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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鑽探船在台灣東北海底鑽探作業

2001年4月底，國際
海洋鑽探船「聯合
果敢號」，到達台
灣東北海域進行海
洋 鑽 探 計 畫
(ODP)1202站，在南
沖繩海槽鑽取四口
岩心，最深一口在
海平面下1,275公尺
處的海底，鑽入地
層410公尺，取出岩
心，做各種檢驗。
1202站(紅點)在即
在宜蘭海脊北坡。

台灣東北海域地形圖



海洋鑽探成果證實曾有火山爆發

雪山山脈火山爆發造成大山崩

• 由ODP1202站的岩心分析出有少許火山玻璃質顆粒樣本，這是火山
爆發產物，顯示附近曾經發生火山爆發，使沉積物小部分摻雜火
山灰顆粒。

• 台灣東北角原海岸線是歐亞大陸板塊和菲律賓海洋板塊擠壓而隆
起的，應從花東海岸直線伸展，一直到龜山島的東方，到達三貂
角，且呈陡峭的岩質海岸。

雪山隧道的大湧水顯示有地下天然水庫
蔣渭水高速公路雪山隧道施工困難，最大難題是遭遇達750公升/小
時的高壓大湧水，是世界隧道工程中最大的出水量。2004年9月國
工局於雪山隧道的湧水取樣，送台灣大學及美國邁阿密大學測定，
由碳十四同位素經定年檢測結果顯示，這些地下水是八千多年前的
古地下水，號稱「萬年古水」，並且由氚同位素檢測得小於1TU，
其與地面水混合率微小，顯示雪山山脈北段有「地下天然水庫」，
蓄水不易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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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ODP1202站
的雪山山脈北段屬
於層型火山，在此
層型火山內存有地
下天然水庫。當火
山爆發時，地下岩
漿庫的岩漿上升，
將雪山山脈地下天
然水庫加熱而膨脹，
產生極大壓力，導
致雪山山脈東側邊
坡崩塌，併發連鎖
效應，整片巨大的
邊坡滾落，造成大
山崩，形成蘭陽平
原和美麗的內凹圓
弧狀海岸。



原台灣東北海域地形圖

紅線代表雪山山崩前水下1千公尺等高線



雪山山脈山崩填成宜蘭陸棚和海脊
原來宜蘭海岸和琉球島弧的地形，應是圖上紅線(-1000公尺等
高線)所顯示。在大山崩後，造成龐大的土石方衝入深海中。
土石方不但填滿三千多公尺的海溝，舖成台灣東北角沿著圓弧
形海岸外的「宜蘭陸棚」，並且再向外擴散伸展成為緩降平台
的「宜蘭海脊」，與琉球島弧銜接起來，並且填高南沖繩海槽
千餘公尺，阻擋從赤道北流的黑潮暖流，因而形成湧升流。

雪山山脈北段大山崩造成超級海嘯
•在雪山山脈東坡至原海岸線面積約有800km2，當發生火山爆
發，崩塌後平均降低約600m，估計至少有480km3土石方崩落
入海。

