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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A 與遙遠宇宙中的星系
撰文

王為豪

位於智利高原的 ALMA，早在規劃建造之初，就

因此成了氫分子的替身，其轉動躍遷所產生的輻射

已被廣泛預期將成為揭開遙遠的星系面紗的重要工

就廣泛地被天文學家用來研究星際間的分子氣體。

具。因為毫米與次毫米波主要來自星際間的低溫氣

如果我們已知或假設 CO 輻射強度與氫分子數量間

體與塵粒，ALMA 的觀測也就聚焦於研究這些低溫

的轉換關係，觀測 CO 輻射就相當於觀測氫分子。

氣體的物理狀態，或者以低溫物質當媒介來追蹤遠
方的晦暗星系。

觀測氫分子（及其替身的 CO）有何重要？以星系
的角度來看的話，關鍵是氣體在星系演化中所扮演

ALMA 能觀測到的低溫物質的輻射非常多樣，但

的角色。目前關於星系演化與宇宙中各種尺度的結

對極遙遠的星系來說，目前最受矚目的觀測可概分

構形成的主流理論大致是 [2]，大爆炸之後，宇宙中

為三類：一氧化碳分子的轉動能階躍遷、塵粒的黑

的物質（主要是暗物質）的分佈大體均勻，但各處

體輻射、碳離子的超精細譜線。本文將簡單介紹這

仍有極微小的密度差異。密度比周圍略高的地方，

三類的觀測，對此一主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文

其重力會吸引四周更多的暗物質，形成夠深的位能

獻 [1]，裡頭對低溫氣體的天文物理與近期觀測有完

阱（常稱為暗物質暈）之後，氣體就會流入並因自

整的介紹。

身重力塌縮成恆星，而恆星進一步聚集成為星系與
星系團等更大的結構（如圖 1）。這個過程中，藏
在背後的主謀是是極難被定量觀測到的暗物質，可

一氧化碳的轉動躍遷
氫是宇宙中最豐富的元素，但只有特定溫度與密

以輕易（相對來說）被觀測到的則是以恆星為構成

度的氫可以產生足夠強的輻射而在特定波長被觀測

單元的星系與星系團等，但它們已經是星系形成的

到。當星際物質的溫度低於絕對溫度數十 K 的時候，

末端產物。目前的可見光與近紅外天文學的重要任

氫主要以分子狀態存在。然而，分子氫因其對稱結

務之一就是透過觀測星系與星系團，來間接推敲我

構而缺乏電偶極矩，要發出輻射就得靠躍牽機率低、

們關於暗物質（以及整個宇宙論）的瞭解是否正確

也很難在低溫狀態下被激發的電四極矩。因此，分

[3]。而如果我們能進一步大規模地觀測星系與星系

子氫雖然廣泛存在於星際空間，其發出的輻射卻極

團的前身，也就是低溫的氣體在宇宙中的分布，很

難觀測到。另一方面，碳與氧是宇宙中豐度僅次於

顯然會更有利於我們揪出幕後的主謀，至少能讓我

氫與氦的元素，其在低溫狀態下形成的最簡單分子，

們以更全面、更直接的方式檢視我們對宇宙論以及

一氧化碳（CO），也就有相當高的豐度，約是氫分

結構形成的理論是否正確。

子的萬分之一。再加上 CO 有很強的電偶極以及即

更明確地說，我們想知道的問題包括：

使是在低溫狀態下也很容易被激發的轉動能階，CO

1. 宇宙中分子氣體的總含量如何隨時間改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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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子氣體以及其它各種氣態（星際與星系際空間

