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害毀⽣態1】橋梁點燈像⽩天 ⿃類迷路⾶到⼒竭摔死 
2020-05-09 12:33 聯合報 / 記者蔡容喬、魏莨伊、洪敬浤 

!  
橫跨⾼屏溪的斜張橋，入夜後在燈光照射下雖美，但橋上百盞探照燈強光，卻也影響⿃類⽣
態系。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跨越淡⽔河⼜的淡江⼤橋，主橋塔⼯程上⽉動⼯，這座世界上跨距最長的不對稱單塔柱斜張
橋，完⼯後將成為新地標，入夜後的燈⽕，也將豐富淡⽔夜⾊。台灣有越來越多的⼤型橋
梁，夜景比⽩天美，多彩、強⼒的景觀燈光裝飾橋身，卻也讓⿃類⽣存⾯臨危機。 

橋梁燈光對⿃類影響 台灣研究太少 

「我最近登上橋梁，還看得到遊隼在夜間獵食的畫⾯︔以前曾爬上183公尺的橋塔，也⾒過
被獵捕、活⽣⽣的紅冠⽔雞。」⿃類專家⿈光瀛每年3、4⽉，都會到南⼆⾼斜張橋附近，觀
測保育類猛禽遊隼蹤跡。他2004年起長期觀測橋梁燈光對⿃的影響，但國內相關研究並不
多。 

這座跨越⾼屏溪的斜張橋，1999年完⼯通⾞，入夜後60條鋼纜上的投射燈，彷彿⼈造彩虹點
亮夜空，朝天空照射的強⼒燈柱，襯托出台灣⾸座複合式斜張橋的氣勢。已故的空拍攝影師
齊柏林，就曾拍到橋頂平台有⼤批⿃屍，甚至在塔柱頂端發現活⽣⽣的紅冠⽔雞。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5MzU=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1MTk=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2Mz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7%A1%E6%B0%B4%E6%B2%B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7%A1%E6%B1%9F%E5%A4%A7%E6%A9%8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9C%E5%BC%B5%E6%A9%8B


!  
在台灣被列入珍稀保育類的猛禽遊隼，入夜後守株待兔，藉由斜張橋的直射光源持續獵食其
他過境候⿃。圖／⿈光瀛提供 

強光吸引⿃類 猛禽熬夜、獵物無處躲藏 

為什麼⿃會曝屍在⾼空中︖⿈光瀛與劉⼩如、邱銘源發表的論⽂指出，來台過冬的遊隼利⽤
橋梁燈光，延長在夜間獵食的時間︔至少有42種⿃類，成為遊隼的盤中飧，其中不乏珍稀⽔
雉、彩鷸、八⾊⿃等。⿈光瀛說，橋塔上的⿃屍從⼩到⼤、涵蓋⽔⿃與陸⿃，以紅冠⽔雞、
⽩腹秧雞居多。 

研究⼈員架設全天候攝影機，曾拍到3隻遊隼把獵物帶回橋頂，八成活動時間集中在晚間7時
到11時。學者認為，強光吸引⿃類聚集，也改變遊隼⽩天覓食的習性，入夜後光線充⾜，食
物源源不絕，猛禽樂得「熬夜」⼤快朵頤。 

遊隼屬於珍稀保育⿃類，冬季才過境台灣。⿈光瀛表⽰，強光看似「造福」遊隼覓食，卻也
改變猛禽習性︔許多⿃類為避開⽩天被掠食的風險，利⽤夜⾊掩護遷徙，但其蹤影在強光下
⼀覽無遺，難逃被捕食的命運。 

⿈光瀛說，夜間光線也會⼲擾⿃類導航系統，他曾觀測到成群候⿃在橋頂反覆盤旋、繞⾏，
久久不散去，尤其天候不佳的陰天或下⾬天，⿃類更容易受影響。 



!  
研究⼈員爬上183.5公尺⾼的斜張橋頂蒐集⿃類殘骸。圖／⿈光瀛提供 

⿃類「撲⽕效應」 朝光源⾶撞上橋 

⾼雄⿃會總幹事林昆海說，⾼屏溪斜張橋的燈光亮度⾼、又屬直接照明，⿃類易產⽣「撲⽕
效應」，朝光源⾶⾏撞擊橋梁︔強光也會⼲擾夜⾏性⿃群的視覺，讓⿃類迷航、繞著光源⾶
⾏，最後體⼒耗竭⽽死。 

