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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宇宙誕生後的一秒之內，原子核尚未形

成，只有質子與中子這種粒子存在。當宇

宙年齡行進至數秒，此時溫度和密度適合

核子反應，原子核才現身。這個大霹靂核

合成的過程只製造出週期表上最輕的幾種

元素：大量的氦（約佔宇宙原子總質量的

25%）與較少量的鋰，以及同位素氘和氦

3。剩餘的電漿（約佔75%）仍以質子的

形式存在，它們最終將變成氫原子。週期

表上其他元素，則在數十億年後於恆星內

部或恆星爆炸的過程中形成。

核合成理論精準預測了在宇宙最原始

樣本中（也就是最古老的恆星與高紅移

的氣體雲裡）所測量到元素與同位素的

豐度。對宇宙中原子密度非常敏感的氘

豐度，扮演著非常特殊的角色：它的測

量值暗示一般物質僅佔宇宙總能量密度

的4.5±0.1%，其餘成份是暗物質與暗能

量。這項估計結果和CMB所得到的成份分

析完全吻合，是宇宙學的一項重大成就。

這兩項非常不同的測量，其中

一項基於宇宙年齡為一

秒鐘時的核子物理

理論，而另一項

則依據宇宙38萬

歲時的原子物理

計算。結果如此吻

合，不僅代表我們的宇宙演化模型通過了

嚴格的考驗，更是對所有近代物理的詳盡

驗證。

夸克湯裡的答案
太初後的一微秒之內，宇宙是一鍋盛滿

大自然基礎建材的原湯，就連質子與中子

都還未出現，原湯裡有夸克、輕子，以及

作用力載子（光子、W與Z玻色子和膠子

等）。由於今天在地球上的粒子加速器實

驗已經複製出類似的條件，因此我們非常

確定夸克湯必然存在（參見2006年6月號

〈再造大霹靂那瞬間〉）。

要探索這個時期，宇宙學家倚賴的並非

更大更好的望遠鏡，而是粒子物理中許多

有用的概念。30年前發展出的粒子物理

標準模型，已提出了一些大膽的猜測（包

括弦論），嘗試統一看似相異的基本粒子

與作用力。這些新穎的觀念在宇宙學上

的意涵，與熾熱大霹靂的原創觀念同等重

要。它們暗示了極大與極小世界間，有著

從沒有人想過的深度連結。如此一來，關

於暗物質的本質、物質與反物質的不對稱

性，以及密度不均的夸克湯的起源，這三

大關鍵問題的答案便開始浮現。

目前看來，早期的夸克原湯就是暗物質

誕生之地。雖然我們並不清楚暗物質的確

實身分，但它的存在是無庸置疑的。我們

銀河系和其他一切星系及星系團，都有賴

從大霹靂開始，宇宙時序圖由已確知的事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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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氣體

0.5%恆星與行星

宇宙大部份是由暗能量與暗物質構

成，但它們的真正身分仍未確認。

建構出恆星、行星與星際氣體的普

通物質只佔了很小一部份。

71.5% 暗能量

24% 暗物質

10-35 秒
宇宙暴脹創造
出廣大均勻的
空間，其間遍
佈夸克團塊。

10-30 秒
一種可能的暗物
質（軸子）出現
了。

10-11 秒
物質的量超越
了反物質。

10-10 秒
第二種可能的暗
物質（伴中子）
出現了。

10-5 秒
夸克建構出
質子與中
子。

0.01~300秒
質子與中子建
構出氦、鋰與
重氫核子。

38萬年
核子與電子結合形
成原子，釋放出宇
宙微波背景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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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霹靂開始，宇宙時序圖由已確知的事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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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見的暗物質重力，才能束縛成形。無

