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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中心健康照明之研究

　劉旻忠 黃祺峻 
工研院綠能所 智慧節能系統技術組

摘要

本
研究以竹東長安養護中心為驗證場域，照

明系統主要是針對年長者生理與生活而設

計的照護光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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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明用電密度下降25%，系統節能達26%。藉由

本研究之樂齡光環境控制系統的導入，將對年長

者提供有益身心健康之優質且節能的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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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年長者隨著年紀的增長，各項生理狀況也將月

趨衰退，對於照明的需要也會出現差異與特殊

性，年長者除了眼睛與相關器官老化帶來的視覺

退化外，在內分泌、生理時鐘與認知安全上也

會有改變，相關的研究指出藉由照明可以改善年

長者生活品質，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項討論 :

  眼睛退化與視覺補償

年長者由於眼睛水晶體黃化，以及眼角膜耗損

的緣故，其眼睛光學器官透光度下降，且容易

造成視覺成像的誤差，因此除了需要較強的照明

強度外，也會需要較高色溫光源，來補償水晶

體黃化所帶來的色偏。其次，較高的亮度與較

佳的演色性，可以協助年長者正確識別物體的顏

色與不同物體間的對比，增加空間認知，縮短

反應時間，減少誤動作所帶來的生活風險，例

如取錯藥瓶或距離判定不準確所造成物件掉落或

跌倒。高色溫光環境的另一項優點是東亞人文化

與使用習慣上喜歡高色溫的照明，這樣感覺較為

明亮。然而，高色溫與高亮度的照明環境，對

於體質較為脆弱的年長者而言，有較高的風險

需要評估，例如高亮度的環境下眼睛容易疲勞，

高色溫的藍光成分較高容易造成非必要的生理衝

擊，影響內分泌與生理時鐘等，因此照明條件

需要能隨需求與時間而改變。

  年長者的生理時鐘

自然生理時鐘是在人體不受外在干擾的情況

下，自我調節身體的規律與週期，人類的自然

生理時鐘平均24小時為一個週期，健康的人所

有內分泌與器官活性，均於自然生理時鐘週期內

完成變化循環。然而，並非每個人的自然生理

時鐘周期都剛好為24小時，年紀小的兒童與少

年，自然周期較長，年紀大的長者，自然周期

較短，這也是為何學童容易賴床，長者卻能輕

鬆早起的原因之一。然而，當自然週期與社會

作息都剛好是24小時的情況下，都需要各項規

律來幫調整生理時鐘，而光的刺激是調整生理

時鐘方法中，較為重要且成本相對低廉的一種，

如何將年長者超前的生理時鐘作校正，即是優質

光環境可以帶來的益處。在技術上，若要調整

生理時鐘，可以在適當的時間給予適合的光線刺

激，若能搭配作息的調整與個人化的光照紀錄，

則可再進一步精確地給予個人「光處方」，改善

因生理時鐘不同步帶來的影響。

二、光照對年長者相關研究

關於光照對年長者的影響相關研究文獻不

少，主要為調整生理時鐘、改善睡眠品質，甚

至是針對阿茲海默症的光療法的文獻，例如

Esco會訊54期_24面.indd   3 2019/1/8   下午 13:34:48



台灣ESCO會訊   第五十四期 4

專題報導 養護中心健康照明之研究

2007年Burns的團隊研究，發現阿茲海默症和

癡呆症 (ADRD)患者在連續兩週，午前10-12時

以 10,000 lux的強光照射，其Cohan-Mansfield 

Agitation Inventory(CMAI)以及Crichton Royal 

Behavior Rating Scale(CRBRS)兩種量表皆有改善，

也就是強光刺激可以減緩阿茲海默症等之年長者

腦部功能退化 [1]。然而此類強光刺激多用高亮

度的光照來實驗，無法依據此類研究結果作為

日常照護中的優質光環境。以下相關研究文獻，

其運用的照明參數則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有潛

力可以加以應用的照明條件。

在改善睡眠方面，美國照明研究中心Figueiro 

和 Rea在2005年以護理之家的居民當作受測者，

利用傍晚時段照射低亮度 (眼部30lux)的純色光，

對比640nm與470nm兩種波長，作受測者交叉

測試，結果在夜晚睡眠效率上發生顯著影響，

以接受短波長（ 470nm）照射之受測者其睡眠效

率較高 [2]。而Fantana Gasio的研究團隊在2003

年同樣是以護理之家的居民當作受測者，在模擬

自然光的變化基礎下，動態調整全天的照明條

件，並以平均200lux作為基礎，結果在適當的

調光規律下，受測者的睡眠進入時間與睡眠長度

均得到改善 [3]。

對 於 綜合老化症狀的大規模 測 試 上 ，

Riemersma-van der Ler 的研究團隊在2008年以前

花費將近四年時間針對189位照護機構的居民作

測試，在長時間全日間高照度 (1000lux)與低照

度 (300lux)的雙盲交叉測試下，發現受測者的認

知功能下降情況減緩5%，憂鬱症狀改善19%，

