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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空·天文學
%H\RQG�WKH�6WDUV

夜幕低垂， 繁星點點。這片瑰麗又神秘的大自然

景象造就了一門充滿藝術氣息、古老卻又先進的

學問 – 天文學。 
 

自遠古農民觀天象以制定各項日常活動，發展出

時間曆法，再衍生出各項科學，至近年香港強化天

文教育、邵逸夫爵士設立天文學奬、中國在太空探

索的成就， 都代表著天文學數千年來的無窮活力

及漸見大眾化，這門源遠流長的學問將日益普及。 
 

不少天文愛好者會以消閒心態享受星空， 或以求

學心態參與天文活動， 鍛鍊個人觀察與報告能力

及擴闊視野。透過普及天文學我們更希望帶動環

保意識及提昇對大自然的嚮往、推動多元智能教

育，完善個人心智。 

 
(YHU�VLQFH�WKH�ROG�GD\V�SHRSOH�XQGHUVWDQG�KRZ�QDWXUH�DQG�ZH�DUH�LQVHSDUDEOH��3HDVDQWV�UH�
OLHG�RQ�WKH�VN\�WR�VHW�WKHLU�GDLO\�URXWLQHV��ZKLFK�VORZO\�GHYHORSHG�LQWR�FDOHQGDU��)URP�WKLV�
FDPH�DOO�VRUWV�RI�NQRZOHGJH��DQG�DPRQJ�WKHP�WKH�ROGHVW�DQG�WKH�PRVW�P\VWHULRXV�RI�DOO��DV�
WURQRP\�� 
 

7KRXJK�DQFLHQW�� WKHUH�KDV�EHHQ�D�VLJQLIL�
FDQW� JURZWK� LQ� WKH� LQWHUHVW� LQ� DVWURQRP\�
LQ�UHFHQW�\HDUV��7KH�UHFRJQLWLRQ�RI�FRQWUL�
EXWLRQV� LQ� WKH� ILHOG� RI� DVWURQRP\� E\� WKH�
6KDZ� 3UL]H� DQG� &KLQD¶V� DFKLHYHPHQW� LQ�
VSDFH� DGYDQFHPHQW� PDQLIHVW� WKH� LP�
SRUWDQFH� RI� WKLV� NQRZOHGJH� DQG� KHOSV� WR�
EULQJ� WKH� VWXG\� RI� WKH� RXWHU� VSDFH� FORVHU�
WR�WKH�FRPPXQLW\�� 
 

$OO� LQ� DOO�� WKH� VWXG\� RI� DVWURQRP\� FDQ�
HTXLS� XV� ZLWK� YDULRXV� VNLOOV� QHHGHG� LQ�
OHDUQLQJ��DQG�EULQJV�XV�WR�EHWWHU�DSSUHFLD�
WLRQ�RI�DUW� DQG�QDWXUH�� ,W� LV�ZLWK� WKLV� WKDW�
ZH�FDQ�EH�D�UHVSRQVLEOH�JOREDO�FLWL]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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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我們
$ERXW 8V

� 

探宇宙奧秘；悟人生哲理 

$SSUHFLDWLQJ�7KH�8QLYHUVH, 8QGHUVWDQGLQJ�/LIH 

(VWDEOLVKHG�VLQFH�������*DOD[\�6FLHQWLILF�*URXS�KDV�EHHQ�DFWLYHO\�VHUYLQJ�WKH�JRYHUQPHQW��
LQVWLWXWHV�DQG�LQGLYLGXDOV�LQ�SURYLGLQJ�DVWURQRP\�SURJUDPV�DQG�VXSSRUW��WHFKQLFDO�FRQVXOWD�
WLRQ� DQG� LQIUDVWUXFWXUH� EXLOGLQJ� VHUYLFHV��:LWK� SUHPLXP� H[SHUWLVH� DQG� HTXLSPHQW� VXFK� DV�
/DNH�(JUHW�2EVHUYDWRU\��6WDU�$FDGHP\�DQG�WKH�ILUVW�67$5/$%�SODQHWDULXP�RI�+.��ZH�DV�
SLUH�WR�LJQLWH�JHQHUDO�SXEOLF¶V�DSSUHFLDWLRQ�WRZDUGV�WKH�XQNQRZQ�ZRUOG��DQG�LQ�WXUQ�WR�XQGHU�
VWDQG�OLIH�DV�D�ZKROH�� 

星河科研社成立於 1995 年，是香港主要民間天文機構之一， 為學界、社區及個人提供活

動、器材及技術支援等服務。星河科研社設有全港首個私立圓頂天文台，並引入首個

STARLAB 立體星象館， 每年接待逾萬人參與各項星空體驗活動、嘉年華、工作坊及證書

課程等。 

 

 

 

星河科研社西貢青協營天文台 

Star Academy Observatory 

立體星象館 

STARLAB Planetarium 

白鷺湖天文台 

Lake Egret Observatory  

過去十多年星河科研社曾參與開發不同課程

及擔任顧問，並培訓百多間中小學師生推行

天文教育工作，又為香港及亞洲區內多個政

府、學校、私人機構等提供科學建設、 技術

及策略支援服務，包括天文館、天文台及教學

設施等。 

 

星河科研社為多個國際天文品牌的地區總代

理，零售、批發及進出口各類天文望遠鏡、天

文台、星象館器材等，客戶遍及亞太區。 



 

 關於我們 
$ERXW 8V

� 

西藏天文觀測站：過去數年星河科研社加快向外發展的步伐，承辦了北京、西藏、新

疆、青海、雲南、台灣、馬來西亞、星加坡、印尼等不同國家地區的技術項目。 
  

為進一步推動天文科普工作，促進香港及內地

青少年交流，星河科研社於 2009 年開始參與西

藏天文建設工作，經歷兩年籌備，於 2011 年夏

獲准於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羊八井基地，自

資建立高原上首個民間天文觀測站。 
 

設施可以透過遙距控制及網絡分享，為香港西

藏兩地青少年提供多一個天文研究習途徑，亦

可配合當地文化、地理特色，接待不同考察團。 

星河科研社於西藏羊八井 4300 米海拔，中國科學院基地內建立的自動化天文台，為全球最

高海拔的私人天文台之一 。當地晴天率高，大氣稀薄乾燥無污染，為亞洲區內最佳科研級天

文觀測點之一。天文台址背靠 7100 海拔念青唐古拉山，位於西藏首府拉薩及聖湖納木錯之

間，鄰近地熱發電站，為極具魅力的短程科普文化地理旅遊路線。 

2XU�IXOO\� URERWLF�REVHUYDWRU\� LQ�7LEHW�KRXVHV�D��.�P�DSHUWXUH� WHOHVFRSH��$W�
����P�DOWLWXGH��LW�LV�RQH�RI�WKH�KLJKHVW�SULYDWH�DVWURQRPLFDO�REVHUYDWRULHV�LQ�
WKH�ZRUOG�� 

