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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學貫穿外星人與佛菩薩的世界 
  當今科學家最頭痛的問題是宇宙中我們所看到的物質僅佔4%，其
餘22%暗物質和74%暗能量看不見，到底是什麼東西？近年來科學家
由弦論推展出大宇宙中有無窮的平行宇宙，可能有一個你的分身跟
你同時存在於其他宇宙，眞的有這麼一回事嗎？世界幽浮檔案逐漸
公開，外星人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它們到底來自哪裡？在百慕
達三角與日本魔鬼海等神秘區域失蹤無數的飛機與船隻，到底落在
何處？許多飛機、船隻和人類各從空中、海洋和地洞進入地球內部
的世界，那裡住著高大和智慧的外星人，有那麼一回事嗎？佛菩薩
的世界是莊嚴的極樂淨土，並沒有實質的物體存在，到底在哪裡？  

  上述問題只要解答任何一項，都將掀起大震撼。筆者根據許多科
學家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將各項歸納為時空問題，以人本原理探
討宇宙空間。由地球科學計算地球質量，經過數學推演和電腦計算，
發現一顆大火星1.33倍的暗行星，在地球內部的另外空間。 

  整個宇宙有三重宇宙的時空架構，分為：佔4～10%質量的本宇宙、
佔90～96%質量的外星人宇宙和無質量的華藏宇宙，三重平行宇宙
呈疊加態，上述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解答。外星人的世界與佛菩薩的
世界就在我們身邊，只是尚未發覺而已。 



宇宙充滿著看不見的東西 

在浩瀚宇宙中，我們看得到的星球與一般普通
物質僅佔宇宙四%，其餘96%是失蹤質量，包括
22%的暗物質和74%的暗能量。這些失蹤質量不
知是何物？這是目前科學家最頭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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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觀測到Ｘ行星可能是暗物質 
1972年布雷地
發表觀測哈雷

彗星的紀錄，
由電腦模擬數
值模式計算結
果，發現有一
顆約土星三倍
看不見的Ｘ行
星。 

 

 

 



多位科學
家發現天

王星與海
王星被一
個太陽系
裡不明力
量拉引偏
離正常軌
道，據推
測太陽系
內有一顆

Ｘ行星存
在。 



2002年科學家發現
太空探測船先鋒十
號，因受到不明力
量影響已被拉回偏
向太陽的方向；由
於現有理論無法解
釋這股宇宙神秘力
量，可能就是Ｘ行
星。 
 

先鋒十號受到不明力量拉回偏向太陽 



天文學家哈伯 

1929年美國知名的天文
學家哈伯研究星系發出
的光，發現絕大多數的
星光是呈現紅位移的跡
象，顯示宇宙眾多星球
在擴張中。 

宇宙星系的光呈紅位移擴張中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dwin_Hubble_with_pipe.jpg


宇宙的星球都在擴張中 

1929年美國知名的天文學家哈伯研究星系
發出的光，發現絕大多數的星光是呈現紅
位移的跡象，顯示宇宙眾多星球辰在擴張
中。另外，造父變星被稱為｢量天尺｣，用
來測量天體的距離。弗里曼測量了八百顆
造父變星的亮度，並計算它們的相對速度
和位置，結果證實宇宙正在膨脹，各星系
正在彼此遠離，將這種情況倒算回去，她
計算出所有星系全聚集在一起的時間，即
為｢大霹靂｣誕生在137億年前。 



雙星系  Ia型超新星 



宇宙的星球正在加速擴張中 
當雙星系中，其一顆質量比太陽稍大的恆
星，在變成白矮星後，另一顆伴星物質漸
被吸入，當白矮星質量達到太陽的1.38倍
時，便會因重力而經歷熱核爆炸，成為
「Ia型超新星」。這個超新星爆炸時有固
定的質量，爆炸所釋放的光亮量也是固定
的。這它是好的「標準燭光」，被用來作
為宇宙中計算距離的標準。1998年科學家
從16高紅位移Ia超新星和附近的34個超新
星的觀測資料發現宇宙的擴張不斷加速，
而且速率愈來愈快。 



宇宙擴張不斷加速被認為有暗能量 

在可觀察的宇宙中，沒有跡象能夠解釋宇宙
不斷加速擴張的現象，宇宙學家為解釋這種
現象，因而提出假設有某種未知的一種｢暗
能量｣存在。科學家認為暗能量是撕裂宇宙
的力量，而暗物質則會凝聚萬物，這兩股力
量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今日我們所知的宇宙
結構。但是暗能量的物理特性沒有很好的線
索可探尋，宇宙學家也不知道它的運作方式
及背後的物理機制，看不見、摸不到、偵測
不了，令人懷疑其存在的可能性。 



