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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簡介
本(研究室)讀書會計畫利⽤暑期增強組內同學對於研究室各重點研究項⽬的理解。本讀書
會希望增強的知識點有四：
1. 快速電波爆發的成因及相關應⽤。
2. 光譜能量分佈的擬合技術及如何將之⽤於AKARI紅外望遠鏡及其他多波段觀測資料。
3. AKARI紅外望遠鏡觀測到的活躍星系核在不同環境中的狀態。
4. 類星體及利⽤類星體中的萊曼α吸收譜觀測宇宙再電離時的中性氫演化。
此四點皆為宇宙學及星系演化這⼀學⾨中的熱⾨研究項⽬。由於相關研究眾多及知識的更
新速度⾶快，本讀書會藉由每週成員報告⾃⼰在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度及所學新知以增強及更新
其他成員對相應知識點的理解。
具體的讀書會計畫如下：
⼀、時間：
七⽉及八⽉的每週⼆下午三點半到五點半。
⼆、地點：
綜合⼆館五樓天文所R501教室。
三、討論⽅式：
每次讀書會都依序討論各個知識點。每位與會成員有⼗到⼆⼗分鐘的時間報告及討論
⾃⼰當週在相關研究領域所學、所做的事。
四、與會成員：
固定成員（共九⼈）：
教授 ：後藤友嗣
博⼠後研究員：橋本哲也（導讀⼈）、⾦成鎮（導讀⼈）
碩⼠班學⽣ ：呂亭誼（碩⼆、召集⼈）、桑戴瑞（碩⼆、導讀⼈）、蕭予揚（碩⼀）
學⼠班學⽣ ：林于瑋（⼤四）、凌志騰（⼤四）、吳耕緯（⼤三）
非固定成員及外校成員 (共五⼈)：
博⼠班學⽣ ：Alvina Y. L. On
碩⼠班學⽣ ：何建璋、王亭文
學⼠班學⽣ ：陳柏翰、王柏雅
⾼中⽣ ：古翊樺
五、討論項⽬（根據前列四知識點及其他成員有興趣之主題）及負責成員：
本讀書會於每次會期逐項討論下列項⽬。
項⽬⼀：快速電波爆發的成因及相關應⽤ （橋本哲也、蕭予揚、Alvina）
這項討論以橋本哲也近期發表在皇家天文學會⽉報的論文及相關文獻為主。
討論的內容涵蓋宇宙中快速電波爆發的形成機制及如何利⽤科學⽅法預測新⼀代
的天文望遠鏡能夠觀測到的快速電波爆發。
項⽬⼆：光譜能量分佈的擬合技術及AKARI紅外望遠鏡相關觀測資料（⾦成鎮、何建
璋、王亭文、桑戴瑞）
這項討論以⾦成鎮、何建璋、王亭文各⾃待發表於皇家天文學會⽉報的論
文、⾦成鎮曾發表於天文與天體物理學報的論文，及相關文獻為主。討論內容涵
蓋如何合併AKARI望遠鏡與其他天文望遠鏡的多波段觀測資料、如何擬合多波段
資料的光譜能量分佈並闡釋其物理意義、及如何利⽤擬合結果研究星系演化。
項⽬三：活躍星系核在不同環境中的狀態（桑戴瑞、⾦成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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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討論以桑戴瑞準備投稿於皇家天文學會⽉報的論文為主。討論內容涵蓋
如何從AKARI紅外望遠鏡的觀測資料中找出星系團及如何利⽤科學⽅法研究
AKARI紅外望遠鏡觀測範圍內的活躍星系核與其周遭星系密度的關係。
項⽬四：類星體及宇宙再電離 （呂亭誼、古翊樺）
這項討論以呂亭誼曾發表於天文物理期刊的論文、呂亭誼準備投稿於皇家天
文學會⽉報的論文及古翊樺近期的研究成果及相關文獻為主。討論內容涵蓋如何
利⽤昴星團望遠鏡超廣⾓相機巡天計畫所發現的⾼紅移類星體研究宇宙再電離時
期的中性氫含量演化、如何從昴星團望遠鏡超廣⾓相機巡天計畫的光度觀測資料
中找出更多類星體，及類星體的相關物理。
項⽬五：其他（Alvina、陳柏翰、林于瑋、凌志騰、吳耕緯、王柏雅）
與會成員在此項⽬中討論各⾃近期所學、不屬於上列四項的天文相關知識。
討論內容涵蓋機器學習、⾏星科學、紅外線天文學及電波天文學等。
六、預期成效
讀書會成員將習得下列三點，包含知識性內容、實務操作及表達能⼒。
（⼀）觀測宇宙學及星系演化
藉由讀書會成員每週更新本讀書會希望增強的相關知識內容並參與討論其他
成員分享的內容，讀書會成員將學到⾃⼰研究專⻑外的宇宙學及星系演化相關知
識。
（⼆）科學⽅法及批判性思考
由於每位成員除了報告更新相關研究領域的知識外，也報告⾃⼰的研究⽅法