 

2013 年冬升級至 50 公分口徑望遠鏡 
,Q������ZLQWHU��RXU�REVHUYDWRU\�KDV�XSJUDGHG�WR�

���P�DSHUWXUH�WHOHVFRSH 



 

 

星河科研社致力為中小學、幼稚園、社區組織等提供全面教育、活動、技術支援，裝

備學校、師生及社會服務界迎接香港教育新時代。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星河科研社自 2001 年起連續

十多年參與多項政府及學界 QEF 撥款天文計劃， 

服務對象包括中小學、幼稚園及社區。 
 

校本課程及活動班：設計校本課程、天文活動班

等，提供具彈性活動支援及教育計劃，以完備資源

及豐富經驗支援教學。 
 

開放日及嘉年華：豐富經驗為學校或機構籌辦數

百至數千人不等的中大型天文主題活動日，向大眾

傳達各項理念。 

教育服務 

由星河科研社設計， 與可銘學校師生協作，投入超過一年半時間繪製而成的香港首條日行跡。位於操場當眼

處，除紀錄太陽一年在天空上走過的軌跡，亦標註廿四節氣位置。利用此日行跡讓學生認識中國民間智慧，生

活中的天文學，也設計了校本課程，成為常識科課題之一。 

7KH�ILUVW�DQDOHPPD�GUDZQ�LQ�+RQJ�.RQJ��RQH�H[DPSOH�RI�RXU�HGXFDWLRQDO�WRROV�FXVWRP�GH�
VLJQHG�	�EXLOW�IRU�VFKRROV�� 

� 

(GXFDWLRQ�6HUYLFHV 

 

為澳門浸信中學開辦高中兩年制天文選修

科，接受文理科學生修讀。 

Astronomy curriculum designed for Macau Bap-

tist College. 



 

 

 
 

 

 

 

 

 

教育服務 

� 

(GXFDWLRQ�6HUYLFHV 

中小學及幼稚園到校天文課程、體驗活動、郊外觀星實習 

Astronomy courses and programs for kindergarte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港島民生院書天文學會星象館到校體驗活動 

STARLAB program for Munsang College (Hong Kong Island) 



 

 教育服務 
(GXFDWLRQ�6HUYLFHV 

 
 

 

 

 

 

 

� 

立體星象館到校服務 
67$5/$%�SURJUDP�IRU�VFKRROV 

天文服務生培訓 

$VWURQRP\�DPEDVVDGRU WUDLQLQJV 

到校天文活動班 

$VWURQRP\�FRXUVHV�IRU�VFKRROV 

小學常識科支援 
3ULPDU\�VFKRRO�*HQHUDO�6WXGLHV�VXSSRUWV 

兒童科學營 
6FLHQFH�FDPS�IRU�NLGV 

)DFLQJ�WKH�ULVH�LQ�LPSRUWDQFH�RI�OLEHUDO�VWXGLHV��
*DOD[\� 6FLHQWLILF� *URXS� KDV� EHHQ� VXSSRUWLQJ�
HGXFDWLRQ� LQVWLWXWHV� ZLWK� DFWLYLWLHV� DQG� SUR�
JUDPV�LQ�UHODWLRQ�WR�WKH�VWXG\�RI�DVWURQRP\��:H�
KDYH�ZRUNHG�KDQG�LQ�KDQG�ZLWK�VFKRROV�RQ�4()�
IXQGHG�SURMHFWV�� WKHPHG�JDODV�DQG�RXWLQJ�� ORQJ�
WHUP� DQG� VKRUW� WHUP� DVWURQRPLFDO� FRXUVHV� DQG�
WHFKQLFDO�VXSSRUW�LQ�V\OODEXV�ZULWLQJ�� 
$FWLYLWLHV�FDQ�EH�KHOG�DW�VFKRROV��*DOD[\�6FLHQ�
WLILF� *URXS� 2EVHUYDWRU\� DQG� RWKHU� GHVLJQDWHG�
VSRWV��:LWK�ORQJ-VWDQGLQJ�H[SHULHQFH�DQG�PDQ�
SRZHU��ZH�DUH�DEOH� WR�DVVLVW�SDUWQHULQJ�VFKRROV�
LQ�HQULFKLQJ�WKH�H[LVWLQJ�FXUULFXOXP�DQG�EH�SUH�
SDUHG�IRU�WKH�ZDYH�RI�HGXFDWLRQ�UHIRUPV� 

 



 

 

 
 

 

 

 

 

 

教育服務 
(GXFDWLRQ�6HUYLFHV 

� 

天文望遠鏡製作課程：現今青少年成長於物質

豐富的年代，但往往缺乏參與建立的過程。 
 

從兩片玻璃開始，數十小時的磨製、拋光、檢測、

修正，到最後組裝成一台可工作的天文望遠鏡，

學到光學及技術上的知識，也學懂付出與收穫，

以及惜珍身邊的事物。 

 

多年來，星河科研社不時會與夥伴學校及團體推

行有關活動，對象由家庭、高小至高中學生不等。 

 

 

 

港島民生書院學生自製鏡拍攝的奧米加星團 
2PHJD�FOXVWHU�LPDJHG�WKURXJK�D�WHOHVFRSH�PDGH�E\�VWXGHQW 

磨製 ��� 口徑反射鏡 
/DSSLQJ�RI�D����PP�DSHUWXUH�PLUURU 刀口儀下的拋物面型態 

3DUDEROLF�VXUIDFH�XQGHU�NQLIH�HGJH�WHVWHU 

 

澳門政府資助蔡高中學推行磨製望遠鏡課程 
7HOHVFRSH�PDNLQJ�FODVV�LQ�0DFDX 

港島民生書院學生自製望遠鏡拍攝的月面大特寫 
/XQDU�FORVHXS�LPDJHG�WKURXJK�VHOI-PDGH�WHOHVFRSH�E\�

VWXGHQWV�RI�0XQVDQJ�&ROOHJH��+RQJ�.RQJ�LVODQG� 

7HOHVFRSH�PDNLQJ�FODVVHV�IRU�VHFRQGDU\�	�SULPDU\�VFKRRO�VWXGHQWV�� 



 

 主題活動 
7KHPH�3URJUDPV 

 

