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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高度聚集在城市之中，為了能更有效治理城市，世界各國均利用4G

智慧行動科技，結合雲端運算、大數據（Big Data)等技術，開發智慧城市相關

建設。4G行動寬頻不僅帶來物聯網的趨勢商機，也成為協助國家經濟轉型的重

要推手。

當行動通信網路、雲端服務與高速寬頻、物流及能源網路相互結合，可組合成

智慧基礎建設。由於對4G行動寬頻的發展趨勢及普及化的關注，我國政府開始

推動各項智慧城市（Smart City）應用，希望打造智慧行動支付、社會健康照護

系統、智慧交通聯網、智慧防災體系、文化導覽應用服務等新應用技術，期盼能

在全球市場快速變革之中，帶領各產業全面轉型，使我國成為創新、永續、智慧

的科技之島。

4G行動寬頻發展至今已超越了3G的傳輸速率，可順暢的使用影音串流。不僅

如此，4G高速上網服務還能夠透過手機與虛擬實境互動，行動終端的各種演進，

促進了加值服務的匯流應用，它的行動優勢是絕不容被忽視的，而這些科技所

帶來的便利，全都仰賴基地臺的建置。

高密度的4G行動寬頻網路，可為我國帶來無線智慧城市的願景，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希望透過本手冊的介紹，能讓大家更了解4G技術應用及基礎建設的重

要性，並以創新視野同步邁向智慧新城市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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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信從第一代（1G）
到第四代（4G）技術大躍進

1989年，我國引進1G類比式的行動電話 AMPS系統正式開臺營運。由於 AMPS

系統沒有加密機制，通話容易遭到他人竊聽，有資料外洩疑慮，故隨著2G行動

通信系統推出，1997年國內開始將系統升級為 GSM數位式行動電話系統。2G行

動通訊系統採用數位傳輸技術，能提供語音通話、簡訊及傳真等服務，但其受傳

輸速率限制，無法滿足「行動多媒體」的傳輸需求。在數位信號處理技術與 IC製

程設計技術成熟之下，發展出可提供語音及資訊傳輸的3G行動通信系統。然而，

既有3G網路卻無法滿足寬頻需求及新的應用服務，因此4G行動寬頻技術因應

而生。

4G行動寬頻系統之後的設計採用多重輸入多重輸出天線（Multi-input Multi-

output,MIMO Antennas）技術，有效提升信號的傳輸量，減少因基地臺容量不足

所產生的斷訊現象，並採取「多點協調」機制，利用各基地臺間的動態協調合作

技術，將來自其它基地臺的干擾信號轉化為可用的信號，提升系統高速資料傳

輸的涵蓋範圍。

1G

2.4kbps 64kbps

2G 3G 4G

歷代行動上網速率
8,83 kbps 49,44 kbps

【數位生活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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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信串起物聯網世界

 2020年行動寬頻網路流量需求，預計將為現階段的1000倍，展望後4G及5G

行動通信的發展，行動寬頻將帶來一個潛力巨大的藍海市場，促進醫療、交通、

零售、投資等多領域出現全新的業務模式，為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提供普遍

的無線連接，屆時人們生活中所使用的行動寬頻生活，將更加精彩。物聯網不僅

連網裝置數量龐大，而且將廣佈全球各地，網路架構十分複雜，需兼容並蓄各種

不同網路通信技術，有線、無線、短距離、長距離的通信技術，皆是構成物聯網

的網路重要技術。

4GLTE高頻寬低延遲與短距離涵蓋範圍小的無線區域網路（WiFi）比較，4G行

動通信網路能涵蓋更寬廣的區域，因此，完善4G行動通信基礎建設構成物聯網

網路架構的重要基石。

氣象感測器

智慧電表

智慧網路感測器

污染感測器

智慧建築感測器
攜帶式醫療
影像服務

救護車醫療
感測器

路況攝影機
感應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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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通信保平安 災防廣播早應變

12:05

政府災防警訊 訊息匯整與派送 訊息傳送管道 應用 ( 終）端

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
發佈之示警訊息

細胞廣播平臺
（Cell Broadcast

Entity,CBE)

