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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

以心靈的進出挪移解釋特異功能的發生
陳國鎮
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台北，台灣
心靈是知覺的主體，當心靈深居軀體時，對外在的知覺只能透過感官的覺察。當一
部份心靈超越身體的限制時，即可直接擷取信息而了解外在的世界，所以只有在心靈有
些超越身體時才會發生特異功能。心靈與軀體的不完全重合，會導致生理指標的昇降變
化。因此參考生理指標的變動，可以確認特異功能的發生與否。

關鍵詞：超感知覺、心靈、知覺、生理指標、腦血流、手電壓脈沖

一、引言
特異功能的現象具有幾個特點：第一，功

功能的現象後，為了說明超感知覺可以超越身

能人的信息知覺或投射，不是以一般的感官做
為必經的通道；第二，他們可以突破身體的侷
限，和外界做雙向的交互作用；第三，對他們
而言似乎沒有時空的限制，可以隨心所欲介入
物質和信息的世界；第四，特異功能具有聚焦
的特定作用，只要功能人鎖定了對象，他無論
在哪裡都可以知覺或影響那個對象，而不牽連

體的侷限，量子力學的物質波概念很自然就被
引進來，試圖推測特異功能的發生機制。其中
以李嗣涔的心物合一論比較能說明大腦如何和
外界產生交互作用，發生聯繫的關係。 3 他猜
測：當大腦「第三眼」部位的質量中心，因為
靜坐修練而能夠去除熱或電擾動，相對地能夠
安靜下來時，則它所對應的物質波的波長將無

對象附近的其他人事物；第五，這種能力有些
人天生具備，有些人則可經由後天的訓練而展
現，雖然如此卻非人人皆可訓練而得；第六，
平常的人生歷程中，特異功能發生在幼年時期
的機率比在成年或老年時期為多；第七，有些
成年人在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之後，也出現部

限伸長，變成宏觀的物質波而讓意識的知覺得
以超越身體的侷限，擴展到無所不在的空間裡
，與外界發生交互作用，形成信息可以往來無
礙的心物合一狀態，外界的信息即可源源不絕
流進大腦，而大腦的意念所產生的信息，也可
以流出到外界影響人事物。如此心物合一即可

分的特異功能。第八，特異功能發生的轉瞬間
，有些部位的生理指標明顯出現下降的跡象。
這些特點都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然而因為頻
頻發生在世界各地，令人無法否定它的出現只
是一時的幻覺。
目前已有六種理論的解釋， 1 - 3 重點是將

用來說明功能人為什麼能隔空擷取外在信息，
或者對外界發射信息，產生特異的知覺和操控
的能力。
這樣的想法雖然可以解釋一部份超越身體
的心物作用，但是如何解釋特異能力只作用在
特定方向的對象上、隨著年紀的變化、因為重

知覺的主體放在大腦的功能上，探討信息和物
質交互作用的關係，以及如何產生宏觀的物質

大事故而出現這類能力，以及超越時間的知覺
等問題？作者從佛法的能所對應觀點來看宏觀
的物質波，它應屬於「所」的範疇，扮演著傳
遞外界信息給心靈的媒介。當它的波長變長時

波，做為心靈的知覺能夠超越身體侷限的思維
。在了解電磁波的許多限制，不可能解釋特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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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它所能知覺到的物象會比較模糊籠統，
也就是對於物象的鑑別力會降低，無法清楚辨
識小於波長的物象。然而，功能人能夠辨識的

更有趣的是受測小孩的識字程序裡，他們
發現中腦的血流降到最低或稍微回升時，在心
中會先出現屏幕，再伴隨腦血流回升，以及右

文字或圖案有大有小，無論是何大小似乎都可
以辨識，這種現象怎麼用如此宏觀的物質波來
解釋呢？
還有，普郎克常數是相當小的數值，大腦
第三眼部位的物質中心要去除熱或電擾動，使
物質波的波長變得那麼長，溫度的降低或質量

手電壓脈沖出現的生理變化程序。換言之，手
電壓脈沖的出現，一定發生在腦血流回升後的
時間，距屏幕出現的時刻晚了 0.5 ~ 4 秒。這
樣的順序變成是手指識字在生理上必然的反應
程序，因此從實驗觀察這些指標，可以研判受
測者當時處在識字的哪一個知覺階段，例如腦

