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國際法觀點分析南海主權爭端與中華民國的南海政策                                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冷戰結束後，國際間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已大為降低，然而，

區域衝突似乎並未隨之減少，許多地區仍處於緊張狀態中。中東問題、北

韓核武問題、臺海問題、印巴衝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問題等，並未

因冷戰終結而劃下休止符。在冷戰後時代，儘管全球化議題諸如經濟、環

保、人權等有愈加重要的趨勢，然而，不能因而低估傳統安全領域的重要

性，在國際關係領域中，政治、軍事等面向仍扮演重要角色，其重要性似

乎並未因冷戰終結而降低。在亞太地區，北韓問題與臺海問題外，南海諸

島的主權爭端有逐漸升高的趨勢，成為潛在衝突的熱點之一。1 

 

南海問題涉及戰略地位的掌控、生物與非生物性資源等利益。2就戰略

地位而言，南海是連接太平洋、印度洋與大洋洲的國際主要海運航線，也

是世界運量第二大的海上航道。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大型油輪與貨輪均須

經過該海域。以石油運輸為例，中國、臺灣、日本、南韓等均需自海外輸

入大量石油，其中絕大多數是由中東、非洲等地區經南海運往所需國家，

其他國家如澳洲也經由南海運送鐵砂至中國，因此南海實際已成為亞洲與

大洋洲國家的重要經濟生命線。目前，南海自由航行已是國際間的高度共

識。 

 

就生物性資源而言，南海是世界重要漁場之一，由於周邊國家的經濟

條件逐漸改善，其國民對食物的需求量也日漸增加，南海豐富的漁業資源

成為周邊國家重要的食物來源，同時也是各國經濟活動與就業機會所在，

生物性資源對周邊國家造成深刻影響，有關國家經常因漁事衝突而衍生為

外交糾紛。近年來，周邊國家相繼佔據所屬島礁，據以主張 12 海里領海、

24 海里鄰接區、200 海里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期能取得更多的資源。 

 

就非生物性資源而言，一般相信，南海海域可能蘊藏大量石油與天然

氣等能源，以及其他貴重與稀少性金屬礦。由於周邊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

與對能源的需求，探勘並開採資源成為各國向南海擴張的重大誘因，因此

紛紛佔有島礁及周邊海域以從事開採工作。1950 年代以來，南海周邊國家

開始在其沿岸地區探勘能源，使得領土主權的歸屬問題逐漸白熱化，就某

                                                 
1 田震亞，「南沙群島主權爭奪與美國對北京之圍堵」，亞洲研究（2001.12.18），頁 10-12。 
2 丁宗裕，「論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領土的紛爭」，共黨問題研究，第 21卷，第 4期（1995.04），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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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程度而言，南海爭端的本質即在於資源的爭奪與控制。3 

 

在中國長期無力行使主權的情況下，東南亞新興國家的出現，也是造

成南海主權爭端另一個重要因素。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政府於 1946

年將南沙群島歸還中國，中國政府則將其劃歸廣東省管轄。另一方面，各

殖民國相繼退出亞洲，如英國、荷蘭、葡萄牙、法國等，這些殖民宗主國

原先所佔領的領土也由新興國家所繼承。1951 年訂定的「舊金山和約」中，

其第二條第六款規定：「日本放棄對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切權利、權利

名義與要求」，但並未明確規定其所佔有的島嶼主權歸還中國或其他國家，

此外，由於中國內部代表權的爭議，當時的兩岸均非會議參與國與和約簽

字國，周邊國家據以主張南海地區為國際法上的無主地，主張適用無主地

先佔的原則，藉以合理化其佔有行為並擴大對南海諸島的佔領。4 

 

為了爭奪島嶼主權，爭端國家在此區域已有數次衝突行為，1974 年中

國與越南的西沙海戰、1988 年中國與越南的赤瓜礁（ Johnson Reef）海戰，
在上述兩場軍事衝突中均有人員傷亡與物資損失；51995 年中國與菲律賓的

美濟礁（Mischief Reef）事件、1999 年中國炸毀菲國於黃岩島上的軍事建
築。從上述事態發展而言，南海緊張局勢似乎有升高的可能性。6 

 

1994 年 11 月 16 日，1982 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 以下簡稱海洋法公約）正式生
效，7「海洋法公約」的內容，對相關國家沿海海域的權利主張，以及國際

間對海洋資源的使用都加以規範。其中，有關沿海海域的權利公約中，明

確規範在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大陸礁層的主權或管轄權；
8
針對海

洋的公平使用或國際合作，則分別在公海、閉海與半閉海、
9
區域、海洋環

                                                 
3 覃鑄，「中共對南海主權爭議基本立場剖析」，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5 期（ 1995.05），
頁 80-81；鐘堅，「南海主權紛爭與國際合作」，國家政策雙周刊，第 115 期（ 1995.06.27），
頁 8-9。  

4 Lee Ngok, “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 ? Chines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12, No.4(Winter, 1994), pp.103-120. 

