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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星座認星大掰法、附解答 

許偉如老師初稿、王寶勛老師審稿修訂，20110212 修 

一、春季星空（赤經 12 小時、北天在前開始） 

1、認識春季的星空，先找到 大熊 座，其中七顆主星中國稱做 北斗七星 （由斗口開始，分

別為： 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 ，注意！沒有北斗七星座這個星座，

它只是大熊座的一部分）形狀像勺子，大熊只看到三隻腳，每隻腳有兩隻腳趾頭，從前到

後稱 三台 分別為： 上台、中台、下台 ，屬於中國星官「 太微垣 」一部分，被認為是

天帝下天庭的階梯。 

2、從大熊的兩隻前腳到頭部，可以找到幾顆星，他是 天貓 座，是一排不太亮的星，可以想

成他被大熊又踢又咬的，而屁股被踢得重所以比較亮。大熊的兩隻後腳（中台、下台）還

要踢人，要踢 小獅 座，他的特徵是小三角形，不過別怕，爸爸 獅子 座在下方保護他。 

4、和斗柄的最後兩顆 開陽 和 搖光 平行處，可以找到一亮一暗的小星星，是 獵犬 座，看

來這兩隻獵犬像要咬大熊的屁屁。 

5、在獵犬座下方，有群小點點成的ㄏ字形，是 后髮 座，像在春天大鑽石裡放射光芒。 

6、大小熊之間夾著 天龍 座，從尾巴找起：從北斗七星天璇往天樞延伸一倍，可以看到一顆

小星星，這是天龍的尾巴，沿著大熊尾巴（北斗七星後四顆）方向可以者到天龍尾第三顆

星，就是天龍座的 α 星「 右樞 」，他可是三千年前的 北極星 呢！再往前找是「左樞」，

從這裡開始轉彎，找到腰，他的頭是個不等邊的四方形。 

7、小學課本有教：從天璇往天樞延伸五倍，可以看到一顆二等星，是 小熊 座的 北極星 。 

8、春季大曲線是沿著大熊座的尾巴找亮星，先找到 牧夫 座（像領帶）的 大角 ， 室女 座

（有明顯的 Y 字形）的 角宿一 ， 長蛇 座（全天最長的星座，頭是四方形）的上方有 烏

鴉 座（又是一個不等邊的四方形）、 巨爵 座（像酒杯）、 六分儀 座（很暗，只能從獅

子座 α 星「 軒轅十四 」和長蛇座 α 星「 星宿一 」中間偏東找他的 α 星），巨爵座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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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唧筒 座（也很暗）。 

