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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天文國際化的推手
文/ 范賢娟

我的天文研究 訪賀曾樸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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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前獲得的訊息讓我們以為中研院天文所籌備處（以下簡稱天文所）賀主任

雖精通英文、但中文不靈光，因此增加了採訪前準備的緊張程度。不過實際採訪卻

發現，主任的中文還不錯，他對這塊土地的天文發展、人才培育、甚至人格養成都

非常關心，不過這份關心卻不僅止於對臺灣，而是有種國際的視野。針對天文人才

的培育，是否要考量就業市場不大，而該有所限制？賀主任認為天文研究的訓練並

不光在學科內容，更重要是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知道如何發掘問題、

設定假說、蒐集資料、邏輯辯證並做出結論，這些方法在任何領域都是相通的。此

番言論於轉換領域的我頗心有戚戚焉，於是迫不及待的先在這裡點出來；至於其他

的部份，就請大家慢慢的看囉！

賀
曾樸主任在香

港 出 生 ， 1 2

歲舉家遷往美國， 

1972年畢業於麻省理

工學院物理系，1977

年拿到麻省理工學院

物理博士，之後曾在

哈佛大學任教，也曾

在史密松天文台擔任

天文學家。他讀書的

時候對基礎科學很感

興趣，特別是物理這

門學科，許多學生深

以為苦的難題，對他

而言都是很吸引人的

挑戰，因此即使父母

基於就業考量鼓勵他

學工程，他還是很篤

定的選擇物理。

有挑戰才有吸引力

攝影/ 劉愷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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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進入天文則是意外，因為賀主任的指導

教授研究無線電波，這部份以前的研究很少，所

以令他們感到興趣，特別是天體所放出的無線電

波，這些新資訊可以與同個天體在不同波段的資

訊相結合，以印證或修改人類所知的物理理論，

因此賀主任就跟著老師轉行到電波天文學領

域。對他而言，更精確的用詞或許不是「轉

行」，而只是把研究對象從地球上的實驗室

轉到天上的各類天體。

臺灣的天文萌芽與方向探索

大約15年前，臺灣想要發展天文，在中

研院成立了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由李太楓教授擔任第一任主任。他邀請了徐

遐生教授、魯國鏞教授與賀曾樸教授等國際

上知名的華裔天文學家來為臺灣環境把脈，

大家一致認為既然臺灣的天氣條件太差，不

適合發展光學望遠鏡，應該朝著電波天文學

的方向發展。於是天文所一開始便根據這樣

的想法，邀請很多研究專長為微波與無線電波

的學者前來。至今所內22位研究員有8位的專長

是在這方面；而其他人的研究主題（例如恆星

形成與行星形成……等），也可利用電波的觀

測資料。

何謂無線電波？

    電波就是無線電波

（radio wave）的簡稱，廣

義來講與我們可見到的光

是類似的，都屬於電磁波

譜的一部份，只是其波長

較長，人類感官無法接收

這些訊號，因此很晚才被

發現與研究。

      目前科學家將電磁波

譜分為七個主要波段，我

們熟知的可見光（波長大

約10-5公尺）只是其中的

一小部份。理想的黑體放

出的能量包括全部的電磁

波譜，不過高溫者輻射能量最多的波段偏向短波長、低溫者則偏向長波長。5800K的太陽，最強的輻

射為可見光當中的黃光；宇宙背景目前溫度僅有3K，其最強的輻射落在微波範圍。

      電波天文學包括了微波與無線電波這兩個領域，有時候也根據波長特性稱之為毫米波或次毫米波

段。此波段的電磁輻射不容易被物質遮擋，即使陰天也可以觀測。

矗立在夏威夷毛納洛峰上的AMiBA天線。

                                                （攝影/ 高培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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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與技術提升

由於無線電波的波長較可見光長，因此需要

採取大範圍的陣列，拉長基線（baseline）才能獲

得良好的解析度，這就不是哪個國家容易獨力完

成。所幸天文界的人都有跨國合作的共識，因此

天文所籌備處近來所發展的電波陣列計畫均是國

際合作，例如「宇宙背景輻射陣列望遠鏡 (Array 

for Microwave Background Anisotropy, AMiBA)」，

這是由天文所主導、設計，並和臺灣大學的物

理系與電機系一起與澳洲國家天文台 (Australian 

Telescope National Facility)合作建造的全世界第

一座活動平台式毫米波望遠鏡，其位址在夏威夷

毛納洛峰，完成後將有13座60公分或120公分的

碟型天線，最佳解析度可達2角分。AMiBA可望

有助於研究星系團、基本粒子、與宇宙背景輻射

等主題。宇宙背景輻射較強的範圍約在30 – 400 

GHz，全世界唯一能觀察此波段的就是AMiBA，

它的觀測頻段為94 GHz。從2006年部分裝置好開

始啟用後，已經有許多成果發表在天文物理期刊

（Astrophysical Journal）。

「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 (Submillimeter Array, 

S M A)」是天文所的另外一個大型國際計畫，這

是與史密松天文台（Smithsonian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合作，在夏威夷毛納基峰（Mauna 

