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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人、月球人、木星人

飛碟、外星人

金字塔

高原神秘圖形

麥田圈

通靈

⋯

以邏輯進行批判性思考！

http://www.homestead.com/bodyreadings/Friends.html


你相信鬼神存在嗎？

你相信原子核存在嗎？

你相信你曾曾祖母曾經存在嗎？

為什麼相信，看過嗎？
為什麼不信？因為沒看過？

你相信外星人存在嗎？



迷思迷思：宇宙無窮大、歲月無限長：宇宙無窮大、歲月無限長

……甚麼都有可能？甚麼都有可能？

事實──宇宙年齡有限、大小有限
並非甚麼都有可能

某件事：…很可能、可能、不太可能、絕無可能…

宇宙現在處於膨脹
狀態──

越遠的星系，離我們
遠去的速度越快

星系離我們的距離

星
系
離
我
們

遠
去
的
速
率

哈柏定律哈柏定律



事實──有些事雖然不太可能，但

未抵觸任何已知科學定律

有些卻違背現有知識，因此

目前絕無可能

把筆拋向空中，能夠落在中壢？

把筆拋向空中，能夠落在哈雷彗星表面？

丟銅板能連丟100次正面？

丟10元銅板能在落下時變成50元銅板？

事實──很難證明「沒有」



月球人？

• 人們一直相信有月球人
(selenites) 

• 為什麼不呢？月相圓缺
規律，輪替與太陽爭
輝，與生活息息相關，
想當然應該有人，即使
不是每個凡人都能夠
去，也應該住了神仙才
是！e.g., 嫦娥、吳剛



月球大騙局
(The Great Moon Hoax)

1835年8月底，紐約太陽報頭條
新聞宣稱英國天文學家赫歇爾
(Sir John Herschel; 1792-1871；
其父為發現天王星的著名天文
學家使用位於南非新建造的大
型天文望遠鏡觀察月球，利用
其獨特設計的放大原理，清楚
看到表面有生命存在。

William Herschel

John Herschel



• 該文宣稱消息來自科學期刊 Edinburgh Journal 
of Science的報導，其實該期刊早已停刊多年

• 整個事件從8月25日開始，從描述望遠鏡到看
到簡單表面特徵與植物、月海、火山、畜
獸，然後是月球（蝙蝠）人彼此在談話，且
充滿肢體動作，顯然具有智慧。

• 8月31日最後一期報導甚至描述了壯麗的廟
堂，證明他們擁有高度文明。

• 新聞連載了六天，讀者每天大排長龍爭購報
紙，期待獲悉最新的發展，使得才開辦兩年
的小報，8月26日賣出了快兩萬份，到了8月
29日甚至把整個事件印成專輯小冊，賣出了
六萬份。



從月球看地球

1835 lithograph 

……毛茸茸的月球人有男有女，具有如蝙
蝠般飛翼，在湖邊悠閒吃著瓜果，四周則
圍繞著禽鳥以及狀如牛、熊般的牲獸。



pamphlet reprint 



• 事後證明整個事件其實是記者洛克
(Richard Adams Locke, 1800-71）所虛擬
的故事

• 洛克專長報導科學新聞，為了諷刺當時
流行「多重世界」理論倡導者迪克，認
為其藉科學之名散播似是而非的觀念，
主張外星人存在而作品大為暢銷，例如
迪克曾為文，以英國的人口密度為準，
依照大小估計太陽系各天體，像是月
球、各行星以及衛星，甚至土星光環邊
緣所居住的人口數目！



• 但人們相信這樣的故事
• 到了 1960s 人們以不再相信
月亮上的蝙蝠人，但很多人
仍認為月球上是有生物的，
只是太小，望遠鏡看不到

• 1969 年七月 20 日 Neil 
Armstrong 登上月球，之後
又有多次登月任務，取回月

表岩石樣本 Apollo 11 Mission
目的：研究月表地質及
尋找生命跡象

“Houston, Tranquility 
base here.  The eagle has 
landed.” – July 20th, 1969



• 時至今日仍有傳言阿波羅任務
並未登上月球，認為一切都是
NASA作假。甚至信誓旦旦，
太空人登上月球受到當地生物
警告不要再來，以致後來不再
繼續登月任務，甚至美國總統
還和外星人簽署了「互不侵犯
條約」

• 事實上人類對於月球的探測從
來沒有間斷，只是在科學上以
及人類的征服感方面，月球不
再引起媒體興趣。

• 近年有關月球探測帶有具體的
「探測」意味（例如找水）

http://www.jsc.nasa.gov/history/jsc40/gallery/lores/AS11-40-5875.jpg


• 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
任何生命跡象這毋寧讓
相信月球有生命的人大
失所望但是這兩年研究
顯示月球可能含有水分

