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的『發展』依賴『實驗』的『確認』；然而實驗『⼯具』的『進步』，帶來了今天的

『科技』之『文明』。這個觀點是以『度量』為中心來看，『如此』的『量或質』與『如

彼』的『量或質』是否『有關』，假使彼此『相干』又是『如何』聯繫。然而自從『量子力

學』出現以來，『科學』與『哲學』的論戰一直未能『停歇』。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物

質』比我們能『想像』的還要『奇特』之故。比方說『光』吧，牛頓相信的是『光是微

粒』，就是像子彈一樣的東西；然而惠更斯卻由光的『干涉現象』認為為『光是波動』，就

是現今無線通訊用的馬克思威爾之『電磁波』。更不要說『波爾』──  因氫原子模型而得諾

貝爾獎──與『愛因斯坦』──  因光電效應方得諾貝爾獎──在『量子論』上的著名『論

辯』──用機率來解釋宇宙能夠說是完備了嗎？──！！假使就目前量子力學有關的實驗結

果的『可能性』看來，也許愛因斯坦將會是一個『輸家』；或許該說大自然自是『如是而

是』而已，並不刻意『舉手裁判』人世間『誰對誰錯』之事的吧！！

人們通常混淆了『儀器』與『度量』的根本之不同，因是之故，認為『更好』的儀器就一定

能發覺『更多』的『差異』。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其實是因為人的『疑惑』，才會使

人們開始了『觀測』，『意圖』明白人事物是否有個『法則』，於是一再的『改善』⼯具，

希望『知道』更『全面』的『深』和『精』，並使之都能『符合』著已知的『質』與

『量』。也就是說就一個『儀器』而言，只能講這個『度量』是『精確』的嗎？能不能夠

『藉此』做出什麼是『有效沒效』的『結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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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人類最早的『儀器』又是什麼呢？也許

自當是『人的感官』──  眼耳鼻⾆身──

吧！或許就是因為離人太近就在人的體表，

所以就不把它當成是一種度量的『設備』

了，然而事實上『科學之旅』正是自此開

始！！

近年臺灣有一位知名的地球物理學家趙丰先

生在『科學人』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燭

龍︰千百世代的古今奇緣』，這篇文章論證

著『山海經』未必是純屬『神話』，它上面

寫的『蠋龍』就是今天所熟知『北極光』之

『肉眼』所觀的形象之描繪啊！！就像屈原

在《楚辭·天問》中也會想問︰『西北闢啟，

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中國古代就有『觀天』的傳統，那麼是否用

著什麼樣的『⼯具』呢？也許石雲里教授對

阜陽考古出土之西漢的一組四件『汝陰侯圭

表』之解說︰『這两件文物不僅是兩千多年

前古人用来觀测天象的天文儀器，而且，此

件圭表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所見最早的圭表實

物，二十八宿星盤更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天

体位置觀測儀器實物，是中國渾儀的始

祖』，清楚的道明了這個傳統之來歷。由此

說來，也許傳聞堯時立木製華表於交通之要

津，供人書寫諫言以針砭時弊，恐怕也不是

無故的空穴來風之事。然而在古代即使是這

樣的一個『簡單』的儀器，都不知需經幾世

幾代的積累才能夠『發明創造』，對於活在



地球由西向東的自轉，於是太陽東昇西落，本身就是一個天文時鐘。雖然日月對地球海洋潮

汐的吸引力使得轉速逐漸變慢，每百年大約一日增加 1.6 毫秒，導致一年的天數也慢慢的減

少，有證據表明四億年前之泥盆紀中期一年曾經是四百天。即使如此，也看得出來這個天文

鐘之『準確』的了。所以只是用一個簡單的日晷，長時間的觀察紀錄『晷影』長短，能知道

很多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觀測之『測天文』》

明天

『知識爆炸』時代的今人來講，很可能覺得

是非常的不可思議吧！！



白露

白露，是二十四節氣之一，每年在 9月7-9日之間。太陽位於⿈經165°。

白露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十五個節氣。每年八月中（西曆 9月7日或 8日）太陽到達⿈經 165

