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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區域的選定 

取其發射天線最大增益的-3dB 張角（約天線面向左右各 60°）、最大半徑為

20 公尺以內、一般民眾可以活動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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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示意圖上標示出給予的天線編號及面向 

 

若是量測區域皆在人員不可到達之處，如基地臺在圍牆邊或圍牆外，則量測

點改為在天線後方 20 公分處、以及左右兩側 20 公分處各量測一點 

 

 

 

 



1.行動電話基地臺(包括鐵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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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先使用測距工具估算出量測區域的面積，依照檢測方法量測區域面積為 20

平方公尺以內、20~100 平方公尺以內、大於 100 平方公尺時 

則在量測區域距離牆面 20 公分處的範圍內，分別以 1 公尺、2 公尺、3 公尺

為間距，開始繪製橫向及縱向格線 

 

橫向及縱向格線的交點即為量測點，可於示意圖上依行列數給予對應的編號。

若量測點為人員無法到達之處則不量測 

若量測位置不在基地臺的量測區域內，像是對面樓頂一般人員可達之處、住

家、辦公室內，可依陳情人指定量測點進行量測 



1.行動電話基地臺(包括鐵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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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1 10 秒鐘最大值法及 6 分鐘平均值法 

量測順序可依照量測點編號由一側開始 

使用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為量測儀器，以儀器最大值量測模式，於每一量測

點進行離地面高度 0.2 至 2 公尺的連續掃描，掃描時間不小於 10 秒，再將 10

秒鐘最大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若所有量測點皆沒有超

過環境建議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點其 10 秒鐘量到的最大值高於環境建議值（示意圖上標示為▲），

則需在此量測點上找出最大值發生的高度位置，並以儀器平均值量測模式，於該

位置持續量測 6 分鐘，再將 6 分鐘平均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

錄表中 

若量測點皆沒有超過環境建議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若任何量測點其 6 分鐘

量到的平均值高於環境建議值，則需進行步驟 3.2，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

場強是否均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步驟 3.2 6 分鐘平均值超過環境建議值的處理方式 

倘若有量測點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量測 6 分鐘的平均值仍高於環境建議值，

需以天線與頻譜儀組成之量測系統，在此量測點上進行三軸場強量測，讀取 6

分鐘最大值(三軸向的和方根值)及對應的頻率，藉以判斷該頻率是否由該站址的

基地臺所產生 

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均由該站址的基地臺所產生，則該量測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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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鐘平均值為量測結果 

若超過環境建議值之原因是環境中其它發射源所造成，因各頻段所對應的環

境建議值不同，因此需以檢測方法中「六、結果處理」所述的公式計算，以判定

是否超過環境建議值 

 



2.調幅（AM）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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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位置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位置應先在量測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拍照、繪製示意圖以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

(建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區域的選定 

調幅（AM）廣播電臺其天線場型在水平方位角方向上為均勻等向性，電磁

波能量向四面八方輻射，因此量測區域選定以天線為中心的圓形區域 

 

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以天線為中心，於量測區域內選擇一個十字形作為 4 條量測路徑。實際量測，

量測路徑可視範圍內的地形地物以及是否有民眾經常會於該區域活動等因素來

調整 

2.調幅（AM）廣播電臺 



2.調幅（AM）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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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量測區域之最大半徑定為電臺發射信號之 1/4 波長，約為 45 公尺至 150

公尺之範圍；若同一電臺有不同工作頻率時，取頻率最低信號之 1/4 波長為量測

區域之最大半徑 

 

 

 

 

 

 

 



2.調幅（AM）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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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每一量測路徑上，如天線周圍未設圍牆或其他障礙物時則自最接近天

