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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節到了，幾乎每個家庭都會找出時間去祖墳掃墓，

故清明掃墓祭祖是台灣人很重要的習俗之一，是一年中

的大事之一。與清明祭祖直接相關的是認祖歸宗的觀念。

台灣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也很重視”認祖歸宗”和”

慎終追遠”故台灣大部分的家庭都有所謂的”族譜”，

世界各地也都可以看到各種姓氏的宗親會、祖厝、宗祠、

家廟、神龕等，尤其是在中國和台灣。臺灣世居的住民

常將其中國祖籍銘刻於神主或墓碑之上，以表示他們的

遠祖來自中國。例如福建泉州府的晉江、惠安、同安等；

福建漳州府的龍溪、詔安等；廣東惠州府的海豐、陸豐、

永安等；廣東潮州府的潮陽、海陽等。當然也有中國其

他省份的各地地名的。台灣人的祖先真的來自中國嗎？

  馬偕紀念醫院的顧問醫師林媽利教授以基因研究的科

學證據告訴我們以下的事實：(1) 將近85%的「台灣人」

（福佬人及客家人）帶有台灣原住民的血緣。這一結論

確認了先前其他學者從史料文獻、地名、諺語、風俗習

慣等的推論，即大部分「台灣人」都是「漢化番」的後

代；(2)「唐山公」其實是中國東南沿海的越族，並不

是中國北方黃河流域的漢族。換言之，400年來陸續渡

海來台的部分「台灣人」祖先根本就不是其族譜所記載

的正統中原漢人，而是一群群被漢化的越族後代；(3)

平埔族雖大多已漢化，但從血緣來看，平埔族並未消失，

只是溶入「台灣人」之中，被稱為台灣人，而不稱為平

埔族而已。而且，平埔族不僅與高山族共有相近的血緣，

他們還帶有獨特的亞洲大陸血緣，其時間可往前推至數

千年前，比原先認知的來自400年前的「唐山公」更為

久遠；(4)高山原住民並非同源，而是異質多元。台灣

高山族的語言雖然同屬於南島語言，但他們卻具有不同

的體質，應該是在不同時期從東南亞的島嶼以不同的遷

移途徑落腳於台灣，然後互相隔離千年。林教授也在國

際上首次證實，阿美族與波里尼西亞人之間有母系血緣

的直接關聯，因此《經濟學人》就曾報導說夏威夷人是

「made in Taiwan」的人種。

  中國一直要台灣人相信台灣人是純種北方漢人的後代，

說當年是因為中國北方的五胡亂華，加上魏晉南北朝及

元朝游牧民族的大屠殺，使台灣人的祖先陸續南遷到福

建和廣東，再渡海到台灣。林媽利教授的研究指出以上

說法是謬誤的，理由是台灣人85% 都有平埔族的血緣，

是平埔族的後裔。台灣人即使有「唐山公」的血緣，那

些血緣也是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越族，而不是中國北方

黃河流域的漢族。但因台灣人長久以來被漢化，被賜給

漢人姓名及學習漢人文化，就被稱做「華人」，也懵懵

懂懂地自以為是「華人」。依據林媽利教授及其他學者

的研究，台灣的平埔族人雖然在清末從「社番」改為

「民戶」，到日治時再改為「閩客」而消失，其實平埔

族並沒有真正消失，只是被漢化，成為目前通稱的台灣

人而已。台灣人和中國北方的漢人在基因上和文化都有

很大的差距，實在不宜自認為漢人或中國人。如果有台

灣人誤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說法，自認為自己

的祖先是中國北方的漢人，這樣的台灣人和「半路認老

爸」有何兩樣？

  其實國家認同並不是建立在血緣的基礎上，也絕非建

立在虛構的「中華民族」政治神話上。根據1933年《蒙

特維多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的規定，一個國家的組成

要素有：（1）固定的人口；（2）一定界限的領土；

（3）有效統治的政府；及（4）與他國交往的能力」。

其中「人口」是構成國家的一個要項，但與人有關而與

人口無關的「血緣」並不是。雖然如此，由於中國共產

黨一直以血緣作為統戰台灣人的工具，中國國民黨長期

以來也以「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來進行洗腦教育，讓許

許多多的台灣人誤以為自己就是中國人或華人，而在國

家認同上產生問題，使不該成為問題的「血緣」變成阻

礙台灣成為正常國家的大問題。

  要破除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和中國國民黨的愚民教育，

方法之一是從基因的科學檢驗上證明自己真正的血緣是

台灣的平埔族或中國東南方分的越族，並不是中國北方

的漢族；其二是了解血緣並不是國家組成的要件，因為

一個人的祖先來自哪裡和他能擁有哪一國的國籍無關。

只有這樣，台灣人才能不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

蠱惑與欺騙，而不至於「半路認老爸」，甚至於「認賊

作父」！台灣人在清明節祭祖時應當小心求證一下，看

看自己的祖先到底來自何方。

台灣人半路認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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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年時代，即就讀神學院的

