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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新知

News Clip
文/

胡佳伶

是小行星也是彗星的288P
288P是小行星，卻有彗星的特性！這個天體是2006年11月，
由「太空監視計劃」所發現，當初把它分類為小行星，並給予
臨時編號小行星2006 VW139。不過2011年11月的「泛星計劃」
觀測中，看到2006 VW139存在彗星特徵，因此改編號為288P週
期彗星。所以288P是位在主小行星帶的彗星，軌道特徵與小行
星相同。這類天體稱為主帶彗星，目前已發現10顆左右。
2016年9月，天文學家在天體到達近日點時，以哈伯望遠鏡
觀察，驚喜地發現288P不僅是單一的天體，而是兩個幾乎同質
量的天體在距離100公里遠處互繞，這是主帶彗星的首例！而天
文學家可以由此測量物體的質量，因此非常重要。天文學家認
為288P分裂成雙天體可能僅5000年，由於小行星表面無法留住
水冰，卻可以保存在地函中，因此這是天體分裂後內部水冰昇
華，而成彗星狀態。
資料來源：h t t p://t a m w e b.t a m.g o v.t w/v3/t w/c o n t e n t.
asp?mtype=c2&idx=1722

兩顆有彗星特徵的小行星互繞
© ASA, ESA, and J. Agarwal（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lar System Research）

變化時間超過十數年的獨特恆星系統
天文學家研究天蠍座A R雙星系統後發
現：在過去十幾年中，這個雙星系統的亮度
已經發生變化；這項研究證明了一個關於異
常恆星如何輻射能量的現存理論正確無誤。
天文學家分析克卜勒太空望遠鏡K2任務
期在2014年的觀測資料，和回溯至2004年的
巡天資料庫影像比較，取得天蠍A R的長期
光度變化曲線。這對雙星的光變曲線非常獨
特，每2分鐘會有一次突起，另外還有因兩星

天蠍座AR雙星的藝術家想像圖

約3.5小時的公轉週期引起的主要亮度變化。
其中一個電腦模型預測此雙星系統的長期變

長達十數年的變化。追溯過去的觀測資料，發現

化肇因於兩星之間有交互作用。先前並不清

天蠍AR在12年前的峰值亮度發生的軌道位置，比

楚此類變化的時程有多長，猜測或許在20年

現在的軌道位置還要晚一些，目前尚未查明造成

到200年之間。分析結果顯示這個系統有時間

這個現象的原因。

資料來源：http://tamweb.tam.gov.tw/v3/tw/content.asp?mtype=c2&idx=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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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奇怪的土星星雲
這張土星星雲影像是天文學家透過
歐南天文台超大望遠鏡上的MUSE光譜相
機拍攝而得，影像中可見有許多複雜的
塵埃結構，包含橢圓形內側殼層、橢圓
形外側殼層，還有外側的光暈。此外，
在星雲長軸方向的兩側末端，還可見到
向外延伸的氣體流構成的明亮「環脊」
（ansa）。有趣的是天文學家還在塵埃中
發現一個波浪狀結構，但尚不清楚其代
表的意義。而塵埃遍佈在整個星雲中，
但在內側殼層邊緣有個很明顯的塵埃聚
集區，看起來像是正被摧毀。天文學家
推測可能有幾種造成塵埃被摧毀的原
因，其中一種推測就是內殼層基本上是

土星星雲影像

向外擴張的衝擊波，所以可能碾碎殲滅塵粒， 希望能從這些結構瞭解行星狀星雲如何發展演變出奇
或甚至使塵粒被加熱到蒸發的地步。天文學家 怪的形狀，以及關於行星狀星雲的對稱性問題。
資料來源：http://tamweb.tam.gov.tw/v3/tw/content.asp?mtype=c2&idx=1724

最大黃特巨星──半人馬座V766和它的小夥伴
這團黃黃的光斑是由
兩顆恆星組成，一顆是名
為半人馬座V766的特別恆
星，另一顆則是它的密近
伴星！半人馬座V766是
顆黃特巨星，這種高質量
恆星非常罕見，不僅光度
高，體積也非常龐大！半
人馬座V766的直徑超過太
陽的1575±400倍，質量

半人馬座V766和密近伴星

約是太陽的27－36倍，是目前發現最大的黃特巨

常重要，我們經常能在大質量恆星周圍發現這

星，也能排進十大恆星之列！

樣的密近伴星。影像顯示出在三次不同時間觀

他們發現這顆密近伴星比半人馬座V766的
體積小，溫度也更低，很可能是顆低溫巨星或
超巨星，半徑約為太陽的650倍，質量則約有太
陽的2－20倍。密近伴星在恆星演化的過程中非

測半人馬座V766的結果，影像中包含了半人馬
座V766和伴星。在第一張影像中，伴星正從半
人馬座V766後方通過。但在第二和第三張影像
中的明亮光斑，就是伴星正從半人馬座V766前
方經過的樣子！

資料來源：http://tamweb.tam.gov.tw/v3/tw/content.asp?mtype=c2&idx=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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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王星表面正式地名出爐！
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的行星系統命
名小組公布了首批核准的14個冥王星表
面特徵的名稱。這些都是新視野號在
2015年7月飛掠過這顆矮行星時，首度
發現的地質特徵。這些名稱表達了對冥
界的神話、開拓太空飛行任務、開創新
視野號探索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敬意。
這些名稱有許多曾非正式地由新視野號
科學團隊來描述第一次發現的山脈、平
原、河谷和隕石坑等地質特徵，並由該
團隊向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提出命名的申

冥王星表面正式地名

請。已經核定的冥王星表面特徵名稱如
下：湯博區（Tombaugh Regio）、伯尼坑（Burney

雷普尼爾溝（Sleipnir Fossa）、維吉爾槽溝（Virgil

Crater）、史波尼克平原（Sputnik Planitia）、

Fossae）、亞德里分深坑（Adlivun Cavus）、 隼

丹增山（Tenzing Montes）和希拉里山（Hillary

鳥地（Hayabusa Terra）、航海家地（Voyager

Montes）、穆罕默德．伊德里西山（Al-Idrisi

Terra）、塔爾塔羅斯脊（Tartarus Dorsa）、埃里

Montes）、江嘎沃槽溝（Djanggawul Fossae）、斯

奧特坑（Elliot crater）。

資料來源：http://tamweb.tam.gov.tw/v3/tw/content.asp?mtype=c2&idx=1729

白矮星表面劇烈氦反應會觸發超新星爆炸
天文學家發現證據可以證明I a型超新星爆
炸最初是因為氦爆而觸發的。Ia型超新星通常
是雙星系統裡的白矮星子星所造成的，現行理
論認為雙星裡的白矮星會搶奪伴星的氦，當多
餘的氦包覆白矮星後，會引起劇烈的氦融合反
應，轉而促使白矮星從內部發生爆炸而造成
超新星爆發。天文學家利用位在夏威夷的昴
望遠鏡及其上所載之廣角可見光相機，發現
一顆剛好在觀測前一天內才爆發的Ia型超新星
MUSSES1604D。令人驚訝的是，它爆發的第
一天就有個非常明亮的閃光現象，研究者認為
很可能與超新星爆發的本質有關。他們將觀測
資料，和電腦模擬氦融合反應預測的亮度和顏
色隨時間的變化結果進行比對，結果發現理論
和觀測兩者相當吻合。這是天文上第一次有確
切證據能證明這個理論假設是正確的。
資料來源：http://tamweb.tam.gov.tw/v3/tw/content.asp?mtype=c2&idx=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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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新聞追蹤報導

文/

陳英同

數百公尺至數十公里以上的岩塊在太陽系飛來飛去不
稀奇，在地球跟火星中間就有上百萬顆小行星。
但是來自另外一個太陽系的小行星從
太陽系的頭頂衝進太陽系就
是史無前例了。

誰人寄來的
– 小行星 1I/2017 U1 (‘Oumuamua)

瓶中信
©. NASA

©. Paulo Holvorcem & Michael Schwartz (NASA grant #NNX15AE89G)

數百公尺至數十公里以上的岩塊在
太陽系飛來飛去不稀奇，在地球跟火星
中間就有上百萬顆小行星。但是來自另
外一個太陽系的小行星從太陽系的頭頂
衝進太陽系就是史無前例了。

發現的過程
2008年開始的巡天計劃—泛星計劃
（Pan-STARRS 1），是利用一座位於
夏威夷的1.8米專屬望遠鏡，對3/4天空
找尋移動天體的大型國際計劃。它至今

©. PS1SC

已經找到26顆彗星、數百顆古伯帶天
體、超過三千多顆的近地小行星，以及

了一顆看似平凡的天體，但卻又詭異的天體C/2017 U1

為數非常多的小行星。由於它的快速反

（此處的C為彗星英文-Comet的縮寫，彗星命名規則請

應系統以及持續觀測的天空，假如有新

參照 註1 ）。此天體有著雙曲線的軌道，也就是此天體

的天體出現在天空中，它就能在短時間

是屬於只進來太陽系一次，不會週期著繞著太陽運行的

內就讓全世界的天文學家知曉並及時觀

天體。在記錄上其實這種天體並不少見，但是大都是可

測。

以看到彗髮的彗星。但是這一顆天體有著破記錄的1.2離
心率（之前記錄中最高的離心率為1.057），在利用位於

就在2017年10月19號，此計劃發現

智利的八米 VLT望遠鏡做後續觀測後，並沒有發現任何
瓶中信 – 誰人寄來的小行星 1I/2017 U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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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 / JPL / Horizons

的彗星活動。所以在幾天後，

軌道成雙曲線，但是觀測上並沒

1I/2017 U1非常有可能是太陽系外

國際天文聯合會的小行星中心

有發現任何的彗星活動。所以這

面來的小行星。

（MPC，Minor Planet Center）

顆奇異的天體一定是從別的地方

就將它重新命名為前所未有的

來的。

編號A/2017 U1（此處的A為

這種前所未見的天體，當然

由於發現1I/2017 U1時，它

就引起天文學家的高度興趣。在

已經過了近日點，也就是說未來

這個講求效率與速度的現代天文

它只會離我們越來越遠，越來

中，在1I/2017 U1發現一個禮拜

越暗，越難看見。在 2017年的

後，馬上就有研究人員對它做了

十二月左右，它的亮度只會剩下

光譜觀測及來源推測（以及發表

27等星，也就是連最厲害的哈伯

了論文， 註4 ）。觀測結果發現

太空望遠鏡都很難的觀測到它。

夷語裡，指一個從遙遠過去派來

1I/2017 U1的表面呈現偏紅色，這

天文學家只能好好的把握這一段

的偵察員或信使。

正與我們太陽系古伯帶及更遠的

稍縱即逝而且珍貴的時間，趕緊

天體的表面類似。

對這個或許是唯一一顆的星際小

小行星英文-A s t e r o i d的縮寫）
（ 註2 ）。在11月6號，M P C正
式宣布星際小行星的命名格式
– 數字加上英文大寫I，也就是
A/2017 U1現在正式的名字為
1I/2017 U1 （‘O u m u a m u a）
（註3）。’Oumuamua是夏威

6

跟時間賽跑

行星做觀測。

真的是星際小行星嗎?

近期的理論模型剛好也證

問題來了，這顆小行星到

明太陽系在演化初期散射出不少

目前的觀測結果推論它的

底是從哪來的？是從太陽系某

小天體，同樣的機制也極有可能

自轉週期約八個小時，而且週

處跑來的，還是從太陽系外面來

發生在別的太陽系，而把小天體

期有改變的趨勢並且在太空中翻

的。在動力學上，一般的移動天

「射」到另一個行星系統。而且

滾，有點像體操選手一樣的側身

體有可能因為太陽系的行星重力

1I/2017 U1進入太陽系的方向，

翻滾。現有的週期觀測結合模

影響而改變成雙曲線軌道。但是

也恰巧與太陽在銀河系中的運動

型後，發現它的形狀應該是長

1I/2017 U1的軌道傾角高達122

方向非常靠近（就像是雨天開

條狀，接近台北101大樓的比例

度，也就是它是以幾乎垂直的角

車，前方的擋風玻璃就是雨滴撞

（長短軸比是 6:1）。

度衝向太陽，跟在太陽系盤面上

擊最多的地方）。雖然目前還不

的行星沒有交集。另外一種可能

確定太陽鄰近的恆星是不是它的

性是彗星因為表面的噴發而改變

來源，但是這再再的證據都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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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太空望遠鏡已經在2017
年11月6號對1I/2017 U1做了六

影片：小行星 1I/2017 U1 路徑
©. Tony Dunn orbitsimulator.com

個軌道的觀測。在12月4號，一

註1: http://tamweb.tam.gov.tw/faq/040507-2.htm

篇發表在Nature Astromony的論

註2: 目前最新的觀測與軌道：
http://minorplanetcenter.net/db_search/show_
object?utf8=%E2%9C%93&object_id=A%2F2017+U1

文利用紅外光譜解釋了這顆天體
沒有彗星活動的原因：因為表面
覆蓋著一層有機物，這層有機物
是這顆天體的表面在長時間的宇
宙射線照射下的結果。

註3: http://www.minorplanetcenter.net/mpec/K17/K17V17.html
註4: https://arxiv.org/abs/1710.11364 https://arxiv.org/abs/1710.09977
https://arxiv.org/abs/1711.00445

許多理論學家也對它的來源

陳英同：中央研究院天文所博士後研究員

做了許多研究，雖然現在還沒有
肯定的結論，相信在2018年，天
文學家能到得到更多關於這顆星
際小行星的資訊，破解瓶中信帶
來的訊息。

YouTube相關影片：

First Interstellar Asteroid Wows
Scientists

Animation of `Oumuamua passing
through the Solar System (annotated)

A scout from interstellar space visits
Earth! | 1I/2017 U1 ‘Oumuamua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fbL1ZoAQgUU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O6PpbO7vIjU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jgE4mJ31O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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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十大天文發現
文/

去年的天文界充滿驚奇與讚
嘆，不僅滿足了追尋宇宙的心
靈，也點亮了深邃的探索之路！
值此歲末年終之際，就讓我們一
起來回顧2017年最具震撼性的天
文發展吧！

編輯部

2 . 首次偵測中子星合併產
生重力波，有助解開宇
宙黃金形成之謎！
天文學家首度觀察到重力波的光學對
應體，這項劃時代的觀測是由兩顆中子星

1

合併所造成，並發出了短伽瑪射線暴！先

. 諾貝爾物理獎花落重力波

前天文學家就一直預測會有這樣的事件發
生，並將之稱為「千倍新星」，這會使
金、鉑這類的重金屬散布到宇宙中。

愛因斯坦在廣義相對論中所預測的重力波，
終於在百年之後被證實！雷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

