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民生福祉

電磁波安全
計量標準把關

　　生活周遭的電力系統如高壓電塔、變電箱以及

軌道運輸交通工具等，所產生的電磁波均是大眾極

度關切的課題，要確認電磁波強度是否符合國內外

相關要求，有賴可靠的計量標準作為依據。

　　NML 已建立符合國際規

範的電磁場計量標準，並提供

國內各界校正服務，近年來更

針對大眾交通運輸最頻繁的北

高捷運、臺鐵、高鐵等運輸系

統的軌道沿線、車站、變電站

周遭區域以及車廂內的電車

線、各式電力設施等，進行各

式電磁輻射源的量測與評估，

以確保列車在運轉服務時的電磁輻射安全。

　　NML 所開發的電磁波量測技術，包含高斯計與

電磁場強度計的校正、低頻磁場與高頻電磁波的量

測、各式電磁輻射源的偵測、以及電磁場分析與改

善等，透過儀器的校正服務將計量標準傳遞給國內

各檢測機構與業界，確保各式電磁場量測的準確性。

　 於高鐵車廂內測試
電磁波的含量，以確保
人體的絕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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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7N9 病毒致死率偏高，近年已引發國際社

會的一陣恐慌，因此政府特別強化邊境檢疫，提

升機場港口檢疫措施。由於 H7N9 潛伏期長，初

期症狀不明顯，第一階段只能用紅外線熱像儀篩

檢，所以該儀器的準確度便成為防疫作戰中重要

的一環。

　　SARS 期間，NML 即研

發完成可攜式熱輻射溫度源

支援各醫療院所，提供體溫

篩檢用之熱像儀及耳溫槍的

校正服務，之後面對 H7N9
疫情，NML 立即組成工作

小組赴機場、港口檢疫站，

提供紅外線熱像儀校正服務；配合疾病管理局進

行各檢疫站作業，迅速在一個月內完成全國各地

（包含外島）所有的熱像儀校正。

　　為使防疫工作更加完善，發揮科技人的專業

與使命感，NML 制定完善的熱像儀檢校品質管理

作業程序，以作為各檢疫站熱像儀現場作業依據，

期能為全民健康安全盡一己之責，賦予科技更深

一層的生命價值。

支援國家防疫
確保全民安全

　 NML 工 作 小 組 提

供紅外線熱像儀校正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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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 LED 照明技術與應用已達全球最

高規格，政府除推動 LED 產業供應鏈的形成

外，也將傳統照明汰換成 LED 路燈，從一般

道路逐漸推向快速道路、高速公路。由於快

速道路上的車速高，LED 路燈在裝設上需有

更高的量測標準，透過 NML 建立的 LED 量

測技術，可提供 LED 照明檢測標準。

　　NML 與臺北市政府合作建置臺灣第一套

「快速道路 LED 智慧化路燈系統」，提供路

燈即時監控、自動報修、分時調光等智慧功

能，讓路燈變得更聰明。未來若能擴大實施

於全臺灣路燈，估計每年將可節省 3.6 億度

電，減少 20.1 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智

慧節能又環保的功效。

　　NML 也協助交通部公路總局於台 61 線

西濱快速道路建置「LED 快速道路路燈量測

標準實證場域」，將該路段部分替換為高效

能的 LED 路燈，藉由這條實證場域道路，加

強 LED 裝設的使用比對，作為未來道路現場

量測數據資料及智慧路燈監控的依據，確保

用路人的行車安全。

LED 智慧照明
量測標準不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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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用水有撇步

　　發展風力發電需要廣大的陸域面積與適

當之風場條件，臺灣地狹人稠，因此風力機

組的設置也愈來愈接近居民的生活圈，隨著

社區環保意識抬頭，居民生活品質的提高及

對健康的重視，風力發電機所產生的噪音，

是風能建置營運後，在地民眾既期待又怕受

傷害的環節。

　　由於民眾對於噪音感受敏感度的不同，

加上地形與建築物分佈對風場噪音的產生有

不同程度的影響，風

力發電機噪音問題勢

必需以計量與科學的

方 法 解 決。NML 所

擁有之風場噪音評估

技術，可進行噪音環

境影響評估、噪音預

測值與實際運轉條件

下之地區環境因子的差異，作為噪音改善參

考依據。不論在現有營運風場或在新風場規

劃時期，皆可提供完整客觀的風場噪音量與

噪音傳遞干擾範圍，解決噪音問題，讓風力

發電發揮更高的效益。

釋疑風機噪音
打造綠能臺灣

　 風機噪音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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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 PM2.5細懸浮微粒的議題受到