超弦理論似可完成愛因斯坦心願 

理論上，超弦理論可以統一自然界的四
大基本力--強力、弱力、電磁力和重力，
也可以從基本粒子的微觀世界到天文學
的宏觀世界之間得到連貫，並導出所有
基本粒子，可以完成愛因斯坦的心願，
已成為「萬象理論」的候選者。科學的
核心在於經驗檢測，惟至今尚未能獲得
證實。超弦理論就是超對稱的弦論。 



弦論建立在十維時空的基礎上 

弦論是建立在基本粒子為一維弦和宇
宙為九維空間的基礎上，但是科學家
為了符合我們所居住空間的現狀，從
大霹靂以後，宇宙的空間經過「自發
對稱性破缺」而精緻化，成為我們所
知的三維空間和其他六維基本粒子大
小的額外空間。2010年11月歐洲粒子
物理研究中心已用大強子對撞機未發
現這些額外空間有任何存在的跡象。 



弦論是一種量子重力論 

弦論能兼顧微觀的量子概念與宏觀的宇
宙重力現象的理論。基本粒子都由一根
弦組成；弦以各種不同的特定連續振動
模式在運動，不同的模式就對應到各種
不同基本粒子的性質，如電子、夸克等
粒子；目前已知的一切基本粒子就是這
些弦的最低能態。閉弦和開弦的方式，
對應到粒子間的交互作用，成為各種基
本力的來源。 



超對稱轉換可以統一所有的粒子 

大統一場論可以將強核力、弱核力和
電磁力統一起來，符合標準模型的基
本粒子分類架構，但將重力納入統一
場論時，遇到的發散的難題，科學家
提出超對稱轉換的方法即可整則化，
避免發生無意義的發散，用以描述重
力交互作用的統一場論，將重力統一
起來，因此可以統一四種基本力。 



超對稱轉換的伴粒子 
超對稱轉換就是費米子和玻色子，二者
粒子的場互相轉換。費米子是構成物質
的粒子，包括夸克、輕子、電子、微中
子等；玻色子是在物質粒子間傳遞作用
力的媒介粒子，包括光子、膠子等。每
個物質粒子(例如電子)具有相對應可攜
帶作用力的超對稱粒子，稱為超伴子
(例如伴電子)，而每個作用力的粒子
(例如攜帶電磁力的光子)也都具有相對
應物質的超伴子(例如光伴子)。 



超對稱理論可解釋暗物質問題 

超對稱理論的最簡單描述就是，超對稱粒

子的次原子粒子和一般的次原子粒子非常

相似，僅有一些細微的特徵上的差異。這

種理論將幫助我們解釋為何宇宙中會存在

遠比我們能觀察到的物質量多得多的｢看不

見｣物質，即暗物質。倘若超對稱粒子一旦

被證實，它將有助於統一自然界的四種基

本作用力，並幫助解釋宇宙中存在的暗物

質問題。 



超對稱理論未被證實 

2010年11月7日，瑞士歐洲粒子物理
研究中心已成功用大強子對撞機模
擬出迷你規模的大霹靂，科學家並
未檢測到任何超對稱粒子(伴粒子)
的存在。目前科學家已對超對稱理
論失去信心；換言之，超對稱理論
已漸被科學家打入冷宮。 



量子實驗中得知多重宇宙存在 

從量子實驗中得知，在原子結構中，每
個基本粒子可以同時出現在許多位置，
惟一的解釋就是這些粒子不僅存在於我
們的宇宙，也同樣能掠到其他宇宙。這
是表示在空間中存在著許多平行宇宙，
也就是多重宇宙，這是表示本宇宙之外
還有其他多重宇宙。量子平行宇宙有多
重宇宙可以呈現「疊加態」，也可以就
在我們的身邊。 



平行宇宙呈疊加態 



平行宇宙是從科幻小說躍入科學 

科學日新月異，近年來雖然已發展出許多新
理論來說明弦論，其中發展最熱門的平行宇
宙。平行宇宙的想法是在1990年代，從科幻
小說躍入科學期刊。許多科學家宣稱，在我
們可見的視界之外，存在著不可勝數的其他
宇宙，且各自擁有獨特的物理定律；這些宇
宙統稱為多重宇宙。麻煩的是，天文觀測不
可能看見這些宇宙，那些論證也頂多是間接
推測。即使多重宇宙真的存在，它也是深邃
而不可解的謎團，至今依舊未能獲得解開。 



多重宇宙可以容納暗物質 

根據超弦理論，有鏡影物質可以在不同
空間的影子世界裡，即有多重宇宙的存
在。在多重宇宙相互之間，僅有萬有引
力會相互作用，即會相互影響星球的運
行軌跡，而電磁力在相互之間無作用，
即多重宇宙之間的星球相互看不見，這
個正是暗物質的特性。因此他重宇宙的
星球我們看不見，表示他重宇宙的星球
就是本宇宙的暗物質。 