及研究成果，並協助其他成員評判研究⽅法的適確性與闡述研究結果的意義，成
員將在此過程中學到相關科學⽅法及批判性思考。
（三）⼝頭報告及討論、合作能⼒
讀書會的進⾏⽅式為每位成員每週利⽤⼗到⼆⼗分鐘報告及討論⾃⼰所學。
藉由每週報告、觀摩其他成員報告及參與討論，成員將能精進⾃⼰的⼝語表達及
合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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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讀書會內容
各週的討論內容及主題如下：
⼀、類星體及利⽤類星體中的萊曼α吸收譜觀測宇宙再電離時的中性氫演化
時間：109年07⽉21⽇（星期⼆）15：30⾄17：30
地點：綜合⼆館天文所501
導讀⼈：呂亭誼
成員：後藤友嗣、⾦成鎮、橋本哲也、Alvina、何建彰、呂亭誼、桑戴瑞、蕭予揚、
林于瑋、凌志騰、吳耕緯、王柏雅、古翊樺
紀錄⼈：桑戴瑞、呂亭誼
導讀⼈介紹：升碩⼆，專⻑：宇宙再電離
討論紀錄：
這次讀書會的導讀⼈呂亭誼分享了3種利⽤⾼紅移的類星體光譜中的萊曼 α 吸收
譜研究宇宙再電離時的中性氫演化的⽅法。除了原理之外，討論也包含實務操作的⾯
向。下列為各⽅法逐項的討論內容：
⽅法⼀：量測萊曼 α 光⼦光學深度隨紅移的變化
中性氫吸收萊曼 α 光⼦後電離化，不再吸收萊曼 α 光⼦。因此，藉由量測星系間
介質對萊曼 α 光⼦的通透率（或光學深度）可以推算星系間介質中的中性氫含量。要
量測萊曼 α 光⼦的通透率，⾸先要知道背景光源原本發射出多少萊曼 α 光⼦。類星體
常被⽤作為背景光源，因為類星體亮度為所有已知天體（星星、星系...）中最亮的，
就算其距離地球非常遠也可以被觀測到；此外，類星體的光譜特徵固定，所以適合⽤
來量測前景中性氫的吸收光譜並界定星系間介質中的中性氫含量。
量測萊曼 α 光⼦的通透率實務上的作法是將觀測到的類星體光譜除理論預測的類
星體光譜，除出來的值就是通透率 。由於光譜中不同波⻑對應到不同的萊曼 α紅移，
我們可以將萊曼 α 光⼦在不同波⻑的通透率轉換為其在不同紅移的通透率，進⽽研究
中性氫含量在宇宙再電離時期的演化史。
題外話，因為紅移越⾼萊曼 α 光⼦的通透率越低，在紅移值⼤於6的類星體光譜
中都以看到很⻑⼀段的萊曼 α吸收譜。此⼀特性可以被⽤於尋找⾼紅移巡天計畫中的
類星體。古翊樺在她報告的時候就分享了她如何利⽤此⽅法從昴星團資料庫中挑選出
候選的⾼紅移類星體。
⽅法⼆：量測Lya光⼦光學深度在不同紅移區間的分佈
Lya光⼦的光學深度在不同紅移區間的機率密度函數也被⽤作於揭⽰再電離史，因
為光學深度的機率密度函數對應到時空中的中性氫分佈，⽽中性氫分佈⼜取決於不同
星體的數量及分佈、中性氫的分佈，還有Lya光⼦的平均⾃由徑。光學深度在計算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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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裡的通透率轉換⽽來的：光學深度＝-ln(通透率)。⽬前已知紅移值⼤於6的類
星體約有200個，量測⼀紅移區間光學深度的機率密度函數所⽤的光學深度樣本即取
⾃於從這些類星體量到的通透率。
近期的觀測數據顯⽰再電離末期的光學深度機率密度函數隨紅移的變化較⼤，這
有可能歸因於時空中的物質密度變化。然⽽此光學深度機率密度函數的變化量比理論
預測的還⼤，代表還有其他因⼦影響光學深度機率密度函數的變化。有的研究團隊試
著透過Lya光⼦的平均⾃由徑在此時快速增加來解釋此⼀現象，然⽽這項理論所需的平
均⾃由徑與觀測不符。其他研究還探討了不同電離化的機制，但要證實是什麼機制導
致如此⼤的機率密度函數變化還需要有相關觀測結果。
橋本哲也在討論光學深度機率密度函數的量法時，分享了如何利⽤蒙地卡羅法求
機率密度函數的誤差。 基本上是藉由隨機⽣成散佈於觀測到的光學深度的誤差範圍內
的"假的"光學深度資料點，量測這些"假的"光學深度的機率密度函數的分佈⽽求得。
⽅法三：量測類星體的電離泡泡⼤⼩隨紅移的變化
