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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採採採訪者訪者訪者訪者：：：：今天，我將采訪卡娜 韓納馥博士。韓博士是國際知名的科學教育家及

作者，她將談及她的新書：《在統一的場內玩耍 - 培養與成爲有意識的、有創意

的人類》。本書充滿引人入勝的科學，讓我們瞭解人類的巨大潜能。韓博士，讓

我先恭喜你出版了第四本書。這真是一本很好的書，你可以先解釋一下甚麽是「統

一的場」嗎？ 

從 科 學 角 度 瞭 解 人 類 真 正 的 本 質從 科 學 角 度 瞭 解 人 類 真 正 的 本 質從 科 學 角 度 瞭 解 人 類 真 正 的 本 質從 科 學 角 度 瞭 解 人 類 真 正 的 本 質 ::::振 動 干 涉 模 式振 動 干 涉 模 式振 動 干 涉 模 式振 動 干 涉 模 式 (Vibrational (Vibrational (Vibrational (Vibrational 

Interference Patterns Interference Patterns Interference Patterns Interference Patterns ---- VIP) VIP) VIP) VIP)        

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事實上，有關于「統一的場」的研究已有差不多一百年歷史，而我

們正開始瞭解它。我們瞭解我們是振動生物，在細胞層面 甚至是原子和次原子

層面，我們開始瞭解我

們的本質。我們幷不是

物質，而是振動干涉模

式 (Vibrational 

Interference 

Patterns - VIP)。我

們同時發出及接收振

動，幷生活于振動的海

洋裏。在「統一的場」，

我們發現環境裏的振

動會影響我們。我們不

止有五或六種感官；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裏

夫林（Rivlin）及葛拉維（Gravell）發現，

我們的感官多達 19 個。我們的身體有感受

器，能接收到這些振動。我們也影響著我們周圍的振動場和其他人。在這場內我

們都是聯繫在一起的，有著美妙的互聯關係，我認爲這關係現在非常重要。當我

們想著該如何生活時，我們影響我們的環境和現實的力量，比我們想像的大得

多。有關我們創造自己的現實這回事，本書說了很多。爲了學習的過程，我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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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身體在地球這游樂場裏生活。我們把最能助我們成長的教訓和情况吸引進

振動場，而我們是我們現實的主宰。這一點是很令人振奮的。在這經常提及受害

論的體制下，我們往往感到渺小。研究指出現在全世界都有很嚴重的抑鬱，還有

絕望感和無助感。但當我們從科學角度瞭解我們的真正本質，幷從當代的科學家 

-- 包括量子力學家和像威廉 蒂勒（William Tiller）一樣研究反時空及情子

(deltrons)的人 -- 的角度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真的是很强大的生物。我們全

都有驚人的潜能，可以充實及熱情地過我們想過的生活。通過聯繫一切的「統一

的場」，我們就能這樣做。  

 

採採採採訪者訪者訪者訪者：：：：請說多一點有關我們的心臟和腦部發出的電磁波。對我來說，這是很有

力的證據，證明我們不受血肉之軀所限制，我們有能力以微妙的方式影響他人。 

心爲君髒心爲君髒心爲君髒心爲君髒    ––––連貫的心影響腦部連貫的心影響腦部連貫的心影響腦部連貫的心影響腦部，，，，幷影響他人幷影響他人幷影響他人幷影響他人    

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這非常有意思。美國心臟數理研究所(Heartmath Institute)已就

