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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照明設計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使用者能夠得到一個舒適的環境，其考量點會以光源、光度、
照明率、照度、輝度本身的演色性對於使用者的感受，來設計出我們所需要的照明光源。為了
瞭解照明設計對使用者的感受與影響，本研究列出了三個向度，並設計了問卷。本研究採用庫
李信度係數的 L. J. Cronbach 的 Alpha 係數（Cronbach’s α）來考驗問卷的信度。各個構面的信
度值分別為：「冷色系 Vs 暖色系」＝0.834；「直接照明 Vs 間接照明」＝0.824；「華麗燈飾 Vs
簡單燈飾」＝0.834。由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各個構面的信度值皆高於 0.7，因此本問卷具有相
當可靠的信度。本研究問卷共回收 99 份，扣除無效問卷（部份填答空白或完全一樣填答選項
者）計 12 份，有效問卷為 87 份，並針對不同性別、年齡、學歷進行討論。
本研究問題有三：一、不同光源對做事者效率的感受上有顯著的影響；二、使用間接照明
與直接照明燈方法對於使用和觀賞者的感受有顯著差異？三、燈飾的呈現方式對個人感受空間
氛圍有顯著的差異？研究結果得知：不同的照明設計對使用者的感受與影響，性別的因素都未
達顯著差異，而年齡、及學歷的影響較為顯著。

壹、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光，能為空間營造舒適的視覺感受，帶來耳目一新的氣氛。而自從燈泡的發明之後，照明
一向為民生所需，光的應用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其重要角色，凡舉任何自然光不足或有不及之
處的活動都需要人工照明來輔佐。近年來生活條件的水準不斷提升，人們也越來越注重居住環
境的品質，更加強了對空間品質與健康舒適感受的等等需求。
人們在環境空間中的行為，一般認為照明所發揮的功能絕大部分是提高作業的明視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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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照明，環境空間中從原本只追求的「量（照度）」的發展轉換為「質（光的分布、色溫、演
色性）」的需求（張裕隆、江哲銘、王為，2003)，換言之，照明的作用並非「照亮」而已，每
道光的強弱、色溫高低與色彩不僅會影響使用者對於環境的視覺感知，更進一步會影響每個人
們的心理感受。
而在室內照明中，安全性及舒適性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光線的亮度射入眼睛會對心裡有直
接的影響，而這類的影響有可能會造成負面的感覺。過去的研究指出照明的設備及不同的照明
條件會影響視覺。國外學者 Kruithof（1941）發現在不同的色溫與照度組合之光源會影響視力
及心理。研究指出，人們喜歡高色溫配合高亮度以及低色溫配合低照度的環境，這類型的也稱
作 Kruithof 曲線。它可以當作是舒適範圍的參考值，許多的建築師都廣泛的運用 Kruithof 曲線。
不同的色溫與不同的照度組合會反應出不同的心理評價。而不同的使用者都會尋找一個屬於自
己最舒適的照明條件，在自己最放鬆的環境下（如自家客廳或房間）營造自己最喜好的照明環
境。
圖 1.1 Kruithof 曲線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照明應用隨著科技的發展與生活型態的轉變，已經不只是解決亮不亮的問題，現今人們對
於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照明除了提供良好的明視環境之外，更漸漸轉變成空
間氛圍的塑造，換言之，照度已不再是空間中照明條件品質的要求重點，人們對於照明的依賴，
從視覺上的生理需求，更進一步重視燈光環境所帶來的心理層面感受。
一個良好的照明環境除了給予使用者在生理上的舒適感之外，同時也要能夠達到人在心理
上的舒適感受。照明環境組成包含「人工光源種類、照明方式、光源的照度、色溫度等組成因
素」（李厚強，2002）在一般明視照明應用當中，照度、色溫度的選擇會直接影響到使用者的
感受、作業績效等。因此本研究目的是希望探討不同的燈具造型搭配不同的色溫所營造出來的
照明環境之下對於使用者生理及心理反應的感受。
第三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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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分為五個章節來進行討論，研究架構如圖 1.2 所示，以下將分別敘述之：第一
章緒論中將介紹本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研究限制、名詞釋義。第二章文獻探討：以不同色
系對心理感受的差異、不同燈飾對心理感受的差異以及不同照明方式對心理感受的差異研究三
大主題來介紹。第三章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架構與內容、研究方法與流程。第四章資料分析
與整理：統整、分析數據並進行討論。第五章研究結果與討論：綜合本研究的成果、提出未來
相關研究的建議。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將以下分為私人領域(家中客廳、臥室、書房)與公共領域(咖啡廳、圖書館、辦公室)，
針對不同年齡群對於這兩大類的整體照明環境氛圍感受作為討論及分析，其相關限制條件說明
如下：
1.

受試者可能無法達到均勻的隨機取樣，大多數的樣本可能會來自某一族群，使得在
蒐集資料及解釋資料時需明確說明問卷填答者的背景，並做好適當的分類，以增加
研究的效度。

2.

在填答基本資料時無法確定填答者的基本資料會不會有謊報的情形，也無法確定性
別及年齡等部份。

3.

在進行代表性個案的訪談時，可能會有霍桑效應，在設計問題時需多加注意，同一
個概念宜在不同的時間採用正反向的詢問方式，以確定能得到較為正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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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以下針對本研究主要探討內容之相關名詞釋義及所涵蓋的範圍加以界定，藉以明確呈現本
研究所探討主題：
一、燈光照明
一般照明的方式，可依其利用之光源不同，分為自然採光(natural lighting)及人工照明
(artificial lighting)等兩種（石曉蔚，1996）
。自然採光乃利用太陽光的光源，因此又稱為自
然照明或晝光照明。人工照明是指利用人工光源，如燈泡、螢光燈等，一般常將人工照明
簡稱為照明。
二、照度（Illumination，E）
物體或被照面上，被光源照射所呈現的光亮程度，稱為照度。受照平面上接受光通量
的密度，可用每一單位面積的光通量來量測。1lm 的光通量均勻分布在 1 平方公尺的表面，
即產生 1 勒克斯 (Lux)的照度（石曉蔚，1996）
。定義：被照體單位面積上所接受的光通
量，或其表面上光通量的密度。單位：米燭光，Lux（lx）＝lm/m2
三、輝度（Brightness，B）
當人目視某物所看到的，可以兩種方式表達：一用於較高發光值者如光源或燈具，直
接以其發光強度來表示；另一則用於本身不發光只受反射光者如室內表面或一物體，以亮
度表示。亮度即被照物每單位面積在某一方向上所發出或反射的發光強度，用以顯示被照
物的明暗差異（石曉蔚，1996）。定義：光源體在某一方向上，每單位投影面積，所發出
的光度。單位：nit（nt）＝cd/m2 stilb（sb）＝cd/cm2 照度與輝度之不同，在於照度為被照
面之亮度，而輝度為光源或發光點之 光亮程度，圖 1.3 為光源與光度、照度、輝度之關
係圖。

