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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南海會議、共同開發、行為準則 

 

第一節 處理南海潛在衝突會議 

第一項 性質 

1988 年中國與越南就南沙群島發生武裝衝突後，中國勢力正式深入南

沙群島，造成南海周邊國家的不安與緊張情勢。1990 年起，在加拿大國際

開發總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與加拿大海洋研究
所（The Oceans Institute of Canada）的贊助下，印尼以非爭端當事國的身
份召開「處理南海潛在衝突會議」（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並由印尼巡迴大使賈拉博士（Dr. Hasjim Djalal）
負責實際籌備工作。第一屆會議在印尼巴里島舉行，參與成員限於當時的

東協六國，由於南海問題涉及東協以外國家，第二屆會議即擴大邀請越南、

柬埔寨以及海峽兩岸與會。與會者多為各國外交、國防、科學研究等部門

官員或學者，但為顧及會議可能因涉及國家主權的爭議而受阻，因此與會

者皆以個人名義參加，會議的結論也不具強制拘束力。 

 

印尼本身雖非南海主權爭端的當事國，但有鑒於南海問題的重要性，

因此對該議題相當關注。南海會議的召開，其背景在於南海地區的爭端情

勢與潛在衝突，可能對該區的人民與和平秩序造成影響，其宗旨不在於直

接解決南海爭端，在於如何經由相關國家的努力，將領土與主權衝突轉化

為國際合作，進一步降低區域緊張情勢，最後營造爭端解決的有利環境。

會議可說是在一個所謂的非正式組織中，各國代表正式地就相關議題交換

意見。南海會議或可成為一種信心建立措施，進而發揮預防外交（ Preventive 
Diplomacy）的功能。 

 

目前南海周邊國家大多同意「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東

協國家並積極推動南海地區的多邊合作。雖然中國傾向循雙邊管道解決南

海問題，使得東協區域論壇所成立的「處理南海爭端會議」成效有限。不

過，歷年來由印尼召開的「南海會議」，有助於信心建立措施的建立，進一

步發揮預防外交的效果。雖然目前南海地區仍因島嶼主權歸屬問題而潛存

著衝突的危機，但南海地區最大行為國中國在「睦鄰」的區域戰略考量下，

在 1995 年東協外長年會期間，宣稱同意在國際法、海洋法及其他相關法律

的基礎上，與其他國家進行合作，南海問題已非其所主張僅是雙邊國家間

的領土爭端，由與其經濟與戰略等價值，再加上東協國家與域外國家的推

波助瀾下，無論從何觀點而言，南海問題已是高度國際化的政治及法律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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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由印尼主辦的「南海會議」，即是南海問題逐漸走向多邊合作的開始。 

 

第二項 內容 

歷屆會議的主要內容主要及中於以下幾個範圍：資源管理、航運與交

通、環境與生態、領土管轄、國際合作機制、西沙與南沙主權爭端、信心

建立措施、南海會議機制與官方話議題。第四屆會議後，創設各種專門性

的技術工作小組，由各國於每年春夏間輪流主辦，處理一些專門性的技術

問題，並將結果提報同年冬天的「南海會議」。「南海會議」就專門性技術

小組的報告加以討論，並在會議結束前發表與會者共同聲明，陳述該屆會

議的內容與建議。由於會議本身屬於非正式性質，與會學者均以私人身份

出席會議及發言，因此，會議所獲致的共識與聲明不代表政府意見，各國

政府也無須承擔法律義務。但「南海會議」仍為目前處理南海爭端中的重

要第二軌道（Track two），藉以逐漸形成共識，並提供有關國家間的對話管

道，進而有助於開展該區域內的信心建立措施。 

 

就主權爭端而言，這部份是南海問題中最為敏感的部份，各國代表對

主權的認知有不同立場，會議過程中主要由各國代表論述主權立場，在對

主權問題無共識的情況下，主要就是呼籲各國在主權爭端中自我克制，第

二屆大會就主權問題曾做出以下幾點共識：1 

（一）  在不妨害領土主權與符合各方利益的前提下，探討南海地區合作的     

可能性； 

（二）  在領土主權重疊的區域，相關國家可考慮合作的可能性，例如共同   

開發與資訊交換等； 

（三） 關於南海的領土或管轄爭端，應透過對話與談判，以和平的方式解

決，不應使用武力手段解決； 

（四） 涉及爭端的國家應自我克制，避免情勢複雜化。 

 

就南海事務的合作方面而言，1990 首屆會議原為每年召開一次的年

會，為了推動相關事務合作，1993 年起陸續成立五個「技術工作小組」，主

要是期望透過各「技術工作小組」所推動的各項合作方案，落實南海地區

的多邊合作。其中「海洋科學研究」與「海洋環境保護」兩工作小組，著

重於南海地區生態環境之研究與資訊的交換，由於爭議較小而成為南海合

作較可能有進展的項目。相對地，「資源開發與評估方式」、「法律事務」以

及「航行安全、航運與交通」等三個工作小組則因涉及敏感議題，其未來

發展成為南海地區能否真正走向合作的關鍵。簡言之，在不涉及敏感的國

                                                 
1 俞寬賜，「從萬隆南海會議展望未來南海地區之國際合作關係」，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年報， 1993.12，
第 6卷，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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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權下，南海地區的合作才有可能進一步推展。 

 

「南海會議」就共同開發或共同合作議題進行若干討論，但在過程中

因觸及主權問題而遭遇實際的困難與侷限。關於南海地區共同開發方面，

會議進行過若干討論與共識，為進一步研究共同開發的可能性，1997 年大

會決議成立合作區域研究小組，對未來合作的方式進行研究與討論。關於

共同開發的各種模式將於下節作分析，此處主要是針對南海會議中討論的

部份，關於共同開發議題可歸納為以下幾點：2 

（一）對於石油與礦物資源的開發，由於共同合作不可避免的將涉及許多 

細節，諸如開發區域的界定、開發方式、利益分配等，在實際談判 

過程中並不容易達成共識； 

（二）在漁業資源合作開發方面，由於較不涉及領土主權的層面，因此有

關國家就此議題進行合作的可能性較高； 

（三）在不損及有關各國的主權要求下，共同開發可作為一種臨時性而非

永久的解決方式。 

 