宇宙應保持等權的九維空間 

弦論由九維空間經過｢自發對稱性破缺｣緊緻化
成三維的空間和六維極微小的額外空間，過程
中屬性都被｢調整｣得恰到好處，讓人有很大的
懷疑。弦論的九維空間並無正當理由必須精緻
化，而且科學家至今尚未發現這些極微小的額
外空間存在。根據大霹靂理論，原九維空間是
整體對稱，不必於宇宙發生相變時，被破壞而
成為區域對稱狀態；又原為超力變為四種基本
力時，重力僅為電磁力的 10-36 倍，重力作用
非常微小，是因重力被九維所分攤，電磁力則
否，故宇宙應該仍維持等權九維空間。 



德瓦利認為額外維度同於平常空間 

2000年德瓦利與同僚提出，額外維度空間

並未捲曲成為極小，而是如同我們平常的

三維空間的看法。在弦論的特點中，他們

重新思考「額外維度空間」的問題，也就

是重力子可以漫遊的額外維度。他們認為

宇宙的加速擴張根本就不是由暗能量所引

起，而是起因於重力滲漏出我們宇宙。這

種說法，就是宇宙的空間在我們平常的三

維之外又多加六個維度。 



大宇宙應是三重宇宙疊加態的架構 

弦論可以保持等權的九維空間，根據
人本原理，以我們的三維空間加一維
時間，稱為一重宇宙，則弦論的九維
空間可以分成三個三維空間，而以同
一維時間作為事件前後的共同計量標
準，因此十維時空的大宇宙可以分成
三重宇宙的架構；大宇宙除了本宇宙
之外還有另外二重宇宙，呈相互疊加
態。 



他重宇宙星球牽引本宇宙加速擴張 

科學家假設有「暗能量」會引起本宇宙
各星球加速擴張。但暗能量是目前大眾
一無所知的東西，無從探尋。我們僅看
到全宇宙4%的質量，其餘96%為失蹤質
量，這是他重宇宙的星球質量。由於這
些星球的巨大萬有引力正牽引本宇宙的
星球加速擴張，被科學家解釋為暗能量
所發生的作用，其實本宇宙僅有暗物質
的存在，並無暗能量。 



他重宇宙牽引星球擴張的初步證據 

美國大學教授蘿拉女士在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
性探測器的全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波動圖，發現
有一個看似洞的區域，星系被拉扯加速離開，
與NASA研究小組發現相同，正深入研究中。 



從地球內部構造模式研究暗物質 

1990年我曾上書
中央研究院吳大
猷院長，提出研
究提案：｢應用
地球科學探測黑
暗物質以證明超
弦理論｣，請求
支援，承蒙吳大
猷院長回函研究
後奉告，但是後
來並未再回函。 



1993年在北京發表｢地球新模式的重
建和內部暗物質的發現｣論文 

1993年12月7
日，在中國
北京舉行的｢
首屆海峽兩
岸UFO學術研
討會｣發表這
篇論文，並
獲得評審為｢
優秀論文獎｣。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th Model and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Dark Matter 

地球新模式的重建和內部暗物質的發現 

GEOPHYSICS： 

HSIEN-JUNG HO 
  

4Fl., 6-1, Lane 6,  Tai-An Street,  
Taipei 10054,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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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內部雙循環構造模式示意圖 

由地球質量和轉動慣量觀測值，唯有採取高密
度地核才能配合，故形成雙循環地球內部構造
模式，在地核和地函之間被CMB不連續面隔開。 



地球內部構造模式的探討 

CMB面物質密度77.92%大幅跳升，一些學者
質疑，提出兩邊物質密度應有連續性的看法。 



• 1987年發現固態和液態交界CMB面起伏超過
十公里，兩邊的密度不應有77.92％跳升。 

• 根據地震射線理論，形成岩漿從地表至外
核過渡區間的一貫性大對流囊。 

• 1995年在蘇俄西伯利亞冰凍的荒漠上，被

發現可能是從地心一路衝上來的白金。 

• 2002年美國聯邦能源部提出最新科學研究
結果，報導在地表下6371公里的地球中心
處有個直徑八公里、由鈾和鈽組成的快中
子滋生式天然核分裂反應爐。 

另類地球內部構造模式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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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內部單循環構造模式示意圖 



