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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無線網路簡介
無線網路 (wireless network) 是近年來熱
門的通訊技術，尤其是當發訊端與收訊

端之間不易架設實體線路時 (或許是受限
於地形地物而必須花費額外的成本與人

力)，更是無線網路大顯身手的時候。

無線網路的傳輸媒介是透過開放空間

以電磁波的形式傳送訊號，包括無線

電 (radio)、微波 (microwave) 及紅外線 
(infrared)，其訊號的傳送與接收都是透
過天線來達成，而天線 (antenna) 是一個
能夠發射或接收電磁波的導體系統，第4
章有做過介紹。

我們可以根據無線網路所涵蓋的地理範

圍，將之分為下列幾種類型，以下各小

節有進一步的說明：

 ●  無線個人網路 (WPAN)

 ●  無線區域網路 (WLAN)

 ●  無線都會網路 (WMAN)

 ●  無線廣域網路 (Wireless WAN，包括行
動通訊和衛星網路)



表7.1 無線網路 V.S. 有線網路

優點 缺點

無線網路

 ● 機動性較高 (不需要佈線)

 ●  容易架設

 ●  長期維護成本較低

 ●  架設成本較高

 ●  傳輸速率較慢

 ●  保密性較差 (訊號可能被第三者接收)

 ●  容易受到干擾 (例如氣候、地形、障礙
物、電器、鄰近頻道等)

有線網路

 ●  架設成本較低

 ● 傳輸速率較快

 ● 保密性較佳

 ●  不易受到干擾

 ●  機動性較低 (需要佈線)

 ●  不易架設

 ●  長期維護成本較高

圖7.1 無線網路與行動通訊滿足了人們在戶外或公共場所的無線連接需求 (圖片來源：A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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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2 網際網路有著琳瑯滿目的各類資訊



7-2 無線個人網路 (WPAN)
無線個人網路 (WPAN，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 主要是提供小範圍的無線
通訊，例如手機免持聽筒、行動裝置的

無線傳輸。

WPAN的標準是IEEE 802.15工作小組
於2002年以藍牙 (Bluetooth) 為基礎所
提出的802.15，屬於IEEE 802.x標準 
(圖7.2(a))，其中802.15.1、802.15.3、
802.15.4定義的是WPAN (Bluetooth)、
High Rate WPAN (UWB) 和Low Rate 
WPAN (ZigBee) 的實體層 (PHY) 與媒介
存取控制 (MAC) 規格 (圖7.2(b))。

從圖7.2(b) 可以看到，IEEE 802.x標準
將OSI參考模型的資料連結層分為LLC 
(Logical Link Control，邏輯連結控制) 與
MAC (Media Access Control，媒介存取控
制) 兩個子層次。

除了藍牙、UWB和ZigBee之外，諸如
RFID、NFC等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亦相
當常見，我們也會在本節中做介紹。

(a) 

(b) 

圖7.2 (a) IEEE 802.x標準 (b) IEEE 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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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3  ISM頻段 (902MHz和5.725GHz僅限美國使用，2.4GHz則為全球可用)

7-2-1 藍牙
藍牙是Bluetooth SIG於1999年所提出之短
距離、低速率、低功耗、低成本的無線

通訊標準，使用2.4GHz頻段，可以傳送語
音與數據資料。藍牙曾被標準化為IEEE 
802.15.1，後續則是由Bluetooth SIG負責
維護，這是Sony、IBM、Intel、Nokia、 
Toshiba等廠商所成立的特別興趣小組。

針對圖7.2(b) 的參考模型，我們來做一些
簡單的說明：

 ● RF  (Radio Frequency)：藍牙使用
2 . 4 G H z  I S M頻段和跳頻  ( F H，
Frequency Hopping) 技術，將整個頻段
分為79個頻寬為1MHz的頻道，發訊端
可以和收訊端協調要使用哪個頻道進

行傳輸，跳躍頻率為每秒鐘1600次，
傳輸速率為1Mbps，輸出功率為1mW ~ 
100W，傳輸距離為1 ~ 100公尺，輸出
功率愈大，傳輸距離就愈遠。

 ISM (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是
應用於工業、科學與醫療的頻段 (圖
7.3)，藍牙所使用的2.4GHz頻段便涵
蓋在內。由於法律上沒有明定ISM的
使用限制，因此，諸如計程車無線

電、醫療儀器或家用無線電話、微波

爐等電器都可能因為使用ISM頻段而
與藍牙裝置產生干擾。

 不過，干擾的問題到了2003年推出的
Bluetooth 1.2 (IEEE 802.15.1a) 已經獲
得解決，因為它改使用可調式跳頻 
(AFH，Adaptive Frequency Hopping) 技
術，能夠避開衝撞機率較高的頻道，

