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日全食全部過程連續攝影 洪景川(本館天文攝影小組)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8時08分00秒～20時05分06秒，間隔4.5~5分鐘曝光
地點 :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伊吾縣城（伊吾縣高級中學）
器材 : Nikon D70 DSLR +Takahashi FC-50 (50/400, F8) 直接焦點攝影+Takahashi P-2赤道儀自動 追蹤+Borg ND10000 & Fuji D3 太陽濾鏡
曝光：1/3200秒～1/5秒 (ISO200) [ 前後階段皆有雲遮蔽 (第二幅及倒數第四、五幅) ]
影像處理：Photoshop 7.0事後合成直焦影像為單幅連續過程，中央食甚影像去除所有太陽濾鏡。

館長的話

初秋的日子，從美國引起的金融海嘯、大陸引進的毒奶事件和颱風侵襲遭受的
災害已使臺灣經濟蒙受重大影響，本館九月份的參觀人數劇烈下滑，就以幼兒星象套
裝行程來說，參加人數只有八千多人次，較去年減少四千多人次，巧的是二次的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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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都在假日，中秋節和教師節正是本館舉辦大型活動的期間，錯失了在節日期間行銷
天文館的機會；緊接著世界金融風暴產生，經濟蕭條逐漸形成，民眾將縮衣節食，這
將影響全國各社教單位的營運，於此冀望政府推出的各項振興經濟政策和方案確實有
效，使臺灣能安全渡過這次的超級經濟風暴。
天文望遠鏡是天文觀測的重要工具，1609年伽利略發明望遠鏡到明年將屆滿400
年，「國際天文聯合會(IAU)與「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SCO)共同將2009年定為全球

本館於年初，為配合天文年推出一系列的活動積極規劃編列預算，感謝各組同仁
的努力，收集資料與企業廠家接觸，多次於會議中相互激勵和腦力震盪，終於將天文
年相關活動的雛型訂定，初分為四個季節與多個子計劃，有特展、動手做、講演及夜
宿天文館等活動。如在「太陽系季」中推出巨大隕鐵展，「探索宇宙季」中推出可觀
察到宇宙射線粒子飛逝的實驗箱展。這些活動需大量經費開支，目前雖已獲教育局支
持編列數百萬的活動經費，但需獲得臺北市議會預算審查的同意，通過後才能支用，
以富含教育意義之天文活動迎接天文年的到來。
八月一日的日全食臺灣地區無法看見，受網路科
技之賜，本館網站全程轉播，由嘉義市天文協會率團
在新疆的觀測實況，並於當天(星期
五)夜間特別開放，聘請臺大孫維新
教授於館內中庭進行線上解說有關日
全食的發生經過和現象。這是兩岸第
一次透過網路的天象交流，於此感謝
承辦單位嘉義市天文協會、所有參與
的協辦單位和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辛

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北字第2466號

勞，才有如此破天荒的創舉。
想回顧日全食的精彩照片嗎？想知道強子對撞機是什麼機器嗎？星光小學如何打
造的？鹿林2米望遠鏡計畫知多少？宇宙劇場新片勇闖大峽谷描述什麼？什麼是賀氏金
言？金言中有好奇心、熱忱、努力、自律，那一個是最重要的；解答在我的天文研究
―訪賀曾樸院士專文中揭曉。最新天文消息和提供美麗的天文照片，「臺北星空」按
季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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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季天文記實
編譯：吳志剛
第四顆矮行星正式命名為 Makemake
2005年三月被發現的小星體 2005 FY9 日前被歸類於矮
行星，並命名為 Makemake （讀音為MAH-kay MAH-kay），
中文名『鳥神星』，成為繼穀神星、冥王星和鬩神星之後
的第四顆正式的矮行星，也是第三顆類冥天體。Makemake
原意為復活節島原住民所信奉的創造與生殖之神。其直徑
約 1600 公里，軌道週期約 300 年。(2008-07-15)

土衛泰坦證實有液態湖
NASA 卡西尼號任務確認土衛南極附近有液態的碳氫化
合物湖，其成分應為乙烷。這是在地球以外，太陽系中首
見存在湖泊的星體。此湖泊長約 235 公里，廣達兩萬平方公
里，約為台灣面積的 2/3。科學家根據紅外觀測證實了泰坦上
的湖泊，除了乙烷外，還有甲烷及液態氮等其他物質。據推
測，泰坦也會下雨，但成分為液態碳氫化合物。(2008-07-31)

銀河系中心超巨質量黑洞的最高解析度觀測
天文學家以位於夏威夷、加州與亞利桑納州相距達
4500 公里的電波望遠鏡所構成的甚長基線干涉儀(VLBI)，
以 1.3 毫米波長對位於銀河系中心的人馬座 A 進行有史以來
最精密的觀測，解析度高達 37 微角秒，比哈柏望遠鏡高出
1000 倍。這裡據信是質量達太陽 40 萬倍的超巨質量黑洞，
這次也是其被發現 30 年來，首次觀測解析度達到接近其直
徑 1600 萬公里的事件地平面。(2008-09-05)

羅塞達號飛掠小行星 Stein
歐洲太空總署的羅塞達號太空船從距離 2867 號小行星
Stein 800 公里處飛掠，拍攝到 Stein 上有兩個巨大的坑洞與許
多小坑洞，還有一串七個鏈坑，可能是被扯碎的小星體隨著
小行星自轉陸續擊中表面。羅塞達號將於 12 月 17 日到達離
太陽 2.26 天文單位的遠日點，然後回頭在明年 11 月 13 日掠
過地球，後年飛掠另一顆小行星 21 號 Lutetia，最終於 2014
年與 67P/Churyumov-Gerasimenko 彗星會合。(2008-09-7)



天文館期刊 第四十二期

大強子對撞機於九月十日啟動運作後因故障停機
備受各界矚目的歐洲核能研究組織 (CERN) 大強子對撞機
(LHC) 於九月十日起開始運作，注入粒子進行實驗性的加
速，目標是達到 5 TeV 的高能量，是當今最具威力的對撞
機。但運作開始後連續發生兩起事故，9 月 19 日在第三段至
第四段隧道內漏出了大約一噸重的冷卻氦，預計至少需關閉
兩個月，可能要到明年春季才能恢復運作。(2008-09-24)

第一張在類似太陽恆星旁的行星影像
天文學家以位於夏威夷的北雙子星望遠鏡，在距離地
球約 500 光年遠處拍攝到一顆與太陽類似年輕恆星 1RXS
J160929.1-210524 的行星影像。這顆恆星質量約為太陽的
85%，行星溫度約 1800K，遠高於木星的 160K，質量則約為
木星的八倍，距離母星約地球至太陽的 330 倍遠。到目前為
止，惟一一顆直接被觀測到的系外行星可能是獨自漂流在
太空中或是環繞著極暗的棕矮星。(2008-09-16)

第五顆矮行星：Haumea
國際天文聯合會 (IAU) 於 9/17 公佈將編號 2003 EL61 的
古柏帶星體，即 136108 號小行星歸類於矮行星，並命名為
Haumea，在夏威夷意為豐收與生育女神。Haumea 有兩顆衛
星：Hiiaka 與 Namaka，質量約為冥王星的 1/3，軌道半長軸
約 43.335 天文單位 ，週期 285.4 年，其外觀呈橢球體，直
徑 1960 × 1518 × 996 公里。2004 年由 Mike Brown 的研究團
隊發現。(2008-09-20)

中國第三艘載人太空船神舟七號發射升空
中國第三艘載人太空船神舟七號於 9/25 晚間 9 時 10
分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載有翟志剛等三名中國
太空人，其中一人將出艙進行太空漫步，而中國也成為繼
俄、美後第三個完成太空艙外作業的國家。中國將在 2010
年前再發射神舟八號和九號，逐步建立太空實驗室。中國
第一艘載人太空船神舟五號是於 2003 年升空。(2008-09-26)

參考資料：
歐洲太空總署（ESA）http://www.esa.int
美國航太總署 (NASA) http://science.nasa.gov
哈柏太空望遠鏡（HST）http://hubblesite.org
國際天文聯合會 (IAU) http://www.iau.org/
新華社 http://www.xinhuanet.com
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http://www.cern.ch



撞出粒子物理的新宇宙

大型強子對撞機LHC
文/ 吳志剛

宇

宙到底是什麼組成的？暗物質是什麼？空間真的只有

巨大的對撞偵測器

三個維度嗎？粒子的質量又是從何而來？1970、80年

代帶領粒子物理揚起革命大纛的標準理論，又將面臨什麼
樣的革命….？歐洲核子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建造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將為這些宇宙未解之謎帶來一線曙光。

標準模型是當今最成功的基本粒子理論，它預測夸克與
輕子粒子家族間應有對稱關係，但夸克與輕子卻都具有不同
質量，而非無質量。為了解決此問題，希格斯(Peter Higgs)等
物理學家在1960年代提出了夸克與輕子的質量是藉由與希格
斯玻色子的交互作用而獲得的概念，解決了對稱性的矛盾，

大型強子對撞機之「大」，從其創下的種種紀錄可見一
斑。LHC的主結構體橫跨瑞士、法國，圓周長達27公里，位
於地下50至150公尺間的圓形隧道，裡面放置兩個質子束管，
沿線由將近7000個以液態氦冷卻至2K的超導磁鐵包覆，引導
加速管中數以千億的質子達到光速的99.9999991%，每個質子
各帶著7TeV(兆電子伏特)的能量，這些質子團以相反方向在

但希格斯粒子到底在哪裡呢？根據1970年代之後的實驗顯
示，希格斯粒子的質量必須在1TeV左右，而讓希格斯粒子的
質量即使到了超出標準模型能量，仍保持在這尺度以下的原
因有幾種可能：一是與其作用的虛粒子具有超對稱性；也可
能希格斯粒子是由其他更基本的粒子所組成；或者，宇宙空
間維度高於三維，使粒子在高能量的交互作用改變。

四個實驗碰撞點彼此穿越，每秒產生六億次碰撞，而每個碰
撞可釋放出高達2TeV的能量，遠超過目前紀錄的七倍之多！
碰撞後所產生數千個粒子的動量、能量與軌跡等，將由超導
環場探測器(ATLAS)、緊湊渺子螺管探測器(CMS)、夸克偵
測器(LHCb)與大型離子對撞實驗(ALICE)等四座巨大的精密
偵測器捕捉記錄。

如今，科學家終於有了具有足夠能量探測希格斯粒子的
LHC。在對撞事件產生的希格斯粒子會迅即衰變，而在各種
衰變可能出現的產物中，最容易分辨的就是兩個路徑極為接
近、難以辨識的光子。此外，許多粒子衰變後會產生光子和
π0，也容易被誤判為兩個光子。這就是LHC偵測器為何必須
空前精密的緣故。在這些高能對撞中，是否會產生穩定的中

LHC不僅硬體驚人，其產生的資料量也令人咋舌。從無
數碰撞中經過觸發篩選出每秒100個事件的資料，經由數千部
電腦組成的第零階網格(Tier 0)，製成磁帶後傳送到分布全球

性粒子也是科學家關注的項目之一，它們極可能就是宇宙中
暗物質的候選人，將有助於揭開宇宙結構之謎。而對撞中產
生新的交互作用粒子則將帶領科學家邁進物理的新紀元。

的12個資訊中心，供給各研究單位擷取分析。而這樣龐大的
計畫也必須由國際共同合作。LHC由全球85國的大學與研究
機構出資八十億美元，由超過八千位物理學家與學生參與研
究建造。台灣在這重要的實驗中也沒有缺席，中央研究院、
台灣大學與中央大學的團隊都有傑出的貢獻，其中亞洲唯一

至於某些人士擔心LHC可能會引發毀滅地球的災難，例
如產生黑洞、吸收一般物質的奇異物質、會造成質子衰變的
磁單極、宇宙真空相變等等....，似乎可能性並不高，且讓我
們先將目光集中在這LHC即將揭開的宇宙極致之美上。

的第一階網格中心(Tier 1)即設在臺灣。

LHC的位置圖與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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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星計畫
Pan-STARRS

文/ 周 翊

杞人憂天

杞

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
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

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
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
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
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
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
不能有所中傷。」 --列子 天瑞 –
上述文字為「杞人憂天」這則成語
的來源，往往我們會用這則成語去形容
一個人去擔心一件沒有必要擔心的事。
但我們以現代的觀點再次評斷這段文
字，杞國人擔憂的事是否毫無道理?而曉

圖一:這是筆者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參觀巴林傑隕石坑時
所拍下的照片，由於隕石坑直徑太大，以致無法拍得全
貌，但可見隕石坑中央留有當年研究鑽探的痕跡。

之者說的都是對的？特別是曉之者說的
最後一句，日月的確不會下墜，但星辰

但一顆隕石能造成多大的傷害? 看看圖一這個隕

呢? 古人早已觀測到流星的現象，通常

石坑吧，它不是在月球上，而是實實在在地在地球上

隱含著某一重要人物去世(如三國演義第

的一個隕石坑，這就是著名的巴林傑隕石坑（Barringer

一百零四回「隕大星漢丞相歸天」)。但

Meteor Crater），它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北部的沙漠

這些下墜的流星真能如列子天瑞篇所述

中，直徑長達1200公尺，深度173公尺，邊緣高度36至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

61公尺。科學家深入研究後發現，這個隕石撞擊事件
發生在約五萬年前，一顆直徑僅約五十公尺，質量約
在2.72-3.63億公噸間的一顆隕石，以五萬六千公里的時

隕石坑—隕石撞擊的證據

速撞擊地球，其撞擊強度相當於二千萬噸TNT，約等於

當我們小時後第一次拿起望遠鏡仰望

1,000顆廣島原子彈，所激起的塵土超過一億七千五百萬

星空時，通常第一個看的大概就是月亮，很

噸，分佈超過2公里。很明顯的，它所釋放的能量足以

明顯的，它的表面坑坑疤疤的，不如目視來

使一個城鎮完全毀滅。

得皎潔。我們現在都已知道月球表面的坑洞
大多是隕石坑，由於月球無大氣層的保護，
隕石將直接撞月球表面而造成坑洞。而地

白堊紀-第三紀大滅絕事件

球呢?由於它有厚度數百公里的大氣層的保

古生物學家已證實，大約在6,500萬年前，地球上

護，下墜的隕石會在大氣中燃燒，但它是否

的生物曾經歷一次大浩劫，使得當時地球上的霸主—

能在墜地前燃燒殆盡，由它的大小所決定，

恐龍的完全絕種。許多證據顯示：隕石是這次大滅絕

一旦未燃燒完全，它就會撞擊地面。

元兇。六千五百萬年前，一顆直徑約10-20公里的小行


星落到地球，造成大火，大海嘯，大地震與大風
暴，大量的灰燼拋入大氣中，造成黑暗，低溫與
酸雨，灰燼滿佈在大氣長達數年，陽光被遮擋，
形成核子冬天，食物鏈遭破壞，百分之七十的物
種因而滅絕，稱之白堊紀-第三紀大滅絕事件。
地質學家可能已找到造成這次滅絕事件
的證據：一個被埋在墨西哥的猶加敦半島地區
(Yucatán Peninsula) 地下的隕石坑，稱之為希克
蘇魯伯(Chicxulub) 隕石坑(圖二)。它形成的時間
正好就在白堊紀大滅絕事件前後，坑洞直徑超過
180公里，估計落下的隕石直徑約10公里，釋放
能量約4X1030 耳格，相當於1014公噸TNT (或50億
顆廣島原子彈)。近來陸續發現許多與希克蘇魯
伯隕石坑同時形成的隕石坑：如在北海的銀坑
(Silverpit)隕石坑與烏克蘭的柏泰士(Boltysh)隕石
坑，大致分布於北緯70度至20度間，所以造成白
堊紀-第三紀大滅絕事件可能為多次撞擊事件。

Do something before too late

圖二：被埋在墨西哥的猶加敦半島地區地下的
希克蘇魯隕石坑區域示意圖。
(圖片來源：NASA/JPL-Caltech)

的危險性，只怕我們未必能如電影情節中如此幸

大約十年前有一個非常賣座的科幻電影—

運地度過此一危機。因此，如果能及早發現對地

「世界末日(Armageddon)」，描述一群鑽油工人

球有威脅性的小行星，我們就有足夠的時間應付

成為拯救世界的救世主。下面一段文字翻譯自這

此一危機。

部電影的預告片：
「正當太空人在外工作時，亞特蘭提斯號
太空梭受到一連串的小隕石擊中後爆炸焚毀。接
著，從芬蘭到美國東南部都遭受流星的撞擊，紐
約市的一些地標與摩天大樓也被撞毀。美國太空
總署發現這些小隕石後面跟隨著一個大小相當於
德州的小行星，正衝向地球而來，將造成地球上
的生命完全滅絕，而時間只剩18天……」
在這部電影中，我們可以見到一群慌慌張張
的天文學家，要在非常急迫的時間內解決此一危
機，結局當然由這一群鑽油工人在最後一刻爆破
了這一顆小行星。

尋找高危險性的小行星
如眾所知，太陽系除了八大行星外，還有許
許多多的小天體，如小行星、彗星、古柏帶天體
等。雖然小行星主要集中於小行星帶，軌道為圓形
或離心率很低的橢圓，對地球無害。但仍可能有極
少數小行星，走的是一個離心率較高的橢圓軌道，
而其軌道與地球軌道相交，這種小行星對地球就可
能有高度的危險性。此外，我們也不能排除下面的
可能性，有些小行星目前雖對地球無害，但它可能
因與其它小行星碰撞，或受其他星體(如彗星)的牽
引而改變軌道，變成高危險性的小行星。還有就是
那三不五時造訪的彗星，有強烈的證據顯示，有些



