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文研究 訪徐遐生院士
問：首先，恭喜您得到邵逸夫獎。
徐：當然，得這個獎是很大的榮
幸，我很高興；但我很清楚會獲得提名
的候選人都是非常非常優秀的，最後給
誰，會被考慮的因素很多很多，有一部
份是巧合（時機對了）。對我來說，得
獎或不得獎，我還是和以前一樣，生命
不會就此完全地改變。
因為諾貝爾獎 沒有天文這項目，
我覺得邵逸夫獎最大的價值是，它提
升天文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可見度。天
文是很有趣的領域，很多小孩喜歡，
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天文照片神祕
又漂亮，是別的領域無法匹敵的；第
二，它不只是硬邦邦的科學，是有故
事的，宇宙、世界是怎麼發展的？從
何而來？這些都是很有趣的故事，人
類對這方面的思考有很長的歷史，尤
其是近幾百年更有長足的發展。所以
我認為，對於年齡小的孩子，天文能

典範的追尋
攝影 蔡和熹

帶出他們對科學、科技的興趣，這是
天文很重要的價值。不然，平心而
論，一個國家需要多少天文學家？應
該也不會很多嘛！
另外，天文這領域有很多有趣的題
目，因此，慢慢地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物

文/

劉愷俐，蔡和熹

理學家也進入天文的領域，因為天文的
好題目還是比物理多多了，不像物理需

徐遐生院士

，專長研究恆星誕生，是國際
公認的世界頂尖天文物理學者
之一。其極富原創性及影響力的貢獻，包括漩渦星系中螺旋
狀旋臂結構的密度波理論、互動雙星系統中質量轉移的動力
學、恆星與行星系統的形成、土星環中密度波與彎曲波的強
迫共振作用、球粒隕石的起源及正確預言彗星中應含有經歷
過高溫的球粒。其中「漩渦狀星系形成」和「恆星形成」等
理論獲得極高學術尊崇。徐院士也是同時獲選為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士（198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美國國家
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92年）等3項學術殊榮於一身的學者。
2009年，徐院士榮獲天文學類「邵逸夫獎」。

8

天文館期刊 第四十七期

要挖得很深才能有很大的貢獻。
（編者按：邵逸夫獎（The Shaw
Prize） 素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 由
香港著名的電影製作人邵逸夫爵士於2002
年11月創立。首屆的頒獎典禮在2004年9
月7日在香港舉行，設有天文學獎、生命
科學與醫學獎、數學科學獎，共三個獎
項。每年選出世界上在數學、生命科學與
醫學及天文學三方面有成就的科學家，並
頒授一百萬美元獎金以為表揚。）

2010.02

徐遐生院士，民國32年在雲南昆明出生，
6歲隨父母移民美國，大學就讀麻省理工學院
時開始接觸天文，19歲便寫下「星系旋臂密度
波」，21歲與指導教授林家翹聯合發表，成為
近40年來天文物理學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奠
定他在全球天文學界的地位。徐院士所著的
Physical Universe 「物理學宇宙」，在美國為修
習天文的學生必讀的經典教科書。徐院士認為
自己對天文的貢獻應該是在恆星形成方面，不
過，如果要選一篇貢獻最大的文章還是第一篇
星系旋臂密度波，因為那是單一原創的論文。

和林家翹他們兩位的標準是很高的，我第一次和
林家翹合作寫文章，花最多時間的不是在計算而
是寫作和資料的考據，思量如何才能表達得很清
楚。因為研究再好，你寫文章或是演講時不能清
楚表達出去，一切白費。
我父親是個很「完整」的人，他對朋友很
好，有很多好朋友，口才也很好，嗜好很多，不論
是京戲、美食、橋牌等都很精通，我在高中時就去
旁聽他的課，所以我知道他對研究、教學是全心全
意的，他的標準就是不管做什麼事就要全心放進
去。我記得和他討論時，他會要我去寫黑板，解釋

