

本研究計算台鐵乘客願意付出價格來換取較佳的服務。多項羅吉特模式計算出來的

乘客願意付出價格來換取較佳的服務從車票加價兩元至二十四元，混合羅吉特模式的結

果與多項羅吉特模式相似，將多項羅吉特模式、潛在類別多項羅吉特模式和混合羅吉特

模式進行比較，可得知月台列車無高低差為首要進行改善的項目，其次為月台設置緊急

鈕。潛在類別多項羅吉特模式具市場區隔效果且解釋能力最好，在三個改善類別中，安

全至上與面面俱到旅客合計 67%，建議以安全為首要改善。面面俱到與舒適導向合計

61%，建議以舒適為改善重點。保安的改善較不急迫，可能是台灣鐵路運輸較少發生重

大的治安事件或受訪者多數沒有遭受騷擾及攻擊的經驗。其結果可以讓台鐵營運機關作

為參考的依據，並訂定改善項目的先後順序，讓改善項目更貼近民眾的需要。 

 

六、計畫成果自評部分： 

 

    本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高，已達成主要的研究目的與預期成果，本研究成果

包含理論架構的推導和實證，具有學術和實務參考價值。研究內容已發表於國外學術研

討會並在未來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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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敘述性偏好實驗設計的屬性及水準值 

 

類別 地點 屬性 水準值 

安全 車站 

車站 

列車 

車站 

月台列車無高低差 有＝1；無＝0 

月台列車進站警示燈 有＝1；無＝0 

列車自動門安全裝置 有＝1；無＝0 

防跌落月台門 有＝1；無＝0 

保安 車站 

車站及列車 

車站 

車站 

車站具高密度監視設備 有＝1；無＝0 

派遣專業巡邏人員，增加車站與車上巡邏頻率 有＝1；無＝0 

車站照明設備充足 有＝1；無＝0 

月台設置緊急鈕 有＝1；無＝0 

舒適及便利 車站 

車站 

列車 

車站及列車 

列車 

車站 

車站專屬育嬰室與哺乳室 有＝1；無＝0 

車站月台通行無障礙(設電梯或電扶梯) 有＝1；無＝0 

車上座位摺疊桌 有＝1；無＝0 

車上親子車廂 有＝1；無＝0 

車站親子廁所 有＝1；無＝0 

車站廁所梳妝區(大面牆鏡子與化妝台) 有＝1；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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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敘述性偏好情境範例 

 

 
 

註: 

Ｏ為增加某項設施或服務 

Ｘ為不增加某項設施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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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訪者個人與旅次資料統計 

 

變數 樣本數與百分比 

性別  

女性 64.2 (322) 

男性 35.8 (179) 

年齡  

小於 25 26.7 (134) 

26-35 34.7 (174) 

36-45 25.4 (127) 

46-55 9.6 (8) 

56-65                            3.0 (15) 

大於 65 0.6 (3) 

個人每年平均所得  

未滿 20 萬 30.7 (154) 

20-60 萬 37.5 (188) 

61-100 萬 21.6 (108) 

101-140 萬 7.8 (39) 

141-200 萬 1.4 (7) 

200 萬以上 1.0 (5) 

距離  

長距離 59.8 (300) 

短距離 40.2(201) 

旅次目的  

返家 33.9  (170)  

上學 1.6  (8) 

旅遊 31.1  (156) 

探訪親友 16.2  (81) 

    工作 10.2  (51) 

    其他 7.0  (35) 

半年內搭乘次數  

1-10 次 60.2  (302) 

    11-20 次 15.6  (78) 

    超過 21 次 12.8  (64) 

無 11.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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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項羅吉特模式之校估結果 

 

變數 係數值 t 值 

月台列車無高低差 0.795 13.67    

月台列車進站警示燈 0.390 6.57 

列車自動門安全裝置 0.485 8.40 

防跌落月台門 0.249 4.20 

車站具高密度監視設備 0.264 4.53 

增加車站與車上巡邏 0.203 3.49 

車站照明設備充足 0.149 2.53    

月台設置緊急鈕 0.373 6.40    

車站專屬育嬰室與哺乳室 0.079 1.34 

車站月台通行無障礙 0.126 2.20 

車上座位摺疊桌 0.171 2.90 

車上親子車廂 0.272 4.71 

車站親子廁所 0.240 4.11 

車站廁所梳妝區 0.115 2.01 

車票加價 0.033 10.13 

對數概似函數值 2476.519  

概似比指標 0.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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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區隔數之潛在類別多項羅吉特模式 

 

區隔 對數概似函數值 概似比指標 AIC BIC 區隔機率 

1 2476.519 0.1032 4983.04 5067.08 1 

2  2254.038 0.1775 4570.08 4743.77 0.85, 0.15 

3  2200.704 0.1909 4495.41 4758.75 0.31, 0.53, 0.15 

4  2144.392 0.2054 4414.78 4767.77 0.31, 0.36, 0.25, 0.08 

5  2122.457 0.2076 4402.9 4845.54 0.31, 0.21, 0.05, 0.3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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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潛在類別羅吉特模式之校估結果 

 

 

 

 

 

 

 

 

 

 

 

 

  

變數 區隔 1 區隔 2 區隔 3 區隔 4 

安全至上 面面俱到 舒適導向 精打細算 

月台列車無高低差   1.529 (9.29)  1.858 (5.58)  0.060 (0.28)  0.415 (0.75) 

