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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縣 政 府  9 8 年 度 自 行 研 究 成 果 摘 要 表 

計 畫 名 稱 WiMAX 無線網路探討 

期 程 9 8 年 1 月 1 日至 9 8 年 10 月 31 日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WiMAX 為政府推動 M台灣計畫及智慧台灣的發展重
心，期望運用資通訊技術及無線網路環境，整合創
新政府服務，透過無線裝置提供經濟、方便、安全
及貼心優質 u化生活服務。 
 

方 法 與 過 程 

 
經由文獻探討 WiMAX 無線網路新興技術、目前發展
上所需面對之議題及挑戰並比較其與相關技術間
的差異、優勢及未來發展趨勢及藉由各機關 WiMAX
應用，思考地政機關應用無線網路的可行性。 
 

研究發現及建議 

 
由於 WiMAX的訊號涵盖範圍廣、傳輸速度快及高品
質的傳輸品質管控(QoS)要求等相較於其他無線通
信技術優勢，加上行動寛頻上網人口逐年增加，建
議政府機關便民服務應朝向行動化無線應用，以有
效提升施政品質及效率。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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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網際網路之風行，全球寛頻上網蓬勃發展，加上個人行

動通訊需求的崛起，無線寬頻行動式服務逐漸成為一個重要應用

方式，未來將朝向一個無所不在（Ubiquitous）的寛頻網路社會

邁進，不僅對日常生活影響越來越深遠，更甚而成為提升國家競

爭力的重要關鍵，從政府、企業、家庭到個人，在任何時間、地

點、運用任何設備都可連網，隨時隨地方便取得資訊，藉此提昇

工作效率、增進生活便利，以大幅改善生活品質。 

透過網路，民眾可由上網設備（PC、PDA、行動裝罝）獲得

各項便民服務並與機關建立起有效的溝通、互動管道。本縣地政

機關於網站上提供各項線上查詢及線上申辦便民服務，落實「以

網路替代馬路」的便民理念，提升施政品質與效率，由於無線網

路的迅速崛起，使網路服務無所不在、隨手可得，並迫使機關將

被動的網路服務提升為主動出擊的服務，例如以簡訊、電子郵件

自 動 回 覆 案 件 辦 理 情 形 及 產 權 異 動 即 時 通 服 務 。 而

WiMAX((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的到來意味著網路將更為普及，不僅在家或辦公室可以上網，連

在路上也可以隨時隨地上網遨遊。然而在政府提出「M台灣計畫」

推動我國無線網路WiMAX的應用，企圖打造「行動台灣、應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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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躍進新世界」之願景下，如何善用無線網路及資通訊科技提

供無限的網路應用，讓全民享受優質的施政服務，使台灣從e化

進步到M化甚至於U化，將成為我們持續努力之目標，本文將從

WiMAX相較於其他無線網路技術的優勢分析及相關應用探討其未

來在地政相關應用之可行性。 

貳、WiMAX 推動計畫 

一、行動 M 台灣計畫 

台灣發展ＷiMAX 最早之規畫來自政府的「行動台灣計畫」

(M-Taiwan)，為徹底達成新十大建設的目標，並貫徹「行動台灣、

應用無限、躍進新視界」的願景，2004 年 8 月行政院發佈「行

動 M台灣計畫」，其內容包括「寬頻管道建置計畫」及「行動台

灣應用推動計畫」，目標是在「雙網整合」(指 WLAN 網路及 GSM

行動網路或 3G)的基礎建設下，從行動服務(由政府領軍)、行動

生活(由民間主導)、行動學習(由學校單位啟動)三方向共同在台

灣打造行動城市，建立行動台灣，並帶動台灣通訊產業的起飛。

其中「行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則是希望藉由無線寬頻網路的建

置，進而推廣無線寬頻網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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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台灣計畫 