就海上犯罪防制而言，目前以南海地區的海盜問題亟須相關國家展開

合作，此一區域內的海盜犯罪問題為全球最嚴重的地區，該議題不僅影響

區域內國家，同時也對區域外的國家造成影響。南海各國深知合作打擊犯

罪的重要性，然而，由於南海主權爭端造成各國對合作的信心不足，從而

無法達成具體共識。以「南海會議」為例，1996 年 10 月所召開的南海會議

「第二屆南海航行、海運及通信安全技術工作小組會議」中，曾就防制海

盜議題進行討論，但會議除了重申相互合作的重要性外，並無任何切實可

行的行動與方案。
3
  

 

第三項 我國的參與及政策 

無可諱言，東協國家希望藉由召開「南海會議」，使得南海主權爭端國

際化，造成國際壓力以約束中國在南海地區的行動，並鞏固周邊國家實際

的島嶼佔有與資源開發行為。這種想法也反映在參與成員的立場上，僅管

東協國家對南海問題存在差異性，但其基本立場卻一致，中國以及臺灣則

為會議的另外兩方，此外，主要贊助國加拿大則與印尼相當親近。東協國

家不時採取「拉臺灣、打中國」的政策，因此我國參與的角色與立場就顯

                                                 
2 王冠雄，南海諸島爭端與漁業共同合作，臺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93-100；
俞寬賜，「出席第三屆南海會議報告書」，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年報，1995，第 7 卷，頁 85-98。 

3 王冠雄，「南海海域海盜行為之防制：理論與實踐之困境」，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 3卷，第 3期（2003.7），
頁 53-55；根據我國漁業署長胡興華表示，聯合國國際海事局統計資料指出，南海海域是全球海盜出沒

最為猖獗的地區，現有的統計資料中，南海即佔全球海盜事件總數的半數以上，其中又以印尼海域發生

次數最多，聯合報，2003 年 8月 11日，A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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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當微妙。在參與「南海會議」之初，就臺灣方面而言，有學者擔心此

舉將對我國南海的主權產生不利影響，此外，當時國內對南海問題也並未

有具體共識。4鑑於會議的非正式性質，與會代表是以個人身份參加會議，

此外，會議本身不涉及領土主權爭端，其決議對各國政府不具拘束力，最

後我國政府決定派員參加。5 

 

基於兩岸對南海主權的基本立場一致，中國並不排斥臺灣參與非政府

性質的南海會議，然而，一旦涉及有關於主權以及政府官方的問題，中國

即不願將這些議題列入會議中，以「行為準則」為例，由於中國堅持只有

官方才得以簽訂準則，因此反對在會議中討論相關議題，避免形同各國對

我國地位的承認。6事實上，國家承認必須明白表示，重要的是要有承認的

真實意向，僅共同出席會議或簽署相關文件，這種做法並不構成國際法上

國家或政府的承認，這只是再次突顯中國不顧我國在南海地區存在的事

實，持續以一中政策打壓中華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即使我國的南海主張

有利於中國亦然。 

 

在參與名稱上，我國與中國代表團為名稱問題不時引發爭議，外交部

希望採用正式國名即中華民國，在不得已情況下接受其他名稱，例如 Taipei,  
China、Taipei-China、Taipei 等。僅管依據國家承認的理論與實踐，承認必

須有明確的意思表示，但為避免實質形成對我國的承認，中國強烈反對我

國關於名稱的主張，要求我國使用 Taiwan, China、Taipei,  China、Chinese 
Taipei 等。對於兩岸間敏感的主權問題，其他國家則表示，會議本身是屬於

非官方性質，是故名稱問題希望海峽兩岸自行協商，而我國代表團在不同

議程亦使用不同的名稱。
7
歷屆會議中，東協國家往往希望兩岸相爭而從中

取得有利條件，然而，儘管對一個中國的議題仍各持己見，但在主權歸屬

方面，兩岸代表卻異口同聲主張，中國對所有南海諸島擁有主權，兩岸代

表並未形成激烈對抗的局面。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臺灣所面臨的特殊外交環境，並被排除於以國家

為單位的政府間機制，未來有一種可能對我不利的特殊狀況存在。若中國

與東協國家僅將「南海會議」作為各方意見與政策的交換場所，藉此探詢

                                                 
4 俞寬賜，同註 1，頁 17-18。 
5 劉復國，「國家安全與臺灣推動區域共同發展合作方案之研究」，臺灣國家安全戰略與南海問題研討會，

臺北：臺灣綜合研究院，2000 年 3月 4日，頁 3.5-3.6；王冠雄，「參加第九屆南海會議心得與建言」，載

於陳鴻瑜、陳鎮東、王冠雄撰，出席第九屆處理南海衝突研討會報告書，1998 年 12月，頁 13-15。 
6 陳鴻瑜，「參加第九屆南海會議心得與建言」，載於陳鴻瑜、陳鎮東、王冠雄撰，出席第九屆處理南海衝

突研討會報告書，頁 9-11。 
7 俞寬賜，南海諸島領土爭端之經緯與法理：兼論東海釣魚臺列嶼之主權問題，臺北：國立編譯館，

2000，頁 46-58；俞寬賜，同註 2，頁 85-98；宋燕輝，「『南海會議』與中華民國之參與：回顧與展望」，

問題與研究，第 35卷，第 2期（1996.02），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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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政策，並將討論後的共識交未來可能形成的政府間機制處理。在此情

形下，臺灣有必要重新調整參與的政策與角色，在確保主權的情況下參與

各項合作方案，此外，我國所有與會人員應於參加前形成內部共識，同時

應避免將我國的政策全盤托出，使得其他國家完全得知臺灣的談判策略與

底限，關於此點值得決策者詳加思索。 

 

