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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浮光掠影
外交生涯四十年雜憶之十

▓吳仁修

階段性任務

印象中，墨西哥是神秘封閉、遙不

可及的國度。1968年，在瓜地馬拉服務

時，參加僑領宴會，一同觀賞正在墨西

哥首都舉行的世界杯足球賽。僑胞談及

墨國近在咫尺，卻如遠在天邊，因為墨

國不發給簽證，無法入境。那時，雖與

墨西哥仍有邦交，但墨政府一向歧視、

排斥、限制華人，情況始終未獲改善。

瓜地馬拉與墨西哥邊界相鄰，我

在瓜擔任大使將滿五年，退休年限迫在

眉睫，我們想一償前往墨國觀光遊歷之

宿願。我與駐墨代表劉佳豐曾在多明尼

加共事多年，兩家相處融洽。2001年10
月，他奉調回國出任新職，我們趁他離

墨前，於12月中旬赴墨京旅遊，下榻其

宅，多所叨擾。走馬看花，五天後回到

瓜國。次日清晨，接到部裡長官和人事

處長電話告知，我將改調墨西哥，感到

十分意外及錯愕。我直覺地答以：「我

和內人昨日甫自墨西哥回瓜，墨京海拔

太高，空氣污染嚴重，我們兩人水土不

服，仍咳嗽喉痛不已，最好免了。」他

們說，墨西哥是大國，各種條件不錯。

我是層峰指定人選，將晉升為「特派代

表」。正式接到調令後，我即備文向瓜

國政府徵求同意繼任大使人事案。此類

徵求同意案，一般約需一個月時間，但

我出使瓜國案就拖兩個多月。不料一週

後，部裡就來電洽催。此時已接近聖

誕節假期，瓜國外交部部份職員已經提

早放年假，瓜總統也已赴墨西哥度假。

我洽請瓜國副總統雷耶斯（代理總統職

務）協助，儘速答覆。雷氏答稱：「我

是暫代總統職務，不敢擅專，逕予批

准。有些使節表面上徵求新使同意，但

私下卻拜託瓜方暫且壓下緩辦，用以拖

延自己離任回國。你已數次洽催本案，

應該是來真的，我會密切注意辦理。」

瓜總統27日返國後，  28日我即婉請瓜

外長歐雷雅諾務必在當日內答覆我的照

會，因為29日起政府機關開始年休。

他說：「一俟接奉總統指示，即刻辦

理。」我不得已立即將瓜副總統傳給我

的瓜總統批准同意文件影本轉傳給他參

辦，他收到後顯得有些尷尬，但經與總

統府查證無誤後，很快照覆同意。離任

之前，瓜外長代表瓜國政府贈授國鳥大

十字勳章，表揚我對增進兩國友好與合

作關係的貢獻。瓜國友人、外交團同儕

和使館同仁踴躍前來觀禮，見證我的努

力付出，受到肯定。 
在台瓜關係發生波瀾之際出使瓜

國，五年來深耕廣植，雙方關係日益鞏

固，幸不辱使命，2001年榮獲政府頒

授三等景星勳章（即紫色大綬景星勳

章）。2002年2月中旬，抵墨京履新後，

馬不停蹄展開工作。此次奉調墨西哥，

除了負責繼續維持並增進雙方實質關係

外，最重要的任務為協助籌備我國參加

2002年10月在墨西哥洛斯卡波斯（Los 
Cabos）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墨西哥政黨輪替

