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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座流星暴的故事是從 1833 年 11 月

13 日美洲西部的凌晨開始。當許多

人還在睡夢中時，突然被街上陣陣驚叫哭泣

聲吵醒，漆黑的大地居然一片光亮，原來是

從天空降下了如暴雨般的流星，有些流星竟

然和滿月一樣亮，可以在地上照出清楚的影

子。根據目擊者描述，每小時約可看到十萬

顆流星，天空中同時出現 1 0 到 1 5 條流星

痕，有些流星痕甚至停滯近 20 分鐘，像一條

條盤旋於天空中的巨蟒，十分壯觀。

在 1833 年獅子座流星暴發生後，科學家從

西元 902 年到 1833 年的各國（包括中國、阿

拉伯及歐洲）歷史資料中，找出了同樣發生

在十一月的流星雨記錄，並發現其中有33.25

獅  子  傳  奇
⋯⋯從歷史預測本週期的獅子座流星暴

巨大的人面獅身像一如數千年來的每個白晝與夜晚，靜靜地伏守在

金字塔旁，見證沙漠中的朝代興亡，但卻沒有一刻是如此地光芒燦

爛⋯⋯。1999年十一月十八日世界時兩點，獅子座流星雨如暴雨般襲

向歐洲、非洲與中東地區的夜空，為這個週期的獅子座流星暴正式揭

開序幕。

1999 年十一月十八日Nihel Evans 在埃及Sharm El Sheikh 於 72 分鐘內所拍攝到獅

子座流星暴。

吳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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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週期性。天文學家根

據此一週期大膽地預測了

下一次獅子座流星暴將在

1866 年發生。果然， 1866

年 11 月歐洲地區再度觀測

到每小時 5,000 顆的流星

暴奇景。

在算出流星群的軌道位

置後，天文學家發現它與

週期性彗星 Tempel-Tuttle

彗星的軌道一致，因此而

證明了流星雨中的流星體

物質是來自這顆彗星。不

過由於1899、1933 年獅子座流星暴連續兩度

失約，使得社會大眾對天文學界的預測喪失

信心。因此，當 1966 年 11 月 17 日獅子座流

星雨再度發威時，令許多措手不及的觀測者

痛失良機，而根據美國西部的觀測記錄，這

次流星雨極大時達每小時 15 萬顆，可謂是世

紀超級流星暴！而獅子座流星雨的預測也成

為天文學家們既愛又恨的一大難題。

其實發生流星暴的條件很簡單：當地球直

接穿過彗星遺留的流星體群時便會出現每小

時上千顆流星的流星暴。但是要準確預測流

星體群的位置又是何其困難！這些被彗星遺

留在軌道上的微粒塵埃不僅無法觀測，而且

還不斷地漂移擴散，再加上各行星的攝動，

其真正位置簡直可說是神鬼莫測。也難怪沒

有多少天文學家敢以一生清譽來賭一賭獅子

座流星暴的發生時間。

1998 年 Tempel-Tuttle 彗星再度回歸，對此

彗星有深入研究的噴射推進實驗室 Donald K.

Yeomans 預言這個週期的獅子座流星雨極大

將發生在 1 9 9 8 年十一月十七日世界時 1 9 :

