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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維新

聯合報　名人堂　（2 0 0 8 . 1 0 . 2 3）

仰觀蒼穹四百年

　　亙古以來，在靜靜的黑夜裡仰觀星空，就是一件令人著迷的事情。先民

們長期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所累積的知識，逐漸形塑了早期的宇宙觀。這個

宇宙觀隨著天文新知的發現不斷修正，但是在西元1609年，人們對宇宙的

瞭解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這個改變，來自於望遠鏡的發明。

　　玻璃透鏡的研製早在十四世紀中葉就已開始，到了十七世紀初期，組合

不同的透鏡作出望遠鏡的知識在歐洲已經逐漸普及，相關記載第一次出現是

在1608年9月，德裔的荷蘭眼鏡商漢斯•利柏黑（Hans Lipperhey）向當時

荷蘭的執政者申請望遠鏡的專利，同時作了一些雙筒望遠鏡分送執政大公，

以爭取這個無限商機。雖然最終這個申請仍被駁回，因為已經有太多人知道

了製造的方法，但是這個新奇的「玩意兒」已經普遍流行。不過望遠鏡在當

時只是王公貴族眼中的奇技淫巧，主要用途就是看隔壁，但是當這個製造技

術傳到南歐，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伽」字正確的讀音為「ㄍㄚ」，請

廣為宣傳）很快就在自己的實驗室中做出了改良版，將原先不過三倍的放大

率改進為三十倍。第二年，也就是1609年，伽利略將他手製的望遠鏡轉向

夜空，就是這個簡單的動作，開啟了現代天文觀測的先河，拓寬了我們的宇

宙眼界，豐富了人類的知識寶庫，其貢獻不亞於兩千年前的蔡倫造紙。也就

在這一年，天文學才真正成為一門現代科學。

　　伽利略使用望遠鏡觀察太陽（錯誤示範，請勿模仿），看到了黑子的出

現和消失，也從黑子的移動發現了太陽的自轉，知道太陽是一個變化中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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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他又觀察了月球，發現月表其實佈滿了火山口和隕石坑，和原先以為的

光亮平滑完全不同；他將望遠鏡轉向木星，發現了木星的四大衛星，令他驚

訝的是這四個衛星竟敢不繞著地球轉，而去繞著木星轉；而最令他感受震撼

的，是當他將望遠鏡轉向銀河，發現原先薄霧一片的「牛奶路」，竟然化作

萬千群星！這些望遠鏡筒中的畫面，在在都尖銳地挑戰了兩千年來希臘哲人

一脈相傳的宇宙觀。

　　自此開始伽利略深信地球環繞太陽的「日心說」才是正確的，出書闡

述，但結果卻是他在宗教法庭上低頭認錯，承認他大力宣揚的理論其實是

「異端邪說」，然後被護送返家，終其一生軟禁在家閉門思「過」。當他回

到家中的那一刻，他抓過紙筆，寫下了幾個字：「但是地球確實在動！」，

以表達心中最深沈的抗議。有人不能接受伽利略在法庭上的俯首認錯，認為

他大節有虧，但是伽利略若不屈服於當時的「正統」學說，很可能就會重蹈

同時期的布魯諾送上火刑架烈火焚身的命運。我們又有誰能夠評斷他的取

捨？思想和知識超前同儕固然可喜，但所要付出的代價常常就是孤獨和悲

涼！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科學的一個原則，就是「容忍異見」，我們可

以不同意某一個人的學說，但是絕對不能壓制他發表自己學說的權利，因為

我們不知道何時何地科學又會開啟新的視野！

　　明年一整年中，全球一百二十多個國家會舉辦多項活動，回顧望遠鏡發

明四百年來的重大貢獻，同時緬懷為科學信念獻身的諸多先賢，台灣在這場

全球盛會中也不會缺席，我們誠摯地希望您能走出戶外，在各項活動中和其

他人相遇於星空之下，重新認識我們廣漠而神秘的宇宙！

    您一定能幫得上忙，至少，從今天開始，讓我們把「伽」（ㄍㄚ）字唸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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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現的喜悅與哀愁

