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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 

 
 

太陽是太陽系的主宰，距離地球 1.5 億公里，直徑是地球的 109 倍或 1.4 百萬公里，質量佔整個

太陽系的 99.86 %，在赤道的自轉週期約為 25 天。 基本上，太陽從一團以氫佔 3/4、氦佔 1/4 的氣

體塌縮開始，塌縮使氣團核心的壓力和溫度越升越高，到了一千萬度左右，核聚變讓氫聚融成氦 (氫
燃燒)，同時釋放光和熱，輻射功率達 3.84 x 1026 W，但在核心以外的氫，由於溫度不足，沒有燃燒。

太陽輻射源自氫燃燒時產生的高能光子，不過光子被體內無數的游離粒子散射，要迂迴路轉走了許

多萬年，衰減為可見光後才從太陽表面釋放出來。 
 
 
 
 
 
 
 

太陽核心釋放的高能光子在曲折的途中逐漸 
衰減，到達日面 S 要經過許多萬年，但光子  

(可見光) 從日面到地球只需 8.3 分鐘。 
 
基本結構 

太陽的質量約有 2.0 x 1030 kg，平均密度 1.4 g /cc，光譜型 G2。球形的內體分為核心、輻射區、

對流區、光球層和色球層。核心佔 0.2 到 0.25 太陽半徑，約 0.3 太陽質量，中心密度 150 g/cc，內

裡不斷進行核聚變，產生的高能光子以輻射方式外輸，到了大約 0.7 太陽半徑以外的區域時，密度

和溫度進一步減小使氫原子更易吸收光子的能量，因此能量主要靠氣體對流方式外輸。光球層 (也
稱光球) 是我們日常見到的太陽圓面，厚度約五百公里，層面溫度 5800 K，平均密度 2 x 10-7 g/cc，

比地球空氣稀薄數千倍，我們可以看見光球層，原因是它的氣體密度剛剛好，光子能順利通過成為

可見的陽光，太陽黑子 (sunspot) 都在此層出沒。再上是二千餘公里厚，溫度更高的色球層，密度

只有光球層的萬分之一，光芒被光球層掩蓋，要用特殊濾鏡才看得見，色球層的紅色來自 Hα 氫發

射，層面佈滿活動如小噴流的針狀體 (spicules)。色球層外是一個溫度急升的過渡區，再外伸展的

範圍稱 日冕。日冕的形狀和大小隨太陽磁場而變化，平均溫度約 2 x 106 K，但粒子密度遠比光球層

低，因此相對亮度也很低，要待日全食或用日冕儀 (coronagraph) 才能看見。色球層、過渡區和日

冕的溫度都比光球層高，原因還未徹底明白，大概與太陽磁場的能量釋放有關。 
 
 
 
 
 
 
 
 
 
 
 
 
 
 

第 9 篇 

太陽光度 (輻射功率) = 3.84 x 1026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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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球層和色球層有最多可見的特徵，包括後述的米

粒、黑子、光斑、日珥、暗條、譜斑、耀斑、針狀體

等，天文愛好者也可以從事這些觀測。 

The Sun’s Surface in 3D:   https://apod.nasa.gov/apod/ap030624.html 
 

日面特徵  ( H‐alpha 影像) → 

臨邊昏暗現象 
 

觀測表明，太陽的亮度從中心到邊緣逐漸減弱，因為近邊緣的光要通過較厚的氣層才釋放出來，

這現象稱為 “臨邊昏暗” (limb darkening)。月球沒有大氣層，因此滿月時也沒有臨邊昏暗。 
 
 
 
 
 
 
 
 
 
 
 
 
 
 
 
 
米粒組織 
 

在大氣穩定時用望遠鏡配合白光濾鏡觀測，光球層上遍佈密密麻麻的亮點，稱為米粒 (granule)，
平均大小 2 角秒或地球直徑的十分之一。米粒是一種因對流作用從太陽內部冒上來的氣體，十數

分鐘後降溫便跟隨對流沉降而破碎，對流過程有點像煲滾的粥。米粒可以不斷地生長和消失，其下

還有超米粒 (supergranule) 作橫向和直向流動，活動範圍比米粒大十倍以上，持續時間可長達一天。

米粒活動示範:  https://apod.nasa.gov/apod/ap200203.html    
 
 
 
 
 
 
 
 
 
 
 
 
 
 
 
 

1. 太陽黑子與米粒組織的高清影像，井上建太陽

望遠鏡 (Daniel K. Inouye Solar Telescope) 以波長

450 nm 拍攝。  2. 米粒、超米粒示意圖。 

https://apod.nasa.gov/apod/ap030624.html
https://apod.nasa.gov/apod/ap200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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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黑子、光斑 

太陽黑子是光球層上的黑斑，西漢《淮南子》記述 “日中有踆烏” (大雀)，但在歐洲有了望遠鏡後

才被記錄。黑子的平均溫度只及周圍表面溫度的七、八成，在太陽濾鏡下看就像黑了一塊，其實是

很光的。黑子經常是一對或成群地出現，最大的黑子群可以和木星直徑 (14 萬公里) 相比。  
 
 
 
 
 
 
 
 
 
 
 
 
 
 
 
 
 
 
 

黑子跟隨太陽自轉而旋動，壽命由數小時至數星期不

等。黑子數目的盛衰週期 (稱黑子週期 sunspot cycle) 介

於 9 至 14 年，平均約為 11 年。在週期之初，黑子往往

在太陽北緯或南緯 30 度附近出現，往後黑子數目不斷

增多，並且向赤道靠攏。如果我們統計黑子出現的緯度

與日期的關係，便會得出一幅像蝴蝶的圖樣。 

本質上太陽是一大團活動中的高溫電離氣體，到處都

充斥着磁場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g1epPppIOM )，
特別是太陽黑子，其磁場比地球表面強幾千倍 (約 3000 
gauss，見前篇《星光的本質》● 塞曼效應)。黑子往往成

雙成對出現，兩者的磁極性又完全相反，在南北半球的黑子磁序也相反，因此我們相信黑子是太陽

磁力線的出入口，每對黑子皆由密集的弓形磁力線所連繫。這些磁力線牽制着光球層上的氣體，並

且阻礙黑子下的熱流上升，結果黑子呈現比光球層溫度低的黑色，最黑的中央部分稱本影 (umbra)，
典型溫度 4300 K；像纖維的半黑部分稱半影 (penumbra)，溫度約 5000 K。通常黑子群出現前幾小

