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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 
 
月面概況 
 

月球是地球的唯一天然衛星，平均距離 38 萬公里，直徑是地球的 27 % 或 3476 公里，總面積只

比非洲略大，基本上無大氣層，無水也無磁場。它永遠以同一正面向着地球，正面 2 / 3 面積是淺色

的高地，1 / 3 是黑色的平原，傳統上稱為 “海” (拉丁語 Mare)。月海其實是遠古時從月體外溢的大片

岩漿，冷卻後的厚度由幾百米至幾千米不等，特大的月海稱洋 (Oceanus)、細小的月海稱灣 (Sinus)、
湖 (Lacus) 或沼 (Palus)，此外還有山脈 (Montes)、山 (Mons)、谷 (Vallis)、岬 (Promontorium)、峭壁 

(Rupes)、皺脊 (wrinkle ridge)、溝紋 (rille)、月溪 (sinuous rille)、環形山 (crater)、拱山 (dome) 等等。

環形山又稱月坑，有人名的約 1600 個，他們均與科技、數理、哲學、探險、神話或普通名字有關，

例如在雙筒望遠鏡看見的第谷 (Tycho)，直徑 85 公里，周圍伸出多條亮白輻射紋， 長超過 1500 公

里。較小的月伴坑常以主坑名字加英文字母來稱呼，例如 Tycho A … Tycho Z。 
 

月面上的一晝夜正是一個朔望月，平均長度 29.53 天。由於月球沒有大氣層，晝夜的溫差變化很

大，正午在陽光直射下，溫度超過 120 0C，接近日落時 –50 0C，深夜更冷， 低到 –150 0C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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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正面的局部地形照片： 
(十吋牛頓反射鏡 + webcam，南向上，AC 攝。) 
 
 
 
 
 
 
 
 
 
 
 
 
 
 
 
 
 
 
 
 
 
 
 
 
 
 
 
 
 
 
 
 
 
 
 
 
 
 
 
 
 
 
 
 
 
 
 
 
 
 
 

海金努斯月溪 (Rima Hyginus) 是熔岩管道的遺跡，箭   日出時，低斜陽光照射二千多米高的阿爾卑斯山脈 
向是沒有銳利周邊的平底熔岩出口，不是碰撞坑。     (Montes Alpes)，造成大片又長又尖的影子。 

在贊生環形山 (Janssen) 底的弓形溝紋，長 120 公里。

迪奧尼修斯環形山 (Dionysius) 的明暗交替輻射紋。

虹灣 (Sinus Iridum) 以南的皺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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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維 (Davy) 和 阿布費達 (Abulfeda) 附近的環形      人類首次登月的地點 (+ 號)，拉蒙特 (Lamont) 是幾 
山串，每串包括 20 多個由連續隕擊造成的小月坑。   乎被埋的月坑，α、β 是靜海上兩個低斜坡的拱山。 

 
 
 
 
 
 
 
 
 
 
 
 
 
 
 
 
 
 
 
 
 
 
 
 
 
 
 

在地形與陽光照射的角度配合之下，用望遠鏡可以看見一些有趣的月貌，詳見觀月專書  
Photographic Moon Book V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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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見不到月背面，不過探月衛星能把月背面的地形砌合如下。很明顯，月背面的地勢比正面

更崎嶇，有稠密且大的環形山，還有一個龐大的 “南極艾肯盆地” (SPA)，明顯的黑色月海卻不多，

月背面 大的莫斯科海比正面的危海還要小。 短片: 月面全貌 https://apod.nasa.gov/apod/ap180318.html  
 

1. Mare Moscoviense 
莫斯科海 (直徑 276 km) 

2. Tsiolkovskiy 
齊奧爾科夫斯基 (184 km) 

3. Mendeleev 
門德列夫 (325 km) 

4. Gagarin 
加加林 (262 km) 

5. Van de Graaff 
范德格拉夫 (240 km) 

6. Leibnitz 
萊布尼玆 (237 km) 

7. Von Kármán 
馮․卡門 (186 km) 

8. Oppenheimer  
奧本海默 (201 km) 

9. Apollo 
阿波羅 (524 km) 

10. Schrödinger  
施羅丁格 (316 km) 

11. Korolev  
科羅列夫 (423 km) 

12. D’Alembert 
阿蘭伯特 (234 km) 

13. Birkhoff 
伯克霍夫 (330 km) 

14. Hertzsprung 
赫茨普隆 (536 km) 

15. Aitken 
艾肯 (130 km) 

SPA (South Pole-Aitken) 
南極艾肯盆地，直徑約 2500 km 

 

月球的結構 
 

細看月海的輪廓，它們或多或小像圓形的平原，例如直徑 500 公里的危海，圓周全是幾公里高的

山地，又例如更大的澄海 (700 公里) 和相連的雨海 (1100 公里)，大部分的海邊被山脈圍繞，這些

地勢與 “碰撞盆地” (impact basins) 十分相似。 
 

圍繞雨海及澄海的山脈 

1. 亞平寧山脈 
Montes Apenninus 

2. 高加索山脈 
Montes Caucasus 

3. 阿爾卑斯山脈 
Montes Alpes 

4. 侏羅山脈 
Montes Jura 

5. 卡普特斯山脈 
Montes Carpatus 

6. 海瑪斯山脈  
Montes Haemus 

7. 金牛山脈 
Montes Taurus  

https://apod.nasa.gov/apod/ap180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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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月海的前身確是碰撞盆地，根據上世紀 70 年代阿波羅太空人帶回的月岩樣本、在月面

的科學實驗、留在月面的月震和測距設備、各國探月器的地質磡查、用超級電腦模擬的種種碰撞理

論，我們歸納了這樣的月球結構： 
 

月球在 45 億年前誕生後，表層開始冷卻為月殼，但地質的

分導作用使月殼發育不均衡，月殼一邊的厚度偏薄（平均 50 

公里），另一邊厚多五六成，如右圖。月殼的厚薄也使月球

質心偏離球體中心兩公里，如果把月球砌開為薄、厚月殼兩

邊，前半球的質量一定大過後者，因為月殼密度（~ 2.9 g/cc）

比體內的月幔密度（~3.3 g /cc）低，積年累月之後，質量大的

半球（薄月殼部分）自然被地球的引潮力鎖着成為月正面，

質量較小的半球（厚月殼部分）則成為月背面，結果月球的

自 轉 週 期 也 被 拖 慢 至  27.32166 天 ， 與 環 繞 地 球 的 週 期 

(sidereal month) 相等。此外還有一個因素把月球自轉拖慢，

這就是形成月球的 “大碰撞說”，稍後會再述。 
 

另一方面，大約 38 到 40 億年前，月球和所有石質行星遇 
到一次大規模的後期重轟炸，史稱 Late Heavy Bombardment / LHB，那時月面被許多小天體撞擊成

