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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系、星系、類星體、星際介質 
 
 

銀河與銀河系的分別 
 

從地球遙望天際，銀河彷彿是一條鑲滿繁星的雲帶，外國人叫 The Milky Way，古中國亦以天河、

銀漢、河漢等等稱之，實際上銀河只是銀河系 (The Galaxy) 的局部內觀，在北半球夏季我們見到銀

河系中心的天區，在冬季天則見到反向的另一半天區，人眼能見的天體，絕大部分都在銀河系裡。 
 
 
 
 
 
 
 
 
 
 
 
 
 
 

太陽在銀河系的位置 

最初嘗試定太陽在銀河系位置的人是赫歇爾 (天王星發現者)，他從星的分佈推測，但沒有留意星

際塵氣把星光遮掩，所以測不準。沙普利 (Shapley 1885 - 1972) 及後來的天文學家利用 “天琴 RR 型

變星” 這把量天尺來測定球狀星團的距離和座標，從而成功判斷銀河系中心的位置，原理見下圖。 
 
 
 
 
 
 
 
 
 
 

銀河帶全景，沿帶有大量黑暗的星際塵氣阻擋視線，帶右下一大一小的伴星系是麥哲倫雲。  
 
 
 
 
 
 
 
 
 
 
 

判斷銀河系中心的位置:  (左) 在大霧中航行，船隻可以比較在高處少霧遮擋的不同地標來估計

它的航道位置。 (右) 同樣原理，銀河面上的球狀星團沒有被星際塵氣阻擋，我們可觀測在不同

球狀星團內的天琴 RR 型變星，量度它們的距離和方位，從而判斷地球(太陽) 和銀河系中心的位

置。利用天琴 RR 型變星的測距方法見前篇《雙星、變星、星團、星雲》。 

第 12 篇 

望向銀河系邊緣
地球

7 月1 月 望向銀河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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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系的構造 
 

粗略估計，銀河系的光度 (輻射功率) 為 1011 L⊙，含星 2 到 4 千億顆，以紅矮星佔多數，絕大部

分的星和星際塵氣都在盤狀的空間內，稱銀盤 (Galactic disk)，發光部分的直徑約 10 萬光年，但厚

度只有數千光年，換言之，銀盤是十分薄的，從銀心向外拱起的部分稱銀核 (Galactic bulge)，所有

球狀星團從銀心向外分佈在球形的銀暈 (Galactic halo) 內，並且以扁長的軌道繞銀心運行，太陽距

離銀心約 27 000 光年；目視的銀心在人馬座，赤經 17 h 46 m，赤緯 – 29.00。 
 
 
 
 
 
 
 
 
 
 
 
 

(左) 銀河系側面圖   (右) + 號是目視的銀河中心，位於 M 6 疏散星團與 M 8 礁湖星雲之間。 
 

除了星體外，電離氣體的運動也會產生微弱磁場，強度比地球

磁場低十萬倍，這磁場能把銀盤內的塵粒困着，也能偏折宇宙射

線 (近光速帶電粒子)，因此我們仍未能徹底分辨宇宙射線的來源。 
 

 
 
旋臂結構 
 

從望遠鏡我們見到一些有旋臂的星系，帶狀銀河好像這些星系的側面，因此二十世紀初的天文學

家都猜估銀河系有旋臂，可是由於地球在銀河系之內，觀測視線被銀盤密星和黑塵氣阻擋，旋臂的

面貌一直不明朗，到 1950 年代有了射電技術之後，我們才有較全面的認識。原來旋臂都是中性氫 

(H I) 的集中地，氫是所有星的原材料，氫原子有一傾向，當它的電子自旋翻轉 (spin-flip) 與質子自

旋不一致時，原子便發射 21 cm 電波，見下圖。氫原子要很久才有一次這樣的翻轉，但銀河旋臂有

極多氫原子，所以仍可探測，從旋臂來的 21 cm 電波就可以揭露它們的位置和運動。下頁平面圖展

示射電聯同紅外線太空望遠鏡透過塵氣的觀測。  
 
 
 
 
 
 
 
 
 
 
 
 
 

旋臂探測原理： 旋臂内氫原子 1 到 4 發出的 21 cm 電

波以不同速度及方向離開或走近地球，接收到的電波

便呈現多普勒效應 (波長伸長或縮短)，從多普勒效應

可以判斷旋臂的位置和運動。 21 cm 電波不受塵氣阻 
擋，所以經常用來探測星系內外的中性氫分佈。  

從星際塵粒的偏振輻射推論出來的銀河磁場 →

在中性氫原子內，如果電子的自旋翻轉與質子自旋

不一致時，它就會發射 1.420 GHz 電波，相應波長

約 21 cm 或釋放能量 = h c / λ ≈ 6 x 10–6 eV (普朗克定

律)，銀河旋臂的中性氫原子都有同樣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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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射電配合紅外線的探測，銀河系像一個旋渦，銀盤直徑約 10 萬光年，

銀核像短棒，長 2 萬多光年［註: 當銀核的星軌道不穩定並偏離圓形時，就會

形成棒狀］，與棒端連接的旋臂有四組: Scutum-Centaurus Arm、Perseus Arm + 

Near & Far 3kpc Arm、Norma Arm + Outer Arm、Sagittarius Arm。太陽在小型

的獵戶支徑 (Orion Spur) 上，距離銀心約 2.7 萬光年，繞銀心一周約 2.3 億年。

在旋臂的紅斑代表高密度的星區，藍白是密度較低的星區。 
 

旋臂怎樣形成呢 ?  根據密度波 (density wave) 理論，銀盤旋轉使盤內的氣體密度產生波動，稱為

密度波，密度波旋臂是指由氣體軌道間的疏密而促成的臂狀，像右上圖 A、B 位置。由於氣體軌道

的進動，密度波旋臂亦以緩慢的角速度旋轉，於是把前方的氣體擠壓導致了新的星體誕生，因此新

生的星體也累積成旋臂圖案，不過星體繞銀心的角速度比密度波旋臂的角速度快，所以星體不斷從

旋臂進出，情況有點像施工路段 (右下圖): 在施工處的車輛受到阻塞而密集起來形成密度波，但車

輛仍然不斷駛過，有入有出，密度波的位置卻

沒有多大改變，後來施工完畢，密度波便消失

了。銀河旋臂正如塞車的路段，它只是一種圖

案，不會長存，因為產生密度波要靠銀河內的

能源，能源不繼時旋臂便會瓦解，由此推想，

將來的太陽可能不會在獵戶支徑上，又或者支

徑消失。 
 

密度波最早由瑞典天文學家 B. Lindblad 提出，1960 年代由美藉華人林家翹 (C. C. Lin) 及徐遐生 

(Frank Shu) 擴展為理論，它成功解釋了旋臂的形成，但未能解釋具有羊毛狀旋渦結構的星系 (例如 

後述的 M33)，為此後人再提出一個 “自持續產星” (self-sustaining star formation) 的理論，其內容說，

星際氣體被大質量星的星風或超新星爆炸的衝擊波擠壓時會催生新的星，這一代的星也以同樣情況

產生下一代的星，所以產星是自持續的鏈鎖過程。如果新生的星位於現有旋臂之內，旋臂的形態便

保持下來，如果新生的星不在旋臂範圍，旋臂便逐漸失去明顯的輪廓，結果整個星系呈現鬆散的羊

毛狀旋渦結構。天文學家認為旋渦星系都是經由密度波和自持續產星的互補作用而形成的。 

密度波示意圖：  同心橢圓

代表銀盤內氣體在不同位

置旋轉時的橢圓軌道，軌

道之間的疏密促使  A、B
位 置 的 氣體密 度 較 平均

大 ， 密 度波旋 臂 就 是指 

A、B 位置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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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系的星族 

在銀河系的星大致上分為兩族： 星族  I (Population I) 和星族  II 
(Population II)。星族 I 在銀盤上繞銀心運轉，它們由氫氦等氣體和前

一代星拋出的金屬元素組成，因此金屬度 (metallicity) 高，是後一代

的星；星族 II 主要分佈在銀核及銀暈內，金屬度明顯地較星族 I 少，

它們是前一代的高齡星，在銀盤定形之前已存在了。 

有時，星族 I、II 分別稱為富金屬星 (metal-rich stars) 和貧金屬星 

(metal-poor stars)，天文學家視氫氦以外的元素為 “金屬”。太陽內金

屬 (碳、氮、氧 … 鐵) 約佔星體總質量的 2 %，算是星族 I / 富金屬星，

現時年齡 46 億年。在銀暈內球狀星團的星，平均年齡超過 100 億

年，金屬佔數比太陽低數十到數百倍，所以歸入星族 II / 貧金屬星。

金屬度可通過光度或光譜來鑑定。  
 

薄盤和厚盤 

細看銀盤的結構，原來有薄厚之分。薄盤厚數百光年，包括我們認識的

旋臂和塵氣。厚盤套在薄盤之外，厚數千光年，但只有銀河總星數的 10 - 

20 %，並且缺乏星際塵氣。兩盤的性質差異明顯: 薄盤的星齡普遍少於 80 

億年，厚盤的星齡多數超過 100 億年，最老 130 億年，金屬度也比較低。

在運動方面，薄盤星的速度和動向較為有規律，厚盤星的步伐參差。根據 

Gaia 探測，這些差異是以前銀河系與小星系碰撞而導致的結果。參考: 
https://www.esa.int/ESA_Multimedia/Videos/2020/11/Gaia_s_Milky_Way_discoveries  

https://astro3d.org.au/what-ingredients-went-into-the-galactic-blender-to-create-the-milky-way/ 
 

銀心的特大質量黑洞 

銀心位於人馬座，但有塵氣阻擋，要用紅外 - 射電 - X 射線觀測。下圖左展示離銀心一百光年內

發現的一些天體，包括由大質量星組成的拱門星團 (Arches Cluster)、五胞胎星團 (Quintuplet Cluster) 

