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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知道星座的由來。 
知道天球的概念與使用星圖。 

知道星空具有規律性的變化。 

知道日照時間因季節變化。 

知道恆星看起來的亮度與其發光能

力及距離有關。 
知道恆星的顏色與其表面溫度有關。 

知道浩瀚的宇宙中，除了太陽系之

外，還有星雲、星團、星系等。 

知道哈伯望遠鏡觀測到更多的星系。 

 

 

 

 
 
 
 
 
 
 
 
 
 
 
 
 
 
 

朝天球赤道方向拍攝的星跡（不是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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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曾經在滿天星斗之下，對天地的廣闊與美麗產生感動及好奇？ 

天文學家們為了滿足人類最初的好奇心，嘗試去解讀星星、月亮、太陽看似

規律的運行，並利用各種望遠鏡，觀察並推論這些天體、天象的種類與成因，甚

至於尋找外太空文明。經過幾千年來的觀測與記錄，天文學已逐漸從哲學思想走

入了科學研究的領域，讓人類的智慧擴展到全宇宙。 

 

 

 

 

 

 

 

 

 

 

 

 

 

 

 

 

 

 

 

 

 

 
銀河中心附近，由許多恆星、星團、星雲、塵埃、黑暗物質等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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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認識星空 
 
每個人都認識天上的太陽和月亮，但是大多數的現代人

都不會辨識夜空中的點點繁星。了解太陽、星星、月亮運行

的方式，就可以利用他們來估計時間，分辨方向。古人就是

根據天體的運行來制定曆法。辨識星空對人類早期文明的發

展貢獻很大，也是現代人野外求生必備的知識。 

 

3-1.1 星座 
全天肉眼可見的星星約有六千顆，為了辨識這麼多的星

星，古人將星空加以組合，歸類劃分為幾個星座。一般星座

的組合與命名只針對較亮的星星而言。世界各地所定的星

座，剛開始並不相同。例如，西方在十八世紀時，有89個星

座的紀錄，而中國於清朝時期，卻有306個星官（星座）。直

到西元1930年，國際天文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簡稱IAU）才宣布將全天的星空統一劃分為88個區域。

這88個星座的劃分，就如同行政區域的劃分，提供了天上每

一顆星星與其他天象大致的歸屬位置。 

 

3-1.2天球座標與星圖 
在地球上，每一塊土地，都有它所屬的國家與行政區。

人們為了製作地圖，引入了地理座標系統。於是每一個城市

與鄉鎮，都有一個特定的經緯度座標。同樣的，為了製作星

圖，天文學家就利用古人想像出來的天球概念，設計了一個

天球座標。如此，我們便可以精確地描述每顆星星與每一個

天象在天上的位置。 

決定天球座標系（圖3-1）的重要元素包括了天球北極、

天球南極、天球赤道面、黃道面與春分點。天球北極與天

百寶箱3-1 
 
中、西方星座命名的

由來  
西方星座的命名大

致承襲希臘、羅馬時代

的神話故事，主要是以

北半球較易看見的星座

為對象，其中包括英雄

人物（如：獵戶座）、動

物（如：天蠍座）和器

具（如：天琴座）等。

而南半球的星空，則大

多是十五世紀末航海時

代被發現的，所以，以

航海器具（如：船底座）

的名稱來命名。 
中國的星空最早被

分為三十一塊區域，包

括三垣及二十八星宿，

其中，天球北極附近是

帝王所在的京城，稱為

紫微垣，而在京城之

外，分別有以朝廷官位

命名的太微垣，及以地

方諸侯命名的天市垣。

其他位於天球赤道與黃

道的星星，分為東方蒼

龍、西方白虎、南方朱

雀、北方玄武共四種神

獸（稱為四象），各有七

個星宿，共計二十八個

星宿，類似於西方的黃

道十二宮，也是日、月、

五大行星（水星、金星、

火星、木星、土星）運

行必經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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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南極是將地球自轉軸向外延伸後，和天球面相交的北、南

