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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  吳昆臻

2023年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天象上演，作者整理了新的一年的

拍攝重點，幫大家抓住每次拍攝機會，事先準備好器材及拍攝規

劃，將重要的天象及特殊景緻記錄下來。

月食

今年將上演2次月食，分別

為5月6日的半影月食（臺灣全

程可見，需攝影記錄）及10月
29日月偏食（臺灣僅半影食終

前20分至結束階段不可見），

月偏食及半影月食記錄拍攝項

目相較於月全食簡單許多，過

程中可用長鏡頭或望遠鏡以固

定間隔時間對月面進行拍攝，後續再將全部影像拼貼在一起，即

可呈現月球變化情況，或以廣角間歇攝影方式記錄，更進階的記

錄可調整曝光情況，將背景恆星拍下用以定位，進而疊合出地球

影情況，大致技巧可參考〈EASY拍星空35 2022/11/08月全食記錄

及拍攝〉說明。

日食

今年全球共發生2次日食，分別

為4月20日複合日食及10月14日日環

食，日食可見情況依地域性，各地可

見情況差異很大，要一睹日全食的震

撼，就得出國遠征；在臺灣4月20日
可見日偏食，以臺北為例日食可見

時段為12:34至13:46間，食甚（最大

食分）時間為13:10:51，不過最大食

分僅0.0889，等於太陽僅缺一小角，

只有3.15%日面被遮蔽，各地時間略

有不同，詳細資訊可於Xavier Jubier
的Google日食地圖查詢（本次日食連

結）。本次日食臺灣地區雖然太陽虧

缺幅度不大，但作者還是很鼓勵在準

備好日食專用減光裝置下進行觀測

及拍攝，除了把握天象發生的機會，下次臺灣地區要再

看到日食得等到7年後2030年6月1日，日偏食拍攝方式

及技巧可參考〈EASY拍星空18太陽拍攝Ι和日偏食記

錄〉。

利用星圖軟體Stel larium模擬4月20日日偏食情況，途中紅色框線為

1000mm取景範圍。

5月6日半影月食觀測資訊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4YjIyOTJkNi1hYWI1LTRiYjMtYmMzMi03ZjBmMGI0ZGQzNjgucGRm&n=bm8xMDlwNTAtNTUgRUFTWeaLjeaYn%2bepujM1IDIwMjIxMTA45pyI5YWo6aOf6KiY6YyE5Y%2bK5ouN5pSd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4YjIyOTJkNi1hYWI1LTRiYjMtYmMzMi03ZjBmMGI0ZGQzNjgucGRm&n=bm8xMDlwNTAtNTUgRUFTWeaLjeaYn%2bepujM1IDIwMjIxMTA45pyI5YWo6aOf6KiY6YyE5Y%2bK5ouN5pSdLnBkZg%3d%3d&icon=.pdf
https://eclipse.gsfc.nasa.gov/SEplot/SEplot2001/SE2023Apr20H.GIF
https://eclipse.gsfc.nasa.gov/SEplot/SEplot2001/SE2023Oct14A.GIF
https://eclipse.gsfc.nasa.gov/SEplot/SEplot2001/SE2023Oct14A.GIF
http://xjubier.free.fr/en/site_pages/SolarEclipsesGoogleMaps.html
http://xjubier.free.fr/en/site_pages/solar_eclipses/HSE_2023_GoogleMapFull.html
http://xjubier.free.fr/en/site_pages/solar_eclipses/HSE_2023_GoogleMapFull.html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2YzZkYTAyNi02ZDUxLTQxNmItOTNlNC1iMzdiMjZiNTk3ZmQucGRm&n=bm85MnA1MS01NiDlpKrpmb3mi43mlJ3ihaDlkozml6XlgY%2fpo5%2foqJjpjIRz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2YzZkYTAyNi02ZDUxLTQxNmItOTNlNC1iMzdiMjZiNTk3ZmQucGRm&n=bm85MnA1MS01NiDlpKrpmb3mi43mlJ3ihaDlkozml6XlgY%2fpo5%2foqJjpjIRzLnBkZg%3d%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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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肉眼較難看出半影月食

