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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星探索新世代恆星探索新世代    張師良
“Far away, hidden from the eyes of daylight, there are watchers in the skies.”

- Euripides, The Bacchae (CA. 406 B.C.

人類對天文的認識源於古時對星象的觀測，因為日月星宿在天上周而復始地出
現，每一個晴朗的夜空，人們都會看到滿天星斗，所以自古以來，「星」就是大家對
天文的認知。久而久之，人類開始了解到天空中的「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基本上，
所有天上的星都有一個互相固定的位置，雖然地球自轉令她們在天上的位置有所改動，
但星與星之間的位置其實並沒有改變，因此星也被認為恆久不變，稱之為「恆星」。
但長時間的觀測令人們發現，並不是所有天上的星都是固定的，有一些「星」，她會
隨著日期的不同，而在天空中的相對位置有所移動，這就是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
是為「行星」。

但行星的數目始終遠遜於恆星，所以夜空中的恆星一直都是人類長久以來的焦
點。「星就是天文」，這個理解維持了數千年以至數萬年。就算是現代天文學誕生的
初期，「星就是天文」的概念依然持續，因為當時根本沒有人知道甚麼是星系，宇宙
的模樣是怎樣，他們研究的對象都是恆星。就算是現代天文學研究的星系，也是由恆
星所組成，所以要研究星系也需要首先了解恆星。對恆星的研究正是現代天文學的起
源，天文學家花了數百年的時間，終於開始對恆星的基本物理有所了解。儘管如此，
我們對恆星的了解仍不夠全面，我們對很多地方的認知依然是不足的，因此，我們對
恆星的研究工作仍然持續。

恆星是天文學的一個基礎元素，要理解宇宙，就必需先了解恆星。在科技進步
下，我們不斷有新的方法來研究恆星，而我們亦不斷有新的發現。

億萬又億萬

恆星，天文學中最早的研究對象。但大家有沒有想過，以往的人是從事怎麼樣的
天文研究工作?原來當時他們大部份都是從事確定天體位置，紀錄恆星資料和製作星表
工作。古人當時的工作就是「看星星、數星星、畫星星」，但不要以為很簡單，這門
技術是一門專業。古時候，這門科學就成為了當時天文學的重心；至今，這門科學依
然留存，現在，這天文分支稱為天體測量學(astrometry)。

在望遠鏡發明之前，人們只是單靠肉眼來觀測星象，非常早期的星圖就是這樣製
成的，例如中國古代的《敦煌星圖》。後來從事天文研究的古人引入了象限儀
(quadrant)等儀器來確定天體的位置，為當時肉眼可見的天體作出準確的測量，第谷
(Tycho)就是利用象限儀測量天體位置而聞名。

人之所以能夠在看物件時有距離感，是因為人有一雙眼睛，左眼與右眼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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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HIPPARCOS

圖一 視差概念圖

一件物件所形成的影像其實是不相同的，遠
的東西分別不大，但越近的物件差別就越
大，我們的腦袋分析了左右眼各自影像的差
別，就能夠推算出物件與我們的距離。原來
看星都是一樣，由於地球公轉，於不同時間
地球所處的地方也不同，望去同一顆恆星成
的角度也不同，只要量度到這個角度的差
別 ， 我 們 就 可 以 用 簡 單 的 三 角 學

(trigonometry)來計算出我們與該恆星的距離。早在未發明望遠鏡前，人們已經觀測
到恆星有這個視差(parallax)現象，後來視差的計算令天體的距離可以作出測量，也
成為了天體測量學的一個課題。

自天文望遠鏡發明之後，天文學進入了第二紀元，人類觀測到的星比從前大幅增
加，隨著望遠鏡的口徑愈建愈大，觀測到星的數目也以倍數地增加，準確的天體測量
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環節。天體測量學除了測量天體位置、距離之外，還有測量天體
的運動。原來恆星並非真是恆久不變的，她也會在天上移動的，只是我們的生命太短，
在我們一生中都不足以看到她們有明顯的移動。恆星在天上移動的現象稱為自行
(proper motion)，全天自行得最快的恆星位於蛇夫座(Ophiuchus)的巴納德星
(Barnard’s Star)，在天空中移動的速度為每年10”(角秒，1”=1/3600°)，也是一
個很少的距離，如果我們可以活360年的話，就可以看到巴納德星在天上移動了一隻手
指粗的距離。

