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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文研究 訪吳俊輝教授

訪問/ 范賢娟

問：請問老師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天文有興

趣？

自製望遠鏡  始種天文因
答：我很小就對看星星感興趣，具體有印

象是在國二的時候由母親帶著去臺中市各個

圖書館及書店查閱資料，然後便自行製作折

射式和反射式望遠鏡。當初我原本想看月

亮，因為聽說月亮上的明暗陰影像嫦娥，

但是肉眼看得不夠清楚，而一般望遠鏡又

太貴，所以就想自己製作看看。完成之後我也

的確能夠仔細觀察到月球上面的坑洞、陰影。

   徘徊孤峰頂上
      叩問宇宙跫音

宇宙學的研究之路

現代的小朋友對天文的興趣，星座、九大行星已經滿

足不了他們，有些人會對「宇宙」、「弦論」感到好奇。

然而宇宙學雖然是人類關懷的終極目標，也是個古老的學

問，可是卻是最近才在科學領域上有了突破的發展，而且這

些往往建立在複雜的理論之上，如何跟小朋友把這些大人也

不見得能明白的研究說清楚呢？

臺灣大學物理系暨天文物理研究所吳俊輝教授是宇宙學的專

家。他四年前學成歸國後，便不遺餘力的在專業研究和教育推廣等

領域進行各式演講。他的研究成果與推廣經驗，乃至個人理念等

都值得我們了解、學習；而其曲折的求學過程也對有心教

育的人產生一些警惕。本期的「我的天文研究」特地訪

問吳教授，請他針對自己的學習經驗與天文教育推廣

方面，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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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三時哈雷彗星來，我們家為我開車上中

