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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which

are the backbone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on urban spaces by using Taipei City as case study area. We

focus on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a specific communication medium in the city, which

is the broadband network. We also discuss how the broadband network relates to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This article starts at reviewing recent theoretical debat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CTs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It, then,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study nourished by

perspectives from institutional turn in social sciences recently. The third and fourth parts of the paper

present major findings on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aipei’ broadband network and path dependent

effect of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formation age or network society is not

de-material or spaceless. Instead there are complicated and multi-dimensional restructuring processes

inherent in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se processes are still concretely and geographically embedded in

urban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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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資訊科技及其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對經濟、文化與政治全球化的加速與催化作用，已為眾所認知，

且其對地理空間的形塑與發展也產生了重大的衝擊。在地理與資訊科技的交會及其關係形式的探究上，主

流的學術論著在現象發生的初期也都預期，主導資本主義社會的都市空間將發生結構性的變革：都市空間

的膠著性在資訊科技的發展趨勢下將被解構，特別是攸關都市區位特性中的鄰近性、連結性、根植於地方

的關係以及運輸流動等，將逐漸地被普遍化的寬頻互動通訊媒介所取代。但此一觀點，近年來逐漸受到挑

戰，資訊及通訊科技(ICTs)並未完全解組既存的都市空間，其間實乃存在著複雜且共構的關係。本文試圖

具體地檢視作為資訊社會運行骨幹的「資訊及通信網路」，探討城市中特定的通訊媒介─台北市寬頻網

路─形成的制度基礎，及其與都市空間結構之間的關連。本文首先檢視當今有關資通訊科技與空間發展的

相關理論爭辯，再進一步從制度分析的角度提出一概念架構，以作為經驗分析的理論基礎，最後嘗試具體

地檢視台北市寬頻網路空間組織型態形塑的制度與技術基礎。我們發現資訊時代或網絡社會並不是非關物

質、無地理的，相反地，資訊社會內含著一個複雜且多層面的再結構過程，而這個過程在真實的都市空間

中是高度具體化、且具有地理鑲嵌性的。

關鍵字：資訊城市、電信與城市、資訊與通訊科技、資通訊網路空間、臺北市

一、前言

在傳統的地理學研究中，通訊(communication)1領域的研究長期被含納在運輸地理學(transportation

geography)的範疇之中，不見其重性。雖然近幾十年來，通訊科技有了長足與快速的進步，但是和「通

訊」相關的地理學研究議題並未增加其能見度，「通訊」在地理學的研究中始終還是處於相當邊緣的地

位(Hillis, 1998)。不過，最近一、二十年來，卻可以從經濟地理學、都市研究、資訊社會學等領域的發展

中，看見和新資通訊科技發展密切相關的研究議題，而在都市研究與規劃的領域中，最受重視的課題之一

就是：「在資通訊革命伴隨而生的全球化發展脈絡下，究竟都市發展的現況為何？都市的空間發展起了怎

樣的結構性變革？」是「區域不均、差異化？」還是「均質化、普同化？」雖然相關的論辯層出不

窮，在當代有關全球化與都市發展的文獻中也還未有定論。

在上述的問題脈絡下，本文則想具體地探討資通訊科技對空間發展的作用，也就是，資通訊科技在造

成都市空間發展的差異化或均質化過程中，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扮演了何種角色？不過要嘗試回答上述

的問題，本文認為還要回答一些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資通訊科技運行的條件和機制是什麼？它的形構

需要什麼樣的物質與社會基礎？這樣的討論，是為了避免滑落到都市空間發展為運輸與通訊科技所決定的

傳統立論觀點。針對這樣的發問，本文首先回顧相關的理論爭辯，並根據台灣電信事業發展的歷史經驗，

採取制度分析的研究取向探究資訊城市發展趨勢下的空間組織形式，在經驗研究上則是以台灣資訊城市發

展經驗最為迅速與先進的台北市，及其中相當關鍵的資通基礎設施─「寬頻網路」─的發展作為分析案

例，來說明臺北市資訊與通訊網路空間的形構，受到哪些制度面因素及其發展的影響？其發展和都市既成

的空間如何有關？

1 Communication一詞有溝通、通訊、交通等意涵，本文主要討論範圍較著重於其「通訊」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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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通訊科技與空間發展

(一)科技決定論、政治經濟學取徑、行動者網絡理論之間的爭辯

在進入探討全球化下的資訊城市所呈現的是均質化、還是差異化的發展性質之前，可能需要探討一個

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以什麼樣的觀點來看待資訊科技和地方(與空間)之間的關係？關於這個發

問，英國地理學者Graham (1998)將相關的論辯歸納出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類是「科技決定論」的觀

點，認為資訊科技是一具獨立性、並具得以引發社會變遷動能的施為(agency)，且將「科技」擺放在決

定性的位置，社會只能被動地且無抵禦能力地接受科技所引致的變遷。第二類是「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認為地理空間的社會生產與電子空間是並進的，這個觀點試圖去討論在同樣廣泛的社會趨勢和社會過程中，

電子網絡的社會生產以及空間的社會生產如何和物質空間及物質地方共同發展，分析地方和電信網路關係

的的接合、說明電信與城市間的連結、並對新資通科技在新的生產空間配置型態上的廣泛性角色作理論性

的分析。第三類觀點主要源自於「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s theory)」的概念，主張採取「關係

的(relational)」視角來探索科技的社會建構，並認為「人類行動者(human agency)」在其中扮演著最

為重要的角色，並且以一種高度偶然及關係性的觀點來看待科技和社會領域之間的連結。

在相關的理論性論辯文獻中，政治經濟學取徑與行動者網絡理論皆有力地駁斥了科技決定論者對資訊

科技的樂觀想像。首先，政治經濟學取徑主要將資訊科技擺放在資本主義發展脈絡中，說明科技變遷

(technology change)的存在是達到資本進一步積累的必要手段，例如，Harvey (1989)逆轉了科技進展產

生地球村的這種說法，將科技的創新視為是資本從空間限制中自我解放的重要方法，說明地球村並不是最

終的結果，而是積累體制和表述模式之間的一種中介點。因此，科技是一種手段，透過這個手段來展現社

會最為根本的力量(fundamental forces)，而將科技整合進入社會是一種社會關係發展的必然過程。如果

Harvey所謂的「收縮的世界是科技創新的結果」，那必須將之視為是：科技變遷過程背後資本主義運作

所使然的。政治經濟學取徑另一種說法，則是從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的角度來解讀科技的實

踐，資訊科技的創新與發展具現於三元空間中 2，而此空間是在全球、區域和地方等不同尺度的互動過程

中被生產，它同時也在地方的日常生活實踐中被經驗(Smith, 1990)。因此，日常生活空間中空間實踐的重

要性並沒有因為抽象的、由資訊科技所媒介的全球空間之出現而消失，座落於物質空間中的身體、城市、

工廠、辦公大樓等依舊與時空壓縮概念平行發展和存在。

結合以上兩種看法，我們大致可以這麼說：科技可以被理解為一組結構的關係，但另一方面，我們也

必須回到經驗層次去理解日常生活的地理如何漸漸地被科技所媒介；也就是說，科技應該被當作是空間生

產，和與之相對應的生產與社會再生產過程，二者相互形構的結果，因此是社會關係建構起科技，而社會

也被社會生產的科技所形塑(Kirsch, 1995)。這樣的觀點修正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將科技當作是為了迎

