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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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自然裡，有許多規律而且重複的現象，包括太陽東昇西落、四季變化與
夜空星子的運動等，常常被古人們拿來當作記日敘時的工具，例如太陽東昇到下
一次東昇的時間被記為一日。隨著對於時間準確性的要求，科學家開始研究這些
天體運動的原理，最後發現，其實都跟地球的運行有絕對的關係。
地球的自轉
地球本身的轉動稱為自轉，轉動的方向由北極上方往下看是逆時鐘，也就是
由西向東轉。由於地球自轉的關係，所以會看到無論是太陽、大多數星星與月亮
都會出現東昇西落的現象。由於太陽、月球與行星距離地球的距離較近，且軌道
關係也較為複雜，所以東昇西落的時間都不太固定；但是距離地球遙遠，看起來
固定不動的恆星，會隨著地球自轉一圈約 24 小時，而轉動 360°，這種標準的運
動被稱為周日運動。周日運動非常規律，經過換算，可以得到天體每個小時在天
空上約前進 15°；換句話說，當你傍晚六點看到獅子座出現在東方，午夜十二點
的時候，這個星座就會運行到它在天
空中最高的位置。
只要把相機面向北方，然後長時
間曝光，就可以把周日運動記錄下來
的。記錄下來的影像就像下面這張圖
一樣，中間的小圓點是北極星，而周
圍則是其他的恆星。隨著曝光越長，
照片中的軌跡也隨著拉長，照片也越
美麗，這樣的照片就稱為星流跡。
地球的公轉
地球除了自轉外，還有繞著太陽運
行的公轉運動，轉一圈的時間要花上一
年（約 365.25 天）。黃色的太陽隨著地
球的公轉，一年中在天空中運行的軌跡
稱為黃道；而黃道所通過的十二個星
座，就稱為黃道十二星座（見附圖）。
在生日那一天，太陽如果位在獅子座方
向，生日星座就是獅子座，其餘的生日
星座依此類推。公轉一圈 360°，因此在
軌道上，地球每天約前進一度；將每天
前進一度換算成周日運動的效果，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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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恆星比前一晚提前 4 分鐘昇起；而就在一年後，在同一日期與時刻又可以看
到相同的星空，這種現象稱為周年運動。換句話說，即使是同一時間，在不同的
季節中，也不會在星空中的同一個位置，看到同一個星座，這也是四季星座的由
來。
由於地球的自轉與公轉，在不同的日期與時刻，恆星將會出現在天空中不同
的位置，但是恆星之間的大體位置卻不會改變，這也是為什麼可以用星座來辨識
方為的原因。但是恆星並非亙古不變的，距離地球遙遠的恆星本身也會有些微的
移動稱為自行運動，短時間內雖然無法造成裸眼可見的差異，但經年累月之後將
會造成各個星座的形狀改變。
行星的位置
依據軌道可以把太陽系的行星分為兩類，運行軌道在地球之外稱為外行星，
包括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與海王星；在地球之內的稱為內行星，只有金星
與水星。
隨著與太陽與地球的相對位置不同，行
星的位置也有特別的稱呼。當外行星在天空
上出現在與太陽相反的方向時，稱為「衝」
。
這個位置附近，外行星離地球最近，整晚均
可見，是最適合觀測的時機。之後，由於外
行星的角速度較慢，會慢慢出現在太陽的東
側，而且與太陽的角距離越來越大。當外行
星、地球與太陽夾角呈現 90o 時，稱為「東
方照」。當外行星運行至太陽後面，稱為
「合」，之後，外行星往太陽西側運行，與
太陽角距逐日加大，當外行星、地球與太陽再度形成 90o 角時，稱為「西方照」。
接著，外行星繼續減少它與太陽的角距離，直到它回到衝為止。
金星與水星因為公轉軌道半徑較短，因此出現的位置與太陽距離並不遠。內
行星並不會產生衝，取而代之的是運行到太陽與
地球的中間，此時的位置稱為「下合」。若相對
位置接近直線，從地球上看去，內行星可能在太
陽的日面經過而留下陰影，這種現象叫做「行星
凌日」
。由於內行星的角速度較快，在下合之後，
將會往太陽的西方運行，離太陽的角距離越來越
大，當距離太陽的角距最大時，叫做「西大距」。
當內行星運行到太陽後方，此時叫做「上合」。
在下合經過西大距到上合的這段時間內，內行星
會在日出之前不久，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之上，這
個時期的內行星被稱為「晨星」。上合之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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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再逐漸往太陽的東方運行，角距最大時便叫做「東大距」
，然後運行至下合。
在上合之後，經過東大距到下合的時期，內行星會在太陽下山之後，出現在西方
地平線上，被稱為「昏星」。除了晨星與昏星的現象之外，內行星在不同軌道位
置時，因為太陽光照射與地球觀測角度不同，會出現跟月球類似的盈虧現象。
行星的運行
由於地球自轉的關係，星空中觀測到的行星會出現東昇西落的現象；但是在
周年運動中，卻可以發現行星在天空上的運行與規律的恆星有些不一樣，除了一
般的運行之外，偶爾還會出現反方向運行或靜止不動的現象。這是因為除了地球
在公轉之外，其他的行星也會
同時間繞著太陽公轉，由於角
速度上的差別，會造成觀測時
視線上的差異而產生的現
象，行星越接近地球，此種運
動現象越容易觀察的到。行星
的運行可以分為三種狀況：順
行：行星在天球上由西向東運
行；逆行：行星在天球上由東
向西運行；留：行星在天球上看似靜止不動，也就是順逆行轉變之際。
行星的運行變化雖然與恆星不同，但也有它自己的週期，稱為會合週期，也
就是地球公轉週期與行星公轉週期的最小公倍數。例如：火星運行週期約為
779.94 天。

