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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日前赴美訪問，由於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

文已於 6月訪美，並進入國務院、白宮國安會等多個政府部門，朱立倫訪

美的規格與待遇引發國內高度關注。 

朱立倫此行緊扣兩岸關係、臺美關係與臺灣參與國際空間等議題，在

與美方官員會晤時，爭取臺灣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第二

輪談判，也提到國民黨將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

關係由和平發展進一步成為合作雙贏，他並以國民黨的立場向美方說明

「馬習會」的內容。 

此外，朱立倫也表示，此行見到所有該見的朋友，「也有意外見到的

朋友」，美方還因應他的行程匆促，特別安排他在 1天內見完所有官員，

展現朱立倫希望在訪美行與蔡英文一較高下的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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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朱立倫自 10 月 17 日正式宣布參選 2016 年總統大選後，便積極安排

訪美行程，朱立倫希望藉由訪美，與美方官員會談，展現總統參選人的高

度，也想傳達國民黨受美方信任的形象，其一舉一動備受關注。 

此行攸關明年的總統大選，央廣身為國家廣播電臺，理應派出記者隨

團採訪，忠實完整呈現所有內容，為聽眾與網友帶回第一手現場報導。   

 

 

二、過程 

11 月 10 日(二) 

1) 傍晚搭機前往美國洛杉磯，出發前預發朱立倫這趟 7 天 6 夜的行程與

重點，在機場處理朱立倫通關情形與受訪內容。 

2) 美西時間 10 日下午 2 時左右(臺灣時間 11 日上午 6時左右)抵達洛杉

磯，處理朱立倫抵達機場與僑胞接待的情形。 

3) 抵達洛杉磯後，朱立倫便前往下榻飯店，兩名美國眾議員來訪，隨即

舉行臺灣媒體與洛杉磯媒體記者會，處理記者會內容以及與議員會談

情況。 

4) 晚間處理朱立倫參加洛杉磯僑胞晚宴及造勢大會。 

 

11 月 11 日(三) 

1) 於美西時間11日上午7時許(臺灣時間11日晚間 11時許)飛往美國東

岸華盛頓，於美東時間 11 日下午 3時許(臺灣時間 12 日清晨 4 時許)

抵達華盛頓機場，處理駐美代表沈呂巡與僑胞接機情形。 

2) 晚間處理朱立倫出席大華府地區僑胞歡迎晚宴及會後堵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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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晚間預發朱立倫隔天將拜會的行政機關、智庫，及文傳會主委林奕華  

   對於相關行程的轉述。 

 

11 月 12 日(四) 

1) 上午先前往國務院，確認朱立倫進出國務院，並等候其出來後是否發

表談話；之後轉往白宮國安會，處理這兩場會見的情況。 

2) 下午前往貿易代表署，傍晚再回到國務院，處理朱立倫二度進入國務

院的情況及出來後的談話。 

3) 晚間到雙橡園參加駐美代表處的歡迎晚會，但朱立倫臨時缺席。 

4) 晚間處理知情人士轉述朱立倫一整天拜會行政官員的行程與談話內  

   容。 

5) 晚間處理朱立倫隔天與白宮國安會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的早餐 

   會。 

 

11 月 13 日(五) 

1) 朱立倫上午前往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與美國專家、學者舉

行閉門研討會，處理開放致詞部分。 

2) 中午處理朱立倫投書「華盛頓時報」的內容。 

3) 朱立倫下午參訪林肯紀念堂，處理朱立倫當導覽的情況，以及對於副   

   手相關議題的回答。 

4) 下午飛往紐約，於美東時間 13 日晚間(臺灣時間 14 日上午)抵達紐約， 

   處理朱立倫參加大紐約地區僑宴的情況，及對法國恐怖攻擊的回應。 

 

11 月 14 日(六) 

1) 朱立倫於美東時間 14 日上午 8 時(臺灣時間 14 日晚間 9 時)在紐約與

他在紐約大學攻讀會計博士學位的指導教授 Ronen 進行早餐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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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內容及兩人的訪問。 

2) 中午處理朱立倫在紐約舉行的訪美記者會，說明此行成果，並再次對

法國恐攻事件表示譴責。 

3) 下午飛往西岸舊金山，於美西時間 14 日晚間 8 時(臺灣時間 15 日中午

12 時)抵達訪美行程最後一站舊金山，參加舊金山灣區僑界歡迎晚會，

處理晚會內容。 

 

11 月 15 日(日) 

1)14 日深夜抵達舊金山機場，搭乘 15 日凌晨班機返臺。 

 

11 月 16 日(一) 

1)早晨抵達臺灣。 

 

 