繼「行動台灣計畫」，行政院經建會於 97年 12 月 15 日通過

「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98-101 年)」，其中「國家發展政

策主軸」之「空間再造」第五項即為「智慧台灣」，「智慧台灣計

畫」，強調高速網路的建置，而ＷiMAX 也成為其中的發展重心。

內容包含建構無線寬頻與數位匯流網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運

用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與通

訊科技)，整合創新政府服務，打造智慧環境，推動智慧交通相

關服務與應用。ＷIMAX 的發展應用也自「行動台灣應用推動計

畫」進展到「智慧台灣計畫」。 

智慧台灣的願景，就是要建設台灣成為一個安心、便利、健

康、人文的優質網路社會。期望在生活型態快速變遷趨勢下，建

構智慧型基礎環境，發展創新科技化服務，不但符合節能減碳的

目的，更提供國民安心便利的優質生活環境；使得任何人都能夠

不受教育、經濟、區域、身心等因素限制，透過多種管道享受經

濟、方便、安全及貼心的優質ｅ化生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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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台灣的核心概念是希望透過寬頻匯流的高速網路、提供

符合民眾需求的主動貼心服務、打造綠色節能減碳的生活環境、

並落實終生學習的社會風氣，使所有的民眾，都可以隨時隨地運

用創新的設備，享受高品質的生活，提升民眾生活內涵與素養。 

參、WiMAX 無線網路新興技術 

一、ＷiMAX 無線通信技術 

ＷiMAX 全球互通微波存取或稱無線都會區域網路，為

IEEE802.16 系列標準，是一項新興的無線通信技術，其無線信

號傳輸距離最遠可達 50 公里，網路覆蓋面積是 3G 基站的 10 倍。

基本目標是提供一種在都會網路中一點對多點的環境下，可有效

利用寬頻無線來作連結網路。其中被廣泛討論的標準集中於

802.16d(802.16-2004)及 802.16e 兩者，前者主要應用於偏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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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不易佈線區域的固定式網路接取，作為現今相當普遍的

ADSL、Cable 等有線接取解決方案，後者則可支援移動式無線接

取網路，市場潛力較大，以行動裝置(如筆記型電腦、PDA、手機)

應用為主，ＷiMAX 以傳輸距離長、網路涵蓋範圍廣、可支援數

據、語音、影像服務並強調傳輸品質管控(QoS)等特色，成為極

被看好的下世代無線寬頻通訊技術。應用範圍由筆記型電腦切

入，再進一步地拓展到其他手持式電子產品如ＷiMAX 手機。另

繼 802.16e-2005 標準底定之後，802.16m 是ＷiMAX Forum 所推

動的 Advanced ＷiMAX 技術標準，其主要採用多重輸入多重輸出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MIMO)技術，可對處於靜止

或慢速模式下的用戶與高速移動模式下的行動用戶分別提供

1Gbit/s 與 100Mbit/s 的高速無線傳輸速率。 

二、ＷiMAX 無線通信優勢 

(一)、傳輸距離遠 

      ＷiMAX的無線信號傳輸距離最遠可達50公里，是無線區域網

路所無法相比的，其網路覆蓋面積是3G(3rd Generation，第三

代移動通信)基地台的10倍，只要建設少數基地台就能實現全區

覆蓋，使得無線網路應用範圍大大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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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取速度快 