問：您的父親徐賢修教授也是中研院的院

我念到什麼以及我的疑惑，假若我表現出有些地方

士，還有指導教授林家翹，可以談談他們對您的

不很清楚，他就會仔細再幫我解釋，長期下來，這

影響嗎？

讓我深刻體會，不懂的地方不應該逃避，要誠實，
更相反的，這常會是個機會所在，因為你不懂之

徐：他們兩位都是北京清華畢業的，我從小

處，別人也很可能不懂，你就有機會找出一條路

接觸父親的朋友都是清華的校友，清華大學和其

來。所以我也常告訴我的學生，做研究到了一個階

他大學有些不一樣，它是用美國庚子賠款創設，

段就會碰到瓶頸，這就是個機會。

是揹有使命的，要派學生到美國學習科技帶回中
國；那一代的清華人和別的學校、別的教授是不
太一樣的，有對國家、對社會很強烈的使命感，

問：從小，您父親有刻意栽培您往這方面發
展嗎？

這是對我的第一個影響。第二個影響是，我父親

↖ 徐遐生院士與同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父親僅共
同參加過一次院士會議。在那次會議中，諾貝
爾物理獎得主朱棣文(左起第一位)於演講後與
徐賢修院士及徐遐生院士合影。(攝於1996年)
↑徐院士與夫人於訂婚前後與林家翹院士家人合
影，地點是林院士在麻省的家。(攝於1967年)
← 一群華裔美籍天文學家舉辦晚宴，向林家翹
院士及夫人致敬。左起前排坐者為譚遠培、賀
曾樸、李太楓、林家翹、林夫人，後排立者為
林潮夫婦、徐院士夫婦、魯國鏞。(攝於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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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院士與夫人婚禮前一天的彩排晚餐。
（攝於1968年）
徐院士和家人在耶誕節期合影，左起為徐院士的嫂嫂、哥哥、
夫人、徐院士本人、母親、妹妹、姪子（坐在妹妹膝上）、父
親、姊姊、姊夫。（攝於1969年）

徐院士16歲進麻省理工之前的夏
天與母親在印第安納州的家後院
合影。（攝於1959年）

徐：他沒有特別推我，但我總是對科學有

時我不是個很好的學生，常常蹺課，看自己的

興趣。小時候一般小孩玩的事我也愛，不過，我

書。但是，現在我回頭來看，覺得這也不完全是

很喜歡唸書，唸得也很快，我也喜歡畫圖還有數

壞的事（當然，我也不是鼓勵學生要這樣做，校

學，我記得8歲的時候，父親帶我們去看達文西

長是不能這麼說的），因為這樣，我學會了「如

的畫展，我真覺得他是個天才，藝術、科學樣樣

何教自己」；也許有老師教，會學得多一點，但

在行，從那時起我就對科學充滿興趣。慢慢地，

不會學得好一點。我覺得教育裡最重要的應該是

我還體悟到算術並不是解決科學問題唯一的方

「學育」，學會教自己，才是終生受用、最重要

法，用字彙、用畫圖去推想、去解釋都是可行的

的事。（Education is not about teaching; education

方法。對策越多，解決的機會就越大，我認為在

is about learning.）

臺灣，我們要讓小孩多方學習、具備多方思考的
學習訓練和態度，不要太早分類、專精。

這兩個學校的學生都是很好很強的，在這
世界上最優秀的學生群裡，你很快就發現自己不

問：您覺得孩子從一進大學就開始分科會太

是最聰明最好的。不過，沒有關係，因為你不需

早嗎？像您大學在MIT，研究所在哈佛就讀，這

要是最聰明的；一個人最後有沒有成功並不是靠

兩所學校給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最聰明，要看你夠不夠努力、個人特質如何、有
沒有本事找到最重要的發現或理論，並完整表達

