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ALMA 看恆星形成
撰文

引言

顏士韋

的特性，大小行星的軌道分佈、軌道離心率……等

我們所在的星系──銀河系約有千億顆恆星，有

等，相當分歧。如何形成這些質量大不相同的恆星

的質量不及太陽的一半、光度比太陽暗上十倍，有

與各式各樣特性迥異的行星系統，一直是天文學家

的質量可達太陽的幾十倍、光度比太陽高上幾萬倍。

致力解答的課題。

這些恆星之中，許多都和太陽一樣有著行星系統。

目前我們知道，恆星主要誕生於星系內的巨大分

從觀測恆星光譜的徑向速度法（radial velocity），

子雲（giant molecular cloud）。這些分子雲的物質分

到運用克卜勒（Kepler）太空望遠鏡監測恆星光度的

佈並非均勻的，在亂流（turbulence）或是震波（shock

凌日法（transit），天文學家們已經發現了數千顆系

wave）通過的影響下，會形成許多的絲狀結構（fil-

外行星 [1]。這些太陽系外的行星系統有著截然不同

ament；圖 1）[2]。再藉由重力的作用，這些絲狀結
構內會形成數個密度較高的氣體團（dense core）[2]。
當氣體團的自身重力大於內部與重力抗衡的亂流或
是磁力，氣體團就會往中心塌縮，開啟恆星形成的
過程。這些低溫、低密度的氣體團藉由重力塌縮，
提高內部的溫度與密度，當氣體團中心的溫度和密
度足夠高的時候，會在中央形成一個液態靜力平衡
的核（hydrostatic core），主要由氫原子所組成，大
小約太陽的數倍 [3]。這個核就是恆星的前身，稱作
原恆星（protostar）。此時，氣體團的塌縮仍持續進
行，外圍的氣體受到重力的牽引向中心墜落，最終
被原恆星所吸積，成為原恆星成長的質量來源。
這些分子雲、氣體團含有許許多多的塵埃，會散
射波長較短的可見光和近紅外光，使得氣體團內部
的光難以穿透出來，所以透過可見光和紅外波段的
觀測可獲得的資訊有限，無法觀測氣體團內部正在

圖 1. 赫歇爾（Herschel）太空望遠鏡於波長 250 微米所拍攝的
Polaris 分子雲，影像顯示了分子雲內塵埃所發出的熱輻射，可用

過程，則需利用長波長的波段來觀測，例如毫米或
次毫米波。

來追蹤塵埃的分佈。圖片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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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恆星的區域。因此，要進一步瞭解恆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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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史匹哲太空望遠鏡所拍攝不同波段下的 SDC335（紅色：8 微米、綠色：4.5 微米、藍色：3.6 微米）。(b)：

ALMA 所拍攝來自 SDC335 的 N2H+ 譜線的分佈。(c)：透過 N2H+ 譜線所觀察到的氣體在視線方向運動的速度。圖片來源：[6]。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
觀測上，角鑑別率（angular resolution）的高低和
波長成反比，在波長越長的波段進行觀測，所獲得

