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即將到來的5G世界，很不可思議嗎？其實我們的通訊技術大約每

十年都會躍升一大級。5G後還有6G，會在2030年普遍應用；7G、8G也會

在未來陸續蒞臨，而你將是人類邁向「萬物互聯」的見證者！

17

三大
特色

三大
特色 1 超高速

下載一部 1 2 0分鐘的影

片，4G六分鐘，5G呢？

不到四秒。

2 大連結，真正物聯網來臨

所有家電和機械彼此感應，自動傳

遞資料，完成任務。人類只需監

督，或是當機器出問題時設法排除

困難。

3 低延遲、畫面不卡卡 

玩遊戲不 lag，5G網路反應時

間，比眨眼快400倍。

＊G是「世代」（Generation）的英文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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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5G＊？就是「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G的網路速度，比

現在多數人使用的4G更快。

如果你以為5G只是快速下載高畫質影片、玩遊戲不會卡卡的，那

就太小看它了。因為5G要做的，是全面顛覆你的生活！

「再過兩天牛奶就要過期了」，智慧冰箱透過手機提醒你食物期

限；在智慧工廠裡，機器人員工可以彼此交換訊息，不必透過人類。

「唧！」一輛無人自駕車臨時變換車道，原來它收到通知，前方路

段發生事故⋯⋯

無人機進行例行檢查，發現橋墩異常下陷，緊急回傳資料，即刻化

解了一場斷橋危機。

新聞報導：臺東偏鄉一位腦溢血病患手術成功！為他執刀的，是遠

在數百公里外，臺北的腦科權威醫生。

撰文／賴佳慧　繪圖／Singing　企編／蔡珮瑤　版面／李健邦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顧問．審訂／許清祥（遠傳電信網路暨技術群經理）、魏宏宇（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

                               孔令傑（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歡迎來到5G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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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通訊演進：

烽火臺 飛鴿傳書  驛站  信件 電報 電話 

第一支手機誕生，只能

語音通話，卻是劃時代

發明—人類從此可以

在移動中講電話。

通話品質比之前好，

但有雜訊，在行駛的

車子裡容易斷訊。另

外能傳簡訊了。

開始能聽音樂、傳圖

片、看影片。

增加視訊、導航、玩

線上遊戲、在購物網

站上買東西等功能。

無線通訊 
就是電磁波
我們現在能用

網路講電話、看影

片，都是因為電磁

波。不同電磁波頻率

不同，人們利用它們

做不一樣的事，像

結帳時店員掃描條

碼的紅外線，以及X光都是電磁波。電
磁波還能傳遞能量，所以可以用來傳遞

數位資料。

像馬賽克拼圖的2G

2G最大的突破，便是把
聲音轉成數位訊號。怎麼做？

將一段訊息切成很多碎片，然

後利用電磁波傳出去，對方收

集、還原，便能理解。這很像

你傳了小狗拼圖給朋友，分開

時間傳、也不按順序傳，最

後只要朋友接收到的訊息「幾

乎」完整，就能知道是小狗圖。

訊息數位化的好處是：切成碎片的訊息，等

同於壓縮了，傳遞速度變快。

1G 1980-1990
移動通訊時代

2G 1990-2000  
數位時代

1G以前

2000-2010  
手機上網

3G 2010-2020  
網際網路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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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來，為了跟遠方的人聯絡，人類費盡了苦心。從火炬、烽火臺、飛鴿傳