論暗物質是什麼，它必定會微弱地與一般

物質交互作用；要不然它也會以其他方式

顯現。為了找尋統一作用力與自然界粒子

的架構，科學家預測，暗物質可能是由穩

定或長壽的粒子所構成。今天，這些粒子

可說是夸克原湯的遺跡，應該會非常微弱

地與原子作用。

這些粒子中，有一個可能選項是伴中子

（neutralino），這種新型粒子是已知粒子

的較重配對粒子。伴中子的質量應介於質

子質量的100 ~1000倍之間，這個質量等

級正好是瑞士日內瓦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大型強子對撞機即將進行的實

驗範圍。物理學家也建造了超敏銳地下偵

測器，以及衛星與各種氣球實驗，試圖找

尋這種粒子或其交互作用的副產物。

第二種可能性是軸子（axion），這是一

種質量約只有電子兆分之一的超輕粒子。

標準模型預測夸克的某些微妙行徑，暗

示了軸子的存在。軸子在極強的磁場中會

轉化成光子，這種特性可用來偵測它的存

在。從技術的觀點來說，伴中子與軸子都

具備一項重要的特質——它們都是「冷」

的。雖然它們在熾熱的環境下形成，但由

於移動速度緩慢，很容易就凝聚成星系。

為什麼今日宇宙的成份大多是物質，而

不是物質與反物質各半呢？答案或許也隱

藏在早期的夸克原湯裡。物理學家認為，

最初宇宙擁有等量的物質與反物質，但是

在某個時刻卻發展成物質稍多的局面，大

約每10億個反夸克就多出1個夸克。這個

不平衡的現象使宇宙在膨脹和冷卻的過程

中，有足夠數目的夸克在與反夸克碰撞之

後倖存下來。40多年前的加速器實驗已

經證明物理定律稍微偏好物質，而在非常

早期所發生的粒子作用中（這個作用還有

待了解），這微小的偏好便使得夸克多了

出來。

科學家認為，夸克湯的起源非常早，可

能是在大霹靂後10-34秒時的宇宙暴脹。

暴脹是由暴脹子（一種約略類似電磁場的

新場）的能量所驅動，可以解釋宇宙的基

本性質，例如它大致上均勻特性，以及

導致星系和宇宙間其他結構的密度漲

落。當暴脹場衰退後，將釋出剩餘

能量，轉化成夸克與其他粒子，

因而產生大霹靂的熱與夸克湯。

暴脹建立了夸克和宇宙間的深

刻連結：由於暴脹場迅速膨脹，

使得原本只有次原子尺度的量子起

伏脹大到天文物理的尺度，因此量

子起伏便是我們今日可見所有結構的

種子。換言之，在CMB天空上所見的圖案

其實是次原子世界的巨大影像。CMB的觀

測結果與此預測一致，這為宇宙初期歷史

曾發生的暴脹或類似事件，提供了強而有

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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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是宇宙在38萬歲

時的一幅快照。輻射強度上的微小

變化（這裡以顏色變化表示）可說

是宇宙的羅塞塔石碑，能透露出宇

宙年齡、密度、幾何與整體成份等

關鍵特性。

3億年
第一代恆星與
星系形成。

10億年
目前觀測的極
限（最高紅移
的天體）。

30億年
星系團形成；
恆星形成的巔
峰期。

90億年
太陽系形成。

100億年
暗能量當家，
使宇宙開始加
速膨脹。

137億年
今天。

38萬~3億年
由於重力效應，空間中氣
體的密度差距持續加大。



空間膨脹，奇怪耶？ 
•空間會動嗎？
•有什麼證據指出空間在膨脹呢？
•因為空間膨脹，所以⼤大霹靂＝⼤大爆炸？
•如果空間會膨脹，那麼宇宙到底有多⼤大呢？
•宇宙中的物體也會隨空間膨脹嗎？
•空間膨脹會影響宇宙的終極命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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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是什麼？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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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會彎曲 

in spacetime (see Figure 12.13). A heavy ball
placed on the sheet produces a depression
and the curvature of the sheet diminishes
with distance from the ball. This demon-
strates how curvature is produced by distant
as well as local matter.

Gravity, acting in a mysterious way
across a vacuum, has vanished and been
replaced by the geometrical curvature of
physical spacetime. Yet we still use the old
Newtonian language of gravity. One reason
is that the language of gravity is more vivid
and familiar than the language of differential
geometry; another is that the old language
helps us to distinguish gravity from other
forces, such as the electromagnetic, strong,
and weak forces that are not fully geome-
trized in general relativity.

Curvature produces curvature
In theNewtonian universe, gravity obeys the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This means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at a point is the sum of
the forces produced by bodies everywhere,
and the force produced by each body is
una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other bodies.
If one body by itself produces a force F1,
and another body by itself produces a force
F2, the two bodies existing at the same time
in their respective places produce a com-
bined force F1 þ F2. The force that each
body produces is independent of the pre-
sence of the other. But in the Einstein equa-
tion the geometric curvature produced
jointly by two or more bodies is not exactly
the arithmetical sum of the curvatures pro-
duced by the bodies when taken separately.
This is also true of a stretched rubber sheet
depressed at several places by different
weights: the total depression at any point is
not exactly the sum of the depressions

taken separately. The Einstein equation
does not obey the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and we cannot add together the curvatures
of simple arrangements to find the curvature
of a complex arrangement. In general rela-
tivity, bodies curve spacetime, and the
curvatures they produce act on one another,
and this self-interaction of spacetime is what
is so distinctive and important about general
relativity. Furthermore, the curvature in one
region affects the curvature in another
region. This self-interaction exists because
the curvature of spacetime is itself a form
of energy, which produces its own gravita-
tional field, and is thus the source of further
curvature. This explains why gravity in
the vicinity of a body such as the Sun does
not obey exactly the inverse square law.
The energy that resides in the spacetime
curvature outside the Sun makes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distant gravitational
field. Curvature generates curvature,
whereas in the Newtonian universe gravity
does not generate gravity. In the case of
weak gravitational fields, such as that of
the Sun, the Einstein equation simplifies to
the Newtonian equations with the addition
of small corrections. Tests of general relativ-
ity are usually difficult because regions of
strong gravity are not readily available to us.

Gravity travels at the speed of light
Gravity in the Newtonian universe propa-
gates at infinite speed. A star, or any other
body, produces a gravitational field that
exists instantaneously everywhere. But in
the Einstein universe, gravity – or rather
spacetime curvature – propagates at the
speed of light. The Einstein equation is in
fact a dynamic wave-equation that generates
and propagates the curved deformations of
spacetime.

Two stars in orbit about each other pro-
duce a gravitational field that at any point
varies periodically with time (see Figure
12.14). But gravity is spacetime curvature
that contains energy, and if gravity varies
periodically, then the spacetime curvature
varies periodically, and energy is constantly
redistributed in the surrounding region of

Figure 12.13. Spacetime is curved by local matter
(as at A) and also by distant matter (as at B), as
illustrated by a curved rubber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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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是空間彎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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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告訴空間如何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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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告訴物質如何運動 



物質告訴空間如何彎曲 

空間告訴物質如何運動 

空間是會演化的動態舞台 



廣義相對論開啟科學宇宙學的研究 



從星系的分佈 ... 



