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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1) 本期封面及第31頁照片為本會副會長彭栩怡的精心傑作--太陽黑子群9463/9504及

9503 的變化。彭君自中學時代已對太陽黑子的觀測十分有興趣，他曾在太空館主

講多次「太陽科學」課程。從照片可見黑子變化多端，亦可以見到數碼相機在這方

面天文攝影的優點。 
(2) 本期專題為「銀河鐵道之夜」，此乃本會七月觀星營講座及觀測的主題。主講者為

本會觀測委員龍嘉煇。龍君對這本由日本名作家宮澤賢治所著的同名小說有很深刻

的認識，尤其對小說中的天文描述加以詳細的闡釋，大家閱讀此文可以從中得到他

對星空及觀星的不少體會與啟發。 
(3) 本期的天文新知除"瓷器人"一向的供稿外，還有會員古仁杰的一篇譯稿，介紹一類 

新式的望遠鏡。本會對古老先生的熱心十分欣賞，並希望各會員都積極投稿，使本

通訊的內容更加豐富。 
(4) 8月12日下午為本會近年首次舉辦的「會員交流茶會」，另8月26日則為本會本年第

三次 舉辦的「會務工作日」，希望各會員積極參與。    

觀星營、觀星活動之報名、查詢及惡劣天氣下的安排 

(1)先致電坐井會(2786-5678電話錄音)說明姓名、性別、人數及聯絡電話。 

(2)待本會回覆有位後：請於三日內將費用存入本會恆生銀行戶口 (280-4-223325) 並

將入數紙正本寄回本會（九龍長沙灣郵局80784號信箱）（請保留副本以作日後跟進

並於入營當日帶同）或將入數紙傳真回本會(2310-4915)；或於星期日下午2:30 至

5:30本會開放時間內親身到本會繳交(九龍長沙灣兼善里23號五樓)。報名及交繳費

証明後營位方才作實。 

(3)如在觀星營入營前七天仍未收到本會通知，請致電本會查詢。 

(4)一經報名及繳費，屆時若因事未能出席，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5)天氣惡劣下活動之變更安排：如當日中午十二時仍懸三號或以上風球、或紅色或黑

色暴雨警告訊號，活動有可能取銷，至於是否真正取銷，請留意本會電話錄音活動有可能取銷，至於是否真正取銷，請留意本會電話錄音活動有可能取銷，至於是否真正取銷，請留意本會電話錄音活動有可能取銷，至於是否真正取銷，請留意本會電話錄音

(2786 567(2786 567(2786 567(2786 5678)8)8)8)，以決定是否入營。除以上情況外，活動不會取銷。 

注意：參加者在活動或路途中如有意外，本會及有關的工作人員恕不負責。注意：參加者在活動或路途中如有意外，本會及有關的工作人員恕不負責。注意：參加者在活動或路途中如有意外，本會及有關的工作人員恕不負責。注意：參加者在活動或路途中如有意外，本會及有關的工作人員恕不負責。 



「『我不要! 我還要繼續坐火車嘛! 』小男孩說。」 
「『我們非在這裏下車不沖。』青年豰然地望著小男孩說。」 
「『我們必需在這裏下車, 因為這是要到天堂去的地方。』少女一臉哀愁, 淡淡

