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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三大系統網路為電信網路、電視
電纜)Dbcmf! UW*，及電腦網路，但任何國
家資訊網路之發展皆係由電信網路先開始
的，其生存發展與社會經濟環境及國家政
策有關，而規模則與經營面、技術面及業
務面有關（無線行動通信網路系統即屬於
電信網路之重要一環）。一般而言，社會
經濟愈富裕，國家政策愈開放，經營資金
投入愈多，技術支援程度愈高，及業務面
需求愈多（如寬頻多媒體等），則電信規
模便愈大也愈多樣化；反之便蕭條單調。
大凡所謂電信網路)Ufmfdpnnvojdbujpo!

Ofuxpsl*是指在兩個或多個點間能提供連
接，以便在這些點間建立電信業務節點與
鏈路之集合，其為一般發展最早且規模最
大者。各世代之無線行動網路系統發展，
從最早之2H窄頻)obsspxcboe*類比行動電
話系統，3H窄頻數位行動電話系統，4H

寬頻)xjefcboe*數位行動電話系統，到5H

闊頻)cspbecboe*數位行動多媒體（及電
話）系統等基本上亦皆循此發展脈絡，經
營面、技術面及業務面等三足鼎立及驅使
其規模發展。雖然台灣因5H之發展繞了一
些遠路)XjNBY*，原欲從QD電腦直接切
入5H，並推動N台灣計畫，然終究因基地
台佈建等成本考量，而回歸目前世界各大
廠之5H技術主流MUF，並積極進行5H系
統之實際用戶擴展及各式應用。

回顧過去數十年來，無線行動通信
網路和過去幾百年來比較，已經呈現出顯
著進展，並且引入了新的行動通信裝置類
型，如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如此已導致
在行動連接性上之嶄新應用及使用用途之
大幅增加，以及在網路流量上等均呈現指

數型之增長。然而，吾人仍然只是剛剛開
始進行轉換到一個完全相互連接的網路化
社會)Ofuxpslfe!Tpdjfuz*當中，在其中，
一切從連接中可獲益之事物都將逐步被連
接起來\2^。同時，隨著行動網路的擴展容
納新類型的連接裝置和相應的服務，例如
從電錶到汽車，到家用電器，到支援工業
應用之通訊，嶄新及廣泛變化的要求將置
於其上。因此過去欲使用單一技術以滿足
所有的解決方案想法，如今將可能不是最
有效之選擇方式；相反的，如今的廣域技
術將繼續發展，從而提高了系統的性能和
擴展能力，其將並藉助其它之互補技術來
解決於特定使用情況下很難以當今單一演
進技術解決者。此種互補技術與演進之4H

和5H的無縫整合將帶來一個全新的消費體
驗及引進許多嶄新的服務類型。

此種趨勢的長期結果就是吾人所說未
來之6H基本概念：即一組無縫整合的無
線電技術，將於3131前使網路化社會真
正實現\2^。對此未來MUF的演進將至關
重要，ITQB和Xj.Gj的演化發展亦然。
甚至3131年後，HTN手機亦將扮演重要
的角色，繼續成為世界上許多地方的重
要隨意接取技術)SBU;! sboepn! bddftt!

ufdiopmphz*。因此6H並非取代現有的技
術，而係於特定的場景和使用狀況下，
不斷以新的隨意接取技術發展演化和補
足。6H將使長遠的網路化社會變為可行，
並實現任何人及任何事可以無限制地接取
資訊之願景。這一願景並將藉由結合今日
之無線電隨意接取技術（其中包括MUF和
ITQB）及具有互補的隨意接取技術在特
定用途情況下達成，而並非完全取代現有
的技術來實現（參圖2）

