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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彗星星、、  隕隕石石、、流流星星雨雨  
  

孫孫維維新新      

臺臺灣灣大大學學物物理理系系  

中中央央大大學學通通識識教教育育中中心心  

政政治治大大學學心心理理系系    
 
 

一一、、彗彗星星的的現現象象  

  白白茫茫茫茫的的一一團團彗彗髮髮，，拖拖著著一一束束長長長長的的彗彗尾尾  ((常常顯顯現現兩兩條條彗彗尾尾))    

  在在群群星星間間緩緩慢慢遊遊移移，，目目視視時時間間可可達達數數月月之之久久      

  愈愈接接近近太太陽陽，，彗彗髮髮愈愈大大，，彗彗尾尾愈愈長長  

二二、、先先民民眼眼中中的的彗彗星星象象形形描描述述  

  「「彗彗星星  」」  →→  「「  穗穗星星」」      

((  灰灰塵塵尾尾  //    離離子子尾尾  ))    

三三、、歷歷史史記記錄錄中中彗彗星星出出現現所所造造成成的的影影響響：：  

  西西元元6666年年──耶耶路路撒撒冷冷的的陷陷落落  

  西西元元445500年年──匈匈奴奴王王的的敗敗亡亡  

  西西元元11006666年年──英英國國王王位位的的遞遞嬗嬗  

  西西元元11445566年年──  中中亞亞回回教教徒徒攻攻打打歐歐洲洲  

  哈哈雷雷彗彗星星的的週週期期性性出出現現，，是是文文學學作作品品和和裝裝飾飾品品的的一一部部份份。。  

四四、、謎謎底底的的解解答答  ──  哈哈雷雷彗彗星星((  HHaalllleeyy＇＇ss  CCoommeett))    

  最最早早的的記記載載：：春春秋秋，，魯魯文文公公十十四四年年：：「「  秋秋七七月月，，有有星星孛孛，，入入

於於北北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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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雷雷發發現現11553311、、11660077、、11668822出出現現的的三三顆顆彗彗星星軌軌道道相相近近  

  預預測測這這顆顆彗彗星星將將在在11775588年年回回歸歸    

((11775588年年1122月月2255日日夜夜晚晚出出現現))  

五五、、彗彗星星的的本本質質    

  固固態態，，穩穩定定，，接接近近太太陽陽時時易易蒸蒸發發  ──  冰冰！！  

((惠惠普普的的理理論論：：「「髒髒雪雪球球」」模模型型))    ((DDiirrttyy  SSnnoowwbbaallll))  

六六、、彗彗星星的的結結構構  

  彗彗髮髮  ((CCoommaa))  ──  數數十十萬萬公公里里  

  彗彗尾尾  ((TTaaiill))  ──  數數百百萬萬公公里里  

  彗彗核核  ((NNuucclleeuuss))  ──  數數十十公公里里  

  氫氫氣氣雲雲  ((HHyyddrrooggeenn  CClloouudd))  ──  周周圍圍數數百百萬萬公公里里  

七七、、彗彗尾尾的的特特徵徵  

  離離子子尾尾  ((帶帶電電粒粒子子))    ──  永永遠遠背背向向太太陽陽，，來來的的時時候候在在身身後後，，

走走的的時時候候在在身身前前  

  灰灰塵塵尾尾  ((中中性性粒粒子子))    ──  受受太太陽陽重重力力影影響響，，  微微微微彎彎向向太太陽陽  

  「「海海爾爾──波波普普」」彗彗星星  ((HHaallee--BBoopppp,,  11999977))  兩兩條條彗彗尾尾特特別別明明顯顯    

八八、、哈哈雷雷彗彗星星探探索索任任務務  ((11998866))    

  五五艘艘太太空空船船飛飛向向哈哈雷雷彗彗星星，，研研究究彗彗核核的的構構造造，，和和彗彗星星周周邊邊的的

環環境境。。  

  日日本本  ──  彗彗星星號號  ((SSuuiisseeii))  

