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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人類最早的文明，考古學家認為是在中東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之間的美索不達米

亞，住著一群原住民混合民族的「蘇美文化」，距今約一萬一千年以前。在此之前的人類文明，有兩

則不同來源的記載，其文明都在一萬二千年前突然消失。其一、西元前 360 年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著作

的《對話錄》，所透露在大西洋的亞特蘭提斯帝國文明；其二、西元 1926 年英國軍官邱池沃德著作

的《消失的姆大陸》，所描繪在太平洋的「姆大陸」太陽帝國文明。雖然亞特蘭提斯在廣大無垠的大

西洋中，但是在柏拉圖的時代仍不知有美洲大陸和太平洋的存在，即美洲大陸和太平洋當時被認為是

大西洋的一部分，因此亞特蘭提斯也有可能在太平洋中。 

經過詳細研究後，發現姆大陸與亞特蘭提斯的來源雖然不同，但是兩者的敘述仍有多達十五項共

同點。這十五項符合歷史的必要條件，包括：時間、地點、人物、文化、事蹟等，可知消失的兩個古

文明大陸，可以被認為只是單一個大陸而已，其名稱因來源不同而各異；譬如使用「姆大陸」、「亞

特蘭提斯」，甚至「人類母國」、「文明原鄉」或「伊甸園」等，都是指這個大陸而已。十九世紀著

名的德國考古學家施里曼推測姆大陸和亞特蘭提斯是同一個大陸。由於亞特蘭提斯帝國也崇拜太陽，

其殖民地的人民也崇拜太陽，因此亞特蘭提斯帝國也可以稱為「太陽帝國」；兩個帝國可以通稱為｢

太陽帝國｣。 

姆大陸與亞特蘭提斯有十五項共同點，其中有：由地震而毀滅、發生大洪水、一晝夜之間沉沒、

沉沒於大海洋、一萬二千年前消失等五項。敘述在一萬二千年前的事件，正好是地球第四冰河期結束，

地殼產生不平衡而發生裂縫，引起火山爆發，這是地質學家所公認的事實。有火山爆發會伴隨著強烈

地震，接著發生大洪水、一晝夜之間沉沒、沉沒於大海洋，顯然是大海嘯所引起。太陽帝國的毀滅必

定是禍及各大洲大區域的大洪水，其浪高可達百公尺以上的「超級海嘯」，因此要尋找這個消失的太

陽帝國遺址，必須從火山爆發引起超級海嘯來探討。 

2001年9月筆者曾出版台灣古文明叢書第一冊《台灣—人類文明原鄉》一書，已指出台灣可能是

所謂「消失的姆大陸」，但是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很湊巧這一年國際海洋鑽探船「聯合果敢號」在台

