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19

2012年9月《僑協雜誌》136期 2012年9月《僑協雜誌》136期

▲蓋爾環形坑，黃圈處就是好奇號著陸點。

由層狀岩石組成的，形成於20億年前。

有人推測夏普山最初可能沉積在湖底，

因而由沉積岩構成。這個推測的前提是

火星上曾經有豐沛的水，才能形成大湖

泊，但現今火星表面一片荒漠，根本沒

水，如果以前有水，水又到那裡去了？

是結凍在地表下？還是散逸到太空中？

沒有答案。

火星地面曾經有水

自1960年代「水手四號（Mariner 
4）」探勘火星以來多次傳回地球的資料

顯示，天文學家都不反對火星曾經有過

流動的水，但是那些水是否豐沛的能形

成巨大的湖泊，還是有疑問，如果夏普

山真的在湖泊中經歷億萬年的時間沉積

形成，那無論水消失到何處，都有機會

孕育出生命。這是科學家最好奇的事。 
因此，「好奇號」的主要任務就是找出

夏普山的形成原因。

「好奇號」在著陸之後，要先繞路

去一個稱為格林格（Glenelg）的亂石

堆，這裡有許多令科學家好奇的地質環

境。把這亂石堆稱為Glenelg非常有創

意。Glenelg 原是南澳洲的一個城市，

由左到右和由右到左的字母與發音都一

樣。「好奇號」也如此這般的前往這堆

亂石探勘後就沿原路退回著陸點，準備

攀爬夏普山。

火星幾千年來都讓人迷惑、好奇。

太陽系八大行星，依照靠近太

陽的順序來排，第一是水星，第二是

金星，第三是地球，第四就是火星，

因此火星是地球的外側行星。地球距

離太陽約一億五千萬公里，火星則是

二億二千八百萬公里，所以火星繞行太

陽的公轉，速度比地球慢，地球是365
日，火星則需687日。地球有四季，火星

也有，而且也會自轉，一個火星日大約

是24小時39分半，和地球差不多。

「熒惑守心」枉殺大臣

當火星運行到太陽的另一側，和

地球成一直線時，火星距離地球最遠，

稱為「合」，而當火星和地球在太陽同

側，三者又成一直線時，地球就和火星

最接近，稱為「衝」，大約每兩年兩個

月發生一次，二者距離會縮短到七千萬

公里以內，是觀測火星的最佳時機。

古人用行星來區別恆星，非常寫

實。行星指會行走的星，就是在一片不

動的背景星海中，位置會移動的星。原

因就是太陽系的行星，距離地球比恆星

近很多，當它繞日而行時，我們會看得

出它跑得比恆星快，每晚都會在背景星

域中移動。火星也不例外。

西方稱火星為Mars，是古羅馬的

戰神，屬刀兵凶象。中國古稱火星為熒

惑，當然也不是好名字。「熒」者因其

顏色暗紅，彷彿天際一滴血，「惑」者

因它的移動古怪，有時往前，有時往

後，有時又停滯不動。

火星色紅，是由於它地表多為氧

化鐵，所以反射陽光，出現鐵鏽般色

火星上的「馬天琪」
▓柯博文

「馬天琪」這三個中國字，正在火

星上漫遊。

好奇是人類進步的動力

馬天琪是美籍華裔女孩，今年十五

歲，英文名字是Clara Ma，住在美國堪薩

斯州林尼克薩（Lenexa）市。

2009年，美國航太總署（NASA）

為今年八月登陸火星的漫遊探勘車徵求

名稱時，她參加活動，命名「好奇號

（Curiosity）」，在9000多位競爭者裡

脫穎而出，因為人類知識之所以能進

步，就是出於好奇。

去年11月26日「好奇號」發射升空

前，她和家人受邀到發射基地，她在漫

遊車上親手寫下「Curiosity」和她的中

英文名字。

馬天琪的父親馬喜慶和母親曹力

生都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1995年移民

美國，目前都在生產衛星定位系統的

Garmin公司擔任高級工程師。

「好奇號」大小如同Mini Cooper
牌小汽車，重約一公噸，有六個輪子，

能在火星上自由行動。它自備核能發電

機，與以往使用太陽能板發電的探勘設

備截然不同。太陽能板發電功率低，無

法滿足科研需要，而且火星上沙塵大，

經常會遮住太陽能板而無電可發。核能

發電機能讓「好奇號」維持穩定的操控

性，而且發電量足夠，可以帶動多樣複

雜的科學儀器，讓漫遊車爬山。

耗資25億美金打造的「好奇號」，

已於今年8月6日在火星赤道附近的蓋爾

環形坑（Gale Crater）北側著陸，主要

任務是探測坑中高約5500公尺的夏普山

（Mount Sharp），採集附近的土壤和岩

芯進行分析，以了解火星現在或過去有

沒有發展出一個能讓生命存在的環境。

夏普山與火星大多數的山不同，是

 ▲馬天琪獲選後在美國航太總署接受訪問。

▲馬天琪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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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近拍，圖中大裂縫就是壯觀的水手谷。