•非洲西岸外海加那利群島的拉波馬島坤布維禾火山可能爆
發，根據估算將有500km3土石方崩落，將引發幾百公尺浪高
的超級海嘯。

•台灣東北角雪山山脈北段的背景環境與坤布維禾火山相似，
依照坤布維禾火山山崩估算，應也會引發浪高至少數百公
尺的「超級海嘯」，造成人類世紀大浩劫。



雪山山脈大山崩在地形學的證據

地形學說明蘭陽溪口是年輕河口

蘭陽溪在出海口附近的海岸和海底地形顯示，沒有海底沖積扇的證

據和主要的斜坡變形特徵，而其坡度平緩，並未留下明顯的堆積物

，顯不出大河流出海口長期流出沙土沉積物的象徵，因此現在的蘭

陽溪在地形學上是年輕的河流。

蘭陽平原被認為是廣大的三角形沖積平原，然而蘭陽溪是一條清流

，含沙量低，並且流量有限，每年的沉積量僅約八百萬公噸，且是

年輕的河流，不可能是蘭陽沖積平原砂土的來源。經多方思考，唯

有來自雪山山脈東側山坡大山崩，崩塌之處直接形成蘭陽平原。因

此蘭陽溪下游無高山阻隔，不必再轉彎流到蘇澳灣出海，蘭陽溪因

而改道，直接沖入太平洋，形成現在出海口，成為雪山山脈北段曾

經發生大山崩的佐證。

蘭陽溪改道證明雪山山脈曾經大山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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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右邊中間的長條狀人工建構物是防波堤，這裡才是一萬二千年
前蘭陽溪的出海口。

這是蘇澳灣曾經是蘭陽溪的出海口

蘇澳灣曾經是蘭陽溪出海口
從東北海域地形圖等高線的資料可看出東北海域是以蘇澳灣為中心

，海底等高線受黑潮北流影響，偏北向外凸出降低高程。除在蘇澳

灣有南北兩座凸堤為南方澳與北方澳外，在蘇澳灣外海底還有一些

沙洲，其中有一個長度超過2.5公里的橢圓形海底沙洲接臨在出海

口，顯示蘭陽溪曾經長期由蘇澳灣出海。



1202站沉積物是由雪山山脈山崩造成

• 一些地質學家認為琉球島弧往西擴張，觸及台灣島。倘若如此，
則在琉球島弧上的1202站的深海沉積物不應與台灣山脈成分相同。

• 蘭陽平原的地勢是向東下降，接連的宜蘭海棚、宜蘭海脊也是向
東一直下降到達與那國島南方，顯示宜蘭海脊是由雪山山脈崩落

的土石方所造成的。宜蘭海脊北坡的ODP1202站的沉積物就是這

樣形成的。

雪山山脈大山崩在地質學的證據
蘭陽平原西側有西村層和四稜沙岩聚合岩層，四稜沙岩硬度7，比

鋼鐵5.5還高，非常堅硬而不易碎裂，驟然在接壤處呈破裂狀斷頭

而消失(紅圈處)，而雪山隧道的四稜沙岩岩脈因而隔開，顯示雪山

山脈北段東側山崩造成的。



在蘭陽平原的中央部分就

是蘭陽溪下游，正是西村

層和四稜沙岩聚合岩脈延

伸線上，應仍是這個岩脈

構造，竟然成為蘭陽平原

沉積層最厚的區域，而非

蘭陽溪出海口，顯示雪山

山脈北段大山崩而滾落的

砂石鋪成的蘭陽平原，並

非自古以來蘭陽溪沖積而

成的平原，並且由於雪山

山脈大山崩，同時造成從

三貂角到蘇澳灣圓弧形內

凹海岸線。台灣東北海岸地質地圖

蘭陽平原中央沉積層最厚



超級海嘯約在一萬二千年前發生

ODP1202站岩心研究結果約一萬二千年前沉積物
• 根據ODP1202站的岩心研究成果，可以從重氧同位素消耗量得知，砂
土沉積物是從17000年前開始持續到8000年前，平均約12500年前。

