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 ──人類文明原鄉》序言章節 
《認識史前臺灣》序言章節 

「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的最新探討 
44項證據顯示全世界文明最早的太陽帝國就在台灣 
一萬二千年前台灣的超級海嘯毀滅世界最早文明 
人類文明的母國就是台灣序言 
人類文明的母國就是台灣序言目次 
人類文明的母國就是台灣簡介 
人類史前文化的發源地── 台灣 
人類母國太陽帝國在古台灣 
人類母國在古台灣序言章節 
人類最早的太陽帝國在古台灣 
人類最早最大的「姆大陸帝國」都城所在地── 台灣 
人類豢養狗的始祖可能是台灣土狗 
大多數專家學者確認波里尼西亞人出自台灣的原住民 
大坌坑文化是由在台灣的太陽帝國古文明傳承下來的 

大洋洲許多島嶼的拉提石是太陽帝國巨石文明的遺跡 

不用舟船詞彙說明先民在冰河期結束前已在台灣定居 
中國古代的岩雕文化可能由台灣經連雲港傳播過去的 

太陽帝國在台灣的古地洞遺跡 
太陽帝國在台灣的巨石文明遺跡 
太陽帝國在台灣的海底遺跡 
太陽帝國在台灣的解讀 
太陽帝國在台灣毀滅的痕跡 
太陽帝國遺留台灣的古文明事跡 
太陽帝國遺留台灣的古文明遺跡 
太陽帝國遺留台灣的巨石文明遺跡 
太陽帝國遺留台灣的百餘座人工地洞 

日本原住民與中國和台灣的關係 
世界各區域有太陽帝國文化的共同點 
古代台灣到處有野牛作為台灣就是亞特蘭提斯的佐證 

古代超文明遺物：歐帕玆 
古代超文明遺物之一：第一類歐帕玆 
古代超文明遺物之二：第二類歐帕玆 
古時可以航行全球的波里尼西亞人技能出自太陽帝國 
台北七星山金字塔與其他的巨石文明為古代文明遺跡 

台灣人口九成為本島人中國人僅約一成而已 
台灣人口有九成是台灣人一成中國人 
台灣上古時代文明史的初步研究 
台灣土狗可能是人類豢養狗的始祖 

台灣文明發展史上最重大的發現！ 
台灣北部先民工業區的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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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古文明歷年記者會報導 
台灣古代史圖文集(1)一萬二千年前台灣東北海域發生超級海嘯 
台灣古代史圖文集(2)亞特蘭提斯就是台灣島 
台灣古代史圖文集(3)姆大陸也是台灣島 
台灣古代史圖文集(4)太陽帝國遺留遺跡 — 海底建構物與地洞  
台灣古代史圖文集(5)太陽帝國遺留遺跡 — 巨石文明  
台灣古代史圖文集(6)太陽帝國遺留古文明事跡  
台灣古代史圖文集(7)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  
台灣古代史圖文集(8)太陽帝國在世界各地的遺跡 
台灣古代是否有文字？  
台灣可能是人類文明的起源地 
台灣可能是上古時代中國人面岩畫的起源地 
台灣巨石文明之一「岩雕」 
台灣玉廣布東南亞證明台灣是南島語族原鄉 
台灣先民的奇蹟 1998年10月 
台灣先民數萬年的遺骨應從百餘座古人工地洞追尋 
台灣有太陽帝國遺留巨石文明遺跡 

台灣有百餘座人工地洞 
台灣有遠古記事符號與早於中國三代的象形蝌蚪文字 

台灣有舊石器時代最早的史前文化可追溯至五萬年前 
台灣周圍海底建構物的古文明 

台灣和日本古文明金字塔的比較研究 
台灣東海岸哆囉滿產沙金歐美人曾認為它是黃金古國 
台灣東海岸黃金河產金曾是歐美淘金客爭奪的金銀島 

台灣的大坌坑文化是幅員最廣的南島語族之祖先文化 

台灣的巨石文明－台北七星山金字塔 
台灣的金字塔及巨石文明 
台灣附近姆大陸的淹滅與地質學的考證相符 
台灣原住民各族絕大多數沿襲太陽帝國母系社會制度 
台灣原住民受到天災而出走形成南島語族廣大的分布 
台灣原住民缺乏舟船詞彙但有大船遷徙南島 
台灣就是人類文明原鄉 
台灣就是全世界涵蓋最廣語類最多的南島語族之原鄉 

