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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地台抗爭活動早在民國 89 年就已發生，管理機關從過去電信總局到今日

的通訊傳播委員會，經過十多年問題依舊，根本原因在於基地台電磁波所形成的

問題在於風險，因此管理機關強以實害發生為判斷準據才有行政作為的話，問題

永遠不能解決。本文一開始即對世界主流採用的環境電磁波標準提出質疑，以及

其標準制訂的關鍵人物-國際電磁場計畫主持人，介紹其作為。接著介紹過去鮮

為被討論的科學上非主流觀點，瞭解環境電磁波標準的制訂是證據權衡法的產物，

並非所有的研究結果都指向電磁波毫無生物效應。主管機關雖對基地台雖有所管

制，民眾基於風險認知仍造成主管機關溝通的困境。民眾參與基地台的設置本為

民主的一環，事實上因為個人與基地台相對位置的不同，並非人人都有相同的風

險，本文亦將介紹如何以科學方式定性適格利害關係人。民眾面對設置基地台電

信業者的無助，實質的原因在於知的權利被壓抑，本文將以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基

本精神，試著解開這種壓抑。民眾在有所知之後，過去的受侵害感不再只是感覺

而是清晰的數據，基於電信業者為電磁污染的生產者，就現有標準而言，雖未造

成民眾生理的傷害，因心理層面引發的恐慌及財產價值減損，對照過去公害回饋

的往例，基地台應有適用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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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電磁場早在數千年前就已經為人類所知悉，例如指南針即是利用微小的磁鐵

來感應地球的磁場而得知方向，這是靜態的電磁場。動態的電磁場 - 射頻電磁

波，從宇宙誕生就一直存在，太陽光就是一個生物不可或缺的電磁波源。直到

1864 年 Maxwell 方程式發表後人類才開始能夠進一步了解電磁波的奧妙，於是

這個看不見的學問終於被解開而且大量的為人類所利用，而 1879 年 Hertz 的實

驗，首次人類能以人為方式產生電磁波，19 世紀末 Marconi 展現無線通訊傳播，

其後廣播、電視、雷達等的蓬勃發展，人類才廣泛使用電磁波的頻譜資源，沒有

電磁波，不可能有今日蓬勃的資通訊產業。人類關於電的應用，在電力方面，從

過去的低電壓傳輸能量到高壓傳輸以減少損耗，在無線通訊方面從無線電發話、

收音機、電報、廣播電台到今日的行動電話，不僅是公眾的電力設施或通信基地

台可能與我們生活有關，家中一切的裝置或機器，只要是需要電力的或多或少都

會發出電磁場，有的是非蓄意，例如吹風機或電視機，有的則是蓄意，例如微波

爐或網路基地台或手機，電磁場可以說與人民生活已經到了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甚至現在有人出門不帶手機就會有緊張的念頭。這個在過去為人類帶來極大便利

的發現到今天仍然持續著帶來生活上的便利。但過去在沒有手機的時代同樣也有

廣播電台架設，並不為民眾所嫌惡，不過隨著人民智識的提高，對於科技的產物

越來越存有著一份敬畏，因為老祖宗曾告訴我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將老祖宗

的這句話應用在這項科技上的話就是：電磁場可以帶來方便也可能帶來傷害。 

 

當看到旁人在用手指撥動螢幕的同時，似乎感覺科帶真是帶給人們便利，幾

乎在台灣都會區的任何地方只有有一支智慧手機或能行動上網的裝置，儘管現行

的傳輸速度還不快，至少都可以上網獲得資訊，人與人的距離，人獲得資訊的速

度，都遠比以前近且快。但是我們一般不會去想到，這些無線訊號是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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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在享受科技的同時，有一群少數事實上在默默承受著，他們就是基地台周

遭的住戶，尤其是打開窗戶就會直視到這個令人懼怕的嫌惡設施的住戶們，基地

台的存在不僅造成他們心理上的負擔，對於他們住家的價值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

響。 

 

第一項 、基地台抗爭與政府的態度 

 

根據基地台的管理單位通訊傳播委員會傳會（下稱通傳會或 NCC）的統計，

過去三年基地台陳情事件大約都在 1300 件以上1，在過去可能更多，因近年來通

傳會有共站共構措施，使基地台的設置位置減少。台灣的基地台抗爭事件源於何

時實際上並不清楚，筆者於民國 89 年 4 月任職於交通部的中華電信研究所時，

第一次接獲當時電信總局委派出任務到高雄大寮進行電磁波量測，這時間點大概

就是台灣基地台抗爭起點，同時這也是筆者到全台各地進行電磁波量測的起點，

這項工作執行約 5 年。於測試的過程中往往有電信業者基地台架設的屋主以及周

圍的鄰人在側，實際見證當時三者協調的過程。筆者從過去個人見證數百位當事

人的焦慮及苦痛，觀察到政府對此事件似乎已有定見，處理的態度於是消極閃躲，

以至於問題依舊存在。 

通傳會對於基地台的態度，外部上，可以從通傳會的對外文宣上看得出來，

例如通傳會網站的電磁波專區問題集就記載，問題 Q：「基地台附近的住戶，是

否會受到電磁波影響？」回答 A：「當然不會，因為基地台包括天線及設備主體，

天線所發射之電磁波均符合安全標準，非屬環境之污染，設備主體本身也沒有電

磁波效應，所以您不必有受電磁波影響的疑慮」，還不忘強調電磁波是民眾隱形

的好鄰居。NCC 對於民眾電磁波影響的疑慮，內部裡，可以從民國 98 年以前，

仍為訴願機關時予以觀察，茲舉一典型的訴願決定2。訴願人當時因基地台設置

其家15公尺附近，以至於房屋無法出售而有經濟上的損失且又有安全上的疑慮，

                                                 
1通傳會網站的基地台陳情統計表顯示，98 年為 1445 件，99 年為 1385 件，100 年為 1494 件。 
2通傳訴決字第 097002772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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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通傳會提出拆台或移台的請求，通傳會認為無違反相關電信監理法規之情形而

不予同意，民眾於是再向通傳會提出訴願。首先通傳會以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

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58 條第 1 項明定，基地台天線

水平方向正前方 15 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建築物，認定其規範目的在於

避免基地台所發射電磁波可能影響該範圍內之居民，如有違反該規定之情形而原

處分機關仍核發電台執照時，該等居民即得以利害關係人身分提起訴願。其實，

以前只有基地台建設的該大樓住戶可以提出訴願，後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

釋理由書之保護規範理論3認定基地台周圍15公尺內的居民具備法律上的訴訟權

能，早先通傳會是根本不受理民眾的訴願，其理由就是不承認基地台周圍的居民

具備法律上的訴訟權能，要不然就是認為民眾已經超過法律上可提出訴願的期間

而以程序問題不受理。本案訴願人之房屋剛好為在以基地台為中心的 15 公尺交

界處，通傳會認定其為適格之訴願人，但訴願人曾表達各家業者之天線正前方均

不約而同避開本大樓，依照法規，基地台永遠不會被拆除。通傳會反而以訴願人

都承認各家業者之天線已經轉向而避開建築物在「天線正前方」，故認定本案核

發系爭基地台電台執照完全合法。本案是一個典型人民請求基地台拆台的例子，

大部分的人可能會懷疑基地台設立的合法性，而本文關注者在於這樣的規定合理

否？上述案例，關鍵在於「天線正前方 15 公尺內」，然而這樣的規定是不是真得

要保護人民？筆者曾親自寫信詢問通傳會該條文之立法理由根據，答覆如下4：

                                                 
3法律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

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

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

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

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而受損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 
4本會係依行政院環保署參照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ICNIRP)對電磁波功率密度曝露建議值

所公告的「非游離輻射環境建議值」，納入行動電話業務所屬頻段（900 兆赫為 0.45 毫瓦/平方公

分，1800 兆赫為 0.9 毫瓦/平方公分，2000 兆赫以上為毫瓦/平方公分）相關技術規範；經查世界

電信先進國家（諸如美國、歐盟、日、韓等）皆採用相同建議值為其行動通信基地臺發射標準限

值。二、另依行政院環保署引述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電磁場計畫資料，一般來說，在一些架設在屋

頂的天線 2 - 5 公尺範圍（hot zone）內，以柵欄即可阻隔人們進入射頻場強可能超過曝露限制值

的區域。由於天線將能量朝外發射，而其背面、上方或下方的輻射並不大，天線架設的建築物內

部或各面側牆的射頻能量準位一般是很低的（引自

http://ivy1.epa.gov.tw/nonionized_net/EME/who/%E8%A1%8C%E5%8B%95%E9%9B%BB%E8%A9%B1

%E5%8F%8A%E5%85%B6%E5%9F%BA%E5%9C%B0%E8%87%BA.htm）。三、世界衛生組織（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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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基地台電磁波管理部分，…六、綜上，本會參閱國際組織文件及相鄰

國家作法，基於風險管理的概念，訂定更嚴苛的電磁波防護標準，爰要求基地台

天線水平方向正前方 15 公尺（約一般馬路寬度）內不得有高於天線的合法建築

物。七、台端對…致謝忱。」一般人對於通傳會答覆的第一到第五點，似乎以為

15 公尺遠遠大於 2-5 公尺的熱區(hot zone)範圍，更別說日本總務省，要求

900MHz/0.51m 以內，2.1GHz/0.6m 以內，不得有人。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樣的

範圍是指人類已經處於危險的狀態，且基地台發射功率依環境或人口或頻帶範圍

會有不同，因此不能解釋，特別是科學上的解釋，15 公尺是一個永遠安全距離，

熱區之外的第 6 公尺是否必然安全無虞，更令人疑惑的是我國規範的 15 公尺只

是「約一般馬路寬度」，如果說這就是科學根據5，不免令人難以信服。 

NCC 訴願會組成本身並非只是具有法律背景的委員，其中亦不乏理工背景

學者，電信業者要將天線轉個向而不影響實質涵蓋範圍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此一

來即可輕易避開法規正前方 15 公尺不得有合法建築物的限制。因此，所謂的 15

公尺根本只是假性保護，更重要的，即使建築物不在天線正前方，依據基地台單

一天線大致 120 度扇形的輻射場型，其實非完全正向建築物所受到的電磁波只是

小了一些，具備電磁波理論的專業人士也包括 NCC 的專家，應該瞭解天線與建

築物之間是否正向並非完全關鍵，甚至 15 公尺內非正向的居民承受的電磁波未

必比 15 公尺外正向的居民來得小。依照 NCC 規範，基地台天線允許最大發射之

                                                                                                                                            
於 2006年 5月第 304號事實說明（Fact Sheet ＃304），不僅維持過去表示“低於 ICNIRP（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Protection, ICNIRP；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認定標準值

以下之電磁波，並無證據證明有害人體健康”之一貫立場。更確切指出，過去 15 年間，透過細

心規劃和執行之科學研究，甚至在基地臺和無線網路所能產生電磁波強度遠超過情形下，於動物

實驗研究中，亦未證明增加罹癌之風險（引自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04/en/index.html）。 四、日本總務省自 1997 年起，由其

成立之委員會，以 10 年時間，花費 9,700 萬美元，就電磁波（場）對生物影響進行研究（包含

流行病學、細胞生物效應、癌症效應…等 10 大課題），並於 2007 年 7 月 6 日公告研究總結指出：

「本委員會未能找出強而有力之證據證明電磁波（包括無線電磁波非熱效應在內）會對人體有健

康影響。」（引自 http://www.tele.soumu.go.jp/j/ele/body/comm/index.htm#no02） 五、查日本總務省，

要求行動電話基地臺，於天線指向方向一定距離內，一般人禁止進入(諸如，900MHz/0.51m 以內；

2.1GHz/0.6m 以內)。 
5彭心儀，論無線通訊基地台之資訊公開 (上) (下)—兼評英國行政法院 Sitefinder 案判決，月旦法

學雜誌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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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RP 大致 57dBm，在此規範下以最大 EIRP 發射時，依照理論計算值，不論任

何頻段只要離天線 3 公尺外，電磁波功率密度均符合行動通信電磁波功率密度安

全規範參考值。林庭輝等6研究指出，「電磁波由基地台天線發射後，在空中傳遞

若不受到任何阻擋會以直射波方式傳播，依據電磁波傳播理論，傳遞能量隨距離

平方成反比衰減。但實際電磁波傳播時，因受到地形、其他雜訊、建築物、樹木

等障礙物的影響而產生如穿透、吸收、反射、繞射等不同效應。所以手機所接收

到基地台傳來的訊號，大多是許多由不同方向的電磁波經過反射、繞射等影響所

組合而成的訊號，所以實際訊號傳播衰減速度遠高於直射波衰減的速度。…經多

次量測取其平均值，電磁波強度隨離基地台發射天線距離的增加，實際上約以距

離的四次方的速度衰減。」然而，根據林庭輝等研究顯示（圖一）7，電磁波強

度明顯衰減大約發生在 50 公尺之後，在近距離的情況，遠處強度甚至大於近處，

也就是呈現電磁場近距離之下並不遵循電磁波傳播理論，實際訊號傳播衰減速度

只對遠處的居民適用，也就是圖一大約 250 公尺之後才開始以距離的四次方的速

度衰減，這數據顯示基地台近距離周圍的場量所謂「基地台天線水平方向正前方

15 公尺」，看不出有科學證據的支持。 

 

圖一、基地台發射電磁波強度與距離之關係 

                                                 
6林庭輝、廖宏祥、許恒圓，行動通信基地臺電磁波強度探討，電工通訊，民 95.09，頁 28-33。 
7取自簡強義，行動通訊業務基地臺抗爭之研究－以臺灣南部地區為例，屏東科技大學高階經營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09，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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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9 年 12 月 28 日通傳會研擬專法管制基地台，訂定「行動通信網路業務

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將原有散落在多個管理規則的相同條文併入到一新

法。不過，文字內容皆與原法相同，這個不合宜的「天線正前方 15 公尺內」仍

出現在新法之中。由此觀之，通傳會並不認為這樣的規定有何不妥，於是不管怎

麼做都不可能讓通傳會做出基地台建設對某部分人存在有害的決定，反而通傳會

比較關心人民認知的方式，就是要求業者將基地台天線做美化工程，以遮掩解決

視覺上的問題，至少基地台看不見，電磁波也無色無味，問題就會減少。目前，

市區的許多天線都用廣告看板或水塔或花草遮掩起來，基地台看起來真的越來越

少，電信業者從外部遮掩進化到乾脆把天線設在室內，直接躲避民眾，違法在所

不惜8，就現有法規及通傳會的態度，基地台的爭議沒有減少的可能。  

 

第二項 、電磁波與天線的外部特性 

 

一般而言，被歸類為鄰避設施者，其設施所產生的效益為廣大的地區的使用

者共享，但其所產生的負外部性卻由設施附近的民眾負擔，而在補償措施或回饋

制度不健全的地區，更凸顯出其不公平性。在鄰避設施的選址上，不少的抗爭案

例皆顯示政府僅以成本效益的功利主義原則考量，訴諸一致的科學標準來正當化

其位置選定過程，以為僅犧牲少數人應能帶給社會最大的利益，但其著眼於功利

主義的觀點並無助於科技與環境衝突及少數弱勢之福祉，鄰避設施設置在少數民

族或弱勢團體的家園，是一種將成本外部化的作法，亦可降低交易成本（或協商

成本）的手段，但此種作法卻忽略了環境正義的原則9，垃圾掩埋場就是一個例

子。基地台的設置選址與此非常類似，業者評估技術上最有效率、成本上最低的

方便地址以密集的住宅區屋頂最為恰當，又有政府相應的鼓勵型電信政策及一致

化的科學標準為後盾，無疑正當化電信業者的作為。 

                                                 
8見本文第五章第四節第三款。 
9李永展等，（1997），〈臺北市鄰避型公共設施更新之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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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台的電磁波發射基本上像是發散出的光束，在一定高度下，天線微微的

朝下，向遠方發射，可以想見一定的區域之下都在這光束的照耀之下，位於天線

正下方的光並非直射而來，於是強度較低。因此，若基地台設在收租金的房東屋

頂，房東的居住空間反而不必擔心電磁波過強的問題，從而沒有收到任何租金利

益的鄰人就更加不滿。基地台的良好通訊品質的好處為大家共享，尤其房東又是

最大收益者，但是對於隔鄰未用手機的居民而言，卻必須承擔其外部性成本，包

含電磁波的健康疑慮以及天線、避雷針等可怕的視覺或風水衝擊，這也是造成基

地台抗爭與環保議題抗爭活動雖具有相當的同質性，但產生之鄰避情結卻不盡相

同的基本原因之一。 

基地台抗爭對象一開始通常不是政府與電信業者，而是基地台所在地出租戶，

抗議的理由指向收租戶是實質經濟上受惠者，出租戶犧牲他人健康、損人利己，

獨得豐厚的租金收入10的行為導致了不滿甚至憎惡。既然大部分的鄰居不歡迎基

地台的設立，視之為嫌惡設施或鄰避設施，自然而然會影響房屋買賣轉移時的買

受者的接受觀感及意願，進而影響其價格。其原因除了前述健康議題及外部性負

擔的不公平兩大因素之外，根植於固有文化的風水破壞亦是因素之一。 

 

第三項 、基地台問題的迫切 

 

通傳會雖然一直都認為基地台電磁波無害，但是私下對於民眾強烈的抗爭，

有時候它還是建議業者拆台以消除民怨，一方面當然是為了人民觀感考慮，另一

方面也是不希望問題繼續擴大。然而，在政策執行上反而是要拜託業者，多進行

基地台興建以提升我國通訊普及率，對於外界而言，讓人搞不清楚通傳會對基地

台設置設置的真正態度。對於受害民眾，通傳會一直提不出有效或積極作為，在

                                                 
10

98 年訴字第 88 號附件一記載單月租金大約 3 萬；100 年上字第 549 號記載：「出租予原審共同

被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搭建基地台，每月收取租金 3 萬 5000 元，97 年 1 月 1 日起，月租金

調整為 4 萬 2000 元。自 96 年 12 月 1 日起，…出租予原審共同被告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搭建

基地台，每月收取租金 5 萬 2500 元。」由此大致可知，一個地點提供基地台設置每月大約有 3-5

萬的收入，若為多家共站或共構，利潤更為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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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基地台管理辦法中只增加一條基地台美化的工作，但是根本的問題在於人民

對於其健康有疑慮所產生的恐懼，面對一個風險的問題，美化只是一時解決問題

而已，這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核心，通傳會可能需要更多的勇氣去面對。 

通訊技術使用的普極化一般皆公認為是國家競爭力的表徵之一，目前通傳會

有意加速推動第四代行動通訊建設，提前釋出頻譜供 4G 使用，規劃在 2014 年

就可以提供更好的 4G 服務，但是國內科技業者認為11腳步必須更快，期望政府

落實「黃金十年」的寬頻願景，以刺激國內電信建設升級，建構全民均可無線上

網的環境，解決無線上網頻寬不足。同時，我國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亦要求電信

業者降低通話費或無線上網費12，電信業者亦有所回應，可以預見的是，價格一

定是越來越低，高速無線上網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將來台灣的天空滿佈都是電磁

波，而大樓或建築物的屋頂除了現有的基地台之外，會有更多的基地台出現。國

家發展不可偏廢，被視為影響國家發展的絆腳石，受基地台影響的住戶們亦不可

任其抱怨不管，故基地台問題在沒有一套整體的解決方案之前，抗爭仍然不可避

免。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未來的科技走向，可以預見，朝向無線的寬頻傳輸的再進化，持續建立更多

的寬頻基地台。但是當過去的問題都未能獲得合理的解決時，舊有的問題卻一直

持續的擴大，iPHONE 與 facebook 藉由行動上網裝置拉近你我距離的同時，我們

的生活型態幾乎已經到了不可能脫離網路的時代。換言之，無線通訊基地台將來

只會更多，對於基地台抗爭的問題將來不會因為天線的美化工程而減少心中的疑

慮，亦即抗爭不會減少。每一次的抗爭其實社會都在付出成本，如果抗爭成功，

業者屈服而另行選擇新站建置，都是一個不小的成本。然而，住在基地台周圍的

                                                 
11

2011 年 11 月 2 日電子時報，標題「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建議馬總統擴大投資 4G 建設」 
12

http://www.consumers.org.tw/unit412.aspx?id=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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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似乎沒有選擇的權利，當發現基地台時多半已經開始營運，如果沒有一定的

力量，幾乎是無法撼動電信業者合法的設立。電信業者也是有苦衷，他們依法投

標取得頻率的使用權，並且付出高額的頻率使用特許費，審查費、認證費、審驗

費及證照費，取得主管機關即交通部之特許營業後，以鉅額之投資，大規模投入

電信網路基礎設施之設備費用、建設費用，最後國家竟不能保障他們經營電信業

務，國家往往基於尊重民意，過於輕易的順從民眾而示意拆除基地台，業者每每

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免為其難的配合，無端蒙受損失。 

電信業者常稱，依據電信法電信業者負有強制締約義務，任何人民向第一類

電信事業申請提供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13；負有普及服務義務14，全體國

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受電信資費「價格調整上限

法」之管制義務15等。電信業者一旦進入到這個行業就必須依法受有義務，若國

家不給予相對的權利，例如賦予於建築物屋頂架設無線電基地台之權利，則業者

何以履行電信法之義務？ 

當公益與私利有衝突的時候，多數人往往傾向站在公益的一方，因為多數人

是受惠者，多數人本身並不存在利害關係，他們是可以很自在的看待基地台建在

他們家 100 公尺以外，但是住在 10 公尺附近的住戶感覺就不一樣。本文欲從電

                                                 
13電信法第二十二條（電信之傳遞）電信事業非依法律，不得拒絕電信之接受及傳遞。但對於電

信之內容顯有危害國家安全或妨害治安者，得拒絕或停止其傳遞。 
14電信法第二十條（普及服務）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交通部得依不同地區及不同服務項目

指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 

前項所稱電信普及服務，指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為達普

及服務目的，應成立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電信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之管理費用，由交通部公告指定之電信事業依規定分攤並繳交至電

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 

電信普及服務範圍、普及服務地區之核定、提供者之指定及虧損之計算與分攤方式等事項之管理

辦法，由交通部訂定之。 

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非屬預算法所稱之基金。 
15電信法第二十六條（資費之訂定）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管制，採價格調整上限制。 

前項價格調整上限制，係指受管制電信事業之管制業務資費調整百分比，不得超過行政院主計處

公布之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增率減調整係數。 

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之審核管理、各項資費之首次訂定、價格調整上限制之適用對象、適用業務、

資費項目與調整係數之訂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交通部訂定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資費訂定，不得有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第一類電信事業兼營第二類電信

事業或其他非電信事業業務者，亦同。 

第二類電信事業之資費，由第二類電信事業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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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波本身的特性出發，來探討基地台周圍居民所位居不同的風險值，就此延伸出

基地台周圍居民依照其與基地台的距離而具有實質上的風險不平等。目前通傳會

對於基地台的管理也有一些具體的作法，例如新訂定基地台管理辦法「行動通信

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17 條16即規定基地台共站或共構的比例，

藉此手段要求不同的電信業者彼此分享同一天線或相同站址17，如此一來會站台

變少，抗爭人數勢必減少，同辦法的第 21 條18亦規定天線的設置要能融入景觀。

除此之外，通傳會還四處做教育宣導辦說明會，要大家正確的認識電磁波。然而，

個人從過去接觸民眾的經驗認為，民眾要很清楚瞭解電磁波這一件事是極為困難

的，因為電磁波到底有害或無害，並沒有辦法在短時間，例如五年內，甚至五到

十年內做出一個讓全世界都相信的科學實驗。2011 年 5 月底，世界衛生組織的

顧問組織「國際癌症研究署 IARC」19，其評估既有的流行病學研究成果後指出，

使用手機可能增加罹腦癌風險，應將其列入該組織致癌物分級表的第二級Ｂ類，

                                                 
16第十七條：經營者應於共構比例起算日起，使其共構基地臺數量占基地臺建設總數之比例，至

少達下列標準： 

一、於一年內達百分之五。 

二、於二年內達百分之十。 

三、於三年內達百分之十二。 

四、於四年內達百分之十四。 

五、於五年內達百分之十六。 

六、於六年內達百分之十八。 

七、於七年內達百分之二十。 

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中繼式無線電通信、行動數據通信、無線電叫人及一九００兆赫數位式

低功率無線電話等業務之基地臺，不適用前項之規定；行動電話業務之基地臺，不適用前項第三

款至第七款之規定；無線寬頻接取業務之基地臺，不適用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規定。 

僅經營第三代行動通信之單一業務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規定。 

經營者如有天線因素致無法與他業者共構基地臺，應於取得特許執照之日起，使其共站基地臺數

量占基地臺建設總數，於一年內達百分之十，於二年內達百分之二十。 

基地臺架設於政府機關（構）之公有建物或土地時，應以共構或共站方式為之。 

毫微微細胞接取點不列入基地臺共站與共構比例之計算。 

第一項之共構比例起算日如下： 

一、行動電話業務為九十二年一月一日，但限於新建基地臺。 

二、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為九十六年一月一日。 

三、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為本辦法發布日次年一月一日。 
17第二十條：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命令，按其經營之行動業務，成立行動通 

信建設協商小組，協商基地臺共構、共站或預留天線通信埠等事項。 
18第二十一條：得標者或經營者如以共站或共構方式設置天線，應注意天線排列方式，融入景觀。 

基地臺天線設置之避雷針，以共用為原則。 
192011 年 5 月 24-31 日，來自 14 個國家的 31 位科學家所組成的 IARC 工作小組在法國里昂開會，

會議結束在其 No.208 公報宣布將手機發射的射頻電磁場歸類為 2B 等級的可能致癌物，正式結果

將發表於 IARC 專題論文第 102 冊中。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6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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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殺蟲劑 DDT、汽車廢氣同級的「可能致癌因子」。IARC 兩份橫跨十年時間的

最大型相關研究顯示，「最重度使用者」罹患腦瘤神經膠質瘤的風險增加 40％20。

事實上，即使是國際等級長時間的大型研究，仍難以證實電磁波與罹癌有直接關

係，報告仍是使用「風險」而不是危險，也就是說研究仍然必須持續進行，以確

知電磁波與罹患腦神經膠質瘤的關係。在這樣的基礎，國家都不確知要底有害無

害，要教育人民電磁波完全無害的認知恐怕很難，無怪乎法律明白規定基地台因

需要得裝設在公家機關的建物上但公家機關皆不願意21，因此最終效果有限。該

報告還指出，證據顯示膠質瘤和非惡性的聽覺神經瘤罹患率增加，「但目前並未

明確證實使用手機確實致人罹癌。」、「如果用簡訊、或者免手持裝置通話，很明

顯地可降低暴露量至少一個級數」，或者十倍。該報告透露一個訊息，離電磁波

發射源越遠越好，最好能遠到電磁波強度小一個級數。學習工程的人都知道，物

理上的一個級數就是指十倍。而我們的民眾就是處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住在

                                                 
20所謂「最重度使用者」是指個案在十年期間平均每天使用手機三十分鐘者。 
21「立法院公報第 97 卷第 15 期委員會紀錄節錄」蘇主任委員永欽：委員方才也提到設置在政府

部門建築上的問題，其實我們一直鼓勵這麼做，也有公文發給各機關，根據統計，現在共有 2366

個政府部門處所提供設置，其中中央單位有 427 個，其他北中南區的資料則不在此贅述，可是提

供設置地點的公家部門處所僅佔全部的百分之二，所以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丁委員守中：比率僅佔百分之二，顯與原先立法以公家建築物優先的用意有很大落差，所以 NCC

應該再與政府各部門積極協調，滿足相關通訊的需要，不要再設置在民宅屋頂上。 

蘇主任委員永欽：這只是一個政策，法律條文倒無此一規定。 

丁委員守中：怎麼沒有規定？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一開始就規定電信事業得使用公有土地、建築物，

其管理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蘇主任委員永欽：政策上是希望公用建築物優先設置，但現行條文只是消極規定不得拒絕。 

丁委員守中：條文規定無正當裡由不得拒絕，這顯然是具有相當強制性的規定。 

蘇主任委員永欽：但是在解釋上有很大的空間。 

丁委員守中：問題是 NCC 本身有無協調過這類事情？你們應將哪些機關提出過什麼理由做個歸

類，讓大家有所瞭解。 

蘇主任委員永欽：目前占比率最大的是警察機關，不過基本上派出所的態度是滿消極的。 

主席：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梁簡任技正說明。 

梁簡任技正溫馨：主席、各位委員。其實 NCC 有主動發函各縣市單位，而且相關條文也規定得

很清楚。 

丁委員守中：你們有無在業者要求的區域內，就設置在鄰近公有建築物屋頂上進行協調？聽說你

們在協調時都採被動態度。 

梁簡任技正溫馨：我們甚至主動發函，所以前年才會發生…… 

丁委員守中：當居民因住家建築物屋頂裝設基地台而有所抗爭時，我們也曾經要求 NCC 協助解

決問題，希望能協調將之遷到附近的政府建築物屋頂上，可是你們都沒有答復。 

梁簡任技正溫馨：針對業者想要的點，我們都有發文給主管部會，他們也有將公文轉下去，但最

後都表示不便設置或安全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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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基地台較遠者他們家裡的電磁波強度比起基地台周圍者民眾家中低了十倍甚

至百倍。因為手機靈敏度很高，住較遠者他們家的收訊並不會因為距離而明顯降

低通訊品質，此時形成了住在離基地台較遠者其負擔的電磁波風險比住在離基地

台附近者低的非常多，造成不公平。 

因此本文目的想由此一不公平出發，引導出民眾對於基地台設置在居住環境

附近時，不是完全的無助，不能因為電磁波無色無味，加上所謂的國際標準，置

少數一群人為了國家的通訊，幫民營的電信業者承擔不合理高的風險，行政機關

本於憲法對於人民健康、財產的保障及知的權利，基於風險行政應有的積極作為，

進而引導出行政機關應督促業者回饋，甚至將回將回饋機制設計於法律之中，實

質的保障人民或平衡風險。另外，通傳會對於資訊公開的措施以及一連串的作為

包括提供電磁波測量服務、電磁波安全宣導座談、基地台天線美化工程等也是本

文欲提出看法予以討論的對象。其中更重要的是，電信服務業是一項高獲利的事

業，2008 年金融海嘯當各個行業都有獲利嚴重縮水的情形，唯獨內需的電信市

場，因屬民生必需產業，獲利幾乎不動如山的好22。到底電信業者是真正懂得經

營還是近似獨佔事業，又進而探討我國電信業者的獲利是它們的真正經營的好或

是行業屬性使然，還是國家保護之下的結果。雖說目前電信業者大致都有進行敦

親睦鄰活動，但受惠者只有基地台架設的住戶或大樓，受電磁波輻射更嚴重者反

而沒有任何利益。因此，探討電信業者的一小部分利潤應該分享給基地台近周邊

的住戶，以平衡或調和彼此的利益，長遠而有效地解決基地台抗爭的問題，以事

實受輻射程度大小的利益調和為本文最重要的目的。 

第三節、研究方法 

 

                                                 
22見本文附錄一的經營績效。遠傳電信 97 年（2008 金融海嘯年）獲利稅後 EPS 每股 2.7 元，98

年亦為 2.7 元；台灣大哥大 97 年獲利稅後 EPS 每股 4.7 元，98 年亦為 4.6 元，兩者獲利不受金

融海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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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方法有二，文獻分析法以及比較法。透過文獻的研讀，尋找出過

去關於此一問題提出的建議方案，並探究該方案的是否為主管機關採用，更重要

的追蹤它的效果，檢視方案的優劣，藉此導出本論文各章鋪陳的主題。 

本文亦將基地台的問題，類比於其他的公害，探討其他的公害與基地台的異

同，藉由既定的衝突解決模式，進而導出基地台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所探討的問題並非一時發生，而是十年前就存在的老問題，但是基地台

的主管單位通傳會始終擺脫不了剛民主化後的台灣人民，民眾的抗爭行為在大部

分人的眼中多半是一種落伍、不理性，有時甚至到蠻橫的地步，而所謂的大部分

人，有時政府主管機關也是其中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主管機關的專家門一致都

認為國際的電磁波安全標準遠遠高於民眾的暴露值，因此既然毫無危險性可以言，

基本上基地台不管怎麼裝，裝在哪，根本都不可能產生任何實質傷害，即使「有

可能」造成住戶財產價值的減損，源頭也不能怪在基地台上，而是旁人內心恐懼

感造成，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恐懼。何況業者有部分的程度是授命協助國家發展通

訊事業，對國家對人民都有莫大貢獻。然而，受害的民眾感受就大不相同。本文

欲探究的就是主管機關通傳會對於業者以及民眾兩者的態度，到底是否公平？特

別是國家扶持的電信產業，從原本的獨佔事業 (中華電信)到現在的電信三雄及

其他較小規模的電信事業體，國家將頻譜資源這樣的公共財交給他們，他們為國

家解決了什麼問題，並非本文欲討論的範圍，他們製造了什麼問題以及他們的社

會責任與利潤是否相稱，則屬本文的範圍。此外，因基地台的設立，在民眾的觀

點上皆會影響住宅的價值，而基地台周圍民眾承擔風險依距離有極大的差異，故

從憲法上財產權來看待基地台的問題為本文的重點。基地台一般公認為最關鍵的

議題，亦即，電磁波與健康的關係，本文依過去國外文獻翻譯做一整理並不會提

出不同的觀點，只是陳述事實。本文應用科技從基地台直接周邊民眾的角度比較



 

- 14 - 

 

一般民眾兩者之間承擔的不同風險而採用的計算，為僅為提供主管機關思考的一

個方向，精確數值探討亦不屬本文之範圍。 

本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試著導出業者對於高風險承擔者應有回饋制度，至於

回饋制度設計則不屬本文之範圍。 

 

 

第五節、文獻回顧與探討 

 

鑑往知來本來是歷史研究最基本的方式，本文的研究方法亦以文獻探討為主

軸，將過去國內幾乎所有相關的博碩士論文中的論點及如何導出該結論，以筆者

的觀點分析其優劣及背後的原因，探究出過去十年來相同的問題為何從未被解

決。 

在國內論文中許文讀23應該是最先探討民眾與基地台抗爭的議題，作者以農

業、風土淳樸的雲林縣為觀察對象，發現該縣基地台的抗爭比率當時為全國之冠。

針對雲林地區之專家與民眾對基地台電磁波認知比較做問卷調查，得到結論是：

一般民眾對行動電話電磁波的認知來源以媒體報導為主；一般民眾和專家認為基

地台的抗爭理由以電磁波的疑慮及媒體報導為主；一般民眾和專家對於改善基地

台對人體健康之影響方法均認同以技術面之改進為主。作者對於結論的導出是以

當時我國主管機關交通部電信總局及環保署的規定加以比較，參照國際的標準之

下，經電磁波量測結果均遠低於標準值，完全符合國家標規定，作者因此認為電

磁波對人體影響不值得憂慮，也就是作者以技術或數字觀點完全接受國家訂定的

標準，尚未探究國家標準的由來，作者的結論顯示出專家優越知識與一般民眾常

識的落差與隔閡，民眾的風險感受並未探究。 

                                                 
23許文讀，民眾與專家對行動電話基地台電磁波認知之比較研究，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工程

系碩士班，2003。 



 

- 15 - 

 

莊東鋒24從衝突管理、危機溝通、談判技巧、群眾學、法令規章以及外包理

論等切入，再對於處理抗爭具豐富實務經驗的相關人員進行問卷調查，並對少數

關鍵人物進行訪談，以瞭解目前民眾對基地台抗爭嚴重性的認知、探討抗爭發生

的原因以及他們對因應抗爭的經驗和心得，其得到的結論的基礎是，第一、行政

院環保署於民國 89 年正式宣佈無線電基地台發射之電磁波並非環境污染源；第

二、民眾抗爭的手段進、不理性和暴力，政府與業者迄無有效的因應策略，嚴重

威脅業者生機，以技巧性方式化解抗爭，為作者為文的初衷。因此結論的作法在

短期治標方面有：一、選台策略；二、因應抗爭處理策略；三、積極培訓處理抗

爭專業人才；四、定期召開研討會，編製「處理基地台抗爭」參考手冊；五、活

用法律來保護業者應有的權益。長期治本方面有：一、媒體關係運作、規劃專業

的置入式文宣等；二、結合法律、公關、技術及業務等專業組成功能小組，以取

代過去的「技術觀點」；三、寬籌財務支援，宜有專案預算專款專用；四、全面

推動基地台美化與業者共構、換台；五、尋求外包專業協助；六、尋求政治力協

助，堅守法律防線，確保業者合法的權益。作者似乎已經假定基地台電磁波完全

無害，因此把民眾的抗爭視為不理性，把民眾當成作戰的對象，結論側重擬定作

戰策略，但環保署事實上其後已將電磁波列為公害之一，並設置非游離輻射監測

網，故作者的結論在基礎事實發生改變後，結論方向對於問題的解決有限。不過，

作者為中華電信員工，在技術上優於一般民眾，其所提出的基地台美化與業者共

構最後成為政策實踐的一部份。 

陳惠宜25研究發現行動基地台產生的鄰避現象並不具普遍性，有其地區性的

差異，並與個人對於通訊需求的依賴呈現負相關，亦即，比較不需要的人容易發

生鄰避現象。村里型的社區組織結構相較於都會型的社區明顯緊密，居民串聯抗

爭的效果也較強，村里型居民對於環保風險的認知敏感度高，較易導致抗爭的發

生。在大廈公寓都會型的社區只要經過溝通說明都可接受，村里型的社區可能就

                                                 
24莊東鋒，行動電話基地台抗爭處理模式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所，2004。 
25陳惠宜，鄰避現象之研究-以行動基地台抗爭為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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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透過人際關係的聯繫，天線美化作業與優惠措施的配合，才有較圓滿的結果。

作者認為電信業者在處理的方式上可以有因地制宜的考量，檯面下的溝通協調、

公權力的安全保證、優惠措施的適當運用，可以有效解除基地台產生之鄰避現象，

達成抗爭居民、承租戶與電信業者三贏的目標。不過，作者結論觀點並未在相當

清晰的基礎上，例如國際規範標準制訂是否合理、住戶電磁波強度資訊是否擁有

或者基地台位置是否公開，當以上資訊民眾都很清楚之下，村里型或都會型的社

區抗議行動很可能就會趨於一致。另外，作者似乎暗示對於很好說話都會型的社

區可能可以省略一些必要措施，包括省略優惠措施，明顯政策的擬定是針對有吵

有糖吃的人，這樣的解決很可能只是一時，待資訊一切透明之後就失去其效果。 

戴裕聰26對於基地台引發民眾抗爭，感到有烽火燎原之勢，急於解決問題，

作者以處理基地台抗爭多年，有參與談判的經驗，較能充分瞭解實務上運作現況，

以「談判理論」、「法源依據」解決業者設立行動電話基地台面臨的困境及消弭紛

爭，回應抗爭民眾合理訴求，創造雙贏局面。不過作者的論點基礎反而在認為「國

內產、官、學界相關研究都偏重於通訊技術改良及電磁波對人體健康影響上論述，

卻殊少論及民眾抗爭設立行動電話基地台事件如何有效處理解決。」作者急於尋

找解決問題的手段，卻疏於體認到問題的根源在於風險承擔不均，更進一步的說

是民眾對於國家所採行的國際標準的不信任，故作者應用「談判」來解決紛爭不

可能消弭問題於無形。 

劉東昀27認為未來企業能否邁向永續發展，公私夥伴關係扮演著一個相當重

要的角色，政府基於治理的責任、企業基於企業社會責任，兩者相互合作可推動

企業永續發展，作者探討 NCC 與電信業者合作推動企業永續發展之夥伴關係分

析後認為，基地台的議題中，政府、電信業者欲推動企業永續發展，發展公私夥

伴關係的目標、機制、及策略至少有六項：互利互惠、共同參與、建立互信、釐

                                                 
26戴裕聰，設立行動電話基地台與抗爭民眾談判之研究－以中華電信為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

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2006。 
27劉東昀，以公私夥伴關係推動企業永續發展之研究：以電信公司基地台為例，國立臺北大學公

共行政暨政策學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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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責任、分工合作以及溝通通路等因素，作者更發現電信協會是扮演公私夥伴關

係的橋樑。然而，作者忽略基地台議題最大的參與者就是民眾，作者探究公私夥

伴關係的發展時，民眾完全不被考慮，諸多基礎事實問題（風險不均、標準堪慮、

房價受影響等）都未解決的情況之下，期待企業會以永續經濟方向，配合公私夥

伴協力，無異是緣木求魚。 

陳麗分28以大臺北地區居民對基地台「鄰避情結」進行風險溝通的探討。透

過文獻分析、報紙內容分析、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並建構風險知覺結構的分析

架構，來瞭解基地台架設導致鄰避現象，其訪談對象包括風險行動者（業者）、

風險承受者（社區居民）以及風險管理者（NCC），探討三者之間對基地台及其

電磁波風險爭議事件的認知落差，該研究發現：社區居民不願意接受鄰避型公共

設施設置在自己住家附近的主要因素乃是心理上的考慮，尤其是設施的造成的健

康安全性顧慮與可能帶來的不確定風險、對視覺景觀所產生的衝擊、房地產價值

滑落的疑慮，以及覺得自已是在為多數人福祉負責的不公平感。換言之，這些影

響因素對於基地台建置工作的成功與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導出的結論：

若大家能充分瞭解電磁波特性，則能「用得安心，住得安心」。為了要將環境風

險的資訊傳達給民眾，NCC 應對對民眾進行即時的風險溝通，可以建構可信且

明確的民眾風險知覺，以降低民眾對不確定的環境風險所造成的衝擊。因此，進

而導出教導民眾正確環境風險的知識是總體風險溝通與公共政策相當重要的程

序與策略。作者的結論前提不外基於國外權威的電磁波標準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公

布的文件，例如該論文亦提及多數研究報告數大於少數研究報告數而顯示電磁波

不具有生物效應，對於民眾擔心的「少數研究報告」事實，未曾提及，該論文的

主軸就在於風險溝通，所謂的風險就在於有可能發生，少數研究報告反而是該論

文最應該呈現者，作者卻只談主流結果，該論文導出的結論因此有瑕疵。 

                                                 
28陳麗分，鄰避現象與風險溝通－以大臺北地區基地臺管制爭議為例，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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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春濱29引用各國權威機構所發表的行動電話相關的文獻內容加以整理，得

到的結論是：部分人士對電磁波產生恐懼的原因之一，在於媒體轉述未經證實的

科學研究，此類報導引發大眾的不確定感，以及對於可能有未知或未發現危險的

疑慮。作者直接引用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指出，透過教育計畫、有效溝通和其他的

相關措施，可以提升大眾信心與接受度。作者利用國民健康局的「漫談電磁波」

宣導手冊，以大學生為實驗宣導對象，發現被實驗者在行動電話宣導介入後具有

相當的效果，證實世界衛生組織教育計畫是有效果的。世界衛生組織早在十年前

就宣導推行教育計畫，我國近幾年亦有推行「建立民眾對基地台電磁波正確觀念」

宣導計畫，基地台陳情案件 99年為 1385件，100年陳情的案件數反而增加成 1494

件，從結果來看，宣導計畫是失敗的。因此，作者循著所謂權威的指導顯然仍不

能解決問題。 

曾耀德30從民法相鄰關係出發，釐清基地台業者和鄰人的私法上關係，並以

此為基礎來進而探討基地台之設置許可及管理流程中行政程序問題，最後並透過

比較美國及日本的立法例，希望能為基地台的爭議，找到一個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的法律運作模式。作者結論認為，鄰人若有身體、健康或財產權受到損害，固然

可以作為請求權的基礎，但是在財產權受影響的情況，若電磁波的侵害屬輕微，

所有權人有容忍之義務，而法院裁量是否為輕微時，雖然不受行政機關之處分拘

束，但多數會尊重行政機關之決定。是故，行政機關在核准基地台設置的過程中，

應公開化、透明化、並且要主動且適時公開資訊，更宜先聽取相關鄰人之意見而

後作出決定。作者未注意到當民眾以身體、健康或財產權受到損害而對電信業者

向法院請求時，單單要民眾舉證就有相當的困難，更難的還在證據與損害之間要

有因果關係，因此國內外從未見民眾獲得賠償。作者亦未注意基地台電磁波的問

題在於風險，對於風險的問題是不可能靠訴訟來取得權益的保障。此外，作者認

為行政機關在核准基地台設置的過程宜先聽取相關鄰人之意見，但是誰才是適格、

                                                 
29官春濱，行動電話與基地台風險認知之研究，佛光大學管理學研究所，2007。 
30曾耀德，行動通信基地臺業者與鄰人法律關係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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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鄰人，每個鄰人承擔的風險都不同而且差異極大，作者未加探究，最終

