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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外星文明是現代非常熱門、受到世人矚目的一種與人類不

同而先進的文明。從地球以外星球來的高度智慧生命體，也就

是外星人(E.T.；ExtraTerrestrial)，所帶來的文明，稱為外

星文明。外星人飛行到地球所用的航空器，我們稱為「太空母

船(alien craft；或稱外星人太空船)」、「飛碟(flying 

saucer；flying disc)」；但是尚未確定是外星人的航空器，

而無法用科學方法或自然現象來確認或解釋的不明飛行物體

或發光體，我們稱為「幽浮(UFO；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今天大家所談論的太空旅行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問題，而

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對幾千年前的人類來說，過去黑暗時代的

神，所遺留下來的無數遺跡，我們今天已經能夠閱讀和翻譯。

即使我們不確知我們的祖先，所接待的地球以外的「外星人」

是些什麼樣子的？它們又是來自那一個行星？但是，我們確實

相信遙遠的過去，我們的老祖宗曾經接待過它們。我們同樣相

信這群陌生的訪客，曾與我們的祖先多方的接觸，教授我們祖

先先進的科技，提升人類的文明；在它們離去後，僅遺留下來

無數的文明遺跡。然而，我們的科學無法解釋它們的來處，一

些科學家就抹煞了它們的事跡，甚至不承認它們的存在。 

一九六七年秋季舉行的不明飛行物體工作調查者的第七

次國際會議上，舉世知名的「太空旅行」之父，封波昂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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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伯茲(Hermann Oberth)教授說，不明飛行物體仍然是一個

「科學以外的問題」，不明飛行物體也許是來自其他世界的太

空船。他又說：「顯然地，能夠裝備並飛行這些東西的動物，

他們的文化一定遠較我們進步，如果我們採取適當的步驟，我

們應該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這位能正確地預言地球上火箭

發展的科學家對不明飛行物體的看法，正是代表他們正確的觀

念。 

台灣最早成立的天文台──台北圓山天文台，其創台台長

蔡章獻先生，於一九五○年代三次目擊幽浮，在天文刊物上發

表目擊事項，竟然受到同行天文界人士的大加撻伐。蔡台長是

名揚國際的天文學家，天上的一顆星是以他的姓來命名，稱為

蔡星(Star Tsai)，以表揚他對天文界的貢獻。他的胞弟蔡章

鴻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間在圓山天文台目擊幽浮，而且

用天文望遠鏡拍攝了台灣第一張幽浮照片。至今幽浮成為舉世

人們注目的焦點，許多影片、影集以外星人和飛碟為體裁，而

成為許多著名獎賞的得獎作品，甚至被拿來當商品廣告的焦

點，這是當初台灣天文界人士始料未及的。 

自從一九四七年六月廿四日，美國企業家阿諾德發現飛

碟以後，外星人與地球人接觸逐漸頻繁，到一九七○年代為

高峰，包括目擊事件、畜牲虐殺、綁架人類、襲擊人類，經

常發生。一九八○年代後，這些事件大幅減少，近年來更逐

漸遞減，以致世界上一些有名的幽浮研究團體陸續關門。 

與外星人接觸的事件近年來逐漸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人

類科技已達相當水準，擁有高科技的防衛設備和殺傷力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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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器，外星人已有所顧忌。倘若外星人要達到佔領的目的，

以武力來佔領地球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因為星際間的距

離都是以光年計，非常遙遠，武器運輸不容易，因此改變了

與人們接觸的形式。 

近年來的人間慘劇，如美國九一一世貿大樓和五角大廈

的被攻擊，「人民教會」、「大衛教派」、「太陽神廟末日

教派」、「天堂之門」等宗教團體的集體自殺，日本奧姆真

理教的毒氣殺人，台灣真道教集體升天等等事蹟，我們站在

公正的立場來看，哪一件不是背後有一股不明的力量在媒壓

著他們去做嗎？這些媒壓的力量到底來自何處？那個媒壓的

力量就是來自外星人的另一種接觸的形式。這個形式是發自

中國道家所謂來自外星球不友善的「先天神真」，我們稱之

為「天魔」，這些天魔的魔法使然。 

由於天魔就在我們看不到的靈異世界中，目前人類科學

仍然一片空白，尚未觸及；因此，外星人就利用人類的這個

無知的弱點，大力發揮其魔力，影響世人的平安。近年來，

外星人已用「天魔」長期留駐地球，取代由外星人駕駛太空

船千里迢迢往來於地球，達到它們的目的。 

我經常以「飛碟學」在科學的立場來說明，外星人是和我

們一樣有形體和生命的高智慧生命體，而且飛碟也是一種宇宙

間的航空器，人人均可以看得到。但是我們並不否認「靈異世

界」的存在，因為迄今科學仍然未能跨入這個領域，使我們不

便涉及而已。目前科學上的許多難題，無法突破瓶頸，主要是

科學所認知的領域仍小，就以黑暗物質而言，宇宙仍有十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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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物質未明；換言之，人類仍在坐井觀天，無法瞭解宇宙的

