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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馬英九總統於 3 月 13 日至 19 日，率團前往中美洲友邦瓜地馬拉

及貝里斯訪問，此行乃應瓜國總統莫拉雷斯(Jimmy Morales)、貝里

斯總理巴洛(Dean O. Barrow)及中美洲議會議長阿瓦拉多(Jose 

Antonio Alvarado)邀請前往訪問。 

    馬總統在瓜地馬拉訪問期間，前往瓜國國立文化宮，更換該國極

具歷史意義的和平玫瑰，並與瓜國總統舉行元首會談；另外，由於中

美洲議會總部位在瓜地馬拉，馬總統更赴議會總部發表演說，格外具

有指標意義。 

    而在貝里斯訪問期間，外交部也規劃加勒比海友邦國家「三聖」

齊聚貝國，促成五國元首圓桌茶敘。馬總統此行多番強調，雖然「久

安專案」只訪問 2友邦國，但卻與多位元首、總理和政要進行交流互

動，不只機會難得，對鞏固邦誼也極為重要。 

    另外，此行出訪分別過境美國休士頓與洛杉磯，馬總統把握機會

與當地政要、僑胞互動，除了宣慰僑胞，更進一步深化台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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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馬英九總統任內第十二次出訪的「久安專案」，主要是應中美洲

友邦瓜地馬拉總統莫拉雷斯以及中美洲議會議長阿瓦拉多之邀前往

訪問，此行關注的焦點有三：第一、馬總統在瓜國「文化宮」與莫拉

雷斯的會談，第二、馬總統在瓜國國會的演說以及在中美洲議會的演

說，第三、馬總統在貝里斯的五國圓桌會議。 

    途中過境美國休士頓與洛杉磯，由於是馬總統任內最後一次出

訪，因此，美方給予的過境規格以及與哪些政要接觸，都是隨行採訪

關注的新聞重點。為此，央廣記者跟團採訪，不僅掌握行程動向與意

義，亦提供聽眾第一手詳實報導。 

 

二、過程 ( 休士頓過境 – 瓜地馬拉 – 貝里斯 – 洛杉磯 ) 

3 月 13 日(日)： 

台灣時間上午(08：50)出發，於美國時間 13 日上午(台灣 23：30)抵

達洛杉磯過境。 

 

3 月 14 日(一)： 

馬總統抵達休士頓是當地時間 13 日上午，總統與當地政要午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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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台塑德州廠區參訪。晚間僑宴，也宴請德州當地議員出席。 

 

3 月 15 日(二)： 

馬總統在休士頓當地時間 14 日上午(台灣時間 15 日 00：30)，啟程

飛往瓜地馬拉。抵達後總統前往瓜國總統府「文化宮」，接受正式軍

禮歡迎，並與瓜國總統莫拉雷斯展開雙邊會談，隨後接續舉行國際記

者會。 

結束記者會後，馬總統率團前往當地知名購物中心，與曾赴台留學的

珍珠奶茶店家互動。活動結束後，總統回下榻飯店與瓜國農商工金協

進會閉門會談，晚間則受邀出席瓜國總統國宴。 

翌日，當地時間 15 日清晨(台灣時間 15 日 21：30)，馬總統與隨行

媒體早餐餐敘，並說明此行心得，緊接著就前往拜會瓜國最高法院院

長。  

 

3 月 16 日(三)： 

瓜國當地時間為 15 日下午(台灣時間 16 日 05：00)，總統赴中美洲

議會發表演說。隨後，總統則赴有中華民國資助興建的中美洲經濟統

合研究中心，致詞並完成揭牌儀式。 

之後總統接受多家國際通訊社(艾菲社、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專訪，專訪完後，總統出席晚宴並宴請旅瓜僑胞代表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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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四)： 

訪團飛抵貝里斯為當地時間 16 日近午(台灣時間 17 日 00：55)，貝

國總督楊可為接機後並設宴歡迎，接著馬總統便與貝國總理巴洛閉門

會談，隨後舉行五國圓桌茶敘(中華民國、貝里斯、聖露西亞、聖文

森、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當天最後一個行程，是馬總統與隨團

記者茶敘。  

 

3 月 18 日(五)： 

從貝里斯離境，飛往美國洛杉磯過境。馬總統在下榻飯店與美國政要

電話互動，晚間出席僑宴及接見當地議員(台灣時間 18 日 09：00)。 

 

3 月 19 日(六)： 

於洛杉磯時間 18 日 11：30 搭車赴機場，準備返回台北，於台灣時間

19 日下午 17 時許抵達桃園機場。 

 

 

三、心得 

   「久安專案」為馬英九總統任內第 12 次出訪，主要受瓜地馬拉總

統莫拉雷斯、中美洲議會議長阿瓦拉多，以及貝里斯總理巴洛邀訪。

雖然總統任期將於 5 月 20 日屆滿，但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為

職志的馬總統，仍恪遵憲法職責往訪友邦，並針對具體的援外計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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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交換意見。 

