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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容包括：（一）外交部聲明；（二）
重要新聞；（三）重要訪賓新聞；（四）新聞參
考資料。
一、 外交部聲明：外交部對於重大國際事務或國
際問題，如領土、主權爭議、國家承認、反
恐等議題所發表之政策性聲明。
二、 重要新聞：外交部説明外交政策內涵及工作
重點、宣傳外交具體成果，或針對重大時事
回應外界詢問、澄清媒體錯誤報導等事項所
發布之新聞。
三、 重要訪賓新聞：外交部就國外重要訪賓來華
訪問所發布之新聞。
四、 新聞參考資料：外交部就文化外交、公眾外
交、急難救助等議題所提供之背景資料，或
針對外交工作及新聞事件所提供之補充說
明。
本書所納編之文稿具時效性，內容可能已變
更或失效。倘欲引用請註明出處「外交部」及原
稿發布時間；如遇相關疑問，請向外交部洽詢最
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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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聲明

頁數

001

09/16

中華民國政府基於維護國家尊嚴，決定自即日起中
止與索羅門群島的外交關係

29

001
Eng.

Sep. 16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terminate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lomon Islands with immediate effect to
uphold national dignity

30

002

09/20

中華民國政府基於維護國家尊嚴，決定自即日起中
止與吉里巴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32

002
Eng.

Sep. 20

號次

發布日期

001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terminate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Republic of Kiribati with immediate
effect to uphold national dignity
重要新聞

33

01/01

中華民國與盧森堡度假打工協議即日起正式實施

37

001
Eng.

Jan, 1

Taiwan-Luxembourg working holiday arrangement
takes effect

38

002

01/01

美總統川普簽署聯邦參、眾兩院通過之「2018 年亞
洲再保證倡議法案」，外交部表示歡迎與感謝

39

002
Eng.

Jan, 1

MOFA welcomes enactment of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by US government

40

003

01/03

我國與美國明尼蘇達州簽署駕照互惠協議

41

004

01/04

我政府捐助 20 萬美元賑濟菲律賓烏斯曼風災復原工
作，體現臺菲友好情誼

42

005

01/04

歐盟再次展現支持兩岸維持現狀及致力推展臺歐關
係的立場，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感謝

42

006

01/05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跨黨派國會議員在中國發表
《告臺灣同胞書》後公開力挺我國，展現堅定友我
情誼

43

006
Eng.

Jan. 5

MOFA appreciates public messages of support from US
Congress Members following Chinese leader’s address
on cross-strait ties

43

008

01/07

美國聯邦參議員賈德納及魯比歐就中國領導人近日
發表對臺談話公開聲援我國，外交部表達歡迎與感
謝

44

008

Jan, 7

MOFA thanks US Senators Gardner and Rubio for

45

-3-

Eng.

publicly supporting Taiwan following recent remarks
by Chinese leader

009

01/08

外交部由衷感謝美國白宮國安會發言人馬吉斯支持
我國民主自由、堅決反對中國威脅臺灣

45

009
Eng.

Jan, 8

MOFA thanks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pokesman Marquis for supporting Taiwan and
rejecting Chinese threats

46

011

01/09

外交部誠摯感謝 44 名國際著名學者聯名發表「致臺
灣人民公開信」
，力挺蔡總統對抗中國威脅、捍衛民
主制度

47

012

01/10

我國同意開放加拿大青年於我國境內申請度假打工
簽證

47

012
Eng.

Jan, 10

Canadians now eligible for working holiday visa
application in Taiwan

48

013

01/11

我國與美屬維京群島簽署駕照相互承認協議，有助
旅外國人便利

49

014

01/11

英國會上、下兩院資深議員發表聯合聲明支持蔡總
統有關兩岸關係之談話，外交部深表謝意

50

015

01/14

歐洲議會及比利時國會友臺小組計 7 名資深議員分
別聯名致函歐盟外交高層及比國外長，支持蔡總統
有關兩岸關係談話，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感謝

50

016

01/15

英國蘇格蘭議會友臺小組共同主席領銜連署發表聲
明支持蔡總統有關兩岸關係之談話，外交部表達誠
摯謝意

51

018

01/17

外交部強烈譴責中國當局施壓蘋果等 66 家跨國企業
更改對我國標示，籲請相關國家抗拒中國蠻橫要求

52

018
Eng.

Jan, 17

MOFA condemns China for pressuri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change their designation of Taiwan, urges
related countries to reject China’s outrageous demands

53

019

01/18

臺灣農業投資公司在宏都拉斯成立子公司

54

020

01/20

德國外交部長馬斯公開表示不接受中國對臺任何軍
事威脅，並呼籲歐盟採取一致立場

55

022

01/24

我政府密切關注委內瑞拉政經情勢發展，樂願提供
必要的人道援助

55

023

01/25

英國外交部副部長 Lord Ahmad of Wimbledon 公開表
示反對中國對臺灣採取任何軍事威脅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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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01/25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新任駐臺大使艾芮瓊向外交部長
吳釗燮遞送到任國書副本

56

027

01/31

歐盟及歐洲議會共同支持自由民主臺灣，呼籲兩岸
維持現狀，並鼓勵兩岸進行對話，外交部對此表達
誠摯感謝

57

027
Eng.

Jan, 31

MOFA thanks EU for backing Taiwan, endorsing
cross-strait status quo

58

028

01/31

外交部歡迎我國廠商踴躍參加「2019 年亞銀商機博
覽會」

60

029

02/02

友邦及理念相近國家再次強力支持臺灣參與世界衛
生組織

61

030

02/03

外交部委託臺灣民主基金會於 108 年 3 月間舉辦「印
太區域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63

033

02/12

中華民國政府嚴正關切菲律賓政府強行將涉及電信
詐騙案之我國人遣送中國

63

034

02/14

美國「民主黨州主席協會」通過「臺灣關係法」立
法 40 週年相關決議文，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64

034
Eng.

Feb. 14

MOFA welcomes resolution by US-based Association
of State Democratic Committees marking 40th
anniversary of Taiwan Relations Act

64

037

02/20

立法院長蘇嘉全擔任蔡總統特使代表出席聖露西亞
獨立 40 週年紀念日慶典

65

038

02/20

155 位歐洲議會議員發表跨黨派友我聯合聲明，呼籲
兩岸維持現狀、以和平方式解決歧見及支持臺灣參
與國際組織，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感謝

66

039

02/20

外交部舉辦 108 年新春聯歡晚會與駐臺使節代表及
我國各界賓客共慶新春

67

040

02/21

外交部對歐洲議會首度就臺歐盟經貿關係舉行正式
公聽會，以推動洽簽臺歐盟雙邊投資協議表示歡迎
與感謝

68

041

02/23

世界行動通訊大會報名網站不當稱我，外交部表達
嚴正抗議

69

043

02/25

立法院長蘇嘉全以總統特使身分訪問聖露西亞出席
獨立紀念日活動，彰顯臺露穩固邦誼

70

046

02/28

中華民國政府肯定美國與北韓第二次高峰會談對推
動韓半島和平之努力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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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03/01

臺菲漁業技術工作小組第五次會議在菲律賓舉行完
竣，達成多項漁業合作共識，有助深化臺菲關係及
執法合作

72

049

03/04

臺日漁業委員會第 8 次會議將在東京召開

73

050

03/08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在東京舉行

73

054

03/12

外交部長吳釗燮在「洛杉磯世界事務協會」以「臺
灣：美國在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恆久夥伴」為題發
表演說，彰顯臺美長久情誼

74

055

03/12

我國任命首位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及我政府捐助美
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基金

75

055
Eng.

Mar. 12

Taiwan appoints first Ambassador at Large for religious
freedom, makes donation to U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Fund

76

056

03/14

北馬其頓共和國續予我國人免簽證待遇，外交部表
示歡迎

76

058

03/18

外交部頒贈外交之友貢獻獎予美國愛達荷州亞太區
辦事處顏銀德處長及美國路易斯安納州亞洲經貿辦
事處李忠文處長，表彰其等對促進臺美關係的卓越
貢獻

77

059

03/19

臺美成立「印太民主治理諮商」對話

78

061

03/25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 2 輪會議將在東京召開

79

063

03/26

2019 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首場活動「打擊公私部
門貪瀆國際研習營」正式展開

79

064

03/28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二輪會議在東京進行，雙
方同意仍將持續交涉

80

066

03/30

外交部肯定敘利亞民主軍在全球反制伊斯蘭國聯盟
支持下成功收復 ISIS 失地

80

066
Eng.

Mar. 30

MOFA commends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for
liberating Daesh-held territory with Global Coalition
support

81

068

03/31

外交部長吳釗燮致電斯洛伐克駐臺代表博塔文，祝
賀卡普托娃女士順利當選斯國總統

82

069

04/01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尼加拉瓜共和國政府免
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自 108 年 3 月 26 日起
生效

83

070

04/02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及國防部分別就中國軍機穿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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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臺海中線的挑釁舉措發表回應力挺臺灣，外交部
表達誠摯謝意
070
Eng.

Apr. 2

MOFA thanks Bolton, Pentagon for strong response to
Chinese fighter jets’ incursion into Taiwan Strait
median line

84

071

04/02

針對中國軍機對臺挑釁行徑，歐盟呼籲兩岸對話及
合作，外交部對歐盟持續關切臺海安全情勢表示感
謝

85

071
Eng.

Apr. 2

MOFA thanks EU for urging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expressing concern over cross-strait security following
incursion of Chinese fighter jets

86

072

04/08

蔡總統於「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前夕於美國華
府「戰略暨國際研究中心」等智庫合辦之研討會發
表視訊演說

87

074

04/09

我駐美各處串連舉行「臺灣日」活動，以行動展現
臺灣「暖實力」，獲美國各界人士熱烈響應

88

075

04/09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 3 輪會議將在東京召開

88

076

04/10

臺美共同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暨美國在台協會
成立 40 週年

89

077

04/11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三輪會議達成協議

90

078

04/12

2019 年印太安全對話研討會在臺舉行，聚焦探討臺
美夥伴關係在印太區域之積極作為

90

079

04/13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歐盟公開支
持臺灣有意義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91

080

04/13

我與美國簽署「臺美合作處理跨國父母擅帶兒童離
家瞭解備忘錄」

92

084

04/16

美國宣布新一批對臺軍售案，落實對臺安全承諾，
彰顯印太戰略堅實安全夥伴關係，外交部表達誠摯
謝意

93

085

04/16

女力經濟賦權高峰會及「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女力
經濟賦權國際研習營」在臺舉行，推動女性在經濟
上扮演重要角色

94

04/16

歐洲議會首度串連英、法、德三國國會友臺小組主
席聯名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呼籲促成臺灣出
席第 72 屆世衛大會，外交部對此表達歡迎及誠摯感
謝

95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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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04/16

我政府對法國巴黎聖母院大火表達關懷慰問

96

Taiwan government expresses concern and sympathy
over Notre Dame Cathedral fire

97

04/17

外交部代表政府及民間企業捐贈美國羅德島州 6 艘
龍舟，深化臺美文化交流及公眾外交效益

97

04/17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印尼順利舉行大選

98

090

04/19

外交部誠摯感謝英國會上下兩院資深議員 4 月 18 日
發表聯合聲明嚴重關切中國兩架軍機三月底刻意逾
越臺灣海峽中線

99

094

04/24

外交部長吳釗燮以總統特使身分率團訪問友邦史瓦
帝尼王國出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 51 歲壽誕慶典活動

100

095

04/26

外交部自 108 年 6 月 1 日起開放史瓦帝尼王國持普
通護照人士來臺停留 90 日免簽證措施

100

097

04/28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訪問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出席該國獨立 40 週年慶典

101

099

04/30

「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抗藥性結核病計畫管理國際
研習營」在臺北舉行，展現臺灣協助區域建立防疫
網絡的努力與貢獻

102

101

05/01

立陶宛、拉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國會近 90 名議員
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支持我參加世界衛生大
會，外交部表達誠摯謝意

103

102

05/01

美國聯邦參議院通過「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
行臺灣關係法之承諾」決議案，外交部表達誠摯謝
意

103

102
Eng.

May. 1

MOFA thanks US Senate for adopting resolution
reaffirming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104

103

05/02

世界醫師會等三個國際知名醫衛組織強力支持臺灣
參與世界衛生大會，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106

106

05/06

外交部強烈譴責中國蠻橫阻撓臺灣出席世界衛生大
會

107

106
Eng.

May. 6

MOFA strongly condemns China’s unjustifiable
interference with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108

107

05/08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聯邦眾議院一致同意通過
「2019 年臺灣保證法案」及「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
及對執行臺灣關係法之承諾」決議案

109

087
Eng.

Apr. 17

088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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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05/09

我國與美國印第安納州簽署駕照互惠協議

110

109

05/09

敦睦艦隊赴訪索羅門群島

111

110

05/09

外交部誠摯感謝日本、德國及澳大利亞公開力挺我
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112

111

05/10

加拿大、法國、歐盟、德國、義大利及祕魯等國接
連公開力挺臺灣出席世界衛生大會，支持我案力道
日盛，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113

112

05/11

捷克眾議院友臺小組主席班達等 55 位議員聯名致函
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高度支持我參與 2019 年世界
衛生大會，外交部表達誠摯謝意

114

113

05/11

秘魯國會跨黨派友我議員聯署支持我國參與世界衛
生大會，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115

115

05/15

我國與歐盟舉行第二屆人權諮商，議題廣泛多元，
彰顯雙方共享民主、人權及法治價值

115

115
Eng.

May. 15

Taiw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old 2nd Human
Rights Consultations

116

116

05/15

厄瓜多國會友臺小組 14 位議員聯名致函世界衛生組
織幹事長，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118

117

05/16

我駐歐洲各館處同步舉辦「與臺灣同行」健走活動，
歐洲各國政要熱情參與，共同發聲支持我參與世界
衛生大會

119

118

05/17

歐洲多國政要強力聲援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外交
部表示誠摯感謝

120

119

05/17

外交部及衛福部首度聯合召開記者會，展現臺灣爭
取參加世界衛生大會的決心

121

120

05/17

外交部誠摯感謝拉美國家智利、墨西哥、阿根廷及
哥倫比亞四國國會友我議員聯署支持我參與本年
「世界衛生大會」推案

122

121

05/18

中華民國政府誠摯祝賀澳洲順利完成國會大選

123
123

121
Eng.

May. 18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congratulates
Australia on conclusion of it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122

05/19

踏實外交：在嚴峻挑戰中捍衛國家主權及爭取全民
利益

124

124

05/20

外交部誠摯感謝 14 個友邦向世界衛生組織提案，要
求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參加 2019 年世界衛生大會

127

125

05/20

我舉辦世衛行動團歡迎酒會，國際友人踴躍出席表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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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強力支持
126

05/21

捷克及斯洛伐克重量級國會議員及政要分別聯名致
函世界衛生組織，強力支持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127

05/21

四友邦代表在世界衛生大會總務委員會及全會強力
為友我提案執言，外交部表示誠摯謝意

130

128

05/23

監察院江綺雯委員及仉桂美委員召開記者會就日本
大阪風災事件所做調查報告部分結論，外交部難以
認同並表遺憾

132

129

05/24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印度順利完成第 17 屆國會大選

133

129
Eng.

May. 24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congratulates
Republic of India on conclusion of 17th Lok Sabha
election

133

130

05/24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秘魯國會外交
委員會主席卡拉瑞達，表彰其致力促進臺秘實質關
係

134

131

05/25

外交部宣布「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將更名為「台
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象徵臺美關係緊密，意義非凡

135

132

05/25

臺俄定期直航班機復航，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親
赴機場歡迎首航班機乘客抵臺，再啟臺俄航空交流
新頁

136

137

05/28

臺美日再度在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下合辦「網路安
全與新興科技國際研習營」
，深化跨國資安合作能量

137

138

05/28

外交部長吳釗燮伉儷應邀訪問我加勒比海友邦聖克
里斯多福及尼維斯、聖文森國及聖露西亞，提升雙
邊邦誼與合作關係

138

139

05/30

2019 年國際支持力道空前，外交部對推動參與世界
衛生大會的前景深具信心

138

143

06/06

「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自本 108 年 6 月 6 日起更
名為「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並舉行隆重揭牌典禮

141

147

06/11

外交部正式啟動「2019 年國際青年菁英領袖研習
班」
，強化美國及加拿大青年領袖對臺灣的瞭解與友
誼

142

150

06/19

我與波蘭簽署《臺波刑事司法合作協定》

143

151

06/19

銓敘部審查通過駐大阪辦事處蘇故總領事因公撫卹
案

144

152

06/20

俄羅斯政府為促進與臺灣交流，發布公告將臺灣納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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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入海參崴自由港電子簽證適用名單
153

06/21

我國與美國紐澤西州簽署駕照互惠備忘錄

145

156

06/27

臺灣自歐盟「打擊非法、未報告及不受規範漁業不
合作國家警告名單」中除名，外交部表示肯定與歡
迎

146

158

07/02

外交部宣布自 108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9 年 7 月 31 日
止繼續試辦泰國、汶萊、菲律賓及俄羅斯國民來臺
免簽證措施

146

158
Eng.

Jul. 2

MOFA announces one-year extension of trial visa-free
entry from August 1, 2019 to July 31, 2020 for
nationals from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Brunei and
Russia

147

160

07/09

我政府感謝美國政府宣布新一批有關戰車及飛彈等
對臺軍售案

148

161

07/09

我國順利加入「南印度漁業協定」
，有助確保我國漁
民權益

149

162

07/11

立法院長蘇嘉全以總統特使身分出席吉里巴斯共和
國獨立 40 週年慶典，見證兩國堅實邦誼

150

164

07/16

我國再度應邀參加美國國務院第二屆「促進宗教自
由部長級會議」

151

167

07/26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駐台北以色列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游亞旭睦誼外交獎章

151

170

08/01

外交部長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智利梅薩眾議員，表
彰其促進臺智關係的卓越貢獻

152

172

08/05

「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第 83 屆理事會暨第 49 屆
年會將於臺北舉行

153

174

08/07

「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第 83 屆理事會暨第 49 屆
年會在臺北順利舉行

154

175

08/07

外交部長吳釗燮感謝各國代表團出席「亞太國會議
員聯合會」第 83 屆理事會暨第 49 屆年會

155

176

08/07

我國與諾魯共和國簽署「刑事司法互助條約」
，強化
兩國共同打擊跨國犯罪合作機制

156

180

08/15

外交部長吳釗燮率團抵達吐瓦魯出席 108 年度「太
平洋島國論壇」相關會議與活動

157

181

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在「太平洋島國論壇」會議期間與
索羅門群島總理舉行雙邊會談情形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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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索羅門群島外長馬內列簽署臺索
兩國國民互免簽證措施協定

158

183

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率團參加第 50 屆太平洋島國論壇及
第 27 屆「臺灣/中華民國與 PIF 國家對話會議」，成
果豐碩

159

184

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第 27 屆「臺灣/中華民國與 PIF
國家對話會議」簡報我國成立的 PIF 特別醫療基金年
來執行情形，成效廣獲南太平洋友邦肯定

160

185

08/16

外交部尊重監察委員的調查權，惟就「外交部有關
外派人員進用資格問題」調查報告內容與事實不
符，外交部無法接受

160

186

08/17

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紀念「臺灣關係法」
立法 40 週年友臺決議案，外交部表示誠摯謝意

162

187

08/19

外交部舉辦「凱達格蘭論壇：2019 亞太安全對話」，
聚焦討論區域國家的海權擴張議題

163

188

08/21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厄瓜多國會第一副議長索羅薩
諾等 14 名厄國國會友臺小組議員睦誼外交獎章

163

189

08/21

外交部長吳釗燮以總統特使身分赴帛琉出席故總統
老雷蒙傑索的葬禮致哀

164

190

08/23

中華民國政府持續推動參與聯合國案，促請國際社
會正視臺灣人民對參與聯合國體系的堅定期盼

165

190
Eng.

Aug. 23

R.O.C government announces details of 2019 campaign
for UN participation

166

191

08/24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中美洲友邦瓜地馬拉共和國新任
正、副總統當選人

167

192

08/25

我國洗錢防制成果獲「亞太防制洗錢組織」2019 年
年會通過調升我國評鑑結果為最佳等級，外交部表
示欣慰

168

195

08/26

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於 8 月 22 日至 24 日在
加州舊金山舉行夏季會議，會中通過紀念「臺灣關
係法」立法 40 週年的友臺決議案，彰顯民主黨對臺
美關係的堅定支持，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歡迎與感
謝

169

197

08/31

我國將配合國際制裁北韓行動偵辦涉及資助北韓的
我國公司及個人

170

202

09/12

外交部長吳釗燮向華府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發表專題演講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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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09/12

臺美「印太民主治理諮商」首屆對話圓滿完成，雙
方將共同在印太地區推廣人權、民主及良善治理等
共享價值

171

204

09/13

俄羅斯公布我國人 108 年 10 月將享有聖彼得堡市及
列寧格勒州的電子簽證待遇，外交部表示歡迎

172

205

09/13

外交部針對索羅門群島政府跨黨派小組報告說明

173

205
Eng.

Sep. 13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larification on the
Solomon Islands bipartisan Task Force report

174

206

09/14

臺美簽署「有關部分領事職權瞭解備忘錄」

175

207

09/15

我國政府持續籌組農產品貿易赴美友好訪問團促進
臺美經貿交流

176

210

09/18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致函聯合國秘書長，強力表達
支持我國參與聯合國

176

210
Eng.

Sep. 18

MOFA thanks diplomatic allies for submitting letters to
UN Secretary-General in support of Taiwan’s UN
participation

177

211

09/18

外交部肯定菲律賓馬尼拉地方法院宣判廣大興 28 號
漁船案 8 名涉案菲國人員殺人罪成立，判處 8 年至
14 年範圍的刑度

179

212

09/18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所
長若林正丈教授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180

213

09/19

外交部與交通部召開聯合記者會宣示政府推動參與
國際民航組織的努力與決心

181

217

09/24

我駐紐約辦事處處長徐儷文大使獲邀出席聯合國總
部舉行的「全球呼籲保護宗教自由」活動

182

218

09/24

國際支持我國參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的動能持續加
強，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182

220

09/27

針對聯合報 27 日報導「外交部、國安會沒人買菸？
破功」惡意影射外交部同仁涉入私煙案，外交部嚴
正澄清

184

221

09/27

臺美官員共同出席美國「戰略暨國際研究中心」舉
辦「臺灣協助拉丁美洲暨加勒比海發展之角色」研
討會

185

222

09/27

外交部對沙烏地阿拉伯對我國人開放觀光電子簽證
事表達歡迎

186

223

09/27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特種外交獎章予日本台灣交流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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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台北事務所代表沼田幹夫
225

09/29

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首度移師帛琉舉辦「2019 南島
語言復振國際論壇」

226

10/01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路兒 Icyang·Parod 以總
統特使身分出席帛琉共和國獨立 25 週年慶典

189

228

10/02

政府及民間共同努力推動參與聯合國案，獲國際廣
泛支持、動能持續提升，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189

228
Eng.

Oct. 2

MOFA expresses gratitude for broad international
momentum behind bid by Taiwan’s government and
people for UN participation

191

229

10/02

友邦及友我國家在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期間發言助
我，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並嚴正駁斥中國的「一
個中國」謬論

194

229
Eng.

Oct. 2

MOFA thanks diplomatic allies, friendly nations for
voicing support of Taiwan at ICAO Assembly,
condemns erroneous “one China” narrative peddled by
China

196

230

188

10/05

臺美首次「太平洋對話」將在臺北舉行

198

230
Eng.

Oct. 5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set to hold inaugural Pacific
Islands Dialogue in Taipei

199

231

10/05

國際支持臺灣推動參與國際民航組織的動能及聲量
顯著提升，外交部深感鼓舞，將繼續與交通部民航
局等單位共同積極推案

200

231
Eng.

10/05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aiwan’s ICAO participation
gains momentum in face of China’s obstruction

202

232

10/07

我國舉辦「玉山論壇」，預計將有美國、加拿大、日
本、印度、韓國新南向國家等 12 國意見領袖及學者
專家共襄盛舉

205

233

10/07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美國國務院亞太局主管澳紐暨太
平洋事務副助卿孫曉雅等人主持首屆臺美「太平洋
對話」開幕式

206

236

10/07

臺美首屆「太平洋對話」圓滿結束

207

240

10/08

第 3 屆「玉山論壇」開幕盛大舉行，第一天會議成
果豐碩

208

243

10/10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美國聯邦參議員賈德納聯名撰擬
專文刊登於美國「國會山莊報」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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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10/10

荷蘭眾議院全院表決通過支持臺灣國際參與的動
議，外交部表達誠摯謝意

211

245

10/10

中華民國（臺灣）108 年國慶酒會在臺北賓館隆重舉
行，各國政要及歸國僑胞雲集同賀國慶

212

246

10/10

教宗方濟各向蔡英文總統申致國慶賀忱，外交部表
示誠摯感謝

213

247

10/13

瑞典外交部向國會提交對中國議題的政策報告，強
調依據歐盟整體策略，應與臺灣持續發展關係，外
交部對此表示肯定

214

248

10/14

外交部對日本遭受哈吉貝颱風侵襲表達誠摯慰問

215

250

10/17

歐洲議會、德國、法國、英國等國會友臺小組共同
倡議的「福爾摩沙俱樂部」正式成立，外交部至表
歡迎

215

251

10/17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拜會捷克參議院，與相關參
議員深入交換意見

216

252

10/18

我國祝賀馬紹爾群島當選聯合國人權理事會成員國

217

253

10/18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行政部門致函美國 500 大企業
鼓勵強化與臺灣往來

218

254

10/18

外交部歡迎美國繼續指定我國為免簽證計畫成員

219

255

10/19

2019 年推動參與國際刑警組織獲得空前強勁的國際
支持，外交部深感鼓舞並表達誠摯感謝

219

255
Eng.

Oct. 19

MOFA greatly appreciative of, encouraged by
unprecedented level of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this year

222

259

10/21

外交部竭誠歡迎「國際基督徒海事協會」首次在臺
灣舉辦世界會議

225

261

10/23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加拿大政府順利完成聯邦大選

226

263

10/25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演說提及民主
臺灣展現更好的途徑

226

267

10/28

外交部順利舉辦「2019 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培訓計
畫」在臺階段課程開訓典禮

227

268

10/29

外交部長吳釗燮率團訪問巴拉圭

228

269

10/30

第 44 屆臺日經濟貿易會議在日本東京舉行

229

270

10/30

第 3 屆臺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將在東京舉行

229

10/31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於 108 年 11 月 5 日至 7 日率
團訪問吐瓦魯國

230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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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10/31

第 3 屆臺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順利在日本舉行

230

273

10/31

外交部歡迎土耳其將我國人電子簽證提昇為多次入
境，改善我國人簽證待遇

231

274

11/03

泛歐自由黨派聯盟年會通過決議案譴責中國企圖影
響我國大選，呼籲歐洲支持臺灣對抗假訊息以維護
民主，外交部對此表示肯定與感謝

232

275

11/08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台北市美國商會資深總監沙蕩
睦誼外交獎章

233

280

11/19

義大利威尼斯市遭遇重大洪災，外交部向義方表達
關心並樂願提供協助

233

281

11/20

臺灣、美國、日本、澳洲在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下
共同辦理「印太區域良善能源治理研討會」

234

284

11/23

教宗方濟各於飛越我國飛航情報區時向蔡總統及我
國人民發電致意

235

286

11/24

對於若干在野黨人士在王立強一案惡意中傷外交
部，外交部深表遺憾

235

287

11/25

外交部對於澳洲蒙納士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家博的辭
世至感不捨與哀悼

236

288

11/29

外交部對於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辭世深表哀悼

236

289

12/02

第四屆「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順利舉行

237

290

12/04

歐洲議會外委會通過決議案，關切外國專制政權透
過假訊息等手段威脅亞洲民主，並重申支持臺灣參
與國際組織，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感謝

238

291

12/06

我政府捐贈 10 萬歐元協助義大利威尼斯災後整建

238

295

12/13

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聯合委員會議圓滿成功

239

296

12/13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英國完成國會大選

240

298

12/16

我國與荷蘭 16 日簽署青年度假打工瞭解備忘錄，自
109 年 4 月 1 日生效實施，進一步擴展臺歐青年交流
機制

240

299

12/16

我國結合公私部門參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5 屆締約方大會，為臺灣有力發聲、展現優異能量

241

300

12/17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中美洲友邦宏都拉斯新任駐臺
大使寶蒂絲妲呈遞到任國書副本

243

301

12/19

部長頒贈外交之友貢獻獎章予嘉義基督教醫院及長
庚醫院魏福全醫師

244

302

12/21

外交部對美國參、眾兩院審議通過，及川普總統簽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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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美國「2020 會計年度國防授權法案」表達誠摯感
謝
外交部 2019 年年終工作回顧：踏實外交成果豐碩、
共享價值捍衛民主自由
重要訪賓新聞

303

12/26

號次

發布日期

007

01/07

諾魯共和國總統瓦卡率團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
迎

257

010

01/08

外交部誠摯歡迎義大利國會友臺協會副主席迪邁優
等三位眾議員訪問臺灣

257

017

01/16

加拿大國會議員應邀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258

021

01/21

友邦駐聯合國常任代表及副常任代表訪問團應邀訪
臺，展現對我參與聯合國體系的堅定支持

259

025

01/27

外交部誠摯歡迎友邦巴拉圭國會暨參議院議長歐斐
拉再次率團訪臺

259

026

01/29

美國「傳統基金會」創辦人佛訥博士訪臺合作舉辦
「2019 年經濟自由度報告」海外發表會

260

031

02/09

外交部誠摯歡迎教廷萬民福音部助理秘書長兼宗座
傳信善會主席達托索總主教來臺訪問

261

031
Eng.

Feb. 9

MOFA welcomes visit by Archbishop Giampietro Dal
Toso

262

032

02/11

外交部誠摯歡迎加拿大前主管亞太事務國務部長喬
高應邀訪臺

263

035

02/17

史瓦帝尼王國經濟企畫暨發展部長吉納夫婦應邀訪
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263

036

02/17

外交部誠摯歡迎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朗根率團訪
臺

264

036
Eng.

Feb. 17

Chairman Werner Lange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aiwan Friendship Group leads EP
delegation to Taiwan

265

042

02/24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札杜莉閣下
應邀率團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267

044

02/25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魏爾胥率團訪
臺

267

045

02/28

教廷萬民福音部長費洛尼樞機主教以教宗方濟各特
使身分訪臺出席「第四屆全國聖體大會」
，外交部表
達誠摯歡迎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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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048

03/04

外交部誠摯歡迎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會議長凱迪率
團訪問臺灣

269

051

03/10

外交部歡迎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朗貝克
訪臺

270

052

03/11

外交部歡迎瓜地馬拉共和國第一副議長阿雷賀斯訪
臺

270

053

03/11

外交部歡迎宏都拉斯共和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政務
次長巴拉翁納夫婦訪臺

271

057

03/17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衛生部長恩蔻希應邀率團訪臺，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271

060

03/25

外交部誠摯歡迎加拿大聯邦眾議院助理副議長羅塔
率團訪臺

272

062

03/25

歐洲各國地方城市首長、相關政要及專家應邀訪臺
參加智慧城市論壇，以促進城市人文交流，外交部
表達誠摯歡迎

273

062
Eng.

Mar. 25

MOFA welcomes European mayors, politicians, experts
to Taipei’s 2019 Smart City Summit & Expo

273

065

03/29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國務院國際組織局副助理國務
卿庫克來訪

275

067

03/31

外交部歡迎宏都拉斯共和國第一夫人葉安娜訪臺

275

073

04/09

外交部歡迎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副助卿米
德偉訪臺

275

081

04/13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羅德島州副州長麥丹尼率團訪
臺

276

082

04/14

外交部對盧森堡跨黨派國會議員訪問團應邀訪臺表
達誠摯歡迎

277

082
Eng.

Apr. 14

MOFA welcomes cross-party delegation of
Luxembourg parliamentarians

277

083

04/15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總理哈里斯率團訪臺，外交
部表達誠摯歡迎

278

091

04/22

外交部歡迎貝里斯國會參議院議長鄭經緯率團訪臺

279

092

04/22

外交部歡迎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希
克斯率團訪臺

280

093

04/22

外交部歡迎美國農業部農產品貿易團首度訪臺

281

04/28

外交部歡迎美國聯邦參議院昆斯及何珊兩位參議員
訪臺

281

096

- 18 -

098

04/30

外交部誠摯歡迎瓜地馬拉共和國總統莫拉雷斯伉儷
應邀率團訪臺

282

100

04/30

外交部誠摯歡迎吐瓦魯國總理索本嘉閣下伉儷來臺
訪問

282

104

05/03

外交部竭誠歡迎比利時聯邦參議院議長波齊伉儷訪
臺

283

104
Eng.

May. 3

MOFA welcomes visit by Belgian Senate President
Jacques Brotchi

284

105

05/06

外交部誠摯歡迎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外交暨航空
部長兼尼維斯島行政首長布蘭特利應邀率團訪臺

285

114

05/13

奈及利亞聯邦共和國十字河州州長阿雅典率團訪
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286

123

05/19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商工貿易部長庫馬羅
一行 3 人訪臺

286

133

05/27

外交部竭誠歡迎宏都拉斯共和國副總統阿瓦拉朵閣
下訪臺

287

134

05/28

聖露西亞檢察總長朱立恩暨夫人訪臺，外交部誠摯
歡迎

288

135

05/28

外交部歡迎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博多黑率
議員團訪臺

289

136

05/28

外交部誠摯歡迎英國國會上議員貝梭勳爵訪臺

289

140

05/30

外交部歡迎美國務院資深顧問蘿倫斯來臺參加首屆
「臺美合作處理跨國父母擅帶兒童離家聯合委員
會」

290

141

05/30

外交部歡迎美國聯邦參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
席賈德納一行訪臺

291

142

06/04

外交部誠摯歡迎斯洛伐克國會副議長尼蔻森諾娃率
團訪臺

291

144

06/10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自民黨國會議員珂璐率團訪臺

292

145

06/10

外交部誠摯歡迎中美洲議會議長艾瑪雅率團訪臺

293

146

06/10

外交部誠摯歡迎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交暨貿易部長
席克率團訪臺

293

148

06/13

外交部歡迎聖露西亞教育、創新、性別關係暨永續
發展部長芮格柏及次長查爾絲訪臺

294

149

06/18

瓜地馬拉共和國外交部次長艾斯特拉達夫婦一行應
邀訪臺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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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06/24

外交部歡迎貝里斯國家安全部長薩廸瓦率團訪臺

295

155

06/25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西北大學校長夏碧洛率團訪臺

296

157

07/02

外交部歡迎貝里斯總督楊可為率團訪臺

296

159

07/05

帛琉共和國副總統兼司法部長歐宜樓率團訪臺，外
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297

163

07/13

外交部誠摯歡迎巴拉圭環境及永續發展部長歐緯陀
夫婦訪問臺灣

298

165

07/17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財政部主管國際市場代理助理
部長蘇騏訪臺

298

166

07/21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資通訊暨科技部長席
肯妮娑公主率團訪臺

299

168

07/28

外交部誠摯歡迎英國國會上議院資深議員德蘇莎女
爵一行訪臺

299

169

07/29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加州州眾議長藍道安應邀率團
訪問臺灣

300

171

08/03

外交部誠摯歡迎巴拉圭最高法院希梅內茲院長夫婦
訪問臺灣

301

173

08/06

外交部誠摯歡迎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理龔薩福率團
訪問臺灣

301

177

08/11

英國高階智庫專家團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302

178

08/11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公共工程暨運輸部長
恩端兌酋長 2 位訪賓抵臺

303

179

08/12

外交部誠摯歡迎貝里斯投資貿易部長潘崔西率團訪
問臺灣

304

193

08/26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密西西比州州長布萊恩率團訪
臺

305

194

08/26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聯邦交通部政務次長畢爾格率
團訪臺

305

196

08/27

外交部歡迎立陶宛及拉脫維亞國會議員團訪臺

306

198

09/01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及
資通訊暨科技部兩部政務次長一行 3 人訪臺

306

199

09/07

外交部竭誠歡迎索羅門群島外交部長馬內列等人訪
問臺灣

307

200

09/09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暨勞工局代
理助卿巴斯比率團訪臺

308

201

09/11

外交部歡迎巴拉圭高等戰略研究院訪團來臺訪問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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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09/15

外交部誠摯歡迎英國國會上議院副議長羅根勳爵率
團訪臺

309

209

09/17

外交部歡迎「第 9 期外交遠朋進階西班牙語班」學
員來臺參訓

310

214

09/23

外交部歡迎聖露西亞國安部長法蘭西斯率團訪臺

311

215

09/23

外交部歡迎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席塞沙里尼議
員一行 6 人訪臺

312

216

09/23

外交部歡迎巴拉圭參議院原住民委員會主席阿芭蓮
嘉訪臺

312

219

09/24

外交部誠摯歡迎斯洛伐克特納瓦省省長維酷比率團
訪臺

313

224

09/28

外交部竭誠歡迎帛琉總統雷蒙傑索與諾魯總統安格
明特別安排自美國抵臺轉機

314

227

10/02

外交部歡迎英國國會上議員歐騰勳爵一行 3 人訪問
臺灣

315

234

10/07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總理戴安伯伉儷率團
訪臺並出席我國慶典禮

315

235

10/07

外交部誠摯歡迎貝里斯副總理兼教育部長法博率團
訪臺

316

237

10/08

外交部誠摯歡迎聖露西亞查士納總理率團訪臺

317

238

10/08

外交部歡迎瓜地馬拉共和國副總統卡培拉伉儷率團
訪臺

318

239

10/08

外交部竭誠歡迎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國會議長柏
金斯率團訪問臺灣

318

241

10/09

外交部誠摯歡迎巴拉圭共和國副總統韋拉斯格斯伉
儷訪臺

319

242

10/09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聯邦參議員克魯茲訪問臺灣

320

249

10/15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訪臺

320

256

10/20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愛達荷州長李睿德率團訪問臺
灣

321

257

10/20

外交部誠摯歡迎瓜地馬拉共和國總統當選人賈麥岱
率團訪臺

322

258

10/20

外交部誠摯歡迎荷蘭國會及智庫訪問團應邀來訪

322

260

10/22

外交部歡迎巴拉圭上巴拉納省省長龔薩雷斯伉儷訪
臺

323

262

10/24

外交部誠摯歡迎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海妮伉儷訪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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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臺灣
264

10/26

外交部誠摯歡迎盧森堡重量級國會議員蕾汀率團訪
臺

265

10/27

外交部誠摯歡迎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凱勒議員等
人訪問臺灣

325

266

10/28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巴伐利亞邦議會訪問團應邀來
訪

326

276

11/11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奧克拉荷馬州副州長兼參議會
議長平聶率團訪臺

327

277

11/16

外交部誠摯歡迎吐瓦魯國外交部長柯飛伉儷訪問臺
灣

328

278

11/18

外交部歡迎西班牙眾議員團訪臺

329

279

11/19

外交部誠摯歡迎世界貿易組織農業處處長凱西訪問
臺灣

329

282

11/22

外交部誠摯歡迎義大利國會參議員錢益友等人來訪

330

283

11/23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聯邦眾議員佛羅瑞斯及瑞森紹
爾訪問臺灣

330

285

11/24

外交部誠摯歡迎比利時國會友臺小組共同主席哈斯
肯眾議員率團訪臺

331

292

12/09

外交部歡迎美國商務部主管全球市場助理部長史宜
恩訪問臺灣

332

293

12/12

外交部歡迎法國參議院副議長莫蘇里訪團一行 5 人
訪臺

332

294

12/13

外交部誠摯歡迎諾魯共和國總統安格明伉儷訪問臺
灣

333

297

12/16

外交部誠摯歡迎南非共和國印卡塔自由黨黨魁荷拉
比薩率團訪問臺灣

334

號次

發布日期

外交部新聞參考資料

001

01/11

外交部首度舉辦假訊息防制講座，強化外交人員新
聞識讀及破假能力

335

002

01/20

外交部積極透過新媒體發聲，國際文宣活潑接地氣

336

003

01/21

外交部舉行 107 年度外交小尖兵代表團出訪授旗典
禮暨行前記者會

337

004

01/23

德國媒體讚譽臺灣為民主燈塔，呼籲國際社會點亮
燈塔

338

005

01/26

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歡迎臺北市光仁國小管弦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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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樂團訪問比國舉辦音樂會，臺比音樂交流譜新章
006

01/28

外交部誠摯歡迎沙烏地阿拉伯高中資優生來臺研習
智慧科技課程

007

01/29

外交部 108 年春節賀歲短片首度由年輕基層同仁擔
綱串連演出，呈現外交部「日不落部」的工作型態
與成果

341

008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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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交部聲明

第 001 號

2019/09/16

中華民國政府基於維護國家尊嚴，決定自即日起中止與索羅門群
島的外交關係
索羅門群島政府本（16）日在內閣會議中通過決議，轉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立外交關係。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對此一決定
至為遺憾並予強力譴責。政府並宣布，自即日起中止與索羅門群
島的外交關係，全面停止雙邊合作計畫，立即撤離我大使館、技
術團及臺灣衛生中心人員。我方並要求索羅門也立即撤離其政府
駐臺人員。
索國蘇嘉瓦瑞總理於本（108）年 4 月執政後，對外宣稱將基
於國家整體利益以及合法透明等原則，重新檢視包括臺索邦誼在
內的對外關係，也公開說明，將參考四份政府機關報告以及向公
民團體廣徵民意後作出決定。在本年 8 月，蘇嘉瓦瑞總理與外交
部吳釗燮部長進行雙邊會談時，也重申此一立場。但蘇嘉瓦瑞總
理及索國內閣最後只依據一份由立場偏頗的「跨黨派小組」所提，
內容造假不實的報告，就作出重大外交決議，違背自己的公開承
諾，也完全罔顧臺索兩國 36 年來豐碩合作成果。相信多數索國人
民難以接受這種毫無誠信可言的決策。
中國政府再次透過金錢外交手段，承諾華而不實的鉅額援
助，收買少數政客，並讓索國政府趕在中國國慶前通過決議與我
斷交，目的就是在打擊臺灣，傷害臺灣人民，一點一滴壓縮、消
滅臺灣主權。中國政府這次更刻意在我總統及立法委員大選前進
行攻擊，影響我國選舉的企圖昭然若揭。對於中國政府這種打擊
臺灣的行徑，政府予以強力譴責，並呼籲臺灣人民：堅持主權，
堅持自由民主理念，堅持走向國際，並堅持作為世界良善力量。
臺灣在國際上從未因一次的挫折而低頭，也不會因一次的打
擊而潰敗。我們會越挫越勇，讓國際社會更加認清，相對於威權
擴張主義者，位於民主最前線的臺灣，會屹立不搖的作爲全球的
模範生。
政府也鄭重呼籲國際社會，認清中國威權主義還在擴張中，
對外輸出債務陷阱沒有減緩，在印太區域攻城略地的戰略行動也
還一波波。所有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國家已經沒有選擇，只有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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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攜手，為維護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和穩定繁榮，及捍衛民主人
權價值而努力。
（E）

No. 001

September 16, 2019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terminate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lomon Islands with immediate effect to uphold national
dignity
The Cabinet of the Solomon Islands government reached a decision
September 16 to switch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the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finds this decision extremely regrettable and strongly
condemns it. The government hereby declares the termin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lomon Islands with immediate effect, the
end of all bilateral cooperative projects, as well as the recall of the
staff of its Embassy, technical mission, and medical mission stationed
in Solomon Islands. The Taiwan government also demands that
Solomon Islands immediately recall its government personnel from
Taiwan.
After taking office in April this year, Solomon Islands Prime Minister
Manasseh Sogavare announced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untry’s
external relations, includ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based
on principles of overall national interest, lawfulness and transparency.
He publicly stated that the Solomon Islands government would refer
to four reports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as well as public opinion
expressed by civil organizations, before coming to a final decision.
During bilateral talks with Foreign Minister Jaushieh Joseph Wu this
August, Prime Minister Sogavare reiterated this position. However,
Prime Minister Sogavare and his Cabinet ultimately made this critical
diplomatic move based solely on a highly biased, so-called
“Bipartisan Task Force” report, which is full of fabrications and
blatant misinformation. Prime Minister Sogavare has not only broken
his own public promise, but also disregarded the fruits of the 3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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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Solomon Islands. Taiwan believe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Solomon Islanders will find the decision
unacceptable since it completely lacks credibilit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once again resorted to dollar diplomacy
and false promises of large amounts of foreign assistance to buy off a
small number of politician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Solomon Islands adopted a resolution to terminate relations with
Taiwan before China’s National Day on October 1. Beijing’s purpose
is to diminish Taiwan’s international presence, hurt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gradually suppress and eliminate Taiwan’s sovereignty. It
is absolutely evident that China, through this case, deliberately seeks
to influence Taiwan’s upcoming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 government strongly condemns China’s attempts to suppress
Taiwan, and calls on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continue to uphold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champion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reach ou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erve as a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Taiwan has never capitulated under any setback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Nor has it ever been defeated by any attempt at suppression.
The more challenges Taiwan has faced, the more determined it has
become.
Taiwan has show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faced with the
expansionism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t will stand firm on the
frontlines of democracy and remain staunchly committed to serving as
an example to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olemnly urg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cognize China’s continued efforts to expand its
authoritarianism, set debt traps for other countries, and fulfill its
strategic goals and gain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rough a
wide array of aggressive actions.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unite together to maintain a free, open, stabl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and jointly defend the shared valu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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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

第 002 號

2019/09/20

中華民國政府基於維護國家尊嚴，決定自即日起中止與吉里巴斯
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吉里巴斯共和國政府本（20）日正式通知我方，與我國斷絕
外交關係。對吉國政府不顧多年來中華民國（臺灣）政府的多方
協助與情誼，我方至感遺憾並予強力譴責。政府也宣布，自即日
起中止與吉里巴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全面停止雙邊合作計畫，
並立即撤離大使館、技術團及衛生中心人員。我方也要求吉國立
即撤離其政府駐臺人員。
吉里巴斯馬茂總統及執政黨部份人士一直對中國存有幻想，
馬茂總統於 2016 年上臺後仍與中國有經常性互動。近來，中國政
府也藉由漁業公司或以其他商業投資為藉口，長駐吉國，滲透吉
國政界並擴展其影響力。近期馬茂總統更曾向我索求高額贈款以
購買民航客機，我雖願協助吉國發展嘉惠人民的民生建設，但由
於援贈營利用途的商用民航機並不符合我「國際合作發展法」的
立法精神，政府在考量我國的財政能力後，建議以優惠商業貸款
方式協助，但不為吉方接受。我方情資顯示，中國政府已承諾提
供贈款供吉國採購多架民航機與商用渡輪等，誘使吉國外交轉向。
中國政府接續策動我國友邦與我斷交，最主要目的，就是藉
打壓並限縮臺灣國際空間，逼迫臺灣人民接受「一國兩制」
，接受
中國為臺灣在國際上的宗主國，最終完全消滅臺灣主權。但絕大
多數臺灣人民已經明確表達，我們絕不接受「一國兩制」
，政府會
更加堅定國家主權立場，我們不會在中國政府外交攻勢下，在主
權立場上有任何退讓。政府再次強調，中國一再打壓我國際空間，
並不會改變臺灣存在的事實，也無法嚇阻臺灣人民堅持追求民主
自由的生活方式。政府除了努力維繫與其他邦交國的關係，也會
持續開拓與友好民主國家的關係，並且以有意義貢獻的方式，在
國際社會上爭取更多的友誼與支持。
我們再次強調，中華民國（臺灣）是一個民主的主權獨立國
- 32 -

家，臺灣人民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國家元首和國會的方式來彰顯主
權地位，臺灣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也從未在臺灣統治過任何一天，這客觀明確的事實，不因中國對
臺灣的霸凌而改變。相反的，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壓迫臺灣，只會
堅定臺灣人民的主權意志，臺灣人民絕不會向中國政府低頭。
中國政府藉由外交事件製造臺灣國內輿論、影響我國總統及
立委選舉、破壞我國民主程序的意圖極為明確。對中國政府這種
做法，我們呼籲所有民主國家，共同表達嚴厲譴責，並認清中國
威權政府的目標，就是要摧毀民主體制，一步步擴張威權主義。
臺灣位在民主國家最前線，我們會堅定守住這道民主防線，鞏固
我們的民主體制，不會讓中國操弄我們的選舉結果，也不會讓中
國決定臺灣人民的前途。
（E）

No. 002

September 20, 2019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terminate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Republic of Kiribati with immediate effect to uphold national
dignit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iribati officially notified our
government on September 20 that it is terminat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R.O.C.
government deeply regrets and strongly condemns the Kiribati
government’s decision, which disregards the multifaceted assistance
and sincere friendship extended by Taiwan to Kiribati over the years.
The R.O.C. government hereby declares that it is terminat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Kiribati effective
immediately, ending all bilateral cooperative projects, and recalling
the staff of its Embassy, technical mission, and medical mission
stationed in Kiribati. The government also demands that Kiribati
immediately recall its government personnel from Taiwan.
Kiribati President Taneti Mamau and certain members of the ruling
party have long entertained highly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reg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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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have engaged in frequent exchanges with China since
President Mamau took office in 2016. Recent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advantage of fisheries and other commercial
investments to establish a presence in Kiribati, penetrating political
circles and extending its influence. President Mamau has also
requested massive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Taiwan to purchase
commercial airplanes. While Taiwan is willing to assist Kiribati in
developing civil infrastructure for the benefit of its people, ai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irplane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spirit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ct.
The R.O.C. government, therefore, after assessing Taiwan’s financial
capabilities, suggested assistance in the form of a preferential
commercial loan, but this was rejected by Kiribati, which insisted that
all the necessary funds be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donation.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Taiwa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promised to provide full funds for the procurement of several
airplanes and commercial ferries, thus luring Kiribati into switc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main goal driv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tinued campaign
to push Taiwan’s allies to sever diplomatic relations is to suppress and
reduce Taiwan’s international presence, thereby forc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accep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and
recognize China as its suzerai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us to ultimately destroy Taiwan’s sovereignty. Bu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already expressed their absolute
rejec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The R.O.C.
government will stand firm in upholding Taiwan’s sovereignty,
making no concessions with regard to its sovereignty in the face of
China’s diplomatic assaults. The government once again emphasizes
that China’s suppression of Taiwa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cannot
change the indisputable fact of Taiwan’s existence, nor can it coerce
the Taiwanese people into abandoning their democratic and free way
of life. The government will resolutely maintain relations wit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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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es, strengthen ties with friendly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continue
to cultivate further goodwill and support through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community.
The government reiterates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
democratic, 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nation. Through the free
election of their head of state and parliamentarians, the people of
Taiwan demonstrate their sovereignty. Taiwan is not a province of the
PRC, and the PRC has never ruled over Taiwan for even a single day.
This objective fact cannot be changed by China’s intimidation of
Taiwan. On the contrary, China’s international pressure will only
consolidate the Taiwanese people’s determination never to capitulat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 is blatantly obviou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y creating these
diplomatic incidents, seeks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in Taiwan,
influence Taiwan’s upcoming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and undermine its democratic processes. Taiwan urges all democratic
nations to jointly condem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ctions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terms and bear in mind that the goal of the Chinese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s to destroy democratic systems and
gradually expand its brand of authoritarianism. Taiwan is at the
frontlines for democracy; Taiwan will staunchly hold this defensive
line and reinforce it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aiwan will neither let
China manipulate the outcomes of Taiwan’s elections nor allow the
PRC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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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新聞

第 001 號

2019/01/01

中華民國與盧森堡度假打工協議即日起正式實施
中華民國（臺灣）與盧森堡大公國於上（107）年 8 月 21 日
簽署《青年度假打工計畫協議》
，業分別完成內部作業程序，訂於
本（108）年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依據這項協議，我國與盧森堡兩國每年分別提供 40 位 18 至
30 歲的青年至對方國家度假打工；我國青年可申請停留期限為 1
年的度假打工計畫，盧森堡青年則可申請 180 天的停留期限，最
多可再延長 180 天。兩國青年可透過觀光旅遊、短期打工或自費
短期遊學等方式，前往對方國家學習語言，深入體驗當地文化、
風土民情、生活及社會脈動，增進對彼此的瞭解及友誼。
外交部已將盧森堡所提供的度假打工申請辦法及其他相關注
意事項等中文參考資料上掛「臺灣青年 Fun 眼世界－青年度假打
工」網站（http://www.youthtaiwan.net）
，歡迎有意申請的青年朋友
上 網 參 閱 ， 或 至 盧 森 堡 臺 北 辦 事 處 網 站
（http://www.investinluxembourg.tw）瞭解申請程序。此外，有興
趣申請我國度假打工計畫的盧森堡青年則可參閱我駐歐盟兼駐比
利時代表處網頁（http://www.taiwanembassy.org/be），以獲得相關
訊息。
盧森堡是繼德國、英國、愛爾蘭、比利時、匈牙利、斯洛伐
克、波蘭、奧地利、捷克及法國後，歐洲第 11 個及全球第 16 個
與我簽署青年度假打工計畫的國家（其他 5 國分別為澳大利亞、
紐西蘭、日本、韓國及加拿大）
。外交部提醒前往盧森堡度假打工
的青年朋友，務必遵守當地法律規定、注意自身安全，並於行前
多方瞭解及蒐集資料，旅途中亦隨時提高警覺，與家人保持聯繫，
確保度假打工過程順利平安；倘遇急難事件，請速與駐歐盟兼駐
比利時代表處聯繫。
地址：Square de Meeus 27, 1000 Brussels, Belgium
電話：+32-2-287-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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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聯絡電話：+32-（0）475-472-515
電郵信箱：bel@mofa.gov.tw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30、13:30-17:30（E）

No.001

January 1, 2019

Taiwan-Luxembourg working holiday arrangement takes effect
The working holiday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signed on August 21,
2018―officially entered into force on January 1, 2019, after the
governments of both countries completed relevant internal procedures.
According to the arrangement, each year Taiwan and Luxembourg will
allow up to 40 young people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30 from the
other country to enter their territory for working holidays. Taiwanese
youth going to Luxembourg can apply for a working holiday visa that
allows for stays of up to one year, while young people from
Luxembourg coming to Taiwan can apply for a 180-day visa that can
be extended for a maximum of another 180 days.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participants can travel for tourism, pursue temporary
employment or short-term, self-funded education, allowing them to
learn new languages and gain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culture, customs,
way of life, and social fabric of the host country. This will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Luxembourg.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s posted a Chinese-language
version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Luxembourg on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other important items regarding its
working
holiday
scheme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youthtaiwan.net. Young Taiwanese interested in traveling
to Luxembourg for a working holiday can also visit the website of the
Luxembourg
Trade
and
Investment
Office
in
Taipei
(http://www.investinluxembourg.tw) to learn more abou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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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s. Luxembourg youth who intend to come to Taiwan for a
working holiday can find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 of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EU and Belgium
(http://www.taiwanembassy.org/be).
Luxembourg is the 11th nation in Europe to sign a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with Taiwan―following Austria, Belgium, th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ermany, Hungary, Ireland, Poland, Slovak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and the 16th worldwide. The five countries
outside Europe are Australia, Canada, Japan, Korea and New Zealand.
MOFA advises Taiwanese youth visiting Luxembourg under the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to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country prior to departure, abide by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take standard safety precautions, and stay in frequent
contact with their family in Taiwan, so as to ensure a safe and pleasant
trip. In case of emergency, they can contact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EU and Belgium (Address: Square de Meeus 27, 1000
Brussels, Belgium; Phone: +32-2-287-2800 or +32-(0)475-472-515;
Email: bel@mofa.gov.tw; Office hours: Monday-Friday 09:00-12:30
and 13:30-17:30).(E)

第 002 號

2019/01/01

美總統川普簽署聯邦參、眾兩院通過之「2018 年亞洲再保證倡議
法案」
，外交部表示歡迎與感謝
繼美國聯邦參議院及眾議院分別於上（2018）年 12 月以一致
同意方式通過「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ARIA），完成國會立法程序，該法案由美國川普總統
於美東時間上年 12 月 31 日正式簽署生效。適值「臺灣關係法」
（TRA）立法邁入第 40 週年之際，該法案獲得美國總統簽署，別
具意義。
該法案納入多項友我的條文，包括重申美國基於「臺灣關係
法」及「六項保證」
（Six Assurances）對臺灣的安全承諾，支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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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定期對臺軍售，及依據「臺灣旅行法」（TTA） 鼓勵美國
資深官員訪臺，並肯定美國與臺灣等區域夥伴交往的價值。外交
部對美國行政及立法部門一致展現對臺灣的友好與支持表達誠摯
歡迎與感謝。
臺美關係立基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共同價值以及區域和平穩
定與繁榮的共同利益，一向緊密友好，近年來在雙方共同努力下，
更加堅實穩固。中華民國外交部將持續秉持互信、互惠及互利的
原則，與美方保持密切溝通，持續深化兩國各領域及各層級的合
作夥伴關係。我們也樂願與美國及區域內理念相近國家攜手合
作，共同促進印太區域的和平繁榮與穩定發展。
（E）

No.002

January 1, 2019

MOFA welcomes enactment of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by
US governmen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elcomes and appreciates the enactment of the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ARIA)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igned into law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December 31, 2018,
after having been passed with unanimous consent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Senate earlier that month, the enactment of ARIA
carrie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aiwan-US relations as it underscores US
support for and friendship toward Taiwan, on the eve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RIA includes numerous provisions supportive of Taiwan. It reiterates
the US security commitment to Taiwan consistent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x Assurances; backs regular sales of defense
articles to Taiwan; encourages the travel of high-level US officials to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iwan Travel Act; and recognizes the
value of engagement with Taiwan and other US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aiwan and the US enjoy a close and cordial partnership that is rooted
in common core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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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shared interests in regional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his
robust relationship has continued to grow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a
wide array of joint endeavors. MOFA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US based on mutual trust, reciprocity and mutual
benefit, as well as deepen cooperation in all spheres and at all levels.
Taiwan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US and other like-minded
nations in the region to advance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E)

第 003 號

2019/01/03
我國與美國明尼蘇達州簽署駕照互惠協議

在外交部、交通部、駐芝加哥辦事處及美國明尼蘇達州州政
府的共同努力下，駐芝加哥辦事處將於美國中部時間本（108）年
1 月 3 日代表交通部，與美國明尼蘇達州公共安全廳簽署駕照互惠
協議。
這項協議同意雙方民眾可以免除路考，但需通過筆試的方式
申請換發駕照，這也是全美 50 州中，第 31 個與我國簽署駕照互
惠協議的州政府。尤其本年適逢「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明
尼蘇達州在新年伊始，即與我國簽署駕照互惠協議，充分展現美
國地方政府對臺的深厚友誼。未來我國人前往明州求學、工作或
定居，皆將因此項協議而更加便利。外交部感謝明尼蘇達州政府
與州議會的鼎力支持促成。
臺美簽署駕照互惠協議迄今，已嘉惠兩國約 15,000 位民眾。
外交部未來仍將持續與交通部密切合作，擴大推動這項便民措
施。有關免試換照的最新消息及相關資訊，均公布於外交部網站
首頁（http://www.mofa.gov.tw）的「全球免試申換駕照專區」，歡
迎民眾查詢利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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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4 號

2019/01/04

我政府捐助 20 萬美元賑濟菲律賓烏斯曼風災復原工作，體現臺菲
友好情誼
菲律賓中部 Visayas 地區於上（2018）年 12 月 29 日受「烏斯
曼」
（Usman）熱帶氣旋侵襲，造成逾百人傷亡，災損超過 600 萬
美元，災情慘重。我政府於第一時間向菲國政府表達關懷及慰問
之意，另經我駐菲律賓代表處全力聯繫及瞭解，確認我國人、臺
商及僑胞均未遭受波及。
菲律賓是我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重要目標國，也是我第
10 大貿易夥伴國，我則為菲國第 8 大貿易夥伴國，目前計約 15
萬名菲律賓勞工在臺工作，雙邊交流緊密友好。基於人道關懷及
臺菲友好情誼，我政府決定捐贈 20 萬美元協助菲國政府進行災民
安置與重建，並願與菲國合作，就災民具體要求提供必要物資及
協助，期盼災民在新的一年能儘快恢復正常生活。
外交部提醒國人赴菲律賓商旅應提高警覺，避免前往災區，
並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倘國人在菲律賓境內遭遇急難需要協助，
請即撥打我駐菲律賓代表處緊急聯絡電話（+63-917-819-4597）；
或請國內親友撥打「外交部緊急聯絡中心」電話（0800-085-095）。
（E）

第 005 號

2019/01/04

歐盟再次展現支持兩岸維持現狀及致力推展臺歐關係的立場，外
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感謝
針對中國國家領導人於本（2019）年 1 月 2 日發表對臺談話
後，歐盟立即回應表示重申支持兩岸維持現狀，並將持續發展與
臺灣關係，支持臺灣與歐盟共享價值所賴的治理體系，外交部對
歐盟及時展現對我國的友誼與支持，表達歡迎及誠摯的感謝。
歐盟應媒體採訪時表示，歐盟重視亞洲地區包括臺海兩岸的
安全、和平與穩定，並支持兩岸關係的建設性推展，此為亞太地
區和平發展的重要一環。過去兩年兩岸關係停滯，歐盟認為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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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現狀、重啟對話以及展現克制極為重要。歐盟鼓勵任何有助
兩岸對話、合作及建立信心的倡議，歐盟承諾將持續致力推展與
臺灣的關係，並支持臺灣與歐盟共享價值所賴的治理體系。
外交部感謝歐盟在內的國際社會支持民主臺灣，讓臺灣這座
民主燈塔持續照亮印太地區。外交部重申將持續深化與歐盟等理
念相近夥伴的關係，共同捍衛自由、民主及人權等共享價值，也
期盼其他理念相近國家給予臺灣更多實質支持，共同維護區域的
和平、繁榮及穩定。
（E）

第 006 號

2019/01/05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跨黨派國會議員在中國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後公開力挺我國，展現堅定友我情誼
關於近日中國國家領導人發表有關強加「一國兩制」於臺灣
的談話，美國聯邦參、眾議員紛紛公開聲援我國，反對中方不斷
威脅臺灣，危害區域穩定，呼籲中國與我恢復和平及建設性談話，
並表達美國國會對臺灣自由民主一貫且堅定不移的支持。
包括美聯邦參議員 John Kennedy（R-LA）
、聯邦眾院「國會臺
灣連線」共同主席 Mario Diaz-Balart（R-FL）
、聯邦眾議員 Ted Yoho
（R-FL）
、Don Bacon（R-NE）
、Andy Biggs（R-AZ）
、Vicente Gonzalez
（D-TX）
、Glenn Grothman（R-WI）
、Steve King（R-IA）及 Paul Gosar
（R-AZ）等 9 位國會議員於美東時間 1 月 4 日分別透過推文公開
力挺我國。外交部感謝美國國會展現對臺灣的跨黨派堅定支持。
（E）

No.006

January 5, 2019

MOFA appreciates public messages of support from US Congress
Members following Chinese leader’s address on cross-strait tie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ppreciates the public messages of support for Taiwan by numerous
Members of the US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llow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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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speech by the Chinese leader in which he advocated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 Taiwan.
In Twitter messages posted on January 4, Senator John Kennedy
(R-LA), Representative and Co-Chair of the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Mario Diaz-Balart (R-FL),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s Ted
Yoho (R-FL), Don Bacon (R-NE), Andy Biggs (R-AZ), Vicente
Gonzalez (D-TX), Glenn Grothman (R-WI), Steve King (R-IA) and
Paul Gosar (R-AZ), criticized China for threatening Taiwan and
undermining regional stability, called on China to resume peaceful and
constructive dialogue with Taiwan, and expressed the US Congress's
firm and unwavering support for Taiwan. (E)

第 008 號

2019/01/07

美國聯邦參議員賈德納及魯比歐就中國領導人近日發表對臺談話
公開聲援我國，外交部表達歡迎與感謝
中國領導人日前發表強加「一國兩制」於臺灣的談話，繼 9
位美國聯邦參、眾議員發表支持我國的推文後，美國聯邦參議員
賈德納（Cory Gardner, R-CO）及魯比歐（Marco Rubio, R-FL）亦
於美東時間本（1）月 6 日分別透過推文公開力挺聲援我國。
賈德納及魯比歐兩位參議員於推文中強調，美方將持續堅定
支持臺灣自由民主。賈德納參議員更表示，繼他推動的「亞洲再
保證倡議法案」（ARIA）立法生效後，將儘速在新一屆國會再度
提出「臺北法案」
（TAIPEI Act）進一步協助臺灣拓展國際活動空
間。
外交部對美國國會展現一貫對臺灣的跨黨派強力支持，表示
高度歡迎及誠摯謝意，我政府亦將與美國行政部門積極合作，持
續深化臺美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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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08

January 7, 2019

MOFA thanks US Senators Gardner and Rubio for publicly
supporting Taiwan following recent remarks by Chinese leade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grateful for the strong messages of support by US Senators Cory
Gardner (R-CO) and Marco Rubio (R-FL) on their respective Twitter
feeds on January 6, following a recent speech by the Chinese leader in
which he proposed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 Taiwan.
In their messages, both Senator Gardner and Senator Rubio stressed
tha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firmly back Taiwan's democracy. Senator
Gardner also mentioned the enactment of the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ARIA) of 2018 and stated that he would soon
reintroduce the Taipei Act in Congress to promote Taiwan's global
presence.
MOFA welcomes and appreciates the consistent, firm and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shown by the US Congress. The Taiwan
government will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the US administration to
further deepen the cordial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E)

第 009 號

2019/01/08

外交部由衷感謝美國白宮國安會發言人馬吉斯支持我國民主自
由、堅決反對中國威脅臺灣
對於美國白宮國安會發言人馬吉斯（Garrett Marquis）於美東
時間本（1）月 5 日推文表示，美方支持我國民主自由、堅拒中國
威脅臺灣，外交部代表我國政府及人民表達由衷謝意。
馬吉斯發言人表示，美國堅拒以威脅或使用武力的方法強迫
臺灣人民。任何解決方案都必須是和平且獲得兩岸人民的同意。
他更呼籲北京應停止對臺灣進行恐嚇，並與以民主方式選出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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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政府開啟對話。
近日來已有許多位美國聯邦參議員、眾議員推文支持臺灣民
主自由體制。對於美國行政、立法部門不分黨派對我國展現強勁
的支持，我國高度歡迎並誠摯感謝。臺灣也將持續與美國攜手合
作，共同捍衛雙方共享的民主價值，持續深化臺美在各層面的友
好合作夥伴關係。
（E）

No.009

January 8, 2019

MOFA thanks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pokesman Marquis
for supporting Taiwan and rejecting Chinese threat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xpresses gratitude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pokesman Garrett Marquis for his January 5
comments on Twitter, which reiterated support for Taiwan and rejected
Chinese threats against it.
Mr. Marquis stated in his tweets that “the US rejects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to compel the people of Taiwan. Any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must be peaceful and based on the will of the
ppl on both sides.” He also urged Beijing to “stop its coercion &
resume dialoge with the democratically-elected administration on
Taiwan.”
Taiwan welcomes and appreciates the strong and comprehensive
support from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which has been
underscored in recent days by Twitter messages from numerous
Members of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aiwan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he US to safeguard shared democratic
values and deepen the cordial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in
all domain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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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1 號

2019/01/09

外交部誠摯感謝 44 名國際著名學者聯名發表「致臺灣人民公開
信」
，力挺蔡總統對抗中國威脅、捍衛民主制度
針對中國國家領導人習近平於本（1）月 2 日發表強加「一國
兩制」於臺灣的談話，計有來自美國、加拿大、澳大利亞、英國、
法國、丹麥、瑞士等國家的 44 位著名學者及專家於美東時間本月
8 日聯名發表「致臺灣人民公開信」
，支持蔡英文總統嚴正拒絕習
近平所提的「兩制臺灣方案」
。相關學者同時呼籲，臺灣全體人民
在這個關鍵時刻應保持團結，共同對抗中國威脅、捍衛民主制度。
外交部對此表示高度歡迎與誠摯謝意。
這些著名的國際學者專家們包括：美國紐約大學法學教授孔
傑榮（Jerome Cohen）
、邁阿密大學教授金德芳（June Dreyer）
、美
國防部前助理部長福特（Carl Ford）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教授譚
若思（Ross Terrill）
、國際評估暨戰略中心未來亞洲計畫主任譚慎
格（John Tkacik）
、賓州大學教授林霨（Arthur Waldron）、美國在
台協會台北辦事處前處長楊甦棣（Stephen Young）與司徒文
（William Stanton）
、澳大利亞莫那希大學教授家博（Bruce Jacobs）
及英國倫敦大學亞非學院敎授郝任德（Michael Rand Hoare）等人。
對於這些學者主動發起聯名公開信，支持臺灣的民主自由，以及
向民主臺灣的全體人民致敬，外交部謹致上最深的謝意與敬意。
近日來美國行政、立法部門連續推文支持民主臺灣，如今美
國學界也結合國際學者公開支持我國，充分展現美國朝野各界不
分黨派對我國的堅定友誼與支持。臺灣也將持續與美國各界攜手
合作，共同捍衛雙方共享的民主價值，持續深化臺美在各層面的
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E）

第 012 號

2019/01/10

我國同意開放加拿大青年於我國境內申請度假打工簽證
為鼓勵加拿大青年來臺體驗生活，增進臺加青年交流，自本
（108）年 1 月 1 日起，我國開放符合（1）年齡介於 18 歲（含）
以上、35 歲（含）以下、
（2）前未曾取得赴臺度假打工簽證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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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國民，可逕在臺向外交部領事事務局以及四個地方辦事處（中
部、雲嘉南、南部及東部）申請 1 年效期的度假打工簽證，相關
簽 證 申 請 資 訊 請 參 閱 外 交 部 領 事 事 務 局 網 站
（https://www.boca.gov.tw/cp-153-387-729ca-2.html）。
此外，上（107）年 12 月 31 日起，我國人申請加拿大工作、
學生、停留及永久居留等類簽證，需親赴「加拿大簽證申請中心」
（臺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97 號第二交易廣場 7 樓 A 室）完成生物辨
識資料建檔，包括按捺指紋及攝製相片。至於我國赴加國度假打
工的青年則可於加國全球各地的簽證中心，進行申辦簽證所需的
生物辨識資料建檔，不限於臺灣辦理。
我國與加拿大於 99 年簽署「臺加青年交流瞭解備忘錄」，迄
今雙方青年持續透過互訪交流、深入在地文化體驗，增進對彼此
的瞭解與好感。我國與加國盼透過此項簽證申請便利措施，續促
進臺加青年交流動能。
（E）

No.012

January 10, 2019

Canadians now eligible for working holiday visa application in
Taiwan
In order to encourage young Canadians to experience living in Taiwan
and promote youth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Canada, young
Canadians may now apply for a working holiday visa after arriving in
Taiwan.
Beginning January 1, Canadian citizens already in Taiwan who are
between 18 and 35 years of age and have not previously held a youth
mobility/working holiday visa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may now apply for such a visa, valid for one year,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BOCA) in Taipei or the regional
offices in Taichung, Chiayi, Kaohsiung, and Hualien.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BOCA
website:
https://www.boca.gov.tw/cp-153-387-729ca-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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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starting December 31, 2018, Taiwan nationals applying
for a working holiday visa must have their fingerprints and
photographs taken, but this may be completed at any Canada Visa
Application Center in the world. To apply for a work permit, study
permit, visitor visa, or permanent residency, Taiwan nationals must
still submit such biometric data in person at the Canada Visa
Application Center in Taipei (address: 7F Unit A, No. 97 Songren
Road, Exchange Square 2, Xinyi District).
Taiwan and Canada signed an MOU on bilateral youth exchanges in
2010 to facilitate interaction between young people from the two
countries. This program offers the participants the opportunity to gain
insights first-hand into the culture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make new
friendships. Taiwan and Canada anticipate that the simplified visa
application measures will further boost bilateral youth exchanges. (E)

第 013 號

2019/01/11

我國與美屬維京群島簽署駕照相互承認協議，有助旅外國人便利
在外交部、交通部、駐邁阿密辦事處及美屬維京群島政府的
共同努力下，駐邁阿密辦事處已於維島當地時間本（108）年 1 月
10 日上午代表交通部，與美屬維京群島監理處簽署駕照相互承認
協議。
由於美屬維京群島開車方向為左駕，基於安全考量，這項協
議同意雙方民眾可以免除路考，但仍需通過筆試的方式，申請換
發駕照。這也是我國與美國明尼蘇達州於本（1）月初簽署駕照互
惠協議後，第二個簽署的互惠協議，再次彰顯臺美各層面的合作
不僅更上層樓，雙方民間交流互動也益發密切頻繁。外交部感謝
美屬維京群島政府對促成協議簽署的鼎力支持，期盼透過這項協
議，使雙方民眾在求學、工作或定居上，能更加便利。
目前全美共有 31 個州與我國簽署類似駕照互惠協議，嘉惠兩
國超過 15,000 位民眾。外交部未來仍將持續與交通部密切合作，
擴大推動這項便民措施。有關免試換照的最新消息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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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公布於外交部網站首頁（http://www.mofa.gov.tw）的「全球免試
申換駕照專區」
，歡迎民眾查詢利用。
（E）

第 014 號

2019/01/11

英國會上、下兩院資深議員發表聯合聲明支持蔡總統有關兩岸關
係之談話，外交部深表謝意
英國國會資深議員、
「臺英國會小組」
（The British-Taiwanese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共同主席伊凡斯下議員（Nigel Evans,
MP）及上議院副議長羅根勛爵（Lord Rogan）於本（2019）年 1
月 10 日發表聯合聲明支持蔡英文總統、反對中國領導人所提之「一
國兩制」
，強調任何在臺灣海峽的要脅與威嚇，皆屬不負責任的行
為，絕大多數臺灣民意堅決反對「一國兩制」
。外交部對英國會跨
黨派議員展現對我的友誼與支持表示誠摯謝意。
上述聲明指出，臺灣民主成熟，與英國等國家共享自由、尊
重人權及法治等普世價值，臺灣 2,300 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應
獲尊重。由於東亞的繁榮與穩定與國際社會息息相關，盼臺海兩
岸在「世界衛生組織」
（WHO）及「國際民航組織」
（ICAO）等均
可表達意見，並呼籲雙方進行對話及協商，以確保區域和平與穩
定。
「臺英國會小組」多年來對於提升臺英關係不遺餘力，並積
極透過在國會提出質詢、致函及發表聯合聲明等方式，聲援我國
際參與等各項要案，英國政府也多次正面回應。此一聯合聲明再
次展現英國會友我議員對我的堅實情誼及跨黨派支持。
（E）

第 015 號

2019/01/14

歐洲議會及比利時國會友臺小組計 7 名資深議員分別聯名致函歐
盟外交高層及比國外長，支持蔡總統有關兩岸關係談話，外交部
對此表達誠摯感謝
針對中國領導人於本（1）月 2 日發表強加「一國兩制」於臺
灣的談話，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 Werner LANGEN、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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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y KOVATCHEV 及 Hans van BAALEN 及 Laima
ANDRIKIENE 等 4 位資深議員及比利時國會友臺小組 3 名共同主
席 Peter LUYKX 、 Georges DALLEMAGNE 及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 等於本月 14 日及 10 日分別聯名致函歐盟執委
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Federica MOGHERINI 及比國外長 Didier
REYNDERS，支持蔡英文總統有關兩岸關係談話，強調大多數臺
灣民眾已嚴拒「一國兩制」
，並呼籲歐盟與比國持續發展與臺灣關
係，外交部對此表示誠摯謝意。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籲請 MOGHERINI 高級代表關切臺海兩岸
最新發展對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影響，並指出習近平所提的「一國
兩制」在香港遭受挫敗，且遭蔡總統及絕大多數臺灣人民明確反
對。比國國會友臺小組則引述該國於 2015 年通過的決議案，強烈
反對中國以武力解決臺海問題，表示此將損及臺海及亞太區域和
平穩定；同時指出歐盟與美國白宮近日相關發言均支持兩岸和平
發展，並呼籲兩岸恢復對話。兩函均對臺灣 2,300 萬人民堅守自由
民主價值表達支持。
繼歐盟於日前表達支持兩岸維持現狀後，歐洲議會、比國及
英國國會也陸續公開表達對自由民主臺灣的支持，並反對破壞區
域和平的作為，充分展現歐洲等理念相近夥伴對我國的堅定友誼
與支持。臺灣將與理念相近國家，攜手合作，共同捍衛雙方共享
的民主價值，一起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及繁榮。
（E）

第 016 號

2019/01/15

英國蘇格蘭議會友臺小組共同主席領銜連署發表聲明支持蔡總統
有關兩岸關係之談話，外交部表達誠摯謝意
蘇格蘭議會於本（1）月 10 日由友臺小組共同主席多南（James
Dornan）
、葛蘭特（Rhoda Grant）與其他友我議員共同連署發表議
會聲明，就中國領導人對臺強加「一國兩制」表示遺憾，並支持
蔡英文總統有關兩岸關係談話，呼籲兩岸維繫和平。外交部對蘇
格蘭議會展現對我的友誼及支持表示誠摯謝意。
上述動議亦對中國領導人宣稱「臺灣必須且必然與中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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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須認知臺獨將帶來危害」及「不承諾放棄使用武力」
等談話表達遺憾及瞭解，並支持蔡總統所提不接受「一國兩制」
的立場，呼籲兩岸和平發展。
「蘇格蘭議會跨黨派友臺小組」歷年來對推動臺蘇交流不遺
餘力，並透過於議會提出動議等方式支持我國際參與及深化雙邊
關係，包含上（2018）年支持我參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4 屆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4）及慰問我花蓮地震災情等。
此次動議再次展現蘇格蘭議會議員對我的堅實情誼及支持。
相關資訊請參考以下連結：
http://www.parliament.scot/parliamentarybusiness/28877.aspx?S
earchType=Advance&ReferenceNumbers=S5M-15342&ResultsPerPa
ge=10（E）

第 018 號

2019/01/17

外交部強烈譴責中國當局施壓蘋果等 66 家跨國企業更改對我國標
示，籲請相關國家抗拒中國蠻橫要求
關於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北京大學互聯網發展研究中心
等機構日前聯合發布《網絡法治藍皮書》
，點名 106 年世界 500 強
企業中，包括蘋果、NIKE、亞馬遜及西門子等 66 家外資企業單
獨標示「台灣」，而非「中國台灣」，並以「依法懲處」相恫嚇。
外交部對中國當局繼上（107）年脅迫各國航空公司及跨國企業於
網站上更改對我稱謂後，再次施壓國際企業的蠻橫作為，表達強
烈抗議與嚴厲譴責，並嚴正要求中方懸崖勒馬，切勿傷害臺灣人
民的情感及兩岸關係的良性發展。
中國上述作為將本身行政司法管轄權及政治思維強加於域外
的外國企業之上，不僅暴露其以政治手段干擾民間企業的邪惡意
圖，更違反國際商業自由運作的精神。外交部再次呼籲國際社會
不應沉默容忍，以免中國政府變本加厲，同時也要再次籲請相關
國家政府正視中方霸凌行徑，並採取必要行動，協助其企業抗拒
中方無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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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再次重申，中國政府必須正視中華民國臺灣存在的事
實，臺灣絕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省，也不受中國政府管轄，任
何對臺灣的打壓與矮化，只會造成臺灣人民的厭惡、傷害兩岸關
係發展與區域和平與穩定。
（E）

No.018

January 17, 2019

MOFA condemns China for pressuri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change their designation of Taiwan, urges related countries to
reject China’s outrageous demand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strongly condemn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their recent outrageous demand on 66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change their designation for Taiwan to
“Taiwan, China.”
These firms—which were among the world’s top 500 companies in
2017, including Apple, Nike, Amazon and Siemens—were named in
The Blue Book on the Cyber Rule of Law in China 2018 as having
identified Taiwan as such rather than by “Taiwan, China,” and were
threatened with penal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 book was
published recently by the Institute of Law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Following its coercion of airlines an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early 2018, this is a new request from China to change
companies’ references to Taiwan on their websites. MOFA strongly
condemns China for its outrageous demands and urges the PRC to
refrain from further actions to avoid further alienat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the amic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China’s moves to impose its executive and judicial jurisdiction as well
as political ideology on foreign companies not only expose its
malicious intent in using political tactics to interfere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also violate the spirit of free international commerce.
MOFA once again call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t to r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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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t and accommodating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intensifying its intimidations. MOFA also calls on related
countries to take stock of China’s bullying measures and take
necessary steps to assist these companies in refusing China's
unreasonable demands.
MOFA reiterat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face the fact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hat Taiwan is
absolutely not a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r is it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y attempts to
suppress and belittle Taiwan will only cause antipathy among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undermin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well as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E)

第 019 號

2019/01/18
臺灣農業投資公司在宏都拉斯成立子公司

臺灣農業投資公司董事長楊世沛於本（108）年 1 月 16 日至
22 日訪問我中美洲友邦宏都拉斯，並於 17 日主持臺農投宏國子公
司成立儀式。宏國農牧部長葛瓦拉（Mauricio Guevara）
、經濟發展
部長傅哲倫（Arnaldo Castillo）、公安部長 Julián Pacheco、內政部
長 Héctor Leonel Ayala 及外交部次長 José Isaías Barahona 等政要
及我駐宏國大使邢瀛輝與館團同仁在場觀禮。
臺農投公司在宏國成立子公司，也是我政府以國家級的投資
公司赴海外進行經貿投資的首例，受到臺宏兩國政府高度重視，
充分展現我積極推動與友邦經貿合作的決心與具體行動。
楊董事長訪宏期間，另將拜會農牧部長葛瓦拉及經發部長傅
哲倫等重要閣員，並考察當地酪梨及家禽類等農牧業發展與合作
機會。此行將有助臺宏農業交流及經驗分享，兩國農業及經貿合
作亦將在雙方政府、企業及農民攜手努力下，持續成長茁壯。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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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0 號

2019/01/20

德國外交部長馬斯公開表示不接受中國對臺任何軍事威脅，並呼
籲歐盟採取一致立場
德國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威爾胥（Klaus-Peter Willsch）本（2019）
年 1 月 16 日在國會第 73 次全會中就中國領導人習近平《告臺灣
同胞書》中威脅以武力統一臺灣事提出質詢。德國外交部長馬斯
（Heiko Maas）答詢表示，德國聯邦政府的一貫立場為不接受任
何以軍事威嚇作為解決爭端之做法，面對中國當權者亦明確表達
相同態度。馬斯部長認為，針對此事不應僅強調德國的明確立場，
更需歐盟採取共同立場。馬斯部長另強調，此亦彰顯德國主張歐
盟部長理事會宜採多數決的立場，因過去中方曾透過對個別歐盟
成員國的影響力，阻撓歐盟就此議題達成明確決議。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於馬斯部長發表反對中國武力恫嚇臺灣談
話表示感謝，未來我將繼續與包括德國在內理念相近國家攜手合
作，共同維持臺海區域和平及穩定。
收 看 上 述 質 詢 請 點 選 以 下 影 片 連 結 ：
https://dbtg.tv/fvid/7317380（E）

第 022 號

2019/01/24

我政府密切關注委內瑞拉政經情勢發展，樂願提供必要的人道援
助
我政府持續關切委內瑞拉當前情勢變化及對拉美地區的影
響，期盼委國早日脫離危機，重建民主憲政，恢復委國人民的自
由及正常生活。
值此委國經濟遭逢困境，亟需國際援助之際，作為國際社會
負責任的一員，我政府樂願提供委國難民必要的人道援助。同時，
我政府也將與美國等理念相近國家保持密切溝通聯繫，共同促進
區域穩定，守護以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共享價值為基礎的國
際秩序。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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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3 號

2019/01/25

英國外交部副部長 Lord Ahmad of Wimbledon 公開表示反對中國
對臺灣採取任何軍事威脅
英國外交部主管聯合國及國協事務副部長 Lord Ahmad of
Wimbledon 本（1）月 23 日於答復上議員 Lord Dholakia（英國國
會臺英國會小組副主席）質詢時，反對中國對臺灣採取任何軍事
威脅，並呼籲兩岸進行建設性對話。
上議員 Lord Dholakia 就中國領導人習近平發表《告臺灣同胞
書》中威脅以武力統一臺灣事，向英外交部提出書面質詢。英外
交部 Ahmad 副部長答復表示，英國反對任何升高區域緊張情勢及
阻礙和平解決議題的舉動（We oppose any action which raises
tensions in the region and hinders the chances of peaceful settlement
of any issues）
；英方基於其對臺灣的長期立場，鼓勵兩岸進行建設
性對話。
中華民國外交部對於 Ahmad 副部長公開發表反對中國武力恫
嚇臺灣的談話，展現對自由民主臺灣的支持，表示由衷感謝，未
來我將續與包括英國在內等理念相近的國家攜手合作，共同維護
臺海區域的和平及穩定。
相關資訊請參考以下連結：
https://www.parliament.uk/business/publications/written-question
s-answers-statements/written-question/Lords/2019-01-14/HL12786/
（E）

第 024 號

2019/01/25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新任駐臺大使艾芮瓊向外交部長吳釗燮遞送到
任國書副本
我太平洋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新任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
使艾芮瓊（H.E. Amb. Neijon Rema Edwards）女士本（108）年 1
月 21 日抵臺履新，並於 1 月 25 日上午向外交部長吳釗燮面遞到
任國書副本，雙方就兩國合作事務交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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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誠摯歡迎艾大使奉派駐節我國，並感謝艾大使於上
（107）年吳部長伉儷率團赴訪馬國，出席兩國建交 20 週年慶祝
活動期間的熱誠接待，相信艾大使未來必能在雙邊友好情誼基礎
上持續深化臺馬雙邊交流及合作。吳部長另感謝海妮總統及其所
領導的內閣在國際場域為我大力執言，期盼馬國未來持續助我爭
取有意義參與聯合國及相關專門性國際組織。
艾大使向吳部長表示，伊對派駐來臺推動兩國合作甚為期
待，至盼兩國在既有良好互動基礎上，開創合作交流領域新面向，
深化臺馬兩國邦誼。
艾大使國內外公職歷練完整，外交資歷豐厚，曾任馬國內政
部司長、衛生部司長、駐斐濟大使館一等秘書、常駐紐約聯合國
代表團參事、外交部禮賓司長、禮賓顧問及駐檀香山總領事等職。
外交部刻正安排艾大使於近期內向蔡英文總統呈遞到任國
書。
（E）

第 027 號

2019/01/31

歐盟及歐洲議會共同支持自由民主臺灣，呼籲兩岸維持現狀，並
鼓勵兩岸進行對話，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感謝
針對中國國家領導人於本（2019）年 1 月 2 日發表對臺談話
後，歐盟本（1）月 30 日再度強調，兩岸和平穩定符合歐盟重大
利益，歐盟尊重臺灣治理體系及民主、人權及法治等價值，重申
將持續與臺灣在不同領域發展合作關係，盼兩岸維持現狀，並鼓
勵雙方進行對話。外交部對歐盟再度肯定民主臺灣，並呼籲兩岸
維持現狀，表達歡迎及誠摯感謝。
歐洲議會於本月 30 日在比利時布魯塞爾召開的小型全會中，
就「中國與臺灣間兩岸關係之最新發展」進行辯論，歐盟執委會
人道援助及危機管理執委 Christos STYLIANIDES 做出上述明確的
發言。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 Werner LANGEN 等近 20 位跨黨團
資深議員，則連番發言抨擊中國領導人提出不放棄對臺使用武力
及強加「一國兩制」模式，導致兩岸緊張局勢加劇，強調此舉將
損及臺海與亞太區域安全。該等議員強烈反對中國以武力解決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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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問題，強調兩岸爭端應以國際法為基礎透過和平方式解決，呼
籲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尊重臺灣 2,300 萬人民堅守的自
由民主價值及決定自己未來前途的權利，同時籲請歐盟執委會採
取具體行動支持臺灣。外交部對歐洲議會友人呼應蔡英文總統「四
個必須」談話，再度挺身仗義執言支持臺灣，表示誠摯感謝。
繼歐盟對外事務部（EEAS）、歐洲議會及部分會員國國會陸
續公開表達支持兩岸維持現狀及聲援自由民主臺灣後，歐洲議會
首度在中國領導人發表對臺談話後，將兩岸政治議題納入全會議
程進行辯論，意義不凡，且執委會代表及絕大多數發言議員均對
中方表達嚴正立場，顯示歐盟行政及立法部門一致關切中方作
為，再度展現對我長期友誼與堅定支持，外交部對此深表歡迎及
感謝，並重申將持續與理念相近國家攜手合作，共同捍衛共享的
民主價值，以維護臺海及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
（E）

No.027

January 31, 2019

MOFA thanks EU for backing Taiwan, endorsing cross-strait
status qu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elcomes and appreciates the European Union’s statements
on January 30 supporting Taiwan’s democracy and endorsing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statements, which were made by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Humanitarian Aid and Crisis Management Christos Stylianides in
Brussels during a European Parliament (EP) Plenary Debate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followed a speech on
Taiwan by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on January 2.
Commissioner Stylianides reiterated that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re in line with the EU’s core interests and that the EU
respects Taiwan’s system of governance, which is based on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He also reaffirmed the
EU’s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ex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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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that the status quo will remain the norm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couraged the two sides to engage in dialogue.
Werner Langen, Chair of the EP-Taiwan Friendship Group, and nearly
20 other senior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EPs) from
various political groups, also criticized the Chinese leader for refusing
to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and his intent to impose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on Taiwan, thereby increas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MEPs observed that such intentions would undermine secu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Asia-Pacific, expressed strong opposition to any
use of force by China to resolve the cross-strait issue, and stressed that
disputes should be peacefully settl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ey urged China to face the rea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how proper regard for the commitment
of the 23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to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respect their right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The
MEPs also ask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take concrete actions
in support of Taiwan.
MOFA conveys its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MEPs for voicing support
of Taiwan and for endorsing the Four Musts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Tsai Ing-wen. This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at a debate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as held in an EP Plenary
Session since the speech by Xi Jinping on January 2, and was
therefore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t came following a series of
public statements by the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the EP,
and individual MEPs that endorsed the cross-strait status quo and
supported Taiwan’s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Commissioner Stylianides and a majority of MEPs who spoke at
the debate took a firm stance against China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the EU are concerned about
China’s actions. It also underscored their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with
and staunch support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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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A is thankful for such support, and pledges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jointly safeguard democratic values and
ensur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region. (E)

第 028 號

2019/01/31

外交部歡迎我國廠商踴躍參加「2019 年亞銀商機博覽會」
為協助我國廠商爭取「亞洲開發銀行」（ADB）（以下簡稱亞
銀）各項援助計畫衍生的商機，外交部、財政部、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經濟部國際貿易局、中國輸出入銀行及中華民國對外
貿易發展協會共同邀請我國廠商參加本（2019）年 3 月 27 日至 28
日在菲律賓馬尼拉亞銀總部舉行之「第 10 屆亞銀商機博覽會」。
亞銀為推廣商機，提供會員國廠商參與亞銀各項計畫一站式
服務平臺，第 10 度於該行總部舉辦商機博覽會活動。相關細節包
括：
一、參與對象：承包商、製造商、供應商、諮詢顧問、金融
機構、智庫、學術單位、機構、卓越中心、民間團體及非政府組
織。
二、方式：由區域部門專家就能源、農業與環境、水資源與
都市發展、公共財政管理、交通運輸、健康醫療與教育等產業講
解各項貸款計畫，並藉商機博覽會說明亞銀現階段與未來可能釋
出的商機。
三、特定主題：環境、氣候變遷、性別與社會發展、公私部
門夥伴關係、私營部門業務、高科技及亞銀經濟研究等。
四、其他：
（一) 十年亞銀商機回顧與展望、亞銀採購系統介紹、如何在
亞銀網站尋找商機、亞銀職涯工作機會、顧問聘用研習、反貪、
廉政及申訴等專題。
（二）與會廠商可於會前辦理預約，藉機與亞銀專家當面個
別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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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意參加上述活動的廠商或專業人士踴躍至亞銀官網報
名參加（機票及旅館住宿預訂均請自行辦理，並負擔相關費用）。
大會報名截止日期為本年 2 月 28 日，為免向隅，請儘早報名。
2019 年亞銀商機博覽會報名網址如下：
https://www.adb.org/news/events/10th-adb-business-opportunitie
s-fair-2019
外交部聯絡人： 柯智文薦任科員
聯絡電話 02-23482544
財政部聯絡人： 陳怡臻科長
聯絡電話 02-23228352（E）

第 029 號

2019/02/02

友邦及理念相近國家再次強力支持臺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
（WHO）「執行委員會」
（EB）第 144 屆會
議於本（2019）年 1 月 24 日至 2 月 1 日在瑞士日內瓦 WHO 總部
召開，友邦及理念相近國家再次強力表達對臺灣爭取參與 WHO
的支持，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此次出席 EB 會議的友邦包括史瓦帝尼、尼加拉瓜、瓜地馬
拉、巴拉圭、海地、索羅門群島及宏都拉斯共 7 國，均在會中自
醫衛專業角度切入，堅定表達對臺灣參與 WHO 的支持。發言內
容包括感謝臺灣提供的醫衛協助、肯定臺灣具備協助增進全人類
衛生福祉的意願與能力，以及強調全球衛生網絡不能有缺口及漏
洞，排除臺灣不僅影響其人民，在疫情爆發時，此一缺口甚可能
威脅其他國家人民。尼加拉瓜外交部長 Denis Moncada 及衛生部長
Sonia Castro 更 曾 分 別 致 函 WHO 幹 事 長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達支持臺灣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本年「世界衛
生大會」（WHA）
。
友邦聖克里斯多福及聖露西亞雖未派員與會，但聖國農業及
衛生部長 Eugene Hamilton 與露國衛生部長艾瑟柯（Mary Is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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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分別致函 EB 主席 Maria Nazareth Farani Azevedo 及 Tedros 幹事
長助我。H 部長於函中強調，
「疾病無國界」
，臺灣雖遭 WHO 排
擠及孤立，仍堅定展現對全球衛生之承諾，並持續為全人類利益
努力。每年有愈來愈多國家支持將臺灣納入 WHO，聖國呼籲 EB
正面考慮，並於本年 WHA 前批准。I 部長則於函中表示，全球化
使傳染性疾病的跨境傳播更加容易，全球防疫網的任何缺口均將
危及全人類健康。臺灣無法參與 WHO 的會議、機制及活動，將
使其無法及時取得疫情及醫衛資訊，有損全球衛生體系及人類健
康權。露國支持臺灣恢復專業、務實及建設性地參與 WHO 會議、
機制及活動，並與 WHO 建立夥伴關係。
在理念相近國家部分，美國肯定我國宣布捐款協助對抗伊波
拉疫情，並對 WHO 未能尋得適當方式接受該捐款感到失望，且
認為臺灣參與 WHO 相關技術性工作，將令全人類受益。日本則
強調不應遺漏特定區域，而造成防疫地圖的空白。另有若干國家
在發言中呼應我國訴求，指出「疾病無國界」
，WHO 應具包容性，
不應排除任何人或可能的夥伴。
面對我友邦及理念相近國家所做專業發言，中國方面無法反
駁，僅能重彈「一中原則」等舊調，遭美方代表強力駁斥，呼籲
各國不應接受中國意圖迫使各國噤聲的伎倆。
臺灣自 1997 年起推動參與 WHO，在政府及民間鍥而不捨的
共同努力下，國際支持大幅增加，而我「專業、務實、有貢獻」
的推案訴求，亦獲得國際社會高度肯定及讚揚，充分證明「民主
臺灣不孤單」
，以及臺灣爭取參與 WHO 及其他與全人類福祉息息
相關國際組織的正當性及合理性。臺灣的醫衛成就有目共睹，
WHO 持續基於政治考量排除臺灣的參與，將無助達成 Tedros 幹事
長所宣示「共同建構更健康世界」
（Together for a healthier world）
的目標。外交部呼籲 WHO 正視臺灣在國際醫衛體系所能做出的
貢獻，以及我案所獲國際支持，儘快就接納臺灣參與做出務實可
行的安排，外交部也將善用在本屆 EB 推案獲致的良好動能，繼續
結合民間及國際友我力量，積極爭取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本年
WHA，以及參與 WHO 的會議、機制及活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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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0 號

2019/02/03

外交部委託臺灣民主基金會於 108 年 3 月間舉辦「印太區域保衛
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印太區域宗教信仰豐富多元，臺美為共同促進區域內的宗教
自由及人權、民主等價值，將合作舉辦區域性宗教自由公民社會
對話，外交部將委託「臺灣民主基金會」於本（108）年 3 月間主
辦該項對話，以增進區域內相關公民及社會團體的互動與交流。
美國務院曾於上（107）年 7 月間舉辦第一屆「促進宗教自由
部長級會議」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我駐美
國代表處高碩泰大使曾偕國內主管宗教事務的內政部官員共同與
會，與美國及其他與會國家官員及宗教團體代表交換意見。會後
美方鼓勵各國舉辦區域性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身為印太區域
的重要夥伴，臺灣樂願為區域內的宗教自由及民主發展貢獻心
力，美國對於我國作為第一個舉辦區域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的
國家也深表肯定及感謝。
（E）

第 033 號

2019/02/12

中華民國政府嚴正關切菲律賓政府強行將涉及電信詐騙案之我國
人遣送中國
菲律賓政府於本（108）年 2 月 12 日將我 7 名涉及電信詐騙
案國人強行遣送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對此表達嚴正關切與遺憾。
自上（107）年 10 月 24 日案發後，外交部即指示我駐菲律賓
代表處進洽菲國政府，務必依據「國籍管轄原則」及當事人意願
審慎處理，將我涉案國人遣返臺灣接受司法調查。駐處並多次探
視涉案國人，以確保其法律權利與人身安全。
雖經駐處與菲國政府相關機關密切聯繫，菲方仍逕將 7 名涉
案國人遣送中國，我對菲國漠視國際慣例與原則，罔顧我當事國
人權益，表達嚴正關切與遺憾。
外交部再度呼籲國人，切勿心存僥倖赴海外從事包括電信詐
騙在內的不法行為，以免觸犯當地國法律而繫獄海外，不僅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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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前途，亦損害國家形象。外交部再次籲請菲律賓政府，在臺
菲兩國共同打擊跨國犯罪良好實踐的既有基礎上，持續強化刑事
司法互助合作，共同打擊跨國犯罪。
（E）

第 034 號

2019/02/14

美國「民主黨州主席協會」通過「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相關
決議文，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美國「民主黨州主席協會」（ASDC）於美東時間本（2019）
年 2 月 13 日在該協會冬季會議期間通過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的友我決議案，彰顯民主黨對臺美關係的堅定支持。外交
部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該決議文重申「臺灣關係法」及「六項保證」是美國對臺政
策的基石；過去 40 年來，臺美基於民主、自由、法治及自由市場
等共同價值，發展緊密的經濟及安全關係；臺美夥伴關係對提升
亞太地區的繁榮、民主價值及區域安全至關重要，並支持臺美透
過經濟、安全與文化交流，建構蓬勃的夥伴關係。
ASDC 是民主黨內重要組織，由美國各州民主黨州主席及副
主席組成。該協會與我國關係長期友好密切，2013 及 2017 年曾分
別通過支持臺灣參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世界衛生大
會」（WHA）的決議文。此次是該協會首度通過有關「臺灣關係
法」及「六項保證」的決議文，在本年臺美共同紀念「臺灣關係
法」立法 40 週年之際，極具意義。外交部感謝該協會多年來對我
國的支持與友誼。
（E）

No.034

February 14, 2019

MOFA welcomes resolution by US-based Association of State
Democratic Committees marking 40th anniversary of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elcomes and appreciates the resolution pass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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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tate Democratic
Committees (ASDC) at its winter meeting on February 13 to reaffirm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resolution highlighted the Democratic Party’s
staunch support of Taiwan-US relations.
The resolution reiterated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x
Assurances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dd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forged ever closer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 based on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freedom, the rule of law and
free market principles.” It further undersco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Taiwan partnership is critical for the promotion of prosperity,
democratic values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at the ASDC supports “a robust US-Taiwan partnership
through economic, security, and cultural ties.”
The ASDC i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comprising Chairs and Vice Chairs of State Parties. It has long
maintained friendly and close relations with Taiwan, passing
resolutions endors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n 2013 and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 2017.
This latest resolution marks the first time the ASDC has expressed
support fo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x Assurances, and the
passage of the resolution on the eve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s highly significant. MOFA again thanks the
ASDC for its longstanding support and friendship for Taiwan.(E)

第 037 號

2019/02/20

立法院長蘇嘉全擔任總統特使代表出席聖露西亞獨立 40 週年紀念
日慶典
本（108）年 2 月 22 日是我加勒比海友邦聖露西亞獨立 40 週
年紀念日，立法院長蘇嘉全將以特使身分，代表蔡英文總統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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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 月 20 日至 26 日赴訪聖露西亞並出席獨立紀念日活動，以表
彰臺露兩國篤密邦誼及合作關係。
蘇特使此行將率相關企業界人士一同前往考察露國觀光及其
他相關產業的投資環境，以增進訪問效益及促進臺露經貿與投資
交流。
蘇 特使 訪 問 期間 將 會晤 查 士 納 總 理、 參 議 院 議 長麥 晶 泰
（Jeannine Giraudy-McIntyre）、眾議院議長丹尼爾（Andy Daniel）
及第二外交部長鮑布蘭（Sarah Flood-Beaubrun）並餐敘；另將參
加獨立紀念日閱兵典禮、遊行及查士納總理午宴並聽取演說等系
列活動。此外，蘇特使也將與查士納總理共同主持由我國協助推
動的「Hewanorra 國際機場整建計畫」象徵性動工儀式及考察聖國
觀光資源，同時視察我國駐聖露西亞大使館等。
中華民國與聖露西亞在國際參與、基礎建設、農業技術、教
育文化、資通訊科技及公衛醫療等領域合作密切且成效卓著。未
來兩國將在既有良好基礎上，持續推動各項有益兩國人民福祉的
計畫，深化兩國友好情誼。
（E）