另外選擇頻道傳送資料。

 ●  Baseband：負責建立藍牙裝置之間的
實際連結、轉換資料與過濾雜訊等。

 ●  Link Manager：負責建立、管理與釋
放藍牙裝置之間的連線、訊息編碼、

協調封包大小、電源功率、加密/解 
密等。

 ●  L2CAP  (Lgical Link Control and 
Adaptation Protocol)：負責通訊協定多
工處理、封包切割與重組等。

 ●  SDP (Service Discovery Protocol)：負責
提供搜尋服務，讓已經建立連線的藍

牙裝置之間可以交換服務或取得所需

的服務。

 ●  RFCOMM：負責管理多個同時的 
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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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802.15 (藍牙) 的架構有下列兩種類型：

 ● piconet (微網)：piconet能夠支援8個連線裝置，其中之一為主裝置 (master)，

其它為從屬裝置 (slave)，而主裝置與從屬裝置之間的溝通可以是一對一或一

對多 (圖7.5)。

IEEE 802.15 (藍牙) 的架構資訊部落

 ●  scatternet (散網)：數個piconet可以組成一個scatternet，而且一個piconet內

的從屬裝置可以同時是其它數個piconet的成員或另一個piconet的主裝置 (圖

7.6)，此時，它可以將第一個piconet的訊息傳送給第二個piconet的成員。

圖7.5 piconet

圖7.6 scat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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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ZigBee
ZigBee是ZigBee Alliance所發展之短距
離、低速率、低功耗、低成本的無線通

訊標準。ZigBee Alliance於2001年向IEEE
提案將ZigBee納入IEEE 802.15.4，並於
2005年推出ZigBee 1.0。之後因應物聯網
的發展推出ZigBee 2.0，主打智慧能源規
範，而2015年推出的ZigBee 3.0，更是將
過去不同裝置的ZigBee標準加以統一，
提升互通性和安全性。

ZigBee使用2.4GHz、868MHz或915MHz
頻段，傳輸速率為250Kbps、20Kbps、
40Kbps，傳輸距離為50公尺，支援高
達65,000個節點，應用於智慧家庭、智
慧建築、醫療照護、能源管理、工業控

制與自動化、無線感測網路等領域，其

中無線感測網路 (WSN，Wireless Sensor 
Network) 是在實體環境中嵌入許多無線
感測器，以擷取、儲存並傳送資料給主

電腦做分析，例如監測溫度、濕度等環

境變化、監控軍事行動或交通狀況、偵

測化學物質或放射性物質的濃度、追蹤

與監測病人的健康數據、自動抄表等。

7-2-3 UWB
UWB (Ultra WideBand，超寬頻) 是一種
短距離、高速率的無線通訊標準，原

是在1940年代美國軍方為了避免通訊
遭到監聽所發展的寬頻技術，又稱為

「隱形波」，由IEEE 802.15.3a工作小
組負責標準化，初期的目標是10公尺內
達到100Mbps無線傳輸，3公尺內達到
480Mbps無線傳輸，之後提升至1公尺內
達到1Gbps無線傳輸。

UWB可以在3.1 ~ 10.6GHz頻段中使用
500MHz以上的頻寬，不像藍牙使用特
定的窄頻，同時其傳輸方式亦不是傳統

的載波方式，而是脈衝方式，能夠達到

100Mbps ~ 1Gbps高速無線傳輸，具有
系統複雜度低、定位精確度高、對訊

號衰減不敏感、發射訊號功率低、不

易對現有的窄頻無線通訊設備造成干

擾等優點，適合用來建立無線個人網路 
(WPAN) 與無線區域網路 (WLAN)。

圖7.7 符合ZigBee認證的智慧能源管理產品 (圖片來源：Home Automation, Inc. (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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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其它近距離無線傳輸技術 (RFID、NFC)
RFID (無線射頻辨識) __________________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是
透過無線電傳送資料的近距離無線通訊

