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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Ofcom 基地臺資訊揭露系統基地臺資訊揭露系統SitefinderSitefinder (1/3)(1/3)
英國「通訊管理局」 Ofcom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
是2003年由英國政府將電信、資訊、傳播等整合成立的單
一行使職權、不受政府干涉的獨立通訊傳播機關，相當於美

國FCC及國內NCC的角色。

2000年英國政府回應「行動電話獨立專家組織」(IEGMP)的
研究調查建議後，由政府建立一套基地臺資料庫查詢系統
（Sitefinder），提供任何人隨時上網查詢基地臺的設置地
點與電磁波相關資訊曝露，藉以和緩公眾的疑慮。

因此，Ofcom所提供Sitefinder網站查詢系統，即代表英國
政府的行動電話基地臺資料庫。

基地臺資訊公開網址：http://www.sitefinder.ofcom.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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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finderSitefinder網站查詢系統提供哪些資訊呢網站查詢系統提供哪些資訊呢??
系統提供英國蘇格蘭，英格蘭，威爾斯和北愛爾蘭地區，
查詢使用GSM、TETRA及UMTS行動電話基地臺的位置
及基地臺使用頻率發射功率及執照等相關資訊。

查詢範圍包括戶外型基地臺站點(outdoor sites)及公共區域
的室內型基地臺站點(indoor sites) ，如機場、車站等。

資料庫提供營運中的發射機和正在建構中的基地臺站點。

資料庫不包括規劃中的基地臺站點，但可由地方政府
(Local Authorities )，得到這些規劃中的基地臺站點資料及
規劃申請書，可協助提供查詢。

Sitefinder並進行預防措施(precautionary approach) 機制
，意即由政府要求Ofcom進行全國的基地臺電磁輻射的稽
核，確保電磁輻射不超過標準安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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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透過滑鼠點
擊後，能縮小地圖範
圍至100公尺之街道名
稱精密度，提供之資
訊為目前顯示區域內
各項服務之基地臺統
計數目以及基地臺所
在之街道名稱。

查尋區域範圍說明

查尋區域各類型基地臺
數量及種類

OfcomOfcom 基地臺資訊揭露系統基地臺資訊揭露系統SitefinderSitefinder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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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包括詳細內容包括::
基地臺業者名稱

基地臺類型

天線高度

使用頻段

發射功率

核准最大功率

傳輸形式

OfcomOfcom 基地臺資訊揭露系統基地臺資訊揭露系統SitefinderSitefinder (3/3)(3/3)



- 8 -

澳洲全國無線電資料庫澳洲全國無線電資料庫(1/3)(1/3)
(Radio Frequency National Site Archive, RFNSA)(Radio Frequency National Site Archive, RFNSA)

澳洲通訊暨媒體管理局ACMA（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成立於2005年，主要負責澳洲聯邦政府之廣播、網際網
路、無線電波及電信監理等業務，相當於國內NCC的角色。。

行動電信業者論壇 MCF（Mobile Carriers Forum ）係澳洲電信業者之
產業組織，由Telstra、Optus、Vodafone 及Hutchison等四家業者所組
成。隸屬於澳洲行動通信協會AMTA（Australian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協助處理有關電信網路建設等相關
問題。

澳洲全國無線電資料庫(RFNSA)成立於2003年4月，係依據澳洲通訊暨
媒體管理局(ACMA) 規範之(無線電通信基礎設施佈署)(Industry Code 
ACIF C564:2004)的要求，MCF提供自2003年4月起，所有新建及升級
的行動電話基臺設施及其他無線電使用資訊。

基地臺資訊公開網址：
http://web.acma.gov.au/pls/radcom/register_search.main_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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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全國無線電資料庫澳洲全國無線電資料庫(2/3)(2/3)
(Radio Frequency National Site Archive, RFNSA)(Radio Frequency National Site Archive, RFNSA)

按業者查尋按業者查尋

•按類別劃分的頻譜執照

•頻譜執照搜索

•緯度 /經度搜索

•設備配置 /頻率範圍搜索(300MHz~30GHz) 

按區域查尋按區域查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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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全國無線電資料庫澳洲全國無線電資料庫(3/3)(3/3)
(Radio Frequency National Site Archive, RFNSA)(Radio Frequency National Site Archive, RFNSA)

