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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足球場地之照明設計以符合國際標準之足球賽事，及滿足多功能運動場所需

之照明功能為主，在各種練習賽或是不同環境因素影響下，可以彈性地設定，以

符合賽事需求之夜間照明狀態。 

    本研究係依據國際標準 FIFA-Guide to the Artificial lighting for 

Football pitches 規範，進行照明等級、照射角度設計、照度標準、球員及媒體

區無燈光及眩光設計、照明設計基準設定、安全考量、照明設備、安全設備等八

項設計要求與功能模擬。 

    經模擬得出之夜間照明設計成果為(1)照明表現之水平和垂直照度與均勻度

可以符合球場照明最基本的需求；(2) 以眩光控制與燈光之對比，設計出高感舒

適度；(3) 採用演色性為 95及色溫 5600K之燈光營造球場整體環境的氣氛；(4)

模擬調整燈具的數量，選用高效率燈具，以降低營運成本；(5) 使用優良之光源，

提高光源之壽命來減少維修之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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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案例係位於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一路、光明六路東一段北側、台大竹北

校區西南方約 3．7 公頃的都市計畫區內，為國內最符合國際標準的場地。新竹

縣體育場第二運動場，主要有國際標準400公尺田徑場，場內設置標準足球場地、

3000M 障礙池、田賽標準設備等，符合國際田徑總會(IAAF)所訂的規範，獲得IAAF

二級認證及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認證。而本研究重點主要為對足球場夜間照明設備

之照明設計進行探討。 

二、背景陳述 

足球場夜間照明設備之照明設計條件係根據國際標準 FIFA-Guide to the 

Artificial lighting for Football pitches 規範要求。詳細要求如下： 

(一)照明等級 

1. 人工照明系統之設計須具備下列要求燈柱、支架或相關構造物不得妨礙

參賽人員在場內的活動及看台觀賽的視線；設計上須盡量減低三種光害

(Obtrusive Light)： 

(1)溢出場外的直射光 

(2)對場外人員的眩光 

    (3)夜空的泛光 

(二)照射角度設計基準 

                         表 1照射角度總表 

照射角度 體育館外圍距離 照度 

橫向溢出 體育館外圍 50m 內 25 lux 

最大垂直 體育館外圍 50m 內 40 lux 

橫向溢出 體育館外圍 200m 內 10 lux 

最大垂直 體育館外圍 200m 內 20 lux 

(三)照度標準 

                             表 2照度標準總表 

 

 

 

  

               

        

備註: 燈具高度配合足球場地最遠距離角度以 ≧25∘~ ≦45∘為原則。 

賽事等級 標準 

國際競賽 Class V (有電視轉播) 賽事場地虛無陰影及眩光 

國內競賽 Class lV (有電視轉播) 賽事場地虛無陰影及眩光 

國內競賽 Class lll (無電視轉播) 賽事場地燈桿設置以 8 組為原則且無眩光 

區域競賽 Class ll (無電視轉播) 賽事場地燈桿設置以 6 組為原則且無眩光 

休息及練習 Class l (無電視轉播) 賽事場地燈桿設置以 4 組為原則且無眩光 



     (四)提供球員及媒體良好的視覺環境，以下兩區無燈光及眩光設計要求基準 

         (1)角球區 

            以球門中心為基準點，球門線兩側左右 15∘內，不得有光害。 

         (2)球門區後方 

            以兩側角球區為基準點，兩側邊線 20∘內及垂直 45∘內不得有害。 

 

 

 

 

 

 

 

 

 

 

 

 

 

 

 

 

 

         