地說。」 
「在無形的天河遙遠的下游處, 忽然出現一

尊宛如無數不同色彩的寶石鑲成的十字架, 粲然

聳立在河流沖間, 環狀的白雲如光暈懸掛在它之

上。」 
「大家和先前看見北十字的時候一樣, 全都

肅立開始禱告。」 
「『來, 我門要下車了! 』青年一手牽奢小男孩的

手, 一手整理奢少女的衣領後, 就朝車門的方向

走去。」 
「『那－我門就再見啦! 』少女回頭對兩人說。」 
「少女無限辛酸似地睜著眼, 又再回頭望了一眼, 才默然離去。車上大半以上的

乘客都下了車, 一陣寒風倏然地吹進空曠的車廂。 
車窗外的人都虔敬正列隊跪在十字架前的銀河邊。一位身穿神聖白袍的人,張張

雙手, 踏著銀河的河水徐徐走過來。這時候, 玻璃哨子已響, 火車又再慢慢啟動了。」 
 

這一段是整個故事的高潮, 宮澤賢治選擇

南十字座作為銀河鐵道的終站, 銀河列車到底

是什麼, 之前的隱晦交代在這裹真相大白。 
    南十字是令人神往的, 它的沖光輝、斑爛, 
泡在銀河其沖一個沖光亮的區域之沖, 是南天

沖空的標誌。對住在北半球的人來說是難得一

見的, 不少北半球的天文愛好者都渴望跑到南

半球一睹它的丰彩, 就好像回教徒一生沖必需

到一次麥加朝聖一樣。 
 
煤炭供應庫 

「『咦!? 你看, 那邊有煤炭供應庫呢! 那是天空

沖的一個洞呢!』康帕里柆指著天河上的某一處。 
 
祖班尼望了一眼, 立即就怔住了。天河上有一處

又大又暗的洞窟。不管怎樣擦眼睛都看不到這洞窟有

多深和裹面有什麼, 而且看久了會眼痛。」 
「『當然, 我們要共同進退。哦! 那邊的草原多

美麗啊! 好多人聚集在那兒呢! 呀! 在那邊的是我的

媽媽啊!』康帕里柆指著窗外說。 



祖班尼也往那邊望過去, 但他只看到一片白茫茫的霧, 康帕里柆所說的情影他

一點都看不見。」 
「『康帕里柆, 我們一定要共同進退哦! 』祖班尼一邊說, 一邊回頭過來, 但是

康帕里柆已經不見了, 他原來所坐的位置只剩下黑色發亮的坐塾。」 
 
就正正在南十字的旁邊, 有一片不發光的黑暗沖

雲, 叫做「煤袋」, 將背景的銀河的沖光都擋往了, 看
起來似是銀河沖的一個洞。而「煤袋」亦沖能是沖有

名的黑暗沖雲。 
 
 
 
 
 

 
作為一個天文愛好者, 被這一部作品所吸引, 當然和故事沖提及大量天文學及

自然科學的事物有很大程度的關係。但更重要的是這一部作品(或宮澤賢治)再次提醒

我們一件事 : 天文學不只是一門科學, 也沖以是文學、音樂、美術、舞蹈……相同

的沖空下, 盡管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手法去盡盡沖空。重要的是大家對沖空的沖響

往、與天相交的熱誠是一致的。 
沖空是自由的, 它屬於所有渴望與天相交、愛幻想的人。知識並不是通往沖空的

入場卷, 更不是沖空下量度財富的單位。一顆愛幻想的赤子之心, 足以照亮夜空, 令
冰冷的沖空, 成為心靈的綠洲。 

「請好好保存你的車票……」    

銀 河 一 周               木一心口 
其實銀河四季也沖看見，只不過光暗有別吧了，現在就讓筆者與大家在銀河裡

轉一圈吧。 

夏季的銀河以人馬座方向沖

亮，因為我們的銀河系的沖心正位於

這個方向上。由於銀河其實是我們的

銀河系的平面在天球上的投影，因此

我們在銀河區裡不難看見大量的沖

雲、沖團等。 

(夏季銀河沖心,右方是天蝎座尾

部，沖央偏下是人馬座。) 

從人馬座起向北沿銀河走，我們

會到達牛郎沖和織女沖沖間的一帶天

區，在這裡淡白色的銀 

 



河分開了兩條分支，因為原來沖間有一個暗沖雲遮擋了銀河的沖光，兩條支流在天鵝

座尾(即＂北十字“的尾)附近會合，截至這一段也就是在香港沖容易看到的＂橫跨南

北＂部份。 

 

由此往北，我們進入秋季銀河的區域，銀河亦逐漸暗

淡下來，跨越仙后座和英仙座，此部份處於香港北面

光害嚴重的天空，因此通常香港不能見。 

 

(秋季銀河，攝於美國加州) 

 

過了英仙座後銀河開始向南轉進入御夫座、雙子座、

金牛座、獵戶座，此處亦是冬季銀河的開始。以光度

計，夏季銀河沖光，冬季次之，春季緊隨其後，秋季

沖暗，因此在香港只要天空暗黑及較少煙霞，亦有機

會看見冬季銀河，甚至看見冬季銀河跨越南北的壯麗

景象！在冬季大三角沖間穿過後，冬季銀河在大犬座

後面流過，此處亦有大量的沖雲沖團，用望遠鏡不難

看見。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犬以南及船尾座一帶有一個

非常大的沖雲，覆蓋整個船尾座，在香港只要有極清

透的天氣，各位只要非常留心沖以看見這段銀河被這

個沖雲染至暗紅色！ 

(冬季銀河，右上乃獵戶座座，下方乃一大片紅色

沖雲‧) 

 

銀河經過船尾及船帆座後進入南十字座，此處有

一個極出名的沖雲，英文名叫 Eta Carina，其視面

積足足有十個獵戶座大沖雲！在香港此沖雲只

在冬季南方地平線附近，要天氣極之清透才沖看

見，也是香港天文愛好者的終極挑戰，而這一段

也是春季銀河的開始。由於此段銀河在天球南

方，因此在香港很難看見，但在南半球如澳洲及

新西蘭卻十分容易看見其在天頂。銀河經過南十

字座後就進入半人馬座、矩尺座及天蝎座，之後

回到人馬座，這樣銀河就在天球上轉了一圈。回

到人馬座前的一段銀河其實仍很光亮，只不過在

香港極之靠近南方地平線，故不易看見。 

 

(冬季銀河尾，左下方一片紅色是 eta carina) 

 
 



 

  
本會資深會員的佳作:- 
(上)  月球 (彭栩怡用數碼相機拍攝) 
(左)  木星(鮑國全用高橋 CN1212 反射鏡 及數碼相機拍攝，並利用 Photoshop 
        處理) 
(下)Comet Linear (鮑國全 7 月 4 日 04:30 用 f/2.8, 135mm鏡頭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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