和電離氫區 (H II region)，銀心存在一個特大質量黑洞 (supermassive black hole)，質量比太陽大四

百萬倍，稱 Sagittarius A* 或 Sgr A*。這黑洞實際上見不到，研究者要長期追查伴星的軌道才確認

它的存在。圍繞銀心還有一個核周環 (circumnuclear ring)，主要由暖塵埃構成 (下圖右，黃色部分)，
環外是冷塵埃與分子氣體的混合 (灰色部分)，白色臂狀是從核周環溜往 Sgr A* 的電離物質。 
  
 
 
 
 
 
 
 
 
 
 
 
 
 

照片視場闊約 120 光年。Sgr A* (Sagittarius A*) 是隱蔽在銀心的一個特大

質量黑洞，一群星體以扁長軌道伴繞 Sgr A*，其中的 S2 星最接近這黑洞。

經歷多年觀測，天文學家終於測定了 S2 的軌道半長徑 (1020 AU) 和週期 

(16 年)，繼而算出 Sgr A* 的質量為 4 x 106 M⊙，史瓦西半徑 0.08 AU。 

星族  I (富金屬星) 和星族  II
(貧金屬星) 在銀河系的大致

分佈，箭向表示星的運動。

https://www.esa.int/ESA_Multimedia/Videos/2020/11/Gaia_s_Milky_Way_discoveries
https://astro3d.org.au/what-ingredients-went-into-the-galactic-blender-to-create-the-milky-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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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美國的費米 (Fermi) 太空望遠鏡發現一對高能射線巨

泡從銀心向南北伸展如右圖，巨泡內的伽傌光子能量超過 10 GeV 
( http://www.nasa.gov/mission_pages/GLAST/news/new-structure.html )。研究者

認為這是由數百萬年前 Sgr A* 的噴流造成的，噴流持續了約十萬

年，低能光子與噴流的高能電子碰撞後形成伽傌射線泡 (即是逆

康普頓散射，見前篇《星光的本質》)。不過亦有發現說，至小一

部分巨泡的伽傌光子是來自一個被銀河系拉扯的 “人馬矮星系” 
( https://phys.org/news/2022-09-gamma-rays-dwarf-galaxy-astronomical.html )。 
  

Chandra 太空望遠鏡以 X 射線觀測，離銀心 3 光年內存在一大群星

黑洞 ( https://chandra.harvard.edu/photo/2018/sgra_swarm/ )；Swift 太空望遠鏡發

現一磁星 (PSR J1745-2900) 在 1/3 光年距離伴繞 Sgr A*。偶然銀心會

發出 X 射線閃耀 (X-ray flare)，其中一次如右圖展示，閃耀強度比靜

態時大四百倍，估計成因是一個天體因走近 Sgr A* 被黑洞的引潮力瓦

解而觸發 X 射線閃耀，另一可能是 Sgr A* 磁場的磁力線被墜落物質

擠壓而斷裂，在重接時釋放比平常強的 X 射線。  
 

在地面也見到銀心活動。2018 年，歐洲南天文台觀測到一團氣體以 
1/3 光速貼近 Sgr A* 的視界外運轉並且短暫發出近紅外閃耀 (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1835/ )。
2022 年 ALMA 亳米波陣列又發現一個熱氣泡圍繞 Sgr A* (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2212/ )。 
 

2022 年，EHT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國際團隊發表了首張 Sgr A* 的活動照

片 (右圖)，這是根據 2017 年從甚長基線陣列取得大量觀測數據，經歷詳細分析

而導出的影像，在中心的圓暗影比黑洞 (即 Sgr A* 視界) 約大 2.5 倍，橙色盤是

着假色的 1.3 mm 電波痕跡，盤面直徑約 80 微角秒或 0.6 AU，它反映最近黑洞

的電離物質繞着黑洞轉的情況，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SgrA_first_results.pdf 
 

銀河系的旋轉、暗物質 
 

通常星體是按照開普勒定律環繞系統中心公轉的，

即是星體距離軌道中心越遠，速度越慢，因此地球公

轉速度是 30 km/s，木星是 13 km/s，天王星是 7 km/s，

我們稱這種距離中心越遠速度越慢的公轉為開普勒轉

動，不過星體和氣體在銀河系盤面的轉動卻不一樣。

右圖展示以射電測量銀盤在不同半徑的轉動速度，由 

A 到 B 位置的銀核範圍，速度與半徑成正比，轉動像

剛體，這是正常表現，在 A - B 以外的轉動速度則接近

恆定，無論是太陽，距離銀心較近的 C 處或較遠的 D 

處，速度總是徘徊在 200 到 250 km/s，表現不像剛體，

也不像開普勒轉動，所以許多人認為銀盤外存在額外 
的 “暗物質” (dark matter)。暗物質是看不見的，但它具有引力

作用令星體提升轉動速度，將星體原有的開普勒轉動加上暗物

質引起的額外轉動 (圖中虛線 1 與 2 相加) 就提升為 C - D 線段

了，後來在許多旋渦星系亦發現像 C - D 段起伏不大的曲線，

暗物質概念從此生根。不過我們仍未清楚暗物質的本質，只知

它與星系和星系團共存，沒有可測的電磁輻射，質量卻非常龐

大，可以形成引力透鏡把背景星光偏折，利用引力透鏡效應便

可以偵察暗物質的存在，引力透鏡將在《相對論》篇再述。目

前理論認為暗物質幾乎不與具有電磁輻射的普通物質 (星系) 

交互；以全天計，宇宙中暗物質的質量是普通物質的五倍 !  

觀測到的速度 (1 + 2)

2. 由暗物質引起的轉動

1. 開普勒轉動

到銀心的半徑 (千光年)

銀
盤
轉
動
速
度

km/s

從銀心伸出的高能射線巨泡

銀心的 X 射線閃耀

http://www.nasa.gov/mission_pages/GLAST/news/new-structure.html
https://phys.org/news/2022-09-gamma-rays-dwarf-galaxy-astronomical.html
https://chandra.harvard.edu/photo/2018/sgra_swarm/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1835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2212
https://forum.hkas.org.hk/Web/SgrA_first_resul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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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展示兩個被認為是暗物質存在的例子。 
 

← 1. 哈勃太空望遠鏡拍攝的遙遠星系

團 Cl 0024+17，位於雙魚座，周圍有多

重弧狀鬼影 (箭嘴)。 2. 利用引力透鏡效

應可以探測暗物質，它分佈成環狀 (假
藍色) 圍着星系團，直徑 260 萬光年，暗

物質聯同星系團形成引力透鏡把一個

更遠的背景星系畸變如圖 1 出現的弧狀

鬼影。根據其他觀測， Cl 0024+17 前身

是一對星系團，兩者沿地球視線方向碰

撞，結果暗物質從碰撞位置向外拋，在

引力減速下形成像水面漣漪的環狀，實  
參考:  https://hubblesite.org/contents/news-releases/2007/news-2007-17.html   際上它不是平面環而是一立體結構。  
 

← 位於船底座的子彈星系團 1E 0657-56，由一對星系團碰

撞而成，碰撞前 I 在左方，II 在右方。白橙色是可見光影

像，紅色代表用 X 射線望遠鏡探得的兩組普通物質 (星系

團內的高溫氣體)，藍色代表用引力透鏡探得的兩組暗物

質。在碰撞途中，密度較高的 A 組高溫氣體穿過 B 組高溫

氣體，結果 A 變成子彈形狀，A、B 的相對速度也因碰撞

而被拖慢下來 (A、B 相隔不太開)。C、D 暗物質卻不受碰

撞影響，除了引力作用之外，它們不會直接交互，也不與 

A、B 交互，因此在碰撞後 C、D 總比 A、B 相隔更開。 

參考: http://chandra.harvard.edu/photo/2006/1e0657/ 
 

 
 
銀河系的近鄰 ―― 大麥哲倫雲、小麥哲倫雲、大犬矮星系、人馬矮星系 
 
 
 
 
 
 
 
 
 
 
 
 
 
 
 
 
 
 
 
 

照片攝於智利 ESO 天文台。大、小麥哲倫雲 (LMC、SMC) 繞着南天極 (+ 號) 順時針方向轉，銀河則東升。

在銀河的黑方塊是煤袋星雲 Coalsack，煤袋旁是南十字座，紅光斑是船底星雲，Canopus 是老人星，右邊是

橫臥的獵戶座。 參考: 怎樣把赤道儀對準南天極 https://forum.hkas.org.hk/Web/LMC_SMC_SCP_map.jpg   

https://hubblesite.org/contents/news-releases/2007/news-2007-17.html
http://chandra.harvard.edu/photo/2006/1e0657
https://forum.hkas.org.hk/Web/LMC_SMC_SCP_map.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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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半球的大麥哲倫雲 (Large Magellanic Cloud / LMC) 和小

麥哲倫雲 (Small Magellanic Cloud / SMC) 是一對相當顯眼的

星系，但歐洲人要到十六世紀麥哲倫環球航海後才認識，初時

以為是星雲，後來才知道是星系。大麥位於南赤緯 700
 山案座 

- 劍魚座交界，距離  16 萬光年，長徑約  2 萬光年  (近照 

https://forum.hkas.org.hk/Web/LMC_ESO.jpg )；小麥位於杜鵑座，距離 

20 萬光年，長徑約 8 千光年，從星系尺度而言，它們距離銀

河系不遠。二麥同時以接近 900
 交角伴繞銀河系，用射電觀測 

還有一道 “麥哲倫流” (稀薄的中性氫氣) 由二麥流向銀河系，長逾 1800，將來二麥可能併入銀河系。 
 

 
   
 
 
 
 
 
 
 
 
 
 