　　因為開會的關係，我來到了義大利翡冷翠，這裡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搖

籃，也是現代科學萌芽的苗圃。

　　周五晚間在「展望」系列中聽了王道還兄的精彩演講：「一文錢難倒英

雄漢」，他以伽利略和達爾文為例，討論科學家的貧富狀況對他們處世態度

的影響，也提到了伽利略在翡冷翠製造望遠鏡，獻給梅迪奇親王的故事。演

講結束後我上了午夜的飛機，週六中午就抵達了翡冷翠。到了旅館放下行

囊，馬不停蹄前往翡冷翠西邊的另一個城市——比薩。兩個多小時之後，我

已經站在比薩斜塔前面，隔著草坪，欣賞也憑弔這個傳說中伽利略曾經做過

物體落地實驗的地方。

　　傳說中，伽利略曾經爬上斜塔，從頂樓陽台上朝下丟東西。這個聽起來

十分缺乏公德心的行為，其實是個劃時代的物理實驗，主要在彰顯一個事

實：無論物體輕重，從同一高度落地的時間是一樣的。當時的人們直覺地認

為重的東西像是石塊、鉛球掉得快，而輕的東西像是紙片、羽毛要飄飄盪盪

好一陣子才落地。這是因為空氣浮力的關係，如果沒有了大氣，無論輕重，

從同樣高度鬆手，都會同時著地。因為決定落地時間是「重力加速度」，而

在地球表面，每個物體所感受到的重力加速度是一樣的。

　　花了十五歐元買了入塔的門票，一路盤旋而上，到了頂樓陽台俯身下

望，遙想當年比薩城的市民群集塔下，仰望這位當時已頗有名氣的科學家，

試圖藉著簡單的實驗，破除長久以來深植人心的迷思，這個畫面何等動人！

不過遍查正史，卻從來沒有伽利略登上斜塔進行實驗的紀錄，唯一類似的記

載來自伽利略忠心耿耿的學生維維安尼以小說形式撰寫的傳記。正史上記

載伽利略是在實驗室中光滑的斜面上進行輕重物體下滑的實驗，物理意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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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但是戲劇性就差多了。

　　其實不需要真的做實驗，只要在腦中思考就知道結果：試想我們手上有

兩個球，一個十公斤的大球和一個五公斤的小球，假設真的是大球掉得快，

小球掉得慢，那現在用一條線把兩球相連，手一鬆，一定是大球在下，拉著

上方的小球往下掉，兩球互相牽制，大的快不了，小的慢不了，結果這個連

著的兩球掉落的速度，應該慢於單獨的大球，但快於單獨的小球。此時我們

逐漸將線縮短，到最後兩球結合，成為一個十五公斤的更大的球，一個十五

公斤的球怎麼會比十公斤的球掉得慢？矛盾出現了，因為前提就是錯的！輕

重不同的球不應該有不同的速度。

　　討論再多，不如一見。阿波羅十五號的太空人在沒有大氣的月球表面，

左手拿著一隻羽毛，右手拿著一個榔頭，雙臂平伸，兩手一鬆，羽毛和榔頭

同時墜地。太空人雀躍萬分，說：「畢竟伽利略先生是對的！」（當然，太

空人在月球上無論做什麼，多半都在雀躍。）看到影片中的這一幕，課堂上

的學生發出驚嘆，從此以後，他們的觀念在這一件事上再也不會有錯。

　　自然科學的突破，多半來自傑出心靈超越日常直覺的敏銳觀察，但有了

突破之後，常常困難才開始。因為要顛覆世人心中的定見，遠較爬上斜塔往

下丟東西困難的多。但科學工作者與生俱來無可抗拒的使命有二，第一是發

現「真相」，第二是將「真相」公諸於世，這是科學工作者最大的喜悅，但

在一個「下士聞道，則大笑之」的年代，同時也會帶來最深沈的痛苦與無

奈。不過轉念想想，凡事不都如此？我在蒼茫暮色中告別了斜塔，走向夜幕

降臨的比薩市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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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名人堂　（2 0 0 9 . 1 . 2）

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

　　有三個人搭乘火車，在英國的原野上觀光，一個人是工程師，一個人是

物理學家，一個人是數學家。經過一處鄉村，三個人看到窗外草地上站著一

隻黑色的羊，一動也不動。工程師首先驚訝開口：「沒有想到英國的羊是黑

色的！」物理學家說話了：「我必須要糾正你，你應該說，你所看到的這一

隻羊是黑色的。」數學家說話了：「我必須要糾正你，你應該說，你所看到

的這一隻羊，這一邊是黑色的！」

　　三個人裡面，數學家最嚴謹而周延，他的信念就是科學工作者所遵守的

原則：只能就自己所觀察到的部分作出結論。雖然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一隻

羊，一邊黑色，一邊白色。

　　我在課堂上會問同學：「在杳無人煙的深山裡，一棵大樹倒下，會不會

發出聲音來？」多數同學舉手說會，但結果只會悵然發現，這根本不是一個

「科學」問題！「杳無人煙」的前提已經告訴我們，沒有「觀察」或「實

驗」的可能，但從伽利略以降，「親身觀察」和「動手實驗」已經成了科學

發展的主流，所以即使以前倒下的一千棵樹都曾經發出巨響，但這不能保證

第一千零一棵樹會產生同樣的現象。科學只能「歸納」，不能「演繹」，理

論上可以提出無數可能，但最終還是要以實驗來作出結論。

　　自然界的客觀「事實」永遠存在，人們靠著長年努力，不斷提出「理

論」來解釋這些「事實」。但是隨著科學發展，用來描述「事實」的「理

論」常常需要汰舊換新，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牛頓所提出的「萬有引力」。

我在課堂上問：「牛頓是「發現」了萬有引力，還是「發明」了萬有引

力？」百分之九十的學生會舉手說「發現」，另外百分之十的學生不見得知

道正確答案，只是覺得老師的問題太過簡單，話裡一定有詐。

　　牛頓說，地球繞著太陽轉是因為兩者之間有「萬有引力」。但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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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開了地球，剩下太陽光桿一個，那是否還有「萬有引力」？今天物理學家

