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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查一查最近的一些报道里面，曾经被外星人劫持或绑架过的人类，是否后面还

会被外星人追踪？或者是被外星人在体内植入任何的物体（2019年 7月 17日）

结论
关于第三类接触的最近报道，目前只找到2016年的2条新闻，几乎查不到近几

年的相关新闻。

我们的观点：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牠们的技术已经成熟到可以通过被掌控的人

类(或混种人)在地面拓展这个技术, 而不需要绑架人去二层天被植入。其终极

目的就是要让全人类被杂交混种。

这个技术现在已完全成熟, 那就是 7月 16 号（刚好昆仑城之战 2个月）Elon

Musk      最新宣布的大脑植入芯片技术  。在几个月之前还都是大量芯片植入手背的

报道, 现在的这个爆炸新闻其实就是M老师要找的-外星人植入的最新进展!

附：7.16同一天的两个相关新闻：我国科研人员发布新型基因编辑技术

含      800      万神经元的类脑芯片系统问世  

2003年后，美国一些辅导外星人绑架的机构，发现开始出现了混血人行动，而

不是Alien行动的现象。说明近些年，alien的混血非常成功，已出现了相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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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混血人。结合 Musk的芯片新闻，应该是在说 alien对地球的控制已经升级。

上世纪50年代-90年代是混血时代，2000年之后进入了芯片时代。

个人理解：混血人就相当于基站，芯片去接收基站的信息。混血人达到一定数

量后，可以改变一个时空地区的属灵气氛，开通一些灵界通道。然后，再去向

大众推广芯片，大众就可以连接上这些灵界通道的讯息了。这样就能实现全面

控制。

个人猜想：

2010年后几乎很少听闻第三类第四类接触的报道，对于媒体日益的发达和网络
告诉的传播方式，如果说是没有被曝光被掩盖的话我认为不合理，因为越来越
多的UFO事件被曝光出来，这些UFO爱好者所捕捉到的信息，照片在网络上
飞快传播，有专门的网页来记载这些出现，所以大家得出结论：外星人是在观
察，检测我们。

比如，2019-6月，UFO在中国被多次多地目睹：新疆，郑州河南，河北，山
东，山西，四川。这些出现一一被拍到

根据一些官方媒体公开言论者，张绍忠（中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布什曼（驻
守在神秘 51区的高级工程师，于 14年已经过世）言论，称美国 51区已经与外
星人合作，当时曝光的数量是 18个。

所以，我猜想：外星人在 51区与政府的合作属于互惠互利，并不存在外界所谓
政府绑架外星人的内幕，这种互惠互利的彼此交易使外星人已经不再需要自己
在外面的区域来寻找样本，过去的模式可以被更安全更保险的方法来取代，他
们在 51区可以公开的实验和索取样本，或者说他们关于人类基因的研究已经到
达某一高度：就是已经有这样的混种人成功出生并且成功生存。这使得他们的
需求不再相同。所以UFO目击事件增多，但三类四类接触事件却少了很多。