墨西哥為憲政國家，民主制度相當

健全。制度革命黨（PRI）自1929年創

黨起連續執政，2000年7月墨國大選，

全國行動黨（PAN）領袖、前瓜那華多

（Guanajuato）州州長福克斯（Vicente 
Fox）獲勝，並於同年12月就任總統。

此為墨國制度革命黨71年來首次大選敗

北，政黨輪替。墨國人民和媒體普遍注

意到，當年五月台灣亦是首次政黨輪

替，堪稱無獨有偶。

抵任不到兩個月，提瓦那市郊的台

商企業達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座廠

房開幕，邀請福克斯總統親臨剪綵，我

和內人受邀觀禮，特別飛往提市，陪同

熱心公益、熱愛台灣的公司董事長劉保

佑（台灣La New皮鞋連鎖店老板），總

經理王朝欽及墨國下加州州長埃洛杜伊

（Eugenio Elorduy Walther）在場迎迓。

該廠以生產電風扇和大型電動玩具為

主，提供墨人工作機會，市場佔有率極

高。是日，寬廣的廠房前庭飄揚著兩國

國旗，人潮滾滾，氣氛熱烈。福克斯總

統在媒體前公開稱讚台商具有投資眼光

和優良素質，對墨西哥的經濟發展，貢

獻殊多。我和內子曾自我介紹，與墨總

統短暫交談，並欣然和我們合影留念。

開幕典禮後，續有產品說明會，參觀廠

房及餐會等節目，我也把握機會向來賓

和媒體自我介紹並簡述台灣政經現況。

墨國將於2012年7月舉行總統大選，媒

體認為，全國行動黨連續執政兩屆共11
年以來，未能落實政見，振衰起弊。失

業率高，治安敗壞，民心思變。目前民

調顯示，在野的制度革命黨的聲勢遙遙

領先，屆時很有可能出現第二次政黨輪

替。

2002年亞太經合會議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簡稱亞

太經合會APEC）於1989年成立，總部

設於新加坡。我國於1991年以「中華台

北（Chinese Taipei）」名義，與中國和

香港同時入會，目前共有21個經濟體會

員。該組織宗旨為增進亞太地區發展，

促進人民福祉。21個經濟體人口共約26
億，貿易總額佔全世界的47%。

2001年10月，亞太經合會在上海舉

行，我方宣佈由前副總統李元簇代表參

加第九屆非正式領袖會議，中方蓄意杯

葛抵制，違規延宕，不發邀請函。在部

長級聯合記者會上，中共外長唐家璇竟

然制止我經濟部長林信義發言，我代表

團憤然退出會議，以示抗議。與會各國

對地主國與我暗中角力，未獲共識，咸

表遺憾，認為雙方都有損失。

2002年亞太經合會第10屆非正式領

袖會議於10月26-27日在墨西哥下加州

的洛斯卡波斯市舉行。上年會議我方意

外被迫退出，爾後仍須如常積極參加，

以維護本身權益，並善盡國際責任。此

次會議我國參與模式和過程，下屆地主

國可能蕭規曹隨，比照辦理，故對我而

言，至關重要。因此，我方提早開始部

署因應，期能在平等、合理和尊嚴基礎

上，順利與會。按照該會運作體制，地

主國設有會議籌備委員會，各會員體各

指派一位資深官員，做為聯繫窗口。地

主國的資深官員為當然的資深官員會議

主席，負責統籌協調會議相關事宜。有

關該會業務，我方係由外交部主辦，墨

西哥則由經濟部負責。

墨國經濟部長德培斯（Luis Ern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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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bez Bautista）出任亞太經合會議大