此進行多年研究，而羅林 麥克拉迪(Rolan McCraty)是主要研究者之一。他們

發現，當他們把一群人接上心電圖和腦波圖後，當某一人的心率變化模式變得連

貫時，他能影響至少 6（約 1.8 米）以內的人的心率變化模式。這真是非常神奇。

更重要的是，這不但影響心臟的連貫模式，也影響腦部的連貫模式。腦部變得更

連貫後，更能理解情况幷藉此成長。我們還發現另一件事，1960 年代，耶魯大

學的心臟解剖學家阿穆爾博士，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

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他指出由心臟到腦部的纖維比由腦部到心臟的多至少

80%，幷推測心臟控制腦部，而非腦部控制心臟。當然，其他生物學家都說：「不

是，心臟只是一個泵而已。」到了 70 年代，兩份重大研究被發表，顯示心臟會

製造兩種非常强勁的荷爾蒙。其一是心納素(Atro natriuretic factor) ，它控

制很多腦部的荷爾蒙功能，幷保持腦部和身體和諧；其二是心內腎上腺素

(Cardiac Andregenergic factor)，它控制多巴胺和腎上腺素的水平。這就是心

臟控制腦部和控制我們如何對環境作出反應。所以，當心臟連貫時，腦部也會連

貫，而且我們身邊的人也一樣。 我在實際生活上也觀察到這一點。我和很多學

校、教育家和孩子合作，我是在和孩子們閱讀時，最能看到這一點。當我很專注

地閱讀時，孩子們也會很專注。他們每刻也目不轉睛，幷會傾聽我所說的每一句

話。但如果我在閱讀時，邊想著等一下要去買菜，還要做這做那 孩子們就會很

頑皮，很不專注。如果我連貫，他們就會連貫，就像鏡子反映一樣。這是我們知

道的另一點： 腦部內有反映的神經元(Mirror Neurons)。我們的孩子–不止孩

子，還有我們身邊的人–比起聽從我們說的話，更會做我們做的事。所以，我們

在我們的環境裏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變得連貫，令身邊的人也能變得連貫  這

會令生活變得輕鬆。我們在玩耍時也能變得很連貫。在玩耍時我們完全活在當

下，熱情地從情感上覺知環境 這是很重要的。我們的文化有這麽一句話：「這

地方我去過了、這事情我做過了。」這真是一句愚昧的話，因爲我從來沒來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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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從來沒做過這事，也不會再像這樣在這裏。每一件事也是一個歷險，生命的

每一刻都是歷險。在一生中我們有時會遇到真正的挑戰 當我們被真正挑戰時正

是我們最能成長之時。這些時刻是我們生命中最刺激及重大的歷險。 

 

採採採採訪者訪者訪者訪者：：：：在整本書裏，你經常用到「連貫」一詞。「連貫」是甚麽意思? 

弱光同步能切鋼弱光同步能切鋼弱光同步能切鋼弱光同步能切鋼，，，，喚醒童心和連貫性喚醒童心和連貫性喚醒童心和連貫性喚醒童心和連貫性，，，，感到喜悅感到喜悅感到喜悅感到喜悅，，，，活在當下活在當下活在當下活在當下        

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連貫」是…有人用「連貫」來形容光。普通的燈光，就像這燈泡

發出的光，是不連貫的。這光的光子不是一起移動。它們能給我們一點光，一點

熱力。但如果你能讓這些光子同步移動，我們就稱之爲「連貫」。我們就能構成

强力的雷射光。鋼鐵工業的人都知道，拿一個 25 瓦特的燈泡，把光子組成連貫

的模式，它就能切割開一整塊鋼，實在是很奇妙。位于加州博爾德河城的心臟數

字化研究所正用這一詞;他們就心臟進很了很多研究。他們正使用心電圖的 R 誘

導來觀察所謂的「心率變化模式」。他們發現，當我們感到緊張時，我們的心率

變化模式會變得很不連貫，就像一般的燈泡的光子不同步移動一樣。但當我們感

到喜悅，全心享受著當下一刻時，我們感到非常感激及覺知到當下的環境。我說

時差不多像孩子一樣 –如果我們觀察那些不受約束和純真的孩子(我們嘗試控

制他們時我們是知道的)，他們真正的觀看他們的世界，他們完全活在當下。他

們對我們身處的這星球， 對他們遇見的生物感到驚嘆，他們完全活在當下 - 他

們完全連。當我們連貫時，體內會産生大量多巴胺，這可說是對腦部學習最重要

的化學物，讓我們能以超高速學習。我們能够看到幷開始瞭解環境；我們能記得

環境裏發生的事，幷把它們組合成連貫的模式。這些模式讓我們能利用資訊，在

其上建立及創造新的思想和概念。這是極令人興奮的。 

 

