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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傳統國際法原則與南海主權 

 

領土主權作為國際法的核心價值，其法律概念源自於國家間相互平等

與互不管轄的基礎，領土取得的方式自然成為國際法的重要部份，本章即

以傳統國際法的角度，析論國家取得領土的依據，以及附屬於領土主權的

相關權利，例如海域劃界。本章重點為領土取得的方式、陸地支配海域原

則、島嶼在劃界中的效力、時際法、爭端肇始日、地圖作為證據的價值，

以及禁止反言原則等，同時分析這些原則如何適用於南海主權爭端。 

 

第一節  領土取得與陸地支配海域原則 

第一項 領土取得 

雖然個人逐漸成為國際法所規範的對象，國家仍是現代國際法的主要

成員。國家的組成部份分別為領土、政府與人民，而國家的權利與義務主

要是以領土為基礎所衍生。國家領土是指地球上隸屬於國家主權下的特定

區域，國際法並未要求國家領土大小必須符合某一標準才可構成國家，但

國際法上不可能存在一個沒有領土的國家。1換言之，國家的領土可大可小，

其法律地位並無不同，但是無論如何，國際法上國家不可能沒有領土，儘

管國家間邊界可能沒有明顯的標誌，或是存在領土的爭執，但這並不影響

國家的法律地位與存在。2 

 

如上所述，領土作為國家的基本構成要件，領土取得的方式自然成為

國際法的重要部份，此外，關於領土的取得，不應與國家的成立或私人取

得領土加以混淆。國家可以透過許多不同的方式取得領土，包括佔有某一

領土、藉割讓方式自其他國家或領土所有者獲得領土、接受他方的贈與、

歷經一定時期的時效方式，以及取得自然形成的領土。3簡言之，就當代國

際法而言，一般認為國家取得或變更領土的傳統方式主要有 5 種，即：割

讓、佔有、添附、滅亡與時效。其中割讓是一種轉承的取得方式，而佔有、

添附、滅亡與時效則是原始的取得方式4。就南海主權爭端以及相關國家的

法理論述而言，主要涉及佔有與時效原則，因此本節即分析這兩種領土取

得方式的學理與實踐。 

 

                                                 
1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nd ed.( London: Longman, 1992), 

Vol.2 pp.563-564. 
2 周鯁生，國際法，北京：商務印書館，1983，下冊，頁 320、419。 
3 William W. Bishop,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3), p265. 
4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supra note 1, pp. 67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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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佔有（occupation） 

國際法上的佔有（亦稱先佔）必須真實有效（effective）才發生效力，

目前，佔有與行政管理是有效佔有的兩個條件，所謂佔有意指領土必須由

國家真正地加以佔有，而行政管理則強調國家須在佔有行為後，在該土地

上建立某種行政或統治行為，展現具有國家行為性質的的相關措施，相反

地，如果在佔有行為後的相當期間內，佔有國並沒有設立某種行政機構或

實施統治行為，那麼就不是國際法上的有效佔有。必須指出的是，國際法

的概念隨著國家行為變遷而不斷發展演變，在近代以前，上述有效佔有的

條件，並不被認為是用佔領方式取得領土所必要，在很長的時間中，一般

的說法是認為，發現一塊領土即可以取得其主權。直到 18 世紀後，國際法

才開始要求實行有效佔有，並且直到 19 世紀，各國的實踐才與國際法規定

相符合。5 

 

就國際法的發展歷程而言，昔日西方國家向海外擴張時，經常以佔有

方式作為取得海外無主地的依據，所謂的無主地，除了無人居住的小島與

荒地外，那些由土著居民所居住的地區，由於尚未形成所謂的西方文明國

家，因此也往往被視為無主地而加以侵佔。在「西撒哈拉案咨詢意見案」

中，國際法院針對早期殖民國家的無主地標準表示，那些具有社會政治組

織的部落，其所居住的土地不是國際法上的無主地，從而排除先佔原則的

適用。6事實上，以現代人類科技發達的程度，地球上幾乎已不存在所謂國

際法上的無主地，但對於確認國際法上領土的取得，先佔原則仍有其法律

與歷史價值，特別是在有關於國家間領土爭端的案件中，佔有行為是否有

效經常是各方論辨的重點。 

 

第二目 時效（prescription） 

國際法上的時效概念，即一國對他國領土進行長時間的佔有，其他國

家，包括原有主權者對此並不提出抗議，或提出抗議，但持續一斷時間後

即停止抗議行為，從而推定該國取得自他國所佔領的領土。國家實踐中，

對於他國的侵權行為，國家應避免消極或不作為，相反地，應以抗議或積

極主張的方式確保自身權利。7自從有國際法以來，時效作為取得領土的方

式一直為人所爭議，國際法的學理與實踐仍未形成共識，但可以確定的是，

在國家實踐中，即使一個國家的部份領土是經由不正當方式取得，只要佔

有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不受干擾且和平地實行佔有，以致造成一種現狀符

合國際秩序的信念，那麼這個國家就可能被視為這塊土地的合法所有者，

從而取得該領土的主權。8 

                                                 
5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supra note 1, pp. 688-690. 
6 王鐵崖等編著，王人傑校訂，國際法，臺北：五南出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 168-170。 
7 Rudolf Bernhardt,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New York: North-Holland, 1984), Vol.7, pp. 5-6. 
8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supra note 1, p.706; Louis Henkin et al.,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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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其具體要件仍不明確，國際實踐中亦未有直接適用的案例，時效

可說是國家取得領土的另一重要方式，國際法學家也肯定時效原則作為決

定領土歸屬的效用。一般而言，國際法對於時效取得領土有幾項要求：9 

（一）  取得領土的過程中，必須有國家主權行為的展現； 

（二）  佔有的狀態必須是和平且不受干擾； 

（三）  佔有的行為必須對外公開； 

（四）  佔有必須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必須強調的是，國際法上時效原則仍不能作為一種單獨取得領土的方

式，在論證的過程中，必然還要考量許多歷史事實，以及適用其他相關的

法律原則，例如默式承認、禁止反言原則等，換言之，適用時效原則必須

考量特殊事件中的各項具體事實，結合相關法律原則加以綜合評估。本段

主要在分析國家取得領土的方式，因為國家唯有取得領土主權後，方得以

此領土為據，進而實施管轄權或取得其他權利，下段則探討國際法上領土

與海域間所存在的法律關係。 

 

第二項 陸地支配海域原則 

國家的領土首先就是其疆界（Boundary）內的陸地，包括其上空與其

下的土壤，如果是一個擁有海岸或島嶼的國家，其領土就包括與陸地相鄰

接的某些海域，例如領海、鄰接區與專屬經濟區，國家在這些海域分別行

始不同程度的管轄權。就國際法而言，陸地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取得陸地

領土的同時包含取得其上空，若是沿海陸地或海上的島嶼則尚及於其周邊

海域，換言之，陸地所取得的權利優於海洋。 

 

依據上段所言，國際法上有所謂陸地支配海域原則（The Principle that 
the Land Dominates the Sea），其法律意義為，海洋附屬於陸地而存在，擁

有陸地即擁有海洋，不擁有陸地即不擁有海洋。因此，依據國際法與海洋

法，領土主權是海洋權益的基礎，海洋權益是從領土主權中衍生而成，任

何國家無權將海洋管轄權擴展至他國領土，也無權以專屬經濟區或大陸礁

層為由，侵佔他國領土。當然，這並不是排除其他非沿岸國或內陸國依據

國際法所應享的權利，例如公海的自由航行權、領海的無害通過權等，此

原則在於強調，陸地領土作為主張周圍海域權利的基礎，在多數情況下，

國家無權取得不附屬於陸地領土的海域權利，相反地，一國也不得因享有

                                                                                                                                                         
Materials(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er, 1993), pp.322-323. 