      ＷiMAX所能提供的最高存取速度是每秒70MByte，這個速度是

3G所能提供的寬頻速度的30倍。ＷiMAX採用與無線區域網路

(Wireless LocalAreaNetwork)標準802.11a和802.11g相同的

OFDM(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正交分

頻多工)調變方式，每個頻道的帶寬為20MHz。這也和802.1la和

802.112幾乎相同。不過因為可經由戶外固定天線穩定地收發無

線電波，所以無線電波可承載的位元量高於802.11a和802.112。

因此可以實現74 M Byte的最大傳輸速度。 

(三)、無“最後一哩”限制 

      作為一種無線都會網路技術，它可以將Wi-Fi熱點連接成為互

聯網，也可作為DSL(Digital Subscriber Line)等有線存取方式

的無線擴展，實現最後一哩的寬頻接入(尤其是在很多並沒有建

置Cable與DSL服務的國家或偏遠地區)。ＷiMAX可為50公里範圍

區域內的用戶提供服務，用戶無需線纜即可與基地台建立寬頻連

接。 

(四)、提供廣泛的多媒體通訊服務 

      由於ＷiMAX較Wi-Fi具有更好的擴展性和安全性，從而能夠實

現電信級的多媒體通訊服務。高頻帶寬可以將IP網路的缺點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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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從而大幅度提高VoIP的QoS(服務品質)，從技術層面，Ｗ

iMAX更適合用於都會網路建設的“最後一哩”(Last Mile)無線

接入部分。 

三、無線網路相關技術中ＷiMAX 與 Wi-Fi、3G 的比較 

(一)、Wi-Fi 

Wi-Fi 是一種無線區域網路(Wireless LAN，WLAN)技術，其

信號傳輸半徑只有幾百米遠，Wi-Fi 的目的是使各種可攜帶的設

備(如手機、筆記本電腦、PDA 等)能夠在小範圍內通過自行佈設

的接入設備熱點(Hot Point)接入區域網路，從而實現與

Internet 的連接。Wi-Fi 網路使用無線電話等設備所使用的公用

通道，只要有一個“熱點”和一個高速網路連接，就可在其周圍

數百米的距離內架設一個 Wi-Fi 網路。隨著“熱點”的增加，

Wi-Fi 網路所覆蓋的面積就像蜘蛛網一樣不斷擴大延伸。Wi-Fi

的傳輸速度可以達到每秒 11MByte，屬於寬頻傳輸，可以滿足一

般資料量傳輸之需求。Wi-Fi 網路的架構十分簡單，廠商在機場、

車站、咖啡店、圖書館等人員較密集的地方設置“熱點”後，用

戶只需要將支援 Wi-Fi 的設備拿到該區域內，便可以接受其信

號，開始使用 Internet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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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ＷiMAX 

ＷiMAX 是一種無線都會網路技術，其信號傳輸半徑可以達

到 50 公里，基本上能覆蓋到城郊。正是由於這種遠距離傳輸特

性，ＷiMAX 不僅能解決無線接入問題，還能作為有線網路接入

(Cable、DSL)的無線擴展，方便地實現邊遠地區的網路連接。企

業或政府機構可以在城市中架設ＷiMAX 基站，所有在基站覆蓋

範圍內的移動設備均可通過基站接入 Internet。由於ＷiMAX 只

能提供資料業務，因此話音業務的提供需要借助 VolP 技術來實

現。ＷiMAX 網路建設與 3G 網路一樣，均需要架設大型基站。但

由於它只需要實現城域覆蓋，因此網路建設成本相對 3G 網路低。 

(三)、3G 

    3G 是一種廣域網路(Wide Area Network，WAN)技術。是全球

移動通訊網路，它綜合了蜂巢武、無線、移動資料、衛星等各種

移動通信系統的功能，與固定電信網路的業務相容，能同時提供

話音和資料業務。目標是實現所有地區(城區與野外)的無縫覆

蓋，使用戶在任何地方均可使用系統所提供的各種服務。3G 同

時提供語音和資料服務，在目前的條件下，基於電路交換的語音

業務其服務品質比 VolP 高出許多。 

ＷiMAX 與 3G 技術相比，在許多方面ＷiMAX 都顯示出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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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儘管與當前的技術相比，3G 網路的速度已經有了大幅提

