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炁的研究：炁光電效應(Chi-Photo-Electric effect) 

—炁光效應之初期實驗規畫 1 

劉劍輝(緒潔)2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 副院長 

台灣大學電機系醫學工程組博士 

 

摘  要 

「炁」(Chi)與「氣」(Qi)常見於中醫醫學、靜坐修持、氣功或炁功…等之教學及實際

應用領域中，但是截至目前為止，科學上尚無對「炁」與「氣」之意義與現象提出直接

之定義與實驗發現，本研究提出基礎實驗上之初期構想，期望能對「炁」之研究突破有

所幫助。全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首先說明「炁」與「氣」之基本意義，

提出炁量子(Chion)之概念，並提出炁量子、光量子(photon)、電子(electron)彼此之間可

能存在交互作用之想法，包括三種可能效應關係：「炁光效應」、「炁電效應」、「光電效

應」，其中、愛因斯坦「光電效應」已為吾人所熟知，考量實驗進行之難易度與可及性，

初期可先進行「炁光電效應」(Chi-photo-electric effect)實驗作為驗證；另外、由於「撓

場」(Spin field or torsion field)屬於空間場，可能直接與「炁場」(Chionic field)相關，相關

實驗亦於本文規畫進行。第二部分提出「炁光電交互作用」及「撓場測試」實驗假設及

原理，運用愛因斯坦「光電效應」之實驗原理及架構，提出「炁光電效應」之實驗方法，

並規劃「炁」、「光」與「撓場」交互作用實驗。第三部分提出實驗設備及量測方法，整

體實驗可歸屬於「炁」之量子效應偵測，另外針對炁量子與光量子或電子之可能作用方

式提出初步討論。第四部份為可能的應用面向，提出與「炁光電效應」相關之各種可能

研究或工商業應用。 
 
關鍵詞：天人炁功、默運祖炁、炁場、炁量子、炁光電效應、炁電效應、炁光效應、光

電效應、宇宙基本作用力 

 
1 本研究構想及規畫產生時程源自 2007.12.28.初次提出「炁光效應」概念與可能之實驗方向，2013.09.04.與「光電效

應」觀念合併，提出「炁光電效應」實驗規畫之原型概念草稿，2013.09.09.提出「炁光電效應」、「炁電效應」、「炁

光效應」三類實驗規畫之草稿， 2013.09.27. 修正 ( 此期間前後另提出兩篇天人實學論文而暫緩 ) ，
2013.12.30~2014.04.23、2015.11~12 以及 2016.11~12 持續進行修正定稿。嚴格說來，與「炁」有關之炁理效應可

能層面應有三種—炁光電效應、炁光效應、炁電效應，另詳本文內容探討。 
2 天帝教天人研究總院天人炁功院副院長，台灣大學電機系醫學工程組博士，聯絡方式：compass.liou@msa.hinet.net, 

TEL: 04-2520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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炁的研究：炁光效應之初期實驗規畫—炁光電效應(Chi-Photo-Electric effect) 

劉劍輝(緒潔) 

 
§ 1. 前言：炁、光、電彼此之間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1.1 「炁」(Chi)與「氣」(Qi)之基本意義 
 

「氣」與「炁」常見於中醫醫學、靜坐修持、氣功或炁功…等之教學及實際應用領

域中，有關「炁」於靜坐修持中與人體之交互作用關係，吾人亦曾運用 fMRI(功能性核

磁共振影像)技術，藉由天帝教正宗靜坐之實驗探討(特別是默運祖炁的部分)獲得相當有

意義之結果 3；對於應用與「炁」有關之天人炁功技術於人體疾病之調整療癒，亦有相

關案例之收集分析及彙編 4。一般而言，「氣」偏屬於後天(主要於三次元空間運動，可

視為較粗糙、較低能階之生物能)，而「炁」則較偏屬於先天(意為可於多次元或高次元

空間運動，可視為較精細、較高能階之生物能)。依據靜坐鍛煉修持概念、「炁」的能量

層級大致可粗分為祖炁、先天炁、後天炁、後天氣、元氣(靈氣)等五大類 5，此可視為「炁」

的廣義範疇與定義，亦即廣義的「炁」包括了「氣」，故可以用「炁」作為統稱 6,7。中

英文中對於較偏屬物質狀態的後天「氣」(Qi)已有特定意義與用法，因此，在英文用法

上可考慮用“Chi”代表「炁」8。截至目前為止，對於「炁」(Chi)與「氣」(Qi)之意義與使

用，除了本系列相關研究之外，科學上尚無對其有直接之定義與實驗發現，本研究規畫

提供基礎實驗上之初期構想，期望能對「炁」之研究突破有所幫助。 
 
 