類星體的電離泡泡是指類星體周圍被⾼度電離化的氫。電離泡泡的⼤⼩取決於類
星體的亮度及周圍星系間介質的電離化程度。基本上類星體越亮或周圍星系間介質的
電離化程度越⾼，電離泡泡越⼤。在已知類星體的亮度並假設其亮度恆定的條件下，
透過量測電離泡泡的⼤⼩推算出星系間介質電離化的程度。當有若⼲個不同紅移的類
星體時，就可以研究星系間介質電離化程度隨時間的變化了。具體量測電離泡泡⼤⼩
的做法是測量類星體光譜中Lya通透率初降⾄0.1的點的紅移，再計算這個紅移到類星
體紅移的距離。然⽽這個測量值可能會因光譜的信噪比不同⽽有所增減。後藤友嗣因
此更進⼀步討論了利⽤疊合多個類星體的光譜來降低信噪比並量測⼀般電離泡泡的⼤
⼩的可能性。因為要把電離泡泡⼤⼩轉換為星系間介質電離化程度需要假設固定的類
星體亮度，疊合多個不同亮度的類星體就破壞了這個假設，所以疊合多個類星體的光
譜來降低信噪比這個⽅法不太可⾏，除非引入更多的模型及假設來修正疊合所造成的
誤差。
⼼得感想：
這次讀書會我們學到了很多關於宇宙再電離的近期研究進展。這五⼗⾄⼆⼗年間
⼈們對再電離的理解可以說是爆炸性地增⻑，令⼈驚嘆，因為五⼗年前再電離還只是
⼀個理論預測，現今卻以被證實，並且⼈們開始深入研究其細節及不同的再電離機
制。未來⼗幾⼆⼗幾年⼈們對再電離的認知想必會有⼗⾜的⻑進，因為觀測技術越來
越成熟，不同波段的望遠鏡的建設⽇漸完備，此外超級電腦的發展也幫助⼈們在理論
預測中引入更細微的物理機制。現在加入研究再電離真是個再適合不過的時機了！
⼆、AKARI紅外望遠鏡觀測到的活躍星系核在不同環境中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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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9年07⽉28⽇（星期⼆）15：30⾄17：30
地點：綜合⼆館天文所501
導讀⼈：桑戴瑞
成員：後藤友嗣、⾦成鎮、橋本哲也、Alvina、何建彰、呂亭誼、桑戴瑞、蕭予揚、
林于瑋、凌志騰、吳耕緯、王柏雅、古翊樺
紀錄⼈：桑戴瑞、呂亭誼
導讀⼈介紹：升碩⼆，專⻑：星系演化及星系、類星體在不同環境下的演化
討論紀錄：
過往的研究指出⼀星系的性質，諸如恆星形成速率、分⼦氣體含量等，會受其周
遭環境的影響（周遭環境即其鄰近的星系）。在比較密集的環境中，由於星系與星系
的間距較近，較易發⽣”環境效應”，從⽽改變星系性質。不同於於環境效應對星系
的影響，現下關於環境效應對活躍星系核活躍程度的影響並沒有統⼀的定論，尤其是
紅外星系中的活躍星系核。
桑戴瑞的研究就旨在利⽤AKARI紅外太空望遠鏡揭露活躍星系核的活動與其星系
所處環境的關係。由於AKARI紅外太空望遠鏡的北黃極廣域巡天計畫的觀測天區與其
他數個巡天計畫的觀測天區相符，我們可以取得這個天區中星系的多波段觀測資料，
進⽽深入研究星系性質。具體⽽⾔，⾦成鎮將這些多波段資料疊合後，何建彰擬合這
些疊合後的資料的光譜能量分佈並從擬合的參數得知這些星系的性質（如：恆星形成
速率及恆星質量）及紅移。桑戴瑞利⽤這些星系的位置及紅移計算每個星系所處區域
的星系密度，實務上即計算在北黃極天區中在HSC資料庫有光學波段觀測的星系與距
之第⼗近的星系的距離。星系密度除了可以⽤來研究星系在不同環境下的演化外，也
可以⽤來找尋星系團。⽬前星系與環境關係這項研究的成果揭⽰了：在我們的觀測天
區裡的星系樣本，只有最亮的星系，即超亮紅外星系，的活躍星系核貢獻程度（活躍
星系核亮度/此星系的總亮度）隨星系密度上升⽽下降。此外，超亮紅外星系的具體恆
星形成速率還有活躍星系核數量比（活躍星系核總數/星系總數）也都隨星系密度上升
⽽下降。
⼼得感想：
桑戴瑞：就我⽬前的研究結果看來，活躍星系核的活躍程度與星系的星系形成活
動有關，這點在過去的文獻中是已知的（這些文獻⼤部分都不是利⽤紅外星系）。然
⽽我的研究指出，其實只有超亮紅外星系（在我們的樣本中，超亮紅外星系不管是亮
度或質量都比其他星系⾼）的活躍星系核的活躍程度或星系的星系形成活動會隨星系
密度上升⽽下降。⼀個可能的物理機制是「過度消耗」，亦即⼀個星系的冷氣體（冷
氣體是活躍星系核或星系形成的「燃料」）在密度非常⾼的環境中被從星系剝離，使
7

