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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1980 年代起，「數位城市」、「資訊城市」成為歐美乃至於亞洲的發展之

鑰。無獨有偶，高雄市作為台灣的第二大都市，同樣自 1999 年以來選定「數

位城市」作為高雄市的新發展戰略。本研究採取「科技治理」概念，嘗試對

高雄市 1999-2005 年所提出的資訊科技政策所置身的歷史脈落、政經條件、空

間－社會－科技過程進行分析，同時對科技治理進行評估與反省。 經過研

究，本文歸納以下四點結論： 首先，台灣的都市與地方雖然在現行的政府架

構下，相對自主性較弱，但就高雄市而言，台灣自 1980 年代後期執行的國有

化政策，使得已經弱化的科技治理產生危機，並進一步使得台灣的大都會有

機會被納入治理機制，而地方自治法賦予地方政府主管路權、公共設施的權

力，也使得高雄市等大城市的地位越趨關鍵。 第二，高雄市數位城市政策總

共分為兩階段嵌入高雄市的都市治理，2004 年之前高雄市數位城市政策直接

連結上發展資訊經濟的戰略，它的重點在於加值與轉化高雄市過去的工業地

景，使其籠罩在公私合夥機制所打造的創新氛圍中，然而它並未成功達成目

標，反而使得高雄都市政權成為炒作土地資本的成長機器。2004 年後，高雄

市數位城市政策成功地融入高雄市新一波的發展戰略－「運動城市」，科技

治理所具備的流動、秩序化特質與文化特殊性的創造（與文化治理結合），

形塑了高雄市透過世界運動會所實踐的積累體制，而觀光產業或是慾望經濟

則成為該積累體制的重點。這個階段高雄市的都市政權，逐漸具備「企業城

市」的特質。然而與 Jessop 的定義略有出入之處，則是台灣中央政府相對於



英美經驗，仍在企業城市的成型過程，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第三，高雄

市所描繪的資訊 ╱數位城市地圖，表現出的「文化想像」，主要以科技治理

的官方再現為主，它是物神化壟斷地租的意識型態與儀式，並排除了下層人

民與移工。 第四，基礎建設科技物以及相關行動者則存在兩種相互衝突與合

作的現象；一種是進一步加深地租擷取與鞏固優勢階級地位的現象。對於高

雄市政府而言，這樣的發展結果一方面使其贏得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也

抬高了北高雄的地租並為南高雄精華區再發展預作準備。但是另一方面，高

雄市的歷史地理科技條件，也隱含著對立於前一種趨勢的矛盾力量，國家採

取什麼樣的姿態介入這些資本家眼中的「錯誤花費」，成為重要關鍵。  

摘

要

(

英

) 

From 1980th, Building the cybercit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city development. 

This phenomenon began from the US as followed by many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thesis tries to approach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governan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directly investigating the Municipal Cybercity Plans in Kaohsiung during 

1999-2005 . Additionally, this thesis also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spatial-social-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this plan. This thesis finds out that Kaohsiung municipal 

cybercity plans are the crystals of monopoly rent that also exclud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oor and the nobody of the city. The fact is that the cybercity becomes the front 

stage of Kaohsiung; the sport city and the entrepreneur city becomes the backst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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