書、驛驛站⋯⋯到近代的電報和電話，每種通訊方式都是當時的創意與大革命。

電腦的出現，把人類推向另一個嶄新境界：四十多年後，網際網路讓地球成為一個

相互連接的全球資訊網，一瞬間，大家的距離縮小了，人與人的聯繫方便又快速。

只不過，上網很方便，也讓通訊頻道塞爆。人類又開始動腦，用分頻、分時、分

碼，解決頻道塞車窘境。

什麼是分頻、分時、分碼？想像一下，你跟朋友在速食店，周圍一群人鬧哄哄

的，可以用什麼方式聊天呢？以下的三個方法，就類似科學家使用的三種技術：

是不是好聰明？2G、3G、4G和5 G，電信業者都應用了這三種技術，大大提高

通訊效率。

你高我高，你低我低：對方用

高亢聲音說話，你也用高亢的

聲音說話，跟其他不同聲頻的

人做區隔，這是「分頻」。

說同一種語言：有人用中文，

有人用日語，有人說英語⋯⋯

就算大家同時說話，使用同一

種語言的人也能彼此聽清楚，

不會搞混，這稱作「分碼」。

趁空檔說：趁別人說話的空檔

說話，這叫「分時」。

今天天氣

真好！

請問你叫

什麼名字？

I'm fine.
我叫小天。

How are you?

お元気
ですか。

元気です。對啊，終於

放晴了！

1 2 3

大接力通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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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5G新高速公路
讓5G速度高速飛躍的第一功臣，

就是毫米波，也就是頻率高的電磁

波。其實人類早發現毫米波了，但研

發技術門檻較高，一直沒有好好應

用。當低中頻率的電磁波頻道不夠

時，電信業者便把腦筋動到另一大片

空地─應該說是一條空蕩又寬敞的

高速公路，這條多出來的高速公路，

實現了大家飆網速的願景。

由於24GHz以上、高頻段的毫米

波，還沒有完全普及，目前5G使用的

電磁波還有另一種：6GHz以下的電

磁波。你也許覺得奇怪，6GHz不是      

毫米波，怎麼超高速？配合其他技術

就行了，像在基地臺裝上「比以前更

多根天線」⋯⋯

電磁波頻率愈高，赫

茲愈高*，穿透力愈強，
4G使用的電磁波大約在
4 5 0 M H z到3 8 0 0 M H z
（百萬赫茲）之間；5G
的更高，在24GHz（千兆
赫茲）以上，屬於毫米波

等級。而肉眼看不見的太

陽光與紫外線，是頻率最

高的電磁波。

*赫茲（Hz），指的是一秒內，

週期性事件發生的次數。比如有

隻蜂鳥，一秒鐘翅膀拍動50次，

那牠翅膀振動頻率就是50赫茲。

人類耳朵可以聽到10 KHz的電磁

波，也就是10000赫茲。

電磁波與頻率

頻率

1018 Hz

高

低

1016 Hz

100GHz

1GHz

100MHz

10KHz

1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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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影片時，螢幕中央那個「加載中」的小圈圈，是不是好掃興？隨著5G到來，

這惱人的小圈圈即將走入歷史。

5G的第一個魔力就是網速快！不必買高規格硬體設備，也能盡興玩3A級遊戲。

只要上網，免下載、安裝，就能像看影片一樣，直接玩遊戲。

還有，如果你曾因為無法親臨演唱會現場，為偶像應援而懊惱，5G也讓情況大逆

轉，在家看演唱會比現場過癮。戴上VR裝置，彷彿置身搖滾區，多視角功能，任你切

換，讓你專心看偶像──在現場，每位歌手都有自己專屬的攝影機，

只要設定，就不會錯過任何畫面。

怎麼辦到的？5G的網速比4G快一百倍！

360度全影像：

除了心愛偶像，你也

可以看看樂團或現

場其他花絮

同步雙字幕：

讓你一邊聽歌，

一邊跟偶像學外語

You want the moves

You want the moves

like jagger
like jagger

你想像Jagger一樣你想像Jagger一樣

擺動身體擺動身體

超高速 魔力！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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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來了
當世界上所有物品都裝上感

