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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行動通信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一一一一、、、、認認認認識電磁波識電磁波識電磁波識電磁波 

（（（（一一一一））））多樣多樣多樣多樣貌貌貌貌且無所不在的且無所不在的且無所不在的且無所不在的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 

電磁波亦稱電波，充斥於宇宙之間，在人類誕生在地球之前，就已經

存在於大自然當中，其實，地球本身就是個大電磁場（如下圖）。 

電磁波如同自然界的許多事物一樣，有不同的特質及呈現樣貌。例

如：大氣層中水氣凝結的雲層，因摩擦而產生的閃電雷擊，會產生電磁波；

太陽因氫氣的燃燒而產生的光，也是一種電磁波；太空中到處亂射的宇宙

射線，也是電磁波；種類繁多，不勝枚舉。但人類眼睛對於電磁波的感知

範圍卻有其限度，僅能看見紅光至紫光（頻率範圍約為 286,000GHz 至

962,000GHz）的色彩，並非所有電磁波都看得見。 

（（（（二二二二））））電電電電磁磁磁磁波廣泛被運用在各個領域波廣泛被運用在各個領域波廣泛被運用在各個領域波廣泛被運用在各個領域 

1895 年，義大利的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開創了無線電通信

的新紀元，視為人類運用電磁波的始祖。現代生活當中，舉凡無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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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廣播、行動通信、氣象衛星、衛星定位系統（GPS）、智慧型運輸系統

（ITS）、微波爐、X 光機、雷射筆、光碟機……等，都必須運用到不同頻率

的電磁波，提供生活的便利，推動各類工商業活動，可見電磁波在科技生

活中，已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三三三三））））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之之之之生理效應生理效應生理效應生理效應 

電磁波根據其對生物細胞產生的效應，可分為游離輻射電磁波及非游

離輻射電磁波兩大類。 

 

 

 

 

 

 

 

 

依上圖顯示，無線電波（108Hz）以下的低頻率電磁波，無熱能效應

產生，不會使生物細胞產生溫度變化；微波頻率的電磁波對於細胞會產生

微小的溫度變化；到了更高頻率的紅外線光頻段會有熱能效應，對於細胞

會產生較明顯的溫度變化。以上電磁波頻段，均屬不會破壞生物細胞分子

的非游離輻射電磁波。至於更高頻率（1016Hz）的紫外線、X 光、γ（gamma）

射線或宇宙射線等電磁波，屬於游離輻射電磁波頻段，會破壞生物細胞的

分子結構，對生物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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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波頻譜與生物細胞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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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基地臺基地臺基地臺基地臺 

（（（（一一一一））））行動行動行動行動通通通通信信信信的的的的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如同如同如同如同傳聲筒傳聲筒傳聲筒傳聲筒 

當兩個人各拿一個傳聲筒，然後把中間的線拉緊，說話的聲波能量就

會透過線的震動傳到對方，因此雙方可以達成通話的目的；行動電話傳遞

聲音的方式和傳聲筒類似，差別在於，手機將聲音訊號轉換成電磁波，發

射到基地臺，再藉由基地臺，透過電信線路及行動交換中心，構成一完整

通信鏈路。 

 

 

 

 

 

 

 

（（（（二二二二））））基地臺基地臺基地臺基地臺的的的的佈建佈建佈建佈建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如同如同如同如同蜂巢蜂巢蜂巢蜂巢 

電磁波雖然無所不在，但適合用於行動通信的電磁波頻段卻很有限，

尤其，當某一適用的電磁波頻段經使用後，在其有效服務範圍內，其他人

就不可以再使用，否則會產生干擾，因此電磁波是相當稀有的資源；此外，

每個電磁波頻段，可以服務的人數是有限的，為有效利用稀有資源，基地

臺通常採取較小的發射功率，讓其服務範圍縮小，以方便相同的電磁波頻

段，在距離這個基地臺較遠的地方，可以重複使用，以服務更多的人。 

行動通信與傳聲筒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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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行動通信為有效使用電磁波資源及提高使用效率，必須控制基

地臺電磁波發射能量，使每個基地臺的服務範圍，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再

由多個基地臺構成行動通信網路系統，由於基地臺服務範圍彼此相鄰緊

靠，就好像身體細胞或是蜜蜂窩一般，故稱為細胞（Cell）或蜂巢。 

 

 

 

 

 

 

 

