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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辨識各朝名窯差異的場域。彩陶、黑陶、

情，一直採理性客觀的燈光調性，櫃內照明以

白陶、鉛釉陶、白瓷、青瓷、黑釉、釉下彩、

基礎均勻光為主，以投光燈增加文物亮點方式

以故宮陶瓷展廳環境改善案為例

鬥彩、五彩、琺瑯彩等不斷掀起各時期的造色

為次，隨展櫃分布所造成的光域，輔以櫃外圖

頂峰，各色展件在策展人的精心安排下，於展

板燈光及空間照明等三系統所組合而成的展場

■ 林姿吟

廳內互別苗頭，或溫潤、或華麗，難分軒輊，

燈光調性。

讓人目不暇給，也讓該展常年參觀人潮繁多，

國立故宮博物院陶瓷常設展廳自規劃之初，對於觀眾是否能透過親自觀看或導覽系統的引導，從

崗位達八年之久，在長時間的使用下，逐漸出

欣賞陶瓷之美，間或有戲劇性、強調性、

現燈具老化，燈光照度衰減，功率降低，投光

個 別 化 或 情 境 化 的 燈 光 照 明， 是 極 為 重 要 的

色溫、顯色不協調等問題。其中採用低色溫燈

搭配。博物館內照明的重要性，學者 Kathleen

具不利色彩豐富的瓷器顯色，而頂光照明則造

McLean 談到博物館照明時說：「博物館的照明

成多數文物下方精彩紋樣隱身陰影中。再者，

是一種高度專業、高技術的領域，需要照明的

櫃外空間缺乏公共空間照明，暗空間對團客和

各種類型的知識，還要知道照明對視覺的反應、

年長者造成不安與挫折感。故為增加展室內環

可能找到的照明系統、控制與操作照明的特殊

境照明，長久以來以工作燈作為補救方式，然

技術……最單純的燈光計畫要能顧到清楚觀看

因該燈具設計並非做開展時公共空間照明使用，

的展品，及標籤說明，並提供觀眾在展場中的

在燈具分布及投光色溫上呈現混亂干擾狀態等

參觀安全。」也就是說，博物館的展示照明有

問題，導致現場參觀環境的明暗落差，造成觀

指示觀看對象、引導動線、照明展品及氣氛營

賞眼睛疲累、錯影暫留等弊端。考量參觀秩序

造的功能，並平衡這些需求來完成感性效果。

的維護，並迎接高齡化時代來臨，本院進行展

極企鵝般的熱情。每天開門迎客的十小時中，

據此理論，博物館展示場域中的照明設計與一

廳燈光及環境色彩改善，期能提升全齡觀眾的

隨時可見仰觀導遊及導覽老師自信有趣解說的

般辦公空間、教室、體育設施與住宅照明的不

參觀舒適度，規劃出能看清文物各部位紋飾，

同之處，應有以下的照顧特點：一、文物保存

與傳遞文物真實色彩的舒服空間。

的需求。二、展場效果的營造。三、光色的準

執行方式

文物上體察出釉色的差異，比較出不同裝飾技法的美感，進而瞭解到各時期陶瓷工藝技術的巧藝
與限制等等，一直是重視教育推廣的博物館策展人不斷努力的方向。而照明設備的輔助，更有助
於讓國寶益現光澤。

你看到雨過天青色嗎 ?

「摶泥幻化 —院藏陶瓷精華展」（以下

簡稱陶瓷展），向來是故宮的熱門展區之一，
其內鎮日不斷上演著人山人海的民眾層層圍住
展櫃的戲碼（圖 1），做個或許不甚恰當的比方，
遊客有著宛如到臺北動物園裡參觀無尾熊或南