各國政府的關注，NML依據 ISO Guide 
34、ISO 6142及 ISO 6143等國際品質
及技術規範所建立的國家最高氣體量測

標準系統，讓國內相關產業在氣體濃度

檢測有統一的量測標準作為依據。

　　針對汽機車定檢廢氣排放及勞工作

業場所有害氣體偵測、濃度檢測、量測標

準追溯的需求，提供國內超過 2,700家
機車排氣檢驗站與 500家以上的汽車檢
驗站之車輛排氣分析儀檢定檢查所需之

量測標準，藉由精準的排氣檢驗，有效

控制車輛的廢氣污染問題。

　　此外，為保障勞工安全，NML研發
一氧化氮（NO）與二氧化硫（SO2）的

校正系統，不但提供勞安作業場所 NO與

SO2偵測器校正所需的氣體濃度量測標

準，同時也作為酸雨及空氣品質監測相

關的氣體稀釋與分析儀器校正之用，確保

氣體濃度量測準確度，保護勞工免於長

期暴露在惡劣或有毒的空氣品質環境中。

空氣品質糟
量測標準警示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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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用水有撇步

　　在癌症治療中，放射治療、手術及化療形成

黃金三角，為戰勝腫瘤的重要角色，而近接治療

為放射治療主要運用之方式。

　　根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最新

統計資料，我國近 5 年平均每年約有 6,500 人次

病患接受近接治療，健保給付約為新臺幣 2 千 7
百萬元，醫療院所共有 38 部銥 - 192 射源之近接

治療設備，大多用於婦科癌症治療，藉由放射源

置於癌症病灶中，使其吸收大量輻射線，讓病灶

逐漸縮小，並且須使正常組織器官遠離放射源，

以不致其受輻射線影響，故放射源於體內的定位

及給予輻射劑量的準確性，將影響治療成效。

　　透過國家游離

輻射標準實驗室精

進 銥 - 192 射 源 之

游 離 輻 射 標 準 系

統，可提供準確的

近接治療設備所需

劑量追溯，且配合醫療曝露品保制度，將可提升

劑量準確度並改善癌症療效，使國人能享有高品

質之放射醫療，並保障民眾之輻射安全。

計量標準環境大躍進
醫療品質超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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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用水有撇步

　　在時間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在現實生活中，

無論男女、老幼、貧富等差異，每個人所擁有的時間，

一樣都是每天 24 小時。有效地掌握及運用時間，就等於

掌握自己的生命。隨著人類的生活日趨現代化，時間與

頻率 ( 以下稱時頻 ) 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工商社會更講究

時頻的同步，才能維持整個產業體系與金融交易順暢運

作。簡言之，現代社會從民眾日常社交活動的時間約定，

到金融交易及資通訊產業的精準時頻同步，都需要共同

的時頻標準作為依據。

　　國家時間與頻率標準實驗室除維持精確可靠的國家

時頻標準外，亦參與國際度量衡局之國際比對，以共同

維持國際時頻標準。對於民生及產業提供高精度之時

頻同步及校正服務，以滿足時頻追溯鏈。國家時間與

頻率標準實驗室所提供之網際網路校時 ( 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 ) 服務，係透過該實驗室網站 ( http://www.
stdtime.gov.tw/chinese/home.aspx ) 下載安裝 NTP 校時

軟體，使個人或企業用戶皆可經由網際網路取得國家標

準時間。服務範圍除涵蓋臺灣地區之公、私立機關、學

校、銀行、公司行號外，甚至遠在中國大陸的台商及研

究機構等亦使用該網站校時，經統計目前每天有超過 2
億次的校時需求。另協助電話語音報時台，使民眾只要

撥電話號碼「117」就可聽到語音報時，相當便捷容易。

掌握時間
就是掌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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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4.0

　　科技的演進推動生活的快速發展，未來在行動通訊與數位

化的商業模式下，無論是雲端運算、物聯網等各式各樣的創新

發展與應用，均需要計量標準與智慧感測等技術作為基礎。

　　負責國家計量標準之各實驗室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支持

與指導下，將積極開發創新經濟發展所需之各項國家量測標準

系統，配合國家科技、產業、民生、安全等需求，在維持國家

最高計量標準的同時，持續支援綠色能源、生技醫療、智慧精

密機械、國防科技、新農業以及循環經濟等新政策所需之量測

與校正技術，協助產業創新領域邁進，迎向智慧化新生活。

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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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計量標準國家計量標準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