要做天體測量的工作一點也不簡單，宇宙本身就是非常大，所有恆星都離我們相
當遠，最近我們的恆星是位於半人馬座(Centaurus)南門二(Alpha Centauri)的比鄰星，
與我們的距離為4.22光年，即使用光的速度飛向她也要用4.22年的時間才可以到達。
其他恆星則離我們更遠，天狼星(Sirius)距離我們8.6光年，北極星(Polaris)勾陳一
(Alpha Ursae Minoris)距離我們425光年，超新星SN1987A距離我們163000光
年......這麼遠的恆星，她們的視差角度都非常小，近的星也只有1”視差，遠的根本
就不能測度出來，所以利用視差的方法來推斷距離，只適用於近的恆星，遠的則不行。

天體測量的另一個主要限制就是大氣層的阻
隔，空氣的流動很影響我們觀測恆星時的影像分
辨度(resolution)，我們需要高分辨度才可以將兩
顆很貼近的星分辨出來。基本上，望遠鏡的口徑
越大分辨度亦越高，但實際上，我們的大氣層成
了一個天然的屏障，視寧度(seeing)最好的時間，
最多也只能分辨到 1”大小，到了分辨極限
(resolution limit)後，望遠鏡的口徑再大也沒
有用，所以在地面做到的天體測量有一定限度。

1989年，歐洲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發射了一隻天體測量衛星到太空
─希巴古斯衛星(HIPPARCOS，High Precision
Parallax Collecting Satellite，www.esa.int/
science/hipparcos)，從此，天體測量進入了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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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由於沒有大氣層的阻隔，HIPPARCOS的主鏡只有0.3米大，但分辨度已達0.
002”，在1989至1993年運作期間，在地球150秒差距(1秒差距=3.26光年)的範圍
內，共測量得118218顆恆星的位置、距離和自行，相比起之前在地面觀測到的8000顆
恆星的資料，希巴古斯衛星的成果已經超過了所有以往觀測的總和。

承接著希巴古斯衛星的成功，一連串的新天
體測量衛星將會發射，尋求更多更準確的天體測
量資料。名譽號 (FAME，Full-Sky Astrometric
Mapping Explorer，www.usno.navy.mil/FAME)
是美國海軍天文台 (U. S. Naval Observatory,
USNO) 與美國太空總署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合建的天體
測量衛星，本來預計於2004年發射，但現在要延
期。這衛星將會運作5年，預計可測量出4000萬

顆恆星的數據，分辨度達0.00005”，打個比喻，
這相當於站於350公里外看一條頭髮粗的東西。
另一隻期望極高的天體測量衛星為ESA的蓋婭號
(GAIA，Global Astrometric Interferometer for
Astrophysics，www.esa.int/science/gaia )，
預計於2011年發射，在預計的5年運作時間內，
可以比HIPPARCOS測量的恆星數目多500倍，準繩
度多100倍。

繪製宇宙地圖

天上的繁星有如星海，單是人類肉眼可見的已有6000顆恆星，但由於人的視力有
限，較暗的星人眼就不能看見，但暗的星卻比光亮的星更多。我們身處的銀河系當中
有4000億顆恆星，而單是我們現在於宇宙中觀測到的星系已有1000億個，所以全宇宙
中的恆星數目實在是多不勝數。可是，即使有了望遠鏡的幫助，我們觀測到星的數目
越來越多，但我們看到的，也只是宇宙中一個很小的範圍，天文學家為了對宇宙有更
深入的認識，了解宇宙中物質的分佈，便進行了大規模的宇宙地圖繪製工作，實行了
巡天計劃(survey)。

