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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污染(Light Pollution)」(又稱光害)是一種因不正確使用人為
室外照明，而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等引起的負面影響

 光線直接照射或反射上天空，大氣中的雲、霧、懸浮粒子等
污染物會將這些光線散射(scatter)開，導致夜空被照亮。

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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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加拿大 Unihedron 公司

 感光元件：TAOS TSL237 High-Sensitivity 
Light-to-Frequency Converter

 近紅外線濾鏡：Hoya CM-500
 大小：3.6 x 2.6 x 1.1 in.
 由5-6V DC供電

 測量天頂夜空光度

 量度單位：等每平方角秒 (mag arcsec-2)
 準確性約為±0.1 mag arcsec−2

 價格合理(~US$350) 及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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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source: Unihedron

夜空光度測量錶 Sky Quality Meter (SQM)



 公民科學項目

 邀請中學生(28間中學的148
位學生)和義工(天文愛好者

、營舍管理員)參與

 透過網頁報告夜空光度讀
數

香港光害調查 (2007-2009)
學生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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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 首張「香港夜空光度分佈圖」

• 近2000次量度、199個測量地點、171位義工

• 市區的平均夜空光度，高於最黑的郊區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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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項目：香港夜空光度監測網絡(Hong Kong Night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 NSN)協辦：香港太空館、

香港天文台、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結果與「IAU黑暗天空國際標凖」IAU Zenith Dark 
Sky Standard (NSB = 21.6 mag arcsec-2) 比較

測量夜空光度：評估光污染(2010-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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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夜空光度監測網絡」由18個分佈各區的監測站
組成

 監測站每晚自動收集夜空光度數據，再透過無線電話
網絡將數據即時傳送回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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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夜空光度：評估光污染(2010-現時)



Measuring light pollution:  
night sky brightness

• 2013年3月：商業中心晚上8 時半至11 時的平均夜空光度，高於
「IAU黑暗天空國際標凖」1200倍

• 市區的平均夜空光度，高於郊區15 倍12



The Globe at Night -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 (GaN-MN) (2015-現在)

 合辦：

 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AU)天文普及辦公室

 日本國立天文台

 香港大學

 The Globe at Night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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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劃為國際天文學聯合會2015國際
光之年工作小組確認的主要Cosmic 
Light program

 致力將夜空測量國際標準及星空保
育公眾教育推廣至全球

 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確認信提及：
“Suggestions were to “coordinate ... with 
others who are pursuing the educational aspect 
in other regions.” 「鼓勵…積極聯系在
其他地區的教育工作者。」

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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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e at Night -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 (GaN-MN) (2015-現在)



專案目的：

以統一的方法測量夜空光度研究全球的光污
染

向公眾和政府展示因使用燈光而引致的光污
染的害處

透過展示實時和全球性的夜空光度數據，作
為公眾光污染教育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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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e at Night -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 (GaN-MN) (2015-現在)



 方法：

 夜空光度測量的統一方法：

 SQM-LE 
 價格合理(~US$350) 及耐用

 使用由生產商提供的保護機殼

 30秒測量頻率

 統一的校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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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林天文台 (LUO)

The Globe at Night -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 (GaN-MN) (2015-現在)



紅：現有監測站(截至2016年4月有16個) 
籃：候選監測站(截至2016年4月有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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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鹿林天文台



GaN-MN公眾網頁：
http://globeatnight-network.org/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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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oogle Map上的光污染地圖：

實時光污染數據(晚間)
昨晚夜空光度中位數值(日間)



GaN-MN初步結果–晚間天空光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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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半晚比前半晚黑暗
• 市區比郊區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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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NSB between 
22:00-24:00 = NSBearly

Average NSB between 
01:00-03:00 = NSBlate

ΔNSBlate-early = NSBlate - NSBearly



GaN-MN初步結果 –
晚間天空光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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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的DNSB比近郊及郊區的為大 =>
市區有較多引致光污染的源頭

前半晚
比

後半晚
光亮程度



GaN-MN初步結果 –
晚間天空光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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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B是其中一個評估光污染的指標
• 如何減少DNSB?
• 如何減少NSBlate?

前半晚的夜空比
後半晚亮40%

清華
大學

臺北天
文館

前半晚
比

後半晚
光亮程度



如何減少光污染？

 光污染主要元凶：

 減少光污染

 避免濫用照明

 改裝照明

 節省能源

 立法 / 監管

 教育 / 推廣

人為室外照明



社區光污染認知活動(2012-13)：
學校活動

 舉行了多場中學工作坊

 教育學生光污染的科學和其對
環境的影響

 工作坊內容：

 講座

 測量體驗

 流動天象廳

 展覽

 鼓勵學生進行科研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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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光污染認知活動：
「光污染研究科學巡禮」(2013)

 在「地球一小時」期間於星光大
道(旅遊熱點)舉行科學巡禮

 教育公眾光污染對環境的影響

 向社會推廣香港大學進行的光污
染研究

 活動內容：

1. 實時夜空光度量度

2. 示範

3. 影片播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omX5ha4h4)

4.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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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行」光污染實地考察 (2015-16)
活動內容：
• 光污染講座
• 比賽簡介會

• 透過實地考察親身體
驗光污染的影響

– 旅程始於市區

– 郊野公園觀賞螢火
蟲

– 天文公園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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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研究比賽 & 光污染短片製作比賽
(2015-16)

得獎作品欣賞
https://youtu.be/T
UN5ildjCjg



The Globe at Night - Sky Brightness 
Monitoring Network (GaN-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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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於加入

你只需要：

一套SQM-LE及保護機殼

電源供應及互聯網

好處：

將你的數據實時放上互聯網

獲取世界其他地方的光污染數據

一同為減少光污染出力！



謝謝

GaN-MN由香港大學知識交流計劃支持

欲了解更多GaN-MN

1) Visit: http://globeatnight-network.org/
2) Email us at: globeatnight.network@gmail.com or

gan-m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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