所謂「聽取相關鄰人意見」會因為過多「相關的鄰人」而失敗。 

林宏成31探討有關行動電信基地台設置之法制，分析中央與地方政府電信管

理、建築管理之權限，及現行中央之基地台法律規範。作者大處著重在中央或地

方政府之權限劃分，小處著重在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與基地台設置之關係。作者是

以促進電信產業觀點，立場偏向國家電信產業發展，對於基地台引起鄰避效應背

後因素，例如風險不均、國際安全標準疑雲或房價受影響等，完全未有探討。 

王裴芝32一開始就基於世界衛生組織 2006年 5月第 304號概要說明書認為，

基地台電磁波無證據證明有害人體健康的一貫立場，作者經研究訪談發現，政府

教育宣導不足，造成民眾對基地台電磁波認知不足而產生疑慮，致使基地台設臺

不易，作者更同意電信業者因不贊成基地台設置資訊是否公開或設置回饋金，轉

而發展出四項結論：一、政策參與：NCC 於審核基地台的許可執照，應確保私

有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及設置基地台鄰近居民等利害關係人參與行動電話基地

台設置之決策過程的機會；二、教育宣導：多樣化管道且依利害關係人的不同，

採分眾行銷方式；三、合作模式： NCC、衛生署、環保署跨部門合作與協調；

四、風險溝通：認同利害關係團體，誠心的接受民眾對於風險認知是有差異的事

實，並發展一個雙向對話自由討論的對話平臺，加強政府、業者與民眾的溝通管

道與頻次，追蹤風險認知的趨勢，評估風險溝通的效果。作者並未定義出利害關

係人，所謂的政策參與只是空談；由前所述，教育宣導從結果來看已經失敗；風

險溝通需要時間，電信發展卻不能等，亦即，風險溝通到最後還是必須設置，民

眾還是輸家。 

邱一瓶33以郵寄問卷調查彰化縣 363 位民眾，探討民眾對行動電話基地台的

風險知覺，透過風險特性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期盼研究的結果能

                                                 
31林宏成，行動電信基地台設置之法制探討，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2008。 
32王裴芝，我國行動電話基地臺管理制度之研究：回應性政策評估觀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

碩士學程，2008。 
33邱一瓶，民眾對行動電話基地台風險知覺之研究－以彰化縣為例，立德大學地區發展管理研究

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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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應用於增進政府及電信業者與民眾間更好的風險溝通。作者單單只從風險知覺

的角度切入問題，未照顧到基地台引發抗議的多重因子，例如風險不均、國際安

全標準或房價減損等，甚至是風險溝通對象都未有探討。 

邱思涵34分析影響台灣居民對於行動電話基地台設置態度的因素，包含「風

險感受」、「利益感受」、「信任」、「知識」與「鄰近」共五個構面，以南台灣 17

座曾遭抗爭的基地台附近作問卷發放並在樣本收集後根據研究的假設「鄰避情結」

理論模型，以結構方程模式做估量與結果判斷。研究結果顯示，鄰避情結仍然是

影響居民反抗基地台設置的重要關鍵，鄰近與風險感受構面為負向影響態度最強

烈的兩因素。此外民眾如對於國家通訊委員會的信任，會減緩風險感受，進而引

導民眾對於基地台持正向態度。詭異而可能正確的結果是：充足的電磁波或基地

台相關資訊反而會提升居民的恐慌感，並間接造成他們對基地台設置的反對態度，

主要因為人們對於負面資訊更為敏感，加上基地台影響人體健康的不確定性，導

致民眾的認知失調，而難以接收到適當、正確的知識，因此，電磁波的刻板印象

深深地影響民眾對於行動電話基地台的負面認知。作者體認到人們對於負面資訊

會有極高的反應，導出解決的手段是：NCC 必須提供電磁波與基地台相關訊息，

並且透過電視宣導或手冊發放等管道，以簡潔、易讀、不斷及時更新的形式來進

行發佈相關訊息，逐漸引導教育民眾改變認知，更具挑戰性方式則為 NCC 和業

者應公開基地台建設的訊息，同時保障合法基地台的設置，以確保基地台建設過

程的理性溝通。作者一方面發現充足的電磁波資訊反而會提升居民的恐慌感，另

一方面又不斷灌輸民眾電磁波相關資訊，期待以最新最安全資訊讓民眾安心。不

過，國外研究結果並非時時更新，更重要的是，更新的資訊未必對基地台的設置

有利，例如，2011年5月底，世界衛生組織的顧問組織「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

將手機電磁波列入該組織致癌物分級表的第二級Ｂ類，這樣的訊息應該會增加民

眾的恐慌感，該不該傳遞給一般民眾？作者一直試圖將風險根源因素消除，但欠

                                                 
34邱思涵，行動電話基地台設置的公眾態度：鄰避與其它前導因素， 國立成功大學電信管理

研究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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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了風險存在本為常態的認識。 

簡強義35以臺灣南部地區 10 縣市做基地台抗爭事件實務面研究，運用線上

分析處理（OLAP），分析其各種關連性，瞭解民眾對基地台的觀感，針對各項

抗爭原因做維度關聯性分析，找出行動電話基地台抗爭事件背後潛藏的真正原因，

主要結論如下：一、宜加強教育與宣導工作；二、基地台美化工程對降低抗爭事

件影響很小；三、宜積極推動基地台共構站設置；四、與媒體及政治人物和地方

意見領袖等重點人物；五、政府機關宜率先釋出公有設施建置基地台。作者發現

基地台設置在政府機構爭最少。實際上，政府機構比一般民眾精明，非常排斥被

設置，作者未加調查，以為不會吵的人可優先選擇被設址，此舉亦也有不公之處。

不過，作者指出基地台美化工程可能只是虛工，推動基地台共站共構，與筆者看

法一致。至於教育與宣導工作，在極度有限的預算下能夠做到多大的規模，效果

可想而知，企圖消滅民眾的風險認知，前述也證明是失敗的。 

陳秋昭36從行政法之觀點研究行動通信基地台設置之行政程序，特別是經由

民眾參與該程序等相關問題，提出研究結論，期能在程序正義與行政效能兩者間

尋求調和，最終的結論在於民眾的參與。當提到民眾的參與時，必先注意到不可

能是人人皆可參與，與前述曾耀德的結論相同，誰才是適格、法律上的參與者，

每個人承擔的風險都不同，這一步可從基地台電磁波的強度分布的基礎事實導出，

可惜作者未加探究，最終必然因為過多參與者而失敗。 

王瑞琦37觀察發現，各個基地台風險行動者對於風險感知態度及環境安全值

大小存有重大落差，學者專家間也莫衷一是，而政府在風險溝通上一味強調安全

標準數據，以僵化的依法行政原則回應，致使風險承受者的權益被忽視，技術專

家途徑式的風險溝通嚴重失效，民眾對政府普遍不信任。另外，基地台的架設程

序，鄰近民眾完全無置喙餘地，NCC 身兼發展電信之角色及缺乏小型公民參與

                                                 
35簡強義，行動通訊業務基地臺抗爭之研究－以臺灣南部地區為例，屏東科技大學高階經營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EMBA)，2009。 
36陳秋昭，論行政程序中之民眾參與－以行動通信基地臺設置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所，

2010。 
37王瑞琦，基地台設置的風險溝通與公民參與之困境，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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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例可循等因素，對於推行基地台架設程序之公民參與形成困境。作者提出五項

建議：一、政府應成立專責風險溝通部門，以改變「技術專家途徑」式的風險溝

通；二、督促業者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公開基地台的設置地點、賦予業者擔

負風險溝通的主要責任、督促對社區或鄰近居民之有效回饋、對業者徵收特定基

金作風險管理等；三、政府的風險管理角色應分工清楚，由環保署受理環境電磁

波之量測、由國民健康局加強健康風險溝通，以避免核發執照之 NCC 球員兼裁

判之嫌；四、應仿效國外天線壁掛與美化方式，跨部會協商以克服多年法規障礙；

五、以 NCC 委員合議制之方式，針對個案進行公民參與實驗，其結論或多元意

見報告可作為委員會決定基地台架設許可之准駁參考，以逐步趨近環境之審議民

主。作者製作論文當時為 NCC 中區電信監理站科長，多次參與基地台抗爭事件

的居中協調，有著切身經驗，同時 NCC 又是電信業者的管理者，對於業者的觀

察自然不同於一般，多項結論可謂一針見血，惟在實踐上欠缺法律的依據，以及

如何藉由法律探究導出基地台資訊應公開、業者對社區或鄰近居民應回饋，甚至

國家對業者應徵收特定基金作風險管理。必須了解的是，電信業者目的在於獲利，

至於業者應不應回饋，基地台資訊該不該公開，不可能用督促或期待來實現。 

 

第六節、研究架構 

 

藉由以上文獻回顧分析，浮現出基地台設置爭議最基本的問題在於電磁波對

人體到底是否有影響，目前主流意見特別是世界衛生組織出具的文件，官方及電

信業者解讀都是無害，不過，世界衛生組織的文件其實還包括研究必須持續，官

方及電信業者還是以無害帶過。另外，環保署採用國際上 ICNIRP 在 1998 年制

訂的電磁安全輻射標準，但民眾生活環境中實際測出的電磁波數值往往比這個標

準小很多，到底是電磁波強度真的很小還是標準過於寬鬆，一直都有爭議，這一

部份幾乎國內論文從來沒人探究過。根據筆者進一步調查國外資料顯示，標準在



 

- 23 - 

 

制訂過程有令人起疑竇之處，這一部份也從來沒人追查，本文在繼第一章緒論之

後，以「環境電磁波標準制訂及爭議」為第二章的主題。 

在環境電磁波標準制訂有爭議、科學知識不足、財產價值減損、非自願承受、

受害者心理、利益分配不均的情境之下，由文獻回顧得知，一般民眾對於電磁波

與健康的風險認知有著高敏感度，基地台所造成的議題無疑是最新而仍無實證結

果的科技風險，風險問題在現代社會裡，不再是單一科技理性邏輯方式所能處理。

民眾與專家的風險認知不可能等同，但往往行政機關就是想把民眾教育轉成專家

的思維，而溝通的對象卻是以技術見長的專業人士，在欠缺同理心及決定權下，

以至於基地台爭議依舊。事實上，在溝通的過程，民眾至多得到的科學數據只是

家中測得的電磁波強度，尚有更重要的風險承受指數本可以得知，風險感原本就

可以簡單透過計算而獲得呈現，但民眾卻不知，甚至主管機關也不知。所謂的「風

險承受指數」是相對的，就是以一區域之電磁波強度平均值與家中的值做一比較。

利用現代科技，其實就可以省去基地台電磁波量測的工作，同時還可能導出法律

上適格的參與者與溝通對象。本文欲提供證據證明以現代的科技，只要天線架設

完成開始發射，就已經可以計算出天線周圍電磁波強度，而且包括建築物造成的

影響全部考慮在內，這是可以分析獲得的，不但民眾風險承受指數可以顯現，更

顯示出基地台電磁波量測完全無實益。因此，第三章以「風險認知溝通與適格民

眾」做為主題。 

先前所提到的電磁波場強分析，電信業者其實完全瞭解，然而電信業者認為

電磁波量測有助於他們基地台架設後的爭議處理，甚至可以降低抗爭成本，始終

不願意公布這樣的資訊。通傳會本於通訊傳播基本法、資訊公開法，認為人民有

知的權利，在98年3月開始建立電台地理資訊系統，但業者以侵害隱私或或違反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排除事項為由強烈反對，該系統經過政府與電信業者折衝

之後業已完成，在功率的呈現方面僅以收訊品質「優良」、「普通」、「尚可」、

「不良」四種等級作為區分，不但基地台位置無法得知，資訊呈現內容亦似刻意

避開基地台周邊居民對於其環境風險的認知，特別是關於收訊品質「優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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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之間有極大的差異，即使都符合國家安全值範圍，差距可能在數千到數萬倍

之譜。因此，為實現本文最重要的目的-承受高風險者獲得回饋，必須讓基地台

與民眾權益相關的資訊徹底的公開，其中以基地台位置、電磁波強度分布兩項資

訊最為關鍵，有了電磁波強度分布就可進一步計算出每人承受平均值，在每位民

眾的風險承受指數都是清楚的情況下，誰才是適格的參與者或被回饋者就可以由

行政機關訂出，民眾有知才能有所本而正確的做出決定。因此，第四章本文以「人

民知的權利與環境資訊公開」為主題。 

本文的目的既然在於業者對於承受高風險者給予回饋，自然要確認基地台的

設置對於民眾是存在實質的侵害，即使國內外的法院從未以房地產價值減損為由，

判電信業者應補償民眾。不過，從過去案例以及研究調查，皆呈現基地台的設置

對於周邊房地產價值減損的科學證據，即使影響比例輕微，但往往房地產價值較

高，小小的比例就造成很大的損害，基於此一事實，本文將基地台比較其他公害

如機場噪音、垃圾場等，舉出實務上造成問題的單位或機構對周圍民眾均提供一

定程度的回饋制度或者補償措施等以緩和民眾不滿，基地台的問題應有適用的餘

地。因此，第五章以「財產侵害與回饋措施」為主題。 

在文獻回顧中，諸多以企業的社會責任，建議或督促業者回饋，但是在探究

業者該不該回饋之前，必先確認業者對於社會普及通訊業務的付出與獲得利益之

間是否合理，如果業者已盡力完成NCC推動的業務且在一般合理的利潤之下，即

表示業者雖為寡佔事業，其事業內涵實質卻有公益的成分，民眾若強要回饋而置

業者於虧損，最後只是全盤皆輸的局面；若業者高獲利是基於少數民眾幫業者承

受電磁波風險，主管機關基於風險行政，有充分的理由可立法比照類似「污水處

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或「航空法第37條」，設置回饋辦法，亦可督促業者自

願性的完成敦親睦鄰義務。本文即以此，探究從原本國營獨佔的電信公司，轉成

多個寡佔的民營電信公司，調查電信公司過去與今日對於我國電信產業的付出與

獲得，來初步觀察行政機關該不該對電信公司立法課徵特別公課，以回饋基地台

周圍住戶。本文最後以第六章「昔日今日的電信產業與結論」做為最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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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電磁波標準制訂及爭議 

 

本章擬先介紹民眾如何取得基地台電磁波的數據以及該數據具有的意義。其

次介紹主管機關訂定的標準，兩者相較之下的差異。由於一般量測的結果皆與標

準值相差千倍甚至萬倍，本文欲探討究竟是測試出的數據不具有實質意義還是這

個標準設定得不合理的高，關於這一點，在國內相關的論文中竟無人探究過，往

往過去國內文獻皆以世界衛生組織的所採行的建議標準以及其說詞而認為電磁

波對人的影響甚小，多半是心理作用。我國的主管機關似乎也是採行此種觀點，

大致是引用國外的說法，對於國外科學研究電磁波熱效應之外的發現鮮少給予認

真的思考，因此在 NCC、環保署或國民健康局的網站上，查不到關於基地台的

負面資訊，反倒是民間的環保組織網站38上揭露較多關於民眾權益的訊息，當民

眾有權益受損的感受時，本應朝政府所公布的資訊尋求支持，但因為主管機關傾

向接受國外的標準，致使民眾的抗爭終究是失敗收場。然而，高標準的制訂與業

界龐大的利益有著正面的衝突，業者是不太可能以漠不關心的態度由專家去制訂

標準。因此，標準的制訂過程會有業者的身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WHO 在 2000

年 7 月發表一份長達 260 頁的報告指出39，菸草產業以各種方式影響 WHO 的政

策，因此特別以一篇 15 頁含 58 項的建議，要求 WHO 的職員嚴格遵守利益迴避

原則。 

在國內相關介紹基地台設置爭議的論文中，僅可得知電磁波對於生物有熱效

應與非熱效應，熱效應是已確知的實害，非熱效應因為國外主流期刊論文尚未發

現，而相關作者或許因非理工背景之故，對於非熱效應所涉及電學及生物學的科

學調查鮮少有所記載，本章將介紹過去發現低強度電磁波對於生物體能產生多少

非熱的生物效應，將以一節介紹過去被主流意見以證據重量權衡法忽略的研究發

                                                 
38例如台灣電磁公害防治協會 http://tepca.blogspot.tw/ 
39

Response of WHO to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obacco Industry Documents, WHO 

document, June 1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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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進而認識標準的制訂背景，確認我國採行建議值並非科學研究的全貌。最後

介紹現行我國採用標準的評價。 

 

第一節 、民眾取得基地台電磁波數據 

 

第一款、民眾申請電磁波量測 

 

電磁波是一能量，藉由空氣介質傳遞，但電磁波能量為不可見，一般人類的

身體無法感受得到，因此基地台電磁波功率強度的得知必須經過實際測量，手機

可以透過軟體設定轉成工程模式，進而觀察到某一個位置的強度，不過那是一個

粗略的數值，一般民眾在沒有特殊儀器的協助之下短時間是無法感受到電磁場的

存在或得知電磁場的強度，每當民眾有電磁波疑慮時只能向通傳會申請測量。以

現行作業方式，一般民眾可以撥打電話請通傳會派人測試，其作業係依照第一類

電信事業電台電磁波量測服務作業要點40，流程如下圖二所示。 

事實上，環保署設有地圖式的電磁監測網，分為高頻及低頻41，高頻一般是

指基地台、廣播電台或雷達產生的電磁波，也就是本文關注的議題。但是監測網

所測試的地點並非全面，只有少數基地台，有的位置甚至因為屋主不配合無法接

近基地台只能在遠處測量，因此監測網上的數據並不是民眾的需求。根據筆者過

去的經驗，民眾比較希望知道他的住家內部，諸如房間或床上附近強度如何，同

時環保署監測網的數據多半已經是數年前的資料，例如監測網站上在座標

121'32'35.5596，25'1'26.112（相當於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00 多號）的測量資料

仍停留在 2004 年 4 月 9 日，換言之，當民眾有問題時，監測網只能提供大環境

的數據，卻很難滿足個體民眾的需要。 

                                                 
40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技字第 0 九八四三０三一四００號函修

正名稱及第四點及附件；並自即日起開始實施;原名稱：第一類電信事業基地臺或電臺電磁波量

測服務作業要點，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制訂。 
41低頻的部分其實就是指變電所或電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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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民眾申請基地台測量流程圖（取自 NCC） 

 

第二款、基地台電磁波的測試方法 

 

基地台的主管機關是通傳會，過去是電信總局，但基地台電磁波對外輻射之

後，造成環境的籠罩，而環境的監管責任在環保署。環保署對於量測的方法訂有

規範，不過最初國內有電磁波議題時，環保署尚未建立測試方法，而是依據電信

總局在民國 89 年 5 月制訂第一類電信事業基地台或電台電磁波量測服務作業要

點42，之後環保署及通傳會就是以此作業要點作為量測依據。其測量程序如下： 

一、量測點之高度：基地台或電台架設於建築物者，將量測用之接收天線設置於

基地台或電台所在同一樓板，並離該樓板地面 1.6 公尺處為量測點之高度；基地

                                                 
42早先電信總局依據 IEEE Std C95.3-1997 Revised 所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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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或電台架設於空地者，將量測用之接收天線設置於離地面 1.6 公尺處為量測點

之高度。 

二、量測點之選擇：以基地台或電台每一天線正前方左右各約 45 度且人體可活

動範圍內為量測區域。如上述之量測區域內無法執行量測時，則以天線正前方左

右 45 度外之其他方向且人體可活動範圍內作為量測區域。 

如量測區域內有障礙物等因素，以致無法執行量測時，則該天線之量測點可排除

選擇及量測。量測服務時，得依現場情況適時增減其他經指定之量測點。 

三、量測方法：以量測饋電線之兩端分別連接至接收天線信號輸出端與頻譜分析

儀信號輸入端。審驗人員在量測區域內先以工程型手機量測電波功率強度（dBm），

以工程型手機量測得出最大值之地點為量測點，再利用頻譜分析儀進行量測並記

錄之。每一量測點均須以該天線所使用之各頻率進行電波功率強度值(dBm)量測，

其量測時間為六分鐘，並量取最大值記錄之。 

四、量測值換算43：每一量測紀錄值先換算成電波功率密度值(mW/cm
2
)再加總，

始為此量測點之電波功率密度值。 

 

第三款、我國採行的標準 

 

自從基地台電磁波引發爭議以來，在國外特別是歐美國家，多半採用目前流

行的兩種標準，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簡稱 ICNIRP）所制定的「限制暴

露於時變電場、磁場、電磁場等的方針」以及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所制定的 IEEE 

Std C95.1「人體暴露於射頻電磁場的安全標準值」，基地台涉及的母法在於電信

法，而電信法制訂的目的是「為健全電信發展，增進公共福利，保障通信安全及

維護使用者權益」，所謂「維護使用者權益」並不包含保護民眾健康安全，至於

相關的行政法令，應屬依電信法第 46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

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其中第 14 條以及第 19 條可能具有保護人民健康的性

                                                 
43量測值換算必須考量測試使用天線的因數與過程中使用電纜線的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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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該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一項「室外基地台天線申請架設於建築物屋頂者，其

天線之設置高度及方向，應確保其水準方向正前方十五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

合法建築物」，參照條文對照說明44，其制訂的目的在於「降低各界對天線架設

位置及電波之疑慮，減低民眾視覺上及心理上之排斥感」，而第 19 條關於基地台

的輸出功率則訂有行動電話最大有效等向輻射功率則可為 500W，最大電磁波功

率密度 900MHz 頻段為 0.45mW/cm²，1800MHz 頻段為 0.9mW/cm²，參照其條文

說明45，立法目的確實記載「為管制電波秩序及基地台發射功率，以維護民眾健

康」。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經查其立法緣由意在基地台的

技術工程規範之監理，雖然基地台從其天線輻射出來的功率密度對人確實有影響，

至少產生熱效應是不爭的事實，不過第 14 條記載於工程技術標準的第三章而第

19 條記載於頻率及電功率的第四章，再從電信法之目的觀之，保護民眾的目的

只是附帶性質。 

在世界各國，關於基地台或手機電磁波之安全標準有訂於電信管理單位或健

康管理單位或環境保護單外，我國亦不例外。為防護國人免於受到人為電磁場發

射源所產生電磁場的過度暴露，環保署於民國 90 年 1 月 12 日公告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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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該建議值係參考

1998 年世界衛生組織所支持的 ICNIRP 所制定之一般民眾暴露環境電磁場之建

議值，我國並未從事詳細研究或調查。依據 WHO 所公佈的資訊顯示，現今世界

各國針對電磁場相關管制現況，在 190 多個國家中有 58 個國家制訂有電磁場管

制規範，其中大部分的國家（42 個）是遵循 ICNIRP 所制訂的建議值，其他國家

則是以 ICNIRP 所訂規範為基礎來制定但環境安全的規範。環保署特別指出，

ICNIRP 所訂定的建議值是以避免危害人體健康為立足點，並以科學研究為基礎，

                                                 
44參照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五十八條及無線寬頻

接取業務管理規則第五十六條之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基地臺天線設置之限制， 
45為管制電波秩序及基地臺發射功率，以維護民眾健康，爰參考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五

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六條、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

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五十四條之體例，於第一項明定應遵

守各行動業務基地臺發射功率之限制及最大發射功率之計算方式。 
46

 90 年 1 月 12 日環署空字 3219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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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人體短期暴露於電磁場條件下，選擇對人體健康產生效應之電磁場暴露量，

再乘以 1/50 的安全係數作為制定建議值的依據。通傳會已將該建議值納入行動

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通傳會並不制訂電磁場暴露量的規範，

環境的監測管理在環保署，由環保署制訂規範建議而通傳會採用。 

基地台電磁波屬非游離輻射，其管理隸屬於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

處。關於一般民眾於環境中暴露各頻段非游離輻射之建議值如表一47： 

頻段 電場強度(V/m) 磁場強度(A/m) 磁通量密度(μT) 
功率密度 

(W/m2) 

8-25 Hz  10,000 4,000/f  5,000/f  -  

0.025-0.8 kHz   250/f  4/f  5/f  -  

0.8-3 kHz  250/f  5 6.25 -  

3-150 kHz  87 5 6.25 -  

0.15-1 MHz  87 0.73/f  0.92/f  -  

1-10 MHz  87/f
1/2

 0.73/f  0.92/f  -  

10-400 MHz  28 0.073 0.092 2 

400-2000 MHz  1.375f
1/2

 0.0037f
1/2

 0.0046f
1/2

 f/200 

2-300 GHz  61 0.16 0.2 10 
 

表一、我國各頻段非游離輻射之建議值 

 

對於手機基地台的操作頻段，一般在 900MHz 或 1800MHz，雖然真實的操

作頻率與此有些許不同，但數值差距不到 1/50，所以在計算上就是以 900MHz

或 1800MHz 為基底，表一的規範係針對各種頻段，我們只需要將焦點放在頻段

為 400-2000 MHz 特別框線的欄位，而該欄位又分別有電場強度、磁場強度、磁

通量密度、與功率密度，其實那都是代表著同一件事，電與磁以波形式傳播的過

                                                 
47取自 http://ivy1.epa.gov.tw/Nonionized_Net/EME/safe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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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是共伴互生，無法單獨存在，因此我們只要看這兩者最後產生的綜合效果，

也就是觀察功率密度即可。簡化後的兩個操作頻段，在依據公式 f/200 計算，再

經過瓦與毫瓦以及公分公尺單位之間換算，即可獲得「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

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19 條關於電磁波功率密度的規範值- 900MHz 頻段為

0.45mW/cm²，1800MHz 頻段為 0.9mW/cm²。 

 

一般民眾測量數值得知之後，對照防護安全標準，會發現有著不成比例的小，

以環保署監測網呈現實測值為例，座標 121'32'35.5596，25'1'26.112 的位置測試

結果為 0.18，環境建議值是 0.45
48，而另外以座標 121'32'41.3，25'01'30.4（大安

區和平東路二段 200 多號）建議值仍是 0.45，實測值卻只有 0.0000624，從大部

分的數據呈現，距離 0.45這個標準大致都差了 100到 1000倍，座標 121'32'35.5596，

25'1'26.112 結果為 0.18 已經算是個特例。如果是如此，不禁要問的是，基地台電

磁波真的輻射很小還是標準設定得太高 ? 

 

第四款、行政院變電室安全防護遮蔽工程事件49
 

 

民國 96 年 12 月間，行政院同仁攜帶電磁波測量儀器發現院內部分區域電磁

場較一般環境偏高，嗣經委請環保署環境檢驗所進行檢測，一般區域(個位數毫

高斯以下)計 293 點，部分區域(十毫高斯以上)有 19 點，其中，中央大樓變電室

電磁場強度最高測值達 602 毫高斯，因迭有同仁對工作環境安全產生疑慮，陳前

副秘書長美伶為體恤關懷部屬，故於 97 年 4 月 24 日主持研商「行政院 98 年度

單位概算籌編事宜」時，指示以額度外要求增列辦理「變電室供電設備安全防護

設施工程」。前述變電室電磁場強度最高測值達 602 毫高斯，依行政院卷附環保

署環境檢驗所現場測量資料所示，當日變電室測量計有 4 點：變壓器機組室大門

                                                 
48我們可以得知當時只有以 900MHz 頻段為測試頻段，也可能這只是一個單頻的基地台。 
49院臺庶字第 10000250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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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 點，測值為 10.62 毫高斯；變壓器機組前 3 點，測值分別為 225.10、452 及

602 毫高斯；各作業場所測值則多低於 20 毫高斯，故 602 毫高斯測值係變壓器

機組前所測。「行政院變電室安全防護遮蔽工程」，內容主要針對行政大樓變電室

(電磁波發生源)，以高導磁係數合金材料屏蔽，於毗鄰變電室周圍牆面與樓板上、

下，覆貼遮蔽性材料，以改善電磁波發生源上方辦公室(第 1 組、第 2 組)及變電

室旁控制室之電磁場強度。依防護工程施工規範驗收標準，要求施作廠商完工後，

防護標的範圍內之電磁場磁通量強度平均衰減達 90%以上或小於 5 毫高斯。監察

院卷查行政院檢附施工前後電磁波暴露評估圖，第 1 組改善前最高區域測值為

31.36 毫高斯，竣工後為 4.098 毫高斯；第 2 組改善前最高區域測值 7.52 毫高斯，

竣工後為 3.88 毫高斯；變電控制室改善前最高區域測值 4.85 毫高斯，竣工後為

3.37 毫高斯，行政院於 98 年 12 月 28 日同意驗收在案。 

即使是行政院，在面對電磁場與健康的事件上其反應其實同一般民眾，例如：

第一、行政院曾委請環保署環境檢驗所進行檢測，故早已明知環保署公告環境建

議值為 833.3 毫高斯；第二、行政院仍以遠低於環保署公告環境建議值之電磁場

強度，辦理「行政院變電室安全防護遮蔽工程」，花費 166 萬，只為了改善辦公

室電磁輻射到 5 毫高斯。這不正是一般民眾的想法–電磁波越少還是越好。 

我國官方，包括環保署或台灣電力公司，皆表示世界衛生組織明確地為國際

非游離輻射保護委員會(ICNIRP) 1998 年制定之限制建議值 833.3 毫高斯(60Hz)

背書，世界衛生組織並於 2007 年 7 月發布對極低頻電磁場的評估結果，重點為

(一)、目前科學證據仍不足以支持降低現行暴露建議值。(二)、依照國際建議值

辦理已可提供足夠的保護。(三)、對於部分國家對特殊場所採行較 ICNIRP 之建

議值更嚴謹的暴露限制，並無任何證據顯示這樣的暴露限制會更安全。雖然如此，

我國環保署公告環境建議值亦採用國際 ICNIRP 的標準，但是對於標準的內容，

其實誰都沒有把握，沒有人願意將自己的身體健康寄託在不清楚的標準之下，政

府官員們其實跟一般民眾就避開風險的看法上並沒有太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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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ICNIRP 標準的制訂 

 

第一款 、ICNIRP 委員會 

 

2000 年 8 月一位住在 Baltimore 的神經學專家 Christopher Newman 控告

Motorola 以及其他領導品牌手機，因為這些手機讓他長了腦瘤。U.S. District Court 

in Baltimore 的法官認為「這樣的連接關係不為科學界所廣泛接受」50。電磁波與

人們身體健康的議題，早在先前51一直就為先進國家熱烈討論。 

WHO 在 1996 年開始推動為期五年的「國際電磁場計畫(International EMF 

Project) 」，其目的在於整合國際間相關的研究活動，期能儘早協助世人釐清電

磁場是否會對人體除了已知的熱效應外還有沒有其它的傷害。參與此一計畫的單

位包括 8 個國際級組織(EC、IARC、ICNIRP、IEC、ILO、NATO、UNEP)，而

除了 ICNIRP 之外，負責科學工作執行的單位包含英國、美國、德國、瑞典、和

日本等國的 7 個國家級研究組織或政府部門，而參與或表達對此項計畫有興趣的

國家總數超過 40 個。其研究重點在於評估環境中低準位電磁場（low-level EMF）

的曝露風險、長期曝露於低準位電磁場的可能生物作用與機制、相關的管制辦法

與防護措施、安全曝露的教育宣導等，值得注意的是WHO本身並不是研究單位，

它只是整合國際間關於電磁場生物效應的研究活動，有一部份工作包括幫研究的

機構尋找財源，實際真正執行的工作通常都是國際級的組織，其中以 IARC 與

ICNIRP 最為知名，ICNIRP 同時也是國際時變電場、磁場、電磁場等暴露安全標

準的制訂者，我國的標準建議值就是從 ICNIRP 而來，因此有必要瞭解它的由來

以及它制訂標準的過程。 

ICNIRP 全名是國際非游離輻射保護委員會，成立於 1992 年，它是一個 14

                                                 
50

On September 30, Judge Catherine Blake of the U.S. District Court in Baltimore ruled that the 

evidence for such a link has not ―gained general acceptance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51

http://articles.sun-sentinel.com/1993-01-26/business/9301050853_1_cellular-phones-susan-reynard-d

avid-rey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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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獨立科學專家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其研究的範圍包括醫學、皮膚科、眼科、流

行病學、生物學、光生物學、生理學、物理、電氣工程和劑量測定等問題，以及

可能對人體健康因非游離輻射照射而產生的不良影響。 

在 1998 年 ICNIRP 發表電場、磁場和電磁場暴露的準則之前，ICNIRP 的主

席為 Michael Repacholi，同時在 WHO 於 1996 年開始推動為期五年的「國際電

磁場計畫，Repacholi 博士也是這個計畫的主持人，Repacholi 博士雖已經離開了

該計畫，也離開了 ICNIRP 14 人小組，ICNIRP 仍然將 Repacholi 視為榮譽主席

（Chairman Emeritus）。在檢視 ICNIRP 關於獨立科學專家成員的網站52時，有一

位上面列出的科學家沒有對個人利益做宣示，他剛好也是 Repacholi 博士。網站

記載他仍有 ICNIRP 會議觀察家的身份，但不能夠參與投票，因此不需要宣示。

然而，在 ICNIRP 同樣沒有投票權的科學秘書（Scientific Secretary）

GundeZiegelberger 博士，網站仍出現她的利益宣示聲明。 

ICNIRP 在自己的網站上53清楚表示，所有委員(commission member)都是各

科學領域的獨立專家，不代表他們的國家或服務機構，他們更不得為業界所聘用。

為了要保持不受業界或其他既得利益者干擾的獨立性，網站對於敏感的金錢來源

也有所交代：「ICNIRP 是非營利機構並在德國合法註冊。其審慎的收入用來抵銷

其各項活動，包括推行科學方案、舉辦科學會議和出版科學刊物上的年度費用。

其收入來自各種來源而產業為例外。以相同的方式，成員也不能為業界所聘用，

作為一個機構，ICNIRP 不接受業界提供資金54。ICNIRP 接受的經常收入是來自

IRPA 撥給的補助金，也接受來自國家政府的支援，最明顯的是從德國環境部設

                                                 
52

http://www.icnirp.de/cv.htm 
53

http://www.icnirp.de/what.htm 「Where does ICNIRP get its funds?」 
54國際上最受矚目為期十年調查的 Interphone 研究報告，研究經費大約為 1,920 萬歐元，其中 550

萬歐元是來自工業界所貢獻。這 550 萬歐元當中，350 萬歐元是由手機業界論壇與 GSM 協會，

各貢獻一半的經費，透過國際對抗癌症聯盟(UICC)以一公正機制，確保參與研究科學家之獨立

性。其他剩餘經費，則由廠商業界以間接的方式捐獻給各單位，例如:由政府當局以稅收或手續

費方式徵收。只有 50 萬歐元(佔 2.5%)是以合約確保研究獨立之方式，直接由加拿大、法國工業

界所捐獻。其他經費則來自歐盟執委會(374 萬歐元)，以及參與國的地區性經費資助(共計 990 萬

歐元)。另有額外經費來自英國行動電話業界的資助，提供青年、老年族群之延伸性研究，但也

都以合約確保其研究之獨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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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克 ICNIRP科學秘書處獲得支援。其他所有的收入都透過契約委託工作（排

除產業的委託）、科學會議組織和其科學出版物的銷售而產生。目前，ICNIRP

的契約委託工作收入來自各個不同的組織，包括歐洲委員會、 EC，世界衛生組

織（進行極低頻電和磁場的流行病學、生物學、物理和工程方面的科學審查）。

ICNIRP 成員不因為在委員會工作而獲有報酬 - 它完全是自願性質。只有旅行和

參加會議的必要費用成員可得到補助。」 

由於 ICNIRP 的明確宣示，它所建立的準則幾乎是不受外界包括既得利益者

的影響。曾經有一位任職於 Motorola 的 Ken Joyner 博士在澳洲國會作證提到關

於 ICNIRP 的獨立性，他說55：如果你要找一個制訂標準的機構能完全排除業界

代表的影響，那就是 ICNIRP，如果你跟業界有關，你就不可能會是 ICNIRP 的

成員。它會在過程中把你排除。 

不過，1991 年曾發表有關微波輻射對老鼠免疫系統的影響的 Bernard Veyret

博士，9 年後加入 ICNIRP，可以說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看法，反而立場轉成支持

「非熱性輻射無害」，活躍於各類輻射學術會議及講座，發表與電訊公司同一陣

線的論點。而他與法國 Bordeau 大學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也曾經直接參與手機商

Motorola 贊助的研究56。 

 

第二款、EMF 的計畫主持人-Repacholi 博士 

 

世界衛生組織推薦各國採用 ICNIRP 標準，但當時 ICNIRP 獨立性並非如同

科學只講求數據般的鮮明，是存在一些爭議的。WHO 組織的電磁場研究計劃

(EMF)主持人 Michael Repacholi 博士，於 1992 年出任 ICNIRP 主席，更於 1996

                                                 
55

Maisch Don,‖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Bias in Health Advisory Committees : A case study of the 

WHO’s EMF Task Group‖, JACNEM, Vol. 21 No. 1, pages 15-17, April 2006 
56

http://microwavenews.com/news/january-30-2004； Microwave News 三十多年來，是一個一直關

注電磁場輻射可能造成潛在健康和環境影響的環保期刊，2003 年 6 月，Microwave News 從紙本

發行改為 Web 的格式，Microwave News 是依靠讀者的捐款維持，在電磁場輻射這個爭議的議題

上，被廣泛認為是一個公正，客觀的信息來源。 

http://microwavenews.com/news/january-3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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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擔任 ICNIRP 榮譽主席，而他的背景與業界之間的往來雖不表示他一定不公

正，但對於外界卻被視為存在一定程度的曖昧關係，使得主張高標準的環保人士

不禁質疑世界衛生組織大力推薦使用 ICNIRP 標準的背後原因。 

筆者研讀過去國內的相關論文時發現，幾乎沒有人探究過這個 ICNIRP 標準

是怎麼來的，政府以及許多學者要民眾支持 WHO 制訂出來的標準，環保署也是

直接引用，但是這個影響著我國數萬個57家庭的外來標準，應該從源頭瞭解，只

是過去國內文獻對此記載甚少，許多資料必須從國外網站參考，經過筆者資料蒐

集發現，標準當時的制訂確實有著可議之處，並非一般人想像一群毫無利害關係

專家針對電磁場與健康問題進行實驗研究而獲得，以下就是針對標準制訂前後發

生的事件加以敘述。 

ICNIRP 在網站58提到自己與 WHO 在非游離電磁計畫上有著緊密的合作並

正式成為 WHO 認可的國際非游離輻射的諮詢機構，但 Repacholi 博士在這兩個

機構都剛好具有身份，當然很容易讓這兩個機構成為一體。然而，這兩個機構的

往來不只是緊密而已。根據期刊文章指出59，WHO 的工作小組來自 17 個國家有

20 個成員，現任主席 Paolo Vecchia、Anders Ahlbon、Larry Anderson,、

RudigerMatthes 皆為主要成員（main commission），Ahlbon 同時還身兼流行病學

常任組的一員，其他的常任組成員還包括 Christoffer Johansen、JukkaJuutilainen、

Alasdair McKinlay 以及 ZhengpingXu，Eric van Rongen 是 ICNIRP 的諮詢專家，

包括 Repacholi 自己，半數 WHO 的工作小組剛好都是 ICNIRP 的會員，所以這

兩個機構之間可以說沒有秘密可言。 

Repacholi 博士是澳洲人，2001 年 5 月當時還是 WHO 國際電磁場計畫的主

持人，澳洲國會議員曾質詢他60：「WHO 有沒有很堅定的政策來對抗業界想要參

                                                 
57目前全國有 16000 多個基地台站址，平均一個站址影響 6-8 個家庭，實際上可能大於這個預估

值。 
58

http://www.icnirp.de/what.htm 「Who are ICNIRP's partners in non-ionizing protection?」 
59同註 55。 
60

 Inquiry into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Report of the Senate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References Committee, Section 4.115, page 151, Ma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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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畫」，他回說「WHO 不會讓業界加入到標準制訂也不會讓他們參與健康評

估，WHO 的觀點就是標準制訂工作小組不會有業界代表，工作小組也不會有人

自業界得利而對業界的健康效應有所影響力」。 

Microwave News 2005年10月1日報導披露，在Repacholi的要求下，撰寫新的

電力電磁場環境健康準則的20人成員工作小組，加入了來自電力事業或與業界有

關係的機構而成為代表，他們的工作是協助起草以及覆核完成的草案61。

Repacholi很明顯的違反當時他自己在國會的說詞，電力電磁場環境健康小組的中

心成員之一Leeka女士，過去是Repacholi在WHO任職時的助理，也曾經對英國醫

學雜誌說過：她在電力研究所工作過也當過顧問62。電力方面的業界曾協助Leeka

撰寫報告的63，有來自EPRI的Gabor Mezei，來自南加州愛笛森電力公司的Jack 

Sahl以及英國國家電力網公司的Jack Swanson。Repacholi在2005年7月把電力電磁

場環境EHC報告送出去給人覆核，當時的覆核者包括日本國家電力、美國太平洋

電力、給魁北克水利發電公司、美國健康科學事業（Utility Health Sciences 

Group ,USA）以及美國指數電力公司。 

2005 年 10 月 3 日在日內瓦有一關於建議電磁暴露標準的會議64，於該重要

會議之中，除了 WHO 本身的人員之外，Repacholi 另外只邀請 8 位來自電力事

業的業界代表，拒絕媒體進場。會議既不在 WHO 網站上的開會時間表公告，也

不在生物電磁學會的會議日曆排程中，幾乎生物電磁學會的人包括重要的流行病

學專家都不知道有開會這一件事，只有業界代表收到邀請。奇怪的是，為何那麼

直接與 WHO 風險評估小組相關的一群流行病學專家，既不能成為該會的觀察員

也不能參與覆核的工作，令人懷疑是不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說，對流行病學這

個講究環境調查的學科，是不是與所謂實驗研究或實驗室研究有所衝突，這恐怕

只有 Repacholi 知道。雖然那一次的半秘密會議是有邀請一些獨立的研究人員來

                                                 
61

http://microwavenews.com/news/who-welcomes-electric-utility-industry-key-emf-meeting-bars-press 
62

Childhood cancer and power line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31, pp. 634-638, Sept.17, 2005. 
63

http://microwavenews.com/news/who-and-electric-utilities-partnership-emfs 
64同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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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最後版本草稿的準備與覆核，但是能讓那麼多與業界有關的人士參與那麼重

要的風險評估草稿，不得不令人產生疑問。 

2006 年 6 月 11-15 日，生物電磁學學會(BEMS)第 28 次會議在墨西哥坎昆舉

行，Repacholi 在會場報告 WHO 電磁計畫 10 年來的成果，題目為"Results from 10 

Years of WHO's International EMF Project"，路易斯安那大學神經學系教授 Andrew 

Marino 在報告完畢後中站起來問 Repacholi，「請問到底是 WHO 哪些人在做 EMF

研究評估」，Repacholi 告訴發問者他們是如何考量科學證據，過程如何，就是不

提評估者的名字，發問者再問兩次他要知道名字，Repacholi 設法迴避就是不說。

Andrew Marino 認為65，名單裡的名字很容易就知道跟業界有關，也包括 Repacholi

自己。Andrew Marino 舉了一個評估人的名字 Mays Swicord，因為曾在美國 FDA

任職，被 Repacholi 選為 WHO EMF 計畫評估成員，Andrew Marino 說：「表面上

他在為美國國民尋求電磁方面的保護，實際上更大的興趣在於保護電磁波製造源

之一的微波爐製造商。」離開 FDA 之後，Swicord 成為摩托羅拉研發主管，反而

一直向政府遊說降低環境 EMF 安全標準。 

 

第三款、Repacholi 有失職之嫌66
 

 

1994年，魁北克水利發電公司提供美金3百萬經費給McGill大學的Dr. Gilles 

Theriault 等人作有關暴露在磁場影響人體健康的研究，Dr. Theriault 從三家電力

公司收集電力公司員工資料初步分析發現，他們比一般人高出 12 倍的可能性會

長出星細胞（astrocytomas），它腦瘤的一種，不過只是基於少數案件。McGill

大學團隊之後再度分析那些資料後，這一回是觀察高頻暫態波信號，發現比起一

般正常人，電力公司員工會多出 10 倍罹患肺癌的風險。然而當 Dr. Theriault 想

再度以相同資料幫其他協會作分析時，魁北克水利發電公司不讓 Dr. Theriault 取

                                                 
65

http://www.buergerwelle.de/assets/files/sobs_at_who.htm?cultureKey=&q=pdf/sobs_at_who.htm 
66同註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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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資料，畢竟該公司出錢贊助，擁有該資料的權利，不過魁北克水利發電公司卻

說他們之間有契約上的問題尚待解決，代表魁北克水利發電公司的 Michel Plante

還認為 Dr. Theriault 發表他的發現違反他們公司的契約。許多資深電磁場研究人

員以及流行病學家都認為該資料有重要性，有再進一步分析的必要，到 2005 年

10 月止，該資料還壓在魁北克水利發電公司手中而不提供給科學界。這位拒絕

交出資料的 Michel Plante，卻受到 Repacholi 邀請，參與覆核環境健康風險評估

報告。 

從 2005 年起，就有環保團體認為 Repacholi 失職，要求他離開 WHO，

Repacholi 的失職不只在於他沒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更在於他負責撰寫 WHO

電磁波環境健康風險的報告時，不採用某些不利於電信產業界的實驗結果，例如，

長期使用(10 年以上)手機和長期暴露在非游離輻射下的健康變化。另外，當他的

報告必須請專家覆核時，所請的八位專家全部都是產業界人士，他明顯的有選擇

性地引用證據。在一篇由國科會科技顧問林基興教授寫信67問到此事時，

Repacholi 的回覆是：我的工作是管理「國際電磁場計畫」，但我並非任一委員會

的成員，只是職員；世衛職員只是委員會的秘書，幫助委員會的工作，無權決定

健康風險事宜，因為那是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的任務。Repacholi 的確不直接參與

論文審查與評估，但這並不代表 Repacholi 沒有立場，身為「國際電磁場計畫」

管理者，加上外界報導他與業界一定程度關係，難以讓關心電磁場國際標準的人

士相信 Repacholi 完全未影響標準的制定。 

抗議人士多年來指控 Repacholi 不夠獨立，因為研究的經費竟有部分來自於

產業界，作為 WHO-EMF 國際電磁計畫主持人，多年來都一直否認。然而，在

2005 年有了變化，根據期刊披露68，Repacholi 承認大部分的錢是由他以前工作

過的皇家阿得雷得醫院(Royal Adelaide Hospital )捐助而來，多數人都認為該筆錢

來自於產業界。Microwave News 一直致力於錢流向的追查，1999 年一位任職於

                                                 
67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079 
68

http://microwavenews.com/docs/MWN.11(9)-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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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ola 的發言人 Norm Sandler，曾經告訴 Microwave News，他說：這是支助

WHO 計畫的一個過程。在那段時間，Motorola 每年給 Repacholi5 萬美元，支助

的部分現在還有包括行動通信論壇(MobileManufacturers Forum,MMF)轉到澳洲

的錢，每年給該計畫 15 萬美元。Repacholi 曾表示「我在世衛期間絕無收受任何

產業的資金，這違反世衛的規定，我若收受任何資金，就早已被掃地出門了。」

在諸多場合 Microwave News 直接問 Repacholi 有沒有收受業者的錢，他一直都

是拒絕。不過卻有網站報導69他後來不否認「直接」從手機產業收了這一筆錢。 

 

第四款、Repacholi 在 PANORAMA 的對話 

 

2007 年 5 月 21 日英國 BBC 的 PANORAMA 節目70針對手機對孩童的問題以

及學校是否應該裝設 Wi-Fi 基地台進行討論，過程中電話專訪 Repacholi 一些敏

感的問題，節目主持人 Kenyon 是這樣介紹 Repacholi：「他是個在 WHO 有一席

之地的科學家，同時也是創始標準制訂 ICNIRP 的人，他是個有爭議性的人物，

Repacholi 博士已不在 WHO 工作，但他的決定影響著我們。」以下節錄及翻譯

他們的對話內容： 

主持人：當你在 WHO 的網站上說「沒有已知的所謂不良影響」是不是給了人們

一個科學就是那樣的全貌？ 

Repacholi：這樣的陳述放在網站它意思是說沒有建立出健康效應，當效應被建立

出來，那表示它是用非常好的研究技術在許多實驗室被重複過71。 

                                                 
69

http://emfradiation.blogspot.com/2005/11/crime-of-your-employee-towards-world.html「Dr. 

