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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樹森森立，漁舟渺渺浮。

猴子島

猴子島，位於新村港灣，長15公

里，寬1公里，海拔250公尺。遊客搭乘

跨海索道，10分鐘即可到達。

島上，野果遍地，岩洞無數。樹木

茂密，獼猴甚多。

獼猴，屬靈長類高等動物，紅臉藍

睛，身棕灰色。體型俊美，聰明伶俐，

性情溫良，與人相處友好，極為可愛。

南田溫泉

南田溫泉，依山傍海，順勢而建。

露天溫泉池，大大小小，60多個，泉水

30℃─40℃，礦物質含量豐富。

熱帶花木遍佈池邊，氤氲縈繞，恍

如仙境。沐浴池中，心曠神怡。

椰林大觀

海南椰子樹，遍佈全島。東郊椰

林，方圓數十里，椰子樹50餘萬株。

東郊椰林

有詩云：海畔椰林一片青，樹高葉

蓋幹亭亭；年年月月颱風襲，屹立依然

總不驚。

椰子樹，屬棕櫚科喬木。幹直無

枝，葉似傘型，果升頂端，開花結實，

四季不斷。海南椰子樹，品質優良，種

類繁多。有高椰、矮椰、斜椰、青椰、

紅椰、白椰、香椰、水椰等十數種。

椰樹全身都是寶

椰幹，可建屋造船。椰殼，可做飲

食用具、手工藝品。椰汁，清甜芬香，

有消暑、解熱、明目、健胃、駐顏、養

生等功能，是超級天然飲料。

廣告詞

暢飲一杯椰子汁，海南百歲老人

多。

椰林風韻

月白風清之夜，漫步椰林。遠望

似萬馬揚鬃，氣勢昂揚。近看如少女婷

立，儀態閑靜，百狀千姿，美不勝收。

（作者為資深橋牌高手，業餘作家，現

年90歲）

▲椰子樹全身都是寶，圖為結實纍纍的椰子樹。

出使瓜地馬拉 折衝樽俎    
外交生涯四十年雜憶之九

▓吳仁修

時移勢易 如履薄冰

駐瓜大使歐鴻鍊於1996年10月間返

國榮任外交部次長後，12月9日我奉派

接任大使。12月29日瓜國政府與游擊隊

簽署和平協定，正式結束長期内戰。這

是瓜國歷史重要轉捩點，世界各國極為

重視，並密切觀察後續發展。部裡長官

和駐館同仁均催促我早日抵瓜，坐陣指

揮，應付新局。1997年1月9日，偕內人

由委內瑞拉返國宣誓就任新職，並聽取

指示。在台期間，國內媒體大幅報導瓜

國政局劇變消息，高度注意台瓜關係演

變，並紛作各種揣測。記者頻頻追問瓜

國和平協定事務及探詢雙方邦交有無風

吹草動之虞。面對瓜國丕變政局，我們

赴任心情由歡欣自信，轉為凝重沉著。

1月24日中午，飛機抵達瓜京機場，我們

好整以暇，理清思緒，從容下機。除瓜

國禮賓官員，僑胞及使館同仁夫婦外，

果然不出所料，瓜國各報記者大陣仗等

候採訪，詳詢日後台瓜關係走向。次日

各報大幅刊登我們抵任消息及照片，報

導平穩正面，各界反應良好，撫平僑界

及同仁忐忑心情。

記得1963年在外交部禮賓司典禮科

服務時，我經辦新任駐外大使的到任國

書和卸任大使的離任國書，國書均由外

交部專人用毛筆繕寫，報請總統府核閱

用璽後，再交新使。國書內容仍沿用文

言文，多年來一成不變，以現在的觀點

來看，可能顯得文皺皺，但遣詞用字，

確是臻於完美。有一次在國外遇到曾在

禮賓司負責辦理國書的同事，閒聊談及

國書時，我一時興起，背誦國書全部內

容，一字不漏，他頗為驚訝。

有無邦交 天壤之別

我 於 2 月 1 4 日 向 瓜 總 統 阿 爾 蘇

（Alvaro Arzu）呈遞到任國書。當天依

序計有貝里斯、我國、日本、俄羅斯和

芬蘭五國大使先後呈遞國書，儀式莊嚴

隆重。瓜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親自到我

寓所迎接，陪同前往總統府，大使館參

事丁大山和武官蔡明忠兩人搭乘另一輛

禮車隨行，車隊前面有警察摩托車隊開

導引路，直達總統府內庭。會場高掛我

國與瓜國國旗，儀隊和樂隊列隊歡迎，

隨即奏我國歌。之後禮賓司司長引導我

們進入總統府大廳，外交部代理部長阿

基列拉（Gabriel Aguilera）佇立迎接。

我趨前向總統呈遞到任國書，同時按例

並遞前任大使離任國書。瓜總統邀我就

坐，從容小敘，品嚐咖啡。他前於瓜地

馬拉市長任內偕夫人和公子應我邀請訪

台時，我和內人曾陪同參訪，算是舊

識，他對我出使瓜國表示由衷歡迎，談

話氣氛輕鬆愉快。我介紹隨行館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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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觀禮之內人和丁參事夫人亦由禮賓

