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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系的形成與地球 

 
太陽系的形成     

太陽系從一塌縮氣雲開始 
 
 
 
 
 
 
 
 
 
 
 
 
 
 
 
 
 

大約 46 億年前，一團以分子氫為主的氣雲，可能被附近天體

活動的衝擊波擠壓，開始向內心作重力塌縮 (右圖)，氣團越塌

縮，轉動越快，在向心重力與離心力互相牽制下，近轉軸的物

質比不近轉軸的物質塌縮快一些，結果氣團變成扁盤狀。當盤

心受壓升溫到一千萬度左右，氫開始燃燒成為原始太陽，周圍

熱化物質也形成一個轉動的原始行星盤 (protoplanetary disk)，這

些熱化物質被後來的太陽風驅開並且依隨太陽距離的增加而降

溫，先後凝固為鋁氧化物、鐵鎳、石質矽酸鹽、水化礦物和冰 

(水、氨、甲烷) 等微粒，轉盤內的湍流和靜電作用又把微粒融

合成無數小石塊，到了這個體積，引力開始發揮主導作用，許

多石塊聚結為平均幾公里大的微行星 (planetesimals)，在繞日公

轉時，微行星彼此碰撞，不斷靠引力吸積，最後快速增長為千

里級的原始行星 (protoplanets)。在初期，原始行星比現存的行

星多，軌道也不穩定，經過一段混亂碰撞和排斥時期後，水星、

金星、地球和火星的前身才位於原始行星盤的凍結線 (frost line) 

之內。凍結線距離太陽約 4 AU，線内範圍容易受到太陽風吹襲

和熱力照射，行星不能凝聚像氫和甲烷這種易揮發的分子，因

此結構以石質為主，稱類地行星 (terrestrial planets)。 距離太陽

較遠和較冷的原始行星可以攫取原始行星盤的剩餘氣體，結果 
 
 
 
 
 
 
 
 
 
 
 

太陽氣雲與微行星  

第 5 篇 

向心重力 

A 處的塌縮比  B 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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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地行星在原始行星盤的凍結線之內形成，類木行星

則在凍結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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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巨型的類木行星 (Jovian planets)，包括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其特徵是質量大但密度

低，有很厚的氫表層，沒有固態表面。根據隕石年齡鑑定，太陽系約在 46 億年前開始，最大的木

星和土星源自太陽氣雲的剩餘氣體，所以首先形成，其餘行星也很快 (原始太陽出現後一千萬年內) 

形成，未能成長的微行星則淪為小行星或彗星，參考: https://www.mpia.de/news/science/2023-01-pebbles 。 
 

現時太陽光度比初生時大 30 %，質量佔太陽系比例的 99.86 %，四個石質行星以地球最大，全部

在凍結線 (距日約 4 AU) 之內，大質量行星在凍結線外的 30 AU 內，但太陽引力伸展 1000 AU 以

上，因此從 21 世紀開始不斷有海王外天體 (trans-Neptunian objects / TNO) 被發現，TNO 是海王星

軌道外天體的統稱，包括冥王星和更遠的柯依伯帶天體 (Kuiper belt objects / KBO)。 請留意： 

 行星有足夠大的質量才能達致流體靜力平

衡的球狀，小質量體形是不規則的。 

 太陽系中只有地球有恰當的溫度和流動水

適宜人類和其他生物居住 (右圖)。 

 大約 38 到 40 億年前，離太陽較近的成員

經歷一次大規模的  “後期重轟炸 ” (Late 
Heavy Bombardment / LHB)，許多碰撞痕跡

仍然保存在月球、水星和火星表面上。 
 

後期重轟炸之說始於月球探測，月面大大小小圓坑數以萬計，大多數都是在 38 到 40 億年前形

成的碰撞坑，於是科學家提出一個假設: 月球在 38 到 40 億年前曾被大量外來小天體襲擊，後來有

其他行星探測和電腦模擬，這個假設逐漸成為太陽系演化理論中的一項重點。現以一發展中的超級

電腦模擬 (尼斯模型 The Nice Mode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eOh3xmrQM ) 來說明後期重轟炸： 
 
 
 
 
 
 
 
 
 
 
 
 
 
(A) 太陽系初始時，行星的軌道並不固定，到 1 億年後 ( t = 100 Myr )，木星 J、土星 S、海王星 N 及

天王星 U 才位移到圖中次序。留意 S、N、U 的軌道比現在小，N 比 U 更近太陽。 

(B) 太陽形成後 8.8 億年，木星與土星的軌道週期剛巧達到 1:2 整數比例，即是兩者多次重複在同

一空間位置會合，於是出現引力擾動，或稱 “軌道共振” (orbital resonance) 令軌道位移，土星軌

道更變扁令遠日點增加。海王星 N 和天王星 U 受到木星土星軌道共振的影響，在短期內被推

開到更遠太陽的位置，同時許多微行星 (綠點) 也被驅散，那些奔離太陽的微行星會走到柯依伯

帶或以外的更遠空間，再分佈為不同軌道特性的 TNO，那些奔向太陽方向的正好成為撞擊火

星、地球、月球、金星和水星的小天體，事後留下大量碰撞痕跡，這情況稱為 後期重轟炸。 

(C) 引力擾動的餘波使天王星和海王星繼續漂移，太陽形成後 10.8 億年，天王星停定在大約 20 AU 

處，海王星軌道則擴展到大約 30 AU 處才終止下來，這時海王星已在天王星的軌道之外。 
 
另一研究分析月岩，認為轟炸月球的不是被木土星驅散的微行星而是地月系統形成時遺留下來

的小天體 ( https://www.uni-muenster.de/news/view.php?cmdid=12125 )，也有人認為行星軌道外移不是軌道共振

而是太陽氣雲的強風向外吹的結果 ( https://msutoday.msu.edu/news/2022/instability-at-beginning-of-solar-system )。 

https://www.mpia.de/news/science/2023-01-pebbl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eOh3xmrQM
https://www.uni-muenster.de/news/view.php?cmdid=12125
https://msutoday.msu.edu/news/2022/instability-at-beginning-of-solar-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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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球 