應器，彼此可以交換資料、溝通，

會發生什麼事？冰箱告訴你食物的

保存期限；一到家，暖氣已開啟，

浴缸也有熱呼呼的洗澡水；貓咪

好像感冒了，項圈正透過手

機提醒你，並提供你鄰近

所有動物醫院的資訊⋯⋯

這就是物聯網Internet of 
�ings，簡稱IoT。

水溫已調

至39℃

5G在大都會區架設的基地臺模式：市中

心多使用小型基地臺補足大型基地臺的

缺口，郊區則使用大型基地臺。這樣無

論是市區、郊區，5G訊號都能覆蓋。

4G的基地臺訊號覆蓋的範圍比較廣，

但也比較沒效率。5G基地臺像探照

燈，把訊息聚焦在用戶身上。

家中的貓咪身體不舒

服，獸醫可預約的時

間如下……

從前基地臺與手機的天線數量小，無法傳送太多資

料；「多輸入多輸出天線」技術出現後，大大提升

了網路傳輸資料量。

4G 基地臺的訊號頻率比5G低，但傳得比較遠；為

了克服無法傳遠的先天弱勢，5G傾向設置多架小

型基地臺。

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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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使用的電磁波不是毫無缺點。頻率愈高、

頻寬愈寬的電磁波，傳遞的訊息量比較多，但也

容易受到建築物或天氣影響，訊息無法傳送到遠

方，或因下雨影響通話品質。電信業者於是腦力

大激盪，把焦點放在改良基地臺的天線，以及更

精準收發訊息兩件事情上。

假如4G基地臺是一盞發光燈泡，5G基地臺就

是一束強大的聚光燈，能「精準找到」手機使用

者。手機跟基地臺收發訊息都需要天線，隨著科

技發展，天線的尺寸愈來愈小─這表示電信業

者可以把更多天線塞進手機跟基地臺，訊息傳輸

量暴增。

聽過「海量資料處理」嗎？有了超高效率的

基地臺，以及對你窮追不捨的電磁波，我們可以

傳輸比以前更多，像大海一樣多的資料。驚人的

網速，遇上了日新月異的大數據、人工智慧、圖

像分析辨識⋯⋯砰！一個萬物相聯的「物聯網」

時代，隨著5G一塊降臨！

好冷喔！

請開暖氣。

雞肉已經解凍。

暖氣已開啟。

需要幫您泡杯

熱可可嗎？

家裡的雞肉已經解凍了，

買些香菇回家煮雞湯吧！

大連結 來了物聯網 哈啾！

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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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附近算一算──邊緣運算
自駕車必須隨時蒐集路上所有

狀況、即時分析、決定車子要不要轉

彎、加速，甚至煞車或停車。從前資

料會在比較遠的地方運算，比如雲

端，現在這類繁複的計算工作更靠近

車子了，縮短了車子反應時間。邊緣

運算縮短資料傳輸時間，提升了自動

駕駛車的穩定性，實現真正自駕車奔

馳路上的最後一哩路。

真正的無人自駕車
不是有特斯拉了？為什麼說5G讓自駕車

夢想成真？其實，現在大部分的自駕車還不

算是「真正的」自駕車。真正的自駕車需要

有車輛定位、偵測並辨識物體的追蹤系統、

對於移動中的物體做預測，以及最關鍵的決

策系統。要完全無人駕駛，又能偵測外邊移

動中的物體，並做出對的反應⋯⋯會產生爆

炸多的數據，縮短資料傳輸延遲勢在必行。

攝影機錄下高畫質影片，即時回攝影機錄下高畫質影片，即時回

傳給遠端需要的單位，例如自駕傳給遠端需要的單位，例如自駕

車公司或是政府交通單位。車公司或是政府交通單位。

機車，汽車，貨車⋯⋯上都裝有機車，汽車，貨車⋯⋯上都裝有

設備，隨時感應周遭狀況。設備，隨時感應周遭狀況。

業者將處理資料的伺服器，裝在我們的四周。業者將處理資料的伺服器，裝在我們的四周。 前面路口

下雨了。

這次病患有什麼

特別需求？

病患約5分鐘到

急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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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遊戲時，最討厭網路延遲、畫面卡住了！