兩 

 
個交點。天球赤道是將地球赤道面向外延伸和天球面相交的

大圓。黃道面是地球繞太陽公轉的軌道面。赤道面與黃道面

相交之直線與天球有兩個交點，其中之一即春分那天太陽在

天球上的投影點，是為春分點，此點是赤經的起算點。天球

座標由赤經與赤緯所組成。赤緯與地理緯度類似，但以符號

＋及－表示天球的北或南半球。天球北極、南極、及赤道的

赤緯分別為+90度、－90度、與0度。赤經是以時間單位表示

座標，取通過春分點的經線為0小時，自西向東繞一圈共24

小時，故赤經1小時為角度15度。遙遠恆星的天球座標位置幾

乎不變，故在星圖上標示天球座標有助於天文觀測。太陽與

太陽系的成員離地球比較近，故其天球座標位置不固定。太

陽在天球上的移動軌跡稱為黃道，一年之中依序經過的十二

個背景星座就是黃道十二宮（圖3.1）。 

 

 

 

 

 

 

 

 

 

 

 

 

 

 

動動腦3-1 
 

地球上有那些地方經

過一整年的時間，可以看

遍全天88個星座？ 

百寶箱3-2 
 
天球的概念 

星星、太陽、月亮的

東升西落令古人想像：天

上星體是鑲在一顆很大的

空心球殼上，這個球殼（稱

為天球）不停的圍繞著地

球旋轉，轉一圈大約是一

天的時間。 

若以現代人的觀點來

看，天球像是個套在地球

外面的巨大球殼，是不動

的座標。本來地球每天自

轉一周，赤道區的觀測者

就可以看遍整個天球。可

是白天大氣散射陽光，所

以無法同時看到太陽與背

景的星星（超新星除外），

必須等到清晨或黃昏，才

能看到太陽附近比較亮的

內行星。至於夜晚看到的

星星，多位在太陽對面的

天球壁上。地球繞太陽公

轉，使得太陽在天球上的

位置會隨著四季改變，故

夜晚出現的星座也隨四季

改變，造成了物換星移。

因為我們只能看到地平線

上方的天空，所以台灣地

區看不到天球南極附近的

星空。北極附近的居民永

夜時只見北天球的星空天

天繞著天頂打轉，沒有四

季的物換星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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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1 天球、天球座標系、黃道、與黃道十二宮示意圖。 

百寶箱3-3 
 

地球自轉軸的變動 

地球的自轉軸傾角若發生改變，則地球上所看到

星星的位置，亦會隨之發生變化。已知地球自轉軸會

有些短週期的小幅變化以及長週期的大幅變化。因月

球的攝動以及地球非正圓球形所造成的轉軸變化幅度

很小，約一百年不到百分之一度。大幅變化源於地球

的自轉軸每兩萬六千多年會像個超大型的陀螺，慢慢

地繞著公轉軸畫圈圈，此種運動方式稱為進動。進動

不僅會造成天球北極位置的改變，也會造成黃道十二

宮的日期與三、四千年前古巴比倫時代的日期不同，

而是往前移了一個星座，此種現象又稱為歲差。  

百寶箱3-4 
 
認識星圖與四季星空  
在88個星座中，黃道十二宮所

對應的十二個星座，是最為一般大

眾所熟悉的星座。這88個星座都可
以在北天球星圖與南天球星圖（圖

3-4）上找得到。要認識星空，建議
不妨由北天球星圖上所標示的幾個

特殊星座入門。例如：要找到北極

星的話，春天常用北斗七星來尋

找，秋天常用的則是Ｗ形的仙后

座。牧夫座、室女座、獅子座的主

要亮星，形成春天裡很容易分辨的

春三角。中國神話中的牛郎星、織

女星，與天鵝座尾部的天津四，一

起組成有名的夏三角，夏天南邊可

看到天蠍座（圖3-3）。秋季四邊形
是由飛馬座的肚子所構成。冬天的

獵戶座腰帶上有三顆星排成一列，

非常好認，還有明亮的天狼星所在

的大犬座、並排而立的雙子座、一

串葡萄鑽飾般的昴宿星團七姊妹

等，也都是秋冬星空中肉眼可見的

主要星星。 

 圖3-3台北都市中的天蠍座。都市夜間因為光

害，肉眼雖然看得到天蠍座，但看不到銀河。天蠍

座是在南邊的方向（星座之連線係人為劃上的）。 

 圖3-2 在阿里山所拍到的北極方向的星跡，最接近圓

心的就是北極星，其他星星像是在繞北極星旋轉（其實

是地球在自轉）。在台灣看不到南極附近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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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4 北天球星圖與南天球星圖。 

