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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三大應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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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提升 應用例子 5G應用特性

速度
目標最高下載傳輸速度
為20 Gbps，是4G的
20倍

10秒內下載一齣長達
2小時的高清電影

增強型流動寬頻

時延
能支援流動訊號在傳輸
過程中低至一毫秒的時
延

需時延極低的
互動通訊服務
例如自動駕駛等

超可靠和低時延
通訊

大規模
終端裝置
連接

能在每平方公里連接

多達一百萬個裝置

對物聯網的發展

甚為重要
大規模

機器類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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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IoT



5G「增強型流動寬頻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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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熱點提供增強型流動寬頻服務

• 應付更高數據用量需求

• 例如繁忙的街道、商場、展覽中心等

流動數據熱點

• 4K甚至高達8K解像度的影像串流

支援更高數據流量的應用



5G「超可靠和低時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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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距醫療：遙距診症及遠程手術車聯網、自動駕駛、智慧型運輸系統

低時延以支持關鍵通訊應用

邁向工業4.0，利用自動化機器提升生產力



5G「大規模機器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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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家居: 遙距控制

電燈、家庭電器等

• 智慧環境: 利用智能

電錶、電網管理以節

省電能; 利用偵測器

及感應器監察環境

推動智慧城市的創新應用

同一時間支援大量裝置作機

器間互相通訊，促進物聯網

發展

支持大規模的物聯網(IoT)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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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5G服務

流動網絡營辦商已於2020年4月1日起陸續推出本地5G服務，
並提供多元化的應用方案

行業解決方案

5G直播串流

建築工程管理 物業管理
零售推廣

5G VR應用 / 遊戲

多元化的
應用方案



不同類型的5G裝置

具5G功能的可穿戴式裝置或感
應器(例如：虛擬實境(VR)眼鏡、
手錶、健康參數感應器)

專門應用於工業方案上具5G功能的裝置及
設備 (例如：以5G技術操控的機械臂，可用
於遠程手術 ˴ 作控制用途等)

具5G功能的物聯網裝置及模組
(例如：5G無人機、車輛上的嵌入式裝置)

用戶裝置

工業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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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能手機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及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
為推動5G服務發展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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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已指配給5G服務的新頻譜

通訊局現時已指配共 1 980 兆赫新頻譜作5G服務及應用

流動網絡營辦商亦可靈活地調配其現有牌照下用於2G / 3G / 4G
流動服務的頻譜，在香港不同地區提供 5G 服務

頻帶 頻寬 (兆赫)

3.3 吉赫 100

3.5 吉赫 200

4.9 吉赫 80

26/28吉赫 (非共用頻譜) 1 200

26/28吉赫 (共用頻譜) 
(用於地區性無線寬頻服務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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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拓展5G網絡的措施
(開放政府場所)

博物館 體育館 市政大樓 街市

 逐步將計劃擴展至其他政府場所，
並研究於公共設施(如公眾收費電話亭
及巴士站上蓋等)安裝基站及
簡化申請及審批程序

電話亭 巴士站上蓋

 通訊辦於2019年3月推出先導計劃，主動開放合適的政府場所予
營辦商安裝基站，以便利他們鋪設5G網絡

 首先開放超過1 000個戶外或戶內的政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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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拓展5G網絡的措施
(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

 政府透過資助形式，提供經濟誘因，鼓勵電訊商擴展光纖網絡至
位於偏遠地區的鄉村

 資助計劃涵蓋分佈於新界及離島區的235 條鄉村，獲選的固網商
會獲得政府資助鋪設連接線路至有關鄉村及三條海底光纖電纜至
南丫島、長洲及坪洲

 經過招標程序後，通訊辦已於去年底及今年初批出有關投標項目予
相關固網商。新建的光纖網絡預期將於2021年起分階段拓展至
有關鄉村

廣泛的光纖網絡覆蓋可為流動網絡基站提供所需的網絡連接，
支援5G網絡的發展



歡迎公共和私營實體 / 機構，就其使用5G技術、且能為相關
行業 / 界別帶來實質裨益，及能展現創新或跨界別協同效應的
項目，提交資助申請

通訊辦於2020年5月5日推出鼓勵及早使用5G技術資助計劃

政府透過資助形式，提供財政誘因，鼓勵各界及早使用5G技術，
推動創新和智慧城市的應用，從而改善營運效率和服務質素，
及提升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12



