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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也能輕鬆摘星
網路公民天文學

文/ 蘇裕農

文/ 周美吟

這
應該是目前最成功的網路公民天文計畫

之一，於2007年開始執行，網站已經更

新到第四版。主要目的是請民眾幫忙分類星系

形狀，看看它們是橢圓形或是有旋臂等特徵的

螺旋形。一開始是當時的牛津大學博士生Kevin 
Schawinski因為論文需要，花了一個禮拜不眠不

休的靠雙眼分類了五萬個星系，事後覺得筋疲力

竭。後來因緣際會下跟Chris Lintott教授討論後

一拍即合，創立星系動物園網站，希望能請志願

者上網來幫天文學家辨識星系形狀。大家可能會

想，現在電腦技術那麼發達，為什麼不讓電腦程

隨著網路的普及，越來越多資訊可以透過網路取得。然而，你知

道嗎？現在不只能單方面的獲得知識，還能透過舉手之勞，幫忙分析資

料，進而促進科學的發展。

十幾年前最廣為人知的網路天文計畫，莫過於「在家搜尋地外文

明」計畫（SETI@Home），志願者僅需下載一個螢幕保護程式，在電

腦閒置時會幫忙分析電波資料並將結果上傳，希望能找到外星智慧，曾

蔚為一時風潮。而現今最受歡迎的網路科學計畫則不能錯過宇宙動物園

（Zooniverse），包含了天文、氣象、生物等自然科學，甚至連人類學

都有，讓民眾有更多體驗真實科學資料的機會。想成為網路公民科學家

嗎？這邊列出幾個有趣的網路公民天文計畫，都有中文版網頁，讓大家

有空也能動動手幫忙天文學家做研究！

圖一：宇宙動物園天文計畫中文網站首頁。(http://zhtw.zooniverse.org)

星系動物園

圖二：星系動物園中文網站首頁

尋盤偵探 電波星系動物園 太陽偵查員 第四行星 星系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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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直接判別星系