高，但是相對於ＷiMAX 來說，3G 網路速度慢了許多。在網路覆

蓋區域上，一個 3G 基站的覆蓋範圍也只有ＷiMAX 的十分之一。

3G 網路的核心功能是提供移動電話服務，也可以用來傳輸資料；

ＷiMAX 的標準則是高速資料傳輸，語音品質並不是關鍵要求。

因此這兩種技術各自的任務和目標都不相同。ＷiMAX 的著眼點

是實現寬頻無線化，而 3G 則傾向於實現無線寬頻化。ＷiMAX 與

Wi-Fi、3G 的確具有很多重疊的甚至是超越的功能，其具有和

Wi-Fi、3G 競爭的關係，但它們更多的是一個互補關係。這是因

為 Wi-Fi、ＷiMAX、3G 分別針對的是無線區域網路 WLAN、都會

網路 MAN、廣域網路 WAN，具有不同的市場定位。因此，未來Ｗ

iMAX 與其他無線網路技術將會共存於市場。 

四、WiMAX 在發展上要面對的議題與挑戰 

WiMAX 在發展上有許多要面對的議題與挑戰，以下從技術

面、市場面、法規面等三個方面來探討。 

(一)、技術面 
1、 互通性問題 

過去一些無線寬頻接取技術(如 LMDS、MMDS)未能順利推展

的主要原因，在於標準化程度不夠，以至於設備互通性差、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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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使得推展相當困難。有鑒於過去的經驗，ＷiMAX 在推展

之初，隨即成立ＷiMAX Forum，並開始建立互通性認證程序。當

越來越多的產品通過認證，將有助於各家廠商減少產品規格的差

異，有利於產品價格快速下降，以促使ＷiMAX 更加的蓬勃發展。 

2、 行動裝置上的耗電問題 

由於 802.16e 可於移動中仍保持高頻寬傳輸，為最被看好且

最具市場潛力的無線通訊技術，然而若要裝置到行動系統如筆記

型電腦、PDA 等，耗電問題將是技術上的首要挑戰。技術面臨的

最大困難點在於，如何在長距離高速傳輸資料，而電池的續航力

又可以維持在使用者可接受的範圍。就目前的技術來說，如果網

路容量或速度提高，則傳輸距離就無法兼顧，若是在長距離且高

速傳輸之下，耗電量將極為驚人，行動裝置上的電池很快就會沒

電。因此，降低功率消耗的技術在ＷiMAX 的發展上將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是否能妥善解決耗電問題，將是 802.16e 在行動裝

置上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 

(二)、市場面 

   ＷiMAX 最吸引人的就是可在廣域網路上做高速的資料傳

輸，達到 TriplePlay(Data、Voice、Video)的服務，然而要達

成這樣的技術並非只有ＷiMAX 可以達成，目前已經展開服務的



 14

3G 亦可。現行 3G 的傳輸速率約 2Mbps，若將系統升級至

HSDPA(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Access)，傳輸速率將可達

到 14.4Mbps，以這樣的頻寬，傳輸寬頻影音已不是問題，目前

各地 3G 服務業者正積極將網路系統升級至 HSDPA，現今大部分

的 3G 業者均已推出基於 3G 網路上的行動裝置(如筆記型電腦、

PDA)無線上網服務，若ＷiMAX 也只是單純提供行動裝置無線上

網，和目前的 3G 數據服務並沒有什麼區別，最後可能淪為只以

價格戰取勝，因此ＷiMAX 必須與 3G 在應用市場上作有效的區

隔，未來發展之路才能較為順利。 

未來在筆記型電腦的晶片組中內建ＷiMAX，行動裝置有了內

建的ＷiMAX 功能，消費者若要在戶外上網，就不必再接上 3G 數

據卡，但前提是ＷiMAX 基地台已佈建完整，可隨處上網，另外，

也要有合理的使用費率，且ＷiMAX 晶片不能太耗電而導致行動

裝置的使用時間大幅縮短。 

(三)、法規面 

    ＷiMAX 的頻譜問題是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頻段資源

的多少與分配方式將會決定無線系統的容量與規模，而系統的容

量與規模將會直接影響服務業者的投資和經營的方向。目前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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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iMAX 試驗的頻段眾多，主要是延續過去無線通訊設備的頻道，