9、春季大三角： 牧夫 座 大角 ， 室女 座 角宿一 ，  獅子座屁屁，β星「 五帝座一 」。

如果加上 獵犬 座 α 星「 常陳一 」，就成了「春季大鑽石」。 

10、看到獅子嘴巴的方向，就知道他想吃螃蟹，找到 巨蟹 座，冬天的 雙子 座和 小犬 座

正在保護這隻「蟹老闆」。 

11、牧夫座的東邊，有一個碗口朝上的杯麵，叫做 北冕 座，和他搶杯麵的是夏天的勇士 武

仙 座。 

二、夏季星空（赤經 18 小時、南天在前開始） 

1、認識夏季星空，先找南天明顯的指標－大毒蝎 天蝎 座，牠長得像釣魚鉤，垂釣在銀河中，

也因為牠太毒了， 人馬 座就拉起弓箭射向牠，這樣還不放心，上面北方的 蛇夫 座狠狠

踩著牠，還用 天秤 座 K 牠的頭，可憐的天蝎，命運和西邊的 豺狼 座一樣，被 半人馬 座

拿著標槍刺，等天蝎奄奄一息後被放在神壇上，叫做 天壇 座，壇的西邊放了一把 矩尺 座

想量量牠到底有多大，壇的左邊 印第安 座帶了一隻 孔雀 座不敢靠近，只敢用 望遠鏡 

座偷窺牠；望遠鏡上邊 人馬 座腳踢到一個形狀很像「C」的泡麵杯，裡面放著泡了好久

的爛麵，叫 南冕 座。 

2、繼續看天蝎上面肥圓五角形的 蛇夫 座，他可忙得很呢，除了要踩著天蝎報仇，天蝎搶了

牠的名次，讓他不能名列黃道十二宮，蛇夫手上還抓著一條三角頭的巨大毒蛇 巨蛇 座，

但是用力過猛，把巨蛇掐成兩半，成了 88 星座中唯一分成兩段的星座。蛇夫的 α 星「 候 」

和 武仙 座的 α 星「 帝座 」好像兩個人大眼瞪小眼，為了怕武仙偷襲，他偷偷在身後藏

著 盾牌 座。 

3、這武仙也不是省油的燈，早在春天星座就說過他和 牧夫 搶 北冕 ，這下又和蛇夫大眼瞪

小眼，長得像英文字母 H，又像蝴蝶結，其實他是踩在 天龍 座頭上，高跪著，手裡拿著

一朵鮮花，要向 天琴 座的織女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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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這下 天鷹 座的 牛郎 緊張了，帶著他和織女生的兩個小孩，搭著十字形的飛機（阿拉伯

人說是老母雞） 天鵝 座，要到銀河對岸找媽媽織女星，這就形成了 夏季大三角 ，他們

分別是三個星座的 α 星： 天琴 座的 織女 、天鷹 座的 牛郎 、 天鵝 座的 天津四 。

天鵝旁邊有 狐狸 ，虎視眈眈要吃天鵝肉， 天箭 座則是愛神邱比特的箭，要將牛郎織女

的心射在一起，免得武仙來橫刀奪愛，一旁的 海豚 座揚起頭，和好朋友 小馬 座鼓掌叫

好。 

5、 於是織女往牛郎方向看去，看到很大的一個微笑，就是 摩羯 座，在微笑的摩羯下方有

三顆小點點，他就是很微小的 顯微鏡 座。 

三、秋季星空（赤經 0 小時、北天在前開始） 

1、認識秋季的星空，在北方為王族星座，首先要找到 仙后 座，他長得像英文字母 M，有

人說他是「麥當勞」在天空的分店，將他的五顆亮星從張開角度較小的這一邊開始，依序

編號 1~5（中國星名分別為：1 王良一，2 王良四，3 策，4 閣道三，5 閣道二），由 1 往 2

延伸一直線，再由 5 往 4 延伸一直線，這兩線交於一點，這裡沒有亮星，所以暫用 6 為編

號，最後用 6 向 3 連線長度為基準，延伸出去五倍找到 小熊 座的 北極星 。 

2、M 五星中 2 往 1 方向延伸四倍，找到仙后的老公 仙王 座 α 星「 天鉤五 」，仙王座像短

得不能再短的鉛筆，原來應該 lady first 仙后走在前面的，一結了婚，仙王就超車跑到仙后

前面了。 

3、M 五星中編號 2、3、4 星張開的角度方向看去，在 M 的上方是女兒 仙女 座，因為愛美，

減肥成了紙片人、瘦竹竿，三顆亮星（分別是：α壁宿二，β奎宿九，γ天大將軍一）像

阿拉伯數字 1，所以說「仙女一字指東北」，順著指過去找到 英仙 座α星「天船三」（也

可以用 M 五星中 3 往 4 延伸約五倍找到）這附近找到一隻雞爪，就是仙女的男友 英仙 座。 

4、仙女頭頂連接的四邊形，就是男朋友英仙的飛天神馬 飛馬 座，馬頭像數字 7，兩腳踩著

天鵝和蝎虎，飛馬前面就是他的小孩小馬座，這飛馬神龍見首不見尾，和冬天的金牛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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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都是「殘障馬」與「殘障牛」，只見前半截，飛馬背上的 V 形大尿布，就是 雙魚 座。 