會主席。他是美國愛阿華州立大會經濟

學博士，任教大學多年，閱歷豐富，手

腕靈活，精通英文。主管國際商業談

判次長為魏雅洛伯斯（Angel Villalobos 
Rodriguez），實際監督大會籌備委員會

進程，為經濟部長左右手。德洛斯協洛

斯（Gerardo Traslosheros）為墨方資深官

員兼資深官員會議主席。我和我方資深

官員同為與墨方雙軌聯絡窗口，而由我

就近與墨方洽商聯絡，較為便捷。

墨方於2002年6月間首派經濟部次長

魏氏為特使，來台晉見我國總統面邀參

加會議，並報告會議籌備情形。行前，

他邀請我和代表處組長莊哲銘赴其辦公

室餐敘，並交換資訊，態度懇切友善。9
月底，我總統決定指派中央研究院院長

李遠哲代表與會，我奉命立即分別以口

頭和書面通知墨方資深官員會議主席德

氏。他先以電話向我表示，墨方已經同

意李遠哲院長與會。我當即答以：「參

與會議乃會員之基本權利，我方循例將

與會人選通知地主國，地主國僅能覆文

表示歡迎，不能使用『同意』字眼。」

他聽後表示了解，隨即函復，代表墨國

申致熱烈歡迎之忱。嗣接經濟部次長魏

氏電話，婉轉表示：「本年貴方參加非

正式領袖會議人選已定，墨、台相距遙

遠，第2次特使赴台一節，可否省略免

辦？」我再三強調：「完成應有程序，

行之有年，赴台一行，對我極為重要，

務請勉為其難，以符我方期望。」

行前，禮賓主任阿基雷（Gonzalo 
Aquirre）說：「此次赴台，貴方安排我

們拜會外交部次長，並接受午宴款待，

是否合適?」我答：「既然進入我國總統

府晉見總統，那有不能進入外交部的道

理?」後來墨國特使團再次由經濟部次長

魏氏率領，依照原先規劃順利成行。 
亞太經合會正式開幕前，地主國

先後召開觀光部長會議、貿易部長會

議、財政部長會議、企劃部長會議、能

源部長會議及勞工部長會議。墨國政府

為均衡發展觀光事業，把握機會做了周

全計畫，精心安排輪流在太平洋沿岸的

風景名勝區舉行會議。當地旅館向以招

徠歐、美觀光客為主，物價極為昂貴，

一小瓶礦泉水索價美金五元。我方訪問

團相繼到訪，部會首長都是夫人隨行，

我和內人及代表處同仁難得躬逢其盛，

全體出動，投入前置作業，實地勘察，

安排膳宿交通。我奉派為代表團團員，

隨團參加活動。墨國幅員遼闊，我們經

常搭機往還奔波，頗為忙碌，但也因緣

際會，能夠鳥瞰墨國山川，遊歷觀光勝

地，一兼二顧，獲益良多。   
李遠哲院長於10月25日晚間應邀

在企業領袖會議，就我經建發展發表演

講，強調台灣為新興經濟體，願將累積

的豐富經驗，提供低度開發國家參考。

演講安排曾受中共政治干預，以致數度

易稿，甚至更改題目。我觀光局的宣傳

海報和紀念品也頻遭抗議和限制，對我

造成困擾。

26日，李遠哲參加亞太經合會非正

式領袖閉門會議，會中各國領袖曾就反

恐、經濟和政治問題交換意見。會後共

同發表聲明，支持美國反恐立場。李遠

哲曾公開呼籲，希望將來反恐外長會議

不要排除台灣。

李遠哲夫人由內人陪同，參加墨國

總統夫人歡迎茶會。內人引介李遠哲夫

人時，藉機邀請墨總統夫人合照留念。

會場安排領袖夫人聚集坐在上位，李夫

人有機會與她談敘。會後李夫人轉述，

墨國總統夫人向她透露：「福克斯總統

前在擔任瓜那華多州長時，她曾偕同應

邀訪台。原來安排到行政院新聞局拜會

並聽取簡報，結果無人陪同前往，他們

臨時由旅館搭乘計程車出發，路上因語

言溝通困難，折騰一番後，無功作罷折