� 

為普及天文學，我們會為不同團體及界別人士設計

和舉辦各項天文主題活動： 
 

星計劃：為中小學幼稚園學生而設的天文工作坊，

配合各主題式體驗活動，共同探索宇宙奧秘，實踐

教統局通識教育目標。活動亦接待外地訪港團體。 
 

觀星營：以星空作為成年人緊張生活的調劑品，或

親子的共同體驗主題，可半天或過夜活動，在無際

的夜幕下感受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培訓課程：以完善天文設施提供證書課程、童軍専

章培訓、技術課程如磨製天文望遠鏡班等。 
 

到會活動：為學校、屋苑、機構、個人等籌辦開放

日、體驗活動、工作坊、主題生日會、嘉年華等。 
 

多元化服務：可配合機構需要舉辦與別不同的活

動，例如融合星空主題及生態大自然的極受歡迎

活動。 

 

6LPSO\�JRLQJ�WR�WKH�QDWXUH�DQG�JD]LQJ�XS�LV�QRW�HQRXJK�WR�XQGHUVWDQG�DVWURQRP\��0RVW�RI�
WKH�WLPH�ZH�QHHG�VSHFLDO�HTXLSPHQW�DQG�H[SHULHQFH�WR�RUJDQL]H�D�SHUIHFW�RXWLQJ��,Q�VLJKW�RI�
WKLV��ZH�RIIHU�VSHFLDO�SDFNDJHV�WDLORU�PDGH�IRU�GLIIHUHQW�SDUWLFLSDWLQJ�JURXSV�WKDW�EHVW�PHHW�
WKHLU�H[SHFWDWLRQ��2XU�SURJUDPV�UDQJH�IURP�ZRUNVKRS�WR�SDUW\��RYHUQLJKW�FDPS�WR�H[FXUVLRQ��
DQG�ZH�VHUYH�D�GLYHUVH�DJH�JURXS�IURP�FKLOGUHQ�WR�DGXOWV� 

 

白鷺湖天文台親子活動 
)DPLO\�HYHQW�DW�/DNH�(JUHW�2EVHUYDWRU\ 

童軍白鷺湖觀星營 
/DNH�(JUHW�VWDUJD]LQJ�FDPS�IRU�6FRXW 

與明報集團合辦青少年天文證書課程 
$VWURQRP\�FHUWLILFDWH�FRXUVH�ZLWK�0LQJ3DR 

幼稚園星空體驗嘉年華 
.LQGHUJDUWHQ�6SDFH�WKHPHG�FDUQLYDO 



 

 主題活動 
7KHPH�3URJUDPV 

數碼立體星象館參與西九中國航天展及太空探秘 
67$5/$%�SUHVHQWHG�LQ�$HURVSDFH�H[SR�LQ�:HVW�
.RZORRQ 

� 

 

0DVV�JDOD��FDUQLYDO�	�ZRUNVKRSV�� 

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科學中心數碼立體星象館培訓 
67$5/$%�WUDLQLQJ�WR�3HWURQDV�6FLHQFH�&HQWUH��0DOD\VLD 

寶礦力夢想結集啟動禮 
67$5/$%�VKRZ�IRU�3RFDUL�6ZHDW 

連續三年提供恒生銀行嘉年華星空主題活動 
6XSSRUWLQJ�+DQJ�6HQJ�%DQN�FDUQLYDO 

時代廣場「周麗淇帶你漫遊星空」數碼立體星

象館啟用禮 
67$5/$%�VKRZ�DW�7LPH�6TXDUH 

數碼立體星象館台灣巡迴教師工作坊 
67$5/$%�WHDFKHU�ZRUNVKRS�LQ�7DLZDQ 

工作坊及公眾活動：多年來星河科研社推行不同工作坊

及大小型公開活動，足跡遍及多個地區及國家。 



 

 主題活動 
7KHPH�3URJUDPV 

� 

星蹤行 (西藏之旅)：行萬里路，可以增廣見聞，更可以一睹已遠離香港城市人生活，

難得一見的極致星空美境。西藏可謂東亞地區最後一片天文淨土，為不少天文人朝聖

之地。 
 

星河科研社於西藏中科院國家天文台

基地建立的天文觀測站，除可從香港

遠程控制進行天文觀測及支援教育工

作外，自 2011 年以來已在站上接待不

少各地訪客。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西藏羊八井站， 

現時設有多台 50 及 40 公分口徑望遠鏡。 
2EVHUYDWLRQ�VLWH�DW�<DQJEDMLQJ��7LEHW� 

 

西藏納木錯今人神往 
0HVPHUL]LQJ�YLHZ�DW�1DPWVR��7LEHW 

2012 年金星凌日期間，香港、西藏、德

國、北京、台灣的天文專家及愛好者及於

西藏觀測站聚首一堂 
�����9HQXV�WUDQVLW�REVHUYHG�LQ�7LEHW 

7LEHW 6WDUJD]LQJ�	�FXOWXUDO�WRXUV�� 

7LEHW�



 

 旅遊服務 
7UDYHO�6HUYLFHV 

�� 

境外天文考察旅程：在香港這繁華大都會，

璀璨的都市燈光 下，星空已漸遠離，不再是青

少年成長的一部份。 
 

星河科研社多年來舉辦不同的天文攝影、考

察、交流團等，足跡遍及台灣、華東、西藏等，

成為參加者學習生涯中難忘的一頁。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紐西蘭天文遊學團，於特卡波

湖拍攝銀河、大、小麥哲倫雲及極光。6RXWKHUQ�
0LON\�:D\��0DJHOODQLF�FORXGV�DQG�DXURUD�$XVWUDOLV�
FDSWXUHG�DW�/DNH�7DNHSR�1HZ�=HDODQG�� 

皇后鎮蒸汽船旅程 
4XHHQVWRZQ�6WHDPERDW�&UXLVH 

$VWURQRP\�ZLWK�WRXULVP�LV�\HW�DQRWKHU�SHUIHFW�
PDWFK�� VXFK� WKDW�ZH�FDQ�VKRZ�GLIIHUHQW�QLJKW�
VNLHV�DURXQG�WKH�ZRUOG�WR�\RX�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 美國日全食天

文遊學團������
*UHDW�$PHULFDQ�
HFOLSVH�VWXG\�WRXU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天文考察團，拜訪

台灣鹿林天文台當

地最大口徑望遠

鏡，又登上 ����

米海拔拍攝星空。 
7DLZDQ�DVWURQRP\�
VWXG\�WRXU� 



 

 旅遊服務 

�� 

7UDYHO�6HUYLFHV 

2YHUVHDV�DVWURQRPLFDO�VWXG\�WRXUV�WR�7DLZDQ��7LEHW��86$��1HZ�=HDODQG�	�PRUH�� 

阿拉斯加賞極光之旅 
7ULS�IRU�$XURUD�LQ�$ODVND 

香港大學天文學會西藏之旅 
+.8�$VWURQRP\�6RFLHW\�7LEHW�WRXU 

���� 年 �� 月西藏星空派對 
6WDU�3DUW\�LQ�7LEHW 

中小學師生華東天文學習團 
7HDFKHUV�	�VWXGHQWV�HDVWHUQ�
&KLQD�DVWURQRP\�VWXG\�WRXU� 



 