里（Giovanni Schiaparel），他觀察到

火星上有很多深色區塊和條紋，乃繪製

火星地圖，把條紋稱為 Canali，義大利

文的意思是裂縫或溝渠，也就是英文的 
channels 或 grooves，但好事的英國新聞

記者把火星地圖刊載在英文報刊時，卻

翻譯成canals，火星上自然形成的溝渠，

竟變成人工挖掘的運河。

1898年，英國作家Herbert G. Wells
據此寫了科幻小說《異世界大戰（The 
War of Worlds）》，描寫火星人入侵地

球，非常轟動，後來多次搬上銀幕。

熱愛天文的美國富商帕西佛．羅威

爾（Percival Lowell），深受這股風潮的

吸引，1894年在亞利桑那州Flagstaff鎮近

郊，興建天文台，用24吋望遠鏡觀測火

星。羅威爾發現火星南北極也有白色的

極冠，冬增而夏縮，地表隨四季而有變

化很大的暗斑，他認為這是農業隨季候

演變的證明，很多天文學家也相信他的

說法。羅威爾終其一生相信火星上有運

河，火星人利用運河把兩極地區的水，

送至赤道附近灌溉農田。

當時天文學界也分為運河派和裂縫

派爭論不休，直到1950年代，著名天文

學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力主火

星只是一片荒漠，條紋是風吹的沙痕，

暗斑則是火星的沙塵暴，運河派的聲音

才削弱，但薩根能提出的直接證據並不

多，大多數人縱然不認為有火星人，但

相信火星有低等生物，如苔蘚等。

「水手四號」的震撼

1964年11月28日，NASA發射「水

手四號」無人探勘器前往火星，並成功

的在次年7月14日掠過火星，最接近時僅

9,846公里。「水手四號」發回23張火星

照片，給天文界投下震撼彈。照片證實

卡爾．薩根的説法，火星表面是一個和

月球類似的世界，南北極的極冠不是水

冰，而是二氧化碳凍結的乾冰，沒有運

河，沒有生命跡象。

研究火星的腳步繼續前進。環繞

火星的探測器「水手九號」於1971年11
月14日到達火星，在軌道上工作幾達一

年，發回7329張高解析度照片。

行星地理學家仔細研究後，發現

火星和月球相似，有極多環形坑，顯示

過去曾被隕石密集轟擊。它還有很多火

澤。其運行怪異，是由於它繞太陽速度

比地球慢，所以有時會跑在地球前面，

有時會被地球超前。如果它在地球前

面，由地球看火星，它運行方向是順著

往前走，但若落在地球後面，看上去就

是逆著朝後走，而當它恰好和地球並行

時，這就像高速公路上兩輛並駕齊驅的

汽車，彼此都不覺得對方在前進，火星

就彷彿停滯不動了。天文學對地球外側

行星這種運動，稱之為「順行」、「逆

行」、「留」。

在2500年前戰國時代，楚人甘德

就發現火星的這種運行現象，但只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火星出現

「留」的時候，就是天象示警，尤其

「熒惑守心」，主大兇。

「熒惑守心」是指火星運行到心宿

時出現「留」。心宿是指天蠍座的主星

「心宿二」，很亮，色澤也泛紅。

當火星慢慢靠近心宿後，突然不動

了，兩顆紅色的亮星並排在天上，古人

視為大凶之象。西漢成帝綏和二年，出

現「熒惑守心」時，宰相翟方進就被皇

帝殺了。天文考古學者曾用現代電腦來

反推天象，發現綏和二年時，火星並沒

有在心宿附近滯留。很可能是跟翟方進

有仇的人，教唆天官偽造觀測紀錄。

烏龍翻譯誤把裂縫當運河

第一位用望遠鏡詳細觀測火星的

人，是1887年的義大利天文學家夏帕雷

▲藝術家筆下的「好奇號」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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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溫度變化，最低溫是日出前，僅零下

