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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的異想世界 

摘要 

 我們所進行的研究，是利用最近相當盛行的紅外線攝影，來探索自然界中紅外線世界的

科學原理和現象；透過特殊的紅外線濾鏡，搭配攝影機的 CCD 特殊功能，揭露有機世界、無

機世界之間的紅外線特質，做為後續研究發展的基礎。 

 發現紅外線世界和我們熟悉的可見光多采多姿，最大的不同點就在於單純的量化，紅外

線表現出來的只有能量的多寡－利用電腦圖像軟體 Photoshop 解析其中的色階強度，雖然在研

究過程中感受到的是如圖片的黑白灰階，但呈現出來的科學現象卻遠比可見光世界來得精

采；讓我們能以紅外線的量化數據，來嘗試解讀各種自然現象。 

 這整個實驗設計約可分為三大類，一是包含日月雲天體的探索，二是有機世界的表象，

三則是人造與無機世界的紅外線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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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墾丁也會飄下大雪，這個令我們十分訝異的圖像，原來是紅外線攝影所製造出來的，紅

外線攝影也逐漸成為網路上流傳甚廣的討論議題，但都是在如何呈現雪景，是不是能夠利用

紅外線攝影來揭開更多眼睛所見不到的世界奧秘－紅外線。透過約近數個月的研究，借用了

許多標榜著能夠強化夜視 NightShot 及 NightFrame 等利用紅外線之攝影器材，有數位相機、數

位攝影機等，發現最合用的是 2003 年後生產的 SONY 牌數位攝影機，CCD 的紅外線感光範圍

為 760-2000 nm (屬於近紅外線 NIR 波段；所謂的透視或人體紅外線波段位於遠紅外線波段，

並不在此研究的範圍內)，配合上各種紅外線濾鏡、影像處理軟體等，開啟一系列有關紅外線

自然世界的實驗。 

 

貳、研究目的 

一、 紅外線下的天空 

二、 紅外線下的生產者世界 

三、 紅外線下的七彩色光 

四、 各種物質的紅外線反射率 

五、 熱與紅外線的關聯 

六、 太陽的紅外線環暈 

七、 水與紅外線的關聯 

叁、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 SONY DVD 803:紅外線攝影機，接收紅外線波段範圍 760-2000 nm。 

二、 SONY TRV22：紅外線攝影機，用來做為紅外線補充光源用(850 nm LED)。 

三、 紅外線濾鏡：760(紅外線)、850(監視器)、950(遙控器) nm 濾鏡片。 

四、 雄獅牌不透色水彩顏料。 

五、 水槽及各種耗料樣本。 

 

灰階強度：指的是反射光的強弱，

全白代表反射光達到 CCD所接收到

的最大光能，強度為 100 %；反之

如果全黑，則代表 CCD 根本沒有接

收到光能，強度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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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推論 

一、 紅外線下的天空 

我們知道天空中的紅外線都源自於太陽，雖然設備只能夠偵測到 760-2000 nm 波段的紅外

線，但可利用現有的紅外線濾鏡，幫助了解各個天體－太陽、月亮甚至雲朵等對於紅外線的

影響。 

（一） 利用減光鏡(縮減入光量達八倍)來降低 CCD 的感光，避免感光過度，無法

進行判讀。 

（二） 分別套用不同紅外線濾鏡針對各天體進行紅外線各個波段的拍攝。 

（三） 利用 Photoshop 軟體進行灰階轉換強度分析；觀察各天體在不同可見光成色

部份在紅外線下的反射特質。 

樣本 圖例 
紅外線波

段 

灰階

強度 

直射陽光

(PM0400) 

(ND-8) 

 

可見光 100 % 

>760 nm 100 % 

>850 nm 100 % 

>950 nm 100 % 

月亮(PM0800) 

 

可見光 99 % 

>760 nm 99 % 

>850 nm 78 % 

>950 nm 50 % 

雲朵(PM0400) 

(向陽面) 

 

可見光 96 % 

>760 nm 98 % 

>850 nm 95 % 

>950 nm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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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蒼背景

(PM0400) 

 