團客、用心聆聽語音導覽機，或目不轉睛自主

圖1

展場常態性參觀情況

作者攝

參觀的散客，熱絡或沉浸交織的參觀現象。
而導遊帶領團客圍繞著櫃內展品振振有辭

際，兼顧了觀眾是否能透過親自觀看或導覽系

的述說其特點，如：「這個鈞窯的顏色為何會

統的引導，在展廳文物上能看出差異，進而比

這樣，本來是想燒成左邊那件的顏色，但因燒

較、體驗到不同年代對陶瓷工藝的努力。

確使用。四、照明技術等。1
在各式博物館文物當中，經過高溫燒製的

為解決前述問題，經評量文物材質優勢、

陶瓷，比起其它紙、木、牙、骨等材質擁有更

市場燈具現況與限制，以及現場問題，並經初

強韌的耐溫、耐濕、耐強光的承受力，這優勢

步規劃與數次實地測試後，本次改善為提高櫃

在兩難於關心文物保存，又希望能提高照度讓

內基礎照明色溫（簡稱 CCT2，單位為 K3）從

從 單 純 的 克 服 容 器 製 作 需 求， 到 成 為 以

觀眾看清楚文物細部的展場，成為展示的優勢。

4000K 到 5000K，燈具演色性（Color Rendering

色……」；「數數看到碗外的龍紋有幾爪？古

china 聞名世界，這化腐朽為傳奇的瓷與釉的精

因而展場的燈光亮度不需採低照度，易把前人

index，簡稱 CRI，常取其 Ra 值）4 從 CRI 82 升

代只有天子可以用五爪龍……」這些對文物釉

采，是製作陶與瓷之際所展現出的重要藝術成

努力創造出來的顏色質地，透過較明亮的照明

級到 CRI 95，並增加下補光系統以改善背板光

色的形容，和比較不同文物裝飾技法差異的美

就。如何燒造出新的色彩，一直是陶瓷史上高

讓民眾所見即所得地欣賞到細微處。而展櫃內

線漸層，並試圖處理文物下方陰影等問題。燈

感體驗，雖夾雜著個人主觀的喜好及對工藝知

潮迭起的進程，在故宮陶瓷展廳裡，陶瓷陳列

陳列的各組文物皆代表不可漠視之時代重要表

具選用原則上採傳統及省能並用。

識的認識，但亦可觀察出策展人在規劃展覽之

係以時間地域等脈絡羅列，是個非常有利於認

現，故常設展廳相異於特展或為戲劇性燈光表

製過程不預期的變化，結果燒出這種紫紅漸層
色彩……」；「有沒有看到這青瓷文物上略帶
有 瑪 瑙 紅 的 顏 色 嗎？ 古 人 美 稱 它 為 雨 過 天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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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設計
點亮國寶—以故宮陶瓷展廳環境改善案為例

黃彩梔子花果紋盤〉，陳列於青花文物旁，將
原有 2700K CRI 99 之鹵素燈光，改善為 4000K
CRI 95 之 LED 燈光照明後，黃彩底得以重現觀
眾的眼中。（圖 4、5）
另一個微小卻很重要的瓷胎色差，也可以
在這次燈光改善現場看出差異。如明代早期的

圖6

燈光改善前原4000k CRI 95 LED燈照時文物瓷胎的顯色狀況

圖7

燈光改善後使用色溫5000K CRI 95博物館螢光燈的效果，可見後排明宣德
〈礬紅三魚紋高足杯〉（左）、明成化〈青花夔龍紋碗〉（中）與明十五
世紀中期〈青花嬰戲圖蓮子碗〉（右），三件白地由白、月白至青白的色
差。 作者攝

圖8

燈光改善前之雞缸杯照明，缸壁圖案隱身暗處。

圖9

燈光改善前的明代中期各式青花龍紋碗，碗外壁紋飾同樣隱沒於暗處。
作者攝

作者攝

展櫃中，明宣德〈礬紅三魚紋高足杯〉、明成
化〈青花夔龍紋碗〉、明十五世紀中期〈青花
圖2

同壁紙色通櫃基礎照明色溫測試，右側為原一般螢光燈管4000k樣貌，
左側為更換博物館專用5000k螢光燈之情形，文物呈色較為接近。
作者攝

圖3

通櫃基礎照明色溫測試，同為高演色性燈具，色溫4000K CRI 95 LED（左）
與色溫5000k CRI 95博物館專用螢光燈（右）之比較；右側螢光燈比左側LED
燈更能顯現藍色調，且具視覺舒適度，觀看文物也更顯清晰。 作者攝