第 038 號

2019/02/20

155 位歐洲議會議員發表跨黨派友我聯合聲明，呼籲兩岸維持現
狀、以和平方式解決歧見及支持臺灣參與國際組織，外交部對此
表達誠摯感謝
蔡英文總統於本（2019）年 2 月 20 日上午接見歐洲議會友臺
小組主席朗根（Werner Langen）所率歐洲議會議員團，朗根主席
親自將 155 位跨黨團議員聯署的「促進臺海和平與穩定聲明」
（Statement on promo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面
呈總統，外交部對歐洲議會各黨派友人就近來北京對臺威脅作為
同表關切，並展現對我堅定支持，表示誠摯感謝。
包括歐洲議會友臺小組成員在內計 155 位歐洲議會議員，經
參酌歐洲議會近幾年通過的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
及「歐中關係報告」決議案相關文字，以及數月來中國對臺灣加
強軍事恫嚇造成兩岸關係緊張，發表聯合聲明表達嚴正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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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聲明強調，歐盟及其會員國應持續支持中國與臺灣和平發
展關係，以國際法為基礎解決兩岸爭端，籲請相關各方避免採取
片面行動改變現狀，呼籲中國避免在臺灣海峽進一步採取軍事行
動，並重申堅定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及活動。
自上（2018）年年底以來，歐洲議會注意到中國在各層面升
高對臺打壓，解放軍亦在南海及臺海鄰近區域頻繁加強演訓，並
派機艦繞臺，嚴重危及臺海及亞太區域的穩定與安全。上述聯署
議員來自歐洲議會 7 大黨團，其中不乏擔任歐洲議會要職或曾任
若干歐盟會員國總理、外交部長及國防部長等重量級議員，顯示
歐洲議會對臺海和平穩定的高度關切。
繼歐洲議會於本年 1 月 30 日將兩岸議題納入全會議程進行辯
論後，此次 155 位歐洲議會議員共同聯署聲明，再度展現對我的
長期友誼與堅定支持，我將持續與歐洲議會合作，推動臺歐盟關
係在既有良好基礎上進一步發展。
（E）

第 039 號

2019/02/20

外交部舉辦 108 年新春聯歡晚會與駐臺使節代表及我國各界賓客
共慶新春
外交部長吳釗燮夫婦於本（108）年 2 月 20 日晚間在圓山大
飯店主持 108 年「新春聯歡晚會」
，邀請各國駐臺使節代表暨配偶
同慶新春，感謝他們過去一年來對我國外交工作的支持。蔡英文
總統、監察院長張博雅、部會首長、工商業與媒體文化界領袖等
近 300 位賓客應邀共襄盛舉。
蔡總統致詞時，強調臺灣願意和友邦及理念相近的國家攜手
合作，對世界帶來積極的貢獻。在大家的努力下，臺灣在醫療、
農業及教育等領域的技術，正持續在友邦及世界其他角落結出甜
美的果實。臺灣不只是要爭取更多國際空間，更重要的是臺灣也
會為國際社會帶來正面的影響。
蔡總統表示，未來臺灣仍會秉持「互惠互助」的精神與國際
社會互動。除了扮演維持區域和平穩定的力量外，臺灣也會善盡
國際社會成員的責任與義務。面對國際及區域局勢的新變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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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將持續堅守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及貢獻國際社會的信念。
吳部長也就駐臺使節、代表對推動雙邊關係的努力與貢獻表
達誠摯謝意，並說明臺灣過去一年的外交成果相當豐碩，與友邦、
新南向國家及理念相近國家的合作逐步提升，雙邊關係亦越趨緊
密。吳部長更提到臺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結合經
貿、醫衛的技術實力，使臺灣得以為國際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未來外交部仍將積極拓展臺灣的國際空間，並與世界各國攜手合
作，使臺灣成為不可或缺的價值夥伴。
駐臺外交使節團團長尼加拉瓜共和國達比亞大使於致詞時引
用蔡總統去（107）年接受外媒專訪的談話表示，臺灣是一個堅韌
的地方，雖然面對眾多挑戰，但仍發展出良好的民主體制與堅實
的經濟成就。此外，他更指出猪年象徵運勢亨通，期盼新的一年
臺灣及各國的邦誼，在所有友人的支持及協助下更加深化厚實。
今年新春聯歡晚會以「點亮臺灣，世界發光」為主題，邀請
「希望兒童合唱團」、「福爾摩沙馬戲團」、「臺北香頌管弦樂團」
及「舞爵匯舞團」擔綱演出，現場氣氛熱絡融洽，賓主盡歡。
晚會在溫馨的氣氛下畫下句點，與會賓客對外交部規劃「新
春聯歡晚會」使我政府各部會及工商、文化、媒體等各界人士有
機會與駐臺使節代表互動交流表示高度肯定。
（E）

第 040 號

2019/02/21

外交部對歐洲議會首度就臺歐盟經貿關係舉行正式公聽會，以推
動洽簽臺歐盟雙邊投資協議表示歡迎與感謝
歐洲議會國貿委員會於本（2019）年 2 月 19 日下午就「臺歐
盟 經 貿 關 係 」 首 次 召 開 正 式 公 聽 會 （ Public Hearing on
“EU-Taiwan trade relations＂）
，我經濟部國際貿易局長楊珍妮及
歐盟執委會貿易總署亞洲及拉丁美洲代理司長 Peter BERZ 等 6 位
臺歐盟官方、企業及學術界人士應邀擔任講員，計有 10 餘位跨黨
團歐洲議會議員出席，呼籲歐盟應採取前瞻性思維，儘早開啟臺
歐盟「雙邊投資協議」（BIA）影響評估作業及正式談判，以擴大
雙方投資及深化臺歐盟經貿關係，外交部對此表示歡迎及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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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聽會是由歐洲議會 David MARTIN 議員主持，Laima
ANDRIKIENE 議員做總結致詞。楊局長發言指出，歐盟是臺灣第
5 大貿易夥伴，也是臺灣最大外人直接投資（FDI）來源，期盼雙
方在產業對話及投資工作小組等既有基礎上持續深化合作關係，
並代表我政府感謝歐洲議會對臺歐盟 BIA 的堅定支持。
歐盟執委會對外事務部（EEAS）及貿易總署（DG TRADE）
出席官員曾於會中發言表示，歐盟雖有其「一中政策」
，但將持續
加強與臺灣合作，臺歐盟雙邊諮商機制及投資工作小組運作成效
良好，歐方亦不會排除與臺灣洽談 BIA。歐盟官員並重申臺灣為
理念相近夥伴，盼雙方在人權及民主等共享價值下繼續深化關係。
此次公聽會另有歐盟對外事務部中臺蒙處副處長 Christophe
MANET 、 歐 洲 在 臺 商 會 （ ECCT ） 執 行 長 何 飛 逸 （ Freddie
HÖGLUND）、德國風力發電製造商愛納康（ENERCON）總經理
Bart LINSSEN 及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吳建輝擔任講者，分別就
「臺歐盟經濟關係現況」及「強化臺歐盟貿易關係的展望及雙邊
投資協議」兩項專題發表談話。
自歐盟執委會於 2015 年公布《歐盟貿易及投資政策文件》將
我國列為未來投資談判對象後，歐洲議會迄已三度通過決議案表
達支持臺歐盟 BIA。此次公聽會再度展現歐洲議會對臺灣的友誼
與支持，並為推動臺歐盟 BIA 持續累積動能，甚具意義，期盼歐
盟行政部門續採具體行動，以利臺歐盟 BIA 逐步向前推進。（E）

第 041 號

2019/02/23

世界行動通訊大會報名網站不當稱我，外交部表達嚴正抗議
世界行動通訊大會（MWC）主辦單位英國 GSMA （Group
Special Mobile Association, GSMA）及承辦會務的西班牙 FIRA
Barcelona 展覽中心在報名網站不當稱我為「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導致我國相關業務主管官員無法出席，外交部對此
表達最嚴正的抗議及不滿。
MWC 是全球最重要的資通訊產業盛會之一，我國代表歷年均
以「TAIWAN」名稱報名與會，本（2019）年是首次遭到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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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得知相關訊息後，在第一時間即指示我駐英國、西班牙等
代表處多次進洽 GSMA 及 FIRA Barcelona 展覽中心，要求其等改
正對我不當稱謂，但 GSMA 等仍決定依據「聯合國」
（UN）及「國
際電信聯盟」
（ITU）網站使用的不當稱謂稱我，拒絕更正。
我國資通訊產業是全球供應鏈重要之一環，GSMA 等基於政
治考量擅改我名稱，導致我國主管官員無法援例與會，已違背其
非政治性組織的本質，更嚴重傷害全球資通訊產業的交流與發
展。GSMA 等因政治因素而影響商業行為的態度與立場，外交部
予以強烈譴責。
外交部強調，無法接受 GSMA 等屈服於政治壓力的不當作
法，將協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相關部會，持續結合理念相近
國家與友我力量，促使 GSMA 等摒棄政治考量，儘速改正其報名
網站對我的不當稱謂，以維護我方與會權益。
MWC 訂於本（2）月 25 日至 28 在西班牙巴塞隆納舉行。
（E）

第 043 號

2019/02/25

立法院長蘇嘉全以總統特使身分訪問聖露西亞出席獨立紀念日活
動，彰顯臺露穩固邦誼
本（108）年 2 月 22 日是我加勒比海友邦聖露西亞獨立 40 週
年紀念日，立法院長蘇嘉全以特使身分，代表蔡英文總統率團於 2
月 21 日至 24 日期間訪聖露西亞出席獨立紀念日活動，以彰顯臺
露兩國篤睦邦誼。
蘇特使此行也邀請我企業界代表一同赴訪考察露國觀光及農
業等相關產業的投資環境，以增進臺露經貿與投資交流。
蘇 特使 抵 達 露國 機 場時 ， 即 受 到 露國 參 議院 議 長 麥 晶 泰
（Jeannine Giraudy-McIntyre）、眾議院議長丹尼爾（Andy Daniel）
及第二外交部長鮑布蘭（Sarah Flood-Beaubrun）熱烈歡迎，並安
排 軍 樂 隊 極 高 規 格 的 歡 迎 儀 式 。 此 外 ， 查 士 納 總 理 （ Allen
Chastanet）在各項慶典活動中，均特別安排蘇特使落座於首席，
除與總督史納克及內閣政要充分互動外，查總理也在每一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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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介紹來自臺灣的蘇特使，以凸顯臺露邦誼的友好堅定。
蘇特使訪問期間行程相當緊湊，查士納總理幾乎全程陪同參
加各項獨立紀念日閱兵典禮、遊行及其本人主持的午丶晚宴，並
聽取演說等系列活動。此外，查士納總理更陪同蘇特使搭乘遊艇，
親自向蘇特使一行導覧露國觀光資源；雙方也共同主持由我國協
助推動的「Hewanorra 國際機場整建計畫」象徵性動工儀式，互動
誠摯熱絡。
蘇特使訪問露國 4 天期間，與查士納總理晤敘超過 7 次，充
分展現露國對蘇特使及臺露兩國邦誼的高度重視，也獲參、眾兩
院議長對臺露邦誼穩固的保證。
蘇特使此次訪問聖露西亞，對進一步深化兩國篤睦邦誼卓有
貢獻。
（E）

第 046 號

2019/02/28

中華民國政府肯定美國與北韓第二次高峰會談對推動韓半島和平
之努力
美國總統川普及北韓領導人金正恩於本（2019）年 2 月 28 日
在越南河內舉行美朝第二次元首高峰會，就韓半島完全非核化、
建立兩國新關係等議題進行協商。
雙方在此次峰會雖未達成任何協議，臺灣身為區域內重要成
員，仍然肯定並支持美朝雙方透過理性對話降低韓半島及東亞區
域緊張情勢所做的各項努力，並盼雙方繼續對話，以最終達致韓
半島完全非核化的目標，建構永續與穩定的和平。
外交部將持續密切關注情勢發展，並願與相關國家就此議題
加強對話溝通，與國際社會共同促進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發
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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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7 號

2019/03/01

臺菲漁業技術工作小組第五次會議在菲律賓舉行完竣，達成多項漁業合
作共識，有助深化臺菲關係及執法合作
「臺菲漁業技術工作小組」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TWG）
第五次會議於本（108）年 2 月 26 至 27 日假菲律賓大馬尼拉地區
奎松市（Quezon City）順利舉行，會議由我方駐菲律賓代表處公
使朱曦及菲國馬尼拉經濟文化辦事處副主席留文克（Atty. Gilberto
Lauengco）共同主持，我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署長黃鴻燕
及 菲 律 賓 農 業 部 漁 業 暨 水 產 資 源 局 局 長 龔 格 那 （ Eduardo B.
Gongona）擔任雙方主談人。
臺菲雙方就推動臺菲漁業執法合作、完善相互通報機制、分
享漁船檢查資訊、協助雙邊漁業發展、養殖孵化技術交流及降低
漁損、更新《臺菲有關促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附件 A 的通
報機制聯絡資訊、辦理漁業執法通報演練、雙邊漁業技術交流與
合作等重要議題深入研討並獲致共識，對增進臺菲未來雙邊關係
及漁業執法合作具有正面助益。
為有效打擊非法、未報告及不受規範漁業活動（IUU）
，強化
我國國外漁業作業基地管理，臺菲雙方同意分享菲國納卯（Davao）
港漁業檢查相關資訊，以共同遏止 IUU。同時，透過雙邊合作，
提升菲國納卯港經營管理，以提供我漁船更佳卸魚環境，保障國
籍漁船作業權益。此外，我國也同意菲方派團來臺就養殖技術、
漁獲損失研究及魚病防治等，進行交流及提供我方協助。
至於菲國一向堅持的其鄰接區內執法議題，我方依照聯合國
海洋法公約（UNCLOS）堅定表達該海域為我專屬經濟區，我政
府有權維護我漁民在此區域內捕魚的立場，促請菲方切勿在其所
主張鄰接區內扣押我漁船。菲方雖未對我主張具體承諾，但已瞭
解我方立場，未來雙方將再擇期召開諮商會議，持續深化對話，
尋求共識，並儘量採取緩和衝突的措施，以保障兩國漁民權益及
深化兩國友好關係。
我方於會中特別強調，菲律賓為我最近鄰國，漁業合作係深
化兩國關係的重要基石，我方盼在「新南向政策」下持續推動兩
國漁業合作。菲方對此亦表示歡迎，盼兩國能化解爭議，攜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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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更多互惠互利空間。
（E）

第 049 號

2019/03/04
臺日漁業委員會第 8 次會議將在東京召開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益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流協會訂於本
（108）
年 3 月 5 日至 7 日在東京召開臺日漁業委員會第 8 次會議，
會中將就《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規則等議題進行協
商，以保障雙方漁民作業權益。
臺日雙方於 102 年 4 月 10 日簽署《臺日漁業協議》，並設置
臺日漁業委員會，其後輪流在臺北與東京召開，迄今已舉行 7 次
會議，成為臺日漁業合作的重要溝通平台。政府將秉持資源共享
及互惠合作的原則，與日方共同維護雙方漁民海上漁作秩序及安
全。
（E）

第 050 號

2019/03/08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在東京舉行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及公益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共同召
開「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
，於本（108）年 3 月 5 日至 7 日在
東京舉行。我方由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秘書長張淑玲擔任團長，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副署長林國平擔任主談人，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及各漁會派代表出席。
本次會議，雙方針對《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的漁船作業
規則、
「自動船舶辨識系統」
（AIS）及船主責任險等議題進行討論，
我方另就協議適用海域外的重疊經濟海域作業問題向日方重申我
方立場。雙方經過坦誠意見交換，同意秉持《臺日漁業協議》互
惠合作的宗旨及漁業資源養護的精神，於漁汛期來臨前擇期繼續
協商。
我國與日本在 102 年 4 月 10 日簽署《臺日漁業協議》，以和
平方式解決雙方長期以來的漁業紛爭，並依據該協議成立「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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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委員會」。「臺日漁業委員會」原則上每年召開一次，由臺日
雙方輪流主辦，已成為雙方建立漁作秩序及處理漁業議題的重要
對話平臺。
（E）

第 054 號

2019/03/12

外交部長吳釗燮在「洛杉磯世界事務協會」以「臺灣：美國在自
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恆久夥伴」為題發表演說，彰顯臺美長久情誼
外交部部長吳釗燮於美西時間本（3）月 11 日中午出席「洛
杉磯世界事務協會」
（Los Angeles World Affairs Council, LAWAC）
舉辦的午餐會，以「臺灣：美國在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恆久夥伴」
（Taiwan: An Enduring Partner with the US in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為題發表演說。
吳部長在演說中提及，臺灣歷經 38 年戒嚴時期，從未放棄對
自由民主的追求，終於綻放民主之花。誠如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所稱：「臺灣對民主的擁抱，為全世界華人展示了一條更
好的道路」
。然而臺灣面對威權主義威脅，時時感受中國不斷加大
恫嚇，企圖顛覆臺灣民主，影響臺海穩定並威脅區域和平，不僅
考驗臺灣人民的決心，亦攸關其他休戚與共及理念相近夥伴。臺
灣將堅持抵禦中國擴張主義，向世界展示民主是一條更好的道路。
吳部長也指出，
「臺灣關係法」是臺美深厚、強健及全面夥伴
關係的基石，在「臺灣關係法」邁入立法 40 週年之際，臺美關係
的堅實更勝以往。自蔡英文總統上任以來，美國國會通過諸多友
我法案，美方宣佈多項對臺軍售，大力支持我國際參與等，均是
臺美關係持續深化的絕佳展現。外交部以「TRA@40：臺美恆久
夥伴∕TRA@40:An Enduring Partnership」為主軸，舉辦一系列活
動，凸顯臺美友好情誼，並彰顯雙方共享利益與價值，包括此時
正在臺北舉行的「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
吳部長另表示，臺灣堅持以價值為基礎的外交政策，擁抱與
每一個理念相近夥伴，攜手為世世代代創造和平、繁榮、自由、
開放的印太地區。「暖實力」遠勝於「銳實力」，臺灣推動「新南
向政策」，透過臺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GCTF）、參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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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反制伊斯蘭國（ISIS）聯盟」協助促進敘利亞及伊拉克的穩定、
提供委內瑞拉人道援助、對抗非洲伊波拉疫情等，致力成為世界
上強大的良善力量。
「洛杉磯世界事務協會」為無黨派的非營利組織，成立至今
64 年，宗旨在促進美國人民與外界交流，經常邀請國際事務重要
人士赴洛城演說，過去曾邀得 8 位美國總統及逾 250 名外國元首、
外交部長、國會議員及軍事將領在該協會發表演說。本次午餐會
在洛杉磯 Millennium Biltmore Hotel（MBH）飯店舉行，吸引該會
會員、媒體、學者及僑胞等近 300 位各界人士踴躍出席。（E）

第 055 號

2019/03/12

我國任命首位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及我政府捐助美國務院國際宗
教自由基金
美國務院去（107）年 7 月舉辦首屆「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
議」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會中發布「波多
馬克行動計畫」
（Potomac Plan of Action）
，籲請與會各國設立宗教
自由無任所大使，共同發揮影響力，並宣布成立「國際宗教自由
基金」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Fund, I-ReFF）
，鼓勵各國捐
輸，將相關資源用以推動全球宗教自由。
為響應美國的倡議，我政府經過數個月的推甄及徵詢，甫於
日前由蔡英文總統同意遴聘玉山神學院布興·大立院長擔任我國
首任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未來將敦請布興·大立大使代表政府，
協助推動與理念相近國家以及全球公民社會，在宗教自由議題方
面加強國際連結與合作。
我政府亦將捐助美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基金」，預計自本
（108）年開始，分五年捐助，每年捐助 20 萬美元。這項基金除
了美國本身捐款外，挪威及荷蘭等歐洲國家也已陸續承諾捐助。
我政府樂願以實際行動為全球宗教自由貢獻心力，未來將與美國
務院切取聯繫，確保基金提供給世界各地需要的個人或團體。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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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55

March 12, 2019

Taiwan appoints first Ambassador at Large for religious freedom,
makes donation to U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Fund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eld the first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in July 2018, launching the Potomac Plan of
Action that called on participating states to create Ambassador at
Large positions for religious freedom.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lso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Fund (I-ReFF) that encourages countries to make donations
and leverage related resources for the promot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In response to these US initiatives, President Tsai Ing-wen appointed
Pusin Tali, President of the Yu-Sha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 as Taiwan’s first Ambassador at Large for religious freedom
following a comprehensive monthslong selection process.
Ambassador Tali will be tasked with representing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working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and civic groups
worldwide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links and cooperation for
religious freedom.
Furthermore, the Taiwan government plans to donate US$200,000 per
year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to the I-ReFF. Besides the US,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the Netherlands and Norway have also
pledged to make donations. The Taiwan government is thus willing to
make concrete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global religious freedom,
and will mainta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o
ensure that I-ReFF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to those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ho need them the most.(E)

第 056 號

2019/03/14

北馬其頓共和國續予我國人免簽證待遇，外交部表示歡迎
我國與北馬其頓共和國（Republic of North Macedonia）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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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8）年 4 月 1 日起，正式延長互予雙方國民免簽證待遇 1 年，
至下（109）年 3 月 31 日止，我國國民可持有效護照入境北馬其
頓，並得於 180 日內停留至多 90 日。雙方亦將各自於政府網站同
步更新相關簽證資訊。
推動我國人簽證便利待遇向為外交部重點工作，此次北馬其
頓延長與我互惠免簽待遇實為國人公民素質深獲肯定，以及政府
努力的成果。外交部將持續爭取我國人出國免簽證及其他簽證便
利待遇，以提升國人出國洽商及旅遊的便利。
外交部提醒國人在停留北馬其頓期間務必遵守當地國法令，
展現優良國民風範，維持良好國際形象；同時亦應注意自身安全，
若有需要，請隨時撥打我駐義大利代表處（兼轄北國業務）急難
救助電話+39-366-806-6434，或撥打國內 24 小時緊急聯絡電話
+886-800-085-095。相關資訊請參考北國外交部網站資訊（網址：
http://www.mfa.gov.mk ； 途 徑 ： Consular Services/For Foreign
Nationals/Information about Macedonian Entry Visa）。（E）

第 058 號

2019/03/18

外交部頒贈外交之友貢獻獎予美國愛達荷州亞太區辦事處顏銀德
處長及美國路易斯安納州亞洲經貿辦事處李忠文處長，表彰其等
對促進臺美關係的卓越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3 月 18 日頒贈「外交之友貢
獻獎」予美國愛達荷州亞太區辦事處處長顏銀德及美國路易斯安
納州亞洲經貿辦事處處長李忠文，以表彰其等長年協助推動臺美
雙邊經貿合作與交流的卓越貢獻。
顏銀德先生自 1989 年擔任愛達荷州亞太區辦事處處長，李忠
文先生自 1990 年擔任路易斯安納州亞洲經貿辦事處處長，兩人皆
曾擔任「美國各州政府在臺辦事處協會」
（American State Offices
Association, ASOA）處長，多年來協助推動愛州及路州與臺灣的
經貿投資合作，並大力協助推動我國對美外交工作及邀請該兩州
的政要訪臺，貢獻卓著。我國與愛州及路州經貿合作關係密切友
好，並分別於 2014 年及 2018 年簽署免試互換駕照互惠協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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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將在現有的良好基礎上持續深化各項合作及交流。
本年適逢「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多年來臺美關係在政
府及民間的共同努力下持續深化，兩國各項經貿及文化交流日益
頻密，其中顏處長與李處長的貢獻普獲臺灣與愛、路兩州政府與
人民的肯定。外交部感謝顏處長及李處長 30 年來對促進臺美關係
的貢獻，特別頒贈「外交之友貢獻獎」
，以表達誠摯敬謝之意。
（E）

第 059 號

2019/03/19
臺美成立「印太民主治理諮商」對話

為紀念「臺灣關係法」
（TRA）立法 40 週年，並彰顯臺美之
間 40 年來的深厚夥伴關係及共享價值，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美國在
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本（3）
月 19 日上午在外交部共同舉行記者會，宣布臺美正式成立「印太
民主治理諮商」
（Indo-Pacific Democratic Governance Consultations）
機制。美方預計最快將於本（108）年 9 月間由國務院「民主、人
權暨勞工局」資深官員率團訪臺，展開首屆對話。未來臺美雙方
將定期透過此一交流平臺，尋求可能的合作方式，共同在印太地
區推動人權、民主及良善治理等核心價值，維護區域內的自由及
法治秩序。
此一諮商機制的成立是繼本月初臺美雙方在臺北合辦「印太
區域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以及我方宣布自本年起分 5 年
捐助 100 萬美元予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基金」後，另一項
臺美推動共享價值的具體成果。
吳部長在記者會上表示，臺灣作為國際間備受肯定的民主成
功故事及良善力量，不僅在捍衛民主自由的最前線維護自身的民
主成果，也願意在國際社會貢獻所能，為保衛國際自由秩序與普
世價值克盡己力，並積極與美國等理念相近國家共同合作。
酈英傑處長也在記者會中強調，臺灣是美國在推動自由且開
放的印太地區方面最好的夥伴，民主價值、基本自由與人權不僅
是臺美雙方自我定位的核心，更是美國尋求與臺灣合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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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及酈處長也在會中宣布本月 26 至 28 日將在臺美「全
球合作暨訓練架構」（GCTF）下舉辦「打擊公私部門貪瀆國際研
習營」
。
（E）

第 061 號

2019/03/25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 2 輪會議將在東京召開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益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流協會訂於本
（108）年 3 月 26 日至 27 日在東京召開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
2 輪會議，會中雙方將續就《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規
則等議題進行協商，以期共同維護雙方漁民海上漁作秩序及安
全。（E）

第 063 號

2019/03/26

2019 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首場活動「打擊公私部門貪瀆國際研
習營」正式展開
爲強化印太地區國家在打擊貪瀆方面的合作及能力，外交
部、法務部調查局、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及日本台
灣交流協會於本（108）年 3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臺北共同舉辦 2019
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GCTF）－「打擊公私部門貪瀆國際
研習營」
，計有 17 國 24 位肅貪機關執法官員及專家來臺參訓。研
習營講師則由美國司法部及聯邦調查局、馬來西亞反貪污委員
會、我國法務部等官員及日本專家擔任。法務部長蔡清祥、外交
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法務部調查局長呂文忠、AIT/T 處長酈英傑
（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及日本台灣交流協會代表沼田幹夫皆
出席開訓典禮並致詞。
徐政務次長致詞表示，本年適值「臺灣關係法」
（TRA）立法
40 週年，GCTF 彰顯臺美之間 40 年來的恆久夥伴關係及共享價
值，期望此次研習營能透過各國學員之間的相互學習與經驗分
享，成為區域內國家打擊貪腐的有效合作平臺，提升區域內的民
主治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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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TF 於 104 年 6 月成立以來，已針對公共衛生、執法合作、
媒體識讀、婦女賦權、人道援助及災難防救（HA/DR）等議題辦
理 15 場國際訓練計畫，邀請逾 300 位各國代表來臺參加。此次研
習營是 GCTF 第二度在執法領域的國際訓練計畫，也是今年 GCTF
第一場活動，將透過各國案例剖析、臺灣肅貪經驗分享、國際肅
貪合作等主題進行交流，展現我國對打擊貪瀆及商業間諜的能量
與成果，並且凸顯我與美日等理念相近國家積極合作的決心。
（E）

第 064 號

2019/03/28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二輪會議在東京進行，雙方同意仍將持
續交涉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二輪會議於本（108）年 3 月 26
至 27 日在東京召開。會議中就「自動船舶辨識系統」
（AIS）及船
主責任險（P&I）等議題進行討論，我方並就協議適用海域外的重
疊經濟海域作業問題向日方重申我方一貫立場。
有關協議適用海域作業規則部分，雙方各自基於漁民權益及
期待，雖已坦誠交換意見，惟仍未能獲致最終共識。鑒於 4 月份
漁汛期迫近，臺日雙方同意在 4 月中旬前儘速提出最終方案，以
確立本年度作業規則。
（E）

第 066 號

2019/03/30

外交部肯定敘利亞民主軍在全球反制伊斯蘭國聯盟支持下成功收
復 ISIS 失地
「敘利亞民主軍」
（SDF）在美國領導的「全球反制伊斯蘭國
（ISIS）聯盟」支持下，於本（2019）年 3 月 23 日正式宣佈收復
所有敘利亞 ISIS 失地，ISIS 主要目標已告失敗。美國國務院同時
表示，未來打擊 ISIS 行動將持續專注在敘利亞及伊拉克的人道援
助、重建及穩定化工作上。我國政府身為聯盟的一員及國際社會
負責任的夥伴，樂見及肯定此一重大里程碑，並將持續支持聯盟，
以協助敘利亞人民早日回復安定及和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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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 2014 年加入「全球反制 ISIS 聯盟」後，持續投入聯盟
的人道援助及穩定化工作，至今已透過政府及民間組織對伊拉
克、敘利亞、約旦、土耳其等國受到 ISIS 波及的人民提供協助，
包括捐贈 350 座組合屋與 1 座行動醫院、冬衣及白米，並提供掃
雷資金與裝備等。此外，我駐美國代表高碩泰大使於本年 2 月 6
日代表我國出席由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Pompeo）主持的「全
球反制 ISIS 聯盟」部長級會議，當場宣佈臺灣將捐助 50 萬美元予
由 2018 年諾貝爾和平獎得主娜迪雅·穆拉德（Nadia Murad）所創
立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娜迪雅倡議」
（Nadia＇s Initiative）
，用於伊
拉克的人道援助工作。
今年是「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臺美在衆多領域持續擴
大合作，包括共同打擊伊斯蘭國及恐怖主義，不僅是為了區域的
和平穩定，也是基於維護全球人民的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適彰
顯臺美的恆久夥伴關係。
（E）

No.066

March 30, 2019

MOFA commends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for liberating
Daesh-held territory with Global Coalition support
The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announced on March 23 that all
Daesh-held territory in Syria had been liber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US-led Global Coalition against Daesh, and that Daesh, previously
known as ISIS, had failed to achieve its primary objective.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id future actions against Daesh will focus o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construction work and stabilization efforts
in Syria and Iraq.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a member of the Global Coalition and a responsible partn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recognizes this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fight against Daesh and pledges to continue supporting the
Global Coalition as part of efforts to restore a peaceful and stable life
to the Syrian people as soon as possible.
Since joining the Global Coalition against Daesh in 2014, Taiwan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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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d to a number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stabilization
endeavors, providing assistance through both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civilians in Iraq, Jordan, Syria, and
Turkey who were affected by Daesh. This included the donation of
350 prefabricated houses, a mobile hospital, winter clothing, and rice,
as well as funds and equipment for minesweeping operations. On
February 6, Representative to the US Stanley Kao attended the
Meeting of Ministers of the 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hosted by
US State Secretary Michael Pompeo, where he announced that Taiwan
would donate US$500,000 to Nadia’s Initiative, an NGO founded by
2018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Nadia Murad, as humanitarian aid for
Iraq.
As Taiwan and the US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is year, we are steadily expanding cooperation
across many domains, including counterterrorism and the fight against
Daesh. Our enduring partnership is reflected in bilateral efforts to
ensure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safeguard the common
values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for people worldwide. (E)

第 068 號

2019/03/31

外交部長吳釗燮致電斯洛伐克駐臺代表博塔文，祝賀卡普托娃女
士順利當選斯國總統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3）月 31 日上午致電斯國駐臺代表博
塔文（Martin Podstavek）
，就斯國順利完成和平的民主選舉，並選
出斯國首位女性總統，代表我政府表達誠摯祝賀。
吳部長表示，卡普托娃女士競選時所主張的人權、透明化及
進步價值等相關政見，與蔡英文總統及政府當前施政理念均甚一
致，雙方共享相同價值。我方期盼未來與卡普托娃政府團隊緊密
合作，持續推動臺斯雙邊關係更進一步發展。
博塔文代表感謝吳部長致電，願將我方祝賀忠實轉報斯國政
府，並續與我合作推動雙邊關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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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9 號

2019/04/01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尼加拉瓜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書
重複驗證協定」自 108 年 3 月 26 日起生效
為簡化我國與尼加拉瓜共和國跨境文件驗證程序，增進雙方
交流，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尼加拉瓜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
文書重複驗證協定」已自本（108）年 3 月 26 日起正式生效。此
為繼「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巴拉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文
書重複驗證協定」後，我國與外國政府簽署的第二個免除外國公
文書重複驗證協定。
上述協定生效後，我國文件欲持往尼國使用或尼國文件欲持
至我國使用，且有驗證需要者，在經各自文件證明權責機關（在
我國為外交部領事事務局或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雲嘉南辦
事處；在尼國為外交部文件證明組）驗證後，即可持往對方國使
用，免除以往須再經對方國駐外使領館複驗的程序。上述協定將
有助提升臺尼兩國人民交流便利性，並降低商業往來成本，創造
雙贏互惠局面。
（E）

第 070 號

2019/04/02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及國防部分別就中國軍機穿越臺海中線的
挑釁舉措發表回應力挺臺灣，外交部表達誠摯謝意
針對中國軍機穿越臺海中線的刻意挑釁行動，繼美國在台協
會台北辦事處（AIT/T）昨（1）日發表友我聲明後，美國國家安
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頃於臺北時間本（4）月 2 日以發表推
文的方式表達強烈反對立場。波頓國安顧問指出，中國的軍事挑
釁舉措不會贏得臺灣人民的支持，只會更強化臺灣人民珍惜民主
價值的決心；同時重申美方在「臺灣關係法」下堅守對臺灣的承
諾。此外，美國防部也做出正式回應，反對北京試圖片面改變現
狀及破壞區域穩定的作為，重申信守「臺灣關係法」的堅定承諾。
美國防部同時再次肯定臺灣是「可信賴的夥伴、民主典範，也是
世界上的良善力量」
。對美方主管涉我事務各部會適時為臺灣仗義
執言，並譴責中國軍機的冒進行為，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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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國際社會成員，我國政府善盡維持區域穩定與臺海和平
的堅定立場與努力，始終如一，不會動搖或改變；而作為一個民
主國家，臺灣政府更將全力捍衛國人的民主自由與生活方式。外
交部再次呼籲國際社會共同關注並譴責北京危害區域和平穩定的
挑釁作為。我國政府將持續強化自我防衛能力，並與美國及理念
相近國家攜手合作，共同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捍衛以規則
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E）

No.070

April 2, 2019

MOFA thanks Bolton, Pentagon for strong response to Chinese
fighter jets’ incursion into Taiwan Strait median line
Following the statement of support for Taiwan issued b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s Taipei Office on April 1,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hn Bolton on April 2 (Taipei
time) tweeted a strong response to the deliberately provocative
incursion into the Taiwan Strait median line by Chinese air force.
Bolton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military incursions won’t win any
hearts or minds in Taiwan, but they will strengthen the resolve of
people everywhere who value democracy.” Bolton further reiterated
that the US would uphold its commitment to Taiwan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RA).
In addition,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ssued its own statement
saying that “Beijing’s efforts to unilaterally alter the status quo are
harmful and do not contribute to regional stability.” The Pentagon
statement also said the US would abide by its firm commitment to
Taiwan under the TRA, and called Taiwan a “reliable partner, a
democratic role model, and a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sincerely grateful for these timely and supportive statements from
US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Taiwan-related affairs, and for their
denunciation of this rash action by Chinese military 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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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s government
has maintained a consistent and unshakeable commitment to
upholding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as
a democratic country, Taiwan will do its utmost to protect the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lifestyle that its people enjoy. MOFA once
again call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condemn Beijing’s provocative actions which endanger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Our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country’s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while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US
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protect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E)

第 071 號

2019/04/02

針對中國軍機對臺挑釁行徑，歐盟呼籲兩岸對話及合作，外交部
對歐盟持續關切臺海安全情勢表示感謝
針對兩架中國軍機於上（3）月 31 日飛越臺海中線的刻意挑
釁行徑，歐盟對外事務部（EEAS）發言人本（4）月 2 日回應表
示，亞洲的和平與安全攸關歐盟重大利益，遠東地區的緊張只會
對各方的安全及經貿產生負面影響，其中也包括臺海兩岸蓬勃發
展的貿易；海峽兩岸應避免可能導致臺海情勢緊張加劇的言行，
歐盟期盼兩岸進行建設性互動並恢復對話，同時樂願支持任何有
助兩岸對話、合作及建立信心的倡議。
自中國領導人於本（2019）年 1 月 2 日發表強硬的對臺談話
以來，歐盟執委會及歐洲議會友人即陸續發表聲明關切臺海局
勢 ， 其 中 歐 盟 執 委 會 「 人 道 援 助 及 危 機 管 理 」 執 委 Christos
Stylianides 於 1 月 30 日即曾公開強調，兩岸和平穩定符合歐盟重
大利益，歐盟尊重臺灣治理體系、民主、人權及法治等價值，重
申將持續與臺灣在不同領域發展合作關係，盼兩岸維持現狀，並
鼓勵雙方進行對話。
此次歐盟再次重申其鼓勵臺海維持和平穩定的一貫立場，外
交部表示感謝，並將續與歐盟等理念相近夥伴合作維持區域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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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促進臺海和平發展。
（E）

No.071

April 2, 2019

MOFA thanks EU for urging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expressing
concern over cross-strait security following incursion of Chinese
fighter jets
Responding to an incident on March 31 in which two Chinese fighter
jets crossed the Taiwan Strait median line, a spokesperson for the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said on April 2 that the EU has a
stro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in Asia.
“Tensions in the Far East can on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our
own security, as well as on our trade and our economies, including the
flourish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he said. “Both sides
must avoid actions and words that may increase tensions around the
Strait,” the spokesperson added. “We look to China and Taiwan to
engage constructively with one another, and to restart dialogue. We
are willing to support all initiatives aimed at promoting dialogue,
coopera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Since China’s leader hardened his stance toward Taiwan in a speech
on January 2,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ve issued a series of statements expressing
concern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On January
30,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Humanitarian Aid and Crisis
Management Christos Stylianides said that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is in the EU’s strong interests, and that the EU respects
Taiwan’s system of governance and its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Commissioner Stylianides also reiterated
that the EU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Taiwan in a range
of different areas, and said he hoped that the status quo would remain
the norm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at the EU would encourag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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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A thanks the EU for reiterating its consistent stance of
encourag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EU and other like-minded partners to
maintain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romote peaceful cross-strait
development.(E)

第 072 號

2019/04/08

蔡總統於「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前夕於美國華府「戰略暨國
際研究中心」等智庫合辦之研討會發表視訊演說
為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美國華府智庫「戰略暨
國際研究中心」
（CSIS）
、
「布魯金斯研究院」及「威爾遜國際學人
中心」將於本（4）月 9 日該法立法 40 週年前夕聯合舉辦研討會，
並邀請蔡英文總統於臺北時間同（9）日晚間 8 時 55 分發表視訊
演說，屆時將由 CSIS 亞洲事務資深副會長暨日本講座主任葛林
（ Michael Green） 主 持 ， 並 由 前 副 國務 卿 阿 米 塔 吉 （ Richard
Armitage）引言。
除蔡總統視訊演說外，該研討會另將以「回顧臺美關係」
、
「臺
灣當前戰略環境」及「臺美關係展望」等三主題，分別邀請美國
務院前代理亞太助卿董雲裳
（Susan Thornton）
、布魯金斯研究院「臺
灣講座」卜睿哲（Richard Bush）、CSIS「中國權力計畫」主任葛
來儀（Bonnie Glaser）及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前處長楊甦棣
（Stephen Young）等學者專家與談。另立法委員蕭美琴、美聯邦
眾議院「國會臺灣連線」共同主席康納利（Gerald “Gerry＂
Connolly, D-VA）及美國務院代理亞太助卿墨菲（Patrick Murphy）
先後發表專題演說。
本次總統視訊演說是蔡總統首度在總統府以視訊方式與美國
重要意見領袖針對臺美關係及區域安全情勢交換意見，也是本
（108）年華府各界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系列活動之
一 。 總 統 演 說 內 容 將 同 步 於 總 統 府 YouTube 頻 道
（http://www.youtube.com/user/presidentialoffice） 全程網路直播，
歡迎國內各界人士屆時上網收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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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4 號

2019/04/09

我駐美各處串連舉行「臺灣日」活動，以行動展現臺灣暖實力，
獲美國各界人士熱烈響應
我駐美國代表處及全美其他 11 個辦事處於本（4）月 6 日及 7
日首度串連舉行「臺灣日」活動，作為本（108）年「臺灣關係法」
立法 40 週年系列活動之一，展現臺灣「暖實力」與濃厚的人情味，
以及臺美攜手貢獻世界的決心與努力。
我駐美 12 處依據各地條件及特色，於美國時間 4 月 6 日或 7
日，結合當地主流及僑界，以社區服務、探視弱勢團體或慈善義
工等回饋美國社會的活動為主軸，邀請美國民選與地方官員及媒
體等共襄盛舉，與地方社區、僑界及慈善團體合作舉行淨園、淨
灘、掃街、健走、發送食品、認養公園、探視孤兒院、慈善義賣、
臺灣電影節以及提供免費醫療服務等多元活動，積極展現「Taiwan
Can Help」精神及臺美兩國友好情誼，也表達臺灣感謝美國社會的
心意。
駐美各處也透過有獎徵答等方式向各界介紹「臺灣關係法」
並宣揚臺美關係緊密友好。此次活動獲美國各地民眾熱烈迴響，
及當地政要踴躍出席，有助增加臺灣的能見度，並使美國民眾感
受到臺灣的熱情與活力。
（E）

第 075 號

2019/04/09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 3 輪會議將在東京召開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公益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流協會訂於本
（108）年 4 月 10 日在東京召開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 3
輪會議。會中雙方將續就《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規
則等議題進行協商，以期共同維護雙方漁民海上漁作秩序及安
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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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6 號

2019/04/10

臺美共同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暨美國在台協會成立 40 週年
美國在台協會（AIT）訂本（108）年 4 月 15 日在內湖新館舉
行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及慶祝 AIT 成立 40 週年活動。
美方慶賀團團長、聯邦眾議院前議長萊恩（Paul Ryan, R-WI）將
偕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
、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
業事務局副助卿米德偉（David Meale）等多位美方政要代表美國
政府出席見證此一臺美關係的里程碑。此外，聯邦眾院「科學、
太空暨科技」委員會主席江笙（Eddie Bernice Johnson, D-TX）
、聯
邦眾議員強森（Hank Johnson, D-GA）、貝肯（Don Bacon, R-NE）
及卡巴赫（Salud Carbajal, D-CA）等多位美國會議員也將來臺參
與盛會，展現美國行政及立法部門對臺美關係的高度重視與強勁
支持。外交部表達熱烈歡迎。
本年適逢「臺灣關係法」
（TRA）立法 40 週年，為彰顯臺美
40 年來的密切夥伴關係及共享價值，外交部已規劃於本年內在臺
美兩地舉辦一系列紀念活動，包括於 4 月 16 日在臺北舉辦「印太
安全對話」研討會以及臺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
（GCTF）
「女
力經濟賦權峰會」
，美方訪賓也將分別出席上述活動。外交部期盼
與美國政府代表、國會議員以及所有遠道而來的友人，共同見證
臺美關係更上一層樓。
「臺灣關係法」作為臺美關係發展近 40 年來的基石，促進雙
邊 實 質 交 流 合 作 不 斷 穩 健 提 升 。 AIT/T 處 長 酈 英 傑 （ Brent
Christensen）本（10）日投書，表達對持續深化臺美關係的決心與
期許。誠如酈英傑處長所言，臺美夥伴關係「建立在雙方的共享
利益、共享價值，及堅持做正確的事的共同意願之上」
，臺灣是美
國在自由開放印太區域的恆久夥伴，我政府將持續致力強化與美
國政府在民主、經濟及安全等全方面的堅實夥伴關係，共同譜寫
臺美關係的新篇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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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7 號

2019/04/11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三輪會議達成協議

「第 8 次臺日漁業委員會」第三輪會議已於本（4）月 10 日
在東京舉行。雙方基於《臺日漁業協議》精神與互惠宗旨，同意
延續上（107）年度漁船作業規則，以共同維護海上作業安全，並
避免漁業作業爭議。
本年度臺日雙方歷經 3 輪協商，會議中先後就「自動船舶辨
識系統」
（AIS）
、船主責任險（P&I）
，以及《臺日漁業協議》適用
海域的漁船作業規則達成共識。我方亦就協議適用海域外的重疊
經濟海域作業問題向日方重申我方一貫立場。
我國與日本是於 102 年 4 月 10 日簽署《臺日漁業協議》，並
依據該協議成立「臺日漁業委員會」
，迄已召開 8 次會議，已成為
雙方建立漁作規則及處理漁事爭議的重要對話平臺。
「臺日漁業委
員會」原則上每年舉辦一次，明年將輪由我方在臺北舉行。（E）

第 078 號

2019/04/12

2019 年印太安全對話研討會在臺舉行，聚焦探討臺美夥伴關係在印太區
域之積極作為
外交部及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委託「財團法人
兩岸交流遠景基金會」與美國「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合作，於本（4）月 16 日在臺北君悅飯店，以「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紀念：深化臺美關係」為題，舉辦 2019 年「印太安全對話」
研討會。蔡英文總統將蒞臨研討會開幕典禮並致詞，AIT@40 美國
慶賀團團長、聯邦眾議院前議長萊恩（Paul Ryan, R-WI）亦將受
邀擔任開幕專題演講人。本（108）年適逢「臺灣關係法」
（TRA）
立法 40 週年，為彰顯臺美 40 年來的密切夥伴關係及共享價值，
外交部已規劃於本年內在臺美兩地舉辦一系列紀念活動，包括於 4
月 16 日在臺北舉辦「印太安全對話」研討會以及臺美「全球合作
暨訓練架構」（GCTF）「女力經濟賦權峰會」，美方訪賓也將分別
出席上述活動。外交部期盼與美國政府代表、國會議員以及所有
遠道而來的友人，共同見證臺美關係更上一層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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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研討會延續過去臺美國會議員對話的傳統，邀請 3 位美
聯邦眾議員，包括強森（Hank Johnson, D-GA）
、貝肯（Don Bacon,
R-NE）及卡巴赫（Salud Carbajal, D-CA）出席，與我立法委員王
定宇、江啟臣及林昶佐於臺美國會議員對話場次進行意見交流。
這是該對話自 100 年首度進行以來，與談美國會議員人數最多的
一次，顯示美國會對「臺灣關係法」及臺美關係的高度重視。
為凸顯臺美夥伴關係的前瞻性，以及雙方在印太地區的積極
角色，本年研討會將分別就臺美共享價值、強化臺美安全關係、
深化臺美經貿關係等面向進行討論，期盼藉由臺美國會議員及學
者專家間的對話，展現「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年以來，臺美關係
的堅實發展成果，並彰顯臺美緊密厚實的夥伴關係乃是印太區域
追求和平，穩定及繁榮的重要基石。
（E）

第 079 號

2019/04/13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歐盟公開支持臺灣有意義
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近日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及歐盟陸續公開聲援支持臺
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
，彰顯臺灣為全球醫衛及防疫合
作不可或缺的一員，更展現理念相近國家期盼 WHO 基於維護全
人類健康福祉的專業考量，邀請臺灣出席本（2019）年「世界衛
生大會」（WHA）的共同立場。上述國家的大力支持令人深感鼓
舞，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美國務院代理亞太助卿墨菲（Patrick Murphy）本（4）月 9
日出席華府智庫舉辦的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研討會上，重
申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各項專業國際組織。美國在台協會（AIT）
發言人孟雨荷（Amanda Mansour）亦於上（3）月 22 日公開表示，
美方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 WHO、「國際民航組織」
（ICAO）、「國
際刑警組織」
（INTERPOL）等國際組織。
英國衛生暨社會照護部副部長普萊斯（Jackie Doyle-Price）及
外交部副部長費爾德（Mark Field）則分別於本月 5 日及 10 日表
示，英國將持續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不以國家為參與要件、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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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可做出具體貢獻的國際組織，並相信 WHA 及 WHO 技術性會議
符合此等要件。英國在臺辦事處也於上月 22 日公開表示，英國政
府已向 WHO 表態，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參加本年 WHA，英國
亦將繼續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 WHA。
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慧蘭（Chrystia Freeland）於本月 9 日在參
議院外交委員會上答覆獨立參議員葛林（Stephen Greene）詢問加
拿大是否支持臺灣參與國際事務，如本年 WHA 的質詢時表示，
加國將持續支持臺灣有意義參相關國際多邊論壇，為全球公益做
成重要貢獻。
歐盟發言人則於本月 9 日於回復記者電郵時表示，歐盟支持
以務實方式解決臺灣國際參與問題，包括參與 WHO 及其所有技
術性會議，因為這符合歐盟及更廣泛的全球利益。
外交部感謝理念相近國家的聲援與支持，顯示臺灣有意義參
與國際社會的重要性及正當性獲得主流國際社會的認同，也充分
說明「德不孤，必有鄰」及「得道者多助」的道理。我將藉此良
好動能，持續推動參與各項國際組織，以維護國人的權益與福祉，
並對國際共同關切議題做出貢獻。外交部再度呼籲 WHO 秉持其
憲章宗旨，傾聽各方支持臺灣應參與 WHA 的訴求，儘速邀請臺
灣出席本年 WHA，達成臺灣、WHO 與國際社會多贏的局面。
（E）

第 080 號

2019/04/13

我與美國簽署「臺美合作處理跨國父母擅帶兒童離家瞭解備忘錄」
我駐美國代表處副代表黃敏境與美國在台協會執行理事羅瑞
智（John J. Norris, Jr.）於美東時間本（108）年 4 月 12 日簽署「臺
美合作處理跨國父母擅帶兒童離家瞭解備忘錄」（MOU between
the AIT and the TECRO in the US on Coop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Parental Child Abduction）
，以強化雙方主政機關美國國務院領務局
及我衛生福利部就相關議題的溝通及協調，並保障相關當事人的
權益。
臺美雙方人民交流互動密切，跨國婚姻也甚普遍，但過去曾
發生配偶或伴侶離異後，其中一方逕自將兒童帶離居住地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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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致引發紛爭，確有建立相關合作機制的必要。
臺美簽署本項備忘錄後，將由美國務院領務局及我衛福部代
表組成聯合委員會，每半年至少一次或視實際需要臨時召開會
議，合作處理兒童遭跨國父母擅帶離家的個案，雙方並將加強資
訊分享，以確認遭擅帶離家兒童之下落，以利提供後續協助。
臺美關係緊密堅實，雙方進一步就攸關民眾權益事項之實質
議題加強合作，當有助確保兒童福利，亦彰顯「臺灣關係法」的
立法意旨。
（E）

第 084 號

2019/04/16

美國宣布新一批對臺軍售案，落實對臺安全承諾，彰顯印太戰略
堅實安全夥伴關係，外交部表達誠摯謝意
美國政府頃於美東時間本（4）月 15 日宣布最新對臺軍售案，
主要內容為我飛行員訓練及路克空軍基地 F-16 戰機升級維修，價
值約 5 億美元。此為川普總統上任後連續第三度對臺軍售，不僅
顯示美方對我國防安全的高度重視，也彰顯臺美在「印太戰略」
下的堅實安全夥伴關係。外交部對美方軍售決定表示誠摯歡迎，
也對美國在臺美共同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之際，以具
體作為履行該法及「六項保證」對我安全承諾表達由衷感謝。
川普總統上任之後發布《國家安全戰略》報告，確立美國國
家安全戰略，再次確認美國在「臺灣關係法」下對臺安全承諾。
此後，臺美雙方也不斷在美國的「自由與開放印太地區」架構下
強化區域安全夥伴關係，美方不僅重視我國的軍購需求，也與國
軍進行密切軍事交流，並助我強化不對稱及創新戰力，兩國已建
構堅強的安全夥伴關係。美國政府對臺軍售，除將進一步強化臺
灣的防衛能力外，也將在武器使用訓練、後勤維修、戰術交流、
情報交換等領域，進行緊密合作。這也是美國政府進行「軍售常
態化」之後的首度軍售，別具雙邊安全合作意義。
本次軍售內容亞歷桑那州路克空軍基地的訓練案，對於臺灣
F-16 戰機飛行員的高階與高強度作戰訓練極為重要，在路克基地
訓練結束的飛行員返臺後，即成為我國空軍新進飛行員的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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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路克基地的訓練成果。這是臺美空軍合作的最重要平臺與最
關鍵指標。
在蔡英文總統上任以來，臺美雙方也將傳統安全夥伴關係擴
展至非傳統安全領域，包括網路安全、能源安全、反恐、人道援
助暨災害救援等，已讓臺灣成為世界重要的良善力量；蔡總統領
導下的臺灣，也多次獲美國政府公開肯定為可信賴且重要的夥伴。
近來中國一再以派遣軍機穿越臺灣海峽等挑釁行徑破壞區域
和平及穩定，並在東海、南海耀武揚威，實已引起鄰近國家的憂
慮。臺灣作為印太區域中負責任的利害關係者，也站在中國對外
擴張的最前線，承受最龐大的政、軍壓力，在區域穩定及繁榮上
扮演關鍵角色。臺灣將持續負起責任，增加對國防的投資，強化
自我防衛能力，以堅強的國防捍衛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美國政府高層已多次公開關切區域緊張情勢升高，也明確重
申對包括臺灣等區域夥伴的安全承諾。近年來美政府每年均宣布
對臺軍售，以常態化機制審查我向美方提出的需求，使我能即時
獲取所需防衛性裝備。美國國會也透過上（2018）年通過的「亞
洲再保證倡議法案」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ARIA）
以及「2019 年國防授權法案」
（2019 NDAA）
，將臺灣納入美國「印
太戰略」的一環，進一步深化臺美安全合作與交流。
我政府感謝美國行政與立法部門一致重視及支持強化臺美在
「印太戰略」下的安全夥伴關係，未來將持續加強自我防衛能力，
並鞏固與美國的安全夥伴關係，共同對印太區域的長遠和平穩定
做出貢獻，並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E）

第 085 號

2019/04/16

女力經濟賦權高峰會及「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女力經濟賦權國際
研習營」在臺舉行，推動女性在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
為積極推動印太地區國家提升女性經濟賦權，並強化臺美日
在全球及區域議題的合作能量，同時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外交部、經濟部、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及日
本台灣交流協會於本（108）年 4 月 16 日至 18 日共同舉辦「女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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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賦權高峰會」與「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女力經濟賦權國際研習營」
，邀請國際
知名講者代表來臺發表演講並參與座談。
首先於 4 月 16 日登場的「女力經濟賦權高峰會」除來自印太
地區 17 個國家的 30 位女力代表，同時開放民眾報名參加，蔡英
文總統、AIT/T 處長酈英傑及經濟部政務次長王美花蒞臨開幕典禮
並致詞，美聯邦眾議院科學、太空和技術委員會主席江笙（Eddie
Bernice Johnson）亦應邀擔任開幕演講貴賓，顯示臺美雙方對此峰
會的重視。
續於 4 月 17 日至 18 日舉辦的「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女力經
濟賦權國際研習營」則將由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AIT 主席莫
健、台灣金融研訓院董事長吳中書及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副代表西
海茂洋於開幕典禮致詞，歡迎來自印太各國共計 30 位女力代表參
訓。為期 2 天的研習課程將針對強化女性在經濟及產業的領導角
色、普惠金融與創新科技的影響及在 APEC 架構下促進女性經濟
地位提升等議題，進行專題研討與意見交流。
本研習營不僅是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系列活動之
一，也是臺美自 104 年以來在 GCTF 下，共同舉辦的第 17 場國際
研習營，同時為日本台灣交流協會第二度參與合辦的 GCTF 活動，
彰顯臺灣國際夥伴關係日益擴展，別具意義。未來臺美日將持續
在印太地區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提升女性在各個領域的參與度及
領導地位。
（E）

第 086 號

2019/04/16

歐洲議會首度串連英、法、德三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聯名致函世
界衛生組織幹事長，呼籲促成臺灣出席第 72 屆世衛大會，外交部
對此表達歡迎及誠摯感謝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 Werner Langen、臺英國會友臺小組共
同主席 Nigel Evans 與 Lord Rogan、德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Klaus-Peter Willsch，以及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席 Jean-François
Cesarini，於本（2019）年 4 月 15 日聯名致函
「世界衛生組織」
（WHO）
- 95 -

幹事長譚德塞博士（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共同呼籲邀我
出席 5 月舉行的第 72 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對於歐洲議
會及歐洲理念相近國家國會友臺小組核心成員以具體行動串連，
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 WHO，外交部表達歡迎及誠摯感謝。
聯署函指出，臺灣在過去兩年被排除第 70 及 71 屆 WHA 之
外，參與本年 2 月 WHO 流感疫苗選株會議等各項 WHO 技術性會
議遭受限制，造成全球衛生安全體系的嚴重漏洞。臺灣 2,300 萬人
民被剝奪與世界其他公民在平等基礎上參與全球防疫體系的權
利，亦無法做出具體貢獻，極為不公，要求幹事長促成臺灣出席
本年 5 月間召開的 WHA。
繼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歐盟行政部門近來陸續公開力挺臺
灣有意義參與 WHA 以來，歐洲議會首度串連英國、法國及德國
等國會友臺小組主席聯袂致函 WHO 幹事長，進一步展現理念相
近國家國會議員對我國際參與的強力支持，充分說明「德不孤，
必有鄰」及「得道者多助」的道理。外交部再度呼籲 WHO 秉持
其憲章宗旨，傾聽各方支持臺灣應參與 WHA 的訴求，儘速邀請
臺灣出席本年 WHA，達成臺灣、WHO 與國際社會多贏的局面。
（E）

第 087 號

2019/04/16
我政府對法國巴黎聖母院大火表達關懷慰問

法國著名歷史古蹟巴黎聖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於當地時間本（4）月 15 日晚間發生大火，部分建築嚴重
損毀，實際損失尚待進一步評估。
我政府於獲知災情後，蔡英文總統及外交部均於第一時間透
過推文表達我政府關懷慰問之意；外交部長吳釗夑更親自電話法
國在臺協會主任紀博偉（Benoît Guidée）瞭解災情，並表達惋惜與
關心之意。
聖母院是國人赴巴黎旅遊參訪的熱門景點之一，更是人類重
要的歷史文化遺產與共同記憶。臺灣與法國對保留文化資產向來
不遺餘力，對於這次火災造成法國及全人類共同文化資產的重大
損失，臺灣民眾與法國人民感同身受，衷心期盼聖母院儘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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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早日恢復歷史風華。
（E）

No. 087

April 17, 2019

Taiwan government expresses concern and sympathy over Notre
Dame Cathedral fire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presses concern
and solidarity over the Notre Dame Cathedral fire of April 15,
awaiting the final assessment from the French government about the
damage to this world-renowned historic site located in Paris.
Immediately after learning of the catastrophe,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onveyed their dismay and best
wishes via Twitt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oseph Jaushieh Wu
also extended his sympathy and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through a phone call to Benoît Guidée, Director of the
French Office in Taipei.
Notre Dame Cathedra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ourist sites in Paris,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site and a part of the heritage of all
mankind. Like France, Taiwan spares no effort to preserve its own
cultural assets. Thus,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share the
pain and sorrow of the people of France over the damage to this
unique cultural asset cherished by all mankind. It is our earnest wish
that Notre Dame Cathedral can be repaired quickly, restoring its
previous magnificence.(E)

第 088 號

2019/04/17

外交部代表政府及民間企業捐贈美國羅德島州 6 艘龍舟，深化臺
美文化交流及公眾外交效益
為協助擴大辦理美國「羅德島州龍舟賽暨臺灣日節慶」活動，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於本（108）年 4 月 17 日代表主持「中華
民國政府暨民間單位致贈美國羅德島州龍舟捐贈儀式」
，羅德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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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州長麥丹尼（Daniel McKee）夫婦親自率團來臺，代表羅州政
府接受我方捐贈。
羅德島州自 2000 年起每年辦理「羅德島州龍舟賽暨臺灣日節
慶」活動，原為地方性小型活動，但在 2004 年接受我國政府及民
間企業捐贈 6 艘龍舟後，辦理成效良好，並逐年擴增規模，吸引
當地政要及民眾踴躍參加，已蔚為當地年度文化及體育盛事。鑒
於現有龍舟數量不敷使用，為利當地更多民眾及社會團體組團參
賽，擴大臺美文化交流及公眾外交效應，我國內公私部門共襄盛
舉，計有外交部、僑務委員會、我國企業及臺商團體合力捐贈，
深獲羅德島州政府及該州各界感激。
「羅德島州龍舟賽暨臺灣日節慶」今年將邁入第 20 年，每年
除舉辦龍舟競賽外，同時舉辦臺灣文化及美食小吃活動，節目內
容日益豐富多元。尤其該活動舉辦 19 年來，為超過 19 萬人次的
羅州居民提供深入認識臺灣的機會，更是北美地區少數以「臺灣
日」為名，並與美國主流社會充分結合的大型文化活動，意義非
凡。
外交部感謝麥丹尼副州長親自訪臺接受餽贈，並感謝羅州政
府及當地民眾長年鼎力支持，相信新贈 6 艘龍舟將使本年「羅德
島州龍舟賽暨臺灣日節慶」活動獲致空前盛況，值得拭目以待。
（E）

第 089 號

2019/04/17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印尼順利舉行大選

印尼總統、副總統、國會及地方議會選舉已於本（2019）年 4
月 17 日順利舉行，中華民國政府特向印尼政府申致賀忱；尤其祝
賀旅居臺灣的 27 萬印尼選民，在全臺各地所開設投票所，與印尼
國內民眾同步經由民主方式，順利完成國家元首及各級民意代表
的選舉。印尼人民、政黨及所有候選人在此次大選中展現成熟民
主風範，彰顯印尼民主發展成就，殊值敬佩。
臺灣與印尼地緣相近，共享自由、民主及法治等普世價值，
關係友好，自我推動「新南向政策」以來，兩國互動更加密切，
在經貿、文教、農業、觀光及人員往來等領域的交流合作關係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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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提升。
臺灣樂願與印尼在既有良好基礎上，秉持互利互惠精神，持
續深化雙方在各個領域的合作關係，共同捍衛自由民主，並促進
區域和平與繁榮發展。
（E）

第 090 號

2019/04/19

外交部誠摯感謝英國會上下兩院資深議員 4 月 18 日發表聯合聲明
嚴重關切中國兩架軍機三月底刻意逾越臺灣海峽中線
英國國會資深議員、
「臺英國會小組」
（The British-Taiwanese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共同主席伊凡斯下議員（Nigel Evans,
MP）及上議院副議長羅根勛爵（Lord Rogan）本（4）月 18 日聯
合發表新聞聲明，對兩架中國軍機於上（3）月 31 日刻意逾越臺
灣海峽中線，侵犯兩岸長期以來互相尊重的海界，導致兩岸關係
情勢緊張，對此表達嚴重關切，並強調此事件已明顯危及區域和
平及穩定。外交部對英國國會友臺小組對我國展現的堅定支持與
長期友誼，表達誠摯感謝。
上述聲明另指出，穩定的兩岸關係對於東亞區域及全球安定
都極為重要，維護區域和平符合各方共同利益。任何改變現況的
片面行動將有損兩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該小組將持續支持捍衛兩
岸關係現況。
「臺英國會小組」成員為英國會上下兩院跨黨派議員。該小
組兩位共同主席發表上述聯合聲明，彰顯英國國會友人對北京企
圖以軍事方式片面改變臺海現狀的嚴正關切。外交部將持續與英
方合作，深化臺英關係發展，促進民主自由的共同價值，並致力
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E）
備註：該聯合聲明原文刊載於「臺英國會小組」網站。連結
如下：https://taiwanappg.org.uk/category/news/ap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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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4 號

2019/04/24

外交部長吳釗燮以總統特使身分率團訪問友邦史瓦帝尼王國出席
國王恩史瓦帝三世 51 歲壽誕慶典活動
外交部長吳釗燮以總統特使身分，應邀偕夫人率團一行 5 人
於本（108）年 4 月 24 日至 28 日赴非洲友邦史瓦帝尼王國出席國
王恩史瓦帝三世（H.M. King Mswati III）51 歲壽誕慶典活動。
特使團一行除應邀參加慶典及相關活動外，也將晉見史國國
王 恩 史 瓦 帝 三 世 、 王 母 恩 彤 碧 （ H.M. Queen Mother Ntombi
Tfwala）
，並與史國外長札杜莉（H.E. Thulisile Dladla）舉行會談，
就進一步強化雙邊關係及未來合作計畫交換意見。吳特使另將面
呈蔡英文總統親簽賀函及國書予史王，並依當地禮俗致贈史王 3
頭牛作為賀禮。特使團一行亦將出席史國札杜莉外長的歡迎晚宴。
為回應臺史兩國元首及史國王母對史國偏鄉婦女地位及發展
的重視，吳特使並將與札杜莉外長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
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有關婦女經濟賦權合作瞭解備忘錄」
，透過強
化能力建構，以嘉惠偏鄉弱勢婦女，提升史國婦女經濟自主權。
臺史自 1968 年建交以來，雙邊合作計畫成果豐碩，高層互訪
頻繁，兩國邦誼篤睦，史國政府一向積極支持我參與國際組織推
案，為我國堅實友邦。
（E）

第 095 號

2019/04/26

外交部自 108 年 6 月 1 日起開放史瓦帝尼王國持普通護照人士來
臺停留 90 日免簽證措施
基於我對臺史邦誼的重視及簽證待遇平等互惠原則，外交部
宣布自本（108）年 6 月 1 日起，給予史瓦帝尼王國持普通護照人
士入境停留 90 日免簽證待遇。
此是繼我提供諾魯共和國、吐瓦魯及拉丁美洲暨加勒比海地
區友邦免簽證待遇後，再次予以友邦相關待遇安排。我國原已開
放持史國外交及公務護照人士來臺免簽證待遇，本次將擴大適用
對象予持史國普通護照人士入境免簽待遇。措施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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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瓦帝尼王國國民至我國境內旅行時可免簽證停留 90
天，我原予史國國民電子簽證待遇將自同日起相應取消；
二、史國國民所持普通護照效期至少須 6 個月以上；
三、來臺目的為觀光、探親、訪問、參展、商務、考察及國
際交流等；
四、入境時應出示旅館訂房紀錄、在臺聯絡人資訊及適當財
力證明等相關文件。
史國前已予我國人免簽證待遇，我國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及對
史國邦誼之重視，亦將自本年 6 月起開放史國國民免簽證入境待
遇，以進一步促進臺史觀光經貿往來，深化兩國人民交流瞭解及
互動情誼。
（E）

第 097 號

2019/04/28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訪問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出席該國獨立
40 週年慶典
中華民國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訂本（108）年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訪問我太平洋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會同已抵達當地的
海軍敦睦遠航訓練支隊官兵，出席馬國獨立 40 週年慶典，並面交
蔡英文總統致馬國總統海妮（Dr. Hilda C. Heine）親簽賀函。
蔡總統於賀函中除代表我國政府及人民祝賀馬國國慶，並感
謝海妮總統對她月前率團訪問馬國時的盛情款待，重申兩國將持
續深化各項領域合作，強化邦誼。
徐次長訪問馬國期間，除將謁晤總統海妮、會見國會議長凱
迪（Kenneth A. Kedi）及外長席克等馬國政要，就強化雙邊關係及
未來合作計畫廣泛交換意見外，亦將登臨我海軍磐石艦出席酒
會，見證臺馬兩國的深厚情誼；另將視察我駐馬國大使館、技術
團、臺灣衛生中心，並代表政府宣慰旅居馬國僑胞。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為我在太平洋地區重要友邦，雙方於 1998
年 11 月 20 日建立外交關係，目前在臺北及馬國首都馬久羅互設
有大使館。兩國建交 21 年來邦誼穩固，上（107）年 11 月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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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吳釗燮親赴馬國參與兩國建交 20 週年系列活動，與席克外長共
同簽署「戰略合作暨夥伴關係架構」
。本年 3 月，蔡總統更親率訪
團赴馬國出席「太平洋婦女領袖聯盟會議」
，並與馬紹爾總統海妮
共同見證「婦女創業小額貸款循環基金瞭解備忘錄」的簽署，充
分顯示兩國友好密切。
（E）

第 099 號

2019/04/30

「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抗藥性結核病計畫管理國際研習營」在臺北舉
行，展現臺灣協助區域建立防疫網絡的努力與貢獻
為協助印太國家共同防制抗藥性結核病，並響應「世界衛生
大會」（WHA）終結結核病的倡議，外交部、衛生福利部疾病管
制署、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及日本台灣交流協會於
本（108）年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共同舉辦「全球合作暨訓練架
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抗藥性結
核病計畫管理國際研習營」
，邀請來自柬埔寨、印尼、日本、蒙古、
巴布亞紐幾內亞、巴基斯坦、泰國及越南等國專家官員參加研習，
交流防疫經驗。
該研習營於本（30）日上午舉行開訓典禮，特別邀請陳建仁
副總統蒞臨致詞，並邀請美國前衛生部長普萊斯（Tom Price）出
席致詞，共同見證臺灣、美國及日本等理念相近國家在公衛醫療
領域攜手合作，共同促進印太區域發展及建構相關能力。
「抗藥性結核病計畫管理國際研習營」是 GCTF 自 104 年 6
月成立以來所辦理的第 18 場活動，也是臺美繼防制茲卡病毒、登
革熱及腸病毒後，第 6 度就公共衛生議題合作，佔總場次的三分
之一，顯見臺灣在公衛醫療方面的成就。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臺灣樂願貢獻心力，未來也將繼續與美國、日本等理念相近國家，
共同推動防疫，以保障區域及全球人類的健康福祉。
（E）

- 102 -

第 101 號

2019/05/01

立陶宛、拉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國會近 90 名議員致函世界衛生
組織幹事長支持我參加世界衛生大會，外交部表達誠摯謝意
為表達對臺灣國際參與的支持，立陶宛國會過半數高達 80 位
國會議員、拉脫維亞 6 位國會議員及愛沙尼亞國會友臺小組等近
日分別致函「世界衛生組織」
（WHO）幹事長譚德賽博士（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共同呼籲邀請我國出席本（2019）年 5
月舉行的第 72 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波海三國國會議員
基於理念相近及維護全球衛生網絡，透過具體行動一致支持我參
與 WHO，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參與上述連署的波羅的海三國國會政要包括立陶宛現任衛生
部長 Aurelijus Veryga（現任議員）、立陶宛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Gintaras Steponavicius、副主席 Mantas Adomenas、拉脫維亞國會
友臺小組主席 Janis Vucans 及愛沙尼亞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Kalle
Laanet 等近 90 位國會議員。
近來理念相近國家陸續表達力挺我案，繼上（4）月中旬歐洲
議會首度串連英國、德國及法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聯袂致函支持
我國參與 WHA 後，此次波海三國國會近 90 位議員共同發聲助
我，再次展現國際社會對我國參加 WHA 的普遍支持，為我方推
案累積更多正面動能。
（E）

第 102 號

2019/05/01

美國聯邦參議院通過「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行臺灣關係法
之承諾」決議案，外交部表達誠摯謝意
美國聯邦參議院於美東時間 4 月 30 日一致同意通過由外交委
員會亞太小組主席賈德納（Cory Gardner, R-CO）領銜提出的「重
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行臺灣關係法之承諾」決議案
（S.Con.Res.13）
，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該決議案由參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芮胥（Jim Risch, R-ID）、軍
事委員會主席殷霍夫（James Inhofe, R-OK）
、外委會民主黨首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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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孟南德茲（Robert Menendez, D-NJ）以及亞太小組民主黨首席議
員馬基（Ed Markey, D-MA）等 4 位重量級參議員擔任原始共同提
案人，並獲得魯比歐（Marco Rubio, R-FL）、柯寧（John Cornyn,
R-TX）
、愛薩克森（Johnny Isakson, R-GA）等 3 位參議員共同連
署，展現美國國會不分黨派對我國的堅定支持。
參院版決議案與 4 月 9 日獲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口頭表決一致
通過的眾院版決議案主要內容一致，均重申「臺灣關係法」及「六
項保證」是臺美關係的基石，並鼓勵臺美各層級官員互訪。該決
議案敦促美總統應依據「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ARIA）等各項立法，常態性轉移國防裝備予
臺灣，探索與臺灣擴展及深化雙邊經貿關係的機會；同時呼籲美
國務卿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並肯定臺美在對抗恐怖主
義及全球人道援助等領域的合作。
在「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之際，美國聯邦參、眾兩院多
位跨黨派領導階層議員聯袂提出友臺決議案，以具體行動展現對
我國的堅定支持，殊具意義，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感謝。外交部
未來也將持續以務實態度，與美方攜手合作，穩健深化臺美合作
夥伴關係。
（E）

No.102

May 1, 2019

MOFA thanks US Senate for joint letter urging WHO Secretariat
to invite Taiwan to WH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elcomes the resolution passed unanimously by the US Senate on
April 30 reaffirming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resolution (S.Con.Res.13) was introduced by Senator Cory
Gardner (R-CO),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the
Pacific, and International Cybersecurity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ts original cosponsors included four other
influential Senators: Jim Risch (R-ID),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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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 Committee; James Inhofe (R-OK), Chairman of th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Robert Menendez (D-NJ), Ranking Democratic
Member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nd Ed Markey (D-MA),
Ranking Democratic Member of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the
Pacific, and International Cybersecurity. The resolution was
additionally cosponsored by Senators Marco Rubio (R-FL), John
Cornyn (R-TX), and Johnny Isakson (R-GA). This highlighted the
staunch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in the US Congress.
This Senate resolu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a unanimous resolution
passed by voice vo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n April 9. It reaffirms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Six Assurances are cornerstones of 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encourages visits between US and Taiwan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In addition, it urges the US President to conduct regular
transfers of defense articles to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existing law,
including the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as well as
explore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and deepen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Taiwan. The resolution also calls upon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to support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recognizes Taiwan’s partnership in
combating terrorism and involvement in global humanitarian
endeavors.
As we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uch a concrete show of unwavering support for Taiwan—as reflected
in the joint sponsorship of the resolutions by leading Members of the
US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both parties—is highly
significant. MOFA once again thanks the US Congress for its
endorsement, and looks forward to further pragmatic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the steady deepening of the Taiwan-US partnershi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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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3 號

2019/05/02

世界醫師會等三個國際知名醫衛組織強力支持臺灣參與世界衛生
大會，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近月來除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及歐
盟的行政或立法部門相繼表達支持臺灣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WHA）外，部分國際重量級醫衛專業組織的主要幹部也分別致
函「世界衛生組織」（WHO）幹事長譚德塞（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及相關官員，表達支持臺灣參與本（2019）年 WHA
的立場，充分反映國際醫衛專業人士對我推案的強力支持，外交
部表示誠摯感謝。
「世界醫師會」（WMA）會長 Leonid Eidelman 及理事主席
Ardis Hoven 日前聯名致函 WHO 幹事長，呼籲 WHO 應邀請臺灣
再度出席 WHA 及其技術性會議；該組織並於 4 月 30 日發布新聞
稿公開此事，重申支持臺灣參與 WHA。WMA 由全世界 112 個各
國專業醫師組織組成，為全球最具規模的醫師專業組織，與中華
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維持密切合作關係，多年來一貫堅定支
持臺灣參與 WHO，具有指標性意義。
此外，成員包括歐盟醫師、醫院、大學等，歐洲最大的「歐
洲醫師協會」
（EMA）主席 Vincenzo Costigliola 也致函 WHO 幹事
長及歐盟衛生暨食品安全總署長等，籲請支持臺灣參與 WHA，並
強調健康是普世人權，不應與政治掛勾。
除 WMA 及 EMA 兩個醫衛專業組織外，由歐洲地區 28 國家
的醫學組織組成，旨在提供歐盟相關醫衛政策建議的「歐洲醫師
常務委員會」
（CPME）
，也由主席 Frank Ulrich Montgomery 及秘書
長 Annabel Seebohm 代表，分別致函歐盟理事會輪值主席國羅馬
尼亞衛生部長及歐盟執委會衛生執委等官員，籲請支持臺灣受邀
出席 WHA。
上述國際醫衛專業團體的聲援，代表全球醫師的專業與良
心，也彰顯臺灣參與 WHA 實係攸關全球公衛健康的重要議題，
已普獲國際專業人士的支持，令人深感鼓舞。外交部再度呼籲
WHO 秉持專業，基於維護全人類健康福祉的宗旨，傾聽各方支持
臺灣與會的聲音，儘速邀請臺灣出席本年 WH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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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6 號

2019/05/06

外交部強烈譴責中國蠻橫阻撓臺灣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中國外交部及國台辦本（2019）年 5 月 6 日再度以「一中原
則」
，並曲解聯大第 2758 號決議及世界衛生大會（WHA）第 25.1
號決議，蠻橫阻撓我國出席 WHA，甚至偽稱臺灣缺席 WHA 不會
造成國際防疫缺口，外交部對中國表達最嚴正的抗議與強烈譴責。
中國壓迫世界衛生組織（WHO）排除臺灣的做法，完全背離
世界衛生組織憲章所揭櫫的醫衛普世人權，絲毫不在乎臺灣 2,300
萬人民的健康福祉，這只會再次引起臺灣人民對中國的憎恨。臺
灣是國際社會讚譽的民主國家，臺灣就是臺灣，具有完整的國格，
不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一天都不歸中國政府管轄，臺灣主權屬
於臺灣人民，只有臺灣民選政府有權代表臺灣人民，這一客觀事
實，不會因為中國不斷的霸凌而改變。
中國政府宣稱，臺灣醫衛專家可以參加世衛組織相關技術性
會議，但事實上自 2009 年至 2018 年期間，我國醫衛專家共向 WHO
申請參加 165 場技術性會議，由於中國的阻撓，僅獲邀出席 49 場，
被拒率高達 70%。中國的片面說法，完全與事實不符，而中國政
府誑稱對臺灣參與全球衛生事務已做出妥善安排，這是公然說謊。
國際社會對臺灣國際參與的議題已有越來越清楚的認知，近
年來臺灣爭取參與 WHA 及 WHO 相關活動的訴求，已經獲得更為
多元的支持。外交部重申，在臺灣能正常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之前，
將會持續協助衛生福利部，在大會期間前往日內瓦，和各國代表
團進行專業交流，以實際行動貢獻國際社會。
針對中國封殺臺灣本年參與世衛大會，中華民國外交部呼籲
國際社會，應正視中國政府邪惡的本質，並支持善良的臺灣人民
在國際組織的應有權利。國際組織若繼續配合中國封殺臺灣人
民，只會使得中國政府更加猖狂，最終受害的將是整體國際社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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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6

May 6, 2019

MOFA strongly condemns China’s unjustifiable interference with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trongly protests and condemns the malicious actions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aiwan Affairs Office in
obstruc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Statements by these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on May 6
cited the so-called "one China principle," distorted the meaning of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and WHA Resolution 25.1, and
falsely claimed that Taiwan's absence would not create a gap in global
disease prevention.
China's pressure 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o exclude
Taiwan from the WHA runs contrary to the WHO Constitution's
espousal of health a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and completely
ignores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The
heavy-handed approach taken by China only serves to reignite the
Taiwanese people's anger and resentment toward it.
Taiwan is a democratic nation widely commen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 enjoys full statehood, and is not part of China. In
fact, it has never bee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aiwan's sovereignty belongs to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only their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can duly represent
them. These objective facts will not change even under China's
relentless bullying.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Taiwanese health experts
are able to attend WHO technical meetings, the reality is that due to
China's suppression, between 2009 and 2018 Taiwanese experts
received invitations to only 49 of 165 meetings for which they had
applied, representing a rejection rate of 70 percent. China's one-sided
claims are completely unsubstantiated, and its misleading assertion
that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for Taiw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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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in global health affairs is a blatant lie.
As countries worldwide have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concerning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Taiwan's bid to
play a role in the WHA and other WHO activities has won
overwhelming support. MOFA reiterates that even if Taiwan is unable
to formally participate in WHO, it will continue to assist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in conducting professional exchanges with
delegati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during the WHA in Geneva, so that
Taiwan can make concret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light of China's attempts to exclude Taiwan from this year's WHA,
MOFA urges the world to recognize the malevolent natur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upport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take part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f
international agencies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Chinese coercion to
reject the Taiwanese people, it will encoura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allousness to grow even further,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entire world. (E)

第 107 號

2019/05/08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聯邦眾議院一致同意通過「2019 年臺灣保證
法案」及「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行臺灣關係法之承諾」決
議案
美國聯邦眾議院頃於美東時間本（2019）年 5 月 7 日以一致
同意方式，通過眾院第 2002 號「2019 年臺灣保證法案」（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
，另以 414 票贊成、無人反對的壓倒性票數
表決通過眾院第 273 號「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行臺灣關係
法之承諾」決議案，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歡迎與感謝。
眾院「2019 年臺灣保證法案」由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安格爾
（Eliot Engel, D-NY）、共和黨首席議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
R-TX）
、亞太小組主席薛爾曼（Brad Sherman, D-CA）、共和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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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議員游賀（Ted Yoho, R-FL）及眾院「國會臺灣連線」兩位主席
迪馬里（Mario Diaz-Balart, R-FL）
、康納利（Gerald Connolly, D-VA）
等 6 位眾議員於本年 4 月 1 日共同提案。該法案重申美國支持臺
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的一貫政策；支持對臺軍售常態化，協助
我發展及整合不對稱戰力。該法案也敦促美國務卿檢視對臺交往
準則，並對檢討結果及「臺灣旅行法」執行情形向國會提交報告。
眾院「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行臺灣關係法之承諾」則
由上揭 6 位眾議員及另兩位眾院「國會臺灣連線」主席席瑞斯
（Albio Sires, D-NJ）及夏波（Steve Chabot, R-OH）於同日提出。
該決議案除重申「臺灣關係法」及「六項保證」是臺美關係的基
石之外，也鼓勵臺美所有層級官員依「臺灣旅行法」進行互訪。
該決議案敦促美國總統應依據「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ARIA）
等各項立法，常態性轉移國防裝備予臺灣；同時呼籲國務卿支持
臺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並肯定臺美在對抗恐怖主義及全球人
道援助等領域的合作。
美聯邦參議院前已於本年 4 月 30 日以一致同意方式通過參院
版「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行臺灣關係法之承諾」決議案，
充分展現美國國會兩院對臺美關係的一致重視與支持。適值「臺
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之際，美國國會兩黨臺灣友人以具體行動
展現對我國的堅定支持，極具正面意義。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感
謝，並將持續以務實態度，與美方攜手合作，穩健深化臺美合作
夥伴關係。
（E）

第 108 號

2019/05/09
我國與美國印第安納州簽署駕照互惠協議

在外交部、交通部、駐芝加哥辦事處及美國印第安納州州政
府的共同努力下，駐芝加哥辦事處於美國中部時間本（108）年 5
月 8 日代表交通部，與美國印第安納州交通廳簽署駕照互惠協議。
這項協議同意雙方民眾可以免除路考，但需通過筆試的方式
申請換發駕照，這也是全美 50 州中，第 32 個與我國簽署駕照互
惠協議的州政府。尤其本年適逢「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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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與我國簽署是項協議，成為本年迄今繼明尼蘇達州及美屬維京
群島簽署後，第三個與我簽署駕照互惠協議的州政府，充分展現
美國地方政府對臺灣的深厚友誼。未來我國人前往印州求學、工
作或定居，皆將因此協議而更加便利。外交部感謝印第安納州政
府與州議會的鼎力支持促成。
臺美簽署駕照互惠協議迄今，已嘉惠兩國超過 15,000 位民
眾。外交部未來仍將持續與交通部密切合作，擴大推動這項便民
措施。有關免試換照的最新消息及相關資訊，均公布於外交部網
站首頁（http://www.mofa.gov.tw）的「全球免試申換駕照專區」，
歡迎民眾查詢利用。
（E）

第 109 號

2019/05/09
敦睦艦隊赴訪索羅門群島

我海軍敦睦支隊於本（5）月 7 日至 9 日訪問我太平洋友邦索
羅門群島，繼 5 月 7 日索國外交部長馬內列（Jeremiah Manele）
代表其政府出席歡迎我敦睦艦隊抵港儀式後，昨（8）日晚間在磐
石艦舉行的酒會上，索國總理蘇嘉瓦瑞（Manasseh Sogavare）伉
儷偕副總理馬內尼亞努（John Maneniaru）
、外交部長馬內列伉儷、
前總理何瑞朗（Rick Houenipwela）及多位內閣閣員聯袂應邀出
席，展現對我友好情誼及對海軍敦訪歡迎之意。
蘇嘉瓦瑞總理致詞時，除歡迎我艦隊到訪，並感謝中華民國
（臺灣）政府及人民過去 35 年來與索國的合作及展現的友誼。蘇
總理肯定臺灣為索國重要發展夥伴，並表示索國面臨經濟發展、
自然資源日漸枯竭、氣候變遷、人口急速成長等挑戰，亟需發展
轉型且更長久的夥伴關係，以確保國家團結與穩定；蘇總理亦對
臺灣協助強化索國海巡表達歡迎與感謝。馬內列外長在 7 日的歡
迎儀式上，亦重申對臺索兩國政府及人民共享互利互惠外交關係
的堅定信心，並感謝臺灣承諾持續協助索國發展。
我駐索國大使羅添宏與敦睦支隊長王國強少將代表政府在艦
上晚會向蘇嘉瓦瑞總理伉儷及與會政要，就索國新政府順利開展
任期表達誠摯祝福，並重申我國樂願與索國政府攜手合作，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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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互利互惠的「踏實外交」
，積極協助索國進行社經發展。（E）

第 110 號

2019/05/09

外交部誠摯感謝日本、德國及澳大利亞公開力挺我參與世界衛生
大會
繼美國、英國、加拿大及歐盟公開呼籲「世界衛生組織」
（WHO）邀請臺灣出席本（2019）年「世界衛生大會」（WHA）
後，日本、德國及澳大利亞亦陸續公開聲援，充分展現國際支持
臺灣參與 WHA 的強勁力道，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本（5）月 8 日透過推特支持臺灣參與
WHA；日本外務省發言人大菅岳史則於同（8）日稱，日本一貫
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參加 WHA，為避免各國於應對傳染病等國
際衛生課題產生地理缺口，日本政府期待臺灣能以適當形式參與
WHA。日本台灣交流協會今（9）天也在臉書上發文重申，日本
一直以來一貫支持臺灣作為觀察員參加 WHA 及 WHO 技術性會
議。
德國在台協會則於今日表示，
「德國強烈反對全球衛生議題政
治化」
，對於臺灣再次未能獲邀參與 WHA，德國至感遺憾。德國
歡迎臺灣參與 WHO 相關活動，共同努力解決全球化對健康議題
帶來的挑戰，德國也與其他國家共同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參
與，並認為能對全球衛生議題做為重要貢獻的相關各方皆應參與
WHA。
澳洲駐台辦事處今天亦於臉書發文表示，
「澳洲辦事處相信，
臺灣務實的參與國際及面對世界醫衛挑戰的努力，將支持整個區
域以及全球的衛生安全。臺灣高品質的醫療服務及對世界醫衛的
貢獻譽滿全球。臺灣人民應能參與全球衛生體系。」
上述理念相近國家所發出的正義之聲顯示，國際上諸多「政
治凌駕專業」的不當作為已受到唾棄，愈來愈多國家發揮道德勇
氣挺身而出，以具體行動支持臺灣合理正當的參與訴求，令人深
受鼓舞。外交部再度呼籲 WHO 勿再容忍政治操弄，而應秉持醫
衛專業，仔細聆聽國際社會普遍支持臺灣的聲音，儘快就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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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做出合理適當的安排。
（E）

第 111 號

2019/05/10

加拿大、法國、歐盟、德國、義大利及秘魯等國接連公開力挺臺
灣出席世界衛生大會，支持我案力道日盛，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隨著「世界衛生大會」
（WHA）開議日期（5 月 20 日）接近，
在政府與民間共同努力下，國際上支持臺灣參與 WHA 的聲浪越
來越強，令人深感鼓舞。繼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及澳大利亞
呼籲「世界衛生組織」
（WHO）邀請臺灣出席本（2019）年 WHA
後，加拿大駐台北貿易辦事處、法國在台協會、德國在台協會及
歐盟也公開表達支持；德國及義大利等歐洲國家立法部門亦以各
種方式為臺灣發聲。外交部感謝上述國家發揮道德勇氣，公開力
挺臺灣出席 WHA，充分顯示「德不孤，必有鄰」
，期待未來能有
更多國家加入支持臺灣的行列。
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慧蘭（Chrystia Freeland）於 4 月 9 日在參
議院外交委員會應詢時曾表示，加國將持續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
WHA 等國際多邊論壇。加拿大駐台北貿易辦事處本（10）日在臉
書發文表示，
「加拿大一貫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國際多邊論壇，例
如世界衛生大會，為全球公益做出重要貢獻。世界衛生問題超越
國界，臺灣參與這些討論，對於實現更佳的全球福祉至關重要。」
法國在台協會亦表示，
「法國在上次世界衛生組織執行委員會
（WHO Executive Board）已公開表述，與臺灣持續進行技術和科
學交流才能預防衛生漏洞的產生，此對確保全世界衛生系統的運
行不可或缺。法國在臺協會向臺灣在醫療領域的成就致敬，臺灣
在世界公共衛生領域上的貢獻至關重要且讓國際社會受惠良多。
因此，法國及其他夥伴國家均支持臺灣參與世界衛生大會。」歐
盟發言人日前則表達，在符合相關政策目標下，歐盟支持以務實
方式解決臺灣的國際參與問題，包括參與 WHO 與所有技術性會
議。臺灣參與 WHO 應該受到歡迎，這符合歐盟與全球利益。
德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威爾胥（Klaus-Peter Willsch）本（5）
月 8 日就臺灣參與 WHA 事質詢德國聯邦健康部次長魏斯（Sa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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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ss），魏斯次長答詢時表示，德國認為世界衛生大會應該對有
能力在全球健康問題做出貢獻的各方開放，並歡迎臺灣有意義參
與世界衛生大會。德國在台協會也在臉書發布聲明，表示德國也
跟其他國家共同支持臺灣出席 WHA。義大利參議院督察長、「國
會友臺協會」主席馬蘭（Lucio Malan）於本月 3 日致函 WHO 幹
事長譚德塞（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呼籲讓臺灣參與
WHA。該函指出，義大利「國會友臺協會」全體成員堅信，臺灣
有實力和決心為 WHO 做出具體貢獻，希望譚德塞共同支持臺灣
參與今年的 WHA。
此外，南美洲秘魯國會 51 名友我議員亦於 4 月 29 日在其國
會全會上聯署聲明支持我參與今年的 WHA。
上述理念相近國家所發出的正義之聲極具示範效果，顯示臺
灣參與 WHA 對全世界來說不僅必要且至關重要，已獲得廣泛的
重視與支持。面對不當政治力的阻撓，臺灣人民參與國際醫療合
作的決心只會日益堅定，期盼臺灣早日得與世界各國共同合作，
實現 WHO「全民均健」
（Health for all）的崇高願景。（E）

第 112 號

2019/05/11

捷克眾議院友臺小組主席班達等 55 位議員聯名致函世界衛生組織
幹事長，高度支持我參與 2019 年世界衛生大會，外交部表達誠摯
謝意
捷克眾議院於本（5）月 10 日由友臺小組主席班達（Marek
Benda）及眾議員米哈樂（Jakub Michálek）領銜發起，共計 55 位
眾議員聯名致函「世界衛生組織」（WHO）幹事長譚德賽博士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高度支持我參與本屆世界衛生大
會（WHA）
，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該聯名函強調，臺灣近年缺席 WHA 造成全球衛生網絡缺口，
臺灣 2,300 萬人民亦遭剝奪同享全球平等健康權利，極為不公。米
哈樂議員也透過推特表示，臺灣參與 WHO 相關機制的會議與活
動遭受不當的政治阻擾，捷克國會願與國際重要友臺國家共同支
持我參與今（2019）年的 WH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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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聯署函連結
https://www.pirati.cz/assets/pdf/dopis-who.pdf

第 113 號

2019/05/11

秘魯國會跨黨派友我議員聯署支持我國參與世界衛生大會，外交
部表達誠摯感謝
南美洲秘魯國會於上（4）月 29 日由臺秘友好協會召集人
Esther Saavedra 議員領銜發起，計有 51 名友我國會議員在全會中
聯署聲明，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參與本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聯署成員包括國會副議長及外交委員會、衛生委員會、外貿
暨觀光委員會、科技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能礦委員會、文化委
員會及廉政委員會等主席，以及臺秘友臺協會 5 名議員。
此次聯署議員不分黨派，基於醫藥無國界的共同理念，高度
支持我國參與本屆 WHA，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E）

第 115 號

2019/05/15

我國與歐盟舉行第二屆人權諮商，議題廣泛多元，彰顯雙方共享
民主、人權及法治價值
臺灣與歐盟於本（108）年 5 月 14 日在布魯塞爾召開第二屆
年度人權諮商會議，會談氣氛坦誠友好且具建設性。此次人權諮
商使臺歐盟再度確認雙方共享民主、人權及法治等價值，並同意
針對共同利益與價值尋求更密切的合作。雙方並就包括臺灣及歐
盟在內等人權情況交換意見。
歐盟讚揚臺灣近期在人權上的進展，籲請臺灣政府採取及維
持暫緩執行死刑的政策，對臺灣上（107）年恢復執行死刑表示遺
憾，並重申歐盟長期立場，認為死刑並不具嚇阻作用，為不人道
且無法逆轉的懲罰。我方則完整說明我政府在死刑議題上的立
場，並將持續與所有相關夥伴合作。此外，我亦向歐方重申必須
保護在歐盟境內遭關押或繫獄國人的人權，並與歐盟討論李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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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情況。
本次議程特別彰顯臺灣將聯合國主要人權公約國內法化，並
建立嚴謹的審查機制等具體成就。歐盟籲請臺灣將更多聯合國人
權公約國內法化、設定人權行動計畫並成立完整的國家人權機
構，以及使用人權指標衡量相關進展。歐盟與臺灣亦聚焦移工權
益的討論，尤其強調必須確實保障漁業、家事及工業移工不受歧
視、濫用或剝削。對此，臺歐盟雙方對 5 月 6 日至 7 日在臺灣舉
行的「臺歐盟漁工勞動及生活條件工作坊」表示歡迎。
本年諮商亦就監獄及看守所條件進行檢視。歐盟與臺灣並相
互簡報「女同性戀、男同性戀、雙性戀、跨性別及雙性人」
（LGBTI）
權益及性別平權領域的政策發展，亦首度就原住民族權益交換意
見。此外，歐盟與臺灣亦就商業與人權等議題進行討論，包括臺
灣朝向評估推出國家商業人權行動計畫的進展，歐盟亦表示願意
提供相關協助；雙方並首度就假訊息對言論自由的衝擊，以及社
群媒體責任等議題交換意見。
臺灣與歐盟同意於明（109）年在臺北舉行年度人權諮商，並
持續就本次諮商的各項議題保持密切合作。
（E）

No.115

May 15, 2019

Taiw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old 2nd Human Rights
Consultations
On 14 May, in Brussels,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Taiwan held
their second annual Human Rights Consultations in a friendly, open
and constructive atmosphere.
These Consultations confirmed that the EU and Taiwan share the same
values of democracy,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are seeking closer cooperation where their interests and values
converge. Taiwan and the EU exchanged views on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including in Taiwan and in the EU.
The EU commended Taiwan for recent developments on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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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called upon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to apply and maintain a
de facto moratorium in relation to the death penalty in Taiwan. The
EU regretted the resumption of executions in Taiwan in 2018 and
reiterated its long-standing position that the death penalty has no
deterrent effect and is an inhumane form of punishment that cannot be
reversed. Taiwan stated its position on the issue of death penalty and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all relevant partners.
During the Consultations, Taiwan reiterated the need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for Taiwanese people detained or
imprisoned in the EU. Taiwan and the EU discussed the situation of
Mr. Lee Ming-Che.
A specific point of the agenda was devoted to Taiwan's achievements
in incorporat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main UN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and putting in place a solid peer-review mechanism. The
EU called on Taiwan to incorporate the provisions of further UN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in Taiwan's legal system, as well as to
establish a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and a fully-fledged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and to use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as
benchmarks to measure progress.
The EU and Taiwan also focused on migrant workers' rights,
especially in the fishing industry, as well as on domestic and industrial
workers, underlining the need to effectively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protected against discrimination, abuse or exploitation. In this regard,
both Taiwan and EU welcomed the holding of the “EU-Taiwan
Workshop on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for Fishers” in Taiwan
held on 6-7 May. This year, discussions also allowed reviewing
conditions in detention centres and prisons. The EU and Taiwan
updated each other on respective policies on LGBTI and gender
equality, and exchanged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EU and Taiwan also discussed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nd
reviewed Taiwan's progress towards the evaluation of a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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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Plan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he EU further offered
its support in this regard. The two sides held first discussions on the
impact of disinformation on freedom of speech online and offlin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media in this regard.
Taiwan and the EU agreed to hold annual Human Rights
Consultations next year in Taipei and to continue close cooperation on
the topics raised during the Consultations. (E)

第 116 號

2019/05/15

厄瓜多國會友臺小組 14 位議員聯名致函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支
持我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南美洲厄瓜多國會於本（5）月 14 日由跨黨派「友臺小組」
召集人 Raúl Auquilla 議員領銜發起，計有第一副議長 César
SOLORZANO 等 14 位議員聯署致函「世界衛生組織」
（WHO）幹
事長，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參與本（2019）年世界衛生大會
（WHA）
。
14 位友我議員致函強調，臺灣自 2016 年起缺席 WHA，然而
疫病無國界，臺灣不應成為全球防疫缺口，國際社會亦不應忽視
臺灣人民與各國共享的健康基本人權，應在平等基礎上將臺灣納
入國際防疫體系。此外，臺灣已依國際衛生條例（IHR）要求，持
續強化國家整體防疫能力，更是全世界第 8 個完成 IHR 核心能力
聯合外部評核（JEE）的國家，為強化全球傳染病防治安全網絡貢
獻一己之力。
此次聯署議員不分黨派，基於健康是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
支持我國參與本屆 WHA，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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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7 號

2019/05/16

我駐歐洲各館處同步舉辦「與臺灣同行」健走活動，歐洲各國政
要熱情參與，共同發聲支持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我駐歐盟總部以及駐法國、英國、德國、荷蘭、義大利、奧
地利、捷克、波蘭、瑞典、丹麥、芬蘭及希臘等共 13 個代表處，
於本（2019）年 5 月 1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歐洲當地時間）同步
於全歐各地舉辦「與臺灣同行」
（Walk with Taiwan）健走或集會活
動，計有 50 餘位歐洲各國政要參與，再度展現全歐各地友人支持
我國應受邀參與本年「世界衛生大會」（WHA）的強勁力道。外
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感謝。
歐盟總部布魯塞爾近 500 人上街健走表達對我參與 WHA 的
支持；德國柏林即使天候不佳，仍有超過 300 人以實際行動挺臺，
駐德代表謝志偉更親自導演行動劇，表達將我排除於全球防疫體
系外之荒謬。在巴黎人權廣場、柏林布蘭登堡城門、英國特拉法
加廣場、布魯塞爾大廣場、羅馬人民廣場、布拉格老城、維也納
聯合國總部等東、南、西、北歐各地著名地標，均可見友我政要、
海外僑胞、留學生以及熱情民眾等各界人士扶老攜幼踴躍參與，
透過健走、集會、演說、短劇及「快閃」等多元方式，宣達臺灣
參與 WHA 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其中德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魏爾胥（Klaus-Peter Willsch）及
「德中協會」主席 Anita Schärfer 等 10 餘位德國議員在大雨中接
連演說力挺臺灣；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席塞沙里尼
（Jean-Francois Cesarini）等 6 位議員及參議員、英國臺英國會小
組共同主席 Lord Rogan 及兩位副主席 Lord Dholakia 與下議員 Bob
Steward 、上議院 Lord Foster of Bath 及 Lord Bethell 等 5 位國會議
員、義大利國會友臺協會主席馬蘭（Lucio Malan）參議員與副主
席 Marco di Maio 眾議員等 4 位議員、比利時參議員 Olivier
Destrebecq 等 4 位議員、荷蘭眾議院外貿委員會主席 Raymond de
Roon、歐盟經濟社會委員會（EESC）前主席 Henri Malosse、布拉
格海盜黨市議員柯索娃（Michaela Krausova）及友邦索羅門群島、
帛琉、吐瓦魯及尼加拉瓜駐歐盟大使等諸多友人，均在各地共襄
盛舉，大力奔走為臺灣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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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除歐盟、英國、德國、法國等行政部門發言支持我國以
觀察員身分受邀出席 WHA 外，歐洲議會、英國、法國、德國、
奧地利、義大利、捷克、斯洛伐克、立陶宛、拉脫維亞及愛沙尼
亞等多國國會議員亦接連致函「世界衛生組織」（WHO）譚德賽
幹事長，呼籲邀我出席本年 WHA。此次全歐同步舉行支持我參與
WHA 的健走活動，充分展現歐洲各地支持臺灣參與 WHA 的聲浪
及力道更勝以往。
（E）

第 118 號

2019/05/17

歐洲多國政要強力聲援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外交部表示誠摯感
謝
瑞典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Boriana Åberg、奧地利國會議員友臺
小組主席 Werner Amon、葡萄牙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Paulo Rios de
Olveira、西班牙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 Francisco Vañó Ferre、希
臘國會具醫療專業背景的 Vasileio Giogiakas 議員等各國友臺小組
成員、荷蘭資深眾議員 Kees van der Staaij、以及甫於上（4）月芬
蘭國會大選連任的法制委員會主席 Ville Tavio 等友我議員，近日
分別以致函或聲明等方式，公開呼籲世界衛生組織（WHO）幹事
長譚德賽（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邀請我國參與本
（2019）年世界衛生大會（WHA）。
前述瑞典、奧地利、葡萄牙、西班牙、希臘、荷蘭及芬蘭等
國國會議員強調，臺灣 2,300 萬人民遭受剝奪同享全球平等健康的
權利，極為不公，臺灣參與 WHO 相關機制的會議與活動，不應
該遭受不當的政治阻擾。
另曾擔任丹麥總理的前北約（NATO）秘書長 Anders Fogh
Rasmussen ， 連 同 法 國 、 英 國 及 德 國 國 會 三 位 友 臺 小 組 主 席
Jean-François Cesarini、Nigel Evans、Klaus-Peter Willsch，以及歐
洲議會議員、泛歐自由黨派聯盟主席 Hans van Baalen 與丹麥前衛
生部長 Bertel Haarder 等六位歐洲政要，於本（5）月 16 日聯名投
書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
，直指面對伊波拉肆虐，
有能力協助對抗疫情，且身為全球第 22 大經濟體的臺灣，絕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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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被排除在外。
上述歐洲各國政要相繼為我挺身而出，再次彰顯德不孤、必
有鄰的真諦，外交部對此表示誠摯感謝。我與歐洲各國共享人權
普世價值，各國政要及國會議員的支持，不僅是對我國具備貢獻
全球防疫體系能力的高度肯定，更彰顯我國參與全球醫衛體系的
急迫性與正當性。
（E）