返。」李夫人說，她聽後當場覺得十分

尷尬難過，無地自容。該次邀訪導致負

面效果，確實令人震驚遺憾。我方既然

邀請，自應善盡地主之誼，使訪賓留下

良好印象，否則為德不卒，影響深遠。

我代表團成員僅我一人就地參加，

因此我和內人於李遠哲一行抵達後，以

地主身分設宴歡迎與會人員和隨行記

者。會後，中國信託董事長辜濂松亦宴

請我代表團聯誼，我與英業達集團副董

事長溫世仁和義美副董事長高志尚等人

同桌而席。現場聽說溫君平常日程緊

湊，經常飛往世界各地開會或演講，又

常熬夜寫作不輟。他身材微胖，相當健

談，精神看似不錯，但臉色蒼白，幾不

舉箸用餐。是否那時健康已經亮起紅

燈，只是過於自信而輕忽，終致英年早

逝？（編按：溫世仁2003年12月7日因腦

幹出血逝世，得年55歲）辜董事長係搭

私人飛機來墨開會。當時全球正籠罩在

恐怖活動陰影下，美國嚴格要求墨方，

布希總統專機起降前後各一小時，機場

附近嚴格維安管制，不准任何飛機接

近。我們曾洽墨方准許辜董事長飛機停

放開會地點之機場，但機場空間確實有

限，除了美國總統布希的空軍一號專機

和其他數位元首的專機外，其他飛機一

律須安置於鄰近城市之機場。

我國於 2002年1月1日以台澎金馬個

別關稅領域名義，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世貿組織的會員係以經濟體為主，

此為繼亞洲銀行之後，我國正式加入的

第二個國際組織，具有特別意義，有助

我國經濟邁向全球化，並可藉此多邊體

系，進行雙邊或多邊談判，解決國際貿

易糾紛。目前世貿組織共有153個會員，

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

抗議世貿會議 韓國農民自戕

世貿組織第5次部長級會議於2003年

9月10-14日在墨西哥的坎昆（Cancun）
市舉行，大會主席由墨國外交部長（前

經濟部長）德培斯擔任。我國由經濟部

長林義夫率團與會，我是團員之一，實

際負責接待及後勤工作。部長會議每兩

年舉行一次，各國至為重視。此次計有

146個會員派團參加，人數超過5千人，

可謂盛況空前。   
此次會議，因為韓國農民李京海

自殺身亡事件，引起舉世重視。李京海

從事畜牧業，曾任農、漁會會長、國會

議員。韓國被迫取消限制澳洲牛肉進口

後，他難敵競爭。在政府鼓勵下，增加

貸款飼養牛隻，最後因經營困難，以致

抵押之土地亦被銀行強行處分。9月10日
會議前，李京海等人手持「世貿害死農

民」標語，在會場附近街道激烈示威抗

議，誓死反對農業全球化。突然間，他

取出瑞士小刀，猛刺胸口，壯烈身亡。 
世貿會議期間，一直籠罩著哀傷氣

氛。會中已開發國家對削減農業補貼和

農產品關稅問題，堅持不肯讓步，最後

演變成巴西、中國和印度等21個開發中

國家，與美國等已開發國家對抗僵局。

談判破裂後，主席發表簡短聲明後低調

結束，似乎早就註定是個失敗的會議。

2003年8月，世貿會議大會主席墨國

外長德培斯函請外交部長簡又新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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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會議，顧名思義是以經貿為主題，