嬰戲圖蓮子碗〉，在燈光改善後可以在此看出
三件文物白地釉色帶青的色彩差別，令筆者有
為何同是青花卻有不同色澤的疑惑，進而帶起
是甚麼因素讓這些瓷器有不同的顏色的探究。
（圖 6、7）
耐光照的陶瓷器，因器物造型多樣，即使
充足的照明也會有燈光無法照顧周全的問題。
陶瓷文物的造型有象生器與尊、杯、壺、盤、碗、
洗、碗、罐、瓶、盆等，容器大小尺寸皆有所
差異，不少文物上方及內部白淨，外部或外下

圖4

燈光改善前，圖片中左下的明宣德〈青花黃彩梔子花果紋盤〉與左上的明宣
德〈青花「秋夕」詩意圖碗〉在2700K CRI 99 的投射燈照射下，青花白地與
青花黃彩相容在昏黃色溫中，文物色彩混淆。 作者攝

燈光改善後的明宣德〈青花黃彩梔子花果紋盤〉（左），相異於相鄰青花碗
的特殊黃彩躍然眼前。 作者攝

半部的裝飾紋樣卻隱身在暗處。為看清因造型
所造成的背光暗面，展櫃的照明功能是否能補
足陰暗的角落，是周全觀賞的要素。（圖 8、9）

看清楚文物色彩質地的重要條件，這常見於博

出多數以瓷土為胎之器物顏色仍嫌色溫偏低，

物館傳統燈具螢光燈管及鹵素燈系統中，符合

故採用高演色性且有 5000k 色溫的博物館專用

博物館之低紫外線（UV）高演色性燈具已開發

螢光燈具作為通櫃主要的基礎光源。另評估現

成熟。然螢光燈之均光照明較無個性，而較具

在 LED 投射燈具有優於鹵素燈的光斑控制，因

光線的投射位置與燈具尺寸、光源投射角度與

表情的聚光鹵素燈又有高溫、耗電、照度調降

此，除選擇前述螢光燈管做為櫃內基礎照明之

照度控制等，是影響下補光成功與否的關鍵。

致色溫降低，光色變黃等問題。近年政府推行

外，亦搭配 4000K LED 綠能燈具作為其他櫃內

然而，這些理想的投光位置多位於觀眾可視範

具省能、無紫外線及操控性佳等特質的 LED 燈

外輔助光源以及空間照明，以補充聚焦效果。

圍中，如何有效的隱藏燈具常是決定能否採用

具，製造商也開發出據稱符合博物館之低藍光、

（圖 2、3）

下補光的重要因素。在許多博物館都可見工作

高演色性的產品，但受限於目前高色溫產品仍
無法解決藍光過高的問題，高演色性 3000K 以

色澤再現

頂光無法照顧到的投射角度，採用了下補
光燈具。下補光一直是博物館展櫃設計的難題，

設計，後續加裝也常因燈具無法隱藏而有所限
制。（圖 10、11）即使今人大多認清下補光的

此有研究指出不建議使用在博物館光敏感材質

嚴格把關，不同色溫與演色性燈具傳達出不同

重要性，然而礙於技術和燈光系統的選擇，部

上，對耐光敏感度較佳之展品色溫選擇仍不宜高

的視覺體驗效果，成果可見展廳中明顯的案例。

分新完成的展館仍放棄下補光，如大英博物館

於 4000K 為宜。 然而，選用 4000K 燈具對於襯

一件異於一般青花瓷的黃釉青花明宣德〈青花

（British Museum）的 95 室展示大衛德先生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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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攝

人員對此努力的軌跡。早期陳列櫃多無下補光

本次使用燈具的光譜和照度色溫規劃皆經

上 LED 光源便有藍光高於 15% 以上之現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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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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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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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作者攝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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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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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攝

作者攝

展櫃中，明宣德〈礬紅三魚紋高足杯〉、明成
化〈青花夔龍紋碗〉、明十五世紀中期〈青花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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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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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後續加裝也常因燈具無法隱藏而有所限
制。（圖 10、11）即使今人大多認清下補光的

此有研究指出不建議使用在博物館光敏感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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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然而礙於技術和燈光系統的選擇，部

上，對耐光敏感度較佳之展品色溫選擇仍不宜高

的視覺體驗效果，成果可見展廳中明顯的案例。

分新完成的展館仍放棄下補光，如大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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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本院2001年「商代青銅禮器特展」於展櫃內加裝之點光源前補光
作者攝