熒惑守心
中國古代將赤紅色的「火星」稱為「熒惑」。而「心」指的是古代二十八宿
裡的「心宿」，相當於現代的「天蠍座」。「心宿」主要有三顆星，中間最亮的就
是代表皇帝，旁邊一顆代表太子，另外一顆代表庶子。「熒惑守心」就是火星走
到天蠍座這三顆星附近，並停留在該處一段時間，在古代被視為非常不吉利的天
象。
火星和地球相距很近，地球比較接近太陽，走的比較快，因此當地球與火星
接近的 時候，火星看起來好像在天上停住了，這種現象稱作「留」
，有時行星甚
至倒退著走，這種天象，稱做「行星逆行」。
而所謂的「熒惑守心」就是火星的留發生在心宿三顆主星附近。
五星連珠與七曜同宮
五星是指土星、又稱鎮星或填星，火星、又叫熒惑，木星、又名歲星，金星、
或曰太白、長庚，水星、古謂辰星。若五顆明亮的行星能會聚於同一宮中（3 0
3

度內），在天空中一字排開，稱為「五星連珠」。
我國古代天文學家又將日、月、五大行星這七顆天空中最明亮的星體合稱為
「七曜」，而周天 360 度的黃道又劃分為十二宮，因此，若「七曜」合聚在 30
度範圍內，便稱為「七曜同宮」。通常七曜同宮即使發生也無法看見，因為太陽
耀眼的光芒會將其他六星完全掩沒，除非如民國五十一年時的七曜同宮巧逢發生
日全食（51.2.5，見圖）
，太陽強光為月球所遮蔽，七曜同宮的奇景才得以呈現於
世人面前。
無論多麼罕見的七曜同宮、五星連珠，甚至所有行星排成一列，都不會對地
球產生任何影響，既不會引發洪水、海嘯，更不是世界末日。
從萬有引力定律：F=GMm/r2 可知，萬有引力與兩物體之質量成正比，並與
兩者之距離平方成反比。以地月系統為例，若要計算月球對地球整體的引力，可
將地球與月球質量各視為集中於其核心，並取地月核心距離以簡化計算。但事實
上我們對這個力的感受並不大，反而是潮汐力對人類及地球的影響較大。什麼是
潮汐力呢？由於地球面月側及背月側與月球間的距離並不同，所以受到的引力也
不同，而這個引力差就是造成地球潮汐現象的潮汐力，它與距離的三次方成反比。
由此可見潮汐力主要取決於星體間距離的遠近，而非星體質量的分佈狀態，太陽
與月球對潮汐的影響便是一例。雖然太陽作用於地球的引力為月球的 1 8 0 倍，
但是月球所引發的潮汐效應卻比太陽還大，主要就是因為月地距離比日地距離小
很多的緣故。此外，地球對月球的引力差同樣也以潮汐力的形式作用於月球上，
這個力則使月球以每年兩公分的速度逐漸遠離地球。
潮汐力的大小並非一成不變，因為月球繞行地球時，兩者間的距離不斷變
化，當近地點時潮汐力最強，而在遠地點時潮汐效應則較不明顯。同樣地，當地
球在近日點與遠日點時，太陽對地球的潮汐效應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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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卜勒三大定律
對任何二物體(恆星與行星、行星與衛星、雙星系統…)，如果它們間束縛力
只有重力， 而且它們運動的軌道是橢圓或圓，則克卜勒三運動定律是重力的必
然結果。所以，這裡呈現的結果，不只是適用用行星系統，也適用於雙星系統和
其他受重力束縛的二體系統。
第一定律
"行星繞太陽運行的軌道橢圓，太陽
位在橢圓的焦點之一。"橢圓的半長
軸以 a 代表，半短軸以 b 代表，橢圓
的離心率 e 為兩焦點間的距離與長
軸的比值。 圓為橢圓的特例，兩焦
點的距離為零，所以圓的離心率為
零。
第二定律
“等面積速率定律”太陽與行星的連