看似沒有星系的地方觀測，而有可能找到宇宙中富

中的極高溫氣體、恆星內的氣體）的總量之間的關

含分子氣體、但尚未形成星系（或星系質量極低）

聯。

的地方。在過去毫米 / 次毫米望遠鏡靈敏度不佳的

2. 分子氣體出現的位置為何？不同質量與演化階

時代，拿望遠鏡朝著沒有大質量星系的地方觀測來

段的星系內的分子氣體含量為何？星系與星系之間

碰運氣，可以說是極不經濟的投資。比起來，還不

的空曠空間是否會出現分子氣體？

如把有限的觀測資源來好好研究已知的星系、或已

3. 最後，綜合以上兩個問題，氣體如何在各個不

知會有強烈 CO 輻射的地方。但有了 ALMA 的靈敏

同氣態間轉變，最後成為低溫分子態、在何時何地

度，朝天上任意位置與距離觀測（而不管那邊是否

以何種方式流入暗物質暈，然後以何等速率形成恆

已經有星系）並預期偶爾偵測到意料之外的 CO 訊

星、催化星系的成長？

號，就不再是空想科學 [6]。這樣的觀測，將目擊氣

在 ALMA 出現前，我們觀測遙遠星系的 CO 輻射

體初次在暗物質團塊中聚集，也就是星系即將誕生、

11
都集中在大質量（恆星質量高於 10 倍太陽質量）

或誕生不久之處，有助於釐清星系形成的初始條件，

星系、以及氣體含量極高的交互作用星系上 [5]，因

以及星系際空間中的氣體分佈狀況，這些都是欲瞭

為只有這類星系的 CO 輻射強到可以被觀測到。有

解星系演化所不可缺的關鍵知識。

了更靈敏的 ALMA，我們可觀測到來自中等質量星

除了透過 CO 譜線測量星系中的氣體特性，被重

系（恆星質量約 1010 倍太陽質量）的微弱 CO 輻射，

力透鏡彎曲變形的星系的 CO 影像，也可用來偵測

這些星系才是宇宙中為數最多的主力星系，只有普

透鏡中微小的重力結構 [7]。宇宙中不同質量的暗物

遍測量它們的分子氣體含量，才可能推敲出星系中

質暈的相對數量，是檢驗不同的暗物質理論的重大

的氣體與星系演化間的完整關聯。

依據，但傳統的觀測對此參數幾乎是無能為力。用

更進一步，除了拿 ALMA 朝已知的遙遠星系觀測

重力透鏡來決定宇宙中小型暗物質暈的數量，是少

以測量其分子氣體含量，ALMA 甚至允許我們朝著

數被認為可行的觀測之一。這樣的觀測在過去同樣

圖 1.

星系形成的大尺度模擬。本圖顯示一類似

銀河系大小的星系在紅移 2.0（距今 100 億年前、
宇宙年齡約為現在的 24%）時的模樣。該星系位
於圖片中心，圖片顯示的尺度是 300 萬秒差距，
約是該銀河的 100 倍大。左上與右上分別顯示氣
體的密度與溫度分佈，越往中心溫度越低、密度
越高，是分子雲出現的地區。右下顯示的是已經
在分子雲裡形成的恆星，左下則是恆星製造的重
元素被拋出星系後的分佈。目前的天文觀測只能
有效偵測恆星，所以我們只能片面比較恆星部份
的觀測結果以及理論模擬。透過 ALMA，我們有
可能進一步掌握星系內外的氣體分布，進而與理
論模擬中的氣體做比較。本圖取自 http://www.
craigmbooth.com，模擬資料來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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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重力透鏡下的次毫米星系。本圖顯示五個 ALMA 觀測到的遙遠次毫米星系，其紅移介於 2 到 6 之間。其中，淺藍色的部份是哈
伯太空望遠鏡所拍到的可見光影像，主要是星系中恆星產生的星光；紅色的部份是 ALMA 拍到的次毫米連續譜影像，主要來自星際間
的塵埃。ALMA 拍到的影像呈現不連續的圓弧，表示影像被大質量的前景星系的重力所扭曲（參考圖 3）。本圖顯示的雖是次毫米連
續譜，ALMA 卻也對同一批星系進行 CO 譜線的觀測並成功得到被重力透鏡彎曲的 CO 影像，天文學家們正透過這樣的 CO 與連續譜
影像測定前景星系中的微小重力結構 [9]。（圖片來源：ALMA (ESO/NRAO/NAOJ), J. Vieira et al. [8].）