地球自轉軸進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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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物換星移 

 
瞭解日月星辰的移動方式是從事天文觀測必備

的知識。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不自覺的利用太陽

估算時間與方位。然而太陽劃過天空的軌跡會隨著

四季以及觀測地點緯度的不同而改變。所以台灣的

日出日落經驗並不適用於全世界。因此了解日月星

辰的移動方式也是現代人環遊世界時必備的常識。 

 

3-2.1 星體的運動 
地球約每24小時自轉一周。北半球觀測者面對

天球北極看天上星星每1小時會以天球北極為圓心

自東向西逆時針方向移動15度，1天約轉一圈，稱為

周日運動。我們一天的時間是根據太陽連續兩次通

過中天子午線的時間距來制定的。天文上稱為太陽

日。因為地球繞著太陽公轉，所以地球真正自轉一

周的時間為恆星日，也就是遠方恆星連續兩次通過

中天子午線的時間距。恆星日比太陽日短，所以根

據太陽日所制定的時間表中，每隔一天同一時間所

看到的同一顆星星，都向西偏移約一度（360/365

度），一個月共偏移了30度（赤經2小時）。如此過

了一年，同月同日同時刻的星空又會跟一年前的相

同，這種變化稱為周年運動。太陽系的成員因距離

地球比較近，在天球上的位置變動不會依照周年運

動的方式移動，而會出現順行與逆行的現象。 

 

3-2.2太陽與星星的軌跡與日照時間 
因為地球自轉的緣故，一天之間日月星辰的移

動軌跡，就像是繞著天球北極或南極打轉的同心圓 

百寶箱3-5 
 
月亮的方位  
月亮所在的方位，可由日地

月三者之相對位置（如下圖）來

推算。 
陰曆初一（朔）月亮位在太

陽與地球之間，因此夜晚看不到

月亮，是觀星的好日子。若太陽、

月亮、與地球剛好排成一直線，

則發生日蝕現象。但因月球繞地

球公轉面與黃道面有一個夾角，

所以三者通常不會剛好排成一直

線。 
陰曆初七的傍晚月亮出現在

天頂，此時太陽西下照亮了月面

的西側，使得月亮西明東暗，稱

為上弦月。當我們傍晚放學回家

時，如果看到月亮掛在天頂，就

可估計當時約為陰曆上旬。 
陰曆十五（望）地球位在太

陽與月亮之間，因此傍晚滿月從

東方升起，午夜到達天頂。若太

陽、地球、與月亮正好排成一直

線，則發生月蝕的現象。 
陰曆二十二的清晨月亮出現

在天頂，此時太陽東昇照亮了月

面的東側，使得月亮東明西暗，

稱為下弦月。當我們清早上學

時，如果看到月亮掛在天頂，就

可估計當時約為陰曆下旬。 
 

月球圍繞地球之日地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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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同心圓軌跡皆平行於天球赤道，並以天球北

極或天球南極為共同圓心（圖3-5）。對北半球的

觀測者而言，同心圓軌跡在天球北極到地平線之間

的星星，都都不會落入地平面之下。因為天球北極

與北方地平線的夾角（仰角），與觀測地點的地理

緯度相同。所以緯度愈高，不落入地平面之下的星

星也越多。 

若不考慮大氣的折射效應，日照時間的長短可

由太陽停留在地平線上方的時間來決定。因此台灣

夏天的日照時間比冬天長。台灣與加拿大相比，台

灣冬天的日照時間比加拿大長；但夏天的日照時間

卻比加拿大短很多。在赤道地區，日照時間全年皆

為12小時。在北緯66.5度以上的北極圈內，夏至時

太陽終日都不會落入地平線之下，是為永晝；冬至

時太陽終日都不會出現在地平線之上，是為永夜。 

 

 

 

 

 

 

 

 

 

 

 

 

 

 

