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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曾玩「碟仙」游戏的人都说碟子(或钱币、笔等物体) 自己移动，自己绝没有

去推，只是被动跟着它走。本文要说的是 这个「动起来」 是众人在「自己推着，

但自己并不意识自己在推」的情况下发生。 玩者说「碟子自己动，自己绝没有去

推」纯粹是一厢情愿想法。在游戏过程中，你在「跟」的同时，必然也同时夹杂

着「推」的动作。 

 

 

 

 

 

 

 

「碟仙」游戏释疑 
「跟碟子」走的同时，必然亦已成就了「推碟子」的效果 

作者：Chiu–king Ng (Email: feedbackXY@phy.hk 其中 XY 以 29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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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先讨论「就算你跟着碟子走，你必不可能不分分秒秒影响它」 

    「碟仙」游戏的参与者可以是绝对的被动跟随者吗？ 

不可以。 只要你的手按着碟子走，你就必然施力于碟子！这个力就必然影

响碟子的运动。 

    

 

 

 

 

 

 

你跟随物体 (碟子连同其他人的手) 行的路径弯弯曲曲，你是如何 「跟随」

呢？ 你预知物体如何走吗？其实你不断估计它行走的方向和快慢，然后以你

的估算来移动你的手(这是本文的中心论点，见页五)。问题是你的估计不可能

百分之一百准确。 只要手的速度和物体的真实速度不同，手就会施力给它。

当判断的速度过快，手施于物体的力向前；当判断的速度过慢，手施于物体

的力向后。 你会驳斥：「我的手不是紧贴着碟子，丝毫没有离开，那有速度

不相同？」。 是的，但这是结果，是你施了力后才得到的结果！ 是你施力于

物体，是你改变了它的快慢、是纳入了你的影响后的结果。假如在上述实验

实验一： 

台面上平放一张白纸。你拿起一支幼细毛笔，把蘸了墨的笔尖轻轻点在

白纸上，不动。只要手不动，白纸上就只有笔尖的小黑点。 

 现在，另一人移动白纸，令白纸行走一条旁人不能预测的弯曲路径。你

拿着毛笔的手尽量跟随，希望可与白纸同步移动。 

 虽然你很努力，但纸上仍然是那笔尖小黑点吗？ 相信不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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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你改用硬笔，并用力把笔尖紧按压着白纸，笔尖与白纸立刻贴着走，这

是你利用力量来「强迫」大家移动一致。 那时，白纸的走动已经不完全由拉

动它的人控制。  

  虽然你的心只是「跟随」，但无可避免你已施力于它，即是你不可能是一个纯

粹的局外跟随者。广义来说，你已是一个「推者」。 

 

(B) 我们进一步分析碟子根本没有自己动，只不过是众人「不知在推而  

实在推」。 

     请先细味以下一则故事： 

 

 

 

请问，这二人都是跟随者，有另外的一件物体带领他们吗？没有。 

两人同时既是「跟随者」，亦是「带动者」。  

这里，「主动」和「被动」角色模糊、没法清晰定义。此情况极类似「碟仙」

游戏。各人均说是「跟随者」，其实，「带动者」与「跟随者」角色混淆、纠

缠不清。跟者是你，推者也是你。 

 

 

二人并肩行，不停。 

究其因，二人同说只随友行。不主动、不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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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为甚么「跟」与 「推」混淆不清？ 

 

 

 

 

    

 

 

 

 

 

 

 

玩「碟仙」， 你说是跟着物体走，但你有分分秒秒查证那个 初带引你的牵

动力(其他人的推动)一直存在吗？ 你有法子知道这个牵动力在下一刻还存

在吗？ 若在某时刻这牵动力已消失， 你当时还仍做着「跟」的动作，那时

你岂不是推着它吗？ 不是你故意去推，实情是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已「不知

不觉」间转变成了「推者」。 

 

实验二： 

 一人蒙眼，身体尽量放松，手拿一把间尺的一端，而你则拿着间尺的另

一端。 现在，你主动把间尺轻轻拉动，对方拿着间尺「被动」地跟随

你走。但途中你很轻巧、不动声色把手完全离开间尺。虽然如此，对方

的手是不会实时停下来，他仍会继续移动间尺 ( 少一段小距离)。不信，

请试试。 

事后，这人会准确说出哪段路程是「跟你走」，哪段路程是「自己推」吗？ 

不可能。 因为你与他没有心灵相通。 事实上，「跟」与「推」都是同

一动作(手向前移动)。当没有视觉上的帮助，单凭触觉是不容易分别的。

若告诉这人在后段是他自己把间尺推行，这人还可能拒绝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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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仙」游戏，必多于一位玩者。这是该游戏必需具备的条件 — 情况复杂