撇開電影中其他情節不談，單就這電影中危

彗星的軌道與地球軌道相交，它們運行時殘留的物

機的來源：小行星或大型隕石撞擊地球，難道只

質，成為流星雨的主要來源。這些小天體對地球都

是電影情節?還是真的有可能發生?從上述二個隕

有一定程度以上的威脅性。而一個大小五十公尺的

石坑及其他證據看來，似乎並非絕對不可能，但

小行星就足以毀滅一個城市，一個10公里直徑的小

如果我們只能在它撞擊地球前18天才能警覺到它

行星就可造成物種的大滅絕。因此，尋找近地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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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Near Earth Objects, NEOs)或又稱高危險性的小行

觀測深度下，面積較大的望遠鏡所須曝光時間較

星 (Potential Hazardous Asteroids, PHAs)實為天文學家

短。當然，視野越大，掃過全天區的曝光次數就

的重要任務。

越少。因此，這二個因素決定了望遠鏡快速巡天
的能力。表一列出了泛星計畫與其他望遠鏡巡天

但要如何尋找這些高危險性的小行星?由於
撞擊地球的小行星體積不需要太大(直徑數十公

能力之比較，可知，Pan-STARRS的巡天能力的
確高人一等。

尺至數十公里)，而小行星本身又不發光，我們
只能藉著它反射太陽光來觀測它，所以，只有它
觀測的語言來說，它不但是個移動天體，而且是

巡天利器：
泛星計畫的Gigapixel 相機

個暫現現象。因此我們必須做經常性、重複性、

當然，我們對於Pa n-S TA R R S的要求還不

快速及一定深度以上之巡天。對於所有觀測到的

止於此，我們如果使用一般的CCD相機，如1K

天體，先判定是否為移動天體，若為移動天體，

× 1K或4K × 4K像素的CCD相機，要觀測如Pan-

則計算其軌道，判定是否為高危險性的小行星，

STARRS這麼大的視野，每單位像素對應之天區

由於精確軌道的要求，必須有一定程度以上的影

將相當大，換句話說，影像解析度將十分差。

距離地球較近時，才能捕捉到它的身影。用天文

像解析度。此外，由於能觀測到這些高危險性的
小行星時，它們與地球已相當接近，我們不能排
除它可能有立即的危險性，因此，上述的資料處
理與軌道計算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

泛星計畫
(Panoramic Survey Telescope &
Rapid Response System;
Pan-STARRS)
基於高危險性的小行星可能對地球造成毀滅
性的傷害，美國國會通過泛星計畫的預算，經美
國空軍交付夏威夷大學執行。計畫主要目的就是
在尋找高危險性的小行星，預計在夏威夷島的毛
納基(Mauna Kea，海拔4,205 公尺)建造四座1.8米
口徑之望遠鏡(圖三)，視野高達3度(直徑)或7平方
度，巡天的範圍可達3/4的全天區。每幅影像曝光
天模式有關)，就靈敏度而言，單一幅影像可達24

圖三：Pan-STARRS望遠鏡的藝術家想像圖，這只
是數個可能的設計之一，最終的設計尚待決定。
(圖片來源：http://pan-starrs.ifa.hawaii.edu/public/

星等，數年之疊加影像更可高達29.4 星等，位置

design-features/PS4-small.htm)

時間30秒，每4-7天就能再次觀測同一天區(與巡

準確度達0.07 角秒 ，測光準確度可到0.01 星等。
要達到有效尋找高危險性的小行星的目的，
必須滿足如前所述的條件。我們首先看看巡天能
力，巡天能力的指標稱之為Etendue，它是望遠
鏡集光面積(A)與視野(Ω，以平方度為單位)的
乘積，面積越大，在一定時間的曝光下，能看到
比較暗的天體，或者從另一觀點來看，在一定的

望遠鏡

口徑

Ω(deg2)

AΩ

USAF Linear
SDSS
CFHT
(Megacam)
SUBARU
(SuprimeCam)
Pan-STARRS

1.0
2.5

2.0
3.9

1.6
19

3.6

1

10

8.1

0.2

10

7

70

3.6

註1

表一：泛星計畫與其他望遠鏡巡天能力之比較。
註 1 ：四座 1 . 8 米直徑的望遠鏡相當於一座直徑3.6
米的望遠鏡。


而我們對Pan-STARRS的要求是要能夠算出精確軌道，

除了上面所介紹的巡天望遠鏡，它的另一

因此我們不能犧牲解析度而遷就視野。因此，要滿足

個特性就是它的”快速反應系統”，也就

雙方的要求下，CCD相機的像素總數將十分龐大，在

是說，它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資料的

CCD像素大小(~10μm)無法降低的情況下，相機的實

分析，特別是找到與算出高危險性的小行

體大小也將十分可觀。

星的軌道，估算它是否對地球產生立即的

Pan-STARRS所使用的Gigapixel 相機(圖四)是由麻省
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所研發製造，包含60個 Orthogonal
Transfer Arrays (OTAs)，排成8 × 8的陣列，但四個邊角無
OTA，以符合Pan-STARRS的視野。每個 OTA 有 64 (8 ×
8) 單元，每單元有600 × 600像素，每像素大小10μm，
對應天區0.3角秒。由上述數據計算得知，整個像機將有
14億像素，實體面積超過40cm × 40cm，比起一般CCD相
機的CCD只有拇指般大小，實有天差地別的差距。
不只相機的大小，相機本身的功能與後端的電子設
備也必須遠比傳統CCD相機先進，在Pan-STARRS巡天
時，預設每幅影像曝光時間為30秒，可以想像CCD的讀出
時間必須遠小於30秒，否則將大大降低巡天的效率，而要
在這麼短的時間讀出14億像素，其在技術上的挑戰可想而

危險性(我們不希望像「世界末日」電影
般只有18天的反應時間)。而我們計算一
下一幅Pan-STARRS影像的大小，通常我
們以2bytes儲存一個像素的資料，以PanSTARRS的14億像素的相機，每幅影像的大
小高達2.8GB。如以每晚8小時的有效曝光
時間，每次曝光30秒，四座望遠鏡每晚資
料量高達10TB左右，更遑論在資料處理時
將產生數倍的影像，光是這些資料存取就
是一大挑戰。因此，Pan-STARRS的快速資
料處理的能力在天文界也是空前的創舉。
雖然泛星計畫的主要目的在尋找高
危險性的小行星，但其每晚大量的巡天資

知。事實上，Pan-STARRS的Gigapixel相機能在二秒內完成
整個14億像素的讀出動作。此外，OTA還有修正影像的能
力，眾所皆知，影像的清晰程度與視相度(seeing)的相關，
有些先進的望遠鏡能以調適光學的方法降低視相度造成的
影響，而Pan-STARRS的OTA則是利用電荷在像素間傳遞
以達到與調適光學相同的效果(圖五)。

驚人的資料處理能力
我們再次解析泛星計畫之英文原文，如果直譯其
文，應為「全面性的巡天望遠鏡與快速反應系統」，

圖四：Pan-STARRS的Gigapixel 相機。
(圖片來源: http://pan-starrs.ifa.hawaii.edu/public/
design-features/camera-sm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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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G i g a p i x e l相機的影像修正能力。
上：一般導星(星點F W H M=0.73角秒)；
下：O TA導星(星點F W H M=0.5 角秒)。
(圖片來源：http://pan-starrs.ifa.hawaii.edu/
public/design-features/image_quality.htm)

料，將對天文研究產生革命性的影響，特別
是對暫現天體(如伽瑪射線爆、新星或超新
星爆發)、移動天體(如小行星、古柏帶天體)
與時變現象等方面之研究。基於它巡天的特
性，有人形容Pan-STARRS是對宇宙拍一部十
年的電影。此外，Pan-STARRS的資料處理系
統會將每晚觀測的影像中，剔除了暫現與移
動天體後，將所謂之「靜態影像」不斷與前
次的靜態影像疊加，最終會形成一幅深度極
深的「靜態天空」。這對於許多天文研究都
極重要。

Pan-STARRS的原型機：PS1
與一般的大型計畫相同，在主要
儀器建造前，都會先製造一個原型機
(prototype)，用以測試及修正其儀器設計，
通常這種原型機只包含儀器之最重要部分。

圖六：PS1：Pan-STARRS的原型機。
(圖片來源：http://pan-starrs.ifa.hawaii.edu/public/projectstatus/gallery-dome.htm)

* 活躍星系核與高紅移似星體
* 宇宙尺度級之重力透鏡
* 大尺度結構
而我國的天文學家對其中多項科學主題都有參與。

但Pan-STARRS的原型機PS1事實上就是一
座完整的1.8米望遠鏡(1/4的Pan-STARRS，
見圖六)，整個系統與未來的Pan-STARRS
完全一樣。望遠鏡位於夏威夷M a u i島上的
Haleakala天文台，預計計劃執行3.5 年，將
對於泛星計畫所發展出的技術作一實體測
試，觀測之資料可供泛星計畫校正與比對。
由於它與Pan-STARRS如此相似，絕大部分
Pan-STARRS的科學目的都可在PS1達成。

台灣的優勢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參與泛星計畫的國家。而泛星
計畫是偵測暫現天體與移動天體之利器，而要深入研究
這二類天體，還是必須有賴於後續觀測，特別是早期後
續觀測資料十分珍貴。台灣的地理條件是我們在泛星計
畫中的最大優勢，台灣的緯度與夏威夷的緯度相當，也
就是說，夏威夷能看到的天區台灣也都看得到，而台灣
的時區落後於夏威夷六小時(雖然早一天)，也就是說，

由於美國政府對PS1僅提供建造經費，

任何暫現現象被Pan-STARRS偵測到後，或許經過其快

而不提供營運經費，因此由夏威夷大學招

速反應系統短暫處理確定後，台灣將能在第一時間利用

集，集合了來自美國、德國、英國與我國的

本地的望遠鏡，如鹿林一米望遠鏡或未來的二米望遠

天文研究機構，共同出資營運，共享觀測資

鏡，做早期的後續觀測，而取得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資

料。由參與國家的天文學家共同商議後，定

料，將可以此與世界先進國家相匹敵。

義出PS1的主要科學項目：
* 內太陽系
* 外太陽系(木星之外)
* 小質量恆星、棕矮星與年輕星體

結語
P S1預計於今(2008)年底開始觀測，屆時大量

* 用掩食法尋找系外行星

的觀測資料可將天文研究帶到一個新的境界。人類

* 本銀河系結構與本星系群

憑藉著科技進步，在我們的太陽系中清點近地小行

* M31之深度巡天

星，或許可以使地球上的人類躲過滅絕的危機。我

* 大質量恆星與超新星源

想如果二千多年前的列子看到今天的泛星計畫，當

* 以變星與爆發性的暫現源研究宇宙論

他在撰寫” 杞人憂天”這一段時，只怕要三思吧。

* 星系性質

周 翊： 國立中央大學天文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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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林
2米望遠鏡計畫
文/ 張永欣

天

文學家為了看到更暗的天體、更
仔細的影像，永遠希望望遠鏡

口徑越大越好，國立中央大學天文
所位於鹿林天文臺的一米望遠鏡
（LOT：Lulin One-meter Telescope
），是臺灣目前最大口徑的光學望遠
鏡；不過早在1994年中大天文所即已提
出建置2米口徑望遠鏡的評估報告了，當時
圖一：1994年M3設計鹿
林2米天文臺計畫道
路圖。

稱為「臺灣光學望遠鏡計畫」（TOT： Taiwan
Optical Telescope）， 1989年～1992年選址計畫就
是為了TOT而執行的，並計劃於1995年～1998年
分四個階段興建完成2米望遠鏡，天文臺的設計是
由美國的M3 Engineer and Manufacturing草擬，Kitt
Peak 的WIYN 3.5米望遠鏡天文臺圓頂與建築就是
由該公司設計及施工承包，所以TOT天文臺幾乎
是Kitt Peak WIYN 3.5米天文臺的縮小版，同時也
計畫在鹿林山莊到鹿林前山山頂開一條路，但是
整個經費預估高達一億九千四百二十七萬元，最
後因為沒錢也沒有資深天文學家支持而作罷。

定，由LOT觀測得到的影像資料，可以更為正確
評估鹿林天文臺臺址的觀測條件，做為放置更大
型望遠鏡的重要參考，但是計畫結束了代表著我
們只能就目前的LOT等設備進行更完善的營運，
來提升觀測的效率。
行政院於 2004 年提出五年五百億元的「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計畫」（現改為「邁向頂尖大學

關鍵的2004年

12

計畫」），中大天文所醞釀準備已久的鹿林2米
望遠鏡計畫，在可行性、目的指標性皆為完備的

2004年L OT計畫的來源教育部追求卓越計

情形下，成為中央大學代表爭取計畫的主要項目

畫結束，LOT自2002年9月安裝啟用至計畫結束

之一，也在校方順利爭取到每年6億的經費之後

約一年半的時間，望遠鏡狀況與運作模式日趨穩

成為中大第一個執行的重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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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鹿林2米望遠
鏡設計圖

開始啟動2006年
鹿林2米望遠鏡計畫已經在2006年10月
啟動，分為4大部分同步進行，包括望遠鏡本體
製造、圓頂設計製作、天文臺的建築與運輸系
統，以及觀測和附屬儀器等。

1.光學系統概述：
型式：Ritchey-Chretien 反射式
有效口徑：2000mm
焦比：主鏡F2.2（L＝4400mm）合成F 8（L＝16000mm）
理論解析度：0.07角秒（波長550 nm繞射極限）
實際影像品質：80％光能量集中於0.4角秒
可用視場：1度

1. 望遠鏡本體製造：日本西村製作所
2005年L OT主、次鏡重鍍即由日本西村製
作所承製，當年西村製作所剛剛完成名古屋大
學設置於紐西蘭的1.8米紅外望遠鏡，因此西村

2.機械系統概述：
架臺型式：經緯儀式
總重量：23噸
全高：8664 mm
主鏡尺寸：直徑 2050mm 厚 250mm 重量 2500 kg

很有意願接我們的案子，我們也請美國公司報

最重元件：底座 直徑 3400mm 厚 400mm 重量 3500 kg

價，但是價格很貴，約1.2億臺幣，招標期間法

最長元件：叉臂 長3800mm 寬1700mm

國SAGEM REOSC也有來詢問，不過我們的預

蓋賽格林焦點載重：最大500kg

算真的很低，只能買到REOSC非常陽春的望遠
鏡，標準版的至少要價1億臺幣以上，最後由西

高1180mm

蓋賽格林焦點儀器空間：最大2m x 2m x 2m

表一：光學與機械系統部分概述

村以合臺幣約八千萬元得標，於2006年12月簽約
製作。望遠鏡相關規格概述如（表一）：

目前日本本土最大的兵庫縣立西播摩2米望遠鏡筒
狀圓頂，亦是由西村與國際航業共同承製，圓頂

新訂製2米望遠鏡合成焦比F8與現有之1米

與望遠鏡之間的聯動系統為操作性的一大關鍵，

望遠鏡焦比相同，是為了以後光學儀器可以交換

所以圓頂設計亦委託西村，西村評估由日本承製

使用，主焦點系統及水平焦點系統因經費有限而

圓頂的價格，要價二千四百多萬臺幣，整整是我

沒有製作，但在現有結構上預留並加工好安裝位

們能夠接受的2倍之多，還是由臺灣打造吧。

置，以便日後加裝。

公稱直徑為12米的正半球圓頂

2. 圓頂設計製作：日本西村製作所
西村製作所有悠久的天文臺製作設計經驗，

圓頂尺寸應該越小越好，西村表示這部主鏡
焦比為F2.2的2米口徑經緯儀式天文望遠鏡，大約
13

10m的圓頂就可以安裝了，但是鹿林
天文臺車輛無法抵達，無法輕易的
找來吊車維修，圓頂內的維修必需
自給自足，預留安裝機械與環形工
作走道空間，加上圓頂下方為鍍鏡
室，扣除掉直徑4m的望遠鏡水泥基
柱，若選用10m圓頂將使的鍍鏡室空
間僅有2.5m的有效寬度，扣除掉所
需樑之寬度後，上下鏡片用的開口
地板形狀最小處為2m，將不足於主
鏡吊運所需空間，所以選用12m的圓
頂以預留足夠工作寬度，不過最後
設計出來圓頂軌道中心雖為直徑為
圖三：鹿林2米天文臺模擬圖

12m，但實際的有效工作空間為直徑11.3m。

3. 天文臺的建築與運輸系統：
天文所與建築師
一座天文臺的好壞，除了選址條件之外，天
文臺的設計更是影響觀測的一大關鍵，但是我們
的天文臺還沒蓋好，所以僅能就天文臺的設計重
點作介紹。

來自天文臺本體溫度的影響
天文臺本身與周邊環境溫差造成的微小
氣流擾動，因為最為靠近望遠鏡，對於視相度
（seeing）的影響很大，所以天文臺建築體在太
陽下山後要迅速融入現場環境，與周圍環境的溫
度平衡，不能成為熱源的來源，然而溫度的平衡
需要時間，盡可能降低白天的升溫，可以縮短溫
度平衡所需的時間，這是天文臺設計的準則。

* 圓頂與望遠鏡室：通風及溫控
望遠鏡室內不得有發熱發光之設備，密封度
及隔熱要好，望遠鏡室牆壁開啟大型通風窗，設
置大型對流循環風扇，於圓頂天窗打開後，使望
遠鏡等設備快速降溫與室外溫度一致。
不易散熱之望遠鏡主鏡採用主鏡室冷氣系統
恆溫控制。