辦理機關： 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

統
一
訊
息
交
換
格
式

NCC

細胞廣播控制中心
（Cell Broadcast

Center,CBC)
Broadcast

國家級警報
地震預報．海嘯．核災

特殊重大災害等

警訊通知
避難處所資訊．地區疫情

提醒等等

緊急警報
颱風．臺大雨警報．土石流警戒．
水庫洩洪．淹水．河川水位警戒．
公路災害或預警封閉．鐵路．高

鐵等災害性停駛

國家級警報

隨著行動寬頻技術（即4G技術）與服務的快速普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已

陸續推動經由行動寬頻技術即時提供民眾災防告警訊息，一旦發生緊急災害，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可在短時間內，把災防訊息以廣播方式，傳送給特定區

域內之所有4G用戶手機，讓民眾可以提早應變！

為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通傳會已督導電信業者完成建置「細胞廣播控制

中心」，未來如發生各項災害時，該項服務是由4G電信業者免費提供。

災防告警訊息是由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發送，例如：大雷雨即時訊息、地震即時

警報、地震報告由中央氣象局提供；公路封閉警戒由交通部公路總局提供；水庫

洩洪警戒由經濟部水利署提供；土石流警戒由農委會水保局提供；疫情通知、國

際旅遊疫情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防空警報由內政部警政署所提供。

現有手機是否具接收告警訊息功能，可向手機業者查詢，或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災防告警服務
專區」網站查詢〈網址：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3735〉

查
詢



4
CBS 細胞廣播技術的特色

1.可自動傳遞訊息，無需與用戶進行互動

2.可快速的傳遞

3.可以災難影響程度，於不同區域傳送不同訊息。

4.不受網路壅塞影響，也不會造成網路癱瘓。

5.不影響用戶隱私，用戶無須事先登入，亦無須進行資料庫維護。

6.不同的訊息可以使用不同通道進行傳遞，俾利區隔訊息之急迫性、重要性。

7.僅可由認證或授權之單位方可進行訊息發送，充分確保訊息來源及可靠度。

特色

4G手機模式 待機模式
4G數據

(上網 )

3GCSFB

語音

4GVoLTE

語音

4G網路

(於災防告警廣播

期間 )

可接收

告警訊息

可接收

告警訊息

通話中(於3G網路)

無法接收告警訊

息，俟使用者掛斷

語音回到4G網路待

機時，才能接收

可接收

告警訊息

3G手機模式 待機模式
3G數據

（上網）
3G語音模式

3G網路(WCDMA)

(於災防告警廣播

期間 )

可接收

告警訊息

無法接收

告警訊息

通話中無法接收告警訊息，俟使用者掛

斷語音，回到3G網路待機模式時，才能

接收

細胞廣播服務（CBS）係採用細胞廣播技術，以獨立通道傳遞訊息，不受網路壅

塞影響，數秒內即可將訊息傳送至基地臺涵蓋範圍內之所有用戶手機。該項服

務最常應用在災防告警系統中，供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災難可能發生前，

即時以告警訊息通知民眾疏散減少傷亡。

所有手機都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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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離基地臺越近，發射的電磁波強度越弱

離基地臺越近，信號越好，手機電磁波強度越弱

離基地臺越遠，信號越差，手機電磁波強度越強

手機能夠撥打與接聽電話，是因為手機與基地臺的「雙向溝通模式」。透過手

機將聲音信號轉換成電磁波傳送到基地臺，再經由行動通信網路將聲音信號傳

送到另一臺手機裡。

手機處於待機狀態，仍然會與基地臺聯絡，以確認處於某一基地臺電波涵蓋

範圍內。當雙方手機通話成功後，手機就會自動調整電磁波的強度，用最小的電

力達到資訊傳輸的目的。

影響手機與基地臺電磁波強度最大的因素是「距離」。撥打電話時，手機離基

地臺越遠，手機本身就必須發出更強強度的電磁波信號去搜尋臨近的基地臺；

相反的，若基地臺越近，手機就能夠以較弱強度的電磁波訊號搜尋到附近的基

地臺。 

【認識通訊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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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式通信系統

基地臺越密集
發射電磁波強度越弱

同樣大小地區內的基地臺數

涵蓋的範圍越小
發送的電磁波強度越弱

涵蓋的範圍越大
發送的電磁波強度越強

多 少

行動通信系統建設採取「蜂巢式通信系統」架構，其優點是將服務區域分成不

同的小細胞，使每一基地臺不需要發射大強度的信號，就可組合成涵蓋整個服

務區域範圍，連帶手機回傳到基地臺的發射強度也相對變弱。

蜂巢式的基地臺建構網絡中，基地臺間建置的越是緊密相連，手機收到的信

號就越好，反而不用發出太強的電磁波強度去搜尋基地臺，手機發射的電磁波

強度也會相對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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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臺電磁波隨著距離增加，快速衰減