大麥哲倫雲 LMC 及其內的蜘蛛星雲 Tarantula Nebula 和宇宙礁 Cosmic Reef  
 

大麥有豐富的中性氫，但星數比例較銀河系少，中央結構像短棒，其內的星順着棒形軌道運行 

( https://forum.hkas.org.hk/Web/LMC_stellar_motion.jpg )，棒外沒有旋臂，原因是銀河系引潮力把星系變形了，

同時也引起麥哲倫流。大麥的產星率並不平均，中期產星不如早期和後期多，因此存在年輕和年老

的球狀星團，反觀銀河系，所有在銀暈內的球狀星團都是年老的。小麥的演化過程與大麥相若。 
 

大麥內的蜘蛛星雲 (Tarantula Nebula / 30 Doradus) 是大型產星區，直徑

達 2 千光年，星雲中心有疏散星團 NGC 2070，最密處稱 R136，包括 70 

多顆甚大質量星 (最大到 ~ 200 M⊙)，它們的強烈輻射、星風和星爆活動

塑造了星雲的彌散形狀。鄰近 NGC 2070 有一雙星 VFTS 243，其中一方

是個 ~ 9 M⊙ 的星黑洞。1987 年一顆超新星在蜘蛛星雲側爆發，現在只

遺下暗殘骸。近大麥棒心有一顆甚亮的脈衝星 PSR J0523-7125。大麥外

圍之北有一對紅藍星雲，合稱宇宙礁 (Cosmic Reef)，藍環部分是一 WR 

型星的外拋物質。 位於小麥的 NGC 346 也是產星區，但在前景的杜鵑 47 
(47 Tucanae) 卻屬於銀河系，杜鵑 47 是繼 ω Centauri 之後全天第二亮的球狀星團，亮度 5 等。 
 

二麥之外，已知在一百萬光年內還有十餘個極暗的矮星系。最近是

用紅外線發現的大犬矮星系 (Canis Major Dwarf Galaxy)，其主體距離

銀心約 4 萬光年，距離太陽 2.5 萬光年，基本上星系物質已被銀河系

拉扯成環流。次近是人馬矮星系 (Sagittarius Dwarf Elliptical Galaxy)，
其主體距離太陽約  7 萬光年，它也被銀河系拉扯成環流狀，動畫: 
https://forum.hkas.org.hk/Web/Sgr_DwarfGalaxy.mp4 。在銀盤之下還有一彗髮狀

的史密夫氫雲 (Smith Cloud)，大小約 3 x 9 千光年，目前以 70 km/s 相

對速度衝往英仙臂，估計三千萬年後與銀盤併合而催生許多星體。 
  

順便一提人馬座的 “巴納德星系” (Barnard’s Galaxy / NGC 6822 / C57)，大小

酷似小麥哲倫雲，亮度 9 等，距離 160 萬光年，雖然比小麥遠得多，但從星

系尺度而言，仍然是最近地球的星系之一，用六吋以上望遠鏡可見。 

小麥哲倫雲  SMC 及其產

星區 NGC 346。在前景的

47 Tucanae 是銀河系內的

球狀星團，不屬於 SMC。

https://forum.hkas.org.hk/Web/LMC_ESO.jpg
https://forum.hkas.org.hk/Web/LMC_stellar_motion.jpg
https://forum.hkas.org.hk/Web/Sgr_DwarfGalaxy.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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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M 33、M77 星系 
 

M31 位於仙女座，又稱仙女星系 (Andromeda Galaxy / NGC 224)，是最近我們的旋渦星系，距離 2.5 

百萬光年，直徑約 13 萬光年，亮度 3.4 等。用小鏡看只像小亮斑，在多波段照片可分辨其旋臂和

核心結構。M31 的外圍約有五百個球狀星團，有十幾個細小伴星系，包括 M32 和 M110 (下圖 1)，
在轉盤上也存在一些 X 射線雙星。哈勃太空望遠鏡曾探出 M31 核心有一小一大的熱點 (圖 2)，兩

點相距約 5 光年。小點內藏一個 ~ 108
 M⊙ 特大質量黑洞 (圖 3)，它正在吸積外圍盤中的年輕藍星，

藍星盤外是一道由年老紅星構成的星環，它就是哈勃鏡看見的大熱點，而雙熱點正是核心黑洞活動

的寫照 (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M31_CenterShape.pdf )。 二十世紀初，天文學家對 M31 認識不

多，美國的沙普利 (Shapely) 認為它是銀河內的星雲，沙普利 (Curtis) 則認為是獨立在銀河外的 “島
宇宙” (island universe)，為此兩人在 1920 年公開辯論。根據藍移觀測，目前 M31 以 110 km/s 的速

度接近銀河系，估計 40 億年後兩者將會併合。 

M33 位於仙女座旁的三角座，又稱三角星系 (Triangulum Galaxy / NGC 598)，距離 2.7 百萬光年，

直徑約 5 萬光年，亮度約 6 等，其旋臂像一卷鬆散羊毛，故被形容為 “羊毛狀旋渦結構” (flocculent 
spiral)。星系內的 NGC 604 是大型電離氫區，直徑約 1500 光年，其內有大群年輕和新生的亮星。

照片圓圈內有一掩食雙星系統，一方是 70 M⊙ 大質量星，另一方是已知最大星黑洞之一，編號  

M33 X-7，估計質量 16 M⊙。M 33 一直被 M 31 的引力牽制着，目前以 180 km/s 的速度接近銀河系。 
 
 
 
 
 
 
 
 
 
 
 
 
 
 
 
 

仙女星系 Andromeda Galaxy (M31)                    三角星系 Triangulum Galaxy (M33) 
 

M77 (NGC 1068) 位於鯨魚座，距離 4.7 千萬光年，直徑 10 萬光年，亮度約 9 等。用哈勃鏡觀測  

(下圖)，M77 呈現帶豐富塵氣的旋臂，紅斑是電離氫 / 產星區，核心相當明亮並且釋放廣譜的輻射，

所以是一個 “賽弗特星系” (見前篇《星光的本質》)。用 X 射線觀測 ，一道熱風從星系核心吹出，

熱風可能來自圍繞一個特大質量黑洞的吸積盤；用 3 mm 電波觀測也見到從核心射出的噴流。  
 
 
 
 
 
 
 
 
 
 
 
 
 

https://forum.hkas.org.hk/Web/M31_CenterShap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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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1、M64、M82、M104、NGC 891 星系 

這幾個星系遠比 M 31 暗，但結構很有代表性，可作星系示範。 
 
 
 
 
 
 
 
 
 
 
 
 
 
 
 
 
 
 
 
 
 
 
 
 
 
大圖：  M51 / NGC 5194 又稱渦狀星系 (Whirlpool Galaxy)，位於獵犬座， 
亮度 8.4 等，寬 11 角分，距離約 3 千萬光年，它以正面向着地球，旋渦狀別別明顯，稱 “宏象旋渦結構” (grand 
design spiral)。旋臂上的紅斑點是電離氫，這裡都是產星的場所，藍斑點則是年輕大質量星的聚區。鄰近的

伴星系稱 NGC 5195，由於星系之間的引力作用，NGC 5195 已變成模糊形狀，其中一條 M51 的旋臂也被拉

長到 NGC 5195 的前面，2011 年曾有超新星在 + 號位置爆發。 小圖 λ 是 M51 和伴星系的 168 μm 紅外影像，

在 M51 核心的假紅色範圍表示有大量星體形成，但伴星系只釋放相反的暗紫色，表示缺乏新的星體誕生。 
 
 
 
 
 
 
 
 
 
 
 
 
 
 
 

M 82 / NGC 3034 又稱雪茄星系 (Cigar Galaxy )，位於大

熊座，亮度 8 等，距離 1.2 千萬光年。轉盤側向幾乎

見不到它的正面，但在近紅外影像中它是有兩道旋臂

的。盤內有錯綜的絲狀塵埃結構，還有兩大錐型紅熱

氣從盤心外流，這說明 M82 曾經歷不少星暴活動。

https://www.jpl.nasa.gov/news/news.php?feature=7345 

NASA ‐ HST 

M64 / NGC 4826 星系位於后髮座，亮度 9 等，距

離約 2 千萬光年，盤面側向地球令半邊塵氣被星

系中心的光芒遮掩，別稱  黑眼星雲  (Black Eye
Galaxy)。它曾與一較小星系碰撞再併合，因而導

致中心區域的星體與外圍區域的運轉方向相反。

https://www.jpl.nasa.gov/news/news.php?feature=7345


AC_Galaxy_Quasar_ISM    Alan Chu           10 of 24 

 
 
 
 
 
 
 
 
 
 
 
 
 

 
 

上圖:  M104 / NGC 4594 又稱寬邊帽星系 (Sombrero 
Galaxy)，位於室女座，亮度 9 等，距離約 3 千萬光

年。它幾乎以側面向着地球，有明顯的塵氣在盤邊，

盤面上下有千多個球狀星團，盤心異常肥腫和明

亮，觀測星系核心的光譜和 X 射線輻射，證實核心

存在一個 ~ 109 M⊙ 特大質量黑洞。 (NASA 合成圖片) 

右圖:  以側面展示的仙女座 NGC 891 星系，亮

度 11 等，距離約 3 千萬光年。NGC 891 的盤邊

被黑暗塵氣遮蓋，塵氣也從星系盤兩側伸展成

絲狀，成因可能由於星系盤內有劇烈的星體誕 
生或超新新星爆發，塵氣因而被吹到盤面兩側。   其他例子: https://forum.hkas.org.hk/Web/IC5249.jpg 

 

特別的星系 
 
 
 
 
 
 
 
 
 
 

