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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絡 人 ：李嗣涔，台大電機系

                     E-mail: sclee@cc.ee.ntu.edu.tw

原著

壹、前言

我們在做「手指識字」實驗時，發現一

些與宗教有關的字彙，像「佛」、「菩薩」、

「唵嘛呢叭咪吽」、「耶穌」等會讓功能較強

的青少年在大腦屏幕中看到異像，如發光且

微笑的人、宏亮的笑聲、寺廟、和尚、唸經

的聲音、十字架等與平常識字完全不一樣的

影像 1 , 2 。經過收集大量實驗的證據，我們發

現即使關鍵的字彙是青少年並不認識的文字

，例如「蓮華生大士」、「嗎哈嘎拉」等藏

文，希伯萊文及回教圖案所寫之神聖字彙時

均看到異像，為一閃一閃之亮光或中央黑而

周圍有亮光的景象 2 。功能人本身完全不認

得這些文字之意義，因此異像之產生與大腦

意識或潛意識之認知能力無關，這並非大腦

產生之幻覺，而是接受了外界對應文字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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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或潛意識，而是來自信息場內高智能的信息。本文由更多的對話中，讓我們

對有形（物質世界）的宇宙時空、外星文明、無形的信息場結構有了更深入地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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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也就是這個宇宙除了一般熟知的物質世

界及四種力場以外，還有一個「信息場」 存

在。經由神聖字彙的聯繫，手指識字進入心

物合一狀態的功能人就可以與信息場溝通，

將信息場內對應神聖字彙的信息取來在屏幕

上呈現。這個神聖字彙就好像網際網路的網

址 3 ，而信息場則是由大量的信息網站組成

，功能人藉手指識字去看神聖字彙時，就好

像在 cl ick 神聖字彙所代表之網址，信息場如

有對應網站存在，就看到了網站上首頁的內

容。網址不容許有太大的差錯，比如「佛」

字改成「彿」，則所有異像消失，只能看到

「彿」字，表示信息場內沒有對應「彿」之信

息網站。至於手指識字時是否能藉 cl ick 這個

網址而與網站聯上取回信息，還要看青少年

大腦之功能而定。這個功能就好比網路的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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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輝煌的各種植物，令人心生嚮往，流連忘

返。

我們由更進一步的實驗證實，信息場內

充滿了高智能的信息（神靈）4 ，偶而會介入

我們的手指識字實驗，導致混亂的結果。如

同人間網際網路可以發送電子郵件，既然神

靈對我們有興趣，我們也應該可以向神靈發

送信息郵件（information mail），也就是把手

指識字的字彙改為一長串的問題（郵件），

經由識字的過程把郵件送給神靈而與祂對話
4 , 5 。由於整個實驗過程中，功能人在大腦屏

幕上完全沒有看到紙上所寫的問題，因此她

的回答並非來自個人的意識或潛意識，而是

來自信息場內的神靈。由新近的對話中，讓

我們對有形（物質世界）的宇宙時空、外星

覽器，高功能表示手指識字正確率高，瀏覽

器之版本很新，可以看到各種網站之信息 2

。功能較差之青少年，大腦瀏覽器之版本較

舊，只能看到有舊版信息之網站或根本看不

到網頁，因此能產生異象之神聖字彙較少。

由此觀察，我們開始了解信息場世界似乎是

一座錯綜複雜的網路世界。

既然信息場是網際網路的架構，除了首

頁之外我們應該還可以連接到網站的其他網

頁。結果我們發現真的可以經由手指識字辨

識神聖字彙（網址）之組合，配合口述的密

碼，而連結到其他網頁。參與實驗的 T 小姐

曾經遨遊過基督教天國的網頁，進入天國巍

峨宏偉的十字架大門；也遨遊了藥師佛的第

一、第六及第八個藥園，見識到信息場內金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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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無形的信息場結構有了更深入地了