線，在相同的時間掃過相同的面積。
第三定律
"行星軌道週期的平方與其半長軸的
立方成正比。"如果週期的單位為地
球年，而半長軸以 A.U. 為單位，對
太陽系任何行星 p2 (以年為單位)= a3
(以 A.U.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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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導此公式時，我們已忽略行星質量所引起的效應。考慮本太陽系的行星公轉
時，這是 合理的作法，因為就是質量最大的行星─木星，其質量只約是太陽的
千分之一。
恆星自行
恆星在一年內沿著垂直於視線方
向走過的距離對觀測者所張的角度﹐其
單位為角秒/年。如果一顆恆星的自行
很小，那麼它可能離我們非常遠，亦可
能它的運動方向幾乎與我們的視線方
向相同。如果一顆恆星的自行很大，那
麼它一定離我們很近。
實際上﹐恆星在空間是運動
的。觀測到的恆星運動包括﹕恆星的真正的運動﹐又稱為本動﹔太陽運動引起的
視運動﹐又稱視差動。恆星自行是很小的，一般小於每年 0. 1”。只有 400 多顆
恆星的自行等於或大於每年 1”﹐巴納德星的自行最大﹐為每年 10.31”。
引起恆星位置變化的原因﹐除自行外﹐還有歲差。這兩項加在一起﹐稱為恆星的
年變。除去歲差的影響﹐即可求得絕對自行。恆星位置的變化與相隔時間成正比。
由於變化緩慢﹐往往需要根據相隔 50～100 年的觀測資料﹐才能精確地測定自
行。暗的恆星自行要用照相方法測定。對同一天區﹑用同一照相望遠鏡﹑相隔
20～40 年拍攝的兩張底片進行比較﹐便可獲得所謂的相對自行。經過改正﹐可
把相對自行換算為絕對自行。
試題練習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分（每題 3 分）：

1【 】在地球北半球的夏季（1）南半球也是夏季（2）太陽距離地球比冬季時
來得近（3）地球繞太陽的運動速度比冬季時來得慢（4）北半球的白天比
夜晚來的短
2【 】下列各選項有關天體運動的敘述中，何者正確？
（1）所有以肉眼看到的天體都繞著銀河中心運動
（2）所有以肉眼看到的恆星中，只有太陽繞著銀河中心公轉
（3）太陽、織女星、天狼星都繞著銀河中心公轉
（4）太陽帶著地球繞宇宙中心運行
（5）獵戶座大星雲繞仙女座大星系公轉
3【 】當婉芸在晚上六點鐘看見雙子座在東方地平面之上，則當晚十二點時，
她將看到...
6

（1）雙子座在頭頂附近
（2）雙子座在北方地平面的方向
（3）雙子座仍南方地平面的方向
（4）雙子座仍然在東方地平面之上附近
（5）雙子座已經完全落入西方地平面之下
4【 】在台灣看日落，下列哪一選項中的描繪的落日景象比較符合實際的情形？
圖中日落過程所夾的角度不到十度，太陽盤面大約是半度。

（1）

（2）

（3）

（4）

5【

】如果你/妳有時間壓力，需要在一個晚上觀測好幾個目標，你/妳應該先
從何處的目標開始觀測？(1)西方天空的目標 (2)北極星附近的目標 (3)天
頂附近的目標 (4)東方天空的目標 (5)銀河中心附近的目標

6【

】在台灣地區，如果六月二十日是晴天，則中午十二點左右，一個身高為
160 公分的人站在戶外陽光下看自己的影子，會發現(1)影子長度與身高差
不多(2)影子長度約為 150-160 公分(3)影子長度約為 100-110 公分 (4)影子
長度約為 50-60 公分 (5)影子長度約為 0-5 公分

