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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處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對於ＵＦＯ只有

抱懷感恩之心，因它使大家恢復了喪失的美

夢。天上有ＵＦＯ加入，對星星世界有興趣

的愛好者也增加許多，但我們需要收集更多

觀測資料。果真有一天，真正宇宙智慧生物

操縱ＵＦＯ，訪問地球時，對人類產生多大

衝擊，不可想像。可是我們盼望ＵＦＯ和外

星人大量的出現，直接留下外星文明和可議

論的客觀性證據。 

 
台灣飛碟學會名譽理事長 

 

二００二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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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全球已經有很多人親眼看過幽浮，但是直到目前為止，仍

不能確定幽浮到底是什麼樣子。通常目擊幽浮都是在突然間發

生的，在一瞬間出現，尚未來得及看清時又快速地消失了。所

能得到的證據便極其有限，有些目擊者甚至無法確認幽浮的真

相，因此造成一般人的疑惑。 

由於一般人對「幽浮現象」認識不深，因此一些人就將之

歸類如宗教一樣；信者自信，不信者以為怪力亂神之類，以致

損失了他自己「知」的權利。其實這種觀念是錯誤的，主要是

因為人類的知識領域尚未觸及這兩個範圍，目前無法以我們所

熟知的科學方法來解說其真相。相信以人類科技文明的快速提

昇，不久即可真相大白。 

為讓世人正確認識幽浮，藉以擴大大眾的知識領域，引起

對「不明現象」的研究興趣，於一九八二年八月十八日呂應鐘

教授首先發起設立「台灣不明飛行物研究會」，正式開啟我國

的幽浮研究；一九八五年一月改會名為「台灣飛碟研究協會」， 

帶領國人邁向真實飛行物的研究領域；一九九三年六月十三日

成立「中華飛碟學研究會」，經內政部核准為全國性社會團體， 

從此把我國的飛碟研究推向學術道路；二０００年三月十二日

名稱變更為「台灣飛碟學研究會」；二００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名稱變更為「台灣飛碟學會」（以下簡稱「飛碟學會」）迄今。

飛碟學會研究對象是「不明現象」，以科學的方法來研究。 

範圍很廣，不只是「幽浮現象」、還包括「宇宙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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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科學」、「先史文明」、「超心理學」及所有宇宙間不明現

象。 

「飛碟學」最主要的研究課題就是「幽浮現象」的研究。 

「幽浮現象」的研究範圍包括：幽浮目擊事件、幽浮的特性、

外星人存在的探索、飛碟墜毀事件、幽浮真相的理論、外星人

和飛碟的種類、外星人虐殺牲畜事件、外星人綁架人類事件、

外星人殺害人類事件、人類與外星人接觸事件、麥田圈之訊

息、各大國對飛碟事件做法、古代幽浮目擊紀錄、飛碟來自何

處等等。 

「幽浮現象」的研究最大的疑惑在於：「飛碟從何處

來？」。近代的科學家已正式使用龐大的經費、最尖端的科學

儀器，包括太空、地面，矩陣、超長波、紅外線、Ｘ射線、紫

外線等等各色各樣的天文望遠鏡，尋求宇宙中的其他生命跡

象，也就是探索外星人的來源。 

倘若有能為大眾所接受的說法，而且有科學理論為根據， 

將成為下一波科學家研究的焦點。本人從八０年代就開始從空

間來探討飛碟的來處。曾於一九九０年四月十一日在台北市圓

山天文台演講：「宇宙十維時空縱橫談 ─ 兼談幽浮」，其後

曾在台灣省立台中圖書館演講：「從幽浮現象探討宇宙超三度

空間」。本人由地球內部的構造模式來推算地球內部，發現有

黑暗物質存在於另外的空間，寫成英文學術性論文，題目為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th Model And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Dark Matter」(地球模式的重建與黑暗物

質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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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一九九三年十二月在北京首屆海峽兩岸ＵＦＯ學術研