• 以在月球建立基地的目
標來說，月球有水很重
要，除了可使用外，還
可以分解產生氧氣與氫
氣（燃料）

對，人類又開始研
究月球了（其實從
來沒有停止過），
這次不再只是科學
好奇，而是要找東
西，並沒有因為有
人宣稱「月球是外
星人基地」而退
卻）



• 國內有人主張月球其實是中空的，內部
乃外星人的基地…

• 但是空心與實心結構迥然不同，引力場
不單影響登月飛行及其他太空任務無法
順利進行，就連人造衛星受到擾動也不
同。要是月球真是空心，不單只有美國
NASA 知道（而且還刻意隱瞞事實 偏只

有少數地球人知道？），其他各國科學家也
能夠得知，無法瞞天過海

• 外星人的基地還曾經是月球背面、地心
難道外星人隨著我們民智漸開而遷移？



如果沒有月亮…
What If the Moon Didn’t Exist …

• 沒有中國農曆年，沒有中秋節

• 沒有Moon River, 沒有 honeymoon
• 床前沒有明月光
• 潮汐規模小得多；地球自轉會比較快
（週期不到10小時）
強風、強磁場
生物演化過程可能非常不同
連「演講」方式都會不同…



如果地球離太陽稍微近一點…

如果沒有木星…

如果太陽質量稍微大一點…

如果我昨天沒有…

如果我剛才做了 …



說到外星人，火星人又比
月球人來得熱門得多

火星人幾乎成了外星人代名詞

火星人？



• 1877年，義大利天文學家史基帕洛里
(Schiaparalli) 在良好觀測條件下注意
到火星表面有條狀結構，乃記載
canali，義文主要乃條狀結構之意，
相當於英文 channel，但譯成英文時
卻被譯為較不常用的 canal。

• 這造成了歷史事件，因為 channel 形
容自然界的東西，而 canal 則是人工
運河！由於史基帕洛里是受人尊崇的
科學家，因此他發現的「火星運河」
甚受矚目，在全球報紙刊載，終而引
發火星人風潮



http://wapi.isu.edu/Geo_Pgt/Mod09_Mars/marspages/olympus_mons.htm
http://wapi.isu.edu/Geo_Pgt/Mod09_Mars/marspages/Valles_Marineris.htm


• 洛吾爾在火星研究以及所衍生出有關火
星人歷史故事方面，無人能出其右

• 他自設天文台觀測火星，發現條狀結構
顏色、大小隨季節而變，因為科學研究
顯示火星的萬有引力不足以抓住厚重的
大氣層，因此表面不會有大量液態水，
進而發展出「灌溉系統」理論



• 1898年威爾斯 (H. G. Wells) 的科幻著作 “War 
of the Worlds”，以及1912年美國小說家巴洛
斯 (Edgar Rice Burroughs）融入洛吾爾想
法，寫成系列科幻小說 “Under the Moons of 
Mars”，描寫主角 John Carter 前往火星（當
地人稱火星為 Barsoom）的冒險故事（「泰
山」也是他寫的）

• 綠色的火星人擁有高度智慧、呼吸氧氣、居
住在乾燥的海床（科學事實）、飲用的水則
來自洛吾爾所描述的火星表面運河系統（根
據科學研究的結果），居住在環境惡劣的火
星人很自然想要侵略地球奪取資源

• 在羅馬神話裡火星Mars 原就是戰神，這樣
的劇情構成引人入勝又具說服力的作品要件



• 火星人傳說在1938年10月
30日當年「萬聖節」達到
高峰

• 當夜由威勒斯 (Orson 
Welles, 1915-1985) 在紐約
市現場播出改編自威爾斯
的「星際大戰」
“The War of the Worlds”
的廣播劇，故事是火星人
登陸美國紐澤西州

• 由於劇情逼真，造成紐約
與紐澤西地區民眾恐慌，
競相出走



相不相信，只要報紙有登，第二天
必定會有人砍雞頭，發誓前一天在
街上的確看到綠色的外星人？

• 1965 年「水手四號」 (Mariner 4) 照片傳回，
之後還有系列 Mariner 任務，都未看到火星人

• 1976 兩架 Viking Orbiters：找微生物，也找大
型生物；相機拍了一年
都未看到運河，或是所宣稱的綠色農作物

• 可能的解釋是人類視覺易把點連成線，以及
在明亮紅色旁邊的灰色區域會產生呈現藍綠
色的錯覺



科學家一樣犯錯，有名的科學家犯
歷史上有名的錯誤!  