的不能太大，在一般的情況下都極不容易做到
，因此這樣宏觀的物質波應該是很難發生。作
者從別種角度來思考這類問題，試圖以身心的
離合做為特異功能的發生機制。在許多研究者
所獲得的結果裡，特異功能的展現似乎顯示生
命有很高層次的知覺機制，特異功能的現象不
全然是發生在物質的層次，但是可以降階到物

血流下降時屏幕效應會發生；手指有電壓脈沖
時，就是看到了一些東西的時候。
在非正式的觀察歸類上也發現，有些人在
意外事故或重病中，身體嚴重受傷經過治療後
，突然多了些這類的特異功能，能看到異常現
象或有特異的知覺能力；還有些人則是年歲已
大或者有點恍惚的時候，偶而也出現類似的能

質層次，透過大腦來表達以滿足我們所習慣的
感官知覺。前面六類的解釋似乎都想在拓展物
質層次的作用範圍，這樣的思路自然有其侷限
性，無法同時詮釋其他的特異現象。
通常，特異功能所表現的諸多面相，大致
被分成兩類：在接收方面有心電感應(telepathy

力。其他則是長期靜坐修練的人，也能夠很明
確表現這種能力。只是這些人通常都不喜歡賣
弄，只以平常心待之，旁人無法知道他們有什
麼能力。
對於熟悉手指識字、能力比較強的人，甚
至可以穿越封在膠帶、鋁箔或盒子，照樣能從

)、透視力 (clairvoyance)、預知未來 (precognition) 和迴知過去(retrocognition)；在往外發
射方面，有以意念產生的念力 (psychokinesis
) 影響遠近的東西，移動或改變它們結構。這
些特異功能不因地區而有差別，從古至今各地
的人類都有一些人能夠表現這樣的能力。

其中擷取信息或向盒子內發射信息，覺察或影
響裡面的東西。也有些高功能人無須手指觸碰
包裝的東西，在相當遠的一段距離之外，正確
地辨識或影響心裡所鎖定的東西。這些現象說
明手指識字中，手指的觸碰並不是必要的條件
，那麼發生辨識的機制是什麼？如何讓宏觀物

台海兩岸對於特異功能的研究發現，小孩
子大概在十四歲以下，比較容易出現手指識字
的能力。超過這個年紀以後，這種能力可被訓
練出來的機會率就大幅減退；手指識字發生的
那一瞬間，他們的手指會瞬間電脈沖，隨即恢
復常態，這可以直接量度手掌的電壓脈沖來顯

質波鎖定對象而不影響它附近的東西？

二、生命體的身心分合
佛法的十二因緣法敘述了生命的多重結構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

學》期刊上不僅提出這個現象，同時也和中腦
血流速度的變化相互比較，明確地呈現右手識
字「在大腦看到圖案或文字時，大腦的血流量
下降很多 (20%)，生理活動減緩」右手量到了
30mV 的正電壓脈沖；左手識字時，中腦的血
流反應正好相反的現象，左手量到了正電壓脈

、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
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在「有」的階段才出
現身體，因此在有身體之前的觸、受、愛和取
，早已說明生命有知覺的功能。所以就佛法來
看，要說明特異功能的知覺，可以從生命的上
層功能解釋相關的現象，而不必只從身體的層
次來找尋可能的知覺機制。

沖可達 50mV 。腦血流的變化實驗也證明和呼
吸並無關，顯示和識字的機制有關。

為了說明眾生的知覺，佛法簡單地將它劃
分成根、塵和識。根是身上的各種感官，塵是

示它的變動。 1998 年李嗣涔 4 在《中國人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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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感官所知覺的媒介，識是辨識功能。除了對
於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有六種辨識的功能之外，
生命體還有第七識和第八識，可以沒有對應的

以即使是同卵雙胞胎，基因的來源完全一致，
但是從佛法來說，他們的心靈還是不同，因此
個性不會完全相同。由於心靈的不同所衍生的

塵相而自知。所以在這樣的層次上，知覺不再
是透過感官，照樣可以直接有所知覺。六識上
聯七、八兩識，因此知覺可以上通下達，展現
在六根六塵的層次。這樣的管道一般人並不清
楚，因為依賴感官的知覺早已成為習慣，無法
分辨其中的連結機制，當然也不善於運用它。