官引見瓜國總統，簡短致意寒暄。呈遞

國書後，我們由禮賓司官員陪同赴獨立

英雄紀念碑獻花致敬。軍方儀隊軍容壯

盛，來自中華民國學校的學生亦手持兩

國國旗，列隊歡迎。甫自無邦交國離任

抵瓜，此刻重聞樂隊奏我國歌，目睹國

旗在藍天白雲下飄揚，感慨系之，榮譽

與辛酸澎湃胸懷，久久不能自已。

面對挑戰 戒慎惕厲

1996年12月29日在聯合國見證下，

瓜地馬拉政府與武裝游擊隊「瓜地馬拉

全國革命團結（URNG）」正式簽署永

久和平協定，游擊隊放下武器，結束長

達36年之武裝衝突。瓜國政府邀請友邦

派員觀禮，我方決定應邀由外交部長章

孝嚴代表赴瓜，中共立即表態，反對章

部長赴瓜。我與瓜國邦交素篤，應邀派

人，乃名正言順，豈容他人置喙。此事

所以緊張複雜化，關鍵在於游擊隊要

求，必須由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來瓜，

負責監督執行游擊隊停火繳械、政府安

置難民和調查違反人權案等事宜。聯

合國派兵維持和平，需經安理會表決通

過，中共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握有否

決權，有機可乘，立即見縫插針，企圖

破壞台瓜關係。最後，因為瓜國堅持依

照國際慣例邀我參加，不肯讓步，章部

長終於成行。此事引發瓜國媒體廣泛討

論，要求重新檢討瓜國對外政策，並作

各種不利於我之推測和建議。我於1997

年1月到任後，每日面對排山倒海而來、

錯綜複雜的嚴峻挑戰。上下班時，看著

使館及寓所高掛飄揚的國旗，內心明白

身在戰場，守土有責，我們不斷勉勵和

武裝自己，要打一場美好的仗，不辱使

命。所幸與同仁夙夜匪懈，艱忍奮鬥兩

年後，兩國邦交日趨穩定密切。  

加入中美洲議會

中美洲議會於1991年成立，會址設

於瓜地馬拉首都瓜地馬拉市，目前會員

國有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和多明尼加五國。此外，另有

墨西哥、委內瑞拉和波多黎各三個觀察

員。基於拓展國際空間之考量，我國立

法院決定加入中美洲議會為觀察員，使

館接奉指示後，全力配合促成。1999年1

月，由參事蔡孟宏陪同，拜會該議會政

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席瑞索（Vinicio Cerezo 

瓜地馬拉前總統）等人詳談，初步交換

意見，我再三強調，我國願意且有能力

與會員國交流合作，分享經驗，作出貢

獻。他聽後表示，中美洲議會共有議員

一百多人，都是各國大選時選出，各國

甫卸任總統和副總統都是當然議員，議

員分隸各國共三十多個政黨，政治思想

和主張分歧，我國加入案有待議會內部

先行研究溝通，尋求共識。我另專程拜

會中美洲議會議長雷伊納（Carlos Roberto 

Reina），懇請協助成全，他表示樂見

我國加入成為觀察員。約兩個月後，我

應邀前往中美洲議會，向全體議員報告

我國政經現況、申請入會緣由，籲請支

持。6月29日，中美洲議會開會討論我

國加入案，若干左派議員強烈反對，阻

撓會議進行，甚至以暴力手段扯斷麥克

風，議長雷依納眼見議場秩序失控，立

即宣布休會。據悉，有一我國友邦反對

黨領袖當日人在國外某國大使館，遙控

指揮其議員杯葛我案，當晚雷議長主動

與我聯繫，說明討論我案經過，並詢問

我方意見。我說，行百里路半九十，請

