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沖
之鳥前言

台灣漁船「東聖吉16號」4月底在日本主

張的專屬經濟海域(EEZ: Exclusive Economic 

Zone)沖之鳥島海域遭日方扣押，此一事件不

僅讓國民黨政府修正過去採取的立場，即不站

在沖之鳥屬於「島」或「岩礁」的特定立場，

而是明確指出「沖之鳥不是島，而是岩礁的立

場」。同時決定派遣海巡署等政府部門公務船

保護台灣漁船在該海域的作業。因此這幾年馬

英九前總統所宣稱的「1972年斷交以來最好

的台日關係」，也在他卸任前夕受到若干的動

搖。

由於當時馬總統即將卸任，他最後對沖之

鳥問題的對策之變化，引發很多國內外專家的

探討。例如：第一，這是他對即將執政的民進

黨政權的牽制，意即對於日本在領土或主權問

題上不要讓步或退縮。第二，針對菲律賓提出

的南海仲裁案，萬一國際法庭判決太平島屬於

岩礁，台灣政府將借用只有「兩張榻榻米」面

積的沖之鳥擁有經濟專屬海域的實例來反駁。

最後，馬總統任期最後的階段展現對日本真正

的心結、情緒等等多數觀點。不過此文章中不

再追究國民黨政權到最後的修正政策部分。

本文除了整理島嶼或岩礁的爭論、專屬經

濟區等各種海域的概念外，也將介紹聯合國大

陸架界限委員會(CLCS)的相關討論以及日本

對沖之鳥島的領有歷史、戰略意義、相關措施

等問題。

「島嶼」或「岩礁」的爭論
台日雙方之所以對沖之鳥是「島嶼」或

「岩礁」產生爭論，最大的原因是兩個「身

分」的差異所帶來的不同的海洋利益。有「海

洋憲法」之稱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

「島嶼」的相關規定是：擁有該「島嶼」的沿

岸國家可以劃設沿岸200海里為專屬經濟區，

因此日本能夠劃設比日本國土面積38萬Km2

還大的專屬經濟區，大約40萬Km2，進而帶

來豐裕的漁業以及海底資源。不過若屬於該條

約定義的「岩礁」，只有能劃設從沿岸距離

12海里的領海的範圍。

因此想要擴張海洋權力的日本主張沖之鳥

是「島嶼」；另一方面，希望牽制或封鎖日本

的相關國家如中國、韓國以及在馬政權末期的

台灣，則都強烈地反對日本的主張，強調沖之

鳥是「岩礁」的立場。

不僅日本和中台韓等國家，是「島嶼」

或是「岩礁」的問題，也在不少國家之間引起

爭論，理由在於該公約曖昧的條文。該公約第

121條島嶼制度部分的條文如下：

1.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

然形成的陸地區域。

2.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島嶼的領海、鄰接

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應按照本公約適用

於其他陸地領土的規定加以確定。

3.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

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 

日本對該條文和沖之鳥的關係上的立

場是，沖之鳥島符合如第一項所敘述「四面

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

地」，因此認定沖之鳥島充份符合相關條件。

而兩岸政府的主張是借用第三項的內容，

沖之鳥當然「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

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

架」，因此日本政府不得劃設200海里為專屬

經濟區。 

國內外專家一致的指出，曖昧條文的原因

無非是海洋先進國家對抗一般沿岸國家之間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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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的產物。因此我們探討該問題時必須了解此

背景。

專屬經濟區(EEZ: Exclusive 
Economic Zone)與各種海域
的概念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經過1960年的

第二屆聯合國海洋會議、1973-82年召開的

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談判後，於1982

年通過，1994年生效。到2015年為止，世界

163國和歐盟簽署該條約。該條約區分為「領

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大陸

架」、「公海」、「深海底」等內容。圖1是

外務省編輯的文獻「聯合國海洋法與日本」中

顯示的各種海域的概念圖，在此簡單地說明。

領海：沿岸國家劃設從退潮時的低潮線(

基線)12海里內的範圍。領海的主權範圍涉及

到上空、水中、海底、地底。但是在沒有傷害

沿岸國家的秩序和安全的狀況下，允許他國船

籍在領海的無害通行(innocent passage)權。

日本政府在1977年制定領海法時，將明治時

代使用的3海里改為當時國際社會主流的12海

里。

鄰接區：領海的外圍，是從基線算起

24海里的範圍。此概念的歷史開端是美國在

1918年施行禁酒令時，在領海的外圍取締走

私船。即針對特定的行政目的，如為了防止通

關、財政、出入國管理、衛生議題上的違法行

為所設定的海域。另外在該水域不適用無害通

行權，保障外國船籍的自由航行通過(freedom 

of navigation)權。日本政府在1996年批准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後，修改為「有關領海以及鄰