如 2.4GHz 與 5.7-5.8GHz 為 Wi-Fi 使用的免執照頻道、2.5GHz

與 3.5GHz 為現有固定式無線寬頻(如 MMDS)的使用頻段，而韓國

的 WiBro 則使用 2.3GHz，另外還有其他國家、地區計劃使用不

同的頻段，目前各國頻譜規劃情況如下表。 

 

除了不同頻段的設備相容問題，頻譜更牽涉到使用頻譜的費

用問題，目前世界各國政府均傾向將頻譜拍賣，如何制定競標或

拍賣的規則、可經營的業務項目(是否能兼營 3G 網路的業務)，

將影響服務業者經營的意願與投資的方向，另外如何將頻譜做適

當的切割，將關係到傳輸頻寬，這些問題對於政府及服務業者，

都是相當複雜，卻不得不面對的議題。 

    由目前發展情勢看來，各國各自採用不同頻段將是不可避免

的趨勢，系統設備業者必須依據服務業者的需求，設計符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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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指定規格的設備，由於設備與服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未

來將較可能採用類似目前各地 ADSL 的方式，服務業者藉由標案

統一採購設備，使用者向服務業者申請帳號時，由服務業者發給

設備，不同服務業者提供的設備可能也無法互通；無法類似 Wi-Fi

的應用，由使用者自行購買設備來上網。     

肆、台灣ＷiMAX 發展現況 

    由經濟部工業局主導的 M台灣計畫，係指由各地方縣市政府

與相關廠商，在台灣各地建置無線寬頻應用據點。目標是要讓

WLAN 覆蓋率達到都會區 80 至 90%，鄉鎮達 30 至 40％，預計五

年內可提供 800 萬人的無線上網環境。而ＷiMAX 技術成為 M台

灣計畫的重點，起因於經濟部於 2005 年 10 月 18 日與英特爾

(Intel)簽署了合作佈建與推廣ＷiMAX 的合作協議。旨在 M台灣

計畫中，經濟部將在兩年內投入 11 億的經費，以獎勵協助國內

營運商採用台灣設計代工ＷiMAX 產品，以加成後者成長力道。

經濟部亦將負責協調台灣通訊頻譜之配置，並為ＷiMAX 場測

(FieldTrial)提供資源與協助。2006 年三月已展開固定式ＷiMAX

技術的應用，首開先河的是在汐止東方科學園區及南港軟體園區

建制兩座ＷiMAX 無線基地台，提供園區內企業用戶室內與戶外

的ＷiMAX 無線存取技術。主要目標係測試觀察ＷiMAX 做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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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L 或 Cable 等實體線路的寬頻上網服務的可行性，以及首次

推出結合 3G、GSM/GPRS、Wi-Fi 等無線寬頻技術的應用，如 VolP、

IPTV 等，不過由於台灣固定式寬頻網路普及，因此一般認為，

行動版的ＷiMAX 才是最被期待的技術。 

伍、無線網路應用 

一、行動條碼 QuickMark  

隨著行動生活的來臨，行動條碼隨之興之，所謂的「行動條

碼」，就是在手機上使用的二維條碼，它是一種矩陣式黑白相間

的點狀或條狀圖形，行動條碼除了能表示文字、圖形、聲音等資

訊，還有容量大、可靠性高、資料保密防偽、修改資料簡便等優

點。其不但可儲存達數百個數位或中文字，甚至還包含圖片、聲

音等，印刷也不局限在白紙或任何材質上，更具容錯力，即使部

分汙損也還能完整讀取資訊。QuickMark 的概念就是把手機當成

掃描器使用，只要具備 30 萬畫素的照相手機安裝相關軟體即可

使用，運用內建 QuickMark 的照相手機，將鏡頭瞄準條碼後，

透過條碼的連結、軟體的解碼，就能自動辨識條碼內容。 

(一)、QuickMark 行動條碼的優點 

1、 QuickMark 行動條碼能將資訊加密及防偽：可在條碼上依不

同授權階層給予不同之許可權，因此不同階層解碼出來的資

訊多寡可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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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ickMark 行動條碼成本低廉：列印工具如點陣、雷射、噴

