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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設備對都市空間結構之可能影響

林建元*

Potential Impacts of Telecommunications upo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by

Chien-Yuan Lin*

嬌妻

電訊為協劫人類克服笠照摩擦以促進資訊交流的一種選輸系統。處於今5所言賀電腦與電訊的時代，資訊在人類活動中

的地位日益重要，電訊使烏對空闊結構可能發生的影響頗飽得吾人重視。由於電訊技術與服務，目前只是發展初期，其對

綠行行為、活動@:位選擇及空閑結構等之影響非常複雜，很難預測。究竟電訊將促使活動的空間分佈趨向分散化抑或集中

化，尚無定論。問答此一問題，必先對電訊的供給商、需求茁(使用者)及政府的干預等相關方面有所里最解。本文之目的

在探討活動區{立選擇與電訊之關係，推測羔羊E都市空間給構之可能影響，並就我聽電訊與都市發展情形，試擬若干政策性

建議 o

ABSTRACT

Telecommuni<:ation is a transportatioI1system for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it overcomes the spatial
frictions between two parties. Facing totheso-called C & qComputer an吐Commtmication)age， in一

form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our activities. Identifying potential spatial impacts
of telecommunication is crucial;toplanner~s concern. Telecommunication is a new technology, its im·
pacts on travel behavior, choice of activity loc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are very complicated and dif明

ficult toforecast. There is no conclllsi()n whether telecommunication willinduce the activityspatial
c\istribution more decentralized or centralized.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impacts, understanding ofth"
telecommunication supply, usage and related govern血ent interventions are required, The purposeof
ihi"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potential impacts on activ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relationsl'Jip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hoices of activity location. Besides, some recommendationsiJ(lOUr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are proposed

1'1';燭 78 年 6 丹 30 日收稿

*1iIll立台灣大學建築lIil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t1script received on June 30, 1989

。dil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UniversitY;i 1'Ci甲計，Taiwan ， Re
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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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技術與服務

，透過類比電話線荷端的教練機

'Ilt係居前電訊作業最

第二倍階段牽涉到第一個結役中通訊線路上兩讀完素

傲。

在光纖、周軸電線、紋線電話線上從事全函數化而ll.商容

寰的傳轍，促成了公共電話網路的數位化，此亦包括網路

設備約電腦化。而在通訊的設備上，利用電腦的處理能力

將資訊以數仗的方式在新的數位媒體上傳轍。這些設鱗除

電腦外，還包括電話、傳真機、電報機、電傳會議設備

等。第二階段的初期成果~n所謂的甚至域總絡( Local Area

Network, LAN) 。 區域網絡係指溺皇室 一棟建築或一個浦

區的電腦通訊系統，可以由一個公oj或機構自行建構，在

不悶的地點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網路系統。

電訊網路發展的第三階段為各地方的區域網路可透過

全菌數位化的公乘車間路互相連結，而且視像也可以整合起

來。Ilt類公眾網路發展的最高境界就是各種形式的事實訊都

可以用任何種類的聲音、資料或視覺設備以單一的介菌進

λ網路 ， 互相溝通 。 整體服務數位精路 ( Integrated Ser·

vic'; Digital Network, ISDN) 則為實現第三階段理想的

最新技街，亦是世界各劉計劉在西充二千年之前整合青島絡

通訊共同努力的目標。

整體報務數位車間路 ( ISDN )是由一些共向制定的通

訊樣講介前，配合資訊索取法PI)組合而成，這一個獨路將

為人類提供各種類型的資訊服務。基於共同基礎，全數位

性函際通信系統的各項服務包括:低速率的計暈頭眾，中

速率的電傳文件，數f立語音，寫傳真音響，高速率的觀訊

級務...等。整體服務數位總路的基本架構，重日關 l)j時示。

從ffl戶草草點來看，用戶對資訊服務之需求，有了經由用戶

ISDN 介萄卡進λ網路系統 ， 數位通道 ( channel) 具有

多種容覺可滿足用戶不同需求，但是此系統必須提供樣佳

的訊號傳單監控制能力，否則資料混哥拉於同一通道，重m;畫完

美服務。在未來，只需一只播誼與一條外接的電訊傳輸

線，一切電話、傳真、文件、影像、數據與親訊等各類服

務，均可自它傳送而來，除此之外街有如下的優點:

[Leakey 1988, Musgrave 1987]
1 能傳送更多樣主主高品質的月在務 ，

2. 服務成本低 ，

3 電信廠商通訊設備單純化 ，

毛，數據稱絡傳犧設備使ffl率提高，

5 傳較快捷 ， 網路統一 ， 將可淘汰類比數{立轉換設

。

間結構產生街擊。過去二

，電腦與電訊成本大幅降

扇此，有人稱此一綺代為電腦

,ufef arid communication age) 。

3所占之份畫畫 日 益加重 ， 以及電信為

E訊網路 ， 售量訊使用的增加 ， 究竟對都市

?產生分散，抑是集中的影響?此為都市

共向關切的筒題，以便在土地使用及運轍

。電訊設街為一全新的

，本文之臣的夜

，並針對我

。以台

，依傳統約作業方式，稿件必須以專人

，在交通告室主擁擠的狀況字，收集稿件耗費許

。利ffl電訊傳真，使校稿的進行不必再以

。在美國，也於大都市的勞工成本昂

'透過方

，廿[71J小時接受全美各地的訂位與查詢，形

。隨著園內電訊設衛與服

，其實才各種活動這位選擇的影響必將日益顯著。

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也於微電子技衛的突飛猛進，電

臼強，沛ll.價格日峰，二者的發農擊

，接供了許多新的通訊技衛與報務，此~n當今科技

(telecommunication) 。 科馬電訊設

，聲音、資料與稅覺資訊否?在電腦的控制之下加以數位

。與傳統電話系統的波

，數位傳輸真有快速、高容量量、

。其中，數位通訊網路為各種電

的基礎，透過數位通訊網路，電訊過動

)、電訊會議( teleconferencing) 、 電

(扭leshopping )與電傳視訊( videotex) 等各種

。數位電訊網絡的發農程度一般可分

，各F告段內容分耳目斂述下JI)各設 [Misra

。 利用 ISDN技術，將可發展商品質的公眾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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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1 ~華僑服務數位網路基本構架

(資料來源:余政光等大線養，電子計算機概論)

( public network) 系統 ， 以提供廣泛的電訊自服務 。 公

眾網路~IJ通常箔滋畫畫一個劉家的鑫鑽 3矗訊系統，並 RT經由

函際闊的合作，形Jl'Z:'£球性通訊網路。公眾網路通常不可

能自單一的私人企業建構，高需要國家予以某種潑皮的支

援。依我國的體制，公眾網路的建設、營運、管理，均宙

空電信總局統誨。自電訊服務供給的觀點來看，公眾網路的

服務大致可分成三種類裂。第一類是「交換服務 J '透過

電億馬所設各種網絡交換訊息，只是網路的生質和功能有

所不同。第二類是「資料庫服務 J '也就是使用者徐了科

馬總絡的通訊、交換之外，還可以經由網路接觸到資料

鏢，取得所需要的資料。第三類潑可稱為「加鍍服務 J '
紹當於交換綴務的延長，使用者在線路的宋端加上自己的

電腦設綴，發揮特殊的功能，以接升革時路的價績，譬如說

與盟主域網路邊撥，或是主實施「銷餐時點資訊系統 J等。銷

售時點資訊系統 ( point of sales, paS) 對連鎖店的各分
浩瀚以電腦格關設備，實施自動化作槳，利用電腦瑕代人

工，管理出貨、進貨、庫存、以及各種款項的流動;經由

大眾網路系統與總店、各分店交換資訊， !l主可傳達各種行

政、推銷、價格調整的指示;技進一步累積資料，以供統

計分析及管理決策。影響銷餐時點資訊系統的一項E重要因

無為「條碼 J '亦即你在貨晶上，粗細不同的一級組線

一 23 -

綴，經由光學拷眩，把資料讀入電腦，再通過公索爾路系

統傳送。

以公眾網路為基礎，配合事置信馬所提供的電訊綴務，

使用者可以選擇許多不病的應為方式，各方式的內容及其

在空間上的作用歸納如表1所示，此等空總上的作用將葭

接或間接地影響到l活動的庭位選擇行為。 [Salom叩 and

Schofer, 1988)