天文臺的外觀：
鋼筋水泥結構加上鋁金屬飾板包覆
過去鹿林天文臺的建設，因為沒有道路可
以抵達，加上地處偏遠，SLT及控制中心為了方
便與克服施工困難度，皆以鋼骨及方鋼管焊接結
構，僅承重部分採用鋼筋水泥來施做，而2米天
文臺為加強防颱性、內部隔熱性以及單位結構載
重與穩定性，我們決定採用全鋼筋水泥來建造。

天文臺建築物及圓頂的設計要求：溫度控制
* 天文臺外部：防止日曬
建築物外部全面被覆白色金屬板，減少天文
臺建築體白天日照的升溫。
* 天文臺內部：絕溫隔熱、抽換氣
將電腦及設備產生的熱與望遠鏡室阻絕，並
抽排到30～50公尺外的下風處。
需要控制恆溫之儀器室使用分離式冷氣，但
是散熱端的室外機必需設置遠離天文臺約30公尺
之下風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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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美國NOAO Kitt Peak WIYN 3.5米天文臺的抽氣系統

但是鋼筋水泥建物的缺點就是「蓄熱能力」

金屬飾板層內面的空氣對流，降低熱傳導致水

良好，而經過了一整個白天充分日照，到了夜間

泥體上；除此之外，雲南麗江高美古天文臺(圖

水泥體上的溫度仍然高溫而無法散去，這會非常

五)，空氣隙厚達15cm，然後在水泥表面上再加

不利於天文臺周邊的氣流寧靜度，所以我們要幫

上一層5cm厚的PU隔熱層，更進一步加強絕溫的

天文臺遮陽防止日曬，以防止水泥體的增溫，並

效果；美國Discovery Channel Telescope天文臺則

利用金屬亮面的高反射性、低熱容度及高導熱

是採用於牆壁及地板的水泥層之間埋設銅管冷卻

性，加速天文臺整體溫度的冷卻，快速達到整個

管線，利用水冷把水泥中的熱帶走，嚴格控制環

觀測環境的溫度平衡，我們在水泥外牆上隔開

境溫度，但是這兩種設計都是要花費高成本的施

空氣隙約10c m後，包括屋頂上全面包覆鋁金屬

作方式，要不是鹿林經費有限，我想通通都做上

飾板，而隔開的10c m空氣層不能密封，以提供

去。

天文臺的空間：需求與阻隔
原本打算利用這座天文臺空間設計幾間套
房，做為工作人員住宿的改善，但是考慮到水蒸
氣散溢會不利於紅外的觀測，因此這座天文臺除
了一間廁所之外，將不會提供其他的民生空間。
另外天文臺位於山頂上，用水必需自行儲
備，每年冬季除了是山上的枯水期之外，還有水
管低溫結凍造成破管漏水的問題，所以需要有足
夠容量的室內大型水庫，加上管線全面地下化，
以避免結凍及溫度、水蒸氣散溢的問題。
主要空間規劃除了圓頂下方的望遠鏡室、鍍
鏡室之外，側棟2F為觀測與電腦室，3F為光學
圖五：麗江高美古2.4米天文臺

設備儀器室，4F為電子儀器室，大致的配置如下
(表二及圖六)。
樓層

鹿林天文臺空間規劃

地下層

地下水庫（ 50噸）

1F

鍍鏡室

2F

觀測控制室

3F
4F

鍍鏡支援工具室 廁所
電腦室

氣體、
動力設備室

茶水間

望遠鏡基座室 光學儀器工作室 隔離室 冷卻設備室
望遠鏡室

電子儀器整備室 隔離室

表二：鹿林天文臺空間規劃
圖六：天文臺剖面圖
由天文臺剖面圖可以看到直徑4m的望遠鏡基柱與
天文臺結構是完全隔離的，這是為避免天文臺本身及
人為的微小震動傳遞到望遠鏡上，圖中紅色及藍色線
分別為PU發泡與雙層牆隔熱結構，阻隔下方及側棟的
溫度傳遞到望遠鏡室，隔離室是作為人員移動區與望
遠鏡室之間空氣與光線的緩衝，避免漏光以及門之間
的氣流交換，確實獨立望遠鏡室的空間，盡量不受人
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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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七：索道與天文臺
(上)圖八：TAOS＃B屋頂的吊裝

天文臺的運輸系統：索道吊運與軌道車

備將無法利用民生用小索道上下天文臺，所以每
年一次望遠鏡反射面的重鍍必需在山上完成。

索道
鹿林天文臺是世界上少有的「沒有道路可
以抵達的天文臺」，車輛無法抵達，停車處與天

軌道車

文臺之間落差約為150m，山上的天文臺周邊也

目前山頂上各天文臺之間沒有足夠寬、

沒有比天文臺更高的設施可以支援架設工程，依

平的路面相連，僅有供人員步行的石板步道連

過去的經驗吊裝及索道運輸困難度很高，圖七及

通，加上起伏很大，縱使鋪設水泥道路，道路

圖八中可以看到現有的2條索道與天文臺，TAOS

傾斜度仍不利於重物的搬運，於是設計軌道車

＃B屋頂的吊裝平移索道。
索道主要用途除了興建天文臺建築體吊運所
需之外，還要能夠支援安裝圓頂及安裝望遠鏡的
高空作業，目前山下到山上段的索道已經由建築
師設計完成，但是山上段的平移以及圓頂、望遠
鏡的吊裝系統尚在設計當中。
這部載重4噸大型索道算是臨時性的建築，
在天文臺建設與望遠遠架設完成後就要進行拆除

圖十：單軌車

恢復原狀，屆時天文臺上單一重量大於200kg的設

車道至鹿林前山頂落差：150公尺
圓頂離地最高點：21公尺
最重單體 直徑3.4公尺 厚40公分 重3.5噸
最長單體 長3.8公尺 寬1.7公尺 高1.2公尺
位置

精度

備註

車道終點 → 鹿林前山頂

低

升降

第二段 山頂索道頭 → 天文臺旁下方

低

第三段

高

一維平移
升降 ＋
二維平移

第一段

天文臺下方 → 圓頂內

表三：索道運能規格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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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鹿林天文臺索道模擬圖

用於天文臺間的重型儀器與鏡片重鍍
時之移動，初步規劃用單軌車為動力
車加上雙軌道輔助，加大平穩度，但
這項工程因優先度不高，規劃放置在
後期的工程才施作。

4. 觀測和附屬儀器：
多通道同步觀測相機
配合新2米望遠鏡我們規劃了新的
觀測儀器，SDSS光學r、i、z、y四波段同步觀測

圖十一：同類型PISCO設計之g、r、i、z四波段同步相機

電子相機，為增加我們未來對儀器的技術能力，
這部相機將由我們參與開發設計與組裝，不再是
完全委外採購製作。

望遠鏡及儀器支援車

大型真空鍍鏡機
由於2米主鏡無法輕易運下山，主鏡反射面
重鍍必需在山上完成，所以我們要有自己的2米鍍
鏡機，完成之後將是國內最大口徑的鍍鏡設備。

新2米望遠鏡的組件重量，幾乎都是無法以
人力搬動的，所以天文臺內的附屬起重設備很

未來的進程

多，例如：儀器安裝車、主鏡安裝及拆卸車、
主鏡吊掛夾具，圓頂3噸天車、鍍鏡室5噸天車

鹿林2米望遠鏡天文臺預計於今年2008年底

等等，比較複雜的是儀器安裝車，必需隨不同儀

之前發包施工，並於2010年6月工程完工，過去

器而有不同的設計，最重、最大的是主鏡安裝

我們歷經了行政、法令重重關卡，花了整整一年

及拆卸車，由於望遠鏡主鏡加上主鏡室大約在

的時間取得於國有保安林地上興建天文臺的增修

5000k g，車體載具除了有特殊支撐點的設計之

條文，現在終於要進入真正的的實際作業，雖然

外，還必需能夠上下至少1米的高度並3軸的傾斜

還有許多技術問題尚未解決，但我們一定會將這

微調，車重可能在1500kg以上，整個作業對於樓

座天文臺做好，讓這一部2米望遠鏡交出漂亮的

層地板的負載很大，天文臺內活動開口的設計也

成績單。

要能夠負載這個重量，所以厚重的開口地板也必
需採用機械方式開啟，這都是過去維護1米望遠

PS：天文臺工程圖與模擬圖由盧星宏建築師事務

鏡沒有過的經驗。

所提供

張永欣：國立中央大學天文所專任助理

圖十二：麗江高美古天文臺2.4米鏡專用之油壓主
鏡支援車

圖十三：美國NOAO Kitt Peak天文臺2米臥式真
空蒸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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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聖元

人

類對周遭的一切充滿著好奇，對於抬頭一瞥就

1970至1980年代初期，對於這些瀰漫於星際

可以看見的無盡穹蒼，當然也不例外。最初人

空間中氣體與塵埃的觀測仰賴單一天線的望遠鏡。

類僅僅能透過肉眼對天象展開探索、繪製，並做有

這些直徑約數公尺至數十公尺的天線，在觀測上能

系統的記錄。四百年前伽利略開創了以望遠鏡輔助

提供的角解析度（Angular Resolution）有限，最佳

觀測的新紀元。望遠鏡從此也不斷演進，自肉眼直

者僅達數十角秒（arcsecond）（註三）。再者因儀

接可視的光學（可見光）波段，逐漸擴展到肉眼無

器靈敏度也有限，所能偵測並仔細研究的天體多以

法看見，但同樣是電磁波的無線電、X光、紅外光、

本銀河系內為主。然而在此同時，干涉儀技術在無

乃至毫米次毫米等各個波段（註一）。

線電波段逐漸發展成熟。干涉儀與孔徑合成的技術

不同波長的電磁（光）波實際對應到不同的輻

乃是透過多個小望遠鏡（天線）的組合，利用電磁

射（發光）機制或光源。好比說，大部分的恆星，如

波干涉的原理將所接收到的訊號一一加以交叉運

同太陽一樣，主要的輻射集中於可見光的波段。宇宙

算而得以成像，並達到等同一個較大望遠鏡所得

早期大霹靂爆炸時殘留之無所不在的輻射，在宇宙本

之角解析度。 讀者或許在由茱蒂．佛斯特（Judie

身膨脹並冷卻後則主要分布在微波之波段。這被稱為

Foster）所主演的電影『接觸未來』（Contact）中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曾經窺見，由美國國家電波天文台（National Radio

對應到的是絕對溫度約 3 度 （即約攝氏-270度）的低

Astronomy Observatory，簡稱 NRAO）在新墨西哥

溫系統。相較於可見光或者是微波，毫米波與次毫米

州所建置的特大天線陣（Very Large Array，簡稱

波則大抵是對應到絕對溫度數十度的輻射源。

VLA）便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
在1980至1990年代，毫米波段的單一天線望

毫米波與次毫米波天文學

遠鏡技術趨於穩定成熟，同波段的干涉儀陣列也逐
漸萌芽。廣為周知並有顯著科學貢獻的毫米波干

毫米波天文學濫觴於 1970 年代，當時的天文

涉儀陣列包括日本國立天文台（National Astronomy

學者在星際空間中偵測到各式分子的譜線。這些

Observatory of Japan，或稱 NAOJ ）所屬位於野邊

分子伴隨著宇宙中最主要、最豐富的成份－氫，

山天文台（Nobeyama Radio Observatory）的毫米波

共同以氣體形式存在於星際空間所謂的分子雲

陣列，由歐洲法、德、西諸國合作之 Institute for

（ｍolecular cloud) 中。除了氣體之外，分子雲中也存

Radio Astronomy（簡稱IRAM）經營，位居法國的

在著所謂的星際塵埃。這些塵埃一方面吸收各式天

Plateau de Bure Interferometer (PdBI)，美國加州理工學

體，好比恆星所發出的紫外光與可見光，另一方面再

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加州 Owens

放出包括（次）毫米波（註二）與紅外光的輻射。

Valley Radio Observatory （簡稱OVRO）建置的毫米
波陣列，以及加州柏克萊大學、伊利諾州立大學、

註一：一般而言，電磁波各波段之波長分別約為珈
瑪射線（小於0.01奈米）、X光（0.01 - 10奈米）、紫外
線（10 - 400奈米）、可見光（0.4 - 0.7微米）、紅外光
（0.7-100微米）、毫米波與次毫米波（0.1- 10毫米）、
微波（1-100公分）、以及無線電波（大於1公尺）。
註二：筆者以下將以（次）毫米波泛指毫米波與次毫
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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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馬里蘭大學三所大學共同參與的Berkeley-IllinoisMaryland Association Array （簡稱 BIMA Array）。
註三：角秒為天文觀測時表示角度的單位。1角秒為
1/3600度。

圖一：ALMA 望遠鏡在延展陣列組態下的模擬圖。圖中左側包括了由4座12米與12座7米天線所組成的緻密陣列以及其
上側的技術廠房，右下角則顯示了正在搬運中的天線與天線運輸車。(圖片來源：ESO)

在觀測儀器進展的同時，（次）毫米波天文

的結果。 SCUBA的資料顯示，其觀測的所謂“次毫米

學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天文學者藉由這個波段的觀

波星系（submillimeter galaxies）”，乃是處於宇宙早期，

測，得以廣泛研究從太陽系內鄰近我們的行星、銀

並含有大量氣體與塵埃的遙遠星系。這些星系本身之

河系內的各種天體、乃至於銀河系外的其他星系、

可見光及紫外光的輻射，絕大部份均被塵埃所吸收。

甚至是宇宙形成之初的原始星系。特別是（次）毫

反之，由這些豐富氣體與塵埃所放出的遠紅外光（Far

米波段所對應到的溫度約在絕對溫度數十度左右，

Infrared）輻射，則透過紅移的作用，被現今的我們在次

這正是宇宙中絕大部份氣體與塵埃所處的溫度。因

毫米波段所觀測到。然而，單一天線望遠鏡的角解析

此，次毫米波的觀測對此類物質自然能作最有效的

度畢竟有限，我們需要高角解析度的影像，才能為這

探索。再者，較短波長如可見光的電磁波，因星際

些次毫米波星系提供更好的定位，從而確認它們在其

塵埃的吸收而無法穿透此類的雲氣，（次）毫米波

他觀測波段所對應到的星系，再藉由整合與分析同一

觀測乃成為研究雲氣內天體的唯一利器。

星系多波段觀測的資料，甚至包含觀測這些高紅移星
系的一氧化碳（CO）分子譜線，以推得這些早期星系

好比在宇宙學（Cosmology）與外星系（Extra-

的特性，了解星系在宇宙早期的演化過程。

galaxies）方面，天文學家理解到星系及星系團等結構的
形成是根源於紅位移（red-shift）z 相當1000左右時，潛

在分子雲與恆星形成（Star Formation）的研究方

藏於宇宙背景輻射中的微小擾動與極小尺度的不等向

面，天文學家逐漸對於原恆星系統周圍分子雲坍縮的

性。觀測宇宙越早期的星系，就越能了解星系演化的

動力結構以及附近氣體的吸積與噴流之存在有了進

過程。其中一項（次）毫米波段觀測上的重大進展，

一步的認識（見圖二）。對於這些現象形成的機制，

是由位於夏威夷，由英國、加拿大與荷蘭共同運轉的

特別是在極為接近原恆星小尺度範圍之內，質量吸積

詹姆斯-克拉克-馬克斯威爾望遠鏡（James Clark Maxwell

及噴流的形成等作用，則有賴於更高解析度的觀測。

Telescope）上所配備之次毫米波輻射相機（Submillimeter

同時，雖然直接觀測的證據仍然缺乏，我們也了解

Common-User Bolometer Array，簡稱SCUBA）率先觀測到

到近似太陽恆星形成過程中的環星盤，極有可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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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演化成如太陽系中的行星系統。天文學家寄望

各國的科學與工程技術學者首要的任務無不是

能對位於銀河中比較接近我們的年輕恆星系統，進

進行望遠鏡需求的討論與設計，期望將天線本身以及

行高解析度的觀測，來了解原恆星周圍的環星盤內

其中的接收電子元件建造得更好，以增加靈敏度。然

氣體與塵埃是如何地分布與運動，並演化為原始行

而，同時期更重要的是從事一系列選址的工作。從地

星系統（protoplanetary system）。對這種外太陽行星

面上進行天文觀測，第一要件就是必須克服大氣層

（extrasolar planet）系統形成過程時間尺度的研究，將

的限制。這限制包括了大氣的透明度與穩定度。在

令我們對太陽系本身的形成有更深的認識。

（次）毫米波段，大氣的透明度主要取決於其中水
氣的多寡。如果水氣很重，大氣便顯得不透明，自
然接收不到外太空來的訊號。由於大氣中水氣主要
以海平面處最多，愈向高處愈稀薄。因此所處海拔愈
高，遮掩外太空訊號的水氣自然愈少。再者若是當地
本身降雨很少，水氣的提供相對匱乏，（次）毫米波
天文觀測所需的自然要件就能盡量得以滿足。這樣的
需求指向了高原地形與沙漠氣候，尤佳者乃是兩者的
結合。經歷了多年的尋覓，各國的學者不約而同地最

圖二：位於年輕恆星體附近的氣體外流（Outflow）。紅色
與藍色部份顯示了次毫米波陣列（SMA）觀測到由原恆星兩
側噴發出的一氧化矽（SiO）氣體。綠色部份則代表了歐洲
南天天文台（ESO）之超大望遠鏡（VLT）所觀測，受到噴
流造成的震波所激發而輻射的氫分子（H2）氣體。（圖片來
源：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平野尚美博士)

後都選擇位於南美洲智利的 Atacama 沙漠。此沙漠在
狹長的智利領土北部、安地斯山脈西側，長度綿延近
千公里，而海拔更多位於3000公尺以上。讀者或許聽
過我國好手林義傑所參加的極地馬拉松，其中征戰的
地點包括廣為人知的蒙古大戈壁沙漠、非洲的撒哈拉
沙漠，其中還有就是這個被譯為『阿塔卡馬沙漠』的

