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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遷下 LED 節能照明燈具設置之考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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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全球環保意識日益高漲的趨勢下，各國普遍面臨能
源有限的問題，已發展國家在提高能源效率、減少能源消耗，及降低環境污染等
議題上，須提出有更有效的解決方案。在現今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中，照明產業
不僅是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也在現代人的生活中，佔有不可或缺
的地位。
自人類原始使用的自然光、火把、動植物油燈，到近代的煤油燈、煤氣燈，
再到現代的碳絲白熾燈、鎢絲白熾燈、螢光節能燈等，新興的照明科技使得人們
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極大的改變。照明技術的發展在 1962 年開啟了新的樂章，通
用電氣的研究科學家尼克•霍洛尼亞克，在當時研發了世界上第一支發紅光的二
極體，經過後人的不斷努力，二極體開始發出了白色的光亮。因導入半導體材料，
燈管尺寸可縮至幾公分，更重要的是，它沒有白熾燈那麼炫目刺眼，且不僅壽命
更長，效率更高達 80% - 90%。
在已開發國家中，照明所消耗之能源占總能源的 25%以上，而發展中國家之
照明所消耗之能源，亦約達總能源之 20%。在運動產業發展方面亦有類似之情
況，與一般照明相似，運動照明也走過了白熾燈、複金屬燈等階段，隨著 LED
運動照明技術的研發與提升，LED 燈具有逐漸取代傳統光源產品的趨勢。自 2009
年起，LED 燈具開始運用於運動照明領域，為降低開燈所引發之能源成本，LED
燈具便迅速竄起並成為較常開燈之運動設施的市場新寵。隨者各國運動產業之發
展與成長，對運動照明品質之要求也日趨嚴苛，運動照明之需求量也越來越大，
如何在提升照明品質的同時，亦降低照明成本，便成為當今運動照明產業最重要

39

F o c u s To p i c

的議題，故各國紛紛採用高效率節能燈具作為運動照明，以達到高照明效果並節
能減碳之需求，LED 燈具因在壽命、效果與應用靈活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披敵
的優勢，遂逐漸成為運動照明產業的發展主流。
作為目前全球最受矚目的新一代光源，LED 因其高亮度、低熱量、長壽命、
無毒，及可回收再利用等優點，被稱為 21 世紀最有發展前景的綠色照明光源。
運動照明最核心、最首要的任務，是確保大型運動場館在賽事期間，能保障觀眾
觀賞比賽、滿足電視轉播賽事的功能要求，或確保運動參與者能清楚辨識運動標
的物之功能。運動照明須具備足夠的照度，及高品質轉播所需之色溫。 其次，
在專業度高和感官體驗要求極高的運動競賽場舘中，運動照明須達到「亮而不眩
(又亮又不會眩光) 」、「亮度均勻 (均齊度佳) 」，且「有效控制外溢光 (避免光
害) 」等基本要求，以保障運動員能夠正常地完賽。隨著節能環保意識的增強、
電視轉播之高照明品質要求、球迷體驗效果之塑造，及降低長期營運成本的需
求，LED 運動照明已逐漸成為全球運動場館的共同選擇。LED 運動照明燈具與
其他種類照明燈具之最大的區別在於，LED 照明燈具具有省能高效率、亮度高、
耐用 (壽命長) 之特性，且優異之 LED 照明燈具還能有效地控制外溢光，以避
免鄰近地區之光害。
LED 照明發展中遇到最大的挑戰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點光源問題；第二個
是散熱的問題。LED 燈的封裝技術與方式與其壽命與發光效率息息相關， LED
照明燈具光源的封裝技術有兩種，一種是傳統的 SMD (Surface Mounted Devices)
貼片型封裝技術，另一種是 COB (Chip On Board) 集成式封裝技術。傳統的 SMD
封裝意為：表面貼裝器件。仿間常聽到的三合一 SMD 技術是指將 RGB (紅綠藍)
三種不同顏色的 LED 晶片燈依一定的間距，封裝固定於同一個膠體內 (如圖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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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SMD 封裝技術示意圖
一個全彩燈珠需要五條焊接導線，SMD 的支架一般有四個焊腳，需焊接到