接區的法律」（領海及び接続水域に関する法

律），設定從基線12-24海里的範圍作為鄰接

區。

專屬經濟區：沿岸國家從基線200海里的

範圍可以設定專屬經濟區。沿岸國家在這範圍

領域內，不僅能夠擁有無論生物或非生物之天

然資源的探查、開發、管理，並且能夠設置

人工島、科學海洋調查、環保保全等管轄權。

另外，雖然專屬經濟區認可沿岸國家對過去公

海海域的管轄權，但是除了特定事項以外的領

域仍然維持公海的性質。如包含內陸國家的所

有國家在不傷害沿岸國家的權利和義務的情況

下，在他國的專屬經濟區享有航行、飛行、鋪

設海底電線和管線等公海自由之權利。目前日

本劃設的專屬經濟區的面積為世界第六名，為

447萬平方公里，大約等於國土面積38萬平

方公里的12倍。

圖1.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的各種海域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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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架：大陸沿岸土地在海水下向海洋

的延伸，也就是被海水覆蓋的大陸。雖然在冰

河時代該地方屬於大陸的一部分，但是由於暖

化造成海面上升後，沉沒在水面下，因此地形

上、地質上是陸地的延長。依據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從基線200海里的海底作為無條件的大

陸架。從200海里以外的地方，如果符合陸地

的自然延長等一定的地理上條件，從基線最大

350海里的範圍被認可為大陸架。沿岸國家對

大陸架擁有的權力只有海底資源部分。

公海：沒有任何國家涉及主權的海域。由

於對任何國家開放，故任何國家在公海上不能

主張主權，並且各國可以自由使用公海，被稱

為公海自由的原則。關於公海自由問題，在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中顯示了航行、上空飛行、鋪