測和科學研究。縱使只用了部份的天線，所達到的
靈敏度已經超越目前其他同波段的陣列式望遠鏡，
取得前所未見的天文影像。

角鑑別率就越差，越難分辨細微的結構。因此，相

研究恆星和行星的形成也是 ALMA 的重點項目之

較於可見光或近紅外波段的觀測，我們需要更大的

一，以下將介紹數則運用 ALMA 觀測所獲得關於恆

望遠鏡進行毫米或次毫米波段的觀測以得到更佳的

星形成的最新研究成果。

角鑑別率。若觀測波長 1 毫米的光，想要取得 1 角
秒的角鑑別率，就需要鏡面直徑約 250 公尺的望遠

孕育大質量恆星的氣體團

鏡。當然，直接打造一座如此巨大的望遠鏡是非常

大質量恆星的形成需要吸積充沛的物質，因此在

困難的。因此，天文學家們運用干涉的技術（inter-

巨大分子雲內必須要有高密度、大質量的氣體團，

ferometer），將數個較小的望遠鏡所接收的訊號集

才能孕育大質量恆星。如何形成這樣的氣體團，目

合在一起處理，便可獲得等效於一座巨大望遠鏡所

前有兩種主要的理論：一種說法是，巨大分子雲會

觀測到的影像，也就是所謂的陣列式望遠鏡。

因為自身的不穩定性，在其內部分裂出大質量的氣

由中央研究院天文所代表我國與全球多個國家

體團 [4]，進而孕育大質量的原恆星；另一種說法是，

共同合作興建於智利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

整個巨大分子雲會朝內部塌縮，在重力位能的中心

米 波 陣 列（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形成氣體團並在其中形成原恆星，一邊孕育大質量

Array，簡稱 ALMA）是目前地表上最大的毫米及次

恆星的同時，包覆原恆星的氣體團也會因為分子雲

毫米波段的陣列式望遠鏡。ALMA 由 66 個直徑 12

的塌縮而持續增加質量 [5]，便可提供充足的物質來

公尺的天線組成，能達到的角鑑別率和靈敏度都將

餵食原恆星。因此，要瞭解如何形成孕育大質量恆

是目前其他同波段的陣列式望遠鏡的數十倍。雖然

星的氣體團，就必須觀測氣體團與周圍氣體的相對

ALMA 還在測試階段，尚未全面運作，但是天文學

運動，研究他們之間的關係。

家已經開始使用部份完成的天線組成陣列來進行觀

SDC335 是 距 離 我 們 約 一 萬 光 年 的 暗 星 雲，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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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上留下一塊黑暗的區域（圖 2a），這是由於

率，除了可以用來取得氣體團最中心的光譜外，還

SDC335 有著高密度的塵埃，遮蔽了後方背景光的緣

可以直接拍攝原恆星周圍氣體運動的影像。因此，

故。透過史匹哲（Spitzer）紅外線太空望遠鏡的觀

ALMA 的高角鑑別率、高靈敏度就扮演了很重要的

測，可以看到 SDC335 有六條絲狀結構連接著中央

角色，讓我們可以觀測更接近原恆星的區域，瞭解

的核心（圖 2a 中標示 F1~F6 的虛線），而中央的核

原恆星吸積的過程。

心正孕育著大質量的原恆星（圖 2a 中有兩個十字所
標示的綠色亮點）。多國合作的研究團隊 Peretto 博
士等人，運用 ALMA 觀測來自 SDC335 的 N2H+ 譜
線，偵測並解析六條絲狀結構內的氣體運動 [6]。圖
2b 所顯示的是 ALMA 觀測到的 SDC335 內的氣體分
佈，其結構完全對應到紅外線觀測所看到的六條絲
狀結構。除此之外，中間有兩個氣體較豐沛的核（圖
2b 中藍黃色的部份），是形成大質量恆星的地方。
運 用 都 卜 勒（Doppler） 效 應，Peretto 博 士 等 人 分
析了這些氣體沿著視線方向的運動（圖 2c），發現
每條絲狀結構都有著不同速度，但最後都匯集到中
央的核心。Peretto 博士等人推論這些絲狀結構應該
是從不同方向流向中間核心的氣流，並且每年會為
中間的核帶來約 10-3 個太陽質量的物質。因此，在
SDC335 孕育大質量恆星的數萬年中，它可以從所在
的巨大分子雲再汲取數百個太陽質量的物質，來補
充自身的質量。這份觀測結果顯示，巨大分子雲的
整體塌縮可能對形成孕育大質量恆星的氣體團有很