逐漸使用更周延的「時空曲率」來包容「萬有引力」的概念：太陽的存在，

造成了它周遭「時空曲率」的改變，任何天體接近太陽，就只能沿著這個改

變了的「時空曲率」運行，這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行星軌道。的確，地球

繞太陽一圈要三百六十五天，把地球移開，同樣位置換上一棵柳丁，繞太陽

一圈也是要三百六十五天。「時空曲率」的改變，讓天體的運行在表象上看

起來就是「有力」！

　　另一個更明顯的例子就是兩個人划船，分別從台灣和夏威夷前往南極，

最後會在南極碰頭。兩個人在茫茫大海中，看不出地球表面的「曲率」，只

會覺得兩船越來越近，自然會作出結論：兩船之間有「引力」相吸！其實只

是因為他們所航行的表面不是平的。

　　但是理論的提出和篩選，也會讓「詭辯」出現。西元前四百五十年希臘

哲學家季諾所提出的詭辯，告訴我們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阿基里斯（就是布

萊德彼特啦！），在賽跑中永遠無法追上一隻先他出發的海龜；這個詭辯

的另一個版本，是「飛馳的箭永遠無法抵達終點。」因為一枝箭要射到紅

心，需要先經過旅途的一半，然後還要經過剩下旅途的一半，還有一半的一

半…，有無數個一半在前面等著，因此這枝箭永遠無法射到靶上！

　　科學的進展是讓我們對自然環境的瞭解更清楚，解釋更周延，但是思考

太周延，就有可能失去了冒險犯難的樂趣。一個物理學家和一個數學家，看

到長廊彼端站著一位風姿綽約的女子，物理學家想上前搭訕，數學家搖搖

頭：「根據季諾的詭辯，我們永遠也到不了她站的位置。」物理學家說：

「不要緊，只要夠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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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名人堂　（2 0 0 9 . 1 . 2 3）

猴子與香蕉

　　有一群猴子被關在一個籠子裡，籠子上方開了一個洞，洞中緩緩墜入一

串香蕉，猴子看了就去抓，但香蕉通了電，抓了就觸電，電了幾次以後，這

些猴子知道這串香蕉是有問題的，就不再去抓；這時有一半的猴子被移走，

換上一半第二代的猴子，此時香蕉又在籠子上方出現，第二代的猴子看了要

抓，第一代的猴子馬上過來拉住，拉了幾次以後，第二代的猴子知道這串香

蕉是有問題的，也就不再去抓；這時將第一代曾經被電過的那一半猴子完全

移走，換上一半第三代的猴子，香蕉再次出現，第三代的猴子要去抓，馬上

就被第二代的猴子制止，雖然第二代的猴子從來沒有被電過，制止幾次以

後，第三代的猴子對這串香蕉也就不再有任何興趣，實驗至此結束。

 　　但實際的情況如何？這串香蕉只有在首次放入籠子時有電，後來每次

再出現都只是一串可口香甜的香蕉，可以隨抓隨吃，但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猴

子卻無福消受。猴子之間這種拉扯勸阻的行為叫做什麼？就是「教育」！

　　第一代的猴子經由切膚之痛獲得了「經驗」，第二代猴子傳承了這個

「經驗」，成了自己的「知識」，這個「知識」未經錘鍊測試，就傳給了

第三代的猴子，也成為了它們的「知識」。但這些猴子卻不知道，原先曾經

正確的「知識」，在時空改變之後，早就已經過時，人類社會亦然，「百王

之無變，足以為道貫」講得只是大原則，累積「知識」固然重要，但是將自

己所累積的知識內化成為實際的「經驗」更為關鍵，這個過程不單可以測試

知識的真偽，同時也會讓我們在「動手做」的過程中獲得更多廣泛而紮實的

經驗，這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尤其重要，胡適先生所講的「要在不疑處有

疑」，此之謂也。

　　有一年暑假，麻省理工學院的瑪麗亞•茱柏教授接受邀請，來台灣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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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吳大猷科學營」的講座。瑪麗亞是NASA許多行星太空船上「雷射測距