圖 1.3 光源與光度、照度、輝度之關係圖（張智鴻，2006）
四、色溫度（color temperature）
色溫表示光源光色的尺寸，單位：K(Kelvin)，色溫乃是用物理性、客觀性的尺度來表
現光源的色調，是決定照明場所氣氛的重要因素。例如當光源色溫在 3000 度 K 以下時，
光色開始有偏紅的現象，給人溫暖的感覺；色溫超過 5000 度 K 時，顏色則偏向藍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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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清冷的感覺。因此光源色溫度的高低變化將影響室內的氣氛，一般市面上照明產品多標
示有色溫度，可供消費者依所需選擇。
五、演色性（color rendering）
照明光源所產生的顏色可分為兩種性質，一為光源表色，指的是燈光的表面顏色；一
為光源的顯色性，指燈光對被照物體顏色所產生的影響作用（詹慶旋，1991）。光源對於
被照物顏色所呈現之效果稱為演色性，也就是物體在燈光下的顏色與太陽光線下作比較物
體顏色的逼真程度。
六、光度(luminous Intensity)
光度經常與亮度弄混。亮度是光源在給定方向上單位面積單位立體角內所發出的的光
通量，單位是尼特。光度並不是一個物理量，這個詞用於光度函數。人眼能相當精確地判
斷兩種顏色的光亮暗感覺是否相同。所以為了確定眼睛的光譜響應，可將各種波長的光引
起亮暗感覺所需的輻射通量進行比較。圖 1.4 為光度、照度之關係圖。

圖 1.4 光度、照度之關係圖
七、照明率(Lighting rate)
光源到作業面的照度包括光源直接到作業面的光線、從天花板反射的光線、從壁面反
射的光線、從地面反射的光線、以及此光線到任何一個角度相互間的反射。另外，從光源
射出的光線，一部份被照明器具的反射板或擴散材料吸收、由窗戶射出室外、一部份被天
花板、壁面、地面、家具等吸收，這些光源沒有達到作業面。

圖 1.5 照明綠關係圖
(資料來源：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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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直接照明(Direct illumination)
使用者會直接看到光源（燈泡、燈管）的照明方式和燈具，都可以籠統稱為「直接照
明」。

圖 1.6 直接照明示意圖
九、間接照明(Indirect illumination)
透過間接光源達到照明效果，通常包覆在樑下、吊隱式冷氣機或消防灑水管線下方，
因為不會直接看到燈具和光源。

圖 1.7 間接照明示意圖
(資料來源：達源技術有限公司)