三、心得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旋風訪美，雖說是 7 天 6夜的行程，但扣除

往返美國的飛行時間，實際上只剩下 4 天半。在這 4天半的行程中，朱立

倫跑遍東、西岸共 4 個城市，顯見這趟訪美行有多匆促，也展現朱立倫重

視美國與僑胞的態度。 

    朱立倫此行的重頭戲在華府行程，他一整天都在與美方行政官員會

面，前後進入國務院、白宮國安會、國防部與美國貿易代表署，與國務院

副國務卿布林肯、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康達等人會面，接見的規格及

待遇與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訪美時相同。 

   朱立倫不但多次強調「所有該見到的人都見了」，也透露他意外見到

一些出發前不知道會見到的朋友。他並表示，美方人士來臺訪問時，通常

都要配合我方官員的時間，不太可能安排在 1天內會面，因此，他很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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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為因應他的行程匆促，特別安排他在 1天內見完所有官員。由此可

見，朱立倫認為此行備受美方禮遇。 

    朱立倫在與美方官員會談時，提及國民黨執政 7年多來，恢復臺、美

良好的互信關係，他感謝美方長期支持臺灣民主、國家安全與國際空間，

也與美方針對自由民主、安全合作、尤其是經貿關係交換意見並深入討論。 

  朱立倫強調臺美經貿關係密切，並向美方表達臺灣希望加入跨太平洋

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第二輪談判，也提到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及美國豬肉進口等問題。他強調，臺灣一定會優先考量民眾健康及

周邊國家的立場。 

  此外，朱立倫也就東亞國際安全與美方交換意見，會中提及兩岸關

係。他強調，國民黨將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關

係由和平發展進一步成為合作雙贏，他也以國民黨的立場向美方說明「馬

習會」的內容。 

  此外，朱立倫也向美方談到東海、南海等情勢，希望周邊各國能擱置

爭議，共同開發資源。朱立倫在會中一一闡述他的理念與想法，希望讓美

方更清楚了解國民黨的政策以及他的政見。 

   整體而言，朱立倫此行將重點放在為臺灣爭取國際參與空間，也強調

唯有國民黨才能穩當處理兩岸關係，雖然他的接待規格及待遇並未超越蔡

英文，談話內容也未超出既有架構，但對於身為總統參選人的他來說，此

行展現出國際格局與高度，仍具有加分的效果。 

 

 

四、建議事項 

    這次採訪得到電臺各級長官的全力支援，讓相關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建議往後若有類似採訪行程，電臺仍能繼續支持記者出國採訪，不但可擴

充記者的視野及採訪經驗，也能增加電臺的國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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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通訊軟體 LINE 已十分普及，不只各採訪路線都有 LINE 的對話

群組，同業間也都以此聯繫，就連政府官方單位或政黨也常以 LINE 傳遞

訊息，因此，雖然這次採訪攜帶公務手機，但仍另以個人手機號碼申辦 5

天的國際漫遊，以便與同業、國民黨聯繫、互通資訊，建議電臺未來能建

立常態，讓記者方便作業。



8 
 

附錄 

本次採訪共發出 29 篇新聞報導，並上傳多張相片。 

新聞報導的央廣連結如下： 

 

1) 朱立倫啟程訪美 規格層級比照蔡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355 

2) 心情輕鬆抵機場 朱：該見的都會見到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370 

3) 朱立倫抵美 近百僑胞接機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459 

4) 朱與美眾議員會面 爭取臺入 TPP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491 

5) 總統關切訪美 朱：該見的都會見到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498 

6) 開放美豬否 朱：優先考量民眾健康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510 

7) 安撫僑胞 朱：盡快安排洪到僑界致謝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537 

8) 朱立倫抵華府 會見行程備受矚目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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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黨知反省 永遠以民意為依歸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719 

10) 否認不分區名單外流 朱：回國後才討論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766 

11) 朱立倫華府行 預計拜會白宮、國務院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781 

12) 朱立倫入國務院 預料會見布林肯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927 

13) 朱兩度進出美國務院 會晤布林肯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942 

14) 會見美官員 朱：該談的都談了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3946 

15) 朱立倫見美官員 「該見的都見到」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006 

16) 朱立倫見美官員 爭取加入 TPP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018 

17) 朱與麥艾文早餐會 將討論兩岸議題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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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朱立倫：培養政治基礎 補足兩岸政策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134 

19) 朱立倫投書華時 強調九二共識的重要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136 

20) 朱：下週公布副手人選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137 

21) 參訪林肯紀念堂 朱：林肯精神令人感動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138 

22) 朱立倫抗議恐攻 籲民眾提高警覺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179 

23) 下週公布副手 朱：要有政務經驗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183 

24) 衝刺選舉 朱：只要努力 沒有不可能的事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219 

25) 朱立倫見大學教授 Ronen 讚有能力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337 

26) 巴黎恐攻 朱立倫嚴正譴責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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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訪美行近尾聲 朱：有意外見到的朋友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341 

28) 朱立倫紐約求學回憶多 最想念熱狗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342 

29) 朱：雖然來遲 但一定要來得及勝選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34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