中子星合併後所產生的千倍新星爆

（LIGO）以雷射干涉原理，偵測重力波通過時

發，將合併時所產生的銫、碲和其他重元

造成的空間長度微量變化。這個國際性計畫由來

素拋向太空。這表示比鐵還要更重的元

自全球超過20多個國家、一千多名科學家參與，

素，是在高密度天體的一種稱為「r-過程核

為了實現這個計畫，他們已經奮鬥了近50年。

合成」的核反應中所產生的，這項過程過

為了表彰LIGO這些科學家的熱情與決心，2017

去只存在於理論之中。這次的觀測和理論

年諾貝爾物理獎將此榮譽給推動並帶領LIGO計

非常符合，可以說是理論物理學家的大勝

畫前進的先驅：萊納．魏斯（Rainer Weiss）、

利，此外天文學家也收集到了大量千倍新

基普．索恩（K ip S. Th orne）和巴里．巴里什
（Barry C. Ba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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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觀測資料，這項新發現開啟了天文學的
另一個新時代！

3 .. 時空漣漪有助解開黑洞彼此繞行之謎
雷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的科學家們第三度
偵測到了雙黑洞合併時所產生的重力波。更特
別的是，這一次重力波訊號裡有著小小的漣
漪，讓科學家得以推測出這兩個黑洞的另一項
重要特徵，也就是黑洞自轉的方向。這將有助
於解開雙黑洞形成的機制。成對黑洞有兩種可
能的形成機制：第一種是來自超大質量雙星系
統，然後兩顆大質量恆星一前一後演化為黑
洞，在這個機制底下，兩個黑洞自轉的方向皆
與公轉的方向一致。另一種機制則是在星團中
透過多體作用，在這個機制底下，產生的雙黑
洞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自轉方向。這次重力波偵

轉的方向並不同，而且有很大的機率（80%）是完全相反的

測到兩個黑洞的自轉資訊，發現這兩個黑洞自

方向，因此很有可能是由多體作用而來！

4 ..卡西尼號的華麗終章！

5 ..首度發現來自太陽系外的小行星！

美國航太總署（N A S A）的卡西尼號

2008年開始的巡天計劃—泛星計畫（Pan-STARRS 1）

（Cassini）太空船的華麗終極任務－－穿越土

發現了一顆看似平凡卻又詭異的天體C/2017U1。此天體

星環22次，之後墜入土星大氣，結束將近20年

有著雙曲線軌道，也就是只會進來太陽系一次，不會週期

的偉大旅程！卡西尼號在2017年4月至9月間，

性地繞著太陽運行。在記錄上其實這種天體並不少見，

經歷一連串驚險的軌道飛行，在4月22日最後

大都是可以看到彗髮的彗星，但這顆天體沒有任何的彗

一次近掠土衛六泰坦（Titan）後，以大約每週

星活動。所以在幾天後，國際天文聯合會的小行星中心

一次的頻率，連續22次穿越土星的冰環。先前

（Minor Planet Center）就將它重新命名為前所未有的編

從未有探測器造訪此處，這趟終極任務所蒐集

號A/2017U1（A為小行星英文Asteroid的縮寫）。之後小

到的科學資料，將能幫助我們更了解巨型星和

行星中心正式宣布星際小行星的命名格式──數字加上英

行星系統究竟如何形成和演化。為了避免可能

文大寫I，也就是A/2017 U1現在正式的名字為1I/2017 U1

汙染含有生命的土星衛星，卡西尼號在2017 年

（ʻ Oumuamua）。ʻ Oumuamua在夏威夷語裡，是指從遙遠

9月最後一次穿越軌道後，於9 月15日墜入土星

過去派來的偵察員或信使。這顆小行星的形狀極為扁長，

大氣，並送回最後一筆極具科學價值的資料。

長度是寬度的10倍左右，整體形狀相當複雜，長度估計至

在與地球失去聯繫後，太空船會像流星一樣燃

少有400公尺。它的色調大致呈現暗紅色，與在太陽系外

燒殆盡，成為土星的一部分。

圍區域的天體們近似，這個暗紅色是ʻ Oumuamua本質的顏
色，並非因表面覆蓋的塵埃所造成。

2017年十大天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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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系外行星七龍珠
天文學家利用美國航太總署的史匹哲太空望遠鏡
（Spitzer Space Telescope），發現有七顆近似地球大小
的行星，環繞著一顆名為TRAPPIST-1的恆星！其中甚
至有三顆就位在母恆星的適居區（habitable zone）中，

8 . 藉重力透鏡星系測量「哈
伯常 數」，宇宙膨脹比目
前預期快！

在這個區域的岩質行星表面溫度不會太熱也不會太冷，

國際天文團隊以獨立的方法，使用星

剛好能夠讓液態水存在！這個新發現創下了有史以來在

系為透鏡，用哈伯太空望遠鏡測量了宇宙

單一恆星周圍發現最多適居區行星的新紀錄！在適當的

膨脹速度，得到和此前測量鄰近宇宙膨脹

大氣條件下， 這七顆行星都可能有對生命非常關鍵的

速率一致的結果。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這

液態水，而機會最大的就是位在適居區的三顆行星。

些結果卻和測量早期宇宙膨脹速率的結果
不一致。暗示我們對宇宙的了解，在關鍵
核心上可能有根本問題。中央研究院天文
及天文物理研究所訪問學者蘇游瑄，率領
「H0LiCOW」團隊，以包括哈伯太空望
遠鏡在內的天文台觀察 5個星系，目標是
以獨立的方法測量哈伯常數。新的測量方
法完全獨立於其他測量鄰近宇宙哈伯常數
之方法，結果卻也與它們完全一致；其他
測量方法採用造父變星和超新星為基準。

7 . 全球擺陣大合作，
盼取得第一張黑洞
陰影影像！
在夏威夷的「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英文簡
稱SMA，臺灣中研院合作建造）、智利的阿塔卡瑪
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簡稱ALMA，臺灣中
研院也參與建造）、美國的綠堤望遠鏡（GBT），
還有法國、西班牙、德國、瑞典、芬蘭等世界各處
的電波望遠鏡，有的隸屬於「全球毫米波特長基線
陣列」，有的是概念式虛擬望遠鏡「事件視界望遠
鏡」的成員，在2017年4月上旬一起加入一次「全
球大串連」！這項行動有幾個重要目的，其中一個
是：準備仔仔細細觀測銀河系中心的－－超大質量
黑洞。「全球毫米波特長基線陣列」(Global mmVLBI Array，縮寫為GMVA) 和「事件視界望遠鏡」
(Event Horizon Telescope，簡稱EHT)，各代表十幾

10 天文館期刊‧ 2018年1月

個電波望遠鏡成員，就像兩個家族，串連起電
波望遠鏡陣列的網路。它們透過一種特殊原
理，能把距離幾千公里的多座電波望遠鏡串連
成像一個像地球一樣大的望遠鏡，觀測星空。
這次合作中，「GMVA陣營」把重點放在捕捉
緊鄰於銀河系中心位置區域的吸積和噴流性
質，而「EHT陣營」則將史無前例地，第一次
嘗試取得黑洞的黑洞陰影影像。

不過，蘇游瑄團隊的結果以及以造父變

10 . 哈伯與史匹哲太空望遠鏡攜手發

星/超新星測量的數值，兩者卻都不同於

現系外行星平流層！

普朗克衛星計劃的測量值，其中一項重
要差異是：普朗克用觀測宇宙微波背景

由英國天文學家湯瑪斯

．伊萬

輻射的方法，測量的是早期宇宙的哈伯

（Thomas Evans）所帶領的國際團隊，趁系外行星凌日時拍攝光

常數。用普朗克測量數值給出的哈伯常

譜。當系外行星凌日時，主星的光會穿過系外行星的大氣層。因

數，雖相符於我們目前對宇宙的認知，

此我們只要比較主星在系外行星凌日時的光譜，以及非凌日時

一些天文學者在鄰近宇宙測量出來的數

的光譜，這兩者間的差異，就是系外行星的光譜！透過這一個方

值，卻和這目前獲大家接受的宇宙理論

法，加上哈伯（Hubble）與史匹哲（Spitzer）望遠鏡優越的紅外

模型歧異。

線光譜、光度儀器，取得熱木星WASP-121b精確的紅外光譜，並
且首次成功的觀測到了WASP-121b大氣具有平流層的逆溫效應！
針對WASP-121b這顆系外行星，湯瑪斯．伊萬等人尚有新的哈伯
望遠鏡觀測計畫正在進行中。除了能提供更精確的光譜外，如果
在每次凌日時所
拍攝的光譜出現
變化，將可告訴
我們系外行星的
大氣變化，以及
系外行星是否跟
地球一樣有不同
的天氣現象。

9 . 快速電波爆發來源，
宇宙定位完成！

月、累計達83小時的觀測時間之中，特大天線陣共
觀測到FRB 121102的9次爆發。得到的觀測結果顯示
此電波爆發是源自一個矮星系，距離地球至少30億

天文學家首度獲知「快速電波爆發」在天

光年。研究團隊認為最有可能的兩種候選組合是，

空中的精確位置！快速電波爆發是一種能量

1：一顆中子星，可能是高度磁化的磁星，週遭環繞

極強，歷時極短（百萬分之一秒）的電波，自

著超新星爆炸的噴發物質、或超新星爆炸後剩下來

首度發現以來，成因一直不明。2007年首次發

的波霎之噴發物；2：星系中的活躍星系核，伴隨著

現快速電波爆發，迄今現有資料中，已知的快

核中心超大質量黑洞周邊區域發出的電波噴流。

速電波爆發僅僅18個，悉數以單碟電波天線找
到，故無法提供詳細天體位置，而其他觀測站
也沒辦法幫忙辨識其來源環境，或再從其他波
段去觀測。幸虧其中有一筆資料F R B 121102
相當與眾不同，它在2012年11月獲觀測以後，
已重複爆發了許多次，由於具有重複爆發的特
性，遂讓天文學家能用「特大天線陣」（隸屬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仔細觀測，推估電波爆
發源在天空中的精確位置。「特大天線陣」是
好幾個電波天線共組而成的一個系統，具有高
解析力，能看到精密細節。2016年，在橫跨6個

2017年十大天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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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20重要天象
天象指數

日期

時間

1/2

3:58

4/30

2:24

8/27

4:34

12/15

19:30

★★★

1/2

10:24

今年最大滿月

今年最大滿月，地心視直徑33.56’。

★

1/4

6h

象限儀座流星群
極大

ZHR~110，近滿月，觀察條件不佳。

★

★★★
★★

天象

特點說明

水星西大距

今年共有4次水星西大距，位在太陽以西，日
出時見於東方低空。與太陽相距為22.7°、
27.0°、18.3°及21.3°。

月全食

臺灣地區全程可見月全食，全食歷時1小時
16.9分。半影食始於31日18 時50分、初虧19時
48分、食既20時51分、食甚21時30分、生光22
時8分、復圓23時12分、半影食終於2月1日0時
10分。

水星東大距

今年共有3次水星東大距，水星位在太陽以
東，日落時見於西方低空。與太陽相距分別
為18.4°、26.4°、23.3°。

春分與黃道光

春分前後可於日沒後1～2小時的西方天空看
見黃道光。

1/31

21:30

3/15

23:10

7/12

13:29

11/6

23:32

★

3/21

0:15

★

5/6

★★★

5/9

8:39

木星衝

★

6/21

18:07

夏至

★★★

6/27

21:28

土星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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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瓶座η流星群
極大

ZHR~50，近下弦月，觀察條件不佳。
視亮度-2.5等，在天秤座，視直徑44.8"。
太陽直射北回歸線，為一年中白晝最長的日
子。
視亮度0.0等，在人馬座，視直徑18.4"。

★★★

7/27

13:13

火星衝

★

7/28

4:20

今年最小滿月

近日點衝，視亮度-2.8等，在摩羯座，視直徑
24.3"。
今年最小滿月，地心視直徑28.97’。

★★★

7/28

4:22

月全食

臺灣地區可見月沒帶食，全食歷時1時43.6
分。半影食始於28日1時13分、初虧2時24分、
食既3時30分、食甚4時22分、生光5時14分、
月沒於5時28分。

★★★★

8/13

4h~12h

英仙座流星群極大

ZHR~110，明亮流星多。近朔，觀測條件佳。

★★

8/18

1:13

金星東大距

金星位在太陽以東，亮度-4.5等。日落時見於
西方。與太陽相距45.9°。

★

9/8

2:27

海王星衝

★

9/23

9:54

秋分與黃道光

秋分前後可於日出前的東方天空看見黃道
光。

金星最大亮度

9/25前後為第一次最大亮度-4.8等，日落後見
於西方低空；11/30前後為第二次最大亮度-4.9
等，日出前見於東方低空。

★★

9/25
11/3

視亮度7.9等，在寶瓶座，視直徑2.4"。

★

10/24

8:47

天王星衝

★

12/7

22:40

火星合海王星

兩者相距僅2’，火星亮度0.1等，海王星7.9
等，位在寶瓶座，傍晚可見於西方低空。

★★★

12/14

20:30

雙子座流星群極大

ZHR～120，近上弦月，下半夜觀測條件佳。

★

12/22

6:23

冬至

太陽直射南回歸線，為一年中白晝最短的日
子。

視亮度5.7等，在白羊座，視直徑3.7"。

2018重要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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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夜空熱鬧非凡，兩次月全食、火星15年來與地球距離最
近的「大衝」以及英仙座流星雨極大，都是令觀星迷瘋狂的天象！

日月食
2018將發生3次日食，2次月食。其中日偏食發生於2月15日、7月13日與8月11
日，但都位於遙遠的南北極。月食可不一樣，兩次臺灣都看得到，分別在1月31日
與7月28日，尤其1月31日的月全食對觀星者特別友善，自傍晚開始，直到午夜前結
束，特別適合帶小朋友一起觀賞！7月發生的月食則在凌晨2時候才發生，需要熬夜
觀賞，但能見到月沒帶食的奇景，也就是天亮前會看到月亮帶著殘缺的身影下山。

1月31日 月全食

臺灣可見月全食全程，全食歷時1小時16.9分。

東亞、澳洲、太平洋與臺灣可見月全食全
程，全食歷時1小時16.9分。半影食始31日18 時
50分、初虧19時48分、食既20時51分、食甚21
時30分、生光22時8分、復圓23時12分、半影食
終2月1日0時10分。詳細資料如下表：
時