儀」的主要設計人，研究工作十分傑出，年紀輕輕就已經有一顆小行星以她

為名。那幾天我開車帶著她來回台北溪頭，路上談了許多孩子的教育問題。

她的大兒子在十一歲的時候開口向她要一台電腦，她說她沒有足夠的錢買電

腦，但是孩子要是想買電腦零組件，她可以幫忙。她兒子就花了兩個禮拜，

寫了一個企畫書給他媽媽，詳列所需的物件。瑪麗亞帶他到波士頓市中心的

電腦雜貨店裡，按著企畫書買齊了東西，回家後她兒子把自己關在屋裡兩

週，竟然拼出一部可用的電腦！我相信這個十一歲的孩子終其一生，不會對

電腦任何軟體硬體產生畏懼，這就是「動手做」的好處。

　　老師說什麼就作什麼，這叫「好學生」；老師說什麼，學生作的遠超過

老師說的，這叫「傑出的學生」！我們的社會上，「好學生」很多，但是真

正引領社會前進的人，是「傑出的學生」。這些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必然

是明星學校名列前茅的人，可能是別人眼中頑劣不堪、無藥可救的駑馬（牛

頓和愛因斯坦的童年可作參考）。我看過這樣的孩子，三天不打就上房揭

瓦，從小到大成績不佳，除了驗血，從來沒拿過A，你叫他往東他偏往西，

你叫他打狗他偏去罵雞，這種孩子只能用「昂貴大衣」來形容—真皮！但是

一旦他對哪個領域產生了興趣，你就是打著他罵著他不讓他做，他仍然堅持

到底、百死無悔，傑出的研究成果和改變社會的發現常常就是這樣來的。對

這種學生，老師所需要作的，只是引起他的興趣而已。

　　我們想想，當初如果有一個不聽話的猴子，蔑視權威，衝撞體制，拼著

挨打硬是要去抓香蕉，結果是什麼？說不定它會當上「國父」。



22　　科學筆記（一）

聯合報　名人堂　（2 0 0 9 . 2 . 1 6）

上斷頭臺和下館子

　　法國大革命之後，平民百姓推翻了王室，建造了斷頭臺，挨個兒把王宮

貴族送上臺去明正典刑，但是斷頭臺的品質不佳，常常刀會卡住落不下來，

然而一個人只能行刑一次，所以碰上故障的囚犯原則上就可以倖免於死，除

罪釋放。這天要砍三個人的腦袋，第一個人上臺之後，把腦袋放入刀口，劊

子手一鬆繩子，刀卡住了，這個人站起身歡天喜地的跑了；第二個人上臺之

後，故事重演，刀又卡住，第二個人也謝天謝地的去了；輪到第三個人上

臺，劊子手正要叫他趴下，他一抬手：「且慢！我是一個學物理的，根據

我仔細觀察前面兩個人的行刑過程，我終於發現這個機器問題出在哪兒了，

來，讓我把它修好！」

　　這個人修好斷頭臺之後的下場如何，自不待言。但這個故事卻說明了一

個科學工作者對「發現」應有的態度：不管真相的揭露對自己是利是不利，

只要認為是「發現」，都應該攤在陽光之下和大家分享，供眾人檢驗，早上

聞道的代價是晚上就死也不在乎。換言之，科學工作者最重要的中心信仰，

不只是要對人誠實，還要對自己誠實！

　　對人誠實並不難，咱們四周不都有親戚朋友校規法律整天看著？但是對

自己誠實卻非得要立下原則，嚴格遵守才行。我服完兵役之後，回到台大物

理系當了一年助教，當時一共有六位同事，坐我旁邊的是位學長，安靜少

言，但自律甚嚴。有一天他帶了一個收錄音機到學校來，擺在桌上聽音樂，

我注意到他用的是電池，沒有插電，我問他為什麼，他說：「這是我個人的

娛樂，我不能用學校的電！」

　　這句話讓我深受震撼。即使他用學校的電，也沒有人會知道，即使有人

知道，也沒有人會介意；但是，他會知道，他會介意。這種人走到哪裡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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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抬頭挺胸，因為他俯仰不愧於天地。君子不欺暗室，此之謂也。