合資本需求而去支配、利用或再生產自然的手段這樣的概念，認為科技並非中立的，科技是社會建構的，

社會也是科技建構的，兩者存在相互辯證的關係。

其次，行動者網絡理論則認為，科技的時空與其變遷的產生是世界總體的結合與再結合，當今各種科

技網絡是由特定的地方所組成的，它連結了一系列的分枝、但越過了一些其他的地方，在網路的連線節點

2 Lefebvre的空間不是化約為流動或生產和交換的網絡，而是將它視為不同種類空間、物質上的與概念上的混合物－想
像的、感知的和實踐的(Lefebvre,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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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其實是什麼都沒有，它絕不是普遍存在的(Latour, 1993)。新的物質空間與社會實踐的生產不是科技

的因果關係，也不是單純的政治經濟策劃，而是社會結構多樣過程的混生結果，是一些互異而廣泛的行動

者網絡產生的時空。這裡所謂的行動者網絡是強調特殊的社會情境和人類行動者如何將科技的組件、機器、

文件、文本以及資本含納入「行動者－網絡」中。此理論觀點提醒我們必須要仔細地去考究資訊網絡的

全球性，是如何在微觀、偶然的社會歷史情境中被一點一滴地構造起來，而此一微觀的社會分析所可能彰

顯的地域特性不是科技烏托邦論者所謂科技的神奇力量所肇致，相反地，乃是行動者網絡推擠出這樣的新

科技。

Graham (1996)綜合都市政治經濟學與行動者網絡理論對資訊科技的看法，主張融合二者各自在鉅觀

和微觀層次的優點形成一整合的研究取徑，並指出分析通訊科技與都市的三個層次：(1)都市地方與電子空

間：時空之固著性與流動性的物質衝突。(2)形塑都市地方與電子空間的社會與制度鬥爭。(3)都市與通訊

科技的社會表徵、認同與覺知。本文植基在Graham (1996)的看法之上，認為應該採行一種結合政治經濟

學及社會建構論的研究取徑，這兩種研究取徑基本上都駁斥科技決定論過於簡化的未來學看法，並且都主

張資本、科技和空間之間的複雜關係是不斷地被重新塑造的，但在分析的層次上，我們則傾向於從Graham

所歸納的第二個層次上著手。

(二)制度分析的研究取向

經濟地理學領域最近掀起了一股普遍的「制度轉向(institutional turn)」浪潮，其中一相當核心的觀

點指出：經濟活動的發展通常是受到各種制度因素的高度影響，從法令規章、技術水準，到非正式的慣習、

行為符碼、組織文化、意識型態傳統等，都是構成經濟活動時空脈絡的要素，也同時影響了特定經濟活動

出現與發展的可能性與限制(Amin, 2001)。制度轉向的觀點提醒我們應該將都市通訊網路空間建構的討論，

擺放在社會與制度的情境中，將其視為是鑲嵌在更廣大的社會、經濟、政治規則、常規與傳統結構下的生

成物(Martin, 2000)。此一制度內涵包括：從正式的法令規章、技術水準，到非正式的慣習、行為符碼、

組織文化、意識型態傳統等。而從我們對都市寬頻網路的研究發現，都市寬頻網路的空間特性及該空間的

建構過程，確實是與技術、法令制度(國家)和市場邏輯(企業)等三組制度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

圖 1　都市資訊通信網路空間的制度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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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家與企業是建造實質通訊網路的兩大行動者，從國家的角度來說，資訊通信網路的建造意味著

電信服務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提供；從企業角度來看，資訊通信網路的建造則是代表市場的拓展與

追求利潤。但是，國家卻扮演著最為核心的角色，因為國家一方面透過法令規範的制定提供了該項產業市

場運作的基本架構與平台，也對於哪些企業能夠進入市場、如何進入市場、企業在市場中運作的基本要求

等設定了門檻，也就是說國家為市場劃定了一個制度框架，因此，對於企業進入市場有淘選權，並且強制

規範企業活動的範疇與遊戲規則。國家另一方面又可以透過政策或發展計畫的推行，直接進行資訊基礎設

施的建設，或者透過政策設計提供企業進入市場的誘因。由此可知，國家所形塑的制度對資訊通信網路空

間的發展型態具有結構性的影響，企業評估的潛在市場空間範圍在國家制度規範下，將呈顯出某種空間特

性，此一空間特性乃是企業的利潤追求以及國家的制度框架兩種交合的力量所形成的。

就技術作用的角度來看，本文則認為技術的應用作為一種物質實踐，是必須透過市場與國家制度來引

介的。新資訊通訊技術是否能夠為私部門所採納推廣，關鍵在於評估其是否具有市場利基，而國家對於適

用於該國的技術標準亦有其淘選機制與政策性考量。因此，在討論資訊科技如何影響都市空間之前，應有

必要先了解技術如何被國家與企業所引介，而非將科技的應用與存在當作給定的條件。雖然被應用之資通

訊技術本身的特質必然是該通訊網路空間組織型態的重要元素，但是，受到市場與國家制度邏輯所推動的

技術，及其所肇致的空間擴散過程和形式，似乎更為重要且有必要深入分析。

三、台灣寬頻網路的發展與制度沿革

在現實的生活中，由於資通訊基礎設施的網路類型包含電話網路、有線電視網路、無線電話網路、無

線電波、電腦光纖寬頻網路、衛星通訊網路等多種不同網路，複雜度相當高，非短期的研究與與個人的能

力得竟其功，在有限的資源及興趣考量下，本文以「寬頻網路」作為分析對象，從其在台北市的建構歷

程之分析，來探討寬頻網路之空間組織形式與制度變遷間的關係。事實上，以寬頻網路作為具體的研究對

象，來理解資訊化社會的物質基礎，在今日宣稱欲大力發展資訊經濟 /知識經濟的台灣而言，是有其時代

意義與重要性的，也有現實的發展基礎。

(一)寬頻網路與我國網際網路應用之發展脈絡

一般人對資訊城市的切身體驗來自於透過實體網路、資訊設備以及「上網」的這個動作來經歷，目

前國內應用的上網方式粗分為兩大類：窄頻與寬頻。電信總局對「寬頻網路」的定義是指專線、 ISDN、

Cable Modem、 ADSL、 LMDS、GPRS、第三代行動通信及其他單向通信可達 1.544 Mbps頻寬以上

之有線或無線接取網路。在國內電信業者推出寬頻網路服務之前，使用者皆是透過電話網路窄頻撥接上網，

資料傳輸的速率及資料量皆相當有限。而在寬頻網路開始商業化快速推廣之後，使用撥接上網的人口逐漸

減少，許多業者甚至推出免費的撥接服務，並將市場重心擺在寬頻網路的推廣以及豐富寬頻網路的服務內

容等業務上。因此，至 2002年為止，台灣地區家戶上網的普及率已達 53%，其中有六成是採取寬頻上

網，窄頻撥接的比率則有明顯下降的趨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2002)。而在企業連網方面，根據經

濟部委託資策會ECRC-FIND所進行的「我國企業連網及資訊應用程度調查」顯示(2002)，我國企業連

網率為 61.6%，連網企業中有八成的企業採用寬頻連網，其中以 xDSL方式連網為最主要的寬頻連網方

式，其次依序為固接專線以及Cable。因此，不論從家戶或企業的連網方式來看，寬頻上網已逐漸成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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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網路使用者的主要連網方式。

