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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景璀璨 光害擾民
能源科技與環境
今日香港+全球化+公共衛生
香港被譽為「東方之珠」，璀璨夜景聞名於世。然而，夜
幕下的這顆「東方之珠」太耀眼了，強光令本地居民怎麼也
擋不住。有不少聲音提出，政府應該調校一下「東方之珠」
的亮度，以免太刺眼；但亦有人認為，此舉會令「東方之
珠」失色，埋沒旅遊亮點。

■張揚 特約通識作者

半夜自願熄燈 投訴不跌反升
新 聞 背 景
2016 年，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發佈了「全球光污染地
圖」，發現全球有 83%的人口生活在光
污染之下，其中香港是繼新加坡、北京
之後，光污染最嚴重的地區。
同年，香港環境局推出《戶外燈光約
章》（《約章》），邀請戶外燈光裝置
的擁有人和負責人承諾在預定時間（即
晚上 11 時或午夜 12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
關掉對戶外環境有影響的裝飾、宣傳或
廣告燈光裝置。
當局表示，《約章》已獲得超過 4,800
個來自不同界別的參與者支持，包括物

業管理、地產、餐飲、零售、銀行、電
訊，以及學校、公用事業、非政府機構
等。然而，立法會的文件顯示，《約
章》自 2016 年推出後，環境保護署接獲
與戶外燈光裝置相關的投訴不跌反升，
比2015年增加逾三成至337宗。
為了進一步處理本地光污染問題，香
港政府早前宣佈把《約章》工作小組改
組為戶外燈光工作小組，並繼續委任麥
瑞琼為主席，另有 17 名來自社會不同界
別的成員，協助政府檢視《約章》的成
效，以及提出更多有效管理戶外燈光的
措施，任期3年。同時，政府亦會研究海
外規管戶外燈光的制度和經驗，並評估
該等標準和做法是否適用於香港，以研
究有否需要採取進一步行動。

■香港以夜景聞名
香港以夜景聞名，
，同時光污染亦是世界上最
嚴重的地區之一。
嚴重的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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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未有共識 政府難訂法規
多 角 度 觀 點
事實上，目前有不少國家和地區早已立
法監管光污染，而且效果不錯；而香港則
未有實施任何針對性的管制措施。現在一
起看看本地不同持份者對此舉的立場和觀
點：
政府：戶外燈光專責小組於 2015 年 4 月
在詳細考慮公眾參與活動所收集的意見
後，向政府提交報告，指出公眾對光污染
規管做法的意見紛紜，從要求即時立法以
至反對任何形式的規管（包括自願性措
施），顯示社會對戶外燈光採取嚴厲的規
管例如法定管制，仍未有主流的意見。
立法會議員：《戶外燈光約章》的豁免
範圍太多，例如位於地面商戶在預調時間
繼續營業，只要其招牌並非閃動，可獲豁
免。

此外，所有節日燈飾亦獲豁免。同時亦
未獲太多商戶支持，幾乎沒有國際品牌參
加。
區議員：早前位於葵涌梨木道的一棟工
廈的外牆招牌，經常於入夜後發出刺眼紅
光，「染紅」鄰近的葵涌邨等民居，強光
不但嚴重影響居民作息，亦令附近的溫度
上升。
經居民數十次投訴和報警求助後，紅光
廣告牌才告熄掉。涉事的時捷集團更被揭
發簽署了《戶外燈光約章》。
這反映了《約章》的缺陷：只屬自願性
質，需靠戶外燈光裝置的擁有人和負責人
自律，承諾在預調時間關掉對戶外環境有
影響的裝飾、宣傳或廣告燈光裝置。
長遠而言，政府應盡快研究立法監管光
污染問題，以透過更具約束力的方法，打
擊工商廈的光污染問題。