1.2 「炁」、「光」、「電」可能之交互作用 
 
1. 炁之形式： 
 
依前所述「炁」之廣義定義，「炁」可視為範圍極廣的各類不等大小及不同能階微

粒子之整體表現狀態，其主體粒子可能包括高於、屬於或更次於次原子粒子(subatomic 
particles)之各類粒子，其整體表現可稱之為「炁」(Chi)或「炁場」(Chionic field)，至於空

氣場、電磁場…可視為廣義「炁場」之不同類型。為了研究方便，對於更次於次原子粒

 
3 Chien-Hui Liou (劉劍輝),et al. A Multidimensional Quantum Model of Brain Activity: The Exploration of Increased Neural 

Energy States in Daoist Meditation, NeuroQuantology 14(3): 524-534. (Sep. 2016) doi: 10.14704/nq.2016.14.3.930. 
4 財團法人天帝教天人炁功院 編輯，《天人炁功案例分析》，南投：天帝教傳播出版委員會，2014.12 初版。 
5 天帝教極院，《第五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一六 O、談神律系統(三)能量形態〉，台北：帝教出版社，1996.08，

p.485。 
6 劉劍輝，〈炁理學內涵初探〉，(第七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2009.01.10)，《旋和季刊》第 71 期，2014.07，p.66-99。 
7 劉劍輝，《新領域─新世紀應發展的三個新基礎學門》，台北：帝教出版公司，2015.12.21 初版，p.110-112。 
8 前述以 fMRI 技術進行正宗靜坐實驗之成果發表於國際期刊，亦以“Qi”代表後天「氣」，而以“Chi”代表先天「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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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部分，可視之為「炁粒子」之狹義定義，其本質可視為各種攜帶大小不等能量之量

子或微量子，其個別存在形態吾人將之統稱為「炁量子」(Chion)，本研究即以此「炁量

子」為主，而「光」是否是由「炁量子」這類能量粒子之間經交互作用而產生之某種特

性，甚至「炁量子」與「光量子」之間是否亦有交互作用，值得注意；另外、由「炁量

子」整體平均行為表現相對於空間物體為靜止狀態所形成之炁場，可能亦與構成空間背

景之基底或介質有關，本研究中亦初步進行探討。 
 
2.「炁光電交互作用」(Chi-Photo-Electric interaction)之三種可能效應關係： 
 
在與「炁」有關的鍛煉及運用過程中(如：靜坐或天人炁功…)，其內涵表現並

無法以四種宇宙基本作用力(電磁力、重力、強核力或弱核力)加以完整描述或規範，

而截至目前為止「炁量子」或「炁場」卻又難於以科學儀器加以偵測，「炁場」非

屬物理學四種力場之一，但是否可能與電磁力產生交互作用，亦即是否可能有所謂

「炁光效應」或「炁電效應」現象？此則為吾人所關切，亦為本研究探討之動機。 
 
整體而言，「炁量子」、「光量子」、「電子」三者之間可能有如下三種交互作用

關係：(如圖 1 所示) 
—炁光效應(Chi-photonic effect)：為「炁量子」與「光量子」間之交互作用關係。 
—炁電效應(Chi-electric effect)：為「炁量子」與「電子」間之交互作用關係。 
—光電效應(Photo-electric effect)：為「光量子」與「電子」間之交互作用關係。 
 
其中愛因斯坦「光電效應」已為物理界所熟知，其他兩種效應尚待深入研究：「炁–

光」(Chion-Photon)之間極可能有直接交互作用，而「炁–電」(Chion-Electron)之間或許

完全無直接之交互作用，或者、有交互作用，但須以極高能階之炁量子方能實驗發現。 
 

 
 
 
 
 
 
 
 
 
 
 
 

圖 1 炁光電三種效應：介於炁量子、光量子、電子之間三種可能之交互作用 
(Three kinds of interactions within chion, photon and electron) 

*Chi-electric effect: probably none or hard to discover—might base on very high energy state of chion. 