線 0.2 公尺距離之處至最遠量測點之間，等間距定出其他 3 個量測點四條量測路

徑共計 20 個量測點 

部分電臺會在天線外圍以圍牆隔離出管制區域，使一般民眾不能進入，因此

量測路徑上最接近天線的量測點，選定在圍牆外距牆面 0.2 公尺位置如未設圍牆

或其他障礙物時，則選定在一般民眾能最接近天線處 

若因天線周邊環境因素，使得人員實際可到達之最遠距離小於最大半徑時，

則在最接近天線處與最遠可到達時距離之間等間距定出其他 3 個量測點進行量

測 

 

 



2.調幅（AM）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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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1 10 秒鐘最大值法及 6 分鐘平均值法 

在量測時必須由距發射天線最遠的量測點往天線方向移動逐點進行量測，以

避免危及人員與儀器安全 

使用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為量測儀器，以儀器最大值量測模式，於每一量測

點進行離地面高度 0.2 至 2 公尺的連續掃描，掃描時間不小於 10 秒，再將 10

秒鐘最大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若所有量測點皆沒有超

過環境建議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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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任何量測點其 10 秒鐘量到的最大值高於環境建議值（示意圖上標示為▲），

則需在此量測點上找出最大值發生的高度位置，並以儀器平均值量測模式，於該

位置持續量測 6 分鐘，再將 6 分鐘平均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

錄表中。若量測點皆沒有超過環境建議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點其 6 分鐘量到的平均值高於環境建議值，則需進行步驟 3.2，

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是否均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步驟 3.2 6 分鐘平均值超過環境建議值的處理方式 

倘若有量測點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量測 6 分鐘的平均值仍高於環境建議值，

需以天線與頻譜儀組成之量測系統，在此量測點上進行三軸場強量測，讀取 6

分鐘最大值(三軸向的和方根值)及對應的頻率，藉以判斷該頻率是否由該站址的

基地臺所產生



6.無線區域網-等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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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位置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位置應先在量測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拍照、繪製示意圖以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

(建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區域的選定 

調頻（FM）廣播電臺，電磁波能量向天線面向的方向輻射，因此量測區域原

則為以天線面向當作中心線之扇型區域 

實際量測，量測區域可視範圍內的地形地物以及是否有民眾經常會於該區域

活動等因素來調整 

 

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找出正對天線面向的線段，以及天線最大增益的-3dB 張角之線段半功率波束

寬，約為 90 度夾角，作為三條量測路徑，量測路徑上，最遠量測點為距離天線

50 公尺處，且一般民眾可到達之位置 

 

 

 

 

3.調幅（FM）廣播電臺 



6.無線區域網-等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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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每一量測路徑上，如天線周圍未設圍牆或其他障礙物時則自最接近天

線 0.2 公尺距離之處至最遠量測點之間等間距定出其它 3 個量測點。三條量測路

徑共計 15 個量測點 

 

部分電臺會在天線外圍以圍牆隔離出管制區域，使一般民眾不能進入，因此

量測路徑上最接近天線的量測點，選定在圍牆外距牆面 0.2 公尺位置如未設圍牆

或其他障礙物時，則選定在一般民眾能最接近天線處 

 

 

 

 

 



6.無線區域網-等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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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天線周邊環境因素，使得量測區域內人員實際可到達之最遠距離小於 50

公尺，則在最接近天線處，與最遠可到達位置之間等間距定出其它 3 個量測點進

行量測 

 

步驟 3.1 10 秒鐘最大值法及 6 分鐘平均值法 

在量測時必須由距發射天線最遠的量測點往天線方向移動逐點進行量測，以

避免危及人員與儀器安全 

使用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為量測儀器，以儀器最大值量測模式，於每一量測

點進行離地面高度 0.2 至 2 公尺的連續掃描，掃描時間不小於 10 秒，再將 10

秒鐘最大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若所有量測點皆沒有超

過環境建議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6.無線區域網-等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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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任何量測點其 10 秒鐘量到的最大值高於環境建議值（示意圖上標示為▲），