被靈敏度與解析力所限，而 ALMA 提供了絕佳的解

星系的紅外線輻射後發現，像銀河系這樣的成熟星

答。ALMA 在 2012 年做了一系列重力透鏡下的 CO

系的塵埃含量不高，星光大部份都可以逃脫，而不

觀測，驗證了此一觀測的可行性 [8,9]（圖 2、圖 3）。

太會被塵埃吸收。但如果換成仍在成長中的星系，

未來 ALMA 能否藉此在宇宙學上做出重大的貢獻，

也就是正在快速把分子氣體轉換成年輕恆星的星

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系，它們的塵埃含量與密度就很高，星光會有相當
高的比例被塵埃吸收，而被轉換成遠紅外線。事實
上，如果我們看成長速度最高的星系，會發現它們

塵粒的黑體輻射
星際空間中除了各種原子、分子、與離子氣體，

發出的遠紅外線比可見光還強，甚至可能強上一個

還有許多大小約介於 100 到 1000 nm 的塵粒，主成

量級以上。這表示它們大部份的星光都被吸收掉了，

份是碳與矽的各種化合物。這些塵粒是星球演化末

整個星系都被埋在塵埃裡。如果我們直接測量它們

期的產物，因此只要
是有恆星的地方（星
系）就有它們。因為
它們的大小約與紫外
光與可見光的波長相
當，它們可以很有效
地吸收來自恆星的星
光（星光主要是紫外
光與可見光、就跟陽
光一樣），塵埃吸收
能量並增溫到數十 K
之後，就把能量轉換
成遠紅外的黑體輻射
釋放出去。
天文學家研究鄰近

圖 3.

重力透鏡示意圖（亦參考圖 2）。遠方的紅色星系所發出的次毫米波，被前景的大質亮星系的

重力場彎曲改變行進方向，被我們觀察到時好像是來自幾個不同的方向，造成照片中的弧狀結構，甚
至可能成為完整的環形（稱愛因斯坦環）。 （圖片來源：ALMA (ESO/NRAO/NAOJ), L. Calcada (ESO), Y. Hezaveh et a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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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紫外光輻射，會發現強度很低，這會讓我們誤以