                    ──  先先驅驅者者號號  ((SSaakkiiggaakkee))    

  蘇蘇俄俄  ──  金金星星——哈哈雷雷一一號號  ((VVeeggaa  II))    

                    ──  金金星星——哈哈雷雷二二號號  ((VVeeggaa  IIII))  

  歐歐洲洲  ──  喬喬陶陶號號  ((GGiioottt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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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哈哈雷雷彗彗星星的的彗彗核核  

  呈呈馬馬鈴鈴薯薯狀狀  

  大大小小  ──  1166  xx  88  xx  88  公公里里  

  有有山山、、隕隕石石坑坑、、亮亮區區    

  有有兩兩道道明明顯顯的的噴噴流流  

  1166  ××  88  ××  88公公里里  

  有有亮亮點點  

  有有隕隕石石坑坑  

  有有山山  

  TTeerrmmiinnaattoorr::  

日日夜夜分分界界線線    

十十、、彗彗星星的的周周期期  

  短短周周期期彗彗星星  ──  周周期期小小於於  220000  年年  ((eexx..  哈哈雷雷彗彗星星))  

  典典型型的的長長周周期期彗彗星星  ──  周周期期  ~~  一一千千萬萬年年  

  彗彗星星的的老老家家  ──  由由長長周周期期彗彗星星軌軌道道推推測測，，遙遙遠遠的的太太陽陽系系外外

緣緣，，有有一一圈圈彗彗星星雲雲，，包包含含萬萬千千彗彗核核──    歐歐特特雲雲  ((OOoorrtt  CClloouudd))    

  ((受受到到外外來來天天體體引引力力擾擾動動，，進進入入太太陽陽系系內內部部，，即即成成為為彗彗星星))  

十十一一、、彗彗星星周周期期的的改改變變  

  噴噴流流  ──  改改變變彗彗核核運運動動方方向向  

  途途中中經經過過較較大大行行星星旁旁：：  

                                ──  當當彗彗星星遇遇上上木木星星  …………  

  11999944年年77月月1188--2244日日，，「「舒舒梅梅克克──李李微微  99號號」」((SShhooeemmaakkeerr--LLeevvyy  99))  

彗彗星星撞撞上上木木星星。。  

      ((撞撞擊擊之之前前已已被被木木星星潮潮汐汐力力撕撕裂裂成成2211塊塊碎碎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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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二二、、彗彗星星撞撞擊擊天天體體常常發發生生嗎嗎??  

  太太陽陽系系裡裡最最常常被被撞撞的的天天體體    ──    太太陽陽  !!                                  

  彗彗星星撞撞地地球球  ??  

西西元元  22112266  年年，，「「史史威威夫夫特特  ──  塔塔脫脫」」((SSwwiifftt  --  TTuuttttllee))  

彗彗星星，，可可能能撞撞擊擊地地球球  !!  

  哈哈雷雷級級彗彗星星撞撞擊擊地地球球的的後後果果：：  

十十萬萬座座火火山山同同時時爆爆發發，，或或一一千千萬萬顆顆氫氫彈彈同同時時爆爆炸炸  !!  

十十三三、、果果報報女女神神  ((NNeemmeessiiss))  的的假假說說  

  地地球球上上過過去去數數億億年年間間似似乎乎有有週週期期性性的的物物種種滅滅絕絕現現象象。。  

  假假說說：：太太陽陽可可能能有有一一顆顆伴伴星星，，週週期期為為兩兩千千六六百百萬萬年年。。((名名為為「「果果

報報女女神神」」))  