間

位 置

日

時

分

方位角

仰角

半影食始

31

18

49.8

78.9

17.1

初虧

31

19

48.1

84.1

29.7

食既

31

20

51.4

90.2

43.5

食甚

31

21

29.8

94.6

51.9

生光

31

22

8.3

100.3

60.3

復圓

31

23

11.5

117.9

73.5

半影食終

1

0

9.9

174.2

81.4

7月28日 月全食

臺灣地區則可見月沒帶食
時
間
日 時
分

非洲、西亞、印度洋全程可見月全

位 置
方位角 仰角

食，臺灣地區則可見月沒帶食，經歷時間共約

半影食始

28

1

13.1

205.2

41.1

4時12分，全食約1時43.6分，食分1.614。半影

初虧
食既
食甚
生光
月沒

28
28
28
28
28

2
3
4
5
5

24.2
29.9
21.7
13.5
25

222.6
234.5
241.8
247.8
249

32.3
21.5
11.8
1.5
----

食始於28日1時13分、初虧2時24分、食既3時30
分、食甚4時22分、生光5時14分、月沒5時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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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
觀察太陽系各行星的好時機，對內側行星而言是東、西大距，對外側行星而言
則是衝。今年7月27日的火星近日點衝特別精彩，是2035年前最佳觀測時機。今年其
他行星觀測時機：水星分別於1月2日、4月30日、8月27日、12月15日位在西大距；3
月15日、7月12日、11月6日位在東大距。金星8月18日在東大距。外側行星部分：火
星衝在7月27日；木星衝在5月9日；土星衝在6月27日；天王星衝在10月24日；海王
星衝在9月8日。

7月27日 火星衝
7月27日13時13分發生火星衝。今年
火星衝是『近日點衝』或稱為『大衝』！
視直徑為24.3角秒，亮度高達-2.8等。由
於火星是地球外側橢圓率最大的行星，近
日點與遠日的差距高達4320萬公里。所以
火星在近日點與遠日點所發生的衝，視
直徑差異高達2倍。 上次火星大衝是2003
年，下次則是2035年。今年火星衝時位在
在摩羯座，黃昏時東升、黎明時西沉，整
夜均可看到；又由於距離地球相對較近，
因此視直徑大、亮度亮，即使在有光害的
都市裡，仍然可見到這顆紅色的星球。

8月18日 金星東大距 與
11月26日～12月4日 金星最大亮度
今年的金星也特別明亮，由於
金星是內行星，軌道為在地球內
側，因此只能在日落後的西方低空
或日出前的東方低空看到。若金
星角距離與太陽相距越遠越容易觀
察。8月18日1時13分金星運行到
東大距位置，此時金星在太陽東方
約45.9度，亮度達-4.5等，日落後
可輕易見到！如果使用天文望遠
2018重要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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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則可以見到金星如月亮盈虧的現象，相
當有趣！
此外，今年金星最亮的時段在11月26日
至12月4日，在這段時間裡，金星出現在日
出前的東方，亮度約-4.9等。9月16日至10月
2日亮度達-4.8等，日落後見於西方低空。金
星最亮的時刻並非發生在最接近地球時，因
為當金星最接近地球時（內合），是以暗面
朝向地球，且與太陽在相同方向，根本無法
看見；而金星呈滿月形狀時（外合），不僅
視直徑很小，而且也與太陽同方向，所以也
看不見。因此，在距離遠近以及可見到的受
光面積兩項因素影響下，金星最大亮度多半
發生在內合前、後第36天的位置，也就是內
合至東或西大距一半的位置。由於下次大距
發生於2019年1月6日，因此，11月26日至12
月4日是金星最大亮度。

5月9日 木星衝

視亮度-2.5等，在天秤座，視直徑44.8"。

太陽系中最大的行星—木星，將在5月9日8時

日都是適合的觀察期。木星很容易辨認，晚間八點前

39分到達衝的位置，視直徑44.8角秒，亮度約-2.5

後，朝東方仰角三十度天空觀看，最明亮不太閃爍的

等，是一年中木星離地球最近、視直徑最大、亮度

白色星星就是木星！透過天文望遠鏡，還可以看到木

最亮之時，且整夜均適合觀測。行星衝的前後數十

星的4大衛星。

木星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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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 土星衝

視亮度0.0等，在人馬座，視直徑18.4"。

6月27日21時28分土星到達衝的位置，是一年中

此外，土星在6/26~6/29達到最大視直徑，其赤

土星最大、最亮、幾乎最接近地球之時，此時土星位

道視直徑為：18.37角秒。而3/12至3/25為最小傾斜，

在人馬座，視亮度0等，前後數十天都是觀察的好時

環傾斜角為31.34度；9/16至9/22為最大傾斜，其環傾

機。透過低倍率望遠鏡，可以看到土星本體和像耳朵

斜角為31.63度，也值得你攝影比較。

般的土星環、卡西尼縫，以及最大的衛星泰坦（土衛
六）。

9/16~9/22大傾斜

3/12~3/25最小傾斜

流星
2018年流星雨的條件也不錯，尤其8月13日的英仙座流星雨極大期，每小時天頂
數量達110顆，由於不受月光影響，觀賞條件極佳。其他流星群：1月4日的象限儀座
流星群，ZHR~110，近滿月，觀察條件不佳。5月6日的寶瓶座η流星群，ZHR~50，
逢虧凸月，觀察條件不佳。12月14日的雙子座流星群，ZHR~120，近上弦月，下半
夜觀察條件較佳。

8月13日 英仙座流星群極大
英仙座流星群是年
度主要流星群之一，活
躍日期為7月17日至8月
24日，今年極大期預估
發生在8月13日4至12
時，Z H R值可達110顆
左右。輻射點約在晚上
22時東昇，當日農曆初
三，觀測條件極佳。

2018重要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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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雙子座流星群極大

ZHR流星數量預測約120顆

雙子座流星群是年度顯
著的大流星群之一，活躍
日期在12月4日至12月17日
間。今年雙子座流星群預測
極大期發生在12月14日20時
30分，ZHR流星數量預測可
達約120顆。
雙子座為冬季黃道星
座，入夜後即已在東方天空，
天亮前西沈，整夜可見。極大
期當天為農曆初八上弦，下半
夜觀測條件較佳。

月亮

1月2日 今年最大滿月
7月28日 今年最小滿月

月球視直徑達33.56角分

月球繞地球公轉軌道為
橢圓形，在軌道近地點時看
起來較大，相對在遠地點時
看起來較小！1月2日10時24
分是今年最大滿月，月球
視直徑達33.56角分。由於
月球在當日5時49分過近地
點，距離356677.754公里，
使得1月2日的滿月與地球的
距離為全年各滿月中最近
的，是今年的最大滿月。
7月28日當天4時20分也
是今年的最小滿月地點，視
直徑僅28.97角分，當天也
恰巧發生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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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視直徑僅28.97角分

星空導覽

一、二月星空
文/

張桂蘭

一月星空

1月2日

今年最大滿月

1月2日

水星西大距

上午5:49月球過近地點，隨後於10:24滿月時刻，月心至

凌晨3:58達西大距位置，水星在太陽以

地心距離356677.754公里，使滿月視直徑達33.56'，不僅是

西約22.7度，日出前可見於東偏南方仰角約

2018年最大滿月，同時也是每13-14個朔望月中最大的近地

10-15度之處。亮度-0.4等，但因仰角不高，

點滿月。但對臺灣地區而言，因滿月時刻在白天而不可見，

易受晨曦和地平附近大氣影響而顯得沒那麼

到晚上可見月亮時，月球距離已經拉遠，使臺灣地區所見的

亮，建議利用雙筒望遠鏡協助觀賞。而高倍

月亮與2017/12/3滿月相比之下反而小了一些。

率的望遠鏡中所見的水星，將是相位約0.64的
凸月形狀。

一、二月星空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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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

花神星衝

1月4日

象限儀座流星雨極大期

8號小行星花神星（8 Flora）1/3上午7:14衝，在

年度三大流星群之首的象限儀座流星群流星明

雙子座方向，距離約1.029AU，亮度+8.2等，整晚可

亮，速度中等，活躍期間在12/28~1/12，今年極大

見。建議利用雙筒望遠鏡或口徑5-10分以上望遠鏡

期在1/4凌晨6時，Z H R約每小時110顆。輻射點在牧

進行觀察或拍攝。

夫座頭部，子夜0時前後自東北方升起；但時值滿月
過後，受月光影響嚴重，只能在月光中觀賞比較亮
的流星，將使每小時可見流星數量減到原本的1/5以
下。

1月3日

地球過近日點

地球於1/3的13:35通過軌道近日點，日地距離
0.983284636 AU，相當於147,097,287公里，與遠日
點距離有約3%的差異。此時為一年中最接近太陽之
時，故而太陽視直徑最大，地球繞行太陽的公轉速
度最快，地球所見的太陽則位在半人馬座方向。

1月7日

木星火星接近

木星和火星將在1/7前後接近至僅12角分，小於
滿月直徑的一半。可在1/7前後數天的清晨2:30後至約
6:00天色大亮前這段時間，朝東方天空觀看，可先找

1月6日

到-1.9等的白色木星，+1.4等的紅色火星就在木星右

C/2017 T1(Heinze)彗星達最亮

剛在2017/10/22發現的新彗星海因茲（C/2017
T1(Heinze)）1/6最亮，達+7.8，在鹿豹座方向，約在
御夫座五車二至北極星的中途，整晚可見，使用雙
筒望遠鏡或口徑10-15公分以上的望遠鏡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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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使用肉眼、雙筒或一般望遠鏡觀賞皆可，也適合
進行簡單的天文攝影；望遠鏡中還可見木星較亮的衛
星，十分有趣。

1月13日

水星土星接近

1月14日

花神星掩7.6等星

1/13凌晨日出前半小時，可在東方10度以下

1/14凌晨2:00，8號小行星花神星將從7.6等恆星T Y C

低空見到水星和土星接近的景象，兩者相距僅約

1341-00957-1前方通過而形成小行星掩星現象，此時小行

38角分，水星亮度-0.3等，土星亮度+0.4等，可

星和恆星位在西方仰角約50度之處，觀測條件良好，桃園

利用雙筒望遠鏡協助觀察，但一定要小心避開太

至宜蘭市以北的北北基地區以及連江縣可見。

陽，以免眼睛受損。

花神星本身8.6等，所以掩星發生時，將使恆星亮度降
低1.0星等，以雙筒或口徑5公分以上的望遠鏡便可同時觀
察到花神星和被演恆星兩者接近、掩蔽、再分開的過程，
是近年來少見被掩星比較明亮而容易觀察的小行星掩星事
件。

1月13-14日

1月31日
年度最晚日出

每年1/13-14，太陽在6:41才從海平面冒

穀神星衝

矮行星中唯一位在火星與木星之間的主小行星帶裡的
穀神星，同時為1號小行星（1 Ceres），於1/31衝。位在
巨蟹座北端，亮度+6.9等，整晚可見，以雙筒望遠鏡即可

出，是臺北地區一年中日出最晚的時候。這

觀察，不過建議可以利用天文攝影記錄這顆天體的位置變

是受到地球繞太陽公轉軌道為橢圓形而使公

化。

轉速度並非等速，再加上地球自轉軸相對於
公轉面有一約23.5度傾角影響的結果。

一、二月星空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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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月全食
臺灣地區全程可見本次月全食，不需特殊儀器，肉
眼或望遠鏡皆可觀察，拍攝記錄也很容易。其中，18:50

稱的「藍月（blue moon）」，這是2018年第一次藍
月，所以這個月全食，將是「紅色的藍月」喔！

半影食始，19:48初虧，20:51食既，21:30食甚，22:08生
光，23:12復圓，2/1的0:10半影食終；其中在20:51食既至
22:08生光的1小時17分鐘全食階段，月球由偏南側的地球
本影通過，月面整個呈現紅色，但月球北端的紅色將比
南端的暗且深。本次月全食恰逢1月的第2次滿月，即俗

2015/04/04月全食

攝影/ 王嘉輝

二月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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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

日偏食

本次日食發生時，月球影錐從地球南極附
近掃過，因此除了南極大陸、南美洲南端可見
日偏食外，其餘地區不可見。

2月21日
C/2017 T1(Heinze) 彗星過近日點
海因茲彗星（C/2017 T1(Heinze)）於1/6達最亮+7.8等後，
在2/21通過軌道近日點，此時距離太陽僅0.58AU，在飛馬
座至小馬座之間，亮度+8.6等，僅日出前和日落後的短暫
時間勉強可見於5度以下低空，觀察條件不若1月初最亮時
好。

1、3月各有2次滿月，2月無滿月
由於2018年有2次藍月，其中1月涵蓋了1/2和1/31這2次滿月，3月也涵蓋了3/2和3/31這2次滿月。這使得
2018年的2月整個月都沒有滿月發生，俗稱為「黑月（black moon）」。這種1、3月各有2次滿月，夾在中間的
2月是黑月的情況相當罕見，約每19年（235個朔望月）才發生一次（稱為默冬周期），前一次發生在1999年，
下一次則將發生在2037年。

附註：
1. 藍月有2種定義：(1)一個季節中的第4個滿月，約每2-3年發生一次；(2)為一個月中的第2次滿月，約每2-3
年發生一次。其中(1)為原始定義。
2. 黑月也有不同的定義：(1)一個月中的第2次朔，約每29個月發生一次；(2)一個季節中的第4個朔，約每33
個月發生一次；(3)沒有滿月的月份，約每19年發生一次；(4)沒有新月的月份，約每19年發生一次。

一、二月星空導覽

23

天象指南

掩星

編輯部

由於月球繞地球公轉，因此在地球觀察，月亮每天向東方移動12度左
右，若恰巧移動路經過恆星，就發生月掩星。月掩星是非常常見的天象，但
恰巧掩過亮星則相當少見。以1等亮星來說，僅有軒轅十四、角宿一、心宿
二、畢宿五才有機會位於月球路徑上。在1~2月間，沒有較亮的掩星事件，最
適合觀察是25日的月掩天囷四！。

1月25日 月掩天囷四
天囷四（鯨魚座μ），4.3星等，當日月亮相位59%，以臺北預報19時12分掩入；21時28分復
出。由於較為黯淡，適合6公分以上天文望遠鏡觀察此次事件。
註：囷，圓形的穀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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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星

流星雨

1月4日 象限儀座流星雨
1~2月觀星重點是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象限儀座

流星觀測常談到時ZHR，即每小時天頂流星數

流星雨，活躍期間從12月28日持續至1月12日。預

（Zenithal Hourly Rate），指輻射點在觀測者的天

測今年的極大期發生在1月4日6時前後，ZHR值可

頂時，環顧四周完全沒有任何山或地形遮擋，天空

達約110顆。不過今年極大期時月相接近滿月，受

也沒有任何光害，肉眼可以看到6.5星等，再加上

月光影響大，觀察條件不佳。

沒有任何雲層遮檔的條件下，觀測者可以看見的流
星數量。

ZHR 公式

公式可以定義如下：實際觀測時可以看見流星數目
（N）、受到觀測時間（Teff）、全天可見星星區域百份比
（k）、可見最暗星星的等級（lm），流星雨輻射點當時的距
離地平線的仰角（hR）及出現流星的亮度指標（r）。對於觀
測者想預期能看到多少顆流星，輻射點高度修正數sin（hR）相
當重要！若流星輻射點仰角僅30度，則扣除地形光害等因素，
實際數量僅位於天頂的二分之一（sin 30°），若角度為20度，
則僅34%。由於象限儀座流星雨輻射點較偏北，以輻射點仰角
最高近50度來說，也是三大流星雨中位置最為不利。