圖 3. 塌縮中的氣體團的光譜特徵。圖中右側的天線代表觀測者，

重要的幫助 [6]。

圖中左側的球形代表氣體團，圖中下方則是觀測到的光譜示意
圖。因為氣體團正在朝中心塌縮，氣體團右半邊的氣體在視線方
向上是逐漸遠離觀測者，發射出紅移的譜線（+V）。左半邊的

氣體團的塌縮

氣體則是正在靠近觀測者，發射出藍移的譜線（-V）。氣體團最

原恆星們在塌縮的氣體團中吸積周圍氣體，累積
質量，最後形成大大小小質量不同的恆星。要瞭解

外層的氣體尚未開始塌縮，沒有相對於中心的運動，因此發射出
的譜線則是落在速度為零的地方。圖片來源：[7]。

恆星形成的過程中如何決定恆星誕生時的質量，就
必須研究氣體團內的物質如何隨著重力塌縮流向原
恆星，被原恆星所吸積，以及原恆星吸積的速率。

IRAS 16293-2422 B 是顆低質量的原恆星，ALMA

研究氣體團的塌縮，我們可以運用單碟的電波望遠

團隊已針對這顆原恆星做了一系列的觀測。透過觀

鏡觀測包覆原恆星的氣體團，取得其光譜，從光譜

測一些只來自於氣體團最深處的分子譜線，像是

的特徵來分析氣體團內部的運動（圖 3）[7]，但這

CH3OCHO-A 的譜線，就可以追蹤原恆星周圍的氣

種方法只能觀測到比較外圍的氣體運動，若要觀測

體運動，這樣的譜線需要 ALMA 優異的角鑑別率

氣體團深處、原恆星周圍的氣體運動，則須仰賴高

和靈敏度才有辦法偵測到。研究團隊 Pineda 博士等

角鑑別率的觀測。陣列式望遠鏡可以提供高角鑑別

人分析了 CH3OCHO-A 的譜線，找到了氣體團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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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 星 塌 縮 的 特 徵 — inverse P-Cygni profile（ 圖 4）
[8]。類似於圖 3，當氣體團朝原恆星塌縮時，原恆
星前方的氣體正在遠離我們，在光譜中形成紅移
（redshift），而後方的氣體正在靠近我們，形成藍
移（blueshift）。但是，因為原恆星周圍的氣體密度
很高，原恆星前方正在塌縮的氣體，遮蔽了來自中
央的連續譜，在光譜中紅移的部份形成了吸收譜線。
原恆星後方的氣體，並無遮蔽中央的連續譜，而且
因為氣體運動方向與前方的氣體相反，其放射的頻
率會因都卜勒效應而和前方氣體有所不同，不會被
前方氣體所吸收，因此在光譜中藍移的部份形成發
射譜線。這樣的光譜只會發生於氣體團的最中心處，
被天文學家們視為氣體團正在塌縮的直接證據。在

圖 5. ALMA 所拍攝 L1489 IRS 周圍 C18O 氣體的分佈與運動。等高線

ALMA 之前，因為角鑑別率和靈敏度的不足，這樣

代表著氣體分佈，而顏色則代表氣體的運動，紅色是該處氣體正在遠離

的光譜並不常被觀測到。透過分析 inverse P-Cygni
-4

-5

光譜，Pineda 博士等人估計每年約有 10 到 10 個

我們，藍色是接近我們。藉由分析氣體的分佈與速度對半徑的關係，發
現有兩道氣流正沿著拋物線的軌跡往中間的拱星盤流去。白色實線代表
氣流軌跡，箭頭代表氣體運動的方向。圖片來源：[9]。

