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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要聞                         

中華民國台灣蔡英文總統出席「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開幕晚會 

 
(蔡總統出席 2018 台中世界花博會 照片:總
統府) 

中華民國台灣蔡英文總統本月 3 日晚間

出席「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開幕

晚會，感謝臺中市政府串連起整個大臺

中，讓政府和民間社會的力量，能夠一

起投入臺中花博的籌辦；也邀請大家一

起來享受最美好的花博。 

蔡總統致詞時表示，這是一個令人感動

的時刻。今晚是「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正式開幕的日子。后里馬場園區、

森林園區、外埔園區以及豐原葫蘆墩園

區，也開園來歡迎來自全世界的朋友，

一起「聆聽花開的聲音」，聆聽臺中的聲

音，更要看見臺灣的美麗。 

當晚有超過四百位國際貴賓、數以萬計

為花博投入心力的好朋友、所有的臺中

市民，和關心花博的國人同胞，我們要

一起參與臺中花博的開幕，更要在這場

臺灣盛事之後，共同見證大臺中時代的

來臨。蔡總統也代表臺灣感謝所有國際

貴賓對臺中的支持，也要感謝所有用行

動，讓世界看見臺中，看見臺灣的夥伴

們。最後，她請大家一起來享受最美好

的花博，因為美好的事，正在發生，而

美好的臺中市讓我們引以為榮。 

 
(蔡總統出席 2018 台中世界花博會 照片:總統府) 

奧媒新聞報刊登台灣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蔡局長蒼柏呼籲各界支
持我參加國際刑警組織專文 

 

專文刊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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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犯罪是世界各國警察的共同使命及

責任，國際刑警組織「2017-2020 戰略架

構」所列之 3 大重點領域：反恐、網路

犯罪及組織及新興犯罪均非單一國家所 

能獨自因應，臺灣身為全球警察的一分

子自然不能

置身事外，不

僅有義務與

責任，還有高

度意願及能

力與全世界

警察站在同

一陣線。臺灣

因政治因素

喪失國際刑

警組織會籍

資格已逾 34

年，因無法獲

取國際刑警

組織「I-24/7

全球警察通

訊系統」及其

下之「遭竊及

遺失旅行證

件（SLT 

D）資料庫」

所即時分享的重要犯罪情資，已嚴重影

響臺灣在執行邊境安全查核、打擊恐怖

主義及人口走私等跨國犯罪之能力，可

能成為全球治安及反恐聯防網絡的重大

漏洞。 

臺灣曾於 2016 年首度申請以觀察員身

分出席第 85 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2017

年申請該組織派遣「重大活動支援小組」

（INTERPOL Major Event Support Team, 

IMEST）來臺協助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Taipei 2017 Universiade）維安工作，

均遭國際刑警組織拒絕。國際刑警組織

各項決議及後續安排，皆不應凌駕該組

織憲章有關促進警察合作及嚴禁涉及政

治干預之規定。值此全球跨國犯罪猖獗

之際，全球執法人員需要相互連結與凝

聚，而為落實國際刑警組織成立宗旨，

確保及推動所有警察機關最廣泛可能的

互助合作，臺灣不能被摒除在外，我們

期許與全球執法人員共同打擊犯罪，彌

補國際安全網絡缺口，共同合作邁向更

安全的世界。 

外交部發表短片呼應落實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 

 

為向國際社會說明臺灣在呼應「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努力與成果，外交

部本（107）年 11 月 5 日發表全球行銷

短片：「對土地的承諾」（A Promise to the 

Land）。片中敘述緬甸偏鄉 Larkar 地區

一個小男孩的日常生活故事，說明我國

積極與國際社會分享環境永續發展經驗。

短片以溫馨的手法，展現「Taiwan Can 

Help」的優質形象，除配製中、英文字

幕外，也製作日、西、法、德、俄、越

南及印尼文等外語字幕版，同步上線向

全球放送。短片從緬甸村落的第一聲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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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開始，描繪小男孩的一天。採用平行

剪輯的手法，展現村落的變與不變。不

變的是清風依舊，綠水長流，在陽光守

護的土地上，村民維持一貫淳樸與虔誠；

改變的是用水更加便捷，陽光不僅在日

間照耀著大地，在夜晚因建太陽光電系 

統，村民可使用電力。故事凸顯臺灣雖

小，卻充滿愛與關懷，並運用科技及透

過更溫柔的方式，一起善盡地球公民的

責任，為減緩氣候變遷盡一份心力。 

(對土地的承諾片中緬甸男孩 照片:外交部)  