他務必幫忙到底，並建議次日繼續討

論我案時，於適當時機付諸表決。6月

30日，表決結果，以49票贊成，17票反

對，8票棄權，通過中華民國立法院成為

中美洲議會觀察員。

雷依納議長曾於1994─1998年膺任

宏都拉斯總統，卸任後轉任中美洲議會

議員，被選為議長。他和藹誠懇，態度

友善。我與他往來酬酢，頗為愉快。他

於1999年10月議長一年任滿後，專任議

員至2002年止。後因疾病纏身，而厭世

自殺，享年77歲。

行政院長蕭萬長訪瓜

當時我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但

外交空間受到壓制限縮，政府對維護邦

交，不遺餘力，訪瓜官員絡繹於途，應

接不暇。1999年5月，行政院長蕭萬長

奉派為慶賀特使，率團前往薩爾瓦多，

參加新總統佛洛雷斯（Francisco Flores 

Perez）6月1日就職典禮。5月28日途經

瓜地馬拉，順道訪問，團員包括外交部

長胡志強、經建會主委江丙坤、新聞局

長程建人、經濟部次長林義夫、立法委

員、企業家及隨行記者等人。下榻瓜京

旅館不久，瓜國外交部禮賓司長陸斯

（Maria Luz de Zyrion ）找我，神色緊張

的說，她有緊急要事必須立即面報胡部

長。我們三人會面後，她壓低聲音說：

「旅館安全小組剛才接獲密報，下午五

時整，旅館內將有炸彈爆發。可否立即

引領蕭院長伉儷下樓，步行到旅館對街

商店，佯作閒逛購物，以防萬一。」我

們判斷是有心人惡作劇，企圖製造混

亂，干擾訪問，我方應以不變應萬變，

不能掉入陷阱。若炸彈果真引爆，而蕭

院長伉儷卻能恰巧避開，亦將陷院長於

不仁不義。最後，我們要求旅館即刻秘

密採取安全措施，避免驚動旅館客人。

所幸，結果僅是一場虛驚，訪問行程未

受絲毫影響。當時我和胡部長守口如

瓶，其他訪問團人員都不知有此插曲。

瓜外長史坦因（Eduardo Stein）認

定，此行係途中順道訪問性質，依例不

贈勳章，幾經交涉，瓜方決定頒給總統

獎章。因獎章無法滿足我方要求，最後

我請見瓜總統說明爭取，始告定案。瓜

總統阿爾蘇夫婦設宴款待，並頒贈蕭

院長國鳥大十字勳章，瓜京僑界聯合在

華僑總會舉行盛大歡迎宴會，參加人數

約四百餘人，氣氛熱烈。會長何彥倫首

先致歡迎詞，蕭院長接著致完謝詞。就

在此時，中華商會會長桂務勇突然脫序

演出，由司儀手中拿走麥克風說：「新

聞局程局長前曾來瓜訪問，僑界留有深

刻印象。我們對其為人處事、學養、能

力和經驗非常欽佩。像他這樣的人才，

理應出任外交部長。」全場驚愣，鴉雀

無聲，司儀回神過來後，立即取回麥克

風。桂會長一席話，讓蕭院長、胡部

長、程局長和我四人均感錯愕困窘。 

難忘的總統就職典禮

2000年1月14日，司法院院長翁岳

生率領慶賀特使團參加瓜國新總統波狄

優（Alfonso Portillo）就職典禮，外交

部長程建人隨行，我亦奉派為團員，就

近參加。就職典禮原訂是日上午10時在

國家劇院舉行，因受瓜國新國會正副議

長選舉影響，典禮一再延宕。中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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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應邀觀禮來賓個個百般無聊，饑腸