貳、文獻探討
第一節

不同色系對心理感受的差異

形成心理顏色視覺的原因是日常生活中觀察的顏色在很大程度上受個人心理因素的影響。
在色度學中，顏色的命名是三刺激值；色相，明度，純度，主波長等。然而在生產中則習慣用
桃紅、金黃、翠綠、天藍、亮不亮、濃淡、鮮不鮮等來表示顏色， 這些通俗的表達方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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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色度學的命名準確，名稱也不統一。根據這些名稱的共同特徵，大致可分為三組。將色相、
色光、色彩表示的歸納為一組；明度、亮度、 深淺度、明暗度、層次表示的歸納為一組；飽
和度、鮮度、純度、彩度、色正不正等表示的歸納為一組。這樣的分組只是一種感覺，沒有嚴
格的定義，彼此的含義不 完全相同。例如，色相不等於色光，明度也不等於亮度，飽和度也
不等到於純度、鮮度、深淺度。但是在判斷顏色時，它們也是三個變數，大致能和色度學中三
個變 數相對應。主波長對應於色相。人們常說的紅色就有一定的波長範圍，紅色在色度圖上
也只是一個區域，人們絕不會把 500nm 的單色光稱為紅色。色度學中的亮 度對應於明度、亮
度、主觀亮度、明亮度、明暗度和層次等，在相同的背景上，亮度小的顏色一般總是比亮度大
的顏色顯得暗些，色度學中的純度對應於飽和度、鮮度、彩度、純度等。
心理顏色視覺的名稱，雖然和色度學中的幾個物理量相對應，但這種對應關係，不是簡單
的正比關係，也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它們之間有許多不同的特徵，例如，色度 學中的純度分
為刺激純和色度純兩種。認為白光的純度為零，一切單色光的純度（不分刺激純或色度純）均
為 1。色度純的定義為，色光中所含單色光的比例，表示 某顏色與某中性色或白光的接近程
度，但是，心理顏色視覺在分辨色光與中性色的區別時，卻認為各個單色光的純度並不是一樣
的。同樣的單色光，黃、綠和白光的 差別不大，紅、藍和白光的差別顯著。所以在心理上認
為，黃色光儘管也是單色光，但純度卻比藍色光低些。這些心理上的顏色與白光的差別，通常
稱為飽和度，以 區別於色度學上的純度。心理上的亮度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聯繫到物體，
另一種是不聯繫物體的亮度。例如通過一個小孔觀察物體的表面，這時觀察者看不見物體，無
法聯繫物體來判斷亮度，但它也與色度學中的亮度有差別，為了把物體表面的光亮和色度學中
的亮度分開，稱它為明度。
在混合色方面，心理顏色和色度學的顏色也不相同，當看到橙色時，會感到它是紅與黃的
混合，看到紫紅色時，會感到是藍與紅的混合等。但看到黃光時，卻不會感到黃光可以由紅光
和綠光混合而成。在心理顏色視覺上一切色彩“好像”不能由其他顏色混合出來。一般覺得，
顏色有紅中帶黃的橙，綠中帶藍的青綠，綠中帶黃的草綠，但是，卻沒有黃中帶藍或紅中帶綠
的顏色。因此在心理上把色彩分為紅、黃、綠、藍四種，並稱為四原色。通常紅—綠、黃—藍
稱為心理補色。任何人都不會想像白色從這四個原色中混合出來，黑也不能從其它顏色混合出
來。所以，紅、黃、綠、藍加上白和黑，成為心理顏色視覺上的六種基本感覺。儘管在物理上
黑是人眼不受光的情形，但在心理上許多人卻認為不受光只是沒有感覺，而黑確實是一種感覺。
黑色象徵權威、高雅、低調、創意；也意味著執著、冷漠、防禦，端視服飾的款式與風格
而定。黑色為大多數主管或白領專業人士所喜愛，當你需要極度權威、表現專業、 展現品味、
不想引人注目或想專心處理事情時，例如高級主管的日常穿著、主持演示文稿、在公開場合演
講、寫企劃案、創作、從事跟“美”、“設計”有關的工作 時，可以穿黑色。
灰色象徵誠懇、沉穩、 考究。其中的鐵灰、炭灰、暗灰，在無形中散發出智慧、成功、
強烈權威等強烈訊息；中灰與淡灰色則帶有哲學家的沉靜。當灰色服飾質感不佳時，整個人看
起來會 黯淡無光、沒精神，甚至造成邋遢、不乾淨的錯覺。灰色在權威中帶著精確，特別受
金融業人士喜愛；當你需要表現智慧、成功、權威、誠懇、認真、沉穩等場合 時，可穿著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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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衣服現身。白色象徵純潔、神聖、善良、信任與開放；但身上白色面積太大，會給人疏離、
夢幻的感覺。當你需要贏得做事乾淨俐落的信任感時可穿白色上衣，像基本款的白襯衫就是粉
領族的必備單品。
海軍藍（深藍色）象徵權威、保守、中規中矩與務實。穿著海軍藍時，配色的技巧如果沒
有拿捏好，會給人呆板、沒創意、缺乏趣味的印象。海軍藍適合強調一板一眼具執行力的專業
人 士。希望別人認真聽你說話、表現專業權威時，不妨也穿深藍色單品，例如：參加商務會
議、記者會、提案演示文稿、到企業文化較保守的公司面試、或講演嚴肅或傳統主題時。
褐色、棕色、咖啡色系典雅中蘊含安定、沉靜、平和、親切等意象，給人情緒穩定、容易
相處的感覺。沒有搭配好的話，會 讓人感到沉悶、單調、老氣、缺乏活力。當需要表現友善
親切時可以穿棕褐、咖啡色系的服飾，例如：參加部門會議或午餐彙報時、募款時、做問卷調
查時。當不想 招搖或引人注目時褐色、棕色、咖啡色系也是很好的選擇。
紅色象徵熱情、性感、權威、自信，是個能量充沛的色彩--全然的自我、全然的自信、全
然的要別人注意你。不過有時候會給人血腥、暴力、忌妒、控制的印象，容易造成心理壓力，
因此與人談判或協商時則不宜穿紅色；預期有火爆場面時，也請避免穿紅色。當你想要在大型
場合中展現自信與權威的時候，可以讓紅色單品助你一臂之力。
粉紅色象徵溫柔、甜美、浪漫、沒有壓力，可以軟化攻擊、安撫浮躁。比粉紅色更深一點
的桃紅色則象徵著女性化的熱情，比起粉紅色的浪漫，桃紅色是更為灑脫、大方的色彩。在需
要權威的場合，不宜穿大面積的粉紅色，並且需要與其它較具權威感的色彩做搭配。而桃紅色
的豔麗則很容易把人淹沒，也不宜大面積使用。當你要和女性談公事、提案，或者需要源源不
絕的創意時、安慰別人時、從事諮詢工作時，粉紅色都是很好的選擇。
橙色富於母愛或大姐姐的熱心特質、給人親切、坦率、開朗、健康的感覺；介於橙色和粉
紅色之間的粉橘色，則是浪漫中帶著成熟的色彩，讓人感到安適、放心，但若是搭配俗氣。橙
色是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時，特別是需要陽光般的溫情時最適合的色彩之一。
黃色是明度極高的顏色，能刺激大腦中與焦慮有關的區域，具有警告的效果，所以雨具、
雨衣多半是黃色。豔黃色象徵信心、聰明、希望；淡黃色顯得天真、浪漫、嬌嫩。提醒你，豔
黃色有不穩定、招搖，甚至挑釁的味道，不適合在任何可能引起衝突的場合如談判場合穿著。
黃色適合在任何快樂的場合穿著，譬如生日會、同學會；也適合在希望引起人注意時穿著。
綠色給人無限的安全感受，在人際關係的協調上可扮演重要的角色。綠色象徵自由和平、
新鮮舒適；黃綠色給人清新、有活力、快樂的感受；明度較低的草綠、墨綠、橄欖綠則給人沉
穩、知性的印象。綠色的負面意義，暗示了隱藏、被動，不小心就會穿 出沒有創意、出世的
感覺，在團體中容易失去參與感，所以在搭配上需要其它色彩來調和。綠色是參加任何環保、
動物保育活動、休閒活動時很適合的顏色，也很適合做心靈沉潛時穿著。
藍色是靈性知性兼具的色彩，在色彩心理學的測試中發現幾乎沒有人對藍色反感。明亮的
天空藍，象徵希望、理想、獨立；暗沉的藍，意味著誠實、信賴與 權威。正藍、寶藍在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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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帶著堅定與智能；淡藍、粉藍可以讓自己、也讓對方完全放鬆。藍色在美術設計上，是應用
度最廣的顏色；在穿著上，同樣也是最沒有禁忌的顏色，只要是適合你“皮膚色彩屬性”的藍
色，並且搭配得宜，都可以放心穿著。想要使心情平靜時、需要思考時、與人談判或協商時、
想要對方聽你講話時可穿藍色。
紫色是優雅、浪漫，並且具有哲學家氣 質的顏色。紫色的光波最短，在自然界中較少見
到，所以被引申為象徵高貴的色彩。淡紫色的浪漫，不同于粉紅小女孩式的，而是像隔著一層
薄紗，帶有高貴、神秘、高不可攀的感覺；而深紫色、豔紫色則是魅力十足、有點狂野又難以
探測的華麗浪漫。若時、地、人不對，穿著紫色可能會造成高傲、矯揉造作、輕挑的錯覺。當
你想要與眾不同，或想要表現浪漫中帶著神秘感的時候可以穿紫色服飾。
色彩心理學-色彩均衡，色彩心理學均衡體現於四點：
一、比較全域。
二、不同的物體也不同。如：你可以看出頁面上是塊鐵之類的東西的話，那麼，潛意識裡比看