Repacholi was asked to respond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oney he receives from the industry directly 

and he did not deny that he receives 150,000 dollars directly from the cellular phone industry- every 

year.」 
70

Transcript at http://news.bbc.co.uk/2/hi/programmes/panorama/6683969.stm 
71原文：When that statement was put on the website it was meaning that there's no health effec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when an effect has been established it means it's been repeated in a number of 

laboratories using very good study techniques.  

 

http://emfradiation.blogspot.com/2005/11/crime-of-your-employee-towards-wor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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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Henry Lai 以及 Olle Johansson 都說發現了，我意思是也有許多受敬重

的科學家都說遠比那些數值低之下而發現了，他們錯了嗎？ 

Repacholi：如果他們這樣講，那就很混亂。因為每個覆核小組是要看所有的研究，

跟其他研究來看是否能跟這些研究相比或是呈現同一個方向，這叫做證據權重法

（weight of evidence approach）。證據權衡之下不認為對他們有效應或是不算個效

應，那是唯一的方法你可以說到底是否不良的健康效應。 

主持人：這有個爭議。Repacholi 博士曾為就是產生輻射的業界工作，在為 WHO

工作之前，他還是個幫電話產業講話的專家證人，為他們辯護有權在爭議地點設

天線塔。你真的認為你是一位獨立的科學家嗎？ 

Repacholi：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我，我是這樣看自己… 

主持人：我想你應該知道大家怎麼看你。 

Repacholi：（笑）好吧，我看過網站，大家可以說他想說的，我知道我自己，我

只想說科學是怎麼說的。對我，那就是個獨立的觀點，如果大家不是這樣看，就

那樣吧。 

主持人：你在 WHO 以及 ICNIRP 之前是不是為業界工作？ 

Repacholi：是的。 

主持人：之後也還是為業界工作？ 

Repacholi：是的，我反對有人說因為我有金主我就改變心意72，我知道我沒有得

很。 

Repacholi 離職前是 WHO 電磁場(EMF)計畫的主持人，他在成為該計畫的主

持人之前，就是業界推動電力低頻電磁場標準的建立，MicrowaveNews 2006 年

11 月號也報導73過他自 WHO 離職之後，隨即成為業界74的有給職顧問。 

 

                                                 
72「I challenge anyone to say that I've chanted my mind because of my funder because I sure as hell 

haven't」chanted 應該是 changed，文字記錄可能有誤，該文字記錄一開始就提到內容可能因為錯

聽而有誤，BBC 不保證文字正確。 
73

http://microwavenews.com/CT.html 
74

Connecticut Light and Power Co.，美國一家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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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科學上主流論點 

 

第一款、WHO 第 193 號文件75
 

 

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0 年 6 月對於電磁場與公共衛生方面更新發佈第 193 號

文件（fact sheet），電磁場探討的來源是手機。該文件相關健康上論點整理如下： 

1. 手機經由基地台的固定天線傳遞無線電波而通訊，射頻波為電磁波；但不像

游離輻射的 X 光或干瑪射線，手機電磁波不會斷裂人體中的化學鍵，也不會

導致人體中的游離輻射。 

2. 過去 20 年來，許多研究評估手機是否成為可能的健康風險，至今，仍無法認

定使用手機產生有害健康的效應。 

3. 在手機使用的頻率下，大部分的能量為皮膚與其他表面組織吸收，導致身體

中腦部或其他器官「可忽略的升溫」。有些研究調查射頻對自願者腦部電流活

動、認知功能、睡眠、心跳速率、血壓等的效應；至今的結果是，在導致熱

效應的電磁暴露程度以下時，並無一致性的證據顯示有害健康的效應。 

4. 射頻能量與人體互相作用的主要機制為人體組織受熱。類似地，研究結果仍

無法支持電磁暴露與自我提報的症狀（或稱「電磁敏感症」）兩者間的因果關

係。 

5. 手機是在 1990 年代早期才普遍使用，目前流行病學研究只能評估較短期間內

出現的癌症。動物研究的結果一致地顯示暴露於射頻下並無增加癌症的風

險。 

6. 至今流行病研究的結果，並無顯示在射頻暴露與任何有害健康效應間有因果

關係的一致性證據。這些研究存在太多限制因素而不能完全排除因素之間關

聯性。 

7. 世界衛生組織之下的國際癌症研究署協調多國對成人的評估、病例與控制研

                                                 
75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193/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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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名為「INTERPHONE 計畫」，為了找出使用手機與成人頭頸癌症的關聯

性，此國際綜合統計分析 13 國的資料，並沒發現使用手機超過 10 年就有增

加神經膠質瘤或腦膜瘤的風險。雖然有些使用累積時數前 10%者顯示增加神

經膠質瘤的風險，但總和而言，在使用更久時，並無一致性增加風險的趨勢。

因此，研究者得到結論，偏差與誤差限制了這些結論的解釋能力，也無法引

出因果關係。 

8. 世界衛生組織將經由其研究議程，找出（與加強）射頻與健康的研究順序，

也發展出民眾資訊內容，提倡科學家、政府、產業、民眾等的對話，以多瞭

解使用手機的可能有害效應。 

 

 

第二款、WHO 第 304 號文件76
 

 

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6 年 5 月對於「電磁波與公眾健康」方面發佈第 304 號

文件（fact sheet），電磁場探討的來源是基地台及無線技術。該文件相關健康上論

點整理如下： 

1. 到目前為止，科學證據指出，射頻領域唯一的健康效應為體溫升高（大於攝

氏一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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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台和無線網路的射頻訊號暴露值極低，人體上升的溫

度根本微不足道，不會影響人體健康。 

2. 根據最新調查顯示，在公共地區（包括學校和醫院），基地台和無線科技造成

的射頻暴露值通常只有國際標準的數千分之一。 

3. 到目前為止，詳細研究並未顯示不同傳播射頻訊號調變方式會造成特定的危

險性。 

4. 就地理位置而言，癌症在任何人群的分佈都呈不均勻的現象。由於基地台分

                                                 
76

http://ivy1.epa.gov.tw/nonionized_net/InternationalDetail.aspx?Record_No=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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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極廣，在基地台附近有多人罹患癌症很可能只是巧合。除此之外，報導的

癌症患者通常罹患多種不同癌症，並無共通特性，因此基地台及無線科技不

太可能癌症的共通成因。 

5. 在過去 15 年間，學界曾發表檢討射頻發射器和癌症潛在關係的研究。這些研

究並未證實，發射器產生的射頻訊號暴露值會增加罹癌風險。而長期的動物

研究也未能證明暴露在射頻訊號的電磁場領域下會增加罹癌風險，甚至使用

的強度遠超過基地台和無線網路所能產生的水平，亦無法證明暴露在射頻訊

號的電磁場強下會增加罹癌風險。 

6. 人體與動物研究使受測者暴露在類似手機的射頻電磁場強下，測試腦電波、

認知功能和行為，結果並未發現負面效應。和一般大眾暴露在基地台和無線

網路下的射頻暴露值相比，這些研究使用的射頻暴露值要高上約 1000 倍。研

究並未發現影響睡眠或心血管功能的一致證據。 

7. 根據目前所有收集的研究證據顯示，基地台產生的射頻信號，不會對人體健

康造成短或長期的負面影響。而無線網路設備所產生的射頻信號又低於基地

台，可據此推論，該發現也適用於無線網路。 

8. 部分人士認為，射頻訊號暴露可能造成風險，甚至可能是嚴重危害。大眾恐

懼的原因包括媒體宣布未經證實的科學研究，導致大眾的不確定感，以及感

到可能有未知或未發現的危險。其他因素包括美感考量、缺乏對新設基地台

地點的掌控或無法提供意見。經驗指出，透過教育計畫、有效溝通、公眾與

其他相關人士在設立射頻發射台前參與決策過程，可提升大眾信心與接受

度。 

9. 結論：根據極低的暴露值水平以及至今收集的科學研究資料，沒有可靠的科

學證據顯示，基地台和無線網路產生的微弱射頻訊號會導致不良的健康影

響。 

 

第三款、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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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第 304 號或是第 193 號文件主要還是參考 ICNIRP 制訂標準時主流意

見，目前科學證據唯一能夠確認的，射頻功率會使人類的體溫升高。即使是在較

強的射頻發射源-手機的使用下所導致身體器官溫度升高也屬「可忽略的升溫」。

因射頻訊號暴露所導致的大眾恐懼，可能與缺乏溝通與媒體有關，甚至還包括基

地台美感。WHO 第 304 號以經驗指出，透過教育計畫、有效溝通、公眾與其他

相關人士在設立射頻發射台前參與決策過程，可提升大眾信心與接受度。因此，

民眾所擔心一切的健康問題，從這兩份文件看來似乎都是多慮。 

 

 

第四節、科學上非主流論點 

 

第一款、中國大陸對 ICNIRP 標準的評價 

 

並非所有國家都接受 ICNIRP 制訂標準，中國大陸在制訂國民的電磁波暴露

標準時，就曾檢視過 ICNIRP 制訂標準的依據，並且提出 ICNIRP 標準的缺點所

在，從而建立自己的國家標準。標準的起草人之一，浙江大學生物電磁學浙江省

重點實驗室許正平、姜槐教授曾指出 ICNIRP 標準的問題77： 

 

第一、ICNIRP標準的根本問題在於引用依據的局限性：該標準是基於短時、即

刻電磁場暴露產生的已知健康危害效應。對低頻電磁場，以導致中樞神經

系統興奮性發生急性改變或其他急性改變，如光誘發電位元倒置的電流密

度100mA/m
2作為有害作用臨限值；對射頻段電磁場，ICNIRP認為得到公

認的生物學和健康效應與體溫升高超過的反應一致，而後者相當於在一般

環境中個體暴露於全身的比吸收率約為4W/Kg的電磁場中30分鐘，因此該

                                                 
77許正平、姜槐，中華預防醫學雜誌 2004 年 1 月第 38 卷第 1 期，第 58-61 頁。 



 

- 46 - 

 

頻段的有害作用臨限值取4W/Kg。從而，對一切由EMF引起的可能健康效

應，如在不引起溫度升高條件下的效應（非熱效應），該標準不作為限值

設定的根據。在有大量過去研究反映低於ICNIRP限值的電磁場暴露引起

潛在健康損傷的狀況下，還停留在30年代就已經明確的電磁場對生物體的

刺激效應和熱效應，而不及時吸收科學的進展是不合適也不科學。 

第二、ICNIRP對實驗結果評價的指導思維有待商榷: ICNIRP以暴露參數的交代、

材料方法的描寫、合適統計方法的採用和足夠的實驗對照為論文評價的要

素，全面評估了有關電磁場生物學效應的研究報導。在拋棄不合上述四個

要素的論文後，ICNIRP認為電磁場低強度效應（非熱效應）結果不一致，

無法作為暴露限值設定的根據。對論文撰寫設定基本要求是對的，但論文

評價體系同時應考慮排除一些干擾性的結果，特別是當涉及企業利益時。

同時，在評估低強度電磁場的健康影響時，應採用非線性的分析方法，並

正視動物或細胞實驗研究中由於遺傳背景不同以及重複弱效應時客觀存

在的機率問題所導致的結果不一致性。 

第三、ICNIRP標準沒有考慮低強度電磁場長期暴露的可能效應：ICNIRP對因長

期暴露而引起的潛在影響，認為沒有充分的有效資料可提供作為制定暴露

限值的基礎。事實上，急性、短時暴露與慢性、長期暴露的效應常常是不

一樣的。 

第四、ICNIRP標準對低頻段電磁場效應的認識有片面性：在低頻段以電流密度

作為基本限值單位，認為磁場只能由於感應電流而導致不良效應，但目前

的研究成果顯示，磁場本身的作用是主要的。國際癌症研究署已將極低頻

磁場定為人類的可能致癌因數，而ICNIRP認為其有害機制尚未確立，於

是在其標準中不做出任何修正，卻設定了一個在實際環境中不太可能出現

的過高限值。 

 

許正平、姜槐教授認為，在當前的生物電磁學領域，有一種否定低強度電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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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健康效應的傾向。當有體外實驗資料時，他們會要求活體的證據；當你提供了

活體的動物實驗結果時，他們又認為動物與人是不一樣的；而當你有流行病學調

查的結論時，他們則批評選擇有偏差或存在不明的協同因素，從而認定結果不具

可信度。 

 

第二款、中國大陸射頻電磁輻射標準的制定依據 

 

中國現行的射頻電磁場輻射標準是在以往過去國家標準的基礎上78以及依

據暴露於射頻電磁場的群體健康調查、動物實驗和理論推算結果，根據以上資料，

開始評價人體的真實暴露水準是否有害，並制定暴露限值。 

中國大陸已經做了一些關於職業和環境暴露於不同頻率電磁場的人群健康效應

調查。調查結果表明慢性暴露於電磁場與多種非特異性症狀有關，其中包括神經

衰弱症候群，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外周血象、眼晶體和非特異性免疫功能的輕微

改變。這些效應似乎與一些動物實驗和別國的人群調查結果相一致。健康效應的

臨限值：0.1-30 MHz 為 50-100 V/m；> 30 MHz 為 50-200 uW/cm
2。動物實驗方

面，在 0.2-1.0 mW/ cm
2 之下，可表現出心電圖和免疫功能的改變。 

而科學方面理論的研究，中國大陸亦有調查，與 ICNIRP 科學依據不同，差

異如下79： 

第一、ICNIRP 的標準是基於對外周神經和肌肉的刺激等短時間效應及暴露於電

磁場後能量吸收引起的組織溫度的升高（一般稱為熱效應）。然而，有大量文獻

記載在不產生熱和刺激效應（sub-thermal effect）的輻射強度下，電磁場亦可產

生健康效應。射頻輻射干擾動物行為的 SAR 臨限值有可能低於 4W/kg。如

D'Andrea 等（1986 年）研究老鼠長期暴露於射頻輻射，其行為效應的臨限值在

0.14 和 0.7W/kg 之間；還有其他不少學者的研究顯示了行為效應的較低臨限值：

                                                 
78中國國家標準《電磁輻射防護規定》編號 GB8702－88。 
79姜槐、許正平，「中國電磁場輻射標準的科學依據的探討」，第三屆電磁輻射與健康國際研討會

暨 2003 年全國電磁輻射生物學學術會議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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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DeWitt 等 (1987 年): 0.14W/kg; Thomas 等 (1975 年): 1.5-2.7 W/kg ; Schrot 等 

(1980 年): 0.07 W/kg: Lai 等 (1989 年): 0.6W/kg
80。關於輻射效應在神經系統方面

的潛在機制，Lai 等研究認為大腦中類膽鹼能和內源性鴉片樣神經傳遞素與微波

輻射引起的空間記憶缺失有關(Lai et al, 1989)。Sanders 等 (1985 年)報導老鼠暴

露於 SAR 為 0.1-0.5 W/kg 的脈衝微波後，其大腦皮層的 ATP、CP 含量明顯下降，

並認為輻射降低了線粒體的電子傳遞功能。Chiang 等(1984 年)亦觀察到在 SAR

等於或大於 0.5 W/kg 時，小白鼠暴露於脈衝微波後線粒體標誌酶 SDH 和 MAO

減少，那對於健康來說免疫系統也是非常重要的。俄羅斯曾報導了一系列長期輻

射暴露對免疫系統影響的實驗研究。使用補體結合試驗、嗜堿細胞脫顆粒、溶血

空斑形成等試驗發現老鼠、豚鼠、兔子等暴露於 50 μW/cm
2 或 500 uW/cm

2 的 2450 

MHz 的微波後，引起了大腦蛋白結構的損害和抗細胞毒素抗體的產生，隨後發

生了自身免疫過程(Vinogradov and Dumanskij, 1975; Shandala 等, 1985)。

Vinogradov 等把暴露動物的免疫活性細胞轉到另一隻老鼠身上進一步證實長期

暴露於 500 μW/cm
2 的微波可導致自身免疫反應。Shandala 等 1982 年報導 500 

μW/cm
2 微波可導致孕鼠自身免疫的發生，並觀察到絲裂原誘導的淋巴母細胞轉

換受到明顯抑制。Vinogradov 和 Dumanskij 於 1975 年報導豚鼠長期暴露於 50 

μW/cm
2微波後引起中性粒細胞吞噬功能的抑制。雖然以上實驗沒有提供SAR值，

但是根據報導提供的輻射條件，從暴露動物的任何極化方向估計該 2450 MHz 微

波的 SAR 值都遠遠小於 0.5 W/kg。小鼠長期暴露於更低強度的微波後可引起免

疫系統的雙相改變。Fesenko 等 1999 年報導老鼠 24 小時暴露於 1 μW/cm
2 的正弦

微波後腹膜巨噬細胞的 TNF 含量增加，而暴露 7 天後則引起 TNF 含量的減少。

有學者（Veyret 等, 1991 年）研究了 30 μW/cm
2
 (SAR, 0.01W/kg)的脈衝微波，在

振幅調變和不調製的情況下對小鼠的影響。發現在沒有振幅調製時未見免疫功能

的改變（用細胞溶血空斑形成試驗），而在振幅調製時，可導致免疫反應的增強

和減弱。Chiang 等（1989 年）亦報導了人暴露於環境中低強度的射頻輻射後中

                                                 
80同註 79。 



 

- 49 - 

 

性粒細胞吞噬功能的雙相性改變。從體外研究來看，射頻輻射存在非熱生物效應

的證明不斷地增加（如 de Pomerai 等, 2000 和 2002; Kwee 等, 1998 和 2001）。有

關低強度電磁場潛在健康危害的分子生物學機制的認識也在增加（Goodman 和 

Blank, 2002; Lin 等, 2001; Leszczynski 等, 2002）。低強度微波暴露引起大腦屏障

通透性增加和 DNA 雙鏈斷裂的研究在 2002 年由 Leszczynski 等再一次報導81。

許多體內外（in vivo / in vitro）研究報導了微波輻射的非熱的健康效應，以上所

提文獻僅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100 kHz 到 10GHz 的微波所致危害效應的 SAR

臨限值可能在 0.5 到 1.0 W/kg，而不是 4.0 W/kg。因此，在中國的電磁場暴露

標準草案中，將 SAR 0.1 W/kg 作為職業暴露的限值，而 SAR 0.02 W/kg 作為一

般的公共暴露限值。 

第二、SAR 的應用及其局限性。對射頻輻射來說，SAR 是個有效的能量吸收率

的測量指標，但不是生物效應的量化指標。例如，在相同 SAR 下，連續和間斷

的射頻暴露，調製和不調製的微波暴露所引起的生物學效應都不同，這就對 SAR 

作為基本限值提出了疑問。由於低強度射頻輻射的機理尚未清楚，SAR 對某個

頻率的輻射從動物實驗外推至人是有用的，但有其局限性。在中國的暴露標準修

訂草案中，所謂的基本限值實際上是初步的限值。暴露限值不僅僅來自 SAR 值，

並且還依據暴露時間的不同和參考流行病學研究資料，從而確定暴露限值。

ICNIRP 的標準指出如果測量值高於參考值，就不一定說明基本限值已經被超過

了，即不一定是超標。然而，基於 SAR 的局限性，在草案中，用暴露限值而不

是以基本限值來評估其與標準的一致性，判定是否超標。 

第三、至於局部 SAR 限值，ICNIRP 建立的局部暴露限值也是從防止熱效應出發

的，即使眼睛的溫升不超過 1℃。由於與以上同樣的理由以及實踐的可能性，在

草案中原建議採用 1.2 的 ICNIRP 提出的 SAR 限值。如公眾暴露時頭和軀幹 SAR

的限值是在任何 10 克組織中平均為 1.0 W/kg，它接近於目前電氣和電子工程師

協會所採用的任何 1 克組織中平均 SAR 為 1.6 W/kg。然而，手機使用者的暴露

                                                 
81同註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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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很短的，通常每天小於 1 小時，此外，手機是個商品，使用手機是個人行

為，如吸煙等。因此，如果需要的話，該限值還可以放寬。 

第四、標準制訂應考慮代價與利益。雖然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電磁場暴露與潛在

的健康效應有很大的關聯，但至今在評價電磁場暴露及其有關健康效應的知識還

很有限，尚不能提供令人滿意且讓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暴露限值。中國的暴露標

準修訂草案亦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但它是有合理依據的。隨著科學進

展，包括分子生物學的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新的技術和觀念上的更新，使研究者可

以解決電磁場健康效應的許多爭論。然而，暴露標準旨在保護人，另一方面，電

力和通訊的發展對人民是十分有利的。因此，一個能被大家普遍接受並能付諸實

踐的暴露標準應當在預防的原則下進行代價與利益的合理分析後才能產生。 

 

第三款、生物啟動報告 BioInitiative Report
82

 

 

生物啟動報告是由美國的 14 位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學者撰寫，並且通過 12

位專家的外部審查後修正的。這篇報告的主要目的，是針對目前暴露極限下電

磁輻射對民眾的健康衝擊進行科學性證據的評估，同時也評估這些暴露極限，

該如何改變才能減少可能的公共衛生風險。這份報告認為，目前幾乎所有國家

對非游離輻射所訂定的公共安全標準限制，都太寬鬆了。這份報告提供決策者

和民眾有關電磁場暴露源的知識，並在進行大幅改變之前，尋找暫時的解決方

案。生物啟動報告自 2007 年 6 月發佈以來，受到世界各國環保團體、學界與

政府的高度重視。生物啟動報告工作小組並不受政府專業社群或評估機構像是

國際癌症研究署認可而執行 EMF 的研究，該報告主要是由 Dr. David Carpenter

                                                 
82李俊信，97 年度「非游離輻射健康風險溝通計畫」期末報告，附件 4 指出：絕大部分的研究結

論，仍是無明顯的證據，可支持明確的電磁場生物效應。儘管當中或有部份研究指出，有些微證

據與發現是持較為正面的，但仍然缺乏較一致性且持續性的結論。因此本報告，似有「以小放大」，

並套用「預警原則」，以增強其立論正確性之嫌。李俊信為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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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長期關注電力線設置議題的 Ms. Cindy Sage 編整完成。報告中最為重要的

結論就是對於現今國際上的 EMF 的標準有著極大差異的看法，報告認為在

ELF 方面國際非電離輻射保護組織 ICNIRP 的上限值應該降低 800 倍，而美國

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 IEEE 的上限數值應該降低 9000 倍。在射頻方面應該

降低 2000 倍，在美國目前採用 ICNIRP 的低頻電力磁場標準上限是在 0.83 高

斯而 IEEE 的上限標準是 9.1 高斯。戶外的射頻電場應該在 0.1μW/cm
2。 

生物啟動報告83編者群指出，像 IEEE 和 ICNIRP 這樣的專業團體一直支

持只有熱效應的論點，他們大致表現出以下的作法：1.省略或忽視一大群體同

儕審查的研究結果，因為根據他們的定義不認為那是的證據；2.將不利效應的

定義設定很高，不管是科學證明或是因果證據，以凍結他人的行動；3.在把低

輻射強度不利效應或風險列入考慮之前，要求結論式的證明；4.忽視因調變之

低輻射強度的生物效應對健康衝擊的研究報告；5.給予業界參與小組進行科學

審查卻不讓公共衛生專家及有低輻射強度相關經驗的獨立科學家參與；6.限制

公眾參與標準制訂的審議；7.盡可能保持現狀。該份報告之總結摘要84主要記

載如下： 

1. ICNIRP 與 IEEE 對於 ELF(極低頻)與 RF(射頻)的現行限制標準，在公眾與職

業暴露這兩部份，對於大眾健康的保護性是不足的。 

2. 從生物學的角度來看，ELF 與 RF 以現行公眾與職業暴露的標準，應該對其可

能產生之生物效應、與長期暴露對健康危害的潛在效應，做出明確的說明。目前

已有許多研究報告指出，即使暴露量明顯低於國際間的標準，這些潛在效應仍會

發生。 

3. 在 ELF 與 RF 的強度加上調節因子(包括長期暴露)後，若高達會對健康人體與

生活環境造成明顯影響之時，以生物學為基礎所制定的暴露限制，必須能發揮保

護作用。 

                                                 
83

Bio Initiative Report: A Rationale for a Biologically-based Public Exposure Standard for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LF and RF)‖ by 'Cindy Sage, and David Carpenter (2007) 
84取自李俊信，97 年度「非游離輻射健康風險溝通計畫」期末報告，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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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LF 與 RF 的長期暴露對於人體健康所造成的潛在風險越高，其對應的管制研

究與預防措施也要成比例的給予加強。 

5. 以生物學為基礎而制定的暴露限制，應足以反映目前對已知生物效應與健康

影響的了解，並以預警原則所定義的預防措施為基礎，來加以新的限制。 

6. 以生物學為基礎而制定的暴露標準，在 ELF 與 RF 達到會影響或改變人體器

官正常功能的層級時，必須能發揮保護作用。不能只考慮能量吸收造成的熱效應，

且長期曝露所造成的反應尤其應該注意。 

7. 目前的暴露標準是以熱效應為主，而對於非熱效應的暴露(已有許多報告指出

長期暴露會危害人體健康)卻沒有多做說明。 

8. 所謂生物效應，必須涵蓋危害健康與破壞體內平衡。 

9. 以生物學為基礎而制定的暴露標準，必須能保護人體的正常生理機制，不被

曝露所引發的生物效應所破壞。這些生物效應包括：DNA 的損害 (與人體基因

完整性關聯的基因毒性)、細胞的傳染、新陳代謝與修復、以及身體原有的癌細

胞監測功能 (以防止癌細胞與神經系統疾病的發生)。研究報告所提到的影響還

包括：睡眠、認知與記憶、造成心情沮喪、影響心血管、使血腦屏障發生滲漏、

影響免疫系統與生殖能力。 

10. 會影響上述生物效應的因子包括：EMF 的頻率、強度、暴露時間、暴露次

數，而這些因子又會交互影響，產生不同的效應。此外，為了解 EMF 所造成的

生物效應，大眾必須了解這些效應是否會加成，人體的自我補償機制是否會啟動，

以及體內生理機制何時會整個失衡。 

11. 用來解釋基因毒性(DNA 損害)的生物機制，已廣泛爲人所知(游離基造成的

氧化傷害)，卻不知道這機制尚未被證實。然而，訂定嚴謹的標準來保護大眾健

康，不能等到有了證明才做，依 IEEE 與 ICNIRP 現行標準所制定新的暴露限制，

也不能等到情況已緊迫，才強制執行。 

12. WHO的ELF 健康標準專題論文(2007)則指出：「現有的證據不能證實，受 EMF 

暴露與發生心血管疾病之間有關」，「對乳癌而言，更是沒有關連，對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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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不足以評斷」。但上述結論對 IARC 的發現來說，尚不足以將 EMF 列為非致癌

因素，所以 WHO 目前還未能將 EMF，從引發乳癌與心血管疾病的潛在因子中

排除。 

13. 採取防護措施的標準，應該是預防性質的，所以不能等到證實 EMF 會危害

健康之後，才採取行動。 

14. 大多數人開始對無線科技的大量使用，無意間增加受到 RF 與 EMF 的暴露量

而感到擔憂，且即使這些 RF 與 EMF 的暴露量，仍低於目前的熱效應標準，大

眾仍然無法接受。 

15. 無線科技產業並沒有告知大眾這些可能帶來的風險，使得大眾已習慣於使用

這些無線科技技術，健康受到威脅卻不自知，這就像是未經細讀合約就簽字同意

了。 

16. 政府無法提出正面的主張，繼續支持由 ICNIRP 與 IEEE 所訂定的標準，而

且以目前的科學證據來看，政府對於那些欲放寬 RF 與 EMF 限制的提案，都應

該加以否決。 

 

第四款、科學上實驗調查 

 

70-80 年代，在手機尚未問世以前早就有雷達引起電磁波與健康的問題，因

此磁波與健康之間的研究早已有研究報告85，亦指出電磁波會引起身體組織的反

應，同年代時期，也有相關研究86觀察到細胞內的鈣離子流出會受到極低頻電磁

場的影響，至於這種現象對人體是好是壞當時並不評價，認為可以利用這種現象

                                                 
85

Physiol. Rev. 61 (1981) p435; Annals of New York Acad. Sci. 247 (1975) p232; J. Microwave Power 

14 (1979) 351; Bioelectromagneticsp7 (1986a) p45; Bioelectromagnetics 7 (1986b) p315; Biologic 

Effects and Health Hazards of Microwave Radiation, Warsaw, Polish Medical Publication (1974) p 289; 

Biologic Effects and Health hazards of the microwave Radiation, Warsaw, Polish Medical Publication 

(1974) p22; Multidisciplinory perspectives i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research, Washington DC,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1978) p444 
86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9587915 摘要：Since the mid 1970's, when Adey discovered 

that extremely-low-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 (ELF/EMF) may affect the calcium ions efflux 

from various cells.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958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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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診察與治療之用，過去實驗資料的重要性在於當時尚未有電信產業，研究是

單純的，不會有利益摻雜。本文在此將介紹不同於 WHO、政府及電信業者所強

調電磁波不會致癌的科學研究，進一步將過去曾經研究的細部過程予以呈現，以

補足過去國內論文從未揭露者。此外，WHO 電磁風險評估小組成員之一的

Bernard Veyret 在 2010 年的國際電磁計畫會議紀錄87也曾提到一個數據，

「AFSSET 射頻研究的審查發現，124 份研究報告認為沒有效應的有 73 份符合

其品質標準（quality criteria），102 份的研究報告認為有效應的只有 11 份滿足品

質標準。」當電信業者大聲疾呼說電磁波完全無害時，而主管機關也傾向採用國

際標準的同時，似乎產生了一種印象，全世界的研究都顯示電磁波完全無害，甚

至沒有生物效應存在，並且已經窮盡一切研究，然而這並非事實的全貌。後來主

張非熱性輻射無害的 Bernard Veyret 亦承認確實存在著符合品質標準的電磁場負

面研究，而上述會議紀錄亦記載，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在對熱效應的研

討會認為，可以基於生物效應而非熱效應制定更好射頻暴露限制88。我們必須謹

慎的雖說，電磁波可能不直接致癌，但也讓動物生理發生了一些變化，電磁波對

於人體如同「低頻下細胞內的鈣離子流出」一樣，對人體有影響，只是到底對健

康屬正面還是負面尚不清楚，這就是過去國內相關論文從未記載過的生物效應，

本文閱讀相關期刊後，做一些記錄。 

1990 年 JOURNAL OF BIOELECTRICITY 期刊有一篇研究89，驗證過去低強

度的電磁波與腦部的納洛酮、利眠寧和使用鎮痛氟哌啶醇治療有關的假說，結果

研究者的一組實驗資料呈現，先前已提出的假說，即多巴胺和大腦的鴉片系統，

與接觸到電磁場的確有調解相互作用。多巴胺鴉片假說認為，電磁能量暴露可能

會影響下丘腦體溫調節設定點。這一觀點在實驗數據顯示之下，身體接觸的溫度

                                                 
87

THE INTERNATIONAL EMF PROJECT -Minute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 Hotel Ibis Mériadeck, Bordeaux, France, 24-25 May 2010 
88同註 77，Update on WHO RF EHC monograph - Emilie van Deventer 段落 
89「INTERACTION OF PSYCHOACTIVE-DRUGS WITH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FIELDS」Author(s): FREY, AH (FREY, AH); WESLER, LS (WESLER, LS) 

Source: JOURNAL OF BIOELECTRICITY  Volume: 9 Issue: 2 Pages: 187-196  Published: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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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可能是因為電磁場影響大腦的多巴胺鴉片系統的結果。 

電磁波與生物效應的實驗最簡單操作莫過於以對照實驗組來進行並觀察彼

此行為及生理的差異，老鼠是最常被實驗的對象。BIOELECTROMAGNETICS

期刊有一篇研究90指出，以電磁波 2.45 GHz 頻率的連續場照射自由活動的老鼠，

觀察老鼠腦乙酰膽鹼（acetylcholine）釋放，在白天暴露一小時，強度在 2mW/cm
2

並沒有顯著（significant）變化，但強度在 4 mW/cm
2 時，則腦海馬區的平均腦乙

酰膽鹼有著40％的下降。800 MHz以32Hz調變91的情況下，強度設在200 mW/cm
2，

暴露一小時沒有顯著效果，暴露 14 小時會引起腦乙酰膽鹼 43％的下降。與對照

組比較，夜間一開始腦乙酰膽鹼釋放會增加，老鼠夜間正常釋放顯然受到 800 

MHz 的干擾。實驗顯示，低強度的電磁暴露之下，海馬膽鹼系統的神經化學變

化，是可以觀察得到。 

2006年MUTATION RESEARCH期刊有一篇研究92指出，兩組（35天，雄性，

每組6隻）Wistar鼠，其中一組進行電磁暴露實驗，以低強度電磁波（2.45GHz和

16.5GHz，電波吸收率SAR分別為1.0和2.01 W /公斤），觀察電磁波對老鼠腦組織

的影響。這些老鼠暴露時間亦為35天，分別在兩個不同的暴露系統。之後，老鼠

全數犧牲並進行腦組織解剖，以微凝膠電脈衝（俗稱彗星試驗）研究單鏈DNA

斷裂。以彗尾長度作為單鏈DNA斷裂計算。採用單向方差方法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顯示，長期接觸這些輻射引起統計學意義（P <0.001）是：老鼠腦細胞DNA

單鏈斷裂增加。 

2008 年 IEEE 期刊有一篇93手機電磁波的影響研究指出，手機電磁波增加自

                                                 
90「Effects of exposure to low level radiofrequency fields on acetylcholine release in hippocampus of 

freely moving rats」Author(s): Testylier, G (Testylier, G); Tonduli, L (Tonduli, L); Malabiau, R 

(Malabiau, R); Debouzy, JC (Debouzy, JC) BIOELECTROMAGNETICSVolume: 23Issue: 4Pages: 

249-255  Published: MAY 2002 
91所謂的調變，是指單一高頻信號，例如手機發射頻率，混入一低頻信號，例如近似人類語音的

頻率信號，而合成之總信號。 
92「Single strand DNA breaks in rat brain cells exposed to microwave radiation」Author(s): Paulraj, R 

(Paulraj, R); Behari, J (Behari, J)MUTATION RESEARCH-FUNDAMENT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UTAGENESIS Volume: 596 Issue: 1-2 Pages: 76-80 Published: APR 11 2006 
93「Effect of mobile phone radiation exposure on reproductive system of male rats」Author(s): Kesari, 

KK (Kesari, Kavindra Kumar)1; Behari, J (Behari, J.) IEEE PROCEEDING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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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從而可提高脂質過氧化和變化，導致抗氧化活性生物系統的氧化損傷。該

調查有關低強度電磁波對雄性老鼠的全身暴露的影響。12 隻老鼠分為兩組，即

對照組與暴露組。動物暴露手機，連續 35 天，每天 2 小時。老鼠整個身體的特

定吸收率：SAR 為 0.9 瓦/公斤。暴露後，將老鼠犧牲，分析（超氧化物歧化酶，

過氧化氫酶和穀胱甘肽過氧化物酶）的酶的活性、精子凋零數和行為變化。研究

結果顯示，暴露老鼠精子的在 GPx 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P <0.001）顯著

下降，過氧化氫酶的活動精子顯著增加（P <0.001）。還觀察到暴露組細胞凋零和

精子數量減少。所有日期的平均標準偏差表示，透過方差分析，作者研究結果想

傳達一個訊息：在國內的標準之下，經常使用的手機對人體健康有負面影響。 

 

第五款、環保署訂「預警值」是「建議值」的十分之一的建議 

 

鑑於近年來醫學界針對非游離輻射的效應進行許多研究，目前有效的資料顯

示高強度的非游離輻射對人體健康是有害的。人的身體或其部分會因非游離輻射

引發的效應而產生熱，導致各種有害的附帶反應。我國的環保署對於某些所謂的

敏感地區，曾經將對該地區設定的國際輻射規範值降低為十分之一的建議94。不

過，最後只是草案，仍舊無法成為主流觀點。在該草案的總說明中指出，環保署

欲訂定新的環境預警值，係除依循科學研究，考慮人體健康訂定短期暴露環境建

議值之外，另考量社會觀感、可行性、經濟因素及維護社會公益等社會科學因子，

對於可能較長期且持續暴露於電磁場區域內的特殊敏感族群（如住宅、學校、醫

院等區域中之小孩、老人及病人），依循預警原則之精神而制定，其具體的理由

則如下95： 

第一、目前已經證實高強度非游離輻射所引發的電流會造成身體神經與肌肉細

                                                                                                                                            
CONFERENCE ON RECENT ADVANCES IN MICROWAV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Pages: 564-567  Published: 2008 
94「敏感地區非游離輻射發射源長期暴露預警值與新設及既有設施預警措施作業原則草案」，98

年 12 月。 
95「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對環境衝擊之研究」期末報告，計畫編號：EPA-96-U1F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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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功能失調，低強度之非游離輻射亦會產生一些生物性影響，例如已經

偵測到細胞代謝會因此而發生生理上（如鈣交換）的改變，動物實驗結果

也發現其會影響夜間褪黑激素的分泌，同時越來越多的報告認為失眠以及

健康失調的現象可能與較弱的電磁場有關。 

第二、根據統計研究結果，有人懷疑弱的非游離輻射可能導致腫瘤的生成。1998 

年6月一篇以針對當時所有調查報告之評估及多年準備為基礎的報告中，

美國國家環境健康科學院專家群作出了低頻電磁場應被歸類為「可能的致

癌物」的結論。由前述可見，在當前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中，許多設施與裝

置都會產生非游離輻射，且非游離輻射是不受歡迎的副產品，各國政府單

位遂開始針對非游離輻射訂定相關法規。其中瑞士於 1999 年 12 月 23 日

公佈「非游離輻射防護辦法」。義大利則於 2001 年 2 月 22 日由國會通過

後總統公佈「電場、磁場、電磁場曝露防護條例」，並於 2003 年 7 月 8

日分別針對低頻及高頻非游離輻射公佈「為保護居民不受輸配 50Hz 電力

電纜線的電場和磁場影響而制定的曝露極限值、注意值和品質目標」及「為

保護居民不受輸配 100kHz 到 300GHz 電力電纜線的電場和磁場影響而制

定的曝露極限值、注意值和品質目標」之法令。 

第三、台灣地區則於 2001 年 1 月 12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3219 號公

告「非游離輻射環境建議值」，其內容主要引用 1998 年國際非游離輻射防

護委員會（ICNIRP）發佈之分級參考，針對非職業場所之一般民眾，提

出於環境中曝露於各頻段非游離輻射之建議值。瑞士之「非游離輻射防護

辦法」同樣以 ICNIRP 於 1998 年發佈之報告為基礎，制定曝露限值，並

於辦法中第十三條明訂「在所有人員可以接近的地方，曝露限值必須獲得

遵守」，以此作為避免重大傷害之最低要求。另一方面，基於該國環境保

護法之預防原則，另外將人們長時間停留之空間及兒童遊樂場所定義為

「敏感地區」，並針對敏感地區附近之相關設施（高壓電纜、變電設施、

家用電器設施、鐵路及輕軌、行動電話等基地台設施、廣播站等設施、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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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設施）制定單一設施限值，在人口稠密地區實際上等於要求所有相關設

施遵守此設施限值。此單一設施限值遠低於曝露值，主要是考量曝露限值

可能是好幾個設施限值之累計，同時為未來新設設施預留額度。義大利則

分別針對低頻及高頻非游離輻射制定曝露限值，並針對敏感地區（孩童遊

樂場、住宅區、學校及民眾可能每日逗留超過四小時以上的地方）另制定

注意值及品質目標值，作為可能造成長期影響之防範措施，以及逐步減少

非游離輻射產生量之目標。 

第四、ICNIRP 公佈之報告為台灣地區目前非游離輻射環境建議值之參考依據，

依據瑞士「非游離輻射防護辦法」解釋報告之說明，雖然 ICNIRP 之數據

是以經由對人體健康危害實驗研究反覆論證之生物影響為基礎，然而仍有

許多因素尚未被列入考慮，且因在設定限值時針對其所確認的有害效應納

入了安全係數，因此 ICNIRP 所訂的限值僅適合用於防護確認的傷害，而

非預防性的限值。 

第五、依據我國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各級政府應積極研究、建立環境與健

康風險評估制度，採預防及醫療保健措施，降低健康風險，預防及減輕與

環境有關之疾病」。據此，以 ICNIRP 為參考依據訂定之「非游離輻射環

境建議值」，可視為針對所有人們可以接近的地方，為了避免嚴重傷害情

形而訂定最低程度的基本參考值，但是基於防範原則，對於人們常時間停

留的地方，必須針對提供更嚴謹的建議值，以防止在性質上可能造成的潛

在傷害。 

 

 

第五節、小結 

 

曾任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電磁安全主席的周重光院士指出：「經過 50

多年的研究，目前可證實有害的非游離輻射生物效應是熱效應（高頻）與電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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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頻）。有許多關於低強度電磁波生物效應的報導，卻沒有一個所謂的非熱效

應能獨立地被重複證實或證明是有害的。」周博士強調：「長期以來，評估資料

庫的結論都非常一致，確認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和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標

準的安全性。根據過去 10-15 年發表的研究結果，我們對國際公認射頻標準的安

全性更具信心。基於射頻資料庫的規模，目前研究的結果極不可能影響健康效應

相關科學證據的權重。」所謂科學證據96是指，評估研究的測試方法、實驗設計

的規模及優點，其結果是否與其他研究成果相符，劑量與效應的關係以及統計的

關聯是否在生物學上有可能。根據周博士的強調，顯然一般關注此議題者重視的

非熱效應，應該仍是無害。事實上，電磁波與身體健康的實驗並不難觀察，本文

即舉出實驗組與對照組老鼠實驗，只要其中一組給予電磁波暴露再觀察生理的變

化，大致可以得到初步的看法，這樣的實驗理論上很容易完成，重複證實或證明

應該不會困難，關鍵是當結果出來時，解讀的方式或由誰來解讀將影響結論的方

向，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被 WHO 工作小組視為有效證據。生物啟動報告97編者群

指出，「像 IEEE 和 ICNIRP 這樣的專業團體一直支持只有熱效應的論點，刻意

忽視一大群體同儕審查的研究結果，因為根據他們的定義不認為那是的證據。」

中國大陸電磁輻射標準的起草人之一許正平、姜槐教授認為，在當前的生物電磁

學領域，有一種否定低強度電磁場健康效應的傾向。當有體外實驗資料時，他們

會要求活體的證據；當你提供了活體的動物實驗結果時，他們又認為動物與人是

不一樣的；而當你有流行病學調查的結論時，他們則批評選擇有偏差或存在不明

的協同因素，從而認定結果不具可信度。周博士曾表示，當有一致的研究結果被

不同的實驗室發表在專業評審的科學文獻裡，而科學界也認為在特定的暴露條件

下確實會有如此的反應，這個研究結果才被稱為「確知的反應」。換言之，本文

所記載的實驗，看來是如此的明確清晰，但是在科學界的評價中很可能不被視為

「確知的反應」而當作證據。 

                                                 
96

http://www.cww.net.cn/tech/html/2007/12/14/200712141512135610.htm。 
97同註 83。 

http://www.cww.net.cn/tech/html/2007/12/14/200712141512135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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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基地台周邊居民所在意者莫過於電磁波能量輻射之後對環境造成的影

響。事實上，它的爭議與其他公害爭議的內涵相同，只是範圍及程度可能都較小

較輕而已，但一般公害的影響認知上都知道是長期後才會顯現，就算電磁波對身

體影響極輕微，至少基地台對於民眾心理層面而言，或多或少都有影響。葉俊榮

教授指出98，環境政策之決定，涉及了高度的科技背景與專業性考量，不管是環

境問題的掌握與認識，或是國家介入時點之決定與管制措施之抉擇，皆與科學知

識的掌握息息相關。首先，環境問題在因果關係的認定上格外困難，時常牽涉到

科學上的極限，難以有一明確的答案以作為認定責任或採行相對措施的依據。再

者，既有的環境保護制度，如環境品質的認定、環境影響的評估等，亦涉及科技

水準的考量，而科技與資訊上的未定狀態，無形中增加了環境決策過程的「風險

性格」，況且，科技本身實際上也難以精確掌握在每個具體的開發案件中，其所

容許風險的界限為何，甚至是完全排除潛在的風險。簡言之，環境議題高度的專

業性與科技背景關連，升高了行政機關決策的風險與變數，在時間的壓力與特定

的時空條件下，只能決策於科技的未知之中，而此一「風險性格」一方面提高了

環境決策的政治性，另方面也容易形成以專業與科技為權威導向的迷思。 

目前，不僅是我國也是全球，關於電磁波與健康的標準，完全建立在科學家

的決策之中，科學的研究在某一時空之下畢竟有其侷限，科學唯有隨著時間的持

續進展才可能有新的發現，現在的無害不能解釋未來潛在的無害。過去一直認為

「未能證明暴露在射頻訊號的電磁場領域下會增加罹癌風險」或「研究的結果一

致地顯示暴露於射頻下並無增加癌症的風險」的 WHO 第 304 號文件以及 WHO

第 193 號文件，經過幾年之後，在 2011 年 5 月底即出現不同調的情況。WHO

所屬的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發表於 IARC 專題論文第 102 冊的報告指出99，

                                                 
98葉俊榮，環境政策與法律：學術論文集，頁 24，2002。 
99不過，台灣大學電機系吳瑞北教授對於該報告曾指出：IARC 旨在維護人類健康，對致癌性歸

類傾向嚴苛是可以理解的，像咖啡及泡菜也都列於類型 2B。IARC 的評估主要是依據 Interphone

計畫研究報告，而 Interphone 研究時採用‖個案控制法‖並非嚴謹的統計方法。同時 IARC 開會過

程內部就有爭議，像委員 Dr. Anders Ahlbom 因故被排除在外；任職於美國國家癌症中心的 Dr. 

