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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引言 

 

香港璀璨的夜景被譽為「東方之珠」，一直是港人引以自豪。但在華麗的背後，

其實要付出代價，包括掩蓋星空，且更對生態、環境和市民的健康造成影響。 

 

光污染問題備受關注，近年投訴數字逐年飆升，政府於 09 年收到的光滋擾投訴

共有 377 宗，比 06 年增加逾 5 倍，相比 08 年亦大增 89%1。香港地球之友自 08

年關注光污染以來，幾乎每星期都收到相關投訴。至於中國、台灣、新加坡、澳

門等地的傳媒，也詫異香港人對強光的迷醉，先後作出報道2。對此，環保組織

發起多個活動如「夠照」和《熄燈約章》，提高公眾的意識和反映光害問題。 

 

而現時的環保法例只管空氣、水和垃圾，無法例管制光污染，環保署對此無權跟

進，顯得束手無策，究竟香港是否需要去立法管制？  

                                                
1
 〈規管光污染 由熄燈時間入手〉。(2010/2/22)。地球之友。 

2
 〈光污染立法 還要等多久？〉。《星島日報》。201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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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研究目的 

1)了解現時光污染的嚴重程度 

2)從不同角度分析光污染對整體社會的影響 

3)提出有關行政及立法的建議 

 

III.研究對象及方法 

i. 研究地區是旺角。由於在 23-3-2011，政府公 布 的 本港光污染顧問報告3提

到：發現光滋擾集中在旺角和銅鑼灣商住區，且六百七十八個旺角調

查 地點中， 七成二地 點超出標 準，其招 牌和 樓宇外牆 亮度超標 ，所

以本研究只處理室外廣告燈箱引致的光污染。本研究會借用香港大學

物理系(現進行 2011 年香港光害調查)的光污染量度工具，在旺角進行實地

考察以量度光污染的程度。 

ii. 訪問香港太空館的助理館長兼香港大學物理系碩士研究生蘇柱榮先生4 

iii. 問卷調查以旺角區的遊客及市民為訪問對象，了解人們對旺角的觀感及分

析廣告燈箱的必要性。 

iv. 配合二手資料，如報章、書籍、網上資料等等，多角度作分析。 

                                                
3
〈旺角招牌光污染超標 50 倍〉。《星島日報》。2011/3/24。 

4 詳細內容見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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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名詞界定 

光污染：根據國際反光污染組織 Internat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IDA）

，光污染是指由人造光造成的不良反應，包括令天空發紅、發亮、燈光

滋擾、光叢及降低晚上的能見度等 5。 

 

光污染的量度：16 等每平方角秒6以下為嚴重 

以「夜空光度測量錶 SQM7」量度的夜空光度平均值：數字愈小(紅、紫、橙色)

，夜空愈光亮；數字愈大(藍、灰、黑色)，夜空愈黑暗8。 

 

光害令夜空的對比下降，光害愈嚴重，目視極限星等9下降，可見恆星的數目減

少，只有光亮的恆星或天體可以見到。16 等每平方角秒以下的目視極限星等是

「1」和「2」，肉眼可見大約恆星數目只有 7 至 20 顆，反映出光害很嚴重，大

大降低夜空的對比度，為天文觀測帶來負面影響。 

 

                                                
5  

朱漢強、陳曉蕾 (編)。（2008/5/1）。《夠照》。香港：天窗出版社。 
6
 等每平方角秒：是量度夜空光度的國際單位。 

香港光害調查。香港大學。網址:http://nightsky.physics.hku.hk/NSN.html 
7
 夜空光度測量錶 SQM：是一個的夜空光度測量工具。觀測者需在遠離人為燈光的地方，手持 SQM 在頭頂   

附近的位置，將 SQM 接收器的一面向天頂，夜空光度讀數會在數秒鐘內顯示出來。 
8
 香港光害調查。香港大學。網址:http://nightsky.physics.hku.hk/NSN.html 

9
 用肉眼(即並非利用望遠鏡或雙筒望遠鏡等光學儀器幫助觀測)能見到最暗淡恆星的星等稱為「目視極限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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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視極限星等 
Limiting visual magnitude 

夜空光度(等每平方角秒) 
Night Sky Brightness 

(mag/arcsec^2) 

肉眼可見大約恆星數目* 
Approximate number of star 

visible with naked eye* 

1 ~14.7 7 

2 ~15.8 20 

3 ~16.9 50 

4 ~18.0 250 

5 ~19.3 800 

6 ~20.8 2,500 

7 ~22.9 6,000 

*理論上在無月的晚上肉眼全天同時可見恆星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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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研習背景 

光污染成因 

光污染的概念始於 70 年代，根據外國反光污染團體的資料，光污染是指人造強

光入侵天然光環境或是周圍較暗的環境10，或指 由人造 光造成的 不良反 應，

包括令天空發紅、發亮、燈光滋擾、光叢及降低晚上的能見度等。根據

香港太空 館的助理館長蘇柱榮先生分析11，光叢是指過於聚集的燈光或照明，

例如設計不良的街燈照明，或是放在路旁的廣告燈箱，會減低道路使用者的専

注力，有機會導致交通意外。 

 