流星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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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星
2018年1、2月間有3顆Mira型變星進入亮度極大期，且亮度在6等以內，非
常適合觀測。其中鯨魚座ο(οCet, Mira)正是Mira型變星的原型代表，它的中文
名為「��增二」，亮度變化從3等至9等，是最容易觀察的長週期變星，自去年
初之後，經過一年之後終於又來到極大，非常值得天文愛好者觀測記錄。

變星新發現：透過變星觀測，意外發現白矮星的超強磁場！
白矮星是小質量恆星演化末期的產物，但在

星具有很強的磁場，能將吸積盤中的物質阻擋在磁

雙星系統中的白矮星會透過吸積過程從伴星外層攫

球邊界，直到累積的物質夠多，壓力與密度大到超

取氣體。過去天文學家認為大部分白矮星的磁場微

過磁場的阻力時，才一舉傾洩至白矮星表面。估計

弱，吸積過程緩慢，只在短時間內發生快速而大量

這顆白矮星的磁場強度高達20,000~100,000高斯之間

的吸積。不過天文學家透過刻卜勒太空望遠鏡多年

（太陽平均基本磁場僅1高斯，某些黑子磁場局部

的觀測發現，天琴座MV系統的亮度曲線會週期性地

區域可到3,000高斯），而目前只能透過變星的亮度

每隔兩小時出現持續半小時的爆發，亮度有時甚至

曲線觀測才得以測量。

暴增6倍。天文學家推測，很有可能是因為這顆白矮

一、二月亮度達極大之Mira型長週期變星

鯨魚座ο(蒭藁增二)

獵犬座V

變光範圍：3.4-9.3等，週期：331.96日

變光範圍：6.7-14.7等，週期191.89日

位置：α=2h 19m 20.8s，δ=-2° 58' 39.5"

位置：α=13h 19m 27.8s，δ= 45° 31' 37.7"

極大：2018年1月11日 (星期四) 農曆二十五

極大：2018年1月18日 (星期四)) 農曆初二

半人馬座T
變光範圍：5.5-9.0等，週期：90.6日
位置：α=13h 41m 45.6s，δ=-33° 35' 50.6"
極大：2018年1月27日 (星期六) 農曆十

對天文觀測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用相機拍下變星的影像，以電子郵件傳送到tam001@tam.gov.
tw，臺北天文館會進行亮度分析後，提供給國際變星觀測組織，讓天文學家能使用您的資料對宇宙有更
多瞭解。歡迎現在起就加入觀星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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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星

白 羊 座 Aries
文/

中文星座名

白羊座

英文星座名

Aries

英文星座名縮寫

Ari

星座範圍

441.39平方度

星座面積排名

39

張桂蘭

恆星：α、β、41、δ、
Teegarden's Star
雙星：γ、ε、λ、π
變星：53、56、R、U、T
特殊天體

疏散星團：
球狀星團：
行星狀星雲：
星系：NGC 770、NGC
772、NGC 673、NGC 697

概述
白羊座是個非常古老的星座，英文名Aries源
自拉丁文的「公羊」之意，所以日文星座名以及
臺灣地區的占星學中將之稱為牡羊座；中文裡的
牡乃指雄性，牝則指雌性。
希臘神話故事中，黑海邊的小國科爾喀斯
（Colchis）的王子Phrixos和妹妹Helle為躲避繼母
的追殺，騎著天神宙斯所贈、全身金毛且長著雙
翅的公羊逃亡，可惜妹妹在中途不幸落海溺死，
只有哥哥逃出生天。宙斯為了紀念這頭金羊的功
勞，將牠放在天上化為白羊座。
在中國古星宿中，白羊座所在位置主要屬於
西方白虎中的婁宿，部分則屬於胃宿；前者代表
著小土丘，後者代表了穀倉。

的，就是公羊頭上的角。然而因為歲差的關係，
春分點如今已經移動到雙魚座接近寶瓶座的邊界
附近。同樣的原因，在約西元前1000年的巴比倫
時代被稱為「MUL.APIN」的66筆恆星或星座記
錄表中，白羊座是其中之一，其升沒時間甚至被
用作巴比倫農曆的重要參考指標。
白羊雖為黃道十二星座之首，卻是這十二星
座中面積最小的。整個星座最明顯的幾顆星α、
β和γ組成如同一根柺杖的形狀，其方向幾乎與
雙魚座V字形的短邊（子魚）垂直。其餘的恆星
則不太明顯。

恆星
白羊座Alpha星（α Ari）
其阿拉伯名Hamal意為「羔羊」或「公羊的頭

白羊座名列黃道十二星座之首，乃因數千年

部」，中文名「婁宿三」，亮度+2.00等，為白羊

前初訂立黃道十二星座時，當時的天球座標起

座最亮星，距離地球約65.8光年。光譜型為K2III

點—春分點就位在白羊座中之故，也因此春分點

Ca-1，是顆橙色巨星，研究顯示它核心的氫已經

的天文符號

用罄，正在演化成紅巨星路途上，表面溫度僅約

便是借用了白羊座的，很明顯

白羊座 A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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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K左右，比太陽還要低。而Ca-1表示這顆恆星
光譜的鈣線比正常恆星光譜還微弱，1943年以後，
這個光譜特徵成為這類恆星的參考。其質量約為
1.5倍太陽質量，以干涉測量方式得出其視直徑約
0.00680角秒，相當於其直徑約太陽的14.7倍，是迄
今視直徑測量得最精確的恆星之一；而它的金屬豐
度僅有太陽的一半左右，這點讓它在恆星中顯得不
平常。此外，精確的干涉測量能呈現這顆恆星的臨
邊昏暗效應（limb darking），即所見的恆星盤面亮
度會由中心向邊緣減暗；太陽以外的恆星臨邊昏暗
通常是透過食雙星互掩的方式來偵測，白羊α是少
數測得臨邊昏暗效應的單星。

白羊座41星（41 Ari）
亮度+3.63等，白羊座第3亮星，不僅當初拜
耳進行恆星編號排序時，不知為何將白羊41跳過
了，連古阿拉伯人在為恆星命名時都遺漏了它，
境遇悲慘；好在中國古星宿沒遺漏它，中名「胃
宿三」。距離166光年，其實是對光譜雙星。主星
A它是顆B8Vn型主序星，n代表了因為它自轉速
度非常快，至少每秒175公里，比太陽還快90倍，
自轉一周僅需17小時，這使得它的光譜因都卜勒
效應而出現星雲狀的吸收譜線，也使它的赤道半
徑比兩極半徑還多了12%，所以整個星球是呈現
扁球狀，平均半徑是太陽的2.6倍；此外，它的質

由於在西元前2,000年到西元前100年間，春

量為太陽的3.2倍，表面溫度高達12,000K，估計

分點曾在白羊座之故，白羊α雖然不是1等星，

它的整個壽命只有3億年左右，但現在已經走到一

但卻曾一度是最接近春分點的亮星，因此早期天

半了。伴星B離A只有0.2角秒，相當於15AU，互

文學家研究夜空時，白羊α是個非常重要的起始

繞一周約30年，但其餘性質尚未解析出來。

指標星。

白羊座Delta星（δ Ari）

2011年時，韓國天文學家利用徑向速度法在

西名B o t e i n意為「腹部」，中名「天陰

白羊α周圍偵測到一顆行星，編號為白羊α b，

四」，亮度+4.35等，距離約170光年，質量約為

公轉一周約381地球日，軌道橢圓率約0.25，質量

太陽的1.9倍，半徑達太陽的10.4倍，表面溫度約

約為木星的1.8倍，距離母恆星約1.2AU。

4,800K，光譜型K2I I I，是顆已經演化到後期的

白羊座Beta星（β Ari）

橙色巨星。研究顯示它屬於所謂的「紅群聚巨星
（red clump giants）」，在赫羅圖上的水平分支上

西名A l S h a r a t a n或S h a r a t a n意為「公羊的

為富金屬星，亮度比其他表面溫度相同的恆星還

角」，中名「婁宿一」，亮度+2.66等，白羊座

要亮，核心應該正處於氦核融合反應的階段；有

第2亮星，距離約59.6光年。它其實是一對光譜雙

天文學家將紅群聚星作為標準燭光來量度距離。

星，兩星互繞週期約107天，相距僅約0.64AU，
比太陽到金星軌道的平均距離還小，以一般望遠

蒂加登星（Teegarden’s Star）

鏡無法將兩者解析開來，目前僅能透過電波干涉

正式編號為2MASS J02530084+1652532。它

儀來解析。光譜雙星並不罕見，但白羊β特別之

的距離只有12.6光年，是離地球第24近的恆星。

處在於這對雙星互繞軌道非常橢圓，橢圓率高達

但亮度僅+15.13等，是顆M7.0V型紅矮星，質量

0.88，兩星最遠時約1.2AU，比地球到太陽還稍遠
一些，但最近時僅0.08AU，是水星到太陽平均距
離的1/20而已，在天文記錄中算得上數一數二的
了。主星A是一顆A5V型主序星，質量約2.3倍太
陽質量，表面溫度高達9,000K，是顆僅有3億歲的
年輕恆星，最特別的是它自轉速度飛快，達每秒
73公里。伴星B質量約太陽的1.02倍，光譜型尚未
確定，可能是F5III-V或G0V型，亮度比主星A暗
了4個星等左右。天文學家估計：大約再過幾百萬
年，主星A就會逐漸演化成紅巨星而膨脹，屆時A
的部分質量將會因超出它自身重力可掌握的洛希
瓣（Roche lobe）而流向伴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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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加登星的自行運動。©. 維基百科。

為太陽的0.08倍，半徑為太陽的0.127倍，只比木

放大倍率7~10倍的雙筒望遠鏡就可以看到這對雙

星大一些，已在棕矮星的質量上限邊緣；不過至

星。其中較亮的星為+4.95等的F0V型白色主序

少表面溫度還有2,637K，比木星熱多了。由於距

星，較暗的則是G1V型、亮度僅+7.75等的黃色主

離很近，自行量（在天空中的橫向移動速度）達

序星。

每年5.1角秒，所以在短短幾年內就可以看到它在

白羊座Pi星（πAri）

天空中的位置發生改變。

中名「左更五」，是掌管森林的官員。總

雙星
白羊座Gamma星（γ Ari）

視亮度+5.21等，距離約800光年，這其實是個多
顆恆星形成的聚星系統，用口徑10-15公分以上
的望遠鏡可以觀察到所有的成員星。主星A亮度

西名Mesarthim，和β的Sharatan共同組成

+5.30等，光譜型B6V，本身是個密近光譜雙星，

「公羊的角」，在早期，γ其實比α還靠近當

兩星互繞約3.85天，軌道橢圓率僅0.04、幾近於

時的春分點位置，因而有白羊第一星（the first

圓形。與A相距約3.28角秒之處是個A0Vp型主序

star of Aries）之稱。中名「婁宿二」，總亮度

星，亮度僅+8.46等；與A相距約25.2角秒是第4個

+3.86等，距離約164光年。雖然希臘字母編號的

成員，亮度11.0等，光譜型F8V。

第三個，但它其實是白羊座第4亮星，次於白羊
座41星。這對白色的雙星分別標示為γ 1和γ 2，
相距約7.6角秒，以小型望遠鏡便能將兩星解析
開來，所以1664年就已發現它是雙星性質，但
這也代表它們彼此間的真實距離稍遠，互繞一周

變星
白羊座53星（53 Ari）
平均視亮度+6.10等，距離約815光年，光譜

要長達5,000年之久。γ 亮度+4.83等，是個B9V

型B1.5V，變星編號白羊座UW（UW Arietis），

型主序星，直徑約太陽的1.9倍，表面溫度高達

這是顆仙王座β型變星，因表面脹縮致使亮度

1

2

11,000K。兩星中較亮的γ 為+4.75等，每2.61天

改變，變光幅度約0.01~0.3等，變光週期僅有

有約0.04等的亮度變化，質量為太陽的2.5倍，是

0.153天。近年研究顯示它是顆特別的「速逃星

個表面溫度約9,200~9,800K的A1p Si型恆星，p代

（runaway star）」，在太空中的奔逃速度高達每

表著它有著強磁場和特殊化學成分，其磁場強度

秒48.1公里，推測可能是約400~500萬年前，在獵

是地球的1,000倍，然而鐵元素豐度特別低，可

戶星雲裡因伴星演化至超新星爆炸而被踢出來的

能因為原始誕生星雲本身就是如此，也可能是因

結果。

為有熱木星環繞並正流失其物質而遮蔽了恆星本
身；雖然鐵元素缺乏，但卻有很強的矽（Si）、
鍶（Sr）和鉻（Cr）等元素的發射譜線。

白羊座Epsilon星（ε Ari）

白羊座56星（56 Ari）
平均視亮度+5.79等，距離約500光年，光譜
型B9p Si，意味著它有著異常的矽元素豐度，自轉
速度非常快，自轉一周僅需17.5小時而已，但它的

總視亮度+4.63等，距離約330光年，兩顆子

質量是太陽的3.16倍，半徑是太陽的2.3倍，可以

星相距約1.4角秒，須用口徑稍大一點的望遠鏡

想見轉得這麼快的後果就是讓整個星球呈現扁球

來解析。主星A亮度+5.2等，伴星B+5.5等，皆為

狀。變星編號白羊座SX（SX Arietis），因快速自

A2Vs型白色主序星，s表示光譜中的吸收譜線偏

轉和擁有強磁場而著稱，是這類變星的原型。

窄。此外，2009年出版的特殊光譜星表中，它們
的光譜被列為A3 Ti，這是一種Ap型化學元素特
殊星，鈦元素豐度高得異常。

白羊座Lamda星（λAri）
這是一對假雙星或光學雙星，總視亮度+4.79
等，距離約129光年，兩星相距達37.4角秒，以

白羊座R星（R Ari）
遠在4,080光年外，這是顆米拉型長週期變
星（Mira variable，或鯨魚座Omicron型變星），
亮度在+7.4等到+13.7等間變化，變光週期長達
186.8天。

白羊座 A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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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座U星（U Ari）
這也是顆米拉型變星，亮度在+7.2等到+15.2
等間變化，變光週期長達371.1天。

