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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到地球的相關證據 
飛碟探索季刊藏版 第１５集 1998 年 2 月         何顯榮 

 

外星人到地球的相關證據有下列的方式來探討： 

一、古籍中的記載 

　、在中國正史中，在《古今圖書集成》、《竹書紀年》、《史記》、《資治通鑑》、《二

十五史》以及各地方府縣誌等，其中在「天文志」、「五行志」等所記載的「不明飛行物事

件」，甚至幾乎很明確的「飛碟事件」，約有一千件。遠從四千年前就有幽浮事件的紀錄，

可說是世界最早、最真實的「外星人到地球的相關證據」，茲依年代順序提出中國正史中的

幽浮事件範例十二則，敘述如下： 

1.夏帝廑八年「十日並出。」《古今圖 

  書集成卷十九》。 

2.商帝辛四十八年「二日並出。」《古 

今圖書集成卷十九》。 

3.漢昭帝元平元年，「有流星大如月， 

眾星皆隨西行。」《漢書．昭帝本 

 紀》。 

4.晉愍帝建興二年正月辛未，「辰時， 

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 

而東行。」《晉書．愍帝紀》。 

5.唐憲宗元和九年正月，「有大星如半 

席，自下而升，有光燭地，群小星隨 

之。」《新唐書．天文志》。 

6.宋太宗端拱元年閏五月辛亥，「丑 

時，有星出奎，如半月，北行而沒。」 

《宋史．天文十》。 

7.金哀宗正大三年三月庚午，「有氣微 

黃，自東北一亙西南，其狀如虹，大 

有白物十餘，往來飛翔，又有光倏見 

如二星，移時方滅。」《金史．天文志》。 

8.宋恭宗德祐元年二月丁亥，「有星二，鬥於中天，頃之，一星墜。」《宋史．天文十三》。 

9.明世宗嘉靖三十九年十一月，「有星如劍，橫亙西北，赤如血，聲如火，氣如煙。」《清

乾隆．廣東潮州府志》。 

10.明神宗萬曆三十年秋，「夜有星如卵，光散照地，後隨小星二，復有大小二星飛行梭織。」

《清乾隆．安徽銅陵縣志》。 

11.清高宗乾隆四十五年十月中，「二更，見天南方有物大如牛，漸如山，色紅燭地若晝，

逾時滅。」《清朝．貴州遵義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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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德宗光緒三十四年七月，「夜，有火星飛行半空，來自北而南，其形如盤，光如電燈，

一時光斂而沒。」《民國．河北棗強縣志》。 

其中第一例句：「十日並出」，是在西元前1914年的記載，距今將近四千年，流傳成為

「后羿射日」的神話。這個「十日」，絕非太陽，若以現代的「飛碟學」眼光來看，應是「十

個如太陽大小的明亮發光體」，這就是世界上正史中，古代最早的幽浮事件的紀錄。上述二

十範例中，所謂「日」、「月」、「星」、「光」、「火」都可以看成幽浮。另外有清末民

初上海「申報」出版的新聞性畫刊 ─ 《點石齋畫報》曾刊載一些異象，其中有些屬幽浮現

象，取一則「赤燄騰空」（圖、文詳見《飛碟探索雜誌》第十三期第七頁) 。這類圖文並茂

的記載仍有許多篇，可見中國自古以來就有許多天外來客的正式記載。 

　、有關外星人和幽浮的敘述，在聖經的新舊約中均多次出現，茲提出幾則記載說明之： 

1.聖經舊約的原文大部分都是用希伯來文寫的，而希伯來文的「天主、上帝、神」都是

用複數名詞 ──「Elohim」，其原意是「來自天上的人們」。 

2.「出埃及記」記載：「上主在他們前面行，白天在雲柱裡給他們領路，夜間在火柱裡

光照他們，為叫他們白天黑夜都能上路。白天的雲柱，黑夜的火柱，總不離開百姓面前。」

其中「白天的雲柱，黑夜的火柱」以現代的觀點來看，就是幽浮。又「「上主的彩雲白天停

在帳棚上，黑夜在雲中有火」，其中有火的彩雲，就是幽浮。 

3.「以西結書」記載：「我觀望，有一陣暴風由北方吹來，颳來一大塊火光四射的彩雲，

雲中有一團旋轉的火，火中有一種發亮的金屬。」這個在火中會發亮的金屬就是幽浮，甚至

可能是飛碟。 

4.「馬太福音」記載：「有幾個博士從東方到耶路撒冷，……在東方所見的那星，忽然

在他們前頭行，直行到小孩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了。」那星就是幽浮。又「忽然有摩西、