位於羅盤座的矮星系 ESO 495-21，直徑比銀河系

小 30 倍，但中心存在一個異常大比例的特大質

量黑洞 (約 106
 M⊙，是銀河系中心黑洞質量的 

1/4)。這星系的形態提供了一說法: 先有大量物

質集積為特大質量黑洞，後來的黑洞活動把鄰近

的氣體擠壓，產生大量星體再演化為星系。 
參考: https://www.spacetelescope.org/news/heic1911/ 

 
超彌散星系 (ultra-diffuse galaxy / UDG) 指結構非常彌散的暗星系。 一般星系

的質量 - 光度比例很高，表示有暗物質存在，不過在鯨魚座發現罕見的例外，

就是兩個超彌散星系 (NGC 1052-DF2 和 DF4) 內的球狀星團，移動速度不如預

期那樣快，因此認為兩者欠缺暗物質。初說 DF2 和 DF4 的原有暗物質可能脫

離原位進入鄰近星系 (NGC 1052) 的引力範圍，後來的跟進展示，當兩個早型

星系發生對碰後，它們的大部分物質會被剝離，只剩下星星和一些殘留的暗

物質，報導: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4665-6 

鹿豹座的 UGC 3697 和長蛇座的 ESO 510-G13 星系，兩者

的轉盤翹曲像一塊側看的薯片，原因可能是它們曾與其他

星系相遇或交互。我們的銀河系也是輕微翹曲的，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MilkyWay_warping.jpg 

https://forum.hkas.org.hk/Web/IC5249.jpg
https://forum.hkas.org.hk/Web/MilkyWay_warping.jpg
https://www.spacetelescope.org/news/heic191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4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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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的分佈和演化 
 

與星團一樣，星系也會聚集成群或團，不過星系間的平均距離以百萬光年計，單靠星系本身的引

力是不足夠互相牽制的，捆綁星系成團要靠充斥星系際間，有龐大引力 (質量) 但不可見的暗物質。 

我們的銀河系是  本星系群  (Local Group) 的一分子，群內還有大約六十個星系，包括前述的 

LMC、SMC、M31、M32、M33、M110、NGC 6822 和一些超彌散星系，其中以 M31 最大，次大

是銀河系，最遠的成員 (例如這個稱 WLM 矮星系 https://esawebb.org/videos/WLMa/ ) 居於 3 百萬光年外。  
 
 
 
 
 
 
 
 
 
 

The Heart of Virgo Cluster https://apod.nasa.gov/apod/ap220615.html 
 

← Abell 2744 (Pandora’s 
Cluster) 又名  潘多拉星

系團，左圖是它的光學

影 像 。 右 圖 是 合 成 影

像，紅色表示經  X  射線

探得稀薄但高溫的星系

際氣體，藍色是以引力

透鏡探得的暗物質。 
https://chandra.harvard.edu/photo/2011/a2744/ 

 
另一群叫室女星系團 (Virgo Cluster)，視向在室女座，中心離地球約 6 千萬光年，內含一千多個

星系，包括上圖所示的梅西爾天體。 在 3 億光年外有后髮星系團 (Coma Cluster)，內含超過一千個

星系，總質量估計為  1015
 M⊙，以暗物質最多。在  5 億光年外有武仙星系團  (Hercules Cluster 

https://apod.nasa.gov/apod/ap201107.html )，內含約二百個星系。更遠有玉夫座的 Abell 2744，距離 35 億光

年，由最少四個星系團交互而成，分佈範圍約 3 億光年，是已知最大質量星系團之一。 
 

本星系群和室女星系團又隸屬於更大的 “室女超星系團” 

(Virgo Supercluster  https://forum.hkas.org.hk/Web/Virgo_SC.jpg )，亦稱 

“本超星系團” (Local Supercluster)，內有百多個星系團，但不

包括后髮和武仙星系團。近年再發現室女星系團和銀河系原

來處於一個伸展達 5 億光年，稱 Laniakea “拉尼亞凱亞” 超大

星系團的葉狀位置上 (右圖)，朝向 Laniakea 的中心緩慢移

動；這中心又名 “ The Great Attractor”，視向在南三角座。 

大尺度結構 (large-scale structure) 指比超星系團更龐大的

宇宙空間，已知的分佈和發展如下頁圖示： 

 根據美國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大尺度的星系分佈像 
纖維網，在長蛇-半人馬座有一密集星系帶，稱 Sloan Great Wall，長 13 億光年，離地球約 10 億

光年；在 55 - 80 億光年外還有更龐大的 BOSS Great Wall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SS_Great_Wall )。  

 以紅外、紫外到 X 射線調查宇宙在不同時期的整體輻射，我們發現產星率在宇宙誕生後約 30 億

年最高 (相應紅移 z ≈ 2.2，這時期稱 Cosmic Noon)，現在宇宙的整體產星率比高峰時低了十多倍。 

https://esawebb.org/videos/WLMa
https://apod.nasa.gov/apod/ap220615.html
https://chandra.harvard.edu/photo/2011/a2744
https://apod.nasa.gov/apod/ap201107.html
https://forum.hkas.org.hk/Web/Virgo_SC.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SS_Great_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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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在 138 億年前誕生。韋伯太空望遠鏡曾遇見宇宙誕生後僅 2.4 億年 (z ≈ 16.7) 的原始星系 

CEERS-93316，也遇見六個大質量星系在宇宙誕生後約 7 億年便出現了，不過目前的理論尚未

能完全解釋這些大質量星系為什麼這樣早形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q_ZXCWqwzw 

 哈勃太空望遠鏡見過一個宇宙誕生後約 7.5 億年 (z ≈ 7.2) 的星爆星系 GNz7q，

其內存在一個增長中的特大質量黑洞。 歐洲南天文台的 VLT 甚大望遠鏡也發

現宇宙誕生後約 9 億年 (z ≈ 6.3) 的六個星系被一特大質量黑洞虜獲，前者提供

了充足的餵食氣體使後者快速成長: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2016/ 

 ALMA 射電陣列發現一個宇宙誕生後 14 億年 (z ≈ 4.4) 的星系 BRI 1335-0417 

呈雙旋臂結構: https://www.sci.news/astronomy/alma-most-distant-spiral-galaxy-09680.html 
 各方物質靠引力拉攏為絲網狀結構，再發展為星系和星系團: https://apod.nasa.gov/apod/ap160530.html  

 極深空探測 (例如哈勃鏡的 Ultra-Deep Field、韋伯鏡的 CEERS / Cosmic Evolution Early Release 
Science Survey) 說明大尺度空間的星系分佈大致均勻，但從小尺度看它就有點不均勻了。 

 
 
 
 
 
 
 
 
 
 
 
 
 
 
 
 
 
 
 
 
 
 
 
 

韋伯太空望遠鏡以近紅外相機 (NIRCam) 配合 1.15 - 4.10 μm 濾波拍攝的深空照片，由 690 幀單獨的影像

併疊而成，視場指向大熊座北斗柄一處星光稀疏的天區，總曝光約 24 小時，處理後照片露出許多大小不

一的星系，最遠的星系紅移估計達 ~ 14，表示在宇宙誕生後約 3 億年便出現了。 (圖像來源： 
https://news.utexas.edu/2022/08/04/wide-view-of-early-universe-hints-at-galaxy-among-the-earliest-ever-detected/ ) 

產星率在宇宙誕生後 ~ 30 億年最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q_ZXCWqwzw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2016
https://www.sci.news/astronomy/alma-most-distant-spiral-galaxy-09680.html
https://apod.nasa.gov/apod/ap160530.html
https://news.utexas.edu/2022/08/04/wide-view-of-early-universe-hints-at-galaxy-among-the-earliest-ever-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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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的分類 

1920 年代，美國天文學家哈勃 (Edwin Hubble) 把星系的形

態編成一幅像音叉的星系分類圖，包括五類: 旋渦星系 Spiral 
galaxy (S)、棒旋星系 Barred spiral galaxy (SB)、橢圓星系 

Elliptical galaxy (E)、透鏡星系 Lenticular galaxy (SO) 和不規

則星系 Irregular galaxy (Irr)。每類又有次型，例如 Sa - Sb - Sc、  

SBa - SBb - SBc。銀河系介於 Sb 到 SBb 型，M87 星系是 E1 

型。要留意的是: 哈勃音叉圖沒有包括後人發現的環狀星系 

(Ring galaxy)，也不代表星系的演化過程；獨立的星系傾向

旋渦形態，星系團的成員傾向橢圓或無旋臂的透鏡形態，參考: https://www.icrar.org/eagle-morphology-density 
 

典型的橢圓星系、透鏡星系、棒旋星系、不規則星系、環狀星系  
 
 
 
 
 
 
 
 
 
 
 

圖 1: 位於室女座的 M87 是一個常被研究的橢圓星系，距離 5.4 千萬光年，亮度 9 等，可見光直徑約 15 萬光

年，但它是橢球體，不是旋渦盤狀，所以體積龐大，質量和星數遠勝銀河系。M87 的成員幾乎全是老星，球

狀星團超過一萬個 (相比銀河系只得百餘個)，這情況說明 M87 沒有剩餘足夠的塵埃和氣體來產星，也因此不

再出現旋臂。根據觀測，M87 核心射出噴流，並且存在一個 6.5 x 109 M⊙ 的特大質量黑洞。 

圖 2: 位於劍魚座的 NGC 1947，距離 4 千萬光年，盤面圓大，有核心但見不到旋臂，因此是一個透鏡星系。

推測它曾與一小星系交互，原有旋臂被擾動而分離，至今與塵氣和交互星系的殘骸演化為盤上的絲帶形狀。  

圖 3: 棒旋星系 NGC 1300 位於波江座，亮度 12 等，距離約 7 千萬光年，星系橫跨 11 萬光年，在兩道主旋臂

上的紅、藍超巨星、星團和產星區仍然清楚可辨，棒狀中部也呈現螺旋結構，其成因有待研究。 
 
 
 
 
 
 
 
 
 
 
 
