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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教義第四章第一節描述之陰陽扭合變電結構探討狄拉克量子化條件是否暗示了

目前科學界尚未發現之電準結構的存在，此電準結構決定了電荷的量子化以及超導態中

磁通量的量子化。同時經由此陰陽扭合變電結構作者也提出了可在超導態中分辨由正電

所產生的磁場以及由負電所產生的磁場的方法，以為此尚未發現之電準結構存在的證

據。若經證實可為人類帶來電磁研究方面之革命，並可藉由陰陽電磁場之引入科學界，

應用到人體陰陽氣場研究、善念為陽電之發射及惡念為陰電之發射之研究，祈能帶動人

類科學朝向精神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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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交通機研發系列三 

天人交通機研發新突破－從陰陽電磁波談起 

 

林緒致 

 

 

一、報 告 

 

天人研究總院天人交通機分組除持續進行侍生接訊狀態之研究外，同時也進行著陰

陽電磁波等相關研究。經由此次天人交通體驗班（7.14~7.28），承蒙仙佛及維生首席慈

悲照拂，本組成員獲益良多，將繼續加強研究，懇請仙佛及維生首席持續給予指導與護

持。本篇為陰陽電磁波研究相關報告，其他研究報告也將陸續上呈。 

無始以來，宇宙間即隱藏了一變數－宇宙可能因此而毀滅的變數。經由諸天上聖高

真不斷地努力，訂下了「天人大同」的目標，期以天人共達萬殊歸一（  上帝）的熱準，

而達整個宇宙幸福之境界。在達「天人大同」之前，我們必須搶救三期末劫，此乃本師

所書：「欲澄清宇宙，須搶救三期」之意。 

本師世尊現已任本地球三期末劫行運之春劫主宰，主導邁向「康」進而「同」之行

運，此「康同」非僅天之「康同」或人之「康同」，而乃天人之間之「康同」是也。故

弟子以為成功之關鍵在於天人合力，而非天人各行其是。如何讓久因功利傾唯物的人類

重新回到  天帝宇宙大道的自然軌道，肩負起人的尊嚴與責任，除在於自我覺醒邁向精

神重建、道德重整之外，也在於天上真能視人類為合作之夥伴而非只會闖禍的小孩子。 

故弟子以為目前首要之道在於啟發人類覺悟到往日傾唯物的偏差，才有可能邁向精

神重建進而行天人之間的合作。如何能啟發人類覺悟昨日之非而又能循序漸進邁向天人

之間的合作？弟子以為當從人類的理性著手。誠如本師世尊於「為什麼要在地球上復興

先天天帝教」一文中所示：「試問，我們除掉祈求  上帝拯救天下蒼生，使人類理智立

即恢復正常，消戾氣而啟祥和，和平早露曙光，世界得能苟安一時之外，有誰能旋乾轉

坤，施展妙法，挽救空前危機。」，再配合上天赦年維生首席指示之行赦原則：「透過自

赦人赦承天赦的理性程序。」，我們可以了解到：透過人類的理性，得以暫免浩劫之威

脅，並循序獲得  上帝之赦免，才能再有機會邁向精神重建、道德重整，進而「普天之

下，天帝之教，只有一種最高信仰，並不拘守一種宗教，於各大宗教之精義，兼容並蓄，

融會貫通，且與科學相結合，創訂適應時代需要的共同認識，建立一致正確的道德標準，

承  天帝之道統，其教主為始祖  天帝，以真理為依歸，其目標為天人大同。」，完成

天人合力的終極目標。 

試再以禮記禮運篇「康」之境界為印證：「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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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禮者，理也。

