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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科技越來越進步，人類

望向宇宙更深處的野心也

越來越大，這需要口徑更

大的天文望遠鏡，以及適合設立這些

望遠鏡的地方。天文台的地點有幾個

條件：夜晚無雲的天數要多、大氣穩

定少擾動，以及海拔夠高，則大氣透

明度佳且水氣含量低，另外就是必須

遠離光害。

目前全世界最先進的巨型望遠鏡都

建在智利和夏威夷的高山上，例如歐

洲南方天文台正在智利亞他加馬高原

的亞馬遜斯山興建口徑42公尺的「歐

洲超大型望遠鏡」，美國主導的「30

米望遠鏡」則即將於2012年在夏威

夷茂納開亞火山動工，因為這些高山

符合上述觀測條件。這類巨型天文望

遠鏡的建造經費動輒好幾億美元，都

是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使用

權則分配給出資者。

中國經濟起飛後，科技實力也日益

提升，便展開了和世界先進國家的競

爭。在天文及太空領域，除了發展人

造衛星及火箭的技術，也想透過國際

合作，建造口徑10公尺以上甚至30

公尺的地面大型望遠鏡。因為目前中

國最大的望遠鏡口徑只有4公尺，可

以收集電磁波的面積太小，靈敏度不

足，無法進行更深入的天文學研究。

然而，中國建造大型望遠鏡的技術

落後於歐美，國內又有一派聲音反對

投入鉅額經費去建造「其他國家」的

望遠鏡，因此要和先進國家合作的最

好方式，就是在中國境內尋找適合架

設大型望遠鏡的場址，吸引其他國家

的研究團隊到中國合作建造。

有「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正

是中國的優勢，畢竟在北半球，不論

歐洲或美國，都找不到幾座4000公

尺以上高山，而在青藏高原230萬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4000公尺以上的

高山比比皆是；而且西藏少雨、全年

晴夜數超過250天、光害少，加上東

亞地區還沒有任何一座大型望遠鏡，

在在提高了青藏高原的地位。若在青

藏高原建造大型望遠鏡，中國天文學

家就能擁有相當多的觀測時間，對中

國天文學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

選址的曙光

中國過去其實已經有建天文台的經

驗與想法。早在1950年代，中國的

特 別 報 導

中國的
大型望遠鏡之夢
中國經濟起飛後，發展尖端科技成為下一階段目標。天文學界

希望在中國本土興建一座大型天文望遠鏡，擁有

優秀觀測條件的青藏高原，成為中國躋身國際舞台的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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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家便曾調查渤海灣的山區，

尋找第一座天文台的台址，後來在北

京東北方170公里的燕山主峰、海拔

980公尺高處，建造了口徑2.16公尺

的光學望遠鏡，成為現在的中國科學

院國家天文台興隆觀測站。

到了1980年代，天文學家王綬琯

將目標對準青藏高原，率隊探勘，但

由於前往藏西的交通不便，因此只探

勘了藏東，最遠到日喀則的珠峰大本

營附近。調查結果認為地理位置和氣

象條件都很不錯，可是後來沒有進一

步發展。國家天文台研究員王俊杰指

出，雖然國際上普遍認為西藏是非常

理想的天文觀測地點，但各種條件太

艱苦，當時的中國實在沒有足夠的人

力與物力進行選址。

10年前，契機出現了。德國科隆

大學有一座口徑3公尺的中型次毫米

波望遠鏡「KOSMA」，原本裝置在

瑞士境內海拔3100公尺的阿爾卑斯

山上，科隆大學因為投入很多經費

參加「亞他加馬大型毫米及次毫米

波陣列」（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submillimeter Array, ALMA）、赫歇爾

太空望遠鏡、紅外光平流層天文台

（SOFIA）等大型次毫米波望遠鏡

計畫，而不再將KOSMA視為發展重

點；此外，阿爾卑斯山的天氣條件對

觀測高頻的次毫米波段也不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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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隆大學想要尋找合作夥伴，將