5G無線行動通訊網路系統展望
◎廖建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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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對行動通信系統之發展演進
做一廣泛之回顧；而主要目標係欲對未來
之6H無線行動通信系統之各發展規劃情形
進行整理及探討；最後做一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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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通訊系統之發展及普及而論，最
早傳遞訊息的系統應該是「峰火台」，可
以把「敵人入侵」訊息從一處峰火台由邊
境往內地傳遞，後來發明了「電報」，利
用電線上通電的長短及電報碼來傳遞資
料訊息；或利用高低音調來取代「開」或
「關」；繼而發明了「電話」，把語音
變成電壓或音調的高低傳遞到遠方，在遠
方又以反方向來恢復原來的聲音；隨後又
發明了「傳真機」，把黑白的影像掃描後
變成高低不同的電壓或音調傳出去，而到
遠處又以此高低不同的電壓或音調反方向
來恢復黑白影像；繼則將有線傳送方式發
展成為無線之方式。最終即是將語音、數
據資料及影像等訊息傳遞功能整合成為
今日所見之有線及無線、近距及遠距之通
訊系統型態與規模──廣泛佈建之衛星、
基地台，以及人手ㄧ支之嵌入式行動手機
)npcjmf*。現代電信系統的極致是在任何

地方、任何時間以一台小筆電或手機透過
有線或無線的方式經由「網際網路」來傳
送語音、影像及數據等，並可參加任何一
場會議，共同瀏覽任一網站。這個現況
較諸數十年前的電報電話及傳真時代真
有天壤之別，稱做「數位匯流」)Ejhjubm!

Dpowfshfodf*，即把數據、語音及視訊
等資訊數位化以後，透過共用的通路來傳
遞，這個共用的通路就是目前的網際網路
)joufsofu*。

無線蜂巢式行動通訊系統的演進歷程
亦然（如圖3）。有趣的是，每隔十年新
的技術便會出現，以便提高其通訊能力及
服務層面。其蓬勃快速發展之主因係與世
界各國之社會經濟環境改善及國家電信相
關政策自由化，甚至世界各國間共同致力
建立共通之電信標準有關。而目前發展之
規模影響因素殆如前述，則與經營面、技
術面及業務面等三面向息息相關。一般而
論，社會經濟愈富裕，各國政策愈開放，
經營資金投入愈多愈大，技術支援程度愈
高愈深，以及業務面需求愈多愈廣（如寬
頻多媒體服務需求等），則無線行動通訊
系統規模便愈大也愈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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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人 將 首 先 藉 由 無 線 多 樣 接 取
)Bddftt*技術在行動通訊歷史裡的技術演
進進行回顧：從早期第2代)2H*之類比式
GENB分頻多工手機(俗稱黑金剛)，到第3

代)3H*數位式UENB分時多工手機，或號
稱為第3/6代)3/6H*兼具數據傳輸功能之手
機，以迄第4代)4H*展頻DENB分碼多工
手機，兼具語音、數據及多媒體影像等；
第5代)5H*之手機發展其目標係提供一更
寬頻的無線多媒體服務。但凡此種種，皆
在說明一件事實，那即是無線行動通訊技
術之發展演進可謂朝氣蓬勃，沛然莫之能
禦，而且其前景可期，並有絕對之利基
也。

目前包括電信設備業者、電信服務業
者、行動通訊終端設備業者，以及通訊晶
片供應商等已將3124年視為第四代)5H*

行動通訊時代的起始年，並為5H商機摩
拳擦掌、積極備戰，引頸期盼此新行動通
訊世代的來臨。然而，對行動通訊用戶而
言，所謂的5H到底是什麼？先前業界咸
認為ITQB,以及第一代MUF，XjNBY

亦獲JUV在3121年納入5H範圍的技術，
特別是MUF及XjNBY，早被全球各地電
信相關業者廣泛宣傳為5H技術；但其實

嚴格而言，其因傳輸速率尚未達到JUV目
標，僅能算是由4H過渡至5H的技術)4/y!