觀測的話，我們對星系演化的瞭解將永遠是半吊子。

為這些星系裡並沒有太多高溫的年輕恆星（這樣的

這被塵埃所吸收的一半的星光到底從哪發出？

恆星是紫外光的主要來源），但其實這樣的星系正

COBE 的背景輻射量測只能告訴我們這樣的紅外光

以極高的速度在產生年輕恆星，只是無法在紫外光

確實存在，卻無法告訴我們紅外光來自哪些星系。

直接看到而已。

要把這些深埋在塵埃中的星系找出來，只能用比

前述被塵埃徹底遮掩的星系，在鄰近宇宙中相當

COBE 衛星強的望遠鏡做進一步的搜尋。這樣的望

罕見，但在遙遠宇宙中可能為數極多。推測它們為

遠鏡就是地面上的毫米 / 次毫米望遠鏡，因為來自

數極多的原因之一是，星系要在有限時間內成長到

遙遠宇宙的遠紅外光，會紅移成毫米與次毫米波。

現在的大小，很可能要經歷過至少一段快速成長的

也因此，這些發出強烈遠紅外線的星系也常被稱為

時期，也就是被塵埃包覆而放出大量遠紅外線的階

次毫米星系（在圖 2 與圖 3 中，ALMA 所觀測到的

段。另一個更強的證據是，根據 COBE 衛星測量全

背景星系正是屬於次毫米星系）。在 2011 年的物

天空從近紅外到遠紅外的背景輻射強度，我們發現

理雙月刊上，我概略介紹了次毫米星系領域在 2012

宇宙中所有的星系發出的輻射總和，在可見光與紅

年以前的進展 [11]。簡單來說，在 2012 以前，因為

外光的能量強度是相近的 [10]。這個觀測告訴我們，

望遠鏡靈敏度的不足，就像前述 CO 的觀測一樣，

宇宙中所有的星光，約有一半逃過了塵埃的吸收，

我們只能看到塵埃輻射最強的少數大型星系。有了

另一半則是被塵埃吸收而成為遠紅外光。從這樣的

ALMA 之後，我們將能看到輻射強度較弱、但為數

結果推論，如果我們用可見光來觀測遙遠宇宙（譬

極多的主流星系（如圖 4）。此外，我們除了可以

如知名的哈伯深景觀測），要嘛我們可以看到所有

朝著已知的星系（如哈伯深景裡的星系）以 ALMA

的星系，但只能看到這些星系裡一半的星光；要嘛

測量它們的塵埃輻射強度，也可以朝天上任意區域

我們只看到一半的星系。真實的狀況很可能處於這

用 ALMA 掃描，找找看是不是有些星系是可見光觀

兩個極端中間，但現有觀測資料無法告訴我們比較

測無法偵測到、卻發出強烈次毫米輻射的。這些觀

接近哪個極端。而且不論是介於兩個極端間的哪個

測將告訴我們宇宙中何處是星系正在快速成長的地

位置，我們都知道只靠可見光觀測是不夠的，我們

方，而且其中很多可能不曾為過去的可見光天文學

永遠會錯失一半的資訊。也就是，只靠光學望遠鏡

所知。

圖 4. 筆者以 ALMA 偵測到小型遙遠星系的塵埃輻射 [12]。本觀測的目標是一伽瑪射線爆（GRB080607）的宿主星系，位於紅移 3.0
（距今 115 億年前、宇宙年齡約為現在的 16%）。伽瑪射線爆一般相信來自死亡的超大質量恆星，因為這類恆星的死亡與出生間的
時間差極短，伽瑪射線爆也就可能來自正在產生年輕恆星的星系。右圖是哈伯太空望遠鏡的近紅外光影像，圖中心的小星系就是紅移
3.0 的伽瑪射線爆宿主星系。左圖是 ALMA 的次毫米影像，圖中心的方框是目標位置，可以看出 ALMA 偵測到來自此一星系的微弱塵
埃輻射。從這個觀測，我們推論此一星系的成長速度（也就是製造年輕恆星的速度）約是目前銀河系成長速度數十倍。在現在的宇宙，
這是罕見的高成長速度，但在早期宇宙，這是常見的中生代主力銀河的成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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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的物理雙月刊的文章中，我介紹了塵埃輻