就寬頻網路市場發展現況來看，根據資策會 FIND的調查統計，至 2003年 3月為止，我國寬頻用戶

中， ADSL用戶數為 198萬，Cable Modem用戶數為 27萬，固接專線與 ISDN用戶數合計 2.6萬，由此

可看出ADSL與Cable Modem兩種技術形式在寬頻網路市場中居主流趨勢。因此，本文的經驗分析即以

ADSL與Cable Modem兩種寬頻網路為主。寬頻網路服務在初期剛推出市場時，主要以企業用戶為客戶對

象，因此寬頻網路在都市空間的分布上較集中在商業區；而晚進寬頻服務推廣到一般家戶，其空間特性則

主要與家戶的社經地位有關。

台灣目前提供寬頻網路接取服務的主要三類業者為：固網(Fixed Network)業者3、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業者 4以及無線電話業者，市場的主流是以固網業者與 ISP業者合作提供的寬頻服務為主，無線

寬頻的部分發展還未臻至成熟，發放 3G執照的問題直至 2002年底才告底定，業者的基礎建設尚在起步階

段。因此，寬頻網路作為一種新興產業，同時也是資訊社會發展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建構使用者

與虛擬網際網路世界間橋樑的實體寬頻網路，乃是透過民間業者以及各級政府這兩種行動者(圖 2)。

3 目前擁有固網執照之業者為：中華電信、東森寬頻、台灣固網及新世紀資通四家，其可經營業務內容包括：市內電

話、長途電話、國際電話、公用電話等，並可兼營二類電信服務，如：ASP(應用系統服務)、 ICP(網站內容提供)、
ISP(網際網路服務)、Web Hosting(網站代管)等業務。

4 ISP所指的是讓一般用戶連線到網際網路的公司，提供用戶各種與網際網路有關的服務。
5 參考資策會(2003)寬頻網路產業分析整理繪製。

圖 2　寬頻網路的內涵與產業結構 5

圖 2亦嘗試說明寬頻網路的建造明顯地受到法令制度的制約與國家政策的影響。企業團體對於建構寬

頻網路法令制度限制上的突圍，也必須透過不同的管道，如對行政部門或立法委員進行制度變革的遊說，

這說明了國家制度是建構寬頻網路主要權力運作的場域。因此，相較於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本研究採取制

度分析的研究取向是因為制度論顯現出政府的重要性，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打造都市空間形式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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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信自由化脈絡下寬頻網路建構的制度沿革

1.台灣電信自由化歷程

但是，要論及今日都市寬頻網路的發展就不能不對臺灣自 1980年代末期以來的電信自由化過程有

所了解，寬頻網路服務作為我國電信服務業務之一，其自由化腳步列在整個電信自由化過程中的最後一

波(固定通業務)。臺灣電信事業自從1970年代國民黨重建戰時毀壞的電信設備，並逐年拓展台灣島內電

信網路與國際電信網路奠基以來，維持了二十多年國營獨占態勢，此段期間因受 1980年代世界電信科

技大幅躍進及電信自由化風潮的影響，政府才在 1980年代末期開始漸次推動電信自由化。自由化步伐

中最為關鍵的電信業務經營自由化在 1990年代末快速發展，主要是為了遵循「WTO入會中美雙邊協

議」有關電信之承諾，才於 1995年起，陸續開放行動通信、衛星通信及固定通信等多項電信業務，至

2001年 7月開放語音單純轉售業務後，我國電信產業始邁入全新階段(交通部電信總局， 2001)。台灣

電信自由化的歷程顯示出我國的電信事業的市場化是在全球化的強大壓力下所肇至的。

臺灣電信事業自由化發展歷程(參照表1)，若依幾次重大的電信改革作為分水嶺可概分為四大階段，

在此過程中可見各項電信服務如何漸次開放：

●第一階段(1987至 1995年)：開放用戶終端設備及電信加值業務。

●第二階段(1996年至1998年)：通過電信三法，完成電信總局改組及中華電信公司化，並開放行

動通信業務及衛星通信業務。

●第三階段(1999年至2000年)：開放綜合網路業務、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及市內、國內長途

路纜電路出租業務。

●第四階段(2001年7月以後)：開放轉售業務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尚未開放)，完成電信業務全

面自由化。

制度鬆綁與電信業者在市場中競爭的結果，可以從以下的統計數據看到具體的成效：

我國市內電話每百人用戶數截至 1999年底為 54.5，相較於鄰近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

等地之電信產業，僅低於日本 55.2、香港56，高於韓國45、新加坡48.4與大陸8.4；同年我國行動電

話每百人用戶數為 52.2僅次於香港 55.1，遠高於日本 38.3、韓國 49.9、新加坡 37.3、大陸 3.3。同

年我國網際網路費用為每月 20.73美元，遠低於鄰近國家如日本 70.07、韓國 28.38、新加坡 25.73、

香港 31.84美元；每千人上網人口數為 206.1，僅次於香港 253.5、新加坡 244.2，高於日本 144.7、

韓國 145.6及大陸 7.1(交通部電信總局， 2001)。

電話業務的詳細概況，也可以從相關的統計資料6中看出臺灣近十多年來國人使用電信設備及服務

的巨幅改變 7：

(1)市內電話每百人用戶數自 1991年的 33.26人，成長至 2003年 3月每百人 58.4人。而值得注意

的是，固接式的室內電話通常提供服務的範圍並不僅止於個人，而是在一般家戶中提供全家人

口使用的通訊設備，每百人的用戶數 58.4人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

6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2002)，都市及區域發統計彙編。
7 上述所顯示的統計資料無法顯示地區差異而掩蓋了部分真實，事實上電信服務在都市、人口密集的地區仍然較為密

集，對於居住在偏遠地區或者社經階層較為低落的人口而言，他們很難或者根本沒有能力享受目前電信服務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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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電信自由化之進程

　　　　　　　　　　　項　　　　　　　　　　目 開放時間

一、用戶終端設備自由化：

1 用戶電話機(含正、副機) 1987.8.1
2 數據機(等於或小於 2400 bps出租數據電路及撥接式通信用) 1987.8.1
3 電報交換用戶終端設備 1988.5.10
4 數據機
小於或等於 9600 bps 1988.6.1
大於 9600 bps，(限音頻級 56 Kbps以下) 1989.6.1

5 行動電話機 1989.7.1
6 無線電叫人收信器 1990.2.1

二、電信網路利用自由化

1 放寬出租國內數據電路共同使用之限制(增列電信加值網路業務經營者與使用 1989.6.15
者間得申請共同使用)

2 放寬出租國際數據電路共同使用之限制(增列電信加值網路業務經營者得申請 1989.10.11
國際專線連接國外電腦或資料庫)

3 用戶自備屋內配線 1990.7.1
4 用戶租用轉頻器自行建立網路作衛星通信或廣播電視之業務 1993.10
5 放寬出租國內數據電路接通巿內電話系統之限制 1994.3.1
6 廣播電視業者自行建衛星地面站並得租用轉頻器中繼節目信號 1994.12