度時為白露。《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說：「八月節……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天氣漸轉

涼，會在清晨時分發現地面和葉子上有許多露珠，這是因夜晚水氣凝結在上面，故名。古人

以四時配五行，秋屬金，金色白，故以白形容秋露。進入「白露」之後，在晚上會感到一絲

絲的涼意。俗語云：「處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處暑仍熱，每天

須用一盆水洗澡，過了十八天，到了白露，就不要赤膊裸體了，以免著涼。還有句俗話：

「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齊。」意思是說，白露前後若有露，則晚稻將有好收成。

希望

物候

鴻雁來：鴻大雁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

玄鳥歸：玄鳥解見春分，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

群鳥養羞：三人以上為眾，三獸以上為群，群者，眾也，《禮記》注曰：「羞者，所美之

⾷。」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不變也☆

既有

《STEM 隨筆︰緣起》

所始，焉能無所終耶？

故而假借難見之



小麥哲倫星系

小麥哲倫星系（SMC）是一個環繞著銀河系的矮星系 ，擁有數億顆的恆星 。

推測小麥哲倫星系原本是棒旋星系，因為受到銀河系的擾動才成為不規則星系 ，但在核心

仍殘留著棒狀的結構。

在20萬光年距離上的小麥哲倫星系是最靠近銀河系的鄰居之一，也是裸眼能看見的最遙遠天

體之一。

他位於杜鵑座，在夜空中看似模糊的光斑，大小約為3゜，由於平均的赤緯是 -73゜，所以只

能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低緯度地區看見。他看似銀河系被分割的一個片段，由於表面光度很

低，要在黑暗的環境下才能看得清楚。

他與在東方20゜的大麥哲倫星系成為一對，都是本星系群的成員。

[3] [4]

[5]



NGC 346，小麥哲倫星系的一部分

Courtesy of NASA/ESA

，述說『星空壯麗』呦！



此時英仙座流星雨已過，中秋月餅未來！？

宜乎習熟

The Astropy

Project is a community effort to develop a common core package for Astronomy in Python and

foster an ecosystem of interoperable astronomy packages.

Please remember to acknowledge the use of Astropy!

What’s new in Astropy 3.0?

Current Version: 3.0.3

Install Astropy

The Anaconda Python Distribution includes astropy and is the recommended way to install

both Python and the astropy package. Once you have Anaconda installed use the following to

update to the latest version of astropy:

sudo pip3 install astropy

Learn Astropy

You can explore the functionality available in Astropy by checking out the Example Gallery,

Tutorials, and Documentation.



EXAMPLE GALLERY TUTORIALS DOCUMENTATION

？！極目許願哩◎

Working with FITS-cubes

Authors
Dhanesh Krishnarao (DK), Shravan Shetty, Diego Gonzalez-Casanova, Audra Hernandez

Learning Goals
Find and download data using astroquery

Read and plot slices across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a data cube

Compare different data sets (2D and 3D) by overploting contours

Transform coordinate projections and match data resolutions with reproject

Create intensity moment maps with spectral_cube

Keywords
FITS, radio astronomy, data cubes, contour plots

Summary
In the tutorial we will visualize 2D and 3D data sets in different coordinates (galactic and

equatorial).

This tutorial will walk you though a simple visual analysis of the Small Magellanic Cloud (SMC)

using HI 21cm emission and a Herschel 250 micron map. We will learn how to read in data

from vizier, query and download matching data from Herschel using astroquery, and plot the

resulting images in a multitude of ways.

The primary libraries we will be using are: astroquery, spectral_cube, reproject, matplotlib, and

aplpy)

They can be installed using conda: – conda install -c astropy astroquery – conda



install -c astropy spectral-cube – conda install -c astropy reproject –

conda install -c astropy aplpy

Alternatively, if you don’t use conda, you can use pip.

sudo pip3 install aplpy

sudo pip3 install spectral_cube

sudo pip3 install repro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