得此星系只能在某個時間尺度內消耗其殘餘的氣體，⽽這個時間尺度取決於星系本⾝
的恆星質量。要確認此機制是否真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還需要更進⼀步的分析。
三、光譜能量分佈的擬合技術及如何將之運⽤在AKARI紅外望遠鏡及其他多波段觀測資料
時間：109年08⽉04⽇（星期⼆）15：30⾄17：30
地點：綜合⼆館天文所501
導讀⼈：⾦成鎮
成員：後藤友嗣、⾦成鎮、橋本哲也、Alvina、何建彰、王亭文、呂亭誼、桑戴瑞、
蕭予揚、林于瑋、凌志騰
紀錄⼈：何建彰、⾦成鎮
導讀⼈介紹：博⼠後研究員，專⻑：多波段觀測資料的疊合、光譜能量分佈擬合。
討論紀錄：
何建彰分享了如何計算AKARI北黃極天區內紅外星體的紅移。在此天區內總共有
約90,000個未知紅移的紅外星體。紅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要是沒有紅移資訊，我們
無法對這些星體的性質（如：光度函數或其是否處在星系團）做更進⼀步的分析。因
此何建彰利⽤⼀公開的光譜能量分佈擬合程式「Le Phare」估算這些星體的紅移。估
算的紅移結果為：在紅移⼩於1.5時加權光度學紅移的離散程度為σ∆z/(1+z)= 0.053，
災難性誤差為 η= 11.3%。
⾦成鎮介紹了如何透過AKARI北黃極天區中的紅外星系了解星系演化。過去為了
了解星系演化，科學家已經研究了不同類型的星系在不同宇宙年齡時的演化。重⼦物
質雖僅佔宇宙組成的5%以內，卻是天文及宇宙學密切研究的對象，因為星系中可觀測
重⼦物質的演化跟宇宙中⼤部份不可觀測的物質的演化有密切的關聯。我們團隊主要
利⽤AKARI北黃極天區中較亮的紅外星系來研究星系重⼦物質演化。這些星系的紅移
涵蓋從非常低紅移（即接近現在）⾄紅移約為2（即宇宙的「中午」，宇宙中恆星形
成速率密度的⾼峰期）；觀測波⻑還包含了近及中紅外線，是AKARI望遠鏡獨特的觀
測波段。因為有這些星系的近及中紅外資料，我們能夠探討及找尋過去少有研究觸及
的，被塵埃掩蔽的星系形成活動或活躍星系核。我們建立了這些星系的資料庫，其中
包含了眾多星系的物理參數如紅外亮度及各個不同輻射機制對⼀星系總亮度的貢獻等
等。
⼼得感想：
何建彰：光度學紅移真的非常重要。很多⼈利⽤我計算的紅移對星系演化做更進
⼀步的分析及研究。