轆轆。巴拿馬女總統莫斯柯索（Mireya 

Moscoso）搭乘專機準時抵瓜參加典禮，

終因不耐久等，按照她原定行程逕回巴

國。折騰6小時後，典禮開始時，來賓

都已困乏難耐。晚間新總統就職酒會，

會場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各國慶賀特

使團人員動彈不得，無法趨前向新總統

握手致賀。在不得已情況下，我單槍匹

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擠到新總統面

前代表我團向他道賀。他滿頭大汗說，

情況失控，十分抱歉，接著靠近我耳邊

小聲說：「你們情況算是最好，前天我

應邀參加貴宅晚宴，與你們特使團已經

單獨聚晤三小時了！」待我又掙扎地找

到翁特使後，以色列大使神色焦躁，向

我抱怨說：「慶賀特使團千里迢迢專程

來瓜，若見不到新總統，我要如何向政

府交代？」

馬英九訪問瓜京姐妹市

2000年8月17日，總統陳水扁應邀前

往多明尼加參加新總統梅西亞（Hipolito 

Mejia）就職典禮，順道訪問尼加拉瓜和

哥斯大黎加等國，加強友好合作關係。

台北市長馬英九接踵出訪巴拿馬、宏都

拉斯和瓜地馬拉三國首都姐妹市。國內

媒體競相報導，指為兩人較勁意味濃

厚。

2000年8月20日晚間，馬市長率團抵

瓜訪問，團員包括文化局長龍應台和新

聞處長金溥聰等人。我早於兩天前赴哥

斯大黎加參加駐中南美洲使節會議，21

日上午提前返瓜，由機場逕赴瓜京市政

府，陪同馬市長拜會市長賈西亞（Fritz 

Garcia-Gallont）。訪談結束後，賈市長

夫婦以當地菜餚招待遠客，會場備有

樂團演奏助興，賓主盡歡。下午晉見

總統波迪優和副總統雷耶斯（Francisco 

▲1998年作者夫婦舉行國慶酒會，與瓜地馬拉外長史坦因夫婦舉杯慶祝。

Reyes）。談話時，雷氏向瓜總統補充說

明：「陳總統前任台北市長後，因尋求

連任敗給馬市長，轉而競選總統成功，

甫於本年5月20日就職，馬市長早晚必

會出任總統。」馬市長聞後面露尷尬，

僅微笑以對。接著拜會文化部長魯科絲

（Otilia Lux de Coti）。晚間，我們在寓

所宴請馬市長一行，並邀賈西亞市長及

市府官員作陪。賈市長夫人為長跑健

將，與內人熟識，臨時要求陪同與宴。

飯前兩位市長簽署此次出訪唯一的合作

備忘錄，雙方同意加強市政和文化藝術

方面的合作交流，訪問順利成功。

我陪同馬市長參訪時，他曾問我：

「最近傳聞，中共即將宣佈兩岸統一時

間表，你認為如何？」我答：「目前國

人對統獨問題迄無共識，主張維持現狀

者仍佔絕大多數。中共若貿然躁進，會

不會催化統獨公投議題？」他微微點

頭，沒有答腔。

呂秀蓮柔性外交之旅

2000年5月，我國首次政黨輪替後，

瓜國朝野及華僑對台灣民主進步，和平

轉移政權，多表肯定及欽慕。新政府為

鞏固邦誼，由副總統呂秀蓮於同年9月

29日率團數十人，搭乘專機抵瓜訪問。

抵達瓜京軍用機場時，受到瓜方熱烈歡

迎。聆聽軍樂隊奏完兩國國歌後，呂副

總統檢閱歡迎儀隊，因行程緊湊，當即

逕赴瓜國獨立英雄紀念碑，由瓜京市長

賈西亞和外次陪同獻花致敬。當司儀

宣佈演奏我國國歌後，軍樂隊奏出的

樂曲，竟然是義勇軍進行曲，令我方

人員咸感驚訝。我連忙前去向軍樂隊

說：「這不是我國國歌，請立即停止演

奏！」他們感到困惑不解，瓜京市長賈

▲2000年，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訪問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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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低聲說「丟臉！」。獻花完畢，呂副

