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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石頭
地上砸出太湖
俄羅斯隕災啟示錄

▓柯博文

2013年2月15日，就在漫漫春節假

期行將結束之際，一顆小隕石砸到俄羅

斯中部烏拉山區，把車里亞賓斯克市

（Chelyabinsk）炸得亂七八糟，1200人受

傷。台灣的電視台正苦於長假，無新聞

炒作，這個天降奇材乃成為熱門話題，

但八卦居多。

太湖起源揭密

無論中西方，歷史上關於隕石的紀

錄，可說汗牛充棟，世界最早而可信的

紀錄，出現於中國《竹書紀年》之《晉

紀》：「隕石於宋五」，而《春秋左氏

傳．僖公十六年（西元前644年）》也載

有：「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

五。」與《紀年》同。

談到隕石，不能不先說「太湖撞擊

事件」。

大約一萬年前，一顆直徑約一公里

的巨石，自東北往西南方向墜落，砸到

今天無錫市西南側，形成一個直徑約50

公里的大坑，再經過長江河水的沖刷，

乃形成今天的太湖。

太湖由於形狀特殊，其起源長久以

來就是地質學家討論的話題。1990年，

南京大學大地海洋科學系的傅成義、俞

錦標等教授，在《中國地理學報》發表

論文「太湖三山島擊變岩的發現及其意

義」，推論太湖是由隕石撞擊而形成，

但是證據尚不充足，學界對此存疑。

到了2009年，南京大學的王鶴年、

謝志東、錢漢東等三位教授，在長期研

究分析後，確證在太湖沉積淤泥中發現

的各種岩石樣本，保留了明顯的衝擊濺

射特徵，顯示其的確為隕石撞擊而成。

分析沉積淤泥的年代，科學家推

測這顆隕石掉落的時間，也符合太湖的

▲太湖鳥瞰圖。

版。

6.《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

經公司，1987）

而有關紀錄郭先生生平志業的資

料，除上述之口述訪問紀錄、書信選、

門生故舊回憶及日記殘稿等外，值得一

提的尚有：

1.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

慕庭─台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0，

1997）

2.王爾敏，《廿世紀非主流史學與

史家》（廣西師大出版社，2007）

3.李金強，〈南港學派的創始者─

─郭廷以的生平志業及其弟子〉，收入

李金強主編，《世變中的史學》（廣西

師大出版社，2010）

因時間所限，尚不及細查，當仍有

頗多可資參考之資料，恕不備舉。

走筆至此，本人想強調的是，由於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8月）的出版，加

上前述各項資料的彙整，深信近代史研

究所覓人主編一冊《郭廷以先生年譜》

的時機已經成熟，藉此一方面可以紀念

艱辛創所、為所奉獻達15年之久的郭廷

以先生，若三年內可以完稿付印成書，

則另一方面復可慶祝近史所成立一甲

子，兩美並舉，何樂而不為？（作者為

本會理事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4月正

式設所，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歷任所

長：梁敬錞先生、王聿均先生、呂實強

先生、張玉法先生、陳三井先生、呂芳

上先生、陳永發先生，現任所長黃克武

先生。上圖為該所圖書館，典藏無數近

代歷史文件史料。右圖為圖書館會議

室，是舉辦學術研討會的重地。 

無錫

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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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彈由於使用的原料、技術不