可見光 73 % 

>760 nm 60 % 

>850 nm 48 % 

>950 nm 38 % 

推論： 

（一） 在減光鏡的作用下，太陽直射光線中的 NIR 波段，不管哪一個部份，都呈

現著相當強烈的灰階比例，代表太陽光釋放出很強烈的紅外線；受限於儀

器設備的精密度，無法探測各個波段的強弱對比。 

（二） 月亮的反射光線強度不如太陽直射光線，雖然沒有減光，但每個 NIR 波段

都有，月亮能夠反射太陽的紅外線，灰階強度明顯出現隨著波段增長而遞

減之現象。 

（三） 由水滴和冰晶所構成的雲朵，可以吸收太陽的紅外線並加以反射，但隨著

紅外線波長的增加，反射灰階率跟著減少。 

（四） 穹蒼背景部份也能夠反射微弱的紅外線，也呈現著隨著波長愈長，反射率

愈低的特質。 

（五） 對照右方兩圖，分別是同一場景，不同紅外線波段的顯像圖，左圖為>850 

nm，右圖為>960 nm 波段；從雲朵的觀察中可知，波段愈長的紅外線受到雲

朵厚度影響愈大，因為出現了較暗淡的區域，愈厚的雲朵吸收愈多的紅外

線；而波長較短的>850 nm 則仍是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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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紅外線下的生產者世界 

這個實驗的重點在於探索可見光下的植物萬象(不論是甚麼顏色)，在紅外線的世界中是否

有完全不一樣的呈像，因此挑選同一種植物但擁有不同色彩的植物，利用大自然給予的紅外

線光源，透過軟體分析，探索其灰階能力的變化（純白的灰階強度為 100%，代表反射紅外線

程度最大；反之則為純黑，灰階強度為 0%，代表完全無紅外線的反射）。 

（一） 取擁有不同色系或顏色深淺的植物為樣本。 

（二） 分別進行可見光與紅外線(>760 nm)進行拍攝。 

（三） 利用 Photoshop 軟體進行灰階轉換強度分析；觀察植物不同可見光成色部份

在紅外線下的反射特質。 

植物 

可見光圖 

  

植物 

紅外線圖 

  

反射 

強度% 

 可見光 紅外線  可見光 紅外線 

嫩葉(翠綠) 85% 89% 嫩葉(綠) 56% 91% 

荖葉(深綠) 45% 82% 紅椹(紅) 30% 89% 

果實(黃綠) 64% 88% 青椹(橘) 4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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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樣本名稱 檸檬 桑葚 番茄 蓮花 

可見光灰階範圍 40% 26% 14% 20% 

紅外線強度範圍 7 2% 3% 3% 

推論： 

（一） 當我們將可見光的彩色世界，轉換成灰階模式，只計算植物不同部位的灰

階百分比，可發現可見光的灰階範圍差異甚大，例如檸檬的分布範圍即高

達 40%的差異，代表不同色光有不同的灰階表現，有相當大的反射光能範圍。 

（二） 對比於 760 nm 以上的紅外線波段，可發現植物的常見色澤，雖然在可見光

是多麼地變化，但是透過灰階強度分析，卻發現紅外線差異度甚小，也就

是說，在植物在紅外線的世界中，反射環境中的紅外線能力強度差不多，

遠比可見光還要小。 

植物 

可見光圖 

  

植物 

紅外線圖 

  

反射 

強度% 

 可見光 紅外線  可見光 紅外線 

熟果(紅橘) 75% 83% 紫花(淡紫) 61% 87% 

淡熟(黃橘) 82% 85% 熟葉(綠) 72% 85% 

未熟(綠) 89% 86% 枯葉(黃褐) 8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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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紅外線下的七彩色光 

（一） 以雄獅牌不透明彩色水彩為色彩

調配原料。 

（二） 調配濃度為 1g/100 ml，為不透光呈

色。 

（三） 分別與以自然光拍攝；並在暗室下

投射攝影機的紅外線補充光源，拍

攝各種紅外線波段圖片。 

（四） 透過 Photoshop 軟體，來分析每種顏色在各波段下的灰階強度。 

※左圖為 Photoshop 軟體利用灰階模

式轉換，透過色彩選取方式，可由右

上角的灰階強度比例圖來了解該點

的灰階強度，圖例是上圖透過灰階

後，分析紅色部分的灰階強度為 68，

也就是反射強度為 32。 

 

