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當今科學的發展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然而在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仍然遇到一些瓶頸，其中最大

的問題在暗物質和暗能量。2001 年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觀測宇宙大霹靂之後的宇宙微波背

景輻射，天文學家一般認為微波背景輻射圖中的背景輻射起伏波動和宇宙的組成有關。由此觀測結果，

科學家推論科學家認定宇宙是由 4%的正常物質，如行星、恆星、小行星和氣體等，其餘 96%是失蹤

質量，科學家解讀為 22%的即不輻射也不吸收光線的暗物質和 74%的暗能量組成。但是迄今仍未發

現這些失蹤質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是目前科學家最頭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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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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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雙星系中，其一顆質量比太陽稍大的恆星，其物質進行核融合反應演化，最終變成白矮星後，

另一顆伴星物質漸被吸入，當這顆白矮星質量達到太陽的 1.38 倍時，便會因萬有引力而經歷一次熱

核爆炸，成為超新星。這個超新星爆炸時有固定的質量，爆炸所釋放的能量也是固定的，因此釋放出

完全等量的光線，這樣的超新星被命名為「Ia型超新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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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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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因斯坦是近代科學界最傑出的科學家，他有一未完成的心願，就是自然界的四大基本力──強

力、弱力、電磁力和重力，未能統一起來。為了要完成愛因斯坦的心願，科學家已發展出一套理論──

超弦理論。在理論上，它可以統一自然界的四大基本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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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萬象理論」的候選者。但是科學的核心在於經

驗檢測，它在數學上是嚴謹正確的，然而必須用實驗來驗證，惟至今尚未能獲得證實。 

超弦理論就是超對稱的弦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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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宇宙現狀，他們認為從「大霹靂」以後，宇宙的空間原為九維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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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空間，也就是僅有三維空

間正常的舒展開來，其餘六維額外空間被縮捲成普朗克尺度，無從看到如基本粒子大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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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論的基本粒子都是由一根弦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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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又以二條聯成一條成為閉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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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一條分裂為二條成為開弦的方式，對應到粒子間的交互作用，就是所有自然界四種基本力的來源。 

大統一場論可以將強力、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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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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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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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 10-33公分裡的六維額外空間也沒有現身。

科學家打算再研究超對稱粒子的存在問題，其質量被認為應該是在更高的 TeV 能量等級才能出現，

所以目前就給超對稱理論蓋棺定論依舊是言之過早。 

時至今日，實驗學家卻尚未能在最高能粒子對撞機中，找到粒子物理中超對稱理論所預測的這些

超對稱粒子，因此科學家似乎已經將次原子粒子理論中的一種最簡單版本──超對稱理論，排除在外，

現在從事這項工作的物理學家們聲稱，物理學界今後可能需要重新建構一套全新的理論。倘若如此，

超弦理論可能受到超對稱理論的失敗而無法成立，愛因斯坦的心願：「統一自然界的四大基本力」自

然無法完成，但是弦論仍受科學家的青睞，多重宇宙的熱門論題仍在燃燒，或可在這個方向找出正確

的宇宙論。我在本書的敘述都是在空間的問題上，即根據弦論的九維空間而發展得到的推論，受到超

對稱理論失敗的影響有限，因此本書仍可以給予讀者一個新思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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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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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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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平行宇宙有多重宇宙可以呈現疊加態，這是表示本宇宙之外，還有其他多重宇

宙也可以就在我們的身邊。 

對宇宙學家而言，所有平行宇宙學說的基本問題，都與宇宙可見的視界有關。由於訊號只能從宇

宙開始的那時刻，以有限的光速朝我們而來，因此限制了我們能看見的最遠距離。然而所有的平行宇

宙大都位於我們的視界之外，無論科技如何精進，我們都無法看見。事實上，由於距離太遠，它們對

本宇宙並不會產生實質影響，這就是平行宇宙狂熱者所宣稱的效應，都無法直接證實的原因。 

根據超弦理論，有鏡影物質可以在不同空間的影子世界裡，即在不同的宇宙裡，表示有多重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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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軌跡，而電磁力



在相互之間沒有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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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弦理論的九維空間並無正當理由必須精緻化，以致六維額外空間縮捲到看不到的尺寸，而且科