第 119 號

2019/05/17

外交部及衛福部首度聯合召開記者會，展現臺灣爭取參加世界衛
生大會的決心
第 72 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將於本（5）月 20 日在瑞
士日內瓦開議，
「世界衛生組織」
（WHO）至今仍未對我發出 WHA
邀請函，外交部長吳釗燮及衛生福利部長陳時中首度於本（17）
日在外交部聯合召開記者會，表達政府的強烈遺憾及不滿，並重
申我方嚴正立場，展現臺灣繼續積極爭取參與 WHA 的決心。兩
位部長對今（2019）年各國對臺灣參與 WHA 展現空前的支持力
道表達誠摯謝意；國際社會友我動能大幅成長，臺灣全民同感振
奮。
衛福部陳部長強調，健康為普世價值及基本人權，即使 WHO
因政治干擾未邀我出席本年 WHA，他仍將率領「世衛行動團」前
往日內瓦，以理性行動嚴正呼籲 WHO 正視臺灣 2,300 萬人的健康
權益，並親自向友邦、友我國家及國際醫衛團體堅定支持臺灣參
加 WHA 的友誼表達感謝。
外交部吳部長則嚴正聲明，中國政府一再以「一中原則」以
及曲解聯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誤導國際社會，誑稱中國可以
代表臺灣。但事實上，第 2758 號決議僅驅逐蔣介石的代表，完全
未觸及或處理臺灣議題。吳部長強調，臺灣就是臺灣，臺灣主權
屬於臺灣人民，只有臺灣民選政府有權代表臺灣人民參與 WHO
的活動。吳部長另指出，中國越是打壓臺灣參與國際，國際社會
就益發支持臺灣，本年推動參與 WHA 案獲得空前的國際支持即
是最佳例證。上述正面發展，充分證明「中國有關臺灣無法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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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是 WHA 集體決定」的說法絕非事實，且刻意誤導。
記者會中也播放我國駐外館處為了擴大本案正當訴求，串連
全球草根的支持力量，自上（4）月起陸續舉辦「與臺灣同行」
（Walk
with Taiwan）系列活動，藉由健走、路跑、淨街及慈善活動等各
種多元創意方式，在全球各地展現臺灣有意願也有能力貢獻國際
的決心，成功爭取到更多的關注與支持。吳部長對各國友人及海
外僑胞對我方訴求的支持表達誠摯謝意。會中也播放由衛福部製
作，呈現國內及全球堅定支持我國參與 WHA 的短片。（E）

第 120 號

2019/05/17

外交部誠摯感謝拉美國家智利、墨西哥、阿根廷及哥倫比亞四國
國會友我議員聯署支持我參與 2019 年世界衛生大會推案
繼南美洲秘魯國會 51 位及厄瓜多國會 14 位友臺議員聯署支
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參與本（2019）年「世界衛生大會」
（WHA）
後，續有拉美地區無邦交國家智利、墨西哥、哥倫比亞及阿根廷
等 4 國共計 127 名國會議員公開聯署支持我推案。
智利部分由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Tucapel Jiménez 眾議員發起，
並號召該國會正、副議長在內，超過半數的 87 位國會議員聯署助
我。墨西哥則由聯邦眾議院衛生委員會主席 Miroslava Sánchez 率
領 28 位議員表態支持，哥倫比亞由重量級參議員 Ivan Name 領銜
連署致函「世界衛生組織」
（WHO）幹事長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力挺臺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 WHA。阿根廷國會 10
位朝野議員聯名致函阿國衛生署署長 Adolfo Rubinstein，敦促阿政
府支持我國參與 WHA，外交部均表誠摯感謝。
發聲支持我國的 4 國議員致函強調，臺灣位處全球天然災害
高風險地帶，已累積豐富災難緊急應變經驗，有能力在突發衛生
事件中協助 WHO，並提供緊急醫療支援。該函另指出，在當前地
球村時代，跨國傳染病不斷為全球醫衛安全帶來新挑戰，唯有更
緊密且無縫隙的全面合作，方能確保全人類福祉。
此次秘魯、厄瓜多、智利、墨西哥、哥倫比亞及阿根廷 6 國
近 200 位國會議員共同發聲助我，再次展現各國民意對臺灣醫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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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肯定及對防疫無國界與＂Taiwan can help＂訴求的普遍支
持。
（E）

第 121 號

2019/05/18
中華民國政府誠摯祝賀澳洲順利完成國會大選

澳洲於本（2019）年 5 月 18 日舉行聯邦國會大選，中華民國
政府及人民對澳洲順利完成國會大選申致賀忱。
臺灣與澳洲共享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普世價值，雙邊
關係持續穩定發展。臺澳除互為重要貿易夥伴，雙方在文化、教
育、農業、科學及能源方面的合作亦極為密切。長期以來，澳洲
並對臺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給予堅定支持，包括日前就我國本
年第三度未獲邀參加「世界衛生大會」
（WHA）
，公開呼籲國際社
會正視「臺灣人民應能參與全球衛生體系」的訴求。
中華民國政府期盼在既有的良好基礎上，持續與澳洲政府深
化雙方在各領域的互利合作關係，共同促進區域和平、穩定及繁
榮。（E）

No.121

May 18, 2019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congratulates Australia
on conclusion of it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tend
their congratulations to Australia on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its
federal elections May 18.
Taiwan and Australia share the common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whil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continue to develop steadily. Aside from being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Taiwan and Australia enjoy extremely close
cooperation in the areas of culture, education,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energy. Australia has long provided its firm support to Taiw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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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sidering
t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has
failed to extend Taiwan an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ustralia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deserve access to the global
health system.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on the existing strong
foundation to continue to deepen mutually beneficial bilateral
cooperation across all fields, and together promot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hroughout the region. (E)

第 122 號

2019/05/19

踏實外交：在嚴峻挑戰中捍衛國家主權及爭取全民利益
蔡英文總統執政三年以來，外交部全體同仁秉持「踏實外交、
互惠互利」的精神，與政府各部會合作無間，並有效結合公私部
門資源，積極拓展全方位外交，並取得諸多具體成果。時值執政
三週年前夕，實有必要與國人分享各項外交成果。
1、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全力維護國家利益：
過去 3 年來，中國不斷加大對我國打壓力道，奪我重要邦交
國，對我造成外交挫折，並以「一中原則」及「一國兩制臺灣方
案」
，企圖削弱我國主權、封殺國際生存空間。但是政府始終堅持
以臺灣為主的立場，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全力爭取國家利益，在
國人共同努力下，已獲得更多國家發聲相挺，支持力道亦為歷來
最強。
2、 與美國等理念相近國家關係顯著提升，合作範圍擴大：
過去 3 年來，臺美關係穩健提升，美國聯邦行政部門、國會
及地方政府和議會一致展現對臺灣的堅定支持，例如美國副總統
彭斯及國務卿龐培歐等政府高層先後公開讚揚臺灣，並多次公開
重申「臺灣關係法」對我承諾，支持臺灣參與相關國際組織，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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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臺灣在印太戰略下的夥伴角色，深具意義。另川普政府已 3 度
對臺軍售，總值高達 22.5 億美元，強化臺灣的防衛能力，國務院
上（107）年也批准臺灣潛艦國造的行銷許可證。月前臺美盛大紀
念「臺灣關係法」立法暨「美國在台協會」成立 40 週年，美國國
會則先後通過「臺灣旅行法」並經川普總統簽署，聯邦參、眾兩
院最近更先後通過「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行臺灣關係法之
承諾」決議案；眾院另一致同意通過「2019 年臺灣保證法案」等
友我法案或決議案。此外，過去 3 年來，共有 7 位美國州長、總
督來訪，懷俄明州也在臺成立亞太商務辦事處，這是 13 年來首次
在臺成立的美國州辦事處，足證臺美關係已從聯邦深入地方，構
建更為廣泛綿密的友我力量。
臺日關係方面也持續穩定增進，雙方秉持高度善意，共同面
對問題，期間「日本交流協會」更名為「日本台灣交流協會」
，我
「亞東關係協會」更名為「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甚具意義。日本
政府更多次公開支持我國際參與，包括外相河野太郎日前公開表
達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參加「世界衛生大會」
（WHA）
；臺日雙方
也開啟「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
，強化臺日海事合作。此外，雙
方先後簽署「臺日關務合作及互助協定」、「臺日文化交流合作瞭
解備忘錄」等多項協定。上年 2 月花蓮震災，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等政要曾致函表達慰問，日本政府也派遣專業小組協助救災，在
在體現臺日兩國情誼。
臺歐關係也在不同面向持續穩步深化，臺歐盟年度對話涵蓋
各重大領域，並獲致豐厚成果。雙方高層互訪人次倍增，並簽署
「臺捷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等多項協定或合作備忘錄；上年 3 月
在臺北舉行首屆人權諮商，歐盟讚揚我國將聯合國主要人權公約
國內法化；歐洲議會先後通過多項決議案，支持臺歐簽署「雙邊
投資協定」
（BIA）
、重申堅定支持我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並對臺
海和平表達關切。此外，本（108）年以來，155 位歐洲議會議員
聯署「促進臺海和平與穩定聲明」
，呼籲兩岸維持現狀，以及支持
臺灣參與國際組織；歐洲議會月前首度串連英、法、德三國國會
友臺小組主席聯名致函「世界衛生組織」（WHO）幹事長，呼籲
促成臺灣出席 WHA；立陶宛、拉脫維亞、愛沙尼亞國會近 90 名
議員日前也致函 WHO 幹事長支持我參加 WHA，均屬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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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立戰略對焦，展現臺灣價值：
我「新南向政策」實施 3 年以來，已獲得目標國家的熱烈迴
響，取得階段性的成果，例如我與新南向國家在互動面向、層級
和頻率都大幅提升，雙邊貿易、觀光客及留學生人數也有可觀成
長。
此外，我「新南向政策」與印太戰略相契合，在此戰略下，
我國可與理念相近國家在共享價值的基礎上，共同建構開放、自
由與民主的合作體系，推動經貿與投資的合作，共同打造區域繁
榮。另一方面，我國也透過臺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
（GCTF）
等平臺，與理念相近國家進行戰略合作與安全對話，共同維持亞
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中國雖一再強力阻撓我參與相關國際組織，但是透過戰略對
焦，我國已獲得更多理念相近國家的聲援與支持，包括以獨立會
員身分加入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ICH），並在區域漁業管理組織
（RFMOs）中成功爭取公海登檢平等權益。
4、 提升國人旅外便利與權益保障：
我國除了與美國推行 Global Entry/E-Gate 相互通關便利措施
外，並成功爭取韓國、澳洲將我納入自動化通關待遇，英國採行
有條件式自動通關，德國兩大機場也將臺灣納入「自動化邊境管
制系統-Easy Pass」。此外，我國也與 16 個國家簽署青年度假打工
協定，並與加拿大全境及美國 32 個州達致免試互換駕照的待遇。
此外，外交部也對國人海外急難救助，提出重大興革措施，以精
進為民服務，並保障國人權益。
5、 強化國際發聲，讓世界聽到看到臺灣：
蔡總統及陳建仁副總統分別岀訪 5 次及 2 次，除有助鞏固邦
誼外，也增加臺灣的國際能見度。外交部也持續強化國際宣傳的
能量，除了透過接受國際媒體專訪、媒體投書、舉辦國際記者會、
發行刊物、製做文宣影片等傳統方式之外，同時加強開拓新媒體
管道，透過臉書、推特、Instagram、YouTube 等平臺，積極向國
際發聲，充分展現公眾外交能量，大幅提升臺灣國際能見度，讓
世界聽到看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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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工作應不分朝野，外交成果則屬全民共享。臺灣外交向
來充滿挑戰，展望未來只會更加嚴峻。外交部仍將秉持「臺灣人
民為主，國家利益為先」的原則，持續積極推動外交工作，勇敢
捍衛國家主權及爭取全民利益。
（E）

第 124 號

2019/05/20

外交部誠摯感謝 14 個友邦向世界衛生組織提案，要求邀請臺灣以
觀察員身分參加 2019 年世界衛生大會
我國友邦馬紹爾群島、吉里巴斯、帛琉、聖露西亞、吐瓦魯、
海地、貝里斯、史瓦帝尼、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諾魯、索羅
門群島、巴拉圭、宏都拉斯及聖文森分別向「世界衛生組織」
（WHO）幹事長譚德塞（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提出題為
「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的提案，已
獲 WHO 列入本（2019）年「世界衛生大會」
（WHA）議程補充項
目。對於友邦無懼壓力，堅定助我的友誼與熱忱，外交部表達誠
摯感謝之意。
友邦在致 Tedros 幹事長的信函中指出，臺灣自 2017 年起，即
未獲邀以觀察員身分參與 WHA，不僅損及我國人健康權利，也造
成全球衛生安全體系的嚴重漏洞。WHO 的工作亟需國際社會所有
利害關係者與夥伴的合作，排除臺灣將嚴重損及 WHO 整體效率
及其全體會員的利益，更將危害全人類的健康。因此，WHO 應該
承認臺灣人民與全球人民均應享有平等參與全球醫衛體系的權
利，而臺灣參與 WHA，將使 WHO 及所有各方受益，並有助實現
「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中的第 3 項目標，即在 2030 年前，確
保及增進全人類的健康及福祉。
臺灣的醫衛成就及協助達成 WHO「全民均健」
（Health for All）
目標的決心及能力，已經廣獲國際社會認同及肯定。本年我案獲
得空前的國際支持，就是最好的證明。外交部再次重申，臺灣就
是臺灣，中國政府既然未曾對臺灣行使一日管轄權，就無權也無
法在 WHO 代表臺灣；只有臺灣經民主程序選出的政府，才能在
- 127 -

WHO 中代表臺灣 2,300 萬人民，並為其等健康負責。外交部呼籲
WHO 秘書處仔細聆聽國際社會支持臺灣的強大聲音，摒棄政治考
量，及早接納臺灣完整無礙參與其各項會議、機制及活動，才能
確 保 「 全 民 健 康 覆 蓋 ─ 不 遺 漏 任 何 人 」（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leaving no one behind）目標的早日實現。
（E）

第 125 號

2019/05/20

我舉辦世衛行動團歡迎酒會，國際友人踴躍出席表達強力支持
我駐日內瓦辦事處於本（5）月 19 日晚間舉辦本（2019）年
「世衛行動團」歡迎酒會，我國 17 個友邦代表團及多個理念相近
國家官員均踴躍與會，表達對我國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的
強力支持。出席的各國高階官員包括 12 個友邦的衛生部部長或次
長，日內瓦「臺灣之友集團」友邦駐團全數出席，美國等理念相
近國家亦指派官員到場展現對我支持。衛生福利部長陳時中率行
動團全員出席，與各國代表熱烈互動，對凝聚國際友我力量極具
助益。
酒會邀請衛福部陳部長、立法院視導團邱泰源委員、我友邦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衛生部長 Eugene Hamilton、聖文森衛生部
長 Luke Browne 先後致詞。陳部長致詞時以我國高品質的全民健
保為例，強調我具備能力及意願分享成功的臺灣經驗。邱委員則
從民意代表及國內 20 個醫衛專業團體代表的角度，表達我國人對
於未獲邀出席 WHA 的強烈遺憾與不滿；並強調，儘管如此，我
國仍會持續與國際社會分享專業知識，以表達臺灣積極參與國際
醫衛合作的決心。
友邦以具體醫衛合作實例說明臺灣為全球衛生所做的貢獻，
深獲在場賓客的共鳴與肯定。克國 Hamilton 部長多次提及與我雙
邊醫衛合作計畫成果，並公開宣布將於本屆 WHA 大會為我強力
執言。聖國 Browne 部長則強調全民健康照護覆蓋（UHC）不應獨
漏 Taiwan，肯定我推案標語「Taiwan Can Help」強而有力且名符
其實。
酒會現場並由司儀逐一唱名我友邦代表團團長致意，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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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政府及人民表示感謝。陳部長與各國代表於場內熱烈互動，並
就專業議題交換意見，強調臺灣參與 WHO 可共同維護全球健康
人權，確保防疫無缺口。賓客均認同將臺灣納入 WHO 及 WHA 的
必要性及重要性，並對 WHO 連續三年未邀我與會表達強烈遺憾。
當晚酒會在日內瓦知名的洲際飯店舉行，出席人數計 160 餘
人，氣氛極為友善熱烈。
（E）

第 126 號

2019/05/21

捷克及斯洛伐克重量級國會議員及政要分別聯名致函世界衛生組
織，強力支持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繼捷克眾議院 55 位眾議員致函挺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WHA）後，捷克參議院首席副議長盧智凱（Jiří Růžička）等 25
位參議員，及斯洛伐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歐舒斯基（Peter Osusky）
等 20 位國會議員，於本（5）月 17 日分別聯署致函世界衛生組織
（WHO）幹事長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hus）
，呼籲邀
請我國加入本週舉行的 WHA。總計目前已有 100 位捷、斯兩國國
會議員表達對我參與 WHA 的支持。此外，捷克布拉格市長賀吉
普（Zdeněk Hřib）亦於本月 16 日致函 WHO，表達對我國的高度
支持。
為及時展現對臺灣加入 WHA 的支持，捷克參議院 Marek
Hilšer 議員在非院會期間，仍全力聯繫四散於各選區或國外的參議
員，逐一以通訊或會晤方式向各議員說明臺灣遭排除於國際衛生
體 系 外 的 困 境 ，在 極 短 時 間 內 即 獲 包 括 參 院 首 席 副 議 長 Jiří
Růžička、其他兩位副議長 Jiří Oberfalzer 、Jan Horník 及 22 位參
議員響應。該聯名函指出，臺灣近年無法參與 WHA 專業醫療會
議與活動，造成全球防疫體系缺口，對臺灣人民甚為不公，以臺
灣先進醫療體系，應受邀參與 WHA，此亦符合歐盟政策及其會員
國利益。
另在斯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歐舒斯基號召下，外交委員會主
席 Katarina Csefalvayova、經濟委員會主席 Jana Kissova 及人權委
員會主席 Anna Veresova 等 20 位重要國會議員亦響應聯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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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參與本（2019）年 WHA 會議。斯國會聯名函強調，臺灣 2,300
萬人民遭政治阻撓而被排除於國際醫療網路，但臺灣仍致力分享
自身醫療與健保的成功經驗，並以實際行動貢獻國際社會，呼籲
WHO 正視對臺灣參與 WHA 的廣泛支持。
賀吉普市長則特別以捷克首都市長及醫衛專家身分表示，他
有責任支持臺灣加入國際醫療防護體系，以確保布拉格市民及所
有歐洲人民在高度連結的全球社會中常保健康。曾在臺灣長庚醫
院實習的賀吉普市長，亦肯定臺灣對國際社會醫療及疾病管制的
貢獻，認為臺灣應享有參與全球公衛網路之權利。
我與歐洲各國共享人權普世價值，近日捷克及斯洛伐克許多
政要不分黨派，陸續以具體行動支持我參與 WHA，並高度肯定我
國具備貢獻全球防疫體系的能力，彰顯我國參與全球醫衛體系的
急迫性與正當性，外交部對此表示誠摯感謝。
（E）

第 127 號

2019/05/21

四友邦代表在世界衛生大會總務委員會及全會強力為友我提案執
言，外交部表示誠摯謝意
本（2019）年世界衛生大會（WHA）於 5 月 20 日開議，首
日即討論我 14 友邦所提的「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 WHA」
提案。友邦史瓦帝尼、宏都拉斯、馬紹爾群島及聖文森分別在總
務委員會及全會代表我方與中方進行「二對二辯論」
，慷慨陳詞，
力主世界衛生組織（WHO）應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WHA，
以符合其成立宗旨。外交部對上述四友邦為我仗義執言表達誠摯
謝意。
本年我案最後雖未能列入大會議程，但友邦的強力專業執
言，有助與會各國代表確實瞭解臺灣在增進全人類健康福祉所能
做出的貢獻，以及接納臺灣參與的必要性。而中方代表僅能不斷
重彈其曲解之「一中原則」等舊調，更加凸顯其只有政治考量，
完全漠視臺灣 2,300 萬人的健康權益。
在總務委員會中，由史瓦帝尼及宏都拉斯代表我友邦發言。
史國衛生部長 Lizzy Nkosi 首先強調，倘將臺灣 2,300 萬人民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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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WHO「全民均健」的成立宗旨將永遠無法實現；臺灣參與
WHA 是攸關人類健康的議題，更屬全人類基本權利，中國設定政
治前提至為無理。史國衛生部長繼推崇臺灣為國際衛生及人道援
助的主要夥伴，深具經驗及專業，並承諾協助推進全球福祉，更
讚譽臺灣是「全民健康覆蓋」的典範，強調臺灣不應成為全球衛
生體系的缺口，臺灣人民的健康權不應被剝奪。
宏國常代 Giampaolo Carmelo Rizzo Alvarado 則呼應表示，
WHO 憲章揭櫫健康為基本人權，倘排除臺灣，將違反 WHO 成立
的宗旨；為有效預防及控制跨國傳染病的挑戰，不應將任何人排
除在全球防疫體系之外；臺灣致力保障其人民健康福祉的成就，
此一經驗可供各國學習；另亦推崇臺灣已是人道援助的提供者，
尤其透過衛生合作計畫及政策，強化醫衛能量及防範風險因子，
有效協助各國改善其健康覆蓋。
在全會辯論時，我友邦馬紹爾群島衛生部長 Kalani Kaneko 指
出，WHO 憲章是以人民，而非政治為優先，WHO 漠視臺灣 2,300
萬人民平等參與全球醫衛體系的基本權利，形同無視其憲章的相
關規範；尤其臺灣為重要的交通樞紐，將臺灣排除在 WHO 之外，
將使臺灣成為國際防疫體系的主要缺口，損及世界人民的健康安
全；呼籲與會各國衛生部長應擱置政治歧見，把關乎世界的權益
放在首位，將臺灣納入 WHA。
聖文森衛生部長 Luke Browne 則嚴正駁斥中方誣稱臺灣以觀
察員身分參與 WHA 於法不容的說法，強調各方均知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從未對臺灣行使管轄權，自無法代表臺灣；而臺灣先前
獲允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WHA 的事實，即已證明中方承認自身不
足以在 WHA 代表臺灣。
中國及其代表古巴與巴基斯坦在上述兩場合發言時，均僅重
彈其虛構的「一中原則」舊調，曲解聯大第 2758 號決議及 WHA
第 25.1 號決議，謬稱我友邦提案干擾議程，且與 WHO 憲章及程
序規定相抵觸，甚至誑稱「中國中央政府高度重視臺灣人民的健
康福祉」
。相較於我友邦代表專業切題的發言內容，中方的發言充
滿蠻橫無理的政治語言，且意圖以不實言論誤導國際，令人不齒。
大會主席最後雖然仍做成不將我案列入議程的裁示，但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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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表示感謝各方以有序且可預測的方式處理此案，除有助於增進
大會的良好秩序及效率之外，更彰顯 WHO 憲章所揭櫫的原則。
外交部再度嚴正譴責中方侵犯臺灣 2,300 萬人的健康人權，並
強調參與 WHO 是臺灣全民的共同期望，而本年我案獲得空前強
勁的國際支持，顯示我們的推案方向正確且訴求正當，也充分證
明各國已認清中國意圖以虛假言詞欺瞞國際社會的邪惡本質，瞭
解中國無權也無法在 WHO 及 WHA 中代表臺灣，願意挺身支持臺
灣合理正當的訴求。外交部深信只要政府與民間持續共同努力，
臺灣重返 WHA 必指日可待。
（E）

第 128 號

2019/05/23

監察院江綺雯委員及仉桂美委員召開記者會就日本大阪風災事件
所做調查報告部分結論，外交部難以認同並表遺憾
外交部高度重視本案，並以最嚴肅及負責任的態度進行相關
檢討。在監察院的調查過程中，外交部更全程充分配合，除獲約
詢的相關同仁進行完整說明外，並提供各項書面資料，積極協助
釐清事實。對於監察院江綺雯委員及仉桂美委員就本案行使調查
權表示尊重，惟對於記者會中簡報部分內容或查無實證，或多有
揣測，外交部難以認同並深表遺憾。
此外，外交部內部也針對外傳外交部同仁致電蘇故處長達 20
分鐘一節，籌組包括外部委員在內的調查小組，進行深入的調查。
經查並無外傳該通電話，外交部亦將上述調查結果提供監察院參
考，以協助釐清事實，還原真相。
此一事件對外交部造成極大衝擊，外交部痛定思痛，外交部
長吳釗燮即指示主任秘書李光章召集相關單位同仁研擬海外國人
急難救助機制的精進與興革做法，並於上（107）年 10 月 30 日啟
動「強化外館急難救助機制」12 項改革方案，以達致「課責合理，
救助有效」兩大核心目標。上年底印尼連續發生多起火山爆發及
水災等天然災變，我駐印尼代表處及駐泗水辦事處即根據上述救
難機制，於第一時間提供受困國人及臺商即時有效的協助，即係
落實該項興革措施的最佳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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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對日本大阪風災不幸事件至感哀痛與不捨，蘇故處長
啟誠為人誠懇正直、謙和敦厚，任事積極負責；服務外交部期間
戮力從公，長年參與及積極推動臺日全方位合作關係，績效卓著，
倍受日本政界、旅日僑胞及外交部同仁高度肯定與深深感念，外
交部將持續積極協調銓敘部從優辦理相關撫卹事宜。
（E）

第 129 號

2019/05/24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印度順利完成第 17 屆國會大選
印度第 17 屆國會下議院（Lok Sabha）選舉於本（2019）年 5
月 23 日開票，中華民國政府特向印度政府及人民順利完成全國大
選申致賀忱，並祝賀莫迪總理及執政的人民黨（BJP）贏得大選、
連任成功。印度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合格選舉人高達 9 億人，
自本年 4 月 11 日開始的七階段分區投票於 5 月 19 日完成，再度
見證印度民主基礎的深厚，印度人民對民主及選舉制度的支持，
令人深感敬佩。
臺灣與印度共享自由、民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實為自然夥
伴關係，也都是印太地區重要成員。自我國積極推動「新南向政
策」以來，印度即為重要夥伴國家之一，兩國互動已更加密切，
在經貿、科技、文教及民間交往等領域的交流合作也持續顯著提
升。
臺灣期望與印度在既有的良好基礎上，秉持合作共榮的精
神，持續深化雙方在各領域的實質關係，共同促進印太地區的和
平、繁榮與發展。
（E）

No.129

May 24, 2019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congratulates Republic
of India on conclusion of 17th Lok Sabha electi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tend
their congratul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on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17th Lok Sabha elec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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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3, as well as to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on its election
victory and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on his reelection.
India, which is the largest democracy in the world with about 900
million registered voters, conducted the election in seven phases from
April 11 to May 19. The election process was widely commended for
demonstrating once again India’s strong democratic foundation as well
as the Indian people’s staunch support for their democracy and
election system.
With shared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aiwan
and India are natural allies as well as important stakeholder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ndia has been a key partner under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as evidenced by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bilateral
exchanges in areas such as the economy and t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education and civil society.
Taiwan looks forward to strengthening substantive relations with India
on the existing solid foundation and in line with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coprosperity, in order to jointly advance peac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do-Pacific.(E)

第 130 號

2019/05/24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秘魯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卡
拉瑞達，表彰其致力促進臺秘實質關係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5 月 24 日下午在外交部頒贈
睦誼外交獎章予秘魯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卡拉瑞達（Luis Fernando
Galarreta Velarde）
，以表彰其致力拓展臺秘實質關係及促進兩國人
民情誼的貢獻。
吳部長致詞指出，卡拉瑞達主席是臺灣在秘魯的最佳合作夥
伴，曾多次與我國駐秘魯代表處合作舉辦慈善活動，提升臺灣在
秘魯的正面形象。此外，卡主席更不畏中國的無理打壓，堅定與
民主臺灣站在一起，以具體行動表達對我支持。日前即號召秘魯
國會其他 50 位跨黨派議員以連署方式，公開支持我國參與本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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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衛生大會（WHA），參與連署議員人數是近年來最具規模者。
吳部長特別代表我政府及國人，對秘魯國會發揮道德勇氣，展現
對我的真誠友誼與堅定支持，向卡主席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卡拉瑞達主席致詞時感謝我政府致邀訪臺，並頒贈睦誼外交
獎章，重申將與秘魯國會友我議員繼續支持臺灣參與相關國際組
織，允諾堅持站在歷史正確的一方，與我攜手捍衛民主、自由等
普世價值，共同為兩國人民謀求福祉。
卡拉瑞達主席夫婦一行 3 人是應我政府邀請，於本年 5 月 22
日至 28 日訪臺，他曾擔任秘魯國會議長、副議長及首都利馬市議
員等職務，為臺灣堅實友人。
（E）

第 131 號

2019/05/25

外交部宣布「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將更名為「台灣美國事務委
員會」
，象徵臺美關係緊密，意義非凡
為明確反映我國處理對美國事務代表機構的工作內涵，外交
部經與美方充分協調溝通，決定將「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CCNAA）更名
為「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
TCUSA）
。
美國依據 1979 年「臺灣關係法」的規定，成立「美國在台協
會」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
，作為執行美國政府與臺
灣相關事務的代表機構，我方相應於同（1979）年設立「北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
，作為 AIT 的對等機構。此一名稱在當年有其特殊
的時空背景，年來經我政府努力不懈，積極爭取我國處理對美國
事務代表機構的名稱更能切實反映實質業務及臺美關係內涵，經
過臺美雙方不斷協調及共同努力，終於就新名稱取得共識。本
（2019）年適逢「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我處理美國事務的
代表機構獲該新名稱，象徵臺美關係緊密，互信良好，意義非凡。
近年來臺美雙邊關係穩健提升，雙方亦持續就區域和平及印
太安全等議題進行更密切的合作。昨（24）日亞太局資深官員莫
菲（Patrick Murphy）公開表示，中國對我太平洋邦交國採取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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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改變現狀並加深衝突發生的可能。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亦曾於本年 2 月間在帛琉召開的「第 19 屆密克羅尼西亞
元首高峰會」發表聲明，讚譽臺灣為成功的民主故事、可信賴的
夥伴，以及世界一股正向力量。外交部對美國政府官員的相關發
言表達感謝。
為持續深化臺美雙方的各項交流與合作，國家安全會議秘書
長李大維於本（5）月 13 日至 21 日訪問美國，與美方學界及政府
官員討論臺美共同的安全挑戰。李秘書長會晤來自包括戰略暨國
際研究中心、布魯金斯研究院及喬治城大學等智庫亞洲議題學
者，以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與其他政府官員。訪問期間，李秘書
長亦與美國政府官員共同會晤我邦交國政府官員，均重申對自由
及開放印太地區的支持與承諾。
（E）

第 132 號

2019/05/25

臺俄定期直航班機復航，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親赴機場歡迎首
航班機乘客抵臺，再啟臺俄航空交流新頁
中斷 3 年多的「臺北/莫斯科」定期直航班機，終於在本（108）
年 5 月重新恢復，該航線改由俄羅斯皇家航空經營，復航首架航
班於本（5）月 25 日下午飛抵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皇家航空並在
機場舉行記者會及歡迎活動，慶祝臺俄恢復直航。
為代表政府歡迎俄國旅客來臺，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親赴
登機門歡迎搭乘臺俄復航首班班機旅客，除與旅客一一握手致意
外，並致贈每位乘客「外交部臺灣造型頸枕」
、「臺灣喔熊 OhBear
造型頸枕」等紀念品作為見面禮，讓抵臺旅客深感驚喜，並在第
一時間體會臺灣濃郁的人情味。
為鼓勵俄國旅客訪臺，我政府於上（107）年 9 月 6 日宣布試
辦俄國人來臺觀光、商旅 14 日免簽證入境措施，施行至今成效良
好，俄國旅客來臺人次成長 65%，免簽措施更有效提振航空市場
信心，俄國業者紛紛爭取開闢臺俄直飛航線，嘉惠國人往返臺俄
商旅交通便利。此次「臺北/莫斯科」定期航班復航，即為對俄免
簽措施具體成果之一。期待在我方免簽待遇與直航便捷等利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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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下，我國與俄國在觀光、文化、商務等領域的合作，乃至人員
的互動交流將更加蓬勃發展。
（E）

第 137 號

2019/05/28

臺美日再度在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下合辦「網路安全與新興科技
國際研習營」
，深化跨國資安合作能量
為積極因應全球資安風險，厚實臺灣與亞太區域國家共同維
護網路安全的合作能量，外交部、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
（AIT/T）及日本台灣交流協會於本（108）年 5 月 28 日至 30 日
在臺北舉辦「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網路安全與新興科技國際研習
營」
，計有 20 國 33 位政府資安官員及專家來臺出席，並於本（28）
日下午舉行開幕典禮，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AIT/T 副處長谷立
言 （ Raymond Greene ）、 日 本 台 灣 交 流 協 會 副 代 表 西 海 茂 洋
（Shigehiro NISHIUMI）以及相關國家駐臺使節等約 50 人出席。
為期 3 天的研習課程將邀請美國國土安全部（DHS）網路安
全及基建安全署（CISA）國家風險管理中心主任柯列斯基（Bob
Kolasky）擔任專題講者，另有美國國務院、美國聯邦通訊委員會、
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行政院資通安全處等官員擔任研習營
講師，就網路安全的挑戰及機會、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議題進行
討論及經驗交換，有助各國與會人員瞭解臺灣資安技術實力，並
盼進一步推動臺灣、美國及日本等理念相近國家在資安及科技領
域的合作交流。與會人員在活動期間另將拜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參觀國家通訊暨網際安全中心（NCCSC） 及「臺北國際電腦
展」
（COMPUTEX 2019）。
本研習營不僅是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系列活動之
一，也是臺美自 104 年以來在 GCTF 下合辦的第 19 場國際研習
營，同時是日本台灣交流協會第 4 度參與的 GCTF 活動，顯示理
念相近國家對協力應處資安挑戰具有普遍共識及共同利益。（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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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8 號

2019/05/28

外交部長吳釗燮伉儷應邀訪問我加勒比海友邦聖克里斯多福及尼
維斯、聖文森國及聖露西亞，提升雙邊邦誼與合作關係
外交部長吳釗燮伉儷應邀率團於本（108）年 5 月 28 日至 31
日訪問我加勒比海邦交國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聖文森國及聖
露西亞三國。
吳部長伉儷此行將分別拜會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總督席頓
（Sir Tapley Seaton）及總理哈里斯（Timothy Harris）
、聖文森國總
理 龔 薩 福 （ Ralph Gonsalves ） 及 聖 露 西 亞 總 理 查 士 納 （ Allen
Chastanet）
，以及各該國外長等重要政府官員，就強化雙邊合作關
係等共同關切事項深入交換意見。
此行是吳部長任內首度訪問加勒比海「三聖」友邦，三國政
府對吳部長伉儷率團到訪至表歡迎並將隆重接待，充分彰顯與我
友好堅定情誼。訪問期間，吳部長一行將視察我國與三友邦重要
雙邊合作計畫推動情形，包括視察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的
Pinney＇s Beach 景觀生態公園、共同主持聖露西亞全國道路整建
計畫動土典禮，以及與聖文森國簽署捐助警備用車議事錄等相關
活動。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聖文森國及聖露西亞三國與我國邦
誼篤睦，雙邊合作計畫成果豐碩，並全力支持我參與各項國際組
織推案。吳部長伉儷此行赴訪將有助進一步提升我與三友邦友好
邦誼及合作關係。
（E）

第 139 號

2019/05/30

2019 年國際支持力道空前，外交部對推動參與世界衛生大會的前
景深具信心
第 72 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於本（2019）年 5 月 28
日閉幕。世界衛生組織（WHO）再度基於政治考量，未援例邀請
我國出席 WHA，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強烈失望與遺憾；惟我案本
年獲得空前國際支持，令人深感鼓舞，充分證明在政府與民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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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合作之下，國際社會已經充分瞭解並認同我爭取參與的正當性
及合理性。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並認為此一正面發展，充分彰
顯「德不孤、必有鄰」的道理，也相信未來將有更多國家發揮道
德勇氣，加入助我行列。
本年 16 個為 WHO 會員的友邦均以具體方式助我，包括為我
向 WHO 幹事長譚德塞（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提出題為
「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的補充項目
提案（馬紹爾群島、吉里巴斯、帛琉、聖露西亞、吐瓦魯、海地、
貝里斯、史瓦帝尼、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諾魯、索羅門群島、
巴拉圭、宏都拉斯及聖文森等 14 友邦）
；在總務委員會及全會「二
對二辯論」中為我執言（史瓦帝尼、宏都拉斯、馬紹爾群島及聖
文森）
，以及在全會總討論及 A 委員會強力為我發聲（依發言順序
為巴拉圭、瓜地馬拉、宏都拉斯、帛琉、吉里巴斯、史瓦帝尼、
聖克里斯多福、聖露西亞、聖文森、諾魯、貝里斯、海地、吐瓦
魯、索羅門群島及馬紹爾群島）
。另尼加拉瓜副總統穆麗優（Rosario
Murillo）亦於尼國國家電視臺發表廣播聲明，大力支持我案。
我友邦代表發言內容專業中肯、義正詞嚴且鏗鏘有力，深獲
其他會員國共鳴。其等強調倘 WHO 排除臺灣 2,300 萬人的參與，
則將永遠無法實現「全民均健」
（Health for All）的宗旨，並讚譽
臺灣是「全民健康覆蓋」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的典範；另
指出臺灣先前獲允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WHA 的事實，充分證明中
方自認不足以在 WHA 代表臺灣。反觀中國及為其幫腔的古巴與
巴基斯坦，僅能以政治語言重彈「一中原則」舊調，曲解聯大第
2758 號決議及 WHA 第 25.1 號決議，意圖誤導國際視聽，益發凸
顯其「政治凌駕健康人權」的邪惡心態。
理念相近國家今年也以空前強勁的力道支持我案。美、日、
英、法、德、加、澳及歐盟的行政部門，分別以對外發言、回應
國會議員質詢或媒體詢問，以及在社群媒體發文等方式，公開表
達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其中，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
美國務院代理亞太助卿墨菲（Patrick Murphy）
、英國外交部副部長
費爾德（Mark Field）、衛生暨社會照護部副部長普萊斯（Jackie
Doyle-Price）及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慧蘭（Chrystia Freeland）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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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健康部次長魏斯（Sabine Weiss）及美、日、英、法、德、澳、
加的駐臺機構亦均公開表達其政府持續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參
與 WHA 的立場。此外，美、日、英、法、德、加、澳及紐西蘭 8
國代表在 WHA 全會以直接或間接方式發表友我言論，呼籲 WHO
應具包容性，廣納各方參與，正義之聲深具意義。
根據統計，今年共有 34 國、地區或國際組織的立法部門以通
過決議案、致函 WHO 幹事長、發表聲明或於社群媒體發聲等多
元方式支持我案，顯示我案已獲得廣泛的草根支持。其中，美國
有 28 州或自治邦的參眾議會通過支持我參與國際組織的決議案；
另參眾兩院通過的「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行臺灣關係法之
承諾」決議案，以及眾議院一致通過的「2019 年臺灣保證法案」，
均重申美對我國際參與的支持；聯邦參議院外委會更於 5 月 23 日
通過「要求國務卿研訂策略協助臺灣重獲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身
分」的參院第 249 號法案；另眾院「國會臺灣連線」4 位共同主席
亦代表連線成員，聯名致函 WHO 幹事長為我進言。歐洲議會則
串連英、法、德三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首度聯名致函 WHO 幹事
長；立陶宛、拉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等波羅的海三國國會近 90 位議
員亦分別致函 WHO 幹事長；捷克及斯洛伐克則有 100 位國會議
員表達對我參與 WHA 的支持；拉美地區秘魯、厄瓜多、智利、
墨西哥、哥倫比亞及阿根廷 6 國超過 200 名國會議員均發聲助我。
其中，秘魯國會 51 名議員，以及智利國會包括正、副議長在內，
超過半數共 87 位國會議員連署助我，友我聲量超越歷年。
代表數以百萬計醫生的國際醫衛專業組織也展現對我案的支
持，包括「世界醫師會」
（WMA）
、
「歐洲醫師協會」
（EMA）及「歐
洲醫師常務委員會」
（CPME） 等國際重量級醫衛專業組織的主要
幹部均分別就我案致函 WHO 幹事長及相關官員。
「無國界記者組織」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則發布
新聞稿，聲援我國記者採訪 WHA、聯合國大會及「國際民航組織」
（ICAO）大會等聯合國會議的權利，獲得諸多迴響。今年共有 15
國 36 個媒體、記者協會、智庫或記者以撰文、轉載或致函等方式
呼應 RSF 的新聞稿。
衛生福利部長陳時中親率「世衛行動團」在日內瓦期間，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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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記者會、外交歡迎酒會、民僑團座談會、接受媒體專訪，
並與各國代表團及國際醫衛專業組織舉行 71 場雙邊會談等，以實
際行動展現臺灣能夠貢獻健康人權的承諾和決心，重申「健康防
疫不該有國界，積極貢獻國際醫療公衛的臺灣，不應該被排除在
WHA 之外」
。立法委員邱泰源及陳靜敏代表立法院赴日內瓦參與
宣達活動，傳達支持政府推案的堅強民意，深具意義。
為擴大對外宣傳力道與聲量，外交部特別製作題為「南島的
祝福」
（An Island Doctor on Call）短片，透過我與友邦索羅門群島
的雙邊醫衛合作計畫，呈現我願貢獻一己之力協助達成「全民健
康覆蓋」的決心，總觀看次數已超過 1,028 萬人次。此外，衛福部
陳部長專文、外館投書、專訪及友我報導獲國際主流媒體刊登共
413 篇。
上述諸多正面發展，均為我案增添更多動能。而我駐外各館
處結合駐地僑團在全球各地舉辦的「與臺灣同行」活動，也獲得
重大迴響，對厚植全球草根支持力量極有助益，也為未來推案創
造更有利的條件。外交部將繼續與衛生福利部等相關部會密切合
作，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的原則積極推案，以期早日達
成重返 WHA 的目標。
（E）

第 143 號

2019/06/06

「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自 108 年 6 月 6 日起更名為「台灣美國事務委
員會」並舉行隆重揭牌典禮
為確實反映我國處理對美國事務代表機構的實質業務內容，
外交部與美方充分協商溝通並取得共識後將「北美事務協調委員
會」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CCNAA）更
名為「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
TCUSA，簡稱台美會）
，經於報奉行政院核准後，於本（108）年
6 月 6 日起生效，總統並發布總統令任命林良蓉女士為主任委員。
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於 6 月 6 日在臺北市博愛路 133 號現址
舉辦揭牌典禮，蔡英文總統、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李大維、行政
院政務委員羅秉成、外交部長吳釗燮、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
- 141 -

立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人王定宇委員及台美會主任委員林
良蓉等貴賓參加，共同見證這歷史性的一刻。
蔡總統於致詞時表示，樂見與大家一起見證北協更名，在「臺
灣關係法」立法四十週年的這一年，透過雙方累積的互信與默契，
如今臺灣和美國的夥伴關係更成為印太地區的良善力量；並重申
維護民主臺灣的決心，確保臺美關係穩健前進，推動更自由開放
的印太區域
蔡總統指出，我們今年也跟美國友人，一起慶祝美國在台協
會成立四十週年，以及內湖新館落成，並提及在瞬息萬變的世界
中，少數不變的事情之一，就是臺灣對印太地區和平、安全和穩
定的承諾。蔡總統也期許未來與大家一同努力，在歷史的進程中
一起捍衛民主價值，讓臺美夥伴關係在印太區域扮演更重要的角
色。
酈處長致詞表示，從各位貴賓出席今天這場更名儀式的行
動，體認臺灣對於延續美臺深厚友誼的重視。1979 年 4 月 10 日通
過的「臺灣關係法」一直以來是美臺友誼的基石，40 年來，無論
黨派，美臺關係均持續蓬勃發展。酈處長續稱，非常期待在 TCUSA
此一名字下繼續美臺合作關係，相信 TCUSA 這個新名字能更精確
反映這一機構在深化及強化美臺友誼方面的實際功能，並日復一
日彰顯彼此深厚情誼。
「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自 1979 年 3 月 1 日設立，作為美國
依據 1979 年「臺灣關係法」成立「美國在台協會」之對等機構。
40 年來，臺灣追求及維護民主自由的努力與成就獲得舉世推崇，
臺美關係也更為緊密友好。外交部將在臺美關係既有基礎上，進
一步強化兩國關係及促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E）

第 147 號

2019/06/11

外交部正式啟動「2019 年國際青年菁英領袖研習班」
，強化美國及
加拿大青年領袖對臺灣的瞭解與友誼
外交部「2019 年國際青年菁英領袖研習班」
（Mosaic Taiwan
2019）訂本（108）年 6 月 10 日至 21 日辦理，並於 6 月 11 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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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10 時在外交部舉行開訓典禮，共有來自美國及加拿大年齡介於
20 歲至 35 歲的 30 名優秀青年來臺參加。
外交部自 103 年起開辦 Mosaic Taiwan，目的在強化北美地區
青年領袖對臺灣的認識與支持，並在我與美國及加拿大新世代青
年間播下友誼的種子，成為深化臺美及臺加關係的重要力量。本
年是第 6 次舉辦，參加的 30 名學員多畢業或就讀於美、加知名學
府，具法政、財經及國際事務等領域的背景，並曾於行政及立法
機關實習，或具備在學術界與非政府組織任職的實務經驗。
外交部本年再度與銘傳大學合作，共同規劃 12 天研習課程，
包括專題講座及拜會活動，並參訪我政府大力推動的新農業、智
慧機械、生技醫藥等創新產業，有助首次來訪的學員全面認識我
國情概況；外交部也安排青年論壇，供學員與我國青年對話交流、
相互觀摩學習，增加彼此瞭解，並建立永恆友誼。學員另將赴臺
南參訪名勝古蹟，實地感受我國豐富的歷史文化。
學員們在研習課程結束前，也將進行分組報告，結合個人專
業背景，展現在臺期間的研習成果。
（E）

第 150 號

2019/06/19
我與波蘭簽署《臺波刑事司法合作協定》

我國駐波蘭代表處大使施文斌與波蘭臺北辦事處梅西亞處長
（Maciej Gaca）於本（108）年 6 月 17 日在外交部共同簽署《臺
波刑事司法合作協定》
，並由外交部長吳釗燮、法務部長蔡清祥以
及來訪的波蘭司法部次長皮耶比亞克（Lukasz Piebiak）親自見證。
吳部長於致詞時表示，
《臺波刑事司法合作協定》內容全面，
合作項目廣泛，且波蘭為歐洲第一個與我簽署此類協定的國家，
盼未來於此法律基礎上深化臺波合作夥伴關係。
依據上述合作協定，臺波雙方為增進有效的刑事司法合作，
基於相互尊重、尊重人權及法治原則，進行磋商並議定協定內容，
規範項目包括刑事司法互助、引渡、受刑人移交、法律及實務見
解的分享、訴追犯罪及犯罪預防資訊分享等領域的刑事司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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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及程序；雙方主管機關可據以建立定期諮商機制，針對共同
關切司法及刑事相關事宜賡續加強合作。
波蘭為中東歐地區規模最大國家，因位於歐洲地理中心，基
礎建設完善且經濟發展迅速，成為臺商進軍中東歐市場重要據
點。近年來臺灣與波蘭在經貿、農業、科學及高等教育等領域合
作交流日益密切，包括《臺波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於 106 年 1 月
正式生效後，雙方續於上（107）年簽署《臺波科學高等教育合作
協定》
，兩項協定對深化臺波在經貿投資及科學與高等教育交流合
作提供重要助力。此次簽署《臺波刑事司法合作協定》
，對臺波兩
國共同打擊跨境犯罪，保障良好經貿投資環境更具重要意義。
（E）

第 151 號

2019/06/19

銓敘部審查通過駐大阪辦事處蘇故總領事因公撫卹案
銓敘部本（6）月 19 日召開公務人員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
小組會議，審查駐大阪辦事處故總領事蘇啟誠因公撫卹案，外交
部亦派員列席。會中出席委員一致通過本案。本案後續將由銓敘
部依相關程序辦理。
（E）

第 152 號

2019/06/20

俄羅斯政府為促進與臺灣交流，發布公告將臺灣納入海參崴自由
港電子簽證適用名單
俄羅斯政府官網頃發布由俄國外交部提案的「臺灣被列入海
參崴自由港電子簽證適用國家名單」公告指出，為增進與臺灣的
經貿關係及觀光、人文交流，吸引對遠東聯邦州的投資，已批准
將臺灣列入名單的命令。
臺俄雙邊各領域實質關係多年來穩健發展，外交部亦持續積
極洽請俄方簡化予我國人簽證待遇，獲俄方近期通過國內法令增
修文件後，繼於本（6）月 18 日在其官方網站發布予我國人民簽
證便利措施，實為臺俄實質關係的重要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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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告全文均以「臺灣」稱我，俄國駐臺代表處亦於本（20）
日上午，以中、英、俄文三種語言於其臉書粉絲專頁公告本案相
關訊息，說明「臺灣公民」
、
「Taiwan citizens」及「Тайваньцы」
（臺
灣人）
、
「жители Тайваня」
（臺灣居民）未來將享有海參崴自由港
電子簽證便利。外交部將秉持互惠互利原則，在臺俄既有關係的
基礎上，持續推動兩國多面向的合作與交流。
（E）

第 153 號

2019/06/21
我國與美國紐澤西州簽署駕照互惠備忘錄

在外交部、交通部、駐紐約辦事處及美國紐澤西州州政府的
共同努力下，駐紐約辦事處於美國東部時間本（108）年 6 月 20
日代表交通部，與美國紐澤西州車輛管理廳簽署駕照互惠瞭解備
忘錄，該備忘錄為紐澤西州與外國政府簽訂的第一個駕照互惠備
忘錄。
這項備忘錄同意雙方民眾可免筆試、路考互換駕照，這也是
全美 50 州中，第 33 個與我國簽署駕照互惠協議的州政府。尤其
本年適逢「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紐澤西州與我國簽署是項
備忘錄，成為本年迄今繼明尼蘇達州、美屬維京群島及印第安納
州簽署後，第 4 個與我簽署駕照互惠協議的州政府，充分展現美
國地方政府對臺灣的深厚友誼。未來我國人前往紐澤西州求學、
工作或定居，皆將因此而更加便利。外交部感謝紐澤西州政府與
州議會的鼎力支持促成。
臺美簽署駕照互惠協議迄今，已嘉惠兩國超過 15,000 位民
眾。外交部未來仍將持續與交通部密切合作，擴大推動這項便民
措施。有關免試換照的最新消息及相關資訊，將於近日資訊完備
後公布於外交部網站首頁（http://www.mofa.gov.tw）的「全球免試
申換駕照專區」
，歡迎民眾查詢利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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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6 號

2019/06/27

臺灣自歐盟「打擊非法、未報告及不受規範漁業不合作國家警告
名單」中除名，外交部表示肯定與歡迎
歐盟執委會於本（2019）年 6 月 27 日宣布將臺灣自歐盟「打
擊非法、未報告及不受規範（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漁業不合作國家警告（黃牌）名單」中除名，顯示我國積極
與歐盟合作，落實相關作為有成，外交部對此表示肯定及歡迎。
歐盟於 2015 年 10 月 1 日將臺灣列入漁業黃牌國家，外交部
配合主管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相關部會，並透過我駐
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等相關駐處，積極向歐方及國際 NGO 團體
說明我政府在打擊 IUU 漁捕及維護海洋與永續資源作為。歷經 3
年餘的密集溝通與諮商，終獲歐盟解除對我黃牌處分，歐盟執委
會海事暨漁業總署（DG MARE）及歐洲經貿辦事處（EETO）均
高度肯定我國的誠意與努力。
在與歐盟對話期間，我方積極採取相關作為，包括與歐盟執
委會海事暨漁業總署進行高階對話、舉行多次雙邊視訊會議、透
過臺歐盟人權諮商等平臺積極溝通，並安排歐盟官員來臺訪視，
有效說明我國在法律架構、監控措施、漁獲物追溯以及國際合作
等方面的努力與具體成果等，獲得歐盟方面的認同與肯定。
外交部未來將持續配合及協助漁政主管機關，除積極參與國
際漁業管理組織，落實遵守各項國際漁捕規範外，並與歐盟保持
密切聯繫，共同打擊 IUU 漁業行為及非法漁獲物的流通，以善盡
國際責任，確保海洋漁業生態健全及資源養護，達致漁業永續經
營的目標。
（E）

第 158 號

2019/07/02

外交部宣布自 108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9 年 7 月 31 日止繼續試辦泰國、汶
萊、菲律賓及俄羅斯國民來臺免簽證措施
為落實「新南向政策」，外交部遵奉行政院政策指示，於本
（108）年 5 月 24 日邀集國安、移民、警政、調查、觀光及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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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關，召開跨部會會議，共同研商調整我對「新南向政策」目
標國及俄羅斯簽證待遇。案經報奉行政院核定，自本年 8 月 1 日
起，延長試辦泰國、汶萊、菲律賓及俄羅斯國民來臺免簽證措施，
至明（109）年 7 月 31 日止，屆期前將視執行成效評估是否賡續
試辦。
我國自 105 年起，陸續給予「新南向政策」目標國簽證便利
待遇。實施以來，新南向國家國民來臺人數穩定成長，上（107）
年來臺人次突破新高，達 2,607,982 人次，較 106 年 2,295,493 人
增加 312,489 人次，成長率達 13.61%，顯示該政策對提升來臺觀
光人數確有助益。另臺、俄於本年 5 月 24 日重啟直航，延長試辦
對俄免簽，可望發揮加乘效果，吸引更多俄國旅客來臺觀光，擴
大兩國人民互動與交流。
外交部未來除將持續會同相關機關適時檢視措施試辦成效
外，也將積極進洽各該國政府提升我國人簽證待遇，以促進國家
整體利益。
（E）

No.158

July 2, 2019

MOFA announces one-year extension of trial visa-free entry from
August 1, 2019 to July 31, 2020 for nationals from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Brunei and Russi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announced on July 2 a
one-year extension of its trial program concerning visa-free entry to
Taiwan for nationals from Thailand, the Philippines, Brunei and
Russia. The decision, approv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was made at a
May 24 meeting convened by MOFA and attended by relevant
national security, immigration, police, judicial, tourism and economic
agencies to discuss adjustments to visa measures for New Southbound
Policy partner countries as well as Russia. The one-year extension to
the trial program will start from August 1, 2019, to July 31, 2020.
Before the end of this period, a reassessment will be made of the
program’s results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will be further ex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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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aiwan started according greater visa privileges to New
Southbound Policy partner countries in 2016, the number of visitors
from these countries has risen steadily, reaching a record high of
2,607,982 in 2018, up 13.61 percent over 2017. These figures
demonstrate that this visa policy has contributed to increased inbound
tourism. Meanwhile, with the resumption of direct flights between
Taiwan and Russia on May 24, an extension of the trial program for
Russian nationals is expected to attract more tourists and bolster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OFA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to
review the trial program and actively seek further visa privileges from
the governments of partner countries for Taiwanese nationals, so as to
advance Taiwan’s overall national interests.(E)

第 160 號

2019/07/09

我政府感謝美國政府宣布新一批有關戰車及飛彈等對臺軍售案
美國政府頃於美東時間本（7）月 8 日向美國國會發出最新對
臺軍售通知，主要內容包括 108 輛 M1A2 戰車、拖式、標槍反裝
甲飛彈及刺針飛彈等項目，也包含這些武器的零配件及後勤維
修。外交部對此表示誠摯歡迎，並對美國在臺美共同紀念「臺灣
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之際，持續以具體作為履行該法及「六項保
證」對我方安全承諾，表達由衷感謝。
此為川普政府上任以來第四度對臺軍售，也是繼本（2019）
年 4 月 15 日美方提供我飛行員訓練及路克空軍基地 F-16 戰機升
級維修套案後，第二度對臺軍售，充分展現美國政府對臺灣國防
需求的高度重視與支持，以及持續履行對我安全承諾的堅定決
心。我政府感謝美方逐步落實對臺軍售常態化機制，使我國能即
時獲取防衛所需裝備，有效提升嚇阻能力。
近來中國不斷以恐嚇言論及軍事挑釁行徑破壞區域內的和平
及穩定，臺灣位處於中國野心擴張的最前線，承受北京無所不用
其極的壓力及威脅。此次我方採購 M1A2 戰車及各式飛彈，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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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國自我防衛能力，以及落實我國軍整體防衛作戰概念，具
有重大意義與助益。
美國防部於上（6）月 1 日公布的「印太戰略報告」中，重申
「臺灣關係法」對我承諾，強調美國將繼續確保臺灣自我防衛能
力，更指出臺灣是美國有能力且可靠的天然夥伴。臺灣做為印太
區域中負責任的一員，將加速國防投資，並持續強化與美國及理
念相近國家的安全夥伴關係，共同捍衛區域內以規則為基礎的國
際秩序，並守護臺灣的自由民主價值。
美國政府依照「臺灣關係法」持續軍售臺灣，並不會對兩岸
關係造成影響；相反地，強化臺灣防衛實力，嚇阻可能軍事進犯，
才能維繫兩岸的和平與穩定。中華民國政府歡迎美國對臺軍售常
態化的做法，並對於此一最新決定表達誠摯感謝之意。
（E）

第 161 號

2019/07/09

我國順利加入「南印度洋漁業協定」
，有助確保我國漁民權益
「 南 印 度 洋 漁 業 協 定 」（ Southern Indian Ocean Fisheries
Agreement, SIOFA）第 6 屆締約方大會甫於本（7）月 5 日結束，
我國順利於本（2019）年年會中加入該協定，有效維護我國漁業
權益。該協定全體成員一致歡迎我國加入，顯示我國遠洋漁業實
力再度獲得國際肯定。
「南印度洋漁業協定」於 2012 年 6 月 21 日生效，旨在管理
印度洋非屬高度洄游性的深海旗、鯛等魚類。我國為印度洋的重
要漁捕大國，捕撈油魚的漁船數達 100 餘艘，近年的年漁獲量已
達 1 萬 7 千公噸。由於我國在印度洋區的漁捕利益逐年成長，我
國加入「南印度洋漁業協定」
，不僅可鞏固我在印度洋公海的漁捕
權益，更有助我國遠洋漁業產業的發展，並確保我國漁民的利益
獲得保障。外交部將繼續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密切合作，
全力爭取並維護我國參與區域漁業管理組織的權益。
「南印度洋漁業協定」秘書處址設法屬留尼旺（la Réunion），
成員包括我國、澳大利亞、庫克群島、歐盟、法國（代表法屬印
度洋領地）
、日本、韓國、模里西斯、塞席爾以及泰國 10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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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我國將與該協定其他成員共同合作，致力促進印度洋公海漁
業資源的永續利用，並透過專業及實質的參與，積極做出具體貢
獻。
（E）

第 162 號

2019/07/11

立法院長蘇嘉全以總統特使身分出席吉里巴斯共和國獨立 40 週年
慶典，見證兩國堅實邦誼
本（108）年 7 月 12 日適值我太平洋友邦吉里巴斯共和國獨
立 40 週年，立法院長蘇嘉全以蔡英文總統特使身分率團於本（11）
日抵達吉里巴斯，將出席吉國獨立慶典相關活動，彰顯臺吉兩國
篤睦邦誼。
為示我對吉國獨立 40 週年的重視，我國前已特別選派國防部
樂儀隊教官赴吉國代訓該國警察樂儀隊，增添慶典歡愉及隆重氣
氛。此外，我方也準備足球與排球 100 顆作為賀禮，與吉國民眾
共同歡度國慶。
我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此次派遣「巡護九號」敦訪吉國，屆時
將安排兩國海巡人員共巡，以凸顯我與吉國同為海洋國家守護漁
業資源及領海安全的決心。蘇特使此行也邀請我漁業界代表參加
特使團同赴吉國，瞭解當地投資與貿易環境，以期強化經貿交流，
增進臺吉邦誼。
蘇特使此行將於 12 日參加吉國國慶慶典與國慶酒會，13 日晚
間應邀出席馬茂（H.E. Taneti Maamau）總統歡迎酒會、拜會國會
議長萬伊（Hon. Tebuai Uaai）
，並視導「巡護九號」海難搜救演練、
視察我駐吉技術團與水產站等雙邊合作計畫，慰勞館團人員及海
巡官兵在海外服務的辛勞，並期勉同仁繼續為我外交工作努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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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4 號

2019/07/16

我國再度應邀參加美國國務院第二屆「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
美國國務院將於本（2019）年 7 月 16 日至 18 日舉辦第二屆
「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
，我國再度應邀與會，顯見我國推動
宗教自由的價值理念及積極作為獲得肯定。我駐美國代表高碩泰
大使將與臺灣首位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興‧大立聯袂出席，與
國際與會人士進行交流，分享臺灣保障宗教自由的經驗。
促進宗教自由是美國川普總統的外交優先項目。本年會議更
將是全球歴來針對宗教自由議題舉辦最大規模的活動，美國務卿
龐培歐（Michael Pompeo）將親自主持，公民社會團體也將在場邊
舉行交流活動。本年會議主題訂為「終止宗教暴力殘殺」
，盼公民
社會、宗教領袖和各國政府能共同合作、相互支持，以維護全球
宗教及信仰自由。
我國呼應去（2018）年 7 月第一屆部長級會議的訴求，在本
年 3 月舉辦「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對話」會議，是印太地
區第一個舉辦宗教自由區域性會議的國家。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
任所大使布朗貝克（Sam Brownback）不僅親自來臺與會，事後也
曾多次公開表示肯定。藉由本次再度與會，我國將與理念相近國
家密切合作，共同捍衛自由及人權價值。
（E）

第 167 號

2019/07/26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駐台北以色列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游亞旭睦
誼外交獎章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7 月 26 日上午頒贈離任在即
的駐台北以色列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游亞旭（Asher Yarden）「睦
誼外交獎章」
，以表彰游亞旭代表駐臺期間對促進臺以關係的卓越
貢獻。
游亞旭代表駐臺 4 年期間積極推動臺以兩國實質交流，達成
多項重要成果，包括臺以互訪人數大幅增加，兩國城市積極締盟
交流，雙方青年領袖互訪，年輕世代異地學習，我國志工赴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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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等；另游亞旭代表在 104 年上任初期就發起在臺舉辦「國際
大屠殺紀念日」活動，至今已連續 4 年舉辦，使我國與世界各國
共同審視國際人權的發展歷程，並與國際社會同步紀念此一歷史
事件，彰顯臺以兩國對人權普世價值的相近理念，同時對臺以雙
方進一步交流互動奠定良好的基礎。
游亞旭代表外交資歷豐富，過去曾派駐聯合國及美、澳等國，
並服務於以色列外交部多年，自 104 年 7 月起擔任駐台北以色列
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E）

第 170 號

2019/08/01

外交部長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智利梅薩眾議員，表彰其促進臺智
關係的卓越貢獻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8 月 1 日下午在外交部頒贈智
利國會眾議員梅薩（Fernando Meza Moncada）睦誼外交獎章，以
表彰其致力拓展臺智實質友好關係及促進兩國人民情誼的卓越貢
獻。
吳部長致詞時指出，梅薩眾議員與隨行訪臺的貝優里歐（Jaime
Bellolio Avaria）眾議員及米羅賽維克（Vlado Mirosevic Verdugo）
眾議員，曾共同促成臺灣與智利相互免觀光、外交及公務護照簽
證，並與智利眾議院總數超過半數以上的友臺議員一起聯名支持
臺灣參與聯合國及「世界衛生大會」
（WHA）
，臺灣人民均感謝在
心。
吳部長並表示，外交部頒贈「睦誼外交獎章」除了感謝梅薩
眾議員對臺智關係的重要貢獻及對我國長期以來的有力支持外，
同時也要向梅薩眾議員堅定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表達我國最高
的敬意。吳部長強調，期盼在梅薩眾議員的協助下，未來臺智兩
國關係能夠更加緊密友好。
梅薩眾議員致詞感謝我國政府的邀請，並對獲頒睦誼外交獎
章，象徵臺灣與智利兩國人民更加緊密的情誼，內心備感殊榮。
他表示，臺灣與智利地理位置雖相距遙遠，然而彼此的情誼與共
享的理念價值，讓臺智雙方更加相知相惜。梅薩眾議員承諾，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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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與臺灣共同努力守護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
梅薩眾議員夫婦一行 4 人應我國政府邀請，於本年 7 月 29 日
至 8 月 2 日訪問臺灣。梅薩先生曾擔任 5 屆智利眾議員，並在 2017
年至 2018 年間擔任安地諾區域共同體議會的議長等要職。（E）

第 172 號

2019/08/05

「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第 83 屆理事會暨第 49 屆年會將於臺北
舉行
「
『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
（APPU）第 83 屆理事會暨第 49 屆
年會」訂於本（108）年 8 月 5 日至 7 日在臺北圓山大飯店舉行。
本次大會是由 APPU 中華民國（臺灣）代表團主辦、外交部協辦，
會中將推選我代表團團長、立法院長蘇嘉全擔任大會主席；立法
委員余宛如擔任理事會主席。
參加本屆會議的會員暨準會員計有我太平洋 6 邦交國（索羅
門群島、吉里巴斯共和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諾魯共和國及吐
瓦魯國均由議長親自率團，帛琉共和國由副議長率團）
、日本、馬
來西亞、蒙古、巴布亞紐幾內亞、泰國、關島及我國共 13 國，與
會人員共有 100 名，其中 48 人具國會議員身分；日本代表團由山
口俊一眾議員率領共 14 位國會議員與會，是各外國代表團中人數
最多者。除上揭國家外，另有紐西蘭、澳洲、德國及印尼等 4 國
議員參與 APPU 系列活動，總計包含我國共有 17 國、81 名外國訪
賓共襄盛舉。
本年 APPU 年會的主題為「海洋民主及永續印太」
，不僅契合
當今全球化、國際化的時代需求，也與本年大阪 G20 高峰會討論
「全球暖化對策與環境問題」等議題相接軌。本次年會臺灣提出
包括「呼籲有效管理海洋廢棄物」
、
「推動海洋生態保育研究」
、
「海
洋文化傳承與創新」
、
「發展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
「強化經貿合作」
等各項提案，希望貢獻心力，結合理念相近國家，共同攜手合作，
為印太永續發展創造新局。
APPU 是日本故首相岸信介（KISHI Nobusuke，現任首相安倍
晉三之外祖父）及友我政要賀屋興宣（KAYA Okinori）眾議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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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 1965 年 11 月發起成立，最初名稱為
「亞洲議員聯合會」
（APU,
Asian Parliamentarians＇ Union）
，1980 年在臺北舉辦第 16 屆年會
時，為歡迎太平洋新興國家加入而隨之擴大，並改名為現稱之「亞
太 國 會 議 員 聯 合 會 」（ APPU, Asian Pacific Parliamentarians ＇
Union）
。APPU 成立宗旨，主要是基於自由、民主與反共理念，透
過年會的舉辦，討論亞太地區共同關切議題，藉以維繫與擴大各
會員國國會議員的交流並強化凝聚力，進而促進區域友好、親善、
和平、安定與繁榮，同時維護自由與民主的正常發展。立法院多
年來致力推展國會外交，繼 2014 年 8 月時隔 5 年之後，今年再度
於臺北舉辦，也是我國第十次主辦 APPU 年會。誠盼此次會議能
夠集思廣益，加強合作，共為增進世界和平繁榮及人類福祉而努
力。
（E）

第 174 號

2019/08/07

「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第 83 屆理事會暨第 49 屆年會在臺北順
利舉行
「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
（APPU）第 83 屆理事會暨第 49 屆
年會於本（108）年 8 月 5 日至 7 日在臺北順利舉行，包括索羅門
群島、吉里巴斯共和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諾魯共和國、吐瓦
魯共和國及帛琉共和國我太平洋 6 個邦交國，以及日本、馬來西
亞、蒙古、巴布亞紐幾內亞、泰國、美國關島及我國共 13 個會員
國暨準會員與會。我立法院長蘇嘉全與立法委員余宛如分別出任
年會及理事會主席。此外，紐西蘭、澳洲、德國及印尼共 4 國議
員參與 APPU 系列活動，總計包含我國共有 17 國、81 名外國訪賓
共襄盛舉。
各與會國代表就年會主題「海洋民主及永續印太」進行熱烈
討論，並一致通過 10 項決議，包含我國所提的「呼籲有效管理海
洋廢棄物」
、
「推動海洋生態保育研究」
、「海洋文化傳承與創新」、
「發展推動低碳永續家園」
、
「強化經貿合作」5 項決議，成果豐碩。
年會於本（7）日上午 11 時 20 分，在主席立法院蘇院長主持下圓
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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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代表團在會中以「海洋民主與永續印太」為主題發表國
家報告，提出「海洋文化的連結與生態維護」、「深化民主交流」
及「永續經營的政策作為」三大願景，期盼透過區域內國家的相
互合作與對話，增進對區域發展的共識與理解，進而攜手合作，
為印太區域的永續發展創造新局。我國與會代表另強調，臺灣站
在維護自由民主價值的第一線，勇敢面對挑戰，堅持民主價值理
念；我國至願與理念相近的民主國家一起合作，為維護自由、開
放及繁榮的印太地區共同努力，以確保各國所共享的民主價值與
機制不受威脅。我國代表團指出，臺灣至盼與印太區域各國建立
更緊密的經濟合作交流，因此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
，強調「以
人為本、雙向交流、資訊共享」
，期待透過區域內經濟整合，擴大
印太地區經濟版圖，讓區域內國家共享經濟發展的果實。
年會另決定由日本舉辦 APPU 下（第 50）屆年會暨下（第 84）
屆理事會，具體會議時間、地點及主題則待 APPU 中央事務局討
論後確認。
（E）

第 175 號

2019/08/07

外交部長吳釗燮感謝各國代表團出席「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第 83 屆理
事會暨第 49 屆年會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8）月 7 日在外交部舉行歡送午宴，感
謝各國代表來臺參加「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
（APPU）第 83 屆理
事會暨第 49 屆年會。本次出席的各國代表團包括我太平洋友邦索
羅門群島、吉里巴斯、馬紹爾群島、諾魯共和國及吐瓦魯國五國
國會議長、帛琉國會副議長，以及來自日本、巴布亞紐幾內亞、
美國關島、泰國、蒙古、印尼、澳洲、紐西蘭等國會議員及代表、
多國駐臺使節等共計 110 位貴賓出席，氣氛熱絡。
吳部長致詞表示，臺灣與各個理念相近國家共享自由開放理
念價值，臺灣將持續堅定捍衛得來不易的民主制度，並願意在國
際上扮演可靠的永續發展合作夥伴。臺灣未來將呼應 G20 峰會所
強調的大阪藍色海洋願景，持續與友邦及理念相近國家藉由「全
球合作暨訓練架構」
（GCTF）及 APPU 等平臺，在海洋汙染、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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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賦權、公共衛生、數位經濟、災害防治等領域加強合作。
索羅門群島國會議長歐提（Hon. Patteson John Oti）代表致詞
時特別感謝我國熱誠接待，並成功籌辦此次年會，藉由本屆會議
的平臺增加各國國會的瞭解與交流。歐提議長最後並以各與會國
家的語言向我國道謝。
（E）

第 176 號

2019/08/07

我國與諾魯共和國簽署「刑事司法互助條約」
，強化兩國共同打擊
跨國犯罪合作機制
經外交部、法務部及我駐諾魯共和國大使館的共同努力，諾
魯共和國司法及國境管理部長亞定（Hon. David Adeang）與我法
務部長蔡清祥於本（108）年 8 月 7 日下午在法務部簽署兩國「刑
事司法互助條約」
。該條約將強化兩國司法合作關係，向國際社會
展現我國樂願並積極與各國共同打擊跨國犯罪的決心，以及臺灣
身為亞洲民主燈塔所守護的法治核心價值。
本次簽署的「刑事司法互助條約」明定雙方合作範圍包括相
互調查取證、執行搜索、扣押及協助凍結的請求以及遠距訊問等；
此將有助於建構我國與諾魯共同打擊跨國犯罪合作的全面網絡。
臺諾兩國關係緊密友好，近年更就打擊跨國犯罪建立全方位
合作，包括雙方警政署長於上（107）年 9 月簽署的「警政合作協
定」
、由兩國海巡首長於本年 3 月簽署的「海巡合作協定」以及雙
方調查及司法首長於本年 6 月簽署完成的「關於麻醉藥品、精神
藥物及前體化學品管制合作協定」
。
諾國為我忠實友邦，長期在國際場域為我有力執言，積極助
我。兩國多年來也在醫療衛生、能力建構、潔淨能源、農業合作
及文化交流等領域密切合作，成果豐碩，深獲諾魯朝野及人民廣
泛的肯定。本次臺諾兩國「刑事司法互助條約」的簽署，印證兩
國邦誼堅實篤睦、合作密切友好。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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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0 號

2019/08/15

外交部長吳釗燮率團抵達吐瓦魯出席 108 年度「太平洋島國論壇」
相關會議與活動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8 月 15 日至 17 日率團抵達太
平洋友邦吐瓦魯國參加本年度「太平洋島國論壇」
（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相關活動。吳部長此行將出席第 27 屆「臺灣/中華民
國與論壇國家對話會議」
，透過論壇多邊機制強化我國與太平洋友
好國家的合作關係。訪問期間，吳部長將會晤友邦官員討論深化
雙邊合作的具體作為，並傳達我國政府珍視與各友邦情誼的堅定
立場。
吳 部 長 將 會 晤 論 壇 主 辦 國 吐 瓦 魯 總 理 索 本 嘉 （ Enele
Sopoaga），並辦理本年度我潔淨能源合作計畫的捐贈儀式，彰顯
我國樂願協助友邦國家發展，達致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的具體承諾。
此外，吳部長另將與理念相近國家進行雙邊會談，洽商如何
共同為太平洋區域發展做出貢獻，並就太平洋區域重要議題與情
勢發展等議題交換意見。
「太平洋島國論壇」是由澳洲、紐西蘭及其他太平洋諸島國
組成的區域性國際組織。自 1993 年至今，我均以「臺灣/中華民國」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名稱，以「發展夥伴」
（Development
Partner）身分參與論壇相關活動。
歷年來我國與 PIF 秘書處持續推動「區域發展援助」及「臺
灣/中華民國-PIF 獎學金」等合作計畫，致力提升區域國家的人力
素質，為區域發展貢獻心力，深獲該論壇成員國的肯定。
（E）

第 181 號

2019/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在「太平洋島國論壇」會議期間與索羅門群島總
理舉行雙邊會談情形
外交部長吳釗燮率團出席在吐瓦魯舉行的本（50）屆「太平
洋島國論壇」期間，於本（16）日上午與索羅門群島總理蘇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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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Manasseh Sogavare）等多國友邦代表團團長進行會談。
蘇嘉瓦瑞總理感謝臺灣多年來在各領域提供的重要援助，並
說明索國新政府上任後的國家發展願景。蘇嘉瓦瑞總理另分享索
國政府優先施政領域，特別強調對交通基礎建設的重視，指出若
干省份因交通建設不足，以致影響區域發展。蘇嘉瓦瑞總理至盼
我國與各發展夥伴，依據索國政府與人民的實際需求提供協助。
吳部長表示，我國高度珍視與各邦交國關係，索羅門群島更
是我國在太平洋邦誼最長久的友邦之一，臺灣將在能力範圍內，
尋求與理念相近國家研議共同協助索國發展的具體可行方案。吳
部長另與蘇嘉瓦瑞總理就雙邊重要合作計畫與區域局勢交換意
見。
會後吳部長與索羅門群島外交部長馬內列（Jeremiah Manele）
共同簽署臺索免簽證待遇協定，蘇嘉瓦瑞總理在場見證。會晤氣
氛熱絡、成果豐碩，對於鞏固臺索兩國邦誼具有重要的意義。
（E）

第 182 號

2019/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索羅門群島外長馬內列簽署臺索兩國國民互免
簽證措施協定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8）月 16 日在吐瓦魯出席「太平洋島
國論壇」
（PIF）活動期間，與索羅門群島外交部長馬內列（Jeremiah
Manele）共同簽署臺索國民互免簽證措施協定。此為我國繼與諾
魯共和國、吐瓦魯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及帛琉共和國後，再次
與我太平洋友邦簽署的互免簽證協定。
該協定將於兩國完成內部作業後決定施行日期；屆時臺索兩
國國民在彼此國境旅行時可以免簽證停留 90 天。此互惠措施將更
進一步強化臺索兩國民間商務及觀光等方面的交流，增進人民的
互動與瞭解，更進一步深化臺索兩國邦誼。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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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3 號

2019/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率團參加第 50 屆太平洋島國論壇及第 27 屆「臺
灣/中華民國與 PIF 國家對話會議」成果豐碩
本（108）年度第 50 屆「太平洋島國論壇」
（PIF）年會已於
本（8）月 16 日正式閉幕。外交部長吳釗燮率我國代表團出席第
27 屆「臺灣/中華民國與 PIF 國家對話會議」
，由年會主席吐瓦魯
國總理索本嘉（Enele Sopoaga）與論壇秘書處副秘書長 Cristelle
Pratt 共同主持。
PIF 秘書處首先以「太平洋永續及強韌性發展之優先領域」為
題簡報，強調太平洋島國為適應氣候變遷等挑戰，在建立其永續
發展過程中，非常需要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夥伴提供協助，此應
可作為我國未來深化與太平洋島國合作的參考依據。
吳部長致詞時恭喜諾魯在聯合國所提加強 PIF 與聯合國合作
的雙年度決議案獲得通過，同時感謝帛琉與馬紹爾群島兩國總
統，在本年密克羅尼西亞總統高峰會會後公報中，呼籲支持我國
平等參與 PIF 的應有權利。
吳部長表示，我國甫於上（7）月與 PIF 秘書處簽署了新一輪
的合作協議，持續資助 PIF 獎學金、區域組織發展計畫，以及補
助小島國選派官員赴太平洋區域組織實習等計畫。
吳部長更強調，我國在友邦上（107）年所重視的海事安全、
非傳染性疾病、潔淨能源、基礎建設、及資通發展等領域，在過
去的一年均有豐碩成果；我國還將規劃在有意願合作的友邦設置
「臺灣數位機會中心」
（TDOC）
，縮小當地數位落差，並引進各項
電子化政府服務。吳部長最後恭喜東道主吐瓦魯總理成功圓滿舉
辦本屆論壇。
會後吳部長與索本嘉總理共同主持了臺吐兩國本年潔淨能源
合作計畫的捐贈儀式。我國在太平洋友邦執行潔淨能源計畫已行
之有年，主要內容為協助建置或贈送再生能源照明器材或光電設
備，以回應小島國對節能減碳因應氣候變遷的需求。
（E）

- 159 -

第 184 號

2019/08/16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第 27 屆「臺灣/中華民國與 PIF 國家對話會
議」簡報我國成立的 PIF 特別醫療基金年來執行情形，成效廣獲
南太平洋友邦肯定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8 月 16 日舉行的第 27 屆「臺
灣/中華民國與 PIF 國家對話會議」中，說明我國上（107）年在論
壇中承諾成立特別醫療基金的執行成果，廣獲我南太平洋友邦代
表的肯定與歡迎。
我太平洋六個友邦囿於天然、人力資源與地理等限制，普遍
有醫療衛生資源不足的問題。因此我國為呼應友邦需求及聯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吳部長在上年的對話夥伴會議上宣示成
立 PIF 特別醫療基金，我國是針對各島國自身需求，藉由增派專
科醫療團的方式，提供診療服務。
PIF 特別醫療基金在過去一年內均已執行完畢，成功安排專科
醫療團赴 6 友邦提供診療服務，成效良好。包括馬偕醫院派遣小
兒心臟科團隊前往吉里巴斯，診療人數 359 人；雙和醫院派遣泌
尿科團隊赴馬紹爾群島，診療人數 62 人；新光醫院派遣骨科團隊
赴帛琉，診療人數 112 人；中山醫院派遣耳鼻喉科醫療團赴吐瓦
魯，診療人數 175 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派遣耳鼻喉科團隊
赴索羅門群島，診療人數 185 人；台中榮民總醫院派遣骨科團隊
赴諾魯，診療人數 62 人。
我友邦國家元首、政要及人民均對我國針對當地需要，特別
派遣專科醫療團隊，醫治病患的協助表達感謝與肯定，並盼未來
持續在醫衛領域與我國密切合作，深化雙邊友好邦誼與合作關
係。
（E）

第 185 號

2019/08/16

外交部尊重監察委員的調查權，惟就「外交部有關外派人員進用
資格問題」調查報告內容與事實不符，外交部無法接受
一、外交部多次配合監察委員詳細說明趙怡翔諮議進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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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及加銜的過程及業務考量，但委員一再錯誤引用法令質疑外交
部人員進用及人事安排，完全無視外交部已多次說明相關任命是
依據法規處理。針對監察委員片面認定外交部人員進用於法無
據，外交部無法接受此ㄧ不實指控，也絕對會捍衛外交部向來恪
守的依法行政精神。
二、駐外機構沒有機要員額，趙諮議是因應駐外機構特任館
長的業務需要，並依據聘用條例進用的聘用人員，並非依「機要
人員進用辦法」進用的機要人員。趙諮議的聘用契約只是參考機
要人員訂有隨同館長離職的規定，監察委員不應刻意將機要人員
與聘用人員混為一談。
三、針對監察委員認為外交部違法進用趙怡翔為聘用諮議，
外交部重申，聘用沒有違反相關法令，趙諮議當然具備聘用一等
諮議資格條件。
（一）外交部依據「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聘用人員聘用條
例」及行政院核定的聘用計畫書等相關規定進用趙諮議。趙諮議
過去任職國安會簡任秘書、總統府參議及外交部長辦公室主任等
職，對外交涉經驗豐富、嫻熟美國事務，對鞏固及深化臺美關係
應有助益，其進用過程合法，符合聘用一等諮議所需資格條件。
（二）有關聘用人員進用是否符合資格條件，包括學歷和行
政經歷等，應由用人機關視實際業務需要、本於權責認定。只有
用人機關才能確實知道個人學經歷是否符合業務需要，目前並沒
有由監察委員認定某機關聘用人員資格條件的規定。基此，請監
察委員尊重用人機關的權責。
四、針對監察委員認為聘用人員核予「組長」的對外名義於
法無據，外交部認為：
（一）對外名義非編制內的法定職務，更不是法定主管、也
不支領主管加給，其職銜僅供對外聯繫使用。外交部因應駐外館
處對外交涉的需要，依「駐外人員對外名義及加銜要點」核予趙
諮議以「組長」名義對外，符合法令規範。此外，駐外館處聘用
人員以「組長」名義對外，過去已有前例，趙諮議以組長名義對
外並非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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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駐外機構組織通則」第 7 條所指駐外人員，除第 5 條
所定列有官等職等人員外，尚包含第 10 條駐外機構聘用人員，所
以「對外名義及加銜作業要點」第 13 點規定，駐外機構聘用人員
得比照上開要點核給對外名義，以作為對外洽公使用，並非增加
法律所無的規定，且通則並無限制聘用人員不得使用對外名義。
（三）外交部面對國際環境變化及挑戰，將繼續秉持彈性、
多元的方式進用優秀人員。外館館長要由誰以「組長」名義對外，
應由館長視業務及任務需要指定，而且目前並無聘用人員不可以
有「組長」名義的限制。所以在沒有違反人事法令相關規定的情
形下，監察院應尊重行政部門決定人事的權限。
（E）

第 186 號

2019/08/17

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
友臺決議案，外交部表示誠摯謝意
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RNC）本（8）月 2 日在北卡羅
萊納州夏洛市舉行「夏季會議」，會中通過紀念「臺灣關係法」
（TRA）立法 40 週年的友臺決議案，充分展現共和黨對臺灣的堅
實友誼及對深化臺美關係的支持，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歡迎與感
謝。
該決議案表達「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對臺灣自由、開放社會
及民主制度的支持，以及 TRA 作為臺美關係基石的堅定承諾，另
列舉臺美關係近期重要進展，肯定臺美合作支持宗教自由、打擊
恐怖主義及假訊息，並指出臺美經貿關係緊密，雙方共享公平選
舉、個人暨企業自由等普世價值。
美國共和黨長期與我國關係密切友好，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是共和黨最高黨務及決策機構，曾在最近一次召開的 2016 年共和
黨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中重申「臺灣關係法」及「六項保
證」對臺灣的安全承諾。在「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之際，美
國行政部門、國會、政黨等各界均持續不斷展現對我國的堅定支
持，極具正面意義。外交部未來也將持續與美國兩黨密切合作強
化臺美夥伴關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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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7 號

2019/08/19

外交部舉辦「凱達格蘭論壇：2019 亞太安全對話」
，聚焦討論區域
國家的海權擴張議題
外交部委託「財團法人兩岸交流遠景基金會」訂於本（108）
年 8 月 20 日在臺北君悅酒店舉行「凱達格蘭論壇：2019 亞太安全
對話」
（Ketagalan Forum: 2019 Asia Pacific Security Dialogue）
，將
邀請重要貴賓開幕致詞，並聚焦討論區域海權擴張的議題。
今年論壇主軸為「區域國家的海權擴張」，並將就「臺海安
全」、「中國在南海的作為與戰略意涵」、「中國在南太平洋之權力
投射」及「印太戰略與南太穩定」等 4 個議題進行深入討論。
在今年 5 月剛卸任的澳大利亞前國防部長潘恩（Christopher
Pyne）將應邀發表專題演講；此外，包括美國國防部前亞太事務
助理部長葛瑞森（Wallace C. Gregson）
，以及約 20 位來自美國、
日本、新加坡、越南、印度、印尼、澳大利亞、英國及我國的政
經學者專家將共同與會參與討論。
我國政府期盼透過凱達格蘭論壇的機制，與相關各方共同強
化合作與對話，齊力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繁榮。（E）

第 188 號

2019/08/21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厄瓜多國會第一副議長索羅薩諾等 14 名厄國
國會友臺小組議員睦誼外交獎章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8）月 20 日下午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厄
瓜多國會第一副議長索羅薩諾（César Solórzano）等 14 名厄國國
會友臺小組議員，表彰其長期致力增進中華民國與厄瓜多實質關
係的貢獻。
吳部長表示，索羅薩諾第一副議長於 2017 年號召厄瓜多友我
議員恢復友臺小組運作，有效促進兩國合作及國會交流。友臺小
組全體議員並自 2018 年起，連續 2 年連署致函「世界衛生組織」
幹事長支持臺灣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其堅定情誼，讓臺灣人民
備感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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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特別推崇厄國國會友臺小組不向政治壓力低頭，堅持
與臺灣共同捍衛自由、民主及人權正義價值的精神。吳部向代表
接受獎章的索羅薩諾第一副議長表達我國崇高的敬意，也期盼臺
厄兩國關係持續在該小組支持下，更加緊密友好。
索羅薩諾第一副議長稱讚臺灣社會在各領域的長足進步均可
為厄瓜多發展典範，另肯定臺厄兩國在教育、文化、農業及科技
等領域的實質合作成果，並承諾將持續秉持自由、民主等共同理
念，深化雙邊交流及兩國人民情誼。
索羅薩諾第一副議長夫婦訪問團一行 7 人，應我政府邀請於
本年 8 月 18 日至 22 日訪問臺灣。
（E）

第 189 號

2019/08/21

外交部長吳釗燮以總統特使身分赴帛琉出席故總統老雷蒙傑索的
葬禮致哀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8 月 21 日至 23 日以總統特使
身分，赴我太平洋友邦帛琉共和國出席故總統老雷蒙傑索（Thomas
Remengesau Sr. ） 葬 禮 ， 並 向 現 任 總 統 雷 蒙 傑 索 （ Tommy
Remengesau Jr.）等家屬表達哀悼之意。
吳部長等人將於 8 月 22 日前往雷故總統的靈堂致意，向現任
帛琉總統雷蒙傑索及家屬表達慰問，並轉致蔡英文總統的親簽弔
唁函。吳部長將於 23 日上午出席在帛琉國會大廈舉辦的國葬儀式。
老雷蒙傑索前總統於本年 8 月 3 日於自宅在雷總統等家人陪
同下安詳辭世，享年 89 歲。雷故總統曾於 1985 至 1988 年擔任帛
琉法務部長及副總統，嗣於 1988 年至 1989 年擔任繼任總統。雷
故總統生前在帛琉德高望重，栽培子女不遺餘力，包括現任總統
雷蒙傑索等多名子女在帛琉政府擔任要職。
我國高度珍視與帛琉邦誼，兩國領導人公誼、私交均至為密
切。此次特由吳部長擔任總統特使出席帛琉國葬，表達臺灣對帛
琉共和國的深厚情誼。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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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0 號

2019/08/23

中華民國政府持續推動參與聯合國案，促請國際社會正視臺灣人民對參
與聯合國體系的堅定期盼
第 74 屆聯合國大會訂於紐約時間本（2019）年 9 月 17 日在
聯合國總部開議，並於 9 月 24 日至 30 日舉行總辯論。為向國際
社會展現我國 2,300 萬人民對參與聯合國體系的期盼，政府決定以
「臺灣為全球落實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重要夥伴」為主軸繼
續推案，除洽請友邦繼續在聯大總辯論為我國執言之外，另請友
邦駐聯合國常任代表為我國致函聯合國秘書長古特雷斯（António
Guterres），敦促渠秉持公平、正義、包容性及為全人類服務等原
則，解決臺灣長期被排除於聯合國體系外的問題；此外，也將舉
辦一系列的周邊活動，以彰顯我國在落實 SDGs 方面的努力與成
就，向國際社會傳達臺灣期盼參與相關國際合作並做出貢獻的強
烈意願。
我國政府今年推案的三項主要訴求具有延續性，分別為：第
一、聯合國應立即採取行動解決 2,300 萬臺灣人民被不當排除在聯
合國體系外之情形；第二、聯合國不當剝奪我國人及媒體進入聯
合國參訪、出席或採訪會議與活動之權利，應即予匡正；第三、
聯合國應確保臺灣有權平等、有尊嚴參與實現 SDGs 之相關會議、
機制及活動，並做出貢獻。
為向國際社會明確傳達我案訴求，外交部長吳釗燮以「建立
包容性的聯合國需要納入臺灣」為題發表專文；外交部亦規劃以
我國國際援助為主題製作短片，向國際社會展現臺灣是國際社會
「負責任、肯貢獻」的真誠朋友。
政府另規劃於聯大期間在紐約舉辦有關「永續發展」、「氣候
變遷」、「全民健康覆蓋」、「青年培力」等主題的系列活動，以呼
應聯合國在聯大期間舉辦的高階會議內容，並增進聯合國社群瞭
解臺灣在相關領域的努力成果及貢獻。我國民間團體及僑界也將
自主籌辦多項活動，透過多元方式，擴大各界對臺灣國際參與的
支持；外交部對民團及僑界熱心參與推案表示肯定與感謝。
爭取參與聯合國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在政府與民間多年來
共同努力之下，國際支持我案的動能持續累積中，中華民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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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感謝友邦及友好國家對臺灣推動參與聯合國體系的支持及協
助，外交部再度強調，臺灣有意願，也有能力參與聯合國體系並
做出貢獻，呼籲聯合國儘早接納臺灣平等參與，以利其在 2030 年
前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E）

No. 190

August 23, 2019

R.O.C government announces details of 2019 campaign for UN
participation
The 7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General Assembly will
open on September 17 at UN Headquarters. The General Debate will
be held from September 24 to September 30.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conve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aspiration of the 23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launching the campaign
“Taiwan, a Vital Global Partner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 addition to requesting that diplomatic allies voice support for
Taiwan during the General Debate, allie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to the UN will deliver a joint letter in support of Taiwan to UN
Secretary-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The letter will urge him to
resolve Taiwan’s longstanding exclusion from the UN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fairness, justice and inclusiveness, and the UN’s
pledge to serve all peopl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year’s UN bid has three main, continuing appeals. First, the UN
should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resolve the inappropriate exclusion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from the UN system. Second, the UN’s
discriminatory policy against Taiwanese passport holders and
journalists has violated thei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should be
rectified immediately. Third, the UN should en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an equal and dignified manner in meetings,
mechanisms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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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us make contributions.
To express these appeals clearl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has authored an op-ed
entitled “Building an Inclusive United Nations with Taiwan On
Boar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ill also produce a short
promotional video detailing Taiwan’s development aid to demonstrate
that Taiwan is a trustworthy partner that makes real contributions.
Alongside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will host a series of side events in New York, addressing
SDGs, climate chang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and youth
empowerment. These will echo discussions at high-level meetings
held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Such activities will also
help the UN community better understand Taiwan’s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se areas. Civil organizations from Taiwan and
overseas compatriot communities will also hold events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aiwan’s UN particip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ppreciates these civil groups for their initiatives.
Bidd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 system has never been easy. Despite
the difficulty, years of hard work by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have led to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support. The R.O.C. (Taiwan)
government sincerely thanks its diplomatic allies as well as other
friendly countries for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tresses that Taiwan is both
willing and able to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UN.
Furthermore, it calls on the UN to welcome Taiwan’s participation on
an equal footing to help the SDGs be reached by 2030. (E)

第 191 號

2019/08/24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中美洲友邦瓜地馬拉共和國新任正、副總統當
選人
我國中美洲友邦瓜地馬拉共和國於本（2019）年 8 月 11 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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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總統、副總統第二輪投票，過程平和順利。瓜國最高選舉法院
於 8 月 22 日正式宣布選舉結果，由奮起黨（Vamos）總統候選人
賈麥岱（Alejandro Giammattei）及副總統候選人卡斯提佑（César
Guillermo Castillo）以 57.95%的得票率當選。
臺灣對瓜地馬拉順利完成民主選舉所展現的高度民主風範申
致賀忱。我駐瓜地馬拉大使館已轉交蔡英文總統及陳建仁副總統
致賈總統當選人及卡副總統當選人的賀函。
臺灣與瓜地馬拉邦誼篤睦，雙方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
多年來兩國合作推動多項有益國計民生的計畫，成果廣受瓜國各
界肯定。未來臺瓜兩國將持續在既有的友好基礎上加強合作交
流，以增進兩國人民福祉。
（E）

第 192 號

2019/08/25

我國洗錢防制成果獲「亞太防制洗錢組織」2019 年年會通過調升
我國評鑑結果為最佳等級，外交部表示欣慰
「 亞 太 防 制 洗 錢 組 織 」（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甫於今（2019）年 8 月 18 日至 23 日在澳洲坎
培拉舉行第 22 屆年會，共有來自亞太地區包括我國在內的 41 個
司法管轄體會員參加。我國的第三輪相互評鑑報告在會中經全體
會員討論，共 10 多個會員發言支持，會中並一致通過採認，將我
評鑑結果列為最佳的「一般追蹤」等級，使我國從 2011 年受評的
「加強追蹤」提升至最高「一般追蹤」等級，顯示我國政府及民
間各界近年來協力推動洗錢防制的優異成果已經獲得 APG 的高度
肯定。外交部對此結果表示欣慰，並對該組織及其所有會員的支
持與肯定，表達誠摯感謝之意。
本屆 APG 年會，我國由行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外交部、中央銀行、法務部調查局及內政部警政署組
成 30 人代表團參加。會中我國在 11 個效能遵循項目中，取得共
計 7 個項目達到實質上相當有效（substantial）;在 40 個法令遵循
項目中，達到大致遵循以上者計有 36 個，其中技術遵循部分有 3
項於大會中經 10 多個會員支持，獲同意提升為「大部分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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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整體評等達到最佳的「一般追蹤」
（regular follow-up）等
級，實屬難得。該評鑑結果依 APG 法定程序，將於約六週作業時
間後正式公告。
依據 APG 第三輪相互評鑑程序，評鑑結果分成「一般追蹤」、
「加強追蹤」
、
「加速加強追蹤」及「不合作名單」
。目前 41 個司
法管轄體會員中，僅香港、澳門、印尼及庫克群島達到與我國相
同的「一般追蹤」成績。我國於 1998 年加入 APG，未來將續秉持
專業、務實、有貢獻的原則，積極參與該組織，向國際分享經驗，
致力成為國際洗錢防制的重要夥伴。
（E）

第 195 號

2019/08/26

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於 8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加州舊金山舉
行夏季會議，會中通過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的友臺決
議案，彰顯民主黨對臺美關係的堅定支持，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
歡迎與感謝
該決議案表達「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對「臺灣關係法」
（TRA）
作為臺美關係基石的承諾，肯定臺灣自由、開放社會及民主制度，
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
、
「國際民航組織」
（ICAO）、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及其他國際組
織。此外，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也肯定臺灣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
具建設性且可靠的夥伴，支持臺美透過簽署雙邊貿易協定（BTA）
等方式深化雙邊友好關係。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是民主黨最高黨務及決策機構，長期
與我國關係密切友好，曾在最近一次召開的 2016 年「民主黨全國
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中納入友臺文字。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
會」
（RNC）稍早也在本（8）月 2 日在北卡羅萊納州夏洛市舉行
「夏季會議」中通過友臺決議案。
適值本（108）年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之際，美
國的行政部門、國會、民主共和兩黨等各界均持續不斷以具體行
動，展現對臺灣的堅定支持，肯定我國為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
極具正面意義。外交部未來也將持續與美國兩黨密切合作，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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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深化臺美友好的夥伴關係。
（E）

第 197 號

2019/08/31

我國將配合國際制裁北韓行動偵辦涉及資助北韓的我國公司及個
人
我國做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一向積極配合國際制裁北
韓的行動，並獲得美國及國際社會的高度肯定。有關美國財政部
新公布與北韓交易的個人及實體制裁清單中，包含我國個人及公
司，我國司法單位刻依法對我國管轄範圍內涉及資助北韓的公司
及個人進行偵辦。對於進入司法程序的個案細節，外交部一貫不
予評論。
未來我國政府將持續配合聯合國安理會落實相關決議，並與
國際社會密切合作，力促北韓政府儘速放棄核武計畫以維護區域
和平及安全。外交部也再度呼籲我國民眾及企業，切勿從事違反
聯合國安理會相關決議的金融及商業行為，以免遭受制裁。（E）

第 202 號

2019/09/12

外交部長吳釗燮向華府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發表專題演講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美東時間本（9）月 11 日上午以預錄影片
方式，在美國華府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年度研討會中發表專題演講。
吳部長首先恭喜「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創立三週年並舉辦第
三屆年度研討會。吳部長強調，今（108）年是「臺灣關係法」
（TRA）
立法 40 週年，該法與「六項保證」是臺灣與美國得以發展深厚、
強健及全面性夥伴關係的基石及指導原則。過去一年間，臺美雙
方持續強化在政治、安全、經濟、區域及全球議題方面的合作，
並獲得豐碩成果。例如今年蔡英文總統兩次出訪過境美國期間，
獲得重要的成果，創下許多良好的先例。吳部長指出，
「北美事務
協調委員會」更名為「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印證臺美關係的重
要進展；此外，美國川普政府自 2017 年至今已經五度宣布對台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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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彰顯對我國國防需求的強勁支持。
吳部長並提及，臺灣是國際社會不可或缺的成員，且已持續
在許多領域做出重要的貢獻，包括派遣農業技術團及醫療團、提
供婦女微型貸款及人道援助、與美國合作訓練太平洋地區未來的
領袖等。我國的努力被譽為「臺灣模式的援助」
，使人民直接受惠，
不留債務陷阱。
吳部長強調，臺美兩國共享自由、民主、人權及良善政府治
理等價值。我們不僅止於分享價值與理念，更積極推動使臺灣成
為自由及民主普世價值的典範。例如臺美共同宣布成立「印太民
主治理諮商」
、與美國合辦「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對話」皆
是佳例。
吳部長另指出，中國的軍事威脅、持續壓縮臺灣的國際空間，
並藉由假訊息滲透，使臺灣社會面臨的挑戰更加難鉅。身處民主
國家抵抗威權主義擴張的最前線，臺灣深切明白自己的責任，對
捍衛民主的生活方式及價值將寸步不讓，臺灣的生存與繁榮，恰
可證明民主是全人類一條更好的道路。
吳部長也再次強調，在這場奮鬥中，臺灣並不孤單，因為當
臺灣扮演可靠的民主夥伴及世界的良善力量，將受到更多理念相
近國家的支持。民主臺灣就像大衛面對巨人哥利亞的威權中國，
而如大衛一樣，民主價值終將勝利、臺灣終將勝利。
（E）

第 203 號

2019/09/12

臺美「印太民主治理諮商」首屆對話圓滿完成，雙方將共同在印
太地區推廣人權、民主及良善治理等共享價值
臺美於本（108）年 3 月 19 日共同宣布成立「印太民主治理
諮商」
（Taiwan-U.S. Consultations on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並於 9 月 12 日在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
（AIT/T）內湖新館舉行首屆對話。
外交部長吳釗燮在開幕式中致詞指出，臺美對印太區域具有
共同願景，因此無論在強化政府的良善治理、確保自由選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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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青年領袖、婦女賦權、反制假訊息、推廣人權價值等各領域，
臺灣都是美國可靠的夥伴。吳部長並強調，臺灣位處於抵抗極權
專制擴張的前線，我國政府將繼續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守護共享
價值，並與區域及全世界分享臺灣的民主經驗。今天的對話使雙
方進一步邁向我方對區域的共享願景。
AIT/T 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致詞時推崇臺灣為美
國在印太地區的最佳夥伴，雙方在經濟、安全及良善治理均享有
密切關係，重申臺灣為美國在印太區域不可多得的最佳夥伴。美
國國務院民主、人權暨勞工局副助卿巴斯比（Scott Busby）在致
詞中肯定臺灣從過去威權體制轉型民主政體的成就，並認為臺灣
是世界各國捍衛民主的典範。許多印太及歐洲理念相近國家的駐
臺使節也出席觀禮，共襄盛舉。
臺美雙方在本次對話中針對推動區域良善治理、打擊假訊
息、促進公民社會對話等共同關切議題，進行深入的意見交流，
並獲致豐碩成果，例如臺灣願積極參與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於去（107）年 11 月提出的《印太透明倡議》
（Indo-Pacific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臺美雙方將尋求與區域其他國家合作來推
動民主及良善治理的計畫，並協同臺灣民間組織、國際非政府組
織、企業及學界的力量，協助提升臺灣國際能見度，彰顯臺灣為
區域民主的典範。
本年 3 月臺美合辦「印太區域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我方曾宣布將自本年起分 5 年捐助 100 萬美元予美國國務院「國
際宗教自由基金」
。吳部長也在這次對話開幕式中將第一筆捐款交
給美國在台協會。未來臺美雙方將定期透過此一交流平臺，共同
在印太地區推動自由、民主、人權及良善治理，維護以規則為基
礎的國際秩序。
（E）

第 204 號

2019/09/13

俄羅斯公布我國人 108 年 10 月將享有聖彼得堡市及列寧格勒州的
電子簽證待遇，外交部表示歡迎
根據俄羅斯政府有關單位發布消息，我國人本（108）年 10
- 172 -

月間可以電子簽證旅行俄國聖彼得堡市及列寧格勒州；新措施將
能進一步促進臺俄人民的觀光交流，外交部對此表示歡迎與肯
定。由於我國人赴俄羅斯商旅多以歐俄的城市為主，且聖彼得堡
市為我國人觀光熱點，此次將我國人納入俄國電子簽證擴大適用
範圍至聖彼得堡市及列寧格勒州，將可大幅提升我國人赴俄羅斯
商旅的便利性。
為促進雙邊關係發展，外交部於 107 年 9 月 6 日宣布試辦俄
國公民來臺灣商旅 14 日免簽證措施。由於施行成效良好，俄國來
臺人數顯著增加。外交部於本年 7 月 4 日宣布延長該措施並增加
停留天數至 21 天。對於我方放寬簽證措施，俄國政府於本年 6 月
18 日公告將我國人納入符拉迪沃斯托克（舊稱海參崴）自由港免
費電子簽證適用對象，使我國人赴訪俄國遠東 8 州與地區更便捷。
俄羅斯政府於 7 月間再將臺灣納入俄國加里寧格勒州的電子簽證
適用對象。
在臺俄簽證相互便利的帶動下，雙方人民往來均有顯著成
長。自 107 年 9 月 6 日外交部宣布試辦俄國公民來臺免簽措施後，
本年 1 月至 7 月俄國來臺人次已較去（107）年同期成長 96.6%，
並促成兩家俄國航空公司開啟臺俄直航班機；而今年我國赴俄羅
斯的人數可望突破 3 萬人次，較去年成長近 60%。
外交部期盼未來俄國能將我國人以電子簽證赴俄國旅遊的範
圍擴大適用至其他地區，以利臺俄雙邊的商旅觀光往來。（E）