奧秘。倘若能從空間的問題著手研究，突破三次元空間的限

制，或許有意想不到的輝煌成就，屆時外星人與飛碟的來處，

以及「靈異世界」的真相就可大白了。 

時至今日，我已卸下台灣飛碟學會理事長的職務，為了

人類前途的安全、世界亂象的澄清，將自己二十餘年來親自

與外星天魔的接觸經驗公開出來，希望能給世人明瞭世間的

真相，進而改正大家的觀念，共同來保護地球的安全，人類

的永久和平，安居樂業。 

我與外星球來的天魔接觸中，歷經九死一生，慘痛經驗，

惟一的所得就是得到一般人無從取得的資訊，加上我個人對

工程、科學與飛碟學的酷愛研究，個人曾經推動許多研究及

對政府的建言，這些研究及建言完全以學術的立場來探討。

例如一九九五年六月，上書水利局速闢基隆河瑞濱(員山子)

洩洪隧道，當時沒被採納，多少冤魂及財產在後來的洪水中

消失，還好現在工程已在施工中；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致函教

改委員會，附「實施覺性教育以實踐中道」論文一篇，呼籲

教育要「培養高尚品格」的學生，不只是在求名利的教育制

度中改革；二○○一年七月檢附我的著作《台灣─人類文明

原鄉》一書上書政府，籲成立「台灣古文明研究小組」。 

我擔任第一、二、四屆理事長及《飛碟探索雜誌》九年

來的總編輯，歷年來巡迴台灣各地文教機構及社團，包括從

大專院校至國小、各縣市文化中心、社會教育館、省鄉市鎮

圖書館以及知名社團，演講以科學教育為主的「飛碟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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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五十場，發表研究文章數十篇；我把幾十年來研究的結果

整理成書，著作《台灣—人類文明原鄉》、《UFO 真相大進擊》、

《UFO 目擊大追蹤》及本書《外星人之謎大公開》，正在整理

中的著作《現代人來源大解祕》將陸續出書，希望留給世人

真正認識外星人和我們自己。 

本人已逾耳順之年，在宗教上的接觸經驗豐富，並無神

通等特異功能，為一介凡夫。只在庇護神真降臨時，方有機

會聽到神真們的交談聲音。本人雖然認同宗教中的上帝、天

使、仙佛、神真對人們的恩典，但並不是宗教團體的會員，

目前也不參加任何宗教活動。預計將來在宗教哲學上闡述人

類的本性，讓每個人找回迷失的自己。 

宇宙於「大霹靂」後，誕生物質宇宙。發展至今日，胎

卵濕化所生的動植飛潛，遍佈地球，已存在生靈世界，有別

於物質宇宙。根據科學的因果律，生靈的存在，總不能無中

生有，應該有來源。我將個人的特殊境遇，配合科學的研究

成果，將現代人的來源做有系統的剖析，將在下一本著作《現

代人來源大解祕》一書中詳談，敬請期待。 

 

 

台灣飛碟學會 

 謹識 

二○○四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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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顯榮著作介紹 
《台灣─人類文明原鄉》本書已出版，每本售價 250 元 

何顯榮、林勝義著。近年來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漸被認同，

左鎮人、大崗山人化石的出土、澎湖海底巨大城牆、台北七

星山金字塔及百餘座分布各地的人工地洞等的發現，說明台

灣曾是世界最早的太陽帝國所在地，也就是 12,000 年前失落

的姆大陸；台灣當然是人類文明的原鄉！ 

 
《ＵＦＯ真相大追擊》飛碟探索系列叢書一，每本售價300元 

何顯榮編著。來自地球以外的幽浮(UFO)，深深地困惑著我

們。許多國家承認它們的存在，更有許多科學家目睹，並承

認有外星人的存在，但大眾仍然一知半解。本書將五十多年

來幽浮的真相，分門別類再提出最真實的解說，讓讀者正確

的認識幽浮。 

 

《ＵＦＯ目擊大追蹤》飛碟探索系列叢書二，每本售價300元 

何顯榮編著。幽浮目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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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幽浮就是來自外星球的飛碟。

自上古壁畫、書籍記載幽浮至最近的目擊事件，本書將重要

者詳述真相，讓讀者深入認識天外來客。 

 
《外星人之謎大公開》飛碟探索系列叢書三，每本售價250元 

何顯榮編著。從古代超文明遺跡和超文明遺物來探討外星人

的傑作，並由天文學來探討外星人的來處，讓人類不要坐井

觀天，進而探討宇宙的時空架構，讓讀者深入瞭解來自不同

星球的外星人。今後人類的危機是由外星球來的不友善天

魔，暗中進行人間的代理戰爭，以核戰毀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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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碟學探索叢書 
廿一世紀新時代的新知識領域，充滿著新希望；

從航太探尋、天文追蹤、生化複製、古超文明、宗教

探源及新潮思想等領域，乃至麥田圈、畜牲虐殺、綁

架人類、失憶催眠，以及幽浮現象等事項，將成人類

未來的研究主題。然而，這麼多的領域，背後有一個

共同的研究對象，那就是可能來自外星球的不明高智

慧生命體，也就是所謂外星人。時至今日，倘若沒有

這方面的正確認識，不但將是落伍者，而且可能會因

無知而成為這方面的受害者。因此台灣飛碟學會將陸

續推出一系列「飛碟學探索叢書」，從科學的角度提

供這方面最明確的當代知識，讓讀者走在時代的前

鋒，引導大眾邁向康莊大道。 

 

 台灣飛碟學會出版 
地址：台北市中正區泰安街6巷6之1號4樓 

電話：(02)23517725,(04)712 4455  傳真：(04)7124455 

郵政劃撥：16327556 何顯榮 

網站：http://newidea.org.tw 
E-mail:newidea.ufoho@msa.hinet.net 

         版權所有 請勿翻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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