墨、或專業印刷等列印技術，可在一般紙張、卡片、或特殊

材質上印出行動條碼。 

3、 QuickMark 行動條碼儲存量大：用於手機上的行動條碼，每

個條碼可儲存達數百個數位或中文字，容量非常大。 

4、 QuickMark 行動條碼只需要 30 萬畫素照像手機即可使

用：在硬體設備方面，只要有 30 萬畫素照像手機，即可利

用手機的相機鏡頭當作讀取工具。 

5、 QuickMark 行動條碼採用先進的專利容錯演算法：在部分汙

損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解讀出完整的原始資訊。 

6、 QuickMark 行動條碼尺寸及顏色可隨需求作更改：可在行動

條碼中放進公司商標等，不會影響到條碼之解讀功能。 

7、 QuickMark 行動條碼內容多樣化：可以將照片、指紋、掌紋、

簽字、聲音、文字等凡可數位化的資訊皆可進行編碼。 

8、 QuickMark 行動條碼可將資訊帶著走：解讀出的資訊可儲存

在手機內，隨身帶著走。 

(二)、行動條碼的多元化應用 

1、 地理資訊條碼搭配照相手機逍遙遊   

地理資訊條碼就是包含有地理資訊的二維條碼，內容包含景

點的名稱、電話、地址、經緯度等資訊。搭配照相手機，打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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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內 QuickMark 行動條碼軟體，將手機鏡頭對著地理條碼輕輕

一掃，所有資訊都會顯示在手機螢幕上。景點的相關資訊不需要

用手抄寫，更不怕忘了攜帶出門，只要記得帶著手機，所有景點

的相關資訊都存在手機裡，結合 GPS 衛星導航定位系統，將可自

動導航駕駛人到達旅遊景點。 

 

2、 商業化應用 

利用 QuickMark 行動條碼儲值機將金額儲值在手機上

即可擁有電子錢包功能，將手機對著帳單上行動條碼掃描即

可完成利用手機消費購物及付款，將手機作為小額交易的工

具。另可作為行動票卷、活動報到等應用，買票及活動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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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排隊等待時間並達到節能減碳綠色生活目標。 

3、 台北市文化局利用 QuickMark 行動條碼推動文化觀光 

QuickMark 二維條碼提供文化護照日文簡介。護照中每

一個景點簡介皆可透過行動條碼的利用，提供日本旅客以手

機來做日文資訊閱讀。 

4、 農產品 QR Code 產銷履歷 

農委會為使消費者能簡單識別安全農產品，以利安心購

買，推行農業二維條碼商業應用整合計畫，整合農委會建構

的產銷履歷系統，包含生產履歷、農民團體資料等，將食品

資訊公開化，消費者只要使用手機就能查詢零售標籤所連結

的農產品資訊，或透過賣場的資料查詢機查詢。民眾亦可透

過「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 http://taft.coa.gov.tw )

查詢所購買的農產品產銷履歷相關資訊，確保消費者吃的安

全。 

5、 九份商圈應用行動條碼成功行銷 

日本旅客一直是九份地區最主要的外國訪客，與九份的

淵源與關係也最密切，不單單是純粹的觀光消費、也是深入

的歷史人文互動，但語言無法順暢溝通一直是潛在的問題。

因此，除了日文部落格網站外，九份群聚導入日本時下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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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QR Code 條碼系統，透過小小的方格式二維條碼，日本觀

光客便可利用他們的手機掃瞄，即時獲得店家、產品或珍藏

文物的日文解說，既新奇又方便。 

二、無線射頻(RFID)辨識系統應用 

家裡東西多，最怕就是找不到東西，利用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媽媽再也不用花時間找廚房的調味料，爸爸也不用擔