 圖3-5 四個不同緯度地區所看到的星跡與太陽的軌跡。圖中深紅色區域表示在地平面之上，
黃色張角涵蓋天球南北緯23.5度的範圍（即北回及南回歸線之間）。比較地平面上，掃過北
緯23.5度的軌跡線與南緯23.5度的軌跡線，可知為何夏至日照時間長，冬至日照時間短。 

百寶箱3-6 
 
追蹤天體  
在晴朗的夜空，對著星空長期

曝光所拍攝的天文照片，可以記錄

下不同方位的星星移動軌跡（圖

3-2）。這些星跡是地球自轉所造成
的星星的周日運動。使用天文望遠

鏡鎖定一個天體做長時間的觀察時

（如觀看星星或做太陽黑子記

錄），地球自轉的效應會導致目標持

續的移位，造成觀測上的不便。在

天文望遠鏡上加裝赤道儀（如下

圖）就可解決這個問題。赤道儀的

原理就是利用一個與地球自轉速率

相同但轉向相反的馬達，將轉軸對

準天球北極或南極，如此就可以自

動追蹤星星了。 

動動腦3-2 
 

算算看在台灣地區，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時，

白天（日照）時間有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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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星星的亮度與顏色 
藉由長時間曝光的照片（圖3-6），我們可以看出星

星的顏色不大相同，每條星跡的粗細也不相同。天文學

家可以從星星的外觀顏色，進而推論星球表面溫度的高

低情形。表面溫度愈高，星星的顏色會愈偏藍色（最高

45,000oK）。表面溫度愈低，星星的顏色會愈偏紅色（最

低2,500oK）。太陽的顏色為黃色，表面溫度約為6,000oK。 

天文照片中，較亮的星星比較容易讓底片感光，造

成比較大的星點或比較粗的星跡。星星的明暗與星星本

身的發光能力以及星星與我們之間的距離有關。星星看

起來之明暗程度（亮度），稱為視星等或星等。視星等

的數字愈小，表示星星亮度愈大，看起來愈亮。如果我

們要比較星星本身發光能力的強弱（光度），就必須將

星星置於與地球相距32.6光年之處，比較其明暗程度，稱

為絕對星等，絕對星等的數字愈小，表示星星本身的發

光能力愈強。絕對星等與星體發出的輻射能量有關。太

陽的視星等為-26.8等，而絕對星等為4.8等。 

一個穩定發光的恆星，質量愈大，表面溫度愈高，

輻射能量也愈高，因此絕對星等值愈小，顏色愈偏藍。 

 

3-4 天文望遠鏡裡的大千世界 
星空中，除了一顆顆閃亮的星星外，還有一些迷濛發

亮的區域，看起來很像是一團發亮的碎鑽或雲氣。比方

說，銀河是橫過星空最大一片迷濛發亮的區域。在乾爽

的的秋冬星空中，也可以在仙女座（圖3-7）、金牛座、

獵戶座附近看到一團團較小的迷濛發亮區域。我們都知

道，在顯微鏡底下，一滴池塘的水所呈現出的景象，通

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生物世界。同樣的，透過大型天文 

 

百寶箱3-7 
 
星等與亮度  
古人將夜晚所見最亮與

最暗的星星亮度分為六個等

級(1 至6等，6等為肉眼所能看

到最暗的星)，後來天文學家以

儀器測量，發現1等星比6等星

大約亮100倍，即每個星等間

的亮度差約2.512（100
0.2
）倍。

太陽的視星等為-26.8等，滿月

的視星等為-11等，除了太陽之

外，全天第一亮的恆星-天狼星

的視星等為-1.4等。但太陽系

內的行星由於距離地球較

近，有機會比天狼星還亮！ 

 圖3-6 全天魚眼相機所拍

攝的星跡。 

 圖3-7 仙女座M31螺旋大星
系，距離我們230萬光年。M31
上方為M32星系，下方為M110
星系，這兩個矮橢圓星系都是

M31的衛星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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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遠鏡去看這些大大小小的迷濛發亮區域，也能讓我們

看到一個截然不同的宇宙。這些區域，有些是與我們同

在一個銀河家族裡的星團與星雲，有些卻是與我們距

離非常遙遠的另一個銀河世界，這樣的銀河世界稱為

星系（圖3-8）。天文望遠鏡所拍攝到的星團、星雲、

星系等照片，其壯麗的景象常令人歎為觀止，同時也揭

露了恆星誕生與死亡的祕密。 

 