5 1974 年中國與南越海軍為西沙群島問題發生武裝衝突；1988 年 3月 14日，中國與越南為南沙群島問題
發生武裝衝突，一般認為造成越南方面共有 70人死亡，越南則宣稱 3人死亡，74人失蹤。 

6 美濟礁（Mischief Reef）位於南沙群島東部，為一橢圓形環礁，位於東經 115 度 32分、北緯 9 度 55分，
菲律賓巴拉望群島以西 130海里處，距菲國現占最近馬歡島 52海里，距中國現占最近東門礁 63海里，

菲國認為美濟礁為其所主張卡拉揚群島的一部分；李金明，「美濟礁事件的前前後後」，南洋問題研究，

總第 101期（2001 年第 1期），頁 66-68； Stewart S. Johnson, “Finders Keepers: The Philippine's Claim to the 
Kalayaan Islands, ”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12, No.4(Winter 1995), pp. 39-59; Nayan Chanda and 
Rigoberto Tiglao, “Territorial Imperati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5）, pp.14-16. 

7 詳見聯合國海洋法網站：http://www.un.org/chinese/law/sea/ 檢視日期：2004/04/10 
8 中國稱大陸礁層為大陸架，鄰接區為毗連區，本文採用大陸礁層與鄰接區的用法。 
9 半閉海（semi-enclosed sea），全部或主要由兩個或兩個以上沿海國的領海和專屬經濟區構成的的海灣海

盆或海域。根據海洋法公約第九部份的規定，半閉海沿岸國應相互合作，盡力直接或通過適當區域組織

來協調，（1）海洋生物資源的管理、養護、勘探和開發；（2）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的權利行使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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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保護與保全、海洋科學研究與海洋技術的發展和移轉等不同層次加以

規範。未來南海各國權利主張，或南海合作的推展，都必須考慮「海洋法

公約」的相關規範。 

 

由於國際海洋法體系的形成與制定，近年來，南海周邊國家相繼佔據南

海所屬島礁，據以主張 12 海里領海、24 海里鄰接區、以及 200 海里專屬經

濟區與大陸礁層，並以「海洋法公約」來對抗並限制我國對南海的主權主

張，認為依現行國際法我國對南海的主權仍有疑義。 

 

長久以來，臺灣始終將政策重心置於臺灣海峽，事實上，南海問題直接

牽涉我國的國家利益與安全，其層面包括軍事與政治安全、海道航行與經

濟安全、漁業作業與資源利用安全等。10鑒於臺灣四面環海的地理環境與地

緣政治特性，更因為對外貿易與海線暢通對我國的重要性，南海的經濟暨

戰略價值已不言可喻，而維護南海諸島及其海域主權不受他國侵犯，可說

是臺灣長遠利益所在，對於南海問題的高度關切是撰寫此篇論文的主要動

機。以當代國際法或國際關係理論而言，爭端中使用或威脅使用武力將遭

受其他國家的指責與批判，暴力與激情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因此，藉由國

際法的理論與實務，分析南海主權爭端的經緯與法理，剖析有關國家的法

理主張，據以提出切實可行的政策，在和平解決的框架中，最能符合我國

的國家利益。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目前涉及南海主權爭端國家計有：臺灣、中國、越南、菲律賓、馬來

西亞、汶萊等 6 國，皆聲稱對該地區島嶼及海域擁有全部或部份主權，各

國的主權要求遂在南海地區產生重疊。11就地理範圍而言，南海位於南緯 3

度至北緯 25 度，東經 100 至 120 度間，海域面績約 360 萬平方公里。南海

是連結太平洋與印度洋的交通要衝，也是西太平洋與印度洋及大洋洲間的

重要國際通道，故成為歐亞非三洲交通的必經之地，更是世界海運最繁忙

的海道之一。本文中南海的四個島群，其範圍涉及：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s）、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中沙群島（Macclesfield Islands）與
東沙群島（ Pratas Islands）。 