台北⿃會也曾發現，屬於夏候⿃的家燕每年3⽉來台時，因為路燈影響延長補食時間，結果
發⽣「過勞」現象，導致存活期縮短。部分公園的夜間照明系統太亮，也導致在低海拔常⾒、
夜⾏性的領角鴞繁殖受到⼲擾。 

外國發起關燈運動 改善⿃類撞樓意外 

逢甲⼤學建築專業學院副教授趙又嬋說，國外⼤城市如加拿⼤多倫多、美國芝加哥等地，早
期在春秋季候⿃遷徙季節，常發⽣⿃群撞擊⼤樓墜落，或者繞著⾼樓⾶⾏直到⼒竭⽽死。後
來當地發起深夜到黎明關燈運動，才改善類似現象︔美國世貿⼤樓在重建前，曾在基地內朝
天空投射兩道雷射光，也引發同樣現象。 



!  
研究⼈員爬上183.5公尺⾼的斜張橋頂蒐集⿃類殘骸。圖／⿈光瀛提供 

橋梁光害 也可能影響⿂類洄游 



淡江⼤橋橫跨⽣態豐富的淡⽔河⼜，每年10⽉到隔年4⽉有冬候⿃來台避寒，秋末、春天都
是賞⽔⿃的季節。台北市野⿃學會關渡⾃然公園保育組主任葉再富說，現在的關渡⼤橋、新
北彩虹橋等，都裝設⼤⾯積LED燈，甚至有光雕秀，都會影響⽣態，尤其淡江⼤橋跨距長，
施⼯中的噪⾳、粉塵等會⼲擾⾃然環境︔完⼯後的橋梁光害，恐影響⿂類洄游、⿃類⾶⾏，
盼避免過度美化，減少景觀燈光的使⽤。 

淡江⼤橋環評委員、台灣⼤學⽣態學與演化⽣物學研究所教授李培芬說，有些景觀燈光設計
得很炫，會⼲擾⿃類視覺，橋梁燈光要避免往橋墩照射，以免改變⿃類的覓食⾏為。國家⽣
技園區開發後，夜間燈光也曾使⿃類易撞上建築物，透過室內窗簾、外部張貼霧⾯貼紙等，
才降低⿃擊。 

【光害毀⽣態2】古坑關路燈護螢⽕蟲 公所今年怕危險駁回 
2020-05-10 13:56 聯合報 / 記者陳雅玲、洪敬浤 

!  
螢⽕蟲繁殖季節雖已到，但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雲212螢⽕蟲路段今年路燈無法關閉，沿途
路燈光線明亮，根本看不到螢⽕蟲。 記者陳雅玲／攝影 

春天是螢⽕蟲繁殖季，點點螢光傳遞著求偶的訊息，但山區夜間越來越亮，影響螢⽕蟲終身
⼤事。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是螢⽕蟲秘境，當地發起保育⾏動，連續3年在繁殖期像古坑鄉
公所申請關路燈，今年卻以安全疑慮遭駁回，引發地⽅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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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燈太亮 影響螢⽕蟲終身⼤事 

農委會特有⽣物研究保育中⼼助理研究員林德恩表⽰，會發光的螢⽕蟲多屬於雄性，繁殖期
只有短短數天，若路燈或周遭光線太強，雌螢⽕蟲很難看⾒雄蟲的信號，無法順利交尾繁殖，
將衝擊族群數量。近來保育觀念普及，新⽵芎林、基隆暖暖與台北多處公園，都會在螢⽕蟲
季關閉路燈或調整亮度，以降低光害。 

桂林村是雲林螢⽕蟲秘境，212縣道附近有乾淨⽔源，每年4、5⽉道路兩側螢光閃閃，彷彿
置身螢光海。村民劉雯瑜說，早年該路段沒路燈，每到螢⽕蟲繁殖季，村民會⾃發性關閉⾞
燈，還會組志⼯隊，勸導慕名⽽來的民眾關⾞燈，以免⼲擾⽣態。 