大大小小的凹地，大型的稱為盆地。在薄月殼上的碰撞盆地往往因為地底裂紋較多和較深，月體

內的岩漿便容易從裂紋溢出，大片盆地面積被熔岩淹蓋了，這些熔岩冷卻後，成為今天所見的黑

色月海，月海也將大碰撞造成的凹凸位填成平坦地表。至於在厚月殼那邊的碰撞盆地，盆底裂紋

不多也不深，岩漿不易溢漏出來，所以厚月殼的一邊很少月海，許多舊貌沒有被熔岩淹蓋。 
 

還有研究指出 ( https://www.brown.edu/news/2022-04-08/moonfaces )，在

厚月殼上的南極艾肯 (South-Pole Aitken) 是太陽系中 大面積的

碰撞盆地，這樣大的碰撞會激發熱浪令更多體內的 “KREEP” 岩

分佈到薄月殼那邊。KREEP 被認為是一種經由極大碰撞過程，

及後結晶而成的放射性岩質，其中 K 代表鉀 Potassium，REE 代

表 rare earth elements，例如釷 Thorium 和鈾 Uranium，P 代表磷 

Phosphorus。KREEP 與其他月岩特性不兼容，但它放射熱量令月

幔更易軟化而熔解，因此薄月殼那邊比厚月殼漏出更多岩漿。 
 

從月岩樣本的地質年齡推斷，大部分月海在 31 到 38 億年前形

成，之後岩漿溢漏急劇減少，由 30 億年前到現在已無明顯的火

山活動了，月球長期處於靜寂荒蕪的世界，月面則不斷被外來的

微隕粒、太陽風和宇宙射線的帶電粒子侵蝕，至今月面已累積一

層平均約十米厚的月壤 (lunar regolith)。 月壤由粉狀的塵土和碎

石組成，滿月時的月面特別亮，也是因為月壤的塵土把大量陽光

直接反射到地球的緣故。 
 

月岩樣本 
 
 
 
 
 
 
 
 
 

以地質計，月岩分為兩大類。月殼高地以富鈣、鋁的斜長岩 (anorthosite) 為主，因此在陽光下呈

白色，它們的年齡皆超過 40 億年。月海低地以含鐵、鎂、鈦的玄武岩 (basalt) 為主，因此是黑色，

1972 年，阿波羅 16 號太空人正用耙

子搜集在月壤中的岩石樣本，他的

體重只及地球上的  1/6，但鞋印頗

深，表明月壤是一層鬆薄的塵土。

https://www.brown.edu/news/2022-04-08/moon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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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樣本的小孔都是岩漿升上月面時把內困氣體解壓釋放出來的氣

泡。玄武岩年齡介於 31 到 38 億年，這說明月球先有斜長岩的月殼，後

來才有月海把部分月殼淹蓋。斜長岩也解釋了月面輻射紋的本質: 當月

面被隕擊成坑時，濺射物都是從坑底 (月殼) 飛出的熾熱斜長岩，它們沿

途冷卻，失速後墜下成細粒，被陽光高照即現身為亮白的輻射紋，不過

輻射紋不斷被太陽風及宇宙射線侵蝕，所以只能保持十數億年便淡失

了。由此統計，帶有輻射紋的月坑都比無輻射紋的月坑年輕，例如有大

量輻射紋的 “第谷” 與 “哥白尼”，鑑定年齡分別為 1 億及 8 億年，是很年

輕的碰撞坑，欠輻射紋兼殘缺的碰撞坑則年長得多， 老超過 40 億年。  
 

若以外觀計，月岩還包括角礫岩 (breccia)，它們由許多小碎塊在爆炸

的高溫高壓環境下粘合而成。月面有許多環形山，絕大部分是碰撞坑，

屬火山口或岩漿出口甚少，因此由隕星碰撞月面時的爆炸必然產生大量角礫岩，幾乎每個角落都有

它們的蹤跡。另一特殊月岩是上文提及的 KREEP，月海的出現與此岩有關。 
 

上頁月球橫切面圖顯示月球有月震 (moonquakes)。月震多 
數在深層發生，平均一年有三千次，強度在黎克特 2.5 級以

下，相比地球每年數十萬次的地震，深層月震輕微得多，也沒

有破壞性，深層月震全由地球和太陽的引力觸發，所以月球在

近地點時出現的深層月震總是較多。 淺層月震由隕擊、山崩

或月體收縮引起，每年出現的次數不多，不過強度較大 (可達

黎克特 5 級)，又由於月岩缺乏水分的抑震作用，淺層月震的

持續時間頗長，甚至經歷數十分鐘才完全消失。 
 

月球的起源、對地球的影響 

1980 年代之前，月球起源有分裂說、捕獲說、同源說和大碰撞說，有了月岩樣本和探月器之後，

前三說逐漸失寵，至今大碰撞說已成為主流了。簡略地說，太陽系形成後約 1 億年 (~ 45 億年前)，
一顆 0.1 地球質量的原始行星 (別名 “月母” Theia) 以低於 4 km/s 的相對速度側撞地球，地球沒有毁

滅，但原始行星的體核和部分爆炸物墜落地球，其餘的向外散播，經過若干萬年集積後成為直徑三

千多公里的月球*。月球初成時，它到地球的距離少於現在的 1/10，形成後 5 億年月地距離約為現

在的 1/3，短距的地球引潮力不斷把月球自轉拖慢，結果有半邊月球被鎖定成為現今看見的月正面。 
 
 
 
 
 
 
 
 
 
 
 
 
 
 
 

------------------------------------------------------------------------------------------------------------------------------------------- 
* 上述的大碰撞說尚未完善。近年出現新的說法: Theia 與原始地球碰撞後產生了一個由蒸

發岩石構成的旋轉輪胎狀雲圈，稱 synestia。一些碎料首先在雲圈的輪胎部分凝聚再集積

為原始月球，其餘的雲圈物質則繼續收縮為今天所知的地球。這個新假說能解釋地月的

一致同位素比例，但仍有不足之處。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Earth_Synestia.jpg   

1. 一顆 0.1 地球質量(直
徑六千公里) 的原始

行星側撞地球 

2. 原始行星的體核熔化

並且墜落地球 

3. 碎塊及氣化物質向外濺射

4. 一部分碎塊墜返地球

5. 氣化物質逐漸擴散及凝固 

7. 集積物越來越集中， 後

增長為三千多公里大的

月球，這時的月地距離不

及現在的 1/10，月球外層

也因集積升溫而熔成岩

漿洋 (magma ocean)。 

6. 碎塊及凝固物在軌道集積 

大碰撞說 Giant‐Impact hypothesis 

阿波羅 16 號登月時的月震記錄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Earth_Synesti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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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月球因集積升溫的關係，外層熔成岩漿洋，估

計溫度 1000 0C 或以上，厚度不少於 200 公里。在地質

的分導作用之下，重礦物 (輝石、橄欖石等) 下沉，輕

礦物 (斜長石) 浮升，一兩億年後，月面冷卻成為月殼，

但月殼以下還有一些岩漿未有機會釋放出來，也有放

射性物質令月球維持一定的體溫。久而久之，月球具

有一個像鐵的固態內核心，其直徑約為 500 公里。   
 

大碰撞的後果使地軸 (地球自轉軸) 傾斜及不穩定，

不過月球有穩定地軸的作用，促進地球生命的演化 (解釋 https://forum.hkas.org.hk/Web/Earth_Axial_Tilt.pdf )。
過去四萬年地軸傾角保持在 22.10

 到 24.50
 之間，現今是 23.440，四季循環大致穩定，預測未來百

萬年內也如是。此外，由月球主導的潮汐令海水與陸地不斷磨擦，結果地球自轉逐漸減慢，地質考

證 25 億年前的一天長 17 小時，現在的一天長 24 小時，月地平均距離也增加至 384400 公里。 
 
 
 