推論： 

（一） 先由對照組來看，透明與全黑在自然可見光下是完全不同的表現，透明純

水將所有色光反射回去，而全黑則是將所有色光吸收起來；但是到了紅外

拍攝波段 透明 全黑 靛色 藍色 綠色 黃色 橙色 紅色 

自然光 84% 9% 11% 25% 21% 65% 36% 32% 

>760 nm 7% 7% 58% 69% 50% 82% 60% 43% 

760-850 nm 3% 1% 4% 5% 1% 7% 6% 6% 

>850 nm 4% 6% 54% 64% 49% 75% 54% 37% 

850-950 nm 0% 2% 38% 43% 35% 46% 40% 27% 

>950 nm 4% 4% 16% 21% 14% 29% 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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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世界時就不一樣了，透明純水和全黑卻是相同的表現，反射紅外線的比

率相當地低，可以說是大幅度地吸收紅外線(尤其是 NIR 這個波段)。 

（二） 其次如果將灰階比率的量

化數值進行區段來探討的

話（對比於表中的灰階部

分），可發現 760-850 nm 這

個波段的反射率，遠較

850-950 nm 波段來得少；這

代表著這些色彩比較容易

反射 850-950 nm 波段嗎？

真正的答案在於攝影機的

紅外線補充光源為 850 nm

的 LED，可知透過物體的吸收或反射之後，會改變其原本所吸收的紅外線

特質－波長。 

（三） 除綠色以外，所有的色彩顏料相對於對照組而言，幾乎都能夠反射紅外線；

且反射率隨著紅外線濾鏡波段的加大而減少。 

（四） 仍利用相同的水彩在不同的介質上，如下圖的木板與切割板，所有顏色的

灰階強度均較試管實驗小了許多，比方木板上的黃色在>760 nm 的灰階強度

只有 21 而已，對比試管的 82，相距甚遠；切割板幾乎都成為黑色，可見得

背景材質或介質對於紅外線的吸收與反射有相當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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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各色光的紅外線量化特質 

從七彩色光實驗中，可發現黑色水彩可大幅度的吸收紅外線而不反射，其他的顏色則各

自有反射現象，將這些反射現象以灰階率來表示，不就成了紅外線的量化特質；但發現可見

光世界中可以利用其他顏色來混合調配成黑色，因此補充這個實驗。 

（一） 利用紅綠藍三種基本色水彩來調製成黑色不透光狀態。 

（二） 在暗室下，以攝影機的紅外線補充光源進行照射並拍攝影像(>760 nm)。 

（三） 分析紅、綠、藍、混合黑、原色黑等五根試管紅外線灰階率。    

推論： 

（一） 從對照圖中可明顯發現，混合黑與原色黑雖然在可見光下的灰階表現相當

一致，但是紅外線卻有不同的呈像，明顯地，混合黑的紅外線灰階率幾乎

與其他顏色一樣，能夠反射攝影機給予的紅外線。 

（二） 如果以灰階率的數字來看，紅外線的世界的確是個量化世界，每個物質都

可以用數字來表示，混合黑源自於紅綠藍，因此混合黑的灰階率就在這三

種來源數字之間。 

三(2)、濃度是不是也會影響紅外線的反射呢 ? 

 在調配水彩的過程中，發現黃色水彩可說是反射紅外線效率最高的染料，可是調配是使

用能夠大幅度吸收紅外線的水和水彩混合而成，難道水不會造成影響嗎？亦或是有更奇特的

樣本 紅 綠 藍 混合黑 原色黑 

可見光 

灰階率 
37 28 35 12 9 

紅外線 

灰階率 
48 42 62 5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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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等待著我們去揭開呢！ 

（一） 調配不同濃度的黃色水彩。 

（二） 在暗室下，以攝影機的紅外線補充光源進行照射並拍攝影像(>760 nm)。 

（三） 分別分析可見光與紅外線的灰階率。 

濃度 0.2% 0.4% 0.6% 0.8% 1% 

可見光 

灰階率 
63 59 54 52 47 

紅外線 

灰階率 
17 29 33 36 37 

 