9 D. H. N. Johnson, “Acquisitive Prescrip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7（1950）, pp.33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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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海域權利，進而主張與其相關的領土主權，那將是一種因果錯置的主

權主張。 

 

依據本段所分析的陸地支配海域原則，就適用於南海爭端而言，除非

擁有南海島嶼的主權，一國不得主張享有島嶼周邊海域的管轄權或其他權

利。另一方面，國家亦不能主張該島嶼，只因為該島嶼位於其所主張的大

陸礁層或海域範圍內，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國家應透過共同磋商與談判，

解決主權爭端或劃界方面的糾紛，國家片面的海域立法或主權聲明，這些

行為並無法改變主權歸屬的事實狀態。關於南海爭端的實際案例以及南海

地區海域重疊的問題，將於本文第三章海洋法以及第四章爭端國家的主權

主張部份做深入分析。 

 

第三項 國際法的實踐 

1928 年「帕爾馬斯島案」（ Island of Palmas Case）中，美國認為依據
美西戰後所簽訂的《巴黎和約》，美國已經因為西班牙割讓（ cession）該島
而取得主權，此外，因為該島鄰近菲國領土，從而歸屬菲國領土。荷蘭則

認為，自 1648 年以來，該島一直在荷屬東印度公司的宗主權之下，因此，

荷蘭一直享有該島的主權。1925 年 1 月 23 日，兩國簽訂仲裁協定，將該案

提交常設仲裁法院，並由院長胡柏（Max Huber）擔任仲裁人。法院於裁決
時認為，發現僅能構成取得領土主權的初步權利（ Inchoate Title），但若主

權發生爭端時，則必須進一步提出證據，證明發現該領土後所行使的國家

行為。就本案而言，直到發生領土爭端時，西班牙並沒有在該領土上實行

具體的國家職能，從而無法對該領土擁有完整主權，相對而言，荷蘭則在

該地持續行使其國家職權，且其行為受到美國的默認，因此，該島應為荷

蘭所有。10本案是國際法案例中，說明有效佔有、時效概念、時際法，以及

鄰近原則等諸多國際法原則的重要案例。本案中，法官胡柏認為，建立行

政機關並非有效佔有的必要條件，相反地，國家能否持續展現國家權利更

為重要，特別是對於爭端中的領土，國家要能持續、和平、有效的在該領

土上行使權利。11 

 

1931 年「克里柏敦島仲裁案」（Clipperton Island Arbitration）中，法
國與墨西哥就太平洋上一個無人居住小島產生主權爭端。西班牙宣稱，該

國曾經以發現取得該島主權，墨國認為有權繼承西班牙對於該島的主權。

                                                 
10 Louis Henkin et al., supra note 8, pp. 309-316; William W. Bishop, supra note 3 , pp.265-271; Philip C. 

Jessup, “The Palmas Island Arbitr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2, No.4
（Octorber,1928）, pp. 735-752. 

11 C.H.  Waldock,  “Disputed Sovereignty in  the Falklandb Is lands Dependencies ,”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4（ 1948） ,  pp.3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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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墨兩國於 1909 年簽訂協議，請求義大利國王作為仲裁人，決定該島的主

權歸屬。仲裁人表示，一般而言，佔有一塊領土後，必須在該領土上建立

相關機構以行使國家職能，否則佔有只能構成一種不完整的權利。然而，

對於那些遠離大陸且無人居住的海中島嶼而言，並無規定要求國家一定要

建立相關機構。法國佔有該島之際，該島是國際法上的無主地，考量法國

的做法與事後的行為，推定當時法國已取得該島的主權，從而排除西班牙

最初不完整的佔有，墨國也無權以繼承西班牙的領土為由，從而取得該島。
12事實上，無人居住與不適人居並不完全相同，本案主要是前者，但與後者

條件有所相似之處，即國家可以取得無人居住或不適人居之地，重點是取

得領土的過程必須對外公告或公開，在無人居住或不適人居的領土上，要

求建立聚落或設立行政機關，這並非有效佔領的必要條件。13 

 

1933 年「東格陵島案」（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中，法院
認為，先佔必須有取得主權的意思，因此，若只是暫時性的建立某種措施

或純屬私人的行為，這些均無法構成國際法上的先佔。法院認為，依據丹

麥所提的各項證據，足以證明其符合國際法上實質佔有的要件。值得注意

的是，法院同時表示，在那種氣候嚴寒不適人居的地區，要求國家對其佔

有領土建立有效的管轄權，這種主張並不符合實際狀態。14在此情形下，對

於如何決定領土主權，其他國家的態度就扮演重要的角色。15就本案而言，

對於那些不適人居且地處偏遠的地區，決定主權的首要條件，就是國家具

體展現佔有該領土的意向，而非要求國家在此領土上設置機構，或必須有

其國民常住於該地。16 

 

1953 年「英法海峽群島案」（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中，兩國分

別提出有關於兩組小島，即敏基埃島（Minquiers）與艾克麗斯島（Ecrehos）
的主權要求，這些小島的自然環境並不適合人類居住，其通常用途主要是

作為漁民的避風所，或是提供一般觀光客使用。長久以來，英法兩國均認

為小島為其本國領土，而這兩組小島的主權也從未明確界定，但兩國並未

因此產生重大衝突。19 世紀後，法國對這些小島提出主權要求，雙方時有

爭執，直到二次大戰後，兩國認為有必要就領土歸屬問題，獲得一個最終

解決。1950 年 12 月 29 日，兩國簽訂特別協定，將該案提交國際法院審理。

審理過程中，兩國均提出遠古權利（ ancient title）與原始權利（ original title）
作為主權的根據。法院認為雙方所提出的證據中，其中許多是遠古時期的

                                                 
12 Herbert W. Briggs, The Law of Nations: Cases, Documents and Notes(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52, pp.247-252. 
13 C.H. Waldock,  supra note 11,  pp.316-317.  
14 K.T.  Chao,  “South  China Sea:  Boundary Problems Relat ing to  the Nansha and Hsisha 

Is land,”  Chinese Yearbook of  In ternat ional Law and Affa ir ,  Vol.9(1989-1990),  p .131.  
15 Louis Henkin et al., supra note 8, pp.317-320. 
16 C.H. Waldock,  supra note 11,  p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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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文獻，這些文件已無法明確區分其真正意涵，在本案中，法院認為那

些古代的爭議無須考量，就法院而言，那些與佔有小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

才具有決定性意義。法院最終將這些小島劃歸英國所有，其主要依據是在

大部份的時間中，英國持續對這些島嶼行使國家權利。17 

 

從本案中可以瞭解，決定爭端中領土主權是否存在，關鍵是在較近時

期，國家有無實際行使權利的行為。此處並非否定歷史性權利或文件的價

值，重點在於，相較於歷史證據，特別是那些遠古時期所存留的文獻，較

近時期的行政、司法或立法等國家行為扮演更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

本案中雙方所爭執的小島，其用途主要是作為漁民的作業基地以及遊客的

觀光地點，這些小島上並無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長住於此，但這些小島也

並非國際法上的無主地，因為私人的行為與活動也可能是國家主權的某種

證明，法院關於主權的決定是依據那一個國家提出的證據較為詳實，又那

一國家能在這些小島具體展現其國家職能。 

 

關於私人行為的效力問題，正如同國際法學家奧康乃爾（O’Connell）
所言：「私人行為並不構成國家的先占，但沒有私人行為似乎不太可能有先

佔的發生。」。18私人的行為有時可作為國家主權的某種體現，若完全排除

私人行為的法律效力，這種做法似乎不符真實情況。以海中的島嶼為例，

通常是作為沿岸國居民從事捕勞與航海的作業基地，相較於國家，漁民往

往更常使用該區，這些私人行為在不同的狀況下，也是國家管轄權的行使

對象，例如納稅、註冊等，在此情況下，私人行為可作為國家主權的補充

證據，但即使如此，國際法上領土主權的決定，仍須以國家行為作為最後

的依據。另一方面，對於那些不適人居或偏遠的領土，某些行為在法律上

被認為是國家領土主權的行使，例如，派軍艦巡察該地、豎立界碑、發行

有關於該領土的郵票、或是設立暫時或永久性的基地等。必須注意的是，

這些行為不得行使於其他國家的土地，必須是屬於本國的土地或國際法上

的無主地。19 

 