灣東北海域南沖繩海槽ODP1202站做地質鑽探試驗，從海底取出410公尺長的岩心，做三種不同方法的

年代鑑定。結果發現在一萬二千年前有沉入海底的大量沉積物，然而專家都不知這些沉積物的來源，

但是其組成類似台灣山頭的成分，而且其中含有火山灰顆粒，說明附近曾經發生火山爆發。 

又在2004年國道新建工程局於雪山隧道的湧水取樣檢測，結果顯示雪山山脈北段隱藏「萬年古

水」，表示有「地下天然水庫」。根據這些資訊，可以得知雪山山脈北段曾經是「層型火山島」的地

質，很容易發生火山爆發，伴隨大山崩，造成超級海嘯。筆者以土木專業領域的海岸工程，研究相關

的資訊，寫了一篇學術性論文：“Mega-tsunami in Northeastern Taiwan at Least 12,000 Years Ago”(一萬

二千年前台灣東北海域發生超級海嘯)，於2005年9月初在韓國濟州島舉辦的第三屆亞洲暨太平洋海

岸國際學術會議發表，受到全世界與會的專家學者肯定。 

由於這篇論文使台灣古代史露出曙光，可以和台灣古文明遺跡的時空聯繫起來，更可以連接到世

界文明史最早的時空，因此這篇論文成為台灣及世界古代史的敲門磚。由此可知，在一萬二千年前雪

山山脈北段發生火山爆發，伴隨大山崩，山上的土石方滾落太平洋，漂流到ODP1202站；並且引起超

級海嘯，毀滅在台灣和太平洋中的島嶼及四周沿岸的文明。這個事件與太陽帝國毀滅的情況與時間吻



合。這個證據可以做為「太陽帝國就在古台灣」的佐證，但是並非太陽帝國的大島全部沉入海中，而

僅是現在台灣東北角的蘭陽平原至龜山島東邊的部分崩塌而滾落太平洋，當時首都就在這區域而沉

入海底，後來被誤認為姆大陸或亞特蘭提斯全部沉入大海而消失。 

由於台灣雪山山脈北段發生火山爆發，伴隨大山崩，使東側成為陡坡，其下方形成「蘭陽平原」，

並使原來平直海岸線變成美麗的內凹圓弧狀海岸。台灣東北海岸地形的現狀，顯示自古以來蘭陽溪出

海口應在蘇澳灣。由於雪山山脈的崩塌，蘭陽溪不再受到高山阻擋而直沖入海，形成現在的出海口。 

台灣東北角的「超級海嘯事件」差不多與邱吉沃德「消失的姆大陸」的情節相符，包括火山爆發，

大地震和一萬二千年前在太平洋沈沒的陸地，並且代表｢首位人類｣的｢跳躍的鹿｣，就是台灣的｢梅花

鹿｣，以及許多古象化石證明姆大陸應是台灣。又台灣原住民主流的平埔族九族全部及其他高山族中

的五族，至今仍保留姆大陸的母系社會制度，世界上少有母系社會的其他原住民；原住民凱達格蘭族

人也自稱為「太陽族的子孫」，因此可以認為姆大陸就是古台灣島。 

柏拉圖敘述的亞特蘭提斯是從希臘智者梭倫處得知的；為尋找亞特蘭提斯遺址，梭倫曾提出十六

項線索。雖然全球各地有發現亞特蘭提斯遺址的報導超過一千處，但是始終無一處符合柏拉圖的記述

和梭倫的十六項線索，唯獨台灣能符合，並且台灣蘇澳灣附近的條件也符合亞特蘭提斯首都的條件，

因此可以認定亞特蘭提斯也是台灣。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許多航海圖上還有亞特蘭提斯遺留的兩大島嶼──安提里亞和薩塔那

茲，被認為是台灣與日本。特別在航海圖上量得安提里亞的大小與形狀、主要河口、五大河川、海岸

線等特徵，均與台灣島相似，並且其西方的小島顯示是澎湖群島。1995 年南佛羅里達大學菲森教授的

著作《傳奇大洋島》敘明：安提里亞就是首見於西方地圖的太平洋島嶼──台灣。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以後，安提里亞和薩塔那茲兩大島嶼才從航海圖中消失。 

二十餘年前，當時高雄醫學院神經學主任陳順勝醫師與馬偕醫院林媽利研究員曾經做過血液 DNA

分析，估計台灣島上有二百萬到三百萬的人有平埔族人的直接血統，有一千六百萬人有平埔族隱性血

統，估計大約百分之八十三的台灣人血液中，含有平埔族原住民的血統，因此在台灣的早期原住民，

本書都以「先民」來稱呼。 

    台灣曾經發現有許多太陽帝國的遺跡，包括：台灣附近有許多海底建構物、百餘座人工挖掘的古

地洞、各式各樣的許多巨石文明遺跡和許多台灣的古文明事蹟，這些遺跡和事蹟多少與太陽帝國有關。 

台灣附近海底建構物：澎湖虎井嶼海底沉城、東吉嶼西側鋤頭嶼海底石牆、貢寮卯澳海底建構物，

以及日本與那國島海底建構物，這些建構物必須在一萬二千年前冰河期結束以前，海面比現在低120

公尺時，在陸地上才能建造的；換言之，這些遺跡必在一萬二千年以前建造的，顯然是在太陽帝國存

在的時期建造的。 

第四冰河期結束以前，在惡劣的生活環境中，台灣的先民求生最好的方法，就是開鑿地洞做為居

所，成為｢穴居人｣，以避開嚴寒的冰天雪地，才能繼續生存繁衍。台灣著名的古地洞有七十餘處、百

餘座，都是人工挖掘的。台灣古地洞的建築是先民智慧的結晶，有十餘項精良的設計。大部分古地洞

分布在台灣北部，接近太陽帝國首都所在地──蘇澳灣附近，顯示台灣北部是太陽帝國的重鎮。 

根據歷史的紀錄，愈早期的文明愈簡單或愈粗陋；又根據理論，在人類愈早發展文明的產物之地

區，其衍生出來的類別愈多。世界的巨石文明種類不多，各自分佈世界各地，但在台灣的數量就特別

多，出現多達十種不同形式：石塔、巨石堆、石柱、石陣、岩雕、石壁、石輪、石棺、單石、石像等。

這些巨石文物比不上後來快速發展的人類文物，例如七星山的金字塔無法與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尤其



石像最特別的地方是要看懂其形象，必須有一個密碼才能解開，那就是由特殊的一個方位看過去才能

顯現出來。譬如老鷹石是基隆鎮山之寶，少有人拍攝到老鷹石的形狀，必須由山上的一個特殊方位看

下來，才能體會這是一隻栩栩如生的老鷹，若從其他方位看來，其形狀各異。由此可以推知這些巨石

文明最早出現的地方，可能就是台灣；表示台灣的這些巨石文明是人類最早的文明產物，應屬於太陽

帝國文明遺跡。 

除上述之外，另外在台灣還有許多古代文明事蹟，包括：台灣有太陽帝國遺留的古文字、上古時

代台灣和中國有文化交流、上古時代中國的貨幣來自台灣、台灣有先民工業區的遺址、台灣就是蓬萊

仙島、台灣就是黃金古國，以及台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等。這些證據足夠證明台灣曾經是太陽帝國的

