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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是對 Billy Meier 案例提出一種公平、中性且不偏不倚的處理
（意見）和評估。

達成一種...與實際情況相對一致...的結果的方法，是提出所有那些...任何真誠的
科學家和研究人員都會問...的相關問題。

把握現實和評估事實真相的關鍵，需要一個開放的心態，即便你的發現與當前
觀點、信仰和潛在的“不確定”假設等存在矛盾，也不能畏懼不前，更不能輕言
放棄。

遺憾的是，這個世界上仍然嚴重缺乏像是「Archimedes/阿基米德」、
「Galileo Galilei/伽利略」或「Einstein/愛因斯坦」這樣的人物，這些人能夠突
破當前時代的偏見和信仰，並帶來...（能夠）引發某種新發現"鏈式反應"...的新
知識。

理性思考是一種對...檢測和揭示現實...的無盡追求，因為真相只能在事實中找
到，也就是在現實中找到。

真相站在與...任何形式的信仰...的絕對對立面上，因為任何信仰，都毫無例外
的，其本身就是無法被證明的。

基於此，作者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無意，也不尋求說服任何人...去判
斷或是相信 Billy Meier 案例是真實的。

這裏引用 Billy Meier 在其著作「Wenn der Mensch glücklich und zufrieden 
werden will .../當一個人想要變得快樂和滿足時 ...」中的兩句話，加以闡釋：

“站在信念或勸說對立面的，是確定性，它僅源於一個給定的事實，由此，也
源於現實性，現實及其真相，它自始至終都是可以被證明的，且與信念沒有絲
毫關系，而是被納入到一個有效的知識，以及由現實及其真相所賦予的事實之
中。

確定性是一種堅定不移的知識，它可以通過對某一問題的核實，或是通過對該
問題的體驗和經歷加以證實，由此，也可以通過現實及其真相加以證實。”

雖然作者與 Billy Meier 存在緊密合作的事實，但只要他保持中立、邏輯，且不
含偏見的立場，就不會對以下論述的相關性產生任何影響。

事實上，由於有機會獲得第一手資料，以及長期的觀察、印象、見解和理解等，
作者與 Billy Meier 之間的熟悉，將被證明是一個...（說明一切）...的巨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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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utureofmankind.co.uk/Billy_Meier/Main_Page

 https://www.futureofmankind.info/Billy_Meier/Main_Page
￫_￫ 更多詳情，請參考 James Moore《人類之未來》（FOM）的網站：

• 位於英國的伺服器

• 位於美國的伺服器

Billy Meier 的情況：是真相還是騙局？

https://shop.figu.org/b%C3%BCcher/der-billy-meier-fall-wahr-oder-betrug-the-billy-meier-case-true-or-a-hoax?

由瑞士 FIGU 的 Christian Frehner 撰寫。

• The Billy Meier Case: True or a Hoax? / Part-I (EN)

• The Billy Meier Case: True or a Hoax? / Part-II (EN)

• The Billy Meier Case: True or a Hoax? / Part-III (EN)

• The Billy Meier Case: True or a Hoax? / Part-IV (EN)

￫  https://youtu.be/7BxH2T89chE

￫  https://youtu.be/61rqczVzihg

￫  https://youtu.be/Xu1Jg2SN5bg

￫  https://youtu.be/WvOgbcQldRo



• Plejaren 女性在分娩時承受著與其他
人類種族的女性一樣的疼痛，但她們
並不使用止痛藥，因為疼痛本身是分
娩過程的自然組成部分，對母親和孩
子有著巨大的積極作用。

• Plejaren 女性在分娩時承受著與其他
人類種族的女性一樣的疼痛，但她們
並不使用止痛藥，因為疼痛本身是分
娩過程的自然組成部分，對母親和孩
子有著巨大的積極作用。

CR-041-04-P1

接觸報告／主題摘錄 • Plejaren 的分娩过程与地球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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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報告／主題摘錄 • Plejaren 的分娩过程与地球人相同。



CR-041-05-P1

接觸報告／主題摘錄 • Plejaren 的成長，以及他們對真愛的認知。

CR-041-05-P1

接觸報告／主題摘錄 • Plejaren 的成長，以及他們對真愛的認知。



• Plejaren 會在受精卵承載人類意識之前，即授精後的20天內，終止意外妊娠。• Plejaren 會在受精卵承載人類意識之前，即授精後的20天內，終止意外妊娠。

• Plejaren 不使用避孕藥來防止懷孕，而是遵循
自然的規律和建議，並有許多自然的方法來終
止懷孕。

• Plejaren 不使用避孕藥來防止懷孕，而是遵循
自然的規律和建議，並有許多自然的方法來終
止懷孕。

CR-057-01-P1

接觸報告／主題摘錄 • Plejaren 的節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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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報告／主題摘錄 • Plejaren 的節育措施。



• Plejaren 會使用天然的避孕草藥來防止人口過剩。• Plejaren 會使用天然的避孕草藥來防止人口過剩。
CR-058-01-P1

接觸報告／主題摘錄 • Plejaren 星球上，不存在人口過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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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報告／主題摘錄 • Plejaren 星球上，不存在人口過剩的問題。



FIGU
環球興趣自由社區

- 邊緣和靈性科學以及飛碟學研究學會 -

https://www.figu.org/

和平符號

• SSSC（Semjase 銀星中心）：

   ￫ FIGU 瑞士       https://figu.org/ch/

• FIGU 國家組：

   ￫ FIGU Landesgruppe ‧ 澳大利亞       https://au.figu.org/

   ￫ FIGU Landesgruppe ‧ 加拿大       https://ca.figu.org/

   ￫ FIGU Landesgruppe ‧ 德國       https://de.figu.org/

   ￫ FIGU Landesgruppe ‧ 意大利       https://it.figu.org/

   ￫ FIGU Landesgruppe ‧ 日本       https://jp.figu.org/

• FIGU 學習組：

   ￫ FIGU Studiengruppe ‧ 奧地利       https://at.figu.org/

   ￫ FIGU Studiengruppe ‧ 捷克       https://cz.figu.org/

   ￫ FIGU Studiengruppe ‧ 法國       https://fr.figu.org/

   ￫ FIGU Studiengruppe ‧ 俄羅斯       https://ru.figu.org/

   ￫ FIGU Studiengruppe ‧ 西班牙       https://es.figu.org/

   ￫ FIGU Studiengruppe ‧ 瑞典       https://se.figu.org/

• FIGU 任務知識興趣組：

   ￫ FIGU Interessengruppe für Missionswissen ‧ 加利福尼亞       https://californiaforfigu.org/

   ￫ FIGU Interessengruppe für Missionswissen ‧ 卡羅萊納       https://figucarolina.org/

   ￫ FIGU Interessengruppe für Missionswissen ‧ 科羅拉多       https://coloradoforfigu.org/

   ￫ FIGU Interessengruppe für Missionswissen ‧ 英格蘭       https://figu-england.co.uk/

   ￫ FIGU Interessengruppe für Missionswissen ‧ 俄亥俄       https://figuohio.org/   

   ￫ FIGU Interessengruppe für Missionswissen ‧ 美國在線       https://creationaltruth.org/

   ￫ FIGU Interessengruppe für Missionswissen ‧ 紐約大都會和新澤西       https://figumetronynj.org/

info@figu.org

https://beam.figu.org/

https://shop.figu.org/

除 FIGU 瑞士外，FIGU 還包括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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