第 205 號

2019/09/13

外交部針對索羅門群島政府跨黨派小組報告說明
根據外交部掌握的資料，「跨黨派小組」報告內容謬誤及偏
頗，嚴重扭曲事實，更謊稱曾經來臺考察並與我方進行討論等。
外交部在此澄清，
「跨黨派小組」未曾訪臺，其個別成員曾參加本
（108）年 8 月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索羅門群島代表團隨同訪臺，
因其並不具考察小組任務身分，外交部並未與其有任何意見交
換。該報告甚至無法正確呈現所稱接受訪談三人的正確名字或職
稱，更遑論其內容。因此，該小組報告竟稱外交部人員告以，對
- 173 -

索國無特定援助計劃等節，實為謊言。在事實基礎已有錯誤下，
「跨
黨派小組」所作出的結論或建議也失去可信度，相信也無法取信
索國廣大民眾及政治人物。外交部提醒索國各界人士，切勿落入
預設的結論與陷阱。
中華民國政府也呼籲索國政府，應依據前所宣示，參考外交
部、國會、總理府所作出的相關報告，並傾聽廣大基層民意後，
依民主合法、公開透明程序做出決定，勿以ㄧ篇意在欺瞞的作假
報告，就決定重大外交政策，傷害臺索多年情誼。
（E）

No.205

September 13, 2019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larification on the Solomon
Islands bipartisan Task Force report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report of the bipartisan Task
Force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of Solomon Islands is inaccurate and
biased. It seriously distorts the facts, and incorrectly states that the
Task Force previously came to Taiwan on a fact-finding mission to
engage in discussions wit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MOFA hereby clarifies that the Task Force has never visited Taiwan.
Certain individual members were part of the Solomon Islands
delegation that attended the assembly of the Asian-Pacific
Parliamentarians’ Union held in Taiwan in August this year. As they
did not come in the capacity of a fact-finding delegation on that
occasion, MOFA did not exchange views with them. In fact, the report
does not even properly state the names and titles of the three MOFA
officers they claimed to have talked to, much less the content of these
purported talks. Furthermore, the report’s statement that MOFA
officers informed Solomon Islands that Taiwan would not conduct any
special assistance programs for Solomon Islands is simply a lie.
In consideration of such factual errors,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put forward by the report therefore lack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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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re unlikely to be endors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citizens and
political figures in Solomon Islands. MOFA urges all sectors of
Solomon Islands to reject the predetermined conclusions of the report
and the debt trap they may lead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lls on the government of
Solomon Islands to adhere to its previously announced due procedures
and refer to related reports prepared by its Foreign Ministry,
Parliament, and Prime Minister’s Office; listen to grassroots public
opinion; make relevant decisions in a democratic, lawful, open and
transparent manner; and not formulate critical foreign policy on the
basis of a false report that seeks to obfuscate using misinformation.
Otherwise,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 and Solomon
Islands may be jeopardized. (E)

第 206 號

2019/09/14
臺美簽署「有關部分領事職權瞭解備忘錄」

為強化臺美雙方派駐人員行使領事職權的基礎，使我國旅美
國人權益獲得更妥適的保障，臺美已於美東時間本（2019）年 9
月 13 日分別由我駐美國代表處副代表黃敏境與美國在台協會執行
理事羅瑞智（John J. Norris Jr.）代表雙方在華府簽署「有關部分領
事職權瞭解備忘錄」
。
臺美雙方人民交流互動密切，在國人旅外遭遇急難時，外交
部及駐外館處一向積極提供應有協助及服務，包括在遭外國政府
逮捕或拘禁當事人的要求下，在外國政府同意後，行使領事探視
等領事職權及提供相關協助。臺美雙方期盼透過該備忘錄的簽
署，將臺美實務上執行領事職權事項訴諸文字，秉持「1963 年維
也納領事關係公約」的精神，表述雙方將相互協助對方派駐人員
執行領事通知及領事探視等職權，使雙方派駐機構及人員更能有
效執行其領事功能。
本年適逢「臺灣關係法」
（TRA）立法 40 週年，臺美基於互
惠原則，攜手合作建置此一領事事務合作機制，不僅對雙方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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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權益提供更好的保障，也進一步彰顯雙方基於自由、民主與
人權等共享價值的緊密合作夥伴關係。
（E）

第 207 號

2019/09/15

我國政府持續籌組農產品貿易赴美友好訪問團促進臺美經貿交流
「2019 年中華民國（臺灣）農產品貿易赴美友好訪問團」於
本（108）年 9 月 15 日至 27 日訪問美國華府和相關農業州，並將
與美國農畜產品協會簽署採購意向書。這是自 1998 年以來我國第
13 度籌組的農訪團赴美。本年將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陳駿季擔任總團長，團員包括臺灣區植物油製煉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飼料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冷
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美國黃豆出口協會、美國穀物協會及美國
小麥協會等業界高階代表。
訪團成員首先將訪問華府，其後將分為「黃豆玉米」
、
「小麥」
及「肉類」三個分團前往美國農業州，與地方政要及農業團體進
行互動交流。
「黃豆玉米」分團將訪問密西西比州、印第安納州、
伊利諾州及內布拉斯加州，
「小麥」分團將訪問奧克拉荷馬州、南
達科他州及愛達荷州，
「肉類」分團則將訪問堪薩斯州、科羅拉多
州、懷俄明州及阿肯色州。
我國民眾喜愛美國優質農產品，去（107）年臺灣名列美國海
外第八大市場，以人均消費而言，臺灣僅次於加拿大。依據意向
書內容，臺灣未來兩年預計將採購價值約 37 億美元的美國黃豆、
玉米、小麥及肉品。外交部盼藉由我國再度籌組農訪團，能結合
我國公部門與私部門的力量，促進雙邊農業合作與交流，並進一
步深化臺美經貿夥伴關係。
（E）

第 210 號

2019/09/18

外交部誠摯感謝友邦致函聯合國秘書長，強力表達支持我國參與
聯合國
第 74 屆聯合國大會於本（2019）年 9 月 17 日在紐約聯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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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開議。貝里斯、史瓦帝尼、海地、吉里巴斯、馬紹爾群島、
諾魯、帛琉、聖露西亞、聖文森、聖克里斯多福、吐瓦魯等 11 個
友邦已聯名致函聯合國秘書長古特雷斯（António Guterres）
，宏都
拉斯及巴拉圭則個別致函古特雷斯秘書長，表達對我國參與聯合
國的強力支持，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貝里斯、史瓦帝尼、海地、吉里巴斯、馬紹爾群島、諾魯、
帛琉、聖露西亞、聖克里斯多福、吐瓦魯及教廷等 11 位我友邦代
表於聯合國大會開議首（17）日（美東時間）聯合向聯合國秘書
長辦公室遞交上述聯署函，親自說明我國本年聯合國案推案三項
主要訴求，強調聯合國拒絕國人持我國護照換證進入聯合國參
訪、採訪或出席會議，有違聯合國揭櫫的廣納各方參與原則，籲
請聯合國儘速以適當方式接納臺灣的參與，並更正聯合國不合理
的排我作法。
上述友邦聯署函並指出，臺灣在許多領域擁有頂尖成就，並
樂於分享自身發展的經驗，古特雷斯秘書長近來既強調「包容的
急迫性」
（inclusion imperative）
，則應接納臺灣這個可靠且可信賴
的夥伴。
聯署函中另強調，臺灣是一個活躍的民主社會，臺灣所擁抱
的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正是聯合國的核心任務；該函並特別
提及，許多國家對於臺灣因為聯合國錯誤援引過時的聯大第 2758
號決議，而不能參加聯合國相關機制、會議及活動感到遺憾。
中華民國政府誠摯感謝友邦的堅定支持，重申臺灣 2,300 萬人
有權參與聯合國體系，呼籲聯合國立即採取行動接納臺灣，使臺
灣能夠與全球夥伴攜手合作，早日達成與全人類福祉息息相關的
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E）

No.210

September 18, 2019

MOFA thanks diplomatic allies for submitting letters to UN
Secretary-General in support of Taiwan’s UN participation
The 7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General Assembly
opened on September 17 at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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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presses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diplomatic allies that have written to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to convey firm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Eleven allies—Belize, Eswatini,
Haiti, Kiribati, the Marshall Islands, Nauru, Palau,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aint Lucia,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nd
Tuvalu—submitted a joint letter, while Honduras and Paraguay
submitted individual letters.
The joint letter was presented to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opening day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by
representatives from Belize, Eswatini, Haiti, the Holy See, Kiribati,
the Marshall Islands, Nauru, Palau,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aint
Lucia, and Tuvalu. They personally explained the three main appeals
of Taiwan’s UN campaign this year, and reiterated that the UN’s
refusal to allow Taiwanese passport holders access to UN premises to
take part in tours, cover UN-related events as journalists, or attend UN
meetings runs contrary to the UN principle of inclusiveness and
universality. They urged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measures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o rectify the UN’s unreasonable and exclusionary approach
toward Taiwan.
The joint letter pointed out that Taiwan is a global leader in various
fields and is willing to share it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with others.
Given the importance recently attached by Secretary-General Guterres
to the inclusion imperative, the letter called on the UN to embrace a
reliable and trustworthy partner like Taiwan.
As noted in the letter, Taiwan boasts a vibrant democratic society and
has demonstrated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values that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UN vision as well. For many
countries, it is a matter of great regret that Taiwan has been barred
from taking part in UN mechanisms, meetings and activ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obsolete and misused 1971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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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nce again thanks
its diplomatic allies for their staunch support, and reiterates that the 23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have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
system. It urges the UN to take prompt action to include Taiwan, so
that it can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countries worldwide to soon
realize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hich are critical to
the welfare of all mankind. (E)

第 211 號

2019/09/18

外交部肯定菲律賓馬尼拉地方法院宣判廣大興 28 號漁船案 8 名涉
案菲國人員殺人罪成立，判處 8 年至 14 年範圍的刑度
菲律賓馬尼拉地方法院本（9）月 18 日宣判「廣大興 28 號」
漁船案 8 名涉案菲國海巡人員「殺人罪」成立，判處 8 年至 14 年
範圍的刑度。全案歷時 6 年多，司法正義獲得實現，外交部對相
關判決結果表示肯定。
自民國 102 年「廣大興 28 號」漁船案發生以來，外交部立即
與駐菲律賓代表處持續向菲國政府交涉磋商，積極促成兩國執法
單位的合作。同（102）年 8 月 7 日菲律賓國家調查局公布經總統
艾奎諾三世核定的廣大興案調查報告及起訴建議。103 年 3 月 18
日菲國司法部正式對 8 名菲國海巡人員以「殺人罪」起訴，並另
以「妨礙司法公正罪」起訴其中 2 名菲國涉案人員。
在菲律賓法院審理過程中，菲國檢方為調查證據曾經數度來
臺，外交部也提供菲方所需的各式書證文件，並協助我方被害漁
民家屬及專家證人赴菲國出庭作證。此外，駐菲律賓代表處也積
極協調菲方要求依據法律規定與程序，菲國必須確保我方證人的
人身安全與自由；相關互動為臺菲司法合作奠定良好基礎，進一
步深化臺菲雙方的互信及合作關係。未來中華民國政府將在臺菲
既有的友好關係基礎上，持續深化臺菲兩國的實質友好合作關係。
依據菲律賓的司法程序，被告的菲方海巡人員尚可提起上
訴。外交部與駐菲律賓代表處將續與菲國檢方保持密切聯繫，掌
握本案的後續案情發展及相關進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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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2 號

2019/09/18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若林正丈教
授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9）月 18 日下午頒贈「紫色大綬景星勳
章」予日本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若林正丈教授，表彰其長
期致力增進臺日友好關係的重要貢獻。
吳部長表示，若林教授長年在日本推動臺灣研究，是日本近
數十年來研究臺灣近代史、戰後臺灣政治史的重量級學者，備受
國際肯定。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於 2003 年在外交部與教育
部協助下成立，是日本第一個有系統性進行臺灣研究的大學，其
後，在若林教授的領導下，成為日本學界研究臺灣議題與教學的
重要據點，培養日本年輕世代的友我人才，對促進臺日學術交流
及提升日本學界重視臺灣議題有卓越的貢獻。
臺灣與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在經
貿、教育、文化、防災等領域合作密切，也簽署許多友好合作協
定；日本政府與國會也積極協助臺灣參與國際組織。今後臺灣政
府將持續強化與日本政府、學界等的友好合作，使臺日關係更加
緊密。外交部感謝若林教授多年來對促進日本各界對於臺灣的深
入瞭解，也感謝若林教授對臺灣的支持，並請若林教授持續在日
本學界為臺灣發聲。
若林教授特別感謝吳部長與臺灣各界友人長期以來的支持與
協助，他回顧 1980 年代日本學界從事臺灣研究的學者鳳毛麟角，
但他認為從歷史淵源、國際政經關係、社會連結等面向來看，臺
灣是日本重要的鄰國，日本知識界投入臺灣研究是必然趨勢。若
林教授並表示，經過 30 餘年的努力，日本從事臺灣研究的學者與
年輕人越來越多，許多學者榮獲日本重要學術研究獎項，日本的
臺灣研究學會也迎向第 22 週年。若林教授指出，當今在日本從事
臺灣研究是廣獲肯定的學術領域，臺日研究的交流也發展更多樣
化；若林教授表示心願業已實現，今後將持續努力，為臺日研究
交流繼續貢獻心力。
贈勳典禮在若林教授在臺灣的友人，以及臺灣日本關係協會
邱義仁會長與外交部人員的祝賀聲中圓滿閉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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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3 號

2019/09/19

外交部與交通部召開聯合記者會宣示政府推動參與國際民航組織
的努力與決心
「國際民航組織」
（ICAO）第 40 屆大會訂於本（9）月 24 日
至 10 月 4 日在加拿大蒙特婁舉行，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及外交
部政務次長謝武樵於本月 19 日下午召開聯合記者會，除對 ICAO
至今尚未對我發出邀請函表達遺憾，並重申政府的推案決心外，
也鄭重呼籲 ICAO 及其理事會主席 Olumuyiwa Benard Aliu 博士應
回歸專業，排除政治力干擾，儘速尋求適當方式，接納長期積極
貢獻民航事務的臺灣參與此一攸關全球民航安全及發展的國際組
織。
交通部王政務次長表示，飛安無國界，不應涉及政治；我國
民航局為臺北飛航情報區（Taipei FIR）唯一主管機關，有參與
ICAO 的必要性及正當性。交通部長林佳龍已於全球各大媒體投
書，籲請支持臺灣參與 ICAO，並獲美、加、澳等 20 餘國的主流
媒體刊載。為展現我國推動參與 ICAO 的決心，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將組「ICAO 行動團」
（Taiwan ICAO Action Team）前往蒙特婁，
把握各國民航主管官員齊聚的機會，與各國代表團、重要非政府
國際民航相關組織舉行雙邊會談，進行專業交流，並爭取各界支
持邀我與會。
謝政務次長則說明，國際上有越來越多支持臺灣參與 ICAO
的聲音，充分證明我們訴求的正當性和合理性；例如「七大工業
國集團」
（G7）在本（2019）年 4 月外長會議後發表的聯合公報中，
特別強調 ICAO 應廣納國際飛航社群的活躍成員參與的重要性，
並直陳以政治理由排除部分成員將危及飛航安全及保安。此外，
我友邦及美、加等許多理念相近國家各界也都以不同方式表達支
持我國參與 ICAO。我們誠懇呼籲 ICAO 要聆聽並正視這些聲音，
莫任由單一會員國操弄，而失去其中立性和專業性。
謝政務次長也強調，我們深信「德不孤、必有鄰」
，作為全球
民航事務可靠、真誠的夥伴，以及重要的負責任成員，臺灣將持
續與全球各國攜手共同提升國際民航安全。政府也將持續秉持「專
業、務實、有貢獻」的原則，與朝野各界繼續積極推動參與 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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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工作，妥善維護我國家利益及人民權益，維護全球、區域
的飛航安全，並作出貢獻。
（E）

第 217 號

2019/09/24

我駐紐約辦事處處長徐儷文大使獲邀出席聯合國總部舉行的「全
球呼籲保護宗教自由」活動
我國駐紐約辦事處處長徐儷文大使本（9）月 23 日獲邀出席
在紐約聯合國總部舉行的「全球呼籲保護宗教自由」
（Global Call to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活動。本活動由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引言，川普總統發表主題演說，呼籲國際社會對捍衛宗教
自由採取積極行動。
我國積極投入宗教自由工作，已獲得世界民主國家肯定。美
國國務院已連續兩年邀請我參加「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
（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並派美國國際宗教自
由無任所大使布朗貝克（Samuel Brownback）參與我國在本（108）
年 3 月舉辦的「印太區域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
為加強推動宗教自由的各項工作，我國已聘任玉山神學院院
長布興・大立為首位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未來我國將持續與理
念相近國家攜手合作，共同捍衛自由及人權價值。
（E）

第 218 號

2019/09/24

國際支持我國參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的動能持續加強，外交部表
示誠摯感謝
第 40 屆「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CAO）大會訂於本（24）日
在加拿大蒙特婁 ICAO 總部開議，我國今（2019）年雖然再度因
為政治因素而未能受邀與會，令人深感遺憾，但是我案在國際上
所獲得的支持更甚於 2016 年，充分顯示將臺灣納入 ICAO 的必要
性及急迫性已獲得國際社會普遍的認同，各國並以多元的方式表
達支持，有助我案持續穩定向前邁進，外交部對此表示誠摯感謝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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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位於東北亞至東南亞的區域民航樞紐，我國民航局主管
的「臺北飛航情報區」
（Taipei FIR）地位重要。經過我政府及駐外
各館處積極進洽說明，國際社會對於我國專業、務實、有貢獻的
訴求都已有充分的瞭解，並且紛紛以具體方式表達支持，我案已
經獲得顯著進展。
美、加、英、法、德、義、日的外長史無前例地在本年 4 月
的「七大工業國集團」
（G7）外長會議公報中正面呼應我案的訴求，
明確主張 ICAO 應接納所有國際飛航社群積極成員參與，並認為
因政治理由而排除一些成員參與，將損及飛航安全及保安。美國、
加拿大、英國及瑞典的行政部門官員也以各種方式表達對我案訴
求的支持。
在友邦方面，截至目前已有貝里斯、瓜地馬拉、海地、宏都
拉斯、諾魯、馬紹爾群島、帛琉、聖露西亞、聖克里斯多福及尼
維斯、聖文森、史瓦帝尼、吐瓦魯等國陸續為我致函 ICAO 理事
會主席 Olumuyiwa Benard Aliu 或 ICAO 秘書長柳芳，促請邀我與
會；友邦另將於 ICAO 大會期間繼續為我執言、出席我行動團酒
會等表達對我國的支持。
另外在過去兩個月中，美、加、英、德、比利時、匈牙利、
西班牙、智利、墨西哥與南非的國會，以及歐洲議會的友我議員，
也以個別或聯名致函 ICAO 理事會 A 主席或秘書長柳芳等方式，
籲促 ICAO 邀我與會。
此外，前北約秘書長、丹麥前總理 Anders Fogh Rasmussen 則
於 9 月 20 日撰文指出，民主世界必須反擊強大自私的強權主導這
個世紀，邀請臺灣參與 ICAO 大會將是小而重要的起步。美國民
主黨全國委員會（DNC）在本年 8 月舉行的夏季會議中，也通過
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包括 ICAO 在內等國際組織的決議。
這些持續增強的國際正義之聲，充分證明臺灣要求參與 ICAO
的訴求既正當且合理，也再次印證「德不孤、必有鄰」的道理。ICAO
既然以追求落實「無縫天空」
（seamless sky）及「團結飛航」
（uniting
aviation）為目標，就應該秉持專業，將包括臺灣在內的所有國際
飛航社群積極成員納入。
外交部再次強調，ICAO 不應任由單一成員國操弄，而應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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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立性及專業性，並基於維護飛航安全及旅客利益的考量，儘
速尋求適當方式接納臺灣的參與，才能確保全球飛安體系沒有缺
口及漏洞。
（E）

第 220 號

2019/09/27

針對聯合報 27 日報導「外交部、國安會沒人買菸？破功」惡意影
射外交部同仁涉入私煙案，外交部嚴正澄清
一、外交部已於 26 日向該報說明，外交部同仁完全沒有涉入
所謂「違法私菸案」
，並無同仁參與購買國安單位的菸品團購案。
對於聯合報雖充分瞭解外交部解釋，惟仍執意刊登不實新聞內
容，惡意下標誤導視聽，且報導影射外交部同仁涉入「私菸團購
案」的惡意抹黑行為，外交部表達強烈抗議與譴責。此外司法檢
調單位已說明，外交部同仁在機上的個人購菸行為並非檢調單位
的緝私條例的對象。聯合報企圖將個人航班上免稅品購買，與司
法單位偵辦中案件惡意連結，影射外交部相關人員涉嫌弊案，此
一不實栽贓與指控，恐已涉及刑責，外交部至感遺憾。
二、外交部已於 26 日說明，2 名隨行出訪人員，是各別在額
度內，1 人在飛機上購買 1 條免稅菸；此為一般旅客搭乘飛機均享
有的權益，是完全符合規定的個人消費行為。其中一位同仁在飛
機上先代為結帳，購買後將另一條煙交給隨行出訪的另一位工作
人員，兩人返抵國門時是各自攜帶 1 條免稅菸品入境，完全符合
規定。
三、外交部再次重申，外交部同仁完全沒有涉入所謂「違法
私菸案」
，並無同仁參與購買國安單位的菸品團購案。有關外交部
兩名同仁各別在機上購買一條免稅菸品是合乎規定的個人消費，
與參與「私菸團購案」毫無關連。此外，地檢署 26 日已說明，外
交部同仁在機上的購菸並非檢調單位的緝私條例的對象。此外，
司法單位的偵結報告，都已經清楚說明，航班上無論媒體、相關
工作人員以乘客身份在航班上的免稅品購買，也與「私菸團購案」
無關。
聯合報的報導，刻意迴避司法調查結果，企圖將個人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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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品購買，與司法單位偵辦中案件惡意連結，影射相關人員涉
弊，這種做法並非正派媒體經營手法。外交部至感遺憾，特此澄
清說明。
（E）

第 221 號

2019/09/27

臺美官員共同出席美國「戰略暨國際研究中心」舉辦「臺灣協助
拉丁美洲暨加勒比海發展之角色」研討會
美國「戰略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於當地時間本（9）月
26 日上午舉辦「臺灣協助拉丁美洲暨加勒比海發展之角色」（The
Evolving Role of Taiwan in Promoting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研討會，由多位臺灣與美國的政府官員共同參
與，會議上就臺灣對友邦的貢獻、臺美雙方將如何在拉美地區推
動經濟成長、良善治理及國家發展等議題進行深入討論。
我駐美國代表高碩泰大使致詞時表示，本（2019）年為「臺
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在美國行政部門及國會跨黨派支持下，
臺美的緊密合作也延伸至拉美及加勒比海地區。臺灣與美國享有
共同承諾，將致力促進永續經濟成長、良善治理及活躍的公民社
會。臺灣作為美國的關鍵夥伴與世界的良善力量，將持續在印太、
拉美乃至全球，為促進共同價值與捍衛共同利益做出貢獻。
外交部拉美司長俞大 在會議上指出，維護臺灣與友邦的邦
交關係以防制極權國家的勢力擴張，值得所有理念相近國家共同
努力。俞司長感謝美國與臺灣近期在拉美地區不斷增進合作，例
如臺灣曾與「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OPIC）在本年 5 月共同攜手在
友邦巴拉圭推動中小企業及婦女融資，此即是臺美雙方深化合作
的最佳案例。我方期盼未來持續與美國及理念相近國家共同協助
在拉美地區的我國友邦國家發展，為區域穩定及繁榮貢獻心力。
國務院西半球事務局副助卿 Kevin O＇Reilly 於會中也有致
詞，並在會後推文強調，
「美國樂於與臺灣合作協力支持我們在拉
美夥伴國家的發展願景。在提升該區經濟發展、良善治理及醫療
保健上，臺灣正是美國的重要夥伴」
。
研討會由 CSIS 美洲計畫主任 Michael A. Matera 及「中國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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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任葛來儀（Bonnie Glaser）共同主持。我國際合作發展基
金會秘書長項恬毅也在會議上發表專題演講，簡介國合會在拉美
地區進行的合作計畫成果。其他來賓包括：我國中央銀行派駐紐
約代表張啟佑主任、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拉美暨加海局
副助理署長 Bernardo Rico、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
西半球資深顧問 Kristie Pellecchia，以及多位我邦交國及理念相近
國家駐美大使館的官員。
本次研討會有臺灣外交部拉美司官員與美國國務院西半球官
員同座，深入探討臺美雙方如何加強合作，共同促進拉美與加勒
比海地區的發展，象徵臺美關係的深化，深具意義。
（E）

第 222 號

2019/09/27

外交部對沙烏地阿拉伯對我國人開放觀光電子簽證事表達歡迎
沙烏地阿拉伯政府自本（108）年 9 月 27 日宣布開放觀光電
子簽證措施，我國名列首波適用觀光電子簽證國家名單，國人可
直接上網申辦赴沙國觀光電子簽證，外交部對沙國提昇我國人簽
證待遇表示歡迎。
有意申請沙國觀光電子簽證的國人，請進入沙國電子簽證申
辦專屬網站填妥相關資料，並以信用卡線上付款，系統將以電子
郵件回復申辦結果，具體實施日期與網站仍待沙國進一步公告，
至於申請沙國商務簽證者，仍須赴沙國駐臺商務辦事處辦理。
沙烏地阿拉伯是我國第 14 大貿易夥伴，上（107）年我國與
沙國雙邊貿易總額達 94 億美元；爭取國人赴沙國簽證優惠與便利
向為外交部及我駐沙烏地阿拉伯代表處爭取的目標，我國自 105
年起給予沙烏地阿拉伯電子簽證待遇，目前實施情形良好。經持
續溝通與努力，沙國自 107 年 12 月起開放對我國人特殊節慶活動
電子簽證，如今進一步提供我國人觀光電子簽證待遇，當能促進
我國與沙國人民往來便利性，有助臺沙觀光交流，外交部樂見其
成。（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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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3 號

2019/09/27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特種外交獎章予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台北事務
所代表沼田幹夫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9 月 27 日晚間頒贈「特種外
交獎章」予即將離任的「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台北事務所代表沼
田幹夫（NUMATA Mikio）
，以表彰駐臺期間對促進臺日關係的卓
著貢獻。
吳部長致詞時表示，沼田代表長期為臺日關係作出積極的努
力與貢獻，具體成果包括：促成「交流協會」正名為「日本台灣
交流協會」
、臺日在經貿、投資、關稅、中小企業、教育、漁業、
災防、海上救助以及第三地市場等領域簽署了 20 項重要合作協
定。尤其近來日方多次表達對臺灣參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
世界衛生大會（WHA）等國際組織的支持，本年更促成日本正式
共同主辦臺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
（GCTF）
，並將在今年 9 月
27 日首度移師到帛琉舉辦「南島語言復振國際論壇」
，成為臺美日
在國際及區域議題上攜手合作的成功典範，相信未來會有更多理
念相近國家加入 GCTF 的合作架構。
吳部長強調，面對中國霸凌式的打壓，臺灣從不畏縮妥協，
也不覺得孤單，特別感謝沼田代表在臺灣需要幫助的時候，第一
時間挺身而出，包括在臉書公開發表友我聲明，協助我國鞏固邦
交，以及聲援我國參與世界衛生組織、聯合國及國際民航組織的
訴求。吳部長再度感謝及肯定沼田代表對臺日友好的付出與貢
獻，也期待這股正面力量可以延續下去，讓臺日關係不斷深化、
蓬勃發展。
沼田代表致詞時表示，感謝吳部長與臺灣各界友人長期以來
的支持與協助。沼田代表與「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為
同年生，關係猶如兄弟，共同為提升臺日關係打拚，而如今已屆
傳承、接棒的時刻。沼田代表勉勵「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同仁薪
火相傳，延續臺日友好精神。沼田代表並表示，今後在日本也將
繼續協助促進臺日友好關係持續發展，友誼長存。
沼田代表外交資歷豐富，自 2014 年 7 月起擔任「日本台灣交
流協會」台北事務所代表以來已逾 5 年，是 2000 年以來日本駐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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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任期最長的一位，任內積極推動提升臺日兩國實質友好合作
關係，備受我國各界歡迎與肯定。
（E）

第 225 號

2019/09/29

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首度移師帛琉舉辦「2019 南島語言復振國際
論壇」
為深化我國與印太地區及其他理念相近國家的文化交流，共
同維護及保存原住民族語言，外交部、原住民族委員會、美國在
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及日本台灣交流協會於本（2019）年
9 月 29 日在帛琉舉辦「2019 南島語言復振國際論壇」。活動除有
助提升我國在南島區域的國際能見度及地位，更是「全球合作暨
訓練架構」
（GCTF）研習營首度移師第三國辦理，深具意義。
本論壇計有來自 11 個印太地區國家、共 26 位政府官員及專
家學者赴帛琉與會。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路兒
Icyang．Parod、駐帛琉大使周民淦、美國駐帛琉海艾美大使（Amy
J. Hyatt）
，以及日本台灣交流協會主任池田忠孝皆出席開幕典禮並
致詞。論壇除由帛琉女王 Bilung Gloria Salii、前總統 Johnson
Toribiong 等政要參加外，亦邀集來自美國、澳洲、紐西蘭、帛琉、
印尼等國專家擔任講師，就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南島語言復振
實例，以及南島語言支持、進用及推廣等議題，進行交流與經驗
分享。
未來我國政府將在既有良好基礎及 GCTF 的架構下，深化與
美國及理念相近國家的合作，持續推動南島區域原住民族文化的
保存及復振。GCTF 自 2015 年成立以來，已透過此平臺就公共衛
生、執法、婦女賦權、數位經濟、網路安全、對抗「假訊息」攻
擊等諸多議題舉辦 20 場國際研習營，共邀集逾 35 國、超過 400
位政府官員及專家學者來臺灣參訓。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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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6 號

2019/10/01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路兒 Icyang·Parod 以總統特使身分
出席帛琉共和國獨立 25 週年慶典
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夷將·拔路兒 Icyang·Parod 於本
（108）年 9 月 27 日至 10 月 2 日以總統特使身分，赴我太平洋友
邦帛琉共和國出席帛琉 10 月 1 日獨立 25 週年相關慶典暨系列活
動，彰顯臺帛兩國關係的堅實緊密。
我國珍視臺帛邦誼，因此蔡英文總統特別派遣特使率團赴帛
琉共襄盛舉，慶祝帛琉共和國獨立 25 週年（Silver Anniversary）
。
我國也將在帛琉的慶典晚會以施放煙火做為賀禮，象徵臺帛雙邊
關係的璀璨未來。
夷將 Icyang 特使於 9 月 30 日晉見帛琉總統雷蒙傑索閣下（H.E
Tommy Remengesau Jr.）
，轉致總統親簽賀函及特使國書，表達我
國政府的誠摯賀忱。帛琉雷總統感謝我國過去 25 年來對帛琉發展
的支持，並盼臺帛兩國未來能繼續深化合作與交流。
此外應帛國政府的邀請，夷將 Icyang 特使此行參加 9 月 28 日
帛琉國慶迎賓酒會、9 月 30 日國慶晚宴及 10 月 1 日國慶慶典。我
國政府對夷將 Icyang 特使在帛琉期間受到的禮遇表示感謝。
適逢我國於 9 月 29 日及 30 日在帛琉與美國等理念相近國家
共同主辦「全球合作及訓練架構」
（GCTF） 所屬「2019 南島語言
復振國際論壇」及「南島民族論壇—2019 執行委員會議」，夷將
Icyang 特使將出席上述兩個論壇，代表我國致詞歡迎來自各國的
與會嘉賓，以及說明我國致力維護與保存原住民語言及文化。
（E）

2019/10/02

第 228 號

政府及民間共同努力推動參與聯合國案，獲國際廣泛支持、動能
持續提升，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本（2019）年聯合國大會總辯論於 9 月 30 日閉幕，經政府繼
續採取多元方式推動參與聯合國，以及民間自發配合辦理相關活
動，有效增進國際社會對我案訴求的瞭解，國際支持動能持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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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顯示政府推案的方向正確。外交部對此深受鼓舞，並對友邦、
理念相近國家、各界友人及民間團體等的支持及協助，表達誠摯
感謝之意。
在聯合國場域內，包括貝里斯、史瓦帝尼、瓜地馬拉、海地、
教廷、宏都拉斯、馬紹爾群島、諾魯、帛琉、巴拉圭、聖克里斯
多福及尼維斯、聖露西亞、聖文森及吐瓦魯在內共 14 個友邦透過
聯合或單獨致函聯合國秘書長古特雷斯（António Guterres）
、協助
遞函、在聯大總辯論及相關高階會議中為我執言等方式表達對臺
灣的支持。我國友邦堅定助我之情令人心感。
美國及日本等理念相近國家也秉持專業立場，以各種方式表
達對我方訴求的支持。其中，美國首度邀請我駐紐約辦事處處長
徐儷文大使出席美方在聯合國總部舉辦、由川普總統主持的「全
球呼籲保護宗教自由」
（Global Call to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
活動，殊具意義，充分展現對臺灣的支持與重視。此外，美國衛
生部長 Alex Azar II 在美方所舉辦的聯大周邊會議中，也肯定臺灣
在衛生議題上是強而有力的夥伴。澳大利亞、德國、日本及美國
的駐臺機構並分別在其官方臉書轉推外交部製作的「真誠的朋友」
（A True Friend）短片，肯定臺灣協助落實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的成果及貢獻。
此外，馬紹爾群島與宏都拉斯的國會，以及巴拉圭上巴拉納
省議會均分別通過支持臺灣國際參與的決議案，秘魯及哥倫比亞
的國會議員則以簽署聯合聲明及致函聯合國秘書長等方式聲援我
案。另歐洲記者協會、斯洛伐克公共事務協會、哥倫比亞新聞協
會及秘魯記者協會也分別致函聯合國秘書長，支持臺灣的媒體應
享有採訪聯合國體系會議及活動的基本權利。國際記者聯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今年 6 月也在第 30
屆世界代表大會上通過緊急決議（Urgent Resolution）
，要求聯合國
終止針對臺灣記者的歧視性排除政策。
在聯合國場外，我國政府在紐約與當地重要大學、知名智庫、
記者協會及青年團體等，合辦多場有關「永續發展」
、
「氣候變遷」
、
「全民健康覆蓋」及「青年培力」等活動。行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蔡鴻德、衛生福利部中央健保署署長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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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璋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秘書長項恬毅均與會，吸引
諸多聯合國社群人士及當地意見領袖出席，活動反應熱烈正面，
充分達成彰顯「臺灣是全球落實 SDGs 建設性夥伴」的目標。立
法院由陳靜敏委員代表赴紐約視導，當面向聯合國社群人士傳達
支持政府推動參與聯合國的堅定民意支持。
國內民間團體及紐約當地僑團也自發性籌辦多項活動，透過
遊行、座談會、展覽等多元方式，向聯合國傳達臺灣人民殷切期
盼參與聯合國體系的心聲，獲得廣泛關注與支持。
在國際文宣部分，外交部長吳釗燮發表題為「建構包容性的
聯合國需要納入臺灣」的專文，獲得美國、英國、荷蘭、加拿大、
比利時、日本、菲律賓、俄羅斯、瓜地馬拉及哥倫比亞等國的國
際及當地主流媒體刊登或報導超過 170 篇次。截至 10 月 1 日止，
外交部製作的「真誠的朋友」短片獲觀看次數已超過 1,347 萬次；
外交部官方臉書相關貼文的觸及人次也超過 36 萬人。
外交部強調，我國自 1993 年起開始推動參與聯合國，儘管困
難重重，但在政府及民間持續積極努力下，在國際上已獲得越來
越多的瞭解與支持。面對中國持續蠻橫打壓臺灣的國際參與空
間，政府走向世界的決心不會改變。外交部將協同相關部會，繼
續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的原則積極推案，以確保臺灣人
民平等、有尊嚴參與聯合國體系的基本權利，並對全球攜手落實
SDGs 做出貢獻。
（E）

No.228

October 2, 2019

MOFA expresses gratitude for broad international momentum
behind bid by Taiwan’s government and people for UN
participation
At this year’s UN General Debate that concluded on September 30,
the multipronged campaign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together with
a range of related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civic groups, effectively
advanced understanding of our demands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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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momentum behind our cause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s UN campaign is on the right track.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 deeply encouraged by these
developments, and expresses its sincere thanks for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like-minded
countries, friendly individuals, and civic groups.
This year, 14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Belize, Eswatini,
Guatemala, Haiti, the Holy See, Honduras, the Marshall Islands,
Nauru, Palau, Paraguay,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aint Lucia,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nd Tuvalu—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Taiwan by sending either joint or individual letters to UN
Secretary-General António Guterres, and by speaking up for Taiwan in
the General Debate and other high-level meetings. Taiwan is moved
by this staunch support from our allie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other like-minded nations also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on professional
grounds. Of these like-minded countries, the US for the first time
invited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aiwan’s office in New York, Lily Hsu,
to attend an event held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UN Headquarters, the
Global Call to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 host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is was a significant gesture which amply
demonstrated US support for Taiwan. In addition, while speaking at a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US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lex Azar II affirmed Taiwan’s
position as a strong and committed partner in health issues. The
offices of Australia,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
also reposted the MOFA-produced short film “A True Friend” on their
official Facebook pages, highlighting Taiwan’s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helping to realize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ddition, the national parliaments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and
Honduras and the assembly of Paraguay’s Alto Paraná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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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passed resolutions in support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s of Peru and Colombia
signed joint statements and sent letters to Secretary-General Guterres
in support of our case. Moreover, th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Journalists, Slovakia’s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and media
associations in Colombia and Peru all wrote to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arguing that the Taiwanese press should enjoy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cover UN-related meetings and events.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also passed an urgent resolution
at its 30th World Congress this past June calling on the United Nations
to end its discriminatory policy of excluding journalists from Taiwan.
Outside the United Nations, our government held a series of even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and youth empowerment in cooperation with major universities, top
thinktanks, press clubs, and youth groups in the New York area.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Audrey Ta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Deputy Minister Tsai Hung-teh,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Director General Lee Po-chang,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Secretary General
Timothy T.Y. Hsiang were among the government leaders from
Taiwan attending these events, which attracted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from UN circles as well as local public opinion leaders.
Together, these events generated a strong, positive reaction among
attendees and observers, and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that Taiwan
can be a constructive global partner in helping to realize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was
represented at the events by Legislator Chen Ching-min, who helped
convey to attendees that public opinion in Taiwan is firmly in support
of efforts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government to seek UN
participation.
Civic groups from Taiwan and overseas compatriot organizations in
New York organized and held their own events to coincide with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rough seminars, exhibitions, and a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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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groups helped convey the sincere wish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take part in the UN system, and likewise received broad attention
and support.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initiative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authored an op-ed entitled “Building an
Inclusive UN with Taiwan On Board,” which was published or
covered over 170 times in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from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Netherlands, Canada, Belgium, Japan, Philippines, Russia, Guatemala,
and Colombia. In addition, through October 1, “A True Friend” had
received over 13 million views, while related posts on the MOFA
official Facebook page had reached an audience of more than 360,000.
MOFA reiterates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been
pursuing UN participation since 1993, and that despite the obstacles
involved, the ongoing efforts of Taiwan’s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ve
garnered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our cause. Our government’s resolve to work with the world has not
and will not change in the face of China’s unremitting suppression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By coordinating with relevant
agencies, MOFA will continue to push the case for Taiwan’s UN
participation on the basis of professionalism, pragmatism,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can exercise
their fundamental right to take part in the UN system as equals with
dignity, while working with the worl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

第 229 號

2019/10/02

友邦及友我國家在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期間發言助我，外交部表達
誠摯感謝，並嚴正駁斥中國的「一個中國」謬論
第 40 屆「國際民航組織」
（ICAO）大會於本（2019）年 9 月
24 日至 10 月 4 日在加拿大蒙特婁舉行。截至本（10）月 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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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聖露西亞、瓜地馬拉及吐瓦魯的代表均在會議期間發言支持
臺灣參與 ICAO，法國、日本及紐西蘭等友好國家代表也為我國聲
援，其發言內容與我國的推案訴求一致。外交部對上述友邦及友
我國家為我方仗義執言表達由衷感謝之意，並盼 ICAO 秉持專業
立場，儘快就接納臺灣參與作出妥適的安排。
友邦瓜地馬拉民航局長 Francis Argueta 在 9 月 24 日舉行的拉
美民航理事會（CLAC）中，呼籲 ICAO 應落實「不遺漏任何國家」
（No Country Left Behind）的宗旨，並強調臺灣參與全球飛航體系
至為重要。吐瓦魯外交部次長 Dr. Tapugao Falefou 則於 9 月 29 日
下午舉行的 ICAO 執行委員會會議中，直陳 ICAO 推動的「國際
航空業碳抵換及減量計畫」（CORSIA）有賴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
各國共同努力。另外，聖露西亞第二農業部長 Herodotus Stanislas
則於 10 月 1 日舉行的大會第 5 次全會中，強調我國在民航領域的
重要地位，因此要求 ICAO 研議邀請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大會
及參與相關機制。
此外，法國、日本及紐西蘭代表的發言內容，也與我國訴求
一致。他們呼應本年 4 月「七大工業國集團國家」
（G7）外長會議
後發布的聯合公報，重申 ICAO 應廣納國際民航社群活躍成員的
參與，強調若基於政治因素排除重要成員，恐將損及飛行安全及
組織的全球環保政策，上述減碳計畫恐無法有效執行等。
中國代表於聖露西亞 Stanislas 農業部長發言後，妄稱臺灣是
中國不可分割的領土，另引申聯大第 2758 號決議及 ICAO 決議表
示承認中國的「一中原則」
，做為主張臺灣無權參與 ICAO 的法律
基礎。針對中方的相關謬論，外交部表達最嚴正的譴責及抗議，
並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曾統治臺灣，更無權在國際組織代表臺
灣人民。中華民國是主權獨立國家，絕對有權依據 ICAO 相關法
規，要求參與 ICAO 的會議、機制及活動。唯有經臺灣民主程序
選出的政府，才能在國際場域代表臺灣 2,300 萬人。此外，聯大第
2758 號決議及 ICAO 相關決議僅確認中國代表權的歸屬，並未提
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中國代表的說法，是意圖誤導及混
淆國際視聽。另外，對於牙買加籍大會主席未能秉公主持議事，
謬稱 ICAO 有「一中政策」
，外交部深感遺憾並表達嚴正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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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強調，臺灣既是國際民航社群活躍及負責任的一員，
理應無礙參與 ICAO，以即時完整取得攸關飛航安全及保安的重要
資訊。作為全球性及專業性的民航組織，ICAO 應該維持中立，摒
棄政治考量，並拒絕單一國家的政治壓力，儘速將臺灣納入全球
飛安體系，方能確保 ICAO「無縫天空」
（seamless sky）及「團結
飛航」
（uniting aviation）目標的實現。
（E）

No.229

October 2, 2019

MOFA thanks diplomatic allies, friendly nations for voicing
support of Taiwan at ICAO Assembly, condemns erroneous “one
China” narrative peddled by Chin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presses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diplomatic allies and friendly
nations that, as of October 1, have voiced support for Taiwan at the
40th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which is being held from September 24 to
October 4 in Montreal, Canada.
Diplomatic allies including Saint Lucia, Guatemala and Tuvalu, as
well as friendly nations including France, Japan and New Zealand,
endors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CAO in statements that echoed the
key appeals of Taiwan’s own campaign. Taiwan urges ICAO to uphold
its professional mission and mak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Guatemalan Director General of Civil Aviation, Francis Argueta,
at a meeting of the Latin American Civil Aviation Commission on
September 24, called on ICAO to honor its No Country Left Behind
initiative,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aviation network. Dr. Tapugao Falefou, Contracted Secretary of
the Tuvaluan Ministry of Justice, Communication and Foreign Affairs,
sta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ICAO Executive Committee on September
29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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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RSIA) requires the involvement
of all countries worldwide, including Taiwan. In addition, Herod
Stanislas, Minister in Saint Lucia’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Physical Plann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Co-operatives, reaffirmed
Taiwan’s key position in the civil aviation sector during the fifth
Plenary meeting on October 1, and demanded that ICAO explore ways
of inviting Taiwan to attend the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and take part
in related mechanisms.
Representatives from France, Japan and New Zealand made
supportive statements that were consistent with Taiwan’s appeals.
They referred to the communiqué issued following the G7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April, calling for the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of
all activ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mmunity in ICAO
forums and stressing that the exclusion of some countries for political
reasons compromises aviation safety, ICAO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SIA.
Following the remarks by Minister Stanislas of Saint Lucia,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 falsely stated that Taiwan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that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and
related ICAO resolutions recognize China’s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that these resolutions serve as a legal basis for denying Taiwan’s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ICAO. MOFA condemns and protests these
erroneous statements made by the Chinese side in the strongest terms,
and reiterates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never ruled
Taiwan and has no right to represent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a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undeniably has the right to take part in ICAO meetings, mechanisms
and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ICAO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ly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of Taiwan can represent the 23
million Taiwanese peo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as well as related ICAO resolutions only
cover the issue of China’s representation; none of them stat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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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e aforementioned remarks by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 thus constitute a deliberate attempt at misleading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and obfuscating the truth.
Meanwhile, MOFA also expresses profound regret and disappointment
over the fact that the Jamaican Chair of the ICAO Assembly did not
preside over the event in a fair manner and even incorrectly stated that
ICAO has a “one China policy.”
MOFA reiterates that Taiwan is an active and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community, and that it therefore should
not be prevented from taking part in ICAO so as to obtain complete
and critical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aviation safety and security in a
timely manner. As a global and profess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should remain neutral, refrain from political machinations, and
refuse to act on political pressure brought to bear on it by any
individual country. It should include Taiwan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e
global aviation safety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its goals of a seamless
sky and uniting aviation. (E)

第 230 號

2019/10/05
臺美首次「太平洋對話」將在臺北舉行

臺美將於本（10）月 7 日在臺北召開首屆「太平洋對話」
（Pacific
Islands Dialogue），美國國務院亞太局主管澳紐暨太平洋事務副助
卿暨 APEC 資深官員孫曉雅（Sandra Oudkirk）將代表美方率團來
臺與談，雙方並將於同（7）日上午 11 時在外交部所屬的外交學
院舉行開幕儀式。
臺灣是經濟高度發展的自由民主國家，有義務善盡國際責
任、積極回饋國際社會，臺灣一向樂於分享發展經驗及技術強項，
並透過諸如醫衛、交通、教育、農漁業、科技及環境保護及基礎
建設等合作計畫，協助我友邦國家達成永續發展及改善人民福
祉。正如蔡英文總統所言，臺灣對邦交國的態度就是「當一個真
誠的朋友，竭盡心力，誠意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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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我國與友邦雙方合作更密切直接，並維護區域穩定及共
同價值，臺美決定召開首屆「太平洋對話」
，盼藉此平臺討論各國
在太平洋島國發展援助項目的協調合作，使我國太平洋友邦國家
的各項援助發揮最大效益。
外交部誠摯歡迎孫曉雅副助卿擔任新職不到半年的時間就來
臺灣訪問，顯示她對臺灣的支持，也彰顯臺美關係的堅實友好。
孫曉雅副助卿本次來臺灣除了將出席「太平洋對話」外，也將受
邀參加「玉山論壇」
，並將拜會我國相關政府官員。
（E）

No.230

October 5, 2019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set to hold inaugural Pacific Islands
Dialogue in Taipei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old the inaugural Pacific Islands
Dialogue on October 7 in Taipei. Sandra Oudkirk, US Senior Official
for APEC and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s Bureau of East Asian
& Pacific Affairs, is set to take part in the dialogue as head of the US
delegation. The Taiwan-US co-hosted opening ceremony is scheduled
for 11 a.m.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with a highly developed economy,
Taiwan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reciprocate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has always been happy to share it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Through cooperative projects in such fields as
public health,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Taiwan has
helped its allies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d public
welfare. As President Tsai Ing-wen has said, Taiwan’s attitude towards
its diplomatic allies is one of genuine friendship, sparing no effort to
treat its allies with sincerity.
Taiwan and the US are co-hosting the first-ever Pacific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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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to foster clos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wan and its
diplomatic allies and to uphold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ir shared
values. This platform will be used to discuss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n aid projects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n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aiwan’s own programs helping its allies
in the reg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armly welcomes U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udkirk to Taiwan. Her visit, coming less than
half a year after she assumed her current post, demonstrates her
support for Taiwan as well as the strength of the Taiwan-US
partnership. Aside from attending the Pacific Islands Dialogu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udkirk will also attend the Yushan Forum
and meet with other Taiw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during her stay.
(E)

第 231 號

2019/10/05

國際支持臺灣推動參與國際民航組織的動能及聲量顯著提升，外
交部深感鼓舞，將繼續與交通部民航局等單位共同積極推案
「國際民航組織」
（ICAO）第 40 屆大會已於本（10）月 4 日
閉幕，由於中國的蠻橫阻撓及打壓，臺灣未能受邀與會，外交部
表達最強烈的不滿及遺憾。然而，在政府相關各單位共同積極努
力下，國際社會對我國爭取參與 ICAO 的務實專業訴求已有充分
瞭解，本（2019）年支持我案的國際動能及聲量也顯著提升，顯
示將臺灣納入國際民航體系的必要性已經獲得肯定及認同。外交
部對相關正面發展深感鼓舞，也感謝各方的支持及協助，並將在
現有良好基礎上，持續與交通部民航局等單位密切合作，積極推
案。
本年 4 月，由美國、日本、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及義
大利組成的 7 大工業國集團（G7）首度在外長會議公報中納入與
我案訴求一致的內容，令人振奮；我友邦貝里斯、史瓦帝尼、瓜
地馬拉、海地、宏都拉斯、馬紹爾群島、諾魯、帛琉、巴拉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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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聖露西亞、聖文森及吐瓦魯也以致函
ICAO 理事會主席、在大會期間適當場合為我執言或出席我外交酒
會致詞等方式助我。此外，美國、日本、加拿大、法國、紐西蘭、
澳大利亞、匈牙利、西班牙、智利、秘魯、韓國、比利時、南非、
墨西哥、奧地利、約旦、哥倫比亞、菲律賓及瑞典等國的行政或
立法部門或國會議員，也以進洽、致函、公開發言、發表聲明，
以及通過法案或決議等多元方式支持臺灣參與 ICAO。這些正面發
展，均有助提升我案的國際能見度，並進一步強化我推案的正當
性及合理性，為後續推案奠定堅實基礎。
友邦、友好國家及專業民航組織另透過與我交通部民航局所
籌組的「ICAO 行動團」在蒙特婁舉行雙邊會談，以及參加由駐加
拿大代表處舉辦的歡迎酒會等方式，表達對臺灣的重視及支持。
在超過 20 場雙邊會談中，我「ICAO 行動團」向相關國家代表團
及 NGOs 詳盡說明我推案訴求，並就各項民航專業議題充分交換
意見，順利達成擴大國際支持及建立專業聯結的預設目標。
為展現對政府推動 ICAO 案的支持，逾 200 位旅加僑胞及學
生也在大會開議首日，自發前往 ICAO 總部發聲，表達對排除臺
灣參與的不滿及失望。對於僑胞及學生的愛國熱忱，外交部表達
高度敬意及誠摯感謝。
我案文宣也獲得國際社會廣泛注意及正面回應。外交部製作
的宣傳短片「許一個無縫天空的未來」
（For a Seamless Sky）在 2
週內已累積超過 261 萬人次觀看、觸及人數則超過 409 萬，並獲
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澳大利亞及英國駐臺機構分別在其官
方臉書轉推；加拿大駐台北貿易辦事處則重申 ICAO 納入國際航
空界所有活躍成員的重要性，呼應我案訴求。美國、日本、加拿
大及澳大利亞等國的主流媒體也分別刊登交通部長林佳龍專文或
做友我報導，總篇數達 137 篇。另在 ICAO 大會期間，政府也在
ICAO 總部附近的人行道及地下鐵車站等明顯處刊登我案廣告，並
租用 LED 宣傳車播放我案文宣短片，成功吸引各國與會代表及當
地民眾的注意，宣傳效果甚佳。
外交部強調，臺灣爭取參與 ICAO，是基於維護及確保「臺北
飛航情報區」內 313 條客貨運航線、超過 175 萬航班及 6,800 萬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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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飛航安全的專業務實考量。只有主管「臺北飛航情報區」的我
國交通部民航局，才有權在 ICAO 中代表臺灣，並在對等尊嚴的
基礎上，與其他國家的民航主管機關討論各項國際民航議題。外
交部再度呼籲 ICAO 應回歸專業，保持中立，堅拒政治干擾，早
日接納臺灣的參與，以利臺灣對全球飛安及保安做出具體完整的
貢獻。
（E）

No.231

October 5, 2019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aiwan’s ICAO participation gains
momentum in face of China’s obstruction
With the 40th Triennial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having drawn to a close in Montreal, Canada, on
October 4, MOFA expresses its strong dissatisfaction and regret that
Taiwan did not receive an invitation to the event owing to Chinese
obstruction and press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clear rise this year in
international momentum and volume of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CAO is heartening.
Following the active efforts of related government unit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w has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our bid to
participate in ICAO on a pragmatic and professional basis. Taiwan has
gained widespread approval and recognition regarding the necessity of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system. MOFA
is strongly encouraged by these positive developments, and thanks the
relevant actors for their support and assistance. Based on this strong
foundation, MOFA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actively promoting Taiwan's case.
In April,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G7 nations—the United States, Japan,
Canada,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France, and Italy—issued a
first-ever joint communique supporting Taiwan's case. This
represented an exciting development in our bid. Taiwanese a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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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ze, Eswatini, Guatemala, Haiti, Honduras, the Marshall Islands,
Nauru, Palau, Paraguay, S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t. Lucia,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nd Tuvalu also wrote to the ICAO
Secretary General, as well as lent further assistance by speaking up for
Taiwan at the ICAO Assembly and attending side events organized by
Taiwan. Furthermore, the executive or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S, Japan, Canada, France, New Zealand,
Australia, Hungary, Spain, Chile, Nauru, Korea, Belgium, South
Africa, Mexico, Austria, Jordan, Colombia, the Philippines, Sweden,
and other nations have support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CAO by
contacting or writing to ICAO, making public statements of support or
issuing statements, and passing related bills or resolutions. These
positive developments have raised the international profile of Taiwan's
case, strengthening its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ing pursuit of our bid.
Attending bilateral talks in Montreal organized by the CAA-organized
Taiwan ICAO Action Team, as well as a welcome reception hosted by
Taiwan'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Canada, allowed diplomatic allies,
friendly nations, and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s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 and support for Taiwan. In more than 20 bilateral meetings,
the Taiwan ICAO Action Team gave national delegations and NGO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aiwan's case, and engaged in a full exchange
of opinions on civil aviation affairs, achieving its goals of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support and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links.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aiwan's ICAO bid, more
than 200 overseas Taiwanese and Taiwanese students also
spontaneously gathered at ICAO headquarter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assembly to voice their support for Taiwan, and express dissatisfaction
and disappointment at our exclusion from the event. MOFA expresses
its highest regards and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se demonstrators for
their patriotism and passion.
Taiwan's bid has also received widespread and positiv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a Seamless Sky, a short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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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d by MOFA, received more than 2.61 million views and
reached more than 4.09 million people on social media,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Taiwan of the US, Japan, Germany, France,
Australia, and the UK reposting the video on their official Facebook
pages. The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responded to Taiwan's bid
by reite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al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mmunity in ICAO.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in the US, Japan, Canada, Australia, and other nations also published
some 137 related articles, either reprinting a feature article by
Taiwan's Minister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or writing
pieces sympathetic to Taiwan's case. Furthermore, during the ICAO
Assembly, Taiwan publicized its case in prominent places on the
sidewalks surrounding ICAO headquarters and at a nearby subway
station, while an LED screen car playing For a Seamless Sky attracted
local people and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alike, providing
excellent publicity.
MOFA reiterates that Taiwan's bid to participate in ICAO is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and pragmatic consideration that it maintains and
safeguards the safety of 313 passenger and air cargo flight routes
within the Taipei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Taipei FIR) carrying
more than 68 million passengers on 1.75 million flights per year. Only
the CAA, which oversees the Taipei FIR, has the right to represent
Taiwan at ICAO, and,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respect, to
discuss international aviation issues with the civil aviation authorities
of other countries. MOFA once again calls upon ICAO to revert to a
more professional stance, maintain its neutrality, staunchly resist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accept Taiwan's particip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us recognizing the concrete and comprehensive
contributions Taiwan has made to global flight safety and securit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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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2 號

2019/10/07

我國舉辦「玉山論壇」
，預計將有美國、加拿大、日本、印度、韓
國、新南向國家等 12 國意見領袖及學者專家共襄盛舉
「臺灣亞洲交流基金會」訂於本（108）年 10 月 8 日至 9 日
在臺北君悅酒店舉行第 3 屆「玉山論壇」
（2019 Yushan Forum），
將安排多位國際政、經意見領袖發表演說。
本年「玉山論壇」將由加拿大前總理哈帕（The Rt. Hon. Stephen
Harper）等重要的國際意見領袖應邀出席。哈帕前總理並將就當前
國際政經變局等議題在論壇的開幕式發表主題演講，分享他的整
體觀察及建言。另外，美國國務院亞太局主管澳紐暨太平洋事務
副助卿兼 APEC 資深官員孫曉雅（Sandra Oudkirk）及白宮前發言
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也將在重點場次發表專題演講。
日本「日華懇」會長古屋圭司（Keiji FURUYA）眾議員、菲
律 賓 總 統 府 前 內 閣 部 長 艾 曼 德 （ Jose Rene Gregory D.
Almendras）、印度德里「中國研究所」諮詢委員會主席梅農大使
（Shivshankar Menon）
、韓國前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長朴泰鎬
等貴賓也將出席相關場次發表演講或參與對談。同時大會將有來
自印度、菲律賓、馬來西亞、澳大利亞、印尼、越南及泰國等新
南向夥伴國家的官員、學者、專家及 NGO 代表出席與會。
今年「玉山論壇」主題為「深化亞洲進步夥伴關係」
（Deepening
Progressive Partnerships in Asia），結合我國相關部會及 NGOs 力
量，共同協力就「佈建技術與科技夥伴關係」、「搭建亞洲人才培
育夥伴關係」、「促進永續經驗夥伴關係」及「公民社會的協力實
踐」等議題安排數場座談場次。10 月 9 日上午論壇將舉行「亞洲
前瞻」圓桌對話，安排國際領袖就我國推動的「新南向政策」與
區域各國戰略協作等議題深入交換意見，充分發揮「新南向政策」
近年來執行成果與綜效。
政府期盼透過「玉山論壇」常態辦理等對話機制，深化與國
際社群紐帶鏈結，分享我國創新及進步經驗，尋求與新南向及理
念相近國家進行區域連結、推展合作機會，共同為區域的繁榮及
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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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7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美國國務院亞太局主管澳紐暨太平洋事務副助
卿孫曉雅等人主持首屆臺美「太平洋對話」開幕式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10）月 7 日上午 11 時與美國國務院亞太
局主管澳紐暨太平洋事務副助卿暨 APEC 資深官員孫曉雅（Sandra
Oudkirk）等人共同為在臺北舉行的首屆臺美「太平洋對話」
（Pacific
Islands Dialogue）揭開序幕。開幕式由吳部長、孫曉雅副助卿、美
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處長酈英傑（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
、
馬紹爾駐臺大使艾芮瓊（Neijon Rema Edwards）分別致詞。其他
出席貴賓包括：友邦駐臺使節、理念相近國家駐臺代表、學者專
家等共襄盛舉，場面熱絡。
吳部長致詞時指出，太平洋地區天然資源豐沛且具戰略重要
性，目前已有越來越多理念相近國家以不同方式協助區域國家達
成永續發展及民主治理的目標。臺灣透過提供太平洋友邦農技
團、醫療團、職訓計畫及獎學金等合作計畫，建立了成功的「臺
灣模式」
，實質嘉惠人民。此外，我國也與理念相近國家積極合作，
例如臺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GCTF）提供太平洋國家官員
與專家在公共衛生、環境保護、人道援助與救災、媒體識讀、網
路安全、婦女賦權等議題的相關訓練與對話機制；GCTF 工作坊不
僅成效良好，更獲得日本、瑞典等理念相近國家共同參與。
「臺灣
模式」在太平洋地區的貢獻已成為國際援助的良善典範。
吳部長強調，在太平洋地區內行之有年的國際援助合作模
式，如今卻遭受威權國家的挑戰。例如今（108）年 9 月中國以利
誘方式搶奪臺灣在太平洋的兩個友邦索羅門群島及吉里巴斯。令
人擔憂的是，中國打壓臺灣的政治企圖及擴張野心昭然若揭，
「臺
灣模式」若漸被「中國模式」所取代，區域內恐將充斥貪腐、欺
詐及債務陷阱。吳部長並以中國近 10 年在南海大肆興建人工島礁
及軍事設施的例子說明，中國對太平洋的戰略野心與侵略行為顯
露無遺，因此呼籲國際社會莫讓太平洋成為另一個南海。吳部長
強調，維護太平洋的自由與開放是臺灣、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的
共同利益，最好方式就是讓相關國家看見臺灣在太平洋區域內貢
獻的價值，共同平衡中國侵蝕現狀的擴張作為，而現在正是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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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必需團結一致、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與和平的
時刻。
由臺灣與美國共同召開的首屆「太平洋對話」於 7 日舉行，
參與對談的各方都盼藉由此一平臺，深入探討各國在太平洋島國
發展援助項目的協調合作。論壇旨在讓臺灣對太平洋友邦國家的
各項援助能發揮最大效益，使臺灣與友邦及理念相近國家的合作
更為密切直接，共同捍衛彼此的共享價值，共同維護太平洋區域
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E）

第 236 號

2019/10/07
臺美首屆「太平洋對話」圓滿結束

臺美首屆「太平洋對話」
（Pacific Islands Dialogue）於 7 日上
午在外交部外交學院由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美國國務院亞太局主管
澳紐暨太平洋事務副助卿孫曉雅（Sandra Oudkirk）共同主持隆重
開幕，除美方代表團外、美國在台協會、多個理念相近國家的駐
臺機構、太平洋友邦大使館等均派員共襄盛舉。
臺美太平洋對話的閉門會議於同（7）日下午在外交部舉行，
由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與孫曉雅副助卿共同主持，多個理念相
近國家自國內或指派其駐臺機構派員代表出席。會議主題為臺美
在太平洋地區援助計畫的資訊分享與資源協調，以及臺美雙方或
與理念相近國家進行多方合作的可行性。
徐次長指出，當今全球民主自由秩序在威權中國強勢擴張的
影響力下備受挑戰，民主臺灣也被推上全球捍衛民主價值的最前
線；儘管理念相近國家多支持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但近期所發
生中國誘迫索羅門群島與吉里巴斯外交轉向的事例，以及中國對
區域和平穩定與普世價值可能帶來的衝擊，也引發世界各國的高
度警覺。
徐次長說明，本次對話確實有必要性及建設性，因為臺灣在
太平洋友邦的合作計畫宗旨是「以人為本」
，強調民主與永續發展
為原則。我國與友邦等國的合作範疇涵蓋農漁牧、基礎建設、醫
療衛生、再生能源、教育訓練、海巡保育與資通訊合作等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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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區域內理念相近國家能與臺灣加強合作，深化與我國太平洋友
邦的關係，共同抗拒不利於民主價值與區域自由開放精神的影響
力。
孫曉雅副助卿表示，美國政府的印太戰略奠基於經濟、治理
與安全三支柱，強調維護開放、自由、透明、法治印太區域的重
要性。孫曉雅副助卿指出，美方重視太平洋島國人民的福祉，特
別強調發展援助應避免債務負擔。孫曉雅副助卿說明，川普總統
今（108）年五月款宴帛琉、馬紹爾群島與密克羅尼西亞聯邦領袖，
美國國務卿近期造訪馬國與密國，均為史上首次，加上本次臺美
共同主辦「太平洋對話」
，在在顯示美國用行動證明對此區域的重
視。
孫曉雅副助卿另提及，在美國擬強化與太平洋島國合作的領
域中，臺灣在技術與資源上都具有重要的優勢，因此美國積極尋
求與臺灣進行合作。此外，本次對話有助於美國、臺灣及其他理
念相近國家找出符合共同利益的合作模式。
孫曉雅副助卿最後強調，臺灣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都是一股
良善的力量，臺美共享尋求法治、繁榮與安全的區域願景，美國
因此堅定支持臺灣與其太平洋友邦的維持外交關係。
本次對話會議歷時約 2 個半小時，與會的各方討論熱烈，對
話成果充實。會後孫曉雅副助卿率領美方代表團拜會吳部長並接
受徐次長款宴，繼續就對話內容與結論進一步交換意見。（E）

第 240 號

2019/10/08

第 3 屆「玉山論壇」開幕盛大舉行，第一天會議成果豐碩
臺灣亞洲交流基金會於本（10）月 8 日在臺北君悅酒店舉行
第 3 屆「玉山論壇」
，場面隆重盛大。蔡英文總統應邀致歡迎詞、
加拿大前總理哈帕（The Rt. Hon. Stephen Harper）發表主題演說；
其他重要出席貴賓包括：美國國務院亞太局主管澳紐暨太平洋事
務副助卿兼 APEC 資深官員孫曉雅（Sandra Oudkirk）、白宮前發
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等人也發表專題演講。現場計有來自
美國、加拿大、日本、印度、韓國、新南向國家等 12 國意見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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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者專家高達 400 多位重要來賓共襄盛舉。
蔡總統出席開幕典禮表示，中國企圖孤立臺灣的舉措只會阻
礙區域的繁榮與穩定，我國將與國際社會理念相近國家共同合
作，打造更堅實的區域夥伴關係。
蔡總統特別說明我「新南向政策」在觀光互訪、教育合作、
醫療衛生及雙邊經貿等領域所獲致的顯著成果。蔡總統指出，以
2018 年為例，新南向國家有超過 15 萬人來臺就醫，來臺觀光人數
也達到 260 萬人次；此外，我與新南向國家貿易額達到 1,170 億美
元。過去 3 年以來，臺商已在新南向國家投資額超過 100 億美元。
蔡總統強調，全球經貿供應鏈面臨重整，新南向國家可為臺商尋
找新投資的選擇，臺灣有意願、也有能力更積極參與區域夥伴關
係。
加拿大前總理哈帕也應邀在開幕典禮就國際政經情勢發表主
題演講，強調印太區域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哈帕前總理表示，亞
洲應積極參與全球市場，促進具包容性的經濟發展，並在全球貿
易架構下，追求雙贏貿易關係，以確保永續發展。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主持論壇午宴，並由美國白宮前發言
人桑德斯以「讓美國盟邦及夥伴再次偉大」（Making America＇s
Allies and Partners Great Again）發表專題演講。桑德斯女士指出，
川普總統當選美國總統後，即與我國蔡總統通話，顯示對臺美關
係的重視。
桑德斯女士另以小時候曾參觀記錄二戰期間猶太人遭屠殺的
博物館為例，質疑「為何當時各國袖手旁觀」
，說明民主國家應致
力爭取及保障自由，且適時為正義挺身而出，絕不可讓邪惡力量
得逞。桑德斯強調，美國將永遠與盟友並肩合作，也願與盟邦及
夥伴共同努力，為世界營造一股良善的力量（Together we are a
force for good）
。
「玉山論壇」將於明（9）日上午舉行「亞洲前瞻」圓桌對話，
由陳建仁副總統全程主持，邀請印度德里「中國研究所」諮詢委
員會主席梅農大使（Shivshankar Menon）
、美國國務院亞太局主管
澳紐暨太平洋事務副助卿兼 APEC 資深官員孫曉雅、韓國前外交
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長朴泰鎬，以及行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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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我國「新南向政策」與區域戰略協作等議題。
（E）

第 243 號

2019/10/10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美國聯邦參議員賈德納聯名撰擬專文刊登於美
國「國會山莊報」
外交部長吳釗燮與美國聯邦參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
賈德納（Cory Gardner, R-CO）於美東時間本（108）年 10 月 9 日
聯名撰擬專文刊登在美國「國會山莊報」
（The Hill），呼籲強化臺
美關係並結合理念相近國家共同對抗中國在太平洋區域日益擴張
的影響力。此為首度有我國外交部長與美國聯邦參議員共同聯名
撰擬社論，意義重大。
吳部長及賈德納主席在社論中指出，近期索羅門群島與吉里
巴斯相繼與我國斷交，此絕非孤立個案。過去 3 年來，中國透過
明目張膽的賄賂、華而不實的承諾及債務陷阱，已利誘 7 個臺灣
的邦交國外交轉向。在美中貿易戰、中國經濟趨緩、國際社會愈
加批評中方迫害人權的情形下，中國對太平洋的野心並未收斂，
反而不斷升高。
專文強調，中國近期的擴張舉措已威脅臺灣得來不易的民
主。目前距離臺灣選舉不到 4 個月期間，許多證據顯示北京正在
透過假訊息、經濟抑制、對臺灣國際空間施壓等手法，企圖干預
我國選舉。此與過去三年來中國片面斷絕兩岸官方溝通管道、將
我國排除於國際組織之外、或派遣戰機穿越臺灣海峽等作法有跡
可循，均無益於兩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
吳部長及賈德納主席另說明，中國奪取索羅門群島與吉里巴
斯已對整體印太區域構成安全威脅。臺灣與美國及區域的共享願
景在本質上與中國共產黨互不相容。舉例而言，中國提供不透明
的基礎建設承諾，或是給予特定政治人物誘因，均不符合兩國人
民最佳利益，往往中國人民也反對中國政府的行徑。
社論提及，中國在太平洋擴張影響力使人更加擔憂中方的意
圖是要將太平洋軍事化。中國前已違反習近平 2015 年所作的承
諾，將南海軍事化。中國軍事化的行動對美國、澳洲等所有區域
- 210 -

內自由民主國家構成直接威脅。因此，理念相近國家需要警醒，
並避免在太平洋區域重蹈覆轍。區域內負責任成員共同防止上述
情境發生的最佳方式，即為珍視臺灣在太平洋的存在價值，並且
強而有力地反制中國侵蝕臺灣的所作所為。
吳部長及賈德納主席在文章中表示，美國國會在支持臺灣國
際地位方面向來扮演領導角色，例如參院外交委員會近通過兩黨
一致支持的「臺北法案」
，以及上（107）年 12 月完成立法的「亞
洲再保證倡議法」
，均向國際社會傳達美國將持續阻止中國打壓臺
灣的堅定訊息。專文同時呼籲，確保自由、開放的太平洋符合臺
灣、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共同利益。繼續支持過去數十年來維
護和平穩定的區域秩序，刻不容緩，此刻正是大家皆應採取作為
的時候。
（E）

第 244 號

2019/10/10

荷蘭眾議院全院表決通過支持臺灣國際參與的動議，外交部表達
誠摯謝意
荷蘭眾議院本（2019）年 10 月 8 日下午以壓倒性票數通過執
政聯盟所屬基民黨（CDA）及在野黨政治改革黨（SGP）連署的
修正動議案（Motion）
，籲請荷蘭政府參照美國及澳洲等國公開支
持臺灣的作法，在歐盟架構下尋求各種可行方案，支持臺灣參與
國際組織及相關事務。此為荷蘭眾議院全院表決通過動議，支持
我國參與國際組織及相關事務，極具意義。對荷蘭眾議院以具體
行動展現對我國的高度支持，外交部表示歡迎與誠摯感謝。
荷蘭眾議院不分黨派均關切中國擴張武力，威脅包括臺灣等
週邊國家，認為荷蘭政府應加強與臺灣及其他亞太區域內的國家
進行合作，因此針對荷蘭行政部門的「荷蘭與中國：新的平衡」
報告提出相關動議，其中包含支持臺灣參與國際事務。
上述動議旨在表達荷蘭國會的意向，也彰顯荷蘭民意對中國
近年施展「銳實力」及在各地迫害自由民主人權的高度關切，並
對臺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表達正面支持。未來我方將與荷蘭持
續提升各領域的合作及友好關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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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5 號

2019/10/10

中華民國（臺灣）108 年國慶酒會在臺北賓館隆重舉行，各國政要
及歸國僑胞雲集同賀國慶
為慶祝中華民國（臺灣）建國 108 年，外交部於本（10）月
10 日下午 5 時在臺北賓館舉行國慶酒會，由外交部長吳釗燮夫婦
主持。本（108）年蒞臨酒會重要貴賓包括蔡英文總統、陳建仁副
總統伉儷，以及應邀來臺參加我國國慶活動的瓜地馬拉共和國副
總統卡培拉閣下（Excmo. Sr. Dr. Jafeth Ernesto Cabrera Franco）伉
儷、巴拉圭共和國副總統韋拉斯格斯閣下（Excmo. Sr. Hugo
Adalberto Velázquez Moreno）伉儷、史瓦帝尼王國總理戴安伯閣下
（H.E. Ambrose Mandvulo Dlamini）伉儷、貝里斯副總理法博閣下
（Hon. Patrick Jason Faber）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國會議長柏金
斯閣下（Hon. Anthony Michael Perkins）
、帛琉共和國國務部長馬
緹娜閣下（H.E. Faustina Rehuher-Marugg）
、美國傳統基金會創辦
人佛訥（Dr. Edwin J. Feulner, Jr.）、雙十國慶日本祝賀團、泰國前
參議員暨國會友臺小組主席巴瑟（Hon. Prasert Prakoonsuksapan）
及來參加玉山論壇的貴賓等。
本年國慶酒會結合在地及國際元素，營造四海同歡的氣氛，
並展現臺灣多元文化、包容創新，以及精彩豐富的生命力。酒會
除提供我國各地傳統小吃及美食外，也特別準備亞洲美味、西式
餐點、清真美食及素食等料理。外交部另外也邀請鼎泰豐、臺灣
啤酒、馬祖酒廠、五木拉麵、金門酒廠、金車威士忌酒廠、大稻
埕滷肉飯等臺灣各地知名廠商及店家共襄盛舉。
此外，為突顯「世界美食在臺灣發光」的特色，本年外交部
特別邀集將臺灣在地元素融入西方美食，且在國際競賽中大放異
彩的美食廠商，包括研發臺灣口味的 1982 法式冰淇淋及福灣莊園
巧克力。此外，River & Truck Pizza 特別為國慶設計具臺灣特色的
「蚵仔煎」及「珍珠奶茶」口味的 pizza，均受到國內外賓客的好
評。
外交部在會場佈置上也獨具匠心，本年再度邀請國立臺灣藝
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專技助理教授李尉郎設計本年國慶酒會
會場的主題佈置—「臺灣的禮物」—以突顯節慶的熱鬧歡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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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展現臺灣身為水果王國以及保育原生物種的耀眼成果。禮物盒
內部展示臺灣土地孕育出的特色原生種─臺灣黑熊、臺灣櫻花鉤
吻鮭、臺灣藍鵲與臺灣獼猴，以明亮活潑的色彩勾勒出繽紛活力
的生態樣貌。
「臺灣的禮物」在節奏性的燈光閃耀中，象徵著臺灣
生生不息的生命力並以友善好客之道，帶領國際友人認識多元豐
富、獨一無二的臺灣文化。除主視覺外，特別邀請造型氣球柯男
以繽紛七彩、充滿創意巧思的各類氣球裝飾現場，同時安排互動
氣球與魔術表演秀，增添酒會歡樂氣氛。
為豐富本年國慶酒會表演活動，外交部邀請古典弦樂四重奏
青銳新秀「好聲音弦樂四重奏」
、專長佛朗明哥及探戈舞蹈並結合
現代舞的「精靈幻舞舞團」
、擅長溜溜球結合手繞鈴特技表演的「虎
劇團」及以爵士藍調聞名的「臺北爵士大樂隊青年樂團」等 4 個
表演團體在本年國慶酒會中演出，展現多元表演型態，營造創新
及多元的視覺及聽覺饗宴，引領賓客在喜慶歡樂的氛圍中，共同
慶賀中華民國（臺灣）108 年國慶。
國慶酒會在友邦慶賀團及各國貴賓、各國駐臺使節暨代表、
我國政府中央及地方首長、民意代表及各界佳賓超過 2,500 人的祝
福聲下，於晚間 7 時圓滿結束。
（E）

第 246 號

2019/10/10

教宗方濟各向蔡英文總統申致國慶賀忱，外交部表示誠摯感謝
教廷駐我國大使館日前以外交節略，轉達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致蔡英文總統的國慶賀詞，其中教宗向蔡總統及我國人
申致賀忱，並祈盼全民持續享有繁榮及和平，臺灣人民續獲上帝
豐富的祝福。外交部對此表示誠摯感謝。
我國與教廷邦誼友好，近來臺梵雙方在因應氣候變遷、人口
販運、移工、難民、公共衛生等全球議題開展新的合作方向。此
外，臺灣天主教會及相關民間組織也積極參與各項雙邊合作活
動，天主教會對臺灣社會的無私貢獻有目共賭。上述密切的交流
與合作，均為臺梵關係奠定堅實基礎。
我國駐教廷大使館本（10）月 3 日在梵蒂岡舉行國慶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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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於本（108）年 3 月以教宗特使身分訪臺參加「全國聖體大會」
的教廷萬民福音部部長費洛尼樞機主教（Card. Fernando Filoni）、
教廷外交部長蓋拉格（Paul Gallagher）
、教廷樞機主教團副團長雷
伊（Giovanni Battista Re）等教廷高層、各國使節共襄盛舉。
陳建仁副總統也即將啟程前往教廷，參加本月 13 日教宗方濟
各為已故的紐曼樞機主教等舉行的封聖典禮。陳副總統屆時將代
表蔡總統向教宗致賀，以持續增進臺梵雙邊關係。
（E）

第 247 號

2019/10/13

瑞典外交部向國會提交對中國議題的政策報告，強調依據歐盟整
體策略，應與臺灣持續發展關係，外交部對此表示肯定
瑞典外交部本（2019）年 10 月 2 日向國會提出「對中國相關
議題工作報告」
（Work on issues related to China）
，其中強調依據歐
盟 2016 年「對中戰略報告」
，與臺灣關係應持續發展；外交部對
此表示肯定。
近來我國與瑞典關係持續提升，雙方實質合作領域亦不斷擴
充，例如瑞典首度參與本年 9 月臺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
（GCTF）有關因應假訊息的國際工作坊，彰顯兩國共享民主人權
的普世價值。未來我國將與瑞典持續提升各領域的合作，共同維
護民主體制。
瑞典外交部的「對中議題工作報告」旨在就當前中國在全球
及雙邊事務對瑞典所造成的影響提出完整的評估與建議。報告指
出，瑞典對中政策乃基於 2016 年歐盟所發表的對中戰略報告，盼
能在經貿、環境與公共衛生議題與中國合作，報告也將要求中國
尊重法治、民主、人權、市場進入及以規範為基礎的多邊國際秩
序。報告並表示歐盟遵循「一中政策」
，與臺灣維持的關係則應持
續發展。
「對中議題工作」報告另提及，中國政府情報單位特別針對
中國難民，以及來自西藏、新疆及臺灣的人民與組織機構等，進
行各種滲透及情蒐。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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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8 號

2019/10/14

外交部對日本遭受哈吉貝颱風侵襲表達誠摯慰問
「哈吉貝」強烈颱風本（10）月 12 日至 13 日侵襲日本關東
地區，特大豪雨引發洪水氾濫及土石流，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及
財產損失。
蔡英文總統於 13 日上午特別以日文推文慰問，對日本的災情
表達我國政府誠摯的關懷。此外，外交部也已於第一時間向日本
台灣交流協會表達我方願意提供協助的意願，盼盡綿薄之力，協
助日本災區人民早日重建家園及恢復正常生活。
此次「哈吉貝」風災發生至今，根據駐日本代表處掌握的消
息，尚無我國人傷亡的訊息；針對需要的國人，我駐處並提供領
務與急難救助服務。外交部及我駐日本代表處將持續密切關注後
續的情勢。
（E）

第 250 號

2019/10/17

歐洲議會、德國、法國、英國等國會友臺小組共同倡議的「福爾
摩沙俱樂部」正式成立，外交部至表歡迎
由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及德國、法國、英國三國國會友臺小組
共同倡議的跨國議會平台—「福爾摩沙俱樂部」
（Formosa Club）
於本（2019）年 10 月 16 日下午在歐洲議會舉行成立酒會。值此
中國全面加強對臺灣打壓之際，
「福爾摩沙俱樂部」的成立具有重
要意義。外交部對歐洲理念相近國家擴大對臺灣的支持，表達由
衷歡迎及誠摯感謝。
成立酒會由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 Michael GAHLER、德國國
會友臺小組主席 Klaus-Peter WILLSCH、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
席 Jean-François CESARINI 、法國參議院友臺小組主 席 Alain
RICHARD、英國國會友臺小組榮譽主席 Lord STEEL of Aikwood、
英國國會友臺小組副主席 Ian LUCAS、英國上議院前議長 Baroness
D＇SOUZA 等人代表歐洲議會及上述三國國會友臺小組共同主
持，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代表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出席並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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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上述議會友臺小組的核心成員會後並發布聯合聲明，說明成
立俱樂部的宗旨及目標。現場計有跨黨派歐洲議員、黨團顧問及
議會文官等近百人到場共襄盛舉，場面熱烈，活動甚具意義、順
利成功。
本年 4 月，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首度結合德國、法國及英
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聯名致函「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
長，強調臺灣有能力、也有意願貢獻國際社會，因此呼籲邀請臺
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WHA）年會。跨國議員
們的呼籲也引起其他歐盟會員國的國會議員以具體行動正面響
應。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及德、法、英三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考量
中國打壓民主臺灣力道日增，且已嚴重危及臺海兩岸和平與區域
穩定，因此於本年 7 月共同倡議鏈結歐洲議會及德、英、法三國
國會的友臺小組，成立一個跨國的友臺小組交流平臺。跨國國會
議員希望藉此整合及凝聚各方力量，協助臺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
織及推動其他共同關切議題，進一步深化臺歐盟及臺灣與德、英、
法三國的實質友好合作。
臺灣與歐盟，以及歐盟的會員國共享自由、民主、人權及法
治等普世價值。外交部相信跨國議會平臺將成為國際友臺的重要
核心力量，未來可進一步促進彼此的投資與貿易，深化互惠交流，
強化雙邊合作關係。外交部呼籲全球理念相近國家繼續與臺灣同
行，建立更堅實的夥伴互助關係。
（E）

第 251 號

2019/10/17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拜會捷克參議院，與相關參議員深入交換
意見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於當地時間本（10）月 16 日拜會捷克
參議院，受到友我參議員的盛情接待。徐次長並與捷克參議院外
交國防與安全委員會主席 Pavel Fisher 參議員、兩位副主席 Jan
Sobotka 參議員及 Patrik Kuncar 參議員就中國對臺灣的滲透、中國
鋭實力影響、兩岸關係發展等議題深入交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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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 主席說明臺灣是捷克重要的投資國，協助提升經濟發
展，創造許多就業機會，為捷克重要的合作夥伴，並盼與臺灣在
網路安全領域深化合作。Fisher 主席非常關切兩岸局勢，指出捷克
參議院曾針對中國在捷克投資所造成的潛在貿易風險舉行聽證
會，邀請各方專家學者研討因應對策。
在場的參議員們另盼瞭解中國銳實力的影響。徐政務次長因
此分享其外交實務及學術見解，深入剖析中國略奪式的擴張行為
對兩岸關係及國際秩序所帶來的挑戰。
徐政務次長另強調，臺灣與捷克一樣，堅持民主、自由、人
權的共享價值，兩國因此相知相惜，奠定彼此堅定、深厚的友誼。
徐次長最後感謝捷克國會、捷克政府與民間各界友人多年對臺灣
參與國際組織的支持，未來將繼續強化臺捷兩國的友好夥伴關
係。
（E）

第 252 號

2019/10/18

我國祝賀馬紹爾群島當選聯合國人權理事會成員國
我太平洋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於本（2019）年 10 月 17 日
當選聯合國人權理事會（UNHRC）成員國，擔任亞洲太平洋區域
四席代表之一，中華民國政府特別申致賀忱，樂見此正面發展。
馬紹爾群島當選實至名歸，有助於落實全球人權事務的各項目標。
馬紹爾群島與我國同為堅持人權、法治價值的民主國家，更
是與臺灣長久以來相互扶持的堅實友邦。我國高度歡迎並支持馬
國獲選為聯合國人權理事會成員。我國期待未來臺馬雙方持續深
化在聯合國體系的合作，協助臺灣有意義參與聯合國專門機構與
相關會議，對全世界的人權維護工作做出貢獻。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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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3 號

2019/10/18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行政部門致函美國 500 大企業鼓勵強化與臺
灣往來
美國國務院、商務部及農業部本（10）月初聯名致函美國 500
大企業，強調臺美夥伴合作緊密友好，並鼓勵美國企業加強與我
國的貿易及投資關係，外交部表達誠摯感謝。
臺灣外交處境日趨艱難，來自中國的打壓也從未停歇。中國
除誘奪我國邦交國、杯葛我國參與國際組織，更鎖定民間企業及
美方友我人士做出符合中方政治思想的表述。例如近期要求我國
內飲料連鎖店、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BA）
、國際精品迪奧（Christian
Dior）等跨國企業公開表態，擁護中國官方立場。若拒絕屈服中方
要脅時，中國則施以報復手段。例如，美國聯邦眾議員馬隆尼（Sean
Maloney）曾於 10 月 13 日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發
表文章指出，中國曾威脅馬隆尼拒發簽證，要求取消訪臺計畫。
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且積極貢獻分享的一員，我國始終致力
維持兩岸及區域的和平穩定，捍衛民主自由制度，爭取臺灣更寬
廣的國際空間。臺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發展等成就已普
遍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無論中國採取任何手段，威脅恐嚇他國
屈從中國虛妄的政治主張，僅將引起臺灣人民對中國政府的反
感，以及國際社會對臺灣更強而有力的支持。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政府對北京霸凌臺灣及施壓國際企業的
不當舉措一再挺身相助。除了此次致函美國 500 大企業外，美國
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及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
理部長薛瑞福（Randy Schriver）也在 10 月 16 日聯邦參議院外交
委員會亞太小組聽證會上特別關切中共對臺灣的施壓及霸凌威脅
情形，並重申美國將持續支持臺灣。
我國政府也再次呼籲全球理念相近國家團結一致，正視中國
政府以政逼商問題的嚴重性，以及中方持續干擾全球各地國際企
業及國際航空公司的自主營運。自由民主國家應攜手合作，以具
體的行動抑制中國侵略性的蠻橫行徑不斷擴張。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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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4 號

2019/10/18

外交部歡迎美國繼續指定我國為免簽證計畫成員
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本（108）年 10 月 15 日致函台灣美
國事務委員會，通知美國繼續指定我國為「免簽證計畫」（Visa
Waiver Program, VWP）成員，外交部對此表示歡迎。
美國對 VWP 成員定期進行審查，以確保成員均持續執行主要
的安全及資訊交換規定，共同合作防制潛在的恐怖主義威脅，並
加強國際飛航安全。我國在 101 年 11 月正式成為美國 VWP 成員
後，美國曾在 103 年派員來臺灣訪察，104 年通知我國續為 VWP
成員。
外交部為確保國人繼續享有赴美免簽證待遇的便利，持續進
行跨部會協調與合作，以確保符合美方的審查標準。美國已正式
通知我方繼續獲得指定 VWP 成員的資格，此一重要成員身分的延
續，是我國政府與全民的共同努力，也彰顯臺美促進雙方人民交
流與強化執法合作的努力成果。
外交部未來將持續與各部會協調合作，並期盼國人以免簽證
方式赴美國時，能夠持續展現優質的國民素養，讓這項便利待遇
未來能夠順利延續。
（E）

第 255 號

2019/10/19

2019 年推動參與國際刑警組織獲得空前強勁的國際支持，外交部
深感鼓舞並表達誠摯感謝
「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第 88 屆大會已於本（10）月
18 日閉幕。我國雖然再度因為政治因素而未能獲邀以觀察員身分
與會，但我案獲得前所未有的國際支持，充分證明我爭取參與
INTERPOL 的訴求既正當又合理，也顯示越來越多國家對於
INTERPOL 基於政治考量，將臺灣排除於全球治安網絡外，感到
不滿。外交部由衷感謝友邦及理念相近國家秉持專業，發揮道德
勇氣，為我發出正義之聲；並強調將再接再厲，繼續秉持「專業、
務實、有貢獻」的原則，與內政部等相關單位密切合作，爭取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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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際支持。
友邦對我案的堅定支持令人感動。本（2019）年計有貝里斯、
史瓦帝尼、瓜地馬拉、海地、宏都拉斯、馬紹爾群島、巴拉圭、
諾魯、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聖露西亞及聖文森等 11 友邦為我
致函 INTERPOL 主席金鍾陽，促請邀我以觀察員身分與會。貝里
斯、瓜地馬拉、馬紹爾群島、諾魯、帛琉、吐瓦魯、克里斯多福
及尼維斯與聖露西亞 8 友邦的警政高層官員還特別錄製短片，表
達對我案的支持。另外，貝里斯、史瓦帝尼、瓜地馬拉、宏都拉
斯、巴拉圭、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 6 友邦的與會代表更接連在
大會中強力為我執言，嚴正呼籲為確保全球執法無漏洞，應將臺
灣納入 INTERPOL。這是自臺灣於 1984 年被迫退出 INTERPOL
以後，首次在大會中出現如此強勁的友我聲音，深受矚目，有效
增進 INTERPOL 社群瞭解及正視臺灣所遭受的不公平待遇。
理念相近國家本年對我案的支持也更勝以往，對其它國家將
具示範效果。美國務院代理亞太助卿 Patrick Murphy、國組局助卿
Jonathan Moore、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處長酈英傑（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及發言人孟雨荷（Amanda Mansour）都曾公開
表達對臺灣爭取參與 INTERPOL 的堅定支持。此外，美國、日本、
英國、德國及澳大利亞 5 國駐臺機構也分別以在其官方臉書轉推
友邦所錄製的短片，以及轉貼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黃明
昭專文等方式，明確表達支持我案的立場。美、德駐臺機構更嚴
正指出，將執法政治化，只會助長犯罪。
在各國立法部門方面，總計有超過 14 國、140 位相關國家國
會議員以多元方式表達對我案的支持。美國聯邦眾議院首先在本
年 5 月以 414 票贊成，無人反對的壓倒性多數通過「臺灣保證法」
（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
，重申美國的既定政策是支持臺灣
參與包括 INTERPOL 在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亞太小組成員匡希恆（John Curtis, R-UT）等 47 位跨黨派聯邦眾
議員也在 9 月聯名致函美國司法部長及國務卿，要求行政部門採
具體作為協助臺灣參與 INTERPOL。英國「臺英國會小組」共同
主席下議員伊凡斯（Nigel Evans）及上議員羅根（Lord Rogan）則
發表聯合聲明，呼籲 INTERPOL 邀請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本年
大會。此外，智利、德國、宏都拉斯、匈牙利、義大利、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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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馬紹爾群島、墨西哥、荷蘭、西班牙及土耳其共 12 國的國
會議員則首度以致函、通過決議或公開聲明等方式，表達對我爭
取參與 INTERPOL 的支持。
為使國際社會更加瞭解臺灣參與 INTERPOL 的訴求及急迫
性，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黃明昭發表題為「打擊跨國犯
罪，不能沒有臺灣：一個更安全的世界－臺灣可提供協助」的專
文，共獲得 49 家重要國際媒體刊登，以及 29 篇相關報導，將我
案專業務實的訴求廣向國際傳達。
對於中國代表在會中誆稱，臺灣是中國領土的一部分，無權
取得觀察員地位，臺灣向 INTERPOL 提出的通聯請求，皆可透過
北京中央局直接溝通等不當說法，外交部予以嚴正駁斥，並譴責
中方刻意誤導國際視聽的惡劣做法。外交部重申：臺灣不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臺灣不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是不爭的事實，
只有經民主程序選出的臺灣政府才能在國際間代表臺灣 2,300 萬
人民。有關臺灣參與 INTERPOL 的相關安排，中國無權、也沒有
立場過問或介入。
外交部強調，INTERPOL 的任務既然是建構一個「更安全的
世界」
（a safer world）
，就不應排除任何警察機關。身為國際社會
重要的利害關係者，臺灣絕對有意願及能力做出貢獻（Taiwan can
help）
。誠如剛當選連任的 INTERPOL 秘書長 Jürgen Stock 在本年
大會致詞時所說的，面對持續變動的威脅環境，強大且中立的
INTERPOL 至為重要。外交部籲請 INTERPOL 應以其確保及增進
所有警政機關間互助的宗旨為念，落實其憲章第三條的規定，停
止從事如排除臺灣參與等具政治性質的行動，儘速尋求適當方式
接納臺灣完整參與其會議、機制、訓練與活動，無礙使用「I-24/7
全球警察通訊系統」
，以及包括「遭竊與遺失旅行文件系統」在內
的 17 個資料庫；唯有如此，才能確保全球警察網絡沒有缺口及漏
洞。
（E）

- 221 -

No.255

October 19, 2019

MOFA greatly appreciative of, encouraged by unprecedented level
of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this yea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presses sincere gratitude to diplomatic allies and like-minded
countries for adhering to professional principles and showing moral
courage in voicing firm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whose 88th General
Assembly concluded on October 18.
Even though Taiwan did not receive an invitation to attend this year’s
General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as a result of political factors, it
garnered unprecedented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underlining that its appeals are appropriate and
reasonable and that an ever growing number of countries are
displeased with its exclusion from the global law enforcement
network. MOFA reiterates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staunchly promote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a professional, pragmatic and constructive
manner, and collaborate closely with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other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to gain further back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extensive support provided by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 was
very encouraging. Belize, Eswatini, Guatemala, Haiti, Honduras, the
Marshall Islands, Nauru, Paraguay,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aint
Lucia, and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sent letters to
INTERPOL President Kim Jong Yang, urging him to invite Taiwan to
attend the General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In addition, high-level
police officials from Belize, Guatemala, the Marshall Islands, Nauru,
Palau,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Saint Lucia, and Tuvalu produced
a short video to endorse Taiwan’s bid.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Belize,
Eswatini, Guatemala, Honduras, Paraguay, and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delivered forceful statements at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f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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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aiwan, solemnly calling on INTERPOL to include Taiwan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no gaps exist in the global law enforcement network.
Indeed, this marked the first time since Taiwan was forced to
withdraw from INTERPOL in 1984 that voices in support of Taiwan
were so clearly heard at the General Assembly. This drew considerable
attention, enhancing the INTERPOL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unfair treatment of Taiwan and pushing it to take this issue
seriously.
This year, like-minded countries were also much more explicit than in
the past in backing Taiwan’s involvement, setting an example for other
nations as well. Then US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Patrick Murphy, 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 Jonathan Moore,
Director of the Taipei Offic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
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 and AIT spokesperson Amanda Mansour
publicly expressed firm support for Taiwan’s bid to participate in
INTERPOL. Moreover,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Taiwan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Australia
clearly conveyed support for Taiwan’s campaign by sharing the
aforementioned short video made by diplomatic allies as well as an
op-ed written by Commissioner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Huang Ming-chao on their respective official Facebook pages. The US
and German representative offices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politiciz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only serves to aid crime.
Meanwhile, 140 parliamentarians from 14 countries used diverse
methods to back Taiwan’s campaig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the 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 in May this
year with 414 votes in favor and none against, reiterating US policy of
advocating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INTERPOL. Meanwhile, 47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al
aisle—including John Curtis (R-UT), Member of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ent a joint letter to the US Secretaries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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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ate demanding tha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take concrete
action to assist with Taiwan’s INTERPOL participation. The Cochairs
of the British-Taiwanese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Nigel Evans
MP and Lord Rogan—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calling on INTERPOL
to invite Taiwan to attend this year’s General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Also, parliamentarians from Chile, Germany, Honduras, Hungary,
Italy, Japan, Korea, the Marshall Islands, Mexico, the Netherlands,
Spain and Turkey for the first time endors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through letters, resolutions or public statements.
To giv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eals and urgency of Taiwan’s bid for INTERPOL participation,
Commissioner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Huang
Ming-chao wrote a special op-ed referred to above, entitled “Taiwan
cannot be absent from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transnational crime,”
which was republished by 49 important media outlets and featured in
29 reports, amplifying Taiwan’s professional and pragmatic requ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FA criticizes the false statements at the General Assembly made
by China’s representative, who inappropriately said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has no right to Observer status, and can submit
Notices to Interpol through the Beijing National Central Bureau.
Indeed, MOFA condemns China’s deplorable effort to deliberately
mislea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MOFA once again reiterates the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 not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ly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of Taiwan can represent
the 23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China has
no right, and is in no position, to question or interfere with
arrangements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POL.
MOFA emphasizes that no police agency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INTERPOL,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organization’s self-defined
mission to build a safer world. As a key stakehol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 is exceedingly ready and will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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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As the recently reappointed INTERPOL Secretary-General
Jürgen Stock said at this year’s General Assembly, a strong, neutral
INTERPO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o address evolving security
challenges. MOFA urges INTERPOL to adhere to its mission of
ensuring and advancing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all police agencies
worldwide; abide by Article 3 of its Constitution; halt actions of a
political nature such as excluding Taiwan; formulat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ensure Taiwan’s full participation
in its meetings, mechanisms, training activities and other events; and
allow Taiwan to access the I-24/7 global police communications
systems as well as 17 databases including the Stolen and Lost Travel
Documents database.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at no gaps exist
in the global police network. (E)

第 259 號

2019/10/21

外交部竭誠歡迎「國際基督徒海事協會」首次在臺灣舉辦世界會
議
「國際基督徒海事協會」
（ICMA）在本（108）年 10 月 21 至
25 日首次在臺灣舉辦第 50 週年、第 11 屆世界會議，國際明愛會
主席塔格雷（Luis Antonio Gokim Tagle）樞機主教也受邀出席，展
現我國與天主教及基督教教會在海事人道領域合作交流的具體成
果。外交部對 ICMA 在臺灣舉行世界會議表示誠摯歡迎。
ICMA 於 1969 年成立，會員包括全球各地的天主教、基督教
教會或團體。ICMA 長年積極投入爭取各國海員的福利，在促進
保障海員漁民權益等領域，具有積極正面的影響力。ICMA 提供
各國船員及漁工人道救援與心靈關懷，不分國籍、宗教、性別或
種族差別。
我國政府致力改善外籍船員權益與勞動環境品質，已先後發
布實施相關法令，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臺歐盟近年持續透過諮
商管道討論移工及漁工權益問題。歐洲經貿辦事處前處長馬澤璉
（Madeleine Majorenko）曾在本年 5 月「漁工工作及生活條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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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會」表示，臺灣在維護外籍漁工權益等問題已有快速進展，並
認為臺歐盟在維護漁工人權問題上，是志同道合的理念相近夥
伴。此外，我國政府於本年 7 月舉辦「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
，
深入探討人口販運議題，以及如何促進保障及落實漁工的應有權
益。
蔡英文總統在今年 10 月全國漁民節慶上強調，政府必會做漁
民的後盾、將繼續全力協助保障漁民權益。未來我國政府將持續
以具體的行動，對國際海事領域議題做出具體貢獻。
（E）

第 261 號

2019/10/23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加拿大政府順利完成聯邦大選
加拿大於本（2019）年 10 月 21 日舉行聯邦大選，全面改選
眾議院 338 個席次。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對加拿大聯邦大選順利
成功申致賀忱。
臺灣與加拿大同享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普世價值，雙
方近年來在貿易、投資、文化、教育、科技等諸多領域的交流合
作日趨緊密，在推動應對氣候變遷挑戰、兩性平權、同性婚姻及
原住民權益等議題上志同道合。此外，加拿大也支持臺灣有意義
參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國際組織。
我國政府期盼在既有的良好基礎上，繼續與加拿大政府合作，深
化雙方在各領域的互利友好夥伴關係。
（E）

第 263 號

2019/10/25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演說提及民主臺灣展現更好
的途徑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於美東時間本（10）月 24 日
在華府智庫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發表重要演說，特別提及
美國與臺灣站在一起捍衛得來不易的自由，肯定臺灣在世界經貿
具舉足輕重的地位，且為華人文化與民主的明燈。外交部對於彭
斯副總統代表美國政府展現對我國的一貫堅定支持表達誠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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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彭斯副總統在演說中也嚴正關切中國當局迫害宗教自由與人
權，竊取智慧財產權及個資，以軍事行動挑釁區域及鄰國，並透
過支票外交奪取臺灣邦交國以及壓迫我國民主體制。彭斯副總統
強調，國際社會必須記得與臺灣交往將維護臺灣及區域和平；美
國永遠相信臺灣擁抱民主為所有華人展現更好的途徑。此外，彭
斯副總統也再度重申美方信守「臺灣關係法」
。
外交部誠摯感謝美國政府不斷公開為臺灣仗義執言，並以具
體行動展現對臺海安全及區域和平的重視。無論中國採取任何手
段在國際社會打壓臺灣，我國政府絕不會退卻，並將持續在既有
良好基礎上與美國及理念相近國家攜手合作，並善盡區域成員的
責任，共同捍衛民主制度及區域內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E）