（（（（三三三三））））基地臺基地臺基地臺基地臺與與與與廣播電臺廣播電臺廣播電臺廣播電臺、、、、電視電臺電視電臺電視電臺電視電臺的的的的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廣播或電視電臺有如演講臺，向大面積區域內發射電磁波，民眾僅能

收視、聽節目，無法與播報員作即時溝通互動。行動通信係藉由基地臺發

射或接收電磁波，提供雙向溝通管道，讓人可以有如面對面的交談，因此

需考量較高的服務品質，要有完整適當的電磁波涵蓋範圍。所以，行動通

信的建設方式就不可以像廣播電臺或電視電臺建設一般，只蓋幾個站臺就

提供服務。 

 

 

      

行動通信於細胞間重複使用 A〜D 的不同頻率 

無線廣播電臺發射訊號，收音機只能作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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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基地臺電磁波發射特性基地臺電磁波發射特性基地臺電磁波發射特性基地臺電磁波發射特性 

 

 

 

 

基地臺電磁波輻射，具有如同燈塔照明的陰影效應，亦即照明的亮

度，在燈塔的正前方最強，在正下方最弱。換言之，基地臺若設於頂樓，

其正下方的人，最不受電波的影響。 

此外，基地臺天線的電磁波輻射強度，隨著距離的增加，而快速衰減

（在自由空間中，輻射強度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一般地面環境由於受到

遮蔽物的阻礙，輻射強度隨距離的增加，衰減程度更快）。因此，只要與

基地臺天線維持適當的距離，就不必擔心受到電磁波輻射的影響。 

（（（（五五五五））））基地臺電磁波發射強度基地臺電磁波發射強度基地臺電磁波發射強度基地臺電磁波發射強度釋疑釋疑釋疑釋疑 

1. 我國基地臺我國基地臺我國基地臺我國基地臺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的的的的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行政院環保署參考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ICNIRP）一般民眾電

磁場建議值，於 90 年 1 月 12 日公告「非職業場所之一般民眾於環境中暴

露各頻段非游離輻射之建議值」，對行動通信基地臺產生之電磁波，分別

訂定建議值。本會依環保署之建議值，制訂國內行動通信業務基地臺電磁

波功率密度上限值如下： 

基地臺電磁波的燈塔陰影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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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名稱業務名稱業務名稱業務名稱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頻段頻段頻段頻段 
功率密度功率密度功率密度功率密度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mW/cm²）））） 

功率密度功率密度功率密度功率密度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W/m²）））） 

行動寬頻 700MHz 0.35mW/cm² 3.5W/m² 

行動電話（2G）、行動寬頻 900MHz 0.45mW/cm² 4.5W/m² 

行動電話（2G）、行動寬頻 1800MHz 0.9mW/cm² 9W/m² 

1900MHz 數位式 
低功率無線電話（PHS） 

1900MHz 0.95mW/cm² 9.5W/m² 

第三代行動通信（3G） 800MHz 0.4mW/cm² 4W/m² 

第三代行動通信（3G） 2000MHz 1.0mW/cm² 10W/m² 

無線寬頻接取（WBA） 2500MHz 1.0mW/cm² 10W/m² 

2. 量量量量測測測測案例案例案例案例的的的的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於 98 年 9 月 2 日及 10 月 29 日，分別赴臺北

縣新店市國校路，以及臺北市士林區故宮路，實地量測 2G 業務基地臺電

磁波的電場強度及電磁波功率密度。 

新店市的案例係於屋頂上量測，距離約 8m 至 12m 處，量測值約為

建議值的千分之 1.09；士林區的案例係於基地臺周遭量測，距離約 20m

至 35m 處，量測值約為建議值的千分之 2.91。 

另環保署自 86 年起，亦針對全臺行動電話基地臺電磁場進行監測，

已完成北部、中部、南部及東部行動電話基地臺，總計 447 站的電磁波功

率密度，量測最大值為 0.04764mW/cm²，明顯低於該署公告之行動電話

1800MHz 頻段建議值（0.9mW/cm²）。 

環保署歷年的量測結果，民眾可透過該署網站查詢，網址如下：

http://ivy1.epa.gov.tw/nonionized_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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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當適當適當適當的的的的量度量度量度量度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偶有民間組織以 μW/m²為單位，來表示或量測行動通信業務電磁波

