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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現代智人起源於非洲，具有十五至二十萬年的歷史，而於起始的十餘萬年間，人類的進化是非

常緩慢的。一直到近萬餘年前，人類才有高度的文明產生。然而萬餘年前高度的文明突然發生，又

突然消滅，留下不解之謎，至今仍是考古學家追尋的一項主題。 

人類的文明從中東肥沃月彎的兩河流域開始，以前一些科學家認為這個文明的存在不超過七

千年。在此之前，人類被認為是無知的「穴居人」，沒有真正的科學、文化，或者更高的哲學引

導他們。然而透過近幾十年考古學的結論，已經被證明這個理論是絕對錯誤的，但是有些學者仍

然堅持這些想法，大多數學校還是以這種知識在傳授。尤其在台灣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四百年以前

是野蠻之地。清代連橫在《台灣通史》開闢紀云：「台灣固東番之地，越在南紀，中倚層巒，四

面環海；荒古以來，不通人世，土番魋結，千百成群，裸體束腰，射飛逐走，猶是遊牧之代。」

就是這樣的描述。其實不然，而是他瞭解不深。台灣就是中國古代所謂「蓬萊山」，也就是中國

人夢寐以求的「蓬萊仙島」。 

在世界上幾乎各種古籍記載、宗教經典或者土著傳說，過去都有高度的文明存在，而這些文

明幾乎千篇一律都是被「大洪水」破壞而消失的。在古籍、傳說和神話中，可以在聖經、印度古

詩「羅摩衍那」、中國神話、美洲印地安霍皮人傳說、馬雅古文手稿記載、非洲部落傳說、威爾

斯和北歐傳說、希臘文獻、埃及歷史和西藏紀錄等中發現。過去科學家常常認為古籍、傳說和神

話是人類無知的幻想和迷信的產物，然而今日有很多有知識和理性的學者，將這些資料，採用現

代科技來研究，稱為「地理神話學」，已得到一些成果；例如「木馬屠城記」的特洛伊城遺址已

被找到；地中海氾濫流入黑海造成「大洪水」等得到科學家的確實證據。筆者也以這種觀念來研

究人類「大洪水」的事件，很幸運的得到珍貴的成果，誠如本書所述。 

二００一年九月筆者曾出版一本台灣古文明叢書──《台灣—人類文明原鄉》。筆者在這本書

提出十四項事蹟來確認台灣曾有輝煌的歷史與文化，可能是上古時代世界文明的始源地──姆大陸

太陽帝國，但是還沒有確切的直接證據。之後，筆者仍然繼續找到許多證據，包括：台灣自有太

陽帝國的古文字、台灣附近發現新的海底建構物、台灣為南島民族原鄉論更具體、台灣是巨石文

明的原鄉、台灣地洞的建築是先民智慧的結晶等，讓筆者更有信心繼續研究下去。然而最大的發

現是在二００五年九月初，筆者參加在韓國濟州島舉辦的第三屆亞洲暨太平洋海岸國際學術發表

會，會中上台發表論文“Mega-tsunami in Northeastern Taiwan at Least 12,000 Years Ago”，受到全世

界與會的專家學者肯定。這個實質證據，不但可以證實「台灣原鄉論」，解開世界史前未知的高

度文明之謎，而且會將台灣在世界歷史的舞台推向最重要的第一幕。 

    二００一年四月底，國際共同參與的海洋鑽探船「聯合果敢號」在台灣東北海域進行海洋鑽探

計畫(ODP)1202站的作業。國內 參與這項

馬上發布消息宣稱，該區的沉積速 度，大於每千年三二(一般約二、

三十公分)最高的區域，將在 兩年內對

一年八月出版的《飛碟探索雜誌第29期》報導這則消息，並且預測海洋鑽探結果倘能證明是 龜山島

附近海底堆積物是一萬多 年前火山



在這些島嶼附近太陽帝國的淹滅，而探尋台灣在上古時代可能是世界文明原鄉的證據。海洋鑽探計

畫1202站的作業在預定期間研究完成，並且公布結果，果然如筆者所料。 

該站在南沖繩海槽的南坡，也就是宜蘭海脊的北坡，有四一０公尺厚的新砂土沉積物，與台

灣山脈的砂土成分相同，而其沉積速率經檢測每千年高達五００公分，是世界最高的地區，其來

源未明。又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施工時，發現地層複雜，以及產生大量湧水的現象，業經檢驗

