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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彬松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明新工業技術大學副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副研究員
中華工程公司研發課長、主任工程師



台灣飛碟學會第1、2、4屆理事長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理事

中華超心理學研究會監事

國立彰化高中校務顧問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大眾科學講座

台灣省立台中圖書館大眾科學講座

現任：台灣古文明研究室主持人



台灣古文明研究室

研究成果簡介

主持人： 何顯榮



研究論文和文件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1期1997年1月羅斯威爾事件是真?是偽?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0期1996年11月突破三度空間的限制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九期1996年8月台灣第一張幽浮照片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大眾科學講座專輯第16輯1996年6月台灣的幽浮事件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八期1996年4月台灣的幽浮事件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七期1996年1月飛碟在中國?!可以確認!!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六期1995年9月認識飛碟和外星人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六期1995年9月Answer the question of“Where are the UFO 
came from?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五期1995年5月從科學觀點看外星人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二期1994年5月外星人與飛碟真相的研究

中華民國超心理學研
究會

超心理學研究雜誌第89期1994年5月論科學心性與中道

中國ＵＦＯ研究會(北
京)

首屆海峽兩岸UFO學術研
討會(獲得優等獎)

1993年12月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th model and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dark matter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一期1993年12月根據科學理論解開飛碟存在的困惱

中國孔學會孔子誕辰紀念特刊1993年9月由孔子罕言性論儒家之性說

北京ＵＦＯ研究社幽浮ＵＦＯ第一集1989年10月從超弦理論談宇宙九維空間的真相

出版社或主辦單位出 刊 或 發 表 處出版時間研 究 題 目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3期2000年2月巨石文明之一 ── 岩雕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3期2000年2月台灣文明發展史上最重大的發現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2期1999年11月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aiwanese 
civilization history in the Paleolithic age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2期1999年11月台灣上古時代文明史的初步研究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1期1999年8月台灣和日本古文明金字塔的比較研究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0期1999年5月台灣可能是人類文明的起源地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9期1999年3月探討世界先史文明與台灣的相關性

臺灣省立台中圖書館科學知識第46期1998年12月從幽浮現象探討宇宙超3度空間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8期1998年11月人類最早最大的姆大陸帝國都城所在地
─ 台灣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7期1998年7月馬雅文明之謎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6期1998年4月人類到底從那裡來？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5期1998年2月外星人到地球的相關證據

台北市彰中校友會彰中校友會86年特刊997年12月人類到底從那裡來？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台中市立文化中心講座
專輯第15集

1997年11月認識幽浮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4期1997年11月認識幽浮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3期1997年8月從幽浮現象探討宇宙超3度空間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基隆市立文化中心講座
專輯第八輯

1997年6月突破三度空間的限制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12期1997年5月外星人真的綁架人類!!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6期2003年6月不明潛水物體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5期2003年3月台灣曾為世界邦聯營運中心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4期2002年12月台北七星山金字塔與飛碟傳說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3期2002年8月農田上謎樣的美麗麥田圈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2期2002年5月外星人的牲畜虐殺事件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1期2002年2月台灣古代是否有文字？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0期2001年11月幹細胞的新醫學研究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9期2001年8月海洋鑽探台灣東北海域可為姆大陸佐證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8期2001年5月台北七星山金字塔及巨石文明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8期2001年5月飛碟到底從那裡來？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7期2001年3月從舟船及航海詞彙探討台灣先民的史前
文明

台北市彰中校友會彰中校友會89年特刊2000年12月人類史前文化的發源地─台灣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6期2000年12月琉球古代遺跡的發現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6期2000年12月姆大陸淹滅與地質學考證相符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6期2000年12月二億五千萬年前細菌復活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5期2000年9月行星的探索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5期2000年9月台灣原住民缺乏舟船詞彙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5期2000年9月日本原住民與中國和台灣的關係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4期2000年5月鹽寮灣曾是古代工業區