時候，我就常常閱讀有關當時台

灣省議會五虎將郭雨新、郭國基、

吳三連、李萬居與李源棧等在省

議會的質詢與發言，曾給我一些

民主思想的啟蒙，在當時蔣介石

政權實施戒嚴統治的時代，正如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所言：「專

制政治的原理就是恐怖。」這五

位為民喉舌的虎將，他們的勇氣

與毅力真是值得人人效法的民主

典範，其中郭雨新被譽為“台灣

民主之父”，他的勇氣、智慧與

堅忍奮鬥的精神，更值得人人敬

佩，因為其他四虎將不是早逝，

就是後來棄政從商，退出政治舞

台。

　郭雨新先生於日治時代1908年

出生於宜蘭，他也是位基督徒，

基督的信仰培育他充滿「信、望、

忍」，即信心、盼望與堅忍的精

神，使他一生從事台灣民主政治的拓展，從未放棄，深信

愛拼到底才會贏！因此在1977年為了自己的生命與安全出

國赴美定居後，還是一直為台灣的民主自由繼續發聲，組

成“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擔任主席、副主席為黃彰輝

牧師，王能祥先生擔任秘書長，他們積極從事海外台灣的

懷念台灣民主先驅郭雨新先生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民間外交，把台灣人民追求民主

自由的心聲帶到美國政府與國會

以及許多民間組織。經過八年多

持續不停的奮鬥，郭先生於1985

年病逝，遺體運回台灣，舉行告

別禮拜後，安葬於台灣母土。

　郭雨新先生在美國時，本有意

赴中國訪問，表達台灣人追求獨

立自主與民主自由之心聲，然由

於後來發現有中國統戰之手伸入

之可能性，而毅然拒絕前往，郭

雨新的先知先覺，豈不是給予我

們全體台灣國人尤其是台灣國內

的政治人物更好的借鑑嗎？千萬

不要淪為中國對台灣統戰的工具。

　這個月即4月20日(週六)上午

9:30-12:00在台北市濟南路與中

山南路口的台大校友會館三樓，

將由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及各本土

社團舉辦張文隆老師撰寫的「台

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新書

發表以及由美國華府專程返台王能祥先生主持的「開創台

灣外交新局座談會」，在此馬政府執政下民主倒退以及外

交休兵之際，期望大家踴躍出席，共同維護國內民主自由

並繼續拓展台灣民間外交。

圖↑台灣民主先驅郭雨新先生                      (圖翻攝自網路)

   908台灣國總會長王獻極、台獨聯盟主席陳南天、台灣

加入聯合國促進會理事長涂醒哲、台灣教授協會副秘書長

錢文南、綠色21台灣聯盟理事長陳峻涵、全民的黨總裁李

孟青等， 在凱道舉行「馬英九全身黑到只剩內褲」4月2日

記者會。王獻極說明馬英九上任以來，執政無能，親信貪

腐，與他一再標榜的清廉執政，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完全

背道而馳，事實是馬英九右手拿聖經，左手偷摸乳，說一

套做一套，政見完全跳票，親信林益世、賴素如、李朝卿、

卓伯源等馬家軍，就是貪腐集團，全部貪腐，馬英九承諾

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就要「自動辭職下台」，否則908台

灣國等本土社團，將邀請施明德帶領紅衫軍，在馬就職周

年，發動「全民519，包圍馬英九」，用人民的力量，逼迫

馬英九「羞愧下台」。同時也檢驗施明德嗆扁與嗆馬的反

貪腐行動，是否同一標準？

  908台灣國總會長王獻極，進一步說明，台灣人民願意

忍受馬英九繼續執政到2016年嗎？他的親信賴素如、林益

世，都是在媒體上大聲公開發表反貪腐並強烈抨擊扁政府

官員時，自己卻同時向特定對象索賄，有嘴說別人，無嘴

講自己。這類馬英九們還有多少？馬家軍的未爆彈還有多

少？下一個會不會是郝市長？可以確定的是，馬家軍們，

都有與馬英九一樣，有雙重性格，表裡不一的特性，即是

右手拿聖經，左手偷摸乳，白天義正嚴詞，晚上男盜女娼，

利用權勢竊取台灣人民的納稅錢。

  王獻極進一步提醒台灣人民，馬英九在連任就職前曾說，

已沒有連任的問題，不需要去討好選民，是否在暗示馬家

軍們可以毫不顧忌，放手去貪？否則為何馬要堅持續建核

四？為何執意要「吾三連黨主席？」繼續掌黨權？台灣人

民絕不能再容忍馬英九繼續黨政一把抓，貪腐到2016年，

應學習本篤教皇自感無力而辭職退位，馬英九更要自感貪

腐無能而自動辭職下台，向選民謝罪，不要等到被選民逼

迫而羞愧下台。記者會在來賓致詞後，將「DIRTY Ma」牌

覆掛在「反貪腐民主廣場」牌上，大喊「歪哥馬落台」後

結束。 

 908台灣國發動「全民519，包圍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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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1）日立法院通過正式決議建請法務部核准陳