光害是人類工業化發展後的副產品，最主要是來自居家的照明、廣告招

牌、商業產品、辦公室、工廠、街燈以及露天大型運動場照明。光害是

由很多種問題匯集而成的，大部份均來自低效率、令人煩厭及非必要的

人造光源 12。 

 

 

                                                
10
 〈 光污 染 light pollution〉。《 明報 》。 2011/5/9。  

11
 詳見附錄 1:訪問稿(光叢的定義) 

12
 洪景川。《光污染問題與防制簡介》。台北天文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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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研究結果及發現 

綜合了考察、訪問及問卷 13，研究得出旺角區光污染的程度和光污染的影

響如下： 

 

旺角區光污染的程度  

旺角室外燈光的嚴重情況 

彌敦道由門牌 1 號到 802 號，總共有 1,693 個外延的燈光招牌；使用超過 20 支射

燈的招牌，沿途最少有 11 個；最多射燈的，是位於豉油街一段的創興廣場外的

大招牌，上下夾攻合計 76 支；最少有 6 個招牌高過五層樓；最高一個太子道西

一段，足足高十層，還有可以上下活動的裝置14。 

 

實地考察：量度光的污染程度 

目的：透過量度得來的數據去闡釋其污染情況的程度，判斷立法的迫切

性。 

工具：夜空光度測量錶 SQM (向負責光害調查的香港大學物理學系借用15) 

 

                                                
13
 詳見附錄 3 及附錄 4 

14
 朱漢強、陳曉蕾 (編)。（2008/5/1）。《夠照》。香港：天窗出版社。 

15 詳見附錄 1: 訪問稿(借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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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地點：旺角麥花臣遊樂場16 

量 度 的 日

期和時間 

18/7 

23:00 

18/7 

23:15 

18/7 

23:30 

20/7 

23:00 

20/7 

23:15 

20/7 

23:30 

讀 數 （等

每 平 方 角

秒） 

12.9 12.9 13.4 12.7 12.9 13.2 

 

量度地點：北區公園17 

量 度 的 日

期和時間 

8/8 

23:00 

8/8 

23:15 

8/8 

23:30 

9/8 

23:00 

9/8 

23:15 

9/8 

23:30 

讀 數 （等

每 平 方 角

秒） 

16.8 16.9 17.3 16.8 17.1 17.1 

 

                                                
16
 由於量度的工具(夜空光度測量錶 SQM)需要遠離人為燈光的地方，所以選擇較為空曠的地方，研究地點

是旺角麥花臣遊樂場。 
17
 由於量度的工具(夜空光度測量錶 SQM)需要遠離人為燈光的地方，所以選擇較為空曠的地方，而北區公

園是一個不二之選，可以和麥花臣遊樂場作比較，反映郊區與市區的差異，突出旺角的光害問題的嚴重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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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結果： 

旺角的平均夜空光度的讀數是 13 等每平方角秒，已經達到嚴重程度 18，這與香

港大學所量度的結果相符。 

可以透過計算19去作對比，闡釋嚴重性程度： 

旺角的夜空光度為 13 等每平方角秒；北區公園的夜空光度為 17 等每平方角秒，

兩地夜空光度相差 4 等，即光的強度相差約 39.81 倍。由此可見旺角區污染程

度嚴重。  

 

 

                                                
18
 嚴重程度：16 等每平方角秒以下為嚴重 

以「夜空光度測量錶 SQM
18
」量度的夜空光度平均值：數字愈小(紅、紫、橙色)，夜空愈光亮；數字愈大(藍、

灰、黑色)，夜空愈黑暗。 
19 詳細內容見附錄 1:光污染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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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的影響 

現在會就社會、經濟、環境、天文和政治方面，分析光污染的影響。 

社會方面 

1. 市民與遊客 

對旺角的觀感(圖 1-3)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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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發現，有極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該區的周邊室外燈光過度照明，佔 93%，

而且有 65%的受訪者覺得在該區逛街時會特別感到眼部不適。眼科醫生周伯展表

示20，光度過強可導致眼睛疲勞、精神緊張；而照明光度對比過大，輕則眼酸和

流眼水，重則眼部劇痛。同時亦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覺得該區的氣溫會較熱，由

此反映出光污染的情況嚴重，對生理上已有影響，有立法的需要。 

                                                
20 朱漢強、陳曉蕾 (編)。（2008/5/1）。《夠照》。香港：天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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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旺角居民 

書籍《夠照》21的真實個案分析：個案小結反映旺角居民被光污染滋擾而所受的

影響 

1) 馮老太在 1958 年便搬到旺角的一棟大廈，住了幾十年。 

2) Barry 是唐樓房客。 

3) Y 女士住在旺角幾十年了，近年的城市燈光蔓延到她的居所，令她感到十分

困擾。 

 

生活質素下降 

長期在光污染下生活，嚴重影響作息，精神健康轉差，生活質素降低。個案中

的馮老太，睡不好，健康變差，她心悸要不斷看醫生，身體的毛病都出來了，

經常進出診所醫院，非常折騰；Y 女士亦指出無論是白晝或黑夜都影響他們的

生活作息，如學習環境和睡眠質素等，感到十分困擾。 

 

