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星人解剖影片與羅斯威爾事件的最新報導 

羅斯威爾事件是真？是偽？ 
一個不明物體墜毀，成為半世紀的懸案 
是外星人的飛碟？抑或機密的偵測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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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家指出飛碟學最大的問題是情報欺詐 

一九九六年九月二十二日日本在大阪舉行幽浮討論會，會中討論的題目有：外星人解剖影片

的真偽、羅斯威爾墜落事件的真偽、真的ＵＦＯ事件是什麼案例？對宇宙航行上立假說的問題、美

國情報操作問題…等等。討論題目中的前二項是近年來國際矚目的焦點，在我國國內也是相當熱門

的話題。 

日本幽浮專家天宮清先生於會後指出，飛碟學最大的問題是「情報(information）欺詐」。

他在卅六年的幽浮研究期間，遇到許多「情報欺詐」的人，自稱「研究專家」或「權威者」，透過

民間的媒體傳播欺詐的幽浮情報。這些人的手法是歪曲事實、歪曲歷史、歪曲發言、歪曲報導等，

例如「外星人解剖影片」、「ＭＪ－１２」等下流的問題始終被媒體流傳著。根據美國 Jacques Valle

博士在《暴露》一書中敘述：美國軍中存在「散佈謠言」的人物，「ＭＪ－１２」、「第五十一區」

或「美國與外星人的密約」等，完全是謠言。 

美日已指出外星人解剖影片係偽造 

關於「外星人解剖影片」的真偽，

在這次日本的大阪幽浮討論會，專家們

已一致認為「外星人解剖影片」是偽造

的。會中高梨純一先生引用美國幽浮專

家Kent Jeffrey的話，針對該影片指出

五點聲明： 

一、美國電影製作專家的意見是「外

星人屍體是製造的」。 

二、電影拍攝技術不合美國軍方拍攝

的規格。 

三、外星人解剖影片提出者拒絕鑑定

影片真假。 

四、外星人解剖影片提出者莫大獲利。 

五、外星人解剖影片提出及販售者山提利的發言說謊。 

這些說明「外星人解剖」影片的結論是偽造的，終於為大眾揭露真相， 

台灣幽浮界鬧出國際大笑話 

在我國國內同樣有「情報欺詐」的人，自稱「研究專家」或「權威者」，傳播欺詐的幽浮情

 
外星人解剖影片中的外星人屍體。 



報。去年，「法新杜」於三月廿六日披露英國將在第八屆國際幽浮大會播放「解剖外星人屍體影片」

後，原本幽浮研究活動一向不很

熱絡的台灣地區，竟然也因為這

則外電掀起了空前的熱潮。其中

最風光的就是具有博士頭銜的

一位幽浮研究專家，竟立即主動

的召開了一場大型的記者會，公

開宣稱自己手中早就擁有這批

紀錄片的錄影帶，而且言之鑿鑿

的再三強調這批錄影帶內容如

何的真實以及取得過程的如何

神秘，鄭重的承諾將在八月下旬

和英國方面同步公開。其後這位

專家又召開了另一次記者會，拿

了兩塊黑糊糊石頭狀的隕石，公

開向國內傳播媒體宣稱他手中

的就是「飛碟碎片」，果然大部分媒體都以大小不一的篇幅刊登了這些消息，因之在國內炒熱了幽

浮事件。 

國內的電視台呼應被炒熱的話題，於英國第八屆國際幽浮大會八月二十日播放這部影片後，

九月四日才播出「解剖外星人．羅斯威爾之謎」的特別節目，竟未邀請曾參加英國幽浮大會的人士，

卻僅邀請這位自稱擁有這部紀錄片的幽浮研究專家。節目所播放的解剖外星人屍體影片，還是電視

公司花了一大筆費用取得的，當然這位專家的謊言不攻自破。 

博物館的道具被說成外星人解剖的屍體 

    節目進行當中，主持人在訪問時，

這位專家又公然宣佈手中擁有「一九七

０年另一次美國解剖外星人屍禮之彩色

版照片」，並同時出示了三張外星人遺

體照片。原來這三張照片是拍自羅斯威

爾幽浮博物館的展覽品，照片中的外星

人遺體，原為拍攝影片用的道具。 

這個瞞天大謊隨即於九月八日遭到

香港著名媒體「壹週刊」雜誌之全盤揭

穿，「壹週刊」駐日特派記者專程前往

石川縣羽咋巿訪問了那批照片的提供者

「高野誠鮮」先生，據「高野誠鮮」表

示：那批照片並非真的「外星人解剖檔

 
台灣一位自稱幽浮專家公然謊稱手中擁有「1970年另一次美國

解剖外星人屍體之彩色版照片」，其實是拍自羅斯威爾幽浮博

物館的展覽品。 

在羅斯威爾幽浮博物館的展示模型，日本宇宙現象研

究曾並木伸一郎先生提供。 



案照片」，只是一具拍電影用的「模型」(中文就是「道具」)而已，目前收藏於美國羅茲威爾一家

小型的私人博物館中，免費任人參觀。那是「高野誠鮮」於一九九五年六月中旬前往該地旅遊時所

拍攝，並於當年七月應邀來華演講時贈送給這位專家做紀念，並曾明白告知那批照片的來源。 

日本幽浮界也因之得悉台灣幽浮界的笑話，最近日本幽浮專家天宮清先生來函，文中特別提

出一張「模型」照片，是日本宇宙現象研究會並木伸一郎先生提供的，這張「模型」就是在去年被

國內這位專家在電視節目中說成「一九七０年另一次美國解剖外星人」的照片。 

「外星人解剖」影片已經確知是偽造的，當然不能證明美國羅斯威爾事件的真實性，但是羅

斯威爾事件是否從此石沉大海呢？那也不見得。為讓大眾對「羅斯威爾事件」有印象，特別將事件

始末及最近發展，做一有系統而清晰的描述。 

布萊索農場發現遍佈滿地的金屬碎片 

    一九四七年七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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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住距科羅那(Corona)50公里、距羅斯威爾(Roswell)西北方120公里的一個農場主人麥

克．布萊索(Mac'  Brazel)曾在當晚聽到比雷聲還大的爆炸巨響，次日他發現散佈在農場約四百公

尺範圍的許多特殊的金屬碎片。六日他帶著金屬碎片交給羅斯威爾警長，然後向軍方報告，並轉交

給空軍基地。七日布萊索帶著傑西．馬西爾（Jesse Marcel）少校和另一個軍官到現場檢視，並裝

載一大堆東西帶回基地檢驗。 

工程師另發現一架金屬碟形物的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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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梭克羅(Socorro)的一位土木工程師葛拉第(Grady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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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屍體體型非常瘦小，身長僅100到130