則需在此量測點上找出最大值發生的高度位置，並以儀器平均值量測模式，於該

位置持續量測 6 分鐘，再將 6 分鐘平均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

錄表中。若量測點皆沒有超過環境建議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點其 6 分鐘量到的平均值高於環境建議值，則需進行步驟 3.2，

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是否均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步驟 3.2 6 分鐘平均值超過環境建議值的處理方式 

倘若有量測點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量測 6 分鐘的平均值仍高於環境建議值，

需以天線與頻譜儀組成之量測系統，在此量測點上進行三軸場強量測，讀取 6

分鐘最大值(三軸向的和方根值)及對應的頻率，藉以判斷該頻率是否由該站址的

基地臺所產生 



6.無線區域網-等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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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均由該站址的基地臺所產生，則該量測點以

6 分鐘平均值為量測結果 

若超過環境建議值之原因是環境中其它發射源所造成，因各頻段所對應的環

境建議值不同，因此需以檢測方法中「六、結果處理」所述的公式計算，以判定

是否超過環境建議值 



4.無線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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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位置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位置應先在量測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拍照、繪製示意圖以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

(建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區域的選定 

無線電視臺電磁波能量向天線面向的方向輻射，因此量測區域原則為以天線

面向當作中心線之扇型區域 

實際量測區域可視範圍內的地形地物以及是否有民眾經常會於該區域活動

等因素來調整 

 

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找出正對天線面向的線段，以及天線最大增益的-3dB 張角之線段半功率波束

寬，約為 90 度夾角，作為三條量測路徑量測路徑上，最遠量測點為距離天線 50

公尺處，且一般民眾可到達之位置。 

4.無線電視臺 



4.無線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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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每一量測路徑上，如天線周圍未設圍牆或其他障礙物時則自最接近天

線 0.2 公尺距離之處至最遠量測點之間等間距定出其它 3 個量測點。三條量測路

徑共計 15 個量測點 

 

部分電臺會在天線外圍以圍牆隔離出管制區域，使一般民眾不能進入，因此

量測路徑上最接近天線的量測點，選定在圍牆外距牆面 0.2 公尺位置如未設圍牆

或其他障礙物時，則選定在一般民眾能最接近天線處 

 

 

 

 

 



4.無線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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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天線周邊環境因素，使得量測區域內人員實際可達之最遠距離小於 50

公尺，則在最接近天線處，與最遠可到達位置之間等間距定出其它 3 個量測點進

行量測 

 

步驟 3.1 10 秒鐘最大值法及 6 分鐘平均值法 

在量測時必須由距發射天線最遠的量測點往天線方向移動逐點進行量測，以

避免危及人員與儀器安全。 

 

 

 

 

 



4.無線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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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為量測儀器，以儀器最大值量測模式，於每一量測

點進行離地面高度 0.2 至 2 公尺的連續掃描，掃描時間不小於 10 秒，再將 10

秒鐘最大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若所有量測點皆沒有超

過環境建議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點其 10 秒鐘量到的最大值高於環境建議值（示意圖上標示為▲），

則需在此量測點上找出最大值發生的高度位置，並以儀器平均值量測模式，於該

位置持續量測 6 分鐘，再將 6 分鐘平均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

錄表中。若量測點皆沒有超過環境建議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點其 6 分鐘量到的平均值高於環境建議值，則需進行步驟 3.2，

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是否均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4.無線電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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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2 6 分鐘平均值超過環境建議值的處理方式 

倘若有量測點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量測 6 分鐘的平均值仍高於環境建議值，

需以天線與頻譜儀組成之量測系統，在此量測點上進行三軸場強量測，讀取 6

分鐘最大值(三軸向的和方根值)及對應的頻率，藉以判斷該頻率是否由該站址的

基地臺所產生 

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均由該站址的基地臺所產生，則該量測點以

6 分鐘平均值為量測結果 

若超過環境建議值之原因是環境中其它發射源所造成，因各頻段所對應的環

境建議值不同，因此需以檢測方法中「六、結果處理」所述的公式計算，以判定

是否超過環境建議值 



5.室內行動電話基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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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區域的選定 

