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報導

與電磁波和平共存
我們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時，也正在和電磁波朝夕相處。
學習如何與它和平共存，是現代人重要的生活課題。

■

蔡志明

如同人生活在空氣中看不見空氣一樣，人生活在充滿了電磁波的空間中，但也看不見可
見光以外的電磁波。電磁波並不局限在廣播電台、電視台、業餘無線電台、行動通訊基地
台、行動電話等所發出的無線電波，所有的電器用品包括電風扇、吹風機、微波爐等，只
要需要電力的電器都會放出電磁波，自然界也會發出電磁波如太陽光、閃電等。我們在享
受便利生活的同時，也正在和它朝夕相處。學習如何與電磁波和平共存，是現代人重要的
生活課題。

什麼是電磁波
電磁波是一種能量的形式，由電場與磁場交互作用所產生，以波的形式及光的速度輻射
傳遞。電磁輻射是傳遞能量的一種方式，所有物體若非在絕對溫度零度，都會釋出電磁波。
輻射依其效應可分為游離輻射、有熱效應的非游離輻射、無熱效應的非游離輻射 3 種。電磁
波頻率愈高，能量愈強，當能量高到足以改變物質化學結構時，稱為游離輻射，反之稱為非
游離輻射。
游離輻射是指頻率大於 3×1015 Hz 的電磁波，可以把電子從原子游離出來的輻射，而游
離的電子和離子的不穩定性會干擾正常的生物結構或化學反應。自德國物理學家侖琴在一百
多年前發現 X 光以來，已發現更多游離輻射並廣泛應用，例如 X 光照射、放射治療、核子醫
學檢查等。
游離輻射又分為微粒型和電磁波型。微粒型游離輻射包含 α 粒子、β 粒子、中子、質子；

電磁波游離輻射則沒有電荷也沒有質量，就像光一樣傳送，但波長更短、能量更高，包含 γ
射線和 X 射線。

電磁波並不局限於行動通訊基地台、行動電話等所發出的無線電波，
只要需要電力的電器都會放出電磁波，自然界也會發出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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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

輻射可分為游離輻射和非游離輻射

至於波長更長、能量較低的電磁波則

各種非游離輻射的常見來源

屬於非游離輻射，依頻率又可分為紫外線、
可見光、紅外線、微波、射頻、極低頻、
靜電場與靜磁場。非游離輻射電磁波的來

紫外線

陽光、殺菌燈

可見光

陽光、各種照明措施

紅外線

電暖器、火、陽光、人體

微波

無線網路、無線通訊、微波爐、雷達

射頻

電視、廣播、無線電

極低頻

家電用品、配電措施、輸配電纜

靜電磁場

直流電、磁鐵、地磁

源，常見的有廣播電臺、電視轉播站、手
機和基地台、無線網路等。極低頻電磁場
通常由各種電力、用電設備所產生，像是
變電所、輸配電線、配電變壓器、家電用
品。依頻率不同，低頻通常以磁通量密度
或磁場強度（毫高斯 mG）表示強度，高頻
則以電場強度或功率密度表示強度。

認識基地台

資料來源：環保署

基地台是用來接收和傳送無線電波的
設備，最初是指廣播電台的天線。因為行
動電話的普及和無線網路的興起，業者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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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架設能接收和傳送行動電話及無線網路

行動基地台 :

訊號的天線的基地台。廣播電台的發射功
率以 FM 調頻廣播的最大，是 30 KW，行

動電話基地台最大功率是 500 W。

避雷針
天線

行動電話基地台與手機發射的功率並
非定值，當手機收到來自基地台的訊號強

塔座

度良好時，手機發射功率就比較小；同樣

空調設備

地，基地台收到手機的訊號良好時，基地

機房設備

台發射功率也會調小。換言之，當訊號接
收不良，例如在室內、電梯或偏遠郊區，
手機和基地台的發射功率就必須調整到最
大，才能有良好的訊號接收品質。

行動基地台包括天線、塔座、機房設備等，大部分
的電磁波能量來自天線輻射的射頻訊號。

電磁波有多強
基地台與手機由天線發射出的電磁波
頻率，不論 2G、3G 或 4G 的站台，大約在
700 MHz ∼ 2.6 GHz，屬於非游離輻射的電
磁波。台灣規定基地台最大的有效發射功
率不得高於 500 W，而手機最大發射功率是

強度僅是原來的千分之一（ dB 值＝ 10 log10
）。當距
（ P ∕ P ），_ 30 ＝ 10 log （ 10 – 3）
0

10

離基地台由 1 公尺增加到 10 公尺時 ，由於

訊號功率密度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電磁

2 W（GSM 900），看似基地台的電磁波功

波強度會減弱為原訊號的十萬分之一 。若

率比手機高，其實很難下定論。

加上建築物的多重阻隔 ，電磁波強度更是

電磁波在自由空間的路徑損失是指在

大幅衰減 。

毫無阻礙物的情況下，訊號功率的強度會

把基地台與手機所發射的最大功率代

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以行動電話使用頻

入自由空間路徑損失計算，以 1,800 MHz

段 800 ∼ 2000 MHz 為例，在自由空間路徑
損失下，同樣距離，頻率越高，訊號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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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波 傳 遞 損 失 30 dB，代 表 電 波 的

