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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洋法公約與南海主權 

 

國際法反映客觀環境變化而演進，許多國際法規則均是反映國家的實

踐，進一步制定為成文的法律規範。在習慣與行為轉化為法律的過程中，

國家的政治考量往往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故法律制度不可避免地含有政治

的成份，這也是為何法律與政治無法完全區隔的困難所在，特別是在以主

權國家為主的國際法領域中。海洋法是國家間關於各種海洋區域的法律制

度，反映各國使用海洋的習慣，作為調整國家間利用海洋的所有原則與規

範的總稱。海洋法作為國際法的一部份，同樣具有一般國際法的特徵。目

前，國際法公認的重要原則，諸如不使用武力或威脅使用武力、尊重國家

主權及領土完整、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這些原則已獲得多數國家同意並

成為普遍規範，同樣也適用於海洋法的許多領域。幾個世紀以來，海洋規

則已逐漸演進並趨於完備，發展至當前的「海洋法公約」，也構成了現代國

際海洋管理的基本架構與內容。1前章分析國家取得領土的依據，以及南海

問題所涉及的相關國際法原則，本章仍以法律層面為分析主軸，探討「海

洋法公約」適用於南海問題的相關規定，藉此對南海主權爭端有更為全面

的理解。 

 

第一節 海洋規則的演進與制定 

第一項 傳統海洋法 

海洋佔地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積，自古即是人類航行與捕撈活動的

廣大水域，遠古以來，海洋一直被視為如同空氣一般為所有人類的共有物

（ res omnium communes）。經過一段長時期的歷史演變，人類社會逐漸形成

關於使用海洋的概念，海洋由最初的公有狀態，轉化為國家私有化，其中

主要是以與國家鄰接的海域為對象。歷史上曾出現「海洋自由論」、「閉海

論」、「三海里界限」等一系列主張。自西元 10 世紀後，由於海上強權國家

的興起，國家逐漸將管轄權向公海擴張，遂開啟了海洋分割的趨勢。海洋

強國在其所主張的海域內提出權利要求，諸如外國船舶須向其旗幟致敬、

徵收外國船舶通行費、限制或禁止外國船舶之航行與漁業捕撈等。 

 

1494 年，教皇亞歷山大六世（ Pope Alexander VI）頒佈教令（Bull），
認可西班牙與葡萄牙簽訂的托底西納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主張
瓜分大西洋、太平洋與印度洋。該約將南半球分為兩個部份，西邊由西班

                                                 
1 「海洋法公約」於 1993 年 11月 16日獲第 60個會員國批准通過，根據公約第三零八條規定，公約自第

60份批准書或加入書送達 12個月後生效，公約已於 1994 年 11月 16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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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管轄，東邊則由葡萄牙管轄，這是一種排它性的領海主張，當然也引起

其他海洋國家如英國、荷蘭等反對。2另一方面，許多國家也對部份海域主

張權利，例如：瑞典與丹麥對於波羅的海（The Baltic Sea）、威尼斯對於亞
德里亞海（The Adriatic Sea）、熱那亞對於利久立安海（The Ligurian Sea）、
英國本身主張英法海峽與北海等。 

 

16 世紀中葉後，英國等新興海權國家崛起，對於西班牙等傳統海權國

家干涉他國海上航行的做法，英國提出異議同時強調海洋應供大眾使用，

海洋自由的概念逐漸發揚，此外，歐洲國家紛紛向海外進行探險與擴張活

動，在此情形下，傳統的閉海論遭到強烈挑戰與質疑。1609 年，有國際法

之父稱謂的荷蘭法學家格羅修斯（Hugo Grotius）發表《海洋自由論》（Mare 
Liberum），抨擊主權國家無限制擴張海上權利，同時駁斥西班牙與葡萄牙

對於海洋的主張，強調海洋自由是國與國交往的必要條件，此外，任何國

家均有權利用海洋以從事海外貿易。19 世紀後，美國等非歐洲海權國家興

起，海洋自由原則在理論與實踐中逐漸確立，其他國家也相繼支持海洋自

由的原則，公海自由成為國際法所確立的基本原則。傳統海洋國家雖放棄

海洋的絕對所有權，但仍主張基於國防、經濟、主權等考量，將沿岸國周

邊海域納入國家管轄範圍。20 世紀以來，沿岸國的主張為多數國家接受與

實踐，並得到國際上普遍承認，在合理範圍內，除了本質上為所有國家所

共有的公海外，國家得將管轄權擴展至周邊海域。3 

 

如何決定國家的海洋管轄範圍並沒有絕對標準，多年來領海寬度一直

是各國爭執的主要問題，18 世紀先後出現領海寬度的大砲射程說與 3 海里

界限的主張，並在法律上出現了領海的相關規定與學說。1702 年，荷蘭法

學家賓克雪克（Cornelius Von Bynkershok）發表《領海論》（De Dominion），
提出以大砲射程作為規定國家管轄海域的範圍，此外，他認為在國家對海

洋的主權方面，自然法、羅馬法或國際法沒有任何規定，海洋中只有沿岸

一帶可為沿岸國佔有，其餘部份不歸任何國家所有，應視為公海。1782 年，

西西里外交官加里安尼（ F. Galiani）認為，當時大砲射程的最大距離為 3

海里，因而提出以 3 海里作為領海寬度的主張，同時出版《亞德里亞海主

權論》（De Dominio Maris Hadriatic），論證熱那亞對亞德里亞海的主權要

求。1793 年，美國的中立宣言即規定其中立水域的範圍為 3 海里，其他國

家如北歐國家主張 4 海里領海，蘇聯則主張 12 海里領海，迄 20 世紀，多

數國家仍以 3 海里為領海寬度，同時支持領海以外的公海海洋自由原則。4 

                                                 
2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臺北：三民書局，1998，頁 568。 
3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論叢，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3，頁 148-150。 
4 李盛平等譯，牛津法律大辭典，北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頁 355；依據 1958 年「公海公約」第