圖11

本院2002年「文存周金商代金文特展」於展櫃內加裝之點光源前補光
作者攝

圖12

展廳設計新穎的大英博物館中國陶瓷展廳，陳列及燈光顯現西方對東方
陶瓷的品味。 作者攝

圖13

在缺乏下補光的情形下，半數文物的外壁青花紋皆隱身暗處。

圖16

北京故宮陶瓷館之下補光系統及燈具

作者攝

圖18

2005年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常設展廳展櫃下補光系統及燈具

圖17 東博本館展櫃前的補光系統，結合在展臺上的燈具尺寸小，出光微量。
作者攝

作者攝

圖19 東博東洋館展櫃下補光孔蓋裝置，可依需求調整使不使用。

作者攝

作者攝

包覆，避免民眾輕易破壞，並具維修便利性。
改善後，文物暗處圖案色彩皆能夠清楚呈現。
（圖 21 ∼ 25）
陶瓷展廳文物時代前後橫跨八千年，有單
色釉、有彩釉，為對所有文物皆能有互映良好
的環境色彩，此次展櫃內所用環境色壁紙一改
以往具時代個性的紅、棕、藍、灰棕石等深色
調（圖 26），換為不干擾各類陶瓷器色彩的淺
圖20 2014年甫重新開放的京都國立博物館平成館，前補光系統也可依個別文
物需求，做裝與不裝的機動調度。 作者攝

圖14

在缺乏下補光的情形下，全身紋飾皆表現在缸外腹的〈large bowl with
dragons〉，龍紋隱而不清，無法對缸腹做適時補光，實為可惜。 作者攝

圖15

灰色（圖 27），該壁紙表面略具反射光澤，期
能為無法獲得下補光之獨立展櫃文物增加暗面

東博平成館獨立展櫃，燈光從低展臺照射到高墩座上的文物，下補光燈具明
顯。 作者攝

輔助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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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陶瓷展廳（Chinese Ceramics - Sir Percival

功能者，如東博的本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本次增加之下補光系統，因應櫃型限制，

David Collection）。（圖 12 ∼ 14）也有以功能

常設展廳及東博東洋館。（圖 17 ∼ 19）這些博

避免燈具過於顯眼或外露影響參觀，且光源熱

為優先考量，即使燈具突兀、燈具外露或陰影

物館的下補光燈具皆小巧隱藏，將下出光機能

度阻絕於櫃內文物陳列空間之外。在不對櫃體

過強，仍能見其無奈之取捨，如東京國立博物

完全隱藏在櫃內墩座上，在展場設施更新時，

做新鑿洞等原則下，於展櫃外玻璃下方裝置前

立展櫃外照明與圖板照明三種投射燈系統建構。

館（以下簡稱東博）的平成館以及北京故宮博

如能即獲得有經驗之設計師協助，並製作一套

補光燈條，仍以均光照射為主，故尋求演色高

原公共空間並無規劃任何開展時使用的場燈照

物院陶瓷館展廳。（圖 15、16）但亦不乏燈具

可配合換展的設備而不需大興工程，便可機動

體積小的 LED 4000k 條燈，配合製作高約六公

明系統，後來多以工作燈頂替空間照明之不足。

與展櫃互相融合的良好設計，使之兼顧造型與

調配的下補光系統，令人稱羨。（圖 20）

分的隱藏式燈座，並訂製尺寸適當的鐵件予以

然而，該燈具色溫過低且演色性差，筒身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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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01年「商代青銅禮器特展」於展櫃內加裝之點光源前補光
作者攝

