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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人類將面臨的前十大問題 



台灣能源供應情況 
 台灣99% 能源進口  

 原油為主要能源， 76.7%原油從中東進口 

 1985~2005, 能源供應成長率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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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能源依賴率：     88.2%                              95.7%                               97.9% 

KLOE: kiloliters of crude oil equivalent 



CO2減排成為全球最緊急話題 
• 地球溫室效應的發生原因一半來自二氧化碳(CO2)。CO2的產生

除來自汽、機車之廢氣排放外，有部份來自石化燃燒發電。 

• 發電將產生各種有害氣體： 

  燃油發電每1度電產生污染氣體： 

        CO2＝ 860g、SO2 ＝ 3.7g 、NOX ＝ 1.5g     

  燃煤發電每1度電產生污染氣體： 

        CO2＝ 1100 g、SO2 ＝ 9.0 g 、NOX ＝ 4.4g 

• 照明節約用電可間接減少發電產生之二氧化碳及其他有害氣體的排放。 

• 空污防止、能源節約與生態保護之關係式為： 

發電 1 度產生之CO2 量 ＝ 738 g 

發電 3,450 度產生之CO2 量 ＝ 種植 1 英畝(4047m2) 數目可吸收之 CO2量 

節電 7,060 度減少之 CO2 量 ＝ 移除 1 輛汽車一年總排放 CO2量 

節電 11 度 ＝ 節約消耗 1 加侖汽油發電 



• 商場的主角為顧客與販賣的商品，而商場內的設備、

聲光環境等配角卻是促成交易的重要推手。 

• 商場照明的目的即在於吸引顧客上門，傳遞正確的

商品特徵、價值及資訊，所以整個照明光環境在整

個空間演出設計上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 藉由營造不同的照明空間，使得商品呈現不同的樣

貌，因而吸引不同性別、年齡及不同所得族群等顧

客，也因此商場裡會根據商品的不同，有不同的照

明空間設計。  



• 良好的照明是依靠和商店空間協調的光線，來滿

足人的舒適感，以及生理和心理要求，以引起買

者的興趣。 

• 商店使用的照明器具，除外形要求美觀之外，更

重要的是展現出良好的演色性，以使商品看起來

真實，提高商品價值感與顧客購買慾。  

• 照明是巧妙地利用燈光作用於顧客的眼睛，讓其

注視到商品上，這對推動顧客希望慾求心理，有

重要的作用，對出售率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幫助。 



        商店照明可分為一般照明、重點照明和裝飾照明

三部分構成。這三部分的構成比例適當，就能得到

良好的照明效果。 

1、一般照明：目前便利商店內的一般照明，以全般

照明為主，只考慮明亮，容易產生平淡感與刺眼眩

光，這樣的設計作為便利商店照明不一定是適當的。  

2、重點照明：這是為了重點地把主要商品和主要場

所照亮，以增加顧客的買慾望。  

3、裝飾照明：這是表現商店業務狀態和顧客性格的

氣氛照明。  



合適的照度 

   普遍來說，商場的一般照明均稍過明亮，這是由

於人們認為一般照明越亮越佳，且不易失敗，但

這種設計容易流於平淡且重點照明效果不易表現，

同時也耗電並增加空調負載。 

照度均勻度需較高 

    商場的一般照明有項重點是必須掌握的，那就是

商場內照度的均勻度須較高，使得商場內偏暗的

場所較少，這讓商品無論放在哪一個位置皆會受

到均一的照明，並且在往後店內商品種類或配置

變動時，亦不需要大幅更動燈具。 



照明的分類 照明的重點  照度的要求 舉例  

低檔商業照明 簡單的照明 

高照度水平  

500-

1000(LUX) 

超級市場、

便利商店 

中檔商業照明 

 

環境照明 

作業照明 

重點照明  

250-500(LUX) 百貨公司、

量販店 

高檔商業照明  

 

環境光照度低， 

大量使用重點照

明  

100-250(LUX) 時裝與珠寶

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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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般照明   900LUX→500~750LUX 

