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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視黑洞的身影

「黑洞」一詞用來形容一種重力強大到連光都無法逃逸的奇特天

體。至今，由許多天文觀測的間接證據顯示，黑洞不但普遍存在於宇

宙中，而且還對宇宙大尺度結構有重要的影響。本文中，我們將介紹

理論上黑洞具有那些特徵，天文學家認為黑洞存在的證據，以及未來

真能進一步觀測到黑洞本尊時，可能會看到什麼樣的奇特影像。

文、繪圖/ 卜宏毅

位在星系中心的黑洞（想像圖），credit:NASA/JPL-Caltech/R. Hurt （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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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時空彎曲，與黑洞

儘管重力已經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現象，但是重力

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牛頓提出的萬有引力定律告訴我們以下的

看法：任兩個物體彼此間會因為本身的質量而互相吸引。例如，

因為太陽的存在，地球和太陽彼此間的萬有引力的作用，讓地球

能繞著太陽運行。然而，愛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廣義相對論，

對重力提出了另一種更完全的詮釋：重力，其實是「時空彎曲」

的結果。原來，物質根據自身的緻密程度，能造成周圍時空不同

程度的彎曲。簡單的說，地球之所以繞著太陽運行，可以理解成

地球在太陽所造成的彎曲時空裡走最短距離的自然表現。但是，

時空彎曲指的又是什麼意思呢？

在相對論的概念中，時間和空間是一個整體，需要一起考慮。

時空總共有四維，包括一維的時間加上三維的空間。要解釋時空彎

曲的概念，需要一點想像力。若把四維的時空類比成一個二維的橡

皮膜，時空彎曲就像是在原本平坦的橡皮膜上放上一個物體而造成

橡皮膜的變形。而當其他小物體路過背景變形的橡皮膜時，軌跡也

因此產生了彎曲，軌跡從原本的直線變得彎曲（圖一）。決定橡皮

膜變形程度的關鍵在於物體的緻密程度。要讓物體變得更緻密，可

以讓物體的體積變得更小，或是質量變得更大。

上述譬喻的精確數學描述稱為時空嵌入圖。圖二畫出黑洞周

圍的嵌入圖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時空在緻密物體附近是怎麼彎曲

的！首先，我們在黑洞周圍任選一個平面，然後離黑洞固定距離

繞一圈所得到的圓周長除以2π，並以此定義出此圓周所對應的半

徑（圓周長/2π=半徑）。奇怪的是，越接近黑洞，任兩個半徑間

的「實際距離」越長（圖二左圖）。因為上述空間彎曲的結果，

使得我們把剛剛任選的彎曲時空中的二維平面畫成嵌入圖時，結

果不再是一個平面，而是具有

漏斗的形狀。當物體緻密到足

夠的程度時，時空會出現一

個奇怪的結構，稱為事件視

界（event  horizon）。任何東

西，即使是光，一旦進入事件

視界後，就再也無法往外逃

離，也於是從此和外部的宇宙

失去連結。事件視界是黑洞特

有的特徵。在圖二的嵌入圖

中，事件視界對應到漏斗的底

部。

既然時空是一個整體，當

圖一. 利用橡皮膜模型描述廣義相對論對

重力的概念：重力=時空彎曲。物體或光

線在上圖的平坦橡皮膜（平坦時空）走直

線，但在下圖中，因為中心具有質量物體

的存在，使得橡皮膜彎曲(彎曲時空)並讓

軌跡改變。有「黑洞之父」之稱的美國物

理學家惠勒（J. Wheeler）曾經這樣總結以

上的概念：「物質告訴時空如何彎曲，而

時空告訴物質如何運動」。

圖二：靜止黑洞附近的時空嵌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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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彎曲時，時間也會跟著彎曲。時間彎曲，指的

