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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一號-5G綠能物聯網行動能源平台

一、前言

時
序將進入2019年，2019年將是5G發展

商用最重要的一年 ! 世界各國電信設備通

訊大廠，無不摩拳擦掌積極準備應戰，那什麼

是 5G ? 國際電信聯盟 ITU將5G系統正式命名

為 IMT-2020，並定義 IMT-2020三大主要應用方

向可分為增強型行動寬頻服務 (eMBB；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巨量多機器型態通訊

(mMTC；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超高可靠度和超低延遲通訊 (URLLC； Ultra-

reliable and Low-latency Communications)及八大性

能指標 (8KPIs)。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 ITU之 IMT-2020計畫標

準，5G需達到滿足八大性能 (KPIs)，5G的傳輸

速率峰值可達20Gbps，其中下載速度為20Gbps，

上傳速度為10Gbps，延遲速度最低可達1毫秒

(msec)，方圓一平方公里內可連接百萬個裝置，

　林禹丞執行副總 
神奇一號發明人 

茂勝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未來5G下載一部4K電影，可能不需要到10秒。

國際標準組織 3GPP(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3代合作夥伴計畫）於2018年6月14

日再聖地牙哥宣布完成制訂第一版 (R15) 5G 行

動通信技術標準，加速2019商用進程。現階段

以美國電信商Verizon最為積極，預計其 5G 行動

網路將在 2019 年初正式上線，在台灣，政府將

於2019年初提出5G相關政策，加速通動5G相

關產業，在電信業者於則是以中華電信及亞太電

信最為積極，分別取得5G實驗網路執照，將於

2019年進行試驗並計畫推出商用方案。

二、神奇一號創新科技共創應用

神奇一號是由茂勝科技顧問公司，研發設計並

取得日本等多國專利，並和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合作，在科工館南館演講廳前戶外廣場設置全球

首座示範場域，於日前 (11月1日 )正式啟用並

圖一、ITU…定義5G系統(IMT-2020)必須滿足八大性能(KPIs)及三大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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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國際級太陽能大廠 -元晶太陽能310W高效

單晶模組 (符合能源局規範 )，為台灣第一家通過

經濟部自願性模組認證，不僅連續五年獲頒金能

獎，還擁有多項國際專業認證。

• 採用長園科技氧化鋰鐵磷LFPO電池，能量密

度高、壽命長、環保無毒符合RoHS規範及電

池安全性高：無起火/爆炸之危險性。

• 磁共振6.78MHz無線充電平台，符合國際無

線充電聯盟(AirFuel Alliance)認證，提供16W

高功率無線充電，可同時提供多個行動裝置

使用(ISO或Android系統均可)，並提供BLE帶

外通信，通過FCC/CE/NCC認證，而AirFuel 

6.78MHz磁共振無線供電標準獲得多個國際標

準化組織認可，2017年五月，IEC國際電工委

結合各專業領域合作夥伴啟動5G綠能物聯網共

創應用大會。

神奇一號是獨立型太陽光電系統，採用發電

原理是以太陽光照射在太陽光電模組之光電晶片

(solar cell)上，使晶片吸收太陽光能透過圖中的

p-型半導體及n-型半導體使其產生電子 (負極 )

及電洞 (正極 )，同時分離電子與電洞而形成電

壓降，再經由導線傳輸至負載。簡單的說，就

是利用光電晶片吸收300nm-1100nm波長之太陽

光，將光能直接轉變成電能輸出。輸出電能經

由導線傳輸至儲能鋰鐵電池，而神奇一號無線充

電、空品及聯網裝置、照明等設備所需之電力，

皆由儲能電池所供給。

神奇一號採用台灣大廠在地製造之關鍵元件 :

圖二、ITU-R規劃之IMT-2020發展時程表

圖三、神奇一號11月1日啟用並結合合作夥伴啟動

5G綠能物聯網共創應用大會。

圖四、科工館陳訓祥館長及TAESCO協會楊正光理事

長體驗神奇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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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通過IEC 63028無線充電國際標準，採用