到頁面上的一顆小草就會覺得不同份量了。這是我們生活上的體驗。
三、色彩不能偏于一方，否則就會失重。如頁面中心有大色，則四周一定要有一些小色，左邊
有一定的物體一定的明度，右邊就不能完全灰暗或空白，也要有適量的明色。
四、若說到均衡，則純度或明度較差的大色塊與面積小的鮮明色塊也均衡要表達出我們主頁的
風格，這就需要理解色調的概念。色調，即我們頁面的主色彩。我們所要表達的性格或心
情，都會在頁面上表示出來。如憂鬱用冷色，熱情開心用暖色等。而如要表達出我們所觀
察的色調，要用誇張、提煉、強調、概括等方法。
色彩心理學-色彩心理學的價值:色彩具有精神的價值，人常常感受到色彩對自己心理的影
響，這些影響總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作用，左右我們的情緒。色彩的心理效應發生在不同層次
中，有些屬直接的刺激，有些要通過間接的聯想，更高層次則涉及到人的觀念與信仰。
色彩的物質性心理錯覺：色彩的直接性心理效應來自色彩的物理光刺激對人的生理發生的
直接影響。心理學家曾作過許多實驗，他們發現在紅色環境中，人的脈膊會加快，血壓有所升
高，情緒容易興奮衝動；而處在藍色環境中，脈膊會減緩，情緒也較沉靜。有的科學家發現，
顏色能影響腦電波，腦電波對紅色的反應是警覺；對藍色的反應是放鬆，這些經驗都告訴向我
們明確的肯定了色彩對人心理的影響。
冷色與暖色是依據心理錯覺對色彩的物理性分類，對於顏色的物質性印象，大致由冷暖兩
個色系產生。波長長的紅光和橙、黃色光，本身有暖和感，以此光照射到任何 色都會有暖和
感。相反，波長短的紫色光、藍色光、綠色光，有寒冷的感覺。夏日，我們關掉室內的白熾燈
光，打開日光燈，就會有一種變涼爽的感覺。冷色與暖色除去給我們以溫度上的不同感覺外，
還會帶來其它的一些感受。例如，重量感、濕度感等。比方說，暖色偏重，冷色偏輕；暖色有
密度強的感覺，冷色有稀 薄的感覺；兩者相比較，冷色的透明感更強，暖色則透明感較弱；
冷色顯得濕潤，暖色顯得乾燥；冷色有退遠的感覺，暖色則有迫近感。這些感覺都是偏向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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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方面的印象，但卻不是物理的真實，而是受我們的心理作用而產生的主觀印象，它屬於
一種心理錯覺。
色彩心理學-色彩感情
一、 色彩的冷暖：紅、橙、黃色常常使人聯想到旭日東昇和燃燒的火焰，因此有溫暖的 感覺；
藍青色常常使人聯想到大海、晴空、陰影，因此有寒冷的感覺；凡是帶紅、橙、黃的色調
都帶暖感；凡是帶藍、青的色調都帶冷感。色彩的冷暖與明度、純度 也有關。高明度的
色一般有冷感，低明度的色一般有暖感。高純度的色一般有暖感，低純度的色一般有冷
感。無彩色系中白色有冷感，黑色有暖感，灰色屬中。
二、 色彩的輕重感：色彩的輕重感一般由明度決定。高明度具有輕感，低明度具有重感；白色
最輕，黑色最重；低明度基調的配色具有重感，高明度基調的配色具有輕感。
三、 色彩的軟硬感：色彩軟硬感與明度、純度有關。凡明度較高的含灰色系具有軟感，凡明度
較低的含灰色系具有硬感；純度越高越具有硬感，純度越低越具有軟感；強對比色調具
有硬感，弱對比色調具有軟感。
四、 色彩的強弱感：高純度色有強感，低純度色有弱感；有彩色系比無彩色系有強感，有彩色
系以紅色為最強；對比度大的具有強感，對比度低的有弱感。即地深圖亮則強，地亮圖暗
也強；地深圖不亮和地亮圖不暗則有弱感。
五、 色彩的明快感與憂鬱感：色彩明快感與憂鬱感與純度有關，明度高而鮮豔的色具有明快
感，深暗而混濁的色具有憂鬱感；低明基調的配色易產生憂鬱感，高明基調的配色易產
生明快感；強對比色調有明快感，弱對比色調具有憂鬱感。
六、 色彩的興奮感與沉靜感：這與色相、明度、純度都有關，其中純度的作用最為明顯。在色
相方面，凡是偏紅、橙的暖色系具有興奮感，凡屬藍、青的冷色系具有沉靜感；在明度方
面，明度高的色具有興奮感，明度低的色具有沉靜感；在純度方面，純度高的色具有興奮
感，純度低的色具有沉靜感。因此，暖色系中明度最高純度也最高的色興奮感覺強，冷色
系中明度低而純度低的色最有沉靜感。強對比的色調具有興奮感，弱對比的色調具有沉
靜感。
七、 色彩的華麗感與樸素感：這與純度關係最大，其次是與明度有關。凡是鮮豔而明亮的色
具有華麗感，凡是渾濁而深暗的色具有樸素感。有彩色系具有華麗感，無彩色系具有樸
素感。運用色相對比的配色具有華麗感。其中補色最為華麗。強對比色調具有華麗感，弱
對比色調具有樸素感。
第二節 不同燈飾對心理感受的差異
燈光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無論是白熾燈，還是彩光燈，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方便
和情趣。但是現在 燈光 會被專家指責是一種毒品。入夜則寐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生理節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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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中，有些卻被都市的燈火通明所打亂。光是人類不可缺少的朋友，但過強、過濫、變
化無常的光，對人體造成的干擾甚至是傷害之大。
2/3 的人生活在光污染中：美國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全球約有 2/3 的人生活在光污染中。而
且，人為光造成的污染逐年增加，德國每年增長 6%，意大利和日本每年增長 10%和 12%。全
球 1/10 的司機表示，烈日下行駛時會遭到玻璃幕牆反射光的突然襲擊，讓他們瞬間看不清方
向。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健康科學中心內分泌學家拉塞爾•雷特博士甚至說：燈光是一種毒品。
濫用燈光，就是危害健康。
燈光對人體健康的 4 大影響：當被玻璃幕牆反射的光刺得睜不開眼時，還可以本能地抬手
遮眼或逃避光芒，但有些光污染及其危害，使人毫無意識。近年來，因光污染引發的糾紛逐年
增多，它對健康的影響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一、 導致白內障:據調查研究表明，2 歲前夜晚開燈睡覺的孩子，近視率約為 55%；而熄燈睡
覺的孩子，近視率僅 10%左右。光污染導致的惡劣視覺環境被認為是近視高發的重要因
素。更有研究表明，長時間在白色光亮污染環境下工作和生活，白內障的發病率高達 45%。
北京協和醫院眼科主任醫師李瑩告訴記者，若長時間處於強光或彩光環境，眼睛晶體功
能將受影響，損傷後就可能導致白內障。因此，遇到強光時一定要避免肉眼直視。
二、 心煩、焦慮、無法睡眠:上海中醫失眠症醫療協作中心副主任表示，人睡覺時眼睛雖是閉
著的，但亮光依然會穿過眼皮，影響睡眠。據他臨床統計，約有 5%—6%的失眠因噪音、
光線等環境因素引起，其中光線約佔 10%。一旦失眠，人體得不到充分休息，又將引發
更深層面的健康問題。
三、 影響激素分泌，甚至導致兒童性早熟:拉塞爾•雷特博士發現，夜間照在視網膜上的燈光，
會減少褪黑激素生成，而這種激素正是調節晝夜節律的重要物質。光掠奪了黑夜，打亂
激素分泌節律，可能導致正常週期失衡。如果兒童受到過多的光線照射，褪黑激素的分
泌將減少，從而導致性早熟或生殖器過度發育。其他激素的分泌也有生理節律，如雄激
素早上七八點時達到最高點，燈光會對此產生影響。光污染還會影響人的心情，這又會
間接影響激素分泌。
四、 讓人變得抑鬱：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蘭迪•納爾遜教授 1 月 21 日在美國神經科科學年
會上表示：夜間過多接觸光線可能導致抑鬱。聶靜也表示，光污染會導致頭昏心煩、情緒
低落、身體乏力等類似神經衰弱的症狀。對於夜間工作或長期有夜生活的人來說，受光
污染的傷害更大。2001 年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學報》刊登的研究顯示：女性上夜班時
間越長，患乳腺癌的機率越大。聶靜也告訴記者，長期受歌舞廳中彩光照射，其紫外線會
誘發流鼻血、牙齒脫落、白內障，甚至導致白血病和其他癌變。彩色光源不僅對眼睛不
利，而且干擾大腦中樞神經，讓人出現噁心、嘔吐、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性慾低下等症
狀。
照明的目的主要是題供空間適合的照度色溫與照明方式滿足使用者在生理與心理上的需
求在相關研究中顯是進行閱讀等行為時光源照度在 300 至 750 lux 之間搭配色溫在 3300-5000
11