心找不到想要看的書。將 RFID 應用在數位櫥櫃，媽媽只要在廚

房的液晶面板上搜尋所需要的調味料，櫥櫃就會自動升降，讓媽

媽可以隨手可得。在數位書房裡，爸爸透過桌子上液晶面版的檢

索系統，也可以輕易發現躲在書櫃角落的書。不僅如此，RFID

還可以應用在數位衣櫥，出門前只要先在牆上的液晶面板選擇今

天想要搭配的服飾和配件，再進行搜尋，就可以很快在 LED 燈閃

爍的衣架上，找到想要的衣服和配件，出門再也不需要匆匆忙忙

了。 

三、其他無線網路相關應用 

台大資工所團隊研發「行動拍拍樂」系統，比價只要 5秒鐘，

只要拿出手機幫名牌包包拍下相片透過網路回傳到伺服器資料

庫，該系統的影像搜尋技術就會比對產品特徵，明確辨識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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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是不是在一些拍賣網站，或有一些相關訊息，找出最低的

價格，5秒鐘幫你解決這個煩惱。 

 

陸、ＷIMAX 政府機關應用 

一、路見「不平」，拔「手機」相助！ 

便民服務行動一指通，路見「不平」，拔「手機」相助！ 台

灣特有的梅雨，將路面沖得坑坑疤疤，機車騎士邊騎車邊被坑洞

裡的水花濺得就像落湯雞。不過，機車騎士這時就可透過手機拍

坑洞，直接行動上網上傳政府單位，WiMAX 讓市民監督政府，未

來市政執行將更有效率。  

二、道路坑洞舉報行動平台 

台北市政府目前透過 1999 電話客服以及市長信箱的方式進

行便民服務，隨著 WiMAX 新時代來臨，台北市政府希望將市民的

服務轉移到 WiMAX 行動網路，提供民眾無限網絡環境，讓行動便

民服務順利開展。「道路坑洞舉報」行動平台是台北市政府推行

18 項適合民眾行動應用服務的 1999 服務之一。以往打電話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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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舉報路上坑洞多，但因口述路面狀況無法清楚得知坑洞大小、

破壞原因等，派人勘查到修補成功常需費較多時間，現在情況將

可改善，民眾只要透過手機拍照問題路段，讓維修工程人員減去

勘查時間，而民眾也可透過上網查詢案件處理狀態。  

三、違規傾倒垃圾舉發 

利用 WiMAX 確實落實垃圾不落地，民眾可以將違規的垃圾傾

倒處拍下，以手機上網登記報案檢舉；利用 WiMAX 網絡，也可以

使用 GPS 定位，藉此安裝砂石車模組，控管砂石車路線。  

四、農產品履歷二維條碼應用 

宏碁與農委會合作，推行農業二維條碼商業應用整合計畫，

整合農委會建構的產銷履歷系統，包含生產履歷、農民團體資料

等，將食品資訊公開化，消費者只要使用手機就能查詢零售標籤

所連結的農產品資訊，或透過賣場的資料查詢機查詢。  

五、路口設置影像監控系統 

宜蘭縣境內 20 個重要路口設置影像監控系統，並建置 10 套

機動贓車辨識系統，方便各警察分局隨機選擇地點進行贓車辨識

偵測。  

柒、無線網路應用於地政業務上的安全性威脅 

由於地政資料攸關民眾地籍財產權益，地政網路實不宜以無

線網路取代實體網路進行資料的傳輸，目前地政網路採用實體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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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的資安管控措施與網路安全機制來進行地籍資料的網路傳輸，

即地政內網所在之電腦無法連結至外部Internet，藉此方式保護

重要地政資料免遭駭客入侵竊取，以維護民眾地籍財產安全。 

無線網路安全性問題至今仍限制著無線網路的發展。最常見

到的網路安全問題，不外乎網路使用者安全權限授權、資料傳輸

過程中遭竊取及網路阻絕服務攻擊(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等。以下就幾點無線網路安全上的威脅及對應的資安管控措施加