 
圖 4: 不規則星系 NGC 1140，位於波江座，亮度 12 等，距離 6 千萬光年，大小只及銀河系的 1/10，目前正

處於 “星爆” 階段，產生的星有不少屬於大質量的，它們會很快消耗氫氣，最後爆炸為超新星，驅使更多氫氣

脫離星系。估計千萬年後，星系內的氫氣比例減低就不能維持星爆了。 

圖 5: 這個位於巨蛇座的環狀星系，稱 哈氏天體 (Hoag's Object)，距離 6 億光年，球狀核心主要由老星構成，

外環有許多年輕的高溫藍星，直徑約 12 萬光年。哈氏天體的成因，有可能是一旋渦星系被較小的星系正面

碰撞盤面，由碰撞導致的密度波令旋臂重新調配為星環。細看照片，在環內尚有一個更遙遠的環狀星系。 

圖 6: 右方的環狀星系稱 AM 0644-741，位於飛魚座，距離 3 億光年，前身是旋渦星系，但曾與左下角的星系

沿 a 方向衝撞，衝擊波促使更多星體誕生，新生和原有星群向外擴展為現今所見的偏心環。環的直徑約有 15
萬光年，比銀河系更大，環內存在許多光亮的大質量藍星。 參考:  https://apod.nasa.gov/apod/ap210728.html  

https://www.icrar.org/eagle-morphology-density
https://apod.nasa.gov/apod/ap210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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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的衝壓剝離現象  

在觀測星系團的成員時，天文學家留意到一種叫 “衝壓剝離” (ram pressure stripping) 的現象，它會

導致星系內的氣體流失，減低產星率，星系的旋臂和核球形狀也因產星率下降而變化。例子: 
 
 
 
 
 
 
 
 
 

圖 1: 棒旋星系 ESO 137-001 位於南三角座，是矩尺星系團的成員，距離 2 億光年，目前以秒速 2 千公里奔向

星系團的中心，迎面而來的星系際介質就像風吹一樣，產生衝壓 (ram pressure) 把星系內引力較弱的氣體和

塵埃削離，被剝離的物質聚成像水毋的觸鬚，一些藍星團在鬚內形成。利用 X 射線觀測，我們還見到剝離物

質已蒸發而留下兩條長尾巴痕跡。當流失大量氣體和塵埃之後，這個星系就很難再有星體誕生，最終會變成

橢圓星系。衝壓剝離作用解釋了為什麼在星系團中心區的成員都不是旋渦星系而是貧塵氣的橢圓星系。  
圖 2:  NGC 4402 是室女星系團的成員，衝壓剝離作用使星系轉盤的前緣彎曲，後緣則鬆散，星密度也較低。  
 
 

星系相遇和併合 

在漫長的宇宙歷史中，個別星系會因引力而靠隴，最後併合為更大的星系。

假設現時宇宙有二千億個星系，平均每隔數百萬光年就有一個星系了，普通星

系大小總有數萬光年，因此兩個星系相遇的機會頗大，相遇時雙方引潮力會把

氣雲物質變形甚至拉長。若然碰撞，受壓的氣體也會催生新的星，但原有的舊

星碰撞機會卻很微，它們會依引力環境重新分佈，直至雙方併合為一。下圖 1 

是烏鴉座的雙天線星系 (NGC 4038 / 4039)，兩者互碰產生一對天線狀尾巴，總

長約 30 萬光年，還有許多新生和年輕的星域 (照片藍白色部分)。圖 2 仙王座的 Arp 194 也是一對

曾經相遇的星系；另一碰撞例子是 Taffy Galaxies “太妃糖星系” https://noirlab.edu/public/news/noirlab2308/ 。    
 
 
 
 
 
 
 
 
 
 
 
 
 
 
1. Antennae Galaxies NGC 4038 / 4039      2. Arp 194 (Lower galaxy passed over the top galaxy ~108 years ago.) 

 
星系碰撞後，它們原有的特大質量黑洞也會靠近而最終併合，例子

有 NGC 7727 (星系有雙核心，各含一特大質量黑洞，現時兩者相隔 

1600 光年)，另一例是 NGC 6240 (星系中心存在三個特大質量黑洞，

https://forum.hkas.org.hk/Web/NGC6240_SMBH.jpg)。近年發現幾個奇異射電圈 

“odd radio circles”，直徑 ~ 106  光年，未知這是否與特大質量黑洞併合

有關，還是由其他天體活動引起 ( https://apod.nasa.gov/apod/ap220330.html )。 

1                                                                                              2

https://noirlab.edu/public/news/noirlab2308
https://forum.hkas.org.hk/Web/NGC6240_SMBH.jpg
https://apod.nasa.gov/apod/ap220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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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相遇、碰撞或併合的例子 
 
 
 
 
 
 
 
 
 
 
 
 
 
 
 
 
1. 巨蟹座 IC 2431 (三重星系)  2. 大熊座 Arp 148   
3. 仙女座 Arp 273  4. 后髮座 NGC 4676 Mice Galaxies 
 

← A 是位於玉夫座的車輪星系  (Cartwheel Galaxy / 
ESO 350-40)，距離地球約 5 億光年，直徑 15 萬光年，

亮度 15 等。它的前身原本是一個旋渦星系，因為與另

一星系相撞才變成今天的車輪形狀。天文學家估計大

約兩億年前，一個較小的星系撞向車輪星系前身的中

央，碰撞的衝擊波從中央向外擠壓外圍的氣體，結果

形成新的藍星星環，在車輪星系旁的兩個小星系則與

這次碰撞無關。根據觀測到中性氫的射電波痕跡 (圖中

綠色線瓣)，曾經碰撞 A 的星系早已離開到達 B 位置，

距離 A 的中心 30 餘萬光年。 
 JWST 拍攝的紅外影像:  https://esawebb.org/news/weic2211/ 

 
← 位於飛馬座的史蒂芬五重星系  (Stephan’s Quintet)
在 1877 年被馬賽天文台發現，初時指照片右方五個星

系，實際上只有 NGC 7317 / 7318A / 7318B / 7319 有引

力聯繫， NGC 7320C 也可能是一份子。五者距離地球

約 3 億光年，它們正在相遇的路途上，其中 NGC 7319 

的旋臂被嚴重扭曲，NGC 7318A 與 7318B 的碰撞最劇

烈，NASA 的錢德拉望遠鏡更顯示因 NGC 7318B 高速

碰撞星際氣體而激發的 X 射線。在前景的 NGC 7320 

距離地球約 4 千萬光年，與史蒂芬五重星系無關。   

 JWST 拍攝的紅外影像:  https://esawebb.org/images/weic2208a/ 
 

← 這是反常的旋渦星系 NGC 4622，位於

半人馬座，距離 1.1 億光年，它以正面顯示

三道旋臂，外臂 A 和 B 以逆時針方向往星

系的核心打轉，內臂 C 卻以順時針方向往

核心打轉，同時星系亦以順時針方向旋轉。 

正常旋渦星系的旋轉都是與外臂打轉方向

一致的，但 NGC 4622 可說是罕見的例外。

旋向之謎仍在研究中，初步認為 NGC 4622 

可能由兩個旋渦星系併合而成，其中一個

居於 NGC 4622 的中央，外臂 A 和 B 的反常

旋向可能是兩個星系交互時造成的。 

NGC 2936 (上) 與 2937 (下)
相遇，前者本是旋渦星系，

受後者引力影響變成像海

豚的樣子。NGC 2936 位於

水蛇座，距離約 3 億光年。

位於大熊座的併合星

系 Mrk 273，距離約 5
億光年，狀似牙刷。星

系核心非常活躍，每年

產星多達 60 M⊙。 

https://esawebb.org/news/weic2211
https://esawebb.org/images/weic22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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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星系核 
 

有些不尋常的星系會從核心釋放超強輻射，稱 “活動星系核” (active galactic nuclei)，簡稱 AGN，

其活動誘因，主要是由於星系核心存在一旋轉的特大質量黑洞吸積周邊物質 (下圖)，待吸物質高速

流動，磨擦生熱而電離，形成一個附帶磁場的吸積盤 (accretion disk)  繞着黑洞轉。 如果物質被吸

而太靠近黑洞，它會被磁場加速並且在黑洞視界外徘徊，形成一個非常熱的帶電粒子區域，稱光冕 

(corona, https://forum.hkas.org.hk/Web/Blackhole_corona.jpg )，隨

後帶電粒子沿着被黑洞扭繞的磁力線外洩，結果從磁

軸射出兩束反向的噴流 (plasma jet)，噴流接近光速，

其輻射可以是射電、光波、X 到伽傌射線的混合，偏

振性很強。吸積盤外圍是一個由中性氣體和塵埃構成

的塵氣環 (dusty torus)，直徑遠比吸積盤大，達數百光

年， 環外才是星系的大片範圍。 
 

黑洞旋轉會影響噴流的能量。在一些 AGN 中，噴流底部的高能輻射特別強，這些輻射會被吸積

盤面反射，也會激發吸積盤物質產生在 X 射線頻段的鐵發射線，觀測吸積盤的反射譜和鐵發射線

的多普勒效應可以導出黑洞的旋轉率。 從另一項對光度突變的 AGN 觀測，天文學家懷疑特大質量

黑洞 / 吸積盤的磁場是會南北逆轉的，參考:  https://svs.gsfc.nasa.gov/14148 
 

AGN /星系噴流的例子 
 
 
 
 
 
 
 
 
 
 
 
 
 

獵犬座 M106 星系的多波段合成影像。星系核心

存在一個 4 x 107 M⊙ 的特大質量黑洞，藍色 (X 射

線) 和紫色 (射電) 臂狀部分都是被核心活動衝擊

波外拋的氣體， 因此偏離星系盤的平面。 
 
 
 
 
 
 
 
 
 
 
 
 

3C 321 位於巨蛇座，由一對星系互繞組成。主星系

核心存在一個特大質量黑洞，它的噴流 (藍色) 碰到

伴星系的邊緣，然後偏折和擴散到圖的右上方。噴

流的能量巨大，足以破壞伴星系內的天體，因此主

星系有個別名，稱 “死星星系” (Death Star Galaxy)。 

Centaurus A 是射電星系，距離 13 百萬光年，核心存在一

個 5 x 107
 M⊙ 的特大質量黑洞，圖中白暈及塵氣是其光學

影像，兩道噴流以橙色 (射電) 配合藍色 (X 射線) 展示。

圖中心是橢圓星系 Hercules A (3C 348) 的光學影像，

內藏一個 4 x 109 M⊙ 的特大質量黑洞，紅色是源自星

系核心的射電噴流，噴流前段已擴散為多層的圓瓣結

構，這表明星系內的特大質量黑洞曾經多次爆發。 

https://forum.hkas.org.hk/Web/Blackhole_corona.jpg
https://svs.gsfc.nasa.gov/1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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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破壞隣近天體之餘，AGN 噴流亦有可能