3-4.1星系 
星系是由許多恆星、星團、星雲、塵埃等所組成

的大家庭（圖3-8）。我們可以藉由觀察其他星系的外

觀與結構，來反推我們自己所處的星系（又稱銀河系）

的可能樣貌。西元1925年哈伯根據星系的外觀將星系分

為螺旋星系（圖3-7；圖3-9）、棒旋星系（圖3-10）、

橢圓星系（圖3-11）、與不規則星系（圖3-12）四大

類。科學家目前認為我們的銀河系介於螺旋星系與棒旋

星系之間，只是棒狀結構較不明顯。 

 

 

 

 

 

 

 

 

 

 

 

 
 

百寶箱3-8 
 
漩渦臂的真相  
科學家相信漩渦臂是一

個高密度的壓縮激震波，可

以壓縮進入的氣體。被壓縮

的氣體，密度增加，形成不

透光的暗塵結構。由於這些

區域的氣體密度高，重力收

縮盤的效率也比較高，容易

形成大質量的恆星。一但星

星開始形成，這些壓縮區域

就轉換為耀眼的亮星群集

區。這就是為什麼漩渦臂總

是前方有暗塵，後方卻明亮

璀璨的緣故。漩渦臂上的恆

星，質量大，溫度高，顏色

偏藍，因為質量大燃燒得

快，所以壽命短。 

 圖3-8 銀河系正視圖與側視圖。 

動動腦3-3 
 

為什麼本銀河系（太陽所

在的星系）在夜晚星空中，看

起來像一條橫過天空的河流

（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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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星系的外觀結構像是一個荷包蛋（圖3-8），

中央的核球是一個恆星密集的區域，外圍的盤面是由明

亮的漩渦臂與高密度暗塵氣體所構成。星系盤面上、

下方的空間稱為銀暈。銀暈中散布著稀疏點點的球狀

星團，各以不同的旋轉面繞著核球打轉。若兩個星系相

撞（圖3-9），可能會改變原來星系的結構，造成另一

個複雜的立體星系結構。 

棒旋星系（圖3-10）也有漩渦臂與高密度暗塵氣

體，但是核球結構比較複雜，成因仍是目前的研究課題。 

橢圓星系（圖3-11）只有中央的核球，沒有明亮的

漩渦臂，也缺乏吸光的高密度暗塵氣體。 

不規則星系沒有明顯核球結構。距離我們很近的

大、小麥哲倫雲星系（圖3-12）就屬於不規則星系。 

 

 

 

 

 

 
 
 
 
 
 
 
 
 
 
 

 

百寶箱3-10 
 
常用天文距離單位  
光速：每秒約30萬公里。 
1光年：光速在一年所走的距離。 
1AU（一個天文單位）：地球與
太陽的平均距離，若是以光速來

走，約需8分鐘。 
1pc（一個秒差距）：以地球最長
的天文觀測底線（2AU）觀測視
差角達到兩角秒的天體距離。一

個秒差距約相當於3.26光年。 
角度換算：1度=6角分=3600角
秒。 

 圖3-10天爐座棒漩星系NGC 
1365是個巨大的棒漩星系，距

離我們約六千萬光年。 

 圖 3-11 室女座橢圓星系
M87，是室女座星系團中最大
的一個，距離我們約四千萬

光年。 

 圖3-9 獵犬座M51螺旋星系與
其伴侶NGC5195星系。距離地
球約 2500光年。  

 圖3-12大麥晢倫雲星系，泰半
位在劍魚座，是很靠近我們的
不規則星系，與我們的銀河系

同屬於本星系群。 

百寶箱3-9 
 
本星系的小檔案  
太陽所在的銀河系直徑約

10萬光年（圖3-8），中央核球
直徑約2萬光年。銀河系中心
約在人馬座的方向，在直徑約

30億公里的範圍內（約土星公
轉軌道的大小），集中了一群

擁擠高溫的恆星，總質量約50
萬個太陽的質量，放出強烈的

無線電波及紅外線，正中心

可能有個大黑洞。銀河盤面上

的恆星、星雲、星團都繞著銀

河中心打轉，愈靠中心公轉週

期越短，但是切線速率未必比

較快。這是因為銀河系的質量

不是完全集中於銀河中心，而

是分散於核球與盤面上之故。 

動動腦3-4 
 

太陽離銀河中心3萬光年，

以每秒約250公里的切線速率繞

著銀河中心打轉。算算看太陽繞

銀河中心公轉一圈約須多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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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星團與星雲 
星團可分為球狀星團（圖3-13）與疏散星團（圖3-14），