印刷電路板 (PCB) 上。焊接導線和四個焊腳的焊接品質將決定 SMD 貼片型封
裝 LED 燈的壽命與發光效率。在應用方面，舉例來說，一盞 500W 的 SMD 貼片
型 LED 投射燈可能是由 100 顆 5W 的 LED 點燈源所組成 (如圖 2 所示) 。

圖2

SMD 貼片型 LED 投射燈 (500W) 示意圖

資料來源：七大洲實業有限公司提供
第二種 COB (Chip On Board) 集成式封裝技術係指直接將 LED 裸晶片用導
電膠或絕緣膠直接固定在印刷電路板的燈位焊盤上，再以超聲波焊接技術對 LED
晶片進行導線焊合，最後用環氧樹脂膠對燈位進行包封 (如圖 3 所示) ，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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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LED 發光晶片。COB 封裝技術是 LED 照明技術升級的革命性技術，COB
封裝技術免除了支架表貼焊接的環節、減少系統控制失誤的風險，不僅可降低製
造成本，更讓發光效能與產品良率大幅提升。在應用方面，舉例來說，一盞 500W
的 COB 集成型 LED 投射燈可能是由 4 顆 105W 的 LED 光源所組成 (如圖 4 所
示) 。

圖3

COB 封裝技術示意圖

圖 4 COB 封裝型 LED 投射燈(500W)示意圖
資料來源：七大洲實業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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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COB 集成式封裝的 LED 燈具除了比 SMD 貼片型燈具有效率之外，在
照明的品質以及散熱效果也都有顯著的差異。SMD 表貼式燈具是由許多低功率
的燈源所組合而成，雖然發光面積大，但因光的強度與穿透力較低，故安裝高度
因此受到限制 (不建議超過 10 米) 。而 COB 集成式的燈具卻是由數顆高功率的
大型光源所組成，故光強度高、光密度高，穿透能力強，適合安裝在大型運動場
館，甚至燈具離地高度可達 40 米以上。此外 COB 集成式燈具屬於模組化設計，
可以針對個別燈源拆換維修，但 SMD 貼片式則無法對單獨燈源進行維修，且拆
解及維修非常不便。對於燈 COB 集成式與 SMD 表貼式 LED 燈具的差異會整如
下表 1。

表1
COB 集成式與 SMD 表貼式之 LED 燈具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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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照明發展中的第二大挑戰就是散熱的問題。LED 的發光原理是透過對
半導體 (發光二極體) 施加電流，透過電子與電洞的結合產生能階跳躍，使過剩
的能量以光與熱的形式釋出，而達到發光之效果，故 LED 燈具之耗電量低。通
常 LED 燈具會產生光衰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來自發光二極體本身的衰弱，而是發
光所累積的高溫造成其他零組件損壞所造成，故高效能的散熱是 LED 產業中的
關鍵技術。傳統 SMD 貼片式 LED 燈具是透過表面散熱並利用傳導之機械式散
熱方式，散熱性能不盡理想，也造成容易光衰的現象，而 COB 集成式封裝的燈
具對散熱的要求更高，業界已開發出利用高散熱技術及 360 度通風對流的設計，
成功讓熱能轉移，進而達到五年無光衰的保證。
LED 燈具的發光效率及壽命遠優於傳統複金屬燈，並能大幅降低耗電量，
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但並非所有 LED 燈具都適合運動照明，在選用不同形式
之 LED 燈具做為球場照明時，除了要經過專業的照明設計模擬，更須了解產品
的特性，同樣是 500W 的 LED 燈具可能因為 SMD 封裝方式或是 COB 封裝方式
之不同，而導致應用領域以及照明品質的差異。同時，LED 的散熱技術更是決
定 LED 燈具壽命的重要因素，散熱技術的良莠將會決定光衰的速度。
從基板到晶片結構、封裝材料和封裝方式的演進軌跡來看，LED 燈具之技
術和產業仍迅速並持續地發展， LED 運動照明燈具的設計，包括節能性、環保
性、光學設計、模組化、安裝簡易性、免維護、設施適配性等，仍不斷的創新及
進步，故建議應對持續關注並吸收 LED 運動照明燈具的發展新知，以利提升運
動照明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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