Peter Inskip 不同意評審結果, 於投票前退出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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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無線電話導致膠質瘤（惡性腦瘤）的風險增加，而手機重度使用者（指 10

年間平均每天使用手機 30 分鐘）罹患腦瘤神經膠質瘤的風險增加 40％，更將電

磁波列為 2Ｂ等級的可能致癌物。IARC 的動作正顯示出科學研究的侷限性與未

定性，在國際上更有組織公開批評 WHO，而 WHO 也承認在時間壓力、資訊及

金錢的缺乏有時候會讓 WHO 的準則（guideline）出現妥協的情形100，我國環境

電磁波標準正是 WHO 推薦採用的準則。由以上的討論在在顯示出民眾對於電磁

波疑慮及風險認知並非完全出於不理性。 

德國社會學者貝克在風險社會理論中，就對現代化社會過度仰賴專業知識提

出質疑，他認為現代社會的盲點，在於我們過於信賴以實驗數據來解釋某些物質

對生活環境可能帶來風險的高低性。當所有的風險評估都建立在科學的實驗上，

民眾在生活中可能面對的風險，常常會被以科學所建立的「二手真相」來遮掩、

淡化或移轉；事實上所謂的科學驗證，永遠只能以數據解釋非常少的問題，而忽

略存在性和潛在性的風險，常超過在現代社會上所建立的專業認知。 

另外，美國環境傳播學者庫克認為，在認定環境汙染可能的風險或已帶來的

危險時，應該納入文化經驗的考量，也就是要考慮民眾在面對風險時，可能會因

文化、社會、經濟條件的不同，在接受度上會有不同的反應。因此，行政單位在

風險的認定，除了技術層面的理性判定外，還應該要有文化層面的理性考量，這

指的是來自個人經驗和社會不同層面的看法。而這些公眾看法的形成，不同於來

自實驗室的科學數據，可能來自傳統、社會習俗、某些特定團體的認知或是親身

經歷，也可能是對某些事件的敏感度。值得注意的是，已有民眾的生活或生命，

受到環境汙染的傷害時，這些立即性的經驗，卻常常得不到有關當局的重視，因

為這些事實沒有經過科學的進一步檢驗，無法證明與民眾接觸認知的有害物質與

風險呈現相關性。 

                                                 
100

http://www.scribd.com/full/97033068?access_key=key-2edidpnyucyqmlfgak1w 原文：「WHO’s 

Director of Research Policy Dr. Tiki Pang said that some of his WHO colleagues were shocked by The 

Lancet’s study, but he acknowledged the criticism had merit, and explained that time pressures and a 

lack of both information and money sometimes compromised WHO work.」 

http://www.scribd.com/full/97033068?access_key=key-2edidpnyucyqmlfgak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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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認為我國在制定電磁波環境標準時必須考量以下三點： 

第一、國際標準的制定有其背景因素，特別是在環境議題相關的標準尤其容易摻

雜既得利益者的介入，歷史證明過去菸草業在各國管制香煙的同時，到處輸送立

法者利益，目的無非以金錢影響力在標準這一關設定低標已使業者最終總成本降

低；同樣的，國外電信大廠不管是設備廠或手機廠都面臨身死存亡的標準戰爭，

他們不可能任由醫學、公共衛生學和電磁學等專家組成的單純學術委員會，純粹

從健康角度來全面評價電磁場生物學效應相關文獻，以確定電磁場對健康的可能

危害。電信業者不希望電磁波造成身體影響的資訊到處流傳，擔心整個通訊產業

可能受到嚴重的侷限，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作為裁判，必須堅守公平的立

場，不能因國家既定政策而完全的傾向協助電信業者，亦不能不瞭解標準在制訂

過程電信相關業者試圖干擾的可能性，甚至業者挾著其勢力對抗一盤散沙的民

眾。 

第二、如同美國環境傳播學者庫克所言，在認定環境汙染可能的風險應該納

入文化經驗的考量，在我國尤其如此。我國民眾常有風水之說，不只是升斗小民

崇尚，達官顯要深信不疑者不在少數。所謂的風險認知，與民眾的生活經驗有關，

同時風險還存在科學驗證難以解釋的部份，在一個人有限的生命可能都無法證實，

即使是教育民眾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人類趨吉避凶的基本態度。政府如果過度強調

電磁波無影響或無害，不但與事實不符，亦可能產生對民眾的保護不足，經過一

段時間，感受到基地台影響的民眾（健康上、財產上或風水上）容易產生既定印

象而認為政府只保護電信業者，漸漸會失去對政府的信任。 

第三、標準的制定不僅僅只是實驗室裡的科學，往往實驗室的研究所能解釋

的反而有限。例如吸煙容易導致肺癌是一般人民的生活經驗，然而香煙中的成份

如何引發基因的突變形成肺癌的整個機制過程，即使是現代科技仍不十分清楚。

民眾的經驗是：有人整天吞雲吐霧卻是長命百歲，有人愛惜身體不煙不酒卻是肺

癌上身，這正是實驗室裡的科學所不能的地方。不過，如果進行區域流行病學的

調查就可很清楚發現有吸煙習慣者罹肺癌比例高於不吸煙者。換言之，標準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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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使用的科學不應只是實驗室所研究的資料，流行病學的調查方法也可考慮同

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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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風險認知溝通與適格民眾 

 

第一節 、民眾風險認知 

 

我國在加入WTO後，根據WTO基本電信協定，必須開放國內電信市場，推

動電信自由化，以促成全球電信市場的公平競爭。是此，民國85年電信總局與中

華電信分家，同時接著開放民營企業經營行動電話業務，於是基地台一時之間如

雨後春筍般的一台台的建置起來，由於業者只重視經營利益，建置極其迅速，對

於鄰近環境的影響以及視覺衝擊不以為意，政府主管機關又無相關管理措施加以

約束，基地台本身為方便通訊及節省成本，設在人口最稠密處乃是最佳選擇。然

而，人多之處也勢必引來人們的關注，且經由媒體披露基地台電磁波疑似造成民

眾生病的案例，於是民眾產生排斥態度，日積月累，基地台無疑成為另一種鄰避

設施。雖然，主管機關一再宣導我國遵循世界主要規範ICNIRP標準，一般民眾

的暴露值遠遠低於標準值以下，卻難以撼動人類趨吉避凶的基本生物屬性，亦即，

最好避開可能造成危險（風險）的事物。 

 

第一款 、風險認知 

 

基地台所造成的風險無疑是最新而仍無實證結果的科技風險。學者王毓正101

認為，科技風險的特徵即是具有不確定性及延遲性，對未來可能造成之損害，或

因人類歷史尚未發生過，或因被預測將發生在遙遠的未來，或因風險的描述本身

即被不斷地修正，導致風險的掌握與相關結果之預測經常是欠缺經驗法則，因此

難以確切掌握風險是否未來會造成損害結果，以及何時會產生損害，乃至將會造

成多大範圍之損害等。而且人們常常對風險的定義比風險的大小來得有爭議，因

                                                 
101王毓正，科技風險與企業社會責任－以電磁輻射公害防治為例，2009 年兩岸稅法與經濟法學

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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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風險的決定不只是風險的本身，還包括風險的特性，因此嚴格說來並沒有完全

適合所有問題的風險定義102。 

通常基地台設置的過程中，民眾無法瞭解，等到天線架起來的那一刻才發現

家的旁邊有了這麼一座電磁波發射設施。風險感知除了受到人們對於科技與危險

的社會經驗影響之外，同時與自願或非自願的承受風險有關，人們對於出於自願

的風險會加以低估（例如吸煙、超速駕駛），而對於非自願的風險則傾向於高估

103，而且這時主觀的感覺出現，已經不是電磁波大小的問題了，任憑公部門透過

認證過的實驗室人員提供的電磁波現場量測數據，無論其距離標準值多遠、風險

多低，亦無法說服民眾。這點正如許多研究所指出，風險除了客觀的界定或定義

外，風險評估常常是個人主觀的判斷或感覺，不同的性別、階層及社會背景因素、

經驗等會影響到不同的風險感知，當代風險的概念反映的其實是整個社會系統當

時的現狀或價值觀，而非過去的現象104，亦即，我們應當理解這些電磁波的擔心

與憂慮，也許不在於數據的安全範圍、距離的遠近所能克服，而或許是反映出當

代民眾對居家環境的價值信念、對政府與企業結合成的怪獸形成的不信任與恐懼

感。除了科技的不確定性之外，地方居民對科技風險與危險的判斷揭露出對社會

與政治價值的敏感度，往往為專家所忽略，例如風險與利益分配不公平的認知、

非自願的承受風險等，因此風險問題在現代社會裡，不再是單一科技理性邏輯方

式所能處理的。 

由於承受風險常伴隨恐懼感，根據一位NCC官員依據其統計指出105，通常基

地台架設、若演變成引起民怨，發動抗爭進程時，溝通成效能發揮的空間已經有

限。此時民眾訴求通常是運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途徑，僅願意接受拆除基地台一

途，而無任何緩衝備選方案考慮。 

                                                 
102汪銘生、陳碧珍，風險資訊整合模式與風險知覺之研究--以石化業為例，管理學報，20:2，民

92.04，頁 251-287。 
103范玫芳，風險論述、公民行動與灰渣掩埋場設置爭議，科技、醫療與社會，第 5 期，頁 43-68，

2007。 
104杜文苓、施麗雯、黃廷宜，風險溝通與民主參與：以竹科宜蘭基地之設置為例，科技、醫療與

社會，第 5 期，頁 71-110，2007 年 10 月。 
105同註 28，第 27 頁；該論文由一位 NCC 官員所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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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風險溝通 

 

1989年美國國家研究會議106（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曾對風險溝通加以

定義：為個人、團體或機構間針對風險本質交換意見與資訊的一種相互過程，其

目的在於引起關注、表達意見、獲取訊息、或將危機管理合法或制度化，以進行

社會改變，使群眾滿意及建立合作的基礎。它不只與風險相關，還包括風險性質

的多重訊息和其他訊息，這些訊息表達了對風險訊息、或對風險管理合法的和機

構安排的關注、意見和反應。Morgan等107更將風險溝通簡化定義而認為，風險

溝通是一種作為外行人士（laypeople）他們對於健康、安全、環境作出明智的、

獨立判斷的溝通。 

由前所述可知，當民眾對於一個基地台發動抗爭時，加上抗爭行動運用各種

正式與非正式途徑，往往會以地方有力人士或民代為支撐，即使已取得合法執照

的基地台，NCC雖無法以違背法令理由令業者拆除，仍會以勸導方式，使業者拆

除或遷移他處。長此以往，不僅對於合法的業者造成不可預期損失，損害政府威

信，對我國基地台的電波涵蓋普及率亦造成嚴重影響，產生資訊落差。因此，在

民眾尚未抗爭之前的風險溝通程序就顯得重要。 

對於高度爭議性的科技，則更需要透過社會建構方式，亦即風險的溝通來進

行互動與理解，一方面能夠增加人們對科技爭議的認知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公

眾在社會學習過程中根據不同的價值領域產生對爭議性科技的判斷。積極的說，

此種科技的社會建構本身就是一種信任的建構過程，人們透過透明的、開放的、

參與的科技風險溝通108。不過，現行的溝通模式業者往往在建設之前只與建置的

                                                 
106

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9).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Risk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NRC,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cademy Press. 
107

M. Granger Morgan,Baruch Fischhoff,Ann Bostrom,Cynthia J. Atman ：Risk Communication - A 

Mental Models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2002. 
108周桂田，科學風險：多元共識之風險建構，收錄於顧忠華編，第二現代化－風險社會的出路，

巨流出版社，頁 47-7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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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居民或地主進行溝通。 

基地台一旦設置之後，就有少數人開始受益，例如電信業者提供租金，因為

家就鄰近在旁，有更多數人當得知某人不但承擔較小風險還有錢可拿時，就開始

產生不平衡受害心理，特別是對於非自願的風險受害。電信業者為了避免過多人

知悉基地台建設，往往都低調進行，甚至在半夜施工，等民眾發現時業者已經錯

過溝通時機，民眾被迫接受基地台在家旁邊的事實，不良感受更是加劇。縱使民

眾經由業者或NCC溝通解說，強調科學數據的客觀性，不信任感業已產生。 

風險溝通與其他溝通議題的最大差別在於，前者特別強調人文層面因素重於

科學分析結果。對於高度爭議性的科技，則更需要透過社會建構方式，亦即風險

的溝通來進行互動與理解，一方面能夠增加人們對科技爭議的認知程度，另一方

面也使得公眾在社會學習過程中根據不同的價值領域產生對爭議性科技的判斷

109。另外，美國環保署在1983年發表對於環境風險評估指引的紅皮書，揭示的四

個評估步驟，包含危害辨識、劑量反應分析、暴露評估及風險特性，雖然是評估

環境健康風險的典範，但是因為它基本上將風險評估偏重科學、數據、專業，與

風險管理重視政策、溝通視為兩相獨立分開的過程，在現代複雜的政經環境中已

經無法貼切的適用110。因此，風險溝通乃新一代的溝通過程，所應該側重者不單

只是傳統科學上的數據與專業解釋。 

此外，根據筆者過去實測的過程中注意到，業者或NCC在現場的溝通人員常

常是學習工程背景人士，擅長以科學數據做解釋，比較容易欠缺人文層面的關懷，

風險溝通的結果往往效果不彰。學者丘昌泰111指出，風險溝通訊息的主要來源是

政府部門，若欲設計有效的訊息，必須進行深入的、廣泛的訪問，以了解：一、

標的團體的特性，包括他們對於環境風險的知識、態度、需求與行為；二、公害

社區的特性，包括社會網絡關係、意見領袖與社區動態。訊息設計必須盡量利用

                                                 
109高如月，社會風險與風險溝通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110林宜平、張武修，行動電話的健康風險管理與溝通：預警架構的政策應用，研考雙月刊，第

30 卷第 2 期，民 95.04，頁 68-80。 
111丘昌泰，建構利害關係人取向的環境風險政策：以石化專業區為分析焦點，時英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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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的、具體的實例，盡量設法使技術性與專業性的風險資訊通俗化；同時，對

於死亡、受傷與疾病的敘述，應該盡量運用情感性的語言，千萬不要使用冷酷、

抽象與疏離的語言。歷年來的行動電話基地台抗爭協調會場合，代表政府的官員

往往在「依法行政」的原則下，能做的也只是一再地以專家學者的研究、世界衛

生組織的報告、電信專家教授的實測數據保證等等，向民眾宣達表明電磁波落在

某某安全的範圍內，於是凸顯出不僅在公共政策的制訂面易於形成專業獨裁的角

度，在公共政策的執行面出現問題或失靈時仍一廂情願的以自認為「客觀的技術

評估」來應付民眾主觀上的心理憂慮，再一次的專業獨裁的心態顯示出行政機關

只重視科技專家的觀點，忽視了其背後專家與常民知識的重大落差、常民主觀感

受的風險知覺潛在問題112。因此，政府官員如何將正確而完整的風險資訊傳達給

一般民眾是相當重要的，這一部分也正是NCC介入溝通協調中所欠缺者。 

 

第三款、專業主導的失衡 

 

我國政府諸多法令、政策的制定往往以經濟發展為優先考量，以因應高度工

業化、商業化的現代社會的需求，且由於科技的發展快速更替以及傳統產官學三

位一體的思維模式，政策或法令的評估、規劃、設計甚至執行階段不得不仰賴科

技專家的介入、參與甚至主導。按公共政策描述性模型的分類，所謂的「菁英主

義」模型的基本命題亦認為，公共政策是統治菁英價值與偏好的表現結果，而社

會上可以劃分為少數擁有權力的菁英與多數沒有權力的民眾，菁英分配社會價值

與決定公共政策，群眾則否113。雖然菁英主義模型過於強調統治菁英之主導性，

似乎有違當今民主政治之原則，但卻多多少少反映出當代之代議政治上的現實，

尤其在專業、科技相關的政治決策與公共政策，更不得不依賴科技菁英的專業決

定，形成「技術專家統治取向」的治理型態與思維。這思維取向認為「讓無知的

                                                 
112同註 34，第 41 頁。 
113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第三版），巨流圖書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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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來決定需要專業判斷的政策」是件危險的事，此一思維在科技政策的領域尤

其凸顯114，而且由於科學與技術的發明是建立在客觀的數據與實驗之上，科技專

家認為這些知識具有權威性，一般民眾不應挑戰，這種威權主義使得這些科技專

家在面對許多科學發展的負面質疑時，不願意深刻正視這些質疑或批評背後所牽

涉到的社會倫理、利益或權力問題。因此，民眾受到專業的壓制而無從宣洩，只

好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否則根本引不起公部門的重視，以爭取權益。同時，科

技專家並非當事人，對於數據的認知與解讀，與當事人迴異，科技專家的任務也

並非對人民解釋而是政策的制定與規劃，在缺乏風險溝通必要的人文關懷因子之

下，做出的解釋往往是依據冰冷而不可能挑戰高的標準，我國採用ICNIRP標準

建議值就是一個例子。科技專家的理性風險評估與民眾的風險直覺感知落差，必

須靠有效的風險溝通，使利害關係當事人之間能藉由相互交換風險資訊和意見的

互動過程，漸漸對於實際風險的瞭解，拉近彼此落差與距離。而風險溝通乃是民

主決策下的產物，也是民主程序的一種表現，科技專家或技術官僚將風險專業知

識透過雙向的、互動的、參與的、開放的溝通管道，傳達給一般大眾，才是符合

民主政治之要求115。 

 

第二節 、行政機關基地台管理機制 

 

第一款、 基地台設備的型式認證 

 

對於基地台設備等無線通信設施我國與世界各先進國家採同等級的檢驗方

法116。同時，為消除電信設備技術性貿易障礙，避免各經濟體電信設備重複測試

及驗證，APEC亞太經合會電信工作小組於1998年5月8日完成電信設備符合性評

                                                 
114林國明、陳東升，審議民主、科技決策與公共討論，科技、醫療與社會，第 3 期，頁 1-49，

2005。 
115同註 95，第 82 頁。 
116

2002 年電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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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相互承認協定（簡稱APEC TEL MRA），在相互承認符合性評鑑機構的架構

下，透過符合性評鑑程序的一致性，使參加協定之各經濟體相互認可測試實驗室

/驗證機構可依對方經濟體技術法規出具電信設備檢測報告/驗證證明書，藉此消

除重覆檢測、驗證所需之額外成本負擔，以促進亞太地區電信設備進出口貿易。

我國的基地台設備皆自外國電信大廠採購，故無論是國外或國內檢測實驗室做成

的測試報告，皆依照國際標準的測試方法予以測試，測試報告的可信度，特別與

民眾健康關係密切的無線發射功率，其報告數據其實無須再懷疑。相關的技術性

的管理規範有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117、無線寬頻接取系統審驗技術規範118、行

動電話業務系統審驗技術規範119、第三代行動通信系統審驗技術規範120等。 

 

第二款、基地台設備的架設許可 

 

依據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4條：得標者或經營者非

經取得電台架設許可，不得設置基地台，非經審驗合格發給電台執照，不得使用。

同法第五條訂定架設許可的程序如下：得標者或經營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室外基地台或室內基地台架設許可： 

一、電台設置申請表及相關規格資料。 

二、電台架設切結書。 

依第4條第1項但書規定121，經主管機關專案許可者，除應檢具第1項文件外，

                                                 
117同法第四條：連接第一類電信事業所設電信機線設備之電信終端設備，應符合技術規範，並經

審驗合格，始得輸入或販賣。 
118同規範 2.1：申請人於籌設期間及營運期間系統架設許可有效期限內，提報之基地臺電波涵蓋

範圍於營業區域內任一縣市達人口數 70％以上，或以縣市為單位拓展營運，並於相關交換設備

及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工，得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系統技術審驗。 
119同規範 3.1：系統全部建設完成前，申請者於基地臺設置數達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十五條

規定之比例，並完成相關交換設備，及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工，須申請系統技術審驗。 
120同規範 3.1：申請人於取得特許執照前，系統架設許可有效期限內，完成其系統建設計畫(含原

送審及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基地臺設置數量總數達二百五十臺以上，並完成相關交換設備

及接裝電信機線設備竣工時，並對系統完成自評測試後，再向本會申請系統技術審驗。 
121為配合重大公共工程之建設，檢具重大公共工程或建物主管機關（構）書面同意函，經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後，於取得架設許可前，得先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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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檢具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文件影本。 

得標者或經營者申請新設室外基地台架設許可時，應檢具基地台架設清單、

平面圖及立面圖等資料，副知架設地點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得標者或經營者未依第一項切結事項辦理或切結不實，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架

設許可；切結事項如有異動或變更，得標者或經營者應即另行切結，並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 

申請室外基地台架設許可者，經審查合格後，由主管機關核發架設許可。但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進行現場查勘，得標者或經營者不得拒絕。 

申請室內基地台架設許可者，經審查合格後，由主管機關核發架設許可。 

基地台架設涉及基地台建物或設置處所結構安全及基地使用權事項，得標者

或經營者應依相關規定，逕向權責單位申請辦理。 

綜合以上，目前基地台的申請程序架設許可核發程序實務上大致如下： 

一、業者與設置處所合法權利人簽訂租賃契約。 

二、業者立具切結承諾其設置符合建築法、都市計畫法等規定。 

三、業者檢附電台設置申請表（含設置簡圖）、切結書，報請NCC地區監理處審

查。 

四、NCC地區監理人員申請資料書面審查及至現場查勘，以查核是否設計於違章

建築、天線預計設置正前方15m內是否有合法建物或人群等，若符合規定則核發

電台架設許可。 

五、NCC 將電台架設許可、基地台設置地點等相關資料以副本函送移請所在地

縣市政府建管機關參考，請其就所涉建築法、都市計畫法或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相關法令規定事項，列管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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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基地台爭議的管理機制 

 

王瑞琦122依據台灣中部地區的申訴案件，歸納出六種類型如下，事實上，根

據筆者實際經驗，以下六種類型已經包括全國的申訴態樣： 

一、合法性查詢：這類的函件大部分是陳情人針對住家附近或敏感區域如國小等，

發現有基地台而直接來函或透過縣市政府來函查詢其合法性。NCC 會進入資訊

系統查詢是否該址已申請了架設許可或合法執照，再回復陳情人。若為非法架設

而且查證屬實，俗稱黑台，NCC將依法處罰業者。類似的查詢有詢問基地台架設

相關法令、程序、規定等等，此類的案件約佔3.5%。 

二、疑發射過量要求量測：民眾可以直接撥打免費專線或透過來函要求量測住家

附近基地台的電磁波，而由經過NCC認可的檢測單位負責量測，測試報告將逕寄

給陳情人或申請人。 

三、電磁波健康疑慮要求拆除：民眾親自來函或透過縣市政府申訴管道，向電信

公司抗議或函轉NCC陳訴或是民眾自陳，這類的陳訴案件最多，約佔34%，一般

均經由資訊系統查證或現場勘查，確定為合法設置之基地台後以制式例稿回覆，

強調基地台之必要性，基地台依法規之嚴格標準合法設立等等。 

四、透過民代要求拆除：約有11%的陳情案件是經由縣市議員或立法委員等民意

代表函轉而來，連署動員人數多達幾百人的，或陳情的意見領袖透過政治技巧迫

使民意代表出面的個案，NCC會視個案情形慎重處理，但是因為電磁波危害健康

在法律上無法舉證，已取得合法執照的基地台NCC是無法以檯面上的違背法令理

由令其拆除，爰視情形轉以柔性勸導、檯面下政治交換的方式驅使電信業者拆除

或遷移他處。陳情人亦積極要求立法委員出函舉辦協調會，要求業者及NCC 官

員出席，以迫使業者在協調會議結論上簽名、NCC 官員背書的方式，達到拒絕

基地台設置的目的。 

                                                 
122王瑞琦現職為通訊傳播委員會中區監理處科長；取自王瑞琦「基地台設置的風險溝通與公民參

與之困境」2010 年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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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權糾紛或檢舉違建要求拆除：陳情民眾認為基地台係架設於違建物上，或

公寓大廈住民認為電信公司未經全體住戶或管委會同意就逕自設立，因此希望

NCC予以處理者，此類案件數約佔10%。但是因為建築法在地方之主管機關為縣

市政府，基地台所在之違建與否尚須經縣市政府判定，因此NCC會先行文縣市政

府作確認或會勘，俟縣市政府正式作成違建處分通知NCC，予以註銷該處執照，

諭令電信公司限期拆除。若經縣市政府判定係屬已經合法申請雜項執照或未違反

建築法者，回函予民眾說明其合法性並附帶宣導有關電磁波安全性資訊。 

六、其他：其餘的4%屬於較為分散而雜項的原因，例如噪音、美觀等，對於這

些不屬於上述五種類型、個別的陳訴案件，NCC依個別情形請電信業者或其他行

政機關解決，或依行政程序法之規定答覆民眾。但綜合而言，民眾一再陳情、同

一地點重複陳情的案例不少，甚至即使由國家級的檢測單位出具了遠低於安全標

準值的報告，民眾仍然存有相當的疑慮，顯然對於政府在基地台電磁波鄰避議題

方面的風險管理與溝通作為仍無法滿意。 

 

第四款、 小結 

探討基地台管理的面向，可以從業者進口基地台設備開始到基地台完成架設

於建築物而開始營運的過程以及營運後產生問題的管理機制來觀察，大致分為三

個階段，基地台設備的型式認證、基地台設備的架設許可以及架設後的基地台爭

議的管理。行政機關對於基地台雖有管制，以設備的型式認證而言，在檢測試驗

室一般皆符合國際標準之下，所發出的測試報告與國外的測試報告，應相差無幾，

架設許可核發的過程就流程來看也相當完備，但對於民眾基地台風險的認知，未

必能舒緩，以至於我國基地台申訴案件一直維持在每年1300-1500之間123，顯見

管制手段與民眾的認知並無實質關連。 

 

 

                                                 
123參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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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政府的參與 

 

目前行動通信基地台設置地點之管理及技術審查部分之主管機關為通傳會，

而屬於建築安全部分之雜項執照許可則由地方政府負責。對於基地台天線之發射

行為，已確知電磁波係向外發射，在天線下方之建築物反而影響較小，然而我國

有關行動通信基地台設置之規定，一直都圍繞在設置地點本身所在土地或建物所

有人，而未規定設置地點本身周圍土地或建物所有人或使用人，使設置地點周圍

居民無法參與基地台設置之決策過程，即使通傳會積極推動基地台共站共構及安

全宣導活動，基地台爭議仍未間斷。99年12月，通傳會為強化行政效率並使基地

台管理程序更為明確，整合過去分散的基地台管理規範，將「行動通信業務管理

規則」、「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管理規則」、「第三代行動

通信業務管理規則」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訂定專責法規「行動通

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通傳會認為單一管理規定可對基地台達

成一致性與有效率之管理，有利新興行動通信技術之推展外，亦可加強對基地台

共構之要求，落實天線減量，對促進市容景觀美化具有良好效果。其中該新法規

對於民眾所關切的健康或財產問題仍沿用舊規定124，另一關於業者基地台選址的

電信法，自民國91年7月10日修正公布就未曾更動，而基地台周圍居民抗爭力道

未有減緩，也未明顯增加，顯見通傳會對於此一問題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效果是有

限的。 

通傳會對基地台所引發的問題是相當深入的，然其負有電信基礎建設之責任，

位於國家機器的高度，追求所有人的利益永遠是其目標，而在政策推動的過程中

並非人人滿意，少數人勢必成為政策的犧牲品。此時，民意代表與地方政府可謂

接觸民眾第一線，民眾對於基地台不滿與心聲往往必須透過民代代為發聲，抑或

                                                 
124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十九條總說明：為管制電波秩序及基地臺發射功

率，以維護民眾健康，爰參考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第

五十三條、第五十六條、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三代

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五十四條之體例，於第一項明定應遵守各行動業務基地臺發射功率之限

制及最大發射功率之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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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地方政府立法解決民眾切身的問題。有別於中央法規偏向電信基礎政策的推

動，地方政府立法或是立法委員修法提案往往才比較貼近民意，從人民的角度觀

察事件。在過去，有四地方政府幾經人民陳情或居中協調民眾的抗爭事件，曾經

欲對基地台加以管理而設置「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條例」，最後都

無疾而終。依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4項之規定，地方政府立法須向中央相關主管

機關呈報。當地方政府以「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條例」報請通傳會

核定時，該會以該自治條例牴觸電信法相關規定而「不予核定」。通傳會認為，

自治條例中之基地台新設要件、限制基地台於建築物屋頂設置，以及共用天線原

則等規定，涉牴觸電信法。通傳會並認為該自治條例與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之

相關審驗核照等監理規定產生競合，不但有礙國家電信政策推動，更與科技發展

趨勢背道而馳，間接造成對住宅區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之威脅，明顯違反電信法第

1條「健全電信發展，增進公共福利及維護使用者權益」立法意旨。自治條例與

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之相關審驗核照等監理規定產生競合，不但有礙國家電信

政策推動，更與科技發展趨勢背道而馳。同時通傳會認為125，憲法已明定全國電

信業是由中央主管機關訂之，按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法規不得與中央法規相抵

觸，而該自治條例草案所規定之諸多事項，例如共構/共站規定、行動通信基地

台設置限制...等，已與電信法第32條及第33條相抵觸，違反地方制度法規定，通

傳會最終請內政部依照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規定，陳請行政院函該自治條例

126無效。 

由以上可知，中央與地方意見紛歧，顯見民意歸民意，政策歸政策，兩者似

乎成了兩條平行線。雖然如此，本文認為，該四縣市所提出之自治條例，部分與

中央之電信法或有抵觸，然而其反映出基地台之外部性，訂定基地台設立時周圍

民眾參與的機制，而該部分反而為中央相關法規中所欠缺者，故地方政府對於該

自治條例的立法雖為歷史，仍有再探之必要。 

                                                 
125通傳會網站 http://memf.ncc.gov.tw「行動電話基地臺電磁波答客問」Q21: 目前各縣市政府草擬

「行動電話基地臺設施自治條例」，其法律效力為何？。 
126台北縣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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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台北縣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台北縣政府基於民眾對行動通信基地台之電磁波是否危害人體健康存有疑

慮，而基地台隨意架設於屋頂，影響公共安全及市容觀瞻，於95年1月，為完備

中央主管電信業務中涉及建築管理之缺口，希望藉由立法加強管理，讓業者有可

依循之規範，並藉公開資訊化解民眾疑慮，保障公眾利益，有效管理，制定「台

北縣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於95年5月9日經議會通過。

該自治條例相關規定如下： 

一、天線設置規定 

該自治條例要求屋頂型基地台天線於都市計劃區內，應離地面五十六公尺以

上，於非都市計畫區內，則須離地面二十公尺以上，且天線水平方向半徑十五公

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建築物 

二、設置地點限制 

該自治條例規定行動電話基地台不得設置於違章建築處。 

三、電話基地台共構或共站 

該自治條例規定同一建築物屋頂，如有兩家以上電信業者，應以設置共同天

線為原則。 

四、得設置點土地權利人之同意門檻 

該自治條例要求屋頂型基地台之設置應取得全體建築物所屬所有權人同意

後，方得設置之。 

 

第二項、台中市行動電話基地台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台中市為管理轄區內建築設置行動通信基地台事項，由台中市政府就地方制

度法第19條第6款第2目有關「縣(市)建築管理」之事項提案「台中市行動電話基



 

- 77 - 

 

地台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經過台中市議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6條規定，於

95年6月第16屆第一次大會審議通過該自治條例，該條例相關規定如下： 

一、設置規定 

該自治條例要求行動通信基地台設置於建築物屋頂時，其天線底座高度應離

地面三十六公尺以上，且天線周邊半徑十五公尺範圍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建築物，

住宅區內之基地台如設置於非公有建築物屋頂，其天線底座高度應離地面三十六

公尺以上。 

二、設置地點限制 

該自治條例要求行動通信基地台設置於建築物屋頂時，其半徑三百公尺範圍

內不得有已設置之基地台及基地台設置應距離學校五十公尺以上。 

三、行動電話基地台共構或共站 

該自治條例要求行動通信基地台一屋頂如有二以上電信業者設置基地台，除

經台中市政府專案許可外，應裝設共同天線。 

 

第三項、基隆市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94年11月5日，基隆市議會通過「基隆市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該條例同樣因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予核定而無效，其規定如下： 

一、天線設置規定 

該自治條例要求行動電話基地台天線必須距離地面二十公尺以上，半徑十五

公尺以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建築物。 

二、設置地點限制 

該自治條例規定住宅區內行動通信基地台應架設於公有建築物屋頂之上，民

宅或集合住宅頂樓不准再設基地台。惟為顧及民眾通話之便利性，僅限制都市計

畫使用分區之住宅區民宅不設基地台，商業區及其他通訊便捷需求高之地區則不

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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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南投縣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95年4月28日，南投縣議會通過「南投縣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該條例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予核定而無效，其規定如下： 

一、天線設置規定 

該自治條例規定屋頂型基地台之天線高度應離地二十公尺以上，且架設點在

水平方向半徑十五公尺範圍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建築物。 

二、取得設置點周圍居民之同意 

該自治條例要求行動通信事業於新設及換照之際，應取得設置點水平方向半

徑五十公尺範圍內過半數居民同意通過後始能設置。 

 

第五項、基地台設施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評析 

 

地方政府基於地方民眾利益之考量及多數民眾對行動通信基地台之電磁波

是否危害人體健康存有疑慮，制定相關自治條例，規範行動通信基地台之設置，

其內涵不外為下列幾項：天線設置規定、設置地點限制、限制基地台共構或共站、

提高設置點所有權人之同意門檻、取得設置點周圍居民之同意等，以下就各自治

條例的分項規定加以說明之。 

一、天線方向的影響：以上四縣市對於基地台天線周圍設定周邊半徑十五公尺範

圍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建築物；現行法規為天線之設置高度及方向，應確保

其水平方向正前方十五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建築物。明顯的，自治

條例的天線方向沒有「正前方」之規定，法律適用上較為寬鬆，相對於電信

業者而言，形成更嚴格的限制，但對於民眾的安全及風險認知更具防護的作

用。 

二、天線高度的影響：在中央規定之下，基地台天線設置只要符合其天線高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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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水平方向正前方十五公尺內無高於天線之合法建築物。換言之，即使是設

置在住宅區的大樓之上，只要天線正前方沒有合法建築物皆可設置，如此可

能發生與電磁波發射源天線彼此相鄰卻仍然合法的現象，特別是住在天線隔

壁，只是不位於正前方。雖說業者會盡量尋求欲涵蓋電磁波範圍內的最高建

築物，但該建物未必同意興建基地台，因此往往業者可能退而求其次，選擇

次高點。縱使如此，天線一般而言均受到一防雨塑膠外殼的包覆，其真正的

輻射源是內部的金屬片，如果要認定「天線水平方向正前」，其認定的標的

應為內部的會電磁輻射金屬片而非不會只是輻射的塑膠外殼。業者開台之前

所繳交給通傳會的自評表，也未提出塑膠外殼與內部的金屬片的角度對應關

係或確認聲明，因此現行認定「天線之設置高度及方向，應確保其水平方向

正前方十五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建築物」皆以天線塑膠外殼平面之

法線方向認定，其專業程度仍有受質疑的空間。基地台與鄰為壑，沒有人希

望住在基地台旁邊，地方政府為降低其對健康影響疑慮以及視覺衝擊，特別

訂定天線的高度，實際上有科學依據。由於天線對外圍發射，而水平方向影

響最劇，若提高其高度，不僅周圍居民影響變小，對於基地台電波涵蓋率更

有利，理論上是雙贏局面。不過，一旦限定高度，將形成業者尋找設置點的

難度，例如台北縣設在都市計劃區內離地面56公尺以上，在找不到這麼高的

大樓之下，勢必要興建鐵塔，屆時除了可能要購地以外，尚有建築管理法規

上的問題要排除，成本大幅增加，業者當然不願意。 

三、設置地點限制：中央的法規完全無限制，地方政府考量到學生家長反應，禁

止在學校附近設置；為避免一個地區出現過多基地台，故訂定半徑300公尺

內不得有另一基地台之規定或都市計畫住宅區民宅不設基地台。從民眾的角

度看起來，其實這是合理的，然對於業者而言，其負有電信推動之任務，如

此的限制無疑增加尋找設置點的難度，進一步可能提高業者成本。若都市計

畫住宅區找不到公有建物願意提供設置，又不能設於民宅，那麼形同不能設

置。因此，自治條例的部分觀點也未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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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構或共站的影響：自治條例提到「兩家以上電信業者，應以設置共同天線

為原則」其實就是共構的概念，所謂共構127係指相同或不同行動業務經營者

共用天線設置基地台，或預留天線通信埠及機櫃空間供他業者設置基地台。

而共站128指相同或不同行動業務經營者於同一棟建築物設置基地台。共站之

後，很可能因不同業者同樣將天線設置某一建築物頂，天線會變多，對於周

遭容易形成一種恐怖的想像，電磁波因結合而增強。另外，不同業者使用不

同的頻率，如天線共站很可能發生混頻後的干擾。因此如欲減少天線數，應

採行共構的模式。然而，業者之間本身即為競爭關係，要彼此合作確有難度。

通傳會亦認為天線的視覺衝擊為民眾抗爭之重要因素，故以硬性規定要求業

者之間應於共構比例起算日起129，其共構基地台數量占基地台建設總數之比

例，至少達下列標準，例如於一年內達百分之五；於二年內達百分之十等等。

不過，共構或共站也會引起不小抗爭，不共站時，業者給予租賃基地台的費

用本來由多戶分得利益，共構或共站只能由一戶獨享利益，本來住在天線下

方受電磁波影響小者有利益可享，後來反而變成電磁波輻射的對象。 

 

最後，南投縣基地台設置點水平方向半徑五十公尺範圍內必須過半數居民同

意，可以說是最符合民眾參與與正當程序的管理機制，惟實務上五十公尺範圍可

包括的範圍以及居民可能非常多，最後要如何形成同意的機制，可能形成理念很

好卻無法實踐的情形。此外，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訂有基

地台設天線水平正向十五公尺不得有合法建築物的規定，而從NCC訴願過程看來，

似已承認基地台半徑十五公尺內的居民具為法律上適格利害關係人，惟本文認為

這樣的認定基礎事實不足。 

 

                                                 
127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三條名詞定義。 
128同前註。 
129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六項：一、行動電話業務為九十二年

一月一日，但限於新建基地臺；二、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為九十六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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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民眾參與與溝通的困境 

 

第一款、協調會的溝通實境 

 

協調會的召開，通常發生在兩個時間點，基地台選址定調後設置前或是基地

台設置後。前者情況召開的範圍通常只局限在公寓大樓，不過消息靈通的鄰居也

可能在電信公司私下與住戶談好條件下，強行介入要求一起談判，或是電信公司

剛開始要蓋基地台時被鄰居發現而要求談判；後者召開的範圍就較為複雜，因為

基地台已經開始營運，此時很多情況都可能發生，例如開台不久有人生病、利益

分配不均等，其中因為基地台外部性，更多的人是毫無利益可言，在這樣的條件

下，協調會的召開很容易演變成拆台大會。實際參與協調的官員曾有如下典型的

描述130：業者強調電磁波無害的科學證據，NCC官員強調依據國家標準、依法行

政；參與會議之居民一面倒指責NCC與業者罔顧人民權益，少數贊成基地台者不

願或不敢表達意見，或有勇敢表達贊成者則遭群起圍剿，最後主席在多數民意下

做成結論，希望業者緩建、遷移、拆除。 

這類的會議有時達到拆除基地台目的，但是會場的發言大多偏向謾罵方式，

由於受益者少，受害者多，往往形成一面倒反對，電信業者基於不得罪的原則，

一時也失去立場，主管機關官員兩邊都難討好，官員內心雖然有所堅持，外部卻

必須唯唯諾諾而不敢表態，反而淪為被民眾與民意代表指責的對象，最後折衝的

結果就是遷移、拆除。因此NCC的官員陳麗分131指出，通常基地台架設、若演變

成引起民怨，發動抗爭進程時，溝通成效能發揮的空間已經有限…僅願意接受拆

除基地台一途。 

 

 

                                                 
130同註 34，第 78 頁。 
131同註 28，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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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風險溝通失效 

 

各電信公司本為相互競爭，但面對基地台這個敏感的議題時，立場卻是一致，

也者之間組成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在協會之下設立「電磁波知識服務網」，

專責對民眾宣導基地台的優點以及電磁波其實完全沒有傷害，例如從網站宣導的

問答集中132「國際組織對基地台的相關評論」回應是「美國國家研究評議會該組

織統計十七年來五百多種不同主題後表示，沒有明顯可信的證據顯示基地台的電

磁波會對週遭居民造成傷害，當地居民罹患癌症比例、婦女生產率、嬰兒成長狀

況、學習能力與其他地區相較並無明顯差異」，「美國貝爾實驗室於 1995 年提

出聲明：即便是在各種基地台功率最大極限下，基地台附近群眾所能到達的範圍

內，其電磁波功率最少小於各種安全規範 687 倍以下，因此大眾根本不必擔心。」

再問「國內大哥大基地台的安全性無虞」如何？回應是「依據美國 C95.1-1996

規範，基地台到達附近區域的電訊強度必須小於 550mW/cm
2，而一般基地台為

避免相鄰基地台間相互干擾，均刻意降低天線功率。以國內基地台為例，在大樓

屋頂所產生的電訊強度約僅 0.5mW/cm
2 左右，遠比安全規範之千分之一還低。

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單位測量結果顯示，國內基地台的最大電磁波輸

出功率密度值為每平方公分 0.000193 毫瓦，遠低於美國的管制值 0.55 毫瓦，只

有其三千分之一，因此國內基地台安全性相當高。」 

電信公司另外一種較委婉的說法是「電磁波能量雖可導致生物效應，可能包

括白內障、皮膚灼熱、熱衰竭等，但必須暴露於高功率射頻下才會產生，但是基

地台的功率太低，一般人吸收到的基地台電磁波能量遠小於人體基礎新陳代謝所

產生的熱能，也遠小於人體從陽光中所吸收到的熱能。」並且「隨著距離發射來

源的大小，所接收到的功率密度是呈平方反比甚至立方反比衰減」更證實基地台

的功率是非常低的。此外，國際上經過實證的數據蒐集，普遍認為現代人多多少

少都受到基地台長期、低劑量的暴露，而手機的暴露則是高劑量、短期、間歇性

                                                 
132

 http://www.emfsite.org.tw/news.php?level1_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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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暴露，對於健康危害的顧慮，來自於基地台暴露的可能性較小，來自手機暴露，