學家至今尚未發現這些額外維度空間有任何存在的跡象。宇宙的空間原為九維空間，在理論上及數學

上並沒有必要經過「自發對稱性破缺」而精緻化，成為唯一的四維時空和其他六維極微小的額外空間。 

根據大霹靂理論，原九維空間是整體對稱，並無正確的邊際條件可以約束，不必於宇宙發生相變

時，被破壞而成為區域對稱狀態；又於大霹靂發生時，基本力只有一種超力，後來空間分為九維時，

超力也分出為四種基本力。但是電磁力僅在三維中，沒有其他空間分攤，而重力因被全部九維空間分

攤而變微小，因此重力僅為電磁力的 10-36倍；若依據科學家認為重力可以由其他極微小的六維額外

空間分攤，則因空間太小，分攤似嫌不足，因此有正當的理由可以認為由等權的九維空間共同分攤，

才會使重力縮小這麼多。 

弦論學家最近的研究揭示，額外維度的大小可以是無限的，但不被我們所察覺，不是由於它們太

小，而是因為構成我們身體的基本粒子僅被局限在三維空間之中，唯一能逃離監禁的只有重力子。

2000年弦論學家德瓦利聲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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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

子可以漫遊的額外維度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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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額外維

度就是在另外空間，在這些空間裡的物質，其萬有引力正牽引本宇宙加速擴張，因此根本就不是由暗

能量所引起的。 

由上述：宇宙仍應維持等權的九維空間，才能符合今日宇宙的現況，這是本書特殊之處。根據「人

本原理」，以我們生活於其間的三維空間加一維時間，稱為一重宇宙，則超弦理論的九維空間分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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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大宇宙除了本宇宙之外還有另外二重宇宙。宇宙保持等權的九維空間，可以由 HE

型弦論規範群 E8×E8混合弦擁有的「三元」對稱性，說明三重宇宙時空架構的可能性。 

本宇宙有全宇宙 4%的質量，其餘 96%失蹤質量是在他重宇宙有數量龐大的星球之質量。由於這

些星球的巨大萬有引力正拉牽本宇宙的星球加速擴張，這個現象就被科學家解釋成為「暗能量」所引

起的作用，其實暗能量或許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在本宇宙僅有暗物質存在的問題，並沒有所謂暗能量

的問題。美國北卡羅來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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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被其他宇宙拉扯加速離開，與 NASA研究小組發現相同，正深

入研究中。她說，我們目前離不開所知宇宙的範疇，但基本上正在看到其他宇宙對本宇宙的影響。倘

若她說得對，我們可能即將獲致歷史性的發現，也將作為我所提出三重宇宙時空架構的佐證。 

2010年 06月英國的尚克斯教授對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的圖像平滑方式進行了更為細致

的分析，結果發現，圖像的平滑處理程度遠比以前認為的要大，這意味著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測量

並不像過去認為的那樣準確，實際的微波背景輻射起伏遠比過去認為的要小得多，而目前據此建立的

的宇宙標準模型是 2001年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觀測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結果：全宇宙有

一般物質的質量佔 4%、暗物質佔 22%和暗能量佔 74%，這個模型可能是錯誤的，或許必須回到在這

個之前的數據：一般物質的質量佔不到 10%、暗物質佔 90%以上，而暗能量根本不存在。 

宇宙學有兩個長存已久完全對立的模型：「亞里斯多德模型」和「柏拉圖模型」。「亞里斯多德模

型」認為物理現實才是世界的本源，而數學僅是一種有用的工具，對物理現實的近似描述。「柏拉圖



模型」認為純粹的數學結構才是真正的「真實」，所有的觀測者都只能對物理現實作不完美的感知。

最早人類的發展科學都是從觀測物理現象，然後推演出數學定理；例如牛頓看到蘋果從樹上掉下來，

才推演出萬有引力定律，這是「亞里斯多德模型」。但是現代科學的快速發展，創造許多新數學。理

論物理學家傾向於柏拉圖學派，以數學方程式，或者更普遍地說，數字、向量、幾何圖形等數學結構，

能以難以置信的逼真程度描述我們的宇宙。他們懷疑為何數學能如此完美的描述宇宙，乃是因為宇宙

生來就是數學性的，所有的物理都歸結於一個根本的數學問題。但是對亞里斯多德學派來說，這個問

題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宇宙的物理本源就是我們觀測到的這個樣子，柏拉圖學派不僅無法迴避它，反