是時間相對流逝速率的不同。相對於遠方位於時空

彎曲趨於平坦的觀察者，位在黑洞附近觀察者的時

間過的較慢。例如，靠火箭動力停留在距離事件視

界1.125倍圓周的觀察者A，在經歷一天的時間後，

遠方觀察者B已經過了三天。然而，對觀察者A或B
而言，他們各自的生理時鐘（包括思考速度）與手

錶都是以正常的速度在流逝。圖二右圖畫出了這樣

的概念，紅色（藍色）部分代表時間流逝的速率越

慢（快）。這正是時空概念乍看之下匪夷所思但又

迷人的例子之一。

當天體（例如太陽或是地球）不像黑洞那麼

緻密時，雖然沒有事件視界的存在，但天體外部

的時空依然具有上述時空彎曲的現象（雖然程度

上較小），並被實驗證實。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

的全球定位系統（GPS），其實也是相對論的應

用呢！

1916年德國數學家史瓦西（Schwarzschild） 和
1963年紐西蘭物理學家克爾（Kerr）分別提出一個帶

有質量的質點，以及帶有質量並在旋轉的質點，其外

部的時空結構。這兩個解成為後來人們認識「靜止黑

洞」和「旋轉黑洞」的數學模型，成為天文學家認

識黑洞（如果存在的話）的重要依據。圖二中的嵌

入圖，即是根據史瓦西解所畫出的。圖三的簡圖畫

出了史瓦西解和克爾解所描述的空間部分的結構。

相較於圖三左圖只

具有質量的靜止黑

洞，圖三右圖的旋

轉黑洞還具有角動

量，並且多出了一

特徵區域 :動圈。

當任何物體位在動

圈內部時，其運動

方向必定和旋轉黑

洞朝著同一個方向

旋轉（九中所畫出

光線在靜止黑洞和

旋轉黑洞附近的軌

跡）。也因此，動

圈的外部稱為靜止

極限。

黑洞內部的結構對廣義相對論和另一個稱為

量子物理的理論有重要的意義，因此黑洞也是其他

學科重視的主題。但由於黑洞的內部的時空結構不

是天文觀測能討論的範疇（想想看為什麼），於是

在圖三中我們省略了事件視界內部的結構。

天文學中對黑洞的認識

此時此刻，我們的太陽內部正在產生核融

合反應而發光發熱，並和其本身的重力平衡而

形成一個幾乎穩定的狀態。當恆星（例如我們的

太陽）演化到最後，內部不再發光發熱後，會

因為自身的重力向內塌縮，形成一個更為緻密

（compact）的天體。大質量恆星演化末期的重力

塌縮是造成黑洞形成的最可能方法：若天體在重

力塌縮時的質量大於約三倍的太陽質量，天體就

能塌縮到半徑小於事件視界的大小的程度，並成

為一個黑洞。經典理論中，黑洞的質量並沒有上

限。當天體的質量很大但體積又小時，黑洞自然

成為最有可能的解釋。

黑洞在宇宙中並非單獨存在著。根據黑洞（相

較於其他天體）特有影響周圍物體的方式，天文學

家已經找到許多間接暗示黑洞存在的證據，並且根

據黑洞的質量大小，將黑洞分成兩大類：恆星級質

量的黑洞（質量約為數個至數十個太陽質量），以

及超大質量黑洞（質量大於數百萬個太陽質量）。

圖三. 史瓦西解和克爾解描述的時空結構，後來用來描述靜止黑洞和旋轉黑洞的特性。

事件視界內部的結構無法被外部的觀測者觀測到，因此並未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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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讓我們來看看幾個著名的例子。