 教育設施 
(GXFDWLRQ�)DFLOLWLHV

�� 

香港天文觀測設施：星河科研社為香港不同學校組建的各式各樣天文台及望遠鏡系統 

可銘學校 �.� 米天文台及 �� 公分折射鏡 

寶覺小學 �.� 米天文台及 �� 公分折射鏡 基慈小學 ��� 米天文台及 �� 公分折射鏡 

鳯溪創新小學 ��� 米天文台及 �� 公分反射 佛教榮茵小學 ��� 米天文台及 �� 公分反射 

置富始南小學自動化天文台，可進行遙控

觀測、天象廣播及網上教學。 

6PDOO�DVWURQRPLFDO REVHUYDWRULHV�LQ�+. EXLOW�E\�*DOD[\�6FLHQWLILF�*URXS 



 

 教育設施 
(GXFDWLRQ�)DFLOLWLHV 

�� 

小型及流動天文館： STARLAB / STAR ACADEMY 流動立體星象館及室內固定式天文

館為更經濟方案。星河科研社提供全面投影系統、全天域電影、結構工程及施工方案。

除香港多所學校外，用戶包括北京天文館、台灣淡江大學及自然科學博物館、星加坡科

學館、馬來西亞國家天文館、國家石油公司科學中心、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及泰國 Merck 

Science Institute 等。 

流動立體星象館，星河科研社自 ���� 年引入香

港至今，每年接待逾萬人次體驗星空。

匯基書院天文館，採用數碼立體星象館投影系統，投影室

由夥伴註冊結構工程師設計及批核。

6PDOO IL[HG� GRPH� DQG�
PRELOH SODQHWDULXPV 
VXSSOLHG� RU� EXLOW� E\�
*DOD[\�6FLHQWLILF�*URXS  



 

 教育設施 
(GXFDWLRQ�)DFLOLWLHV

�� 

星河科研社活動星圖 
*DOD[\�6FLHQWLILF�*URXS�3ODQLVSKHUH 

為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澳門蔡高中

學、鳯溪創新小學及可銘學校建造的地平式

及赤道式日晷。 
6XQGLDOV� EXLOW� IRU� GLIIHUHQW� VFKRROV� LQ� +RQJ�
.RQJ�DQG�0DFDX 

星河科研社亦設計及供應各式各樣教學設施，滿足

天文教學不同需要： 

為佛教黃焯菴小學建造星空隧道和供應望遠

鏡器材。 



 

 教育設施 
(GXFDWLRQ�)DFLOLWLHV 

�� 

為可銘學校天文教室供應多項設施，部份附

設校本課程，融入常識科課主題。 
$VWURQRP\�WHDFKLQJ�DLGV�IRU�SULPDU\�VFKRROV 

為置富始南小學製作的廿四節氣及賞月閣壁畫，

又建造香港首條星空隧道，融合東西方古星空文

化。 

 

2WKHU ORFDO DVWURQRPLFDO IDFLOLWLHV�EXLOW�E\�*DOD[\�6FLHQWLILF�*URXS 



 

 教育設施 
(GXFDWLRQ�)DFLOLWLHV

�� 

澳門浸信中學 3 米天文台及 15 公分口徑 APO 折射鏡 
0DFDX�%DSWLVW�&ROOHJH�REVHUYDWRU\�ZLWK���FP�$32�UHIUDFWRU 

區內天文觀測設施：星河科研社為東亞地區不同學校、官

方機構或私人，組建的各式各樣天文台及望遠鏡系統： 

馬來西亞第二大的 20 公分口徑 APO 折射鏡 
��FP�$32�UHIUDFWRU�EHLQJ�WKH��QG�ODUJHVW�LQ�0DOD\VLD 

2012-14 年間為台灣大學及自然科學博物館承造墾丁、

綠島、馬祖、澎湖、金門、蘭嶼的天文台項目。 
2EVHUYDWRULHV�DW�7DLZDQ�DQG�RXWOD\LQJ�LVODQGV  

馬來西亞檳城科學中心的 ��� 米口徑望遠鏡 
����PHWHU�WHOHVFRSH�IRU�3HQDQJ�7HFK�'RPH�
2EVHUYDWRU\��0DOD\VLD 

2WKHU�DVWURQRPLFDO IDFLOLWLHV�LQ WKH UHJLRQ�EXLOW�E\�*DOD[\�6FLHQWLILF�*URXS 



 

 專業服務 
3URIHVVLRQDO��6HUYLFHV 

�� 

天文觀測設施：天文台為推動天文教育工作的重點設施，星河科研社多年來為亞洲區

內多所學校、機構及個人組建各式各樣的天文台、供應全套望遠鏡及自動化系統，又

夥伴工程師及建築師團隊，提供全面的技術及服務方案。 

&ROODERUDWLQJ ZLWK D�WHDP�RI�SURIHVVLRQDOV�DQG�HGXFDWRUV��ZH�DUH�UHDG\�WR�SURYLGH�WHFKQLFDO�
VHUYLFHV� IURP� GHVLJQ�� LPSRUW� WR� FRQVWUXFWLRQ� RI� IDFLOLWLHV��1XPHURXV� SODQHWDULXPV� DQG� RE�
VHUYDWRULHV� ZLWK� ODUJH-DSHUWXUH� WHOHVFRSHV� DUH� DOUHDG\� EXLOW� IRU� YDULRXV� ORFDO� DQG� RYHUVHDV�
VFKRROV�DQG�XQLYHUVLWLHV�WR�SURPRWH�VFLHQFH�OHDUQLQJ�� 

2010 年，星河科研社獲台灣大學邀請，於西藏阿里西陲

5100 米海拔觀測點，承建全球最高海拔天文台之一。該處

的嚴峻環境，對執行人員、器材、施工過程都帶來極大考

驗，換來的是無可取代的項目經驗。 
,Q� ������ LQYLWHG� E\� 7DLZDQ� 8QLYHUVLW\�� *DOD[\� 6FLHQWLILF�
*URXS�EXLOW�RQH�RI��WKH�KLJKHVW�DVWURQRPLFDO�REVHUYDWRULHV�DW�
7LEHW� 

7RS-RI-WKH-ZRUOG�$VWURQRP\«�

位於西藏阿里西陲的建台址，離喀什米爾僅 80 公

里，需從拉薩開車兩天 1800 公里前往。 
2EVHUYDWRU\�EDVH�DW�����.P�GULYH�IURP�/KDVD�7LEHW 



 