開拓（次）毫米波望遠鏡的新紀元

寒漠。由此可以想見這個地理位置所具有之相當極端
（或對一般人可稱為惡劣）的環境。

當科學研究逐漸得到豐碩的成果，各國的天文
界亦從1980年代末期或1990年代初期開始規劃下一世
代的望遠鏡。美國的國家電波天文台與學界便著手構
想所謂的 Millimeter Array (MMA)，這個可視為NRAO 繼

隨著選址與研發工作的進行，各國學者也逐

完成 VLA 後的下一個重大計畫，在美國自1960年代起

漸了解到彼此的理想與懷抱都顯得美好卻遙遠，構

每十年進行的 Decadal Survey 中獲得了天文界一致的支

想所需要的經費與人力，實在不是單一國家或區域

持。日本國立天文台則以其建立的野邊山天文台毫米

可以負擔。於是在1998年多方終於達成共識，共同

波陣列為基礎，進一步朝向次毫米波延伸，從而提出

開始設計與發展一座能力將跨越時代的望遠鏡。由

Large Millimeter and Submillimeter Array（LMSA) 的想法。

於選址在Atacama沙漠，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當時歐洲學界已擁有IRAM所運轉的PdBI與位居西班牙

submillimeter Array 計畫本身與其名稱也終於醞釀

之30米單一天線毫米波望遠鏡，以及分別位於智利的

而成。1999年北美和歐洲首先正式簽訂備忘書，而

Swedish-ESO Submillimetre Telescope（簡稱SEST）與瑞典

日本則是由於政府預算因素，直至2006年才正式與

的 Onsala Space Observatory。然而，他們也一致感到對

北美及歐洲簽訂三方合作的同意書（註四）。在各

新一代毫米波望遠鏡的迫切需求，特別是必須與當時

註四：目前 ALMA 計畫的正式成員包括了歐洲、日
本與北美、以及共同參與的智利。歐洲方面以歐洲
南天天文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Astronomical
Research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為主要單位，日本方
面則以日本自然科學研究機構（NationalInstituteofNatural
Science）為主，並加入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貢獻。
北美方面則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為主，並涵蓋了加拿大國家科學委員會
（NationalResearchCouncil）的參與。

在光學波段已開始運轉、如哈柏太空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或稱HST）等擁有高角解析度的觀
測儀器相匹配。因此設立於智利的歐洲南天天文台
（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或稱 ESO）與荷蘭的國
家自然科學發展委員會（NFRA）及其他相關機構也
共同開始了所謂的 Large Millimeter Array（LMA）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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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達成協議的當時，整個計畫所需的經費估計約10

格要求，這也成為今日整個計畫興建ALMA的根

億美元，相當於超過300億新台幣。這樣的預算雖

據。表一列出了 ALMA 天線陣列與組態參數。

說與執行種種太空計畫相較並不多，這卻是有史以
來耗資最多的地面望遠鏡計畫。(參考19頁圖一)

ALMA 的科學目標與儀器特性
耗費如此龐大的金額，天文學家究竟是為要

整個陣列包括了至少50座12米天線所組成
陣列
天線數
總集光面積

探索什麼樣的宇宙奧祕呢？隨著1980、1990、乃

緻密組態
延展組態

12米陣列
50 至 64
5654-7237
平方米
150 米
18.5 公里

Atacama 緻密陣列
16
915 平方米
35 米

至 2000 年代初期，（次）毫米波的天文觀測讓我

陣列組態

們對宇宙中各式天體的演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

天線基座數

175

讓我們更接近了這些現象的起源。好比先前所提，

天線直徑

12 米

4 x 12 米

12 x 7 米

我們理解到宇宙早期的星系中有著劇烈的恆星形成

表面精準度

25 微米

25 微米

20 微米

現象，我們也知道恆星由分子雲中誕生，而恆星周
圍的雲氣與塵埃有朝一日也可能成為醞釀生命的行
星。但這一切是如何地發生呢？根據已有的了解，

視野

22

3 毫米
50 角秒
50 角秒
85 角秒
波段
0.5 毫米
8.3 角秒 8.3 角秒 14 角秒
波段
表一：ALMA 天線陣列與組態參數

天文學者集思廣益，共同為ALMA訂定了以下三項
主要的科學目標：
的12米陣列（12 m Array），與由4座12米以及12
1. 用少於一天的觀測時間偵測到紅位移 z = 3

座7米天線所組成的Atacama緻密陣列（Atacama

（類似於我們所處之本銀河系）的一般星系所輻射

Compact Array，或稱ACA）。值得一提的是這

+

出的一氧化碳（CO）或游離碳原子（C ）譜線。
2. 偵測距地球最近的分子雲中原恆星或年輕
類日恆星周圍的原行星盤內，氣體的分布與運動。
藉此我們得以了解這些系統的物理與化學狀態、磁
場的結構，甚至偵測到其中因行星形成而在原行星
盤面中造成的潮汐裂縫（gap）（如圖三）。
3. 提供觀測各式天體角解析度達 0.1 角秒的〝高
精準〞成像。這裡所謂的高精準度，乃指視野中任一
處亮度大於極亮值千分之一的範圍都能正確的成像。

至少66座的天線有著精準的表面，以用來觀測自
1c m之微波波段至0.3m m之次毫米波段的天體訊
號。陣列運作時，屬於12米陣列的天線，將在基
線可逾十公里長的基座上，透過不同的排列來達
成涵蓋不同角度（空間）解析效果的目的。完成
之後的ALMA將具備廣頻寬、高靈敏度、以及高
解析度的特性。就靈敏度為例，它將是現今毫米
及次毫米波段望遠鏡中最佳者的百倍；而其10毫
角秒的解析度，不但超越如特大天線陣與哈柏太
空望遠鏡等其他波段之望遠鏡達十倍之多，更是
現今同波段望遠鏡所能達到的數十至百倍。

為了達成這樣的科學目標，天文學家進而將
這些需求轉化成為一系列對望遠鏡軟硬體系統的規

多功能性的ALMA
圖三：理論計算與模擬以ALMA觀測原恆
星與原行星系統所得到的影像。圖中顯
示了以ALMA觀測一個距離地球160光年
或320光年，正在形成中之假想太陽與木
星系統。由於木星原行星的存在，造成
在環繞太陽周圍的原行星盤中間的裂縫
（黑暗處）清晰可見。裂縫附近的亮點
顯示了木星原行星本身的位置。 (圖片來
源：Prof. Sebastian Wolf,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K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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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ALMA主要的科學目標已經訂定，根據其
強大的功能，我們可以想見實際上ALMA會是一個
多功能，或者是通用性的望遠鏡，能夠針對眾多天
文研究領域提出貢獻。在ALMA的計畫書中便洋洋
灑灑的列出了以下多面向的項目：
●

透過偵測星際塵埃的熱輻射以研究宇宙早期
高紅位移星系的演化序列。

●

利用原子與分子光譜研究恆星形成中星系
的化學成份與演化。

●

圖四：ALMA 位於5000公尺的 AOS 技術廠房。背景凸顯
出了沙漠高原的荒涼地形。(圖片來源：NRAO/AUI/NSF)

揭示星系核與類星體中心附近氣體的動力
結構。

●

●

●

觀測被星際氣體包覆的原恆星、原行星

OSF至少有11座12米的天線機體在進行組裝或測

盤、甚至其中的原行星。

試。一大部份未來用以連結並交叉比對訊號的相

推導恆星演化後期拱星殼層內同位素與化

關系統已在海拔5000公尺的AOS完成安裝並即將

學成份，以了解恆星內部的核反應過程。

進行實際測試。第一組將放置於天線中，用以接

提供太陽系內的彗星之彗核、小行星、古

收天文訊號的接收機前段系統，也已經抵達。

柏帶星體（Kuiper Belt Objects）以及行星
與衛星的精確影像。
●

ALMA計畫預計於2012年完成所有基本功能的
建置。因此，在未來的4年，即不到48個月內，其餘

觀測太陽表面的活躍區域以了解粒子如何

的56座天線將陸續抵達，在海拔3000公尺的基地測

加速的機制。

試完畢後，再安置於海拔5000公尺的高地上。在這
段期間，ALMA亦預計從2011年展開初期科學（Early

現況與里程碑

Science）的運轉與觀測。這將是一段令人緊張卻又

如前所述，ALMA計畫於1998年開始成形。

興奮的時期。畢竟，時程是如此的緊湊，建造、

2003年，由各國建造的 12 m天線原型機在位於美

安裝與測試的工作非常繁複精細卻龐大。同時，

國新墨西哥州的Socorro 展開了性能測試與驗證，

ALMA所將展現的能力，卻又是如此值得期待。

量產的作業並於 2005 年由各國發包執行。2005
年，在智利的工程也正式展開，該年10月在海拔
5000公尺之Array Operation Site（或稱AOS）舉行

台灣的參與

的破土儀式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代表了望

台灣（次）毫米波天文儀器技術與科學研

遠鏡進駐的一天指日可待。目前艱難的建造工程

究的經驗，主要自1990年代初期中研院天文所

持續在海拔5000公尺進行。在這高海拔的 AOS，

籌備處的成立開始累積。首先是與美國BIMA的

已完成了一座技術廠房。將近200個未來用以安置

多所大學合作，取得觀測時間，同時藉由博士

ALMA天線的基座也逐漸開始鑄模灌漿。在位於

獎學金計畫培養研究人員。1996年，中研院天

海拔3000 公尺處的 Observing Support Facility（簡

文所進而與美國的史密松天文台（ Smithsonian

稱 OSF），包括了未來組裝與維修天線的廠房，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 合作，並結合國內大

以及天文學家進行觀測的辦公室與宿舍，都已建

學與工業界的力量，在2003年建置完成了位於夏

造完成。目前進駐 OSF人員總數超過500位，絕大

威夷，目前為世界上獨一無二在次毫米波段運

部份為建築工人，少部份為天文研究與技術人員

轉的干涉陣列 ─ 次毫米波陣列（Submillimeter

的團隊，堪稱是沙漠高原中的小村莊。

Array，簡稱 SMA)。藉由這些合作計畫，臺灣
一方面延攬並建立了製作與研發（次）毫米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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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來，由各地建造或組裝的硬體也逐漸完

文儀器的人才與能力，一方面也吸引了相關的研

成並送抵智利。筆者撰稿的此時在海拔3000公尺的

究學者與留學海外的學人逐漸加入國內的研究行

天文館期刊 第四十二期

(左)圖五：ALMA—日本計畫所興建，目前位於OSF的
四座 ACA 12米天線。(圖片來源：NAOJ)
(上)圖六：由A L M A—歐洲計畫所興建的天線運輸車
（Transporter）首次試運轉，載運由ALMA—北美計畫
所興建的 12米天線 。(圖片來源：NRAO/AUI/NSF)

列。這些年的經營，為台灣在毫米與次毫米波天

與其餘參與國的科學家們一般，提出研究計畫以

文學領域累積了豐沛的能量。

爭取ALMA的觀測時間。

基於這些對ALMA計畫十分珍貴的人力、技

結語

術與經驗，加以台灣對基礎自然科學研究的大力
支持，中研院與日本是以在2005年達成協議，受

ALMA計畫是醞釀超過20年，經過眾多學者

邀透過日本正式加入ALMA計畫。台灣與ALMA-

腦力激盪及規劃，而終於逐步實踐的一個大型跨

北美的合作約定也可望在今年簽定。

國合作，也是當今最大的地面望遠鏡興建計畫。

台灣目前負責了A L M A東亞前段整合中心
（Front End Integration Center）的建置，負責組
裝及測試所有16組將配置於ACA天線內的接收機
系統。實際上，第一組系統即將完成測試並配送
到智利。中研院天文所也聘用了軟體工程師在美
國與德國參與資料儲存與校準處理軟體系統的開
發。中研院天文所內則以發展S M A所累積的技

包括了不僅僅是毫米與次毫米波段研究學者的全
球天文學界，都對其充滿了期待。未來的幾年對
臺灣或全球的天文研究學者都是關鍵的階段。如
何在現有的觀測與理論基礎上為未來使用ALMA
做最好的準備與計畫，以期在這嶄新的世代在天
文學中寫下新的一頁，這將考驗著個人與團隊的
研究能力。

術，持續進行高頻接收機模組的研製。藉由參與
本計畫，臺灣的天文學者將可透過日本及北美，

筆者感謝中研院天文所籌備處魏韻純小姐協
助校稿。
資料來源
參考以下ALMA 網頁
●

ALMA-EU:
http://www.eso.org/sci/facilities/alma/index.html

●

ALMA-J: http://www.nro.nao.ac.jp/alma/E/

●

ALMA-NA: http://www.alma.nrao.edu/

●

"Science with ALMA" :
http://www.eso.org/sci/facilities/alma/science/

圖七： 位於台中的ALMA東亞前段整合中心，圖中顯
示了包含四個波段接收機的ALMA前段系統。(圖片來
源：中央研究院天文所／中山科學院航空研究所)

papers/alma-science.pdf

呂聖元：中研院天文所籌備處 助研究員
23

我的天文研究 訪賀曾樸院士

採訪前獲得的訊息讓我們以為中研院天文所籌備處（以下簡稱天文所）賀主任
雖精通英文、但中文不靈光，因此增加了採訪前準備的緊張程度。不過實際採訪卻
發現，主任的中文還不錯，他對這塊土地的天文發展、人才培育、甚至人格養成都
非常關心，不過這份關心卻不僅止於對臺灣，而是有種國際的視野。針對天文人才
的培育，是否要考量就業市場不大，而該有所限制？賀主任認為天文研究的訓練並
不光在學科內容，更重要是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知道如何發掘問題、
設定假說、蒐集資料、邏輯辯證並做出結論，這些方法在任何領域都是相通的。此
番言論於轉換領域的我頗心有戚戚焉，於是迫不及待的先在這裡點出來；至於其他
的部份，就請大家慢慢的看囉！

臺灣天文國際化的推手
文/ 范賢娟

有挑戰才有吸引力

賀

曾樸主任在香
港出生，12

歲舉家遷往美國，
1972年畢業於麻省理
工學院物理系，1977
年拿到麻省理工學院
物理博士，之後曾在
哈佛大學任教，也曾
在史密松天文台擔任
天文學家。他讀書的
時候對基礎科學很感
興趣，特別是物理這
門學科，許多學生深
以為苦的難題，對他
而言都是很吸引人的
挑戰，因此即使父母
基於就業考量鼓勵他
學工程，他還是很篤
定的選擇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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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劉愷俐

至於進入天文則是意外，因為賀主任的指導

的想法，邀請很多研究專長為微波與無線電波

教授研究無線電波，這部份以前的研究很少，所

的學者前來。至今所內22位研究員有8位的專長

以令他們感到興趣，特別是天體所放出的無線電

是在這方面；而其他人的研究主題（例如恆星

波，這些新資訊可以與同個天體在不同波段的資

形成與行星形成……等），也可利用電波的觀

訊相結合，以印證或修改人類所知的物理理論，

測資料。

因此賀主任就跟著老師轉行到電波天文學領
域。對他而言，更精確的用詞或許不是「轉
行」，而只是把研究對象從地球上的實驗室
轉到天上的各類天體。

臺灣的天文萌芽與方向探索
大約15年前，臺灣想要發展天文，在中
研院成立了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由李太楓教授擔任第一任主任。他邀請了徐
遐生教授、魯國鏞教授與賀曾樸教授等國際
上知名的華裔天文學家來為臺灣環境把脈，
大家一致認為既然臺灣的天氣條件太差，不
適合發展光學望遠鏡，應該朝著電波天文學
的方向發展。於是天文所一開始便根據這樣

矗立在夏威夷毛納洛峰上的AMiBA天線。
（攝影/ 高培邁）

何謂無線電波？
電波就是無線電波
（radio wave）的簡稱，廣
義來講與我們可見到的光
是類似的，都屬於電磁波
譜的一部份，只是其波長
較長，人類感官無法接收
這些訊號，因此很晚才被
發現與研究。
目前科學家將電磁波
譜分為七個主要波段，我
們熟知的可見光（波長大
約10-5公尺）只是其中的
一小部份。理想的黑體放
出的能量包括全部的電磁
波譜，不過高溫者輻射能量最多的波段偏向短波長、低溫者則偏向長波長。5800K的太陽，最強的輻
射為可見光當中的黃光；宇宙背景目前溫度僅有3K，其最強的輻射落在微波範圍。
電波天文學包括了微波與無線電波這兩個領域，有時候也根據波長特性稱之為毫米波或次毫米波
段。此波段的電磁輻射不容易被物質遮擋，即使陰天也可以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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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照片左前方是由8座電波望遠鏡組成的次毫米波陣列，山脊上的望遠鏡由
左到右分別為Subaru 望遠鏡、W. M. Keck 天文臺、NASA 紅外線望遠鏡天
文臺（IRTF）、加-法-夏望遠鏡（CFHT）。（攝影/Derek Kubo）
(右圖)臺灣建造的兩座次毫米波望遠鏡。（攝影/ 陳明堂)

國際合作與技術提升
由於無線電波的波長較可見光長，因此需要
採取大範圍的陣列，拉長基線（baseline）才能獲
得良好的解析度，這就不是哪個國家容易獨力完
成。所幸天文界的人都有跨國合作的共識，因此
天文所籌備處近來所發展的電波陣列計畫均是國