5、仙王、仙后、英仙，合力照顧一隻長頸鹿（沒亮星），怕被大熊和天貓的頭給頂住欺負了，

就是 鹿豹 座，還有一隻壁虎由仙王、仙后、仙女照顧，就是蝎虎座，仙女上數學課要帶

三角板，就是 三角 座（不是三角板座）；上自然課牽了一隻白羊，在天上有兩顆亮亮有

神的雙眼，就是 白羊 座。 

6、秋季的星空，在南方為水族星座，首先要找到 飛馬 座。加入仙女座α星「壁宿二」組成

四邊形，通稱「飛馬四邊形」或「秋季四邊形」，靠前腳亮星為β星「室宿二」，靠馬脖子

的是α星「室宿一」，馬背上的是γ星「壁宿一」，由室宿二往壁宿一延伸找到 雙魚 座α

星「外屏七」沒甚麼亮星的雙魚座，看起來像要把飛馬包起來的樣子。 

7、用馬前腳的室宿二往馬脖子室宿一延伸三倍，找到比較亮的是 南魚 座α星「北落師門」

魚嘴星，所謂「南天寂靜亮星少，北落師門賽明燈」很容易找的，南魚座上方也是不太亮

的 寶瓶 座，有兩串暗星像水流下到魚嘴巴，像從寶瓶倒水給南魚喝。 

8、再用仙女座α星「壁宿二」向馬背上的「壁宿一」延伸兩倍多一點，找到比較暗的 鯨魚 座

β星「 土司空 」，他本來是要吃仙女的大海怪，卻變成愛吃土司的大鯨魚，還被雙魚尖

尖的部分戳成彎彎的身體！ 

9、利用 南魚 座「 北落師門 」， 鯨魚 座「 土司空 」加上像豆芽菜八分音符的 鳳凰 座

α星「 火鳥六 」，就成為秋季南天三角形了，在秋季南天三角形的中間，有一個很暗，

不是御夫的 玉夫 座。在秋季南天三角形的下面，有一隻長長脖子歪歪頭的鶴： 天鶴 座。 

10、天鶴歪著頭的原因，一是因為他想看顯微鏡座，二是看南邊的朋友 杜鵑 座，他也看到 印

第安 座和 孔雀 座玩在一起呢！ 

三、冬季星空（赤經 6 小時、南天在前開始） 

1、要認識冬季的星空，首先要找到冬季星座之王： 獵戶 座長得方方正正，正面向我們，

腰帶三顆星為參宿一、二、三，右肩α參宿四，左肩γ參宿五，右腳參宿六，左腳β參宿



5 

 