  每每次次接接近近太太陽陽時時，，就就會會對對外外緣緣的的彗彗星星雲雲產產生生擾擾動動，，導導致致大大量量

的的彗彗核核奔奔向向太太陽陽系系內內部部，，部部分分彗彗核核撞撞擊擊地地球球，，造造成成氣氣候候劇劇變變，，

使使得得生生物物大大量量滅滅絕絕。。  

  但但至至今今為為止止仍仍無無觀觀測測證證據據顯顯示示伴伴星星存存在在。。  

十十四四、、流流星星的的現現象象  

  流流星星  ((MMeetteeoorr))  ──    

太太陽陽系系內內的的微微塵塵，，偶偶而而落落入入地地球球大大氣氣中中，，燃燃燒燒發發光光，，形形

成成「「流流星星」」現現象象。。  

    ((每每日日大大約約有有  6600  至至  110000  噸噸物物質質落落入入大大氣氣層層中中))  

十十五五、、造造成成流流星星的的物物體體有有多多大大？？  

  流流星星  ((MMeetteeoorrss))  ──  大大約約千千分分之之一一克克  ((不不過過砂砂粒粒的的大大小小))  

  火火流流星星  ((BBoolliiddeess  //  FFiirreebbaallllss))  ──  大大約約  00..2255  克克    

                    ((約約一一公公分分長長的的一一截截線線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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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六六、、流流星星雨雨的的成成因因  

  流流星星雨雨  ((MMeetteeoorr  SShhoowweerr))  ──    

地地球球運運行行經經過過彗彗星星的的軌軌道道，，大大量量彗彗尾尾殘殘留留的的碎碎屑屑落落入入地地

球球大大氣氣中中，，燃燃燒燒發發光光，，形形成成「「流流星星雨雨」」。。  

  每每月月幾幾乎乎都都有有流流星星雨雨，，但但燦燦爛爛與與否否，，則則由由彗彗星星經經過過的的時時間間，，

及及地地球球穿穿越越彗彗星星軌軌道道的的路路線線來來決決定定。。  

十十七七、、流流星星雨雨的的「「輻輻射射點點」」  

  流流星星似似乎乎來來自自夜夜空空中中的的一一個個特特定定點點──  輻輻射射點點  ((RRaaddiiaanntt  

PPooiinntt))  

  但但這這只只是是視視覺覺上上的的假假象象  ──  平平行行線線交交於於無無窮窮遠遠處處的的一一點點。。  

  如如果果輻輻射射點點位位於於英英仙仙座座，，則則稱稱此此流流星星雨雨為為「「英英仙仙座座流流星星雨雨」」。。  

十十八八、、著著名名的的流流星星雨雨      
  英英仙仙座座流流星星雨雨  ((PPeerrsseeiidd  MMeetteeoorr  SShhoowweerr))  ——  每每年年的的八八月月十十

三三日日左左右右    

母母彗彗星星  ──  「「史史威威夫夫特特  ──  塔塔特特」」  ((SSwwiifftt  --  TTuuttttllee))    

  獅獅子子座座流流星星雨雨  ((LLeeoonniidd  MMeetteeoorr  SShhoowweerr))  ——  每每年年的的十十  一一月月

十十八八日日左左右右  

母母彗彗星星  ──  「「坦坦普普  ──  塔塔特特」」  ((TTeemmppllee  --TTuuttttllee))    

十十九九、、流流星星暴暴  ((MMeetteeoorr  SSttoorrmm))  

  流流星星暴暴  ((MMeetteeoorr  SSttoorrmm))  ──  每每分分鐘鐘上上千千顆顆流流星星  

  獅獅子子座座流流星星雨雨  於於  11779999，，11883333，，及及11996666  皆皆有有過過流流星星暴暴發發生生  

((每每3333年年回回歸歸一一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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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十、、流流星星和和隕隕石石的的比比較較  

  大大而而重重的的外外來來物物體體穿穿過過大大氣氣層層落落到到地地上上，，即即為為隕隕石石，，這這和和在在

空空中中即即燒燒盡盡的的流流星星微微塵塵不不同同！！  

  隕隕石石撞撞擊擊會會在在地地面面留留下下圓圓形形隕隕石石坑坑。。  

例例：：美美國國亞亞歷歷桑桑那那州州巴巴林林傑傑隕隕石石坑坑((BBaarrrriinnggeerr  CCrraatteerr))  