而會困惑為什麼它不能是別個樣子。 

如果宇宙天生是數學性的，為什麼它僅僅基於「那一個」數學結構？要知道數學結構是多種多樣

的。但是近代的理論物理學家們認為，任何各自相容的物理理論都能表達成某種數學結構。超弦理論

中的弦論架構下，每一個數學結構都有與之相關的平行宇宙，因此平行宇宙的種類或數量可以非常多，

估計會有 10500個宇宙解。由於這麼多解在弦論架構下無法選出來哪一個特別好，所以每個解所對應

的宇宙都會存在，只不過在我們這個宇宙裡的物理定律、常數，剛剛好是我們現在的狀態，結果產生

了「人」，才會有人去想到這樣的事情；其他宇宙則否，這就是「人本原理」。因此將我們看不到的平

行宇宙排除在外，還需要合乎人本原理，才是我們應探討的範圍。 

科學家都以學術上的論述來探討科學上的問題，很少取材於我們人間發生的一些事蹟，來做為研

究的資訊；尤其以柏拉圖學派的理論物理學家對於多重宇宙的研究最為經典。但是多重宇宙的存在，

雖然由數學的推演已使大眾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然而長久以來僅由天文觀測，難得有蛛絲馬跡可尋，

至今仍然一籌莫展。我個人挑戰這種純學術的做法，遵循「人本原理」另行著手研究，就從在人間發

生的事蹟來探討宇宙的空間，或可找出一條出路。 

我是從成大土木研究所出身，因主修測量，曾深入研讀天文測量、大地測量和重力測量等，因此

對天文物理、地球物理略有涉獵，因此在解決宇宙的失蹤質量的方法，就想到當時在國內剛起步研究

的超弦理論，有鏡影物質在不同的影子世界裡。因此由超弦理論的宇宙十維時空架構深入探討，發現

大宇宙可能由三重宇宙組成，在另外二重的宇宙有我們看不到的物質，那就是暗物質。我曾於 1990

年 4月 11日，在台北巿立圓山天文台演講廳發表「宇宙十維時空縱橫談──兼談幽浮」演說，當時受

到大眾的矚目。次日台北巿立廣播電台還用 call out，在節目中請我暢談三重宇宙的奧秘。當時尚無

平行宇宙的論調，2003年美國宇宙學家鐵馬克才著作專文敘述平行宇宙。平行宇宙就是多重宇宙，符

合我對宇宙的觀點。 

其後為搜尋暗物質，我一有空就埋首在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當時在台大校園內)，從地球

科學來探討地球內部構造模式，依據當時一些地球科學家的研究論文，提出「地球內部構造新模式」

的看法，可以由地球內部的密度分布找出地球的失蹤質量，也就是地球內部的暗物質。1990年我曾寫

了一篇提案──「應用地球科學探測黑暗物質以證明超弦理論」，請求中央研究院支援研究，但未受理。

其後獨力自行研究，在 1993 年完成一篇學術性論文：〈地球新模式的重建和內部暗物質的發現〉(英

文)，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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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得評

審為「優秀論文獎」。在推衍地球內部構造新模式時，當時個人電腦(PC)剛被大眾採用不久，我使用

個人電腦，應用 Dbase軟體計算出地球內部構造新模式的各項數值。 

根據許多地球科學家研究地球構造模式的結果，在地函與地核之間的密度分布曲線應成連續性，

不應該大幅跳升，以此模式計算地球的質量和轉動慣量，得到地球質量僅為現行地球質量的 85.73 %，

http://baike.baidu.com/view/77474.htm


不足之數 14.27 %的質量為地球內部另外空間的暗行星，其半徑為 3700.375 km，質量約為火星的 1.33

倍。 

    由於世界幽浮檔案逐漸公開，外星人虐殺牲畜事件和綁架人類等各項紀錄，讓近代科學家們不得

不承認有外星人的存在，而且已在探討外星人和人類的相對問題。外星人不是從我們看得見的太陽系

附近的星球來的，而是來自他重宇宙位於地球附近的星球。 

我特別深入研究一些發生在百慕達三角等神秘區域的飛機與船隻失蹤事件，發現在那裡有特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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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同時會產生許多特徵。那是人類經歷「空間轉換」的特徵，共有八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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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特徵很少在平常的飛

航或行船出現。我舉出由空中、海上和地道三種不同途徑進入另一重空間的許多案例，來說明在本宇

宙之外，還有其他宇宙的存在，以及地球內部的另外空間有一顆星球，符合我在本書中計算出來的那

顆暗行星。 

每當飛機或船隻遇到「隧道現象」時，會產生「空間轉換」的狀況，而進入另外一重空間。是否

會消失？是依據當時的境遇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遇到的狀況符合空間轉換的特徵中的幾項，也會發

生空間轉換，而進入另一重空間，特別會發生「導航設備全部失靈」和「無線電通訊中斷」這兩項。

這是我個人研究的重大發現，或可當作多重宇宙的佐證，並且可以讓飛航與行船者做為警惕，避免發

生悲劇。 

美軍拜爾少將曾駕駛飛機從北極飛入地底世界，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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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那裡居住著科技高超的外星人。歷史上另有