化。 你不知我、我不知你，你「想甚么、做甚么」，我没法知道。这一刻，

我觉得碟子移动，我「跟」，连那原先的「外间推动原因」不存在，我还在

「跟」，此时我实在就是「推」。另一人在我「推」时，他「跟」。 「跟」了

一会儿，连他自已也不知悉的情况下就变成「推」………… 。 就是这样，「推

者」角色在参与者之间迅速转移。一人是不能令碟子「自己动」的。 

 

   (乙)「动」的源由 

上段，我们分析了「跟」与 「推」在「碟仙」游戏中是两个纠缠一起、不

能区分的概念。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跟」根本不是跟甚么，只不过

是跟自己的心中估计而已。 

 

一旦碟子移动，你会相信它会继续移动下去。但你会先判断，找到事实，然

后决定下一刻如何跟下去吗？ 不会。 所有参与者都不是「先有事实，然后

跟随」。而是「以现在发生的去估算稍后将来，然后用手去跟随自己的估计」。  

如页二所述般，当与碟子一起走时，玩者心中不断估计碟子行走的速度和方

向，然后用这估计的速度来把手移动。实情是这估计不是估计，而是与其他

参与者的估计竞争成为 后事实。譬如你估算碟子转左，你就按着它转向左，

但「未发生的事实」是真的转左？ 你会验证了「真的转左」才会跟从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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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 你想做也不可能做。 当你查证了今刻的事实，今刻已成过去。待你

查证了再下一刻的事实，再下一刻亦已成过去。换言之，你如何也不可能真

的「跟随事实」，因为跟随是现在，事实是将来。 你顶多做的是 「以现在

发生的事实去估算下一刻如何走，然后跟随这估算行走」。 你估计碟子如何

走，你的手就如何走，结果呢？两个可能性： 

(1) 因为人人都是「靠估」来移动手指。谁人赢，就看谁人强一些。如

果你的估计「决心」不大，即是你手指施于碟子的力不大，那么「主

要推者」的角色仍落在别人身上。虽然如此，你的影响必然存在。

当你发觉你的估计不太正确，你会立刻作出修正，回归「正途」。 

 

(2) 如果你的估计「决心」强于别人。你就会在各人竞争下赢得「主要

推者」角色。你的手转向左，碟子真的顺了你转向左。是你制造了

「转左」的事实。 

若大家的估计「决心」不分伯仲，那就可以由多人分担「推者」角

色。 

 

后转向左，成功估计转向左(制造这个事实) 的那位朋友这样想：「我只不

过顺着碟子走」； 估计不中的朋友这样想：「当然喇，我跟随碟子走，碟子

拖着我走，我是被动的」。 



礎仙釋疑                                                                                 頁七 

无论如何，大家都是「不负(推动者)责任」，因为玩者已先入为主、由始至终

都 (下意识) 认定碟子不是自己推的。要这样游戏才神秘，才好玩嘛！ 

 

        句子「我跟随某某名人的足迹，游遍世界各地」中的「跟随」是真的。「某

某名人的足迹」是既定事实。我跟随的是一个已发生的事实。 

 

句子「汽车在前慢驶，我静静地跟随着它走」中的「跟随」是真的。虽然我

也是「以现在发生的事实作估算，然后跟随估算行走」，但汽车行走的路径

不会受我的估计而影响，反之我可以利用汽车下一刻行走的真实路径来修正

我再下一刻的估计，从而达到跟随它的目的。 

 

句子「我的手按着碟子并跟随碟子走」中的「跟随」是假的。你掌握的只是

今刻和之前发生的事。你如何知道下一刻碟子如何走而作出你的跟随呢？ 

你只不过估它如此走罢了！ 你「跟随」的是你的估计，而你的估计就制造

下一刻碟子如何走 (起码是部份) 的事实。 

 

 

 

 

 心中估算碟子移动       手凭这估算来移动       碟子移动的全

部或部份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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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仙」游戏中的碟子是一件毫无意义的道具。把它换成甚么东西也可以， 

没有它也可以 (把手凌空迭在一起已可玩了)。 

本文要说的是： 「推」的效果是众人不知不觉间成就的。 

 

(c)  如何有「第一动」 

或问，就算碟子真是这样「自己行走」，但如何开始动起来？ 

     这个第一步来自手的晃动或其中一位参与者意外地移动了碟子。只要很微

小的移动，就制造了玩者「跟随」的借口，这个「跟随」又无可避免 后

演化为众人(轮流)「在推，但自己也不意识在推」，令运动放大和不断自我

维持 (self-sustained)。 

碟子從這個方向走來 

位置 P 

1. 在位置 P，若所有人的手同时离开碟子， 

碟子会以惯性行一段短距离后就停下来。  

 