過程月球亮度變化，需透

過相機拍攝才能記錄月球

進入地球半影區域變暗情

況。圖為2009年2月9日半

影月食，將過程中影像以

相對位置疊合呈現月球進

入地球影之情況。

利用星圖軟體Stellarium
模擬10月29日月偏食情

況，圖中各影像間是間

隔5分鐘模擬，以攝影方

式建議將半影月食過程

也一併拍攝記錄。

10月29日月偏食觀測資訊



天文攝影實戰教學

56 臺北星空‧2023年1月

利用星圖軟體Stellarium模擬2023年最小及最大滿月情況，只要用相同攝影裝備對月球拍攝，可以直接將影像放在一起

比較其視直經差異。

最大最小滿月與日面

月球繞地球軌道為橢圓形，以致每次滿月距

離都不同，視直徑大小也不一樣，以臺灣地區來

說，今年最小滿月見於2月6日2時29分，視直徑

29’26.1”；最大滿月則在8月31日9時36分，視直徑

33’25.7”，視直徑相差11%，利用望遠鏡或長鏡頭

拍攝月面即可比對大小，也可以力拼收集今年13
次的滿月影像。

同樣的太陽視直徑也隨地球繞日軌道橢圓形

有變化，1月5日0時17分地球過近日點，此時太

陽不在天空，可選擇1月4日或5日白天拍攝，而

地球於7月7日4時7分來到近日點，可於7月7日白

天拍攝太陽，太陽視直徑差異不若月球僅相差

3.4%，要特別提醒拍攝太陽一定要透過專用太陽

濾鏡才能進行拍攝。

月掩星

月球在天空運行過程，偶會擋到更遠方天

體，今年月掩星較難得的是3月24日的月掩金

星，可見農曆初三的眉月遮掩金星，臺北地區約

19:52:58金星從月球暗緣掩入（各地時間略有不

同），此時月球只有仰角10.6度，觀測地點務必

確定月球方向無遮蔽，20:47月落，20:49金星復

出就不可見，可用長鏡頭或望遠鏡拍攝記錄金星

接近月球及掩入情況，也可使用更長焦的望遠鏡

搭配行星相機特寫金星掩入情況。

另外今年較亮的掩星還有7月28日月掩心宿

一（2.9等，23:18 掩入、隔日00:20復出），及9
月21日發生於白天的月掩心宿二（1.1 等，15:56 利用星圖軟體Stellarium模擬月掩金星情況，各地掩入時間差異很大，

掩入位置也都不同，可事先透過軟體模擬掌握大致時間及位置。

掩入、17:17復出），更多月掩星資訊可參考

《2023年天文年鑑》364頁月掩星表。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39/relfile/21703/3425086/6aef2fb2-49f4-4549-bb45-ab797fa941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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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會合

