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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
研究以竹東一間老人養護中心四樓為驗證場域，

其照明系統主要設計是針對年長者與照護人員為

主，依年長者生理與生活的需求，以及照護人員的生

理與工作需要而設置的光環境，本文針對年長者之活

動空間作介紹，整體照明環境改善後，照度與均勻度

都有顯著改善與提升，而在節能方面，當置換成LED

燈具後，照明用電密度 (LPD)下降至少31％，進一步

藉由人性化智慧控制，可以獲得更小的照明用電密

度，而年長者問卷量表結果呈現，改善後之光環境，

為年長者提供適當且足夠明亮的光環境，有效提升年

長者視覺清晰度與舒適感。

關鍵字 : 醫療照護、樂齡、健康照明

一、前言

科技與醫療技術不斷進步，使得人類平均壽命不斷

延長，但由於價值觀與生活壓力與日俱增，使得生育

率持續下滑，因此年長者人口占國家人口比例逐漸上

升，國家發展委員會於105年發表人力發展統計分析

報告中指出，我國將於民國107年邁入高齡社會，於

民國11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1）。從國內外研究與統

計數據結果得知，人口結構的老年化為不可避免之趨

勢，故對於年長人口後半生之照護勢必成為各國政府

不得不重視的社會責任。

年長者隨著年紀的增長，各項身體生理狀越趨衰

退，因此對於年長者照明需求也會出現差異與特殊

性，年長者除了身體器官老化外，感官（如視覺）、

內分泌、生理時鐘與認知安全上亦有負向改變，很多

相關的報導和研究指出，適時適地適度的光照，可以

改善年長者生活品質，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方面討論 :

◆ 眼睛退化與視覺補償

年齡的增長視覺也不斷變化，二十歲以後視覺系統

逐漸退化，而年過四十後開始漸漸出現老花現象，產

生的影響有視力下降、暗適應速度下降以及抵抗眩光

能力下降，進而導致年長者對環境適應的困難度，而

年長者眼睛常見的問題還有白內障、水晶體混濁、角

膜與水晶體黃化和老年性黃斑部退化等，將導致視力

模糊，並且年長者對光源眩光，因此年長者生活和

工作的地方，其環境設計須慎重考慮眩光和亮度影響

（ 2,3），因此除了亮度考量外，也需要較高色溫的白

光，來補償角膜與水晶體黃化所引起的色偏，而配合

較佳演色性照明時，亦能協助年長者正確識別物體的

顏色與位置，增進空間認知，縮短反應時間，此外也

需要妥善使用照明設備與位置的安排，來讓物體立體

感更明顯，利用重點照明引導視覺順序，並配合感測

設備的應用，將可以大幅改善年長者對空間認知，減

少誤動作所帶來的生活風險，但在高色溫與高亮度的

光環境應用上，也必須評估年長者眼睛容易疲勞，且

藍光成分較高，易造成非必要的生理衝擊。 

◆ 生理時鐘變化與因應

自然生理週期變化，亦即生理時鐘，影響著人的作

息、內分泌、睡眠品質與身體運行，此規律變化會

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人眼瞳孔會隨年齡增加而縮小

與水晶體會逐漸混濁，以致於短波長的光進入視網膜

減少，降低了光照刺激，而引發年長者晝夜節律紊

亂、認知衰退、情緒不穩定、行為失控和睡眠障礙

等問題，增添年長者及照顧者的負擔及壓力（ 4），因

此年長者生理問題除了採用醫學介入治療外，亦可藉

由隨光照變化來改善生理週期與內分泌的紊亂，而光

照刺激是安全且成本相對低廉的調整方式，簡單來說

就是在對的時間下，給予適度的光強，與適當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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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例如下午給予高色溫白光照射，搭配年長者作