光污染嚴重影響生活作息，足以引致一連串的精神健康問題。第一， 強

光令人睡眠不足，大腦長期休息不足，導致神經衰弱。第二，提高患癌症風險

，晚間光線越強越會抑制可阻止後天癌細胞生長的褪黑激素。第三，易患上近

視。研究顯示，在黑暗中睡眠的兒童只有一成患近視，但在照明燈光下睡眠者

                                                
21
 朱漢強、陳曉蕾 (編)。（2008/5/1）。《夠照》。香港：天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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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超過三成。第四，容易有情緒病。專家表示，嬰兒長時間在固定的光線下

會影響其生理時鐘的正常發展，最終會增加患上情緒疾病的機會。由此可見，

光害為居民帶來更深遠的影響，不能忽視其問題的嚴重性。 

 

經濟負擔增加 

由於廣告燈箱會發出熱力，導致溫度升高，相對增加開空調的次數，無疑加重

經濟負擔。如案中的馮老太，因客廳沒有窗，通風設施欠佳，加上牆外霓虹燈

長期照射，開冷氣的次數愈來愈多，夏天一個月的電費一下子飆升，從兩三百

元，增加到過千元，經濟壓力變大。同時，她的健康轉差，醫療開支亦相對增

加。另外，Barry 的一家因忍受不了光污染而搬走，帶來不必要的金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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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  

廣告燈箱的必要性(圖 4-5) 

 

圖 4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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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是人流暢旺的購物熱點，基於商業理由，商戶不惜大量加裝射燈、霓虹

招牌、閃動的燈箱等，為求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購物，所以該區的室外燈光

都特別光亮。根據問卷調查所得，當中 68%的受訪者認為廣告燈箱是可能

令他們駐足觀看，吸引目光，能做到廣告宣傳效果。可是，63%受訪者認

為廣告燈箱並沒有刺激他們的購物慾，反映其未必能有助增加生意，而

燈箱的光度愈強並不等於宣傳效果愈好，如彌敦道的霓虹燈箱一直都是

港人熟知的光污染源頭之一，曾有報導 22指有兩名內地遊客圖文並茂反映

不滿，去信環保署指夜逛彌敦道時，燈箱招牌又雜又亮，嚴重影響逛街

心情。 

 

再者，夏天時燈光的照射強度高，使天氣更加熱，對遊人造成影響，可

能會使他們的遊覽意欲下降，未必能帶旺經濟。這與商戶原本的目的相

違背，反而管制光污染未必會與經濟有正面衝突，可能更會互惠互利，

不但保護環境，而且能重拾大都會的形象，有助旅遊業的發展，所以立

法去管制光污染具可行性。 

 

                                                
22
 〈遊客投訴光污染 猶如「強姦雙眼」〉。《頭條日報》。2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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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方面  

除了經濟及社會方面，更宏觀地看，光污染對環境亦同樣造成威脅。首

先，光污染對生態構成危機，因光污染無論在日間或夜間均存在，擾亂

了動物的自然生活規律。 

 

雖然香港是大城市，不像郊區有很多物種如螢火蟲，但光污染亦會間接

加劇全球暖化，因照明消耗電力及增加碳排放。香港大部分照明設施使用電力

，而目前約有 27%電力用於照明，僅次於空氣調節。而污染問題已經會造成電

力的浪費，直接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再者，由於照明設施會發出熱力，導致

溫度升高，相對地增加開空調的次數。因此，過度照明無形中亦不必要地增加

碳排放。可見光害具廣泛性，不只是對單一地區造成影響，而是與世界有所關

係，如間接加劇全球暖化，所以不能忽視其嚴重，有需要立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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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觀測23 

 

目視極限星等 
Limiting visual magnitude 

夜空光度(等每平方角秒) 
Night Sky Brightness 

(mag/arcsec^2) 

肉眼可見大約恆星數目* 
Approximate number of star 

visible with naked eye* 

1 ~14.7 7 

2 ~15.8 20 

3 ~16.9 50 

4 ~18.0 250 

5 ~19.3 800 

6 ~20.8 2,500 

7 ~22.9 6,000 

 

量度結果亦可反映出光害因污染的程度為天文觀測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旺角

的夜空光度為 13 等每平方角秒，能用肉眼可見大約恆星數目是少於 7 顆；相反

，北區公園用肉眼則可見大約恆星數目則有 50 顆以上。光害令夜空的對比下降

，光害愈嚴重，目視極限星24等下降，可見恆星的數目減少，減低天文觀測的質

素，亦令量度天體放出總能量(天文學稱光度分析學)，及量度天體位置(天文學

稱天體測量學)的準確性下降。光污染為香港的天文發展帶來阻礙，亦剝削了市

民觀星的娛樂。  

                                                
23
 參考附錄 5:光害對天文觀測的負面影響 

24
 用肉眼(即並非利用望遠鏡或雙筒望遠鏡等光學儀器幫助觀測)能見到最暗淡恆星的星等稱為「目視極限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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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 