三、電信業務經營自由化

第二類電信加值網路業務部分

1 陸續開放「資訊儲存、檢索」、「資訊處理」、「遠端交易」、「文 1989.6~1995.6
字處理編輯功能」、「語音存送」、「電子文件存送」、「電子佈告

」、「電子資料交換」、「分封交換數據通信」及「傳真存轉」等十

項電信加值網路業務，並放寬加值網路業者租用國際專線之限制。

2 開放「資料格式與編碼通信協定之處理及轉換業務」、「視訊會議業務」 1995年底
、「航空訂位網路業務」及「網際網路業務」供民間業者經營。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部分

1 開放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CT-2)業務 1994.11
2 陸續開放 4項行動通信業務

(1)行動電話業務 1997.1
(2)無線電叫人業務 1997.2
(3)行動數據通信業務 1997.3
(4)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 1997.5

衛星通信網路業務部分

1 第二類國內衛星小型地面站網路業務(VSAT) 1996.4
2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中繼出租業務 1997.12
3 衛星行動通信業務 1999.12
4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 1999.12
固定通信網路業務部分

1 市內電話業務 2001.7
2 長途電話業務 2001.7
3 國際電話業務 2001.7
4 電路出租業務 2001.7
5 寬頻交換通信業務 2001.7
6 數據交換通信業務 2001.7

資料來源：民國八十六年電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九十年電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草案，交通部電信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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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動電話每百人用戶數的成長更為驚人，自 1991年每百人用戶數 0.96，成長至 2003年 3月每

百人用戶數的109.758。目前臺灣行動電話持有率高居世界排行之首，其中突顯出的現象為：臺

灣地區民眾相對地享有較高比率的電信服務，而此現象某種程度也說明了臺灣電信市場自由化

的發展成效。

2.寬頻網路建構之制度沿革

關於制度內容的說明比較，以及核心行動者社會權力關係的分析，是制度分析的必要關鍵，其目的

也在破除科技決定論的迷思，企圖具體說明「資訊城市」或「網路城市」其實有明確的物質基礎，

資通訊科技網路的物質建構與都市空間是在歷史脈絡中以一種複雜的方式彼此相互形塑(Gr a ham ,

1998)，其過程不是價值中立、純科技的，而是一種社會互動與對抗過程。在這個討論之前，我們先以

圖 3的歸納整理為背景，作為下一節本文核心主旨的討論基礎。

8 每百人用戶數超過 100的原因在於一人可使用多個門號。
9 例如台北市網路新都政策

圖 3　寬頻網路建構之制度沿革

就過去40年來與寬頻網路建構相關的制度沿革來看，在法令制度部份，台灣電信事業的發展是從軍事

考量、高度管制、國營壟斷，到 1990年代逐漸自由化的演進過程，其中具影響力的制度規範是作用在不

同的空間尺度，且有相應的重要行動者。從WTO框架下的全球電信協定到我國的電信法、有線電視法、

固網管理規則到各地方政府對該行業之管理規範或推廣 9，每一種法令背後有其相對應的行動者，而法令

與法令之間的調適與妥協則是全球在地化過程的具體呈現之一。因此，台灣電信事業的發展乃是從一個全

球的制度框架，到國家的、區域、地方制度規範等不同尺度制度所共構而成。

由於台灣電信基礎設施的建構在 1990年代中期以前，並不是在自由市場環境中發展而成的，而 1990

年代中期之後，雖然市場開放，但也是在層層疊疊的制度架構下被形塑。在都市的尺度上，地方政府的制

度與管制態度更扮演著實質建設能否順利推展的關鍵性角色。在技術制度的部份，現階段成熟的兩種寬頻

網路，一是以 xDSL技術為基礎的電話網路，另一則是以Cable Modem為基礎的有線電視網路，以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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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技術為基礎的寬頻網路在市場上彼此競合，由於網路本身特性與技術上的差異，致其在都市空間的

分布上有顯著的區隔。

1990年代中期後寬頻網路發展(圖 4)的開端乃是 1998年的有線電視修法，該法明訂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得提供電信業務，其後，國內兩大有線電視業者 10與集團旗下的 ISP積極推出Cable Modem寬頻上

網，於是有線電視法的放寬帶動了我國第一波寬頻用戶的成長11(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03)。2000

年我國在強大的WTO入會壓力下12，交通部正式公布臺灣固網、新世紀資通和東森寬頻電信三家民營業

者取得固網業務資格，寬頻網路市場發生重大變化。此外，行政院NII小組更於同年 7月設定「三年三百

萬寬頻上網」的目標，原電信業的龍頭中華電信才在配合政策的施行以及新業者的威脅下，開始大力推廣

DSL寬頻上網，而我國寬頻網路市場則開始快速地成長。

10 和信與東森。
11 至 1999年底，Cable Modem成為最受歡迎的寬頻上網方式， Cable Modem上網用戶佔總寬頻用戶的 35%。
12 1998年始，中美雙方展開密切的電信諮商，美方常將電信市場開放作為入會的談判條件。
13 網路版 http://www.motc.gov.tw/service/month-c/mcmain.htm

四、台北市寬頻網路空間組織形式的制度分析

(一)發展背景：臺北網路新都的浮現

台北市乃全台灣首善之區，在具備相對電信網路優勢的基礎之上，台北市率先帶領台灣走向全球資訊

化的浪潮。從圖5可見台北市在1960年代室內電話的使用剛起步時，佔了全台用戶比例的1/2，直至1990

圖 4　臺灣網際網路用戶數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月報 13



1 1

圖 5　歷年臺北市室內電話用戶數佔臺閩地區室內電話用戶比例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科專計畫 /資策會ECRC- FIND

圖 6　臺灣家庭上網普及率， 2002年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科專計畫 /資策會ECRC-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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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後也維持著全台 1/5左右的用戶量，這意味著台北市的資通訊網路發展較早且相對地較為密集，資源

也較為豐富，晚近則呈現穩定發展的趨勢。

從近年來民眾上網的普及率(圖 6)來看，台北市的普及率為 67%也居全台灣地區之冠，同樣顯示台北

市的網際網路資源相對而言是較豐富的。另外，就上網民眾的連網方式而言(表 2)，台北市網路使用者有

65%的用戶是採用新興寬頻 14上網，亦居臺灣地區之冠，其次依序為北部地區、中部地區、高雄市、東部

地區、南部地區。

表 2　臺灣家庭連網方式， 2002年

　 上網方式 免費電話撥接 付費電話撥接 ADSL Cable modem 無線傳輸

總計 10% 35% 51% 8% 1%

台北市(n=381) 8% 29% 49% 16% 1%

高雄市(n=133) 13% 42% 48% 7% 2%

北部地區(n=606) 10% 29% 55% 6% 1%

中部地區(n=337) 12% 38% 54% 6% 2%

南部地區(n=280) 10% 46% 42% 3% 1%

東部地區(n=20) 5% 45% 40% 15% 0%

金馬地區(n=45) 4% 18% 76% 4% 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科專計畫 /資策會ECRC- FIND

居

住

地

區

14 指 ADSL與Cable Modem寬頻網路。
15 參考交通部電信總局(2003)公布之第一、二類電信業者名單整理繪製。

圖 7　大臺北都會區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分佈概況， 2002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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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都會區寬頻網路服務業的發展現況如圖 7所示。臺北縣境內除了板橋與中和地區外，其餘地區

只有零星的、甚至沒 ISP業者分佈，相對之下，台北市則聚集了大部分的 ISP服務業。

從圖 7中可以看出，聚集台北市的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業者在空間分佈上更集中在中山、中正等台北市