以利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說話。說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光明的

雲彩就是幽浮。 

　、在佛教的最原始經典，即佛陀所講的《阿含經》，就有記載著異次元時空的天界，其

三界分為：欲界有十二天、色界有二十二天、無色界有四天，共計有三十八天，每一天都有

不同的天人。這些天人及天，隱約就是我們現代所謂的外星人及其所居住的星球。在《長阿

含經》中的《世紀經》轉輪王品描述：「在樓閣上，親屬群臣前後圍遶，是時王前有「金輪

寶」忽然來應，輪徑七肘，千輻轂輞眾相滿足，自然成就，非工匠造。……彼天輪寶應聲即

轉，……即命嚴駕行向東方，於是輪寶

及四種兵一時皆從。」這個金色的輪寶

就是轉輪王的運輸工具，以我們的眼光

來看，就是飛碟。 

二、古文明遺蹟的訊息：埃及、馬雅、

那茲卡、復活節島……等的遺蹟。 

　、埃及的金字塔：四千七百年前開

始建造，歷經約一千年時光，完成約八

十座的埃及的金字塔，最有名的是開羅 埃及文明由神秘壯觀的三大金字塔建築物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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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的三座大金字塔，其中最大的庫夫王金字塔，有 146.6公尺高、邊長 230.3公尺，用260

萬個石塊，共650萬噸，可建造30棟紐約的摩天大樓。大金字塔內部構造的精細，即使是現代

的建築也難以與其媲美。根據專家調查發現各部位的尺寸含有數學和幾何的重大意義。塔內

賦有神秘的力量，可使物質脫水、刮鬍刀恢復銳利、疏果保鮮等。這些建造的技術可能來自

外星文明。 

　、馬雅的古文明：南美的馬雅古文明是從西

元前一千五百年前至西班牙人入侵止，自紀元三

世紀以後，急速成長，至八世紀盛極一時，建立

了許多巨大的石造神殿、宮殿、僧院等，已發現

有6500 座建築物，綻開了燦爛的文化。不但是美

麗的彩文、刻文土器，神聖文字以及神像的石雕

等。尤其是以金星為準的天文曆法，精確到每六

千年祇差一天、一年的天數正確到 365.242天，

更令人驚異。但到十世紀，馬雅人完全消失，據

說可能由外星人接走。 

　、那茲卡的巨大地面圖形：約1500年前在南美秘

魯那茲卡一千平方公里的台地上出現許多巨大的圖

形，有三十種動植物的花紋，以及超過二百種的幾何

圖形，從15Ｍ到 300Ｍ都有(圖形參閱《飛碟探索雜

誌》第十四期第廿七頁)，另有幾條筆直的平面跑道

長達數公里，這些圖形沒有測量學的知識是不可能繪

得出的。在降雨量稀少的秘魯南部的荒原上一直被保

留下來，直到一九三八年才由一位飛行員在1800公尺

高空，發現這個酷似飛行基地的古文明遺蹟，可能是

以前高科技的外星人作為飛碟起降基地。 

　、復活節島的巨石像：距南美智利外海3700

公里的復活節島，被發現有1500年前所製作完

成的巨石像(毛埃,Moai)，約有一千尊翹首朝

天，大部分重達二十噸，高度從 3.5公尺至 4.5

公尺，最大的有 28公尺高、90噸重；另外約有

三百多尊尚未完成。毛埃是由堅硬的火山岩鑿

出，以土著的石器工具是無法完成的。倘若根

據當時的人數和工具，這些毛埃需要63,000年

的時間才能完成。根據傳說，土著信仰來自天

上的鳥神，毛埃的製作可能是外星鳥神教導的。 

除此外，另有位於中美洲墨西哥的「阿茲特泰帝國」的文明、巴比倫可能是外星人的通

馬雅文明在中南美洲提卡爾70米高的

大神殿金字塔 

秘魯那茲卡荒原數公里的寬坦跑道 

復活節島仰首望天的巨大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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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站的「巴貝通天塔」、巴基斯坦「摩亨齊．達羅」古代核戰的戰場、印加帝國精湛絕頂的