「緬甸鄉村微集中式供電站先鋒計畫」

是由外交部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ICDF）共同努力完成。除了建置

微集中式太陽光電系統與照明等硬體設

施外，更協助當地村民建構供電站經營

與維護的技術能力，並發展財務可行的

營運模式與融資機制，希望在提升當地

居民生活品質的同時，也兼顧環境的永

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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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獎學金的故事               

與台灣原住民結緣:有著台灣原住民
名字 Si Tokoren的奧地利人羅莎安的
臺灣際遇 

 

羅莎安(Rosa Enn)，台灣原住民名字 Si 

Tokoren，一位來自奧地利的台灣獎學金

受獎人，在 2007 年前往台灣旅遊後，改

變了她的生涯規劃，抵達台灣的那一瞬

間，他就愛上了台灣這片土地及台灣人

民，過去 11 年間，羅莎安在台灣獨特的

際遇及友誼，我們一起來看看他的台灣

故事： 

2007 年我第一次到臺灣，當時是因為我

前往越南旅遊在台北轉機，所以就在台

灣短暫停留 3 天。短短 3 天的時間，我

就愛上臺灣。現代化結合傳統中國文化

的臺北市、又便宜又好吃的臺菜及熱情

的臺灣人民都令我印象深刻。我當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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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慮碩士論文研究的題目，最後我決

定將碩士論文重點放在人權和原住民族

的研究，我認為臺灣是最佳的國家能夠

完成這類研究主題。所以我開始尋找去

臺灣作研究的機會，得知駐奧地利臺灣

經濟文化代表處提供研究獎助金，並且

順利申請到，沒想到那麽快就能回到臺

北，我很高興，因爲臺北是我在亞洲最

喜歡的大城市。到台灣三週內，我遇到

許多人支持我的研究計畫，我到許多原

住民部落包括在桃園、花蓮、台東、南

投以及蘭嶼的原住民族部落，其中蘭嶼

對我生涯的發展尤其重要。 

 

剛到蘭嶼的時候，我遇到兩個兄弟叫

Lumai 和 Mysun。他們邀請我去他們的

家，也提供住宿，接下來數周，我們三

個人變成好朋友，Lumai 和 Mysun 的媽

媽叫 Ina，她馬上就親切的對待我像她女

兒一樣，給我起了一個原住民族的名字：

Si Tokoren，意思是：雖然我們來自不同

的地方，我們靈魂是相連結的。這戶雅

美族的家庭成為我的第二個家庭。有那

麽密切的關係讓我經歷雅美族文化和生

活，也讓我更了解雅美族所面對的挑戰，

從那時起，我與雅美族家庭的關係更密

切，他們讓我感受到像回到奧地利一樣

有家的感覺。 

 

我的碩士論文題目為臺灣民主化過程和

人權發展，我從維也納大學文化和社會

人類學係獲得優等成績畢業。由於在歐

洲很少人作臺灣原住民的研究，作爲台

灣原住民專家的我獲得許多國際研討會

的邀請，可以分享我研究結果和經驗。

畢業後我決定繼續博士班的深造，我博

士論文的題目再次與臺灣原住民族有關，

題目為《臺灣環境及現代社會對原住民

族的影響，以蘭嶼雅美族為例》。在臺灣

兩年期間，我努力學習中文，能用中文

進行採訪，我跟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機

構密切合作， 慢慢開始刊登研究結果和

參與國際研討會。我非常喜歡在臺灣生

活和做研究– 特別在臺北和蘭嶼 –。

我結交了很多朋友，了解臺灣和原住民

族的生活，我充分享受這兩年的時光，

也因為這些經驗對我日後的生涯發展有

相當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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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第一次到臺灣迄今已經 11 年了，我

繼續不斷地參與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活

動，我成立了一個非政府組織，推廣臺

灣住民族紡織品產生，在薩爾茨堡和蘇

黎世開設兩家二手服飾店，除專賣時裝

設計師二手衣服以外，同時推展原住民

紡織品銷售機會。平時我常舉辦關於原

住民族紡織品生產工作和關於原住民權

益及原住民文化的演講。由於駐奧地利

經濟文化代表處的獎助金，我得到許多

難得機會，非常感謝代表處提供獎助金

及給予我認識臺灣和臺灣人民的機會。

我的這些台灣經驗、相遇及友誼都是相

當獨特。 

 