從古代到現在，無論是誰，從事連綿不斷的天文觀測的人都會把觀測到的資料記
錄下來，編成星表(catalog)，世界上最早的星表就是中國的《石氏星經》，其中載有
121顆恆星的位置。現在科技發達，星表中星的數目遠遠超過這數字，準確度也提高
了，而且也有很多星表相繼誕生。

天體測量的工作往往不會單獨進行，天文學家會一連串地對一整個天區作測量，
這樣就成了巡天測量。以往的巡天在CCD (Charged Couple Device) 技術未發展成熟
前，一直由照相底片(photographic plate)來進行，如著名的帕洛瑪天圖(POSS，
Palomar Observatory Sky Survey)就是以底片做巡天而聞名。1950-1957年，位於

圖三 HIPPARCOS量度恆星距離

的準確度

圖四 G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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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帕洛瑪山(Mount Palomar)的帕洛瑪天文
台(Palomar Observatory)把北天極至赤緯
(δ) -33°的天區，用天文台的1.2米望遠
鏡，每6.5°一張，每塊底片面積0.355平方
米，拍下了共936組底片，每組底片分別用上
了一張紅光和一張藍光的底片，是為第一次
POSS，POSS 1。70年代，英澳天文台
(Anglo-Australian Observatory，AAO)的英
國施密特望遠鏡(UK Schmidt Telescope，
UKST)和南歐天文台(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ESO)聯合完成了南天球的南天
巡天(Southern Sky Survey)工作，填補POSS
1未覆蓋之天區，由赤緯-17°至南天極的天
區，拍下了606組底片。這些底片都複製成玻
璃送到世界各地的天文台，由於當時還沒有
電腦，POSS和南天巡天的底片可以記錄到22
等星，它們就成為了從事天文工作的必需
品，POSS 1也在之後的40年成為了主導北半
球天文觀測的重要工具，這些底片至今在每
一個天文台都仍有專門室擺放。

POSS 2於1985年展開，利用新的底片，重
新把北天極至天赤道的天區拍成894組底片，來跟POSS 1作比較，找出恆星的自行
值。現在，POSS已經被數碼化，由於其重要性極高，數個新的數碼巡天星表中也將
POSS的資料整合在內，例如太空科學望遠鏡研究所(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STScI)負責的數碼化巡天(Digital Sky Survey，DSS，archive.stsci.
edu/cgi-bin/dss_form) 和哈勃太空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HST)使用的
導星星表(Guide Star Catalog，GSC)都是由POSS而來的。DSS是網上的互動搜尋器，
只要鍵入你想找的資料，就可以下載相對的檔案，相比以前要在房間找底片方便得多。

重要的巡天任務還有剛提到的HIPPARCOS，任務中的數據被製成了Hipparcos星
表和第谷星表(Tycho Catalog)，1997年，ESA發表了印成17冊的Hipparcos星表，

雖然HIPPARCOS本身的原意是以天體測量為主，但在它3年的運作期間，
每一顆星都被觀測過110次，間接從天體測量的數據中得到了恆星光度的
資料，天文學上稱為測光(photometry)，當中包括了變星(variable star)
的光度改變。在星表中，有11597顆星被分類為變星，當中的8237顆是被
新測定為變星的；在所有的變星中，2712顆為周期變星，5542顆為非週
期變星或不能分類的。另外，HIPPAROCS也測出了23882個雙星系統或多
重星系統，令我們也得到恆星的多重性(multiplicity)資料。因此，
Hipparcos星表現在已成為最主要的星表之一。