 
 
 
 
 

現今月球與地球的自轉軸傾斜度                       未來一百萬年地軸傾斜預測 
 

碰撞坑 
 

大部分的月面碰撞坑在  LHB 時期  (38 到  40 億年

前) 形成，LHB 之後隕擊次數劇減，因此現在找到的

年輕碰撞坑並不多，科普書經常舉例的 第谷 (Tycho，

直徑 85 km，年齡約 1 億年) 和 哥白尼 (Copernicus，
96 km，8 億年) 只是少數易見的年輕碰撞坑。月坑數

以萬計，小者直徑不足一公里，中大型的坑底常有中

央峰，現以典型的愛拉托遜 (Eratosthenes) 說明： 
 

愛拉托遜位於月正面的中部， 宜在月齡 10 天左

右觀測，小型望遠鏡可見。 估計在三十多億年前，

一顆數公里大的隕星 (meteoroid) 以大約 20 km/s 高速

撞向現址，碰撞的熱力使隕星蒸發，同時把現場熔成

一個比隕星大十餘倍的圓坑 (直徑 50 餘公里，深數千

米)，碰撞能量消失後，受熱的坑底中心向上反彈形成 

“中央峰”，一部分熾熱的濺射物把圓坑外圍覆蓋，形

成 “噴出覆蓋物”，另一部分的濺射物飛走再以低速 

(少於 2 km / s) 和低角度墜返月面，形成一群不規則的

小坑，稱 “次級碰撞坑”，由於月面引力只及地球的六

分之一，濺射物可以飛離現場很遠，大碰撞的濺射物

甚至飛到地球成為罕有的月隕石 (lunar meteorite)。 
 
 
 
 
 

https://forum.hkas.org.hk/Web/Earth_Axial_Til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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隕星碰撞後數分鐘，半凝固的圓坑內壁逐漸沿壁身下塌形成 “台階牆”，像下圖左，經過一段短期

冷卻後，圓坑基本上定形，坑底比月面地平線低，像下圖右。 
 
 
 
 
 
 
 
 
 
 
 
 

由隕星高速碰撞而熔成的月坑常呈圓形，除非隕

星以非常低的角度 (30
 以下) 側撞月面，像右圖展示

的梅西爾。直徑小於 20 公里的碰撞坑通常沒有台

階牆特徵，更小的月坑沒有中央峰，坑的內壁更像

碗狀，例如下圖的凱利。有些大型環形山也沒有中

央峰，例如 阿基米德 和 柏拉圖，那是因為岩漿從坑

底的裂紋溢出把中央峰淹蓋了，更甚是岩漿泛濫幾

乎把整個月坑淹沒，只露出隱約的輪廓，例如上頁

圖示的 “斯大迪環形山” (Stadius)。 
 
 
 
 
 
 
 
 
 

碗狀的凱利碰撞坑 (Cayley)      被漏出岩漿淹没中央峰的大型碰撞坑 :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沒有中央峰，直徑 14 公里。     直徑約  80 公里；柏拉圖  (Plato)，直徑約  100 公里。 

 
在一些大型碰撞坑及其附近，例如左圖的哥白尼，我

們會見到少數細小的暗暈坑 (dark halo crater) 位於哥白尼

噴出覆蓋物上。暗暈坑原被認為源於火山活動，但探月器

拍攝的圖像顯示坑內有一些類似碰撞的濺射物，這表明了

暗暈並非一定是火山活動產物，它也可以由撞擊月殼的分

層結構 (stratigraphic structure) 引起的。 下圖解釋這些暗

暈坑的成因： 月殼曾被大大小小的外物撞擊， 初一次

是大面積撞擊，結果濺出一層 (A 層) 淺色的斜長岩混合

角礫岩把一些月海玄武岩覆蓋，如果在 A 層上再有深度

撞擊而其下又是月海的話，玄武岩便被挖出形成暗暈坑。 

 

 

 

 
由深度撞擊而形成的暗暈坑 

月殼 (淺色斜長岩) 
Anorthosite 月海 (黑色玄武岩)

暗暈坑 Dark halo crater   淺色斜長岩 + 角礫岩
Anorthosite + Breccia 淺坑 

一顆隕星側擊月面，首先形成橢圓形的 Messier，
隕星碎塊 (可能兩塊) 彈起，再以甚低角度衝下形

成 Messier A，後者的輻射紋 (濺射物) 清楚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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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盆地 

碰撞盆地其實是超巨型的碰撞坑，它的濺射物可以

覆蓋非常廣寬的面積， 明顯的例子是亞平寧山脈 

(Montes Apenninus)，長度超過 500 公里，本身是形成

雨海盆地時出現的龐大噴出覆蓋物，所以面向雨海的

山坡十分險峻， 高 5 千米，背離雨海的斜度卻很緩

慢。雨海是從盆壁溢出的岩漿，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先

有亞平寧山脈，後來才有在盆內的雨海。 

許多碰撞盆地具有多環結構  (multi-ring structure) 

的特徵，雨海盆地也是這樣，後來的外溢岩漿把盆地

的內環淹蓋，只露出 外環和現今的雨海。 
 
 
 
 
 
 
 
 

碰撞盆地動畫 https://forum.hkas.org.hk/Web/Impact_basin.gif  
 
← 在月背面的東海盆地 (Orientale 

Basin) 是保存 完整的多環碰撞結

構，約在 38 億年前形成，中心位置

在南緯 200，西經 950，易辨的山環有

五個， 外環的直徑超過 900 公里，

被 內環包圍的黑色低地稱東海 

(Mare Orientale)，直徑約 300 公里。

由於東海側近月正面的東邊緣，在地

球很難看見東海的全貌。照片是美國 

Lunar Orbiter IV 探月器從 2722 公里

高空拍攝的東海正面，彎邊是鏡頭所

見的地平線，不是整個月球圓面。 
 
 
 
 
 
 
 
 
 
 
 
 
 
 
 

↑ 在月背面南緯 750 的 Schrödinger 
(施洛丁格環形山)，直徑 310 公里，

本質是雙環碰撞盆地，盆底有溝紋

和一個明顯的暗暈坑。 

在雨海邊的亞平寧山脈，長逾 500 公里。

https://forum.hkas.org.hk/Web/Impact_basin.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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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在月正面的濕海 (Mare Humorum)，直徑約 400 公里，前身是碰撞盆地，近圖頂的大環形山稱加桑廸 

(Gassendi)，直徑 110 公里，三個中央峰清楚可見。加桑廸剛好位於盆地的傾斜內壁，因此向海的環邊被濕

海入侵，在圖底的幾個環形山亦被濕海半淹。照片由歐洲南天文台 2.2 米鏡拍

攝，北向上，日期為 UT 1999.01.12，月齡 24 天，當時陽光照射角低至 100，

在濕海內圍的皺脊群 (wrinkle ridges) 及左岸邊的溝紋 (rilles) 特別明顯。 

右圖是 GRAIL (Gravity Recovery and Interior Laboratory) 重力探測器在

濕海上空探得的重力分佈。濕海內紅色地區的重力較強，周圍藍色的

重力較弱，原因是濕海下面存積一堆有相當質量的隕擊殘骸，稱 質量

瘤 ( mass concentration / mascon)，它的前身就是一個或數個碰撞月面促

成濕海盆地的大隕星。多數月海都藏着一些質量瘤，它們的重力較強，

能令繞月衛星逐漸失速而墜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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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海、皺脊、溝紋的關係 
 