二二十十一一、、隕隕石石的的種種類類  

  鐵鐵隕隕石石  ——  由由純純鐵鐵和和純純鎳鎳構構成成  ((類類似似地地球球核核心心的的物物質質))  ，，鐵鐵

的的成成分分可可高高達達  9955%%以以上上，，戰戰國國時時的的先先民民使使用用「「隕隕鐵鐵」」做做為為兵兵

器器。。  

  石石隕隕石石  ——  類類似似地地球球深深部部的的石石頭頭，，以以鎂鎂、、矽矽為為主主要要成成分分。。  

  石石質質隕隕鐵鐵  ——  石石質質和和鐵鐵質質的的混混合合。。  

二二十十二二、、隕隕石石的的來來源源  

  地地球球上上的的隕隕石石主主要要來來自自三三個個地地方方：：  

——  月月球球：：表表面面受受外外來來物物體體撞撞擊擊，，碎碎片片噴噴濺濺進進入入太太空空，，長長久久

漂漂浮浮，，最最終終落落入入地地球球大大氣氣層層。。  

——  火火星星：：與與月月球球情情形形相相同同。。  

——  小小行行星星帶帶：：彼彼此此互互撞撞，，碎碎片片偏偏離離軌軌道道，，最最終終落落入入地地球球大大

氣氣層層。。  

二二十十三三、、上上古古中中國國有有關關隕隕石石的的紀紀錄錄  

  竹竹書書紀紀年年：：「「夏夏禹禹八八年年，，夏夏六六月月，，雨雨金金於於夏夏邑邑。。」」（（西西元元前前

二二十十一一世世紀紀））  

  春春秋秋，，魯魯僖僖公公十十六六年年：：「「隕隕石石於於宋宋，，五五。。」」（（西西元元前前六六百百四四

十十五五年年））  

  史史記記，，秦秦本本紀紀，，始始皇皇三三十十六六年年：：「「星星墜墜至至地地  ，，則則石石也也。。」」  （（西西

元元前前二二百百一一十十一一年年））  

  （（三三國國演演義義：：「「星星落落五五丈丈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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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十四四、、上上古古中中國國隕隕石石傷傷人人的的紀紀錄錄  