 
 
 
 
 
 
 
美國 阿波羅 17 號 (Apollo 
17) 載人太空船在奔月途

中拍攝的 “藍地球”，當天是 

1972 年 12 月 7 日，太空船

距 離 地 球 表 面 約  3 萬 公

里，南半球正值夏季，可

以看見整塊非洲大陸，沒

有雲蓋的撒哈拉沙漠、阿

拉伯半島、馬達加斯加島

和冰封的南極洲，右上角

是在印度洋發生的一個熱

帶氣旋，藍色海洋佔全球

總面積的 71 %。  

 
 
 
 
 
 
 

 
 
 
 
 
 
這是  2010 年  12 月從國際

太空站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拍攝到美國奮進號 

(Endeavour) 穿梭機駛近的

照片，穿梭機現已退役。

藍色背景是地球大氣的中

間層 mesosphere (流星在此

層出沒 )，白色是平流層 

stratosphere (吸收太陽紫外

輻射的臭氧也在此層)，橙

色是主宰地面天氣的對流

層 trop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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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結構    

早在古希臘時代，愛拉托遜 (Eratosthenes) 已發覺地球是圓的，他曾用夏至日的陽光測量地球大

小，現代測定赤道半徑 6378 公里，極半徑 6357 公里。地球在 45 到 46 億年前形成，起初是一個

岩漿洋 (magma ocean) 球體，隨後逐漸冷卻，輕物質 (鋁、矽等) 浮升，重物質 (鐵、鎳等) 下沉，

地球分導成地殼 (crust)、地幔 (mantle)、外核 (outer core) 和內核 (inner core) 四大部分。地殼和地幔

中的放射性元素衰變使地球保持了地熱。 最初的大氣層攫取自原始行星盤中的氫、氨、甲烷等氣

體，後來的火山活動噴發大量氮、二氧化碳和水氣，繼而演化為現今的大氣層和部分海洋。早期大

氣層不含氧氣，太陽輻射把水氣分解和後期有機物的光合作用才導致氧氣產生。海洋佔地球質量約 

1 / 4000，其起源有二說 ―― 水來自碰撞地球的富水冰天體，或源於地球本身；新發現更顯示水可

能源自富氫氣的原始大氣層與原始地球岩漿洋之間的相互作用 。 外核是流質的鐵與硫，內核以

固體鐵為主，地心溫度約 5500 0 C，壓力比正常大氣高幾百萬倍。從外太空看，地球由西向東自轉，

外核和內核的自轉不像地殼那般穩定，現時內核自轉比地幔每年約多 0.10。 
 
 
 
 
 
 
 
 
 
 
 
 
 
 
 

大陸板塊     

根據板塊大地構造論 (plate tectonic theory)，地殼不是一個堅硬的球層，而是由一些連綿數千公

里，但厚度卻只有 40 到 50 公里，漂浮在軟流層上的板塊所組成。幾億年前的陸地原是整大塊，

後來逐漸分裂、漂移和組合成為今天各大洲，參考: https://pubs.usgs.gov/gip/dynamic/dynamic.html 。 
 
 
 
 
 
 
 
 
 
 
 
 
 
 
 
 
 
 
 

-------------------------------------------------------------------------------------------------------------------------------------------- 
 參考:  http://phys.org/news/2014-06-evidence-oceans-deep-earth.html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2302/ 

https://carnegiescience.edu/how-did-earth-get-its-water 

成分 地殼: 石質，平均厚度 40 km 
     地幔: 具塑性，富鐵鎂的矽酸鹽 (silicate)

外核: 流質的鐵和硫 
內核: 固體的鐵和鎳 

https://pubs.usgs.gov/gip/dynamic/dynamic.html
http://phys.org/news/2014-06-evidence-oceans-deep-earth.html
https://www.eso.org/public/news/eso2302
https://carnegiescience.edu/how-did-earth-get-its-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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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板塊大地構造論的理據                  地球板塊結構 
 
 
 
 
 
 
 
 
 
 
 
 
 
 
 
 
 
 
 
 
 
 

非洲板塊與歐亞板塊逐漸漂離，形成居中的

山奈半島 Sinai Peninsula。 
 
 
火山活動   

公元 79 年，意大利的維蘇威火山噴發物把兩座古城埋沒；1815 年，印尼的坦博拉火山也發生一

次大爆發，現在火山活動仍間中在夏威夷、印尼一帶、日本、西西里、冰島、剛果、中美洲等地見

到。火山簡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GUdObDoLk 
 
 
 
 
 
 
 
 
 

 

意大利的維蘇威火山 (Mount Vesuvius)           
 