病毒更易傳播
動物更難生存

概 念 鏈 接

■簽署《約章》只是自願性質，而且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例如崇光百貨雖然已經簽署，
但仍新增一個巨型電視廣告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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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護夜空 照明須合理
小 知 識
目前，不少國家和地區已就光污染進行
立法工作。例如捷克制定了針對光污染問
題的《保護黑夜環境法》。美國加州以分
級的形式來規範照明區域；新墨西哥州頒
佈《夜空保護法》，規定室外照明要安裝
合理的裝置來防止光污染，並對違法者處
以罰款等。
除了立法，不少地方還採用了行政管理
手段來治理光污染問題。在紐約和倫敦等
國際大城市，特別是摩天大廈集中的區
域，政府部門往往對樓宇燈光的開放時間

和亮度規模有具體且嚴格的要求；而在住
宅區域，則禁止使用大規模的照明裝置。
例如，日本限制市民使用激光束、泛光燈
等強光裝置；而在美國一些地方，則通過
行政規定來限制公共照明設施的功率。另
外，不少國家和地區對戶外燈光的角度、
燈具的形式、光源距離住宅的遠近
等作出具體的規定，以盡量減
少光污染對居民生活的負面
影響。

光污染（Light Pollution）：是因人類過度使用人為照
明而對環境、生態等造成負面的影響。人為室外照明如街
燈、廣告燈箱等，把光線直接照射或反射上天空，大氣中
的雲、霧、懸浮粒子等污染物再把光線散射開，造成光污
染，不但導致星空消失，損害市民的睡眠質素和健康，並
擾亂自然界生物的生理周期和活動，破壞生態平衡。
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主要由物質生活和非物質
生活組成，一般是指人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可從主觀和
客觀兩個角度去分析，亦可以從社會層面（如城市發展、
社區網絡等）、經濟層面（如物質生活、發展策略等）、
政治層面（如政治參與等）、文化層面（如文化保育、保
育發展等）、環境層面（如污染問題等）作出觀察。
物 質 生 活 （Material Quality of Life） ： 是 指 衣 食 住
行、經濟財富等實際生活狀況，與尋求心靈滿足的精神生
活相對。經濟發展令人們的物質生活富裕，有助
提升生活素質，從而增加快樂感受。
非 物 質 生 活 （Non-material Quality of
Life）：是指人們追求心靈滿足的精神生
活，例如家庭和諧、人際關係、健康、自
由、文化氣氛、人權等，是不能以金錢來衡
■ 螢火蟲會因光
量的快樂和生活滿意度。
污染而無法求
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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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不但會擾亂自然生態，還會令活躍於動物之間的病毒更容
易傳播，危害人類。
導致病毒更易傳播：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的生物學研究員早前發
現，來自城市的人造燈光或會提高「西尼羅河病毒」的傳播風險。
該病毒主要通過蚊子傳播，蚊子叮咬受感染的雀鳥後，再把病毒傳
給人類。在正常情況下，雀鳥的感染期只會維持兩天，隨着免疫系
統生效，雀鳥體內攜帶的病毒量便會逐漸下降。
然而，研究員把受感染的雀鳥分成兩組進行實驗，其中一組放在
沒有人造燈光的環境中；另一組則模擬在城市的人造燈光下生活。
兩天後，生活於人造燈光下的雀鳥，有半數體內的病毒量仍偏高。
有研究員解釋，在強光下生活的受病毒感染的雀鳥，結果把病毒傳
染給更多蚊子，令人類更容易受到感染。
擾亂自然生態：1990 年代，美國早有研究數據指出，一些於晚
間進行遷徙的鳥類會受到燈光照明的影響，誤導飛行方向，一旦被
燈光吸引就不會再飛走，最後遷徙失敗，甚至累死。
另外，也有一些怕光的動物，例如夜行的兩棲類、爬行類等，太強
烈的光線會增加牠們暴露在獵食者眼中的風險，生命受到威脅，甚至
瀕臨絕種。又如螢火蟲透過發光來求偶，強光會令牠們無法向同類傳
遞「信息」，結果無法配對和交配繁殖，數量就會慢慢下降。