同，有顯著能量差異，譬如1945年扔在

廣島的「小男孩（Little Boy）」，使用

鈾235，大約等於15,000噸的TNT爆炸能

量，而數天後扔在長崎的「胖子（Fat 

Man）」，使用鈽239，威力顯著提升，

大約等於22,000噸TNT。到1954年，美國

試爆的「歡呼城堡（Castle Bravo）」，

威力大到相當於1500萬噸TNT。

廣島原子彈的威力有多大？

原子彈爆炸時，能量用三種方式放

出，震波約佔50%，熱能佔35%，剩下的

是輻射線。

原子彈在空中爆炸，計算震波通常

用風壓來衡量，因為震波會擠壓空氣，

造成強烈的氣流。在廣島原爆中心點，

風速大約每秒440公尺，每一平方公尺受

到35噸的壓力，半徑1公里，風壓仍強達

每平方公尺10噸，建築物很難倖存。半

徑2公里處風壓還有每平方公尺3噸。

熱能更可怕。原爆中心點每秒每平

方公分約100卡路里，可以把水在一秒內

提升100攝氏度，而且這熱能不斷累加，

時間長達30幾秒，在距離原爆點一公里

之遠，每秒還有約30卡路里，因此爆炸

一公里範圍內的溫度，很快就累積達到

一、兩千攝氏度。至於輻射線，更是長

期存在，大部分當時倖存的人，都難逃

其折磨。

地震與隕石釋放能量的方式和原

子彈不同，地震能量中只有很少一部分

轉化為熱能，更不會放出輻射線。隕石

同樣不會放出輻射線，在空中爆炸的隕

石，和撞擊到地面的隕石，釋放能量的

方式也非常不同，用原子彈來比擬其能

量，有欠精確。

隕 石 撞 擊 的 能 量 稱 為 「 動 能

（Kinetic energy）」，國中理化科討論

▲新疆大隕石，陳列在烏魯木齊地礦局門口，為世界第三大隕石，發現於1898年，落在新疆青河縣戈
壁灘上。隕石長242公分，寬185公分，高137公分，重約30噸。這顆隕石含鐵88.67％，鎳9.27％，
質地堅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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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特徵，於是在2012年的國際隕石學

會，太湖乃正式列為「已證實的地球隕

石撞擊坑」，其撞擊規模排名十三。

「黎明隕石」最兇猛

隕石和流星其實是同物。流星的

英文稱作shooting star，是西方人的吉祥

星，一旦出現，立刻許願。其實，這都

是一些微小的天體在撞進地球大氣層

後，因與空氣高速磨擦而生熱，最後焚

毀，未能落到地面，徒留一道短暫而璀

璨的光芒。較大型的天體則不會燒盡，

掉落地面，成為隕石。

隕石自天而降，墜落速度愈快，破

壞力道也愈大，而每顆隕石的墜落速度

都不同，要看它碰撞到地球時的角度和

時間。

地球並不是一直在空中不動的，

眾所周知，它會公轉；繞日而行，同時

也會自轉，轉動的方向和公轉的方向一

致，二者加一加，它在太空中，以逆時

鐘的方向，每秒差不多前進30公里，速

度非常快。

隕石在接近地球時的拋物線速度，

一般約為每秒42公里，如果它在地球後

面尾追撞來，42減去30，撞擊速度每秒

僅12公里，反之，如迎頭撞上，那就是

42加上30，高達72公里。

隕石尾追上來的時間，多在黃昏日

落時刻，而迎頭撞來，則是破曉日出時

分，換句話說，「黎明隕石」力道比薄

暮撞來的兇猛許多。

我們看車里亞賓斯克市的隕石，是

在當地時間上午9點20分許撞上的，也難

怪威力非常驚人了。

每當隕石碰上地球時，總有人好

奇，這撞擊的能量等於多少顆原子彈。

▲南丹鐵隕石，陳列在北京天文台，重達680公斤，是明朝正德11年（1516年），落在廣西省南丹縣
里湖鄉甲木村西南山坡。1958年被科學家發現，屬於粗粒八面體鐵隕石，質地堅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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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噸提升至1萬噸，撞擊能量也由3萬噸