總體而言，藉由參與「南海會議」以及相關工作小組，將有助於緩和

南海爭端的衝突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國應就軍事交流、南海地區護漁、

航行安全與防止海上犯罪等議題，透過「南海會議」以及其他雙邊與多邊

合作，彌補目前我國對南海之管轄與開發管理能力之不足。至於南海地區

水文、氣象、地質等資訊的搜集，則可透過前述「南海會議」的技術工作

小組來達成部分功能。參與南海會議及其技術工作小組符合我國南海政策

的目標，特別是在促進南海區域合作、環保合作、共同探勘或開發資源等

方面。在南海會議中，我國代表為維護南海主權做出具體貢獻，這也使得

周邊國家必須正視臺灣的存在，即便我國與其他南海爭端當事國均無正式

外交關係。在可見的未來，應持續投入更多的資源於「南海會議」，確保南

海權益，並營造我國參與南海地區合作開發的有利契機，彰顯臺灣在南海

地區存在的事實。 

 

第二節 共同開發議題 

第一項 共同開發的實踐與海洋法公約的規定 

目前世界上約有 240 個海上邊界尚未正式劃定，以太平洋地區而言，

將近約 60 處海上邊界仍未獲最終解決。從西太平洋地的東北亞至東南亞地

區，尚有許多令人爭議的邊界問題尚待解決，這些分別是：日、俄、韓在

日本海域；中、日、韓在東海；中、韓在黃海；中、臺、東協國家在南海，

以及東協國家彼此間的海域劃界問題等。8 

 

冷戰後各國對經濟因素的日益重視，邊界爭議區內，爭端海域的資源

利用與開發遂成為各國關切的議題，然而，由於缺乏相關規範，部份國家

競相在爭端海域內從事資源開發的活動，這也進一步導致領土主權爭端的

複雜化。為此，國際間逐步演進一種共同開發機制，即有關國家在簽訂協

議的基礎上，在主權要求發生重疊的海域內，對爭端海域內的生物與非生

物資源，特別是針對非生物資源的部份，形成一種經濟合作模式。根據有

關國家間的實踐，共同開發主要是透過兩個或以上的國家簽訂發開協定，

                                                 
8 Douglas M. Johnston and Mark Valencia, Pacific Ocean Boundary Problems: Status and Solutions(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2),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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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協調國家內部的相關法規，在協定的架構與機制下，對某一塊特定區

域進行共同開發，決定劃分成本分擔與收入分配的比例，此外，參與共同

開發的國家不能被視為放棄該區域的主權，藉此暫時擱置主權的高度爭議。 

 

就國際法而言，共同開發的機制主要仍是參照有關國家的的實踐，尚

無統一的條約與協定，「海洋法公約」亦未明確指明，但仍提供一些共同

合作的法律基礎。關於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重疊的部份，依據「海洋法

公約」第七十四條第三項與第八十三條第三項的規定：「有關各國應基於

諒解與合作的精神，盡一切的努力做出實際性的臨時安排，並在此過渡期

間內，不違害或阻礙最後協議的達成。這種安排應不妨害最後界限的劃

定。」。準此，共同合作可作為解決主權爭端或海域劃界前的臨時性辦法，

同時各國的主權的立場不因此受影響。 

 

南海海域是世界主要的漁場之一，周邊國家經常在此常發生漁業糾

紛，由於捕撈過度與環境影響，近年來南海地區漁獲持續減少，但由於南

海地區可能蘊藏大量非生物性資源，南海資源之爭已由漁業轉為能源與金

屬礦物之爭。近來中國、越南、菲律賓與馬來西亞分別在南海地區進行漁

業、能源以及觀光活動的開發。另一方面，周邊國家先後設置 200 海里的

專屬經濟海域及漁業區，片面劃定海疆，競相爭採海底石油。其界線與開

發範圍互相重疊，從而導致紛爭；但有時有關國家間又互相採取協同政策，

努力使其行為予以合法化。 

 

1992 年，東協馬尼拉部長會議發表「南海宣言」，主張和平解決南中

國海爭端、禁止使用武力與任何挑釁行為，並遵守「友好合作條約」的行

為規範。南海周邊國家大多同意「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東

協國家並積極推動南海地區之多邊合作。雖然目前南海地區仍因主權爭端

而潛存著衝突的危機，但最重要的當事國中國在「睦鄰」的區域戰略考量

下，在 1995 年東協外長年會期間，宣稱同意在國際法、海洋法及其他相關

法律的基礎上，與其他國家進行合作。值得注意的是，為了形成有關國家

間的共識，中國方面對共同開發的態度從 1980 年代的「主權歸我、擱置爭

議、共同開發」的十二字方針，修正為目前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9中

國對共同開發的彈性做法並不表示放棄對主權的堅持，可視為一種降低衝

突的暫時性做法，事實上，在其對外政策與國內立法方面，始終強調對所

有南海島嶼擁有主權，此立場並未有所鬆動。另一方面，儘管「南海會議」

並非並非是一個正式的政府間組織，在歷屆「南海會議」中，共同開發（ Joint  
Development）議題均一再被提及，但相關國家並未就此議題簽訂共同協定。 

 

                                                 
9 文匯報，1999 年 1月 17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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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開發模式 