頻率天線配置資訊

站台資訊

執照及自評報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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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電信頻譜及基地臺資訊查詢系統加拿大電信頻譜及基地臺資訊查詢系統(1/2)(1/2)
(Spectru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ITT(Spectru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ITT))

加拿大廣播電信委員會 CRTC（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是一個獨立公共組織，成立於
1968年，主要負責規範和監督的加拿大廣播及電信系統，相當於國內
NCC的角色。

加拿大工業部(Industry Canada)則為電信事業主管機關，就有關頻譜
的管理、電臺的架設、設備的安全規格訂定等，具有管轄的權限。電信
頻譜資訊查詢系統是由該國工業部轄下之頻譜及電信管理部門負責監

管。

頻譜及基地臺資訊查詢系統SITT(Spectru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可依服務地理區域，查詢各類型應用系統之頻
率使用情形、基地臺發射天線設備、執照及業者等資訊，內容資訊定期
由業者上載至網站更新。

頻譜資訊查詢系統網址：

http://sd.ic.gc.ca/pls/engdoc_anon/web_search.geographical_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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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電信頻譜及基地臺資訊查詢系統加拿大電信頻譜及基地臺資訊查詢系統(2/2)(2/2)
(Spectru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ITT(Spectru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ITT))

查詢站台類型

頻率資訊

輸入頻率查詢範圍

天線Rx/Tx資訊

執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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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聯邦網路局(Federal Network Agency），為德國聯邦政
府之電力，瓦斯，電信，郵政和鐵路等業務監管單位，隸屬
於聯邦政府之經濟技術部(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其建置之基地臺電磁波數據資料庫查詢系統，藉以提供市民
查詢及認識電磁輻射的相關資訊。

德國基地臺公開資訊之連結網址如下所列：

http://http://emf.bundesnetzagentur.de/gisinternet/index.aspx?Useremf.bundesnetzagentur.de/gisinternet/index.aspx?User=1000&Lang=de=1000&Lang=de

德國基地臺電磁波數據資料庫(1/2)
(EMF - Data base of the Federal Network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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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基地臺電磁波數據資料庫(2/2)
(EMF - Data base of the Federal Network Agency)

資訊包括:
•基地臺位置
•電磁波強度
•標準值
•…



- 15 -

美國基地臺資訊揭露資料庫美國基地臺資訊揭露資料庫

美國就基地臺事務由地方政府管理，FCC僅對基地臺建設及
干擾等監理事項作規範，基地臺資訊多由業者自行揭露。

全美目前約有二十家以上之電信服務業者，各電信業者提供
自家公司之通信涵蓋範圍資訊予消費者，列舉最大電信業者
提供之資訊做介紹。

Sprint Nextel基地臺資訊公開網址：
http://coverage.sprint.com/IMPACT.jsp?language=EN

AT&T基地臺資訊公開網址：
http://www.wireless.att.com/coverageviewer/

Verizon基地臺資訊公開網址：
http://www.verizonwireless.com/b2c/CoverageLocatorController?requesttype=newsearch&zi
p=92856&city=Orange&state=CA&mapType=VZW%20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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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t NextelSprint Nextel基地臺資訊揭露資料庫基地臺資訊揭露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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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T&T基地臺資訊揭露資料庫基地臺資訊揭露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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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zonVerizon 基地臺資訊揭露資料庫基地臺資訊揭露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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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 (1/5) (1/5) 
環保署非屬原子能游離幅射全國地理資訊系統環保署非屬原子能游離幅射全國地理資訊系統

網址 http://ivy1.epa.gov.tw/nonionized_net/EME/safe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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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2/5)(2/5)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風險溝通及資訊公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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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 (3/5) (3/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頻率資料庫查詢系統

一般民眾可以直接在網站
上查詢你家附近有哪些廣
播、電視或手機基地臺，
包含低功率的PHS、2G、
3G等。

可以直接在網站上查詢指定
地區的基地臺類型、電臺功
率、使用頻率、所屬單位與
使用業務，資料相當完整。



NCC NCC 行動通信電臺服務資訊系統行動通信電臺服務資訊系統

網址網址 http://http://freqgis.ncc.gov.tw/pub_newfreqgis.ncc.gov.tw/pub_new//
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 (4/5) (4/5)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民眾關切議題民眾關切議題