時或幾天，附近先出現光斑 (facula)，黑子群消失後幾天，光斑才陸續散去，此外還有分佈在極區

的光斑，它們的出現跟黑子沒有明顯關係。光斑是被太陽磁場加熱的局部表面範圍，溫度比周圍略

高 300 K 左右，故此反差很低，在日面中央的光斑不易察覺，常見的光斑都在日面邊緣顯現。 
 
 
 
 
 
 
 
 
 
一對黑子猶如太陽磁力線的出入口，隨太陽自轉移 
動，前移的一顆稱 “前導黑子”，其後稱 “後隨黑子”。 每隔大約 11 年，南北半球的黑子磁序反轉一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g1epPppI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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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太陽黑子的記錄    2002 年 8 月 13 日，比地球直徑大九倍的黑子群 AR 69 在日面東邊 (後隨邊緣)  

出現，太陽自轉令黑子好像橫過日面，這是黑子出現後的照片，其中數天因密雲未有拍攝。 拍攝器材： 
Takahashi FS102 f/8 refractor + Baader solar filter + LE 12.5mm eyepiece + Nikon CP950 camera。 [註: 黑子群

出現次序以 AR (Active Region) 編號，每當長壽的黑子群重新旋轉到向着地球的太陽面時，它須重新編號。] 
 

太陽黑子與日面磁場 

左: 從太陽譜線分析出來的日

面磁場，最密的磁力線集中在

黑子群 AR 12192。 

右: 在日面邊緣出現的黑子群 

AR 3112，範圍達十倍地球直

徑，假綠色和假黃色斑點代表

日面磁場的正負 (N、S) 極性。 
 

 
太陽黑子的盛衰原因仍未完全明朗。按下圖 “巴布科模型” (Babcock magnetic-dynamo model) 所

示，太陽赤道的自轉週期約 25 天，南北極區的自轉週期約 34 天，自轉速度的差異使太陽體內的

磁力線糾結，太陽內部的湍流和對流將這些糾結部分浮出表面而形成所謂的黑子。磁力線的糾結，

從高緯度開始，到了低緯度已是糾纏得很厲害，最後磁力線斷裂及重接，太陽南北半球的磁場反轉，

再開始另一次 11 年左右的黑子週期。若果把黑子磁極的反轉考慮在內，那麽太陽磁場的活動週期 

(solar cycle) 便應該是大約 22 年。 參考: The Solar Dynamo  https://solarscience.msfc.nasa.gov/dynamo.shtml 
 
 
 
 
 
 
 
 
 
 

以磁棒比喻太陽

磁力線，當它斷

裂時，在斷口的

磁極會反轉。 
開始 (N, S 為磁極)       自轉幾次後       自轉多次後      11 年後南北半球磁場反轉 

* 根據美國天文學家海爾的發現 (今稱 Hale’s law)，前導黑子有着與太陽半球相同的極性， 
在下一個黑子週期開始時就會極性反轉。 

https://solarscience.msfc.nasa.gov/dynam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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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黑子的數目和地球氣候似乎存着某種微妙的關係，研究顯示在蒙德極小期出現的太陽黑子反

常地少 (下圖)，在幾乎重叠的一個相近時期，歐洲和華北也經歷了一連串嚴寒的冬季，稱為 “小冰

期” (Little Ice Age)，古籍還記述了明代末期因嚴寒導致民間缺雨、缺糧、瘟疫等慘況。除此之外，

黑子的多寡也可以從樹木中的 碳 -14 同位素和樹輪得到佐證，因為太陽磁場可以阻擋宇宙射線 (近
光速的質子) 入侵地球，當太陽黑子減少 (磁場減弱) 時，入侵的宇宙射線會增強，空氣中的氮原子

受到宇宙射線撞擊後會產生具有放射性的碳 -14 而被樹木吸收，分析樹木的碳 -14 濃度變化、樹輪

的疏密可以推斷當年的太陽活動程度 ( https://physics.aps.org/articles/v13/78 )。 
 
 
 
 
 
 
 
 
 
 
 

日珥、耀斑、針狀體 

用 Hα 濾鏡觀測，有時會見到一些像火焰的氣流從色球層邊凸出，稱日珥 (prominence)，由扭曲

磁場拖曳着電離氣體所造成，能懸浮在比它稀薄萬倍的日冕中。日珥的溫度遠比日冕低 (約 104
 K)，

形狀不一，快速噴發的稱為 “活動日珥”，持續幾小時到幾天，“寧靜日珥” 甚至超過一個月。日珥在

色球層面的投影叫暗條 (filament)。耀斑 (solar flare) 是太陽磁力線突然斷裂再重組時引起的氣體爆

炸，遠較日珥激烈，一次耀斑可持續數秒至數小時，可用 Hα 濾鏡看見，但最強輻射集中在 X 和 UV 

段，是造成地球極光的原因之一，特強的耀斑足以干擾地球通訊。有時，在色球層上我們也觀測到

由耀斑爆發促成的衝擊波 (稱莫爾頓波 / Moreton waves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reton_waves.gif )。  

 

 
 
 
 
 
 
 
 
 
 
 
 
 
 

 

上圖展示一特強太陽耀斑的遠紫外線照片及其強度變化

曲線。太陽耀斑由弱到強分為 A、B、C、M 及 X 級，後

級比前一級強十倍。每級又分次級，例如 X1、X2 … X9， 
短片:  https://apod.nasa.gov/apod/ap181010.html     X2 強度是 X1 的兩倍，X9 強度是 X1 的九倍，餘此類推。  

 
針狀體 (spicules) 是經由太陽體內對流及振盪波湧進色球層上的密集小噴流，寬僅幾百公里，但

可伸展到光球之上 3 千到 1 萬公里。噴流速度約 20 km/s，壽命長 5 至 10 分鐘。 

不同形狀的日珥 太陽耀斑 

https://physics.aps.org/articles/v13/78
https://forum.hkas.org.hk/Web/Moreton_waves.gif
https://apod.nasa.gov/apod/ap181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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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木星更巨型的

日珥  P  及暗條   F，總

長度超過一個太陽半

徑。 S  是從色球層噴

出的針狀體。  
 
 
 
 
 
 
 
 
 
 
 
 
 
 
 

 
譜斑  (plage) 是在色球層強磁場區出現的亮斑，要用  Hydrogen-α 

(656.3 nm) 濾鏡、近紫外的 Calcium II - H (396.8 nm) 或 Calcium II - K 
(393.4 nm) 攝影濾鏡才觀測到。在色球層的譜斑和在光球層的光斑其