最近报道



目前只找到2016年的2条新闻、发布时间待查的一段视频：

1、2016年 6月 16日中国的孟照国自称当天被外星人第四次带进飞碟（23年

里），并带回外星人给的陨石及信；

2、2016 年 11月 23日据英国邮报报道，澳洲的22岁女孩 Lea Kapiteli，自

称是混血有外星人，可随时去火星  ，外星人说她其实是个“星际种子

（Starseed）”。他们是在她母亲睡着时提取了她的卵子，并被在卵子中混

入了外星人的基因，和 Lea 的基因进行了重叠。

3、司天同工明亲历案例：一个江西人，网名叫做“骆驼”，明曾跟他聊过，他

说从小至少有两次带进 UFO（应该在1990至 2009年之间），被外星人检查身体，

他怀疑自己曾被擦除过记忆，因此他有可能被劫持过多于 2次。但不能保证他

没有说谎，因为后来发现这个人有说谎的问题。

4、发布时间待查的一段视频：外星人绑架人类植入人体芯片想改造人的          DNA  

相关观点（队员多年调研外星人的心得）：

外星人劫持人类，属于“第三类接触”，即人类同外星人面对面的接触。

从历史新闻报道来看，第三类接触中有一定的比例是持续追踪人类的。比如著

名的中国孟照国事件，也是至少被劫持过两次。

外星人为什么劫持并跟踪人类？个人的总结：

1. 主要是为了同人类混血，生育出适合在地球上生存的族类，具有超越人类的

体格和智力，比如远古的伟人，以实现占领地球的目标。除了占领地球外，

延续外星人本族的血脉也是一个原因，因为许多外星族类已经堕落到无法正

常生殖后代，据报道，美国政府同外星人有一些官方的秘密混血合作，如

Montauk工程，制造了大量混血人。此外，地球上有外星人的混血族裔，也

有利于它们打开灵界通道，邀请更高阶的堕落天使进入地球。

2. 上世纪 60至 90年代存在大量的劫持报道，美国 Montauk工程也基本处于同

一时间段。美国一些调研机构发现，2003 年后，劫持者中竟然出现了长大

https://mp.weixin.qq.com/s/BthbBfpqFLkyEeLvpkmF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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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351002874147115029883202


后的混血者，而不再是纯种的外星人。

3. 对于男性被劫持者，从其身上采集精子或直接发生性行为；对于女性被劫持

者，一般由外星人进行人工受孕，一段时间后，受孕妇女被外星人中止妊娠，

胚胎被外星人取走。因此，女性被报道持续劫持的比例一般比男性更多。

4. 某些被劫持者的基因里有一些特殊的成分，是这个时空的key，吸引了外星

人重点关注他们。据报道，某类外星人只对犹太人的基因感兴趣。

5. 被劫持者的祖先可能已经被混血，所以他生下来就被跟踪，好让外星人了解

混血试验的后代的发育情况。美国一些调研机构发现，被劫持人的父母和孩

子遭遇外星人的比例奇高。并且，这些人一般会有同外星人心电沟通的能力。

6. 美国一些调研机构发现，人一旦被一次劫持，就会持续被劫持一生，但他每

次被劫持后都会被消除记忆而不记得，只能偶尔想起来零星碎片。

7. 外星人也分为不同的种族，基因各不相同，因此地球上某些种族的基因可会

更适用在某种外星人身上，因此，一些地区某种外星人出现的频率高，而其

他地区则出现频率低。然而，随着现世代的全球大融合，某些地区如美国、

巴西等，会出现螳螂人、小灰人、蜥蜴人等的混合报道，我们推测，这是由

于外星人要追踪的人群混杂居住。据统计，美国出现的外星人劫持事件占总

量的 50%，巴西占 20%，这两个地区均是种族混杂地区，因此被报道的外星

人种类也较其他地区更为多样。

相关报道详情

外星人是真的  !   孟照国      2016      年四见外星人  ,   带回信物和信件  

23年前，27岁的孟照国第一次接触外星人，此后接连三次被外星人带入飞碟，

并和女外星人结合生产了一个混血外星人。之后，事件一度停息下来，似乎没

有了消息。然而，2016年 6月 16日晚 21时，孟照国再次被外星人带入飞碟，

第四次和外星人进行了交谈，并带回了外星人给他的一大一小两块外星陨石信

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351002874147115029883202


物以及致人类的一封信。随后于2017年 5月 5日，孟照国将部分外星陨石信物

交由著名科幻作家李建敏找专家进行鉴定，同时外星人致人类的一封信也一并

交由李建敏代为转交有关人士对外公开。详情请点击上面的链接，文章中的图

片已被替换。

图片来源：多年前      UFO  

劫持事件！有后续了！

孟 照 国 事

件
孟照国事件也稱鳳凰山 UFO事件，是指 1994年中国黑龙江省居民孟照国疑似与外星智慧生

命发生第七类接触的事件。

孟照国和很多山河屯当地村民都表示在 1994年6月期间，在他们工作的黑龙江省

五常市红旗林场附近，看到凤凰山[2]有奇怪的发光体降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cite_note-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5%B8%B8%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A4%E5%87%B0%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8343656/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8343656/


第一次接觸[编辑]

村民最初以为那里有直升机坠毁，一群人約十幾人前往探險，據這些人講他們全體

都目擊到遠方南坡上有一個巨大圓形反光體閃閃發亮，孟照国也在其中之一，而眾

人心生害怕所以無人再靠近，原路折返。[3]

