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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場 

 

http://chuluranch.91a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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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台東林管處/聯合報 

700年牛樟木被盜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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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菜園內灣的海鱺箱網養殖實例 

 

http://web.idv.nkmu.edu.tw/~tomhsiao/Aquaculture/PenHu%20Net%20Cage%20Cultu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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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箱網養殖場 

 

http://ikehenry.com.tw/index.php/component/hikashop/product/23-400-4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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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eyard (C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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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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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WAN Technologies 

 Unlicensed-Band (Ready for development) 

 LoRaWAN 

 SigFox 

 Weightless 

 On-Ramp Wireless (Ingenu) 

 DASH7 

 Licensed-Band  (Not Ready Yet, 2017) 

 LTE MTC (Machine-Type Communication, 
NarrowBand IoT, NB-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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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WAN Technologies 
LoRa / LoRaWAN Weightless SigFox 

推動者 LoRa聯盟（Cisco、
IBM、Semtech、
Microchip） 

Weightless SIG 

（ARM、Accenture） 
SigFox(法國網通廠) 

特色 範圍：15-20km 

資料量：50kbps 

節點數：Millions 

電力：10yr 

範圍：5km 

資料量：100kbps 

節點數：Millions 

電力：10yr 

範圍：30-50km 

資料量：100 bps 

節點數：Millions 

電力：10yr 

使用者 • 鴻海、亞太「富
鴻網」 

• 研華「LoRa試驗
區」 

• 台北市資訊局 

• 台灣雲創通訊 

• 倫敦、哥本哈根
選定為智慧城市
技術架構 

Atmel、Arqiva、TI、NTT 

Docomo、Telefonica、
SK Telecom 

補充 • 以上皆為免授權頻譜ISM(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 目前進展較快，有現成的產業解決方案 

• 主要在特定垂直領域的應用，如農業、工業、智慧城市、智慧電網 

• 缺點在於公用頻段品質不容易保證，容易發生干擾與雍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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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WAN Network Architecture 

 



11 

What is LoRaWAN™ ?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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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919000099-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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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亞洲‧矽谷推動方案」，交通部研擬配套措施，近期將
公布物聯網專用頻譜，提供非電信商利用使用該頻譜發展物聯
網應用及相關產業。這段免執照頻譜（Unlicensed Band）將
落在 920～928MHz 頻段。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希望從2017年開始投入新台幣113億
元，在台籌設物聯網試驗場域以及研發中心，同時培育3家國際
級系統整合商，並促成企業或新創事業在台成立物聯網研發中
心。 

台灣將物聯網視為繼PC等電子製造業之後的未來新藍海，透過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希望在2025年時創造出4.6～9.5兆元
的相關產值。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919000099-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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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參考國際做法，認為920～928MHz頻段適合
接軌全球市場，何況目前物聯網的應用、跨國服務愈
來愈多，而國際上用作物聯網的頻段普遍落在 863～
927MHz，台灣也正將 920～928MHz 頻段規畫為物
聯網專用頻譜。 

 
國際上利用該頻段發展物聯網服務或應用的技術，目
前以全球物聯網龍頭廠Sigfox主導的長距離低資料量
的Sigfox技術、長距離低功率無線感測技術RoLa以及
802.11ah技術為主。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919000099-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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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公司發展物聯網，交通部及NCC規畫開放
既有業者利用既有頻譜、也就是經由競標拍賣
程序標得的頻譜，發展物聯網服務，目前包括
中華電、台灣大、遠傳、台灣之星及亞太電信
，已相繼規畫各種有關 
水質與空氣品質監測、 
水電瓦斯抄表、 
火災與煙霧感應的感測器應用， 
智慧交通、 
智慧醫療、 
智慧城市應用。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919000099-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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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與NCC協商後，也考慮將 5850～
5925MHz用做車聯網、無人駕駛汽車應用的專
用頻段。 
NCC指出，防碰撞雷達、自動駕駛、車輛減速
、短距離雷達未來會在無人駕駛汽車領域廣範
應用，台灣目前尚未開放任何頻段提供車聯網
應用，但在交通部與NCC多次協商後，認為
5850～5925MHz是一段適合開放用做車聯網
及無人駕駛汽車服務的頻段。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919000099-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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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二七樓 
RSSI: -103 
dBm 
SNR: 100 

盟民偉樓 
RSSI: -115 
dBm 
SNR: 30 

桌球館 
RSSI: -93 dBm 
SNR: 58 

操場 
RSSI: -108 
dBm 
SNR: -8 

游泳池 
RSSI: -113 

dBm 
SNR: -113 

網球場 
RSSI: -108 

dBm 
SNR: 32 

清大會館 
RSSI: -115 

dBm 
SNR: -80 

西門 
RSSI: -108 

dBm 
SNR: 38 

光復水源路口
RSSI: -115 

dBm 
SNR: -20 

機車塔 
RSSI: -100 

dBm 
SNR: 92 

教育館 
RSSI: -87 dBm 
SNR: 10 

清齋 
RSSI: -109 
dBm 
SNR: 42 

學齋 
RSSI: -119 
dBm 
SNR: 120 

碩齋 
RSSI: -103 
dBm 
SNR: 35 風雲樓 

RSSI: -100 
dBm 
SNR: -32 

科儀館 
RSSI: -104 
dBm 
SNR: 42 

郵局 
RSSI: -111 
dBm 
SNR: 20 正門 

RSSI: -114 
dBm 
SNR: -78 

台積館 
RSSI: -115 
dBm 
SNR: -28 

 
RSSI: -114 
dBm 
SNR: -108 

生科二館 
RSSI: -109 
dBm 
SNR: 48 工科館 

RSSI: -104 
dBm 
SNR: -32 

生醫環科館 
RSSI: -106 
dBm 
SNR: 23 

資電館 
RSSI: -109 
dBm 
SNR: -25 

LoRa 網路訊號強度測試 (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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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園應用 

 單車追蹤 

 摩托車保全 

 校巴 

 熱門停車位 

 環境生態監測 (空氣
品質/湖水質) 

 校狗追蹤監測 

 電梯運轉監測 

 飲水機用水量監測 

 智慧電表 

 建築公安 

 戶外農場/溫室/植物工廠 

 養殖/魚場 

 山林場/畜牧場 

 登山活動 

 潛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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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WAN 挑戰與機會  

 使用 Un-licensed  bands, LoRaWAN Operators 之間使用頻
道可能互相干擾, 需要協調錯開 (NCC 協調 ?) 

 訊號穩定度, 室內或是地下室等等角落訊號不足的補強 (室
內閘道器 gateway) 

 數據上公網的安全與服務成本考量 

 Cloud service security + 服務計價方式 ? 

 LoRaLAN 私網的應用 

 LTE-MTC (Narrow-band IoT) 服務成熟的時間點 ? 

 1-2 年的時間 (LoRaWAN 機會) 

 Sigfox 等其他 LPWAN 技術的發展也須關注 

 以成為全球化 IoT 數據收集網路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