 
地震與海嘯     

地殼活動 (大陸板塊位移、火山爆發) 是地震的主因，全球每年錄得的地震有數十萬次，其強度

以某種級別劃分，當中的黎克特級別 (Ritcher scale) 最被認識 --- 每升兩級，地震釋放的能量便多 

1000 倍，因此 8 級地震比 6 級強 1000 倍，7 級比 6 級強 √ 1000 ≈ 32 倍，一般人都不會察覺小於 2.5 

級的地震。震源的能量以波態向外釋放，包括能在地球體內傳播的 P 波 (primary waves，沿傳遞方

向以前後壓縮的方式震動 https://forum.hkas.org.hk/Web/P_waves.gif ) 及 S 波 (secondary waves，沿傳遞方向

上下或左右震動 https://forum.hkas.org.hk/Web/S_waves.gif )，和沿地球表層傳播的表面波 (surface waves)。 

夏威夷的 Pu'u 'O'o 火泉及熔岩

印澳板塊與歐亞板塊碰撞，推高地表形成喜瑪拉雅山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GUdObDoLk
https://forum.hkas.org.hk/Web/P_waves.gif
https://forum.hkas.org.hk/Web/S_waves.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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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時，P 波最先到達地面令建築物上下震動，S 波稍

遲到達令建築物前後左右搖擺，速度最慢的表面波則隨 S 

波之後向四方傳播猶如海浪，不過它的波幅最大，所以

整體性破壞也最強最廣。下圖是一次地震記錄，地震波

到達三處地震儀的時間並非一致，從 P 波與 S 波出現的

時間差可推算震央 (epicenter) 的距離，震央指震源對上地

面的位置。 
 
 
 
 
 
 
 
 
 
 
 

圖 1 是三處地震儀 (TEIG, SOCO, SSPA) 錄得同一 
次的地震波，圖 2 展示這次地震的震央位置。 
詳情: https://www.mtu.edu/geo/community/seismology/  

 
與光波一樣，地震波可被折射或反射，P 波能穿

透地球內部的固態及流質岩層；液體不能像固體那

樣承受 S 波的剪切力 (shear force)，因此 S 波只能

通過固態岩層但不會通過流質的外核。科學家利用

這些特點分析地球內部結構，例如不同岩層的深度

和岩質，從中也發現地幔內存在兩處巨大而凌亂的

腫塊，不過來歷未明，參考: 
https://eos.org/features/the-unsolved-mystery-of-the-earth-blobs 
 

海嘯 (tsunami) 通常由震源在海底 50 公里以內

的 6.5 級以上地震引起。一般海嘯的波長達到幾百公里，遠比海洋的深度大，在海中傳播沒受多大

阻滯，因此海嘯波可以經由海面傳播到很遠的距離。2004.12.26 印尼 9.0 級海底大地震所觸發的海

嘯，波及範圍包括印尼、斯里蘭卡、印度、孟加拉和泰國，死傷共二十多萬人。2011.03.11 日本海

嘯更導致核電洩漏事故，死傷也有四萬人。 海嘯問答:  https://forum.hkas.org.hk/Web/Tsunami_chinese.pdf  

[註] 地震不是造成海嘯的唯一原因，火山爆發、沿海的大規模山崩、隕星撞落海面也有可能觸發海嘯。 
 
 
 
 
 
 
 
 
 
 
 
 
 
 
 

2010.02.27 因智利 8.8 級大地震引發的海嘯。圖中     2011.03.11 日本海嘯由 8.4 級海底地震引起，圖片 
的黃星為震央，黃點是驗潮儀，紅點是海嘯浮標。    展示巨浪衝抵日本東北海岸前的一刻。 

https://www.mtu.edu/geo/community/seismology
https://eos.org/features/the-unsolved-mystery-of-the-earth-blobs
https://forum.hkas.org.hk/Web/Tsunami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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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震分佈圖 ----- 大部分地震都在大陸板塊的斷層 (邊緣範圍) 發生 
 
 
 
 
 
 
 
 
 
 
 
 
 
 
 
 
 
 
 
 
 
 
 
 
 
 
 
 
 
 
 

 
 
 
 

聖安地列斯斷層               2008.05.12 四川 (汶川) 8.0 級地震，死與失蹤 9 萬人，傷 38 萬。 

在 1995.01.17 日本阪神 / 神戶 7.2 級地震傾倒的公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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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磁、極光、范艾倫輻射帶     