    瓜地馬拉與貝里斯較有交集的外交援助項目，是在治安維護的部

份。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曾將治安維護及監視報案系統技術，輸出到友

邦國家尼加拉瓜，深獲好評，因此，馬總統也指示內政部警政署提出

必要支援；這突顯中華民國的治安維護系統，已經成為另類的外交軟

實力。 

    此外，針對馬總統此行訪問，央廣記者歸納 3 大重點。第一，與

瓜國總統莫拉雷斯一起更換瓜國文化宮內的和平玫瑰；第二，中美洲

議會演說；第三，在貝里斯的五國元首圓桌茶敘。 

    瓜地馬拉內戰已久，1996 年才正式停止戰火，在文化宮的和平

玫瑰，象徵對和平的追求與省思；而馬總統近年不斷倡議東海、南海

和平倡議，再加上兩岸關係雖彼此合作卻又相互競爭的現狀，馬總統

更換和平玫瑰，特別具有鞏固和平的意義。 

    在中美洲議會演說方面，由於中美洲議會成員多為區域經貿重要

國家，且由卸任的元首、副元首擔任要津，在外交政治上，具有一定

的重要地位；因此，馬總統在議會發表演說，不僅提升中華民國在中

美洲的能見度，也映襯出我國的外交實力。 

    而在貝國的五國元首圓桌茶敘，雖然場面簡單，但意義深遠，除

了解友邦國家在基礎建設上的需求，並給予人道、人權上的支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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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國家也一致表示，願意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並協助中華民國在

國際發聲，是場極為重要的元首會談。 

    此外，馬總統過境美國行程，也是值得關注的焦點。不論去程的

休士頓或回程的洛杉磯，美方給予中華民國訪問團都有一定的禮遇規

格，美方現任參、眾議員或內閣官員，不僅肯定馬總統外交表現，提

升了台美關係，也明確表態願意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戰略經濟夥伴

協定(TPP)。此行過境美國，除了維持台美關係外，也爭取到美國政

要對台灣的支持。 

    雖然總統出訪行程緊湊、辛苦；不過能親自跟隨總統腳步造訪友

邦，感受中華民國國旗備受尊重、瞭解中華民國在當地推動的各項合

作計畫，協助友邦人民改善生活，不僅令國人倍感欣慰，亦深感於詭

譎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唯有秉持務實為推展外交的手段，中華民國才

能走出一條國際活路！ 

 

四、建議事項 

    總統出訪具有鞏固友邦情誼、促進國際參與等多重意義，惜大部

份臺灣媒體考量政府交接之際，因此不太著眼總統此行出訪，以及友

邦國的各項合作計畫，但事實上，這些都是中華民國拓展外交工作中

相當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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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廣身為國家廣播電臺，針對總統出訪各項訊息均會作全方位與

詳實報導，且此行央廣是唯一一家廣播型態的媒體，更突顯服務廣播

聽眾的必要性，因此建議爾後相關行程仍循例指派記者隨行採訪，方

能提供海內外的聽眾及網友最完整且詳實的新聞。 

    馬總統出訪除了各項官式活動外，通常會發表重要談話或國內輿

情反應，若有即時重大訊息，除依循一般發稿程序，亦會採電話連線

方式進行報導或回報最新情況，俾使海內外聽網友掌握最新情況。 

    此行央廣除了規劃智慧型手機協助海外電話通信外，也補助記者

開通網路漫遊，以利新聞傳輸，從結果來看，皆能在新聞時段前，製

作新聞並完成傳輸，惟建議爾後可以租用行動 WIFI 機，可使記者在

外採訪更順暢。 



 9

附錄： 

本次採訪共發出 18 則新聞、一則專題，並上傳四則影音及多張相片。 

新聞報導的央廣連結如下： 

1)久安啟航 總統：外交不能有空窗期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7653 

2)總統：活路外交 8 年有成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7654 

 

3)馬總統訪瓜地馬拉 隆重軍禮示歡迎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786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fCDzPCGgE(影音) 

4)瓜盼持續合作 總統：會建議蔡英文延續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7894 

5)瓜國國宴 馬總統大獻歌藝唱「梅花」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7936 

6)林全組閣 馬總統：有助完整交接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055 

7) 馬總統：與教廷邦交穩固 

http://www.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258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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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提立委女性比例高 獲瓜國議會喝采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05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0nYKDCLHk(影音) 

9)總統中美洲議會演說 強調兩岸和平紅利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094 

10)總統：卸任後仍會關心國家事務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15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rJ-CLwNGQ (影音) 

11)台灣之光 貝里斯首位台裔女醫師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331 

12)開放媒體登太平島 馬總統：規劃中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363 

13)活路外交有成 友邦元首盼繼任者能跟進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398 

14)遭中美洲議會矮化？ 馬總統：自我困擾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414 

15)甘比亞與陸建交 馬總統：強烈不滿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5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7Px9DgSSQ (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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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馬總統過境洛杉磯 國旗飄揚下榻飯店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613 

17)美術老師用畫筆助學 展現外交軟實力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831 

18)美國務院肯定馬總統 台美關係堅實甚以往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8861 

專題 外交工作不懈怠 馬總統卸任前的漂亮身影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59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