在低陽光角度觀測月海，海的內圍

時常顯現一些同心皺脊群，海的近岸

也有一些長條或弓形的溝紋，原來它

們與月海息息相關。左圖以濕海為例

解釋三者的關係  ----- 濕海直徑約 

400 公里，中心厚約 3 千米，它的龐

大重量下墮使承托的盆地輕微向內

心彎曲，結果出現兩種橫向應力，在

濕海內圍的應力 P 把海面壓迫產生

皺脊，在濕海外邊山區的應力 T 把地

面橫拉產生溝紋。 
 
 
 
 
 
 
 
 
 
 
 

 
另一例子是位於靜海之西的亞里亞代斯溝紋 (下圖)，它是由於月殼橫拉力使中間地面下陷而造成

的，構造類似地球上的地塹 (graben)。 
 
 
 
 
 
 
 
 
 
 
 

← 在月正面的亞里亞代斯溝紋 

(Rima Ariadaeus)，長 250 公里，

寬約 5 公里，平均深度 500 米。 
(NASA / Apollo 10 image) 

 
 
 
 
 
 
 
 
 
 
 
 

地球上的地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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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壁與斜壁 
 

峭壁通常出現在碰撞盆地的外圍山區，月正面酒海之西南有一道長約 500 公里的 “阿爾泰峭壁”，
大高度約 3 千米，見左下圖 A 處，如果有石塊從這個高度垂直掉下，它要經歷 60 秒才到達地面 ! 

斜壁通常由地陷造成，斜度比較溫和，聞名的 “直壁” (拉丁原名 Rupes Recta，英文 The Straight Wall) 

屬於這種結構，它位於雲海東岸，直指它的筆直長度，約 110 公里，西面 (右下圖白色斜坡部分) 比

東面下陷約 400 米。 參考: 探月任務拍攝的直壁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RupesRecta_spacecraft.jpg 
 
 
 
 
 
 
 
 
 
 
 
 
 
 
 
 
 
 
 
 
 
 
 
 
 
月球的火山活動 
 

雖然月面仍有可疑的火山活動徵兆 (https://science.nasa.gov/young-volcanoes-moon )，不過地質學家相信，

在過去 30 億年月球基本上沒有大型火山活動了，現在所見的月面與 30 億年前沒有大分別。  

用高倍望遠鏡觀測月面和分析探月衛星拍攝的照

片，我們可以看見一些遠古時代的火山活動遺跡，特

別是像蛇般蜿曲的月溪 (sinuous rille)。1971 年阿波羅 

15 號登月太空人曾探索在雨海岸邊的哈德利月溪，認

定它的本質是熔岩管道 (lava channel)，成因與上頁的亞

里亞代斯溝紋不同。溝紋因地面橫向應力的拉扯而產

生，熔岩管道則是熔岩在月面或地表下流動的遺跡，

其輪廓也異於地球上的河流，前者頭大尾窄並且見到

熔岩的出口，後者頭小尾寬流向湖泊或大海。 

右圖： 哈德利月溪 (Rima Hadley) 位於亞平寧山脈對開的

雨海岸邊，長約 110 公里，起初是地表之下熔岩流動的

管狀通道 (亦稱熔岩管 lava tube)，後來管頂下塌形成今天

所見的月溪。貝拉 (Běla) 是熔岩出口，不是碰撞坑，有

銳利碗邊的 Hadley C 則是由隕擊造成的碰撞坑。長方格

是阿波羅 15 號登月太空人探索過的範圍。 

用十吋反射鏡拍攝的直壁 (Rupes Recta) 及其印象畫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RupesRecta_spacecraft.jpg
https://science.nasa.gov/young-volcanoes-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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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衛星在月海區也找到幾百個洞穴 (lunar pits  https://svs.gsfc.nasa.gov/11612 )，有望適合為未來的月

球基地。月洞的成因與熔岩管道有關，當管道上層的熔岩流開始冷卻變硬時 (下圖 1)，上面變硬的

熔岩隔絕了下層熔岩的熱量流失，使它保持液態繼續在管道裏流動，熔岩流隨着時間衰退 (圖 2)，
後留下空心管道和一個像天窗的大洞口 (圖 3)。地球上也存在這樣的熔岩管道和洞口 (圖 4)。 

 
 
 
 
 
 

 
另一火山活動遺跡稱 DMD (dark mantle deposits 

暗地幔覆蓋物)，本質等同地球上的火泉 (見前篇

《太陽系的形成與地球》)。DMD 是從月幔噴出來

的熾熱岩漿，冷卻後散墜回月面變成黑灰，不過月

球引力遠小於地球，也無大氣阻隔，因此噴出物可

以升得很高才跌返，黑灰的覆蓋範圍可以是數百平

方公里，地球的火泉規模望塵莫及。DMD 的特黑

顏色表示內含較多的鈦鐵礦物 (ilmenite)。 
 
← 在月面澄海東南岸邊的深黑色 DMD 
 

 
在月海上的拱山 (domes) 亦是一種火山活動遺跡，由地下

岩漿入侵及積聚的壓力令地表拱起或流出的熔岩造

成，通常直徑 5 到 30 公里，斜坡低過 50。低斜坡的原因是

月熔岩的粘度比地球熔岩低 (好像機油比對牙膏)，月熔岩

在低引力的月面很易流動，因此不會堆成過斜的山坡。 
 
 
 
 
 
 

拱山橫切面圖 

所有前述的皺脊群、溝紋、月溪和拱山都是低反差、低

高度或淺深度的表面特徵，當月相的明暗分界  (lunar 
terminator) 掃過它們時，側射陽光才會把它們的面貌顯露

出來。當陽光正射時，這些特徵是很難看見的。 
 
 
有水之謎 

 
月面含水量低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water_1.jpg )，

一般認為月球缺乏內在水，不過在南北極的某些月坑相當

深，坑底長期沒有陽光照射，溫度冷至 –200 0C 以下，說不

定那裡積存彗星撞月時釋放的水冰。 

1994 年美國探月衛星 Clementine 以 13 厘米電波射向月

球南極，反射波由地球接收，研究後說月球南極可能存在

水冰。 1998 年另一美國探月器 Lunar Prospector 以中子譜

儀探測月面，結果也認為月球兩極積存水冰 (圖解見下頁)。 

熔岩出口 caldera 

https://svs.gsfc.nasa.gov/11612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water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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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的報導來自 2018 年，印度 Chandrayaan-1 探月器宣稱找到水冰存在南極月坑底的可靠證據

( https://www.nasa.gov/feature/ames/ice-confirmed-at-the-moon-s-poles )，在北極也有水冰但分佈不及南極廣泛。

這些水冰能夠長期存在不被太陽風和宇宙射線完全侵蝕，原因可能與地區性的異常磁場有關，儘管

月球磁場比地球微弱 ( https://www.space.com/moon-ice-magnetic-field )。 
 

 

 

 

 

 

 

 

 

 

 

 