何謂解析度？

際合作，例如「宇宙背景輻射陣列望遠鏡 (Array

在天文的領域裡，解析度是表示天文影像

for Microwave Background Anisotropy, AMiBA)」，

清晰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簡單說，這代表了對

這是由天文所主導、設計，並和臺灣大學的物

兩個獨立影像能被辨識出的最小距離，通常會用
視角來表示，視角越小意味著解析度越佳，如圖

理系與電機系一起與澳洲國家天文台 (Australian

中，如果兩個影像分別代表所對應望遠鏡能分辨

Telescope National Facility)合作建造的全世界第

的最小角度，則下圖的解析度較高。

一座活動平台式毫米波望遠鏡，其位址在夏威夷

常用的解析度單位有「角分」與「角秒」。

毛納洛峰，完成後將有13座60公分或120公分的

角分就是把1度均分60份後的角度；角秒就是1角

碟型天線，最佳解析度可達2角分。A M i BA可望

分均分60份後的角度。

有助於研究星系團、基本粒子、與宇宙背景輻射

AMiBA的2角分解析度，相當於可以看到1公里

等主題。宇宙背景輻射較強的範圍約在30 – 400

外的一張八開海報紙；SMA的0.1角秒解析度，相

GHz，全世界唯一能觀察此波段的就是AMiBA，

當於可看到1公里外的報紙上的字，而且不用擔心
形似的字如烏鳥島、己已巳等會無法辨別；ALMA

它的觀測頻段為94 GHz。從2006年部分裝置好開

的0.005角秒解析度，相當於把報紙拿到20公里外去

始啟用後，已經有許多成果發表在天文物理期刊

看，都可以辨識得像SMA看1公里外的那樣清楚。

（Astrophysical Journal）。

儀器解析度的不斷提升，這是因為天文研
究的成效很大的因素在於所使用的工具和科技

「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 (Submillimeter Array,

（instrument driven, technology driven），這是一

S M A)」是天文所的另外一個大型國際計畫，這

個經驗的科學，只能被動接收外面的電磁波訊

是與史密松天文台（Smithsonian Astrophysical

息，而不能像物理還可以操弄實驗變因。因此

Observatory）合作，在夏威夷毛納基峰（Mauna
Kea）所建立次毫米波段之無線電波干涉儀。這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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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精確度是研究的第一考量，希望讓每個過
來的光子都能被正確的分析。

組陣列由八個6公尺大的碟形天線所組成，可接

階段，更早則由於光度太弱而看不清楚；不過由

收的波段包括了180 ~ 900 GHz範圍的波段，解

於紅移的關係，那時期所發出的能量最強的部分

析度最高可達0.1角秒。早在1983年史密松天文

會偏移到次毫米波段，因此ALMA可為這方面提

台就有建立S M A的構想，中研院天文所在1996

供資訊。還有黑洞，目前有個黑洞陰影（Black

年和史密松天文台簽約興建，到2003年完工啟

Hole Shadow）的理論，預測黑洞可像觀察日食

用。天文所正思考下一步應該怎麼發展，此時

一般，在比較亮的背景前面因為把後面的光線擋

國際上更大型的電波陣列「阿塔卡瑪毫米及次

住而被觀察到；而且由於黑洞擁有強大的引力，

毫米波陣列望遠鏡（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因此許多理論預測這個陰影邊緣會有特殊的現

Submillimeter Array, ALMA）」建置計畫也來邀

象，而這個觀測的波段就在於毫米波和次毫米

請臺灣參加， 這是一個由北美和歐洲主導，連

波，所以有賴ALMA和SMA一起合作才有可能獲

合歐洲各國、美國、加拿大、日本、與智利等許

得充分的資訊。

多國家一起共襄盛舉的大型計畫，總經費高達10
億美金，預計將在智利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阿塔
卡瑪（Atacama）乾燥高原上建立80座高精度的

好，還可以更好！

電波天線，研究的波段設定在0.3 – 9.6毫米，解

賀主任覺得臺灣最近的天文發展很快，整體

析度更可以提高到0.005角秒。此浩大的工程，

表現不錯，這是因為國家很重視，因此投入許多

預計在2012年完工。

資源，例如教育部讓許多大學設立天文研究所，

當我照書想多問賀主任ALMA原始設計中的
幾個觀測目標時，他卻提醒我不要囿於文字。他
說：「ALMA是個很強大的天文研究工具，不是
只有那些問題才能研究，而是許多熟悉的議題都
可在它加入之後有更好的了解」。賀主任舉幾個
方面來看：一是研究像地球這樣的行星之形成，
ALMA有助於讓我們看清楚行星盤面，甚至可以

國科會投入許多經費，中研院也對天文研究非常
支持；不過他希望還能做得更好，例如加強基礎
建設（infrastructure）。就這方面有兩項可以思
考，一是頂尖人才的培育，天文所歷年來的目標
除了做研究之外，也很注意對年輕人才的培養，
常鼓勵人出國學習天文，這些人現在都慢慢學成
回來。另外國內大學的天文研究所會和中研院共

探討其中形成行星的機制。其次一個主題則是早
期宇宙，我們現在觀察宇宙在紅移為1之內的範
圍都還算清楚，那時候正是宇宙中星系形成的

(左圖)於智利興建中的A L M A示意圖。
該陣列將由一個12米陣列及一個緻密陣
列組成。前者由至多64座12米望遠鏡組
成，後者由4座12米望遠鏡及12座7米望
遠鏡組成。（圖片版權屬於美國國家電
波天文台、歐洲南天天文台以及日本
國立天文台）。(上圖) ALMA日本計畫
（ALMA-J）興建完成的三座12米天線，
位於智利。(日本國立天文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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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培育優秀人才。不過這些都還算剛開始，賀主

然不是因為天文有趣！而是因為臺灣想要達到尖

任估計大約還要十年才會使臺灣的天文人才達到

端研究的水準，一定要投入相當的研究經費，如

相當的數量。

果要找個投資少而研究成果好的，天文是很好的
切入點，因為全世界的天文發展都還算早期，特

其次就是天文相關的產業不多，國內公司都
欠缺高科技先進的技術，在精確度上也不大夠，
因此天文所能合作的通常就會是固定的單位。不
過參與國際合作的天文計畫，對國內產業技術的
提升有很大幫助。像在S M A計畫中碟型天線製
作的分工是美國六臺、臺灣兩臺，雙方為了達到

別是電波天文學是個新興的領域，因此我們投入
並不算晚，很快就可以達到世界級的水準。而
且前面提過天文界採國際合作的模式，對臺灣的
基礎建設會有很大的幫助。不過賀主任也自我期
許，光是世界級的水準還不夠，他希望中研院能
做到世界頂尖、全球最好。

相同的標準就有許多細節要去溝通，最後完成擺
在一起還要再去系統調整，這對臺灣產業而言是
很好的經驗。

給年輕人的賀氏金言
賀主任對年輕人有些建議，他認為現在很

天文界的合作與競爭

多工作靠電腦，因此親自操作儀器與建立設備的
機會並不多，這對學生的訓練不夠，所以他希

由於轉換領域的關係，我現在對於高科技智
慧財產權會比較注意，因此就好奇問道：這些工
程如何處理智慧財產權的問題？我們是否需要付
出高額的權利金才能建造？
這問題在賀主任心中一定不存在，因此他
想了一下才說：這在別的學科領域可能會是問
題，但在天文界並非如此。因為別的領域不同
的實驗室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但天文

望教育該從小開始多讓學生動手操作。另外對
任何事要保持好

多動手操作

奇心，才會有學

好奇心

習的熱忱、有研
究的動力。賀主
任還強調想成功

自律
努力

熱忱

要有良好的自律
（discipline），

大型儀器建置通常是國際性的合
作，大家會公開鼓勵條件夠的國家
一起來參與，完成後每個天文學家
如果想用都可以按照規定申請，這
些工具與方法的溝通是很密切平常
的。不過天文仍有競爭，這是指
在頭腦中的想法和觀念——許多照
片、資料大家拍出來都一樣，但是
如何從其中找出好的研究主題，這
才是各顯神通的地方。
學天文的常被質疑：天文花費
高，對國計民生沒有直接的助益，
為什麼要發展天文研究？
在賀主任的觀念中，這答案當
攝影/ 劉愷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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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主任在中研院天文所籌備處的辦公室接受訪問
攝影/ 劉愷俐

需要專心於自己的研究內容，同時也保持嚴肅的
心態去面對，而不能馬虎和隨便。另外做事一定
要努力，做任何事都唯有努力才能有好的成果。
事後賀主任特地補充：工作和生活還要有熱忱，

天文教育者的自我期許
至於學天文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辦？

少了它人就如同行屍走肉，但是有了熱忱，人的

賀主任告訴我們，這個問題不僅臺灣擔心，

潛能會被激發、一切努力也有意義，可惜的是現

他看過哈佛大學也被同樣的問題質疑。他的想法

在很多人在年歲漸長之後，熱忱會消失或用錯地

就是研究所的訓練重點是在解決問題思考能力與

方，賀主任希望大家能用努力工作來維繫自己在

做事方法——怎麼從觀察到的現象中培養一個好

工作上的熱忱。這段話心理層面的元素寫來恰為

的想法、深入研究、蒐集更多驗證的資料……。

一個循環，好像是個嚴謹的心理學理論，我怕大

因此學生畢業後即使找不到天文的工作，他們還

家昏頭了，所以畫個圖來說明。

是有很好的解決問題能力，所以賀主任覺得思考

對於臺灣的學生賀主任還希望大家加強英文
的溝通能力，畢竟英文是現在科學界最普遍使用

不要太狹隘，重點是在要把學生訓練好，將來到
哪裡都不怕。

的語言，這方面不好就少了很多機會；另外學習
時也要多去挑戰師長的想法，這樣才能超越前輩

范賢娟：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博士後研究

的成就。
說了很多都是給一般年輕人的意見，學天文
的到底該注意甚麼呢？賀主任最後才表示，這方
面的基礎能力在物理、數學，當然現在許多跨領
域的研究會發現很多領域例如歷史也可以和天文
相關，不過他強調，物理與數學要搞好，天文才
能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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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有如動物園，裡面住著形形色色的野
獸，它們或許凶猛殘暴，或許柔順幽雅，
我們一起逛逛吧！

浩瀚星河裡的遺珠
文/ 徐毅宏

小質量恆星

所產生的能量向外傳輸，核心部
分會以對流的方式傳遞能量，
到了較外層再以輻射的方式傳
遞；與太陽類似質量的恆星
（圖中，質量介於）0.5倍與
1.5倍太陽質量之間），核心是
以輻射的方式傳遞核融合反應
產生的能量，外層才是以對流進
行傳遞；小質量恆星（圖左，質量

圖一：恆星的結構示意圖 (圖片來源：http://upload.
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b/Estrellatipos.png)

在

晴朗的澄清夜空，可以看到無以計數的星

小於0.5倍太陽質量）傳遞能量無論
核心或外層均是以對流的方式進行。

星閃爍在其中，這些星星絕大部分都是恆

在演化方面，參考圖二，當恆星經歷過紅巨

星。我們所看到的恆星無論是顏色、亮度都各不

星階段，核心的核融合反應停止後，恆星中央的物

相同，連白天的的太陽其實也都是一顆恆星。在

質便會因為重力而開始塌縮。若中央殘存的恆星質

一般的印象裡，恆星都是能自行產生大量光和

量小於1.44倍太陽質量，整團物質將會塌縮至電子

熱而釋放出來的天體，無論是體積或是質量都是

簡併狀態，之後形成白矮星；而位於恆星最外圍的

非常巨大，但事實上，有一類的恆星卻不是
這樣，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些「小星星」
吧！

氣體及塵埃

主序星

紅巨星

行星狀星雲

白矮星

大家熟知的「正常星」
根據目前天文學家的研究，認為恆星是
一團質量巨大且緻密的游離氣體，在核心進

超新星爆炸

行核融合反應，產生大量光與熱的天體。重力
與核融合反應之間所達成的流體靜力平衡，則

紅巨星
氣體及塵埃

主序星

中子星
及超新星殘骸

會讓恆星趨向球型，呈現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太陽」外觀。當質量越大，所產生的重力也
越大，連帶地會讓核融合反應速率增快，質量
越小則速率變慢，也因此，質量對於恆星的
結構與演化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結構方
面，圖一中質量大的恆星（圖右，質量大於
1.5倍太陽質量），為了將快速率核融合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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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

圖二：恆星的演化 (圖片來源：http://www.redorbit.com/modules/
reflib/article_images/6_dac4e7d6b8fb5cf3a1458d796b90d7a9.jpg)

物質則會向外擴散，形成「行星狀
星雲」，最終回歸成為星際介質的一
部份。質量較大的恆星塌縮時，過程
會非常劇烈而產生「超新星爆炸」。
超新星爆炸會將恆星外層物質炸開，
形成不規則形狀的星雲，而中央部分
則會殘留一部份的恆星質量。若殘存
質量大於1.44倍太陽質量，則會將電
子壓進原子核中，塌縮至中子簡併狀
態，之後形成中子星；若殘存質量超
過3倍太陽質量，則將進一步塌縮成
黑洞。

恆星裡的哈比人

小星星
在赫羅圖（圖三）中，可以看
到由質量最大的O型星（約60倍太
陽質量）一直到質量最小的M型星
（約0.4倍太陽質量）。在看到這樣
的敘述後，大家的心裡面大概會立
刻浮現一個問題，那就是「有沒有
質量更大或是更小的恆星呢？」。

圖三：赫羅圖，是根據恆星的表面溫度與絕對亮度所繪出的恆星性質
分佈圖。圖中下方標示的O、B、A、F、G、K與M等，是依據不同表
面溫度（光譜表現）所劃分，也代表著位於主序帶的恆星之質量，圖
中可以看到太陽（Sun）對應到的是G型星。(圖片來源：http://www4.
nau.edu/meteorite/Meteorite/Images/bt2lf1509_a.jpg)

根據目前的研究，答案是有的，緊
接著就要開始介紹今天的主角「小
星星」—比M型星質量更小的恆星，天文學家把
它們分別稱為L型、T型和Y型的恆星。
一般而言，K與M型星的質量已經相當的
小，核心在進行完氫融合成氦的核融合反應之
後，無法再進一步將氦融合成更重的元素，只能
慢慢收縮，將餘溫耗盡後，變成一顆死寂的星
球。像M型星這類低質量恆星，最大亮度不會超
過太陽的十分之一，表面溫度在3,500K以下，主
要發出紅光，因此也被稱為「紅矮星」。比紅矮
星質量還要小，質量低於0.075倍太陽質量的星
球被稱為棕矮星。棕矮星的出現是因為在形成之
初，原始雲氣重力塌縮的過程中，溫度不足以點
燃氫的核融合反應，但核心卻達到電子簡併（類
似白矮星）的狀態足以抵抗重力。
現在天文學家把比M型星質量更小的稱為L型
星，溫度大約只有1,300～2,000K左右，在可見光
部分已經非常昏暗，光譜的峰值已經開始往紅外

圖四：離太陽最近的恆星—比鄰星（或稱為半人馬座α星
C），它是一顆M型星，也是一顆紅矮星。由於紅矮星的
核融合反應速率緩慢，需要幾百億年才會結束主序帶的階
段，因此太陽附近的恆星裡，有大約百分之七十六都是
紅矮星。(圖片來源：http://chandra.harvard.edu/photo/2004/
prox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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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利用各大望遠鏡所拍攝到一對雙星的影像拼合圖，這對雙
星分別是由一顆L型星和L矮星所組成。(圖片來源：http://imgsrc.