… 到宇宙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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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而⾔言，⼤大尺度的宇宙處處相同，各⽅方向也相同



… 到宇宙學原理 

平均⽽而⾔言，⼤大尺度的宇宙處處相同，各⽅方向也相同

哥⽩白尼原理—我們在宇宙裡的位置並不特殊！



⌦0 > 1

⌦0 = 1

⌦0 < 1

均勻減速膨脹的宇宙模型 



都⼘卜勒頻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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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退速度與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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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V. Slipher

天體離我們遠去？ 



哈伯定律 

!  1929 �,�% (Edwin Hubble 1889 -195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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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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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確實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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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空間膨脹？ 

無垠宇宙　119

基礎──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中，空間是動態的。

它自己可以膨脹、收縮與彎曲，並不需要

擺在一個更高維度的空間裡。

在此意義之下，宇宙是自給自足的。它

既不需要一個中心點，來讓膨脹由此開

始，也不需要有外部的空間（不管在哪

裡），來容納它的膨脹。當它膨脹時，並

不必先要求周圍要有尚未佔滿的空間。有

些新潮的理論如弦論，的確假設了額外的

維度，但是當我們的三維宇宙膨脹時，並

不需要這些額外的維度供其擴張。

到處存在的宇宙大塞車

就像氣球表面一樣，在我們的宇宙裡，

所有的東西彼此都在遠離。因此，大霹靂

不能說是一種空間中的爆炸；它比較像是

空間本身的爆炸。它並不是在某個特定的

位置發生，然後在某個原來便存在的空間

中散開。它是同時發生在每一個地方。

不妨想像一下，將時間的流向倒轉，於

是宇宙中的每塊區域都越縮越小，所有星

系越來越靠近，直到擠在一起，造成宇宙

大塞車──這就回到了大霹靂。這種大

塞車的比喻，也許會讓你以為它是一種局

部的壅塞，只要聽收音機的路況報導就可

以避得開。但是大霹靂是一種逃不開的塞

車。它就像是把地球的表面和表面上的所

有公路都同時縮小，但車子卻保持原來的

尺寸。最後，每條路上的車子都會頭尾相

接，沒有任何的收音機廣播可以幫助你繞

過這種塞車，到處都塞成一團。

同樣地，大霹靂到處都在發生──在此

刻你閱讀本文的房間裡，在半人馬座α星

左側的某塊區域中，在每一個地方。它並

不是一個從某特定點所爆發出來的炸彈，

可讓我們定出爆炸的中心。而在氣球的比

喻中也一樣，氣球表面並沒有一個特別的

位置是膨脹的中心。

不管宇宙有多大，也不管宇宙的大小是

有限還是無限，大霹靂的遍存性都不受影

響。宇宙學家有時會說，宇宙曾經只有一

個葡萄柚那麼小，但他們真正的意思是，

宇宙中那個我們現在所能看得到的部份，

關 於 作 者

萊恩威福和戴維斯所研究的問

題很廣泛，從宇宙學到宇宙中

的生命都包括在內。萊恩威福

是澳洲坎培拉附近史拓姆羅山

（Mt. Stromlo）天文台的天文學

家，1990年代初期他在美國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時，是宇宙背

景探測衛星（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團隊的一員，他

們發現了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漲

落。除了天文物理以外，他還

擁有歷史與英國文學的學位，

他經常參與半職業性質的足球比

賽，同時還是年輕足球明星科林

（Colleen）和迪得（Deirdre）的

父親。戴維斯2004年於澳洲新

南威爾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

在是布利斯班昆士蘭大學的研究

員，也是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副

教授。她研究大量的天文物理數

據，以此發掘宇宙學和基礎物理

的關係，例如暗能量與暗物質的

本質。戴維斯也是澳洲及丹麥終

極飛盤比賽的國家隊成員。

大霹靂是哪一種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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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大霹靂類似一個炸彈，在某個原來就存在的空間裡爆開。

在這種觀點中，宇宙的存在是由物質在某個特定的地點炸開而開始。壓力在中心最大，

而在周圍的空間中最小；壓力上的差異會將物質向外推。

正確：大霹靂是空間本身的爆炸。

我們所在的空間本身

在膨脹。這種爆炸沒有中

心，且在各處發生。密度

與壓力到處都一樣，因此

並不像一般的爆炸是藉由

壓力差來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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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學人 2009 . 10