1962 年「泰柬寺廟案」（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se）中，法院認
為，從許多的層面分析，可推定泰國業已接受劃界地圖的法律效力，在許

場合也承認該地圖作為分界依據的價值，更重要的是，泰國長期以來對於

地圖的錯誤部份均未提出異議。本案涉及許多國際法問題，例如時效原則、

地圖的法律效力、禁止反言原則等，關於地圖與禁止反言將在本章其他部

份做分析。國家可否因為長期佔有某一區域，進而取得該地的主權，這些

                                                 
17 http://212.153.43.18/icjwww/idecisions/isummaries/ifuksummary531117.htm 檢視日期：2004/05/15;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1953, pp.94-115；Louis Henkin et al., supra note 8, pp.317-320. 
18 D.P. O’Connel, International Law(London: Stevens ＆ Sons, 1970), Vol.1, p,146. 
19 C.H.  Waldock,  supra note 11,  pp.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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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本案的論述過程中作了分析。法院最終將雙方所爭執的領土判歸柬

國，主要原因在於該寺院由法國人所佔有，柬國繼承法國在該地區的主權，

其後雖然泰國佔領該寺廟，柬國仍就泰國的佔有行為不斷提出抗議，因此

不能推定泰國的佔有行為得到承認，從而產生合法權利。就本案而言，法

院並未否認時效原則可作為領土取得的方式，但必須同時考量其他國際法

原則。學者張釐鼎即認為，國際法中確實存在時效取得領土的概念，可單

獨產生權益或輔助其他原則而產生權益。時效原則的要件包括長期的佔

有，以及該佔有行為是否無爭議，其中又以後者最為重要。20 

 

1992 年「陸地、島嶼、海上邊界爭端案」（Land,Island and Maritime 

Frontier Dispute）中，本案起因於 19 世紀西班牙於中美洲的殖民地獨立

後，遺留下的領土邊界問題。國際法院表示，國際法所謂的時效取得領土，

也就是一方有效佔有，他方沒有反對行為即構成默認接受。本案中適用保

持佔有主義的原則，藉以避免殖民當局撤離後所引發的混亂狀態。關於領

土取得的方式，只有無主地才能以先佔的方式取得其主權，否則只能以國

家繼承的方式取得，本案中的島嶼均非無主地，故不存在先佔的問題，因

此本案的關鍵點正如同「英法海峽群島案」，決定主權的歸屬係以何國在爭

端領土中展現較多的國家職能為準據，此外，這些措施或行為必須獲得其

他國家的承認。21 

 

1998 年「西巴丹島與利吉丹島主權案」（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中，馬來西亞與印尼兩國簽訂

協定，請求國際法院決定二座島嶼的主權歸屬。本案主要涉及國際法的條

約繼承與有效佔有原則，法院認為，英國殖民政府以及馬來西亞在爭端領

土上實行許多國家行為，包括在島嶼上捕捉海龜與撿拾龜蛋，對島嶼周圍

海域的捕撈以及觀光活動實行管制，在島嶼上建立燈塔，這些行為能具體

展現國家對領土的有效控制。相較而言，印尼提出藉由英荷兩國於 1891 年

的條約繼承該領土，此種主張並無法從該條約中獲得足夠法律基礎，最後

法院將爭端領土判歸馬國所有。本案中，依據國際法院的判決可發現一個

事實，即國際法上對爭端領土有效控制的重視，特別是在領土主權無法確

定的狀態下，國家長期有效的行使國家職能，可作為領土主權歸屬的有利

證據。22 

                                                 
20 張彝鼎，國際法論集，臺北：亞洲與世界社，1986，頁 27-36；邊界條約通常是兩國或幾個國家間的邊

界地圖。如果附於邊界條約，邊界地圖就是有效力的，可作為解釋邊界的證據之一。當地圖與條約本

文的規定有所出入時，一般是以條約本文的規定為準，但這並非表示約文的法律效力高於地圖，仍須

視個案狀況以及地圖本身的條件而定。 
21 Louis Henkin et al., supra note 8, pp.331-342. 
22 Hyyp://www.icj-cij.org/icjwww/ipresscom/ipress2002/ipress2002-39bis_inma_20021217.htm 檢視日期：

2004/06/10；王冠雄，「印尼與馬來西亞對於 Ligitan-Sipadan兩島之主權爭端與解決」，海華與東南亞

研究，第 4卷，第 1期（2004.01），頁 1-17；孫國祥，「重新建構南海議題：司法解決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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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土取得非依現行的國際法，必須依領土取得當時的國際法，此即所

謂時際法原則，時際法原則將於第三節做深入分析。檢視歷史證據，中國

是最早以先佔方式取得南海島嶼主權的國家，其後亦有定居與實際使用的

行為，歷代政府亦將其收入版圖。在南海主權爭端中，若南海周邊國家明

知一個島嶼為某國所有，卻將該島嶼加以佔有，並且能夠長期不受干擾地

保持佔有的狀態，一直到從前的所有者不再抗議並默認其佔有行為，那麼

其他國家（包括南海周邊與非周邊國家）就可能認為其佔有行為是符合國

際秩序並承認其合法性，也就是適用所謂的時效原則取得該島嶼的領土主

權。我國主張擁有南海諸島主權，若能提出實行國家行為的具體證明，佐

以歷史文獻以證明主張，即能強化擁有島嶼主權的事實，即使其他國家質

疑其合理性問題，但只能認為當時我國擁有南海主權的事實，與後來發展

的國際法與海洋法有所差異，而無法解釋為違反當代國際法的相關規則，

最終領土取得仍必須檢視國家所提出的各項證明，比較有關各方行為法律

效力的強弱。 

 

由於禁止使用武力已是國際法的強制規律，因此，當國家間產生領土

爭端時，在國際法的實踐上，國家通常會檢具歷史與法理證據，以尋求符

合國際法原則的理論依據，作為主權主張或司法裁判時的有利證據。23然

而，在多數情況下，領土爭端往往被視為涉及國家重大利益，因此不願提

交司法解決，而改以談判、協商等非司法解決方式。在解決領土爭端的問

題上，國家有權自由選擇任何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法，嚴格而言，國家並無

義務將領土爭端提交司法解決或交附仲裁。 

 

綜言之，在南海的主權爭端中，最重要的是先確認島嶼主權的歸屬，

再依據陸地支配海域的原則，以當代「海洋法公約」為架構決定島嶼應有

的權利。下節即歸納國際法相關理論與案例，分析島嶼在劃界中的效力。

關於現行海洋法下島嶼的法律地位與界定，將在本文的第三章作進一步分

析。 

 

 

 

 

 

 

                                                                                                                                                         
亞太研究論壇，第 19 期（2002.03），頁 25-26。  

23 李明峻，「釣魚台主權問題與國際法」，現代學術研究，專刊Ⅳ（1991.05.20），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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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島嶼在劃界中的效力 

第一項 理論及背景 

國家之間由於邊界相互鄰接，無論海洋國家或大陸國家，一般而言，

均有劃分邊界的問題。劃分邊界是一個敏感又複雜的工作，可說是國家間

的高度政治性問題。國家間多少都存在邊界問題，其中有許多是歷史上西

方殖民國家對外擴張所造成的結果，然而，有些問題則是因為情勢產生重

大改變所造成，以南海為例，南海地區因為可能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遂

引起周邊國家的高度注意，因此紛紛對南海島嶼及其海域提出主權要求，

從而造成有關國家間邊界爭端升高的趨勢。 

 