TNT上調至50萬噸TNT，如以廣島「小男

孩」來比較，相當於33個原子彈爆炸。

重創地球的隕石撞擊事件

撞擊車里亞賓斯克市的隕石，雖是

百年來威力最大的一次，但並非百年來

唯一的一次，2007年9月15日的「卡藍卡

斯撞擊事件（Carancas impact event）」也

造成相當的損害。卡藍卡斯是祕魯的的

喀喀湖邊小農村，一顆常見的H球粒隕石

撞擊附近地面，造成一個13公尺直徑的

坑洞。

通常H球粒隕石在穿越大氣層時就

爆炸了，但卡藍卡斯位於祕魯高原，那

顆隕石還來不及爆炸就碰上地面，幸好

當地人煙稀少，僅200多人受傷，受傷的

原因是隕石的能量，把富含砷的地下水

汽化，200多位圍觀隕石坑的村民吸入砷

而中毒，好在吸入量不多，一周內均痊

癒。

1908年6月30日清晨7時17分發生的

「通古斯事件（Tunguska event）」則

是上個世紀威力最大的隕石重擊，隕

石直徑約100公尺，在地表上方6公里處

爆炸，威力相當於2千萬噸TNT炸藥，

2,150平方公里內的大樹，均背向爆炸中

心點倒下。令科學家不解的是，雖然撞

擊力道極大，但在爆炸中心點卻沒有找

到隕石坑，也沒有顯著的隕石碎片，於

是種種推測不脛而走，由彗星撞地球到

外星飛船爆炸什麼都有，直到1960年代

的探勘隊在現場找到一些極小的玻璃球

狀物，裡面含有隕石中常見的鎳和銥元

素，才肯定這是一顆重約1千萬噸的隕石

爆炸所造成。

為紀念美國地質學家丹尼爾‧巴林

傑（Daniel Moreau Barringer）而命名的

「巴林傑坑」，則見證了五萬年前的一

次大型隕石撞擊地球事件。

「巴林傑坑」直徑約1200公尺，深

達170公尺，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北部沙

漠中，保存完好。雖然多位科學家曾探

▲巴林傑坑的鳥瞰圖

「功與能」時就有教，計算的公式很

簡單。一輛重1000公斤的汽車，以時速

72公里（每秒行駛20公尺）的速度撞到

牆，那撞擊的能量是20萬個焦耳，約合

50公克TNT的爆炸力度。焦耳是計算能

量的基本單位，一噸TNT爆炸，約等於

釋放42億焦耳的能量。

隕石撞擊地球，和汽車撞牆差不

多，只是它質量更大、行動更快。

隕石家族成員多

科學家根據隕石中金屬和矽酸鹽的

不同，將隕石分為鐵隕石、石鐵隕石和

石隕石三大類。每大類再根據結構或礦

物特徵的不同，又分出很多類和族，下

面還可更細分為群和亞群，種類繁多。

最堅硬的隕石是鐵隕石裡的「六面

體隕鐵」，這種隕石通常在穿越地球大

氣層時不會碎裂，直接砸到地面。至於

其他不夠堅硬的隕石，在穿越大氣層時

多會爆裂成小碎塊。

科學家很容易能由隕石發生的時

間、撞擊地表的角度，推算出它的軌道

和速度，但對於它的大小和質量，卻往

往曠日廢時才能有結果，因除了堅硬的

鐵隕石外，其他類別的在大氣層中都爆

炸碎裂，難以尋找殘骸加以還原。鐵隕

石又很少，僅占所有隕石的5.7%而已。

不夠堅硬的隕石之會爆炸，主要是

它運行速度太快，把前方的空氣壓縮成

音障牆，這就像超音速飛機製造音爆一

樣，不但把自己炸碎，爆炸的威力更衝

擊到地面。

科學家要估算隕石在爆炸前的大小

和質量，就首須採樣，分析它的結構和

質地，才能得知它的密度，再反推爆炸

前的樣態，這樣才能有較正確的結論，

因此對此次俄羅斯隕石，歐洲太空總署

（ESA）一再修正估算值，美國航太總

署（NASA）也二度更正，最後由原先推

估的直徑15公尺修正至17公尺，質量由7

▲2013年2月15日俄羅斯車里亞賓斯克市的隕石劃過天際。

25 



26 27

2013年3月《僑協雜誌》139期 2013年3月《僑協雜誌》139期

可是這套公式也僅能參考，因為天

空太廣泛，幾乎每天都有新的NEO被發

現，而且有些天體太小，在撞擊地球前

根本無從發現，俄羅斯隕石就是顯例。

更重要的，就是原來無害的天體，

會因為無預警的軌道變化，對地球產生

嚴重威脅，像是滅絕恐龍的希克蘇魯伯