想 一 想

概 念 圖

1. 根據上文，說明光污染的現象。
2. 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光污染造成的兩個負面影響。
3. 你認為香港政府應立法規管光污染問題嗎？為什麼？

答 題 指 引
1. 此題是資料理解題。同學必須根據上文，說明光污染是由什麼現象引起，並簡單指出會造成什麼負面的影響。參考答案：光污染是因
人類過度使用人為照明而對環境、生態等造成負面的影響。人為室外照明如街燈、廣告燈箱等，把光線直接照射或反射上天空，大氣中
的雲、霧、懸浮粒子等污染物再把光線散射開，造成光污染，不但導致星空消失，損害市民的睡眠質素和健康，並擾亂自然界生物的生
理周期和活動，破壞生態平衡。
2. 此題是影響分析題。同學可從生態環境和病毒傳染兩個角度，指出光污染的害處。參考答案：從生態角度而言，光污染可能會增加某
些病毒傳染給人類的風險，危害生命健康。例如，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的生物學研究員早前發現，感染了「西尼羅河病毒」的雀鳥，在
強光生活下，體內的病毒更見活躍，結果更容易把病毒傳染給更多蚊子，令人類更容易受到感染。
此外，光污染亦會擾亂自然規律，破壞生態平衡。例如，美國早有研究數據指出，一些於晚間進行遷徙的鳥類會受到燈光照明的影響，
誤導飛行方向，最後累死。也有一些怕光的動物，太強烈的光線會增加牠們暴露在獵食者眼中的風險，生命受到威脅，甚至瀕臨絕種。
還有，螢火蟲透過發光來求偶，強光會令牠們無法向同類傳遞「信息」，結果無法配對和交配繁殖，數量就會慢慢下降。
3. 此題屬於立場題。同學必須清楚表達立場，即支持立法規管，還是反對立法規管，並且輔以論據。參考答案：若支持立法規管，可從
光污染的負面影響說明：我認為香港政府應立法規管光污染問題，因為現時只單靠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戶外燈光約章》來處理光污染問
題，成效偏低，例如，不少簽署《約章》、承諾在晚上十一時或午夜十二時至翌日早上七時關掉對戶外環境有影響的裝飾、宣傳或廣告
燈光裝置的業主或商戶，被揭發說一套做一套，令附近居民受到強光的滋擾。若反對立法規管光污染，則可從本地民情來說明：我認為
香港政府不應貿然立法規管光污染問題，因為戶外燈光專責小組於2015年4月在詳細考慮公眾參與活動所收集的意見後，發現公眾對光
污染規管做法的意見紛紜，仍未就如何處理光污染問題形成主流的意見，反映本地的立法氣候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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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員：市民休息的權利絕對比任何商
業利益更重要。有見及此，當局必須透過
立法來規管光污染問題，以正視聽。
例如，政府應針對用作裝飾、宣傳或廣
告用途的戶外燈光裝置，以及可能對其他
民居構成滋擾的室內燈光裝置，規定其照
明裝置的亮度不得超越指定的標準；亦應
規定不得在晚上 11 時至早上 10 時使用大型
戶外燈光裝置。若有人違反上述規定，需
要判處罰款甚至監禁，以儆效尤。
民間關注團體：以旅遊旺區銅鑼灣為
例，該區在一年內已新增多個戶外影視幕
牆，部分更加徹夜播放，屏幕的閃光和聲
浪十分擾民。
早前，簽署了《約章》的崇光百貨更變
本加厲地安裝了 6 層樓高、闊 40 米的 4,000
平方呎巨型電視屏幕，《約章》並不具有
法律效力，為了處理過度使用戶外燈光而
可能引起的能源浪費及光害問題，並加強
阻嚇作用，當局應就規管光污染展開立法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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