度 k 之間的組合並配置吸頂式燈具或建築式照明的照明方式最佳。
第三節 不同照明方式對心理感受的差異
照明的目的是透過視覺進行安全、快捷、愉快的各種行動，確保明視性、愉快性、安全性
和環境的表現性。透過視覺感知的環境被稱為「視覺環境」（日本電氣學會，1993）。
人類獲得外界訊息主要來自視覺的作用，而視覺的作用主要是光線刺激眼球所呈現的影像。
整個過程是眼睛將光線聚集在網膜，並傳遞到神精中樞，產生對物體形狀、顏色、運動和空間
相對位置。對眼球而言，感應色彩變化與視覺活動的理解是視覺的心理、生理現象與視覺的物
理現象所產生；然而影響視覺功能的因素，另外還有刺激眼球時間長短與刺激物本身等等，都
會影響視覺的接收與判斷結果。
照明設計所能控制的因素只有亮度與對比。物體亮度影響觀測者偵測物體與背景亮度差異
的能力。增加亮度可加強觀者對對比的敏感度，在ㄧ定的範圍內，背景亮度越高，對比域越低，
能夠很容易辨識低對比度（Blackwell,O.M. and Blackwell,H.R.，1972）
。直接影響觀測者觀看的
視覺效能與視覺舒適的對比因素包含以下四點：照射光量、入射光方向、物體表面反射特性、
觀看方向。