第二次接觸[编辑]

飛行物出現第十天後，好奇心巨大的孟照国和他的侄女婿李洪海前往事发地，接近

飛碟他事後向記者繪圖描述是一大圓形物體但不全是正圓盤狀，頭為圓後面有一曲

折尾部整體像一個怪異的勾玉、問號狀，差別在問號前方是勾而飛碟前端當然是封

閉的；成一圓盤，也似一怪蝌蚪狀但尾端較蝌蚪粗，機體乳白帶黃色，圓盤中間另

有一圓物則材質不同有金屬反光，眾人在遠處看到的反光就是該物，圓盤一側還有

兩小方形突出物似乎某種儀器。[3]而此時飛碟似乎是不正常降落狀，圓盤一端插入

山坡中，拱起一排石堆(當地地質為石頭較多的山體)。

李洪海也講出與孟照国同樣說法，並畫出幾乎一樣的蝌蚪型飛碟圖，孟表示在繼續

接近飞碟体時突機體發出一種吱吱聲，當时被一股力量电击且眼睛劇痛下被推离，

兩人嚇得慌忙離開。

第三次接觸[编辑]

孟照国兩人随后返回林场将情况汇报给林場工會主席，主席三天後带领一行 30多

人前去查看，孟照国在查看过程中拿出望远镜，大叫一声看到了便昏倒在地， [4]浑

身抽搐。事后他回忆他当时看到了一个外星生物举起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物体并发出

一道類似電焊的強光击中了他的眉心，随后就不省人事並在地上發瘋般大力抽動。

一行人見此就中斷探索，急忙抬著他下山。孟之後陷入長期昏迷與半瘋夢遊狀態一

個多月後才清醒。

而另一方面當日到第二天凌晨時處於夏初的鳳凰山附近突然急速降溫，村中比嚴冬

還冷，村民表示當時冷到切菜手都拿不住刀，約一周後某日全體林場工人看到半個

鳳凰山被一巨大龍捲風罩住，高度近一公里，不少村民形容如同末日場景，但龍捲

風似乎又有點怪異是一下大上小狀，風中還有模糊的紅藍閃光透出，龍捲風不久後

消失而飛碟也消失。[3]

昏迷中的夢[编辑]

孟照国在長期昏迷中處於半夢半醒狀態，能接受餵食和照料，有時突然瞪大眼睛叫

喊並雙手亂揮；有人給他紙筆時，他會寫下些不明所以的字母拼音。

清醒後，孟照国接受山河屯林業局新聞幹事關洪聲詳細詢問，他回憶，昏迷期間看

到一個雌性女外星人，大约 3米高，有 6只手指，身體器官與人類相似，但頭大眼

大類似牛眼，全身穿得嚴密只露出頭和下體。整個昏迷期間，該名外星女人都在孟

照国家中，但只有他看得到，別人都看不見；而孟照国幾次雙手亂揮喊叫是女外星

人要強行與他發生性關係的反抗動作，但有一天晚上他還是與她發生關係。孟照国

表示当时老婆孩子则静静的躺在床上，他自己漂浮在上方，与那位女性进行 40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action=edit&section=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action=edit&section=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action=edit&section=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action=edit&section=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cite_note-2017ann-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cite_note-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cite_note-2017ann-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cite_note-2017ann-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BE%E7%8E%89


钟左右的性交[5]。在家中期間外星人曾用一槍形物體往他大腿注射，當時無痛但感

覺皮下有數個火柴頭大小的顆粒物。

隔幾天，孟照国第二次與該名女性外星人性交，结束后外星女人离开，從此未再出

現。之後，他看到另兩名男性外星人直接穿牆進入家中，在迷濛中把他穿牆帶走，

不知怎地高速移動到一外星基地，他看到機庫中停著數十艘之前相同的飛碟。隨後

兩名男外星人再把孟照国帶到其中一艘飛碟中，見到一個類似首領的外星人，該名

外星人叫別人取來一個方形物體，之後他便聽得懂該外星人的話語並在眼前看到一

些畫面。該名疑似首領的外星人表示此次他們來地球有三個目的：一是了解研究地

球；二是躲避彗星撞擊木星；三是告訴人類不要再浪費力氣進行戰爭，應該關注保

護環境。孟照国问起自己是否能再见到之前那名外星女性，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不过外星人表示，60年之内一个中国农民的后代将诞生在其他星球上。他们同时