實是同一特徵，只是出現在不同的太陽層面，不過光斑相對光球層的

反差很低，通常在日面邊緣附近才容易察覺，而譜斑則在日面上大部

分區域都可以觀察到。與光斑一樣，譜斑比太陽黑子先出現但又晚消

失，太陽黑子多的時候，譜斑也會多些和明亮些。 

譜斑 (經 Ca II - K 濾鏡拍攝) →    

日冕 

 

 

 

 

 

 

 

 

 

 

 

Steve Albers  http://www.solarviews.com/cap/sun/eclips91.htm 

← 1991.07.11  日全食時出現的壯觀日冕，

1991  是太陽活動盛極的一年。 

↑ 2017.08.21 日全食，這時太陽並不活

躍，日冕範圍遠遜於 1991 那一年。

http://www.solarviews.com/cap/sun/eclips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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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冕 (corona) 在色球層之外，在日全食出現在太陽四周的一片淡白色暈，這就是日冕，其形狀

和範圍受太陽磁場影響，太陽活躍 (很多黑子) 的時候，日冕的可見光範圍可以比光球直徑大四、

五倍。日冕的物質濃度極低，比人造真空還要稀薄億倍，但溫度非常高，平均約 2 百萬度。日冕

的光源頗複雜，大部分都是自由電子把光球輻射散射而來的陽光 (K corona)，其次是被塵粒散射的

陽光 (F corona)，亦有金屬原子被電離所產生的發射線 (E corona)，
例如有失去 9 至 13 個電子的鐵離子，鐵原子失去 9 個電子要 1.3 百

萬度高溫，失去 13 個電子要 2.3 百萬度，從失去的電子數目便可估

計日冕的溫度。最活躍時日冕可令鈣原子失去 14 個電子，相當於 

3.6 百萬度高溫。此外，日冕也有高速電子在磁場運動時產生的同

步加速輻射。 
 

日冕的高溫仍未充分了解，有說太陽自轉把日冕上的磁力線扭斷

及重接，結果引起頻密但相對微弱的瞬間爆炸，稱極微 閃焰 

(nanoflares https://svs.gsfc.nasa.gov/4766 )，日冕的高溫可能源自極微閃焰

釋放的能量，不過迄今仍未獲得確認。科學家亦發現一些蝌蚪狀噴

射物 (tadpole-like jet) 從日面強磁場區衝出，為日冕的高溫謎團添加

新的解釋 ( https://phys.org/news/2019-02-solar-tadpole-like-jets-nasa-iris.html )。 
 

冕環 

太陽表面遍佈等離子體，主要由電子、

氫離子和小量氦離子組成，整體的正負電

荷相等。冕環 (coronal loop) 是指那些困在

環形磁流管內流動的等離子體，由光球層

一磁點 N 開始上升 (右圖)，穿越過渡區而

升溫，延伸到日冕高處再返回光球層另一

相反磁點 S。高聳冕環的溫度比日珥高得

多，約 106
 K，常用遠紫外波段觀測。冕環

多在黑子活躍時出現，夀命由秒到天不

等，如果兩個磁力線方向相反的冕環交互，它們會互相抵消並且把先前儲起的能量釋放到日冕中。

短片:  Coronal Looping Rain on the Sun    https://apod.nasa.gov/apod/ap180527.html 
 

太陽風、日冕洞、太陽風層 
 

日冕的活動邊界大概止於 10 到 20 光球半徑，稱為 

阿爾文臨界面  (Alfvén critical surface)。在臨界面之

內，太陽的引力和磁力直接控制着日冕的電離粒子活

動，在臨界面之外，太陽的引力不足，於是一些電離

粒子外逃形成太陽風 (solar wind)。 太陽風會不斷帶走

太陽自轉角動量和質量，不過現時流失率極輕微，以

質量計平均每年流失約 1016
 kg 或 10–14 M⊙。太陽風

的粒子密度隨途徑而減少，到達地球時約有 2 到 20 

粒子 (質子) / cc，速度每秒 300 到 800 公里，大部分粒

子被阻隔在地球磁層外，少數會漏入地球大氣層引起

極光。日冕洞 (coronal hole) 是指日冕密度較低，磁力

線開放的區域，速度較快的太陽風往往從這裡吹出

來。2019 年間，可禦 ~ 1370 
0C 高溫的柏克太陽探測器 (Parker Solar Probe) 首次飛近 阿爾文臨界面，

發現從日冕來的太陽風會作短程回切 (switchback) 才繼續外吹，成因與太陽表面磁力線的交接有

關，圖解: https://forum.hkas.org.hk/Web/SolarWind_SwitchBack_Formation.jpg 。 

太陽風回切動畫: 

https://forum.hkas.org.hk/Web/SolarWind_Switchback.gif

https://svs.gsfc.nasa.gov/4766
https://phys.org/news/2019-02-solar-tadpole-like-jets-nasa-iris.html
https://apod.nasa.gov/apod/ap180527.html
https://forum.hkas.org.hk/Web/SolarWind_SwitchBack_Formation.jpg
https://forum.hkas.org.hk/Web/SolarWind_Switchback.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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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磁作用，太陽風 (外逃帶