二條的規定，海洋自由原則意指：「公海對各國一律開放，各國不得主張公海任何部份為其主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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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以來，海洋法在法制化的領域取得了重大發展。國際海洋法最

初是各國利用海洋的習慣，在一段相當的時間內，某些國家利用海洋的習

慣不斷地重複，其法律效力也逐漸得到各國的承認，最後形成了國際習慣。

目前，習慣依然是海洋法的主要淵源之一，另一個重要淵源是國際條約。

透過締結多邊條約，將原本的國際習慣固定成為法律規範，藉以確認各國

的權利與義務。1930 年於海牙所召開的國際法編簒會議中，在法律上確定

領海為國家領土的一部份。二次大戰後，由於海洋科學與技術的高度發展，

出現了專屬經濟區、大陸礁層和國際海底區域等概念與制度，其他如領海

與公海的制度也不斷發展。1958 年第一次聯合國海洋法會議，共計 86 個國

家參加並制定了「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等四個海洋法公約，在歷經第三次

海洋法會議的長期協商與討論後，1982 年通過了「聯合國海洋法公約」，這

也是現代國際海洋法中最重要的國際條約。 

 

第二項 「日內瓦公約」的由來  

1958 年 2 月 24 至 27 日，第一屆聯合國海洋法會議於日內瓦召開，共

有 86 個國家的代表參與。會前，根據現有的國際法規則，以及國家在使用

海洋方面的實踐，國際法委員會擬訂草案，並由大會正式通過為四項公約，

分別為：《領海及鄰接區公約》（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公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s）、《捕漁及
養護公海生物資源公約》（Convention on Fishing and Conservation of Living 
Resources of the High Seas）、《大陸礁層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值得注意是，在 1958 年的公約中，在討論領海問題時，各國並未

就領海寬度達成共識與結論，海權國家如英美等國主張 3 海里，開發中國

家與共黨國家如蘇聯主張 12 海里，開發中國家如拉丁美洲國家則主張 200

海里。此外，在會議進行期間，印尼與菲律賓提出群島理論，不過並未獲

得多數與會國家接受。為解決領海寬度以及捕漁區的問題，1960 年 3 月 26

日至 4 月 26 日，於日內瓦召開第二屆聯合國海洋法會議，然而，大會並未

就上述議題達成共識。5 

 

第三項 「海洋法公約」的由來  

由於國際間關於使用海洋的習慣與主張，在「日內瓦公約」制定後已

產生許多變化，特別是關於群島水域、大陸礁層、以及專屬經濟區的概念，

                                                 
5 K.T, Chao, “The Development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Law of the Sea: A Legal of 
Overiew,” 國際法論集，臺北：三民書局，2001，頁 649-653；S.P. Jagota, Maritime Boundary(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5), pp.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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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於領海的寬度問題也始終未獲解決。在有關國家以及聯合國大會

一再呼籲下，1973 年 12 月 3 日至 14 日，於紐約召開第三次聯合國海洋法

會議，此後經過共 11 期、16 次會議，近 10 年的談判後，終於在 1982 年 4

月 30 日，於紐約聯合國總部議定「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同年 12 月 10 日

於牙買加蒙特哥灣開放簽署，計有 119 個國家及組織簽署「海洋法公約」。
6圭亞那（Guyana）於 1993 年 11 月 16 日送交批准書後，依據「海洋法公約」

第三零八條的規定，將於 12 個月後即 1994 年 11 月 16 日正式生效，目前

已正式生效。 

 

截至 2004 年為止，目前共有 145 個會員包括歐盟為「海洋法公約」的

成員，無論就理論或實踐的層面而言，「海洋法公約」已獲國際社會普遍接

受，即使未加入的國家亦表示將遵守相關規定。7「海洋法公約」是國際間

關於如何使用海洋的習慣予以條約化，並經大多數國家簽字及批准通過，

其中關於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等規定已具有習慣國際法

的效力，8換言之，「海洋法公約」是將各國長期實踐的規則轉化為條約法，

又進一步由條約法演變為普遍性國際法，其中具有習慣法的部份，無論是

締約國或非締約國均應切實遵守。 

 

「海洋法公約」含正文 329 條及 9 項附件，全面性規範人類海洋事務，

全球海洋法律秩序出現重大變動。對南海周邊國家的主權主張，以及未來

南海主權爭端之解決，「海洋法公約」將產生關鍵性影響。「海洋法公約」

生效後，使得南海周邊國家推動相關合作時，必須考慮適用海洋法的法律

問題；同時，各國相關的海洋立法乃成為維護其海洋權益的法律依據，此

即中國於 1992 年通過「領海及毗連區法」的原因之一。臺灣在中國的反對

下，被拒於海洋法會議之外，然而我國仍接受「海洋法公約」中將國際習

慣法予以成文化的部份，並據以訂定相關法律。整體而言，「海洋法公約」

確實是國際法發展的重大成就。 

 

本章的宗旨即在於分析「海洋法公約」中涉及南海爭端的部份，其中

以島嶼、領海、鄰接區、群島國與群島水域、專屬經濟區以及大陸礁層作

為探討主軸。 

 