技術，生活中有許多RFID的應用，例如
悠遊卡、商品的電子標籤等。

RFID系統包含電子標籤、讀卡機與應用
系統三個部分，其中電子標籤是一張塑

膠卡片包覆著晶片和天線，裡面可以儲

存資料，而讀卡機是由天線、接收器、

解碼器所構成，運作原理如下：

1. 利用讀卡機發射無線電，啟動感應範
圍內的電子標籤。

2. 藉由電磁感應產生供電子標籤運作的
電流，進而發射無線電回應讀卡機。

3. 讀卡機透過網路將收到的資料傳送到
主電腦的應用系統，進而應用到門禁

管制、物流管理、倉儲管理、工廠自

動化管理、醫療管理、運輸監控、自

動收費系統等領域。

RFID電子標籤又分為主動式 (active) 與
被動式 (passive)，前者有內建電池，可
以主動傳送資料給讀卡機，感應範圍較

大；反之，後者沒有內建電池，只有在

收到讀卡機的無線電時，才會藉由電磁

感應產生電流，感應範圍較小。

RFID和傳統的條碼技術不同，條碼技術
是利用條碼掃描器將光訊轉換成電訊，

以讀取條碼所儲存的資料，因此，條碼

不僅得非常靠近條碼掃描器，而且中間

不能隔著箱子、盒子等包裝。

反之，RFID只要在讀卡機的接收範圍
內，中間即便隔著箱子、盒子等包裝，

一樣讀取得到電子標籤所儲存的資料，

而且RFID的資料容量比條碼多，掃描速
度比條碼快，同時具有條碼所欠缺的防

水、防磁、耐高溫等特點，縱使遇到下

雨、降雪、冰雹、起霧等惡劣的工作環

境，依然能夠運作。

表7.3 RFID電子標籤常用的頻段

頻段 讀取範圍 應用

135KHz (低頻) 3 ~ 90公分，低速傳輸 門禁管制、寵物晶片等

13.56MHz (高頻) 1.5公尺，低速到中速傳輸 悠遊卡、電子證件等

433MHz (特高頻) 200公尺，中速傳輸 定位服務、車輛管理等

860 ~ 960MHz (特高頻) 3 ~ 5公尺，中速到高速傳輸 物流管理、倉儲管理等

2.45GHz (微波) 1 ~ 100公尺，高速傳輸 醫療管理、自動收費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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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8 (a) 悠遊卡採取RFID技術 (b) 內建NFC功能的智慧型手機可以應用於行動支付 
(圖片來源：ASUS)

NFC (近場通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是從
RFID發展而來的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
使用13.56MHz頻段，傳輸距離為20公
分，傳輸速率為106、212、424Kbps。
NFC支援下列幾種工作模式：

 ● 點對點模式：兩個具有NFC功能的裝
置 (例如手機、數位相機) 可以在近距
離交換少量資料，例如手機行動支付

或資料同步。

 ●  卡片模式：這是將NFC功能應用在被
讀取的用途，例如使用NFC手機以近
距離感應的方式進行門禁管理或小額

付款。

 ●  讀卡機模式：這是將NFC功能應用在
讀取的用途，例如使用NFC手機掃描
廣告看板的NFC電子標籤，以讀取該
標籤所儲存的資料。

目前手機所使用的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

是以藍牙為主，但內建NFC功能的手機
亦相當多，兩者的比較如下，事實上，

NFC的目的並不是取代藍牙，而是在不
同的用途共存互補：

 ●  雖然NFC的傳輸距離沒有藍牙遠，傳
輸速率沒有藍牙快，但兩個NFC裝置
之間建立連線互相識別的速度比藍牙

快，而且傳輸距離短反倒可以減少不

必要的干擾。

 ●  NFC裝置一次只和一個NFC裝置連
線，安全性較高，適合用來交換敏感

的個人資料或財務資料。

 ●  NFC裝置的耗電量比藍牙裝置低。

 ●  NFC與被動式RFID相容。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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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無線區域網路的架構
無線區域網路的架構有下列兩種：

 ●  對等式網路 (ad hoc network)：以圖7.13
為例，裡面有兩個基本服務組合BSS1
與BSS2 (Basic Service Set)，其中BSS1
內有兩個工作站STA1和STA2，BSS2
內也有兩個工作站STA3和STA4，位
於相同基本服務組合內的工作站可以

透過無線介面直接通訊 (例如STA1和
STA2、STA3和STA4)，而位於不同
基本服務組合內的工作站則無法通訊 
(例如STA1和STA3)。

 對等式網路屬於點對點 (peer-to-peer) 
傳輸，無須透過存取點 (AP，Access 
Point)，使用者只要選購支援點對點傳
輸的無線網路卡就可以互相通訊。

 ● 基礎架構網路 (infrastructure network)：
以圖7.14為例，這個架構比對等式網
路多了兩個元件，其中存取點AP1和
AP2 (Access Point) 本身也是工作站，
但是多了類似基地台的功能，可以透

過無線介面取得相同基本服務組合內

其它工作站的資訊，然後轉送給分散

系統DS (Distributton System)，或從分
散系統DS取得資訊，然後透過無線
介面轉送給其它工作站，如此一來，

不同基本服務組合內的工作站就可以

互相通訊，我們將這些基本服務組

合統稱為延伸服務組合ESS (Extended 
Service Set)。

 透過基礎架構網路，我們可以連接
802.11x無線區域網路與其它802.x有線
區域網路，中間則使用了一個叫做埠

接器 (portal) 的元件，如圖7.15。

圖7.13  對等式網路 (ad ho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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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圖7.14  基礎架構網路 (infrastructure network)