一些人到達地球內部地底世界的記載；他們是從地面下的地道進入，在那裡發現高科技的外星人。由

於地球不可能中空，由這些事蹟可以確認他們曾到過地球內部另外一重宇宙的暗行星。 

由於太陽系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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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它為「外星人宇宙」。 

佛菩薩的世界是由佛的神通之力所變現而形成的景物，例如宮殿、道場、樓閣、寶塔、亭台、山

水、花草、樹木等等，這些僅是影像而已，可以立於虛空中而不墜，並非真有堅固牢靠如人間的真實

物質，與人間完全不同的世界。瀕死經驗者的報告大都有「隧道現象」發生，他們的靈魂曾飄向幽暗

隧道的盡頭，通過有光的洞口，到達佛菩薩的光明世界。這也是空間轉換的現象，它是位於另一重宇

宙的空間，我稱它為「華藏宇宙」。 

整個宇宙有三重宇宙的時空架構，分為：佔整個宇宙 4%質量的本宇宙、佔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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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宇宙和華藏宇宙都可以在我們的身邊。可知外星

人的世界和佛菩薩的世界都在我們左右，只是目前科學家尚未能發現而已。 

本書前五章是依據天文物理學家所研究的各項成果，加入「人本原理」的約束，推衍出來大宇宙

有三重宇宙的架構，我再依據地球科學家所研究的成果，應用多重宇宙的空間性質，推衍出來地球新

模式，做為超弦理論十維時空的佐證，這些都是根據目前已知的科學來推衍的。在前五章的引用文獻，

全部都是引用英文科學期刊或著名學者的著作，以英文列在本書「引用文獻」裡。 



後五章是依據前五章科學理論推衍的結果，引用人間發生的事蹟來證明。我摘取各種書籍或媒體

報導的資料，提出個人的看法，敘述地球內部的另外空間有一個暗行星，居住著外星人，存在於我們

看不見的另一重「外星人宇宙」。另外引用佛經上的經文，提出沒有一般正常物質的佛菩薩世界在另

外一重「華藏宇宙」。這些內涵，不但可以證明我從科學上所計算出來暗行星的存在，而且可以解釋

科學家們至今仍未知的暗物質、暗能量和平行宇宙等問題。在後五章的參考資料，都是參考已在台灣

出版的圖書或媒體發行的資訊，以中文列在本書「參考資料」裡。 

綜觀人類進化史，自有人類以來就有宗教存在，而人類的整個文化史，總脫離不了宗教活動。以

中國為例，五千年前聖人設神道以立教，至今固有文化博大精深。倘若僅執著於工業革命三百年以來

的科學成就，囿於有限科學領域，而忽視五千年來無數古聖先賢心血撰寫的文化哲理和宗教經典，豈

不可惜？就如牛頓的偉大發明，他只稱是在海灘撿到一粒貝殼而已，科學仍非萬能。況且對於宇宙萬

象，與人生精神問題的研究，經常遭遇難題，無法突破瓶頸，若是可以考慮參考人間特殊事蹟、文化

哲理或宗教經典，尋找先人的寶貴哲理和人身經驗，運用類比方法，創新研究方向，或許可以突破瓶

頸。宗教部分內容為勸化世人行善，略有不合邏輯之敘述，倘若引用科學的方法修正，以使宗教合乎

科學，則更容易被世人所接受。 

  我們必須堅守一項觀念：科學的核心在於經驗檢測。多重宇宙是個科學理論，這意味著它在數學
上是嚴謹正確的，可惜至今仍無確實的觀測證據可以證明。物理學家對「人本原理」是有戒心的，因

為它可能成為他們停止追問自然本質的藉口。然而離開人本原理，就如脫韁野馬，多重宇宙的架構可

以推出無窮數的不同解法，難以覓得真相。我個人是遵循人本原理研究科學，以人間的實質事蹟，來

輔佐研究的方向。雖然整個宇宙的架構和地球的模式在本書中都已推衍出來，可是這僅是一個初步的

輪廓，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得到其他科學家的認同，讓後起之秀更深入研究，以最嚴謹的數學來詮釋，

再用最新的科技，以實驗來驗證宇宙的真相。使外星人存在的空間得到定位，以及讓人們最終的歸宿

──佛菩薩的世界，成為大眾嚮往的樂園。 

                                                 新思潮研究室 

                                                             何顯榮 謹識 
2012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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