電粒子) 也帶着太陽磁力線向外

伸展，見右圖 1。從太陽赤道面橫

展 的 空 間 稱 為  太 陽 圈 電 流 片 

(heliospheric current sheet)，簡稱

電流片，這是太陽磁場極性發生

轉換的層面，如果層面下的磁力

線指往太陽，層面上的磁力線就

會反向。在地球附近，電流片厚

約一萬公里，電流沿電流片橫面流動，密度約 10–10 A/m2。在春 / 秋分前後，地球公轉而越過電流

片，極區上空可能出現極光，照片 https://forum.hkas.org.hk/Web/Aurora_helio_cs.jpg 。實際上，太陽的活動

和自轉使電流片及上下的磁力線不停起伏，結果行星際空間出現了螺旋狀的磁場，見圖 2 ，不過太

陽風有快有慢而且斷斷續續，由強快太陽風與弱慢太陽風散播的磁場不時交互，遇到大質量行星的

磁場時也會受到障礙，分佈在木星軌道外的行星際磁場會因此而越來越不規則。   
 

太陽風層 (heliosphere) 指太陽風向外伸展的最

大範圍，輪廓成彗狀如右圖，其邊界稱為太陽風

層頂  (heliopause)，邊界外緣幾乎沒有太陽風粒

子，但宇宙射線的強度卻相對地增加 (因此太陽風

層頂是第一防線不讓行星遭受過強的宇宙射線侵

襲)。在太陽風層內還有一近似球狀的終止衝擊面 

(termination shock)，半徑約 90 AU，太陽風吹到

此處會迅速減慢，情況類似這個厨盆沖水實驗 

https://forum.hkas.org.hk/Web/Heliosphere_watersink.jpg 。 

美國在 1977 年發射的兩艘航行者 (Voyager 1 & 2) 是宇航史上最遠程的探測器，現時兩者已越過

太陽風層進入星際空間，尚餘小量電力沿途回報宇宙射線的數據。2009 年美國的星際邊界探測衛

星 (IBEX) 發現，太陽風的質子與星際介質的中性原子交互後會變成不受磁場影響的高能中性氫原

子，再反射回太陽系 ( https://www.nasa.gov/mission_pages/ibex/allsky_map.html )。 
 

日冕物質拋射 

日冕物質拋射 (coronal mass ejection / CME) 是一團突然從日冕拋射

出來的等離子體，成分與太陽風相似，但夾雜少量氧鐵等元素，一次

拋射的質量可到 1013 kg，抵達地球的速度由每秒幾十到二千公里不

等。CME 由日冕上磁力線的斷裂  - 重接活動激發，它會干擾地球上的

電訊，也會擠壓地球磁層的向日面和擾亂背日面令磁力線斷裂，當磁

力線重接時，它便釋放百萬安培的電流進入地球極區，激發高層大氣

產生極光 (下圖)，例子見 https://spaceweather.com/aurora/gallery_06nov01.html 。

如果這電流特別強勁并且剛巧在供電網上空掃過，它會產生感應電流

湧入供電網令後者可能超載甚至毁壞。1989 年加拿大東部就經歷過一

次由 CME 導致的九小時大停電事故。 
 
 
    
 
 
 
 
 

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x3s8ODaKg  由 CME 引起的大電流從供電網上空掃過

SOHO 太陽探測器拍攝到

的 CME，白圈是被儀器遮

掩的太陽。 

https://forum.hkas.org.hk/Web/Aurora_helio_cs.jpg
https://forum.hkas.org.hk/Web/Heliosphere_watersink.jpg
https://www.nasa.gov/mission_pages/ibex/allsky_map.html
https://spaceweather.com/aurora/gallery_06nov01.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x3s8ODa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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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的振盪 
 

1960 年，美國天文學家萊頓 (R. Leighton) 使用威爾遜山太陽塔觀測日面的多普勒效應，發現日

面不斷以每秒數百米的速度作上下振盪，振盪週期約五分鐘，稱 “五分鐘振盪”，後來查明原來是太

陽體內的湍流以音速冒上表面，然後轉回密度和壓力更大的內層，內層又把振盪的氣體折射再劇烈

反彈至表面，不停來回的反彈就像聲波在聲箱內共振，見下圖左。後來更多不同週期和波幅的振盪

被發現 (例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0RA0YVbZM )，它們互相交織一起令太陽體內的活動十分

複雜，於是產生了專門研究太陽振盪的 “日震學” (helioseismology)。 
 
 
 
 
 
 
 
 
 
 

SOHO 探測器在 1996 年間記錄到的一次太陽 “五分鐘振盪”， 
示意圖的紅藍色分別代表日球的內向和外向脈動。  

 
太陽振盪主要分為 p 模式 (pressure/p-mode) 和 g 模式 (gravity/g-mode)，見上圖右。 p 模式振盪

由太陽內流體 (等離子體) 的壓力主導，頻率介於 1 - 5 mHz，以 3 mHz 左右 (約相當於五分鐘週期) 

最強，它令太陽表面作上下脈動，但經過對流區後便迅速減弱了； g 模式指由流體浮力與重力互

動下引起的振盪，頻率比 p 模式更低。g 模式振盪集中在太陽內的輻射區和核心，所以不能從日面

觀測，但可從 SOHO 探測器的過往觀測資料中辨認出來，資料更揭示太陽核心的自轉比表面快四

倍，這間接說明太陽初期的自轉比現在快得多。 參考 https://soho.nascom.nasa.gov/hotshots/2017_08_01/ 
 

太陽觀測 
 

現在各國都有地面或專門的太空天文

台  (右圖) 長期研究或監測太陽活動對

地球氣候及通訊的影響。這公眾網頁 

http://spaceweather.com/ 經常報導太陽活動

和太陽 - 地球聯繫的消息。 SDO  的十年 
太陽觀測 https://www.nasa.gov/feature/goddard/2021/sun-science-stamps-highlight-a-decade-of-sun-watching-from-space 
 
 
 
 
 
 
 
 
 
 
 
 

Big Bear Solar Observatory 位於美國加州的高山

湖上，湖面的寧視環境有助提升設備的穩定性。

上圖是該台的 1.6 米太陽望遠鏡，偏軸格里式設計

兼具調適光學功能，工作波長 390 nm - 1.6 μm。 

DKIST (Daniel K. Inouye Solar Telescope 井上建太陽

望遠鏡) 位於夏威夷海拔三千米的高山上，主鏡  4.2
米，偏軸格里式 (off-axis Gregorian) 設計兼具調適光

學功能，工作波長 380 nm - 5 μ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0RA0YVbZM
https://soho.nascom.nasa.gov/hotshots/2017_08_01
http://spaceweather.com
https://www.nasa.gov/feature/goddard/2021/sun-science-stamps-highlight-a-decade-of-sun-watching-from-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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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內的核聚變 
 

太陽由氫佔 3/4，氦佔 1/4 的氣團開始。正常氫原子由一個帶負電的電子圍繞帶正電的質子 (1H)  

構成，太陽核心的高溫使電子脫離質子，失去電子的質子因電荷相同而互相排斥，不過太陽核心的

壓力也很大，當兩個質子受壓而聚合時，一連串的核聚變 (nuclear fusion) 便會發生，過程如下： 
1H + 1H  →  

2H + e+ + ν  
兩個質子 (1H) 聚合為氘 (deuterium 2H) 並且䆁放一個 
正電子 (positron e+) 和一個中性的中微子 (neutrino ν) 
1H + 2H  →  

3He + γ  
質子和氘聚合為氦同位素 (3He) 並且釋放一個伽傌光子 (γ) 
3He + 3He  →  

4He + 1H + 1H  
兩個 

3He 聚合為氦 (4He) 並且釋放出兩個質子 
 

右圖是這種核聚變的圖解，全部過程都在太陽核心進行，稱

為質子  - 質子反應鏈 (proton-proton chain)，開始時需要四個質

子，經過一連串反應才聚合成氦，在途中也會衍生一些質子、

正電子、中微子和伽傌光子，聚合時的溫度約為 1.5 x 107 K。 
 

太陽的氫聚變絕大部分都以質子 - 質子反應鏈進行，不過亦有

大約 1 % 氫是靠碳氮氧循環 (carbon-nitrogen-oxygen / CNO cycle) 