地球內部構造新模式的推算 

四種地球內部構造新模式和PREM模式密度分佈

圖。Ｖ為地震Ｐ波和Ｓ波的波速，ρ為密度。 



PREM模式和地球新模式比較表 

地球模式 
質 量 

  
1024g 

轉動慣量 
            

1040g.cm2 
平均密度 

 
   g/cm3 

地心密度 
 

  g/cm3 
地心壓力 

 
 Kbar 

轉距常數 
 

   C 

現行地球數值 5974.200 80286.400   5.5153 13.08848 3638.524   0.3309 

新模式 

地球行星 5121.820 76126.841   4.7284  9.49821 2805.297   0.3662 

暗行星 852.380   4159.559   4.0161  7.96097  1115.272   0.3564 

地球新模式的地球質量僅為現行85.73 %，
地球內部另外空間的一顆暗行星佔地球質量
14.27 %，質量約為火星的 1.33倍。 



地球新模式的數值 

尚待錢德勒擺動的數據來驗證 

地球 暗行星 

半徑 質量 半徑 質量 

6371 
公里 

5121.820 
1024 立方

公克 

3700.375 
公里 
 

852.380 
1024 立方

公克 

佔全地
球質量 

 
85.73% 

佔全地球 
質量 

 
14.27% 



世界幽浮檔案逐漸公開 
1.1980年莫斯科一個航空研究院齊格爾博士
透露出190件蘇聯的幽浮事件。 
2.2001年5月美國揭密計畫組織專業人士20多
名自稱飛碟相關事件證人，指飛碟的確存在。 
3.2008年10月英國國家檔案館公布國防部幽
浮檔案。 
4.2009年11月在梵蒂岡舉辦了外星生命研討
會，公開外星生命實情行動的一部分。 
5.2010年12月紐西蘭軍方公佈了數百份關於
不明飛行物體(UFO)的機密報告。 
6.2011年8月英國國家檔案局公開一批國防部
UFO相關檔案，第8批神秘資料，計九千頁。 



世界各國都有牲畜虐殺事件 

世界各國如美國、巴西、墨西哥、哥倫
比亞、英國、澳大利亞、瑞典等國，都
有牲畜虐殺事件的報告。光在美國和加
拿大兩地慘死的牲畜就不下二萬頭。遭
虐殺的不只是牛而已，其中尚包括豬、
羊、馬、狗、山羊、鹿、雞、鴨等。這
些動物屍體通常在牧場、農場或倉庫中
被發現，有時則在小河或池塘，甚至也
有被丟棄在高速公路上。 



外星人在美國地區虐殺牲畜事件 



史尼匹馬被虐殺事件 

1967年9月在科羅拉多州一匹史尼匹馬被外星
人虐殺，血被吸乾，眼睛、唇、性器被割除。
警員(左)正在現場進行放射能檢查。 



1989年內布拉斯加州被虐殺的牛隻 



1978年新墨西哥州葛梅斯牧場公牛
被割去直腸和性器 



農夫目擊外星人虐殺家畜 

1970年代新墨西哥州赫爾曼牧場有一位農夫

山姆艾倫普，目擊過虐殺家畜的發生。他在

深夜裡因內急走到外面欲小解，一出門就看

到直徑有三十公尺的飛碟，靜停在空中，在

其下看到一頭牛好像被一條隱形的絲綁著。

然後看到從圓盤內降落三個一公尺高的外星

人，將一個金屬製的筒子插入牛的屁股，然

後再慢慢地拔出來，不久他們就消失在圓盤

內。牛好像被麻醉了似的，一動也不動。在

幽浮消失後，牛癱軟在地上。 



外星人綁架人類事件頻傳 

 在美國經常發生「外星人綁架人

類事件」，被綁架者在被綁架期

間，記憶大多在被釋放後就喪失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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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希爾夫妻被外星人綁架  



貝蒂在催眠狀態中畫出的星圖 



天文學家繪製最新的星象圖 



國際會議發表人體被植入晶片證據 

1997年何顯榮與圓山天文台蔡章獻台長參加
在日本羽咋市舉行的宇宙及幽浮國際會議。 



被綁架 
的證據 

 
被ET綁架
者Ｘ光照
出手上金

屬片。  



從被綁架者身體手術取出金屬片  



被綁架 
的證據 
 
習姆斯1996

年從被綁架

者身上取出

32金屬片。  



1967年台灣真正出現幽浮 

1967年6月28日蔡
章鴻在台北圓山天
文台用望遠鏡所拍
攝碟型圓盤幽浮。
在記者會說明。 



台灣第一張幽浮彩色照片 



外星人存在的探索 

從時間探討外星人的來
處：幽浮有一特殊的現
象，並非慢慢的從地平
線或視線之外出現或消
失，有些是突然出現在
空中，而在離開時突然
消失，對目擊者以光速
或超光速接近或離開才
可能發生。物體的速度
要達到光速就不可能， 
故速度不能解決問題。 