圖六：印地安座ε星三星系統的示意圖。2003年1月，天
文學家發現印地安座ε星旁有一顆棕矮星伴星—取名為
印地安座ε星B；經過更深入的觀測，天文學家在七個
月後發現這顆伴星事實上是一對棕矮星雙星。印地安座
ε星Ba的質量大約只有50倍木星質量，印地安座ε星Bb
更是小到只有約30倍木星質量。(圖片來源：http://www.

hubblesite.org/hu/db/2004/51/images/a/formats/web.jpg)

gemini.edu/science/images/epsilonindi-med.jpg)

光波段偏移。部分較大質量的L型星可以點燃氫的

量（發生氘核融合反應的質量下限）；目前所觀

核融合反應，屬於溫度較低的紅矮星；但是另外一

測到系外行星的最大質量約為11～12倍木星質

些質量較小的L型星卻已經是棕矮星，因而質量較

量，兩者之間的界線事實上已經不太明顯。又由

小的L型星，常被冠以矮星的稱呼，稱為L矮星。

於棕矮星不會進行核融合反應，隨著時間消逝，
與巨型氣體行星（例如木星）之間的差異越來越

除了L矮星之外，還有一種溫度更低的恆星

小，更加不容易分辨，即使如此，天文學家還是

被稱為T矮星，溫度低到只剩700～1,300K，屬於

在一些棕矮星旁邊找到繞行公轉的行星系統。

溫度較低的棕矮星。T矮星光譜峰值已經不在可見

或許退一步來說，棕矮星應該算是一種失敗的恆

光波段，而偏移到紅外線波段，並且開始出現甲

星，一類質量介於75～13倍木星質量的次恆星天

烷的譜線。

體，也是目前所知道的恆星動物園裡，質量最

天文學家推測在T矮星之後，應該還有低於
700K的超級低溫棕矮星—Y矮星。雖然在2008年三
月找到一顆溫度620K的棕矮星，不過Y矮星目前仍
處於理論構建中，尚未有完整理論與觀測證據。

小星星
屬於「恆星」還是「行星」？！
由於棕矮星的出現，有些天文學家對於「恆
星與行星要如何分辨？」開始有一些討論，討論
的中心就是「質量」。根據定義，棕矮星並不會
進行核融合反應，因此質量的上限約是75～80倍
木星質量，而觀測到質量下限大約是13倍木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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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特性最奇怪的一群小星星。

Refere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ectral_type#Spect
ral_types
h t t p://h u b b l e s i t e.o rg/n ew s c e n t e r/a r c h ive/
releases/2004/51/
http://www.gemini.edu/science/epsilonindi.html
http://arxiv.org/abs/0802.4387
http://www.darkstar1.co.uk/ds3.htm

徐毅宏：任職於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消失星座之流星雨
伽利略的異想天空
呼拉圈土星「衝」

資料提供/周紹孔
林琦峰
李 瑾
彙整/張維元

消失星座之流星雨
方，但可能有部分流星相當明亮，即使有月亮

象

限儀座流星雨是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

這個大光害，應該仍可看見不少流星。

出現的時間點一般都是在年初的時候，

此時也是元旦煙火施放同慶美好的節日。根

雖然這個流星雨的輻射點位於牧夫座內，

據國際流星雨組織IMO對西元2009年大流星雨

名稱卻來自一個已經廢棄的星座 － 象限儀

的預測，2009年象限儀座流星雨從1月1日到5

座。象限儀座位在武仙座右腳、牧夫座左手和

日都是它的活躍期，皆可以看見流星的蹤跡，

天龍座之間。十八世紀時天文學家La Lande使

而極大期預計會出現在台灣時間的1月3日晚上

用「象限儀」這種儀器進行一系列恆星觀測

9點左右，在條件最佳的狀況下，流星數量最

時，創造了這個名詞，不過在1930年國際天文

多時可達每小時120顆（ZHR值），顆數會在

學會制定全天88個星座時，並沒有把它包括

60至200之間變化。流星雨輻射點位在牧夫座

在內。想知道更多有關消失星座和流星雨的事

頭部，正逢弦月，入夜後月亮即出現在頭頂上

嗎？歡迎各位嘉賓來參加談星活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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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獅子座上，出現一顆
黃色的亮星，它就是土星。
土星是太陽系第二大的行
星，擁有極美麗的光環與60
顆衛星。其中最大的衛星—
泰坦，包覆著比地球還濃厚
的大氣層，使它披上神秘的
面紗。更神奇的是，雖然那
裡溫度只有零下180度，科
學家最近發現那裡分佈著大
大小小的甲烷湖泊呢！
3月9日這天，土星恰

伽利略的異想天空

巧到達『衝』的位置！衝
即是土星與太陽的經度相差180度，也就是它們

什麼是「察諜鏡」？什麼叫「麥第奇之

分別在地球的兩側，這時是土星離地球最近的

星」？又是誰掀開了月亮的面紗、揭露銀河的

時間，所以看起來最亮，且以望遠鏡觀察土星

真象？讓我們來認識這位十七世紀偉大的物理

看起來也是最大最清晰！再加上整夜可見，因

學家和天文學家-伽利略。

此最適合觀察。想知道天文學家對土星有哪些
新發現，想知道怎麼觀察土星？來參加談星活

伽利略•伽利萊（Galileo Galilei）是義大

動，收穫無窮喔！

利人，他最早使用望遠鏡觀測結果來支持哥白
尼的日心說，讓人們對宇宙觀有了更清楚的認
知。他提倡理論與實驗並重，透過實驗推翻了
被奉為圭臬的亞里斯多德的力學理論，並建立
了近代力學，人們稱為現代物理學之父。愛因
斯坦更贊許：「我認識的伽利略精神，是向任
何以權威為基礎的教條展開熱烈戰鬥」。
伽利略利用自製的望遠鏡，看見了從來沒
有人見過的月亮上的坑洞及山脈；並發現銀河
不是霧氣，而是許多星星聚集的地方；看見了
木星的四顆大衛星，為了紀念伽利略現在稱為
「伽利略衛星」；發現了土星旁邊總是跟著兩
顆星星，現在我們知道那是「土星環」。望遠
鏡的誕生，增進了人們的視野，拉近我們與宇

一月主題：消失星座之流星雨

宙穹蒼的距離。就讓我們走進伽利略的異想天

1月4日及1月18日(周日)………主講人：周紹孔

空，瞭解望遠鏡的發展，並體驗望遠鏡下穹蒼

二月主題：伽利略的異想星空

之大及天體之美吧。

2月1日及2月15日(周日)………主講人：林琦峰
三月主題：呼拉圈土星「衝」

呼拉圈土星「衝」
在3月間，若在晴朗的夜晚，你會看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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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及3月15日(周日)………主講人：李

作者：任職於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瑾

天文

萬花筒

打造 『 星 光 小學 』

星

點亮 星希望！
文/ 胡佳伶
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來自南投縣仁愛
鄉合作國小賽德克族的小朋友們，千里迢迢地來
到天文館，在短短的周六中午到周日中午的時
間中，進行了許許多多的活動：上課、展示場導
覽、動手做星座盤和月亮盤、望遠鏡組裝、劇場

星

光小學是一個很美的夢想，這個夢想才剛
起步，我很幸運的，可以參與其中，見證

這一個小小夢想的萌芽。

影片欣賞、搭乘宇宙探險軌道車…，可惜那幾天
天氣不是很好，預定的觀星行程取消了，也有些
小朋友們健康狀況不太好。小朋友們還教了我們
一些賽德克話，像是「葛必呀」（好像是「加

前陣子，在科學月刊上看到一篇報導，是

油」？）、「叔巴呀搭搭」（再見）、「摩嗨以

在說尖石國中在2007年5月以檢測家鄉河流的水

叔吧」（謝謝）！他們離開天文館的時候，我們

質為題，參加新竹縣國中小科展，得到國中地科

一邊揮手以剛學來的賽德克話喊著「叔巴呀搭

組的第一名！而這也是尖石國中五十年來第一次

搭」，也相約四月的時候，換我們到他們的學校

得到這麼好的成績。偏遠地區的原住民部落一直

去！

以來就處在一個社會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環境，
但其實他們的地理條件在某些科學研究的主題上
反而是種優勢，如何善用這種優勢為他們帶來
更好的資源和機會，需要許多人共同的努力。
就像在天文館隔壁的科教館，舉辦「科教巡迴
車」的活動，標榜著「科教資源上山，孩子不必
下山！」，高雄的科工館也有「部落科學實驗
站」，把科學教育資源帶到偏遠地區。
之後，聽到琦峰提起「星光小學」的構想，
心裡頭覺得很開心，偏遠地區的孩子們，坐擁我
們這些生活在都市的人們渴求的燦爛星空（在我
家附近，天空被鄰近的高樓切割，竟要左躲又閃
才能勉強拼湊出星座的一角…），如果能將天文
教學發展成這些學校的本位課程，該是多麼好的
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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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召開行前會議的時候，我自告奮勇

接著我們便飽餐了一頓由志工夥伴和老師們

地說要負責講「月亮」的課程，但是心裡其實很

親手做的超好吃水餃、酸辣湯和炒青菜，煮水餃

緊張，雖然很久之前就在天文館當志工了，前陣

的大炒鍋要用一個像鐵鍬一樣的鍋鏟呢！

子也才結束短短一個多月的職代工作，
但是一直也只有帶團
（而且也已經有一陣
子沒有帶團了…），
這次到合作國小卻是
我第一次講課。「月
亮」是個好像很簡單
卻又有許多繁雜的科
學概念的主題，從小
一到小六這樣寬廣的
年齡層也讓我不太知道
要如何著手，謝謝琦峰
和毅宏提供的投影片範
本，之後在網站上找相
關的圖片和影片時，還
很幸運地在Youtube上找到泰雅族射日傳說的卡
通（有興趣的人不妨也可以去找找看，還蠻有趣
的，還是以泰雅族語發音的喔！）。
四月十二、十三日，琦峰、小周和十八位志
工夥伴們，浩浩蕩蕩地從天文館出發，我因為準
備投影片一夜沒睡（因為太晚開始準備了…），
於是埋在行李堆中昏睡了整路，中午過後抵達在
路的盡頭的合作國小，小巴開進學校操場時，小
朋友們已經等不及地衝到車子旁，不禁讓我想起
了去年九月的時候在蘭嶼小朋友們追著流動圖書
車跑的那個場景…。首先小朋友帶我們一起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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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舞蹈，接著就由麗惠「星姊姊說故事：

晚餐過後，我們一行人沿著部落往外散步，路上

大熊座和小熊座」揭開序幕，丁老師的「星子傳

還遇到了巡迴各部落有如小型超級市場的貨車，

說」講解星座盤的使用以及動手做星座盤，一定

有肉有青菜有海鮮什麼都賣。也吃飽飯的小朋友

要提一下的是陳茂雄大哥親手製作的超精美大型

們跑過來，搶著拉著我們的手和我們講話，一個

木製星座盤，真的讓大家大為讚嘆！接著就輪到

小妹妹牽著我和我絮絮叨叨了一陣後，便鬆開了

我講「月亮」了，很緊張地講完之後，不禁有如

手跑去別處，再跑回來的時候手裡拿著從路邊採

釋重負的感覺，很佩服當過國小老師的志工們，

的一把小白花，說是要送給我的，我把小白花輕

總是可以從容地侃侃而談，還有和小朋友做互

輕地拿在手裡，心裡一陣感動，那份心意好像比

動，上課這件事果然是需要練習的啊！

什麼都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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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由於天氣又不太好，原定的觀星行程

起太魯閣波瀾壯闊的寧靜，山裡總有一種特殊的

也只好改為室內課程，不過還是很有趣喔！我是

氛圍，會讓人忘了山下的一切紛擾。回來用過超

第一次看到「HomeStar」星空投影機，小小一

豐盛的早餐之後，便是由明宏擔綱的「太陽系之

顆球只要插上電放入月面或是星空的投影片，就

旅」，以及琦峰的「（大家都）有獎徵答」讓每

可以在天花板上投影出Kagaya先生畫的月面圖或

一個小朋友都拿到製作飛機的材料，迎著陽光大

者是千萬顆的星星，果然是高度都市化的日本會

家把飛機射向天際，多希望你們每一個人也能像

開發出來的東西啊！（希望這樣沒有廣告或是置

飛機一樣自在翱翔。之後進行授證「第一所星光

入性行銷的嫌疑才好…後來我也跟琦峰借了他的

小學」牌匾，希望以後還有第二所、第三所和很

HomeStar回家玩，看著滿天星空入睡真的很幸福

多很多所（琦峰說這次活動結束之後才是責任的

呢！）琦峰和秀鑾姊講解著月亮和星空，可惜沒

開始，就像選上了才是責任的開始一樣…），主

有機會看到他們這邊的星空，應該有比HomeStar

任也回贈了我們很漂亮的感謝狀和精美的原住民

投影出來的更美吧！小周則是講解望遠鏡的組裝

風提袋，回程的路上，相信大家的心裡一定都像

和操作，小朋友們真的是學習能力很強呢，不一

琦峰之前寄給大家的信上說的豐收滿滿（當然還

會兒的功夫就都很熟悉了。晚上還有暖暖的營

有把我和羽欣圍起來的滿滿的高麗菜）。謝謝琦

火、烤地瓜、小米酒和各式各樣的宵夜喔！

峰和小周，所有的志工們，合作國小的老師，還
有很多在背後默默付出的人們，當然還要感謝贊
助單位，才能讓這個計畫可以順利實行。
其實有時候，我不禁會對自己的渺小和不足
感到一些惶恐，但是，當那一把小白花被輕輕地
放在我手心裡的那一刻，我所有的疑惑，都得到
了解答。我想，我們都在以自己可以的方式，為
了我們覺得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努力著，或許
渺小，但是，這是我僅有的。我相信，我們可以
一起讓一些小小的改變悄悄地發生。

胡佳伶：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隔 天 早

第三中隊志工

上，老師說要
帶我們去走吊
橋，路上博
學多聞的志
工們（不是
我…）講解
著各式各樣
的植物和動物，讓人獲益匪淺（雖然現在還是忘
了…），還有看到泰雅族射日的雕像（果然前一
天來的路上都在睡覺，所以沒看到），甚至也有
射日造型的路燈呢！吊橋下湍急的河流，讓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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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月球影子的旅行
文、攝影/ 林啟生
慢了十萬八千里的
日食行程安排

現

代科學的進步，讓我們
能很早就知道那一天的

幾點幾分在那裏可以看到日食
的天文奇觀。2008年8月1日在
中國大陸的西北地區剛好發生
一次難得的日全食現象，臺灣
以及大陸當地的許多團體很早
就安排好行程，並且到處招兵
買馬，但是我一直到5月底都
還沒搞定如何去觀看及拍攝此
次日食，為何我會慢人家了好

觀測結束後這個傢伙最高興了 ---丁志偉拍

幾拍呢 ? 主因就是錢錢錢 !!!
臺灣出團的團費都在5到6萬多元，一來要花

器材準備

掉超過兩個月的薪水，二來假期沒那麼多天可用

2005年春天我才開始用單眼數位相機拍星

; 而大陸的日食團再加上兩岸飛機票，大都30000

體，不過我一直沒有屬於自己的單眼數位相機。

臺幣以上，對於每月花不到1500元吃飯錢的我這

日食前，我手頭的CANON 5D相機是朋友的，但

是2年以上的吃飯開銷呢 !!

是一部相機絕對是不足以應付拍攝日食的需求，
起碼要有2部才行。

6月初我被迫開始動了起來，經過網上找
尋，我選定了甘肅省金昌市，這是離中心線最近

我賺外快的能力還不錯，7月13日我就用剛

的都市，奇怪的是沒什麼大陸天文專家、機構說

放暑假時賺來的外快買了一部CANON 450D相

這邊最適合看日食，新聞媒體也沒什麼報導此

機，增添了拍攝日食的武器。

地，自然會去的人就少 ; 此外我還考慮到不必跟
一大堆慕日食之名而來的人往西擠到嘉峪關酒泉
一帶。雖然金昌是一個好地方，但我左手找同好
右手拉關係，一個月多還是沒有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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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日食不需要大口徑的望遠鏡，剛好我有
一部11歲7.6公分的螢石折射鏡，焦距60公分。
我帶上鹿林試拍，測試重點有兩個，一是加上濾
鏡後可不可以拍的問題，其次是60公分的焦距加

我被老天爺眷顧到了 !! 7月中旬有金昌當地

上APS的相機，太陽像有多大 ? 以此推知全食的

的李曉龍先生在大陸網站發言說歡迎到當地看日

日冕拍起來如何，畢竟太陽、日冕及照片邊邊留

食，我即運用關係設法連絡上他，確認前往金昌

空比例如何有一定的最佳視覺效果。 此外望遠

看日食，並答應於1日在當地做場講座，這時已

鏡只能拍單一的日食像，因此我也準備了一顆鏡

經是7月20日之後的事了。

頭搭配5D相機，準備拍單張的日食像回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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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加成一張廣角連續的日食照片。
在濾鏡方面，將52mm的ND400加上ND8裝
在望遠鏡上試拍OK ; 在2006年STAR PARTY時親
子觀星會的同好送給我的X光片測試也O K，不
過因其減光能力強，實際拍太陽時，快門速度會
比組合的ND濾鏡慢許多。
拍攝偏食的太陽是可以不用追蹤攝影的，但
考慮到用三腳架架設望遠鏡要經常調整望遠鏡，
拍攝起來麻煩，所以也決定帶一架有23年歷史的
VIXEN SP赤道儀前往使用。

拉車趕路的行程
27日我由鹿林下班下山，預定搭28日傍晚的
飛機由臺中出發到香港，不過這回老天爺可沒幫
我的忙。
28日鳳凰颱風經過中部，清泉崗班機停飛
!! 由於颱風的延誤， 造成29日傍晚我一到香港
就馬不停蹄的趕路，從香港機場直接抄近路坐

此行的大約觀測點 , 取自NASA網站 , 金昌市旁的紅
線即為全食中心線

晚上睡覺前，耶 ! 看到了幾顆星星露出臉
來，這個情況跟在鳶峰-塔塔加停車場等待天氣
放晴時，只要在烏雲中看到幾顆露出來的星星，
就覺得充滿希望的心情是一樣的。
1日早上醒來還是陰天，中午用餐時李先生
說當地氣象單位預報說下午後會放晴，只剩下半
天喔 !!!! 既期待又害怕白跑一趟。

車到上水火車站再過羅湖。 為了省錢，每趟火

3點多還是小陰天，打給也到金昌附近的潘

車搭的都是坐位票，而坐位票在晚上過夜是很辛

小清先生，他說坐火車到了位在武威跟張掖之間

苦的，先由羅湖到廣州東站，廣州東站轉車到湖

一個山丹的小城，天空是西半邊晴東半邊陰天的

南岳陽，湖南岳陽轉車到武漢，武漢再轉車到金

狀況，憑藉著多年的經驗，我清楚知道這是一道

昌，於31日下午5時許按照原計劃到達了金昌。

鋒面雲正在通過的狀況。 經過一番討論，我們
決定往西出發去找月亮的影子。

金昌日食前夕

4點多出發時天空還是多雲，西方地平線上

31日下午5時多到達金昌市，天氣是陰天 !!

方有點開，車行到金昌火車站一帶，西方低空雲

長途跋涉追逐月影的心情就打從心底涼了半截。

量更少，出了永昌縣城，越往西方越是晴朗，大
家都很HIGH，看到全食已經保證沒問題了，重
點是要找個好地方觀測及攝影即可。

日全食前半場
5點50多分，經過將近70公里的奔波，大夥
選擇永昌縣城西邊約20公里的一個路邊高坡做為
觀測地，一停下車即刻搬包包架起器材，架好時
離初虧只剩十來分鐘。
晚上在火車上過夜方法之一

我們這群臨時組成的「烏合之眾」除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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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最遠外，還有來自陜西的周波及朋友、西安

裝酷樣留個影，畢竟是此生第一次觀看日全食而

的博士生和大學生、河南商丘的丁志偉和重慶大

且第一次就成功，BINGO !!