　　我幼承庭訓，印象深刻的是家大人說過：「能管得住自己的人，才是偉

大的人。」旨哉斯言！科學工作要求的是詳實地記錄數據，忠實地呈現結

果，即使自己的發現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支持了對手的學說，也要能咬牙公

布，恭喜對手，然後回家舔傷口。科學工作者要學著放下成見，敞開心胸，

讓大自然告訴我們何者為真。有趣的是，我們常常被自己科學上的喜好左右

而不自知，「隕石坑」的發現和認定就是一例。

　　天文工作者對隕石坑的喜愛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只要看到接近圓形的地

形地貌，就會驚呼：「哇，隕石坑！」，然後開始找證據來支持這個想法。

有位參加過墾丁天文台觀測研習的陽光男孩，有天和我聯絡：「老師，我

的碩士論文題目有了，我希望能證明南橫山中的嘉明湖是一個隕石坑！」

我告訴他，這不叫論文題目，這叫一廂情願；已經認定了嘉明湖來自隕石撞

擊，然後去找證據支持，違反了科學研究的法則，真正的題目應該是：「敞

開心胸不具成見地去探討嘉明湖形成的原因。」他馬上醒悟，接下來的一兩

年裡他的研究過程有驚喜也有失望，有一天他主動來參加墾丁研習班的討論

會，作了簡潔明晰的報告，告訴大家根據他的研究結果，嘉明湖應該是冰斗

遺跡，和隕石撞擊無關，徹底推翻了他原先的信念，但他報告的過程開朗活

潑，充滿自信，我看了內心著實欣慰。

　　我們其實也可以作個簡單測驗，看自己的個性是否適合科學工作。下回

您和三五好友下館子吃飯，酒足飯飽結帳會鈔的時候，要發現老闆少算了

錢，能夠二話不說，馬上指出錯誤補上差額，您就已經具備了從事科學工作

的基本條件了。您這種高尚的舉止，和那第三位走上斷頭臺的物理學家的行

為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揭露真相然後付出代價，但是您的下場會好得多，

不單是店主人鞠躬哈腰恭送出門，下回再來說不定真能少算一點。



24　　科學筆記（一）

聯合報　名人堂　（2 0 0 9 . 3 . 8）

知識的謙卑—學得愈多，知道得愈少

　　有三個人死了以後上天堂，在天堂門口排隊，只見門開了一條縫，聖彼

得探出頭來，說：「對不起，天堂人滿為患，現在只能再進來一個人。你們

三位之中誰的職業最為古老，對人類的貢獻最久，就可以進入天堂。」第一

個人連忙說：「那一定是我了，我是一個外科醫生，當年在伊甸園中到處亂

跑的亞當和夏娃，夏娃是亞當的肋骨做的，這個過程一定要經過外科手術，

所以我的職業最古老！」第二個人搶過來說：「不、不，我是一個園藝學

家，當年讓亞當和夏娃流連其中的伊甸園，是我們園藝學家從宇宙最初的一

團混亂中造出來的，所以我們才是最古老的行業！」第三個人冷冷地開口：

「我的行業才是最古老的，我是一個宇宙學家，你們知不知道，當初宇宙的

那一團混亂，是誰造成的？」

　　當年我們念大學的時候，宇宙學幾乎是笑話一則。講到宇宙的年齡，

使用的描述是「一百億年加減五十億年」！雖然知道宇宙在膨脹，但是最

後的命運為何，卻仍然莫衷一是，有人開玩笑：「持續膨脹作為正一，往回

收縮作為負一，維持現狀作為零，經過多年研究，得到的答案是『零加減

一』！」宇宙學的研究在早期能解決的疑惑不多，創造出來的混亂卻不少。

但是不過時隔三十年，今天的宇宙學竟然脫胎換骨，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精準

的科學！

　　今天我們知道，宇宙的年齡大約是一百三十七億年，誤差不過百分之

五！我們也知道，宇宙膨脹不但沒有減緩，反而在加速！更讓我們驚訝不

已的，是宇宙中我們習以為常的「正常物質」，也就是萬千星星銀河，全

部加在一起，不過只佔宇宙中所有「東西」的百分之四而已，其餘百分之

九十六，是所謂「暗物質」和「暗能量」，我們只知道它們存在，至於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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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為何，卻仍然一知半解！但最終讓我們完全認輸的新觀念，是發現了我