討會中發表，還獲得論文優等獎；這個主題內容將會在後續的

研究叢書中敘述。 

在「宇宙科學」當中，近十餘年來一項重大的發現是天文

學家已正確的找出在我們太陽系附近的其他恆星系，發現也有

行星存在。過去十六年間，天文學家發現了約九十多顆太陽系

以外的行星。讓我們知道宇宙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不能

唯我獨尊，更可以讓我們知道外星人駕駛飛碟到地球的可能性

大增。 

飛碟學研究的另一個主題：「生命科學」，近年來科學上

大躍進的一個主題就是生物「複製(Clone)」，科學家已能成

功的複製各種動物。現代的科學家都已認為近期內就可以成功

複製「人」。為了人類道德問題，世界各國也將明文禁止研究 

「複製人」。然而「人類到底從那裡來？」這個問題也是飛碟

學研究的一個主題，有些專家認為人類可能是外星人的複製產

物。但是我們以進化來的身體和非進化來的智慧來探討人類的

來處，可以歸結到人類「得天獨厚」的智慧，將可透露人類的

來處，也將在後續的研究叢書中敘述。 

「先史文明」中，古代的巨大遺跡及超古文明遺物，都是

超越當時人類文明的產物。巨大遺跡包括：埃及金字塔、馬雅

金字塔、印加巨石文明遺跡、那茲卡巨大地面圖形、馬爾他島

巨石神殿及各地的巨石文明遺跡等。超古文明遺物即「歐帕玆」

(OOPARTS；Out Of Place Artifacts)，即在不應該出現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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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出土的人為加工品之意，隱藏著有上古文明跡象，包括：古

代的精密計算機、水晶頭蓋骨、黃金模型噴射機、古代電池、

石塊齒輪等等。這些古文明遺跡及遺物，非常有可能來自外星

文明。 

近年來，世界古文明的研究正興起，尋找最近一次冰河期

結束時，即一萬二千年前沉沒而消失的古文明大陸，即亞特蘭

提斯大陸和姆大陸，飛碟學會也積極參與這項研究。研究的是

在中國夏商周三代及以前的年代，讓我們發現姆大陸可能就是

在冰河時期連接台灣和琉球的陸塊。我們就台灣的部分收集許

多珍貴的史料和文物，並花費了龐大的經費、時間、體力和精

神，親自做田野的調查工作。根據有限的史料、專家學者的著

作、口傳歷史，加上實地調查及科學鑑定等的解析與研究，將

研究成果彙編成《台灣－人類文明原鄉》一書，已於二００一

年九月由台灣飛碟學研究會出版，成為台灣古文明唯一的研究

叢書。全書共有十六萬餘字、二百餘幅圖像；台灣飛碟學會成

為台灣首創「台灣古文明研究」的研究團體。 

近年來幽浮目擊事件逐漸減少，世界各地的幽浮研究團體

已漸有解散的趨勢，例如著名的英國幽浮研究協會(BUFORA) 已

宣佈解散。幽浮目擊事件近年來逐漸減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三：

一、地球的所有資訊已被外星人調查得巨細靡遺，建檔存妥，

無需再來；二、地球污染嚴重，恐被感染病菌或有毒污染物而

受累；三、人類科技已達相當水準，擁有高科技的儀器和殺傷

力強大的武器，外星人已有所顧忌。因此，「台灣飛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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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否會遭遇同樣命運而消失嗎？答案是否定的。 

飛碟學會研究對象是「不明現象」，以科學的方法來研究。

範圍很廣，不只是「幽浮現象」、還包括「宇宙科學」、「生

命科學」、「先史文明」、「超心理學」及所有宇宙間不明現

象，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每一個項目都是目前科學家努力研

究的課題，在日新月異的今天，我們追求的知識永無止境，因

此飛碟學會的研究路途永遠寬廣，也盼望有興趣者加入行列。

台灣飛碟學會經內政部核准成立以來，最主要的會務工作 

就是編撰《飛碟探索雜誌》，至今已出刊三十五期，前四期是

由本會副理事長、自由作家張開基先生負責，其後各期均由本

人編撰，所有內容大都已儲存為電腦檔案。本書《正確認識幽

浮》是「飛碟探索系列叢書」第一冊，是根據各期雜誌與這個

主題相關的題材編撰而成，並加入其他書籍的相關資料，充實

內容。第二冊為《幽浮事件真相》，第三冊為《外星人與人類

到底從那裡來？》，第四冊為《人類在宇宙間永續生存之道》。

本書的資料，部分採自本會飛碟學研究專家的一些研究成 

果，並由《飛碟探索雜誌》編輯委員合作完成，編輯委員包括

飛碟學會名譽理事長蔡章獻、創會會長呂應鐘、第三屆理事長

劉紹寶、第五屆理事長黃朝明、副理事長張開基、副理事長陳

正鵬、常務理事傅鶴齡等。其他參考書籍的資料，列於本書的

最後部分。本書能出版與讀者見面，應感謝上列的編輯委員們

的合作及提供資料，特此致謝！ 

也感謝讀者的惠顧本書，我們將繼續出版「飛碟探索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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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其他主題，希望讀者繼續惠顧。倘若讀者對科學研究「不明

現象」有興趣，歡迎加入台灣唯一的幽浮研究團體－「台灣飛

碟學會」，成為我們的會員，入會說明及申請書在最後兩頁， 敬

請多多利用。 

 
台灣飛碟學會 

 

謹識 

二００三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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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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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