學的吳志倫教授等等總共11人，但僅有3人帶望
遠鏡器材，而且英雄所見相同都帶口徑8公分級

隨著時間的流逝，原本熾熱的陽光逐漸柔和

來，至於重錘，我的SP是綁寶特瓶，一位綁石頭

下來，周圍景色暗了下來，重要時刻即將來臨。

第3位綁電池組 ; 還有人帶雙筒鏡，吳教授則帶

日全食後半場

來攝影機。
大家興奮的談論道，這裏不用收門票，沒有
公安來檢查，不用人擠人，還大晴天 !!!

太陽缺一角的景象每幾年在臺灣就可看到，
從事業餘天文攝影以來，也多少拍過幾次的偏
食，但對於全食的攝影我還真的是一位初哥。

初虧前的10來分鐘用在調整器材，測試曝光
快門等等，時間過的還特別快，我心裏還沒準備

在臺灣看的日食少有很大的食分，當太陽愈

好，就有人喊初虧了，趕緊按下快門後看影像，

來愈細愈彎，很細很彎，天很暗很昏暗，連吹來

太陽是真的缺了一小角。

的風都涼涼的，心情既高興又緊張 ; 吳教授喊著
看到波紋了，我在相機旁連過去看一下都沒空也

初虧後，450D接望遠鏡部分，我每隔2分鐘

不敢去，只見西方一道黑潮襲擊而來， 緊接著

拍一張照片，還臨時借來手錶對時，又因在廣州

最後一絲的太陽光不見了，有人喊著食既，全食

來不及拿到定時快門線，導致我得用手按快門方

開始了，不經意中我第一輪的鑽石環就這樣錯過

式拍攝，雖然快門速度很快，但還是怕有震動使

了，真的錯過了。 我趕緊調整快門速度，按了

影象模糊的風險 ; 至於鏡頭加5D則用定時快門線

幾張，ㄝ，怎麼沒有影像 ?? 天啊 !! 濾鏡沒拆下

給它拍，只偶而看一下就好。

來，拆下來後再以慢快門拍下外日冕，隨後我跑

拍攝偏食部分還算蠻悠閒的，除拍照外，不
時拿起X光片看看太陽及月亮，過往的行人也停
車臨時來湊一腳，我們大方的出借X光片給他們
觀看 ; 出租車的師傅算是載對了客人，也全程觀

觀景窗中我花了幾秒鐘看到一個奇景 : 黑黑的圓
圈，外圍微微散發著絲狀光芒，並有一條噴出的
紅色日珥，實在漂亮到言語無法形容!!!!!!!

看 ; 吳老師拿出白色海報紙，貼在車上，同好們

隨後我以不同快門速度拍下幾張內日冕影

輪流用雙手做做針孔，看看太陽的投影 ; 我跟大

像，並且抬頭掃視了幾秒鐘的日全食天空，見到

家一樣拿出小數位相機拍拍活動照，在器材前裝

了明亮的金星、水星和一個延著黃道散出長絲狀

簡易的針孔日食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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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拍照外，不時拿起X光片看看太陽及月亮

的日冕層流光，景象就像以前雜誌上追逐日全食
同好拍到的場景照片般 : 深黑的大地上空掛著一
個黑圈射出了一輪輻射光芒 ! 來看日食之前的臺

復圓前的一絲雲彩
F C –76 C A N O N 450D
ASA100 1/1250秒
濾鏡 ND400 + ND8 /52mm
直焦攝影，沒做任何影像
處理。

中日食團說明會中星星工廠廠大及大立就千交待
萬交待，一定要花幾秒鐘抬頭看一下這全景，還
好我沒忙到忘了抬頭看看，說實在的真的很精彩
很壯觀 !! 我本想用數位相機拍下此景但時間不
夠，真是失之交臂。
當我還在欣喜時，太陽一角閃出一道光，我
趕忙拍攝，但動作還是稍慢了點，有拍到但不是

缺兩角的日食
F C –76 C A N O N 450D
ASA100 1/1250秒
濾鏡 ND400 + ND8 /52mm
直焦攝影，沒做任何影像
處理。

很滿意的鑽石環。
觀測地的全食時間有90多秒，不管我日食
準備功夫做的多好或很爛，這一分半鐘可說就
在一片手忙腳亂之中永遠地結束了。 最精彩的
全食階段拍的雖不很滿意但也不會太差，還是
值得欣慰。

入了記憶卡中帶回臺灣 ; 在稍後我們這群朋友竟

彎彎的太陽又出現了，大地逐漸從「黑夜」

然又看見了第二次「偏食」 : 在月亮快要退出

中恢復了光明，大夥在激情之後就是一片寧靜，

前，太陽一角開始落入遠方的山邊，形成缺了

時間又回到每隔2分鐘拍一次偏食的影像 ; 有長

兩個角的日食。

者趕著羊群回家，我們問著剛剛奇景有看到嗎 ?
還不忘說趕快找找有沒有在剛才太陽不見了的時
候誕生的小娃娃，將來可能要當皇帝的喔 !!
就在日食要復圓前，這次日食唯一的一兩
條細雲飄到了太陽跟前，為這難得的景象做了
些綴飾，這漂亮的偏食加上一絲雲彩也被我拍

我的拍攝器材

一切都結束了，11位同好從各地有緣來金昌
相會，有幸共同目睹一場壯麗的日食秀，多麼美
滿和幸福。 合照則是為了明年7/22再度相逢的開
始，收拾好傢伙轉回金昌開場慶功宴。
在路上檢視影像，全食影像竟然只拍到6張
而已!!! 真是昂貴的影像。我還想著，全食期間

日食前調整測試器材 ---丁志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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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曝光由0.8秒,0.1秒,1/30秒X2及1/200秒X2共6張合成加以影像處理後的照片 ,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原始照片由林啟生拍攝 , 陳一平處理

忙著拍照跟只用肉眼及雙筒鏡觀看全食景觀的其
他多位同好，到底那個收穫多 ???

成果及檢討
4日晚上陳一平在我家，將我的全食照加工
並傳上網站，博得了大家的讚賞，其實這趟旅程
有收穫也有很多缺失。
1. 此行新認識多位大陸天文同好，以後再到
中原西北一帶，都可以安排行程拜訪他們。

偏飄來擋住太陽，那種心情應該很難形容。
3. 拍攝的照片只能算普通好，但我終於有了
自己的日全食照片。
4. 早先行程遲遲沒能及早定案是因為要花多
少錢的關係，那麼這次日食花我多少錢呢 ? 港臺
機票費加上大陸火車票錢再加上簽證費及買了幾
本書回來等等，再扣除帶書到大陸賣的利潤所得
及帶快門線回來賣賺些差額，我只花不到8000元
!!! 即使不算後者也只花11000元前後，若是再寫
個遊記投稿刊出，則真正花費將<5000 元!!!

2. 日全食過程全程看到，而且天氣還是在短
短不到半天內由大陰天轉成大晴天，我們一行同
好是多麼地幸運 !! 相對的有許多同好到馬鬃山
到巴里坤，尤其是巴里坤某處，偏食時情況好得
很，但就在全食時刻的幾分鐘內剛好一朵烏雲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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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些缺失要改進
以及未來要注意的呢??
1. 全食後的偏食時段，我無意中看到望遠鏡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0.1秒
直焦攝影 沒做任何影像處理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1/200
秒 直焦攝影 沒做任何影像處理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1/30秒
直焦攝影 沒做任何影像處理

拍的不太好曝光太久的鑽石環 FC –76 CANON
450D ASA100 1/6秒 直焦攝影 沒做任何影像處理

接相機的接環沒鎖好 ! 這缺失容易造成影像的失

4. 拍日食帶赤道儀是對的，但大陸買的3號乾

焦模糊，隨後鎖好並重新對焦使用。 身為一位

電池於現場用沒多久就推動不了馬達，造成每次按

資深的同好，這缺失實在真要命 !

快門前都得手動赤道儀將太陽放到適宜的畫面中拍
攝，所以下次要改用1號乾電池以減輕麻煩。

2. 450D相機買來後一直沒有好好研究有關
連拍及LIVE VIEW功能的使用，雖然在大陸坐

5. 在大太陽下，查看相機LCD螢幕影像因陽

火車時我有很多時間可用，但為了錢財不露白起

光關係，看不太清楚 ; 回來後有看到景川及大立

見，也不敢拿出來把玩研究這些功能，這兩種功

兄將紙板圈在鏡筒身上的方法，這招下次一定要

能是回來後才加以研究學會使用。這兩種功能

採用或者準備一塊黑布罩著相機，以方便查看影

中，連拍可以增加照片的拍攝張數，LIVE VIEW

像及增進對焦的精確度。

則可以輔助快速對好不錯的焦點，2009年的7/22
日食一定要善加使用。

6. 我採用相機觀景窗直視對焦，試拍後再於
螢幕上叫出影像查看是否對好焦，現場陽光又很

3. 本來想用手機的時間功能做為現場的對時

亮造成干擾，這招沒辦法保證精確對焦，風險大

工具，但手機竟然沒電，所以還是需要一只電子

些，再加上接環沒鎖緊，造成我拍出的影像其實

錶使用。

都有些脫焦，照片放大到100%都不太能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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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2009年7/22日食一定要用LIVE VIEW功能或其

下一次要架在一起，採用左右兩邊同時按快門以

它方法保證焦點無誤才行。

增加拍攝的照片數量。

7. 此次全食時間不長，行前就研究過一個人
獨自作業大約可做兩種不同的拍攝主題，所以準

展望2009年7月22日日食

備用望遠鏡拍單一日食像及拍鏡頭像再加後製疊

如果你錯過這一次的8/1日食，不要失望，

加處理。 結果望遠鏡拍攝的有80分成績，鏡頭

2009年的7月22日在大陸的長江流域還會發生一

的卻慘敗，在強烈陽光下沒抓好太陽西沉的角度

次食分大全食時間約5分鐘的日全食。 這一次長

不說，全食時竟將太陽拍到照片邊邊上，又是一

江沿岸日食經過許多的大城市，不會有交通及生

缺失。 2009年7/22的日食一定要更小心的處理好

活設施等的困擾。

鏡頭的攝影。
許多人不太看好7/22的日食，主要是天氣問
8. 一般的數位相機都有省電設定功能。 因

題。 試想，7/21~7/22時剛好有一個颱風衝進到浙

經驗的不足，全食前我的消費型數位相機是關機

江江蘇南部一帶，那麼重則四川輕則武漢以東地

的，造成我現場要再開機來拍廣景的照片時間不

區可能就全部完蛋 ; 再則那時長江梅雨期雖然已

夠，所以下一次日食在食既前，要提早將此類相

經結束，但我長期觀察雲圖得知，這地區還是經

機開機並且開啟最久的省電功能時間，以便能用

常有來自青藏高原和四川等西邊移來的大範圍雲

最短時間拍攝此場景。

團 ; 假若以上兩個天氣狀況都沒有，華中一線處

9. 一次日全食的重點在於食甚的攝影，但為
了拍攝適當大小的日冕，月亮的成像不宜太大太
小，如此將導致偏食的太陽成像不能大些，精細
度提不高，所以下次打算用一支鏡筒時，一般偏

於炎夏的天氣，就像臺灣的一般夏季天氣般，很
多地方還是容易一早就產生一朵朵的積雨雲系，
尤其是小山區，萬一像8/1日食的巴里坤某現場
般，在緊要時刻來這麼一擋，就下次再見了。

食階段先用巴羅鏡提高太陽影像的大小，等到快

2009年7/22的日食，臺灣地區一定有更多的

食既前再快速換裝，使焦距變短到適合拍全食影

人要前往觀看，現在已有人在開始組團籌劃了。

像，生光後再換回長焦 ; 此外也可以考慮架兩支

我呢？還是要獨自前往，以便保持機動性。我初

鏡筒，焦距一長一短，獲得理想的影像。

步選定在杭州到上海之間的海邊，這兒不會有一

10. 許多位前往拍攝8/1日食的同好都說，
全食時都是一陣手忙腳亂的情況，我想除了這次
全食時間不是很長以及大多為拍攝日全食的初哥

大早長出積雨雲的問題，而且太陽是在東邊海的
上空 ; 我打算21日晚上就到達此地，先對好赤道
儀，天亮後按步就班地觀看及拍攝。

之外，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貪心，想要一次拍攝多

為了維持機動性，在20日我就先到達香港，

種主題的日食影像所導致 ; 而2009年7/22日食因

看雲圖再推測那兒可能有最大機會晴天，進廣東

為時間比較久，可以考慮拍攝3種主題，並將每

地區可以買票搭車前往 ;不行，就馬上買機票到

一主題確實拍好，不然也可以考慮日食二人組前

湖北或甚至四川，以保證盡量看到日食。

往，將主題擴展到4~5種，照片彼此共同擁有共
享，這倒不失為一個良策。

到時，你若前往看日食，說不定我們會在華
東的海邊相遇 ! ......「嗨 ！ 老大原來你在這裏。」

11. 我將望遠鏡及鏡頭兩組器材分得太開，
造成全食時要花時間來回跑，浪費掉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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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啟生：國立中央大學鹿林天文臺專任助理

宇
宙
劇
場
文/ 洪景川

想

在地球上最雄偉的大峽谷保護區來一場畢

農業和民生所需，但沿途上的居民甚至有人從未

生難忘的的激流泛舟而不必全身濕答答嗎?

察覺河水與自己之間的密切關聯。現今已無任何

現在千載難逢的機會來了！天文館為慶祝教師

河水能再流入科羅拉多三角洲－這個曾經繁榮的

節，即日起在宇宙劇場隆重獻映全新IMAX全天

河口，它一度支持著北美地區最多樣性的生物保

域影片─『勇闖大峽谷』。

護圈。

以宏偉的大峽谷為背景，本片帶領觀眾乘

人類要如何在大自然與自我的需求之間取

坐橡皮艇順著科羅拉多河而下，來一趟十五天

得平衡呢？又如何才能提供足夠的淡水給每個需

漂流泛舟，陪同我們冒險的是一隊探險家，他

要它的人呢? 不只是在這條河上須要如此，即便

們一向致力於帶動人類對全球性“水”議題的

換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皆應如此！隨著片中遠征

重視。

的旅程順河而下，你我都將了解到人類所面臨的
挑戰和許多存在的契機—在在均可讓我們保護或

鏡頭聚焦在貫穿美國大峽谷的美國科羅拉

恢復許多瀕危的河川流域。絕對別讓未來的後代

多河上，透過刺激的漂流泛舟，以及對沿途景觀

回顧這一刻時，還發現我們尚有很多事情都還沒

與水質的調查，本片揭露了現代人對於水資源開

完成，因為其實現在可以不是「危機」而是「轉

發過度的行為，致使新鮮安全的水源變得越來越

機」！當我們能真正無愧身為名副其實的「水行

少。希望能藉此喚醒人們對『水』的重視與反

星」管理人時，大家都會深感與有榮焉，人人都

省。

可以發揮作用。
「水」是本世紀中的最重要的事情─因為地

「勇闖大峽谷」影片結合了科學探索與探險

球的人口持續增加，這顆行星上的淡水供應變得

歷程，並加入大量您只能在宇宙劇場中才能感受

愈來愈有限。「缺水」的危機迫在眉睫，但我們

到的最引人入勝的壯麗景象和名勝！「勇闖大峽

能為自己的母行星作些什麼呢？

谷」為全世界帶來了新的訊息，它也為每個珍惜

科羅拉多河是世界上最澎湃的河流之一，但
如今卻已不再奔流入海。每一滴河水沿流分配給

「水」的人們帶來了希望和鼓舞!