去幾百年來人類不斷研究與猜測的模糊星

雲，竟然就跟我們銀河系一樣；人類觸及

的宇宙也因此擴大了1000億倍。數年之

後，他發現星系彼此正以一定的規律互相

遠離，若以數學關係來描述這種規律，就

是現今所知的哈伯定律。根據此定律，星

系相距越遠，彼此遠離的速率就越快。哈

伯定律也指出，倘若我們倒轉時間，大霹

靂就發生在137億年之前。

哈伯定律在廣義相對論中便可得到解

釋：空間本身在膨脹，帶動星系隨之移動

（參見下方〈宇宙膨脹〉）。光也因此而

被拉長（紅移），這是一種能量稀釋的過

程，所以宇宙會隨著膨脹冷卻。宇宙膨脹

敘述了今日宇宙樣貌的由來，當宇宙學

家往回追溯，宇宙就會變得更緻密、更熾

熱、更極端，也更簡單。在探索太初的同

時，我們也利用大霹靂本身（其威力遠勝

於地球上所能建造的任何加速器）來探究

自然的內在運作。

天文學家用望遠鏡窺看遙遠的太空深

處，以觀察早期的宇宙，望遠鏡越大，就

能窺見越久遠以前的宇宙樣貌。遙遠星系

發出的光，呈現出較早先的年代，而此星

光的紅移量則代表著在光傳播至此的這段

時間內，宇宙成長了多少。目前紀錄保持

者的紅移約為八，代表當時宇宙只有現在

的1/9大小，年齡則僅有數億歲。像哈伯

太空望遠鏡或位於美國夏威夷茂納開亞火

山上口徑10米的凱克望遠鏡，可帶領我

們回到銀河系形成之初的宇宙，也就是大

霹靂後數十億年。早期的光紅移得相當劇

烈，要到紅外光或電波波段中才找得到。

即將問世的韋伯太空望遠鏡（口徑6.5米

的紅外光望遠鏡）和智利北部的亞他加馬

大型毫米波陣列（ALMA，由64架電波天

線構成）都將帶我們回到第一代恆星與星

系誕生的時刻。

電腦模擬判定，那些恆星與星系大約出

現在宇宙一億歲的時候。在那之前，宇宙

經歷了一段近乎漆黑的「黑暗時代」。當

時的空間中滿佈著無固定形狀的膠狀物，

隨著宇宙膨脹而稀釋開來，其中暗物質的

量是氫與氦的五倍。由於物質分佈密度有

些許不均勻，重力作用強化了這些密度變

化，使得較緻密區域膨脹得比較稀疏區域

特納是整合粒子物理、天文物理

和宇宙學領域研究的先驅，並在

本世紀初引領美國國家科學院研

究，擘畫出這個新領域的願景。

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科維理宇宙

物理研究所教授，2003~06年間

擔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數學與

物理科學部門主任。他曾獲得的

獎項包括美國天文學會的華納

獎（Warner Prize）、美國物理學

會的利連菲爾德獎（Lilienfield 

P r i z e）與美國物理教師協會

的克洛普斯泰德獎（Klopsted 

Award）。

宇宙膨脹
空間膨脹驅動了宇宙的演化。空間擴

張如同迅速膨脹的橡膠氣球表面，此時

星系會彼此遠離，光波也會拉長（因而

變紅）。

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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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的小孩一樣。在哈伯距離的光子，就好

比是紅心皇后和愛麗絲，她們全力奔跑，

只是為了能夠保持在原地。

所以人們也許會斷言，在哈伯距離以外

的光，絕對到不了我們這裡，因此便永

遠偵測不到它們的來源。不過，哈伯距離

並不是固定的，因為其所依賴的哈伯「常

數」，其實會隨時間而改變。說得更明白

一點，哈伯常數等於將兩個星系間距離的

增加率，除以這兩個星系之間的距離（任

兩個星系都可以拿來計算）。在符合觀測

資料的宇宙模型中，哈伯常數的分母增加

得比分子還快，因此哈伯常數會變小，而

哈伯距離也就越來越大。隨著哈伯距離變

大，本來剛好就在哈伯距離外、遠離我們

的光，便會逐漸進入哈伯距離的範圍內。

然後那些光子會發現，它們身在一個遠離

速度比光速慢的空間中。於是它們便能接

近我們。

即使如此，發出這些光子的星系，還是

能夠繼續以超光速向後退。因此，我們可

以觀測到那些一向、而且將永遠以超光速

向後退的星系。換另一種方式來說，哈伯

距離不是固定的，也並不代表可見宇宙的

邊緣。

那麼，什麼是可見宇宙的邊緣呢？這也

是常造成混淆的地方。如果空間沒有膨

脹，那麼我們可看到的最遠物體，會是

現在距離我們140億光年左右的東西，這

是在大霹靂後的這140億年中，光線所能

行進的距離。不過由於宇宙在膨脹，光子

之前所曾走過的空間，在其經過之後已在

它背後膨脹。結果，我們可看到的最遠物

體，目前和我們的距離約比前述距離的三

倍還來得遠，也就是460億光年。

最近發現了宇宙正在加速膨脹的現象，

為何會有宇宙紅移？

誤解：因為遠離
的星系正穿過空間

移動，故顯現出都

卜勒頻移。

在都卜勒效應

中，星系遠離觀測

者的運動會將它發

出的光波拉長，而

使它們顯得比較紅

（上圖）。然後光

的波長在穿過空間

的整段旅程中都維

持不變（中圖）。

觀測者偵測到光，

量度它的都卜勒紅

移，便能計算星系

的速度（下圖）。

正確：因為空間
的膨脹，會把所有

在其中傳播的光波

都拉長。

星系在空間中

幾乎沒有運動，因

此它們發出的光，

在每個方向上的

波長幾乎一樣（上

圖）。由於空間在

膨脹，波長在旅程

中會越變越長，因

此光最後就變紅了

（中圖與下圖）。

宇宙紅移和都卜勒

頻移造成的紅移值

大小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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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橫越廣闊的太空時，⾛走得太累⽽而喪失能量

•基本問題1：為何宇宙是靜⽌止不動的？

•基本問題2：光的能量到哪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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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準確的。