Chion 

Photon Electron 

Chi-photonic 
effect 

Photo-electric effect 

Chi-electr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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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炁光電效應」(Chi-Photo-Electric effect)實驗基本概念 
 
1. 若「炁量子、光量子、電子」之間三種效應確實存在，則依前所述、「光電效應」

極可能屬於「炁光電三效應」中之一類，且目前已有充分之研究與應用，而「炁」

之性狀幽微難測，在未掌握「炁」之特性以前，「炁光效應」及「炁電效應」恐

較難進行，因此可先進行「炁光電效應」實驗，再進行其他兩種。 
2. 先進行「炁光電效應」實驗之優點為：可運用現有偵測儀器進行實驗，以獲得定

量數據；在此基礎上、日後並可能提昇現有儀器之感測效應，以及開發新的應

用面向。 
3. 初步之「炁光電效應」實驗可考慮以「光電效應」實驗設備為基本原型，亦即以

「炁束」加「光束」進行實驗量測；待初步掌握「炁」之性質後，後續可單獨

以「炁束」直接進行「炁光效應」或「炁電效應」實驗。 
4.「撓場」(Spin field or torsion field)屬空間場，為一種空間結構之扭曲現象，可能

經由「撓場產生器」(torsion field generator)扭曲背景空間之「炁場」基底而產生，

因此可能直接與「炁場」相關，初步之撓場實驗觀測亦於本研究中規畫進行，

可能作為「炁場」存在之佐證。 
 
 
 

§ 2.「炁光電交互作用」及「撓場測試」假設及實驗原理 
 

初期以「光電效應」實驗原型作為建構「炁光電效應」之基本設備，其要項如下： 
 

2.1. 愛因斯坦「光電效應」9 
 

1. 「光電效應」三假設： 
 
(1)因電磁波能量集中於光子且不散開，到達金屬表面的光子與光電子之受激釋放

之間並無時間上的延遲。 
(2)由於頻率ν 之所有光子具相同能量，故改變單色光的強度(亮度)應只會改變受

激釋放之光電子數目，而不會改變其能量。 
(3)入射光子頻率ν 愈高，能量 νh 愈大，受激釋放之光電子能量也愈大。 
(另需注意：因電子組態屬能階關係，故可否激發出光電子，存在頻率之門檻) 
 

2.「光電效應」原理： 
 

9 Arthur Beiser，張勁燕整譯，《Concepts of Modern Physics，近代物理》，〈ch.2 波的粒子特性〉，台北：高立圖書有

限公司，2006.05.二版，p.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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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入射「光量子」(photon)之能量為 Ep (Ep= ν⋅h )，功函數(work function)φ為使

電子離開金屬表面之最小光量子能量( 0h νφ ⋅= 為陰極板金屬材料對電子之束縛能

binding energy)，Kmax 為被激發「光電子」之最大動能，由此可得光電方程式如下： 
入射光量子能量： maxp KE += φ  (或 max0 Khh +⋅=⋅ νν )                    (1) 

光電子獲得之最大動能： ( ) VehK ⋅=−⋅= 0max νν                            (2) 
(其中 e 為電子電量，實驗量測截流電壓 extinction voltage V，可求得 Kmax) 
 
 

2.2. 「炁光電效應」假設及實驗原理 
 

於「光電效應」實驗系統中，除原有「光束」之外，再加入「炁束」，其要項如下： 
 
1.「炁光電效應」假設： 

 
(1)對於某類“可聚炁”材質所投射出一定能量之炁束，其中含「炁量子」(Chion)，

可能表現出不同之能量強度與頻率，並可能與「光量子」甚至直接與「光電子」

產生交互作用，因「炁量子」能量集中且不散開，其與「光量子」作用並再使

得「光電子」受激及釋放、整個過程應無時間之延遲。 
(2)不同強度(實驗控制方式詳後)之炁量子可能改變光量子之強度(亮度)，進而改

變光電子之數量。 
(3)不同頻率(實驗控制方式詳後)之炁量子可能改變光量子之頻率(顏色)，進而改

變光電子之能量。 
(此處已有炁光效應內涵在其中，惟主要可先量測激發之光電子以凸顯其效應) 
 