圖11

本院2002年「文存周金商代金文特展」於展櫃內加裝之點光源前補光
作者攝

圖12

展廳設計新穎的大英博物館中國陶瓷展廳，陳列及燈光顯現西方對東方
陶瓷的品味。 作者攝

圖13

在缺乏下補光的情形下，半數文物的外壁青花紋皆隱身暗處。

圖16

北京故宮陶瓷館之下補光系統及燈具

作者攝

圖18

2005年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常設展廳展櫃下補光系統及燈具

圖17 東博本館展櫃前的補光系統，結合在展臺上的燈具尺寸小，出光微量。
作者攝

作者攝

圖19 東博東洋館展櫃下補光孔蓋裝置，可依需求調整使不使用。

作者攝

作者攝

包覆，避免民眾輕易破壞，並具維修便利性。
改善後，文物暗處圖案色彩皆能夠清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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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圖 26），換為不干擾各類陶瓷器色彩的淺
圖20 2014年甫重新開放的京都國立博物館平成館，前補光系統也可依個別文
物需求，做裝與不裝的機動調度。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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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下補光的情形下，全身紋飾皆表現在缸外腹的〈large bowl with
dragons〉，龍紋隱而不清，無法對缸腹做適時補光，實為可惜。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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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圖 27），該壁紙表面略具反射光澤，期
能為無法獲得下補光之獨立展櫃文物增加暗面

東博平成館獨立展櫃，燈光從低展臺照射到高墩座上的文物，下補光燈具明
顯。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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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者，如東博的本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本次增加之下補光系統，因應櫃型限制，

David Collection）。（圖 12 ∼ 14）也有以功能

常設展廳及東博東洋館。（圖 17 ∼ 19）這些博

避免燈具過於顯眼或外露影響參觀，且光源熱

為優先考量，即使燈具突兀、燈具外露或陰影

物館的下補光燈具皆小巧隱藏，將下出光機能

度阻絕於櫃內文物陳列空間之外。在不對櫃體

過強，仍能見其無奈之取捨，如東京國立博物

完全隱藏在櫃內墩座上，在展場設施更新時，

做新鑿洞等原則下，於展櫃外玻璃下方裝置前

立展櫃外照明與圖板照明三種投射燈系統建構。

館（以下簡稱東博）的平成館以及北京故宮博

如能即獲得有經驗之設計師協助，並製作一套

補光燈條，仍以均光照射為主，故尋求演色高

原公共空間並無規劃任何開展時使用的場燈照

物院陶瓷館展廳。（圖 15、16）但亦不乏燈具

可配合換展的設備而不需大興工程，便可機動

體積小的 LED 4000k 條燈，配合製作高約六公

明系統，後來多以工作燈頂替空間照明之不足。

與展櫃互相融合的良好設計，使之兼顧造型與

調配的下補光系統，令人稱羨。（圖 20）

分的隱藏式燈座，並訂製尺寸適當的鐵件予以

然而，該燈具色溫過低且演色性差，筒身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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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圖22

本次用於下補光測試的展櫃，測試前無下補光狀態。

圖24 增加前補光的鬥彩杯與龍紋蓋罐，可清楚看見分布在外側的鬥彩紋飾。
作者攝

圖25 增加下補光的明代中期展櫃中之各式龍紋碗，外壁青花、綠彩、描紅等龍紋
皆清晰可見。 作者攝

圖26 照片中可見原空間宋代棕色（右）與明代深藍色（左）之壁紙樣貌
作者攝

圖27

作者攝

下補光測試，左側安裝下補光，右側無，可清晰看到左側文物的色彩與紋樣，特別是左邊第四件文物的孔雀綠色彩清晰顯現，右側文物同樣部
位則顯暗淡。 作者攝

圖板洗牆燈光也是提供空間視覺亮度的重

玻璃與地板反射，分布地點與空間關係亦不佳。

要元素，選用洗牆效果均勻之 4000K COB 燈具，

（ 圖 28） 本 次 考 量 到 展 廳 天 花 板 僅 280 公 分

均勻的洗牆效果得讓光質感提升（圖 31），並

高，不利於間接照明製作，且修繕時間僅兩星

將原輝度較低的深藕灰色牆壁色彩更換為輝度

期，預算及時間皆無法做大環境的整體改善，

較高的淺灰色，以增加光線在空間中的漫射，

故公共空間照明仍以改善選用燈具為方向，後

並提高空間均質亮度。

色彩純淨，且具較佳之筒深，因此改善後的空
間照明顯得柔和且沉穩，投射於地板之光斑也
不至於反射強烈。（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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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完成後面貌，測試展櫃中各個顏色鮮明，紋飾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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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刺眼，眩光嚴重，副光斑明顯雜光多，造成