上一節曾析論陸地支配海域的原則，國家只有在取得島嶼的主權後，

才能依據島嶼取得周邊海域的管轄權利，換言之，在未取得島嶼的情形下，

一國不得主張對島嶼周邊海域行使主權。國際法實踐中，有許多關於海域

劃界中，島嶼適用的案例，例如，1978 年的「英法大陸礁層仲裁案」、1981

年「冰島與挪威的揚馬延島海域劃界案」、1982 年「突尼西亞與利比亞大陸

礁層案」、1985 年「利比亞與馬爾他大陸礁層案」、1984 年「加拿大與美國

的緬因灣區域海上邊界劃界案」、1993 年「挪威與丹麥的格陵蘭與揚馬延島

海域劃界案」等。 

 

上述案例各有不同的特殊條件與法理論述，歸結可得到國際法實踐中

關於涉及島嶼劃界的一些原則與考量：24 

（一）有關歷史權利、地理與地質上的考量； 

（二）可適用同一界線劃分國家間的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 

（三）必須就資源的劃分做出合理與公平的調整； 

（四）當海岸線長度與海域面積不成比例時，特別是面積不大的島嶼，為

了取得公平的解決，海岸線的長度比例必須加以考量； 

（五）等距中線原則可作為臨時邊界線，依據不同情況做出調整，但並非

唯一標準； 

（六）島嶼或群島在劃界的效力可根據不同情況予以調整，如全效力（ full  
effect）、部分效力（ partial effect）與無效力（ no effect）； 

（七）國家沒有義務接受尚未成為習慣法的相關規則與條約； 

（八）大陸礁層的權利不是來自領土而是國家對海岸的主權，其基礎是沿

                                                 
24 K.T. Chao, “Whose is the Bed of the Sea? The Problem of Continental Shelf Delimitation in Relation to Small 

Islands: PartⅠ,”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ournal, December 1983, pp.51-101; D.W.Bowett, The 
Re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1979), pp.34-44；傅崑成，國際海洋
法：衡平劃界論，臺北：三民書局，1992，頁 160-171；馬英九，從新海洋法論釣魚臺列嶼與東海劃界

問題，臺北：正中書局，1986，頁 8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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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國陸地領土向海洋的自然延伸，因此海岸線長度比例與大陸礁層

的劃界有密切關係； 

（九）無論適用何種方式，劃界應適用公平標準，公平標準是指其過程與

目的，藉以取得公平的結果，同時必須考量一切有關的情況，善意

原則與公平解決就是公平原則的具體展現； 

（十）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的海域劃界，不可僅由一國單方面進行，這

種劃界必須由有關國家通過善意協商以尋求共同解決 

（十一）調解是國際法解決爭端的一種方式，也是國際法所適用的爭端解

決程序，其建議雖然不具強制拘束力，但在解決友好國家間的爭端

方面，調解仍能發揮良好效果。 

 

綜言之，島嶼在劃定相關海域與大陸礁層時，其所具有的法律地位分

別為全效力、部份效力與無效力。所謂全效力，即將島嶼完全比照陸地領

土；部份效力，即對島嶼做出適當限制與調整，這也反映在許多國際法的

劃界過程中；無效力，即完全不考慮島嶼地位，特別是在那些主權存在爭

議的地區，經常限制或者不給予島嶼在劃界時的效力。25在實際劃定海域的

過程中，島嶼的劃界效力其決定有許多因素，無論如何，島嶼在劃界的過

程中是不可忽視的因素之一，國家的實踐往往混和不同的原則，端視個案

的具體狀況以及有關國家間的協議決定。 

 

就南海諸島而言，在現行的國際法制度下，一國若能取得某一島礁或

群島的主權，則可取得該島礁或群島依「海洋法公約」得以享有的權利，

包括劃定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必須指出的是，有關國

家劃定重疊海域時，經常將島嶼的效力予以限制，避免造成不公平的結果，

此外，若島嶼主權本身存在爭議，習慣的做法是先不考量島嶼的存在。劃

定一條臨時線，再依據島嶼的特性予以調整，在某些情況下，為取得公平

合理的解決，甚至可完全不予考慮。換言之，在島嶼主權存在爭端的地區，

有關國家在劃界方面必須自我節制，陸地支配海域的原則在劃界爭端中必

須作必要的彈性調整。 

 

第二項 國際法的實踐 

就傳統國際法而言，無論是作為最終或暫時性的解決，等距中線原則

似乎是一種普遍採用的海域劃界方式，然而，島嶼經常成為例外及特殊的

適用對象。「北海大陸礁層案」中，國際法院認為，在特殊的情形下，島嶼

                                                 
25 趙理海，海洋法問題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51-53、85-88；John King Gamblr and Giulio 

Pontecorvo, Law of the Sea: The Emerging Regime of the Oceans(U.S: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1973), 
pp.17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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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界若完全適用等距原則，將造成一種不成比例的錯誤結果；「英法大陸礁

層案」中，在考量有關地理上的特殊情況後，法院認為，海域中的某些小

島，其劃界效力必須予以調整或排除於劃界的過程中，不應完全適用等距

原則；「突尼西亞與利比亞大陸礁層案」中，法院認為，必須對某些小島做

特殊考量，藉以取得公平與合理的劃分結果。26從上述國際法的實踐可瞭解

一個事實，那就是等距原則必須同時考慮相關特殊情況，藉以取得公正與

合理的解決與結果，等距中線原則並非一成不變的適用於所有情形之下。 

 

若有關國家就海域劃界問題存在衝突與爭端，那麼國家是否有權片面

劃定其海域界線，國內法與國際法若相衝突時又該如何適用。「英挪漁權案」

中，國際法院就有關海域劃界的原則表示，儘管劃定海域是沿岸國主權的

行使，然而，由於海域劃界往往影響其他國家的權利，特別是在海岸相向

或相鄰的狀況下，有關國家必須依據國際法的原則劃定其海域界線，而不

能僅由其國內法片面劃定，此處並非否定一國國內法的效力，而是強調國

家必須基於國際法原則據以制定其國內法，進而對所屬海域實行管轄權。 

 

一國依據國際法原則劃定相關海域後，便可執行不同程度的管轄權，

包括立法管轄權與執行管轄權等。正因為如此，南海主權的爭端集中於島

嶼主權與海域權利的取得，由於南海區域內的島嶼，其與陸地的間的相互

距離均未超過 200 海里，相關國家間的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等將產生重

疊的問題，若島嶼同時分屬不同國家的管轄，其海域管轄的範圍將涉及領

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等更多層面。 

 

第三節 時際法 

第一項 理論及背景 

國際法上存在“時際法＂（ Inter-temporal law）27的概念，其法律意涵

意指：「法律事實必須考量當時所適用的法律原則，而非關於爭端發生時所

具有效力的法律。」（The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whereby“ a juridical 
fact must be appreciated in the light of the law contemporary with it ,  and not 
the law in force at the time when the dispute in regard to it  arises or falls to be 
settled” .）。28“時際法＂是用以解決國際法在不同時期如何適用法律的原

                                                 
26 K.T. Chao, supra note 24, pp.79-81. 
27 時際法概念也適用於條約的解釋，1969 年《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丙款的規定，適用

於當事國間關係的任何有關國際法規則，所謂的國際法規則即包含時際法在內。但時際法並非強制規

範，不能與一般國際法強制規則有所抵觸。張慶海，「關於國際法中的時際法問題」，吉林大學社科學

報，1991 年 6月號，頁 26-30。 
28 Clive Parry and John P. Grant, Encyclopaedic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Law(London: Ocean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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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根據不同時期的法律與歷史事實，適用不同類型的的法律，特別是那