 專業服務 
3URIHVVLRQDO 6HUYLFHV

�� 

西藏天文觀測設施：西藏具備得天獨厚的天文觀測條件，隨中國投入科研資源逐步增

加及當地公路網絡等配套漸完善，不少國內外科研機構開始籌劃建立高原天文觀測站。 
 

繼 2010 年星河科研社為台灣大學於西藏西陲阿里地區 5100 海拔建立了首個天文觀測站

後，隨後又承造包括國家天文台的不同項目，目前重點台址羊八井已初具規模。 

西藏羊八井中科院國家天文台全境，位於 4300 米海拔的站上已建有六個天文台，另有更多在籌劃中。照片下方

為星河科研社自資建立的全自動化天文觀測站，遠方背景為念青唐古拉山，山後是聖湖納木錯。 
2EVHUYDWLRQ�EDVH�DW�<DQJEDMLQJ��7LEHW������P�DOW����%RWWRP�RI�WKH�SKRWR�LV�WKH�SULYDWH�REVHUYDWRU\�RI�*DOD[\�6FLHQWLILF�*URXS� 

星河科研社於站上最新完成的三個天文台項目，均

設有由 40 至 50 公分口徑望遠鏡，可從北京國家天文

台總部、台灣大學或其他海外地點，作遠程控制或

自動化觀測。 
��UHFHQWO\�FRPSOHWHG�REVHUYDWRU\�SURMHFWV��KRXVLQJ�����WR�
����PHWHU�WHOHVFRSHV�ZKLFK�FRXOG�EH�UHPRWHO\�FRQWUROOHG�
IURP�1DWLRQDO�2EVHUYDWRU\�LQ�%HLMLQJ��7DLZDQ�8QLYHUVL�
W\�RU�RYHUVHDV� 

$�IDVW-GHYHORSLQJ REVHUYDWLRQ EDVH LQ 7LEHW, LQ D VXSUHPH DVWURQRPLFDO HQYLURQPHQW.  

����P�$OW��



 

 專業服務 
3URIHVVLRQDO 6HUYLFHV 

�� 
0DMRU�REVHUYDWRULHV�LQ�+RQJ�.RQJ�EXLOW�E\�*DOD[\�6FLHQWLILF�*URXS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天文台，內置

德國製全港最大 23 公分口徑

APO 折射式望遠鏡。 
3/.�1JDQ� 3R� /LQJ� &ROOHJH� RE�
VHUYDWRU\�ZLWK���FP�$32�UHIUDF�
WRU��WKH�ODUJHVW�LQ�+RQJ�.RQJ 

 

星河科研社承接新鴻基地產集團項目，為馬灣公園太陽塔供應

及組裝 6.7 米直徑天文台，為目前香港最大的圓頂天文台。現時

正為香港城市大學籌建同一型號天文台。 
0D�:DQ� 6RODU� 7RZHU�� D� SURMHFW� RI� 6XQ� +XQJ� .DL� 3URSHUWLHV� E\�
*DOD[\�6FLHQWLILF�*URXS� 

以重型吊臂安裝圓頂。 

供應給香港城市大學的 

6.7 米天文台組件 
&LW\�8QLYHUVLW\����P�REVHUYDWRU\ 

香港天文觀測設施：星河科研社參與不少香港近年落成的大型天文設施，提供全面方

案，包括選購器材、組裝、長期維護及升級技術等。 



 

 專業服務 
3URIHVVLRQDO 6HUYLFHV

�� 

星河科研社為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策劃及興建，香

港首個數碼天文館。整座建築有多方專家參與，混凝土

結構投影天幕直徑 8.5 米

天文館：天文館為重點的天文教育設施，在不同主題教學活動、嘉年華中極受歡，自星

河科研社於 2003 年引進首套 STARLAB 立體星象館以來，不斷為香港及亞洲區內不同學

校及機構供應相關系統及建立天文館，至今已成為天文教育的新標準設施。 

天文館 可模擬 全天

域星空，播放天文主

題及常規電影。 

天文館由策劃、設計、建造至安裝

設備，處理了複雜的地政及工程

問題，項目歷時 5 年完成。 

7KH� ILUVW�QRQ-JRYHUQPHQWDO�SODQHWDULXP� LQ�+RQJ�.RQJ��ZLWK����P�IL[HG�GRPH�DQG�'LJLWDO�
67$5/$%�SURMHFWLRQ�V\VWHP��EXLOW�E\�*DOD[\�6FLHQWLILF�*URXS� 



 

 專業服務 
3URIHVVLRQDO 6HUYLFHV 

�� 

:H�KDYH�GLVWULEXWHG�PDQ\�TXDOLW\�HTXLSPHQW�WR�RXU�FOLHQWV� 

馬來西亞浮羅交怡國家天文台 0.5 米口徑望遠鏡 
���P�DSHUWXUH�WHOHVFRSH�IRU�/DQJNDZL�1DWLRQDO�2EVHUYDWRU\��0DOD\VLD� 

印尼國立航天研究所(LAPAN)天文圓頂及兩台 0.5 米口徑望遠鏡 
2EVHUYDWRU\�GRPH�ZLWK�WZR�����PHWHU�WHOHVFRSHV�IRU�,QGRQHVLD�6SDFH�

DJHQF\��/$3$1�. 

為印尼國家航天所(LAPAN)開發的 180 f/3.3 太

陽同步軌道人造衛星負載望遠鏡。 
���� I����� 6XQ-V\QFKURQRXV� VDWHOOLWH� SD\ORDG�
WHOHVFRSH� GHVLJQHG� DQG� EXLOW� IRU� WKH� ,QGRQHVLD�

6SDFH�$JHQF\��/$3$1�. 