由於電磁波會隨著距離快速遞減，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關係，例如距離增加

為2倍，電磁波強度就會剩下1/4，且一般基地臺都是建置於樓頂，民眾不易接觸

到，所以只要保持適當距離就能與電磁波和平共處。另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法規也明定一般室外基地臺天線水平方向正前方15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

合法建築物。

* 天線正下方電磁波強度較弱

2 倍距離

電磁波功率剩下 1/4

4 倍距離

電磁波功率剩下 1/16

以 1倍距離

電磁波功率為 1

一般室外基地臺天線水平方向正前方 15 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建

築物；微型基地臺天線水平方向正前方 8 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

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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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小細胞基地臺涵蓋範圍小 

電磁波強度越弱

 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像是電影院、跨年演唱會活動等人潮眾多之地區，只要

人們同時使用智慧型手機，經常面臨無法連線的問題，而4G行動寬頻技術的發

展目的是希望民眾可快速的使用網路及相關服務，未來4G基地臺將會裝設許多

小細胞基地臺（Small Cell）以分擔大細胞基地臺流量。

透過小細胞基地臺的佈建，可以於數據流量較高的地區，支援大細胞基地臺

或彌補彼此之間的漏洞，達到更好的傳輸能力，讓我們享有更快的行動上網速

率及更便利的生活，智慧終端設備的功能將可充分發揮。

隨著科技的進步，小細胞基地臺外觀就如同家中的 WiFi無線分享器一般，裝

置於電影院、購物中心等人潮聚集的地方，能夠更有效的改善室內的行動通信

品質，小細胞基地臺密集建設的優點使得每個基地臺的涵蓋範圍較小，基地臺

所發射出的電磁波強度會較弱，但上網速率和大細胞基地臺相當。

大細胞基地臺

小細胞基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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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種類 測量距離與電磁波功率
毫高斯(mG) 毫高斯(mG)

電冰箱

3
c m

5~1 7

1 0 0
c m

< 0 .1

洗衣機 5~1 7 0 .1~1 . 5

液晶電視機 25~5 0 0 0 .1~1 . 5

吹風機 6 0~2 0 0 0 0 .1~3

電動刮鬍刀 1 5 0~1 5 0 0 0 .1~3

檯燈 4 0 0~4 0 0 0 0 . 2~2. 5

微波爐 75 0~2 0 0 0 2. 5~6

吸塵器 2 0 0 0~8 0 0 0 1 . 3 ~ 2 0

電磁波是一種能量，只要是溫度高於絕對0度（攝氏零下273.15度）的物體，

就會以波的方式輻射出能量，包括人體本身也會發出電磁波。

許多人以為只有手機與基地臺才會發出電磁波，但其實生活中所使用的電器

也都會產生電磁波，包括手機、電腦、冰箱、微波爐及家中的WiFi分享器等設備，

連太陽光也是電磁波的一種。在生活當中，我們早已與電磁波朝夕相處，其實只

要在使用家電產品時，保持適當的距離就能與它共處。

電磁波會隨著距離增加而快速遞減，距離增加為 2倍，電磁波強度就會剩下 1/4

【電波與生活的安全】

1 0 5年



10101010
游離輻射與非游離輻射

電磁波是一種能量傳遞，可分為「游離輻射」和「非游離輻射」。前者是指頻率

高於3X1015Hz的電磁波，一般稱作游離輻射或放射線，X光與伽瑪射線則被歸為

此類，其粒子能量會破壞生物細胞分子，必須嚴加防護，避免輻射外洩對人體產

生傷害，例如醫院的 X光室都有鉛板屏蔽防護。後者則是泛指頻率低於3X1015Hz
的電磁波，不會破壞生物細胞分子，一般生活中會接觸到的電磁波如可見光、家

電、手機、基地臺電磁波皆屬此類。

「游離輻射」可以破壞生物細胞分子，而且會有累積效應；「非游離輻射」則不

會破壞生物細胞分子，也不會有累積效應，我們所使用的手機及基地臺所發出

的電磁波都屬於「非游離輻射」。它的能量較微弱，無法破壞生物細胞分子，也

不會在人體內產生累積效應。

非游離輻射 游離輻射
♦家電電力
♦高壓電塔及變電所

♦電視
♦廣播
♦無線電話

♦微波
♦雷達
♦無線網路

♦紅外線
♦可見光

♦ X 光
♦伽瑪射線
♦宇宙射線

電磁波

3x1015HZ3x1015HZ300GHz射頻60Hz 極低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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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無證據顯示電磁波會對人體產生負面影響