若天線架設在室內天花板上時，在其正下方前後左右約 75°之圓形區域，且

民眾可以活動範圍為量測區域 

 

若天線架設於室內牆面或柱子上時，依室外基地臺之量測方法進行選定 

5.室內行動電話基地臺 



5.室內行動電話基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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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架設在室內天花板上的天線，在圓形區域內選擇兩個正交軸線為量測線 

 

步驟 3.1 10 秒鐘最大值法及 6 分鐘平均值法 

使用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為量測儀器，以儀器最大值量測模式，距離地板 2

公尺的量測高度，在每一量測線上連續移動掃瞄量測，共兩個值。掃描時間不小

於 10 秒，再將 10 秒鐘最大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若

量測線皆沒有超過參考位準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5.室內行動電話基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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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任何量測線其 10 秒鐘最大值高於參考位準值（示意圖上標示為▲），則需

在此量測線上找出最大值發生的位置，並以儀器平均值量測模式，於該位置持續

量測 6 分鐘，再將 6 分鐘平均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

若量測點皆沒有超過參考位準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點其 6 分鐘量到的平均值高於參考位準值，則需進行步驟 3.2，

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是否均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步驟 3.2 6 分鐘平均值超過參考位準值的處理方式 

若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量測 6 分鐘，其平均值之量測結果仍高於參考位準

值，應以頻譜分析儀系統在此量測點上進行三軸向的場強量測，取其 6 分鐘最大

值，並以三軸量測結果取其均方根值，以確認該超出參考位準值的電磁波是否均

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若確定為被測發射基地臺所產生，則仍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 6 分鐘平均值

為量測結果，若超過參考位準值之原因是存在其他訊號所造成，須以頻譜分析儀

系統量測並計算曝露比「六、結果處理」



6.無線區域網-等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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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區域的選定 

使用等向性天線，取其正下方前後左右約 75°之圓形區域，且民眾可以活動

範圍為量測區域 

 

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使用等向性天線，以在圓形區域內選擇兩個正交軸線為量測線 

6.無線區域網-等向性天線 



6.無線區域網-等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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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1 10 秒鐘最大值法及 6 分鐘平均值法 

使用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為量測儀器，以儀器最大值量測模式，距離地板 2

公尺的量測高度，在每一量測線上連續移動掃瞄量測，共兩個值。掃描時間不小

於 10 秒，再將 10 秒鐘最大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若

量測線皆沒有超過參考位準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線其 10 秒鐘最大值高於參考位準值（示意圖上標示為▲），則需

在此量測線上找出最大值發生的位置，並以儀器平均值量測模式，於該位置持續

量測 6 分鐘，再將 6 分鐘平均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

若量測點皆沒有超過參考位準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點其 6 分鐘量到的平均值高於參考位準值，則需進行步驟 3.2，

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是否均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6.無線區域網-等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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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2 6 分鐘平均值超過參考位準值的處理方式 

若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量測 6 分鐘，其平均值之量測結果仍高於參考位準

值，應以頻譜分析儀系統在此量測點上進行三軸向的場強量測，取其 6 分鐘最大

值，並以三軸量測結果取其均方根值，以確認該超出參考位準值的電磁波是否均

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若確定為被測發射基地臺所產生，則仍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 6 分鐘平均值

為量測結果，若超過參考位準值之原因是存在其他訊號所造成，須以頻譜分析儀

系統量測並計算曝露比「六、結果處理」



7.無線區域網路-天線非正下方之等向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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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區域的選定 

使用等向性天線，其天線非正下方（天線架於牆壁邊或牆面上），以天線為圓

心，取最大水平距離半徑 2 公尺之圓形區域內，且民眾可活動範圍為量測區域 

 

 