衝壓星系際氣體，促使新的天體誕生，附圖左

的  NGC 541 與閔可夫斯基天體  (Minkowski’s 
object) 就是一實例，前者是鯨魚座的一個橢圓

星系，距離 2.3 億光年，後者是在星系際氣體中

形成的一個非規則矮星系，兩者相隔 45 角秒。

用射電觀測更見到 NGC 541 的噴流 (圖右紅色) 

正在衝壓一處星系際氣體 (藍色)，於是催生了

閔可夫斯基天體。據估計，閔可夫斯基天體在 7 

百萬年前開始增長，現時含星約 2 千萬顆。  
 

 
 
 
 
 
 
 
 
 
 
 
 

1. 從 M87 橢圓星系核心射出的噴流，長約 5 千光年。M87 位於室女座，距離 5.4 千萬光年，核心存在一個 

6 x 109 M⊙ 的特大質量黑洞。  2. M87 星系中心黑洞的噴流和陰影 (ALMA+VLBI+GLT 毫米/亞毫米波影像)。 
3. 2019 年，EHT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國際團隊利用甚長基線陣列的高分辨率，首次取得 M87 特大質量

黑洞的活動影像，在中心的圓黑影比黑洞視界大一點。橙色盤是着假色的 1.3 mm 電波痕跡，它反映最近黑

洞的電離物質繞着黑洞轉的情況，盤上的彎曲絲紋代表磁場取向。由於黑洞造成的引力透鏡效應，這個轉

盤不是圍繞物質的真正輪廓而是被引力透鏡放大了的扭曲影像。視覺上這黑洞以順時針方向自轉，與轉盤

的轉向相同，轉軸指向偏離地球視線 170，較亮的盤部分轉向地球，較暗的盤部分轉離地球。 
詳情:  https://forum.hkas.org.hk/Web/M87_jet_blackhole.pdf  https://www.mpifr-bonn.mpg.de/pressreleases/2021/3 

 
 
AGN 活動範圍 

AGN 只佔星系整體的很小部分，它的活動範圍究竟有

多大呢 ?  我們不妨作初步估計。假設 AGN 是直徑 0.1 

光年的球體並且突然釋放閃光  (右圖)，由於光速有

限，從位置 A 來的光線會首先到達地球，B 光線要遲 

0.05 年到達，C 光線又要再遲多 0.05 年才到達，結果

我們要用  0.1 年的時間才能完成整段觀測。同樣原

理，從觀測到的閃光持續時間就可以換算為 AGN 閃光部分的直徑。不過這只是粗略估計，實際上

還要考慮其他影響 (觀測波長、AGN 的活動形態、相對論性的時空彎曲等等)。   
 

用 “邦迪半徑” (Bondi radius) 也可以衡量 AGN 的最大活動範圍。在這

個半徑位置，氣體開始受到中心黑洞的引力作用而下落，由於擠壓和摩

擦，氣體的密度和溫度會逐漸上升，這現象從 Chandra 太空天文台得到

證實: Chandra 以 X 射線波段觀測 NGC 3115 星系核心的氣體活動，發

現這些氣體的溫度在距離中心黑洞大約 700 光年處開始上升，這位置就

是邦迪半徑的臨界區，報導:  https://chandra.harvard.edu/photo/2011/n3115/ 
 
更多參考:  愛丁頓極限 Eddington Limit  https://forum.hkas.org.hk/Web/Eddington_Limit.pdf 

Estimating the Mass of a Black Hole  http://chandra.harvard.edu/edu/formal/math/7Page81.pdf 
Determining the Masses of Supermassive Black Holes   https://www.mpia.de/news/science/2021-13-quasar  

https://forum.hkas.org.hk/Web/M87_jet_blackhole.pdf
https://www.mpifr-bonn.mpg.de/pressreleases/2021/3
https://chandra.harvard.edu/photo/2011/n3115
https://forum.hkas.org.hk/Web/Eddington_Limit.pdf
http://chandra.harvard.edu/edu/formal/math/7Page81.pdf
https://www.mpia.de/news/science/2021-13-qua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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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 統一型 

多年前，活動星系核的本質尚未明白，因此稱呼不一，後來天文學家把大量觀測歸納為一個統一

模型 (AGN unified model)，見下圖: 位於模型中心是一個特大質量黑洞，質量 ~ 106
 到 1010 M⊙，

黑洞的自轉角動量和引力勢能提供了 AGN 的主要能量來源，包括噴流的非熱輻射。吸積盤的光學

尺度小於 0.1 光年，盤面上下都是轉動的電離氣雲，越近中心，氣雲轉動越快，因此譜線越被拉闊 

(見《星光的本質》篇)。 在寬譜線區，氣雲轉速 ~ 103
 到 104 km/s，在窄寬譜線區，氣雲轉速低於 

~ 103 km/s。圍着吸積盤是一個不透可見光的塵氣環，外徑有數百光年，比吸積盤大得多。  

AGN 的外觀由視向決定。如果沿 A 向望，我們會見到幾乎正面來的噴流和吸積盤，無論長短期

的輻射變化都很大，偏振性強，稱 “耀變體” (blazar)。近年耀變體又分為 BL Lac (BL Lacertae object)
和 FSRQ (flat-spectrum radio quasar) 兩型，BL Lac 型以噴流為主，釋放高能的帶電粒子和中微子，

光譜缺乏譜線，例子有 BL Lacertae、Markarian 501 ( https://forum.hkas.org.hk/Web/Blazar_Mk501.jpg ) 和具有

雙黑洞的 OJ 287 (https://www.mpifr-bonn.mpg.de/pressreleases/2023/4 )。FSRQ 型的輻射主要來自吸積盤，因

此光譜呈現較明顯的發射線，射電也較強，例子有 3C273、3C279。如果沿 B 向望，我們會看見星

系的斜向盤面、明亮的星系核心及其展寬的發射線，稱 “賽弗特星系” (Seyfert galaxy)。這種星系又

按發射線的可見度分為 I 型和 II 型，Seyfert I 型能同時看見吸積盤的寬譜線區和窄譜線區，例子有 

NGC 5548；Seyfert II 型由於視線被塵氣環遮擋，往往只觀測到窄譜線區，例子有 M 77、M106。如

果沿 C 向望，我們會觀測到塵氣環側邊和 AGN 的射電，一般喻為 “射電星系” (radio galaxy)，例如 

Centaurus A、IC 4296。太遠的 AGN 未能分辨其形狀，望遠鏡只探到一點光和射電，通稱為類星體。 
 

 

 

 

 

 

 

 
 

圖上: 耀變體 BL Lacertae 的毫米波輻射變化。 
圖下: 賽弗特星系 NGC 5548 光譜的展寬發射線。 

 
 
 
 
 
 
 
 
 
 
 
 
 
 
 

賽弗特六重星系 位於巨蛇座，亮度 15 等，紅移顯示 c、
a、f、e、b 距離地球 2 億光年，d 則在 9 億光年外與其

他五個星系無關。a、f、e 屬於賽弗特星系類別，因為

三者都有相對明亮的核心和展寬的發射線。我們也見

到星系間的引潮力作用，b 更被 e 拉扯成模糊形狀。 

NGC 4261 星系位於室女座，距離約 1 億光年，中

心白點是星系核裡的吸積盤，它的視面太小，望遠

鏡未能分辨；深棕色是塵氣環，從它的直徑和轉速

估計，星系核心藏着一個 5 x 108
 M⊙ 的特大質量黑

洞 (Ferrarese et al. 1996)。圖中的噴流隱約可見。

https://forum.hkas.org.hk/Web/Blazar_Mk501.jpg
https://www.mpifr-bonn.mpg.de/pressreleases/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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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星體 
 

1960 年初，天文學家找到一批會釋放光波和電波的天體，不過用望遠鏡無法辨別其光學形狀，

只像星點，當時不知是什麼，於是稱之為 quasi-stellar radio sources。後來從紅移觀測中領悟到它們

都是十分遙遠的天體，輻射流量驚人，即使遠在幾十億光年以外，仍然光度異常，但發光的機制

未明。美藉華裔天體物理學家丘宏義把原名縮簡，稱 quasar，譯 “類星體”，此後這稱呼一直沿用至

今。目前有編號的類星體超過七十萬個，大部由 SDSS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 發現。 

經過多年探究，現在已知道類星體都是十分遙遠的活動星系核，在核

心的特大質量黑洞促使吸積盤產生強光把星系輪廓掩蓋了，雖然望遠鏡

見不到整個星系，但可以通過光譜及多波段觀測來判斷光源的身份
#
。絕

大多數類星體的紅移都超過 0.1，少數更達 5 以上。根據 SDSS 的觀測，

宇宙在 138 億年前誕生，最早的類星體約在宇宙誕生後 7 到 8 億年出

現，出現高峰約在宇宙誕生後 30 億年 (相應紅移 z ≈ 2.2，見右圖)。  

延伸參考：Difference between AGN, quasar and Seyfert galaxy 
https://www.nasa.gov/image-feature/goddard/2023/hubble-views-an-intriguing-active-galaxy 

 

