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政府就 3.3 吉赫及 4.9 吉赫頻帶內頻譜指配安排的諮詢文件：
政府於 8 月底時公布指配 3.3GHz 及 4.9GHz 用作 5G 服務的細節安排的諮詢文件，
未來 5G 網絡為發展智慧城市實為重要一環，但本港卻一直被批評 5G 網絡發展
落後於其他國家，本人曾多次撰文批評政府的 5G 網絡安排未盡如人意，而今次
政府額外增加 3.3GHz 和 4.9GHz 兩段合共 200 兆赫頻譜用作 5G 服務，加上早前
以行政方式指配 26GHz 及 28GHz 頻帶，可供 5G 使用的頻譜合計達 4500 兆赫，
本人樂見政府終有所行動，回應早前本人曾提出過的問題，但在 5G 禁區的問題
上，本人仍要確切提出：
今年 5 月初政府公布就 3.5GHz 提供 5G 服務後，被業界及社會發現新界東和赤
柱有兩個 5G 禁區後，是次諮詢文件，本人相信只是補救措施。但新增的 3.3GHz
及 4.9GHz 兩頻帶各有缺點：
一. 4.9GHz 的問題是使用其頻帶的國家較少，只有中國及日本的手機正在使用，
在未普及的情況下，若是使用其他國家的手機，在禁飛區未能支援，對解決
問題並未有幫助。
二. 新增的 3.3GHz 只限室內使用，可是現時的流動服務主要靠在戶外設置基站發
射和接收訊號，若 3.3GHz 只可用於室內，電訊商則要興建許多室內基站，甚
至在同一座大廈不同樓層安裝多個基站才能提供全面覆蓋，這做法實在帶來
製造很大的麻煩。加上 3.3GHz 只能用於室內，對居住於禁飛區的市民實在毫
無幫助。因此，在兩頻帶各有缺點下，補救方法只是稍微減輕了 5G 禁區的問
題，並未能真真正正解決問題﹗
若 5G 禁區的問題不能確實找到解決方法，實很大程度阻礙了 5G 網絡在港的發
展，更窒礙了發展智慧城市的步伐，本人希望政府將 5G 禁區的範圍縮小，或找
到其他的解決方法，正視 5G 限制區逼切的問題，並與各部門密切商討，令全港
700 萬人未來能完善使用 5G 網絡，不拖延香港智慧城市的發展藍圖。
本人隨函附上兩篇就 3.3GHz 及 4.9GHz 頻帶內頻譜的文章，希望政府能正視有關
問題。
資訊科技及通訊業界
方保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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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上月底低調地公布就指配 3.3GHz 及 4.9GHz 用作 5G 服務的細節安排的諮
詢文件。我相信這是今年 5 月初政府公布就 3.5GHz 提供 5G 服務後，被發現新界
東和赤柱有兩個禁區後的補救措施。8 月底，公布的諮詢文件建議，一如過往把
3.3GHz 及 4.9GHz 以拍賣分配。由於這類 6GHz 以下的中頻帶屬提供 5G 服務必
要的頻段，連同上述兩段新頻帶，現時也只有 400MHz，要入場的電訊商必定要
搶頻。7 月底，邱局長在記者會上表示，由於頻譜多，所以建議以行政方式指配
26/28GHz 頻帶而非拍賣，令不少輿論以為政府大發慈悲，也有市民以為 5G 頻譜
由政府免費供應，服務將會更便宜，其實這一切都是被政府誤導。
有電訊商指出，當 26/28GHz 的用量去到 75%，電訊商還是要繳付頻譜使用費（每
年 21600 港元/MHz），加上還有其他機構，例如大學及機場等，也可以使用該頻
譜，所以最終可能要繳付高昂的費用。
3.3GHz 及 4.9GHz 的諮詢文件證實了筆者一直的擔憂，就是兩段頻均有缺陷，對
解決新界東 3.5GHz 的 5G 禁區幫助有限。諮詢文件透露，4.9GHz 頻帶因技術原
因只足夠分配予兩家電訊商。再者，諮詢文件內只提及內地使用這頻帶，我相信
很多手機未必會支援。日後在新界東居住及工作的市民，電訊商及手機的選擇也
較少。
至於 3.3GHz，可以說是「得物無所用」
，因諮詢文件表明，為避免干擾現有的「無