擇 4000K CRI 95 之 LED 軌道燈，其光斑柔和、

圖23

更新後各單元壁紙皆統一為淺灰色之樣貌

結語

一個能提供氛圍與意境詮釋效果的展廳製

作，需結合人因（如：博物館人員與設計師的

獨立櫃照明也走軌道燈系統的櫃外照明，

經驗與巧思）以及博物館產業工藝（如：金屬、

礙於 LED 的低藍光限 制， 照射文物的燈具用

五金、燈具、玻璃等技術）之支持。策展人在

4000K 色溫、且具 CRI 95 高演色性，加裝拉光

理想上，常希冀能有高穿透度玻璃、襯文物色

片控制燈光照射範圍。以獨立櫃為表現的展區

彩佳的環境色、專業的陳列技術與具調整性的

中，其聚光型投射效果在以通櫃均勻照明為主

高演色性燈具來搭配。但實際上縱有好的想法，

的展場中，形成另一種燈光質感的層次變化。

仍存在製造產業技術落差、以及預算與時間等

（圖 30）

現實條件。此次環境改善仍有許多與現實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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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與地板反射，分布地點與空間關係亦不佳。

要元素，選用洗牆效果均勻之 4000K COB 燈具，

（ 圖 28） 本 次 考 量 到 展 廳 天 花 板 僅 280 公 分

均勻的洗牆效果得讓光質感提升（圖 31），並

高，不利於間接照明製作，且修繕時間僅兩星

將原輝度較低的深藕灰色牆壁色彩更換為輝度

期，預算及時間皆無法做大環境的整體改善，

較高的淺灰色，以增加光線在空間中的漫射，

故公共空間照明仍以改善選用燈具為方向，後

並提高空間均質亮度。

色彩純淨，且具較佳之筒深，因此改善後的空
間照明顯得柔和且沉穩，投射於地板之光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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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上，常希冀能有高穿透度玻璃、襯文物色

片控制燈光照射範圍。以獨立櫃為表現的展區

彩佳的環境色、專業的陳列技術與具調整性的

中，其聚光型投射效果在以通櫃均勻照明為主

高演色性燈具來搭配。但實際上縱有好的想法，

的展場中，形成另一種燈光質感的層次變化。

仍存在製造產業技術落差、以及預算與時間等

（圖 30）

現實條件。此次環境改善仍有許多與現實妥協

2018年5月

123

展示設計
點亮國寶—以故宮陶瓷展廳環境改善案為例

圖28

燈光改善前的空間照明燈具有演色性差、副光斑明顯、雜光多、燈光外
露、玻璃與地板反光強列、燈光刺眼、眩光嚴重、分布地點與空間關係
不佳等問題。 作者攝

燈光改善後的空間照明燈具以提高照明演色性與色溫，裝防眩筒燈
具，燈泡內縮無玻璃反光與眩光，空間顯得柔和且沉穩。 作者攝
圖30 改善後的明代獨立櫃區域，燈具擇4000K CRI 95 LED投射燈，
聚光型投射效果，在展場參觀順序中，形成區域照明質感的變
化。 作者攝

