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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 陽陽 系系
位於銀河系中心約位於銀河系中心約30,000 30,000 光年以光年以250  250  
Km/s Km/s 的速度繞著銀河系中心運轉。的速度繞著銀河系中心運轉。

太陽系中包含一個巨大的太陽，四個較太陽系中包含一個巨大的太陽，四個較
大的行星，五個較小的行星，四十多個大的行星，五個較小的行星，四十多個
衛星及數以千計的小行星，同時可能有衛星及數以千計的小行星，同時可能有
數百億個彗星。數百億個彗星。

有九大行星，繞著太陽公轉，最接近太有九大行星，繞著太陽公轉，最接近太
陽的依序為水星、金星、地球、火星、陽的依序為水星、金星、地球、火星、
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
星。星。



太 陽 系
太陽也只是銀河系中千億顆恆星中的一太陽也只是銀河系中千億顆恆星中的一
顆，而在宇宙中，卻有一千億座以上如顆，而在宇宙中，卻有一千億座以上如
銀河系般的星系銀河系和宇宙中其他星銀河系般的星系銀河系和宇宙中其他星
系一樣，也不停地旋轉。系一樣，也不停地旋轉。

銀河系的形狀像一個扁圓的碟子，直徑銀河系的形狀像一個扁圓的碟子，直徑
約約1010萬光年。太陽系繞行銀河一周必須萬光年。太陽系繞行銀河一周必須
花費二億年。花費二億年。







人類對宇宙的探索
19001900年年

宇宙的範圍只限於銀河系，推測地球年宇宙的範圍只限於銀河系，推測地球年

齡只有幾千萬年至兩億年。齡只有幾千萬年至兩億年。

19601960年年

發現宇宙背景輻射後，才確定宇宙有發現宇宙背景輻射後，才確定宇宙有

起源，在一次大爆炸中誕生。起源，在一次大爆炸中誕生。

19901990年年

發現其他恆星也有像太陽系的行星系發現其他恆星也有像太陽系的行星系

統。統。



人類對宇宙的探索
2000年

哈伯望遠鏡傳回的照片顯示宇宙約有哈伯望遠鏡傳回的照片顯示宇宙約有
12501250億個銀河系。億個銀河系。

2001年

推測宇宙的年齡約一百億年，地球為四推測宇宙的年齡約一百億年，地球為四

十五億年，人類出現不過才百萬年，只十五億年，人類出現不過才百萬年，只

有宇宙的萬分之一，而一個人的百年壽有宇宙的萬分之一，而一個人的百年壽

命則又只有百萬年的萬分之一。人類所命則又只有百萬年的萬分之一。人類所

能探知的宇宙範圍，大致等於以光速飛能探知的宇宙範圍，大致等於以光速飛

行一百億光年所涵蓋的距離。行一百億光年所涵蓋的距離。



人類對宇宙的探索

相對之下，光速繞地球一圈只需要十相對之下，光速繞地球一圈只需要十
分之一光秒，而一個人的大小，更只分之一光秒，而一個人的大小，更只
有萬萬分之一光秒，可見人在宇宙中有萬萬分之一光秒，可見人在宇宙中
多麼渺小。多麼渺小。

一光年是指光線在人間歲月一年中所一光年是指光線在人間歲月一年中所
行的距離，約６兆哩。行的距離，約６兆哩。



地球有多大？

不比不知道
一比嚇一跳

看過之後堪思考









太陽及其行星的體積比例太陽及其行星的體積比例
已經夠請楚的了吧！已經夠請楚的了吧！

但是但是
在太陽之外在太陽之外

還有一個廣袤的宇宙還有一個廣袤的宇宙



在這個比例圖上 木星只是

一個像素，地球則無法顯
示 Arturo

北河三

牧夫座星



在我們可見的星空中.論
亮度，心宿二排在第15
位。它離地球1000光年

Soleil < 1 pixel在這張比例圖上，太
陽只是一個像素，木
星則無法顯示

心宿二



那麼那麼 請你想想請你想想

你自己有多大？你自己有多大？

而而

你的那些心事又有多大？你的那些心事又有多大？



從天上看到的夜光從天上看到的夜光



天 亮 了 ...天 亮 了 ...