證實，其地下水有八千多年的歷史，即雪山山脈含有「地下天然水庫」。將上述兩個現象，引用

「層型火山島」的理論，證明雪山東坡在一萬二千年前火山噴發而崩塌，產生浪高達數百公尺的

超級海嘯，成為一次世界性「大洪水」，毀滅琉球群島、台灣，以及環太平洋沿岸地區的生命，

造成人類的大浩劫。這個事實可以由台灣東北角宜蘭海岸地形呈現規則的圓弧形內凹得到印證。 

雪山山脈崩塌後，形成宜蘭海脊，也就是ODP 1202站四一０公尺厚砂土沉積物的來源。並由

鑽探的岩心取出的沉積物做三種定年檢測，證實約在一萬二千年前發生的事件，與姆大陸的消失

時間相符。另由台灣東北海岸地形的現狀，顯示自古以來蘭陽溪出海口應在蘇澳港，而由於雪山

山脈的崩塌，蘭陽溪不再受到阻擋而直沖入海，形成現在的出海口。山崩沉入海中的土石方引起

的超級海嘯，可以與消失的「姆大陸」時空、情景相吻合，做為台灣就是亞特蘭提斯的佐證。但

是並非亞特蘭提斯全部沉入海中，而僅是現在台灣東北角的蘭陽平原至龜山島東邊部分，當時的

亞特蘭提斯帝國都城可能就在這裡而沉入海底，後來被誤認為亞特蘭提斯全部沉入大海而消失。 

    在大洪水——「超級海嘯」過後，台灣的先民住在平地的高級人士，無一幸免，而住在山上者，

幸運的逃過大劫。可惜的是，他們身為勞動階級，知識有限，沒有能力將亞特蘭提斯文明接續下來，

因此，人類的文明中斷、萎縮了。這些先民保留了一些亞特蘭提斯文明的記憶，當他們從高山走到

平地，將那些少數的記憶流傳下來，再經過五、六千年的沉潛，才蘊釀成為「大坌坑文化」，也就

是南島民族的祖先文化。 

由於亞特蘭提斯與姆大陸共有十四項共同點，我們可以認為消失的古文明大陸就只是單一個大

陸而已，其名稱因來源不同而各異；譬如使用「亞特蘭提斯」、「姆大陸」，甚至「人類母國」、

「文明原鄉」或「伊甸園」等。根據本書各節的敘述，可以得悉消失的古文明大陸，其實就是台灣

島而已。台灣專家學者對消失的古文明大陸事蹟的看法都僅視為傳說神話，從未作學術性的探討。

雖然筆者曾以「台灣飛碟學會」的名義於一九九八年以來三次舉行記者會，呼籲政府及學界研究台

灣上古文明，讓台灣從古文明的領域上成為世界文明史研究的重鎮，但是一般學者沒有興趣，連政

府也未予重視，至今毫無進展，非常可惜！  

    二００一年四月底，國際共同參與的海洋鑽探船「聯合果敢號」在台灣東北海域進行海洋鑽探

計畫 1202 站的作業，其研究出來的成果，可以貫穿古今仍為大謎題的多項答案，包括下列十項： 

一、消失的亞特蘭提斯和姆大陸在那裡？  

二、毀滅古代文明的大洪水在何處發生？ 

三、台灣是人類文明原鄉的證據是什麼？ 

四、台灣有那些太陽帝國古文明的遺跡？ 