7.無線區域網路-天線非正下方之等向天線 



7.無線區域網路-天線非正下方之等向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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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使用等向性天線，以在圓形區域內選擇兩個正交軸線為量測線 

 

步驟 3.1 10 秒鐘最大值法及 6 分鐘平均值法 

使用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為量測儀器，以儀器最大值量測模式，距離地板 2

公尺的量測高度，在每一量測線上連續移動掃瞄量測，共兩個值。掃描時間不小

於 10 秒，再將 10 秒鐘最大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若

量測線皆沒有超過參考位準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7.無線區域網路-天線非正下方之等向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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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任何量測線其 10 秒鐘最大值高於參考位準值（示意圖上標示為▲），則需

在此量測線上找出最大值發生的位置，並以儀器平均值量測模式，於該位置持續

量測 6 分鐘，再將 6 分鐘平均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

若量測點皆沒有超過參考位準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點其 6 分鐘量到的平均值高於參考位準值，則需進行步驟 3.2，

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是否均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步驟 3.2 6 分鐘平均值超過參考位準值的處理方式 

若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量測 6 分鐘，其平均值之量測結果仍高於參考位準

值，應以頻譜分析儀系統在此量測點上進行三軸向的場強量測，取其 6 分鐘最大

值，並以三軸量測結果取其均方根值，以確認該超出參考位準值的電磁波是否均

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若確定為被測發射基地臺所產生，則仍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 6 分鐘平均值

為量測結果，若超過參考位準值之原因是存在其他訊號所造成，須以頻譜分析儀

系統量測並計算曝露比「六、結果處理」



8.無線區域網路-方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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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0.到達量測站址前置作業 

到達量測站址應先在現場紀錄表上填寫地址、溫度、濕度、所在樓層數、樓

高、量測人員姓名，並在量測地點照相、繪製示意圖及加註與四周明顯固定物(建

物)之相關位置（距離） 

 

步驟 1.量測區域的選定 

使用方向性天線，取其前方水平距離半徑 2 公尺的半圓形區域內，且民眾可

以活動範圍為量測區域 

 

 

 

 

 

8.無線區域網路-方向性天線 
 



8.無線區域網路-方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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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量測點的選定 

使用方向性天線，在其正前方取一條 2 公尺長的中心量測線，並在中心量測

線左右約 30°再取兩條量測線 

 

步驟 3.1 10 秒鐘最大值法及 6 分鐘平均值法 

使用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為量測儀器，以儀器最大值量測模式，距離地板 2

公尺的量測高度，在每一量測線上連續移動掃瞄量測，共三個值。掃描時間不小

於 10 秒，再將 10 秒鐘最大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若

量測線皆沒有超過參考位準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8.無線區域網路-方向性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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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任何量測線其 10 秒鐘最大值高於參考位準值（示意圖上標示為▲），則需

在此量測線上找出最大值發生的位置，並以儀器平均值量測模式，於該位置持續

量測 6 分鐘，再將 6 分鐘平均值以及對應的編號等資料記錄於現場紀錄表中。

若量測點皆沒有超過參考位準值，則該站址完成量測 

若任何量測點其 6 分鐘量到的平均值高於參考位準值，則需進行步驟 3.2，

以確認該量測點測得頻率的場強是否均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步驟 3.2 6 分鐘平均值超過參考位準值的處理方式 

若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量測 6 分鐘，其平均值之量測結果仍高於參考位準

值，應以頻譜分析儀系統在此量測點上進行三軸向的場強量測，取其 6 分鐘最大

值，並以三軸量測結果取其均方根值，以確認該超出參考位準值的電磁波是否均

由該基地臺所產生 

若確定為被測發射基地臺所產生，則仍以全向性電磁場強度計 6 分鐘平均值

為量測結果，若超過參考位準值之原因是存在其他訊號所造成，須以頻譜分析儀

系統量測並計算曝露比「六、結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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