我們可以藉由其如何影響其他物體的運動來

推論特定天體的質量。首先我們來看個恆星級質量

黑洞的例子。根據繞著天鵝座X-1（第一個被認為

是黑洞的天體）運動的伴星週期，可以推論出天鵝

座X-1是個大於十倍太陽質量的天體，排除了該天

體可能是其他恆星演化末期產物(例如大家可能聽

過的白矮星或中子星)的可能性。另外，再根據天

鵝座X-1亮度變化所需的時間，可以推論出發出光

源區域的大小。綜合這些質量與大小的資訊，明顯

暗示了天鵝座X-1是個黑洞的結論！接下來是超大

質量黑洞的例子。經由長年觀測我們所處的銀河系

中心附近的恆星運動，由眾多恆星的週期和軌道大

小，可以推論出位在這些恆星運動的共同焦點上必

然有個約四百萬個太陽質量的天體，且其大小不會

超過最小的軌道半徑（否則恆星運動時會撞上這個

天體）。同樣的，根據天體的質量與大小的資訊，

透露出我們的銀河系中心有個超大質量黑洞的間接

證據。而距離我們更遠的星系，則可以利用其他的

方法（例如觀測氣體的運動速度）來推論出星系中

心黑洞的質量（圖四）。天文學家至今發現，大部

分星系中心都有個超大質量黑洞。

天體利用其重力捕捉周圍物體物質以增加其自

身質量的過程稱為吸積（accretion）。星系中心的

超大質量黑洞的吸積過程尤其獨特，因為吸積物質

有機會在掉入事件視界之前的漫長旅程中，將極為

可觀的重力位能轉換成輻射的形式釋放。這樣的能

量釋放效率，遠比恆星內部核融合反應產生能量的

效率要高出百倍以上，讓黑洞吸積的過程成為宇宙

中最有效產生能量的方式。更讓人吃驚的是，那些

藉由黑洞吸積過程所釋放出的輻射，可能多達約宇

宙誕生後所有輻射加起來的一半！

星系是由恆星所組成的重力束縛系統。為何

某些星系的中心部分發出的能量，居然能與此星系

中所有恆星加起來所釋放的能量相當，甚至還要更

多，曾是六零年代讓天文學家費心苦思的問題。這

類星系中心的明亮部分後來也因此稱為「活躍星系

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除此之外，部分的

活躍星系核還伴隨噴流的現象（圖六）。如今，天

文學家慢慢地理解到，原來活躍星系核的本質，即

是位於星系中心的超大質量黑洞與其外部的吸積物

質，塵埃環，甚至還有噴流的共同表現。

圖四. 銀河系中心附近的恆星運動軌跡，提供了其共同軌道

焦點有個超大質量黑洞存在的證據(The image was created 
by Prof. Andrea Ghez and her research team at UCLA and are 
from data sets obtained with the W. M. Keck Telescopes)。

圖五.  M87星系中心附近氣體盤的旋轉特徵，暗示著其中心有個約

六十億個太陽質量的天體，提供了其中心有個超大質量黑洞存在

的證據（credit: Holland Ford, STSI/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Richard 
Harms, Applied Research Corp.; Zlatan Tsvetanov, Arthur Davidsen, and 
Gerard Kriss at Johns Hopkins; Ralph Bohlin and GeorgeHartig at STS; 
Linda Dressel and Ajay K.Kochhar at Applied Research Corp. in Landover, 
Md.; and Bruce Margon from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NASA/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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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黑洞照張像 
－黑洞剪影－

讓我們總結一下前面提到天文學裡對黑

洞的認識：1.大質量恆星死亡會變成黑洞；

2.大部份星系中心都有個超大質量的黑洞；

3.黑洞吸積物質的過程中，能有效的釋放出能

量；4.黑洞不但會吸積物質，還能製造噴流。

有趣的是，如果我們想想黑洞在宇宙中扮

演的角色，會發現黑洞在”吃東西”的同時，

其實也能藉由輻射或是噴流的方式，將能量回

饋到大環境中。存在於星系中心的超大質量黑

洞，居然能影響整個星系團甚至更大尺度的結

構！這真是太神奇了！

然而，儘管有許多的間接證據暗示黑洞

的存在，但到目前為止，實際天文觀測還未

能一窺黑洞的特徵，也就是其事件視界附近的

影像。藉由國際合作和觀測技術的發展，在不

久的將來，我們將有機會觀測到黑洞事件視界

附近的影像（請見下篇文章：格陵蘭望遠鏡計

畫）。那麼，黑洞的身影可能是什麼樣子呢？

前面介紹過，黑洞附近的時空結構由廣義

相對論所描述。我們可以藉由追蹤到達遠方觀

測者的光線所經過的路徑，並考慮位在光線路

徑上的發光物質所貢獻或是吸收的輻射，最後

得到黑洞影像的模擬圖。

圖七中的左右兩張模擬圖顯示出兩種不

圖七. 靜止黑洞的影像

（模擬圖）。左圖:黑
洞附近沒有任何發光物

質。右圖：黑洞附近有

朝黑洞自由下落的發光

物質。

圖六.  Hercules A (3C 348) 的可見光與無線電波的合成影像。圖中

心的亮點為星系，由星系中心往兩側噴出的噴流在無線電波段十

分明亮，可以延伸到約百萬光年的尺度!噴流的產生機制很可能

是部分的吸積物質在吸積過程中被磁場向外甩出而形成。(credit: 
NASA, ESA, S. Baum and C. O’Dea (RIT), R. Perley and W. Cotton 
(NRAO/AUI/NSF), and the Hubble Heritage Team (STScI/AURA))。

當一個質量為M的物體，其半徑約小於2GM/c2(G為重

力常數，c為光速)時，事件視界就能產生，並形成黑

洞。讓我們看看下列物體要成為黑洞需要多小的半徑(
大質量恆星演化形成的恆星級黑洞約有數十個太陽質

量的質量；位於星系中心的超大質量黑洞約有數百萬

到數十億個太陽質量的質量)。

質量(M) 事件視界(2GM/c2)

地球 約一公分

太陽 約三公里

十倍太陽質量的天體 約三十公里

十億太陽質量的天體
約三十億公里 

(大約是太陽系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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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根據廣義相對論，朝向