圖7.15 透過埠接器連接802.11x無線區域網路與其它802.x有線區域網路

圖7.16  (a) 無線網路卡 (b) 無線存取點 (無線基地台)(圖片來源：ASUS)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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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不同廠商根據802.11x所製造的

WLAN設備能夠互通，不會發生不相容，

WECA (Wireless Ethernet Compatability 

Alliance) 提出了Wi-Fi (Wireless Fidelity)  

認證，而Wi-Fi無線上網指的就是採取
802.11x的WLAN，其建置是以無線存

取點做為訊號發射及接收端，諸如桌

上型電腦、筆電、手機、平板電腦、

智慧家電等裝置只要內建無線上網模

組或安裝Wi-Fi認證的無線網路卡， 

就可以透過無線的方式連上網際網路。

雖然Wi-Fi單一熱點的涵蓋範圍沒有4G

行動通訊來得大，而且無法在移動中使

用，但若使用者只是在機場、火車站、

捷運站、旅館、餐廳、賣場、便利商

店、景點、圖書館等固定地點使用，

Wi-Fi無線上網是很穩定快速的。

Wi-Fi無線上網資訊部落

台灣的Wi-Fi無線上網環境相當普遍，

例如行政院推出的「iTaiwan無線上網

服務」可以讓持有手機門號的本國民眾

在全台貼有iTaiwan識別圖示的逾1萬個

熱點免費無線上網，而台北市推出的

「TPE-Free無線上網服務」可以讓民眾

在台北市的主要幹道、主要住商區域及

人口密集區等公共場所免費無線上網。

若使用者的手機有搭配4G行動上網，

但訊號並不穩定，或者，使用者有申請

ADSL寬頻上網或FTTx光纖上網，但有

時也需要在戶外使用無線上網，那麼可

以向業者詢問是否有免費的Wi-Fi服務。

圖7.18 (a)  iTaiwan無線上網服務  (b) Wi-Fi認證標誌 (詳列通過認證項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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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區域網路 (WLAN) 與有線區域

網路 (LAN) 的架構類似，最大的差

別是增加無線存取能力，正因為

是無線，所以沒有佈線的問題，

只要無線用戶端裝置收得到無線

訊號即可。我們可以使用無線基

地台 (AP) 連接無線區域網路與有

線區域網路，如圖7.22。

連接WLAN與LAN資訊部落

無線基地台的連接埠數目是固定

的，例如4、8、16個，若要連接

的電腦數目超過連接埠數目，可

以加裝交換器，如圖7.23。

圖7.22 使用無線基地台連接WLAN與LAN

圖7.23 使用交換器擴充區域網路的電腦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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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無線都會網路 (WMAN)
無線都會網路  ( W M A N，Wi r e l e s s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主要是提供
大範圍的無線通訊，例如一個校園或一

座城市。無線都會網路的標準是IEEE
於2001年所發布的802.16，它和IEEE 
802.11x標準一樣是遵循OSI參考模型所
設計 (圖7.24)。

802.16的實體層使用QPSK (Quadrature 
Phase Shift Keying)、QAM-16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QAM-64三種調
變技術，傳輸距離分別為長、中、短，

傳輸速率分別為慢、中、快；資料連

結層分成三個子層次，Security sublayer
負責處理資料安全，MAC sublayer負
責管理上行/下行頻道，Service specific 
convergence sublayer負責做為資料連結層
與網路層的介面。

為了讓不同廠商根據802.16所製造的
W M A N設備能夠互通，不會發生不
相容，WiMAX Forum提出了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認證。

IEEE 802.16x標準包括802.16、802.16a、
802.16c、802.16d、802.16e、802.16f、
802.16g、802.16m等，其中802.16m
在高速移動狀態下的傳輸速率可達

100Mbps，又稱為WiMAX 2，屬於4G行
動通訊標準之一。

雖然WiMAX的傳輸距離比Wi-Fi無線上
網遠，傳輸速率比3G行動上網快，但下
一節所要介紹的LTE快速成為主流的4G
行動通訊標準，導致WiMAX產業萎縮，
黯然退出台灣市場。

 圖7.24 IEEE 8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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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行動通訊
通訊系統包含「有線通訊」與「無線

通訊」兩種，前者指的是傳統的PSTN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有
電話線路、交換機房等裝置，而後者指

的是行動通訊 (mobile communication)，
有基地台、人手一機的行動電話、平板

電腦等裝置，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與任何人通訊。

根據所使用的技術不同，行動通訊又分

為下列幾代：

 ● 第一代 (1G，first generation)

 傳送類比聲音。

 ●  第二代 (2G，second generation)

 傳送數位聲音。

 ●  第三代 (3G，third generation)

 傳送數位聲音與資料。

 ●  第四代 (4G，fourth generation)

 傳送數位聲音與資料，但速率比3G 
更快。

 ●  第五代 (5G，fifth generation)