推論： 

（一） 從圖表數據中可知，不管是可見光或是紅外線的世界，濃度不同都會造成

反射灰階率的不同；但是兩個世界的變化卻正好相反，可見光世界的灰階

率隨著濃度成反比，濃度愈高，反射出的可見光灰階率則愈低，代表吸收

較多的可見光；反之，紅外線世界中，濃度愈高，反射出的紅外線灰階率

則愈高，代表吸收掉的紅外線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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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物質紅外線(NIR 850-2000 nm)反射率研究

0

20

40

60

80

100

對照 鏡面 水泥 紙 尼龍 麻紗 木 鋁 人 塑膠 植物葉 綠色PE

各種物質

反
射

率
四、各種物質的紅外線反射率 

（一） 以攝影機紅外線補充光源固定為 source；並在暗室內進行，避免受外界紅外

線幅射所影響。 

（二） 直接拍攝 source 的紅外線圖，並以其中最亮點為對照組。 

（三） 固定 source 和拍攝攝影機之間的距離(1m)。 

（四） 將各種物質調整到固定距離後，拍攝紅外線圖，分析其中最亮點的紅外線

灰階能量數據，進行各種物質的反射率分析比較。 

樣本(>760) 
對

照 

鏡

面 

水

泥 
紙 

尼

龍 

麻

紗 
木 鋁 人 

塑

膠 

植

物

葉 

綠

色

PE 

灰階 

反射率% 
100 100 55 52 20 45 51 48 57 54 51 53 

各種物質紅外線(NIR 760-2000 nm)反射率研究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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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對照 鏡面 水泥 紙 尼龍 麻紗 木 鋁 人 塑膠 植物葉 綠色PE

各種物質

反
射

率

 

 

 

樣本(>850) 
對

照 

鏡

面 

水

泥 
紙 

尼

龍 

麻

紗 
木 鋁 人 

塑

膠 

植

物

葉 

綠

色

PE 

灰階 

反射率% 
100 100 18 22 2 7 33 6 14 11 3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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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960) 
對

照 

鏡

面 

水

泥 
紙 

尼

龍 

麻

紗 
木 鋁 人 

塑

膠 

植

物

葉 

綠

色

PE 

灰階 

反射率% 
100 100 0 5 0 2 11 1 6 0 7 0 

各種物質紅外線(NIR 950-2000 nm)反射率研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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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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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 鏡面 水泥 紙 尼龍 麻紗 木 鋁 人 塑膠 植物葉 綠色PE

各種物質

反
射

率

 

各種物質紅外線(NIR 760-2000, 850-2000, 950-2000 nm)

反射率研究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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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對照 鏡面 水泥 紙 尼龍 麻紗 木 鋁 人 塑膠 植物葉 綠色PE

各種物質

反
射

率

 

推論： 

（一） 從上述圖表可知，鏡面處理之後的物質，反射紅外線的趨勢遠較其他處理

為強，甚至 950 nm 波段以上也達 100%的；證明可以利用鏡面與紅外線的吸

收、反射，來進行各種紅外線設備的設計。 

（二） 各種不同物質的紅外線反射率也有相當明顯的差異，例舉來說，尼龍(人造

纖維)的紅外線吸收率遠大於其他物質，因其反射率相當的低，而其他物質

在 760-2000 nn 波段，反射率差異度不大。 

（三） 不同波段範圍的紅外線反應明顯與波長成反比，在對照組與鏡面組均呈現

100%的反射率下，明顯發現波長範圍愈長，其反射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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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熱與紅外線的關聯 

（一） 選取正在燃燒而後熄滅的構火為樣本。 

（二） 觀察該構火最熱處(如木炭紅熱部位)與其他部位在不同紅外線波段下的灰

階反射強度；尋找長溫灰燼的紅外線反射強度，(對比第一個原始圖和

760-2000 nm 左下角的灰燼－為上次構火時留下，已經與背景環境溫度相

同，遠比高於環境溫度的灰燼之紅外線反射強度來得低)，所以可不考慮背

景紅外線的影響，端視為該溫度所釋放出的紅外線灰階強度。 

（三） 儘量在同一時間內完成，可觀察不同溫度是否有不同的紅外線特質。 

條件 圖例 選取部位 色階分析 

正常可

見光 

 

最熱處 98 % 

次熱處 87 % 

末熱處 48 % 

760 – 

2000 

nm 

 

最熱處 96 % 

次熱處 84 % 

末熱處 73 % 

850 – 

2000 

nm 

 