息、生理與受光狀況，給予年長者隨時間改變的光環

境，改善年長者生理衰退而造成之生理時鐘偏差所帶

來的影響。

二、光照對年長者相關研究

照明對於人類的影響，可以分為視覺及非視覺效

應，充足的亮度可讓人眼看清物體，此時照明提供環

境訊息來源，此即為視覺影響。而非視覺影響指的是

光線透過視網膜光感受器 -自發性感光視網膜神經節細

胞（ intrinsic photosensitive retinal ganglion cell, ipRGC），

將信號傳導至視交叉上皮細胞核（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SNC），影響松果體（pineal gland）產生褪黑激

素及其他神經內分泌（皮質醇或核心溫度等），此非視

覺效應調節和同步了晝夜節律（ circadian rhythms），而

老化的現象之一，就是晝夜節律的改變，導致年長者

睡眠品質降低、認知衰退、心神不寧及行為失控等，

適時適度光照有助於調節晝夜節律系統（ 5-7）； 1997

年E.J.W. Van Someren的研究團隊，將22位癡呆患者

的起居室增加照明（ 8），結果顯示在增加照明時，患

者休息活動節律的穩定性增加； 2008年Figueiro研究

團隊邀請阿茲海默症老年人及非阿茲海默症老年人一

同參與實驗（ 9），結果顯示經過藍光照射，確實可以

改善老年人的睡眠效率，無論是否罹患阿茲海默症； . 