地球的外核有電荷，電荷在流質鐵的帶動下便產生磁場。外核磁場就

像一條巨型磁棒，通過棒端的中線叫地磁軸，它不穿過地心，現時傾斜 

110
，地磁軸與地面相交的兩點分別稱為北 / 南地磁極 (N/S geomagnetic 

pole)。在極區的磁場強度約為 0.6 gauss，赤道處約 0.3 gauss；羅盤針偏

離正北的夾角稱為  磁偏角，目前香港的磁偏角約為  30 W，預測見 

https://www.ngdc.noaa.gov/geomag-web/#declination 。地磁極的位置會逐年漂移，

甚至互相逆轉。當地面熔岩冷卻後，它們沿地磁方向磁化，因此研究不

同年代的熔岩磁化便知磁極逆轉，上次逆轉約在 78 萬年前。 
 

根據電磁學，抵達地球的太陽風及風暴的帶電粒子 

(通常是電子) 會沿着地球磁力線旋進北南極區，高層大

氣的原子或分子與旋進粒子碰撞會被激發至高能態，甚

至被電離，當原子或分子輾轉回到低能態時便會放光，

形成橢圓形光環圍繞地磁極，即是極光 (aurora)。 

由於地磁極漂移，極光覆蓋地面的範圍隨年代改變。

北極光通常在北加拿大、阿拉斯加、北歐、冰島等地見 
到，它有時穩定，有時不斷舞動，大致呈簾狀、帶狀或放射狀。極光

顏色視乎大氣的氧氮密度及其激發程度 (右圖)，在大約 100 到 200 公

里高空，氧氮成分與低空不同，這裡有氮分子，也有密度相當，被太

陽紫外線分解氧分子而成的氧原子。在此密度的氧原子與太陽風粒子

碰撞，或與激發的氮分子碰撞，最易釋放 557.7 nm 單色光，這就是通

常出現的綠極光 (氧原子放光原理見前篇《星光的本質》)。在綠光之

上更高空，氧原子取代越來越少的氮分子，但密度更低，彼此碰撞疏

落，被激發的氧原子有足夠時間釋放 630 及 636 nm 紅光 (氧原子䆁放 
綠光只需一秒，釋放紅光卻要兩分鐘)，下圖 A 就是從國際太空站見到綠紅極光的實例，兩色皆來

自氧原子，如果在地面同時觀看，感覺是綠多紅少。另一些例子: https://apod.nasa.gov/apod/ap220220.html  
https://apod.nasa.gov/apod/ap210113.html  https://apod.nasa.gov/apod/ap120201.html 。有時在綠光之下，離地面約 

90 公里也見到像圖 B 的淡色紅光，不過這種紅光是由氮分子釋放的。原因是在此高度，氮分子取

代迅速減少的氧原子，如果太陽風夠強到達這裡，氮分子便被激發而釋放紅光。一般而言，氮分子

是不易被電離的，不過如果遇着超強的激發機制，例如後講義說的日冕物質拋射，在高處最先受碰

的氮分子也難免被電離而釋放罕見的藍光，藍極光實例: https://forum.hkas.org.hk/Web/Aurora_blue.jpg   
 
 
 
 
 
 
 
 
 
 

由高層大氣氧原子釋放的綠、紅極光 (右下是波羅的海)      在綠極光下邊，由氮分子釋放的紅光。 
 

地球磁場亦把一些太陽風和宇宙射線的帶電粒子困在一道 

范艾倫輻射帶 (Van Allen radiation belt) 內，它有內外帶之

分，內帶有被加速至 MeV 級的質子和數百 keV 的電子，伸

展 0.2 到 2 個地球半徑；外帶主要是 keV 級的電子，伸展 3 到 

10 個地球半徑，實際狀況受太陽活動影響。人造衛星的儀器

要有保護罩阻隔這些高能粒子，或只容許短暫經過輻射帶。 

https://www.ngdc.noaa.gov/geomag-web/#declination
https://apod.nasa.gov/apod/ap220220.html
https://apod.nasa.gov/apod/ap210113.html
https://apod.nasa.gov/apod/ap120201.html
https://forum.hkas.org.hk/Web/Aurora_blu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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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磁層    

從宏觀看地球磁場，它的伸展範圍其實很大，

見右圖:  由於太陽風以數百公里秒速吹來，面向

太陽的地球磁力線都向後彎曲，最先被太陽風擠

壓成弓狀的介面稱 “衝擊波弓面” (bow shock)，下

一個介面稱 “磁層頂” (magnetopause)，即是 “磁層” 
(magnetosphere) 的邊界，也是太陽風動能密度與

地 球 磁 場 能 密 度 互 相 平 衡 的 曲 面 ；  “ 磁 鞘 ” 

(magnetosheath) 是兩個介面之間的過渡區，大部

分太陽風的帶電粒子都順着磁鞘範圍內活動，其

餘小部分則導入地球形成極光或困在范艾倫輻射

帶內，磁鞘就好像一道屏障阻擋了大多數太陽風

直接蠶食地球大氣層。背着太陽的一面，因為缺

乏太陽風的影響，磁層在空間可以延伸成數百萬

公里長的尾巴。 
 

大氣層  

相對地球半徑，大氣層很薄，在地面的空氣密

度約有 1.2 mg/cc，其中氮佔體積比例約 78 %，

氧佔 21 %，氬佔 1 %，聲音速度 340 米 / 秒 (在水

中是 1.5 公里 / 秒，在鋼鐵中是 5.9 公里 / 秒)。 

最低的對流層厚度介乎 8 到 15 公里，它主宰

地面的天氣，其上的平流層低處大致恆溫，再高

時空氣的氧分子 (O2) 最易吸收太陽紫外輻射，

所以溫度隨高度緩升，大氣主要以水平方向流

動，垂直對流運動較弱，因此氣流平穩。臭氧層

指平流層中臭氧 (ozone / O3) 濃度較高的部分，

在此的氧分子被太陽紫外線分裂成兩個氧原

子，其後每個氧原子與沒有分裂的氧分子合併成

為臭氧: O + O2 → O3。臭氧並不穩定，被紫外線

照射後又分裂為氧原子和氧分子，不停的分裂 - 

合併循環把臭氧層保存下來，它好像一個天然屏

障，可以阻隔過量的太陽紫外線傷害人眼和皮

膚。不過地球磁層不是完美的屏障，在高空人體

有較多機會接觸到太空來的高能輻射。  

平流層對上是中間層，大氣已極度稀薄了，只有流星和極光出

現。一般來說，離地面 100 公里以下是氣象台的觀測範圍，100 公

里外才是天文台的觀測範圍，200 公里以上是太空站、太空穿梭機、

太空望遠鏡和低軌道人造衛星的活動區，全球定位系統 (GPS) 的衛

星要盡量爭取最大的覆蓋面積，因此軌道頗高，大約離地面 2 萬公

里，與地球自轉同步的衛星更要放在赤道上空 35 786 公里。 

高度 80 到 500 公里以上又稱為電離層 (ionosphere)，這範圍存在被 
太陽輻射電離的大氣粒子和自由電子，後者能反射無線電台的短波 (SW, 3 - 30 MHz) 到遠方接收。 