總統保外就醫，本辦公室聲明如下：

   1.感謝立法院不分黨派的委員同聲支持本案，並通

過決議，我們由衷表達謝意。

   2.肯定北榮醫療團隊本於專業提出「居家醫療」及

「轉院」兩案，我們認為就家庭情境及家人支持的因

素考量，前者效果絕對優於後者。

   3.再次呼籲馬總統及法務部從善如流，尊重專業

（北榮）及民意（國會），儘速讓陳總統保外就醫，

俾符全國多數人民及國際社會的殷切期待。

  2013年3月29，多謝管碧玲立委安排，韓明榮醫生(台

灣南社社長)kap張復聚醫生(副社長)代表台灣南社kap管

媽做伙去台北榮總思源樓精神科病房探望咱a扁總統。

  因為宜蘭縣民進黨立委陳歐珀當teh kāa扁總統面會，

阮佇外面等一睏á.阮利用這段時間有kap榮總郭正典醫生

(台灣醫社社長)討論a扁總統最近ê狀況，了解總統病情，

真kā感謝!閣，正典兄敢佇榮總hia家己姑鳥長期替a扁

出聲, hō阮足佩服!郭醫師有講著a扁總統最近身體確實

加真bái[不好]，郭醫師逐日lóng有去kā看30分鐘，進前

beh走ê時a扁總統lóng會送伊到門口；毋過這站á，a扁總

統若像無法度徛起來 干焦坐佇椅仔kā郭醫師搧手感謝，

若定!正典兄mā有提起美國神經病理學權威醫師周烒明診

斷 講a扁總統有帶著”常壓性水腦症” 原因kap a扁總， ，

統進前佇台北監獄受24小時光線刺激 擾亂睏眠節奏 真， ，

有關係 伊呼籲政府緊hō a扁轉去厝治療。，

  Beh入去病房，先愛經過2道警察檢查，到門口愛kā ka

-bang[手提包]kap手機á camera留佇門口ê櫃á。，

  a扁總統講話大舌足厲害---我、我、我、我,,,,,,.正

手一直chhoah(tremor) 倒手正常；記持猶算真好 真濟， ，

代誌lóng講會真清楚；無看伊行路 mā無講起小便ê問題；，

(探訪ê時間真無夠額) 毋過 面色確實無好；人足虛ê款，

式 感覺鬥志猶有 雖罔毋是真強；管立委講彼工a扁總， ，

統ê精神狀況算真好；永過ê情形毋是逐擺lóng按呢；

a扁總統講ê重點有：

  1)法院無遵守”無罪推論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ê基本法治精神，強押伊入監beh取口供；

  2)審判程序無照規矩 (due process of law) 凊彩變，

換法官 使弄辜仲諒講白賊做偽證 用這款不公不義ê方， ，

式來kā蹧躂kap侮辱 伊足gêng-sim(凝心) hō伊͘ 心理， ，

自尊損斷無法度用言語表達!這mā可能是伊今仔日頭腦病

變ê基本因端之一!

  3)伊是做過總統ê人 法院mā敢烏白kā審判 烏白kā， ，

掠去關 按呢一般普通台灣人ê人權beh哪有保障？，

  4)關心台灣南社前社長鄭正煜ê健康 對鄭社長長期teh，

推sak ê議題”教育台灣化”足認同 mā有佇第二任期，

內特別拜託教育部長杜正勝認真拍拚。

  5)mā有特別感謝管立委一直lóng有teh走chông, 毋過

因為lóng是'under table’ 外界khah 無看--著。，

  夫人吳淑珍mā抵好去佇hia 氣色普通 毋過足瘦 阮， ， ，

毋敢問伊體重幾斤；坐佇輪椅 不時用雙手hōaⁿ[緊握]，

輪椅桿á出力kā kha-chhng[屁股] theⁿh[撐]懸應該是teh 

做運動；感覺猶是真想beh講話 但是無機會講啥物話， ，

看著足毋甘.......

  阮kā a扁總統kap夫人講 這100%是政治迫害kap追殺！，

若無 為啥物4年外中國國民黨開ê法院[許水德bat按呢，

講] 揣無證據thang明確kā定罪！中國國民黨kā in掠去

關 實際上是關著你我所有ê台灣人 a扁總統不過是替台， ，

台灣南社探望a扁總統2013
台灣南社

灣人揹十字架，擔重擔，咱大家lóng足不服，足火大，足

tuh̍-lān；阮送伊一本劉辰旦先生畫圖佇封面手指簿á[筆

記本]，劉先生mā bat hō中國國民黨掠去關佇烏牢，

毋過伊講“會當關我ê身軀, 袂當關我ê心靈”，希望a扁

總統mā保持這款心態。

  早晚保重身體thang平安轉--來，南部鄉親真思念a扁總

統kap夫人，有老大人猶擱戴扁帽，希望in會緊轉來做伙

食飯，開講。

  台灣南社認定：徛佇人權，醫療kap社會和諧ê立場來思

考，馬政府應該即時即刻無罪釋放a扁總統！這對全台灣

所有有人kap政黨lóng有正面ê影響！

PS：a扁總統病房現場koh有一個少年'監獄官'，生做小可

緣投，鼻á tok-tok，應該無超過40歲，毋是支那人，卡成

台灣kap西國lām ê "ai-no-ko (hybird)”，台語有夠老

投，伊一直teh記錄阮ê談話：(聽講mā有錄影，我無注意。) 

beh離開ê時，伊有kap阮握手，我順彼ê機會kā khoe，"你

聽過足濟故事hō͘ⁿ？" 伊歹勢歹勢應講 "hêⁿ-a，逐工lóng 

teh聽..."。

陳總統辦公室聲明

圖←立法院臨時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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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Forum
台 灣 論 壇

本園地有條件開放 來文以台灣獨立建國為中心

左傾45 ，右傾45  皆可採用，傾斜太多恕不刊登。 。
，

   投稿請註明真實姓名，文長以500~1000字為宜
    本刊有修改權。來稿、免費訂閱 E-mail:formosaforum@gmail.com

   The Taiwanese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of Canada (加拿大台灣人權協會) held its annual meeting in Toronto on

March 24, under the theme “Canada, Taiwan, and Beyond: Playing our Part in 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Keynote

speaker was Amnesty Canada Secretary General Alex Neve. About 70 people attended.