總統轉往總統府，與瓜國總統會談。瓜

國總統隨即舉行酒會，頒贈呂副總統國

鳥大十字勳章。贈勳前，軍樂隊又演奏

兩國國歌。原來機場迎賓、獨立英雄紀

念碑前獻花和總統府贈勳三項節目，均

安排演奏國歌，瓜國國防部軍樂隊隊員

約共三十人，因攜帶樂器搭乘巴士，行

動較不俐落，無法快速隨同禮車連趕三

場，故由機場逕赴總統府待命。樂隊隊

長臨時委派另一小樂隊赴獨立英雄紀念

碑演奏，忙中出錯。事後，瓜國外交部

禮賓司長正式向我道歉時說：「軍樂隊

隊長已經遭到免職處分。」

在瓜國總統贈勳酒會中，呂副總統

一位隨員提醒我，儘量陪在呂副總統身

邊照料，讓瓜國媒體有機會多報導她，

因為我方隨行媒體記者杯葛抵制報導她

的活動。原因是在前一站訪問貝里斯

時，記者頻問呂副總統：「今年我們將

用何名義爭取進入聯合國？」等敏感問

題，因為未獲正面答覆，記者們動怒離

去，場面尷尬。聽說，呂副總統還為此

傷心落淚。我也發現訪問團中，有位官

員未守分際，附和媒體，隨時在背後批

評呂副總統的言行舉止，不符官箴，異

乎尋常。

29日晚間，瓜國總統設宴款待呂

副總統一行，30日上午全團由瓜國副總

統雷耶斯夫婦等人陪同，前往馬雅文

化古蹟Tikal參觀。因係搭乘專機，座位

有限，瓜方官員又積極爭取陪同，內人

讓位成全他人。晚間，我和內子在寓所

宴請呂副總統等一行，瓜國總統、副總

統、外交部長等內閣閣員夫婦等人參

加，賓主共約120人，氣氛熱烈。隨行

媒體記者雖也獲邀，竟然全部留在旅館

「趕稿」，是故意缺席嗎？

宴會結束後，餘興節目溫馨多元，

內容豐富。呂副總統的隨身侍衛應請表

演功夫，身手矯健，武藝精湛，獲得熱

烈掌聲。全體合唱民謠「望春風」，愉

悅感人。隨行的台北縣靈鷲山心道法

師，藉機宣揚說，他創立舉世唯一的宗

教博物館，旨在促進世界和平。呂副總

統問瓜總統和副總統：「要不要法師加

持？」他們雖然都是天主教徒，但毫不

猶豫，齊聲回答：「要！」法師乃闢室

分別與兩人對談，予以加持祈福，並指

點迷津，結果皆大歡喜。這是一次成功

的柔性外交之旅。

敦睦艦隊首次訪瓜

多年以來，外交部和國防部都有派

遣海軍敦睦艦隊訪問中南美洲邦交國之

構想和計畫，以實施海上訓練，加強戰

力並敦睦邦誼，後因經費闕如，及中途

停靠補給等技術問題而作罷。2001年3月

9日上午，我國海軍「九０遠行訓練支