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國內電磁波及基地臺公開資訊揭露 (5/5) (5/5) 

http://www.bhp.doh.gov.tw/bhpnet/portal/About.aspx?class=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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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基地臺公開資訊內容比較各國基地臺公開資訊內容比較

官方單位(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環保署）

行動電話、廣播電視基地臺站點之路名台灣

官方單位 環境部
（BMU）與電磁輻射防
護署（BFS）

提供測量值，基地站台
類型需提出申請查閱

基地臺站點之街道圖德國

官方單位（Industry 
Canada）

行動電話、廣播電視、
無線電設備

文字形式之經緯度座標加拿大

澳洲行動電信協會
(AMTA)

行動電話、廣播電視、
無線電設備

文字形式之經緯度座標澳洲

官方單位（Ofcom）GSM、UMTS、TETRA基地臺站點之街道圖英國

電信及廣電業者行動電話、廣播電視顯示信號強度之地圖美國

公開資訊單位公開基地臺種類公開地理資訊內容
項目

國家



先進國家基地臺先進國家基地臺
設置溝通現況設置溝通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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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行動電話業者協會(Mobile Operators Association, 
MOA)成立於2003年，係由3、O2、Orange、T-Mobile及
Vodafone等五家行動電信業者組成，成立目的著重於行
動電話及基地臺潛在之健康風險相關研究及站台規劃。

由於行動通信是民眾日常生活必然使用的通信設備，相
關健康風險議題日益受到重視，MOA會定時公佈行動通
信與健康風險相關研究報告。

近年來並成立專屬基金執行28項計畫專案，研究範圍包
含行動通信與健康安全相關議題，總經費已達880萬英
鎊。

英國行動業者協會英國行動業者協會(M(MOA) OA) 
Mobile Operators Association(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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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HR 1
Projects funded by the MTHR programme (20項研究案)

A Case-Control Study of Brain Tumours and Acoustic Neuromas in Relation to Use of Mobile 
Phones 
UK Case-Control Study of Adult Brain Tumours
Cohort Study of Mobile Phone Users (Pilot Study) 
A Case Study of Leukaemia in Relation to Use of Mobile Phones 
Case-Control Study of Cancer Incidence in Early Childhood and Proximity to Mobile Phone Base 
Stations 
Mobile Cellular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The Effects of Mobile Phone Radiation on Blood Pressure 
Study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obile Telephone Usage on Labyrinthine Function 
The Effect of Mobile Phone Use on Symptoms and Neuroendocrine Function in 'Normal' and 
'Hypersensitive' Users 
Hypersensitivity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Electromagnetic Field Exposure 
Conversations in Cars: The Relative Hazards of Mobile Phones 
The Effects of Radiofrequency Radiation on Brain Physiology and Function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Effects of Microwave Radiation in Simple Model Organisms 
The Effect of Pulsed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on Redox Signalling and Calcium 
Homeostasis 
Measurement of the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Biological Tissue in Vivo at Microwave Frequencies 
Interaction of Emerging Mobile Telecommunciations Systems with the Human Body 
Assessment of the SAR in the Head from TETRA Handsets 
Traceability for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Health Research in the UK 
Personal Dosimetry of RF Radiation 
Communicating Uncertainty: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Health Risks

Projects funded by the DTI as an Adjunct to the Programme (3項研究案)
SAR Testing of Hands-Free Mobile Telephones 
The International EMF Dosimetry Project 
Measurement of the Power Density of Radio Waves in the Vicinity of Microcell and Picocell Base 
Stations 

Projects funded by the Home Office as an Adjunct to the Programme(2項研究案)
Detection of Effects of Microwave Radiation on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Nonlinear and Demodulation Mechanisms in Biological Tissue 

MTHR 2
Research projects funded under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programme(3項研究案)

The effect of TETRA radiofrequency fields on symptoms in police officers 
Hypersensitivity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Electromagnetic Field Exposure to TETRA base 
stations
International cohort study of mobile phone use and health (COSMOS) 

