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相 英文的稱呼 說                      明

朔 New Moon 即新月，是新露微光之月，為農曆月之始，曆法上規定朔日為初一。
由於月球位於地與日中間，月球會與太陽同升同落。

眉月 Waxing Crescent 新月之後，細如眉形之月，初三至初五的月相，皆可稱為眉月。於
上午東升，午夜前西落。

上弦
First Quarter

(1st Qtr.)
在太陽東方 90 度的月球，月形為半圓（西緣亮），常見於農曆的七
或八日，約於中午東升，子夜時分沒入西方地平線下。

盈凸月 Waxing Gibbous 上弦之後，由半圓日漸飽滿之月相，十至十二日月相常屬之。於下
午東升，次日日出前才西沈。

望 Full Moon 即滿月，常出現在農曆十五至十七日之間，此時反變成地球介在太
陽與月球之間。約在日落時東升，日出時西沈。

虧凸月 Waning Gibbous 滿月後，月形漸虧，但尚未至半圓的月相，常見於農曆廿日前後。
於日落後至午夜前升起，至次日日出之後的上午時分西落。

下弦
Third Quarter

(3rd Qtr.)
在太陽西方 90 度的月球，月形為半圓（東緣亮），常見於農曆廿二
或廿三日，於午夜前後始由東方升起，在中午前後從西方落下。

殘月 Waning Crescent 下弦之後，細如眉形之月，為農曆廿五日前後的月相。於凌晨日出
前東升，在日落前就已西沉。

晦 - 農曆一個月之末，月全黑，不得見，為農曆大月的卅日，或小月的
廿九日。與新月極為接近。

月球變變變

月相變化

繪圖 / 曾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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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食的成因
月食發生條件：月相在「望」，且月球位在黃道與白道的

交點 ( 節點 ) 附近 ( 月全食須在 5˚以內，月偏食在約 9˚30'
以內 )，太陽 - 地球 - 月球幾乎成一直線，月球才能進入地

球影子而形成月食。

本影和半影
「本影」區內陽光

完全無法抵達；「半

影」區內仍有一部

份的太陽光可以照

射到此處。

繪圖 / 曾建華  

天狗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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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食的過程

月全食過程主要階段：

1. 半影食始 (P1)：月

球開始進入地球的

半影中。由於半影

區裡的月球亮度減
弱的不多，一般用

肉眼察覺不出此過

程，只能用攝影的

方式來區別。

2. 初虧 (U1)：或稱第

一接觸，月球開始

進入本影，偏食開

始，即月球邊緣恰
巧碰觸地球本影的

時刻，可逐漸感覺

月球的東邊漸漸變暗有缺口出現，進入本影的部分漸漸變成橙紅色。

3. 食既 (U2)：或稱第二接觸，月球完全進入本影，全食開始。整個月

面都呈現紅色。被滿月月光掩蓋的星光重現天際。

4. 食甚 (greatest)：食分最大的時刻，即最靠近地影中心的時刻，此時

天空最暗，且月球的紅色也最暗。

5. 生光 (U3)：月球開始離開本影，此時月球的東方開始露出光芒，全

食結束，天空背景感覺開始變亮，可見的星星也變少了。

6. 復圓 (U4)：月球完全離開本影，偏食結束。

7. 半影食終 (P4)：月球離開地球半影，恢復平常的模樣。由於半影區

裡的月球亮度減低的不多，此過程亦不易察覺，需由攝影方式確定。

天狗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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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影區

半影區



月全食
月球完全進入地球本影之中，
此時月面受地球大氣折射影

響，染上暗紅色的色彩。也

有人稱之為「血月」。

月偏食
月球僅有一部分的月面被地球本

影遮蔽，轉為暗紅色。而這時候

月面的其他部分則在地球半影之

中，仍然為較明亮的灰白色。

半影月食
月球位在地球半影

中，雖造成月球亮度

減弱，但變化非常

小，不易用肉眼辨

別，需以攝影方式才

易呈現變化。

天狗食月

月食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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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都是地球大氣層惹的禍！月全食時，陽光

經地球大氣層的散射與折射後，短波長的藍光

被散射，長波長的紅光則被地球大氣層折射至

月球表面，因而使月球呈現紅色。

繪圖 / 曾建華 

月球的各種顏色

為什麼月全食

  的月球是  的？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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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也是有分級的
- Danjon 月食光度標準