以說明。 

一、無線區域網路廣闊的曝露率 

無線區域網路及接收服務的範圍相當遼闊，這樣的特性給了

潛在網路入侵者一個入侵的良機，入侵者不需要親自到企業內部

只要輕易地在無線網路訊號可收取的地點，即可連結網路達到入

侵犯罪的目的，為避免未經授權使用者入侵網路，可使用防火牆

區隔內外網段，亦即採用內部虛擬IP與外部合法IP之NAT轉址方式

因應。 

二、網路存取權限 

一般到一個機構的訪客，往往會要求借用網際網路的設施來

和外界聯繫，他們甚至會以隨身攜帶的筆記型電腦或PDA連結網

路，存取資料。為有效管控網路存取權限的安全控制，應針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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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員與來訪貴賓開設不同的角色權限並定期更改密碼以避免未

經授權的訪客入侵網路。 

三、技術的快速創新 

無線區域網路技術不斷地創新，但是，無線區域網路的安全

機制並未隨著技術的創新進步。這些安全機制的標準並未被制定

成標準而付諸實施。相信不久的將來，將面臨要面對一些不斷創

新但未被標準化規範安全機制的困擾。鑑於安全性議題，建議採

用安全性最高的WPA加密認證，以避免有人心士破解，在無線網

路安全沒有進一步的保障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透過WLAN加上

VPN的安全機制。 

 

  

捌、結論與建議 

無線網路技術打破空間限制，造就資訊流無所不在。建構綿

密的有線／無線資訊網路與大眾生活相關之所有資訊設備，徹底

打造一個「Anytime、Anywhere、Anything、Anyone」之全面數

位化且無遠弗界的資訊社會。善用無線網路的優點，地政機關可

提供更優質的網路便民服務：  

一、提供線上即時等待人數查詢服務 

洽公民眾透過行動裝置無線上網查詢洽公機關目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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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等待人數，方便洽公時間管理。 

二、電子謄本 QRCODE 應用服務 

電子謄本末面提供謄本檢查號供謄本跨機關流通使用，透過

謄本驗證系統輸入謄本檢查號即可確認該謄本之有效性，省去謄

本跨機關流通時需重新申請謄本以驗證該謄本效力使用之費用

及效率，但該謄本檢查號長度多達43碼，輸入不便易出錯，若於

謄本上增加QRCODE，即可利用手機或QRCODE讀取裝置，快速驗證

電子謄本有效性，有利於電子謄本之跨機關流通便利性，未來，

在安全金流機制健全時，可再提供民眾使用手機完成行動付款作

業，交易程序簡單方便，金流直接流入地政事務所專戶，資訊流

則流入規費系統，櫃檯人員可省去每日盤點現金的時間，確保交

易金額正確快速，民眾可享受免帶現金快速結帳之便捷服務，達

到服務「零」等待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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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附表 

附表 1 2008 年台灣通訊產業產值成長狀況 

 
2007 2008 

2008／2007 年 

成長率（％） 

無線通訊產業 5,327 6,250 17.3 

有線通訊產業 2,080 2,026 -2.6 

合 計 7,407 8,276 11.7 

單位：新台幣億元。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2009 年 2 月。 

附表 2 2009 年台灣通訊產業產值成長預測 

 2008 年 2009 年 成長率（％） 

通訊產業 8,276 8,521 3.0 

無線通訊產業 6,250 6,394 2.3 

有線通訊產業 2,026 2,127 5.0 

手機產業 4,189 4,126 -1.5 

ＷiMAX 產業 61 129 111.5 

IP／Cable 機上盒 385 642 66.8 

光通訊設備 356 40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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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億元。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2009 年 2 月。 

附表 3 台灣上網人口統計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附表 4：台灣 12 歲以上行動上網與無線上網人口統計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附表 5:台灣上網家戶與寛頻上網家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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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