近年投訴數字逐年飆升，政府於 09 年收到的光滋擾投訴共有 377 宗，比 06 年增

加逾 5 倍，相比 08 年亦大增 89%25。可是，政府沒有處理和改善問題，如個案中

的受害者感到失望，失去信心，市民對政府的認受性低，有礙政府的行政。雖

然Ｙ小姐已向多個政府部門反映，但亦不能得到妥善的處理，部門之間互相推

卸責任，問題一直使他們身心受困。又如 Barry 因忍受不住「扖王之王」商店招

牌的燈光滋擾，拿著橫額走到樓下的餐廳門口靜坐，鄰居見到了亦相繼參與靜

坐行動作抗議，超過十人。最後由於一直以來的行動都沒有改善其問題，他的

一家決定搬走。 

 

居民投訴無門，問題令他們大大困擾，所以建議設立一套具有法律效力的投訴

機制。政府不但應設立一個專責部門去負責問題，而且更須授予執法的權力，

才有阻嚇性和可行性。若有市民投訴滋擾，政府須立即跟進，要求對方改善，

務求可以妥善處理問題。因此，立法可完善行政，而且解決市民的需求。 

 

 

                                                
25
 〈規管光污染 由熄燈時間入手〉。(2010/2/22)。地球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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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總結 

現時的光污染很嚴重，對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都帶來負面的影響，問題具有

迫切性，有九成的受訪者都贊成立法(下圖 6)，相信有立法的需要。 

 

圖 6 

 

對 於 商 住區 而 言， 據 量度 結 果顯 示 所得 ，旺 角 顯然是一個光 污 染的 黑 點

。污染情況不但使人們的觀感差，而且對旺角居民的健康有直接的影響

，足以引致一連串的精神健康問題，同時，在經濟上亦可能蒙受損失。

反映出光害帶來深遠的影響，不能忽視其問題的嚴重性。 

 

其中經濟因素是一大阻礙，不過綜合研究結果所得，管制光污染未必會

與經濟 有正面衝突，可能 更會互惠互利，例 如廣告燈箱既然會影響商界聲

譽，企業不妨去紓緩光污染問題，如參與《熄燈約章》行動。地球之友為鼓勵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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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自願提早熄燈，推出《熄燈約章》26，推動企業午夜後關掉廣告燈、裝飾燈，

共有 40 多間企業及 3000 多個建築物參與。地球之友訪問了 19 間參與企業，當

中包括領匯、新世界發展、中銀、中電、仲量聯行等大企業。事實證明，提早

熄燈既沒直接影響商戶營業表現或管理質素，更能改善環境、減省成本、提升

企業形象。與此同時，相信這也是企業的責任及對社會的承擔。因此，管制光

污染不但能重拾大都會的形象，且有助旅遊業的發展，故立法具可行性

。 

 

然 而 ， 欲要 達 到可 持續發展，除 了 顧及 經濟 及 社 會方 面 ，環 境 部分 亦 不

能忽視。立法管制光污染可以保護環境，有助平衡生態發展。由此， 保

障市民大眾的健康，保護生態以及讓經濟得以有良好的發展，符合可持續發展

的原則。 

 

 

 

                                                
26
 〈規管光污染 由熄燈時間入手〉。(2010/2/22)。地球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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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建議 

綜合研究結果，本港的光害污染嚴重，對社會、經濟和環境都帶來深遠的負面

影響，直接阻礙香港的持續發展，問題具有迫切性，所以有以下的建議： 

 

行政方面 

在研究發現中，縱使居民投訴，但政府部門互相推卸責任，問題一直都沒有妥

善處理。其實政府缺乏一個專責部門去處理問題，故建議環保署另設獨立部門

規管，授予執法權力，並凌駕於其他行政部門，此能完善行政架構，直接處理

和解決市民的需求。但現今法例根本沒有完善地管制光污染，環保署顯得束手

無策，所以需要立法，才有阻嚇性和可行性，切合行政需要。因此，政府應

該立法，強制性規管光污染，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立法方面 

立法規管燈光的細則，如光的強度、光的角度、照明時間等等，我們可以參考

外國法規和學術研究，再根據本港的實際情況而去擬定（如下表），可行性會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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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管模式方面，香港應仿效英國，採用具約束力的法例及指引，這才能使各界

容易跟隨和遵守有關的條例。而在監管對象方面，以室外燈光為主，再分地區去

管制（如住宅區和商業區），由規管最嚴的天文觀測或生態保育區到最寬鬆的純

商業區，各有不同的熄燈時間、光度及燈具設計限制以便彈性處理不同區域的用

燈需要。同時，政府要加強監察，定期去量度地區的光強度，以檢測污染情況。 

 

第一，熄燈時間上，可參考日本，照明時間應與某特定「照明環境」內的活動模

式配合。對戶外照明系統而言，如美國加州，設有自動控制裝置，讓其可以在

日間及其他無需使用的時間自行關掉，這樣便可以減少對人煙稠密的社區帶來

不必要的滋擾。而商店的廣告燈箱亦應在店鋪關門時一同關掉，一方面已過營

業時間，不需要使用，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對附近居民帶來長時間的滋擾，將影

響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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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光強度的管制上，政府可訂一個實質的光強度數字。在研究過程中發現