隊」由支隊長高廣圻少將率領，首次抵

達中南美洲訪問，瓜地馬拉是第一站。

艦隊由「武夷艦」（油彈補給艦）、

「子儀艦」（彈導巡防艦）和「承德

艦」（拉法葉艦）三艘軍艦組成，成員

包括海軍官校應屆畢業學生和士官兵共

921人。艦隊緩緩駛入瓜國太平洋岸戈查

爾（Quetzal）港碼頭後，受到瓜國海軍

士官兵、僑胞和當地民眾熱烈歡迎。我

陪同瓜國防部副部長波薩達將軍檢閱儀

隊後，由高支隊長引領登上「武夷艦」

參觀，軍艦上設有文宣館，對外開放參

觀。下午，海軍官校鼓號樂隊和海軍樂

儀隊前往總統府前廣場示範表演，由

瓜國防部長阿雷瓦羅（Eduardo Arevalo 

Lacs）將軍和我國防部長伍世文共同主

持。民眾聞訊前來觀賞，擠得水洩不

通。他們對我軍容壯盛，訓練精良，咸

表欽佩。分列式和儀隊操槍表演，動作

純熟，整齊劃一，更令觀眾大開眼界，

興奮鼓掌，讚不絕口。我國國威遠播，

僑胞同感與有榮焉。

伍部長偕夫人提早數日抵瓜訪問，

受到瓜方熱烈歡迎。訪問期間，曾由我

陪同晉見總統波迪優。瓜國防部長夫婦

以盛宴款待並頒贈勳章。我和內子另在

寓所設宴歡迎伍部長及夫人、敦睦艦隊

高支隊長及三艦艦長等人，瓜國防部長

夫婦亦應邀參加。是晚大家輕鬆餐敘，

溫馨盡興，最後全體合唱多首民謠，依

依道別。伍部長伉儷及敦睦艦隊訪瓜，

對增進兩國睦誼，貢獻良多。當時的高

支隊長為軍中幹練俊材，前途看好。後

來果然平步青雲，一路晉升到上將，

出任海軍司令，最近改任首席副參謀總

長。

國家元首出訪

2001年5月，陳總統率團一行約200

人，搭乘專機抵瓜作國是訪問。此為我

國總統首次訪瓜，不少熱心扁友會成員

自國外跟訪。瓜方係第一次以盛大軍

禮迎賓，並鳴放21響禮砲，因此動作稍

嫌生疏。是日閱兵指揮車在報到途中，

臨時故障拋錨，在我身旁的外交部禮賓

司長馮寄台得悉，輕聲的説「這下糟

了！」兩國年輕新科總統不慌不忙，

▲2001年，時任國防部長伍世文率敦睦艦隊訪問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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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校閱1000名官兵組成之儀隊後，陳

