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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科技新聞速覽
【台銀網路】台銀網路轉帳怎麼轉都優惠
FROM THE PAST 7 DAYS
日一二三 四五六
迴響：0篇 引用 轉寄 列印 字體：小．中． 【基金新訊】摩根富林明定期定額優惠！
大 【購物好康】最夯防毒防震儲存硬碟首選
【投資情報】油糧價格續揚 通膨疑慮再起
【科技新知】現在立刻參加微軟聯合發表會！
獵戶座星雲爆發
中研院找到源頭
新聞速報 創意生活
【人力創新】人資經驗分享會熱烈報名中
電腦新聞 名家專論
中國時報 2009-10-27 【李宗祐／台北報導】
半 導 體 網路新知
網際網路 科技革命
獵戶座星雲是離地球最近的大質量恆星形成區，也是科
資訊家電 趨勢閱讀
學家研究恆星誕生的最佳實驗室。台灣、德國和墨西哥組成
遊戲資訊 線上測驗
的跨國團隊順利找出獵戶座星雲新型爆發式外流源頭，解開
電玩新訊 好站推薦
困惑天文學界長達四十年的新型爆發式外流來源之謎。
科技雜誌 科技專輯
這項成果是由中研院天文所籌備處主任賀曾樸與德國馬
》》每周好書推薦

．香蕉密碼:改變世界的
臺灣是香蕉王國，身為臺灣人
不可不知的Banana 傳奇！ 在
一般人眼裡，香蕉就是香蕉，
皮黃味甜，大小一般，果肉無
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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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景地圖 讓你
去年年底，台灣Google首度
引進街景車，穿梭在台北縣市
的大街小巷中取景，引起民眾
話題討論；經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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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普朗克電波天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路易斯．薩帕塔等學者
共同觀測發現，論文發表在本月出刊的《天文物理期刊通訊
》。
國際知名天文學家中研院院士徐遐生指出，這項研究取
得獵戶座中心特殊分子外流的極佳解析圖，顯示出許多細節
，將大大激發理論思考。這些絲狀噴出物可回溯到五百年前
的爆發事件，但隱藏的基本物理原理還是個謎。
現今天文學家普遍認為，恆星形成末期，有些環繞恆星
旋轉的物質（大部分由氫分子構成），會從拱星盤的上下兩
端向外噴發，稱為分子外流。但四十年前，有天文學者在獵
戶座星雲中心觀測到相當特殊且活躍的外流，狀似手指的氣
體向四面八方噴發。
賀曾樸指出，這個特殊現象至今只在獵戶座星雲被發現
。過去四十年，科學家對其來源及特性毫無所悉。「我們利
用設在夏威夷的次毫米波陣列觀測，獲得這個美妙的觀測結
果，首度清楚揭示此特殊外流，與以往觀測恆星形成的所有
現象截然不同。」
觀測發現，這個特殊分子外流以輻射狀噴發出四十條絲
狀噴出物，均可回溯到共同的起源，且爆發中心正好位於Ｂ
Ｍ、Ｍ和Ｉ等三顆明亮年輕恆星所在位置。薩帕塔推論，三
顆恆星近距離相遇，很可能是觸發獵戶座星雲出現新型爆發
式外流的原因，這些噴流的運動速度每秒高達一百公里，依
此速度推估，爆發事件約發生在五百年前。
中研院天文所助理研究員李景輝指出，研究團隊認為，
這僅是恆星形成過程必偶發現象，成因待進一步觀測研究。
加入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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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健康 - 全方位醫藥、保健平台

線上查詢【找醫院、找診所、查藥名】
新流感疫苗》11月開打 民眾無須付費
如何介紹靈氣療法給親友
骨科權威》淺談骨科微創手術
中醫》老藥方走過新時代 肝若好人生變彩色
美容》用力咬食咀嚼肌肥大 美容注射變小臉
抗藥性》首例本土新流感抗藥性 出現病毒株
新流感疫苗》11/1災區收容民眾優先

市場快訊

掌握房價行情買屋出價更精準
理想大地旅展3900送3萬9
微創人工髖關節手術復原快
哺乳者不宜服用含可待因藥物
最夯防毒防震儲存硬碟首選
98青年創業成果博覽會
能源效率標示設計首獎三萬
30秒測驗對資產配置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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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綺麗做出美味和風料理

想知道如何用綺麗健康油做出道地的和風料理?讓艾瑪來告訴你!

台商 往返金廈訂位服務

立榮“金廈一條龍”,無需持紙本套券,線上訂位購票一次完成,線上價3150元

星空OB 贈超級幸運草

星空幻想正式OB!打怪累積最多幸運草,搖桿同盟包,年曆海報都要送~

想要一畢業工作立即上手

青輔會特針對大專應屆畢業生,及已畢業29歲以下青年,提供多元職場體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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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雙胞胎鴨
科學驗證 「老」婆是丈母娘翻版
遏阻內出血 美醫界發現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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