H@*。在JUV國際電信聯盟定義下，真正
的5H指的是符合該聯盟旗下無線電通訊
部門)JUV.S*所公佈之JNU.Bewbodfe

規格的技術，在其建議書 )N/3123 *中
納入兩項技術，一是先進長遠演化技術
)MUF.Bewbodfe*，另一是稱為XjNBY!

3的 先 進 無 線 都 會 區 域 網 路 系 統 技 術
)XjsfmfttNBO.Bewbodfe*。在JUV.S

的建議書中，JNU.Bewbodfe規格技術中
非常重要及關鍵特性即是傳輸速率在高速
移動時可達到211Ncqt，而靜態時可達到
2Hcqt的傳輸速率目標。

然而，總結為何MUF會取得最後勝
利，打敗XjNBY成為國際所使用的5H通
訊協定，主因在於MUF和先前的4H的向下
相容性)cbdlxbse! dpnqbujcjmjuz*。4H技
術因使用未久，除了台灣的電信龍頭外，
國際上原本使用4H系統的電信大廠們也
都反對砍掉重來(未賺足?)，而再將建置之
4H基地台改裝取代為XjNBY基地台。再
過約二十年後之電信服務又會變成什麼樣
的狀況？可能是用一張可攤開來的「電子

紙」，而傳輸系統除了海底電纜及長程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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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使用光纖之外，每一戶人家都是「光纖

到家」，有著無窮的頻寬；同時第四世代

及第五世代無線行動通訊系統將逐步以其

獨具的競爭力及可移動特性，提供可比擬

如有線yETM及光纖之闊頻各式頻寬在無線

行動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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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行動寬頻的用戶將“無限”體驗

無線接取性能：即將瞬間接取資料，及服

務交付將不因等待時間或不可靠的接取而

受到阻礙，其對於網際網路接取之一般及

專業用戶皆然。對於像是消防隊員和醫護

人員此類專業用戶而言，為解決其基本社

會需求，可靠的寬頻通信可說是生死攸關

的問題。進一步言，新類型的裝置和相關

的連接物的服務也將要在未來出現。這些

連接物的例子包括連接交通燈、車輛、醫

療裝置，以及廢物箱和供電系統等，基本

上任何可以從連接中獲益者皆然。這種連

接將帶給人們、企業和社會顯著好處。6H

系統必須能夠為所有這些服務提供高效率

及高性能的解決方案。這對長遠網路化社

會生活之實現是必要的。為了實現這一長

遠願景，幾個關鍵的挑戰應由未來的無線

接取解決方案來解決（例如在圖4中列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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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無線通信系統中的總流量成

長驚人，主要在行動寬頻上面。預估這一

趨勢將持續到未來。根據不同的預測推斷

\3.4^，可以預估3131年以後，無線通信

系統必須支持當今的2111倍以上之資料流

量。當今有超過61億無線接取服務之行動

裝置\3.4^，其中大部分是手攜式終端或可

攜式電腦內之行動寬頻裝置或平板。在未

來，這種以人為中心的聯結裝置預估將超

越現今之21至211倍之間，其中包括監控

照像機、智慧城市、智慧家庭和智慧電網

裝置，及聯結的感測器等通信裝置。這對

從61到611或者甚至6111億聯結裝置的過

渡期，將是嚴峻的挑戰。然而，更大的挑

戰將來自於相關於所有因劇烈擴展之需求

及特性所產生之新類型的聯結裝置，如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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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串流、資料共享和雲端服務等行動寬頻