 

 

 

                                                 
6 K.T, Chao，同上註，頁 656-671。 
7 http://www.un.org/Depts/los/reference_files/chronological_lists_of_ratifications.htm檢視日期：2004/04/15 
8 趙國材，「論國際法之新發展」，國際關係學報，第 16期，臺北：國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2001，頁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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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島嶼 

第一項 島嶼的界定 

一般而言，傳統國際法對島嶼的法律地位要求為：9（一）陸地；（二）

自然形成；（三）有一定的大小；（四）四周環繞海域；（五）高潮時不會沒

入水中；（六）可供人類居住；（七）具有經濟價值或防衛利益。 

 

依據上述第一項的要求，此處所謂的陸地必須符合兩項要件：首先，

島域必須與海底相連接；其次，島嶼應是正常狀態的陸地，具有永久存在

的特性。這兩項要件排除了某些似乎與陸地相同的物體成為島嶼，這些物

體諸如固定停泊的船舶、鑽油平台等，自然形成的飄浮物如浮冰。 

 

關於第二項的要求，即島嶼必須是自然形成的陸地領域，此要件存在

相當大的爭議，有學者主張島嶼只適用於自然形成的陸地，換言之，在那

些低潮高地建築人工設施，仍不能因此成為島嶼。另一方面，有學者主張，

只要這些人工興建的物體與海底相連接，同時可提供人類居住，那麼即可

成為島嶼。所謂自然形成的標準並不明確，究竟是強調島嶼本身的結構因

素，或是指人類使用該島嶼的過程，例如，在低潮高地上構築燈塔的行為，

雖然是人為的措施，但不應排除於自然形成的標準外。10 

 

第三項即島嶼必須具有一定程度的大小，有學者主張過小的島嶼不應

擁有其本身的領海或其他海域，所謂極小的標準是以可否目視為基準，就

國際法的實踐而言，這種主張仍無法成為主流觀點。除目視標準外，也有

以島嶼面積作為決定的標準，根據美國國務院地理學家霍奇森（Hodgson）
的分類，岩礁（Rockets）的面積不足 0.001 平方公里，小島（ Islets）面積
為 0.001-1 平方公里，島嶼（ Island）則是 1000 平方公里以上。11 

 

第四項，即島嶼其周圍皆由海域所環繞，那些與大陸相連接或中間僅

以沙洲所間隔的區域不應被視為島嶼，同樣的道理，在高潮時沒入水中的

形成物不應被視為島嶼，那些在一般狀態下並未為海水所環繞與隔絕的形

成物，皆不能成為國際法上的島嶼。 

 

                                                 
9 Clive R. Symmons, The Maritime Zones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London: Martni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9), pp.20-53; Hiran W. Jayewardene, The Rei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London: Martni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0), pp.3-5. 

10 D. P.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edited by I.A. Shearer(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Vol.1, pp.196-197. 

11 趙理海，海洋法問題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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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即島嶼在高潮時不會沒入水中，此處強調的島嶼是在一般高

潮的情況下仍浮出水面的陸地，然而，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例如異於一

般情況的高潮發生時，那些沒入水中的島嶼並不因此而排除適用。 

 

第六項，即島嶼可供人居的標準，關於此點學者存在爭議，島嶼是否

可供人居，還須考量其地理位置與氣候環境等條件。首先，可供人居住與

必須有人居住間有何關連，兩者可獨立存在或必須同時符合；其次，以當

地資源如魚穫是否可提供居民所需；最後，即使本身資源貧乏，島嶼是否

可獲得其他地區的資源從而成為適於人居的土地，例如，島嶼居民自其它

地區輸入生活必需品，特別是在今日科技發達的狀態下，海中小島所需物

資亦可仰賴國家其他地區的供應。 

 

第七項，經濟價值經常與上述是否可供人居的標準一同考量，過去為

了海洋航行自由的目的，許多學者主張小島不應等同陸地領土而據以劃定

周邊海域。現今許多國家是以海中小島作為領土組成的重要部份，排除這

些小島勢必造成不公平的結果。 

 

    綜言之，傳統國際法上，島嶼應是海中自然形成的陸地，並在一般的

潮汐狀態下於高潮時能浮出水面，那些人造卻具有島嶼特性的物體似乎不

應被認為是島嶼，最後，以經濟價值與可否提供人居界定島嶼，必須強調

的是，傳統上對島嶼的界定標準仍是有所爭議。 

 

第二項 海洋法公約對島嶼的規定 

依據「海洋法公約」一二一條第一項的規定，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

高潮時高於水面，自然形成的陸地區域。有效佔有島嶼並不是劃定海域的

唯一條件，島嶼的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其劃定必需依

據「海洋法公約」對陸地領土的相關規定；第二項的規定，島嶼能劃定其

相關海域，即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第三項規定，不能

維持人類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Rocks），不應擁有專屬經濟區與

大陸礁層。從上述關於島嶼的規定可發現，「海洋法公約」採取質而非量即

大小作為界定島嶼法律地位的標準，究竟面積要多大才能稱為島嶼，國際

法學者對此並無共識，此外，國家間出於本身的考量，對於島嶼的大小存

在相當大的分歧，因此，無論在「日內瓦公約」或「海洋法公約」中，排

除以面積大小作為界定的標準，而以島嶼的客觀要件作為妥協下共識。 

 

如上所述，每個島嶼都可劃定自己的領海，就劃界方面而言，島嶼領

海與陸地領海的劃界方式並無不同，但是非自然形成的島嶼不得擁有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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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這種自然形成的標準排除了人工島嶼，因此，在低潮高地修建人工建