KOSMA移到台址條件更好的地方。

基於德國和中國的天文學界關係良

好，因此希望將 KOSMA 搬移到西

藏，國家天文台評估此計畫可行，重

新展開西部選址工作。

選址的第一步是分析西部各地歷年

來的衛星雲圖，了解各地區大範圍的

降雨情形及雲層變化，再實際到各地

觀測區域性的氣象變化。同時在夜間

以光學望遠鏡觀測星體影像抖動的程

度，據以判定大氣寧靜度；而次毫米

波望遠鏡的選址，則必須測量空氣中

的水氣濃度。

王俊杰表示，剛開始選址時，主要

投入的是人力資源。由於探勘行動必

須長途跋涉，加上西部地區不是沙

漠、就是高原，人煙罕至，旅程中一

旦發生事故，求助無門，十分危險。

他還記得自己第一次探勘時，越野車

在寧夏的沙漠裡爆胎，他在路邊等了

半天，總算攔到一輛路過的車，載他

到80公里外的烏海市，然而找遍全烏

海市的車行，都沒辦法處理，只好再

趕到166公里外的銀川市，終於解決

問題。

高山症更對探勘人員的體力與耐力

造成極大的考驗。王俊杰第一次去西

藏時吃足了苦頭，第二次去就由專業

的司機開車，在翻越青海和西藏邊

界、標高5200公尺的唐古拉山時，

他感覺兩眼發黑，似乎快要昏倒，沒

想到司機的症狀比他更嚴重，必須換

他來開車。這時已是晚上7點，他們

距離拉薩還有好幾百公里，他只好咬

著牙摸黑開夜車，半夜趕到下著大雨

的拉薩，「那次我差點回不來了！」

王俊杰至今餘悸猶存。

讓地理條件變成競爭優勢

在幾個相關的研究單位共同努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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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卡拉蘇、物瑪或獅泉河，都位於中國的極西之地，海拔高又雨量少，符合建造大型望遠鏡所

需的地理條件。羊八井則較靠近拉薩，因為已有基礎建設，成為次毫米波望遠鏡KOSMA的基地。

圖中七種顏色代表西藏的七個地區，灰色線條是公路，但許多公路其實只是顛簸的泥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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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KOSMA最後落腳在拉薩西北方