第 267 號

2019/10/28

外交部順利舉辦「2019 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培訓計畫」在臺階段
課程開訓典禮
外 交部 政 務 次長 兼 外交 及 國 際 事 務學 院 院長 徐 斯 儉 於 本
（108）年 10 月 28 日在外交學院主持 2019 年「第 7 屆太平洋島
國青年領袖培訓計畫」（2019 Pacific Islands Leadership Program
with Taiwan，PILP）在臺階段的課程開訓典禮，包括帛琉共和國、
吐瓦魯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諾魯共和國等太平洋島國與美國、
紐西蘭、巴布亞紐幾內亞等駐臺使節及代表與會，共同歡迎來自 8
個太平洋島國的 13 位青年領袖。
外 交 部 徐 政 務 次 長 、 帛 琉 駐 臺 大 使 歐 克 麗 （ Dilmei L.
Olkeriil）
、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政治組組長 Brad S. Parker 及
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領導計畫資深經理
Christina Monroe 等貴賓致詞時，強調計畫的重要性與意義，並對
參訓學員多所勉勵。部分學員穿著本國傳統服裝進行自我介紹
時，特別感謝臺美共同辦理本項計畫提供參訓學員難得的研習機
會。
本年「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培訓計畫」於 10 月 26 日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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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在臺灣進行為期 6 週的訓練課程。該計畫是由美國國務院倡
議，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與「東西中心」於 101 年 12 月 13
日在臺灣簽署瞭解備忘錄，每年在夏威夷及我國進行共約 3 個月
的訓練課程。因成效良好，外交學院與「東西中心」於 106 年 10
月 25 日簽署 5 年期的新瞭解備忘錄。總計自 102 年至 107 年已培
訓 144 位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
計畫在臺課程除介紹我國國情、對外關係及區域情勢，另配
合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及太平洋島國共同關注重點，
安排包括永續發展、綠能、環保、水資源、職業訓練、海事、原
住民、農業、漁業、資通訊及科技、婦女、文化、醫衛及 NGO 等
議題課程，透過講座、拜會及參訪等多元安排，協助參訓者深入
瞭解臺灣並與我國各界人士意見交流。
「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培訓計畫」自 102 年執行以來，已逐
漸成為太平洋島國地區最具代表性的領袖培訓計畫之一，充分彰
顯臺美關係緊密友好，以及兩國共同落實推動太平洋島國地區永
續發展的決心。青年領袖培訓計劃為臺灣、美國與太平洋島國樹
立多方的良好合作典範。
（E）

第 268 號

2019/10/29
外交部長吳釗燮率團訪問巴拉圭

外交部長吳釗燮夫婦於本（108）年 10 月 29 日至 31 日偕我
國農牧及綠能考察團訪問我南美洲友邦巴拉圭共和國，並拜會巴
國政要與當地相關產業協會代表等。吳部長此行率團赴訪巴拉圭
將進一步深化臺巴邦誼及既有的合作關係。
吳部長等人訪問巴拉圭期間將晉見巴國總統阿布鐸（Mario
Abdo Benítez）、與外交部長里巴斯（Antonio Rivas）共同主持政
治磋商會議，以及拜會國會議長亞諾（Blas Llano Ramos）並就強
化雙邊合作等共同關切事項深入交換意見。此外吳部長另將與巴
國鄉村協會（Asociación Rural del Paraguay, ARP）等重要商會組織
幹部商議如何持續深化彼此在經貿領域的交流及合作關係。
臺灣與巴拉圭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兩國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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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建設、公共衛生、教育、農業科技及中小企業創新輔導等領域
合作密切、成果豐碩，雙邊關係緊密友好。
（E）

第 269 號

2019/10/30
第 44 屆臺日經濟貿易會議在日本東京舉行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已於本（108）年 10
月 29 日至 30 日在日本東京舉行第 44 屆臺日經濟貿易會議，由臺
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及日本台灣交流協會會長大橋光夫分
別擔任臺日雙方代表團團長。
會中雙方就經濟貿易等議題廣泛交換意見，會後兩會會長並
簽署「臺日專利審查高速公路（PPH）相互合作備忘錄」
、
「臺日設
計專利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相互合作備忘錄」、「臺日環境保
護交流與合作瞭解備忘錄」及「臺日間促進進出口有機食品合作
備忘錄」等 4 項協議。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將秉承上述會議的成果，繼續與日本台灣
交流協會共同努力，進一步擴大臺日經貿交流與合作，全面促進
雙方各項關係更加緊密並持續向前發展。
（E）

第 270 號

2019/10/30

第 3 屆臺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將在東京舉行
第 3 屆臺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訂於本（108）年 10 月 31
日在日本東京舉行。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日本台灣交流協會為推動臺灣與日本雙
方企業於第三地市場的經貿合作，於上（107）年 6 月成立第三國
市場合作委員會的平臺，並在東京舉行首屆會議。第 2 屆會議已
於去年 11 月在臺北舉行後，本（第 3）屆會議於本年 10 月 31 日
在東京緊接著第 44 屆臺日經貿會議之後召開，由臺灣日本關係協
會會長邱義仁與日本台灣交流協會會長大橋光夫分別擔任臺日雙
方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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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委員會將持續就臺日企業在第三地有可能進行合作的市
場及產業合作交換資訊，盼能對臺日企業在第三地的合作關係建
構有利環境。
（E）

第 271 號

2019/10/31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於 108 年 11 月 5 日至 7 日率團訪問吐瓦魯
國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訂於本（108）年 11 月 5 日至 7 日率
團訪問我太平洋友邦吐瓦魯國，期間將會晤代理總督邰樂喜（H.E.
Teniku Talesi）
、新任總理拿塔諾（Hon. Kausea Natano）
、副總理陶
敏德（Hon. Minute Taupo）
、外交部長柯飛（Hon. Simon Kofe）等
多名內閣部長，並將視察我國技術團所建的「友誼農場」
。
此行是吐國新任內閣就任後我國官員首次派團赴訪，對兩國
邦誼具有重要意義。吐瓦魯國今年 9 月舉行國會大選，一共選出
16 名國會議員，之後再由國會議員投票選出新任總理並完成組閣。
中華民國（臺灣）與吐瓦魯國建交 40 週年，兩國高層互訪頻
繁。吐國為我國忠實友邦，長年在國際場域積極助我。多年來我
與吐國在醫療衛生、能力建構、潔淨能源、農業合作等領域合作
密切、成果豐碩，深獲吐國朝野及人民一致肯定與讚揚。（E）

第 272 號

2019/10/31

第 3 屆臺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順利在日本舉行
由臺灣日本關係協會與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共同舉辦的「第 3
屆臺日第三國市場合作委員會」已於本（108）年 10 月 31 日在日
本東京舉行。
本次會議由臺灣日本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與日本台灣交流協
會會長大橋光夫分別擔任臺日雙方團長，會中就臺日企業在第三
國可能進行合作的市場及產業領域廣泛交換意見。
本委員會由兩協會及臺日雙方經貿相關機關共同參與，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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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報告迄今的具體成果，在第三國市場的海洋污染處理、環保、
防災人才培育等議題上，已有具體進展，今後雙方將研議如何更
進一步加強合作。
臺日雙方均盼能透過研討會及企業交流等活動，建構臺日企
業合作開拓第三地市場的有利環境，並將持續致力強化臺日間的
經貿合作關係。
（E）

第 273 號

2019/10/31

外交部歡迎土耳其將我國人電子簽證提昇為多次入境，改善我國
人簽證待遇
駐臺北土耳其貿易辦事處於本（108）年 10 月 30 日通知外交
部，土耳其政府自本年 10 月 26 日起，進一步改善給予我國人電
子簽證（e-visa）的待遇，由單次入境提昇為多次入境，凡持用我
國普通護照的國人，倘符合申請要件，即可免費獲發效期 6 個月、
多次入境、停留期限 1 個月的土國電子簽證。外交部對於土耳其
此項進一步的簽證便利措施表示歡迎。
為深化臺土兩國人民交流往來，我國與土耳其自 102 年 5 月
15 日起，開始實施互予落地簽證及電子簽證待遇，接續推動臺土
互免簽證費用，上述措施實施至今成效良好，雙方人民往來均顯
著成長，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料，我國每年約有 9 萬人次赴
土耳其，土耳其已成為我國人旅遊、洽商及中轉歐洲、非洲各國
的熱門地點。
外交部將秉持互利互惠原則，在臺土兩國現有互信基礎上，
持續提昇我國人簽證待遇，並促進雙邊各領域合作交流，強化兩
國實質友好關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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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4 號

2019/11/03

泛歐自由黨派聯盟年會通過決議案譴責中國企圖影響我國大選，
呼籲歐洲支持臺灣對抗假訊息以維護民主，外交部對此表示肯定
與感謝
「泛歐自由黨派聯盟」
（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 ALDE Party）於本（2019）年 10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希臘
雅典召開年會，並於會後通過「加強歐洲因應中國崛起的能力」
（Improving Europe＇s capabilities to address the rise of China）決議
案，內容包括關切中國干涉臺灣內部事務，甚至企圖顛覆臺灣民
主，不顧臺灣民意，以遂行其終統的目標。決議案的通過，彰顯
臺歐共享民主自由的價值，以及雙方合作維護民主體制的重要，
外交部對此表示肯定與感謝。
決議案也譴責中國企圖影響我國明（2020）年 1 月的總統大
選，同時呼籲歐洲以專業經驗，支持臺灣對抗假訊息，以確保選
舉結果反映真實的臺灣民意。決議案並指出，中共以國家資本主
義及一黨專政制度，企圖在西方民主開放社會建立另類模式。
「泛
歐自由黨派聯盟」另關切中共迫害人權、香港及新疆情勢、中國
透過「一帶一路」相關投資擴大在巴爾幹地區及歐盟內部的影響
力。聯盟因此呼籲歐盟及會員國對中國採取一致的政策，以維護
人權、法治及自由社會的市場經濟體制。
「泛歐自由黨派聯盟」是由 67 個歐洲各國自由或民主派政黨
所聯合組成，目前在歐洲議會為第三大政治勢力，其中包括即將
出任歐盟理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所屬的政黨，甚具
影響力。
近年來中國持續透過「一帶一路」及相關統戰工作，對外輸
出中國的專制統治思維、影響民主社會運作，已引起歐洲主流民
意的高度關切。外交部將持續與歐洲理念相近夥伴深化合作，共
同維護共享價值與利益。
（E）
決議案原文連結：
https://www.aldeparty.eu/news/congress-adopts-resolutions-range
-policy-area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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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5 號

2019/11/08

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台北市美國商會資深總監沙蕩睦誼外交獎章
外交部長吳釗燮本（11）月 8 日下午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台
北市美國商會（AmCham Taipei）資深總監兼「工商雜誌」
（Taiwan
Business TOPICS）總編輯沙蕩先生（Don Shapiro）
，以表彰沙蕩先
生長年對於推動臺美雙邊關係及我國經貿發展的卓越貢獻。
吳部長致詞時指出，沙蕩先生來臺灣定居將近 50 年，不僅是
一位傑出的記者，善於分析與敘事，讓國際間注意到臺灣的民主
自由與社會蓬勃發展，更是一位堅定支持臺灣的朋友，他已經連
續 18 年參加台北市美國商會的代表團訪問美國華府，積極傳達深
化臺美經貿關係的訴求，其對臺灣的情誼令人感佩。
吳部長也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感謝沙蕩先生長年對增進臺美
關係的卓越貢獻，也希望沙蕩先生未來持續協助深化臺美合作夥
伴關係，促進雙方民間和商務的深度交流。
沙蕩先生原籍美國，1971 年來臺灣定居至今近 50 年。自 1971
年到 2001 年間，曾擔任美國「紐約時報」及「時代雜誌」駐臺記
者，曾針對我國民主轉型、國會沿革及司法改革等發表大量專文。
自 2002 年起，沙蕩先生擔任台北市美國商會月刊「工商雜誌」總
編輯，針對臺灣商業環境進行深度評析，並身兼年度「台灣白皮
書」
（Taiwan White Paper）主編，對我國政府的經貿施政提出諸多
建言。（E）

第 280 號

2019/11/19

義大利威尼斯市遭遇重大洪災，外交部向義方表達關心並樂願提
供協助
近日義大利北部威尼斯市遭遇 50 餘年來最嚴重的洪災，許多
重要人文資產及歷史建築因此遭到損害。外交部已於第一時間透
過義大利駐臺機構，以及我駐義大利代表處向義方表達我國政府
的關心，以及樂願與威尼斯市等相關團體合作，就後續的重建工
作提供可能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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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為我國人旅遊勝地，我駐義大利代表處與當地的僑胞
及留學生保持聯繫，表達關心與慰問。外交部同時提醒國人注意
威尼斯市的災情發展，並維護自身旅遊安全。
（E）

第 281 號

2019/11/20

臺灣、美國、日本、澳洲在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下共同辦理「印
太區域良善能源治理研討會」
為強化印太地區國家在能源方面良善治理的能力與合作，外
交部、經濟部、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日本台灣交
流協會及澳洲辦事處訂於本（108）年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臺北
共同舉辦 2019 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
（GCTF）－「印太地區
良善能源治理研討會」。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經濟部長沈榮
津、AIT/T 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
、日本台灣交流協會代
表泉裕泰（Izumi Hiroyasu）及澳洲辦事處代表高戈銳（Gary Cowan）
皆出席開幕典禮並致詞。
徐政務次長致詞時表示，本次為澳洲首度共同舉辦 GCTF 活
動，甚具意義，我國歡迎更多理念相近國家在 GCTF 下共同合作。
本次主題響應美國印太戰略，強調在能源領域的「良善治理」
（good
governance），對實現自由、開放且繁榮的印太地區具有重要性，
期望各國與會人士在這三天研討會中，發現新觀點、建立新夥伴
關係，以共同解決當前在能源方面面臨的挑戰。
本次活動有來自日本、澳洲、印尼、巴布亞紐幾內亞、越南
等印太地區 13 個國家、共 25 位專責能源議題的政府官員及專家
學者與會，並邀獲美國能源部主管亞洲及美洲事務副助理部長
Elizabeth Urbanas 發表專題演講。
GCTF 自 104 年 6 月成立至今，共邀請來自 38 國、超過 430
位代表來臺灣參加相關活動。此次研討會為第 22 場 GCTF 工作
坊，也是 GCTF 第二度就能源議題舉行國際研討會。各國將透過
政策剖析及實務經驗分享，提升印太地區能源良善治理的能力並
深化彼此合作。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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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4 號

2019/11/23

教宗方濟各於飛越我國飛航情報區時向蔡總統及我國人民發電致
意
經 外 交 部 洽 請 交 通 部 民 航 局 的 協 助， 教 宗 方 濟 各 （ Pope
Francis）由泰國出發的專機，於本（11）月 23 日下午順利飛越我
國飛航情報區前往日本，以繼續進行聖座此次亞洲牧靈之旅。
教宗在專機飛越我國期間，並向蔡英文總統及我國人民發電
致意。教宗訊息略以：
「中華民國（臺灣）蔡英文總統閣下，值此
本人赴日本途中飛越臺灣空域之際，謹向閣下及您的國人致以誠
摯問候，並願向您保證本人為所有臺灣人民祈禱，期盼豐盛的和
平祝福臨到」
。
蔡總統亦即透過我國航管單位回覆電文，代表我國人民及政
府，歡迎教宗專機順利飛越我國飛航情報區，感謝教宗誠摯問候
及祝福，謹祝教宗訪日牧靈順利，天主保佑吾人。
（E）

第 286 號

2019/11/24

對於若干在野黨人士在王立強ㄧ案惡意中傷外交部，外交部深表
遺憾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於本（108）年 10 月 28 日上午接受澳
洲媒體 Nine 傳媒專訪，旨在說明我國在太平洋的邦交情勢與中國
銳實力議題；訪談當中並未觸及王立強案，而是對於中國在太平
洋地區侵略性的擴張作為，以及在國際間對臺灣的外交打壓進行
整體性的論述。澳洲媒體是在事後剪製時，配合 11 月 22 日發生
的王立強案等時事議題，連貫剪輯後於 11 月 24 日播出。
若干政治人物不明究理，無視國際媒體專訪的事先安排與事
後剪輯均需經多個月籌備，蓄意本末倒置，不僅在個人臉書惡意
栽贓外交部的政務次長，更企圖抹黑政府事先知情共諜案等。對
於此類顯然出於選舉政治動機、昧於事實、邏輯混亂的謬論，外
交部深感遺憾，也籲請相關人士自重，應以臺灣整體國家安全為
己念，屏棄特定政黨的偏見、猜忌與狹隘眼光。此外，外交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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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呼籲各界，在擅自對外發表有關外交專業議題之前，歡迎先
與外交部聯繫與求證。
（E）

第 287 號

2019/11/25

外交部對於澳洲蒙納士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家博的辭世至感不捨與
哀悼
澳洲蒙納士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家博（Dr. J. Bruce Jacobs）因病
辭世，外交部至感不捨與哀悼。我駐墨爾本辦事處總領事林起文
本（25）日也代表我國政府前往家博教授府上致哀與慰問。家博
教授是支持臺灣民主的堅貞友人，長期關注我國民主政治的發
展，並多次於演說中肯定臺灣在民主改革的進展與成果。多年來
家博教授對於推動臺澳雙邊關係不遺餘力，因此外交部長吳釗燮
於上（2018）年特別代表蔡英文總統頒發大綬景星勳章予家博教
授，以表彰其長年努力與卓越貢獻。
家博教授曾於 1965 年至 1966 年間在臺灣大學文學院進修研
究，發表大量有關臺灣的著作與文章，並多次受邀在國際重要智
庫及學校進行演說，高度肯定臺灣在民主改革取得的進展與成
果，對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民主發展歷程的深入瞭解極具助益。
對於家博教授的逝世，外交部深感不捨；但家博教授的精神、
各項建議與對臺灣國際參與的支持，將會持續引導臺灣，做為我
國在國際間堅定捍衛自由民主價值的重要力量。
（E）

第 288 號

2019/11/29

外交部對於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辭世深表哀悼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於本（2019）年 11 月 29 日在東京辭
世，享嵩壽 101 歲，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哀悼。中曾根前首相是
日本現代政治史上偉大政治家之一，擔任首相期間致力加強美日
安全保障體制等政策，對維護區域穩定具有重要貢獻。中曾根前
首相也長期關注兩岸關係及臺灣情勢，他曾呼籲中國擱置對臺用
武的主張，放棄武力統一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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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前首相曾於「臺日論壇 2005 年東京會議」表示，對臺
灣人民五十年來追求獨立與尊嚴的精神由衷敬佩，也希望臺日良
好關係能永遠持續。中曾根前首相所創辦的智庫「世界平和研究
所」至今也持續與我國相關智庫密切交流。
對於中曾根前首相的逝世，外交部深表哀悼；深信中曾根前
首相的精神及相關建議將會持續指引亞太地區邁向和平，並做為
我國在國際間堅定捍衛自由民主價值的重要力量。
（E）

第 289 號

2019/12/02
第四屆「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順利舉行

第四屆「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會議於本（108）年 12 月 2
日在臺北召開，我方由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外交部、科技部、海
洋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國家海
洋研究院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等機關派員組團與會，日方
由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外務省、海上保安廳、水產廳及文部科學
省等機關人員出席。
本次會議臺日雙方就海上安全合作、海洋科學調查、漁業領
域合作、海洋廢棄物處理合作、海洋相關學術交流等共同關切事
項，坦誠交換意見，雙方咸認今後持續對話至為重要。關於「沖
之鳥」議題，雖然雙方認知仍有差距，但同意在維持漁船作業秩
序及臺日穩定關係的前提下，持續進行溝通，以期臺日漁業合作
關係能有進一步進展。
在漁業領域方面，雙方就鰻苗貿易透明化、共同打擊非法漁
業及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雙方關切問題等，秉持互惠原則持續
展開協商。
雙方另同意第五屆「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將於明（109）
年擇期在日本召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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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0 號

2019/12/04

歐洲議會外委會通過決議案，關切外國專制政權透過假訊息等手
段威脅亞洲民主，並重申支持臺灣參與國際組織，外交部對此表
達誠摯感謝
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於本（2019）年 12 月 4 日接連表決通過
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CFSP）年度執行報告，以及歐盟「共
同安全暨防禦政策」（CSDP）年度執行報告決議案，內容均特別
強調：強化與東亞及東南亞關係對歐盟的重要性，呼籲東海、南
海及臺海相關各方透過和平方式解決歧見，關切外國專制政權透
過假訊息及網路攻擊干擾他國選舉並威脅亞洲民主，以及重申堅
定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對於歐洲議會再度展現對我國
的友誼與支持，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及感謝。
該兩份決議案是歐洲議會外委會就歐盟 CFSP 及 CSDP 年度執
行報告提出的整體政策建議，獲得跨黨團議員的廣泛支持。這不
僅是延續近年 CFSP 報告通過利我決議的作為，更是首度在 CSDP
報告也獲得通過。
繼本年 10 月「泛歐自由黨派聯盟」
（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 ALDE）在雅典年會通過決議案，譴責中國
企圖影響我國大選後，歐洲政壇再度關切外國介入亞洲國家民主
選舉及威脅區域穩定。
面對中國持續透過違反民主價值的手段，對外輸出專制統治
思維，影響民主社會運作及威脅區域穩定，歐洲民主國家已逐漸
提高警覺與關切，也加強對臺灣作為民主自由社會的支持力道，
外交部將持續與歐洲理念相近夥伴深化合作，共同維護民主與和
平等共享價值。
（E）

第 291 號

2019/12/06

我政府捐贈 10 萬歐元協助義大利威尼斯災後整建
義大利威尼斯市上（11）月中旬遭遇嚴重的洪災，造成多座
教堂、大量文物資產及歷史建築的損害。義大利政府因此發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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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市災後整建的募款活動。
我國政府在第一時間透過駐義大利代表處向義國政府表達關
心，另基於臺義兩國友好情誼，我駐義大利代表李新穎於 12 月 6
日赴威尼斯，代表政府捐贈 10 萬歐元，威尼斯市長卜良洛（Luigi
Brugnaro）接受捐款，並代表威尼斯市民感謝我國政府協助，表示
期盼雙方交流持續深化。義國國會 Alex Bazzaro 眾議員亦出席捐
款儀式，展現當地人士的重視與感謝。
臺義雙方近年在氣候變遷、綠能、環保、科技、藝術及文化
等多層面交流日趨密切。威尼斯典藏豐富的歷史文化，向來是國
人出國旅遊勝地。我國誠盼威尼斯市能早日恢復其美麗的獨特市
景，繼續展現光芒。
（E）

第 295 號

2019/12/13
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聯合委員會議圓滿成功

本（2019）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GCTF）聯合委員會
於本年 12 月 6 日在美國華府舉行。我方由外交部北美司長姚金祥
率團與會，法務部調查局及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也派員出席，
駐美代表高碩泰大使在開幕式中致詞。美方由國務院亞太局副助
卿費德瑋（Jonathan Fritz）
、臺灣協調處處長藍鶯（Ingrid Larson）
、
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副處長谷立言（Raymond
Greene）以及各相關單位代表出席。日方由日本台灣交流協會台
北事務所副代表西海茂洋率團與會，會議圓滿成功。
臺美日三方在會中回顧本年 GCTF 活動的豐碩成果，並討論
明（2020）年優先合作議題，以及如何進一步擴展 GCTF，邀請更
多理念相近國家參與，以就共同關切的議題協助區域國家能力建
構。三方明年規劃就包括運用循環經濟模式處理海洋廢棄物、公
共衛生、執法合作、網路自由與數位經濟等多項議題辦理訓練計
畫。至於各場活動具體細節，外交部將於適當時間對外公布說明。
GCTF 自 2015 年成立迄今，已就公共衛生、執法合作、婦女
賦權、能源安全、資訊安全、人道援助與災害防救（HA/DR）及
媒體識讀等議題舉辦 22 場國際研習營，共計邀請全球 38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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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450 位政府官員及專家與會受訓，成果斐然。外交部將持續在
既有良好合作基礎上，透過 GCTF 與美、日及其他理念相近國家
深化在全球事務上的實質合作。
（E）

第 296 號

2019/12/13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英國完成國會大選

英國於本（2019）年 12 月 12 日舉行國會大選，全面改選下
議院 650 個席位。英國為近代民主政治發展先驅，此次大選順利
進行，再次展現英國悠久的民主傳統與人民高度素養。中華民國
政府及人民對此申致賀忱。
臺灣與英國是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的理念相近
夥伴，英國多年來堅定支持臺灣有意義參與及貢獻國際組織。雙
方政府、國會及民間各界互訪頻密，在經貿、商務、觀光、文化、
教育、科技等領域的合作與交流日益密切。我國政府將在既有的
良好基礎上，持續提升與英國政府及人民各項互利互惠的合作關
係。
（E）

第 298 號

2019/12/16

我國與荷蘭 16 日簽署青年度假打工瞭解備忘錄，自 109 年 4 月 1
日生效實施，進一步擴展臺歐青年交流機制
外交部本（16）日下午舉辦《臺荷度假打工瞭解備忘錄》簽
署儀式，在外交部主任秘書李光章見證下，由荷蘭駐臺代表紀維
德（Guy Wittich）完成簽署，雙方並互道感謝與祝賀。外交部李
主任秘書表示，荷蘭是繼英國、德國等國後，歐洲第 12 個及全球
第 17 個與我國簽署青年度假打工計畫的國家，相信將有助鼓勵雙
方青年相互瞭解，並進一步深化臺荷兩國長久友誼。荷蘭紀維德
代表也指出，目前荷蘭只對包括臺灣在內的全球 7 個夥伴開放度
假打工，臺灣更是繼南韓、香港之後的第 3 個亞洲夥伴，希望雙
方青年能夠善用這個計畫，未來成為促進雙方交流的大使，讓彼
此的連結更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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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假打工瞭解備忘錄是由我國駐荷蘭代表陳欣新與荷蘭駐臺
代表紀維德異地簽署，待雙方各自完成國內作業程序後，預計自
明（109）年 4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實施，相關受理日期及申請辦法
將另行公告。臺荷兩國青年未來可透過度假打工方式，前往對方
國家學習語言，深入體驗當地文化、風土民情及社會脈動，增進
彼此瞭解及友誼。
根據簽署的備忘錄，兩國每年分別提供 100 個名額予 18 至 30
歲的青年赴對方國家度假打工；此外，我國青年可向荷蘭申請居
留期限為 1 年的度假打工計畫簽證，荷蘭青年則可申請 180 天的
在臺停留期限簽證，並可延長一次 180 天。
我國與荷蘭雙邊關係密切友好，兩國在經貿、文化、科技、
教育及地方政府等各項交流均蓬勃發展，荷蘭更是我國最大的外
資來源國；臺北及阿姆斯特丹間並有直航班機，民間往來熱絡頻
密。臺荷度假打工合作計畫將進一步促進兩國青年交流，有利雙
方在既有良好基礎上，持續深化臺荷友好關係與實質合作。（E）

第 299 號

2019/12/16

我國結合公私部門參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5 屆締約方大
會，為臺灣有力發聲、展現優異能量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5 屆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5）於本（2019）年 12 月 2 日至 15 日在西班牙馬德里舉行。
本年 COP25 會議主辦國原為智利，上個月臨時宣布改到西班牙馬
德里舉行。雖然地點更動，我方仍循例以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
的 NGO 觀察員名義組團與會，並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長張子敬率
團，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等原則，順利完成各項與會工
作。此外，立法院視導團共有葉宜津委員、陳曼麗委員及余宛如
委員等三位立委，與會期間也積極與友邦及友我國家的國會議員
及政府官員等進行雙邊會談與交流，為我 COP25 行動團加油打
氣，同時展現我國會外交的充沛動能。
此外，本年我方參與 UNFCCC 的重要成果包括：
一、友邦及友我國家以實際行動積極助我參與：本年計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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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友邦以致函或執言方式助我參與 UNFCCC，另有英國、西班牙、
德國、瑞典、匈牙利、葡萄牙、智利、厄瓜多、墨西哥、約旦、
立陶宛、巴西等 12 國友我國會議員以致函公約秘書處、向其國家
的行政機關提出質詢案、或以公開貼文等方式，聲援臺灣參與
UNFCCC 的必要性。
（一）本年有 13 個友邦以致函或執言方式助我參與 UNFCCC
締約方大會。包括：馬紹爾群島、諾魯、帛琉、吐瓦魯、史瓦帝
尼王國、貝里斯、瓜地馬拉、海地、宏都拉斯、巴拉圭、聖克里
斯多福及尼維斯聯邦、聖露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二）聖文森、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帛琉 3 國友邦代表
團，因為與會層級因素，未能在高階會議（High Level Segment）
登記發言。
（三）巴拉圭本年雖未能在 COP25 高階會議中發言助我，但
是已為我方致函公約秘書處及大會主席，並在 COP 周邊會議等相
關場域高度肯定我方貢獻。
（四）尼加拉瓜雖未為我執言及致函，但其代表團積極與我
方進行雙邊會談及參加我團外交酒會，互動熱絡；尼方肯定我國
協助尼國及國際社會因應氣候變遷所做的貢獻。
二、我團與友邦、友我國家舉行共 42 場雙邊會談，與各國廣
泛交換意見並宣介我 UNFCCC 推案訴求：我團與友邦及美國、日
本等理念相近及友我國家的總理、部長、大使層級代表、代表團
高階談判代表、相關主管等人進行共計 42 場雙邊會談。
三、本年我方參與 13 場周邊會議，為歷年場次最多，吸引超
過千人與會者參與，大幅增進國際社會對我案訴求的深入瞭解。
（一）我國各 NGOs 觀察員共計辦理
6 場周邊會議（與友邦合辦 3 場、與國外 NGOs 合辦 3 場）。
貝里斯、瓜地馬拉及吐瓦魯國 3 友邦，曾分別與「工業技術研究
院」
、
「媽媽監督核電廠聯盟」
、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金會」
（TAISE）
及「產基會」等 4 個國內 NGO 觀察員合辦 UNFCCC 周邊會議。
此外，
「台灣綜合研究院」
、
「台達電子文教基金會」及「台灣永續
生態工法發展協會」分別與國際 NGOs 共同舉辦周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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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代表團成員行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行長林
子倫，以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市等地方政府、台灣青年氣
候聯盟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等政府官員及民間代表，
分別應邀出席 7 場周邊會議，發表專題報告或參與討論，展現我
國多元充沛的能量。
四、 我代表團團長及相關成員（包括國會視導團、國合會等）
共接受 12 場媒體專訪包括歐洲主流媒體「德國之聲」、西班牙第
三大報「ABC 日報」及「道理日報」
，國內媒體則有中央社、天下
雜誌等專訪。
五、 本年在會場馬德里國際會議中心附近規劃文宣亮點活
動，包括公車站牌、捷運車體廣告及行動小巴車體廣告，動靜態
文宣交互運用，宣播效果加乘，廣受各界好評：本年我國續以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Taiwan Can Help」做為推案標語，以
綠色能源為文宣基調，搭配以「太陽能」及「風力」發電為主視
覺圖案的設計，在行經會場及馬德里國際機場的第八號捷運線、
會場附近候車亭設置廣告。此外，我方也安排行動小巴穿梭於會
場周邊及馬德里市區街道，獲得國際與會人士讚賞，也獲國內主
流媒體正面轉載報導，極具文宣效益，彰顯我國貢獻國際社會的
能力與決心。
六、外交部另於 11 月 25 日推出文宣短片「隨風起飛」
，透過
我國興建第一座離岸風力發電場的劃時代建設，向國際社會說明
臺灣不僅致力落實 UNFCCC 的目標，也積極為地球減碳貢獻心
力。影片配製中、英、日、西、法、德、越、泰、印尼、俄等 10
語版字幕，同步上線向國際廣宣。自推出三週以來，目前已有超
過 1,070 萬的總觀看次數，廣獲好評。
（E）

第 300 號

2019/12/17

外交部長吳釗燮接受中美洲友邦宏都拉斯新任駐臺大使寶蒂絲妲
呈遞到任國書副本
宏 都 拉 斯 共 和 國 新 任 駐 臺 大 使 寶 蒂 絲 妲 （ Eny Yamileth
Bautista Guevara）本（108）年 12 月 16 日抵達臺灣，並於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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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外交部長吳釗燮呈遞到任國書副本，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之
意。
吳部長重申我國政府珍視與宏國的傳統邦誼，並歡迎寶蒂絲
妲大使履新，未來至盼與寶蒂絲妲大使攜手深化臺宏邦誼。寶蒂
絲妲大使則表示宏國為臺灣的盟邦，兩國共享自由民主的普世價
值，將運用過去在公、私部門的服務經驗，提升臺宏合作與交流。
外交部安排寶蒂絲妲大使訂於 12 月 19 日向蔡英文總統呈遞
到任國書正本。
（E）

第 301 號

2019/12/19

部長頒贈外交之友貢獻獎章予嘉義基督教醫院及長庚醫院魏福全
醫師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今（19）日下午在外交部頒贈「外交之友
貢獻獎章」予嘉義基督教醫院，並由姚維仁院長代表受贈；此外，
吳部長也同樣頒贈「外交之友貢獻獎章」予長庚醫院魏福全醫師，
以表他們在推動國際醫療合作及醫療外交的卓越貢獻。
吳部長致詞時強調，我國醫衛水準屬世界頂尖，多項科別醫
療能力甚至執全球牛耳，臺灣醫療軟實力是我國拓展外交的一大
利器，除了嘉惠友邦人民，達到穩固邦交的效果外，也大幅提升
我國國際能見度，讓世界看見臺灣。吳部長指出，我國在國際醫
療及公衛的貢獻也為我國參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的訴求贏得
有力的聲援。
嘉義基督教醫院受獎代表姚維仁院長致詞時表示，非常榮幸
與政府合作推動在史瓦帝尼的醫衛合作計畫，該院一向秉持基督
博愛精神，將臺灣愛心帶到世界各角落，並很樂意再繼續參加政
府的援外醫衛合作計畫。魏福全醫師致詞時則強調推動國際醫學
教育合作對外交帶來的實質效益，特別是將我國高水準的醫療實
力透過代訓國外醫師向國際宣介，讓世界看見臺灣醫療軟實力。
嘉義基督教醫院在我非洲邦交國史瓦帝尼與我國政府合作推
動及執行「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
，該計畫自 105 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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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迄今已經促使史國計畫區域內產婦產後獲得照護比例由 22%大
幅提升至 90%，成長超過 4 倍，成效卓著，並且已於今（108）年
初展開第 2 期計畫，擴大執行範圍。另外嘉義基督教醫院近年來
也在菲律賓、泰國、緬甸及非洲多哥等國執行公衛醫療計畫及行
醫團服務，致力將臺灣公衛醫療推廣至國際，對增進我國推動國
際醫療合作及深化邦誼貢獻良多。
魏福全醫師在顯微重建手術領域享有國際盛名，開創許多世
界重建手術治療主流經典方式，屢獲多項國際醫療至高榮勳獎
項，包括「四百年重建外科最重要 20 名創新發明者」
、
「21 世紀最
具影響力 10 名重建外科醫師」
、「世界百大外科醫師」，以及今年
10 月獲蔡英文總統親頒「總統科學獎」等榮銜。魏醫師長年來積
極投入國際醫療推廣工作，30 多年來已訓練約 2,300 名來自 80 餘
國的醫師，同時也積極協助外交部推動國際文宣工作，其中最為
人所稱道的是曾配合外交部與 Discovery 頻道合作拍攝「台灣無比
精彩」系列影片，介紹臺灣領先國際的重建外科手術能力，並在
全球主流電視頻道播出，增進國際對我國醫療軟實力的認識，讓
世界看見臺灣。
（E）

第 302 號

2019/12/21

外交部對美國參、眾兩院審議通過，及川普總統簽署美國「2020
會計年度國防授權法案」表達誠摯感謝
美國「2020 會計年度國防授權法案」
（NDAA 2020）於本（2019）
年 12 月 11 日及 17 日分別獲美國聯邦眾議院及參議院審議通過
後，川普總統並於美東時間 12 月 20 日正式簽署生效。外交部誠
摯感謝美國行政部門及國會對臺灣安全承諾的一致支持，我國將
繼續積極深化與美國政府在各領域的合作，穩健提升臺美互惠互
利的夥伴關係。
「2020 會計年度國防授權法案」的條文首次納入加強臺美網
路安全合作，並關切中國影響臺灣選舉情形的相關文句。法案也
包括多項支持臺灣自我防衛能力，以及提升臺美軍事交流與合作
的友我條文，充分展現川普總統及美國國會兩院跨黨派對維護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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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和平穩定與臺灣民主自由所共同展現的堅定支持。
面對區域緊張情勢發展，我國政府將繼續加速國防投資，強
化自我防衛能力。外交部也將持續就臺美間各項國防安全合作議
題，在現有堅實友好的基礎上，與美國密切聯繫溝通，並善盡區
域成員的責任，共同維護臺海及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E）

第 303 號

2019/12/26

外交部 2019 年年終工作回顧：踏實外交成果豐碩、共享價值捍衛
民主自由
中華民國臺灣的基本外交理念是向全世界開放，並努力與所
有國家建立友好情誼。在目前全球戰略格局下，政府加倍努力爭
取到更多的國際支持。2019 年是外交成果豐碩的一年，我國與理
念相近國家的交往層級提升、合作範圍擴大。今（2019）年適逢
「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周年，臺美關係可謂史上最佳，雙方高層
互動頻繁，臺美關係更公開、多元與制度化。例如：我國總統過
境美國獲得更勝以往的高規格待遇、美國國會兩院跨黨派一致力
挺臺灣、美國政府對我軍售常態化，美國更認可臺灣是「印太戰
略」的重要夥伴。同時，臺日關係穩健前進，日本國會及行政部
門持續支持臺灣，臺日各面向的合作制度更臻完善，民間交流也
持續升溫。此外，今年也是臺歐關係成果豐碩的一年，歐洲各界
擴大支持臺灣的力道，外交部長吳釗燮更於 6 月赴丹麥民主峰會
發表重要公開演講，與歐洲各界人士分享臺灣成功的民主故事。
在戰略對焦上，臺灣持續與理念相近夥伴，包括美國、歐洲、
日本等建立價值同盟合作關係，透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
（GCTF）等計畫，發揮臺灣在區域的影響力。「臺灣模式」的國
際合作發展模式也獲得友邦與理念相近國家的廣泛肯定，政府除
與友邦進行永續、透明、負責且互利互惠的合作發展計畫外，並
且開始與美、日等理念相近國家展現前所未見的合作能量。
在區域戰略上，
「新南向政策」成果豐碩，讓臺灣找回更有利
的國際戰略位置。繼菲律賓與印度之後，今年我國也與越南簽署
更新投資保障協定。在國際參與部分，本年我方順利加入「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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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洋漁業協定」；此外，在參與世界衛生大會（WHA）、聯合國
（ UN ）、 國 際民 航 組 織（ ICAO ）、 聯 合國 氣 候 變化 綱 要公 約
（UNFCCC）等推案上，我方成功地激發出許多歐洲與拉美地區
的國會友我力量，獲得的支持力道及聲量是歷年最強。外交部另
持續努力提升國人旅外便利與權益保障，積極向相關國家洽商自
動化通關待遇，目前已經爭取到包括美國、韓國、澳洲、義大利、
英國、日本與德國等機場自動化通關待遇，為國人提升旅遊便利。
一、提升交往層級、擴大合作範圍
（一）臺美關係，史上最佳
臺美關係強化，史上最佳：自蔡政府 2016 年上任以來，踏實
經營臺美關係，以「互信、互惠、互利」原則持續強化對美關係，
臺美關係可謂史上最佳狀態。總統過境美國朝向「準訪問」規格
邁進。例如今年 3 月及 7 月兩度過境均獲美方高規格禮遇，7 月「自
由民主永續之旅」過境紐約及丹佛更創下停留時間最長的紀錄，
並首次在過境美國期間舉辦與隨團記者茶敘與出席在駐處舉辦的
公開活動。
雙邊關係更加公開、多元與制度化：今年為「臺灣關係法」
立法 40 週年，雙方合作更加密切，在各層面交流互動不斷提升。
例如我「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CCNAA）於 6 月更名為「台灣
美國事務委員會」
（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 TCUSA）
，更確
切反映我方對美工作的內涵。臺美高層互動也更為頻密，例如國
家安全會議秘書長李大維於 5 月訪美期間與美國國安顧問會晤；
外交部吳部長則於 8 月出席「太平洋島國論壇」（Pacific Islands
Forum）期間與美國內政部長進行雙邊會談，足證臺美夥伴關係提
升接洽層級、合作更加緊密穩固。
國會不分黨派友我：在「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之際，美
國會持續以通過法案、決議案、聯名致函、舉行聽證會及發表聲
明等各種方式堅定支持臺美高層互訪、放寬交往限制、深化軍事
安全合作、洽簽雙邊經貿協定，並支持我國參與國際組織及鞏固
邦交，成果十分豐碩。
逐步落實對臺軍售常態化：美國逐步落實對臺軍售常態化，
進一步強化對臺安全承諾，例如：川普政府今年曾 3 度宣布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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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售，包括 M1A2 戰車及新一代 F-16V 戰機等重要武器裝備。自
川普總統 2016 年上任以來共有 5 度宣布對臺軍售。
美國將我納入「印太戰略」不可或缺的一環：美方不斷公開
肯定我國對「印太戰略」的貢獻，彰顯雙方價值夥伴關係，包括
納入美國防部於 6 月公布的「印太戰略報告」及美國務院 11 月公
布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報告等文件，此均彰顯臺灣在「印
太戰略」扮演重要角色。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及國務卿
龐培歐（Mike Pompeo）均多次公開肯定臺灣是美國可信賴的夥伴
與世界良善的力量。
（二）臺日友好，穩健前進
日本國會及行政部門友臺力道前所未有：今年 10 月國慶「日
華議員懇談會（日華懇）
」有 20 多位議員出席國慶遊行。2018 年
以來，
「日華懇」已通過包括支持臺灣參與 WHO、反對中國施壓
日本航空公司更改我國名等 5 個友臺決議案。在臺灣爭取參與
UN、WHA、ICAO、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等國際組織方
面，日本行政部門採取具體作為聲援臺灣，例如前外務大臣河野
太郎在個人推特帳號上公開支持我國參與 WHA，凡此均可見證今
年日本國會與行政部門一致挺臺的強勁力量。
臺日間各面向合作制度更臻完善：臺日雙方近年在海難搜
救、關務合作、企業支援、產品認證、專利審查、環境保護、學
術及文化交流等領域簽署多項協議或備忘錄。除「臺日經貿會議」
等既有對話框架外，
「臺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及「臺日第三國市
場合作委員會」等臺日間協商機制也已上軌道，臺日間各面向的
關係不斷強化。
地方縣市、青少年交流持續加溫：臺日雙方縣市締結姐妹市
或友好交流城市累計已達 131 個。本年度日本來臺觀光人次已破
200 萬，臺日互訪人次也可望達 700 萬人，創下歷史新高。臺灣更
是日本高中進行「海外教育旅行」的首選目的地，來臺參訪的日
本校數與人數持續增加。
（三）對歐關係，成長耀眼
外長首訪丹麥：吳部長於今年 6 月赴丹麥「哥本哈根民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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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發表專題演講，強調「自由、人權與民主就在我的 DNA 裡」
，
創下我國外長於丹麥進行公開大型演講的首例。
歐洲國會接力為我發聲並以具體行動挺臺：今年 5 月捷克、
斯洛伐克、立陶宛、拉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等中東歐國家國會分別
展現挺臺聲音。今年 10 月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及德國、法國、英國
三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共同成立歐洲跨國議會平臺—「福爾摩沙
俱樂部」
（Formosa Club），凝聚友我力量。10 月荷蘭眾議院以壓
倒性多數支持臺灣參與國際組織，此為荷蘭眾議院首次通過友我
動議。12 月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通過兩項重要決議案，重申支持
臺灣參與國際組織，並首度關切外國專制政權透過假訊息等手段
威脅亞洲民主。此外，丹麥國會副議長柯絲高（Pia Kj rsgaard）
及法國參議院副議長莫蘇里（Thani Mohamed-Soilihi）今年相繼訪
臺，以具體行動展現挺臺決心。在中國全面加強對臺灣打壓之際，
歐洲友我議員們的強力支持格具意義。
與歐盟和歐洲各國進行多層次、多面向交流合作：今年 6 月
我國與波蘭簽署《臺波刑事司法合作協定》
，協定內容廣泛多元，
包含刑事司法互助、引渡及受刑人移交等，是臺灣與波蘭在刑事
司法合作的重要里程碑，同時創下歐洲首例。今年 7 月我國與丹
麥簽署受刑人移交協定，這兩項協定有助我國與歐洲國家合作打
擊跨國犯罪更向前邁進一步。此外，今年 12 月臺荷簽署度假打工
瞭解備忘錄，成為歐洲第 12 個及全球第 17 個與我國簽署青年度
假打工計畫的國家，進一步擴展臺歐青年交流機制。此外，臺歐
盟關係持續廣化與深化，並已建立人權諮商、勞動諮商、數位經
濟對話等新的對話平臺，深化臺灣與歐盟的合作。
解除 IUU 漁捕黃牌：本案歷經 3 年 9 個月，今年 6 月終獲歐
盟執委會宣布解除我方「非法、未報告及不受規範」（IUU）漁捕
黃牌，肯定我方為打擊 IUU 漁捕所進行的改革與積極作為，讓臺
灣的遠洋漁業與國際接軌，並加強保障我國漁工權益。
二、建立戰略對焦、創造臺灣價值
（一）與美國、歐洲、日本等理念相近國家型塑價值同盟合
作關係：
美國積極與我方合作推廣共享價值，如今年 3 月首度於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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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
，與區域夥伴分享臺
灣在捍衛宗教自由方面的經驗；另外，臺美共同首度舉辦「太平
洋對話」
（Pacific Islands Dialogue）及「印太民主治理諮商」
，臺美
在「印太戰略」下的合作夥伴關係更見擴大。此外，今年 GCTF
也擴大舉辦，在臺、美、日本攜手合作下，過去一年已就媒體識
讀、婦女賦權、公共衛生、能源安全、公共衛生等議題舉辦 7 場
國際研習營，並且陸續納入瑞典、澳洲等夥伴，逐漸形成共享價
值的理念相近國家合作平臺。GCTF 成立迄今 4 年來，已舉辦 22
場國際研習營，共計邀請全球 38 個國家、逾 450 位政府官員及專
家與會受訓。
今年 6 月臺灣也與歐盟合辦「性別主流化工作坊」
，歐盟首度
邀請東南亞國家官員與會，並另出資與我方合辦「臺歐盟亞洲地
區 LGBTI 人權推動研討會」，進一步深化臺歐盟就人權議題在亞
太地區的合作。今年 10 月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擔任總統特使出
席於捷克舉行的第 23 屆「公元兩千論壇」
，並發表演講分享臺灣
成功的民主故事。
（二）以「臺灣模式」與友邦進行永續、透明、負責且互利
互惠的合作發展計畫，並加入與理念相近國家的合作能量；與友
邦互訪交流熱絡：
美國白宮及國務院積極幫助我方鞏固邦交。我國與美國「海
外私人投資公司」
（OPIC）於今年 5 月在巴拉圭進行首宗合作案，
共同協助巴國推動包容性金融服務，輔導當地婦女等經濟弱勢族
群發展企業活動，促進巴國社會發展。此外，美國川普總統與巴
拉圭阿布鐸總統（Mario Abdo Benítez）更於 12 月會晤後共同發
布聯合聲明指出，美國國際開發金融公司（IDFC）將為巴拉圭醫
療中心提供資金，並與臺灣合作，提供該醫療中心技術援助。我
國與美國另共同籌組「夥伴機會考察團」赴加海友邦聖露西亞考
察臺美兩國在當地投資機會，以創造多贏商機，未來此一合作模
式也將擴大到其他友邦辦理。今年 10 月我國與來訪的美國務院副
助卿孫曉雅（Sandra Oudkirk）召開臺美「太平洋對話」，並有多
位理念相近國家的代表與會，創造在太平洋友邦國家的跨國合作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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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以往傳統的援助方式，臺灣與友邦國家雙邊合作計畫
更著重直接嘉惠駐在國人民福祉及協助邦交國永續的經濟社會發
展。例如，有感於婦女為太平洋島國重要經濟活動提供者，今年 3
月的「海洋民主之旅」
，我國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政府共同設立「婦
女創業小額貸款循環基金」
，以提升馬國婦女創業機會，協助落實
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有關「消除貧窮」
、
「婦女賦權」、
「達到全面且有生產力的就業」等進程。另外，我國也致力協助
友邦進行各類能力建構訓練課程，包含技職教育及管理，真正落
實負責任夥伴應盡義務。
今年臺灣與友邦高層互訪交流非常頻繁。外交部今年度籌備
蔡英文總統分別出訪太平洋及加勒比海地區進行元首外交，進一
步深化與友邦元首的友好情誼；此外，陳建仁副總統曾擔任總統
特使於 10 月赴教廷出席英國紐曼樞機主教等封聖典禮，並將於 12
月底赴訪帛琉參加臺帛兩國建交 20 週年慶祝活動。今年度友邦高
層來訪成果則也很亮眼，包含 8 月甫贏得總統大選的瓜地馬拉總
統當選人賈麥岱（Alejandro Eduardo Giammattei）在 10 月就立即
來臺訪問。另外 8 月底才剛上任的諾魯共和國總統安格明（Lionel
Aingimea）特別在 9 月過境訪問臺灣，並對臺灣人民親口表示，
「當
家人面對困難時，就應該聚在一起，互相扶持打氣」
，凸顯臺諾堅
定邦誼，安格明總統更於 12 月正式率團來臺進行國是訪問。同時
瓜地馬拉總統莫拉雷斯（Jimmy Morales）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
總理哈里斯（Timothy Sylvester Harris）
、貝里斯總督楊可為（Sir
Colville N. Young）
、聖文森總理龔薩福（Dr. Ralph Gonsalves）
、聖
露西亞總理查士納（Allen Chastanet）及史瓦帝尼王國總理戴安伯
（Ambrose Mandvulo Dlamini）也都先後於今年率團正式訪問臺
灣。
在國際人道援助方面，外交部也持續推動各項救援計劃，成
效普獲肯定。例如委內瑞拉近期社會動盪，物資缺乏，臺灣作為
國際社會愛好和平且負責任的一份子，積極與美國等理念相近國
家共同參與對委內瑞拉的人道援助工作，捐贈委內瑞拉難民 50 萬
美元的救援藥品，而且臺灣是全世界最早順利將救援物資送進委
國的國家之一；我國援助的人道救援藥品嘉惠超過十萬名委內瑞
拉的病患，受到國際社會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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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南向政策」成果豐碩，讓臺灣在國際上找回更有利的
戰略位置
「新南向政策」推動迄今已逐步為臺灣與新南向夥伴國家成
功創造互惠雙贏的合作模式。在經貿合作方面，我國對 18 個夥伴
國的貿易總額較推動前成長 3.4%，出口總額增加約 24 億美元。
2019 年截至第 3 季，我方與新南向國家貿易總額已達 831 億美元。
在人員交流方面，外交部自 2016 年起分階段推動多項簽證放
寬措施，並擴大「有條件式免簽」適用條件等，有助吸引新南向
夥伴國來臺觀光及洽商。新南向國家來臺旅客較推動前成長
56.6%，佔整體來臺旅客的 21.6%。2018 年新南向國家來臺學生近
52,000 人，年增幅達 25%，我國赴新南向國家的學生人數已超過
21,000 人。2019 年故宮文物更首次跨向南半球，在澳洲展出，引
起極大迴響，為臺澳文化交流寫下新篇章。
在資源共享方面，我國多年來在醫衛領域已累積豐富經驗及
優良成績。去（2018）年新南向國家病患來臺就醫人次達 15.7 萬
人次，相較 2017 年，成長 52.4%。衛生福利部 2019 年持續推動「一
國一中心」計畫，有助加強我國醫學中心與新南向國家的醫衛合
作及人才培訓，協助我國醫衛產業拓展新南向市場。
區域鏈結方面，自「新南向政策」推動以來，我國努力讓臺
灣在國際社會中重新找到更有利的戰略位置。美國國務院於今年
11 月發布的「自由開放之印太：促進共同願景」報告指出，美國
「印太戰略」與臺灣「新南向政策」
、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概念」
及印度「東進政策」等緊密契合。過去 3 年多以來，臺灣與新南
向各國包括越南、印尼、印度、菲律賓、馬來西亞及澳、紐等國
共簽署 32 項協定或備忘錄，涵蓋投資貿易、教育、環保、科技、
醫療及農業等各項領域。在 2017、2018 年分別與菲律賓及印度完
成更新投資保障協定後，我國與越南也於今年 12 月簽署新版投資
保障協定，全面提升保障標準，擴大投資保障範圍，提供我國廠
商更充分的保障。此外，今年圓滿舉行第 3 屆「玉山論壇」
，有助
彰顯「新南向政策」近年成果，累積區域內各國政府與民間的合
作動能，打造「玉山論壇」成為區域對話的重要平臺，並充分發
揮「臺灣協助亞洲、亞洲協助臺灣」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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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國際參與，國際友我聲量強
外交部秉持「專業、務實、有貢獻」的原則，持續積極擴大
我國國際參與空間，並獲得許多具體進展，包括：
在爭取國際支持方面，除友邦持續堅定助我外，也積極擴大
理念相近國家陣營的規模，並促成美國、日本（時任外相河野首
度以推特發文支持臺灣參與 WHA）
、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
義大利、澳洲、紐西蘭、歐盟、智利、阿根廷、韓國、匈牙利、
荷蘭、西班牙、土耳其、立陶宛、拉脫維亞、愛沙尼亞、菲律賓、
瑞典等多國行政、立法部門以具體行動助我，力道與規模比以往
更強大。其中拉美國家阿根廷、巴西、智利、哥倫比亞、厄瓜多、
秘魯及墨西哥等國國會議員合計 655 人分別連署支持我國參與
UN、WHO、ICAO、INTERPOL 及 UNFCCC 等國際組織，是歷
年來支持力道及聲量最大，有效應證「德不孤、必有鄰」哲理，
以及國際普遍支持臺灣推動參與國際的正當性及必要性。
拓展參與新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我國今年順利加入「南印度
洋漁業協定」
（SIOFA）
，有助我國遠洋漁業發展，確保我國漁民權
益。另我國首度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信天翁與水薙鳥保育協定」
（ACAP）諮詢委員會會議。上述發展皆有助擴大我國國際參與空
間。
確保「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PG）第 22 屆年會無異議通過
我國第三輪「相互評鑑報告」
，使我國由 2011 年的「加強追蹤等
級」提升至最佳的「一般追蹤等級」
，大幅提昇強化我國在防制洗
錢成果的國際正面形象。
我方獲邀出席美國在紐約聯合國總部舉辦的「全球呼籲保護
宗教自由」會議。美國川普總統和彭斯副總統亦出席此一會議，
我方由我駐紐約辦事處處長徐儷文獲邀出席。這是我國退出聯合
國以來，再一次振奮人心的國際參與。
五、提升國人旅外便利與權益保障
目前我國已獲得 169 個國家或地區給予我國人免（落地、電
子）簽證待遇，包括爭取到沙烏地阿拉伯將我國列入開放電子觀
光簽證全球首波名單、土耳其多次入境免費電子簽證等。
- 253 -

外交部也針對國人經常到訪的國家，積極洽商自動化通關待
遇。目前已經爭取美國、韓國、澳洲、義大利、英國、日本、德
國的自動化通關待遇，提升國人旅遊便利，獲得國人一致肯定。
至今年為止，外交部爭取到在美國 33 州免試換駕照、在加拿
大全國 10 省皆免試換駕照的待遇，大幅提升國人赴北美地區留學
與經商的便利。此外，臺德於今年 12 月簽訂免試互換駕照協議，
為第 13 個與我國相互實施免試換照的歐洲國家，協議將經臺德完
成各自國內程序後適時實施。
國內護照相關法規將鬆綁，使護照核發與兵役脫鈎，便利役
男更換護照。外交部將與內政部合作，推動在全國各地户政事務
所辦理「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便民措施」
，此規畫
預計於明（2020）年 3 月底實施。另外，外交部也規劃定期前往
離島或較為偏遠的地區提供行動領務服務，以方便民眾申辦護照
業務。
由於國人出國旅遊人數大幅增加，對急難救助的需求也不斷
提高，外交部持續強化並檢視急難救助機制，提出重大興革措施，
尤其要求外館在平時深化在地警政、消防單位等聯繫。外交部領
事事務局 Line 也為旅外國人提供即時協助的訊息；目前加入領務
局 Line 群組的好友人數全國已達 189 萬人。
六、國際發聲，成效顯著
吳部長今年共接受國際媒體專訪達 41 次，接見 147 家外媒、
198 名記者，獲刊報導逾 140 篇，成功向國際宣傳我國外交工作成
果。外交部及駐外館處同時也善用新媒體平臺，加強與國際及駐
在國各界交往與國際發聲能量，爭取友我支持。目前共有 94 個外
館建置臉書（Facebook）專頁，另有 63 個外館成立推特（Twitter）
帳號，推動公眾外交並為臺灣在國際發聲，成果良好。另為爭取
國際參與，外交部配合重要國際參與推案製作宣傳影片。例如：
WHA 推案影片「南島的祝福」
、UN 推案影片「真誠的朋友」，以
及 UNFCCC「隨風起飛」等短片，均獲全球熱烈回響，目前已超
過千萬觀看次數，同時屢獲美、日、德、英等駐臺機構轉推力挺，
展現臺灣參與國際的訴求獲得國際普遍認同與肯定。
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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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繼往開來、永不停息的工作。政府在秉持「踏實外交、
互惠互利」的精神下，積極為臺灣在國際舞臺開創新局。在 2019
年度，無論對美國、日本、亞太、歐洲、拉美、亞非、國際組織、
經貿往來、民間互動、便民措施等均取得許多重要進展。面對關
鍵的 2020 年，外交部同仁將全體一心，向全世界展現臺灣無比的
活力、專業及創新能力，持續在國際間作出有意義的貢獻，並為
臺灣爭取更寬廣的國際空間，鞏固臺灣國家主權及維護全體人民
利益，使臺灣的成功民主故事在國際上持續發光發亮，成為振奮
人心的自由燈塔。同時臺灣也將繼續與美國、日本、歐盟等理念
相近國家攜手合作，抵抗專制威權勢力的侵略，共同捍衛國際秩
序與民主體制，為自由、開放、繁榮的印太區域持續做出貢獻。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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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訪賓新聞

第 007 號

2019/01/07

諾魯共和國總統瓦卡率團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諾魯共和國總統瓦卡（H.E. Baron Divavesi Waqa）伉儷一行
13 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1 月 7 日至 11 日來臺
進行國是訪問。瓦卡總統訪臺期間除會晤蔡英文總統及接受國宴
款待外，另由外交部長吳釗燮設宴歡迎，並將赴臺中參觀「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及高雄訪視我港口建設。
臺諾兩國關係緊密友好，高層政要互動密切。上（107）年適
逢諾國獨立 50 週年，先後舉辦慶祝大典、
「太平洋島國論壇」
（PIF）
年會及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聯合會年會等國際活動，我國分別由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路兒 Icyang‧Parod、外交部長
吳釗燮及立法委員蕭美琴等人率團赴諾國出席各項活動。另外，
瓦卡總統亦在上年 5 月結束「第八屆日本－太平洋島國領袖峰會」
（PALM8）後，特別來臺過境轉機。此外，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及
對臺諾邦誼的珍視，我自上年 6 月起實施諾國人民來臺免簽證措
施，未來兩國民間交流必將更為熱絡。
諾國為我忠實友邦，長期在國際場域積極助我。我與諾國多
年來亦在醫療衛生、能力建構、潔淨能源、農業合作及文化交流
等領域合作緊密，成果豐碩，深植諾國朝野及人民心中，兩國邦
誼堅實篤睦。
（E）

第 010 號

2019/01/08

外交部誠摯歡迎義大利國會友臺協會副主席迪邁優等三位眾議員
訪問臺灣
義大利國會友臺協會副主席迪邁優眾議員（Marco Di Maio）、
迪斐力博（Vito De Filippo）眾議員及卡雷（Nicola Carè）眾議員
等 3 人應中華民國（臺灣）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1 月 8 日至 12
日訪問我國，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迪邁優一行在臺期間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院副院
長蔡其昌，以及外交部、法務部、經濟部、文化部、大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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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及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等機關。訪賓另將參
訪國立故宮博物院、長榮海運等機構，以深入瞭解我國政經文化
發展現況。
迪邁優副主席為我國長期友人，曾兩度訪問臺灣，並積極協
助促成「臺義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簽署；迪斐力博眾議員及卡
雷眾議員則皆為首次訪臺。三位眾議員均長期關注我國及兩岸事
務，並對促進國際人權發展不遺餘力。
義國為我對歐貿易第五大國，106 年臺義雙邊貿易額達 46 億
6 千萬美元。目前我在義國投資的臺商約 60 家，投資總額達 7 億
美元，臺義兩國在經貿、文化、教育、科技等領域深化合作，交
流密切。未來將在既有良好合作與開放互惠的基礎上，持續強化
兩國國會及雙邊友好合作關係。
（E）

第 017 號

2019/01/16

加拿大國會議員應邀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加拿大聯邦眾議員博爾沙（John Brassard）、派凱利（Pat
Kelly）
、麥考利（Kelly McCauley）及林斯基（Jim Eglinski）等 4
位國會議員應外交部邀請，於本（108）年 1 月 14 日至 20 日訪臺，
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訪團於接受外交部款宴時，與政務次長謝武樵就臺加經貿、
科技，綠能及學術等合作現況熱烈交換意見，團員也對臺灣生活
環境與社會自由風氣印象深刻，表示臺加共享民主、自由、人權
與法治等核心價值，將繼續支持深化臺加雙邊關係。
臺灣為加拿大全球第 12 大、亞洲第 5 大貿易夥伴及第 7 大觀
光客來源國，雙邊貿易額逾 50 億美元。前（106）年 6 月，加拿
大航空（Air Canada）開啟臺加直航，我國長榮航空臺北-溫哥華
航班也同時增加，加上臺加青年度假打工深受歡迎，使雙方商務
及民間交流更加頻密。去（107）年 4 月，我與加拿大紐芬蘭暨拉
布拉多省簽署免試相互承認駕照備忘錄，使加拿大 10 省全數與我
達成駕照互惠安排，便利我國人在加國工作、求學及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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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感謝加拿大國會長期以來友我情誼及支持，相信此行
將增進加拿大國會議員對我國現況及臺加間各項合作的瞭解，有
助持續深化臺加關係。
（E）

第 021 號

2019/01/21

友邦駐聯合國常任代表及副常任代表訪問團應邀訪臺，展現對我
參與聯合國體系的堅定支持
「友邦駐聯合國常任代表及副常任代表訪問團」一行 5 人應
我政府邀請，訂於本（108）年 1 月 21 日至 26 日訪臺。訪賓在臺
期間，將晉見總統，拜會立法院、外交部、衛生福利部、大陸委
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ICDF）
等，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及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訪團成員包括史瓦帝尼駐聯合國常任代表馬蘇庫·莫路西
（Melusi Martin Masuku）大使伉儷、吉里巴斯駐聯合國副常任代
表塔瓦帝·涂卡布（Tukabu Tauati）
、馬紹爾群島駐聯合國副常任代
表芭柯-瑪娜瑟·黛博拉（Deborah Barker-Manase）及吐瓦魯駐聯合
國副常任代表戴法碩（Fakasoa Tealei）等四友邦駐聯合國高層官
員。
本團訪賓熟稔聯合國事務，多年來也以各種具體行動大力支
持我國爭取參與聯合國體系的努力，是我國的真摯友人。此行來
訪將有助訪賓進一步瞭解我國政經發展現況及積極落實「聯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的具體成
果，並強化其等對我國的友誼與支持。
（E）

第 025 號

2019/01/27

外交部誠摯歡迎友邦巴拉圭國會暨參議院議長歐斐拉再次率團訪臺
巴拉圭國會暨參議院議長歐斐拉（Silvio Ovelar）率巴國參議
員一行 7 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1 月 27 日至 30
日訪問臺灣，團員包括參議院外交委員會及臺巴友好協會主席柏
- 259 -

佳都參議員、阿普利參議員、芭哈克參議員及聖塔克魯斯參議員
等，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歐斐拉議長一行在臺期間將晉見總統、接受立法院長蘇嘉全
及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另將參訪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等經文設
施，並視察巴拉圭駐臺大使館。
歐斐拉議長曾擔任巴國社會行動部部長，已連任 3 屆參議員，
現為巴國立法權最高首長，在巴國政界具相當影響力，地位重要，
此行是其第 2 度訪臺。
臺巴兩國雙邊合作關係密切，高層互訪頻密，巴國政府及國
會在我參與國際組織等推案均積極支持我國，為我在南美洲之堅
實友邦。歐斐拉議長此行率團來訪，將有助進一步深化臺巴傳統
邦誼及兩國國會間之互動與交流。
（E）

第 026 號

2019/01/29

美國「傳統基金會」創辦人佛訥博士訪臺合作舉辦「2019 年經濟
自由度報告」海外發表會
美國「傳統基金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創辦人佛訥
（Edwin J. Feulner Jr.）博士一行 3 人於本（1）月 29 日至 31 日訪
臺。佛納博士此行除將拜會我國政府高層及相關部會外，另將與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合辦「2019 年經濟自由度報告」
（2019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海外發表會。臺灣在該經貿自由報告
挺進全球第 10 名，在本（108）
年臺美共同紀念
「臺灣關係法」
（TRA）
立法 40 週年之際，佛納博士來訪彰顯臺美雙方緊密友好的經貿往
來與夥伴關係，極具意義。
「傳統基金會」自 1995 年起，每年均與「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共同編撰「經濟自由度報告」
，評估全球經濟體的
自由程度，在國際上極具公信力。我國本年在全球國家及經濟體
中排名第 10 名，這是該會自 2008 年改變評比方式以來，臺灣最
佳表現；我國的經貿自由度在亞洲排名第 5 名，僅次於香港、新
加坡、紐西蘭及澳洲。該報告顯示我國推動經貿自由化及市場開
放、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的努力，已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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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訥博士在華府具崇高聲望及地位，備受美國各界敬重。自
1973 年創立「傳統基金會」以來，他持續透過該基金會推動強化
臺美關係，呼籲美國政府基於「臺灣關係法」對臺提供安全協助，
並大力推動臺美洽簽「自由貿易協定」
（FTA）
。佛訥博士上（107）
年 10 月也曾專程來臺參加我國慶大典，外交部對佛訥博士一行在
我國農曆新年前再度來訪，表達誠摯歡迎。
（E）

第 031 號

2019/02/09

外交部誠摯歡迎教廷萬民福音部助理秘書長兼宗座傳信善會主席
達托索總主教來臺訪問
教 廷 萬 民 福 音 部 （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 助 理 秘 書 長 兼 宗 座 傳 信 善 會 主 席 達 托 索 總 主 教
（Archbishop Giampietro Dal Toso）來臺主持「宗座傳信善會亞洲
地區主任委員會議」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宗座傳信善會亞洲地區主任委員會議」是天主教會重要宗
教活動，本次會議訂於本（108）年 2 月 9 日至 16 日在臺舉行，
屆時計有亞洲各國宗座傳信善會代表約 30 人以及國內賓客計百餘
人與會，有助增進亞洲各國代表瞭解我國宗教自由及天主教會運
作現況。陳建仁副總統亦應邀出席開幕晚會。
達托索總主教自 106 年 11 月獲教宗方濟各任命該職，負責督
導全球千餘教區牧靈福傳業務，一向關注臺灣天主教會發展，此
行是達托索總主教相隔多年後再度訪臺。
數十年來我天主教會對中華民國（臺灣）醫療照顧、社會福
利、教育等領域貢獻卓越，臺梵共享普世價值，未來我國將持續
與教廷共同為促進宗教自由努力，深化各項合作交流，以作為教
廷及世界各國推展慈愛及促進和平不可或缺的合作夥伴。（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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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31

February 9, 2019

MOFA welcomes visit by Archbishop Giampietro Dal Tos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extends a warm welcome to
H.E. Archbishop Giampietro Dal Toso, Adjunct Secretary of the Holy
See’s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and President of
the Pontifical Mission Societies, who is visiting Taiwan to preside at
the Pontifical Mission Societies Asia Continental Meeting.
The Pontifical Mission Societies Asia Continental Meeting, one of the
Catholic Church’s most important religious events, is due to take place
in Taipei from February 9 to 16. The meeting will be attended by
around 30 representatives of Asia’s Pontifical Mission Societies, as
well as more than 100 Taiwanese participants. It will help overseas
guests from Asia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and the religious freedom enjoyed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Vice President Chen Chien-jen will also attend the opening reception.
Appointed to his current position by Pope Francis in November 2017,
Archbishop Dal Toso is responsible for administering to the spiritual
welfare of the Catholic Church’s more than 1,000 pre-diocesan
missionary jurisdictions. Having taken a great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he is now making a
return visit to this country after several year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y’s medical care, social welfare, and education over the
decades. Taiwan and the Vatican share many common values, and
going forward,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Vatican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 and deepe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n a range of
areas, serving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to the Holy See as it seeks to
promote peace and perform charitable works in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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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2 號

2019/02/11

外交部誠摯歡迎加拿大前主管亞太事務國務部長喬高應邀訪臺
加拿大前主管亞太事務國務部長喬高（David Kilgour）應我政
府邀請，於本（108）年 2 月 11 日至 14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
歡迎。
喬高前部長訪臺期間將接受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款宴，並
拜會大陸委員會、臺灣民主基金會、遠景基金會、臺灣亞洲交流
基金會、中央社及加拿大駐臺北貿易辦事處（CTOT）等單位，另
將赴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以臺加關係為題發表演講。
喬高前部長數十年來致力提倡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
值，曾於擔任聯邦眾議員任內與加國人權律師麥塔斯（David
Matas）共同針對在中國發生的活摘器官交易進行獨立調查，於
2006 年發表「喬高-麥塔斯報告」
，所陳強而有力的證據引起國際
矚目。其等除於 2010 年獲「國際人權協會」
（IGFM）頒發人權獎
外，並獲諾貝爾和平獎提名。
喬高前部長亦長期關注臺灣在國際社會遭受的不平等對待，
曾於上（107）年 9 月 19 日在加拿大國會山莊時報（The Hill Times）
發表題為 "Taiwan's UN participation aligned to Canada's goals" 的
專文，力促加國支持臺灣參與國際組織。
外交部感謝喬高前部長多年來對臺灣的深厚情誼與支持，臺
加為共享民主自由理念相近的夥伴，未來也將在良好合作基礎
上，持續強化兩國雙邊友好互惠關係，並共同促進國際人權發展。
（E）

第 035 號

2019/02/17

史瓦帝尼王國經濟企畫暨發展部長吉納夫婦應邀訪臺，外交部表
達誠摯歡迎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經濟企畫暨發展部長吉納（Hon. Thambo
Gina）夫婦應我國政府邀請，訂於本（108）年 2 月 17 日至 21 日
首度來臺訪問，將與我政府相關主管機關進行對話交流，以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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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合作情誼，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吉納部長在臺停留期間將拜會經濟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ICDF）
，並接受
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新竹科學園區
探索館、新北市立圖書館及 2019 臺北燈節等文經建設與活動，以
瞭解我國政經現況及多元文化。
此外，臺史經濟合作協定業於上（107）年 12 月 27 日生效，
為深化臺史經貿交流，吉納部長亦將出席史國駐臺大使館與中國
輸出入銀行合辦的「史瓦帝尼『皇家科技園區』招商投資說明會」
並致詞，以鼓勵臺商赴史投資。
臺史自 1968 年建交以來，兩國邦誼篤睦，史國政府支持我參
與國際組織一向不遺餘力，為我堅實友邦。吉納部長此次來訪，
將有助進一步深化臺史雙邊合作關係。
（E）

第 036 號

2019/02/17

外交部誠摯歡迎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朗根率團訪臺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朗根（Werner LANGEN） 率重量級議
員及幕僚一行 7 人，應邀於本（108）年 2 月 17 日至 22 日訪臺，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訪團成員包括歐洲議會保守黨團貝爾德（Bas BELDER）議
員、人民黨團庫侃（Eduard KUKAN）議員及蒲睿達（Cristian Dan
PREDA ） 議員、歐洲議會友臺小組榮譽主席亞森柏（Georg
JARZEMBOWSKI）等，均為友臺小組核心成員，長期關注我國及
兩岸事務，並致力推動臺歐盟關係。
該團在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並拜會立法院長蘇嘉全、
國家安全會議、外交部、大陸委員會、歐洲經貿辦事處、相關政
黨等。此外，貝爾德、庫侃及蒲睿達等 3 位議員將接受外交部長
吳釗燮頒贈睦誼外交獎章；朗根主席則將接受東吳大學頒授榮譽
政治學博士學位，並應邀以「臺歐盟關係」為題發表演說，該團
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及 Gogoro 睿能創意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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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近年多次通過友我決議，包括上（107）年 9 月通過
貝爾德議員提出的「歐中關係報告」決議案，及 12 月間通過「2018
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CFSP）年度報告決議案，兩案均關切臺
海和平穩定及鼓勵兩岸對話，並重申堅定支持臺灣參與國際組織。
本年 1 月 30 日歐洲議會更就兩岸關係的最新發展進行討論，
多位跨黨團議員發言反對中國以武力解決兩岸問題，呼籲北京正
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尊重臺灣人民決定自己未來前途的權
利，並籲請歐盟執委會採取具體行動支持臺灣。
朗根主席此次率團來訪，再度彰顯歐洲議會對我國的支持與
情誼。未來雙方將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持續深化各項交流。
（E）

No.036

February 17, 2019

Chairman Werner Lange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aiwan
Friendship Group leads EP delegation to Taiwan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Chairma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aiwan Friendship Group (EPTFG) Werner Langen will
lead a seven-member delegation, comprising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staff, to Taiwan from February 17 to 22.
MOFA warmly welcomes the delegation’s visit.
The delegation members include MEP Bas Belder from the 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Group; MEP Eduard Kukan and MEP
Cristian Dan Preda, both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eople’s Party
Group; and Dr. Georg Jarzembowski,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EPTFG. Over the years, the delegates have closely followed Taiwan
and cross-strait issues and championed the advancement of
Taiwan-EU relations.
During their stay in Taiwan, the delegation members will meet with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Legislative Yuan President Su Jia-chyuan.
They will also call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European Econom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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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Office, and political party headquarters. In addition,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for the delegation to visi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Gogoro Taiwan Ltd., and other places of interest.
During their trip,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will
confer the Friendship Medal of Diplomacy upon MEP Belder, MEP
Kukan, and MEP Preda. Chairman Langen will also receive an
honorary doctor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nd
deliver a speech on Taiwan-EU relation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as passed numerous resolutions supporting
Taiwan in recent years. For example, MEP Belder submitted a
resolution adopted in September concerning the state of EU-China
relations. Another was adopted on December 12 regarding the Annu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Both resolutions expressed concerns ove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encouraged cross-strait dialogue, and reiterated
support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n January 30,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discusse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During the debate, MEPs across
political groups denounced China’s intention to resolve the cross-strait
issue through force. They also urged China to recognize the fact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to respect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The MEPs also
ask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take concrete actions in support of
Taiwan.
This delegation led by Chairman Langen further confirm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friendship and support for Taiwan. Looking
ahead, the two sides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bilateral exchanges on the
basis of their existing framewor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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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2 號

2019/02/24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札杜莉閣下應邀率團訪
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札杜莉（H.E. Thulisile
Dladla）一行 3 人應我政府邀請，訂於本（108）年 2 月 24 日至
28 日訪臺，團員包括參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馬蕾琪（Hon. Leckina
Magagula）及外交暨國際合作部常務次長倪薇斯（Ms. Jennifer
Neves）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札杜莉部長一行訪臺期間將晉見總統、拜會立法院長蘇嘉
全、會晤外交部長吳釗燮並接受午宴款待，並與法務部長蔡清祥
簽署臺史兩國移交受刑人協定。此外，訪賓另將拜會財團法人國
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台灣中油公司、視察史國駐臺大使館及參訪
國立故宮博物院、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中部科學園區、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及台北 101 大樓等文經建設，以瞭解我國政
經現況及多元文化。
史國新內閣甫於上（107）年 11 月 6 日宣誓就職，札杜莉部
長為史國首位女性外交部長，從政經驗豐富，曾自 2008 年起擔任
史國眾議員長達 10 年，並曾於 2013 年隨史國眾議院訪問團訪臺，
對我十分友好，此行是第二度訪臺。
臺史兩國邦誼篤睦，史國政府經常於不同國際場合為我發
聲，支持我參與國際組織不遺餘力，為我堅實友邦，札杜莉部長
此行來訪將有助進一步深化臺史雙邊合作關係。
（E）

第 044 號

2019/02/25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魏爾胥率團訪臺
德國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魏爾胥（Klaus-Peter Willsch）
，訂於本
（108）年 2 月 25 日至 3 月 2 日率領跨黨派資深議員偕幕僚一行 5
人來臺訪問，外交部對此表示誠摯歡迎。
訪團成員包括國會友臺小組 2 位副主席索姆斯（Dr. Hermann
Solms）
、德立戈茲（Ekin Deligöz）及柯彭（Jens Koeppen）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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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執政的基督民主黨（CDU/CSU）
、自由民主黨（FDP）及綠黨
（Bündnis 90/Die Grünen），均為友臺小組核心成員。魏爾胥主席
為德國執政基民黨資深議員，曾於本年元月中旬在德國國會就兩
岸關係質詢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
，馬斯外長回覆表示，德
國政府一貫立場為不接受任何以軍事威嚇做為解決爭端的作法。
另索姆斯議員也長期友我，尤其於擔任國會副議長任內曾致力協
助推動臺德租稅協定等案，對提升臺德關係著有貢獻。
訪團在臺期間將拜會行政院長蘇貞昌、立法院長蘇嘉全、外
交部長吳釗燮、行政院政務委員唐鳳、經濟部、行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及相關政黨等，並將赴「二二八國家紀念館」出席紀念儀式
及參訪綠島人權博物館，以見證我民主歷程。此外，為表彰魏爾
胥主席對臺德關係的貢獻，輔仁大學也將頒授其名譽商學博士學
位。
魏爾胥主席率團來訪，彰顯德國國會友臺小組對我堅定情
誼，我將與德國會友人合作，持續推動臺德關係在既有基礎上進
一步發展。
（E）

第 045 號

2019/02/28

教廷萬民福音部長費洛尼樞機主教以教宗方濟各特使身分訪臺出
席「第四屆全國聖體大會」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教宗方濟各特使、教廷萬民福音部部長費洛尼樞機主教（Card.
Fernando Filoni）訂於本（108）年 2 月 28 日至 3 月 3 日應邀訪臺
出席我天主教會舉辦的「第四屆全國聖體大會」
，外交部表達誠摯
歡迎。
「第四屆全國聖體大會」訂於本年 3 月 1 日在雲林縣立體育
館舉行。費洛尼樞機主教訪臺期間，除將出席聖體大會閉幕典禮，
並將晉見蔡英文總統、陳建仁副總統及接受外交部長吳釗燮歡迎
晚宴；也將會晤臺灣主教團、主持斗六聖玫瑰天主堂彌撒及安養
院聖家納家園開幕典禮、參訪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輔仁聖
博敏神學院及臺灣總修院等多項天主教福傳行程。
聖體大會是天主教會重要的宗教活動，藉由崇敬聖體見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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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臺灣天主教會自民國 100 年起，每 2 至 3 年由臺灣 7 個教區
輪流舉辦全國聖體大會，第四屆大會輪由嘉義教區主辦。此次教
宗指派主管天主教會牧靈福傳工作的萬民福音部部長費洛尼樞機
主教來臺與會，充分彰顯對臺灣天主教會及教友的重視，也展現
臺灣天主教會在區域內扮演重要角色。
長期以來，臺灣天主教會積極參與扶助弱勢、醫療及教育等
領域的慈善計畫，充分彰顯普世教會的價值與使命，其無私付出
與貢獻獲得社會各界肯定。未來我國將持續與教廷攜手合作，在
既有的良好基礎上進一步深化雙方關係。
（E）

第 048 號

2019/03/04

外交部誠摯歡迎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會議長凱迪率團訪問臺灣
我太平洋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會議長凱迪（Hon. Kenneth
A. Kedi）閣下伉儷於本（108）年 3 月 4 日至 7 日率團應邀來臺訪
問，我國政府對凱迪議長等人來訪表示竭誠歡迎。
凱迪議長伉儷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及拜會立法院長蘇
嘉全，外交部長吳釗燮夫婦亦將設宴歡迎。此外，凱迪議長也將
參訪臺北保安宮、貓空、鐵觀音包種茶研發推廣中心及新北市立
圖書總館等我國政治、經濟及文化建設，以作為馬國國會立法與
監督政府施政的參考。
臺灣與馬紹爾群島皆享有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建
交 21 年來交流密切友好，邦誼睦篤。上（107）年 11 月吳釗燮部
長夫婦赴馬國出席兩國建交 20 週年慶祝活動時受到馬國政府與相
關單位熱誠的歡迎，彰顯馬國對臺馬邦誼的重視。
馬紹爾群島長期以來大力支持我國參與國際組織及區域組
織，兩國也在醫療衛生、潔淨能源、農技合作、海事安全及人才
培育訓練等領域享有豐碩的合作成果。外交部將在兩國既有的友
好關係基礎上，持續深化多方位多領域的合作關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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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1 號

2019/03/10

外交部歡迎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朗貝克訪臺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朗貝克（Samuel Brownback）
訂於本（108）年 3 月 10 日至 13 日訪臺，出席臺灣民主基金會在
本年 3 月 11 日至 12 日舉辦的「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
對話」（A Civil Society Dialogue on Securing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並發表專題演說。期間並將拜會我政府
官員，就臺美合作促進宗教自由交換意見。此行是布朗貝克大使
首度訪臺，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布朗貝克大使對臺灣向來友好，他在美國聯邦參議員任內是
「參院臺灣連線」成員，之後擔任堪薩斯州州長時，也曾接見我
國農產品貿易赴美友好訪問團。
布朗貝克大使此次來訪，不僅彰顯臺美人權自由等共享價
值，也是臺美恆久夥伴關係的佳例。臺灣是印太區域重要的成員，
樂願與美國持續攜手合作促進此區域的開放與自由。
（E）

第 052 號

2019/03/11

外交部歡迎瓜地馬拉共和國第一副議長阿雷賀斯訪臺
瓜 地 馬 拉 共 和 國 第 一 副 議 長 阿 雷 賀 斯 （ Felipe Alejos
Lorenzana），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3 月 11 日至 15
日訪臺，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阿雷賀斯第一副議長訪臺期間，將拜會立法院長蘇嘉全、外
交部長吳釗燮、衛生福利部、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新
竹科學園區及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
物院、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及台北 101 大樓等政經文教設施，以瞭
解我國發展現況。
瓜地馬拉國會於上（107）年 5 月間通過支持我國參與「世界
衛生大會」（WHA）決議案，重申支持臺灣參與國際組織的堅定
立場。阿雷賀斯第一副議長此行來訪，再度彰顯瓜地馬拉國會對
我國的支持與情誼，雙方未來將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持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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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交流。
（E）

第 053 號

2019/03/11

外交部歡迎宏都拉斯共和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政務次長巴拉翁納
夫婦訪臺
宏都拉斯共和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政務次長巴拉翁納（José
Isaías Barahona Herrera）夫婦，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
年 3 月 11 日至 17 日訪臺，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巴拉翁納次長夫婦訪臺期間，將拜會外交部長吳釗燮、中華
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中美洲
經貿辦事處及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另將參訪台北 101
大樓、日月潭風景區等經文設施，增進對我國國情及發展現況的
瞭解。
臺宏邦誼篤睦，宏國政府一向致力支持我參與國際組織，為
我堅實友邦。巴拉翁納次長此次來訪將有助進一步深化臺宏雙邊
合作關係。
（E）

第 057 號

2019/03/17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衛生部長恩蔻希閣下應邀率團訪臺，外交部表
達誠摯歡迎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衛生部長恩蔻希（Hon. Lizzie Nkosi）偕該
部醫事處副處長歐克蘿博士（Dr. Velephi Okello）應我政府邀請，
訂於本（108）年 3 月 17 日至 21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恩蔻希部長訪問期間將拜會衛生福利部長陳時中、接受外交
部常務次長曹立傑午宴；訪賓此行另將拜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
展基金會、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臺北
市立聯合醫院林森中醫昆明院區、新北市立鶯歌陶瓷博物館及台
北 101 大樓等文經建設，以瞭解我國政經現況及多元文化。
史國新內閣甫於上（107）年 11 月 6 日宣誓就職，恩蔻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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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是首度訪臺，此行將就臺史醫衛雙邊合作及我參與「世界衛生
大會」
（WHA）等議題交換意見。
臺史兩國自 1968 年建交以來，邦誼篤睦，史國政府長期在國
際場合為我發聲，支持我參與國際組織一向不遺餘力，為我堅實
友邦。恩蔻希部長此行來訪將有助進一步深化臺史醫療合作關
係，並見證臺灣可以做出貢獻（Taiwan can help）的精神。（E）

第 060 號

2019/03/25

外交部誠摯歡迎加拿大聯邦眾議院助理副議長羅塔率團訪臺
加拿大聯邦眾議院助理副議長羅塔（Anthony Rota）率聯邦眾
議員盧錫基（Tom Lukiwski）
、杜哈迪（Todd Doherty）及簡納儒
（Matt Jeneroux）等 4 位加國國會議員於本（108）年 3 月 25 日至
30 日訪臺，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訪團在臺期間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院長蘇嘉全、
臺南市長黃偉哲、屏東縣副縣長吳麗雪、高雄市政府官員，以及
大陸委員會、經濟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國際科技創業基
地及加拿大駐臺北貿易辦事處（CTOT）等單位，並接受外交部政
務次長徐斯儉款宴。訪團盼藉此行瞭解我國在政治、經貿、農業、
科技新創、地方市政規畫及兩岸關係等方面的最新發展，並拓展
臺加雙邊合作領域。
上（107）年臺灣為加拿大全球第 13 大、亞洲第 5 大貿易夥
伴，雙邊貿易額逾 60 億美元。前（106）年 6 月，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開啟臺加直航，我國長榮航空臺北-溫哥華航線也同時增
班，使雙方商務及民間交流更加頻密。上年 12 月，加拿大新創科
技加速器（Canadian Technology Accelerator）在臺舉辦啟用典禮，
為加拿大首度在北美地區以外啟用的新創科技加速器計畫，將推
動加國新創企業與我政府部門及育成中心密切合作，共創雙贏。
外交部感謝加拿大國會長期以來支持我國，相信訪團實地來
訪，親身見證我國各項發展，將有助持續深化臺加關係，增進雙
方實質交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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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2 號

2019/03/25

歐洲各國地方城市首長、相關政要及專家應邀訪臺參加智慧城市
論壇，以促進城市人文交流，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為深入瞭解臺灣智慧城市發展與應用經驗，來自包括英國、
法國、荷蘭、奧地利、捷克、匈牙利、波蘭、拉脫維亞、愛沙尼
亞及立陶宛等 10 個歐洲國家地方城市首長、相關政要及專家計 60
餘人，訂本（108）年 3 月 26 至 28 日期間應邀訪臺，並參加臺北
市「智慧城市論壇」
。
歐洲各國訪賓包括英國國貿部首席科學顧問 Dr. Mike Short、
西英格蘭綜合都會區市長 Tim Bowles、米爾頓凱恩斯市市長 Peter
Marland、愛丁堡市副議長 Cammy Day、捷克布拉格市市長賀瑞普
（Zdenĕk Hřib）
、維索基納省省長 Jiří Behounek、南波西米亞省副
省長 Josef Knot、荷蘭烏特勒支市副市長 Klaas Verschuure 及波蘭
盧布林市副市長 Artur Szymczyk 等人。此外，若干來自拉丁美洲
暨加勒比海、北美及中東地區的地方政要及專家亦應邀參加該論
壇。
歐洲訪團此行旨在深入瞭解我在智慧醫療、智慧交通及智慧
能源相關領域的科技發展，並會晤我政府相關部門官員及專家，
彰顯臺歐雙方在高科技、城市管理及人文等領域的密切交流與合
作。
外交部將持續推動與歐洲各國加強智慧城市合作以及數位經
濟發展，響應以科技促進城市永續發展的理念，鼓勵經濟產業創
新，以支持歐盟所提出的「歐亞連結」
（EU-Asia Connectivity）策
略，進一步強化雙方夥伴關係。
（E）

No.062

March 25, 2019

MOFA welcomes European mayors, politicians, experts to
Taipei’s 2019 Smart City Summit & Expo
Over 60 mayors, politicians, and experts from 10 European
countries—Austria,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France, Hun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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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via, Lithuania, Po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nited
Kingdom—will be participating in the Smart City Summit & Expo
(SCSE) in Taipei from March 26 to 28, in order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nd associated
experience.
The European guests include Dr. Mike Short, Chief Scientific Adviser
at 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im Bowles, Mayor
of the West of England, United Kingdom; Peter Marland, Leader of
Milton Keynes Council, United Kingdom; Cammy Day, Deputy
Leader of the City of Edinburgh Council; Zdeněk Hřib, Mayor of
Prague, Czech Republic; Jiří Behounek, Governor of the Vysocina
Region, Czech Republic; Josef Knot, Vice Governor of the South
Bohemian Region, Czech Republic; Klaas Verschuure, Vice-Mayor of
Utrecht, Netherlands; and Artur Szymczyk, Deputy Mayor of the City
of Lublin, Poland. Local politicians and experts from Latin America,
the Caribbean, North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will also be
attending the SCSE.
The European delegates will be seeking to gain deeper insight into
Taiwa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such areas as
e-health,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and smart energy, as well as
meet with related Taiw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xperts. Their
visit highlights the clos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 in high tech, urban management, and the humanities,
among other fields.
MOFA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even stronger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in terms of smart c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hoing the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advance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 and encouraging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is will support the EU-Asia Connectivity
Strategy and further strengthen bilateral partnershi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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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5 號

2019/03/29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國務院國際組織局副助理國務卿庫克來訪
美國國務院國際組織局副助理國務卿奈瑞莎．庫克（Nerissa J.
Cook）於本（108）年 3 月 27 日至 30 日訪問臺灣。
庫克副助卿此行就臺美兩國共同關切的各項全球跨境議題與
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充分交換意見，以進一步強化彼此瞭解及合
作，再度凸顯臺美夥伴關係的緊密友好。外交部對庫克副助卿的
來訪表達誠摯歡迎。
（E）

第 067 號

2019/03/31

外交部歡迎宏都拉斯共和國第一夫人葉安娜訪臺
宏都拉斯共和國第一夫人葉安娜（Ana García de Herná
ndez），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3 月 31 日抵臺訪問，
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葉安娜閣下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拜會外交部長吳釗
燮並接受款宴；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靜宜大學及財團法人
喜憨兒社會福利基金會等文教社福設施。
葉安娜第一夫人推動宏國醫療及社福計畫不遺餘力，第一夫
人辦公室與我駐館在醫療衛生及慈善物資捐贈領域均有密切合
作；我國義診團亦在第一夫人大力支持下，在宏國完成多項診治
及手術，提供宏國弱勢民眾醫療照護，有效彰顯我國醫衛專業及
積極投入國際人道關懷的優質形象。本次葉安娜第一夫人將與我
政府就相關合作事項交換意見，並與我大專校院及社福機構交
流，有助進一步深化臺宏雙邊合作關係。
（E）

第 073 號

2019/04/09

外交部歡迎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副助卿米德偉訪臺
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副助卿米德偉（David Meale）
訂於本（108）年 4 月 9 日至 16 日訪臺，旨在出席「臺北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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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
（AmCham Taipei）在 4 月 10 日晚間舉行的「謝年飯」活動；
訪臺期間，並將拜會我相關政府部門，就持續強化臺美關係等議
題交換意見。外交部對米德偉副助卿來訪表達誠摯歡迎。
繼上（107）年川普總統指派國務院亞太副助卿黃之瀚（Alex
Wong）來臺出席「謝年飯」活動後，國務院再度由副助卿層級資
深官員出席該活動，展現美方對臺美商務及投資交流的重視。米
副助卿訪臺期間適逢臺美共同舉辦「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紀
念活動，見證臺美關係在既有良好基礎上，持續深化雙邊恆久夥
伴關係。
（E）

第 081 號

2019/04/13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羅德島州副州長麥丹尼率團訪臺
美國羅德島州副州長麥丹尼（Daniel McKee）應我政府邀請，
訂於本（108）年 4 月 13 日至 18 日率團訪問臺灣。此次為麥丹尼
副州長任內第 2 度訪臺，期間適逢「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
不僅象徵羅州與我友好情誼，更彰顯臺美之間在地方政府及人民
交流方面的堅實夥伴關係，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麥丹尼副州長此行訪臺主要是為了代表羅德島州政府，出席
我國政府與民間企業致贈羅州 6 艘龍舟的捐贈儀式，該捐贈儀式
將於 4 月 17 日在外交部舉行。訪臺期間，麥丹尼副州長也將拜會
我國經濟部、衛生福利部及教育部，並接受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
儉款宴。訪團盼藉此行瞭解我國政經發展現況，並探尋臺羅在全
民健保、生技醫療及教育文化等的合作交流機會。
臺羅雙方往來及經貿關係密切，去（107）年我國是羅州在亞
洲第 5 大出口市場，全球第 20 大進口來源。我政府與羅州更於去
年 9 月 6 日簽署駕照免試互換協議，是第 1 個與羅州簽署此協議
的外國政府。
外交部感謝羅州政府及州議會多年來支持我國，相信麥丹尼
副州長再次率團訪臺，將有助持續深化臺美關係，增進雙方實質
交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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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2 號

2019/04/14

外交部對盧森堡跨黨派國會議員訪問團應邀訪臺表達誠摯歡迎
盧森堡跨黨派國會議員一行 5 人應邀於本（108）年 4 月 14
日至 19 日訪臺，以增進臺盧國會及城市交流，外交部表達誠摯歡
迎。
訪團在臺期間，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院長蘇嘉全、
外交部、大陸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桃園市政府、基隆市政
府、國家衛生研究院、盧森堡台北辦事處及歐洲經貿辦事處等，
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及臺北市立美術館等藝文建設。
訪團成員包括艾雪議員（Emile Eicher ）、凱思議員（Aly
Kaes）、邊卡納議員（Daniel Biancalana）、克雷蒙議員（Sven
Clement）
，以及貝娜議員（Djuna Bernard）等，其等來自盧國朝野
4 個不同政黨，甚具代表性，前 3 位議員也兼任地方首長職務，後
兩者則為政壇新秀，均是首度訪臺。此行旨在深入瞭解我國外交、
兩岸關係、經貿、環保及智慧城市等政策及最新發展，盼能促進
與我國會及城市的交流。
臺灣與盧森堡持續推展多領域、多面向的合作，近年來兩國
陸續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漏稅、金融監理、證券交易、教
育、通航及度假打工等合作協定或備忘錄。另臺盧兩國透過每年
異地舉行的「經濟合作會議」
，雙方產業對話也擴及綠能、ICT 及
數位經濟等新興領域。
（E）

No.082
MOFA welcomes
parliamentarians

April 14, 2019
cross-party

delegation

of

Luxembourg

A cross-party delegation comprising five Members of the Luxembourg
Chamber of Deputies is visiting Taiwan from April 14 to 19, aiming to
boost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arliaments and citie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elcomes the delegates’ visit.
During their stay in Taiwan, the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will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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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Vice President Chen Chien-jen and Legislative Yuan President Su
Jia-chyuan. They will also call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Taoyuan and Keelung City governments, th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Luxembourg Trade and Investment Office in
Taipei,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among other
institutions. Arrangements have also been made for the delegation to
visit such sites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terest a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hail from four different parties.
Mr. Emile Eicher, Mr. Aly Kaes, and Mr. Daniel Biancalana serve
concurrently as Mayors, while Mr. Sven Clement and Ms. Djuna
Bernard are new figures of Luxembourg’s political scene. Hoping to
facilitate exchanges between the parliaments and cities of
Luxembourg and Taiwan, the delegates are seeking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uch areas as
foreign policy, cross-strait relations, economics and tra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mart cities.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Luxembourg continues to develop in
depth and across scopes. In recent year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igned agreements and MOUs on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air transportation, and youth working holidays. They also
take turns to hold meetings of the Taiwan-Luxembourg Joint Business
Council, which has expanded bilateral industrial dialogue to cover
such emerging areas as green energy, IC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E)

第 083 號

2019/04/15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總理哈里斯率團訪臺，外交部表示誠摯歡
迎
我國加勒比海友邦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總理哈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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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Sylvester Harris）閣下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率領訪問
團一行七人於本（108）年 4 月 15 日至 19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
摯歡迎。
哈里斯總理一行訪臺期間，蔡英文總統將以隆重軍禮歡迎，
進行雙邊會談並以國宴款待，同時也將頒贈哈里斯總理「特種大
綬卿雲勳章」
，以表彰其對促進兩國邦誼之貢獻。此外，訪賓一行
另將會晤外交部長吳釗燮及接受午宴款待，拜會財團法人國際合
作發展基金會、克國駐臺大使館，以及參訪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臺北數位產業園區、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高雄醫學大學、
佛光山佛陀紀念館等單位，以瞭解臺灣政經、文化、教育、科技
及災害應變等領域的最新發展。
哈里斯總理閣下學經驗俱優，從政經驗豐富，並擁有加拿大
Concordia 大學會計博士學位。此行是哈里斯總理自 2015 年上任
以來第四次訪問臺灣，顯示其對臺克兩國邦誼的重視。
中華民國與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邦誼篤睦，雙方在農業、
教育、基礎建設、公衛醫療、資通訊及國際參與等領域合作密切，
成果豐碩並廣受各界肯定。哈里斯總理此行來訪，將有助兩國在
既有良好基礎上，增進合作關係及深化傳統友好邦誼。
（E）

第 091 號

2019/04/22

外交部歡迎貝里斯國會參議院議長鄭經緯率團訪臺
我國友邦貝里斯國會參議院議長鄭經緯（Lee Mark Chang）閣
下一行 4 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4 月 22 日至 26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鄭經緯議長一行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並應立法院
長蘇嘉全邀請，赴屏東參訪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東港生技研究中
心、大鵬灣風景區及接受晚宴款待；此外，亦將出席由立法院外
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蔡適應主持的「臺灣與貝里斯國會友好
協會」成立大會。另將會晤外交部長吳釗燮及接受午宴款待，拜
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務部以及參訪長榮海運公司、臺灣糖業公
司等單位，以瞭解臺灣政經、農業、生技及人文等領域的最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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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將接見貝國在臺留學生。
鄭經緯議長是貝里斯自 1981 年獨立建國以來，擔任貝國政府
最高職位的華裔官員。本年適逢臺貝建交 30 週年，鄭經緯議長此
行率團來訪，並見證「臺灣與貝里斯國會友好協會」的成立，足
證其對臺貝兩國邦誼的重視，更具體展現兩國國會議員間緊密友
好的情誼。
中華民國與貝里斯邦誼篤睦友好，雙方在基礎建設、公衛醫
療、資通訊、農漁業、教育及國際參與等領域合作密切且成效卓
著。鄭經緯議長此行來訪，將使臺貝兩國在既有友好基礎上，增
進雙方國會交流與合作及深化兩國傳統友好邦誼。
（E）

第 092 號

2019/04/22

外交部歡迎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希克斯率團訪臺
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RNC）共同主席希克斯（Tommy Hicks）應我政府邀請於本（108）
年 4 月 22 日至 26 日率團來訪，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美國共和黨長期與我關係密切友好，曾在最近一次召開的
2016 年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中重申「臺灣關係法」
及「六項保證」對我安全承諾，並力挺臺灣參與國際組織。希克
斯共同主席此行將拜會我政府高層、相關部會，進一步瞭解我政
經發展，以及臺美關係現況。
本年適逢「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臺美除共同規劃舉辦
一系列紀念活動外，也將持續積極安排美國政要訪臺，親自見證
臺美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外交部感謝「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多
年來對我國的支持與情誼，相信希克斯共同主席此行有助進一步
強化共和黨對臺美間各項議題的堅定支持。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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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3 號

2019/04/22
外交部歡迎美國農業部農產品貿易團首度訪臺

美國農業部（USDA）海外服務署署長艾斯利（Ken Isley）於
本（108）年 4 月 22 日至 25 日率農產品貿易團訪臺。美國農業部
每年例行籌組農貿團，邀請地方農業官員及農產品協會、廠商代
表參團，赴海外拓展美國優質農產品商機。
鑒於臺灣為美國農產品第八大海外市場，美國農業部本年特
別將我國列為海外拓銷首站，訪團成員不僅包括愛達荷州、喬治
亞州及內布拉斯加州等農業州的農政官員，更有 49 家農產品協會
及業界代表參團，足證臺灣市場的潛力。訪團在臺期間，除拜會
我政府相關部會，就持續深化臺美農業經貿關係交換意見外，並
將與我國內農產品進出口廠商進行交流，外交部對此表達誠摯歡
迎。
（E）

第 096 號

2019/04/28

外交部歡迎美國聯邦參議院昆斯及何珊兩位參議員訪臺
美國聯邦參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昆斯（Chris Coons, D-DE）
及聯邦參議員何珊（Maggie Hassan, D-NH）偕幕僚一行 5 人於本
（108）年 4 月 27 日至 29 日訪臺，在臺停留期間將與我政府高層
會晤，就持續強化臺美關係深入交換意見，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聯邦參議員昆斯及何珊均為我在美國國會的堅定友人，多次
連署友我議案及聯名函。昆斯參議員近期曾與聯邦參院軍事委員
會空陸小組主席柯頓（Tom Cotton, R-AR）及外委會民主黨首席議
員孟南德茲（Robert Menendez, D-NJ）等 6 位參議員共同提出「2019
年臺灣保證法案」
（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推動強化臺美
關係。昆斯參議員並特別發表聲明，肯定臺灣充滿生機的民主與
蓬勃的經濟為印太區域的典範。
本年適逢「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臺美除共同規劃舉辦
一系列紀念活動外，也持續積極推動美國政要來臺，見證臺美恆
久密切的夥伴關係。繼本（4）月中旬美方慶賀團團長、前聯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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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院議長萊恩（Paul Ryan, R-WI）與多位聯邦眾議員來臺參加相
關紀念活動後，昆斯及何珊參議員緊接來訪，充分展現美國國會
參、眾兩院不分黨派對臺灣的強勁支持。相信兩位參議員此行訪
臺將有助於增進對臺美戰略夥伴關係的瞭解，並持續深化與我國
的深厚情誼。
（E）

第 098 號

2019/04/30

外交部誠摯歡迎瓜地馬拉共和國總統莫拉雷斯伉儷應邀率團訪臺
瓜地馬拉共和國總統莫拉雷斯（Jimmy Morales Cabrera）伉儷
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在瓜國外交部長何薇（Sandra Jovel）陪同
下，訂於本（108）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率團訪臺，外交部表達誠
摯歡迎。
在臺期間莫總統伉儷將會晤蔡英文總統，就臺瓜雙邊合作事
項充分交換意見；另為表達禮遇與重視，蔡總統將以隆重軍禮歡
迎及國宴款待莫總統伉儷一行。此外，莫總統伉儷一行將拜會立
法院長蘇嘉全並接受款宴，外交部長吳釗燮伉儷亦將與莫總統伉
儷一行餐敘。訪團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國立臺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台北 101 大樓、桃園大溪老茶廠及日月潭等文教觀
光建設，以瞭解臺灣政經、公衛、社會及人文等領域的發展，並
將接見瓜國在臺留學生，瞭解在臺學習情形。
我國與瓜地馬拉共和國邦誼篤睦友好，瓜國政府近年來在相
關場域中積極支持我國際參與，雙方在基礎建設、公共衛生、教
育、中小企業創新輔導及農竹產業等領域合作密切，成果豐碩。
近年來我國亦協助瓜國強化醫療品質並推動偏鄉行動醫療，彰顯
臺灣在國際人道外交領域的努力與實踐，深獲瓜國朝野及民眾肯
定與感謝。
（E）