2.「炁光電效應」推論： 
 
(1)對於以特定“可聚炁”材質產生一定能量炁束之元件，實驗達到可觀測狀態(炁量

子與光量子作用，光量子再激發出光電子)之“元件模組”為設置之基本要求。

(註：炁量子與光量子作用可能改變光色) 
(2)在達到前述第(1)項基本要求下，若再增加該“模組”之並聯數量，可能增加炁束

中「炁量子」之強度，並改變「光量子」之強度，進而增加受激釋放之「光電

子」數量。 
(3)在達到前述第(1)項基本要求下，若再增加該“模組”之串聯數量，可能增加炁束

中「炁量子」之能階(頻率)，並改變「光量子」之能量(頻率、顏色)，進而增

加受激釋放之「光電子」能量。(此處可能改變光色之部分，亦可做為「炁光

效應」之初步觀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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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炁光電效應」方程式： 

 
假設實驗可控制產生某種特定能量之炁粒子為具有攜帶能量 Ec 之炁量子，Ep 為尚

未與炁量子交互作用前之入射光量子能量(Ep= ν⋅h )，功函數(work function)φ為使電子

離開金屬之最小光量子能量( 0h νφ ⋅= )，Kmax 為光電子最大動能，依據「光電方程式」

修改成「炁光電方程式」，可能有如下兩種形式： 
 
(1)第一種可能形式：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屬加成總和形式 
入射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總和： maxpc KEE +=+ φ                     (3) 

入射炁量子相對於光量子之能量增加率： pcs EE /=η                      (4) 
註：此處「炁光電效應」下之 Kmax 數值應較單純「光電效應」且相同實驗條件

下之 Kmax 數值為大。 
 

(2)第二種可能形式：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屬某種耦合形式 
入射炁量子及光量子耦合總能量： '

maxKEE pc +=⊕ φ                     (3') 
入射炁光耦合能量相對於光量子之能量增加率： pppc EEEE /)(c −⊕=η     (4') 
註：上列數值代表經由量測光電子能量差異所得之炁光耦合效應關係，符號

“⊕ ”代表炁量子及光量子間之某種耦合關係，K’
max 為耦合狀態下光電子最

大動能，亦應較單純「光電效應」且相同實驗條件下之 Kmax 數值為大。 
 
針對上述兩種可能形式，初期之「炁光電效應」實驗可能無法分辨，亦即(3)

式及(3’)式之等號右邊視為相同(Kmax 及 K’
max 視為無差異)；另外，實際進行實驗

時，可分別計算上述所列各式之相關數值。 
 
 

2.3.「炁」、「光」與「撓場」交互作用實驗 
 
由於撓場屬空間場，當以“撓場產生器”(torsion field generator)改變空間性狀

時，可能會改變光子運動軌跡甚至狀態。可能規畫進行之實驗內容如下：(相關實

驗及量測內容詳後說明) 
1.「光束」及「撓場產生器」交互作用實驗—為撓場作用之初步確認實驗。 
2.「炁束」加「光束」與「撓場產生器」交互作用實驗—撓場作用進一步確認實驗。 
3.「炁束」與「撓場產生器」交互作用實驗 (需在「炁束偵測器」開發之後)。 
 
 
 

§ 3. 實驗設備及量測：(炁之量子效應實驗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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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實驗設備 
 
1. 光電管(photo-electric tube)及相關配備。 
2. 炁束產生器(Chi device)“元件”及“元件(串聯)模組”：可使用水晶錐、撓場產生器、

氣功師…等為元件以產生炁束。先期可以水晶錐產生炁束，並配合光電實驗設備。 
3. 光子偵測設備：如光子檢測器(photon detector)、光子計數檢測器(photon-counting 

detector)、光子偵測器(photon detection module)…等各類可偵測光子之設備。 
4. 撓場產生器(torsion field generator)：以產生撓場源。 
5. 其他設備：顯光螢幕… 
 
「炁光電效應」整體實驗裝置概念示意如下： 
 
 
 
 
 
 
 
 
 
 
 
 
 
 

3.2. 炁光電效應 (Chi-Photo-Electric effect)實驗量測 
 

利用前述光電管(photo-electric tube)架設之「光電實驗」設備，再加上炁束產

生器(Chi device)模組，以獲取實驗數據： 
 
1. 以可產生光電效應狀態之 Ep 條件，並調整炁束產生器(Chi device)元件模組，實驗

量測可激發產生「炁光電子」之炁量子能量 Ec (或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耦合總能量

pc EE ⊕ )及相關數據： 
 
(1)先單純以「光束」進行光電效應( pep KE max,+=φ )實驗，由已知材料之φ，實驗

量測截止電壓 V，可得知 Kmax,pe (=eV，單純光電效應之光電子最大動能)，計算

得出 Ep；另由入射光量子之 Ep’ = hυ，可計算實驗誤差(error=︱Ep’ - Ep︱/Ep)。 
 

R 

Light bean + chi bean 

V 

A Photo-electric tube 

圖 2 「炁光電效應」實驗設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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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以「炁束」及「光束」組合(包含炁量子及光量子)照射光電管，由實驗控制