印尼蘇門答臘理工學院 ��� 米 5& 望遠鏡廠內測試。 
)DFWRU\�WHVWLQJ�WKH����P�DSHUWXUH�WHOHVFRSH�IRU�6XPDWHUD�
,QVWLWXWH�RI�7HFKQRORJ\��,QGRQHVLD� 



 

 

�� 

技術開發 
7HFKQLFDO�'HYHORSPHQWV 

星河科研社聯合德國及奧地利團隊，為中科院雲南基地建造的兩台 0.8 米口徑 f/2.2 主焦廣域巡天望遠鏡。 
7ZR�����PHWHU�I�����ZLGH�ILHOG�WHOHVFRSHV�IRU�&KLQHVH�$FDGHP\�RI�6FLHQFHV�DW�<XQQDQ�EDVH��FR-GHYHORSHG�DQG�EXLOW�
E\�*HUPDQ\�	�$XVWULD�HQJLQHHULQJ�WHDP�DQG�*DOD[\�6FLHQWLILF�*URXS�� 

為紫金山天文台雲南基地建造的 0.8 米口徑 f/10 RC 望遠鏡。 

���P�I����5&�WHOHVFRSH�EXLOW�IRU�<XQQDQ�VWDWLRQ�RI�3XUSOH�0RXQWDLQ�2EVHUYDWRU\�� 



 

 技術開發 
7HFKQLFDO�'HYHORSPHQWV 

�� 

為西藏大學建造的 ��� 米 5&望遠鏡 
���P�5&�WHOHVFRSH�EXLOW�IRU�7LEHW�8QLYHUVLW\�� 

與中國內地合作開發的數十台科研用大

口徑望遠鏡台架及圓頂控制系統。 
6FLHQFH� UHVHDUFK�DSSOLFDWLRQ� ODUJH�DSHUWXUH�
WHOHVFRSH�PRXQW��DQG�GRPH�FRQWURO�V\VWHPV�
FR-GHYHORSHG�ZLWK�&KLQD�LQODQG� 



 

 技術開發 
7HFKQLFDO�'HYHORSPHQWV 

�� 

為紫金山天文台批量開發的高效冷凍 CCD 相機 
+LJK�4(�FRROHG�&&'�FDPHUDV�EXLOW�IRU�3XUSOH�0RXQWDLQ�2EVHUYDWRU\ 

為深圳西涌天文台開發的自動化平台 
$XWRPDWLRQ�SODWIRUP�GHYHORSHG�IRU�
6KHQ=KHQ�;L&KRQJ�2EVHUYDWRU\ 

為新鴻基馬灣太陽塔建造天文圓頂、開發高端追蹤

系統及升級望遠鏡成像裝置。 
2EVHUYDWRU\�GRPH��DGYDQFHG�WUDFNLQJ�V\VWHP�EXLOW�DQG�
RSWLFDO�HQKDQFHPHQW�IRU�6+.�0D�:DQ 6RODU�7RZHU� 



 

 技術開發 
7HFKQLFDO�'HYHORSPHQWV 

�� (TXLSPHQW�FXVWRPL]DWLRQ�DQG�GHYHORSPHQW�IRU�GLIIHUHQW�SURMHFWV�IRU�
LQVWLWXWHV�DQG�REVHUYDWRULHV�E\�*DOD[\�6FLHQWLILF�*URXS 

為中國科學院河北基地開發的 0.6 米口徑

f/2.15 大像場直焦望遠鏡。 

���P�I������3ULPH�IRFXV�UHIOHFWRU�WHOH�
VFRSH�GHVLJQHG�DQG�EXLOW�IRU��+HEHL�VWD�
WLRQ��&KLQHVH�$FDGHP\�RI�6FLHQFHV�� 

為中國科學院巡天項目中的廣域望遠鏡陣批量採購的

高效直驅赤道儀。 

+LJK�SHUIRUPDQFH�GLUHFW�GULYH�HTXDWRULDO�PRXQWV�IRU�WKH�
VN\�VXUYH\LQJ�SURMHFW�RI�&KLQHVH�$FDGHP\�RI�6FLHQFHV� 

為新疆天文台建造 � 套 ��� 米月閃計劃望遠鏡。 
��VHWV�RI����P�OXQDU�WUDQVLHQW�DSSOLFDWLRQ�WHOHVFRSHV�

IRU��;LQMLDQJ�$VWURQRPLFDO�2EVHUYDWRU\� 



 

  

�� 

天 文 器 材 服 務 ： 天 文 學 的 普 及 令 更 多 個 人 或 團 體 希 望 擁 有 天 文 儀 器 。星 河 科 研 社 引

入 一 系 列 的 優 質 器 材 ，作 為 地 區 總 代 理 致 力 為 用 戶 提 供 優 質 選 項 ，服 務 客 戶 遍 及 中 、

港 、 台 、 東 南 亞 、 韓 國 日 本 、 澳 紐 、 印 度 等 。  

:LWK�WKH�ULVLQJ�SRSXODULW\�RI�DVWURQRP\��JHQHUDO�SXEOLF�LV�NHHQHU�LQ�SXUFKDVLQJ�DVWURQRPLFDO�
HTXLSPHQW�� )RU� \HDUV� *DOD[\� 6FLHQWLILF� *URXS� KDV� EHHQ� LQWURGXFLQJ� WRS� TXDOLW\� SURGXFWV��
IURP�VPDOO�DFFHVVRULHV�WR�REVHUYDWRULHV�DQG�ZRUOG¶V�ELJJHVW�WHOHVFRSH�� 

由星河科研社承辦的個人天文愛好者項目，為全球最大

口徑 APO 德國製雙筒折射鏡。 
����I�����$32�ELQRFXODUV��WKH�ODUJHVW�LQ�WKH�ZRUOG� 

星河科研社每年零售批發及進出口多個貨櫃數以

十噸計天文儀器。圖中為當時區內最大口徑的

20、23、25 公分口徑 APO 折射鏡，最後落戶香

港、北京、日本及馬來西亞。 
$32�UHIUDFWRUV�VXSSOLHG�E\�*DOD[\�6FLHQWLILF�*URXS��
DPRQJ�WKH�ODUJHVW�LQ�HDVW�$VLD�� 

供應韓國用戶 23 公分口徑 Ha 光譜太陽望遠鏡 
��FP�DSHUWXUH�VRODU�WHOHVFRSH�IRU�.RUHDQ�XVHU 

器材服務 
(TXLSPHQW�6HUYLFHV



 

 器材服務 
(TXLSPHQW 6HUYLFHV

國家及大學天文台：星河科研社參與不同國家的國家級及大學的天文台項目。當中有

專業天文望遠鏡、大型天文台工程及不同專業天文器材如天文 CCD 照相機等等。 

�� 

中國科學院 0.5 米口徑通訊望遠鏡 
���P�DSHUWXUH�FRPPXQLFDWLRQ WHOHVFRSH�
IRU�&KLQHVH�$FDGHP\�RI�6FLHQFHV� 

中山大學 0.4 米口徑 RC 望遠鏡及 0.2 米口徑

RH 攝星儀 
���P�DSHUWXUH�5& WHOHVFRSH�	����P�DSHUWXUH�5+�
DVWURJUDSKV�IRU�6XQ�<DW-VHQ�8QLYHUVLW\�� 

中國國家天文台 0.3 米及 0.5 米口徑望遠鏡天文台項目 
���P�DQG����P�DSHUWXUH�WHOHVFRSH�SURMHFWV�IRU� 

&KLQD�1DWLRQDO�2EVHUYDWRU\ 



 

 器材服務 
(TXLSPHQW�6HUYLFHV

�� 

台灣大學墾丁天文台 0.3 米口徑 f/3 大像場望遠鏡 

����PHWHU�DSHUWXUH�I���ZLGH ILHOG WHOHVFRSH�IRU�.72   
7DLZDQ�8QLYHUVLW\ 

台灣中央大學鹿林天文台 0.4 米口徑大像場望遠鏡 
����PHWHU�DSHUWXUH�ZLGH�ILHOG�WHOHVFRSH�IRU�/XOLQ�2EVHUYDWRU\��&HQWUDO�8QLYHUVLW\�RI�7DLZDQ� 

紫金山天文台盱眙觀測站 0.4 米口徑望遠鏡 
���P�DSHUWXUH� WHOHVFRSH�IRU�;X\L�VWDWLRQ RI 3XU�

SOH 0RXQWDLQ 2EVHUYDWRU\. 