業務將會繼續維持，以驅動更高的用戶資

料速率需求。幾Hcqt的資料傳輸速率在

特殊情況下可穩定可靠地達成，例如辦公

場所或人口密集的城市戶外環境；這些速

率將支持應用，例如本地存儲到雲端驅動

的裝置同步、網路硬碟、超高解析視頻，

以及虛擬和增強實境等。更重要者，數百

Ncqt的用戶資料速率已對實現無限制地接

取資訊願景邁出一步。

端至端的延遲)mbufodz*需要被進一步

降低到幾毫秒水準，以支持幾Hcqt的資料

速率及增強虛擬及增強實境應用。此外，

大規模引進通信機器將伴隨著許多新的使

用案例和應用的出現。這些應用將具有那

些以人類為中心的應用程序相關聯的不同

特性和要求，並且根據不同的應用將顯著

變化如下幾個例子：

．一些應用程序，如遠程抄表計費，有非常

寬鬆的延遲要求；其他應用，如在工業處

理上之安全或控制機制、電氣配電電網，

或用於交通安全上，低延遲便有非常嚴格

的要求，6H需要支援幾毫秒以下的延遲

時間來解決這樣的使用案例。

．關於關鍵基礎設施（如電網）及工業控制

或重大社會功能者，如交通，電子醫療和

智慧城市管理的控制應用，便需要非常高

的網路可靠性，其需高於目前的通常之網

路性能。而當涉及到在家裡之溫度或濕度

的感測時，對可靠性的要求便低許多。

．某些應用，如遠程視頻監控，便與顯著大

容量的資訊傳送有關，而其他應用程序，

如航運業之貨物追踪，則有非常小的資料

有效負載需求。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對於電池供電的無

線感測器網路，低裝置成本及能量消耗是

非常重要的；同時，此對於一些其它應用

中則將不再是個問題。部署、操作和維護

網路成本，以及裝置的成本費用亦應在一

定水平，以使其能夠以極具吸引力的價格

為用戶提供廣受歡迎的服務；同時為網路

運營商維持具有吸引力的商業使用案例。

．最後，為達到和保持低的網路運營成本，

能量效率也應該是重要的焦點。雖然當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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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行業貢獻了全球二氧化碳當量排放

量僅約3Ʀ，預期大幅增加的流量如何因

進一步提升網路效能而有助於降低此一

比例將是非常重要課題\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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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上述挑戰，需要發展及擴展

無線接取解決方案，不同的解決方案將解

決不同的挑戰。現有的隨意接取的進化版

本技術，將由新的針對特定場景及使用案

例補足，而將不會以其他方式得到滿足，

包括現有的隨意接取技術，諸如ITQB和

MUF等新技術，操作和交互在一個完全整

合的方式的演進版，一個整體未來的無線

電接取方案等。此些結果可以被稱為6H無

線接取方案，因為它需要用戶經驗和整個

系統的性能，其係5H目前無法提供的（參

圖5），說明如後：

)2*無處不在之超高行動寬頻服務水平

現有的行動寬頻技術，如ITQB和

MUF將繼續發展，將提供3131年後未

來的整體無線接取解決方案的基礎。

此能力並將繼續擴大。例如，在任何

時間及任何地方，數百Ncqt的用戶

資料速率將實質可行，包括具大量

可操縱天線元件之智慧型天線)tnbsu!

boufoob*，以及基站間的更多光譜及

整合，皆將有助於提供高服務水平。

行動寬頻技術亦將擴展到新的部署場

景，諸如密集小蜂巢部署，以及不同

種類的機器類型通信等嶄新使用之案

例應用。

)3*超高的交通容量和資料速率

為解決能夠提供極高的容量，以及在

特定情況下的數個Hcqt的資料速率的

需求挑戰，吾人預估可引入極密集網

路部署，其節點具隨意接取技術，並

且在高頻段具寬傳輸頻寬。極密集網

路將包括低功率接取節點，其係以高

密度網路部署。在極端的情況下，例

如對室內部署而言，吾人預估可在每

一個房間部署節點；室外部署而言，

則可在間隔燈柱距離之間部署之。

為能可靠地支持數個Hcqt的資料速

率，極密集網路應該支持數百NI{的

最小發送頻寬以擴展至高達幾GHz的

發送頻寬。極密集網路主要將在21.