築並不能使其成為「海洋法公約」所界定的島嶼，即使這些建築在高潮時

仍位於海平面之上。低潮高地是指那些能在低潮時高於水面，但在高潮時

沒入水中的自然形成陸地，問題在於，潮汐的狀況一年四季有所不同，島

嶼應在那一種潮位下露出水面，「海洋法公約」並未做出清楚的規定。低潮

高地本身不得劃定領海，其例外的狀況是，若低潮高地位於一國領海範圍

內，沿岸國可將這些低潮高地作為測算領海界線的基點。 

 

1958 年的「領海公約」僅提及島嶼本身可劃定領海，依據各國的實踐

顯示，島嶼也可以擁有 12 海里的專屬捕漁區，「海洋法公約」則規定，島

嶼可以劃定其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同時規定：「不能維

持人類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不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陸礁層」，然

而，「海洋法公約」並未進一步界定岩礁的法律意義。另一方面，人工島嶼

不能比照適用自然形成島嶼所能取得的相關權利，然而人工島嶼與自然島

嶼不易區分，在自然形成的岩礁上興建人工設施是否應視為自然形成的島

嶼。12對於此點，「海洋法公約」亦未明確說明，只是規定各國在專屬經濟

區或大陸礁層上所設立的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這些建築不具有任何領

海，其存在也不影響領海、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的劃定，但仍未解決非

屬上述範圍，即在自然形成陸地上興建人工設施的法律問題。 

 

何謂不能維持人類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至今沒有明確的規範。「海

洋法公約」中維持人類居住或本身經濟生活的規定亦相當模糊，並未區分

無人居住與無法供人類居住間的差異，此外，這兩項規定可單獨存在亦或

兩者皆須符合，這都造成島嶼成為公約下的模糊地帶，在許多國家的劃界

糾紛中，島嶼經常成為有關各方爭執的關鍵所在。 

 

第三項 南海島嶼的適用 

「海洋法公約」引發了南海主權爭端的另一波高潮，特別是關於岩礁

可取得的權利。隨著人類科技的進步，以及國家權利向海洋擴張的趨勢，

關於小島的法律地位及其重要性日益突顯，特別是所謂人工島嶼的界定與

法律問題。南海島礁的面積都不大，海拔高度亦不高，舉例而言，最大的

太平島面積僅 0.43 平方公里，最高的鴻庥島海拔僅 6.2 公尺。換言之，西

沙與南沙群島有許多不適人居的岩礁，故難以主張享有專屬經濟區與大陸

礁層，但由於「海洋法公約」在法律界定上的模糊，岩礁是否可維持人類

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仍可以科學或人工的方法加以改變，進而主張

相關海域的權利。目前的問題在於，在那些自然形成的岩礁上，透過人為

                                                 
12 Hiran W. Jayewardene, supra note 9, p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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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改變自然的狀態，此種岩礁是否應視為人工島嶼，從而排除於島嶼

的適用。事實上，這些島礁同時包含自然與人為的形成因素，國家利用人

為方式加高或加固自然形成的島礁，嚴格而言，此種做法並不違反「海洋

法公約」的規範。13由於「海洋法公約」對島嶼、岩礁、人工島法律地位的

模糊界定，另一方面基於岩礁可能享有的地位，因此，南海島嶼中眾多原

無人居住的岩礁成為各國強佔的目標。14 

 

為了強化島嶼主權，各國也採取許多措施，包括擴大佔有島礁、興建

人工設施、開闢觀光、驅離外國船隻等行為。就爭端解決的角度而言，僅

管有關國家均主張依據國際法與「海洋法公約」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公約

仍扮演被動的角色，有關國家須自行解決島嶼的主權歸屬後，或是同意適

用「海洋法公約」的解決機制，才能將海洋法的制度加以適用。 

 

就島嶼主權而言，「海洋法公約」並無法提供法律管道以解決南海諸島

的主權爭議。關於海洋疆界的劃分爭端是屬於任擇排除事項條款，除非一

國接受或是爭端各方協議將該爭端提交國際海洋法庭，國際海洋法庭對此

不具有強制管轄權。依據國際法上陸地支配海域的原則，以及「海洋法公

約」的相關規定，有關國家必須先行取得南海島嶼的主權後，方可依照「海

洋法公約」關於不同海域的規定以行使主權、主權權利或管轄權。簡言之，

南海主權爭端仍主要集中於各方的政治考量，「海洋法公約」在主權爭端方

面仍無法建構一套有效的解決模式。15 

 

第三節 領海、鄰接區、群島國與群島水域 

第一項 領海 

根據國際法的規定，領海是國家領土的組成部份，同時是國家主權的

行使範圍。「海洋法公約」的第二部份，分別界定了領海與鄰接區的法律地

位及其劃定方式，諸如領海的寬度、領海的外部界線、各種基線的採用、

以及沿岸國及其他國家的相關權利義務等。 

 

依據「海洋法公約」第二條的規定，關於領海及其上空、海床及底土

的法律地位如下： 

（一）  沿岸國的主權及於其陸地領土及其內水以外鄰接的一帶海域，在群    

島國的情形下則及於群島水域以外鄰接的一帶海域，稱為領海。 

                                                 
13 鄒克淵，「人工島嶼、設施對南沙群島主權爭端的影響」，亞洲評論，第 9期（1999），頁 49-54。 
14 趙國材，「從現行海洋法分析南沙群島的主權衝突」，亞洲評論，第 9期（1999），頁 24。 
15 R.R. Churchill and A.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2nded.(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3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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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此項主權及於領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土 