工程技術、玻利維亞高山上的泰亞瓦納柯城的石雕及外星神話等等。 

三、歐帕茲的謎底：古代超文明的遺物 

歐帕茲(OOPARTS； Out Of Place ARTifactS)就是在不應該出現的地方出土的史前物。

分成二種，第一種是由古老地層中所掘出的人造物，譬如石頭中的金線、石頭、石英中的鐵

釘、從岩石中出現的金屬容器、煤礦中的鐵器、鎖等；第二種是古代超文明的遺物，舉例如

下： 

　、在地中海克里特島附近發現二千年前希 

臘沉船的金屬製齒輪。 

　、一九二七年在宏都拉斯魯巴達一千年前 

   馬雅神殿發現的水晶頭蓋骨。 

　、哥倫比亞北部挖出五公分黃金打造的古 

 代超音速噴射機模型。 

　、巴格達出土約二千五百年前古代電池。 

　、美國洛杉磯出土的印第安人九千年前 

的石頭齒輪。 

　、亞述古墓出土二千七百年前直徑四公 

分、經機器研磨過的水晶鏡片。 

　、一九七八年埃及古墓出土的木製 14公 

分×18公分、39.21 公克重的滑翔機。 

　、一九二０年巴拿馬海岸挖出20公分古代 

推土機的黃金飾品。 

　、一九三０年在哥斯大黎加發現百餘個石球，最大有 2.4米直徑的巨大石球。 

　、一五一三年土耳其海軍總督必里雷斯繪製包含有南北美的世界地圖。 

　、日本青森縣出土的遠古時狀如太空人的神像，有太空衣、護目鏡、耳機等。 

　、墨西哥挖掘到7000萬年前的古代恐龍土玩偶。 

　、印度德里市郊的寺廟中，有一根高七米、直徑49公分的古代不生銹的鐵柱，稱為阿育

王之柱。 

 
巴拿馬海岸挖出20公分長的古代推土機黃金飾品。 

地中海希臘古沉船中發現金屬齒輪及其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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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超文明古代超文明的遺物，都是超越當時的人類文明的產物，甚至有些至今仍難知

道其中的奧秘。既然這些人類的知識範圍內無法得知的超文明的產物，倘若排除宗教上人類

所崇拜的無形上帝、仙佛等教導人類的可能性，惟有來自外星球的文明；換言之，可能是外

星人駕駛飛碟到達地球，傳授於人類的。 

 
埃及古墓出土的木製滑翔機及其圖形。 

  
倫比亞挖出印加文明的五公分純金噴射機模型。(右)巴格達出土約二千五百年前古代電池。 

  
(左)亞述古墓出土的古代水晶鏡片。(右)洛杉磯印第安人九千年前所用的石頭齒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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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印度一寺廟中不生鎊的古代鐵柱。(中)墨西哥挖出古代恐龍土玩偶。(右) 日本青森縣

出土遠古神像像太空人。 

  

(左)哥斯大黎加2.4米直徑的巨石球。(右) 馬雅神殿發現古代的水晶骷骷髏頭。 

 