太陽質量的物質正在往中心塌縮 [8]。
除了運用光譜之外，也可以從影像直接分析原恆
星周圍的氣體是如何流向原恆星。本人與日本的學
者 合 作， 運 用 ALMA 觀 測 了 另 一 顆 原 恆 星 L1489
IRS，取得 C18O 譜線的影像（圖 5），解析了原恆
星周圍 1000 天文單位內氣體的分佈和運動 [9]。透
過都卜勒效應，從譜線的紅移和藍移可以知道氣體
在視線方向的運動是在遠離還是靠近我們。我們發
現傳統上用來描述氣體團塌縮的二維軸對稱模型無
法解釋所觀測到的氣體運動，經由分析速度和氣體
分佈隨半徑的變化，重新建構三維的氣體團塌縮模
型與觀測結果比較，發現在 L1489 IRS 物質的塌縮
並不是對稱的，而是有兩道主要的氣流正在流向原
恆星周圍的拱星盤（circumstellar disk），而且氣流
的運動可以用自由落體結合角動量守恆的拋物線軌
圖 4. ALMA 朝 IRAS 16293-2422 所觀測到的 CH3OCHO-A 譜

-7
跡所描述，經由計算我們估計每年約有 10 個太陽

線光譜（黑線）。ALMA 在紅移（Vlsr-V0> 0）的波段，觀察到

質量的物質流向拱星盤。L1489 IRS 這顆原恆星是處

吸收譜線（TMB< 0），而在藍移（Vlsr-V0< 0）的波段，觀察到發

在恆星形成過程的中後期階段，物質的吸積已經接

射譜線（TMB> 0)，這就是 inverse P-Cygni profile 的特徵。紅
線所代表的是利用氣體團塌縮的模型所計算出來的理論 inverse
P-Cygni profile。圖片來源：[8]。

近尾聲。這份觀測結果顯示，塌縮氣體團中氣體流
動的方式也會隨著原恆星的演化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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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星盤的形成
金 牛 座 T 型 變 星（T Tauri star） 是 恆 星 形

恆而被沿著磁力線往外傳遞，這個效應稱作「磁制

成的最終階段，即將進入主序星帶（main se-

動（magnetic braking）」。失去了角動量，塌縮中

quence）的年輕星體（young stellar object）。

的物質將無法達到克卜勒速度、形成拱星盤。但是

天文學家發現這類年輕星體的周圍都有著拱

我們知道在恆星形成的後期階段，如金牛座 T 型變

星盤，半徑約數百個天文單位。拱星盤遵照著

星，拱星盤是普遍存在的。要瞭解這當中的問題所

克 卜 勒 運 動（Keplerian motion）， 如 同 地 球

在，就必須觀測恆星形成的初期階段，確認拱星盤

繞著太陽一樣，穩定的繞著金牛座 T 型變星

的存在，研究拱星盤到底是在哪個時期所形成的，

旋轉。天文學家認為，這些拱星盤是形成行星

當時的氣體運動又是如何。
在恆星形成的初期階段，包覆原恆星的氣體團

系統的地方，因此這些拱星盤又稱作原行星盤
（protoplanetary disk）。

仍然相當緻密，原恆星又隱藏在氣體團深處，要在

巨大分子雲中的氣體團都帶有角動量，在

塌縮的氣體團深處辨認出環繞原恆星的拱星盤並不

角動量守恆的情況下，隨著氣體團的塌縮，物
質會一邊流向原恆星一邊繞著原恆星旋轉。當
塌縮的物質與原恆星越來越近，物質繞著原恆
星旋轉的速度也會越來越快，最終將達到克卜
勒速度。此時，朝著原恆星塌縮的徑向運動將
會停止，塌縮的物質就開始繞著原恆星打轉，
如此，塌縮的物質將會在此累積，形成拱星盤
[10]。但是理論學家發現，如果在氣體團塌縮
的過程中，考慮磁場的效應，拱星盤將難以形
成 [11]。因為在塌縮的物質繞著原恆星旋轉的
同時，會扯動磁力線，使磁力線彎曲，彎曲的
磁力線形成與物質旋轉方向相反的力矩，進而
減慢物質的旋轉速度，物質的角動量也就不守