另一類巡天計劃的對象不是地球附近的星體，而是對整個宇宙作
搜查，這類巡天計劃把眼界擴展到遙遠的星系和宇宙深空，研究物質在遙

遠深空的分佈。AAO進行了著名的兩度場(2dF，

圖五 帕洛瑪天文台

圖六 POSS

圖七 HIPPARCOS星表中三冊，
Millenium Star Atlas



學
術
文
章

學
術
文
章

Two Degree Field) 巡天，這巡天計劃每次專注於
天空中兩度大小的範圍。2dF包括了兩度場星系紅
移巡天(2dFGRS，2dF Galaxy Redshift Survey，
www2.aao.gov.au/2dFGRS)，和兩度場類星體紅移巡
天(2QZ，2dF QSO Redshift Survey，www.
2dfquasar.org) ，測量了超過200000個星系和
35000個類星體的紅移。現在AAO正進行新的六度場
星系巡天(6dFGS，6dF Galaxy Survey，www.aao.
gov.au/local/www/6df)，將聯合其餘的巡天：兩微
米全天巡天(2MASS，Two Micron All Sky Survey，
www.ipac.caltech.edu/2mass)、2MASS紅移巡天
(2MASS Redshift Survey，cfa-www.harvard.edu/
~huchra/2mass)、深空近紅外線巡天(DENIS，Deep
Near Infrared Survey of the Southern Sky，
www-denis.iap.fr)、超級宇宙巡天(SSS，
SuperCOSMOS Sky Surveys，www-wfau.roe.ac.uk/
sss)，製成新的宇宙地圖。

現在的CCD技術已經非常發達，甚至由原來
的天文專業用途，延伸至普及的數碼相機。現今的
巡天計劃都多改為CCD的巡天，照相底片已經被淘
汰。Sloan Digital Sky Survey(SDSS，www.sdss.
org)使用了CCD來進行巡天工作，對北天球上的一
億個天體作測量，它除了非單一般進行測光，同時
亦進行光譜記錄，紅移計算等工作，使巡天工作更
完備。

在可見的將來，有數個計劃中的新的太空任
務，將會進行更精確的天體測量、巡天和星表製作
的工作，包括了原來預計於2004年發射，德國的
DIVA(www.ari.uni-heidelberg.de/diva)，以作為
HIPPARCOS的後繼者，但至今仍未有正式的發射時間
表；另預計於 2 0 1 0年發射，有美國的 S I M
PlanetQuest(planetquest.jpl.nasa.gov/SIM)，不
但將會進行天體測量工作，也會研究恆星的質量，
進行恆星的物理研究；2015年發射，歐洲開發的達
爾文號(Darwin，www.esa.int/science/darwin)，
由八台太空望遠鏡聯合組成 ，通過干涉儀
(interferometry)，六台望遠鏡得到的影像會組合
到負責中央處理的衛星，再傳到主衛星把數據傳回
地球，因為Darwin是首架在太空中運用干涉技術的
衛星，其成果是令人期待的。干涉技術是近年引入
的技術，能令天文觀測能力大大增加，並提高解像
度，在射電波段的觀測較常使用，例如VLA(Very
Large Array)，對天文觀測很有幫助。

圖九 2QZ中星系的分佈

圖十一 2MASS中星系的分佈

圖八 2dFRGS中星系的分佈

圖十 6dFGS中星系的分佈

圖十二 SIM Planet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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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注目的還有GAIA的工作。GAIA會對我
們銀河系內10億顆星作天體測量，除了得到基本
的距離、自行、光度的數據外，透過測光分析，
也可以知道恆星的溫度、重力、組成元素資料。
有了這些資料，我們就可以研究恆星的物理，研
究她們的誕生、結構、演化等問題。GAIA會觀測
星等暗至20等的星，能達到這個星等，變星、超
新星、爆發源、微透鏡現象(micro-lensing)、小
行星、褐矮星(brown dwarfs)、白矮星(white
dwarfs)都可以觀測到。GAIA的測量會影響深

遠，往後的所有天文觀測都需要以這些資料來作定位或跟進，所以GAIA的觀測將會成
為二十一世紀天文發展的建基石。

尋星

現在最常用的天文專業用星表有Hipparcos星表、第谷星表、GSC星表，還有
USNO的UCAC2(USNO CCD Astrograph Catalog 2nd release，ad.usno.navy.mil/
ucac)星表、USNO-B1.0星表。這些全是可見光(optical)波段的星表，紅外線有2MASS
巡天，雙星有WDS(Washington Double Star Catalog)星表，變星有GCVS(General
Catalog of Variable Stars)星表，形形式式的星表都有，星表的數量數以千計。