功率密度，此一單位（μW/m²）與國家標準使用的單位（mW/cm²），有

極大的差距，因為用 μW/m²量測電磁波功率密度，經過單位換算之後，

量測值將被放大 1 千萬倍（單位越小，顯示值越大，如 1【mW】＝1,000

【μW】），這就好比用 1 公克為單位，來表示體重 5 公噸的大象，將記成

5,000,000 公克，換言之，量測值須乘上 1 百萬倍（5 公噸＝5,000 公斤＝

5,000,000 公克）。 

 

 

 

 

 

 

 

 

 

由於使用單位越小，數值越大的結果，使得一般民眾容易心生恐懼，

因此，量測行動通信電磁波功率密度，必須使用國際通用的單位，才能獲

取正確的功率密度資訊，以避免民眾無謂的困擾。 

不同的量測基準，產生不同的量測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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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認識認識認識認識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一一一一））））手機離基地臺遠近與發射能量的關係手機離基地臺遠近與發射能量的關係手機離基地臺遠近與發射能量的關係手機離基地臺遠近與發射能量的關係 

兩個人互相丟擲棒球時，如果投接球的雙方站得近，傳球時不必太用

力，就可以把球投到對方手套；如果距離越拉越遠，就逐漸要使出較大的

力氣，才能將球傳到對方手套；當雙方的距離太遠了，超過能力所及範圍，

此時，就算用盡了力氣，都無法把球傳到對方。 

兩個人說話也是一樣，如果兩人靠得近，交談的音量不必太大，就可

以清楚聽到聲音；如果離得遠，就必須大聲說話，對方才可以聽得到聲音；

當距離更遠時，就算用盡全力，對方還是聽不到聲音。 

行動通信是靠電磁波能量，在手機與基地臺間相互傳遞訊號，基地臺

較密集，基地臺和手機就像投接球或對談的雙方，因為距離近，兩邊發射

電磁波的能量就可以降得很低，相反地，一旦基地臺減少，因為基地臺和

手機距離變遠了，手機與基地臺之間的溝通，反而必須提高電磁波發射的

能量。 

（（（（二二二二））））手機手機手機手機電磁波強度的規範值電磁波強度的規範值電磁波強度的規範值電磁波強度的規範值（（（（SAR）））） 

民眾對於電磁波有許多疑慮，除基地臺電磁波外，手機電磁波也是經

常被提及與討論的對象，但常常與基地臺電磁波混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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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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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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係採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4959 於時變電場、磁場及電磁

場曝露之限制值（即 300GHz 以下，SAR 值最大不得超過 2.0W/kg），訂

定手機審驗技術規範之 SAR 值，此國家標準係參照歐盟等先進國家皆採用

的 ICNIRP 標準訂定。 

SAR 值量測程序則採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4958-1 及相對應 IEC 

62209-1、IEEE Std 1528 等相對應國際標準，必須在實驗室以精密設備，

運用準確電腦控制系統，經過複雜計算，方能得到，其檢測架構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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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與生活與生活與生活與生活 

（（（（一一一一））））手機手機手機手機與與與與基地臺基地臺基地臺基地臺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當你與他人使用手機通話時，手機將你的聲音訊號轉換成電磁波，發

射到基地臺，基地臺將訊號透過行動通信網路，傳送到最接近對方手機的

基地臺，再由該基地臺將訊號發射到對方手機達成通信目的；反向也是如

此，以使雙方可以通信。 

如果沒有基地臺，手機發射的訊號就沒有辦法處理，這像投接棒球一

樣，當你將球投出去，可是卻沒有人在接球，那麼球就會飛走，不可能再

回到你的手套裡。 

（（（（二二二二））））基地臺是基地臺是基地臺是基地臺是緊急事故緊急事故緊急事故緊急事故發生發生發生發生時的時的時的時的好幫手好幫手好幫手好幫手 

曾有登山客不小心掉落到山崖，幸好有基地臺提供服務，因此可以靠

行動電話求救脫困。由於手機與基地臺之間的通信是雙向的，因此，只要

手機處於有電且為開機狀態，則可以藉由基地臺對手機用戶進行定位，雖

然誤差有一兩百公尺，但已能有效地提供追蹤協尋的功能。 

當民眾的手機用戶識別卡（SIM 卡）遺失了或損壞了，或者因忘記繳

交月租費或通信費，造成暫時無法撥打電話，但是又遇到緊急狀況，這時

候只要手機仍有電力，並且位於任一行動通信業者基地臺訊號涵蓋範圍

內，民眾就可以撥打「112」（再按 0 接通 110，或再按 9 接通 119）對外

求援。 



 