已知條件之入射 Ep 及已知材料之φ，量測炁光電子之最大動能 Kmax,cpe，並依

據下列兩種方式進行計算： 
 
A.假設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屬“加成總和”形式，則由(3)式及(4)式可得： 

a.炁量子之動能 Ec： φ+= pcpec EKE -max,  

b.並由 Ec 及 Ep 計算入射炁量子相對於光量子之能量增加率： pcs EE /=η  
 
B.假設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屬某種“炁光耦合”形式，則由(3')式及(4')式可得

到耦合總能量 pc EE ⊕ ，並得到耦合總能量與光量子能量 Ep 之差： 

a.由(3')式﹣(1)式： pecpeppc KKEEE max,max, −=−⊕  

b.入射炁光耦合能量相對於光量子之能量增加率： pppc EEEE /)(c −⊕=η  
 
C.實驗後經由上述 A 及 B 兩種計算方式所得之 ηs 及 ηc 數值應相同。(初期之「炁

光電效應」實驗無法分辨“加成”或“耦合”此兩種可能情形) 
 

2. 增加模組並聯數量：調整增加炁束中「炁量子」之強度，注意觀察「光量子」強

度(亮度)變化，量測「光電子」數量變化。 
3. 增加模組串聯數量：調整增加炁束中「炁量子」之能階(頻率)，注意觀察「光量

子」能量(頻率、顏色)變化，量測「光電子」能量變化。 
4. 由以上所得到之炁量子能量 Ec(或炁量子及光量子耦合能量 pc EE ⊕ )及其增加率

(或耦合能量增加率)之系列關係，可作為了解及控制「炁束」設備及炁量子行為

之定量數據。 
 
註：實驗須確認並排除由炁束設備元件產生之炁束，非屬於任何波段之電磁波。 
 
 

3.3.「炁」、「光」與「撓場」交互作用實驗： 
 

探討撓場產生器對空間場之影響變化，實驗要項如下： 
 
1.「光束」及「撓場產生器」交互作用實驗 

 
此屬撓場作用之初步確認實驗，由於撓場屬空間場，當以撓場產生器改變空

間性狀，可能改變光子運動軌跡甚至狀態。實驗直接以”光束裝置”所產生之「光

束」投射於感光螢幕上，觀測有&無撓場產生器改變空間結構作用下之「光束」

樣式，紀錄投影幕上之投影位置變化，可推測「光束」軌跡之變化形式，獲得定

性及定量結果。實驗可分兩階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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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步觀測：首先進行較簡單之現象觀察，以撓場產生器作用於一般光幕投影上

(如單純之投影機圖像投影)，光幕上之圖形影像可能產生扭曲，以之初步掌握

撓場之空間性狀。 
 
(2)計算撓場產生器產生之空間曲率變化：進一步以光束及由「撓場產生器」產生

之撓場交互作用，並利用光子偵測設備偵測光子軌跡(或可先以屏幕顯示接

收)，由光子軌跡扭曲變化程度，評估及計算撓場曲率及特性(如圖 3 所示)。 
 
 
 
 
 
 
 
 
 

假設在撓場作用下，光子在三度空間運動軌跡在屏幕上之投影，為以投出口

中心線之投影為極點之對數螺線(logarithmic spiral)形式，則可用極坐標(r,θ)形式

描述該曲線方程式如下： 

θbear ⋅=      或     )ln(1
a
r

b
=θ                           (5) 

其中 r 代表光束投射位置至極點之徑向距離，θ 代表螺線運動點相對於基準

線之輻角，a 與 b 則為與螺線特性相關之常數，實際量測不同 z(移動屏幕位置)