  明明孝孝宗宗弘弘治治三三年年，，陝陝西西省省慶慶陽陽縣縣  ——（（西西元元一一四四九九零零年年））  

明明史史：：「「慶慶陽陽縣縣隕隕石石如如雨雨，，大大者者四四五五斤斤，，小小者者二二三三斤斤，，

擊擊死死人人以以萬萬數數。。」」  

二二十十五五、、地地球球表表面面為為何何沒沒有有明明顯顯的的隕隕石石坑坑？？  

  有有人人說說：：有有月月球球幫幫地地球球擋擋災災，，所所以以月月球球表表面面坑坑坑坑窪窪窪窪，，地地球球

完完好好如如新新。。  

  但但事事實實上上：：地地球球遭遭受受隕隕石石撞撞擊擊的的機機率率，，比比起起月月球球來來只只會會大大不不

會會小小，，因因為為地地球球的的截截面面積積  比比月月球球大大1133..55倍倍，，重重力力場場強強  66  倍倍

如如果果要要讓讓來來犯犯的的隕隕石石選選擇擇目目標標，，一一定定是是地地球球而而非非月月球球。。  

  又又有有人人說說：：地地球球有有大大氣氣層層，，可可以以保保護護地地表表生生物物，，盡盡殲殲來來犯犯之之

敵敵於於空空中中  

  但但事事實實是是：：地地球球大大氣氣層層也也無無法法燒燒毀毀來來犯犯的的隕隕石石，，隕隕石石下下落落的的

速速度度約約為為時時速速七七萬萬公公里里，，穿穿過過數數百百公公里里的的大大氣氣層層只只要要幾幾秒秒

鐘鐘。。隕隕石石表表面面雖雖會會燒燒得得焦焦黑黑，，但但熱熱量量無無法法在在這這麼麼短短的的時時間間裡裡

傳傳到到內內部部。。  

  主主要要因因為為地地表表的的侵侵蝕蝕作作用用：：  

                                        ————  風風化化    

                                        ————  水水蝕蝕    

                                        ————  火火山山噴噴發發    

                                        ————  板板塊塊運運動動    

使使得得地地球球表表面面的的撞撞擊擊痕痕跡跡隱隱而而不不顯顯，，近近年年來來由由高高空空及及近近

太太空空拍拍攝攝的的照照片片，，才才使使得得歷歷史史上上的的隕隕石石撞撞擊擊痕痕跡跡一一一一現現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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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慧心化解歷史的鬱卒（1996.3.27 聯合報） 

這幾天由於「百武彗星」的出現，在台灣南北，又掀起一陣觀賞天文奇

觀的熱潮。筆者有幸，於三月廿四日晚問，在玉山國家公園內鹿林前山的中

央大學天文觀測站，親眼目睹彗星風采。當晚九時，夜空浮雲盡去，星光燦

爛，北斗七星的斗杓下方，有著一團較滿月稍大的明亮白霧是為彗髮，彗髮

之後拖著一條長長彗尾，約有二、三十度，橫亙星空。無論在山間何處，只

要仰首星空，就看見彗星當頭，感覺上無所遁逃。也難怪在過去數千年裡，

彗星的出現總讓先民飽受驚嚇。 

舉例來說，西元六十六年出現的彗星，被認為是耶路撒冷城在西元七十

年被毀滅的前兆;西元四百五十年出現的彗星，象徵了在四世紀和五世紀蹂躪

歐洲的匈奴王阿提拉的覆亡;西元一 O 六六年出現的彗星，竟然使得撒克遜軍

隊軍心渙散，被法國諾曼第公爵一舉擊潰，使得剛剛即位的哈洛德二世把英

國的王冠拱手讓人；西元一四五六年的彗星驚嚇了整個歐洲，讓許多人認為

是剛攻下了君士坦丁堡的回敖徒即將大舉屠戮歐洲的前兆…。 

      然而今天我們知道，上面的四個例子裡的彗星，其實是同一顆彗星，也

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哈雷彗星」。它忠實地按照七十六年的周期，繞行太陽

系內部，但它卻渾然不知，自己曾經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有多鬱卒。 

哈雷應用牛頓的理論，研究了二十四顆彗星的運行紀錄，發現其中一五

三一、一六○七、一六八二年出現的彗星，軌道幾乎一模一樣，因此他在一七

○四年作出預測，這顆彗星將在一七五八年回歸。一七五八年來臨了，相信哈

雷理論的人期待，不相信的人訕笑，一年即將過完，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五日

的耶誕夜，彗星出現了。就在那個冬雪漫山的夜晚，當世人抬頭看到這個奇

妙天象的剎那，所有關於彗星是如何不祥的傳說，都隨風而逝了。然而哈雷

--這個當時舉世崇敬的天文學家--卻早在一七四二年就去世了。他雖然沒有及

身見到這顆彗星依約歸來，但他對天文學的貢獻，卻與他在世與否，沒有太

大關係。自此以後，對彗星的研究，才步上科學的坦途。 

        今天，拜哈雷之賜，我們知道「百武彗星」和中共演習沒有關聯，明年

三月份將出現的世紀大彗星「赫爾-波普」，也和大陸收回香港毫無瓜葛。就

讓我們以好奇求知的心情，好好地欣賞太陽系為我們準備的壯麗煙火。 

(孫維新/中央大學天文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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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沒有免於被撞的自由（1997.2.24 聯合報） 

