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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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僅佔宇宙不到一成，其餘九成以上是失蹤
質量，包括暗物質和暗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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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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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星球都在擴張中

「造父變星」被稱為「量天尺」，用來測量

天體的距離。200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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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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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星系 Ia型超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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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論是一種量子重力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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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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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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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行宇宙呈疊加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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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霹
靂時，原為超力變為四種基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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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宇宙應是三重宇宙疊加態的架構

根據2000年德瓦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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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論可以保持等權的
九維空間，根據人本原理，以我們的三
維空間加共同的一維時間，稱為一重宇
宙，則弦論的九維空間可以分成三重宇
宙的架構。這三重量子平行宇宙呈「疊
加態」，他重宇宙的空間也可以就在我
們的身邊。



他重宇宙星球牽引本宇宙加速擴張

科學家假設的「暗能量」是目前大眾一
無所知的東西，無從探尋。我們僅看到
全宇宙不到10%物質，其餘90%為失蹤質
量，我認為這是他重宇宙的星球質量，
並無暗能量的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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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些科學家解釋為暗能量所發生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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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書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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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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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內部雙循環構造標準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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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PREM模式和新模式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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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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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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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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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底世界在地球內部另外空間的暗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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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稱
為一個大千世界，在我們的稱為娑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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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物質，不是堅固牢靠如
人間的建築物，才能在虛空中現形而不墜，
大異於我們生活其間的世界。宇宙是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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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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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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