月台列車進站警示燈   0.745 (5.02)  1.412 (4.86) 0.153 (0.73) 0.242 (0.37) 

列車自動門安全裝置   0.728 (5.01)  1.784 (5.78)  0.140 (0.66) 0.199 (0.34) 

防跌落月台門   0.835 (5.74)  1.083 (4.03) 0.454 (2.06) 0.812 (1.35) 

車站具高密度監視設備   0.694 (4.55)  0.776 (2.93)  0.116 (0.58)  0.084 (0.13) 

增加車站與車上巡邏   0.376 (2.46)  1.364 (5.22) 0.319 (1.40) 1.243 (2.17) 

車站照明設備充足   0.062 (0.46)  1.258 (3.59)  0.523 (2.91) 1.303 (2.05) 

月台設置緊急鈕   0.254 (1.87)  1.392 (5.25)  0.455 (2.44)  0.509 (0.73) 

車站專屬育嬰室與哺乳

室   

 0.213 (1.34)  1.144 (4.11)  0.521 (2.82)  1.379 (1.74) 

車站月台通行無障礙   0.075 (0.53)  0.818 (3.50) 0.217 (1.11) 1.776 (2.61) 

車上座位摺疊桌 0.055 (0.40)  0.893 (3.07)  0.908 (3.98) 1.672 (2.29) 

車上親子車廂  0.244 (1.48)  1.949 (5.14)  0.992 (4.72) 0.492 (0.81) 

車站親子廁所   0.057 (0.35)  1.179 (4.52)  0.651 (3.22) 0.076 (0.12) 

車站廁所梳妝區  0.245 (1.55)  1.419 (4.63)  0.781 (3.76) 12.42 (0.22) 

車票加價  0.040 (4.24) 0.084 (3.70) 0.048 (4.76) 0.011 (0.58) 

隸屬函數常數   0.767 (0.84)  1.458 (1.60)  1.942 (1.61)  

搭乘次數  0.018 (1.12) 0.037 (2.10) 0.036 (1.71)  

個人收入  0.015 (2.66) 0.006 (1.16) 0.002 (0.34)  

長距離   0.403 (0.64)  0.312 (0.48) 1.055 (1.53)  

年齡   0.052 (2.02)  0.021 (0.80) 0.057 (1.38)  

同行人數   0.085 (0.60)  0.209 (1.48)  0.314 (2.01)  

旅行時間  0.002 (0.66) 0.005 (1.71)  0.002 (0.66)  

性別    0.887 (1.87)  0.917 (1.93)  1.810 (3.53)  

區隔機率 31% 36% 25% 8% 

對數概似函數值        2121.138    

概似比指標 0.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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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混合羅吉特模式之校估結果 

 

 

 

 

 

 

 

 

 

 

  

變數 係數值 t 值 

月台列車無高低差                       平均數 1.137 12.02 

                                       標準差 1.798 9.57 

月台列車進站警示燈                     平均數 0.604 11.34 

列車自動門安全裝置                     平均數 0.738  11.72 

防跌落月台門                           平均數 0.242 4.81 

                                       標準差 1.460 7.86 

車站具高密度監視設備                   平均數 0.273 4.98 

                                       標準差 0.251 1.23  

增加車站與車上巡邏                     平均數 0.274 4.179 

車站照明設備充足                       平均數 0.198  3.36 

                                       標準差 0.033 0.23 

月台設置緊急鈕                         平均數 0.430 7.31 

                                       標準差 0.223 1.99 

車站專屬育嬰室與哺乳室                 平均數 0.086 1.383 

車站月台通行無障礙                     平均數 0.135 2.65 

                                       標準差 0.632 4.05 

車上座位摺疊桌                         平均數 0.161  2.15 

                                       標準差 0.983 8.05 

車上親子車廂                           平均數 0.245 7.15 

                                       標準差 0.364 1.24 

車站親子廁所                           平均數 0.348 7.52 

                                       標準差 0.454 3.50 

車站廁所梳妝區                         平均數 0.080 1.38  

車票加價                               平均數 -0.041 -10.00 

對數概似函數值 -2415.572  

概似比指標                                               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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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設施及服務改善項目之願付價格 

 

 

 

 

 

 

 

 

 

 

 

 

 

 

 

 

 

 

 

 

 

 

 

變數             多項羅吉特 混合羅吉特 潛在類別羅吉特 

   區隔 1 

安全至上 

區隔 2 

面面俱到 

區隔 3 

舒適導向 

區隔 4 

精打細算 

月台列車無高低差 24 28 39 22 1 38 

月台列車進站警示燈 12 15 19 17   

列車自動門安全裝置 15 18 18 21 3  

防跌落月台門  8 6 21 13   

車站具高密度監視設備  8 7 18  9 2  8 

增加車站與車上巡邏  6 7 10 16   

車站照明設備充足  5 5  2 15 11  

月台設置緊急鈕 11 11  6 16 9  47 

車站專屬育嬰室與哺乳室  2 2  14 11 127 

車站月台通行無障礙  4 3  2 10   

車上座位摺疊桌 5 4  1 11 19  

車上親子車廂  8 6  23 21  

車站親子廁所  7 8  1 14 13  

車站廁所梳妝區  3 2  1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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