解。

貳、瀏覽網站的其他網頁

此次手指識字實驗的對象是已經合作

十年的 T小姐，樣本是事先準備的 5 x 5或 5

x 8 cm2的紙條，上面用噴墨印表機印上文字

。實驗時先在 T 小姐兩手掌上接近食指的

底端貼上電極，並連到記錄器上以記錄手

上出現的皮膚電位。然後請在場的觀眾任

選一個樣本交給 T 小姐，並用一個藍色布

袋把 T 小姐拿著樣本的右手套住，並用套

繩在手腕處紮緊，就開始實驗並記錄時間

及手上電壓。

一、遨遊基督教的天國

從 1999 年 8 月的實驗開始， T小姐每次

在看到神聖字彙「耶穌」時，均看到一個中

空的十字架，內部有光芒射出，如圖一第一

格所示。經查參考資料《天堂的歷史》一書
6，天國的大門就是一個十字架，因此我們猜

測可能經由「耶穌」兩個字而連結上了天國

的首頁。問題是我們可以走近這個天門，甚

至進到大門裡面嗎？該如何書寫神聖字彙呢

？這可由人間網路獲得啟發。平常利用電腦

看網站的其他網頁是用斜線把網址隔開，我

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看信息網站的其他網

頁嗎？比如寫下「耶穌」後面加一條斜線，

再在後面加另一個神聖字彙可以嗎？如果可

以，那要加什麼樣的神聖字彙呢？進入天國

是希望能看到上帝，那後面要加的神聖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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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應該是「上帝」。但是上帝該用那一個字

呢？我們經由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一位心理學

教授的告知，決定用英文「SAM」， SAM是

SAMUEL的簡寫，而 Samuel是西方很普遍的一

個人名。經查韋柏斯特（Websters）大字典，

「Samuel」希伯來文的意思是「name of God」，

代表神名。因此我們嘗試用「耶穌／ SAM」來

做實驗，結果如圖一的第二格所示。 T 小姐

腦中第一個屏幕打開時，果然看到遠遠有一

個十字架的天門，內部有光芒射出，接著屏

幕消失。等到第二次屏幕打開之時，她竟然

走向大門口，也就是十字架向她靠攏過來。

成功了！用兩個神聖字彙的聯集有效。我問

她：「十字架有多大？」她在紙上畫了一個

中空的十字架，然後再在下方點了一下，表

示那一點是她的大小。原來十字架是一高聳

入雲、宏偉壯闊的大門，內部充滿了光芒。

但是她被檔在門前，一直無法進入，我猜想

進門可能還需要密碼（password），但是密碼

為何？絲毫沒有概念。我突然想到基督徒禱

告完畢都要說：「阿門！」因此請 T 小姐在

下一次屏幕出現時，心裡默想「阿門」，結

果等她說完「阿門」，整個天門突然消失，

一切恢復空白。原來「阿門」是結束語，是

禱告完畢告訴上帝已經結束了的用辭。後來

我請教了基督徒該用什麼辭語？他們建議我

用「哈里路亞」讚美主，因此第三次做實驗

時就改用「耶穌／ SAM ／哈里路亞」，如圖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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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格所示。結果還是一樣，她仍然被檔

在天門口無法進入。我建議她「哈里路亞」

用說的試試看，沒想到真的有用，心裡一說

完「哈里路亞」十字架就從她兩邊飛躍過去

，周身浸入一片光芒，她進入大門了。但是

瞬間所有異像都消失了，她似乎又從後門出

來了。讚美主只讓她瞬間感受到天國的神聖

性，但是沒有讓她久留，也許她不是基督徒

的緣故。口中說出密碼似乎是連結網站其他

網頁非常重要的關鍵，而不是只靠書寫的文

字。

二、遨遊藥師佛的藥園

T 小姐進過天門，可以遊覽佛國嗎？結

果也成功了。

在 2002年 9月 29日的實驗中， T小姐在

用手指識字看「觀音 / 藥師佛」的樣本時，先

看到一片強光代表連上觀音網站，再看見如

圖二中小圖１的亮圈出現，代表連上藥師佛

網站。亮圈一排五個，排列整齊，且一排排

的往下方延伸有數十排，圈與圈間亮度較弱

，可能是中間的亮光照亮外面。這是過去看

「藥師佛」從未出現的現象。過去所看都是

一片亮光，像是接到了藥師佛網站的首頁，

這次出現比較詳細的內容像是連接到了網站

的其他網頁。該如何更進一步去看看亮圈內

的景象呢？我請 T 小姐心中默想：「我可以

進去看嗎？」突然 T 小姐屏幕中出現了一位

高大的亮人（一般人的 5~6倍大），問：「你

要看哪一個？」T小姐答：「第八個。」亮人

一指，就進入第八個亮圈， T 小姐在屏幕中

看到一片植物園，由圖二中之小圖 2 的植物

組成。每個植物均金光閃閃，頂上的花朵是

一個發金光的亮球，非常的漂亮及殊勝，隨

即屏幕消失。 T 小姐再問：「可否再看一個

，第六個？」屏幕一開，亮人說：「最後一

個，不能再看了。」一指就看到另一片植物

園，由圖二中之小圖 3 的植物組成。是蔓藤

類植物，由天上一排排垂下，軟的半透明，

飄來飄去，葉子邊緣有光芒，尖端有一小圈

在發光，看了感覺非常舒暢，似乎有治療身

心的效果，隨即屏幕又消失了。 T 小姐問：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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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不摸字條，就進去看那些美好的景象