形狀就好呢？其

實目前電腦對圖

形辨識的正確率

仍然偏低，不及

直接靠人眼來分

辨有效率，所以

你的舉手之勞對

科學家來說是很

重要的幫助呢！

星系動物園一開

始的目標是希望

能號召二至三萬

名志工分類將近

一百萬個星系圖

片，並且讓每張

圖片都能被20個
人以上分類過，

使結果有比較高的可信度。當時認為這可能需要

費時三到五年，才能讓天文學家得到初步結果，

來研究星系的形狀分布跟演化關係。然而網站剛

開始運作，隨著新聞、電視科普節目和網路的宣

傳，竟然在三周內就達到預期目標！短短一年內

就有十五萬名志工加入，幫忙達成了五千萬個分

類，使星系動物園成為迄今最大的星系形狀資料

庫。

星系動物園的圖片主要來自史隆數位巡天

普查計畫（Sloan Digital Sky Survey，SDSS），

目前第四版的網站中還加進了哈伯太空望遠鏡

（Hubble Space Telescope，HST）拍攝的超深空影

像，和大英紅外光巡天望遠鏡（United Kingdom 
Infrared Survey Telescope, UKIRT）所取得的影像。

由於宇宙正在膨脹，早期宇宙中星系所發出的可

見光，會被紅移到紅外光的波段。因此加入這些

紅外光的資料，可以讓科學家觀測到早期形成的

太初星系，進一步研究星系是如何演化。

星系是一個由恆星、氣體、塵埃和暗物質所

組成的大質量系統，例如我們的銀河系，就是個

包含了約一千億顆恆星的星系，而整個宇宙中推

估約有一千億個以上的星系。星系依照外觀大致

分成橢圓、螺旋和不規則星系，近來發現在大星

系周圍也圍繞著一些質量比較小、約只有銀河系

質量千分之一到萬分之一的矮星系。天文學家哈

伯在1936年提出把星系形狀分類的哈伯音叉圖，

他把橢圓星系依外觀的扁平程度分類成E0到E7，
將螺旋星系分類成一般核心為球狀結構的螺旋星

系S和核心有棒狀結構的棒旋星系SB，再依旋臂的

緊密度分成a到c（見圖三）。然而，這兩大類星

系之間是不是有演化上的關係，或是先有橢圓星

系還是先有螺旋星系，一直都是天文學家研究的

課題。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大量的星系形狀

分類資料是不可或缺的，這就需要你的幫忙了！

在星系動物園裡，你會先依照圖中星系的外

型來選擇是否為圓形、或是盤狀有旋臂、還是恆

星或光學系統造成的假影。之後會再進一步問你

有多圓、旋臂緊密程度或是中心有沒有棒子等結

構問題。若是有其他特徵，例如不規則形狀或是

有和其他星系併合的情形也可以點選，最後還會

問你想不想在論壇上和其他人討論這個天體。荷

蘭的中學老師Hanny van Arkel就因為看到在一個螺

旋星系旁有一團綠色物質，在論壇中提出來和大

家討論，因而讓天文學家發現這種新的天體，並

將它命名為Hanny’s Voorverp。所以趕快上星系動

物園瞧瞧，運氣好的話，也許會發現以前都沒人

看到過的天文奇景呢！

圖三：哈伯音叉圖（中研院天文所天聞季報2013年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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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觀測證據顯示，大多數星系中心

都有黑洞存在。雖然黑洞本身在可見光跟紅外

光波段，會因為被大量氣體塵埃遮蔽而無法直接

觀測到，但是附近的物質被黑洞強大重力拖曳

運動時會被加熱而產生輻射，有時還會產生高速

的噴流。這些噴流在可見光波段看不到，要用電

波望遠鏡才能觀測到。在不同波段觀測到的天體

型態也不盡相同，所以在電波波段雖然可以看到

黑洞造成的噴流，但是不一定能清楚看到黑洞本

身所在的星系。所以，天文學家需要你的幫忙，

把紅外光波段看到的星系影像，跟電波波段看到

的噴流配對起來，才能確定黑洞是在哪個星系中

心、跟噴流距離多遠，進而推算出這個黑洞有

多大。電波波段的影像來自美國甚大天線陣列

（Very Large Array，VLA）的20公分波長（Faint 
Images of the Radio Sky at Twenty-Centimeters，
F I R S T）深空普查，以及澳洲望遠鏡大範圍普