 傳送數位聲音與資料，但速率比4G 
更快。

7-5-1 第一代行動通訊 (1G)
第一代行動通訊系統誕生於1946年的聖
路易 (St. Louis)，當時人們是在大樓頂
端架設大型收發器，使用單一頻道做為

收發訊號之用，截至目前，計程車無線

電、警車無線電還經常使用這種技術。

接著於1960年代出現了另一種行動通訊
系統IMTS (Improved Mobile Telephone 
System)，它的大型收發器是架設在山
上，功率較高，而且提供23個頻道 (150 
~ 450MHz) 做為收發訊號之用。

IMTS的頻道少，使用者得花費許多時
間等待，而且相鄰系統之間會互相干

擾，除非相距數百公里以上，直到AT&T
貝爾實驗室於1980年代發展出AMPS 
(Advanced Mobile Phone System)，才解決
了這些問題。

AMPS屬於類比式的行動通訊系統，用
來傳送聲音，有832個30KHz的單工發訊
頻道 (824 ~ 849MHz) 和832個30KHz的
單工收訊頻道 (869 ~ 894MHz)，在美國
相當普遍，到了英國是稱為TACS (Total 
Access Communication System)，到了日
本則是稱為MCS-L1。

早期中華電信推出的以090開頭的行動電
話就是採取AMPS，其優點是傳輸距離
長、音質佳、沒有回音，缺點則是容易

遭到竊聽、容易受到電波干擾而影響通

話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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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的設計是為了提供一個移動單

元 (例如行動電話) 與一個常駐單元 (例
如家用電話) 之間的通訊，或兩個移動單
元之間的通訊，因此，電信業者必須能

夠找到並追蹤通話者，配置一個頻道給

他，然後隨著他的移動從一個基地台轉

移到另一個基地台。

為了方便追蹤，AMPS將所涵蓋的區域
劃分為一個個細胞 (cell)，結構狀似蜂
巢 (圖7.25)，細胞的中央為基地台，負
責收訊及發訊，故行動電話又稱為蜂巢

式電話 (cellular telephone)，而且每個基
地台是由行動交換中心 (MSC，Mobile 
Switching Center) 控制，行動交換中心會
負責基地台與PSTN交換機房的通訊，讓
行動電話得以和家用電話通訊 (圖7.26)。

 圖7.25 AMPS將所涵蓋的區域劃分為蜂巢式結構

細胞

 圖7.26 蜂巢式電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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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第二代行動通訊 (2G)
第二代行動通訊 (2G) 和第一代行動通訊 
(1G) 的分野在於數位化，不僅提升了通
話品質，也比較不容易遭到竊聽，主要

有下列幾種系統：

 ●  D-AMPS (Digital AMPS)：D-AMPS
是數位化的A M P S，與A M P S相
容，也就是第一代行動電話和第

二代行動電話能夠同時在相同細

胞內使用。D-AMPS的上行頻率為
1850 ~ 1910MHz，下行頻率為1930 ~ 
1990MHz，每個頻道為30KHz，使用
D-AMPS的國家主要有美國和日本。

 ●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GSM是ETSI (歐洲電
信標準協會) 所制定的數位蜂巢式電
話系統，支援的頻率為900、1800、
1900MHz，每個頻道為200KHz，傳
輸速率最高為9600bps，提供國際漫遊
及簡訊服務，使用GSM的國家已經超
過170個以上，包括歐洲及多數亞洲 
國家。

 使用過GSM手機的人應該都看過SIM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卡，裡面
儲存著使用者的資料，當手機開機

時，就會透過SIM卡的資料向基地台
進行登錄，並在使用者移動時，將新

的位置回報給基地台，若因為距離太

遠或雜訊干擾，導致通話品質下降，

就自動將連線轉移到另一個品質較佳

的基地台，以保持連線並降低手機的

功率損耗。

 ● CDMA  (Code Divis ion Mult iple 
Access)：相對於D-AMPS和GSM是將
頻率範圍分割成數百個頻道，CDMA
則允許基地台使用整個頻率範圍，由

於技術較為先進，所以不僅在美國取

代了D-AMPS，更奠定了第三代行動
通訊的基礎。

台灣自1996年通過電信三法，積極推動
電信自由化，更於1997年開放行動通訊
業務，加入營運的公司有中華電信 (全
區900/1800MHz雙頻)、台灣大哥大 (全
區1800MHz)、遠傳 (北區900MHz、全區
1800MHz)、和信 (北區1800MHz)、東信 
(中區900MHz)、泛亞 (南區900MHz)、東
榮 (中區、南區1800MHz) 等，其中泛亞
被台灣大哥大合併，東榮被和信合併，