些當時有效的法律原則與概念，藉以解決法律因溯及既往所產生的爭議。

英國國際法學家詹寧斯（ Jennings）認為：「關於某種行為的法律效力，應

依據從事該行為當時的法律以決定其合法性，這是法律基本與重要的原

則」。29 

 

時際法是國際法上決定國家是否取得領土的依據之一，即一國對領土

的取得，依其宣稱取得領土當時的有效法律，而非現時有效的法律。「奧本

海國際法」在探討時際法與領土取得間相關性時表示，過去地理大發現時

代，雖然僅是發現並不因此被視為取得領土主權，然而，要求國家對發現

領土保持持續佔有的行為，這種要求並不具有法律的基礎。要求佔有行為

必須有效，這種標準在過去並不存在，直到 19 世紀各國的理論與實踐才逐

漸符合。30中國是最早發現、佔有及使用南海的國家，並得到周邊國家的默

認與國際條約的承認，因此，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依據非依現行國際法取得

領土的方式，而是依據取得領土當時有效的法律，當然，時際法並非強制

法，不得與一般國際法強制規律有所抵觸。31 

 

1975 年，國際法學會年會上通過一項決議，就時際法的法律效力做出

以下解釋：32 

（一）除另有規定外，任何國際法規則的適用範圍，應根據這些事實、行

為與情勢同時間的法律來論斷； 

（二）在適用上述規定時必須依循幾個原則： 

1、任何有關於單一事實的規則，適用於該規則有效期間的事實； 

2、任何有關於實際情勢的規則，適用於該規則有效期間的情勢，即使

這些情勢是先前產生的； 

3、任何一項關於法律行為合法或非法的規則，或關於其有效條件的規

則，適用於該規則有效期間內發生的行為。 

 

必須指出的是，現代國際法仍是以主權國家為中心，在歐洲民族國家

興起前，主權國家此一概念並無法律上的特殊意義，1648 年「西發利亞條

約」（Peace of Westphalia）簽訂後，民族國家才確定成為國際關係的主

要成員，諸如主權、領土完整、國家平等、不干涉內政等規則，逐漸成為

                                                                                                                                                         
1986), p.190. 

29 R. Y. Jenings, The Acquistion of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8. 

30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supra note 1, pp.688-689. 
31 T. O. Elias, “The Doctrine of Intertempor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4,  

No.2(1980) , pp.285-307. 
32 趙理海，同註 25，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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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際法的主要概念，在此之前，所謂國際法的觀念仍不甚明確。33換言

之，當代國際法是在這幾個世紀才逐步發展，其主因是歐洲國家積極向海

外擴張與從事海外貿易所引起，由於國家間大量的互動，認為有必要制定

法律規章，藉以將許多國家間的事務予以規則化，從而發展至今日的國際

法體系。就海洋法的發展而言，當時英國的海權稱霸世界，許多規則與措

施自然影響其他國家，無論這些國家是自願或被迫接受這些規則，這種情

況成為當代海洋法發展的基礎。34此處要強調的是，國際法是近代才興起的

國際機制與法律體系，因此分析問題時，必須考量當時的實際狀況，而不

能僅以當下的法律概念，分析前期所發生的問題，這將會對歷史事實產生

一定程度的誤解與扭曲，當然也不容易得到法律上的正確見解，從而產生

不正確的結論。 

 

第二項 國際法的實踐 

「帕爾馬斯島案」中，法官胡柏為時際法做出定義，即法律的事實必

須根據當時的法律，而不是根據爭端發生時或需要解決時的法律去考慮。

時際法的應用必須在權利產生與權利存在間做出區分，權利產生必須適用

當時的有效法律，另一方面，權利存在則應依循法律持續發展的要件。關

於某一特定案件中，對於先後幾個不同時期所通行的法律制度中，究竟應

適用何種法律制度，其解決方式即所謂的時際法原則，藉以在權利產生和

權利存在間做一區別。要求創設權利的行為須服從權利產生時有效的法

律，同樣也要求，權利的存在，亦即權利的繼續表現，應當遵循法律演變

所要求的條件。此外，胡柏還提出三個不同時期的法律概念用以解釋時際

法：
35
 

（一）法律事實產生時正在實行的法律； 

（二）因該事實產生爭議時正在實行的法律； 

（三）解決該爭端時正在實行的法律。 

 

「帕爾馬斯島案」中，西班牙在 16 世紀時發現此島，僅能構成一種初

步的權利，但根據 19 世紀簽訂《巴黎和約》當時的時際法，發現只能產生

一種初步的權利，這種權利必須經由一段時期的有效佔領，才能成為完整

的權利。36以本案而言，19 世紀的國際法已形成這樣的規則，即對領土的佔

有必須有效，有效佔有才能產生領土主權。爭端雙方也同意適用時際法的

                                                 
33 林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臺北：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134-135。 
34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95), pp.292-293.  
35 Louis Henkin et al., supra note 8, p.311; William W. Bishop, supra note 3, pp.268-269; Herbert W. Briggs, 

supra note 12, p.243. 
36 T. O. Elias, supra note 30, p.286; 趙國材，「從現行海洋法分析南沙群島的主權衝突」，亞洲評論，1999，
春季號，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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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即一個法律事實的評斷，必須根據當時的法律而非爭端發生時的法

律。 

 

「英法海峽群島案」中，為解決爭端雙方所提，關於條約與歷史文件

的效力問題，國際法院參考了「帕爾馬斯島案」中，法官胡柏關於時際法

概念的闡述。法院強調，法律與條約的效力必須與國際法的演變同時考量。
37 

 

國際法體系包括海洋法在內，均是在國家的實踐與學理發展中逐漸演

進而成，海洋法是結合各國使用海洋的習慣與主張而制定，同時根據地理

還境的變遷、人類科技與文明的進步而逐步發展。以領土的佔有而言，許

多行為根據當時的法律可能有效，但根據爭端發生時的法律可能無效，以

現行的法律將當時合法的行為視為違法，這種做法違反法律不溯既往的原

則。 

 

南海主權爭端涉及大量歷史問題，特別是中國與越南間的領土劃分，

因此在適用國際法時，必須考量其時代的特殊性，悉心考察所有歷史文獻

與相關證據，配合國際法的演進以決定主權歸屬，而非以後來的法律原則

全盤否認當時狀況。中國對南海群島的主權取得是依據取得領土當時有效

的法律，而非依據現行國際法取得領土的方式，當時並不存在所謂的有效

佔有原則。另一方面，「海洋法公約」雖然已成為國際間普遍遵守的規範，

但亦不能因此否定國家業已取得的權利。綜言之，「海洋法公約」雖是國際

社會現行海上行為準則，但不能因公約生效而否定歷史性既得權利 (Vested 

Rights)。既得權利只受產生該權利當時有效法律拘束，不能以後法推翻既

得權利，這也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38
 

 

第四節 爭端肇始日 

第一項 理論及背景 

國際法上所謂爭端肇始日（ critical date）原則（又稱關鍵日期），即法
院在審理案件時，確定以當事國於爭端發生前的證據作為斷案依據，對在

爭端肇始日後所提證據則不予採納。39爭端肇始日被視為法律上時間的停

止，其後發生的事情不能改變當時存在的狀況，無論當時情況如何，它在

                                                 
37 K.T. Chao, “The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France-United Kingdom): Legal Analyses of the De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 Journal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Vol.60（December, 1989）, 
pp.63-65. 