隕石，直徑也不過十公里而已，而阿摩

族的1036 Ganymed直徑32公里，雖然目前

的預測，它2024年10月13日距離地球最

接近時，尚有5千5百萬公里遠，但在它

長期繞太陽公轉時，的確有可能受到其

他天體的重力吸引而改變軌道，突然衝

向地球。

編號2012 DA14直徑30公尺的近地

小行星，也是突然在2012年2月23日被西

班牙天文台找到的，當時它距離地球僅

260萬公里。它突然「蹦」出來的原因

之一，就是軌道改變，原來是遠距離天

體，但因和其他小天體的重力牽引，而

靠近地球。

毀神星與哨兵系統

在今年2月16日凌晨3點25分（台北

時間）2012DA14僅以27,743公里的距離

和地球擦身而過，這高度，比我們發射

的氣象衛星、導航衛星都要低，可見其

驚險。萬一它撞上來，造成的災害，恐

怕不下於通古斯事件。更要命的是，雖

然地球躲過這一次的近距離接近，但是

它的軌道和地球太相似了，2046年2月

它還要再接近到3萬公里以內。距離2046

年尚有33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它會

不會再次的改變軌道，改變軌道後對地

球是利是弊，以現在的科技，誰也說不

▲危險小行星2012DA14的軌道圖，最接近時，比人造氣象衛星還要靠近地球。

▲一群科學家正在探查出現於50,000年前的巴林傑坑，這是位於美國亞歷桑納州的隕石坑，
也是迄今維護最完整的隕石坑。

勘這坑，但直到1906年丹尼爾‧巴林傑

才找到證據，指出這是由一顆直徑約50

公尺的隕石撞擊所造成。

殺光恐龍的希克蘇魯伯事件

歷史上最著名的隕石撞擊地球事

件，則是希克蘇魯伯事件（Chicxulub 

event）， 6500萬年前直徑10公里的隕

石，猛烈撞擊現今墨西哥猶加敦半島

（Yucatán Peninsula）希克蘇魯伯市，造

成直徑180公里的大坑，揚起的塵土遮天

蔽日，導致地球氣候變遷，植物因缺乏

日照而大量枯萎，橫行地球一億多年的

恐龍因而滅絕。

希克蘇魯伯隕石的威力，是目前已

確證隕石撞擊地球事件中排名第三的，

釋放的能量相當於150萬億噸TNT，約為

10億顆「小男孩」同時爆炸。

無論是巴林傑隕石，還是希克蘇魯

伯隕石，都會給地球帶來大災難，這次

俄羅斯隕石與前二者相比，真是小巫見

大巫，可是已經把小城搞得一塌糊塗，

如果它飛越烏拉山，撞擊到大都市，譬

如紐約、倫敦、北京、巴黎等地，那災

情會更慘重百萬倍。

以前發生過的，以後還會發生。天

文學界在1990年代，就開始組成專業團

隊，監督天上的危險天體。

被列管的危險天體

科學家把可能撞擊地球的天體，稱

為「近地天體（Near Earth Objects）」，

簡稱NEO，又可用它們的運行軌道，大

分為三群，威脅最大的稱之為阿坦族

（Aten Family），它們的軌道比地球略近

太陽，但會切過地球軌道。目前已經找

到的這族成員有751顆。

威脅次之的稱為阿波羅族（Apollo 

Family），它們的軌道在地球外緣，但也

會切過地球軌道。目前已經找到的這族

成員有5,214顆。

威 脅 較 輕 的 稱 為 阿 摩 族 （ A m o r 

Family），它們的軌道較接近火星，目前

已經找到的這族成員有3,613顆。

雖然這些天體都很小，由幾十公

尺到幾十公里，但一旦砸到地球，後果

堪虞，因此科學家又發展出一套公式，

把這些有威脅的近地天體軌道數據都

放進去，然後計算它們的威脅程度。

這套公式稱之為杜林危險指數（Torino 

Scale），分為0到10級，只有列為4級以

上的天體，才被天文學家視為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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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連杜林危險指數都算不出來。