總統問我「何以安排這麼多人？」事實

上，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不久前訪瓜時，

並無軍禮，此次瓜國軍禮迎賓，陣仗空

前，足徵重視兩國邦誼，誠意可感。

國家元首出訪，適用一般國際禮

儀，但各國傳統習慣不一，尤其開發中

國家，時常因陋就簡。多年以來，我總

統出訪時，在節目和儀節方面，態度強

勢，經常堅持己見，以為放諸四海而皆

準。我國駐使在交涉時，必須「奉命唯

謹」，達成任務，有時難免強人所難，

予人觀感不佳。若能反向思考，彈性通

融，客隨主便，或許更能賓主盡歡。

陳總統此次訪瓜，堪稱圓滿順利。

訪問期間，傳來馬其頓與我關係可能生

變訊息，隨行的外交部長田弘茂隨即脫

隊，趕往馬國處理因應。

外交團活動

中南美洲西班牙語國家篤信天主

教，天主教會具有特殊地位，勢力龐

大。教廷大使到任後，就是當然的外交

團團長（墨西哥除外）。其他國家年

資最深使節只能出任副團長。我剛抵

瓜時，教廷大使為義大利籍的莫蘭迪尼

（Giovanni Morandini），但不久之後，

他就改調南韓並兼任駐蒙古大使，繼任

者為西班牙籍的莫理涅（Ramiro Moliner 

Ingles）。兩人頗有修為，個性爽朗，對

我十分友善。

當時駐瓜使節團約有36人，同僚離

任時，例由團長教廷大使在其使館舉行

酒會餞行，並按年資贈送銀盤或瓜國油

畫留念。駐瓜四年九個月後，我已升為

外交團副團長。2001年10月間，英國C大

使奉調，急於離瓜回英，此時教廷大使

適返西班牙度假，無法趕回主持惜別酒

會。因為我與英國無邦交，英國大使對

由我代理團長主持酒會，有所顧慮，以

致酒會日期延宕未決。烏拉圭V大使是

外交團秘書，和善親切，他私下向我透

露，英國大使正向其政府請示中。我答

以：「我們都是派駐瓜國使節，參與外

交團同儕間的聯誼活動，是極其自然的

事。」最後由我和內子在教廷大使館主

持酒會，歡送英國大使夫婦。我深切了

解，我國際處境艱難，這是一個非常難

得的機會，我一定要有備而來。當天美

國、法國、西班牙、日本等國使節均踴

躍出席，氣氛熱鬧。我輕鬆自然即席演

講，六分鐘的西語致詞，不落俗套，引

起共鳴，獲得熱烈掌聲。教廷大使館的

義籍秘書聽後笑說：「以後教廷大使可

以多多休假，餞別酒會改由吳大使主持

就可以了！」              

貝里斯於1981年脫離英國，宣佈獨

立，並加入聯合國，但是瓜地馬拉憲法

仍將貝里斯列為其領土。1992年，瓜國

與貝里斯正式建交後，兩國邊界糾紛仍

衝突不斷。瓜方認為貝里斯全國領土面

積22,960平方公里中之12,700平方公里應

歸還瓜國，領土爭端迄未解決。 

貝里斯大使梅納（Michael Mena）

與我同日呈遞到任國書，他於閒聊時透

露，貝國政府決定派他為首任駐瓜大

使，瓜方態度審慎低調，沒有回應，不

得已只好暫時委屈，先以大使館代辦身

分來瓜上任，前後延宕一年半之久。梅

納大使工作上承受之挑戰和壓力，不言

可喻。他們夫婦為人謙沖有禮，交友廣

闊，他同時兼任駐中美洲其他國家大

使，可說蠟燭兩頭燒，最後竟積勞成

疾，英年早逝，令人婉惜。他忠公體國

之情操與奮戰不懈的精神，令人敬佩懷

念。

以色列在國際上面臨挑戰與威脅，

一般認為其處境與我相似，就我個人長

期觀察，以國遴派之駐外大使，個個通

曉當地語文，精明能幹，衝勁十足，且

胸懷強烈使命感，值得我們借鏡參考。 

我駐瓜大使寓所寬敞美觀，瓜國

人士都喜應邀作客。我們亦時常邀宴各

國使節，增進友誼，互通訊息。有些與

我無邦交國家大使因屈從中共，較為敏

感，時有顧忌。有些則自信開放，與我

禮尚往來。早年在多明尼加追隨董宗山

大使時，就耳聞日本大使委婉的對他

說：「我個人對你的能力和表現非常

欽佩，但我們政府指示不可與你們交

往。」內人也常輪辦外交團婦女會活

動，但總有少數無邦交國大使夫人藉故

缺席，婦女會選舉也遭介入干預，阻撓

內人出任正副會長。類此境遇經驗，我

駐外人員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外交是

內政的延長，面對苦澀逆境，我們必須

運用智慧和耐心，隨時因應化解，爭取

平等機會，維護國家尊嚴。（作者為本

會會員，曾任駐瓜地馬拉大使等職）

百年中秋月更明   

華僑協會總會一百年中秋節會

員聯歡暨第三季慶生餐會，9月4日中

午，於鐵城堂舉行，計有來賓、會員

等250人出席，氣氛熱烈。

理事長伍世文表示，今年欣逢中

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本會將於十月在

泰國曼谷舉行全球分會第三屆聯誼大

會，有十四個分會代表出席，大會將

上電馬英九總統，全力支持他競選連

任，期望2012年總統大選，馬英九高

票當選，帶領我們中華民國邁向另一

個輝煌燦爛的一百年。

今天餐會上的貴賓傅維新先生，

從比利時僑務秘書退休後，回國定居

於林口的長庚養生村，三年前本會成

立比利時分會，他是幕後的推手，功

在本會。（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