如欲了解臺灣獎學金申請辦法請洽駐奧
地利代表處 aut@mofa.gov.tw 

 

          國際新聞              

世界銀行經商環境報告，全球 190 個
經濟體，台灣居亞太地區第 5 名，全
球第 13 名 

世界銀行於本年 10 月 31 日發布《2019

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9)，  

 

於 190 個經濟體中，我國經商便利度

(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全球排

名第 13名，相較去年第 15名進步 2名。 

世界銀行自 2003 年起每年發布「經商環

境報告｣，藉由模擬案例進行問卷調查，

以了解各經濟體自公司設立、營運至破

產後之債務清理等過程所需之程序、時

間、成本與相關法制。本項評比共分為

10 項指標，分別為「開辦企業」、「申請

建築許可」、「電力取得」、「財產登記」、

「獲得信貸」、「保護少數股東」、「繳納

稅款」、「跨境貿易」、「執行契約」及「債

務清理」。 

中華民國台灣桌球選手陳建安及鄭
怡靜奧地利桌球公開賽混雙奪銀！ 

 

mailto:如欲了解台灣獎學金申請辦法請洽駐奧地利代表處aut@mofa.gov.tw
mailto:如欲了解台灣獎學金申請辦法請洽駐奧地利代表處aut@mofa.gov.tw


Taipei Wirtschafts- und Kulturbüro in Österreich  Wagramer Strasse 19/11.OG 1220 Wien  
information@taipei.at  www.taiwanembassy.org/at/  +43 1 2124720 

(陳建安與鄭怡靜在奧地利公開賽混雙奪銀  

照片: 中國民國桌球代表隊)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於本年 6日至 11日由

莊志雄教練率隊共 30 人參加 2018 年奧

地利桌球公開賽 (International Table 

Tennis Federation Seamaster 2018 ITTF 

World Tour Platinum Austrian Open)，我

桌球好手陳建安及鄭怡靜在混雙賽中奪

銀。  

「奧地利桌球公開賽」係國際桌總

(International Table Tennis Federation)職

業巡迴賽的賽事之一，屬於白金系列賽

等級，1997 年舉辦首屆賽事，我桌球國

手陳建安曾於 2011 年於該賽事 U21 男

子單打勇奪冠軍，2016 年我桌球代表隊

選手亦有亮眼成績。 

          文化交流                       

「台北新劇團」在奧地利格蒙登及威
爾斯之京劇《寶蓮神燈》巡演圓滿成
功 

 
(駐奧地利代表處史大使亞平參加台北新劇團
在奧地利格蒙燈之演出 照片:駐奧地利代表
處) 

成立於一九九七年之「台北新劇團」在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辜懷群女

士率領下，於本年 11 月 6 日及 11 月 7

日在奧地利格蒙登(Gmunden)及威爾斯

(Wels)等城鎮進行京劇《寶蓮神燈》巡迴

演出圓滿成功。 

 

(駐奧地利代表處史大使亞平參加台北新劇團
在奧地利格蒙燈之演出 照片:駐奧地利代表
處) 

該劇係由京劇大師李寶春領銜，帶領年

輕演員賣力演出〈巧結仙緣〉、〈二堂捨

子〉及〈劈山救母〉等劇碼，戲中並結

合好萊塢舞台劇舞蹈，在西方劇場中上

演東方經典傳統戲劇；劇團精心安排德

文字幕有助觀眾對於戲劇內容瞭解與欣

賞，當地觀眾並對劇團帶來之精采演出

以及劇中團員文武場之表演唱腔與身段

表達出高度讚賞。駐奧地利代表處史大

使亞平偕同仁及維也納僑領出席觀賞該

團於 11 月 6 日在格蒙登演出。此行台北

新劇團於 10 月 25 日至 1 1 月 12 日在歐

洲德國及奧地利等城鎮進行 2018《寶蓮

神燈》歐洲巡演獲得歐洲人士熱烈歡迎，

演出圓滿成功。 

 
(台北新劇團 2018年歐洲巡演宣傳照 照片:
台北新劇團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