211HI{頻率範圍內工作。

．雖然這樣的頻段廣域部署仍存有許多問

題，包括室外到室內之傳播特性，其似

乎更適合於極密集網路的短距離通信。

．高頻帶使其更容易提供所需的數個Hcqt

的資料速率下的寬傳輸帶寬。

．極密集網路將包括先進的網路解決方

案，如整合的無線多跳轉tfmg.cbdlibvm

和先進節點的整合。儘管將在不同的光

譜工作，並且很可能是基於新的隨意接

取技術，極密集網路應與疊置的蜂窩網

路整合，並提供無縫的用戶體驗。

)4*大量低功耗機器類型之通信裝置

專注於擴大現有行動通信技術（主要

是MUF），以支持大量低功耗的機器

類型通信裝置活動，其實於4H時已

然如此。然而，為滿足特定的應用和

極端的要求對MUF演進而言預期將是

困難的。因此，替代技術更形需要，

例如，支持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能量消

耗限制裝置，這樣的技術將被無縫地

整合，使得其可無縫連接至蜂巢式技

術中。例如，微血管網路)dbqjmmbsz!

ofuxpslt*係經由蜂窩技術採用一些

替代技術，以進行通信連接到世界其

餘部分。

)5*近端通訊

對於用戶彼此接近及在特別情況下具

有資訊互動(如交通安全，國家安全

和公共安全)OTQT*，一般的近接服

務中，用戶交互之間與周圍環境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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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可以更有效方式，讓裝置到裝置