 

 器材服務 
(TXLSPHQW 6HUYLFHV

�� 

星河科研社為教育界、不同機構、個人引進的天文器材： 

位於檳城，設有馬來西亞第三大 15 公分 APO 折射

鏡的小學天文台 
��FP�$32�UHIUDFWRU�IRU�3ULPDU\�VFKRRO�REVHUYDWRU\��
�UG�ODUJHVW�LQ�0DOD\VLD 

6KRZFDVH RI DVWURQRPLFDO VHWXS DFURVV WKH UHJLRQ. 

為廣東碧桂園學校天文台提供的一系列器材 
2EVHUYDWRU\�HTXLSPHQWV�IRU�KLJK�VFKRRO�LQ�*XDQJ�'RQJ 

深圳私人流動天文拖卡 
3ULYDWH�PRELOH�REVHUYDWRU\�RI�6KHQ]KHQ�HQWKXVLDVW 

 



 

 

各式各樣天文器材，滿足愛好者不同需要： 

馬來西亞最大口徑 23 公分 APO 折射鏡 
��FP�$32�UHIUDFWRU��WKH�ODUJHVW�LQ�0DOD\VLD  

香港家居天文台及 13 公分 APO 折射鏡 
3ULYDWH�REVHUYDWRU\�	���FP�$32�UHIUDFWRU�LQ�+. 

香港西貢白普里營天文台自動化赤道儀 
$XWRPDWHG�HTXDWRULDO�PRXQW�LQ�%UDGEXU\�FDPS�

6DL�.XQJ 

北京家居天文台全國最大口徑 25 公分 

APO 折射鏡 (截至 2010 年) 
3ULYDWH REVHUYDWRU\�	���FP�$32�UHIUDFWRU�LQ�

%HLMLQJ, WKH�ODUJHVW�LQ�&KLQD��DV�RI������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太陽觀測用全球最大 16

公分腔振濾鏡 �截至 ����年� 
��FP�FOHDU�DSHUWXUH��WKH�ZRUOG¶V ODUJHVW HWDORQ�
IRU�VRODU�REVHUYDWLRQ��RI�3/.�1JDQ�3R�/LQJ�

&ROOHJH��DV�RI������ 

6KRZFDVH RI DVWURQRPLFDO VHWXSV DFURVV�WKH UHJLRQ 

器材服務 
(TXLSPHQW�6HUYLFHV

�� 



 

 技術交流 
7HFKQLFDO�([FKDQJH 

�� 

技術交流研討：星河科研社亦出席不少地方或國際的天文技術論壇和研討會學習和交

        流心得。 

星河科研社代表香港參加海峽兩岸天文望遠鏡與觀測前沿技術研討會 
*DOD[\�6FLHQWLILF�*URXS�MRLQHG�$GYDQFHG�7HOHVFRSH�DQG�,QVWUXPHQW�7HFKQRORJ\�&RQIHUHQFH 

星河科研社與西藏大學學生交流 
$VWURQRP\�VHPLQDU�IRU�VWXGHQWV�RI�7LEHW�8QLYHUVLW\ 



 

 技術交流 
7HFKQLFDO�([FKDQJH

�� 

星河科研社參與東盟國天文聯網研討會 
3DUWLFLSDWHG�WKH�6RXWK�(DVW�$VLD�$VWURQRPLFDO�1HWZRUN�

6\PSRVLXP� 

STEM ：除了參加學術和技術工程的研討外，星河科研社亦致力發展工程、科學教育

事項。有感近年全球性的科研、工程人材不足，星河科研社亦積極參加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的教學交流，分享經驗，期望在工程、科學教育中

出一分力。 

*DOD[\�6FLHQWLILF�*URXS�SDUWLFLSDWHV�PDQ\�ORFDO�DQG�LQWHUQDWLRQDO�WHFKQLFDO�IRUXPV�DQG�V\P�
SRVLXPV��WR�OHDUQ�DQG�VKDUH�SLRQHHULQJ�DVWURQRPLFDO�WHFKQRORJLHV�DQG�VFLHQFHV��DOVR�WR�SUR�
PRWH�UHODWHG�HGXFDWLRQ�WR�QXUWXUH�IXWXUH�HQJLQHHUV�DQG�VFLHQWLVWV� 

星河科研社為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舉辦的天文學課程，亦參與由資優教育學院舉辦的 STEM 會議 
/RQJ�WHUP�SURYLGHU�RI�DVWURQRP\�FRXUVHV�IRU�+.�DFDGHP\�RI�*LIWHG�(GXFDWLRQ�	�SDUWLFLSDWHG�67(0�FRQIHUHQFH 

於印尼國家航天所 (LAPAN)  作技術報告 
7HFKQLFDO SUHVHQWDWLRQ DW /$3$1� WKH�,QGRQHVLD�6SDFH�$JHQF\ 



 

 

7KH�TXHVW�IRU�WKH�XQNQRZQ�ZRUOG�LV�HYHUODVWLQJ��(YHQ�VR��VWXG\LQJ�DVWURQRP\�PHDQV�PRUH�
WKDQ�WR�NQRZ�WKH�XQLYHUVHV��LW�LV�D�SKLORVRSK\�RQ�SHRSOH¶V�UHODWLRQVKLS�ZLWK�QDWXUH��7R�JHW�
LQYROYHG�DQG�EH�LQIRUPHG��VLJQ�LQ�WR�$VWURFDIH�KN�DQG�VWD\�WXQHG�IRU�RXU�DFWLYLWLHV��DVWUR�
QRPLFDO�KLJKOLJKWV�DQG�UHODWHG�XSGDWHV��*DOD[\�6FLHQWLILF�*URXS�FRQVWDQWO\�ORRNLQJ�IRU�IXOO 
WLPH RU�SDUW WLPH FUHZ PHPEHUV�WR�KHOS�IDFLOLWDWLQJ�GLIIHUHQW�DFWLYLWLHV��3HRSOH�LQWHUHVWHG�DQG�
NQRZOHGJHDEOH�LQ�DVWURQRP\��DV�ZHOO�DV�FDSDEOH�DQG�ZLOOLQJ�WR�JURZ�WRJHWKHU��FDQ�DSSO\�E\�
VXEPLWWLQJ�UHVXPH�� 