 11

（（（（三三三三））））兒童與青少年使用手機兒童與青少年使用手機兒童與青少年使用手機兒童與青少年使用手機的的的的小撇步小撇步小撇步小撇步 

目前雖尚未有明確之研究足以證實使用行動電話對兒童與青少年腦

部發展有無直接影響，不過，基於兒童與青少年正處於發育階段，以及避

免浪費時間於行動通訊上，故建議兒童與青少年使用行動電話必須注意下

列事項： 

1. 行動電話建議用於緊急需要之時，並盡量縮短通話時間或以簡訊代替。 

2. 行動電話不應用於遊戲或上網。 

3. 通訊不良時，避免使用。 

4. 睡前建議關機。 

5. 回家後，儘量使用家中有線電話。 

（（（（四四四四））））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SAR 值值值值的的的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本會規定自 99 年 7 月 23 日以後，審驗合格之手機應於手機本體、

外包裝及使用說明書上皆標示：「減少電磁波影響，請妥適使用」警語及

「SAR 標準值 2.0W/kg；送測產品實測值為：○○W/kg」。 

另本會為滿足民眾知的權利，已將經本會型式認證合格之手機相關資

料，置於本會網站（http://www.ncc.gov.tw/chinese/index.aspx）之便捷貿

e 網線上作業系統，消費者可透過下列步驟，查詢廠牌、型號、SAR 值、

外觀照片與型式認證號碼等資料： 

1.  本會首頁「民眾服務」＞「為民服務」＞「審驗合格清單」＞「審驗

合格資料查詢（含最新及歷史資料）」（進入便捷貿 e 網線上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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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便捷貿 e 網線上作業系統之左方）「資料查詢」＞「型式認證資料

查詢」＞輸入「型式認證號碼」、「廠牌」或「型號」等查詢條件及「確

認碼」後，按下查詢按鈕，即可查詢相關資料。 

（（（（五五五五））））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行動通信與與與與現代社會的現代社會的現代社會的現代社會的和諧共存和諧共存和諧共存和諧共存 

人與人之間需要通信（例如面對面說話、手語溝通、書信往來、透過

有線電信網路通話及收發 email 等），但是又希望享有不受羈絆的自由，

這是一種天性。猶如大家耳熟能詳的廣告所言之「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行動通信正是為滿足人類這種天性需求所發展出來的科技，因此能在短短

十餘年間便席捲全球，造成人手一機甚或多機的盛況。 

未來，只要人類希望享有無拘無束的通信服務，就必須仰賴完善的無

線通信基礎網路設施。因此，持續設置行動通信基地臺，將是不可避免的。

為能使科技與社會和諧共存，民眾有權也需要瞭解基地臺與電磁波的真

相，而這也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撰這本手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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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單位之中英文對照單位之中英文對照單位之中英文對照單位之中英文對照 

英文單位英文單位英文單位英文單位 中文單位中文單位中文單位中文單位 

W（watt） 瓦（瓦特） 

W/m² 瓦/平方公尺 

mW（milliwatt） 毫瓦 

mW/cm² 毫瓦/平方公分 

μW（microwatt） 微瓦 

μW/m² 微瓦/平方公尺 

W/kg 瓦/公斤 

Hz（Hertz） 赫（赫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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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單位之換算單位之換算單位之換算單位之換算 

1W/m²＝1,000mW/m2＝1,000,000μW/m² 

1mW/cm²＝10W/m²＝10,000,000μW/m² 

1ton＝1,000kg＝1,000*1,000g＝1,000,000g 

1GHz＝10⁹Hz，1MHz＝10⁶Hz，1kHz＝10³Hz 

註： 

G（giga）＝1,000,000,000＝10⁹ 

M（mega）＝1,000,000＝10⁶ 

k（kilo）＝1,000＝10³ 

m（milli）＝0.001＝10¯³ 

μ（micro）＝0.000001＝10¯⁶ 

 

如對行動通信電磁波有疑慮，請撥 0800-580-010 免付費電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供免費量測服務及解答。 

 

若您要進一步暸解電磁波，請參考相關網站：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http://www.ncc.gov.tw） 

�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http://www.bhp.doh.gov.tw） 

� 環保署非游離輻射管制網（http://ivy1.epa.gov.tw/nonionized_net） 

� 基地臺電磁波知識服務網（http://www.emfsite.org.tw） 

� 行動通信電磁波宣導專區（http://211.79.138.107/wh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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