• 在大量的沉積物中，由小於63微米部分的碳氮比和碳酸鈣含量的研
究得知，在25000年前至11000年前之間有來自陸地的砂土大量流入。

• 由岩心的沉積物中，氧同位素數值的反算得到更正確的數值，其發
生的沉積紀錄是在11600年前至11100年前的新仙女木小冰河期。

• 上述三種砂土沉積物檢測發生的年代平均約在12,000年前。

ODP1202站岩心分析及定年檢測的資料顯示約在12,000年前的沉積

物，又第四冰河期的結束年代約在12,000年前；總之，人類古文明

被毀滅的時間應在12,000年前，也就是｢超級海嘯｣大約在12,000年
前發生，這個大洪水淹沒各地，造成人類古文明被毀滅。

人類古文明被毀滅的時間



人類已消失的最早文明大陸為大西洋的亞特蘭提斯和太平洋
的姆大陸，傳說均在12,000年前消失。

古代地球上消失的二個大陸



亞特蘭提斯的出處
2400年前柏拉圖《對話錄》是從希臘智者梭倫口述的記錄；梭

倫是從埃及老祭司聽到的亞特蘭提斯之事，其中有二篇：

「提瑪友斯」：介紹亞特蘭提斯帝國的故事；記述實際上主要

是關於創造世界的描述和自然的現象的解釋。

「柯里西亞斯」：提供消失的亞特蘭提斯島和它的人民的詳細

描述以及關於古雅典人的訊息。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 大西洋 亞特蘭提斯

已消失的世界最早文明大陸—亞特蘭提斯



亞特蘭提斯帝國

在遠古時代，亞特蘭提斯島位於大

西洋中心的大島。國王海神將島嶼

分割成十份給五對雙胞胎的兒子在

島上各自統治。平原被分割成九萬

個地區，每個地區設有指揮官，擁

有動員120萬兵力的強大戰鬥群，憑

藉武力宣揚亞特蘭提斯文化，凡是

信仰太陽神的地方，就可能是亞特

蘭提斯帝國的殖民地。亞特蘭提斯

帝國的首都波塞多尼亞在距海邊九

公里處，其四周建有雙層的環狀陸

地和三道環狀運河。島中央的衛城

有王宮和奉祀守護神波塞頓的壯麗

神殿。

首都波塞多尼亞的想像圖



高度文明的亞特蘭提斯帝國

亞特蘭提斯在民主體制下，所有的法律條文全都刻於波塞頓

神殿的山銅柱子上，成為王權主要的法律，繼續保有繁榮與

富裕，而且居住於此的人民也都很溫和、賢明，不會沈溺於

巨富，凡事以德為尊。他們擁有數不盡的寶藏，用不完的財

富，也有精巧的建築技術，和其他高度的文明。

亞特蘭提斯帝國的消失
亞特蘭提斯的國勢富強，可是隨著時光而逝去。數百年之後，

社會開始腐化，利慾薰心，遂燃起征服世界的野心。帝國的

軍隊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攻歐洲，終於在希臘吃了敗仗，國

勢開始走下坡。隨後於一萬二千年前有大地震和洪水相繼發

生，在一晝夜之間，亞特蘭提斯島和這些好戰的民族全都沉

到海底而消失。



柏拉圖的亞特蘭提斯就是台灣島的解讀

亞特蘭提斯來源的希臘智者梭倫提出十六項線索：

一、存在於西元前九五六○年。

二、太陽運行軌道陡然轉變。

三、發生毀滅性的地震。

四、淹沒全球的大洪水。

五、為一個大型島嶼。

六、面積大於利比亞與小亞細亞

總和。

七、高於海平面。

八、有無數的高山。

九、聳立於海洋的陡峭山崖。

十、周圍環繞其他島嶼。

十一、豐饒的礦產。

十二、住在已知的世界邊緣。

十三、在大西洋遠方的一點上。

十四、「真正大陸」完全環繞著

｢真實海洋｣。
十五、位於「真實海洋」中。

十六、地中海只是真實海洋的一

個海灣。



柏拉圖時代的地圖

柏拉圖尚不知有美洲大陸在地中海口對面的大海洋中，更不知道美

洲大陸將大海洋分為大西洋和太平洋，僅知道這個大海洋就是大西

洋。灰色地圖是當時無人知道的部分。



• 第1項: 12,000年前台灣雪山山脈北段火山爆發，產生山崩，引發
超級海嘯，毀滅亞特蘭提斯帝國的時間和亞特蘭提斯沉沒的年代
均相符。

• 第2項:一彗星在12,900年前墜落地球造成千年小冰期，年代與梭
倫所謂太陽運行軌道陡然轉變的時間相符，唯發生的事項不同。

• 第3和4項:與一萬二千年前台灣東北角雪山山脈發生火山爆發，造
成大山崩，伴隨著毀滅性的地震和超級海嘯的事件相符。

• 第5項:台灣是一個大型島嶼，與梭倫的線索相符。
• 第6項：亞特蘭提斯被認為是廣大的大陸，而在直布羅陀海峽西方
的大西洋中。近代科學家確認大西洋不曾有大陸存在，哥倫布發
現新大陸後才發覺唯有美洲大陸才有面積大於利比亞與小亞細亞
總和，但是當時無人知道美洲大陸，故認為就是亞特蘭提斯，因
此本線索是亞特蘭提斯被誤認為美洲大陸。