尤其是腦部的危險顧慮較高133，因此電信業者強調民眾與其關注基地台電磁波議

題，不如多注意手機的問題。的確，基地台發射功率雖大，但相對於可能暴露的

人距離遠，比起手機，暴露劑量低，但是關鍵的問題是，低劑量而非自願的長期

暴露人體到底會發生什麼情況，科學上目前沒有辦法給出肯定的答案。 

事實上 WHO 並不負責訂定全球的標準，它只是提供一個準則的建議，各國

可以在他這個準則下去訂定環境的建議值，我國採用WHO建議的 ICNIRP標準，

這個標準在前章已討論過，雖然多數意見包括官方堅稱在這樣的標準之下的電磁

波強度對人無害，但並未真實通過熱效應之外的檢驗是否可能發生其他的生理效

應。 

從民眾的觀點看安全標準值，即使知道自己家比規範小了一千倍，即使主管

機關官員或業者試圖以科學的、技術的專業術語解釋這些數字，兩者之間終究是

技術專家溝通與民眾對話的老模式，完全不考慮文化或背景差異，一直以未定的

數據強調科學客觀性的同時，其實反而少了對民眾的真誠的關懷，最後難以取得

民眾的信服。NCC 針對民眾對於基地台電磁波量測的需求，設有免費專線受理，

並由 NCC 認證通過的實驗室或檢驗機構，與民眾約定時間至基地台附近，選擇

適當距離做 3 至 4 個點的測量，目的就是取得最即時與貼近現場的實證資訊，與

國家安全限值做比較，以取信於民。但是測試歸測試、數據歸數據，要將合乎規

定的數據連結到民眾的風險感知結構，並形成理性的接受或說服，並不容易。一

旦民眾表示不想承擔這樣的風險，請電信公司另尋他處，電信公司則表示設置是

法律給它設置的權利，兩方於是又各自退到自己的終極立場，沒有交集。政府機

構或行政官員往往依賴菁英的科技決策，但一般人在面對風險時，透過感官對外

在環境擷取風險的訊息，諸如媒體報導、街頭巷口語談耳聞或道聽途說，並且受

到日常生活經驗的影響，主觀與直覺的因素摻雜其中甚深，因此對於風險的感知

                                                 
133簡宗昌、周傳凱，2009。〈基地台建置前及電磁場（波）抗爭事件之健康風險溝通模式建立及

評估〉，國民健康局 98 年度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半年報(期中報告)，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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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不是官員講一個數字、安慰一個極低的機率就可以令人釋懷的，溝通的落差不

難想見。亦即，以科技主義途徑、專家政治途徑，在科技菁英決策之政治思維模

式下，風險溝通者如政府機構、行政官員，一相情願的致力於教育宣傳、影響公

眾，希望大眾在面對風險時，能有與專家一樣的思考，其實是緣木求魚134。 

 

第三款、行政機關既定的政策 

 

NCC對於國家負有推動通訊基礎建設責任，而通訊產業發展是影響國家整體

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基地台更為無線通訊網路之基礎建設，架設之密度攸關行動

通訊網路覆蓋率和通訊品質，消費者對於行動通訊的仰賴日深已經到了不可能走

回頭路的地步。NCC除推動通訊建設外，最重要得任務之一還包括保障國民權利

和消費者利益，然而，所謂的保障國民權利是只多數人通訊的權利，並非少者風

險承擔者。在禁止設置基地台絕對不可能是選項的情形下，NCC此時對於少者風

險承擔者而言，不免有著既定的立場。NCC委員李大嵩曾經表示135，基地台的電

磁波強度會隨著距離快速衰減，當距離15公尺後，強度已微乎其微，而基地台電

磁波是經由天線以水平方向輻射，所以基地台正下方的輻射反而最小；另外，有

一篇NCC同仁所做的論文中亦有如下記載136：「當人們的活動範圍已離基地台發

射源超過15公尺以上時，則環境中的背景值跟一般沒有基地台的地方已經是相差

不大。」言下之意，根據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14條，只

要民眾不在15公尺的範圍之內，應該就屬沒事；另外，基地台架設在大樓屋頂對

於樓下住戶反而更好。從NCC委員「台日電信部門產官學國際交流活動」137出國

報告的四項結論138可以約略得知NCC對於基地台設置的態度以及NCC對於基地

台議題的相關政策推動方向： 

                                                 
134同註 37，第 94 頁。 
135

 http://www.epochtw.com/8/10/14/96245.htm 
136同註 28，第 82 頁。 
137

出國人：劉崇堅委員、李大嵩委員、韓鎮華科長 
138

 http://210.241.21.163/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801872&fileNo=001 



 

- 85 - 

 

一、基地台電磁波宣導：持續以淺顯易懂的理論、實際量測設備的操作，及深入

基層的方式，提供民眾基地台電磁波正確知識，避免渠等因錯誤認知，造成不必

要的心理恐慌及負擔，建立如日本政府與民間的互信機制。 

二、基地台資訊公開：在政府資訊公開原則下，將基地台資料可公開部分（不涉

營業秘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公布在網站上，適度消除民眾因資訊不對稱而產生

的疑慮。 

三、提高共構基站比例，減少天線數量：共站基地台天線數量較多，易造成民眾

對其電磁波超量產生疑慮及景觀不良的觀感，應規劃修正行動通信網路相關管理

規則，以共構方式有效控制天線數量。 

四、要求業者設置基地台需融入景觀：為讓民眾對基地台在視覺上能有全新的感

受，應加強要求業者美化基地台，維護景觀環境的一致性。 

NCC確實認真執行以上四項作成的結論，不過除了提高共構基站比例有實效

之外，另外三項的效果是有限的。以下予以討論： 

一、基地台電磁波宣導NCC向來不遺餘力，以NCC網站查到的99年度施政作業

計畫資料顯示，宣導活動必須編列預算139，從需求調查企劃徵求、委託案辦理、

督導廠商進行基地台電磁波資訊需求調查、審查廠商所提基地台電磁波資訊需求

調查報告初稿，到最後辦理電磁波正確觀念宣導研討會，以列表方式查核每一項

執行時點，有條不紊。該計畫成果自評認為，「由於本會持續推動電磁波正確觀

念宣導活動，越來越多民眾對基地台電磁波已有正確觀念，因此，基地台陳情案

業從97年之1516件，98年之1445件，到99年之1385件，呈現逐年遞減趨勢，兩年

間共降低8.6％，顯示本系列活動宣傳績效良好。」然而，本研究發現，100年申

訴的案件數為1494件，「建立民眾對基地台電磁波正確觀念」宣導計畫從98年至

今140不曾間斷，顯見NCC自認電磁波宣導「效果顯著」並不正確。事實上，陳情

案件的減少應該與98年提高共站或共構比例有關，另一個因素比較可能的因素是

                                                 
139每年編列 150 至 200 萬元執行宣導計畫，從 98 年到 101 年，約花費 678 萬元。 
140「建立民眾對基地臺電磁波正確觀念」宣導計畫配合 NCC 98-101 分年度中程施政計畫規劃分

4 年度執行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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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為減少設台開台的阻力或成本，直接由明轉暗而非法私設基地台141。 

民眾教育的宣導會，NCC是以標案委託民間公司辦理，民間公司所在意者只

是規格的實踐，例如每場次人數是否夠多，至於是否以實在或全面的資訊呈現給

民眾，是有待確認的，例如宣導會強調電磁波的無害性，但基地台可能造成房屋

價值減損卻忽略了。另外，除了局部少數人聽到訊息之外，社會上幾乎所有的人

都不知道，也就是說訊息的傳遞屬於極度侷限性，效果曇花一現也是可想而知。

況且，電磁波與健康的科學探索仍在持續中，隨時可能出現不同以往的結果，民

眾如果又接收到一絲的負面訊息，可能將剛剛獲得的正向訊息一筆勾銷。換言之，

風險溝通是非常脆弱的，目前電磁波是無害實屬尚無定論，NCC自己想要說得清

楚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這樣的宣導會事實上連宣導的對象可能都有問題，應該無

法產生太多效果，期待如日本政府與民間的互信機制難以建立。 

減少民眾的無謂的恐慌正是「建立民眾對基地台電磁波正確觀念」宣導計畫

的緣起。不過該計畫過於點的傳播，不可能產生太大的作用。如果透過媒體傳播

效果則效果可能會增加。NCC 主委曾經親自為基地台代言，以台灣電信產業發

展協會出資的廣告「基地台天天守護您」在電視上放送，這項舉動卻受到立法委

員質疑。NCC 的回應是142：該廣告以公私協力方式告訴民眾，依據世界衛生組

織的研究，沒有證據顯示電磁波有害人體。主委親上火線的動作已經顯示基地台

的問題確實是一項爭議，時任 NCC 主任委員甚至讓該廣告出現自己的名字143，

理論上應該是出資的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而單純就民眾的角度來看，身為基

地台的管理者，爭議發生時，若只幫一方球員說話而未平衡考量雙方的立場，裁

判的公平性就很難不被外界質疑。不過，以我國設基地台的門檻，在民主的環境

                                                 
141關於這一部分將在本文第五章第四節第三款介紹。 
142

 http://blog.udn.com/glee/3389339 
143立法院公報第 98 卷第 52 期委員會紀錄，第 435 頁。管委員碧玲：上面標示的是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拍的廣告，卻掛在電信產業發展協會的網頁上，天天掛在那裡，天天在利用你們，不要把

NCC 變成被業者利用的工具，你做得到嗎？彭主任委員芸：可以，其實當時我也是很猶豫。 

 



 

- 87 - 

 

結合在地的文化之下，電信業者的成本卻是難估計，NCC 也確實必須緩和民眾

反抗的力道，我國的電信網路才能推動下去，主任委員的代言是可以理解。 

二、基地台資訊公開：關於這一部份，將在第四章討論。必須說明的是，基地台

資料所謂的可公開部分，應包括基地台的位置。現行這一部分NCC以涉及營業秘

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非但不主動公開，更限制民眾的申請閱覽。 

 

三、要求業者設置基地台需融入景觀：委員的出國報告結論確實落實成為法令，

98年12月28日「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的推出，加入景觀

融入的設計考量，該辦法第21條，「得標者或經營者如以共站或共構方式設置天

線，應注意天線排列方式，融入景觀。基地台天線設置之避雷針，以共用為原則。」

不過，所謂融入景觀或美化工程，該如何安排設置，並沒有明訂。另外，第20

條也考量基地台共構、共站後的美化問題，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命令，

「成立行動通信建設協商小組，協商基地台共構、共站或預留天線通信埠等」。

本來立良善的景觀融入，業者受到民眾壓力之下，最後演變成基地台偽裝工程，

例如藏身工具屋、花盆、冷氣塑膠管、水塔、廣告看板內，甚至連陽明山夢幻湖

附近的停車場的一棵樹144，都被偽裝的維妙維肖，形成一棵假樹的小型基地台。

業者想盡辦法以各種方式進行偽裝，唯一目的就是降低住戶對基地台的認知，美

化工程本來就沒有明訂美化的內容，主管機關雖制定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似乎也發揮不了作用，對於業者的美化只是勸導建議性質。美化工程更嚴重者甚

至將基地台身在住宅屋內，完全避開周邊住戶以及樓上下鄰居的視覺檢查。電信

業者害怕民眾，民眾亦擔心電信業者。陳麗分145指出，民眾對科技官僚普遍持著

不信任的態度，一般民眾也往往無法信任政府及電信業者的結果，造成政府與人

                                                 
144

 

http://tw.news.yahoo.com/%E5%A4%A2%E5%B9%BB%E6%B9%96%E8%A6%8B%E5%81%87%

E6%A8%B9-%E5%9F%BA%E5%9C%B0%E5%8F%B0%E5%81%BD%E8%A3%9D-%E4%BA%8

2%E7%9C%9F-203443212.html 
145同註 28，第 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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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間產生了「信任差距」。民眾對於電信業者的誠意，一直持著懷疑態度，不

相信量測的科學數據與基地台美化環境景觀計畫。 

 

 

第四款、 利害關係人的不確定 

 

基地台設置之後，其外部性對於周圍民眾而言，短期看不出健康上的影響，

長期卻不清楚，常引起周圍民眾群起抗議。然而，現階段主管機關NCC對於基地

台之架設申請，尚未以鄰人或社區參與為核准要件，目前作法是由業者簽立電台

架設切結書，切結敦親睦鄰實行之必要性，方得合法取得基地台核發證照，請行

動通信業者於基地台建設前確實做好當地居民之溝通說明作業，以減少基地台抗

爭。另依據電信法第33條及92年12月31日通過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第

33條中規定，關於公寓大廈頂樓架設基地台，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必須

強調的是，電台架設切結書通常所指的敦親睦鄰工作只限於建設的該大樓。 

廖淑君146關於基地台設置的民眾參與指出，「從我國憲法第2條主權屬於國

民全體之意義，在於國民主權原則賦予整體憲法秩序、國家秩序正當性之基礎，

因此國家機關權限之行使，必須能夠回歸到國民全體之意願，牽涉國家公權力行

使之程序，應該開放給所有國民參與，國民主權原則同時也保障國民積極參與公

權力之措施。因此行動通信基地台設置之行政程序如能納入民眾參與機制之設計，

使民眾得參與行動通信基地台設置之決策形成過程，藉由民眾之參與來強化行政

決定之民主正當性」。同時以行政程序法上的正當程序認為主管機關於作成是否

同意或許可架設之前，如能確實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之運作模式，核發

基地台架設許可及使用執照，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得以實現，使架設點周圍之土

地或建物所有人或使用人能夠參與行動通信基地台設置之決策形成過程，亦即考

                                                 
146廖淑君，行動電話基地臺設置管理規範研究(上)、(下)期，法令月刊 58 卷 1 期， 2007 年 1 月， 

頁 83-90；58 卷 2 期，2007 年 2 月，頁 11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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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納入民眾參與之機制，則形成、確定之權利義務關係，較易於為當事人及利害

關係人所接受，自可避免發生抗爭147。 

此外，王瑞琦148亦引用WHO強調建構新的風險溝通模式，將所有利害關係

人納入風險管理各個過程做為核心要素，主張進一步讓利害關係人參與決策。同

時，國內對於基地台電磁波議題，也已經有愈來愈多的關切此議題的專家學者149

注意到這個途徑面向，漸漸發覺抗爭的主要癥結之一在於社區與鄰人被排除在事

前核發執照過程之外，完全沒有參與的餘地，且建議基地台架設程序應該納入相

關利害關係人的平等參與，以彌補代議民主的缺失與不足，落實真正主權在民之

民主政治本質。於是曾有立法委員擬具「行動通信基地臺設置條例草案」150，要

求主管機關於受理行動通信事業申請電臺執照後，應公告該申請，經三個月後，

如有過半數居民反對，於核發電臺執照前，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舉辦聽證會後

裁決。 

基地台天線對外輻射有其物理特性，雖然看不見聽不著並不表示空間中就只

是單純的空氣。事實上，有一定的能量隨著距離發射來源的大小，所接收到的功

率密度是呈平方反比衰減。而天線近場時特性與遠場不同，近距離的居民不同於

遠距離的居民，未必是呈平方反比衰減151。這時發生居民之間呈現出風險不對等

的情況，某些離基地台不正對卻極近的住戶更是嚴重不對等。但我國的民主是一

人一票，人人等值。也就是只要視覺上大家都被基地台影響了，每個人都有公平

的參與機會。有研究認為152「民眾皆有參與之資格，參與者參與機會必須平等，

且超然於行政機關及行動通信業者之外，以科技專業面對行動通信基地台設置問

題，追求公共利益，追求社會公平。」但本文的看法是，如此的作法會使得座談

                                                 
147同註 33，第 57 頁。 
148同註 34，第 49 頁。 
149張永明，中央與地方分權下電信業務的管理與監督-以行動電話基地台的設置為例，2007；同

註 4；陳椒華，漫長苦行—抗電磁輻射公害之路，2008；林宜平、張武修，行動電話的健康風險

管理與溝通：預警架構的政策應用，研考雙月刊，第 30 卷第 2 期，民 95.04，頁 68-80。 
150立法委員蔡正元等 75 人所擬具之「行動通信基地臺設置條例」，相關草案內容參見立法院第 6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379 號，委員提案第 6615 號(2005 年)。 
151見本文第 5 頁圖一，200 公尺之前後，其衰減特性則明顯不同。 
152同註 33，第 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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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說明會無法進行。一個基地台涵蓋半徑至少300公尺，如果設置在都會區，

以我國居住密度，涉及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權益，這樣的座談會該如何召開？基

地台能夠為業者帶來的利益固然很高，畢竟有上限，座談會的召開對於業者而言

一定成為經濟上的負擔，若負擔大於業者的利益，強制給予每個人都有公平的參

與機會，國家的通訊事業可能都難以生存。值得注意的是，風險承受指數只有個

位數的人與風險承受上萬的人如果都具有等值的參與權利，其實是昧於事實的假

平等。因此，下一節將介紹基地台一旦設立開台之後，每個人所居住的位置是可

以用科學數據表示風險的高低，主管機關可以考慮用更進一步的科學方法訂出適

格參與人的標準，不必再以粗略的、科學成分較低的15公尺距離來判定誰才是適

格的利害關係人。 

 

第五節、民眾風險承擔的科學探討 

 

過去幾年來的申訴案件一直維持在1300-1500件153，大概接近每十個設置基

地台地點就有一個受到抗爭。以近年來的電磁波涵蓋率而言，可以說除了無人居

住山區之外，幾乎有人之處手機都收得到訊號。我們可以這樣說，人民只要在一

般的活動範圍內，包括居家、出外上班工作、吃飯、睡覺都在電磁波的籠罩之下，

但是一個人隨著位置的移動，其暴露的強度雖一直都在改變，就一長時間的考慮

之下，某人的暴露值會趨向一平均值，例如一年，則暴露值依據統計學上的隨機

程序是會趨向一算數平均值，而每個人的平均值將隨著居住位置，變異很大。換

言之，一個人在這個充滿電磁波的環境之中，如果電磁波的承受是個負擔的話，

這個負擔是可以被量化的。如果活動中的人電磁波暴露承受值都能量化，住在基

地台周圍的居民屬長期住戶，電磁波暴露承受負擔值更能被計算出來。 

 

 

                                                 
153參見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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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基地台周邊之功率密度科學計算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當天線一旦架設在建築物之上，通

訊設備開啟電源的那一刻，電磁波的強度分布就大致固定，它物理上的意義簡單

來說就是：有一個基地台在家的附近，它對住家的影響是固定的。 

電磁波的行為基本上是遵循馬克斯威爾的方程式，該方程式的特徵在於一旦

邊界條件固定，其數學的解就是固定的，所謂的邊界條件，若將其應用在基地台

的世界裡，天線是個電波發射源，其周圍一切的物體都是邊界條件，例如建築物

的材質它出現的位置在哪裡，而是以何種成分出現，水泥或是金屬，在電磁波的

領域之中就有其對應的介質係數，這個係數最後就會納入馬克斯威爾方程式的計

算之中。方程式或許難以理解，但是它的物理意義卻是很直接，亦即，當有一個

電磁波源發射的時候，外部某一點隨即就會產生一個場量，並且當電磁波源的大

小為已知，而周圍參數也為已知時，外部某一點的場量大小就已決定，這就是「方

程式數學的解就是固定的」的意義。 

馬克斯威爾方程式已經是一個發展成熟的數學方程式，不管周邊的環境是多

複雜，一定是可以透過數值方法的計算得到結果，而且具有相當的精確度。 

根據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54，其目的係調查校園內

因架設基地台而該電磁波於校園內的分布情形，該計畫名稱為「屋頂水泥板上手

機基地站天線之輻射電場研究」，研究的方法先採用時域有限差分法，一般在計

算電磁波所在的空間模型不可能開放至無窮大的空間，因此需要利用吸收邊界條

件的方法來模擬無限邊界的模型，吸收邊界條件的方法有很多種，該研究過程中

是採用 Mur 的二階吸收邊界條件法，根據該報告記載，採用 Mur 的二階吸收邊

界條件法最主要的原因是簡單經濟但又不失準確度。換言之，該研究的結果具有

一定的參考價值。該研究運用非常實際的調查方法，先將基地台的天線予以拆解，

確認「基地台天線結構是由銅製隔板和被平坦的玻璃纖維防護罩包覆的 32 支發

                                                 
154國科會計畫編號 : NSC 97-2221-E-15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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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器所構成，這 32 支發射器每 8 支為一組陣列天線，每組陣列再依不同激發饋

線分為相位+ 45 度和-45 度，基地台天線被設計其發射功率為 1-20 瓦特，每個饋

線在 1710-1880MHz 都是 50 歐姆」。其次將天線的幾何以及影響到結果的天線塑

膠外罩都考慮到方程式內，成為計算的參數，同時瞭解到基地站架設在屋頂樓板

上時，當基地站的天線發射電磁波，有一部分的電磁波會在屋頂樓板上產生感應

電流，而會發生電磁波散射的情形，因此該研究考量到屋頂樓板之導電係數和相

對介電常數，將該次要因素亦列入計算之範圍。電磁輻射遠場主要是透過掌握天

線及其附近之電流密度，包括天線外罩，再予以近場轉遠場的技術得到遠處某一

點的場強值，再加上電磁波散射的結果而予以合成。事實上，當這些參數皆掌握

之後，只要方程式的推導正確，其餘只是電腦計算的問題。 

該研究的結論為「有限時域差分法輔以近場遠場轉換技術得到的天線輻射場

形圖與實驗量測結果相當吻合。研究中亦比較基地台天線輻射在頂樓樓板上 1

公尺的電場模擬結果與實測數據，再一次發現理論與量測非常吻合。在距離基地

台 50 公尺範圍內之電場量測值與計算模擬值的範圍分別落在 0.15-42.47 和

0.24~39.57 V/m。」 

另一個相關研究亦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155，計畫名稱「行

動通信電波傳播之研究」，其研究概要如下：本計畫探討都市地區之行動通信電

波傳播特性，其中主要乃發展高效率之圖資介面三維廣射線柱追蹤模擬程式，來

分析行動通信基地台發射訊號在建築物間或隧道內的傳播特性，並進行現場實測，

以供市區通訊場強涵蓋區預測及發射基地台規劃之用，來提高都市地區無線通訊

系統的效率與功能。該研究提出廣射線柱追蹤法，以應用均勻幾何繞射理論追蹤

整體射線柱而非無數單一射線柱，此對於市區行動通信基地台發射訊號傳播特性

之模擬可大為提升程式效率與實用性，來計算建築物體對無線通訊電波的反射、

穿透及繞射效應，以分析行動通訊在特定環境下之訊號分佈。另外，該計畫使用

地理資訊系統應用程式取得市區建築物主體輪廓、行動通信基地台位置及電波場

                                                 
155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91-2219-E-0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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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量測路徑資料，同時應用時域有限差分套裝模擬軟體 XFDTD 探討了行動通信

基地台天線之 3D 輻射場型、反射損失與周遭電磁場強分佈特性並且實測之，其

中所獲得基地台天線 3D 輻射場型可以提供射線追蹤程式進行模擬之用。此外，

亦測量了都市地區行動通信基地台發射訊號於所涵蓋區域街道上之分佈特性，而

所得實測結果與模擬相當吻合。更深入該報告可以得知，該報告以套裝軟體將市

區街道及建築物輸入到電子地圖，利用該資訊取得建築物外圍輪廓之重要參數，

以研究案例而言，研究區域包括 295 幢建築物，共有 2333 面牆與屋頂。其中進

行模擬時，建築結構及地面的相對複數介電常數均設為(6.2,−0.69)，以過去文獻

RC 材質來近似。依據此方法獲得，市區街道之電波場強分佈。這一研究獲得的

結論為：測量與模擬結果之緩慢衰落趨勢相當吻合。然而，使用偶極天線模擬所

得結果似乎反而較佳，不過差別並不大，均可以有不錯之結果。廣射線柱追蹤法

模擬程式兼具精確性與高效率，相當適合用來分析市區街道中行動通信基地台涵

蓋範圍之電波場強分佈特性。本篇研究報告對本文之最重要貢獻及最值得傳遞的

訊息是：一般我們認為複雜的建築物會影響電磁波的路徑，以至於基地台發射之

後的電磁波強度預測根本上是困難的，這樣的想法並不正確，而是可以計算的。 

該報告除了戶外之電磁場強之外，一般民眾關心的建築物內部之強度亦有調

查，其設置方式如下：以距離基地台約 32 公尺的一幢 12 樓高之建築物為例，其

中設該建築物外牆厚度為 20 公分，各樓層的寬度、高度及深度分別為 5 公尺、3

公尺和 10 公尺，且於各樓層之外牆中央有一扇窗戶，各窗戶離地板 1 公尺，而

寬和高分別為 1.5 公尺及 1.7 公尺。進行程式模擬時，忽略窗戶金屬外框之影響，

即將窗戶視為一個矩形缺口，而場強觀測位置是在離各樓層地板約 1.7 公尺處，

由這些結果得知：在較高樓層中，由於基地台之天線可直接射到室內，因此電波

場強較高。為了降低室內之電波場強，可使用具有遮蔽電磁波效果的導電玻璃，

而應用廣射線柱追蹤法所得模擬結果顯示：僅將窗戶屏蔽後即可降低場強達

20dB 以上。 

以上報告針對室內電波場強分佈僅做模擬預估，得知窗戶加上金屬屏蔽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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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場強降低 100 倍以上(20dB 以上)，惟其缺少室內的實際測量。然而，蘇祖彥156

利用時域有限差分法計算離基地台 19 公尺處的一處鋼筋水泥所建構之小屋內之

電場，並與量測值比較，結果發現數值計算結果與量測值令人滿意。 

對於電磁場數學模型的建立，以現在的科學算是非常成熟，大家都知道天線

發射源之外仍有許多建築物會干擾電磁波的行走路徑，造成電磁波的強度不確定。

游彬立157以穿透、反射和物理光學方法來分析單層及多層平板結構，而各層平板

是以均勻厚度及介電材質的結構來近似則調查紅磚牆、鋼筋混凝土牆、木板隔間、

及空心磚牆，獲得其等效複數介電常數。有了該文獻的協助，就可使應用在室內

及市區無線電波傳播特性模擬具有所需之建築物電性結構參數，進一步令模型的

計算上與實際的量測之間差距縮小，更具有精確性。 

由以上的幾個國內研究顯示，基地台所輻射出的電磁波是可以被計算出來的。

這個數據的實質意義在於如果全台灣有人居住的區域皆受到電磁波的覆蓋時，從

NCC 所公布的 16000 多個基地台最終造成的電磁波分布強度就可以實質的被算

出，從全國的角度來看，全台灣的居民數是已知的，一個人平均承受多少因基地

台而生之電磁波就是已知的；但民眾若真受影響，其影響來源通常只是最近的那

一座基地台，因為民眾對於更遠的基地台，算是被邊緣化，而不太受影響。每個

人因距離基地台遠近不一，承受的強度皆不同，但是最終是可以得到一個基地台

所造成其涵蓋範圍的平均一個居民承受多少電磁波。如果天線輻射到街道以及住

家內的電場強度都能精確計算出來，一個居民所承受的電磁波更能夠計算出來，

這只是個數學以及電腦計算問題而已。 

對於電磁波的風險，有感的民眾通常是胡亂感受，也可說是難以感受，一般

是活在一種不確定感之中，如果知道自己居家環境到底有多少電磁波時，至少不

確定感可以減少，過去筆者出外幫居民測試時可以觀察到這種心理的變化。對於

住在基地台周圍的居民們，他們的不確定感以及受害心理，比起距離較遠者是過

                                                 
156蘇祖彥，手機基地台天線輻射電場研究，元智大學通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08。 
157游彬立，建築結構複數介電常數之量測，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碩士論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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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無不及這也是可以想見，那一群民眾常有自認居住環境處於較高的風險之中，

但是因為電磁波無色無味，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少數會要求通傳會進行測試，即

使派人來測，最終得到一份絕對安全的報告。當民眾看到這樣得數據往往都啞口

無言，電信業者解說報告時都會告知申訴者，參考歐美的標準，而我國的標準又

比他們更嚴格158，要不然就是所關心地點的電磁波強度微乎其微159，電磁波很安

全。民眾申訴到最後，反而愈顯自己的無理，也只能默默的接受。 

 

第二款 、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意義 

 

我國民法上關於侵害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規定在民法

第 195 條，在基地台的議題上，目前尚無司法糾紛上訴至最高法院者。然在因不

動產相鄰關係而進而造成環境不法侵害之噪音問題，在我國最高法院的判例上則

有一例 - 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64 號判例，該案例的事實背景與基地台造成

附近鄰居受到侵害的背景相近，故最高法院之見解具有參考價值。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64 號判例與基地台抗爭，相較之下之可整理出一值得探究的問題：

環保局稽查結果沒有超過噪音管制標準是否就是沒有不法侵害？類比於基地台，

問題可以換成「電磁波沒有超過管制標準是否就是沒有不法侵害」？ 

被害人因長期加害人之冷氣機日夜運轉，飽受噪音之苦而提起訴訟，主張排

除侵害以及精神上賠償。噪音之行為係透過噪音源藉由空氣震動而傳遞能量至遠

方，隨著距離增加而強度減弱，以現今我國居住人口密度而言，只要生活在這個

土地上，特別是都市，幾乎很難避免聲音的干擾。我國環保署對於噪音訂有噪音

管制標準，其中劃定管制區為第一類至第四類，並且依據時段設立不同標準，旨

                                                 
158基地台電磁波服務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規範基地台電波發射功率的同時，已經考量國內

住宅人口較國外密集等因素，因此訂定了國內基地臺最大有效等向發射功率比美國更為嚴格，為

美國規範值的一半。見 http://www.emfsite.org.tw/news_detial.php?level1_id=7&bbsId=125 
159基地台電磁波服務網：依據美國 C95.1-1996 規範，基地臺到達附近區域的電訊強度必須小於

550mW/cm
2，而一般基地臺為避免相鄰基地臺間相互干擾，均刻意降低天線功率。以國內基地

臺為例，在大樓屋頂所產生的電訊強度約僅 0.5mW/cm
2 左右，遠比安全規範之千分之一還低。

見 http://www.emfsite.org.tw/news_detial.php?level1_id=7&bbsId=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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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和人民居住環境與一般人民生活習慣或商業行為，例如夜間時段，標準就必

須提高，以保障住戶之休息品質，而住宅區標準又高於工業區。對於製造噪音的

人來說，標準的設立對其是一種管制，但對受到噪音干擾的人來說，標準的設立

反而是一種容忍的極限。忍受限度，乃為因應相鄰關係如公害民事訴訟案件，判

斷加害人之侵權行為是否超過被害人忍受限度，作為判斷侵權行為是否不法及被

害人可否請求加害人賠償或排除侵害，或加害人應否負責賠償要件之一。 

一般噪音訴訟問題起因皆為鄰居所造成。我國關於相鄰關係於民法第793條

本文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他人之土地有煤氣、蒸氣、臭氣、煙氣、熱氣、

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

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因此就民法第793條觀之，當

聲音「侵入輕微」，則人民有容忍之義務。噪音標準之低標是否就是人民容忍之

義務極限？本判例對此之見解為「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

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

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以該案事實而言，環保局

稽查結果也都沒有超過噪音管制標準，換言之，該判例不以行政機關訂出的標準

為界，從而以「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作為判斷標準。 

基地台電磁波引發爭議最大者莫過於該台建置在民宅屋頂之上，天線持續對

周圍發射民眾，電磁波無色無味也聽不見，民眾的居住環境被一個放射出的能量

持續威脅著。與家中電器所產生的電磁波不同的是，基地台電磁波是一種刻意的

發射而且是持續不斷的發射，其強度遠大於家中電器所發出160。又與噪音相同的

                                                 
160家用電器如非具發射功能，例如電腦，所產生的電磁波僅依照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訂定「檢

驗標準 CNS13438」，其限制值比起基地台電磁波是非常低的。CNS13438 甲類(Class A)限制值為

47dBuV/m，而距離地台 10-15 公尺的基地台電磁波大約在 85-100dBuV/m 之間（可參考一 NCC

認可實驗室之實測報告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2&cad=rja&ved=0C

EsQFjAB&url=http%3A%2F%2Fwww.homeblog.com.tw%2Fc_web%2Fopen_file.php%3FPRE_SN

%3D19%26OPEN_PAR%3D7%26SL1%3DC137%26PAR_FILE%3D1&ei=DRQCUe7NBcX-lAXs8I

CoAw&usg=AFQjCNHdCPn1y5NWpdjdIs2hA3XHEl0TYg&bvm=bv.41524429,d.dGI），3dB 差相當

於一倍台數電腦，以最低 85dBuV/m 計算，則距離地台 10-15 公尺的住戶等同於與 2 的 12-13 次

方台（約 4000-8000 台）的電腦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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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電磁波是一種能量入侵到住宅，只不過電磁波一般人不易被感受161。民眾一

般有疑慮時，申請測試只能針對住家內的幾個位置測試，而測試結果與環保署參

考國外的建議標準往往相差甚遠，如果基地台周圍居民疑似電磁波而生病欲提出

訴訟往往將面臨兩種困境，標準的差異是第一個困境，另一困境即為居民的病痛

與該電磁波的因果關係不易舉證。在環保署公害糾紛損害賠償事件中，廖金文等

人事件等162正是這樣的例子。不過，環保署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對廖金文等人事

件在裁決書中有如下記載：電磁波不論分為游離輻射及非游離輻射，既具輻射功

能，因有損害國民健康或有危害之虞時，自屬公害糾紛處理法第2條第1項：「本

法所稱公害，係指因人為因素，致破壞生存環境，損害國民健康或有危害之虞者。

其範圍包括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動、惡臭、廢棄物、毒性物

質污染、地盤下陷、輻射公害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為公害者。」 

目前環保署並未特別指定公告何種污染為公害，公害的認定仍回歸以公害糾

紛處理法第2條第1項所列出者，較輕微、對人體無直接傷害的噪音或振動，在一

定程度上有損害國民健康或有危害之虞，就屬公害之定義，而基地台電磁波在近

距離時已確知有熱輻射之實害，故其亦屬輻射的範疇。同時，在環保署所管制的

對象中，諸如空氣、溫室、飲用水、廢棄物等，當中亦將噪音振動與非游離輻射

列為一類，電磁波即是環保署所定義的非游離輻射，甚至已設有專屬的「非屬原

子能游離輻射管制網」解釋電磁波的知識與法規，當中也包含手機與基地台，環

保署雖未直接公告電磁波為公害，其實電磁波為公害的一項已經是明確的。 

2006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第304號文件曾經有如下記載：「人體與動物研

究使受測者暴露在類似手機的射頻電磁場強度下，測試腦電波、認知功能和行為，

結果並未發現負面健康效應。」然，經過多年爭議，2011年5月底，世界衛生組

                                                 
161
患有電磁輻射敏感症對於電磁波會有較一般人更靈敏之生理反應，其症狀有：耳鳴、皮膚疹、

頭痛頭昏、眼睛灼熱、噁心嘔吐、疲勞虛弱、關節肌肉疼痛、血液循環不佳、麻痺、臉腫脹、下

腹收縮痛、心律不整、呼吸困難；同時，進一步還會引起心悸、偏頭痛、抽筋、中風、煩躁、沮

喪、慌張、精神不集中，以及平衡感及內分泌失調、記憶力減退、淺眠、失眠或淋巴腫大。瑞典

官方承認電磁輻射敏感症這樣短期的病徵，並統計約有 2％到 5％的人口有此症狀。 
162環署裁字第 09700537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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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旗下的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將手機電磁波列為2B級致癌物。這是個意外

的轉變，多年來我們一直被政府及電信業者教育電磁波無害，無害一說似乎並非

全然。電磁輻射研究是一直在與時俱進，以前的發現很可能被新的發現推翻，以

前的決定也可能被自己推翻163，畢竟人體是極為複雜的小宇宙，特別是腦部的訊

息傳遞也都是極為微弱的電訊號，同為電訊號的電磁波對之的影響，並非容易得

到一肯定的研究結果。因此，我們不宜將電磁波就此定性。國際上的研究計畫所

側重者多半為民眾最關心的腫瘤問題，研究的重心也只是在尋找兩者是否有直接

關係。本文文獻指出低強度的電磁暴露會有生物效應，該效應未必直接與腫瘤有

關，甚至也未必帶來任何立即健康上的影響。民眾是否有權利避開這種短期無害

長期卻未知的風險。基地台一旦合法設立之後，就法律層面而言，民眾是無權令

其遷移或取得任何補償回饋的權利。近距離的電磁輻射暴露是不是一個國民的容

忍義務，就算電磁暴露有害是輕微的，為何有人多暴露少，有人卻暴露多，暴露

多的人是不是在法律上完全無法主張任何權利？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

例，其噪音程度並未超過管制標準，但屬長期性質，最高法院以「超越一般人社

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為判斷依據，認為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

益。基地台電磁波造成寧靜程度的破壞，在生理層面確知有熱效應，因距離關係，

程度上還不足以使人即時發生任何反應，至於屬非熱的生物效應，國際研究存在

多種結論，僅將手機電磁波定位在世界衛生組織致癌物中的2B等級164，至於基

地台的設置尚有心理層面的影響165，應必須一併考量。關於以最高法院92年台上

字第164號判例，是否可能以「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能量或電場」來

操作，給了我們一個思考的方向。 

 

                                                 
163

IARC 開會過程內部就有爭議，例如委員 Dr. Anders Ahlbom 因故被排除在外；任職於美國國家

癌症中心的 Dr. Peter Inskip 不同意評審結果, 於投票前退出工作小組。 
164以世界衛生組織(WHO) 致癌可能性四等級來看，人體及動物實驗皆充分證明者為第一級，第

三級為人體證據不足，動物實驗證據不足或有限，第四級則是人體或動物實驗皆缺乏證據支持，

屬最低層次，而 2B 等級是人體證據有限，動物實驗證據未充分。 
165本文第五章將對於基地台的設置引發心理層面的恐懼進而影響財產價值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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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科學上十倍的意義 

 

目前基地台對人體到底會如何的確難以論斷？國外的研究是基於國外的居

住環境，在我國特別是都會區這種高密度的住宅分布，要滿足基地台天線「正」

前方 15 公尺沒有合法建築物或許很容易，那只是避開正前方，但是會關心這樣

問題的人，不單只是正前方那間建築物的人，而是周邊所有的人。況且，基地台

本來就是 360 度發射，主管機關為不能只關心天線正前方的人，而是該以實際受

影響程度來決定。在美國電信業者早在1992年就因為手機可能致癌而被提告166，

深知未來這個議題蔓延，無線通訊產業也遭殃，早就成立遊說組織167，制訂標準

可以幫業者抵擋訴訟上的挑戰。其實標準本身就像兩面刃，超過了就是違法，違

法就必須負起後續的責任，不超過，標準反而成了一種保障。 

我國目前的建議標準是採國際以發生熱效應的實害，其強度降低 50 倍作為

安全係數而獲得的臨限值，至於為何不是採 500 倍或 1000 倍，這就不是民眾能

決定的，而是科學家。科學家告訴我們，在電磁安全標準設置過程中，需分辨生

物效應和有害效應，只有確知的有害效應才應該被考慮，熱效應是目前唯一知道

電磁波有害的結果。不過本文第二章已介紹電磁波引起的生物效應在手機尚未發

明之前早已就有研究，這樣的效應對人到底會如何？即使短期不會有害，一個人

有沒有必要非自願地長期暴露在這樣的環境？這是一個相當頭痛的問題。常常電

信業者或主管機關與民眾溝通會說電磁波已經無所不在，諸如廣播電台以至於家

用的電器都會發出電磁波，為減緩衝擊，甚至說自古地球就是個大磁場，大家都

必須承受，也早就在承受，這是事實。另外一個事實是，上述所說的電磁波相較

於基地台刻意發射，只是爾而發生或是相當微弱168，並且電信業者藉由民眾的風

險承擔在獲取利益，雖然業者並非故意如此，而是基地台的附帶效果，但這畢竟

                                                 
166同註 47。 
167

http://journal.media-culture.org.au/0106/cell.php：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a lobby group for North American cellular service providers。 
168基地台發射功率雖遠小於一般廣播電台，但與居民非常靠近，廣播電台多數設置在山上。 

http://journal.media-culture.org.au/0106/cel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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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實。從關懷的角度來看，主管機關對於標準的解讀是不是規範值內沒問題，

就可忽視民眾的感受。筆者在瞭解基地台電磁波分布的狀況後，就公平性的角度

來看，思索如何以趨近實質公平的角度，從真實數據的為始，確實將爭議以利益

調和的觀點予以求證，進而化解。 

前面的探討的科學文獻證明了一件事，一旦基地台設立之後，其周邊的電磁

場就已經知道了，如果這個基地台造成平均每位居民的輻射暴露為已知，那麼周

邊居民通同樣經由計算得知自己家的輻射暴露，因此周邊民眾立即可以知悉自己

所處的風險是平均值的多少倍。當每個人的不同的風險程度都被探求出來之後，

並且多數人都享有等同的利益時，不平等地位的情形就在科學上被量化顯現。 

在物理上10倍是一層次的差距，ICNIRP標準也是採用確實發生熱效應的實

害強度，以該強度降低50倍作為安全係數而獲得公眾暴露臨限值，亦即，ICNIRP

標準基於實害上限縮10倍，先得到職業上暴露臨限值，對於一般民眾再多了一個

5倍的延伸，雖說50倍到底能否確實給予民眾100％的電磁防護，至少在學理上的

10倍再加上5倍的擴大，具有強化電磁防護的想法。在我國關於噪音的訴訟裁判

中169，曾引用文獻指出：對於聽覺比較靈敏的人（測試結果統計占前10%），其

最小聽力閥約較50%的人（類似平均值之取樣比例）要低將近10分貝。使用機具

所產生的音量，應低於噪音管制標準10分貝為適當。所謂「低於噪音管制標準10

分貝為適當」，也就是說標準雖訂在那裡，對於有些靈敏的人，標準應該可以再

低十倍。此外，世界衛生組織下的顧問組織「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在2011

年5月提出的報告中主筆史特拉夫指出，「如果用簡訊、或者免手持裝置通話，很

明顯地可降低暴露量至少一個級數，或者十倍」。十倍，在這個風險社會的量化

探討上應該有它一定的意義。 

 

第六節、小結 

 

                                                 
169

95 年度訴字第 187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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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都希望手機信號很好，但是又不希望基地台在他家旁邊，這種矛盾心

真正存在的比例其實不多。根據民國 100 年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台灣的戶

數有 8057761 戶170，而基地台在全台則有 16000 多個設置地點，如果一個台周圍

最近的戶數平均在 50 戶，全台受影響的戶數則是 8 萬戶，相較於全台 8 百萬戶，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會有直接受影響的感受，全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可能都沒有這

種感覺，就算是被影響的戶數平均在 100 戶，全台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仍舊可能沒

有這種受害的感覺。換言之，多數的人其實是享受基地台設置後帶來的利益，周

邊居民雖說也是被照顧到的一群，但其承擔的風險值遠比絕大多數的人來的高。 

在科學上十倍是一個等級，也就是說一般人之實際接受的程度乘以十倍，或

許可以認定這樣的強度超越了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程度。本文最重要的目的

之一即是以科學上的量化指標導入到法律這門社會科學的判斷思考，十倍並非本

文的結論。總之，這個倍數應該屬另一等級層次，或者說有著「高度」、「超越一

般」的負擔。重要的是，主管機關應該對於「超越了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程

度」的人，也就是那百分之一或二的少數民眾，真實承擔風險者應有所作為。此

外，科學上十倍的意義應該也可以界訂出高風險承擔者相對於平均一國民的風險

指數，從而定義出誰才是所謂的高風險承擔者，甚至將其視為適格的利害關係人。

不過，這一切除了行政機關應有科學上的思維之外，更有賴於基地台電磁波強度

的資訊公開，當這些科學數據一切都透明之後，申訴者的抱怨或請求應該就不再

會是無的放矢。本文以為，國家站在管理者或裁判的立場，應協助人民追求實質

的公平，這種鄰避的問題才能真正的消弭。 

 

 

 

 

 

                                                 
170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y02-12.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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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民知的權利與環境資訊公開 

 

第一節 、環境資訊之定義與範圍 

 