與「行動電話獨立專家組
織」(IEGMP) 連結成立的英
國行動通信與健康研究計劃
(MTHR) ，2001年起進行有
關行動通信與健康安全議題
等相關研究。

研究專案劃分為二階段: 
MTHR 1及MTHR 2，共
執行28項專案計劃，總經費
達880萬英鎊，由政府及工業
單位資助此專案研究經費。

英國行動業者協會英國行動業者協會(M(MOA) OA) 
Mobile Operators Association(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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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行動業者協會英國行動業者協會(M(MOA) OA) 
Mobile Operators Association(3/5)(3/5)
基於一般民眾對基地臺電磁波的健康風險疑慮，英國行動電信業者
於2001年發起，基地臺選址10項承諾(Ten Commitments to best 
siting practice) ，其目的是為了讓行動通信網路建設的過程更加透
明，並提供清楚的建站資訊予公眾及地方監理規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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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行動業者協會(MOA)，另一重點工作就是持續對行動網
路建設執行控管作業，行動網路建設需依照既有的建設流程
協議執行，其主要流程有四大步驟：

步驟一：步驟一：行動業者須在每年第三季繳交明年度網路建設計
畫，提供給當地管理機關諮詢。所要提供的資料內容有：網
路年度審查資料、建設前置資料、網路地理相關地圖、基地
臺建設進度表及站台資料庫更新。

步驟二：步驟二：基地站台建站選址及當地管理機關相關審核資料。

步驟三：步驟三：資料送審至行政區相關委員會，必要時需有社區溝
通會議資料。

步驟四：步驟四：取得管理機構認可並有建設會議紀錄。

英國行動業者協會英國行動業者協會(M(MOA) OA) 
Mobile Operators Association(4/5)(4/5)



英國行動業者協會英國行動業者協會(M(MOA) OA) 
Traffic Light Rating Model for Public ConsultationTraffic Light Rating Model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規劃與環境評量(0~30):
•敏感區(0~15)
•站點與景觀(0~10)
•規劃(0~5)

社區議題評量
(0~30):
•看法及態度
(0~15)
•社會政治
(0~10)
•媒體(0~5)



英國行動業者協會英國行動業者協會(M(MOA) OA) 
Mobile Operators Association(5/5)(5/5)
推動預防措施(Precautionary Approach)機制:

需符合ICNIRP之標準要求

在服務條件足夠下，用最小的發射功率。

每半年發佈最新訊息及Ofcom電磁波稽核結果。

提供Sitefinder資料庫充分資訊

執行選址10項承諾及透明選址程序

每年秋季遞交隔年基站建設規劃與地方主管機關

舉辦溝通宣導活動

辦理資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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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總務省1950年制定【電波法】提供電波的使用秩
序、使用環境等法源依據。電信業者向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前，須就基地臺之用地取得，自行向屋主或大樓管理
委員會等進行溝通協調，取得同意後，始得向總務省提
出執照申請。日本總務省在各縣市編有1~2位相談員，專
責回應民眾電磁波諮詢。

溝通內容至少包括：
提供民眾說明書、總務省電磁波安心知識手冊及基地臺
及天線設置類型等資料。

事先告知居民設置基地臺及其電磁波對人體影響，且耐
心的請求民眾配合同意，並積極維護環境景觀整體性。

日本電磁波風險溝通日本電磁波風險溝通(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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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磁波風險溝通日本電磁波風險溝通(2/3)(2/3)
以DoCoMo公司為例，在面對民眾反對建置基地臺的不同理由時，如影響

健康及破壞景觀等，DoCoMo會以個案方式溝通，盡量說服民眾，直到雙方
皆能夠相互接受為止。例如天線方向改變、降低鐵塔高度、基地臺融入景
觀等等。其建置基地臺與民眾溝通類型可概分為：

針對設立天線基座建物並豎立鐵塔者
以鐵塔為中心，塔高2倍長為半徑的方圓內居民。
溝通資料包括鐵塔示意圖、總務省電磁波宣品及DoCoMo公司之摺頁

說明。

針對一般建物之對象
集合式住宅：先向社區管委會說明，再由管委會再向住戶進行說明。如

有需要時，DoCoMo 公司將會親自出面向住戶進行解說－基地臺之建置需
獲得三分之二以上住戶的同意。
單獨住戶（所有權人只有一戶或房東只有一位）：只要說服所有權人同