Riemersma-van der Lek 研究團隊於1999年至2004年期

間在荷蘭長期進行研究（10），結果呈現癡呆症、抑鬱

症患者的抑鬱症狀改善了1.5分，褪黑激素將睡眠發作

潛伏期縮短了19％，睡眠持續時間增加了6％，光照對

於改善癡呆症的一些認知和認知症狀具有助益； 2006

年 J. van Hoof研究團隊評估長時間接觸高強度光線，

對失智老年與癡呆症患者的行為及晝夜節律性的影響，

結果使用高強藍光佔比的冷白光對於穩定不安行為與

調節老年人晝夜節律性方面很有效益（ 11）； 2011年

Wenting Cheng研究團隊為改善老年人的照明環境，邀

請六位年長者（年齡55-65歲）參與不同光譜與照度之

LED照明研究（12），結果在較高色溫照明下，年長者

顏色辨識力表現較佳，且顏色辨識力將隨著照度上升

而增加，高照度將提供年長者更舒適及明亮的環境；

2014年Seong Jae Kim研究團隊研究高強度的寬頻譜白

光對於年輕人與年長者影響（13），年長受試者與年輕

受試者相比，呈現早期的基線階段較低和降低褪黑激

素節律幅度，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褪黑激素的相移

大小或方向與年齡的變化具相關性。

三、實際照護場域驗證

實際驗證的場域位於竹東一間老人養護中心四樓，

主要對於年長者活動空間作光環境的設計與優化，主

要有兩重點，其一是使用高發光效率的平板燈，並且

依據實際狀況增加燈具數量與改變佈燈位置，使照度

與均勻性全面提升，另一個重點則是藉由可調亮度與

色溫的燈具，配合時間與光環境設計，作照明節律控

制，實現在年長者生活環境中，不僅夠亮、均勻且舒

適，更能進一步自然地調節生理週期變化，達到自舒

適健康的樂齡光環境。

◆ 光參數調置

從早上五點年長者陸續起床後，主要區域的亮度與

色溫，每半小時會隨著時間自動改變，提供年長者最

舒適與健康的照明條件。其中亮度最大的條件下，其

空間中燈具正下方之工作面，最大照度約為800lux，

此照度相當於一般辦公室與會議室中的設定，最大亮

度且高色溫的情境，在上午與下午各有兩小時，其餘

的日間則主要提供中亮度與中色溫，夜晚則逐漸降低

亮度與轉換成暖色溫。

而年長者的個人床位上，除了開燈時隨時間主動提

供光環境控制外，也可依據照護工作需求，以及個人

意願與需求，利用簡易情境遙控器，選擇不同情境與

調整不同照度，亦可以依習慣關閉個別床位上之燈光。

◆ 照明硬體的設置

實際場域硬體部分，首先將場域中所有50W格柵螢

光燈更換為LED平板燈，考量年長者在特定時間，需

要高亮度光照，配合目前燈具效率發展與燈具廠商生

產能力，因此選擇發光效率達到140 lm/W之可調光

調色溫燈具，額定功率30W。而在數量上，因應照度

與均勻性的提升，將原本中央公共區域的燈具間隔縮

小，因此增加平板燈具數量15％，實現適合年長者光

環境控制。活動區之實際照明改善前照片如圖1改善

前所示，整體空間照明呈現較為明亮與均勻，其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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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原先的照明系統增加兩倍以上。實際裝燈與控燈

系統上，考量年長者與整體硬體的安裝與維護，在燈

具控制方面將採用無線ZigBee系統，以減少施工時間

與建築物的變動，將控制指令設定於閘道器上，隨時

間與空間的不同給予合適光環境參數。此外，每一床

位配合個體特殊需求，配置一個簡易型手持控制器，

設定四個情境，並能對於情境調整亮度，以利於實際

場域運用。

◆ 照明光環境改善

場域內由於窗戶處採光良好，但室內其他區域相對

較暗，因此利用窗簾調節自然光的進入量，原先年長

者活動區，每三公尺間隔安裝一展50W格柵螢光燈，

不僅燈具密度不足，造成均勻度不佳與照度不足，加

上年長者會因為想省電，而動手關閉燈具電源，使

照明狀況更為不佳，例如而燈具間隔中央位置下方約

為190 lux，在被關掉的燈具下方，由於周邊環境光反

射，仍有約100 lux的照度，然此一光環境的照度及均

勻度皆不足以提供長者白天所需之光線刺激。而在護

理站的照明環境，除了照度不足外，燈具裝設位置也

不符合使用情況，會讓身體的陰影影響文件閱讀。

經照明改善後法，將場域中所有格柵燈具更換為高

效LED平板燈具，將原本中央公共活動空間的燈具間

隔縮小距離，因此增加了15％的燈具數量，圖1亦顯

示了餐廳與活動區改善後之照片，由於燈具密度增加

的關係，場域內桌面明顯變明亮，且由於動態照明控

制提供符合生理需求之亮度與色溫調整，因此依年長

者，提供適當且舒適之光環境。

原使用格柵螢光燈，其LPD值為5.8W/m2，置換成

可調光與調色溫的LED照明系統後，其LPD值降為

4W/m2，照明用電密度降低了31％，並且配合需求作

依時序動態調整，不論是餐廳或活動區域，其LPD值

均可以更小。

圖1. 照明改善前後之活動區

◆ 問卷量表分析結果

對年長者之問卷統計分析，結果呈現改善後之LED

照明光環境，為年長者提供適當且足夠明亮的照明，

有效提升年長者之視覺清晰度與視覺舒適感，進而有

助於降低跌倒等風險，提升年長者生活品質。而經

由簡易心智量表及簡易老人憂鬱量表分析，結果顯示

LED照明環境對於年長者心智程度並無不佳之影響，

而且對於改善年長者憂鬱程度具有影響，甚至可達到

降低年長者憂鬱程度之效果。後續可以持續追蹤年長

者相關數據，以利排除年長者身體退化與適應能力較

低之影響，進一步結合人性化照明資料庫與光環境演

算技術，營造出兼顧舒適與節能之優質光環境。

四、結論與未來展望

台灣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相關醫療照護機構的需

求勢必越來越多，可藉由調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照

明，來增進年長者的健康。本年長者照護場域在光環

境之照度與均勻性的改善上皆有實質效果，並隨時間

排程作動態調整，成為維持舒適與符合生理時鐘需求

的光環境。在節能表現上，全面換裝高效率LED燈

具，雖然數量上增加15％，但照明用電密度LPD下降

至少31％。此健康照明系統對於年長者視覺舒適與生

理健康上的改善，是非常值得關注與加強應用的，此

研究結果將作為未來年長者照護照明系統開發的重要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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