行星及月球循各自軌道在天空中移動著，偶

會與其他行星及月球等天體相會，每個會合都是

特別的，以下精選出今年各場的行星會合，記得

欣賞與備妥相機拍攝記錄，因版面限制未能將每

次會合情況呈現，作者另將各次情況整理完竣，

可按此連結參閱，亦可自行利用星圖軟體模擬情

況及取景規劃，可參考〈EASY拍星空32 星圖軟

體攝影規劃應用〉介紹。

★1月20日 水星近月

日出前東方天空低仰角處，水星與農曆29殘
月（月齡27.2）距約9.2°，可使用100mm鏡頭橫

幅取景、結合地景記錄。

★1月23日 金星、土星近月

日落後西方低仰角處，金星、土星和初二

眉月（月齡1.8）相聚於5°範圍內，兩行星相距 
0.6°、與月球相距約3.6°，可用300-500mm鏡頭同

框記錄，亦可使用150mm鏡頭直幅取景、搭配地

景拍攝。

★2月22-23日 金星、木星近月

2月22日日落後西方天空金星與初三眉月

（月齡2.5）距約1.8°，仰角更高7°處還有木星，

可使用100mm鏡頭同框記錄；2月23日月球移動

至木星上方，三天體排成一直線亦可使用100mm
鏡頭記錄。

流星群 
流星群活動整體情況可參

考《2023年天文年鑑．流星群預

測》，想觀看到較多流星或增加

拍到流星的機會，可選擇ZHR值

較高的流星群並避開月光影響。

三大流星群中，1月4日極大的象限

儀座流星群，當天月相近滿月，

在較暗的流星將掩沒在月光中，

觀賞條件不佳；8月的英仙座流星

群，月相接近朔觀測條件佳，按

國際流星組織（IMO）預報，最高

峰時間臺灣是在8月13日下午，在

臺灣觀測8月13日清晨及8月13日深

夜至8月14清晨都是看流星的好時

機；12月的雙子座流星群，預報最

高峰在臺灣時間12月15日清晨，故

12月14日晚間至12月15清晨最佳，加上當天為農曆初二，月相

不僅纖細還早早下山，將完全不影響流星觀測，今年最佳觀測

條件的流星群非雙子座流星群莫屬。流星的拍攝技巧及可參考

〈EASY拍星空28 英仙座流星群拍攝攻略〉及〈EASY拍星空12 
流星拍攝〉。

雙子座流星群今年極大將不受月光影響，加上IMO預報最高峰時間是臺

灣在12月15日3時，輻射點仰角高，整體觀測條件極佳值得期待。

1月23日這天先後發生金星合土星、土星合月及金星合

月，當天於日落後西方低仰角處見到金星、土星及月球

相會情況。影像由星圖軟體Stellarium模擬。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3JlbGZpbGUvMjE2NzEvODkxMjY3Mi81ZTU1MjIwOC0zMzFkLTRjMTYtYmMzMy1lODA5MTEwNWY3ZGEucGRm&n=MjAyM%2bihjOaYn%2bacg%2bWQiC5wZGY%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0MDkwZTU5Ni0yYjJmLTRkZTctOGJhYS03YjRiYTNmOGFlODcucGRm&n=bm8xMDZwNDAtNDUg5ouN5pif56m6MzIg5pif5ZyW6Luf6auU5pSd5b2x6KaP5YqD5oeJ55Socy5wZGY%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0MDkwZTU5Ni0yYjJmLTRkZTctOGJhYS03YjRiYTNmOGFlODcucGRm&n=bm8xMDZwNDAtNDUg5ouN5pif56m6MzIg5pif5ZyW6Luf6auU5pSd5b2x6KaP5YqD5oeJ55Socy5wZGY%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39/relfile/21703/3425086/2370f04c-268a-4c9b-9dac-3473f989e377.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39/relfile/21703/3425086/2370f04c-268a-4c9b-9dac-3473f989e377.pdf
https://www.imo.net/files/meteor-shower/cal2023.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4YWUwNjk1OS1iYWRjLTQyNmEtYTEwYS00YWNmYjAyZTIzODYucGRm&n=bm8xMDJwNTAtNTfmi43mmJ%2fnqboyOCDoi7Hku5nluqfmtYHmmJ%2fnvqTmi43mlJ3mlLvnlaVz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3OTJhYjlmZS0zZjlkLTQ2MGEtYWQ4OS0xZTI4NTZiMTk5NTIucGRm&n=bm84NnAzMC0zNUVBU1nmi43mmJ%2fnqboxMi3mtYHmmJ%2fmi43mlJ1z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3OTJhYjlmZS0zZjlkLTQ2MGEtYWQ4OS0xZTI4NTZiMTk5NTIucGRm&n=bm84NnAzMC0zNUVBU1nmi43mmJ%2fnqboxMi3mtYHmmJ%2fmi43mlJ1zLnBkZg%3d%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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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 金星木星接近