                                                                                                                                                         
的履行（3）科學研究政策；閉海（enclosed sea），由兩個或兩個以上國家所環繞，並由一個狹窄的出口

連接到另一個海或洋的海灣、海盆或海域。依據海洋法公約第 9部份規定，閉海沿岸國應相互合作，盡
力直接或通過適當區域組織來協調，（1）海洋生物資源的管理、養護、勘探和開發；（2）海洋環境的保
護和保全的權利行使和義務的履行（3）科學研究政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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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11 如無特別指明，本文所稱中國係指 1949 年所建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或我國則係指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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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有三個探討面向，首先，國際法關於領土取得的規定與實踐

為何，並以此檢視南海爭端國家的主權主張；其次，「海洋法公約」為南海

問題帶來那些影響；最後，分析我國的南海政策與海洋立法的過程與現況。

因此，文章以國際法的相關原則、海洋法體系、南海爭端國家的主權論述

以及我國的海洋法律體系與南海政策為研究範圍。事實上，南海問題涉及

許多不同議題，例如法律、歷史、國際關係、資源開發與合作、海洋科學、

犯罪防制、環保與公害等。由於本文以國際法為主軸，分析南海主權爭端

與我國的南海政策，因此，研究重心將主要集中於國際法的法理與「海洋

法公約」的範疇，另一方面，主權論述必然涉及大量歷史問題，關於歷史

文獻的研究方面，則主要參考並引用學者的相關著作，同時對於其他非國

際法的研究領域適度加以介紹，藉由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以補充並強化本

文的論述內容。 

 

關於研究方法，此篇論文採取歷史研究法、法制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

並以國際法的角度論析各國的主權主張與中華民國的南海政策。論文援引

常設國際法院案例、國際法院案例，以及中國國際法年報、英國國際法年

報（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B.Y.I.L.）、美國國際法學報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J.I.L.）等，結合國際法的理論與

實際案例，以國際法的觀點與架構，分析南海領土爭端與海域劃界問題。 

 

必須承認的是，國際法與國內法相比，在法律的適用與執行方面仍有

其侷限性，然而，國際法的演變與發展已經逐漸形成一種信念，即國際法

雖然仍是一個不完整的法律體系，但是長時間發展的結果，使得國家同意

適度拋棄主權至高無上的原則，進一步產生遵守國際法的信念。在大多數

的情況下，爭端中的各造，均援引國際法原則論證其主張與行為的合法性，

同時挑戰他方論點的正當性。準此，國際法規則不僅是國家權力的限制，

更是國家主張權利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欲對國際法領域有更為完整的

理解，僅研究理論與重要著述仍有所不足，分析國際法的相關案例成為另

一個重要方式，也就是將理論與實際、理想與現實相互結合。誠然，國際

法案例情況各異，先前的案例也沒有拘束日後其他案件的效力，然而，這

些案例卻能具體展現國際法的實際適用情形，這也是本文援引大量國際法

案例的主要原因。 

 

論文中國際法的分析對象包括：傳統國際法的原則與理論、國際法的

實踐與相關案例、當代海洋法體系等，其中又以「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

定為主要分析架構，藉論述相關的國際法原則，分析國際法在南海主權爭

端的適用問題。在我國南海政策方面，回顧我國海洋立法的歷史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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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以 1998 年所通過的兩項海洋立法為分析重心。在政策執行層面，一

國的海洋政策首重其立法行為與執行管轄，其中又以涉及南海事務的項目

為本文研究對象，析論涉及南海事務有關的政府部門及其政策，這些部門

主要集中在外交、內政、國防與海巡署等單位。 

 

本文的章節安排為：第一章緒論；第二章以傳統國際法的觀點與原則

探討南海問題，其中涉及的法律原則包括陸地支配海域原則、島嶼在劃界

的效力、時際法概念、地圖的證據價值以及禁止反言原則等；第三章分析

「海洋法公約」的相關內容與對南海問題的影響，文章集中於以下幾個範

疇，包括島嶼、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大陸礁層、歷史性水域與南

海 U 形線；第四章，論述周邊國家的政策與主張，並藉第二章與第三章的

內容深入分析爭端國家的主權主張；第五章、歸納現階段我國的南海政策，

分析兩部海洋法的相關內容、探討政府不同部門間的政策；第六章分析「南

海會議」、共同開發（ Joint Development）、「南海行為準則」（Conduct Code 
of South China Sea 以下簡稱行為準則 ）的內容與特點，並評估臺灣的參與

過程與政策，此外，對於區域外國家的南海政策做一扼要分析，不過由於

研究主題的關係，僅以美日兩國為主要分析對象；第七章總結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