●人體對於暴露於電磁場環境中，所產生敏感反應的情形，一般稱為「電磁場

過敏症（Electromagnetic Hypersensitivity, EHS）」。症狀包括皮膚發

紅、刺痛感、燒灼感、神經衰弱或其他症狀，例如疲乏、勞累、不專心、眩暈、

噁心和消化障礙等。

●電磁場過敏症的特點是因個案而異的多種非特異性症狀。這些症狀的嚴重

程度有很大差別。有些 EHS患者較輕微，遠離輻射源後症狀便可緩解。然而，

無論其原因如何，電磁場過敏症對受影響的個體而言，足以導致失能。

●電磁場過敏症沒有明確的診斷標準，也沒有科學根據可證實兩者為正相關。

此外，電磁場過敏症不是醫學診斷，是否為單一的醫學問題也不明確。

●有關於基地臺與無線技術，WHO根據至2006年的調查，基地臺之射頻訊號曝

露值，為國際曝露限值的0.002%到2%，並端賴天線的距離、周遭環境等多項

因素而定，此暴露值低於或相當於廣播或電視電臺的射頻訊號暴露值。

●科學證據顯示，射頻領域唯一對人體的健康效應為體溫升高（大約攝氏

1度），而且只有在特定工業用的射頻強度，如傳播射頻訊號加熱器（RF 

heaters）才會發生。至於基地臺和無線網路的射頻訊號強度極低，人體上升

的溫度極為有限，不會影響人體健康，況且射頻訊號電磁場強度在發射源處

隨著全球電子產品與無線設備增加，公眾對人體爆露於電磁波環境產生了

健康影響的顧慮。世界衛生組織（WHO）自1996年開始，即將認識與理解電磁場

（EMF）對健康的影響，納入環境健康領域的研究中。截至目前為止，對手機所做

風險研究報告，指出「並無科學證據顯示電磁波會對人體產生負面影響」。相關

報告重點摘要如下：

2005 年 12 月發表 296 號報告

2006 年 5 月發表 304 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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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並會隨著距離增加而迅速減少。

●事實上，在基地臺射頻訊號的暴露值與 FM和電視電臺一樣時，人體吸

收 FM和電視頻率（在100MHz左右）的暴露值卻為基地臺及無線通信頻率

（900MHz及1800MHz）的5倍。這是因為 FM和電視的頻率較低，波長較長，

人體成為 FM和電視有效率的接收天線。再者，廣播和電視的運用已超過

50年，至今沒有被證實對人體有負面的健康影響。

●綜觀既有之國際暴露水準及至今收集的科學研究資料，沒有可靠的科學

證據顯示，基地臺和無線網路產生的微弱射頻訊號會導致人體負面的健

康影響。

●2002年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將極低頻率磁場歸類為對人類「可能致癌

物」（2B等級），表示目前對極低頻磁場導致癌症的證據有限，在動物實驗

中也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此分類乃 IARC根據綜合分析流行病學研究，顯

示暴露在平均磁場強度超過3至4mG者，兒童罹患白血病危險性增加為兩

倍。專案小組認為，其後的新研究，並未改變原本的致癌分類。

●目前暴露於低劑量電磁場與癌症發展之生物物理學機制未有定論，如果

低劑量暴露會造成任何健康效應，可能是經由未知的生物機轉。此外，動

物實驗結果多半未能證實兩者的相關。綜合目前兒童罹患白血病是否與暴

露磁場有關之證據，仍不足以支持兩者間因果關係。

●目前僅有證據顯示，短時間暴露於高強度（遠高於1000mG以上）之磁場會

產生明確的生物物理反應。外來的極低頻率磁場會誘發體內電場及電流，

若為高強度時會刺激神經與肌肉，並改變中樞神經系統中神經細胞的反

應強度。

2007 年 6 月發表 322 號報告

若為高強度時會刺激神經與肌肉，並改變中樞神經系統中神經細胞的反

應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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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 IARC依據使用無線手機與增加罹患神經膠質瘤（一種惡性腦

癌）之風險，將射頻電磁場歸類為人類可能致癌因子的2B類。該結論表示

這些射頻曝露會引發長期健康效應之可能性，特別是針對增加癌症之風

險。然而整體上，此乃是有限度的評估無線電話使用者與神經膠質瘤和聽

神經瘤的關係，但對其他癌病而言，定下此結論仍不恰當。

2011年 5 月 31日發表 208 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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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兌