公分，體重只有18公斤，無毛髮、大頭、大眼、小嘴巴，穿整件的緊

身灰色制服。當日軍隊馬上進駐發現殘骸的兩地，封鎖現場。 

報紙刊載軍方聲稱發現墜落農場的飛碟 

軍方公關部軍官瓦特．韓特(Walter  Haut)，向當地二家電臺和

二家報社發佈一篇新聞稿，羅斯威爾《每日紀事報》於七月九日以頭

條新聞刊載，宣稱空軍軍方發現飛碟，墜落羅斯威爾附近的布萊索農場，而且被軍方尋獲。軍方人

員表示這個墜落物已被發現，正在接受檢查，並將送到俄亥俄州做更進一步的檢查。這一則消息引

起各界的好奇，馬上傳達至各地，引起很大的轟動。 

隔日報紙提出澄清，墜落的是氣象球 

但是在六小時後，軍隊指揮官喬治．雷米(Geoge Remi)將軍接手負責這個事件，他給馬西爾

少校一些氣象球的碎片，急忙安排一個記者招待會，將軍說他的軍官犯了錯誤，根本沒有飛碟這回

事。墜毀的物體只不過是帶著雷達反應器的氣象球而已，推翻以前的說法，所以事情就結束了。稍

羅斯威爾事件首先發現

者 ─ 布萊茲，是不明

物墜落地的農場主人。



早，廣播電臺的經理朱．羅伯茲(Judd Roberts)也馬上接到華盛頓來的命令：不得播報這則飛碟的

消息。因此隔日，報紙提出澄清，墜落的不明物體是一

個氣象球，而不是外星來的飛碟。由於事出突然，轉變

太快，使大眾懷疑其中是否有隱情？每個人都相信氣象

球的說法是經過修正後的聲明，遂成為五十年來，懸而

未決的「羅斯威爾事件」。 

安全小組成立的特別組織推行藍皮書計畫 

在羅斯威爾飛碟撞毀事件之前，美國國家安全是由

杜魯門總統直接負責，曾下令中央情報局(CIA）掩護所

有的幽浮案件。但是在這個事件之後，杜魯門下令提高

安全與保密，成立一支由科學家所組成的特別組織，以

應付未來可能發生的任何幽浮墜機事件，由空軍負責推

行藍皮書計畫（Blue Book Project)，以壓抑民眾的知識，並製造幽浮是無稽之談的情境。 

藍皮書計畫用來降低大眾的幽浮熱 

藍皮書計畫的調查工作，將所有的資料和檔案分成機密等級，被送到美國國家檔案管理局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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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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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藍皮書計畫是美國空軍用來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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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一九六九年軍方才把藍皮書計畫放棄。 