請注意，根據哈伯定律，宇宙並不是以

單一的速度膨脹。有的星系以每秒1000

公里的速度遠離我們，有些（距離兩倍

遠的那些）則是每秒2000公里，以此類

推。事實上，哈伯定律預測，在某個距離

以外的星系，後退的速度會比光速快，這

個距離叫做「哈伯距離」。由量測到的哈

伯常數值來推斷，這個距離大約是140億

光年遠。

這個「星系比光速快」的預言，不就表

示哈伯定律是錯的嗎？愛因斯坦的狹義相

對論不是說沒有任何物體的速度可以超過

光速嗎？這個問題困惑了一代代的莘莘學

子。正確的解答是，狹義相對論只適用於

「正常」定義下的速度──也就是在空間

中穿梭的運動。而哈伯定律中所謂的速

度，是由空間膨脹所導致的遠離速度，並

不是在空間中的運動。那是一種廣義相對

論效應，並不受狹義相對論的極限所限

制。具有比光速快的遠離速度，並沒有違

反狹義相對論。沒有任何東西能跑得比光

速快這件事，還是對的。

拉長與冷卻

對於宇宙膨脹的首次觀測，是發生在

1910~30年間。就如同在實驗室中所測量

到的，原子會放出或吸收特定波長的光。

從遙遠星系傳來的光，其光譜也會呈現出

相同的圖樣，只不過這些圖樣會往較長的

波長偏移。於是天文學家就說星系的光

「紅移」了。對此的解釋很簡單：當空間

膨脹時，光波隨著被拉長了。如果在光波

旅行的過程中，宇宙的大小膨脹了兩倍，

光波的波長就會變成兩倍，能量則減為二

分之一。

這種過程可以用溫度來描述。由一個物

體所發出的光子，集體而言會具有一個溫

度──由能量的分佈可以反映出該物體有

多熱。當這些光子經過膨脹中的空間，它

們會損失能量，溫度便隨之降低。經由這

種方式，宇宙便會隨著膨脹而冷卻，就像

氧氣筒裡的壓縮空氣，在釋放出來時會因

為膨脹而冷卻一樣。舉例來說，目前微波

背景輻射大約是絕對溫度3K，而釋放出

這些輻射的過程卻發生在3000K左右。從

發出這些輻射的時間到現在，宇宙的大小

已經增加為1000倍，因此光子的溫度也

就下降了那麼多倍。經由觀測遙遠星系中

的氣體，天文學家也已經直接測量到發自

遠古時期的輻射溫度。這些測量結果，確

認了宇宙的確已隨時間的流逝而冷卻。

關於紅移與速度之間的關係，也有不少

令人疲倦的假說
每回《科學人》刊出宇宙學的文章，就會引發許多讀者投書，主張星

系其實並沒有遠離我們──空間的膨脹只是幻覺而已。他們提出，星

系的紅移是肇因於光線在長途旅行之後「疲倦」了。當光在空間中傳播

時，某些未知的過程，會導致它自發性地損失能量，因此變紅。

科學家在80多年前首次提出這個假說。它就像所有的好模型一樣，

能做出可供驗證的預測；但它也正如所有不好的模型般，不符合觀測的

結果。舉例來說，當一個恆星爆炸而成為超新星，它會倏忽變亮然後歸

於黯淡──對於天文學家用來定位空間的那類超新星來說，整個由亮到

暗的過程大約要兩個星期。在這兩個星期中，超新星會發出一長串的光

子。而「光疲倦」的假說預測，這些光子在空間中傳播的時候，會損失

能量，不過觀測者看到的一長串光子，總是會持續兩個星期之久。

然而，在膨脹的宇宙中，並不只個別的光子會拉長（並因此失去能

量），而且整個一長串光子也會拉長。因此，全體光子陸續到達地球的

時間，比兩個星

期還長。最近的

觀測確認了這種

效應。一個位於

紅移0 . 5的星系

中的超新星，持

續出現了三個星

期；而另一個紅

移為 1的星系中

的超新星，則持

續了四個星期。

光 疲 倦 假 說

也不符合宇宙微

波背景輻射的光

譜，以及遙遠星

系表面亮度的觀

測結果。

超新星，如圖中位在仙女座星系團中的這顆（箭頭所指），

可做為宇宙膨脹的指標。由觀測超新星所得到的性質，排除

了宇宙學中主張空間並沒有膨脹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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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準確的。