90公里、海拔4300公尺的羊八井，

由王俊杰擔任首席科學家負責推動。

此外，由國家天文台研究員姚永強率

領的西部天文選址組也選定新疆西部

的卡拉蘇和西藏西部的物瑪，做為建

造大型望遠鏡的候選場址。

選定場址之後，國家天文台於2004

年7月在拉薩舉辦了一場「中國西部

天文選址國際研討會」，邀請各國學

者參與，並實地參觀物瑪與卡拉蘇，

希望引起各國學者在這兩個場址興建

大型望遠鏡的興趣，但最後只有日本

國立天文台研究員佐佐木敏由紀和中

央大學天文所副教授孫維新有興趣。

對國家天文台來說，口徑10公尺

以上大型望遠鏡的建造經費是天文數

字，一定得建在最好的台址，否則

再先進的設備，觀測效果都會大打折

扣，因此必須進行很多前置作業，精

密測量候選場址的各種條件。可是另

一方面，在中國政府決定「立項」

（確立要發展這個重點項目）之前，

並不會提撥太多經費。在這種經費拮

据的情形下，藉由國際合作來確認候

選場址的條件，是非常好的方法：國

家天文台可以獲得外部資源，盡快決

定候選場址，爭取「立項」；國際參

與者可以取得第一手的場址資料，並

建立合作默契，成為未來興建大型望

遠鏡的夥伴。

因此，國家天文台很快就邀請佐佐

木敏由紀和孫維新去勘查卡拉蘇的環

境。卡拉蘇位於中國與塔吉克的邊

界，是軍事敏感區，不過離中國的邊

境大城喀什只有三小時車程，交通還

算方便。只是該處天氣條件不是特別

理想，且高度只有海拔4500公尺，

而未來大型的次毫米波或紅外光望遠

鏡，最好都能在架設在海拔5000公

尺以上的地方。

不過孫維新更在意的，是卡拉蘇收

不到中華電信「中新一號」衛星的訊

號，因為他的構想是建造一座能從台

灣遠距操控的專業天文台，分析其觀

測成效，提供國家天文台做為選址的

參考資料。若無法在台灣透過衛星訊

號操控卡拉蘇的望遠鏡，此計畫就無

法進行。

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後，國家天文

台在2007年決定將心力集中到海拔

5100公尺的物瑪。佐佐木敏由紀與

國家天文台合作，在物瑪建造氣象

站，此時剛轉至台灣大學物理系與天

文所任教的孫維新則著手架設衛星天

線，並向台大爭取經費，準備建造初

知名的大型望遠鏡

分類 名稱 口徑 啟用年代 主導國家 地點

光學

望遠鏡

速霸陸望遠鏡（Subaru）　 8.2公尺 1991 日本 夏威夷茂納開亞火山

凱克望遠鏡（Keck） 10公尺×2 1993 美國 夏威夷茂納開亞火山

超大望遠鏡（VLT） 8.2公尺×4 1999 歐洲 智利帕拉拿山

歐洲超大型望遠鏡（E-ELT） 42公尺 預計2018 歐洲 智利亞馬遜斯山

30米望遠鏡（TMT） 30公尺 預計2018 美國 夏威夷茂納開亞火山

電波

望遠鏡

極大陣列電波觀測站（VLA） 25公尺×27 1980 美國 美國新墨西哥州索科洛

次毫米波陣列望遠鏡（SMA） 6公尺×8 2003 美國 夏威夷茂納開亞火山

亞他加馬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

（ALMA）
12公尺×64 2011 美國、歐洲、日本等 智利查南托高原

備註：速霸陸望遠鏡是全世界最大的單一鏡面望遠鏡，其他大型望遠鏡的鏡面均由多片較小鏡面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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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中國科技部副部長曹健林（左五）在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台長嚴俊（左一）、副台長

郝晉新（右三）及負責西部選址的研究員姚永強（左三）陪同下，前赴西藏考察獅泉河天文台現

況。台灣大學教授孫維新（右四）為眾人解說後，以國家天文台的氣象站為背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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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小型天文台。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值班操作後，