因為太多星表，同一個天體也可以有幾十個星表記錄，情形以往一直很混亂。有
見及此，國際天文聯會(IAU)決定建立一個中央數據庫來解決資料太分散的問題。CDS

(Centre de Données astronomiques de Strasbourg，cdsweb.u-strasbg.fr)就是所
有天文觀測的中央資料庫。現時CDS上存有的星表共有5735個。

CDS中的Simbad(simbad.u-strasbg.fr/Simbad)可以幫助你尋找某一指定天體在
其他星表上的名字。例如你想找天狼星，鍵入“Sirius”之後會顯示出天狼星的坐標、
自行、星等、光譜型(spectral type)、視向速度(radical velocity)、紅移、視差
的數值；之下還出現了54個其他星表中的名稱：

圖十三 Darwin

NSV 17173 * alf CMa * alf CMa A  

* 9 CMa ADS 5423 A  BD-16 1591 

CCDM J06451-1643A CEL 1368 Ci 20 396 

CSI-16 1591 1 1E 064255-1639.4 FK5 257 

GAT 474 GC 8833 GCRV 4392 

GEN# +1.00048915A GJ 244A HD 48915 

HGAM 556 HIC 32349 HIP 32349 

HR 2491 IDS 06408-1635 A IRAS 06429-1639 

IRC -20105 JP11 1425 LFT 486 

LHS 219 LPM 243 LTT 2638 

N30 1470 NAME SIRIUS NAME SIRIUS A  

NAME Dog Star 8pc 379.21A PLX 1577 

PM 06430-1639A PMC 90-93 186 PPM 217626 

RAFGL 1007 ROT 1088 RX J0645.1-1642 

1RXS J064509.3-164241 SAO 151881 SBC7 288 

SKY# 11855 TD1 8027 UBV M 12413 

UBV 6709 USNO 816 uvby98 100048915 A  

Zkh 91 com see EUVE J0645-167 com HIC 32349 incl CCDM J06451-1643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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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星表名稱可能曾經看過，但有很多都未必會看過，尤其是一些非可見光波段
的星表，所以欲知每一個稱呼的由來，則可以點擊連結看一下星表的來源。表中一些
命名是比較常見的，如HIP，代表Hippacros；HR代表Harvard observatory, Revised
photometry；IRAS代表Infrared Astronomical Satellite；HD代表H. Draper星表；
有一些星表是根據坐標來命名的，以前的觀測都是用照相底片來做記錄，所以他們會
在天上以一度為單位，逐個天區用底片拍下，如BD-16 1591中的BD代表Bonner
Durchmusterung星表，-16是天球赤緯，1591指δ-16°底片中的第1591顆星。有了
Simbad後，不同的星表之間要溝通就容易了。

CDS中另一個服務是VizieR(vizier.u-strasbg.fr/viz-bin/VizieR)，可以讓你
找出包含該天體的星表中的數據，當你需要在觀測前知道該天體的現有資料，這個資
料庫則非常有用。例如，在Target Name鍵上IC 434(即馬頭星雲)，wavelength選
擇optical，mission和astronomical keywords都不選擇，那麼會得出111個搜尋
結果，包括USNO-B1.0星表、USNO-A1.0星表、GSC2.0星表等，再按一下USNO-B1.0
星表，會出現了查詢版面，再按submit query後，會出現查詢天體範圍內的資訊。以
後要找某天體的資料再不用找期刊了，只要到VizieR搜尋便行，所有觀測的數據都存
到CDS的數據庫內了。而且這個查詢版面是多波段的，你可以從第一個版面就選擇多個
波段，便可得到同一個天體於不同波段中的值，這對了解天體的特質、能量分佈和顏
色等都非常重要，尤其是現在的天體物理觀測都趨向要求多波段的同時觀測。