三、電訊技街的散播與接的

電訊服務對~筒結構叮當 E影響的種凌志重要取決於潛在

使用者對它撩解與接受的態度，預測新技衡的使用及其影

響懿非易事。基本上，新技術之實施可分成三假錯段:

[N泓amp and Saloman, 1989)
(一)新技能的設計與產生。本階段著室主於新 iii品的發現、

生產程序、生iii系統、組織系統草草管理系統。預測這

些事情本身就是非常困難。

(斗新技街的散惱與接納( diffusion and adoptio
新技術的教播穆度包括笠倒與時悶悶{路向度。在時 1萬

向度上，習慣以 s曲線(綴古草草曲線)表示成長在

某一結段會有飽和沒象。在空路上，財經常以距離減



表 1電訊應為方式及其豆豆問作用

空空間作為

可以取代部份面對面的接觸，

進而取代部分過為務來往採行

許會很撥電訊的早期使烏拉巴驗而誤導了對未來電訊接納性

的估計，目前所看到電訊的滲透慶典接納乃是早期用戶所

表現的行為，他們是一蠶具有特殊技術間有能力使用新技

術的人，也只是廣大市場中的一部份，不足以代表其他消

費者的行為，其他人並不一定懂得使用電腦或資訊設備。

理論上，空軍訊提供者對這種滲透性與接受性約過程具

有相當約影響力，其行銷、管理方法與處理嵐險的態度等

均為葉要變數。以我函電信局獨占的局巨富，供應濁的技術

完全操之於政府手中，這是研究電訊影響所不可忽視者。

電訊服務的教播型態(注iffusion pat扭rn) 一般均假

設在時間向度上呈一纏吉斯成長路線，而在空閉上是距離

衰退曲線，此一軌跡受到各種限制條件而會有改變，而且

受使用者需求與偏好的影響，因此預測特定電訊技街的時

間與空空閑滲透性就應考慮其潛在的行為思索。你如﹒{更為

者對其他通訊型式的成本與利益之判斷，以及使照者對琨

有技術;在生產力差異之顯著性的判斷的ijkamp et ai,

1989) 。

對新資訊技術及相關服務的接納程度主要受兩級因素

的影響，分別為與消贊者有觀約因素以及與特定技術本身

有闊的函素。這些的重要的思索包括:

(一)可經EI3系統傳送的資訊本質。從技術性的鼓點來看，

~n資訊傳單車的頻寬 、 數量與傳送速度等 ，

ω系統的可靠性 ， 包括技術上的讀效與資訊的安全 ，

白與其他途i!比較之資訊取得相對成本，

的接納者自~!吐經特使或組織特性。對家庭而言，年齡組

成、教育、所得與就業情況都會互相關蓮。對組織而

言，組織結構、空空間分佈型態與組織對內、外資訊交

流的比重等均為紹關ESl絮，是否採用-~買新技禪:瑕決

於亮時受到的成本與效畫畫 ( perc eived costs and

。

可以瑕代的傳送文害或資料研

產生的交通

可以取代ESl J!H有資料研產生的

交通

透過終端梭的連通，以供檔案、文醬、資料的相互傳送，可普通 i有助於取代傳送艾醬、成為存

遵照於存貨管環、生產控制、經營管壞、物品交易等。 i貨管連、生最控制、經營管理

、物品交易等所產生之交通。

。新技術之影響在本質上是多向度的，

，也包括底位影響、璟境影

decay) 來加以表示 。 教播的途徑

、初始狀態、漸進模式的

以及潛在接受者的抗拒因泰等之影響。此

，以及新技術供需

，自

。滲透度代表可供性，但不意味創新

已被接受使用，或貨單單的使用型態為何。例如，個人電腦

在消費市場的滲透度並不表示人們所接受的使用型態，家

庭將電腦作為電動遊樂器與其是杏出門上flI毫無路係， i且

如用電腦進行室里于郵購( teleshopping)或其他資訊活動

員IJ可能會影響交通行為 。 (Saloman and Schafer,1988)
就電訊的接受性而言，主重要的特點在於網絡連接的大

小與程度，亦即網路所能連接級務者與使用者的本質與數

量。說像電話的訂戶如果只有少數幾家， llU電話所產生的

生堂皇生就十分有限。對餾別用戶而言，可能星星接的用戶愈

多，預期效益則愈高，但至IJ達某種規模後，系統可能開始

發生擁擠現象， m低7人們使用的意薇。

網路連接的程度影響使照者麟霞(滲透度)與接納的

主蓋臉，也取決於個人所期擎的特定馬途，雖然使用者在購

買之前可能放不很清楚他們將如何應為電訊服務。人們也

一 24一



benefits)

對電訊般務的採納明顯地具有空間上的意義，接納者

的空間區位選擇瑕決於其對距離的感受以及i][接面對萄接

觸重要性之兩個重重要變數。都市融合(agglomerations)

典活動的空間集中作用也可能刺激家庭鈞模仿，心理而採納

通訊技街。

施，

他原料等因素的考慮

霄，吸引這類產業至1人口

分而完備的電訊設施

情形而言，電訊通勤尚處於萌芽階段，

晨，將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口電~lt61i務

業、家庭管主主或娛樂等各種資訊或交易機會

以完全地取代放次，

金融(扭lebanking )與電傳說訊( videotex)

牽涉到資訊的轉換。

的變動。fJi眩目電信購物(teleshopping

將商品送到門，而不必親自前往商店取貨。

更多的資訊可供使用，

，使活動的時間安排更為有效。出於充分的償格

情報，消費者可加以比較後再作最有利的選擇，某些人還

會函不必與售貨員頭對面談生意飽受壓力，而覺得這是一

要優點。商家也可因此而減少店菌工作人力的成本，而以

技術投資代之，進而減少展示空筒、樣品數量及店內選竊

的很失，大麓的門市部可設少數的幾偶發袋中心所取代。

電訊線務約缺點則是消費者也可能因參與的廠商有限或頻

道有限而限制了選擇比較的範闊，畢竟電擺上所看到的品

質不能代表產品真正的品質，如感受、味道、試軍事等均屬

不可能。因此空置信購物大概只適軍某些種類的貨物與服

務，消費者的口味及時聽價值將決定其是否接受此類購物

方式。要充分利用此項服務，必豆豆先擁有事基本的技衛與設

備。與在店頭道接取貨的方式比較起來，需要更長的等待

時間，而且電信購物無法提供ill街購物的社會功能。消餐

者擁有更多的資訊，裔人會感受更加競爭的壓力，處環買賣

品退遠的複雜性與成本為另一莖婆的考慮因素。目前為

止，依美圓的經驗顯示-i輯發言語對此類服務的接受苦單單t!l豈

不如預期熱烈，電傳視訊在住宅區主也不流行。或許是傳統

的資訊來源(如電話，新閣媒髏及小道i特怠)己能鵲起J!t

類需求，而且自古拉電傳視訊約內容也只是有限的特殊商

惰。

從底{立選擇的觀點而言，電訊服務只是增加消贊者生

活的方便，對消費者住宅這位之選擇行為不致產生重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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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得以較低的工資麗議員工。住在