表示孟照国有机会去看自己的孩子[5]。

之後他親眼看見了彗星撞擊木星的場景(苏梅克－列维 9号彗星事件)，然後外星人

取走皮下植入物體，取出時較痛，後被送回家，他清晰記得回家後看了手錶是 7月

17日約凌晨 3點 40分。

此時孟照国依然處於昏迷階段後期，精神較好但依然半夢半醒。第二天早上，他的

傷口完全無痛，只剩下癢感，那幾天內他覺得癢時就會用手抓傷口。孟照国聲稱，

自己當時突然抓下一層覆蓋於皮膚的不明膠狀物質，該物體能拉長到一米左右；他

表示自己原本將不明物體放在小桌上，但幾天後要找時，已經被妻子當成垃圾打掃

時清掉，唯一的物證就此遺失。之後隨著時間過去他完全清醒，並開始講述經歷。
[3]

据英国每日邮报2016年 11月 23日报道：

澳洲的 22 岁女孩 Lea Kapiteli，自称是混血有外星人，

可随时去火星

Lea Kapiteli 的整个童年阶段都在墨尔本，她说自己从小时候开始就经常遭

遇各种非常规物理现象，诡异的经历和存在物，这让她觉得自己和别人很不

一样。在 13岁时的一个夜晚，一个叫做 Mezreth的外星人的到访让她明白了

https://mp.weixin.qq.com/s/BthbBfpqFLkyEeLvpkmFjA
https://mp.weixin.qq.com/s/BthbBfpqFLkyEeLvpkmFj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cite_note-2017ann-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cite_note-%E9%95%B7%E6%AF%9B%E5%A5%B3%E5%A4%96%E6%98%9F%E4%BA%B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7%85%A7%E5%9B%BD%E4%BA%8B%E4%BB%B6#cite_note-%E9%95%B7%E6%AF%9B%E5%A5%B3%E5%A4%96%E6%98%9F%E4%BA%B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6%A2%85%E5%85%8B%EF%BC%8D%E5%88%97%E7%BB%B49%E5%8F%B7%E5%BD%97%E6%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6%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97%E6%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7%A2%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6%9F%B4


一切。他解释了她的过去，也解释了她为什么和同龄的姑娘不一样，因为她

是一位混血的外星人。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Lea画了 Mezreth的画像。

在那一晚后 Mezreth无数次的拜访了 Lea，更详细的向她解释了她所继

承的东西，并告诉她她其实是个“星际种子（Starseed）”。还告诉她她母

亲身体里也携带外星人的基因。他们是在她母亲睡着时提取了她的卵子，并

被在卵子中混入了外星人的基因，和 Lea 的基因进行了重叠。不过在她告诉

母亲这个事实的时候，她母亲认为她疯了。

这些年以来，随着和 Mezreth接触得更多，Lea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

在星际之间旅行：一种类似灵魂出窍的多元宇宙穿梭体验。“通过一定程度

的冥想，我想去火星，我就可以去那里。一开始我并没有这些地方的控制权，

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

更多相关报道（某公众号 2016.7.31文章）：



迄今外星人劫持案至少几千 已有五种杂交人

8          岁开始见到外星人，被外星人夺走初夜生下外星宝宝？  

下面这两个报道都回答了老师的 2个问题：

美国女子自称被外星人劫持 136 年，一直被奴役！（2010）

https://mp.weixin.qq.com/s/

il8mLzRd59DZI7eKAevWRA

外星人劫持事件 妇女体内留有神秘外星物

件 https://m.whst.com.cn/huanjing/20190711_66233.h

tml

请看其中的文字：医学专家通过 X光照片对其额头上的那个外星异物进行全

面检查后确认,外星人固定在她额头上的秘密器物已根本不可能取下来。

https://mp.weixin.qq.com/s/il8mLzRd59DZI7eKAevWRA
https://mp.weixin.qq.com/s/il8mLzRd59DZI7eKAevWRA
https://m.whst.com.cn/huanjing/20190711_66233.html
https://m.whst.com.cn/huanjing/20190711_6623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IaqQETFf_WuvPe3DeRnZA
https://mp.weixin.qq.com/s/MCHSSceRb9j9apPTLm_ORQ