五、台灣是否有太陽帝國遺留的古文字？ 

六、三代以前中國的貨幣何以來自台灣？ 

七、鹽寮灣有世界最早工業園區遺跡嗎？ 

八、南島民族的原鄉會真的就是台灣嗎？ 

九、所有南島民族是太陽帝國的子民嗎？ 

十、鄭和之前誰能將中國文物散佈全球？ 



上述這些問題的答案，由本書的詳細解說可以得到解答；本書採用地理神話學，根據神話、傳說，

經過科學的驗證，得到整體性的解謎。這些重要的主題，仍希望專家學者能做進一步更有系統的深入

研究，以改寫人類的文明史，揭開台灣五萬年以來至台灣近代史之前的歷史文化空白部分，也可以窺

探被隱藏的台灣歷史文化，揭露台灣是人類的母國、世界文明之源流。 

近年來，琉球大學木村政昭教授已從琉球列島的海底、陸上的遺跡和古文物做出結論：「琉球古

陸」就是傳說中、在太平洋中已沉沒的「姆大陸」。然而琉球古陸在冰河時期與台灣東北角幾乎相連，

木村政昭的結論與筆者的發現不謀而合。 

    要改變偏差的陳舊思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改變錯誤的歷史觀念更不容易。筆者向外國朋友

說：「台灣就是人類文明原鄉」，他們或許淡淡一笑，不予置評。但是在台灣這樣說，朋友會爭得面

紅耳赤，反對到底，甚至會反目成仇；這是因為台灣的教育從來就沒有台灣古代史的科目。筆者曾經

有過這種經驗，寄了拙作《台灣─人類文明原鄉》一書給相當熟悉的同學，竟然從此以後形同陌路，

可想像筆者受到的壓力有多大。 

    筆者曾經接受邀請，前往全國各地演講，包括大專院校、各級中小學校、各鄉鎮市圖書館、文化

中心，以及各獅子會、扶輪社等社團，演講題目包括：宇宙科學、生命科學、幽浮學和台灣古文明等，

這些演講內容都是筆者多年來從各相關學科研究的結論，並且寫成文章公開發表。除此之外，還有哲

學和教育的論文。諸位讀者可以上網參閱；網址： http://newidea.org.tw。 

    經常有聽眾問筆者，何以研究範圍如些廣泛？其實筆者雖然是從工學研究出身，但是對宇宙科學

也深入研究，利用地球科學推論宇宙是十維時空的三重宇宙(請參閱拙作《外星人之謎大公開》一書)。

最早一次宇宙科學演講是在一九九０年四月十一日在台北市圓山天文台演講廳舉行，題目是「宇宙十

維時空縱橫談 ─ 兼談幽浮」，所談三重宇宙時空，當時曾轟動一時，還接受台北廣播電台 Call Out

訪問。一九九三年寫成英文論文“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th Model and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Dark 