傳統商業核心，而內湖、松山及信義區晚近由於新產業聚落的設立以及都市政策的東進發展，也顯示出其

次核心的地位。因此我們發現，寬頻網路服務業在台灣的尺度上，除了有集中在台北市的現象之外，在都

市的尺度上，也集中在新都市發展的核心區域中；該產業的集中分佈也意味著網際網路接取服務的不均分

佈，即使在都市區域內也不是均勻分佈的狀況。但另一項檢視的指標－網路咖啡產業卻沒有太明顯的差異

(圖8)，這主要是由於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提出後，登記合法的網路咖啡業者急遽減少，因此可能

無法呈現出產業發展的空間特性 16。

圖 8　臺北市寬頻網路服務業概況， 2003年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商業管理處 17，交通部電信總局 18

16 網路咖啡產業的爭議，本文後續將進一步討論。
17 參考台北市政府商業管理處(2003)公布之「臺北市合法資訊休閒業者名單」整理繪製。
18 資料來源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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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寬頻網路空間組織的制度作用

1.寬頻網路空間組織的政策作用

前文已經點出國家制度對寬頻網路市場及其空間組織有極大的影響力，接下來，我們就以台北市政

府的「網路新都」政策，以及中央政府積極提倡「數位台灣計畫」作為實例，探討各個行動者背後

的制度設計與運作對寬頻網路空間建造過程的影響。

(1)中央級發展計畫與規範

自從美國政府於 1993年提出NII(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藍皮書後，我國也加入全球資訊建設的熱

潮，開始積極推動資訊基礎建設，與政府NII政策相對應的除了官方與民間組織之外，學術界也掀

起一陣討論資訊社會願景的風潮。在此，不擬贅述1996年以來相關的政策細節，僅針對最近所公布

的「挑戰 2008」國家六年建設計畫中與寬頻網路建設直接相關的計畫內容，來分析該政策的內

涵，及探討其對寬頻網路空間組織的可能影響。

我國 2002-2008的重大投資計畫之一「數位台灣」的計畫目標為「六年 600萬戶寬頻到家，

建設台灣成為亞洲最 e化的國家」。其中的具體作法主要有二：(1)從法制面由中央政府協助排除網

路建設之障礙，所牽涉的法令包含公用事業電桿及管道共用機制、建築法、路權申挖作業流程及收

費標準辦法、雨水下水道暫掛纜線管理要點、基地台共站 /共構等規定。(2)考量競爭優勢由民間業

者負責寬頻到府之建設，先後推廣 ADSL與光纖網路建置(Fiber To The Building)。

上述中央政府的幾項政策反映了 2001 年以來，新固網業者在進行電信基礎建設時所遭遇的

實質困難。路權及用戶迴路(即所謂的最後一哩 last mile)的爭議，一直是新固網業者遲遲無法進行

有效寬頻網路實體建設，或用以搪塞建設進度緩慢的說詞。

新固網業者利用環島光纖骨幹佈建核心網路，此部份問題在新固網業者取得執照前即有相關配

套計畫，但在區域網路 19路權方面，因網路施工佈建不易，新固網業者除在都市地區可以掛溝方式

佈建線纜外，其他地區則須靠與當地政府協商路權。如國內新固網業者指出：「台灣推廣寬頻網路

最大阻礙在於基礎設施不足，鋪設管線困難重重，地方政府甚至漫天喊價」、「『主要是地方政府

不配合，到處向固網業者要求路補費』，新固網業者私下透露，各地方路補費行情不一，沒有一定

收費標準，最高價碼還可喊到每公尺八千元」20。地方政府為創造財務收入，紛紛以電信管道作為

標的，對電信相關管線路權擬議收取高額費用(謝俊明， 2002)。交通部面對新固網業者佈線的困

難，於2001年初即建議行政院，將固網寬頻建設列為國家級重大建設，並去函各地方政府，請求地

方政府給予協助；而由於下水道及路權管理屬於地方政府權限，交通部也建議地方政府自訂雨水下

水道暫掛纜線管理要點，將有線電視及電信業者納入適用範圍，並將電信業者納入管線申挖單位21。

這是中央政府擬積極推動管道共用機制、建築法、路權申挖作業流程及收費標準辦法、雨水下水道

暫掛纜線管理要點、基地台共站 /共構等規定等規定的主要背景因素。

關於用戶迴路問題，未來光纖到府成為趨勢後，新建的大樓均會舖設光纖網路，但舊住宅區的

問題則顯得非常棘手(曾立嘉， 2001)，同時，地方政府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19 大體而言，寬頻傳輸網路架構可粗分成為三層網路－骨幹網路、都會網路及接取網路。骨幹網路是作為長途傳送網

路系統，都會網路則是用以連接骨幹網路及接取網路，而接取網路則是連接至用戶端之家庭網路(呂學錦， 2002)。
此處所謂的區域網路在都市的尺度上，主要是指是都會網路及接取網路。

20 2002/6/10中國時報。
21 2001/1/2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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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之規定，自行訂定自治法規以規範電信機房之建置，如此可能會導致以

地方自治法來規範中央立法執行之事項，架空電信總局之法定權責(孫立群， 2002)。有鑑於此，目

前交通部才公告用戶大樓引進管、電信室、建築物屋內垂直水平電信管線，為通信網路瓶頸 22所在

設施，以協助新業者建設室內用戶迴路。但新固網業者如何與中華電信在租約上達成共識，則又是

另一個爭議的焦點 23。

從路權及用戶迴路問題可以看出，新固網業者真正能夠開拓的寬頻網路用戶市場是極其有限的。

而這些實體建設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反餽回到公部門的制度設計上，若不是從既有的法令來修訂

(如：電信法)，就是創建更新的法規來回應(如：用戶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裝置規則)，二者間形成