因为,这个外星异物已穿透颅骨与其长为一体 ,并被外星人用一种特殊技术将

其同骨干脑中枢细胞“焊接”到一起。眼下的任务是 ,只能对她额头上这个

无法取下的外星异物之用途进行观察、研究和破解。

第三类接触-第四类接触典型案例及分析

1.斯坦.罗曼尼克

2000-2008 共计 11次接触外星人

其经历共有 24位见证人

是世界为数不多被认可的与外星人发生接触的人物。

经历：他之所以对于这八年间与外星人的第三类接触能够相信也是因为从小他
就能看见身边一个外星男人一样的女人。（我观看了这一步制作的影片，让我
感觉到非常不舒服，这个外星人邪灵从小就常常对他说话，给他洗脑，让他认
为自己有一个伟大的任务，就是来传播相关的经历）

个人感觉他是被选中的一个样本，因此外星人从小开始追踪研究这个样本，这
其中还包括成年后让他与外星人发生性关系，以此来研究一些不可告人的实验
方向。

前几次每一次接触后，他的手腕上都会有一道痕迹（只有用紫光灯能照出来，
像是割腕的痕迹，不排除被放入或者被取出了什么，用来被追踪被定为，这也
是为什么每次外星人都能准确找到他，其中几年是一年一次或多次的频率）

从小的第三类接触使他被开启了许多关于星际旅行，关于金字塔与猎户星座的
关系，关于UFO推进元素的方程式，他记录下这些方程式的时候，都是这些方
程式还未被发现或者少年的他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的科学领域。



他现在作为被世界承认的为数不多的发生过第三类的接触的人，常在相关论坛
和会议公开发言，致力于公开承认外星人的存在，何况是外星人的作为以及公
开外星人对他传输的一些知识。

以上这只是一个有名的个案，但是在 50年代-2000年初，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
也包括了中国 94年孟照国的经历。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被被外星人绑架后，或者是与其发生关系，或
者是被直接活体取样精子或卵子，那些与外星人发生性关系的人大腿根部会有
一些痕迹，被去走卵子的女性能够在醒来后感觉到腹部的疼痛，并且那种感觉
与现在的试管婴儿取母体卵子的疼痛一样。这些被绑架的人都反馈一个同样的
信息就是，他么认为外星人并不友好，并且他们知道外星人着一系列的行为是
为了研究人类的基因，找出特别的所在再制造新物种。

这篇公众号是 2017 年发布的，但引用的视频没有查出是哪一年的报道

外星人绑架人类，植入人体芯片，想改造人的          DNA  

被绑架的人声称，他们的皮肤底层被植入了微型金属物质，医生起初不信，

后来检查发现果然如此，那些金属丝在血液中会自动主合，那金属的材料是

这个世上所没有的，是极端的高科技，那金属在人体以极快的频率振动，那

振动的频率也是超过人类所有的极限，明显是外星人制造的。这些类金属就

是人体芯片的一种，它为何震动如此之快了，医生说因为它要改变人的

DNA，高速震动的频率波是大有威力的，是能改变人身体的内在构造的。

人体真被植入了外星芯片吗？

被移除的这块神秘物体外形不同寻常，Leir将它送到了新罕布什尔的实验室进

行测试。据报导，这块物体含有稀土元素，有些甚至对人体有毒。更惊人的是，

它似乎能够发送电磁波，说明它可能是某种追踪设备。Corbell原本认为可能

https://www.toutiao.com/a6546162814560502279/?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63382524&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req_id=20190718005523010018073072797E555&group_id=6546162814560502279
https://mp.weixin.qq.com/s/j96abgtAjuBrcybyjgzjeQ