洪景川：現任職於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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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桂蘭
臺北星空—走訪冬季星空

一年四季中，1等星最多、最熱鬧的星空就在冬
季。這是因為太陽位在銀河系「獵戶旋臂」內側邊

冬季認星歌

緣，冬季星空恰好主要是向著獵戶旋臂方向觀看，星

三星高照入寒冬，昴星成團亮晶晶
金牛低頭衝獵戶，群星燦爛放光明
御夫五星五邊形，天河上面放風箏
冬夜星空認星座，全天最亮天狼星

星比春秋兩季多，且多顆恆星距離較近而顯得明亮。
冬季銀河雖不若夏季銀河般燦爛，但在無光害與污染
的晴空下，仍然可以見到閃著銀光的銀河由北向南貫
穿天際，內含許多星雲星團，別有一番風情。
冬季星空首要認識「星
空王者」獵戶座。獵戶腰帶
三顆等距的2等星一字排開，
由東向西分別為參(ㄕㄣ)宿一
～三；腰帶北方、獵戶右肩
紅色亮星為參宿四，左肩是
參宿五，三星南方左膝藍色
亮星是參宿七，右膝為參宿

六。整個星座形狀如同沙漏，而參宿四與參宿七的強烈顏色對比更讓獵
戶增色。在腰帶下方有垂直的另三顆星組成獵戶短刀，中間那顆實為全
天最亮、最易見到的雲氣天體「獵戶座星雲」（M42+M43）。
N
E

由獵戶腰帶三星向東南方延伸可達「地球上可見的全天最
亮恆星」—藍白色的大犬座天狼星；當天狼與太陽同時從
東方升起時為古埃及新年之始的「同升日」。與參宿
四、天狼星成正三角形的位置上是藍白色小犬座南
河三；這三顆1等星構成了「冬季大三角」。大
三角中間就是「獨角獸」麒麟座的所在，星座
中的薔薇星雲（NGC 2237-9,2246）涵蓋5倍
滿月面積，是全天質量最大的瀰散星雲之
一。
由腰帶向西北延伸可達橘紅色的金牛
座畢宿五，其周圍V字形牛臉部分的300
多顆星大都屬於「畢宿星團」成員，目前
所有已知演化年齡的星團都是和此星團比
較的結果。若再繼續向西北延伸，可見到
鼎鼎大名的「昴宿星團」（M45），藍色雲
氣環繞著年輕恆星，是天文攝影最愛的目標之
一。

冬季星空

由參宿七向參宿四延伸，可找到雙子座頭部的北
河二和北河三；整個雙子座如同「北」字，很好辨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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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星座圖

當季星空

十二月星座圖

2008年11月～2009年1月
日月行星動態
在此歲末
之際，金星笑傲
群星，獨領風
騷。亮度由-4.1
等不斷攀升，1
月底時已達-4.7
等。1/15東大
距，日沒時仰角
腰帶中間的參宿二向獵戶頭部觜宿一延伸，可達

高達47度，因而

五角風箏狀的黃色御夫座五車二；且繼續延伸，

像個飛機探照燈

還可抵達北極星。相反地，若由觜宿一向參宿二

般惹人注目。不

延伸，可在南方地平找到全天第2亮的船底座老人

僅視直徑由16角

星。事實上，在大犬座東南方座落著原為全天最

秒快速增至59角

大星座「天舟座」(又稱「南船座」，Argo)所分割

秒，變化劇烈，

成的船帆、船尾和船底這三個星座。

且東大距之前望遠鏡下可見金星成凸月狀，東大距

將除了參宿四和老人星之外的其他1等星—畢宿
五、五車二、北河二、北河三、南河三、天狼、參
宿七連接起來，就成了著名的「冬季大橢圓」。算
一算，全天21顆1等星中，冬季星空就佔了幾成呢？
在獵戶腳下有著如飛奔狀的天兔和飛翔中的

前後為半圓弦月狀，東大距之後則漸漸消瘦成眉月
狀，形狀變化也頗令人玩味。
水星從12月至1月中旬均可見於黃昏西邊天
空，1/4東大距，日落仰角達15度以上。1月下旬接
近太陽不可見。

天鴿，更南邊處還有雕具、繪架等小星座。更往南

土星東升時間愈來愈早，從11月初的子夜後

處，臺灣地區見不到的銀河系兩大衛星星系—劍魚

才升起，至1月底的20:30。亮度僅約1.0等，由於

座中的大麥哲倫（LMC）和秋季杜鵑座中的小麥哲

土星環相對於地球的傾角極小，幾乎側向地球，

倫（SMC），像2片白雲般悠悠地掛在天上。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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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星座圖

二月星座圖

看來如同消失般，此時望遠鏡下的土星將變得和
傳統的「樂樂球」印象大相逕庭。
亮度-2等以上的木星在傍晚西南方由11月初的
40度高逐日降低，1月中旬接近太陽不可見。在12
月初時，與金星近至僅約2度的範圍，加上兩者下
方的眉月，看來像個笑臉般，相當有趣。
火星於11月時位在黃昏時的西方低空，12月

2009/1/26農

接近太陽而不可見，1月之後現身清晨東方低空，

曆大年初一傍晚

亮度僅1.3等。

將發生日環食，

寶瓶中的天王星（5.9等）與摩羯中的海王星
（8.0等），日落時都在西至西南方天空。這兩者
亮度不高，須用望遠鏡或是以天文攝影配合星圖
的方式來觀察。

48

環食帶由南大西
洋經南印度洋至
印尼婆羅洲。臺
灣地區僅可見初
虧，此時太陽仰

2008/12/13凌晨0:37望，隨後在6時通過2008年

角僅4度，觀測條

中最接近地球的近地點（356,566公里），使得這

件不佳；澎湖、

不僅是今年內最大的滿月（視直徑34.1角分），比

金門、馬祖等外

5/20的最小滿月大了5.1角分，且是20幾年來最大

島則可多見一些

的滿月！

日偏食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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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0:04為2008年冬至時刻，陽光直射南回
歸線，標誌著北半球冬季、南半球夏季之始，是
北半球一年中白日最短、夜晚最長、正午太陽仰
角最低、竿影最長的一日。冬至之後，太陽直射
的區域逐漸北移，北半球白天愈來愈長、夜晚愈
來愈短，直到夏至為止。
2009年1/4/23地球通過近日點，為一年中最接
近太陽的時刻，此時日地距離約0.98327334 AU，
太陽視直徑最大，地球在繞行太陽的公轉軌道上

間。位於蛇夫座，可於黃昏時朝西方低空觀測。

速度最快。

彗星動態

流星雨動態
轟動數年的獅子座流星雨已回歸正常值，活

週期彗星「波辛」（85P/B o e t h i n）於

躍日期介於11/10～11/23，極大期預測在11/17/17

2008/12/16通過近日點，彗星專家預測12月中下

時，Z H R～20。但逢虧凸月，只能在月光中看到

旬最亮可達7-8等。此時位在寶瓶至雙魚間，傍晚

少數明亮的流星，其實除了獅子座流星雨之外，

在西南方天空中。曾於2005年7月初以撞擊器撞

流星雨專家預測11月上旬的金牛座流星雨、11月

擊譚普一號彗星（9P/Temple 1）的深擊號太空船

下旬的麒麟座α流星雨，都可能發生爆發，對流

（Deep Impact），預定在2008/12飛掠85P彗星以便

星雨觀測有興趣者，不妨密切注意。

近距離研究彗
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雙子座流星雨活躍日

星結構。

期在12/7～12/17之間。今年極大期在12/14凌晨
臺灣研究

7時，前後有2 小時的誤差，ZHR～120。整夜可

團隊發現的第

見，但因幾近滿月的月亮就在雙子座中，嚴重受

一顆彗星—鹿

到月光影響，可見流星數量將大減。

林彗星（C/2007
小熊座流星雨是年度中型流星雨之一，活動

N3(L u l i n)）預
計在2009/1/10
通過近日點，

鹿林彗星發現時的影像
（copyright: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

日期從12/17～12/26，極大期在12/22/15:30，ZHR
～10-50。輻射點位在拱極區（不西沈），整夜均

預估2月中下旬最亮可達5-6等。11月見於傍晚西南

可見，但逢下弦，故日落後至凌晨2:00前後月亮升

方低空，12月初接近太陽不可見，下旬之後出現

起前的時段觀測條件較佳。

在清晨東南方天空，緩步地由天蝎向天秤移動。

年度三大流星雨之首的象限儀座流星雨，

P/2003 K2(Christensen)彗星將於2009年1月8-9

活躍期間從1/1～1/5，極大期發生在2009年

通過近日點，預計最亮可達9等，此時位於摩羯與

1/3/20:50，ZHR～120。流星明亮，速度中等。不

人馬之間，鄰近木星之處。可於12月初起，於黃

過在牧夫座頭部的輻射點得等到凌晨約0:10才從東

昏入夜後向西南方天空觀測。

北方升起，此時月亮已西沈，適合在1/4凌晨到天
亮前的時段觀看，數量可能不如極大時間多。

麥克諾特彗星（C/2008 A1(MacNaufht)）雖已過
了最亮的時間，但在11月之後，亮度仍在9～10等之

張桂蘭：任職於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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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天體攝影

天體映像

Image

編譯：吳志剛

星系剪影
哈

柏太空望遠鏡拍攝到兩個剛好在視線方向上重疊的一大一小兩個星
系。位於前方小星系向外延伸的暗黑塵帶，原本極難被觀測到，但

因後方有明亮的背景星系襯托，才能夠清楚呈現出來，而這樣的塵帶是否
普遍存在於所有星系中則不得而知。塵帶會降低星系的觀測亮度，進而使
天文學家對星系的距離判斷產生誤差。
天文學家估計背景星系的距離約7.8億光年遠，和銀河系大小相仿，而
前景星系則僅只有銀河系的1/10大。兩星系雖然距離不遠，但還不至於會發
生交互作用。
這幅影像是擷取自哈柏望遠鏡拍攝NGC 253的局部區域，所以當中大
部分的恆星均為NGC 253的成員。由於在地面望遠鏡中，這兩個星系無法
被分解，所以只被賦予一個編號：2MASX J00482185-2507365，但哈柏太空
望遠鏡的高解析度則清楚地還原了其真正面貌。
圖片來源：Http://hubblesi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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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 洪景川

日全食日冕－高動態處理

馬來西亞天影社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地點 : 中國甘肅省酒泉金塔縣大莊子鄉
器材 : 南京英田光學80mm APO f/7+ Canon 350D (內置適合天文攝影用的UV/IR cut濾鏡) +Vixen GP 雙軸馬達驅動赤道儀
52
曝光：1/500秒~1秒
(ISO100) 共7張不同曝光的日冕照片合成
天文館期刊 第四十期

日全食倍里珠與鑽石環

王寶勛 (民權國小、臺北市天文協會)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地點 : 中國甘肅省嘉峪關市嘉裕關
器材 : Canon EOS350D+CanonEF 28-300mm f/3.5-5.6 L IS USM→250mm + EF 2x II加倍鏡 (實際約合135格式焦段
500mmX1.6=800mm)
曝光 : 1/4000秒(f/5.6)，1/3200秒(f/5.6)，1/3200秒(f/5.6)，1/320秒(f/5.6)，1/50秒(f/5.6)

日全食之內外日冕及日冕射光 洪景川(本館天文攝影小組)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08分12秒～19時09分54秒
地點 :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伊吾縣城伊吾縣立高級中學
器材 : Nikon D70 DSLR +Takahashi FC-50 (50/400, F8) 直接焦點攝影+Takahashi P-2赤道儀自動追蹤
曝光：1/3200秒～1/5秒 (ISO200)六幅影像疊加
影像處理：Photoshop 7.0 HDR (高動態範圍處理)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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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食日冕射光與日珥
林嵐昱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08分~19時09分
地點 : 中國新疆伊吾縣城伊吾高中
器材 : Kenko 80s(640/F8) + Canon 450D
+ Vixen GPD赤道儀
曝光：1/800秒~2秒 共18張合成
(ISO100)
影像處理：Canon DPP轉檔Photomatix Pro
+ PhotoShop CS3 疊合及處理
備註：原圖做裁切以使太陽在正中央，另
外右 下方的亮點是巨蟹座的恆星鬼
宿四。

日全食
伍智滔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08分~09分
地點 : 中國新疆葦子峽
器材 : Canon 350D（經改裝）
+Canon 400mm F/5.6，
光圈收至 F/11
曝光：1/400, 1/160, 1/60, 1/40,
1/25, 1/15, 1/10,1/5,1/3,1/2,
0.8 秒共11張合成，每張各
由 2-5張疊合，取平均值。

新疆伊吾日全食鑽石環
與日珥
陳立群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07分18秒
地點 : 中國新疆伊吾縣城伊吾高中
器材 : Mizar FA-80 折射(D=80mm
f=600mm )直焦點攝影
Takahashi EM-11 Temma Jr.
赤道儀自動追蹤Hutech
Modified Canon EOS 20D ，
White Balance Custom
曝光 : 1/2000秒 (ISO100)
備註 : 食既前的鑽石環

鑽石環(食既前)
林嵐昱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08分
地點 : 中國新疆伊吾縣城伊吾高中
器材 : Kenko 80s(640/F8) + Canon
450D + Vixen GPD赤道儀
曝光：1/1000秒 + 2EV (ISO100)
影像處理：Canon DPP轉檔
並調整曝光。

生光前的中外側日冕
陳立群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09分17秒
地點 : 中國新疆伊吾縣城伊吾高中
器材 : Mizar FA-80 折射鏡
(D=80mm F=600mm )
直焦點攝影+Takahashi EM-11
Temma Jr. 赤道儀自動追蹤
Hutech Modified Canon EOS 20D
White Balance Custom
曝光 : 1/8秒 (ISO100)

日全食生光與外日冕
洪景川 (本館天文攝影小組)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10分7秒
地點 :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
伊吾縣城伊吾縣高級中學
器材 : Nikon D70 DSLR
+Takahashi FC-50 (50/400, F8)
直接焦點攝影+Takahashi P-2
赤道儀自動追蹤
曝光：1/5秒 (ISO200)
影像處理：Photosho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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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食生光過程連續
攝影
洪景川(本館天文攝影
小組)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09分52秒
～19時10分00秒
地點 :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哈密伊吾縣
城，伊吾縣高級中學
器材 : Sony HDR-SR12 DV
攝影機+ Raynox 3倍
鏡 + Takahashi P-2赤
道儀，自動追蹤。
曝光：各幅1/60秒 (f/3.4)
影像處理：Photoshop 7.0

破雲而出的鑽石環
翁瀚昌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 19:08:11
地點 : 中國新疆省巴里坤縣三塘湖鄉
下塘村
器材 : Nikon D80 DSLR + Nikon
DX18~200mm
→200mm, F5.6 未加濾鏡
曝光：1/2000秒 (ISO100)
影像處理：Photoshop 色溫5400K
色調+150 偏紫調色

日全食食既後之日珥與
內層日冕及射光
洪景川(本館天文攝影小組)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08分18秒
地點 :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哈密伊吾縣城，伊吾縣高級中學
器材 : Nikon D70 DSLR +Takahashi FC-50
(50/400, F8) 直接焦點攝影
+Takahashi P-2赤道儀自動追蹤
曝光：1/125秒 (ISO200)
影像處理：Photoshop 7.0，單幅影像三張
疊加平均合成

日全食食既後之日珥特寫
洪景川(本館天文攝影小組)

日全食針孔攝像不同階段之成像比較
洪景川(本館天文攝影小組)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08分20秒
地點 :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伊吾縣城伊吾縣高級中學
器材 : Nikon D70 DSLR +Takahashi FC-50 (50/400, F8)
直接焦點攝影+Takahashi P-2赤道儀自動追蹤
曝光：1/125秒 (ISO200)
影像處理：Photoshop 7.0，單幅影像色階處理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8時08分00秒～20時05分06秒
地點 :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伊吾縣城
伊吾縣高級中學
器材 : Motorola V635 行動電話相機
影像處理：Photoshop 7.0

日全食雙筒鏡投影
鄭文光(高雄市天文學會)
日期 : 2008年8月1日
地點 : 中國新疆伊吾葦子峽
相機 : NIKON COOLPIX S50
時間 : 當地時18:49:08
曝光 : 1/500秒 (ISO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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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甚後之地暉
與外日冕及射光
洪景川(本館天文攝影小組)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 09分54秒
地點 :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哈密伊吾縣城
伊吾縣高級中學
器材 : Nikon D70DSLR
+Takahashi FC-50
(50/400, F8)
直接焦點攝影
+Takahashi P-2赤道儀
自動追蹤
曝光：1/5 秒 (ISO200)
影像處理：Photoshop 7.0

食既前之倍里珠
梁恩山(父)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當地時19時 08分04秒
地點 : 中國新疆哈密伊吾縣高級
中學
器材 : Nikon D50 DSLR
+Takahashi FC-60
(60/500, F8) 直接焦點攝影
+Takahashi P-2Z赤道儀自
動追蹤
曝光：1/4000 秒

日全食印象速寫
梁語庭（7歲）(女)
時間 : 2008年8月1日
地點 :中國新疆哈密伊吾高中

←月偏食

車柏林

時間：2008年8月17日 當地時5時3分
地點 : 香港
相機：Canon 40D
曝光時間：30 秒，自動追蹤

月偏食 陳立群

人間與紅月(月沒帶食) 林啟生

時間 : 2008年8月17日 4時19分00秒
地點 : 新竹縣香山海邊
器材 : Mizar FA-80 折射鏡 (D=80mm f=600mm )直焦點攝影 Takahashi
EM-11 Temma Jr. 赤道儀, Hutech Modified Canon EOS 20D,
White Balance Custom
曝光 : 1.6秒(ISO400)

時間 : 2008年8月17日 5時5分37秒
地點 : 臺中市逢甲大學旁
器材 : CANON 450D DSLR + Nikon 105mm/ f4固定攝影
曝光 : 2秒

月偏食
梁威恆
時間 : 2008年8月17日
當地時5時12分00秒
地點 : 香港
器材 : Canon EOS 40D
焦距 : 800 mm
光圈 : f/11
曝光 : 0.8秒(ISO400)
影像處理 : Adobe Photoshop CS3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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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偏食 梁威恆
時間 : 2008年8月17日
地點 : 香港
器材 : Canon EOS 40D
焦距 : 100 mm 光圈 : f/5
曝光 : 2秒 (ISO400)
影像處理 : Adobe Photoshop CS3 Windows

月偏食 梁威恆 →
時間 : 2008年8月17日 地點 : 香港
器材 : Canon EOS 40D 焦距 : 340 mm
光圈 : f/5.6 曝光 : 1/50秒 (ISO400)
影像處理 : Adobe Photoshop CS3 Windows

月沒帶食

周銀王

時間 : 2008年8月17日
05:12:29
地點 : 臺南市安平新漁港
器材 : Nikon D70 DSLR
+ Nikon 18-200mm
F3.5-5.6 →80mm F6.3
曝光：8秒(ISO200)

日全食

張書豪

時間：2008年8月1日
地點：中國甘肅省嘉峪關市嘉裕關
器材；Nikon FM2+ COSINA 28～200mm變焦鏡→28mm, f/5.6固定攝影

曝光；1/15秒 (Fuji 200 負片)

日全食與水星、金星 劉淑玫
時間：2008年8月1日
地點：中國新疆哈密伊吾縣高級中學
器材；Nikon FM2 + Nikkor 24 mm F2.8 光圈全開，固定攝影
曝光； 3秒(Fuji Super XTra 800 負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