棲地擴⼤ 今年要關15盞路燈遭拒 

桂林村長⿈煌儀說，該路段陸續增設路燈後，對螢⽕蟲造成衝擊。當地村長⿈煌儀與村民討
論後，3年前起在螢⽕蟲繁殖的4、5⽉間，向鄉公所申請關閉路燈，今年再次提出申請，因
為螢⽕蟲棲地擴⼤，關閉的路燈總數增加到15盞，遭到鄉長拒絕。 

!  
螢⽕蟲繁殖季節雖已到，但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螢⽕蟲路段今年路燈無法關閉，村長⿈煌儀
希望鄉公所能同意暫關路燈保育。 記者陳雅玲／攝影 



記者到螢⽕蟲密集出沒的路段觀察，現場有告⽰牌「螢⽕蟲繁殖季暫關閉路燈，請注意安
全」，但該路段的路燈全打開，沒有關閉任何⼀盞。記者從晚間6點到8點，只看到2、3隻螢
⽕蟲出沒，但附近沒有燈光的⼩徑，則有成群⾶舞。當地村民說，路燈太亮了，螢⽕蟲都看
不⾒。 

鄉長：出意外誰負責 要桂林村寫切結書 

「發⽣意外誰負責︖」古坑鄉長沈勝騰說，桂林村今年申請關閉15盞路燈，擔⼼影響交通安
全，若有外地民眾路況不熟肇事傷亡要找誰賠︖他要求桂林村寫切結書，願意負責才同意關
燈，不然就請桂林村提出其他改善⽅案。 

「只要找到合適的⽅法，⽣態保育與交通安全不會有衝突」，環球科技⼤學環境資源管理研
究所長陳泰安說，根據螢⽕蟲的習性，可在晚間6點半到9點間，透過定時開關來關閉路燈，
也可透過燈罩遮光或改變照射角度。 

!  
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雲212路段在螢⽕蟲季節關閉路燈時，道路兩旁可⾒⼤量螢⽕蟲⾶舞。 
圖／鄒定宇（西西）提供 



農委會特⽣中⼼計畫助理施禮正說，昆蟲的趨光性是很複雜的⾏為，昆蟲會從遠處朝光線⾶
去，但太靠近光源會有視覺誤差，出現短暫迷航的現象︔根據國外研究，道路光害會阻斷昆
蟲⾶⾏的路徑，也會影響在夜間產卵的昆蟲，因為夜間太亮影響繁殖。 

LED波長不同 對螢⽕蟲影響⼩ 

施禮正說，山區減少路燈或光害，可降低對⽣態的衝擊，針對螢⽕蟲⽽⾔，越來越多路燈改
為LED燈，因為螢⽕蟲接收不到LED光的波長，影響相對較少︔昆蟲的趨光性主要受到紫外
光誘發，路燈的LED燈多半屬於⽩光、⿈光，昆蟲的視覺不會感受到。 

【光害毀⽣態3】綠島陸蟹慘遭路殺 霸氣鄉長要關路燈 
2020-05-11 12:33 聯合報 / 記者陳雅玲、蔡容喬 

!  
每年夏季綠島上都有許多陸蟹媽媽在黎明破曉前或是⿈昏後，抱著卵從棲地橫跨⾺路到海潮
中釋幼。圖／翻攝⾃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造成動物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光害」也是殺⼿之⼀。在⽣態資源豐富的綠島上，每年夏季
都有許多陸蟹媽媽在黎明破曉前或⿈昏後，抱著卵從棲地橫跨⾺路到海潮中釋幼，路燈光線
讓陸蟹時序錯亂、徘徊路上，慘遭⾏經⾞輛輾碎，2014年7⽉21⽇⼀張2247隻陸蟹在綠島環
島公路橫屍遍野的照⽚曝光，令⼈⼼碎，⼀場護蟹救援⾏動就此展開。 

路燈讓陸蟹誤認天亮 迷途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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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蟹在清晨天還沒亮前要到海邊釋幼，路燈會讓牠誤會天快要亮了，感到迷惘，停留在路
邊的時間拉長」，提及綠島居民林登榮拍下的那張陸蟹慘死照，特有⽣物研究保育中⼼助理
研究員、路殺社長林德恩至今仍覺得遺憾。 