設海底電線和管線、漁業、科學調查等六項公

海自由(freedom of the High Seas)之權利。

深海底：它在公海底部。雖然依據公海自

由原則，任何國家應該都可以實施資源開發，

但是為了避免由海洋先進國家壟斷深海底部的

資源，因此海洋法條約定調該海域為人類共同

財產。

由此可見，關於沖之鳥是島嶼或岩礁的問

題，如果它被認定為島嶼，日本政府就可以設

定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約40萬平方公海里；但

是如果它被認定為岩礁，日本政府就只有12海

里領海的權利。

日本政府領有以及管理沖之鳥
島歷史的演變

接下來說明日本政府領有沖之鳥島歷史的

發展。

在歷史上首次出現沖之鳥島的記錄，可

追溯到十六世紀的西班牙船籍發現的若干記

錄(1543年和1565年有記錄)，卻沒有國家

佔領或主張領有權。1789年英國人Will iam 

Douglas發現該島後，叫作Douglas reef，但是

還是沒有任何國家主張領有權。日本政府開始

領有沖之鳥島，是世界第一次大戰後戰敗國德

國曾經統治的南洋諸島，透過當時的國際聯盟

委任統治之後的事。1922年當時海軍水路部

的測量船艦「滿州」，在前往南洋諸島的路上

順路進行簡單的調查，後來運用靠近南洋諸島

的珊瑚礁的島嶼，以利統治南洋區域。日本政

府調查各國家的水路誌，確認沒有任何國家擁

有該島嶼的主權後，命名為沖之鳥島，1931

年公佈將編入東京都小笠原支廳，開始正式領

有。1941年日本對美國開戰後，當時的海軍

著手建設軍事基地，卻未完成；當時蓋好的基

礎部分現在仍然被當成直升機機場使用。戰後

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該島受到盟軍統治，

1968年簽署返還小笠原諸島之協定時，一起

被返還給日本。總之日本的立場則是，1931

年內務省的佈告以來，一直有效的統治，並且

沒有任何國家對日本領有沖之鳥島的主張有異

議。

另外，沖之鳥島在日本政府開始統治的

1932年，漲潮時可以看到6個岩礁，但是在

太平洋海上發生的颱風經常經過該海域的緣

故，因此1938年消失一個岩礁，1968年返還

日本時再消失1個岩礁後，1987年成為現在

擁有的北小島（面積7.86㎡）和東小島（面

積1.58㎡）的兩個島，漲潮時前者16㎝、後

者6㎝，分別出現在水面上。由於沖之鳥島面

臨淹沒的危機，因而日本政府從1987年起著

手「災害復舊工程」，兩個小島的周圍圓形設

置鑄造鐵製消波堤以及內部建設直徑50公尺

的水泥做的護岸。在工程沒有填拓小島頂端部

分，而且有直接接觸海水的狀況。另外為了

防護飛來物造成的損壞，1997年在東小島設

置鈦金屬製的防護網。這些工程費用總共大約

300億日圓，並且據說每年的維修費用花費大

約2億日圓。總之，日本政府從1987年著手

若干工程以來，為了防護失去專屬經濟區的權

利，花費龐大的預算，全力維護沖之鳥島。

日本政府對聯合國大陸架界線
委員會的大陸架申請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若能夠以

科學證明沿岸國家的大陸架是陸地領土的自然

延長，各沿岸國家自己可以劃設大陸架。世界

各國踴躍爭取申請的理由，無非是大陸架可能

埋藏石油或天然瓦斯等豐富的天然資源。

針對相關手續，沿岸國家須對根據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設置的大陸架界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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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不會有明確的結果。

另外日本官方機構的網站幾乎都沒提到，

「南鳥島海域」(MTS)、「茂木海山海域」

(MGS)的申請案沒有勸告，換言之CLCS不承

認該兩個海域的大陸架申請案。若以比賽來比

喻的話，這結果或許是4勝2敗1平手的結果。

總之，外務省的立場是「四國海盆海域」

(SKB)的申請案已經獲得CLCS的勸告，也就

是承認沖之鳥為島的基礎下，給予大陸架延長

的勸告，因此日本政府展開了CLCS間接承認

沖之鳥的島嶼地位的立場。漁船事件後，馬總

統主張「沖之鳥是岩礁，不是島」，日本外務

大臣岸田文雄4月28日召開記者會表示，「沖

之鳥島」確實是日本最南端的「島嶼」，根據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沖之鳥島作為島嶼的地位

已經得到確立。因此針對台灣方面的「不是島

而是岩礁」、以及「不得劃設200海里專屬經

濟區(EEZ)的片面主張」表示不能接受，提出

抗議。

雖然日本政府方面的主張如此強硬，但是

所屬參議院事務局人士的論調則是比較冷靜、

客觀的提醒，即「CLCS勸告的內容沒有明確

顯示『以沖之鳥島為基點被承認大陸架延長』

的敘述」。
1
同時「在勸告內容上沒有敘述，

如中國政府主張的四國海盆海域的勸告只有承

認從日本本土的大陸架延長」，因此CLCS並

不否定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制定的島嶼之定義，

因此該文作者主張日本政府為了讓國際社會認

識到基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能夠劃設專屬經

濟區的島嶼地位，持續對國際社會努力的推行

島嶼的保全以及活用。 

沖之鳥島對日本戰略上的意
沖之鳥島對日本的戰略意義或價值通常是

由經濟權益、安全保障上的權益、海上輸送線

的三個方向探討。

經濟權益方面，主要具有兩個利益。第一

是水產資源，即由於該海域是日本人飲食中無

法欠缺的鮪魚和鰹魚的洄游路徑以及產卵的場

所，因此管轄該島的東京都為了振興漁業，也

積極地實施漁業調查以及設置魚礁，期待距離

最近的小笠原的漁民過來捕魚。第二是礦物資

（CLCS：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提出申請。CLCS是由地質

學、地球物理學、水路學等21名專家構成，

CLCS針對沿岸國家提出的申請案進行審查

後，對申請國家勸告(recommendation)是主要

任務（不是扮演法院法官角色）。依照外務

省的說明，CLCS的委員是以個人的資格執行

職務（應該不受到自己或特定國家的關說或影

響），並且委員的篩選是透過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的簽署國家會議中的選舉選出。沿岸國家基

於CLCS勸告內容各自劃設大陸架的界線是最

終結果，並且有拘束力。2016年4月為止，

根據聯合國海洋事務與海洋法總署(DOALOS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的網站資訊，提出申請案件有81件、