（三）  對於領海主權的行使受本公約和其他國際法規則的限制 

 

對於國家主權是否及於領海過去曾有爭議，目前普遍接受的原則是，

在本質上，沿岸國對其領海所行使的權利與在陸地部份所行使的權利，兩

者並無區別。不過領海與內水仍有所不同，因為所有國家的船舶在沿岸國

的領海內享有無害通過的權利。16 

 

關於領海的劃定方面，「海洋法公約」第三條規定，每一國家有權自由

決定其領海寬度，以其領海基線向外不得超過 12 海里為限。領海基線可區

分為正常基線、直線基線與群島基線。正常基線是沿岸國官方承認的大比

例尺海圖所標明的沿岸低潮線；直線基線是在海岸線極為曲折的地方，或

是緊接海岸有一系列島嶼，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劃定，可採用連接各適當

點為直線基線；群島國可連接群島最外線各島礁的最外緣各點，稱為直線

群島基線。第六條規定，在位於環礁上的島嶼或有岸礁的島嶼的情形下，

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是沿海國官方承認的海圖上，以適當標記顯示的礁石

低潮線。上文曾論述，島嶼在符合「海洋法公約」第一二一條的情況下，

其劃定所屬海域的方式與其他陸地領土並無不同，換言之，島嶼也可以擁

有本身的海域與大陸礁層。 

 

關於沿岸國與其他國家的權利與義務方面，如同上文所述，沿岸國的

管轄權及於領海及其上空與海底，依據「海洋法公約」第十七條、十八條

規定，其他國家的船舶享有無害通過沿岸國領海的權利，只要其通過不損

及沿岸國的和平、良好秩序或安全；
17
第二十一條規定，沿岸國得制定關於

無害通過的法律或規章；第二十五條規定：「如為保護國家安全包括武器演

習在內而有必要,沿海國可在對外國船舶之間在形式上或事實上不加歧視

的條件下,在其領海的特定區域內，暫時停止外國船舶的無害通過，這種停

止僅應在正式公佈後發生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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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2, pp. 600-601. 
17 依據公約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列舉下列 12項不屬無害通過的活動與行為：(a)對沿海國的主權、領土

完整或政治獨立進行任何武力威脅或使用武力,或以任何其他違反《聯合國憲章》所體現的國際法原則

的方式進行武力威脅或使用武力;(b)以任何種類的武器進行任何操練或演習;(c)任何目的在於搜集情報
使沿海國的防務或安全受損害的行為;(d)任何目的在於影響沿海國防務或安全的宣傳行為;(e)在船上起
落或接載任何飛機;(f)在船上發射、降落或接載任何軍事裝置;(g)違反沿海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
法律和規章,上下任何商品、貨幣或人員;(h)違反本公約規定的任何故意和嚴重的污染行為;(i)任何捕魚
活動;(j)進行研究或測量活動;(k)任何目的在於干擾沿海國任何通訊系統或任何其他設施或設備的行

為;(l)與通過沒有直接關係的任何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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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鄰接區 

國家實踐中，在與領海鄰接的公海某些海域，有些國家主張可就海關、

衛生、緝私與防疫等事項行使管轄權，此外，有些國家則設置專屬於本國

的捕漁區。由於各國對鄰接區的適用無法取得共識，1930 年海牙國際法會

議期間即對此進行討論，但會議並未做出任何規定。18關於鄰接區的法律地

位，依據 1958 年「領海與鄰接區公約」第二十四條的規定，領海與鄰接區

的範圍以 12 海里為限。第三屆海洋法會議期間，設置 12 海里的領海與 200

海里專屬經濟區，逐漸成為各國共識，對於鄰接區，有些國家因此主張擴

充管轄範圍。1974 年，第三屆聯合國海洋法會議中，印度代表主張設置領

海外界線以外 12 海里範圍的鄰接區，用以彌補國家管轄權在領海外至專屬

經濟海域間的不足，擴大鄰接區的概念得到多數國家的支持，因此成為「海

洋法公約」的一部份。19 

 

依據「海洋法公約」第三十三條規定，鄰接區是領海以外鄰近領海的

一帶海域。設定鄰接區的目的，主要是沿岸國家為了彌補領海管轄權的不

足，對某些違法事項施以管轄權。在特定條件下，沿岸國可對某些事項實

施管制，這些條件與事項包括： 

（一）沿海國可在鄰接其領海稱為鄰接區的區域內,行使為下列事項所必要

的管制: 

 (a)防止在其領土或領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律和規章; 

 (b)懲治在其領土或領海內違犯上述法律和規章的行為。 

（二）鄰接區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不得超過 24 海里。 

鄰接區是從領海基線起算向外至 24 海里範圍內的海域，各國可決定不

超過 12 海里的領海範圍，換言之，鄰接區與領海將產生重疊的部份，鄰接

區的實際寬度必須扣除領海的範圍，以臺灣為例，依據我國「領海與鄰接

區法」的規定，領海寬度為 12 海里，因此鄰接區即 12 至 24 海里範圍內的

海域。為何要區別兩者間的差異，因為鄰接區與領海的法律地位並不相同，

領海是國家領土的一部份，直接受國家主權的支配與管轄，鄰接區則是為

保護國家利益所設置的海域，沿岸國是針對上述事項進行管制，同時對於

違反規定者予以處罰。值得注意的是，領海的主權及於其海域、海底與其

上空，然而「海洋法公約」並未規定沿岸國的管轄權及於鄰接區的上空，

                                                 
18 周鯁生，國際法，北京：商務印書館， 1983，上冊，頁 382-385。  
19 S.P. Jagota, supra note 5,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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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除了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外，外國船舶與航空器在鄰接