才變成氦的。碳氮氧循環對溫度十分敏感，小量溫度提升能夠

產生比質子  - 質子反應鏈更多的能量，不過它需要稍高的溫度 

(約 1.8 x 107
 K) 才會有效進行，反應由太陽內的碳吸收質子開始： 

 
 
 
 
 
 
 
請留意: 

●  太陽中的氦大部分不是由體內核聚變產生的，氦在原始太陽

時已經存在，後來進行的核聚變才令氦的累積量增加。 

●  核聚變的過程中會釋放正電子、中微子和伽傌光子。正電子

的質量與普通電子相同但攜帶反常的正電荷 (我們稱電荷與

普通電子或質子相反的粒子為反物質 antimatter)，一對正、

負電子相遇會立即湮滅並且釋放等效能量的伽傌光子 ， 
伽傌光子的能量逐漸在太陽體內衰減，到達表面就是可見的陽光。中微子是一種幾乎不具質量

的粒子，不帶電荷，所以沒有電磁力與帶電的電子或質子交互，但有自旋和能量。從星體內的

核聚變到超新星爆炸都會釋放中微子，因此研究中微子有助了解天體的演化。 
 
--------------------------------------------------------------------------------------------------------------------------------------------
註  質子 - 中子聚合常以 [ N元素 ] 為代號，N 是質子和中子總數，例如 

1H  表示只有 1 個質子，即是氫原子核。 
2H  表示有 1 個質子和 1 個中子，稱 “氘” (deuterium)，又稱 “重氫”。 
3He 表示有 2 個質子和 1 個中子，即是氦同位素。 
4He 表示有 2 個質子和 2 個中子，即是氦原子核。 
12C 表示有 6 個質子和 6 個中子，即是碳原子核。 

 兩個能量超過 511 keV 的伽傌光子碰撞又可以產生一對正負電子:  γ + γ → e+ + e−  

12C + 1H →  
13N + γ  

13N  →  
13C + e+ + ν  

13C + 1H →  
14N + γ  

14N + 1H →  
15O + γ 

15O  →  
15N + e+ + ν 

15N + 1H →  
12C + 4He  

C = Carbon   碳

N = Nitrogen  氮

O = Oxygen   氧

H = Hydrogen 氫

He = Helium   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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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中微子之謎 
 

要研究太陽內部情況，其中一個方法是探

測飛離太陽核心的中微子。自從 1960 年代設

置探測設備之後，科學家偵查到的太陽中微

子數目，不及理論預測的一半，此即為著名

的太陽中微子之謎，當時有幾個推論，包括:  

既有的太陽模型不完善，太陽核心溫度比估

算的一千五百萬度低十分之一； 中微子與物

質反應的程度不如理論預測高； 中微子到達

地球前變為不易探測的模式，所以中微子比

預測少。到 2000 年代初，謎團終於揭開，中

微子的確有微小質量，可以轉換為另一種模

式中微子而不讓實驗裝置識別出來。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Neutrino_mystery_solved.jpg 
 
 
太陽的光度  
 

天體的輻射功率稱為 “光度” (luminosity)。太陽光度可以從實驗求得，原理如下： 

人造衛星在地球上空收集到的太陽輻射 = 1365 W / m2   
(這是平均量，稱 “太陽常數” solar constant，實際上在  

11 年的太陽黑子週期中，太陽光度會變化 0.1 %。) 

以日地平均距離為半徑的球面面積 = 4 π a2 = 2.812 x 1023 m2 
 

在球面上分佈的太陽輻射總功率 = 太陽常數 x 球面面積 
= 1365 x (2.812 x 1023)  
= 3.84 x 1026 W 

基於能量衡守原理，太陽光度也是 3.84 x 1026 W。知道太陽光度後， 
我們便可用史提芬 - 波茲曼定律算出太陽的表面溫度 = 5780 K  (Q&A 第 14 題) 
 
 
太陽的壽命 
 

太陽光度為 3.84 x 1026 W，根據愛因斯坦的質能公式 E = m c2
，這光度相當於每秒燃燒 6.0 x 1011 kg 

的氫，詳見本篇 Q&A 第 15 題。科學家估計在太陽可供穩定燃燒的氫約有 2 x 1029
 kg (太陽質量的

十分之一)，依此推算，太陽的氫燃燒便可持續 2 x 1029
 / (6.0 x 1011) = 3.33 x 1017

 秒 = 106 億年。太陽

在 46 億年前形成，現在進入中年，氫燃燒仍算穩定，估計 60 億年後，太陽不再穩定 (光度大幅偏

離 3.84 x 1026 W)，它將會膨脹為半徑 1 AU 左右的紅巨星，再過幾億年成為行星狀星雲，然後迅速

以無核能，體積比地球略大的白矮星告終。紅巨星、行星狀星雲、白矮星三個階段在《星的演化》

再談。 
 
 
 
 
 
 
 
 
 
 

探測器設於日本神崗町 1 公里深

地底，容器部分高 41 米，可儲滿

5 萬噸純水，內壁鋪滿 11000 個大

型感光元件，能偵察外來中微子

碰撞水原子時激發的切倫科夫

光 (Cherenkov light)。1998 年在這

裡發現了中微子振盪現象，即一

種中微子能夠轉換為另一種中微

子，間接證明了中微子具有微小

質量。中微子與宇宙的演化有

關，例如宇宙中物質與反物質的

不對稱可能是由中微子所造成。

超級神崗探測器
Super-Kamiokande Detector 

感光元件

a = 1.496 x 1011 m此處的太陽輻射 
= 1365 W / m2 

地球

太陽 

https://forum.hkas.org.hk/Web/Neutrino_mystery_solved.jpg


AC_Sun   Alan Chu           12 of 18                                

太陽的距離 
 

十七世紀時，地球半徑和地方的經緯度還未準確把握，因此日地距離常以太陽視差言之，即是說，

日地距離等於地球半徑的若干倍數。1716 年，哈雷 (Halley) 提出一個利用金星凌日來測定太陽視

差的方法，可惜 1742 年哈雷逝世了，他的方法要到 1761、1769 兩次金星凌日才能應用，該兩次

共有 70 多隊在世界各地觀測，取得太陽視差約 8.6 角秒，相當於日地距離 = 24000 個地球半徑。

1874 及 1882 金星凌日之後，紐康 (Newcomb) 及美國海軍天文台從大量數據導出太陽視差介於 

8.79 到 8.81 角秒。1931 年 1 月， 433 號小行星 Eros (愛神星) 距離地球只有 0.16 AU，比金星還要

近，於是各國聯合測量 Eros 的距離，從這距離導出太陽視差 8.790 角秒。1960 年代再用強力雷達

波射向金星和小行星定日地距離，取得更準的結果，1976 年 IAU 修訂天文單位的定義，1 天文單

位定值為 149 597 870 km，相當於太陽視差 8.794 角秒。 
 
 