所在地。 

    在大洪水「超級海嘯」過後，台灣的先民住在平地的高級人士，無一倖免，然而住在山上的居民，

幸運的逃過大劫。可惜的是他們為勞動階級，知識有限，沒有能力將太陽帝國文明接續下來，因此，

人類的文明中斷、萎縮了。這些先民保留了一些太陽帝國文明的記憶，當他們將那些少數的記憶流傳

下來，再經過五、六千年的沉潛，才蘊育出「大坌坑文化」，成為南島民族的祖先文化。 

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可以從：語言學、考古學、遺傳學和文化等方面來探討。南島語族是

台灣的先民受到天災後，遷出台灣而擴散的族人，因此南島語族也就是姆大陸太陽帝國的子民，他們

的原鄉當然就是台灣。 

    筆者又曾在2009年12月出版台灣古文明叢書第二冊《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內容比較豐富，

全書有528頁、三十萬字，以大學用書的標準編著，包括參考資料與中英文索引。由於內容浩瀚，專

門術語甚多，閱讀不易，因此筆者將精華部分作一系列的報導，提綱挈領，圖文並列，容易瀏覽，並

加入新發現的事蹟，使台灣的古文明史更臻完備。倘若讀者因本書的引導，有意更深入了解，請繼續

研讀上述兩冊拙作，或上筆者網站搜尋：http://newide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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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錄一)，呼籲政府及學界研究台灣上古文明，讓台

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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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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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筆者二十餘載的研

究得到的成果。林教授在年青時就踏遍全台，蒐集台灣各地古文明的珍貴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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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古文明遺跡的活字典。本書有許多資料和照片也是由林勝義

教授所提供，特別在此致謝！ 

筆者承蒙許多專家學者和好友的協助與鼓勵，包括：台大地質系魏國彥教授、海洋大學理學院李

昭興院長、馬偕醫院林媽利主任、中山大學陳鎮東教授、中山大學海工系田文敏教授、海洋大學曾樹

銘教授、長榮大學高業榮教授、中華水下考古學會謝新曦理事長、彰化高中曾勘仁校長、台東林業管

理處趙令德副處長、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呂理昌主任、台南左鎮化石館王良傑顧問、潛水專家蘇焉，

以及大家孰悉的作家濉浩平、劉克襄等等，才有這麼豐富的資料和照片，特此致謝！ 

台灣的歷史僅有從西班牙人來台以後才有記載，在此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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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花費龐大的經費、時間、體力和精神，上山下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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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有關台灣古代史的資訊做成圖文集，用簡單的文字與照片介紹給大眾，

我們樂於接受更正確的資訊，倘若有所遺落或謬誤，希望社會諸賢達惠予指正。 

享譽國際的考古學大師、前中央研究院張光直副院長生前就推翻中原核心論，台灣出土的文物早就

超越中原，他主張台灣原住民的祖先在第四冰河期結束以前，即一萬二千年以前，已由陸地來台灣定

居。中央研究院曹永和院士曾提出「台灣島史」概念，迄今台灣史仍停留在西班牙人來台以後的近代

史，但是由考古出土的資訊可知台灣有五萬年前的先民文物，兩者間距之大，難以比擬。從來無人談

論的台灣古代史，筆者以學術的眼光踏出第一步，藉以提起台灣學術界人士的興趣，加入研究，早日

完成一部完整的「台灣島史」。 

筆者所提到的證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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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世界史前未知的高度文明之謎，將台灣在世界歷史的舞

台上推向最重要的第一幕。 

筆者已年逾古稀，除在生之年仍將繼續研究外，更希望有志之士接棒，繼續耕耘，讓世界上最珍

貴的寶島發光發亮！歡迎各界人士惠予指教，共同來推動台灣古文明的研究，筆者將盡一切所能協助

推動「台灣島史」的研究。 

台灣古文明研究室主持人 

  謹識 

201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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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本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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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開本，324 頁、約 14 萬字。 
《ＵＦＯ目擊大追蹤》 飛碟探索系列叢書 二，每本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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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K 328 頁、約 16 萬字。 
《外星人之謎大公開》 飛碟探索系列叢書 三，每本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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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開本，278 頁、約 13 萬字。 
《台灣─人類文明原鄉》台灣古文明叢書 一，每本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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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尺寸、210 頁、約 18 萬字。 
《最初文明之地就是台灣》台灣古文明叢書 二，每本售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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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開本，528頁、約30萬字。 
《現代人來源大解密》新思潮系列叢書 一，每本售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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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開本，312 頁、約 18 萬字。 
《發現外星人與佛菩薩的世界》新思潮系列叢書 二，每本售價 300 元 
何顯榮著。宇宙中正常物質僅有 4%，其餘 96%是不明物。由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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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著智慧的外星人，又由佛經得知佛菩薩的世界也在另一重華藏宇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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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頁、約 23 萬字。 
《認識史前臺灣》台灣古文明叢書 三，每本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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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彩色圖片 400 幅、遺留台灣與世界各地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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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開本，304 頁。 
●讀者請上網：http://newidea.org.tw/pdf/a.pdf，瀏覽每本拙作的序言與目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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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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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