林德恩⼜中的陸蟹就是體型嬌⼩的「奧氏後相⼿蟹」，在墾丁、綠島相當常⾒，每年農曆7
至9⽉的23至29⽇期間是繁殖季，在清晨天未亮前及⿈昏⽇落後的幾⼩時內會有⼤量聚集降
海釋幼⾏為。 

!  
陸蟹「路殺」照⽚曝光後，特⽣中⼼、路殺社跟當地的保育團體、義守⼤學合作，展開護蟹
⾏動，從台灣本島廣邀民眾，幫助陸蟹過⾺路。圖／林德恩提供 

志⼯⼿動護蟹 裝⽔桶直送海邊 

陸蟹「路殺」照⽚曝光後，特⽣中⼼、路殺社跟當地的保育團體、義守⼤學合作，展開護蟹
⾏動，從台灣本島廣邀民眾，幫助陸蟹過⾺路。林德恩說，「志⼯只要看到陸蟹，就以⼈⼯
⽅式裝進⽔桶，送到海邊」，協助陸蟹跨越⾺路釋幼或返回棲地防風林。 



!  
2014年7⽉21⽇綠島居民林登榮紀錄2247隻陸蟹在綠島環島公路橫屍遍野的照⽚曝光，令⼈
⼼碎。圖／翻攝⾃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路殺陸蟹變少 體型也逐漸變⼤ 

「剛開始護蟹的時候，發現陸蟹都很⼩隻，因為都活不久就被路殺」，護蟹⾏動展開後，陸
蟹被路殺的數量⼤幅減少，從⼆千多隻逐年下降，平均體型也逐漸變⼤。 

林德恩說，陸蟹產卵時間不長，曾建議當地政府設置路燈定時開關裝置，犧牲⼀兩⼩時的照
明，卻被以陸蟹繁殖季是主要的觀光季節，不適合把路燈關掉⽽拒絕︔⼈⼒不⾜，加上保育
建議不被採納，護蟹團隊前年黯然撤離，近兩年由當地居民⾃發性接⼿護蟹活動。 

義守⼤學教授趙仁⽅表⽰，2014年投入綠島護蟹⾏動開始，路殺數量⼤幅下滑，母陸蟹有較
⾜夠的成長時間，抱卵母陸蟹的平均背甲寬從2015年的16.673（毫⽶）到2017年的17.093
（毫⽶），已逐漸變寬，幼⼩的母陸蟹不再被迫早熟產卵。 



!  
每年夏季綠島上都有許多陸蟹媽媽在黎明破曉前或是⿈昏後，抱著卵從棲地橫跨⾺路到海潮
中釋幼。圖／翻攝⾃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鄉長謝賢裕挺保育 擬暫關路燈、封路  

針對奧氏後相⼿蟹媽媽產卵時遭遇的路燈光害問題，2018年上任的綠島鄉長謝賢裕⽇前受訪
時表⽰，願盡⼒⽀持陸蟹保育。 

謝賢裕說，「路燈是⼩問題」，他上任前，鄉公所曾蓋了四條護蟹廊道，但成效不彰，並未
使⽤，現在由在地年輕⼈組成志⼯團隊，以⼈⼯⽅式護蟹︔他認為該時段不只要暫時關路燈，
未來應該朝路段封閉的⽅式進⾏，「綠島公路是環島狀，繞⼀下路不會花太多時間」。 

謝賢裕表⽰，要徹底解決陸蟹遭路殺的問題，要將現有公路路段重新架⾼10到20公分以「引
流⼈⾞」，下⽅原路⾯剷除，成為「⽣態廊道」，才能真的讓陸蟹媽媽暢⾏無阻抵達海邊︔
他將持續爭取道路修建經費，為綠島⽣態盡⼀分⼼⼒。 



!  