8

⾦成鎮：我們正在從近期的觀測或進⾏中的巡天計畫取得更多的觀測資料，我們
不斷更新的研究將會不斷解答過去未知的問題並更新我們對星系演化的認知。
四、快速電波爆發的成因及相關應⽤
時間：109年08⽉11⽇（星期⼆）15：30⾄17：30
地點：綜合⼆館天文所501
導讀⼈：橋本哲也
成員：後藤友嗣、⾦成鎮、橋本哲也、Alvina、何建彰、王亭文、呂亭誼、桑戴瑞、
蕭予揚、林于瑋、凌志騰、吳耕緯、王柏雅、古翊樺
紀錄⼈：蕭予揚、橋本哲也、王亭文
導讀⼈介紹：博⼠後研究員，專⻑：快速電波爆發及各種爆發的相關物理。
討論紀錄：
橋本哲也最近在研究快速電波爆發的成因。快速電波爆發是天文學界近期才發現
並熱切關注的⼀種新的瞬變天文事件，主要來⾃於遙遠的星系。橋本哲也⾸創地將星
系演化學中常⽤的光度函數分析套⽤在Parkes及CHIME電波望遠鏡觀測到的快速電波
爆發上，發現了不同類型（會或不會重複閃爍的）快速電波爆發的出現次數隨紅移的
演化有很⼤的差異。橋本哲也的發現對了解快速電波爆發成因有非常⼤的貢獻。因為
從此差異，我們知道了不會重複閃爍的快速電波爆發比較有可能起源於古老的星體，
如⽩矮星、中⼦星、⿊洞等等。⽽會重複閃爍的快速電波爆發則較有可能跟年輕星體
或其⼩時間尺度的殘骸相關，即超新星殘骸、初期的脈衝星，或磁星等。
除了快速電波爆發本⾝的來源外，快速電波爆發也能⽤以解答天文學中兩個最⼤
的謎團：暗能量跟宇宙再電離。橋本哲也過去的研究指出快速電波爆發可以被⽤作為
新的「標準燭光」，如同Ia超新星。快速電波爆發是「第⼀道」可以⽤來研究暗物質
時變的燭光。⽽對於再電離⽽⾔，橋本哲也現在正在研究⽤快速電波爆發測量再電離
的⽅法。這主要是利⽤快速電波爆發獨有的觀測物理量：⾊散量，⾊散量與前景的電
離化物質含量相關，所以可以⽤來量測不同紅移區間的星系間介質電離化程度。⾊散
量對再電離史的靈敏度比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來得⾼。透過下⼀世代的電波望遠鏡（如
SKA）的快速電波爆發觀測，我們有望能在近未來內解答天文謎團。
蕭予揚正在研究如何利⽤快速電波爆發來測量暗能量。⾸先要知道快速電波爆發
確切的紅移要先找到其宿主星系，這並不容易。因此蕭予揚打算透過量測已知紅移的
星系跟未知紅移的假快速電波爆發的互相關來了解其紅移。再利⽤快速電波爆發的亮
度-持續時間關係（或稱橋本關係），我們可以量得快速電波爆發的光度距離。有了紅
移跟實際的光度距離，我們就可以導出暗能量的相關物理。蕭予揚利⽤橋本哲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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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預測的SKA電波望遠鏡對快速電波爆發的偵測能⼒及橋本關係來產⽣假的（會或不
會重複閃爍的）快速電波爆發數據，並計算暗能量和其他宇宙學常數的數值。
王亭文：為了要了解星系及其中央超⼤質量⿊洞的相互作⽤或共同演化，我們必
須觀測所有不同類型的活躍星系核。然⽽因為氣體及塵埃的掩蔽，光學、紫外及軟X射線觀測常常漏失活躍星系核。中紅外巡天計畫跟多波段觀測的組合是已知最能夠探
測到掩蔽活躍星系核活動的⽅法之⼀，因為其較不受塵埃消光影響。過去的⼤型紅外
光度巡天計畫諸如WISE及Spitzer等在中紅外波段的濾鏡間都有間隙，導致這些波段
間的恆星形成星系-活躍星系核診斷受限。⽽AKARI紅外太空望遠鏡則因在近⾄中紅外
波段有9個連續的濾鏡覆蓋範圍，能夠突破這個限制。
⼼得感想：
橋本哲也：快速電波爆發是非常有研究價值、近期才發現的瞬變天文事件，很多
天文學家（包含我）都對此感到很興奮。這兩年內已經有超過⼗篇關於快速電波爆發
的論文發表在⾃然期刊上了。我相信快速電波爆發將會為天文研究帶來新的突破，並
完全改變我們對這個宇宙的認知。我想利⽤我的研究來貢獻這個領域。
蕭予揚：我的研究⼗分有趣，因為現在天文學家仍在爭議暗能量及哈伯常數的觀
測值。不同天文觀測，如：Ia超新星、重⼦聲學振盪、重⼒波，導出的宇宙學常數相
悖。此外，快速電波爆發是已知少數在⾼紅移還能被觀測到的事件，代表快速電波爆
發將對宇宙學研究有更多重要的貢獻。
王亭文：這個讀書會激勵了我利⽤AKARI衛星找尋活躍星系核。我不只學了傳統
的恆星形成星系-活躍星系核診斷法，還學了更前沿的技術。我把我在讀書會學到的各
種技能運⽤在我的研究上。參加這個讀書會真是獲益良多，我希望之後我們還會繼續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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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得感想
Most amazing was this activity was led by students.
Students started the application. They organized meetings.
They led the discussion. At first, I thought I might have to
lead the discussion, but I did not have to. I am happy to see
such motivated, hard-working students.

