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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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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要能打電話與上網，是因為手機與基地台透過無
線電波傳遞建立連線『雙向溝通』。將所有要傳遞的
聲音與資訊經由通信系統送到另一端的用戶（手機）

• 整體的通信系統對我們終端用戶而言，最有關係也最
熟悉的便是基地台，因此認識基地台便成為大眾最關
切的議題。

認識通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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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基地台

天線

無線電
送收單元

基頻處理
器單元

傳輸單元

核心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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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台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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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使所有用戶都能收的到基地台訊號，因此行動通
信系統建設採『蜂巢式通信系統』來補足涵蓋盲點。
且為了確保通信品質良好，需要將手機收訊調整到目
標值。

• 因此電信商會根據該地區的用戶分布以及建築物密度
來規劃合理的基地台數量提供涵蓋。

行動通信系統規劃

• 由於行動通信是雙向傳輸，
因此手機收訊好，代表網路
合理佈建，也可以避免手機
功率過強或者存在太多涵蓋
盲點，影響用戶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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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台的技術演進，朝向利用不同功率等級的基地台
建設一個大小基地台以及WiFi協同的異質網路解決室
內與一些熱點可能造成的弱涵蓋區域問題，不同於傳
統依賴大基地台大功率方式建設網路。更有效率改善
容量與效率。

異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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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磁波簡單的說就是電磁場(Electromagnetic 
Fields簡稱EMF)的波動。
電場的變化產生磁場，磁場的變化也會形成電場，兩
者交互作用的波動，稱為『電磁波』它與光和熱等相
同，是一種能量，此種能量是以向空中輻射或利用導
體等兩種方式來傳送。接近光的速度傳遞因此適合用
來作無線通訊系統

何謂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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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波的種類

• 游離輻射(          Hz以上)：
當施以足夠的能量，可改變化學鍵和原子結構損壞生
物細胞，使用必須有嚴格防護措施，例如醫院的X光
就是一種且有安裝鉛板屏蔽，避免輻射外洩。

• 非游離輻射(         Hz以下) ：
分為有熱效應的非游離輻射、無熱效應的非游離輻
射。一般家電用品或行動電話在使用時所放出的電磁
波屬於有熱效應的種類，其產生的能量通常較弱，不
足以將分子結構打散成帶電的離子。

153 10

15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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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非游離輻射

資料來源：環保署_電磁波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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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與基地台電磁波屬於非游離輻射

資料來源：通傳會－行動通信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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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茲(Heinrich Hertz)

• 赫茲於1888年在Karisruhe大學驗證了電磁波的存
在。證明了麥克斯威爾的電磁場的理論。赫茲的發
現是無線電技術的基礎，也是後來廣播和電視的發
展的基礎。

• 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 馬克尼對赫茲證實的電磁波的應用特別感興趣。於
1897年7月在倫敦建立他的第一個無線電報公司。
在1899年，他發送跨英吉利海峽的無線電信號。
1901年發送了跨大西洋（從英格蘭到加拿大）的
信號。在1924年，他發明了能提供世界範圍通信
業務的BEAM SYSTEM天波傳輸。馬克尼的一生都
貢獻給無線電通信的發展並。

電磁波與通訊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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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滿足民眾對於日常行動通信與防災的需求，電磁波
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媒介，那麼電磁波的特性就要跟
大家解釋，以免有不必要的恐慌。

• 電磁波與聲波光波一樣會因為距離有損耗的物理特
性。（電波的傳遞損耗公式還有角度、相對高度、遮
蔽物等因子）

電磁波與基地台(1/3)

合理的收訊強度，
電磁波功率就更低



電磁波與基地台(2/3)

• 要描述電磁波強弱時，可以強度或密度來說明。常用
單位有下列幾種表示法：
• 功率密度：每平方公尺的瓦特數 （W/m²）或每平方公分微瓦數

（mW/cm²）

• 電場強度：每公尺的伏特數 （V/m）

• 電通量密度：每平方公尺的庫侖數 （C/m²）

• 磁場強度：每公尺的安培數 （A/m）

• 磁通量密度：每平方公尺的韋伯數（Wb/m²）或特士拉（T）

電磁波測量儀器

頻譜分析儀 電磁場強度器 高斯計

儀器

感測場 電場、高頻率電磁場 低頻電磁場

顯示單位 V/m、A/m、W/m²、mW/cm² Tesla、μT、Gauss、mG

工作頻率 kHZ ~ 40GHz以上 DC、Hz ~ KHz

量測對象 微波爐、行動電話、廣播電視 電力設施、家用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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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台一般都建在樓頂，天線設計方向也會避開明顯
遮蔽物。