意即可，但出租公寓之其他物權所有人，設若有提出要求，DoCoMo公司
仍會出面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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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年經濟產業省轄下之電氣安全研究所，
成立「電磁界情報中心 」委員包括產、官、
學、研、媒體、環保及消費者協會等各界代
表組成，以一個公正中立的立場，提供清
晰、科學的電磁波(場)相關資訊，並進行風
險溝通說明，減少電磁波(場)對健康影響的
疑慮。

「電磁界情報中心」免費提供民眾電磁波相
關疑義諮詢的服務，並成立專人專線，對民
眾耐心解說，平均每個個案，以一個小時以
上的時間去傾聽，甚至有長達四、五個小時
的諮商。每年在全國二十個處所舉辦每場約
一百人的說明會。

日本電磁波風險溝通日本電磁波風險溝通(3/3)(3/3)



德國電磁波風險溝通德國電磁波風險溝通
德國六大行動通信業者於2001年共同組成「行動通訊資訊中心」
(Das Informationszentrum Mobilfunk e. V., IZMF)，是民眾、媒體及
政府的專責對話機構，提供各界相關資訊的平台。

舉凡與電磁波輻射相關的人體健康國際研究文件、最新研究報
告、基地臺資料查詢、市售手機SAR值公布以及SAR值相關健康資
訊等，皆為其重要服務項目。

行動通信業者並於2001年分別與地方自治團體及聯邦政府提出自
願性義務之承諾，行動通信業者與德國聯邦政府間之自願性義務
的協定內容進行簡介：

積極與地方自治團體溝通，促進決策參與
手機相關消費者保護資訊之提供
積極推動相關健康研究
建立風險管理之監測系統
透過第三公正團體監測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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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基地國內基地臺臺建置建置((前前))
與民眾進行健康風險溝通之現況與民眾進行健康風險溝通之現況 (1/3)(1/3)

因社會經濟發展及電信民營化，導致基地臺、變電所、高壓
電塔等增設於人口密集處，尤其民眾對基地臺電磁波的認知
及管制瞭解有限，造成不必要的恐慌及疑慮，抗爭與對立日
益增多。

國人受到未經科學證實的媒體報導，對基地臺電磁波的認知
產生誤解，造成如垃圾焚化爐般的「鄰避情結」。

行動通信業者設置基地臺，大多著眼於功能性考量，往往忽
略了社區溝通與景觀融合及美化。

2008 年有關基地臺的人民陳情案計1,516件。

2008 年基地臺因抗爭遭致拆遷者達467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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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基地國內基地臺臺建置建置((前前))
與民眾進行健康風險溝通之現況與民眾進行健康風險溝通之現況 ((22//3)3)

基地臺電磁波屬於非游離輻射，目前國內管理非游
離輻射相關議題分散於各政府單位。

衛生署負責非游離輻射對人體健康之對策。

環保署負責非游離輻射對環境影響及監測。

勞委會負責職業場所非游離輻射管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負責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
管理及證照核發。

經濟部負責電業設備 (高壓輸配電線、變電所) 之管
理。



- 38 -

國內基地國內基地臺臺建置建置((前前))
與民眾進行健康風險溝通之現況與民眾進行健康風險溝通之現況 ((33//3)3)

針對一般民眾對基地臺電磁波之健康風險溝通，目前
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衛生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衛生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定期舉辦宣導會，提供民眾對基地臺電磁波相關問題
給予協助，進行中之健康風險溝通項目如下：

辦理非游離輻射相關宣導、研討會及編製宣導手冊。

蒐集國際電磁波管理及管制資訊。

民眾陳情案件處理。

依據預警原則研訂非游離輻射預警值及預警措施。



基地臺電磁波爭議案例基地臺電磁波爭議案例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美國案例美國案例 (1/4)(1/4)

案件編號：166 F.3d 490

判決時間：1999年01月29日

判決法院：美國聯邦上訴法院

原告：Cellular Telephone 公司(AT&T 公司
之承包商)

被告：美國紐約州牡蠣灣鎮 (Oyster Bay) 
政府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美國案例美國案例 (2/4)(2/4)