• 第7和8項:台灣是一個大型島嶼，在海面之上，山地佔面積三分之
二，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有二百多座，當然「有無數的高山」，
與梭倫的線索相符。

梭倫16項線索與台灣的環境相符



• 第9項:台灣的東海岸是由於地殼板塊推擠而隆出海面的，都是陡
峭的山崖，聳立於太平洋海邊，與梭倫的線索相符。

• 第10項:台灣位於大陸、海洋地殼交界上的地塊，又位於南北向諸
列島的中間，其周圍有許多島嶼環繞，如琉球、澎湖、九州、呂

宋等島嶼，與梭倫的線索相符。

• 第11項:台灣有豐饒的礦產，例如鹽寮灣附近有金銀銅鐵礦冶煉的
古代工業區、北投的硫磺礦，以及台東的豐田玉礦也是南島語族

玉器飾品的源頭，與梭倫的線索相符。

• 第12項:「已知的世界」是指舊大陸，也就是歐亞大陸，台灣就是
在歐亞大陸的邊緣，與梭倫的線索相符。

• 第13項:在西元前四世紀的梭倫年代，還不知有美洲的存在，僅知
道亞特蘭提斯在直布羅陀海峽西方有廣大無垠的大西洋，在無知

的狀況下，現在的美洲和太平洋，當時就被包含在大西洋中了。

因此位於太平洋西邊的台灣，當時就被認為在大西洋上遠方的一

點，符合梭倫的線索。



• 第14項:在冰河時期，白令海峽被冰雪所覆蓋，歐亞大陸連結美洲
大陸整體合為一個「真正大陸」，正好完全環繞著「真實海洋」

──太平洋，而大西洋並未有一個「真正大陸」所環繞。由於這

個線索可以發現梭倫所提出的「真實海洋」就是太平洋，而不是

大西洋。



• 第15項：從第14項可以知道，被「真正大陸」環繞著的「真實海
洋」，在地球上只有太平洋。亞特蘭提斯應在「真實海洋」的太

平洋中，台灣島就是在太平洋中，與梭倫的線索相符。

• 第16項：從第14項可以知道「真實海洋」就是太平洋，而不是大
西洋，但是當時太平洋是包括在大西洋中，因此才有地中海只是

「真實海洋」的一個海灣之說法。

梭倫的十六項線索中，第6項大西洋中並無面積比利比亞和小亞細亞

總和還大的大陸。當時唯有誤認尚未知曉的美洲新大陸，但是卻有

軍隊來自直布羅陀海峽西方亞特蘭提斯帝國的事實，當時美洲就有

太陽帝國殖民地的馬雅克斯帝國，這些軍隊應是從馬雅克斯帝國出

兵的。除此項外，其餘的線索均有事實根據，並且與台灣的環境和

現代的條件相符。因此我們可以推知：亞特蘭提斯就是古台灣島。



亞特蘭提斯的搜尋無著
根據柏拉圖的記載，亞特蘭提斯是在大西洋中的大島國。雖然世界

各地有發現亞特蘭提斯遺址的報導甚多，超過一千處，例如德國易

北河河口海面之海格蘭特島東方海底中、直布羅陀外海安皮爾海底

火山附近或斯巴提爾島、墨西哥阿茲特克帝國首都「帝諾迪特蘭｣、
地中海克里特島、愛琴海聖多里尼群島的西拉島、加勒比海巴哈馬

的比米尼群島附近、印尼南中國海的「巽他古陸」、西班牙南海岸

外卡地茲市以北多納安國家公園的沼澤地、塞浦路斯島與敘利亞之

間海底、南極大陸棚冰塊底下的遠古世界，以及阿曼王國附近沙漠

的「乾旱亞特蘭提斯」等等地方，但是始終無一處符合柏拉圖記述

和梭倫十六項線索相近，可以被大眾所接受的大陸。從古至今尚未

有確切的發現在大西洋或其他地區的證據。科學家的研究，在大西

洋的範圍裡根本沒有沉沒的大陸；現代地質學探測結果指出，大西

洋海底區域實際上是一塊上升地塊，並非如亞特蘭提斯下沉的地塊

，因此否定大西洋有亞特蘭提斯大島的說法，唯獨台灣島符合柏拉

圖記述和梭倫十六項線索，所以可以斷定亞特蘭提斯就是台灣。



1.古台灣有數量龐大的古象
• 柏拉圖敘述的亞特蘭提斯島的海岸險峻，島上有綿亙的崇山峻嶺
，也有草木繁盛、美麗、廣闊的平原，盛產各種動物，包括數量龐

大的大象。

• 台灣面積的三分之二是山地，當然有綿亙的崇山峻嶺，而且三分
之一的平原，也是草木繁盛，其生物(包括動植物)多樣性在世界上

是赫赫有名的，這些敘述都符合柏拉圖《對話錄》的內容。

台灣曾是古代大象的樂園
在台灣台南新化丘陵區、菜寮溪及全省各處出現過許多古象的化石

，其中也有現在已經絕跡的古象化石，包括：中國劍齒象、明石劍

齒象、署光劍齒象、印度劍齒象、台灣長毛象、副長毛象、亞洲象

、諾曼象等。台中通宵曾發現獨特劍齒象化石、大甲溪也發現乳齒

象化石，大都是更新世時期遺留的，可見古象過去在台灣是相當活

躍的。這個特徵和柏拉圖敘述亞特蘭提斯的相符。

古台灣島有亞特蘭提斯的特徵



不同古象化石：(左圖)潘常武在台南縣挖掘到的劍齒象下臼齒
化石。 (圖中)陳天朝在台灣海峽撈獲的長毛象頭顱化石。 (圖
右) 王良傑在台南菜寮溪掘出的大象頭顱化石。