國家天文台發現物瑪的運補太不方

便，距離最近的村落是60公里外的鹽

湖，只有10幾戶人家，距離最近的大

城獅泉河（西藏阿里地區的首府）則

有500公里之遙；物瑪的值班人員也

因海拔太高，紛紛病倒。最後國家天

文台決定放棄物瑪。

又經過一番調查評估與來回討論，

國家天文台和台灣大學終於選定獅泉

河南方20公里一處海拔5100公尺的

山頭做為候選場址。這裡雖然因為

距離獅泉河較近，未來可能會有一點

光害問題，但是獅泉河是往來藏南、

藏北、新疆的交通樞紐，城鎮的基礎

設施都已建立，各種機械工具也比較

齊全，值班人員晚上可以住在海拔

4300公尺的獅泉河，白天開一小時

車上山工作。孫維新在2010年4月勘

察地形後，選定

一處迎風面做為

台灣大學圓頂的

位置，放置日本

高橋TOA-150的15公分折射式專業望

遠鏡，以建立遠距遙控的能力為主，

至2011年 8月全部完工，預計2012

年可以開始觀測。國家天文台也在山

上選了一處地點建造觀測圓頂和氣象

站，準備長期測量該處詳細的氣象資

料，以決定此處是否適合興建大型望

遠鏡。

重建KOSMA，天文實力提升

而西藏第一部中型天文望遠鏡，則

是位於羊八井的KOSMA望遠鏡，中

德雙方已於2009年2月正式簽約，並

於2011年7月完成搬遷，預計2012年

可以正式運作。

由於大氣中的水氣會吸收次毫米

波，影響觀測結果，因此次毫米波望

遠鏡最好架設在海拔4000公尺以上

的高山，越高水氣越少。KOSMA選

定放置在海拔4300公尺的羊八井，

王俊杰的解釋是，此地的水氣含量已

經夠低，符合KOSMA這種中型口徑

次毫米波望遠鏡的需求；更重要的

是，1980年代起中國科學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便在此地與日本、義大利合

作建造宇宙射線觀測站，因此已有

水、電、道路等基礎設施，可以節省

大量的建設經費與時間。

地點決定後，KOSMA很快就開始

拆遷和搬運。拆裝一部舊望遠鏡其實

比安裝一部新望遠鏡困難許多，因為

在拆的時候，必須記住每根螺絲、電

線的位置以及裝配方式，屆時才能分

毫不差地組裝回去。中國缺乏次毫米

波望遠鏡的專家，KOSMA的拆遷和

搬運工作必須由德國的技術專家從旁

指導，花了三個月才全部拆卸完畢。

KOSMA精密度最高的是直徑3公尺

的鏡面，由18塊面板拼在一起，組

合成拋物面鏡。KOSMA的元件運到

西藏後，鏡面的組裝無法完全接合，

必須重新調整各塊鏡面，跟理論值的

誤差不能超過20微米。王俊杰說，過

去中國調整測量鏡面的最高精度是誤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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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從德國科隆大學引進口徑3公尺的KOSMA次毫米波望遠鏡，安裝在

西藏拉薩西北方90公里的羊八井鎮，預計明年可以開始觀測。中國天文學

界希望KOSMA能獲得豐碩的觀測成果，吸引各國天文學家將目光焦點集

中到西藏，合作興建口徑10公尺以上的大型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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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76微米，但這一次他們的誤差僅有