【光害毀⽣態4】台北動物園⿃園 入夜「全⿊」還⿃類淨⼟ 
2020-05-16 10:29 聯合報 / 記者魏莨伊 

!  
台北市⽴動物園裡占地4公頃的⿃園區完全沒有⼈造光源，入夜後彷彿野外世界，成為⼤台
北都會區中難得沒有光害的「⿊夜」淨⼟。圖／台北市⽴動物園提供 

⿃類是環境中的指標⽣物，對環境變化敏感度⾼，當⼈⼯光源增加，對⿃類從作息到繁殖都
有衝擊。位於北市⽊柵的台北市⽴動物園，占地4公頃的⿃園區完全沒有⼈造光源，入夜後
彷彿野外世界，成為⼤台北都會區中難得沒有光害的「⿊夜」淨⼟。 

⿃園區無⼈造光源 避免影響⽣態 

台北動物園⿃園區⾯積廣⼤，展⽰場區分為鸚鵡房、鶴、雉類與珍禽區、⼤⿃籠、⽔⿃池與
瀕臨絕種的熊鷹、綠簑鴿等世界⿃類。台北市⽴動物園全區夜間不對外開放，部分區域設有
路燈，但⿃園區完全沒有，入夜後沒有⼈造光源，避免影響⿃類⽣態。 

⿃園區長謝欣怡說，光源對⿃類的影響有族群之分，⽇⾏性⿃類如台灣藍雀、紅嘴⿊鵯等，
夜間需要休息，過多⼈造光源造成⼲擾，甚至影響繁殖，如果棲息地附近有路燈，會影響作
息，也會⼲擾挑選築巢的位置，進⽽影響繁衍下⼀代︔夜⾏性⿃類如貓頭鷹，晚上要捕捉獵
物，得隱身暗處發起攻擊，環境光線太亮會暴露身分︔在築巢育雛期間，⿃巢要躲避光源，
避免巢穴位置曝光，影響幼⿃安全。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1MT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C%97%E5%B8%8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B%95%E7%89%A9%E5%9C%9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2%93%E9%A0%AD%E9%B7%B9


!  
台北市⽴動物園裡占地4公頃的⿃園區完全沒有⼈造光源，入夜後彷彿野外世界，成為⼤台
北都會區中難得沒有光害的「⿊夜」淨⼟。圖／台北市⽴動物園提供 

有些⿃類不怕光線⼲擾 會在都市築巢 

謝欣怡說，有些⿃類對光線⼲擾較不敏感，甚至就活在⼈煙稠密的都會區，例如麻雀、家燕、
朱槿斑鳩、紅鳩等常棲息在校園、公園等處︔綠繡眼甚至會在住家陽台築巢，都會區的廣場
也常⾒鴿⼦群聚，這些都是對光源不敏感的⿃種。 

若不⾒⿃類蹤跡 代表環境出⼤問題  

台北市野⿃學會關渡⾃然公園保育組主任葉再富說，都會區⼈造光源多，光害不只影響個別
物種，當光源越多，⽣物分布範圍變得狹窄、破碎，使得整體棲地破碎化，不只衝擊單⼀物
種，影響層⾯是整體的︔⿃類是環境的重要指標，可從⿃類數量觀察環境變化，若四處不⾒
⿃蹤，代表環境出了⼤問題。 

謝欣怡說，台北都市化程度⾼，⽣態光害並非來⾃單⼀建築物，都會區入夜後，應有⾜夠的
安靜、減少光害的綠地，例如在公園照明採低照路的燈光，或者加裝燈罩、減少光線擴散等，
在安全與⽣態之間取得平衡，打造為⿃類在夜間的緩衝區，減少光害影響。 

【光害毀⽣態5】動植物⽤⽣命說太亮…⽣態光害⽴法兩難 
2020-05-18 18:47 聯合報 / 記者洪敬浤、張曼蘋、蔡容喬、魏莨伊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2MzY=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3NTk=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5MzU=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1MTk=


!  
光害是都市問題之⼀，對⿃類、⾃然環境都有影響。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光害無所不在，⼤型橋梁、道路透過改善燈具，可創造對⾃然友善的燈光設計。剛落樁的淡
江⼤橋、已完⼯通⾞的蘇花改，都把減少光害納入⼯程設計。但從中央到地⽅都還看不到正
視⽣態光害的法令規範或評估機制，環境團體感慨保護⽣態的⼒量仍太薄弱。 