   The meeting passed a resolution to “call upon President Ma to grant an unconditional pardon toformer President 

Chen, and allow his family to make their own arrangements for his medical care. (呼籲馬英九總統無條件特赦前總統

陳水扁，並允許他的家人自己安排陳前總統的醫療). Neve explained that Amnesty has not adopted Chen as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 because “to do so we would have to convince ourselves that the accusations of corruption, and related

conviction, are entirely without merit and that his arrest and sentencing is instead solely on the grounds of his political

views.…We do, however, share these concerns about his deteriorating health...”

  In his speech (full text to be posted on the THRAC website) Neve commended Taiwan for having recently gone through 

a remarkable and precedent-setting human rights exercise. Though not a member of the UN, Taiwan has taken some 

admirable steps to endorse and incorporate into Taiwanese law the provisions of some of the key UN treaties. In

particular the 2 overarching UN Covenants, one dealing with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uch as torture, free expression

and fair trials, and the other dealing with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housing have been embraced and folded into Taiwanese law through an Implementation Act.…In a world where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 increasingly look for ways to avoid binding themselves to UN standards and ducking 

responsibility for compliance– this voluntary endorsement of three treaties, backed up by legislation, is truly 

heartening.” 

  He praised Taiwan for going even further to invite “a voluntary review of its compliance with the two Covenants by

an impressive team of highly-respecte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experts…. all the more heartening given the 

number of governments who … thumb their noses at the UN expert by not submitting reports and not showing up 

for review sessions”. (Links to reports will be on the THRAC website)

  Neve also noted many places whe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venants in Taiwan is still lacking, especially the death

penalty. He pointed out several places where the “recent initiatives taken in Taiwan that could very usefully be taken 

up by Canada (for) strengthen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here. The annual meeting also was honoured with 

participation from 7 other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mnesty, KAIROS, John Howard Society, Canadian Friends of 

Tibet,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 and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基督教社會正義工作團、约翰侯活協會, 加拿大西藏之友會、北韓人權委員會、民主中國陣綫).

An executive of 6 people was elected, with a balance of three longtime workers for human rights, allover 60, and three

 young Taiwanese Canadians under 30. They are Akio Chen陳明雄博士, Nick Chen陳孟廷, Nikki Lin林湘斐, 

Michael Stainton史邁克, So Cheng-hian蘇正玄and Austin Yan顏立哲.

  For more information: thracanada.blogspot.ca or emailthracanada@gmail.com

Taiwanese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of Canada Annual Meeting
Calls for unconditional pardon for Chen Shui-bian.

Amnesty Canada head Alex Neve commends Taiwan for human rights 
compliance exercise,

Notes continuing problems, and examples Canada can lear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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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lution on Pardon for Chen Shui-bian 

  The Annual Meeting Taiwanese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of Canada, meeting in Toronto on March 24, 2013, in the 

company of other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Noting with concern the continuing reports of the decline in the health of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even 

while in the care of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and

  Noting with appreci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completed a commendable, thorough and open process of 

producing and evaluating the Repor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and;

  Noting that th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Independent 

Experts on the Review of the Initial Repor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March 1, 2013, Section 60)“appeals to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of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d concerned about the ongoing damage that the treatment of former President Chen is doing to the image of Taiwan 

among its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therefore:

  Members of the Taiwanese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of Canada call upon President Ma to grant an unconditional 

pardon to former President Chen, and allow his family to make their own arrangements for his medical care.

  加拿大台灣人權協會於2013年3月24日在多倫多，與其他人權組織的陪同，舉行會員大會：

  鑑於一連串令人擔憂的報導，陳水扁前總統雖然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接受治療，但是他的健康狀況持續惡化，