，其實現時香港大學的物理系已有對光污染作研究，而且提出一些可參考的指

標，故政府在訂一個實質的光強度數字並非不可能。在訂立時，可請專家團隊

去幫助，作出一個可行的指標。 

 

第三，在燈具設計的管制上，亦可參照日本，燈光裝置應符合能源效益和適當

分布發光強度，而廣告照明，不可用探照燈或激光光束。這可以減少不必要的

電力浪費，又能做到原本照明的效果，節省金錢之外又可以保護環境。再者，

對廣告燈的裝置亦可列明規定，如光線不可向上射，亦不可照射到廣告板面之

外，讓業界能適從，減低因廣告燈箱所帶來的滋擾。 

 

總括而言，光污染對社會、環境和經濟不同層面都有影響，所以希望以上建議

能適切地解決問題，香港才可以享有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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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研究限制 

1)由於光污染不是實質可觸或用肉眼去判斷其嚴重程度，在研究中過程中有需

要依靠工具去量度，才能展示出客觀的事實。幸得香港大學物理系蘇柱榮先生

的協助，借出量度工具解決了最困阻的地方。 

 

2)根據蘇柱榮先生的回應27，本研究的量度結果，是需要考慮當時的天氣情況(如

雲量，能見度)和測量地點的環境(如視野，燈光分佈)等客觀因素。 

 

3)污染是一個現象，會隨時間或環境而有所變化，本研究受到時期限制，而且

未能同一時間量度兩個地方。 

 

 

字數：5824 

 

                                                
27
 參閱附件 1:影響數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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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１ 

訪問稿:香港太空館的助理館長 

兼香港大學物理系碩士研究生 

蘇柱榮先生 

 

 1)光污染計算方法 

 

 

 

2)借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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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叢的定義 

 

 

 

4)影響數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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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２ 

光污染的影響28 

 

 

                                                
28
〈都市燦爛致光污染，危害生態損健康〉。《文匯》。2010/11/29。 



 31 

附錄３ 

問卷調查目的及樣式 

調查目的 

‧分析廣告燈箱的必要性 

‧人們對旺角的觀感，判斷立法的需要 

‧對政府立法的取向 

問題 目的 

1)你是遊客嗎? 

a)是Q3  b)不是Q2 

2)你是否住在旺角? 

a)是 b)否 

基本資料 

3) 廣告燈箱能否吸引你駐足觀看? 

a)能 b)不能 

4) 廣告燈箱有否刺激你的購物慾? 

a)有 b)沒有 

分析廣告燈箱的必要性 

5)你認同周邊的室外燈光過度照明嗎? 

a)同意 b)不同意  

6)晚 上 在 旺 角 逛 街 時 會 特 別 感 到 眼 部

不適? 

a)會  b)不會 

7)你 是 否 同 意 晚 上 旺 角 區 的 氣 溫 較 其

他地區高? 

a)極之同意 b)同意 c)不同意 d)極之不

同意 

人們對旺角的觀感，判斷立法的需要 

8)你是否贊成政府立法管制光害問題? 

a)贊成 b)不贊成 

對政府立法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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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樣式 

本人是一位中六學生，以下問卷調查只作為學術研究之用途，希望閣下能提供

寶貴的意見。謝謝！ 

問題 

1)你是遊客嗎? 

a)是Q3  b)不是Q2 

2)你是否住在旺角? 

a)是 b)否 

3) 廣告燈箱能否吸引你駐足觀看? 

a)能 b)不能 

4) 廣告燈箱有否刺激你的購物慾? 

a)有 b)沒有 

5)你認同周邊的室外燈光過度照明嗎? 

a)同意 b)不同意  

6)晚上在旺角逛街時會特別感到眼部不適? 

a)會  b)不會 

7)你是否同意晚上旺角區的氣溫較其他地區高? 

a)極之同意 b)同意 c)不同意 d)極之不同意 

8)你是否贊成政府立法管制光害問題? 

a)贊成 b)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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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４ 

問卷調查數據 

 

基本資料：共派出 500 份問卷，收回 350 份有效問卷。 

派發方式：全部問卷的問題相同，以 2 種形式派發 

1)以人手發出街頭問卷，親自訪問遊人 

派出問卷 50 份，收回 50 份有效問卷 

地點：旺角 

時期：2011 年 7 月 15 日晚上 8 點 

2)網上派發問卷 

派出 450 份問卷，收回 300 份有效問卷 

時期：2011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20 日 

 

 

總人數:3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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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５ 

光害對天文觀測的負面影響29 

 

用肉眼(即並非利用望遠鏡或雙筒望遠鏡等光學儀器幫助觀測)能見到最暗淡恆

星的星等稱為「目視極限星等」。光害令夜空的對比下降，光害愈嚴重，目視極

限星等下降，可見恆星的數目減少，只有光亮的恆星或天體可以見到(見下表)

。 

 

目視極限星等 
Limiting visual magnitude 

夜空光度(等每平方角秒) 
Night Sky Brightness 

(mag/arcsec^2) 