淡江⼤橋完⼯後，將成為全世界最長的跨河⼤橋之⼀。公路總局西濱北區⼯程處段長洪熒璞
表⽰，淡江⼤橋規畫時就考慮到⽣態光害問題，道路照明燈具加裝半遮式燈罩、下⽅斜式燈
罩，減少燈光發散，讓照明集中在道路上。 

淡江⼤橋、蘇花改 納入減光害設計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7%A1%E6%B1%9F%E5%A4%A7%E6%A9%8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98%87%E8%8A%B1%E6%94%B9


!  
淡江⼤橋規畫時就考慮到⽣態光害問題，道路照明燈具加裝半遮式燈罩、下⽅斜式燈罩，讓
照明集中在道路上。圖／公路總局提供 

洪熒璞說，淡江⼤橋的塔柱⾼達200公尺，除了民航法規要求的每50公尺設置⾶航警⽰燈，
塔柱本身沒有規畫照明設施，只有從⽔平⾯上⽅25公尺的鋼梁投射燈光，採取間接照明，⽽
且燈光瓦數低，以降低光害衝擊。 

淡江⼤橋鄰近北堤濕地與挖仔尾溼地，有豐富的⿃類資源︔公路總局提出濕地與⿃類保護對
策，八⾥匝道至淡江⼤橋橋台間路段，因西側砂嘴為燕鷗棲地、東側為挖⼦尾⾃然保留區，
於兩側設置隔⾳牆，降低⾏⾞噪⾳的⼲擾。 

洪熒璞補充，北堤濕地為東⽅環頸鴴的棲息地，主要繁殖季節為3⽉至6⽉，從淡江⼤橋⾃
105年開⼯迄今，未對⽔⿃繁殖⽣態有明顯影響，為避免完⼯後橋梁光線逸散出去，採⽤半
罩式燈具、減少燈具設置。 

蘇花改全長38.8公⾥，穿過台灣東海岸，為避免夜間燈光⼲擾周邊⾃然⽣態，公路總局蘇花
改⼯程處表⽰，⼀般路段以不設路燈為原則，只在隧道⼜、地磅站與道路節點設置，採⽤⾼
壓氣鈉燈，並增設遮光罩，經評估不影響⾏⾞安全，卻能減少對⽣態的影響。 

周圍住家⼯廠照明 比蘇花改路燈還亮 



!  
蘇花改的路燈加裝收斂式燈罩，可限縮光線發散，降低光害。 圖／警⽅提供 

蘇改處委託學者進⾏監控，農委會特有⽣物保育中⼼助理研究員羅英元說，蘇花改通⾞約1
年，⽬前仍需持續監測，但蘇花改減少路燈數量，僅在隧道⼜等必要處設置照明燈，⾼壓氣
鈉燈的波長對昆蟲不具吸引⼒，可降低對昆蟲的危害。 

他強調蘇花改的路燈加裝收斂式燈罩，可限縮光線發散，光線集中在道路上，降低光害︔事
實上蘇花改周邊的住家、⼯廠或⼀般道路路燈，都比蘇花改路燈還要亮，影響反⽽比較⼤。 

地⽅公園、橋梁改善燈具 減少炫光汙染 



!  
新北市汐⽌區湖蓮橋（⽔蓮僑）就在⾦龍湖旁邊，可以看到橫跨⾦龍湖的雪⽩橋身，搭配夜
間閃爍七彩的光雕。圖／新北養⼯處提供 

占地88公頃的台中都會公園，位於台中⼤肚山台地，周邊環境⾃然，除提供都會緩衝綠帶，
也成為野⽣動物棲地︔不過台中都會公園剛落成時，燈具未考慮到光害，路燈向上漫射，也
造成眩光汙染。 

逢甲⼤學建築專業學院副教授趙又嬋說，園⽅將原本的250瓦漫射型⽔銀燈具，改成70瓦或
150瓦的⾼壓鈉燈，晚間9點後熄燈，燈具改善後不僅節省電費，也降低光害，對然環境的⼲
擾也減少。 

新北市光雕橋梁共有43座，汐⽌湖蓮橋位於⾦龍湖旁，夜間閃爍著七彩光雕︔三角湧⼤橋結
構特別，透過燈光投射凸顯出拱圈、纜索等橋底結構，還搭配節慶推出主題光雕秀，成為三
峽夜間新地標。 