(左圖)  王良傑保存的三具台灣大象臼齒化石、 (右圖)象牙殘
塊化石和大象脊椎骨化石。



2.古台灣到處有野牛
• 柏拉圖敘述亞特蘭提斯十位國王之間有一種危險遊戲，就是以木
棍和繩索捕捉公野牛，然後刺殺野牛，成為祭品。

• 台灣曾是野牛生息地，漁民曾在澎湖海溝打撈到德氏水牛和楊氏
水牛兩種化石。台南縣左鎮崎頂層和關廟五甲等地也曾出土牛科

化石，尤其台南縣菜寮溪曾出土甚多，大都是更新世中期的動物

。這個特徵和柏拉圖敘述亞特蘭提斯的相符。

台灣野牛頭顱化石(左)。 野牛下顎化石(右)，與現生牛下顎(上方
淡色者)作比較。



台灣野牛頭角化石

台灣野牛骨頭化石



3.亞特蘭提斯遺留的安提里亞就是古台灣島
於15、16世紀航海圖上，曾出現亞特蘭提斯遺留的兩大島嶼──安

提里亞和薩塔那茲，位於大西洋中央海脊附近，被研究者認為是台

灣與日本。 古海圖的安提里亞與古台灣島相似

•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蒐奇》提到有

迦太基商人航行大海洋抵達一座富

庶的島嶼──安提里亞。

•哥倫布探險新大陸的目的之一，就

是去驗證古地圖上安提里亞的真實

性。

•由西元1424年海圖上量得安提里亞
的長度約為五百公里、寬度約為二
百公里，其形狀東北角海岸線形成
尖狹的岬角，西北部海岸線則頗為
平緩圓整，均與台灣島相近。



1424年繪製海圖與現在台灣的比較



科學家考證安提里亞就是台灣島

1995年南佛羅里達大學羅伯特．菲森教授的著作《傳奇大洋島》曾

對安提里亞大島進行考證，根據他的四項論點：安提里亞的大小與

形狀、主要河口、五大河川、海岸線特徵，並且蘊藏金沙大都與台

灣相同，並且其西方的小島伊瑪那就是澎湖群島，他所下的結論：

位於真實海洋(太平洋)中的安提里亞，其實就是首見於西方地圖的

太平洋島嶼──台灣。因此菲森認定，亞特蘭提斯遺留的安提里亞

就是台灣島。

1.首都建築物三色石材蘇澳附近有

2.首都有冷熱泉在蘇澳附近也有

3.台古木雕圖案與首都環狀運河相似

亞特蘭提斯首都在蘇澳灣附近



1.首都建築物三色石材蘇澳附近有
• 亞特蘭提斯首都「波塞多尼亞」建築物最普遍的顏色就是白色大
理石和黑色蛇紋石，台灣東部蘊藏量豐富，北起蘇澳，南至台東
知本，綿延二百餘公里。

• 台灣出產呈紅色的玫瑰石，也在蘇澳南方附近的立霧溪、三棧溪
和木瓜溪三條河流的河床。

• 這些白色、黑色和紅色三種顏色的石料，蘇澳附近都有其石礦蘊
藏區，正符合亞特蘭提斯首都「波塞多尼亞」建築物白色、黑色
和紅色三種顏色的石材。

台灣東部盛產石材：白色大理石(左)；黑色蛇紋石(大理石) (中)；
紅色玫瑰石(右)。這些石材在蘇澳附近都有，符合亞特蘭提斯首都
建築物的顏色。



2.首都有冷熱泉在蘇澳附近也有

亞特蘭提斯首都

波塞多尼亞有冷

泉和溫泉，居民

可享受溫、冷泉

浴。現在的宜蘭

縣境內就有蘇澳

冷泉和礁溪溫泉

兩處，正符合首

都的特徵。

台灣珍貴的蘇澳冷泉



3.台古木雕圖案與首都環狀運河相似

藏於台灣歷史博物館的許多台灣原住民凱達格蘭族古木雕，有
特殊的各種圖形和圖像，其中有圓形都城圖形和梅花鹿(左圖)，
右圖為描繪圖形。



台灣古木雕鑲邊圓狀都城的平面圖圖形(左圖)與古人對亞特

蘭提斯首都「波塞多尼亞」的想像圖(右圖)相似，顯示古台

灣就是人類失落的最早文明亞特蘭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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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提斯首都在冰河

期建立，應面臨大海港

口及大河流和運河通過，

可以大船航行到達全球

各國；由圖可知首都應

在台灣東岸，面臨太平

洋，而且有大河流過。

據推測應在舊蘭陽溪出

海口附近，即蘇澳灣附

近海底。

首都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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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美國眾議院議員的德奈利，從政