各國例由貿易或經濟部長領銜參加。簡

又新若決定與會，是否與經濟部長林義

夫同時掛名團長，成為雙頭馬車，抑或

屈就副團長？事有蹊蹺，耐人尋味。國

內對此意見分歧，最後決定由林部長率

團參加，以免橫生枝節，自陷窘境。

弱冠之年，以第一志願進入大學外

交系，躊躇滿志，憧憬外交生涯。拜公

平考試競爭之賜，擠入外交部窄門。之

後，循序漸進，逐步歷練晉升，站在外

交前線，克服困難和挑戰，為外交陷入

困境的國家，折衝樽俎，奮戰不懈。

曲終人散 感恩惜福

亞太經合會議和世貿會議結束後，

我在墨西哥的階段性任務順利完成。

2003年11月奉令退休，如同當時由瓜來

墨一樣，一通電話，一紙部令，我的外

交生涯就劃下了休止符。征戰的將軍有

解甲歸田的時刻，後浪推前浪的外交官

亦然。自1963年6月進入外交部服務到

退休為止，外交生涯超過40寒暑，其中

32年派駐中南美洲西語系國家，適才適

所，游刃有餘。

回首前塵往事，不捨與期盼兼而有

之。外交工作如同宣教一樣，是份良心

事業，需要智慧、熱忱與奉獻，不是書

畫卯酉、等因奉此而已。個人終以大使

和特派代表身分退休，志業得伸，不虛

此生。由絢爛歸於平淡，圓滿靜好，我

和內人感恩惜福。

編輯室啟事：上一期作者所著「外

交生涯四十年雜憶之九：出使瓜地馬拉

折衝樽俎」一文，提及呂秀蓮赴瓜國獨

立英雄紀念碑獻花，軍樂隊所奏之曲，

並非「義勇軍進行曲」，而是不知名之

曲。特此說明。（作者為本會會員，曾

任駐瓜地馬拉大使等職）

母親的撒糕
▓柳   荷

下班路上要經過一座天橋，天橋下

有叫賣「驢打滾」。驢打滾很精緻，有

圓有方，外面粘著一層金黃的豆麵，很

誘惑人，我總是買上一點在車上吃。

驢打滾其實是滿人食品，最早出

現在滿洲，有傳說是慈禧太后最鍾愛的

小吃。吃著驢打滾，我就不禁想念母親

做的「撒糕」了，撒糕也是滿族民間小

吃。小時候家中人口多，細糧少，巧手

的母親常常粗糧細作，滿足一家人的胃

口，而撒糕，便是粗糧細作中的精品。

母親做撒糕要在秋後天涼的時候，

原因有二：一是這個時候新高粱米打下

來了，新米做出的撒糕味道更道地些；

二是因為沒有冰箱，做上一次要吃一個

多星期，秋後的下房就是天然的大冰

箱，隨便放上七、八天都沒有問題。

做撒糕在我們家是很隆重的事情，

光準備工作就要好幾天。母親做撒糕用

的是黏高粱米，先把選好的20斤黏高粱

米簸好，淘淨，曬乾，磨成粉；挑揀出

2斤顆粒飽滿的飯豆（即米豆）、赤小

豆，同樣淘淨備好。在一口直徑約一米

的大鐵鍋裡添上足夠的水，離水2指，放

上屜，屜裏鋪著山上採來的柞樹葉子，

葉子上抹著豆油。鋪好葉子就開始架

火，燒火是大姐的活，她在下面燒火，

母親在上面往屜裡撒麵粉。撒麵粉動作

要快，還要撒得均勻。

母親身材高大、豐腴。我記事時，

她還梳著兩條油黑的大辮

子，做撒糕時，兩條辮子

纏繞幾圈盤在頭頂。

母親穿著月白衣

衫，一手端盆，

一手抓麵，麵

粉在母親手裡

呈弧形落在葉子

上，火光映照下，母親的額

頭亮亮的，有細碎的汗珠，神情也是凝

重的。我猜想，母親每次做撒糕時，一

定是在想念她早逝的母親，想念她家的

老四合院。嫁入漢家的母親，在艱苦的

勞作中早已經忘記她旗人的身分了。

撒一層麵粉鋪一層豆粒，撒上三、

四層，大概有一個中指那麼厚了，母親

就把蓋鍋蓋緊，四周還要圍上溼布，蒸

氣跑了，撒糕就會夾生。火候燒到大

開，再由急到緩，文火蒸兩三個鐘頭。

這期間，滿院子都已經是香氣了，

我們就圍著母親等待開鍋的那一刻。終

於開鍋了，但母親不急著起鍋，要等撒

糕稍涼，菜刀沾上涼水把撒糕切成塊。

切成塊狀的撒糕擺放在一片片

柞樹葉上，樹葉的清

香也浸透在撒糕裡，

那就不是一般味道的

撒糕了。紅紅的高粱

米麵蒸好了是褐紅色，

赤小豆顏色稍亮，飯豆粒

漲開是雪白，切成塊狀的撒

糕便如那小夥子的驢打滾一

樣，層次分明，錯落有致了。

撒糕的香味引來了哥哥、姐姐的

小夥伴，母親就樂呵呵地給每人分上一

塊，夥伴們吃得滿意，哥姐們更高興，

他們可以用母親的撒糕換取友誼。

母親做的撒糕是獨一無二的，因

為母親是旗人。（作者為西安文字工作

者）

美洲合勝堂來訪

11月2日美洲合勝堂慶祝建國百年回國祝賀團一行42人，總理趙炳賢（第一排右六）
率團來訪，理事長伍世文偕常務監事召集人黃海龍、常務理事陳北機、理事林煜及秘
書長謝國樞接待。（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