一種動態辯證的關係。這說明了資訊科技的傳散事實上存在一套相對應的社會制度，二者之間的相

互協調是構成所謂資訊社會的主要因素。

(2)地方級發展計畫與規範－馬英九市長的「網路新都」

打造台北「網路新都」乃是台北市長馬英九對台北市民最主要的市政承諾，其所宣稱的理念

在於：鼓勵台北市民「多用網路，少用馬路」，減少台北市交通負荷，並讓市民可以透過網路與

市政府接觸，享受政府公眾服務 e化、網路化後的快速與便捷。強調資訊網路服務是市民的基本權

利，因此主張廣設「公共資訊服務站」，使每位市民都享有便捷的網路服務。基於第二點的理念，

主張將網路服務公用事業化，企圖提供「人人用得起，到處可上網」的網路服務。基礎光纖網路

幹道建設結合民間資源進行，使每一家戶都能輕易上網。以台北市優渥的資訊及網路資源吸引外國

企業來台北設立亞太地區總部並服務本國。

從上述的政策理念以及馬市長對台北市民開出的十大承諾 24可以看出，「資訊網路服務是市民

的基本權利」是市政府鼓吹網路新都的重要主張，有別於傳統公部門提供的民生必須公共服務如：

水、電、大眾運輸、郵電等，台北市政府首創將「上網」列為人民的基本權利。市政府一方面欲

以網路資訊技術來改善市政作業效率以提高市政服務品質，一方面則需要積極佈建市民與市府服務

新介面之間的通連網路，也就是要使市民皆有平等的機會無障礙地使用資訊網路，並且使市民皆有

利用資訊網路的資訊素養。另一方面，從都市產業發展而言，由於資訊基礎設施的完整性被視為都

市競爭力的指標，因此台北市政府著眼於此，欲以建構資訊城市的資訊網路環境來吸引跨國企業投

資，試圖要去超脫國家層次，將台北市拉抬到到一個較宏觀的亞太區域視野來替台北市定位。

而綜觀市政府所擬定實施的推動策略，建構「網路新都」最關鍵的部分在於資訊基礎建設。

因為實體的資訊網路與設施是虛擬網路世界的中樞骨幹，所有的網路服務皆須架構在實體的資訊設

備與資訊線路之上，即便是目前正方興未艾的無線寬頻上網技術，也必須在真實的地理空間內安置

訊號的發射與接收設施。這些或許是暗藏在地底下、建築物內的黑暗角落中、路旁不起眼的鐵箱裡

的「資訊基礎設施」，由於可見性低而時常被忽視，更由於部份未來學者對於資訊科技的過度吹

22 根據電信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路瓶

頸所在設施，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請求有償共用管線基礎設施」。
23 如新固網業者 S公司認為，新進業者與既有業者相較下並無談判籌碼，應由主管機關主動訂出協商的規範與解決機
制。

24 十大承諾：(1)市政及作業全面連網。(2)開辦免證書、免謄本的服務。(3)建立捷而易的市民生活網。(4)打電話就可
以得到網際網路資訊服務。(5)提供終身免費電子信箱。(6)提供三小時免費上網訓練。(7)開辦市民網路大學。(8)發
行市民電子身分證。(9)發展國際化的工商業企業服務網。(10)闢建資訊網路無障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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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引發出一股科技造就「平等」的迷思、地理的不均被科技所弭平的假象，而模糊了具體資訊

設施網路的重要性，及其生產過程與結果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實際地建設台北市的資訊基礎設施，

應是打造網路新都理念中，最基礎也最關鍵的工作，唯有先廣搭起市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互動通路之

後，才能進一步評估運用此一資訊環境所達至的社會效能與利益。

我國從 1996年起，大力推動電信自由化，至 2001年 7月已開放了所有原僅中華電信一家公營

事業單位所經營的電信業務，其中包括固定通信網路業務中的寬頻交換通信業務。因此，市政府在

寬頻網路建設中所扮演的角色，已與一般的公共建設之性質有所不同，市政府失去其規劃者與業務

發包者的角色，而轉換成為全然的建設管制者與規範者的角色。對業者而言，其於寬頻建設的規劃

與施工中並非承包公家機關之建設工作，而是必須自行承擔所有費用，對資訊基礎設施的建設必然

是趨向市場考量的。於是，在都市政治追求社會服務與公平，以及市場經濟追求利潤兩造之間，市

政府若未能妥善地協調電信業者，以及業者與都市政治間不同的考量立場和利益的話，建構寬頻城

市的口號終究只會是一場空談而已。因此，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固網寬頻網路的建設由都會網路到

進入用戶端中間的電信線路的最後一哩(last mile)25，固網業者必須得向各級地方政府申請路權，經

由雨水下水道暫掛或建築物外牆附掛，才能拉線施工完成用戶迴路提供服務，中央政府頒佈的「共

同管道法」也賦予直轄市制訂法規、規劃與建設共同管道的職責，因此都市政治在資訊基礎建設的

實質過程中，仍然佔有一關鍵性角色。

台北市政府的網路新都計畫雖然積極倡導市民上網，但是在面對寬頻網路建置時的態度卻趨向

嚴格管制：「處處可見密如蜘蛛網的有線電視纜線，曾經讓台北市的街道景像醜陋不堪，市長馬

英九昨日親自巡視清除廢舊纜線成果，並扮演『忍者龜』，進入雨水下水道，涉水瞭解纜線暫掛雨

水下水道的狀況後宣布，過去困擾許多家庭有線電視纜線已初步解決，即日起將目標鎖定到處亂拉

線的固網」26。因有鑑於過去有線電視市場競爭，加之政府法令修訂遲緩，有線電視電纜在都市空

間內毫無章法地架設嚴重地影響市容，因此，台北市政府對於新固網業者舖設基礎電信線路行動抱

持著控管取締的態度。不論是空架電纜線路或馬路開挖，都是市政府極度不願意進行的動作，因為

除了影響市容之外，道路開挖舖設管線將對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非常大的不便，而市民對此公共建

設的評價與觀感對都市政治有直接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想見市政府對新固網業者進行嚴格管制的邏

輯與態度。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市政府到底是以什麼樣的策略方法推動資訊基礎設施的建設呢？

首先，台北市長馬英九在上任以前，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已開始推行「共同管道工程」27來統合

公共設施管線配置，至 2001年7月新固網業者開台營運後，資訊網路之普及化的需求，使得開挖道

路埋設纜線的需求則更形殷切。自1999年以來，規劃完成或目前正規劃中的案件有：臺北市共同管

道系統整體規劃案28、捷運路網共同管道工程(信義線)設計案、鐵路地下化東延南港共同管道工程、

洲美快速道路共同管道工程、大度路共同管道工程。這些規劃案大多與都市新興的交通公共工程同

步進行，推動現況如圖七所示，除了沿著捷運線路的主要幹道之外，幾個經濟商業區域如：信義計

畫區、南港園區、內湖園區等，皆位於建設範圍內。在這些台北市的經濟核心區域中，企業組織團

25 指固網業者的光纖骨幹網路到都會網路、交換機房、連接到用戶端的電信線路。
26 91/04/20中國時報。
27 馬英九市長上任前已規劃完成者包括：運路網(松山線)共同管道工程、敦化南北路共同管道工程、新社區部分共同管
道工程(社子島、關渡平原、信義計畫區)等。

28 將 20公尺都市計畫道路納入規劃範圍， 89年底規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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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有大量的資訊與快速連網的需求，並且有能力與市政府在管道共構的議題上作協商討論，例如南