肉眼可見大約恆星數目* 
Approximate number of star 

visible with naked eye* 

1 ~14.7 7 

2 ~15.8 20 

3 ~16.9 50 

4 ~18.0 250 

5 ~19.3 800 

6 ~20.8 2,500 

7 ~22.9 6,000 
 

*理論上在無月的晚上肉眼全天同時可見恆星數目 

 

 

參考 Ref:  

F.E. Roach et al, The Light of the Night Sky,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Telescopic Limiting Magnitudes 

Conversion Calculator - NELM (V) to MPSAS (B) systemss 

                                                
29
香港光害調查。香港大學。網址 http://nightsky.physics.hku.hk/webeffectastro.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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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６ 

《夠照》30的真實個案 

 

個案一：馮老太的死光窗 

馮老太在 1958 年便搬到旺角的一棟大廈，一住就幾十年。在 2006 年夏天，一個

大招牌裝在她的睡房的外牆，霓虹燈肆意地從成列窗子闖進，馮老大從此再無

法待在睡房。睡不好，健康變差，她心悸，不斷看醫生，身體大大小小毛病都

出來了，診所醫院進進出出，非常折騰。客廳沒有窗，要開冷氣，電費一下了

飆升，從兩三百元，增加到過千元，負擔加重。由於年紀大，她也不想搬，所

以一直忍受。 

 

個案二：夠照扖王大戰唐樓房客 

2005 年 5 月 21 日，Barry 因忍受不住扖王之王招牌的燈光滋擾，拿著橫額走到樓

下的餐廳門口靜坐，鄰居見到了亦相繼參與靜坐行動作抗議，超過十人。最後

由於一直以來的行動都沒有改善其問題，不能再屈服，他的一家決定搬走。 

 

個案三：嘈耳燈「殺埋身」 

Y 女士住在旺角幾十年了，近年的城市燈光蔓延到她的居所，令她感到十分困

擾。她說對面的旺角中心的招牌燈愈來愈光，終變成了一個電視屏幕，又嘈又閃。

白天，家中的小朋友無法專注溫習；夜晚，睡廳的家人無法得到休息。Ｙ小姐曾

去信環保署、屋宇署、房屋署等等投訴，但最後它們都是不了了之。因本身的家

境不好，根本無法遷走，只好消極地安慰自己：「習慣成自然」。 

                                                
30
 朱漢強、陳曉蕾 (編)。（2008/5/1）。《夠照》。香港：天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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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７ 

〈規管光污染 由熄燈時間入手〉 

 

(22/02/10 新聞稿) 政府即將完成立法規管光污染的顧問研究，香港地球之友呼籲

政府立法規管熄燈時間，以節能減排，減少光滋擾。去年光污染投訴數字急升近

九成，而本會最近亦發現全港仍有多個招牌、店舖「深宵唔熄燈」，顯示光污染

一日不立法，一日不解決，而規管熄燈時間正是一條捷徑，足具民意及外國經驗

支持。 

 

本會於今年一月在午夜後兩番視察全港多區，發現深夜「燈光火著」的情況雖有

改善，但招牌、商舖關門後繼續亮著非必要燈光的情況仍然普遍，既浪費能源，

亦可能為居民帶來健康風險。是次揭發的光污染黑點可以分為三類，包括大型招

牌 (如維港兩岸招牌：Allianz、建設銀行、MGM、Wynn 等)、大型射燈廣告及店

舖／大廈燈飾 (如荃灣如心廣場、英皇集團等)。(見表 1) 本會發言人鄭思翎批

評：「『東方之珠』不等於要通宵達旦開燈才代表繁榮，這種盲目『鬥光鬥閃』

的心態，只會令我們賠上能源枯竭、全球暖化的沉重代價。」 

 

近年光污染投訴數字逐年飆升，政府於 09 年收到的光滋擾投訴共有 377 宗，比

06 年增加逾 5 倍，相比 08 年亦大增 89%。當中除了環保署負責接收投訴外，以

路政署及康文署的投訴情況最為突出，估計與街燈擾民及康文設施過度照明有關

(見表 2)。本會發言人鄭思翎表示：「這是一個警號，提醒政府必須以身作則，

不要讓公共照明由利民變擾民。」投訴數字顯示光污染愈趨嚴重之餘，市民要求

政府正視光污染的訴求亦愈形迫切。 

 

政府即將完成立法規管光污染的顧問研究，本會要求政府立法規管熄燈時間，限

制廣告燈、裝飾燈等非必要燈光的開關時間，訂下一條合理的熄燈界線，例如晚

上十一時至午夜(或關店後一小時)，既可節約能源，遏止氣候變化，亦體恤市民

健康。本會表示，規管熄燈時間宜作監管光污染的第一步，若指示清晰，執法便

容易，效果亦明顯。 

 

本會去年四月做的一項民意調查，訪問了 1500 多名市民，顯示八成受訪者皆支

持政府立法規管光污染，大部份(佔 35%)覺得影響民居的廣告燈、裝飾燈應在晚

上十時關掉，而不影響民居的則應在午夜十二時關掉(佔 27%)。而另一項由中大

法律學院學生做的調查(訪問 250 人)，亦顯示近八成市民支持規管熄燈時間。  

 