，成對雇主而言

'這也可能只是將擁擠轉移

1988) 。

'與資訊棺閥的產業活動最有

。資訊相lUl活動包括資料的收集、

-J!t類活動的工作內容可輕易地

。在電訊通動的作業方式

-'ill:訊設施之完善與否成為住宅渣

。如果偏遠都區也能提供充分的電訊設

'i'!iJ、電訊對都市空間結構之可能影響

，電訊逼動也有一些缺點。採行電訊通勤

、組織以及通訊連接費用J:均必須增加投

傳統上，經理總是希望

，以便對員工的表現當茵獎勵或懲

'對於某些特定工作，如資料轍入與電話推銷，

。許多工作需要直接面對

，電訊對此類工作就幫不J:1亡。事實上，在辦公

，本身就是工作滿足感的一都份，這些因絮

。原來工作放次和其他祿

，以最有殼的方式進行交通，如寺雖然不需工

在各種可能的電 ~U車lfJ方式中，以電訊通勤

C telecommuting) 及電訊線務 ( Teleservices )二三者對
商業及居住活動的宣位選擇行為最具直接影響。鼓就此二

者的態局方式及其在都市空街結構上可能產生的影響設踴

←)電訊逼動

所謂電訊3草動，係指員工可以在遠離主要辦公地點的

，以專職或兼差的方式工作，例如員工在住家或星鄰

，利用電訊與主辦公地點互相建繫。

'員工可以免除每天到公司上班的放行成

，對同待需要在家照飯

。對麗幸而言，電訊促使



變，但生活型態貝Ij會受到影響。對於喬業與敵務樂而言，

由於商品係以通訊方式訂繕，加上自Ifj車8漸普及，門市

部及展示中心的需要性乃夫為降低，在甚至營業地點可以遠

離市中心而遷至較偏遠的郊外。對於提供電訊服務的服務

樂而言，出於滔動內容本身即可數據化的資訊，因此在這

位的選擇上也具有很大的彈盤。換言之，電訊線務的作業

方式，使產業的空間選擇對市中心的依賴娃降低。偎在另

一方面，也可能由於各種資訊的充分提供，而促進了其他

非傳統市中心活動的成長，~堂前增加市中心活動空空鉤的需

求。

五、決定影響程度的其他菌素

假設電訊技術及其應用方式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立直接

用，而且電訊設施十分普及，使資訊的可及健在台崗上一

致的分佈，如此廠濁的經濟活動及個人居住活動在空街區

仗的選擇上將其有充分約后函，甚至突破傳統經濟活動為

市中心集中的HK位選擇行為，而車專向分散化的趨勢。傳紋

的產業這位決策模型主要係摹於逮織成本最小化的假設

電訊提供了一種與實體選送完全不悶的距離戚本函數，與

放行成本相較之下，電訊成本對距離比較不敏感，但對通

訊時闊的長經則密切棺闕，茵此，遺書聲成本結講受電訊影

響的程度將決定笠街區位之選擇行為。徐i比之外，空空間範

閥、活動饒有之空筒分佈狀況、資訊需求之成長與組織之

結梅等因藥亦間接地袂定電訊對空間結構之影響程度

[Bessant 1985,Nijkamp 1989,Truke 1983) 。 各自吾吾之影

響分別說明如下:

(可)安問範鑽

電訊的空間影響範蠻可以包含單一建築物或建築畫畫

(如智慧裂大樓) ，也可擴大旦在地方偉、都會痘及區域

性，甚至臣是全握自1生及飯單單俊的範圈，例如多劉企業的區位

會選擇接近有電訊設施約地方。在一特建設問範圍內所觀

察到的某一特建設問影響，不必然也會在其他空閑範頭重

複發生。例如，我們觀察到某一值都會隘的辦公室有分散

趨勢，還未必表示辦公室蓋在其他的空空鶴尺度上也會發生相

同的妓果。空閑範圓的另一意義指的是研究地甚至的大小。

在美國、加拿大發生的影響，在日本或台灣就不覓得也會

產生相同釣影響。

己活動@t有之笠潤分佈狀況

電訊對活動空弱分佈的影響必定受到新技術提供之前

已有分佈狀態的影響。集中化與分散化南方百都會產生力

量章'1.且也於產業的變遷惰性(或總覺成本)以及現行通訊

與資源的分佈等影響，在監位分佈製式上會產生一種平

衡。基本上，對特定活動(資訊密集型)綠行戚本的改

變，等於放寬了直至位選擇的限制，亦郎改變THK!立問繁的

相對權羹。

利用電訊技術'現有的廠商可以改變已有的活動型

態，意味著它們可以進入一些以前忍為太逸的市場，或函

此增加與其他廠裔的互動，進而創造新的產品與服務。第

二三種型態的改變則是廠商的搬遷，在新的距離戚本函數

下，一個廠商可能會選擇較接近勞工的HK泣。地方役的特

色，如寧靜，將成為偏僻地區約有利條件。

在另一方面，對於新廠喬沛霄，也於不受聽懂成本的

影響，他們的底位選擇主要親聚集經濟與偏遠地區優點的

紹對軍要性沛定。此外，如大都市苦奮境品質的低落，生活

日益擁擠，以及對鄉村生活型態的嚮往都會影響活動分散

到非都市地盔的可能性。但是，都市所提供一些服務(你

如文化姓的活動)只能被新資訊技術作部份約傳送，例如

在收音機上聽一場音樂會總不如臨場的感覺。沒有不同性

質勞動資源的空崗分悔，正反映了人們對質詢、物質與文

化寧通等不同的偏好。

經濟活動中服務與資訊活動的日漸擴大以及電訊服務

的8鑫方鏈，極可能聖母就業的空閑型態有哥哥影草草。在一方

菌，過去行動也於妥贊賞或社會限制j闊無法就業的人們，

在電訊技術下，現在可以從事資訊相闋的工作，如此等於

為雇主吾吾鞠了另一勞力來源，例如家庭主婦。也為一些喜

歡鄉村寧靜草草境的人們提供一種新的選擇，居住鄉下而可

繼續都市白領階級約工作。在這種條件下，在以前不真吸

引力的潔瓊現在可以更有效的開發。但儷得一撓的是，都

市具有一種聚集的力量以吸引人們留在都市，此郎經濟活

動軍位考慮的社會菌素。

電訊所帶來自古工作地點彈性並不必然會對就業的空問

分佈產生重大影響。有些社會與心理因聚會翅擬在家工作

的可能，加上管理上的排斥，要廣泛地在偏遠地區主簧施全

時悶在家上班並不容易。ll\1此雖然美瀏許多偏淺地區總始

設立所謂的f電子村J .( eleCtronic co仇ages)' 其影響幅

度仍格當有限。

(詩資訊需求之成長

對電訊約需求係間攘出資訊約需求衍生而出，個人及

廠訝不詞的資訊需求型態會表現在他們區位決策上的差

異。透過通訊分析可發現以電訊為茲糙的互動方式對一個

廠商有多大的可行毯，此不但要考慮旅行戚本的節省，也

應考慮到管理人員在公務旅行上的變化對生薩力的喪鐘影

響。預測此種需求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於苦苦人對電訊系統

可能接生多少新增的互動需求，所知非常有限。

通訊互動可依其可利用電子傳送的程度而分成數類，

主要取決於資訊的內容及互動兩方熟悉的程度，畫畫於預測

的盟的，此一分類可因預期使用設備的臼鑫精密而更為稜

隸，對將來有電腦使用基礎的新一代，電訊也許會更受到

歡迎。

一 26 -



流。

是Ii'如果人口

訊取得與星星的閥難，

發展將更無機會。但由

發展機會，

口

星星應有機會吸引一些資訊產業。

t二j公共設施的需求將間電jj\ !R務的

變。例如自

員工至IJ所住社區附近的社J，l[電訊中心(

倡議腦殺端機與資訊設備)上班，

方式與其母公至可1L相交談 G

來的可能需求。以新竹市正進行的都市計數為例，

稱要將新竹連設EX為科學域，主主去要內容~n t~科學工

業閱盡為標榜。其主壁都市是否為一科學梭，並不在於

真是否設有科學隘眩，而應視其都市活動的線畫I)與公

共設施之提供是否科學。以新竹市為側，大科學關處

內各單位的民工與資訊工業軒的自鈞ttiJljil主高，許多人

均有操作電腦的經驗與能力，他們都是電訊的潛在使

用者。在公共設施的建設上則應注意未來電訊線務的

需要，如此才是科學拔的都市計畫IJ，磁內其他學者也

會對新竹科學城之未來發展方向表示類似看法〔學昌

宜， 76 年〕 。 此外 ， 所謂智慧型辦公大樓與智慧裂住

宅亦均為未來都市計畫自j值得注意約發展方向。

肉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研言，

加以改善。

市民自由查詢，

縣市政府門口的公告欄為主，

輸查看，

之，

故事務所及地政事務所各種文件之申請，

度地開放電訊申請方式，制甫的前直首制

逸的不便，

@;t可減少辦公寰的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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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都市及J，l[域發展興建設