哈雷測定太陽距離 (太陽視差) 的方法 
 
 
 
 
 
 
 
 

1. 在相隔 B 哩的兩地同時量度金星凌日的全程時間 t1 和 t2 
2. 從 t1 和 t2 算出金星在日面的位移角 θ (角秒) 
3. 1 天文單位的長度 = 206265 B (d1 – d2) / ( θ d1 d2) 

詳見 https://forum.hkas.org.hk/Web/ToV_history_math.pdf  

太陽的空間運動 
 

太陽沿黃道運行，這只是視覺，實際上太陽位於銀河系的轉盤上，距離銀河系中心約 27000 光

年，繞中心一周約 2.3 億年。黃道 (地球公轉軌道的平面) 對銀面 (銀河系平面) 大幅傾斜 600，同時

太陽也在銀面微起微伏地移動，起伏週期約 7 千萬年。太陽到銀面的現時距離還未確定，大概離

北銀面數十光年。由於黃道對銀面傾斜相當大，太陽不像是從銀河氣團旋轉中產生的，可能在銀面

斜向某處有天體活動 (星體碰撞或爆炸等)，由此引起的衝擊波擠壓星際氣體而形成太陽。  
參考: Origin of the Sun  https://sci.esa.int/web/gaia/-/galactic-crash-may-have-triggered-solar-system-formation 
 
 
 
 
 
 
 
 
 

太陽圍繞銀河系中心的同時，在本區星群中

也有相對運動，其速度約為 20 km/s (亦有說 
16.5 km/s)，朝向天琴座與武仙座交界的一點，

稱太陽向點 (solar apex)，相應赤經 18 hr 28 m，

赤緯北 300，離織女星不遠。相對 1800
 的太陽

背點 (solar antapex) 則在南天的天鴿座。  
 

右圖: 在本區星群中，太陽以大約 20 km/s 的

相對速度奔往向點，行星亦以螺旋軌道隨行。 

半徑 R 
日地距離  
= ( 206265 / φ” ) R 

地球赤道 

 ( 

太陽 
太陽視差 ( φ 角秒 ) 

https://forum.hkas.org.hk/Web/ToV_history_math.pdf
https://sci.esa.int/web/gaia/-/galactic-crash-may-have-triggered-solar-system-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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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 

 日全食的必需條件：  
1. 月相在朔 (新月)，月球也要在近地點附近，這樣月球視

面才足夠大把背後的日面完全遮蓋，否則只有日環食。   
2. 白道對黃道傾斜 5.00

 至 5.30，太陽要在黃白道交點兩

旁的 ± 9.90 之內才會發生日全食。如果太陽在 ± 9.90
 至 

± 11.80
 範圍，出現的可能是日全食或日偏食，如果太陽

在 ± 18.50
 之外就不會有任何日食了。 

 月球每小時向東移約 0.50，比太陽快走 13 倍，兼且月

面只比日面略大，因此日全食的持續時間頗短，最長不

到 8 分鐘。日全食過程分為初虧、食既、食甚、生光、

復圓五個時刻，由初虧到復圓大概持續 2 到 3 小時。  

 由於地球自轉和月球影錐的尖端只投在小部分的地表上，可見日全食的地域像一條窄長帶，一

般長度有數千公里但闊度不到三百公里，在日全食帶外的兩旁只能看見日偏食。  

在食帶中間的日全食

持續時間 (2008-2050) 
2008 Aug 01   2m 27s 
2009 Jul 22    6m 39s 
2010 Jul 11    5m 20s 
2012 Nov 13   4m 02s 
2015 Mar 20   2m 47s 
2016 Mar 09   4m 09s 
2017 Aug 21   2m 40s 
2019 Jul 02    4m 33s 
2020 Dec 14   2m 10s 
2021 Dec 04   1m 54s 
2024 Apr 08    4m 28s 
2026 Aug 12   2m 18s 
2027 Aug 02   6m 23s 
2028 Jul 22    5m 10s 
2030 Nov 25   3m 44s 
2033 Mar 30   2m 37s 
2034 Mar 20   4m 09s 
2035 Sep 02   2m 54s 
2037 Jul 13    3m 58s 
2038 Dec 26   2m 18s 
2039 Dec 15   1m 51s 
2041 Apr 30    1m 51s 
2042 Apr 20    4m 51s 

 
 食既前陽光通過樹葉間隙孔投下半掩的太陽影像。全食時日冕出現，太陽磁場越活躍，日冕範

圍越大 (見前頁 1991 及 2017 年日全食的日冕照片)，有時也呈現被掩光球外的日珥和色球層。 

 當日全食開始或結束時，日月圓面的邊緣十分貼近，陽光有可能從月球邊緣的山谷位置漏出，

在剎那間會出現一串像珍珠的光亮點，稱 “貝利珠” (Baily’s beads)。如果貝利珠與月圓面亮邊相

繼顯現，這便形成了短暫的 “鑽石環” (diamond ring) 現象。  
 
 
 
 
 
 
 
 
 
 

日全食開始時出現的貝利珠、色球層和日珥   1991.07.11 日全食的鑽石環現象    2012.05.20 的日環食 

 在罕見情況下，A 地點出現日全食，在 B 地點 (由於距離月球比 A 稍遠) 卻出現日環食。在北

極圈內亦有機會發生 “午夜日食”，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Midnight_Solar_Eclipse.pdf 

日全食帶 1997 – 2035    (日食預告:  https://eclipse.gsfc.nasa.gov/solar.html ) 

復圓    生光  食甚  食既    初虧 

全食持續時間 

https://eclipse.gsfc.nasa.gov/solar.html
https://forum.hkas.org.hk/Web/Midnight_Solar_Eclip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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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1999 年 8 月 11 日發生的日全食，在歐洲、中東及印度均可見。 右: 同一天從俄羅斯 Mir 太空站拍攝日