2. 此刻，大家都没有把手指离开碟子。参与

者 A 会以碟子从那方向来，然后合理估算碟

子会以那方向继续走下去，然后 A 就把手指

移向了该方向 (这是本能、不需刻意完成)。

如此，A 就企图 把 碟 子 带 去 了 A 预 

计 它 应 该 去 的 位 置。  

 

3. 当然，各人的估算不尽相同。碟子 后真

正去的方向是众人估算「竞争」后的合成。

碟子 后去的方向与 A 估算的不完全相同，

所以 A 也有「要不断跟上(修正)」的感觉。

这感觉就加强了「碟子走，我跟」的信念。

 

4. 不断重复以上步骤 2 和 3，碟子就 「自

己」游走四方了。  

參與者 A 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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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何停下来？ 

小碟走动一会， 后会停，甚至停在一个看似「有意义」的数字或甚么指

引上。为甚么呢？ 

当小碟不规则走动，必会经过一些写在纸上的文字。 玩者会注视看这是

甚么文字。 若这些文字不似是具意义的答案，玩者就不相信这时碟子会

停。停不停，就决定在玩者的「跟」和「推」是否配合和跟得上。 

玩者不相信碟子会停，碟子就是不会停。相反，若碟子在看似有意义的文

字上走过，玩者是期待这结果的，心里一想：「那就是了，那就是神灵带

领我们找的答案了」。只要 少一位玩者如此想，手稍有犹豫，没有跟得

上(即是失去下一刻的「推」动力) ，碟子就有机会停下来。 

 

以本文页三的「二人并肩行」例子说明。 这二位朋友，纯粹「跟随」对

方。  行行复行行，行得疲倦、饿了。此时他们刚巧行经过一间食肄，其

中一人(称此人为甲，另一人为乙) 忍不着望了一下，脚步慢了少许。乙是

「跟随」着甲的，既然甲慢了，乙也会自然地慢下来 (乙猜想甲有停下来

的意图) 。反过来，甲也是「跟随」乙的，既然乙慢了，甲也会再慢多

些，…….. 。事情就是如此演变下去，这个「连锁反应」是等待一个适当

时机才会发生。假设他们经过的不是一间食肄，而是一间五金铺，这就提

供不到他们停下来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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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子经过空白或没有意义的文字时，玩者觉得它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所以

碟子不会停。 

后碟子停在看似有意义的文字上，因为玩者觉得是时候它停在该处。 

 

(E) 终极实验 

          

 

 

 

 

 

 

 

 

 

 

 

 

 

实验三： 

要验证碟子是被众人推动行的，这一点也不困难。 

若大家有机会再次玩这游戏，一样的工具、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气

氛。 惟一不同的是在碟子上放一层薄薄的油。手指尖按着滑滑的

表面，无论是有心或无意，要推动碟子就困难了。看看这时碟子能

否像先前般走动自如？ 

实验四： 

「碟仙」游戏有一个潜规则：「只要碟子走，你就应该立即、毫不

犹豫地积极跟着走」。 如此地，「跟」与「推」混合一体。  

若大家有机会再次玩这游戏，一样的工具、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气

氛。 惟一不同的大家的心态变为「你动，我誓死不动」或「你动

三大步，我才动一小步」。 这样，看看碟子还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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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本文主要论点： 

1. 纯粹的局外「跟随者」在「碟仙」游戏中不可能存在。 

2. 这游戏特别之处就是把「跟」与「推」模糊化。 

3. 碟子行走的轨迹是参与者共同制造的。一旦碟子「动」起来，参与者 相 信 

碟子会继续动下去，参与者心中不存丝毫怀疑地去「跟」--- 手指依照碟

子来的走势来移动，碟子也因而 被 带 去 了手指移动后的新位置。  

4. 第一步归咎于一个微小的随机移动。 

5. 碟子停在某处因为参与者相信它会停在该处。 

(G)   一些评述： 

1. 本文分析「碟仙」其实是一场 简 单 的心理游戏。不假，是真真正正

的一场游戏，亦是蛮富有哲理的一场游戏。 例如，社会运动的发展不

是有点像吗？众人在追随着运动，但运动不就是因为众人的参与跟随

而得以推动吗？ 跟 随 与 推 动 互  动 地 缠 绕 在 一 起。 

2. 这游戏不涉及鬼神、不涉及催眠、不涉及潜意识、不涉及甚么「气场」、

不涉及甚么「对象转移」这些故弄玄虚的东西。 

3. 本文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有待 尊贵的阁下判断。科学与迷信的其中

一项大分别是前者的任何「说法」均可辩证、可证伪；也 必 定 可 以 

(无 任 欢 迎 地) 被 质 疑、被 修 订、 甚 至 被 丢 弃。 

                        ~~完~~ 

后修订：2019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