徐：我覺得一個平均18歲的小孩不見得很清楚
自己一輩子要做什麼，應該多給他一些時間，自己

出來。現在的研究題目越來越複雜，強調團隊合
作，假若沒辦法和別人合作，吃虧就很大了。

去找出來，就像我在高中的時候很會考試，都是第
一名，想想也並不怎麼樣，到大學我並不是個好學

我覺得進好大學最大的好處有二， 第一，

生，但後來這個過程對我的影響卻是幫助最大的。

就是有機會和最優秀的人合作、學習與競爭。第

大學一、二年級先不分科系，少選一些課，多教重

二，你會碰到很好的教授。好學校不全都是好教

點，不要太多記憶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學生自己有

授，但你只要能碰到一兩個好的，就抵得過100

興趣，自己會去學，被逼著學的東西，學生只會越

個差的了，他們就像是典範。

來越討厭而已，三個月以後就忘光光了。
在法國，有的實驗室裡女性比男性多，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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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覺得自己應該先念哈佛再去MIT，我在

和她們很早就有居禮夫人這個典範很有關係。居

大學唸得不是很開心，就覺得在MIT每個學生學

禮夫人不只是天才，也是個非常好的人，幾乎堪

的都是一樣的（理工），這讓我有種叛逆的心理

稱為科學家中的聖者，是所有人的典範。她是唯

（當然，我當時也是不夠成熟）。坦白來說，那

一得過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的人，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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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院士於柏克萊的第一個住處，在廚房裡醃
牛排為宴會作準備。（攝於1975年）

徐院士在加州阿瑟頓市（Atherton）的家中
陪外甥（小姨子之子）玩。（攝於1994年）

徐院士與姑姑在信義路上的家門前合影。在
1948-1949年間，他與母親、姊姊和哥哥曾在姑
姑家寄住了一年。（攝於1990年）

女兒和女婿也都曾獲得諾貝爾獎。她和丈夫發明

這一點點機會很大的可能是會被習慣以自我為中

很多東西，但是從來沒有申請專利，因為他們認

心思考、自以為是的外國學生發現。當然，反過

為知識應該是全社會共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來講，過度自以為是的美國學生可能對那99％的金

間，她還曾教導一群護士使用X光機來找傷兵身

玉良言棄之如敝屣，這種態度對大部分學生是不

上的子彈。我小時候看過他們故事的電影，很感

好的（所以美國民眾平均能力不好），但對少數

動，這就是典範，社會需要典範。

有創新能力的頂尖學生是好的，我認為這也就是
美國科學常能領先群倫的原動力。所以最優秀、

問：在柏克萊大學任教多年，談談您的感想。

最好的學生應該多給一些美國式的這種訓練。

徐：柏克萊是個很好的學校，他的特色是

我認為臺灣學生的教育訓練95％以上是不

每一個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很好的學生，各系間

錯的，但那種求高分、強記背誦的壓力我就不苟

互相欣賞、良性競爭，我常以此為榮。臺灣在這

同了。 在美國我就是很反對筆試的，這是非常

方面就有些落後，可能是臺灣二、三十年前的資

表象的，口語報告或寫報告就不一樣了，能不能

源較少使然，同校的系所間也需要相互搶錢搶資

言之有物，很有條理，文字優美表現文化的深度

源，私心重而勾心鬥角，這實在不是學校之福，

……，這包括很多能力的訓練。

大家應該齊心為這個學校。就像很多人會說徐遐
生是從柏克萊來的就是不錯，這些人可能從來沒
有聽過徐遐生，沒聽過柏克萊天文系，但他從自
己的領域知道柏克萊大學是非常不錯的，這樣不
是對我也有好處嗎？我們應該想想這種邏輯。
但這不是說臺灣事事比美國落後，我覺得臺

徐遐生院士在2002～2006年間回臺灣擔任國
立清華大學校長，他完完全全地辭去加州柏克
萊大學教職，也婉拒了出任天文學界裡最重要
的期刊Annual Review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主編這難得的職務，這個決定幾乎令全世界的
天文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感到驚訝。