全食時的月影。這個影子以每秒五百米的速度掃過地球表面，在影子內的人可以看見日全食，在影子外圍

只能見日偏食。留意月影不是全黑，其邊緣也是矇糊的。 (來源: 法國國家空間研究中心 CNES)  
 
 
 
 
 
 
 
 
 
 
 
 
 
 
 
 
 
 
 
 
 
 
 
 
 
 
 
 

2008 年 8 月 1 日在中國甘肅省長城嘉峪關出現的日全食。食甚時白天轉黑，火星 (1)、土星 (2)、軒轅十四 (3)、
金星 (4)、水星 (5) 隱約可見。 圖片來源： APOD / Terry Cuttle  https://apod.nasa.gov/apod/ap090718.html 

 
 
 
 
 
 
 
 
 
 
 
 
 2020 年 6 月 21 日發生日環食，但香港不在環食帶，只能觀測到食分 0.89 的日偏食，食程持續約 2.7 小時。  

https://apod.nasa.gov/apod/ap090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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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伽利略在 1612.06.23 繪畫的太陽 
黑子，有本影和半影兩部分。 

 

 
 
 
 
 
 
 
 
 
 
 
 

1769 年間蘇格蘭自然學家威爾遜 (A. Wilson) 留意到在日面邊

緣的黑子本影下陷，以為太陽表層有破洞，黑子就是透過破

洞見到溫度較低的太陽內體，這概念流傳到十九世紀末，上

圖就是赫歇爾 (天王星發現者) 以此概念解釋太陽黑子。 
 

氦的發現  1868 年法國天文學家贊生 (Jules Janssen)  

發現在白晝觀測日珥的新方法，同年 8 月他使用這 
方法在印度觀測日全食，發現色球層光譜 587.5 nm  

位置多了一條明亮黃色發射線，他以為是新的鈉 
線。在英國的天文學家洛克耶 (Norman Lockyer)  

也有相同發現，他利用高色散的分光儀 (右圖) 
研究這條發射線。數年後洛克耶 
與一些化學家鑑定它不屬於鈉 
而是地球外的一種新元素，稱  

Helium (取名自古希臘太陽神  

Helios)，譯 “氦”，後來在地球 
上也找到氦。 
 

十九世紀中期，德國天文學家施瓦布 (Heinrich Schwabe) 努力尋找

水星周圍的新行星，為此他也觀測太陽，長期的觀測發現太陽黑

子的多寡是有週期性的。瑞士伯尼爾天文台台長沃爾夫  (Rudolf 
Wolf) 跟進這項發現，並且設計一項 Wolf Number 來統計每次見到

的黑子數目*，最後得出太陽黑子週期為 11 年的結論。 

* Wolf Number R = k (10 g + s)，s 是黑子個數，g 是黑子群數， 
k 是由觀測者決定的比例常數，沃爾夫本人取 k = 1。 

1625 年刻畫: 在意大利的 Sheiner 和一名教士以投影法觀測太陽黑子

1872 年描繪的日珥 (哈佛大學天文台檔案)

1860.07.18 日全食，日旁橢圓物是現今稱

的日冕物質拋射 CME。G. Tempel 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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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美國天文學家海爾 (George Hale) 設計了一台太

陽單色觀測鏡  (spectrohelioscope): 陽光被定日鏡反射到

物鏡聚焦，再通過在焦點的窄縫 S1、準直鏡和分光儀衍散

為光譜，用光譜前的窄縫 S2 選擇要觀看的單色波長。兩

個窄縫 S1 和 S2 同步快速掃描太陽圓面，由於視覺暫留作

用，通過目鏡便可以看見固定的太陽單色影像，不過這種

設計有很大程度被後來的太陽單色濾鏡取代了。 
 

1930 年代，法國天文學家李奧 (Lyot) 發明了

像左圖的日冕儀 (coronagraph): A 是優質物

鏡，太陽成像在 B 處，這裡有一個不透明的

圓錐盤遮掩耀眼的光球，造成人工日全食，

圓錐盤的斜面把光球的強光和熱力反射出

鏡筒外。透鏡  C 把物鏡 A 的成像投向光圈 

D，D 的中心有另一圓盤  E 阻擋寄生的光

線，F 處放置相機鏡頭拍攝日冕照片。 
 

 
 
 
 
 
 
 
 
 
 
 
 
 
 
 
 
 
 
 
 
 
 
 
 
 
 
 
 
麥瑪斯太陽望遠鏡 (McMath-Pierce Solar Telescope)   位於美國阿里桑那州基特峰國家天文台 (Kitt Peak 
National Observatory) 內，1962 年啓用，露台上設 2 米定日鏡把日像經通道投向地下約 50 米深的主鏡再反

射到觀測室，可見的日像直徑約 0.8 米。主鏡為 1.6 米 f/54。 

太陽塔  1910 年前後，美國威爾遜山天文台建

成 60 呎及 150 呎焦距的太陽塔，在塔頂可收集

不受地熱干擾的太陽影像再送往塔底觀測室。

上圖是 150 呎太陽塔和愛因斯坦等人在塔頂定

日鏡旁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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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數據 

日地平均距離 1.496 x 108 km  
光度 3.84 x 1026 W 
視星等  –26.74 (可見光) 
絕對星等 +4.83 (可見光)  +4.75 (全輻射)   
視直徑 31.6 - 32.7 角分 
直徑 1.392 x 106 km  
相對地球直徑 109 倍 
質量 1.989 x 1030 kg  
平均密度 1.41 g/cc  
中心密度 150 g/cc 
表面引力加速度 274 m/s2  
表面逃逸速度 618 km/s  
表面溫度 5780 K  

譜型 G2 V (V 表示主序星)  

光球層的化學成分 (質量百分比)  
氫 73.46   氖 0.12   其他 0.10 
氦 24.85   鎂 0.05 
碳  0.29   矽 0.07 
氮  0.09   硫 0.04 
氧  0.77   鐵 0.16 
Source: Stanford Solar Center 

 
相關網頁 Ask the Space Scientist  https://image.gsfc.nasa.gov/poetry/ask/askmag.html#list 

The Solar FAQ   https://hesperia.gsfc.nasa.gov/rhessi3/public-outreach/the-solar-faq/index.html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Sun    http://www.mpia.de/5857710/news_publication_18652392_transferred 