區行使自由通行的權利。 

 

當國家設立專屬經濟區時，鄰接區將包含於專屬經濟區中，然而，專

屬經濟區與鄰接區的法律地位並不相同。前者對區內的一切自然資源享有

主權權利，行使的對象主要是海中的資源；後者則是執行關於沿岸國海

關、財政、移民、衛生等事項的法律規定，其外部界線為 24 海里，24 海

里範圍外的區域，其法律制度比照專屬經濟區，在沒有宣佈專屬經濟區的

情況下，適用公海的相關規定。 

 

第三項 群島國與群島水域 

1973 年，斐濟、印尼、模里西斯與菲律賓等四國，共同向聯合國國際

法委員會提出關於群島領海基線的原則。1974 年 8 月 9 日，上述四國將該

原則予以條文化，在聯合國第三屆海洋法會議中提出，並於 1982 年「海洋

法公約」中通過。「海洋法公約」第四部份確立了群島及其海域的相關制度。 

 

群島水域是國際法上較新的概念，依據「海洋法公約」第四十六條規

定，所謂群島（ archipelago）是指一群島嶼，包括若干島嶼的若干部份、相

連的水域以及其他自然地形，因為彼此密切相關，以致於這種島嶼、水域

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質上構成一個地理、經濟和政治的實體，或在歷史上

已被視為這種實體。世界上約有 30 多個群島國家，如菲律賓、印尼、模里

西斯等國，其中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目前，亞太地區是主張適用

群島制度國家中最多的地區，南海爭端國家中的印尼及菲律賓即宣佈為群

島國家。20
 

 

群島一般又可區分為兩類，即沿海群島與遠洋群島。在不同的情況下，

這兩種群島的領海基線各有不同的劃法。依據公約的規定，所謂群島國

（ archipelagic state）是由一個或多個群島構成的國家，並可包括其他的島
嶼，群島國可以劃定連接群島最外緣島礁的直線作為群島基線（ archipelagic 
baseline），此外，群島國可以在其河口、海灣與港口劃定內水。群島國的領

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和大陸礁層的寬度均從群島基線量起。群島基線

內的水域稱為群島水域（ archipelagic waters），該水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
土，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資源，均受群島國的主權管轄。 

 

                                                 
20 James Crawford and Donald R. Rothwell,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in James 

Crawford and Donald R. Rothwell eds. ,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London: 
Mart inus Nijhoff  Publ ishers ,  1995),  pp.27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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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的規定，在不妨害群島國水域地位情形下，群島國應承認

並尊重與其他國家間現有的協定，以及其他國家的傳統捕漁權和其他合法

權利。在群島國所指定的航道上，外國船舶和飛機享有航行與飛越的權利，

這種航行或飛越必須是繼續不停、迅速以及無障礙的過境，又稱為群島海

道通過權（Right of Archipelagic Sea Lanes Passage）。此外，外國船舶享有
無害通過的權利，群島國為了國家安全的目的，在不歧視的原則下，得暫

時停止外國船舶的無害通過權。 

 

   就臺灣方面而言，有學者主張將臺灣本島與離島（如澎湖、蘭嶼、綠島、

龜山島等）之間的海域劃為群島水域，並指定航道供他國航行。此種主張

並未為政府所接受，「領海及鄰接區法」也沒有群島水域的相關規定。21事

實上，臺灣海峽為國際重要航線，目前，在我國領海範圍外的地區，各國

船舶與航空器均行使自由航行權，若將臺灣周邊海域劃為群島水域，可能

造成海峽中不屬於領海的部份大為縮減，就此觀點而言，此種主張可能遭

到其他國家的反對，同時不符合國際間對海洋自由航行的共識。 

 

第四節 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 

第一項 專屬經濟區 

專屬經濟區並非國家領土的一部份，這是一種介於領海與公海間的獨

特區域（ sui genris zone），既非公海但也不是國家領土的一部份。其淵源可

回溯自 1940 年代。1945 年 9 月 28 日，美國總統杜魯門宣佈「大陸礁層宣

言」與「漁業政策」，其中後者主張在美國近岸的原公海海域建立生物資源

的養護區。
22
其後拉丁美洲國家也相繼採取若干的措施，主張在距離沿岸國

海岸 200 海里的範圍內，對其海域、海床與底土具有管轄權，亞非國家也

支援其主張。專屬經濟區的概念至 1970 年代大致形成，並經由國家的逐步

實踐形成基本權利概念後，正式納入「海洋法公約」中，成為國際法的一

部份，從而為多數國家所遵行並實施。23 

 

依據「海洋法公約」第五十五條規定：「專屬經濟區是領海以外並鄰接

領海的一個區域，受本部份規定的特定法律制度限制，沿海國的權利和管

轄權，以及其他國家的權利和自由均受本公約相關規定的支配。」；第五十

七條規定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的權利、義務與管轄權。在權利方面，包括

                                                 
21 尹章華編，海洋法概要，臺北：文笙書局，1998，頁（2-7-8）、（2-7-9）。 
22 Ann L Hollick, “U.S. Ocean Policy: The Truman Proclamation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7(1976), pp.23-55. 
23 David Joseph Attard,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International Law(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87), 

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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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勘、開發、養護與管理海床上覆水域、海床與底土中自然資源的主權權