第 100 號

2019/04/30

外交部誠摯歡迎吐瓦魯國總理索本嘉閣下伉儷來臺訪問
吐瓦魯國總理索本嘉（The Rt. Hon. Enele Sosene Sopoaga）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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儷偕外交部長費尼卡索（Hon. Taukelina Finikaso）伉儷一團 24 人，
於本（108）年 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來臺訪問，外交部表達誠摯
歡迎。訪團在臺停留期間將拜會蔡英文總統，並與總統共同見證
兩國交通部長簽署海員所持文件相互認證相關協定，外交部長吳
釗燮伉儷亦將於臺北賓館接待訪團。
本年是中華民國（臺灣）與吐瓦魯國建交 40 週年，吐國為我
忠實友邦，長年在國際場域積極助我，上（107）年吐國多次為我
國發聲，支持臺灣參與「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
大會及世界衛生大會（WHA）
，本年亦致函世界衛生組織（WHO）
力挺我參與本年 WHA。
我與吐國多年來在醫療衛生、能力建構、潔淨能源、農業合
作等領域合作密切，成果豐碩，深獲吐國朝野及人民一致肯定與
讚揚。此次索本嘉總理再次率團訪臺，再次彰顯兩國邦誼篤睦及
高層深厚情誼。
（E）

第 104 號

2019/05/03

外交部竭誠歡迎比利時聯邦參議院議長波齊伉儷訪臺
比利時聯邦參議院議長波齊（Jacques Brotchi）伉儷及參議院
禮賓處卡頓處長（Thibaut Cardon）一行 3 人應邀於本（108）年 5
月 3 日至 6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訪團在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拜會立法院長蘇嘉全、
外交部長吳釗燮、大陸委員會、衛生福利部及比利時台北辦事處，
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大樓及日月潭等文化觀光設
施。此外，波齊參議長夫人將另參觀臺北市立美術館及臺北市復
華長青多元服務中心。
波齊參議長前於擔任神經外科醫師及 2005 年至 2009 年擔任
「世界神經外科學會聯盟」（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surgical
Societies, WFNS）理事長期間曾數度訪臺。波齊參議長自 2004 年
起擔任聯邦參議員，在比國政界備受敬重。訪團此行旨在深入瞭
解我國外交、兩岸關係、醫衛政策、最新國情發展及我推動參與
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現況，盼能進一步強化臺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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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醫衛及經貿等層面的交流。
臺灣與比利時持續推展多領域、多面向的合作關係，近年來
兩國陸續簽署度假打工、教育、永續能源及醫衛等合作協定或備
忘錄。另臺比兩國自 103 年起透過每年易地舉行「經濟合作會議」
，
雙方產業交流亦擴及離岸風力、海運及資訊科技等領域，並持續
穩健深化。
（E）

No.104

May 3, 2019

MOFA welcomes visit by Belgian Senate President Jacques
Brotchi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elcomes the visit to Taiwan by Belgian Senate President Jacques
Brotchi, Madam Brotchi, and Belgian Senate Head of Protocol
Thibaut Cardon. The three-member delegation will be in Taiwan from
May 3 to 6.
During their stay, the delegates will meet with President Tsai Ing-wen,
Legislative Yuan President Su Jia-chyuan, 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Jaushieh Joseph Wu, and visit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and the Belgian Office, Taipei.
Their itinerary also includes visits to cultural and tourist site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101, and Sun Moon
Lake. In addition, Mrs. Brotchi will tour the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as well as Taipei Fuhua Senior Multi-Service Center.
In his career as a neurosurgeon, President Brotchi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surgical Societies from 2005 to 2009,
during which time he visited Taiwan on several occasions. He was
elected to the Belgian Senate in 2004 and is a respected figure in
Belgian politics. The purpose of the Belgian delegation’s visit i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aiwan’s
diplomacy, cross-strait relations, healthcare policy,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bodies,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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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of enhancing bilateral parliamentary, medical, and trade
exchanges.
Taiwan and Belgium have continued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cross a
range of fields, having signed agreements or memoranda on working
holidays, education, sustainable energy, and healthcare in recent years.
Since 2014,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lternately hosted annual Joint
Business Council Meetings, deepening existing bilateral industrial ties
while opening exchanges in offshore wind power, maritime transpor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E)

第 105 號

2019/05/06

外交部誠摯歡迎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外交暨航空部長兼尼維斯
島行政首長布蘭特利應邀率團訪臺
我國加勒比海友邦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外交暨航空部長兼
尼維斯島行政首長布蘭特利（Mark A. G. Brantley）閣下應中華民
國政府邀請，率領訪問團一行 4 人於本（108）年 5 月 6 日至 10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布蘭特利外長一行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會晤外交
部長吳釗燮及接受午宴款待；另將拜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金會及開平餐飲學校，視察克國駐臺大使館並接見克國在臺留學
生，以及參訪蘭陽博物館、國立傳統藝術中心、宜蘭金車威士忌
酒廠、臺北數位產業園區及陽明山國家公園等單位，以瞭解臺灣
政經、文化、技職教育、科技及觀光等領域最新發展。
布蘭特利外長學經驗俱優，從政經驗豐富，並擁有英國牛津
大學民法學士學位。此行是布外長自 2015 年上任以來第三次訪問
臺灣，顯示其對臺克兩國邦誼的重視。
中華民國與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邦誼篤睦，雙方在農業、
教育、基礎建設、公衛醫療、資通訊及國際參與等領域合作密切，
成果豐碩並廣受各界肯定。布蘭特利外長此行來訪，將使臺克兩
國在既有友好基礎上，持續增進合作關係並深化友好邦誼。（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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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4 號

2019/05/13

奈及利亞聯邦共和國十字河州州長阿雅典率團訪臺，外交部表達
誠摯歡迎
奈及利亞聯邦共和國十字河州州長阿雅典（H. E. Benedict
Bengioushuye Ayade）偕其夫人、財政廳長及衛生廳長等一行 8 人，
應我政府邀請，訂於本（108）年 5 月 13 日至 18 日訪臺，外交部
表達誠摯歡迎。
阿雅典州長訪問期間將拜會經濟部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接
受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午宴。訪賓此行另將拜會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及臺灣非
洲經貿協會，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臺中市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
院、新竹科學園區及南投日月潭等文經設施，以瞭解我國政經現
況及多元文化。此外，阿雅典州長並將在臺灣非洲經貿協會主辦
的「2019 年臺灣─奈及利亞拓銷投資商機研討會」中為我國廠商
簡報奈國投資商機及經貿資訊。
阿雅典州長過去曾經來訪，對臺灣農業科技先進完善留下深
刻印象；十字河州政府亦曾於上（107）年與臺中市澄清綜合醫院
簽署衛生醫療合作瞭解備忘錄。奈國為臺灣在非洲的第 6 大貿易
夥伴，阿雅典州長此次再度訪臺將有助進一步增進雙邊經貿交流
及友好關係。
（E）

第 123 號

2019/05/19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商工貿易部長庫馬羅一行 3 人訪臺
史 瓦 帝 尼 王 國 新 任 商 工 貿 易 部 長 庫 馬 羅 （ Hon. Manqoba
Khumalo）一行 3 人應我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5 月 19 日至 23
日來臺訪問，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庫馬羅部長此行是首度訪臺，將與我國相關主管機關進行交
流，以增進雙邊合作情誼，期間將拜會經濟部長沈榮津並接受款
宴，另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午宴。訪賓另將拜會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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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非洲經貿協會、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肥料股份有限公
司，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新竹科學園區、台北 101 大樓等
文經建設，以瞭解我國政經現況及多元文化。
我國與史國於上（107）年 6 月 8 日簽署臺史「經濟合作協定」
，
並在同（107）年 12 月 27 日生效。為有效管理及執行該協定，兩
國將成立「聯合委員會」
，庫馬羅部長此行將與經濟部沈部長共同
簽署「聯合委員會職掌及程序規則」
，作為臺史雙方諮商及定期召
開會議的依據。
臺史雙邊高階官員往來頻密，本年至今史國已有 3 位部長級
官員訪臺，分別為 2 月來訪的經濟企畫暨發展部長吉納（Thambo
Gina）
、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札杜莉（Thulisile Dladla）及 3 月來
訪的衛生部長恩蔻希（Lizzie Nkosi）
。此外，外交部長吳釗燮才以
總統特使身分於本年 4 月 24 日至 28 日赴史國出席國王恩史瓦帝
三世 51 歲壽誕慶典，與史王、王母互動熱絡友好。
史國政府長期在聯合國大會、世界衛生組織、聯合國氣候變
遷綱要公約等國際組織場域為我執言，是我堅實友邦，兩國邦誼
友好穩固。
（E）

第 133 號

2019/05/27

外交部竭誠歡迎宏都拉斯共和國副總統阿瓦拉朵閣下訪臺
宏都拉斯共和國副總統阿瓦拉朵（Olga Margarita Alvarado
Rodríguez）閣下暨夫婿一行 7 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
年 5 月 27 日至 31 日抵臺訪問，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阿瓦拉朵副總統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並接受陳建仁副
總統伉儷款宴，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也將與阿副總統一行餐
敘。訪團另將拜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財團法人勵馨
社會福利事業基金會、財團法人瑪利亞社會福利基金會及臺北市
和平實驗國民小學，並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新北市立黃金博物
館、台北 101 大樓等文教設施，以瞭解我國兼具現代、傳統與多
元的人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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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拉朵副總統曾擔任宏都拉斯青年部長及社會融合暨發展
部次長等重要職務，致力關懷社會弱勢族群並為其發聲，深受宏
國民眾愛戴。此次是阿副總統首次訪臺，彰顯宏國高層重視與我
邦誼。
中華民國與宏都拉斯邦誼篤睦，雙方在醫療衛生、農業、教
育等領域合作廣泛。阿副總統此行也將透過實地參訪及經驗分
享，就臺宏兩國社會福利及教育領域的發展概況深度交流，有助
進一步深化雙方合作關係。
（E）

第 134 號

2019/05/28

聖露西亞檢察總長朱立恩暨夫人訪臺，外交部誠摯歡迎
我加勒比海友邦聖露西亞檢察總長朱立恩（Stephen Julien）暨
夫人應我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來臺訪問，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朱立恩檢察總長夫婦此行是首度訪臺，期間將拜會內政部、
法務部、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最高檢察總署、臺灣高等法院及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並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款宴；另將與
露國在臺留學獎學金生座談交流，並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日月
潭及台北 101 大樓等經社文化建設，以瞭解我國政經現況及多元
文化，並增進雙邊合作情誼。
我國與露國於上（107）年 1 月 31 日簽署「警政合作協定」，
共同致力強化兩國在司法、治安及防制跨國犯罪等方面的緊密合
作。此外，臺露兩國在基礎建設、醫衛合作、資通訊及農業等多
項領域維持密切合作關係，成果豐碩獲得露國各界肯定。此外，
露國政府一向在各種國際場域堅定支持我國際參與，為我堅實友
邦，兩國邦誼友好篤睦。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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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5 號

2019/05/28

外交部歡迎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博多黑率議員團訪臺
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博多黑（Eric Bothorel）率議員
團一行 6 人，應我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5 月 28 日至 31 日訪臺，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團 長博 多 黑 副主 席 至為 友 我， 曾 就 我參 與 世 界 衛生 組 織
（WHO）及跨國企業不當稱我案等予我支持，並於上（107）年 7
月間協助安排立法院長蘇嘉全參訪法國國民議會，並予熱誠接
待，為臺法國會高層交流奠定堅實基礎。
此行訪團成員另包括侯蒂雅（Mme Laure de La Raudière）議
員、彭貝歐（M. Christophe Di Pompeo）議員、卡希魯（M. Thomas
Gassilloud）議員、卡巴揚（M. Guillaume Kasbarian）議員及貝拉
米提（M. Mounir Belhamiti）等法國會重要議員，其中除博多黑副
主席曾於上年 9 月訪臺外，其餘議員均為首度來訪。
訪賓在臺期間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院蘇院長、外
交部、科技部、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等；另將參觀「2019
國際台北電腦展」
（Computex Taipei 2019）
，以了解我國在人工智
慧與物聯網（IoT）
、5G 行動通訊、區塊鏈、新創及電競等最新發
展。訪團也將參訪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實地考察我數位科技的
優勢等。
近年來臺法在經貿、科技、文化、藝術及航空運輸等方面交
流密切，法國向支持我國際參與，也在人權、民主法治等理念相
近領域共同合作，雙邊關係持續穩定成長。此次法國國民議會團
來訪，將進一步強化臺法雙邊友好關係及實質交流。
（E）

第 136 號

2019/05/28
外交部誠摯歡迎英國國會上議員貝梭勳爵訪臺

英 國國 會 上 議院 議 員暨 臺 英 國 會 友臺 小 組成 員 貝 梭 勳 爵
（Lord Bethell）於本（108）年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訪臺，外交
部表達誠摯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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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梭勳爵為英國保守黨上議員，此行訪臺盼瞭解我政府相關
政策、臺英經貿合作及兩岸關係等議題。在臺期間將拜會外交部、
大陸委員會及英國在台辦事處（British Office Taipei）等單位，並
進行相關文化參訪。
貝梭勳爵為臺英國會小組成員，歷來對與我相關議題多予支
持，我科技部長陳良基本年 4 月率團訪問英國期間，貝梭勳爵也
提供協助熱忱接待。貝梭上議員現為上議院通訊委員會成員，關
注新聞媒體、能源及環境等議題，此行來訪有助增進雙方瞭解與
友好情誼，並進一步深化臺英關係。
（E）

第 140 號

2019/05/30

外交部歡迎美國務院資深顧問蘿倫斯來臺參加首屆「臺美合作處
理跨國父母擅帶兒童離家聯合委員會」
美 國 國 務 院 主 管 兒 童 議 題 資 深 顧 問 蘿 倫 斯 （ Suzanne
Lawrence）訂於本（108）年 5 月 29 至 31 日訪臺，旨在出席首屆
「臺美合作處理跨國父母擅帶兒童離家聯合委員會」
，外交部誠摯
歡迎蘿氏來訪。
該會議源自臺美上（4）月 13 日簽署瞭解備忘錄，明定由美
國務院領務局及我衛生利福部代表組成聯合委員會，合作處理兒
童遭跨國父母擅帶離家個案，蘿氏不僅在華府見證雙方簽署備忘
錄，本（5）月更代表美方參加首屆會議，積極落實雙方合作計畫，
極具意義，更呼應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5 月間紀念
「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移民及交流月」的主題。
蘿氏訪臺期間並將拜會我政府相關部會及兒福團體，以期瞭
解我國兒童福利政策及具體成果，作為未來持續推動臺美相關計
畫的參考，並深化雙方在保障兒童權益領域的合作與交流。（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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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 號

2019/05/30

外交部歡迎美國聯邦參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賈德納一行
訪臺
美 國 聯 邦 參 議 院 外 交 委 員 會 亞 太 小 組 主 席 賈 德 納 （ Cory
Gardner, R-CO）偕幕僚一行 4 人於本（108）年 6 月 2 日至 3 日訪
臺。在臺停留期間將與我政府高層會晤，就如何持續強化臺美經
貿、安全關係，以及區域情勢現況等議題交換意見，外交部對於
賈德納主席來訪表達誠摯歡迎。
賈德納主席為我在美國國會長期堅定友人，不僅連續 4 年訪
問我國，也持續不斷在美國國會以具體行動為我發聲，包括於 5
月 23 日再度提出助我維繫邦交的「臺北法案」
，並於本年 4 月 4
日領銜提出「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行「臺灣關係法」之承
諾」決議案，另曾與 3 月間在國會發起致川普總統聯名函，呼籲
美政府儘速派遣閣員訪臺，表達對維繫臺灣國際生存空間及強化
臺美關係的一貫支持立場。
外交部由衷感謝賈德納主席對我各項議題鼎力相助。本年適
逢「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臺美除共同規劃舉辦一系列紀念
活動外，也持續積極推動美國政要來臺，見證臺美恆久密切的夥
伴關係。相信賈德納主席此行有助於進一步深化我與美國國會的
深厚情誼。
（E）

第 142 號

2019/06/04

外交部誠摯歡迎斯洛伐克國會副議長尼蔻森諾娃率團訪臺
斯 洛 伐 克 國 會 副 議 長 尼 蔻 森 諾 娃 （ Hon. Lucia Duris
Nicholsonova）率跨黨派國會議員一行 4 人應我政府邀請，於本
（108）年 6 月 4 日至 8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訪團此行旨在深入瞭解我整體政經發展、兩岸關係及區域情
勢，在臺期間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院長蘇嘉全、外交
部、經濟部、衛生福利部、大陸委員會、斯洛伐克經濟文化辦事
處、新竹科學園區及台達電子等；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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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 101 及端午嘉年華等文經建設與活動。
訪團團員尚包括斯國國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米郝（Dr.
Jozef Mihal）
、卡斯恰蔻娃（Renata Kascakova）議員及葛力克（Dr.
Karol Galek）議員，展現斯國國會跨黨派議員對我的支持與友誼。
斯洛伐克國會基於與我共享自由民主及維護人權的理念，積
極支持我國際參與，如本年斯國國會即有 20 位議員連署致函世界
衛生組織（WHO）
，支持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WHA）。此次
尼蔻森諾娃副議長率斯國國會高層訪臺，有助推動臺斯雙邊實質
關係，並進一步深化國會交流。
（E）

第 144 號

2019/06/10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自民黨國會議員珂璐率團訪臺
德國自由民主黨（FDP）國會交通與數位化委員會副主席珂璐
（Daniela Kluckert）
，偕該黨國會交通與數位化建設委員會召集人
賀伯斯（Torsten Herbst）、外交委員會委員穆羅特（Frank Mü
ller-Rosentritt）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法博（Dr. Marcus Faber）一行 4
人，應邀於本（108）年 6 月 10 日至 14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
歡迎。
訪團成員均為首次訪臺，此行旨在實地瞭解我國政經發展，
並促進臺德實質關係。在臺期間將拜會行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外
交部長吳釗燮、立法院、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國家發展委
員會、大陸委員會、科技部等，就數位化建設、智慧城市發展、
新創產業及科技研究等議題進行交流並促進雙邊合作。
德國自民黨為「國際自由聯盟」
（Liberal International）成員，
該聯盟與我理念相近，並多支持與我相關議題。另珂璐副主席曾
公開推文支持我參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及「世界衛生大會」
（WHA）
，上（5）月 16 日並曾聯合德國各黨
國會議員共 15 人，親自參加我駐德國代表處舉辦的「與臺灣同行」
健走活動，以實際行動聲援我參與 WHA 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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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5 號

2019/06/10

外交部誠摯歡迎中美洲議會議長艾瑪雅率團訪臺
中美洲議會（PARLACEN）議長艾瑪雅（Irma Segunda Amaya
Echeverría，薩爾瓦多籍）偕該議會尼加拉瓜、宏都拉斯、瓜地馬
拉、巴拿馬及多明尼加等國國會副議長一行 6 人，應我政府邀請，
於本（108）年 6 月 10 日至 14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之意。
艾瑪雅議長一行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拜會立法院長
蘇嘉全、外交部長吳釗燮，並分別接受蘇院長及外交部常務次長
曹立傑款宴，以及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新竹科學園區、開陽集
團、財團法人勵馨社會福利事業基金會、臺北市立圖書館北投分
館及金車噶瑪蘭威士忌酒廠等經社科技、文化慈善及綠能環保設
施。
中美洲議會為中美洲地區區域性議會組織，成立於 1991 年，
總部設於瓜地馬拉，會員國包括瓜地馬拉、宏都拉斯、尼加拉瓜、
薩爾瓦多、巴拿馬及多明尼加 6 國。我國於 1999 年成為永久觀察
員，另有墨西哥、波多黎各、委內瑞拉、摩洛哥及歐洲議會等 9
個觀察員。訪團此行來臺有助強化我與該議會成員國的雙邊及多
邊國會交流，並增進訪賓對我國的瞭解與友誼。
（E）

第 146 號

2019/06/10

外交部誠摯歡迎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交暨貿易部長席克率團訪臺
我太平洋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交暨貿易部長席克（H.E.
John M. Silk）於本（108）年 6 月 10 日至 12 日與財政暨郵政部長
瓦西（Brenson Wase）及工程部長慕樂（Anthony Muller）等官員
來臺考察，我國政府對席克部長一行來訪表達竭誠歡迎，將由外
交部長吳釗燮設宴款待訪團。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上（107）年與我國簽署「戰略合作暨夥伴
關係架構」
，兩國將在此架構下進一步深化政治、經濟、貿易及基
礎建設等領域夥伴關係，席克部長此次訪臺即盼瞭解各領域的合
作機會及洽商具體落實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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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紹爾群島共和國長期支持我國參與國際組織，本年 5 月世
界衛生大會（WHA）會議期間，馬國衛生部長卡內科（Kalani
Kaneko）即曾為我強力執言，充分肯定臺灣醫衛成就，並呼籲國
際社會不應將臺灣排除在全球衛生防護網之外。
臺灣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
值，建交 21 年來各項交流友好密切，邦誼篤睦，本年 3 月間蔡英
文總統也前往馬國出席首屆「太平洋婦女領袖聯盟」會議，共同
為女權發聲。
（E）

第 148 號

2019/06/13

外交部歡迎聖露西亞教育、創新、性別關係暨永續發展部長芮格柏及次
長查爾絲
我加勒比海友邦聖露西亞教育、創新、性別關係暨永續發展
部長芮格柏（Gale Rigobert）及次長查爾絲（Michelle Charles）應
我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6 月 13 日至 17 日來臺訪問，外交部表
達誠摯歡迎。
芮格柏部長一行訪臺期間將拜會教育部、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行政院性別平等處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並接受
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款宴。此外，訪賓也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
院、崑山科技大學、北投垃圾焚化廠、臺灣國家婦女館、龍盟複
合材料股份有限公司、台北 101 大樓、板橋林家花園、臺南安平
古堡及十鼓仁糖文創園區等經社文化建設，以瞭解我國政經、教
育及人文多元發展現況。
中華民國與聖露西亞邦誼篤睦友好，兩國在基礎建設、醫衛
合作、資通訊及農業等各項領域合作密切且成效卓著。露國政府
亦在國際場域堅定支持我國各項國際參與，例如芮格柏部長即曾
於上（107 ）年 11 月分 別致 函「聯合 國氣候 變化 綱要公約 」
（UNFCCC）秘書處及締約方大會（COP24）主席 Michal Kurtyka，
支持我國參與 UNFCCC。芮格柏部長此行來訪，有助增進雙方在
教育、性別議題及永續發展等領域的合作與交流，進一步深化兩
國邦誼。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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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9 號

2019/06/18

瓜地馬拉共和國外交部次長艾斯特拉達夫婦一行應邀訪臺
瓜地馬拉共和國外交部次長艾斯特拉達（Jairo Estrada）夫婦
一行 3 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訂本（108）年 6 月 18 日至 22 日
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艾次長訪臺期間將參加「2019 年臺北國際食品展覽會」開幕
式，拜會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金會，並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款宴；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
物院、台北 101 大樓、宜蘭傳統藝術中心、臺北孔廟、法鼓山農
禪寺等文經宗教建設。
我國與瓜地馬拉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邦誼篤
睦；兩國在基礎建設、公共衛生、教育、農業科技及中小企業創
新輔導等領域合作密切，雙邊關係緊密友好。
（E）

第 154 號

2019/06/24

外交部歡迎貝里斯國家安全部長薩廸瓦率團訪臺
為慶祝我國與中美洲友邦貝里斯建交 30 週年，貝里斯國家安
全部部長薩廸瓦（Hon. John Saldivar）應我政府邀請，率團一行四
人於本（108）年 6 月 24 日至 28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薩廸瓦部長一行訪臺期間，將拜會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李大
維及國防部長嚴德發，並將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午宴款
待。此外，訪賓一行也將拜會海洋委員會及該會海巡署、國家中
山科學研究院，並參觀國防設施、龍德造船廠、中信造船廠、金
車礁溪蘭花園、台北 101 大樓及士林夜市等，以瞭解臺灣政經、
國防、海巡作業及人文等領域的最新發展。
薩廸瓦部長此行是第二度以國安部長身分率領高階訪團訪
臺，充分展現薩廸瓦部長對深化兩國國防及海巡合作交流的重
視，以及兩國友好邦誼。
中華民國與貝里斯邦誼篤睦，雙方在基礎建設、公衛醫療、
資通訊、農漁業、教育及國際參與等領域合作密切且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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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廸瓦部長此行來訪，有助臺貝兩國在既有友好基礎上，進一步
強化彼此合作關係並深化兩國傳統友好邦誼。
（E）

第 155 號

2019/06/25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西北大學校長夏碧洛率團訪臺
美國西北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校長夏碧洛（Morton
Schapiro）應我政府邀請，訂於本（108）年 6 月 25 日至 28 日訪
臺。此次為夏碧洛校長第 2 度訪臺，旨在推動臺美高等教育交流，
外交部對夏碧洛校長一行來訪表達誠摯歡迎。夏碧洛校長訪臺期
間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並赴臺灣金融研訓院發表專題演講，以
及出席西北大學臺灣校友會晚宴等活動。
西北大學為全球頂尖私立大學，歷來計有 19 位諾貝爾獎得主
及 38 位普利茲獎得主為該校教職員或校友，而夏碧洛校長為全美
高等教育經濟學權威，更於 2017 年當選美國國家教育學院院士，
在美國學術、教育界地位崇高。
西北大學每年均維持近百位臺灣學生在該校攻讀學位，近年
來我政府也提供約 10 名獎學金名額，供該校學生及畢業生來臺學
習華語或攻讀學位。夏碧洛校長此行將有助進一步推動臺美高等
教育合作，為兩國學生提供更多學習與交流的機會。
（E）

第 157 號

2019/07/02
外交部歡迎貝里斯總督楊可為率團訪臺

為慶祝我國與中美洲友邦貝里斯建交 30 週年，貝里斯總督楊
可為（His Excellency Sir Colville Young）爵士應中華民國政府邀
請，率團一行六人於本（108）年 7 月 2 日至 5 日訪臺，外交部表
達誠摯歡迎。
楊可為總督偕裴瑞斐檢察總長兼法務部長（Hon. Michael G.
Peyrefitte）等一行訪臺期間，將會晤蔡英文總統及接受午宴款待，
並與蔡總統見證裴瑞斐檢察總長兼法務部長與我法務部長蔡清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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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貝里斯政府廉政合作協定」
。訪賓
一行另將拜會外交部長吳釗燮、法務部蔡部長，及接受吳部長、
蔡部長分別款宴；參訪國立臺北藝術大學、蘭陽博物館及金車威
士忌酒廠等單位，以瞭解臺灣政經及人文等領域的最新發展。楊
可為總督也將接見貝國在臺留學生，瞭解其等在臺就學及生活情
形。
本年欣逢臺貝建交 30 週年，楊可為總督為中華民國（臺灣）
長期友人，此次第 7 度率團訪臺，充分展現對我國情誼及深化臺
貝兩國邦誼的支持。
中華民國與貝里斯邦誼篤睦，雙方在基礎建設、公衛醫療、
資通訊、農漁業、教育及國際參與等領域合作密切且成效卓著。
楊可為總督此行來訪，將使臺貝兩國在既有友好基礎上，進一步
加強彼此合作關係並深化兩國傳統友好邦誼。
（E）

第 159 號

2019/07/05

帛琉共和國副總統兼司法部長歐宜樓率團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
歡迎
帛琉共和國副總統兼司法部長歐宜樓（H.E. Raynold Oilouch）
伉儷一行 4 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7 月 5 日至 10
日來臺進行訪問。歐副總統訪臺期間除晉見蔡英文總統外，另將
拜會我內政部、法務部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以深化兩國海巡、
警政及司法合作。外交部長吳釗燮將代表政府設宴歡迎。
臺帛兩國關係緊密友好，互動密切。蔡總統於本年 3 月 21 日
至 24 日率「海洋民主之旅」訪問團赴帛琉進行國是訪問，帛琉雷
蒙傑索總統亦曾多次訪臺。為促進兩國人民交流往來，臺帛兩國
自上（107）年 12 月 1 日起互予對方民眾免簽入境待遇，有助拉
近兩國距離。
帛琉為我忠實友邦，長期在國際場域助我，我與帛國多年來
亦在醫療衛生、能力建構、潔淨能源及文化交流等領域合作，近
年亦拓展至兩國觀光產業的合作，成果豐碩，並具體嘉惠帛國人
民，深獲帛國朝野肯定與讚賞。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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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3 號

2019/07/13

外交部誠摯歡迎巴拉圭環境及永續發展部長歐緯陀夫婦訪問臺灣
巴拉圭環境及永續發展部長歐緯陀（Ariel Oviedo）夫婦應中
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7 月 13 日至 18 日來臺訪問，外
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歐緯陀部長訪臺期間將拜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林務局、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並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
曹立傑設宴款待。訪賓另將參訪北投垃圾焚化廠、新竹科學園區、
工業技術研究院、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臺北市立圖書館北投分館、
國立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大樓及龍山寺等經文建設。
我國深信，歐緯陀部長此行訪問臺灣將進一步深化兩國在環
境保護及資源永續利用領域的交流與合作。我國與巴拉圭共享民
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邦誼篤睦；兩國另在基礎建設、公
共衛生、教育、農業科技及中小企業創新輔導等領域合作密切，
雙邊關係緊密友好。
（E）

第 165 號

2019/07/17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財政部主管國際市場代理助理部長蘇騏訪臺
美國財政部主管國際市場代理助理部長蘇騏（Mitchell Silk）
訂於本（108）年 7 月 17 日至 18 日偕該部國際事務部門投資、能
源及基礎建設處副處長凱費達（David Gottfried）訪問臺灣。外交
部誠摯歡迎蘇騏代理助理部長訪問我國，相信此行有助臺美雙方
持續討論在我國「新南向政策」與美國「印太戰略」下尋求具體
合作。
訪臺期間，蘇騏代理助理部長等人將拜會外交部、經濟部、
財政部及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等政府部門，亦將與臺灣產業代表
及企業領袖會面，討論臺美共同發展印太地區的能源及基礎設施
市場等議題，並鼓勵私部門參與。
蘇騏代理助理部長過去曾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習中文，對
臺灣並不陌生，也曾擔任大型律師事務所大中華區負責人，本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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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接任現職後首度訪問我國。
（E）

第 166 號

2019/07/21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資通訊暨科技部長席肯妮娑公主率
團訪臺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資通訊及科技部長席肯妮娑公主（H.R.H.
Princess Sikhanyiso）一行應我政府邀請，訂於本（108）年 7 月 21
日至 25 日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席肯妮娑部長訪臺期間，將會晤外交部長吳釗燮並接受款
宴，另拜會科技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行政院科技會報辦公
室、臺北市政府資訊局、中華電信公司、中華資安國際公司、新
竹科學園區、工業技術研究院等機構，以瞭解我國資通訊產業發
展現況，並盼與我行動通訊、智慧城市、資通訊科技產業等領域
深化交流與合作，以實現史王昭示的「2022 願景」。
席肯妮娑部長是史國內閣最年輕的部長，此行首次以閣員身
分訪臺，前曾多次隨同史國國王恩史瓦第三世訪問我國。
史瓦帝尼是我國堅實友邦，兩國邦誼友好穩固，雙邊各項合
作進展順暢，高階官員往來頻密。史國政府在國際組織場域一向
堅定為我有力執言，我國對史國在國際場域表達堅定支持至為感
謝。
（E）

第 168 號

2019/07/28

外交部誠摯歡迎英國國會上議院資深議員德蘇莎女爵一行訪臺
英國國會上議院議員ㄧ行 3 人由資深議員德蘇沙女爵
（Baroness D＇Souza）率領，應邀於本（108）年 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訪臺，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訪團成員除德蘇莎女爵外，另有現任上議院副議長葛婷女爵
（Baroness Garden of Frognal）
、上議院老人住宅暨照護國會跨黨派
小組主席貝斯特勳爵（Lord Best）等英國會上院跨黨派資深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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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賓此行盼就氣候變遷、社會住宅、監獄改革及警察事務等
相關議題與我方交換意見，另盼深入瞭解我外交、兩岸、國家安
全情勢及科技發展，以提昇臺英實質合作及促進雙邊國會交流。
該團在臺期間將晉見總統，拜會立法院、國家安全會議、外交部、
法務部、科技部及英國在台辦事處等，並參訪故宮博物院及台北
101 大樓。
德蘇莎女爵一行在英國國會致力推動與我交流，此次來訪將
有助強化臺英雙方在民主、人權及促進繁榮等各領域的合作。
（E）

第 169 號

2019/07/29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加州州眾議長藍道安應邀率團訪問臺灣
美國加州州眾議長藍道安（Anthony Rendon）應邀率團於本
（108）年 7 月 29 日至 8 月 3 日訪臺。團員包括美國加州州眾議
會銀行與財政委員會主席黎夢（Monique Limon）、州參、眾議會
急難管理聯席委員會主席史麗緹（Christy Smith）、眾議會紀律委
員會主席雷凡璐（Luz Maria Rivas）及眾議會婦女生育健康委員會
主席鮑蕾（Rebecca Bauer-Kahan）
。本次訪賓均為首度訪問臺灣。
外交部對藍道安州眾議長一行來訪表達誠摯歡迎。
訪臺期間藍道安州眾議長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會晤立法院副
院長蔡其昌、外交部長吳釗燮。此外，藍道安議長另拜會經濟部、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行政院性別平等處、桃園市政府、桃園捷
運公司等單位。訪賓並將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及台灣
高鐵探索館等文經建設。
藍道安議長此行旨在考察我國高速鐵路等重要基礎建設並瞭
解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藍道安議長早年曾於桃園縣龍潭鎮
教授英文，自 2012 年獲選加州州眾議員至今，一直與我旅美僑社
維持友好關係。
我國與加州雙邊經貿關係緊密，臺灣為加州第 7 大、亞洲第 5
大貿易夥伴，每年雙邊貿易額高達 200 億美元。藍道安議長的訪
問除有助於進一步促進雙邊貿易及投資外，也將深化雙邊教育與
文化交流。（E）
- 300 -

第 171 號

2019/08/03

外交部誠摯歡迎巴拉圭最高法院希梅內茲院長夫婦訪問臺灣
巴拉圭最高法院希梅內茲（Eugenio Jiménez）院長夫婦應中
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8 月 3 日至 7 日來臺訪問，外交
部表達誠摯歡迎。希梅內茲院長此行訪臺，將有助提昇兩國在司
法領域的合作與交流。
訪臺期間希梅內茲院長將晉見蔡英文總統，並接受外交部設
宴款待。此外，希梅內茲院長將拜會司法院、最高法院、法務部
及司法官學院，另將參訪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司法改革基金
會、臺灣精品館、中正紀念堂、華山文創園區、國立故宮博物院
及台北 101 大樓等經文建設。
希梅內茲院長學識淵博，長期從事教職培育巴國律師及法學
人才，上（107）年 10 月首度擔任巴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並於 4
個月後獲任命為最高法院院長，深受巴國各界敬重。
我國與巴拉圭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邦誼篤睦；
兩國在基礎建設、公共衛生、教育、農業科技及中小企業創新輔
導等領域合作密切，雙邊關係緊密友好。
（E）

第 173 號

2019/08/06

外交部誠摯歡迎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理龔薩福率團訪問臺灣
聖 文 森 及 格 瑞 那 丁 總 理 龔 薩 福 （ Dr. the Hon. Ralph E.
Gonsalves）閣下暨夫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率訪問團一行 8 人
於本（108）年 8 月 6 日至 12 日訪問臺灣。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訪臺期間，龔薩福總理將會晤蔡英文總統、接受軍禮歡迎及
國宴款待，另將主持聖國在臺新設大使館的揭牌儀式。此外，龔
薩福總理也將會晤外交部長吳釗燮，並接受吳部長款宴。訪賓另
將拜會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參觀臺
北世界貿易中心、北投溫泉博物館、十鼓仁德文化園區、奇美博
物館、台江國家公園、新北市立圖書館及板橋林家花園等，以瞭
解臺灣政經及人文等領域的最新發展。龔薩福總理也將接見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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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留學生，瞭解他們在臺就學及生活情形。
龔薩福總理此行率團來訪是積極回應蔡總統的邀請，並且來
臺主持聖國大使館的開幕儀式，象徵臺聖兩國堅定的邦誼及緊密
的合作關係。未來雙方將進一步增進兩國在政治、經貿投資、財
政及犯罪防治等領域的合作及交流，深化兩國友好邦誼。
蔡總統「自由民主永續之旅」於本年 7 月 16 日至 17 日訪問
聖國，受到龔薩福總理高度禮遇及盛情接待，除就兩國共同關切
事項廣泛交換意見外，另見證臺聖兩國外長簽署財政合作協定及
打擊跨國犯罪協定。蔡總統當時親自邀請龔薩福總理伉儷訪臺，
並為聖國在臺新設立的大使館揭牌。
中華民國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邦誼篤睦，兩國建交 38 年以
來，雙方在基礎建設、公衛醫療、警政、資通訊、農業、教育及
國際參與等領域合作密切且成效卓著。另聖國甫於本年 6 月間當
選為聯合國安理會 2020-2021 年非常任理事國。作為聖國友邦，我
國除表達誠摯賀忱外，也備感光榮。未來我國將持續全面深化與
聖國的密切合作關係。
（E）

第 177 號

2019/08/11

英國高階智庫專家團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英國國會上議員楚卡德勛爵（Lord Truscott）率高階智庫專家
團共 7 人於本（108）年 8 月 10 日至 16 日應邀訪臺。外交部對楚
卡德勳爵等人來訪表示誠摯歡迎。
訪團成員包括前英國國會下議員莫爾飛（Jim Murphy）、「歐
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暨前駐拉脫維亞大使龐德（Ian
Bond）、「王家三軍聯合國防研究所」（RUSI）資深副研究員暨中
國議題專家彭朝思（Charlie Parton）
、BBC 特派員及南海議題專家
郝克雷（Humphrey Hawksley）
、
「亨利傑克遜學會」
（Henry Jackson
Society）計畫主任羅傑斯（James Rogers）及「國際戰略研究所」
（IISS）研究員貝露西（Lucie Béraud-Sudreau）
，多為研究國安事
務的英國各智庫重要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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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賓在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拜會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李大維、外交部長吳釗燮、國防部、大陸委員會與相關政黨等，
並將與國防安全研究院及遠景基金會等智庫進行座談交流。訪賓
另將參訪臺北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國立故宮博物院及台北 101
等我國文經建設。
楚卡德勳爵等人此行盼就東亞區域情勢、外交、軍事及網路
安全等議題與我國政府官員及智庫學者交換意見，並盼瞭解兩岸
關係、我國整體政經與社會發展現況。
英國高階智庫專家團均為政學界重要人士，具專業外交、國
防及安全背景，此次來訪將有助臺英雙方在相關議題的交流合
作。
（E）

第 178 號

2019/08/11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公共工程暨運輸部長恩端兌酋長 2
位訪賓抵臺
史瓦帝尼王國新任公共工程暨運輸部長恩端兌酋長（Hon.
Chief Ndlaluhlaza Ndwandwe）共 2 位訪賓應我政府邀請，於本
（108）年 8 月 11 日至 15 日訪問臺灣。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恩端兌部長此行是首度訪臺，將與我國相關主管機關進行交
流，以增進雙邊合作情誼及瞭解我交通運輸的發展現況，並就我
參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議題交換意見。恩端兌部長訪臺期
間除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款宴外，另將拜會交通部及所屬
民用航空局、臺灣鐵路管理局及公路總局等機關、臺北市政府工
程局新建工程處、臺北捷運公司，以及國立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大樓、三創生活園區等文經建設。
臺史雙邊高階官員往來頻密，本年至今史國已有 5 位部長級
官員訪臺，分別為 2 月來訪的經濟企畫暨發展部長吉納（Thambo
Gina）
、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札杜莉（Thulisile Dladla）
、3 月來訪
的衛生部長恩蔻希（Lizzie Nkosi）
、5 月來訪的商工貿易部長庫馬
羅（Manqoba Khumalo）及 7 月來訪的資通訊暨科技部長席肯妮娑
公主（HRH Princess Sikhanyi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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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兩國自 1968 年建交以來，邦誼篤睦，史國政府長期在聯
合國大會（UNGA）、世界衛生組織（WHO）、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FCCC）等國際組織場域為我執言，為臺灣堅實友邦，
兩國邦誼友好穩固。
（E）

第 179 號

2019/08/12

外交部誠摯歡迎貝里斯投資貿易部長潘崔西率團訪問臺灣
中美洲友邦貝里斯投資貿易部國務部長潘崔西（Hon. Tracy
Taegar-Panton）應外交部邀請，於本（108）年 8 月 12 日至 16 日
率團來臺訪問。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訪臺期間，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將代表外交部款宴歡迎。
此外，潘崔西部長將拜會立法院丶行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經濟
部、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對外貿易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
發展基金會、中美洲經貿辦事處、臺糖公司、義美食品加工廠、
大潭電廠等產官機構。訪賓另將參訪故宮博物院及台北 101 大樓
等建設，以深入瞭解臺灣多元發展及進步實況。
另為深化兩國經貿交流，貝里斯駐臺大使館將於潘部長等人
訪臺期間，與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合辦「貝里斯投資招商
說明會」
。潘崔西部長將出席招商說明會。
潘崔西部長自 2015 年起擔任貝國投資貿易部部長，是貝國會
眾議院首位女性眾議員，並曾任貝國觀光、文化暨民航部的次長、
觀光局長等重要職務。
中華民國與貝里斯邦誼篤睦，建交 30 週年以來，在基礎建設、
公衛醫療、資通訊、農漁業、教育及國際參與等領域合作密切且
成效卓著。潘崔西部長此行來訪，將有助臺貝兩國在友好邦誼基
礎上，進一步深化合作關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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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3 號

2019/08/26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密西西比州州長布萊恩率團訪臺
美國密西西比州州長布萊恩（Phil Bryant）應我國政府邀請，
於本（108）年 8 月 26 日至 28 日率領經貿代表團訪臺。此次為布
萊恩州長首度訪臺，旨在推動臺灣與密西西比州在農業、生技醫
療、機械製造及網路安全等雙方重點產業的交流及合作。外交部
對布萊恩州長的來訪表示誠摯歡迎。
布萊恩州長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會晤及接受外交部
長吳釗燮的設宴款待。布萊恩州長亦將拜會經濟部、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桃園市政府等機構，參訪我國多家企業、參與產業座談
會等活動。
本年為臺灣與密西西比州建立姊妹州關係第 36 週年，雙邊經
貿關係緊密。我國為密州在亞洲第 10 大貿易夥伴，2018 年臺密貿
易總額超過 4 億美元。我國與密州於 2014 年簽署駕照互惠協議，
2015 年我國屏東科技大學與密西西比州立大學簽署教育合作備忘
錄，2019 年我國經濟部也與密西西比州立大學簽署攬才合作備忘
錄，以加強臺灣跟密州之間的產業合作及專業人才交流。（E）

第 194 號

2019/08/26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聯邦交通部政務次長畢爾格率團訪臺
德國聯邦交通部政務次長畢爾格（Hon. Steffen Bilger）率該部
資深官員共 4 人於本（108）年 8 月 26 日至 28 日訪臺，外交部對
畢爾格政務次長一行來訪表示誠摯歡迎。
在臺期間畢爾格次長將拜會交通部長林佳龍、外交部、工業
技術研究院、Gogoro 公司及德國在台協會等單位，另將參訪台北
101 大樓等相關文經建設。訪團此行旨在實地瞭解我國政經現況及
交通建設發展，以利深化我國與德國相關領域的交流與合作。
德國為我國在歐洲最大貿易夥伴，也為我國第 5 大進口國，
2018 年臺德雙邊貿易總值達 170 億美元，雙方經貿往來密切。畢
爾格次長此行來訪有助增進臺德雙邊實質交流，並拓展兩國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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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等領域的友好合作關係。
（E）

第 196 號

2019/08/27
外交部歡迎立陶宛及拉脫維亞國會議員團訪臺

立陶宛國會外交委員會副主席華艾吉（Egidijus VAREIKIS）
率立陶宛及拉脫維亞國會議員共九人，於本（108）年 8 月 27 日
至 30 日應邀訪臺，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訪團成員包括立陶宛國會外交委員會議員帕季格
（Zygimantas PAVILIONIS）
、歐竹拔（Audronius AZUBALIS）
、歐
洲事務委員會議員奧茉娜（Ausrine ARMONAITE）及拉脫維亞國
會歐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艾格力提（Gatis EGLITIS）
、外交委員會
議員弗伊卡（Inese VOIKA）
、歐卓拉（Linda OZOLA）
、卡巴諾夫
（Nikolajs KABANOVS）及紀爾更（Kaspars GIRGENS）。
在臺期間華艾吉副主席等人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
院長蘇嘉全、外交部長吳釗燮、經濟部及大陸委員會官員，並與
國防安全研究院人員進行座談交流。訪賓另將參訪工研院、南部
科學園區、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等我國文經建設。
訪賓屬於立陶宛及拉脫維亞朝野各主要政黨青壯派菁英，此
行旨在瞭解我國外交政策、兩岸關係、科技策略及我國整體政經
及民主發展。我國深信，華艾吉副主席等人來訪將有助深化臺灣
與立陶宛及拉脫維亞在相關領域的交流合作。
（E）

第 198 號

2019/09/01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及資通訊暨科技
部兩部政務次長一行 3 人訪臺
史瓦帝尼王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政務次長恩賽果（H.E. Joel
Nhleko ） 及 資 通 訊 暨 科 技 部 政 務 次 長 馬 肅 庫 （ Hon. Maxwell
Masuku）共 3 人應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9 月 1 日至 5 日
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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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賽果次長及馬肅庫次長曾數度訪問臺灣，此次來訪將與我
國相關主管機關進行交流，盼延續並深化史國兩部會部長本年訪
臺的交流成果，同時瞭解我國駐外人才培訓機制及我國資通訊產
業發展現況。兩位次長訪臺期間將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款
宴，另將拜會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臺北市政府資訊局、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資拓宏宇
國際有限公司、中華資安國際公司、全波科技公司等單位。
臺史兩國雙邊高階官員往來頻密，本年至今史國已有 6 位部
長級官員訪問臺灣；分別為 2 月來訪的經濟企畫暨發展部長吉納
（Thambo Gina）
、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札杜莉（Thulisile Dladla）、
3 月來訪的衛生部長恩蔻希（Lizzie Nkosi）
、5 月來訪的商工貿易
部長庫馬羅（Manqoba Khumalo）、7 月來訪的資通訊暨科技部長
席肯妮娑公主（HRH Princess Sikhanyiso）及 8 月來訪的公共工程
暨運輸部長恩端兌酋長（Hon. Chief Ndlaluhlaza Ndwandwe）。
自 1968 年建交以來，臺史兩國邦誼篤睦。史國政府長期在聯
合國大會、世界衛生組織、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國際組織
場域為我國有力執言，是臺灣的堅實友邦，兩國邦誼友好穩固。
（E）

第 199 號

2019/09/07

外交部竭誠歡迎索羅門群島外交部長馬內列等人訪問臺灣
我太平洋友邦索羅門群島外交部長馬內列（Jeremiah Manele）
夫婦一行共 5 人訂於本（108）年 9 月 8 日至 12 日訪問臺灣。外
交部對於馬內列外交部長等人來訪表達誠摯歡迎。
馬內列外長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會晤外交部長吳釗
燮，並接受吳部長的款宴。馬內列外長另將拜會中華民國對外貿
易發展協會，並參訪有關潔淨能源、農業機具、精緻農業的民間
企業與研究機構，以增進對我國相關產業發展與技術的深入瞭
解，拓展臺索兩國合作的新領域。
馬內列部長擔任其他公職時曾多次訪問臺灣，此次是本年 5
月出任索國外交部長後首度正式訪問我國。繼本年 8 月初索國國
會議長歐堤（Patteson Oti）率團來臺參加「亞太國會議員聯合會」
- 307 -

（APPU）丶 8 月中旬索國總理蘇嘉瓦瑞（Manasseh Sogavare）於
「太平洋島國論壇」（PIF）期間會晤外交部長吳釗燮，並見證兩
國外長簽署臺索互免簽證協定後，馬內列外長的來訪對於深化臺
索邦誼及友好關係具有重大意義。
臺灣與索羅門群島自 1983 年建交以來，兩國合作關係緊密。
索國多年來在「聯合國大會」
（UNGA）
、
「世界衛生組織」
（WHO）
、
「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 ICAO ）、「 聯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
（UNFCCC）等國際組織場域給予我國堅定的支持。臺索兩國將
秉持互惠互助原則，持續深化兩國的友好合作關係。（E）

第 200 號

2019/09/09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暨勞工局代理助卿巴斯比
率團訪臺
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暨勞工局」代理助卿巴斯比（Scott
Busby）於本（108）年 9 月 9 日至 13 日率團訪問臺灣，代表美方
出席「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
（GCTF）
「培養媒體識讀以捍衛民主
國際工作坊」以及臺美「印太民主治理諮商」首屆對話。訪臺期
間巴斯比代理助卿將晉見蔡英文總統，並與我國相關政府單位就
推動區域民主、人權及防範假訊息等議題交換意見。外交部對巴
斯比代理助卿訪臺表達誠摯歡迎之意。
外交部、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日本台灣交流
協會、瑞典貿易暨投資委員會台北辦事處、臺灣民主基金會
（TFD）、美國「共和黨國際事務協會」（IRI）及「民主黨國際事
務協會」
（NDI）訂於 9 月 10 日至 11 日共同舉辦「培養媒體識讀
以捍衛民主國際工作坊」
。這是在 GCTF 架構下第二度針對媒體識
讀的議題辦理國際訓練計畫。本次的座談希望邀集各國專家透過
經驗交流，共同防範假消息破壞各國的社會穩定，更可以藉此展
現臺灣與美國等理念相近國家攜手保障言論自由及鞏固民主價值
的決心。
臺美兩國在今年 3 月共同宣布成立「印太民主治理諮商」機
制後，訂於 9 月 12 日在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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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對話。外交部歡迎巴斯比助卿代表美方來臺出席此次對話，
也希望透過此一交流平臺，尋求臺美可能的合作方式，共同在印
太地區推動人權、民主及良善治理等核心價值，維護區域內的自
由及法治秩序。
（E）

第 201 號

2019/09/11

外交部歡迎巴拉圭高等戰略研究院訪團來臺訪問
巴拉圭高等戰略研究院（Instituto de Altos Estudios Estratégicos
del Paraguay）訪問團師生一行 44 人，由該院龔薩雷斯（Ignacio
González）學務長率領，於本（108）年 9 月 5 日至 12 日來臺灣進
行為期 8 天的參訪及見習。外交部表達誠摯的歡迎。
訪團抵臺後於 6 日由國防大學遠朋班執行長譚芳榮上校陪同
拜會外交部，並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設宴款待，以及聽取
外交部拉美及加海司長俞大 向學員講授我國外交政策。
訪問團師生在臺期間也將參加有關我國政治、經濟、國防及
國家安全等議題的講座，拜會國防大學、國防部軍備局等機關及
參訪經文建設，實地瞭解我國各領域的發展現況。
巴拉圭高等戰略研究院創立於 1968 年，隸屬巴國總統府國防
委員會，召訓對象包含軍警、政府官員及民間企業菁英，為巴國
高階軍、文官的重要進修管道。此外，文職校友也多出任國會參、
眾議員、部會首長及駐外使節等要職，是巴國知名學府，每年都
安排學員到國外參訪見習。本次是巴拉圭高等戰略研究院第三度
安排師生來臺灣訪問，有助增進兩國政府與人民間的交流與情
誼。
（E）

第 208 號

2019/09/15

外交部誠摯歡迎英國國會上議院副議長羅根勳爵率團訪臺
英國國會上議院副議長暨「臺英國會小組」共同主席羅根勳
爵（Lord Rogan）一行 5 人於本（108）年 9 月 15 日至 21 日應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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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臺。訪團成員另有上議院瑞芙女爵（Baroness Redfern）
、李納德
勳爵夫婦（Lord Rennard & Lady Rennard）及絲考特女爵（Baroness
Scott of Bybrook）等英國資深議員。外交部對於羅根副議長等資
深議員來訪表達誠摯歡迎。
在臺期間羅根副議長等人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拜會立法院長
蘇嘉全、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李大維、外交部長吳釗燮、衛生福
利部長陳時中、經濟部、國防部、大陸委員會、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英國在台辦事處及相關政黨等，並參訪故宮博物院及台北 101
等文經建設。訪賓此行盼就我國的外交、國防、兩岸、區域安全
情勢、環保暨社會福利政策等議題深入交換意見。
羅根副議長為我國堅定友人，並擔任「臺英國會小組」共同
主席，協助推動臺英關係不遺餘力，本年更積極號召英國會議員
以發表聯合聲明等方式支持臺灣的國際參與。此次羅根副議長等
人來臺訪問，將進一步深化臺英國會互動及雙邊實質友好的合作
關係。
（E）

第 209 號

2019/09/17

外交部歡迎「第 9 期外交遠朋進階西班牙語班」學員來臺參訓
「第 9 期外交遠朋進階西班牙語班」
參訓訪賓共 16 人於本（9）
月 15 日至 24 日應邀訪臺，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本期學員包括以海地參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薄普朗（Evalière
Beauplan）為首，來自拉丁美洲暨加勒比海友邦海地、瓜地馬拉、
宏都拉都、尼加拉瓜、巴拉圭、貝里斯及非邦交友好國家共計 15
國，16 名具決策影響力的高階文官與國會議員參訓，對我國深化
與相關國家的瞭解與合作極具助益。
參訓的訪賓已於 16 日上午晉見蔡英文總統，並接受外交部常
務次長曹立傑設宴款待。另續將拜會立法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技術研究院。此外，
訪賓們也將參加有關我國外交、政治、經貿、文化及兩岸關係發
展與議題的講座，另參觀國立故宮博物院、中正紀念堂、奇美博
物館、佛光山佛陀紀念館、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及台北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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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大樓等我國重要經濟文化建設，以實地瞭解我國各領域最新
發展現況。
「外交遠朋班」自開辦以來，一向是我國深耕與拉丁美洲暨
加勒比海友邦官員及友好國家各界重要人士情誼的重要平台之
一，不僅有助增進各友邦及友我國家官員對臺灣各項政經情勢及
社會發展的認識，對促進我國與相關國家政府與人民間的交流及
情誼、厚植友我人脈亦至具助益。未來外交部將持續辦理各類型
的遠朋班隊，深化與邦交國的關係，並促進與非邦交國家間的互
動與合作機會。
（E）

第 214 號

2019/09/23

外交部歡迎聖露西亞國安部長法蘭西斯率團訪臺
我加勒比海友邦聖露西亞國安部長法蘭西斯（Heremenegild
Francis）應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9 月 23 日至 27 日率團來
訪，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為提升兩國司法合作與邦誼，法蘭西斯部長等人訪臺期間將
接受外交部款宴歡迎，另將拜會內政部、法務部、臺灣高等法院、
中央警察大學、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調查局、國安檢測股份有
限公司，視察露國駐臺大使館，並接見露國在臺留學生。訪團將
參訪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CCTV 中心及警察大學世界警察博物館等
警政建設。
法蘭西斯部長長期投身露國警界，曾擔任露國副警察總監，
自 2016 年起擔任露國國安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Justice and
National Security）部長。法蘭西斯部長對臺灣友好，除曾促成並
代表露國政府於上（107）年 1 月 31 日與我國簽署「中華民國政
府與聖露西亞政府警政合作協定」，並多次致函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支持我方，本次訪臺將有助強化露國與我國司法、
治安及防制跨國犯罪等方面合作。
中華民國與聖露西亞兩國在基礎建設、醫衛合作、資通訊及
農業等多項領域維持密切合作關係，豐碩的成果獲得露國各界肯
定，露國政府在國際場域堅定支持我國各項國際參與，是我國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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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友邦。
（E）

第 215 號

2019/09/23

外交部歡迎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席塞沙里尼議員一行 6 人訪
臺
法國國民議會友臺小組主席塞沙里尼（Jean-François Cesarini）
議員一行 6 人，應邀於本（108）年 9 月 23 日至 26 日訪臺，外交
部表達誠摯歡迎。
團長塞沙里尼主席是我國堅定友人，積極聲援及支持我參與
世界衛生大會（WHA）案，曾於 106 年 12 月及 107 年 11 月兩度
率團訪臺，並於 107 年 7 月立法院長蘇嘉全率團訪法時協助安排
參訪法國國民議會，創下臺法國會高層交往首例。
訪團其他資深議員包括克雷侯（Stéphane CLAIREAUX）、米
歇爾（Monica MICHEL）、朵瑪（Valérie THOMAS）、巴卡麗
（Delphine BAGARRY）及碧朵拉（Claire PITOLLAT）等，均為
首度訪臺的法國國會議員。
訪賓在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拜會立法院蘇院長、外交
部、經濟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等；另將參訪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彰化基督教醫院，以及參觀屏東三地門鄉原民部落
琉璃珠工藝、墾丁國家公園等文經建設，並體驗當地的人文特色。
法國為我在歐洲第 4 大貿易夥伴，臺法在經貿、科技、文化、
藝術及航空運輸等方面交流密切，兩國合作議題持續擴大與深
化。訪團此行將有助雙方強化雙邊實質友好關係，並增進臺法在
政經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實質交流。
（E）

第 216 號

2019/09/23

外交部歡迎巴拉圭參議院原住民委員會主席阿芭蓮嘉訪臺
巴 拉 圭 參 議 院 原 住 民 委 員 會 主 席 阿 芭 蓮 嘉 （ Hermelinda
Alvarenga）共 2 人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訂於本（108）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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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至 27 日來臺訪問，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阿芭蓮嘉主席訪臺期間將拜會立法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國
家教育研究院、國立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及財團法人原住
民族文化事業基金會等，並接受外交部常務次長曹立傑款宴。阿
芭蓮嘉主席等人另將參訪臺灣精品館、國家文創禮品館、龍山寺、
中正紀念堂、烏來泰雅族博物館、國立故宮博物院及台北 101 大
樓等經文建設。
阿芭蓮嘉主席長期投入教育工作，曾擔任巴拉圭教育部高等
教育次長，並積極推動改善巴國原住民的生計與福利。阿芭蓮嘉
主席目前擔任參議院原住民委員會主席，同時為參議院外交委員
會及「臺巴友好委員會」的成員。
巴拉圭為我國南美洲友邦，兩國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
世價值，邦誼穩固友好。臺巴兩國在基礎建設、公共衛生、教育、
農業科技及中小企業創新輔導等領域合作密切，雙邊關係緊密友
好。阿芭蓮嘉主席此行來訪將有助強化臺巴邦誼，並提升兩國在
原住民教育政策領域的互動與交流。
（E）

第 219 號

2019/09/24

外交部誠摯歡迎斯洛伐克特納瓦省省長維酷比率團訪臺
斯洛伐克特納瓦省（Trnava）省長維酷比（Jozef Viskupič）應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9 月 23 日至 28 日率
領副省長、特納瓦市長及多瑙斯特雷達（Dunajská Streda）市長等
省府首長、學者教授等一行 6 人訪問臺灣，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在臺期間維酷比省長等人將拜會外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
經濟部、大陸委員會、斯洛伐克駐臺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新竹市政
府，並參訪新竹科學園區、資通訊科技產業、臺北捷運公司、國
立故宮博物院及台北 101 等重要文經建設。
維酷比省長此行旨在瞭解我國整體政經發展，汲取我發展智
慧城市的經驗，藉此深化我國與斯洛伐克政要的互動、學術交流、
智慧科技及文化藝術等全面性交往，並拜會地方政府洽談推動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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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姊妹市，持續拓展臺斯雙邊友好關係。
特納瓦省是斯洛伐克最重要省份之一，產業蓬勃發展，多家
知名跨國企業於省內投資。特納瓦省多年致力提升科技創新實
力，積極加強與臺灣在相關領域的合作。
維酷比省長為斯國最年輕的省長，長年深耕地方建設，為斯
洛伐克的政壇新星。維酷比省長過去擔任國會議員期間曾多次訪
臺，對我國友好，熟稔臺灣文化及生活方式。此行維酷比省長率
領副省長、相關省府官員及政黨青壯派菁英訪臺，展現對我國支
持及情誼。外交部相信將有助後續深化臺斯雙邊實質友好關係，
並促進城市外交交流發展。
（E）

第 224 號

2019/09/28

外交部竭誠歡迎帛琉總統雷蒙傑索與諾魯總統安格明特別安排自
美國抵臺轉機
我太平洋友邦帛琉總統雷蒙傑索（H.E. Tommy Remengesau
Jr.）與諾魯總統安格明（H.E. Lionel Aingimea）於本（108）年 9
月 28 日凌晨搭機自美國抵臺轉機，外交部長吳釗燮親自接機歡迎
友邦元首過境。
吳部長首先感謝雷蒙傑索總統與安格明總統於本年聯合國大
會（UNGA）中均為我國有力執言，支持臺灣的國際參與，我國
政府與人民銘感在心。吳部長更歡迎諾魯安格明總統上任後首次
來臺，並邀請安總統擇期正式來臺進行國是訪問。帛琉雷總統之
後於同（28）日午間搭機返回帛琉，安總統則前往臺北接受吳部
長午宴。
吳部長於午宴中強調，臺諾關係歷久彌堅，雙邊合作成果豐
碩，高層交流密切，我國蔡英文總統曾於本年 3 月訪問諾魯；諾
魯總統也曾於本年元月來臺灣，並於 8 月與吳部長在「太平洋島
國論壇」
（PIF）會晤；諾魯國會議長也於 8 月率團來臺參加亞太
國會議員聯合會（APPU）年會。
吳部長感謝諾魯在去（107）年主辦太平洋島國論壇時，不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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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壓力，堅持維護我國代表團與會待遇與尊嚴。安總統感謝吳
部長盛情接待，並重申代表諾魯政府與人民感謝我國多年來的援
助，未來必將堅定支持臺諾邦誼。安總統等人訂於同日晚間接受
蔡總統晚宴後搭機離臺。
（E）

第 227 號

2019/10/02

外交部歡迎英國國會上議員歐騰勳爵一行 3 人訪問臺灣
英國國會上議員歐騰勳爵（The Lord Alton of Liverpool）應邀
於本（108）年 10 月 1 日至 6 日與英國慈善機構「站起來基金會」
（Arise Foundation）創辦人朴佛主任（Luke de Pulford）
、馬爾他
騎士團成員狄皮羅騎士（Anton＇de Piro）一行 3 人訪問我國，外
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歐騰勳爵等人此行將深入瞭解臺灣的外交及兩岸現況，並就
公民社會發展、人權與宗教自由及人口販運等議題，與我方討論
及交流。在臺期間訪賓將拜會國家安全會議、外交部、大陸委員
會、內政部移民署，與非政府組織互動等，並參訪國立故宮博物
院、台北 101 及花蓮太魯閣國家公園多項重要文經建設。歐騰勳
爵及朴佛主任將以向來關切的宗教自由為題，在輔仁大學發表演
講。
團長歐騰勳爵長期密切關注全球各地宗教自由及人權發展，
並擔任關懷人權組織 Jubilee Campaign 等非政府組織創辦人，以及
「香港觀察」
（Hong Kong Watch）等組織的贊助人。此次率團訪
臺，歐騰勳爵等人將有助增進臺英雙邊在宗教、人權等議題的交
流，並進一步深化臺英國會與民間團體互動及雙邊實質友好的合
作關係。
（E）

第 234 號

2019/10/07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瓦帝尼王國總理戴安伯伉儷率團訪臺並出席我
國慶典禮
史瓦帝尼王國總理戴安伯（Ambrose Mandvulo Dlamini）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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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我國政府邀請，訂於本（108）年 10 月 7 日至 11 日訪問臺灣，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戴安伯總理閣下伉儷此行是首度來訪，旨在參加雙十國慶典
禮，並與相關單位續商各項雙邊合作計畫，深化臺史邦誼。訪團
成員包括經濟企畫暨發展部長吉納（Thambo Gina）、財政部長瑞
肯柏（Neal Rijkenberg ）、 天然資源暨 能源部長 本彼 德（Peter
Bhembe）等。
戴安伯總理一行訪臺期間將晉見總統，拜會行政院長蘇貞
昌，會見外交部長吳釗燮並接受吳部長伉儷款宴。戴安伯總理另
將會晤經濟部長沈榮津，參訪中國輸出入銀行、台灣電力公司等
機構，以瞭解我國政經發展現況。另為加強臺史經貿交流，落實
臺史經濟合作協定，訪賓將與社團法人台灣非洲經貿協會（TABA）
合辦史國投資商機座談會，與我國民間業者面對面交流。訪賓也
將參訪台北 101 大樓及國立故宮博物院等文經建設。
戴安伯總理長年任職民間企業，在史瓦帝尼王國上（107）年
9 月國會選舉後，於 10 月由史王恩史瓦帝三世延攬組閣。（E）

第 235 號

2019/10/07

外交部誠摯歡迎貝里斯副總理兼教育部長法博率團訪臺
貝里斯副總理兼教育部長法博（Patrick Faber）應中華民國政
府邀請，率領訪問團一行四人於本（108）年 10 月 7 日至 11 日訪
問臺灣，並出席本年國慶慶典活動，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法博副總理一行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出席我國 108
年國慶及臺貝建交 30 週年相關活動。法博副總理等人也將拜會立
法院長蘇嘉全、教育部長潘文忠、交通部長林佳龍，以及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基隆分所、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
會、中華郵政公司、凌網科技公司、國立清華大學貝里斯資訊教
育志工服務團，參觀國家文創禮品館、捷安特旗艦店、金車威士
忌酒廠等單位，以瞭解臺灣政經及人文等領域的最新發展。另為
促進臺貝兩國航空合作，訪問團的貝國觀光及民航部長赫瑞廸
（José Manuel Heredia Jr.）將與交通部林部長就臺貝「通航服務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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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Air Services Agreement）簽署瞭解備忘錄。
法博副總理是中華民國（臺灣）長期的友人，此次第 4 度訪
問我國正值臺貝建交 30 週年。在此重要時刻法博副總理率團訪
臺，充分展現對我國的情誼及對臺貝兩國邦誼的重視。
中華民國與貝里斯邦誼篤睦，雙方在基礎建設、公衛醫療、
資通訊、農漁業、教育及國際參與等領域合作密切且成效卓著。
法博副總理的來訪將使臺貝兩國在既有友好基礎上，進一步加強
彼此合作關係並深化兩國傳統友好邦誼。
（E）

第 237 號

2019/10/08
外交部誠摯歡迎聖露西亞查士納總理率團訪臺

我加勒比海友邦聖露西亞總理查士納（Allen Chastanet）應中
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10 月 8 日至 11 日率領參議長麥
晶泰（Jeannine Giraudy-McIntyre）及公共工程部長金恩（Stephenson
King）來臺參加我國雙十國慶慶典，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查士納總理訪問期間，除將晉見蔡英文總統、進行雙邊會談
並接受國宴款待，另將會晤立法院長蘇嘉全及外交部長吳釗燮，
就雙方關切事項交換意見。查士納總理等人另將拜會義守大學、
華南銀行、上緯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隆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
並參訪新北市鶯歌陶瓷博物館、赴屏東觀賞國慶煙火、遊覽後壁
湖等。
查士納總理對臺灣至為友好，此行是第 3 度來訪。本年聯合
國大會中，查士納總理曾再度為我國有力執言，呼籲國際社會忠
於聯合國 2030 年永續發展議程，不遺漏任何人，將臺灣納入全球
社群。
中華民國與聖露西亞自 2007 年復交以來，雙方在國際參與、
基礎建設、農業技術、教育文化、資通訊科技及公衛醫療等領域
合作密切且成效卓著，兩國邦誼篤睦。露國政府為祝賀我國國慶，
本年特別首度派遣露國文化表演團體來臺，與露國留臺學生一同
參與國慶遊行，並以舞蹈分享聖露西亞人民建立家園的故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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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兩國友好情誼，有助促進兩國的文化交流。未來臺露兩國將在
既有良好基礎上，持續推動各項裨益兩國人民福祉的計畫，深化
雙邊友好情誼。
（E）

第 238 號

2019/10/08

外交部歡迎瓜地馬拉共和國副總統卡培拉伉儷率團訪臺
瓜地馬拉共和國副總統卡培拉（Jafeth Ernesto Cabrera Franco）
伉儷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訂於本（108）年 10 月 8 日至 12 日率
團訪臺，出席本年國慶慶典活動。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卡培拉副總統伉儷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接受陳建仁
副總統伉儷、外交部長吳釗燮伉儷款宴，並參訪衛生福利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國立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大樓及宜蘭金車威士忌酒廠等，以深
入瞭解臺灣的政、經、公衛、教育、社會、人文等各領域的發展。
卡培拉副總統曾於 1995 年擔任瓜國聖卡洛斯大學校長時訪問
臺灣，本次是以副總統身分來訪，並參加我國國慶慶典，相信將
為我國慶活動增添光彩。卡培拉副總統對我國友好，並以具體的
行動展現對與我國邦誼的支持。
臺灣與瓜地馬拉邦誼篤睦，雙方在基礎建設、公衛醫療、教
育、中小企業創新輔導、農竹產業等領域合作密切，深入民間，
實質嘉惠人民，成果豐碩。瓜國政府在各相關國際場域中肯定我
國做出的貢獻，堅定支持臺灣參與國際事務。本年莫拉雷斯（Jimmy
Morales）總統在聯合國氣候峰會及聯大總辯論會時，先後兩度為
臺灣有力執言，具體展現兩國深厚情誼。
（E）

第 239 號

2019/10/08

外交部竭誠歡迎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國會議長柏金斯率團訪問
臺灣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國會議長柏金斯（Anthony Michael
- 318 -

Perkins）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率領訪問團一行四人於本（108）
年 10 月 8 日至 12 日訪臺並出席本年國慶慶典活動，外交部表達
誠摯歡迎。
訪臺期間柏金斯議長等人將晉見蔡英文總統，並出席我國 108
年國慶相關活動。此外，柏金斯議長也將會晤立法院長蘇嘉全、
與外交部長吳釗燮晤敘，另拜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參觀國立故宮博物院、國家兩廳院、龍山寺等，以深入瞭解臺灣
政經及人文等領域的最新發展。
柏金斯議長是中華民國（臺灣）長期的友人，此次是首度訪
問臺灣並祝賀我國國慶，充分展現對我國的情誼及對臺克兩國邦
誼的重視。柏金斯議長等人的來訪將使臺克兩國在既有友好基礎
上，進一步加強彼此合作關係並深化兩國傳統友好邦誼。
中華民國與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邦誼篤睦，雙方在基礎建
設、再生能源、資通訊、警政、公衛醫療、農業、教育及國際參
與等領域合作密切且成效卓著。
（E）

第 241 號

2019/10/09

外交部誠摯歡迎巴拉圭共和國副總統韋拉斯格斯伉儷訪臺
巴拉圭共和國副總統韋拉斯格斯（Hugo Adalberto Velázquez
Moreno）伉儷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10 月 9 日至
13 日來臺訪問並出席本年國慶慶典活動，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韋拉斯格斯副總統伉儷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接受
陳建仁副總統伉儷、立法院長蘇嘉全及外交部長吳釗燮伉儷款
宴。韋拉斯格斯副總統等人另將參訪臺北鐵觀音包種茶研發推廣
中心、i-Ride Taipei 無限飛行事務局、十鼓仁糖文創園區及奇美博
物館等文經建設，以深入瞭解臺灣的國情發展。
韋拉斯格斯副總統曾擔任 10 年的巴拉圭國會眾議員，其中
2014 年至 2017 年出任眾議長，並曾於 2014 年 11 月及 2015 年 9
月兩度率團訪臺，是臺灣長期堅定的友人，對促進兩國各領域合
作及交流貢獻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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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巴拉圭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兩國在基
礎建設、公共衛生、教育、農業科技及中小企業創新輔導等領域
合作密切，雙邊關係緊密友好。
（E）

第 242 號

2019/10/09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聯邦參議員克魯茲訪問臺灣
美國聯邦參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克魯茲（Ted Cruz, R-TX）偕
幕僚一行 4 人於本（108）年 10 月 9 日至 10 日訪問臺灣。在臺停
留期間克魯茲參議員將出席 10 月 10 日國慶活動，並與我國政府
高層會晤，針對臺美關係及區域情勢現況等議題交換意見。外交
部對克魯茲參議員來訪表達誠摯歡迎。
克魯茲參議員是我國長期堅定友人，持續在美國國會以具體
行動推動強化臺美安全與經貿合作，並支持臺灣國際參與。中國
上（9）月誘使索羅門群島及吉里巴斯與我國斷交後，克魯茲參議
員立即發布新聞聲明為我國聲援，並在參院外委會的聽證會中強
力呼籲美國行政部門採取具體行動協助我國政府對抗中國的打
壓。
這次是克魯茲參議員首次造訪臺灣，也是近 35 年來，第一位
出席我國國慶活動的美國聯邦參議員。值此民主價值及國際秩序
受到威權國家挑戰的時候，克魯茲參議員的來訪顯現他對臺灣堅
定的情誼。外交部由衷感謝克魯茲參議員對我國鼎力相助，相信
克魯茲參議員此行有助於進一步深化我國與美國國會的深厚情
誼。
（E）

第 249 號

2019/10/15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訪臺

「美國在台協會」
（AIT）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於本（108）
年 10 月 14 日至 19 日偕 AIT 政軍組長唐默迪（Matthew Tritle）訪
問臺灣，此行將拜會我國政府高層及相關部會，就臺美關係各項
議題交換意見。
- 320 -

莫健主席嫻熟亞洲及兩岸事務，曾兩度派駐臺北，並擔任白
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及亞洲事務資深主任、美國駐尼泊爾及孟
加拉大使等要職。此行是莫健自 105 年 10 月接任「美國在台協會」
主席後第 7 度訪問臺灣。本年 3 月蔡英文總統「海洋民主之旅」
過境檀香山，以及 7 月「自由民主永續之旅」過境紐約及丹佛期
間，莫健主席均親自迎送並全程陪同，表達美方對蔡總統過境及
臺美關係的高度重視。
外交部誠摯歡迎莫健主席等人來訪，期盼雙方在現有友好穩
固基礎上，持續穩健深化臺美各領域的合作夥伴關係。（E）

第 256 號

2019/10/20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愛達荷州州長李睿德率團訪問臺灣
美國愛達荷州州長李睿德（Brad Little）伉儷應我國政府邀
請，訂於本（108）年 10 月 20 日至 23 日率領經貿代表團訪問臺
灣，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李睿德州長伉儷及訪問團成員將晉見蔡英文總統，並接受外
交部長吳釗燮晚宴款待。此外，李睿德州長將拜會經濟部工業局、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臺北市政府、臺灣區麵粉工業同業
公會等機構，以及參訪我國多家企業。李睿德州長另將見證臺灣
與愛達荷州產業代表簽署多項合作備忘錄，加強雙方在醫療器
材、智慧自動化、網路服務等產業的合作交流。
李睿德州長對臺灣十分友好，曾於 2011 年擔任副州長時偕夫
人率跨州議會領袖團訪問臺灣。本年為臺灣與愛達荷州締結姐妹
關係 35 週年，因此州長特別再度率團來訪。此外，本年也是紀念
「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李睿德州長特別將 4 月 7 日訂為愛
達荷州的「臺灣日」
，充分顯示對我國的支持與情誼。
臺灣與愛達荷州經貿關係緊密，我國為愛達荷州第 2 大出口
市場，第 4 大進口國。上個月我國籌組「2019 年中華民國（臺灣）
農業貿易友好訪問團」赴美國採購，其中「小麥分團」曾前往愛
達荷州訪問，並與當地產業協會簽署採購意向書。此次李睿德州
長伉儷率團訪問臺灣，將有助於持續提升雙邊關係，深化臺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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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互利的夥伴關係。
（E）

第 257 號

2019/10/20

外交部誠摯歡迎瓜地馬拉共和國總統當選人賈麥岱率團訪臺
瓜 地 馬 拉 共 和 國 總 統 當 選 人 賈 麥 岱 （ Alejandro Eduardo
Giammattei）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10 月 20 日至
24 日率團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賈總統當選人訪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並接受款宴，另
拜會立法院長蘇嘉全以及與外交部長吳釗燮午餐敘。此外，訪賓
將拜會經濟部、衛生福利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中美洲經貿辦
事處，並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大樓、神通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及宜蘭金車威士忌酒廠等，以瞭解臺灣在政經、公衛、教
育、科技及社會人文等各領域的發展現況。
賈麥岱總統當選人本年 8 月 11 日以得票率 57.95%當選瓜國下
屆總統，將於明（109）年元月 14 日宣誓就職。此次特別於就職
前率領未來內閣多位重要閣員訪臺，以具體的行動展現對臺瓜邦
誼的重視與支持。
臺灣與瓜地馬拉長期以來在基礎建設、公衛醫療、教育、中
小企業創新輔導、農竹產業等領域，合作深入民間，成果豐碩。
未來雙方將在既有之堅實基礎上，持續深化彼此友好及合作關
係。（E）

第 258 號

2019/10/20

外交部誠摯歡迎荷蘭國會及智庫訪問團應邀來訪
荷蘭國會眾議員兼「50 Plus 黨」黨魁克羅（Henk Krol）率荷
蘭國會暨智庫訪問團共 4 人於本（108）年 10 月 20 日至 25 日應
邀 訪 問 臺 灣 。 訪 團 成 員 包 括 國 會 參 議 員 貝 伊 （ Martine
Baay-Timmerman）、海牙策略研究中心主任騰布魯克（Han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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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eke）
、荷蘭國家智庫高級副研究員庫貝魯斯（René Cuperus），
外交部表示誠摯歡迎。
在臺期間克羅議員等人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拜會立法院副院
長蔡其昌、外交部長吳釗燮、新竹市長林智堅等我國政府官員。
此外克羅議員訪問團將拜會大陸委員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金
會、遠景基金會等機構，以利就外交、兩岸政策等重要議題進行
意見交換。訪賓另將參訪荷商艾司摩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SML），長照醫療機構復華長青多元服務中心，並參觀工業技
術研究院、國立故宮博物院及台北 101 等我國文經建設。
荷蘭是我國在歐洲地區的第二大貿易夥伴，也為我方外國直
接投資最大的來源國，雙邊經貿往來密切。荷蘭政府本年 5 月發
布「荷蘭與中國：新的平衡」報告後，荷蘭國會於本（10）月 8
日首次全院表決通過支持臺灣參與國際的相關動議，凸顯臺荷關
係友好密切。未來我方將進一步深化兩國國會與智庫的合作交
流，增進雙邊實質互惠關係。
（E）

第 260 號

2019/10/22

外交部歡迎巴拉圭上巴拉納省省長龔薩雷斯伉儷訪臺
巴拉圭共和國上巴拉納省省長龔薩雷斯（Roberto González
Vaesken）夫婦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10 月 22 日至
26 日來臺訪問，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龔薩雷斯省長夫婦訪臺期間，將拜會外交部並接受次長曹立
傑的歡迎款宴。此外，龔薩雷斯省長訪問團將拜會法務部調查局、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等機構，另將參訪新竹科
學園區、國立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大樓、金車生技水產養殖研
發中心等臺灣經文建設。
龔薩雷斯省長從政前是專業律師，也曾投身教育工作超過 20
餘載，是傑出教育工作者。2018 年獲選為巴拉圭上省省長，深受
人民支持。長年以來龔薩雷斯省長與我國維持友好互動，對促進
兩國各領域的合作及交流貢獻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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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巴拉圭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兩國在基
礎建設、公共衛生、教育、農業科技、中小企業創新輔導等領域
合作密切，雙邊邦誼緊密友好。
（E）

第 262 號

2019/10/24

外交部誠摯歡迎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海妮伉儷訪問臺灣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海妮（Hilda C. Heine）伉儷應中華民
國（臺灣）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10 月 24 日至 27 日率團來
臺訪問，以強化兩國友誼，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海妮總統伉儷此行偕同外交部長席克（John M. Silk）伉儷、
天然資源暨商務部長莫塔若（Dennis P. Momotaro）伉儷等人訪臺，
將會晤蔡英文總統，接受蔡總統及外交部長吳釗燮伉儷款宴。
海妮總統訪臺期間，另將見證簽署臺馬經濟合作協定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以及中華民國對外貿
易發展協會與馬國天然資源暨商務部簽署合作備忘錄，參加新北
市政府與馬國賈盧伊特環礁（Jaluit Atoll）締結姊妹市簽約儀式，
接受天主教輔仁大學頒授榮譽哲學博士學位，並參訪政經文化建
設，以深入瞭解我國經社發展。
海妮總統是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第一位女性元首，曾擔任教育
部部長，於 2016 年 1 月當選總統，並於 2016 年 5 月及 2018 年 7
月兩度率團訪臺，是臺灣長期堅定友人，積極推動兩國在各領域
的交流合作。
臺灣與馬紹爾群島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兩國
在農漁業合作、公共衛生、教育、婦女賦權、潔淨能源及基礎建
設等領域合作密切，雙邊關係緊密友好。
（E）

第 264 號

2019/10/26

外交部誠摯歡迎盧森堡重量級國會議員蕾汀率團訪臺
盧森堡重量級國會議員蕾汀（Viviane Reding）女士率盧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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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員共 5 人，應邀於本（108）年 10 月 26 日至 30 日訪問臺灣，
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在臺期間，蕾汀議員等人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拜會立法院長
蘇嘉全、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等政府官員，另拜會大陸委員會、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盧森堡台北辦事處等機構，另
將參訪日月潭、國立故宮博物院等。蕾汀議員等人此行來訪旨在
深入瞭解我國外交、兩岸關係、經貿政策等最新發展，盼能增進
兩國國會交流，深化雙邊實質合作。
團長蕾汀議員為臺灣長期堅定友人，初任歐洲議會議員期
間，曾創立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並出任首屆主席（1994-1999）
，為日
後我國與歐洲議會的緊密關係奠定堅實基礎。蕾汀議員並於 1999
年至 2014 年間先後出任歐盟執委會文教執委、資訊社會暨媒體執
委及執委會副主席兼司法執委等要職；2014 年當選歐洲議會議
員、2018 年 10 月再度當選盧國國會議員。
訪團成員均屬於盧國國會最大黨基社黨（CSV）
，包括基社黨
主席晏馮藍（Frank Engel）
、國會中產階級暨觀光委員會副主席艾
申（Félix Eischen）
、國會外交委員會委員葛萊斯（Paul Galles）等
議員及政策助理柯莉莎（Elisabeth Kavalierakis）等人。除蕾汀議
員及晏馮藍黨主席外，其餘團員均是首度訪問臺灣。
臺灣與盧森堡近年來陸續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漏稅、
金融監理、證券交易、教育、通航及度假打工等合作協定或備忘
錄，推展多領域、多面向的實質合作。此外，兩國也透過每年異
地舉辦的「經濟合作會議」
，使雙方產業對話也擴及航空、金融、
綠能、ICT 及數位經濟等新興領域。
（E）

第 265 號

2019/10/27

外交部誠摯歡迎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凱勒議員等人訪問臺灣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凱勒（Michael GAHLER）率歐洲議會
重要跨黨團議員共 9 人，應邀於本（108）年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
日訪問臺灣，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凱勒主席等人此行旨在深入
瞭解我國外交、兩岸及經貿等領域的最新發展，盼持續深化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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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洲議會的合作與交流。
凱勒主席於本（10）月 16 日與德國、法國、英國國會友臺小
組主席共同提倡在布魯塞爾首度成立跨歐洲議會平臺—「福爾摩
沙俱樂部」
（Formosa Club）
，連結歐洲理念相近國家議會對臺灣的
支持，甚具意義。凱勒主席此次在第 9 屆歐洲議會開議之際，即
率領歐洲議會多位跨黨團議員來訪，彰顯歐洲議會友臺小組對我
國的堅定支持與可貴的友誼。
訪團成員包括歐洲議會社會黨團裴尼斐（Brando BENIFEI）
議 員 、 保 守 黨 團 羅 爾 森 （ Bert-Jan RUISSEN ） 議 員 及 法 寇 斯
（Emmanouil FRAGKOS）議員、復興黨團安格魯（Engin EROGLU）
議員及人民黨團席卡茲（Ralf SEEKATZ）等。
凱勒主席等人在臺期間將晉見蔡英文總統、拜會立法院長蘇
嘉全、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此外，訪賓並將拜會大陸委員會、
歐洲經貿辦事處、美國在台協會等機構，另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
沃旭能源等產業，以增進對我國政經及人文發展的深入瞭解，增
進臺歐盟的雙邊合作與交流。
歐洲議會近年多次通過友我決議，關切臺海和平穩定及鼓勵
兩岸對話，重申堅定支持臺灣參與國際組織，以及籲請歐盟執委
會儘速與我方啟談雙邊投資協定等。外交部感謝歐洲議會友人及
歐洲理念相近國家長期對臺灣的友誼與支持，期望未來雙方將在
既有的合作基礎上，持續深化各領域的實質交流。
（E）

第 266 號

2019/10/28

外交部誠摯歡迎德國巴伐利亞邦議會訪問團應邀來訪
德 國 巴 伐 利 亞 邦 議 會 副 議 長 林 德 斯 巴 何 （ Markus
Rinderspacher）共 4 人於本（108）年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應邀
訪問臺灣。訪團成員另包括史密特（Gabi Schmidt）
、貝克（Barbara
Becker）及司庫特拉（Christoph Emanuel Skutella）等邦議員，外
交部表示誠摯歡迎，林德斯巴何副議長等人來訪，有助擴大推動
我國與巴伐利亞邦及德國的雙邊實質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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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團議員橫跨基社黨（CSU）
、社民黨（SPD）
、自民黨（FDP）
等德國主要黨派，均為首次訪臺，此行旨在實地瞭解我國政經發
展。林德斯巴何副議長等人將會晤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另將
拜會立法院、大陸委員會、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
協會、國立清華大學等機構，就臺德城市交流、經貿發展、科技
合作等議題與我方交換意見。此外，訪賓也將參訪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臺北巿電腦商業同業公會、臺北捷運公司、臺北數位產業
園區，以及太魯閣國家公園、國立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等文經
建設，就推動 5+2 產業創新、城市國際交流等合作領域進行意見
交流。
德國為我國在歐洲最大貿易夥伴及全球第 6 大貿易夥伴，2018
年臺德雙邊貿易總值達 170 億美元。巴伐利亞邦位於德國南部，
面積 7 萬餘平方公里，居全德第一，人口約 1,300 萬，居全德第二。
2018 年我方與巴邦貿易量約佔臺德雙邊貿易總量的 25%，雙邊貿
易關係重要且穩定增長。巴邦首府慕尼黑為寶馬汽車（BMW）、
西門子（Siemens）等大企業總部所在，多項產業與我國有密切合
作。目前巴邦已有超過 25%的發電來自再生能源，使用率居全德
第二。
（E）

第 276 號

2019/11/11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奧克拉荷馬州副州長兼參議會議長平聶率團
訪臺
美國奧克拉荷馬州副州長兼參議會議長平聶（Matt Pinnell）
所率領的「美南地區州議會領袖訪問團」應我國政府邀請，訂於
本（108）年 11 月 11 日至 17 日訪問臺灣，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訪團成員包括密西西比州、奧克拉荷馬州、路易斯安納州及
德州等四州的議會領袖，對臺灣十分友好，都積極在各州議會推
動通過紀念「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的友我決議案。此外，四
個州都已經與臺灣簽署駕照互惠協議。
平聶副州長及訪問團成員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及拜會立法院
長蘇嘉全，並接受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晚宴款待。此外，平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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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州長等人也將拜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及桃園市政府，另參訪在美國南部各州投資的石化、生物科
技及農產品加工等領域的臺灣企業。
除了我國石化、生醫及科技業者在美國南部地區有重要投資
外，我國也是該區的農產品主要出口國。本年我農產品貿易赴美
友好訪問團的小麥分團曾赴奧克拉荷馬州訪問，黃豆及玉米分團
則赴密西西比州訪問，獲得州政府、當地農民團體及相關協會的
熱烈接待。
此次平聶副州長率團訪問臺灣，將有助於持續提升我國與美
國南部各州雙邊關係，深化臺美互惠互利的夥伴關係。
（E）

第 277 號

2019/11/16

外交部誠摯歡迎吐瓦魯國外交部長柯飛伉儷訪問臺灣
我太平洋友邦吐瓦魯國外交部長柯飛（Hon. Simon Robert
Kofe）伉儷一行 4 人於本（108）年 11 月 16 日至 21 日應我國政
府邀請來訪。在臺期間柯飛外長將會晤蔡英文總統、外交部長吳
釗燮等政府官員，就兩國合作計畫成果及未來合作方向交換意
見。柯飛部長伉儷此行也將參訪農業、文創及食品加工等我國優
勢產業，作為吐國國家發展參考。
柯飛部長是吐國新政府本年 9 月成立後首次來臺訪問，並於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本（11）月初赴訪吐國後立即回訪臺灣，
對兩國邦誼甚具意義。
本年是臺吐建交 40 週年，吐國為我忠實友邦，長期在國際場
域積極助我。臺灣與吐國多年來在醫療衛生、能力建構、潔淨能
源、農業合作等領域合作密切，成果豐碩，深獲吐國朝野及人民
一致的肯定與讚揚。
（E）

- 328 -

第 278 號

2019/11/18
外交部歡迎西班牙眾議員團訪臺

西班牙眾議院洛哈斯（Carlos Rojas García）議員率眾院議員
一行 4 人應邀於本（108）年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2 日訪臺，4 位
眾議員均剛於本（11）月 10 日舉行的西國國會大選中成功連任。
外交部對洛哈斯眾議員一行訪問臺灣，表達誠摯歡迎。
洛哈斯眾議員等人在臺期間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
院長蘇嘉全、外交部長吳釗燮等政府官員，並將與法務部、大陸
委員會等政府機關討論相關議題。訪賓另將參訪高雄港務公司、
內湖科技園區、國立故宮博物院及台北 101 等，以實地瞭解我國
經社文等建設。
訪團成員除團長洛哈斯眾議員外，尚包括蘇華雷斯（Eloy Su
árez Lamata）
、加爾賽斯（Mario Garcés Sanagustín）及埃雷羅（Jos
é Alberto Herrero Bono）等資深議員。4 位訪賓在經貿、農業、司
法及科技等領域卓有專才，並在西國中央議會及所屬地方省區頗
具影響力。西班牙國會友我議員來訪，將進一步增進臺西雙邊實
質合作。（E）

第 279 號

2019/11/19

外交部誠摯歡迎世界貿易組織農業處處長凱西訪問臺灣
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農業處長凱
西（Edwini Kessie）應邀於本（108）年 11 月 19 日至 22 日訪問臺
灣，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凱西處長此行將與我國就農業談判、
國際合作、全球經貿情勢等議題交換意見，持續深化我國與 WTO
的交流與合作。
凱西處長於 WTO 任職逾二十年，並曾擔任位於萬那杜的「太
平洋島國論壇」（PIF）首席貿易顧問，經貿專業深厚且熟稔各項
談判議題。凱西處長所職掌的農業部門負責農業談判及各相關議
題，本次來訪將有助我國進一步掌握 WTO 經貿談判脈動及瞭解未
來可能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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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為我國參與最重要的國際經貿組織之一。我國身為糧食
進口國，相關規則制定不僅影響臺灣的糧食安全，也將對廣大農
民生計有重大影響。凱西處長此行將與我國主管機關及產官學界
人士就 WTO 相關農業與法律議題深入交換意見，同時將實地走訪
我國農業廠商，並與我國立中興大學師生座談，有效促進國際經
貿及學術交流。
（E）

第 282 號

2019/11/22

外交部誠摯歡迎義大利國會參議員錢益友等人來訪
義大利國會參議員錢益友（Gian Marco Centinaio）率團一行 7
人應邀於本（108）年 11 月 21 日至 26 日訪問臺灣，外交部表達
誠摯歡迎。
訪團團長錢益友參議員前曾任義大利農業暨觀光部長，為我
國長期友人，此行是他第二度訪問臺灣。該團成員另包括參議院
外交委員會副主席衣沃比（Tony Chike Iwobi）參議員，介蘭迪
（Francesca Gerardi）眾議員、陸琪妮（Elena Lucchini）眾議員及
巴薩羅（Alex Bazzaro）眾議員等人，均為「聯盟黨」（Lega）重
要成員。
訪團在臺期間，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院副院長蔡
其昌及外交部長吳釗燮，另拜會經濟部、法務部、衛生福利部、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與歐洲在
台商務協會等機構，並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我國企業等。
臺義雙方近年來在各領域持續發展合作，此次義大利參眾兩
院資深議員團來臺灣訪問，將可進一步推動雙邊友好夥伴關係。
（E）

第 283 號

2019/11/23

外交部誠摯歡迎美國聯邦眾議員佛羅瑞斯及瑞森紹爾訪問臺灣
美國聯邦眾議員佛羅瑞斯（Bill Flores, R-TX）及瑞森紹爾（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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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chenthaler, R-PA）於本（108）年 11 月 22 日至 26 日訪臺，在
臺期間將與我國政府高層會晤，就如何持續增進臺美關係及區域
情勢現況等議題交換意見。外交部對佛羅瑞斯及瑞森紹爾兩位眾
議員來訪表達誠摯歡迎。
佛羅瑞斯及瑞森紹爾眾議員均為我國在美國國會的堅定友
人，兩人經常連署支持臺灣的相關議案及聯名函。佛羅瑞斯眾議
員為眾議院「國會臺灣連線」成員，前曾兩度訪問我國，並曾連
署國會支持我國參與「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及「國際民
航組織」（ICAO）的聯名函。瑞森紹爾眾議員在本年初上任後即
多次鼎力助我，曾連署「臺灣保證法案」及「臺北法案」
，並投票
支持「重申美國對臺灣及執行臺灣關係法的承諾」決議案。
繼上（10）月聯邦參議員克魯茲（Ted Cruz, R-TX）訪問臺灣
參與我國國慶活動後，佛羅瑞斯及瑞森紹爾兩位眾議員接續來
訪，展現美國會參、眾兩院對臺灣的一致支持。相信兩位眾議員
此行來訪將有助於深化臺美友誼，並增進兩國在雙邊以及區域議
題上的互動與合作。
（E）

第 285 號

2019/11/24

外交部誠摯歡迎比利時國會友臺小組共同主席哈斯肯眾議員率團
訪臺
比利時國會友臺小組共同主席哈斯肯眾議員（Wouter Raskin）
率聯邦眾議員暨區議員共 6 人，應邀於本（108）年 11 月 24 日至
28 日訪問臺灣。訪團此行旨在深入瞭解我國外交、人權、環境及
經貿等領域的最新發展，盼持續拓展我國與比國國會的合作與交
流，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哈斯肯共同主席曾於本年 9 月偕同 2 位共同主席聯名致函「國
際民航組織」
（ICAO）理事會主席 Olumuyiwa Bernard Aliu，支持
我國以觀察員身分參與 ICAO 大會。本團此次於比國本年 5 月國
會大選後首次組團來訪，彰顯臺比友好情誼。
訪團成員包括比國聯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凡潤柏議員
（Kristien Van Vaerenbergh）、荷語自由黨黨團主席拉夏特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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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bert Lachaert）
、外交委員會德梅格議員（Michel De Maegd）、
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寇拉提議員（Samuel Cogolati）及瓦隆區議會對
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加提耶議員（Charles Gardier）等。
該團在臺期間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院長蘇嘉全、
外交部、大陸委員會、比利時台北辦事處及臺北地方法院等機構，
另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泓創綠能及優勝奈米等產業，以增進對
我國政經及人文發展的深入瞭解，並深化臺比雙邊交流。（E）

第 292 號

2019/12/09

外交部歡迎美國商務部主管全球市場助理部長史宜恩訪問臺灣
美國商務部主管全球市場助理部長史宜恩（Ian Steff）等人訂
於本（12）月 8 日至 12 日訪問臺灣。史助理部長此行將拜會我國
政府機關與商界人士，就臺美經貿及資訊安全合作等議題交換意
見。外交部誠摯歡迎史宜恩助理部長來訪。
史助理部長去（107）年曾兩度來訪，對臺灣友好，本（108）
年 10 月和美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
、農業部海外
服務署署長艾斯里（Ken Isley）聯名致函美國各州州長及美國財
星雜誌 500 大企業，支持強化臺美貿易及雙邊投資關係，並鼓勵
美國企業深化與臺灣貿易往來。史助理部長、亞太助卿史達偉等
人的聯名函展現了美國政府跨部會對臺灣的支持。
外交部誠摯歡迎史助理部長訪臺，也希望藉由臺美資深官員
的互訪及交流，持續提升雙邊經貿及商務投資夥伴關係。
（E）

第 293 號

2019/12/12

外交部歡迎法國參議院副議長莫蘇里訪團一行 5 人訪臺
法國參議院副議長莫蘇里（Thani Mohamed-Soilihi）一行 5 位
參議員，於本（108）年 12 月 12 日至 15 日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
訪臺，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團長莫蘇里副議長對我國十分友好，積極促進雙邊合作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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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 。 訪 團 成 員 包 括 外 交 暨 國 防 委 員 會 康 慕 蕾 （ H é l è ne
Conway-Mouret）副議長、法制委員會貝雷內（Arnaud de Belenet）
副主席、經濟委員會賀松（Michel Raison）參議員及法制委員會
卡奈葉（Agnès Canayer）參議員，5 位議員均首度訪臺。康慕蕾
副議長曾任法國僑務權理部長，賀松參議員本年曾就維護臺海和
平議題進行國會質詢。
在臺期間莫蘇里副議長將晉見陳建仁副總統，拜會立法院長
蘇嘉全、外交部長吳釗燮、行政院政務委員龔明鑫等政府官員。
訪賓另將參訪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及
日月潭等文經建設，體驗臺灣各地的人文特色。
法國是我在歐洲第 4 大貿易夥伴，且為我國在全球科技發展
的重要合作夥伴，法國新創平臺 French Tech Taiwan 已於上（107）
年 6 月進駐我國「亞洲新創基地」
（Taiwan Tech Arena）
。雙方未來
在創新、經貿、科技、文化、藝術、航空運輸等領域將持續拓展
交流，進一步深化臺法間實質友好的夥伴關係。
（E）

第 294 號

2019/12/13

外交部誠摯歡迎諾魯共和國總統安格明伉儷訪問臺灣
諾魯共和國總統安格明（Lionel Aingimea）伉儷應中華民國（臺
灣）政府邀請，於本（108）年 12 月 13 日至 17 日率團來臺訪問，
以增進兩國情誼，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安格明總統伉儷此行偕同磷礦暨重建公司部長艾力克
（Reagan Winson Aliklik）伉儷、外交暨貿易部副部長皮里斯
（Asterio Appi）伉儷等人訪臺，將會晤蔡英文總統，接受蔡總統
及外交部長吳釗燮伉儷款宴，並將簽署臺諾航空服務協定（Air
Services Agreement）
，及參訪政經文化建設，以深入瞭解我國經社
發展，並從中與我共尋新合作契機。
安格明總統具豐富法律背景，長期為人權發聲，曾擔任司法
暨邊境管制部助理部長、多元文化部助理部長、公共服務部助理
部長及國會議員等政府要職，於本年 8 月當選總統，並曾於本年 9
月底自紐約聯合國大會結束後，特地訪臺過境轉機，表達堅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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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立場，強調臺諾關係親如家人。本次再度率團訪臺，不僅是安
格明總統自上任後首度來臺國是訪問，更是首度赴他國進行正式
訪問。外交部感謝安格明總統用實際行動證明諾魯政府對臺諾雙
邊關係的重視及支持。
臺灣與諾魯共享民主、自由及人權等普世價值，兩國長期在
農漁業合作、公共衛生、教育、潔淨能源及基礎建設等領域密切
合作，雙邊關係誠如安格明總統所言如家人般緊密友好。
（E）

第 297 號

2019/12/16

外交部誠摯歡迎南非共和國印卡塔自由黨黨魁荷拉比薩率團訪問
臺灣
南非共和國印卡塔自由黨（Inkatha Freedom Party）黨魁荷拉
比薩（Hon. Velenkosini Fiki Hlabisa）議員一行 6 人應我國政府邀
請，訂於本（108）年 12 月 16 日至 20 日訪問臺灣，外交部表達
誠摯歡迎。
荷拉比薩議員於本年 8 月接任印卡塔自由黨黨魁，此行是首
度訪問臺灣，期盼進一步瞭解我國政經發展、健保與再生能源相
關政策，並促進臺斐交流。
在臺期間荷拉比薩黨魁除拜會及接受外交部款宴外，另將拜
會立法院、法務部、經濟部、內政部警政署、衛生福利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臺北市政府資訊局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等機
關，另將參訪勵馨基金會、彰濱工業園區、貓空茶業推廣中心等
單位。
印卡塔自由黨與我國關係向來友好密切，長年致力推動臺斐
雙邊交流，並公開支持我國的國際參與訴求。該黨前任黨魁布騰
列齊親王（Prince Mangosuthu Buthelezi）曾於 107 年獲頒外交部
「睦誼外交獎章」
。
（E）

- 334 -

四、新聞參考資料

新聞參考資料第 001 號

2019/01/11

外交部首度舉辦假訊息防制講座，強化外交人員新聞識讀及破假
能力
為 提升 外 交 人員 辨 識及 破 解 不 實 訊息 能 力， 外 交部 於 本
（108）年 1 月 11 日上午在外交部大禮堂舉辦「假訊息防制講座」
活動，由外交部主任秘書李光章主持，邀請「臺灣事實查核中心」
總編審黃兆徽以「錯誤訊息及第三方機構事實查核經驗分享」為
題進行演說，各部會負責新聞業務人員亦應邀與會，出席者近百
人，與會情形十分踴躍。
李主任秘書致詞表示，假訊息議題已成為民主國家共同面臨
的挑戰，對公民社會及民主運作造成很大衝擊。「臺灣事實查核
中心」上（107）年 7 月 1 日正式成立運作，對於假訊息的澄清發
揮重要作用，並已獲得國際認證，成為「國際事實查核聯盟」
（IFCN，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的夥伴，是我國第
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相信未來將可在國際
社會發揮影響力。
「臺灣事實查核中心」黃總編審透過各類錯誤訊息及相關新
聞報導實例，生動解說不實訊息對現實生活造成的影響，輕者令
人莞爾、嚴重者則引起民眾恐慌，影響國人對政府的信任，甚至
動搖國計民生。黃總編審並以「關西機場派車事件」為例，分享
該中心查驗事證的實務經驗與過程，並說明當錯誤訊息開始為媒
體所引用時，為避免相關資訊被放大，如何迅速針對謠言關鍵重
點提出澄清，有助增進與會者對此議題的瞭解。此外，黃總編審
並針對假訊息的特徵、組成元素及破綻等節詳盡解說，提供蒐集
正確資訊、辨識鑑別及分析解讀之要領，極有助與會同仁應對及
破除假訊息的基本職能。
本次講座迴響良好，與會者會後續與黃總編審意見交流，並
表示類此講座極具教育意義，且極有助建立其等處理假訊息的正
確認知。外交部未來將持續邀請新聞界的學者專家及媒體資深人
士來部分享假訊息的發展趨勢及新聞實務，以強化外交人員有效
處理新聞及破解不實訊息的能力。（E）