 
Q&A 
1.  太陽直徑有多少 AU ? 
2.  a. 為什麼太陽不會像氫彈般爆炸 ?    b. 為什麼太陽有臨邊昏暗但月球沒有 ? 
3.  為什麼平時我們只見到光球層的圓面，但見不到比光球層高溫得多的日冕 ?   
4.  科學家怎樣知道日冕有百萬度高溫 ? 
5.  米粒和超米粒有什麼分別 ? 
6.  為什麼太陽有磁場 ? 
7.  今天在望遠鏡見到的太陽黑子位置與昨天所見不同，何解 ?    
8.  太陽黑子的盛衰週期約為 11 年，但科學家說太陽磁場的活動週期約為 22 年，何解 ? 
9.  光班和譜班有什麼分別 ?    
10. 太陽內的 “氫燃燒” 和火爐的炭燃燒有什麼本質上的分別 ? 
11. 陽光怎樣產生 ? 
12. 中子 (neutron) 和中微子 (neutrino) 有什麼分別 ? 
13. 已知太陽光度 = 3.84 x 1026 W，絕對星等 = 4.8。 A 星的絕對星等 = 2.4，問 A 星的光度 ?  

14. 試用史提芬 - 波茲曼定律 (Stefan-Boltzmann law) 算出太陽的有效溫度 T。 
15. 在每一秒內，太陽把體內多少的氫變成氦 ? 
16. 為什麼 18、19 世紀的天文學家重視金星凌日 ? 
17. 為什麼同一地方很少出現日全食 ? 
18. 為什麼日全食時見到色球層的光譜呈現發射線 ? 
19. 在平常白晝天，不用太陽單色濾鏡可以觀測到日珥嗎 ? 

太陽赤道 - 黃道交角 7.250

自轉週期  赤道     25 天

緯度 300  28 天

兩極      35 天

太陽 - 銀河系中心距離  約 27000 光年 
太陽繞銀心運行一周    約 2.3 億年 

https://image.gsfc.nasa.gov/poetry/ask/askmag.html#list
https://hesperia.gsfc.nasa.gov/rhessi3/public-outreach/the-solar-faq/index.html
http://www.mpia.de/5857710/news_publication_18652392_trans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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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太陽直徑 ≈ 1.4 x 106 km = 0.0093 AU (約 1 % AU)  

2.  a. 因為核聚變的外張力與上層物質的重力互相抵消，見右圖。 
b. 因為月球沒有大氣層，月光沒有臨邊昏暗現象。 

3.  雖然日冕很高溫 (平均二百萬度)，但內裡幾乎是真空， 
因此含熱量和亮度遠遠不及密度較大的光球層。 
平時光球層的強光把日冕的光掩蓋了。 

4.  從金屬原子失去電子的數目便可估計日冕的溫度。 

5.  米粒的對流範圍細小，超米粒的對流範圍很大。 

6.  太陽高溫使體內無數的原子電離，帶電粒子到處移動便造成電流與磁場。 

7.  因為黑子隨太陽自轉而移動 

8.  每隔大約 11 年，太陽南、北半球的黑子磁極會反轉，因此太陽磁場的活動週期大約是 22 年。  

9.  兩者都是同一物，前者在白光濾鏡可見，後者要用 Hydrogen-α 或 Calcium II 濾鏡才見到。 

10. 氫燃燒依靠原子核的聚合而釋放能量，其間氫損失的質量即是釋放的能量 (E = m c2)。 
火爐的炭依靠化學反應而生光熱，其中參與化學反應的元素種類和總質量都沒有改變。 

11. 陽光源自太陽內核聚變所生的光子，光子脫離太陽表面後就是我們見到的陽光及其他輻射。 

12. 中子的質量遠遠大過中微子，通常與質子構成原子核存在物質中。中微子來自核變過程，幾乎

沒有質量 (實際質量未知)，也不帶電，基本上不與普通物質起相互作用。由天體釋放出來的中

微子，速度與光速相若，可以跨越宇宙空間，可以穿過極厚的物質，包括地球岩層。 

13. 在相同距離下，A 星比太陽亮 2.512 (
4.8 – 2.4) = 9 倍，因此 A 星的光度 = 9 倍太陽光度。 

14. 太陽光度 L = 3.84 x 1026 W，太陽半徑 R = 696 000 km，σ = 5.67 x 10–8
 公制單位 

T4 = L / (4π σ R2) = 3.84 x 1026 / [4π (5.67 x 10–8) (6.96 x 108)2] = 1113 x 1012，最後得 T = 5780 K。 

15. 在太陽的氫燃燒過程中，每燃燒 4 個氫原子就變換出一個氦原子。查原子數據表得知， 

4 個氫原子質量 = 4 x (1.6735 x 10–27) kg = 6.6940 x 10–27 kg  
 1 個氦原子質量 = 1 x (6.6465 x 10–27) kg = 6.6465 x 10–27 kg  

質量損失 = 0.0475 x 10–27 kg   

= 4 個氫原子質量的 0.71 % 
換言之，每燃燒 1 kg 的氫就有 0.0071 kg 變成輻射能量 E。根據愛因斯坦的質量 - 能量公式， 

E = m c2 = (0.0071)(3 x 108)2 = 6.4 x 1014 joules (燃燒 1 kg 氫所得的能量) 

已知太陽光度 (輻射功率) = 3.84 x 1026 W = 3.84 x 1026 joules / sec， 
因此太陽每秒燃燒了 (3.84 x 1026) / (6.4 x 1014) = 6.0 x 1011 kg 的氫。 

16. 金星是距離地球最近的行星，軌道很近正圓形，因此在金星凌日時可用視差方法測定日地距離。 

17. 因為可見日全食的地帶頗窄，每次食帶經過的地區也不同。 
參考:《日全食小統計》https://forum.hkas.org.hk/Web/SolarEclipse_Worldwide.pdf 

18. 日全食時，我們見不到色球層之下的較低溫光球，色球層的溫度 
又隨高度而上升。基本上色球層沒有被較冷氣體包圍，因此它的 
光譜呈現發射線。  

19. 十九世紀的 Janssen 和 Lockyer 發現了在白晝觀測日珥的方法：  
用高色散的分光儀掃描太陽邊緣，調整分光儀的窄縫到某程度可見到太陽邊緣的日珥，再收窄

縫隙可見發射光譜的譜線。參考:  https://forum.hkas.org.hk/Web/Solar_Chromosphere_Prominences_Young.pdf 
 
 

 

核 
聚變 

上層物質的重力 

太陽核聚變

的外張力

https://forum.hkas.org.hk/Web/SolarEclipse_Worldwide.pdf
https://forum.hkas.org.hk/Web/Solar_Chromosphere_Prominences_You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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