過去電力設施如電塔或輸電線，電源電力在傳輸過程中其能量是循著傳輸線

而行，故多數能量仍集中在傳輸線內部，並不主動對外散佈，即便如此，常常是

民眾抗議的對象。基地台天線其作用不同於產生近磁場電力設施就在於刻意性，

其目的就是對周邊輻射以散佈能量，因此對於民眾所生存的環境產生一定的能量

場。在我國環保署的業務項目中，電磁波列在「噪音振動及非游離輻」的範圍，

環保署設置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網，並列有電磁波法規予以管制。因此，基

地台的議題與環境資訊息息相關。在探討此兩者之關係時，首先必須先界定「環

境資訊」之範圍。所謂「環境資訊」就其字面意義係指一切和自然環境、生活環

境等相關事物內容。然而，「環境」所指涉之尺度可大可小171，「資訊」在論及資

訊公開和隱私權的界限時，何種資訊應該被提出供民眾所知，必然有所爭議。而

且環境之保護或管理工作，大體上都牽涉公權力之執行，是以公部門如何界定環

境資訊，將是關鍵性因素，唯有形之於法令條文之定義，在公權力執行時才具有

效力，因此本節將介紹國際公約以及我國環境基本法對於「環境資訊」的界定。 

 

第一款、國際公約之界定 

 

在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推動下，1998 年於丹麥奧胡斯（Aarhus）由歐洲

經濟委員會成員國共同簽訂的「在環境問題上獲得訊息、公眾參與決策和救濟途

徑公約」172其中第 2 條第 3 款對環境資訊作出界定： 

                                                 
171相較於核能電廠之設置，基地台的問題算是小之又小。 
172

 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 Matters，後稱為 Aarhus 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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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種環境要素之狀況：諸如空氣和大氣層、水、土壤、土地、地形地貌和

自然景觀、生物多樣性及其組成部分，包括基因改變的有機體，以及這些要素的

相互作用。 

（二）正在影響或可能影響以上（一）項範圍內環境要素之各種因素：諸如物質、

能源、噪音和輻射，即包括行政措施、環境協定、政策、立法、計畫和方案在內

的各種活動或措施，以及環境決策中所使用的成本效益和其他經濟分析和假設。 

（三）正在或可能受環境要素狀況或通過這些要素受以上（二）項所指因素、活

動或措施影響之人類健康和安全狀況、人類生活條件、文化遺址與建築結構。 

歐盟在為修正 1990 年第 313 號「自由取得環境資訊指令」，於 2000 年提出

之「關於公眾取得環境資訊指令草案」173中認為環境資訊所包括之範圍： 

1. 環境現況：空氣與大氣、水、土壤、土地、景觀、生物多樣性等品質現況。 

2. 環境因子：化學物品、能源、噪音、輻射及廢棄物等，並包含環境中影響人 

體健康或安全等因子。 

3. 排放入環境之物質。 

4. 會影響環境之各項政策、法律、計畫、活動或環境保護計畫。 

5. 前述計畫之成本效益及經濟分析。 

6. 人民健康與安全現況、生活品質、可能會影響環境現況或受其影響，或透過 

環境因子、排放入環境之物質、會影響環境之各項政策、法律、計畫、活動或環 

境保護計畫的影響而改變環境現況的文化遺址和建築。 

由上述可知，無論如何界定環境資訊，其範圍仍然是相當廣泛，幾乎所有政

府和企業事務，甚至個人行為，都和環境資訊有所關連，而成為環境資訊之來源。 

若參照 Aarhus 公約對環境資訊範圍之界定，環境資訊範圍至少具備三大類別，

分別為「環境現況」、「人類活動對環境之影響及可能影響」和「環境對人類的影

響及可能影響」，這也是目前各種環境決策相關制度中，如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173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Public Access to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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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決策和資訊揭露之要求，因此我們在環境資訊公開制度中，所謂環境資訊的範

圍，應該包括後兩者環境與人類間之交互關係，而不僅止於環境現況本身。 

 

第二款、我國環境基本法之界定 

 

我國環境基本法第 2 條對環境作出定義，本法所稱之環境係指影響人類生存

與發展之各種天然資源及經過人為影響之自然因素總稱，包括陽光、空氣、水、

土壤、陸地、礦產、森林、野生動物、景觀及遊憩、社會經濟、文化、人文史蹟、

自然遺跡及自然生態系統等。條文中所指稱的各項環境物件，可概分為「自然環

境」與「人為環境」兩大類，這些環境物件可進一步擴充，並不限於條文所列舉

者，例如河川、湖泊、動物亦屬自然環境物件，而工廠、醫院等則為人為環境物

件。如此一來我們可在實際作業面對環境採行管理工作，例如檢測河川水質進而

採行水質保護措施；調查動物數量及分布情形，進而採行合宜之保育措施；建立

工廠基本資料，進而管制其排放污染行為。藉由環境基本法對環境之定義，可使

環境資訊之範圍保有彈性，有助於規劃設計環境資訊系統。 

更進一步，環境基本法第 15 條更針對環境資訊系統之建立及環境資訊公開

明文規定，各級政府對於轄區內之自然、社會及人文環境狀況，應與蒐集、調查

及評決，建立環境資訊系統，並提供查詢。前項環境資訊，應定期公開。 

 

第二節、環境資訊公開之法理基礎 

 

第一款、政府公開環境資訊 

 

政府公開環境資訊係指在決策公開透明化，以及保障人類環境權之考量下，

充分提供環境現況與環境相關之其他人類活動資訊，以作為環境決策和環境行為

之根本基礎。一般所稱環境資訊法制，泛指環境資訊傳佈與流通的制度，環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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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公開或取得174，可以是在不同機關間或是在行政機關與人民間，其可以在行

政程序的範圍內進行，或是出於行政程序以外之其他原因。 

基於民主法治國家國民主權之原理，國民為行使其主權者權利而有所行動判

斷時，必須得到必要之資訊，方能形成民主意思之基礎，進而符合「民主公開性」

之要求。行政機關為資訊之一切蒐集、儲存、使用及處理行為，在理念上均應為

國民之需要而作為，國家所為資訊行為之權乃源自國民，故國民為了自己生活所

需或參政權之行使，自有必要請求國家資訊公開，亦即所謂國民「知的權利」。 

知的權利，與自由發表之權利同為表現自由體系中不可或缺之要素，自由接

受思想之權利，即聽的自由、讀的自由、看的自由等，此種從接受思想者之立場

而論之自由，即「知的權利」。此乃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同時存在著自由權與社

會權之性質，為憲法上表現自由之一種，是以在現代民主政治中知的權利內涵應

包括權利、自由與參與175。 

一般國家對於行政之機能皆課以法律規範，但另一方面又賦予一定之裁量權

限，從而知的權利將面對基於「行政權優位」而拒絕資訊公開之現象。因此，知

的權利係維護國民主權原理，平衡國家利益與人民權利利益之基礎上不可或缺之

預防性手段。換言之，資訊公開制度係為了使作為基本人權之「知的權利」視為

制度加以保障，並將其於實定法上加以具體化176。 

 

（二）「知的權利」之憲法依據 

1. 外國立法例 

「人民知的權利」177起初是由記者、編輯以及專業學者所共同定義，本是一

項公民追尋大眾感興趣的資訊以及重要資訊的權利。對於人民知的權利依據之討

                                                 
174

李建良，德國環境行政法上之資訊公開制度，月旦法學，第 87 期，2002 年 8 月，頁 37。 
175法治斌，知的權利，法學叢刊第 27 卷第 1 期，1982 年 3 月，頁 73。 
176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一條：「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

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特制定本法。」

即明文以人民知的權利之維護作為政府資訊公開之依據與目的。 
177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傳媒 25 講第三講：論媒體與人民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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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以美國最為熱中，美國憲法中並無任何條文明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但美國

學者及法院認為知的權利與工作權、言論及出版自由同為憲法上所保障之基本人

權早已無爭議，其理由謂「知的權利」與其他基本人權相同，根本不待憲法明文

規定即早已存在，憲法無須特以明文。知的權利之內涵則應包括獲取資訊的權利、

有權使用傳遞資訊之一切必要設施等。 

德國之憲政史上，資訊自由於二次大戰後首先規定於各邦法內，隨後始於基

本法內出現，德國基本法第五條乃有關資訊自由權之規定，第一項前段謂：人人

有以語言、文字及圖畫自由表示及傳布其意見之權利，並「有自一般公開之來源

接受知識而不受阻礙之權」，即事實上就人民知的權利加以保障178。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判決亦肯認，基本法第 5 條第 1 項所保障之知的權利係「獨立且與言論自

由及出版自由並立之基本權」，而非僅是單純自由的言論表達與散佈之權利的組

成部分，同時事項規定非僅保障積極獲得資訊之行為，亦保障單純接受資訊之行

為。因此，藉由強調獨立且與其他自由權並立之觀點，可謂德國基本法亦已明白

宣示其憲法上就「知的權利」之保障，亦即相對於言論自由著重保護意見表達者

之立場，資訊自由則是自身取得資訊之權利，意見接受者於此範圍內不再扮演消

極角色。 

日本憲法，對所謂知的權利雖未明文加以保障，然至少可說是內化於憲法之

權利，應憲法所要求之權利。日本憲法學學者首先主張資訊公開制度之引進，係 

基於憲法第 21 條有關表現自由之保障規定下知的權利之體現179，而其實務上 

亦曾明白宣示報導自由乃是為國民「知的權利」而服務，強調藉由報導自由之保 

障，導出知的權利之重要性，而為國民知的權利之報導自由應受憲法第 21 條 

之保障180。然日本資訊公開法於第 1 條規定，本法基於國民主權之理念，規定請

                                                 
178黃錦堂，關於資訊自由權之判決─聯邦憲法法院判決集第 27 卷第 71 頁以下，收於司法院秘書

處發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四﹞》，1993 年 6 月，頁 92-93。 

179林素鳳，日本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40 期，1998 年 9 月，頁 121。 
180楊富強，論國民知的權利之行使與政府行政秘密之維護，法務部司法訓練所編印，1992 年 6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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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公開行政文書之權利，務期行政機關保有資訊之更形公開，目的在於促使政府

向國民盡其說明各種活動之責任義務，並經由國民適切之理解與批評，而有益於

民主行政之公開推展，其將資訊公開定位為與所謂國民主權之憲法理念的關係上，

並對其資訊公開賦予新的「說明責任」之概念。 

 

2. 我國憲法 

 

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釋字第 509 號解釋理由書鑑

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

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

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無論係口頭之言詞或書面之文字，欲求其

非無的放矢，空言泛論，即須講者或作者事先經審慎思慮，明智適中地行使此種

權利。換言之，如欲發言或文章之內容具有深度及見地，有關資訊之蒐集整理與

分析係事先準備工作所不可或缺的。然時至今日，由於福利國家或給付行政思想

興起，政府之功能急速擴張，其所需處理之事務已多至無法逐一列舉地步，事實

上且因行使職權之需要，政府機關更應掌握及儲存大量之資訊。反之，人民所擁

有者多僅冰山之一角，難窺其全貌。在如此資訊不對等前提下容易造成人民誤解，，

亦可能使得政府施政有淪為黑箱作業之可能。因此，為求人民表意自由之真正發

揚，藉由資訊公開法制之建立，以型塑透明、公開、負責之政府及其施政，即有

絕對之必要181。「滿足人民知的權利」我國憲法上認定屬於言論自由所具有多種

功能之一，故憲法第 11 條應為其法源。 

 

第三節、基地台資訊公開 

 

                                                 
181法治斌，迎接行政資訊公開時代的來臨，收於資訊公開與司法審查─行政法專論，正典出版：

成陽總經銷，2003 年 6 月，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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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行政院環保署負責民眾生活環境之監理，其中電磁波項目亦為其工作範

圍，環保署網站設置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網，其針對基地台、變電所、無線

電台、高壓電塔以及雷達站設有地理資訊網站。由於該電磁波資料係為實際監測

資料，本應屬重要，惟全國基地台數量眾多，非環保署以經常性實測所能建置，

故資料量少且略顯過時。環保署並非電信業者的主管機關，電信業者無法定提供

基地台相關資訊之義務，通傳會基於業者的營業秘密以及資訊公開法不予公開事

項，因此兩行政機關間並無資料傳遞。不過，環保署資料建置是以目視實測所得

之結果，只要是測過的基地台均有地址，部分甚至有照片公開。 

國內基地台天線經常藉由美化名義，實際卻是偽裝隱藏，民眾發現家旁邊有

基地台竟然是幾年之後。為解除民怨，通傳會推出「行動通信電台服務資訊系統」，

然而該系統本來至少應標示出基地台之大致位置，最後退化成 2G、3G 行動電話

訊號涵蓋與收訊品質之簡單查詢，實有違民眾之期待。究其原因，仍在於業者之

地理資訊是否為可公開之資訊，通傳會的認定有討論空間。 

 

第一款、英國 Sitefinder 事件182
 

 

國家所建設之基地台地理資訊系統其位置資訊是否公開，不僅在我國有爭議，

英國亦有一相近似案例值得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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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資料庫查詢系統（Sitefinder），提供任何人隨時上網

查詢基地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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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資料

庫。Sitefinder 為進行預防措施機制，由政府要求 Ofcom 進行全國的基地台電磁

                                                 
182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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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的稽核，確保電磁輻射不超過標準安全值。民眾可輸入地理資訊如「郵遞區

號」、「街道」、「城市」為查詢，顯示結果如同 google map 般以電子地圖方式呈

現，一定區域內的基地台以小水滴狀表示。點選每個代表基地台小水滴，可得知

該基地台資訊，例如「業者名稱」、「基地台類型」、「天線高度」、「頻段」、「傳輸

功率」、「最大許可功率」及「傳輸類型」等。網站由 Ofcom 維護，資料內容由

業者自願與主動提供，原則上每三個月更新資料。法律並無明文規定業者有出示

資料的義務。但是業者的電台，一定時間後必須換發許可執照，一般的業者都會

配合辦理。資訊上網公開後，其中有「健康保護會」的人民團體請求 Ofcom 公

開每一基地台的「網格參考座標」，如此民眾才確知基地台的實際位置。Ofcom

認為該等資訊屬於「環境資訊」，因此必須依照「環境資訊管理規則」，以此為由

拒絕人民要求。「健康保護會」因此向資訊局(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Office,ICO)

提出請求，資訊局認為 Ofcom 應依「健康保護會」之要求而公開每一基地台的

確切位置。是以，究竟 Ofcom 應否公開每一基地台「網格參考座標」的問題，

成為民眾與行政機關爭執的焦點。 

 

第二款、基地台地理位置申請 

 

根據通傳會委員參加「台日電信部門產官學國際交流活動」的出國報告關於

基地台電磁波議題的業務推動建議事項中的第 2 項：在政府資訊公開原則下，將

基地台資料可公開部分（不涉營業秘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公布在網站上，適度

消除民眾因資訊不對稱而產生的疑慮。其中關於基地台資訊公開部分特別聲明

「不涉營業秘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可公開部分，建議的作成係在 98 年 9 月，

當時的「電台地理資訊系統」，爾後更名為「行動通信基地台服務資訊系統」，在

98 年 6 月上線使用，實際在上線之初，筆者就查不到基地台的確切位置，也就

是在通傳會委員建議之前，通傳會就已經將此資訊選擇不公布。更早在 97 年 6

月 7 日，一個為了七股鄉鹽埕村因雷達電磁波受居民爭取合法權利而成立的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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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進行一項電磁波與疾病因果關係之研究，為了解基地台與環境因子相關性，

需要台灣所有手機基地台及 WiMAX 基地台設置地點相關資料，故去函通傳會，

提出政府資訊公開之申請。通傳會於同年 6 月 20 日便以通傳技字第 09700189480

號函作成拒提供之行政處分。處分書中表示「按營業秘密法第 9 條第 1 項…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基地台設

置相關資料，系屬電信業者營業秘密，且資料庫資料對外提供及使用，應以避免

該資料關係人之權益受侵害為原則」為由而拒絕申請。故不公布的原因從以上通

傳會之行政處分理由可以窺探知悉，再觀察「行動通信基地台服務資訊系統」的

「常見問答」提問中「行動通信電台服務資訊系統是否可查詢行動電話基地台位

置 ?」通傳會當時網站上的回答是183：「本會於 99 年 2 月 22 日推出「行動通信

電台服務資訊系統」整合了中華、台灣大、遠傳、威寶、亞太五家電信業者 2G、

3G的訊號圖資並予以加值處理，….由於基地台位置地點係屬電信業者營業秘密，

因此本會提供查詢地點之行動通信服務信號品質而非提供基地台位置。」 

基地台位置的資訊，在電信業者欲設立基地台時，必須提供通傳會自評報告，

該報告就記錄著基地台的地址。此外，基地台營運之前亦必須完成現場查驗程序，

因此基地台設立於何處，主管機關通傳會擁有充分的資訊。然而，通傳會以違反

政府資訊公開法而將各業者基地台地理資訊定性為營業秘密或個人資料，不讓外

界查詢，究竟各業者之基地台地理資訊是否為營業秘密或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

護法之適用，存有極大的討論空間，同時也是基地台設置法律爭議的另一個主軸，

以下針對此一議題加以探討。 

 

第三款、基地台地理資訊與政府資訊公開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制訂之目的係在於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便利人民共享及

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

                                                 
183以下段落在 101 年 6 月後已不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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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並促進民主參與。因此，就人民知的權利而言，必先知道基地台設於何處，

才能有對之參與討論的機會。基地台抗爭件事經常上演184，令業者非常頭痛，因

此基地台到底設在哪裡，業者當然不願意透露，故通傳會如將基地台資訊公開將

引起業者極大的反彈185亦可想而知。不過，通傳會曾對外表示186，公開基地台資

訊是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及「通訊傳播基本法」的規定。 

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4 條對所稱政府資訊的定義：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

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

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

訊息。故就文義觀之，基地台地理資訊是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

在於文書，並無疑問。而政府資訊公開依該法第七條，性質上分為兩種：主動公

開者或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政府資訊依據其性質，不必然為主動公開，但以下資

訊政府必須主動公開： 

一、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命令、法規

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 

二、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

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三、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四、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五、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六、預算及決算書。 

                                                 
184業者初估，2006 年台灣有 2,000 座基地遭到居民抗爭，其中約 1,000 座拆除，而且全是合法取

得安裝的基地台。拆除一座基地台的費用約 25 萬元，但業者必須在鄰近處安裝新站，又要花 25

萬元，加上話務損失、基地台租約等費用，拆除一座基地台損失約 200 萬元，去年業界的損失就

高達 20 億元。http://www.ctwu.org.tw/content/news/news04a.asp?sn=1214&cyy=2007） 
185電信業者組成的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發言人劉莉秋指出，電信業者每一個基地台都是合法申

請興建，理應受到國家保護，但現在基地台跟「過街老鼠」一樣，碰到抗爭常以拆台解決，政府

沒有保障合法，NCC 作法只會激化民眾抗爭情緒，讓傳訊基礎建設更困難。劉莉秋直言，NCC

沒跟業者密切討論，就實施此一政策，可能引發更多基地台抗爭潮，負面效果，全民要承擔。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mar/5/today-life8.htm） 
186自由時報，2009 年 3 月 5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mar/5/today-life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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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八、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九、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十、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前項第五款所稱研究報告，指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委託專家、學者進行之報

告或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習人員所提出之報告。第一項第十款所

稱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指由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組成之決策性機關，其

所審議議案之案由、議程、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成員名單。基地台地理資訊為通

傳會所持有，關於基地台的業務統計，通傳會雖曾主動公布各縣市的基地台台數，

惟地理資訊可能與特定業者發生連結，並非一簡單的數字資訊，如將基地台地理

資訊解釋為業務統計的一部份，也不適當。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雖正面表列出政府應主動公開之資訊，而基地台地

理資訊雖不屬表列之項目，並不表示政府可以不主動公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六

條訂有：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

則，並應適時為之。又參照第六條立法逐條說明可知：「舉凡與人民權益攸關之

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因對人民之影響至深且鉅，故有主動公開之

必要，並為使人民得以適時掌握資訊，避免資訊過時，故明定應適時為之。惟該

政府資訊如有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情形者，仍應依該條

規定辦理，自不待言。」 

現今基地台已經過於美化或偽裝甚至違法隱藏，一般民眾無法判斷，而基地

台天線為電磁波發射源，電磁波具有熱效應為科學所證實，熱效應對人具有實害，

生物效應還不確知。行政院環保署雖未明訂電磁輻射列為公害，但從本文第三章

第五節第二款的討論中可知，電磁輻射應為公害，只是該公害從環保署公害裁決

的認定上，因一般基地台電磁輻射強度通常遠低於國際標準，故還不到傷人的程

度。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14 條：室外基地台天線申請

架設於建築物屋頂者，其天線之設置高度及方向，應確保其水平方向正前方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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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建築物，該條文係以維護國民健康為目的，若民眾

連基地台蓋在哪裡都不知道，十五公尺的保護範圍根本無法得知，權利的行使將

發生困難。基地台之地理位置由維護國民健康人民的角度觀察，其與人民權益攸

關，業者有私設行為187，是不會去考慮所謂十五公尺的保護範圍，民眾在無知的

情況下，身體可能產生傷害而不自知，基地台之地理位置不能因為基地台電磁輻

射強度通常遠低於國際標準而就認為對民眾毫無影響，至少基地台地理資訊攸關

人民權益，故基地台地理位置雖不為政府表列之主動公開項目，政府仍有主動公

開之必要。 

 

第四款、七股鄉鹽埕村因雷達電磁波受害成立的自救會事件 

 

七股鄉鹽埕村因雷達電磁波受害成立的自救會，曾經去函通傳會，提出政府

資訊公開之申請，通傳會作成拒提供之行政處分。處分書中表示資訊的提供違反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該條文係對於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亦即屬於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

公開者。 

二、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

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 

三、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公益有必

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四、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

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

妨害者。 

五、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其公開或

                                                 
187同註 141。 



 

- 114 - 

 

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率之執行者。 

六、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

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

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

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八、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利益者。

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學者彭心儀對英國 Ofcom與電信業者之資訊公開事件反思我國的「政府資

訊公開法」在基地台議題上的適用，注意到電信業者營業利益有憲法的保障，人

民必須對政府持有資訊擁有利用權，才能進一步瞭解與監督公共事務而表示188：

人民參與公共政策、監督政府施政均須仰賴大量且正確之資訊，而政府正是資訊

的最大擁有者，如將政府資訊公開，能促進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瞭解、信賴及監督。

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的主要考量在於人民對政府持有資訊的利用權，增進人民對公

共事務的瞭解與監督。然而，公行政部門所保有之資訊的公開，有「回復不能」

的風險，因此制定健全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制以規範哪種資訊應公開、不得公開，

對於「相衝突利益之平衡」，甚為關鍵。行政機關掌握實質大量之「工商秘密」，

如何正確地調和「資訊公開」與「秘密保護」之間的界線，如何將其他社會價值

轉化為可操作之「例外條款」，實為困難的問題。在原則與例外之間，「政府資

訊公開法」必須小心翼翼地平衡各類利益與價值，畢竟，該法所列舉之例外限制

得因憲法第 15條明文規定的工作權或財產權而同獲憲法的保障。「政府資訊公

開法」的適用應防止私企業的利益因政府所持有的秘密外洩而遭損害。同時，依

據政府資訊之定義認同基地台位址資訊是政府資訊公開法所稱之政府資訊。不過，

該學者強調：「主管機關依據職權所取得之文書資料，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

                                                 
188同註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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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該資料內容屬於政府資訊範圍內並無疑義。因此除非有符合同法第 18條之

例外事由，否則應以主動公開為原則，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為例外。關鍵問題當

然在於例外條款的解釋。」顯然，基地台位址資訊的爭議在於例外條款的解釋，

亦即，資訊公開法第 18條以下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由。 

事實上，在現行基地台之核照行政實務下，NCC應已掌握詳細的基地台資

訊。目前基地台之執照流程，依據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5條及第 7條規定，業者須檢附電台設置申請表及相關規格資料、電台架設切結

書、基地台架設清單、平面圖及立面圖等資料，向 NCC申請架設許可後始可進

行架設，架設的同時，主管機關得視需要進行現場查勘。架設完成後，業者必須

提出電台執照申請文件與自評報告。復有室外基地台初期報驗前五十台採全數審

驗，後續報驗採抽樣審驗等審驗機制。其中，電台架設切結書中業者須承諾依電

信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和其他法律規定取得架設地點之使用權，並符合建築法、

民用航空法、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消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事項。因此，

在基地台開台核發執照的過程中，業者業必須提供詳盡資訊，始能完成行政程序。

NCC因此持有可能被業者列為機密的多種基地台相關資訊。這其中又以基地台

位址資訊最有爭議。 

以下茲將基地台位址資訊性質與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各款比較，逐款檢

視其是否可能為適用範圍。 

一、非國家機密或應為秘密之事項：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依法律、法規命令規

定應秘密之事項，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經查與基地台位址資訊相關的法律有

電信法，而法規命令則有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

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理規則、一九○○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管理規則

以及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以上均未訂有核定為國家機密

或應為秘密之事項，故基地台位址資訊不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

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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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害他人自由或財產：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2款，可分為兩段來解讀，

「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

或「公開或提供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基地台位址資訊顯然

無涉於犯罪偵查、追訴、執行，更不可能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而該資訊

是否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有討論空間。學者彭心儀認為189，

「在當事人適格的要求下，絕大多數鄰人或村里長其實並無法透過爭訟方式以撒

銷基地台執照，因此資訊公開對於爭訟率的影響至為有限，不會導致業者因行政

處分之撤銷而必須拆除基地台。」的確，基地台的設立，大部分均依照規定，完

全在法律的程序下完成，應受法律的保護。然而，就實際面而言，因部份媒體及

民意代表對基地台電磁波的誤解催化下，抗爭不斷，使行動通信基礎設施建設陷

入停頓，甚而主張住宅區禁止設置基地台及社區居民同意機制等限制措施，令業

者非常困擾。業者抱怨政府在「依法」核准基地台執照後，並未積極負起溝通協

調角色，主動宣導正確科學觀念，維護合法電信業者之權益，使其陷於無法建置

的不利地位。電信業者負有電信普及化190及電波涵蓋率之責任191，業者既提繳予

國家諸多特許費、許可費、審查費、認證費、審驗費及證照費，取得國家之特許

營業後，鉅額且大規模投入電信網路基礎設施之設備費用、建設費用，倘無法依

據現行電信法所賦予行動通信事業架設基地台之權利，不僅減少行動通信事業話

務量之營收，亦無法履行法定電信普及服務之義務，如此一來，不啻剝奪電信業

者之財產權及專營權。是此，業者擔憂基地台位址資訊公開勢必使民眾清楚欲抗

爭的標的，進而使被承租人終止契約，業者又須轉戰，形同過街老鼠。因此業者

如認為基地台位址資訊的公開危害其營業自由192、財產權，不無道理。 

                                                 
189同註 5。 
190電信法第 20 條：行動通信事業負有普及服務義務，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

之必要電信服務。 
191對於花東地區 3G 基地台電波涵蓋範圍不足，NCC 建議，業者除增設 3G 基地台外，消費者搭

配多模手機採漫遊方式，使用 2G 基地台資源，…NCC 會持續督導業者建設，提供民眾更好品質

的行動通信服務。詳見 http://nccwatch.org.tw/news/20080529/20805 
192釋字第 514 號：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項內涵。基於憲

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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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由前述討論可知，業者深怕基地台位址資訊一

旦公開必使民眾前來抗爭，無端增加其營運成本，故認為基地台位址資訊的公開

危害其營業自由及財產權。基地台位址資訊是主管機關，依照法令為實施監督、

管理、檢查、取締等業務，而必須取得的相關資料，在七股鄉鹽埕村自救會，去

函通傳會，提出政府資訊公開之申請，通傳會所作成之行政處分即是以違反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4 項，認為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拒絕提供。經查法務部關於資訊公開法本項之逐條解釋193以「將造成取締之困難」

為例說明本項之政府資訊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由取締困難可推論，主管機關

為實施監督、管理、檢查、取締等業務，其對象應為業者，主管機關本不應也不

會該將資料公開外洩而讓被管理者事先得到情報，使自己無法完成監督、管理等

動作。因此，基地台位址資訊既然為業者所有，公開後，通傳會實施目的上完全

看不出困難或妨害，如果有，困難或妨害反而是來自於民眾，但民眾並不是主管

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查、取締的對象。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基地台並沒有

發生任何事件，一年平均 1300 餘件的陳情案，並非全部都遭到拆除，就算是也

只佔現有基地台站址不到十分之一，比例上還不到癱瘓通訊的程度，也不至使通

傳會無法完成基地台監督、管理等業務。事實上，絕大多數「鄰人」其實並無法

透過爭訟方式撤銷銷基地台執照194，不會導致業者因行政處分之撤銷而必須拆除

基地台。 

通傳會以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4 項拒絕民眾基地台位置資訊申請，似

有對象上適用的錯誤。 

 

                                                                                                                                            
之時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民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例如

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分均得自由為之。許可營業之條件、營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

受之制裁，均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必須以法律定之，且其

內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若營業自由之限制在性質上，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定者，

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本院釋字第三

一三號、第三九○號、第三九四號、第四四三號、第五一○號解釋參照)。 
193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39347&ctNode=27460&mp=001。 
194同註 4。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39347&ctNode=27460&m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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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隱私或職業上秘密：政府資訊之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執業中所

獲得之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時，為保護當事人之權益，該等政府資訊自

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惟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

或經當事人同意公開或提供者，自不在限制範圍之列。 

本項所涉及者在於定位基地台位址資訊的性質。關於基地台設置的爭議，業

者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一些阻力，除了必須來自基地台同棟大樓建築物分區所有人

的同意之外，因為健康疑慮及觀瞻問題，也會引來周圍的民眾的注意，當關注的

人越來越多，一台基地台建置的時間上成本最後會轉成經濟上的成本，當成本提

高，業者獲利就受到影響，這是業者壓力的來源。有學者曾對於通傳會於 2009

年 3 月建置的「電台地理資訊系統」修正檢討中表示195：儘管委員會內部針對是

否應強化資訊公開尚未達成共識，但已引發業者極大關注。部分業者認為，主管

機關倘主動將所有基地台資訊公開，將會造成更多抗爭。此類論述似乎意味著，

「隱藏」基地台資訊有助於解決問題。民國 95 年至 100 年間，通傳會統計各家

電信業者違法設置基地台總案件數有 20 件，共計 52 台196，更進一步顯示業者不

希望基地台資訊，特別是地理位置被他人知悉。更要注意的是，只有被確切發現

的私設基地台才會出現在統計數字上。因此基地台位置資訊，無疑的是業者認為

的隱私或是其職業上的秘密。民眾抗爭或要求回饋對於業者形成壓力或損失，確

形成業者權益可能受到侵害。但就法律面而言，基地台位置資訊的確是業者經營

事業有關之資訊，亦為業者認為職業上秘密，然而該資訊的公開到底是否如通傳

會所稱：「按營業秘密法第 9 條第 1 項…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 項第 4款..，基地台設置相關資料，系屬電信業者營業秘密，

且資料庫資料對外提供及使用，應以避免該資料關係人之權益受侵害為原則」而

有侵害關係人之權益，本文認為此階段之論述至為關鍵，擬闢段落予以探究。 

 

                                                 
195同註 4。 
196（100）院台調壹字第 10008004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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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基地台位置資訊與營業秘密法 

 

「營業祕密」之概念在許多國家均略有不同，在美國依侵權行為法整編第

757 條之規定，營業秘密包括任何公式、模式、裝置或資訊之編輯，其可為化學

成分之公式、製造過程、原料處理或保存、機器之型式或裝置、或是客戶名單，

只要其為營業上使用，並能提供競爭上之優勢，且具有秘密性，均得為營業秘密

之客體；而依美國統一營業秘密法案第一條之規定，公式、型式、編輯、程式、

裝置、方法、技術或過程等均得為營業秘密之客體，只要其具有秘密性，並有獨

立之經濟價值，且秘密之持有人採取合理之保護措施以維護其秘密性。 

我國營業秘密法參考美國前揭規定，於第 2 條規定：營業祕密係指「方法、

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

下列要件者：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祕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值得注意者，營業祕密仍然有可能可以同時受到其他智慧財產權保護，因此

如果是營業祕密與技術有關，則可能符合專利保護要件，可以提出專利之申請。

此外，不論是技術性或非技術性之營業祕密，也可能成為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

以下就營業祕密受保護之要件，說明之： 

（一）必須是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上之資訊：並非所有之資訊都是營業祕密

法所保護之客體，營業祕密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因此生

產、銷售或經營上之資訊都是指與產業有密切關係者，如果一項秘密資訊與產業

上之生產、銷售或經營無關，並不能成為受保護之客體，例如國防機密、政黨之

選戰策略等。營業秘密可以是技術性之資訊，也可以是非技術性之商業資訊，只

要其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上，並符合保護要件，均可成為受保護之客體，營

業祕密法第 2 條所稱之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等，均只是例示之規定而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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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如開發之新技術、行銷策略、投資計畫、市場調查資訊、價目表、成本估算

資料、客戶分析資訊、公司會計記錄、員工薪資及廣告理念等等，都可以成為營

業祕密。 

（二）必須具有秘密性：此為營業祕密本來就應具有之特徵，知悉該祕密之人僅

能限於特定而封閉之範圍內，但並不以只有特定一兩人知悉為限，將營業祕密授

權給數人使用，同時約定被授權人負有保密之義務，且為各被授權人所遵守，仍

然具有祕密性。然而如果一祕密已經成為公開之事實，則不再具有祕密性，自然

不能再受到營業祕密法之保護，例如已經在期刊上發表過之技術或其他資訊。值

得注意者，如果將營業祕密之內容轉而申請專利，於申請時雖尚不喪失祕密性，

但是如果於申請後十八個月被早期公開，則因喪失祕密性，無法再成為營業祕密

保護之客體。 

（三）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如果一項資訊雖未達到公眾周知之程度，

但卻為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者，雖然可能實際知悉之人有限，然而其既

為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在未取得保護之前，原則上知悉該資訊之人皆

可自由使用，並無以營業祕密法特別加以保護之必要。另外，有可能某項方法雖

為一般人或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但以之為特殊之實施運用以產製其他物品，

卻為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不知者，則此種情形仍然可能成為營業祕密而受保

護。 

（四）因其祕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營業祕密法在於保護正當之競

爭秩序，祕密之所有人在主觀上有將其當成營業祕密之意思，固然重要，然而如

果該祕密在客觀上，並不具有競爭上之意義，並無加以保護之必要。所謂實際或

潛在之經濟價值，係指保守該祕密，對於事業之競爭能力具有重要之意義，一旦

該秘密被公開將會對相關事業之競爭能力造成影響。至於祕密所有人是否因該營

業祕密而已經實際上獲取經濟利益，並非所問。是以縱使是事業研發失敗之經驗，

仍然可以構成營業祕密，因為其一旦公開將會縮短其競爭對手之研發時程，而使

事業之競爭能力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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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係指營業祕密之所有人，在客觀上已經為

一定之行為，使人了解其有將該資訊當成秘密加以保守之意思，例如將公司機密

文件設定等級、妥為存放（如上鎖、設定密碼），並對於接觸者分級管理、與員

工簽訂保密合約、告知公司營業秘密之範圍等。至於保密措施是否已經達到「合

理」之程度，應視該營業祕密之種類、事業之實際經營情形，以及社會之通念而

定。 

由以上五點分析，基地台位置資訊的確為業者經營上之資訊，亦有潛在經濟

價值，不過只是業者期望該資訊具有祕密性。營業祕密的認定最基本者莫過於資

訊本身必須具有秘密性，事實是，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室外基地台天線申請架設於建築物屋頂者，其天線之設置高度及

方向，應確保其水準方向正前方十五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建築物」就已

指出，室外基地台本來就是建置在高處，而該條文依其設置目的具有保護民眾之

用意，亦即，基地台天線本應為民眾所視以確保住戶不在天線水平正前方十五公

尺內。換言之，基地台所在位置是理論上是可以被民眾以目視而得知，故基地台

地理資訊本質上不具有秘密性，明顯的不屬營業祕密法保護的範疇。 

 

 

第六款、基地台資訊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七股鄉鹽埕村自 2002 年在台南縣七股鄉的氣象雷達啟用後，住在雷達站附

近的村民發現，村內過高的罹癌率、心悸猝死、中風、畸形與智障比例逐年升高，

病症皆聚集在數百公尺範圍內，懷疑受到高電磁波發射源氣象雷達長期暴露。氣

象局曾於 2007 年 12 月發表聲明197，認為相較台南縣其他鄉鎮市，七股鄉鹽埕村

                                                 
197至於該村間或有罹癌或患病死亡等事，由衛生署資料分析顯示，臺南縣七股鄉 85 年至 95 年

癌症標準化死亡率之歷年趨勢，並未因雷達啟用後而發生改變，且相較台南縣全部 31 鄉鎮市之

序位為第 11 位。七股鄉鹽埕村自 85 年雷達設置之後迄今之死亡人數，亦無顯示有增加趨勢。

http://www.cwb.gov.tw/V7/service/notice/download/notice_200712201032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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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死亡人數，亦無顯示有增加趨勢。鹽埕村為爭取權益，成立自救會，向國民健

康局請以村里等級的癌症個案人數資料，國民健康局拒絕提供相關數據，理由是

以「村」地域範圍較小，若提供各村別罹癌人數，較易辨識出該村罹癌個案，而

有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之虞，但能提供縣市級的罹癌數據。國

民健康局 2009 年委託成大所完成的調查報告198已顯示七股鹽埕村氣象雷達設置

後五年，全村的癌症標準化死亡率為全台灣的 1.725 倍，然而雷達設置前五年的

癌症標準化死亡率卻只為全台灣的 1.020 倍。並且相同的資料下所做成的論文結

論199認為：「在 10 年期間的觀察，我們發現在白血病與雷達站地區居民死亡率輕

度增加。然而，為了考慮到癌症的潛伏期，需要進一步研究。此外，白血病和死

亡率從雷達站的距離之間的相關性，應朝向使用單位人口的進一步細分評估，例

如從一個村莊來看。」法院對於基地台與民眾健康的民事訴訟200常以如下因果關

係論述認定民眾敗訴：一般侵權行為，實務上向認為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此損害；

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是為有因果關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

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此種因果關係之存在，自應

由主張受損害之被害人負舉證責任，惟在公害事件中，由於公害之形成具有地域

性、共同性、持續性及技術性等特徵，其肇害因素常屬不確定，損害之發生復多

經長久時日，綜合各種肇害根源，湊合累積而成，被害人舉證損害發生之原因，

                                                 
198國民健康局採購案號 970310，公開徵求「台南七股鄉鹽埕村附近居民流行病學調查」案，委

託由成功大學辦理。惟調查期間無法獲得居民及自救會同意受訪，研究人員無法進入家戶進行田

野調查工作，僅能就國民健康局現有癌症登記檔初步分析，擬具研究假說，該研究因上述因素最

終無法進行，國民健康局爰依該計畫契約規定，終止該計畫，國民健康局說法為無完整報告，但

國外學術期刊 epidemiology 於 2009 年 11 月刊載部分成功大學投稿的論文，標題為:氣象雷達電

磁波暴露健康副作用（Adverse Health Effect of Radiofrequency Exposures from Weather Radar 

System），該論文由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及中央氣象局合資。 
199

結論原文：During a 10-year period of observation, we found mild increase in the mortality of 

leukemia in residents living in areas with radar station. However, in order to take the latent period of 

cancer into account, further follow-up is needed.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mortality of 

leukemia and distance from the radar stations should be evaluated using further subdivisions of unit 

population, such as a village. 