？」亮人回答：「可以，但我不一定在。」T

小姐再問：「可否告訴我第六及第八個藥園

的名稱 ?」亮人答：「說了你們也不知道，不

說。」這位亮人太高大，而且發出光芒很強

， T 小姐祇能看到祂的肩膀以下發光的軀體

，無法看到真面目，我們猜測這位神靈就是

藥師佛。原來祂們神靈在信息場內也是會出

門在外旅遊或辦事，不一定留在祂的信息網

站內。

既然藥師佛允諾 T 小姐有空可以去看藥

園，我們又試了幾次，如圖三所示。 2002 年

10 月 27 日試了一次，有位亮人出現搖頭不讓

她進去，如第一格所示。 2003年 2月 25日我

們請教 T 小姐的師父：「請開示，藥師佛的

藥園有幾個？」答：「one, big one」，有一個

大的﹔再問：「是只有藥師佛在管理嗎？」答

：「pretty much」，差不多就是這樣；再問：

「還是祂請了徒弟在管理？」答：「it depends

, and yes」，是的，看情況而定；再問：「上

次讓 XXX 去看了兩個藥園的是藥師佛本尊嗎

？」答：「maybe」，可能是。 2003年 3月 28

日我們再試一次，看看是否能進藥園。如圖

三第三格所示，一個亮人出現仍然是搖頭，

不讓進去。 T 小姐問：「下次可以嗎？」亮

人這次點頭表示可以。因此兩天後 3 月 30 日

，我們再試一次，果然成功，如圖四所示。

T 小姐首先看到一個一個的亮圈，排成如小

圖１之形狀，與上一次成功地進入藥園情形

完全一樣，我們知道這次可能會成功了。 T

小姐要求看第一個及第三個藥園，結果屏幕

只有亮一下，沒看到任何景象。 T 小姐要求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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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次，結果進了第一個亮圈中，出現一