個別差異，其實在有些場合上並不亞於基因所
帶來的差異。 5

通常我們只說人身有五種感官，而佛法卻
說人身有六根，多出來的一根是意根，它能接
受的塵相稱為法塵。在我們的認識裡，這是一
個很陌生的觀念，因為意根在組織學上的定位
有些不同的見解，勉強的看法以大腦作為它的
代表。它所接收的法塵，作者認為是現在所謂
的信息波。 4 換句話說，大腦除了扮演五種感

絕大多數人立刻又恢復重合的狀態。重合和挪
移對許多人而言是不停地快速變換的情形，因
此無法了解自己的知覺是發生在什麼情況下。

官的信息整理之外，它自己還可以直接擷取信
息波而有所知覺。李嗣涔的心物合一論，可以
說是在意根、法塵和意識上的論說，就這方面
來看自有他可取的道理。
可是，心靈含攝八識，既主宰著身體的一
切生理，又有著相當程度的自由度可以不受身

提到大腦做為意根的一部份，它還不是辨識的
最終主體，從實證邏輯來看真正能夠辨識的是
心靈。心靈是具有知覺和判斷的辨識能力，這
樣的功能雖然很抽象，但是對於所有生物而言
，卻是必要具備的生命本能。
每個人來到在這個世界，找到一個軀體做

體的侷限。在一些情況下，心靈會離開身體而
去，例如死亡、入定化空、嚴重的衝擊發生休
克等，身心會發生分離的現象。即使不是那麼
極端的情況，經過長期的修練靜坐下來，身心
也有機會稍微錯開，發生相對挪移的現象，這
時候不透過身體的感官，在高層次的生命上也

為心靈的寄居之所，在有生之年心靈通常都深
居體內，一則指揮著軀體的生理，另則透過身
體的感官系統取得相關的信息，知道外在世界
的狀況，了解自己該如何採取因應的措施。這
樣的相屬關係，直到往生時才離開身體而遠去。
縱然心靈無法讓人目睹，可是它的主宰權

一樣有觸受愛取的知覺。
為什麼身心能夠可即可離呢？這要從佛法
來看生命的形成，科學認為生命是從單細胞的
卵子和精子結合成合子開始，逐漸發育成形的
生物。一系列的胚胎發育，都被認為是基因的
導引或主控。佛法並不否定這段物質層次的發

限依然顯而易見。在唯識學裡，任何一個覺察
都不單純，其中之一要當事者「作意」才有知
覺。所謂作意就是要在意，把注意力聚焦在所
要知道的對象上，「有知覺」的辨識才可能發
生。如果心不作意也就是心不在焉，即使感官
接收到了信息，心靈卻不加以理會，就會出現

展，只是這些都屬於六根層面的展現，除此之
外科學沒有提到心靈層面的作用。基因是儲存
大量的密碼的分子，細胞的生命現象似乎都受
基因的指使。但是誰來運用這些密碼？
佛法認為是心靈在運用密碼，胚胎發育所
需要的密碼是靠心靈在選取，胚胎根據這些攜
帶密碼的指令，逐步完成一個軀體的發育。因

視而不見、聽若無聞的現象。這些生活中的經
驗和唯識的作意說法，正說明心靈才是知覺者
，大腦的完好並不保證有知覺，能知覺與否的
主控權在心而不在腦。
從十二因緣法來看，在身體前的「識緣名
色」說明了心靈可以直接收發信息。即使名色
已分成六入還未擁有身體，直接的知覺依然存

此身體所具有的知覺和心靈有了主從的關連，
心靈對密碼的取捨決定了生命體的獨特性。所

在。也許在沒有軀體的妨礙下，心靈接收信息
的能力更沒有時空的極限。所以當心靈能夠稍

正因為生命體的形成是身體和心靈的逐步
結合，既然能合也就能分，在一些獨到的修練
下，就可以讓身心呈現稍微分離，變成彼此不
重合的狀態。這樣的挪移不能一直保持不變，

三、心靈才是知覺的主體
在討論法塵的和信息波的存在時， 6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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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挪出體外一些時，它原本所具有的高層次的
知覺能力反而可以自然表現。因此作者借用身
心這樣的挪移機制，就不難解釋特異功能的發