視超光速運動 

類星體有廣譜的輻射，一個著名的類星體叫 3C 273，位於室女座，距離地球約 20 億光年，亮度 

13 等，用中型光學望遠鏡可見。若以射電觀測，3C 273 是一大一小的雙射電源，如下面射電圖的 A 

和 B。特別的是，A 到 B 的角距在 3 年內竟然增加 0.003 角秒，相當於增加 30 光年，換言之，B 好

像以 10 倍光速橫向跑開。這種快過光速的假象稱為 “視超光速運動” (superluminal motion)。 
 

下面示意圖解釋視超光速運動的成因: 設 A 是某星系核心，B 是從核心外拋的一團噴出物，如果 

B 以 5/6 光速 (n = 5/6) 及偏離視線的斜角 θ 離開 A，6 年後，A 與 B 便相隔 5 光年，相當於縱位移 

AA’ = 4 光年與橫位移 A’B = 3 光年。如果第一道的 A 電波在今年 1 月到達地球，第二道的 B 電波

在兩年後的 1 月便收到了 (即是噴出物從 A 到 B 的 6 年時間減去電波從 A 到 A’ 的 4 年時間)，視

覺上我們以為在兩年內見到 3 光年 (A’B) 的位移，觀感上 A 與 B 好像以 1.5 倍光速橫向分開。 

用上述步驟計算在不同 n 及 θ 情況

下出現的視超光速運動，我們便得出以

下曲線，噴流越接近光速，視超光速運

動就越明顯，例如觀測到 M 87 星系中

心的噴流出現 6 倍視超光速，它的真

正噴流速度會達 0.98 光速或以上。 
 

 
 
 
 
 
 
 
 
 

 

------------------------------------------------------------------------------------------------------------------------------------------- 
# 有一種密近雙星由普通星體和星黑洞 (或中子星) 構成，當星黑洞吸積對方物質而形成吸積盤時，盤內的流

動物質會釋放 X 射線，也會沿磁軸外洩兩束反向的小噴流，其活動像 AGN 但規模就遠遠不及，這樣的雙星

又稱為 “微類星體” (microquasar)，例子有 GRO J1655-40、SS 433 ( https://forum.hkas.org.hk/Web/SS433_Binary.pdf )。 

視超光速示意圖�

https://www.nasa.gov/image-feature/goddard/2023/hubble-views-an-intriguing-active-galaxy
https://forum.hkas.org.hk/Web/SS433_Bin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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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介質 
 

星際介質 ISM (interstellar medium) 指在星際間彌漫的塵粒和稀薄氣體，塵粒對氣體的質量約為  

1 %。氣體中氫佔最多，其次是氦，還有從星演化中流失的碳、氧、氮 … 及從星爆產生的重元素。 
 

星際塵粒主要來自巨星大氣層的外拋物和冷卻後的超新星

殘骸 ( https://pweb.cfa.harvard.edu/news/dust-grains-supernovae )，結構如

下圖，形狀不規則，大小 0.01 到 10 μm。塵粒會散射星光而

導致星際紅化 (見《星光的本質》篇)；令反射星雲偏藍；如

果被強烈紫外線照耀，塵粒會因此受熱再輻射遠紅外；一些

塵粒也會藉着星際磁場令星光偏振化，因此觀測星光偏振便

可提供 ISM 與星際磁場的分佈狀況 (圖解: Dust and starlight 
polarization  https://forum.hkas.org.hk/Web/Starlight_polarization.jpg )。 
 

 
 
 
 
 
 
 
星際介質的分類大概如上圖: 各類的溫度差異很大，密度差異更大，由少於 1 到 107

 粒子 / cc 都

有，不過無論密度如何，它們仍然遠比空氣稀薄。最大密度的 ISM 往往聚集為低溫無可見光的分

子雲 (molecular cloud)，中等密度的 ISM 包括發射星雲、電離氫和會釋放 21 厘米射電的中性氫。

最稀薄 ISM 的形態參差，沒有一致稱呼，下說的本域泡正是最稀薄的 ISM 例子。 
 

現時太陽在一處叫 LIC (Local Interstellar Cloud) 內邊移動。LIC 直

徑約為 30 光年，溫度 7000 K，密度 0.3 粒子/cc，其外圍是一團更稀

薄的空間，稱本域泡 (Local Bubble)，伸展尺度約 1 千光年，泡內密度 

0.05 粒子 / cc，但粒子仍然活躍在 106
 K 高溫狀態 (留意高溫是粒子熱

運動的反映，不表示熾熱)，因此釋放遠紫外和軟 X 射線。本域泡被

認為是太陽外數百光年遠的產星區在過去 1 - 2 千萬年發生多次超新

星爆發的累積結果  ----- 爆炸衝擊波把周圍本來稀薄的星際介質驅

趕，因而出現更稀薄但高溫的本域泡，不過慶幸這些爆炸沒有摧毀太

陽系。 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8UlpJBt5Ic&t=1s 
 

密度較大的 ISM 被擠壓時會生光，小規模擠壓有前篇說的 HH 天體，大規模擠壓往往涉及超新

星。當超新星爆發時，衝擊波以高速擠壓在前緣的 ISM，促使密度較大的部分收縮直至生光 (衝擊

波動畫 https://forum.hkas.org.hk/Web/Shockwave_animation.gif )，下圖的船帆超新星殘骸就是這樣產生的。 

← 圖 1 是船帆超新星殘骸 (Vela SNR) 的光

學合成影像。大約 1 萬年前，一顆 800 光年

外的超新星在船帆座爆發，被衝擊波擠壓

的 ISM 因而生光，擴散為今天所見的船帆

超新星殘骸。照片視場闊約 100 光年，可以

見到許多巨大絲狀的衝擊波痕跡。圖 2 是船

帆超新星殘骸的一小部分，稱  鉛筆星雲 

Pencil Nebula / NGC 2736，長約 5 光年，它

現時以每秒 180 公里奔離爆源，將來會冷卻

不再發光。圖  3 是殘骸中脈衝星發出的  X 

射線，紅紫色代表 Chandra 望遠鏡的觀測，

藍色代表 IXPE 的偏振 (polarization) 觀測。 

星際介質的分類 

< 1 個粒子 / cc最稀薄的 ISM 
(沒有一致稱呼) 

102
 - 104

粒子 / cc
6000 - 8000 K 

發射星雲 
(電離氫) 

分子雲 密度最大 
溫度 10 - 20 K

星際介質

ISM 
中性氫 (冷) 
中性氫 (熱) 

1 - 102
 粒子 / cc

50 - 100 K (冷)
6000 - 104 K (熱) 

吸收紫外線再

釋放遠紅外線
星際塵粒 
< 10 μm 

https://pweb.cfa.harvard.edu/news/dust-grains-supernovae
https://forum.hkas.org.hk/Web/Starlight_polarization.jp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8UlpJBt5Ic&t=1s
https://forum.hkas.org.hk/Web/Shockwave_animation.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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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雲 (molecular cloud) 是很冷的星際帶塵氣體，平均溫度 10 到 20 K，但密度卻最大，最密超

過 107
粒子/cc，當中氫分子 (H2) 佔大多數，其餘是含碳、氧、

氮和硫等化合物，最冷的分子雲還存在冰相的揮發物顆粒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stellar_ice )。 星際塵粒是形成氫分子的

主要媒介，當大量氫原子黏附在塵粒表面時，兩個相近的氫原子

就有更多機會鍵結為氫分子。如果塵粒被鄰星的紫外輻射加熱，

分子雲便會在紅外範圍重新輻射，不少黑暗星雲 (例如 煤袋、

LDN 1688) 其實都是分子雲。分子雲的低溫與高密度令本體更易

進行重力塌縮，因此是催生原始星的理想場所。大型分子雲的直

徑有幾百光年，通常混在銀河旋臂內，小型分子雲也存在電離氫

區和發射星雲中，稱包克雲球 (Bok globule)，平均直徑一光年。 
 
 
 
 
 
 
 
 
 
 
 

包克雲球  當大質量星在氫雲中形成時，它們的紫外輻射把氫電離及加熱，如果受熱氣體快速膨脹，有可

能把附近 ISM 擠壓形成高密度的分子雲，稱包克雲球，上圖 1 是一個例子。圖 2 的 BHR71 也是包克雲球，

位於蒼蠅座，長約一光年，光斑是雲內一對原始星及其外流物質。圖 3 是船底星雲內的一群包克雲球，有

光邊的表示它們正在蒸發中 (最初包克雲球是沒有光邊的，不過形成後又被亮星的輻射繼續加熱而蒸發。) 
 

分子雲 RCW 108  照片由歐洲南天文台設在智利 2.2 米望遠

鏡拍攝，視場約 40 x 40 光年，包括黑色分子雲 RCW 108，藍色

疏散星團 NGC 6193 和紅色發射星雲 NGC 6188，三者同屬一個

在天壇座的產星區，稱 Ara OB1 association，距離地球約 4 千

光年。 NGC 6193 有二十多顆年輕大質量 O 型和 B 型星，其中

以照片中部的星最亮，它們的強烈紫外輻射把密度較低的 ISM 

電離，結果形成了發射 Hα 紅光的 NGC 6188，大密度 ISM 則

成為分子雲 RCW 108。箭向是一個發展中的小型產星區。 
 
  
 
 
 

 
利用毫米波探測分子雲   如果沒有環境光襯托，分子雲是不易

察覺的。用 21 cm 射電也不能探測到分子雲，因為雲中的氫分

子都是由一對氫原子鍵結而成，原子間的電子會互相交換軌

道，這種鍵結不能像單個氫原子釋放 21 cm 射電，但分子雲中

每一萬個氫分子就有一個一氧化碳分子 (CO)，後者在旋動變化

中會釋放毫米電波，我們就利用這波長來探測分子雲，見右圖。 
 

右圖:  (上) 以 2.6 mm 電波探測到的巨型分子雲，集中於獵戶座，

闊約 400 光年，質量 105
 M⊙ 以上。紅黃色代表電波最強，即是分

子雲的密度最高，藍紫色的密度較低，馬頭星雲和 M 42 星雲剛好

混在這個分子雲裡。  (下)  ALMA 毫米/亞毫米波陣列探測到銀河

外星系中存在的分子雲，這些分子雲也同時是星誕生的場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stellar_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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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際介質 
 