 
200

91 年度上字第 93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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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為困難，故被害人如能證明危險，及因此危險而有發生損害之蓋然性（相當程

度可能性），而被告不能提出相反之證據，以推翻原告之舉證，即可推定因果關

係存在，其主張因公害導致身體、健康受損者，欲判斷因果關係是否存在，係以

疫學因果關係為判斷基準，即某種因素與身體、健康受損發生之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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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就鹽

埕村民長期受害且為權益陳情抗議的過程而言，基於自救的合理動機，欲調查其

他類似電磁波與疾病因果關係，畢竟唯有瞭解台灣所有行動電話基地台及

WiMAX 基地台設置地點相關資料，才可能以自力救濟方式調查環境因子與疾病

相關性，故該研究調查需要這樣的資訊，不過這樣的資訊不單單只是一個基地台

的資訊而已，而是必須透過電腦或自動化機器所為資料之輸入、編輯、輸出、傳

遞等。但通傳會以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為由，拒絕自救會以研究

調查性質之申請，並未列舉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的哪一項。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201第 8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

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

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令明文規定者。 

二、有正當理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 

三、為維護國家安全者。 

四、為增進公共利益者。 

五、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 

六、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者。 

七、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 

                                                 
201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民國 99 年 5 月 26 日修正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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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利於當事人權益者。 

九、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直觀來看，通傳會最可能以「為增進公共利益」、「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

體、自由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或「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為由

拒絕自救會得申請。不過，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對個人資料定義如下：

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

育、職業、健康、病歷、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基

地台的擁有者是電信業者，並非自然人，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當然就不適

用。 

 

第七款、再看 Sitefinder 事件 

 

英國的 Sitefinder事件202，其主要爭點：基地台的「網格參考座標」是否屬

於「環境資訊」？如果是，則應依「環境資訊管理規則」相關規定判斷是否得不

公開；如果不是，則應依「資訊自由法」公開。如果網格參考座標屬於「環境資

訊」，則依據「環境資訊管理規則」之規定，Ofcom得否基於保護（業者）之營

業機密或國家安全理由，甚至是業者智慧財產權，拒絕公開基地台的座標？在「公

開」與「不公開」之間，何者較符合公益原則？ 

通訊傳播主管機關Ofcom主張其對於行動業者所提供的基地台資訊具有「保

密義務」，基於的理由是：第一，若公開揭露詳盡的基地台資訊，將使競爭者得

以獲致特定網路設計的原始資料，讓競爭者較得以低成本快速進入市場；第二，

公開全國所有基地台的詳細位置，將影響基地台的承租成本。資訊局認為，Ofcom

既係公權力機關，當然應遵守資訊自由法之規定，完整揭露其所擁有之相關資訊。

資訊局強調，基地台資訊並不具備「秘密的必要特性」。原因在於，第一，縱使

                                                 
202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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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com不公開基地台的詳細資訊，業者之間仍可透過大量時間或人力，獲得與之

競爭者的基地台資訊；第二，行動業者每年均必須依法提供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基

地台建設年度計畫，故相關資訊一定程度實已被揭露於公共領域。行政法院維持

資訊法庭的見解，認為系爭資訊屬於「環境資訊」，且不符合「環境資訊」所定

義的「秘密性」，因此無法落入「商業機密」例外條款。Ofcom將全案訴請「資

訊法庭」裁決，資訊法庭維持資訊局的處分，Ofcom繼續將全案提請行政法院及

上訴法院審理。上訴法院做出判決，同意資訊法庭及行政法院在「商業機密」等

例外條款的認定基準。 

在前節曾論及，不論是技術性或非技術性之營業祕密，也可能成為著作權法

保護之客體。在 Ofcom案中，Ofcom曾以「著作權」為由，拒絕資訊公開。的

確，業者提供給 Ofcom的資料屬於業者的著作，應受著作權法保護。資訊法庭

及行政法院均指出，未取得權利人明示揭露所構成的侵權，未必對於智慧財產權

造成不利影響，Ofcom必須舉證網路設計等基地台詳細資訊對於權利人之商業利

益或其他利益造成真實傷害，始能以智慧財產權例外條款抗辯。 

另外，Ofcom案中的訴訟參加人亦曾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資訊公開，

理由是係爭資訊為全國性座標，公開將危及警用及緊急服務的安全，國家通訊基

礎建設將成為恐怖份子破壞的目標，基地台安全性的風險更加提高。然而，資訊

法庭及行政法院均認為，恐怖份子如果真要攻擊，就目前公領域的資訊就足夠其

利用。 

至於「公益權衡」一事，到底公益的原則是什麼，這涉及價值判斷，上訴法

院在 Ofcom案中，不同意行政法院之檢驗方法，原因在於行政法院將個別例外

條款所生之公益與資訊公開所生之公益做一權衡判斷。上訴法院認為行政法院將

方法錯誤，應將所有例外條款所生之公益總和與資訊公開所生之公益總和做一權

衡判斷。故操作上應將保護「商業機密」、「國家安全」以及「智慧財產權」等

例外條款所生之公益與資訊公開所生作整體的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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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finder事件之後，目前的 sitefinder系統操作上可觀察到，雖未將基地台

架設於何處的詳細地址顯示在系統上，亦未以座標將其定位顯示，不過從系統上

已經可以知道自家附近有哪些基地台，對於民眾的權益以及政府提出的預警原則，

有著一定的效果。圖二顯示，配合地理資訊系統之後，基地台設置在哪一棟建築

物都清楚可見。 

 

 

圖三、Sitefinder基地台地理資訊顯示 

 

第八款、其他國家的基地台地理資訊系統 

一、澳洲 

澳洲通訊暨媒體管理局 ACMA（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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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國通傳會之地位相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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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行動電信業者論壇提供自 2003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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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所有新建及升級的行動電話基地台設施及其他無線電使用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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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國的台灣電信協會角色

類似。ACMA 設有基地台查詢網站203，可利用經緯度座標資訊查詢基地台，精

確度可在 10 公尺範圍。 

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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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台的架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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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基地台資訊查

詢系統 SITT(Spectru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建置在

其工業部網站204之下，依服務地理區域查詢各類型應用系統之頻率使用情形、

基地台發射天線設備、執照及業者等資訊，其中對於想尋找的地理資訊，則可

用經緯度座標查詢並輸入欲查詢半徑，即可知半徑之內有哪些基地台或電台。 

三、德國 

德國聯邦網路局(Federal Network Agency），為德國聯邦政府之電信、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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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置之基地台電磁波資料庫查詢系統

EMF-Datenbank
205與英國 Sitefinder 極為相似，皆利用 google 提供的電子地圖，

可知街道附近的基地台，同時電子地圖詳盡到街道中的建築物都已顯示，基地

台建在哪一棟建物一目了然。除此之外，民眾的權益、法規標準、短期/中期監

測數據都可查詢。 

                                                 
203http://web.acma.gov.au/pls/radcom/register_search.main_page 
204

http://sd.ic.gc.ca/pls/engdoc_anon/web_search.geographical_input 
205

http://emf2.bundesnetzagentur.de/kar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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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 

基地台事務在美國是由地方政府管理，FCC 僅對基地台建設及干擾等監理

事項作規範，基地台資訊是由業者自行揭露。美國之電信業者的天線多建置在

明顯處，關於基地台地理位置的資訊則沒有提供，其較為主要的業者如

Verizon
206、AT&T

207、Sprint Nextel
208或 T-mobile

209只提供消費者業者電波涵蓋

範圍以及收訊程度等一般資訊。FCC 本身並沒有如同以上敘述之基地台查詢系

統，業者自行提供的電波涵蓋範圍查詢與上述之基地台地理資訊查詢系統並無

關連。 

 

第四節、釋字第 577 號與資訊公開 

 

第一款、消極不表意自由的限制 

 

本釋字源於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

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容器上。」同法第二十一條對違反者處以罰鍰。根據憲法保

障言論自由，對於尼古丁及焦油含量的資訊，業者有消極不表意之自由，而人民

同樣依照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人民有知的權利210，因此民眾與業者的言論自由有

著對立的立場。同樣的基地台地理資訊，業者是否有法律上的權利有著消極不表

意的自由，探究將本釋字之解釋有助於業者法律上權利基礎之釐清。相關理由加

以整理如下： 

                                                 
206

 http://www.verizonwireless.com/b2c/CoverageLocatorController?requesttype=newsearch&zi 

p=92856&city=Orange&state=CA&mapType=VZW%20FOOTPRINT 
207

http://www.wireless.att.com/coverageviewer/ 
208

http://coverage.sprint.com/IMPACT.jsp?language=EN 
209

http://www.t-mobile.com/coverage/pcc.aspx 
210釋字第 509 號理由書：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

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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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第 11條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不表意之自由，其保障之

內容包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

式，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惟為重大公益目的所必要，仍得立法採取合理而適當

之限制。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為商業言論之一種，有助於消費

大眾之合理經濟抉擇。是以商品標示如係為促進合法交易活動，其內容又非虛偽

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用者，其所具有資訊提供、意見形成進而自我實現之功能，

與其他事務領域之言論並無二致，應屬憲法第 11條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惟國

家為保障消費者獲得真實而完整之資訊、避免商品標示內容造成誤導作用、或為

增進其他重大公益目的，自得立法採取與目的達成有實質關聯之手段，明定業者

應提供與商品有關聯性之重要商品資訊。 

二、國家課予菸品業者於其商品標示中提供重要客觀事實資訊之義務，對菸品業

者就特定商品資訊不為表述之自由有所限制，惟此項標示義務，係為提供消費者

必要商品資訊與維護國民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有助於消費者對菸品正確了解。

並未逾越必要之程度，與憲法第 11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規定並無違背。 

三、比例原則：（1）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乃國家課予菸品業者之標示

義務，其有助於消費者對菸品正確了解。且告知菸品中特定成分含量之多寡，亦

能使消費者意識並警覺吸菸行為可能造成之危害，促其審慎判斷，作為是否購買

之參考，明顯有助於維護國民健康目的之達成，合於目的性；（2）相較課予菸

品業者標示義務，責由各機關學校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固屬較小侵害手段，但於

目的之達成，尚非屬相同有效手段，故課予標示義務並未違反必要原則；（3）

衡諸提供消費者必要商品資訊與維護國民健康之重大公共利益，課予菸品業者標

示義務，並非強制菸品業者提供個人資料或表達支持特定思想之主張，亦非要求

其提供營業秘密，而僅係要求其提供能輕易獲得之商品成分客觀資訊，尚非過

當。 

（4）鑑於菸品成癮性對人體健康之危害程度，為督促菸品業者嚴格遵守此項標

示義務，同法第 21條乃規定，對違反者得不經限期改正而直接處以相當金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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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如與直接採取停止製造或輸入之手段相較，尚屬督促菸品業者履行標示義

務之有效與和緩手段；（5）在相關菸品業者中，明定由製造、輸入或販賣者，

負擔菸品標示義務，就菸害防制目的之達成而言，亦屬合理必要之適當手段；（6）

故上開菸害防制法規定雖對菸品業者之不表意自由有所限制，然其目的係為維護

國民健康及提供消費者必要商業資訊等重大之公共利益，其手段與目的間之實質

關聯，符合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之要求。 

基於以上理由，菸品容器上應為前開一定之標示，縱屬對菸品業者財產權有

所限制，但該項標示因攸關國民健康，並可提供商品內容之必要訊息，符合從事

商業之誠實信用原則與透明性原則，乃菸品財產權所具有之社會義務，且所受限

制尚屬輕微，未逾越社會義務所應忍受之範圍，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

並無違背。 

 

第二款、釋字第 577 號與電信業者之地理資訊 

 

菸品中尼古丁及焦油成分含量之多寡將有害人體健康，基地台之電磁波強度

在即近距離內亦已確知有害人體，遠距離有非熱效應，結果未知，故電磁波之強

度就性質上可類比於尼古丁成分，但在程度上是有著差異，畢竟世界衛生組織

(WHO)下的國際癌症研究單位(IARC)將致癌物依照證據力強弱分為四級211，菸

草在分類表中為第一級-確定為致癌因子，電磁波只是第二級的 B類-可能為致癌

因子，雖只有一個層次的差異，單單只是「確定」與「可能」之間，到底差距是

多大，每個人解讀後應該都不太一樣。但是，至少分類表尚有「無法歸類為致癌

因子」以及「極有可能不是致癌因子」的兩類，電磁波真的如業者甚至是行政機

關所說的那麼安全，它按理來說應歸類在這兩類才是，而不該是第二級 B類。

因此，要將電磁波與菸草拿來對比，也並非完全不適當，電磁波是在致癌物的分

類上是可分類，也可以找到它的定位。同時，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

                                                 
211

http://monographs.iarc.fr/ENG/Classificatio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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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第 19條關於基地台之發射強度之辦法總說明清楚記載「為管制電波秩

序及基地台發射功率，以維護民眾健康」，亦即，從通傳會之行政命令中可看出

電磁波存在著有違害民眾健康之虞。釋字第 577 號之精神在於「為提供消費者必

要商品資訊與維護國民健康之重大公共利益」，故法定菸品業者必須主動向消費

者揭露有害物質的資訊，並未違背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電信業者亦為憲

法第 11條所保障之對象，本應有消極不表意之自由，而在釋字第 509號解釋之

言論自由功能-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

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實發生電信業者與民眾在言論自由方面

的衝突。 

另外，部分基地台外貌，業者似有刻意隱藏212，民眾目視所見是否為全貌已

不可確知，當民眾有健康疑慮，欲對基地台進行各種預先防護或救濟活動時，基

地台之地理位置是有公開的必要。因此本文認為，關於基地台地理位置公開規定，

電信法雖未強制，亦未見於於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法規命令，電磁波傷害程度上亦

比不上香菸的尼古丁於焦油，行政機關既已建置基地台地理資訊系統，粗略的標

示住家附近的大致信號位階，就已經有想主動公開基地台地理資訊的本意，就釋

字 577 號本於維護國民健康之精神，似應更進一步主動而充分地標示基地台的位

置。 

 

第五節、小結 

 

基地台天線對周邊輻射以散佈電磁波，對於民眾居家環境產生一定的能量場，

在我國環保署的業務項目中，電磁波列在「噪音振動及非游離輻」的範圍，環保

署設置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網，列有電磁波法規予以管制，由前章討論中可

知213，電磁波屬公害的一部份，因此，基地台的資訊只要可能影響民眾健康和或

                                                 
212見本文第五章第四節第三款。 
213見本文第三章第五節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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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條件，應屬於環境資訊。我國環境基本法第 15 條針對環境資訊系統之建立

及環境資訊公開明文規定，各級政府對於轄區內之自然、社會及人文環境狀況，

應與蒐集、調查及評決，建立環境資訊系統，並提供查詢與定期公開。 

民眾是否能夠獲得資訊與民眾是否能夠發揮行動息息相關。有學者曾說214，

民主政治之運作如能真正發揮有意義之功能而非徒具形式，所謂「消息靈通之公

民」即為必備之條件。我國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釋字

第 509 號進一步說明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

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

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不過，我國的基地台管

理機關 NCC 由本文記錄的數個事件中，似乎不傾向揭露基地台資訊，「行動通信

基地台服務資訊系統」從上線之後就藏在 NCC 的網站中，一般人若不刻意去深

入連結一層一層下去尋找，不太可能發現，經過至少兩年的時間才出現在網站首

頁。七股鄉鹽埕村自救會事件中，NCC 引用政府資訊公開法，甚至引用不適切

的營業秘密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拒絕該自救會申請基地台地理資訊。

NCC 於 99 年 2 月 22 日推出「行動通信基地台服務資訊系統」整合了五家電信

業者2G、3G的訊號圖資曾在網站表示，基地台位置地點係屬電信業者營業秘密。

NCC 委員的出國報告關於基地台電磁波議題的業務推動建議事項中亦曾提及：

不涉營業秘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基地台資料可公開部分。諸多證據顯示，NCC

雖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及環境保護法而主動建置「行動通信基地台服務資訊系

統」，但資訊公開的內容似乎與民眾的期待有落差，顯示訊號強度分級民眾本來

就可藉由手機自己得到，該資訊也與民眾生活或權益關係甚微。因此 NCC 雖依

法行政，但做出來的內涵，其實只照顧到了表面的部分。 

基地台地理位置資訊有所爭議，並非我國所獨有，英國 Ofcom 事件之後，

Ofcom 的基地台地理資訊系統 Sitefinder 已經相當精確的表示出自家附近有多少

                                                 
214法治試，＜迎接行政資訊公開時代的來臨＞，收於《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

授六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 2002 . 09 初版，第 169- 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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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基地台，甚至精確到基地台蓋在哪一棟大樓上，除了美國 FCC 沒有提供類似

的系統之外，德國、澳洲、加拿大的基地台管理單位都提供更精確的地理資訊，

甚至精確到基地台的座標。我國資訊公開法沿襲外國而來，國外多數早已經將基

地台地理位置主動公開，NCC 目前的作法，並未達到依法行政的效果。 

基地台地理位置本來就屬人民知的權利的範圍，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應公開

的部分。事實上，有關 NCC 基地台的管理辦法中可知，基地台電磁波強度不宜

過高而有所限制，該法規目的之一 NCC 也清楚表示在於「維護國民健康」，基

地台管理辦法中更訂有基地台天線正向 15公尺內之人為合法訴願人，基地台設

置與人民權益有一定關係，既然基地台電磁波有危及人民之虞，在釋字第 509

號對於言論自由之「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

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功能解釋下，人民為維護自己權益，有

權利要求行政機關提供攸關民眾權益的資訊，七股鄉鹽埕村為研究流行病學，申

請基地台與 WIMAX 台的地理位置而被 NCC 拒絕，或許 NCC 無提供全國性資

料之必要，至少地區性的資料是應當提供的。 

相較於香菸的尼古丁與焦油，基地台電磁波對人的傷害程度相對小很多，但

到底小多少，仍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如果電磁波根本是個假議題，在世界衛生組

織下的國際癌症研究單位(IARC)就不應該看到電磁波被分類，即使被分類，也應

當是分類四級中相關程度最弱的一級，而不應該為在相關程度最強與最弱的中間，

換言之，電磁波對人在科學上可能具有傷害的可能，現階段應可被視為有傷害之

虞。這個議題多年來，已從有傷害之虞，漸漸衍生出實質的財產傷害215，就釋字

577 號之保護民眾的精神，應將基地台地理位置主動公開，對於電信業者而言，

公開才是對於基地台周邊的居民盡該盡的社會義務。過多的政治考量，只是讓民

眾不信任行政機關，也不信任電信公司。 

更重要的是，NCC 是基於政府資訊公開法而建置行動通信基地台服務資訊

系統，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六條明訂：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

                                                 
215見本文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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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

使用管理辦法」業已訂定有關基地台電磁波維護民眾安全的強度，以及基地台周

邊合法訴願人的距離，基地台存在與否，與人民權益攸關是事實。是此，基地台

地理位置不僅屬政府資訊公開法應公開的部分，更為時時更新主動公開的部分。 

有關基地台的資訊還有它能量輻射的結果，如果基於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應

公開基地台地理位置，那麼基於同一目的，基地台輻射出的強度分布更應該公開。

本文第三章關於民眾風險的認知提到，無色無味的電磁波只能用儀器偵測，一般

人無法感受到。但是，基地台是屬於固定位置，當其架設好之後，對於周遭的輻

射強度大致可以用模擬軟體計算獲得已經是純熟的技術，本文第三章已經揭露，

現有的「行動通信基地台服務資訊系統」收訊情況也明白顯示這一技術，只不過

NCC 願意揭露或是環保署若能瞭解可將基地台周邊的建築物一起納入模擬軟體

的計算216，那麼民眾的風險感受就轉化成實質的科學數據，亦即本文所稱的風險

感受指數，當民眾大多數人都是消息靈通公民，才能實踐所謂知的權利而合理的

作為。 

 

 

 

 

 

 

 

 

 

 

                                                 
216環保署在非游離輻射管制網部分揭露鄰近基地台的測試強度，資料量太少，而且資料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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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財產侵害與回饋措施 

 

本章在開始探討財產權與回饋的主題之前，先介紹實際因基地台設置民宅，

引發民眾對於財產價值減損而申訴或提出訴訟的案件以及基地台與房屋價值關

連性之研究，以確認行政機關同意業者的設置行為有侵害人民財產之虞，進而探

討我國對於人民財產權或健康權的保障，以及當特定群體的基本權實質受到侵害

時，行政機關本於經濟發展的特定目的，在不得不推行政策的因素之下，該特定

群體可能從憲法的層次（特別公課）獲得的補償或回饋。 

 

第一節、基地台設置與財產侵害案例與研究 

 

第一款 、基地台設置引發訴訟者 

 

1. 鄭○○訴願案 

訴願人217所有之房屋（台南市安平路 304 號）與系爭基地台架設處所（台南

市安平路 304 號頂樓）為同一棟建築物，依據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62 條第 1 項明定，基地台天線水平方向

正前方 15 公尺內不得有高於天線之合法建築物，其規範目的在於避免基地台所

發射電磁波可能影響該範圍內之居民，該法規之規範目的不僅為維護公共利益，

同時亦兼及保護個人利益時，該受保護之個人受有法律上保護之利益而得以認定

為處分之利害關係人，例如建築法上之相鄰關係，係指主管機關核准建築而生影

響鄰地所有人之權利，第三人雖非處分之相對人，但如認其權利受有損害，仍得

提起行政爭訟。惟訴願人鄭○○係為一般民眾，不瞭解已逾越訴願法第 14 條所定

提起訴願之法定期間，不合法，故訴願人請求撤銷系爭基地台電台執照部分，訴

                                                 
217通傳訴決字第 096002987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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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不受理。但訴願人所欲爭執者乃是基於保護個人利益，故基地台設置於同一棟

建築物時，對於人民的個人利益有侵害之虞。 

 

2. 曹○○訴願案 

曹○○之居住處所（樹林市中華路 211 號）與爭議基地台架設處所（樹林市

中華路 217 號及 219 號）間之距離恰位於 15 公尺交界處，曹○○於 95 年 12 月 25

日向原處分機關陳情218，認設置於台北縣樹林市中華路 217 號及 219 號樓頂之基

地台其設置有礙觀瞻致其房屋無法順利售出。訴願機關通傳會，以行動通信業務

管理規則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62 條第 1 項明定，基

地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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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範目的

在於避免基地台所發射電磁波可能影響該範圍內之居民，如有違反該規定之情形

而原處分機關仍核發電台執照時，該等居民即得以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219解釋理

由書之規範保護理論，認定為利害關係人為適格訴願人。然而，訴願人於理由書

曾表示如下意思：「位於…中華路 217 號及 219 號頂樓基地台的 17 座天線均不約

而同避開本大樓，是依照行動通訊業務管理規則：基地台天線架設於建築物屋外

者，其天線之設置高度及方向，應確保其「水平方向正前方」15 公尺內無高於

天線之合法建築物。以這樣的判斷標準基地台永遠不會被拆除。於是訴願機關通

傳會更以「足堪證明」認定系爭基地台設置之天線設置符合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

則，將撤銷基地台電台執照部分訴願駁回。本案曹○○不但個人利益有侵害之虞，

更進一步指出所謂的個人利益就是個人的財產價值。 

 

3. 購屋糾紛案220
 

 

                                                 
218通傳訴決字第 09700277200 號 /通傳訴決字第 09600014400 號 
219司法院釋字第 469 號解釋理由書亦主張「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

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

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 
220

99 年度訴字第 20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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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大里市林姓男子，以六百七十萬向莊姓屋主購買霧峰一房屋，且給付

七十萬元訂金後，才發現屋後方有兩座行動電話基地台，認為發現系爭房屋後方

不到 10 公尺處竟設有二座行動電話基地台，其中一座以木板包覆隱藏，被告明

知基地台存在已久，卻於訂約時故意隱匿不告知，原告莊男故意隱瞞此一「嫌惡

設施」，林姓男子提告要求返還訂金。台中地院審理後認為，依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本文之規定主張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依法買受人對於該不知事情，須無過失者，

其始得行使撤銷權，藉以保護交易安全。因此林姓男子必須是已盡善良管理人之

義務，惟林姓男子兩次勘查房屋未發現基地台，並非賣家過失，故法院駁回林男

之訴。不過，本案法官的判決理由曾特別指出：「基地台與加油站、變電所、高

壓電塔等設施相同，於不動產交易上，一般均被歸類為屬嫌惡設施，會影響不動

產交易價格與購買意願，此為眾所周知之事。然不動產附近有上開設施時，雖會

影響購買者之意願與交易價格，惟非謂相關標的當然不會有人購買，只是交易上

有更大之議價空間而已，此不可不察。」故基地台設置在民宅旁會影響房屋交易

價值，本案法官似已承認。 

 

第二款、基地台設置引發不動產價值減損研究調查者 

 

謝明瑞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之研究報告221曾對嫌惡設施定義出 21 項，其

中行動電話基地台亦被列為其中，認定的範圍係指「不動產本身或同棟大樓位於

明顯可見之行動電話基地台，且該基地台對於市場接手性有顯著影響，或位於

50 公尺範圍內者。」不動產仲介公會為減少交易糾紛，推動不動產說明書增列

建物周遭 50 公尺內是否有嫌惡設施，顯見購屋時，所謂嫌惡設施具有一定程度

房價的影響力。 

由於國內早期缺乏行動電話基地台對住宅價格影響研究，而國內學者研究鄰

避設施對於住宅價格影響的分析上，往往以距離該設施的遠近作為影響住宅價格

                                                 
221財金(研) 101-010 號；http://www.npf.org.tw/post/2/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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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測指標，忽略民眾對鄰避設施可能因高度風險認知而產生的心理上懼怕的感

受，進而轉化到實際成交價格的程度。何俊男就曾針對行動電話基地台對住宅價

格影響進行研究，研究的方法採問卷調查或特徵價格實證分析222兩方面進行，研

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哪一種皆顯示行動電話基地台對周遭住宅價格影響是負面的，

問卷調查的受訪者普遍對基地台設施存有負面觀感，高達 54.4﹪的受訪者認為該

設施對周遭住宅價格的負面影響程度在10﹪以上；而在特徵價格實證分析方面，

研究地區內房屋所在樓層較高者（七樓以上）相較於較低者（七樓以下），其住

宅價格更容易受到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的負面影響，而住宅價格因距離行動電話

基地台遠近因素所受到折損程度平均約為 2.35﹪，惟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之可視

性因素對住宅價格的影響並不顯著。 

許靜怡223以台北市不動產交易資料為樣本，亦利用特徵價格法以迴歸分析實

證顯示，鄰近非游離輻射源確實會對不動產價格造成負面影響且不動產價格隨著

非游離輻射源距離的增加而提高。兩者間距離遠近造成價格變動關係為每增加

10%距離時，不動產每平方公尺單價將增加約 0.34%；如以距離非游離輻射源每

100 公尺為一單位時，鄰近非游離輻射源之不動產價格所受到的負面影響程度平

均約 0.63%。 

一般人都知道行動電話基地台之設置對其附近的居民，諸如健康造成危害及

房價下跌等，均造成相當衝擊。林幸君、林億明224利用假設市場評估法，對嘉義

地區估計行動電話基地台設置之外部成本，透過問卷設計，直接詢問或估計受訪

者在行動電話通話品質並不受影響的情況下，遷移住家及工作地點附近的行動電

話基地台的願付價值，科學地量化出行動電話基地台設置之實際金錢上的成本。

研究結果顯示：每人因行動電話基地台設置之外部性產生之受害程度，若以金錢

                                                 
222特徵價格法為不動產業習用之調查方法；見註 6 之文獻回顧。 
223許靜怡，鄰近非游離輻射源對不動產價格之衝擊~以台北市為例，雲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2009。 
224

林幸君、林億明，亞太經濟管理評論第十三卷，第一期 Vol. 13, No. 1, 2009 年 9 月，第 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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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約為每年新台幣 2932 元，每人之受害程度亦隨著個人之年齡、教育程度、

風險認知及運動習慣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第三款、小結 

 

經由本節的討論，可以得知基地台設置之後對於附近居民產生一定程度的影

響。一般民眾受害之後，往往受制於我國所採用國際建議標準，因為量測結果低

於該標準而申訴未果或是法規的解釋不利於民眾，使得電信業者一直處於迴避的

狀態，即使是財產有受侵害之虞時，房地產尚未成交，並無實際的損害發生，就

算成交，申訴人必須舉證受侵害的損失與基地台設置有因果關係，往往這才是民

眾最困難的部分。不過，本節從基地台設置之後，人民感覺個人利益受侵害，進

一步明確化個人利益就是個人財產，到揭露房屋價格因基地台的負面影響程度的

百分比，更精確基地台設置之外部性產生之平均每人受害金錢程度約為每年新台

幣 2932 元。或許以上研究的百分比或金額與真實的數據有所差異，但可以確定

的是，人民的感覺並不是錯覺。縱使以上研究所採集的資料有所偏差，只要是合

理的研究方法，其結果只是數字的高低，絕對不會是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

民的財產權或健康權就具有被認定受到侵害的空間，即使侵害輕微，至少不是電

信業者甚至是電信主管機關常說的電磁波無害。這一種侵害已從直接可能的健康

權侵害，漸漸發展到心理上的恐懼所造成人民財產上價值的侵害，就像凶宅一樣，

明明是一棟完整的房子，但因為曾發生事件，就會造成購屋者的心理負擔，進而

影響房價。 

 

第二節、財產權 

 

對於基地台設置所引發的爭議，以本章第一節所舉的案例觀之，似乎民眾比

較注重財產價值的減損而大於健康上的關切，事實上，這樣的認知係導因於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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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所採行的標準所致。基地台爭議引發之初，民眾都會先申請測試，由於測量結

果與標準相差甚大，故對於依法設置的基地台，民眾無理由要求拆台或遷移，最

終多半只有接受一途。然而，在接受之後，家中附近於是多了一個鄰避設施。由

於像基地台這樣的鄰避設施具有外部性，間接造成人民財產權上的侵害，本文在

設計上對於健康權或財產權兩者的探討，因為電磁波造成生物效應的結果仍未明

確之故，故研究的重點在於財產權。 

 

第一款 、財產權的保障 

 

我國憲法關於財產權的保障僅有宣示的作用，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具體的解釋首推釋字第 400 號：憲法第 15 條關於

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

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

展人格及維護尊嚴。而在釋字第 596 號解釋理由書中之闡述亦同此意旨：憲法第

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使財產所有人得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

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以確保人民所賴以維繫個人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活資

源。此二釋字對財產權保障之標的，特別列舉為「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

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幾個要素，並「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維

護尊嚴」作為「財產權」保障之目的，釋字第 596 號更補充保障之目的亦包括作

為人民所賴以「維繫個人生存」之生活資源之意義。 

以目前科學對於電磁波與生物的關係，瞭解仍不明確的情況之下，基地台設

立之後，由前節討論可知，對於人民的財產雖未造成存續上的限制，實質而言，

個人對於財產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受到影響。財產狀態之存續雖仍舊

維護，如果人民就其財產無法自由地支配、用益，那擁有存續保障的意義也將被

架空，也因此保障「支配財產之自由」也是實現「財產權」保護意旨所不可或缺

的獨立內涵。不過，對於「支配自由」的保護，相對來存續上的絕對保護，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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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到社會關係的拘束而必須忍受的限制條件則可能較為寬鬆，往往基於「公益」

即可合理化對其限制，故電信業者常有以行動通信事業具有高度公共服務特性，

只要在符合法定要件的前提下，得通過私人土地、建築物，或有償使用建築物屋

頂設置無線電基地台，即使對私人之土地或建築物等財產權有所限制，係屬「所

有權社會化」之意涵225，並未逾越必要之限度。然而，擺在眼前的事實是，要民

眾無條件去接受一個電信公司安裝的設備，又可能對身體健康或財產產生影響的

電磁波，亦即使民眾身處一高風險情境，另一方面，電信公司卻在少數人犧牲承

擔之下享有穩定的獲利，如此的結果是否真的該被視為「所有權社會化」？既然，

國家對於人民財產權的保障及於個人對於財產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當

該權能的範圍受到限制時，國家自然有義務採取作為進而保障民眾或平衡利益。 

 

第二款 、財產權的限制的優惠 

 

人民依憲法第 15 條享有之財產權雖應予保障，我國的手機門號已經超過人

手一機的程度，電信公司以基地台提供之服務，不僅實踐大眾通訊的基本需求，

對於資訊的傳遞、急難救助、個人或企業經濟活動的促進以至於整體國家的經濟

成長，有絕對正面的功用。因此，基地台的存在確實有助於公共利益的增進。電

信公司依憲法第 23 條226基於「增進公共利益」之需要，對於其依法設立之基地

台，非不得以法律為合理且必要之限制。雖然如此，釋字第 564 號對於負有社會

義務之人而有財產權受妨礙者仍考量以其他手段給與相對的損害填補。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在公告禁止設攤之處擺設攤位者，主

管機關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台幣一千二百

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就私有土地言，雖係限制土地所有人財產權之行使，

然其目的係為維持人車通行之順暢，且此限制對土地之利用尚屬輕微，未逾越比

                                                 
225周佑霖，行動通信基地台建設之法制思考 http://www.ttida.org.tw/forum_detial.php?b_id=43 
226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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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則，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亦即，此項限制究至何種程度始逾

人民財產權所應忍受之範圍，應就行為之目的與限制手段及其所造成之結果予以

衡量，如手段對於目的而言尚屬適當，且限制對土地之利用至為輕微，則屬人民

享受財產權同時所應負擔之社會義務，國家以法律所為之合理限制即與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本旨不相牴觸。本號解釋理由書更指出，鑑於騎樓所有人既為公益

負有社會義務，國家則提供不同形式之優惠如賦稅減免等，以減輕其負擔。 

釋字第 564 號對於因公益負有社會義務之人，國家並非因為限制輕微就完全

放任不管，至少提供不同形式之優惠如賦稅減免等，以減輕其負擔。因此，國家

同樣對於因成就大眾通訊而忍受基地台電磁波的家庭，能否以相同的考量，給予

負擔減輕的任何措施？ 

 

第三節、風險行政 

 

第一款、風險行政法之概念 

 

在法學領域中，風險概念之引進，主要與國家任務改變有關。古典行政法學，

危險防禦與個人自由保障，乃係國家兩大任務，但隨著科學技術之進步，國家之

保護任務亦隨之轉變。傳統警察法係以危險防禦作為警察權限發動之依歸，然隨

著時代演進，從古典的「危險防禦」、「危險預防」進而轉變至「風險預防」，此

種轉變，一方面象徵著國家對於基本權所課與之保護義務的擴張，另一方面，人

民之自由權利也可能將相對地受到壓迫，國家對於人民之干預，從時間點上而論，

也不斷地被提前。「風險預防」作為行政任務，課予行政機關對於將來不確定之

損害發生可能性，負有防止或作為義務。而具有此類損害發生不確定性之領域，

而行政機關基於風險預防而必須介人者，即可稱之為「風險行政」之領域。 

 

第二款、風險行政之干預與給付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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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險行政領域中，可能基於對於相對人基本權之保障，而給予其一定之給

付措施，例如：於特定季節是否將感染流行性感冒並無法確定其蓋然性，但其對

於人民可能會造成一定程度之損害，行政機關基於風險預防，而擬定流感疫苗接

種計畫，對於年滿 65 歲之老人給予免費施打流感疫苗227，此種不具有強制性之

給付，即屬風險行政法於給付行政領域之樣態。原則上，此等給付因不具有強制

性，故並非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所加之限制。是以，除非該給付對於全國財政或

人力之分配有重大之影響，否則基本上此類行為並無正當性上之疑慮。故行政機

關基於風險預防，而以給付手段為之時，此等國家照顧責任之提前，並不至於產

生侵害人民權利之結果。 

除給付行政領域外，風險行政法更多則係作用於干預行政領域。行政機關基

於風險預防，而對於人民可能提高或製造風險之行為予以限制或課予義務，以保

障人民之基本權利。就其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角度而言，此作為僅係國家在實踐

基本權所課予國家之保護義務，然而「保護義務」如同一雙面刃，在一個國家基

於保護人民而侵害其他人民之三角關係中，保護義務之範圍應小心謹慎地界定。 

風險行政在干涉行政領域之作用，例如見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37 條規定：「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於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對消費者已發生重大損害

或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而情況危急時，除為前條之處置外，應即在大眾傳播媒

體公告企業經營者之名稱、地址、商品、服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而傳染

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1 項：「地方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視實

際需要，會同有關機關（構），採行下列措施：一、管制上課、集會、宴會或其

他團體活動。二、管制特定場所之出人及容納人數。二、管制特定區域之交通。

四、撒離特定場所或區域之人員。五、限制或禁止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或出人特定場所。六、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防疫措施。各機

關（構）、團體、事業及人員對於前項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此兩事

                                                 
227行政院衛生著疾病管制局 100 年度流成預防接種計畫，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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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皆係屬於行政機關基於風險預防，為避免重大損害發生，而在該損害是否發生

仍不確定時（之虞），即採取相關限制人民權利之措施。此等樣態，即屬於風險

行政法於干涉行政作用之限制模式。 

此外，行政機關基於風險預防，除對於人民可能提高或製造風險之行為予以

限制，亦可能課予義務，例如民用航空法第 37 條規定：無論是國營或非屬國營

之航空站皆徵收噪音防制費，該項費用優先用於民用航空器使用之航空站附近噪

音防制設施，其餘視需要，用於相關居民健康維護、電費、房屋稅、地價稅等。

此等樣態，即屬於風險行政法於干預行政作用之課予義務模式。 

 

第三款、風險行政之回饋措施 

 

根據文獻回顧中可以得知，鄰避情結的產生主要在於維護以下認知：房地產

價值、健康上的高風險感。對當地居民而言，房地產價值主要來自於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主要為潛在的交易價格、是衡量該項財產的主要依據；其次，健康上的

高風險感則被視為影響該項價值的重要因素。風險成為當代社會一個重要的議題，

主要是因為風險來源已不單是面對自然災害所帶來的危害，新式科技發展與隨之

而來對於環境的各種衝擊，都引發新的風險課題。而爭議性科技法律議題要處理

的，往往不只是科技爭議本身，更在於風險與利益的比較與權衡，換言之，是風

險與利益、衝擊與商機之間的抉擇228。基地台設置之後，對於周圍民眾帶來的風

險是具有特定性與強制性的229，前款提到之風險行政法於干預行政作用之課予義

務模式中，風險製造者在法律上被課予回饋義務給風險承擔者，在本款將進一步

介紹類似強制性風險的規定，確認風險行政法之課予回饋義務已屬存在。 

 

                                                 
228牛惠之，預防原則之研究─國際環境法處理欠缺科學證據之環境風險議題之努力與爭議，台大

法學論叢，34 卷 3 期，頁 148，2005 年 5 月。 
229相對於食品衛生的風險議題，如瘦肉精，民眾可以自行選擇判斷要不要購買，而影響層面為普

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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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由於公共污水處理廠具有臭味、噪音及振動等問題，影響民眾生活，長期以

可能造成附近居民健康上的問題，民智已開資訊充足的今日，公共污水處理廠周

圍居民常提出回饋訴求。目前已完成公共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制定之縣

市，包括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台中縣及台中市，尚有桃園縣、宜蘭縣、新

竹縣及新竹市等縣市仍在立法中。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

工程處每年度按前年度台北市各污水處理廠實際處理污水量占全市實際總處理

污水量比例，計算前年度實收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總額配屬各污水廠所占額度，並

依據前年度該污水廠平均每日處理污水量規模，依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二項各款所

定範圍涵蓋級距應提列之回饋百分比，逐級統計回饋金額，編列次年度各污水廠

回饋地方經費230。各回饋區內各村（里）設籍人口數與所佔面積比例分配其回饋

金231。回饋金使用應採公開透明方式，並訂定管理機制，對於回饋金使用用途，

以當地居民實際所需為主，包括：基層建設、身體健康檢查、教育補助、急難救

助、社區發展、污水下水道推廣等232，俟用途決定後，交由執行機關納入年度預

算執行之。 

 

二、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鑑於焚化廠在處理垃圾的過程中，易生成灰渣及飛灰而污染周圍民眾居住

空間，亦帶來健康上的顧慮，焚化廠一直以來被視為鄰避設施，經長期周圍居民

抗議及爭取權益，已有諸多地方政府完成立法，對於污染製造者課予一定的回饋

責任。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為辦理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屬垃圾焚化廠回饋廠址

附近相關地區，特制定「台北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焚化廠每處理

一公噸垃圾提列回饋地方經費新台幣二百元。每會計年度回饋地方經費額度以當

會計年度各焚化廠實際垃圾處理量為準。各會計年度相關地區未使用已繳庫之回

                                                 
230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二條。 
231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四條。 
232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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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地方經費，得依相關地區需求於其他會計年度編列。而回饋地方經費之分配，

環保局先分配百分之二十予焚化廠當地里，其餘百分之八十，以里為單位，並以

焚化廠建廠及營運後所造成之環境影響程度為權重分級分配之。 

此外，對於回饋地方經費係用於於改善地方衛生、環境品質、人文建設及公

共設施之維護管理，建立地方特色，並以改善地方衛生、環境品質為優先。 

 

三、機場噪音回饋金 

由於機場飛機起降長期造成周圍民眾身體及心理的影響，終於在民國 88 年

6 月 2 日修正公布民用航空法第 37 條條文，國營航空站或非屬國營之航空站皆

徵收噪音防制費，並以該費用補償周邊住戶居民。惟目前航空站皆為公營，因此

關於居民回饋的相關規定目前僅訂有「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該

辦法第二條訂規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徵收場站降落費之國營航空站，每年

提撥其場站降落費之百分之八作為航空站回饋金。停徵場站降落費之航空站，民

航局每年編列與前項相同計算方式之回饋金預算，辦理回饋事宜。回饋之範圍係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各航空站周圍航空噪音防制區、特等航空站所在

地之鄉（鎮、市、區），對於仍受航空噪音影響而未公告噪音防制區之航空站，

其回饋金之回饋範圍，由航空站與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會同訂定之233。

回饋金的分配是以土地面積、戶口數、人口數、噪音量等為權重計算分配，同時

權重的設計有其一定的比例，例如：一級噪音防制區比二級噪音防制區比三級噪

音防制區等於五比二十五比七十234。由此可知，回饋金的分配與噪音的影響程度

呈現正相關。至於回饋金之用途亦有所限制如下： 

一、維護居民身心健康之補助：指有關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及醫療保健事項。 

二、獎助學金之補助：指有關獎勵成績優異及補助清寒學生事項。 

三、社會福利之補助：指有關補助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急難救助事項。 

                                                 
233同辦法第三條。 
234同辦法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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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活動之補助：指有關補助地方民俗節慶及提昇教育文化水準事項。 

五、基層建設經費之補助：指有關改善村（里）道路、交通、水利、治安、環境、

清潔衛生及宗教文化設施遷、改建事項。 

六、公益活動之補助：指與促進公共利益有關活動事項。 

七、航空站或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回饋金業務之行政作業費用。 

 

第四款、小結 

 

若依照環保署訂定的環境標準，上述的污染程度事實上都遠在標準之下，也

未聞污水、焚化廠灰渣或噪音造成民眾身體直接傷害，惟就可能發生健康上的負

面影響而言，至少鄰避設施周圍居民罹病的或然率可能較高。另外，鄰避設施一

旦設置，周邊的地價房價勢必受到影響。從本節所舉之污水、焚化廠的環境污染

以至於航空站噪音，皆呈現出一個面貌，就是風險製造者對於風險承受者負有一

定的回饋責任，以減輕風險承受者負擔，其中更以負面影響範圍涵蓋級距或權重

作為回饋金分配依據，亦即，受影響程度大者分配較多，甚至並非受影響區域住

戶皆有補助。以航空噪音為例，噪音等音線之外的居民就沒有回饋。 

關於我國的環境污染而課予污染者金錢負擔，首見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26 號解釋，導出課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特別公課」，其後釋字第 593 號解

釋有關汽車燃料費之徵收，陸續闡述特別公課之概念。特別公課係以風險製造者

原則或受益原則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異於傳統之財政工具，具有行為誘導管制之

目的，附隨之收入亦可用以填補政府處理相關危害或管理之財政支出，而支出的

對象亦包括風險承受者，例如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4 條235規定，為執行一般廢

棄物之清除、處理，應依清除處理成本，向指定清除地區內家戶及其他非事業徵

                                                 
235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

處理，應依清除處理成本，向指定清除地區內家戶及其他非事業徵收費用；同條第四項規定，徵

收費用之數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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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用。而目前實務上各縣市分別成立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236，該基金一部

份用於亦用於回饋處理廠附近的居民。同樣的，水污染防治法第 11 條，亦成立

水污染防制基金，上述「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之回饋金雖由政府編列

預算237，實則仍源自風險製造者所繳交之特別公課。 

 

第四節、社會自我管制 

 

第一款、社會自我管制概念 

 

「社會自我管制」一詞並非實定法所採用之法律概念，其概念主要係透過學

說之發展，尤其在行政學領域與管制理論上更是普遍運用，根據德國法學者之一

般見解，社會自我管制係指「個人或團體本於基本權主體之地位，在行使自由權、

追求私益之同時，亦志願性地兼負起實現公共目的之責任」238。個人與團體在此

並非立於行政受託人地位，受行政機關委託向第三人行使具公權力性質之管制措

施；而係「實質意義之私人」，於基本權行使之同時，附帶地實現公益目標，管

制對象與管制主體在此具有同一性239。在概念特徵上，社會自我管制蘊含兩項核

心內涵，即「自願性」與「公益取向性」240，就前者而言係指個人或團體是否自

我管制，具有決定之自由，縱使社會自我管制存有規範上之基礎，或國家以法令

定有正、負面誘因，個人或團體亦不失其是否為自我管制之選擇權。若其出於自

我管制亦係出於自願，而非基於法律上之義務。其次，社會之自願性行為必須是

                                                 
236該基金用於處理業務包括管理成本、人工成本、處理廠、土地成本、回饋金、清除處理機具設

備、設施之操作維護、購置成本。見環保署「台灣環境污染防制費介紹」第 26 頁。 
237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每年度按前年度臺北市各污水處理廠實際處理污水量占

全市實際總處理污水量比例，計算前年度實收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總額配屬各污水廠所占額度，並

依據前年度該污水廠平均每日處理污水量規模，依本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二項各款所定範圍涵蓋級

距應提列之回饋百分比，逐級統計回饋金額，編列次年度各污水廠回饋地方經費。 
238詹鎮榮，德國法中「社會自我管制」機制初探，收錄於政大法學評論，第 78 期，2004 年 4

月，頁 83-84。 
239同註 216，頁 84。 
240同註 216，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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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公共利益之實現取向，原本就國家社會二元論角度而言，個人作為基本權主

體，本可僅為自身利益而行使自由與權利，實現公益乃國家之任務；惟社會自我

管制作為國家管制手段之一，其概念特徵即在於透過私人實現公益，即在有法規

作為社會自我管制基礎之情形，社會自我管制被法規制定者用來作為公益管制目

的之實現工具。 

 

第二款、德國電信業者自願性義務241
 

 

依據德國多次的普查結果，對於生活中的電磁輻射抱持有疾病風險的疑慮者，

始終皆呈現約占全德國人民 30％的比例。而另一方面，昔日人民卻無法透過制

度性的管道，對於例如手機基地台之設置決定有參與表達意見，同時亦無法獲得

充分資訊，因此民眾往往透過抗議行動表達不滿。此外，地方基層自治團體對於

決策參與不足亦感到不滿：除了前開民眾自發性的抗議行動之外，甚至由基層地

方自治團體帶頭或支持的抗議行動，在德國亦不在少數。前述的抗議行動的確對

於業者與政府主管機關形成了必須嚴肅面對的壓力主管機關為了解決前述的困

境，即出面提出了若干具體的風險預防措施與溝通以及決策參與機制的建議。此

外，德國聯邦政府、聯邦議會、行動通訊業者以及基層地方自治團體首長聯盟，

自 2001 年起即針對電磁輻射的問題進行了多次的對話與討論，最終於 2001 年即

促成了行動通訊業者採取自願性義務的措施。德國電信業者自願性義務即為社會

自我管制的實踐。 

業者首先從電磁輻射管制標準出發闡明立場，亦即德國目前作為規範非游離

輻射的最主要依據乃為聯邦公害防治法第 26 號施行細則，當中所規定之管制標

準乃是與「國際非游離輻射防護委員會」(ICNIRP)於 1998 年提出之電磁輻射建

議值一致，同時此一建議值亦為國際衛生組織確認為足夠永久保障人體健康免於

受到電磁輻射的危害。此外，德國輻射防護專家委員會亦曾於 2001 年 9 月 14

                                                 
241同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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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表示，前開的電磁輻射管制標準值即屬足夠，且應無必要僅從預防的角度就將

管制標準修正得更嚴格，畢竟目前更需要的是投入更多的研究。縱使其他歐盟成

員國當中亦不乏有採取較嚴格管制標準者（例如瑞士），但業者不認同此一作法，

並認為其將造成基地台共構政策推動上之阻礙，並且與地方自治團體的都市計畫

利益相牴觸。儘管業者在電磁輻射管制標準的立場趨於保守，但於自願性義務的

協定內容中仍積極採取以下五種措施：一、積極與地方自治團體溝通與促進決策

參與；二、手機相關消費者保護資訊之提供；三、積極推動相關研究；四、風險

管理之監測系統的建立；五、透過第三公正團體監測與評鑑。以下就上述五種措

施分別討論之。 

 

一、積極與地方自治團體溝通與促進決策參與 

德國手機基地台之設置許可與申報程序等事項主要係受到聯邦公害防治法

第 26 號施行細則的規範，然而該施行細則的許可程序並未使基層地方自治團體

參與決策，地方自治團體對此除表示不滿以外，亦經常支持民眾對於通訊業者的

抗爭。在透過修法改善此一問題之前，通訊業者乃先主動透過與地方自治團體建

立溝通機制，以緩和此方面的衝突問題。具體措施為，通訊業者以書面正式的方

式設置一名與地方自治團體對話的負責機構，當基地台有設置上之問題時，其主

要任務為負責整合協調地方自治團體與通訊業者間之意見。具體作法如下： 

（1）通訊業者定期告知地方自治團體以下之資訊：通訊網絡建構之現狀及新設

基地台的規劃狀況。 

（2）基地台網絡設置計畫確定後，由通訊業者告知地方自治團體前開之構想，

地方自治團體應於一定合理期間內提出意見與說明。該階段措施的目的在於使地

方自治團體的地方上具體利益或業者遭遇到的技術上問題能獲得協調並取得共

識。 

（3）當設施開始正式運轉時，通訊業者將比照聯邦公害防治法，讓地方自治團

體在同一時間獲得與電信主管機關同樣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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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行動通訊業者將配合電信主管機關建置基地台位置資料庫，以提供地方自