港經貿園區的台灣固網、台灣大哥大、新世紀資通、遠傳電信、東森寬頻、台北有線電視、和信電

訊有線電視、麗冠有線電視等八家業者聯合成立「纜線管路共構委員會」與台北市養工處合作開

挖馬路，實施類似共同管構方式，共同埋設管路29。但是從這裡可以發現的是，惟有挾帶資本以及

政治資源的行動者才具備與市政府協商的議價權，而業者之間串連的基礎在於共同的經濟利益，其

是否會考量每個台北市民近用機會的平等與網路建設的均衡發展，是頗有疑義的。如此看來，真正

能從都市公共政策中獲得服務與利益的市民，明顯地亦有其侷限性。

從以上的分析得知，即便是積極鼓吹網路服務的台北市政府，對固網業者在台北市的網路建設

也設立了重重限制，而網路新都的網路服務擷取點到底在哪裡？如果普及下達一般民眾家戶的寬頻

網路建設如此窒礙難行的話，讓我們再來檢視網路新都的另一項標的：建置公用資訊服務站。

公用資訊站設置在公共場所，只要持有 IC電話卡、 IC金融卡或磁條信用卡市民便可就近使用

網路服務。台北市政府承諾在2002年底之前，於台北市設置800台公用資訊服務站。然而，檢視台

北市政府公佈的「台北市公共上網據點」資料，市府所謂的 800台功用資訊服務站中，台北市立

公共圖書館內的資訊設備即佔了二分之一，其餘的服務據點多分佈於捷運站內以及少數的區公所、

學校、醫院、銀行及飯店內，這些服務據點多半有開放使用時間的限制，所具備的功能也不盡一致；

而公用資訊服務站設置在這些地點的主要因素，乃是為了管理與維護的方便，這些近用網路的設備

必須設置在「有人員看管」的公共場所 30。因此，市民使用網路資源的行為是在公部門嚴格的監

控與管制之下，市民在進入標榜自由、多元、開放的「網路世界」之前必須經過層層監控、遵循

市政府倡導的網路規範、合宜地使用網路資源，如此作法替原本網路開放的特性打了相當大的折扣。

除了市政府規劃提供的寬頻網路近用據點之外，主要近用寬頻網路之場所乃為私部門所經營的

「網路咖啡屋」。然而，由於曾有部分網路咖啡店變相經營賭博電玩，且成為許多青少年流連之

地，大眾對於青少年聚眾以及網路色情、網路犯罪頗有疑慮。在公眾輿論一面倒向嚴格管制網咖業

者的氛圍下，台北市議會於 2001年 11月 14日率先三讀通過「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

也就俗稱的網咖條例，影響最鉅者在於限定網咖位置必須設置在寬度達 8公尺以上道路，同時距離

高職、國中、國小 200公尺以上的地方31。標榜做為網路新都的台北市，在有利於推動寬頻城市的

網路咖啡產業最盛行之時，因背負著龐大的台北中產階級市民的道德訴求壓力，而制訂了引起軒然

大波的網咖條例。隨後，網咖業者透過串連、遊說，終於在中央爭取到另一寬鬆版本的網咖條例，

其中規定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距離國民中小學、高級中學、職業學校 50公尺以內，不得設置 32，

較台北市的 200公尺來得寬鬆許多。爾後，台北市長馬英九表示：「此次網咖條例中央與地方對設

置地點觀點不同的原因在於『臨場感』不同，中央不必直接面對家長老師，市府則不能忽略他們

的聲音」33。台北市民視網咖為學生蹺課、發生犯罪行為的不良場所，因此，在 2002年 1月 23日

中國時報公布一的項問卷調查即顯示：「近三分之二台北地區國中生家長認為，網咖設置地點應距

離學校二百公尺以上比較好，多數家長支持台北市版的網咖條例，認為中央版網咖條例草案規定過

29 2001/6/7台北市工務局新聞稿。
30 臺北市政府資訊中心電話訪談資料。
31 2001/11/13中國時報。
32 2001/12/25工商時報。
33 2001/12/07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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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寬鬆」。從台北市首創網咖條例到立法院通過中央版的網咖條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都市的居民

結構如何影響了都市的科技政策，而此制度更引發了寬頻網路產業組織的動員，積極協調、遊說向

高層尋求解套管道，而這些行為與互動所建構出的具體制度是形塑實質寬頻網路分佈空間的重要作

用力。

台北市的網咖條例頒布後，登記合法與公開的網咖業者數急遽減少，各區業者數量上的差異如

圖 9所示，顯示出法令制度對市民進取寬頻網路空間的影響。

圖 9　網咖條例實施前後網咖業者家數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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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運作邏輯－以利潤為導向的寬頻網路建構

政府在 1990年代末期所進行最後一波重要的電信自由化措施為固定通信網路業務，此政策除了因

應全球自由化浪潮以及我國加入WTO的入會壓力之外，亦表現出我國對資訊化社會的殷切期盼。一方

面，政府試圖建構出公平競爭的環境，導入新業者的良性競爭以提升我國資訊化程度；然而，從新業者

的角度而言，加入此市場是否會帶來更為普及與便利的資訊環境呢？

以新進固網業者E公司為例，目前該公司提供寬頻上網服務的縣市僅包含13個縣市34(圖10-1)，且

單一縣市的服務涵蓋比率最高僅有 31.318%35；新進固網業者T公司提供寬頻上網服務的縣市亦僅10個

縣市 36(圖 10-2)，而且在這些縣市的範圍內，也有限定服務的範圍。究其原因應為，新固網業者在最後

一哩的投資建設必定先偏重於特定對象之客戶，因該客戶可立即為其獲得大額回饋，而對一般客戶投入

建設的動機則較小。因此，新固網業者的基礎建設均集中於人口密集、潛在市場大的都市地區，在都市

地區則集中在企業用戶密度高、人口密度高的商業及住宅區、企業客戶先於一般客戶，此一現象乃新業

者基於成本上的考量而產生似乎是無可厚非。另外，如前已敘及的，提供網際網路服務的 ISP業者全台

灣省共計 171家，其中位於大台北都會區的業者有 151家，其中集中於台北市的有130家，而這130家

在台北市內的分佈也極度不均。因此，依照此一市場邏輯，網路建設及通訊服務不可能有平等的待遇，

城鄉之間、貧富之間的落差會只持續擴大，而不是趨平等。

圖 10-2　T固網公司業務涵蓋縣市

34 此 13個縣市包括：台中市、高雄市、台北市、新竹市、屏東縣、台中縣、桃園縣、台南市、台南縣、台北縣、高雄
縣、彰化縣、嘉義市。

35 E固網業者訪談資料。
36 此 10個縣市包括：宜蘭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市、台中市、台中縣、彰化市、台南市、高雄市。

圖 10-1　E固網公司業務涵蓋縣市

3.通訊技術對寬頻網路空間組織形式的影響

我們除了從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面向來檢視其對寬頻網路的形塑力量之外，另一個不能忽略的

重要因子，乃是資訊通訊技術本身內在的特質。以下，本文即分別針對新舊通訊技術的更迭和 ADSL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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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le Modem兩種新興寬頻網路技術進行討論，說明不同技術之都市通訊網路的空間特性，及其與都市

既有空間結構的關係。

事實上，兩種新興寬頻連網方式的基本架構一點也不新穎，他們會成為新興寬頻網路市場的主流亦

有其歷史脈絡。首先，ADSL是在原有的雙絞線電話系統上，利用現有的電話線路，再加上 ADSL專用

Modem將電話線路轉換成高速的數位線路，其僅需在原電話機房安裝一台DSLAM，在用戶端安裝一台

ADSL Modem，就完成了如圖 11的 ADSL的基本架構。此一傳輸技術上的革新很容易就取代了同樣也

是依賴電話網路架構而連網的撥接上網，尤其在網際網路資訊內容逐漸豐富後，運用寬頻網路傳輸以減

少網路使用者等待時間的需求則更形殷切。而另一種Cable寬頻網路則是以原有的有線電視線路為傳輸

媒介，利用傳輸電視節目的光纖銅軸混合網路(HFC)，以及用戶端加裝的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