們的宇宙，不是唯一的一個宇宙，很可能和其他許多宇宙同時並存，大家都

只不過是萬千宇宙中的一員而已！

　　這個「多重宇宙」的觀念，被天文學家戲稱為「極端哥白尼原則」。當

年哥白尼撐起「日心說」的大纛，拼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在「天

體運行論」中把地球從宇宙中心的位置拉下，換上太陽；但是隔了不到四百

年，美國天文學家沙普利發現，太陽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它連銀河的中心

都不是！我們的太陽，不過是這個碩大無朋的銀河系邊緣的一顆中間偏小的

恆星，在這個銀河系兩三千億顆恆星中，簡直就是微不足道。美國天文學家

哈柏繼續告訴我們，我們的銀河，不是宇宙的全部，不過只是宇宙中五百億

到一千億個星系中的一員而已，我們在夜空下透過巨大望遠鏡所看到的許多

小片雲氣，其實都是「別人的」巨大星系！

　　一言以蔽之，整個現代宇宙學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地提醒我們，我們

在宇宙中沒有特殊地位，所有的只是「平凡」！話雖如此，但是我們在這個

過程中，卻看到令人動容的一面：人類的形體雖然渺小，但是精神卻無遠弗

屆！我們的肉身受限於地球環境，但是我們的思考卻可以遠及於宇宙初起的

剎那！

　　這個進展過程，讓我想起一個電影畫面，一個小孩子在一間屋子中盡情

探索，當他瞭解了這個屋子中百分之九十的環境時，他覺得甚為驕傲滿意，

自己竟然掌握了這個「宇宙」百分之九十的知識！不料觸動機關，一扇門自

動打開，跨步出去，是比原先屋子大上十倍的另一個陌生屋子，他才發覺，

自己的知識瞬間從百分之九十掉落到百分之十！學得愈多，知道得愈少！

　　知識，讓我們感受喜悅，也讓我們學會謙卑。



26　　科學筆記（一）

聯合報　名人堂　（2 0 0 9 . 3 . 2 8）

白象與男孩

　　一個英國觀光客在泰國見到了白象，驚嘆之餘，想買一頭帶回英國，但

是白象是神聖象徵，不准出口，於是他賄賂了旅館小弟，在後巷中買到一頭

白象。他欣喜若狂，把大象牽回旅館房間，塗上灰漆，成了一頭普通大象，

第二天帶著大象順利離境，回到英國，牽回家中，洗掉灰漆，出現一頭白

象，他高興萬分，但總覺得沒洗乾淨，再洗兩下，白漆也掉了，又出現了一

頭灰象。

　　許多時候，我們常常會問自己：「到底哪一層才是真的？」

　　理未易明，大自然的神秘，就在於它無法被一眼看穿。牛頓到了晚年，

當別人恭維他時，他說：「我只覺得我像一個在海邊嬉戲的孩子，偶而撿到

一個光滑圓潤的鵝卵石，偶而發現一片漂亮的貝殼，但蘊含所有真理的大海

在我面前，我卻對它一無所知！」

　　牛頓在大自然之前如此謙卑，是因為他知道偉大的科學工作者雖然作出

了偉大的發現，但也常常會犯下偉大的錯誤。

　　托勒密從每天的生活經驗中，歸納出太陽繞著地球轉的「地心說」，主

導了歐洲人的宇宙觀長達一千四百年，直到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說」，在日

地關係上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他錯誤地使用了「圓形軌道」來描述行星的

運行，因此無法準確預測行星位置；克卜勒鑽研火星數據，得出了「橢圓

軌道」的重要結論，大幅改進了預測行星位置的準確性，但當別人問他太陽

靠著何種力量維繫行星繞行時，克卜勒回答「磁力」！只因為當時「磁力」

剛被發現，因此所有不可知的現象一概歸咎於「磁力」；牛頓提出了「萬有

引力」的概念，建構了太陽和行星之間的聯繫，但卻認為空間是三維正交；

愛因斯坦結合了空間和時間，提出了四維時空，但是卻因為相信宇宙是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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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的，在數學式中硬是加入了一個「宇宙常數」，以抵銷萬有引力的作

用，希望讓宇宙維持「穩態」，不數年之後，哈柏發現了宇宙正在「均勻膨

脹」，讓愛氏頓足嘆息…。

　　的確，科學工作者研究自然的歷史，就是一連串「認錯」的過程。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兩千年前，希臘人對夜空的描述，今天我們稱之為