中華飛碟學研究會飛碟探索雜誌第24期2000年5月台灣與環太平洋地區原住民相關性的研
究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46期2006年3月消失的大陸 ─ 亞特蘭提斯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45期2005年9月「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最新探討

Hanrimwon Publi-
shing Co. Seoul 
Korea

3rd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on Asian and
Pacific Coasts 2005

2005年9月Mega-tsunami in northeastern Taiwan
at least 12,000 Years ago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44期2005年6月There was a mega-tsunami in Northeast-
ern Taiwan at least 12,000 years ago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43期2005年3月萬餘年前台灣東北海域發生超級海嘯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42期2004年12月火星的真相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41期2004年9月人類到底從那裡來？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9期2004年3月台灣就是姆大陸！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8、39期2003年12
2004年3月

第二類歐帕玆

台灣飛碟學會飛碟探索雜誌第37期2003年9月第一類歐帕玆

出版書籍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4月垂直土壁填土施工法

成功大學土木研究所碩士論文1969年6月張量在測量平差法之運用

出 版 者總 經 銷日 期書 名



另外著作

應用地球科學探測黑暗物質以證明超弦理論 1990年4月
(呈中研院吳大猷院長，回函附後)

地球新模式的重建和內部黑暗物質的發現 1992年2月
外星人和幽浮的探討 1993年
Researching the Interior Dark Matter of the Earth from a Different View of the   

Core,  March, 1994.
從人的兩種本性談起 1995年

台灣飛碟學會成信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2月外星人之謎大公開

台灣飛碟學會成信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2月UFO目擊大追蹤

台灣飛碟學會台灣飛碟學會2003年6月UFO真相大追擊

台灣飛碟學研究會建中書報社2001年6月台灣 ─ 人類文明原鄉

出 版 者總 經 銷日 期書 名



靈界是三重宇宙中的一重 1995年
開啟人類心靈真善美的寶藏 1995年
ET真相研究 1995年1月
實施覺性教育以實踐中道 1995年12月 (呈教改會李遠哲主委，回函附後)
宇宙十維時空縱橫談─兼談幽浮 1998年8月
台灣先民的奇蹟 1998年10月
在太平洋上消失的高度文明「姆大陸帝國」所在地─台灣 1999年8月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aiwanese civilization history in the   Paleolithic age,

September, 1999.
從科學觀點研究人性與佛法 1999年11月
ET、UFO與科學 2000年12月
外星接觸與地球危機 2001年6月4日
人類到底從哪裡來？正確認識幽浮！ 2003年8月9日
飛碟學研究的新方向 2004年2月7日
推行啟發覺能教育以培養完整品格的學生 2005年6月
外星生命大追擊 2005年12月
外星生命的認識 2006年1月



一萬二千年前台灣的超級海嘯毀滅世界最早文明 2006年3月

現代人聰慧來自外星生命 2006年4月22日

六百多年前的台灣工業區 2006年5月31日(自由時報)

鹽寮灣是先民最早工業區的遺址 2006年7月

台灣就是人類文明原鄉 2006月8月

世界文明始源地台灣 2006年11月1日

鹽寮灣比舊香蘭更早 2006年11月22日(自由時報)

神秘的月球 2006年12月24日

消失的大陸──姆大陸 2007年2月

美洲最早的原住民原鄉可能也是台灣 2007年9月

古代超文明遺物：歐帕玆 2007年10月

台灣玉廣布東南亞佐證台灣是南島語族原鄉 2007年11月

太陽帝國在台灣的海底遺跡 2008年3月

太陽帝國在台灣的古地洞遺跡 2008年3月

太陽帝國在台灣的巨石文明遺跡 2008年3月

你不知道的鶯歌石 2008年3月4日(自由時報)



台灣有百餘座人工地洞 2009年7月20日
地洞考古補上島史空白 2009年7月26日(自由時報)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序目次附錄(書已完稿尚未出版)

現代人來源大解密(書已完稿尚未出版)

The first land of civilization was Taiwan (1)
The first land of civilization was Taiwan (2)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上)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下)

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newidea.org.tw



台灣古文明研究叢書2001年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