                             圖 1無光害球場是意圖 

 (五)照明設計基準須符合下列表內標準 

    為避免球場夜間照明對周圍鄰近地區造成光害，所有投光燈具採用中／窄角

度投光燈，如有需要亦將設置特殊導光板，將光束完全導入球場內，不直接照射

到四周之鄰房，以免引起民眾反感。全場照明環境更進一步考慮，避免眩光產生，

控制投射角度在仰角 65°範圍內，並使陰影重疊方向，作最均勻的檢討，使本場

地成為極標準的職業比賽場。 

       (1)表列垂直照度係指面向攝影機之照度。 

                               表 3照明設計基準表 

       (2)表列照度值為活動期間應維持之照度；燈具效率應以 0.7 計，故實際  

          設置燈具數應為表列標準之 1.4倍。 

       (3)表列所有等級之眩光級數：GR≦50。 

       (4)表列所有等級之照度差( 每 5公尺 )：≦20%。 



                                表 4照明設計基準表 

       (1)表列所有等級之照度差( 每 10公尺 )：≦30%。 

       (2)表列照度值為活動期間應維持之照度；燈具效率應以 0.7 計，故實際          

          設置燈具數應為表列標準之 1.4倍。 

         (六)安全考量 

      由於台灣位處颱風地震帶，颱風與地震均對大型照明燈桿帶來莫大之破

壞力。故燈桿在抗風力結構計算上，採用美國 AASHTO 1985之計算公式，足可抵

抗平均風速 75m/sec，最大瞬間陣風 91m/sec 之超級強烈颱風，其抗風壓力大於

建築技術規則之有關風力規定。依建築技術規則，台灣係屬地震帶，燈桿在抗震

設計上除符合建築法規外，並須特別加強結構，放大安全係數，以抵抗不可預測

之較大地震。 

    (七)照明設備 

 (1) 燈桿 

    依據國際比賽標準，本場設計照明燈桿共四處，桿高應為 46公尺，每桿之投

光燈平均中心高度為 43公尺。全區安裝 366 盞 2000W複金屬投光燈具，四座燈桿

各 84盞，使場地照明達到設計的需求。燈桿採用高張力鋼板製造，並依 ASTM A123

之標準作熱浸鍍鋅防蝕處理，鍍鋅皮膜厚要求在 70 Mircon或以上，以保持抗蝕

力達 30年或以上。燈桿抗地地震力完全符合內政部營建署規定之地震力要求，基

礎部份使用 4000 PSI 以上之鋼筋泥凝土，保證燈桿安全無虞。附升降維修車，以

方便維護人員可登頂維修燈泡或調整角度。 

(2)燈具 

    採抗風、防水、防震及抗蝕之產品。光源係使用高演色性 2000W 複金屬鹵化

物（Metal Halide）燈泡，演色性＞Ra 90，色溫在 5000K或以上，發光效率 85Lum/W。

由於一般複金屬燈泡在點燈後如果斷電需 15~20 分鐘方可再行起動，因此為確保

日後本場比賽不中斷及安全考量，擬使用部份立即再起動燈泡，使照明可在恢復

供電時，分段起動點亮。全區配置燈具中，包含了擴散型、集中型、不同光強度

曲線型與立即熱啟動式型燈具。燈具採用阻風面積小，本身重量輕並且配合燈柱

之風壓，承載計算。經由電腦控制系統設定其最適合的照明條件，燈具採用高效

率流明數(100 LM/W)之燈泡，配合高效率安定器與電容器，使能源利用達到節省

的目的，並降低燈柱之承載重量，提高了安全性。斷電時，場地緊急電源自動跳

接發電機，極短時間內點燃立即熱啟動型燈具，進而保持場地安全疏散所需。 



 (3)安定器 

     使用高功率型，功因數應在 90%或以上，並適合 AC 220/380V 60HZ 供電系

統。各燈桿之安定器均分別集中放置於鋼製安定器箱，並加設通風扇散熱。 

(八)安全設備 

(1)避雷針 

    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每支燈桿頂端設置一組避雷針，以保護鋼桿及照

明燈具。由於燈桿高度甚高，其保護半徑足以涵蓋本場大部份之場地，未能涵蓋

之地區另行設置避雷針以保護之。 

(2)柱體接地 

   除避雷針之接地外，另設一組燈桿柱體接地，以防止漏電傷人，或雷擊中柱

體時，可順利將高壓電導入接地系統，以策安全。 

(3)航空警示燈 

    每支燈桿頂端設置一組低光度航空警示燈。燈具的特性及設置方式，依照交

通技術標準規範空運類障礙燈設置規範設計。 

(4)安全圍籬 

    為防止觀眾攀爬照明燈桿，在燈桿四周均設置安全圍籬，高度約 2公尺，並

加設警告標誌，以策安全。 

(5)緊急照明燈 

    每支燈桿上加設 1000W石英投光燈四盞，並接入獨立式照明用不斷電供電系

統，在台電高壓供電系統斷電時，該系統可立即供應場內最低安全照度 5LUX或

以上。 

三、照明表現 

  舉辦國際性足球賽事，其照明須因應國際照明標準針對各種不同場合與性

質的使用者提供的需求，如: 

         (1)球員 

         (2)技術人員、裁判、球場工作人員 

         (3)觀眾(包括進場時、比賽進行時、散場時) 