圖31 圖板照明無光型過渡較原先燈光更顯均勻，易於閱讀。
作者攝

的未盡之處，但筆者仍就實際參與的歷程，提

或 LED 兩種型態燈具無論擇任何一方，皆可能

出若干心得如下，就教於各方高明。

面臨後續維護斷貨之困擾。博物館該思考應要

早期本院使用臺灣廠商開發之點光源光纖燈頭，

相關色溫；但在業界實用上，為方便起見，往往將燈具的相

一、博物館應將調光編列成常態性工作：

扮演保守的使用者，或者接受新趨勢而成為產

尺寸造型皆有待改善，如前文中提到日本、韓

源色溫之探討〉，《文化資產保存學刊》，34 期（2015.12），

對燈具及質感嫻熟的燈光師乃是專業人才，尤

業贊助者角色。且博物館設備在臺灣本屬高消

國博物館常見之小尺寸前補光燈頭，或因技術、

其現代 LED 燈具規格多樣化，更須專業人士協

費、市場需求量低之型態，本次燈具系統在保

開發成本高、市場過小等因素，歷經快二十年，

助選用與控制。故建議規列常設展廳年度常態

護文物的前提下，並經市場供貨及與其他廠牌

至今仍不易尋獲，成為臺灣博物館產業工作人

性燈光師調光的維護工作，及維持編列預算，

系統整合的評估之下，選擇最能顯現文物色彩

員難以達成的美夢。

以定時汰舊換新，此乃優質展場燈光重要的態

的螢光燈管為優先。然而，因市場逐漸萎縮，

最後，本文雖搭配了眾多影像照片來佐證

這類燈具將面臨庫存空缺而需仰賴進口。就後

前面各說，但畢竟印刷品難完全精確傳遞色彩，

續維修考量，應提早編列預算採購備品，以免

期待讀者們能夠親臨現場一探究竟，對環境改

考量院內維修系統銜接之可行性：礙於燈光是

維修時面臨供貨不足，導致被迫使用等級不同

善後的陶瓷展廳展品能有一番新的色彩體驗。

展廳開展的重要因素，故宮編制機電人員長期

的燈具替代，重蹈光色質感混亂之覆轍。

本文承蒙器物處、登錄保存處及南院處專業同仁提供諸多寶

度。
二、配合院內既有機電規格與燈具形態，

擔任燈光故障的急救工作，預計會長長久久展

四、正視臺灣博物館工業的困境：好的博

示的常設展廳，就以此為考量，評估新設備對

物館展示工業，除了仰賴有經驗的產業支持，

從事維護工作同仁經驗的可銜接性，以便即時

也需要有能體會博物館專業需求、願意耗時開

更換維護。

發新設備的工業設計師投入。臺灣博物館界往

三、因應燈具設備生產領域的改變：博物

往存在特殊設備需求卻得仰賴進口甚至無貨可

館守護文物的安全措施之一，便是常年採用性

買（專業博物館展櫃製作公司是不單獨出售五

質穩定的產品。近年政府推廣節能省電的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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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金的），如欲自行開發卻又有成本偏高之窘境。

體產業蓬勃發展，商品日新月益，燈具從機電

故設計端應預先將需求開發成產品提供產業使

專業變成電子專業，維修型態起了很大轉變，

用，避免需求產生時捉襟見肘的無奈。本次下

頁 54。

4. 「展示用燈具的另一個重要數值是演色性，又稱演色指數或
顯色指數（colorrendering index, 簡寫為 CRI）。……其他光源
與太陽光的比較結果，即為該光源的演色指數；其演色指數
越高，代表該燈具能使被照射物體呈現出越自然的顏色，亦
即越接近太陽光照射下所呈現的效果。在一般使用上所稱的

貴意見，特此申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註釋

1. 林姿吟，〈一個展示的規劃與評析―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大
觀展為例〉，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

演色指數，通常是指 R1 至 R8 等八種單一顏色之演色指數的
平均值 Ra。」參見翁誌勵，〈博物館選用 LED 光源色溫之探
討〉，頁 55-56。

5. 「幾乎所有額定色溫 3000K 的 LED 燈具，其藍光比例皆未
超過 15%；額定色溫 3500K 的燈具，藍光比例大約可以低於

18%；而額定色溫 4000K 的燈具，其藍光比例多半可以低於
21%。因此，我們大致上可以掌握，當光敏感材質文物欲使用
LED 照明時，建議使用低色溫燈具，其藍光比例限制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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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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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燈光改善前的空間照明燈具有演色性差、副光斑明顯、雜光多、燈光外
露、玻璃與地板反光強列、燈光刺眼、眩光嚴重、分布地點與空間關係
不佳等問題。 作者攝

燈光改善後的空間照明燈具以提高照明演色性與色溫，裝防眩筒燈
具，燈泡內縮無玻璃反光與眩光，空間顯得柔和且沉穩。 作者攝
圖30 改善後的明代獨立櫃區域，燈具擇4000K CRI 95 LED投射燈，
聚光型投射效果，在展場參觀順序中，形成區域照明質感的變
化。 作者攝