就共同開發的適用範圍而言，均是涉及主權爭端的地區，其標的物是

針對主權爭端區域內的天然資源，包括各種生物與非生物性資源，如石油、

天然氣、金屬礦、漁產等。歸納有關國家的主張與學者的研究，目前，有

關於南海地區的共同開發有以下幾種可能模式：10 

（一）  中華民國：1991 年 6 月，前內政部長吳伯雄表示，在不影響國家主

權的前提下，我國願意透過國際合作的方式進行資源開發。「南海綱

領」表示，我國願在和平理性的基礎上，以及維護主權原則下，開發

此一海域。前總統李登輝亦在不同場合表示，為避免南海地區產生軍

事衝突，共同開發南海資源為一可行方法。民進黨政府執政後，總統

陳水扁亦曾表示，南海群島主權爭議應和平解決，資源共用，表明新

政府的南海政策並未出現重大轉變，不過所謂共同開發仍為計劃階

段，並未實際與有關國家達成相關協定。11 

（二）  馬來西亞：馬來西亞學者 B.A. Hamzah 提出解決南海爭端的步驟與
建議，其中有部份與共同開發議題有關，諸如建立信心措施、研商適

用南極條約精神的可行性、建立共同開發機構。在共同開發議題上，

馬來西亞政府傾向採取支持的態度。12 

（三）  中國：1990 年 8 月，中共總理李鵬於訪問新加坡期間時表示，中國

願暫時擱置主權爭端，與南海周邊國家共同開發南沙群島。1991 年 3

月，中共外長錢其琛亦表示，中國願意在擁有南海群島主權的前提

下，與有關國家共同開發南海海域的海洋資源，迄今為止，「擱置爭

議，共同開發」原則為中國對共同開發的基本立場。13 

（四）  瓦倫西亞（Mark J. Valencia）的南沙公約：14
 

1. 在南沙群島中心地帶劃出非軍事區的核心區域，凍結各國主權要

求，並成立「南沙開發署」（ Spratly Development Authority），由
有關各造共同參加與管理  

2. 臺海兩岸應放棄 1947 年的傳統疆界線，但可取得「南沙開發署」

中 51％的股權。越南若在東京灣與南沙萬安灘取得較有利狀態，

那麼即可適度縮減在南沙核心區域的股權。汶萊並非主要當事國，

故僅分配少許股權。上述國家之外，其餘股權由菲律賓、越南與馬

                                                 
10 王冠雄，同註 2，頁 33-50；俞寬賜，同註 7，頁 111-114；Mark J. Valencia et al., Sha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124-125&132-146; Douglas M. 
Johnston and Mark Valencia, Pacif ic  Ocean Boundary Problems:  Status  and Solut ions(London: 
Mart inus Nijhoff  Publ ishers ,  1992),  p.125-127. 

11 江月琇，台海兩岸之南海政策，臺北：國立政治大學碩士論文，1997，頁 130-137。 
12 B. A. Hamzah, “The Spratlys,” in R. D. Hill, Norman G. Owen eds., 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p.339. 
13 同註 9 
14 Mark J. Valencia, “A Spratly Solu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31 March, 1994）, p.30; 瓦倫西

亞，美國夏威夷大學海洋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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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西亞分配。 

3. 南沙核心區域以外的主權問題，由相關國家自行解決，其可行方法

如下，第一，主權歸目前佔有者所有；第二，主權歸相關國家所有，

核心區域東北部份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與菲律賓所有，核

心區域南方部份由馬來西亞與汶萊所有。但無論採何種方式，各島

礁的領海範圍須加以限制，且不能作為軍事用途，同時允許科學研

究與資源探堪工作。 

（五）  Hasjim Djalal 模式：15 

1. 依「海洋法公約」第一二一條第三項的規定，不能維持人類居住

或經濟生活之岩礁不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陸礁層之基點。 

2. 南海沿海國不得在專屬經濟區之外主張大陸礁層。南海周邊國家

向南海劃 200 海里專屬經濟區，南海中心部份作為聯合開發區

（ Joint Development Zone）。聯合開發區內之島礁，應開放給南海

沿海國的人民，準許其自由登陸。作為聯合國開發用的島礁，不

可作為軍事基地或軍事用途，所有南海國家，不管是否與聯合開

發區毗鄰，均許其參與在聯合國開發區的合作活動。非南海國家

如有興趣促進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與合作，應就個別情況而允

許其參與合作活動。 

3. 應保障在專屬經濟區和聯合開發區的航行自由 

4. 聯合國開發區的使用，以50年為限；必要時，有關國家得協議再

加延長。 

（六）  南極模式：為解決相關國家以扇形原則（ Sector Principle）對南極
地區的領土要求，1959 年制定南極條約，暫時凍結原來各國在南緯

60 度以下的領土主張，以解決爭端。為了促進該地區的國際合作，對

南極地區的法律地位與制度做出以下規範：1.和平使用南極；2.促進

科學調查方面的國際合作；3.凍結各國對南極領土主權的要求。 

 

南海與南極地區不同處在於，南極地處偏遠，在本質上屬於地球的處

女地，且四周包圍著廣大的公海，因此被許多國家視為人類共有的產業。

相較之下，南海是一個半閉海的區域，不僅海域幾遭周邊國家所主張，南

海中的南沙群島更是各國爭奪的對象，這些島嶼多數已被各爭端當事國所

佔領，因此南極的法律制度似乎不太可能適用於南海。16若將南海地區適用

南極條約的模式，非爭端當事國亦可參與資源開發與科學研究，此外，南

極條約凍結各國的主權要求，但聲明並不影響有關國家的主權聲明。若將

南極條約適用於南海主權爭端，等於默示承認周邊國家對南海島嶼的佔有

                                                 
15 Hasjim Djalal, Indonesia and the Law of the Sea(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pp.382-384&393-403. 
16 俞寬賜，同註 2，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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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模糊主權的歸屬對我國將產生不利影響。 

 

從經濟層面而言，由於海洋資源的探勘與開發工作需要投入大量的資

金與技術，相較於南海周邊的國家，臺灣在資金與技術上均享有優勢，並

且有意願成為南海區域合作開發的有力夥伴。由於中國在資金與技術上仍

有所不足，除了引進外來資金與技術外，與南海其他國家進行共同開發以

謀求實際的解決也不是不可能。目前南海周邊國家對共同開發的進行方式

仍未形成共識，區域以及區域外國家不正視南海主權的歸屬，在主權爭議

的問題未得到具體共識前，共同開發可能成為個別國家單方面與西方大型

石油或能源公司合作，或成為周邊國家持續佔有爭議島嶼的政策工具。 

 

就法制層面而言，「海洋法公約」對相關國家沿海海域之權利主張，以

及國際間對海洋資源的使用都加以規範，未來南海各國權利之主張與南海

合作的推展，都必須考慮「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範。由於南海是所謂的

半閉海，依據「海洋法公約」第一二三條的規定，有關國家在此區域應相

互進行合作，例如海洋生物資源、海洋科學研究與海洋環境等；此外，第

十五條、七十四條、八十三條規定，關於相鄰或相向國家間領海、專屬經

濟區與大陸礁層重疊的部份，在劃界問題未獲最終解決前，基於善意與諒

解的原則，有關國家可作一暫時性安排，而此種臨時措施不影響最後的解

決。準此，「海洋法公約」可以作為南海共同開發的法律基礎，誠然，在

進行共同開發的過程中，不免涉及開發範圍的界定、開發利益的分配以及

參與國家的資格等問題，這些問題也在不同程度上與主權問題有所關聯，

因此相關國家必須先達成以下共識，即共同開發不影響周邊國家的主權要

求，也不構成對主權既定事實的默認。若能形成此種共識，共同開發與合

作的可能性將可大為增加。 

 