參、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圖 3.1 研究流程圖
12

第二節 研究假設
一、不同光源對做事者效率的感受上有顯著的影響？
(一) 冷色系的光源較適合比較事務型的工作，如實驗室、金融機構等。
(二) 暖色系的光源較適合與人接觸的工作，如餐廳、咖啡廳等
二、使用間接照明與直接照明燈方法對於使用和觀賞者的感受有顯著差異？
(一) 公共領域中之博物館、學校、辦公室、商業攝影棚使用直接照明優於間接照明
(二) 私人領域中客廳、書房、臥室使用間接照明優於直接照明
三、不同燈飾的呈現方式對個人感受空間氛圍有顯著的差異？
(一) 華麗的燈飾比較能夠使得個人感受空間氛圍有正向的差異
(二) 單調的燈飾對個人感愛空間氛圍較無正向的差異
第三節 問卷與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針對提出的研究假設設計問卷，從 1 至 5 分依序是非常不
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並使用 Google 表單，方便受試者在網上填答。

圖 3.1 網路問卷示意圖（一）

圖 3.2 網路問卷示意圖（二）
詳細題目如下：
1. 您是否認為咖啡廳的燈光照明氣氛，對自己的情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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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咖啡店坐區中使用暖色系(黃光)燈光，您會比較舒適？
3. 您是否認為咖啡廳的整體光線照明適合用於在此談公事？
4. 您是否認為咖啡廳的整體光線照明適合用於在此跟朋友聊天、閱讀?
5. 單調的燈飾並無益於咖啡廳的整體氛圍?
6. 您是否認為室內餐廳的整體照明氣氛，對自己的情緒有影響?
7. 假如今天要與朋友用餐聚會，會選擇到較有暖色系(黃光)照明的餐廳用餐?
8. 您認為到有暖色系(黃光)的餐廳用餐，讓人能放鬆心情?
9. 在室內餐廳內用餐中，冷色系(白光)燈光會比較適合?
10. 室內餐廳所用的整體光線照明是使用冷色系(白光)，會讓您減短在餐廳中用餐的時間?
11. 您是否認為夜景餐廳的整體照明氣氛，對自己的情緒有影響?
12. 您是否認為夜景餐廳不需要具有強烈的燈光照明?
13. 夜景餐廳中用餐使用暖色系(黃光)燈光，您會覺得比較舒適?
14. 夜景餐廳的整體空間光線照明所營造的氛圍，會讓您覺得具有神秘且想像空間?
15. 夜景餐廳環境中若使用直接照明，會影響您觀賞夜景的氣氛?
16. 您是否認為圖書館的整體照明氣氛，對自己的情緒有影響?
17. 您是否認為圖書館的整體光線照明充足，您會比較舒適?
18. 圖書館整體照明使用冷色系(白光)，您是否認為較適合?
19. 圖書館整體光線照明充足強烈，會對您閱讀的效率會有直接影響?
20. 圖書館坐區中若使用直接照明，在閱讀上您是否會覺得比較有效率?
21. 您認為辦公室的照明問題，與工作情緒、效率有緊密的相關性?
22. 在辦公室的整體照明中使用冷色系(白光)，您是否認為較適合?
23. 您是否認為辦公室的整體照明中，冷色系(白光)的照明會影響您的辦公效率?
24. 辦公區進行文書處理以及電腦使用中，直接照明較助於辦公?
25. 在博物館環境中整體照明使用暖色系(黃光)，您是否認為較適合?
26. 在博物館環境中整體照明使用暖色系(黃光)，有助於藝術的感受?
27. 在博物館環境中整體照明使用暖色系(黃光)，您會覺得比較舒適?
28. 博物館展區的作品上，若使用直接照明有助於觀賞者更清楚觀賞作品?
29. 您是否認為家中客廳的燈光照明氣氛，對自己的情緒有影響?
30. 家中客廳若使用間接照明，會讓您覺得比較舒適放鬆?
31. 家中客廳若使用間接照明，會讓整體居家看起來更顯得柔和?
32. 採用華麗的燈飾(較有美感的燈飾)會對整體家中客廳的整體氣氛加分?
33. 臥室若使用間接照明，您是否會覺得更有柔和感?
34. 臥室整體照明使用暖色系(黃光)，會讓您覺得比較舒適放鬆?
35. 臥室整體照明若使用冷色系(白光)，您是否覺得感受上會較有壓迫感?
36. 採用華麗的燈飾(較有美感的燈飾)會對整體臥室的整體氣氛加分?
37. 採用較單調燈飾對整體臥室並無加分效果?
38. 書房若使用間接照明，會讓您覺得比較舒適放鬆?
39. 在書房工作桌區上使用直接照明，有助於閱讀做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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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採用華麗的燈飾(較有美感的燈飾)會對書房的整體氣氛加分?
41. 您在咖啡廳是否會注意其燈飾造型？
42. 巴洛克風格的燈飾是否會讓您覺得整體氣氛更為有質感？
43. 簡約的燈飾是否會讓您覺得整體氣氛較為隨性？
44. 燈飾的造型是否會成為您選擇地點的要素？
45. 在擁有華麗造型燈飾的環境中，您是否會想駐留久些時間？
46. 在簡約造型燈飾的環境中，您是否可以較專注於工作？
47. 在擁有花俏造型燈飾的環境中，您是否會感受較活潑？
48. 在選擇工作場合的時候，華麗燈飾相較簡約燈飾更讓您喜歡？
49. 在選擇約會場合的時候，華麗燈飾相較簡約燈飾更讓您喜歡？
50. 具有設計感的簡約燈飾，相較於貴族風格華麗燈飾，更讓您放鬆？
51. 簡約燈飾是否會讓您覺得整體空間較為邋遢？
52. 您在工作場合是否會注意其燈飾造型？
53. 您會選擇華麗燈飾當作客廳的燈飾？
54. 您在選擇華麗燈飾，是因為他較能讓您感受放鬆？
55. 在選擇居住場合的時候，華麗燈飾相較簡約燈飾更讓您喜歡？

第四節

信效度檢測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庫李信度係數的 L. J. Cronbach 的 Alpha 係數（Cronbach’s α）來考驗問卷的信
度。根據 Nunnaly（1978）指出，若 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 則表示具有相當高的信度。各個
構面的信度值分別為：
「冷色系 Vs 暖色系」＝0.834；
「直接照明 Vs 間接照明」＝0.824；
「華麗
燈飾 Vs 簡單燈飾」＝0.834。由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各個構面的信度值皆高於 0.7，因此本問
卷具有相當可靠的信度。而在效度的部份，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KMO 球型檢定及直接斜
交法，依據因素負荷排序，剔除特徵值＜0.7 的題目，最後整理出三個構面，如圖 4.1：



圖 4.1 因素分析法的構面圖形
冷色系 Vs 暖色系：第 2, 7, 8, 9, 10, 13, 18, 22, 23, 25, 26, 27, 34, 35 題，共 1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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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照明 Vs 間接照明：第 15, 19, 20, 24, 28, 30, 31, 33, 38, 39 題，共 10 題；
華麗燈飾 Vs 簡單燈飾：第 5, 32, 36, 37, 40, 42, 43, 45, 46, 47, 48, 49, 50, 51, 53, 54, 55 題；共
17 題。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問卷共回收 99 份，扣除無效問卷（部份填答空白或完全一樣填答選項者）計 12 份，
有效問卷為 87 份，本章節根據問卷回收的有效問卷資料，使用 SPSS22.0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資
料分析，進行各研究變項之間的「描述性統計」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並運用 Pearson 積差
相關係數分析各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主要採用之分析方法有：信效度分析、描述統計分析、
單一樣本 t 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變異數分析（t-test One Way ANOVA）等研究統計方法，最
後依據本研究目的，進行研究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對回收資料進行基本資料的描述性統計分析。性別比例為女生居多，女性有 64 人，
佔 73.6%；男性有 23 人，佔 26.4%。年齡以 20～30 歲為最多，共有 36 人，佔 41.4％；其次為
30～40 歲，共有 20 人，佔 23.0％；接下來是 40～50 歲，共有 17 人，佔 19.5％；再來是 50～
60 歲，共有 10 人，佔 11.5％；最少的是 20 歲以下，只有 4 人，佔 4.6%。
表 4.1
變數
性別

年齡

學歷

第二節

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女

64

73.6

男

23

26.4

20 歲以下

4

4.6

20～30 歲

36

41.4

30～40 歲

20

23.0

40～50 歲

17

19.5

50～60 歲

10

11.5

國小

1

1.1

國中

2

2.3

高中、職

19

21.8

大專院校

61

70.1

碩士

4

4.6

博士

0

0

冷色系 Vs 暖色系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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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色系 Vs 暖色系的部份，根據不同的場所及題目進行單一樣本 t 檢定。在咖啡店、夜
景餐廳、博物館及臥室的部份，幾乎每一份題均是「同意」暖色系較為適合（達顯著）；而在
辦公室及圖書館的部份則是「同意」冷色系的光源較為適合（達顯著）。比較特別的是，在室
內餐廳的部份（達顯著）
，受試者覺得在室內餐廳內用餐中，冷色系(白光)燈光會比較適合的回
答為「一般」
（Ｍ＝3.19，達顯著）
，但是卻又接近「同意」
（Ｍ＝3.81，達顯著）室內餐廳所用
的整體光線照明是使用冷色系(白光)，會讓您減短在餐廳中用餐的時間；詳細統計資料如下表。
表4.2 單一樣本檢定
檢定值 = 0
95% 差異數的信賴區
間

顯著性 （雙
T

尾）

df

平均差異

下限

上限

2.在咖啡店坐區中使用暖色系
(黃光)燈光，您會比較舒適?