38 趙國材，同註 35，頁 22。 
39 R. Y. Jenings, supra note 29, pp.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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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上被認為是存在的，各方的權利受其支配。換言之，爭端肇始日是作

為決定各方權利的依據，其後行為應被視為與該爭端無關（The term 
indicates the date as at which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are to be determined and 
actions subsequent to which ar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roceedings, 
irrelevant.）。40 

 

在考慮適用不同標準以解決爭端時，不免產生關於如何界定時間的問

題，即某一特定時間或時期是否較另一時間或時期更為重要，此外，對於

某些問題而言，在一特定時間的情況是否在法律上有更強的證據效力。以

領土取得為例，究竟是否存在一個時間或時期，使得原本的佔有行為在法

律上必須重新加以認定。41上述的概念也就是爭端肇始日的適用問題。 

 

英國籍國際法院法官菲茲摩里斯（ Sir Gerald Fitzmaurice）表示：「在
爭端中，爭端肇始日意指，凡該日以後各方所為行為不再發生效力」（The 
“critical date” in relation to any dispute has been defined as the date after 
which the actions of parties can no longer affect the issue）。42實踐上，爭端肇

始日原則經常與時際法原則一同考量，結合兩者後可歸結出，即權利的存

在與否，必須根據涉及權利存在時關鍵日期的法律作論斷依據。 

 

第二項 國際法的實踐 

對於特定爭端中何時應被視為爭端肇始日，其決定條件存在不同的意

見。「帕爾馬斯島案」中，法官胡柏表示：「如果對領土的一部份主權發生

爭端，習慣的辦法是檢視那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權利高於其他國家的主張，

例如割讓、征服與佔領等。然而，如果這種爭端是以一方已經實際表現其

主權為依據，這並不足以確定領土主權在某一時期已被該國取得，還必須

考量爭端肇始日存在的影響。」，換言之，僅以事實存在作為取得領土的依

據，這種主張在國際法上是有爭議的。本案中，法官胡柏提出另一個重要

意見，即對那些遙遠而又沒有居民居住的小島而言，所謂有效佔領中的持

續佔有是不可能毫無間斷的，只能以關鍵時刻的狀態作為判斷標準。對那

些距離大陸遙遠且居民稀少的小島，要求國家不斷地行使國家權力，這種

觀點並不符合實際狀態。 

 

「東格陵島法律地位案」中，法院表示，丹麥主權存在的事實必須存

在使挪威佔領無效的日期，即適用爭端肇始日的原則。在挪威政府宣佈占

                                                 
40 Clive Parry and John P. Grant, supra note 28, p.81. 
41 Robert Jennings and Athur Watts eds., supra note 1, p.710. 
42 Sir Gerald Fitzmaurice,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51-1954: Points of 

Substantive Law. partⅡ,”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2（ 1955-1956） ,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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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東格陵蘭之際，東格陵蘭已經不是國際法上的無主地，東格陵蘭島是丹

麥長期以來就行使主權的的領土，因此，挪威於 1931 年 7 月 10 日宣佈占

領格陵蘭東部地區是違反為國際法的行為。43 

 

「英法海峽群島案」中，國際法院表示：「法院認為，具有決定重要性

的，不是那些從中世紀的事件所引申出來的間接推斷，而是那些直接與佔

有島嶼有關的證據。」。法院認為，如何決定關鍵日期，應考量關鍵日期後

各方的行為，此外，法院並不認為爭端肇始日具有完全排除各方後來行為

的效力，事實上，各方的行為都必須加以考慮，因為那些與島嶼主權歸屬

有關的行為經常是持續不斷的，任意排除某一時期後的行為，這種做法並

不符合公平原則，除非那些行為的目的在於改變其法律地位。44 

 

就南海主權爭端而言，我國在南海諸島與水域的權利，其證明可見於

1947 年以前的事實，然而 1949 年後，我國在南海即未行使有效權利，亦未

排除其他國家在該海域行使管轄權，沿海各國也並未尊重或默認我國對該

海域的的主權主張。就如同「帕爾馬斯島案」、「克里柏敦島仲裁案」、「東

格陵島法律地位案」以及「英法海峽群島案」法院所做的判例，有效佔有

並不完全適用於所有島嶼，南海島嶼地處大陸南方海域，距離大陸本土遙

遠且不存在長住居民，要求國家保持連續不斷的佔有並不符合實際狀態。

因此，若能明示我國行使主權的歷史證據，特別是歷史上的關鍵時期的相

關文獻，即可作為我國對這些島嶼的主權依據。 

 

第五節 地圖作為證據的價值 

第一項 理論及背景 

地圖是指按照特殊的數學規則與地理知識，然後運用符號的方式，將

地面上自然與人文的現像表示在平面地圖上。在國際法領域，特別是涉及

領土爭端之際，地圖的作用非常重要，雖然地圖並非解決領土爭端的最重

要證據，但能提供證據以表明主權行使與領土歸屬的狀態。 

 

一般地圖作為証據的價值取決於每個案件的情況，在解決現代國際邊

界的爭端中，地圖確實發揮了重要的法律功能，其重要性可歸納如下：45 

（一）疆域地圖代表國家主權管轄的事實，特別是軍用地圖更是國家主權

的展示； 

                                                 
43 本案中，常設國際法院將 1931 年 7月 10日設為關鍵日期。Louis Henkin et al., supra note 8, p.319. 
44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1953, pp.103-104. 
45 楊翠柏，「地圖的法律意義及其在南沙主權的適用」，四川大學法學院，頁 1-7。 



從國際法觀點分析南海主權爭端與中華民國的南海政策                                   22 

（二）在解決邊界的糾紛中，地圖可以發揮證據的價值； 

（三）一國發行管轄疆域的地圖，若其他國家採用這些地圖，或是沒有對

這些地圖提出反對意見，這種行為可被視為國際法上的默示承認； 

（四）當地圖作為邊界條約的一部份而被接受時，地圖取得了相當於條約

的法律效力。 

 

不論在劃界或標界的階段中，都可能附有或不附有地圖文集，在約文

與地圖有不一致的情形下，有一種說法是認為應以條約文字為準據，然而，

這種規則實際上並不存在，而且即使存在也是受爭議的，因為文字與地圖

一樣可能存在錯誤。同樣的情形，認為地圖有優於條約文字的效力，這種

觀點在國際法上也是爭議的。 

 

當國家間劃分邊界而訂定劃界條約時，為了詳細說明條約文字的實際

狀態，經常於條約後附加地圖或雙方約定另行勘定邊界並製作地圖，因此

產生地圖在劃分國界時的法律效力問題。所謂法律效力意指地圖在解釋條

約時的證據價值，通常而言，地圖在劃界條約時的法律效力有三種：46 

（一）雙方簽訂條約時即附有地圖，地圖是條約的正式附件，其效力等同  

於條約； 

（二）雙方簽訂條約時未附有地圖，條約只是載明劃界的原則，實際的劃    

界工作則交由勘界委員會勘測，並且製作地圖，這種地圖經由雙方

的法定程序批准並交換後，地圖即等同於條約； 

（三）雙方簽訂條約時未附有地圖，勘界後所出版的地圖亦未經雙方批准  

並交換，這種地圖其效力較上述二者不足，但仍能作為解釋條約 

時的外部證據。 

 

第二項 國際法的實踐 

「帕爾馬斯島仲裁案」中，美國在備忘錄中表示，從 1599 年至 1898

年間近一千幅與本案有關的地圖中，其中只有 3 幅與荷蘭的主張相符。對

於地圖的法律效力，法官胡柏表示，作為法律上的證據，無論地圖的性質

是古代、現代、官方或非官方，地圖的首要條件就是地理上的精確性。從

本案中可得知，只有能正確反映事實的地圖方可作為法律上的證據。47 

 

「英法海峽群島案」中，國際法院表示，地圖在解決領土的法律地位

問題時，雖然不具有決定性作用，但它可作為一種證據以表明主權行使與

                                                 
46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論叢，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3，頁 232-236。 
47 “Judicial Decisions Involving Qu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rbitral Awar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 w, Vol.22, No.4(October, 1928), p.891. 