請注意，根據哈伯定律，宇宙並不是以

單一的速度膨脹。有的星系以每秒1000

公里的速度遠離我們，有些（距離兩倍

遠的那些）則是每秒2000公里，以此類

推。事實上，哈伯定律預測，在某個距離

以外的星系，後退的速度會比光速快，這

個距離叫做「哈伯距離」。由量測到的哈

伯常數值來推斷，這個距離大約是140億

光年遠。

這個「星系比光速快」的預言，不就表

示哈伯定律是錯的嗎？愛因斯坦的狹義相

對論不是說沒有任何物體的速度可以超過

光速嗎？這個問題困惑了一代代的莘莘學

子。正確的解答是，狹義相對論只適用於

「正常」定義下的速度──也就是在空間

中穿梭的運動。而哈伯定律中所謂的速

度，是由空間膨脹所導致的遠離速度，並

不是在空間中的運動。那是一種廣義相對

論效應，並不受狹義相對論的極限所限

制。具有比光速快的遠離速度，並沒有違

反狹義相對論。沒有任何東西能跑得比光

速快這件事，還是對的。

拉長與冷卻

對於宇宙膨脹的首次觀測，是發生在

1910~30年間。就如同在實驗室中所測量

到的，原子會放出或吸收特定波長的光。

從遙遠星系傳來的光，其光譜也會呈現出

相同的圖樣，只不過這些圖樣會往較長的

波長偏移。於是天文學家就說星系的光

「紅移」了。對此的解釋很簡單：當空間

膨脹時，光波隨著被拉長了。如果在光波

旅行的過程中，宇宙的大小膨脹了兩倍，

光波的波長就會變成兩倍，能量則減為二

分之一。

這種過程可以用溫度來描述。由一個物

體所發出的光子，集體而言會具有一個溫

度──由能量的分佈可以反映出該物體有

多熱。當這些光子經過膨脹中的空間，它

們會損失能量，溫度便隨之降低。經由這

種方式，宇宙便會隨著膨脹而冷卻，就像

氧氣筒裡的壓縮空氣，在釋放出來時會因

為膨脹而冷卻一樣。舉例來說，目前微波

背景輻射大約是絕對溫度3K，而釋放出

這些輻射的過程卻發生在3000K左右。從

發出這些輻射的時間到現在，宇宙的大小

已經增加為1000倍，因此光子的溫度也

就下降了那麼多倍。經由觀測遙遠星系中

的氣體，天文學家也已經直接測量到發自

遠古時期的輻射溫度。這些測量結果，確

認了宇宙的確已隨時間的流逝而冷卻。

關於紅移與速度之間的關係，也有不少

令人疲倦的假說
每回《科學人》刊出宇宙學的文章，就會引發許多讀者投書，主張星

系其實並沒有遠離我們──空間的膨脹只是幻覺而已。他們提出，星

系的紅移是肇因於光線在長途旅行之後「疲倦」了。當光在空間中傳播

時，某些未知的過程，會導致它自發性地損失能量，因此變紅。

科學家在80多年前首次提出這個假說。它就像所有的好模型一樣，

能做出可供驗證的預測；但它也正如所有不好的模型般，不符合觀測的

結果。舉例來說，當一個恆星爆炸而成為超新星，它會倏忽變亮然後歸

於黯淡──對於天文學家用來定位空間的那類超新星來說，整個由亮到

暗的過程大約要兩個星期。在這兩個星期中，超新星會發出一長串的光

子。而「光疲倦」的假說預測，這些光子在空間中傳播的時候，會損失

能量，不過觀測者看到的一長串光子，總是會持續兩個星期之久。

然而，在膨脹的宇宙中，並不只個別的光子會拉長（並因此失去能

量），而且整個一長串光子也會拉長。因此，全體光子陸續到達地球的

時間，比兩個星

期還長。最近的

觀測確認了這種

效應。一個位於

紅移0 . 5的星系

中的超新星，持

續出現了三個星

期；而另一個紅

移為 1的星系中

的超新星，則持

續了四個星期。

光 疲 倦 假 說

也不符合宇宙微

波背景輻射的光

譜，以及遙遠星

系表面亮度的觀

測結果。

超新星，如圖中位在仙女座星系團中的這顆（箭頭所指），

可做為宇宙膨脹的指標。由觀測超新星所得到的性質，排除

了宇宙學中主張空間並沒有膨脹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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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how far away are the faint
galaxies. The difficulty is twofold. First,
everything seen is distributed on the sky
and distances are not apparent but must be
inferred. Second, distances in an expanding
universe change with time (see Figure
14.14). We may speak of the distance of a
galaxy now at the time of observation or at
the time when the galaxy emitted the light
now seen. In an expanding universe the dis-
tance a galaxy now has is greater than the
distance it had when it emitted the light
now seen. The distance now is the theorists’
tape-measure distance in the world map, the
distance at the time of emission is the
observers’ distance in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velocity–distance law we must use the
theorists’ distances that galaxies have now
at a common instant in time in order to
determine H0. All world-picture distances
must be adjusted before they can be used
in the velocity–distance law of the world
map.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Hubble

term H0 requires the mapping of the world
picture into the world map.

Experiment 8: The Hubble sphere
The recession velocity increases with distance
and equals at a certain distance the velocity
of light (see Figure 14.15). This distance is
c=H0 and is the Hubble length LH :

LH ¼ c

H0
: [14.10]

This expression is obtained by writingV ¼ c
and L ¼ LH in Equation [14.6]. With a
Hubble term of H0 equal to 30h kilometers
a second per million light years, we find

L ¼ 10h"1 billion light years: [14.11]

If h ¼ 0:5, the recession equals the velocity
of light at distance 20 billion light years.
Notice that the velocity–distance law can
be written in the form:

V

c
¼ L

LH
; [14.12]

Figure 14.14. Galaxies shown as world lines
diverging from the big bang. An observer in galaxy
A looks out into space and back in time and sees
galaxy B as it was in the past. There are thus two
distinctly different distances between galaxies A
and B: the ‘‘distance now’’ of B from A, and the
‘‘distance then’’ at the time B emitted the light that
A now sees. The distance now is the tape-measure
distance in the world map that is used in the
velocity–distance law.