就完成了如圖11的寬頻網路架構。這兩種新興的寬頻網路植基在已經穩定發展且有相當歷史的兩種網路

架構之上，但其所應用的新技術卻使得舊的技術形式面臨被取代的危機。因此，我們看到所謂新興寬頻

技術的內涵，一方面承襲了舊技術的架構及空間組態，一方面在繼有的架構上進行技術革新，這對原有

的技術應用方式形成強大的競爭力，甚至進一步取代之。而這兩種不同架構的寬頻網路之間的關係也是

競爭的，因為他們爭食同樣的寬頻網路市場大餅。

37 修改自中華電信(2003)網頁圖片資料。

圖 11　ADSL寬頻網路基本架構圖 37

ADSL寬頻網路的空間組織形態是目前的電話網路系統，其連結方式乃是每個用戶利用一條獨立的

銅線，以點對點的方式連上局端設備，並且可以 24小時持續連線並單獨使用頻寬，但因 ADSL網路線

路越長，傳輸速率越低，所以 ADSL的連線地點與電信機房距離不可超過六公里(陳世運， 2001)。

Cable Modem寬頻網路的基礎架構－有線電視網路，其空間組織型態(圖 12)是樹型分枝(Tree-branch)

與星形切換的混合型網路結構，這種網路在最初的經營幾乎都是未有系統規劃的理念，是依市場需求而

佈纜，機房位置的選擇則決定了用戶量多寡(葉哲維，1994)。有線電視網路的空間特性主要受到技術上

訊號耗損以及服務區的區域特色所影響。由於通過線纜傳送的訊號有一定傳遞距離的限制，因此從機房

算起，最大的擴張範圍只能達到半徑10公里的圓，但由於佈纜工程是隨著街道而行，所以在實際上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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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是方形的網格；此外，服務區的街道型態以及人口、經濟結構也是形塑有線電視網路空間結構的主

因，如：人口較密集的是中心或住宅區會有超級幹線通過，網路密度也較高(葉哲維， 1994)。

根據我們瀏覽過相關期刊雜誌對於ADSL與Cable Modem寬頻上網的比較討論後，嘗試整理出二

者空間型態之差異(如下表 3所示)：

圖 12　有電視寬頻網路基本架構圖 38

表 3　不同類型寬頻網路的空間差異

                          ADSL                      Cable Modem

 最大涵蓋範圍 台灣電話網路普及率達 95%以上 城市人口較多的區域平均而言 75~80%

 接取網路架構 星形、維修容易、個別電路、不影響 串接型(後期逐漸發展出與星形混合的網

他人 路型態)、維修複雜、障礙會互相影響

 網路分佈區域 商業區與住宅區 以住宅區為主

 地域限制 有傳輸距離限制 無傳輸距離限制(但有線電視業為分區的

產業結構)

 技術與市場特質差異 ．上網頻寬會隨著用戶端與電信居端的 ．共享頻寬的特點會產生用戶網路頻寬

距離拉長及電話線路品質不良而急速 不穩定、網路安全性差及障礙會相互

變小。 影響的問題。

．設備價格昂貴，成本高。 ．各地區有線電視業者纜線線路品質良

．需有較好的銅線線路品質，才能達到 莠不齊、用戶彼此間容易因串接接取

技術理論所述的接取頻寬。 上網而互相干擾，導致平均上網頻寬

與理論值有差距。

．網路若要全面升級為雙向所費不眥。

38 修改自東森寬頻電信(2003)網頁圖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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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兩種寬頻網路的介質源自於不同的通訊技術，ADSL為電話網路，在台灣普及率高達95%；

Cable Modem為有線電視網路，發展得較晚，發展過程也幾經波折，但擴散的速度不慢，普及率亦達

80%左右。電話網路在國營事業的架構下，透過國家全力進行規劃佈建，其架構相對而言較具有整體性

與均一性，而立足在對公平服務追求的政策上，也較會顧及到偏遠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相對地，有線

電視網路的起源與發展則較偏重商業利益，雖然在普及率上不如電話網路，但其挾帶的大量頻寬，以及

訊號可遠程傳播的特質，則使有線電視網路成為資訊時代資訊傳播的重要立基。電話網路既有老舊的通

訊技術與物質設施固然造成傳統電信事業在新時代發展的相對劣勢與危機，但依循著傳統再創新的技術

(xDSL)則讓這個顯得過時的網路有了喘息以及汰舊換新的機會。

兩種寬頻技術上的差異使我們瞭解這兩種網路拓樸關係的不同，及其市場潛在範圍的細微區別，但

在網路實質建設的擴張上，我們發現日益蓬勃的寬頻網路市場，產生了對實體網路所需空間(管線與電信

儀器設備空間)的強大需求，而寬頻網路所能延伸的空間乃是傳統由都市規劃所掌管的公共工程空間(如：

道路、雨水下水道)，因此，我們在都市實質環境上所看到的 ADSL與HFC網路是被約束在同樣的公共

管線空間的。

從技術理論的角度而言，這兩種寬頻技術在台北市的任何一個角落皆能提供充分的寬頻網路服務，

因此在都市的尺度內，無論哪一種寬頻技術，其普及率的理論值幾乎相同可達百分之百，但是，不同通

訊技術在真實的網路環境建構以及市場運作下，所呈現出的空間組織特質卻並非均一且普遍的。本文認

為，僅從技術的觀點不足以充分說明都市寬頻網路的空間組織形式特性，我們還必須從技術實踐時的市

場差異，及其實質佈建時受法令政策與既有都市建成環境限制所肇至的空間特性來區辨，這也是本文前

敘試圖從法政策及市場邏輯切入分析的原因。

五、結論

本文嘗試以制度分析的方法來檢視都市寬頻網路的建構及其所呈現的空間組織形式。首先，從法令制

度的分析中得知寬頻網路的空間擴散事實上存在一套相對應的社會制度，二者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辯證關

係。法令制度一方面約束了寬頻網路發展的架構，一方面也因發展過程中都市空間使用的問題，而回過頭

來形成了修訂制度的需求與行動。因此，主導資訊社會發展的資訊科技並非沒有空間脈絡、均勻散佈的，

相反地，資訊網路的形成仍舊鑲嵌於地域的制度、經濟環境與實質的地理空間中。其次，從不同的寬頻技

術標準的比較得知，微觀的寬頻網路組織形式因為不同的技術發展而呈現出不同的結構型態，也因為技術

特質上的差異而形成了潛在市場的區隔與各自地域分佈上的差異。最後，寬頻網路服務在現階段的資本主

義社會中作為一種產業，亙古不變的原則仍是追求最大利益，因此，寬頻網路朝資本集中的態勢仍然是一

樣的；資訊時代的寬頻網路市場競爭中，我們看到了不同型態網路空間的鬥爭，兩種寬頻技術都爭相進入

用戶的工作場所與居住地，而即便是推廣相同的寬頻網路(如 ADSL)，業者之間的競賽也是一場空間的爭

奪戰。

此外，本文對資訊社會的物質基礎所作的初探性討論，在概念分析的層次，經由檢視寬頻網路建構歷

程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科技特質後發現，寬頻網路的形構是隨著這些因子之間的互動、相互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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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而成的。但礙於相關的經驗資料取得上的困難39，在經驗分析的層次，對於寬頻網路在都市空間上具

體分佈的狀況還不能如實掌握，因此僅能從提供寬頻網路服務的市場資訊與公共政策來回推寬頻網路的空

間分布。但從法令制度、空間與行動者的分析裡，我們可以發現資訊城市的空間結構將會是在既有的空間

結構上做修正，台灣過去的制度條件造成的是一種具有明顯電信設施落差的城鄉空間形式，以及都市內部

數位落差的空間形式，在電信市場自由化這樣明顯的制度變遷影響下，地理不均的態勢並沒有因此而產生

了結構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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