利；在管轄權方面，對以下事項享有管轄權：包括人工島嶼、設施與結構

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學研究，以及海洋環境的保護與保全。關於其他國

家的權利方面，第五十八條規定，在專屬經濟區內，不論沿海或內陸國，

各國均享有以下權利：包括航行與飛越、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以及其他合

法權利等。 

 

每個沿岸國家均有權宣佈設立不超過 200 海里的專屬經濟區，值得注

意的是，有些國家僅宣佈設立專屬捕漁區而非專屬經濟區，例如汶萊，此

種專屬捕漁區的法律地位為何？表面上，沿岸國在捕漁區的權利似乎低於

在專屬經濟區的權利，然而，嚴格而言，捕漁區本身在條約義務上無須適

用「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例如養護資源、最適度的利用漁業資源、

以及確保國際社會的一般利益等，就捕漁區在國際法體系的的適用方面，

目前仍無明確可行的規範。 

 

若一國在其專屬經濟區內興建人工島嶼，其法律地位為何？有關於人

工島的法律地位，「海洋法公約」第六十條規定，除設置必要的安全區外，

人工島礁不得擁有自己的領海，其存在也不影響領海、專屬經濟區和大陸

礁層的劃定。 

 

綜上所述，依據「海洋法公約」第五十五條、五十七條的規定，各國

可將 200 海里內的海域資源劃歸其主權管轄之下，由於南海群島密佈，各

國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域將發生重疊。另一方面，我國為保障海域內的相

關權益，於 1979 年 10 月 8 日，經總統發布命令建立 200 海里專屬經濟區，
24
並於 1998 年制定「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法」。 

 

第二項 大陸礁層 

美國是第一個對大陸礁層提出主權要求的國家，如同上文所述，1945

年美國總統杜魯門提出「大陸礁層宣言」，主張對於領海外的大陸礁層及其

天然資源，沿岸國家擁有管轄權與控制權，認為大陸礁層是沿岸國陸地領

土沒入海中的自然延伸部份。美國的主張得到許多國家的聲援與回應，大

陸礁層制度提出不到 20 年的時間，由於許多國家相繼採用類似的措施，因

而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與接受，進一步成為具有習慣法性質的法律制

度。251950 年，聯合國國際法委員會開始研訂大陸礁層的法律問題，並於

1953 年制定「大陸礁層公約草案」，該案提交第一屆海洋法會議，1958 年

                                                 
24 經濟日報，1979 年 10月 9日，第 1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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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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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礁層公約」正式確認這個制度。關於大陸礁層的法律地位，依據「大

陸礁層公約」第一條的規定：「鄰接海岸但在領海以外的海底區域的海床及

底土，其上海水深度不逾 200 公尺，或雖逾此限度而其上海水深度仍使該

區天然資源有開發的可能性者」。 

 

根據「大陸礁層公約」的規定，決定大陸礁層的範圍有兩個標準，第一

個是 200 公尺等深線標準，第二個是科學上的可開發標準。在國家實踐上，

「大陸礁層公約」規定的等深線與可開發標準產生以下幾個問題： 

（一）所謂開發的可能性，基本上符合 1950 年代的技術水準，然而，由於

科學技術的快速發達，公約制定後不久，可開發深度已遠遠超過 200

公尺深度，此標準較有利於科技進步的少數國家，對於那些技術水

準落後的國家則殊為不利； 

（二）大陸礁層的範圍不易確定，此外，大陸礁層應是陸地領土自然延伸

的海底部份，而非領海外至水深 200 公尺的海底。 

 

這些問題在 1969 年「北海大礁層案」以及「海洋法公約」中獲得部份

解決。國際法院的判決中指出，大陸礁層是沿岸國陸地領土的自然延伸，

並且強調此一原則是與大陸礁層相關法律中最基本的原則，不過仍未就大

陸礁層的寬度做出最後決定。26即使如此，國際法院的判決仍為大陸礁層做

出較為明確且客觀的標準，法院的意見也經後來制定的「海洋法公約」予

以採納。 

 

依據「海洋法公約」第七十六條的規定，大陸礁層的定義如下： 

（一）沿海國的大陸礁層包括其領海以外依其陸地領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擴

展到大陸邊外緣的海底區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

線量起到大陸邊的外緣的距離不到 200 海里 ,則擴展到 200 海里的距

離； 

（二）沿海國的大陸礁層不應擴展到第四至第六項所規定的界限以外； 

（三）大陸邊包括沿海國陸塊沒入水中的延伸部分,由陸架、陸坡和陸基的

海床和底土構成,它不包括深洋洋底及其洋脊,也不包括其底土； 

（四）(a)為本公約的目的,在大陸邊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超過 200

海里的任何情形下,沿海國應以下列兩種方式之一,劃定大陸邊的

外緣: 

                                                 
26 http://212.153.43.18/icjwww/idecisions/isummaries/icssummary690220.htm 檢視日期：200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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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按照第七項,以最外各定點為准劃定界線,每一定點上沈積岩厚