同一個星團中的星星幾乎是同時期形成的。 

球狀星團多位在銀暈之中，由質量較小的年老星星所

組成。因為質量小的恆星核融合反應速率較慢、壽命較長，

所以目前所見銀河系中球狀星團的星星年紀都很大了。 

疏散星團多位在漩渦臂中，由質量較大的年輕星星所

組成。因為質量大的恆星核融合反應速率較快，壽命較短，

所以通常看不到由老星星所組成的疏散星團。 

星雲的形成與星球的誕生與死亡有密切的關係。星雲

根據其外型可分為瀰散星雲與行星狀星雲。表3-1根據星雲

的成因，可將星雲進一步區分為與恆星死亡有關的行星狀星

雲與超新星遺跡，以及與恆星誕生有關的暗星雲、反射星

雲、與發射星雲。反射星雲、發射星雲、暗星雲就像地球

上的積雲一般，可以組成各種有趣的圖案，如獵戶座馬頭星

雲（圖 3-21）、獵戶座鳥狀星雲（圖3-22）、天鵝座北美洲

星雲（圖3-23）等。 

表3-1 星雲的分類 
暗星雲：  
高密度氣體或塵埃位在觀測者與恆星之間，擋住星光

而形成暗星雲。（圖3-21） 

暗 
星 
雲 

反射星雲：  
高密度氣體或塵埃反射附近恆星的光。反射星雲顏色

由恆星的光色來決定藍色或黃色。（圖3-14與圖3-20
中藍色雲氣） 

與恆星誕生有關： 
恆星形成之初，恆星

風尚未把四周雲氣吹

散。因此四周雲氣反

射、吸收、或遮掩恆

星之光與熱所造成之

亮雲氣或暗雲氣。其

中恆星風與太陽風

相似。 
發射星雲：  
原始雲氣吸收附近恆星所放出之光與熱，被加熱游離

而發光。原始雲氣，如氫與氦，多發紅光。但也會

發出紅外光與微波。（圖3-20與圖3-23中紅色雲氣） 

 
 
 
 
瀰 
散 
星 
雲 

超新星遺跡：  
超新星爆炸的雲氣，與巨大質量恆星死亡有關。（圖

3-17；圖3-18；圖3-19） 
行星狀星雲 

與恆星死亡有關： 

超新星爆炸或新星

爆炸 
行星狀星雲：  
新星爆炸的雲氣，與中等質量恆星死亡有關。（圖

3-15；圖3-16） 

 
 
 
亮 
星 
雲 

 圖3-13半人馬座球狀
星團--ω星團，是我們
銀河系中最大的一個
星團，距離我們約
15000光年，裡頭約包
含了一千萬顆的較年

老恆星。 



 
 
 

第3章   從地球看星空   12 

 

 

 

 

 

 

 

 

 

 

 

 

 

 

 

 

 

 

 

 

 

 

 

 

 

 

 

 

 

 

 圖3-22 獵戶座鳥狀星雲：M42
（鳥身）與M43（鳥頭）。中心
有恆星誕生的區域。 

 圖3-23 天鵝座NGC 7000
北美洲星雲。 

 圖3-21 獵戶座馬頭暗星雲，
直徑約3光年。此暗影是因高
密度暗塵氣體遮住背景之紅
色發射星雲的光線而形成的

有趣圖案。 

 圖3-14金牛座疏散星團--
昴宿星團M45，俗稱「昴
宿七姊妹」，距離我們約

410光年。 

 圖3-15 天琴座M57
環狀星雲。這個行星
狀星雲是一顆正在邁
向死亡中的恆星噴發
出氣體的現象，藍色
的部份是氦氣，綠色
的部份是離子化的氧
氣，離中心最遠紅色
的部份是離子化的氮