治團體充分相關的資訊。該資料庫的資訊亦包含聯邦公害防治法第 26 號施行細

則於 1997 年 1 月 1 日生效前既已設置的設施。 

（5）每半年公開一次通訊網絡建置計畫，並將相關地方自治團體提供之設置地 

點替代方案納入考量。 

（6）與地方自治團體協議確定設置地點之後，亦通知有關地方自治團體與民眾。 

（7）基地台設置構想亦同時向邦政府報備。 

（8）在設置地點之選擇上，地方自治團體得於八週之內提出替代方案。 

（9）為維護景觀與市容，業者將盡可能採取基地台共構的方式設置。 

（10）縱使遵守現行電磁輻射管制標準應已能確保安全，但通訊業者仍願意特別

顧及學校與幼稚園等地點的特殊性，願意優先考量設置在其他地點。然倘若經過

各觀點的評估，特別是經過公害與電信傳播技術方面的考量，基地台設置在學校

或幼稚園附近或當中係屬最佳方案，通訊業者亦將依循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採取

措施，並及時採取廣泛且適當的資訊提供與相關措施，以改善此一地點選擇上之

接受度。 

 

二、手機相關消費者保護資訊之提供 

為顧及手機使用上對消費者之保護，通訊業者承諾不販售與 ICNIRP 提出之

建議值不相符的手機。此外為使消費者獲得更完善的消費資訊，業者將透過適當

的方式公告手機的 SAR 值（Specific Absorption Rate），其目的在於建構消費者與

產品製造者間的友善與透明消費關係，且讓消費者在選購手機前有機會將 SAR

值列入消費決定因素。此外，通訊業者將善用其與手機製造商間的供應鍊關係，

透過前述資訊公布的措施以促使手機製造者開發低 SAR 值的手機，或是符合品

質標章（藍天使）的手機。 

 

三、積極推動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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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業者承諾提供資金支持公部門推動的電磁輻射研究計畫，亦即德國

2002 年起即由該國之環境部與電磁輻射防護署（BFS）將 1 千 7 百萬歐元（相當

六億多台幣）之預算投入一項為六年的手機電磁輻射研究計畫（DMF），而當中

一半的經費則是來自於電信業者提供。此外為了確保研究的公正性與中立性，研

究計畫係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所建立之操作標準執行，且電信業者必須被完全隔絕

於研究計畫的進行與考核。 

 

四、風險管理監測系統之建立 

鑑於德國輻射防護專家委員會建議，電磁輻射相關之公害應該被定期監測。

實際偵測所獲得之資訊對於主管機關進行環境現狀與風險預防及管理任務時，係

屬極為重要的判斷基礎。通訊業者願意支持主管機關之民眾健康保護與預防相關

風險管理措施，並透過以下兩項實際行動提供協助： 

（1）電磁輻射監測網之設置：業者願意進行固定式與移動式的電磁輻射監測網

之建立，並進一步透過連線使監測資訊能透過網路自動地被取得與呈現。為了確

保監測作業之中立性，該監測網之管理應由電信管制局以及聯邦公害防治法之主

管機關負責。除了以上的措施之外，通訊業者亦願意協助既有公害監測體系之擴

建，以作為前開措施之替代方案。 

（2）官方既有電磁輻射監測網之擴建：前述的環境現狀監測以利風險預防與管

理的目的，亦可以透過協助官方既有電磁輻射監測網之擴建來達成，而監測網之

管理當然亦仍由電信管制局及聯邦公害防治法之主管機關負責。為協助官方監測

網之擴建，通訊業者願意提供 1 千 5 百萬歐元（相當 5 億 7 千萬台幣）資金以作

為主管機關擴建監測網之用。 

 

五、考核 

由於通訊業者與聯邦政府之間的協定，在法律性質上係屬自願性且無法律拘

束性的協定，因此為了顯示業者履行協定內容的決心，業者承諾至少每年接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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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考核，且考核的工作將委由獨立第三公正團體進行並作成鑑定報告，鑑定結果

亦將呈送予聯邦政府。 

 

 

第三款 、業者與民眾的僵局 

 

學者王毓正242認為德國行動通訊業者的自願性義務協定一方面讓公部門得

以透過公私協力的方式顧及憲法要求，又得以免除面對棘手的管制難題。就民眾

或公益團體而言，相較於昔日疲於奔命的抗爭，能因業者的承諾而獲得相關資訊、

溝通與決策參與的機會，縱不能完全滿意但也應該可以接受。然而，基於不同的

社會與文化背景，范玫芳243指出，由於環境問題涉及科學的不確定性及科技的複

雜性，造成多以科技專家為主的政策導向，但主流科學理性與科技引領經濟發展

的思維，以及過度依賴強調客觀與不帶有價值判斷的科學知識，均將基於特殊的

社會與文化脈絡的觀點邊緣化。實際上，科技發展係與社會系統緊密互動，科技

風險的判斷無法置外於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就我國居住高密度，而風水又向來

是中華傳統文化特有的一部分，我國國情與外國自有其特殊性。現階段而言，國

內業者與民眾的形同貓捉老鼠，在某些地區，兩者關係處於僵持狀態，社會自我

管制機制的啟動，在我國似乎還看不到曙光。 

 

一、遠傳私設基地台事件 

 

筆者於 2005 年最後離開中華電信研究所之前，猶記得首次因為基地台設在

租用的民宅室內而前往測試的案例，電信業者知道基地台依照功率區分為室內型

與室外型，所謂的室外型特別是大功率者，不可以設置在室內，然而為便宜行事

                                                 
242同註 219，第 16 頁。 
243同註 93，頁 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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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室內而被民眾發現，發現的原因竟是因為其他住戶幾乎從未見過有人於該租

屋處進出，卻有極高的用電量，而且有冷氣不斷運轉。事隔多年，電信業者的惡

劣行為未有消失的跡象。2010 年 10 月 7 日，某報曾經刊登如下新聞244
:「一位約

四十歲住北市內湖的陳先生表示，日前一名調查局人員查案時發現其隔鄰套房內

疑擺放基地台，且約有一年多未見過隔壁租屋人，加上他的妻子王小姐持續大量

掉髮，因此向房東反映，才赫然發現套房內竟放置基地台天線等各種設備。經檢

舉後 NCC 昨前往檢測，但設備電源已關閉，無法測得電磁波數據，但設備上貼

有遠傳字樣。」從報導照片看來，一座大概是正常人一半身高大的天線就裝在一

個木頭衣櫃中，隔著木頭衣櫃的背板，天線朝著衣櫃後方的窗戶向外發射。這樣

的場景，與筆者 2005 年親眼見證的擺設非常相似，7 年前在關渡地區執行電磁

波測試，所見的室外天線前方玻璃還以花卉用的黑色幕簾遮蔽，防止從外部看見，

隔著窗戶玻璃，天線朝外發射。根據規定不得在屋內擺放超過發射功率兩瓦的基

地台天線，違反者將處以行政罰三十萬元。然而，三十萬元對於電信業者數百億

的獲利，根本是九牛一毛。 

 

二、高雄市五甲國宅私設基地台事件 

 

中華電信原係設置於他處之合法基地台，因遭他處居民抗爭拆除後，以租屋

名義租下高雄市鳳山五甲國宅一棟大樓高層樓住宅，未經 NCC 申請核准，又隱

瞞大樓管委會及所有住戶，偷設基地台長達 3 年之久。經住戶請民間檢測輻射電

磁波公司到該住戶樓層及附近 50 公尺區域，包括五甲社區公園兒童遊戲區及忠

孝國小門口，確定檢測出射頻超高輻射電磁波，立即向 NCC、高雄市政府工務

局及李雅靜議員投訴。當日下午中華電信獲報後即由高雄營運處吳姓助理工程師

率 3 名技術人員企圖混進該大樓緊急撤離機器設備，經管委會當場制止，該吳姓

工程師於晚上再度前往該棟大樓邀集住戶說明，除致贈 10 萬元外並表示將拆離

                                                 
244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01007/3286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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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基地台搬到頂樓，日後租金將轉由管委會收取，經全部住戶拒絕並當場約定某

日早上 NCC 等相關單位到場後，才正式協商。詎料，該日早上 NCC、高雄市政

府、江玲君立委、李雅靜議員及住戶 50 餘人苦等三小時餘，中華電信仍不願派

員開門受檢，期間李雅靜議員、江玲君立委電話聯絡該公司高雄營運處相關人員

均出差、開會，而該吳姓工程師竟立即關機不願接聽。事件爆發後某晚，中華電

信吳姓助理工程師與住戶主委楊太太私下聯絡稱：已與 NCC、高雄市政府、江

玲君立委、李雅靜議員、里長方面協商妥當，願以 50 萬元和解，以後大家就不

用大費周章。後來，中華電信行政科管理科林科長、吳姓工程師向主委及部分住

戶代表協商坦承：「確實是偷偷設置，這是常態，這個錢你們不拿，明天協商時

寧可給 NCC 罰 20 萬，到時你們一毛錢也拿不到，我們改天會在附近大樓再找一

間也是直接輻射到你們，中華電信為滿足收訊客戶需求，已編有預算給 NCC 罰，

到處都有中華電信偷設基地台，和 NCC 是很有默契的。」中華電信坦承的隔日

上午，約集高雄市政府、徐榮延議員及鄰近 50 公尺高輻射區住戶 100 多名代表

出席協商說明，因中華電信公司代表表示，偷設基台是目前各電信業者常態，不

願簽署保證社區內無第二處偷設基地台，引發群起公憤，這個協商因此就破局。

本案因監察院的介入調查245以及五甲國宅成立「五甲社區權益促進會」246，諸多

電信業者不當行徑細節才被披露出來。 

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本案之調查對象通傳會值得檢討者只有兩點：第一、

對已設置基地台之考核及抽驗，仍有改善精進空間：業者實務上從申請基地台設

備進口到基地台裝設需一段期間(包括向通傳會申請系統建設計畫許可、申請設

備進口、向設備商下單進口設備、向通傳會申請基地台架設許可、共構共站等候、

實際基地台架設等時間)，故電信業者基地台設備進口總數恆大於取得基地台架

設許可總數。為因應冗長建設期之設備周轉需要，依實際建設需求，於當次申請

時，就基地台設備建設周轉需求所設之餘裕度數量，3G 為 1500 台、2G 900MHz

                                                 
245（100）院台調壹字第 1000800472 號 
246

http://wuja.weebly.com/252393569620013337753865120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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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00 台、2G 1800MHz 為 750 台。通傳會在核准業者當次基地台設備進口數量

時，則必須同時符合「當次申請基地台設備進口數量≦基地台設備核准建設總數

－基地台設備核准架設許可總數」以達總量管控。通傳會另於申請進口基地台設

備時，抽查前次申請進口基地台設備實際設置地點，其減量檢驗抽查比例則依行

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之規定，以達到去向考核目的。第二、

行政罰鍰難收遏阻業者違法之效：對於本案電信業者違法設置基地台情事，通傳

會已查處裁罰，並依電信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3 款，裁處罰鍰在案，然囿於電信

法之明文，其裁罰金額範圍在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惟違法設置未受監理之

基地台，將致電信法第 46 條第 3 項有關電台之設置許可程序、架設、審驗、設

置與使用管理等事項應由主管機關訂定遵循辦法及通傳會據此所訂定之「行動通

信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 19 條有關行動業務設置基地台應遵守

電磁波功率標準之規範，實質上難以落實，對電信監理秩序影響程度可謂嚴重。

復依據「95 年至 100 年查處發現違法設置基地台數、案件數及裁處罰鍰統計表」

顯示，各家電信業者 5 年間遭查處違法設置基地台總案件數 20 件，查處違法設

置基地台共計 52 台247，然所有業者之罰鍰金額總計僅 1418 萬元，相較電信業者

鉅大之年營業額，難收遏阻業者違法之效，實有研議修正必要。 

 

第五節、小結 

 

中華電信於2008年5月22日提出該公司第一本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

其中提及的議題包括公司治理、員工關懷、消費者關懷、企業志工服務與推動、

協助社區產業並創造數位機會等，其中「環境永續發展作為」亦為中華電信企業

社會責任之一環，中華電信年年榮獲天下雜誌優良企業社會責任（CSR）獎，但

面對棘手的基地台設置問題，竟也出現重大違失的情事，本文欲對「五甲國宅私

設基地台事件」提出最大的疑問是，連曾經是國營的、連年獲得天下雜誌優良企

                                                 
247同註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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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社會責任獎的中華電信都這麼私設基地台，出事後在心虛之下還那麼直接的承

認「偷設基地台是目前電信業常態」，其他電信業者面對民眾的抗爭，在電磁波

無色無味的優勢條件下，他們會怎麼做?五甲社區權益促進會的網站248上還記錄

著這麼一段話：「據不願透露姓名的電信業人員表示：隱身於老舊高層樓管理鬆

散的大樓住戶改裝為小功率基地台，是目前業界普遍採取的方式，雖然不若頂樓

四週無遮蔽可四射傳播，但裝設基台密度高些即可補償損失的傳播範圍，更何況

可省下頂樓昂貴租金及抗爭風險。」這段話意涵著現在看得到的基地台，那只是

所有基地台的一部分，到底是一大部分還是一小部份，業者大聲疾呼自己是依法

申請，但部分卻是利用合法的假象掩護非法基地台。就條件來看，對業者是容易

的，從案例來看竟然也是存在的。在此情況下，人民健康就受輻射近距離威脅。 

經過了十幾年，電信業者早已被抗爭怕了，幾乎不想與民眾打交道，更遑論

學者所提基地台設置時的民眾參與機制，民眾參與對業者而言，反而會被視為災

難的開始。從以上案例可見，業者與民眾之間完全缺乏互信的基礎，這樣的條件

之下社會自我管制在我國完全看不到實踐的可能性。不過本文認為，社會自我管

制的確是替代法律解決問題的好方法，但以我國極高的人口密度，國情不同於國

外，電信業者自願性義務自然就跟國外不同，由於基地台與鄰人極近，所帶來的

風險更是高出國外許多，我國電信業者對於基地台周邊居民應該付出的義務應當

更多。適當的回饋機制過去一直是環境風險議題解決的手段，基地台的問題應有

適用的可能。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曾經發表關於電磁場風險溝通的建議249：「特

別提醒各國政府，成本是政府決策的重要考量，包括整體的社會成本，行動電話

業者的成本，消費者的個人成本，以及納稅人的成本等。由於目前並無確切的健

康危害證據，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決策單位採行低成本的介入方式，但因為行

動電話健康風險的影響人數眾多，因此若存在低成本的介入方案，政府都應設法

採行。」電磁波屬公害，先前已討論過，在其他的環境公害均有回饋機制，只是

                                                 
248

http://wuja.weebly.com/ 
249

http://www.who.int/peh-emf/publications/riskenglish/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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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國家先課予污染源製造者特別公課，再由該公課中成立基金，基金中的一

部分即分配給地方政府用於回饋給受影響的居民，本質上，就是風險製造者回饋

給風險承受者。基地台的問題同樣也可以用特別公課的概念來操作，而特別公課

本具有行為誘導管制之目的，故一方面課藉由特別公課的徵收，業者為節省開支，

對於基地台的位置選擇與設置方式自然會經過評估而採影響程度最小者，比較不

會再像過去那樣任意設置。另一方面，該特別公課亦可用以回饋基地台周圍住戶，

以維護居民身心健康，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及醫療保健等事項，如此定能提高住戶

對於基地台的接受度。如果特別公課的代價是一種低成本的，也是電信業者能接

受的代價，而民眾也因為些許的回饋感到寬慰，基地台的問題就能平和而長久的

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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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昔日今日的電信產業與結論 

 

本章將探討我國電信產業過去以及現在的作為，藉由產業從社會的獲得與對

社會的付出來檢討該產業對於自身造成的外部性是否也該做出適當的回饋；最後，

做出本文的結論。 

 

第一節、昔日今日的電信產業 

 

第一款、我國電信市場的發展 

 

依照經濟理論，管制措施是指為解決「市場失效」問題，即為因自然獨占、

外部性、公共財及資源稀少性等因素，導致市場無法透過競爭機制之運作，達成

最適生產與分配，而採行之市場進出、價格限制及產出調節等管制措施。電信產

業因為具有自然獨占、網路外部性，並且涉及頻率、路權及號碼等稀少資源使用，

傳統上被認為須採取管制措施。然而，在面對全球電信自由化的大趨勢下，我國

為能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維護國家總體經濟利益，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堅

定推動電信自由化政策，分階段循序推動電信市場之開放。 

我國的電信市場自民國 76 年起展開一連串自由化行動，我國在全球自由化

風潮的大環境中，體認電信自由化之迫切性，除於民國 76 年起逐步放寬用戶自

備終端設備與網路使用之限制外，於民國 78 年起開始著手規劃「電信法」之修

訂，希望以電信自由化帶動電信產業之發展。民國 81 年完成「電信法修正草案」

送行政院轉立法院審議，直至民國 85 年修正「電信法」、「交通部電信總局組

織條例」並新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我國電信發展產生結構性的改

變。其變革大致可分為以下階段： 

第一階段（民國 76 年至民國 84 年）：開放用戶終端設備、電信加值業務。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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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民國 85 年至民國 87 年）：民國 85 通過電信三法（電信法、交通部電信

總局組織條例、中華電信公司組織條例），完成電信總局改組、中華電信公司化，

民國 85年 7月 1日起，電信總局專注於國家電信政策之設計與電信市場之管理，

從此與經營電信事業的國營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分離，成為兩個各自獨立運作

的組織，同時開放行動通信及衛星通信業務。 

第三階段（民國 88 年至民國 90 年）：開放固定通信綜合網路業務、國際海纜電

路出租業務，以及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路出租業務，並進一步開放語音轉售業

務。 

依據民國 86 年出版「電信自由化政策白皮書」250所揭示自由化政策的目標

為：一、建立電信市場公平競爭環境；二、促進電信技術進步；三、改善電信事

業經營效率；四、提供高品質、多樣化且價格低廉的服務；五、誘發連鎖效應，

帶動經濟發展。上述目標在民國 86 年開放行動通信業務後收到很大成效，行動

電話業務開放前，國內行動電話用戶數大約為 149 萬，月租費高達 1,400 元，但

仍有 100 萬人苦候行動電話門號。開放後，用戶數急遽上升，短短 4 年內成長

13 倍，月租費也大幅降低。民國 88 年，交通部以電信自由化為號召，宣布開放

固網特許執照的申請，此舉吸引國內各大企業集團紛紛組成團隊投入競標，而又

因開放固網市場自由化的一大目標乃是為了透過新業者的加入，加速國內寬頻網

路基礎建設的更新與建置工作，加速台灣整體電訊網路的整體發展，因此交通部

當年定下了至少四百億資本額的高申請門檻，幾家有意競標的固網經營集團當年

藉此競相在資金市場上，打著固網事業未來美好的願景與報酬率，以發行股條方

式大舉募集資金，台灣固網、東森寬頻與新世紀資通三家後來取得執照的業者251，

分別募集了 922 億元、657 億元與 475 億元。但是，這筆超鉅額資金所衍生的問

題才正要開始。就在三家業者取得固網特許執照不久後，隨即傳出了民營固網公

                                                 
250電信政策自由化白皮書 86 年、91 年版。 
25189 年 3 月，交通部發出四張固網執照予中華電信、東森寬頻、台灣固網、新世紀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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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並未立即將這筆資金投入相關建設，相反地卻將其不當挪作他用252。媒體大幅

報導引起檢調單位介入偵察253。民國 89 年那個年代，買賣固網股條幾乎已經成

為「全民運動」254，此時也暴露出一個問題，用戶迴路的基礎建設，除了國營的

中華電信之外，民營業者建設非常非常有限。之後，為排除新進業者進入市場之

障礙，電信法第 31 條明訂，第一類電信事業從事其固網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

於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請求有償共用管

線基礎設施，被請求之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新進業者認為用戶迴路的最

後一哩為國家所建置，應收歸國有，而非中華電信私有財產，新進業者認為目前

僅規定中華電信有義務租給新進業者，且是在特定情況下，也就是只限於瓶頸設

施，對其十分不利。新進業者希望中華電信255與新進業者一起向政府承租。95

年 12 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告用戶迴路為固網瓶頸設施，要求中

華電信必須以成本價出租給其他民營固網業者。然而，交通部當年開放固網特許

事業，聲稱將達成「擴大網路基礎建設、寬頻到府六百萬」的目標，依照契約規

定另外三家業者必須在六年內完成建設一百萬用戶與迴路，三大集團在成功募得

龐大資金後，多年來僅建設最容易的主幹網路。以亞太固網為例，主幹網路更是

必須利用當時台鐵建設好的環島光纖網路，卻不見取得特許執照的業者積極建設

連結到消費者用戶端的寬頻網路。寬頻網路的主幹建設容易，所謂的最後一哩難。

                                                 
25289 年 8 月 2 日，工商時報：政院秘書長在七月十一日發給法務部的公文，並沒有註明為密件，

函文主旨指稱，是因六月廿八日行政院第二六八八次會議中，交通部葉菊蘭部長報告「固網股條

問題相關研究」後，由院長唐飛親自作成了三項提示：一、交通部開放綜合網路業務准予三家固

網公司籌設，該三家固網公司已經募集資金高達二千億元，應予調查發起資金來源有無用不適當

手法募得。二、該三家固網公司所募得資金，均是發起人認股資金，有無不當被挪用情事。三、

協調財政部深入研議固網股條違反公司法與證交法情況，如確有不屬證交法規範，應予儘速研議

有無修法必要。 
25389 年 3 月 2 日，工商時報報導：「行政院秘書長魏啟林昨天表示，行政院推動掃除黑金已鎖

定三項重點工作，分別是調查尹清楓命案、偵辦固網股條買賣及掃黑。」 
25489 年 4 月 3 日，中時晚報：眼看通訊網路股全球發燒，加上大哥大業者獲利高的前例，在去

年底今年初，四家固網投標團隊或多或少都在外發行不合法的「股條」，尤其透過大盤商立委「賣

出」的更是兼具大選時綁樁及籌集明年立委大選經費作用，最受矚目，不過買賣固網股條確實已

經成為「全民運動」。 
255對此項說法，中華電信自然難以接受，該公司認為過去中華電信是獨家經營，所有網路都是由

中華電信建設，而中華電信是國營企業，其資產皆為全民所有，其所投資建設的用戶迥路自當歸

其管理，而不應交給民間財團讓其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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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網開放的最大用意就是在於寬頻到府，交通部希望業者的投入，汰換掉過去電

信局時代留下的舊銅纜，影響到寬頻的實現，六年過去了，結果卻事與願違。而

中華電信自行推展利用銅纜的 xDSL 技術，沿用舊銅纜，我國的最後一哩，經過

一番折騰，幾乎停留在原點。最後一哩，不僅是固網需要，也是行動通信網路構

成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現在的電信公司從過去的固網公司到轉變成現在跨足經營

毛利頗高的行動通信業務，對於自己需要的基礎建設過去不見投入，即使是現在，

最後一哩只有國家持有股份的中華電信在經營。 

我國在民國 91 年已完成第三代行動通訊特許執照競價作業256。電信總局的

報告關於「推動電信技術之研發」中指出：為鼓勵電信業者從事電信創新技術之

研發，現階段電信事業可提出投資計畫，並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8 條、第

8 條之一及「重要投資事業屬於交通事業部分適用範圍標準」等相關規定，向交

通部及財政部申請「股東投資抵減」或「五年免稅」之投資獎勵，惟其投資計畫

之實收資本額或增加實收資本額必須為二十億元以上，方可提出適用之申請。民

國 95 年，立法院經濟及能源委員會審查行政院提案「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增訂第

九條之三條文草案」，欲新增從事第三代行動通訊（3G）服務業務的公司，適用

促產條例的五年免稅優惠，遭多數立委質疑「圖利財團」，決議不予審查。時任

交通部郵電司司長鄧添來估計，「2006 年五家業者投入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的投

資金額約為一百二十億元，若享有五年免稅獎勵，業者可望增加投資金額至二百

一十二億元，政府若給予五年免稅，扶助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業者，約可帶動增

加二十七點一四億元稅收的外部效益，遠超過政府給予五年免稅的財源缺口五點

四五億元，台灣在這方面的技術已落後南韓很多，希望透過免稅達成產業快速升

級的目標。」最後，我國的通訊技術非但沒有進步，更大幅落後韓國，研究韓國

成功模式，不管在系統設備或是手機品牌方面，都變成今日的顯學。 

                                                 
256交通部郵電司司長鄧添來指出，2002 年已完成特許執照競價作業，由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

遠傳電信、亞太行動寬頻及威寶電信五家公司得標，「每家得標金額約新台幣一百億元，共計約

帶來國庫五百億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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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今日的電信產業 

技術落後鄰國，政府期待對業者藉由免稅優惠來帶動電信技術之研發，原本

立意良善。創新技術的研發並不是一蹴可及的工作，短期難以獲利，但是對於國

家的長期發展而言，卻是生存的命脈，不僅研發投入可增強國力，亦能帶動就業。

但是，對於民營的業者而言，能夠因為投資而創新帶來利潤當然是很好，不過講

求獲利更是優先考量。 

從本文依據證券交易所網站資料，從 97 年到 100 年蒐集整理我國所謂的電

信三雄，依照研發的費用比率、推銷費用比率、營業毛利以及經營績效得到一些

客觀的數據。各家電信業者的毛利率都在四成五到五成附近，相較於傳統產業的，

這算是極高的獲利，相較電子製造業，三百億以上的股本，除了台灣積體電路或

聯發科技這樣完全靠創新努力能夠與之相提並論以外，再也找不到了。如此高的

股本，中華電信與台灣大年年 EPS 獲利在 5 元附近，遠傳是 3 元附近。因為只

是國內市場，又幾乎三足鼎立，雖有經爭，也只是極小幅板塊移動，並不激烈，

不知讓多少企業羨慕。從推銷費用來看，曾是國營的中華電信一直都是 13～14

％，台灣大大約是 14～18％，遠傳則是 17～20％，這可以解讀成較負有國家責

任的中華電信，投入廣告的比例較低。關於國家最重要的研發金額投入比例項目，

除了有官股色彩的中華電信還有 1.5％上下，遠傳原本就極少還逐年下降，只有

0.08％，台灣大則從來沒有投入過，始終掛零。如果考量股本因素，遠傳更只有

中華電信的六十分之一。從這來看，新進電信業者更不可能投入研發工作，畢竟，

技術創新是長期投資的工作。從證券交易所的資料來看，台灣大與遠傳對於獲利

明顯比技術創新更為關注。 

當新進電信業者喊出「最後一哩為國家所建置，應收歸國有而非中華電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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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財產，新進業者應該與中華電信一起向政府承租。」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最

後一哩應為公共財，但是民營業者應該瞭解，只有少數給予特許的人才能有這個

財力去經營這個過去管制的業務，正因為如此，公共財反而不應落入少數人手中，

若真的均分給新進業者，那才是將公眾的利益奉送給業者。如果公共財由獨佔變

成寡佔，政府所思考者不應只有給予特許執照業者應繳的費用，本來因通信事業，

民眾過去與之發生權利上關係對象已經從國家變成私人。換言之，民眾過去為了

國家承擔基地台建置在家旁邊的負擔257，或許有道理，若轉而成了民眾為了私人

營利事業而承受，未必有道理。同時，由於開放自由競爭，基地台台數的暴增，

景觀破壞的亂象，以至於民眾最關心電磁波引發的健康問題，以及所衍生出人民

財產價值的減損，顯示出因為同一事件，有少數人獲利，也有少數人深受其害。

過去常見的例子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強制徵收私有土地，雖然會引發當地民怨與

抗爭，尤其徵收價格與市價有差距時，但這畢竟是為了公眾利益，包括興建公園、

學校、道路等等，因此基於國家開發造福社會的考量，一般社會甚至是權利受影

響當事人都能體諒。早在民國 89 年第一次有基地台抗爭之前，基地台早就設立

10 年以上，不過那時台數少，且都設在電信局機房屋頂，民國 81 年手機電磁波

可能致癌的消息就已經出來了258，那時後民眾對基地台的通常想法是：那是公家

的，而且離我家還很遠。一般老百姓不太會去思索，也不會去抗爭。然而，開放

民營業者經營行動電話後，基地台的暴增，隨處可見，而且就在家旁邊，憂心的

人數變多。民智越來越開，一時之間，住在基地台隔壁變成一種負擔，更發現隔

壁鄰居提供屋頂給業者蓋基地台還可賺錢，除了擔心健康外，更有不平衡心理。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電信業者因為有人在替他們承擔風險而賺很多錢，這

樣的社會似乎有欠公平。 

2011 年 7 月 18 日的天下雜誌刊登一篇「打造黃金十年，要向蔣經國學習」

                                                 
257至少中華電信還是國營的時候，所建置的基地台如果賺錢，其中一大部分是上繳給國庫；民眾

的承受至少還有公益的作用。換成私人經營時，民眾的忍受只是成就業者的高獲利。 
258見註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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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作者259認為交通建設仍是政府最該做的事，其中除了打通實體的交通動

脈之外，打通虛擬的交通動脈-寬頻，同樣的重要。作者指出，「台灣公營事業，

例如台電、中油、台鐵、台水等，每家營運均政策性低價為上述企業背負全民福

祉。反觀中華電信，卻年年 EPS 大賺四、五元，中華電擁有公共資源，卻大賺

錢，這合理嗎？」關於電信事業，過去背負者是政府，現在表面上還是政府，但

在民營化之後，實際背負者轉換成民眾，民眾有這個忍受的社會義務嗎？不盡然。

不只是中華電信，前述的證券交易所資料顯示，與中華電信分天下的其他業者同

樣都在做沒有風險、穩賺不賠的生意，但把風險丟給了他人。所以基地台的問題，

簡而言之，其實就是不平則鳴而已。 

 

第二節、結論 

 

過去國內關於基地台的論文，對於電磁波輻射的國際標準，皆完全採取

主流無害的立場，本文蒐集的資料，與主流相左，資料有限，難以在科學證

據上獲得有害的結論，但至少確認電磁波無害說並不完全為真。在當時國際

標準的制定過程，一直都有爭議，包括 WHO 電磁風險評估小組成員的人選及

經費來源，IARC 將電磁波改列為 2B 級致癌物及其改列的過程，都涉及正反

兩種意見的角力。不過，認為無害者是多數，而第二章也提到，WHO 電磁風

險評估小組成員之一的 Bernard Veyret 在 2010 年的國際電磁計畫會議紀錄有

一份數據，「124 份研究報告認為沒有效應的有 73 份符合其品質標準，102 份

的研究報告認為有效應的只有 11 份滿足品質標準。」因此本文所記載的科學

實驗資料，在證據權重法的操作下，即使認為電磁波有生物效應，因為是少

數，即使該少數已符合專家認定的品質標準，權衡之後總的來說，電磁波不

能說對人有問題，生物效應只是對人有生物反應，還不是傷害。過去電信公

司在架設基地台時甚至是通傳會舉辦的教育宣導會都是強調電磁波很微弱，對

                                                 
259邱復生，台灣土地開發董事長，現任國民黨中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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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沒有傷害的，在距離很遠的情況下也許是真的，但距離並不是技術上能

控制的，而是現實環境。基地台為服務大眾，就是必須蓋在人口最稠密的地

區，況且國外標準制訂是在熱效應實害強度以限縮 50 倍作為保護界線，從未考

量周邊民眾承受強度遠高於一般民眾千倍萬倍的時候，一概以一種冰冷的數字作

為標準，這正是以舊思維行政操作在面對民眾的恐懼，只要是標準以下就沒有討

論空間的二分法。我國的居住密度在全球是數一屬二的高，生物效應的產生也

並非不可能，在主流結果不甚一致及風險意識下，民眾的擔憂雖多半被認為

是道聽途說的結果，追根究底後，其實也不是毫無根據。當人們面對風險的議

題，所謂規範標準，只是數字而已。面對可能發生的危險，不管機率是高是低，

趨吉避凶終究是人性，行政院的變電工程事件以及公家機關不讓基地台架設就是

最好的證明。架設基地台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反射在財產上的不利益，本文所

舉的民眾訴願、購屋糾紛以及研究調查，基地台也被列為是購屋時必須揭露的鄰

避設施，因此，此種不利益存在是個事實。 

基地台抗爭的問題在於不公平，所謂的不公平是指民眾身處風險大於可

得利益。現狀而言，只有架設基地台的住戶獲得電信公司所謂敦親睦鄰的回

饋，例如提供高於一般租屋市場的設備擺置年租費用或是給予免費門號，身

處最大輻射的周邊住戶反而一無所得，更凸顯其不公平性。電信公司在我國

是特許事業也是寡佔事業，他們所涉及者為民生相關，與政府施政也息息相

關。由前章的全台基地台台數與住戶數分布數據大約可知，絕大多數的民眾

只是享受無線通訊帶來的便利，本來住的就遠，目視不會看到基地台在家附

近，所以也不會在意基地台帶來負面的影響，而電信公司提供服務，就像電

力公司或自來水公司的民生必須提供者而不能沒有它們，又在國內最佳企業

的光環及行銷包裝下，電信公司在某個角度又像是好鄰居般的親切。在政府

有意協助電信業者的政策與大多數民眾不受影響而漠不關心的雙面夾擊下，

住在基地台周邊的居民在媒體看到抗爭畫面似乎很強勢，數據上顯示，他們

其實是弱勢。另外，他們的立場與多數民眾是有所抵觸的，甚至說犧牲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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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多數都不為過。 

我國電信產業對於台灣整體經濟或社會有貢獻其實是有目共睹，然而它

的確也製造一些問題。電信產業好一面已是眾所周知，例如合理的通話費率、

虧損仍在偏遠地區設立基地台，甚至是贊助藝文、基層體育、人道關懷活動

等。本文雖舉出電信產業過去不好的一面以及長期的高獲利，並不在於揭發

或醜化，而在於凸顯業者得自社會者多，他們的好一面是站在一個國家保護

的有利位置所得到的結果，過於專注營利而忽略旁人的感受。業者只要營運

還可以，無須高明的行銷技術，國內就是有一定的市場，有機會成為少數被

特許的電信業者，就必定能分食一部份的市場而獲利260。幾年前的塑化劑事件，

許多知名企業都在名單之列，食品企業難道不明白做生意誠信的原則嗎？簡

單的講，企業就是為了獲利，獲利是為了永續，也不能說獲利就是惡。但某

些情況下，民眾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像是在拔河，政府為保障民眾應有的權

益，不能不瞭解企業的利益可能吸收了民眾的利益，故應不帶政治考量的檢

視與民生相關企業利益獲取的合理性，也包括電信產業。電信產業帶來的好

的一面，它們本身已經因而受益，觀念上不應該與它們帶來不好得一面去做

抵銷，而忽視弱勢者的利益。基地台的問題有一個癥結就是，電信業者合法

取得特許時，一開始政府就沒有考慮這一個面向，以至於電信業者推動建置

的過程，政府還必須協助清除基地台有害的言論，通傳會編預算年年舉辦的

教育宣導活動就是一例。不過，本文認為電信業獲利的一部份與少數基地台

電磁波承受者是有關連性的，政府當以利益調和的觀點，讓電磁波承受者獲

得一點點的利益。即使晚了一步，還是可以作為。經由本文討論，主管機關的

                                                 
260

 民國 99 年 1 月時任 NCC 副主委陳正倉曾多次邀請電信三大業者召開座談會、公聽會，並列

出 7 次溝通紀錄，強調 NCC 曾經努力要求電信業者提出要降價 5%的回饋方案，但業者自提的

回饋方案不被委員會接受。陳正倉同時公布，中華電信、台哥大及遠傳近十年獲利資料，指出光

是 97 年，中華電信獲利 450 億、遠傳 100 多億、台哥大 150 多億，三家營收淨利合計就達 700

多億元。台灣電信業很賺錢，並不是祕密。在全球金融海嘯下，去年第一季時，科技業龍頭台積

電只賺 15 億元，台灣大仍賺 32 億元，中華電信更賺 107 億元，…既然業者的獲利來自於執照特

許，業者沒有不調價的道理。中華電信、遠傳、台灣大，去年全年獲利逼近七百億元，在去年百

業蕭條的台灣，可說是一枝獨秀。副主委陳正倉說，台灣電信市場是否有超額利潤，這大家可以

去看看這三家業者獲利數字。見 http://nccwatch.org.tw/news/20100113/5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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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可朝以下四個方向思考： 

第一、基地台地理資訊公開：資訊公開必然是民眾基本權保障的前提，主管

機關應讓與民權益攸關的資訊主動的公開，促成電信業者面對民眾，業者與

民眾之間的問題就讓他們去溝通解決，政府的角色應在遊戲規則的制定。現

在的業者已經不再是十多年前成立之初的模樣，全台基地台建設業已穩定，

業者經濟上已經自主，企業規模成長數倍，獲利更屬穩健，政府已沒有幫業

者分攤責任的必要。主管機關既以通訊傳播基本法、資訊公開法花錢建置的

基地台地理資訊系統，原則上就希望藉由政府公開的環境資訊來提高民眾意

識與增加保障民眾權益的強度，但事與願違，民眾從該系統幾乎看不到與自

己切身的資訊，如果有，那也只是一般手機就可以得知，因此系統設置與否

並沒有實質差異。政府資訊公開法對於公開的資訊雖有「危害他人自由或財產」、

「職業上秘密」、「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等排除事項，但經本文的討論

皆不適用。重要的是，基地台的地理位置資訊原本就攸關民眾是否具有法律上

的訴訟權能，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六條該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且該資訊不

受營業秘密法之限制，更與個人資訊保護法無關。同樣的資訊，國外甚至已經

明確公開到經緯座標，在國內，主管機關仍裹足不前，不僅沒有確實實踐資

訊公開法，更容易讓民眾懷疑主管機關是否偏袒業者，讓往後的溝通，不管

是業者與民眾或是政府與民眾，難以在具互信基礎下進行。  

第二、基地台電磁波強度公開：民眾瞭解自家環境周遭到底有哪些基地台之

後，還希望知道基地台發射出來的電磁波強度是如何，這樣資訊經由本文的

介紹已經是成熟的科技，可以利用電腦模擬得知大致的強度，且正確度具有

一定的水準，這樣的資訊主管機關本應主動公開，不必經由人民申請即可取

得，電磁波之所以產生係因政府特許業業者後的結果，風險的造成與民眾無

關，民眾本來就有權利知道自己身處的風險程度。同時，讓民眾作為消息靈

通人士進而做出正確的決定是政府實施資訊公開法的目的，民眾本有遷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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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選擇新環境居住時，需要仰賴政府提供的資訊，基地台電磁波強度

正是這樣的資訊，這種資訊由前章介紹的技術可知，更是基地台主管機關隨

手可得，利用本項科技，同時可以消滅不具實益的電磁波量測工作，因為電

磁波強度在基地台開始運作之後，明明就是已知，沒有實際去測試的必要性，

一旦公開就可改變十多年來的制式的工作型態 - 民眾申訴、電信公司派 NCC

認可實驗室測量、無論怎麼量，結果都是差標準百倍千倍、宣告一件未測試

就已經知道結果的報告。第一類電信事業電台電磁波量測服務作業要點訂定

「同一座電台，一年內委託量測服務以一次為原則。」同要點又訂定「電磁

波量測服務之申請人，以與基地台或電台所在地同一位置或鄰近之住戶為限。」

當面對同一個基地台，不同的鄰近住戶都有資格申請，一個基地台往往是測

了又測，資源一直在浪費。電信公司這方面的人力或財力支出其實可以省下，

用在附近居民的敦親睦鄰上，反而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向。因此，主管機

關應指導業者主動公布每個基地台的電磁波功率密度分布資訊以及功率密度

平均值，將該資料建置在已建立基地台地理資訊系統中，以圖示呈現並與座

標關連。如此，人人都能透過簡易的方法知道自己身處現在及未來的風險值。

電磁波強度公開後，還具有一個效果，就是便於界定「何謂超出一般人的容

忍範圍」。現在的法令是以「以水平方向正前方十五公尺為界」，在這樣法令

認定，是以外觀距離而非實際強度，本質上過於粗略而不透明。十多年來，

有上萬件的申訴案，有很多人有受害感，卻從沒有一個受害人，似乎說明基

地台爭議自始自終是個假議題，但看起來卻又不是，形成一種主管機關明知

沒有爭議卻又不斷介入協調的怪現象，其實這都源於民眾獲得的資訊太少所

致，電磁波強度透明後，至少可使電磁波製造源的業者開始向適格民眾對話

的可能，而民眾根據承受風險的公平性，才能有所本的與業者溝通。 

第三、訂出風險標準：目前的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風險製造者付出給風險承擔

者的外部成本理所當然，但這種過程從不會自然發生，它需要一定外力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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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態度是關鍵。風險承擔與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是基地台爭議最核心的部分，電

磁波強度透明之後，民眾會主動關心自身的風險，從而也得知全體的平均風

險，當業者要把基地台設在人家隔壁的時候，就是有一部份住戶處於極高風

險狀態，公開電磁波強度也正是訂定出風險標準的時候，主管機關是可以訂出

高出平均值多少應可認定為超出「一般人的容忍範圍」，就如同現行的國際電磁

波輻射標準，目前亦為我國環保署所參照者，係基於電磁波造成熱效應的水準予

以降低 50 倍而認定為人類生活環境所可承受，至於這 50 倍只是物理上的一種層

次的計算，暗示熱效應的水準在 50 倍以下應屬非常安全。同樣的道理，一般人

承受的電磁波水準，若比平均水準高出百倍或千倍，能否被視為超出「一般人的

容忍範圍」？其實這才是從民眾公平性的觀點看待事情，但訂出多少倍並非本文

所欲探究者，本文只想指出，民眾所感受到的問題往往不涉及標準是多少，而是

為何如此的不公平。主管機關如果一直往是否超過標準去思索，問題永遠不可能

解決。本文第三章所舉的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64 號判例長期低噪音案例，

其噪音分貝數皆在管制標準內，最高法院即捨棄標準而以超出「一般人的容忍噪

音範圍」，認定長期噪音製造者仍有侵害。類似的未超過噪音管制標準而需做出

補償亦在本文第五章介紹，政府向航空站徵收噪音防制費後，並訂定航空噪音的

回饋辦法，以一定分貝級數或高於等噪音線圖即符合補償標準，該等噪音線分貝

級數也都小於噪音管制標準。不僅如此，航空噪音的回饋辦法是以實際受影響程

度來決定回饋的多寡，這樣的事實基礎，與基地台電磁波的情況可謂完全相同。

環保署依據環境基本法、資訊公開法而建置非游離輻射管制網，通傳會則依據傳

播基本法、資訊公開法建置行動通信基地台服務資訊系統，環保署與通傳會部分

的職掌皆在於基地台電磁波的管制，本文認為，不管是環保署或通傳會依法公開

電磁波強度後，繼而可仿效航空噪音的回饋辦法訂定出電磁波風險標準，一方

面取代不合宜的天線正向十五公尺內為適格訴願人的規定，二方面也顯示出政府

努力調和利益的用心，真正照顧到少數民眾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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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督促業者實踐真正的敦親睦鄰：本文第五章介紹過去學術研究探討基地台

與房價的關係，結論皆呈現負相關，實務上，基地台在不動產交易屬必須揭露的

鄰避設施之一，可見基地台的設置對於民眾財產價值造成一定的減損效果。主流

科學研究雖不認為基地台電磁波對人有傷害，但是基於人類趨吉避凶的本性，能

離風險越遠當然是越好，多半民眾對基地台產生反感的的現象自然不能單純的解

釋是出於無知，其實是正常心理。基地台與傳統神壇、加油站、瓦斯槽或高壓電

塔等鄰避設施不同在於，民眾早已居住在先才建設基地台，民眾別無選擇，且基

地台多半位於人口最密集處，通常也是區段較具價值者，故基地台一旦興建，房

價受影響的程度就更為明顯。本文第五章介紹同屬鄰避設施的汙水處理廠、 

垃圾焚化場或是航空站，經過居民長期的爭取，終於獲得以特別公課操作的模式，

向汙染製造者收取一定的費用而回饋給被汙染者，基地台的問題與上述汙染具有

相同的本質，實可予以立法比照，但在立法之前，本文尚述及業者自願性義務的

解決手段。在第五章所論的社會自我管制中，本文雖認為業者普遍私自設立基地

台而與民交惡，而認為其不可行。但本文卻是期待業者能將心比心，以自願性的

作為，追求永續經營。不僅是電信業者也包括主管機關必須體認，電信服務業之

所以能持續穩定的高獲利，業者固然努力，大部份仍來自政府支持與全民奉獻的

結果。全民因電信業者的存在而享受，電信業者因全民的貢獻而受惠，但這全民

中的極小部分，雖亦受益但受害更深。因此，本文認為電信業獲利的一部分本是

全民中這極小部分犧牲的結果，這所謂已超出一般人電磁波容忍範圍的極小部分，

理當有回饋機制而予以補償，主管機關若從社會自我管制的角度出發，指導督促

業者成功地實踐真正的敦親睦鄰，最後大家都是贏家，基地台設在哪裡可能都已

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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