第三項 我國的參與及政策 

基本上，我國官方對共同開發持正面態度。在主權問題無法解決前，

共同開發不失為一可行的方式。我國對南海問題的基本立場為共同開發資

源、和平解決爭端，並將以此原則，與南海地區各國繼續發展實質友好關

係。對臺灣而言，南海地區進行多邊合作開發的模式，應為較理想的方式；

但在所提出的各項多邊合作方案尚無法付諸實行之前，我國應從實際利益

評估與個別國家進行雙邊合作之可行性。以資源開發為例，因南海地區石

油與天然氣礦區大多分佈在陸地邊緣的大陸礁層，大約在沿岸國家 200 海

里經濟海域範圍內，臺灣與南海周邊國家進行雙邊合作反而較多邊合作有

利且易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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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指出的是，在多邊開發合作方面，我國應該強調「擱置爭議、共

同探勘」，而非「擱置主權、共同開發」。17長久以來我國均主張對所有南海

島嶼擁有主權，在主權問題未獲最終解決前，所謂的擱置主權，很可能被

解釋為默認其他國家佔據南海島嶼的事實，擱置爭議則強調爭端各方的自

我節制，探討其他方面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共同開發與共同探戡的主要

差異在於，前者涉及自然資源的分配問題，所有參與國家均可分享區域內

的海洋資源；後者則不涉及資源分配問題，待確定資源位置及開採可能性

後，再經由相關國家就開發方式進行協商，因此其難度較低，合作的可能

性也較高。如同上文所言，在法律上，共同合作並不構成對既定事實的默

認，作為主權爭端中的臨時性安排，可以暫時降低緊張衝突，同時有助於

提升周邊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更可作為營造爭端國家間善意的有效機制。 

 

由於臺灣在國際政治上所面臨的特殊環境與限制，因此其他爭端國家

經常將有意否定我國應有的角色與權益，共同開發可做為我國突破此等困

境的有效方式。對於多邊合作的模式應積極參與，另一方面，若其他國家

拒絕與我國合作，那麼即應加速對我國控制地區進行開發與探勘的工作，

除了在經濟上可能帶來的益處外，更能彰顯臺灣在南海地區存在的事實狀

態，迫使其他國家正視並與我國進行相關磋商，而非僅以中國為對象代表

臺灣進行談判與協商。 

 

僅管東協與中國已簽訂「行為準則」，南海各國對主權問題仍未顯示有

何退讓的跡象，例如越南即在所屬島礁推行觀光活動以及興建機場，這也

使得共同開發的協商工作難度更高，恐怕將與主權歸屬一般不易達成。由

於我國並非「行為準則」的當事國，關於共同開發的部份不受限制，事實

上，其他爭端當事國早已進行開發的工作，目前也持續進行，因此，無論

從法律層面或政治層面，我國應即刻進行控制海域內的相關開發工作，藉

此突破目前消極狀態下日漸被邊緣化的危機。必須強調的是，臺灣對南海

地區的探勘活動，主要是關於石油與天然氣方面，不能單純從經濟的角度

考量，即使不符成本亦應積極從事探勘工作，理由很簡單，因為唯有如此

方能迫使其他國家重視臺灣的角色，作為與其他國家進一步合作的基礎，

提高多邊開發機制納入我國的可能性。因為未來共同開發比較可能的模式

仍是政府對政府間的合作，而非公司或法人間的運作，如果臺灣在該區並

未從事相關開發工作以及實質的存在，無論就理論與實際而言，其他國家

更有理由排出我國的參與，關於此點，恐怕是政府部門應認真思考之處。 

 

 

                                                 
17 趙國材，「論南中國海政策及南沙群島問題」，海峽評論，第 71 期（1996.11），頁 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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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南海區域行為準則 

第一項 行為準則的內容與發展 

「南海區域行為準則」的概念可追溯至 1951 年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

五原則」、1976 年「東協友好合作宣言」、1982 年「海洋法公約」、1992

年發表「南海宣言」、1995 年「東協南海政策聲明」，以及 1996 年第 29

屆東協外長會議與 1998 年第六屆東協高峰會，東協會員國同意擬定一套爭

端國間的南海地區行為準則。181999 年 5 月，菲律賓在東協資深官員會議建

議下草擬「行為準則」草案，並於同年 8 月完成，其主要目的在於降低南

海地區長期以來因領土爭議所導致的緊張情勢，以及減少相關國家間武裝

衝突的可能性，進一步規範周邊國家的行為，最後營造和平解決爭端的有

利環境。19 

 

東協國家在歷經許久的努力之後，終於達成對於「行為準則」的內部

共識，要求爭端當事國自我節制，不採取爭議性的行動，以避免因南海島

嶼主權而引發衝突。準則要求相關國家在軍事上採取互信措施，在主權仍

有爭議的地區，就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科學研究、航海安全、急難救助以

及打擊跨國犯罪等議題進行合作。 

 

1999 年 7 月 26 日，中國外長唐家旋於第六屆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中

表示，願意與東協國家就制定南海行為準則展開磋商。202001 年中國總理朱

鎔基於出席東協十加三會談時表示，希望早日完成有關於「行為準則」的

磋商工作，進一步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21
 

 

「行為準則」談判期間，東協國家與中國產生許多歧見，包括下述幾

個方面：22 

（一）爭端解決方面，東協強調多邊途徑，中國則強調雙邊途徑； 

（二）東協國家希望適用整個南海地區，越南特別強調應適用於西沙群島，

中共則主張僅適用於南沙群島； 

（三）東協國家強調依據雙邊或多邊協議進行有關合作，中國則強調共同

開發； 

                                                 
18 宋燕輝，「東協與中共協商南海區域行為準則現況暨其通過後對我可能影響」，臺灣國家安全戰略與南

海問題研討會，臺北：臺灣綜合研究院，2000 年 3月 4日，頁（2）1。 
19 宋鎮照，「解釋美『中』兩國亞太政策下的東南亞發展策略」，展望與探索，第 1卷，第 7期（2003.07），
頁 25-26。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編，中國外交-2000 年版，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0，頁 658-659。 
21 中共研究雜誌社，2001中共年報，臺北：中共研究雜誌社，2001，頁（6）87；