不過每次月全食的紅色並不相同，愈接近地影中心，顏色愈

暗，且與當時高層大氣的水汽或塵埃分佈的狀況也有關。

20 世紀初法國天文學家 André-Louis Danjon 制訂的月食光度

標準，如下表，以估計月全食食甚時刻的月球亮度（L），L
愈小代表食甚時的月球愈暗。但這個標準並不是絕對只有 5
個等級，有時觀察到的現象會介在某兩個等級之間，這時可

以記錄成 2.5 或 3.4 等，只要據實記錄即可。

等級 說                 明

L=0 非常暗的月食，月球幾乎看不見，尤其是在食甚時。

L=1 黑暗的月食，表面帶灰色或棕色，月面的細節必須很仔細的觀 
察才能分辨。

L=2 深紅或暗紅的月食，本影中央特別黑，外部邊緣則較亮。

L=3 磚紅色的月食，本影邊緣較亮或帶黃色。

L=4 亮紅色的月食，本影邊緣較亮且帶藍色。

月球的各種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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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食才會出現的神祕藍帶！

你發現了嗎？當月食發

生的時候，可以在地球

的陰影邊緣看見一條淡

淡的「藍帶」，這是非

常特殊的現象喔！

在月食期間，穿過地球對

流層、平流層底部的陽

光被大氣層散射，僅剩

下紅光折射至月球表面，
使地球的本影區呈現暗

紅色。

然而，陽光在穿過平流

層中臭氧層時卻會被吸

收掉一些紅色光、讓藍

色光通過，使得地球本

影出現一條藍色的邊緣。

月食藍帶不太容易觀察，
在比較明亮、Danjon 指

數較高、大氣透明度較好

的月食中出現的機會較

高，大家可以在這次月

食中觀察看看，是不是

有看到神秘的藍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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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食是所有壯

觀天象中最容易

觀察的，憑藉雙

眼即可觀察，或

以一般攝影器材

就可拍攝。

一、肉眼觀看
僅需憑藉雙眼，以最舒服的姿勢、輕鬆觀看月球即可；也可以透過

雙筒望遠鏡（7×35 或 7×50）或攝錄影機觀察月球的放大影像。除

了觀察月球本身外，亦可觀察月球周圍的星空。

二、描圖觀測
複印多張月面圖，每 10~20 分鐘依觀察結果在圖上描下月球被食的

程度、位置與色調變化、光度變化等。

三、接觸計時
測定月球邊緣或表面環形山等可供辨識的地形，與地球本影接觸或

分離的時刻，觀測精確度必須達到 0.1 秒的資料才有實用價值。可

用來驗證月全食初虧、食既、生光、復圓的正確時刻。

繪圖 / 曾建華 

如何觀看月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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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8 日 17 時 02 分 至 21 時 57 分

本次月食地心所見最大食分 1.364，共歷時 5 小時 54 分

鐘，本影食約 3 小時 40 分鐘，全食約 1 小時 26 分鐘。
日本、太平洋地區及北美洲高緯度地區全程可見，在臺

灣本影食全程可見。

在本次月全食期間同時發生罕見的「月掩天王星」，全

程歷時 48 分鐘，臺灣可見掩入和復出的全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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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月食發生過程與時間