四、全球性的幽浮案件 

一九四七年六月二十四日，美國的企業家阿諾德在

華盛頓州雷尼爾山上空，駕著自用飛機飛行時，突然發

現天空有超高速飛行的九個白色碟狀不明飛行物體，稱

為「飛碟(flying sauce)」。這個消息發佈後，造成美

國極大轟動，並引起全世界各地的重視，此後幽浮目擊

事件不斷被報導，成為近代大眾注目的焦點。 

根據統計，全世界每年目擊飛碟的架次遠超過一百

架，在七０年代中期的資料，十年內發現最多的是巴

西，有三七０架，其次美國一二０架、阿根廷一０三架、



 2

秘魯八一架、哥倫比亞七二架、英國七０架、義大利六八架、蘇俄六七架、中國六０架等

等，可知飛碟經常出現在地球上，特別在中南美洲、包括美國。 

一九七０年在巴西聖保羅舉行的中南

美洲宇宙現象研究會議中，專家所發表的

飛碟型態有十三大類：雞蛋型、球型、碟

型、圓圈型、雪茄型、茶杯型、飛枴型、

土星型、半圓型、陀螺型、圓頂型、橢圓

型和鐵餅型(圖形參閱《飛碟探索雜誌》第

十三期第八頁)，再細分為一三二種。由於

飛碟的種類很多，可以推斷飛碟不僅來自

一個或少數的星球，而是來自許多不同的

星球。 

近年來，世界各國的幽浮目擊事件經

常發生，目擊報告、照片、錄影帶的證據

愈來愈多，已引起全世界的科學家的重視，聯合國也正式成立一個委員會正在收集資料研

究中，美國也繼續執行「探索外星智慧計畫(ＳＥＴＩ)」。 

雖然已有一些國家正式承認飛碟和外星人的存在，例如巴西、格瑞那達、波多黎各等

國，但是握有許多證據的大國，包括美、俄、英、法等國，始終仍未正式公佈真相，顯示

有飛碟到達地球，只是尚未明朗化而已。 

除了幽浮目擊事件外，世界上曾發現許多與外星人直接接觸的事件，例如空軍軍官駕

駛軍機追逐飛碟而被擊落犧牲、人類被外星人綁架及人體受到試驗、牲畜被殺害撥皮吸血

割取器官等；另有幾位自稱曾和外星人面對面接觸，甚至上過飛碟。這些更顯示外星人到

達地球的事蹟。 

五、美國羅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與幽浮案件的調查報告 

一九四七年七月三日罕見的大雷雨夜晚，在美國新墨西哥州羅斯威爾附近，發生不明

物體墜毀事件。另外，八日在距滿佈金屬碎片的布萊索農場西邊五公里的荒地上，發現一

架金屬碟形物的殘骸，直徑約九米；碟形物裂開，有好幾個屍體分散在碟形物裡面及外面

地上。 

報紙刊載軍方聲稱發現墜落農場的飛碟，引起很大的轟動。隔日報紙提出澄清，墜落的是

氣象汽球，成為五十年來，懸而未決的「羅斯威爾事件」。 

一位作家以控告取得官方資料，每頁當中大部分被塗黑，有的僅八字可讀，又有議員

查明羅斯威爾事件原始資料業經銷毀。最近美國空軍解釋50年前羅斯威爾幽浮謎外星人屍

體「其實是跳傘試驗的假人」，但是由民間所得資料顯示身高及體重不符，且跳傘試驗是

在事件後十年才進行的，所以飛碟專家不信這一套。 

自從羅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發生後，美國降軍方為降低大眾的幽浮熱，進行「藍皮書

計畫」，調查幽浮目擊的報告，將所有的資料和檔案分成機密等級，被送到美國國家檔案

 
1947年6月24日發現飛碟的阿諾德及其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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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局儲存，機密性較低的案件已陸續被解密而公開，但是仍然有一些「絕對機密(top 

secret)」的檔案至今仍被隱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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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卡持一九七七年競選美國總統時，曾向媒體聲明：如果他當選總統，將公

開美國每一件有價值的幽浮目擊資料；他相信幽浮的存在，因為他曾於一九六九年十月還

是海軍軍官時，在喬治亞州目擊幽浮。以上三頁是美國「天空現象國家調查委員會(NICAP)」

所公佈卡持(Jimmy Carter)的正式報告全文，報告者；「吉米．卡持(Jimmy Carter)」親

自簽名負責。但是他當選後，不扣何故？竟然食言而肥，隻字不提。 

根據藍皮書計畫提出的報告中，有數百件報告未被研究，並且許多正式報告未被納入，

縱然被納入，對報告的處理也不恰當，甚至常被篡改。藍皮書計畫從一九四七年起進行二

十二年的調查工作，到一九六九年軍方根據處理過的調查結果宣稱，來自外太空的威脅不

存在，而停止該計畫，調查幽浮的工作從此移交民間進行，一直迄今。美國政府始終堅稱

沒有證明飛碟存在的具體證據。可知藍皮書計畫就是美國空軍用來降低大眾的幽浮熱、甚

至可能掩飾當局秘密研究飛碟的障眼法（詳情參閱《飛碟探索雜誌》第十一期第一頁「羅

斯威爾事件是真？是假？」)。 

此後美國各地仍然經常發現幽浮的出現，一些目擊報告被送到「天空現象國家調查委

員會（NICAP)」，就以一九七三年為例，就有百件之多。其中被解密的一件是美國前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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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親自簽名的幽浮目擊報告表，記載一九六九年十月他還是海軍軍官時，在喬治亞州的