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80622.htm 檢視日期：2004/06/5 
22 陳鴻瑜，「南海準則空泛、忽略臺灣立場」，中央日報，2000 年 12月 2日，第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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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協國家認為各國應停止擴佔島礁，中國則未提及此點； 

（五）東協國家未提及避免在南沙地區進行軍事巡邏、軍事演習，中國則

反對進行這類活動。 

 

在歷經有關國家漫長的磋商與談判過程後，中國與東協國家就「行為

準則」最後達成共識，其重點可歸納如下：23 

（一）各方重申對「聯合國憲章」、「海洋法公約」、「東南亞合作友好

條約」、「和平共存五項原則」以及其他處理國際關係的國際法原

則的尊重； 

（二）藉上述原則及平等與互重的基礎，尋求建立信任： 

（三）依據國際法與「海洋法公約」的適用，尊重南海地區的航行與飛越

自由； 

（四）透過和平的方式，由直接與主權有關的國家間解決領土和管轄權的 

爭端 

（五）各方應自行約束可能使爭端複雜或升高的行為； 

（六）各方可就下列事項進行合作，例如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科學研究、

海上航行與飛航安全、搜索與救難，以及打擊跨國犯罪等議題； 

（七）各方應持續就有關議題進行對話，以營造和平解決爭端的有利條件；

（八）各方承諾遵守此一宣言； 

（九）各方鼓勵其他國家尊重本宣言的原則； 

（十）有關國家重申「行為準則」有利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並努力朝此方

向發展。 

 

中國同意接受此一不具法律拘束力的協定，2002 年 11 月 4 日，於柬埔

寨第 8 屆東協高峰會正式簽署加入。24
2003 年 10 月 8 日，中國外交部長李

肇星與東協外長簽署文件，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第一

個加入此條約的非東南亞區域國家。2003 年 10 月 10 日，中國與東協國家

領導人發表聯合宣言，強調為確保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有關各方應致

力於落實「行為準則」的相關規範。25一般皆認為，雙方的信心建立措施可

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中國不但成功地強化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友好關係，另

一方面，藉由排除我國的參與而進一步壓縮臺灣的國際空間。 

 

就南海爭端的法律層面言，相關各國原意是要簽署一項具有規範性的

「行為準則」，最後卻成為一份以宣示意義為主的文件，其中法律規範明

                                                 
23 陳鴻瑜譯，「東協與中國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南海各方行為宣言」，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 3卷，第 1期
（2003.01），頁 119-121。 

24 人民日報，2002 年 11月 05日，第 3版。 
25 人民日報，2003 年 10月 10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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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不足，各國對其行為的解釋空間過大。此外，「行為準則」適用的地理

範圍也因為各國之間仍有爭議，而無法加以明確界定。越南方面希望將準

則的適用範圍擴展至所有南海島嶼，主要就是目前由中國控制下的西沙群

島，藉此突顯主權爭端的事實，中國則強列反對此一做法，理由是西沙群

島不存在所謂的主權爭端，最後仍未具體規定地理適用範圍，僅統稱南海。

這些發展顯示，南海主權問題雖然暫時和緩下來，但是由於各國之間缺乏

共識，且「行為準則」本身不具強制約束力，未來仍可能成為影響區域內

各國關係的重要因素。面對「行為準則」中法律基礎的不足，2003 年 6 月，

第 36 屆東協外長會議聯合公報即強調，重申「行為準則」對南海地區和平

穩定的重要性，同時呼籲有關各方進一步簽訂具法律拘束力的行為準則。26 

 

「行為準則」是否能降低區域的緊張衝突仍待觀察，但若要徹底解決

南海爭端，最終仍不能迴避主權的歸屬問題，吾人不能期待只依賴有關國

家間的自我節制，畢竟「行為準則」本身只能視為國家間善意的表示，作

為一種政策宣言，本身並無法提供爭端解決的機制，更不能作為主權歸屬

的決定依據，在可預見的未來，主權問題未獲解決前，相關國家仍會繼續

強化並確保現有的島礁，並且不排除擴大主權要求的可能性。舉例而言，

在簽訂「行為準則」後，越南仍不顧其他國家的反對與關切下，執意開闢

南海的觀光航線，此外，在現有島礁上修建機場與其他人工設施，藉這些

行為彰顯越南的南海主權，越南的行為也引起中國、菲律賓、臺灣等國的

抗議與持續關切。如果各國競相效法而以觀光、科學研究、探勘等名義繼

續在南海地區自行其是，那麼「行為準則」的效力與道德性將大為減低，

最終可能再度成為各方自我表述的情況。 

 

第二項 我國的參與及政策 

在「行為準則」形成的過程中，作為南海爭端的當事國，臺灣不斷表

達參與討論的意願，南海小組通過決議並授權外交部就此議題與相關國家

進行磋商。27東協國家在商談該準則之際，由於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以及

臺灣不應參與政府間談判的框架下，各國基於本身的利害考量，其談判對

象以中國為主，完全未將我國納入談判過程中。誠然，中國在南海問題具

有關鍵性角色，「行為準則」若未獲其支持，其價值與效力將大為降低，

本文亦無意否定其效力與相關國家的長期的努力，然而，臺灣作為南海地

區的實質當事國，而且對南海諸島擁有主權的法理與歷史證據最為周全，

此外，目前仍實際控制著東沙島與太平島，缺乏我國參與下的「行為準則」

                                                 
26 陳鴻瑜譯，「第 36 屆東協外長會議聯合公報」，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 4卷，第 2期（2004.04），頁

130。 
27 中國時報，1999 年 6月 5日，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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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能發揮多大效力，更何況南海海域涉及國際重要航線與相關資源的開