緣由：
原告受AT&T 公司委託，必須在紐約州長島地區(Long 

Island)提供行動電話通訊服務。

原告選定兩處場址，兩處預計架設於現存之水塔頂上，
且皆已和水塔之所有權人簽訂使用契約。1995 年 5 月
及1996年元月，原告向被告分別申請兩處之基地臺架設

許可。

申請結果：19971997年年55月，被告決議否決原告之架設申請月，被告決議否決原告之架設申請



公聽會反對意見者看法：

1.發言者皆對於基地臺之架設表示反對之意見

2.其主要顧慮在於電磁波對健康的影響

3.有少數人士對房產價值的降低與市容美觀的影響表
示憂心。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美國案例美國案例 (3/4)(3/4)



法院判決：
法院依據相關判例，認定電磁波對人體健康危害
之恐懼，無法單獨據此一項即成立實質證據之認
可。

其他兩項議題(對市容美觀之破壞、及對周圍房
產之降低)則認為被告舉證不足。

關於補償行為之判定亦無不當，故判定原告勝
訴。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美國案例美國案例 (4/4)(4/4)



案件編號：平成14(ワ)821

判決時間：平成19年(2007)06月25日

判決法院：熊本地方裁判所民事第3部

原告：電塔附近居民

被告：架設電塔之業者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日本案例日本案例 (1/4)(1/4)



緣由：
被告於本案兩處地址架設行動電話基地臺鐵塔，而周

邊居民認為行動電話基地臺所發射之電磁波對人體會有

損害，以及鐵塔會有倒塌之危險。

申請結果：居民基於人格權，向地方法院提出告

訴，要求停止架設行動電話基地臺鐵塔。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日本案例日本案例 (2/4)(2/4)



原告主張：
原告主張並舉證電磁波具有危險性，且被告所依據的電磁
波防護標準值並不安全。
原告在測量鐵塔周遭的電磁波功率密度與被告所提供之數
值產生差異，原告認為本案實際的電磁波強度遠高於被告
所提出之數值的可能性相當大。
當地有一居民在本基地臺設置後，產生高血壓、失眠、耳
鳴等症狀，經診斷被判定為「電磁波過敏症」。
另外在鐵塔的安全問題上，原告指證當地有活動斷層，在
地震來臨時該鐵塔會有倒塌之危險，因此要求被告移除基
地臺鐵塔。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日本案例日本案例 (3/4)(3/4)



法院判決：
本案的電磁波對健康影響與鐵塔之安全性，法院認為並
沒有具體的證據會產生，因此法院駁回原告之請求。

被告主張：
被告指出，該基地臺設置一切按照總務省所制訂之電
波法之規定，基地臺之功率依照國家標準之規定。
關於電磁波過敏症(Electro-Hyper-Sensitivity，EHS)
之問題，世界衛生組織目前並沒有明確承認電磁波對
於健康具有不良影響。
鐵塔倒塌之問題，被告認為本案鐵塔是依照比現行建
築法規更嚴格的NTT的設計規範去架設，因此並無倒塌
的安全疑慮。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日本案例日本案例 (4/4)(4/4)



案件編號：CO/2229/2003

判決時間：2003年10月22日

判決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Queens 
Bench Division Administrative Court

原告：JODIE PHILLIPS Claimant

被告：(1) FIRST SECRETARY OF STATE
(2) HAVANT BOROUGH COUNCIL
(3) HUTCHISON 3G (UK) LIMITED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英國案例英國案例 (1/4)(1/4)



緣由：
原告對該郡第一秘書長所簽署通過都市計畫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1990)有異議，據此法
Hutchinson 3G (UK)可建立一座行動電話基地臺與天
線。原告認為設置對該地區有視覺的衝擊，以及健康風

險。 2002年10月1日，政議會通知原告以及附近的居
民，該基地臺建置申請案通過，10 月20日原告及當地
居民向政議會提出基地臺的設置對該地產生衝擊與健康
風險。

申請結果：政議會因基地臺對當地會產生可見衝擊以

及民眾對健康影響的反彈，決議撤回業者的申請。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英國案例英國案例 (2/4)(2/4)