最熱處 95 % 

次熱處 55 % 

末熱處 54 % 

950 – 

2000 

nm 

 

最熱處 96 % 

次熱處 40 % 

末熱處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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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位在不同波段灰階能量分布與所佔比率統計表 

選樣部位 760-2000 nm 760-850 nm 850-950 nm 950-2000 nm 

最熱處 96 % 1 % -1 % 96 % 

次熱處 84 % 29 % 15 % 40 % 

末熱處 73 % 19 % 17 % 37 % 

 

推論： 

（一） 最熱處的灰燼紅外線灰階高達 95-98 之間，可見釋放出的灰階光能並沒有縮

減，因此可知此紅外線的波段當位於 950 nm 以上。 

（二） 次熱處灰近紅外線於 760-950 之間有相當大的減少趨勢，約有 44 灰階強度

削減，所以可推估這個溫度範圍在 760-950 nm 之間有相當大的能量輻射，

如直接量化可知 44/87，約近一半的能量。 

（三） 從上可分析，不同溫度部位，所釋放出來的灰階能量，可以透過不同波段

加以區分，而得到很大的差異；例如溫度最高處的灰階能量，幾乎都集中

於 950-2000 nm 波段，而次熱處與末熱處的灰階分布，則類似凹字型分布。 

五(1)、熱與紅外線的關聯 

理化實驗課中，了解到晶體燃燒會釋放出不同的色光，這些色光可成為辨識晶體組成的重

要依據，是否也適合於紅外線呢？ 

（一） 取鹽巴和長柄勺、高溫噴燈來進行晶體的燃燒。 

（二） 遮蔽紅外線補充光源，直接以攝影機來拍攝紅外線圖片－觀察晶體火焰所

釋放出的紅外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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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 

（一） 邏輯來看，溫度的高低，以噴燈焰心頂處最高、外焰次之；而後鹽晶體所

釋放出的火燄；然而對比於紅外線的灰階率，可發現順序不一樣，只呈現

兩種顏色，鹽晶體的火燄、噴燈火燄，但鹽晶體的紅外線灰階率要高於噴

燈，所以紅外線灰階率無法代表溫度高低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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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太陽的紅外線環暈 

 經過長期的拍攝經驗發現，裝上紅外線濾鏡來拍攝發光物體－太陽或是另一台紅外線的

補充光源時，往往會出現環暈的現象，隨著更換濾鏡，這些環境也會跟著有些改變－消失或

減弱，因此或許由這些環暈的變化，能夠幫助解析出哪一個環暈代表著哪一個波段的紅外線。 

推論： 

（一） 從圖 A 到圖 C 的系列中，可發現，環暈的數目明顯減

少，而且環暈的灰階亮度也明顯地減少，可知某些環

暈能夠代表某些波段的紅外線。 

（二） 對比圖 B 和圖 C，明顯地最外層的環暈不見了，而在

圖 A 和圖 B 中還存在著，這代表這個環暈的波段應該

是屬於 760-950 nm 的紅外線波段，而由內向外的第二

環暈也明顯出現幾近消失現象；至於其他的環暈，似

乎只有出現灰階強度減弱的現象；而進一步分析灰

階，在>760 nm 紅外線濾鏡片，得到灰階為 54%、>850 

可見光下的太陽 >760 nm 紅外線濾鏡片(圖 A) 

  

>850 nm 紅外線濾鏡片(圖 B) >960 nm 紅外線濾鏡片(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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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外線濾鏡片則為 27 %，可見得這條太陽環暈的灰階能量組成，至少有兩