發，這種排除重要當事國的政策與態度，對東協作為區域重要組織的角色

而言將有所損害。由於我國不是東協成員，也非與東協的對話夥伴，故無

法參與本區域安全對話，排除臺灣的參與實有違東協「預防外交」與「信

心建立機制」(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的宗旨。 
 

作為爭端國家意向的表達，「行為準則」並不能決定主權歸屬問題，

只是要求有關國家依據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另一方面，雖然歷年來各國

倡議南海成為非軍事區，不但目前無任何撤兵跡象，反而繼續藉軍事佔領

以獲得更多談判的籌碼與優勢。昔日中國也曾與越南與菲律賓簽訂相關「行

為準則」，卻仍無法避免雙方在主權問題上的衝突，中國與東協所制定的

「行為準則」除法律性不足外，又缺乏臺灣的參與，未來是否真能有效約

束相關國家不免讓人產生疑問。 

 

相較於其他南海爭端國家，我國主動從南沙與東沙換防，改由具有司

法警察身份即海巡署執行護漁及維護主權的任務，對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

定具有正面示範作用，臺灣理應成為制定「行為準則」的參與國，然而，

我國換防的舉動並未受到其他國家高度注意與肯定，28我國南沙換防的舉動

有必要重新加以檢討。針對中國與東協簽訂該準則，卻將我國排除在外，

外交部表示我國應成為準則當事國的立場；29內政部長余政憲亦表示，重申

我國擁有所有南海諸島的主權，呼籲周邊國家重視我國權益，我國也願本

著國際合作的精神，參與南海的開發與安全維護事宜。30 

 

由於被排除在「行為準則」的制定過程外，既使其本身法律性規範薄弱，

但我國是否可不依照其規範而自行其是，比較可行的做法是對於其中的普

世價值如和平解決爭端的部份加以呼應，並且早日研擬關於南海事務合作

                                                 
28 王冠雄，出席第十屆處理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報告書，1999 年 12月，頁 4。 
29 外交部關於我國無法參與「行為準則」所表達的立場： 
「針對東南亞國家協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本(十一)月四日在柬埔寨簽署『南海各方行為宣言』事，中

華民國外交部茲發表聲明如下：  
一、中華民國政府茲重申擁有南海四沙群島領土主權，並依據公認之國際法原則享有一切應有之權益。  
二、中華民國政府一向主張支持以「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資源」方式，透過協商對話，和平解決爭   

端。但對於東協國家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簽署此一涉及我國領土主張與國際法應享有權益之

「南海各方行為宣言」，而未邀請中華民國政府代表參加，完全漠視我國權益，我政府對此深表遺

憾、抗議與不滿。  
三、中華民國作為南海地區國家之一員，基於主權獨立及相互尊重，願意積極促進南海合作、和平處理

南海爭端及維護南海生態環境，並繼續尋求與南海周邊國家進行合作，共同維護南海地區之和平與

穩定。  
四、中華民國自二 OOO 年起已在東沙群島及南沙太平島，採取一連串信心建立措施，包括由海岸巡防

署進駐執法，爰呼籲南海各方本此精神，共同促進該地區之和平與發展」。詳見外交部聲明，2002
年 11月 5日。 

30 聯合報，2002 年 11月 9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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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項方案，但同時強調不影響我國對南海主權的立場，此外，除了默認

與被迫接受外，政府部門應從更宏觀的角度審慎思考我國在東南亞的整體

戰略，以維護國家的最大利益。 

 

第四節 區域外國家的南海政策 

第一項 美國對南海問題的立場與政策 

冷戰期間，美國以圍堵戰略考量南海問題，在某種程度上，對於周邊

國家提出的主權論述採取漠視的態度，至 80 年代為止，美國對南海主權爭

端基本上持不介入與中立的立場。90 年代開始，美國的中立態度有了實質

變化，開始積極介入南海爭端。31面為冷戰後南海主權爭端的升高趨勢，美

國的基本政策是不對主權問題採取立場，但強調和平解決以及南海的自由

航行原則。1995 年美濟礁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院即表示，其基本利益就

是維持南海地區的自由航行，包括民用或軍用之船舶與航空器，對於主權

問題則不持任何預設立場，但強烈反對有關國家使用武力或威脅使用武力

解決領土爭端。32綜言之，美國對南海問題的基本立場與態度為：和平解決

爭端、要求爭端各方自制、反對使用武力、對爭端國家的主權無預設立場、

支持東協 1992 年「馬尼拉宣言」、支持聯合國海洋法公約。33 

 

    1997 年開始的金融危機發生後，東協國家的集體力量下降，促使中國

與美國的地位相形重要。南海爭端國家大幅削減國防支出之際，相對而言，

中國的國防預算卻仍維持 13％的年成長率（1995-2000），從而造成其他爭

端國家的不安。另一方面，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角色也有增強的趨勢，藉

由雙邊同盟（與日本、南韓、菲律賓、澳洲、紐西蘭）、使用軍事基地（新

加坡）、持續大國外交（中國）、軍事演習（馬來西亞、汶萊、泰國、菲律

賓）、軍售（台灣）等方式，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持續存在。34基本上，

東南亞國家對美國的角色報持正面的態度，因為美國的存在能持續扮演區

域的平衡者，對東協國家而言，美國勢力可以牽制中國，從而避免南海主

權爭端導致嚴重的區域衝突。35 

 

                                                 
31 余波，「南沙爭端及中國政府應採取的對策」，亞洲評論，1999，春季號，頁 11-12。  
32 聯合報，1995 年 5月 12日，第 1版 
33 孫國祥，美日對南海問題之立場與政策，台北：內政部獎助南海問題專案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8，
頁 37-50；符駿，南海四沙群島，臺北：世紀書局，1981，頁 215-221；1992 年「馬尼拉宣言」中，東

協國家呼籲南海爭端當事國應擱置爭議，並就某些事項尋求合作，例如海上安全、海洋環境保護、海

盜與販毒的防制等事項。Ivan Shearer, “Navigational Issues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s,” in James 
Crawford and Donald R. Rothwell eds.,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 212. 