圖 6. 上：ALMA 所觀測到的 cyclic-C3H2 和 SO 譜線在原恆星 L1527
IRS 周圍的分佈。等高線代表 SO 的分佈，而顏色則是 cyclic-C3H2。
cyclic-C3H2 的譜線在正中間的位置最弱，在外側的部分較強，而 SO
譜線則是相反，分佈的峰值就在正中間。
下：L1527 IRS 周圍氣體分佈和拱星盤的示意圖。中間的星形
代表原恆星，其周圍的網底代表拱星盤，而上下兩側紅色和藍色的部
分則是一邊旋轉一邊往中間塌縮的氣體團。觀測發現，cyclic-C3H2 譜
線主要出現在塌縮中的氣體團內，而 SO 譜線主要來自拱星盤的邊緣。
圖片來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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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容易的事。因此，有高角鑑別率的 ALMA 也就

（decouple）、亂流的影響、磁場方向與角動量方向

成為尋找拱星盤的最佳工具。我國國立清華大學天

的不平行……等 [16]。至於哪一種機制才是最重要，

文研究所賴詩萍副教授與德國馬克斯普朗克（Max

則有待更進一步的觀測來釐清，這也是 ALMA 未來

Planck）外太空研究所博士生穆美蓉（Nadia Muril-

的研究計畫之一。

lo）所合作的研究團隊，利用 ALMA 觀測了一顆原
恆星 VLA 1623 A[12]。結合紅外、次毫米、毫米波

原行星盤的結構

段的觀測，分析了 VLA 1623 A 周圍塵埃熱輻射的光

年輕星體周圍的拱星盤是行星系統誕生的地方，

譜能量分佈（spectral energy distribution），研究團

因此被稱作原行星盤，瞭解原行星盤的結構與化學

隊發現這些塵埃的溫度還很低（~30 K），尚未被原

組成，是研究行星形成的重要課題之一。拱星盤的

恆星的光度充分加熱，因此，VLA 1623 A 應該是一

三維結構是會隨著半徑而有所變化的，例如：拱星

顆很年幼的原恆星 [12]。研究團隊在 VLA 1623 A 周

盤在不同半徑的厚度取決該區域的氣體溫度和氣體

圍發現一個半徑約 100 天文單位的盤狀結構，和各

所受的重力大小，如果氣體溫度越高，氣體壓力就

種不同的氣體運動模型比較之後，他們發現克卜勒

越大，拱星盤的厚度也就越大；或是氣體受到向盤

運動的模型最能描述此盤狀結構的運動，因此推論

面吸引的重力越小，那厚度也就越大。觀測上發現，

此盤狀結構就是 VLA 1623 A 周圍的拱星盤。

拱星盤的質量大約是中央年輕星體的百分之一。因

另外，本人參與的拱星盤研究，是由中央研究院

此，拱星盤上的重力場幾乎完全是由中央的年輕星

天文所研究員大橋永芳博士和東京大學學者坂井南

體所決定的，所以越靠近年輕星體的部份，所受到

美博士領導，運用 ALMA 觀測了另一顆有可能擁有

朝向拱星盤面的重力分量也就會大。另一方面，越

拱星盤的年幼原恆星 L1527 IRS[13][14][15]。藉由

靠近年輕星體的氣體，也越容易被其光度給加熱，

ALMA 更高的角鑑別率和靈敏度，我們得以更深入

溫度也就越高。考慮兩者的液態靜力平衡後，天文

的分析 L1527 IRS 周圍的氣體運動，仔細量測氣體

學家們發現，拱星盤越外圍的部份，厚度越大，整

運動速度與半徑的關係之後，發現 L1527 IRS 周圍

個拱星盤會呈現喇叭狀 [17]（如圖 7）。在 ALMA

的確存在著拱星盤，但是拱星盤的大小是之前預期

的高角鑑別率下，這樣細微的三維氣體分佈與結構

的一半。此外，還在拱星盤的周圍觀測到正在往拱
星盤塌縮的氣體，而且這些氣體的角動量是守恆的
[13]。我們亦觀察了數種不同的分子譜線，發現有些