興嶺，當其他人在車上睡覺，我就在那邊用自製

望遠鏡拍攝。用望遠鏡看彗星會更黯淡，所以不

易認出。我大概掌握住方向後，就採用S型掃描

的方式每個地方曝光20秒至40秒，然後拍了兩三

卷底片，其中真的有兩張有彗星。當我把這兩張

放大帶到學校去的時候，沒想到很多老師和同學

都有興趣，要求加洗。這件事情讓我非常的有成

就感，原來天文這麼有趣；而且不只我有興趣，

大家都很高興。從那時候對天文更有一股熱忱，

或者說心中有一把小火就開始燃燒了。

問：請問老師製作望遠鏡的元件是如何取得

或製作的？

快樂動手做  巧思不嫌拙
答：望遠鏡的鏡筒是灰色的塑膠水管，而物

鏡是到眼鏡行去買老花眼鏡，目鏡用放大鏡，然

後組裝起來就是了。拍照的時候則用水管加木頭

當轉接環，水管上面還綁鐵絲讓相機剛好可以套

入那個底座中。

至於反射式的鏡面要花比較多的功夫，那是

逛街時發現百貨公司所賣的化妝鏡有一面是凹面

鏡，然後我就在其中挑選成像較好的買回去當作

我的主鏡。這些現成的鏡片大小和水管不會剛好

配合，所以太小的要在周圍填空隙、過大的要把

水管加熱溶化撐開，讓鏡片剛好能夠置入固定。

這些都很克難，並沒有很高明的技術在裡面，不

過我還是把東西做出來，能夠成功的看到天體。

我大姊也花了幾個晚上陪我爬到我們家的水塔上

面去看星星，拍出許多月亮、月食、星座、星雲

的照片。

等到我高一寫寒暑假作業，我就把當年製

作望遠鏡和拍攝的東西全部整理出來，用稿紙寫

成一本書。這些東西我都還保留起來，現在看了

都覺得很神奇，不敢相信這是我國中、高中的作

品！可能是父母沒有給自己壓力，自己會有額外

的時間來接觸這些感興趣的東西。

遺憾往事  智力迷思
不過我的求學過程不是都很順利，曾有三

次被判定是「智能不足」，這導致我心中的這把

小火屢被澆熄，即使我非常努力的保持很頂尖

的成績，但是老師只會認定我是個十分努力的學

生，而不是個有天份、有潛力的學生。所以我慢

慢也考慮自己不適合從事基礎科學研究，而天文

需要以物理為背景，如果自己的程度不太夠我也

許該考慮去唸醫學系。

不過藉著在高三時，同時拿到全國物理競

賽和全國數學競試的第一名，我還是尋回一點對

基礎科學的信心，所以雖然百折千回，但還是終

於進到臺大物理系。

我後來才了解智力測驗很重視答題速度以

挑選出腦筋靈活的人；但是我做題目通常做完之

後，會把題目再看一次以驗證自己的答案沒有

錯，然後才會做下一題。因此我等於一個題目做

兩次，所以能回答的問題不多，甚至連一般標準

都搆不上。我想智力測驗有它的侷限，畢竟從事

研究並不是要靠快速反應，很多時候需要創造

力、毅力，這是測驗工具無法量出來；而對於我

回答題目的謹慎態度，智力測驗顯然也不在乎。

然而現在研究很強調創造力，但這是很難

測驗，也很難教的。創造力可能部份是天生，部

分是環境塑造出來的，但絕對不是固定步驟教導

出來或是形式化的測驗就可以知道。還有關於一

個人的潛力，智力測驗也無法測出。畢竟它著重

的就是速度，但是反應的快慢在科學研究上不一

定是那麼關鍵。

將心比心  鼓勵後進
現在我也常會跟學生講：「如果你現在考

不好不要太沮喪，因為考得好的人可能只是消化

系統比較好，他在短時間以內可以消化很多東

西。而你吃了同樣的東西，但消化比較慢，沒有

辦法馬上轉化成能量，不過經過三五年，你還是

能慢慢將能量發揮出來，這時候就能看出你的潛

力。」

而且考試的時候都是人家出好問題，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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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據固定的步驟去回答，看看是否符合標準答