界引退後，埋首於亞特蘭提斯的研

究。他引用梭倫的十六個線索，以及

由地殼位移說推論而來的氣候狀況，

以其科學的方法檢討新、舊兩大陸的

文明和遺跡，以及動植物相似性的理

論，在1882年寫下一本名著《大洪水

之前的世界──亞特蘭提斯》，成為

世界的暢銷書。他將亞特蘭提斯學的

研究歸納為「十三綱領」，此後亞特

蘭提斯學的研究可說全都是從此綱領

出發的。後來他被稱為「科學性的亞

特蘭提斯學之父」。

亞特蘭提斯學之父研究後歸納為13綱領



亞特蘭提斯學之父德奈利的13綱領：
１.亞特蘭提斯曾經存在大西洋中，位於地中海口的對面，是大西
洋大陸的遺跡──一個大島，和已知的古代世界。
２.柏拉圖所記述之亞特蘭提斯這座島不是長期想像的故事，而是
真實的歷史。
３.亞特蘭提斯是人類脫離原始生活，形成文明的最初之地。
４.亞特蘭提斯隨著時代變遷，成為人口稠密和強大的國家，文明
的人民移居世界各地，分布於墨西哥灣的海岸，密西西比河沿
岸、亞馬遜河沿岸、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地中海沿岸、歐洲和
非洲的西海岸，波羅的海、黑海和裏海的沿岸。
５.亞特蘭提斯是大洪水以前的真實世界；伊甸園、宙斯神之妻的金
蘋果園、極樂世界、古希臘艾爾辛諾皇室庭園、古希臘椎狀庭園、
古土耳其奧林匹斯山、古老國家傳統的天堂，是描述這一塊大土地
的普遍記憶，在那裡早期的人類平靜地和愉快地長期居住著。
６.古代希臘人、腓尼基人、印度人和北歐人的神和女神僅是亞特
蘭提斯的國王、王后和英雄們被神格化而產生的，並且以神話流
傳下來，使真正的歷史事件成為雜亂的回憶。



