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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方電子】如何三年狂省300萬成本
2009-06-03 中國時報 李宗祐／台北報導

由台灣、美國、日本和西班牙等國共同建造的ＡＬＭＡ（阿塔卡馬大型毫米及次毫米
陣列）超大型望遠鏡陣列中，最先完工的兩座天線日前完成連結整合，首度接收到來自
火星的微弱電磁波，順利完成高解析度望遠鏡系統測試，帶領ＡＬＭＡ計畫進入新里碑
。
ＡＬＭＡ台灣科學團隊形容，這項測試就如同ＡＬＭＡ第一次「開眼」，證實它可以
看到外太空的天體。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呂聖元指出，ＡＬＭＡ國際合作團隊當初建造這座
被視為革命性的電波天文望遠鏡，最想解開的科學議題就是宇宙如何形成、演化，以及
行星系統、星系及生命的起源。台灣研究團隊的研究重點是，早期星系及各種星系結構
與恆星的形成。
呂聖元表示，ＡＬＭＡ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面天文望遠鏡，位於智利北部海拔五千公
尺的阿塔卡馬沙漠，由五十四座直徑十二米天線及十二座七米天線組成，解析度是哈伯
太空望遠鏡的十倍，等同於在台北就可辨識出在高雄的壹元硬幣。

內容關鍵字廣告

刊登廣告

ＡＬＭＡ預定二○一二年完工啟用，今年四月三十日完成連結整合的兩座十二米天線
是第一期工程的先鋒部隊。呂聖元說，參與ＡＬＭＡ建造計畫的各國科學團隊目前積極
研擬計畫及觀測任務，預定二○一一年展開先期科學觀測。

重啟rerating行情，
行情，台股

以我國過去十幾年參與史密松天文台在夏威夷基亞峰次毫米波陣列建造及研究計畫的
表現，他深信台灣科學團隊未來在磁場與恆星形成相關議題上，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

綠科技建築純美學體驗 入主東區內科燙金門牌
連結到網站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順利接收到來自火星微弱電磁波的高解析度望遠鏡系統，兩座天
線的前端接收機系統（接收外太空天體電磁波的第一道設備）是由我國利用自美國、日
本和英法等國進口電子元件組裝整合，並完成整體運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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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陸資來台的資金潮效應，除了台股有機會因循
香港引進陸資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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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固ipark第二信義計劃區

搶攻十年線 三路投資法掌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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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是全球最具題材的股市，不只有價值重估的題材
，有陸資來台、調降遺贈稅使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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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趕」遊客 宜蘭人：不幸福
旺到報 沙姍姍獲Jolin簽名FENDI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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