• 國家針對這些基地台的電磁波強度除了遵照ICNIRP
國際標準外，另外也對架設條件嚴格審查

 對戶外基地台天線正前方15公尺內不得有建築物

 對室內型基地台限制功率2W以下

電磁波與基地台(3/3)

基地台電磁波規範值

系統 使用頻段(MHz) 電磁波功率密度(𝒎𝑾/𝒄𝒎𝟐)

4G 700 ≤0.35

3G(CDMA) 800 ≤0.4

2G/ 4G 900 ≤0.45

2G/ 4G 1800 ≤0.9

3G 2000 ≤1

4G 2500 ≤1 

測量結果通常比ICNIRP 限值低於1%

屋頂的天線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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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波與手機

• 根據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規定，因使用手機時
距離人體20 公分以內，手機電磁波的判定依據係採
用電磁波能量比吸收率（SAR 值），亦即手機電磁
波產生的能量對於人體造成熱效應影響的衡量標準，
單位是瓦/公斤（W/kg）屬於近場測試規範。與基地
台用不同的測量方法與計算條件（因為人不會靠在基
地台天線前）

• 當然，國家對於手機電磁波的規範
也參考了國際標準2W/kg以下。

• 其實，現代人無時無刻滑手機。所
以大家更該關注手機使用時間。

資料來源： CTIA OTA Certification Tes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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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號報告：行動電話電磁波對人體表面會有熱效
應，透過自身調節會排除。

• 296號報告：有一種『電磁場過敏症』（EHS），但
無科學根據與醫學診斷該症狀與電磁場暴露正相關。

• 304號報告：科學驗證對於密集暴露在工業設備的操
作人員會產生體溫升高，但基地台與密集暴露的設備
比能量相當小，所以熱效應也小，不致影響健康。

• 針對193號報告最新修正：將於2016年底前針對所有
研究因接觸電磁波與健康的疑慮進行正式的風險評
估，目的是要填補前期報告的知識空白。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
基地台電磁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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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級就是有人懷疑它是致癌物，但是目前無法證明
會引起人體產生癌症，而且做動物實驗也無法證明真
的會產生癌症，與咖啡相同等級。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
致癌因子分類表

歸類級別 歸類說明 因子範例

1級
確定為致癌因子

流行病學證據充分。
石綿、煙酒、γ射線、檳榔、柴油引擎廢氣等
118種。

2A級
極有可能為致癌因子

流行病學證據有限或不足，
但動物實驗證據充分。

多氯聯苯、中長波紫外線、擾亂生理時鐘的
排班工作、高溫油食物等80種。

2B級
可能為致癌因子

流行病學證據有限或不足，
且動物實驗證據有限或不足。

咖啡、醃菜、汽油引擎廢氣、極低頻磁場對
兒童白血病、射頻電磁波（無線電話、行動
電話）等289種。

3級
無法歸類為致癌因子

流行病學證據不足，
且動物實驗證據亦不足或無法歸類
入其他類別。

極低頻電場、靜電磁場、甲苯、氨比西林
（盤尼西林之一種）、次氯酸鹽等502種。

4級
極有可能為非致癌因子

人類及動物均欠缺致癌性或流行病
學證據不足，且動物致癌性欠缺。

已內醯胺（製作尼龍之中間原料）1種。

2016/6/24資料更新



電磁波照射 核輻射

害怕的源頭：『輻射』



一般民眾疑慮 科學認知

電磁波輻射是危險的
高强度電磁波是危險的
（手機與基地台不是）

安全性瞭解的還不够 研究已超過六十年了

有許多非熱效應的報導
無法重複檢證或

不能確定對健康會有影響

電磁波會引起癌症和許多其它疾病
没有確據，無缐通訊頻率，

除了熱效應外無其它生物機理反應

現有安全標凖保護性不足
國際專家研究與國際組織規範

並同意其保護性

需要預警措施以保安全
不需要，安全標凖已有很大的安全

餘裕

電磁波－科學認知

一般民眾由媒體
學知識，而不是
從科學刊物，
常有誤解。



普及的行動寬頻便利生活，政
府把關基地台與電磁波標準，

災防系統守護民眾的安全。

並建議適當使用手機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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