質量隨速度變大而增大 



幽浮突然出現或消失的特殊現象，是穿
入不同的空間而消失的。依據超弦理論
三重宇宙的架構，或多元世界理論的前
題下，視大宇宙為多重宇宙的架構，有
一些接近地球的暗行星，以及在地球內
部另外空間的暗行星，居住著科技超越
我們的外星人，他們駕駛飛碟穿入我們
的宇宙，到達地球的時空飛行。 

從空間探討外星人的來處 



百慕達三角大批機船無故失蹤 



日本魔鬼海神秘區域 



美國五大湖三角域的神秘區域 



神秘區域大批機船無故失蹤 

百慕達三角等神秘區域飛機與船隻失蹤
的事件，發現特殊空間所發生的效應，
並歸納成一個特殊現象，稱為｢隧道現
象｣，這是人們飛航或行船時進入不同
空間遇到的現象，平常很少出現，並且
同時會產生許多｢空間轉換｣的狀況，而
進入另外一重空間，我們無從看到，因
而飛機或船隻從此失蹤。說明在本宇宙
之外，還有其他宇宙的存在。 



美國第19飛行中隊5架轟炸機失蹤 

945年12月5日，美國第19飛行中隊的隊長泰勒
上尉帶領14名飛行員，駕駛著五架復仇者式魚
雷轟炸機，在進入百慕達三角後失蹤。 



獨眼巨人號無故失蹤 

1918年美國海軍獨眼巨人號是近二十萬噸的運
煤巨輪，長度有542呎，船員309人，裝載一批
錳礦，在進入百慕達三角後，就憑空消失了。 



格儂飛行遇到｢隧道現象｣ 

1970年12月當格儂的飛機在百慕達三角穿入雲
層的隧道時，雲朵開始繞著飛機旋轉，形成奇
特的螺旋狀線條的隧道現象，遇到空間轉換。 



空間轉換的特徵有八項 

一、突然出現一團濃霧籠罩著； 
二、四周雲層密布中有像隧道的晴朗開口； 
三、飛機穿入隧道時雲朵繞著旋轉形成螺旋 
    狀線條； 
四、在空中無重力狀態滑行、飄浮； 
五、天空或四周變成不同的光芒或顏色； 
六、電磁導航儀器設備全部失靈； 
七、無線電通訊中斷； 
八、航行距離突然大增。 
一般遇到的狀況符合其中的幾項，也會發生
空間轉換，而進入另一重空間。 



拜爾駕機從極地飛入另外空間 

美國軍官拜爾在北極飛行中看到冰雪呈現
微黃色的光澤，卻分散成線狀，顯含微紅
色及紫色，就是經過｢隧道現象｣的景象。 



拜爾少將駕機飛入地底世界 

1947年2月拜爾率探險隊從北極地區的基

地出發，朝向北方進行探測。途中遭遇

隧道現象，飛入不同的空間，進入在地

球內部另一重宇宙的暗行星。那裏有發

出彩虹般光亮的城巿、體型高大的外星

人和碟型的飛行器，經飛碟的引導之下

返回基地。他認為北極內部有一個無限

神秘的土地，是一個最大的未知中心，

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地理發現。 



挪威居民駕船從極地駛入地底世界 

有二組挪威的居民，駕駛船隻從北極附近駛
入地底世界，都是出入位於地球內部另外空
間的暗行星。他們所遇到的情節近乎相似：
遇到比我們大一倍的外星人，其壽命很長，
而且在科學上更進化，以飛碟為交通工具。
他們在地底世界生活上年後，回到故鄉，後
來事蹟被人報導出來。這兩則信息的報導來
源不同，一位是醫生，另一位是作家，時間
相差七十年。兩則完全獨立的類似經驗，由
此可知，航入地底世界的事蹟真有其事。 



從地道出入地底世界的事蹟 

歷史上另有一些人到達地球內部地底世界

的記載：蘇俄藝術家遇西藏高僧談地底王

國；波蘭探險家與西藏高僧談地底世界；

作家李頓著書敘述南美地底城市；南美印

加人後裔去過地底世界；作家休基寧著書

敘述飛碟來自地底世界；作家吉安尼著書

敘述飛碟和地底世界；中國晉朝桃花源記

的洞裡世界。他們是從地面下的地道進入，

在那裡發現高科技的外星人。 



地底世界──阿格哈塔王國 

地底王國的首都香巴拉市，是在地球內部的

空間裡面，而不是在堅固的地殼裡面。那些

位於深處的洞穴，有一個非常明亮的光源照

射著，可以種植穀物和其他蔬菜，而居民不

生疾病，生命極長。那個世界裡人口極多，

並有許多部落。那裡的人必定是已經達到非

常高度的文明與經濟組織和社會、文化與精

神發展，包括驚人的科學，有發光的圓盤狀

飛碟，可以從秘密出口飛出地表，人類和他

們比較，也許會被認為是未開化的民族。 



美軍謝意巴在緬甸進入地底王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意巴在緬甸山區進
入地底王國，看到一座大城市，市內頂上有
一盞人工太陽燈，以小飛碟作為交通工具。 