海尼克博士主張慎重對待幽浮事件 

享譽全球的幽浮權威 ─ 海尼克(Allen  Hynek)博士，曾

任白宮委員會幽浮聽證會與聯合國幽浮相關現象會議的發言

人，一九四八年起為美國空軍幽浮研究顧問，審查所有幽浮及

相似的第一手報告，他曾說，軍方對於任何突發的不明物目擊

事件，如果很難解釋的話，他們立刻封鎖消息，不讓媒體接近，

儘量不要讓大眾的情緒激動，那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他主張必

要慎重對待幽浮事件，因此和空軍處得並不好。 

台灣幽浮專家探訪羅斯威爾事件 

科羅拉多大學航太博士傅鶴齡，留美期間，於一九八一年拜訪曾調查羅斯威爾事件的海尼克

博士。海氏再三強調，羅斯威爾事件一定有「值得探索的地方(something  there)」。 

傅鶴齡並親臨羅斯威爾鎮，造訪設立在羅斯威爾的國際幽浮博物館與研究中心，該館是由當時擔任

發佈飛碟墜毀消息的空軍公關部軍官韓特，和美國幽浮協會(MUFON）合作資助下成立的私人機構。

 
軍方安排記者會，展示氣象球的碎

片，說明墜毀的物體只不過是帶著雷

達反應器的氣象球而已，根本沒有飛

碟這回事。 

主張慎重對待幽浮事件的國際

幽浮權威 ─ 海尼克博士。 



博物館收集許多與幽浮有關及飛碟墜毀的珍貴資料，傅鶴齡還與該研究中心專家討論許多羅斯威爾

事件的資訊。 

殯儀館老闆陳述事件時的軍方異常資訊 

傅鶴齡並訪問羅斯威爾當時殯儀館老闆丹尼爾。

丹尼爾說，羅斯威爾事件發生期間，軍方曾來電話，

透露那裡有一些屍體需要冷凍及防腐，個子小小的，

問需要用多少防腐劑？然後還訂了若干個大小不一的

盒子。老闆覺得很奇怪，因為查了資料，發現二週內

在小地方的羅斯威爾鎮並沒有人去世，防腐劑何用？ 

作家以控告取得官方每頁僅八字可讀資料 

美國在七０年代時期，大家都在攻擊中央情報

局。《墜毀在科羅那》一書的作者 ─ 沙頓．懷得曼

(Stanton Friedmon)，意外的踏入這個特殊事件，採取羅

斯威爾事件中的飛碟是真實的立場。一九七八年羅斯威爾

事件重新公開，懷得曼向法院提出訴訟，控告中央情報

局，要求提出二十三件有關文件，等了卅五個月才接到九

件報告，內容卻是眾所知悉的東歐和俄羅斯的幽浮報告。

他再上訴，前後經五年才由中央情報局取得少量的幽浮文

件，其內容非常稀少，每頁大部分被黑墨塗去，一頁中約

僅有八個字可以讀，其他什麼也看不懂。 

電視放映羅斯威爾影片引起大眾的追求熱 

由一本《羅斯威爾ＵＦＯ撞毀的真象》

書籍拍攝的「羅斯威爾」影片，於一九九四

年七月三十一日在美國電視上首映，由 

Kyle MacLachlan 和 Martin Sheen主演，

內容為一九四七年，在羅斯威爾空軍基地的

一位少校，接受當地郡長的邀請，去查看一

位農民牧場上的奇怪碎片。他去查驗，並帶

回幾片後，向大眾宣布軍方擄獲飛碟，報紙

以頭條新聞刊登。但是這個消息馬上被五角