黑洞發射的光線在黑洞附近的

路徑（黑洞的事件視界並未畫

出）。當黑洞由靜止到快速旋

轉時（由上至下；黑洞由上方

看為逆時鐘旋轉），參考系拖

曳效應越來越明顯，造成光線

軌跡的不對稱。

圖十. 左圖：快速旋轉的黑洞所造成的剪影（模擬圖）。黑洞的旋轉軸在圖中為垂直方向，觀

測者位於和旋轉軸垂直的赤道面上。右圖: 根據廣義相對論的計算，在赤道面上的光線軌跡

（觀測者位於圖片下方）。黑色軌跡對應到將被遠方觀察者認為是”剪影”的部分。相較於圖

八，光線在旋轉黑洞附近，因為參考系拖曳效應而變得左右不對稱（黑洞由上方往下看為逆時

鐘旋轉）。和圖八比較一下，可以看出在旋轉黑洞附近，和黑洞同個方向旋轉（左側）的光子

較容易逃逸：黑洞剪影因此變形，剪影中心也因此（向右）位移。。

同的可能。當黑洞附近沒有其他物

質時，我們看到的是遠方背景星

空，在經過黑洞附近被彎曲後的景

象（左圖）。而當黑洞附近有其他

物質時（例如吸積物質），由這些

物質所發出的光，會因為部分被黑

洞「捕捉」而形成黑洞的剪影（右

圖）。剪影的概念，就像是007電
影中慣用的開場：情報員龐德在白

色背景烘托下呈現的黑色身影。

黑洞剪影的大小略大於事

件視界的大小。這是因為黑洞能

捕捉到靠近事件視界的光子。

圖八畫出了在靜止黑洞附近逃

逸且將被遠方觀察者觀測到的光線軌跡。黑色軌跡對應到將被遠方觀察者

認為是「剪影」的部分。你能看出靜止黑洞的剪影（圖七右圖）半徑約為 
5 GM/c2（比靜止黑洞的事件視界半徑，2GM/c2，稍大）嗎?

靜止黑洞和旋轉黑洞的剪影又有什麼不同呢? 前面提到當光線位在動圈內

部時，其運動方向必定要和旋轉黑洞朝著同一個方向旋轉，這稱為參考系拖

曳效應（frame-dragging effect）。圖九畫出光線在黑洞附近被捕捉時的軌跡。

當黑洞越轉越快時，參考系拖曳效應越來越明顯。因為參考系拖曳效應所造

成的光線不對稱，讓旋轉黑洞的剪影也變得左右不對稱（圖十）。由黑洞剪

影的大小，可以推論出黑洞的質量；由剪影的形狀，可以推論出黑洞的轉動

圖八.  根據廣義相對論的計算，追蹤將到達位

於圖片下方的遠方觀察者的光線路徑。黑洞的

事件視界(R=2 GM/c2)以黑色圓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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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慢（比較一下圖十左圖和圖七右圖）。值得一提的是，當包圍黑洞

的物質相對於觀測頻率是”透明”的時候，黑洞剪影才能被觀測到

（圖十一）。

黑洞周圍發光物質的分布與運動方式當然也和我們看到黑洞的

影像有關。有別於之前假設黑洞周圍的物質是由四面八方自由落體掉

入黑洞的情況，圖十二的黑洞影像是假設靜止黑洞周圍有個在不同半

徑作圓周運動的吸積盤時，從盤面上方以及側方所看見的影像。當光

線由吸積盤放出後，因為光線在黑洞附近會被彎曲，使得接近赤道面

的遠方觀察者（下方圖）可以看到吸積盤的整個上半面(光線路徑C、
D)，與部分的下半面(光線路徑E)。因為吸積盤的運動造成的都卜勒效

應，迎面而來的左側較遠離而去的右側更為明亮。

由以上簡單的範例，說明黑洞剪影如何和黑洞旋轉，吸積流環

境，以及觀測頻率有關。更真實的情況，還需要進一步考慮到噴流是

否存在、吸積流與噴流的結構、周圍環境的動態特徵等等。在下篇文

章我們將看看格陵蘭望遠鏡計畫如何讓觀測黑洞剪影附近的影像成為

可能，以及從模擬到實際觀測的預測還需要考慮那些觀測上的限制。

圖十一. 當旋轉黑洞被一團發

亮且自由下落的物質所包圍

時，用不同頻率的波段觀測所

得到的影像（模擬圖）。由上

而下，模擬黑洞周圍的發光物

質對觀測頻率從不透明到透明

的情況。

圖十二. 吸積盤(吸積物質繞著黑洞作圓周運動且呈盤狀)在靜止黑洞周圍所

造成的影像（模擬圖）以及光線軌跡的示意圖。事件視界在右圖中以虛線

表示。左圖中央部分的內部細圈，是光線通過吸積盤最內側以及事件視界

間的空隙所構成(例如光線路徑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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