78℃，最高溫出現在火星的中午，約零

下8℃。溫差如此之大，氣溫如此之低，

當然不利生命的存在。

「探路者號」則是「旅居者號」的

基地台，「旅居者號」的功率太小，無

線電訊號無法發送很遠，蒐集到的資料

都要先送回「探路者號」，才能上傳到

環繞火星軌道運轉的中繼站，這就限縮

了「旅居者號」的行動範圍。

「鳳凰號」替「好奇號」探路

2003年，歐洲太空總署（ESA）發

射「火星快車號」，攜「小獵犬號」漫

遊車前往火星，但未成功。除了美國，

包括中國大陸和日本在內，所有探勘火

星的計畫不是失敗就是僅部分完成。在

這塊領域，NASA的確領先群英。

2 0 0 4 年 ， N A S A 又 有 兩 輛 火

星 漫 遊 車 平 安 抵 達 火 星 ， 分 別 是

「精神號（ S p i r i t ）」和「機會號

（Opportunity）」。它們長2.3公尺、寬

1.6公尺的車身，重約180公斤，可以裝

載更多的科學儀器。                               
2008年5月25日，美國航太總署把重

達350公斤的「鳳凰號（Phoenix）」送

上了火星北極地區。「鳳凰號」是一個

不能移動的迷你生化實驗室，能伸出長

約2.3公尺的機械手臂，在冰封的土地上

挖掘，挖出來的土壤樣本，就送到實驗

室分析。它最重大的收穫，是證實在火

星地表下有凍結的水。

「鳳凰號」體積大而重，所以登陸

火星的程序與以前的方法完全不同，之

前的火星探勘器都很輕巧，所以科學家

拿很多氣球把探勘器材包起來，再掛上

大降落傘往火星上丟就行了。但「鳳凰

號」重達350公斤，無法這樣做，須改用

三段降落法，先讓「鳳凰號」穿越火星

大氣層，在適當高度打開降落傘，然後

再啟動反向減速火箭，讓它安全著陸。

過程雖複雜卻能成功。

更大更重的「好奇號」也採用同一

模式安全降落。

您可以搜尋Google的火星地圖

由「水手四號」至今，經過40多年

努力，人們對火星愈來愈瞭解，Google
甚至把火星地圖搬上了網路，只要打入

http://www.google.com/mars/ 就能顯示出

來，而且可以搜尋地標，譬如您進入這

個網頁找 Gale Crater，就能看到它的位

置，得知「好奇號」在何處降落。

20世紀的太空科技，讓天文學為之

改觀，火星乃成為人類繼月球之後競相

登陸的目標，在2030年時可能就會有人

站在那裏向地球打招呼了。

希望我們中國人不只是給漫遊車命

名，而能上火星。（作者為本會會員）

（編按：本文圖片取材自NASA JPL官網）

山，最高的一座「奧林帕斯山（Olympus 
Mons）」，高達22公里，遠高於地球第

一高山珠穆朗瑪峰的8.8公里，也是已知

太陽系各行星裡的第一高山。

「水手九號」還發現一個巨大峽

谷，長3769公里，最深處7公里，比美

國大峽谷或東非大裂谷都壯觀很多。

天文學家將它稱為「水手谷（Va l l e s 
Marineris）」，以紀念「水手九號」

的成就。雖然火星的體積只有地球的

15%，但遠比地球壯麗。

由於火星小，質量也輕，所以萬有

引力很弱，沒辦法吸附水氣或更輕的氣

體，就像地球吸不住氫氣一樣。它雖然

有一圈大氣層，卻是由較重的二氧化碳

所組成，而且很稀薄，所以隕石不容易

在大氣層中燒毀，而能長驅直入。它又

沒有臭氧層，磁場退化而衰弱，太陽光

中的紫外線及其他輻射粒子也毫無阻擋

的轟擊火星表面，使得火星地表難以發

展生命。

可是火星上曾經有水。「水手九

號」拍回的照片，顯示火星地表曾受流

動的水侵蝕。水是生命之源，只要火星

存在過水，縱使水沉凍在地殼中，都讓

火星有孕育生命的機會。

前蘇聯的「俄羅斯太空研究機構

（Russian Space Research Institute）」

在1971年展開登陸火星計畫，很不幸，

「火星二號」墜毀於火星，若不以成敗

論英雄的角度言，它算是第一個著陸火

星的人造物體。緊接著發射的「火星三

號」雖然成功登陸，但只傳送了20秒電

視畫面就和地球中斷聯繫。以後的火星

計畫，只有「火星五號」能在環繞火星

的軌道上工作十天。

第一輛火星漫遊車「旅居者號」

NASA的「海盜號（Viking）」雙胞

胎火星探測器，在1975年8月和9月相繼

發射，並且都成功登陸。「海盜號」配

有機械手，能挖掘火星土壤，進行生化

分析，偵測生命跡象。

「海盜號」發現火星曾有大面積

降雨的跡象，但在主要任務上，卻不理

想。最初雖檢測出某些生命指標，但隨

後的分析，又顯示非生化反應也可導致

這種結果。

「海盜號」之後，火星任務空曠了

20年，前蘇聯於1988年又兩次發射探測

器至火星，但都沒有成功。直到1997年

7月NASA「探路者（Pathfinder）」計畫

才另開新頁。這是一種新穎的無人探勘

模式，利用火箭把「探路者號」和能夠

行動的「旅居者號（Sojourner）」送上

火星軌道，讓它們著陸，裝載二者的太

空船，則環繞火星運轉，成為火星地球

間的無線電中繼站。

「旅居者號」像個六輪模型車，長

僅65公分，能裝載的科學儀器很有限，

但它可以慢速的在火星上行駛，探勘範

圍比不能動的「海盜號」要大。它主要

任務是調查火星上的地質和大氣結構。

「旅居者號」精確測出火星赤道區

▲太陽系第一高峰奧林帕斯山，拔地22公里。

▲Google上的火星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