連江湖郎中都必須讀書 騙術＋真實

1993 年「火星觀測號」(Mars Observer) 
失蹤！（離奇嗎？）

1996 年宣佈發現疑似原始單細胞生物
2002年發現可能有大量地下水

未來十年登陸火星？有多難？

對火星的科學探討從未曾歇息



最近前往火星的任務

• 1993 Mars Observer （失敗）
• 1997 Mars Pathfinder

Mars Global Surveyor
• 1999 Mars Climate Orbiter （失敗）

Mars Polar Lander （失敗）
• 2001 Mars Odysssey（每26個月一批)
• (2003 Rosetta, Mars Surveyor 2003, Mars Express)
• 未來 2005 -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火星任務http://www.seds.org/~spider/mars/mars.html
火星簡介http://www.astro.ncu.edu.tw/ast101/mars.htm

http://mars.jpl.nasa.gov/default.html
http://mars.jpl.nasa.gov/mgs/
http://mars.jpl.nasa.gov/odyssey/
http://sci.esa.int/rosetta/
http://www.seds.org/~spider/mars/mars.html
http://www.astro.ncu.edu.tw/ast101/mars.htm


火星上的「人面石」？

1976年「海盜號」(Viking) 拍攝到
的火星地景。匪夷所思吧？



Cydonia City?



是 Cydonia地區的地形陰影？

左邊這張是 Viking 
所拍攝有關「人面
石」的最佳影像

右邊兩張（相反色差）是Mars Global 
Surveyor 上的Mars  Orbiter Camera 
(MOC) 於1998年4月所拍攝的照片

還是火星人笑不出來了？



後來又看了．．．

1976 Viking 1998 MOC 2001 MOC

想看看火星上其他的臉嗎？….



是火星人特愛「面子」？
還是…我們看得太清楚？



李雙澤先生所繪「觀音山」



靈異塵暴？Mars Exploration Rover 
Spirit 號 2005年4月15日在 Gusev
隕石坑所拍攝

http://marsrovers.jpl.nasa.gov/gallery/press/spirit/20050421a/1114044227_4922-1_dd_rad_456-A462R1.gif




http://home.houston.rr.com/gschaeffer/astropix/sat 3-19-04.html


木星人？
Kepler認為伽利略用望遠鏡看到月面隕石
坑是當地居民所建造；伽利略所發現的
四個木星衛星則是 God 為當地居民而造
“Our Moon exists for us on Earth, not the 
other globes.  Those four little moons exist 
for Jupiter, not for us.  Each planet in turn, 
together with its occupants, is served by its 
own satellites. From this line of   
reasoning we deduce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at Jupiter is inhabited.”



Richard Bentley (1662～1742) of England
“God would not have made so many 
stars, most of which are invisible from 
Earth with the unaided eye, for the 
purpose of man.  Consequently they 
must exist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own 
nearby inhabitants.”



你相信鬼神存在嗎？

你相信原子核存在嗎？

你相信你曾曾祖母曾經存在嗎？

你相信外星人存在嗎？

為什麼相信，看過嗎？
為什麼不信？因為沒看過？



你覺得呢？

你敢堅持立場而和人打賭嗎？

那，願意在法庭發誓作證嗎？

Extraordinary claims require 
extraordinary evidence

非凡的主張得有非凡的證據



外星人來過（還在）地球嗎？

不明飛行物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空軍用語
UFOs 幽浮



事實──

天上有很多東西
……
很多也會飛……
有些無法一下認出來

..….



小心，外星人就在你身邊



古文明七大奇物
(Seven Wonders)

• The Great Pyramid of Egypt 
•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 The Statue of Zeus at Olympia 
• The Temple of Artemis at Ephesus 
• The Mausoleum at Halicarnassus
• The Colossus of Rhodes 
• The Lighthouse of Alexandria 



埃及金字塔

到底有多難？
有多神秘？

古人蓋不出
來嗎？
非需要外星
人嗎？
科技先進的
外星人就這
麼點能耐？

http://www.delange.org/Giza_Pyramids_Sphinx/EP3.htm

http://www.delange.org/Giza_Pyramids_Sphinx/EP3.htm


孟丹尼根 (Erich Von Daniken)

• Chariots of the Gods 暢銷4千萬冊，
認為外星人曾在1萬到4萬年前來到
地球，在埃及建了金字塔，在秘魯
建了登陸基地，並且以生物技術培
養出現代人類 ……

• 之後又有系列書籍出版，都很暢銷

• http://unmuseum.mus.pa.us/aastro.htm

http://unmuseum.mus.pa.us/aastro.htm


為了加強我們認定「落後」的埃及人根
本不可能建造大金字塔，孟丹尼根問：
這會是巧合嗎？如果我們將 Khufu金字塔
的高度乘以十億──98,000,000英哩，居然
約略相當於地球與太陽間的距離！