多麼美麗，這藍色的星球 !多麼美麗，這藍色的星球多麼美麗，這藍色的星球 !!



好好保護它吧，別讓沙漠蔓延擴大…好好保護它吧，別讓沙漠蔓延擴大好好保護它吧，別讓沙漠蔓延擴大……

別讓大地變成火海...別讓大地變成火海別讓大地變成火海......

給我們的後代留下一份好遺產吧…給我們的後代留下一份好遺產吧給我們的後代留下一份好遺產吧……



Mais la beaute de la Terre se cree soi-meme a chaque 
instant…

Mais la beaute de la Terre se cree soi-meme a chaque 
instant…

地球就是我們的家.地球就是我們的家地球就是我們的家..



讓我們時刻警惕讓我們時刻警惕讓我們時刻警惕

生活的含義就是編織我們的未來
現下行動起來，猶未為晚
生活的含義就是編織我們的未來
現下行動起來，猶未為晚



下邊下邊

向你展示一幅照片向你展示一幅照片

但願但願

它會引起你的思考它會引起你的思考



也許你會

認為人類是強大的

認為人類的智慧是無邊的

認為人類是能創造出至高的科技

認為地球上60億人在宇宙中獨一無二

也許你會也許你會

認為人類是強大的認為人類是強大的

認為人類的智慧是無邊的

認為人類是能創造出至高的科技

認為地球上60億人在宇宙中獨一無二



也許
你覺得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地球

有大山、大海、大洲、大城
因此

它固若金湯，不可摧毀

也許
你覺得

這個地球有著與生俱來的免疫力

也許也許

你覺得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地球你覺得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地球

有大山、大海、大洲、大城有大山、大海、大洲、大城

因此因此

它固若金湯，不可摧毀它固若金湯，不可摧毀

也許也許

你覺得你覺得

這個地球有著與生俱來的免疫力這個地球有著與生俱來的免疫力



人們驕傲地說

地球擁有

5億4千萬平方公里

6千億億公頓岩石

1萬億億公頓水

人們驕傲地說人們驕傲地說

地球擁有地球擁有

55億億44千萬平方公里千萬平方公里

66千億億公頓岩石千億億公頓岩石

11萬億億公頓水萬億億公頓水



Hela aqui, pues:Hela aqui, pues:

好啦，現好啦，現在在看看看看
這張照片吧這張照片吧

它是在它是在20042004年由年由 CassiniCassini--Huygens Huygens 
太空船在接近土星光環時所拍攝的太空船在接近土星光環時所拍攝的



大家都生活在這個小藍點上。大家都生活在這個小藍點上。
戰爭，問題，偉大，苦難，戰爭，問題，偉大，苦難，
技術，藝術，一切衣冠文物，技術，藝術，一切衣冠文物，
一切動物植物，一切動物植物，
一切種族，一切宗教，一切種族，一切宗教，
所有的國家和政府，所有的國家和政府，
還有那愛與恨，還有那愛與恨，
6060億人啊，從未停止億人啊，從未停止
躁動和折騰躁動和折騰……

這就是咱們的地球這就是咱們的地球



照片給我們上了一堂謙虛課照片給我們上了一堂謙虛課..它給了我們它給了我們
兩點教導兩點教導︰︰
一點是，我們是渺小的，我們的問題微不一點是，我們是渺小的，我們的問題微不
足道；另一點是，這個小藍點是脆弱的，足道；另一點是，這個小藍點是脆弱的，
我們應該盡力呵護它，因為，我們應該盡力呵護它，因為，
它是我們唯一的家園它是我們唯一的家園。。

這是否應該讓我們反思一下呢這是否應該讓我們反思一下呢??