鼓勵及早使用5G技術資助計劃

截至2020年7月31日，已有12個項目獲批，涵蓋以下範疇及應用：

建築 工程地盤實地立體設計模型系統、地下工程立體模型

物業設施管理 實時監測升降機安全、遙距技術支援

交通運輸 防止未經授權進入隧道

醫療及保健 手術機械人系統工程設計

環保 智能回收機

教育 擴增實境 / 虛擬實境技術教學

電競、娛樂及休閒 遙距電競賽車、表演及活動串流直播、移動健身直播室

維修及保養 遙距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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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生活的5G用例



智慧城市

智能電網管理 - 把通訊系統和傳統

電網結合以提高能源管理效益

智能大廈 - 智能管理系統接收

實時數據，控制大廈照明、

通風和空調

智能廢物管理 - 按回收箱傳送的數據

進行靈活回收安排以提高回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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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環境

提供電動車充電設施和

空置泊車位的實時資訊，

以減少碳排放

使用遙控感應裝置監測空氣污染、洗手

間及公共地方清潔、垃圾桶使用情況

提升空氣質素和環境衛生，減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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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系統

智能交通系統 - 偵測路面情況，提醒駕駛者需

保持的安全距離，及提供實時交通情況

車聯網 - 讓車輛間互相通訊，和週邊設備，

如交通燈及道路設施互傳數據，有效提升

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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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智能倉庫

運用低時延的5G網絡、視像運算及人工智能，
使無人駕駛工業車能夠安全及穩定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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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智能工廠

把工廠內的自動化機器、感應器和生產工具，連接至穩定、
低時延和高速的5G網絡，實現智能工廠以提升汽車生產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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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

運用5G網絡，為建造業改善工業安全及提升工作效率

以擴增實境（AR）技術在真實的工地
場景中呈現虛擬的喉管舖設位置，以
增加準確性及工作效率

智能頭盔 - 配備不同的
IoT感應器，能測量工人
的體溫、心跳等，重力
感應器可在偵測到工人
意外跌倒時，發出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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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遙距醫療諮詢 - 5G 高頻寬、低時延及可連接大
量裝置的特性，有助醫生遙距診症時可實時接
駁所需測量醫療儀器，同時透過高清畫面
目測各種徵狀

遙距醫療教學 - 5G 高清的特性將令手術過程
更清晰地呈現在畫面上，有利遙距教學

遠程手術 - 5G 低時延的特性，可實現遙距實時
控制醫療手術儀器，令操作尤如在現場一樣，
而5G增強型流動寬頻服務可傳送更清晰的畫面，
大大提升遙距手術的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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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利用5G、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
及物聯網應用可以幫助教師更方便地
獲得關於學生學習的各種數據，
提高教育的有效性

配合VR及AR的應用，讓戶内戶外課堂
更互動，不但成為教師有用的教學
工具， 更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5G網絡與AI技術的應用，有助對
每一位學生進行個人化分析，幫助
家長了解子女在課堂上的專注力、
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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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場

客運大樓 - 結合低時延物聯網，人工
智能，以及5G的增強型流動寬頻通訊
能力，機械人可把大量實時數據傳送至
雲端系統，以及在機場實現智慧出行
簡化登機程序

飛行區運作 - 5G技術可處理龐大數據，
時延極低，能即時傳送並分析用儀器
拍攝的4K高質影像，結合雲端影像
分析系統和人工智能技術監察飛行區
日常運作，包括飛機靠泊及檢查跑道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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