分子譜線主要集中在拱星盤上，有些則是集中在拱
星盤外（圖 6），分子譜線分佈的差異顯示，在氣
體被吸積、墜落到拱星盤上的過程中，內部的化學
組成產生了變化 [14][15]。理論預期，當高速墜落的
氣體撞上拱星盤的時候，會產生震波，氣體的溫度
和密度會瞬間升高。在高溫高密度的驅使下，氣體
內部產生了化學反應，進而改變其化學組成。
這些觀測結果顯示了拱星盤在恆星形成的初期階
段就已經存在了，而且朝原恆星塌縮的氣體可以保
有它的角動量，並沒有顯著的磁制動效應。至於為
何沒有顯著的磁制動，理論上有數種說法，包括：
原恆星周圍磁場強度的耗散、氣體與磁場的退耦

圖 7.

原行星盤的三維氣體密度和溫度分佈的理論模型。黑色實線代

表等密度線，顏色的深淺則代表溫度的高低。中央的年輕星體則是位
在半徑為零的位置。圖片來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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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高（圖 7）。因為這樣的氣體分佈，在拱星盤

已經可以直接觀測到。
前中研院天文所博士後高橋智子博士與 Chapillon

外圍的中間層，溫度可低於 20 K，使得氣態 CO 無

博士參與的 de Gregorio-Monsalvo 博士領導的跨國研

法存在，所以 CO 譜線的觀測只能追蹤到拱星盤的

究團隊 [19]，以及另一組由 Rosenfeld 博士領導的研

表層。而研究團隊所觀測到的雙重結構，也就是來

究團隊 [18]，採用了 ALMA 對一顆 Herbig Ae 星 HD

自喇叭狀的拱星盤上下兩側的表層氣體，這是第一

163296 的觀測資料，各自研究了 HD 163296 周圍的

次在觀測上直接解析拱星盤上的三維氣體分佈。透

原行星盤。Herbig Ae 星是即將進入主序星帶、具有

過這樣觀測和 ALMA 的性能，將可深入的研究拱星

恆星光譜型 A 型的年輕星體，也就是處於恆星形成

盤上溫度和密度結構、不同化學元素的分佈……等，

的最後階段。這兩組研究團隊利用 CO 譜線來追蹤

瞭解行星系統的起源。

原行星盤的氣體分佈，發現 CO 譜線的影像呈現雙
重結構（圖 8 的紅色與黑色實線）。CO 分子有一個

結語

特性，就是當溫度低於 20 K 的時候，CO 氣體就會

這些 ALMA 觀測已為天文學帶來前所未見的影

結成冰，和塵埃結合，從氣態進入固態。非氣態的

像，讓我們可以更深入的探索恆星形成的過程。目

CO 不會發射毫米或次毫米波的譜線，也就無法被觀

前 ALMA 全數的天線都已建造完畢，正在逐一的測

測到。拱星盤的表層因為較容易被中央年輕星體的

試各項儀器、功能以及軟體，並會逐步開放更多的

光度給加熱，溫度較高，而中間層的氣體因為被內

設備讓天文學家運用。全部完成之後，除了靈敏度

側和表層的物質遮蔽，不易被加熱，溫度較低。因

是現有 ALMA 觀測的好幾倍外，角鑑別率更會是目

此，除了在徑向上，半徑越大的區域，溫度越低外，

前觀測的十倍。相信 ALMA 如此優異的觀測性能，

沿著垂直盤面的方向，中間的溫度較低，外側的溫

將帶領我們到天文學上全新未知的領域。

圖 8. ALMA 所拍攝來自 HD 163296 周圍原行星盤的 CO 譜線。不同的格子代表具有不同視線方向速度的氣體的分佈，格子中右下
角的數字代表氣體運動的速度，單位是公里每秒。紅色和黑色實線描繪了觀察到的雙重結構。圖片來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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