白羊座T星（T Ari）

NGC 673
是個亮度僅有+13.0等的S c型螺旋星系，距
離約2.145億光年，1786年即已被威廉‧赫歇爾發
現。視直徑約2.1×1.7角分，最好利用口徑15-20公
分以上的望遠鏡進行觀察。

半規則變星，亮度在+7.5等到+11.3等間變
化，變光週期長達317天，距離地球約1,630光
年。

星系
NGC 772與NGC 770
另一編號A r p 78，是個S A(s)型螺旋星系，
總亮度+10.3等，位在白羊β附近。視直徑約
7.2×4.3角分，所以用業餘望遠鏡就可以欣賞與
拍攝。距離約1.3億光年，實際的直徑達20萬光
年，約為銀河系的2倍，中間的核球區沒有明顯
的棒狀結構。它的衛星星系NGC 770則是個矮橢
球星系，離NGC 772約11.3萬光年遠。天文學家
認為：很可能是受到NGC 770的潮汐力影響，使
得NGC 772被拉扯變形，讓其中一條旋臂比其他
旋臂還長且顯著，且這條旋臂上的恆星誕生速率

NGC 673 ©. DSS2巡天計畫。

NGC 697（= NGC 674？）

明顯比其他旋臂還高。有趣的是，2003年時在這

亮度也約+13.0等，Sc型螺旋星系，距離約1.12

個星系中連續觀測到兩次超新星爆炸事件，分別

億光年，1784年由威廉‧赫歇爾發現。視直徑約

為SN 2003 hl和SN 2003 iq，均為II型超新星，即

4×1.3角分，最好利用口徑15-20公分以上的望遠

大質量恆星演化到末期因重力崩潰引起的超新星

鏡進行觀察。這個星系是NGC 697星系群中最大的

爆炸事件。

星系，真實直徑達16~20萬光年。研究發現，NGC
674或許與NGC 697是重複的。

NGC 772（中間）與NGC 770（中間偏上）
©. Göran Nilsson & The Liverpool 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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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C 693 ©. SDSS數位巡天計畫。

張桂蘭：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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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小行星 - 2012 TC4
文/

黃健峯

想像一下，
一顆房子大小的隕石以時速2.5萬公里的速度撞上地球，
會造成多嚴重的破壞？

以2013年02月15日發生在俄

化學組成可以了解太陽系的形成

致嚴重的傷亡損失，甚至毀滅整

羅斯的「車里雅賓斯克小行星撞

與演化。木星、土星、天王星與

個地球生態與人類文明，所以天

擊事件(Chelyabinsk Meteor) 」為

海王星形成後，剩下的碎礫即是

文學家開始對近地天體進行緊密

例，一顆大小17公尺的近地小行

我們現今看到的彗星來源；而水

地觀測與追蹤，計算軌道與預測

星，以時速約7.2萬公里的速度墜

星、金星、地球與火星形成後，

其危險性，例如美國航空暨太空

落，在離地約50公里處爆炸，許

剩下的小石塊即是我們看到的小

總署(NASA)針對具有潛在威脅性

多的碎塊與塵埃伴隨著強大震波

行星來源。

的近地天體進行監控，並將他們

[1]

傳到地面，能量釋放相當於30倍

歸類為潛在威脅天體(Potentially

的廣島原子彈所釋放的能量，造

另外一項研究重點是他們對

成約1500人受傷與3300萬美元損

地球的威脅性，為了防止大顆的

失，是1908年06月30日「通古斯

近地天體不小心太靠近地球，被

2017年10月有一顆近地小行

大爆炸(Tunguska Event)[2]」發生

地球引力捕捉並墜落至地表，導

星 2012 TC4飛掠地球，迅速成為

Hazardous Asteroids, PHAs)[4]。

以來最大的隕石空中爆炸事件。
近地小行星(Near
Earth Asteroid, NEA)
屬於近地天體(N e a r
Earth Object, NEO)[3]
的一種。近地天體是
彗星或小行星受到星
球的重力吸引，影響
其軌道改變進入近地
球範圍，即軌道近日
點小於1.3天文單位
(A s t r o n o m i c a l U n i t,
AU)。近地天體的科學
價值在於他們是46憶
年前太陽系形成時剩
下的碎礫，他們形成
時的狀態保留至今，
幾乎沒有受到外界影
響，分析近地天體的

圖一、2012年2012 TC4行經地球的軌道模擬(黃色軌道)、 藍色軌道為地球軌道；
金星(白色)；水星(紫色)；火星(紅色)。
©. virtualtelescope.eu- https://www.letemps.ch/opinions/2017/08/30/deux- asteroidespotentiellement-dangereux-bientot-froler-terre)

近地小行星─2012 T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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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話題焦點。
2012 TC4[5]屬於近地小行星[6]
的阿波羅型小行星(Apollo group)，
近地小行星依據不同的運行軌
道，歸類為4種不同的類型，有阿
波希利型小行星(Apohele group or
Atiras group)、阿登型小行星(Aten
group)、阿波羅型小行星(Apollo
g r o u p)與阿莫爾型小行星(A m o r
group)，而2012 TC4大小約17公
尺，與車里雅賓斯克小行星撞擊
事件的近地小行星大小相當。
於2012年10月04日由位於夏
威夷茂宜島(Maui)上Haleakala天
文台的泛星計畫(Panoramic Survey
Telescope and Rapid Response
System, PAN-STARRS)[7]第一座
望遠鏡(PS1)發現2012 TC4，發現
時距離地球450萬公里，相當於
11.7倍地月距離(Lunar Distance,
L D)，經軌道計算後發現此顆小
行星將在2017年10月12日靠近地
球，距離只有94,965公里(約0.25
L D)，且視星等13.9，絕對星等
(H) 26.8。
星等

圖二、2017年2012 TC4行經地球的軌道模擬(綠色軌道)、白色軌道為月球軌跡。
©. Wikipedia: 2012 TC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2_TC4#/media/
File:2012_TC4_animation.gif

Cu r v e)，計算出旋轉一圈需要12

因為現今天文學家還無法精

分14秒，屬於快速自旋體(F a s t

確預測小行星將會距離地球有多

Rotator)，如此的旋轉週期在這樣

近，但可以估計出距離的範圍，

[9]

大小的小行星是很普遍的 。

地表6,800公里，可以確定不會
這次2017年10月12日，TC4
再次近距離來訪地球，最短距離
只有5萬公里，是第一顆連續兩

[8]

表示星體的相對亮

度，相差五星等等同亮度相差100
倍，視星等隨著星體距離觀察者
的遠近不同會隨著改變，距離愈
近視星等愈低，相反的距離愈遠
視星等愈高，而小行星的絕對星
等(H)不同於測量恆星或星系的絕
對星等(M)，M是把恆星或星系
放在距離觀測者10秒差距(parsec)
處，星體呈現的視星等，然而H
有不同定義，對於行星、彗星或
小行星而言，當他們距離太陽與
地球皆1A U且相位角(p h a s e)0度
時，測量得到的視星等。分析
2012 TC4小行星的光變曲線(Light

32 臺北星空‧ 2018年1月

而這次範圍最小值不會低於離

次觀測且最近距離小於1 LD的小
行星，這是很好的機會可以更仔
細地研究小行星。於2017年07月
27日，歐洲太空總署(E u r o p e a n
Space Agency, ESA)位在智利的
歐洲南方天文台(T h e E u r o p e a n
Southern Observatory, ESO)超大望
遠鏡天文台(Very Large Telescope,
VLT)[10]中口徑8.2米望遠鏡追蹤到
距離地球5,600萬公里(相當於156
LD)的TC4，發現時視星等26.4，
比2012年發現時還要暗500倍，並

有撞擊的可能。N A S A噴射推進
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JPL)近地天體研究中心(Center for
Near-Earth Object Studies, CNEOS)
的科學家有了新的觀測數據後，
可以加以修正小行星的軌道並計
算出離地球最近距離，顯示在12
日會安全地離地表4萬公里（1/8
L D）近距離接觸，後續觀測還
包括全球大大小小的天文台與
全球小行星預警網(International
Asteroid Warning Network)[11]。
除了難得的機會獲取研究資料，
也藉此測試N A S A由多個天文台
組成的全球小行星偵測與追蹤網

以時速5萬公里速度飛向地球，

路，了解目前全球對於近地天體

相較上次發現時距離地球要遠很

觀測的能力與限制，作為小行星

多，表示人類有愈來愈多的時間

撞擊地球的預演。

應付可能的災難性撞擊。

台灣最大的鹿林天文台一米望遠鏡 [12] ，還
有位在中央大學科學一館天文台的60公分望遠鏡
[13]

，也都在2017年10月11日晚上共襄盛舉加入全

球的觀測行列。圖三是科一館天文台拍攝到的照
片，因為當天天氣不佳，多雲的天氣導致無法拍
攝到許多高品質照片，然而圖四是一米望遠鏡趁
著短暫的好天氣拍了一連串追蹤TC4的照片。
參考資料：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elyabinsk_meteor
圖三、2017/10/11科一館天文台NCUO24望遠鏡(紅色範圍為
2012 TC4)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unguska_event
[3] https://cneos.jpl.nasa.gov/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tentially_hazardous_
object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2_TC4
[6] https://cneos.jpl.nasa.gov/about/neo_groups.html
[7] https://panstarrs.stsci.edu/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gnitude_(astronomy)
[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fast_rotators_
(minor_planets)
[10] http://www.eso.org/sci/facilities/paranal/telescopes/vlti.
html
[11] http://iawn.net/
[12] http://www.lulin.ncu.edu.tw/
[13] http://www.astro.ncu.edu.tw/observatory/ncuo.php

圖四、2017/10/11鹿林天文台LOT望遠鏡(紅色範圍為2012 TC4)

黃健峯：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 碩士班二年級

YouTube相關影片：

ScienceCast: Record-Setting Asteroid Flyb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tesZxRlqOE

Potentially Hazardous Asteroid 2012 TC4 |
Close Approach Visual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oXlgg_Kf_E
近地小行星─2012 T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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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其政

從天體運行讓我們學會謙卑
©. Tes

地球因為自轉，而有了白
天與黑夜，因為繞著太陽公轉，
而有了春夏秋冬。地球提供了適
合的環境，滋養萬物。哥白尼
（C o p e r n i c u s，1473~1543）的
天體運行，主張日心地動說，挑
戰聖經的地不動說，觸動了宗教
界的敏感神經與禁忌。伽利略
（Galileo，1564~1642），於1610

伽利略受審

年（哥白尼死後67年）公開支持
哥白尼日心地動說之後，生命從
此陷入惡夢中。1615年遭人向教

快？先盤點一下地球基本資料

廷異端裁判所告發。伽利略於

後，再與你細說從頭。

1616年就受到了裁判所的審訊，
被判定「有強烈異端嫌疑」，被
迫放棄日心說，雖躲過斷頭台利
刃，但在軟禁下度過餘生。
天體運行，日心地動說可說
是現代路人皆知的天文常識。站
在宇宙的觀點，地球只不過是滄
海之一粟。若以人面對地球，則
地球是巨大的。這顆巨大看似平
靜的星體，就以太陽系為座標，
當你端坐地球表面時，地球正以
超乎你想像的速度，帶著你在太
陽系中高速飛行，到底飛的有多
34 臺北星空‧ 2018年1月

1.平均半徑：
6,372.797 km≒6.37 ×106m
2.質量：
5.9742×1024 kg≒6.0×1024 kg

4.地球繞行太陽公轉一周稱1年，
1年有365天，若精準的說地球
公轉一周所需時間稱一個恆星
年；一個恆星年約為365.2564個
平均太陽日。
5.地球到太陽的距離﹕
149,600,000 km≒1.5×1011m

3.地球沿著貫穿北極至南極的一

地球的自轉，對地球表面

條軸自西向東旋轉一周稱1天，

上的任一質點，可以理解為以地

1天有24小時，若精準的說，地

軸為圓心，地軸到地表距離為半

球自轉一周所需時間稱一個恆

徑，做等速圓周運動。根據上開

星日。一個恆星日≒23.93447時

地球基本資料，若質點位置在赤

≒23時56分又4.091秒。

道，則此等速圓周運動之已知條

件為：

依運動學等速圓周運動公式

在這顆看似平靜的地球上，等同

θ=2π，t=24hr=24 hr×3600s/ hr

ω=θ/t，

= 86400s，求ω=？

ω=2π/365×24×3600s

依運動學等速圓周運動公式

v=rω

ω=θ/t，ω=2π/86400s

v =(1.5×1011m )(2π/365×24×3600s)

v=rω，
v =(6.37×106m)(2π/24×3600s)
=463.24 m/s
≒1667.66km/h，
上式中
θ﹕角位移，單位為rad，地球
自轉1圈之角位移為2πrad
t﹕時間，單位為s，地球自轉1
圈所需之時間為24hr
ω﹕角速度，單位為rad/s
v﹕線速度，單位為m/s
地球繞行太陽公轉，可以
理解為以太陽為圓心，地球到太
陽的距離為半徑做等速圓周運動
（註1）。根據上開數據，則此等
速圓周運動之已知條件為：

s≒87.9馬赫。換句話說，我們住
是搭乘以87.9倍音速飛行的飛行
器，在太陽系中長途旅行，以一

=2.9886×104 m/s
≒10.759×104 km/h，上式中

年為週期周而復始，直到天黃地
老，不捨日月的持續下去。
人類所發明的飛機，目前為

θ﹕角位移，單位為rad，地球

止協和號2.5馬赫當已屬極限。光

自轉1圈之角位移為2πrad

在太陽系天體的運行，便具有如

t﹕時間，單位為s，地球自轉1

此巨大能量，窮人類一切努力都

圈所需之時間為365天
ω﹕角速度，單位為rad/s
v﹕線速度，單位為m/s
速度463.24 m/s≒1667.66km/
h是一個甚麼概念，搭乘波音客機
從桃園機場起飛，飛越太平洋到
美國西岸的長途飛行，飛機在1萬
m高空飛行速度約1000~1200k m/
h。聲音在15℃標準狀態下以空
氣為介質之傳播速度約為340 m/
s≒1224k m/h。馬赫是另外一種
速度的表示法，所謂1馬赫即表

θ=2π，t=365 days

示速度為聲速。速度463.24 m/

=365days×24(hr/days)×3600(s/hr)

s≒1.36×340 m/s≒1.36馬赫。速

= 3153600s，求ω=？

度2.9886×104 m/s≒87.9×340 m/

很難超越。若在浩瀚宇宙中，人
類當顯得更渺小，面對自然能不
謙卑嗎？面對宇宙時當然只能謙
卑、謙卑再謙卑了。
註1：依克普勒定律（Kepler’s Laws）：
一、地球繞行太陽之運動為橢圓
形軌跡。
二、如果我們將太陽到行星之間
連接一條線，這條線在單位
時間掃過的面積是常數。
三、行星運動的週期（T）和行
星與太陽的距離（R）有直
2 3
接的關係：T /R = 常數。本
文採近似算法，特此註記陳
明。

謝其政：退休教師

YouTube相關影片：

How Earth Mov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JhgZBnLHg&t=21s

Earth’s motion around the Sun, not as
simple as I though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2pDYgGF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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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英語輕鬆學

侯欣潔

於平日慢慢累積天文科學相關的英文字彙量，假以時日，較能輕鬆看
懂英文天文影片，或是聽懂美國航太總署(NASA)或歐洲太空總署(ESA)任
務的直播。本期選播「三分鐘搞懂雅科夫斯基效應」，一起從這部影片學
習一些單字吧!