Figure 14.15. At the edge of the Hubble sphere
the recession velocity of the galaxies is transluminal
(equal to the velocity of light); inside the Hubble
sphere all galaxies recede subluminally (slower than
the velocity of light); and outside all galaxies recede
superluminally (faster than the velocity of light).
The observable universe is approximately the size of
the Hubble sphere. A more exact definition is given
in Chapte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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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我們的可見宇宙，曾經只有葡萄柚

般的大小。

住在仙女座星系或更遠處的觀測者，也

有他們各自的可見宇宙，和我們的有所

重疊，卻不太一樣。仙女座星系的居民可

以看得到我們看不見的星系，不過這只是

因為他們離那些星系比我們稍微近一點所

佔的便宜，反之亦然。而他們的可見宇宙

也曾經只有葡萄柚般的大小。因此，我

們可以把早期宇宙想成是水果攤上一堆往

各個方向無窮延伸的葡萄柚。而大霹靂很

「小」這個觀念也是會引起誤會的。整個

空間其實可以是無限大的，把一個無限大

的空間縮小任意倍，它還是無限大的。

後退得比光速還快

另一類誤解牽涉到對於膨脹的定量敘

述。1929年，美國天文學家哈伯（Edwin 

Hubble）發現，星系間距離的增加率，遵

守一個特殊的形式：星系遠離我們的速度

（v），和它與我們的距離（d）成正比，

即v＝Hd。其中的比例常數H，就是所謂

的哈伯常數，它可以把空間向外延伸的快

慢予以量化，不只針對我們周遭，也適用

於宇宙中所有觀測者的周圍。

有的人對於某些星系不遵守哈伯定律這

件事感到困惑。事實上，最鄰近我們的大

型星系──仙女座星系，就是朝著我們

移動，而非遠離。會有這樣的例外，乃是

因為哈伯定律所描述的只是星系的平均行

為。星系在成群的整體運動之外，也可以

有適度的局部運動，並受彼此間的重力牽

引──銀河系和仙女座星系之間就是如

此。遙遠的星系也會有微小的局部運動，

不過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距離很遠，d的

值很大），這些散亂的局部速度在與極大

的遠離速度（v）相較之下，顯得極不明

顯。因此對於那些星系來說，哈伯定律是

星系會遠離得比光還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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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 B C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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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正確：當然可以。狹義相對論並不適用於遠離速度。

在膨脹的空間中，遠離速度隨著距離的增加而不斷加

快。到某個叫做哈伯距離的距離之外，就比光速還快了。

這並不違背相對論，因為遠離速度並不是由穿越空間的運

動所產生，而是來自空間本身的膨脹。

誤解：當然不行。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不允許。

考慮某個包含了一些星系的空間區域。這些星系正

遠離我們──越遠的星系，速度越快（黃色箭頭）。

如果光速是速度的極限，星系的速度曲線（下圖右

上）最後必定趨於平緩。

星
系
速
度

光速

距離

星系速度

遠
離
速
度

距離

哈伯距離

A

B
C

D

由空間膨脹所導致的遠

離速度，並不受狹義相

對論所限制。沒有任何

東西能跑得比光速快這

件事，還是對的。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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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膨脹所造成的紅移，常會和我們比

較熟悉的都卜勒效應所產生的紅移搞混。

如果音源正在遠離，平常的都卜勒效應會

導致聲波的波長變長──比如說，遠離中

救護車的警笛聲，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同

樣的原理也可以描述光波，假如光源穿越

空間而遠離我們，光波也會變長。

來自遠方星系的光，所發生的事情雖然

很像，卻不一樣。宇宙學的紅移並不是平

常的都卜勒偏移。天文學家常常把它推給

都卜勒效應，這已對他們的學生造成嚴重

的戕害。都卜勒紅移和宇宙學紅移是由兩

個截然不同的準則所支配。前者是由狹義

相對論而來，並沒有考慮空間的膨脹，而

後者則是來自廣義相對論，已經把空間的

膨脹考慮在內。對鄰近的星系來說，兩個

方程式給出的結果幾乎是一樣的，可是對

於遙遠星系就大不相同了。

根據一般的都卜勒方程式，穿越空間的

物體在速度趨近光速時，紅移會趨近無限

大，導致它們的波長過長而觀測不到。如

果這對於星系也是正確的，那麼天空中可

見的最遙遠物體，就會是那些遠離速度僅

僅略小於光速的天體。可是，宇宙學紅移

的方程式卻導出了不同的結論。在目前的

宇宙學標準模型中，紅移在1.5左右的星

系（即所發出的光，波長比實驗室參考值

長50%），其遠離速度等於光速。可是天

文學家早已觀測到約1000個紅移大於1.5

的星系。換句話說，他們已經觀測到約

1000個，遠離我們的速度比光速還快的

物體。而相對地，我們遠離那些星系的速

度也比光速還快。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走過

的距離則更遠，它的紅移大約是1000。

當早期宇宙的熱電漿發出我們現在所看到

的輻射時，它正以大約50倍光速遠離我

們的這個位置。

為保持原地而飛奔

可以看見超過光速的星系，聽起來很神

秘，但只要膨脹速率會改變，這就有可

能。想像一道比哈伯距離（140億光年）

還遠的光束，正試圖朝向我們行進。它相

對於其周遭的空間，以光速向我們移動，

而其周遭空間卻以比光還快的速度遠離

我們。雖然那道光束盡全力以最大速度行

進，還是趕不上空間伸展的速度。這有點

像是在移動的電扶梯上，試著往相反方向 A
LF

R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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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我們可以看到後退得比光快的星系嗎？