- 335 -

新聞參考資料第 002 號

2019/01/20

外交部積極透過新媒體發聲，國際文宣活潑接地氣
為強化與國內外民眾互動及增進年輕世代對我外交工作的瞭
解，部長吳釗燮自上（107）年上任開始，便推動「加強運用新社
群媒體等平臺，強化公眾外交及國際發聲能量」等外交工作目
標；除持續經營外交部「臉書」
（@mofa.gov.tw）拓展國際粉絲外，
亦於上年 4 月及 7 月分別成立外交部「推特」
（@MOFA_Taiwan）
及「Instagram」
（@mofa_taiwan）專頁，並鼓勵駐外館處成立社群
媒體，增進推動國際文宣綜效。迄今已有 71 個外館成立臉書專
頁、45 個及 10 個外館分別設立推特及 IG 帳戶，近來經營成效斐
然，並漸獲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外交部臉書自 106 年 7 月成立以來，粉絲人數已逾 3 萬 8 千
人，較去年同期成長 299%，其中逾 8 千人為外國人士，累計觸及
人數並逾 3,500 萬人次，於世界衛生大會（WHA）、聯合國（UN）
及「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等國際推案期間相關
貼文均獲廣泛迴響，除平均點閱次數破百萬外，網友按讚留言及
分享情形亦相當熱絡，其中 UNFCCC 推案的文宣影片更獲得超過
80 萬人次的高互動。近一個月來，根據政府部門「專頁儀表板」
的網站統計資料顯示，外交部臉書在所有 261 個政府專頁中曾高
居第 5 名。
至外交部推特方面，成立僅 9 個月已有逾 3 萬名粉絲，觸及
使用者超過 1,300 萬人次。鑒於推特於歐美、印度及日本等地，
頗受網友歡迎，尤為各國領導人所重視，外交部透過推特對重大
國際新聞作出即時回應，藉以形塑國際網路輿論友我氛圍，更可
提升國際友人對我外交成果的認識，達成公眾外交目標。外交部
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全文》的回應，觸及
使用者超過 62 萬人次。
另外交部 IG 雖甫成立不久，亦已累積逾 8 千名粉絲的高人
氣，為增進與青年世代互動，排版別具巧思，以「人物」、「建
築」及「小物意象」三大主題分欄呈現，吸睛度高。其中去年 12
月 UNFCCC 推案期間，曾發布波蘭電車刊登「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Taiwan Can Help」廣告的貼文，成效良好，亦獲蔡英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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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主動分享，並獲國內外眾多媒體轉載報導。
在外館臉書方面，除了積極推動以駐地語言拓展當地目標受
眾外，近來也因外館小編自發性串連蔡總統「勇敢自信 世界同
行」臉書封面標語活動，引起國內外網友高度關注及討論，成功
相互拉抬網路聲量，帶動一波國內外團結一心對外發聲的浪潮，
其中 6 個外館粉專更因此竄升到臉書專頁儀表板百大之列。
外交部感謝國內外各界對外交部長期以來耕耘新媒體文宣的
支持與鼓勵，面對當今國際社會複雜的局勢，外交部將持續精進
作為，並順應國際潮流，以期善用社群媒體平臺的連結及感染
力，努力為臺灣創造閃耀國際的形象亮點。（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03 號

2019/01/21

外交部舉行 107 年度外交小尖兵代表團出訪授旗典禮暨行前記者
會
外交部於本（108）年 1 月 21 日上午舉行「107 年度外交小尖
兵代表團出訪授旗典禮暨行前記者會」，由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
會執行長兼外交部發言人李憲章將外交小尖兵專旗授予前三名優
勝隊伍桃園市立武陵高級中等學校、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及彰化
縣私立精誠高級中學學生代表；馬尼拉經濟文化辦事處副代表艾
奎諾（Carlo L. Aquino）、駐台北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助理陳
德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科長李菁菁、德光高中校長王文
俊、精誠中學教務主任林憶君均應邀出席觀禮。
由三校學生代表組成的「外交小尖兵代表團」將於 1 月 22 日
赴越南河內、胡志明市及菲律賓馬尼拉等地，進行為期 11 天的參
訪，此行將參訪兩國政、經、文化設施及當地國際組織，並與各
級學校學生及臺商深度交流。
授旗典禮首先播放選拔賽事精華短片，回顧本次活動初賽及
決賽的精彩過程。李執行長致詞特別感謝全國高中職及五專學校
師生與家長對本活動的大力支持，這項選拔活動已成為全國高
中、職及五專學生的年度重要英語競賽，並為社會各領域培育許
多優秀人才，更歡迎年輕學子未來投身外交工作。李執行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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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訪國越南及菲律賓是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重點國家，
與我國在經貿投資、文化及人民間往來關係密切，相信代表團可
藉此行拓展國際視野，也達致我政府推動新南向青年交流目的。
艾奎諾副代表致詞時歡迎代表團到訪菲國，並期盼藉此深化
臺菲兩國青年文化交流及情誼。
外交部自民國 91 年起與教育部共同舉辦「外交小尖兵－英語
種籽隊選拔活動」，藉由安排優勝隊伍赴海外訪問交流，擴大青
年國際參與，並向參訪國家展現臺灣青年世代的優質形象。17 年
來外交部已安排超過 50 支優秀隊伍，200 餘名高中生赴亞洲、歐
洲、美洲及大洋洲等地參訪交流，贏得國際友誼及好評。
出訪期間小尖兵代表團每日將上傳參訪日誌、照片及影片至
「外交小尖兵」臉書粉絲專頁（帳號：teendiplomaticenvoys），隨
時分享參訪心得與感想，歡迎各界透過該專頁即時見證外交小尖
兵出訪交流成果。（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04 號

2019/01/23

德國媒體讚譽臺灣為民主燈塔，呼籲國際社會點亮燈塔
外交部長吳釗燮日前接受德國「法蘭克福廣訊報」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專訪，該報於本（2019）年 1 月 22 日刊登以
「點亮燈塔」
（Schalten Sie den Leuchtturm an）為題的報導，該文
指出，臺灣在國際間將扮演更為重要的角色，並引用吳部長的談
話呼籲國際社會點亮臺灣這座民主燈塔。
「廣訊報」報導中提到臺灣在國際上所扮演角色時，以美國
投注新啟用的美國在台協會（AIT）經費為例，顯示臺灣在美中地
緣戰略角力中的重要性日益升高。報導另引述吳部長「美國政府
持續公開支持臺灣，明確表示美臺關係甚具重要性，不同於美國
與其他國家關係。」、「美國近來多次派遣艦艇通過臺灣海峽，
明顯展現出美國阻止中國大陸對臺灣採取軍事行動的決心」等談
話重點。
吳部長認為，透過國際社會對中國軍事及經濟作為的種種批
- 338 -

評，臺灣的角色將益發重要，愈來愈多國家看清中國掠奪式的貿
易手段，並表示「臺灣呼籲具有共同理念的國家，即使是與臺灣
沒有邦交關係的國家，應共同分享民主與自由的價值。」吳部長
並強調，臺灣願參與由美國、日本及澳洲所倡議的「自由開放的
印度－太平洋」戰略，更呼籲美國、日本及澳洲等國「點亮臺灣
這座亞洲民主燈塔」，例如在臺北舉辦國際宗教自由會議，並盼
臺灣能夠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臺灣將為區
域和平與穩定扮演積極角色。
此外，吳部長也強調國際社會應支持臺灣抵抗來自中國的打
壓，臺灣人民感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時，將瞭解不須採取可能引
發危機的作為來回應中國。
吳部長自上任以來一直積極對外為臺灣發聲，目前已接受國
際主流媒體 33 次專訪，會晤逾 130 名記者，並獲國際媒體刊出 70
餘篇報導。（E）
專訪原文連結：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ausland/im-streit-zwischen-pekingund-washington-will-taiwan-an-gewicht-gewinnen-16000953.html?pr
emium

新聞參考資料第 005 號

2019/01/26

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歡迎臺北市光仁國小管弦樂團訪問比國
舉辦音樂會，臺比音樂交流譜新章
臺北市私立光仁國小管弦樂團 2019 年 1 月 25 日晚間在比利
時布魯塞爾聖心中學舉辦音樂會，歐盟政界人士及比國僑學界等
200 餘人前往聆賞，演出大受好評。
光仁國小是比利時天主教聖母聖心修會神父於 1959 年在臺創
辦，是臺灣第一所音樂資優班，多年來為臺灣培育無數優秀音樂
人才。本（2019）年適逢該校創校 60 週年，光仁師生及家長組團
回到比利時尋根，25 日上午參訪聖母聖心修會母院，下午參訪駐
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駐處曾厚仁大使歡迎該校師生及家長到
訪。同（25）日晚間在駐處及旅比僑胞的協助下，舉辦了一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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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音樂會，光仁國小在布魯塞爾展現 60 年來耕耘音樂教育的成
果，曲目包括耳熟能詳的臺灣民謠、流行歌曲及古典音樂，氣氛
溫馨熱烈，與會貴賓對於演出讚不絕口。
音樂會後，駐處以豐盛餐點款待光仁國小訪團全體師生及出
席賓客，為活動畫下圓滿溫馨的句點，也為臺灣與比利時的文化
交流再譜新的樂章。（E）
影片連結：https://m.facebook.com/TRO.eu/?__tn__=C-R

新聞參考資料第 006 號

2019/01/28

外交部誠摯歡迎沙烏地阿拉伯高中資優生來臺研習智慧科技課程
沙烏地阿拉伯高中資優生師生一行 45 人於本（108）年 1 月
18 日至 1 月 26 日組團訪臺，並於國立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研習
智慧科技課程 5 天，外交部表達誠摯歡迎。
在外交部、教育部、臺大電機系、臺大嚴慶齡工業研究中
心、中國回教協會及我駐沙烏地阿拉伯代表處共同努力下，促成
沙國高中資優生來臺研習由臺大電機系林晃巖教授與黃定洧教授
等開發的智慧科技創新課程，整合硬體、程式、感測、連網、數
學、演算法於獨特設計的實做中，以單一裝置實現多重工作與遊
戲的智慧功能。
沙國高中資優生訪團訪臺期間曾參訪新竹科學園區、工研
院、台積創新館、台北 101 大樓、臺北清真寺等經文機構，沙國
師生均感大開眼界，收穫豐碩。
我國科技教育成就斐然，普獲國際社會肯定。沙國師生組團
訪臺不僅有助促進國際青年交流，提升我科技教育的國際能見
度，亦有助進一步深化臺沙兩國在教育領域的合作與交流。（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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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參考資料第 007 號

2019/01/29

外交部 108 年春節賀歲短片首度由年輕基層同仁擔綱串連演出，
呈現外交部「日不落部」的工作型態與成果
外交部於本（108）年 1 月 29 日上午舉行的主管新聞說明會
中發表本年春節賀歲短片。今年的賀歲短片首度由外交部年輕同
仁擔綱演出，透過「一日外交官」的跟拍，具體呈現外交人員日
常工作樣貌與成果，以及外交部作為「日不落部」日以繼夜的特
殊工作型態。該短片自即（29）日起上掛外交部 YouTube 頻道以
及所屬臉書、IG 及推特等社群。
該部短片的內容及呈現方式，均由外交部相關業務單位同仁
自行構思、設計及演出，期以活潑愉快的方式呈現各單位核心業
務內容及同仁全心投入工作的熱情與活力。這次參與拍攝的單位
包括：禮賓處同仁迎接國賓來訪、準備晚宴流程、公眾外交協調
會同仁負責每日輿情蒐報及召開記者會、國際組織司肩負我參與
各類國際組織開拓我國際空間、北美司推動我參與美國全球入境
計畫及與美、加兩國簽署免試換駕照互惠協議等工作重點及具體
成效、國際傳播司臉書小編的靈感發想「秘密基地」，以及領事
事務局提醒民眾春節假期出國旅遊應注意事項及外交部提供的便
民服務資源，如出國登錄、旅外救助指南 App、領務局 LINE 官
方帳號、旅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服務專線等。
外交部自 98 年起，每年在春節假期前推出賀歲短片，往年皆
是由部長本人入鏡，親自向國人祝賀新春，並宣導國人春節期間
出國旅遊應注意事項。今年首度以外交部各單位基層同仁串連接
力演出，希望藉此詼諧逗趣的創意短片，透過影像分享外交工作
點滴，除與駐外館處同仁及國際友人共同祝賀新年外，並進一步
增進民眾對於外交工作的瞭解與支持。
影片連結：https://youtu.be/FL3n1JfE5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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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參考資料第 008 號

2019/01/31

外交部籌組「2019 年赴南非、史瓦帝尼、莫三比克經濟合作及商
機考察團」順利出訪南部非洲國家開展商機
為強化經貿外交工作及協助臺商拓展南部非洲市場商機，外
交部與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國經協會）合作籌組
「2019 年南非、史瓦帝尼、莫三比克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並由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與國經協會同仁陪同 24 家企業
計 34 人，於本（108）年 1 月 19 日至 31 日前往上述三國考察當
地市場。
本次訪團計有臺灣肥料公司及臺灣玻璃工業等 24 家業者踴躍
參加，產業別以農業為核心，另包括畜牧業、食品加工、循環經
濟、電子網路、生技製藥、工程及機械設備業等相關領域。訪團
活動聚焦在企業對接丶合作關係建立丶投資條件與地點評估及產
銷通路搭配等方面，以協助我國企業快速有效的拓展非洲商業網
絡。
本團在擴大臺非經貿合作方面已見初步成果，參團業者將依
據會談內容具體硏擬後續行動計畫，外交部也將持續聯繫參團業
者，並提供必要協助。
外交部籌組經貿訪團旨在整合國內外公私部門的人力及資
源，協助臺商開展海外市場，並配合企業需求提供相關協助，未
來將持續協助推動非洲合作計劃，提升臺商對非洲市場商機的關
注與掌握，以強化臺商布局。（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09 號

2019/02/13

外交部領事事務局與桃園市政府合作自 108 年 2 月 15 日起提供
「首
次申請護照親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措施
為提供民眾更便利服務，外交部領事事務局與桃園市政府合
作，自本（108）年 2 月 15 日起，提供「首次申請護照一處收件
全程服務」措施，即首次申辦護照民眾至桃園市各戶政事務所之
一辦理人別確認後，即可將護照申請書等相關文件交付戶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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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向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申辦，至為便利，歡迎民眾多加利
用。詳情請洽桃園市各戶政事務所。
桃園市政府是繼新北市、雲林縣及臺中市等 3 個縣市政府
後，第 4 個加入「首次申請護照親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措施的
地方政府，有助提供桃園市民更為便捷的服務。未來外交部將持
續推動與其他縣市政府的合作，擴大此項便民服務，以嘉惠更多
國人。（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10 號

2019/02/15

臺北賓館民國 108 年 2 月份開放參觀活動
臺北賓館訂於本（108）年 2 月 16 日（星期六）開放民眾參
觀，開放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最遲進場時間為下午 3 時
30 分），現場將播放「百年建築風華」專題影片，以及展出「百
年回眸－臺北賓館的故事」主題文物。
臺北賓館於西元 1901 年落成，曾為日本總督寓所。二戰結束
後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短暫作為臺灣省主席官邸，其後於民國
39 年正式命名為臺北賓館，並改為接待及款宴國賓的場所。臺北
賓館見證臺灣百餘年來的發展，在外交部歷年悉心維護下，內部
陳設裝飾無不精美，西式前庭與日式池泉迴遊庭園保存完善，可
謂日治時期古蹟之經典代表作，歡迎民眾於上述開放時間前往觀
賞。
為維護古蹟及參觀品質，外交部籲請民眾遵守「參觀臺北賓
館注意事項」，在不影響古蹟安全及參觀秩序的原則下，室內開
放照相，但禁止使用閃光燈、腳架及觸摸文物，以共同維護及妥
善保存國家級歷史古蹟。（E）

No.010

February 15, 2019

Taipei Guest House open house activities for February 2019
The Taipei Guest House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on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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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16, from 8 am to 4 pm (last admission 3:30 pm). Events for
the day include the screening of the film Architectural Splendor of a
Hundred Years and the exhibition The Taipei Guest House: One
Century’s Story.
Built in 1901, the Taipei Guest House served as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f the Japanes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Following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ok
charge of the building, briefly turning it into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 The building was named the Taipei
Guest House in 1950 and has since served as a venue for receiving
guests and holding state banquets. It has borne testimony to Taiwan’s
progress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 Under careful preserv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ts furnishings and decorations remain as
beautiful and exquisite as ever, while its Western-style front garden
and Japanese-style water garden have withstood the passage of time.
Visitors are welcome to tour this example of architecture built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of Taiwan.
To protect the historic site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ours, visitors are
advised to observe the Guidelines for Visiting the Taipei Guest House.
Photography is permitted inside the building as long as order is
maintained and the historic site is secure. The use of flash and tripods,
as well as the touching of artifacts, is prohibited to ensure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national historic site.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will also be open to the public on the
same day. For visitors’ information and the latest news, please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Taipei
Guest
House
(https://www.mofa.gov.tw/entgh). The latest news may also be
accessed
on
MOFA’s
Facebook
page
(www.facebook.com/mofa.gov.t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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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參考資料第 011 號

2019/02/23

外交部舉辦聯誼茶會與國內非政府組織代表熱鬧溫馨共賀新春
外交部 108 年「NGO 新春聯誼茶會」於本（108）年 2 月 23 日下午
舉行，由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主持，共有來自國內 150 多位長期參與
國際事務的非政府組織（NGOs）代表應邀出席，共同分享民間推動國際
參與的經驗與成果。
徐政務次長在致詞時首先感謝所有 NGO 對政府及外交部的支持與
協助，也對我國 NGO 積極參與國際交流與合作表示肯定及鼓勵。
徐政務次長指出，我國目前參與的政府間組織計有 58 個，而國内
NGO 團體或個人參加的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已達 3068 個，NGO
夥伴無私的付出也為臺灣爭取到許多國際支持，拓展了臺灣的國際空
間。
徐政務次長特別舉「世界醫師會」公開支持臺灣參與「世界衛生組
織」、「國際記者聯盟」聲援我國記者申請採訪「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以及我 NGO 組團到邦交國進行燒燙傷、唇顎裂病童等國際醫療援助，
及協助接待來訪的巴拉圭第一夫人瞭解我婦女賦權為例，凸顯臺灣
NGO 對我國際參與的貢獻。
徐政務次長最後籲請 NGO 夥伴們能持續發揮在各個領域的專業和
影響力，讓世界感受到臺灣 NGO 堅實暖實力及行動力。
為了展現我國 NGO 的活力與多樣性，外交部特別製播首支呈現我
國NGO 國際參與的短片，在茶會中與NGO 夥伴分享，此外也在現場進
行NGO 臺灣版圖和世界版圖的打卡互動活動，邀請NGO 夥伴共同記錄
深入臺灣與前往世界各角落推展國際交流與合作的足跡，獲得與會賓客
熱烈的參與。（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12 號

2019/03/05

外交部 108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自即日起接受報名
外交部本（108）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自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受理報名，歡迎 35 歲以下目前就讀我國大專院校及研
究所且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學生報名參加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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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計畫主軸為「青年外交 呈現臺灣」（Youth Diplomacy
Brings Taiwan to You!），預計遴選 75 位國際青年大使，安排於本
年 8 月下旬組團赴亞太友邦及「新南向政策」國家，包括索羅門
群島、吉里巴斯、菲律賓、馬來西亞、泰國及印度，進行為期 10
天的交流訪問，以增進青年學子瞭解我國政府在友邦如何推動外
交工作鞏固邦誼，以及我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產官學界的互
動交流。
為拓展青年大使與赴訪國家的交流層面，海外活動包括交流
研習、志工服務、拜會參訪及文化外交。為加強與出訪國家的青
年交流，外交部將籌組一全方位團隊，除歡迎嫻熟英語、泰語及
馬來語的同學參團外，也鼓勵醫衛、理工、農業等科系學生加
入，以深化與受訪國交流對象的互動，歡迎符合資格的學生踴躍
報名。
有意參加甄選者請完備下列程序：（一）至「中華民國外交
部全球資訊網」
（www.mofa.gov.tw）、外交部「臺灣青年 FUN 眼
世 界 」（ www.youthtaiwan.net ） 或 「 外 交 部 NGO 雙 語 網 」
www.taiwanngo.tw）等網站下載「外交部 108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
流計畫』甄選辦法」及相關報名表件；（二）至下列網站
（https://bit.ly/2Xba10e）填妥線上報名資訊；（三）4 月 30 日前
將填妥的報名文件以掛號郵寄至「外交部 108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
流計畫專案小組」，地址：10048 臺北市凱達格蘭大道 2 號。
有關本計畫詳情，請參閱本新聞參考資料附件檔案「甄選公
告」。倘有疑問，請洽繫聯絡人劉先生，電話（02）2348-2017 或
（ 02 ） 2348-2231 ， 電 子 信 箱 cjliu@mofa.gov.tw 或
taiwanngo@gmai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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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1

臺北賓館民國 108 年 3 月份開放參觀活動
臺北賓館訂於本（108）年 3 月 24 日（星期日）及 3 月 31 日
（星期日）開放民眾參觀，開放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最
遲進場時間為下午 3 時 30 分），現場將播放「百年建築風華」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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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影片，以及展出「百年回眸－臺北賓館的故事」主題文物。
臺北賓館於西元 1901 年落成，曾為日本總督寓所。二戰結束
後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短暫作為臺灣省主席官邸，其後於民國
39 年正式命名為臺北賓館，並改為接待及款宴國賓的場所。臺北
賓館見證臺灣百餘年來的發展，在外交部歷年悉心維護下，內部
陳設裝飾無不精美，西式前庭與日式池泉迴遊庭園保存完善，可
謂日治時期古蹟之經典代表作，歡迎民眾於上述開放時間前往觀
賞。
為維護古蹟及參觀品質，外交部籲請民眾遵守「參觀臺北賓
館注意事項」，在不影響古蹟安全及參觀秩序的原則下，室內開
放照相，但禁止使用閃光燈、腳架及觸摸文物，以共同維護及妥
善保存國家級歷史古蹟。
本年適逢總統府建築百年，3 月 24 日當天總統府將開放參觀
並舉辦特展，歡迎民眾踴躍參訪總統府及臺北賓館。臺北賓館最
新參觀資訊請詳閱雙語官方網站（http://www.mofa.gov.tw/tgh），
歡迎國內外旅客多加利用，最新訊息亦將同步上傳外交部臉書粉
絲專頁（www.facebook.com/mofa.gov.tw）。（E）

No.013

March 21, 2019

Taipei Guest House open house activities for March 2019
The Taipei Guest House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on Sunday, March
24 and Sunday, March 31, from 8 am to 4 pm (last admission 3:30
pm). Events for the day include the screening of the film Architectural
Splendor of a Hundred Years and the exhibition The Taipei Guest
House: One Century’s Story.
Built in 1901, the Taipei Guest House served as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f the Japanes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Following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ok
charge of the building, briefly turning it into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 The building was named the Taipei
Guest House in 1950 and has since served as a venue for receiving
- 347 -

guests and holding state banquets. It has borne testimony to Taiwan’s
progress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 Under careful preserv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ts furnishings and decorations remain as
beautiful and exquisite as ever, while its Western-style front garden
and Japanese-style water garden have withstood the passage of time.
Visitors are welcome to tour this example of architecture built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of Taiwan.
To protect the historic site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ours, visitors are
advised to observe the Guidelines for Visiting the Taipei Guest House.
Photography is permitted inside the building as long as order is
maintained and the historic site is secure. The use of flash and tripods,
as well as the touching of artifacts, is prohibited to ensure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national historic site.
As this year marks the centennial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a
special exhibition has been prepared for the public’s enjoyment at the
building’s open house on March 24. For visitors’ information and the
latest news, please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Taipei Guest House
(https://www.mofa.gov.tw/entgh). The latest news may also be
accessed
on
MOFA’s
Facebook
page
(www.facebook.com/mofa.gov.t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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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首場 NGO 名人開講活動分享高齡化社會家庭照顧者運動
國際經驗，各界出席踴躍
外交部於本（108）年 3 月 27 日上午舉辦首場「NGO 名人開
講」活動，由政務次長徐斯儉主持，並由「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
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寧講述高齡浪潮下的全球家庭照顧者運
動，分享各國在兼顧長者照護及家庭照顧者權益的作法，以及我
國長照服務與世界接軌概況。
徐政務次長致詞時表示，「世界衛生組織」
（WHO）在 2016
年第 69 屆大會通過「老化與健康之全球策略及行動計畫」，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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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承諾對健康老化採取行動，以及發展永續公平的長期照護體
系。我國政府呼應世界衛生組織的策略目標，已在 2017 年 1 月正
式推動「長期照顧十年計畫 2.0」。徐政務次長期盼各界共同協助
讓「長照 2.0」完善落實，未來也透過更多國際交流，讓國際社會
看見臺灣致力建構友善高齡環境的努力及成果。
主講人陳秘書長分享與全球照顧者組織交流經驗，以及世界
各國支持家庭照顧、科技創新減輕照顧壓力、平衡工作與照顧等
議題，並指出我國目前有的失能、失智老人及身心障礙者人口高
達 76 萬人，仰賴「家庭照顧者」甚深，其中約 7 成是女性，平均
照顧 9.9 年，每天照顧達 13.6 小時，其身心、經濟及家庭關係都
承受極大壓力。政府推出「長照 2.0」，提供各種照顧服務，將有
助於紓緩家庭照顧者的壓力。
為展現我國非政府組織的軟實力能量，以及推動國際交流成
果，外交部持續在今年規劃「NGO 名人開講」系列活動，並以醫
衛外交打頭陣，首場活動獲得立法院陳靜敏委員、醫界、護理
界、社福界、志工、中央政府機關及外交部同仁等超過 180 人踴
躍參與，現場提問踴躍，交流相當熱絡。
外交部今年將陸續舉辦生態、文化、體育及數位外交等主題
名人開講分享會，歡迎對 NGOs 國際合作有興趣的各界人士參
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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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2

外交部發表雙橡園虛擬實境短片，見證臺美關係 40 年發展進程
為順應科技潮流，外交部首次拍攝虛擬實境 VR 影片，且為
配合「臺灣關係法」40 週年活動，選定格具意義的雙橡園為主題，
影片由駐美國代表處年輕同仁擔任主持人，透過對雙橡園及近代
史實介紹，凸顯歷久彌堅之臺美關係發展進程。
外交部於 108 年 4 月 2 日正式公開這部短片，影片除了中文
版以外，也製作英語配音和英文字幕，並已上傳到 YouTube 頻
道，民眾透過 Cardboard（觀影盒）即可體驗置身雙橡園參訪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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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釗燮部長在記者會中以「神秘嘉賓」身分蒞臨現場，戴起
VR 眼鏡體驗。部長表示，希望透過這部影片，讓臺灣人民更認
識雙橡園此一屬於全民所有的寶貴資產。部長也強調，臺美關係
友好，美國官方包括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內，不斷提
到臺灣是一個可信賴的夥伴，是民主成功的故事，也是世界良善
的力量；美國對臺灣的重視可見一斑。
承製本片的「阿賴耶電影有限公司」拍攝團隊遠赴美國華盛
頓特區取景，影片中介紹歷任駐美代表積極透過各種社交方式，
讓雙橡園的名聲打響華府的社交圈，成為富有外交功能的舞台，
強調雙橡園和它悠久的歷史就像臺美關係一樣，歷久彌堅；臺灣
和美國就如同院子的兩棵橡樹一樣，有著崇尚民主、人權的共同
價值，一起向著太陽、汲取養分、茁壯，屹立不搖。
虛擬實境（VR）影片已成為新媒體宣傳工具之一，外交部除
了 YouTube、Facebook、IG 等社群網路平台外，也開始借助 VR
影片效果，以創意方式推動國際文宣。本短片現已上傳外交部
YouTube 頻道及官網，歡迎民眾觀賞。
外交部目前也正規劃在總統府成立雙橡園虛擬實境短片體驗
區，讓參觀總統府的民眾，可透過使用專業的 VR 設備，體驗更
逼真的高畫質虛擬實境影片。
此外，體驗區同時也將從外交部與美國在台協會合作舉辦的
「臺灣關係法」立法 40 週年影像展中，精選若干影像展出，透過
影像的展現，讓民眾更加瞭解臺美 40 年來歷久彌堅的情誼。
相關網址：
外交部虛擬實境短片 VR Twin Oaks《VR 雙橡園》中文版：
https://youtu.be/8baY8slz5uA
外交部《雙橡園》短片 Twin Oaks 中文版：
https://youtu.be/4yO1zdwXaSE
外交部虛擬實境短片 VR Twin Oaks《VR 雙橡園》English：
https://youtu.be/ywGWnj_J2Aw
外交部《雙橡園》短片 Twin Oaks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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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zAXg4AOGBQ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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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0

外交部發表「南島的祝福」短片展現臺灣醫衛能量與貢獻
為向國際社會展現臺灣先進的醫療技術、愛心無國界及授人
以魚不如授人以漁的精神，外交部於本（108）年 4 月 9 日發表最
新製作完成的國際醫療短片：「南島的祝福」（英文片名：“An
Island Doctor On Call＂），正告國際社會，臺灣有意願，也有能
力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世界各國分享醫衛經驗，WHO
需要臺灣的參與。
本片主角波波拉（Paul Bosawai Popora）是一名透過外交部臺
灣獎學生在國立成功大學習醫的索羅門群島醫生。該片從波波拉
一天工作的開始出發，呈現他生活周遭的各項細節，見證臺灣的
醫療與愛心正透過他日常的實踐為當地生活帶來巨大且正向的改
變。無論是來臺期間師長的傾力栽培與潛移默化，還是返國服務
的醫療及物資援助，均支撐波波拉一步一腳印回饋鄉里的信念。
索羅門群島平均每一萬人僅有 2 名醫生，遠低於全球平均每一萬
人可享有 14.89 名醫生的比例；而在過去十多年來，臺灣在醫療
援助上即已為索國培育超過 70 位專業醫事人員。
本片耗時 4 個月，製作團隊更遠赴索羅門群島拍攝，並剪輯
有 1 分鐘精華版與 8 分鐘完整版，全程英語發音，除配製中、英
文字幕外，外交部也製作日、西、法、德、印、泰、越、俄等外
語字幕版，同步上線向全球放送。除可透過外交部官方臉書粉絲
專頁觀賞，亦可在「潮台灣」
（Trending Taiwan）YouTube 頻道暨
臉書專頁瀏覽，歡迎點閱分享。
潮台灣 YouTube 十語版連結：
中文版：https://youtu.be/9jDOMX6JOwE
English：https://youtu.be/0_Ml4lIuX4M
日本語：https://youtu.be/y_nQg9JZxXU
Español：https://youtu.be/LnqS35Dlj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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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ais：https://youtu.be/vWtKc4Aly-Y
Deutsch：https://youtu.be/W4oE_0NOcXw
Русский：https://youtu.be/JcIDuJ6TDLk
Tiếng Việt：https://youtu.be/cZOpzU_f7Aw
Bahasa indonesia：https://youtu.be/-2TCLqPlmKg
ไทย：https://youtu.be/7QaswE4ML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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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放寬年滿 14 歲至屆滿 18 歲當年 12 月 31 日的男子，及在
國內役男的護照效期至 10 年
為衡平考量役政管理及尚未履行兵役義務男子的權益，外交
部經與內政部及國防部會商後，修正「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
「尚未履行兵役義務男子申辦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限制辦法」及
「中華民國普通護照規費收費標準」等 3 項法規，放寬在國內或
國外年滿 14 歲當日起，至屆滿 18 歲當年 12 月 31 日止接近役齡
男子，以及在國內役男的護照效期，由原規定以 5 年為限，延長
為與一般民眾同為以 10 年為限。前述法規已經完成預告程序，預
計於本（108）年 4 月 26 日修正發布，自同（108）年 4 月 29 日
施行。
上述在國內外滿 14 歲至接近役齡男子及在國內役男，自本年
4 月 29 日（週一）起（以送件日為準），申請的護照效期以 10
年為限（遺失補發護照效期以 5 年為限）。外交部提醒具上述身
分國人，倘無急需，可於 4 月 29 日以後再申辦護照。
至已出境役男，應在國外向駐外館處申請換、補發護照，為
配合役政管理需求，凡符合就學規定者，核發的護照仍以 3 年效
期為限；若不符合就學規定，只能核發 1 年效期護照供持憑返
國。（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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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舉辦循環經濟專題講座，翻轉概念，激發行銷台灣優勢新
想法
外交部於本（108）年 4 月 23 日（二）上午舉辦「轉型『循
環經濟』，別無選擇！」專題講座，邀請台糖公司董事長黃育徵
分享多年來推動「循環經濟」的理念、實務經驗及國際鏈結，外
交部同仁及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中華經濟研究院及中華
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等單位人員踴躍出席。
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長葉非比於開場致詞時指出，
「循環經濟」是我政府「五加二產業創新」政策之一，亦為當前
國際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歐盟於 2015 年發表「循環經濟推動計
畫」
（An EU Action Pl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荷蘭、丹麥等
國也將「循環經濟」列為重要經濟政策，臺灣身處永續發展潮流
的浪頭，更凸顯此一新興理念在外交工作上的重要性。葉司長並
指出，黃董事長於 2015 年創辦「資源循環台灣基金會」，著有「循
環經濟」一書，提倡「循環經濟」不遺餘力，令人敬佩。尤其黃
董事長倡議應為下一代打造一個零廢棄與零污染的循環臺灣，一
如蔡英文總統所揭示我們不能再像過去無止盡地揮霍自然資源及
國民健康，值得大家深思。
黃董事長演講以 3R（Reflection, Redefinition, Redesign）為主
軸，引導 大家省思（ Reflection ）共同面 臨的挑戰、 重新定 義
（Redefinition）我國經濟發展模式、以及重新設計（Redesign）未
來可能的商業模式。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分享「循環經濟」的
創新理念和實務經驗，包括智慧綠能循環住宅計畫、農業循環猪
場改建計畫、牡蠣殼製成碳酸鈣材料工廠計畫、以及沼氣能源服
務公司計畫等具體案例。黃董事長並建議我國善用「循環經濟」
理念推動外交工作，協助友邦追求永續發展。黃董事長強調，轉
型「循環經濟」，就是投資臺灣的未來，這不是一個選擇，是一
條必然要走的道路，更是世代的責任。
本次講座是外交部本年舉辦的第一場經貿新知講座，未來亦
將持續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分享重要新興產業發展趨勢，以強
化同仁對新興產業與創新技術的瞭解，並掌握國內相關產業的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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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需求，強化我國推動經貿外交的能量與專業職能。（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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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6

外交部舉辦 NGO 名人開講-「最安靜的環境運動：寂靜山徑的全
球行動」活動，互動交流熱烈
外交部於本（108）年 4 月 26 日上午舉辦 NGO 名人開講系列
第二場活動，邀請「台灣聲景協會」理事長范欽慧，以「最安靜
的環境運動：寂靜山徑的全球行動」為題，分享她多年來透過聲
音記錄及保育臺灣生態環境的努力，進而與國際連結的寶貴經
驗。共有近百位來賓出席，互動交流熱烈。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致詞表示，在 4 月 22 日地球日當週舉
辦本分享會甚具意義。今年地球日的主題為「與野共生」（Protect
Our Species），近年來許多物種已從地球上消失，牠們的美妙聲
音也成為絕響，幸有范理事長長年的努力，讓我們在臺灣依舊能
聆聽到最純粹的大自然之音，進而更珍惜在這片土地上的多元動
植物生態。
范理事長指出，101 年她在偶然機緣下結識國際知名野地錄
音師戈登．漢普頓（Gordon Hempton），深受其推動聲景保育運
動的啟發，促使她在臺灣積極推廣相關理念，並成立「台灣聲景
協會」。經過多年努力及公部門支持，終於 107 年在宜蘭太平山
國家森林遊樂區成功設立第一條國家級的寂靜山徑，不僅讓國人
有機會享受自然寂靜的美好，也成為吸引外國友人來臺生態旅遊
的最佳宣傳。
臺灣 NGOs 活力充沛，近年來積極從事國際參與，甚有助我
國外交工作的推動。外交部未來將持續邀請不同領域的 NGO 人
士來部演講，並在特定場次開放民眾參加，歡迎對 NGO 國際合
作有興趣的各界人士共襄盛舉。（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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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舉辦「2019 年亞西及東南非國際菁英領袖營」
，歡迎 9 國
22 位青年菁英來臺
外交部「2019 年亞西及東南非國際菁英領袖營」訂本（108）
年 5 月 1 日至 10 日舉行，並於 5 月 2 日中午由外交部常務次長曹
立傑主持開訓典禮，計有來自史瓦帝尼、南非、俄羅斯、蒙古、
亞美尼亞、哈薩克、吉爾吉斯、烏克蘭、喬治亞等 9 國 22 名優秀
青年參加。
本年為外交部第 11 年辦理領袖營活動，並首度將我友邦史瓦
帝尼王國與南非納入邀請對象。參與本年領袖營的 22 位青年菁英
背景多元，分別來自各國政府機關、商界、學界、智庫及非政府
組織，對我國政經文社發展均抱持高度興趣。曹次長於開訓致詞
時期盼參與的青年透過此行，親身體驗臺灣社會的旺盛活力與多
元風貌，以及我國持續走向世界，廣結善緣，並爭取更多國際友
人走訪臺灣的決心。
為使來訪的青年在研習期間對我國有深入的瞭解，外交部精
心規劃系列課程及體驗活動，包含我國外交政策、兩岸關係、經
貿發展、國際人道援助、基礎華語及多元文化課程，參訪
「5 加 2」
創新產業，體驗原住民族部落生活，並策劃「一日小學生」活動，
與宜蘭縣員山鄉大湖國小全校師生交流互動，期盼藉由多元行
程，讓外國青年深入瞭解我國在科技、創新及人文等面向的軟實
力，進而成為知我友我的國際生力軍，向國際社會分享臺灣經
驗。
為向下紮根青年外交，此次外交部循例公開徵選分別來自政
治大學、師範大學、東吳大學、銘傳大學等校的 6 名優秀同學擔
任領袖營輔導員，期盼藉由跨國青年的互動交流，協助我國優秀
青年認識國際友人，拓展國際視野，進而啟發對外交工作的興
趣。（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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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發表首部微電影「我的魔法媽媽」
為呈現外交人員多樣的工作面貌及增進國人對外交工作的瞭
解與支持，外交部於本（108）年 5 月 7 日發表首部以外交人員為
故事主軸的微電影「我的魔法媽媽」（英文片名：“My MOFA
Mom＂）。外交部微電影以身為母親的女性外交人員為主角，藉
由與家人的溫馨互動及家人的支持與陪伴，詮釋外交同仁的工作
性質與內涵。外交部也盼藉此部電影，向所有為國家及人民全力
打拼、無私奉獻的外交人員及其眷屬表達誠摯的感謝。
電影故事透過眷屬視角，近身觀察外交人員為我國電競選手
爭取公平參加國際賽事、參與國際人道援助任務，以及協助國人
急難救助等事項，呈現外交工作的多元風貌。劇中也刻畫隻身外
派的外交人員與家人間複雜的離別心情，並以外交人員對家人叮
嚀「麻煩你顧家了」的臨別談話，傳達外交人員守護國家、眷屬
守護家園的雙重意涵。
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致詞表示，我國外交工作較其他國家
面臨更多挑戰，就如本片片名，外交部（英文簡稱＂MOFA＂，
與＂魔法＂諧音）同仁的工作猶如魔術師，一方面要發揮神奇的
力量，在艱難的國際場域守護國家主權及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兼
顧家庭及子女教育，著實不易。本片深刻展現外交工作的多元面
貌，外交部全體同仁也將繼續努力維護國家主權及爭取國人最大
權益，也期盼及感謝國人繼續給予外交部鼓勵及加油。
為完整說明本片拍片理念及分享外交部同仁觀後感，電影發
表會後由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執行長李憲章主持座談分享會，
由本片監製方夢貞、飾演外交人員子女的童星余彥宸分享拍片心
得，身兼母職的外交部同仁亞東太平洋司副司長范惠君及公眾會
英語翻譯科科長呂淑娥分享本片觀後感。
外交部本次特與擅長製拍親情電影的「用力拍電影公司」合
作，並由獲得國內金穗獎肯定、知名導演安邦負責製導。外交部
微電影配製中、英文字幕，可透過外交部及「潮台灣」（Trending
Taiwan）YouTube 頻道、外交部官方臉書專頁及推特等新媒體平臺
觀賞。歡迎各界點閱收看及分享。（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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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我的魔法媽媽」30 秒預告片網址：https://youtu.be/1PsuPmPq3NI
「我的魔法媽媽」6 分鐘完整版網址：https://youtu.be/pUIVC9UfS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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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2019 年亞西及東南非國際菁英領袖營」圓滿落幕
外交部「2019 年亞西及東南非國際菁英領袖營」成果發表暨
結訓典禮於本（108）年 5 月 9 日下午由常務次長曹立傑主持，22
位來自亞西及東南非地區的青年菁英以活潑生動的方式，分組發
表研習成果心得及分享在臺見聞。
此次研習營共有來自史瓦帝尼、南非、俄羅斯、蒙古、亞美
尼亞、哈薩克、吉爾吉斯、烏克蘭及喬治亞共 9 國 22 名青年菁
英，與我國 6 名青年輔導員共同參與為期 8 天的密集課程及參訪
行程，參團學員與我國青年互動友好熱絡，充分展現青年世代的
熱情與活力。
藉由此次研習營，學員更加深入瞭解我國外交政策、國際參
與、兩岸關係及我在國際人道援助的貢獻，並藉由參訪循環經濟
產業，增進我在永續發展領域的努力與成果。此外，透過書法揮
毫、原住民部落生活體驗及手做傳統糕點等活動感受臺灣豐富多
元的文化內涵。為拓展我國學子國際視野，向下紮根全民外交，
外交部也安排學員至宜蘭縣員山鄉大湖國小與全校師生交流，透
過國情介紹與社團活動拉進彼此距離，也讓學員對我國多元教育
留下深刻印象。
外交部自 98 年起，連續 11 年辦理國際菁英領袖營，邀請各
地區外國青年菁英訪臺，實地瞭解我國政經社文發展現況，並透
過青年之間的交流互動，增進外國青年菁英對我國的認識與瞭
解，對我國際形象的提升及國際友我力量的匯集具有積極助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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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領事事務局參加「2019 台北國際觀光博覽會」並舉辦旅安
宣導送機票抽獎活動
近年來民眾出國旅遊風氣盛行，外交部關心國人旅外安全，
特參加本（108）年 5 月 17 日至 20 日於台北世貿一館舉行的「2019
台北國際觀光博覽會」，於展場中央舞台旁設置旅外安全宣導攤
位，提供旅外安全相關資訊並介紹外交部各項旅外國人急難救助
措施。
本次旅展外交部更獲得阿聯酋航空、菲律賓航空、釜山航
空、中華航空、長榮航空、越南航空及台灣虎航等七家航空公司
贊助機票，共同舉辦旅安宣導抽獎活動（活動辦法請詳附件），
民眾只需在現場加入外交部領事事務局 LINE 好友，並進行「波鴿
出國登錄練習題」遊戲，即可獲得波鴿限量好禮及機票抽獎資
格，並於 5 月 20 日上午 11 時在世貿一館中央舞台公開舉行抽獎
儀式。領務局攤位現場亦將舉辦「波鴿金頭腦」旅安知識集體闖
關遊戲，闖關成功就有機會獲得波鴿限量棒棒糖，歡迎民眾踴躍
前往觀展。
此外，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為了讓無法前往旅展現場的朋友們
共襄盛舉，也在外交部臉書粉絲專頁舉辦【跟著波鴿走跳世界－
線上抽獎活動】，即日起至 5 月 20 日前，在外交部臉書粉絲專頁
參加活動，就有機會獲得限量版中華航空及台灣虎航的飛機模型
或波鴿好禮！（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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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賓館 108 年 5 月份開放參觀活動
臺北賓館訂於本（108）年 5 月 12 日（星期日）開放民眾參
觀，開放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最遲進場時間為下午 3 時
30 分），當日適逢母親節，本部於現場備有 1,500 份康乃馨花束
贈送女性來賓，數量有限，送完為止。
臺北賓館於西元 1901 年落成，曾為日本總督寓所。二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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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短暫作為臺灣省主席官邸，其後於民國
39 年正式命名為臺北賓館，並改為接待及款宴國賓的場所。臺北
賓館在外交部歷年悉心維護下見證臺灣百餘年來的發展，其內部
陳設裝飾無不精美，西式前庭園與日式池泉迴遊庭園保存完善，
可謂日治時期古蹟經典代表作，歡迎民眾於開放期間前往觀賞。
為維護古蹟及參觀品質，外交部籲請民眾遵守「參觀臺北賓
館注意事項」，在不影響古蹟安全及參觀秩序的原則下，室內開
放照相，但禁止使用閃光燈、腳架及觸摸文物，以共同維護及妥
善保存國家級歷史古蹟。
總統府及臺北賓館本週日同時開放，總統府大禮堂將有大安
國中弦樂團現場音樂表演，歡迎民眾踴躍參訪總統府及臺北賓
館。參觀資訊請參閱臺北賓館官網（http://www.mofa.gov.tw/tgh）。
（E）

No.024

May 10, 2019

Taipei Guest House open house activities for May 2019
The Taipei Guest House will be open to the public on Sunday, May 12,
from 8 AM to 4 PM (last admission 3:30 PM). In Celebration of
Mother’s Da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ill prepare 1,500
carnations for female visitors.
Built in 1901, the Taipei Guest House served as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f the Japanes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Following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ok
charge of the building, briefly turning it into the official residence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 The building was named the Taipei
Guest House in 1950 and has since served as a venue for receiving
guests and holding state banquets. It has borne testimony to Taiwan’s
progress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 Under careful preserv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ts furnishings and decorations remain as
beautiful and exquisite as ever, while its Western-style front garden
and Japanese-style water garden have withstood the passage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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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ors are welcome to tour this example of architecture built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of Taiwan.
To protect the historic site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ours, visitors are
advised to observe the Guidelines for Visiting the Taipei Guest House.
Photography is permitted inside the building as long as order is
maintained and the historic site is secure. The use of flash and tripods,
as well as the touching of artifacts, is prohibited to ensure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national historic site.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will also be open to the public on the
same day. For visitors’ information and the latest news, please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Taipei
Guest
House
(https://www.mofa.gov.tw/entg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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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108 年第 1 季推動經貿外交成果
在外交部、經濟部及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共同努力
下，本（108）年第一季共計協助我商爭取海外潛在採購及公共工
程商機達 1.1 億美元，並促成外國對我國投資商機達 2.5 億美元，
其中駐荷蘭代表處協助荷商 Jera Power International 投資 8 千萬歐
元參與我離岸風電產業，甚具指標意義。
在強化官方經貿交流方面，我駐外館處持續與各國重要經貿
官員及產業領袖互動達 900 餘次；另為深化合作，安排雙邊重要
經貿官員互訪近 80 次，並辦理展覽、投資及攬才說明會等經貿活
動 200 次。此外駐美代表處及我駐亞特蘭大、波士頓、芝加哥、
休士頓、檀香山及西雅圖等辦事處，以及駐馬來西亞代表處均促
成當地中央或地方議會通過友我經貿決議案共 15 案次。
在推動民間經貿交流方面，我駐外館處協助安排我國產業界
與外國商界互訪交流達 460 餘次，其中包括我駐美代表處促成「美
台商業協會」新任主席 Michael Splinter 率領近 30 名美商企業代表
於本年 2 月訪臺，晉見蔡英文總統及拜會立法院長蘇嘉全、外交
部長吳釗燮及經濟部長沈榮津等重要政府首長，深化臺美經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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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另我在日本、斯洛伐克、馬來西亞及愛丁堡等駐處均於本
（1）季辦理雙邊官方次長級交流會議，促進我與各國的經貿及產
業合作，並深化我與重要經貿夥伴的高層經貿對話機制。
此外，我駐英國、以色列、澳洲、奧地利、匈牙利、捷克、
波蘭等代表處，駐紐約、邁阿密及布里斯本等辦事處，均積極洽
邀當地政要及商界參與本年 3 月「2019 智慧城市展」，協助我與
各國產、官等界多元交流，並促成多項潛在合作商機。
在協助我商海外佈局方面，我在宏都拉斯、以色列、越南、
沙烏地阿拉伯、東方市及亞特蘭大等館處，均積極協助業者赴海
外設點或與當地廠商合作研發，深化我產業在全球價值鏈的聯
結。
本季我駐外館處也積極協助促成我與外國產、官、學界簽署
各項經貿合作協議，包括駐荷蘭代表處促成「臺荷關務互助協定」
（MAA），駐巴拉圭大使館協助辦理臺巴經濟合作協定修定，進
一步調降部分產品關稅，促進雙方經貿往來；駐瓜地馬拉大使館
協助辦理臺瓜自由貿易協定修訂，爭取我國貨品經第三地轉運仍
可享有優惠待遇。
外交部將持續敦促我各駐外館處，有效運用各部會駐外人力
及資源，並秉持創新思維，積極發掘各種潛在商機，有效發揮我
經貿能量。（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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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108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晉級複選名單揭曉
外交部本（108）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計有 1,100 位
學生完成線上報名，經國際關係、外語、藝文及 NGO 領域的專
家學者，與外交部資深同仁共同組成初選審查小組，逐一審核報
名文件後，共有 415 位學生晉級複選。
本計畫晉級名單及複選注意事項同步已公布在外交部「臺灣
青年 Fun 眼世界」網站 （http://www.youthtaiwan.net）、NGO 雙
語網站（http://www.taiwanngo.tw）及國際青年大使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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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承辦單位銘傳大學亦將以電子郵件及簡訊個別通知晉級複選
的學生。
中南區複選預訂於本（5）月 19 日在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舉行，
北區複選則於本月 25 日及 26 日在銘傳大學臺北校區辦理。倘對
複選相關事宜有任何疑問，請逕洽「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專
案小組朱小姐，電話：（03）350-7001 轉 3703 分機，電子信箱：
108mcuyat@gmail.com（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27 號

2019/05/10

107 學年臺灣獎學金及華語文獎學金畢結業生歡送會隆重舉行
107 學年「臺灣獎學金及華語文獎學金畢結業生歡送會」於本
（108）年 5 月 10 日下午在財團法人張榮發基金會舉行，共有來
自全球 72 個國家的臺華獎畢結業生以及駐臺使節代表等 600 餘人
出席，氣氛溫馨隆重。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致詞時表示，為促進臺灣與其他國家
年輕學子間的交流、瞭解及友誼，我政府自 93 年開辦臺灣獎學金
及華語文獎學金計畫。截至目前為止，已有超過 15,000 名國際學
生透過該計畫來臺就讀，其中超過 2,500 名為領取外交部臺灣獎
學金的友邦學生。徐次長也特別指出，許多臺獎畢業生返回母國
後，在各領域都有非常優異的表現。
徐次長並勉勵畢結業生學成返國後與我駐地大使館、代表處
或辦事處保持聯繫，並加入當地的留臺校友會，繼續維持與臺灣
的關係，並期盼畢結業生能以在臺所學及所見所聞，持續堅定支
持臺灣。
歡送會穿插由在校生表演的歌唱節目以及傳統越南舞蹈，氣
氛活潑熱鬧。此外，活動現場並展出「2019 Fabulous Taiwan! 第
七屆臺獎生圖文攝影大賽」得獎作品，展現外國學生眼中美麗的
臺灣。
「臺灣獎學金計畫」由外交部、教育部及科技部共同辦理，
旨在吸引具發展潛力的優秀學生來臺留學，以增進對我國社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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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國家發展的瞭解與支持，凝聚對我國的向心力。（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28 號

2019/05/14

羅慧夫顱顏基金會發表「植愛」短片，展現臺灣培育國際醫衛菁
英的貢獻，外交部臉書鄭重推介
外交部於本（5）月 14 日透過臉書推介「羅慧夫顱顏基金會」
攝製的越南種子醫療團隊成果紀錄片：「植愛」，強調臺灣秉持
「授人以魚不如授人以漁」的精神，在政府與民間共同努力下，
已經成功培訓數以千計的各國醫療衛生專業人員。「植愛」短片
不僅彰顯臺灣為醫療先進、愛心滿盈的國家，也再度凸顯臺灣有
意願、有能力積極參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與世界各國
共同為區域及全球醫衛合作做出實質貢獻。
「植愛」真實記錄越南三位種子醫師來臺接受「種子醫師培
訓」後，回到越南河內治療當地唇顎裂患者，讓患者重新展露自
信笑容的真實事蹟，是民間團體與外交部合作貢獻國際的再一例
證。片中三位越南年輕種子醫師全力運用在臺灣所學的最新唇顎
裂技術治療家鄉的患者、臺灣醫師對種子醫師毫無保留的技術傳
承與支持等，充分展現「羅慧夫顱顏基金會」為期落實無私永續
的國際醫療援助，對外國種子醫療人員傳輸理念、知識與技術，
以及更重要的陪伴與支持。
該片剪輯有 1 分鐘精華版及 13 分鐘完整版，配置中英文字
幕，可在該基金會網站觀賞。
羅慧夫/NCF 粉絲專頁：[連結]
植愛 76 秒精華版：[連結]
植愛 13 分鐘完整版：[連結]
此外，外交部本（108）年製作的國際文宣短片「南島的祝福」
（An Island Doctor on Call）自 4 月 10 日上掛外交部官方臉書專
頁、潮台灣（Trending Taiwan）Youtube 頻道及潮台灣臉書專頁三
平台後，獲得各界熱烈迴響，迄今總觀看次數已超過 700 萬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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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臉書小編也在 5 月 11 日推介衛生福利部製作的「臺灣
國際醫療菁英培訓」
（Train the Trainer）短片，擴大向國際社會闡
述臺灣醫療外交的相關政策及具體貢獻。
「南島的祝福」
（An Island Doctor on Call）：[連結]
「臺灣國際醫療菁英培訓」
（Train the Trainer）：[連結]（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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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5

外交部透過多元國際文宣平臺為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案積極發
聲，有效擴大國際聲量
壹、新媒體及網路文宣
一、國際文宣短片「南島的祝福」
（An Island Doctor On Call）：
自 4 月 10 日上掛外交部官方臉書專頁、潮台灣（Trending Taiwan）
YouTube 頻道及潮台灣臉書專頁等三平台，迄今為止，總觀看次
數已達 734 萬人次。
二、外館臉書：提供各駐外館處相關新媒體文宣資源（包括
臉書大頭貼特效框 2 式、臺灣醫衛貢獻網、文宣短片、特刊等）。
各外館亦積極透過臉書專頁推案，例如更換大頭貼框、設置封面
影片、貼文呼應及宣傳各館處「Walk with Taiwan」等文宣活動。
三、外交部推特（@MOFA_Taiwan）：自 5 月起增加世界衛
生大會（WHA）相關推文頻率，迄今已上傳 9 則。內容針對日、
德、澳、加、歐盟、英及美等理念相近國家支持我參與 WHA 表
達感謝。例如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於 5 月 9 日透過個人推特帳戶強
調臺灣參與 WHA 的必要性，外交部推特隨即以英、日文表達感
謝。同時，有關外媒刊登外交部長吳釗燮受訪並表達我 WHA 推
案訴求，外交推特亦積極宣傳，例如英國每日電訊報 5 月 9 日報
導專訪吳部長，外交部翌日即推文相關內容，我 49 個設有推特之
駐外館處均配合轉推前述推文，擴大新媒體宣傳綜效。
四、「臺灣醫衛貢獻網 2.0」（Leave No One Behind）改版：
已配合本（108）年推案重點完成改版，強調我對全球醫療的具體
貢獻。更新內容包括「南島的祝福」影片、臺灣醫衛貢獻實例（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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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部提供）、生醫科技發展（科技部）及國合會援外合作計畫等。
貳、平面文宣
一、國際主流媒體報導：迄今為止共獲國際主流媒體友我報
導計 292 篇，包括（一）衛生福利部長陳時中專文 111 篇；（二）
外館投書 30 篇；（三）友我報導 123 篇；（四）館長專訪 6 篇；
（五）友我僑學政界投書 5 篇；（六）外交部「政經記者團 II」
及「西語記者團 I」訪賓報導共 17 篇。（例如美國「國會山莊報」
刊登高碩泰大使投書、西班牙「道理日報」刊登劉德立大使投書、
日本「讀賣新聞」刊登謝長廷大使投書、印尼「環繞印尼日報」
刊登陳忠大使投書、荷蘭「荷蘭日報」刊登陳欣新公使投書、秘
魯「真理報」刊登李岳融公使投書；韓國「首爾新聞」、秘魯「共
和報」、尼加拉瓜「新聞報」、帛琉「島嶼時報」刊登陳部長專
文；日本「NHK 電視台」、義大利「信使報」、美國「布萊巴特
新聞網」、「國家利益雙月刊」、「華府自由燈塔報」及史瓦帝
尼「史瓦濟蘭觀察報」均刊出友我報導）。
二、專訪衛福部陳部長：外交部刊物於 3 月 20 日專訪衛福部
陳部長，報導分別刊登於「今日臺灣」
（Taiwan Today）電子報英、
日、法、西、德、俄、越、泰及印尼 9 語版網站、新南向政策資
訊平台、WHA 專刊，以及台灣評論（Taiwan Review）5-6 月號。
三、部長專訪及茶敘：5 月 8 日吳部長接受英國「每日電訊
報」
（Daily Telegram）專訪，闡述我方參與 WHA 訴求及中國無理
打壓，相關報導已於 5 月 9 日刊出。吳部長並於 5 月 10 日主持與
27 家國際媒體的 37 名駐臺外媒記者茶敘，強調我參與 WHA 的重
要性，以擴大我案訴求能量，爭取國際友我言論。
四、外交部刊物專題報導：
（一）WHA 專刊：外交部以「Health For All－Taiwan Can
Help」為題策製專刊，於日內瓦相關活動現場發送，內容包含社
論、衛福部長專訪、我國生醫產業發展現況、索羅門群島學生
Paul Bosawai Popora 於取得國立成功大學醫學系學位後返鄉服務
的感人故事、臺北醫學大學赴史瓦帝尼王國提供醫衛服務及我援
外醫療團攝影輯等 6 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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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今日臺灣」電子報：針對我國醫衛相關成就、國際合
作概況、理念相近國家為我執言，以及國際媒體組織（例如無國
界記者組織）為我記者採訪權發聲等議題，迄今共撰刊 120 則相
關報導。
五、主視覺文宣品：為配合推案相關活動需求，外交部另製
作貼紙、手搖旗、背板、桌牌、紀念胸針及束口袋等文宣品，均
已寄供駐日內瓦辦事處及歐洲各外館運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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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8

外交部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合辦「2019 年農業青年大使『新南向』
交流計畫」正式起跑並開放報名
為持續擴大並深化推動「新南向政策」農業青年人才交流，
本（108）年外交部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將續以「踏實互惠，永續
農業」為主題，辦理「2019 年農業青年大使『新南向』交流計畫」，
並自即日起開放報名。
本計畫將甄選 30 名 18 歲至 40 歲具農林漁牧專長的青年，於
本年 8 月間分別前往「新南向」目標國泰國及印度進行為期 7 天
的實地參訪及深度交流，以落實我國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
「踏實外交，互惠互利」理念，並依循「以人為本，雙向交流」
的原則，拓增我國農業新世代青年職涯發展及農業創新的能量。
活動詳情及甄選辦法請參閱外交部全球資訊網「農業青年大
使」專區（網址：goo.gl/vavHkL）及「2019 年農業青年大使『新
南向』交流計畫」活動報名網站（網址：[連結] ）。報名及活動
資訊如下：
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6 月 14 日止。
二、報名資格：
（一）農委會推動大學農業的公費專班學生；
（二）全國大專校院農林漁牧相關科系在校學生；
（三）具農林漁牧業相關實務經驗的下列其中一類社會青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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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輔導）：
1. 百大青農。
2. 縣（市）農會在地青農聯誼會會員；
3. 鄉鎮市區農會在地青農聯誼分會會員；
三、報名方式：申請者請先透過網路登記報名，並於截止日
前將完整申請資料，以紙本方式（一式 3 份），掛號郵寄至指定
收件處（以郵戳為憑），逾時恕不受理。
四、甄選、集訓與出國訪問：甄選分為初審及複審兩階段進
行，獲錄取者須全程參與 3 天 2 夜的國內行前集訓及 7 天 6 夜的
出國參訪活動。各階段活動日程將適時公布於上揭網站。
外交部及農委會自 106 年起合作辦理「農業青年大使『新南
向』交流計畫」，每年甄選出 30 名具農業相關專業及農創背景的
青年，組成 2 個代表團前往「新南向」目標國家（106 年前往印尼
及菲律賓；107 年前往越南及馬來西亞），參訪相關國家農業部、
農經學術單位（含大學）、國際組織及雙邊合作計畫，並實地考
察當地農經產業鏈及產銷集散中心等，深獲各國接待單位的重視
與肯定。本年兩部會繼續辦理本項計畫，希望進一步強化我國與
「新南向」國家雙邊農業交流與合作動能，並提升我國農業青年
對「新南向國家」農業發展的瞭解與連結。（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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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9

國際文宣多管道發聲，全力推動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案
壹、新媒體及網路文宣
一、國際文宣短片「南島的祝福」
（An Island Doctor On Call）：
自 4 月 10 日上掛外交部臉書專頁、潮台灣（Trending Taiwan）
YouTube 頻道及潮台灣臉書專頁三個平臺，至今為止，總觀看次
數達 864 萬 1,072 人次。
二、外館臉書文宣：提供各駐外館處相關新媒體文宣資源
（包括臉書大頭貼特效框 2 式、臺灣醫衛貢獻網、文宣短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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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等）。各外館也積極透過臉書專頁推案，例如更換大頭貼框、
設置封面影片、貼文呼應及宣傳各館處「Walk with Taiwan」等文
宣活動。推案期間各外館臉書專頁至今「世界衛生大會」
（WHA）
相關貼文計 1,125 則、曝光總數逾 603 萬人次。
三、外交部推特（@MOFA_Taiwan）：自 5 月起增加 WHA
相關推文頻率，至今已上傳 14 則。內容針對日、德、澳、加、歐
盟、英及美等理念相近國家的支持我參與 WHA 表達感謝，例如
外交部推特以英、日文感謝日本河野外相透過個人推特帳戶強調
臺灣參與 WHA 的必要性，近日也透過推特向 6 個發聲支持我國
參與 WHA 的拉丁美洲國家表示感謝。同時，有關外媒刊登外交
部長吳釗燮受訪並表達我 WHA 推案訴求，外交部推特也積極宣
傳，例如：英國每日電訊報 5 月 9 日報導專訪外交部吳部長，外
交部隔日即推文相關內容；5 月 14 日上傳外交部與「羅慧夫顱顏
基金會」合作策製的短片「植愛」，以及 16 日上傳日內瓦當地電
車車體裝飾我 WHA 推案文宣的照片，均獲網友正面迴響。
四、外館推特：我 50 個設有推特帳戶的駐外館處除同步轉推
外交部推特推文，更發揮創意，以推特宣傳當地舉辦的推案活
動，達到擴大新媒體宣傳的綜效。
五、「臺灣醫衛貢獻網 2.0」（Leave No One Behind）改版：
已配合本（108）年推案重點完成改版，強調我對全球醫療的貢
獻。更新內容包括「南島的祝福」影片、臺灣醫衛貢獻實例（衛
福部提供）、生醫科技發展（科技部）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金會援外合作計畫等。
貳、平面文宣
一、國際主流媒體報導：至今為止共獲國際主流媒體友我報
導計 321 篇，包括（一）衛生福利部長陳時中專文 112 篇；（二）
外館投書 34 篇；（三）友我報導 145 篇；（四）館長專訪 6 篇；
（五）友我僑學政界投書 6 篇；（六）外交部「政經記者團 II」
及「西語記者團 I」訪賓報導共 18 篇。（例如美國「國會山莊報」
刊登駐美大使高碩泰投書、西班牙「道理日報」刊登駐西班牙大
使劉德立投書、日本「讀賣新聞」刊登駐日大使謝長廷投書、印
尼「環繞印尼日報」刊登駐印尼大使陳忠投書、丹麥「貝林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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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駐丹麥大使李翔宙投書、阿根廷「國家日報」刊登駐阿根廷
大使謝俊得投書、荷蘭「荷蘭日報」刊登駐荷蘭公使陳欣新投書、
秘魯「真理報」刊登駐秘魯公使李岳融投書；美國「外交家雜誌」、
韓國「首爾新聞」、秘魯「共和報」、尼加拉瓜「新聞報」、帛
琉「島嶼時報」刊登衛福部陳部長專文；日本「NHK 電視台」、
義大利「信使報」、美國「布萊巴特新聞網」、「國家利益雙月
刊」、「華府自由燈塔報」、加拿大「臺灣守望」及史瓦帝尼「史
瓦濟蘭觀察報」均刊出友我報導）。
二、專訪衛福部陳部長：外交部刊物於 3 月 20 日專訪衛福部
長陳時中，報導分別刊登於外交部「今日臺灣」
（Taiwan Today）
電子報英、日、法、西、德、俄、越、泰及印尼 9 語版網站、新
南向政策資訊平台、WHA 專刊，以及「台灣評論」（Taiwan
Review）5-6 月號。
三、部長專訪及茶敘：5 月 8 日外交部吳部長接受英國「每日
電訊報」
（Daily Telegram）專訪，闡述我方參與 WHA 訴求及中國
無理打壓，相關報導已於 5 月 9 日刊出。吳部長並於 5 月 10 日主
持與 27 家國際媒體、共 37 名駐臺外媒記者茶敘，強調我參與
WHA 的重要性，以爭取國際友我言論。並獲「日本經濟新聞」、
「NHK」及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等國際媒體報導。
四、外交部刊物專題報導：
（一）WHA 專刊：外交部以「Health For All－Taiwan Can
Help」為題策製專刊，於日內瓦相關活動現場發送，內容包含社
論、衛福部長專訪、我國生醫產業發展、索羅門群島學生 Paul
Bosawai Popora 於國立成功大學醫學系取得學位後返鄉服務故
事、臺北醫學大學赴史瓦帝尼王國提供醫衛服務及我援外醫療團
攝影輯等 6 篇報導。
（二）
「今日臺灣」電子報：針對我國醫衛相關成就、國際合
作情形、理念相近國家為我執言，以及國際媒體組織（例如無國
界記者組織）為我記者採訪權發聲等議題，至今 9 語版共撰刊 155
則相關報導。
五、主視覺文宣及車體廣告：為配合推案相關活動需求，另
製作貼紙、手搖旗、背板、桌牌、紀念胸針及束口袋等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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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寄至駐日內瓦辦事處及歐洲各相關外館運用，並租用日內瓦
當地巴士、腳踏車（taxibike）進行車體廣告，有效擴大我方訴求。
六、WHA 記者會：5 月 17 日外交部吳部長及衛福部陳部長
就 WHA 案首度召開聯合記者會，重申我政府立場，並嚴正抗議
中國打壓；會中並播放各外館合力錄製的「與臺灣同行」（Walk
with Taiwan）及衛福部製作的「全民集萬步，走入 WHA」影片，
展現國內凝聚力及串連全球友我聲量。（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32 號

2019/05/19

外交部 NGO 名人開講活動劉柏君女士分享推動女子棒球及婦女
賦權的國際經驗，各界出席踴躍
外交部於本（5）月 19 日下午舉辦第 3 場「NGO 名人開講」
活動，由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主持，邀請榮獲國際奧會 2019 女
性與運動世界獎、現任臺灣女子棒球運動推廣協會理事的劉柏君
女士講述「以棒球和女力讓世界看見臺灣」，分享她透過推廣棒
球及婦女賦權，讓世界更瞭解蓬勃發展的臺灣公民社會的歷程。
徐政務次長致詞時表示，我國非政府組織（NGO）擁有充沛
的軟實力，已普遍獲得國內外肯定，因此外交部特別舉辦「NGO
名人開講」系列活動，邀請各領域 NGO 知名人士，分享國際交流
經驗。
徐政務次長讚揚劉柏君女士勇於打破性別窼臼，追求社會公
平正義，以及在國際捍衛臺灣尊嚴的勇氣。
他表示，劉女士平日推廣我國女子棒球運動不遺餘力，打破
傳統成為我國首位女性裁判，同時熱心社工服務，輔導窮困學童
及家庭獲致口碑，由於劉女士無私的付出，讓她接連獲得美國富
比士雜誌肯定及國際奧會與聯合國婦女地位委員會獎譽，也讓世
界目光關注臺灣，更難能可貴的是，當聯合國婦女地位委員會在
其官網推特誤植伊國籍時，伊立即發文駁斥並呼籲網友一起發
聲，終獲更正。
劉女士整場演講生動活潑，以詼諧的語氣分享她如何在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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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強烈的棒球領域中，憑藉與自已對決的堅持與勇氣，一
步步獲得各界肯定的歷程，以及實踐她以棒球和女力讓世界看見
臺灣的理念。
由於劉女士個人極具傳奇色彩，演講會吸引逾 100 位聽眾，
包括立法委員林靜儀及許多慕名而來地民眾。現場聽眾提問踴
躍，交流相當熱絡。
外交部今（108）年下半年將陸續舉辦文化及數位外交等主題
名人開講分享會，歡迎對 NGO 國際交流合作有興趣的各界人士
參加。（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33 號

2019/05/22

外交部南部辦事處參加「2019 高雄國際旅展」並舉辦旅外安全宣
導有獎徵答活動
外交部南部辦事處訂於本（108）年 5 月 24 日至 27 日參加由
高雄市旅行公會在高雄展覽館主辦的「2019 高雄國際旅展」，並
設置以「Hello，外交部關心您」為主題的攤位，提供國人出國重
要旅遊安全及領務資訊等，歡迎民眾到場參觀。
近年來南部地區民眾出國旅遊風氣盛行，外交部關心國人旅
外安全，連續六年在高雄國際旅展設置展示攤位，推廣國人旅外
安全，並呼籲出國前下載「旅外救助指南」APP、加入外交部領事
事務局 LINE 官方帳號（ID:@boca.tw）及青年度假打工安全注意
事項等，以獲取及時國際旅遊警示資訊及急難救助訊息。
本年外交部南部辦事處的展示攤位設於南館 1 區 D33 號，現
場有領務人員為民眾解說，包括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及南部辦事處
的各項領務便民措施，並有出國旅行安全實用手冊、駐外館處緊
急聯絡資訊摺頁等供民眾索取。
外交部南部辦事處為加強民眾出國旅遊安全的小常識，將於
5 月 24～26 日下午 2 時在南館 1 區 D33 攤位辦理「炎炎夏日去哪
好？波鴿揪您來搶答」旅外安全宣導有獎徵答活動，多項旅行實
用貼心好禮等您來領取。此外，民眾在 4 天的展期中到外交部攤
- 371 -

位加入「外交部粉絲專頁或外交部領事事務局 LINE 好友」，即可
獲得紀念小禮物，我們熱切期待與您相見!（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34 號

2019/05/30

推動我參與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文宣成果豐碩
第 72 屆「世界衛生大會」已於本（108）年 5 月 19 日至 28
日在瑞士日內瓦舉行，為使國際社會瞭解我國參與 WHA 的訴
求、突破中國對我打壓之無理行為及彰顯我國於公衛領域的貢
獻，外交部及各駐外館處合力透過多元管道推動國際文宣，爭取
國際輿論支持，至 28 日會期結束止，共獲國際主流媒體刊登相關
報導逾 410 篇。另本年文宣短片「南島的祝福」
（An Island Doctor
On Call）總觀看次數迄今已突破千萬，達 1028 萬 6,677 人次，其
中國外觀眾比例高達 94%。
外交部也在臉書上傳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聖文森、
馬紹爾群島、帛琉、巴拉圭、宏都拉斯及瓜地馬拉等友邦及理念
相近國家發表支持臺灣參與 WHA 演說的影片及貼文共 25 則，總
觸及率為 252 萬 8,561 人次。全球各駐外館處的新媒體貼文共逾
1,500 則，曝光率逾 1,000 萬人次。外交部推特則已上傳 WHA 推
文 44 則，內容針對日、德、澳、加、歐盟、英及美等理念相近國
家的支持表達感謝。另外我國 52 個設有推特的駐外館處除同步轉
推外交部推特推文，也透過創意宣傳當地舉辦的推案活動，擴大
宣傳效果。
為積極爭取國際輿論支持，駐外各館處積極投書當地主流媒
體，說明我國立場，迄獲國際主流媒體友我報導共計 412 篇，包
括國際媒體刊登衛生福利部長陳時中專文 121 篇、外館投書 42 篇
（例如美國「國會山莊報」刊登高碩泰大使投書、法國「觀察家」
周刊刊登吳志中大使投書、日本「讀賣新聞」刊登謝長廷大使投
書等、西班牙「道理日報」刊登劉德立大使投書）、媒體報導 203
篇（包括英國「每日電訊報」、美國「國家利益雙月刊」、日本
「NHK 電視台」
）、館長接受專訪 9 篇（包括駐德國代表處謝志
偉大使接受「青年自由報」專訪）及其他友我報導 37 篇。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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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今日臺灣」
（Taiwan Today）電子報也針對我國醫衛相關成
就、國際合作情形、理念相近國家為我執言等議題，共撰刊 202
則報導。
此外，為使民眾更加瞭解本年我國為參與本屆「世界衛生大
會」所作的努力及成果，外交部也製作了懶人包圖表上掛於外交
部臉書專頁（連結），歡迎民眾上網瀏覽。（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35 號

2019/05/31

臺北賓館民國 108 年 6 月份開放參觀活動
臺北賓館於本（108）年 6 月 1 日（星期六）開放民眾參觀，
配合總統府開放時間訂為上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最遲進場時間為
上午 11 時 30 分），現場將播放「百年建築風華」專題影片，以
及展出「百年回眸－臺北賓館的故事」主題文物。
臺北賓館於西元 1901 年落成，曾為日本總督寓所。二戰結束
後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短暫作為臺灣省主席官邸，其後於民國
39 年正式命名為臺北賓館，改為接待及款宴國賓的場所，繼於民
國 87 年經內政部指定為國定古蹟。臺北賓館見證臺灣百餘年來的
發展，在外交部悉心維護下，內部陳設裝飾無不精美，西式前庭
與日式池泉迴郎庭園保存完善，可謂日治時期古蹟的經典代表
作，歡迎民眾於上述開放時間前往觀賞。
為維護古蹟及參觀品質，外交部籲請民眾遵守「參觀臺北賓
館注意事項」，在不影響古蹟安全及參觀秩序的原則下，室內開
放照相，但禁止使用閃光燈、腳架及觸摸文物，以共同維護及妥
善保存國家級歷史古蹟。
總統府也將於同日開放，歡迎民眾踴躍前往參觀。臺北賓館
最 新 參 觀 資 訊 請 詳 閱 雙 語 官 方 網 站 （ 連 結 ：
http://www.mofa.gov.tw/tgh），歡迎國內外旅客多加利用，最新訊
息 也 將 同 步 上 傳 外 交 部 臉 書 粉 絲 專 頁 （ 連 結 ：
www.facebook.com/mofa.gov.t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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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6

外交部中部辦事處參加「2019ATTA 臺中國際旅展」宣導國人海
外旅遊安全
一年一度的旅遊盛會—「2019ATTA 臺中國際旅展」於本（108）
年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在臺中國際展覽館舉行，為加強宣導國人
申辦護照相關規定及海外旅行安全，外交部每年均參展共襄盛
舉，外交部中部辦事處處長宋子正大使於 5 月 31 日代表出席旅展
開幕典禮，隨後在外交部攤位親自主持揭幕儀式，和民眾熱絡互
動並合影留念。
近年來國人出國旅遊風氣興盛，海外急難救助資訊有助確保
國人旅遊安全及權益保障。此次旅展期間為加強宣導，外交部攤
位提供「出國旅遊安全實用手冊」及「中華民國駐外館處緊急聯
絡資訊摺頁」供民眾取用；此外，也以有獎徵答方式，向民眾宣
導旅外安全注意事項、中華民國駐外單位 24 小時急難救助電話專
線，並於現場教導民眾使用「旅外救助指南」APP 以及外交部領
事事務局 LINE＠官方帳號，協助民眾於出國前或旅外期間，隨
時掌握海外安全情勢，及時與我駐外單位聯繫取得相關協助。
「2019ATTA 臺中國際旅展」自本年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共
展出 4 天，計有 400 個攤位參展，參觀人潮達 20 萬人次。（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37 號

2019/06/19

外交部舉行「福爾摩沙馬戲團─新南向雙印巡演」行前記者會暨
授旗典禮
為增進與「新南向政策」目標國的雙邊關係與文化交流，外
交部邀請「福爾摩沙馬戲團」於本（108）年 6 月 25 日至 7 月 7
日前往印尼雅加達、泗水及印度清奈、新德里等 2 國 4 地進行文
化訪演，並於 6 月 19 日上午舉辦行前記者會，由外交部政務次長
謝武樵授旗予團長林智偉先生，預祝巡演順利圓滿。
謝次長表示，「新南向政策」為政府重要施政方向，政府極
為重視印太地區國家與臺灣多元的合作與友誼。此次外交部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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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福爾摩沙馬戲團」前往雙印進行文化訪演，期待透過文化
外交深化與出訪國的瞭解與友誼，達成交朋友、拼外交的雙重目
的。
「福爾摩沙馬戲團」由一群 8 年級生組成，以美麗寶島福爾
摩沙為團名，演出結合傳統文化、在地文化、街頭文化及劇場藝
術，創造涵蓋臺灣多元文化內涵的當代馬戲藝術，除了多次獲政
府單位遴派出國巡演，更是唯一同時獲邀參加法國外亞維儂藝術
節及英國愛丁堡藝穗節的我國表演團體，曾獲媒體喻為「來自臺
灣的太陽馬戲團」，充分展現我年輕人活力與創意，以及不怕
苦、用心打拼的臺灣精神，帶領臺灣特技走向國際。
為落實「新南向政策」及促進雙向交流，「福爾摩沙馬戲團」
設計融合臺灣特色的特技劇碼赴雙印兩國巡演，外交部與相關館
處通力合作，廣邀當地政要及各界人士參與，將有助宣揚臺灣多
元精緻表演藝術及文化軟實力。（E）

No.037

June 19, 2019

MOFA presents national flag to Formosa Circus Art at press
conference prior to New Southbound Policy Cultural Tour
In order to enhanc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New Southbound Policy partner countrie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s invited Formosa Circus Art (FOCA) to perform in the
Indonesian cities of Jakarta and Surabaya, as well as the Indian cities
of Chennai and New Delhi, from June 25 to July 7. At a pretour press
conference held June 19,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Kelly
Wu-chiao Hsieh presented the national flag to FOCA’s Director Lin
Chih-wei, who will be leading the tour.
Deputy Minister Hsieh said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is a priority
for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places great importance on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with countr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e added that MOFA has invited FOCA to perform in Indonesia and
India with the aim of deepening friendship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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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aiwan and these countries,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stronger
partnerships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FOCA was founded eight years ago, taking its name from the
Portuguese description of Taiwan Ilha Formosa. It has combined
traditional arts, local arts, street arts, and theater arts to create a unique
circus art that reflects Taiwan’s rich cultural diversity. It has conducted
several tours oversea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and is the only Taiwanese troupe to have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both France’s Festival d’Avign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s
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 Foreign media have called it “Taiwan’s
Cirque du Soleil,” due to its youthful vibe and creativity. Unafraid of
hardship, FOCA artists embody the hardworking Taiwanese spirit as
they introduce Taiwan’s circus arts in the world aren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and advance bilateral
exchanges, FOCA will incorporate Taiwanese cultural elements in its
performances in Indonesia and India. Prominent political figures as
well as leaders in other local sectors will attend the performances at
the invitation of MOFA and its four pertinent overseas offices, which
will help publicize Taiwan’s diverse and sophisticated performing arts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38 號

2019/06/20

外交部 108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決選名單揭曉
「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本（108）年共有 1,100 位大專院
校學生報名參選，經由國際關係、外語與藝術領域專長的專家學
者，以及外交部共同組成的審查小組進行初選、複選及決選 3 個
階段的作業後，計有來自 38 所大專院校 75 位學生脫穎而出獲選
為青年大使，另有 17 位學生列為備取。
外交部訂 7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假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舉辦為期一天的訓前講習，並自 7 月 29 日起展開為期 4 週的集
訓，青年大使訪團將依「菲律賓─馬來西亞」、「泰國─印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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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里巴斯─索羅門群島」等 3 路線，自 8 月 25 日起陸續出國訪
問 10 天。
外交部業同步在活動官方網站（http://www.youthtaiwan.net）、
NGO 雙語網站（http://www.taiwanngo.tw）及國際青年大使臉書粉
絲專頁公布正、備取名單，承辦單位銘傳大學也將以電子信件及
電話個別通知正取及備取的學生。對於甄選及集訓事宜倘有任何
疑問或諮詢事項，請洽「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專案小組朱小
姐 ， 電 話 ： （ 03 ） 350-7001 轉 3703 分 機 ， 電 子 信 箱 ：
108mcuyat@gmail.com。（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39 號

2019/06/25

「2019 年農業青年大使『新南向』交流計畫」初審結果
由外交部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合辦的「2019 年農業青年大使
『新南向』交流計畫」，已於本（108）年 6 月 24 日完成第一階
段初審作業。報名者包括全國大專院校農林漁牧相關科系學生、
農委會農業公費專班學生，百大青農以及各縣市鄉鎮青農聯誼會
會員等青年朋友。本年共計有 117 人線上報名，93 人於期限內提
交書面申請資料，其中初審合格共 82 人將進入第二階段複審。初
審結果已公布於活動官方網站（網址：http://agamb.mofa.gov.tw）
及外交部網站「農業青年大使」專區（網址：goo.gl/vavHkL）。
本年度農業青年大使交流計畫續以「踏實互惠，永續農業」
為參訪主題，並甄選及安排具農業相關專業及實做經驗的青年 30
名，於本年 8 月間訪問「新南向政策」重點國家泰國及印度，進
一步協助我國農業新世代青年與國際接軌及加強農業合作交流。
為持續擴大及深化「新南向政策」農業青年人才交流，外交
部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6 年起共同辦理「農業青年大使『新
南向』交流計畫」，每年甄選具農業專業背景的青年 30 名，組成
兩團前往「新南向」目標國家參訪交流，並已分別於前（106）年
出訪菲律賓及印尼，上（107）年前往馬來西亞及越南參訪交流，
成果豐碩，廣獲各界好評，不僅增進我農業新世代對新南向國家
的瞭解，亦有助我農業青年跨域協力結盟，成功達致「新南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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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農業青年人才交流的目標。（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0 號

2019/07/02

外交部舉辦「2019 年亞西及非洲國際菁英領袖營」
，歡迎 12 國 25
位青年菁英來臺
外 交 部 「 2019 年 亞 西 及 非 洲 國 際 菁 英 領 袖 營 」（ 2019
International Elite Leadership Seminar）訂於本（108）年 7 月 1 日
至 10 日舉行，計有來自亞西及非洲 12 國的 25 位優秀青年參加。
本年為外交部辦理第十屆「亞西及非洲國際菁英領袖營」，
藉由邀請亞西及非洲青年菁英來臺，增加對我國發展現況的瞭
解，促進雙邊交流與合作。本年參加領袖營的 25 位青年，分別來
自各國政府機關、商界、學界、智庫及非政府組織，對我國政
策、國際人道援助、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多元文化及自然生態
等具有高度興趣。
青年菁英領袖營的系列課程及體驗活動，涵蓋我國外交政
策、兩岸關係、國際人道援助、基礎華語、音樂文化、環保及生
醫科技等領域，並安排參訪國立故宮博物院、台北 101 大樓、太
魯閣國家公園，並體驗臺灣原住民藝術及音樂，以助各國青年充
分認識臺灣文化之美，體認我國在科技、創新、人文及人道援助
等面向的軟實力。
外交部為此次活動循例公開徵選我國 6 位大專院校優秀青年
擔任輔導員隨營活動，期盼藉由雙方青年世代的對話，協助國人
拓展國際視野，培養新世代外交人才，並增進外國青年菁英對我
國的認識及友誼。（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1 號

2019/07/04

外交部領事事務局 LINE 官方帳號「魔法波鴿的喜怒哀樂」貼圖
免費下載活動
為了感謝民眾對外交部領事事務局 LINE 官方帳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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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讓更多的民眾認識「波鴿」， 領務局特別推出「魔法波鴿
的喜怒哀樂」貼圖限時免費下載活動，無論是舊友或新知，只要
加入領務局 LINE 官方帳號好友，在 6 月 28 日到 7 月 28 日期間，
都能免費下載「魔法波鴿」的 16 組心情貼圖，希望讓民眾在使用
貼圖時都能會心一笑，抒發各種心情。波鴿貼圖自 6 月 28 日上
架，至今已有 60 萬下載人次。
另外領務局將在 LINE 帳號上同步辦理「波鴿人氣貼圖票選加
碼抽機票活動」，民眾只要在領務局 LINE 官方帳號的「貼圖活動」
專區完成貼圖票選，即可以參與機票抽獎，活動至 7 月 8 日為
止，得獎名單將在 7 月 9 日公開抽出，並透過領務局 LINE 官方帳
號通知得獎者！本次抽獎獎項包含釜山航空提供的臺北-大邱經濟
艙來回機票 1 張及中華航空提供的臺灣-東南亞/東北亞不限航點
經濟艙機票 1 張。
領務局因應國人高度使用 LINE 通訊軟體的情形，在 104 年 5
月成立 LINE 官方帳號（ID:@boca.tw），利用這個平臺即時發送
世界各國的旅遊警示，並且提供各類旅外安全資訊，帳號中的各
項功能也不斷精進更新，以便利國人隨時查閱、非常實用，廣受
民眾歡迎，截至目前為止，已經突破 164 萬的好友人數，是中央
政府機關創設的 LINE 官方帳號中，好友人數最高的帳號之一。
在 105 年 7 月間，領務局又結合「魔法」
（MOFA）跟「波鴿」
（BOCA）的創意概念，推出「魔法波鴿」作為領務局吉祥物，同
年推出「波鴿的魔法國度」活動，大受好評，此後就以可愛的「波
鴿」作為領務局代言人，「波鴿」至今已滿 3 歲了。（E）

2019/07/10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2 號

外交部「2019 年亞西及非洲國際菁英領袖營」圓滿落幕
外 交 部 「 2019 年 亞 西 及 非 洲 國 際 菁 英 領 袖 營 」（ 2019
International Elite Leadership Seminar）於本（108）年 7 月 9 日下
午由常務次長曹立傑主持結訓典禮，來自亞西及非洲 12 國的 25
位優秀青年以分組方式進行成果發表，分享研習心得及在臺所見
所聞。
- 379 -

25 位青年菁英在為期 9 天的精彩課程及參訪行程中，與我國
青年互動熱絡，展現新世代的熱情與活力，同時對我國外交政
策、兩岸關係、環境保護、創新科技及我在國際人道援助的貢獻
有進一步的瞭解。此外，參與的各國菁英藉參訪國立故宮博物
院、台北 101、中央研究院國家生技園區、花蓮太魯閣國家公
園、馬太鞍濕地生態園區及玉里原民部落等行程，也對我國政經
發展現況、豐富多元的自然生態及歷史人文留下深刻印象。
外交部為促進青年國際交流，自 2009 年起辦理「亞西及非洲
國際菁英領袖營」，邀請國際青年菁英來臺與我國優秀青年一同
研習，增進對我國的認識及友誼，並培養新世代外交人才。（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3 號

2019/07/12

「2019 年農業青年大使『新南向』交流計畫」錄取名單揭曉
為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由外交部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合辦的「2019 年農業青年大使『新南向』交流計畫」，經初審及
複審兩階段甄選作業，已遴選出 30 名我國優秀的農業青年大使，
並依據其專業背景、實務經驗及研習目標通盤考量組成兩團（各
團 15 名），將由兩部會共同率團於 8 月中旬及下旬分別出訪「新
南向政策」目標國家泰國及印度。本計畫錄取名單已公布在外交
部「農業青年大使專區」
（goo.gl/vavHkL）及該計畫活動官方網站
（[連結]）。
本（108）年交流計畫自 5 月開放報名以來，廣獲全臺各縣市
農業相關領域的青年朋友熱烈響應，6 月間通過初審的合格人選
在個人簡報及評審委員問答中均展現豐富的農業專業知識、實務
經驗及赴「新南向」國家參訪的研習熱情。經過激烈競爭選拔出
爐的 30 名農業青年大使，其專業背景涵蓋農業經濟、有機栽種、
食農推廣、蔬果園藝、畜產及水產養殖、蜂蜜及精油提煉及動、
植物疾病防治醫學等領域，其中除相關專業科系大學及碩、博士
生外，尚包括百大青農、農青聯誼會會員、新住民第二代、通諳
泰語及未來規劃前往新南向目標國家發展的我國農業青年，亦不
乏具備豐富實務與國際交流經驗及任職於著名農林漁牧公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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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錄取者各有所長，均為一時之選。
本年將安排農業青年大使實地考察印度及泰國農業經濟發展
現況與商機，瞭解當地農產市場運作及產銷型態，參訪當地臺商
從事農業相關產業且具營運績效的工廠或農場，並將與當地產、
官、學界人士交流，以增進我農業新世代對新南向國家的瞭解，
提升我國與相關國家實質的農業合作關係。外交部及農委會將於
農業青年大使出訪前安排行前講習，協助農青大使們深入瞭解出
訪國國情及文化、新南向政策內容及我國與各該國家農業交流合
作成果，亦將規劃安排參訪國內農業改良場等。
為積極加強推動「新南向政策」，提升我國與新南向目標國
家雙邊人才交流及合作，外交部與農委會於前（106）年首度合辦
「農業青年大使『新南向』交流計畫」，甄選具農林漁牧專長的
農業青年大使出訪印尼及菲律賓，上（107）年出訪越南及馬來西
亞，廣獲好評。本年持續辦理第 3 屆農業青年大使，相信將在既
有良好基礎上，擴大及深化我國農業新世代青年與國際接軌的平
臺及能量。（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4 號

2019/07/15

外交部邀請福爾摩沙馬戲團赴聖文森國及智利訪問演出
為落實蔡英文總統透過文化分享讓臺灣走向世界的理念，外
交部特別邀請國內藝文團體「福爾摩沙馬戲團」（FOCA），於本
（108）年 7 月 14 日至 25 日赴聖文森國及智利兩國巡迴演出，宣
介臺灣多元且精湛的文化底蘊，同時藉由公眾外交深化我國與拉
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國家的雙邊關係與文化交流。本次為「福爾摩
沙馬戲團」首度前進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演出。
此外，為發揮文化外交宏效，「福爾摩沙馬戲團」將配合總
統出訪行程，於 7 月 16 日在聖文森國首都金石城演出，之後將轉
赴本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領袖峰會主辦國家智利進行表
演。該團在兩國的演出時將廣邀當地政要及各界人士參與，以增
進國際友人對我國文化的認識及彼此的友誼。
「福爾摩沙馬戲團」此次將以創作劇碼《福爾摩沙 F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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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關於臺灣土地的故事及多元族群融合的面貌，透過水晶球、
疊羅漢及空中演出等超群技藝，讓國際友人親睹臺灣表演藝術風
采。訪演期間，「福爾摩沙馬戲團」另將與聖文森國與智利慈善
機構合作進行公益活動，與當地弱勢孩童分享雜耍樂趣，傳達我
國與國際社會合作、關懷弱勢的積極意願與具體作為。
成立於 2011 年的「福爾摩沙馬戲團」以創造屬於臺灣的當代
馬戲藝術為宗旨，結合傳統、在地及街頭文化，融入劇場藝術，
發展出獨具一格的肢體語彙。該團曾受邀在法國外亞維儂藝術
節、英國愛丁堡藝穗節、韓國釜山街頭藝術節等重要國際藝術平
台演出，是我國內知名的精緻馬戲團隊。（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5 號

2019/07/17

外交部鼓勵國內廠商踴躍參加「2019 年亞銀商機說明會」
為協助我國廠商爭取「亞洲開發銀行」（以下簡稱「亞銀」）
各項援助計畫商機，財政部、中央銀行、外交部、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經濟部國際貿易局、中國輸出入銀行及中華民國對外
貿易發展協會（下稱外貿協會），訂於本（108）年 8 月 7 日假臺
北國際會議中心（臺北市信義路 5 段 1 號）101CD 會議室，共同
舉辦「2019 年亞銀商機說明會」，歡迎國內廠商踴躍報名參加。
亞銀為多邊國際開發援助機構。依據亞銀公布的資料，其
2018 年釋出物資採購、公共工程等商機高達 125.5 億美元，顧問
諮詢採購金額高達 6.96 億美元。我國新南向政策目標國家均為亞
銀會員國，參與該行採購可布局拓展新南向市場，具有龐大的潛
在商機。
商機說明會除邀請亞銀採購專家來臺主講亞銀採購政策與作
業程序，以及現階段與未來可能釋出商機。另為鏈結我國交通及
能源等 2 個優勢產業，特別邀請亞銀在相關領域的專家來臺擔任
講座，分別講授「新南向國家基礎建設商機介紹」，及「東南亞
島國及太平洋島國能源發展商機介紹」，以協助我國廠商深入瞭
解商機情形。座談會並規劃亞銀採購專家、首席交通專家及資深
能源專家，與廠商一對一洽談。我國廠商可利用與亞銀專家面對
- 382 -

面洽談的機會，傳遞企業形象，並建立聯繫管道，有助於未來掌
握商機資訊及提升競爭力。
本商機說明會全程免費，並備有同步中文口譯，名額有限。
歡迎有意瞭解或爭取亞銀商機的我國廠商踴躍至外貿協會官網辦
理線上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本年 7 月 30 日或額滿為止。為免向
隅，請儘早報名！
「 2019 年 亞 銀 商 機 說 明 會 」 報 名 網 址 如 下 ：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ADBseminar
外交部聯絡人：薦任科員柯智文 聯絡電話：02-2348-2544
財政部聯絡人：科長陳怡臻 聯絡電話：02-2322-8352（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6 號

2019/07/24

外交部舉辦「2019 氣候變化及永續發展研習會」
為增進國人對「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瞭解，同時提升我
國參與氣候外交與永續發展事務工作人員對相關國際發展趨勢的
認知，外交部委請「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金會」於 7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舉辦「2019 氣候變化及永續發展研習
會」，邀集國內產、官、學、研各界共計百餘位人士交流互動，
創造更多臺灣與國際的永續行動。
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於開幕式致詞表示，為配合聯合國推
動永續發展，我國已研訂永續發展目標，其中以「建立多元夥伴
關係，協力促進永續願景」的核心目標，做為建立達成永續發展
及建立深化夥伴關係的途徑。外交部也配合推動友善環境科技移
轉、進行醫療合作計畫、提供邦交國及部分開發中國家學生臺灣
獎學金，以及技術合作等國際援助。盼藉此次研習會，邀集各界
分享現況，共同推動永續發展工作，也為年底參與「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締約方大會累積正面動能。
簡又新董事長致詞表示，永續發展一直是政府及全體國人共
同追求的願景，也是本次總統「自由民主永續之旅」主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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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永續發展的價值就是臺灣價值，宣示我國將依循「聯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為友邦和世界做更多的貢獻。其中 SDGs
第 17 項目標「深化夥伴關係」為重中之重，強調唯有透過各重要
利害關係者共同協力合作才能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為期二日的研習會也邀請重要來賓分享經驗，例如行政院政
務委員唐鳳強調在政府跨部會努力合作下，我國在推動青年參與
永續發展目標已具相當成果；立法委員林靜儀從國會的角度探討
國際永續與健康議題的參與，以及如何突破我國外交困境；新光
吳火獅紀念醫院院長侯勝茂以我國派遣醫療團協助帛琉及緬甸等
國為例，介紹臺灣醫療服務創造的永續價值；臺灣師範大學環境
教育研究所所長葉欣誠闡述目前人類所面臨的氣候危機，呼籲各
界應以永續發展教育為基礎，培養世界公民面對挑戰的能力。
（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7 號

2019/07/25

外交部舉辦「點燃『智慧醫療』的光—開創台灣國際合作新動能」
講座，拓展同仁外交工作新視野
外交部於本（108）年 7 月 24 日舉辦「點燃『智慧醫療』的
光—開創台灣國際合作新動能」專題講座，特別邀請臺北醫學大
學數據科技及管理研究所長許明暉分享我國新興優勢產業「智慧
醫療」發展情形及如何開拓我國際合作空間。本次講座包含外交
部、經濟部國際貿易局、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中華民國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及中華經濟研究院人員參與，約 80 人出席。
外交部次長曹立傑於開場致詞時指出，我國醫療和 ICT 產業
揚名國際，一直以來為國人的驕傲。尤其在與邦交國及友好國家
合作部分，這兩項產業協助我外交工作，展現具體成果。而「智
慧醫療」產業結合兩項臺灣最優勢的領域，打造出最具競爭力的
新興產業，除大幅提升我國內醫療服務品質外，亦開拓國際合作
新空間，相信對於開拓我國未來的外交工作將大有助益。
許所長指出，我國醫療產業的成就廣受國際肯定，以我國健
保醫療資訊雲端系統為例，已成功運用資訊科技的輔助來增進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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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品質與效率，以及保障患者的權利。另外許所長以智慧病房、
智慧床墊、智慧手術及醫療機器人等新技術的發展，分享科技的
發展如何進一步改變醫療環境及提升醫療品質，從而可為我國創
造具有競爭力的新產業發展面向。此外，我國向來重視人道及人
權關懷等普世價值，積極從事公衛醫療等國際援助工作。許所長
亦分享如何運用智慧醫療的新概念，在推動我國對外合作及援助
時，開創更多的國際合作空間。
本次講座是外交部本年舉辦的第二場經貿新知講座，未來也
將持續邀請各界的專家分享我國重要新興產業發展趨勢，以增進
同仁對國內重要產業與創新的瞭解，並掌握國內外相關產業的脈
動，提升同仁推動經貿外交的職能。（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8 號

2019/07/25

外交部長吳釗燮感謝我國無任所大使持續為我國外交效力
外交部長吳釗燮代表蔡英文總統於本（108）年 7 月 25 日午
宴無任所大使，感謝他們任內的付出與貢獻，並就未來一年的工
作目標交換意見。出席者計有：吳運東大使、簡又新大使、紀政
大使、布興‧大立大使、詹宏志大使、陳正然大使及范雲大使。
吳部長首先感謝無任所大使們過去兩年來積極配合推動相關
工作，包括簡又新大使協助「亞洲企業商會」在臺辦理「2019 年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峰會」，會中有來自超過 16 個國家、約 300 位
國際代表出席；范雲大使赴紐約參與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
員會」
（CSW63）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NGO CSW），並於
「女性領袖促進性別平等的公共服務」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吳
運東大使協助我推動參與第 72 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會
議期間出席我國際記者會及政府舉辦的周邊活動等。
吳部長另強調，促進宗教自由是我國重要的核心價值，更是
在臺美「全球合作暨訓練架構」（GCTF）下，國際人士盼與臺灣
交流及分享經驗的領域之一。在座的布興‧大立大使甫與我駐美
代表高碩泰大使聯袂出席本年 7 月 16 至 18 日由美國國務院召開
的第二屆「促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此為美方再次邀請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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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顯示臺灣的宗教自由獲得國際肯定。
與會的無任所大使均強調，將會繼續配合政府推動相關工
作，協助臺灣在重要的全球議題上持續發聲，從各專業領域為我
國外交效力，並協助我國非政府組織（NGOs）及工商團體等強化
與國際社會的鏈結。
蔡總統於本年 3 月新聘布興‧大立為我宗教自由無任所大
使；6 月續聘吳運東等 8 人擔任無給職無任所大使。（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49 號

2019/07/26

外交部長吳釗燮主持「第 52 期外交領事人員、第 16 期外交行政人員暨
僑務委員會僑務人員專業講習班」結訓典禮
外交部「第 52 期外交領事人員、第 16 期外交行政人員暨僑
務委員會僑務人員專業講習班」結訓典禮於本（108）年 7 月 26
日下午在外交部舉行，由外交部長吳釗燮主持並致詞。現場有僑
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副主
委葉瑞與、外交部次長謝武樵、次長徐斯儉、次長曹立傑、主任
秘書李光章，外交部同仁及學員家屬等近 150 人出席觀禮，共同
見證外交工作的傳承並分享結訓人員的喜悅。
吳部長致詞時，首先祝賀學員完成訓練，從今天起正式成為
外交部的生力軍。吳部長表示，結訓不是結束，而是承諾及責任
的開始。外交工作內涵多元且充滿未知，尤其臺灣外交面對艱鉅
的挑戰，更須時時保持熱忱，才能在逆境中激發無限的可能性，
期待未來與各位新進同仁並肩在第一線捍衛國家的主權。
吳部長期許新進同仁未來在工作崗位上仍要以謙虛的心態持
續精進和學習，在紮實基礎上發揮創新思維，為外交工作注入新
觀點及想法，成為外交部不斷進步的動力。吳部長強調，外交絕
非單打獨鬥，僑委會與外交部是並肩作戰的夥伴，所以每年派員
與外交部新進人員共同訓練，培養協調合作的默契。吳部長最後
感謝在座出席的親友，並強調家人及朋友的支持，是外交部同仁
在外交工作上的最大助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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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吳委員長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葉副主委也致
詞勉勵學員，吳部長與三位次長及主任秘書另分別頒發訓練成績
優異學員獎狀及結訓證書，學員並推派代表致感謝詞。外交部出
席的同仁在典禮後茶會與新進同仁交流，氣氛溫馨。
「第 52 期外交領事人員、第 16 期外交行政人員暨僑務委員
會僑務人員專業講習班」結訓學員共計 32 名，包括 26 名外交領
事人員，以及 4 名外交行政人員及 2 名僑務委員會薦派僑務人
員，自本年 1 月 21 日起，分別接受 6 個月及 4 個月的專業講習訓
練。第 52 期外交領事人員共分為 6 個語言組別，除英語、法語、
日語、西班牙語外，另設有越南語組及印尼文組，以配合「新南
向政策」，培育東南亞相關語文的外交專業人才。（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50 號