好好想想吧好好想想吧……



科學的極限

觀察的極限-人的感官能力

量度的極限-儀器的功能

無法觀察或量度的現象-七情六慾、善

惡、正邪、是非、道德。

科學不是檢驗真理和事實的唯一工具。



科學能指引我們尋求真理嗎？

德國的百歲哲學家伽達瑪(Hams-Georg 

Gadmer)1960年「真理與方法」哲學鉅著

真理是不能依循自然科學客觀的方法來

理解並對科學主義和實証主義提出反思

與批判

藝術作品可以告訴我們真理

資訊氾濫將阻止人類的思考，愚化人類



科學能指引我們尋求真理嗎？
瑞克．沙佛：天文學雜誌的專欄作家，
「人類有某些情況及經驗，是不能用科
學方法來分析的，主要是因為這些都是
不能複製的情況或經驗，科學便派不上
用場」。

科學與宗教是兩種不同追尋宇宙真理的
方式。



因果循環是大自然的真理
因 一 種子

緣 一 環境

因會緣則果

果受為報

″種豆得豆、種瓜得瓜″
″種善因結善果、種惡因得惡果″

無知及資源之濫用：環境污染



美國地球物理學者愛德華‧田納在″科技

反樸″（Why Things Bite Back）一書中

多方面描述人類在科技發展中因有意或

無知濫用科技而「自食惡果」及面對種

種難以測知的後遺症、一波波生活災難

從各方面接踵上場。



五次大災難
土耳其伊茲米特地震，死亡一萬九千一土耳其伊茲米特地震，死亡一萬九千一
百一十八人、印度東部奧里薩省颶風，百一十八人、印度東部奧里薩省颶風，
死亡一萬五千人、台灣南投大地震，死死亡一萬五千人、台灣南投大地震，死
亡二千三百二十一人、哥倫比亞大地亡二千三百二十一人、哥倫比亞大地
震，死亡一千零二十五人及中國大陸長震，死亡一千零二十五人及中國大陸長
江水災，死亡七百二十五人。江水災，死亡七百二十五人。



南亞大海嘯 2004.12.26

• How do I incorporate my logo to a 
slide that will apply to all the other 
slides? 

– On the [View] menu, point to [Master],
and then click [Slide Master] or [Notes 
Master]. Change images to the one you 
like, then it will apply to all the other 
slides. 



南亞水災死亡人數超過2,000人 2007.8.9

‧印度北部的阿薩姆邦、比哈爾邦和北方邦是災情
最嚴重的地區。(圖片來源：法新社)



歐洲水深火熱 匈牙利熱死500人 2007.7.26
‧‧雅典預測廿五日將上升到攝氏四十五度雅典預測廿五日將上升到攝氏四十五度，，
加上高濕度和空氣汙染，危害效果更加嚴加上高濕度和空氣汙染，危害效果更加嚴
重。消防人員廿四小時監控全國林地，由重。消防人員廿四小時監控全國林地，由
於各地野火仍在延燒，當局派千餘名隊員於各地野火仍在延燒，當局派千餘名隊員
至情況較嚴重的北部及西部增援。至情況較嚴重的北部及西部增援。

‧‧馬其頓氣溫衝破攝氏四十五度紀錄馬其頓氣溫衝破攝氏四十五度紀錄，全國，全國
多處停電，第二大城畢托拉市許多房屋被多處停電，第二大城畢托拉市許多房屋被
焚毀，總統下令全國進入緊急狀態，召集焚毀，總統下令全國進入緊急狀態，召集
軍方協助救火。軍方協助救火。

‧‧義大利氣溫攝氏四十二度義大利氣溫攝氏四十二度，熱死四人，南，熱死四人，南
部普格利亞地區發生一處灌木叢火災，四部普格利亞地區發生一處灌木叢火災，四
千多名露營和下榻飯店的觀光客顧不得細千多名露營和下榻飯店的觀光客顧不得細
軟，逃到海灘上，進退維谷。軟，逃到海灘上，進退維谷。