誤解：當然不行。從那些星系而來的光永遠也到不了
我們這裡。

處在哈伯距離（即圖中的

球面）之外的星系，遠離我們

的速度比光還快。它放出光子

（彎曲的黃色箭頭）。隨著空

間膨脹，光子遂被拖走，就像

逆流而上一樣。於是這些光子

永遠到不了我們這裡。

正確：當然可以，因為膨脹速率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光子本來是無法接近我們

的。不過哈伯距離並不是一個

常數；它會增加，而且會擴大

範圍到把光子包含進來。在這

種情形下，光子就可以逐漸接

近我們，最後到達這裡。

都卜勒紅移和宇宙學紅

移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

準則所支配。前者是由

狹義相對論而來，後者

則來自廣義相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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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事情又更有趣了。之前，宇宙學家以

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減速膨脹的宇宙，會有

越來越多的星系進入我們的視野之中。

然而，在一個加速膨脹的宇宙中，我們會

由一道邊界所包圍，在它之外所發生的事

件，我們永遠都看不到──這就是宇宙事

件視界（cosmic event horizon）。假如要讓

一道後退得比光還快的星系所發出的一道

光，能夠到得了我們這裡，哈伯距離就得

增加，可是在加速的宇宙中，哈伯距離會

停止增加。遠方發生的事件也許會朝我們

的方向發出光束，不過這道光會因為宇宙

的加速膨脹，而被困在哈伯距離之外。

於是，一個加速膨脹中的宇宙，就像一

個黑洞般具有事件視界，在此邊界之外的

事物我們都看不到。目前宇宙的事件視界

距離我們約160億光年，完全在我們觀測

能力的範圍之內。此刻已在宇宙事件視界

之外的星系所發出來的光，將永遠無法到

達我們這裡；現在相當於160億光年的距

離處，會膨脹得太快。在星系穿越出事件

視界前的瞬間，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發生

在其中的事件，不過接下來發生的事件，

就永遠在我們的視線之外了。

布魯克林也在膨脹嗎？

在電影「安妮霍爾」（Annie Hall）中，

年輕的伍迪艾倫所飾演的主角，向他的醫

師與母親解釋他為什麼沒有辦法做功課，

他說：「宇宙正在膨脹⋯⋯宇宙就是一切

的事物，所以要是它在膨脹，總有一天它

會裂開，那就會是一切的終點！」不過這

位母親知道的更多：「你現在是在布魯克

林。布魯克林可沒在膨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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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宇宙有多大？

140億光年 460億光年

正確：由於空
間膨脹，我們宇

宙中的可見部份

具有比140億光

年還大的半徑。

在光子行進

的同時，它所行

經的空間也在膨

脹。在它到達我

們之前，與其來

源星系的距離，

會比根據其旅行

時間所做的簡單

計算結果還要來

得大——大了約

三倍。

誤解：宇宙有
140億歲，因此

宇宙可觀測部份

的半徑是140億

光年。

考慮最遙遠的

可見星系，它的

光子在大霹靂後

不久便發出，現

在才剛剛到我們

這裡。一光年是

光子行走一年的

距離，因此從那

個星系來的光子

已經走了140億

光年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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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膨脹與局部重⼒力束縛系統 

無垠宇宙　125

他的母親是對的，布魯克林沒有在膨

脹。人們經常假設，隨著空間的膨脹，空

間中所有事物也都會膨脹。不過這是錯

的。膨脹本身，也就是既不加速也不減速

的膨脹，並不會產生力。光子的波長會隨

著宇宙一起擴張，是因為光子並不像原子

和城市那些凝聚著的物體，是由許多作用

力的協調而決定大小。膨脹率的變化確實

在這許多作用力中加入一個新的力，可是

就算是有這種新的力，也不會讓物體膨脹

或收縮。

比方說，如果地球的重力增強，你的脊

椎將會受到擠壓，直到你脊椎骨裡的電

子達到一種稍微緊密些的平衡狀態為止。

你會變得矮一些，不過你不會一直縮小下

去。同樣的道理，假如我們生活在一個由

相互吸引的重力所主宰的宇宙中，就如同

大部份宇宙學家直到幾年前還有的舊想法

一樣，宇宙的膨脹就會減速，和緩地壓縮

宇宙中的物體，使它們達到一種比原來略

小的平衡尺寸。達到這個地步，它們就不

會繼續縮小了。

事實上，我們的宇宙正在加速膨脹，這

會在物體上施加一股輕微向外的力。結

果，緊密結合的物體，會比處在非加速宇

宙中時還要稍微大一點，因為眾多的作用

力要在稍微大一些的尺度之下，才能夠達

成平衡。在地球表面，這種從地心朝外的

加速度，與一般正常的向心重力加速度比

起來，遠遠小得多（約為1030分之一）。

宇宙中的物體也會膨脹嗎？

正確：不會。宇宙會長大，不過在其中的聚集物體並不會。

剛開始相鄰的星系會被拉開，不過它們相互的重力最後會克服膨脹。

星系團於焉形成。它會安定於一個處於平衡狀態下的大小。

誤解：是的。宇宙的膨脹導致宇宙與其中的所有東西都會變大。

想像在星系團中的一個星系。隨著宇宙越來越大，星系與整個星系團也跟著變大。

星系團的邊界（黃線）遂向外移動。

星系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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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正在加速膨脹！ 



宇宙正在加速膨脹！ 



宇宙可能的終極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