七。 

2、由獵戶座參宿一、二、三往上，可以找到一顆鮮橙色憤怒的火眼金睛，是 金牛 座的α

星 畢宿五 。金牛頭部與眼睛部分成小 V 字形，這是疏散星團「 畢宿星團 」，距地球僅

150 光年，延伸出大 V 字形則為牛角部分，牛眼被獵戶打瞎了一隻所以憤怒的瞪著獵戶，

牛背上有距我們 400 光年的全天最漂亮星團，編號 M45 的七姊妹 昴宿星團 。 

3、從獵戶的腰帶參宿三、二、一往下，可以找到一顆全天最亮的 天狼 星，屬於 大犬 座。 

4、冬季大三角，從獵人打獵帶的兩隻狗找起： 獵戶 座 參宿四 ， 大犬 座 天狼星 ， 小

犬 座 南河三 。 參宿四 是一顆比太陽大 1000 倍的紅巨星。在大犬和小犬之間，包著獨

角獸 麒麟 座。 

5、從獵戶打獵的故事掰起......獵人打獵帶著 大犬 座和 小犬 座，剛開始打小獵物放在腳下，

分別是 天兔 座和 天鴿 座，獵戶不滿足還要打 金牛 座， 金牛 座眼被獵戶打瞎了，憤

怒的瞪著獵戶，一旁的 雙子 座勸架說：「別打了，看我兩兄弟這般和睦，綁在一起像「北」

字一樣的雙胞胎，咱們來打棒球吧！我早已準備了本壘板，這五邊形似的 御夫 座就是

了，打完口渴了來喝 麒麟 座啤酒吧...」 

6、以上可以找冬季大橢圓，是指從大狗狗的鈴鐺： 大犬 座的 天狼星 ，經過獵人的左腳： 

獵戶 座的 參宿七 ，到 V 字獨眼怪牛： 金牛 座的 畢宿五 ，到天上的五邊形本壘板風

箏： 御夫 座的 五車二 ，到雙胞胎「北比」： 雙子 座的 北河二 、 北河三 ，到一字

小狗狗 小犬 座的 南河三 。 

7、獵戶的左腳參宿七旁，有一條可以清洗獵物的河流，叫 波江 座。這個波江，長得倒像一

隻臉朝右邊的狗，舌頭的地方就是天上烹煮食物的爐子，叫 天爐 座。狗狗的肚子裡，吃

了兩個不該吃的東西，一個是會刺穿肚子的雕刻工具： 雕具 座，另一個是會滴滴答答的 

時鐘 座。波江的盡頭是明亮的α星，中文名字也和水有關，叫 水委一 （也可以用秋季

大三角的中線向南延伸找到他）。 



6 

 

 

五、南天星空 

1、要認識南天的星空，首先要找到南天的十字架： 南十字 座。左方馬蹄：半人馬座 南門

二 與 馬腹一 ， 南十字很好用，可以釘下方的 蒼蠅 座。 蒼蠅 被釘住，下方的 蝘蜓 座

就來了這些都擺在山案座上（山案其實是方山，平坦的石塊）； 蝘蜓座怕右方的三爪 飛

魚 座； 飛魚 怕自己的同類 劍魚 座，真是有趣！。 

2、 半人馬 座 ，拿起了長茅，瞄準左方的 豺狼 座，如果用力過猛刺穿 豺狼 ，還會刺到 天

蝎 的心臟 心宿二 ！ 

3、這隻 半人馬 座，專心的對付豺狼，卻不知腳下的馬蹄： 南門二 與 馬腹一 ，正踩著 圓

規  座。還好！下方的  南三角 座離他較遠，逃過一劫。有 圓規座、 南三角座，加上 天

壇座右邊的 L 形 矩尺  座，就是文房三寶囉！ 

4、南方比較溫暖吧，來了好多候鳥，燕子飛得快，最靠近南極有 天燕  座還有圍著 印第安

座的 孔雀 座、 杜鵑 座、 天鶴 座，遠一點的 鳳凰 座，更遠還有 天鴿 座共六種鳥。 

5、全天最亮的大犬，可是舒舒服服的坐在「山」字形船的尾部： 船尾  座。別小看這艘船，

他在船的底部： 船底  座可是有著全天第二亮的南極 老人 星喔（老人星也可以用冬季

大三角的中線向南延伸找到他）！ 

6、有了大犬的船尾和老人的船底，當然，要有 O 形的 船帆  座才會跑呀！為了航行的安全，

指方向的 羅盤  座和打氣用的筒子 唧筒  座是絕對不可少的。 

7、在老人無聊的時候想學繪畫，於是就買了繪畫的架子： 繪架   座。繪畫的內容可豐富

了，小小三角形卻能網魚的  網罟  座（也有說網罟是測量儀器），網到有細細像寶劍的  

劍魚  座、長長 v 狀的 時鐘 座，在波江座 水委一 的南邊，甚至還有大大三角頭水中之

蛇： 水蛇  座哩！ 

8、最後，靠近南極的中心的三角形，當然就是 南極  座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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