而生活機能限制改善了53%[4]。然而在應用上，

超出一般使用情境的高照度，不僅浪費照明能

源，也會對使用者帶來不適，加速生理壓力的

累積，因此如何規劃適度照明，來降低副作用

即是重要課題，此外Rea的研究團隊發現，改變

光源所帶來的生理刺激會不同 [5]，因此在應用

規劃上，亦可以依照需求來選用或動態調整光

源。

除生理調整外，在視覺與空間感的助益上，

Figueiro的研究團隊作了新式的夜間照明 [6]，可

以增加受測者重心轉移與重建平衡速率，並且在

後續研究中，也證實了可以改善使用者在空間中

行走的步幅與步頻，亦即藉由光源改善空間感建

立效率，應用上不僅能降低年長者跌倒的風險，

也可以強化年長者在空間中活動的信心，增加生

活自理能力，減輕照護工作的負擔。

綜合相關研究文獻與對照明的經驗，我們設計

與歸納出適合年長者之健康照明系統，並實際應

用於醫療照護場域。

三、實際照護場域驗證

針對實際照護場域內的住民活動空間設計光環

境，藉由提升照度與均勻度來提升舒適性與安全

性，進而帶來改善健康之效益。根據文獻 [4]與

其他相關研究的結果，改善照度並依照日夜節律

作動態調整，可以減緩年長者認知功能下降與改

善憂鬱指數，此外根據研究 [3]的結果指出，在

適當時間提供適當的光色，可以改善年長者的睡

眠情況。因此，本照明改善研究有兩重點，首

先是提升燈具的效率與安裝數量，使照度與均勻

性全面提升，另一個重點則是利用可調色溫的燈

具，配合依時作節律控制，實現在住民的居住

範圍中提供樂齡光環境控制。

  光參數調置

從早上住民陸續起床後，主要區域的亮度與

色溫，會隨著時間自動改變，提供住民最健康

的照明條件。其中亮度最大的條件下，其空間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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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亮度且色溫

6500K的時間在早晨與傍晚各兩小時，其餘的日

間則提供中亮度與4000K之色溫，夜晚則逐漸降

低亮度與轉換成暖色溫。

而住民的個人床位，除了開燈時主動提供樂齡

光環境控制，也可依據照護工作需求以及個人意

願，選擇較為明亮的照明或是適合夜間與午睡休

息之小夜燈情境。

  照明硬體的設置

實際場域硬體部分，首先將場域中所有格柵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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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燈更換為LED平板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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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增加了平板燈具數量，平板燈

為額定功率30W之可調色溫燈具，因此能實現

樂齡光環境控制所需之動態光環境條件。活動區

之實際照明改善前後照片如圖1所示，整體空間

照明呈現較為明亮與均勻，其中照度較原先的照

明系統增加兩倍有餘；在早上10點時採高色溫

最大亮度，活動區經實測照度為670 lux，燈具

間照度為440 lux。實際護理站改善前後請見圖2，

由於燈具密度增加的關係，桌面明顯變明亮，

且由動態照明控制提供符合生理需求之亮度與

色溫調整，提供較舒適之光環境，能減緩照護

人員的疲勞。護理站經實測燈下最大照度為990 

lux，燈具間照度為750 lux。

  照明用電的改善

原本層樓燈具額定功率加總約為3700W，樓

地板面積為552.42平方米，照明用電密度約為

6.7W/平方米，燈具置換後額定功率加總約為

2800W，樓地板面積為552.42平方米，照明用電

密度約為5.1W/平方米，較改善前減少約25%，

且經裝設分區電表記錄本層樓的照明用電，比較

換裝照明系統前後，系統節能約26%。

四、結論與未來展望

由於台灣逐漸邁向超高齡化社會，機構式照護

的需求勢必越來越多，可藉由照明系統增進年長

者的健康，亦可提升照護人員服務品質。本研

究在照度與均勻性的改善上皆有實質改善，照

度較原先的照明系統增加兩倍有餘，並能隨時

間動態調整，維持舒適與符合生理時鐘的需求。

在節能表現上，全面換裝高效率LED燈具，雖

然數量上有增加，且公共場域需全天候開燈，

但整體系統節能仍可高達26%的節能，此健康

照明系統對於在生理健康與視覺舒適上的改善，

更是值得投資應用的，此研究結果將作為未來

照護照明系統開發的重要依據，本文之主文曾

發表於第二十四屆海峽兩岸照明科技與營銷研討

會上，此文為原作者精簡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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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照明改善前後之活動區 圖2.… 照明改善前後之護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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