之軌跡點在屏幕上之投影 r 及 θ，可決定常數 a 與 b 之數值；若再加上參數 z 之

關係，並將該等角螺線在三度空間展開，則可得到撓場曲線之空間分布關係，而

得知受到撓場產生器影響之背景空間結構變化(可視為背景空間炁場變化，實驗

應注意：欲達到可觀測或可量測狀態，需掌握適當長度之軸向距離 Z 值與光束之

色散現象)。 

 
2.「炁束」加「光束」與「撓場產生器」交互作用實驗—撓場作用之進一步實驗 

 
(1)如前述「炁光電效應」之實驗，將炁束元件模組裝置所產生之「炁束」，作用

於光束裝置所產生之「光束」上，並投射於感光螢幕上，實驗觀測有&無撓場

作用下之「光束」樣式，紀錄投影幕上之投影位置變化，計算「光束」軌跡之

圖 3 「炁」、「光」與「撓場」交互作用實驗設備示意圖 

z-軸向距離 
r-徑向距離 
2nπ+θ-幅角 

光子束 撓場源 
極點 

屏幕 

r 

z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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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形式，可獲得「炁束」與「光束」交互作用下之定量結果，並可與前述單

純「光束」之實驗比較。 
 
(2)另外，可利用光子偵測設備偵測光子數量及軌跡，以評估炁束所產生之效應。 

 
3.「炁束」與「撓場產生器」交互作用實驗 (本實驗需在「炁束偵測器」開發後再

進行細部實驗規劃，此處先提出初步實驗構想)  
 
在前述「炁光電效應」基礎上，若可開發出炁場偵測設備(如「炁束偵測器」)，

則可單純以炁束產生裝置產生之「炁束」直接與「撓場產生器」交互作用，利用

此炁場偵測設備觀測有&無撓場作用下「炁束」運行軌跡變化，進一步評估「撓

場」之特性，並獲得定量結果。 
 
 

3.4. 討論：炁量子(Chion)與光量子(photon)或電子(electron)彼此間之可能作用方式 
 

前面第 2.2 節曾提及：對於某類“可聚炁”材質所投射出一定能量之炁束，其中

含「炁量子」(Chion)，可能表現出不同之能量強度與頻率，並可能與「光量子」(photon)
甚至直接與「電子」(electron)產生交互作用，推測此「炁量子」與「光量子」或「電

子」間交互作用之「加成」或「自旋耦合」可能有四種模式：完全加成式、完全抵

消式、部分加成式、部分抵消式，其究竟屬於何者目前並不知曉，且可能亦與作用

角度相關，可在實驗中進一步觀察及探討。(此可歸屬於炁之量子效應) 
 
 
 

§ 4. 可能的應用面向 
 

茲臚列與「炁光電效應」相關可能之研究或工商業應用面向於下： 
 

—提高光子能階(頻率、能量)改變光色：此屬炁光效應之直接應用。 
—放大電流(精密電子儀器…)：此屬炁電效應之直接應用。 
—提昇奈米研究之解析度：炁之直接應用層級。 
—炁電池/炁發電廠之開發：聚炁發電之實務應用。 
—生物能或生命能(炁能)檢測儀之研發：量測動、植、礦物(全體或某部位)之炁場能階，

或測量受測者集中精神時之炁場能階，藉以判定其精神狀態之強度。 
—其他各種可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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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炁電效應」原理及實驗量測 
 
附錄 1.1.「炁電效應」(Chi- Electric effect)原理 

 
較高能階之「炁量子」可能直接與「電子」產生交互作用，使電子受激釋出。可考

慮利用「炁束」置換「光電效應」實驗設備中之「光束」，直接進行「炁電效應」

實驗。茲列出炁電方程式如下： 
 
入射炁量子能量： max,cKE cc +=φ                                          (6) 
 
其中：Ec 為入射之「炁量子」能量， cφ 為使電子離開金屬之最小「炁量子」能量(功
函數 work function)，Kc,max 為「炁電子」最大動能。 
 
有關炁量子之行為，可有兩種描述方式： 
1.類比於光量子：可假設 0cc h νφ ⋅= ， 0cν 為能產生炁電子之炁量子最小當量頻率(類
比於光量子之頻率)， 0cν 可由 cφ 相對於普朗克常數 h 計算求出( h/c0c φν = )。另外、

利用炁量子之當量頻率(vc)觀念，可表述一般狀態下炁量子之行為： 
由   h/Ecc =ν  
而有 cc hE ν⋅=  

則 
由(6)可知： max,0 ccc Khh +⋅=⋅ νν  
可得炁電子獲得之最大動能： ( )0max cchK νν −⋅=                       (7) 