勸告23件。

日本政府在2008年11月向CLCS申請總

共300頁以上的相關資料，提出資料是7個海

域（大約74萬平方公里）的大陸架延長的申

請案，申請七個海域分別為「南硫黄島海域」

（MIT）、「小笠原海台海域」(OGP)、「沖

大東海嶺南方海域」(ODR)、「四國海盆海

域」(SKB)、「南鳥島海域」(MTS)、「茂木

海山海域」(MGS)、「九州帛琉海嶺南部海

域」(KPR)。CLCS在2009年9月為了審查日

本政府的申請案設置小委員會開始審查。經過

三年半以上的時間，2012年4月27日日本政

府收到CLCS的勸告。

次日4月28日，外務省對勸告內容發佈

新聞稿指出，針對日本申請的7個海域中4個

海域有勸告(等於承認日本的主張)，尤其其中

肯定CLCS承認從沖之鳥島基線的大陸架的延

長。至於對沖之鳥島南邊的「九州帛琉海嶺

南部海域」(圖2)的申請則沒有勸告，日本對

此感到遺憾，但是之後仍然持續地努力。最

後綜合的評估是，這次CLCS的勸告從日本的

海洋權益擴充的角度來看是重要的一步。首相

官邸的網站對「九州帛琉海嶺南部海域」沒有

勸告的問題指出，中國和韓國對日本申請沖之

鳥島的大陸架延長提出反對意見，因此實際上

CLCS採取日本和中韓兩國之間的對立沒有解

決之前，針對這些申請案不予勸告。因此日本

政府也了解，該海域大陸架延長的申請問題在

1.�参議院外交防衛委員会調査室，加地良太「沖ノ鳥島を基点とする大陸棚限界延長申請への勧告―国連大陸棚限界委員会の審査手続

きと中国・韓国の口上書―」，立法と調査，2012.12，�No.335，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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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平時需要掌握該海域的自然環境以及他國的

監視體制等。軍事專家強調日本擁有沖之鳥島

周圍的專屬經濟區，對於牽制中國海軍的軍事

作戰有頗大的影響。

海上輸送線的價值，以資源安保的觀點

而言，確保沖之鳥島周圍海域的安全是極重要

的。作為日本重要貿易夥伴的澳洲，從該國進

口礦物資源時經常使用該輸送線。另外如果台

灣海峽有事，中國可能會妨礙在南海往來的石

油輸送船舶的航行，屆時為了避開南海的輸送

線，將會提高沖之鳥島周邊海域的重要性。然

而以中國本身的海上輸送線的角度來看，該海

域極為重要。中國從智利進口銅、鋰等戰略物

質之輸送航線，也靠近沖之鳥周邊的海域。

日本的對應措施
雖然沒有任何國家對日本政府在沖之鳥島

的主權問題有異議，但是他國對沖之鳥的島嶼

地位提出疑義，甚至反對日本劃設專屬經濟區

的實施現況，顯示日本政府的主張還沒有完全

源，在該海域可能存在能夠替代石油的甲烷水

合物等稀有礦物。當前中國政府在全世界展開

資源外交，尤其對於包含甲烷水合物的開發高

度關心。因此從能源安全的角度來看，維持沖

之鳥島的專屬經濟區，以國家利益觀點來看是

極端重要的。

安全保障上的價值方面，與持續擴大軍

事力量的中國的角色有密切的關連。中國政府

於2003年後正式對日方提出異議，抗議日本

劃設沖之鳥周邊專屬經濟區的事宜。讀賣新聞

政治部編輯的著作
3
借用當時匿名的防衛廳幹

部的斷言，「對日本而言，沖之鳥島是專屬經

濟區海洋資源的問題，但是對中國而言百分之

百是軍事目的」。由於沖之鳥島實是位居中國

設定的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的中間位置，並且

位處橫須賀、沖繩、關島等美軍主力軍事基地

聯繫的「戰略三角形」的內側，對於採用A2/

AD（Anti Access/Area Detail反介入/ 區域阻

絕）戰略的中國而言，在「戰略三角形」的海

域擁有軍事行動的自由是不可欠缺的條件，因

2.�首先官邸，総合海洋政策本部会合（第９回）議事次第，2014年5月25日，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dai9/siryou4.

pdf�

3.讀賣新聞政治部，検証国家戦略なき日本，新潮社，2009年。

圖2.日本大陸架的延長海域之勸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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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韓國在1996年新設海洋水產部，相關