案。可是當你進入學術殿堂之後，好的問題通常

是要自己想出來，如果是由別人想出來等待大家

來解決，那種問題通常都是非常非常的難，已經

有許多天才無法解決，才會成為公開的問題。在

學術領域上雖然問題滿天都是，但也得看你怎麼

去發揮創造力找出好的問題來，這可能需要花一

兩年，甚至更久的時間一直去思考同樣的問題，

然後去發揮自身的潛力以科學方法提供解答。但

是一般測驗，頂多五個小時，由老師設計好題目

來考學生，這所能

觸及的深度通常無

法很深。因此兩者

是很不一樣的。

我常想如果我

在國中或高中的時

候，如果能夠在學

校遇到一位賞識我

的老師，給我更多

的啟發，我現在會

不會更好？當然，

或許也因為我始終

沒有被甄選進入資

優教育系統，所以我才能有更多的時間去接觸我

喜歡的東西，例如繪畫、採訪、動手做望遠鏡等

等，甚至還拿過全國漫畫比賽第一名，這說不定

是另外的收穫。所以這其中的得失其實很難說。

歧路徬徨  幸賴明師指點 
喪志惆悵  逆境反究心源 
然而當我進到台大物理系的時候並沒有很用

功，當時曾經當選過臺大學生代表、臺大學生會

長，從事學運，紀錄非常不好，物理成績也落後

很多，曾經一度要放棄物理，想考社會所、政治

所。因為學生都拿成績來定位自己，完全忽略掉

自己的潛力和興趣，我當時也受到這種影響。

不過因為我當時在台大哲學所修了近兩年的

易經，所以認識台大哲學系的易經老師楊政河教

授。當我請教他未來走向的時候，他教我利用易

經去分析自己的命理。另外我也了解自己雖然參

加學生運動有一些成果，但是過得很不快樂。因

為自己是喜歡仗義執言的人，這種個性如果繼續

走政治的話可能會被氣死。譬如說自己擔任學生

代表、學生會長時，會去為學生爭取一些權益，

本來有一些自己覺得做得還不錯的事情，但是會

被反方的人或對手抹黑或說得非常糟糕。

所以雖然我在學生時代的政治資歷還算完

整，但是我接受老師告誡，重新審視自己。我

分析自己在電腦資訊等方面還有興趣、也有打

工的經驗；最不可

能的就是回到荒廢

已久的物理學術領

域。可是當我去請

問楊教授的時候，

他看了我的八字及

手相、面相後，竟

然告訴我我最適合

的是學術。當時我

聽了，心裡還有點

偷笑：「老師，您

也有算不準的時候

哦！」因為我在大

學前三年的物理成

績非常非常的差。不過我也反省為什麼大學成績

不好，其實就是課外活動時間花了太多；所以大

四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去修一些研究所的課，看

看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把它修好，藉此來肯定自己

在物理方面的程度。很幸運的，我大四主科的成

績都非常好，因此讓我從原本放棄物理的情況，

又重新恢復信心，後來當完兵就出國去留學。

至於會選擇「宇宙論」這個領域則有一點機

緣，因為我在當兵的時候曾經因為過去的學運經

歷惹來了不當管教，因此當兵才十天就因為肌肉

溶解症送到海軍總醫院吊點滴，當時全身肌肉有

70%壞死，甚至有生命的危險，這個到現在還有後

遺症得去看醫生。但對於我的影響就是在思考：

因為自己學生時代的一些執著-爭取廢國大、廢除

刑法一百條、反核四、改革學生社團法規......這

些值得嗎？再加上我對易經的了解、對人生的體

會，因此那時覺得或許還是走入學術比較適合！

學術較單純，你可以堅持想法，不會有人因為你

吳教授是多方面才華的人，青年時代曾辦過期刊，喜歡

畫插圖和採訪。這是他最近幫忙採訪清大校長徐暇生的

合照。（科學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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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的想法而加以迫害。所以我從極端投入政治

的態度，轉而變得超然，又因為易經是我一直感興

趣的，所以等到我出國的時候，很想念宇宙學，因

為這是最接近易經宇宙哲學的領域。我一直有個想

法，希望能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關性。

柳暗花明
可是因為我在大學的成績不太好，而要念宇

宙學一定要懂很多基礎物理的東西，所以即使我

在心底深處想研究宇宙論，但是我的出國計畫是

寫「望遠鏡技術」的研發，因為這是我從小的興

趣，而且即使我大學再荒廢學業，我的實驗項目

都很認真，也都獲得高分，所以我認定自己的專

長是在實驗這方面。

不過當我在英國Sussex大學念天文碩士時，

那裡並沒有這方面專長的老師，我就去找所上老

師談，其中有一位是研究宇宙學的教授Liddle，

當我問他研究宇宙學需要有什麼物理基礎的時

候，他居然跟我說：「什麼都不用，你只要有想

法就好了。」這說法當然有一點誇張，但也許他

當時衡量過我的基礎覺得還不錯，只是欠缺點自

信，所以用這種方式來鼓舞我。我也就跟著他做

完宇宙學的碩士論文，關於暴脹理論，我當時的

學科考試成績平均高達96分，破了他們建系30多

年的記錄。然後我在申請博士班時又很幸運的進

入劍橋大學（Cambridge）應用數學暨理論物理

系（DAMTP），得以在由曾撰寫《時間簡史》

的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教授所領導的

「相對論小組」內從事研究。這樣的過程當然機

運很重要，雖然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也一直很努

力，但是會不會遇到貴人，環境如何來配合，這

些就不是自己能夠掌握的。

分享兒時夢  焰續由衷 
自有佳興會良朋

我當年是以研究宇宙學的理論物理應聘回

國，但是我也有「望遠鏡製作實驗室」，這個計

畫的緣起是因為有一次系上徵求基礎物理教育的

計畫，我覺得望遠鏡製作是個不錯的主題，所以

就送個計畫出去。沒想到真的向教育部申請到經

費，全國評比還連續兩年拿第一，受到教育部的

重視，逐步進行全國推廣。當我到各地演講時，

也感受到大家有強烈的興趣，所以從去年起就慢

慢的開放成全國研習，逐漸推廣。

我有時會去各地教老師和學生如何製作望

吳教授在博一的時候與霍金的合照

吳教授（左一）到

現在還是樂於推廣

望遠鏡DIY，相片中

的望遠鏡是由直徑

25公分的塑膠水管

加工製成的反射望

遠鏡，主鏡為自行

手工研磨的奈米級

鏡片，照片中的另

外三位是臺大物理

系的學生。

吳教授在第一屆全國望遠鏡製作研習營中，示

範如何手工磨製奈米級光學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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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鏡。這是從磨鏡片開始做、然後用水管打造鏡