地球中空論的說法 

葛納地球中空論的地球內部構造圖 



地球中空論在地球科學上無法立足 

地球的質量非
常龐大，越裡
面溫度越高，
地心部分高達
攝氏六千度以
上，由地震的
傳播可知地球
不可能中空。 

地球內部構造圖：地殼平均只有35公里厚，
地球的平均半徑為6371公里。 



地底世界在地球內部另外空間暗行星 

有許多人曾去過那個地球內部的地底世
界，包括一些西藏佛教高僧。被選上的
人才能經由｢特殊地道｣進入。這個｢特殊
地道｣就是｢特殊隧道｣，可能會產生如同
前述的｢隧道現象｣，也就是｢空間轉換｣
的現象，才能到達；換言之，必須進入
另一重宇宙的空間才能到達地底王國首
都香巴拉。由此可知，這些從地道進入
的地底世界，存在於地球內部另外空間
的一顆星球──暗行星，就是我計算出
來的那顆。 



數量極多的暗星球在外星人宇宙 

我們宇宙的質量佔整個宇宙4％、其他
佔96％的失蹤質量有本宇宙的24倍，
是在其他宇宙的暗星球。由於太陽系
有Ｘ行星和其他系外暗星球的存在，
可以推測太陽系、銀河系，甚至整個
大宇宙，都有暗星球在我們看不到的
空間裡，與地球內部外星人居住的暗
行星空間相同，因此這一個空間，就
稱為｢外星人宇宙｣。 



佛菩薩的世界就是大千世界 

佛菩薩的世界基本單位為一個「小世界」。
在一個小世界裡，須彌山屹立於中央，周圍
有四大洲：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南贍部洲
和北俱盧洲，我們所居住之地可以通往南贍
部洲。外圍有九山八海，下方有十八地獄。
四大洲之上有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
兜率天、他化自在天等欲界天，再上去是色
界的四禪天，包括初禪三天、二禪三天和四
禪九天，再上去是無色界的四空天，包括空
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和非想
非非想處天。全部稱大千世界、娑婆世界。 



我們的宇宙之外另有華藏宇宙 

依據《大方廣佛華嚴經》記載，華藏莊嚴世
界海有不可說佛世界微塵數香水海，每一個
香水海裡再各有一朵大蓮花。在香水海上面
有二十重的世界，越是下面越狹，越到上面
越寬。第十三重中間就是我們的娑婆世界，
教主是釋迦牟尼佛，其外圍有十三個佛世界
微塵數的世界圍繞著：最著名的有：東方淨
琉璃世界，教主是藥師琉璃光佛和西方極樂
世界，教主是阿彌陀佛。華藏世界之大非常
廣大浩瀚，相當於我們的宇宙，特予命名為
｢華藏宇宙｣。 



佛菩薩的世界皆透明無物質 

近代高僧寬
淨法師法像 

寬淨法師遊極樂世界時，得
悉它是阿彌陀佛的神通力與
願力形成的，其性質不是物
質的，故無論亭台、樓閣、
宮殿、寶塔、山水、花草、
樹木，皆透明無物質，毫無
阻礙，可以自由穿梭而過。
極樂世界不需須彌山支持，
立於空中也不會掉下來。 



佛菩薩的世界與我們的世界不同 

佛菩薩的世界是由佛神通之力所形成，隨佛
如來一念之間，由心所現，由識所變，而形
成的世界，一切宮殿、樓閣和道場等的設施
僅是影像而已，並非真有堅固牢靠如建築物
的物質，才能在虛空中現形而不墜，大異於
我們生活其間的世界。我們現在的世界是科
學家所稱，經由｢大霹靂｣以後，一股巨大能
量擴散，降低溫度，凝結成基本粒子，然後
合成元素，再結合成為物質，歷經 137億年
演化而形成有實質的物質世界，兩者不同。 



一毛端現十方佛剎是空間轉換 

普賢菩薩說偈言：｢於一毛端極微中，出現

三世莊嚴剎，十方塵剎諸毛端，我皆深入而

嚴淨。｣意思是說：於一毛端極微中，可以

出現三世莊嚴佛剎，普賢菩薩從諸毛端都能

深入十方微塵數的莊嚴佛剎。既然普賢菩薩

可以深入的地方，當然有實在空間的存在。

普賢菩薩從我們的世界中一毛端極微處，透

過｢空間轉換｣，進入佛菩薩的世界，就可以

看到一切微塵數的莊嚴佛剎、一切佛土。 



李嗣涔研究證實佛菩薩世界的存在 

李嗣涔教授演講特
異功能和心靈世界
的存在。 

李嗣涔多年實驗研究，
透過高橋的特異功能，
可以與「另一世界」的
「師父」對話。證實物
質世界之外另有「信息
場」存在「心靈世界」
裡，證明有心靈世界的
存在，人類可望藉此了
解心靈世界。心靈世界
就是｢佛菩薩的世界｣。 