幽浮目擊報告。一九七七年卡特競選美國總統時，曾向媒體聲明：如果他當選總統，將公

開美國每一件有價值的幽浮目擊資料；他相信幽浮的存在，因為他曾經看到一個。但是他

當選後，不知何故？竟然隻字不提。 

雖然美國軍方公稱停止調查幽浮目擊事件，但是並不表示美國已放棄收集及研究有關

外星人與飛碟，反而在祕密的進行。軍方將收集到的外星人或飛碟的墜毀物被運送至機密

地區進行研究。例如在拉斯維加斯的北方有一個管制區，任何飛機、汽車均不得進入，稱

為51區，經常會有一些不明飛行物或發光體出現上空。其實像羅斯威爾事件被發現的墜毀

物、生物，軍方將這些資料集中像51區的極機密地區進行研究，可能已有相當的成果，目

前未正式公開而已，例如隱形飛機的發明，可能來自飛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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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的幽浮案件 

台灣自從一九七五年，呂應鐘先生第一次將國外的「幽浮」事件引進台灣以後才漸受

注意，也就有人敘述以前曾目擊的疑似「幽浮」事件。例如在老一輩的口述中，曾有一位

住在嘉義瑞里的老人，年青時於鄰近阿里山的山溝裡，數次看到小型的不明發光物和非常

矮小的異種人。一九五六年某日黃昏，在頭城海水浴場的樹梢上空出現一團橙紅色光體。

一九五八年九月一位住在新竹北門街的人，晚間看到黃色亮光點掠過。像這些疑似幽浮現

象，漸被大眾發覺而提出來，從此幽浮目擊報告經常被提出，尤其近年來更為頻繁。 

台灣較有名的幽浮目擊事件是在一九五六年三月五日夜，名聞中外的台北圓山天文台

蔡章獻台長的紀錄，當晚在東天獅子座南邊，呈暗紅色，光度大約是零度，慢慢向北移動

光度漸減，飛行時間約三十五分鐘，然後逐漸消失在夜空中，這是台灣第一次經科學家目

擊的幽浮事件。此則消息發表後，受到當時一些學者的攻擊。其後數年間，蔡台長又有二

次的幽浮目擊紀錄(詳情參閱《飛碟探索雜誌》第六期第十四頁)。 

台灣有史以來第一張的幽浮照片是在一九六七年六月廿八日晚間，由當時在圓山天文

台的蔡台長胞弟蔡章鴻，利用天文台五吋海軍用的望遠鏡所拍攝到的幽浮照片。幽浮是碟

型圓盤狀，全外殼均發強烈的橘紅色光，比織女星還要亮。由原始照片經電腦處理後，可

清楚看出碟狀的幽浮(詳情參閱《飛碟探索雜誌》第九期第一頁)。 

一九七九年十月廿八日晚上十時卅分，在華中橋西南方上空出現有一個像月亮一樣大

的飛行物體，亮度比月亮強，閃動著像夕陽的光芒，向桃園方向移動，當晚有多人在不同

地點看到(詳情參閱《飛碟探索雜誌》第七期第四十頁。 

  一九九Ｏ年六月十日一位台南縣民李立宇，曾在關子嶺大仙寺西邊方向，以Ｖ８攝影

機拍攝到七個菱形狀的幽浮，類似算盤珠子，隱隱發光著，並且變換隊形。他拍下十五分

鐘左右的幽浮錄影帶，成為台灣第一卷捕捉到幽浮遠距離形狀的帶子（詳情參閱《飛碟探

索雜誌》第八期第八頁)。 

一九九六年一月五日晚上六時卅分，在蘇花公路觀音附近海面出現「幽浮」。司機和

旅客約四、五十人目睹一龐然大物的圓形發光物體，約有四萬噸貨輪大，顏色似乎是灰色，

飄浮在距海面約五十到一百公尺，發出八盞強烈的亮光，然後發出低沈的隆隆聲，往天空

飛去，倏忽不見(詳情參閱《飛碟探索雜誌》第八期第廿四頁)。 

一九九六年二月二日晚上六時五分左右，中正機場西北海面上空出現兩個不明光點向

東南緩緩移動，狀如一般餐盤大小，穿入雲層後再度出現時卻又變成五個，目擊者除了塔

台管制員及巡邏警員外，還有飛行機師也見此異象，但在雷達幕上沒有顯示任何蹤跡。在

桃園海邊的一位中興大學學生以Ｖ８攝影機拍攝三分鐘，留下了珍貴的紀錄（詳情參閱《飛

碟探索雜誌》第八期第廿六頁)。 

一九九七年六月二十日日亞航班機七時許從中正機場起飛，約在台南上空一萬四千米