「神話」，那卻是當年他們的「科學」；我們又怎麼知道，今天我們的「科

學」，不會變成明天的「神話」？

　　不單科學，世事皆然，在知識的道路上多邁幾步，回頭望向來時路，

才知自己原先錯得多離譜。兩年前我到新疆探勘天文台址，在荒郊野外停

車休息，山壁旁見一男孩正在放羊，和他聊天說話，覺得他聰明可愛。正說

著話，有一隻羊順著山壁跑遠了，他不用去追，地上撿塊石頭綁在繩子末

端，在頭上猛力迴旋，速度夠快時手腕一抖，石頭筆直射出，正打在那隻羊

上方的山壁上，「啪」的一聲，把羊嚇了一跳，知道自己錯了，乖乖地掉頭

歸隊。這種技巧和手勁，就像是武俠小說中描述的少年奇人！我佩服萬分，

但是想想他的一生，也就是和這十幾隻羊為伍了，心下不禁悵然。回到台灣

說給學生聽，告訴他們看看新疆男孩，想想自己，在台灣有這麼好的資源和

環境，不好好利用真的太可惜了，講得泫然欲泣，聽者動容。第二年再訪新

疆，和當地縣長同桌吃飯，感慨萬千地提到這個新疆男孩，沒想到縣長的反

應是：「孫老師，你完全誤會了！再偏遠的地方，都有小學可以唸，他們就

是不去！」原來當地的大人不希望小孩上學，留在家中是個勞動力；小孩也

不希望上學，到了學校要寫作業要考試，考試考不好還要打手心，放羊沒有

壓力，多快樂啊！縣長說：「你知道當地的大人是怎麼嚇唬他們的孩子嗎？

（作兇狠狀）你要是不好好放羊，我就送你去上學！」

　　我心中只出現三個字：「挖哩ㄌㄟ！」理未易明，知識多一點，結論可

能完全不一樣！



28　　科學筆記（一）

聯合報　名人堂　（2 0 0 9 . 5 . 2 5）

日食—從變態到常態

　　有學生上物理課，舉手嗆聲：「老師，你教的不是真正的物理！」老師

不解，學生說：「因為愛因斯坦說過，真正的物理是簡單的！」

　　愛氏認為簡單的東西，對一般人而言卻難以理解，所以才有以下這個

小故事：宇宙初始是一片混亂，上帝看不下去了，就說：「讓牛頓出生

吧！」，於是宇宙就在牛頓定律的規範下寧靜有序地運行；撒旦看不下去

了，就說：「讓愛因斯坦出生吧！」，於是宇宙又恢復了混亂！

　　這個小故事是在1915年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之後不久，大家發覺

無法瞭解他對宇宙時空超凡脫俗的思考之後出現的。真正讓愛氏的廣義相對

論站穩腳跟，逐漸為世人所接受，是1919年那次關鍵的日全食。

　　廣義相對論的重點之一，是天體本身的質量，會改變它周遭的時空曲

率，例如太陽周遭的時空就應該是彎曲的，來自遙遠恆星的光線，若是剛好

經過太陽附近，就會沿著被扭曲的時空改變方向，好像火車沿著彎曲的鐵軌

前進一樣，也就是說：「光線會轉彎」！轉了彎繼續前進的光線若是落向地

球，而地球上的人們一向認為光線應該直線行走，就會發現這顆遙遠恆星的

位置有了微小偏移！這個廣義相對論所預測的現象非常微弱，只能在太陽近

旁發生，但是太陽光芒耀眼，因此唯一的驗證機會，只有等待日全食！

　　整整90年前，也就是西元1919年5月29日，英國深受敬重的天文學家愛

丁頓爵士，帶著一支日食觀測隊遠征非洲西岸，就是為了要在太陽被月球遮

擋的那幾分鐘之內，拍攝太陽近旁的恆星，看看有沒有廣義相對論所預測的

位置偏移。當時一次大戰剛剛結束，兵燹過處，民不聊生，就在這個殘破世

界的邊緣角落，愛丁頓爵士的望遠鏡和相機，記錄了宇宙時空的曲率的確因

天體存在而改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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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日食不單只是偶一出現的天象奇觀，更可以幫助我們驗證宇

宙規律，但是自有人類以來，日食這種天地驟暗的「變態」，不知道驚嚇了

多少先民的心靈。只因為太陽一直是我們能量的來源，時間的圭臬，突然從

天空中消失，只留下一個鑲了一圈金邊的「黑洞」，是多麼令人驚恐惶悚的

現象！時至今日，拜科學發展之賜，我們已經能夠準確地預測日食發生的時

刻，而可以用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這個「日—地—月」三者運行過程中必

然會出現的「常態」，這個由「變態」到「常態」的過程，就是理性分析和

邏輯思辯導致了知識增長最好的例證。今天的自然界中還是有許多現象讓我

們迷惑驚訝，極有可能也就是因為科學知識還沒有被人完整掌握，假以時

日，當我們愈知愈多，許多「變態」也自然而然就會成為「常態」了。

　　想看日食嗎？馬上就有！今年7月22日，在中國大陸長江流域將會出現

本世紀最壯觀的日全食！在這次日食中，太陽完全消失的「全食」階段，不

再是以前觀看日食的一兩分鐘，而將會長達五分半鐘！台灣雖然看不到「全

食」，但是卻可以看到一次非常接近「全食」的「偏食」，這將會是一次難

得的大眾科學體驗機會。有興趣欣賞天象奇觀的朋友，盍興乎來！只希望當

我們大家在拿著太陽濾鏡仰首向天欣賞日食的時候，能夠深刻體會這個由

「變態」演化到「常態」的過程，以及這個「常態」是如何地幫助過我們，

發現了宇宙的真實結構！



30　　科學筆記（一）

聯合報　名人堂　（2 0 0 9 . 6 . 2 2）

天長地久和活在當下

　　天文學是一門觀測的科學，上課的地方不應該在教室內，而應該在外頭

的大自然中。當年回台教書，頭一門課就是「天文觀測」。一上課問學生

「星空是如何運動的」、「四季星空是如何輪替的」、「恆星和行星是如何

昇落的」，學生一臉茫然，老師一肚子無奈。好吧，說得再好聽，不如親眼

一見，就吆喝了同學們晚上到學校門口的大草坪斜坡上觀察星空的運動，學

生還怕無聊，弄了兩瓶酒，帶上幾盤滷菜，吃酒聊天之餘，偶而抬頭觀星。

　　隔了沒多久，學生興奮大叫：「老師，夜空果然會動噯！」這不是因為

喝酒的關係，這是因為夜空的運動本來就是宇宙規律的一環，也一直是我們

生活的一部份，只是我們多數的時候感覺不到！星空總在那裡，是我們用都

市的光害和大氣的污染把自己的眼給遮蔽了，看不見它。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體察日昇月恆，得出宇宙規律，寫入教科書中，我們今天卻只能從教科

書中去認識星空，渾然不知只要我們跨出門外，走向山間水邊，就是滿天的

星光燦爛！

　　我們多希望您能在「全球天文年」的呼籲之下，走出戶外，來到星空之

下，以蒼天為帳，大地為床，享受宇宙星空帶給您的感動！不過我們在此要

提供您一個不同的角度來認識星空：有些人感動於宇宙的天長地久，發願要

好好地活在當下，把握現在；但是從天文的角度來看，「當下」是什麼意

思？「現在」又如何定義？

　　我們在大白天裡走到陽光底下，抬頭看到的太陽，其實是八分多鐘以前

的太陽，因為離開太陽表面對著地球奔來的光，要走上八分多鐘才會到達，

所以我們抬頭看到的太陽，不是「現在」的太陽，而是「以前」的太陽。如

果太陽現在爆炸了，我們要到八分鐘以後才會知道，不過話說回來，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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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知道了也已經沒什麼差別了！