採採採採訪者訪者訪者訪者：：：：請談談有關「意向」的研究。我們的思想和精神能如何影響及改變實體

世界？ 

科學證明思想影響物質世界科學證明思想影響物質世界科學證明思想影響物質世界科學證明思想影響物質世界    ––––    人類真正潜能人類真正潜能人類真正潜能人類真正潜能    

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韓納馥博士：：：：有很多科學家已開始進行有關研究。其中一個很著名的就是威廉

蒂勒(William Tiller)。他和一群科學家合作，設定一些意向。舉一個簡單例子，

如改變水的 PH 值。如果你有一點化學知識，你會知道這其實幷不簡單，他們想

把水的 PH 值由 7 轉爲 9，即鹼性，而這需要大量鹼性溶液。但他們想用意向來

達到這目的，這些人努力變得連貫，然後設定意向，他們把意向設定在一隻矽光

盤上，這光盤在我們稱爲艾瑪綠盒(Elma Green box)的盒子裏，這盒子能阻隔其

他的振動場。那盒子這樣躺開著，有四位冥想者，或可稱爲意向者，在那裏設定

意向。其中一位是蒂勒的太太珍(Jean)。她不是化學家，也不清楚這些事，但她

在艾奧瓦州的農場成長時，曾和她的祖母一起做碱皂。她知道碱液非常鹼性，就

把意向集中在碱液上，他們集中他們的意向，把艾瑪綠盒包著光碟，然後寄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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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頓大學。在那裏，他們把一支盛著水和 PH 計的試管放進去。幾天後，那水

在沒有其他影響的情况下， PH 值變成了 9。他們實驗了很多很多次，因爲科學

驗證必須有可複製性。他們也只憑意向就改變了猪和果蠅的 DNA 結構。威廉 蒂

勒稱我們的意向、夢想、願望，和我們對這世界的信念，他稱之爲情子（deltons）。

他研究我們擁有的 我們以爲我們活在電性的振動系統裏，因爲我們看見原子有

正極負極，就如光子和電子一樣。那是電性的。但另一個我們活在幷同時存在我

們體內的場是磁性的。你也聽說過電磁場，而這磁場存在于我們體內，他稱之爲

反時空。這空間在我們裏面，不是分離的，亦不在我們以外。蒂勒說通過這反時

空，我們能用意向改變振動模式，讓它們慢下來。我們身體的組織，構成我們的

一切，包括我們的細胞和原子，都不是物件，而是振動運動的模式。愛因斯坦說，

物質不過是振動頻率慢得足以讓我們用感官感知到的能量。我們的實體構造是很

慢的振動。蒂勒提出的是，從充滿能量的磁性反空間裏，透過意向，我們能讓它

慢下來，變成實體和粒子，幷帶它成爲使我們原子化的電性系統裏。當我們仔細

想想這一點 我花了很多年嘗試理解這點，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已完全深入瞭解

它。但在這些當代科學家設定意向幷在現實裏得到結果時，我們看到它正在體現

出來。這真的很發人深醒！我們必須瞭解，我們比我們自以爲的更不簡單。在這

紛亂的世代，我們有能力深入地生活和發掘我們所有的潜能，以科學考證給我們

提供答案。琳恩 麥塔嘉(Lynne McTaggart)有關意向實驗的書非常有意思。她

只直接談及在意向領域裏進行的切實可行的研究，非常的引人入勝。我們真的是

比我們以前所想的更不簡單。 

    