身、組裝，把一個望遠鏡做出來。前前後後已經

有十多個學校參與，其中有90%是大學的物理系

教授和學生，大家都希望把這個技術學回去，然

後在各地的中小學推廣。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可以把小時候的夢想帶到自己的工作和職業，並

且與大家分享。讓兒時心中的那把小火可以延燒

分散出去。

問：老師在宇宙學方面的研究近況如何？

攀登孤峰頂  叩問宇宙音 
尋覓太初光  聊資化凡情
答：我研究宇宙弦已經很多年了，但是宇

宙弦到底存在不存在仍是個謎。宇宙弦是宇宙

殘陷的一種，宇宙殘陷是一種空間中能量集中的

表現，它可能是線狀、粒狀、面狀，但是其他型

態的我們理論上都證明不容易存在，剩下就是線

狀，也就是宇宙弦。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弦

跑過去，可是我們感官不夠敏銳，得藉由特殊儀

器才能夠辨識出來。宇宙弦的存在可以間接證明

一些目前很熱門的基礎物理理論，像是宇宙暴脹

理論、超對稱的統一場論（把強作用力、弱作用

力、電磁力和重力，四力統合起來的理論）等。
如果有一條宇宙弦剛剛好從這裡由左向右通過，你所看

到的後面紙張左半部就可能突然會變亮而右半部相較起

來變得較暗。不過依理論計算現在宇宙弦的能量密度非

常低很難探測到，但它在宇宙早期則能量密度很高。

我猜誰要是能夠證明宇宙弦的存在，誰就有機會

可以拿到諾貝爾獎。而我自己從去美國開始就一

直利用大型計畫想要尋找宇宙弦，但受限於精密

度與靈敏度還不夠，所以至今還沒看到。現在全

世界這個領域的科學家都希望能改進儀器去看宇

宙弦，我們在夏威夷的AMiBA計畫中有一項目

標就是要尋找宇宙弦。目前AMiBA希望年底前

能夠組裝完畢，明年可以開始運轉並進行觀測。

另外我的研究團隊還在積極利用宇宙微波

背景輻射測量宇宙大小，這在國際上是競爭非

常激烈的領域。我們所用的概念類似在三度空

間中思考地球被扭曲的二度表面，地球表面沒

這是模擬多條宇宙弦所造成結果這是在夏威夷毛納洛瓦峰上，吳教授（左）與

博士生在AMiBA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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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心、沒有邊界，但卻是一個有限的範圍。我

們也認為宇宙可能是一個在四度空間被扭曲起來

的三度空間，沒有中心、沒有邊界，但是空間大

小卻為有限大，所以可以假設宇宙是這種類型的

宇宙，然後配合宇宙背景輻射的觀察來推測其大

小，甚至還推測出宇宙的形狀。我們現在已經有

觀測數據，希望很快地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問：老師是如何把易經和宇宙學結合起來？

原想破除迷信  現盼學貫東西
答：原本接觸易經是想破除迷信，但後來發

現它的一些學理越驗證越準確。我希望找出易經

和宇宙學的關聯性。宇宙學是探討宇宙的根源，

舉凡跟宇宙的起源、演化和未來有關的都屬於

吳教授與夫人（前左）、兒子、台大凝態中心林麗瓊教授

（前右）、2005世界物理奧林匹亞第一名林穎璇（後右

三）、及其它吳健雄科學營的學生合影。

宇宙殘陷理論：

1. 統一場論不可避免的結果

2. 存在於固態物理中

3. 有域牆、宇宙弦、單極、紋理組織

等不同的形式

暴漲理論

（加速的宇宙）解決：

1. 平式宇宙問題

2. 視界問題

3. 單極問題

4. 熵的問題

熾熱大霹靂

同質性和均向性

重力的不穩定

初始的不均勻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星系和恆星
星系團和星系

上圖：由暴漲理論和宇宙殘限理論提供宇宙初始的不均勻

性，密度高會越來越高，密度低會越來越低；密度高的地方

就形成星系，密度低的地方就是星系之間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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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範圍。易經則是從人和天地的關係為出發點