58.302

86

.000

4.3333

4.186

4.481

53.915

86

.000

4.1839

4.030

4.338

59.680

86

.000

4.3448

4.200

4.490

28.257

86

.000

3.1954

2.971

3.420

38.618

86

.000

3.8161

3.620

4.013

46.604

86

.000

4.0575

3.884

4.231

46.074

86

.000

4.0581

3.883

4.233

57.087

86

.000

4.2674

4.119

4.416

42.796

86

.000

3.9885

3.803

4.174

7.假如今天要與朋友用餐聚
會，會選擇到較有暖色系(黃
光)照明的餐廳用餐?
8.您認為到有暖色系(黃光)的
餐廳用餐，讓人能放鬆心情?
9.在室內餐廳內用餐，冷色系
(白光)燈光會比較適合?
10.室內餐廳所用的整體光線
照明是使用冷色系(白光)，會
讓您減短在餐廳中用餐的時
間?
13.夜景餐廳中用餐使用暖色
系(黃光)燈光，您會覺得比較
舒適?
18.圖書館整體照明使用冷色
系(白光)，您是否認為較適
合?
22.在辦公室的整體照明中使
用冷色系(白光)，您是否認為
較適合?
23.您是否認為辦公室的整體
照明中，冷色系(白光)的照明
會影響您的辦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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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博物館環境中整體照明
使用暖色系(黃光)，您是否認

48.931

86

.000

4.0000

3.837

4.163

50.926

86

.000

4.1149

3.954

4.276

51.704

86

.000

4.0460

3.890

4.202

54.300

86

.000

4.2299

4.075

4.385

37.845

86

.000

3.8851

3.681

4.089

為較適合?
26.在博物館環境中整體照明
使用暖色系(黃光)，有助於藝
術的感受?
27.在博物館環境中整體照明
使用暖色系(黃光)，您會覺得
比較舒適?
34.臥室整體照明使用暖色系
(黃光)，會讓您覺得比較舒適
放鬆?
35.臥室整體照明若使用冷色
系(白光)，您是否覺得感受上
會較有壓迫感?

若進一步進行性別的比對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研究發現在冷色系 Vs 暖色系的部份，男
性與女性在每一題的答案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若進行年齡上的比對進行變異數分析（t-test
One Way ANOVA），研究結果發現 20~30 歲及 30~40 歲較 40~50 歲的人更喜歡在咖啡店坐區
中使用暖色系燈光（達顯著）
；50 歲以上的人是唯一在室內餐廳所用的整體光線照明是使用冷
色系(白光)，並不會顯著減短在餐廳中用餐的時間（對其它年齡的人回答結果均達顯著）。
再針對教育程度進行變異數分析，研究發現高中職較大專院校以上的人更顯著喜歡於夜景
餐廳中用餐使用暖色系燈光；大專學校以下的人相較碩士程度的人顯著覺得在博物館環境中整
體照明使用暖色系燈光更為適合，碩士程度的人則覺得較無影響。
第三節

直接照明 Vs 間接照明分析結果

在直接照明 Vs 間接照明的部份，根據不同的場所及題目進行單一樣本 t 檢定。在圖書館、
辦公室及博物館部份，每一份題均是「同意」直接照明較為適合（達顯著）；而在夜景餐廳、
家中客廳、臥房及書房則是「同意」間接照明較為適合（達顯著）。其中在書房若使用間接照
明，會讓您覺得比較舒適放鬆的回答中，是唯一平均值沒有超過 4 但仍很接近的問題（Ｍ＝
3.81，達顯著）
；詳細統計資料如表 4.3。
表4.3 單一樣本檢定
檢定值 = 0
95% 差異數的信賴區
間

顯著性 （雙
T

尾）

df
18

平均差異

下限

上限

15.夜景餐廳環境中若使用直
接照明，會影響您觀賞夜景

49.275

86

.000

4.1494

3.982

4.317

62.687

86

.000

4.2529

4.118

4.388

47.838

86

.000

4.0805

3.911

4.250

56.155

86

.000

4.2759

4.124

4.427

47.668

86

.000

4.2069

4.031

4.382

53.213

86

.000

4.1609

4.005

4.316

58.288

86

.000

4.2299

4.086

4.374

58.626

86

.000

4.2989

4.153

4.445

43.767

86

.000

3.9425

3.763

4.122

67.631

86

.000

4.2989

4.172

4.425

的氣氛?
19.圖書館整體光線照明充足
強烈，會對您閱讀的效率會
有直接影響?
20.圖書館坐區中若使用直接
照明，在閱讀上您是否會覺
得比較有效率?
24.辦公區進行文書處理以及
電腦使用中，直接照明較助
於辦公?
28.博物館展區的作品上，若
使用直接照明有助於觀賞者
更清楚觀賞作品?
30.家中客廳若使用間接照
明，會讓您覺得比較舒適放
鬆?
31.家中客廳若使用間接照
明，會讓整體居家看起來更
顯得柔和?
33.臥室若使用間接照明，您
是否會覺得更有柔和感?
38.書房若使用間接照明，會
讓您覺得比較舒適放鬆?
39.在書房工作桌區上使用直
接照明，有助於閱讀做事效
率?

若進一步進行性別的比對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研究發現在直接照明 Vs 間接照明的部份，
男性與女性在每一題的答案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若進行年齡上的比對進行變異數分析（t-test
One Way ANOVA），研究結果發現 20 歲以下的人相較於其他年紀的人對於在圖書館坐區中若
使用直接照明，在閱讀上並不會覺得比較有效率（達顯著）。
再針對教育程度進行變異數分析，研究發現高中職較大專院校以上的人更顯著喜歡於家中
客廳使用間接照明，會覺得比較舒適放鬆（達顯著），其它回答部份則彼此間無顯著差異。
第四節

華麗燈飾 Vs 簡單燈飾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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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麗燈飾 Vs 簡單燈飾的部份，根據不同的場所及題目進行單一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
受試者僅「同意」在居家環境的客廳及臥房中，華麗燈飾較簡單燈飾較為適合（達顯著），在
其它的場合像是書房、辦公室及約會場所的意見其平均值均未超過 4。燈飾的華麗與否，受試
者的回答似乎不若前兩項這麼顯著，也沒有這麼受到重視；詳細統計資料如表 4.4。
表4-4 單一樣本檢定
檢定值 = 0
95% 差異數的信賴區
間

顯著性 （雙
T

尾）

df

平均差異

下限

上限

5.單調的燈飾並無益於咖啡廳
的整體氛圍?