灣學生就比美國學生認真、努力，這是態度的問
題。舉例說，在美國，即使是柏克萊，假若老師
教的內容學生不懂，學生直覺的反應就是，這是
老師的錯；在臺灣，學生不懂，他會覺得是自己
的問題，他會更用功直到弄懂。這有好有壞，好
處是學生會更認真更學好，壞處是總把教授放在
太高的位置，認為教授說什麼就一定是對的。其
實不然，往往潛藏在99％的正確之外的，可能是連

徐院士說最初受到邀約時他是婉拒的，他
考慮到三個原因，第一，自己的中文程度幾近文
盲，講中文很彆扭，不會讀也不會寫中文；第二
個，自己全部的社會經驗是在美國，對臺灣可能
不是很適合；第三，自己真正喜歡做的是研究跟
教書，對學校行政工作沒有興趣。但是，最後徐
遐生院士還是接下這職務，回臺灣了。

教授都不自知的錯誤，而那一點錯誤就是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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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院士說，當然，後來
決定要到臺灣，我也是認真地
思考過的。那個時候有一個很
大的事情影響我，我父親（徐
賢修先生）過世了。這讓我思
考一個人的生命到底有什麼意
義，就看我自己的父親，他回
到臺灣來做了些事，有很大的
貢獻。所以我覺得，也許這是
我欠父親的。回臺灣，也許有
個機會能有一番作為，成就一
些事，而不是只是負責寫自己
的研究論文，而是能做更大
的，為中國人做些貢獻。
（編者按：徐賢修先生也是
中央研究院院士。1970-1975任清
華大學校長，在校期間，創設大
學部的三個學院：理學院、工學
院和原子科學院。工學院設動力
機械、材料科學、工業化學、工

問：您覺得做個好教授的條件是什麼？
徐：事事為學生著想的教授就是好教授。找學生的目的不是
在幫自己，幫助學生是教授唯一也是最重要的責任。
父親要回臺灣接任清大校長時我已經是教授了，我曾問過
父親，您現在在美國一切都很好，母親也不贊成，您為什麼要
回去。他告訴我，「Frank，你和我都是教授，做教授是榮譽職
業 ，我們唯一的責任就是為未來（當時是1970年）。臺灣最好
的學生畢業就出國，大多數都留在國外，因為臺灣沒有合適的工
作機會，我回臺灣就是想創造這機會，幫他們找到回臺灣的理由
…」。這我一輩子會記得，這是一個教授最重要的責任，就是為
學生的未來，人才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資本，一個好教授需要有
這種態度。
很多教授想留最好的學生在國內，和自己一起做研究。我認
為現在臺灣的大學和碩士班的環境不輸國外，但是博士就還差些
距離，還是應該到國外去。這些人可能都是未來的教授，到國外
去和世界上最優秀的人學習，他們潛能更得發揮，會有更廣博的
想法而更能帶出來一番新的作為。
問：您對「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看法，有何建議？