傍晚日落後西方天空，兩星相距約

0.5°，使用2000mm望遠鏡直焦攝影拍攝

可拍到二行星輪廓及木星旁衛星，亦可用

100mm鏡頭直幅取景結合地景拍攝。

★3月23日 木星、金星、月球排

列

傍晚日落後西方天空，兩星相距約

0.5°，三天體排略成一直線在20°範圍

內，可使用50mm鏡頭直幅取景、搭配地

景拍攝。

★3月24日月掩金星（請見前段月掩

星說明）

★4月11日金星近昴宿星團

日落後西方天空，兩天體相距2.5°，
日落後見於西方低空，可用300mm鏡頭同

框記錄，使用100mm鏡頭還可讓一旁的畢

宿星團入鏡，另可把握民用暮光後天色漸

暗時段，以50mm鏡頭將低仰角處水星一

同取景入鏡。

★4月21日水星近月

日落後西方低仰角處，水星與初二眉月

（月齡1.3）距約1.9°，可使用100mm鏡頭搭

配地景記錄。

★4月23日金星近月

日落後西方天空，金星與初四眉月距

約1.8°，可使用500mm鏡頭同框記錄，亦

可使用100mm連同附近的畢宿及昴宿星團

一同拍攝。

★5月18日水星、木星近月

日出前東方天空低仰角處，水星、木

星與農曆29殘月（月齡27.7）相聚於約5°
範圍內，可使用100mm鏡頭直幅取景、結

合地景記錄。

★5月23日金星近月

天黑後至21:50西方天空，金星與初五眉月距約

2.3°，可使用500mm鏡頭同框記錄，亦可使用100mm鏡

頭直幅取景結合地景拍攝；一旁還有火星，22-24日間可

記錄月球遊走於二行星間情況。

★6月2日火星近M44鬼宿星團

火星於6月2日經過位在巨蟹座的M44鬼宿星團，可

用長鏡頭或望遠鏡拍攝此天象，此時火星不算明亮只有

1.5等，要清楚的拍到火星與星團情況，建議選擇較無光

害區域進行拍攝。

★6月17日水星近月

日出前東方天空低仰角處，水星與農曆30殘月（月

利用星圖軟體Stellarium模擬4月21-23日日落後西方天空情況，月球分別於21日
靠近水星、23日靠近金星，可使用長鏡頭拍攝月球與行星靠近情況，也可使用

較廣角鏡頭拍攝將3天體一同取景拍攝，亦可連續3天拍攝記錄每日變化。

5月18日日出前可見水星、木星及月球相聚在一起情況，水星於5月29日西大

距，5月中旬至6月中旬間可是著於日出前挑戰尋找水星。影像由星圖軟體

Stellarium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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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28.3）相聚於約4°範圍內，可使用200mm鏡

頭橫幅取景、結合地景記錄。

★6月21-22日 金星、火星近月

6月21日天黑後至21:30西方天空金星與

初四眉月距約7.9°，一旁還有火星，可使用

100mm鏡頭橫幅同框記錄；6月22日3天體相聚

於4.2°範圍內，可使用100mm鏡頭直幅、搭配

地景拍攝。

★7月19日水星近月

日落後西方低仰角處，水星與初二眉月

（月齡1.5）距約2.8°，可使用100mm鏡頭取

景、搭配地景記錄，仰角較高位置還有金星

與火星，可使用50mm鏡頭同框拍攝。

★7月20-21日 水星、金星、火星近月

日落後西方低仰角處，4天體相聚於20度
範圍內，可使用70mm鏡頭直幅取景、搭配地

景拍攝，同框範圍內還有獅子座最亮星軒轅

十四。

★7月26日 水星、金星接近

日落後西方低仰角處，兩星相距約5.3°，
可使用100m m鏡頭直幅取景、連同一旁火

星、結合地景拍攝。7月29日水星還將接近獅

子座最亮星軒轅十四距約0.7°。

★8月18日水星、火星、月球會合

日落後西方低仰角處，水星、火星與初

三眉月（月齡1.9）相聚於約6°範圍內，可使

用100mm鏡頭取景、搭配地景記錄。

★9月12-14日金星、水星、月球會合

日出前東方低仰角處，金星、水星與殘月

相聚於約18.5°範圍，9月12日殘月（月齡26.7）
最接近金星約10.9°，可使用50mm鏡頭直幅取

景、結合地景，拍攝三天體同框情況；9月14
日殘月（月齡28.5）最接近水星距約5.3°，可使

用100-200mm鏡頭取景、搭配地景記錄。

★10月11日金星近月

3:00至日出前東方天空，金星與農曆27殘月（月

齡26.0）相距約6.6°，同框範圍內還有獅子座最亮星

軒轅十四，可使用100-200mm鏡頭取景記錄。

★11月9-10日金星近月

3:00至日出前東方天空，金星與農曆26-27殘月相

距約5-6°範圍，可使用100-200mm鏡頭取景記錄。

★12月10日金星近月

3:45至日出前東方天空，金星與農曆27（月齡26.3）
殘月相距約5.1°，可使用100-200mm鏡頭取景記錄。

★12月14日水星近月

日落後西方低仰角處，水星與初二眉月（月齡

1.5）距約5.2°，可使用100-200mm鏡頭取景、搭配地

景記錄。

今年目前已知的天象事件大致分享到這邊，相關

天象訊息可參考本期另一篇文章〈2023重要天象〉，此

外或許還會有其他天象發生，例如臨時發現有明亮的彗

星一類，諸多天象資訊可隨時利用天文館網站的天象預

報查詢，有拍到不錯及美美的星空影像也歡迎投稿投稿

《臺北星空．美星映象館》分享。〈EASY拍星空〉將

繼續分享拍下美麗的星空的訣竅，敬請期待。

7月中旬至7月底，於日落後西方低仰角處可見水星、金星及火星，月球於19至
21日間加入並穿梭於其間。影像由星圖軟體Stellarium模擬。

粉絲專頁：Kenboo 愛看星星的昆布

https://www.facebook.com/AstroKenboo/

吳昆臻：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https://www.tam.gov.taipei/News_Link_pic.aspx?n=B64052C7930D4913&sms=2CF1F5E2E0B96411
https://www.tam.gov.taipei/News_Link_pic.aspx?n=B64052C7930D4913&sms=2CF1F5E2E0B96411
https://www.tam.gov.taipei/cp.aspx?n=3FF53CCAC5D8F4F7
https://www.facebook.com/AstroKenb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