圖31 圖板照明無光型過渡較原先燈光更顯均勻，易於閱讀。
作者攝

的未盡之處，但筆者仍就實際參與的歷程，提

或 LED 兩種型態燈具無論擇任何一方，皆可能

出若干心得如下，就教於各方高明。

面臨後續維護斷貨之困擾。博物館該思考應要

早期本院使用臺灣廠商開發之點光源光纖燈頭，

相關色溫；但在業界實用上，為方便起見，往往將燈具的相

一、博物館應將調光編列成常態性工作：

扮演保守的使用者，或者接受新趨勢而成為產

尺寸造型皆有待改善，如前文中提到日本、韓

源色溫之探討〉，《文化資產保存學刊》，34 期（2015.12），

對燈具及質感嫻熟的燈光師乃是專業人才，尤

業贊助者角色。且博物館設備在臺灣本屬高消

國博物館常見之小尺寸前補光燈頭，或因技術、

其現代 LED 燈具規格多樣化，更須專業人士協

費、市場需求量低之型態，本次燈具系統在保

開發成本高、市場過小等因素，歷經快二十年，

助選用與控制。故建議規列常設展廳年度常態

護文物的前提下，並經市場供貨及與其他廠牌

至今仍不易尋獲，成為臺灣博物館產業工作人

性燈光師調光的維護工作，及維持編列預算，

系統整合的評估之下，選擇最能顯現文物色彩

員難以達成的美夢。

以定時汰舊換新，此乃優質展場燈光重要的態

的螢光燈管為優先。然而，因市場逐漸萎縮，

最後，本文雖搭配了眾多影像照片來佐證

這類燈具將面臨庫存空缺而需仰賴進口。就後

前面各說，但畢竟印刷品難完全精確傳遞色彩，

續維修考量，應提早編列預算採購備品，以免

期待讀者們能夠親臨現場一探究竟，對環境改

考量院內維修系統銜接之可行性：礙於燈光是

維修時面臨供貨不足，導致被迫使用等級不同

善後的陶瓷展廳展品能有一番新的色彩體驗。

展廳開展的重要因素，故宮編制機電人員長期

的燈具替代，重蹈光色質感混亂之覆轍。

本文承蒙器物處、登錄保存處及南院處專業同仁提供諸多寶

度。
二、配合院內既有機電規格與燈具形態，

擔任燈光故障的急救工作，預計會長長久久展

四、正視臺灣博物館工業的困境：好的博

示的常設展廳，就以此為考量，評估新設備對

物館展示工業，除了仰賴有經驗的產業支持，

從事維護工作同仁經驗的可銜接性，以便即時

也需要有能體會博物館專業需求、願意耗時開

更換維護。

發新設備的工業設計師投入。臺灣博物館界往

三、因應燈具設備生產領域的改變：博物

往存在特殊設備需求卻得仰賴進口甚至無貨可

館守護文物的安全措施之一，便是常年採用性

買（專業博物館展櫃製作公司是不單獨出售五

質穩定的產品。近年政府推廣節能省電的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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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金的），如欲自行開發卻又有成本偏高之窘境。

體產業蓬勃發展，商品日新月益，燈具從機電

故設計端應預先將需求開發成產品提供產業使

專業變成電子專業，維修型態起了很大轉變，

用，避免需求產生時捉襟見肘的無奈。本次下

頁 54。

4. 「展示用燈具的另一個重要數值是演色性，又稱演色指數或
顯色指數（colorrendering index, 簡寫為 CRI）。……其他光源
與太陽光的比較結果，即為該光源的演色指數；其演色指數
越高，代表該燈具能使被照射物體呈現出越自然的顏色，亦
即越接近太陽光照射下所呈現的效果。在一般使用上所稱的

貴意見，特此申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註釋

1. 林姿吟，〈一個展示的規劃與評析―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大
觀展為例〉，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

演色指數，通常是指 R1 至 R8 等八種單一顏色之演色指數的
平均值 Ra。」參見翁誌勵，〈博物館選用 LED 光源色溫之探
討〉，頁 55-56。

5. 「幾乎所有額定色溫 3000K 的 LED 燈具，其藍光比例皆未
超過 15%；額定色溫 3500K 的燈具，藍光比例大約可以低於

18%；而額定色溫 4000K 的燈具，其藍光比例多半可以低於
21%。因此，我們大致上可以掌握，當光敏感材質文物欲使用
LED 照明時，建議使用低色溫燈具，其藍光比例限制在 15%

左右。」參見翁誌勵，〈博物館選用 LED 光源色溫之探討〉，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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