不過，因為我們對 CII 輻射的天文物理意義尚有

射在次毫米波的一個奇妙特性，就是越遠的天體看

許多問題需要釐清，ALMA 到底能不能在 CII 觀測

起來並不會越暗 [13]。（一氧化碳輻射在毫米波段

這一塊大有斬獲仍屬未知。譬如，在以 ALMA 偵

也有類似的特性，只是較不顯著 [5]。）利用這個特

測到某遙遠星系的 CII 輻射後，我們很確定從譜線

性，我們有可能以次毫米波看到極遙遠的天體。在

的都普勒效應可以告訴我們星系中氣體的運動狀態

過去，因為次毫米望遠鏡的靈敏度不足，我們只能

（如圖 5 右側），這部份問題不大。但輻射的強度

看到幾個極為零星的例子。ALMA 空前的靈敏度、

能告訴我們什麼？前述的 CO 輻射強度大體上可以

加上次毫米塵埃輻射的這個奇妙特性，有可能讓我

告訴我們星系中的總分子氫含量，就算結果會有偏

們看到為數極多的極遙遠年輕星系，我們且拭目以

差，我們也對造成偏差的物理原因（CO 與 H2 的相

待。

對含量以及溫度、密度等）有還算不錯的瞭解。我
們也知道，前述塵埃的輻射強度可以告訴我們星系
的成長速度，因為塵埃是被剛形成的年輕恆星的紫

碳離子的超精細譜線
比起前述的 CO 分子譜線與塵埃的黑體輻射，在

外線所加溫。但對於 CII，我們就無法那麼清楚地回

ALMA 時代另一個備受矚目的輻射是來自被游離一

答，到底 CII 代表的是某種氣態的氣體含量還是游

個電子的碳離子（記為 C+ 或 CII）能階上的超精細

離與激發 CII 的輻射場強度。如果 CII 背後代表的物

結構間的電子躍遷。這條遠紅外譜線位於 158 μm，

理不是那麼簡單明確，而是由許多因子組合而成，

無法穿透地球大氣，所以一直以來只能以人造衛星

那就算 ALMA 可以輕易偵測到遠方星系的 CII，偵

觀測，觀測難度相當高，可用的資料常僅限於鄰近

測到之後能拿來做的研究就不是那麼直接了當了。

的星系，解析力也不夠好，導致我們對它的詳細物

除了以上所談及較為不確定的物理，讓狀況雪上

理特性所知有限。然而，在所有有限的知識中，有

加霜的是遙遠星系是否真的會如預期一般發出強烈

件事是十分確定的：CII 是星系裡的星際介質最主要

的 CII 輻射這樣的疑慮。近一兩年的 ALMA 觀測中，

的冷卻媒介，在紅外線到無線電波段中，它是星系

有不少是試圖偵測已知星系的 CII 輻射，但即便靈

所發出所有譜線中最強的一個，它甚至比前述 CO

敏如 ALMA，也不乏失敗的案例 [15,16]（但不能否

譜線強上千倍！

認也有如圖 5 一般讓人振奮的結果）。這開始讓一

這麼強的一條譜線，只因為無法穿透地球大氣而

些天文學家懷疑，遙遠星系中的物理作用（包括碳

難以被天文學家利用，實在是件很可惜的事。然而，

的化學含量）可能跟鄰近星系不同，導致在鄰近星

宇宙的膨漲幫了我們一把。如果我們觀測的目標是

系中很強的 CII 輻射，在遙遠星系裡未必那麼強。

遙遠的星系，紅移效應會把這條譜線從 158 μm 的遠

當然，要確實回答這問題、然後釐清 CII 輻射背後

紅外帶到 400 μm 以上、甚至 800 μm 以上的毫米 /

的物理細節，需要更多、更靈敏的 CII 觀測。CII 對

次毫米波段，而地球的大氣在次毫米波是半透明甚

ALMA 來說到底是個應許之地，還是只是空中樓閣，

至全透明的。過去的毫米 / 次毫米望遠鏡，已經成

仍有待時間與更多的資料來驗證。

功偵測到許多極遙遠的類星體、少數大型星系、以
及少數被重力透鏡放大的中等星系所發出的 CII 輻

結語

射。同樣地，ALMA 的靈敏度將有可能偵測到為數

雖然 ALMA 已經開始科學觀測達三年，但嚴格

極多的中等星系的 CII 輻射（如圖 5、[14]）。有人

說來 ALMA 仍處於試運轉狀態，這三年間大部份的

甚至曾預言，對 ALMA 來說，CII 才是觀測極遙遠

時間仍用於工程測試與各種調校，科學觀測能用的

星系的重要媒介，既不是 CO 也不是塵埃輻射。

天線數量較少，進度也常比預想中慢。因此，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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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ALMA 偵測到遙遠星系的 CII
輻射。左圖中的紅色背景是哈伯太
空望遠鏡的長時間曝光照片，可見
目標星系極為暗淡，是三個位於紅
移 5.3（ 距 今 126 億 年 前、 宇 宙 年
齡約為現在的 8%）的小型年輕星
系。左圖中白色的等高線是 ALMA
測量到來自這三個小星系的 CII 輻
射強度，右側上下兩圖顯示的則是
CII 譜線的都普勒位移量，代表 CII
氣體的運動狀態。圖片來自 [14]。

來自 ALMA 的觀測資料仍然相當有限，科學家要使
用 ALMA 的難度也相當高。即便如此，ALMA 的觀
測也已展現其強大的威力。進入 2015，ALMA 的建
造與所需的各種測試都將進入尾聲。在可預見的未
來，ALMA 用於科學觀測上的時間將會快速增加，
性能也會比過去三年更為強悍。我們相信 ALMA 會
在星系演化與宇宙學上做出令人目不暇給的貢獻，
也希望對數理或工程科學有興趣的年輕學子能加入
我們，一起用 ALMA 研究宇宙、或開發出比 ALMA
更具威力的下一世代天文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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