探測月球水冰的原理： 月球受宇宙射線撞擊會釋放中子和其他粒子，其中一些能量高的中子會直接

逃離月面進入外空，另一些進入月岩并與其他原子碰撞，如果碰撞的是重原子，高能中子會損失能量

生成超熱中子 epithermal neutron 而被探月器捕獲 (超熱指能量 0.025 到 0.4 eV)。如果高能中子與其質量

相若的氫原子碰撞，它會損失更多能量生成熱中子 thermal neutron (能量低於 0.025 eV)。月面南北極

釋放超熱中子比其他區域少，在 "月面有氫等於很大機會有水" 的聯想下，月球有水之說因此而起。 
 

月球的視覺 
 

 雖然月球以固定一面朝向地球，但我們經常察覺月面上下左右輕微擺動，稱 天平動 (libration)，
動畫: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libration.avi 。 視覺上的天平動分為三種： 

經天平動 (libration in longitude):  由於月球自轉角速度是固定的，而環繞地球的軌道速度卻不固

定，結果在一段期間內我們可以看見月面東邊或西邊多達 7.90。經天平動的週期是 27.55455 
天，不與月球繞地週期 (27.32166 天) 同步。 

 
 

 

 

 

 

 

 

 

經天平動使目視的危海 (1) 變形，界海 (2)  
時隱時現。  

 
緯天平動 (libration in latitude):  由於月球自轉軸在軌道兩旁

來回擺動 6.80，在一段期間內我們可以多看一些月球的北極

區或南極區。緯天平動的週期是 27.21222 天，不與經天平動

的週期同步，也不與月球繞地週期同步。 

 

 

 

 
 

緯天平動使目視的柏拉圖環形山變形 

https://www.nasa.gov/feature/ames/ice-confirmed-at-the-moon-s-poles
https://www.space.com/moon-ice-magnetic-field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libration.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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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天平動 (diurnal libration):  由於地球自

轉，觀測者在月升和月落時見到稍多的月面

東邊或西邊 (約多 10)。 
 
 
 
 
 
 
 
三種天平動的配合令 59 % 月球總面積可見， 
也令月正面中心的經緯度偏離原值 (右圖)。 

  
 由於視差，在不同城市同時見到的月球視直徑和月面中心 (下圖 A、B 位置) 都略有差異，當查

閱月球數據時，要留意數據是以地球中心 (geocentric) 或是以地理位置 (geographic) 為基準的。 
 
 
 
 
 
 
 

 在南、北半球出現的月貌上下相反，左右也相反 (1800
 倒轉)。 

 
 
 
 
 
 
 
 
 

 錯覺上我們以為近地平的月球特別大，實際上剛剛相反，因為地球自轉改變了月球與觀測者的

距離，近地平的月球視直徑會比中天時約小 1 %。 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illusion_E.pdf 
 
 
 
 
 
 
 
 
 

月出實錄: https://apod.nasa.gov/apod/ap130130.html 
月落實錄: https://apod.nasa.gov/apod/ap200322.html 

 
 在娥眉月 (農曆月初) 和殘月 (農曆月尾) 的日子，地球

易把陽光反射到月面，甚至連彎月外的黑暗部分也

隱約見到灰光，這現象稱為地球照 (earthshine)。 
 
 
 
 
 

南京的天頂 

柏斯 (Perth) 的天頂

N

S

月球

北半球 

南半球 

看見 N 在上， S 在下

看見 S 在上， N 在下

在中國南京 (1180 E  320 N) 
見到的月球，月齡 11 天。 
 

同時在澳洲柏斯 (1160 E  320 S)
見到的月球 

地球自轉 

見更多月面東邊

見更多月面西邊

W

E

月球+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_illusion_E.pdf
https://apod.nasa.gov/apod/ap130130.html
https://apod.nasa.gov/apod/ap2003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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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球在星背景中每天平均向東移 130，地球也不斷向東自轉，因此月球總比前一天遲升和遲落。

如果在北緯地區上半月每天日落時望，娥眉月必在西方低空，上弦月在中天，滿月正在東升。

如果在下半月日出時望，滿月必在西落中，下弦月在中天，殘月正在東升。留意月球的受光面

必定向着太陽，因此上弦月之前的娥眉月是反 C 狀的，下弦月之後的殘月則成 C 狀。 

 
 
 
 
 
 
 
 

 滿月未必在農曆十五    由於月相週期在 29.27 到 29.83 天之間變化，零月相又規定在初一之

內，這樣必然導致滿月 早在農曆十四晚上， 遲則在農曆十七早上。 真正滿月例子: 2020 農

曆六月十四 23 時、 2018 農曆十一月十七 1 時，詳情:  https://forum.hkas.org.hk/Web/FullMoon_realtime.jpg  
 

 大和 小滿月    由於月球在近地點 - 遠地點之間運行，軌道取向也不斷改變如下圖， 大

至 小滿月要相隔大約  207 天  (103.3 天  x 2) 或  7 個朔望月， 大的滿月要相隔大約  413 天 

(103.3 天 x 4) 或 14 個朔望月， 大比 小滿月的視直徑變化可達 14 %。 2001 - 2100  年 大滿

月預測:  http://astropixels.com/ephemeris/moon/fullperigee2001.html 
 
 
 
 
 
 
 
 
 
 
 
 
月食  

月食之夜必定是滿月，但白道 (月球軌道) 對黃道傾斜了

大約 50，太陽、地球、滿月未必排列在同一直線的空間位

置，因此不是每次滿月都會出現月食。根據月食推算 (右
圖)，月球在軌道交點兩旁 ± 3.750

 內必生月全食，在 ± 6.000
 

內可能是月偏食或月全食，在 ± 12.250
 之外必無月食。 

月全食預告可上網查訊 https://eclipse.gsfc.nasa.gov/lunar.html ，通常包括以下時刻：  
食始 P1   月球的西面開始進入地球半影。 
初虧 U1  月球開始進入地球本影，月面明顯比前暗淡。 
食既 U2  月球完全進入地球本影，月全食開始。 
食甚 Max 月球在地球本影的中線，月面亮度跌至 低。 
生光 U3  月球開始步出地球本影，月全食結束。 
復圓 U4  月球完全步出地球本影，再次在地球半影。 
食終 P4   月球完全離開地球半影，所有月食過程結束。 

月全食持續時間 (U2 到 U3) 視乎月球切入地球本影的

取向而定。如果月球中心經過地球本影中心，全食持續

久， 多到 106 分鐘；如果月球從地球本影的北邊或

南邊切入，全食只能持續數分鐘。 

https://forum.hkas.org.hk/Web/FullMoon_realtime.jpg
http://astropixels.com/ephemeris/moon/fullperigee2001.html
https://eclipse.gsfc.nasa.gov/lun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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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食 (和日食) 都有一定的出現規律，稱沙羅週期 The Saros，古代巴比倫人早已察覺了。沙羅週

期的長度為 223 個朔望月或 18.030 年，每隔一個沙羅週期，日、月、地都會排列在上次同樣的相

對位置，因此像上次的月食情況 (月球穿過地影的路徑、食分和持續時間等等) 將會重演一次，例

如上圖展示的 2001.01.09 月全食，同樣的食分和持續時間會在 18.030 年後 (即世界時 2019.01.21 
04:41 - 05:43) 重演，不過這次重演適逢香港白晝，只能在美洲可見。 