為鼓勵企業自願提早熄燈，本會去年率先推出《熄燈約章》，推動企業午夜後關

掉廣告燈、裝飾燈，共有 40 多間企業及 3000 多個建築物參與。為了解《熄燈約

章》的成效，本會最近訪問了 19 間參與企業 (旗下共有 704 座大廈／分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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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招牌)，當中包括領匯、新世界發展、中銀、中電、仲量聯行等大企業。

它們大都反應正面，表示執行條款毫無困難，提早熄燈既沒直接影響營業表現或

管理質素，更能改善環境、減省成本、提升企業形象 (見表 3)。本會表示：「許

多商家以為提早熄燈就等於『阻住做生意』，視光污染法規如洪水猛獸，但《熄

燈約章》的成績表明，提早熄燈一舉多得，政府即使立法規管熄燈時間，亦不會

損害商界利益。」 

 

據悉政府的顧問研究會參考外國法規，而其實外國亦多見規管熄燈時間，包括美

國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華盛頓州(西雅圖)、斯洛文尼亞等，多要求廣告燈

於晚上十一時後關掉 (見表 4)，香港大可借鑑外國經驗。 

 

另外，本會推出了取名《捕光》的全港光污染地圖「捕光」，開放予公眾投訴光

污染。這個民間投訴平台標示了香港的光污染黑點和投訴內容，目前已有 25 宗

投訴紀錄在案，在未有光污染法規前，本會歡迎公眾舉報，隨後會跟進處理。(網

址：http://lightmap.foe.org.hk/) 

 

星島日報 

201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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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８ 

〈光污染立法 還要等多久？〉 

遇上一盞一千二百火的超強大光燈「燦入屋」，你會(一)拉上窗簾「當睇唔到」；

(二)向環保署投訴；抑或(三)無可奈何？這不是虛擬假設，而是實際個案，而受

滋擾戶，最終揀了選項(一)。這戶人，不是尋常百姓，而是特首曾蔭權作息的禮

賓府。 

 

尖沙嘴強光廣告射夜空 

 

光污染愈趨嚴重，這是筆者第一次看到有苦主採取「以牙還牙，以燈還燈」的抗

爭做法，特意搬來舞台用的追光燈，要特首感同身受，藉此抗議康樂文化事務署

在蒲崗村道豎起的四支光污染大燈。 

 

苦主訴說，康文署的官爺們大概沒想到，這四盞七百五十火的泛光燈位處半山，

每晚「居高臨下」光澤四方，強光波及鄰近的星河明居、龍蟠苑、慈安苑等二十

多座民居。部門沒有認真解決問題，居民唯有「逼上政府山」，開燈抗議。 

 

說實在，特首只須望出窗外，應該可以察覺得到光污染處處，否則便不會在○八

年底公告天下的《施政報告》內，承諾考慮立法管制光污染。請曾特首望向尖沙

嘴碼頭方向，應該會被新世界中心外牆那堵刺眼招牌吸引。那個有損東方之珠美

譽的保誠保險戶外強光廣告，還無厘頭地直射夜空，惡搞「指天燈」。除惹來連

番投訴，民航處也勸喻廣告商「收斂」，以免影響飛航安全。 

 

香港地球之友自○八年關注光污染以來，幾乎每星期都收到相關投訴。至於中

國、台灣、新加坡、澳門等地的傳媒，也訝異香港人對強光的迷醉，先後作出報

道。 

 

提到祖國，內地近年對光污染其實也有廣泛討論。今年四月，廣州便醞釀推出光

污染排污費；倘若成事，將成為全中國第一個以收費管制燈光污染的城市。 

 

愈來愈光拜自由行所賜 

 

香港近年愈來愈光，某程度拜自由行所賜。商號為吸引內地客的眼球，無不絞盡

腦汁，紛紛推出「慌死你睇唔到」的強光，甚或閃動招牌。至於美感，筆者不敢

恭維。 

 

彌敦道平安大廈外牆月前豎起了一個光污染新地標———卓悅化妝。火紅般閃

動，被街坊投訴「染紅了彌敦道」。這家以內地客為主要客路的商鋪，萬萬沒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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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連自由行客人，也受不了它的強光，去信本會投訴。 

 

投訴人如是說：「我不知道香港人是不是覺得電費便宜還是嫌夏天不夠熱，各種

燈光看板將街頭照得發燙，甚至有些小門面掛五個看板，不僅乏味無趣，而且令

人生厭。難道大家就習以為常，或者認為這就是商業社會的標誌嗎？」 

 

筆者舉的例子，環保署都有派員跟進。但，一雞死，一雞鳴。環境局與其逐一跟

進，何不加快立法步伐？聽到環境局官員以正在收集國外相關法規去搪塞傳媒的

查詢，我可以告訴各位，政府很難找得到有地方的燈光，可以與香港比張狂、比

放肆等，還要等到甚麼時候？！ 

 