和信被遠傳合併，成為中華電信、台灣

大哥大、遠傳三強鼎立的現況。

到了2002年，政府開放第三代行動通訊 
(3G) 執照競標，有中華電信、台灣大哥
大、遠致 (遠傳子公司)、亞太電信、威
寶電信等五家公司得標，總得標金額高

達500億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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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14 (a) 電動機車Gogoro (b)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由於G S M是使用電路交換  ( c i r c u i t 

switching) 技術來傳送資料，而網際網

路是使用封包交換 (packet switching) 技

術來傳送資料，導致兩者之間無法互相

連接，為了讓使用者透過行動電話存取

網際網路，於是ETSI (歐洲電信標準協

會) 制定了GPRS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與2.5G資訊部落

圖7.27 行動通訊的發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圖片來源：ASUS)

GPRS是在既有的GSM網路加入SGSN 

(Serving GPRS Support Node) 和GGSN 

(Gateway GPRS Support Node) 兩個

數據交換節點來處理封包，成功連接

GSM與網際網路，最快傳輸速率可達

115Kbps，所以GPRS並不是用來取代

GSM的新系統，而是隸屬於GSM上的

一種數據通訊服務。有人將GPRS稱為

2.5G，也就是第2.5代行動通訊，因為它

是介於第二代與第三代行動通訊之間的

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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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第三代行動通訊 (3G)
第三代行動通訊 (3G) 可以即時高速存
取網際網路，傳送語音、數位資料與

影像，應用於視訊通話、多媒體影音分

享、互動式應用程式、行動商務等。

ITU (國際電信聯盟) 將3G行動通訊規格
稱為IMT-2000，其特點如下：

 ● 語音品質應該和現有的電話網路 
相當。

 ●  在室內駐點、戶外慢速行走和行車
環境下的傳輸速率分別可達2Mbps、
384Kbps及144Kbps。

 ●  支援封包交換與電路交換技術。

 ●  支援更廣泛的行動裝置。

3G行動通訊使用和網際網路相同的IP通
訊協定，以提升網路效率，降低營運成

本，封包交換網路不僅能夠讓使用者隨

時處於連線狀態 (always on)，而且只需
依照傳送或接收的資料量進行收費，換

言之，除非使用者透過3G手機收發電子
郵件、瀏覽網頁、傳送或下載資料，否

則隨時處於連線狀態並不需要付費。

3G行動通訊主要有下列兩種系統：

 ●  WCDMA (Wideband CDMA)：這是
Ericsson公司所提出，使用DSSS調頻
技術，頻寬為5MHz，能夠和GSM共
同運作，因而成為歐盟主推的3G行動
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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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DMA2000：這是Qualcomm公司所提
出，一樣使用DSSS調頻技術，頻寬亦
為5MHz，不同的是它無法和GSM共
同運作，但卻符合美國的需求，因為

它的基礎是美國普遍使用的CDMA。
Qualcomm公司曾和Ericsson公司為了
3G標準纏訟多年，最後雙方在1999年
達成單一3G標準的協議。

在亞太電信於2003年8月開台後，台
灣正式邁入3 G行動通訊時代，其中
台灣大哥大、中華電信、遠傳、威寶

屬於WCDMA陣營，而亞太電信屬於
CDMA2000陣營，主要的服務有「行
動通話」、「行動上網」、「影像電

話」、「行動裝置App」等。

目前能夠存取3G行動服務的終端設備
是以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為主，但相

同的概念已經推廣至各式行動裝置，例

如在通話時可以看到對方的影像電話、

具有運算及通訊能力的筆記型電腦、遊

戲機、智慧電視 (smart TV)、智慧手錶 
(smart watch)、智慧眼鏡 (smart glass)、智
慧車 (smart car)、智慧家電等。

 圖7.28 具有通訊能力的智慧電視、平板電腦、智慧手環、智慧手錶、智慧車 
(圖片來源：Google、ASUS、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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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更快的傳輸速率、更佳的服務

品質、更高的安全性、更強的移動性

及更大的覆蓋範圍，電信業者進一步

將3G升級至3.5G和3.75G，其中3.5G指
的是HSDPA (High Speed Download-link 
Packet Access，高速下行封包存取)，這
是以WCDMA為基礎的行動通訊技術，
可以將下行速率提升至1.8、3.6、7.2、
14.4Mbps，而上行速率均為384Kbps，當
然這是理論數值，實際數值會因設備或

與基地台的距離而異。

3.75G指的是HSUPA (High Speed Upload-
link Packet Access，高速上行封包存取)，
這是為了克服HSDPA上行速率不足所
發展的技術，可以將上行速率提升至

5.76Mbps，如此一來，使用者就可以從
事網路電話或雙向視訊等需要大量上行

頻寬的活動。

此外，電信業者亦著手佈建HSPA+ 網
路，HSPA+ (evolved high-speed access) 可
以將下行/上行速率提升至42M/11Mbps，
不過，HSPA+ 基地台主要是佈建在人口
密集的都會區及觀光景點。