大氣層被白晝陽光加熱，到黑夜則冷卻，因此大氣層的溫度和壓力也會起伏像海水的潮汐，這現

象稱為 熱力潮 (thermal tide)。 動畫: Thermal tides at 100 km altitud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tmospheric_tid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tmospheric_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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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危機 
 

溫室效應是由於大氣層的溫室氣體擄獲紅外輻射 (infrared radiation) 而使行星環境升溫所造成的

大氣加熱現象。溫室效應使地球保溫不讓生物凍死，但是過多的溫室氣體卻適得其反令生物不能生

存。 
 
 
 
 
 
 
 
 
 
 
 
 
 
 
 

1958 年，美國地球化學家基林 (Charles David Keeling) 在

夏威夷茂納羅亞山 (Mauna Loa)上設立氣象台，開始測量

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變化，長年記錄證實二氧化碳濃度

上升幅度驚人，從 1958 年的 315 ppm 到近年的 415 ppm。   
 

 
 
溫室氣體是指大氣中促成溫室效應的氣體成分。自然溫室氣體以水氣 (H2O) 最多，佔促成溫室效

應的 40 至 70%，其次的二氧化碳 (CO2) 佔 10 至 25%，甲烷 (CH4) 佔 5 至 10 %，此外還有臭氧 

(O3)、氯氟化碳 (CFC)、氫氟化碳 (HFC) 等。 二氧化碳是最多的人為溫室氣體，因此科學家利用

它監測人為的溫室效應，結果發現二十世紀之前的四十萬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從未超過    

300 ppm (parts per million)，近代短短一百年則由大約 300 ppm 颩升至前所未見的 410 ppm 高水

平，見上圖右，結論認為這是全球氣候暖化的人為因素。為了舒緩全球暖化帶來的惡果，聯合國籲

各國積極減少人為的溫室氣體排放，2015 年尾全球百多個國家在巴黎氣候峰會達成有約束力的協

議，由現在到 2100 年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 1.5 0C 之內。 
 
 
 
 
 
 
 
 
 
 
 
 
 

全球暖化證據之一  圖左: 格陵蘭的面冰消失數據，負數 Gt (Giga-tons) 表示面冰的質量比 2002 年

減少。冰溶化使儲在地下永久凍土的遠古有機物解凍而釋放二氧化碳和甲烷，兩者皆為溫室氣體，

後者的溫室效應更甚，大氣層因此再升溫，惡性循環會進一步加劇全球暖化。如果格陵蘭的面冰全

部溶化，全球水位將會升高 6 米把沿岸低地淹沒。  圖右: 由 1993 年起計的全球水位平均升幅，近

年升幅越趨惡化，達每年上升 3.4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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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環流 

大氣流動使地區性的天氣變化多端，但整體而言，大氣流動還是有規律的。先看下圖 1，假如地

球無自轉又表面平滑，空氣不會靜止不動，因為赤道熱，兩極冷，對流作用令南、北半球各有一道

很長的環流，環流低層的風便沿着地面由兩極吹往赤道。再看真正的地球，接收到的太陽熱量隨地

表曲率而改變，陸地和海水的分佈亦不平均，因此南北半球的大氣各自分裂為三道環流，與此同時，

柯氏效應 (Coriolis effec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yBpi7B-dE ) 令氣流偏轉，結果全球風向就呈現

像圖 2 的大趨勢。當然這只是概論，個別地區的風向還是由地理環境和天氣決定。 
 
 
 
 
 
 
 
 
 
 
 
 
 
 
 
 
海洋環流 

海洋環流主要由海面的風向、海水的溫度和密度 (含鹽程度) 差異引起，大致上密度較低、較暖

的水在海洋上層流動，密度較高、較冷的水沉往海洋深處而流動，結果形成了大規模的海水循環，

包括南 / 北太平洋環流、印度洋環流及南 / 北大西洋環流，它們將熱能在不同地區傳遞，對全球氣候

平衡起着關鍵的作用。 
 
 
 
 
 
 
 
 
 
 
 

 
2015 年尾，厄爾尼諾 (El Niño) 現象使熱帶太平洋

東的海水表面升溫比正常高達 40
 C，1999 年也有

同樣的升溫。 
 

有時，海洋環流和大氣的相互作用失去平衡而出現氣候反常現象。在正常情況下，太平洋暖流是

從美洲走向亞洲的，它使太平洋表面保持溫暖，給印尼周圍帶來熱帶降雨，但這種模式每隔幾年就

被打亂一次，太平洋的暖流掉頭由印尼走向美洲，隨之便帶走了熱帶降雨，出現所謂的 “厄爾尼諾” 
(El Niño) 現象，南美西岸也因海水升溫令冷水魚群大量死亡，沿岸國家的經濟損失巨大。厄爾尼

諾現象通常於聖誕節前後達到高峰，南美洲一帶的漁民以西班牙語 “El Niño” 稱之，意為聖嬰。 
 

不少研究指出，近年世界各地不時出現極端反常天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正是由於氣候變暖引致