眾多瀕死經驗者到過佛菩薩的世界 

美國至少有一千三百萬還健在的成年人有過
「瀕死經驗」。根據精神科醫師查訪患者做
成報告指出：他們的共同經驗，當他們被認
為瀕臨死亡時，靈魂就離開身軀，飄入一個
長長幽暗的隧道，到達其盡頭有強烈亮光的
光明世界，在那裡有天主和已死亡的親人、
朋友。這就是經歷「隧道現象」，空間轉換
到達另一個佛菩薩的世界。 



人死後需要經歷
隧道現象到天堂 

古代就有人死後需經

隧道現象，透過空間

轉換才能到達光明天

堂的傳言。這是16世

紀畫家鮑士所做的繪

畫，說明此事。 



佛菩薩的世界存在於華藏宇宙 
佛菩薩的世界是一個廣泛的代名詞，一般泛
稱｢靈界｣，也就是人們去世後的歸宿。包括
佛教的｢華藏世界｣、｢大千世界｣，基督教的
｢天堂｣與｢地獄｣，道教的｢洞天福地｣與｢幽
冥世界｣等等。人類佛菩薩的世界是在娑婆
世界，即是一個大千世界。娑婆世界是在華
藏世界二十層中的第十三層正中央。華藏世
界是在本宇宙以外另一空間的華藏宇宙。這
重宇宙與｢外星人宇宙｣不同。有身軀的人類
不能進入佛菩薩的世界，也就不能進入華藏
宇宙。 



結論：三重不同宇宙疊加合成大宇宙 

弦論的整個宇宙原是十維時空的架構，在不
需要經過自發對稱性破缺而緊緻化之途徑，
仍可保持十維時空的架構，可以分為三重宇
宙呈疊加態，其他二重宇宙可以在我們的身
邊，只是我們看不到而已。在任何兩重宇宙
之間的星球互相看不到，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暗物質。因此大宇宙包涵的三重宇宙，有本
宇宙4-10％的物質，外星人宇宙90-96％的
物質和華藏宇宙沒有物質的佛菩薩世界。 



何顯榮出版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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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星球的幽浮(UFO)，困擾著我們。科學家們曾目睹，許多國家已承認外星人的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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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類文明原鄉》台灣古文明叢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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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台灣古文明叢書 二，每本售價500元 

何顯榮著。台灣有許多人類文明原鄉的證據，包括：古文字、海底建構物、巨石文明、古地洞等。然而最大的發

現是作者在國際學術發表會的論文，證實1萬2千年前雪山山脈大山崩，掀起超級海嘯毀滅世界最早文明，也造成

世界性大洪水。證實台灣原鄉論，而且解開世界史前高度文明之謎。 
《現代人來源大解密》新思潮系列叢書 一，每本售價300元 

何顯榮著。達爾文發表物競天擇的「演化論」，為生物演化建立堅實的基礎，現在科學家已經確認；但是當時達

爾文還說：「只有人類，怎麼都不可能用演化論來說明。」至今一些人仍然深信「創造論」：那麼現代人是否被

外星生命所創造？作者有科學根據與哲學分析的爆炸性論說，涵蓋兩者。 
《現代人佛理大領悟》新思潮系列叢書 三，撰稿中 

何顯榮著。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載，經藏浩瀚，佛門有八萬四千法門，在近三千年後的今日，佛法和現代的知

識要如何銜接，使現代人以最趨近佛陀的教育，走向成佛之道，這是現今最值得大眾知曉之事，作者以科學的立

場、哲學的道理和親自的體驗，細述佛法的現代觀，讓大家深入領悟佛法。 
 
  



 發現外星人與佛菩薩的世界 ＝ Discovery of 
        Alien and  Buddha's World 
         / 何顯榮著.   —  初版.   —  

  彰化市 : 新思潮研究室,  2012  04 
  288面：14.7 x 2l公分 — (新思潮系列叢書：2) 
  參考書目：8面 

   含索引 
  ISBN  978-986-86319-1-5〔平裝〕 
 
  1﹒天文學 2﹒宇宙    3﹒地球科學 
 

  320                             101006397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發現外星人與佛菩薩的世界   

         新思潮系列叢書 2 

總經銷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新市新店區中正路4維巷2弄2號4樓 
  電話  (02)2219-2080  
 