 
2.或直接假設炁量子之功函數為： 0cc H νφ ⋅=                                (8) 
其中 vc0 為經由某一種”可聚炁”材質所產生之炁量子之固有頻率 (其頻率由量子

自旋現象產生)，H 為炁量子常數(待測定，∵ cφ 可於實驗測出，但 vc0仍未知)。 
 

附錄 1.2.「炁電效應」(Chi- Electric effect)實驗量測 
 
1. 若實驗能提供較高能階之「炁量子」可能直接與「電子」產生交互作用，使電子

受激釋出；或經由前述「炁光電效應」實驗，當稍能掌握「炁」之基本特性後，

再直接以「炁束」取代「光電效應」實驗中之「光束」進行實驗量測。 
 
由前述炁電方程式： max,cKE cc +=φ                                      (6) 
 
經由「光電效應」及「炁光電效應」掌握 cφ  (炁量子之功函數，為使電子離開金

屬之最小炁量子能量)，實驗測量 Kc,max(炁電子之最大動能)，可得知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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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炁光效應」原理及實驗量測 
 

附錄 2.1.「炁光效應」(Chi-Photonic effect)原理 
 
較高能階之「炁量子」可能直接與「光量子」產生交互作用，使「光量子」產

生能階或強度之變化。「炁光效應」可能有兩種形式 (初期實驗可能無法分辨此兩

者)： 
1. (炁光方程式)第一種可能形式 (若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屬加成總和形式) 

入射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總和： 'ppc EEE =+                           (9) 

相對於光量子之炁光能量增加率： ppppcs EEEEE )/-(/ '==η                 (10) 
 

2. (炁光方程式)第二種可能形式 (若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屬某種耦合形式) 
入射炁量子及光量子耦合總能量： 'ppc EEE =⊕                           (9') 

相對於光量子之炁光能量增加率： pppcpppsc EEEEEEE )/-()/-( ' ⊕==η        (10') 
 
其中：Ec 為炁量子能量，Ep 為光量子能量( ν⋅h )，Ep’為經炁光交互作用後之光量

子能量( 'ν⋅h )。 
 

附錄 2.2.「炁光效應」(Chion-Photonic effect)實驗量測 
 
實驗利用「炁束」(包含炁量子)與低頻(紅橙黃綠…色光)之「光束」(包含光量子)

進行交互作用，利用光子偵測設備(photon detection module)量測光子數量(強度)及
頻率(光色)之改變。 
1 (炁光方程式)第一種可能形式 (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屬加成總和形式) 
由前述、入射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總和： 'ppc EEE =+                    (9) 

可得入射炁量子能量： p'pc EEE −=  

)'(hh-'hEc νννν −⋅=⋅⋅=  
 
(1)實驗量測 Ep 及 Ep，：控制已知之光子能量 Ep，測量提升能量(可以串聯炁束元件

模組進行)後光子之 Ep’(或光子數量：可以並聯炁束元件模組進行)，可得知 Ec。 
 
(2)由 Ep 及 Ep，，可計算炁光效率： ppppcs EEEEE )/-(/ '==η                (10) 
 

2 (炁光方程式)第二種可能形式 (炁量子及光量子之能量屬某種耦合形式) 
由前述、入射炁量子及光量子耦合總能量： 'E ppc EE =⊕                    (9') 
 
(1)實驗量測 Ep 及 Ep，：控制已知之光子能量 Ep，測量經炁束作用提升能量(可以串

聯炁束元件模組進行)後光子之 Ep’(或光子數量：可以並聯炁束元件模組進行)，
此數值代表炁束與光束作用之炁光耦合效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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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 Ep及 Ep，，可計算炁光效率： pppcppps EEEEEEE )/-()/-( ' ⊕==η         (10') 

 
在前述「炁光電效應」實驗中曾提及：在達到「炁光電效應」實驗第(1)項基本要求下(即：

實驗達到可觀測狀態之“元件模組”為設置之基本要求)，若再增加該“模組”之串聯數量，

可能增加炁束中「炁量子」之能階(頻率)，並改變「光量子」之能量(頻率、顏色)，進而

增加受激釋放之「光電子」能量。因此，可先利用串聯模組增加炁束中「炁量子」之能

階(頻率)，並觀測與之交互作用之「光量子」顏色是否改變，做為「炁光效應」之初步

觀測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