IARC：電磁波風險因子與泡菜為同一等級

WHO轄下之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僅將手機電磁波歸類為「人類可能致癌風

險」2B等級，意即「流行病學證據有限，且動物實驗證據有限或不足」，顯然基地

臺電磁波造成致癌風險證據之有限或不足。

歸類級別 歸類說明 範例

1 級
確定為致癌因子

流行病學證據充分

石綿、菸草（吸或嚼）、X光、檳榔、

酒精飲料、木屑、加工肉品(包含熱

狗、火腿、香腸、培根、醃牛肉 )、

糖精、中式鹹魚等120種

2A 級
極有可能為致癌因子

動物實驗證據充分

太陽燈、紫外線輻射、高溫油炸澱

粉（炸薯條）、DDT（殺蟲劑）、紅肉（包

含牛肉、豬肉、羊肉、馬肉）等81種

2B 級
可能為致癌因子

動物實驗證據有限

醃漬蔬菜(泡菜 )、極低頻磁場（對

於兒童白血病）、手機電磁波、汽

油引擎廢氣等299種

3 級
無法歸類為致癌因子

流行病學證據不足

動物實驗證據亦不足

甲苯、氨比西林（盤尼西林之一種）、

次氯酸鹽、咖啡、茶鹼等502種

IARC(2017).List_of_Classifications_Vol1-119.Retrieved June 28, 2017, from 
http://monographs.iarc.fr/ENG/Classification/index.php

資料
來源

1 級 2A 級 2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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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臺電磁波不會干擾家電與醫療器材

 
當我們使用手機、平板電腦、電視、吹風機、電磁爐、冷氣等家用電器，或搭乘

捷運、火車等公共設施時，不知不覺就暴露於電磁波環境中。現今，全球大多數

各國都已訂定法規，要求每種產品所發出的電磁輻射必須符合電磁相容規範，

才可上市銷售。電磁相容性（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標準，

是指產品的電磁波不會影響其他產品的運作，同時可以抵抗其他電磁波的干擾。

市面上所見的電子產品都已通過此標準認證，確保不會因行動通信基地臺或是

其他設備產生的電磁波干擾而無法運作。

【基地建置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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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基地臺多採用指向性天線發射電波信號，其水平涵蓋角度約45至120度。為涵蓋更

廣的範圍，電信業者將基地臺架設於高處，透過天線下傾角度的設定，規劃出最佳涵蓋範

圍。此外，電波易受到地形、建築等干擾而造成散射或衰減，架設於高處的基地臺，同樣能

透過天線方向角度的設定，涵蓋最適合的方向。

基地臺電磁波經政府嚴格把關均符合國際和國家電磁波安全標準，而且電磁波的功率會

隨著距離的增加而呈現「衰減」現象。一般而言，距離增加為2倍，電磁波功率就會剩下1/4；

當電磁波碰到樹木、建築等障礙物時，電磁波強度下降的速度會更快。行動通信基地臺所使

用的天線，有單一方向性，天線的正面是電磁波的傳遞方向，因此政府規定在一般室外基地

臺天線水平方向正前方15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建築物。天線附著的建物後方或下

方，因為不在電磁波的傳遞方向上，其電磁波強度相對就微弱。

因為基地臺實際所檢測到的電磁波強度，只有政府規範標準值的千分之一以下。我國已

明確規範基地臺無論採單站或共站之方式設立，其發射之電波功率強度總值均須低於管制

標準。因此電磁波是不會超過規定的喔！

 1. 基地臺為何要建置在高樓？ 

2. 基地臺附近的住戶，是否會受到電磁波影響？ 

3. 若有逾 10 支基地臺天線同時架在屋頂上，電磁波會很強嗎？

【基地建置 Q&A】

明確規範基地臺無論採單站或共站之方式設立，其發射之電波功率強度總值均須低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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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蜂巢式行動通信系統，是將服務區域分割成一塊塊小型地理區，各地理區分別由

一個基地臺服務，所以系統中間隔適當距離的其他基地臺可以重複使用相同的無線電頻

道。

每當蜂巢系統增加新基地臺時，每座基地臺所服務的區域面積就隨之縮減。基地臺與手

機運作的強度也會減低。因此在都市高密度地區，被劃分的服務區域面積愈小，電磁波傳輸

強度也就愈弱。

目前我國行動通信基地臺電磁波的管制標準，係參考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

（ICNIRP）所訂定的建議值。ICNIRP是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獨立研究組織，所訂標準十分嚴