三分鐘搞懂「雅科夫斯基效應」
What is the Yarkovsky Effec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wH_wurlwu4

©. NASA/ JPL

〈全文中英對照〉

〈實用天文字彙〉

How can sunlight make ordinary
asteroids dangerous? Join the 321science

1. Yarkovsky effect 雅科夫斯基效應

team as they explore the Yarkovsky
effect. (0:03)

陽光怎麼會讓小行星變危險？和321科
學小組一起學學雅科夫斯基效應吧！

陽光照射正在自轉的小行星，小行星所釋放出的熱輻射會對
軌道有些微的影響。
2. asteroid 小行星
小行星是質量不大、形狀不一的小天體。大部分的小行星聚集
在火星軌道和木星軌道之間，繞太陽運行，形成主小行星帶。

On a pleasant day in the Cretaceous,

太陽系裡有數百萬個

about sixty-ﬁve million years ago, a
ten-kilometer asteroid collided with the
Earth (0:12)

小行星，科學家認為

6500萬年前的白堊紀時，一個直徑10

未能凝聚成大行星的

公里的小行星撞擊地球

物質。

大部分的小行星可能
是太陽系誕生初期，

3. Cretaceous白堊紀
中生代的最後一個地質時
期，距今約1億4550萬年
前至6550萬年前。白堊紀
因歐洲西部該年代的地層
主要為白堊沉積而得名。
白堊是一種石灰岩，主要
成分為碳酸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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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iped out most of the life on its surface, including the dinosaurs. (0:19)

4. surface 地表

造成了大量生物滅亡，包括恐龍在內
More recently, on February 15, 2013, a much smaller asteroid exploded in

5. explode 爆炸

the atmosphere over the city of Chelyabinsk, Russia, (0:25)

6. atmosphere 大氣

2013年2月15日，俄羅斯的車里雅賓斯克上空大氣層裡，有個體積
小小的小行星爆炸了
creating a shock wave that damaged buildings and injured over ﬁfteen

7. shock wave 震波

hundred people. (0:33)

產生的震波造成建築物損毀、超過1500人受傷
Despite these dire scenarios, most asteroids aren't dangerous at all. (0:40)
這些例子雖然很可怕，但大部分的小行星其實一點也不危險
In fact, out of ﬁve hundred thousand known asteroids, only about a
thousand are labeled as "Potentially Hazardous." (0:44)

8. hazardous 有危險的

事實上，50萬個已知小行星中，只有大約1000個具潛在危險性
We're not sure yet whether some of these potentially hazardous asteroids
will hit Earth or not, (0:51)

科學家不確定這些具危險性的小行星會不會撞擊地球
and that's due in part to the tiny force of ordinary sunlight on asteroids,

9. force 力

through a process known as the Yarkovsky effect, (0:56)

其中一個原因來自一種太陽光在小行星上產生的極微小的力，這種
力產生的過程叫做「雅科夫斯基效應」
named for Ivan Yarkovsky, a civil engineer who worked in Russia. (1:05)

10. engineer 工程師

是俄羅斯一名土木工程師雅科夫斯基發現的
Here's how the effect works. (1:10)

雅科夫斯基效應怎麼產生的呢？
Ordinary sunlight can exert a force on an asteroid. (1:11)

太陽光可在小行星上產生力
This is because sunlight is made up of photons, which carry momentum,

11. photon 光子

and can push on things. (1:15)

12. momentum 動量

因為陽光由光子組成，光子會產生動量，有動量就能推動物質
When the photons reach the asteroid, they can be "reﬂected," bouncing

13. reflect 反射

off the surface, (1:20)

光子到達小行星時，部分會被反射而自小行星表面彈離

天文英語輕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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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they can be "absorbed," warming up the surface. (1:24)

14. absorb 吸收

部分被吸收並使小行星表面加熱
If the photons are absorbed, a little later the surface will radiate more

15. radiate 輻射

photons in the form of heat. (1:28)

被吸收的光子不久後會以熱能形式自小行星表面輻射出來
An example of absorption and radiation happens on an asphalt road

16. asphalt 瀝青；柏油

throughout a 24-hour day. (1:34)

柏油路就是一個類似的吸收與輻射熱能的例子
During the day, the asphalt warms up as it absorbs sunshine. Then at
night the surface radiates that warmth as it cools. (1:40)

白天瀝青吸收陽光而變熱，入夜後，柏油路表面輻射出熱能而降
溫
Just like the Earth, asteroids are spinning as they orbit the Sun, so they
have a day and night cycle too. (1:50)

小行星和地球一樣，繞太陽公轉時同時也自轉，形成了日夜變化
Because of this rotation, the warmest part of an asteroid isn't the spot

17. rotation 自轉

right in line with the Sun, it's slightly to the side. (1:58)

因為自轉的關係，小行星上最熱的部分不會剛好對著太陽直射的
方向，而是稍微偏向側邊
As the photons radiate from this warm spot, they give the asteroid a
little kick, similar to the recoil force on a ﬁring cannon. (2:06)

光子從小行星加熱過的部分輻射出來時，反作用力就像踢了小行
星一下，類似大砲發射時的後座力
This recoil force can slow an asteroid down, or speed it up, like a car
when the driver pushes the gas or brake pedals. (2:15)

小行星會因為這種反作用力減速或加速，就像開車時踩油門或煞

18. recoil 彈回；跳回；產生反作
用
19. speed up 加速

車
If the asteroid is spinning such that the warmest spot is slightly in front,
the recoil force will be backwards, and the asteroid will slow down a
bit, like a car hitting the brakes. (2:23)

如果自轉時熱點在小行星前端的部分，反作用力向後，小行星會
減速，像汽車踩煞車
But if the asteroid is spinning the other way, the warmest spot will
be slightly behind, and the recoil force will give the asteroid a push
forward in its orbit, like a car hitting the gas. (2:34)

如果小行星往另一個方向自轉，熱點稍微在後面一些，反作用力
會推小行星一把，像車子踩油門般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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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ackwards 向後

These tiny forces can change the asteroid's orbit. (2:46)

小行星的公轉軌道會因為這些細微的作用力改變
If the asteroid speeds up, the orbit will expand. If it slows down,

21. expand 展開；張開

the orbit will shrink. (2:50)

小行星如果速度變快，軌道會向外擴張，速度變慢則軌道向
太陽方向內縮
The Yarkovsky effect is really small, (2:56)

雅科夫斯基效應非常微小

22. OSIRIS-Rex 歐西里斯號探測器

but asteroids spend millions and even billions of years in the Sun,
which gives them plenty of time to change their orbits, possibly
moving them into or out of Earth's way. (2:58)

OSIRIS-Rex是NASA研究小行星的

但小行星受太陽光照射的時間從數百萬年到數十億年都有，

貝努(Bennu)小行星並進行探測、

長時間下來軌道便可能受影響，可能受影響，甚至可能闖入

研究。OSIRIS-Rex自Bennu帶回的

或遠離地球的軌道

岩石、土壤，將有助瞭解太陽系的

In light of this, NASA is sending the OSIRIS-REx spacecraft to
visit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asteroid named Bennu. (3:09)

樣本返回任務探測器，於2016年9
月8日發射，預計於2018年9月接近

起源、小行星的特性及雅科夫斯基
效應對小行星軌道的影響。

因此，NASA發射了小行星探測器歐西里斯號要去研究具潛
在危險性的小行星貝努
OSIRIS-REx will precisely measure the inﬂuence of the Yarkovsky
effect on Bennu's orbit,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will intersect the
Earth's orbit in about two hundred years. (3:15)

歐西里斯號將會精準的測量雅科夫斯基效應對貝努軌道的影
響，以判斷接下來的200年內貝努會不會闖進地球軌道內

23. Bennu
1999年被發現的貝努小行星，因為
與地球距離適中，體積不至於太小
導致自轉速度過快，且屬於約40億
年前形成以來，成分幾乎未曾改變
的富碳小行星，故被選為OSIRISRex研究的對象。
24. precisely 精確地
25. measure 測量
26. intersect 相交；交叉
非常期待歐西里斯號探測器幫助我們
了解太陽系的起源及雅科夫斯基效應
對小行星軌道的影響。不同的探測任
務總為天文愛好者帶來新視野呀!

侯欣潔：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天文英語輕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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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李瑾

油畫般的

木星雲
這可不是油彩畫，而是2017年10月24
日朱諾太空船在離木星雲頂僅18,906公里
時，所拍攝木星複雜的雲! 木星的漩渦雲有
各種色澤和結構，但原因仍然不清楚。朱
諾號在為期6年的任務裡，就是要探索木星
複雜的天氣系統，以及是否擁有固體核心
等問題。

©. NASA/JPL

油畫般的木星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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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天文學家

超「日心」的

哥白尼
尼古拉‧哥白尼
©. Famous Scientists

打破傳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推翻蒙蔽千年的科學傳統，更
是一件難事！當這樣的第一人，所可能遭受的韃伐可說是「萬箭
穿心」！但這世上有誰的心思足夠細膩，能在同一片天穹下，發
現與眾不同的宇宙觀？他又以何種心態面對他的發現呢？今天就
讓我們來認識一下曾經歷過這番風浪的科學界強人—哥白尼，他
的家人如何給力？而他學習天文的火花又是如何點燃的？才能讓
他推導出「日心說」，這樣創世紀的宇宙觀！

含著金湯匙出生
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 o p e r n i c u s，1473年2月19
日~1543年5月24日)是位波
蘭的天文學家暨數學家，出
生於波蘭的托倫(To r u n)。
這個城市位於維斯瓦河(t h e
Vistula River)旁，對漢薩同盟
(Hanseatic League)而言是一
個相當重要的內陸港口。他
的爸爸—老尼古拉‧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Sr)是位
賣銅的商人，相當富有。原

詹佩菁

倫，認識了哥白尼的媽媽—

了，於是由哥白尼的舅舅—

芭芭拉‧沃特仁德(B a r b a r a

小盧卡斯‧沃特仁德(L u c u s

Watzenrode)。芭芭拉‧沃特仁

Watzenrode,Jr)肩負起教養哥

德的父親是當時托倫的首富，

白尼的責任。盧卡斯不僅養育

為當地影響力甚大的家族。他

哥白尼，還預先為他規劃將來

們在1461年至1464年間結婚，

所要走的路，幫他設想周到，

生了四個小孩，尼古拉‧哥白

就像是哥白尼的父親一般地愛

尼是最小的一個。藉由哥白尼

護他。盧卡斯本身就是一名相

家族與沃特仁德家族的結合，

當成功的教士，在1489年順利

使他們成為當地最富有、在政

地當上瓦爾米亞(Warmia)地區

壇也握有相當權力的家族，對

的主教，因此他也想要讓哥白

於哥白尼日後發展所可提供的

尼可以順著他的路，當一名教

協助影響甚大。

士，繼續走下去，所以他想讓

本住在波蘭王國的首都克拉

不過，哥白尼10歲時

科夫(Cracow)，後來遷移到托

(1483年)他的爸爸就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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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接受教會方面的素養教

但在任命有問題期間，

天文任督二脈

盧卡斯為讓哥白尼學習更多
有關天主教教會的規定與相
關法規，以便讓他日後能更
有資格接任教士一職，於是
在1496年送哥白尼到義大利
的波隆納大學(University of
B o l o g n a)學習教會法規，預
定在波隆納待上三年。在波
隆納時，哥白尼恰好與一位
天文學教授--多明尼哥‧諾
小盧卡斯‧沃特仁德

©. 維基百科

瓦拉(Domenico Maria Novara)
住在一起，並且有機會首度

育。

進行他的天文觀測。或許此時
透過與諾瓦拉的密切接觸及討
論，讓他心中開始湧現，挑戰

對科學冒出火花
1491年，哥白尼就讀波蘭
的克拉科夫大學(the University

當時天文領域中最為傑出的古
天文學家—托勒密(Ptolemy)的
意念喔！

有就讀這所大學或是拿到這所

白尼獲得了學習希臘文的機
會，這是他先前在克拉科夫大
學所沒學到的。因為自古所流
傳下來，許多偉大的天文書
籍，都是用希臘文撰寫而成
的，因此學習希臘文，讓哥白
尼得以看懂以希臘文所撰寫的
天文學書籍。這樣優秀的希臘
文閱讀能力，對哥白尼學習天
文知識而言相當重要，因為這
些重要的天文知識書籍多是古
希臘人，如托勒密，以希臘文
撰寫而成。僅有少數書籍被翻
譯成哥白尼那個時代所常用的
拉丁文，甚至有些已經翻譯成
拉丁文的譯本翻譯錯誤，讓後
人學到錯誤的天文知識！由此

of Cracow)。這對當時舅舅要
他發展的教會之路而言，有沒

在波隆納大學學習時，哥

用希臘文打通

可知，希臘文的學習，對哥白
尼踏入天文領域是多麼重要
了！

大學的學位，並不是一件很重
要的事。但是就讀這所大學，
讓他開始有機會接觸到數學、
天文學、占星學、哲學及科
學，從他所購買的書籍中就可
明瞭，這時的哥白尼開始對這
些學科產生濃厚的興趣。

1495年他離開克拉科夫，
前往盧卡斯舅舅所在的瓦爾米
亞，當時瓦爾米亞教會弗龍堡
(Frombork)分會教堂的教士一
職，剛好因為前任教士身故而
出缺，於是盧卡斯便想直接任
命哥白尼接任此教士職缺，這
是僅次於瓦爾米亞主教的教會
地位。當時有人不滿這番任
命，於是向羅馬的教會提出異
議,，讓這個任命拖延了兩年，
於1497年10月20日才正式同意
由哥白尼接任此教士職缺。
哥白尼在克拉科夫的紀念雕像

©. 維基百科
超「日心」的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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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天文學家
哥白尼在義大利波隆納大