Kea）所建立次毫米波段之無線電波干涉儀。這一

何謂解析度？

在天文的領域裡，解析度是表示天文影像

清晰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簡單說，這代表了對

兩個獨立影像能被辨識出的最小距離，通常會用

視角來表示，視角越小意味著解析度越佳，如圖

中，如果兩個影像分別代表所對應望遠鏡能分辨

的最小角度，則下圖的解析度較高。

常用的解析度單位有「角分」與「角秒」。

角分就是把1度均分60份後的角度；角秒就是1角

分均分60份後的角度。

AMiBA的2角分解析度，相當於可以看到1公里

外的一張八開海報紙；SMA的0.1角秒解析度，相

當於可看到1公里外的報紙上的字，而且不用擔心

形似的字如烏鳥島、己已巳等會無法辨別；ALMA

的0.005角秒解析度，相當於把報紙拿到20公里外去

看，都可以辨識得像SMA看1公里外的那樣清楚。

儀器解析度的不斷提升，這是因為天文研

究的成效很大的因素在於所使用的工具和科技

（instrument driven, technology driven），這是一

個經驗的科學，只能被動接收外面的電磁波訊

息，而不能像物理還可以操弄實驗變因。因此

提高精確度是研究的第一考量，希望讓每個過

來的光子都能被正確的分析。

(上圖)照片左前方是由8座電波望遠鏡組成的次毫米波陣列，山脊上的望遠鏡由  

         左到右分別為Subaru 望遠鏡、W. M. Keck 天文臺、NASA 紅外線望遠鏡天 

         文臺（IRTF）、加-法-夏望遠鏡（CFHT）。（攝影/Derek Kubo）

(右圖)臺灣建造的兩座次毫米波望遠鏡。（攝影/ 陳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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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陣列由八個6公尺大的碟形天線所組成，可接

收的波段包括了180 ~ 900 GHz範圍的波段，解

析度最高可達0.1角秒。早在1983年史密松天文

台就有建立SMA的構想，中研院天文所在1996

年和史密松天文台簽約興建，到2003年完工啟

用。天文所正思考下一步應該怎麼發展，此時

國際上更大型的電波陣列「阿塔卡瑪毫米及次

毫米波陣列望遠鏡（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Submillimeter Array, ALMA）」建置計畫也來邀

請臺灣參加， 這是一個由北美和歐洲主導，連

合歐洲各國、美國、加拿大、日本、與智利等許

多國家一起共襄盛舉的大型計畫，總經費高達10

億美金，預計將在智利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阿塔

卡瑪（Atacama）乾燥高原上建立80座高精度的

電波天線，研究的波段設定在0.3 – 9.6毫米，解

析度更可以提高到0.005角秒。此浩大的工程，

預計在2012年完工。

當我照書想多問賀主任ALMA原始設計中的

幾個觀測目標時，他卻提醒我不要囿於文字。他

說：「ALMA是個很強大的天文研究工具，不是

只有那些問題才能研究，而是許多熟悉的議題都

可在它加入之後有更好的了解」。賀主任舉幾個

方面來看：一是研究像地球這樣的行星之形成， 

ALMA有助於讓我們看清楚行星盤面，甚至可以

探討其中形成行星的機制。其次一個主題則是早

期宇宙，我們現在觀察宇宙在紅移為1之內的範

圍都還算清楚，那時候正是宇宙中星系形成的

階段，更早則由於光度太弱而看不清楚；不過由

於紅移的關係，那時期所發出的能量最強的部分

會偏移到次毫米波段，因此ALMA可為這方面提

供資訊。還有黑洞，目前有個黑洞陰影（Black 

Hole Shadow）的理論，預測黑洞可像觀察日食

一般，在比較亮的背景前面因為把後面的光線擋

住而被觀察到；而且由於黑洞擁有強大的引力，

因此許多理論預測這個陰影邊緣會有特殊的現

象，而這個觀測的波段就在於毫米波和次毫米

波，所以有賴ALMA和SMA一起合作才有可能獲

得充分的資訊。

好，還可以更好！

賀主任覺得臺灣最近的天文發展很快，整體

表現不錯，這是因為國家很重視，因此投入許多

資源，例如教育部讓許多大學設立天文研究所，

國科會投入許多經費，中研院也對天文研究非常

支持；不過他希望還能做得更好，例如加強基礎

建設（infrastructure）。就這方面有兩項可以思

考，一是頂尖人才的培育，天文所歷年來的目標

除了做研究之外，也很注意對年輕人才的培養，

常鼓勵人出國學習天文，這些人現在都慢慢學成

回來。另外國內大學的天文研究所會和中研院共

(左圖)於智利興建中的ALMA示意圖。

該陣列將由一個12米陣列及一個緻密陣

列組成。前者由至多64座12米望遠鏡組

成，後者由4座12米望遠鏡及12座7米望

遠鏡組成。（圖片版權屬於美國國家電

波天文台、歐洲南天天文台以及日本

國立天文台）。(上圖) ALMA日本計畫

（ALMA-J）興建完成的三座12米天線，

位於智利。(日本國立天文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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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是因為天文有趣！而是因為臺灣想要達到尖