為什麼沙羅週期是 18.030 年呢 ? 因為發生月全食必須同時滿足兩條件 ----- 1. 月相在望 (滿月)，
平均每隔 1 朔望月 (29.53059 天) 就發會重複滿月； 2. 月球位於黃白道的交點，見上頁月食限圖，

平均每隔 1 交點月 (27.21222 天)，月球就會經過黃白道的交點。如果月球偏離軌道交點過多，即

使滿月也不可能發生月全食。 
由計算得知： 223 朔望月 = 223 x 29.53059 天 = 6585.322 天 = 18.030 年 

242 交點月 = 242 x 27.21222 天 = 6585.357 天 = 18.030 年 
即是每次月全食，經過 18.030 年 (一個沙羅週期) 之後就會重演同樣的食分和持續時間。  

月全食 甚時，亮度會比平常滿月下跌一萬倍 (10 個

星等級) 或以上，顏色暗紅或深啡，因為地球大氣層把

入射陽光的藍波段散射，出射的偏紅陽光再照向月面。

當地球上出現月全食，登月的人 (如果有的話) 亦會同時

看見太陽被地球遮掩的 “日全食” ! 
 

 
 
 
 
 
 
更多參考 
月球地形 ˙The Modern Moon: A Personal View, Charles A. Wood, 2003, Sky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our of the Moon by LR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iqIvDA1Fw 
˙A Tour of Lunar Topography  https://forum.hkas.org.hk/Web/LunarTopography_Brief.ppt 
˙Pictures from Apollo 16 Mission  https://skyandtelescope.org/astronomy-news/apollo-16-pictures 

月球觀測 ˙Atlas of the Moon, Antonín Rükl, 1996, Kalmbach Books / 2004, Sky Publishing Corporation. 
˙Virtual Moon Atlas  https://ap-i.net/avl/en/start 
˙Lunar Orbiter Photographic Atlas of the Moon  https://www.lpi.usra.edu/resources/lunar_orbiter/ 
˙Photographic Moon Book, Alan Chu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book_3v5.pdf 
˙藍月亮 https://forum.hkas.org.hk/Web/BlueMoon_NY_eve.pdf 
˙2015.04.04 的月食是否全食?  https://forum.hkas.org.hk/Web/LunarEclipse_Uncertainty_2015Apr4.pdf 

在香港大埔所見的 
2001.01.09 月全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iqIvDA1Fw
https://forum.hkas.org.hk/Web/LunarTopography_Brief.ppt
https://skyandtelescope.org/astronomy-news/apollo-16-pictures
https://ap-i.net/avl/en/start
https://www.lpi.usra.edu/resources/lunar_orbiter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onbook_3v5.pdf
https://forum.hkas.org.hk/Web/BlueMoon_NY_eve.pdf
https://forum.hkas.org.hk/Web/LunarEclipse_Uncertainty_2015Apr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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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經過四載觀測，波蘭的赫維留斯 (Hevelius 1611 - 87) 發表了第一代的月圖，他還發現了月面天平動。 
 
 
 
 
 
 
 
 
 
 
 
 
 
 
 

這是十九世紀的月面印象畫，環形山被視作火山。原圖來自 1874 年出版的 The Moon, Considered as   
a Planet, a World, and a Satellite，作者是格林威治天文台的 J. Nasmyth 和 J. Carpenter。 

 
 
 
 
 
 
 
 
 
 
 
 
 
 
 
 
 

左: 巴黎天文台在 1890 年代建成的 60 cm Coudé Refractor，可以在舒適的房間內進行對焦和攝影。 
右: 洛維與皮伊瑟 (Loewy and Puiseux) 使用此鏡拍攝大量月相，在 1896 至 1910 年間出版了當代 

大型的月圖集 Atlas photographique de la lune，附圖是其中一張，原大小 56 x 4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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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的吉福德 (Charles Gifford 1861-1948) 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遺下的火藥爆炸坑，認為月坑是由隕星

碰撞引起的。1949 年美國的包德溫 (Ralph Baldwin) 更在其著作 The Face of the Moon (上圖) 詳解月面的

碰撞及熔岩結構。1970 年代人類登月獲得月岩樣本後，月球碰撞坑的理論才全面被接受。 
 
 
 
 
 
 
 
 
 
 
 
 
 
 
 

拍得月背面後，蘇聯再稱月背面的一個環形山為李白 

(Li Po)，這稱呼不符合月面環形山命名法，結果不獲 

IAU 承認。1976 年，IAU 把水星上一個 126 公里大的

環形山命名為 Li Po (上圖中央)，與李白同在的環形山

還有白居易、李清照、齊白石等十餘位中國人。此後水 
星環形山都以藝術家來命名，月面沒有李白環形山。 

 
 

1964 到 65 年間，美國發射首批 

Ranger 探月器，其中只有部分成

功拍攝月面。圖 1 是 Ranger 9 號

在月正面 Alphonsus (阿方索) 環

形山內墜毁前三分鐘拍得的鏡

頭，箭咀指示一小月坑，後來在 

NASA Lunar Topophotomap 
77D3S1 中 標 稱 為  Chang-Ngo 

(嫦娥)。 圖 2 裁自阿波羅 16 號

在 1972 年飛過月面時拍攝到的 

Chang-Ngo，它由數個細小隕擊

坑串叠而成，長 2.3 公里。 
 

1959 年蘇聯探月器 Luna 3 從 6 萬公里高度拍攝世

界首張月背面圖 (照片右半面)，其中的 A、B 分別

命名為莫斯科海和  齊奧爾科夫斯基  (Tsiolkovskiy)
環形山，C、D 是月球正面的危海和史密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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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人類首次登月的阿波羅 11 號太空艙 (landing module)，時為 1969.07.20，太空人 Aldrin 正準備卸下月面

實驗的設備。艙身下半部都是燃料缸和發動機，要鋪上特製的金屬箔來阻隔太陽熱力和微隕撞擊。   
(右) 任務完成後，阿波羅 11 號留在月面的設備。LM 是登月太空艙的底座，LRRR 是測量月球 - 地球距離的

雷射光反射面，PSEP 是探測月震的實驗組件，黑紋是太空人走過的足跡。 (2012 年 LRO 探月衛星拍攝) 
 

月球雷射測距實驗  在 1969 - 1971 年間，

前蘇聯月球車 Lunokhod 1、2 號與美國阿波

羅 11、14、15 號太空人先後在月面安置了

五台 “激光測距後向反射器” (Laser Ranging 
Retro-reflector / LRRR)，可讓地球上天文台

發出雷射光到 LRRR 從而測定月地距離。

Lunokhod 1 號在 71 年失去聯絡，其餘四台 

LRRR 仍然運作至今。多年來的測距實驗顯

示月地距離平均每年增加 3.8 厘米，其變化

也精確符合牛頓力學及相對論的預測。 
 
 
 
 
 
 
 
 
 
 
 
 
 
 
 
 
 
 
 
 
 
 
 

阿波羅 17 號太空人在 1972 年拍攝的照片，右方是 Shorty 月坑，近坑口有一堆橙色土壤，

後來驗出土壤含有 36 億年前火泉噴發物迅速冷卻時形成的橙色晶粒。兩位太空人在此處

逗留 75 小時，攜帶 110 公斤岩石和土壤返回地球，四年共六次的載人登月任務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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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1. 從地球發射雷達波到月球，電波來回要多少秒 ? 
2. 月背面和月正面的地形有什麼明顯分別 ? 
3. 大部分的月坑在那段時期產生 ? 
4. 月海與碰撞盆地有什麼關係 ? 
5.  (a) 右圖是阿波羅月球車，為什麼在陽光下天空仍然是黑色的 ? 