續學習他所喜愛的天文

學總共待了五年(1496年~1501

學及數學之外，他也真

年)，比起原先預定要待的三

的有進行醫學方面的研

年更長了些。但在這段期間，

習。值得一提的是，當

他花在學習天文的時間，遠超

時的醫學課程，不僅有

過他研讀教會法規的時間，所

醫藥及解剖學，還有醫

以最後仍沒拿到有關教會法規

學占星學。西方醫學占

的學位，反倒是天文學的底子

星學的發展全盛時期，

穩固許多。

就在14到16世紀期間。
所以哥白尼當時學的醫

而哥白尼在義大利求學期
間，人雖不在波蘭，但仍能在
1497年正式成為瓦爾米亞教會
弗龍堡分會教士，而且還能領
有俸祿，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的
舅舅—盧卡斯，時時刻刻遠距
照顧著他的寶貝姪子。

為了進修，
重返義大利
不過，1501年哥白尼才剛
返回瓦爾米亞的弗龍堡，馬上

學，也與天文觀測及占
星學有關，因此哥白尼
研讀占星學方面的知
識，可能就在帕多瓦大
學這個時期。但當時帕
多瓦大學的醫學課程必

哥白尼在波隆納大學時，花在天文學習的
時間比較會法規多
©. Famous Scientists

須研讀三年，但哥白尼

學。若接任主教，則會干擾他

才僅有兩年的時間，因此他無

夢想的進行。於是哥白尼選擇

法在帕多瓦大學拿到他的醫學

在1510年離開了他的舅舅，前

學位，於是改到費拉拉大學

往弗龍堡，並在弗龍堡度過餘

(University of Ferrara)進修。

生。

最後也是在費拉拉大學順利地
雖然不與舅舅同住、不接

通過測驗，拿到教會法規的學

任主教，他依然協助各項教會

位。

就對他舅舅提出再去義大利的

行政事務，也持續擔任舅舅的

請求。他告訴舅舅，在義大利

他於1503年遵守承諾，返

私人醫生，直到1512年舅舅過

他可以接受到醫學方面的訓

回瓦爾米亞區。但他並沒有回

世。之後，他也繼續擔任主教

練，這樣日後對瓦爾米亞的民

到弗龍堡，而是去和舅舅盧卡

及分會成員的醫生，是當時東

眾是有幫助的。另外，他也才

斯一起住在位於瓦爾米亞區利

普魯士及西普魯士著名的醫

有機會繼續完成教會法規的學

茲巴克(Lidzbark-Warminski)的

生。1517年，甚至為了穩定貨

習，進而拿到教會法規的學

主教宮殿，不再離開瓦爾米

幣，還起草有關造幣的文章，

位。

亞。這時的他已經30歲。

供當時普魯士及波蘭王朝的領
導人參考。1520年至1525年

他會想再回去義大利，或
許是和義大利的天氣有關，因
為義大利天氣比瓦爾米亞好，
可以更順利地進行天文觀測！
舅舅同意了他的請求，讓他再
度南下前往義大利，這回他換
到義大利的另一個城市—帕多
瓦(Padua)，但條件是只能去兩

忙碌之中，
不忘追求天文夢

間，還擔任西普魯士王朝的領
導人，帶領對抗條頓騎士戰
爭。

在與舅舅同住期間，還是
有進行一些天文觀測，但主要
幫舅舅管理教會的相關事務，
而在1507年舅舅開始身體不好

雖然如此忙碌，哥白尼仍
不忘開始追求他的天文學夢
想。

後，也擔任舅舅的私人醫生。

在1510年至1514年期

舅舅原本希望哥白尼能接任主

間，他撰寫了一篇名為「短

在帕多瓦二年(1501年

教的位置，但哥白尼志不在

論(C o m m e n t a r i o l u s)」的文

~1503年)的時間裡，他除了繼

此，因為他還是想研究天文

章，裡面首度闡釋了他的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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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觀—日心的宇宙。這篇文

普遍接受的概念大不同，因為

完成所有該做的觀測及運算，

章其實就是「運行論(O n t h e

以前的人總認為地球是不動

並完成這份手稿，但是他不打

Revolutions)」的前傳，他僅

的，且認為地球不動是神的旨

算公諸於世。因為他會擔心一

意，違逆神的旨意是會被處死

但公開後，接踵而至的將是可

的。所以如此新穎的觀念要能

怕的災難。

讓當時的人們接受，是相當困
「天體運行論」共分成六

難的。哥白尼也不想因此身處
險境，所以並沒有將這樣的觀

卷：

念大肆宣傳，僅在熟稔的朋友

(1)第一卷，日心說概論及宇宙

間傳送。

觀的簡要闡述、和弦幾何
定理以及和弦表

為收集更多天體運行資

哥白尼所撰之「短論」 ©. 維基百科

料，即使弗龍堡的觀測條件

(2)第二卷，主要在理論層面上

不佳以及面對教會眾多繁瑣

闡述球面天文學的原則，

的事務壓境，他仍然盡可能

並列出恆星清單

分享給幾位熟稔的天文學家知

地進行天文觀測。另一方

(3)第三卷，闡釋春分點的歲差

悉。

面，他也持續撰寫「天體運

運動以及太陽視運動和相

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關現象

這篇短論中提到宇宙中

coelestium(On the Revolutions

心，應由原本托勒密時代所認

of the Heavenly Spheres)」的手

為的地心說，也就是宇宙中心

稿。直到1532年，哥白尼總算

(4)第四卷，闡釋月球及相似的
軌道運動

為地球，替代為「以太陽為宇
宙中心」。這篇短論主要闡述
出以下6個觀點的新宇宙觀：
(1)地球不是宇宙中心
(2)宇宙中心接近太陽
(3)日地的距離與繁星與我們之
間的距離相比，微乎其微
(4)恆星的周日運動是來自地球
自轉
(5)太陽的周年運動主要是因為
地球繞著太陽公轉所致
(6)在天空中所見的行星逆行視
運動，是因為行星相對地
球運動所致
有了這些觀點，地球就不
再是一顆擁有特權的星球了，
它的地位就像其他行星一般，
也是一顆繞行太陽公轉的星球
而已。
這樣的論點與以前人們所

哥白尼在弗龍堡居
住及觀測的場所，
俗稱「哥白尼塔」
©. 維基百科

超「日心」的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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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卷，闡釋如何根據日心模型運算行星的位置並
針對5顆行星給了5個表格
(6)第六卷，闡釋如何處理5顆行星在黃道面上緯度的
差異
1539年，一位來自德國維騰貝格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的年輕數學家喬治‧瑞斯提克斯(Georg
Joachim Rheticus，1514–1574)前來找哥白尼取經。跟
著哥白尼學習達兩年後，當然也看過天體運行論的手
稿，他認為哥白尼應該要出版這本書，讓世人週知。
於是瑞斯提克斯特別帶了已經在德國印製發行、哥白
尼所著之數學書籍，一來要展現德國印製工藝之優
良，二來想勸說哥白尼將「天體運行論」這份手稿印
製成書。終於，哥白尼同意印製，並由瑞斯提克斯全
程監製。至1543年5月24日就在哥白尼要過世前，瑞
斯提克斯拿了第一本成品放置在哥白尼胸前，哥白尼

天體運行論一書封面，1543年第一版

輕撫著這本書之後便安息了，但隨之而來的科學革命
才剛要開始！

天體運行論書中，哥白尼的宇宙觀。
最內圈是太陽，為宇宙中心，接下來往
外依序為水星、金星、地球(繞行地球的
為月球)、火星、木星、土星、恆星(最
外圈)。
©. 維基百科

詹佩菁：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YouTube相關影片：

Nicolaus Copernicus ~ Heliocentricity

Episode 4: The Trouble With Copernicus

https://www.youtube.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EFb5fUvnQ

watch?v=4JTGMGKWL5k&t=31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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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 Q & A

?

Q：

天 文 Q&A
文/

張瑋芸

黑洞是什麼？黑洞是黑色的嗎？黑洞真的有洞嗎？怎麼確定黑洞
存在？

A：一

般人總覺得黑洞非常的神秘，那

響來確認它的存在，靠近黑洞周圍的氣體

麼它究竟是什麼？你可以想像，

及塵埃會受到引力的吸引而掉進黑洞的漩

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面，塞了許多的物

渦時，會在其周圍形成一個盤子形狀的吸

質，重力會將大量物質集體壓垮，變成

積盤，物質在快速旋轉的過程中會逐漸加

一個密度極高的狀態，而在大星系的中

熱並釋放X射線，因此可利用此方法間接觀

心就有可能出現這種現象，而巨大恆星

測得知黑洞存在，目前在許多星系的中心

瀕死前發生塌縮，也會形成黑洞。

或是雙星系統中都有找到黑洞。

由於黑洞的質量很大、密度極
高，其萬有引力所產生的拉力極大，

YouTube相關影片：

不論是物質或是光線一旦進入到黑洞
的勢力範圍，就無法離開黑洞而被我
們所看見，才會讓人誤以為是「黑
色」的「洞」，但其實沒有人知道黑
洞是什麼顏色，它只是一個體積很
小、密度卻很高的狀態下的天體。
雖然我們看不到黑洞，但是可以藉
由觀察黑洞對周圍附近空間所發生的影

怎樣看得到 .. 黑洞?（天文趣趣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SdotckcUo

天鵝座X-1（一
個極有可能的黑
洞候選者）與其
伴星（一顆藍超
巨星）的交互作
用示意圖。©.
NASA。

天文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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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 Q & A
文/

Q：
A ：太

賴怡璇

太陽最後會變成黑洞嗎？那時地球會消失嗎？
陽屬於中等質量的恆星，它演化

即使是在地球被吞沒前，太陽大幅增
加的光度與熱能，會使地球大氣消散、大

到後期並不會形成黑洞。

部分的地殼被蒸發，更遑論在地球上生存

黑洞是大質量恆星演化後期、經過

的所有生物。不過，那也是65億年後的

劇烈的超星新爆發之後的產物。與大質

事，在現下，大家就好好享受太陽穩定持

量恆星相比，太陽的晚年顯然溫和許

續提供的光與熱吧！

多，太陽晚年會變成一顆紅巨星，外層
逐漸散逸形成行星狀星雲，而核心則塌
縮形成一顆白矮星。

YouTube相關影片：

據估計，大約在65億年後，太陽核
心的氫元素將燃燒殆盡變成氦核，核心
外層的氫開始燃燒，整顆星會膨脹變成
紅巨星，它的半徑會變成現在的100倍
大。爾後，太陽的核心將開始進行氦融
合反應，太陽會稍稍收縮一點，當核心
的氦燃燒完，太陽將進入第二階段的紅
恆星如何誕生和死亡?（天文趣趣問）

巨星時期，此時太陽的半徑會囊括水
星、金星、甚至到達地球的軌道，這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l9qvpk1Gs

也就是地球的末日了。

賴怡璇、張瑋芸：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恆星的演化示意圖，上排為中小質量恆星的演化過程，下排為大質量恆星的演化過程，
圖片中的星體大小並未依照實際大小比例繪製。©. Encyclopædia Brirannic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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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拍月食Ⅱ
文、圖 /

吳昆臻

上一期分享了月食拍攝的基本拍攝方式及2018年1月31日的月全食拍
攝概況，本期將繼續分享更多月食過程的記錄重點拍攝及方式。

→2007.8.28月全食
流跡，拍攝時段為
月全食到復圓，可
見月球流跡從原本
紅棕色轉變到明亮
情況。
→→2008.8.17月偏
食流跡 當天臺灣
地區只能看到月偏
食前半段，食甚後
即西沉。

月流跡拍攝

《臺北星空NO.77．EASY拍星

景觀拍下來。在市區受光害影

空3 星軌拍攝》內容。

像限制下，曝光時間不能太
長，以數秒鐘固定攝影拍攝即

月食發生過程，月球進入
地球影子亮度也會隨之改變，
使用廣角鏡頭以固定攝影方式
拍攝並搭配適當取景，就可記
錄月亮軌跡及亮度變化，採單
一張影像不曝光過度、全程不
間斷的連續拍攝，事後再將全
部影像疊合在一起，即可得到
月食過程的月流跡影像，拍攝
及影像疊合細節與先前介紹過
的星軌拍攝方式相同，請參考

月食過程背景星空
拍攝
月全食當下，月球亮度會
比原本滿月的亮度要暗許多，
此時原本被月光掩蓋的星星會
暫時露臉，除了可找個無光害

可；若在無光害處拍攝，可試
著延長曝光時間，甚至可將相
機架設於赤道儀或攝星儀上追
蹤，抵銷地球自轉的移動，使
影像中的星星不至於脫線，還
可以拍攝到更多更暗的背景
星。

的地方觀賞這難得星星伴紅月

每次月食背景的星空都不

的景致，也可用相機將這特殊

大一樣，這部分資訊可使用

一起來拍月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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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圖軟體預覽，在軟體中調
整觀測的時間至月食當下，
並將月球顯示於畫面中，即
可得知在天空中的月球的位
置及背景星座、週邊天體
分布情況，以此資訊就可以
選擇最適合鏡頭拍攝，鏡頭
取景範圍及構圖模擬請參考
《臺北星空NO.7 8．EASY拍
星空4

固定攝影拍攝行星與

取景規劃 》內容。

全食階段
月面色澤拍攝

適當的調整曝光時間可將月球週遭較亮星星拍攝下來，週邊天體情況可先
用星圖軟體查詢，再搭配適當鏡頭取景拍攝。

月球在月全食階段會呈現
很奇特的紅色，可用長鏡頭拍
攝全食階段這難得的紅月。每
次月全食月球顏色紅的情況跟
亮度都不同，曝光數值得視實
際拍攝影像亮度調整，藉由使
用不同快門速度拍攝，以記錄
當下月球特殊的紅色調。全食
階段月球亮度較暗，需要較長
曝光時間，若是採用固定攝影
方式拍攝，得注意所攝月球影
像是否因地球自轉造成的位
移，以致拍到月球有模糊情

使用Stellarium模擬2018.1.31月全食當下星野情況，月食當下月球位在巨蟹座
中，可嘗試拍攝全食紅月亮與M44（鬼宿星團）在一起情況。

月全食時不妨使用不同速度的快門多拍攝，不同曝光程度
的月球會有不同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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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錄綠寶石帶得把握食既及生光前後幾分鐘，拍攝時得
依實際影像情況調整快門速度，取得適當曝光值。

況，若是使用攝星儀或赤道
儀追蹤，就可放心使用較長
曝光時間拍攝。
全食階段月球的紅光是
由太陽光經過地球大氣折射
月球所致，另在食既及生
光前後幾分鐘，可見到太
陽光經過地球臭氧層所造
成的「綠寶石帶（turquoise
f r i n g e）」（ 註1） .，讓位
在地球本影邊緣的月球局部
區域呈現藍綠色的色澤，與
位在本影中呈現紅色的其他
區域形成顏色上的對比，也