高度，池田機長發現右前方兩側出現各四盞不明光點，看不出光點中間有東西存在。他用

數位液晶顯示照相機連續拍下八張照片做證據(詳情參閱《飛碟探索雜誌》第十三期第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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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年六月廿三日法務部調查局航業海員調查處高雄調查站的兩名調查員晚上七

時十五分值班時，在站中的陽台發現西子灣上空逾千公尺處有一個白色不明發光物體，呈

水母狀，光點很亮，看來既非星星，也不是飛機，停留時間前後約十多分鐘。他們以局裡

配發的攝影機錄下做紀錄(詳情參閱《飛碟探索雜誌》第十三期第四十六頁)。 

已故的名作家「三毛」曾上電視節目，敘述她在南非撒哈拉沙漠附近的城市，二次目

睹飛碟的出現，並曾寫信給幽浮專家、美國華僑林文偉先生說明此事。 

近年來台灣屢屢發現幽浮，這些幽浮當然有些可能是外星人操縱的飛碟。 

七、田野上美麗的麥田圈之訊息 

一九八三年Colin Andrews在英國首先發現麥田圈，成立「國際圓圈現象研究中心

(CPRI) 」，進而從事「麥田圈研究」。根據他們的研究，在麥田圈的麥田周圍沒有任何足

跡，調查傾倒的麥稈、土壤的狀況、麥稈的彎曲方式，發現傾倒的麥稈並沒有明顯的損傷，

可以斷定不是用腳壓出的。現場輻射量較大，確定這些是由強大的能量作用產生的。經過

長期的調查，科學的理論無法解說麥田圈是如何形成的？誰做的？為何？這些能源何來？ 

張非常複雜、深奧及美麗的麥田圈圖形，例如長達180公尺的蠍子形、直徑超過100公尺的

花形、超大型細緻的蜘蛛網圖形、宇宙星團以混沌圖案(Chaos，需要超級電腦才能繪製的

圖形，以前已發表過單一的混沌圖案）三條旋臂合成的圖形等。這些圖形都是在一夜或一

瞬間完成的，早已排除人為的惡作劇。 

Colin Andrews聲稱他的一個朋友親眼看到

一個美麗的麥田圈三秒鐘內就在面前形成，並

沒有看到任何物體在附近出現。有的麥田圈在

晚上形成，曾有人在當晚聽到好像有幾千架戰

鬥機飛過的聲音，並且看到不明發光體出現，

例如大三角圖形形成的夜晚。因此推測麥田圈

可能是地球以外的生物(也就是外星人)給人類

的信息。 

八、外星人綁架人類的證據 

一九九七年三月廿一日在日本石川縣羽咋市舉行的宇宙及幽浮國際會議，其中最值得

一談的是由「人體被植入金屬片事件」可以確認有「外星人綁架事件」的發生。 

在美國經常發生「外星人綁架案件」，被綁架者在被綁架期間的記憶大多在被釋放後

就喪失，因此調查外星人綁架案件經常使用催眠方式將被綁架者消失的記憶恢復過來，但

是這種催眠方式所獲得的記憶，尚難為一般人士所接受。 

Derrel Sims曾在CIA工作，及美國催眠協會會員。他自己有曾被綁架的經驗，並主持

調查一些外星人綁架案件，在1992年12月完成外星人綁架案件歷程的調查報告。25年義務

從事外星人綁架案件的調查期間，Ｄerrel Sims應用照片解析、圖號分析、遺傳基因測試

等嶄新方法找出物理的科學證據，甚受矚目。 

Ｄerrel Sims就曾用催眠方式調查一些外星人綁架案件，並用上述嶄新的方法找出物

Colin Andrews 發表的1996年新型麥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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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科學證據。根據他最新的發現，有些被綁架者經調查後，由Ｘ光照片可看到在身體上