　　夏夜星空中，牛郎挑著扁擔裡的一子一女，在銀河的這一邊望穿秋水，

但那已經是17年前的牛郎星了，因為牛郎星距離我們17光年；在銀河的另

一邊翹首企盼，期待在金風玉露中再次相會的織女，已經是25年前的織女

星了；有趣的是，和牛郎及織女排成「夏季大三角」的天鵝尾巴—天津四，

早已經是1,400年前的星星了。

　　1987年2月23日，一顆垂死恆星在我們銀河的近鄰大麥哲倫星系中爆

炸，天文學家無比興奮，因為在這麼近的星系中出現如此明亮的超新星，

是繼西元1604年克卜勒超新星之後的又一奇觀！但是實情如何？大麥哲倫

星系距離我們16萬8千光年，這顆超新星爆炸的瞬間所放出的強光，走了16

萬8 千年才在1987年2月23日抵達了地球！課堂上的學生一聽就急了：「老

師，那它現在怎麼樣了？」現在怎麼樣，就請您慢慢兒等，16萬8千年之

後，您就知道它「現在」怎麼樣了！

　　「光速是有限的」的這個事實，讓我們在夜空中看到的點點星光，都是

來自宇宙不同年代的時間記錄：看得愈遠，時間愈早！

　　人類的壽命相較於宇宙年歲，有如白駒過隙，曾不能以一瞬；人類生活

的空間，也不過是地表以上薄薄數公里的一層，相較於整個地球，就好像把

個籃球扔到水裡再撈起來，籃球表面所沾附的那一層水的厚度，大約也就是

蘋果那層果皮的厚薄…。走筆至此，萬念俱息，世事紛擾，也不再縈懷於

心，是誰說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燈下想想，

的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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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名人堂　（2 0 0 9 . 7 . 1 8）

一個均勻而完美的橢圓！

　　我們都看過夕陽西下的一輪紅日，也看過皓月東昇的中秋滿月，但到底

太陽和月亮在天上看起來誰比較大？

　　課堂上問學生，有人說太陽大，有人說月亮大，但只要看看日食有幾

種，就知道兩個答案都不對！

　　從地球上看，日食有三種：全食、偏食，和環食。如果太陽比較大，怎

麼會有「全食」？如果月亮比較大，怎麼會有「環食」？既有全食，又有環

食，就表示「有的時後太陽大，有的時候月亮大！」何以致此？一言以蔽

之，就是「橢圓」二字！

　　各位地球人，請好生珍惜我們生活的這個年代，因為我們正處在太陽系

演化過程中一個絕無僅有的珍貴階段：太陽比月亮大四百倍，但卻剛好比月

亮遠四百倍！大小的差異和距離的遠近彼此抵銷，使得太陽和月亮在天上看

起來幾乎一樣大！然而月亮繞地球運行的軌道是「橢圓」，月亮公轉時離地

球有近有遠，看起來就時大時小；同樣的，地球繞行太陽的軌道也是橢圓，

因此太陽在天上也是有大有小，兩個同樣原理的現象相互為用，造就了太陽

系變幻無窮的日食現象！

　　但是這個精華時期也不會久長，月亮正被地球越推越遠，總有一天，月

亮會小到遮不住太陽，到了那時候，「日全食」這三個字就會從我們的字典

中永遠消失了。然而地球是怎麼將月亮越推越遠的？靠得是「潮汐力」！月

亮帶動地球上的海水運動，產生潮汐，隆起的海水對月亮有著額外的吸引

力，使得月亮越走越快，結果進入更高的軌道，離我們越來越遠；不過月亮

也沒閒著，它把隆起的海水往回拉，摩擦海床，使得地球越轉越慢！

　　走筆至此，抬頭看看窗外，歐洲草原如飛地掠向身後，我正在前往捷克

首都布拉格的火車上，要回到克卜勒追隨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研究行星運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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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和年代。當時第谷擁有全世界最精確的行星軌道觀測數據，但卻做出了

一個讓人今天看來啼笑皆非的結論，他在「日心說」和「地心說」之外別樹

一幟：宣稱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繞著地球轉，但是所有行星卻繞著太陽

轉!

　　西元1600年，克卜勒來到了布拉格，擔任第谷的助手。第谷的脾氣驕

恣跋扈，克卜勒的個性孤傲自閉，兩個人之間十個月的相處並不愉快，但是

這段千古奇遇卻導致了行星運動學說上的最大發現！第谷死前將所有觀測數

據交給克卜勒，希望他能善用這套數據寶藏，支持自己的奇怪理論，克卜勒

倒是認真地研究了第谷的數據，但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所有的行星都

繞著太陽轉，而且軌道是橢圓！

　　早年的希臘人深信天體軌道和諧完美、均勻對稱，所以除了「圓形」不

作他想。克卜勒要顛覆世人的定見，引入「橢圓」的觀念是何其困難！這也

是為什麼他會在書的扉頁寫上：「我相信行星軌道是一個均勻而完美的橢

圓！」

　　2009年，除了是伽利略拿起望遠鏡仰觀蒼穹的四百週年，也是克卜勒

發表橢圓定律的四百週年！更巧的是，七月二十二日的早晨，月亮會行經太

陽前方，演出本世紀最壯觀的日全食！台灣也能看到精彩的日偏食。我們將

在浙江天荒坪和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設置觀測點，對台灣直播日全食的

精彩畫面，也將提供淘盡千古英雄的錢塘大潮景象和大家共享，希望我們的

民眾，能夠出門看偏食，回屋看全食，不要錯過了這次太陽系千載難逢的天

象奇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