2009.02.09半影月食及地球半影情況。

是一個值得拍攝記錄的精彩
時刻。

地球影拍攝(進階)
若將多張不同時段月食
過程影像，依相對位置疊合
在一起，就能呈現出地球影
子樣貌，但要正確的拍出地
球影，得先得查詢各拍攝時
段地球影與背景星相對位
置，拍攝時使用導星器材修
正期間的位移量，是月食攝
影中難度較高的記錄方式，
限於篇幅本篇無法說明細
節，就留給熟悉拍攝及器材

2006.9.8月偏食地球影 與前一張影像不同的是，半影月食還是可以看到整個月
球，只有局部較暗些，月偏食過程月球進入地球本影內，可很明顯看到月球
缺一角情況，經多張影像合成顯示出月食過程及地球影情況。

操作的高手去挑戰了，以下
提供較簡單方式以呈現出地
球影情況。
S t e p1.在可顯示地球影
的星圖軟體（ 註2 ）中，開
啟地球影顯示，另設定好觀
測地點，並以赤道座標顯示
星圖。
S t e p2.調整觀測時間，
模擬月球與地球接觸情況以
決定拍攝時機，如在偏食階
段可安排以15-20分鍾間隔拍

Sky Chart在太陽系選單中勾選「顯示地影（月食）」即可在星圖中顯示地球影
位置。
一起來拍月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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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一張，另外可加上食甚階段，並將各時段月球

發生2次年份有78年），因為每次月球通過地球

與地影情況儲存下來。

影子情況都不同，世界各地可見情況也有所差

Step3.於繪圖軟體中將各影像合成在一起。
Step4.依預定時間拍攝當時月球樣貌，因為
星圖是以赤道座標定位，所以實際在拍攝也得精
確的將影像水平與垂直方向與實際東西南北一
致。

異，所以每次月食可都是獨一無二的，如果月
食發生當地可觀測，記得把握這難得的機會，
好好欣賞，也不妨準備相機記錄這難得特殊的
天象。
註1.綠寶石帶詳細現象及成因可參考
Youtube影片〈色彩繽紛的月全食〉。

Step5.將拍到的月食影像依Step3.中各月球位
置合成在一起，即可呈現地球影子樣貌。
上述方式拍攝時使用追蹤裝置會較輕鬆，也
較容易調整影像方向與東西南北方向一致，不過

https://youtu.be/ghM9XUKHOSI。
註2. 大家較常使用的星圖軟中，可顯示地
球影有Sky Chart (Cartes du Ciel)、TheSkyX（付
費軟體）、SkyMap Pro等軟體。

這樣的方式有點偷吃步，使用導星方式修正位移
量才是最正規方式。

吳昆臻：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粉絲專頁：Kenboo 愛看星星的昆布

每年全球只會發生2到5次月食（21世紀中

https://www.facebook.com/AstroKenboo/

使用Sky Chart（檔案＞Print
Preview）將各時段月球與地球
影位置組合在一起，做為後續
組合地球影位置參考基準。

使用Sky Chart模擬及合成之地
球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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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2673λ͟ݭὙ
ችڗዂ
ᆹ⿵Ř2017/09/10
ʀߧ10:17
ʁߧ10:25
߸㔄Ř⸉⸉ࡆߡʑटᄽ⎔
яݽŘTakahashi FS-128Ŋ
PM4X+0.5xŊEM-200usd
Daystar Quantum SE 0.5
ÅŊ DMK41CCDŊ2000
frames AviStackⰖ㋤ᯘԽ
⬋ⳬя⎊ՒⲲ⯋ȯ
⦦ᆙŘAR2673తࠣᅺމ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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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ܐг
ͳလዂ
ᆹ⿵Ř2017/6/26 19:25
߸㔄Ř⎔ʑɺʑटΒटᄽ⎔
яݽŘCanon 60Da ISO 100
4secASA16N+MPCC
Paramount ME2⬋ⳬя
⎊ՒⲲ⯋ȯ

ISS ࣝ͡
ᘲະර
ᆹ⿵Ř2017/07/08 03:56:54
߸㔄Ř⇾ߡ Palo Alto, CA
яݽŘCanon 5D3 iso400,100400mm⽷ㆊ, f5.6 Exp:
1/1000sec
⦦ᆙŘPhotoshop ʑत⡢ӡŊ
ʏ᮫19ᦸᯘԽ≟
ໞ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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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5
ER61(PANSTARRS)
ྜ໋ᬃ
ᆹ⿵Ř2017/09/25 03Ř24
߸㔄ŘiTelescope Amercia
New Mexico
яݽŘSBIG STL-10X
ExpŘ300sec
Takahashi Epsilon 250
f:850mm +
Paramount ME ⬋ⳬ
я⎊ՒⲲ⯋ȯ
⦦ᆙŘ˫ञםലᵬᤄᕗ᱿
ቃ⽷ʏʀ㋧⤟
ኔ᱿ᄲ̤CCD͗ཞ
ჶŊἌㆴഌᆣ Ӡ⡣
ӛ᱿2᷊࢘࢘ȯ

͇፟͛͘~
ঔͳߐᄃߐ
ͳလዂ
ᆹ⿵Ř2017/6/30 01:54
߸㔄Ř⎔ʑɺʑ टΒटᄽ⎔
яݽŘAsus ZenFone3
Ultra ISO 3200
Exp:32secASA16N+
ASA Barlow+GSO
3X+PL25 Paramount
ME2 ⬋ⳬя⎊ՒⲲ
⯋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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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5+C/2017 O1
(ASASSN1)+C/2015 ER61
(PANSTARRS)
ϟૼӖ
ᆹ⿵Ř2017/09/16 23:50
߸㔄Řズヰᗇᖛⳤ઼ʑൔϟⰇࢍ
яݽŘCanon 6D(mod) ISO 800Ŋ
300sec*5 frames Takahashi
FS60CB+0.72Rd(255mm,
f4.2) Vixen SXP, Kowa
100mm+Lacerta M-Gen II
ᆣⲲ⯋ȯ
⦦ᆙŘM45ᆳ્ᆣߨ᱿ⳕⴗŊԑ॑
ሷŐ㆗ഌᆣ᱿˅ሳŊⳬӲ
ര׳षቺ⣫ŊʃҪሳŊ
⥆⻞ʁⳆᵬᇺ᱿ᵁ⿵Ŀ

Comet C/2017 O1
(ASASSN1)
ྜ໋ᬃ
ᆹ⿵Ř2017/09/28 21:30
߸㔄ŘiTelescope Australia
яݽŘFLI ProLine 09000
ExpŘ180sec*4 framesŊ
Planewave CDK701.
4531mm f6.6 ヅՒ⬋я⎊
ՒⲲ⯋ȯ
⦦ᆙŘ˫ᤄ⭡㋧⤟ኔ᱿ᅞೣ͗
ㆴഌᆣʠ₳ῃŊᆯᅘ᱿
اᅞೣ
⇾ᆣ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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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NGC 7293
ችชᐷ
ᆹ⿵Ř2017/8~2017/10 3ᇄ
߸㔄Ř⎔ռ֡ᛸ ⎊ફᐵ
ㅫȯ
яݽŘNikon D800(ᄊIR/
UV) ISO 800Ŋ
STCキஉᡇ⽷(డ
Ễᛵ⥶ᦹ)Ŋ㋧ᑙ
TOA130sŊ F7.5 Ŋ
135౹ࢍ⽷ŊExpŘ
ᕓ₎6minŊⅶሚ
҆ᆹ⿵₎16Hr(ծؐ
ሶ҆ഛㅨ₎7Hr)Ŋ
⏯ㅺCEM60EC+6cm
fŘ
300mm+QHY5L2m
ᆣⲲ⯋ȯ
⦦ᆙŘ૪もटἇˌಙᛵ⥶
ʠSQM₎16.6~17.8,
᭔ࣀᝐಙ31~28C,ഛ
ЭPhotoshop⚠
⎞⡢ӡȯ

M45

ૺұၵ

ᆹ⿵Ř2017.11.19
߸㔄Řᔊୀଅㆺם
яݽŘNikon D800ņᄊ
ᑨŇISO 800Ŋ
300sec x 25framesŊ
Dark x 20Ȯ
x 17 ㋧ᑙFSQ106EDX4+CR0.73Ŋ
Vixen SXP ᆣⲲ⯋ȯ
⦦ᆙŘὮɺᓝʀୀ͐ᮢⳆह
⥑ЈཞᆣᆣŊ⳧Ễʑ
ሷ⥓घ᱿ʃ∳Ŋ˫
⎏ᅠद⦡ʴ⥓घഛ
ЭŊDARKᆯ߱
Һᾼཞ᱿ŊՎӛ
Ⳇ̳ٴ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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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ᅙګ

M8+M20

ځڒᒂ

Ղୁே

ᆹ⿵Ř2015/05/08 ₎2:30

ᆹ⿵Ř2017/04/30 00:34

߸㔄Řᔊୀ ∻உ

߸㔄: ᔊୀ ጪஉ

яݽŘCanon 550D ISO 3200 +Tokina 11-16 (11mmὉ)Ŋ
F2.8Ŋ30ấŊPSԽଃᕗȯ

яݽŘCanon 650D(ᄊᑨ)Ŋ ISO 800Ŋᕓሚ҆ 300ấ
x 31  Ŋ Dark x 10 Ŋ Flat x10ŊFSQ-85ED x
0.73 ᛧᤄ Ŋ
⬋ⳬяŘVixen SXPŊ
ᆣ⥑ЈŘM-Gen + APM 60240 ᆣ⽷ Ŋ
ര⢌ŘDSS 3.3.4 ŊPhotoshop CC Ŋ Camera
Rawȯ

⦦ᆙŘऑખᗯᆯᆣἇʑሱऄ⤐ሱ⃙㓚᱿ᇓŊʬᆯᆣ
ἇ॑≛ሱ۹ᔊཞჶ᱿ ᲿᐻʠɺŊᓝʀୀʙ
⣬Ჿ᱿ᆯଅॉӮᱸᱻ୪˫ᯍ̳ॎ᱿7ᔓᮝᅺẌ
Ŋߌᔍቍჵɿ⌳ከ⎞ჶᆣяŊɺӷ∻உϟⰇ
ࢍŊ᳖┮ដट᱿ⅺᆣŊཞᆣ᱿ᱱञִ̳ᤀ⥑
ЈŊ॑ף༴ᑨᄍ߱ᗋⰇ೧Ⴞ╾ʀࣆ┮ծ⎞༆
ᑨŊ⦲ᄮˮ⤑ʏߗહᑨ͗ཞჶŊִาकཞӷⳆ
ᐉߧሷ⬶᱿ᤫᦸŊⰇἜ᪴ᬶ⎞೧Ⴞ╾ᆹΪᆤ
┮टʀ᱿ᗯ......ȯ

⦦ᆙŘᯍᇄᠪಙ⬢㋧Ŋ85%Ŋᖎᝐ 8C ఢŊӷʴӈ
ᇏ 4 㔄ఢŊञ₎がӷ 72%Ŋᖎᝐ 6C घ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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ƺϨѿळ-ngc772 ᓲߐր

ཧড়ᅛ

ᆹ⿵Ř2017/10/18 00:30~4:00
߸㔄ŘᔊୀᆑぬϟⰇࢍ
яݽŘSBIG STF8300ҽִCCD ҽִ⎏ -20ಙCཞ
ჶŊሚ҆ŘLᡇ⽷@8Ӡ*13ŊBGBᡇ⽷
@׳5Ӡ*4ŊVixen VC200 ᤄ00mmŊ
Takahashi EM200⬋ⳬяᆣⲲ⯋ȯ
⦦ᆙŘⳆΤᆣ₇⭡サໟΩ₎1ђ҆౺Ŋ૰ಙ⬢⳧
10┋҆౺Ŋ᧚⏨ᆯңሷ܈ዾㆴ┮᱿क➦ᅩ
⍪ȯ

ƻM1

เၷϒ

ᆹ⿵Ř2016/12/01 2016/12/01
߸㔄Řᔊୀ ᛤࣀⲋࢍ
яݽŘParamount MX GSO RC10 AP 0.67
QHY163M Optolong LRGBHaŊHa1200s
X10 ŊL180s X10 ŊRGB180s ׳X5 Bin2Ŋ
MaxIm DL, DeepSkyStacker, RegiStar,
Photoshop CCȯ
⦦ᆙŘM1ᆯɺΤଅ᱿ᲿᐻŊト⣬च᱿ᤄ
ᕀ༇⋱᳖ӷ₳ῃŊⳆഛЭᆯԽʴHaἍ㆒
⩕⏨₳ῃचᛤᎸˀȯ

60 ⎔ռटἇƦ 2018౺1 ሶ

͇ᗵळ-ic5146 ᘮߐำ
ཧড়ᅛ
ᆹ⿵Ř2017/10/17 20:30~24:00 ߸
㔄ŘᔊୀᆑぬϟⰇࢍ
яݽŘSBIG STF8300ҽִCCD ҽ
ִ⎏⪭20ಙCཞჶŊሚ҆
-- Lᡇ⽷@8Ӡ*18 , BGB
ᡇ⽷@׳5Ӡ*4ŊVixen
VC200 ᤄ1800mmŊ
Takahashi EM200⬋ⳬяⲲ
⯋ȯ
⦦ᆙŘIC 5146↚ᆣゾŊ⭡サ4,000
҆౺ఢŊञଅ₎ሷ15҆
౺Ŋʙ㋤ᘒ᱿ゾᖎᆯᖕ
ᖎ⡕౺ⱀᥖᆣᱹᱹӛ
᱿Ŋߣش᱿ᘒ☾⏨ゾᖎԅ
ᆯ᮫ʃר⣲᱿ࢴࡁૼוᆣ
҆ᮟᮝȯ

M42ᕷ͗ळ̂ߐำ
ڒԈഢ
ᆹ⿵Ř2017/10/20 02:04
߸㔄Ř㓉ኚटᄽ⎔
яݽŘ
  
(D=40mm, FL=1520mm,
F3.8)ŊApogee U9000 CCD
૾Ꮘҽִᑨȯ
ExpŘB: 3Ӡ⾝ x 3ౘ V: 3Ӡ⾝
x 3ౘŊR: 3Ӡ⾝ x 3ౘ
Paramount ME⬋ⳬя⎊Ւ
Ⲳ⯋ȯ
ഛЭ⚠ŘMaxIm DL5, EasyHDR
⦦ᆙŘ   
Telescope)ቃ⽷ᆯ㓉ኚሱ
ᅘ⇦᱿ञםലᵬᤄᕗೊ
⤑ቃ⽷Ŋʙ⣬̳ᣅⲖ߸
ଅ⠗ᆣȮഌᆣᾀठぬ₇ट
㋤⎞⩐ᆣ᱿ᲶᛵᮢⳂȯᔍ
M42ᣅ҆ᛵ⥶ᤫʠɺ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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