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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副總統候選人自稱疑似受到電磁波攻擊，電磁波
成為無所不能的神奇力量。

電聯車電磁波破表

電磁波干擾行車紀錄器致GPS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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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在上課、午睡及朝會時不要使用手機

規範的目的不只是為防電磁波，也避免學生在校玩手規範的目的不只是為防電磁波 也避免學生在校玩手
機影響學習效率

家長代表認為，現在的手機不只是講電話，也有傳簡
訊、上網查資料等功能，校園不應全面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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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公司的變電所與高壓輸電鐵塔最危險嗎？

電磁波會導致癌症，那麼家電產品安全嗎？

住家附近的基地台造成社區罹病案例增多？住家附近的基地台造成社區罹病案例增多？

免持聽筒 手機與藍 機真的較安免持聽筒型手機與藍牙耳機真的較安全嗎？

4



台灣行動電話用戶數已達到2,428萬戶，普及
率106%率106%

增加基地臺建設更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民眾聞基地臺變色民眾聞基地臺變色

5



14支手機圍成圓圈，將一顆雞蛋擺在中間，同時通話60分鐘並
以溫度計測量。

生雞蛋剛開始的溫度為25.13度，經過一個小時的實驗，變為
26 13度26.13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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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者將幾顆玉米擺在三支手機中間，再讓三支手機同時
響 上就看到 米變成活蹦亂跳的爆米花響，馬上就看到玉米變成活蹦亂跳的爆米花。

輸出功率為一千瓦的微波 約花1分鐘才可能將玉米爆成，輸出功率為一千瓦的微波，約花1分鐘才可能將玉米爆成
爆米花。而手機的輸出功率僅1瓦。

30個月整，可以爆出一顆爆米花，電話費7,785,000元。

7



台灣的921大地震 納莉風災 阿里山小火車出軌翻台灣的921大地震、納莉風災、阿里山小火車出軌翻
覆以及南亞大海嘯等災難事件中，行動通信都扮演了
及時通訊及救援的角色

台灣行動通信業者也配合政府緊急救援的需要台灣行動通信業者也配合政府緊急救援的需要，
設有緊急救難專線「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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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基地臺經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技術審驗合格後 由國家無線電基地臺經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技術審驗合格後，由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發給電臺執照。

無線電基地臺技術審驗分一般審驗項目及技術審驗項目， 其中包
含電波功率密度標準，測試程序及方法。

基地臺執照有效期限為5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可以視實
際需要，或者在無線電波發生互相干擾的情況時，對基地臺
進行不定期技術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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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場:電壓差所造成,有電壓就有電場

磁場:電流所造成,啟動電噐就有磁場

電流越大,磁場就越強,影響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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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電功率P(power)越大，電磁場越大

1000W的電熱器會比500W產生更大磁場

同樣瓦特數下 電壓越高 電流越小 磁場也越小 220V同樣瓦特數下，電壓越高，電流越小，磁場也越小, 220V
的家電會比110V的家電產生較低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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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原子結構不完整-分子結構改變-生
理組織改變-突變或綠巨人理組織改變-突變或綠巨人

lower-frequency RF and power q y p
frequencies and static (DC) fields: 很少有
熱傷害的發生熱傷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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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與基地臺具備「聰明的」的雙向通信機
制，它們之間會考量環境的因素，以最小的制 它們之間會考量環境的因素 以最小的
電力達到資訊傳輸的目的

通話成功後，電磁波會盡可能地降低，平均輸
出功率在 瓦到最大功率之間 小於 瓦出功率在0.001瓦到最大功率之間（小於1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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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手機離基地臺愈遠 撥打電話時手機就必須發出當手機離基地臺愈遠，撥打電話時手機就必須發出
更大的訊號搜尋基地臺

反之 「基地臺愈近 手機發射的電磁波愈低反之，「基地臺愈近，手機發射的電磁波愈低」

基地臺在蜂巢式建構原則下，基地臺與基地臺間為
避免相互干擾，更需要將電波發射功率調整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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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每增加一倍，電磁波強度就下降1/4以下。

基地臺電磁波輻射，就如同燈塔照明的陰影效應，因此設置基地基地臺電磁波輻射 就如同燈塔照明的陰影效應 因此設置基地
臺的大樓不在電磁波的傳遞方向上，其電磁波功率相對就微小。

在任何一家行動電話業者基地臺信號涵蓋範圍內，不論任何廠牌
的手機就算被鎖卡，甚至沒有SIM卡，都可以撥打112對外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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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無線電波會對
健康有任何不良影響健康有任何不良影響

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所訂定之參考值是依據有
效之科學證據，其保護標準也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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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研究評議會 沒有明顯可信的證據顯示基地台的電美國國家研究評議會：沒有明顯可信的證據顯示基地台的電
磁波會對週遭居民造成傷害

家放 防 夠 傷英國國家放射線防護委員會(NRPB):無線電波沒有足夠的強度損傷人體基
因組織（DNA），也不會引起癌症。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與電機電子工程學會 迄今尚無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與電機電子工程學會（IEEE）：迄今尚無
有力的科學證據能證明，常規使用的非游離電磁波會危害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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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關機時,沒有電場,也無磁場

手機啟動待機時,開始與基地台有電
磁波聯絡磁波聯絡

手機開機之瞬間,為與基地台聯絡,電
磁場最強

只接聽而不講話,電磁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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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發展電磁波對生物影響的研究已有超過三十年的歷史，
而近十年來全球的研究經費總額已超過新台幣 億元而近十年來全球的研究經費總額已超過新台幣80億元

三十年來 約有25 000篇關於非游離照射對生物的影響及三十年來，約有25,000篇關於非游離照射對生物的影響及
其醫療的臨床應用研究報告

W H O認為現有的證據仍無法證明非游離電磁場對健康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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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 i tifi id d t i di t “Present scientific evidence does not indicate 
the need for any special precautions for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If individuals are 
concerned, they might choose to limit their , y g
own or their children's RF exposure by 
limiting the length of calls or by using ‘hands-limiting the length of calls, or by using hands
fre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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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50公分以上)

開機與接聽按鍵操作時離開身體

每次通話不超過30分鐘每次通話不超過30分鐘

每天累積不超過2小時每天累積不超過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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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ort examined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 relation to 
potential health effects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MF), 
including those produced by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The g p y
report answers many questions commonly raised by the public 
in relation to the health effects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The Expert Group have concluded that: "So far no adverse short p p
or long-term health effects have been found from exposure to 
the radiofrequency (RF) signals produced by mobile phones and 
base station transmitters. RF signals have not been found to g
cause cancer."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中華民國輻射孜全促
進會到鳳鳴國中檢測

台北縣鶯歌鎮鳳鳴國
中設校四年多來，24

進會到鳳鳴國中檢測
高壓電線的磁波，結
果 強 度 只 1 毫 高 斯

名懷孕的女老師，有
16人流產，1人喉嚨生

果 強 度 只 1 毫 高 斯
(1mG) ， 遠 低 於

16人流產 1人喉嚨生
良性瘤。

ICNIRP標準，遠比學
校電腦螢幕所產生的
電磁波低很多。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媒體隨意引述外電

誤聽非專業者誤聽非專業者

科學家和政府說科學家和政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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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避理論鄰避理論

專家與民眾認知差距

政策宣導與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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