  又鑑於台灣政府經過一個徹底和開放的程序，已經完成了「台灣政府對於國際人權公約的實施評估報告」；

  又鑑於「國際獨立專家團」發表的「審查台灣政府實施國際人權公約狀況之初步報告—總結觀察與建議」

（2013年3月1日），在其中第60條「呼籲台灣政府基於人道理由，對陳前總的嚴重健康問題，採取適當的措施」；

且關切對陳前總統的待遇已嚴重傷害台灣在世界各地友人間的形象，因此：

  加拿大台灣人權協會全體會員呼籲馬英九總統無條件特赦前總統陳水扁，並允許他的家人自己安排陳前總統的醫

療。

特赦陳水扁決議案



歡迎贊助廣告，來函洽詢：formosaforum@gmail.com

  今年年初，阿扁病情繼續呈現階梯式地進行，我開始與

在美國的好友前輩周烒明教授聯絡。因為臨床神經學檢查、

病程與臨床診斷已完整掌握，接下來就是病理診斷與病因

的追查。我決定要求教於腦神經病理權威，而在美國的周

教授是不二人選，而且他立即答應幫忙。

  周烒明（Samuel M. Chou）曾擔任美國神經病理學會副

理事長。他是歸化美籍的台灣人學者，在國際腦神經病理

學地位很高，十幾年前退休在東京舉行的世界神神經學會

議演講，講完大家鼓掌數分鐘，場面令人為之動容。退休

後繼續在美國加州太平洋醫學中心肌肉萎縮側索硬化症研

究中心擔任名譽主任，並籌組臺美人巴金森互助會協助北

美洲得到巴金森病的台灣人。

  跟他開始有較密切的接觸是1991年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

的亞澳神經學會，主辦單位把台灣各城市歸為中國，周教

授陪我們寫紅色大字報向大會抗議：”We protest that 

Taipei, Keelung, Tainan and Kaohsiung belong to Taiwan, 

  因為他的影響力，回台灣立即收到大會主席的道歉函，

並保證此後一定用Taiwan為國名。接著的20幾年，我們不

斷在世界各地的國際神經學大會見面，我也在曾主動邀請

  前一陣子，我曾說國際有名的學者已開始著手寫結論。

今天總統陳水扁民間醫療小組在立法院，與民主進步黨立

委陳其邁、台聯立委林世嘉召開記者會。今天公布美國神

經病學專家周烒明診斷報告指出，陳水扁疑患有「常壓性

水腦症」須做引流手術和返家治療。

  三個月前醫療小組、阿扁與家人同意，由我將陳總統的

症狀和核磁共振造影（MRI）影像照片，寄給周教授，共

同診視發現陳水扁患有常壓性水腦症，這個結果令人感到

  周烒明診斷報告表示，水腦症的病狀包括認知功能障礙、

尿失禁、步態不穩，從核磁共振造影發現，腦有多處病變，

在腦裂、眶下、顳下窩出現多處囊狀病變，有些水囊腫已

經動物實驗與臨床實驗證實，造成腦症腦病變的原因，

主要為24小時燈照，以及睡眠剝奪，產生致命影響這些神

美國腦神經病理權威周烒明教授與我
陳總統醫療小組成員  陳順勝

圖↑左二為陳順勝教授，右二為周烒明教授。

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聲明
  有關近日台灣社會發生包含陳前總統醫療報告在內之數

件精神評估相關案件，各界或有不同看法與批評，本會皆

予以尊重！然而台灣精神科專科醫師養成教育，均有嚴謹

專業之訓練過程與專業考試方可取得專科醫師執照。因此，

本會對於相關精神科醫師親自診視，並經過長期觀察與治

療病人或經過完整的鑑定評估後，所做之專業判斷，予以

高度肯定與支持；同時，希望社會各界對於精神科專科醫

師之專業判斷，同樣也能予以尊重與支持，以給予台灣精

神醫療，保留獨立判斷之空間！ 

                  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 周煌智醫師

 

經性症狀正逐漸惡化，甚至發展出新的神經型症狀，這些

水囊腫可透過引流手術以及返家治療獲得改善。讓扁返家

治療，居家環境可阻止病情惡化。

  相關報導如下：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303290178-1.aspx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303290176-1.aspx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1/7797016.shtml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30329/172778/

天然純蜂蜜，無任何藥物殘留，國產最頂級蜂蜜

蜜蜂爸爸100%特級天然蜂蜜

蜜蜂爸爸蜂蜜是由養蜂達人所辛苦經營採集的蜂蜜，
除達到國家一級標準之外最重要的是無化學添加，無
抗生素殘留。台灣目前約四百多戶養蜂人家，出產無
抗生素殘留養蜂者不到二成，而且產量才佔百分之五
上下，蜜蜂爸爸特選的蜂蜜即是選定這一等級的蜂蜜
提供給消費者營養、自然、健康、對身體無負擔的產品。

訂購本產品本公司為您捐出訂購價10%支持守護周刊
優惠本刊讀者  所有產品一律8.5折。

訂購專線：0934303681

大瓶裝600cc NT.580元
小瓶裝300cc NT.380元
※因季節不同，供應蜜種、價格有所不同。

訂購2500元以上免運費，以下加收運費100元

WEEKLY
2013.04.04

支持台灣國產蜂蜜，無抗生素殘留才王道

純

蜂蜜是上天賜予人類最自然的食品
    蜜蜂，昆蟲綱—膜翅目—蜜蜂科—蜜蜂屬，全世界共存在有9種。

  蜜蜂採蜜目的是為了延續生命，卻也因此給人類最自然的美食，

蜜蜂由開花植物的花中採得的花蜜在蜂巢中，為了餵養幼蜂，蜜蜂

從植物的花中採取含水量約為80%的花蜜或分泌物，存入自己第二

個胃中，在體內轉化酶的作用下經過30分鐘的發酵，回到蜂巢中吐

出，蜂巢內溫度經常保持在35℃左右，經過一段時間，水份蒸發，

成為水分含量少於20%的蜂蜜，存貯到巢洞中，用蜂蠟密封釀製的蜜。

經過人工採擷分離水分，裝罐之後，成為市面上所見的蜂蜜。

not China!” 

他回台灣演講兩次。

意外。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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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history
   As provided by Prof. S-S. Chen (陳順勝教授) who was requested as a neurologist to see Chen Shui Bian 

(CSB) in Sept. of 2012,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past 4 years' imprisonment. Therefore the onset of his 

slowly developing neurological disease especially at its onset is difficult to assess. 

   This 62 year old man developed progressively worsened neurological symptoms and signs since about 6 

months earlier.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s have steadily and step-wisely worsened and now displaying 

tremors in the right hand, and stuttering for brief wording. For this reason, it was decided to take MRI 

every 3 months apart.

Neurological finding since Sept. 2012
   a)Speech impediments: stuttering speech, nominal aphasia (disturbance in formul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language), partial expressive aphasia (loss of ability to produce language), however echolalia was possible.

   b)Emotional disturbance: extensive depression, mask-like expressionless face (a common description of

Parkinson's facies)

   c)Cerebellar signs: F-N-F (finger-nose-finger, implying upper extremity superior cerebellar defect, right 

side) + K-H-T (knee-heel-toe, implying lower limb cerebellar defect bilaterally), Romberg's sign (implying

cerebellar or posterior spinal column deficit).

   d)Memory disturbance; poor recent memory, especially for dealing with the daily life.

   e)Cognitive disorders or early signs of dementia.

   f)Abnormal reflexes 

   Motor systems: unsteady or ataxic gait, Extrapyramidal signs: cogwheel rigidity of Rt arm, Tremor: resting

and action, Rt hand, with weakness, Bradykinesia, Mask-like expressionless face resembling Parkinsonism.