自有可也在設法提算數據通訊的能力，

。隨著供給霞的臼漸普及，電

，亦~n提高市場滲透種

六、結論與建議

自蔚為丘，有路電訊對安街發展影響的論文大都肯定

電訊使痘位的選擇具有更趨於自由( foot-loose) 的條

，但是否會造成活動的發展過肉分散抑或集中則無定

。電訊技術之能否普遍地滲透到各類活動敢為人們所樂

，然而預測電訊之市場滲透程度

，一方誼電訊技甜可是一項全新的

，電話與汽車的發功盟然可以此擬電訊的發坊，但丹丹

，社會條件等完全不悶，我們無法以電話錢

。除了電訊之滲透

，空間範額之大小，饒有

、資訊需求之成長，企業組織結構之變化

(分散化或集中化)

。難

and Saloman, 1989) 認為電訊的安問影

，而只能做f知識俊的猜測J 0

根據未來十年內可能的發展判斷，對那些有資訊需求

{且不適宜應用電子傳逸的廠商而言， r保持達繫j的成本將

不影響其這位約選擇，防部市仍將繼續提供互動機會，進

衛星E生資訊創造，吸引經濟、政治及社會活動。

剛直線結構之特性

各種電訊技給所能自己合傳送的資訊種類也受到級織本

質及通訊兩方熟悉程度的影響，組織內部的通訊tt級織之

闊的通訊更容易以電訊為之。 E盟此書報公司或大廠商就可

以將工廠分愣，採用電訊以自己合甚至位分斂，而不必集中於

一星星。不過，電jj\也可能促使廠商量組以使中心里單位對週

邊痘位有更集中的援部j。

電訊技誰?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違章在系統，協

助人們克服全!詞組顯而從事資訊約交流。授;軍傳統的直到立

理論，區位選擇行為支要係丟在於距離與運織成本ffi數的考

慮，電訊提供了完全不悶的成本函數，距離對成本的影響

不若通訊符闊的長土豆顯著。不同的電jj\«會用方式如電訊通

勤、電訊採構、電傳視訊等均將對生產活動、 j自費行為、

住宅區位選擇行為等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在此一所謂

f電腦與通訊 」 的時代 ， 隨著資訊在活動中所占份量的成

，電訊對活動在都市空f白結構上的影響勢必自漸顯蓉，



性。更進一步地，還可減少政府機關除泛交通擁擠與

停車悶難的問題。

倒電訊的廣泛利用，對女逍遙報系統產生衝擊乃屬必

然。然而對其衝擊程度的預測就像對全獨影響預測一

樣的問縫，例如電jJ\jjjj動可能取代部份上、下班的旅

次，電訊促進連戰役率提升'1Zl荷增加更多的全世行'

的立白為電訊取代了原來的上、下班通動，使人們更

有待關從事休閒活動等旅次 o此外，非常重要的一點

是電訊技街也促成都市交通控制策略與技街的革命，

例如，主蓋亞軍住地甚至交通空空劍、路線引導系統及駕駛人

資訊系統侶。yee 1988, Loar 1988J 等技術均將改變

道路的使用lI'1態可能進一步對都市土地使用型

態，鑫生間接的影響。

也於電訊設衛*~灣新的技街， f頁調IJ其;空間影童醫非常不

易。未來的研究如哥哥在預測方法上有所突破，首先必須對

望著訊的需求有所認識，才能進一步推測對電訊服務的需

求，其次為對電訊之作為方式有丹丹暸鱗，如此才能在電訊

的市場接受程度預測方法上有哥哥突破，而這位正是目前研

究瓶頸之所在，，¥於空軍訊我市場上的滲透程度，在我國則

完全取決於政府部門的努力。此外，預測電訊的空閑影

響，還有待進一步徐討其可能帶來的問接影響 o 除了對土

地使用裂態逢生問接影響以外，對於都市土地市場，地價

分佈、公共設施直己優等問接約影響也都有待進一步研究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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