線電定位服務」，此段頻只供室內使用，所有基站只能安裝在室內，訊號不容洩
至戶外。試問若然在戶外接收不到，那還算是流動服務嗎？況且，香港的樓宇面
積細小，加上三尖八角，要確保訊號不洩至戶外，唯一的方法就是需要大量死位，
令這段頻有等於無。
我認為此事涉及全港 700 萬市民未來可用的 5G 服務水平，尤其是新界東禁區現
在只有 4.9GHz 的 100MHz 由兩家電訊商經營，故此這段頻尤為重要。如此重大
的公眾利益，即使有其他使用者正在使用，政府亦理應設法協調用作提供 5G 服
務，以便電訊商可以在戶外安裝基站，有效地使用 3.3GHz 提供 5G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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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政府公布以行政方式指配 26GHz 及 28GHz 頻帶共 4100MHz 頻譜作 5G 服務
之用；同時新增 3.3GHz 和 4.9GHz 兩段中頻帶用於流動服務。前者毋須拍賣，業
界當然歡迎，但高頻只能輔助電訊商提供 5G 服務，並須安裝大量基站，日後 5G
服務費很視乎中頻帶拍賣的結果 。
更值得注意的是，兩段新增的中頻帶，政府本來只提出以 3.5GHz 頻帶共 200MHz
頻譜提供 5G 服務，通訊局更在新東及赤柱設立 5G 禁區，禁止使用 3.5GHz 頻帶，
以防干擾衞星服務，甚至連香港科技園及中文大學也遭受波及。由於「打擊面」
太大，科技園更罕有地回應通訊辦的諮詢文件，筆者相信是輿論與公眾壓力令通
訊辦破天荒地在公布諮詢結果前便推出 3.3GHz 和 4.9GHz 兩段中頻帶，平息業界
及社會的怨氣。
新增頻譜固然好，但 3.3GHz 及 4.9GHz 兩頻帶各有缺點。這兩頻帶不算流行，據
通訊辦的資料，中國和日本都有使用 4.9GHz 這頻帶。筆者認為，除非有更多國
家使用此頻帶，否則若不以中國、日本等國家為目標市場的手機，未必能接收該
段頻帶。
此外，在兩個 5G 禁區的市民必須使用可接收 4.9GHz 的手機，選擇可能較少，其
他偶爾前往該區的市
民，例如特首林鄭到大埔巡區，若手機不支援 4.9GHz，
屆時便會與 5G 失聯。另外，4.9GHz 只有 100MHz，如何分配也十分困難。通訊
辦曾提及以 100MHz 的頻寬提供服務最具效益，如此的話，日後會否只有一個電
訊商可使用 4.9GHz 呢？即使放棄使用頻譜的效益，最多也只有兩個電訊商可使
用這段頻帶，因為 3GPP 的 5GNRspecifications 預設這段頻帶每條頻道最少要
40MHz，禁飛區的市民豈非沒有選擇？
通訊辦稱，3.3GHz 只限室內使用，可是現時的流動服務主要靠在戶外設置基站發
射和接收訊號，若 3.3GHz 只可用於室內，電訊商則要興建許多室內基站，甚至
在同一座大廈不同樓層安裝多個基站才能提供全面覆蓋。筆者懷疑這方法的可行
性，因為所花的人力物力難以估計，大廈的業主亦不一定歡迎電訊商在大廈內安
裝基站。另一種做法是以 3.3GHz 作輔助性質，例如大型商場或會展等使用 3.3GHz。
若電訊商也可在室內安裝 26/28GHz 基站以提供更快速的服務，而費用更便宜，
那為何還要多此一舉使用 3.3GHz？再者 3.3GHz 只能用於室內，對禁飛區的市民
毫無幫助。筆者相信政府宣布推出 3.3GHz 和 4.9GHz 頻帶，原意是要解決 5G 禁
區的問題，但因為頻譜少而兩段也有缺陷，所以這個亡羊補牢的方法實際上只是

稍微減輕了 5G 禁區的問題，與「理想」的距離還差很遠。
若要真正解決 5G 禁區這個問題，政府還須確切地與衞星公司商討，看看如何可
以將地面衞星站搬到影響較小的地區，或者如何將 5G 禁區的範圍縮小。只有真
正解決 5G 禁區問題，才可令 5G 服務真正在 香港健康地發展，加速建立香港的
智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