恆星世界

經過幾個世紀的觀測，人們對恆星的物理特性了解加深了。除了太陽，我們可以
派探測船飛到較近太陽的地方對它進行研究，但對遙遠的恆星，甚至是更遙遠的星系，
我們都沒有辦法(至少暫時沒有辦法)送一艘太空探測船飛到目的地作觀測，所以天文
學家都是利用兩個基本工具來進行研究─測光學( p h o t o m e t r y )和分光學
(spectroscopy)。

測光學是測量天體光度的一門科目，當收集到一組星的光度(目視星等，apparent
magnitude)時，我們便可以把這組光度與他們的距離作比較而知道他們真正的光度(絕
對星等，absolute magnitude)，加上不同的瀘光片(filter)作測光，我們更可以測
出該天體在不同波段的強度，再把整組星的光度作比較，便可以知道更多有關該星的
資訊，例如年齡。CCD的出現大大提高了測光技術的靈活性與準確性，以前用的底片都
不是太準確，但CCD對光是呈線性反應(linear relationship)的，所以只要知道每一

圖十四 Simbad 圖十五 Viz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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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哈勃太空望遠
鏡拍攝參宿四的表面

圖十七 Keck的激光

個像素(pixel)的值(ADU)，我們便可以準確地得到星的光度。

分光學，即是觀測光譜(spectrum)。我們由一顆恆星的光譜可以得知該星的化學
成份，溫度，或是恆星際空間(interstellar space)的資料。CCD的出現又令到攝譜
的工作變得容易、方便、準確。所以，CCD的出現可說是為觀測天文與理論天文帶來第
三個紀元。

地面的觀測一直受著大氣層視寧度的限制，但
現在天文學家發展出自適應光學(adaptive optics)
技術嘗試克服大氣層的問題。望遠鏡的鏡片不再造
成一整塊，而是分割成多塊，每塊鏡的底部連上一
個可以改變鏡位的裝置，使每一塊鏡都可以隨意改
變位置，然後透過射一條激光上天空，在天空中製
造出一顆人造星，天文學家透過觀看這顆人造星在
大氣下的改變，推斷出大氣視寧度的變化，電腦的
計算指示鏡片調節角度或鏡的厚度，以消除大氣喘
動的影響。現在不少大型天文台都引入了自適應光
學技術，其中以Keck的成效最為顯著，但這門技術
仍有很多技術性問題需要克服，相信假以時日，地
面的觀測可以迫近太空的水平。

獵戶座的參宿四(Betelgeuse) 是第一
顆人類透過望遠鏡拍攝到恆星表面的恆星，
雖然都不是太清楚，但我們可以在參宿四上
看到一個不能解釋的熱點(hot spot)，正如太
陽有太陽黑子，恆星也應該有恆星黑子(star
spots)，我們的望遠鏡技術再過多幾十年就能
夠看到更清楚的恆星表面，甚至恆星黑子。

天文學家現在已經懂得透過聆聽太陽表面的震動來研究太陽內部的結構，稱為日
震學(helioseismology)，這門技術的原理一樣可以應用到恆星上，是為星震學
(astroseismology)。將來只要科技的進步，解決了技術上的困難，我們便可以聆聽到
其他恆星的震動，星震學將來會成為一門研究恆星核
心的學科，以理解恆星的構造。

恆星科學的發展前沿正不斷開拓，以往較難觀
測的天體，現在都觀測到了，例如未能成為恆星的褐
矮星、帶有強力磁場的中子星─磁星(magnetar)
等天體。透過2MASS和GAIA等的觀測，將會為我們
開啟一個全新的恆星世界大門。雖然天文學的重心由
古代時期的天體測量學轉移到現在的天體物理學，但
恆星的探索工作依然持續，永無止境，正因為我們是
因恆星而生的兒女，我們更需要了解恆星─我們
生命的來源。

圖十六 Keck所拍的天王
星，自適應光學開?前後

的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