探討宇宙中的定理，它的經文順序似乎和宇宙的

演化過程不謀而合，是從乾坤二卦開始，之後的

六個卦都含有「水」。水帶有一種危險、不確定

的意思，隱含著宇宙剛開始誕生是一種渾沌的現

象。易經的很重要的一個精神，在於六十四卦的

排列順序，它是有時序變化的，就中國哲學而言

它也在闡述宇宙的演化和時序道理，這是易經的

根本精神所在，而

不是在於它的各爻

爻辭當中。

至於卜卦的時

候為什麼外在事情

會和卦象有關，這

就是天地人三才很

玄妙的交合，也是

所謂的天人合一，

我們常講「一物一

太極」，這個「太

極」同時是單一個

體，也同時是天下

的全部。這和「觀

滴水可知滄海，觀

粒沙可知世界」的

精神是一樣的。所以你只要把自己沉靜下來，以

太極心去體會，便可和萬物發生感應。古代所講

的「秀才不出門，可知天下事」，不光是指飽讀

詩書，很重要的也在於遵循易經的修持讓自己能

徹見天下事物的特性。不過這是從中國哲理的思

想來談，沒有科學根據，我當初去學習是為了要

證明其中的算命部分是錯誤的；我也按照它的步

驟去作實驗，希望能看到不準的地方，但是後來

發現很多事情都和它預測的相符，所以我才逐漸

信服它。這就像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也是經過反

覆的實驗驗證，然後找到數學關係，被賦予物理

意義。不過是不是真的如此？後來愛因斯坦提出

相對論推翻了「萬有引力」的概念，而把它看成

是空間中物質分佈不均所造成的時空扭曲現象。

西方科學是從現象上來說，當你找到一個更好可

以解釋此現象的理論，之前的理論就會被捨棄。

而易經的確有它準確的地方，至於其深意到底為

何，這是我想探尋的內容。

不過易經和西方科學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物理科學通常可以找到相對應的數學關係，易

經是從陰陽五行的哲理來談論，它雖然也可以邏

輯去推演解釋的天衣無縫，但是這種語言不是西

方科學中所熟悉慣用的數學語言。我希望有朝一

日能用西方的科學方法去理解它。即使它是錯誤

的，我們也要用

很有系統的科學

方指出它的錯誤

所在。我們不應

因為它所用的語

言不是西方人所

習慣的語言，就

冒然宣稱它是錯

誤的。

問：老師對

於宇宙學這個領

域有何展望？

科技為助因  黑暗終將明
答：有人覺得宇宙學已經研究完了！我覺得

這還言之過早，畢竟我們現在物理所研究的都是

重子（baryon），這只佔了這個宇宙的5%；另外

還有95%的東西我們根本還不了解，這其中包括

了約25%的黑暗物質，和約70%的黑暗能量，這

些有太多值得我們去研究，只要有任何人可以看

到或了解這95%中的任何一個東西，他的成果畢

竟算是超越了過去的物理成就，一定有機會拿到

諾貝爾獎。所以我覺得宇宙學這個領域其實才剛

起步而已，尤其是未來的科技進步，將可以克服

目前觀測及偵測上的許多問題，讓我們的整個眼

界更開闊。

將來的科技發展我相信一定會比之前更快，

所以會有辦法看到很多以前沒見過的東西，這是

很值得期待的。

吳教授與夫人（右）女兒（右二）、兒子（右三）、及母親，其

母親是國內知名的人體油畫家張淑美教授。

范賢娟：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