新北市養⼯處表⽰，⽬前橋梁燈光都以投射燈為主，由下往上朝橋底投射，在橋梁外側、⾞
道側設遮光罩，現場雖未請⽣態專家評估，相信對⽣態或交通影響較⼩︔LED燈具光源不易
發散，加上裝有遮光罩，可避免光線反射到⽔⾯產⽣眩光。 



基隆市野⿃協會常務理事沈錦豐說，都市光源對⿃類、⾃然環境都有影響，蔚為風⾏的橋梁
光雕燈光，則會衝擊⽔域⿃類⽣態︔這類景觀燈光普遍存在，最好能避開⽣態敏感區如華江
雁鴨公園等，結合友善⽣態的設計，就能兼顧景觀與⽣態。 

難提數據佐證⽣態衝擊 光害⽴法⽜步 

!  
都會區不少電⼦廣告看板強光閃爍形成光害，讓附近住⼾夜不成眠，必須加厚、加密窗簾遮
光。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雄⿃會總幹事林昆海表⽰，公共設施或都市燈光造成的⽣態光害問題，NGO團體缺乏資
源投入研究，難以提出數據佐證其對⽣態造成的衝擊，造成國內光害⽴法⽜步化。 

林昆海說，國內公共⼯程雖有⽣態檢核機制，要求施⼯單位須在⼯程設計及施⼯過程中，降
低或迴避⽣態衝擊，但對於燈具種類、照明⽅式及時間等並無強制規範，靠的是主管單位的
道德認知和環保意識，難以解決⽣態光害問題。 

林昆海舉例，美國農業部林務局研究發現，每年有數億隻⿃類因撞擊⼤樓玻璃帷幕⽽死亡，
研究結果促使新建⼤樓採⽤特定玻璃材質，以降低⿃類撞擊率，國內卻少有類似研究，光害
法令也遲未制定，例如台北市光害⾃治條例草案就擱置多年。 



林昆海認為，政府在重⼤⼯程案的環評階段、都市計畫審議過程中，就應納入光害評估，並
邀請⽣態團體評估對⽣態的衝擊。政府至少應從非都會區開始限制照明⽅式及時間，⾼速公
路⾏經農業區，路燈設計就不能影響兩旁農作物。至於都會區⼈為光害嚴重，連公園照明系
統都亮得跟⽩天⼀樣，影響⼈類視⼒和作息，也阻礙了夜間棲息在都市中的昆蟲及⿃類繁衍。

學者對⽴法悲觀 環局：難訂光害標準 

!  
新北市三峽區三角湧⼤橋利⽤燈具投射，搭配光雕，成為三峽夜間地標，但是否造成⽣態光
害︖仍待研究。圖／新北養⼯處提供 

「⽣態光害議題很值得重視，但要官⽅⽴法，我很悲觀。」台⼤⽣態學與演化⽣物學研究所
教授李培芬說，在各種官⽅會議場合感受到的⽴法驅動⼒非常薄弱，希望做⼯程的業主要重
視光源的品質，盡量以低藍光的光源，並依據環境條件改變光源的位置、角度、光量，甚至
減少光源。 

他舉例，例如在綠蠵龜的繁殖海岸降低光源，讓幼龜孵化後，順利進入海域︔又如在橋梁上，
減少或改變光源角度，避免不必要的⼲擾︔或都市⾼樓也可以在夜間減少光的溢出，多⼀點
⽤⼼，就會多⼀點環境收益。 

都市光害⽬前無法可管，台北市政府從郝龍斌到柯⽂哲，曾⼆度送出「台北市光害防治管理
⾃治條例草案」、「台北市光害管制⾃治條例草案」到台北市議會，但兩次都被擱置未審。 

環保局副局長盧世昌表⽰，法案連推兩屆，議會都沒共識，決定暫時就不再提了。⽬前⽴法
的難題是光害標準，標準太⾼易引發業者反彈，太低對民眾也沒保障，若接到民眾陳情，只
能勸導。例如台北資訊園區（三創）的七彩廣告看板曾遭投訴光害影響⽤路⼈安全，當時市
府協調業者在夜間改為靜態看板，避免燈光閃爍，夜間10點過後，亮度也從1000燭光降至最
低的101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