六千五百萬年以前，原來在地球表面上跑來跑去的恐龍突然滅絕。（說

是「突然」，其實恐龍滅絕的過程大概歷經了一百萬年，但與六千五百萬年

相比，勉可稱為「突然」。）自八○年代開始，愈來愈多的證據顯示，外來

天體撞擊地表造成氣候及環境的劇變，是恐龍消失最可能的原因。日前地質

學家在會議上提出報告，在佛羅里達外海的地質研究結果，再次確認了六千

五百萬年前外來天體撞擊的時間和地點。更有地質學家表示，下一次毀滅性

的撞擊已是指日可待。新聞喧騰報端，言之鑿鑿，看來悔改之期已近，不過

悔改之餘，讓我們從天文觀測的角度，來談談這些不甚友善的天體到底從何

而來，試著去接受我們在太陽系的生活中無奈的現實。 

在晴朗的夜晚裏仰首星空，只要願意傻等，每小時總可以看到十幾顆劃

過天際的流星。這些流星燦爛奪目，然而一閃即逝，西洋人看了許願，東方

人看了吐痰。但是不管我們如何對待，這些流星的出現不斷的提醒我們，外

來物質落向地表是無日無之。的確，每天平均有六十噸的物質進入地球大氣，

大部份是太陽系的微塵，在大氣中燒毀，形成流星：但有小部份較大的物體，

穿越大氣，落向地面，就成了隕石。隕石的來源有月球、火星，但大多來自

介於火星及木星之間的「小行星帶」。這個環帶裡有數以萬計的小行星，許

多小行星軌道並非正圓，有些還跨過地球軌道繞到太陽系內部來。這些小行

星偶爾會遭遇其他天體的撞擊，碎片四射，掉到地球上就成為隕石。 

在地球過去億萬年的歷史裡，大規模的隕石撞擊，是改變氣候及環境相

當重要的一個因素。我們只要抬頭看看月球表面過去數十億年裡留下的坑坑

窪窪，就知道地球也曾經如此鬱卒過。今夭地表上看不到什麼明顯的隕石坑，

或許有人會認為，真是老天有眼，大塊的隕石只揀月球撞，其實不然。外來

的天體撞擊月球有多頻繁，撞擊地球就有多頻繁，更不用說地球比月球強大

六倍的重力場，可以吸引更多碎片，以更高的速度撞上地球。也或許有人認

為，地球有大氣層的保護，可以盡殲來犯的隕石於空中，這更是錯誤的觀念。

隕石自天外下落的速度高達每小時六萬公里，地球周遭百餘公里厚度的大氣

層，在棒球大小的隕石眼中根本視若無睹，只需幾秒鐘就穿越大氣落到地面。

地表之所以沒有明顯的隕石坑洞，是因為有風化水蝕的種種過程，使得當年

的隕石坑，今天可能只是廣豪平原上一圈淡淡的印子，或是崇山峻嶺間的一

個美麗的高山湖。也直到衛星空照的科技逐漸發達的今天，這些地球的辛酸

過往才一一現形，至今找到大約一百三十個巨大的隕石坑。根據這些坑洞所

作的簡單推算，地球上平均每一兩百萬年，就會有一次較大的隕石撞擊造成

直徑數十公里的隕石坑，同時釋放出千百顆原子彈同時爆炸的能量，無論當

時何種生物存在地表，恐怕也只有低頭悔改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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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年三月，一顆小行星以十五萬公里的距離由地球旁邊經過，地

球與月球距離是三十八萬五千公里，因此在天文的標準上，這顆小行星可以

說和地球擦身而過。一九九四年十二月，這個紀錄被另一顆小行星的十萬公

里打破，如果地球有知，早就嚇出一身冷汗。 

天地不仁，以萬物為芻狗，地球沒有免於被撞的自由，人類也就沒有免

於恐懼的自由。從九○年代開路，聯合國以及美國太空總署就成立了由接近

赤道地區的一些中小型望遠鏡組成的太空監測網，追蹤接近地球的小行星。

至今能夠掌握的近地小行星大約也只有百分之十而已。在我們的科技還不能

連到「發動地球，轉個方向走開」之前，我們必須接受生活在這個太陽系裡

的無奈現實。或許我們現在能作的，是提供中小型望遠鏡，加人「太空監測

網」，為預測人類未來的命運，稍盡一己之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