7-5-4 第四代行動通訊 (4G)
ITU (國際電信聯盟) 將第四代行動通訊 
(4G) 規格稱為IMT-Advanced，其特點 
如下：

 ● 使用IP通訊協定連接各種網路。

 ●  使用全球通用的標準，並可在現有的
無線通訊系統下運作。

 ●  在慢速狀態下的傳輸速率可達
1Gbps，在高速移動狀態下的傳輸速
率可達100Mbps。

 ●  支援固定式無線傳輸和移動式無線傳
輸，並可於固定式網路和移動式網路

之間切換。

 ●  提供高品質的無線寬頻服務，例如更
傳真的語音、更高畫質的影像、更快

的傳輸速率、更高的安全性。

4G行動通訊主要有下列兩種標準：

 ●  IEEE 802.16m (WiMAX 2)：IEEE 
802.16m在慢速狀態下的傳輸速率可達
1Gbps，在高速移動狀態下的傳輸速
率可達100Mbps。

 IEEE於2011年批准802.16m為新一
代的WiMAX標準，並交由WiMAX 
Forum進行測試認證。不過，隨著
LTE成為主流的4G行動通訊標準，
WiMAX已經退出台灣市場。

 ● LTE (Long Term Evolution)：LTE是
3GPP於2004年11月所提出的行動通訊
技術，整體規格於2009年確定。

 3GPP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是由數個電信聯盟  (例如CCSA、
ETSI、TTA、TTC) 所簽署的合作協
議，負責擬定行動通訊的相關標準。

由於LTE是以WCDMA為基礎，因而
成為3G電信業者最自然的選擇，並獲
得許多廠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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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LTE的最高下行速率為326.4Mbps 
，最高上行速率為172.8Mbps，而這樣 
的速率尚未達到ITU針對4G所提出 
的目標，遂有人將LTE稱為3.9G。

 之後 3 G P P於 2 0 1 1年發布 LT E -
Advanced  (LTE-A)，最高下行速
率可達1Gbps，最高上行速率可達
500Mbps，使得LTE-A成為名符其實的
4G行動通訊標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於2013
年9月開始進行4G釋照競標作業，開
放700MHz、900MHz、1800MHz、
2600MHz等頻段，特許經營權15年，
於2013年10月完成頻段拍賣，得標的
業者包括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

傳電信、亞太電信、台灣之星、國

碁電子等，總得標金額高達1186.5億
元，並陸續於2014年進行商轉。

 圖7.29 (a) 3GPP官方網站 (http://www.3gpp.org/) (b) 台灣的4G行動上網環境相當成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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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第五代行動通訊 (5G)
除了行動上網的使用者對於頻寬的需求

快速增加之外，許多新科技也需要高

速的網路來互相連結，例如車聯網、自

駕車或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環境監控

等物聯網的應用，因此，有許多廠商與

電信業者積極投入研發第五代行動通 
訊 (5G)。

根據下一代行動網路聯盟  ( N e x t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Alliance) 的定
義，5G網路應該滿足如下要求：

 ● 以數十Mbps的傳輸速率服務數以萬計
的使用者。

 ●  以100Mbps的傳輸速率服務都會地區
的使用者。

 ●  以1Gbps的傳輸速率服務同一樓辦公
室的人員。

 ●  連結數十萬個無線感測器。

 ●  頻譜效率比4G顯著增強。

 ● 延遲比LTE顯著降低。

 ● 訊號效率比4G強。

 ● 覆蓋範圍比4G大。

在發布5G標準之前，3GPP於2016年、
2017年發布Release 13、Release 14，稱
為LTE-Advanced Pro (LTE-A Pro)，做為
LTE-A邁入5G的橋樑，又稱為4.5G，至
於要做為5G標準的Release 15則預計於
2018年發布。

LTE-A Pro的技術延伸自LTE-A，在傳
輸速率、頻寬、延遲、效能、功能等方

面均做了改良，例如下行速率從LTE-A
的1Gbps提升至3Gbps，頻寬從LTE-A的
100MHz提升至640MHz，延遲從LTE-A
的10ms降低至2ms，同時LTE-A Pro亦提
供了單一標準讓為數眾多的裝置或平台

連上網路。

 圖7.30 (a) LTE-A標誌 (b) LTE-A Pro標誌 (c) 5G標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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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32 (a) 赤道軌道 (b) 傾斜軌道 (c) 兩極軌道

 圖7.31 衛星微波

(a) (b) (c) 