2019/07/30

外交部 108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開訓典禮在銘傳大學隆重舉
行
外交部於本（7）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在銘傳大學桃
園龜山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 2019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開
訓典禮，由政務次長徐斯儉主持，計有外交部率團人員及青年大
使約 100 人出席。
徐政務次長首先讚許 75 位青年大使通過層層考驗，於 1,100
位競爭者脫穎而出。徐次長指出，本（108）年報名人數是本計畫
配合「新南向政策」調整規畫後的新高，顯示近年在政府政策引
領下，年輕人日漸關注東南亞和南亞區域的國際事務。本年訪問
的亞太友邦、東南亞及南亞國家，位處印太區域的樞紐位置，勉
勵青年大使運用密集的 4 週訓練課程，提升自己國際視野，為出
國訪問做好充分準備，讓國際友人進一步瞭解臺灣新世代的觀
點，感受我國年輕人的熱情與活力。
外交部規劃 4 週集訓課程包括邀請出訪國駐臺官員介紹各國
政經現況，以及我國各領域官員專家座談交流，課程豐富紮實，
將有助培養同學出團訪問必備的智識與技能。（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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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2

外交部歡迎土耳其哈傑德珮大學兒童及青少年舞蹈團來部表演
為拓展我國公眾外交、擴大臺灣與土耳其的文化交流，外交
部常務次長曹立傑於本（108）年 8 月 2 日代表外交部歡迎土耳其
哈傑德珮（Hacettepe）大學兒童及青少年舞蹈團來部表演。曹次
長特別感謝該團將精彩的土耳其民俗舞蹈帶來臺灣，讓我國民眾
認識，並強調外交部將持續與土耳其駐臺代表處通力合作，共同
推廣臺土雙邊文化交流，深化兩國友誼與瞭解。
哈傑德珮大學兒童及青少年舞蹈團於 1996 年成立於土耳其安
卡拉（Ankara），是當地重要舞蹈團之一，也是培養土耳其青年
承襲傳統文化的重要推手。該舞蹈團至今已在全世界超過 30 個國
家表演，更曾 4 度受邀來臺演出，深受國內外觀眾喜愛。本年應
「宜蘭國際童玩藝術節」主辦單位邀請，由團長歐斯康（Ilhan
Murat Ozkan）率團來臺演出，盼此行能讓更多國人對土耳其舞蹈
及文化有進一步的認識。
為拓增我青年學子的國際視野、促進兩國青年交流，外交部
特邀請歷年「國際青年大使」共襄盛舉。另本次活動外交部也邀
請「臺灣家扶基金會」扶助的弱勢家庭青年前來一同觀演，相信
臺土兩國青年能用愛與關懷建立彼此聯結。（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52 號

2019/08/02

外交部舉辦「2019 年農業青年大使『新南向』交流計畫」行前授
旗典禮，預祝農青大使交流順利成功
為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外交部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本
（108）年繼續合辦「2019 年農業青年大使『新南向』交流計畫」，
並以「踏實互惠，永續農業」為主軸，甄選出 30 位具有農林漁牧
專長的優秀青年組成 2 團，訂於 8 月中旬及下旬分赴泰國及印度
參訪交流。外交部於 8 月 2 日為即將出訪的農業青年大使團隊舉
行行前授旗典禮暨記者會，由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及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駿季共同主持。現場並有泰國貿易經濟辦
事處副代表陸譽升（Phubadi La-or-ngern）、行政院經貿談判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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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執行秘書蕭振榮及外交部同仁等人出席觀禮。
徐政務次長致詞時，肯定本屆 30 位農業青年大使各個學有專
精，均為一時之選。每位農青大使不僅具備農林漁牧專業科系背
景，其中亦包括有百大青農、新住民第二代及深具豐富國際農業
合作經驗者。過去二年來，農業青年大使相繼參訪過印尼、菲律
賓、越南及馬來西亞，獲得各受訪國家的高度評價，交流計畫成
效良好。今年再次選拔出我國傑出農青大使訪問印度及泰國，相
信定能持續藉此項計畫與新南向目標國家深化實質合作夥伴關
係，並促進彼此的農業人才交流。
陳副主委於致詞時指出，農業青年大使成為我國與新南向國
家農業區域鏈結的生力軍已具品牌形象，也代表著國家農業新生
代軟實力的展現。陳副主委期許本年農業青年大使出訪泰國及印
度能運用創新與創意，在雙方既有的合作基礎上，拓展交流能量
來擴大我們農業發展的規模，進一步促進我國與新南向國家的區
域農業共榮與永續發展。
泰國駐臺副代表陸譽升致詞時歡迎我國農業青年大使前往訪
問，並期盼此行能增進臺泰兩國在農業經濟領域的交流與合作，
深信此次訪問將有助臺泰拓展農業人才互助雙贏的未來，並推薦
農業青年大使們一定要品嚐泰國的榴槤等特色水果。
徐政務次長及陳副主委並分別為泰、印兩團授旗，儀式簡單
隆重，氣氛歡欣。
本屆農業青年大使的專業背景涵蓋農業經濟、有機栽種、食
農推廣、蔬果園藝、畜產及水產養殖、蜂蜜及精油提煉及動、植
物疾病防治醫學等領域，充分展現臺灣農業新世代的多元及專
業。
本年農業青年大使將實地考察印度及泰國農業經濟發展現況
與商機，瞭解當地農產市場運作及產銷型態，參訪當地臺商從事
農業相關產業且具營運績效的工廠或農場，並將與當地產、官、
學界人士交流，以增進我農業新世代對新南向國家的深入瞭解，
提升我國與相關國家農業實質交流合作。（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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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8

外交部舉辦第四場 NGO 名人開講活動，邀請朱宗慶打擊樂團朱宗
慶老師分享國際經驗與成果
外交部於本（108）年 8 月 8 日舉辦本年度第四場「NGO 名
人開講」活動，由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會執行長賴銘琪主持，邀
請「朱宗慶打擊樂團」負責人、朱宗慶老師以「文化藝術和世界
交朋友」為題，分享在國際社會行銷臺灣、彰顯我國文化軟實力
的經驗與成果。此次活動共有包括 NGOs 代表、青年大使、社會
人士、學生及外交部同仁近 180 人踴躍出席。外交部臉書並直播
全場演講情形。
賴執行長致詞時表示，很榮幸邀請到「朱宗慶打擊樂團」朱
宗慶老師分享多年來運用文化與藝術向國際社會行銷臺灣，讓在
座的 NGO 夥伴、同仁及青年大使們可以更加瞭解相關領域的國
際脈動，並思考音樂力量對我國外交工作帶來的正面影響。賴執
行長期盼各界共同努力，讓臺灣的音樂也能夠繼續對外推展，透
過更多的國際交流，讓國際社會能夠看見臺灣、聽見臺灣。
主講人「朱宗慶打擊樂團」負責人朱宗慶老師分享親赴歐洲、
美國、亞洲、澳洲等 33 國表演、超過 3,000 場演出的交流經驗。
朱老師另分享在奧地利國立維也納音樂學院深造的經驗、1986 年
1 月成立臺灣第一支專業打擊樂團、在國際打擊樂領域開創出獨
立的音樂文化、從音樂創作進入到音樂教學，專注於國際打擊樂
的心路歷程。
朱老師致力以臺灣打擊樂的表演藝術將臺灣登上國際舞臺，
他堅持「追夢，不在遠方，藝術的表達展現方式不同，但觸動人
心的效果是一樣的」。朱老師創辦的「臺灣國際打擊樂節」
（TIPC）
已邁入第 10 屆，在 5 大洲 31 國演出，超過 149 位打擊樂家參與；
此外，其「臺灣國際打擊樂夏令營」
（TIPSC）也已邁入第 20 屆，
總參與人次多達 3,406 人。
為呈現我國非政府組織的軟實力能量，以及讓社會各界明瞭
臺灣 NGOs 如何幫政府拼外交，外交部今年規劃
「NGO 名人開講」
系列活動，邀請包括醫衛、環保、體育及藝文領域 NGO 名人來
外交部分享他們的國際參與經驗。每場均吸引各界人士踴躍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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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場提問踴躍，交流相當熱絡。外交部將持續舉辦人權外交
等主題名人開講分享會，歡迎對 NGO 國際交流有興趣的各界人
士繼續踴躍參加。（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54 號

2019/08/22

我國捐贈委內瑞拉第一批 3.5 噸的人道援助藥物，至盼委國人民早
日恢復正常生活
委內瑞拉近期社會動盪，民生物資匱乏且人民遭受顛沛流離
之苦，深受國際社會的關注，臺灣人民也感同身受。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作為國際社會愛好和平且負責任的一
份子，持續關注委國情勢發展，並積極與美國等理念相近國家共
同參與委國人道援助工作。本（2019）年 2 月我國受邀出席在美
國華府「美洲國家組織」
（OAS）總部舉行的「委內瑞拉人道危機
全 球 會 議 」（ Global 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Venezuela），並宣布捐贈委國難民 50 萬美元的救援物資。我國的
決定廣獲與會各界的肯定。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年 6 月與委內瑞拉國會友臺委員會會長
Jesús Yáñez 議員會晤，並與 Y 議員以瓜伊多（Juan Guaidó）所領
導的委內瑞拉臨時政府代表身分共同主持我國援助委國的人道藥
物捐交儀式。
本項援助在臺委雙方持續的努力與合作下順利完成，讓委國
病患獲得及時的治療。雙方歷經數個月的努力，終於排除困難，
將委國人民目前最迫切需要的乳癌、肝癌與大腸癌、愛滋病、新
生兒愛滋病篩檢等藥品，連同防治高血壓用藥及淨水錠等總重量
3.5 公噸的藥物送入委內瑞拉。臺灣成為少數成功運交符合委國
人民醫療物資需求援助的國家。該批人道救援藥品已經由相關非
政府組織協助發放，嘉惠委國約 10 萬 6 千名急待協助的委國病
患，這些病患不再因為藥物匱乏而喪失寶貴生命。此外，我國另
提供乾淨的飲用水，並捐贈 3 輛卡車以協助將人道救援物資送到
最迫切需求的委國民眾手上。
臺灣藉由本次成功捐贈委國人民其所需的人道救援物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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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印證臺灣可以及時有效地提供協助（Taiwan can help！）。雖然
臺灣在國際參與上屢遭打壓與阻撓，無法正常參與世界衛生組織
等機構，但不會因此放棄幫助世界上急待援手的國家與人民。臺
灣將持續與委國人民站在一起，也期許委國人民對其國家的社會
安定與繁榮要抱持希望及奮鬥的決心。臺灣由衷期待委內瑞拉早
日同享自由、民主價值及人民擁有安穩的生活。（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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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舉行 108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出團授旗典禮
外交部本（108）年 8 月 23 日上午舉行「國際青年大使交流
計畫」出團授旗典禮，由主任秘書李光章主持。現場有索羅門群
島王哲夫大使、吉里巴斯共和國藍黛西大使、馬來西亞友誼及貿
易中心副代表 Al Fadil Adam 等國駐臺使節官員、青年大使親友暨
外交部同仁共百餘人應邀出席觀禮。
李主任秘書首先肯定全體青年大使在酷熱的集訓期間，從國
際關係、新南向政策、外語表達到文化外交等課程均認真學習，
順利完成第一階段任務。李主任秘書指出，本計畫自 2009 年開辦
以來，每年選拔我國優秀的大專院校學生參與，今年已邁入第 11
年，累計超過 1,600 位青年學子參與。外交部於去（107）年 10
月成立「國際青年大使外交之友會」，希望與我國青年建立緊密
的夥伴關係，鼓勵臺灣青年進一步關心臺灣的對外關係。李主任
秘書強調，未來外交部將提供更多元豐富的國際交流機會，提升
青年參與國際事務能量。
李主任秘書指出，今年的計畫主軸是「青年外交 呈現臺灣」
（Youth Diplomacy Brings Taiwan to You!），3 個訪團自 8 月 25 日
至 9 月 6 日分別前往亞太友邦與「新南向政策」國家訪問，橫跨
全球經貿與戰略的「印度─太平洋」關鍵區域，別具意義。李主
任秘書並期勉青年大使除讓受訪國家感受臺灣人的熱情與活力
外，也能藉由實地體驗，思考臺灣在印太區域所能扮演的積極角
色。
李主任秘書致詞後依序授旗予 3 個團隊，嗣由青年大使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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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同學代表致詞。李同學感謝計畫讓臺灣年輕人有機會體驗我國
外交工作，擴展國際交流經驗，並表示青年大使將不負使命完成
外交任務。青年大使另進行文化表演，以活力舞動呈現臺灣節
慶、醫療、農業、科技及人民的熱情活力，並與出席的駐臺使節
與官員熱烈互動。
本年國際青年大使 3 個團隊將分別前往「菲律賓─馬來西
亞」、「泰國─印度」及「吉里巴斯─索羅門群島」等 6 個國家
進行海外訪問交流 10 天，出訪活動以交流研習、志工服務、拜會
參訪及文化外交為四大主軸，並搭配精緻的文化演出，在海外為
臺灣發聲，爭取各國人士的友誼與支持，成為臺灣最佳代言人。
（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5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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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籲請赴加拿大國人留心不實的 eTA 申請網站
外交部近來接獲民眾反映，因誤上不實的加拿大「電子旅行
證」（eTA）申請網站，致遭收取超額手續費情事。外交部特別提
醒前往加拿大或於加拿大轉機的國人，申請加拿大 eTA 官方網站
網址為 Canada.ca/eTA，而且僅收取加幣 7 元（約新臺幣 175 元）
的手續費。
外交部指出，加拿大政府自 2015 年 8 月 1 日起針對免簽地區
實施 eTA 之後，我國人以免簽證待遇入境加拿大，僅須於行前上
網申請 eTA 即可。惟仍有國內部分民間機構自設 eTA 網站代辦申
請，並收取額外費用。加拿大駐台北貿易辦事處（CTOT）曾在其
臉書專頁貼文提醒民眾留心不實的 eTA 申請網站，並提醒這些網
站並非代表加拿大政府來營運。
根據 CTOT 資訊，加拿大政府的官網是唯一可以合法申請
eTA 的網站，僅收取加幣 7 元，線上申請程序簡易，官網上也有
包括中文的填表申請說明。民眾也可以授權旅行社、親友等第三
方協助代為申請 eTA。
外交部表示，民眾若有關於申請 eTA 的問題，也可以直接詢
問 加 拿 大 駐 台 北 貿 易 辦 事 處 （ 電 話 ： 02-8723-3000 ； 電 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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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ei@international.gc.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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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舉辦 108 年度臺灣獎助金學人歡迎茶會
外交部於本年 8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舉辦「臺灣獎助金」
學人歡迎茶會，由政務次長徐斯儉主持並致詞。歡迎茶會除邀請
在臺受獎學人及眷屬，也邀請學人駐點研究單位代表、相關國家
駐臺使節及代表、美國 Fulbright 獎學金執行長那原道博士（Dr.
Randall Nadeau）及在臺學人、地方政府代表、國家圖書館漢學中
心訪問學人等，近百人共襄盛舉。
徐次長致詞時表示，「臺灣獎助金」計畫每年皆辦理許多學
術及文化活動，希望藉此連結全球學者，增進文化交流，讓外籍
學人感受到臺灣人的熱情、認真與勤奮等正面特質，以最誠摯溫
暖的心，歡迎所有來臺駐點研究的學人。
為吸引世界各國優秀專家學者來我各大學校院或學術機構進
行駐點研究，外交部自 99 年起設立「臺灣獎助金」，盼藉此促進
國內外學術合作及交流，強化全球友我意見社群與我國的連結，
增進國際間對臺灣、兩岸關係、亞太區域及漢學研究等領域之研
究風氣。本獎助金迄今已遴選來自 78 國共 934 名學人來臺駐點研
究，有助增進臺灣在國際社會的能見度及發言權，推動國際學術
交流，並進一步促進我學術機構與國際接軌。外交部樂見及歡迎
未來有更多來自全球各地的學人來臺進行研究。（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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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9

外交部舉行「108 年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開跑記者
會
本（108）年度「外交小尖兵」選拔活動即將正式開跑，自 9
月 1 日至 30 日止受理全國高中職及五專學校報名。為鼓勵青年學
子踴躍參與，外交部於 8 月 29 日舉行活動宣傳記者會，由外交部
政務次長謝武樵主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黃淑儀專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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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公視總經理曹文傑、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楊惠娜校長等人出
席記者會。現場並邀請 107 年外交小尖兵優勝隊伍老師及學生出
席分享參賽及出訪心得，場面熱絡溫馨。
謝政務次長致詞表示，「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
旨在提升新世代青年的英語能力、國際視野以及對外交施政的認
識，普獲全國學生及家長的支持。自民國 91 年辦理迄今，已有
50 支優秀隊伍組成代表團出國參訪，對拓展青年國際視野及推動
公眾外交極具成效。
謝政務次長並於會中宣布，為響應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
本 年 選 拔 活 動 主 題 訂 為 「 新 世 代 願 景 ， 新 南 向 同 行 」（ New
Southbound Policy—A New Vision for the New Generation），盼參
賽隊伍以此為題，多方研讀，認真準備；取得決賽前 3 名的優勝
隊伍將由外交部安排赴「新南向政策」目標國參訪，希望全國高
中職及五專一至三年級同學踴躍組隊報名參賽。
開跑記者會邀請前金曲獎客語專輯得獎人黃子軒現場演唱自
編的「外交小尖兵」主題曲，另由主持人楊小黎與小尖兵進行互
動遊戲及英語訪談，分享過去參賽及出訪心得。
本年度「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將循例分為初、
決賽兩階段。初賽將於 11 月初在國內北、中、南三區舉行，比賽
項目分為團體表演（英語話劇、戲劇表演）及團體英語演講；12
月中旬決賽另增加益智問答項目。各區初賽前 6 名隊伍將進入決
賽，決賽前 3 名優勝隊伍將獲得赴國外參訪的機會。
歡迎全國高中職及五專同學踴躍組隊報名參賽。活動報名資
訊請詳外交小尖兵官方網頁及公視網站。（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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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第 5 屆「全民潮臺灣短片徵件競賽」正式起跑，歡迎各界
踴躍報名參賽
外交部第 5 屆「全民潮臺灣短片徵件競賽」自本（108）年 8
月 31 日起至 10 月 16 日受理報名。歡迎各界愛好拍攝短片、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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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片土地的人士，不限年齡與國籍，踴躍參加。
本年短片徵件競賽活動強調作品的原創性。為鼓勵更多優秀
創客參賽，特別提高「腳本創意」項目評分比重，期盼全民盡情
發揮創意、運用創新手法，將臺灣日常生活周遭的無數動人影
像，攝製成引人入勝的短片故事，讓世界看見不一樣的臺灣、分
享一樣的感動！
作品評選項目除「腳本創意」外，也包括「主題內涵」、「敘
事方法」及「拍攝剪輯技法」。初選階段將選出入圍影片 20 部進
入決選，並預訂於本年 11 月 6 日舉行頒獎典禮公布最終獲獎名
單。本（5）屆「全民潮臺灣短片徵件競賽」的總獎金為新台幣 53
萬元，將分別頒授首獎一名 20 萬元、貳獎二名各 6 萬元、參獎三
名各 3 萬元，以及佳作六名各 2 萬元。
為積極推動數位外交，外交部自 104 年 7 月起在 YouTube 網
站成立「潮台灣」
（Trending Taiwan）頻道，每年舉辦短片徵件競
賽，並為得獎作品配上外文字幕，透過外交部網站及新媒體平台
向國際社會行銷臺灣軟實力。
本項短片徵件競賽辦理 4 屆以來，投稿參賽的作品逐年成
長，目前已累計逾 400 部，其中也有來自瑞士、法國、馬來西
亞、印度等國際友人參賽。歷年來參賽的題材及創作形式豐富多
元，已成為我國政府舉辦的年度重要創意短片賽事。
詳細參賽資訊，請至「第 5 屆全民潮臺灣短片徵件競賽」官
網查詢。官網：[連結]。（E）

No.059

August 30, 2019

5th Trending Taiwan Short Film Competition open for
submission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 accepting submissions for the
Trending Taiwan Short Film Competition from August 31 until
October 16. If you like making short films and have a passion for
Taiwan, you are welcome to enter, regardless of your ag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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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ty!
This year we’ve put the focus on originality to encourage more
creatives to take part. To this end, we’ve increased the weighting for
creativity of the script in the judging criteria, so you’ll be as
imaginative as possible in weaving the moving moments you
encounter in everyday life in Taiwan into a story on the big screen that
gives the world a different view of Taiwan!
The prize pool for the Fifth Trending Taiwan Short Film Competition
is NT$530,000, with the first-place winner set to receive a prize of
NT$200,000, the two second-place entries NT$60,000 each, the three
third-place entries NT$30,000 each, and the authors of the six pieces
awarded a distinction NT$20,000 each. As well as creativity of the
script, the other judging criteria include, the submission’s central
theme,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employed and technical aspects such as
camera work and editing techniques. Twenty films will be shortlisted
and the winners will be announced at an awards ceremony November
6.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launched its Trending Taiwan channel
on YouTube in July 2015 in order to advanced its digital diplomacy
efforts, and holds a short film competition every year. The winning
entries are subtitled in a variety of languages and promoted on the
Ministry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accounts to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as part of Taiwan’s soft power strategy.
Over the four years that we’ve held the competition to date, we’ve
received over 400 entries, with entrants from countries as varied as
France, India, Malaysia and Switzerland, on a wide and diverse range
of subject matter.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reative short film
competitions held by any government agenc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competition at the following link:
https://web.cheers.com.tw/trending-taiwan/2019/en_index.ph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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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31

外交部「2019 伊斯蘭青年交流研習班」圓滿落幕
「2019 伊斯蘭青年交流研習班」
（2019 Taiwan Muslim Youth
Exchange Program）結訓典禮於本（108）年 8 月 30 日由外交部政
務次長徐斯儉主持；研習班學員以分組方式發表研習成果並分享
研習心得，過程順利圓滿。
本屆研習班共有來自汶萊、印尼、馬來西亞及新加坡等 4 國
42 位穆斯林青年菁英，與 6 位臺灣青年輔導員共同參與為期 7 天
的密集課程及參訪行程。參訪成員與我國青年交流熱絡，展現青
年世代的熱情與活力。
團員們透過演講、討論及參訪，深入瞭解我國踏實外交、新
南向政策、農業科技及環保綠能等核心政策。此外，研習班也經
由參訪總統府、內湖垃圾焚化廠、臺灣蘭花生物科技園區、臺南
區農業改良場及臺北清真寺等。團員對我國環保、生物科技、農
業改良及人文歷史發展有深入的瞭解與觀察。
外交部為推動「新南向政策」，落實國際青年交流計畫創新
轉型，於 106 年首度舉辦伊斯蘭青年交流研習班，增進東南亞國
家伊斯蘭青年對臺灣的認識及友誼，辦理成效廣獲好評。（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61 號

2019/09/06

外交部發表短片，彰顯臺灣為全球落實 SDGs 的重要夥伴
為向國際社會展現我國呼應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努力與成果，以及傳達我國 2,300 萬
人民對參與聯合國體系的期盼，外交部 108 年 9 月 5 日公布以「真
誠的朋友」
（英文片名: A True Friend）為題的全球行銷創意短片，
藉呈現我國國際援助珍貴紀實影像，透過感性但堅定的英文旁
白，並加上微動畫特效，向國際社會展現臺灣不僅是「負責任、
肯貢獻、不遺漏友邦」的真誠朋友，更是不應被國際遺漏的全球
落實 SDGs 重要夥伴。
短片以淺顯易懂卻又意義深遠的一句話「讓我看看你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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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能知道你的未來」為鑰，引領觀眾進入一幕幕臺灣投入援外
的感人畫面，從行動醫療團到技職訓練，從農技團、科技團到救
難隊伍，不分種族、文化、宗教或貧富，用實際的行動與表現，
鍥而不捨地朝著全球落實 SDGs 的方向，為創造更美好的世界攜
手努力，凸顯臺灣爭取加入國際合作、參與聯合國體系的必要
性。
外交部也藉著這部短片，向長期支持及協助臺灣國際參與的
友邦及友好國家，以及海外的僑學各界，表達誠摯感謝，並再次
強調臺灣有意願、也有能力為世界做出更多貢獻，籲請國際社會
持續支持。
本短片除配製中、英文字幕外，也製作日、西、法、德、
俄、越南、泰及印尼文等外語字幕版，同步上線向全球放送。本
短片現已上傳外交部「潮台灣」
（Trending Taiwan）YouTube 頻道、
「潮台灣」臉書粉絲專頁、「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Taiwan）
」臉書專頁及 Instagram 專頁，歡迎民眾觀賞及分
享。
相關網址：
「潮台灣」
（Trending Taiwan）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yFGrMYnnRusraegYMIauw
「潮台灣」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rendingtaiwan/
外交部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ofa.gov.tw
外交部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p/B2BziRGnGL9/
（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62 號

2019/09/15

外交部爭取國際輿論支持我國參與聯合國相關國際文宣成果
第 74 屆聯合國大會將於紐約時間本（2019）年 9 月 17 日在
聯合國總部開議，並於 9 月 24 日至 30 日舉行聯大總辯論。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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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傳達我國對參與聯合國體系的期盼，外交部今年除以
「臺灣為全球落實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重要夥伴」為主軸持
續推案外，9 月以來並透過多元的國際文宣管道，持續爭取國際
輿論的支持。
其中，外交部長吳釗燮以「建立包容性的聯合國需要納入臺
灣」
（Building an Inclusive United Nations with Taiwan on Board）為
題發表專文，至今已獲包括「澳洲人報」
（The Australian）、美國
「外交家雜誌」
（The Diplomat）、丹麥「政治報」
（Politiken）、
玉蘭郵報（Jyllands-Posten）、奧地利「新聞報」
（Die Presse）、
印度「政治家報」
（The Statesman）、英文「日本時報」
（The Japan
Times）、巴拉圭「ABC 彩色報」
（ABC Color）、宏都拉斯「論
壇報」
（La Tribuna）等全球近 80 家國際主流媒體刊登。其他主流
國際媒體相關報導也有近 40 則。
此外，外交部今年特別以我國國際援助為主題製作一部片長
約 1 分鐘半、共 9 種語版的短片「真誠的朋友」
（A True Friend），
透過動人影像及旁白向國際社會述說臺灣是國際社會「負責任、
肯貢獻」的真誠朋友，提醒世人臺灣不應該被聯合國遺忘。這則
短片自 9 月 5 日上線以來觀看人數已超過 300 萬，還獲得蔡英文
總統、行政院長蘇貞昌、政務委員唐鳳及僑務委員會等國內政要
與機關分享。
外交部也積極透過臉書、推特等新媒體管道，爭取國際輿論
支持。其中，外交部臉書在 8 月 30 日發布一則有關國際媒體刊登
吳部長專文的貼文，累積按讚人次已逾 3 萬人。外交部推特也積
極宣傳我參與聯合國案的訴求，共計撰發 6 則貼文，內容包含外
媒刊登部長專文，以及感謝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外交部長 Mark
Brantley 推文支持我參與 UN 案等。
自 9 月起，外交部也發動 91 個外館臉書粉絲專頁及 226 個駐
外網站加入宣傳，駐外網站截至目前為止共貼出 206 篇參與聯合
國案相關的貼文。
在今年聯大會期結束前，外交部仍將持續透過各種國際文宣
的管道，讓國際社會充分瞭解臺灣參與聯合國體系的必要性，以
及我國對國際社會所做出的具體貢獻。（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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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7

外交部訂定「外交部協助直轄市市長出訪活動作業要點」
外交部一向支持地方政府首長出訪推動城市外交，增進與各
國地方政府的互動與友誼，持續深化雙邊在文化、教育、經濟等
各領域的實質交流與合作。本（108）年以來已有多位直轄市市長
出國訪問，包括高雄市長韓國瑜、桃園市長鄭文燦、臺北市長柯
文哲、新北市長侯友宜、臺中市長盧秀燕等。為協助促進我國與
外國城市交流，拓展我整體對外關係，兼考量我國駐外館處的人
力與資源並秉持行政中立原則，外交部特研訂接待作業要點，並
已函送各直轄市市政府。
為確保外交部及駐外館處辦理出訪作業流程一致，ㄧ視同
仁，本作業要點明確規範外交部接待直轄市市長出訪的協助項
目；同時為確保行政中立原則，本作業要點也規定外交部及駐外
館處不得安排或涉入市政府訪團參與駐地僑界、政黨、後援會或
募款餐會等政治性或造勢有關的活動。另為利外交部及駐外館處
於辦理相關出訪案時有所依據，也請各市政府公函具體敘明出訪
宗旨及需協助事項。
外交部將依據本作業要點及各直轄市政府所請提供必要協
助，並樂願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增進我與各國關係，推動雙邊
實質交流與合作。（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64 號

2019/09/19

響應聯合國氣候行動，臺灣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與美國哥倫比亞
大學分享協助發展中國家對抗氣候變遷的經驗
氣候變遷對世界各國帶來前所未有的衝擊，身為國際社會的
一份子，臺灣積極響應聯合國倡議的氣候行動。臺灣財團法人國
際合作發展基金會（ICDF）秘書長項恬毅大使於本（2019）年 9
月 18 日出席駐紐約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與哥倫比亞大學氣候與社
會研究所（IRI）共同舉辦的「以人為本之調適科技對抗氣候變遷」
論壇，論壇由 IRI 副所長 John Furlow 主持，秘書長項恬毅與泛美
發展基金會（PADF）研究員 Alma Quintero 及日本笹川和平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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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研究員塩澤英之分享運用最新科技協助發展中國家面對氣候變
遷帶來的挑戰。論壇舉行日期適逢聯合國氣候峰會召開前夕，吸
引許多哥大師生參與討論，交流熱絡。
國合會項秘書長表示，氣候變遷不只是環境議題，也是社會
與經濟問題。他以聖克里斯多福農業因應氣候變異調適計畫為
例，說明國合會如何運用科技協助克國小農「預測、吸收、調
適、改變」氣候變異。
哥倫比亞大學氣候與社會研究所 Furlow 副所長說明該所在孟
加拉、哥倫比亞、衣索比亞、瓜地馬拉、塞內加爾及越南 6 國，
運用氣候監測技術，協助近 5 億人口達致糧食安全，改善營養，
落實永續發展消除飢餓的目標。
笹川和平基金會致力協助太平洋島國推動兼顧環境的經濟發
展，塩澤英之先生以該基金會在帛琉與臺灣技術團合作協助規劃
生態旅遊行程為例，說明該基金會如何運用最新環境監測科技，
協助當地製造海象及生態日曆，供旅遊業者安排適當行程，同時
兼顧當地自然生態的保育。
泛美發展基金會 Quintero 研究員以該基金會與國合會在貝里
斯合作的社區災防韌性計畫為例，說明透過地理資訊系統，協助
貝國雙子城（San Ignacio/Santa Elena）災防預警，爭取災害應變時
間，強化城市韌性。（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65 號

2019/09/19

外交部發表短片「許一個無縫天空的未來」
，呼籲國際支持臺灣參
與 ICAO
第 40 屆國際民航組織大會（ICAO）即將於本（2019）年 9
月 24 日在加拿大蒙特婁總部舉行，外交部於 9 月 19 日推出以「許
一個無縫天空的未來」
（英文片名: For a Seamless Sky）為主題的
全球行銷創意短片，透過不同時期懷抱著「想飛」、「能飛」的
孩子，靠著堅持與努力，夢想終獲實現的創作理念，揭櫫臺灣作
為區域及全球民航運輸與飛航管制的重要夥伴，有能力、也有意
願參與 ICAO 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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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從一起摺著紙飛機的小朋友，對「想飛」充滿無限憧憬
推展開來，到長大後開始探索、研究飛機，也開始組裝、操控模
型飛機，燃起對「能飛」的嚮往，直到自己終成為真正的飛行員
「飛上天空」，藉人生三個不同時期懷抱的共同夢想，因堅持、
不放棄，終獲實現的歷程，傳達臺灣期盼參與 ICAO，亦盼 ICAO
正視臺灣專業參與的必要性，以助達致 ICAO 無縫天空的目標及
「無人被摒除」的倡議的訴求。
依據民航局統計，臺灣所管轄的「臺北飛航情報區」（Taipei
FIR）上（2018）年共提供超過 175 萬航管架次、6, 890 萬人次的
旅客，以及每週逾 2,800 架航班飛往全球 149 個城市的航管服務，
龐大的空運量及符合 ICAO 標準的航管服務與全球航運發展息息
相關，凸顯臺灣為區域及全球民航運輸的重要夥伴，以及參與
ICAO，與世界各國同步取得飛航資訊的必要性與正當性。
外交部也藉短片再次強調臺灣有能力，也有意願，為保障區
域及全球航空安全做出貢獻，並籲請全球各界支持臺灣參與，讓
ICAO 全球無縫天空的目標真正落實。
另短片中亦可見我國國際機場塔臺管制員提供專業航管服務
的實際場景。本短片將以 9 種語版同步上線向全球放送，上傳外
交部「潮台灣」
（Trending Taiwan） YouTube 頻道、「潮台灣」臉
書粉絲專頁、「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Taiwan）」
臉書專頁及 Instagram 專頁，歡迎民眾觀賞及分享。
相關網址：
「潮台灣」
（Trending Taiwan） 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yFGrMYnnRusraegYMIauw
「潮台灣」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rendingtaiwan/
外交部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ofa.gov.tw
外交部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mofa_taiw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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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9, 2019

MOFA releases short film ‘For a Seamless Sky’, calls for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aiwan’s inclusion in ICAO
As the 40th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is being held on Sept. 24, 2019, at the organization’s Montreal
headquarter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has released a
promotional short—‘For a Seamless Sky’—targe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short depicts how throughout their lives some kids
work with determination towards the dream of being able to fly and
then finally realize this goal; at the same time the film sets out to show
how Taiwan is an important partner in global and regional civilian air
and flight control networks and has both the ability and the will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ICAO.
The children fold paper planes, suggesting their budding desire to fly,
and then we see them older exploring and researching planes, then
playing with a remote-control plane, showing how much they yearn to
be able to fly, until one day they become a pilot and take to the skies.
Their liv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parts: dreaming, sticking
determinedly to a goal and eventually realizing it. This reflects
Taiwan’s desire to participate in ICAO, and the hope that ICAO will
see the need for Taiwan’s expertise in the organization, to help ICAO
reach their objective of a seamless sky and to make their advocacy for
‘No One Left Behind’ a reality.
According to the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the Taipei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FIR) served more than 1,750,000 flights and
68,900,000 visitors in 2018 and every week over 2,800 flights depart
from Taiwan to 149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cale of our air
transport system and our alignment with ICAO standards in our flight
control services are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air
transport industry, showing Taiwan is an important partner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civilian air transport networks, and the necessity
of Taiwan receiving flight information in step with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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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the world.
MOFA is suggesting, with this short film, that Taiwan has the
expertise and the will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ensuring civilian air
safety in the region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calls for everyone
around the globe to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to make ICAO’s
objective of a seamless sky a reality.
The short also features a real scene of an air traffic controller
providing flight information to a pilot at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short film will be uploaded to MOFA’s Trending Taiwan YouTube
channel and the ministry’s ow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Pages in nine
languages, where view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an watch it and
share with friends.
Links:
Trending Taiwan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yFGrMYnnRusraegYMIauw
Trending Taiwan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trendingtaiw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mofa.gov.tw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stagram Account:
https://www.instagram.com/mofa_taiw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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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聯合國「全民健康覆蓋」倡議，衛福部中央健保署署長李伯
璋赴紐約分享臺灣健保制度
聯合國大會期間舉行的「全民健康覆蓋」高階會議即將於下
週在紐約召開，臺灣衛生福利部中央健保署署長李伯璋於本（9）
月 19 日出席駐紐約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分別與哥倫比亞大學公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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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及外籍記者協會共同舉辦的兩場「全民健康：單一保險人制
度的成功與挑戰」講座，分享臺灣健保實踐經驗，共同促進聯合
國永續發展第三項目標健康福祉的落實。健保一向是美國民眾關
注的重要議題，該兩場講座吸引甚多哥大師生、民眾及記者參與
討論。
李署長說明我國視健康為人權，從 1995 年起實施「全民健康
保險」制度，採集中、統籌資源且保險涵蓋廣的單一保險人制
度。20 多年來，經歷許多挑戰和調整，近來更運用 AI 科技發展
智慧審查工具，並在保護個資的前提下，妥為規劃運用醫療大數
據，發展數位醫療照護系統，以降低醫療資源浪費，進一步提升
醫療照護的品質，更有效保障民眾的健康福祉。
我國的全民健保覆蓋率高達 99.9％，且全臺灣約 93％的醫療
院所都是全民健保特約醫院，提供人民便利且可負擔的醫療服
務，世界著名商業雜誌 CEOWORLD 於本（2019）年針對全球 89
國的「健保指數」
（Health Care Index）進行評比，臺灣排名世界第
一。
9 月 19 日下午在哥倫比亞大學講座是由公衛學院健康政策與
管理系主任兼教授 Michael Sparer 主持，該系助理教授 Julius Chen
與談；同（19）日晚間外籍記者協會的講座則由該會副會長 Ian
Williams 主持，羅格斯大學副教授暨 Hastings 機構研究學者
Michael Gusmano 及 Commonwealth Fund 副會長 Melinda Abrams
與談，與談人說明美國健保制度的演進歷程及相關爭議，並分享
各自對全民健康覆蓋的看法。
與會者都認為各國的健保體系受到各自經濟、政治、文化等
因素影響，雖然無法完全複製臺灣的健保制度，但是臺灣單一保
險人制度確實有諸多美國健保可學習及借鏡之處，不同健保制度
的互相交流，是完善美國健保制度的關鍵。（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67 號

2019/09/20

我國駐外館處 108 年第 2 季推動經貿外交成果
外交部及我駐外館處秉持與國內業界攜手拚經濟的精神，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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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於本（108）年第 2 季積極推動經貿外交工作，並在爭取海外潛
在採購商機、深化官方經貿交流、推動民間經貿交流、協助我國
廠商海外布局及簽署經貿合作協議等方面有所成果，以維繫我國
經貿發展動能。
在外交部、經濟部及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的共同努力
下，本（2）季共計協助我國企業爭取海外潛在採購商機達 4.1 億
美元，並促成外國對我國投資商機達 9.7 億美元。其中我駐亞特
蘭大辦事處、駐菲律賓代表處、駐泰國代表處、駐大阪辦事處、
駐奈及利亞代表處、駐俄羅斯代表處、駐土耳其代表處、駐杜拜
辦事處、駐巴拉圭共和國大使館及駐哥倫比亞代表處都協助促成
潛在採購商機達千萬美元以上；駐新加坡代表處、駐日本代表
處、駐大阪辦事處及駐瑞士代表處也都促成外國對我國投資商機
達千萬美元以上。
在深化官方經貿交流方面，我駐外館處持續與各國重要經貿
官員及產業領袖互動達 950 餘次，其中我駐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
斯大使館、駐聖文森國大使館及駐聖露西亞大使館辦理本年 5 月
28 至 31 日外交部長吳釗燮訪問團赴訪當地政要，並促進我國與
加勒比海邦交國情誼。另為深化合作，我方安排雙邊重要經貿官
員互訪 90 餘次，並辦理展覽、投資及攬才說明會等經貿活動近
200 次。此外，駐美國代表處及駐亞特蘭大、波士頓、芝加哥、
休士頓、紐約、西雅圖及邁阿密等辦事處都促成當地中央或地方
議會通過友我經貿決議案共 21 案次。
在推動民間經貿交流方面，我駐外館處協助安排我國產業界
與外國商界互訪交流達 650 餘次。另駐聖文森國大使館、駐俄羅
斯代表處、駐加拿大代表處、駐印尼代表處、駐法國代表處、駐
新加坡代表處、駐波蘭代表處、駐巴拉圭大使館、駐秘魯代表
處、駐紐西蘭代表處、駐德國代表處及駐英國代表處都在本季辦
理過雙邊官方次長級交流會議，促進我國與各國的經貿及產業合
作，並深化我國與重要經貿夥伴的高層經貿對話機制。
在協助我國廠商海外布局方面，我駐以色列代表處、駐希臘
代表處、駐越南代表處、駐汶萊代表處及駐吐瓦魯國大使館均積
極協助業者赴海外設點或與當地廠商合作研發，深化我產業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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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價值鏈的聯結。
本季我駐外館處也積極協助促成我方與外國產、官、學界簽
署各項經貿合作協議，包括駐波蘭代表處促成臺波簽署「刑事司
法合作協定」，對臺波兩國共同打擊跨境犯罪，保障良好經貿投
資環境具有重要意義；駐澳大利亞代表處及駐瓜地馬拉大使館均
推動洽簽優質企業相互承認協議，有助雙邊的業者享受更快速與
便捷的通關措施，增進彼此的經貿往來。
外交部將持續敦促我各駐外館處，有效運用各部會駐外人力
及資源，並秉持創新思維，發掘各種潛在商機，協助擴大我國經
貿能量。（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68 號

2019/09/21

環保署副署長蔡鴻德在紐約出席「永續發展目標：氣候行動」國
際研討會，展現臺灣為落實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夥伴
為呼應本（2019）年聯大總辯論主題「激勵多邊努力消除貧
窮、促進優質教育、氣候行動及包容」，駐紐約臺北經濟文化辦
事處與致力推動永續發展的美國普羅米修斯研究院（Prometheus
Institute）、臺灣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與環境
研究所，以及國立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合作，於（美東時間）
20 日下午在駐紐約辦事處舉辦「永續發展目標：氣候行動」國際
研 討 會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DGs: Climate Change
Action），探討如何落實「2030 年永續發展議程」，尤其針對影
響發展至鉅的氣候變遷問題，作出積極因應行動。駐聯合國代表
團官員、學者專家及相關國際非政府組織代表等百餘名聯合國社
群人士出席，討論熱烈。
主講人環保署副署長蔡鴻德以「臺灣的永續發展行動：落實
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題發表演講，介紹我國回應聯合國 SDGs
的進展，臺灣除在 2017 年發表落實 SDGs 的「國家自願檢視」報
告外，也在上（2018）年通過與聯合國 SDGs 高度一致的「臺灣
永續發展目標」，包括邁向非核家園。蔡副署長進一步分享臺灣
在「消除貧窮促進發展」、「邁向永續韌性社會」以及「人民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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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及包容平等」三大重要領域的進展，例如農業數位化及智慧
化、多方降低塑膠製品的使用、覆蓋率高達 99.7%的全民健康保
險制度、排名全球第八及亞洲第一的性別平等發展、傲人的廢棄
物減量及回收率、推動節能減碳及發展再生能源等等。臺灣不僅
追求自身永續發展，更重視夥伴關係，與其他國家共同落實
SDGs，例如臺灣與美國共同進行「國際環境夥伴計畫」，建立區
域環境合作網絡，分享環境治理最佳技術及經驗，至今已有遍布
亞洲、美洲、歐洲、非洲及大洋洲的 45 個國家參與 87 項計畫。
研討會嗣由長期關注永續發展議程的曼哈頓學院政治學及國
際關係教授 Pamela Chasek 主持，與 4 位來自美國及臺灣的永續發
展議題官員及學者專家進行互動座談討論。4 名與談人分別為哥
倫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兼任教授暨美國普羅米修斯研究院
創辦人及會長 Travis Bradford、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處
長蔡玲儀、工研院綠能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王人謙，以及清華大
學科技法律研究所教授范建得。
蔡處長簡報說明，臺灣的經濟成長與碳排放量已成功脫鉤，
為全球成功案例之一。目前更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中央地方協
力及產業民眾參與，致力達成在 2050 年將溫室氣體排放量降至
2005 年排放量 50%以下的目標；范教授闡述臺灣如何以法律支持
永續政策及氣候行動的實踐，說明臺灣的氣候立法經驗值得與國
際社會分享；王副所長則說明工研院如何透過綠能等科技發展及
應用，在技術、經濟及社會整體面向具體落實臺灣永續發展政策
及氣候行動。
駐紐約辦事處處長徐儷文大使表示，聯合國及其全球目標攸
關所有世人，臺灣盼參與並作出貢獻，為此我國已將聯合國
SDGs 與國家總體發展政策接軌，並持續落實及檢討，顯示臺灣
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決心與實際行動。（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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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委員陳靜敏於聯大期間與紐約青年共同為臺灣國際參與發聲
駐紐約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於 9 月 21 日與美國當地的熱心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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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合辦「青年行動對臺灣國際參與重要性」論壇，邀請立法院陳
靜敏委員、環境環保署副署長蔡鴻德及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ICDF）秘書長項恬毅等人，與在場青年暢談青年行動對臺灣國
際參與及推動與臺灣相關公民運動的重要性。論壇在紐約最多元
且具豐富人文特色的雀爾喜（Chelsea）區舉辦，吸引超過 70 名在
紐青年及美東地區臺美人第二代青年報名參加，甚具效益。
陳委員表示，此行在紐約出席多場有關臺灣爭取參與聯合國
的活動，肯定紐約各界透過各項活動向美國主流社會宣傳臺灣，
鼓勵在美國的青年多與臺灣進行更多連結，持續支持臺灣。環保
署蔡副署長向在場青年說明我國政府在落實永續發展目標
（SDGs）方面所作各項努力；國合會項秘書長則分享我國如何協
助邦交國及發展中國家落實 SDGs。
本次活動另邀請美國青年導演 Eliana Ritts 分享她拍攝的「Tea
for Taiwan」紀錄片。透過珍珠奶茶的文化意象，紀錄片巧妙連結
在紐約推廣臺灣文化及推動臺灣國際參與的老、中、青三代臺美
人並記錄他們在推廣臺灣文化及身分認同工作的世代傳承。
「大紐約地區台灣同鄉會」
（TAANY）理事 Mu-Hua Chien 、
「新生代台美人協會」
（TANG）前會長 Jennifer Kao、「海台青」
（OTD）幹部 Ed Liu、「全美台灣學生會」
（ITASA）會長 Roy Cheng
與幹部 George Tang 及「台美公民聯盟」
（TACL）主任 Christina Hu
受邀與各界青年分享他們在民間協助提升美國主流社會對臺灣的
瞭解及連結臺灣社群所作的努力，以及他們如何透過具體行動鼓
勵臺美人關心臺灣國際參與、共同捍衛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
價值、推動臺美人身分認同及增進臺裔年輕世代對臺灣的瞭解等
經驗。
此項論壇的合辦單位包括「Keep Taiwan Free」
（KTF）、「大
紐約地區台灣同鄉會」、「全美台灣學生會」、「新生代台美人
協會」、「台美公民聯盟」及「海台青」等團體。（E）

- 410 -

新聞參考資料第 070 號

2019/09/22

外交部感謝陳靜敏委員代表立法院赴紐約視導推動臺灣參與聯合
國案並為臺灣發聲
本（2019）年聯合國大會開議期間，立法院指派陳靜敏委員
代表於 9 月 16 日至 21 日赴紐約視導今年推動參與聯合國案情形。
陳委員積極為臺灣發聲，備極辛勞，外交部表示感謝與敬意。
陳委員此行曾與貝里斯、馬紹爾群島、聖露西亞、吐瓦魯等
友邦駐聯合國常任代表餐敘，感謝友邦大力支持我推動參與各項
國際組織，並籲請友邦續在國際場域堅定支持我國；另參與僑界
青年對話論壇，鼓勵在美國的臺裔青年繼續以積極行動支持臺灣
的國際參與。
在醫衛交流方面，陳委員曾拜會同具醫護背景的紐約州州眾
議員 Aileen Gunther，分享臺灣全民健保制度以及我保障醫護人員
權利的相關立法，雙方並就護理人員權益、護病比、加強臺美關
係等議題進行深度討論。陳委員也與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李伯璋署長共同參訪知名科技醫療公司，瞭解該公司透過科技蒐
集並整合醫療大數據治療癌症的方式，以作為臺灣病例蒐集及使
用的借鏡。
在環境永續發展議題方面，陳委員曾參與在哥倫比亞大學舉
辦的因應氣候變遷援外論壇、在駐紐約辦事處舉辦的「SDG 國際
研討會：氣候行動」，並前往 Governors Island 參觀與氣候變遷相
關的 Our Future Festival 展覽及講座，協助宣介臺灣在國際環境議
題的努力與貢獻。
陳委員此行另參加臺美藝文協會主辦的臺灣建築藝術展及出
席第三屆珍珠奶茶節等，大力支持臺裔社團主辦的活動，積極推
廣並行銷臺灣。（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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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委員唐鳳率團在紐約暢談以黑客文化落實聯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獲得熱烈迴響
為響應聯合國首次召開的永續發展峰會，行政院政務委員唐
鳳率領第二屆總統盃黑客松競賽得獎團隊，於美東時間 9 月 26 日
與哥倫比亞大學師生就「以創新方案『駭』SDGs」進行對話（Hacking
the SDGs with Innovative Solutions），並由出巡隊及銀髮天使兩獲
獎團隊各自介紹其提案，分享我國以黑客文化實踐政府服務再
造，運用社會新創精神點燃臺灣創新動力。活動由哥大國際暨公
共事務專業實踐（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教授 William Eimicke 與談，吸引哥大師生逾 70 人出席，
與會者對於我政府鼓勵公私部門協力、運用公開數據尋求創新方
案，推動落實永續發展目標皆表高度肯定。
唐政務委員說明，蔡英文總統強調價值對話的新民主，臺灣
開放全民參與政策制訂，因此設立社會創新實驗室，鼓勵社會、
企業、和政府共同合作，以透明資訊和共享資料，共同推動永續
發展目標。「總統盃黑客松競賽」是透過跨機關、跨領域及公私
協力共組黑客團隊的競賽方式，鼓勵資料擁有者、資料科學家及
領域專家多方交流，加速公共服務優化並鼓勵公務人員主動創
新；同時得獎卓越團隊的提案，將落實到政府的施政計畫中，以
解決民眾關切的問題，成為臺灣開放治理的創新引擎，藉此展現
臺灣蓬勃的民主及科技發展，有能力及意願為全球永續發展盡一
份心力。
「出巡隊」是由衛生福利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組成，該隊鑒
於臺灣 8 成癌症病患希望臨終前能和家人度過最後時光，而非在
醫院孤單離世，因此透過公開數據及人工智慧，研發能夠幫助家
屬在家照顧病患，一個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的「安寧照護知
識平台」，就像「媽祖抵家，護你平安」。
內政部戶政司、地政司、統計處與衛福部長期照顧司共同組
成的「銀髮天使」，是透過大數據產出銀髮安居高度需求的名冊，
主動提供銀髮族包租代管、無障礙環境改善、居住安全檢查等服
務，由政府主動出擊，確保銀髮族選擇友善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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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臺灣總統盃黑客松共有 132 件有效提案，經由數千名民
眾投票及初選會議評選出 20 組入選提案，提案者包括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民間企業及個人報名，具體落實跨域跨界之公私集思
共創。（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72 號

2019/09/28

政務委員唐鳳在紐約暢談臺灣在開放政府及幽默對抗假訊息的成
功經驗
慮及聯合國社群高度關注網路假訊息亂象影響民主機制運
作，行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本（2019）年 9 月 26 日晚間（當地時間）
在紐約市立大學新聞研究學院，與「TED 大會」前研究經理 Joseph
Isaac 就開放政府、假訊息及媒體識讀進行對話 ，吸引各國駐紐
約媒體及各界人士約 60 人出席，討論熱烈，在場人士對臺灣「開
放政府」概念、數位治理成果及對抗網路假新聞的創意都表示肯
定。
針對「開放政府」議題，唐政務委員透過「零時政府」
（g0v）
的實踐經驗，說明「極度透明化」理念（radical transparency），
藉由「公共數位創新空間」（PDIS）及利用「Pol.is」機器學習平
臺等科技工具，創造公民審議空間；並舉「vTaiwan 數位經濟法規
線上討論平台」中有關預算審查及更改時區的倡議為例，說明我
國如何利用相關數位平臺，使有關部會與民眾充分討論提案，促
進民眾瞭解決策考量進而與政府建立互信，有助形成公民社會及
民主發展。唐政務委員強調，數位治理的基礎在與民眾溝通，公
開資訊及決策過程雖然費時，然而一旦建立互信，事實上將節省
政策溝通及闢謠時間。
至於對抗網路假新聞，唐政務委員表示，臺灣不像專制國家
要求「後門鑰匙」，直接控管後臺並壓抑言論自由空間，而是以
類似舉報「可疑信件」
（spam email）方式，鼓勵民眾檢舉、查證
消息真偽。目前臺灣黑客松工程師已開發「LINE bot」專案，民眾
可將通訊軟體 LINE 上的訊息上傳至「Cofacts 真的假的」帳號進
行訊息查核。此外，幽默、即時的澄清更能有效反制網路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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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唐政務委員舉行政院長蘇貞昌以自嘲方式破除 7 日內染燙髮
罰款百萬的假消息為例，說明即時且幽默之反制方式，能更快普
及群眾獲致闢謠效果。
該活動由駐紐約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與紐約市立大學新聞研
究學院及外籍記者協會（FPA）合辦。（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73 號

2019/09/30

政務委員唐鳳與「2019 總統盃黑客松」得獎團隊在紐約分享如何
以科技創新方案落實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獲得熱烈迴響
為彰顯我國在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DGs）方面的努力與
成果，駐紐約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於美東時間 9 月 28 日與在美臺
籍青年創立的「Taiwanese Data Professionals」
（TDP）團體合作，
在駐處大樓合辦「落實永續發展目標的創新解決方案」青年論壇，
吸引近 150 名關心 SDGs、科技創新的各國專業青年與會，獲得熱
烈迴響。
行政院政務委員唐鳳與「2019 年總統盃黑客松」得獎團隊在
論壇中分享我國運用科技與創意落實 SDGs 的經驗與成果，並邀
請紐約知名數位醫療企業 Flatiron Health 主管數據工程的副總裁
Christine Hung、紐約哥倫比亞大學 SDGs 專家 André Corr a
d’Almeida 教授及推動永續及智慧城市企業 Sidewalk Labs 設計師
Brian Ho 與談，氣氛熱絡。
唐政委暢談我國政府推動社會創新的具體成果，包括透過設
立「總統盃黑客松」及促進跨部會對話的空間等方式，鼓勵公、
私部門協力，針對解決重要社會問題及落實 SDGs 進行深度對
話，並提出具體且可行的具體方案，形成推動社會前進的力量。
「2019 年總統盃黑客松」得獎團隊「銀髮天使隊」及「出巡隊」
則向與會青年詳細說明他們如何運用 AI、開放資料及大數據等科
技，改善長照與安寧照護服務品質，進一步提升 SDGs 第 3 項目
標「人民的健康與福祉」。
Flatiron Health 副總裁 Christine Hung 從多年職場經驗及職業
女性角度，分享職業婦女對促進 SDGs 第 5 項目標「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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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以及科技如何有助提升健康與醫療服務的品質與準確
性。紐約哥倫比亞大學 André Corr a d’Almeida 教授則以紐約市
為例，強調建立夥伴合作關係機制及科技普及化的必要性。
Sidewalk Labs 設計師 Brian Ho 也分享落實 SDGs 第 11 項目標「永
續城市與社區」的經驗。
聯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於 9 月 24 日聯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峰會」中，曾呼籲科學、研究及科技等社群，協助減少數
位與科技落差，並透過數位合作促進人類共同利益。聯合國的呼
籲與我國政府的政策方向完全一致。此青年論壇適足以反映我國
政府積極回應國際社會對運用科技創新協助落實 SDGs 的期待，
受到紐約青年及專業人士的踴躍參與及關注，充分展現臺灣有意
願、也有能力作為聯合國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建設性夥伴。（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74 號

2019/10/02

外交部發布 108 年國慶短片「勇敢自信 世界同行」，歡迎國內外
各界人士點閱分享
為慶祝雙十國慶並宣介我國國情及外交政策成果，外交部製
作本（108）年國慶文宣影音短片，主題為「勇敢自信、世界同行」
（Brave and Confident：One with the World）。影片片長 8 分鐘，
綜合呈現我國政、經、文化發展及外交施政成果。除提供駐外館
處在國慶酒會的場合播放外，並同時上載至外交部官網、臉書及
YouTube 頻道，供國內外各界人士點閱分享。
本年短片以「守護民主、捍衛自由」、「創新經濟、科技升
級」、「多元社會、文化包容」及「踏實外交、互惠互助」四大
面向，展現臺灣在面對各種挑戰下，依然充分展現勇氣與自信，
並與世界攜手共進的決心。在政治方面，我國堅守民主自由政
體，維護人權等普世價值，展現臺灣是成功的民主故事，更是世
界上的良善力量及不可或缺的可靠夥伴。在經濟方面，我國為經
濟成長注入新動能，持續推動「5+2 產業創新」計畫，以加速臺灣
產業轉型升級及前進能量。在文化方面，我國發揚傳統民俗文
藝、宗教多元且自由，保存原住民及新住民文化，並舉辦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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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燈會及世大運賽事等活動，展現我國民間社會豐沛的活力及
優質軟實力。在外交方面，我國持續推動踏實外交，獲致重要的
成果，包括蔡英文總統出訪巴拉圭、貝里斯、聖文森、聖露西
亞、海地、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並過境美國紐約、丹佛、洛
杉磯、休士頓；陳建仁副總統赴教廷出席先教宗保祿六世等人的
封聖典禮；領袖代表張忠謀在 APEC 會議期間與美國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等人雙邊晤談；外交部長吳釗燮在丹麥哥本哈根
「2019 民主高峰會」進行專題演講。此外，我國也積極爭取參與
世界衛生大會（WHA）、聯合國體系等，在在均彰顯臺灣在深化
邦誼、拓展與理念相近國家的實質夥伴關係，以及積極參與國際
組織等面向均取得重要的進展。
本年國慶短片循例製作中、英、日、法、德、俄、西、義、
阿、葡、印（尼）、越、泰語 13 種語文字幕。中、英文部分並特
製 3 分鐘及 30 秒版短片。相關網址如下，歡迎各界人士轉載分
享。
108 年國慶短片「勇敢自信 世界同行」30 秒版網址：
https://youtu.be/NTtYMpVgpm0
108 年國慶短片「勇敢自信 世界同行」3 分鐘版網址：
https://youtu.be/gRyERGuhztQ
108 年國慶短片「勇敢自信 世界同行」完整版網址：
https://youtu.be/TUU1j7POq_o（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75 號

2019/10/03

外交部舉辦「2019 UNFCCC NGO FORUM：氣候變遷下之公眾
溝通與新媒體力量」國際研討會，展現我國參與全球氣候行動的
決心
為提升公眾對氣候變遷的認知及參與，外交部委請「天氣風
險管理開發公司」於本（108）年 10 月 3 日在中國文化大學推廣
教育部大夏館舉辦「2019 UNFCCC NGO FORUM：氣候變遷下之
公眾溝通與新媒體力量」國際研討會，邀請美國、奧地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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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大利亞及泰國知名氣象主播擔任講者，與國內各界關注氣
候變遷人士交流互動，並借助其公眾溝通專業與社群媒體影響
力，向國際宣介我國因應氣候變遷的成果，及參與全球氣候行動
決心。
外交部條約法律司長梁光中致詞表示，氣候變遷已是二十一
世紀人類面臨的最大挑戰，在各方致力抑制全球溫度持續升溫的
談判過程中，媒體在影響政策制定及喚醒公眾意識方面扮演著極
其重要的角色，群眾溝通已被視為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途徑，能
激發群眾投入響應並支持氣候行動的意願。
此次研討會以氣候溝通為討論主軸，除邀請熟悉氣候變遷議
題的主播擔任講者外，並邀請英國駐臺代表處及臺灣學術研究機
關與 NGOs 派員共同參與。為期一日的研討會聚焦群眾溝通面
向，熱烈討論如何借助媒體影響力，促進民眾對氣候變遷的正確
認知。
梁司長另指出，臺灣近年也身受異常氣候影響，卻長期受限
無法參與國際氣候對話機制，外交部盼能藉舉辦研討會增進我與
國際社會在氣候變遷議題的交流與互動，也藉此呼籲國際社會支
持臺灣有意義地參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
（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76 號

2019/10/22

外交部舉辦新南向國家電視合作專案節目發表記者會
為強化宣傳新南向政策成效，並達到「以人為本」的政策目
標，外交部以創新做法分別與菲律賓、越南、印度、泰國四國電
視台合作，針對當地民眾特性及喜好，以當地語言製播我國情節
目，由各國熱門電視台派遣專門團隊來臺攝製，並由知名主播或
網紅擔任主持人，於四國黃金時段播出。
本（22）日特於圓山飯店舉辦節目發表記者會，由外交部常
務次長曹立傑蒞臨致詞，並邀請前述四國包括菲律賓最具權威的
新聞台 CNNPH、越南知名電視頻道 HTV、印度最大電視台
ZeeTV 及泰國最受歡迎綜合頻道 CH5 等電視台主持人及團隊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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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會。
本案節目以「攜手台灣」（Embracing Taiwan）為主軸，每國
節目各 2 集，每集長度約 30 分鐘，均以 HD 高規格攝製，並依照
不同國家屬性，每國擬定 2 個主題：菲律賓─「音樂文化、個性
熱情」；泰國─「美麗探索、包容與和諧」；越南─「生命活力、
認真學習」；印度─「勤勉、快樂」。節目內容除強調我國人民
與菲、越、印、泰四國人民共有的特點外，也包括我對新南向國
家的免簽政策、5+2 產業創新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同時介
紹我國對於非洲猪瘟、口蹄疫防制成效及歐盟解除我 IUU 黃牌的
施政成果。
前述四國電視團隊已在本（108）年 9 至 10 月間陸續來臺完
成節目拍攝作業，透過臺灣美食、生態旅遊，以最受歡迎的生活
風格型態，將臺灣多元風貌呈現在觀眾眼前，並訂於本年 11 月在
當地隆重播出。希望透過本次電視專案合作，能增進各國民眾對
我國的深入瞭解，進一步推動更多的交流與合作。（E）

No.076

October 22, 2019

MOFA launches co-produced TV shows with broadcasters from
New Southbound Policy target countries
As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creative and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to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s
collaborated with four popular broadcasters from India,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Vietnam, respectively, to produce prime
time TV shows showcasing Taiwan. Presented in local languages and
made entirely on location by the channels’ in-house production teams,
the programs are hosted by famous faces and tailored to the tastes of
their respective audiences.
MOFA Vice Minister Miguel Li-jey Tsao was on hand at the project’s
launch ceremony Oct. 22 at the Grand Hotel in Taipei City. Also in
attendance were members of the production teams from co-producers
India’s Zee TV, the Philippines’ CNN, Thailand’s Channel 5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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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s HTV.
Using the theme “Embracing Taiwan,” each broadcaster shot two
30-minute episodes in high definition focusing on the shared traits
between Taiwan and their home country. For example, Zee TV’s show
examines Taiwan’s dynamic high-tech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CNN illustrates the nation’s diverse music and food cultures, Channel
5 takes audiences on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untry’s stunning
landscapes and welcoming communities, and HTV goes in-depth on
social programs and green technology.
The shows introduce government policies such as the visa-waiver
program for NSP target countries, five-plus-two innovative industries
initiative and Forward-look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
In addition, viewers can learn about how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to
prevent African swine fever and foot-and-mouth disease 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reforms that led to the country’s removal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warning list for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ll filming was completed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Set to air in
November, the programs will present Taiwan’s diverse cultures while
covering everything from culinary delights to eco-tourism. These
shows will enable viewers from each of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o
learn more about Taiwan, helping to drive demand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s and exchanges.(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77 號

2019/10/23

外交部分享教宗方濟各在高雄舉辦的「國際基督徒海事協會」祝
福影片
「國際基督徒海事協會」
（ICMA）本（108）年 10 月 21 日在
高雄舉辦成立 50 週年暨第 11 屆世界大會，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藉此機會期許與會者能在接連幾天會議中，以全新的基
督精神尋求出如何更有效地協助海員、漁民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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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年聖教宗若望保祿二世（Saint Pope John Paul II）發布「海
洋之星」
（Stella Maris）宗座牧函（Apostolic Letter），其中指出
應致力照顧漁民及其家庭。因此教宗呼籲與會的基督教教會朋友
們能在基督帶領下，依天主的教導，學習相互尊重，希望能協助
漁工及其他從事海事工作人員，克服苦難。此外，教宗也鼓勵與
會者在推動福音工作時，能克服任何困難。教宗祈福每一位與會
來賓，也請各界繼續為教宗代禱。
為持續呼應教宗聖諭，我國政府也積極響應「願祢受讚頌」
（Laudato Si）通諭內涵，呼籲關懷弱勢，協助改善各國海員、漁
民及家人的權益。（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78 號

2019/10/28

外交部舉辦人權工作坊分享臺灣人權政策國際社會競爭力，成果
豐碩
外交部於本
（108）年 10 月 28 日上午舉辦「人權議題工作坊」，
由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主持，邀請「國際人權聯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前秘書長 Debbie
Stothard，以「活力十足的人權政策：臺灣在國際社會的競爭力」
（A Robust Human Rights Policy: Taiwan's Competitive Edg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為題，探討在國際社會重視人權普世價
值下，我國如何運用人權軟實力提升國家競爭力及國際形象。此
次工作坊邀集行政院所屬部會人權小組成員、外交部高階文官及
同仁、國内人權 NGOs 代表等共 100 多人出席，演講内容精彩，
互動氣氛熱絡。
徐政務次長致詞表示，很榮幸邀請到 S 前秘書長分享多年來
的國際參與經驗，讓與會來賓能更加瞭解人權領域的國際脈動，
並思考人權議題與外交工作的連結。徐次長強調，臺灣推動人權
保障的努力成果有目共睹，不但立法通過平權婚姻，「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2019 年報告更指出臺灣的自由指數高達 93 分，
在全世界 195 個國家中排名第 26 名。徐次長因此盼各界共同努
力，讓臺灣的人權成果持續向外推展，讓臺灣點亮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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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thard 女士自 2013 年至 2019 年 10 月擔任 FIDH 秘書長，
她在演講中分享長期以來對國際人權的觀察及參與經驗。S 前秘
書長指出，中國大陸近年來憑恃其綜合國力增強，在國際社會加
強對臺灣的打壓力道，然而臺灣在人權領域的成果受到更多國際
讚揚，因此未來臺灣如何善用充沛的人權動能，活絡人權政策，
成爲區域和國際的人權領航者，是臺灣公私部門可思考及共同努
力的方向。
常年關注人權及兩性平權議題的無任所大使范雲也出席分享
心得。范大使認爲，臺灣確實應巧用人權領域的優勢，提升臺灣
在區域及國際地位。另表示在各國追求經濟發展下，人權議題應
同步獲得重視，並期許政府持續努力，支持與協助臺灣人權發
展。
演講過程中 S 前秘書長與臺下聽眾互動熱絡，現場踴躍提
問，並由 S 前秘書長詳細説明。與會來賓詢及臺灣如何以非聯合
國會員地位，與國際人權標準同步，S 前秘書長建議臺灣可加強
舉辦不同人權議題的工作坊，廣邀國際專家學者或 INGOs 團體等
來臺進行交流，提升國際能見度。
國際人權聯盟（FIDH）為世界知名的人權 INGO，共有 192
個會員組織遍佈全球，本（10）月 21 日至 25 日曾在臺灣舉行 3
年一度的大會暨國際人權論壇，為 FIDH 首度在亞太地區舉行年
會，顯示國際社會對臺灣民主人權成果的肯定。（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79 號

2019/10/28

Ni–Hao Taiwan！外交部「2019 年印太地區菁英領袖研習班」圓
滿落幕
「2019 年印太地區菁英領袖研習班」（2019 Taiwan Study
Program for Future Leaders from Indo-Pacific Region）結訓典禮於本
（108）年 10 月 28 日晚間由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主持，並頒發
結訓證書予參訓的學員。與會的各國青年均肯定研習班有助深入
瞭解臺灣，並在晚宴以分組方式發表成果，分享研習收穫及心
得。活動現場有多位駐臺大使、代表應邀出席，過程順利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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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活潑熱絡。
本年研習營共有來自吐瓦魯、馬紹爾、帛琉、諾魯、韓國、
澳洲、紐西蘭、新加坡、泰國、越南、菲律賓等 17 國 45 位青年
菁英，參與為期 7 天 6 夜的課程及參訪行程。團員們透過團體討
論及專題演講，深入瞭解我國外交政策、民主人權政策、綠能科
技產業及應對氣候變遷政策等。此外，研習營也安排參觀總統
府、故宮博物院、迪化汙水處理廠、中正紀念堂、桃園農業博覽
會、新明青創基地、源鮮農場、祥語茶園等，以促進各國青年對
我國政經發展、文化創新、人文歷史風貌及社會風土民情有更深
入的瞭解。學員對臺灣的便捷交通、人文薈萃、美食、乾淨市容
等留下美好難忘的印象。
為促進印太地區菁英訪臺實地瞭解我國政經及社會發展現
況，並增進對我國的認識及深化友誼，外交部自 98 年起分區域舉
辦「臺灣研習營」，並自 103 年起將活動名稱「臺灣研習營」改
為「國際青年菁英領袖研習班」。107 年為擴大交流效益，將研習
班合併一梯次辦理，自本年起更名為「印太地區菁英領袖研習
班」，藉以提升我國際形象並厚植國際友我力量。（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0 號

2019/10/28

外交部舉辦 108 學年臺灣獎學金及華語文獎學金新生說明會暨歡
迎會
由外交部及教育部共同主辦的「臺灣獎學金及華語文獎學金」
新生說明會暨歡迎會，於本（108）年 10 月 28 日下午在財團法人
張榮發基金會舉行。共有來自 67 個國家、596 名外籍受獎新生參
加，另有來自 41 個國家駐臺大使、代表、官員等共計 51 位貴賓
應邀出席。歡迎會旨在向受獎新生說明獎學金相關規範、在臺求
學生活及安全須知，以藉此協助新生儘速融入臺灣的社會與生
活。
為推動與各國優秀學子間的交流與互動，我國自 93 年起推動
臺灣獎學金計畫，至今已有超過 15,000 名學生透過本計畫來臺就
讀，其中有超過 2,500 名受獎生領取外交部臺灣獎學金。許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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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生在學成返國後都有傑出表現，並成為堅定支持我國的國際友
人，有助深化我國與各邦交國關係。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主任谷瑞生致詞恭喜本年度外交部臺灣獎
學金的新受獎生，並以自身 30 年前在德國攻讀博士經驗為例，勉
勵受獎新生在臺灣留學期間能夠多交朋友，努力向學，克服困
難，並表示臺灣會是臺獎生們美麗的第二故鄉。
活動現場安排敘舊布袋戲團全程以英語表演布袋戲，與現場
貴賓及學生互動；另外也安排宏都拉斯籍的臺獎生白瑞恩
（ Marcelo Barahona Sánchez ） 及 印 度 籍 受 獎 生 蘇 珊 娣 （ Sushanthi
Poovendhan）分享在臺灣的求學經驗。歡迎會後有各式臺灣特色的
美食供新生品嚐，讓外國學生感受臺灣文化的豐富與多元。（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1 號

2019/11/06

外交部 108 年第 5 屆「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競賽，國內外創客
同場較勁「潮」臺灣
外交部本（108）年 11 月 6 日在臺北「信義誠品」舉辦第 5
屆「全民潮台灣」短片徵件競賽頒獎典禮暨得獎短片播映會，由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長陳銘政主持，立法委員陳曼麗應邀出席並頒
獎。本年最大獎由曾國安以「媽媽的樣子」一片奪得。該片藉由
生動自然的拍攝手法，刻劃臺灣客家、阿美族及越南新住民 3 位
母親以不同方式表達她們對子女的愛，引發大家心中恆久且美好
的記憶與感動，獲得評審一致青睞，獨得獎金新臺幣 20 萬元。
陳司長於致詞時首先代表外交部感謝參賽者踴躍參與，並表
示外交部自 104 年成立「潮台灣」YouTube 頻道以來，積極結合
民間創意能量，並透過該頻道向國際發聲，讓世界看見臺灣的軟
實力及全臺各角落的人情故事，期待透過這些作品，對推展臺灣
的國際形象注入源源不絕的活力與動能。陳委員致詞時表示臺灣
最美的風景是人，希望國人及旅居臺灣的外國朋友用影像讓更多
人認識臺灣，並透過這些影像和世界交朋友。
本年貳獎有 2 名受獎者，由「種種影像工作室」以描繪默默
為永續農業經營付出的「無人知曉的小農」，以及蔣煥民記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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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歌手阿爆收音採集排灣族古謠的「唱古謠 找回家的路」共
同摘下，各獲頒獎金新臺幣 6 萬元。參獎 3 名則由「樣相影像/好
痛音樂」以拍攝客語歌手邱廉欽創作同名歌曲的 MV 方式呈現客
家風情的「你有較瘦哦」、黃威勝以記錄建成國小創校百年 15 位
灣生返鄉再續臺日情緣的「返校日」及劉津豪/今後映象以「小金
枝歌劇團」成員現身說法文化紮根與傳承的「歌載一芯」獲得，
各獲頒獎金新臺幣 3 萬元。評審另選出佳作 6 名，各獲頒獎金新
臺幣 2 萬元。會中陳司長並準備「臺灣造型頸枕」及剛出爐的外
交部 2020 年「神采遶台灣」記事案曆分贈得獎者及其他入圍者。
今年的徵件競賽共有 115 件作品參賽，除國內的創客、大專
院校相關系所學生外，還吸引來自法國、比利時、西班牙、俄羅
斯、巴拉圭、宏都拉斯，以及印度、菲律賓、中國的 YouTuber、
旅行家、攝影家及在臺學華語的學生等同臺競逐，背景多元的參
賽者紛紛用鏡頭記錄下他們所見所感的臺灣魅力及瞬間的感動。
整體參賽作品的題材及技法多元且富新意，在每部約 3 分鐘
的短片中，首見動畫美食地圖、客語及原住民創作歌手跨界參
與，還有引領觀眾領略有天使的眼淚之稱的高山湖泊「嘉明湖」
之美、以另類創意發想介紹寶島秘境的女業務員、堅持手工繡學
號逾半世紀的老師傅、北港媽祖廟後哨角老藝師的兩代傳承，以
及全臺最小的麻豆老戲院再生的故事等等，均令人回味無窮。此
外，推介臺灣的廟宇、民俗、美食、小鎮迷人風采及隱身在巷弄
間達人的作品，更是不在少數。
外交部將從得獎作品中擇優加配外文字幕，透過「潮台灣」
頻道向全球播送。該頻道迄已累積 1,000 餘部的短片，該頻道暨
臉書及外交部臉書粉絲專頁等平臺總觀看次數已逾 8,400 萬次，
其中 80%為外國人士。
得獎者發表感言時感謝外交部舉辦此一活動，讓許多好的故
事有一個很好的平臺被看見。現場並播放得獎的 12 部作品，觀眾
不時報以熱烈掌聲表示肯定。當日頒獎典禮參賽者、民眾歡聚一
堂，媒體朋友亦踴躍出席採訪，全場 200 個座位座無虛席。（E）

- 424 -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2 號

2019/11/07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臺灣首次主辦的「第四屆世界婦女庇護安
置大會」閉幕典禮上致詞
「第四屆世界婦女庇護安置大會」於本（108）年 11 月 7 日
下午在高雄展覽館舉行閉幕典禮，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致詞，並
於同（7）日晚間款宴出席會議的貴賓，為此次大會劃下圓滿句
點。本次大會是首次由我國 NGO
「財團法人勵馨社會福利基金會」
爭取在臺灣舉辦，並經外交部及衛生福利部等相關部會大力協助
促成。大會順利成功舉行，共有來自 100 個國家、1,400 位代表來
臺與會，就婦女安置政策與立法、多元平等及經濟賦權等重要議
題進行深入交流。
吳部長在閉幕典禮上表示，今年大會的主題是「安置大團結·
牽動全世界」，盼透過共同努力保障國際間的性別平等。此外吳
部長強調，臺灣在性別平等領域成果舉世有目共睹，包括美國、
歐盟等都與臺灣建立合作架構，定期就婦女賦權、性別主流化等
議題交換意見。臺灣將持續落實性別平等、婦女賦權的理念，持
續與國際社會各方合作，做出貢獻。近年來我國在推動性別平等
上的成就可說是「亞洲第一、全球同步」，例如我國立法院目前
已有 38%的女性委員，亞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十。
「世界婦女庇護安置大會」是全球規模最大，以保護及預防
婦女受暴為核心價值的國際級大型會議，今年首度移師亞洲並由
我國主辦，是對臺灣多年來不斷致力婦權保障及國際婦權關懷的
肯定。為向國際社會展現我國推動性別平權、婦女賦權的具體成
果，外交部及相關部會共同協助勵馨基金會辦理本次活動，並欣
見大會圓滿落幕。（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3 號

2019/11/08

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拉美友邦技職訓練結訓典禮，大展煎牛排廚
藝饗嘉賓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11 月 8 日上午出席「2019 拉
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友邦技職訓練計畫—觀光餐飲服務西語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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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結訓典禮，在場觀禮有 5 位友邦駐臺大使及代辦、黎明技術
學院師生、企業界高階主管等近百名嘉賓。本年計有來自巴拉
圭、尼加拉瓜、宏都拉斯、瓜地馬拉及聖文森 5 個友邦共 24 名學
員順利完成訓練課程。參訓學員在歡樂氣氛中互道恭喜與祝福，
均認為收穫豐碩。外交部相信學員們將成為臺灣與友邦觀光餐飲
服務交流的優秀技術人才。
吳部長致詞時勉勵學員學以致用，將在臺灣習得的專業技能
發展家鄉的觀光產業。吳部長強調，技職教育是臺灣與友邦雙邊
合作的重要領域，外交部歷年來透過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
會與國內大專院校提供技職教育訓練，其成果受到邦交國朝野的
肯定，參訓學生返國後將成為友邦各界倚重的人力資產。
吳部長另表示，外交部也積極擴大與友邦的經貿合作，委託
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與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籌組採
購團及商機考察團前往友邦國家深化經貿交流，除了海外拓商，
也希望臺灣民眾可以多加享用來自邦交國的優良農產品。
吳部長之後更化身大廚，親自煎煮來自巴拉圭的高級菲力牛
排，供在場嘉賓品嘗友邦產品的美味。吳部長於 10 月下旬率領我
國農牧業者赴巴拉圭訪問，深化兩國關係並促進雙方農產品的貿
易交流。
外交部本年委託國合會與黎明技術學院辦理友邦青年技職訓
練計畫—觀光餐飲服務西語專班。該班自 9 月開課，為期 11 週，
內容緊湊紮實，理論與實務兼具，參訓期間並參與服務社區民眾
多項活動。學員們於獲頒結訓證書後分別上臺分享學習成果，為
課程畫下完美的句點。（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4 號

2019/11/11

外交部長吳釗燮視察外交部領事事務局新增辦公空間並表揚最佳
櫃檯同仁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本（108）年 11 月 11 日上午視察外交部領
事事務局新增辦公空間，並頒獎表揚獲得民眾年度票選前三名的
最佳領務櫃檯服務同仁。此外，吳部長也視察領務局新增辦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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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使用情形，為同仁加油打氣，勉勵同仁提供民眾優質的領事服
務品質。吳部長並與領務局的吉祥物「魔法波鴿」合影留念。
吳部長向來極為關心外交部同仁的工作環境，瞭解領務局部
份同仁因辦公空間不足，必須輪流共用一張辦公桌，也有部份同
仁必須在走道上班。因此吳部長上任之初即為領務局的同仁爭取
到中央聯合辦公大樓五樓的新增辦公空間，以改善同仁長期以來
辦公環境擁擠及辦公空間不足的問題。
領務局是外交部為民服務的窗口，負責辦理護照、簽證、文
件證明，並提供出國旅遊參考資訊及旅外國人急難救助相關服
務，相關業務均攸關民眾的權益。領務局的 Line 帳號提供民眾各
種詳細且實用的服務資訊，目前已有 188 萬人加入，為國人出國
旅遊時提供多一分保障。（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5 號

2019/11/13

外交部款宴出席「全球海外青年僑務論壇」僑界青年代表，現場
氣氛熱烈
外交部於本（108）年 11 月 11 日晚間在外交部設席款宴此次
回臺出席「全球海外青年僑務論壇」的海外僑界青年，由外交部
政務次長徐斯儉擔任主人，邀請 108 年度外交部國際青年大使參
加，席間互動交流氣氛熱烈。
徐政務次長致詞時首先感謝海外僑界朋友對我政府的長期支
持及對外交工作的協助，包括不遺餘力地支持我國與世界各國在
文化、教育、科技、醫療、環保及人道救援等不同領域的交流，
以及推動臺灣與僑居國間雙邊合作及協助我外館處理國人海外急
難救助等，海外僑胞熱心無私地付出已為臺灣爭取許多國際友誼
及支持。
率團出席晚宴的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呂元榮致詞感謝外交部
對於此次論壇的協助，並提及此次論壇深受我政府各級重視，包
含陳建仁副總統親自接見此次回臺與會的海外僑青、行政院政務
委員唐鳳也與僑青就社會創新發展趨勢進行面對面座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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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澳洲僑務促進委員范智明代表此次與會僑青發言，感謝
外交部的盛情款待，也期盼未來返回僑居國後各僑青能與我駐外
館處保持更進ㄧ步聯繫。
「全球海外青年僑務論壇」是僑委會為呼應蔡英文總統積極
培育海外青年領導人才及活化僑團傳承能量的理念而舉辦，此次
計有來自 25 國、86 名新一代海外僑界青年回臺參與。該論壇主
要透過專題講座、小組討論及在地產業參訪等多元議程，協助海
外僑青瞭解我國外交及兩岸政策、僑務工作各面向的需求及願
景、以及臺灣社會當前發展近況，藉此強化海外新生代僑青與我
政府的實質聯繫，增進海外支持中華民國臺灣的堅定力量。（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6 號

2019/11/13

外交部第五場 NGO 名人開講分享臺灣人權組織的國際串聯及參
與經驗，各界出席踴躍
外交部於本（108）年 11 月 13 日上午舉辦本年度第五場「NGO
名人開講」活動，由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主持，邀請台灣人權
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以「人權與外交－臺灣人權組織的國際串聯
及參與」為題，分享該會致力推動人權保障及積極參與國際人權
組織的經驗，以及人權與外交的關聯。此次活動共有包括 NGO
代表、青年大使、社會人士、學生及外交部同仁近 150 人踴躍出
席，演講内容精彩，互動氣氛熱絡。
徐政務次長致詞表示，民主人權是普世共享的價值，臺灣雖
不是聯合國會員，但致力與國際人權價值接軌，主動將包括「公
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等許
多重要的人權公約國内法化，並通過「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
公約施行法」。今年臺灣更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
家。世界知名的人權國際非政府組織－「國際人權聯盟」（FIDH）
於本年 10 月首度在亞太地區並選定來臺舉辦 3 年一度的大會，更
加彰顯國際社會對臺灣民主人權成果的肯定，並期盼各界共同持
續努力，讓國際社會看見臺灣致力落實人權保障的努力與成果。
主講人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長期推動人權工作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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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參與經驗豐富，並於 10 月當選為「國際人權聯盟」副主席，獲
國際人權界肯定。邱秘書長在會中分享多年來致力推動人權保障
及積極參與國際人權組織的經驗，包括參與推動國際人權公約國
內法化工作、曾代表李明哲救援大隊出席聯合國「強迫及非自願
失蹤工作小組會議」並爭取國際社會支持、促成「國際人權聯盟」
來臺舉辦年會，以及推動人權運動的挑戰與願景。
外交部為呈現我國非政府組織的軟實力能量，以及推動國際
交流成果，今年已陸續舉辦有關醫衛、環保、體育及文化等領域
的「NGO 名人開講」分享會，本（13）日第五場分享會更配合政
府推動人權外交，辦理人權議題演講，以提升各界對人權保障的
重視，並分享國際參與交流經驗，獲得熱烈迴響。（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7 號

2019/11/25

外交部發表短片「隨風起飛」
，看見臺灣落實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
本（2019）年聯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5）將於 12 月 2 日
在西班牙馬德里舉行，為爭取國際友我聲量，籲請大會正視臺灣
參與的決心，外交部於 11 月 25 日推出文宣短片「隨風起飛」，
透過我國興建第一座離岸風力發電場的劃時代建設，向國際社會
說明臺灣不僅呼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目標，也
決心付出實踐，積極參與國際，為地球減碳貢獻一分心力。影片
共配製中、英、日、西、法、德、越、泰、印尼、俄等 10 語版字
幕，同步上線向國際廣宣。
影片起始由旁白道出大自然提供人類發展所需的資源，然而
人類對能源的需求，卻也對地球環境帶來沉重的負擔等現況，接
著闡述面對全球氣候受到衝擊的同時，臺灣作為負責任的地球公
民一員，必須做出能夠留給下一代永續發展的選擇。片中採用紀
錄片的敘事手法，藉由兩名日常生活與海洋及風力息息相關人士
的視角，帶出臺灣勇敢成為亞洲離岸風電先驅的眼界。片尾以綠
能與生活結合的堆疊畫面，呈現人類環境共榮共存的深刻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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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向觀眾傳達能源轉型不僅是世界潮流，也是臺灣致力環境永續
的現在進行式，進一步展現對抗全球氣候變遷，臺灣可以幫忙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Taiwan Can Help）的堅定訴求。
本短片現已上傳外交部「潮台灣」
（Trending Taiwan）YouTube
頻道、「潮台灣」臉書粉絲專頁、「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Taiwan）
」臉書專頁及 Instagram 專頁，歡迎點擊瀏
覽。
相關網址：
「潮台灣」
（Trending Taiwan）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yFGrMYnnRusraegYMIauw
「潮台灣」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rendingtaiwan/
外交部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ofa.gov.tw
外交部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mofa_taiwan/（E）

No.087

November 25, 201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leases short film ‘Riding the Wind’,
on Taiwan’s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In order to mobilize friendly vo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all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at this year’s UNFCCC Conference of
Parties, which will open on December 2 in Madri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ublished the short film ‘Riding the Wind’ on
November 25. The video concerns Taiwan’s landmark construction of
its first offshore wind farm, explaining that Taiwan not only shar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UNFCCC, but that it is also putting them into
practice, doing its part to cut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The video is
subtitled in 10 languages, Chinese, English, Japanese, Spanish, French,
German, Vietnamese, Thai, Indonesian and Russian, and is now live
and being promoted around the world.
The film starts with a narration describing how the earth ha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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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ources which have fuel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how the demand for power amid this development
has exacted a heavy toll on the environment. Given the global climate
challenges we face, as a responsible global stakeholder, Taiwan must
make choices that will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film also includes the perspectives of two people
who work with the sea and wind on a daily basis, in documentary style,
pointing to the pioneering role Taiwan has taken in Asia in terms of
wind power. The overlapping images of green energy and scenes from
life represent how humans can flourish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how energy transition isn’t just a global trend, but also a sign of
Taiwan’s actio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going forward.
We welcome you to watch the short film 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rending Taiwan YouTube channel, the Trending Taiwan
Facebook pag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 (Taiwan)
Facebook page or the MOFA Taiwan Instagram account.
Links:
Trending Taiwan 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yFGrMYnnRusraegYMIauw
Trending Taiwan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trendingtaiw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 (Taiwan)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mofa.gov.tw
MOFA_Taiwan Instagram account:
https://www.instagram.com/mofa_taiwan/ (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8 號

2019/12/03

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舉辦「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培訓計畫」
明華園臺灣戲曲表演文化講座，外賓出席踴躍、互動熱絡
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於本（108）年 12 月 3 日下午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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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培訓計畫」（PILP）「明華園」臺灣戲曲
表演文化講座，邀請「明華園」總團青年軍執行長陳昭賢女士（第
三代當家小生）演講解說，外交部政務次長兼外交學院院長徐斯
儉出席並致歡迎詞。此次活動邀請本年「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培
訓計畫」、「友好國家外交人員華語班」
（MPT）、「駐臺官員暨
眷屬華語班」
（MSP）等學員參與，駐臺使節及外交部同仁也踴躍
出席，演講内容精彩，互動氣氛熱絡。
徐政務次長致詞表示，歌仔戲是臺灣民眾日常生活中最平易
近人的傳統文化，輕鬆詼諧的表演風格深受大眾歡迎，但要練就
一身功夫必須歷經嚴格磨練與訓練，所謂「臺上一分鐘，臺下十
年功」，相較之下學中文應該容易些！藉此鼓勵在臺學習華語的
駐臺使節及友好國家外交官員。而臺灣歌仔戲蘊涵豐富表演技巧
與元素，很榮幸能邀請到「明華園」陳執行長與團員們到外交學
院演講，帶領大家認識美好的臺灣傳統戲曲文化。
「明華園」陳執行長指出，經營 90 年的「明華園」在近年成
為臺灣重要的軟實力，在國際間發揮文化外交力量，不斷創新舞
臺科技效果，每每創造出新的感動。陳執行長同時與團員們現場
示範臺灣戲曲的基本動作、表情及唱腔，並請在場外賓試穿戲服
體驗登臺感覺，現場反應熱烈，外賓們更對臺灣戲曲文化興趣大
增。
外交學院長年致力培訓外交領事人員，同時辦理多元國際交
流活動，使駐臺官員及眷屬或友好國家的外交人員有機會在外交
學院學習華語，並透過相關課程安排實地體驗臺灣文化。「明華
園」長期耕耘臺灣戲曲表演，進而成為臺灣重要軟實力。本（3）
日臺灣戲曲文化講座有效提升駐臺官員、外國學員及外交部同仁
對臺灣傳統文化的瞭解，獲得熱烈迴響。（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89 號

2019/12/05

2019 年「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培訓計畫」圓滿結訓、成果豐碩
外交部本（108）年 12 月 4 日舉辦 2019 年「太平洋島國青年
領袖培訓計畫」在臺階段課程（Pacific Islands Leadership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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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aiwan，PILP）結訓典禮暨歡送茶會，由外交部常務次長曹
立傑主持，並與應邀出席的帛琉、吐瓦魯、馬紹爾群島、諾魯、
美國、澳洲及巴布亞紐幾內亞等國駐臺使節及代表，共同見證 8
個太平洋島國的 13 位青年領袖結訓。
外交部曹次長、美國「東西中心」
（East-West Center）副院長
萊恩（H.E. Karena Lyons）大使、帛琉駐臺大使歐克麗（H.E. Dilmei
L. Olkeriil）及美國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AIT/T）處長酈英傑
（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等貴賓都在結訓典禮中，對參訓學員
多所勉勵及期許。曹次長致詞表示，該計畫彰顯臺灣與美國及太
平洋島國的緊密合作關係，目標在培育青年領袖肩負起形塑太平
洋地區前途的角色，也展現臺灣作為該地區發展夥伴的決心。臺
灣不僅與區域夥伴們分享發展經驗，同時藉此增進國人對太平洋
島國地區的瞭解，並結交更多的朋友；此外，該計畫使學員能與
其他島國同儕建立密切互動及專業聯繫網絡。曹次長並請學員返
國後將所見所聞貢獻母國，延續與我國的友好關係。
「東西中心」副院長萊恩大使強調太平洋是極具發展潛力的
地區，呼籲各島國團結一致，就共同關切議題一起努力。
帛琉駐臺大使歐克麗則肯定此舉對太平洋地區的發展極有助
益，並鼓勵學員返國後鼓勵同儕參與該計畫。
AIT 處長酈英傑致詞時認為臺灣支持 PILP 顯示臺灣對太平洋
地區的承諾，美方視臺灣為可信賴的重要夥伴及世界上的良善力
量，並對美國的「印太願景」
（Indo-Pacific Vision）提供極有價值
的貢獻；臺美雙方甫於本年 10 月辦理首次「太平洋對話」，充分
展現臺美及理念相近夥伴加強在太平洋地區進行合作的決心。
參訓學員一致肯定計畫成效，本年在臺課程除延續既有主題
如開放政府、職訓、循環經濟、非政府組織（NGOs）等內容外，
另加強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太平洋島國相關的氣
候行動、海洋生態、水資源與衛生、綠能、健康與福祉、性別平
等、就業與經濟成長及工業、創新基礎建設等議題，透過講座、
拜會及參訪等多元安排，促進學員瞭解我國並交流。
「太平洋島國青年領袖培訓計畫」自 2013 年起由外交部外交
及國際事務學院與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共同執行，每年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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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威夷及臺灣進行共約 3 個月課程，至今已培訓 157 位太平洋
島國青年領袖，彰顯臺美共同合作協助推動太平洋島國地區永續
發展的決心，逐漸成為該地區最具影響力的領袖培訓計畫之一。
（E）

新聞參考資料第 090 號

2019/12/09

我國駐外館處 108 年第 3 季推動經貿外交成果
我國駐外館處秉持與國內共同努力、攜手打拼的精神，本
（108）年第 3 季展現經貿外交具體推動成果包含: 爭取海外採購
商機及促成外國對我國投資、深化官方及民間經貿交流、協助我
商海外布局及簽署各項經貿合作協議等。
在爭取貿易及投資方面，外交部協同經濟部及中華民國對外
貿易發展協會共同努力，本（3）季計協助外商對我國採購商機達
3.3 億美元，並促成外國對我國投資達 1.6 億美元。其中駐亞特蘭
大辦事處、駐波士頓辦事處、駐越南代表處、駐菲律賓代表處、
駐印尼代表處、駐大阪辦事處、駐俄羅斯代表處、駐土耳其代表
處、駐宏都拉斯大使館及駐哥倫比亞代表處均協助促成潛在採購
商機達千萬美元以上；駐新加坡代表處及駐日本代表處則促成外
國對我國投資達千萬美元以上。
我國駐外館處持續強化政府間經貿交流，與各國重要經貿官
員及產業領袖互動逾千次，並安排雙邊重要經貿官員互訪近 150
次，特別是駐海地大使館、駐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大使館、駐
聖文森國大使館及駐聖露西亞大使館成功辦理蔡英文總統「自由
民主永續之旅」，深化我國與加勒比海邦交國情誼。另駐海地、
聖克里斯多福及尼維斯、聖文森國、聖露西亞、貝里斯、瓜地馬
拉、宏都拉斯、巴拉圭及史瓦帝尼等大使館、駐英國及德國等代
表處均於本季辦理雙邊次長級以上的交流對話，促進我國與各國
的經貿及產業合作，並深化我國與重要經貿夥伴的高層經貿對話
機制。
為推動民間經貿交流及加強商機合作，我駐外館處協助安排
我國產業界與外國商界互訪交流達 646 次，並辦理展覽、投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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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才說明會等活動達 222 次。另我駐哥倫比亞代表處、駐希臘代
表處及駐南非代表處均積極協助業者赴海外設點及拓展國際市
場，協助我商於海外布局，以深化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的聯
結。
本季我駐外館處也積極協助促成我國與外國簽署各項經貿合
作協議，包括駐斐濟代表處促成臺斐簽署漁業合作備忘錄、駐荷
蘭代表處推動簽署臺荷科技合作備忘錄、駐法國代表處促成我國
與法國簽署金融科技合作協議、駐貝里斯大使館辦理臺貝簽署
「部份範圍協議」合作意向書、駐聖文森大使館推動我國與聖國
簽署「打擊跨國犯罪協定」及「財政合作協定」等。另駐美國代
表處、駐芝加哥、紐約及邁阿密辦事處、駐捷克代表處也促成當
地中央或地方議會通過友我經貿決議案共 9 案次，強化我國產業
的競爭力。
我國智慧城市產業蓬勃發展，智慧解決方案的國際經貿合作
趨勢逐漸展現，各項經貿合作及交流也推升各國友我力道。外交
部將持續敦促我各駐外館處，有效運用各部會駐外人力及資源，
並秉持創新思維，發掘各種潛在合作商機，以擴大經貿能量及協
助我國優質企業邁向國際舞台。（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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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贊助「2020 年坎城青年創意競賽臺灣代表隊選拔賽」決選
結果出爐
外交部為鼓勵我國青年以創意方式向國際行銷推廣臺灣，本
（2019）年第五度與「坎城國際創意節」
（Cannes Lions）臺灣官
方代表機構合作，於 8 月 27 日至 12 月 3 日辦理「2020 年坎城青
年創意競賽臺灣代表隊選拔賽」，並於 12 月 8 日在淡江大學進行
決選。本年競賽主題是以創意手法凸顯臺灣在落實「聯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的努力及成就，獲國內青年朋友踴躍參與，
並創下歷屆參賽隊伍及投稿件數最多紀錄，此次總計有 85 個隊伍
參賽，共提交 100 部作品，經國際評審團綜合評比，最終遴選出
三名專業組優勝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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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THE PEN》
選手姓名：蔡昆莛、許家振 隊名：Wunderman Thompson Taipei
第二名：《Waste Man 一事無成的我死掉之後會去哪裡？》
選手姓名：錢雅莛、葉思佑 隊名：1421
第三名：《Make Land Smile, Start From Taiwan ｜ 讓土地微笑，
從台灣開始》
選手姓名：林佳萱、曾繁皓 隊名：演鏡 x 聯廣
另外學生組參賽者鍾宜廷、龔俊康也獲得評審團高度肯定。
上述 3 組優勝團隊每隊除將獲得外交部頒發新臺幣 25 萬元獎金
外，並將代表臺灣前往法國坎城參加 2020 年 6 月舉行的「坎城青
年創意節」
（Young Lions）全球總決賽。
本年活動主辦單位特別邀請「日本電通」Team B 體驗教育機
構的創意總監 Nadya Kirillova、哥倫比亞「MullenLowe SSP3」創
意總監 Carlos Andres Rodriguez 及營運長 Juan Pablo Garcia 擔任評
審，期盼優勝作品能更吸引國際觀眾的目光。
本年初賽作品已上傳外交部「潮台灣」（Trending Taiwan）
YouTube 頻道（https://reurl.cc/A1Lzbj）。（E）

No.091

December 12, 2019

Final selection results announcement for Taiwan team
representing Taiwan in the 2020 Cannes Lion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reativity Young Lions competition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encourage young people from Taiwan to find creative ways to
promote Taiwan on the world stag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s teamed up with the Cannes Lion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reativity’s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in Taiwan for the fifth time, in
selecting teams from August 27 to December 3 to represent Taiwan as
part of the Young Lions film competition at the festival. The resul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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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ection were announced at Tamkang University on December 8.
This year, teams were asked to showcase Taiwan’s efforts in achieving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re was an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entries this year, with 85 teams taking part
and over 100 short videos submitted. Three teams picked to represent
Taiwan by a jury of experts:
First prize: ‘The Pen’
Name of entrants: Tsai Kun-ting & Hsu Chia-chen
Team name: Wunderman Thompson Taipei
Second prize: ‘Waste Man - Where does a waste of space like me go
when I die?’
Name of entrants: Chian Ya-ting & Yeh Si-you
Team name: 1421
Third prize: ‘Make Land Smile, Start From Taiwan’
Name of entrants: Lin Chia-hsuan & Tseng Fan-hao
Team Name: Yanjing x Lianguang
Chung Yi-ting and Gung Chun-kang’s entry in the student category
also received high praise from the jur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ill award each of the three winning teams in the professional
category NT$250,000, to 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t the
Cannes Lion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reativity in France in June of
2020.
This year, we invited Nadya Kirillova, the creative director of Japan’s
Dentsu Team B and Carlos Andres Rodriguez and Juan Pablo Garcia,
the creative director and general business director of MullenLowe
SSP3 to serve on our jury.
Entries in this year’s selection process have already been uploaded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rending Taiwan YouTube channel
(https://reurl.cc/A1Lzb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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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全國決賽結果出爐
「108 年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全國決賽於本
（108）年 12 月 14 日在公共電視臺攝影棚順利舉行，全國前 5 名
優勝隊伍依序為桃園市立武陵高級中等學校、天主教道明學校財
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學、彰化縣私立精誠高級中學、臺北市
私立復興實驗高級中學及臺中市私立華盛頓高級中學。外交部將
安排前 3 名優勝隊伍組成「108 年外交小尖兵代表團」赴「新南向」
政策重點國家印尼及紐西蘭參訪交流；第 4 及第 5 名優勝隊伍則
各獲頒獎金新臺幣 2 萬 5 千元。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執行長歐
江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門委員林琬琪應邀出席頒獎。
歐執行長致詞表示，外交部及教育部自民國 91 年起共同舉辦
外交小尖兵選拔活動，今年已經是第 18 屆。18 年來已有超過
2,400 個學校、9,800 位同學參加。外交部樂見多年來參與「外交
小尖兵」的成員都能在各行各業發光發熱，並繼續為臺灣的國際
參與貢獻心力。
外交部將安排本屆小尖兵代表團於明（109）年寒假期間參訪
印尼及紐西蘭政府機構、國際組織、智庫及非政府組織，並與當
地青年學生進行交流，協助深耕新南向國家青年世代友我人脈，
發揮青年外交成效。
本次決賽也選出 5 支表現優良隊伍，分別為國立金門高級中
學、臺北市立大同高級中學、國立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南
市私立港明高級中學及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各獲頒獎金新臺幣
1 萬元。此外，8 支佳作隊伍分別為臺中市私立立人高級中學、臺
中市私立明道高級中學、新北市私立淡江高級中學、臺北市立成
功高級中學、嘉義市私立輔仁高級中學、臺中市私立弘文高級中
學、屏東縣私立美和高級中學及臺中市私立明德高級中學，各獲
頒獎金 5 千元，以資鼓勵。外交部希望所有參賽的青年朋友繼續
保持對學習外國語文與國際事務的熱情。
決賽包含話劇表演、英語即席演講及益智問答等三階段競
賽，話劇表演主題為「新世代願景，新南向同行」。英語即席演
講題目為「青年在臺灣的環境外交上可以做什麼？請試說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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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做法」；益智問答題目範圍則涵括國際時事、國際關係基本
常識及我國對外關係等。全國決賽的精采過程將於明年 1 月 17 日
（星期五）中午 12 時在「公視+」，1 月 18 日（星期六）上午 9
時在公視一台，1 月 19 日（星期日）下午 4 時在公視三台播出，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收看。（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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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將透過國際衛星訊號向全球轉播台北 101 大樓跨年燈光煙
火秀
外交部（108）年與華視合作，將於臺北時間 12 月 31 日 23
時 55 分起透過國際衛星向全球實況轉播「台北 101 大樓跨年燈光
煙火秀」跨年倒數及燈光煙火秀盛況，並已將衛星參數透過各駐
外館處提供國際媒體下鏈轉播使用，同時歡迎國際媒體駐臺記者
前往採訪。跨年煙火影片另可在外交部 YouTube 平臺「潮台灣」
（Trending Taiwan）頻道觀賞，歡迎各界上網點閱。
2020 年新年煙火大秀主題為「希望之光・臺灣」，全長 300
秒，讓臺灣這艘希望之舟，乘載著多元文化及豐沛物產，人民同
舟共濟，最後以「2020 GO Taiwan」的畫面結尾，象徵共同迎向
嶄新希望與夢想的 2020 年！
台北 101 大樓自民國 94 年起，於每年元旦零時零分施放煙火
慶祝跨年，為我國年度盛事。「台北 101 大樓跨年燈光煙火秀」
曾獲「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網站評選為全球十大獨具特
色的跨年城市活動之一，也獲英國廣播公司（BBC）、今日美國
（USA Today）、日本朝日電視台、美聯社、法新社、路透社等等
知名國際媒體高度關注與報導。此外，台北 101 大樓跨年煙火更
帶動周邊旅遊熱潮，近年我國臺北市獲得旅遊網站票選為全球十
大最受歡迎的跨年城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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