業工程四系。
徐：這是補助研究計畫的經費，大家應該有同等的機會。要審
任內也推動了大型研究發展

查計畫寫得如何，有沒有能力去做，過1、2年要追蹤成效到什麼程

計劃如：電動車的研製等。1975

度，這樣才是善用這個經費。就像不能因為是臺大就一定要給它一定

年辭校務後曾任國家科學委員會

的額度。在臺灣，計畫的推動往往剛開始可能還不錯，但最怕的就是

主任委員，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

慢慢地又會流於鄉愿式的民主，就是分錢，和從前一樣。真正的民主

長等，在其任職國科會期間，對

應該是給予一樣的競爭機會，而不是一樣的結果。

於在新竹設立科學工業園區一事
居功厥偉。

—資料來源「維基

百科」）

培養人才，重點不在於找最好的學生，而是找最好的辦法
把學生帶上來，給學生機會發揮他們的潛能。我認為找最好的師
資是最重要的，再來才是環境和設備，就像在清大校園裡有教授
宿舍就非常好，散步回家，吃完飯再回實驗室；教授有多一點時
間待在工作上，和學生互動和其它教授交流，即使是吃一頓飯也
← 徐院士受澳洲科學院之邀，前往發表一
←
系列演講。由於徐院士的姓(Shu)，外
國人唸起來發音如同鞋子(Shoe)，因
此，朋友開玩笑地帶他到一家修鞋
店。徐院士覺得自己的腦袋是最需要
修理的，就把頭伸向師傅，準備接受
修理。（攝於1992年）
← 幾位天文學家在麥當勞天文臺
（McDonald Observatory）玩撲克牌，
左起為Artie Hatzes、徐院士及林潮。
（攝於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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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院士代表臺灣清華大學
參加於中國復旦大學舉行
的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
（AEARU）會議，會中17
所大學校長一字排開坐著
合影。徐院士是從右邊算
起的第三位。（攝於2005
年）