印刷者  納奇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安康路484號7樓  
     

──────────────────────────────────── 

著 作 者  何顯榮 
出 版 者  新思潮研究室 
地      址  彰化市介壽北路110-6號10樓 
電      話   (04)7712-4455 
 E-mail    newidea.ufoho@msa.hinet.net 
網      址  http://newidea.org.tw 
郵政劃撥  16327556 何顯榮   
───────────────── 
 
初 版：2012年4月25日 
售 價：新台幣 300元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謝
謝
各
位
！ 


	發現外星人與佛菩薩的世界��Discovery of Alien and Buddha's World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以科學貫穿外星人與佛菩薩的世界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天文觀測到Ｘ行星可能是暗物質
	投影片編號 8
	2002年科學家發現太空探測船先鋒十號，因受到不明力量影響已被拉回偏向太陽的方向；由於現有理論無法解釋這股宇宙神秘力量，可能就是Ｘ行星。�
	天文學家哈伯
	宇宙的星球都在擴張中
	雙星系  Ia型超新星
	宇宙的星球正在加速擴張中
	宇宙擴張不斷加速被認為有暗能量
	投影片編號 15
	弦論建立在十維時空的基礎上
	弦論是一種量子重力論
	超對稱轉換可以統一所有的粒子
	超對稱轉換的伴粒子
	超對稱理論可解釋暗物質問題
	超對稱理論未被證實
	量子實驗中得知多重宇宙存在
	平行宇宙呈疊加態
	平行宇宙是從科幻小說躍入科學
	多重宇宙可以容納暗物質
	宇宙應保持等權的九維空間
	德瓦利認為額外維度同於平常空間
	大宇宙應是三重宇宙疊加態的架構
	他重宇宙星球牽引本宇宙加速擴張
	他重宇宙牽引星球擴張的初步證據
	從地球內部構造模式研究暗物質
	1993年在北京發表｢地球新模式的重建和內部暗物質的發現｣論文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th Model and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Dark Matter
	地球內部雙循環構造模式示意圖
	地球內部構造模式的探討
	另類地球內部構造模式的探討
	地球內部單循環構造圖
	地球內部單循環構造模式示意圖
	地球內部構造新模式的推算
	PREM模式和地球新模式比較表
	地球新模式的數值
	世界幽浮檔案逐漸公開
	世界各國都有牲畜虐殺事件
	外星人在美國地區虐殺牲畜事件
	史尼匹馬被虐殺事件
	1989年內布拉斯加州被虐殺的牛隻
	1978年新墨西哥州葛梅斯牧場公牛被割去直腸和性器
	農夫目擊外星人虐殺家畜
	外星人綁架人類事件頻傳
	1961年希爾夫妻被外星人綁架 
	貝蒂在催眠狀態中畫出的星圖
	天文學家繪製最新的星象圖
	國際會議發表人體被植入晶片證據
	被綁架�的證據��被ET綁架者Ｘ光照出手上金屬片。 
	從被綁架者身體手術取出金屬片 
	被綁架�的證據��習姆斯1996年從被綁架者身上取出32金屬片。 
	1967年台灣真正出現幽浮
	台灣第一張幽浮彩色照片
	外星人存在的探索
	幽浮突然出現或消失的特殊現象，是穿入不同的空間而消失的。依據超弦理論三重宇宙的架構，或多元世界理論的前題下，視大宇宙為多重宇宙的架構，有一些接近地球的暗行星，以及在地球內部另外空間的暗行星，居住著科技超越我們的外星人，他們駕駛飛碟穿入我們的宇宙，到達地球的時空飛行。
	百慕達三角大批機船無故失蹤
	日本魔鬼海神秘區域
	美國五大湖三角域的神秘區域
	神秘區域大批機船無故失蹤
	美國第19飛行中隊5架轟炸機失蹤
	獨眼巨人號無故失蹤
	格儂飛行遇到｢隧道現象｣
	空間轉換的特徵有八項
	拜爾駕機從極地飛入另外空間
	拜爾少將駕機飛入地底世界
	挪威居民駕船從極地駛入地底世界
	從地道出入地底世界的事蹟
	地底世界──阿格哈塔王國
	美軍謝意巴在緬甸進入地底王國
	地球中空論的說法
	地球中空論在地球科學上無法立足
	地底世界在地球內部另外空間暗行星
	數量極多的暗星球在外星人宇宙
	佛菩薩的世界就是大千世界
	我們的宇宙之外另有華藏宇宙
	佛菩薩的世界皆透明無物質
	佛菩薩的世界與我們的世界不同
	一毛端現十方佛剎是空間轉換
	李嗣涔研究證實佛菩薩世界的存在
	眾多瀕死經驗者到過佛菩薩的世界
	人死後需要經歷隧道現象到天堂
	佛菩薩的世界存在於華藏宇宙
	結論：三重不同宇宙疊加合成大宇宙
	投影片編號 89
	投影片編號 90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