個部分，一個是 760-850 nm 擁有 27%的灰階能量、另一個則是 850-950 nm

波段擁有另 27%的灰階能量。 

（三） 但令人納悶的一點是在中央區，>950 nm 濾鏡拍攝應該灰階度會最暗才對，

怎麼反而有最亮的感覺，幾乎每次拍攝都這樣，徵詢許多專業攝影師的看

法，認為這屬於強化對比、消噪的功能所導致。 

七、水與紅外線的關聯 

 許多文獻都提到海洋顏色與色光吸

收的關聯，那是否也能夠找出與紅外線的

關聯呢？是否水能夠有效地吸收紅外

線，遍尋這個推論的證明時，發現香水蓮

花最為適用，因為有的葉子直接平鋪水

面，可以反射背景中的紅外線，而有些葉

子卻沉在水底，可以反射受到水吸收影響

的紅外線特質。 

（一） 挑選同顏色系列的香水

蓮花葉子為樣本。 

（二） 以浮水葉和沉水葉進行對比(光線經過的距離為 40 cm)。 

（三） 分別拍攝不同波段的紅外線圖像，並進行灰階差異比較。 

推論： 

（一） 單從波段來看，>850 nm 的波段範圍，受到水的影響最大，因為灰階差異幾

乎都在 30%左右，代表著 40 cm 的水就可以吸收掉 30 %的灰階光能。 

樣本條件 未經水的灰階強度 經水反射灰階強度 灰階差異 

可見光(<760 nm) 67 % 64 % 3 % 

>760 nm 96 % 95 % 1 % 

>850 nm 94 % 65 % 29 % 

>960 nm 77 % 35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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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單以>760 nm 來推論的話(當然也涵蓋了之後的波段)，可能會誤認紅外

線不受水的影響；可見光的差異度也不大；另外也可以了解背景紅外線中

超過了 960  nm 以後的波段，迅速地減少（如 94 %下降到 77 %）。 

（三） 對比於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會發現到海水愈深顏色愈深，可知水深也會對

於光能的吸收有影響；對照圖中不同深淺的沉水葉，也呈現著愈深，灰階

率愈小的狀況，甚至其他無沉水葉的地方，幾乎都呈現無灰階反射的黑色。 

伍、討論與結論 

一、 幾乎所有天體－只要能夠得到太陽光源，都能夠反射出紅外線；但隨紅外線波段範

圍而有變化，波段愈長、灰階反射率跟著下降；而天空中的雲朵，雲層厚度對於紅

外線 850-950 nm 波段，有明顯的吸收影響。 

二、 綠色生產者世界，在紅外線下不如可見光般地多采多姿，也就是有或無而已，強或

弱而已，而且對比於可見光的灰階率範圍，綠色生產者世界，不管是甚麼色系，表

現出來的差異度都相當地小，也就是幾乎都呈現著約略同樣深淺的白色世界；更證

實了紅外線的雪景效果。 

三、 無機物質的染料世界，在紅外線的世界中，可以用量化數字來代表，也就是每一種

染料都有一個數字(灰階反射率)，就連由不同顏色所組成的黑色，所得到的灰階反

射率約為其來源原料的範圍內，並不是等同於純黑色的色素，說不定這可以幫助我

們解析各種顏色的組成；當然還受到該染料的濃度所影響－因為水也有自己特定的

紅外線影響效果。 

四、 同樣的染料在不同的介質環境中，出現不同的紅外線特質，比方在塑膠刻字版上，

不管是反射率多高的黃色顏料，幾乎反射不出紅外線，可知，介質材料對於紅外線

的吸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五、 各種不同物質的紅外線反射率也有相當明顯的差異，例如，尼龍(人造纖維)的紅外線

吸收率遠大於其他物質，因其反射率相當的低，而其他物質在 760-2000 nn 波段，反

射率差異度不大。隨著波段範圍增加，反射率也跟著下降。 

六、 溫度的變化與紅外線，這個部份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應該需要更多更廣的研究才行；

以灰燼來說，雖然肉眼感受不到顏色的變化，但是紅外線卻能夠清楚地看出灰階變

化，但每個溫度點，釋放出的灰階能量分布卻不盡相同；此外，溫度愈高、長波段

灰階能量愈多的推論，卻不能適用於鹽晶體的燃燒。 

七、 利用紅外線濾鏡片能夠分析太陽的環暈組成，比較各個不同波段的濾鏡結果，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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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某些環暈是由某些波段所組成，當然隨著波段增長，環暈數目與亮度呈現反比趨

勢。 

八、 水對於紅外線(>850 nm)有相當的吸收能力，相較之下，可見光與近紅外線(<850 nm）

幾乎無法同比；水的深度也是影響吸收的要素之一，背景輻射中的紅外線，也隨著

波段範圍增長而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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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105 

透過紅外線攝影機，本作品討論自然界紅外線世界所表現的

現象，是件有趣的作品，唯在資料分析上仍有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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