好。臺灣實驗室的設備不輸國外，可惜的是經驗

要避免個人好惡偏見，多找幾位專家，就更具公

不夠，沒有好好地物盡其用。另外，也不必急著

信力。評鑑教授的研究成績時，假若該領域國內

擴建大樓，蓋大樓可不像買件衣服，舊的建築值

目前還沒有能力做，也可以請國外專家參與評鑑

得也需要時時維護，國外知名大學裡百年名建築

的工作；當然，前題是教授本身的英文能力一定

比比皆是。

要好，從事學術研究英文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臺灣很多教授不夠

我個人認為，教授評鑑，研究一定要放前

有自信，常常做的是“me too research”，就是先

面，但還是要保持些彈性；而且，研究與教學，

看別人在做什麼，自己就跟著，因為只要再做好

一個教授假若在某一方面特別特別傑出，學校就

一些便可提出論文了。臺灣教授發表論文的量不

要留他，因為他可以成為其他教授這一面向的典

是問題，但是真正的好論文就不多了，這樣不太

範，這非常重要。況且，沒有人可以是完人、可

好，要勇敢去嘗試新的題目，其實，這反而成功

以全方位地被學習。當一個教授，研究與教學永

的機會才大。不要怕，這點美國就做得比較好。

遠是最重要的，有人會再加上行政工作，我認為
這應該讓較資深的教授去擔任，年輕的不要。

我認識一位在M I T非常優秀的教授，他年
紀比我還大，整個學術生涯發表過幾篇文章？7
篇！就7篇！大約每4年或5年才發表一篇文章，

問：您擔任清大校長期間，自己覺得最滿意
的成就是什麼，最大的遺憾呢？

在臺灣這種教授一定會被解聘，普通的美國大學
也會。但這位教授非常優秀非常有名，每篇文章

徐：最滿意的成就是為清大創立一個聘用教

都非常有價值。越是好的大學越有膽識給予教授

師的新辦法。過去，每年秋天時，各系系主任就

更高的信任和自由。

會向校長提出新教師的需求，再公開招募；但我
主張每年每一系都可以去找好的老師，我的想法

問：學校該怎麼訂定對於師資考評的標準，
怎樣的退場機制才不會錯失良材，您的建議？

是不希望某年有個特別優秀的候選人，只因這一
年這個系或這個領域沒有開出名額而被錯失了。
我主張不分系別，以院為單位，錄取最優秀的幾

徐：很多人問過我這問題，我總是說要知道

位排名，第一名可能是化學系、物理系或其它系

一樣東西好不好，一個人好不好，唯一的辦法就

。若有系所不同意錄取排名，可以申訴到學校的

是問專家。在美國，一個好教授或專家會很珍惜

審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我主導，我們會找最

自己的聲譽，不太會因人情或種種因素而說謊，

優秀的教授或校友一起做最後的審查討論，再確
13

認正取和備取；當然，我們也會參酌各系情況，

問：可以請您談談“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嗎！

不會讓系所師資過度膨脹或不足。
徐：這個計畫施行多年，一直做得不錯，它
做這種改變，我們只是希望去除以往被綁死

的開始是教育部希望我們做的，但是直到我離開

的名額限制，能納英才而任之。之後，這種審查

的時候教育部都還是沒有真正確認這個系統的法

會每年召開兩次，春天與秋天。剛開始實施，各

定地位。其實，不論是清交合併或是這個四校聯

系所覺得有些增加麻煩，三年後就越來越受到肯

合系統都是要給臺大多一些壓力，臺大缺乏競爭

定。我有自信地說即使在全世界，這都可以說是

壓力真的不好，它位於首善之都，擁有龐大的資

很領先的做法，並不是每個學校實施都會成功，

源和校友為後盾，差不多註定是永遠的第一了，

這辦法的成功最先決的條件是信任，因為大家相

但總不能和第二差這麼多啊！試想像加州假若只

信我這個校長不會偏袒哪個系所。

有柏克萊這一所大學，它會像現在這麼好嗎？它
也要有史丹佛、加州理工，甚至加州大學洛杉磯

所以我覺得，能建立個好制度幫學校找到
好教授是最重要的事，希望這制度能繼續實施下

分校、聖地牙哥分校。同理就像英國不能只有劍
橋一所好大學就夠了。

去。至於其它像找經費、找地等這些短期內比較
顯而易見到成績的，我反而覺得不足掛齒。

（編者按: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UST），簡稱臺聯大或臺灣聯

至於我最遺憾沒有做到的是—清華交大沒有

大，是由位於北臺灣的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

合併。我一直認為應該要合併，教育部說學校規

學、國立中央大學及國立陽明大學等四所研究型大

模不夠大是有道理的，一個學校規模太小，個人

學於2002年獲准共組的臺灣第一個大學系統。四校

領域的成就很難得到相當的聲譽。

推動中的合作項目包括：合聘教師、相互承認學

清華在第一輪投票（校務會議）中就通過
了，因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和每個系所溝通，投
票時是106:6贊成，4位學生代表反對。關於這議
題，我只想問一件事，假若今天沒有清華，沒有
交大，要在新竹新開辦個大學，你會辦一所或二
所？答案是很清楚的；就算清華、交大都各已有
數十年的歷史，但是未來有更長的路，我們都要

分、舉辦聯合招生、校際轉系及跨校修讀輔系或修
雙學位、合辦跨校之研究所及研究中心、共享圖書
及貴重設備之資源。短期目標為整合四校之行政、
教學及研究資源。此系統長期目標則為「整併四校
為一校」。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問：臺灣天文的發展起步較晚，您覺得可以
著力在哪些方面比較有機會。

為未來向前看，很可惜交大沒有通過。
徐：差不多在20多年前我們就已經開始考
沒有合併的後續影響，如今越來越顯現；臺

慮了。因為天文是個很老、可以說是最早發展的

大獨霸於臺灣，無可匹敵，臺大需要有競爭者，

科學；臺灣起步較遲，我們認為應該挑最難的，

有競爭才會更進步、才是臺灣之福；臺灣一定要

而不是最紅或最熱門的東西才有機會。因為最難

有幾個很好的大學，才會真正的有立足世界的機

的東西大家都在摸索和學習；因此，最好的辦法

會。我認為不能合併對臺灣傷害很大。現在清大

就是參加好的國際計畫，和大家合作、向最優秀

與交大規模都比臺大小3、4倍，在資源等許多方

的人學習。我們那時就決定從毫米波、干涉陣列

面是沒辦法競爭的。

這些領域著手。剛開始是和柏克萊合作，由毫米

當初合併議題吵得沸沸揚揚時，我們也和政
府談，建議敏感問題（如校名等）先擱置，兩校
先試辦5年然後我們再投票，但即使這樣，交大
還是一樣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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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到現在的次毫米波，和哈佛、史密松天文臺合
作，當時只有美國和臺灣做，現在大家知道這是
好東西，要在智利要造個很大的干涉陣列，現在
臺灣在這個領域的國際上排名是前面的，就是因
為參與了這些計畫。