27.206

86

.000

3.5517

3.292

3.811

42.055

86

.000

4.0805

3.888

4.273

44.138

86

.000

4.0690

3.886

4.252

35.488

86

.000

3.7586

3.548

3.969

30.639

86

.000

3.6207

3.386

3.856

49.416

85

.000

4.0698

3.906

4.234

39.493

86

.000

3.9080

3.711

4.105

38.987

86

.000

3.8256

3.630

4.021

59.338

86

.000

4.0000

3.866

4.134

48.618

86

.000

4.0460

3.881

4.211

24.970

86

.000

3.3333

3.068

3.599

32.採用華麗的燈飾(較有美感
的燈飾)會對整體家中客廳的整
體氣氛加分?
36.採用華麗的燈飾(較有美感
的燈飾)會對整體臥室的整體氣
氛加分?
37.採用較單調燈飾對整體臥室
並無加分效果?
40.採用華麗的燈飾(較有美感
的燈飾)會對書房的整體氣氛加
分?
42.巴洛克風格的燈飾是否會讓
您覺得整體氣氛更為有質感？
43.簡約的燈飾是否會讓您覺得
整體氣氛較為隨性？
45.在擁有華麗造型燈飾的環境
中，您是否會想駐留久些時
間？
46.在簡約造型燈飾的環境中，
您是否可以較專注於工作？
47.在擁有花俏造型燈飾的環境
中，您是否會感受較活潑？
48.在選擇工作場合的時候，華
麗燈飾相較簡約燈飾更讓您喜
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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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在選擇約會場合的時候，華
麗燈飾相較簡約燈飾更讓您喜

39.493

86

.000

3.9080

3.711

4.105

43.319

86

.000

3.8276

3.652

4.003

23.360

86

.000

2.9425

2.692

3.193

30.884

86

.000

3.5287

3.302

3.756

29.278

86

.000

3.3448

3.118

3.572

30.084

86

.000

3.5402

3.306

3.774

歡？
50.具有設計感的簡約燈飾，相
較於貴族風格華麗燈飾，更讓
您放鬆？
51.簡約燈飾是否會讓您覺得整
體空間較為邋遢？
53.您會選擇華麗燈飾當作客廳
的燈飾？
54.您在選擇華麗燈飾，是因為
他較能讓您感受放鬆？
55.在選擇居住場合的時候，華
麗燈飾相較簡約燈飾更讓您喜
歡？

若進一步進行性別的比對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研究發現在華麗燈飾 Vs 簡單燈飾的部份，
男性較女性更為同意在採用較單調燈飾對整體臥室並無加分效果的回答結果（4.2＞3.6，達顯
著）。若進行年齡上的比對進行變異數分析（t-test One Way ANOVA），研究結果發現 20~30 歲
（M=3.8）及 30~40 歲（M=4.0）分別和 40~50 歲（M=3.1）及 50~60 歲（M=3.0）更同意採用
華麗的燈飾(較有美感的燈飾)會對書房的整體氣氛加分（達顯著差異）
；20~30 歲（M=4.2）及
30~40 歲（M=4.2）相較於 50~60 歲（M=3.6）對於在花俏造型燈飾的環境中是否會感受較活潑
更為同意（達顯著）。
再針對教育程度進行變異數分析，研究發現任何教育程度國中以下（M=4.3）和碩士（M=2.5）
相較，對於單調的燈飾並無益於咖啡廳的整體氛圍的結果達顯著差異。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樣本資料中，女性的比例較高，且年齡大多集中在 20~30 歲這個區間；在教育程
度上，也以大專院校的背景為最多，整體教育程度普遍為高等教育之上。
本研究之三個構面，分析結論如下：
一、 冷色系 Vs 暖色系
冷色系的光源較適合比較事務型的工作，如辦公室、圖書館等，而暖色系的光源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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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與人接觸的工作，如餐廳、咖啡廳等。在性別上，填答的結果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表示男女在此一構面上的意見相近。在咖啡廳的部份，20~40 歲的人似乎更同意在咖啡店
坐區中使用暖色系燈光更為適合；然而，50 歲以上的人在室內餐廳的部份在對於冷色系
的接受度相對於其它年齡的人為高。在教育程度部份，高中職較大專院校以上的人更喜
歡於夜景餐廳中用餐使用暖色系燈光；大專學校以下的人相較碩士程度的人則覺得在博
物館環境中整體照明使用暖色系燈光更為適合，碩士程度的人則覺得較無影響。
二、 直接照明 Vs 間接照明
公共領域中之博物館、學校、辦公室、商業攝影棚使用直接照明更適合間接照明；而
私人領域中客廳、書房、臥室使用間接照明更適合直接照明，但其中對於書房的要求較
客廳及臥室為低，可能是因為書房給人要學習的感覺，所以對直接照明的需求較高。在
性別上，填答的結果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表示男女在此一構面上的意見相近。20 歲以
下的人相較於其他年紀的人對於在圖書館坐區中若使用直接照明，在閱讀上並不會覺得
比較有效率，是比較特別的一部份；高中職較大專院校以上的人更顯著喜歡於家中客廳
使用間接照明，會覺得比較舒適放鬆，推測是否與其年齡及所從事的工作型態也有相關，
可再進行後續的研究參考。
三、 華麗燈飾 Vs 簡單燈飾
燈飾的華麗與否，對於個人感受空間氛圍似乎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但是在性別上，
可以看出女性較男性在臥室上更重視燈飾的華麗與否，年輕人較年長者也更為重視燈飾
所帶來的影響：20~40 歲的人相較於 40~60 歲的人，認為華麗的燈飾會對書房的整體氣
氛加分，並且在花俏造型燈飾的環境中給人較為活潑的感覺。從教育程度來看，國中以
下則對於咖啡廳的燈飾要求更多過於碩士，認為單調的燈飾並無益於咖啡廳的整體氛圍。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1：冷色系的光源較適合比較事務型的工作，如實驗室、金融機構等

成立

H2：暖色系的光源較適合與人接觸的工作，如餐廳、咖啡廳等

成立

H3：公共領域中之博物館、學校、辦公室使用直接照明優於間接照明

成立

H4：私人領域中客廳、書房、臥室使用間接照明優於直接照明

成立

H5：華麗的燈飾比較能夠使得個人感受空間氛圍有正向的差異

不成立

H6：單調的燈飾對個人感受空間氛圍較無正向的差異

不成立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及討論，提出幾點建議如下：
一、對於室內照明設計的建議
依場所來看，直接照明及冷色系的光源似乎是給人比較疏離及冷靜的感覺，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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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及需要理性較多的場合；而間接照明及暖色系的光源似乎給人較為放鬆及溫暖的感
覺，適合在私人或感性的空間。而燈飾的華麗與否似乎不是人們最重視的條件，倒是若以
年輕人為訴求的場域可以額外考慮此一變數。
二、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未來可針對不同場域及不同世代的年輕人做研究，舉出更明確的地點，並將其適當的
分類使其更具有結構性。除此之外，也許可以重新調整年齡的劃分及增加多一些年長者及
男性的樣本，在問卷的設計上也可針對不同的構面設計更為均衡的題數，使得可以針對不
同的構面直接比較來看與分題間的比較結果是否有什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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