可求的生命功能。

五、身心錯位的挪移與生理的變化

生。

心靈如圖一稍微挪出軀體外時，原先受它
指揮的生理機能因為這樣的錯位就會跟著降低
一點。例如血壓略降、體溫略低，身體的感官
功能也稍微降低。當它又挪回體內恢復正確的
空間位置，兩者能互相重合時，先前降低的各

四、心靈與身體的相對挪移
在人生百年裡，心靈不會躲在身體裡始終
深藏不露，身心不會永遠完全重合。雖然心靈

種生理機能也就跟著復原。這一身心空間相互
錯開一點的挪移所引起的生理變動，透過足夠
靈敏的儀器度量，就變成可以顯示的指標。
在手指識字的實驗裡，紙團上的文字或圖
案，一定做成感官是完全無法知覺的狀態。可
是，有特異功能的人卻可以不透過感官，利用
他們所能或熟悉身心調節引起心靈的挪動，稍

大多數的時間都駐留在體內，可是偶而在一些
特殊情況下，它還是會挪動一點，不會和身體
完全重合。如圖一之所示，若以實線代表身體
，虛線代表心靈，兩者在特殊的情況下，彼此
發生空間位置有點錯開，變成不相重合的狀況
。這時候所產生的知覺就比較特異。

微超出身體之外一點，並且維持相當的穩定性
，由心靈的原始功能直接擷取信息，獲得非感
官的覺察而知道紙團內的文字或圖案。由於身
心有此一點挪移的變動，心靈沒有全心指揮生
理，生理機能就跟著有些降低的變化，因此實
驗可以看到中腦血流速度有下降20%左右的現
象。

圖一

對這樣的身心略微錯位的調節熟習的人，
就能在心靈往外挪移的短暫時間裡，發揮心靈
擷取信息的本能，將信息帶往大腦的視覺區，
產生可以辨識或解讀的屏幕。屏幕的出現代表
這樣的身心機制，已建立起不透過眼根的視覺

心靈（以虛線代表）稍微挪移出身體（以
實線代表）外時，即可直接擷取外界的
信息波，獲得非感官的知覺。

心靈深藏在體內時，一定要透過感官的通
道，才能接收到信息了解外在的世界，這就是
一般的感官知覺。可是，當心靈有少許往外挪
移、不相重合時，超出軀體之外的心靈就可以

通路，超越感官的習慣通路，另闢一條知覺的
谿徑，直接讀取紙團內的信息。
由於身心稍微錯開所發生的生理機能下降
，對身體畢竟不是常態，所以生命的本能立刻
又要將它帶回身心重合的狀態。在回復時，生
理的機能當然也跟著往回升，由於物理的慣性

直接擷取信息。這樣獲得的知覺並非透過感官
的通道，因此可能是一些特異功能發生的機制。
這種知覺在一般人身上也偶而發生，由於
它不是透過感官，總是突如其來、匪夷所思地
發生了，很難明瞭它發生的行徑。所以被人稱
為直覺、第六感、靈感或超感知覺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ESP)。由於它的機制快如閃

甚至超過了平衡值。因此實驗的結果發現，中
腦血流速度也突然昇高，造成很大幅度 (~20%)
的起伏變動。這樣的變化照理說不只發生在腦
血流上，其實全身還有許多生理指標，也應該
有相似的變動。
心靈重回身體時，手指尖轉彎處的血流，
當然也跟著被加速流動。血液裡充滿各種離子

電、十分隱晦，不易為人掌握也難以有效運用
，只好任由它自然發生，當它是一項可欲而不

，跑動起來就等於有電流在流動。原先變慢下
來的血流，現在突然轉彎加速流動，根據電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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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發生原理，就可能有比較強的電磁能變動
，這也許是形成手指電壓脈沖的一個因素。當
然，腦血流的起伏變化所帶起的神經電脈沖也

在手指識字訓練的統計研究裡，發現十四
歲以後的孩子，想訓練出這樣的能力有相當大
的困難度。作者的推論是這個年齡之後，身心

會傳到指尖上，靈敏的儀器也應該能量到它。
兩者孰重孰輕？只有從它們的數量級和傳導的
時差來比較，才可能辨別孰輕孰重。
手指上電壓脈沖的發生是腦血流回升後，
身體的生理所產生的相應變化程序。如果是血
流的轉彎和加速所產生的電壓脈沖，在指尖上