2010.02

← 與幾位共同創辦中研院天文所的「同黨」在太魯閣合
影，從左到右為余光超、徐遐生、袁旂和魯國鏞。
（攝於1991年）
↙ 民國92年12月10日中研院天文所假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
學與物理學館二樓大廳舉辦十週年慶，由徐遐生院士、
當時的天文所主任郭新博士、袁旂特聘研究員、與現任
主任賀曾樸博士（前排從左到右）共同主持。
↓ 在民國92年11月22日於美國夏威夷毛納基峰上舉行的次
毫米波陣列落成典禮上，徐遐生院士（前排左起第二
位）與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院士(左起第一位)以及魯
國鏞院士及夫人（右起第一及第二位）合影留念。

問：我有個疑問，當時臺灣沒什麼這方面的基

像陳明堂就是非常好的、還有王明杰等好幾位都

礎，別人為什麼願意和我們合作，臺灣能貢獻什麼？

是很優秀的人才。但是除了這些人，還需要有觀
測和理論方面天文的人才，取得觀測數據之後，

徐：像SMA，他們原先有6座干涉陣列望遠

後端如何去用、去分析、判讀和發展成新的理論

鏡，再增加2座，經費增加1/3，速度和能觀測到

是很重要的，在這方面臺灣還是落後一些；但是

的天體就可以增加1倍，對方就覺得很值得。或

慢慢的也發展起來了。像賀所長所帶領的研究團

許在天文方面我們沒有比較有經驗的研究員，不

隊，在恆星形成的觀測方面，在全世界這一輩年

過在工程、超導、半導體方面臺灣都發展得很不

輕人中，在這個領域裡算是領導的地位，非常不

錯，這些技術都是很需要的，因為這不是單純的

錯的。我在多個國際研討會中報告他們的成果，

望遠鏡，不只是拍攝到影像，還有很多問題，如

都得到很大的推崇。我這次得邵逸夫獎，有一大

偵測的技術等需要克服。現在臺灣在接收器這方

部分也是參與那個計畫的成績。

面的技術可說是亞洲第二，僅次於日本，在毫米
波這方面技術連日本也沒有，所以在這部份日本

順道提個有趣的故事，我們將近20年前推

人很願意和臺灣合作，現在在中研院天文所研究

動這些計畫時，曾有日本與大陸知名的天文學家

員講日文的比講中文還多；當然，英文還是這裡

來臺灣，當時並不贊同我們和美國合作的做法，

的共通語言，歐洲人、美國人、亞洲人等都有，

他們認為臺灣應該花個50、100年從基礎做起，

是個真正的國際團隊。

發展自己的東西。我當時就表示，臺灣的情況和
日本不同，臺灣有很多歐美的留學生，早期沒有

問：這個計畫的推動已經十多年了，就像您

回國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機會。但是，當下

說的這是個國際團隊，可以談談我們自己的人才

不一樣了，臺灣的產業慢慢發展起來了，很多人

培養和技術的發展嗎？

在國外願意為國內貢獻一己之力。既然臺灣有這

徐：我們最強的那一部份最好最多的人才
都是臺灣人，就是工程、物理這些領域的人才，

個機會可以不必一步一步來時，我們就要跳到前
面，不要再搞那些老領域。老領域別人搞了幾百
年，那麼多人做，我們一個小國家怎麼追得上
15

呢？所以，要選擇一個難做的題目、一個新的方

有辦法的，因為到最後，假若我們沒有辦法去解決

向，別人也不很清楚該怎麼做，這樣就能彼此合

這四個問題，我們是有理由去反對它的。

作開創出一條路。日前，我朋友又碰到這兩位天
文學家，再問起他們的看法，他們都表示我們當
初的抉擇是正確的。

全球環境變遷的問題太大，這不只是政策制
定的問題，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還要靠我們
這些學科學、學工程的，大家一起努力找出對策。