毀神星（Apophis）是另一顆危險的

近地小行星，自從從2004年6月19日發

現以來，天文學家對它做過上千次的觀

測，最初的觀測，認為在2029年4月14日

4時49分會在地球上方57700公里以內的

地方通過，而撞擊地球的機率為2.7%，

杜林危險指數列為1級。近幾年的觀測，

又大幅調低了它撞擊地球的可能性，但

過幾年會不會又調高？又是誰也說不準

的事。

類似這樣對地球有潛在威脅的天

體，多不勝數，美國太空總署認為無法

以人力監督這些「亂飛的砲彈」，於是

在2002年發展出一個「哨兵系統（Sentry 

System）」，用電腦結合望遠鏡來做監

控，一旦發現異狀就可自動示警。

監督是很重要，但是萬一小天體真

的會撞擊地球，難道人類束手無策等它

上門來毀滅嗎？華裔天文物理學家暨太

空人盧傑（Ed Lu），和他的同事派宜

特‧赫特（Piet Hut）於2002年10月組成

了「B612基金會（B612 Foundation）」，

他們向社會募款，研發如何避免小行星

撞擊地球，他們希望在2015年之前，找

到可改變小行星軌道的方法，根本解決

近地天體的威脅。

大型隕石撞擊地球的機率雖然很

小，但是一旦發生，卻會毀天滅地，

6500萬年前滅絕了恐龍，隔了那麼長久

的時間，大規模撞擊災難的發生機率也

增加，俄羅斯隕災提醒我們，自然災害

除了地震、暴風、洪水、火山爆發外，

還會從天而降。（作者為本會會員）

上海市僑聯副主席張癸率團來訪

朴槿惠的外交政策
▓劉順達

南韓新總統朴槿惠已於2013年2月25

日正式上任，大家對她的新外交政策自

然極感興趣。曾以反共為目標並肩作戰

半世紀多的台灣而言，對軍事強人朴正

熙總統的女兒朴槿惠更有特殊感情。

韓人喜歡稱圍繞朝鮮半島的四個

國家美國、中國、日本、俄羅斯為「四

強」，因此，南韓外交也以這「四強」

為主。

但沒想到，2月12日過年期間發生北

韓核爆事件。讓全世界對這強悍無比的

北韓搖頭不已。朴槿惠的外交政策也受

到影響。

首先，在韓美關係上，朴槿惠會更

加強雙方傳統友誼。駐韓美軍經費、韓

美聯合司令部戰時指揮權等懸案問題，

因北韓問題將面臨延後。韓美雙方已簽

好FTA，但反對黨有意見要修改，對朴

槿惠而言，是一項挑戰。

基本上，韓美關係不會有變動。

其次是南韓與中國關係。在北韓核試之

前，韓中關係互動密切，相互派遣特使

團，中國想從美國手中爭取南韓，但好

像失敗。南韓開始檢討二十多年來對北

政策之敗因，認為中國未能勸阻北韓是

一大原因。因此，韓中關係要超越韓美

▲南韓首位女總統朴槿惠。

上海市僑聯副主席張癸，2013年1
月10日，率團一行6人，在僑聯總會秘

書長鄭致毅陪同下，來會拜訪。理事長

陳三井偕同常務理事沈大川、黃河、黃

海龍、黃東祥、趙麗屏、理事鄧蔚林、

查重傳、副秘書長劉本炎等人熱烈歡

迎。

張癸算是我們華僑協會總會的老

朋友了，他曾經先後來會拜訪多次，總

會組團出席山東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

杭州「服務華僑 回顧與展望」座談會

及參觀上海世博時，他都曾以東道主的

身分熱情設宴歡迎我們，今天他率團來

訪，我們投桃報李，還之以同樣的盛情

接待，從他們六位的笑聲中，可以感受

到雙方彼此之間的熱烈互動。

張癸表示，非常歡迎陳理事長率團

訪問北京、上海，或參訪、或座談、或

論壇皆可以，同時致贈本會作工精美的

瓷釉彩瓶。（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