是仪器除了差错，所以在实验室对这块物体进行同位素分析之前，他一直抱着

怀疑态度。

而实验室的同位素分析结果让所有人的震精了：分析报告中显示的比例比地球

上任何已知比例都高。这是否说明这块物体并非来自地球，而是外星人的东西？

英国妇人称 1990-2013年间多次被外星人劫持，它们看中她的冥想能量，想取

走 她 的 灵 魂 ， 身 体 出 现 淤 伤 和 针 孔 ：

http://www.hushiwin.com/shzt/15922.html

自爆多次被外星人绑架遭质疑

据英国媒体 2014年5月 7日报道，英国现年67岁的女子希拉里·波特(Hilary

Porter)称自己多次被外星人绑架，遂引来一片质疑。本月，波特将参加由反常

心理管理与接触者热线(Ammach)共同举办的会议，会上将分享她的故事。

据波特回忆，她 5岁时在自家屋后的草坪上玩耍，突然，一个约 5英尺(约 1.5

米)高的外星人出现在她面前。强壮的外星人抓着波特的胳膊，将她拖拽到野外

的一个“圆盘”内。

后来，波特发现自己在一个有彩色灯光和控制台的房间，她被脱光衣服后扔到

床上，随后外星人将一个锋利的工具扎进她的身体，之后的事情她记不清了。

相关的 2篇杂志文章摘录：

A.  外科医生 Dr. Roger Leir 17例外星人体植入物的研究发现：

 (有图片详见附件- The Smoking Gun）

http://shizheng.xilu.com/20140526/1000150002063699.html
http://shizheng.xilu.com/20140526/1000150002063699.html
http://shizheng.xilu.com/20140526/1000150002063699.html
http://shizheng.xilu.com/20140526/1000150002063699.html


Pioneering Alien implant researcher and surgeon, Dr. Roger Leir 

1. No inflammatory or rejection reaction by the body to these foreign objects. 

2. No visible portal of entry.

3. Collections of specialized nerve endings surrounding the object. 

4. An outer coating of ceramicbiological material. 

5. A metallic phase where inorganic metal becomes biological tissue.

 6. The emission of radio waves which are deep space frequencies in the FM band. 

7. Electromagnetic fields in excess of ten milligauss. 

8. Composition of Meteoric Iron. 

9. Rare Earth Metals such U-236, a single isotope of Uranium existing by itself, as 
well as elements such as Iridium which is very rare and hard to find in the earth’s 
crust.. 

10. Non-terrestrial isotopic ratios indicating the involved elements did not come 
from this earth. 

11. The existence of Carbon Nano Tubes, Carbon Nano Strands and Carbon Nano 
Fibers. 

12. Gold Spheres which have yet unknown function. 

13. Metallic caverns that are no larger than the diameter of one atom. 

14. Resistance to ordinary cutting techniques such as metallic sawing, or severing 
with a cutting instrument. (One of our specimens had to be cut with a Laser.)

15. There are also a number of unknown structures seen with the electron 
microscope which we do not understand. 

B. 牛津教授观点：外星人正于人类杂交  与全球变暖有关系

https://wattsupwiththat.com/2019/04/27/oxford-professor-aliens-breeding-with-
humans-because-of-climate-change/

https://wattsupwiththat.com/2019/04/27/oxford-professor-aliens-breeding-with-humans-because-of-climate-change/
https://wattsupwiththat.com/2019/04/27/oxford-professor-aliens-breeding-with-humans-because-of-climate-change/


Oxford Professor Argues Invisible Aliens Are Interbreeding With 
Humans

26 April 2019 The News Team

Dr Young-hae Chi, Professor at Oxford’s Oriental Institute, believes in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alien abductions.

In 2012, Dr Chi gave a lecture at the the Ammach Conference, titled ‘Alien 
Abd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which he outlined his theory 
concerning the presence of aliens on earth. 

Dr Chi began his lecture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perhaps human 
civilisation is coming to an end”.  

In his fifty-five minute presentation he cited Dr David Jacobs, an ‘abduction 

researcher’ in the US, who argued that aliens’ primary purpose is to 
colonise the earth, by interbreeding with humans to produce a new 
hybrid species. Second generation ‘hybrids’ are, according to Jacobs, walking 
unobserved among us.

Dr Chi argued that “it is not only scientists and theologians, but also non-
human species who appear to be greatly concerned about the 
survivability of the human specie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timing of aliens’ appearance coincides with the earth 

facing major problems, climate change and nuclear weapons in particular. 

He concludes that “it may be more or less assumed that the hybrid project is
a response to this impending demise of human civi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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