14微米，技術大為提升，將來有機會

以此為基礎發展中國自己的次毫米波

望遠鏡，或是參與國際合作。

中國不僅從德國引進KOSMA，還

計畫提升其功能。王俊杰指出，只有

少數特定波段的次毫米波可以穿透大

氣中的水氣到達地面，目前KOSMA

只有230GHz和345GHz這兩個波段的

次毫米波接收機，而且每個波段一次

只能觀測單一頻率；不過羊八井的海

拔比阿爾卑斯山高、水氣濃度較低，

未來在冬天空氣非常乾燥時，有機會

觀測660GHz和810GHz這兩個更高頻

波段的次毫米波。他們也將發展「多

波段接收機」，可以同時觀測多頻率

的次毫米波。

除了KOSMA之外，羊八井還可能

在2012年增加第二架望遠鏡：孫維

新的義大利Officina Stellare Pro RC 

400的40公分望遠鏡。原來王俊杰在

羊八井預留了安裝小型望遠鏡的空

間，希望有機會和中國其他大學合

作，結果卻與台灣大學的孫維新談成

了合作。孫維新打算以這部精密的望

遠鏡做為西藏東部觀測的主幹，而以

獅泉河望遠鏡做為西藏西部觀測的代

表，觀測一、兩年後，便可以比較兩

邊的氣象條件，選出最適合的大型望

遠鏡基地。

培養在地人才，吸引國際專家

要在西藏建造天文台，不論是羊八

井或獅泉河，人員都是一大問題。雖

然現在透過網路遠距操控望遠鏡是一

大趨勢，但在現場或至少在附近，最

好還是有工作人員長駐，可以隨時處

理望遠鏡發生的狀況；而且將來若要

透過國際合作建造大型望遠鏡，更會

需要很多工作人員。然而要在高原環

境下工作，又要具備一定程度的天文

物理專業知識，這種人才難尋，因此

國家天文台和西藏大學在2009年就

聯合成立天體物理中心，現在更將層

級提升到中國科學院和西藏自治區政

府，這樣經費更寬裕，可以聘請天文

物理專家到西藏大學授課，並推動成

立新的系所、訓練更多天文物理專業

人才，為將來國際合作的大目標預做

準備。

除了培養在地的人才，提高國外專

家來西藏的便利性也很重要，因為在

執行遠距操控前，仍必須事先到現場

進行調整與設定。可是入藏手續繁瑣

費時，例如國家天文台請來協助組裝

KOSMA的德國專家，當初辦「入藏

函」就花了一個半月，將來若依舊如

此，勢必會影響國外天文專家的合作

意願。這個問題必須由中國科技部、

中國科學院等相關政府部門和西藏自

治區政府達成協議才能解決。

展望未來，中國天文學界的夢想是

擁有自己的大型望遠鏡，讓自家的

天文學家得以盡情探究宇宙深處的

奧秘。他們一方面積極尋找適合興

建大型望遠鏡的場址，另一方面以

KOSMA做為指標，只要KOSMA能得

到豐碩的觀測成果，自然能吸引國際

目光聚焦西藏。中國建造大型天文望

遠鏡的夢想，就要起飛。 

李名揚是《科學人》雜誌採訪部主任。

 

〈地面望遠鏡之最〉，《科學人》2010年12月號。

〈未來的巨無霸望遠鏡〉，《科學人》2006年6月號。

〈聚焦西藏–北半球最後一個光學天文台址〉，《科學

人》2006年6月號。

以次毫米波看恆星生死
次毫米波是指波長略小於1毫米的電磁波，我們的宇宙中有40%的輻射來

自次毫米波波段，然而由於地球大氣層中的水氣會吸收次毫米波，能傳到地

面的次毫米波訊號非常小，因此科學家在20多年前，才發展出可以觀測次

毫米波的技術。這得力於兩項技術的成熟：首先是將望遠鏡致冷到4K的技

術，望遠鏡本身會發出熱輻射，形成雜訊，必須降低溫度，減弱雜訊，才能

從訊號中分辨出微弱的次毫米波。其次是打磨拋物面鏡的技術，必須磨出非

常精準的拋物面，且表面非常光滑，才能提升反射訊號的聚焦準確度。

觀測次毫米波可以幫助研究恆星的形成。由氣體和塵埃組成的分子雲中，

由於質量分佈不均勻，質量較大處會產生較強的重力，吸引他處物質接近，

最後聚集成團，形成恆星。初生的恆星隱藏在大片分子雲中，用光學望遠鏡

看過去，只看得到一片黑暗的分子雲。不過恆星在形成過程中，會發出次毫

米波，因此透過次毫米波望遠鏡，便能看到分子雲內部的情形。恆星初生的

這一段過程，是了解星系與宇宙如何形成的基礎，也是目前國際天文學界最

熱門的研究課題。

次毫米波也可用來觀測快死亡的恆星。像太陽這麼大的恆星，快死亡時會

先向外噴發氣體和塵埃，形成「行星狀星雲」，最後恆星核心裸露出來，成

為白矮星，噴發過程也會發出次毫米波。但是和恆星初生期的分子雲相比，

行星狀星雲的體積太小，從望遠鏡中看到的視角也太小。例如KOSMA的鑑

別率約為一角分，可以看到分子雲的一部份，行星狀星雲卻只是一角分裡

面的一個小點，無法詳細分辨。若要觀測快死亡恆星所發出的次毫米波，

必須仰賴亞他加馬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或次毫米波陣列望遠

鏡（Sub-Millimeter Array, SMA）這種鑑別率可達0.1角秒的大型觀測儀器，

SMA在夏威夷，海拔4100公尺，ALMA則位於智利，海拔50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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