大廈封鎖，上級命令這位少校提報告，宣稱

有一個氣象探測氣球墜毀，並無飛碟墜毀事

件，然而這個僅是電影的劇情而已。但是由

於這個電視劇的播放，又引起「羅斯威爾事件」真相的追求熱。 

 
發佈飛碟墜毀消息的軍官韓特成立羅

斯威爾國際幽浮博物館，收集許多珍貴

幽浮資料。 

懷得曼控告中央情報局後取得的

檔案資料，每頁大部分被黑墨圖

去，一頁中約僅有八個字可以讀，

其他什麼也看不懂。 

  電視播放「羅斯威爾」影片中的外星人形貌。 



第八屆國際幽浮會議驗證羅斯威爾事件 

根據英國幽浮研究協會(BUFORA)邀請全球各地幽浮專家參加第八屆國際幽浮會議函，聲稱英

國幽浮研究學會將在一九九五年八月十九日及二十日兩天在英國舉行幽浮大會，將邀請俄羅斯科學

院的院士 Sergey Chernouss和 Yulii Platov二位博士演講；最重要的是將邀請英商雷．山提利(Ray 

Santilli)先生參加大會。 

山提利是英國莫林(Merlin)集團總經理，一九九三年在美國研究音樂錄影帶的時候，涉及貓

王普里斯萊(Presley）晚期的紀錄片，與一個退伍的電影攝影師接洽。當時非常偶然地看到傳聞的

一九四七年在美國新墨斯哥州羅斯威爾真實幽浮墜毀的影片。 

他宣稱，這位八十多高齡的攝影師曾經受僱於美國軍方，一九四七年奉命從華盛頓飛到羅斯

威爾，拍攝「羅斯威爾飛碟撞毀事件」紀錄片。這些影片據說有十四卷，是十六釐米黑白片，每卷

約七分鐘，全部長達九十一分鐘，但是聲道空白。這位攝影師回到華盛頓時，拷貝一份。山提利購

下這部影片帶回英國，著手嘗試以最佳的方法，鑑定影片的真偽。 

大會放映解剖羅斯威爾外星人影片 

山提利將在第八屆國際幽浮大

會播放影片的片段，並且細說他擁有

的經過及嘗試分析的細節。英國幽浮

學會派遣受過相當訓練的專家與山

提利作影像分析，並將在大會中提出

檢驗報告，公諸於世。 

這則消息不但立即震動了全球

的幽浮界，甚至也震驚了整個科學

界：以為爭議了近五十年的幽浮與外

星人之謎即將在本世紀末之前真相

大白，也因此使得這則消息備受關

注，世界各國的幽浮研究專家莫不躍

躍前往一窺究竟。 

一九九五年八月十九、二十日二天，第八屆國際幽浮大會在英國雪菲爾市哈蘭大學舉行。「羅

斯威爾飛碟墜毀的外星人屍體解剖影片」放映，是這次國際幽浮大會的重頭戲之一，共吸引來自歐

美日等多國代表六百餘人參加，我國只有「中華飛碟學研究會」的代表本人及理事曾坤章先生兩人

出席大會(大陸未派代表出席)。 

商人開出條件促銷錄影帶獲利不少 

此次會議開始之前，山提利旗下的莫林集團人員和英國幽浮研究協會工作人員在影片播映現

場入口，抓住機會向每位參加者分發影片訂購單，以創造更多商機。除了在大會現場接受訂購之外，

山提利早在數月前就已經在全球各地媒體上刊登廣告，接受讀者郵購，售價為三十三英鎊，約折合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理事長何顯榮參加英國舉辦的第八