謹，通行於全球，包括歐盟、紐西蘭、澳洲、日本等都予以採用。

環保署自96年起針對基地臺進行監測也發現，國內基地臺最大電磁波功率密度值約每平

方公分0.001毫瓦，遠低於ICNIRP的規範值，政府為了民眾安全，已實施嚴格的把關措施。

由於每一個基地臺有固定的服務範圍與通信容量，而人口稠密地區的手機用戶多、通信

量大，有人提議把全部基地臺搬離住宅區或搬到山邊、海邊就能解決抗爭問題，事實上是完

全錯誤的，基地臺離開人口稠密區，不僅會降低用戶通信品質，用戶手機也要發出更大強度

的電磁波，才能達到通信目的，當然偏遠地區也有架設基地臺而不是僅在都會地區，基地臺

的數量要夠多，才能維持低強度的電磁波與良好的通話品質。

4. 基地臺電磁波的強度是不是很強？

5. 基地臺電磁波的管制標準安全嗎？

6. 為什麼不把架設在都會地區的基地臺，全部移至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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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與基地臺雙向溝通模式，民眾使用手機，手機就會發出信號搜尋基地臺。如果基地

臺愈遠，手機就要發出更強的信號去搜尋，才能達到通話目的及維護通話品質。

基於對人體的安全性與通話品質的考量，行動通信業者約每300公尺到5公里就需要設置

一座基地臺。電磁波發射的強度就必須控制在維持通信品質需要的最低值。換句話說，基地

臺架設遍及都會與偏遠地區，才可維持良好的通話品質，電磁波發射強度也比較弱。

每當進入地下捷運或是隧道，民眾常發現自己的手機收不到信號，這是因為無線電通信

方式會受地形的影響。為了改善收訊，在隧道內會使用同時具有發射與接收訊息功能的「洩

漏電纜」，這是一種特製的電纜，使電波能量可從電纜缺口發射出來，以達到向外傳播和接

收外來無線電波的目的。目前洩漏電纜已廣泛運用到高鐵、臺鐵、隧道、車站等無線電通信

系統中，所以捷運隧道內仍收得到行動電話信號，乃因鋪設洩漏電纜改善訊號涵蓋之原因。

4G小細胞基地臺的電磁波強度與目前家中使用的無線網路分享器相差不大。其實只要保

持適當的距離，民眾接觸到的電磁波影響就微乎其微。

7. 基地臺架設為什麼要普及都會與偏遠地區？ 

8. 捷運隧道內為甚麼收得到手機訊號？
 

9. 未來設置 4G 小細胞基地臺，人體是否更容易接觸到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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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是行動通信基地臺架設的管理單位，已訂定一套完善的管理辦法。

行動通信基地臺在架設前，業者應申請架設許可，經審查合格後，始發給架設許可函。當架

設完成後，再經技術審驗合格，才正式發給電臺執照，並且在基地臺使用期間，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仍視實際需要，尤其對民眾最關心的電磁波強度，得進行不定期量測。希望透過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嚴格把關，能讓民眾對居住環境之基地臺電磁波更安心。

您可以打電話到0800-580-010(0800-我幫您量一量 )，申請免費量測服務，會有專人與

您聯繫、安排量測事宜。

10. 政府對設置行動通信基地臺的架設管理流程為何？ 

11. 我家隔壁就有基地臺，我擔心電磁波會不會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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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網址 內容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http://w w w.ncc.gov.tw/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及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

辦法等相關法規資料。

行動通信電磁波宣導專區

http://memf.ncc.gov.tw/
電磁波相關知識與統計資料。

環保署之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網

http://nonionized.epa.gov.tw/
非游離輻射管制以及非游離輻射與游離輻

射不同之相關資料。

基地臺電磁波知識服務網

http://w w w.emfsite.org.tw/ 
以淺顯易懂文字解釋行動通信基地臺與電

磁波相關專業知識。

行動通信業者之行動通信電臺服務資訊系

統

http://freqgis.ttida.org.tw/freqgisindex/

查詢各家行動通信業者之各縣市鄉鎮地區

各路段或重要地標等行動電話訊號涵蓋狀

況與訊號品質。

基地臺電磁波相關資料查詢 

若住家附近基地臺有電磁波疑慮，

可撥打量測專線 0800-580-010(0800- 我幫您量一量 )，

將有專人為您提供免費基地臺電磁波量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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