端研究的水準，一定要投入相當的研究經費，如

果要找個投資少而研究成果好的，天文是很好的

切入點，因為全世界的天文發展都還算早期，特

別是電波天文學是個新興的領域，因此我們投入

並不算晚，很快就可以達到世界級的水準。而

且前面提過天文界採國際合作的模式，對臺灣的

基礎建設會有很大的幫助。不過賀主任也自我期

許，光是世界級的水準還不夠，他希望中研院能

做到世界頂尖、全球最好。

給年輕人的賀氏金言

賀主任對年輕人有些建議，他認為現在很

多工作靠電腦，因此親自操作儀器與建立設備的

機會並不多，這對學生的訓練不夠，所以他希

望教育該從小開始多讓學生動手操作。另外對

任何事要保持好

奇心，才會有學

習的熱忱、有研

究的動力。賀主

任還強調想成功

要有良好的自律

（discipline），

同培育優秀人才。不過這些都還算剛開始，賀主

任估計大約還要十年才會使臺灣的天文人才達到

相當的數量。

其次就是天文相關的產業不多，國內公司都

欠缺高科技先進的技術，在精確度上也不大夠，

因此天文所能合作的通常就會是固定的單位。不

過參與國際合作的天文計畫，對國內產業技術的

提升有很大幫助。像在SMA計畫中碟型天線製

作的分工是美國六臺、臺灣兩臺，雙方為了達到

相同的標準就有許多細節要去溝通，最後完成擺

在一起還要再去系統調整，這對臺灣產業而言是

很好的經驗。

天文界的合作與競爭

由於轉換領域的關係，我現在對於高科技智

慧財產權會比較注意，因此就好奇問道：這些工

程如何處理智慧財產權的問題？我們是否需要付

出高額的權利金才能建造？

這問題在賀主任心中一定不存在，因此他

想了一下才說：這在別的學科領域可能會是問

題，但在天文界並非如此。因為別的領域不同

的實驗室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但天文

大型儀器建置通常是國際性的合

作，大家會公開鼓勵條件夠的國家

一起來參與，完成後每個天文學家

如果想用都可以按照規定申請，這

些工具與方法的溝通是很密切平常

的。不過天文仍有競爭，這是指

在頭腦中的想法和觀念——許多照

片、資料大家拍出來都一樣，但是

如何從其中找出好的研究主題，這

才是各顯神通的地方。

學天文的常被質疑：天文花費

高，對國計民生沒有直接的助益，

為什麼要發展天文研究？

在賀主任的觀念中，這答案當

攝影/ 劉愷俐

自律

好奇心

熱忱
努力

多動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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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專心於自己的研究內容，同時也保持嚴肅的

心態去面對，而不能馬虎和隨便。另外做事一定

要努力，做任何事都唯有努力才能有好的成果。

事後賀主任特地補充：工作和生活還要有熱忱，

少了它人就如同行屍走肉，但是有了熱忱，人的

潛能會被激發、一切努力也有意義，可惜的是現

在很多人在年歲漸長之後，熱忱會消失或用錯地

方，賀主任希望大家能用努力工作來維繫自己在

工作上的熱忱。這段話心理層面的元素寫來恰為

一個循環，好像是個嚴謹的心理學理論，我怕大

家昏頭了，所以畫個圖來說明。

對於臺灣的學生賀主任還希望大家加強英文

的溝通能力，畢竟英文是現在科學界最普遍使用

的語言，這方面不好就少了很多機會；另外學習

時也要多去挑戰師長的想法，這樣才能超越前輩

的成就。

說了很多都是給一般年輕人的意見，學天文

的到底該注意甚麼呢？賀主任最後才表示，這方

面的基礎能力在物理、數學，當然現在許多跨領

域的研究會發現很多領域例如歷史也可以和天文

相關，不過他強調，物理與數學要搞好，天文才

能深入。

范賢娟：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博士後研究

天文教育者的自我期許

至於學天文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辦？

賀主任告訴我們，這個問題不僅臺灣擔心，

他看過哈佛大學也被同樣的問題質疑。他的想法

就是研究所的訓練重點是在解決問題思考能力與

做事方法——怎麼從觀察到的現象中培養一個好

的想法、深入研究、蒐集更多驗證的資料……。

因此學生畢業後即使找不到天文的工作，他們還

是有很好的解決問題能力，所以賀主任覺得思考

不要太狹隘，重點是在要把學生訓練好，將來到

哪裡都不怕。

攝影/ 劉愷俐

賀主任在中研院天文所籌備處的辦公室接受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