７.埃及和祕魯的神話描述原先宗教信仰都是亞特蘭提斯的太陽崇

拜。

８.亞特蘭提斯人建立的最老殖民地可能是埃及，其文明是從大西

洋島文明的重現。

９.歐洲青銅器時代的工具是由亞特蘭提斯傳來的。亞特蘭提斯人

也是鐵器首先製造商。

10.全部歐洲人字母系統的根源──腓尼基人的字母，是由亞特蘭

提斯人的字母系統而來，而且傳送至中美洲的馬雅人。

11.亞特蘭提斯是雅利安人或印歐語系的國家，以及塞姆族，也可

能是都蘭族最初的所在地。

12.亞特蘭提斯在可怕的自然災變中滅亡，整個島和差不多的全部

居民一起沉入海洋。

13.少數居民乘木船和竹筏逃走，並且把可怕的大災難消息帶到世

界各地，洪水和古代大災難的傳說已經流傳到我們的年代。



德奈利13綱領也與台灣的環境相符

1.梭倫不知有美洲存在，而將美洲和太平洋包含在大西洋裡。但在

梭倫的線索透露亞特蘭提斯在「真正大陸」──歐亞大陸連接美

洲大陸，所完全環繞著「真實海洋」──太平洋，因此亞特蘭提

斯的地理位置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後應改為在太平洋中，可惜德奈

利未修正。其餘的理論與古台灣的情況相容：台灣是在太平洋的

一個大島，有輝煌的古文明。

2.根據荷馬史詩的「特洛伊戰爭」，學者已在希臘斯巴達發現遺址

，證實史詩的真實性。同樣大多數人認為亞特蘭提斯是真實的歷

史。在中國史籍上所記載的「蓬萊仙島」就是台灣，同樣是真實

的歷史，不是空穴來風；蓬萊仙島其實就是亞特蘭提斯。

3.亞特蘭提斯是人類最初的文明之地，即為「伊甸園」，其統治者

為亞特蘭提斯帝國，亦即人類母國。根據本研究，其實亞特蘭提

斯帝國就是「太陽帝國」，而太陽帝國就是在古台灣。



4.亞特蘭提斯帝國其實就是「太陽帝國」，根據《失落的姆大陸》

記載，在國家壯大後人民曾移居世界各地，建立三個殖民地：美

洲各地是馬雅克斯帝國所統治；歐洲、波羅的海、黑海和裏海地

區是維吾爾帝國所統治；地中海、非洲和埃及地區是那卡帝國所

統治。

5.在大洪水以前的亞特蘭提斯帝國時代，在台灣的原住民有豐富的

物產，他們平靜地和愉快地長期居住在「蓬萊仙島」，當然後代

世人會以伊甸園、天堂……等等不同的名稱來稱呼，確實是描述

這一塊大土地的普遍記憶，顯示所謂亞特蘭提斯其實就是古台

灣。

6.古代希臘、腓尼基、印度和北歐地區並非全然是「亞特蘭提斯帝

國」的殖民地，而全是姆大陸「太陽帝國」的殖民地。在殖民地

將母國的國王、王后和英雄們神格化流傳下來是很正常的。由於

已消失的文明沒有正式的文字記載，僅能以口述流傳下來，久而

成為神話，以致使真正的歷史事件成為雜亂的回憶。姆大陸的太

陽帝國就是在古台灣。



7.埃及和祕魯的神話描述原先宗教信仰都是亞特蘭提斯的太陽崇拜