Matter” (地球新模式的重建和內部黑暗物質的發現)，於首屆海峽兩岸 UFO 學術研討會發表，被評選

為「優秀論文」。筆者從科學走入哲學，由哲學切入教育改革，曾提供國家教育改革委員會建言，教

育制度的改革僅是治標，如果要達到教育的目的──培養學生完整的品格，必須從啟發學生的「覺悟

本能」才是治本之道，可惜未受重視。 

    由於三重宇宙的時空架構，可以解釋飛碟、外星人的來處，因此筆者就與幽浮學結了不解之緣。

從一九九三年台灣飛碟學會成立後，筆者斷續當過三次理事長，而《飛碟探索雜誌》則從第五期以後

全部由筆者編輯至今已四十六期。由於飛碟學會和《飛碟探索雜誌》的主題放在飛碟和外星人，雖然

筆者研究主題在「幽浮現象」，但是從研究先史文明的來處時，覺得一些古文明可能來自外星文明，

此外，還發現一些世界古文明的遺跡與台灣有些關聯，從此埋首於台灣古文明的研究。於二００一年

九月發表《台灣 — 人類文明原鄉》一書，這是台灣第一部遠古史。隨後從多年研究飛碟學的成果編

輯完成，於二００三年六月及二００四年六月出版飛碟探索系列叢書三冊：《UFO 真相大追擊》、

《UFO 目擊大追蹤》和《外星人之謎大公開》，有關「幽浮現象」的真相大都已交代清楚，無需再

費神贅言。此後，筆者的研究專注於台灣古文明。 

    本書是由台灣原住民族文化聯盟創始總召集人林勝義教授的提供資料起始。林教授在年青時就踏

遍全台，蒐集各地台灣古文明的珍貴資訊，而且親自前往踏勘，因此何處有古文明遺跡，他都瞭若指

掌。筆者在本書中一些遺址現場的敘述，大都由他帶頭前往勘查的。不僅是筆者，其他的專家學者，

甚至外國人或節目製作者，要上山下海尋求古蹟，也都要去請教他，可說是台灣古文明研究的先軀、

http://newidea.org.tw/newidea


台灣古文明遺跡的活字典。但是數十年來他提議政府應重視台灣古文明遺跡，組勘查團實地探查，證

明台灣是人類文明原鄉，卻被主管單位駁回，使他心灰意冷，放下這方面的工作，留下筆者一個人繼

續推動。 

根據本研究，我們提出誠摯的呼籲： 

一、談本土化，台灣需要一部清晰的史前史，讓民眾了解這塊土地豐富、多樣的人類發展史；談

國際化，台灣已被看成可能是南島語族擴散的起點。今天全球兩三億人口南島語族的文化始源地，台

灣應該成為這門學問的國際研究中心。對於先民的語言、文字及其他文化史料，應是各南島語族國家

文化的濫觴。我們應珍惜這份文化，尋求台灣各族群的耆宿參與解讀，並培養專家及後代的傳承，保

存南島語系各族最原始的文化。在國外存有台灣史料的部分，例如荷蘭海牙皇家博物館、日本京都帝

室博物館等，應予接洽借回研究，以補足殘缺的「台灣島史」。 

二、我們需與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保持聯繫和交流，並給與必要的協助。除在台灣進行各個考古遺

址挖掘出來的史前人類之DNA檢定外，對於世界各國的災難或落後地區有優厚的醫療援助，尤其環

境較差的原住民部落，醫護人員經常需要至全球各地支援，可以透過更多地區的族群遺傳基因資料的

累積，以建立更為完整而具代表性的遺傳基因資料庫，包括分析更多的族群遺傳指標(如粒腺體DNA、

偽基因等)。我們或可藉先進的遺傳基因分析比對，探索南島語族的遷徙歷史，以印證台灣是否真正

為南島語族唯一的原鄉。 

三、澎湖虎井嶼海底十字型城郭狀構造物應盡速探測，若確定屬於冰河期人造物，應為上古時代

的城市，台灣將重寫人類文明史。人類最古老的都市是在台灣的澎湖十字城，而非以色列的耶律哥

(Jericho)城。人類的文明史將由一萬一千年往上推至一萬二千年到五萬年之間。最重要的是人類「文

明的發源地」將由底格里斯與幼發拉底兩河流域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更改為「台灣」；世界最古

老的城市文明──「蘇美文明」，亦將改為「台灣古文明」。聯合國必將台灣的古蹟列為世界級古蹟、

文明遺產，不得受到任何侵佔或破壞。 

四、迄今，除了台東八仙洞曾做地洞考古，發現舊石器時代五萬年前的長濱文化外，台灣有一千

五百個考古遺址均在露天的曠野，目前考古人員僅挖掘至約六千年前的地底沙層為止，而應有兩倍深

度的一萬二千年前冰河期文物，卻似乎被忽略，甚至被遺忘。這些露天的考古結果大部分是在新石器

時代以後的遺址，應對台灣的史前遺址進行更深、更完整，而且採取較大面積的考古發掘，始可觸及

舊石器時代的文物。然而大家都知道，人類的發展是在渡過冰河期的地洞生活以後，大地回暖才走出

洞穴，在和暖的陽光下生活。因此，台灣要一部清晰的上古史，更應從台灣七十餘處、百餘座的地洞

去探尋先民的遺跡。 

五、台北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七星山巨石文明遺跡，包括金字塔、先民陵寢、巨石雕像及岩雕等，