星空小聚 
$VWURFDIH KN

白鷺湖天文台觀星及天文攝影實習 
$VWURSKRWRJUDSK\�SUDFWLFH�DW�/DNH�(JUHW�
2EVHUYDWRU\ 

星空的探索是永無休止的，普及天文學能幫助我們了解自身與大自然的關係，鼓勵思

考的突破。加入星空小聚可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訊，並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交流。 

Astrocafe.hk ：費用全免，可以接觸各項活動、天象及儀器資訊，於討論區上直接登記

即可。 

天文工作隊：星河科研社不時招募對天文學有濃厚興趣、有志服務社群、希望透過相

關工作提升 

�� 

%LJ�'REV�1LJKW�出動多

台大口徑反射望遠鏡 
/DUJH�DSHUWXUH�WHOHVFRSHV�
LQ�%LJ�'REV�1LJKW 

木星攝影工作坊使用多台大

口徑望遠鏡 
��FP $32�UHIUDFWRU�DQG�RWKHU�

ODUJH�DSHUWXUH�WHOHVFRSHV�LQ�
-XSLWHU�LPDJLQJ�ZRUNVKRS 

親子觀星夜 
)DPLO\�6WDU�*D]LQJ�1LJKW 



 

 

星河科研社為多個不同天文儀器品牌的代理或零售商，確保客戶能選購到最合適及心儀

的天文儀器。由入門級望遠鏡，到科研用天文器材，種類繁多一應俱全，歡迎致電或電

郵查詢。 

代理品牌 
'LVWULEXWHG�%UDQGV

�� 

*DOD[\�6FLHQWLILF�*URXS�LV�WKH�GHDOHU�DQG�GLVWULEXWRU�RI�PDQ\�IDPRXV�ZRUOG-FODVV�EUDQGV�LQ�
$VLD�UHJLRQ� 



 

 

新鴻基地產(馬灣太陽館天文台)˙聖雅各褔群會˙香港女童軍總會˙喇沙小學

˙真光中學小學部˙香港航天學會˙保良局顏寶鈴書院˙玩具反斗城˙台灣自然

科學博物館˙瑪利曼小學˙佛教黃焯菴小學˙拔萃小學˙聖公會置富始南

小學˙上海國際學校˙荃灣區議會˙嘉諾撒小學˙泰國 Merck Science Institute ˙

威爾斯親王醫院˙黃金海岸酒店˙中華基督會方潤華中學˙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樂基幼兒學校˙上海商業銀行˙恒生銀行˙可銘學校˙新鴻基地產(康業)˙

明報集團˙教育出版社˙優兒學會(QQ Club)˙音樂農莊˙香港中文大學˙保良局陳

守仁小學˙深灣遊艇會˙嘉華地產˙北京天文館˙怡和集團˙印尼國家航天

研究所˙時代廣場˙蘋果日報˙社會褔利署˙香港警務處˙嘉里集團˙仁濟醫院˙志蓮護

理安老院˙中國紫金山天文台˙大新銀行˙香港教育學院˙馬來西亞國家天

文館˙飛利浦˙寶覺分校˙協康會˙東華三院˙鳳溪創新小學˙匯豐幼兒中心˙香港

資優教育學苑˙中國國家天文台(西藏天文觀測站)˙保良局圓玄小學˙錦繡花

園˙ Science Center Singapore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碧堤半島˙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童軍總會˙中國科學院新疆天文台˙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中華基

督教會基慈小學˙香港體育學院˙教世軍˙港島民生書院˙香港海關˙星展銀行˙台

灣大學(西藏阿里天文台)˙獅子會˙ Dow Chemical ˙小童群益會˙鄉村俱樂部

˙澳門地球物理氣象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澳門浸信中學˙ Magazine 

International ˙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深圳西涌天文台˙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

科學中心˙臻美幼稚園˙蔡高中學˙香港天文台˙聖公會幼稚園˙聖保羅書院˙聖

士提反女子中學˙香港科學儀器社˙黃埔花園˙佛教榮茵小學˙黃金海岸商場˙ 伊利沙伯中

學˙澳門濠江扶輪青年服務團˙匯基書院東九龍˙ Manipur University India ˙馬來西亞理

科大學˙ YMCA ˙ Science Workshop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美孚石油˙

香港賽馬會˙淡江大學˙匯豐體育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培正中學˙德信中學˙可藝

中學˙香港基督服務處˙中山大學˙雲景臺˙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漢

基國際學校˙香港科技大學˙耀中幼稚園˙偉倫小學˙孫方中小學˙劉皇發夫人小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馬來西亞國家天文台˙國立中央大學˙台灣鹿林天文台˙ 

 

~ 尚有多間學校、公私營機構、科研單位、團體等未能盡錄 ~ 

服務參考 
3DUWQHUV�	�&XVWRPHUV

�� 



 

 

星河科研社西藏自動化天文觀測站拍攝��3KRWR���6DYLR�)RQJ��*DOD[\�6FLHQWLILF�*URXS� 
 

● 2IILFLQD�6WHOODUH�5L)DVW����������PP�I���� 攝星鏡  

● $30-/=26�����$32�����PP�I�����攝星鏡 

● 6RIWZDUH�%LVTXH�3DUDPRXQW�0(�赤道儀 

● )/,�3UROLQH ����� 相機 

● $VWURGRQ /5*%, +D, 6,,, 2,,, 濾鏡 

0��、0�� 星系及共耀星雲 (,QWHJUDWHG�)OX[�1HEXOD) 

獵戶座深空 - 0��、馬頭星雲  'HHS�6N\�*DOOHU\



星河科研社 
*DOD[\ 6FLHQWLILF *URXS 
:RUNVKRS�:�����)��9DOLDQW�,QGXVWULDO�&HQWUH� 
�-���$X�3XL�:DQ�6WUHHW��)R�7DQ��17��+RQJ�.RQJ��������������� 
 

電話  �������������  傳真  ��������� 

電郵  LQIR#DVWUR�KN  網址  KWWS���ZZZ�DVWUR�KN 

工作室     香港火炭坳背灣街 �-��號威力工業中心 ��樓: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