氣。 

 圖3-16 天龍座
NGC6543貓眼星
雲。這可能是一個雙
星系統的新星爆炸所

產生的行星狀雲氣。 

 圖3-17 金牛座
M1蟹狀星雲，是
宋朝時期所觀測
到的超新星（晝可

見）爆炸的遺跡。 

 圖3-20 人馬座M20三裂星
雲。直徑50光年，距離地球
3000光年。 

 

 圖3-19 獵戶座旁的巴納德環
為超新星爆炸的遺跡。 

 圖3-18 天鵝座NGC 6992
面紗星雲，是超新星爆炸後
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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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億億萬萬個世界  
 

西元1990年，聞名全球的美國哈伯太空望遠鏡發射

升空，是一具口徑2.4公尺的反射式望遠鏡，置於地球

低衛星軌道上(600公里高空)，由地面控制。由於哈伯

望遠鏡置於大氣層之外，可以提供比地面的望遠鏡高十

倍的攝影品質，達到0.1角秒解析度，提供了許多鮮艷

的太空天體照片，也提供許多前所未有的遙遠宇宙的天

體影像（圖3-24），擴大了人類對宇宙的視野。 

西元1929年，美國天文學家哈伯觀測發現，距離我

們愈遠的星系，遠離我們的速率愈快，且遠離速度與距

離成正比，證明了宇宙正在膨脹之中。哈伯太空望遠鏡

就是為了紀念哈伯這項重要發現而命名。目前天文學家

估計宇宙中的星系數量約有五百億個以上，比早期科學

家估計的多上五倍，而星系又有成團聚集的情形，通常

由一百個至上千個左右的星系構成星系團，數十個星系

團又集合成超星系團。宇宙究竟有多大？有多少超星系

團？有多少看不見的物質？有多少未知的能量？這些都

是目前科學家努力想要探究的迷團！  

 

 
 
 
 
 

 
 
 
 

 圖3-24 哈伯望遠鏡所拍攝的北天深空影像 (左圖)與南天
深空影像 (右圖)。影像中，星系或正面或側面向著我們，
其中有些光譜顏色偏紅，正在遠離我們。這兩張深空影像皆

拍攝到距離約120億光年的星系，當時的宇宙還在襁褓之中
呢！ 

百寶箱3-11 
 
尋找外太空的文明  
宇宙中的星體、星系除

了發出可見光之外，也發出

各種肉眼偵測不到的電磁

波，其中無線電波波長最

長，輻射源能量較低，有可

能來自外太空的文明，一向

為科學家或科幻電影用來尋

找 地 球 外 生 命 （ ET ； 
Extra-Terrestrial）或為未明飛
行體（ 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來源的工具。
1980年，美國新墨西哥州設
立世界上最大的「孔徑合成」

無線電望遠鏡，叫做「巨大

天線陣」（見下圖）。無線

電望遠鏡利用干涉原理，可

以分成許多小天線，並散開

很遠，以增加解析的能力。

「巨大天線陣」最大的觀測

能力為直徑36公里，所能達

到的最好的解析率是0.05角

秒，已觀測到許多強烈的無

線電波源，推論都是中子

星、黑洞等核心。但是，尚

未有證據指出外太空文明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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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點整理 