     (2)重點照明  >1000LUX→1000LUX 

     (3)後場區300LUX 

 



• 商業照明空間普遍有照度過高的情形，而且部分照明空

間有照度不均及眩光的問題，由於各種功能照明空間所

要求的照度不同，因此可以依據CNS國家標準調整照度。 

• 在單純的照明空間中，一般可以透過減少燈源或燈具的

數目，或是使用調光的方式來減少照度，不過因為各種

燈源的特性各異，必須針對其特性進行改善的工作，並

視需要進行部份照明空間的修改。 

• 除了照度外，尚須針對照度均勻度做調整，除了單一空

間的照度均勻度外，相鄰空間的照度也要做協調；此外，

慎選燈具及裝潢材料，以避免眩光的產生。 



• 重點照明和一般照明的比例一般是3~5倍，

以突出商品的形象。 

• 以高亮度光源突出商品表面的光澤。  

• 以強烈的定向光突出商品的立體感和質感。  

• 利用投射光突出特定的部位和商品。   

 



• 商場內重點照明的意義在於強調商品的訴求力，
其照明的方式會根據商品的種類、形狀與展示方
式而有所不同，同時重點照明尚須與商場的一般
照明保持良好的平衡，避免減損相互間的訴求。 

(1)重點照明使用高照度、高輝度與指向性強的燈源
需要使用高照度、高輝度與指向性強的燈源，如
此才能凸顯出商品的特質。 

(2)注意櫥窗內外間照度的調和在櫥窗內照明的部份，
須注意櫥窗內外之間的調和，使顧客可以在櫥窗
外看清楚展示的商品，也避免櫥窗內燈源所產生
的眩光與櫥窗外景物所照成的鏡面現象。 



                             聚光的亮度 

重點照明係數(AP)     =   —————— 

                基礎照明亮度 

 

 

 

重點照明係數 效果  

2:1 明顯的 

5:1 突出的 

15:1 戲劇性的 

30:1 生動的 

50:1  非常生動的 



1、效率與壽命：基於經濟及維護的考量，

應選用發光效率高且壽命長，又可以兼顧

換裝費用低廉者，應是特別重要的考量，

對營運成本有很大的關連，而目前仍以螢

光管最為實用與普遍。  

2、光色（色溫度Ｋ）：一般而言它影響了

使用場所的氣氛，應隨照度高低而適當地

變化。台灣便利商店賣場照度都已提高至

1,000Lux以上，因此宜選擇色溫6,500K為

宜。  

 



3、顯色性(Ra)：便利商店以銷售商品為主，以

Ra在80以上為佳。一般以功能區別，室內

Ra=80以上、室外Ra＝70以下，既可以充分

產生購買誘因，也可以降低投資費用。因此對

商品與非商品區照明光源應有所區分。 

4、輝度：被照面所呈現的輝度較高，則可以產

生更明亮的突出效果。實用上的考量，重點照

明均採高輝度聚光之照明燈具，基礎照明則應

採低輝度之照明燈具。  



• 大部分的建築物仍使用效率較低的燈源，如能透過替換高效
率的燈源，則可以提高照明效率，達成節約能源的目標。 

• 螢光燈管的部份，普遍仍使用傳統螢光燈搭配傳統線圈式安
定器，若能以高效率燈搭配電子式安定器，則可以提高螢光
燈整體效率達15%以上。 

• 在使用白熾燈的環境中，將白熾燈替換成省電燈泡或LED燈
泡可以減少電力消耗並降低空調負載。 

• 使用鹵素燈可將普遍使用的線圈式變壓器以電子式變壓器取
代，除了可以提供穩定的電壓電流給鹵素燈外，還可以保護
鹵素燈，延長鹵素燈的壽命。 

• 將易產生高熱的鹵素燈以陶瓷複金屬燈或LED燈泡取代以提
高效率。 

• 透過照明設計的調整，以高效率的光源代替原有的設計，像
是將使用於一般照明的鹵素燈以螢光燈或LED燈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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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照明/間接照明換裝T5節能燈具 