7-6 衛星網路
衛星網路 (satellite network) 是由人造衛星、地面站、端末使用者的終端機或電話等
節點所組成，利用衛星做為中繼站轉送訊號，以提供地面上兩點之間的通訊 (圖
7.31)，也就是發訊端透過地面站將無線電傳送至衛星，此稱為「上傳」(uplink)，而
收訊端透過地面站接收來自衛星的無線電，此稱為「下載」(downlink)，優點是傳
輸速率快、傳輸距離長、穿透性高、無須設置中繼站，缺點則是成本昂貴、有1至
數秒鐘的傳輸延遲、缺乏保密性及抗干擾的能力。

衛星有「天然衛星」和「人造衛星」兩種，例如月球就是地球的天然衛星，不過，

天然衛星的距離無法調整，而且不易安裝電子設備再生訊號，所以在實際應用上，

還是以人造衛星較佳。至於人造衛星環繞地球的路徑則有三種，包括赤道軌道、傾

斜軌道和兩極軌道 (圖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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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根據軌道的位置將人造衛星分

為下列三種類型：

 ●  同步軌道衛星 (GEO，Geostationary 
Earth Orbit)：GEO衛星屬於赤道軌道衛
星，位於地表上方35768公里處，環繞
週期與地球自轉週期一樣為24小時，
訊號覆蓋範圍可達地表1/3的區域，
只要三顆GEO衛星，訊號便能覆蓋全
球，而且正因為GEO衛星的環繞速度
與地球同步，所以能夠應用於衛星實

況轉播，進行同步的視訊傳導。

 ●  中軌道衛星 (MEO，Medium Earth 
Orbit)：MEO衛星屬於傾斜軌道衛
星，位於地表上方5000 ~ 15000公里
處，環繞週期約6 ~ 8小時，例如美國
國防部所建置的全球定位系統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就是在6個
軌道上使用24顆人造衛星，然後透過
接收器接收並分析這些人造衛星傳回

來的訊號，進而決定接收器的地理位

置，以應用於地面與海上導航。

 ●  低軌道衛星 (LEO，Low Earth Orbit)：
LEO衛星屬於兩極軌道衛星，位於地
表上方500 ~ 2000公里處，環繞週期約
1.5 ~ 2小時，由於離地表較近，傳輸
延遲較小，所以適合用來傳送聲音，

例如Motorola所發展的Iridium系統就
是在6個軌道上使用66顆人造衛星，然
後透過手持式終端機 (例如衛星電話) 
提供使用者之間的直接通訊。

比起GEO衛星，MEO衛星和LEO衛星
的體積較小、質量較輕、發射升空的價

格較便宜、地面站的發射輸出功率亦較

低，但也正因為MEO衛星和LEO衛星的
軌道高度較低，訊號覆蓋範圍較小，所

以需要較多顆衛星。

 圖7.33 內建GPS導航系統的手機 (圖片來源：A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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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ks 一、選擇題

(        ) 1. 和有線網路相比，下列何者不是無線網路的優點？

 A. 架設成本較低 B. 機動性較高 

 C. 容易架設  D. 容易維護

(        ) 2. 下列何者使用2.4GHz ISM頻段？

 A. 藍牙 B. UWB C. 802.11n D. NFC

(        ) 3. 下列何者不屬於近距離無線通訊標準？

 A. 藍牙 B. ZigBee C. NFC D. LTE

(        ) 4. 下列關於RFID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悠遊卡屬於RFID的應用 B. RFID就是平常看見的條碼

 C. RFID具有防磁、耐高溫的特點 D. RFID的傳輸媒介為無線電

(        ) 5. 下列哪種無線通訊標準比較適合應用於手機行動支付？

 A.LTE B. WiMAX C. NFC D. UWB

(        ) 6. 下列哪種無線通訊標準比較適合應用於無線感測網路？

 A. Wi-Fi B. ZigBee C. LTE D. WiMAX

(        ) 7. IEEE 802.11標準的媒介存取控制為下列何者？

 A. CSMA/CD B. CSMA/CA C. Token Ring D. Token Bus

(        ) 8. 第二代行動通訊可以傳送下列何者？

 A. 類比聲音 B. 數位影像 C. 數位聲音 D. 類比影像

(        ) 9. 下列何者屬於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

 A. AMPS B. WCDMA C. UWB D. LTE

(        ) 10. 下列關於GEO衛星的敘述何者錯誤？

 A. GEO衛星的發射成本比MEO衛星和LEO衛星來得高

 B. GEO衛星的傳輸延遲比MEO衛星和LEO衛星來得長

 C. GEO衛星的訊號涵蓋範圍比MEO衛星和LEO衛星來得小

 D. GEO衛星屬於赤道軌道衛星

(        ) 11. 下列何者是GEO衛星的應用？

 A. GPS B. Iridium系統 C. Globalstar系統 D. 衛星實況轉播

(        ) 12. 下列何者是4G行動通訊標準之一？

 A. GSM B. LTE-Advanced C. GPRS D. CDMA2000

學習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