後藤友嗣
It was really impressive when I discussed any topics with the
students because I found out they were really good at
discussing. Everytime I attended the discussion, I was
actually surprised at their smartness. I enjoyed this study
group activity so much. I think this kind of activity has to be
kept going on.

⾦成鎮

呂亭誼

很榮幸今年暑假有機會組織這個暑期研究室讀書會。透過
參與讀書會，我學到很多事情：就知識層⾯⽽⾔，我學到許多
關於星系演化的知識，諸如紅外星系的活躍星系核的活動是如
何受其環境影響等；就實務技能⽽⾔，透過跟組員每週的密集
討論及觀摩、提供意⾒給組員的作品，我學到如何有效率地表
達⾃⼰的意⾒及提出問題，還有如何做⼀個好的研究等。
感謝教發中⼼願意提供經費給學⽣參辦讀書會。我們過往
的研究室組會沒有經費的⽀持，所以比較⽣冷；有了膳食費及
影印、材料的補助，⼤家有更多的互動及討論，從⽇常到研究
到如何使這個讀書會變得更好等等......，⼤家互相討論互相⽀持
的感覺很棒。
總體看來這次的讀書會很成功，我們對計畫書中提到的四
⼤知識點甚⾄未提到的點都有深入的討論及研究產出，此外⼤
家在討論及發表能⼒上也有⼗⾜的增⻑。希望往後的學期都能
繼續有教發中⼼的⽀持，這不管對新進組員或是老屁股們都會
是⼀股清泉。
我會給⾃⼰5/5分，因為我認真參與讀書會，且也達到了讀
書會設定的⽬標；如果可以，我會給這個讀書會10/5分，因為
⼤家對共同經營這個團隊都投入了超乎預期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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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可以參加這個暑期研究室讀書會，以前也有類似的
活動，但是沒有申請變成暑期研究室讀書會，所以比較沒有⽣
氣，有感謝學校的協助，讓我們的讀書會變得更有趣，同學們
也更勇於發表⾔論。
我會⾃評4/5分，雖然我從來沒有缺席過讀書會，但總覺得
該發表更多⾃⼰對題⽬的⼀些看法，多問點問題。

何建璋

橋本哲也

I found this ‘study group’ to be very useful in terms of
my and students’ training. I learned how to summarize
and explain what I did in a week within a limited amount of
time. I also have to convince other members why I am
focusing on particular analyses and research in an easy way
to understand. Through this activity, I learned how to
present reasonable logical flows with understandable
language. I believe that such an a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many scenes, e.g., conference, collaboration, and
discussion wi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ask more about other members’
research. Increasing interaction within the group will
definitely extend our future research. This 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also important when they become independent
researchers/workers after their graduation.
I enjoyed the weekly study group, as I learned to
summarise and present my research progress clearly to
everyone.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ble 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other members are working on. We discussed and
helped each other in our research. I would evaluate myself
at ⅘, as I gained more knowledge on observational
cosmology and improved my presentation skills after
joining the weekly study group.