冰川溶化，影響海洋環流的運動。 

柯氏效應   赤道區的自轉速度

比極區快，吹向赤道的風會偏轉

西，吹離赤道的風會偏轉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yBpi7B-dE


AC_SolarSystem_Earth   Alan Chu          12 of 16                                 

潮汐   

 潮汐的主要成因是由於海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月球引力，見右圖： 

在 A 處的月球引力比 B 處 (地心) 大，因此海水被吸引而拱向月

球，形成潮漲；月球引力對 B 比 C 處大，所以相對於 B，C 處的

水位也會漲起，結果 A、C 兩處都會同時潮漲，而 D、E 兩處的

水位較低，即是潮退。海水漲退使全球海洋呈現像一個橢圓體。 

地球在一天的自轉中，月球的軌道位置沒有多大改變，但地球 
陸地總會在這橢圓體的海水中轉了一圈，所以同一地點會經過兩

個海水隆起部分各一次，出現了一天兩次潮漲的現象。 

 潮汐有大小之分。在新月或滿月的時候，日月地聯成直線，地球

受到日月叠加的引潮力 (tidal force) 最大，因此潮漲最大，稱大潮。

在上弦或下弦的月相時，日月對地球成一直角，地球受到日月的

引潮力比新月或滿月時小一些，因此潮漲也較小，稱小潮。 
 
 
 
 
 
 
 

 月球最近地球，它的引潮力比太陽強 2.2 倍 (在後講義再述)，所以潮汐都是由月球主導，太     
陽引潮力是次因。日月叠加的引潮力亦令地球的陸地起伏，最大幅度可達半米。  

 在新月或滿月的日子，特別是月球運行到近地點，地球受到日月叠加的引潮力達到頂峰，這時

和隨後一兩次潮漲都比其他日子的潮漲更高，這現象稱為 “近地點大潮” (perigean spring tide)，
也叫天文大潮。如果近地點大潮遇着風暴天氣，風暴把海潮推高到岸邊，甚至淹蓋岸邊低地。

理論上，近地點大潮每隔 7 個朔望月或約 207 天便會重複，見下圖 + 號位置，但月球在近地點

附近時的引潮力總比平常大，實際上在近地點前後發生的大潮 (下圖 a、b 位置) 也不弱。 
 
 
 
 
 
 
 
 
 
 
 
 
 
 
大氣折射 
 

當我們見到夕陽貼近地平線時，其實太陽已在地平線之下，不過

大氣折射把陽光折回人眼視線，結果夕陽重現多兩分鐘才消失。由

於大氣的折射率隨其密度增加，原本在日面下邊緣的位置會向上抬

高 35 角分 (右圖)，但日面上邊緣只抬高 29 角分，兩者相差 6 角分。

太陽的視直徑平均是 32 角分，所以在地平線上的太陽縱向直徑比橫

向直徑縮短了大約五分之一，看起來整個太陽就扁圓了。 

2018.12.24 晚上 (月相 0.96) 在沙田城門河畔

出現的近地點大潮，河水一度湧上單車徑。

日月 地球 

356,000 km

近地點大潮 

日月地幾乎在一

直線上，月球也

在近地點。 

香港大澳

的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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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地區天氣令地平線上出現反常的熱空氣層蓋着近地面的冷空氣層 (下圖 1)，如果透過這些

冷熱氣層看日出，我們就有可能短暫見到日面下邊被折射成樽頸或漏滴形狀 (圖 2)，動畫示範:  

https://forum.hkas.org.hk/Web/Sunrise_TimeLapse.mp4 。 在更特殊的日落 (或日出) 瞬間，貼近地平線的日面

上邊會迅速變成綠色，持續一兩秒，稱 “綠閃” (green flash, 圖 3)。原因是地平線上的大氣折射猶如

稜鏡把陽光順序分為綠-黃-紅色，其中綠色最近日面上邊，當落日的下半邊黃紅色被地平線遮掩

後，我們便有可能目睹日面上邊出現的綠閃，實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us2nqU0SY 
 
 
 
 
 
 
 
 
 
大氣折射也會令星像偏離真位置。星的天頂距越大，折射量越多，見下表： 

 
 
 
 
 
 
 
 
 
大氣消光 
 

大氣層把星光折射，還有減光的效果。星光通過的大氣越厚，失光

就越嚴重，這現象稱為 “大氣消光” (atmospheric extinction)，精密的星

光測量都要修正因通過不同大氣厚度所造成的消光。設 mo 是天體在

天頂時的視星等，mx 是在天頂距 z 時的視星等，彼此便存在以下關係:  

mx = mo + k secant (z) 

k 稱為消光因子，其值由星光波長及大氣狀況決定，典型的 k 值約為 0.16。三角函數 secant (z) 稱

為 “大氣質量” (airmass)，實際上等於斜向的大氣厚度與垂直大氣厚度之比。天頂距 z 越大，mx 與 mo 

的差別就越明顯。例: 當 z = 600
 時，mx 與 mo 相差 0.16 secant (600) = 0.3 個星等；在 z = 800

 時，

相差 0.16 secant (800) ≈ 1 個星等；在 z = 850
 時，相差約兩個星等。 

更多參考: http://www.skyandtelescope.com/astronomy-resources/transparency-and-atmospheric-extinction/ 
 