從國際法觀點分析南海主權爭端與中華民國的南海政策                                   23 

領土歸屬的事實。英、法兩國提供法院大量相關地圖以強化其論述，這些

地圖包括不同國家所出版者，雙方均認為地圖有助於解決領土歸屬問題。48 

 

1959 年「荷比疆界土地主權案」（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Certain Frontier Land）中，本案是關於荷蘭與比利時兩國邊界領土的歸屬

問題。兩國於 1842 年簽訂邊界條約，依據該約，地圖與約文同樣作為劃分

邊界的依據，具有同等的法律效力，然而，兩國在關於條約解釋方面出現

歧異。對於地圖的證據價值，法院檢視附在條約中地圖的證明效力，在審

察爭端各方的論點，分析國家的意向與行為後，認為地圖能產生一定程度

的作用，另一方面，地圖的價值仍必須與其他主權行為一併考量，就本案

而言，地圖能說明爭端地區屬於比利時所有的事實，且地圖本身與條約具

有同等效力。49 

 

「泰柬寺廟案」中，法國與泰國於 1904 年劃界條約第三條規定，組織

一個混合劃界委員會，依據該約第一條的規定以決定兩國邊界。委員會在

實際勘測地形後，泰國表示希望由法國代為繪製地圖。法國於繪製地圖後

送交包括泰國、美國、英國等國。泰國外交部於收到法方的地圖後，正式

向法國表示收到該圖，同時對法方表示感謝之意，除此之外，泰國並未做

其他聲明，此後相當長的時間也從未表示異議，直到泰國與後來的柬埔寨

在國際法院進行訴訟時，泰國才表示地圖與條文不符的錯誤。該圖並非條

約的附件，雙方也從未正式換文同意此地圖，法院未明確指出地圖在本案

中的法律效力，但是認為地圖可作為解釋條約的外證。泰國認為，勘界的

結果並未真實反映條約的規定，即兩國的邊界是以山脈分水線作為劃分依

據，泰國所指的錯誤是勘界委員會勘測結果所導致的錯誤，而非繪制地圖

的錯誤，地圖根據錯誤的勘界結果繪制，自然無法正確的反映真實的狀況。

法院認為如要主張地圖的錯誤，則泰國應負舉證的責任（Burden of Proof），
然而，泰國並未提出法院認為強而有力的證據支持其論點，從而無法推翻

法院就相關法律因素所做出的決定。從本案中不難發現，泰國若主張地圖

的錯誤，就如同法院所論述的，泰國應主動負起舉證的責任，同時應在地

圖製作的當下或事後即提出，而非在歷經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當爭端發

生時才提出該錯誤。50 

 

1986 年「邊界爭端案」（Boundary Dispute Case）中，國際法院認為，

                                                 
48 http://212.153.43.18/icjwww/idecisions/isummaries/ifuksummary531117.htm 檢視日期：2004/05/10 
49 徐熙光，同註 46，頁 216-220；Brunson MacChesney, “Judical Decisio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3, No.4（October, 1959）, pp.937-943; Guenter Weissberg, “Maps as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Boundary Disputes: A Reapprais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7, No.4
（October, 1963）, pp.787-791. 

50 張彝鼎，同註 20，頁 12-25；Guenter Weissberg, supra note 49, pp.79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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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大部份的地圖無法正確反映條約的真實意涵，此外，在邊界劃界中，

地圖只能作為一種外在証據，地圖本身無法作為取得領土權利的最後依

據，必須與其他證據同時考量以確定真正的事實與狀況，若地圖附在一個

正式條約後即取得法律效力。法院指出，當地圖與條約有所出入時，原則

上應以邊界條約為準。此外，地圖的價值取決於制圖者本身的技術與可靠

性，以及在爭端中各造的態度。51 

 

從上述案件中，可以歸結出地圖的法律效力，在不同的情況下，依據

地圖本身的正確性與是否受他方承認，地圖在法律上具有不同的效果，並

且發揮不同程度的作用。 

 

1885 年 6 月 9 日，當時的中國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中法和約」，此後越

南正式成為法國的保護地。依據「中法和約」第三條的規定，兩國政府應

派員共同商定中越邊界劃界事宜。1887 年 6 月 26 日，中法雙方簽訂「續議

界務專條」，確定雙方邊界的劃分，其中有關於海中各小島的部份，條約中

以兩國勘界人員所畫的紅線區分，該線以東小島歸中國所有，該線以西小

島則歸越南所有，雙方同意約文與地圖及所劃紅線同時作為劃定邊界的依

據。52根據該約及其所劃紅線的規定，西沙群島位於該線以東，應歸屬為中

國所有，更重要的是，歷代政府均將其劃歸中國版圖，換言之，「續議界務

專條」可作為中國擁有西沙群島主權的再次確認，西沙小島也不是越南所

主張安南王朝版圖的一部份。 

 

1933 年 6 月 7 日，內政部召集成立水陸地圖審查委員會，由參謀本部、

內政部、外交部、海軍部、教育部以及蒙藏委員會共同組成，審查委員會

負責審理全國各地出版的水陸地圖；1934 年 12 月 21 日，召開第 25 次會議，

審訂並編印「關於我國南海諸島各島嶼中英文地名對照表」；1935 年 3 月

22 日，委員會第 29 次會議正式要求，所有行政疆域地圖皆須標明團沙群島

（南沙群島）以及其他三個南海群島；1935 年 4 月，審查委員會編印「中

國南海各島嶼圖」，該圖將今日南沙群島以團沙群島的名稱劃入中國版圖；

1947 年 12 月 1 日，內政部重新審訂南海島嶼名稱，同時繪制南海島嶼圖並

正式對外公告。 

 

除了中國出版的地圖外，外國地圖亦將南海群島劃歸中國版圖，例如，

1962 年美國的威爾麥克「各國百科全書」、1967 年蘇聯的「世界地圖集」、

1968 年西德、1968 年的英國、法國國立地理研究所的「世界普通地圖」、

                                                 
51 http://www.icj-cij.org/icjwww/Icases/iHVM/ihvm_isummaries/ihvm_isummary_19861222.htm 檢視日期：

2004/05/10; Louis Henkin et al., supra note 8, pp.324-327. 
52 諸德新，梁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 1689-1949，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91，頁 213-216、231-235；
田濤主編，清朝條約文集：影印本第二卷，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75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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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年日本平凡社出版的地圖，這些地圖皆認定東沙群島、南沙群島與西

沙群島為中國的領土。越南政府於 1974 年出版的教科書，以及 1960、1972

年出版的世界地圖中，均將南海群島劃歸中國版圖而不屬於越南。53 

 

第六節 禁止反言原則 

第一項 理論及背景 

在英美法體系中，禁止反言原則（estoppel）作為法律的基本準則而

存在，19 世紀中期後，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或律師在國際仲裁或國際法案

件中，經常援引禁止反言原則作為論斷的依據。54適用在國際法上，禁止反

言原則，即基於善意與行為一致的原則，避免因一方前後不一的態度而使

他方受害。就國際法層次而言，即代表國家或政府的首長，如總理、外長、

大使等，對某一特定事項所做出的照會及聲明，對其本國具有拘束力，不

得事後推翻原有之主張，禁止反言原則已被接受為國際法的原則並具有其

法律效力。55依據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一般法律原則亦為國際

法院裁決時所適用的規範，「奧本海國際法」亦認為，那些在適用於所有或

大多數國家國內法體系的原則，亦可同樣為國際法體系所採用，這些法律

原則可彌補習慣法與條約的不足與缺陷，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法律原則與

習慣法與條約均為法院適用的準則，而非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提的

輔助方法之一。56 

 