屆國際幽浮大會與英國幽浮研究協會秘書長曼托合影。



新台幣一千四百元，據了解，反應相當熱烈。 

在大會看過影片後，覺得該影片並沒有甚麼讓人大開眼界的鏡頭，主要是呈現一個極像人類

的「不明生物」在一個房間中遭解剖的過程，看來就像是一個病人死後遭解剖一樣。雖然山提利一

再聲稱他「相信影片內容是真實的」，但為了避免影片內容在將來引起訴訟，山提利在訂購單上就

清楚提出三點聲明，以自我保護： 

一、儘管本影片被證實在一九四七年製作，但目前不保證其內容是在當年所拍攝的。  

二、雖然醫學報告猜測影片中的生物並非人類，此點亦未經證實。  

三、雖然被告知影片片斷係取自「羅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但這也未獲得證實。 

上述聲明其實還是有所保留。其中第一點提到「影片被證實在一九四七年製作」，實際上柯

達公司根據影片上的印記及號碼，判斷它「有可能是一九二七、一九四七或一九六七年的影片」。

這三點聲明等於是山提利埋下的伏筆，萬一將來有人購買影片看後感到失望或質疑它的真實性，販

賣者就可以說他本來就不保證它的真實性，只能怪購買者沒有看清楚訂購單上的白紙黑字。 

此次羅斯威爾飛碟墜毀外星人屍體解剖影片的放映，既不能證明「羅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

的真實性。該片錄影帶接受大會現場及全球各地的訂購，售價又不低，似已淪為商人發財而強力促

銷的商品。 

幽浮大會檢視外星人解剖影片擺烏龍 

在大會的兩天議程中，主辦單位分別邀請：山提利介紹影片的來源及相關細節；美國醫生 Leo 

Spinkle則從醫學解剖的立場指出，影片所呈現的解剖過程就像是一般人類遭解剖的過程，因此無

法以解剖學觀點判定影片中的「不明生物」種類；德國幽浮研究人員 MichaelHesemann發表他花費

數月研究影片的結果，指出該影片並不能證實什麼。自稱拍攝影片的攝影師並沒有現身。各國幽浮

界重量級人士在八月廿日都已看過，沒有任何資訊可以看出與羅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有任何關連，