43 ，每小時數量約有 200 ∼ 5,000 顆，另一位

流星體群力學專家 Peter Brown 的預測時間相

同，但數量則達每小時 1,000 ∼ 9,000 顆。結

果 1998 年出現的獅子座流星雨極大時間比預

測足足早了十八個小時，在世界時 1:40 出現

了每小時平均 340 顆，而另一個較接近預測

的極大則發生於 20:30 ，但是數量卻更少了

一半，只達到 180 顆的程度。

受到這個挫敗的影響，英國 Armagh 天文

台的 David J. Asher 與澳洲賽丁泉天文台的

Robert H. McNaught決定換一種方式來分析獅

子座流星體群的軌道。 Asher 建立了一種由

數個流星體群組成的新模型，並用電腦模擬

每一個流星體群的演化過程，結果發現以這

種模型計算過去發生流星暴的時間，居然能

夠 準 確 到 十 分 鐘 以 內 ！ 於 是 A s h e r 與

McNaught 就應用這套新模型來預測 1999 年

的獅子座流星雨。結果預測的極大發生時間

只與觀測值 1999 年十一月十八日世界時兩點

相差數分鐘而已！但是預測的流星數量仍比

實 際 值 來 得 高 （ 如圖 一 ） 。

Asher 與 McNaught 精準的新模型對於 2000

∼ 2006 年的獅子座流星雨預測又是如何呢？

讓我們先瞭解一下圖解中的符號。在以下的

圖中，紙面代表黃道面，地球的路徑以藍色

表示，藍色的圓點是地球，在比例上放大了

十倍。綠色的「X」為 Tempel-Tuttle 彗星穿越

圖一  1999 年獅子座流星雨出現的時間與數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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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道 面 （ 由 上 方 穿 過 紙 面 至 下 方 ） 的 位

置，而不同顏色的橢圓塊，則是每次彗星回

歸時所產生流星體群在黃道上的位置，每個

流星體群旁均標示出產生的年份。由於流星

體群大多會向地球運動的反方向漂移，並在

數百年間逐漸消散，所以在圖中只繪出了最

近兩百年來所產生的六條流星體群，只有在

2001 和 2002 年的圖中特別多標出三條更老的

群。此外，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流星群中流

星體的分佈密度並不均勻，密度最高點也不

一定就在橢圓的中心，不過，越年輕的流星

體群由於散逸的程度較低，所以密度應該會

比老群高一些。

以下，讓我們一一回顧過去兩百年來，獅

子座流星暴發生時地球與流星體群間的相對

位置，並進一步預測在這個週期中獅子座流

星雨可能發生的時間、地點與數量。

1833 1833 1833 1833 1833 年年年年年

現代流星天文學可說是濫觴於 1833 年的獅子座流星暴。當年的十一月十三日世界時十點

(Nov 13.4 UT)左右，地球從 1800 年回歸的 Tempel-Tuttle 彗星剛產生的濃密流星體群中穿越，

使美洲地區人民在曙光前看見了這歷史性的一幕。根據各項記錄顯示，當時的流星數量達每

小時十萬顆以上！

1866 1866 1866 1866 1866 年年年年年

1866 年的獅子座流星暴發生於十一月十四日世界時一點(Nov 14.05 UT)左右，這次地球經

過的是 Tempel-Tuttle 彗星在 1733 年產生的流星體群，每小時五千顆的流星暴讓歐洲人大飽眼

福。

19661966196619661966 年年年年年

許多住在美洲西部、年過半百的長輩對這次每小時十五萬顆的流星暴還能朗朗上口。 1966

年十一月十七日世界時十二點(Nov 17.5 UT)，地球恰好從 1899 年的流星體群正中央穿過，造

成了這次罕見的大流星暴，但是 1999年地球再經過同一條流星體群時，卻因距離過遠而盛況

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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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年

1997 年沒有發生獅子座流星雨，原因很簡單：地球沒有接近任何一條流星體群！

19981998199819981998 年年年年年

1998 年，在追星族徹夜的守候下，獅子座流星卻寥寥可數，天文學家預測的獅子座流星暴

沒有發生嗎？非也，只是極大期比預測早出現了約18個小時，數量也遠不如預期，大自然再

次愚弄了天文學家，更驗證了流星雨預測的困難。但天文學家們從這次的觀測中，摸索出了

更精確的預測模式，這次失敗總算有了代價。

1999 1999 1999 1999 1999 年年年年年

1999 年地球再度接近造成 1966 年世紀流星暴的 1899 群，只是這次與群中心的距離太遠，

所以只在十一月十八日世界時 2:10 達到 ZHR 3,500 左右的高峰。但這也是天文學家應用新模

型對獅子座預測最準確的一次，可說是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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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年