片都是綠色的植物，如小圖 2 所示。這些綠

油油的一大片植物，一排一排地排列很整齊

，莖葉呈左捲曲或右捲曲，或有兩片葉子一

個左捲、一個右捲，有點像筆筒樹。接者屏

幕消失，再也無法進入第三個藥園。由此 T

小姐已經遨遊過藥師佛的第一、第六及第八

個藥園。至於那個主要的最大的藥園，我們

不知道是第幾個；或者我們早已進入，只是

在大藥園的小園子裡觀賞不同的植物而已。

參、信息場神靈對話

利用手指識字實驗來與神靈對話時，我

們要把一長串的問題或郵件寫在 5 x 5或 5 x 8

cm 2的紙條上。實驗的對象仍然是 T小姐，對

話的對象是 T 小姐的師父。每次在實驗前準

備五至十個樣本，每個樣本上面寫一到兩個

問題。每個問題長度約在十個字以上，並在

問題前面或後面加一句請示語：「請開示。

」或「請問師父。」等等。然後將樣本摺疊

好，等待實驗開始。

實驗的方式與前相同，根據 T 小姐的主

述，她在做此類實驗時比較輕鬆，不需要花

力氣集中精神去看手中的信息，腦中屏幕第

一次打開是一片空白，然後空白的銀幕逐漸

遠離縮小，好像送了出去；第二次屏幕打開

時，就聽到師父的答案，或看到師父出現，

表示一些動作如點頭或搖頭，有幾個問題就

會開幾次屏幕，聽到或看到師父的答案，直

到最後一片空白，表示結束。我們的實驗是

從 2000年 12月 29日開始斷斷續續地做，現將

部份的結果分別敘述及討論如下：

一、對宇宙結構的討論

我們想多了解有關宇宙的產生、生命演

化、神靈的演化與信息場的時空性質等各種

問題，因此我們問了下面六個問題，如圖五

及圖六所示：

在 2002年 12月 26日我們問 T小姐的師父

。第一個問題是：「請開示，我們這個宇宙

是如何來的？（1）大爆炸產生的，也就是量

子真空擾動，突然產生？（2）由上帝創造？

也就是由「道」所產生？（3）其他方式，請

明示。」結果 T小姐在腦中屏幕(天眼)只有打

開兩次的情況下，就聽到了師父告訴她的答

案：「First, first; second, later helped!」。  師父的

說法是，我們這個宇宙是由大爆炸或量子真

空擾動所產生的，然後由上帝來幫忙它的發

展──顯然物質宇宙的產生是後於神靈的發

展。

既然我們的宇宙是量子真空擾動所產生

，那麼量子真空擾動是否會產生其他的宇宙

？我們問 T 小姐的師父第二個問題是：「請

開示，除了我們地球所存在的物質宇宙外，

還有其他物質宇宙存在嗎？」結果 T 小姐在

腦中屏幕(天眼 )只有打開兩次及三次的情況

下，就聽到了師父告訴她的答案：「有」；

「very far」。其他宇宙是存在的，只是非常遙

遠。

二、對生命來源的討論

我們問 T 小姐的師父第三個問題是：「

請開示，物質宇宙最原始的生命型態是如何

產生的？（1）隨機式的演化？（2）上帝(道

)所創造出來的。（3）其他，請明示。」結果

T 小姐在腦中屏幕(天眼)只有打開兩次的情況

下，就聽到了師父告訴她的答案:「Majority one

！」主要是第一項，隨機式的演化。

我們問 T 小姐的師父第四個問題是：「

請開示，地球上人的來源？（1）自行由地球

上低等生物慢慢演化而成？（2）外星人來地

球播種低等生物，再慢慢演化成人？（3）外

星人類移居地球？（4）其他，請明示。」第

一項選項其實就是達爾文的演化論。結果 T

小姐在腦中屏幕（天眼）只有打開兩次的情

況下，就聽到了師父大笑的聲音，也不回答

是第幾。過四天再問同樣的問題，師父的回

答是：「too hard to answer！」雖然師父沒有正

面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也等於回答了這個問

題。選項中沒有一個是正確的，表示地球上

人的來源可能有各種力量的參與，不是單單

一種機制。

三、對神靈來源及信息場結構之討論

我們問 T 小姐的師父第五個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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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開示，神靈是如何產生的？（1）上帝創造

的？（2）信息場自行演化而成？（3）物質

宇宙演化到複雜體系而衍生？ （4）其他，請

明示。」結果 T小姐在腦中屏幕(天眼)只有打

開兩次及三次的情況下，就聽到了師父告訴

她的答案：「hmm……(不確定的意思) two！

」「t w o ，比較接近！」顯然選項均不完全正

確，但是第二項，信息場自行演化出神靈比

較接近真相。原來神靈也會演化，而祂們如

果沒有物質的肉身可能更容易演化。

我們問 T 小姐的師父第六個問題是：「

請開示，我們把信息場（靈界）看為虛數軸

，物質世界的四度時空看成實數軸，這樣的

看法合理嗎？」結果 T 小姐在腦中屏幕（天

眼）只有打開兩次的情況下，就聽到了師父

的回答：「hmm……。」「hmm……OK！」。

師父不很確定我所說的意義，最後勉強說 OK

。也就是信息場是處在一個與四度時空垂直

的虛數軸上。當然這只是一個近似的表達方

法，不一定是物理的事實。

肆、接觸外星文明

我們對宇宙中存在的其他高等文明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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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想要了解他們的情況，過去我們已經