34 林正義，「美國的東亞安全政策與預防外交」，戰略與國際研究，第三卷，第一期（2001.01），頁 22-26。 
35 陳鴻瑜，「後冷戰時期東南亞的區域安全」，戰略與國際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999.01），頁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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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爭端國家的立場，中國則強烈反對非爭端國家介入南海事

務，主張透過雙邊對話與談判為主，主要是希望維持目前中國的相對優勢，

即使目前逐漸體認多邊機制已成為未來發展的趨勢，但仍不願美日等大國

直接涉入。另一方面，基於整體利益的考量，中國必須與美日等國維持良

好關係，特別是在經濟與貿易方面，即使如此，仍避免區域外大國介入南

海爭端，從而降低中國的主導能力。以「南海會議」為例，美國即被排除

於會議外，在此情勢下，1995 年起，透過「太平洋區域論壇」（Pacific Forum）

與菲律賓「戰略暨發展研究所」舉辦另一個非官方的研討會，討論如何避

免南海地區的衝突。36 

 

總體而言，表面上，美國在南海主權問題不持預設立場，但從其實際

的作法而言，美國的態度明顯的傾向其他爭端國家，而美國的態度往往又

成為其他國家向中國交涉的籌碼，從而使得南海問題進一步複雜化。37 

 

第二項  日本對南海問題的立場與政策 

南海為國際間重要航道，由於日本經濟上高度仰賴對外貿易，所需原

物料多數必須經由南海航道運送，以石油為例，80％以上的原油均由中東

地區經南海運送至日本。另一方面，日本在東南亞地區有大量經貿投資，

因此，航道安全與經濟利益使得日本相當關注南海情勢的發展。 

 

日本並非南海爭端的當事國，因此只能透過強化美日安保體系，以及

加強與相關國家的外交關係與參與東協區域論壇，以間接的方式發揮在南

海問題上的影響力。381997 年日本公佈的「國防白皮書」中，將南沙群島列

為關注地區，另一方面，強調南海航線對日本的重要性。
39
 

 

    就經濟層面而言，由於日本是經濟大國，對東南亞國家有相當大的影

響力，若日本將經濟實力轉化為政治實力，從而在南海問題上扮演積極角

色，果真如此，日本將成為美國以外對該區最有影響力的國家，另一方面，

由於歷史因素以及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疑慮，相較於對美國的態度，爭端國

家對日本直接介入南海爭端則持保留態度。日本也是中國是否能扮演區域

主導強權的重要關鍵，若中日兩國關係穩固，則中國能將重心轉移至南海

地區，同時扮演主導角色。40另一方面，若中日關係呈現緊張或對抗的狀態，

                                                 
36 林正義，同註 34，頁 35。 
37 許漢昇，「中共對東南亞區域的安全之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5 期

（2001.05），頁 66-67。  
38 楊志恆，「東北亞安全與預防外交」，戰略與國際研究，第三卷，第一期（2001.01），頁 89-90。 
39 余波，同註 31，頁 12。  
40 宋鎮照，「新世紀中共與東南亞的政經外交關係與戰略：發展與挑戰」，共黨問題研究，

第 27 卷，第 1 期（2001.01），頁 33、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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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東南亞國家可利用此一情勢，做為與中國談判的有利籌碼。綜言之，對

於南海主權爭端，中國在反對域外國家如美日等大國介入外，基於國家整

體利益，必須同時在其他方面與這些大國保持友好關係。東協國家亦如此，

雖然對於其他國家的介入仍存有疑慮，在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的同時，仍

希望其他大國扮演平衡或抑制中國的角色，畢竟相較中國而言，東協國家

的整體實力明顯居於劣勢，南海爭端的國際化有助於彌補這方面的弱點，

同時牽制中國的持續擴張。41 

 

所謂的中立在法律上與政治上有不同意義，不同的時期，大國的介入

或不介入均有不同涵意。以美國為例，冷戰期間，美國採取所謂的中立與

不干涉政策，實際上卻是默許周邊國家爭奪的南沙群島，我國基於國際的

客觀環境，只能對其他爭端國家的行動表示抗議，但並未採取強硬的方式

（例如軍事力量）回應。另一方面，冷戰結束後，面對南海主權爭端的白

熱化，美國表面上抱持中立的立場，強調和平解決與自由航行的基本政策，

實際上確進一步強化與其他爭端國家間的實質關係，特別是雙邊或多邊軍

事關係的強化，在南海問題上，藉由暗中支持東南亞國家，形成一個對中

國的共同戰線。換言之，所謂的法律上的中立卻是實質的不中立，除了「海

洋法公約」對南海島嶼主權的影響外，區域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立場與態

度，也是造成南海爭端複雜化的重要因素。 

 

第五節 小結 

 

「行為準則」可說是一份高度政治性的文件，其法律規範性明顯不足，

僅管其中強調依據國際法的相關原則處理南海問題，由於南海爭端係高度

政治性問題，涉及國際法上敏感的主權議題，其實際適用仍有賴於國家的

善意履行。我國應在抗議無法加入的同時，就南海事務性議題，積極與有

關國家進行合作與交流，同時支持以國際法原則，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端。 

 

由於我國在國際政治上所遭遇的限制，共同開發似乎成為臺灣在南海

問題中比較可以施力的一點，主要在於臺灣在技術與資金方面的相對優

勢。在不放棄南海主權的情況下，以及基於共同開發不應影響主權的框架

內，我國應將共同開發列為政策的優先項目，先行研擬各種可能的對策與

模式，避免其他國家將我國單方面排除於合作機制外，同時不排除單方面

進行的可能，藉以確保應有之權益不受損害。 

 

在經過歷屆會議之後，雖然各方對會議的成效評價不一，但「南海會

                                                 
41 宋鎮照，同上註，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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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已逐漸由非正式的論壇發展為功能性組織。「南海會議」被批評缺乏成

效，乃因各國代表雖在相關議題上進行廣泛討論，並獲得應以和平方式解

決爭議與推動南海合作的共識，但終究因各國政府堅持其主權立場而缺乏

具體的合作行動。南海會議無力阻止各國的單方面行為，但在避免直接觸

及敏感的主權問題下，南海會議仍提供相關國家一個自由交換意見、形成

共識以及營造良好氣氛的場合，就此而言，無論是對臺灣或區域國家均有

其正面的貢獻與價值，未來我國仍應持續參加並投入更多資源於此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