網路為什麼會延遲？比如看影片，點擊螢幕上的三角

形，手機會將這個「請求」上傳「網路」，網路再將請求傳

送到影片的相關資料處理器，處理器「回應你的請求」後，

再為你「播放影片」，這過程需要的時間就是「延遲」。

從前這些「請求」會傳很遠很遠才能得到「允許」，有

些資料處理器甚至在國外。現在通訊業者把機器搬到我們附

近─立刻處理，立刻回傳。這種新模式叫「邊緣運算」。

邊緣運算像是打通5G任督二脈的神功，讓不同地區的活動，變

成可以「同步」，於是：醫生能幫遠方的病人開刀了；無法深入危

險地區的救難人員也能利用無人機勘災同時救援⋯⋯在所有即時體

驗中，最讓大家期待的，莫過於馬路上奔馳的無人自駕車！

低延遲 智慧生活更安全

無人自駕車無人自駕車

智慧交通號誌。各路智慧交通號誌。各路

口交通號誌根據車流口交通號誌根據車流

量 ，調節號誌轉換，量 ，調節號誌轉換，

道路疏導，必要時提道路疏導，必要時提

醒駕駛改道。醒駕駛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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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遠傳電信公共關係處協助

5G讓我們更依賴網
路，萬一有人拿它做

壞事⋯⋯

你說資訊

安全嗎？ 

怎麼了？ 

對，我的血型、住哪裡、喜歡吃

什麼、買過什麼、有哪些朋友，

在網路上說過什麼話⋯⋯是不是

更容易被人知道？

洗衣機、大門連上

物聯網，被駭了不

是連門都出不去？

不只這樣，公司的交易、政府的談

判、國家安全⋯⋯不必有人搗蛋當

駭客，只要停電或網路當機，城

市甚至國家就會癱瘓。

隱私權呢？未來會有

更多的攝影機記錄我

們一舉一動，想起來

就怕⋯⋯

所以政府與相關業者必須想

辦法制定、研發更嚴格的

法律與防駭系統。

人類歷史裡，每當出現新科技，必定

會對當時的世界與人類社會帶來方

便，也帶來影響。你剛才提到的問

題，之前工業革命、電腦、行動電話出

現時⋯⋯也發生過。當社會出現新問

題，相關配套的法律也一併出現。

我們不可能只接受新科技的

好處，拒絕新科技帶來的風

險，對吧？

對，關鍵還是在人身上─人如何善良、

聰明使用自己發明的產品，讓生活變

更好。這不就是人類發明新科技的動力嗎？

我還想到，新科技應用會比

以前做更多的事，當機器做

錯了決定，誰該負責？機器

製造商？還是用機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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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來、新角色、新挑戰
電影裡的情節，現在竟
然成真，真不可思議！

5G不只帶來新生活，
也帶來新挑戰。

許多公司或機構的角色變

了。像醫院，以前只治療

或檢查疾病，未來是全方

位的健康管理中心。

什麼意思？

對，5G會持續監測我們
的身體狀況，提供即時

數據給醫院。

現在車子不只是交通工具，還

是娛樂空間。汽車公司除了把

自駕車租出去，還跟影音公司合

作—當車子自駕，乘客可以觀

賞高畫質直播球賽。

車商以前賣車子，現在

賣體驗。大人好享受，

我們小孩呢？

因為疫情，許多國家的學生開始

遠距上課，5G讓畫質更清晰，
也帶來沉浸式互動教學。

沉浸式教學

是什麼⋯⋯

戴上裝置，就來

到虛擬教室，裡面

有老師也有同學⋯⋯

像電影《一級玩

家》一樣吔！

將來這個虛擬分

身還能交朋友，

多人唱歌，玩桌

遊，購物⋯⋯

參考資料：大和有話說 https://dahetalk.com/   《數位時代雜誌316期．探索5G殺手級應用》2020.9月

好讓人期待！

等等，我覺得

怪怪的⋯⋯

封面故事

P016-027_封面故'事-5G-0119.indd   26P016-027_封面故'事-5G-0119.indd   26 2021/1/19   下午7:422021/1/19   下午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