國際法院法官，英國國際法學家包威特（Bowett）曾為其下了個定義：

「禁止反言原則，無論作為證據的法則或是實體法的原則而言，其目的在

於排除當事者在法院審理過程中，對先前主張或行為其法律意涵的否認，

而這些主張與行為已對第三者造成損害，或是使當事者因而受益。」（The 
rule of estoppel, whether treated as a rule of evidence or as a rule of 
substantive law, operates so as to preclude a party from denying before a 
tribunal the truth of a statement of fact made previously by that party to 
another whereby that other has acted to his detriment or the party making the 
statement has secured some benefit）。事實上，該原則並非英美法系所獨有
的原則，相反地，禁止反言原則具有一般法律制度所應具有的特性，因此

同樣應適用於國際法體系。57 

                                                 
53 韓振華主編，我國南海諸島史料彙編，北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 614-662；陳鴻瑜，南海諸島

之發現、開發與國際衝突，臺北：國立編譯館， 1997，頁 109-110。  
54 Rudolf Bernhardt, supra note 7, p.79. 
55 R. Y. Jenings, supra note 29, p.41. 
56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supra note 1, pp. 36-40. 
57 D. W. Bowett, “Estoppel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and it’s Relation to Acquiescence,” ,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3（ 1957） pp.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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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布萊克法律大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關於禁止反言
原則的説明為：「一方由於自己的行為，使其不得主張某種有損於他方的權

利，他方有權相信此行為的效力，從而做出決定。法律禁止一方言行不一

致，也就是禁止反言的適用。」，此外，「任何一方不得採取前後矛盾的立

場與行動，致使他方因而遭受損失或傷害」。58 

 

廣義而言，禁止反言原則與條約必須履行說（Pacta Sunt Servanda）有
相似之處，即國家對外所做的聲明、條約、換文、承諾等，當事國應對這

些行為負起責任，就國際法處理爭端的程序而言，國家的行為當然對其本

身具有拘束力。必須注意的是，國家的承諾中，其法律意義及所影響各造

的權利必須明確且具體，方得適用禁止反言原則。此外，代表國家做出聲

明或承諾的人，必須是基於自願的原則，且其行為必須獲得國家的授權或

認可。最後，其行為必須對其本身或第三方造成實質影響，符合上述原則，

方能在法律上構成禁止反言的實質要件。59 

 

在國際法的實踐層面上，國家在其對外行為中，其公開聲明或對外政

策，若有前後不一致的情形出現，將有違反禁止反言原則的可能性，在法

理的論述過程中，違反禁止反言將對已方產生不利的影響，因此，應該要

經過詳細的評估後，才做出那些代表國家的聲明或政策。 

 

第二項 國際法的實踐 

常設國際法院於「東格陵蘭島案」中指出，一國外交部長代表其政府，

對外國外交代表回答在其職權範圍內的問題，這些聲明及回答有拘束發言

者其本國的效力。在本案中，挪威政府在許多雙邊及多邊條約中承認東格

陵蘭是丹麥的殖民地。此外，在 1919 年挪威外交大臣給丹麥公使的信中表

示，挪威承諾不反對丹麥對整個格陵蘭島的主權要求。外交大臣的意見是

代表國家的立場，挪威外交大臣的信件可作為挪威政府的主權聲明，因此

可視為挪威業已承認丹麥擁有整個格陵蘭島主權。挪威政府對於丹麥擁有

東格陵蘭島主權的承認，對挪威產生拘束力，因此不得再對其主張提出異

議。60本案是國際法上適用禁止反言的著名案例。 

 

                                                 
58Henry Campbell Black, Black's Law dictionary: definitions of the terms and phrases of American and English 

jurisprudence, ancient and modern(St. Paul, Minn.: West Pub., 1983), pp.285-286; 趙理海，同註 25，頁 15。 
59 D. W. Bowett, supra note 57, pp.181-189; Melquiades J. Gamboa, A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New York: Oceana Pub. Inc., 1973), p.112. 
60 Clive Parry and John P. Grant, supra note 28, p.81; Louis Henkin et al., supra note 8, pp.317-320; 陳致中，國
際法案例，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頁 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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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海峽群島案」中，英國方面提出，法國曾經承認英國對爭端小

島的主權，對於此點，法院認為這是本案中的一個法律論點，但並非決定

主權歸屬的最後依據，此處並非排除禁止反言原則的適用，只是強調仍須

考量其他事實狀況而定。61從本案中可以理解，即禁止反言是否適用必須基

於各案的狀況，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法律爭端中，禁止反言原則經常成為

各造的法律論點，從而強化已方論點或挑戰他方立場。 

 

「泰柬寺廟案」中，雙方爭執點在於用以標明邊界的地圖，該圖與邊

界條約有所出入，將原屬於泰國的領土劃歸柬埔寨所有，這些經過在上文

第五節已分析。就地圖的錯誤而言，法院並未否認泰國認為地圖與事實狀

況不符的主張，然而，法院從事態的發展以及雙方的行為來判斷，推定泰

國已經默認接受該地圖，因此必須承擔禁止反言的法律責任。62值得注意的

是，雖然法院在本案中論述禁止反言原則，但並未將此原則作為裁定本案

的主要依據，而是取決於各項證據的證明力強弱與否。63換言之，正如同上

文所論及地圖的法律效力，禁止反言原則必須與其他證據同時考量，以做

出合理公平的裁判。 

 

「核試案」中，法院認為，法國總統與國防部長關於停止試爆的聲明，

對該國產生拘束力，這是一種國家對外的公開聲明，此外，法國本身亦接

受聲明所產生的拘束力，僅管法國拒絕國際法院的裁判。64換言之，無論其

動機為何，法國的聲明已對其具有拘束力，其他國家應相信法國將善意履

行其聲明，從而適用禁止反言的原則。 

 

第七節 小結 

 

對於無主地領土的取得，佔有是否有效隨著時代而有不同定義，以島

嶼佔有為例，對那些距離大陸遙遠且無長住居民的島嶼而言，要求國家對

這些島嶼保持連續不斷的佔有，這種要求並不符合實際狀態，重點是關鍵

時期能否有效行使國家權利或提出證明；陸地支配海域是國際法中決定領

土權利的基本原則之一，只有擁有陸地方得主張周邊海域的管轄權利，就

權利的取得而言，陸地優於海洋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時際法原則主要是

用以解決爭端中如何適用法律的問題，法律無溯及既往的效力，在國際法

的領域中，除國家自我限制外，後法不得侵犯國家業已取得的權利，對於

                                                 
61 I.C.J. Reports 1953, p.71. 
62 I.C.J. Reports 1962, p.32. 
63 張彝鼎，同註 20，頁 21-23；「外交部長周恩來關於英美和約草案及舊金山會議的聲明」，載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集，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58，第二集，頁 32。 
64 Rudolf Bernhardt, supra note 7,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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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的主張與否定，應依行為當時的明文規定為限，否則即使在道德上有

受非難之虞，亦不得視為違法，只能解釋為與國際法的發展不符，但國家

應基於國際法的演變而調整其主張與政策；國家應恪尊禁止反言原則，官

方對外聲明與主張均應前後一致，否則在法律上將處於不利地位；地圖效

力端視個案的特殊情況，原則上，地圖與條約文字均是國家劃定疆界的依

據，國際法上並無條約文字一定優於地圖的原則存在。 

 

本章主要論述國際法上國家取得領土的法律原則，在解決領土主權的

歸屬問題後，方得主張附屬於陸地領土的權利，這種原則同樣適用於海中

的島嶼。以國際法原則確認南海島嶼主權後，對其周邊海域與整個南海海

域相關權利的行使與劃分，有關國家應在和平解決的共識以及現代海洋法

體系架構下，尋求一定程度的相互妥協與基本共識，對應有的權利做適度

的自我節制，藉以達成國際秩序的和平穩定，以及增進國家經濟繁榮的最

大利益。下章主要是分析海洋法的演進，以及海洋法中涉及南海主權的部

份，論述國家依據島嶼可取得的相關權利，同時分析「海洋法公約」在南

海主權爭端中的適用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