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霹靂 Understanding Universe: Bi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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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故事都起始於一百

三十億年前一次大暴脹

宇宙始於奇異的一小點

經過組合、衍生、運行

最後可能自滅回到原點

C11-13

我們的前世今生



觀察宇宙星系發現整個宇宙持續向外膨脹大霹靂

WIKIPEDIA

Edwin Hubble

若某銀河發出的
光譜顏色偏紅，
顯示這個星座正
在遠離觀察者。

若宇宙一直在
膨脹著，反推
在亙古之前，
整個宇宙可能
集中在一點，
以空間膨脹開
啟整個宇宙。

光、光譜

奇異點 2

Red shift 紅外移



宇宙為何存在？大霹靂
人類竟然能在這個宇宙裡演化，並意識到周遭的整個宇
宙。也察覺到 150 億光年以外還有其他的東西。

目前已知這個宇宙裡，只有我們的太陽系有生物。或許
知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會讓人覺得自己比較特別，也
會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人體每個原子都來自某個恆星』我很喜歡這個說法。
若沒有恆星，宇宙就只有氫氣，我們所知的一切都不存
在。

說人類是宇宙塵並不誇張，因為我們血液所含血紅素裡
的鐵，和我們骨骼裡的鈣，都是超新星爆炸時產生的。

星星的後裔

生命的獨特性

通宇宙 貫古今

過程比結果重要

一位物理系教授告訴我說『要在宇宙中隨意找到一顆原子不太容易』

假如宇宙真是如此出生、擴展、滅亡，那麼整個宇宙或人生的意義何在？ 3

我們存在的意義？



地球誕生 地球大紀行: 地球的誕生

很多因緣際會才成就了

地球獨特的厚生環境，

但無法保證永遠如是。

地震、颱風、乾旱等天

災是地球正常脈動，生

命存活在無常之縫隙。

The Earth

NHK エンタープライズC1214’ 4



早期太陽可能呈現星雲系
統，周遭較冷部份星塵先
集結成為行星前身，不斷
受隕石攻擊成長，並因撞
擊所產生之高溫而融化。

太陽系的原始行星吸引大量隕石衝擊而增加質量地球誕生

許多星體有類似太陽
系的行星誕生環境。

月球表面
清楚記錄
早期曾受
嚴重的隕
石攻擊。

早期太陽星雲想像圖

獵戶大星雲中

WIKIPEDIA

想像的早期行星形成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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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Moon-craters.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Image:Moon-craters.jpg


來自宇宙的水冷卻了地殼並充滿地表而形成海洋

WIKIPEDIA

地球誕生

攻擊地球的隕石同時也帶來大量水
分，是地球海水的主要來源之一。

太陽電磁波與熱力對行星的影響甚巨，導致水星
與金星留不住水分子，因此也無法孕育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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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中原始地球的高溫濃湯與劇烈的環境衝擊地球誕生

(1) 地表溫度很高，地殼活動非常旺盛。
(2) 原始大海中充滿各種基本元素或小分子。
(3) 還沒有大氣層，因此紫外線直射地面。
(4) 沒有氧氣，可能有甲烷、氨氣、含硫化合物 (H2S)。
(5) 殞石還是不斷襲擊地球，帶來外空物質。
(6) 好像一個巨大的化學反應槽。 7



地球內部仍然維持融岩狀態並且不時釋放能量

WIKIPEDIA

地球誕生

Pangaea 盤古大陸

一生被地球驚嚇三次︰
第一次在小學 - 老師說地底下全是火熱岩漿
第二次大學時 - 報章雜誌介紹大陸漂流理論
第三次不惑年 - 得知地球的水大部來自太空

人類只是寄居於
如蛋殼般的地表

地殼僅佔地球
體積 1% 以下

20~70 公里厚

半徑 6,37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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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Ortelius (1596)
Alfred Lothar Wegener (1912)



生命源起 Century of Discoveries: Origin of Life

地球的生命可能起源

於 45 億年前的熱湯

生命是一連串組合過程：

原子聚成小分子，後者再

組成巨分子，乃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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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生命的物質可以在原始地球的環境中產生生命源起

WIKIPEDIA

Miller-Urey experiment 

米勒 Miller 在實驗玻璃瓶中
模擬早期地球上的狀況，只給
予簡單的小分子，但是充滿了
熱與能，是有效的反應器。

反應一週後，發現產
生很多有機物質，尤
其有十多種胺基酸，
這些胺基酸的種類，
與最近發現的古老蛋
白質之組成很相近。

地球剛形成之後，不可能有生
物存在，但是充滿簡單的小分
子 (如水、氨與烷類)，以及取
用不盡的能量。

胺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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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

核苷酸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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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物質也可能來自地心或太空生命源起

WIKIPEDIA

海底還留有很多地殼裂痕，充滿了熱能與化學物
質，很類似早期的地球環境，可能孕育生命。

隕石除了為地球帶來水分之外，也可能帶來生命
物質，更可造成生物大滅絕而影響演化。

Chicxulub Crater
墨西哥 Yucatan 半島

恐龍滅絕已證實因為
大型隕石撞擊，人類
原祖的小型哺乳類幸
運逃過一劫，後來得
以蓬勃繁衍至今。 11



米勒的實驗有何重大意義？
『地球可能製造組成生命的單位分子』

如何面對地震火山爆發或隕石等天災？

『本來就是地球的正常活動之一』

你覺得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發生的？

『從有機化合物逐步組合演化至生物』
『有人說生命可能由外太空移入地球』

胺基酸對生物有何重要性？

『胺基酸連成具有生理功能的蛋白質』



細胞、分子與生命 上課進度一覽

生命源起 C11 宇宙誕生
C12 太陽系與地球
C13 生命源起
C14 遺傳機制
S10 生命的故事

微 生 物 C31 微生物：原核細胞
C32 幽門螺旋菌：胃潰瘍
C33 病毒：AIDS, SARS
C34 人體防衛系統
S30 基礎免疫

C21 鮑林 Pauling
C22 達爾文 Darwin
C23 費曼 Feynman

人 物

C01 快樂的力量

C23b  奈米烏托邦

S20  蛋白質

C32a  胃
C32b  腸

S31  細胞大戰

K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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