球員、裁判、和技術人員必須能非常清楚的了解與看見整個球場上發生的一

切，才能讓他們發揮最佳的表現；而觀眾則必須要能清楚的看到球場上的球員與

裁判等技術人員與其周遭的環境，也就是說，雖然觀眾的位置離球場中心較遠，

但依然必須能同時清楚的看見球員及其週遭的狀況，另外在進場和散場時，球場

的照明設備也需要能安全的引導觀眾。因此，本案例之照明不僅僅提供足球場決



賽照明，日後仍能提供各項田徑運動及市民活動之照明所需。而與本案例照明設

計相關的照明標準有水平照度、垂直照度、照明等級的均勻度、眩光限制、投光

模式與陰影、色溫和演色性，其中與整個球場影響最大的即為水平與垂直照度。 

(1)舒適度 

要創造良好的舒適性，燈光的品質相當重要，而要創造良好的燈光品質就必

須要有良好的照明均勻度與炫光控制。 

(2) 照明均勻度 

主要是為避免燈光的明暗比太大，導致球員或是觀眾對於場上的球或是其他

物體產生辨識的困難，如下圖 2所示。 

 

 

 

 

 

                      圖 2照明均勻度示意圖 

 (3) 眩光控制 

眩光即在球場上的某些角落或是燈具發出過高的亮度，導致球員或裁判甚至

是觀眾的眼睛產生不適的狀況，此種現象主要是由於燈具本身的眩光控制不佳與

燈具的投射角度不良所引起的。因此要做到良好的照明均勻度與眩光控制才能讓

整個球場的舒適度達到最佳的品質。而要做到這兩項的控制 70%的因素是看燈具

本身的反射技術與角度。 

      a.利用不同的反射罩與多樣的反射角度可以搭配出最佳的燈具配置 

 

 

 

 

      

                   圖 3燈具反射角示意圖 



b.不同的反射角度塑造出 

 

 

 

                             

c.不同的配光分布 

 

 

 

                             

d.高效率的反射罩 

 

 

 

     

     

e.多重選擇配光角度 

 

 

 

 

 

 

 

 

                                



(4)氣氛塑造 

良好的氣氛塑造主要是靠燈具光源的演色性與色溫度，演色性好的光源可

以讓整個球場的氣氛更活潑，更可以讓電視轉撥的攝影機輕易的就能捕捉到精彩

逼真的畫面。而色溫度則控制了整個球場的顏色，高色溫的光源會讓會場顯得較

冷，相反的低色溫的光源則會讓體育場中顯得較溫暖。實質設計之演色性為 95，

色溫度為 5600K。 

 

 

 

 

 

 

 

 

                      圖 4演色性與色溫度示意圖 

(5) 燈具安裝示意 

 

 

 

 

 

 

 

 

 

                        圖 5燈具安裝示意圖 

 



(6)照度概念計算 

 

 

 

 

 

 

 

 

 

 

圖 6照度計算示意圖 

 

 

 

 

 

 

 

 

 

 

 

 

 

圖 7照度計算示意圖 



 

 

 

 

 

 

 

 

 

圖 8照度計算示意圖 

 

 

 

 

 

 

 

 

 

 

 

 

 

 

圖 9照度計算示意圖 

 



四、足球場 3D模擬示意圖 

 

 

 

 

 

 

 

 

圖 10球場模擬示意圖 

五、成果結語 

    本研究案例係為達到初步概念設計標準，從五個方面進行實質設計，其夜間

照明設計內容及相關數據如下說明： 

    1.照明表現 ( Performance ) 

    從前述照度概念計算之計算結果得知，水平和垂直照度與均勻度均符合球場    

    照明最基本的需求。 

    2.舒適度 ( Comfort ) 

    眩光控制與燈光之對比是檢視球場照明舒適度的重點，本研究採取利用不同 

    的反射罩與多樣的反射角度搭配燈具配置、不同的反射角度、不同的配光分 

    布、高效率的反射罩，及多重選擇配光角度等手法進行規劃。 

    3.氣氛塑造 ( Ambience ) 

    從燈光的演色性為 95及色溫 5600K來控制球場整體的氣氛。 

    4.營運成本 ( Cost ) 

    藉由降低燈具的數量，提高燈具的效率來減少整個營運的成本。 

    5.使用維修 ( Maintenance ) 

    使用優良之光源，提高光源之壽命來減少維修之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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