(b) A 是登月太空人與地球通訊的天線，為什麼它的指向固定 ?  
(c) 為什麼月球的自轉週期 = 圍繞地球的週期 ? 

6. 為什麼滿月時分的月面特別明亮 ?  有那兩大類的月岩 ? 
7. 第谷環形山的輻射紋是如何產生的 ?  

為什麼說這個環形山十分年輕 ? 
8. 為什麼月震的持續時間比地球的地震特別長 ? 
9. 請簡述一個月球起源的理論。 
10. 月面的大規模火山活動大約在何時停止 ? 
11. 設一石質隕星直徑 4 公里以 10 km/s 碰撞月面， 

碰撞時會釋放多少能量 ? 
12. 為什麼數公里大的隕星可以產生直徑大十倍的碰撞坑 ? 
13. 為什麼右圖的波西當尼斯環形山沒有中央峰和台階牆 ? 
14. 為什麼說亞平寧山脈是雨海碰撞盆地的噴出覆蓋物 ? 
`15. 月海上的同圓心皺脊群與月海有什麼關係 ? 
16. 試述月面上三種火山活動的遺跡 ? 
17. 為什麼懷疑月球的兩極可能有水冰 ? 
18. 為什麼望遠鏡中的危海時寬時窄 ? 
19. 大滿月要隔多久才重現 ?  何謂沙羅週期 ? 
20. 右圖: 為什麼月全食時月面是暗紅色 ? 箭向位 

置有一掩食後露出的暗星，請查出它的編號。 
21. “南向上” 的觀測月圖有何作用 ? 
 
答案:  (只提供部分答案，其他答案已在講義中。) 

1. 電波來回時間 = 2 x 月地距離 / 光速 = 2 秒半。 

5.  (a) 因為月球沒有大氣分子和懸浮粒子把陽光散射。 
(b) 由於月球自轉週期與圍繞地球的週期相同 (即是月球自轉角速度等於從月球看地球在天空移動的

速度)，太空人在月正面的固定地點望向地球，地球是幾乎不會移動的，因此天線 A 的指向可以

固定。 參考: 從月球看地球 https://forum.hkas.org.hk/Web/Earth_seen_from_Moon.pdf 
(c) 因為月球的質心偏離球體中心，薄月殼的一面被地球引力鎖着，結果這一面永遠向着地球。 

11. 一般石質隕星的密度 φ ≈ 3 g/cc，4 公里直徑的隕星質量 m = φ • 體積 

= φ • (4/3) π r3 ≈ 1014 kg。 碰撞時釋放的能量 = 隕星動能 = (1/2) m v2 = 
(1/2)(1014)(104)2 = 5 x 1021 J。 
這是非常龐大的能量，足與數萬個氫彈相比。科學家說 6600 萬年

前，地球被十公里級的小行星碰撞，引發大規模塵暴阻擋陽光，全

球氣溫劇降，影響生態使恐龍滅絕。由此而成的碰撞坑埋於墨西哥

灣近岸，寬約 180 公里，稱希克蘇魯伯坑 (Chicxulub Crater)。 

15. 同圓心皺脊群是由於月海在承托盆地中下墮，月海表面遭受橫向壓縮力而造成的。 

20. 用 TheSky 天文軟件或上網可查出被月面遮掩的星是 SAO 184285，位於天蠍座，亮度 6.6 等。 
21. 在北半球使用天文望遠鏡 (不加直角稜鏡)，目鏡內的月貌取向與 “南向上” 的觀測月圖一致。 

阿波羅 15 號太空人使用的月球車

2021.05.26 黃昏出現在香港地平線上的月全食，箭向

有一暗星，見原圖 https://forum.hkas.org.hk/Web/LEocc.jpg 

https://forum.hkas.org.hk/Web/Earth_seen_from_Moon.pdf
https://forum.hkas.org.hk/Web/LEoc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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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上的中國名  (資料更新 https://planetarynames.wr.usgs.gov/Page/MOON/target ) 

特徵名稱 
( * 音繹 ) 

命名 
年份 位置 經度 緯度 大直徑

或長度 

 
出處 

環形山 
Bi Sheng 畢昇 2010 月背面 1 148.46 E 78.35 N 55.3 km 發明家  
Cai Lun 蔡倫 2010 月背面 2 113.66 E 80.12 N 44.9 km 發明家 
Chang Heng 張衡  1970 月背面 3 112.21 E 18.9 N 42.6 km 天文學家  
Chang-Ngo 嫦娥 1976 月正面 1 2.16 W 12.69 S  2.3 km 中國女性名字 
Ching-Te 敬德 *  1976 月正面 2 29.97 E 20.02 N  3.7 km 中國男性名字  
Kao (Ping-Tse) 高平子 1982 月正面 3 87.81 E 6.71 S 34.5 km 天文學家 
Kuo Shou Ching 郭守敬 1970 月背面 4 134.66 W 8.1 N 33.5 km 天文學家 
Shi Shen 石申 1970 月背面 5 104.13 E 75.78 N 46.5 km 天文學家 
Tsu Chung-Chi 祖沖之 1961 月背面 6 145.16 E 17.16 N 28.5 km 數學家  
Wan-Hoo 萬戶 1970 月背面 7 138.91 W 9.96 S 53.3 km 發明家 
Zhang Yuzhe 張鈺哲 2010 月背面 8 137.82 W 69.07 S   38 km 天文學家 

月溪 
Rima Sung-Mei 誦梅月溪 *  1985 月正面 4 11.28 E 24.59 N  3.9 km 中國女性名字 
Rima Wan-Yu 萬玉月溪 *   1976 月正面 5 31.43 W 19.98 N 13.7 km 中國女性名字 

嫦娥探月器着陸區   見 https://forum.hkas.org.hk/Web/Chang-e_Moon_LandingSite.pdf 

 
Shi Shen 石申  ~ 300 B.C. 
石申是戰國時代魏國人，他和楚國人甘德各自編過一本星表，後人將石申編的資料歸納成《石氏星經》，此書已失，但唐朝《開元占經》

輯錄了大量片斷內容。《石氏星經》主要記錄了二十八宿距星和 121 顆星體的赤道座標位置，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天體測量工作的基礎。 
 
 
 
 
 
 
 
 
 
 
 
 
 
 
 
 
 
` 
 
 
 
 
 
 
 
 
 
 
 
 
 
 
 