食象 時間 方位角 仰角 說   明
月出 17:02 71.8° ----

初虧 17:08.9 72.5° 0.6° 月球邊緣與地球本影接
觸，月偏食開始。

食既 18:16.3 78.7° 15.0° 月球恰好完全進入地球
本影，全食開始。

食甚 18:59.2 82.3° 24.4° 月球最接近地影中心的
時刻。

生光 19:42.0 86.0° 33.8° 月球恰好開始離開地球
本影，全食結束。

復圓 20:49.4 92.5° 48.8° 月球邊緣完全離開地球
本影，偏食結束。

半影食終 21:57.8 102.2° 64.0° 月球邊緣完全離開地球
半影，不易察覺。

備註：

∆日沒時間：17:09。
∆民用暮光終：17:33。太陽

在地平面下 6 度，開始感

覺天色暗下。

∆航海暮光終：18:01。太陽

在地平面下 12 度，天空明

顯昏暗，但尚有殘餘暮光。

∆天文暮光終：18:28。太陽

在地平面下 18 度，暮光完

全消逝，天色全暗。

下一次臺灣可見月全食 下一次臺灣可見月全食 

要等到要等到 20252025年年 99月月 77日！日！



本次月掩天王星發生在 19 時 05 分至 19 時 53 分，各地預報時間

請參考下表。掩入時月面尚在全食階段，透過望遠鏡可以見到亮

度 5.7 等的天王星從暗紅色的月球東邊掩入。復出時月食已過生

光，為月偏食階段，這時有機會看到月食期間月面上特有的「藍

帶」與天王星同時出現的奇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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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食同時發生月掩天王星

觀察重點提示！

∆ 天王星亮度為 5.7 等，與月全食之月面

亮度差異仍然相當大，建議使用望遠鏡

觀察。

∆ 月掩天王星之掩入及復出時間依觀測

位置不同而有明顯差異，實際觀測可

能與預報時間因月球地形或其他因素

而有少許差異，各地之預報時刻請參

考右表。

∆ 19 時 05 分起，天王星在月面東側（偏

左下方處）掩入。

∆ 19時53分起，天王星在月面西南側（偏

右方處）復出。

∆ 天王星與月面接觸到完全掩入 / 復出約

需10秒時間，可用錄影方式詳細記錄。

地點 掩入時刻 復出時刻 掩食時長

臺北天文館 19:05:02 19:53:07 48 分 05 秒

桃園市 19:04:46 19:52:53 48 分 07 秒

臺中市 19:03:40 19:50:41 47 分 01 秒

南投縣 19:03:34 19:49:56 46 分 22 秒

臺南市 19:02:39 19:47:27 44 分 48 秒

高雄市 19:02:38 19:46:18 43 分 40 秒

恆春鎮 19:02:56 19:44:12 41 分 16 秒

臺東縣 19:03:33 19:46:20 42 分 47 秒

花蓮縣 19:04:31 19:49:53 45 分 22 秒

金門縣 19:01:58 19:51:56 50 分 58 秒

      極為稀罕的天象！極為稀罕的天象！
在臺灣要看到「月全食同時月掩行星」十分罕見！在臺灣要看到「月全食同時月掩行星」十分罕見！

上一次發生於上一次發生於 15801580 年年 77 月月 2626 日月全食掩土星，日月全食掩土星，

下一次發生於下一次發生於 43444344 年年 88 月月 88 日月全食掩天王星！日月全食掩天王星！



關於天王星10件有趣的事實：

1. 被發現的行星：天王星是除了自古以
來就知道的 5 顆行星以外，第一個用
望遠鏡發現的行星！

2. 你也看得見天王星：天王星亮度5.7等，
理論上可以用肉眼看見，但實際上很
困難！

3. 躺著轉：天王星的自轉軸傾角高達 97.8
度！

4. 超長白天與夜晚：天王星的兩極分別
會經歷 42 年的永晝和永夜！

5. 孤獨的行星：天王星與海王星目前只
有被航海家 2 號探索過一次！

6. 指向太陽：2028 年時天王星的北半球
即將迎來夏至：此時它的自轉軸幾乎
指向太陽。

7. 衛星命名：天王星的衛星名稱和太陽
系其他衛星不同：是以莎士比亞和波
普的文學作品中人物命名的！

8. 名列前茅：太陽系行星中，天王星的
體積排行第三，質量排行第四，密度
排名倒數第二，只比土星大一些。

9. 風超強：天王星赤道的風速高達時速
900 公里！

10. 為什麼躺著轉：答案至今仍不確定！
曾被巨大天體撞擊？衛星軌道遷移影
響？天文學家還在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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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著自轉的巨行星天王星

天王星小檔案

自轉週期 17 小時 14 分

公轉週期 84.0 年

半徑 25,362 公里

衛星 27

環 13

軌道半長軸 19.2 天文單位

表面溫度 76K

表面重力 0.91g

發現
1781 年 3 月 13 日， 

英國天文學家威廉·赫歇爾

航海家二號拍攝之天王星，1986 年

凱克望遠鏡拍攝天王星環與風暴，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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