「春」之後既為「康」，當重理性之啟發，以順利過渡至「康」之境界。 

綜上所述，吾人可有妙法以啟人類理性之復甦，進而邁向精神重建、道德重整？弟

子以為當由天人研究總院帶領同奮們加強理入的功夫，深耕教義做起。對外而言，以天

人研究總院為領導，由教義所示之陰陽電磁波研究入手，進而推廣至教義內各項精神科

學之研究。維生首席為行天赦之教常對同奮們教誨：一念可以成善，一念可以成祥；一

念可以成惡，一念可以成戾，能否得天赦就在這一轉念間啊！教義揭示我們：善念為陽

電之發射，惡念為陰電之發射。此為自然之法則，無絲毫神秘之處。運用此自然法則，

透過教義及聖訓之指導、天人研究總院之研究並與人間科學相結合（天人合力），製作

出可感測善念、惡念的儀器，促使人類於理性上明瞭「人在做，天在看」當非虛言。此

「看」並非老天故意監視控制人類，而是大自然本有之自然反應，「生命是充滿自然的

生命，自然是充滿生命的自然。」。此儀器之研發完成當能如本師世尊所言：「一旦突破

基本障礙，則是人類科學邁向精神重建的起步。」，可啟發人類理性復甦導向精神重建、

道德重整（現今人類從小學習物質的自然律，從未學習任何精神的自然律，因其被歸諸

於完全的信仰以致於無法理性的探討，或甚至於被歸諸於迷信，進入不了人類的教育體

系。透過此儀器之研發完成，我們可以逐漸將教義內所示之精神的自然律、自由律納入

人類的教育體系。），更加落實天赦之教於人間，進而繼續天人合力研發教義所示之各

項精神科學之研究，以天人交通機之研發（研發進度表將於近日內另案上呈）為指標，

當其完成之時，即天人之間於理性上完全貫通、合作無間之時，亦即本教理入之管道在

本地球完全暢通之時。 

懇請仙佛與維生首席垂聽上述之心聲，並懇請應允弟子所提出之請求（附件一為請

求事項，附件二為陰陽電磁波研究報告英文原件，附件三為陰陽電磁波研究報告中文翻

譯），弟子必將全身以赴，不辱使命。 

敬呈 

      總院長維生首席 

 

 

二、請求事項 

 

(一)根據弟子的推論（請參照下述三），正電流所造成的磁場與負電流所造成的磁

場可以在超導態中被分辨出來（如圖一所示之方法），請問是否正確？懇請天人研究總

院相關研究仙佛賜予指正。若為正確，弟子將立即於實驗室內進行此一實驗。負電流之

來源十分容易取得，以銅導線繞成線圈其上之電流載子即為負電子。但正電流之來源較

不易取得，一般來說有四種方法：1.帶正電的粒子流，如質子流。2.溶液中帶正電的離

子流，如鈣離子流。3.反物質粒子流，如反電子流。4.電流載子為正之線圈，如鋅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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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弟子之推論為正確，此四種方式將可獲得同樣的結果，故弟子欲以較容易取得之第四