   Sensory system: double stimulation test showed neglect of right side, agraphesthesia.

   More recently, CSB has started to display urinary incontinence once; cognitive disorders and wide-based 

gait, they began to slowly progressed and developed as so-called Adam's triad of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NPH): (1) urinary Incontinence; (2) cognitive disorders and or early dementia; and (3) 

wide-based gait disturbance.

   Cognitive disorders or Dementia: in the form of apathy, dullness and forgetfulness, frontal-lobish, or

subcortical in type which resemble Parkinson's and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ortical, or Alzheimer 

type. Also with its hydrocephalic changes with the MRI findings.

   Urinary urgency: in the form of spastic hypereflexic to lack of concern so called frontal- lobe incontinence.

   Gait disturbance: occur most frequently from the early stages characterizes by broad-base gait may change 

to short shuffling gait resembling that in Parkinson's disease.

MRI Findings (MRI-T2 and Voxel MRI) 
   Multiple cystic lesions can be identified. The largest are located at Sylvian fissures, infraorbital, 

infratemporal fossa, interhemispherical sulcus. Some of them appear ruptured forming hygroma. The gyri 

are flattened and shortened over the convexity, or atrophic with fibro-gliosis over the under surfaces of the

brain. Topographically the largest cystic lesions appear associated with Limbic system. 

   The clinical findings and diagnosis of NPH may lead to brain imaging, either CT or MRI, followed by 

lumbar puncture for measurement of the CSF pressure, the evidence for trauma or tumor.       
(未完，續接次頁)

on MRI-T2 Imaging of Chen Shui Bian's brain on Jan. 16, 2013

by  Samuel M. Chou, M.D., Ph.D., Prof.

SUMMARY REPORT



2013/4/4(四)

台灣守護周刊 Alliance for Safe-guarding TAIWAN WEEKLY  No.064P-8-

(續接前頁，SUMMARY REPORT)

Pathogenesis
   The pathogenesis for the hygroma formation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although the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for the ventriculoperitoneal shunt to drain the excess CSF is the same. However, the prognosis 

depends heavily on clinical measurements of the clinical "triad", the cortical sulci, gyri and periventricular

lucency.

Diagnosis
   Normal Pressure Hydrocephalus (NPH) or NPH-like syndrome secondary to multiple large subdural 

arachnoidal cysts (some probably ruptured), with resultant pan-subdural hygromas (the largest in the 

Sylvian fissures, bilateral and symmetrical) compressing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Limbic system 

(including Ammon's horns, amygdaloid nuclei, hippocampal, orbitofrontal, anterior cingulate and insular

cortices and hypothalamus). Comparing the September 2012 to December 2012 brain MRI, the findings have

worsened, correlating with the patient's worsening neurologic symptoms some of which did not exist before

September 2012.

Concerns over human rights for CSB
   The conditions of continuous light exposure and sleep deprivation which CSB has been subjected to for a 

number of years has caused severe, probably irreversible damage to his brain as evidenced in the recent 

detailed medical evaluation. I concur with Nicole Bieske, spokeswoman for Amnesty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whose statement regarding sleep deprivation is as follows: "We are fundamentally opposed to cruel, inhumane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of any person". Sleep deprivation, Ms. Bieske said, was considered cruel but if used

for prolonged periods of time, it was torture. "At the very least it is cruel, inhumane and degrading. If used 

for prolonged periods of time it is torture". It has been confirmed that CSB was subjected to continuous light 

exposure coupled with sleep deprivation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ly 

unacceptable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cell in which he was incarcerated.

   In a real sens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SB was subjected to torture for a prolonged period of 

time preceding his transfer to the current hospital in which he now is receiving care.

Recommendations
   Trauma resulting from continuous light exposure and sleep deprivation cannot be dismissed and in fact 

are the causes of the neurological abnormalities. Detrimental effects such as those experience by CSB have 

been widely substantiated and confirmed in numerous clinical and animal studies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and must be considered direct consequences of confirmed prison conditions imposed on the former 

president. 

   Based on established guidelines set by the Mayo Clinic, American Autonomic Societ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and other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CSB is 

IMMEDIATE HOME CARE with supervis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ment by rehabilitation 

specialists in a home environment surrounded by family and loved ones. This home environment will b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halting further deterioration and with intensive therapy help begin the slow and long 

process towards alleviating the symptoms. 

   The critical nature of his illness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and must be addressed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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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台灣母親所生的混血小女孩就讀奧地利小學，因母

親是台灣人，小女孩特別愛護台灣，花了不少時間向老師

和同學們介紹台灣這個國家，並解釋台灣所面臨的困境，

也得到同學們的正面反應。

  當小女孩很高興努力有所收穫時，偏偏奧國教育部發生

疪漏，在其3月出版的兒童雜誌介紹台北101大樓時，標註

該建築物屬於中國。這樣的錯誤讓學校同學們開始大聲譏

笑小女孩，不論小女孩如何脹紅臉和同學爭論著，同學總

是拿著這人手一本的期刊，做為致命回擊。平日表現堅強

的小女孩，哭了。

  小女孩希望保護台灣，她和母親一同寫信給奧國教育部

要求更正，雖然只是小小力量，但她不放棄，因為只要有

行動，就有成功機會。

  現在，這個消息傳到我這裡，我也要寫信給奧國教育部

要求正名。不僅是為了一個印刷上的錯誤，更是為了不讓

孩子為我們的國家哭泣。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則有無限可能。親愛

的朋友，你/妳願意動個手指，化無數鍵盤力量為轟然巨響

以驚醒奧國教育部嗎？願意行動的朋友，以下為聯繫管道

與正名範本：

聯繫管道：電話：01/523 69 49；

E-Mail: trio@info-media.at

TRIO網頁信箱：

http://www.schul_GoBack_GoBacke-mehrsprachig.