台灣就是姆大陸！ 
台灣最早原住民的來源 

台灣與環太平洋地區原住民相關性的研究 
台灣擁有一百餘座冰河時期先民賴以生存的地洞遺跡 

史籍中的台灣史資料記載台灣是古人嚮往的蓬萊仙島 
巨石文明之一 ── 岩雕 
由台灣出現許多古象化石證明曾是古象樂園的姆大陸 

由屢用雞籠當地名說明台灣曾是世界邦聯的營運中心 

由彰化陝西村名稱的來源可知台灣先民來自巽他古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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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早的人類文明是由在台灣的太陽帝國傳出的 

在太平洋上消失的高度文明姆大陸帝國所在地─台灣 
地洞考古補上島史空白 
老鷹石証實是太陽帝國巨石文明遺跡 

你不知道的鶯歌石 
亞特蘭提斯都城的特徵顯示波塞多尼亞就在蘇澳附近 

亞特蘭提斯就是台灣 
姆大陸與亞特蘭提斯是同一個太陽帝國 
宜蘭蘭陽平原與圓弧形海岸的形成 
拉提石柱是太陽帝國巨石文明遺跡 
果敢號鑽探台灣東北海域或可做為姆大陸在此的佐證 
近代台灣原住民人口組成的變動 
南科出土鐵劍非外來 證明台灣古文明領先全球 
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 
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 
幽門螺旋桿菌的DNA分析追蹤顯示南島民族出自台灣 

研究美洲最早的原住民發現是波里尼西亞人來自台灣 

研究發現台灣發生超級海嘯與太陽帝國消失時間相同 
美洲最早的原住民原鄉可能也是台灣 
核四廠址是世界最早工業區遺址 
核四廠建造在非常危險的區域 
核四廠建造在非常危險的區域 
根據狗粒線體DNA台灣土狗可能是人類豢養狗的始祖 

消失的大陸 ─ 亞特蘭提斯 
消失的大陸―姆大陸 
琉球古代遺跡的發現 
貢寮荖蘭前山有太陽族人的文物證明是太陽帝國遺跡 

貢寮鄉鹽寮灣曾是古代工業區 
貢寮鹽寮灣工業區遺址是人類古代最早冶煉工業場區 

馬雅文明之謎 
基隆老鷹石斷頭出現五個石榫凹槽證明是古文明遺跡 

從人類文化學的研究來探討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 

從人類考古學的研究來探討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 
從人類語言學的研究來探討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 

從人類遺傳學的研究來探討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 
從文化探討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 
從考古學探討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 

從舟船及航海詞彙探討台灣先民的史前文明 
從語言學探討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 

從遺傳學探討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 
探討世界先史文明與台灣的相關性 
雪山山脈大山崩引起超級海嘯使台灣的太陽帝國毀滅 

最早文明亞特蘭提斯和姆大陸是同在台灣的太陽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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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文明的亞特蘭提斯沉沒所遺留的島嶼就是台灣島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序言目次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序言章節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圖文集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圖說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圖說(上)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圖說(下)  
黃金古國──台灣 

萬餘年前台灣東北海域發生超級海嘯 
彰化陝西村名稱的由來 

構樹及樹皮布技術的擴散證明南島語族原鄉就是台灣 

構樹和樹皮布文化的擴散證明臺灣就是南島語族原鄉 
認識史前台灣序言目次 
澎湖虎井嶼海底沉城 

澎湖虎井嶼海底沉城是冰河期陸上建造的古文明遺跡 

澎湖虎井嶼海底沉城最有可能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鄭和之前 台灣曾為世界邦聯營運中心 
舊香蘭遺址出土精密鑄模說明古代金屬工業始自台灣 

證據顯示在太平洋中消失的姆大陸其實就是古台灣島 

證據顯示亞特蘭提斯的都城波塞多尼亞就在台灣蘇澳 

證據顯示柏拉圖對話錄中敘述的亞特蘭提斯就是台灣 

寶螺貝幣的出現證實三代以前中國的貨幣由台灣供應 

蘭陽平原及內凹弧形海岸線為雪山山脈大山崩所造成 

鹽寮灣 比舊香蘭更早 
鹽寮灣地區是先民最早工業區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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