種方式進行實驗，抑或仙佛認為此四種方式將有不同之結果？懇請天人研究總院相關研

究仙佛賜予指正。 

無論在天上或人間，在各個不同的領域，皆須要獲得他人多數之認同，方能群策群

力，共創未來。在科學的領域中欲獲得他人多數之認同不外乎兩種方式：1.對於現有的

理論或實驗提出更佳的詮釋或應用。2.提出有價值的新的理論或實驗結果。若此篇根據

教義與聖訓之指導所完成之陰陽電磁波研究報告為正確，且能以實驗驗證之，必為兼具

上述兩項特點之科學成就，可立即獲得人類科學界最高程度與最多人數之認同，於天人

之間進行理性上的合作有莫大的幫助。懇請相關司職仙佛賜予護持。 

(二)若此辨別陰陽電磁波之方法為可行，將此裝置（超導量子干涉儀，如圖一之方

法）置於人類頭部周圍之電質軌道電力作用區，即可觀察起善念時為陽電之發射，起惡

念時為陰電之發射了。請問仙佛是否正確？懇請天人研究總院相關研究仙佛賜予指正。

同樣地，針對氫的精華、氧的精華軌道電力作用區，先以核磁共振儀觀察氫核或氧核之

運轉情形，再配合上此裝置置於其軌道電力作用區，即可觀察氫的精華及氧的精華軌道

電力作用的情況了，請問仙佛是否正確？懇請天人研究總院相關研究仙佛賜予指正。現

今人類科學對於電磁力（即教義上所云達到熱準扭合變電之後的電磁現象）最為了解，

應用上也最為成熟，故現階段也只能從各個軌道之電力作用區轉換至此裝置之效應中觀

察和子各個軌道的電力作用情形，弟子以為和子各個軌道之電力作用區轉換至此裝置之

轉換效率是不同的，故可由此分辨各個軌道之電力作用，請問仙佛是否正確？懇請天人

研究總院相關研究仙佛賜予指正。此裝置於人間稱為超導量子干涉儀，應用於腦部磁場

量測時稱為超導腦磁儀，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內有一台此裝置。若弟子上述為正確，此裝

置對於教義內各項精神科學之研究（陰陽電磁波、靈體醫學、天人交通機…等）有莫大

之幫助，祈能儘速取得掌管此裝置之專家之配合，懇請相關司職仙佛賜予護持。 

人類科學若只停留在現今對於電磁力之認知（即教義上所云達到熱準扭合變電之後

的電磁現象），是很難一窺精神科學的堂奧的。若弟子上述為正確，懇請仙佛慈悲護持

人類從這些研究當中了解物質的有限性與生命的無限性，好好地從修持上下功夫，配合

更高熱準的心物科學發展（現今人類仍以唯物之觀點發展生物科技，如複製人…等，對

生命非常不尊重。如再繼續發展下去，缺乏對靈魂作用之科學認知，恐將深陷唯物，難

以回頭），俾利渡過春劫，邁向康劫。 

 

 

 

 

 

三、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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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狄拉克量子化條件與超導態 

本文為前文＜磁單極之辨識方式及其與超導態之關係＞(刊於天人研究學會會訊第

19 期)之修正。作者論證狄拉克量子化條件暗示了一尚未發現之電磁結構的存在，此電

磁結構決定了電荷的量子化以及超導態中磁通量的量子化。同時作者也預言了可在超導

態中分辨由正電所產生的磁場以及由負電所產生的磁場的方法，以為此尚未發現之電磁

結構存在的證據。 

 

雖然狄拉克在數十年前就已經漂亮地闡述了磁荷與電荷之間的量子化條件[1]，磁

荷依然尚未被發現，科學家的努力尋找也從未間斷[2]。根據狄拉克的論證[1]，磁荷μ

0被視為磁場的來源且遵守著平方反比定律，類似於電荷 q 於電場中的角色。我們可以

很明顯地注意到，用來描述μ0的向量位能必有一奇異弦蘊含其中[3]。為了要更適當地

解決奇異弦的問題，吳大峻與楊振寧提出了一對向量位能，其奇異弦分別位於＋Z 軸和

－Z軸上[3]： 

（1），（2）， 

這一對向量位能所重疊的區域蘊藏了一規範轉換，可直接導證出狄拉克量子化條件

[3]： 

（3）。 

這個精挑細選的規範轉換促發了我去思考狄拉克所曾經描述過的一種情況：正反磁

荷非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致於至今仍未發現分開存在的磁荷。也就是說，此正反磁

荷的磁場恰好彼此抵銷，以致於我們看不到它們的存在。我們可以以兩對向量位能來描

述這種情況： 

1、（4），（5） 

此對向量位能所表現的磁場為零，故在古典電磁學的觀點中是不可見的，（6）式提

供了點電荷＋－2π的 AB 效應相位角，故在量子力學的觀點中也是不可見的[4]。它們

之間的規範轉換導證出了狄拉克量子化條件。 

2、（7），（8） 

此對向量位能是基於對稱的觀點所寫下的：（7）式是由於＋μ0 所貢獻的，（8）式

是由於－μ0 所貢獻的。此對向量位能所表現的磁場為零，故在古典電磁學的觀點中是

不可見的，（7）、（8）式提供了超導態中電子對＋－2π的 AB 效應相位角，故在量子力

學的觀點中是不可見的。它們之間的規範轉換也可導證出狄拉克量子化條件。 

換句話說，在一個磁荷並不存在的區域裏，這兩對向量位能仍然能夠合理的存在（除

了它們的奇異弦之外）。它們擁有任何的物理意義嗎？既然我們已經了解到狄拉克量子

化條件能夠從上述兩對向量位能中的任一對向量位能間的規範轉換所導證出，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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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如果把狄拉克量子化條件視為已知，我們就能得到 AB 效應相位因子 f[3]： 