黃道光、對日照     

彗星奔向太陽、小行星碰撞和火星塵

暴會外拋塵粒，這些塵粒沿黃道面分佈

在行星際空間並且把陽光反射到地球，

造成視覺上的 “黃道光” zodiacal light。在

北半球，黃道光出現的最佳時機是春季

日落後或秋季日出前個半小時，這時黃

道相對地平較為垂直，黃道光較明顯。

另一方面，如果位於太陽反向的行星際

塵粒反射陽光到地球，該天空位置便會

呈現微光，範圍約 100
 x 200，稱 “對日照” 

gegenschein，對日照要在極黑和清晰的午夜才見到，圖解: https://forum.hkas.org.hk/Web/Gegenschein.jpg 

垂 
直 
厚 
度 

大氣層

地面觀測者

mxmo  

z ( 

圖 1: 日出前個半小時出現的黃道光，M45 星團在黃道 (斜線) 

左側。 圖 2: 在歐洲南天文台 (智利) 上空的對日照。 

https://forum.hkas.org.hk/Web/Sunrise_TimeLapse.m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us2nqU0SY
http://www.skyandtelescope.com/astronomy-resources/transparency-and-atmospheric-extinction
https://forum.hkas.org.hk/Web/Gegenschei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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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圓地球概念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第一個嘗試測量地

球大小的人是愛拉托遜 (Eratosthenes 276 - 194 BC)，他

留意夏至日的陽光直射塞恩城 (Syene) 的井底，但同時

在亞歷山大港  (Alexandria) 測得太陽離天頂  1/50 圓

周，兩地距離為 5000 希臘里，結果愛拉托遜算出地球

圓周 = 5000 x 50 = 25000 希臘里，與現代測量值接近。 
 

火山災難  1. 根據古記載重組的

繪畫: 公元 79 年，在意大利西南

岸的維蘇威火山 (Mount Vesuvius) 

猛烈噴發，大量火山灰和流動熔岩

把龐貝  (Pompeii) 和赫庫蘭尼姆 

(Herculaneum) 兩座古城活埋，到

十八世紀中期，遺跡才被發現。   
2. 在龐貝遺址發現的灰封屍體，

單在龐貝估計受難人數以千計。歷

史上維蘇威火山曾爆發多次，最近

三次在 1906、1929、1944 年。它

是歐洲最大的活火山，由歐亞板塊

與非洲板塊相互碰撞而形成。 
 
 
 
 
 
 
 
 
 
 
 
 
 
 

二十世紀初，南極仍是神秘之地。1911 年 6 月，

英國海軍的史葛 (Robert F. Scott) 與 34 名隊友到

達南極的羅斯島  (照片)，這是史葛的第二次探

險。同年 11 月史葛帶領四隊友往南極點挺進，越

過了千多公里長的冰棚和高地，1912 年 3 月回程

時抵受不住暴風雪，史葛與四隊友死於途中。 

1851 年，法國物理學家傅科 (Léon Foucault) 在

巴黎國葬院的圓頂吊起一個 67 米長的自由擺來

說明地球自轉，擺錘沿順時針方向緩慢地偏

轉，每小時偏轉約為 150․sin 巴黎緯度 = 11.30。

(在赤道則不會偏轉) 

夏至日

的陽光

Alexandria 

Syene

地心

1/50 圓周 

“人造” 磁暴 (geomagnetic storm) ----- 1962 年美蘇冷戰

期間，美國軍方在太平洋上空 400 公里處引爆了一枚

熱核彈頭，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從夏威夷到紐西蘭的目擊者報告了看見午夜 “極光”，
這是熱帶天空觀察者從未見過的，檀香山  (Honolulu)
的街燈也變暗了，收音機和人造衛星被干擾而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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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1.  微行星 (planetesimals) 與原始行星 (proto-planets) 有何分別 ? 

2.  為什麼許多小行星不是球狀 ?   為什麼月球滿佈碰撞坑但地球卻很少 ? 

3.  地球內核的溫度比熔鐵還要熱，為什麼它仍然是固態而不是液態 ? 

4.  那些理據可以支持板塊大地構造論 ? 

5.  黎克特 8.5 級地震釋放的能量比 6.0 級大少倍 ?   

6.  科學家怎樣知道地球內部的結構 ?  

7.  為什麼地球的磁場與地球的外核有關 ?   極光怎樣產生 ?  

8.  設在海平面的大氣壓力 = 101 000 N / sq. m.，求大氣層的總質量。 

9.  氣象學與天文學有那些基本上的分別 ? 

10. 為什麼人造衛星要避開范艾倫輻射帶 ?   地球的磁層有什麼作用 ? 

11. 哈勃太空望遠鏡的高度約有多少 ?   為什麼它不會逃離地球 ? 

12. 試列出全球暖化帶來的一些嚴重惡果。  

13. 在海平面的大氣折射角 ( φ ) 是多少 ? 

14. 何謂厄爾尼諾現象 ? 
15. 近地點大潮是怎樣產生的 ?   在那裡可見最大的潮汐 ?   

16. a. 何謂大氣質量 (airmass) ?   在天頂距 700
 時的 airmass 有多少 ? 

[註：airmass 不是指 Q8 的大氣層總質量] 

   b. 設北極星在北極上空的亮度 = 2.0 等，求在香港所見的北極星亮度。 

17. 為什麼黃道光在日落後或日出前的一兩小時較為明顯 ? 