】下列哪一個天體，我們絕不可能在半夜看到它經過中天？(1)木星 (2)
金星 (3)土星 (4)織女星 (5)火星
8【 】日周運動是天體一天中在天空移動的方式，其方向如何？是地球的那一
種運動造成？(1)由東往西，公轉 (2)由東往西，自轉 (3)由西往東，公轉 (4)
由西往東，自轉
9【 】地球的歲差運動會使地球自轉軸所指的方向會移動，請問繞一圈的週期
有多長？(1)1 天 (2)1 年 (3)26000 年 (4)12000 年
10【
】請問在晚上 6 點、午夜 12 點、清晨 6 點各會在天頂中央偏南的位置，
看到那種月相的月亮會出現呢？(1)下弦、滿月、上弦 (2)滿月、上弦、下
7【

11【
12【
13【
14【

弦 (3)上弦、滿月、下弦 (4)上弦、下弦、滿月
】地球自轉造成(1)星星東升西沒 (2)日食 (3)月食 (4)流星雨
】在北半球春分太陽升起的方位在哪？(1)東偏南 (2)東偏北 (3)正東 (4)
東南 (5)東北
】北極星的高度角相當於？(1)天頂至北極星之角度 (2)當地的地理緯度
(3)北極星的赤緯度數(4)90 度—太陽高度
】織女星今夜 2 am 升起，兩個月以後它大約會在何時升起？(1)10 pm

(2)11 pm (3)12 pm (4)1 am
15【
】天文固定攝影中，常見到一段段成圓弧狀的亮線，我們稱它為什麼？
流星雨 (2)人造衛星軌跡 (3)星跡 (4)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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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居住在哪一地區的人，能夠看到的星座最多(1)南極地區 (2)北極地區 (3)
赤道地區 (4)中緯度地區
17【 】行星在天球上『順』行，是指行星相對於天空的星座背景如何移動？(1)
由北往南 (2)由南往北 (3)由西往東 (4)由東往西
18【 】請問臺灣地區在下列哪個日子日出時，太陽正好位於一年當中可見日出
位置『東偏最南』的方向？(1)3 月 1 日 (2)6 月 21 日 (3)9 月 30 日 (4)12
月 21 日
19【 】月球繞地球一周之朔望月週期約幾天？(1)31 天 (2)29.5 天 (3)27.3
天 (4)30 天
】距離現在一萬年後，距離太陽最遠的季節將在那一季（北半球）？春
天 (2)夏天 (3)秓天 (4)冬天 (5)無法預測
21【
】地球約以多快的速度繞太陽公轉？(1)0.3 km/sec (2)3 km/sec (3)30
20【

22【
23【

24【
25【

26【
27【

km/sec (4)300 km/sec (5)3000km/sec
】2003 年 8 月「火星大接近」時，在火星上看地球，地球是在何種位置？
內合 (2)外合 (3)衝 (4)東大距 (5)西大距
】元宵節中午 12 點時，月亮的形狀是什麼形狀？在那個方向？(1)朔月，
在西方 (2)上弦月，在西方 (3)望月，在地平線下 (4)下弦月，在東方
(5)無法判別
】受歲差影響春秓分點的位置每年都有些許的改變，試問今年 2005 年秓
分點位於何星座？(1)雙魚座 (2)天秤座 (3)室女座 (4)白羊座
】月亮今天晚上如果約 20：30 從東方昇起，請問明天大約幾時幾分月亮
會從東方昇起？ (1)晚上 19：40 從東方昇起 (2)晚上 20：00 從東方昇起
(3)晚上 21：20 從東方昇起 (4)晚上 20：50 從東方昇起
】農曆廿二可在下列那個時段看見月球(1)上半夜 (2)下半夜 (3)下半晝
(4)傍晚六時
】在月球上太陽二次過中天之間隔為幾天（地球日）？(1)1 日 (2)15 日
(3)27.3 日 (4)29.5 日

】黃道與白道夾角約為幾度？(1)23 度 30 分 (2)5 度 9 分 (3)6 度 5 分
(4)0 度
29【
】從地球上看見兩太陽系天體位於相同的經度位置時，稱此現象為？(1)
衝 (2)留 (3)合 (4)方照
30【 】有一顆行星 B，距離恆星 A 為 1AU 公轉週期為 100 天(太陽日)，另一
顆行星 C，距離 A 星為 2AU 公轉週期為 200 天(太陽日)，請問行星 B 與
C 的會合週期為多少天(太陽日)？(1)50 天 (2)100 天 (3)200 天 (4)300 天
28【

參考解答：33121、52233、13213、33424、31333、2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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