的結合已經很緊密，心靈可能已牢牢坐在體內
，絕少挪出體外，即使勤加訓練也不太容易讓
心靈挪出來一點，因此無法由它直接擷取信息
展現特異功能。
一旦有了特異功能的人，如果能夠一直練
習不輟，身心的略微離合的技巧還能保持相當

由於轉彎的加速度比較大才可能比較容易量到
它，在身體比較平坦直行的部位則不易發現有
電脈沖。假如這樣的電脈沖是由於神經的興奮
所產生的，那麼除了在指尖上可以量到比較大
的數值之外，在身體其他部位也應該可以量到
數量級相近的脈沖。

完好的人，即使過了十四歲仍然可以顯現這樣
的能力而不會消失。特別是長年練習的人，熟
悉如何調節身心的狀態，反而顯出更穩定、更
高階而且強大的特異功能。
身心的結合持續一生，直到終老死亡時才
再度分離。因此在年紀漸漸增大時，心靈反過
來應該會學著從體內往外挪，有時露出在體外

六、從身心的錯位論生命體的變動

的心靈多一點或久一點，偶而也能擷取到一些
信息，不經意地說些連他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

隨著精卵的結合，心靈開始慢慢進駐單細
胞合子，由簡入繁導引著胚胎的發育。因此一
個胎兒的特質，同時受心靈和基因雙重因素的
影響。一般足月生下來的孩子，心靈和軀體可

的話來。尤其是關於他自己的生命變化，家人
常常聽不懂他們話中的含意，直到事後想起來
，才發現那些言語都像是預兆。
還有一些人因為意外傷害或重病之後，變

能還沒有完全重合，有一部份尚未深入體內。
隨著心靈逐漸深入軀體，身體也慢慢發育。心
靈愈深入軀體，身體的成長愈趨於健全，對於
末梢組織或器官的控制能力也愈好。心靈這樣
深入軀體的歷程，也許要進入到某個年齡層才
會近乎完成重合。

成是有點超能力。這又如何解釋呢？在身心錯
位的相同想法下，作者猜測可以這樣解釋：當
人面臨極度的身體危機時，心靈會機警的躲開
，短暫離身體而去，以免遭受身體的牽連而受
到傷害，等到危機解除後，它再跑回來。可是
，嚴重的意外傷害或重病之後，身體的狀態和

在身心尚未完全重合前，心靈可以直接擷
取外界的信息，獲得超乎感官的知覺，因此在
剛學會講話的幼兒，常會看見一些大人無法覺
察的環境狀況，說些令大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
情。就常理推論，年紀那麼小的孩子，不可能
知道大人的事情，為什麼他們偶而卻能說出只

原先的已經不太一樣了，心靈無法像先前那樣
與身體做緊密的重合，有些心靈因此可能露出
在體外。這部分外露的心靈可以直接擷取信息
，獲得五種感官之外的知覺，所以一樣出現所
謂的特異功能。

有大人才知道的事情？我們向來都把這樣兒語
想成稚子無心的言語，從來很少正視過它。可
是，仔細觀看眼前的稚齡孩子，實在不像是在
胡亂說話。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很多人都碰過
，但是很難以理解。以身心靈錯開的想法來說
，年幼的孩子相對於大人，身心比較不相重合
，有比較多的機會能不依賴感官的通道而覺察

由於身心有些微錯位的挪移，讓心靈突出
體外一點而能直接擷取信息，所以能夠產生超
感知覺或特異功能。這樣的機制並不限於說明
手指識字一事，大部分的特異功能，似乎都和
這樣的身心機制有所關連。利用這樣的機制，

到一些信息，所以能說出一些令人覺得很奇怪
的事情。

不僅可以理解實驗的結果，也可以推想一些奇
妙的生命表現，在它們的背後所遵循的道理。

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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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鎮：以心靈的進出挪移解釋特異功能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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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d is the agency for all cognition. When the mind is firmly embedded in the body,
one can perceive the external world only through inputs from our physical organs for sight,
hearing, smell, taste, and touch. When the mind is partially embedded in the body, it will be
able to perceive the external world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sensory organs.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occurs only when the mind is partially embedded in the body. This in/out shift of the
mind induces fluctuations in certain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It is therefore 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occurrence of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through the fluctuations of thes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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