附件一 

Cai Lun 蔡倫  57 - 121 
東漢人，他改進了當時的造紙技術，相傳發明造紙術。

Bi Sheng 畢昇  990 - 1051 
北宋人，發明世界上 早的活字印刷技術。 

Wan-Hoo 萬戶  ~ 1500 
據傳原是木匠，後在明朝軍營擔任兵器技藝的開發。他的姓名

不詳，萬戶可能是一軍階的名謂，也可能不是軍階。他曾把多

枚火箭捆綁在自己的座椅上，並且手持風箏試圖飛天，可惜點

火後火箭爆炸喪命，外國稱他是「 早乘搭火箭的人」。 

Chang-Ngo, Ching-Te, Sung-Mei, Wan-Yu  初見於

美國的 Lunar Topophotomaps，IAU 行星命名工作組在 1975 年

提出的多國通用人名 (first name) 名單中就包括了這四個併音

名字，見 https://forum.hkas.org.hk/Web/LunarNomenclature_C.pdf 

Kuo Shou Ching  郭守敬  1231 - 1316 
元代人，任官職，他在全國各地設立 27 個觀測站

進行大規模的天文和地理測量，北至西伯利亞，南

至西沙群島。他主編的「授時曆」，一年的週期 

(365.2425 天) 與現代公曆幾乎相同，另外，他創造

和改進了十餘種天文儀器，包括著名的「簡儀」、

登封觀星台的巨型圭表、「景符」、「仰儀」及「窺

幾」等等，他又主持多項國家工程，集防洪、灌溉、

航運於一體，其著作已遺失。第 2012 號小行星以

郭守敬命名。 

Tsu Chung-Chi 祖沖之  429 - 500 
南北朝人，長於曆算之家，青年時已任官職，他算

出圓周率 (密率) = 355 / 113，編製「大明曆」，首

次引進歲差，每 391 年置 144 個閏月，這些做法都

是古曆中的重要改革，可惜大明曆要遲至祖沖之死

後十年才獲頒行。在編曆過程中，祖沖之提出了用

圭表測量正午太陽影長以定冬至時刻的方法，此法

被後世長期仿效。文獻記載他曾鑄造計時漏壺及當

時失傳的指南車。第 1888 號小行星以祖沖之命名。 

Chang Heng 張衡  78 - 139 
東漢人，字平子，少年時代醉心於文學，三十歲

後開始從事天文與科技的工作，三十八歲任太史

令，主管曆法機構，晚年任尚書。他研創水力「渾

天儀」和顯示地震方位的「候風地動儀」，也可能

造過記里鼓車、自飛木雕的機械裝置。他正確指

出月球反射太陽光和日月食的成因，算出圓周率

約為 92 / 29，著作《靈憲》、《渾天儀圖注》、《算罔

論》等已遺失。第 1802 號小行星以張衡命名。 

中國天文學家，福建人，1919 年入讀清

華學堂 (今名清華大學)，1923 年入芝加

哥大學，1928 年在美國葉凱士天文台發

現一顆小行星，命名為「中華」，1929 年

獲該台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在國立中央

大學 (今名南京大學) 講授天文學。1941 

年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長，1946 
-1948 年赴美研究交食雙星光譜，1950 
-1984 年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長。 

Zhang Yuzhe 張鈺哲  1902 - 1986 

張長期致力於小行星和彗星的軌道計算工作，第 2051 號小行

星就是以他的名字 (張 Chang) 來命名的。 

原叫高均，江蘇人，對張衡十分敬仰，

故又名平子。在震旦學院畢業後，高平

子入職徐家匯天文台及佘山天文台，隨

法國神父從事太陽黑子、小行星及雙星

觀測，工餘自修天文。1924 年他代表中

國接管由日本人佔用的青島觀象台，

1926 年參加國際經緯度的測定工作，也

曾主持編算天文年曆及協建南京紫金山

天文台 。 抗日時期避居上海租界研究中 

Kao (Ping-Tse) 高平子  1888 - 1970 

國古天文，戰後遷居台灣，著作有《史日長編》、《圭表測景論》

等。 高平子是高錕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的堂叔。

https://planetarynames.wr.usgs.gov/Page/MOON/target
https://forum.hkas.org.hk/Web/Chang-e_Moon_LandingSite.pdf
https://forum.hkas.org.hk/Web/LunarNomenclature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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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正面的華人名環形山 / 月溪 
 
 
 
 
 
 
 
 
 
 
 
 
 
 
 
 
 
 
 
 
 
 
 
 
 
 
在月背面的華人名環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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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月圖 (適用於牛頓反射鏡、不加插直角稜鏡的折射鏡及折反射鏡) 

 
 
 
 
 
 
 
 
 
 
 
 
 
 
 
 
 
 
 
 
 
 
 
 
 
 
 
 
 
 
 
 
 
 
 
 
 
 
 
 
環形山名 _ 直徑 (km)   數據來源: IAU Gazetteer of Planetary Nomenclature, 2019. 

1. Tycho 第谷 85  18. Abulfeda 阿布費達 62 35. Endymion 恩廸米昂 122 52. Copernicus 哥白尼 96 
2. Maginus 馬紀努斯 156 19. Catharina 凱瑟琳娜 99 36. Atlas 阿特拉斯 88 53. Kepler 開普勒 29 
3. Clavius 克拉維 231 20. Cyrillus 西里勒斯 98 37. Hercules 赫庫列斯 68 54. Aristarchus 亞里斯塔克 40 
4. Longomontanus 朗哥芒坦 146 21. Theophilus 菲奧費勒 99 38. Posidonius 波西當尼斯 95 55. Reinhold 萊因霍德 43 
5. Pitatus 皮塔特 101 22. Fracastorius 弗卡斯托利斯 121  39. Plinius 普林尼斯 41 56. Hevelius 赫維留斯 114 
6. Deslandres 德朗達爾 227 23. Piccolomini 皮哥洛米尼 88 40. Julius Caesar 儒略凱撒 85 57. Riccioli 里希奥利 156 
7. Walther 華爾頓 134 24. Janssen 贊生 201 41. Menelaus 門尼勒斯 27 58. Grimaldi 格里馬第 173 
8. Regiomontanus 勒吉奥芒坦 127 25. Furnerius 弗內留斯 135 42. Manilius 曼尼林 38 59. Bullialdus 布利奧杜 61 
9. Purbach 普爾巴赫 115 26. Petavius 佩塔維斯 184 43. Eudoxus 歐多克蘇斯 70 60. Capuanus 卡普阿努斯 60 
10. Arzachel 阿爾扎赫 97 27. Vendelinus 文德林 141 44. Aristoteles 亞里士多德 88 61. Vitello 維特洛 43 
11. Alphonsus 阿方索 111 28. Langrenus 朗格努斯 132 45. W. Bond  W˙邦德 171 62. Gassendi 加桑迪 111 
12. Ptolemaeus 托勒玫 154 29. Gutenberg 吉坦堡 71 46. Plato 柏拉圖 101 63. Mersenius 默塞尼厄斯 84 
13. Albategnius 阿爾巴塔尼 131 30. Capella 卡彼拉 48 47. J. Herschel  J˙赫歇爾 154 64. Hainzel 海恩舍爾 71 
14. Hipparchus 依巴谷 144 31. Isidorus 伊西多拉斯 41 48. Cassini 卡西尼 57 65. Schiller 席勒 70 x 180 
15. Maurolycus 莫羅利卡斯 115 32. Proclus 普羅克爾 27 49. Aristillus 亞里斯基爾 54 66. Schickard 西卡爾德 212 
16. Stöfler 史托夫勒 130 33. Cleomedes 克努梅廸 131 50. Archimedes 阿基米德 81 67. Byrgius 伯朱斯 84 
17. Hommel 霍梅爾 114 34. Messala 梅蕯拉 122 51. Eratosthenes 愛拉托遜 59 68. Darwin 達爾文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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