星系間存在比 ISM 更稀薄的星系際介質 (intergalactic medium)，簡稱 IGM。IGM 可借助大光度

兼高溫的類星體來探測，見下圖 1: 假設在視線上某類星體之前剛巧有兩處 IGM，光譜便出現兩組

位於紫外波段的萊曼吸收線 (Lyman absorption line) Z1 和 Z2。圖 2 是一探測實例，從吸收線的紅移

可以了解 IGM 的分佈。 基本上 IGM 是極稀薄的等離子體 (plasma)，密度只有幾個粒子 / 立方米，

以星系活動拋出來的自由電子、氫和氦離子為主，但有少數原子。在星系團中心的 IGM 溫度特別

高，約 107
 K，這是由於纖維物質靠引力聚向中心時促成的。當自由電子在離子間高速穿梭時 (但

未致與離子碰撞，見圖 3) 就會觸發一種稱 bremsstrahlung 的熱輻射，波長在 X 射線範圍，因此用 X 

射線望遠鏡又可以探測到星系團內的 IGM。廣泛的 IGM 往往分佈如圖 4 的纖維結構，稱宇宙網 

(cosmic web)，星系團從網結中孕育出來 ( https://phys.org/news/2022-02-cosmic-web-orchestrates-galaxies.html )。
纖維之間的空間沒有或很少星系和 IGM，稱宇宙空洞 (cosmic void)，尺度以千萬光年計，更大的

稱 超空洞  (supervoid)，例子有 Boötes void，直徑約 2 億光年，其內可測的星系不足一百個。空洞

形成動畫: https://forum.hkas.org.hk/Web/Cosmic_void.gif 
 
 
 
  
 
 
 
 
 
 
 
 
 
 
 
 

 
 
 
 
 
 

 
 
 
 

哈勃太空望遠鏡利用內置  COS 攝譜儀  (Cosmic Origins 
Spectrograph) 取得的 IGM 吸收光譜，背景光源是 70 億光

年外的類星體  PKS 0405-123，星光通過兩處  IGM 纖維 
(Filament 1 & 2) 後出現兩組位於紫外波段的萊曼吸收線。 
 
 

暗物質的分佈 

根據宇宙論，宇宙中暗物質比普通物質多幾倍，但暗物

質沒有電磁輻射，只有引力作用，所以目前還是倚靠引力

透鏡探測暗物質，再以超級電腦模擬。右圖是一個模擬結

果: 黑纖維狀代表暗物質，它的分佈酷似 IGM 宇宙網，黄

斑是網結中形成的星系團，在此處暗物質密度也是最大

的。由此推測，儘管我們對暗物質認識不多，暗物質與普

通物質應有未知的共存關係。 
https://forum.hkas.org.hk/Web/DarkMatter_AMNH.jpg

不同時期的 IGM 纖維結構 (宇宙網)，紅點是在

網結中增長而成的星系團。 Virgo Consortium 模擬

在等離子體中，當自由電子的運動被離子偏折

時，它會損失部分動能而釋放一種熱輻射，原

德文稱  bremsstrahlung (制動輻射)，英文則稱

free-free radiation。如果等離子體的溫度高如星

系團內的 IGM，輻射波長是 X 射線 (前述 “子彈

星系團” 的紅色部分即屬制動輻射)；如果溫度

低如銀河的電離氫區，波長在射電/微波範圍。

3

https://phys.org/news/2022-02-cosmic-web-orchestrates-galaxies.html
https://forum.hkas.org.hk/Web/Cosmic_void.gif
https://forum.hkas.org.hk/Web/DarkMatter_AMNH.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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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920 年的宇宙大辯論: 沙普利 Shapley 對柯蒂斯 Curtis 
https://apod.nasa.gov/debate/debate20.html 

 
 
 
 
 
 
 
 
 
 
 

類星體觀測小史  1960 年，桑德奇等人 (Allan Sandage, T. Matthews) 

找到了射電源 3C 48 的光學對應體，看起來它像是一顆 16 等星，幾

乎沒有自行，光譜卻有許多寬而強的發射線，不過當時未能辨認這

些發射線。 1962 年澳洲帕克斯天文台從月掩星觀測中發現射電源 

3C 273 的光學對應體，施密特等人 (Maarten Schmidt, B. Oke) 成功測

定其紅移 (z = 0.158) ，隨後 3C 48 發射線的紅移 (z = 0.367) 才得到徹

底辨認。1982 年人們再發現 3C 48 被一個有相同紅移的黯淡星系狀

氣雲包圍，證實 3C 48 不是星而是一個十分遙遠的活動星系核。 
 
 
 
 
 
 
 
 
 
 
 
 
 
 
 
 
暗物質概念  1. 1933 年，在美國的瑞士天文學家弗里˙茲威基 (Fritz Zwicky) 觀測后髮星系團，計算其光度，

又從星系移動的彌散程度計算星系團的質量，結果發現星系團的質量 - 光度比總是較單個星系的質量 - 光度比

大了百倍以上，於是推論星系團中還存着龐大質量但不發光的物質才令質量 - 光度比大增，後人稱 茲威基 為 

“暗物質之父”，詳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PK6MaXjDg   2. 美國天文學家薇拉˙魯賓 (Vera Rubin) 是

研究旋渦星系自轉的先驅者，1970 年代她發現距離星系中心遠處，星體的軌道速度並未依隨牛頓引力理論而

減慢，她贊同修改牛頓動力學對大尺度的引力效應來解釋她的發現，但這修改不敵後來居上的暗物質理論。 

發現中性氫 21 cm 射電的號角天線 

愛爾蘭的羅斯 (Rosse) 伯爵在 1845 年建成 72 吋

金屬反射望遠鏡，同年發現 M51 星系的旋臂。

https://apod.nasa.gov/debate/debate20.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PK6MaXj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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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1.  怎樣找出太陽在銀河系的位置 ?   目視的銀心在那個天區 ?    
2.  為什麼銀河系是扁盤狀的 ? 
3.  為什麼要用 21 cm 波長 (確數 21.12 cm) 來接收銀臂來的電波 ?  21.12 cm 的相應射電頻率是 ? 
4.  為什麼在銀河系內的星都集中在是旋臂內 ?   那些天體分佈在旋臂以外 ?  
5.  太陽距離銀心 27000 光年，軌道速度 220 km/s，太陽繞銀心一周要多久 ? 
6.  為什麼我們認為銀河系的上下空間都存在暗物質 ?      
7.  以光學望遠鏡觀測，銀盤直徑約有 10 萬光年，銀河系是否這樣大 ?    
8.  何謂麥哲倫流 ?   本星系群包括那些星系 ?   
9.  為什麼星系併合時，個別星體互撞機會很微 ? 
10.  (a) 為什麼 AGN 會發出 X 射線 ?  (b) 怎樣估計 AGN 的活動範圍 ?     
11. 類星體和普通星系有什麼分別 ?  試述類星體的一個用途。  
12. 視超光速在什麼時候才明顯 ? 
13. 有那些途徑可以催生新的星 ? 
14. 星系際介質 (IGM) 與暗物質有什麼分別 ? 
  
答案： 

1.  觀測球狀星團的位置     銀心在人馬座的 M 8 與天蠍座的 M 6 之間 

2.  銀河系從重力塌縮中的龐大氣團產生，氣團越塌縮，轉動越快，在重力與離心力互相牽制下，近轉

軸的氣體比不近轉軸的氣體塌縮快一些，結果氣團逐漸變成扁盤狀。 

3.  銀臂主要是中性氫氣，氫原子的電子在反旋時會發射 21.12 cm 波長的電波，相應頻率 1.42 GHz。 

4.  根據密度波理論，旋臂是密度波的產物，在這裡的氣體最易受壓和堆積形成星體。   球狀星團 

5.  太陽圍繞銀心的週期 = 2 π (27000) / [(220 km/s) / 光速 ] = 2.3 億年。 

6.  參考右圖，設距離銀心半徑 a 位置的旋轉速度是 v，在半徑內的總 
質量是 M。根據牛頓引力定律，三者的關係必定是 v = √ (G M / a)， 
即是 M = (v2 / G) a。 

在觀測中，v 大約是恆數 (~ 220 km/s)，因此 M 與 a 成正比，a 越 
長，M 應該越多，但我們觀測到的 M 並非如此多 (距離銀心越遠， 
可見物質越少)，合理解釋就是 M 其實包括了可見物質和不可見的 
暗物質兩部分，兩部分聯合一起使 v 變成一個大約恆定的速度。 

7.  一般作 10 萬光年，有研究說銀盤泛起如漣漪，直徑超過 10 萬光年：
https://www.skyandtelescope.com/astronomy-news/ripples-in-the-milky-way-0316201523/ 

8.  麥哲倫流指從大、小麥哲倫雲伸向銀河系的中性氫流。 
本星系群半徑約有 3 百萬光年，包括已知的銀河系、LMC、SMC、M31、M33 等五十餘個星系。  

9.  星的直徑遠遠小於星際距離，兩星互撞的機會很微。     

10.  (a) X 射線表示在星系核內的物質正在高速流動和磨擦，結果產生 
百萬度高溫而發出 X 射線。 (b) 用不同波長觀測它的光度變化時間。 

11. 類星體的光度遠勝普通星系，可以作為背景光源照射前景天體從而研究前景天體的光譜和性質。 

12. 當星核系從視線的斜向拋出物質，物質以近光速跑開時便出現視超光速現象。 
在相近條件下，例如星光被背景塵埃反射和千新星的噴流也可能會出現視超光速現象。  

(見《星的演化》篇提及的 V838 Mon 變星、GRB 170718A 及其千新星)。 

13. 銀河系旋臂、併合中的星系、因超新星爆炸而受壓的 ISM、大密度的分子雲都是產星的適當場所。     

14.  IGM 是極稀薄的物質，但仍可用分光儀探測和分析。 暗物質的本質未明，只知它沒有電磁輻射，

質量卻非常龐大，足以構成引力透鏡把背後的星光偏折，利用引力透鏡原理可以探測暗物質的存在。 

https://www.skyandtelescope.com/astronomy-news/ripples-in-the-milky-way-0316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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