Alvina Y. L. On
在每⼀次討論會中都有不同的知識洗禮，在天文宇宙學的部分
都是最前沿的理論討論與成果分享，討論過程中可以快速地知
道每個題⽬的研究⽬的與結果，有問題的部分也可以透過發問
與討論得到更詳細的解釋，釐清不同領域之間的關係，並且對
於整個宇宙學的概念得到更詳盡的了解，也對於選擇做專題的
⽅向與主題有更多的認識，⾃評4/5，希望⾃⼰能夠再加強發問
的能⼒，並且能夠更快的抓到不同討論主題的核⼼問題。非常
⾼興能夠參與這個讀書會，希望之後也還有這樣的讀書會。

林于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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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予揚

非常⾼興以及榮幸可以與清華⼤學天文所的專家⿑聚⼀堂
⼀同品味天文的美好，經過⼀次次開會討論的洗禮，我儼然已
成為⼀個天文界不可忽視的新星，消化了這些關於宇宙學的各
種知識，包含了如何透過望遠鏡了解宇宙的結構、形成、演化
甚⾄是歷史。在我們平常可以看到新聞說科學家還不了解宇宙
等等的同時，我們是否該試著去思考，單單透過觀測、理論以
及模擬，我們甚⾄不能製造⼀個實驗室去實驗宇宙的起源、⿊
洞的霍⾦輻射等等，就能了解⾄少5%的宇宙，隨著科技的進步
以及發展，更多來⾃宇宙的訊號可以到達我們的地球，包含了
重⼒波、微中⼦等等，這些未來展望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更了解
這個世界，不會再被⼀些邪教以及神棍所誤導，讓科學家、甚
⾄是⼀般的平⺠老百姓都可以有基本的科普知識，可以讓這個
世界更加的和平以及美好，暴動以及戰爭更可能將不復存在。
與時俱進的知識以及科學會讓世界⾛向毀滅或是更加光明我不
知道，我只知道在品嘗這些知識的同時，幸福感油然⽽⽣，流
進我⾎液的每個⽑孔，然⽽在我們做這些研究的同時，我們卻
還要憂慮我們的食衣住⾏，若是能更增加讀書會的經費，或許
科學家可以⽣活在更⾼品質的環境，就能夠更快的解決科學問
題，帶領這個世界⼀起前進了。
The study group served as an avenue for me to learn other
research done by other people. It became a hub of
brainstorming and exchanging ideas which helped us
improve our own research. In addition, it helped me
improve my presentation and summarization skills. I think I
will rate myself 4.5/5, because even though I was able to
participate and contribute well to the study group, I feel
that I still have lots of things to learn and contribute.

桑戴瑞
非常開⼼可以參與暑期研究室讀書會，天文學有非常多的研究
領域，透過這個讀書會，我在天文⽅⾯的知識變得更加的廣泛
，⽽非只是懂⾃⼰做的研究。透過密集的討論，我也對於⾃⼰
的研究有更多新的想法，⽽我也應⽤⼤家的提案到研究上，謝
謝教發中⼼的⽀持，我相信實驗室的⼤家都從這個讀書會中獲
益良多，我將⾃⼰評分4/5，我希望⾃⼰能夠變得更會發問，以
及能夠在別⼈的發表中更抓得出重點。

王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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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量 (包含個⼈⾃評、互評、團體評量)
評分⼈根據被評分⼈的發表能⼒及參與度等進⾏綜合評分（滿分5分）及私下的意⾒交
流。評分分數⾒表⼀。為顧及成員隱私，我們⽤A、B、C…...取代成員名字。參與評量的成員有
：呂亭誼、桑戴瑞、林于瑋、蕭予揚、凌志騰、吳耕緯、後藤友嗣、橋本哲也、⾦成鎮、
Alvina、何建璋、王亭文、陳柏翰、王柏雅、古翊樺。
⼤家也對讀書會評分。基本上⼤家都很喜歡讀書會，希望讀書會可以續辦。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讀書會