某個部位的皮膚和骨骼之間有特殊的金屬片(chip)，這些金屬片很小，若不仔細搜尋不容

易發現。經過有些被綁架者的同意後，由外科醫師開刀將金屬片取出。Roger Leir博士二

年前就從一些被外星人綁架者的身體上經過手術取出金屬片，去年取出三十多個，由史丹

佛大學等學術單位將這些金屬片經過科學分析，發現其中的十一種物質是在地球上所沒有

的，另人感到相當驚訝(詳情參閱《飛碟探索雜誌》第十二期第一頁)。 

有二位自稱曾與外星人有過第三類接觸

(面對面接觸)，並在身上被植入金屬片，他們

向Ｄerrel Sims求助。由Ｘ光照片一位可以看

到在腳趾顯示有所謂被植入的金屬片，這個人

的母親也在她的腳發現同樣型態的破碎物。這

個人和他的母親從未在腳上開刀，也不曾在那

個部位受過傷，並且外觀沒有留疤痕。另一位

由Ｘ光照片顯示在左手有所謂被植入的金屬

片，但在這個部位不能看出有外傷的疤痕。

Roger Leir博士認為以人類的醫學技術而言，

在這些人的體內植入金屬片而沒留下疤痕是不可能的，也就暗示是外星人植入的。 

九九五年八月十九日歷史性的外科手術在美國加州舉行，由Ｄerrel Sims施行催眠運

作，並由Leir博士義務操刀，取出已存在逾十年的所謂外星人植入之金屬片。其中一位前

因疼痛，每天都需要做藥物治療好幾次，但在開刀取出所謂被植入的金屬片後，疼痛就治

癒了。更另人訝異的是這二位來開刀前彼此從未碰面，但是從這二位身上取出之物竟然非

常相似。由於「人體被植入金屬片事件」的研究結果，美國懷俄明大學名譽教授R.Leo 

Sprinkle 博士認為外星人綁架事件的事實，使人類不能不承認確實發生。 

結論 

 幽浮事件毫無疑問的確實經常在地球上發生，每年至少百件以上。在幽浮事件當中，

有些可能是來自外星球的飛碟，可惜握有這些證據的國家，包括美國、俄國等，至今仍未

正式公佈出來。已有一些國家正式承認飛碟和外星人的存在，例如巴西、格瑞那達、波多

黎各等國家。最近由被外星人綁架的人體上取出新的證據，足以證明外星人不但已到過地

球，而且還綁架過人類，可惜人類還沒有能力可以抓到綁架人類的「匪徒」──外星人，

歸案。 

對於科技高深莫測的外星人，人類還是一籌莫展，因此一些握有大量外星資訊的大國，

為避免因公開事實真相，引起大眾的恐慌、絕望，而產生暴亂，所以仍然將真相隱藏，例

如前美國總統卡特的因而食言，可能會在適當的時機才會公開。 

飛碟學是針對有形狀、有質量、有生命的飛碟和外星人，以科學為基礎進行研究的一

門新學問，其與看不見、聽不到、摸不著的宗教界所言的上帝、天使、仙佛、鬼神以及靈

異現象是完全不同的領域，不可混為一談。飛碟學已受到先進國家的重視，在大學已有這

 
剛從被ET綁架者身體手術取出的金屬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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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學科，甚至已有飛碟學的博士產生。飛碟學是領先科學研究的一種未來學，可以突破科

學研究發展的瓶頸，領導人類正確、快速地踏入尚未開發的新科學研究領域。 

由上述的資訊，我們可以察覺外星人到達地球已是不爭的事實，那麼我們應當如何來

對待這件事呢？外星人乘飛碟航行遙遠的距離到達地球，來者不善，必有其目的，很可能

侵略並征服地球當做殖民地，甚至消滅人類後當做移居地。人類必須提高警覺，防止外星

人的侵犯。各先進國家應加強研究飛碟學，發展足以和外星人相抗衡的科技，以確保地球

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