容我重申，香港地球之友不反對燈光，但反對浪費的燈、滋擾的燈，尤其在政府

口口聲聲說關顧全球氣候變化下。曾特首，再遇上光污染，請你拉上窗簾的同時，

更要責承屬下趕緊訂定光污染的法案，別讓香港人再承受「暴力式照明」之苦。 

 

朱漢強 

香港地球之友環境事務經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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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９ 

〈旺角招牌光污染超標 50 倍〉 

 

(星島日報報道)環保署去年收到光污染投訴大升倍半，達五百二十六

宗。政府昨公布本港光污染顧問報告，旺角西洋菜南街有招牌超出國

際照明協會標準近五十倍。當局將設專責小組制定自願措施指引。 

 

  環境局向二千七百名居民、遊客、物業管理等人士調查，超過七

成人認為本港有光污染問題，其中四成易受燈光影響人士指，戶外燈

光裝置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健康構成影響；七成八居民認為，

戶外燈光有助美化環境，提升本港動感之都旅遊形象，八成七人指有

保安作用。 

 

  顧問在觀塘順利、中環德輔道及遮打道、銅鑼灣百德新街及記

利佐治街、旺角彌敦道及西洋菜南街、將軍澳欣景路及佳景路，以及

西貢清水灣郊野公園，六個地點量度 

戶外燈光情況，發現光滋擾集中在旺角和銅鑼灣商住區，大部分調查

地區的住宅在晚上十一時前，被燈光入侵程度都超標，午夜過後，光

入侵情況更嚴重。 

 

  政府消息指，國際照明委員會將燈光影響限值定在二十五勒克斯

（lux）水平，可理解為低於後樓梯光度。六百七十八個旺角調查地點

中，七成二地點超出二十五勒克斯標準，其招牌和樓宇外牆亮度超標；

西洋菜南街（即旺角行人專區）一個商鋪招牌，光入侵強度高達一千

二百勒克斯，超標近五十倍。 

 

  政府消息強調：「不排除立法規管光污染，但有難度，主要是本

港商住樓宇混雜，住宅易受商業招牌等戶外燈光入侵，追究責任亦難，

西洋菜南街有不同光源，哪個招牌燈光污染我屋企？責任誰屬？」 

 

  顧問建議短期內推出自願作業指引，今年第二季成立由非官方人

士擔任主席的專責小組，以三個月提意見，明年初完成。其中政府部

門將以身作則，在晚上十一時或之前關掉裝飾和宣傳用的戶外燈光裝

置，涉及商業廣告合約的燈光裝置，政府會待合約屆滿後執行。 

 

  指引又建議，使用自動控制裝置，在深夜十一時後關掉戶外燈光；

避免用過光的招牌、影視幕牆等，同時調校照射方向，或加裝燈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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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眩光散射。The One 商場的走馬燈式戶外招牌最近被附近豪宅住戶

投訴光污染，有關指引亦針對閃爍和變色動態影視幕牆提建議，認為

應減低運作時間和閃爍頻率。 

 

  地球之友環境事務經理朱漢強批評：「不立法難以改善，試過有

投訴人受光污染影響，要看精神科，是否要顧及市民的生活質素呢！」 

 

2011-03-24 

 



 46 

附錄１０ 

〈光污染 (Light Pollution)〉 

文章日期：2007 年 9 月 17 日 

【明報專訊】光污染(Light Pollution)

的概念始於 70 年代，根據外國反光

污染團體的資料，光污染是指人造強光入侵天然光環境或是周圍較暗的環境，例

如街上的霓虹燈廣告牌、商廈的照明燈或燈飾等。除了室外，工作間光線過猛亦

是污染的一種，會令員工感到不適，損害視力，導致高血壓、頭痛、疲累。 

國際天文學會警告，城市使用過多室外燈光，會影響天文觀測，若不管制，不僅

浪費電力，更會影響健康，不少國家已立法管制，但本港則沒有任何相關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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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１１ 

〈遊客投訴光污染 猶如「強姦雙眼」〉 

 

（頭條日報）象徵繁華的霓虹招牌，近日招來遊客去信港府投訴做成光污染，他

們指彌敦道同一間化妝品店，掛出五個紅色招牌，照到街道氣溫飆升，浪費能源，

刺眼強度更有如「強姦遊客的雙眼」。 

 

        彌敦道的霓虹燈箱，一直是港人熟知光污染源頭，現在連遊客亦覺情況嚴重。兩

名內地遊客，更圖文並茂反映不滿。其中一名廣東遊客去信環保署，指早前夜逛

彌敦道時，燈箱招牌又雜又亮，當中以卓悅化妝品店的招牌尤甚，嚴重影響逛街

心情，更暗諷港人「香港人是不是覺得電費便宜還是嫌夏天不夠熱，各種燈光廣

告牌將街頭照得發燙。」他指，環保署不應無視這些浪費能源「任由其強姦遊客

的雙眼」，應予以規範，還他一個「舒適的午夜香港行」。 

 

        地球之友環境事務經理朱漢強表示，已去信卓悅，期望他們不要在民居外牆豎立

燈光招牌，及不應遲過晚上十一點關燈。卓悅發言人回應，上址沒有太多招牌，

相比下才會較光，已安排招牌製造商調低光度。 

 

        本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