與師父對談，了解到地球人類早已和外星文

明接觸。宇宙中的外星高等文明必然也發現

了信息場，他們如果比我們高等的話，必然

也發現了如何直接與信息場聯繫甚至進出的

方法。高等信息場內既然沒有時間及空間之

分別，外星人可以藉由信息場到達宇宙任何

一個地方，包括地球在內。因此我們在和信

息場溝通之時，當然也會接觸到外星文明。

這也提供了一個去宇宙旅行的方法，有了這

種認知以後，我們就希望師父能介紹一個外

星人與我們認識。經過半年的努力，師父終

於帶 T 小姐用天眼去觀察了一個本銀河系（

the Milky Way）天鵝座（Cygnus）的高等文明

。高等生物與人長得類似，兩隻眼睛、兩個

鼻孔、一個嘴巴、雙手雙腳，但是手只有三

隻指頭、一隻特大，額頭還長有一個像天線

的突出物。他們身體皮膚表面是黑色、發亮

，好像穿了一層緊身衣。講話很快，自言自

語，像是跟其他人通信。他們發明了一種機

器，只要在鍵盤上敲進指令，就有好像是食

物的東西跑出來，他們抓了就放進口中。根

據師父的說法：外星人的這個機器可以創造

出任何物品，他們的科技遠高於地球人類，

也曾來過地球。

伍、討論

與我們對話的神靈，也就是 T 小姐的師

父，祂顯然比我們對物質宇宙及信息場的認

識要高出太多。但是他是否是萬能的神，無

所不知、無所不曉，也是有疑問的。他對真

實宇宙的描述包括四度時空的物質世界、虛

空的信息場，是可以做為珍貴的參考資料來

幫助我們往後的研究，但是還是要保持開放

的心胸，準備接受其他的可能性。而就邏輯

推理來看，祂的回答中有部分是合理的，極

有可能發生的。比如當具有超過地球科技文

明的外星人來到地球時，他們難道不會做基

因轉植？不會嚐試改變地球演化出來的物種

？我判斷當然會，就像地球人類已經在做這

樣的事情了。因此地球生命的演化很可能受

到外星文明的干擾。另外神靈也會演化、可

以從信息場演化而出，也是合理的。因為有

物質肉身的動植物都會演化，自然沒有物質

肉身的神靈更容易演化。除了我們地球所在

的宇宙，還有其他宇宙存在也是非常合理。

根據目前的宇宙學理論，創造宇宙的能量來

自量子真空巨大的能量，既然量子的擾動會

產生我們這個宇宙，當然也可能有其他的量

子擾動創造出其他的宇宙。至於在師父的理

解中造物者（Creator）創造宇宙，似乎與上帝

（G o d）協助宇宙演化或管理宇宙是有分別的

，這在一些其他的與神靈對話的書中 7 , 8 也有

同樣的論點，這必須留待以後有更多的證據

才能檢驗。

至於天鵝座的外星文明，現在雖無法驗

證它的真假，只要他們有遨遊時空的技術，

我們也許可以經由神靈邀請他們來地球訪問

，到時就知道是否事實。總之，我們相信這

種「遨遊有形與無形界」的實驗，已經可以

帶領我們遨遊宇宙與外星文明聯繫，擴大我

們的宏觀視野，並促進我們科技的發展。而

經由這樣的實驗，我們也逐漸了解到不同信

息網站的內部結構，對遠古的傳說、文化的

傳承、宗教的教誨都有更深入的認知與理解

。

陸、結論

我們經過「遨遊有形與無形界」的 T 小

姐參與之手指識字實驗，似乎證實了基督教

所講的天國及佛教所講的佛國都是存在的，

都是存在於信息場中的信息網站。除了可以

經由手指識字辨識神聖字彙（網址）而連結

到信息網站的首頁外，還可以配合不同的神

聖字彙及口述的密碼，而連結到其他網頁。

我們也發展出一套向神靈發送信息郵件（i n -

formation mail）的方法，經由識字的過程把郵

件送給神靈而與祂對話。再經過神靈給我們

的答案讓我們對有形（物質世界）的宇宙時

空、外星文明、無形的信息場結構有了更深

入地了解。原來神靈也會演化；地球人的來

源可能遠超過達爾文的演化論所能描述的情

境。經由神靈的協助，我們也開始與外星文

明接觸，地球上一個全新的世紀已經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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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information field (spiritual world) behaves like a world wide web.

In addition to clicking the home page of the information web site by testing sacred words (web

address) in the finger reading experiment, it is possible to click the sub-page of the web site by

testing a combination of sacred words together with orally recite password. We have toured the

web site of Christian‘s heaven, walking to the doorway of the empty Cross which is a splendid,

gorgeous gate of the Heaven. We have also toured three herb gardens No. 1, 6 and 8 of the

Pharmacist Buddha, witnessed various golden plants emitting bright light from their flowers and

leaves. These sceneries were so impressive that we didn’t want to leave.

   Just like sending an email through internet in human society,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send

“information mail” through information web to the high intelligent spirit. We changed the words or

phrases on the samples to a mail containing a series of questions and dialogue with the spirit

through finger reading experiments. During the entire experiment, the person with exceptional hu-

man ability didn’t see any words on the sample in her inner screen; therefore, her answers came not

from her consciousness or sub-consciousness, but came from the spirit in the information field.

From the dialogue, we go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pace-time of the visible

(material) universe, extra-terre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invisible information field.

Keywords: information field, internet, finger reading

Traveling around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wor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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