1. 國際天文聯合會將全天的星空統一劃分為88個區域，也就是88個星座。 

2. 天球座標由赤經與赤緯所組成。赤經以時間為單位，赤緯以角度為單位。赤經以

春分點為0時。赤緯與地理緯度類似。 

3. 地球的自轉造成星星的周日運動，必須在望遠鏡上加裝赤道儀才能追蹤星星或對

太陽、月亮做長時間的觀測。 

4. 當地球繞太陽公轉時，太陽投影在天球上的移動視軌跡稱為黃道。 

5. 星星的周年運動是因為地球的公轉以及採用太陽日做為計時標準所造成的。 

6. 天球北極的仰角與北半球觀測地點的地理緯度相同。 

7. 天體的赤緯與天球北極的夾角，小於天球北極的仰角時，天體只會在天上打轉，

不會落入地平面之下。 

8. 星星表面溫度愈高，顏色愈偏藍色；星星表面溫度愈低，顏色愈偏紅色。 

9. 我們看到的星星亮暗程度（亮度），稱為視星等。視星等的數字愈小，表示星星

看起來愈亮。星星的亮度與該星星的光度及其距離我們的遠近有關。 

10. 假想將星星移到一個距離我們相同的位置，再比較它們的亮暗程度，可得到星星

的絕對星等，代表星星真正發光能力的強弱（光度）。 

11. 一個穩定發光的恆星，質量愈大，表面溫度愈高，輻射能量也愈高，因此絕對星

等值愈小，顏色愈偏藍。 

12. 星空中迷濛發亮的區域，可能是星系、星團、或星雲。 

13. 星系由星星、星團、星雲、塵埃等組成。 

14. 星系依其外觀可分為螺旋星系、棒旋星系、橢圓星系、與不規則星系。 

15. 星團可分為球狀星團與疏散星團。 

16. 球狀星團多位在銀暈之中，由質量較小的年老星星所組成。 

17. 疏散星團多位在漩渦臂中，由質量較大的年輕星星所組成。 

18. 星雲的形成與星球的誕生與死亡有關。根據外型區分，星雲可分為瀰散星雲與行

星狀星雲。根據成因區分，星雲可分為與恆星死亡有關的行星狀星雲與超新星遺

跡，以及與恆星誕生有關的暗星雲、反射星雲、與發射星雲。 

19. 美國天文學家哈伯觀測發現，距離我們愈遠的星系，遠離我們的速率愈快，且遠

離速度與距離成正比，證明了宇宙正在膨脹之中。 

20. 哈伯太空望遠鏡提供許多遙遠宇宙的天體影像，擴大人類對宇宙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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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題練習 
1-2題為題組 

右表為冬季大三角（參宿四、

天狼星、南河三）的顏色、距離、

視星等的資料，請回答1-2題。 

1. 關於冬季大三角的溫度高低，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乙＞丙＞甲 (C)

乙＞甲＝丙 (D)甲＞丙＞乙。 

2.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丙看起來一樣亮  (B)乙看起來最亮 (C)甲的發

光強度比丙大 (D)甲的絕對星等數字會比丙大。 

3. 下列哪些為北緯40度地區所見的恆星視運動示意圖？ 

 
4. 關於星座盤的敘述，何者有誤？ (A)將觀測日期對齊觀測時刻 (B)將星座盤舉

起，仰頭觀測 (C)擺在桌上低頭觀測，橢圓內的星空即為當時的星空 (D)不同

的日期搭配不同的時刻，可能會看到相同的星空。 

5. 下列哪一項關於太陽之天球座標敘述是正確的？ (A)春分時太陽位在赤經0小

時、赤緯0度 (B)秋分時太陽位在赤經12小時、赤緯0度 (C)夏至時太陽位在赤

經18小時、赤緯+23.5度 (D)冬至時太陽位在赤經18小時、赤緯-23.5度。 

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月蝕可能發生的時間為 (A)陰曆初一 (B)陰曆初七 (C)

陰曆十五 (D)陰曆二十二 (E)以上日期皆可能發生。 

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日蝕可能發生的時間為 (A)陰曆初一 (B)陰曆初七 (C)

陰曆十五 (D)陰曆二十二 (E)以上日期皆可能發生。 

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球狀星團(A)都位於十萬光年之外 (B)都位在漩渦臂中 

(C)是由質量小的星星所組成 (D)顏色多呈現藍色。 

9.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錯誤的？ (A)超新星爆炸時，白天可能也看得見它的星光 

(B) 昴宿星團中的星星死亡時會發生超新星爆炸 (C)超新星爆炸的遺跡就是行

星狀星雲 (D)宋朝時所見的客星就是爆炸中的超新星，它的遺跡目前仍舊可見。 

10. 下列何者正確？ (A)本星系為橢圓星系 (B)太陽位在本星系的銀暈中 (C)黃道

十二宮沿著銀河分布 (D)大、小麥哲倫星系與本星系隸屬同一個星系團。 

 顏色 距離 視星等 

(甲)參宿四 紅色 500光年 0.4等 

(乙)天狼星 白色 8.6光年 -1.5等 
(丙)南河三 黃白色 11光年 0.4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