 高功率安定器+三波長燈管→電子式安定器+T5節能燈具 

 效益:40W*3燈具每月每盞電費節省約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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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門廳 

    (2)賣場走道 

    (3)作業室各室 

    (4)倉庫區 

    (5)騎樓 

    (6)橫,立招 

 



選擇照明燈具的考量 

就商品展示而言全般照明以高演色性的螢光燈

管為宜，既可以產生足夠的照度，又節省電費。 

對於吸引顧客上門及安全感與信賴感的建立，

將有顯著的幫助。 

重點照明燈具內所發出之光束（光線），可以

達到主要被照物表面的百分比，也是評估此照

明器具的性能（燈具反射與折射角設計、表面

處理及反射面之材質等）之一種標準。其值愈

高愈好，表示可以在被照物表面上產生光亮的

效果越高。  

 



省能、舒適、環保的發展趨勢 

全球照明產品技術的發展趨勢主要以『節約能源

環境保護』為宗旨，近年來『綠色照明』成為歐、

美、日等先進國家流行的風尚。 

『綠色照明』目的在於推動採用高效節能與性能

穩定的照明產品，達到舒適、安全、經濟、環保，

並提高生活品質的照明文化。  

照明產業不論是光源或器具，主要發展方向為

『省能、舒適、環保』。有害物質的使用量減少，

省資源，高效率產品的使用提昇等。 



業態 年度總營業額 
購物中心  350-400億元 

百貨公司  1300-1500億元 

集團連鎖量販店 

(批發倉儲)  
1100-1200億元 

超級市場(農會超市) 1000-1100億元 

連鎖便利商店 950-1000億元 

全聯社(含福利總處  

所屬福利站) 
300-350億元 

傳統市場及攤販集中區 2100-2200億元 

全台攤商(含流動攤販) 4000億元以上 

合 計  9100-9600億元 



物品流通業分

類 

營業面積 

坪數 

商品項目數 

連鎖便利商店 賣場25~40坪 2300～2500項 

超級市場 200～220坪 6500～8500項 

集團連鎖量販店 1200～4000坪 12000～20000項 

全聯社(含福利總處

所屬福利站) 

200～450坪 7500～9000項 

農會超市 200～240坪 6500～8000項 



• 集團連鎖量販店以停車便利、賣場大、貨色

齊全、價格低廉為賣點，而在流通業中開發

出亮麗的成績，使得傳統批發業更式微。 

 

• 連鎖便利超商、超級市場遍佈於大街小巷，

以商品、距離和時間的便利性，在流通市場

分享到一大片廣闊的天空，正逐漸取代傳統

的小零售商 。  

 



 

• 台灣地區連鎖便利商店現有約10,025家，遍佈
於大街小巷，店數密度全球最高，每年以新增
150家的速度成長，對國家社會經濟貢獻大。 

 

• 連鎖便利商店以24小時的經營模式，根據統計
全年總用電量約15億度，對於國家能源供應與
經營者來說均是相當沈重的負擔。 

 

• 分析連鎖便利商店單位面積耗電密度為百貨 

  公司的3~4倍，可見便利商店是屬於單位面積
耗電密度相當高之行業，列為政府推動節約能
源之重點行業。 

•  。  



• 連鎖便利商店為住家生活好鄰居，配合政府
推動落實節約能源之櫥窗，成為民眾所關注
焦點。 

• 積極推廣節能經驗，能引導全民共同節能，
達成節約能源目標，改變民眾對便利商店照
明過亮、高耗能之刻版印象。 

• 除可提升各市場競爭力外，積極配合政府節
能及環保政策，達成能源與環境兼顧永續發
展之目標。 

 



• 連鎖便利超商的營業時間較一般的百貨業

的營業時間要長一倍。 

• 除了食物保存的的冷凍冷藏櫃及空調設備

外，大抵以照明設備、微波及加熱設備、

影印與傳真設備及防盜錄影裝備等為主。 

• 各項設備中空調、冷凍冷藏設備、電鍋保

溫及照明設備是24小時全天用電。  

  