的頻率來說，手機最大發射功率 2 W 在距

離 1 公尺處的電磁波，相當於基地台最大

的衰弱越多。

發射功率 500 W 在距離 13.6 公尺處的電磁

行動電話頻率在 1 公尺的自由空間路
徑損失

波。問題是一般情況下，基地台的發射天

科學發展

線距離民眾通常遠超過 13.6 公尺，而一般

頻率（GHz）

損失（dB）

手機的使用卻通常距離使用者小於 1 公尺，

0.7

29.3

甚至在通話時緊靠住耳朵，這時人體受到

0.9

31.5

電磁波的影響最大。

1.8

37.5

2.1

38.8

在通話中，因此不會持續受到電磁波影響，

2.6

40.7

而身處基地台附近的住戶 24 小時都會籠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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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持有手機並不代表 24 小時都

多數研究結果顯示，並無明顯的證據證明長期或短期暴露在臨界值以下的非游離
輻射環境，與造成腫瘤或癌症有直接關係。

在電磁波的威脅下。但事實上，手機只要
開機，無論是否通話，都會一直跟基地台
保持聯繫，因此會不斷發出電磁波。

電磁波功率密度限制
生活中的各種電磁波是否對人體有
害？電磁波對生物的影響很複雜，不同強
度和頻率的電磁波對人體的影響程度也互
異。一般來說，人體是很差的非游離電磁
波接收體，多數電磁波能量會穿越人體而
去。各頻段設備產生的非游離輻射值各有
不同，多數國家所訂定的規範大多依循國

手機只要開機，無論是否通話，都會不斷發出電磁
波。（圖片來源：種子發）

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協會在 1998 年所訂定的
電場、磁場和電磁場暴露準則。

兒童癌症、成人癌症、憂鬱症、自殺、免

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協會非游離輻射
建議值

疫系統疾病等相關性，降低暴露的健康效
益並不明確。
多數研究結果顯示，並無明顯的證據

頻段（f）

建議值

50∕60 Hz

1,000 mG

1 ∼400 MHz

0.2 mW∕cm

400 ∼2,000 MHz

f ∕2,000 mW∕cm

係。WHO 在 2006 年 5 月 發 表 的 304 號 報

2,000 ∼300,000 MHz

1 mW∕cm2

告中指出，基地台和無線網路的訊號暴露

證明長期或短期暴露在臨界值以下的非游
2

離輻射環境，與造成腫瘤或癌症有直接關
2

值很低，造成人體溫度上升的情況微乎其
1996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開始

國際電磁波計畫，評估 300 GHz 以下電磁
波對健康的影響。根據國際電磁場研究計
畫的研究成果，WHO 在第 322 號文件中指

微，不致影響健康。
國際癌症研究署在 2002 年發表人類致

癌風險評量，把電磁波歸為第 2 級 B 類致
癌物，這類致癌物還有黃樟素、四氯化碳、

出，短期暴露於高強度極低頻電磁場造成

汽油引擎廢氣等。長期暴露在非游離輻射

的健康危害已獲科學證實，為保護勞工與

電磁波臨界值以下的環境，已確認會有熱

一般大眾，政策制定者應採用國際所通用

效應影響如體溫升高，但一般手機、基地

的暴露限值。至於長期效應，低強度極低

台和無線網路的電磁波造成人體溫度的上

頻電磁場暴露對健康的影響很有限，像是

升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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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體尺寸模型並填充與人腦組織接近的材料特性
的液體來執行量測

資料來源：SARVALUES
www.nearﬁeld.org
特定吸收比率量測方式（圖片來源：www.nearﬁeld.org）

因此，在評估鄰近人體的電磁波影響
時，是以特定吸收比率（speciﬁc absorption
rate, SAR）做為人體吸收無線電波能量所

害？在該署公布的 1 級致癌物中，放射性

物質已廣泛應用在醫療設施如 X 光片；第
2 級致癌物的汽油引擎廢氣，人每天走在馬

產生溫度變化的測量標準，SAR 的單位表

路上都會吸入；至於第 3 級致癌物所包括

示是每公斤的瓦特數（Watt∕kg）。人體附

的咖啡因和食用色素，更是涵蓋多數食物。

近所使用的行動電話，其最大 SAR 值不得

種種證據顯示，電磁波雖是有害物質，但

超過 2 Watt∕kg（10 公克組織平均值），或

不需過於緊張，只要避免長時間待在危險

美國及其他國家的 1.6 Watt∕kg（1 公克組

環境中，妥適使用以減少電磁波的影響，

織平均值）。

仍然可以和電磁波和平共存。

學習與電磁波相處
要完全避免電磁波，就是什麼電器用
品都不要用，這對現代人來說太困難了。
既然國際癌症研究署把電磁波歸類為
2B 級致癌物，是否證明電磁波對人體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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