法律方面，2002年制定海洋水產發展法。海

洋水產部曾經在2008年被國土海洋部吸收合

併，2013年國土海洋部更名為國土交通部，

海洋產業相關職能併入重新設立的海洋水產

部，重新復活。中國方面，除了1990年代開

始加強國家海洋局的功能外，也陸續制定相

關法律，著手確保海洋利益的體制。最近的發

展是邁向積極展開海洋進出過程的開端時期，

2013年3月為了整合海洋部門機構的改革，

由中國海洋局海監國家隊、農業部漁政國家

隊、公安部邊防海警整合後重新成立中國海警

局，進一步加強海洋事務的功能。　　

日本方面，由於行政部門垂直行政的弊

病，一直沒有存在海洋政策的司令塔，因此憂

慮這些狀況的跨黨派國會議員，在2007年以

議員立法方式制定了「海洋基本法」，並且基

於該法律設置由首相擔任本部長、囊括所有閣

僚成員的「總合海洋政策本部」，以及新設海

洋政策擔任大臣。這些組織重整的主要目的是

由中央政府主導，跨越省廳的既得利益來推行

海洋政策

2008年內閣會議通過「海洋基本計

畫」，該計畫與國防政策中的防衛大綱具有同

等的地位，定調了5年左右中期的海洋計畫的

基本指針。2008年的計畫中高舉為了確保專

屬經濟區的基礎之離島的保全為重點政策。

2013年更新海洋基本計畫，此計畫仍然提到

專屬經濟區的開發的促進，以及提出具體的推

進方針。

與沖之鳥島的關聯而言，具代表性的法律

是2010年6月以保全和促進利用大陸架和專

屬經濟區為目的而制定的「低潮線保全黄黄黄

施設整備法」。該法律為了保護日本的專屬經

濟區的權益，針對有關資源開發等島嶼指定為

特定的離島，同年以政令方式特定有關離島為

沖之鳥島和南鳥島。

結語與若干展望
本文從日本的角度探討、整理沖之鳥島問

題，如領有的歷史、相關政策的推行過程後，

發現日本政府作為海洋國家，對於該島嶼的國

的成立。因此讓國際社會認識到日本的主張，

必須持續和不同意見的國家溝通，以及要獲得

國際判例的積累。為了提升沖之鳥的島嶼地位

的說服力，讓國際社會認識該島的地位，日本

本身推行如下的相關政策。在此，從國土的活

用政策以及日本國內相關法律的整備問題來切

入。

國土活用政策方面，面對沖之鳥沒有島嶼

條件的批評觀點，即「沖之鳥不能維持人類居

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礁」的指正，日本

政府似乎能對該島提出獨自維持經濟生活的證

明。

就具體行動而言，2007年3月海上保安

廳設置燈塔，並開始提供在海域往來的船舶

航行的方便。另外有從海洋氣象觀測據點的角

度探討沖之鳥島的貢獻的論點，即因為沖之鳥

剛好彌補太平洋南西部氣象數據空白的位置，

因此日本政府從1993年開始在該海域透過通

訊衛星系統實施氣溫、風向、風速、氣壓等氣

象觀測，確實對世界的氣象數據的蒐集做出貢

獻。

值得注意提出的其他實例是港口設備改建

的建設。日本政府2013年8月著手興建碼頭

的重要工程，2013年已經完成第一個工程，

可是卻在2014年3月發生的工程事故造成7人

死亡、4人受傷後，暫停相關工程。根據相關

報導，如果完成該工程後的新碼頭，將可讓數

千噸規模的海洋調查船靠岸，換言之，本來日

本政府透過該碼頭的興建，讓海洋調查船頻繁

利用新碼頭，累積經濟生活活動的實績，透過

「補強」沖之鳥島的島嶼主張，確保該海域的

專屬經濟區。

另外，更自然的方式是實施國土保全，即

透過珊瑚的移植促使增加沖之鳥島嶼本身的面

積。由於地球暖化的影響，南太平洋吐瓦魯等

部分國家面臨國土淹沒的危機，因此如果透過

移植珊瑚的方式增加島嶼的面積，不僅能擴大

沖之鳥島本身的面積和國土保全，並且能解救

南太平洋島嶼國家的危機。

國內的相關法律整備方面，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的生效和專屬經濟區制度的啟動之後，

擁有海洋權益的多數國家陸續加強海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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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全和權益確保採取一貫的立場和態度。同

時，確認日本與他國之間對該「島嶼」存在不

同的定義。

如前所述，雖然馬英九總統卸任前夕的台

日關係曾經升高緊張情勢，但是民進黨執政立

刻修正「對日對決姿態」，即宣布成立台日海

洋事務合作對話機制，積極促進各項海洋事務

的合作。換言之，台灣政府已經轉向透過對話

爭取漁業權益的方向，並且台日雙方實際上擱

置爭議，透過對話機制討論環保、科學研究、

海上緊急救難等重要海洋事務議題，這應該是

值得肯定的措施。透過和平、理性的方式，避

免陷入對立、緊張的局面，讓人聯想到2013

年4月簽署的台日漁業協議的精神。盼望台日

雙方落實該對話的機制，累積互相的信賴關

係，進而邁向進一步發展的雙邊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