6.8級強震 再度重創日本新潟 2007.7.17

災情傳出之後，日本政府
立刻出動自衛隊前往救
災，由於災區平房林立，
像骨牌似的連鎖倒塌，大
多的老平房住的都是老
人，有些老年人被壓在斷
垣殘壁的瓦礫堆下，加上
餘震不斷，使得救難、搜
索工作困難。災區附近的
刈羽郡綜合醫院每小時就
有十輛以上的救護車奔走
出入，死者也大多是七、
八十歲的老人。 圖為搜索生還者畫面



印尼蘇門達臘規模8.4強震後
又發生7.8餘震2007.09.13

震央處於太平洋上的「火環」地帶，是活火山
集中地，和引發2004年南亞大海嘯的地震發生
在同一地區，引發民眾極大的恐慌，首都雅加
達街頭第一時間的監視畫面，天搖地動的這一
瞬間，民眾被嚇得東奔西跑，巴東、班庫庫等
地區一整個晚上，好幾千人被嚇得不敢進入屋
內而選擇露宿街頭。

這場地震是2007年全球最
強烈的，震央位在西蘇門
答臘首府巴東市東南185公
里處，震源深度只有10公
里，屬於淺層地震。





緬甸風災可能十萬人罹難 2008.05.08



四川8.0強震 2008.05.12

5月13日，在北川縣中學，一
位被困在廢墟中的孩子經過
緊急救助後等待救援。新華
社記者 李剛攝

5月13日中午，四川省綿竹市漢旺
鎮東方汽輪機廠子弟學校──東
汽中學的垮塌校舍里，兩名被埋
在廢墟中的學生等待救援。
12日，四川汶川縣發生7.8級地
震，而漢旺鎮與汶川僅一山之
隔，距離30余公里，受到嚴重破
壞。中新社發 郭晉嘉 攝



氣候變遷
廿世紀末、科學家提出了「全球變遷」
的警訊。

全球變遷 --氣候變遷、陸地及海洋生物
生產力的變化、大氣化學成份的變化、
水資源變化及生態系統的變遷。

全球環境的變化終將影響到地球涵育生
命（包括人類及其他生物）的能力。



2001年氣候改變：

衝擊、調適與脆弱性」研究報告

人為因素造成的氣候變遷將導致：

地球暖化效應。

出現更多暴風雨、颶風、洪水、旱災等

畸形氣候。

受害最深地區將出現大規模人口遷徙。

未來百年內氣溫將上升攝氏五點八度。



極地氣候變遷將是全球最劇烈的地區，

極地冰帽持續融化，未來熱帶島嶼與阿

爾卑斯山冰河都可能絕跡。

蚊蟲活動範圍擴大，瘧疾等疾病風險性

將升高。

人口大量死亡。

棲息地毀滅之後，許多物種將告滅絕。



21世紀科技之展望
尋找其他文明的存在尋找其他文明的存在

使用太空船載運複雜的天文儀器，觀測太陽系
之外是否有與地球大小、溫度類似的行星。

太陽系中是否有較簡單的生命存在。太陽系中是否有較簡單的生命存在。

探索火星的地下水是否有生物存在。

尋找太陽系內其他適合生存的地方。尋找太陽系內其他適合生存的地方。

探索火星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將其表面改造以
期適合人類居住。

數位化領域中將在「聲音辨識」的科技中突破數位化領域中將在「聲音辨識」的科技中突破

人工智慧發展人工智慧發展

生物科技突破生物科技突破



人類的省思
缺乏人性化及人文化的科技、將成二十
一世紀的「心靈黑死病」。

科技創新、經濟成長的同時、人文才是
科技的根、人應該存有「尊重之心」
(Sense of respect)尊重自己、尊重生
命、尊重自然環境。

在人與人、人與自我、人與自然 所引起
倫理價值的衝激改變、必然是21世紀最
困難最重要的問題。



未來主義者羅伯特未來主義者羅伯特‧‧西奧博爾德提醒世西奧博爾德提醒世

人面對時代之變要：人面對時代之變要：

行為與思想要公平端正，不可自欺欺人；對一

己的行為必需承擔，應有的義務必須履行

不要自以為是，卻要謙遜，並盡量成全他人，

兼善天下

對不可思議事物，尤要留有餘地，懷點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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