，至今埃及和祕魯仍有太陽崇拜的圖騰和遺跡留存。埃及和祕魯
都曾是太陽帝國的殖民地，亞特蘭提斯帝國崇拜太陽，顯示就是
世人所稱「太陽帝國」，然而太陽帝國就在古台灣。
8.根據《消失的姆大陸》，埃及曾是太陽帝國的殖民地。分東、西
兩教派，其祖先各稱來自東方的大陸和西方的大陸。其實東、西
方的大陸，只是同一個大陸──「姆大陸」，也就是亞特蘭提斯
。因此埃及毫無疑問屬於太陽帝國的殖民地，也是至今還留下最
古老珍貴遺跡的殖民地。太陽帝國也就是亞特蘭提斯帝國，埃及
文明不僅是亞特蘭提斯文明的重現，也就是古台灣文明的重現。

9.2005年3月台東舊香蘭遺址挖掘出兩千

年前青銅器，以及用以鑄造青銅器、鐵

器的石製鑄模，考古學家據以推斷台灣

原住民早就有工廠大量生產的工藝文明

技術，足以證明歐洲青銅器時代製造青

銅器和鐵器的工具來自古台灣，也就是

德奈利認為傳自亞特蘭提斯。
台東舊香蘭遺址有兩千年
前鑄銅鐵的鑄模



10.腓尼基人、馬雅人和全部歐洲人的字母系統當然會來自母國

──亞特蘭提斯帝國，也就是太陽帝國。台灣的古代原住民

有太陽帝國遺留的古文字，而且早於中國三代以前。因此世

界古代字母系統的原形，應傳自於古台灣的太陽帝國。

11.亞利安人或印歐語系國家的民族、塞姆族和都蘭族的地區都

不是「亞特蘭提斯帝國」的屬地，而是在「太陽帝國」統治

下的殖民地。其最初的所在地若是亞特蘭提斯，則其統治者

亞特蘭提斯帝國就是太陽帝國，因此亞特蘭提斯也就是位於

古台灣的「姆大陸」。

12.一萬二千年前台灣雪山山脈北段火山爆發，產生山崩，台灣

東北角宜蘭海岸區，廣達八百平方公里的山地崩落海中，其

海濱的首都波塞多尼亞城陷入太平洋海底，被後人誤認為亞

特蘭提斯島沈沒於海中。其實並非整個台灣島和居民一起沉

入海洋而滅亡，只是被生還者誤認如此而已。



13.台灣雪山山脈山崩，引發超級海嘯，其浪高達數百公尺以上，當

然會形成全球的大洪水，因此才有少數居民劫後餘生，乘船逃離台

灣留下大洪水的傳說。再把可怕的大災難消息帶到東方和西方的國

家。後來全球的一些原住民將古代大洪水的傳說，流傳到我們的年

代。

以上德奈利13綱領所敘述的各項理論受到大眾的認同，但是除

了第一條：亞特蘭提斯的位置在大西洋，這一點在哥倫布發現美洲

新大陸後應改為太平洋外，其餘的各項綱領與台灣的條件與環境也

大都相符，尤其2005年3月在台灣東海岸舊香蘭遺址發現鑄造古代

青銅器和鐵器的精密模具，與第9條綱領相符；另有許多亞特蘭提

斯的文明遺跡在台灣島留存下來。因此我們可以推論：「亞特蘭提

斯就是台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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