業經專家初步認定是台灣先民文明遺址，是否屬於台灣的上古文明？仍需由國內的歷史、考古、語言、

地理、地質等領域學者專家組成一個勘察團實地調查七星山的巨石文明遺跡，好讓真相大白。 

六、台灣東北角的鹽寮灣已發現古代貝幣、錦服、織貝、冶煉、製陶等工場，以及陰陽石、岩雕

等古文明遺跡，最近又發現繩紋紅陶的遺址，這個鹽寮灣遺址是否為台灣先民古代的工業區？仍需做

大面積、更深層的考古來確認。 

七、美洲原住民的原鄉也可能就是台灣，為證實這點，我們應該應用檢驗南島語族的經驗，對南、

北美洲的所有原住民做遺傳基因比對、古文明遺跡和考古語言學的調查。 

八、自從日人撤離台灣以後，台灣的考古工作一直未受到重視，考古研究所需的硬體設備也未有



足夠的經費來購置，許多古文明遺物還得經常送到國外做鑑定，例如要鑑定萬年前以上的文物，國內

目前還無這些設備，對台灣有超過三萬年、甚至五萬年以上的文明，實在是一大諷刺。若要提高台灣

在世界文明史的地位，增加硬體設備經費是迫切需要的。 

九、就史前考古學來說，台灣這個島嶼的複雜程度絕不下於日本，但日本有數萬考古工作者，光

在一個群馬縣就有兩百多人，日本進入有文字的歷史才一千年，靠著考古已把歷史往前推到一萬 六千

五百年前。但是目前在台灣從事專業考古的專家學者只有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自然科學博物館、史前博物館等單位，總共僅數十位。今日要發掘台灣史前文明，最迫切需要

的基本政策，是擴大考古單位的編制，增加考古人員，以進行刻不容緩的台灣上古文明考古工作。 

十、台灣的考古工作人員不足，而且並未受到重視，考古工作在大坌坑文化層就停止挖掘，根據

「重疊律」要開挖到舊石器時代的晚期文化層，仍需再挖下約一倍的深度，但是台灣的考古人員幾乎

都放棄下探的機會，因此找不到與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相關性；另外本書「台灣古地洞藏有古文明

遺跡值得探究」一節也已述明，考古未在台灣的古地洞探索以找出其相關文化因素，非常可惜。 

關於台灣古文明，鮮有研究論著可供參考、因此我們從收集許多珍貴的史料和文物，並花費了龐

大的經費、時間、體力和精神，親自做田野的調查工作。本書是根據這些有限的史料、專家學者的著

作、口傳歷史，加上實地調查及科學鑑定的成果，就目前所得的資料編著而成。本書的內容將會因後

續研究的新發現，再陸續增加篇幅。我們樂於接受正確的資訊，倘若有所謬誤，希望社會諸賢達惠予

指正，並會在後續的研究成果，獲得正確的資料而予更正。為讓台灣古文明的研究能有起步，本書不

厭其煩的將一些相關主題的細節整理在一起，或許會令人覺得稍為瑣碎。所提到的新證據，固然都是

事實，不過也只是「冰山一角」，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起專家學者的共鳴，共同來探究這一塊影響

全世界古文明史的「冰山實體」，做一系列更完整的研究與報導，才能讓世人了解台灣對全世界文明

的貢獻。 

日本學者木村政昭教授已完成研究，並且著作《ム─大陸は琉球にあった！》(姆大陸就在琉球！)

一書，已於一九九一年出版。在琉球與那國島的姆大陸古文明海底祭壇並已向聯合國申請登記為世界

文化財產之際，政府當局對台灣古文明郤一無所知，甚至不理一群台灣古文明研究者的呼籲，令人痛

心。 

為使台灣真正的上古史和史前史重見天日，本書以台灣人的立場來探討台灣的古代歷史，將有關

台灣上古史分成十四章，以各自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不但可以填入「台灣島史」空白中最前段的部分，

而且也可以修改人類最古老的文明起源史部分。本書字元數約有廿八萬字，圖片約有三百三十餘幅。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史前史」內容最豐富的一部文獻，期望讀者多多珍惜。 

文中插入括號及阿拉伯數字，例如[1.1]，表示該資料來源請參考在本書第一章節之後「引用及參

考書目」條目第一條，其說明：「江上波夫原著，〈邁向文明之路〉/《世界文明史2──文明的誕生》，

地球出版社，1994年7月，pp. 49-54。」。 

                                  台灣古文明研究室 

            謹識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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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顯榮出版書目 