• 招牌照明佔8%， 

• 賣場照明佔13.31%， 

• 空調冷氣佔32.88%， 

• 冷凍冷藏佔24.53%， 

• 加熱設備佔19.30%， 

• 其它設備佔1.97%。  



• 室內賣場照明大抵是以開放型40W×1頭尾相串聯的吸頂型日光

燈具為主，共裝設45盞賣場平均照度為1,000~1,300LUX。 

• 安定器則以傳統電磁式安定器為主，燈管方面則以一般燈管

6,700K晝光色為主。 

間距120cm 



採用T-8型32W及T-5型28W日光燈取代40W燈具並減少燈具數量 

將門市照度由原先之1500Lux降低至1000~1200Lux。   

 



日光燈電感式安定器 

日光燈電子式安定器 



T9  40W T8  36W T8  32W T5  28W 

門市賣場日光燈管之改良 

企業投資節能設施需獲得企業主的認同及考量整體投

資效益(成本增加、節約%、節約金額、回收年限、維

護金額、使用年限等) 

企業須注意實際需求是否符合需要，過度變更與投資

將造成財務支出增加與維護問題。 

http://gcs.tw/_achieve/image/m3-3-1-1.jpg


賣場平均照度為1100LUX 

http://gcs.tw/_achieve/image/m3-1-2-1.jpg
http://gcs.tw/_achieve/image/m2--3-1.jpg


招牌採用T-5型28W日光燈取代原40W日光燈， T-5 28W日光
燈電子式安定器，(一對三電子式安定器) 並加裝時間開關
及照度感知器控制招牌之點滅照明 

 

http://gcs.tw/_achieve/image/m3-3-3-1.jpg


騎樓照明利用自然採光(以時間開關+照度感知器控制)白天不開燈  
採用T-8型32W或T-5型28W日光燈取代原40W燈具 



 

http://gcs.tw/_achieve/image/m3-2-3-1.jpg


http://gcs.tw/_achieve/image/m1--3-3.jpg


招牌採用LED照明燈醒目省能又長壽命  

冷凍冷藏展示櫃採用冷凍冷藏用LED燈照明穩定降低耗電  

示範門市店內賣場採用LED燈具照明柔和長壽命  





• 關於照明管理系統這方面，全國大部分建築物均

尚未使用照明管理系統，在建築物自動化中，照

明管理系統為一重要的環節，透過照明管理系統

可以進一步提升照明系統的效率，並且達成許多

人工控制時不易達成的目的。 

 

• 透過照明管理系統達成日光利用的目的，利用照

明管理系統光感測器來偵測環境照度，動態的調

整室內照度，使得能夠在日光採光充足的地方減

少人工照明的需求，達成照明節能目標。  

 





便利商店之採用最尖端節能技術 

http://big5.nikkeibp.com.cn/bpimages/show/images/image2009/06/01/090601sen.html


室內照明靠窗燈具於晨間關閉 間接照明於夜間關閉 

室內照明照度

1100Lux→800Lux 

原騎樓照明設置2排變更為1排

騎樓照明縮短開燈時間 

 

便利商店照明具體改善作法 



• 燈具的清理是重要的工作，需要提供明亮潔淨的
照明空間以吸引客戶，清潔燈具的意義不止於提
供整潔的照明空間，其主要目的在於維護燈具效
率，所以每個場所皆需定期做燈具的維護工作，
以維持照明效率。 

 

• 尚須注意燈源的效率，由於隨著使用時間的增長，
燈源光衰減會日益嚴重，若光衰減嚴重至低於照
度標準，就必須更換，以維持一定的照明水準。 

 



結    語 

照明節能大有潛力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養成良好而正確的用電習慣 

營造合理照明的光環境與優良生活空間 

 



如果您願意世界將因您而改變 

 
謝謝您的聆聽，敬請指教! 

 

宋福生 
行動電話:0932-939384 

E-mail:fssong@tllia.org; 

hn.s850300@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