18. 科幻題 ----- 如果我們可以沿地球直徑貫穿一個可隔高熱的 “無底地洞”  
(右圖)，人失足掉進洞內可以到達相對的洞口嗎 ? 

19. 設地球半徑 = R，人眼距離地面的高度 = h，求證地平線與人的距離 d = √ (2 R h)，請舉例說明。 

20. 岸上有一座燈塔，塔頂距離水面 50 米，一艘船隻從遠處駛來，在船上的人離水面 20 米， 
問這人要在什麼距離的時候才能夠望見燈塔頂的光 ? 

 

答案： (只提供部分答案) 

2.  在 38 到 40 億年前的 LHB 時期，地球和月球同時遭受

猛烈隕擊，隕擊使地球表層進行許多大型火山活動，火

山活動又導致地球出現大氣層和海洋，更把地勢改造，

隕擊痕跡因而大量消失，後期的風化作用進一步抹去隕

擊遺跡，現存年輕的巴林杰坑是少數完整的隕擊坑。 
參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mpact_craters_on_Earth 

3.  驚人的壓力使高溫的地球內核保持固態。 

5.  8.5 級地震能量較 6.0 級強 1000 
(8.5 – 6.0) / 2 = 5600 倍。 

6.  分析地震的 P- 及 S-波透過地球內部時的折反射資料。 

8.  地球面積 = 4 π R2 = 4 π (6370 km)2 = 5.10 x 1014 sq. m. 
大氣層總質量 = 101 000 N / sq. m. x (5.10 x 1014) sq. m.  

= 5.15 x 1019 N (gravity force)  
≈ 5.2 x 1018 kg (mass) 或地球質量的一百萬分一 

地球平均半徑 = 6370 km
地球質量 = 6 x 1024 kg 

幻想中的 “無底地洞”

巴林杰坑  (Barringer Crater) 位於美國亞

里桑那州，寬 1200 米，深 170 米，約在

5 萬年前形成，碰撞體是 50 米大的鐵鎳

隕星，近方型的坑內壁表示在碰撞前的

地表已呈裂紋結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mpact_craters_on_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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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塔頂 
   L 

船上的人

SC 

地球中心 

R 

d

R

高度 h

地球中心

地平
horizon

在地球外看，物體 

A 的下墜路線並不

鉛垂而是一條偏向

東的曲線。 

9.  氣象學研究大氣低層 (離地面約 100 km 以下) 的大氣現象。 

12. 極冰加速溶化使全球水位上升 (近岸地區被淹沒)，地區性氣候反常，大量農作物失收，瘟疫機

會增加。 

15. 近地點的新月或滿月與太陽排成直線，日月叠加引力增強使潮水漲落更大。   

世界最大的潮汐在加拿大芬迪灣 (Bay of Fundy)，潮水漲落可達 15 米。中國最大的潮汐在錢塘

江口，在新月和滿月期間都會出現，不過以中秋節後兩到三天的潮水最壯觀。每逢中秋節，日

月地幾乎排列在一直線上，太平洋的海水受日月引潮力而漲起，約兩天後，向東吹的風勢把海

潮推到喇叭形的錢塘江口，進而湧入狹淺的河道，潮頭受到阻礙，最高飆升超過 3 米。 
 
 
 
 
 
 
 
 
 
 
 
16a.  Airmass 是指星光通過大氣層的實際厚度與天頂大氣層厚度的比例。當 airmass = 1 時，星體正

在天頂，因此星光損失最小；如果星體在 700
 天頂距，airmass = secant (700) ≈ 3，即是星光通

過大氣層的實際厚度比天頂時大 3 倍。 

b. 香港在北緯 22.40，北極星的天頂距約有 67.60，根據大氣消光式子 mx = mo + k secant (z)，在 
香港所見的北極星亮度 = 2.0 + 0.16 secant (67.60) = 2.0 + 0.4 = 2.4 等，比在北極所見暗 0.4 等。 

17. 因為這時從行星際塵埃反射的陽光以較佳角度照向地球的觀測者。 

18. 如果地洞由北極至南極，人跌進北極洞口後開始加速直至到達地

心，在地心時的跌速為 7.9 km/s *，之後跌速逐漸減慢，到南極洞口

時的速度為零，零速之後又再次加速從南到北移向地心，就這樣人便

在兩個洞口之間不停地往返。一次往返的時間約要 84 分鐘。 

(* 計算見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mechanics/earthole.html )  

如果地洞入口在中緯度，人在洞內下跌途中會撞向洞壁而死，因為

地球有自轉 (中緯度處的自轉速度約是 300 m/s，兩極處是零)，從太

空望地球兩極以外的下墜物體，它不是垂直跌向地心而是偏向東

面，人在無底地洞下墜時亦一樣，在途中他會東移直至碰到洞壁。 

19. 設地平線與人的距離為 d  

d 
2 = (R + h)2 – R2  

= 2 R h + h2  
≈ 2 R h  (R >> h) 

因此 d = √ (2 R h) 

當 R 是 6370 公里 (地球半徑)， 
h 是 1.6 米 (普通人眼高度)， 
d = √ (2 x 6370 x 0.0016) = 4.5 公里 

如果 h 是 10 公里 (飛機高度)， d = √ (2 x 6370 x 10) = 357 公里 

20. 從附圖可以理解，船要到距離 LS 時，人才可以望見燈塔頂的光。 

LS = LC + SC = √ (2 x 6370 x 0.050) + √ (2 x 6370 x 0.020)  
= 25 + 16 = 41 公里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mechanics/eartho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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