（11）、（12） 

因此我假設＋－2μ0（＋－μ0）象徵一個隱藏的、尚未被發現的電磁結構，它主宰

了電荷的量子化（超導態中磁通量的量子化）。而在向量位能中的奇異弦則是象徵了我

們需要一個尚未被發現的電磁座標轉換，以便於從此尚未被發現的電磁結構轉換至我們

所熟悉的量子化的電荷結構。 

在這裡我將不會討論此尚未被發現的電磁座標轉換，我所要討論的是如果＋－2μ0

（＋－μ0）所象徵的電磁結構真的主宰了電荷的量子化（超導態中磁通量的量子化），

我們能夠發現一些實驗上的證據嗎？ 

1、電荷的量子化：根據我的假設，電磁能量經由＋－2μ0 所象徵的電磁結構量子

化為我們所熟悉的電荷（＋－1.6×10-19庫倫），正如（11）式和（6）式所表明的 

所以著名的數字 1/137 或許可以下列方式詮釋： 

（13）， 

它可代表電磁能量經由＋－2μ0 所象徵的電磁結構量子化為我們所熟悉的電荷

時，所表現出來的比例常數，正如實驗中得知電磁能量與電子（正電子）之耦合常數，

因此或許可以為 1/137 之新詮釋。 

2、超導態中磁通量的量子化：根據我的假設，電磁能量經由＋－μ0所象徵的電磁

結構量子化為＋－Φ0 = hc/2e = ＋－2.067×10-15  

weber，正如（12）式、（9）式和（10）式所表明的。 

據現有的超導理論，在超導態中的磁通量的確皆量子化為＋－Φ0，並已獲得實驗之

證明[5]。傳統上我們認知磁通量前的＋－號不過是指出了磁通量的入或出，但根據上

述之詮釋，既然＋－2μ0的＋－號可以分辨出正電（e＋）及負電（e－），那麼＋－μ0的

＋－號應該也可以分辨出Φ0的＋－號，亦即由正電所產生的＋Φ0或由負電所產生的－

Φ0。換句話說，正電（負電）所產生的磁通量經由＋（－）μ0 所象徵的電磁結構量子

化為＋（－）Φ0。根據（12）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超導態中由正電、負

電產生的磁通量所對應的 AB 效應相位因子分別為（12）式中的正、負兩式，亦即對於

超導態中電子對的 AB 效應相位來說： 

（14）、（15）， 

這兩個式子可以實驗來驗證真偽。 

我們可以直流約瑟夫森效應來驗證上述兩個式子[6]： 

（16）， 

傳統上來說，（16）式並不會因向量位能由正電產生或由負電產生而有所不同，但

根據我以上之詮釋（14、15 式），AB 效應的相位差會剛好反向。將（16）式積分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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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約瑟夫森連結繞射方程式[7]： 

（17）， 

可作圖如下所示。 

因此，若我們將一約瑟夫森連結置放於正電所產生的磁通量下，使之到達圖一中 A

點的位置，然後我們再加入以負電產生的、和原先由正電所產生的完全相同的磁通量，

應該會到達 B點的位置（以傳統的觀點）。但根據我的詮釋，應該會到達 C點的位置。 

如果上述的實驗能夠被驗證，我們就能獲得一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2μ0（＋－

μ0）所象徵的電磁結構確實存在，它主宰了電荷的量子化以及超導態中磁通量的量子

化。透過深入研究此一結構我們可以更了解 1/137 的意義以及正常態、超導態（＋－2

μ0、＋－μ0）之間的轉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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