)E3E*連接直接通訊，而不是透過網

路基礎設施裝置進行通信（延遲?）。

在網路控制下，因網路可在許可之頻

譜管理E3E業務，E3E將提供運營商

級的可靠性給本地通信服務。在MUF

的標準化中，目前E3E整合到基於網

路的通信技術第一步驟正在進行中，

目標係使本地通信即使在網路基礎設

施被損壞時亦可進行。E3E也將是

OTQT應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6*超可靠的通信

在工業通訊和社會功能當中，如交通

安全、電子醫療及智慧城市管理等，

對可靠性的要求並不能以當今的無線

網路得到完全滿足。於某些涉及特定

智慧電網通信應用及交通安全使用情

況下，例如，所需要的網路延遲是比

當今的系統可以提供者較低（低到只

有幾毫秒的端至端時間）。在很大程

度上，可靠性係依賴於網路部署及提

供足夠的資源來處理流量高峰。在無

線接取端，能夠供於通信類型間進行

區分，並提供優先臨界流量將是重要

的一環。其顯著挑戰則在於超低延遲

和極高的可靠性相結合。這將需要不

同於當今的行動寬頻系統的擇優，其

主要設計用於容量、覆蓋範圍和資料

速率。控制通道設計、編碼、鏈路

自適應，以及無線電資源管理是其中

需進行不同擇優的部分，以確保優化

網路及確保低延遲區域。其中極低的

延遲是必需的（例如大約一毫秒或以

下），新技術與更短的傳輸時間間隔

亦是必要的。

)7*能源效率和持續性

如前所述，能源效率今後更形重要，

對所有的6H無線接取解決方案言，應

是一主要的設計目標。在緻密的網路

減小鏈路距離，智慧功能的節點睡眠

功能，以及最小化的網路檢測及同步

信號設計功能將顯著降低未來網路的

能量消耗。

)8*新的頻譜分配

3131年及以後，6H系統將需要更多

的頻譜及更大的帶寬，以支持業務的

預期增長，甚至更高的資料速率；更

多的頻譜是在當今的MUF和ITQB系

統運作中所發現的。到3131年及以

後，在比當今系統頻譜更高的頻率範

圍上，預期更多的頻譜是必要的。前

者用於改善廣域的服務水平；而後者

可以提供更大的頻寬，從而實現於特

殊情形下更高的服務水平。 

)9*奈米及雲端網路技術 

半導體可說居於上游關鍵影響，居間

者為電腦、通訊及嵌入式系統技術

等；而網路部份則可說集其大成，科

技的發展也形塑出科技的智慧定律，

亦即半導體摩爾定律與梅特卡夫網路

定律，分如後述。半導體產業歷經個

人電腦的興起、網際網路的震撼、行

動通訊的發展，半導體積體JD電路

的技術與產品均扮演著最為關鍵的角

色，亦即其為電子、通信，以及資訊

等產業之基礎。英特爾公司的創辦人

之一高登摩爾)Hpsepo!Nppsf*於2:76

便觀察預測矽晶片上的電晶體的數目

與運算能力約每29個月成長3倍，直

到矽晶片在縮小化的過程中到達本身

物理的上限為止（目前有預估3131年

即趨於飽和！），這就是著名的摩爾

定律)NppsfŅt! Mbx*（參圖6）。由

此推估之，較諸次微米)Tvc.njdspo*

更小之奈米)21.:*製程技術，以及微

機械與電機之整合技術及成熟（如

NFNT微機電感應器）應是指日可待

之目標，亦是6H之支援技術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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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梅特卡夫網路定律)Nfudbmgf(t!

Mbx*是由全球知名網路設備領商4Dpn創

辦人梅特卡夫)Spcfsu!Nfudbmgf*所提出的

網路效應：「網路的價值，為使用者的平

方」，也就是：w>o3，其中w代表網路的價

值，o代表連結網路的使用者或節點總數（

參圖7）。它是一條關於網上資源的定律，

網路使用者越多，價值就越大；新技術只

在多數人使用它時才會變得有價值，因而

越能吸引更多人使用，也就越能提高整個

網路總價值，若技術已建立用戶規模，其

價值將會呈爆炸性增長，這亦即是資訊網

路產業，如電子商務)f.dpnnfsdf*等能

夠蓬勃發展之根本要素。例如，一部電腦

價值有限，幾部電腦價值也有限，成千上

萬部電腦組成的通訊網路便能把通訊網路

的價值極大化；而嵌入式（電腦）系統裝

置，不論有線或無線網路應用，則更能擴

大其價值效益。面對6H從人與人間之無所

不在通訊，擴展至人與物間之無所不在通

訊，巨量資料)cjh!ebub*之處理及如雲端

)Dmpve*網路技術之發展便成為未來6H之

重要關鍵技術因素。

���ᆄၓׇ݇ڊದ̖ྑದᝃᆛႪརၽ়ʎϿۃ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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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關鍵概念
2）不再有接取或區域限制問題之即時無

線網路世界。
3）具人工智慧之穿戴設備功能。
4）網際協議版本7)JQw7*，其中來訪轉

交之行動JQ地址是根據位置和連接
的網路分配。

5）一個統一的全球標準。
6）普適網路)Qfswbtjwf! ofuxpsl*，提

供無處不在的計算：用戶可以同時
連接到多個無線接取技術，並於其
間無縫移動，此些接取技術可以是
3/6H04H05H或6H網路、無線網
路、無線個域網，或任何其他未來
的接取技術。在6H，此概念可以被
進一步發展成多個並行的數據傳輸
路徑。

7）感知無線電技術)DS*，亦稱為智慧
無線電：允許不同的無線電技術自
適應性地尋找未使用頻譜和調整傳
輸方式，以共享頻譜技術有效率地
共享相同的頻譜。這個動態無線資
源管理中以分佈式的方式實現並且
依賴於TES軟體定義無線電。