at/index.php?id=266

  透過網路想起明天是台灣的兒童節。我想，送給女兒最

好的禮物就是媽媽這幾天的行動。謝謝妳！女兒！媽媽有

機會替台灣101平反身分，其實覺得挺驕傲的啦。

  本來還要做德文套用版，但我4/1晚上寄出去的郵件尚未

有回應，這幾天對方的信箱和反應匣應該是被熱心站出來

幫忙的朋友們塞爆。我認為必須有ㄧ封不同（語言）抗議

信函讓對方分辨我這封是在地寄出，以便對方跟我有應對

的機會。

  很多事情也許上帝真的在時間性上安排好了，女兒在學

校多年的困惑與辛苦，在她明天報告主題“台灣”上先出

了狀況。辛苦耕耘了三年多，宣揚台灣的自由美好，全在

官方刊物毀於ㄧ夕，ㄧ張嘴永遠也講不過那個錯印。這下

好了，小朋友可以拿著刊物嘲笑妳胡說八道：“台灣哪有

101，台北101在中國”。

  她是奧國人，但沾了台灣的血統是她所不能去選擇的，

奧地利又比較保守，接收東方文化比隔壁幾個鄰國的歐洲

國家或是美加還要慢又遲鈍，膚色問題，還有很大的學習

空間。所以面對的課題比ㄧ般孩子格外要勇敢些，她這些

正名範本

1. EMAIL主題：

Letter to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Austria

2. 內文：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n your TRIO school journal (page 11 of March 2013 edition), 

it mistakenly lists the location of the skyscraper Taipei 101 

as "Taipei, China". Please replace it with "Taipei, Taiwan".

   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ith its own government, 

elections, currency, army, and defined territory. Taiwan 

negotiates its own trea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Please kindly rectify this mistake and avoid mistakes of 

similar kinds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

                                                                Sincerely yours,

                                  [你的名字]

－－－－－－－－－－－－－－－－－－

以上，謝謝大家努力！

資料來源：http://blog.roodo.com/lifeshot/archives/24841360.html

一人一信，別讓孩子為我們的國家哭泣

年替我承受的，也因為是她愛她的媽媽，和媽媽的故鄉，

所以她一直很稱職的在做她可以做的部份去完成，從幼稚

園就得承受了，我真的覺得很心疼，也覺得她非常了！不！

起！

  因為女兒海報上有101的照片，為了不讓明天這小女生招

架不住，我今晚會在連絡簿跟導師打個照面，讓她知道期

刊錯誤的嚴重性，更會發email給班上的家長，這樣ㄧ來，

似乎不知道台灣的人，不知道也很難了。所以上帝還是幫

我另外打開ㄧ扇窗啦！

  再來就是發mail給小學，這是一個很煩瑣的任務。但是

妳要知道，很多台灣的阿姨叔叔們都一起在幫忙正名，我

們很幸福的！要謝謝他們！

  親愛的女兒，謝謝妳送我當媽媽這個角色，我回饋給妳

是滿滿的愛，學習甚麼是勇氣與尊嚴！

祝妳快樂，健康！

[一人一信向奧地利教育部正名兒童期刊錯誤]

http://www.facebook.com/events/295209923942502/

奧地利小女孩的母親

最好的兒童節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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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NNTF 台灣非核論壇─核安專題論壇一
時間：2013年5月1日(星期三) 上午08:30至下午17:45

地點：新北市政府511簡報室 (板橋區中山路一段161號)

與會對象：官方代表、民意代表、民間意見領袖、專家

          學者、核電廠居民代表、媒體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宜蘭人文基金會

  2013年3月9日，日本福島核災二周年前夕，台灣匯聚

了22萬人次的龐大民氣走上街頭，向政府表達希望台灣

不要成為下一個日本福島的憂慮以及停止興建核四的嚴

正訴求。在總統馬英九先生支持下，行政院江宜樺院長

宣示將以公投解決台灣困擾多年的核電爭議，並且希望

能夠將核電對台灣的各種影響，做到資訊公開透明與嚴

格的檢視。

  「2013 NNTF 台灣非核論壇」希冀促成政府與人民對

於核電資訊公開與民主理性對話的第一步，如果一次對

話無法完全滿足，我們將建議舉辦第二次、第三次，直

到人民對於核電所帶來的的各種影響有充分且正確的認

知，最後再決定是否採用公投決定台灣核電未來。

  一、核四龍門電廠共有哪些安全問題？如何確保核安？

  二、台電公司創建全世界獨有的核電廠斷然處置措施

      是否能避免爐心熔毀？

  三、高、低階核廢料何去何從？中期貯存與最終處置

      方式探討。

  四、核子事故緊急疏散及應變計畫探討。

  五、台灣未來的電力負載需求預測與電力供應方式探

      討。

  六、核能、燃氣、燃煤暨再生能源發電的經濟成本與

      會計成本暨對電價影響探討。

  七、核四替代方案可行性探討。

  八、我們想要的未來-再生能源在台灣。

凱達格蘭基金會  八週年募款餐會
暗暝到天光--讓阿扁總統回家

阿扁總統回家的最後一哩路  

感謝您披荊斬棘、情義扶持

董事長  陳唐山

執行長  陳致中  敬邀

日期:2013年5月10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6:30

地點:典華旗艦館5樓 繁華似錦廳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 02-8502-5555)