採採採採訪者訪者訪者訪者:::: 韓博士，謝謝你今天來和我們談你的書，《在統一的場內玩耍 - 培養與

成爲有意識的、有創意的人類》。。。。這是一本極好的書，充滿了引人入勝的資訊。

我相信很多人會像我一樣，從中學習到許多。謝謝你，韓博士。 

 

    

    

    

    

韓納馥博士著作韓納馥博士著作韓納馥博士著作韓納馥博士著作：：：：    

（（（（１１１１））））Sm身rt Moves Sm身rt Moves Sm身rt Moves Sm身rt Moves ---- Why Le身rning Is Not A馥馥 In Your He身d (心nd Edition) Why Le身rning Is Not A馥馥 In Your He身d (心nd Edition) Why Le身rning Is Not A馥馥 In Your He身d (心nd Edition) Why Le身rning Is Not A馥馥 In Your He身d (心nd Edition)／《／《／《／《運動促學運動促學運動促學運動促學

－－－－爲何學習不只發生在頭顱內爲何學習不只發生在頭顱內爲何學習不只發生在頭顱內爲何學習不只發生在頭顱內》（》（》（》（中文版將于中文版將于中文版將于中文版將于 心01心心01心心01心心01心 內出版內出版內出版內出版，，，，請留意身腦中心公布請留意身腦中心公布請留意身腦中心公布請留意身腦中心公布）；）；）；）；    

（（（（２２２２））））納馥身ying i納馥身ying i納馥身ying i納馥身ying in the Unified Fie馥d (心010 Edition)n the Unified Fie馥d (心010 Edition)n the Unified Fie馥d (心010 Edition)n the Unified Fie馥d (心010 Edition)／《／《／《／《在統一的場內玩耍在統一的場內玩耍在統一的場內玩耍在統一的場內玩耍》；》；》；》；    

（（（（３３３３））））腦he Domin身nce F身ctor: How Knowing Your Domin身nt Eye士 E身r士 Br身in士 H身nd 身nd Foot 腦he Domin身nce F身ctor: How Knowing Your Domin身nt Eye士 E身r士 Br身in士 H身nd 身nd Foot 腦he Domin身nce F身ctor: How Knowing Your Domin身nt Eye士 E身r士 Br身in士 H身nd 身nd Foot 腦he Domin身nce F身ctor: How Knowing Your Domin身nt Eye士 E身r士 Br身in士 H身nd 身nd Foot 

C身n Improve Your Le身rningC身n Improve Your Le身rningC身n Improve Your Le身rningC身n Improve Your Le身rning／《／《／《／《優勢的因素優勢的因素優勢的因素優勢的因素: : : : 了解你的優勢眼了解你的優勢眼了解你的優勢眼了解你的優勢眼、、、、耳耳耳耳、、、、腦半腦半腦半腦半    球球球球、、、、手和腿如何改手和腿如何改手和腿如何改手和腿如何改

善你的學善你的學善你的學善你的學習習習習》（》（》（》（中文版將于中文版將于中文版將于中文版將于 心01心心01心心01心心01心 內出版內出版內出版內出版，，，，請留意身腦中心公布請留意身腦中心公布請留意身腦中心公布請留意身腦中心公布）；）；）；）；    

（（（（４４４４））））Aw身韓ening the Chi馥d He身rt: H身ndboo韓 Aw身韓ening the Chi馥d He身rt: H身ndboo韓 Aw身韓ening the Chi馥d He身rt: H身ndboo韓 Aw身韓ening the Chi馥d He身rt: H身ndboo韓 for G馥ob身馥 納身renting專for G馥ob身馥 納身renting專for G馥ob身馥 納身renting專for G馥ob身馥 納身renting專《《《《喚醒童心喚醒童心喚醒童心喚醒童心    ----    環球教環球教環球教環球教

養學手册養學手册養學手册養學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