這真不可思議…怎麼回事？
地日距離應該是 930,000,000英哩
關鍵在於乘上極大數字

一支普通原子筆要是乘以一兆，會正好等
於地日距離！



秘魯高原上的神秘線條

http://unmuseum.mus.pa.us/nazca.htm

畫線有那麼難嗎？為什麼非要從
飛機（太空船）上面看？
不是在高原嗎？

http://unmuseum.mus.pa.us/nazca.htm


神秘的麥田圈

Original formation, Longwood 
Warren, Hampshire, July 1995 
(Steve Alexander) for a movie

http://www.osfa.org.uk/cropcircles.htm





聯絡外星人？聯絡外星人？

1974 年11月16日波多黎
各的 Arecibo天線（直
徑 300公尺），在頻率
2.38 GHz，頻寬 10 Hz
，發射了一個三兆瓦
(3x1012 W) 的訊號
──人類有史以來發射

最強的訊號！

嗯，要送些甚麼呢？

http://tw.rd.yahoo.com/referurl/imgsearch/detail/*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gdtl?p=�B���o&n=a0fc82037711c35b76175d0f365a2dcf&act=det


目標M13，位於武仙座
Hercules 方向的一個星團，
距離 25,000 光年，包含約
300,000 顆星。發射的電波束
到達時（兩萬五千年後）恰
涵蓋整個星團



• 如果那兒有文明
• 如果他們有夠靈敏的天線

• 如果天線恰好打開了

• 如果恰好朝我們這個方向聽
• 如果恰好選對了頻率收聽

他們就有可能收到這個訊號

如果收到了，他們能懂嗎？

我們要是收到這樣的訊號，我們懂嗎？

http://tw.wrs.yahoo.com/S=2114705014/K=arecibo+extraterrestrial/v=2/SID=w/l=IVI/;_ylt=AmSn6rcYvSXx1s8LkZhOPQN21gt.;_ylu=X3oDMTA4NDgyNWN0BHNlYwNwcm9m/SIG=127p4ugs5/EXP=1114268123/*-http%3A//www.etsu.edu/physics/bsmith/seti/Parkesa.jpg


會是這樣？



還是這樣？



2001.08.21 英國 Chiboton無線電望遠鏡附
近的 glyph 「麥田圈」 顯示「1974年
Arecibo Message」及「人臉」圖樣



人類是外星人所畜養？

『地球是外星文明的「生物實驗室」』這
樣說法很危言聳聽，也想像力十足，但
沒有需要！人類（及很多動物）眼睛感
光波段＝太陽最大輻射能量波段

太陽輻射 眼睛感光

我們在地球土生土長！



古文明受外星文明影響？

有想像力沒什麼不
好，關鍵在不能空
有想像力

Basque

http://www.swastika-info.com/

http://www.swastika-info.com/en2/falundafa.php
http://www.swastika-info.com/images/kosmos/galaxy/gal_M100.jpg
http://www.swastika-info.com/images/kosmos/sternenkonstelation1--1.gif
http://www.swastika-info.com/images/europa/spanien/lauburu-bedeutung/vasco000.jpg


「看見」歷史

有人宣稱能「通靈」，
看到謀殺案的兇手？

某些岩石能如底
片般記錄影像？



「聽見」歷史

工匠雕刻時如唱片
般記錄下聲音？

有人宣稱能聽到古人透
過時空傳來的訊息？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images/0380805057/ref=dp_primary-product-display_0/104-5780536-2091145?%5Fencoding=UTF8&n=283155&s=books
http://www.csicop.org/q/book/0195135156


http://www.badastronomy.com/



http://www.randi.org/

誰要能在「實驗控
制」的環境下證明有
「超」能力，便能獲
得一百萬美金。



「偽科學」的七項特徵
By Robert Clark http://chronicle.com/free/v49/i21/21b02001.htm

1. 「發現者」直接將「發現」成果訴諸媒體
（冷核融合）

2. 發現者宣稱受到打壓 (以水當燃料的引擎)

3. 證據總在偵測極限（尼斯水怪照片從來不清楚）
4. 證據來自密聞 (雙盲實驗很重要)

5. 某現象已經流傳千百年了

6. 發現者孤立獨行

7. 必須創立新的自然法則來解釋



結論
科學家從來沒有停止想像
科學家想辦法證明自己是對的
狂想者等者人家證明他是錯的

科學不是萬能，必須以嚴謹手段，解決特定
問題

但是科學態度與方法很有用
目前科學知識有限，但追求科學真理的過
程，其精彩程度絕不下於奇幻小說
這年頭連江湖郎中都必須多讀書、多思考！
以未知解釋未知要很小心！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習:資訊 知識 思考：知識 常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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