問：中研院現在這一方面的發展很不錯，除

這問題影響很可怕，我們時間不多了，你我可能看

了研究、實務之外，和大學教學方面配合的如何？

不到，但下一代一定看得到。以我對天文有這麼大
的興趣，我認為我有責任，也想要為全球環境變遷

徐：研究與教學是應該可以相輔相成的，不
過，在臺灣還沒有做得很好，這是不對的，我也

問題盡一己之力，這似乎又回到我“一切為未來”
的初衷了。

覺得很可惜。中研院不只是天文，還有很多其他
領域有些真的很優秀的研究員，因為中研院不能

百年大計，政府不會想到，四年一次選舉，

收學生，教學也不是我們主要的任務，沒有機會

政治是短視的。只有為人父母、學校和研究人員

常接觸到學生，不能接觸到高等教育，很可惜。

才會關心，這事太重要了。這次「邵逸夫獎」獲
得的獎金我計畫使用在全球能源與環境議題上，

我個人的職業生涯可分成三部份，研究是
我最喜歡的，教學和服務貢獻社會我也喜歡，我
覺得天文都可以做得到，就像美國的Carl Sagan
（薩根），是20年前公認僅次於愛因斯坦最有名
的科學家，他就是個天文學家，為什麼？因為天

希望能做些事。（訪問日期2009年8月10日於臺
北中研院天文所）

徐遐生院士 小檔案
學歷

文就是一個連小朋友都可以很有興趣的領域，不

* 美國哈佛大學天文學博士（1968）

必講得很深，就可帶到一個很深奧又有趣的思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學士（1963）

考，就像“時間從何而來？”、“地球從何而
來？何時開始的？”、“生命的起源？”

經歷
* 臺灣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2002~2006）
* 美國加州大學「大學系統教授」（1999-2002）

比如大學的通識教育，在美國是最好的教授
去教的，在臺灣，好教授是絕對不會去教，我認
為這是很錯誤的想法。我常去高中和學生座談、
演講，發現越小的小孩對科學越有興趣，越長越
大就越捨棄了。因為科學就像一條直直的路，很
快的越走越深就越窄越艱澀，很難親近，窮盡力
氣鑽研，多年後一旦發現沒有興趣，卻也驚覺是
條不歸路。但是，天文就不是這樣，很快就能碰
到很多很有趣的題目，專家也不一定比你懂得
深，很快地就能進入情況。
問：最近這幾年您都致力於哪些研究議題？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天文系校長講座教 授
（1996-1999）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天文系系主任
（1984 -1988）

榮譽
* 香港天文學類「邵逸夫獎」（2009）
* 美國太平洋天文學會布魯斯獎 (2009)
* 美國哲學學會院士（2003）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師研究講座 （2001）
* 美國物理和天文學會共同頒發Heineman獎（2000）
* 美國天文學會 Brouwer 獎（1996）
* 荷蘭萊登大學 奧特講座教授（1996）

徐：這幾年我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能源和環境
的議題上，我認為全球環境變遷是非常重要而且迫

* 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

切的問題，我希望找出能讓核能變得更安全、更便

*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87）

宜的方法，並能解決廢料處理的問題和免除害怕核

* 美國天文學會 Warner 獎（1977）

能會被製成原子彈等致命武器的方法。我認為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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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92）

天文館期刊 第四十七期

劉愷俐：任職於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蔡和熹：就讀於北一女中三年級
20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