8）高空平流層平台站)IBQT*系統： 此
6H通信系統的無線介面係韓國的研
究和發展計劃所建議，其係根據波
束分工多址)CENB*及群組合作中
繼技術。

．6H網路技術特色
2）6H技術提供了高解析度給瘋狂手機

用戶及雙向大頻寬調整。
3）6H技術之先進計費介面使其更有吸

引力和效用。
4）6H技術還提供了子載波監督工具供

快速行動。
5）6H技術基於政策提供高品質服務基

礎以避免錯誤。
6）6H技術是提供數個Hcqt大廣播數據

資料支持將近76111連接點。
7）6H技術提供具有無與倫比一致性之

轉運等級閘道)hbufxbz*。
8）6H技術流量統計使其更加準確。
9）通過6H技術提供遠端管理，用戶可

得到更好和快速的解決方案。
:）遠程診斷亦是6H技術的一個很大特

點。
21）6H技術可提供高達36!Ncqt的連接

速度。
22）6H技術還支持虛擬專用網路。
23）新的6H技術將使一切送貨服務無須

業務前景。
24）6H技術上傳和下載速度接近峰值。
25）6H技術網路提供增強可用的世界連

接 

．6H應用啟發
如何可能呢？
2）是否你能感覺到當你的孩子在母親肚

子裡悸動時。
3）是否你能夠使用自己的心臟跳動充電

手機。
4）是否你可以能夠以您的手機感知你祖

母的血糖值。
5）是否你能知道你的孩子出生的準確時

間，太多在幾奈秒間。
6）是否你的手機能按照你的心情而響。
7）是否你可以以您的手機投票。
8）是否你能從你的手機發出警報，當某

人試圖打開你智慧汽車時。
9）是否你能在您的手機看見，當有人進

入你的所住。
:）是否你能可以定位找到你的孩子，當

她/他不幸走失時。
21）是否你能夠支付所有的帳單，以您

單一的手機付款之。
22）是否你能感知海嘯/地震要發生了。
23）是否你可以能夠當場看到所有行星

和宇宙。
24）是否你能能夠導航你正在等待的火

車。
25）是否你能當場獲得股票價值。
26）是否你可以使用您的手機鎖定你的

筆記型電腦/汽車/自行車，當你忘
記鎖定時。

27）是否你的手機可以分享您的工作負
載。

28）是否你的手機可以識別最佳的服務
員。

29）是否你的手機可以進行無線資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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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是否你的手機能在電話掛掉前通知

您。
31）是否你的手機能進行自身清潔。
32）是否你能按你的想望摺疊手機。
33）是否你可以使用你的手機擴展你的

覆蓋範圍。
34）是否你可以於奈秒間識別你被盜的

手機。
35）是否你能在你的臥室接取你的辦公

桌面。

��഼
3131年及其後之6H系統將滿足吾人

的長遠之願景，那即是隨時隨地可無限制
地將接取資訊和共享可獲得之資料傳送給
任何人及任何事。要做到這一點，顯然更
多樣化的裝置，服務及比現今之行動寬頻
系統所容納之挑戰必須加以解決。由於
此種多樣性，6H系統將不會是一個單一
技術，而是綜合隨意接取技術，其中包
括MUF和ITQB的演化版本及特製化的隨
意接取以供特殊使用情形，其將共同地滿
足未來需求之實現。6H需要的發展研究
目前進展順利，最近成立的歐洲NFUJT!
)Npcjmf!boe!xjsfmftt!dpnnvojdbujpot!
Fobcmfst!gps!uif!Uxfouz.uxfouz!Jogpsnbujpo!
Tpdjfuz*計畫\6^，其目的即在開發6H系統
的基本概念和調整產業發展意見，發展之
6H概念如NFUJT計畫可以預估在幾年內
達到標準化階段。於此情況下過渡到全面
6H之能力預估將從3131年左右逐步發生。
未來31年將會是一無線行動多媒體網路化
社會將逐步實現，6H技術發展及系統整合
預估將會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在此實現之
前，非常困難的但卻有趣的技術挑戰正在
等待我們共同來克服，希望政府及民間應
及早正視此發展趨勢，莫再如5H發展過程
經驗再繞了遠路及喪失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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