A

4.4 4.0 4.7 4.4 4.5 4.6 4.5 4.1 4.6 4.1 4.6 4.4 4.7 4.0 4.1 5

B

3.8 4.3 4.4 4.4 4.3 4.5 4.3 4.3 4.5 4.8 4.7 3.8 4.4 3.8 3.7 5

C

4.6 4.5 4.5 4.7 3.9 4.3 4.3 4.5 4.0 4.3 4.5 4.7 4.6 4.3 4.4 4

D

3.8 4.0 4.2 4.5 3.6 4.4 4.5 4.6 4.2 3.9 4.6 4.7 3.9 4.6 4.3 5

E

4.0 4.9 4.2 3.7 4.8 4.7 4.0 3.9 4.5 4.5 3.9 4.4 4.6 4.5 3.7 4

F

4.1 4.4 4.2 4.2 4.6 4.3 4.1 4.9 4.1 4.2 4.7 3.8 4.3 3.7 4.9 5

G

4.0 4.3 4.1 4.6 4.5 4.0 3.8 4.3 4.6 4.2 4.4 3.6 4.1 4.7 4.6 5

H

4.6 4.5 4.8 4.5 4.4 4.5 4.7 4.4 4.3 4.5 3.6 4.7 4.8 4.8 3.8 5

I

4.5 4.7 4.5 4.0 4.4 4.6 4.0 4.4 4.5 4.7 4.5 4.5 4.5 4.3 3.6 4

J

4.0 4.9 4.0 4.9 3.9 4.6 3.8 4.3 4.5 4.5 4.4 4.6 4.1 4.9 4.0 5

K

4.4 4.6 4.7 4.7 4.5 4.0 3.9 4.2 4.3 3.7 4.2 4.5 3.9 4.2 4.3 4

L

3.9 3.7 4.2 4.6 4.6 4.7 4.5 3.8 4.5 4.5 4.2 4.3 4.5 4.5 4.7 4

M

4.6 3.8 4.7 4.0 4.3 4.4 4.6 4.3 4.2 4.5 3.5 3.9 3.8 4.1 4.5 5

N

4.5 4.5 4.4 4.5 4.5 4.2 4.4 4.4 4.5 4.6 4.9 4.5 4.7 3.7 4.5 5

O

4.2 4.7 3.9 4.5 4.6 3.7 4.6 4.3 4.1 4.7 4.2 4.6 4.7 4.2 4.3 5

平均 4.2 4.4 4.4 4.4 4.4 4.4 4.0 4.3 4.4 4.4 4.3 4.3 4.4 4.3 4.2 4.7
表⼀、互評⾃評及團體評量表。橫列為被評分的對象，直排為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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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本校讀書會計畫的建議 (具體說明,作為未來參考)
希望可以增加「學年」讀書會這個選項，⽽不是僅限於⼀學期⼀學期......。因為有些預計閱
讀書籍如課本等，不可能只花兩三個⽉就讀完。此外，買書也需要時間（尤其是海外書籍），
扣除書實際運來的時間，我們可以讀書的時間會更短。
另外也希望經費的運⽤⽅式可以更彈性。舉例來講，我們的讀書會有約12個固定成員，膳
食費卻只有2000元；⽽由於我們不做實驗或不太印東⻄、沒有採買書籍，材料費就沒有花到。
若可以讓讀書會⾃⾏決定經費分配會更有效益。
最後若是能在活動宣傳的資訊中放上讀書會審核結果的公佈時間，將更有助於同學安排讀
書會⽇程。

陸、參考資料來源
由於讀書會內容多彙整⾃讀書會成員研究多⽇的結果及各⾃對其領域的認知，我們不附上
參考資料列表。但⼤抵⾃天文學相關期刊，如天文物理期刊、皇家天文學會⽉報、天文與天體
物理學報等。若您有興趣了解與這些主題相關的期刊論文，請參閱讀書會成員們近期發表或準
備發表的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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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在此我們附上⼀些讀書會成員做的海報，海報內容為成員們的研究主題及內容。

圖⼀、宇宙再電離的簡介及利⽤類星體量測再電離的結果（呂亭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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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快速電波爆發系列研究的總結：今年宇宙學上最有趣的發現之⼀（橋本哲也）。

17

圖三、多波段觀測資料庫的總結，尤其側重在北黃極天區中被AKARI紅外望遠鏡偵測到並
被昴星團望遠鏡超廣⾓相機驗證的紅外星系（⾦成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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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亮紅外星系中的塵埃掩蔽活躍星系核活動與其宿主星系所處環境間的關係（桑戴
瑞）。

圖五、利⽤法拉第旋轉測量的擾動來研究宇宙磁場的主要研究成果總結（Alv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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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從AKARI北黃極天區廣⾓巡天計畫的資料庫中找出活躍星系核的主要成果總結（王
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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