2000 年究竟會不會發生流星暴呢？從圖中看來並不樂觀，地球僅從 1733 群與 1866 群身旁

擦過，但並未穿越，或許模型稍有誤差，則可能掠過這兩群的邊緣，但明亮的下弦月仍舊會

對觀測造成嚴重的影響。兩個極大發生的時間分別在十一月十八日世界時 3:44 與 7:51 ，西

非、西歐、南美洲北部、北美洲東部、北部是最佳觀測地。

2001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年

根據預測， 2001 年將是這個週期內獅子座流星雨相當精彩的一年，共有三個流星體群位於

地球路徑上。首先，地球將在十一月十八日世界時 10:01 掠過 1767 群的邊緣，美洲中北部的

觀測者也許可以看到每小時 2,500 顆的流星暴；接著， 17:31 通過 1699 群中央附近，東亞與澳

洲可觀賞到每小時 9,000 顆流星，最高潮發生在 18:19 ，當地球從年輕的 1866 群通過時，這些

地區將有 ZHR15,000 ，也就是平均每秒鐘有五顆流星的奇景。還有一個好消息，這天有個接

近新月的無光害夜空。

這次流星暴也是最適合台灣地區觀測的一次。

2002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年

2002 年應該是這個週期中獅子座流星雨的最高潮了。地球先後在十一月十九日 4:00 與 10:

36 從 1767 群與 1866 群的中央直接穿過，雖然受到滿月的嚴重影響，但每小時 15,000 ∼ 30,

000 顆的驚人數量，應該還是會讓西非、西歐、南美洲東北與北美洲的觀測者留下畢生難忘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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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年

2006 年地球還會通過 1932 年 Tempel-Tuttle 彗星留下的新流星體群，但正因為此群相當年

輕，散逸程度低，所以流星體高度集中在中央處，這次的流星雨大概也不會以什麼驚人的場

面出現，而是一個 ZHR 約 100 ，且出現時間短暫集中的普通流星雨，西非與西歐地區可在無

月的夜空下盡情觀賞。

不過，就在 Asher 與 McNaught「多流星體群理論」(multi-trailet theory)新模型大成功的同

時，另一位委內瑞拉安地斯大學的流星天文學家 Ignacio Ramon Ferrin Vasquez 也以其獨特的

流星體分佈密度「等線法」(isolines method)準確地預測了 1999 年的獅子座流星雨。但是兩

者對於 2000~2002 年獅子座流星雨的預測卻大相逕庭。下表是兩種理論對於未來幾年獅子座

流星雨的預測，到底鹿死誰手，或兩者都只是另一次失敗的預測？上帝在獅子座流星雨到來

時，自然會告訴我們正確答案！

發生時間 

（世界時） 

估計 

ZHR 
預計可見地區 

2000,11/18, 3:44 100? 西非、西歐、南美洲東北部 

2000,11/18, 7:51 100? 北美北、東部、南美洲西北部 

2001,11/18, 10:01 2,500* 北美北、東部 

2001,11/18, 17:31 9,000* 澳洲、亞洲東部 

2001,11/18, 18:19 15,000* 澳洲西部、亞洲中、東與東南部 

2002,11/19, 4:00 15,000* 西非、西歐、加拿大東北、與南美洲東北 

2002,11/19, 10:36 30,000* 北美 

2006,11/19, 4:45 100 西歐與西非 

發生時間 

（世界時） 

估計 

ZHR 
預計可見地區 

2000,11/17, 9:24 3,500~50,000 北美中、北部 

2001,11/17, 16:30 350 澳洲、亞洲東部 

2002,11/17, 23:43 150 東歐、中東與亞洲西部 

Asher 與 McNaught 的預測

Ferrin 的預測
作者：現職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