AirFuel磁共振無線供電標準。2017年六月，國

際通信聯盟無線電通信部門ITU-R，正式推薦

6.78MHz為是世界通用無線供電頻率。2017年

九月，擁有33個會員國，總部在泰國的亞太電

信組織通過6.78MHz為亞太電信組織唯一推薦

無線供電頻率。6.78MHz是日本唯一法規認可

的磁場耦合式是無線供電頻率!日本總務省做

過完整研究，基於6.78MHz無線供電技術，即

使輸出到100W，也不會干擾室內的任何其他

電器設備，是唯一可以與室內所有電器共存的

無線供電技術 !

三、神奇一號在5G物聯網之市場定位

5G是未來的網路，5G的速度是4G的100倍

以上、延遲時間卻只有十分之一，未來5G商轉

後，一個5G基地台，一平方公里內可連接百萬

個裝置。而5G的通訊特性就是高頻寬、低延

遲、巨量物聯應用。5G商轉後之創新應用將有

助於媒體及娛樂業、汽車及公共運輸業、醫療

衛生及能源與公用事業等產業發展。

物聯網 (loT)發展至今已相當成熟，但什麼是

物聯網的第一步 ? 那就是”電力”，而神奇一號

在5G物聯網市場定位，就是5G綠能物聯網行

動能源平台 (Mobile Enegry Platform，MEP)，實

務應用之效益 :16W高功率無線充電可同時提供6

支手機使用 (ISO或Android系統均可 )

1. AQI空氣品質資訊及微氣候溫濕度

2. 5G WiFi 聯網

3. 夜間LED照明

未來結合新一代5G通信技術成為5G行動能源

平台 !

經由綠能發電提供電力給未來搭載在神奇一號

上的5G小型基地台 ( small cell)使用 ，適合應用

場域如大型園區、戶外體育場館、遊樂園、觀

光景點等人潮眾多地方，將可提供Gbps級高速

網路給數千個行動穿載裝置如智慧型手機、智慧

型手錶、平板電腦、VR眼鏡同時聯網使用。

圖五、太陽光電發電原理 圖六、IEC國際電工委員會通過IEC…63028無線充電國際標

準，採用AirFuel…6.78MHz磁共振無線供電標準。

圖七、國際通信聯盟無線電通信部門ITU-R，正式推薦

6.78MHz為是世界通用無線供電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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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亞太電信組織APT通過6.78MHz為亞太電信組織唯一推

薦無線供電頻率。

圖九、神奇一號系統介面及應用介紹

圖十、神奇一號各項創新應用功能展示。

四、結語

神奇一號將往新一代5G創新應用邁

進，茂勝於12月19日參加中華電信

5G加速器遴選，如順利入圍將可參加

明年2月5G實驗網路之互通性測試，

並參加第3季將開放5G創新應用驗

證，將推升神奇一號進軍國際市場 !另

外，茂勝也積極和新創共享機車業者

來進行合作討論，期盼透過5G創新應

用服務，在能源及車聯網應用上，讓

新的商業服務更加精進，找到5G獲利

商業模式。

11. CAEC長園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亞太電信5G實驗網網站

13. 5G 到底有多厲害？談新一代通訊技術發展與演變 TechNews科技新報. 

[2018-05-04] （中文（台灣）�）. 

14. 首個完整 5G 標準出爐，朝 2020 年商用時程邁進. TechNews 科技新報. 

[2018-06-19] （中文（台灣）�）. 

15. 還看不懂什麼是5G？從定義到各國電信商發展進度，都在這篇5G知識

懶人包中.

16. INSIDE《合作媒體》PINGWEST. [2018-07-11]

17. 明年上路！美電信龍頭Verizon完成5G手機網路測試. 匯流新聞網. [2018-

11-15]

18. 發展智慧城市 5G是首要關鍵工商時報 [2018-11-16]

19. 商機喊燒 台版5G政策元月出爐.工商時報 [2018-12-16]

20. 太陽能多功能裝置 無線充電馬ㄟ通 .新高雄新聞 [201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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