《ＵＦＯ真相大追擊》 飛碟探索系列叢書 一，324 頁，售價 300 元 
何顯榮編著。來自外星球的幽浮(UFO)，困擾著我們。科學家們曾目睹，許多國家已

承認外星人的存在，但大眾仍然一知半解。本書將五十多年來幽浮的真相，分門別類

提出最真實的解說，讓讀者正確的認識幽浮。 
《ＵＦＯ目擊大追蹤》 飛碟探索系列叢書 二，328 頁，售價 300 元 
何顯榮編著。幽浮目擊事件毫無疑問的確實經常在地球上發生，每年至少百件以上，

有些幽浮就是來自外星球的飛碟。自上古壁畫、書籍記載幽浮至最近的目擊事件，

本書將重要者詳述真相，讓讀者深入認識天外來客。 
《外星人之謎大公開》 飛碟探索系列叢書 三，278 頁，售價 250 元 
何顯榮編著。從古代超文明遺跡和超文明遺物來探討外星人的傑作，並由天文學來探

討外星人的來處，讓人類不要坐井觀天，進而探討宇宙的時空架構，讓讀者深入瞭解

來自不同星球的外星人。今後人類的危機是由外星球來的不友善天魔，暗中進行人間

的代理戰爭，以核戰毀滅世界。 
《台灣─人類文明原鄉》台灣古文明叢書 一，B5 194 頁，售價 250 元 
何顯榮、林勝義著。近年來台灣是南島語族的原鄉漸被認同，左鎮人、大崗山人化石

的出土、澎湖海底巨大城牆、台北七星山金字塔及百餘座分布各地的人工地洞等的發

現，說明台灣曾是世界最早的太陽帝國所在地，也就是 12,000 年前失落的姆大陸；

台灣當然是人類文明的原鄉！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台灣古文明叢書 二，527頁，售價500元 
何顯榮著。台灣有許多人類文明原鄉的證據，包括：古文字、海底建構物、巨石文

明、古地洞等。然而最大的發現是筆者在國際學術發表會的論文，證實1萬2千年前

雪山山脈大山崩，掀起超級海嘯毀滅世界最早文明，也造成世界性大洪水。證實台

灣原鄉論，而且解開世界史前高度文明之謎。 
《認識史前臺灣》台灣古文明叢書 三，304 頁，售價 300 元 
何顯榮著。這是一本震驚全世界的台灣古文明史彩色圖文集，解説台灣是世界上最

珍貴的寶島。由本書的重點敘述、400 幅圖片、遺留台灣和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遺跡和

事蹟，可以清晰地證實亞特蘭提斯及姆大陸所在地，就是同一台灣島。本書也可以

讓大家看到台灣先民的輝煌事蹟，讓世人了解台灣對全世界文明的貢獻，可以將台

灣的古文明史在世界歷史的舞台上，推向最重要的第一幕。 
《現代人來源大解密》新思潮系列叢書 一，311頁，售價300元 
何顯榮著。達爾文發表物競天擇的「演化論」，為生物演化建立堅實的基礎，現在

科學家已經確認；但是當時達爾文還說：「只有人類，怎麼都不可能用演化論來說

明。」至今一些人仍然深信「創造論」：那麼現代人是否被外星生命所創造？筆者

有科學根據與哲學分析的爆炸性論說，涵蓋兩者。 
《發現外星人與佛菩薩的世界》新思潮系列叢書 二，288 頁，售價 300 元 
何顯榮著。宇宙中正常物質僅有 4%，其餘 96%是不明物。由超弦理論推衍出來的三

重宇宙就能容納這些暗物質，並由地球科學推算出地球內部有一顆暗行星在另一重

宇宙，居住著高大智慧的外星人，又由佛經得知佛菩薩的世界在另一重華藏宇宙，

人們需經歷「隧道現象」，空間轉換才能到達這兩重不同的宇宙。 
●讀者請上網：http://newidea.org.tw/pdf/a.pdf，瀏覽每本拙作的序言與目錄。欲購者請用郵購：郵政劃

撥｢16327556 何顯榮｣，單冊八折，五冊以上六折。收到匯款掛號寄上。倘若需要更深入研究，《台

灣─人類文明原鄉》和《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合購兩本優待 400 元。團購十冊以上另有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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