也無人能肯定影片內容的真實性，連販賣影片的英國商人山提利也不敢確定。 

主辦這次國際幽浮大會的英國幽浮研究協會，也在大會上鄭重宣告：無法確定影片的真實性，

但願意進一步去探討它的真實性，在大會上播放影片的目的，就是要讓它接受檢驗，而不是替它背

書。英國幽浮研究會秘書長兼調查部主任菲力普．曼托(Philip  Mantle)也明白表示不敢確定這部

影片的真實性，因此使所有出席者大失所望。 

英媒體指證解剖影片疑造假 

早在幽浮大會之前，一九九五年七月三十一日，就有英國泰晤士報報導：「解剖外星人，影

片疑造假」。這部解剖外星人屍體的影片經過專家的研究與判讀，未能與預期相符，星期泰晤士報

調查該紀錄片後發現，影片的某些地方前後矛盾，例如當時的美國總統杜魯門出現在某些場景時，

其實人不在新墨西哥州，因此被認定其實是一場騙局。在英國「第四頻道」電視台所求教的特殊效

果專家也證實此影片係偽造。 

外星人屍體與民間所得資料不符 

根據解剖外星人屍體影片所顯示的外星人資料：肢體除大腿有一個大破洞外，其餘很完整，



中型身材、身長約一六０公分，手指與腳趾均為六根，頭大、眼大、鼻小、嘴巴小、無毛髮。根據

流傳民間的資料中有關羅斯威爾飛碟墜毀外星人屍體所顯示的資料：外星人受到高速撞擊及野獸咬

傷，肢體已殘破不堪，經接合後的基本外型，小型身材，身長約一００～一三０公分，幾乎看不到

耳朵，手指細長而有四根，指與指間有指蹼，這些特徵與影片中的外星人明顯不同，其餘頭大、眼

大、鼻小、嘴巴小等大略相同。由此可得悉解剖外星人影片中的屍體，確認不是羅斯威爾飛碟墜毀

的外星人。因此「羅斯威爾事件」的證實完全落空。 

              
                      羅斯威爾事件民間流傳資料所描繪的外星形貌 

議員席夫利用審計局調查空軍的檔案 

    為研究「羅斯威爾飛碟墜毀事件」，一九九四年一月美國的幽浮專家曾請出一位新墨西哥州共

和黨籍眾議員史帝文．席夫(Steven  H. Schiff)，利用國會審計局(GAO)官員的身分以查帳的名

義，翻遍空軍的檔案資料，並沒有發現任何外星人和飛碟墜毀的紀錄。九月八日，美國空軍在對有

關羅斯威爾事件各種原始資料進行調查之後，以負責內政安全和特別項目監理部長個人的名義，發

表了一份題為〈空軍有關羅斯威爾事件的調查報告〉的文件。該報告除推翻了幽浮派認為在羅斯威

爾發現的墜落物是外星人的飛碟之說法外，首次透露了該事件和當時一項被視為高度機密的偵察蘇

聯核子試驗計畫有關。 

審計局查出莫古兒計畫掩飾飛碟墜毀事件 

這個極機密的氣球計畫案件──莫古兒計畫

(Mogul Project），是攜帶雷達反射板和聲音感應器

的氣球上昇至高空，利用氣球探測蘇聯核子試驗所產

生的沖擊波，以監視當時蘇聯的核子試爆。該報告做

出結論：「所有可得到的資料顯示，並沒有涉及羅斯

威爾飛碟墜毀事件本身。」從羅斯威爾牧場回收的殘

骸，極有可能來源於莫古兒計畫所施放的氣球。這個

氣球墜毀的事件讓人誤以為是飛碟墜毀。官員還查訪

參與工作僅存的一位人員，尋獲在失事現場的碎片，

各個媒體也相繼報導。 

軍方公開莫古兒計畫，所使用載有偵測

蘇聯核子試爆儀器的高空氣球。 



議員查明羅斯威爾事件原始資料業經銷毀 

一九九五年七月廿九日美眾議員

席夫在翻閱軍方的檔案後指出，有關一

九四七年被認為有關幽浮或外星人飛

碟墜毀在該州羅斯威爾的神秘傳說，其

相關的重要檔案已在四十多年前未獲

批准的情況下被銷毀，軍方用意企圖否

定事實。根據國會審計局的報告，羅斯

威爾基地行政當局自一九四五年三月

至一九四九年十二月的檔案均已銷

毀，軍方無法解釋是誰以及為何要銷毀

這些檔案，僅剩下兩分相關的文件，這

是目前僅留的官方檔案。席夫強調，被銷毀的資料中，可能包括當時基地內的軍官如何向其上級單

位解釋這起墜毀事件的來龍去脈。 

雖然有幾百人曾參與或可以提出證據證明「羅斯威爾事件」的真實性，但是由於官方資料已

毀，政府當然不能承認這個事件的真實性。因此五角大廈始終以莫古兒計畫 ─ 當年一枚高空偵測

氣球墜落地面所遺留的殘骸，來掩飾羅斯威爾事件。 

「羅斯威爾事件」，雖然美國官方不能確認其真實性，但是民間曾研究該案的所有人士，卻

都深信不疑。 

 

 
根據羅斯威爾事件民間流傳資料所製作的外星人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