原告主張：
原告主要的主張在於程序的不公平，在基地臺位址
的遴選與申請的程序中，業者沒有依照相關規定的
日期公告辦理，讓附近居民能有充分時間表達自己
的意見，Hutchinson 3G送交給居民的通知也比法
定時間晚兩週。

基地臺的設置屬於相當敏感的議題，決策的形成是
相當重大的決定，原告要求市議會要重新審視此
案。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英國案例英國案例 (3/4)(3/4)



法院判決：
基於原告所提之理由，法院認為，本案在申請程序
上有不公平之處，在基地臺位址遴選的過程中必須
更透明公開，給予居民有充分表達意見的權益，因
此要求撤回基地臺之設置申請案 。

被告主張：
‧被告認為，在基地臺位址遴選有提出五個候選地址，但

各自有不同的問題因此不作為最終位址。
‧都市計畫局須在申請案起使日六週內完成調查與準備相

關文件送交州秘書長簽署，議會代表意見以及都市計畫

局的審議意見需在九週內一同送交於州秘書長處，州
秘書長要在以上規定的時間期限內做出決議。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英國案例英國案例 (4/4)(4/4)



案件編號：91,上,932

判決時間：921007

判決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原告：甲○○

被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台灣案例台灣案例 (1/4)(1/4)



緣由：
電信業者於大樓之屋頂突出處架設行動電信基地臺等

相關電信設備及機房，而該大樓20樓房屋之所有權人
認為該基地臺電磁波，造成腦部病變，檢據醫院放射
科電腦斷層攝影檢查會診單、診斷證明書、報紙報導
等文件為證，向電信業者請求賠償慰撫金。

應連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三百萬元。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台灣案例台灣案例 (2/4)(2/4)



原告主張：
行動電話基地臺不停放射電磁波，致配偶腦部病變，基於
配偶法益受有重大損害，且伊之身體、健康受被上訴人基
地臺放射電磁波而受侵害。
世界衛生組織正主導一全球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協調的大流
行病學研究，探討使用行動電話與頭頸癌症的相關關係，
苟行動電話所發射的電磁波係微乎其微，為何會引起世界
衛生組織高度重視。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台灣案例台灣案例 (3/4)(3/4)

被告主張：
基地臺電磁波並未逾法定標準值，原告配偶腦部病變 不能
證明與基地臺電磁波有因果關係 。



法院判決：
就疫學上可考慮之若干因素，利用統計方法，以「「合理之蓋然
性」為基礎，即使不能證明被告之行為確實造成原告目前損
害，但在統計上，被告之行為所增加之危險已達「醫學上合理
確定性」，即應推定因果關係之存在，例如在醫學統計上，吸
煙者罹患肺癌之 比例遠超過未吸煙者，即可推定吸煙與肺癌
間因果關係存在。

原告主張其身體、健康受損與某因素之存在有疫學上因果關係
存在，仍應提出相關統計數字以證明「 醫學上合理確定性」存
在，如未能提出合理之統計數字，即難認已盡其舉證責任。

原告未能就配偶腦部病變與基地台放射之電磁波間有如何之因
果關係舉證證明，難認被告設置基地台不法侵害配偶之身體、

健康，故判定被告勝訴。

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電磁波與基地臺設置之法律爭議
台灣案例台灣案例 (4/4)(4/4)



前述案例中法院並未直接接受電磁波對人身心
產生影響的論述做出判決。

法院主要釐清業者與當地居民所有權的認定，
以及程序是否有瑕疵。

前述案例中重點皆在實質證據之認定、舉證責
任之歸屬、及補償措施，其舉辦公聽會之動作
亦與我國關於第三人效力處分之作法類似，故
可為我國相關問題之參考。

結論結論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敬請指導敬請指導



資 料 來 源 :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首頁=>民眾關切議題）
http://www.bhp.doh.gov.tw/
行政院環保署非游離輻射管制網
http://ivy3.epa.gov.tw/Nonionized_Net/Default.aspx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http://www.ncc.tw/
陽明大學電磁場與人體健康網站
http://www.ym.edu.tw/rad/powerline/main.htm
國際非游離輻射防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no 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Protection，ICNIRP）官方網站
http://www.icnirp.de/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官方網站
http://www.who.int/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