捷運資訊--文湖線 劍南路站2號出口(步行約3分鐘)

停車資訊--典華旗艦館B2免費停車場及鄰近停車場

凱達格蘭學校學員招募中

「第十二期 國家領導與發展策略班」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2013年4月8日（週一）止。

上課時間：4/14(日)開學典禮~7/7(日)畢業典禮。

每周六或日上課。

報名單位：凱達格蘭學校

報名專線：02-3322-3818分機588或566

聯 絡 人：蔡晶瑩、郭仟盈、鄭淑心執行長 (0936455120)

通訊地址：100台北市青島東路5號2樓之2

傳真電話：02-3322-3808

凱校網址：http://www.ketagalan.org.tw/

報名e-mail: suce12@hotmail.com; shuhsinc@ketagalan.org.tw

台灣的危機與轉機系列 聯合公開演講會(一)
時間: 2013年4月21日下午2時至5時

地點: 台大校友會館四樓(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TEL:(02)2321-8415 立法院群賢樓對面

演講者: 柯文哲醫師 (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

        黃適卓教授 (開南大學副校長)

        余莓莓教授 (台北海院助理教授)

        李紹榕醫師 (萬芳醫院心臟外科主任)

主辦單位:台灣公義會

         陳明源(美國海軍部教授) 敬邀 歡迎大駕光臨

公投盟『台灣獨立建國大旗隊』
各地舉旗時間地點如下：

台北旗隊：每週六、日下午三點至六點，西門町捷運站

中壢旗隊：每週六、日下午三點至五點，在中壢火車站

新竹旗隊：每週六、日下午三點至六點，在新竹火車站

台中旗隊：每週六、日下午四點至六點，在台中火車站

彰化旗隊：每週六、日下午三點至六點，在彰化火車站

嘉義旗隊：每週六下午三點至六點，在嘉義火車站前

台南旗隊：每週六、日下午三點至六點，在台南火車站

高雄旗隊：每週六、日下午三點至五點，在城市光廊

歡迎就近參加！

台灣獨立建國大旗隊FB粉絲頁：

http://www.facebook.com/TaiwanIndependentFlag 

2013年4月7日將是台南市首年言論自由日！ 
  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特與台南市府在4月舉辦一系列

活動，其中「叛逆。自由攝影展」將移師台南，展期一

個月。由宋隆泉、邱萬興、黃子明、張芳聞、曾文邦、

劉振祥、潘小俠、謝三泰8人聯合展。

展覽名稱：407台南市言論自由日「叛逆。自由攝影展」

展期： 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

地點：國立台灣文學館(台南市中正路1號)戶外開展 

邀請各位朋友來台南市欣賞戶外影像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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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核電廠爆炸後的家庭故事

──“希望之國”新竹首場放映會
時間: 4月26日(五)晚上6:30入場 

      6:50開演9:10座談

地點: 清大工程一館107室

索票: 4月1日至4月10日 

林建良著《中國癌：旅日台灣醫師的處方箋》

新書講座!!自由入場。
時間：4/16晚上7點 

      林建良醫師專程返台隨書登台新書會演講！

地點：台北根源創想館（北市松江路69巷8-1號）

  「中國‧地球之癌」：人權、野心、厚黑、禽流

感、癌症村、貪污、黑心食品…！

  旅日台人林建良醫師的「中國癌」診斷報告書。

日本評論界熱烈關注討論：

※日本《產經新聞》等媒體持續熱評！

※3/15日本衛星電視台「文化頻道」20分鐘紹介

  《中國癌》

※3/19日本《女性自身》雜誌(發行42萬部，400萬

  人閱讀)二度專文紹介《中國癌》

※日本AMAZON網路書店中國關聯部門暢銷排行第3位

※3/27林建良醫師受邀在東京文京區Eivci Center

  講演「中國癌─從生物學觀點看中國問題」

※4/6林建良受邀在東京武藏野公會堂討論「中國‧

  地球之癌」

聯絡人：林婉青小姐，02-2586-5708。

時間：即日起至五月五日止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17時止

地點：三芝遊客中心(三芝鄉埔坪村埔頭坑164之2號，

電話：(02 86353640)

交通：淡水捷運前搭台灣好行觀光巴士即可到達。

  「觀心自在--當陶藝遇見水墨畫展」即日起正在三芝

遊客中心藝廊展出，歡迎到此的遊客及北海岸地區熱愛

藝文活動的朋友駐足參觀，展出的作品有水墨畫作卅三

件，陶藝作品上百件，這次展出的藝術家有，水墨創作

者有：江之穎、林可依、林建興、林韋彤、許建明、陳

月玲、盛霄霜、游佩璋、黃文珍、楊秀芬、楊麗雪、蔡

瓊圓；陶藝家則有：王宏祥、王春長、邱文揚、何啟徵、

吳尚欣、美人瑜、倪心安、陳文祥、許孝信、許俊翔、

郭水祥、曾克儉，廖雪清、蘇瑞銘等。

「觀心自在--當陶藝遇見水墨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