查計畫（Aust ralia Telescope Large Area Survey, 
ATLAS）。而紅外波段的影像則來自美國太空總

署NASA的廣域紅外線巡天探測衛星（Wide-field 
Infrared Survey Explorer, WISE）和史匹哲太空望

遠鏡（Spitzer Space Telescope）。

進入電波星系動物園後，會先顯示電波波段

的圖片，需要你把看到的輪廓圖標出，也就是黑洞

造成的噴流。接著再看紅外光波段的圖片，看附近

是不是有相對應的星系，如果有，就把它標示出

來，這樣就算配對成功了。但有時也會發生圖片中

沒看到輪廓圖，也就是電波波段沒看到噴流，或是

紅外光波段沒看到相對應的星系。沒關係，這些例

子對天文學家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樣本喔！

電波星系動物園

圖四：電波星系動物園中文網站首頁

行星是在環繞年輕恆星周圍，由氣體、塵埃

和岩石組成的盤面形成。在行星形成後，外圍的塵

埃盤有時也會在恆星的一生中一直存在著。所以想

研究行星的出生地，就得先找到這些年輕恆星盤和

塵埃盤。年輕恆星盤和塵埃盤是由大量塵埃組成，

在紅外波段特別亮，容易被觀測到。前面有提到的

廣域紅外線巡天探測衛星WISE已經完成在中紅外

光波段的全天巡天觀測，資料涵蓋了星系、星雲、

恆星盤甚至小行星等在紅外波段看得到的天體。因

此，我們需要你的幫忙，從WISE的觀測資料中把

恆星盤的影像特別挑出來。如此一來，我們將可以

用哈伯甚至未來的韋伯太空望遠鏡來直接觀測這些

恆星盤，期望能找到更多的太陽系外行星，以及研

究行星形成的環境。除此之外，我們也能用其他小

望鏡對這些恆星盤做進一步的觀測，來研究他們的

空間分佈、年齡和質量關係等，幫助我們了解恆星

尋盤偵探

圖五：尋盤偵探中文網站首頁

的演化情形。

如何當一個尋盤偵探呢？你會看到在同一區

域、不同波段的影像，從可見光到中紅外光波段

等一共十張圖片，分別由數位巡天（Digitized Sky 



2015.11天文館期刊 第七十期
36

本期
專題

Survey，DSS）、2微米巡天（The Two Micron All 
Sky Survey，2MASS）和WISE觀測所得到的資

料。你要做的是從這十張圖片中，確定紅圈中的

天體在各波段看起來都是圓形而且沒有偏離中心

的十字線。如果有某些波段的圖片不符合這個條

太陽是離地球最近的恆星，太陽活動常常會

影響人類生活。太陽表面的磁場會導致太陽閃焰

和日冕巨量噴發，在與地球磁場交互作用後會產

生高能粒子進入地球大氣層，造成眩目壯觀的極

光。但這些高能粒子和X射線也會危害太空人和

衛星系統，甚至擾亂網路和通訊以及造成電器毀

壞。因此，若能正確預測太陽表面的磁場活動，

將能有助人類事先預防、避免這種災難發生。然

而，要預測太陽的活動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只能

先從太陽表面比較容易觀測到的現象下手，也就

是太陽黑子。

可見光看到的太陽表面是太陽的光球層，

再往外就是太陽的大氣層，包含色球層和日冕

等。太陽黑子是太陽光球層溫度比較低的區域，

所以看起顏色比較暗，好像太陽表面的黑斑。黑

子其實是一大束磁力線從太陽內部穿越表面進入

太陽大氣層（或是相反路徑）造成的。因為它們

的強烈磁場，阻擋了從太陽內部補充從表面散失

的熱能，所以比周圍環境冷，有時還可以觀測到

太陽黑子到日冕間產生沿著磁力線的熱電漿。太

件，例如影像如果不是圓形的，這個天體可能是

個星系而不是我們要找的恆星盤，必須從資料庫

的候選盤名單剔除。有了你的幫助，天文學家才

能得到一個正確的恆星盤資料庫，將來能更有效

率的觀測、尋找系外行星。

太陽偵查員

圖六：太陽偵查員中文網站首頁

陽黑子通常成群出現，科學家想要建立一個太陽

黑子複雜度的排序表，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太陽

表面的活動規模。所以成為一個太陽偵查員非常

簡單，只要比較兩張從太陽和太陽風層探測器

（Solar and Heliospheric Observatory，SOHO）觀

測到的太陽黑子影像，選擇哪一張比較複雜就可

以了。有了你的幫助，將來我們可以更加了解太

陽黑子的複雜度是否會隨時間演化，以及越複雜

的太陽黑子是否會造成越大規模的太陽爆發，這

樣才能增進我們對太陽活動的預測精確度。

圖七：第四行星中文網站首頁

第四行星

火星是人類太空探索的下一個目的地，科學

家也發現火星的環境可能曾經很像地球。然而，

現今的火星南極卻是太陽系中最奇特的地方之

一。冬季時火星南極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大氣會結

凍，因為火星大氣大部分是由二氧化碳所組成，

會在地表形成半透明的乾冰層。等到春季來臨，

火星南極的冰冠開始融化，冰層表面會出現黑色

的扇狀物和暗斑。隨著白晝變長，這些污漬會越

來越多，但等到盛夏所有的冰層都融化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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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 計畫科學家

黑色的扇形物和斑點就消失了（見圖八）。

這是因為從南半球春天的第一道曙光開始，

冰層表面就被加熱而導致底層的乾冰昇華成二

氧化碳氣體。這些被困在冰層和地面間的氣體會

從冰層裂縫爆發出來，夾帶著底下的塵土一起噴

出，然後沈澱堆積在冰層表面。如果噴發時剛好

刮著風，這些懸浮的塵埃會被風吹拂，排成黑色

的扇形和條紋。如果無風，塵埃粒子會直接沈澱

在裂縫邊緣形成暗斑。等到夏天冰層都融化後，

這些塵埃造成的特徵就跟地表合而為一，分辨不

出來了。所以這些黑色扇形和暗斑的大小、形狀

跟方向，可以提供科學家研究火星南極的風向和

火星氣候的資訊，而且這種季節性的現象只有火

星才看得到。

N A S A 的 火 星 偵 查 軌 道 器 （ M a r s 
Reconnaissance Orbiter，MRO）設有高解析度成

像科學實驗設備（High Resolution Imaging Science 
Experiment，HiRISE），能從軌道上清楚拍攝到火

星表面的樣貌特徵。MRO已經繞行火星邁向第五

個火星年（將近十個地球年），數以萬計的火星南

極季節性特徵已被HiRISE記錄下來。要探測這個

第四行星，需要你幫忙標示HiRISE拍攝到的黑色

扇形物跟暗斑影像，科學家才得以研究火星的氣候

變化。不需自備太空船，現在就可以開始你的火星

任務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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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在左上

方圖中（初春）

冰層厚度將近1
公尺，隨著白晝

變長（由左上至

右下）黑色扇形

物與條紋越來越

多。直到最右下

角的圖（盛夏）

是地表在無冰狀

態時，已看不到

黑色污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