度至少為從該點至大陸坡腳最短距離的百分之一;或 

⑵按照第七項,以離大陸坡腳的距離不超過 60 海里的各定點為准

劃定界線。 

(b)在沒有相反證明的情形下,大陸坡腳應定為大陸坡底坡度變動最

大之點； 

（五）組成按照第四項(a)款(1)和(2)目劃定的大陸礁層在海床上的外部界

線的各定點,不應超過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 350 海里 ,或不應

超過連接 2500 公尺深度各點的 2500 公尺等深線 100 海里； 

（六）雖有第 5 項的規定,在海底洋脊上的大陸礁層外部界限不應超過從測

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 350 海里。本款規定不適用於作為大陸邊自然

構成部分的海台、海隆、海峰、暗灘和坡尖等海底高地； 

（七）沿海國的大陸礁層如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超過 200 海里，應

連接以經緯度座標標出的各定點劃出長度各不超過 60 海里的若干直

線,劃定其大陸礁層的外部界限； 

（八）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 200 海里以外大陸礁層界限的情報應由

沿海國提交根據附件二，在公平地區代表制基礎上成立的大陸礁層

界限委員會。委員會應就有關劃定大陸礁層外部界限的事項向沿海

國提出建議，沿海國在這些建議的基礎上劃定的大陸礁層界限應有

確定性和拘束力； 

（九）沿海國應將永久標明其大陸礁層外部界限的海圖和有關情報，包括

大地基準點，交存於聯合國秘書長。秘書長應將這些情報妥為公佈。

本條的規定不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大陸礁層界限劃定的問

題。 

顯然，無論是「大陸礁層公約」或是「海洋法公約」，兩者均結合大陸

礁層的自然與法律意義，除了地質學上自然延伸的標準外，同時以固定距

離作為劃定的依據。大陸礁層作為一種主權權利，每個沿岸國家均有權宣

佈自己的大陸礁層，對其海床與底土行使管轄權，此外，即使沿岸國並未

宣佈大陸礁層的實際範圍，其它國家亦無權在未經沿岸國同意的情況下，

逕行在大陸礁層上進行開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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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海域界限的劃定 

國家間所主張的海域可能發生重疊，在多數情況下，國際法要求公平

合理的劃定海域界限，並在某些情況下適用等距中線的原則，但實際的劃

定則必須考量許多因素，這些狀況與原則已在本文第二章做介紹。關於海

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海域界限的劃定，「海洋法公約」做出相關規定。此處

所指的劃界標的分別為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 

 

第一項 領海與鄰接區 

關於領海部份，依據「海洋法公約」第十五條規定：「如果兩國海岸彼

此相向或相鄰,兩國中任何一國在彼此沒有相反協議的情形下,均無權將其

領海伸延至兩國間的等距離中間線以外。但如因歷史性所有權或其他特殊

情況，而有必要按照與上述規定不同的方法劃定界限,則不適用上述規

定。」。1984 年加拿大與美國的「緬因灣區域海上邊界劃界案」中，國際法

院表示，「海岸相鄰相向國家間的劃界不可於其中一國單獨進行，這種劃界

必須由有關國家通過善意談判並簽訂協議進行，在不能達成協議的狀況

下，劃界應求助於具有一定權限的第三方以尋求解決。無論採用何種方式，

劃界應適用公平標準，考慮該區域的地質、地貌及一切有關情況，藉以取

得公平的結果。」。27 

 

就「海洋法公約」的規定與國際法院案例而言，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

領海界線的劃分中，相關國家間的協議扮演重要角色，如國家間已對劃分

方式達成協議者，則應優先適用該協議。若無共同協議，則應適用等距中

線原則並考量相關情況如地形、海岸線長度、資源分配以及其他歷史性因

素等。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鄰接區的界限，比照劃分領海的相關規定與方

法。 

 

就南海問題而言，關鍵在於島嶼的劃界效力。這部份不僅涉及領海，

還包括鄰接區、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的劃分，不論劃界的標的為何，均

須以島嶼作為劃分的基礎，然而，那些不屬於「海洋法公約」所界定的島

嶼，經由有關國家的人工改良後，是否得以適用島嶼的標準，進而作為主

張權利的依據，雖然「海洋法公約」對於島嶼的法律地位有所界定，同時

規定那些不屬於「海洋法公約」標準下的島嶼，不得擁有劃分海域的權利，

然而，問題就在於本章第一節所言，關於島嶼的法律地位仍不明確，以致

於有關國家往往採取人為的方式企圖改變島嶼的自然狀態，從而主張適用

                                                 
27 http://212.153.43.18/icjwww/icases/icigm/icigm_isummaries/ icigm_isummary_19820120.htm 檢視日期：

2004/06/10；陳致中，國際法案例，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頁 23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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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在劃界時應有的權益與效力。 

 

第二項 專屬經濟區 

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特別是海域間寬度小於 400 海里的狀況下，國

家間專屬經濟區的劃分經常引發糾紛。關於專屬經濟區內權利和管轄權的

衝突，「海洋法公約」第五十九條要求各國在公平的基礎上，參照一切有關

情況，考量所涉及的利益與相關國家及整體國際社會之下，尋求解決。關

於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區界限的劃定，第七十四條規定： 

（一）海岸相向或相鄰的國家間專屬經濟區的界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

十八條所指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便得到公平解決； 

（二）有關國家如在合理期間內未能達成任何協議,應訴諸第十五部分所規

定的程序； 

（三）在達成第一項規定的協議以前,有關各國應基於諒解和合作精神 ,盡

一切努力做出實際性的臨時安排,並在此過渡期間內,不危害或阻礙

最後協議的達成。這種安排應不妨害最後界限的劃定； 

（四）如果有關國家間存在現行有效的協定,關於劃定專屬經濟區界限的問

題,應按照該協定的規定加以決定。 

 

依上述所言，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關於專屬經濟區的劃分，適用國

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的規定，該條主要是關於國際法院於裁判爭端時所

應適用的依據，一般將此條規定視為國際法的淵源，這些依據包括：條約、

習慣、一般法律原則、司法判例、權威學說以及公允善良原則。另一方面，

如果有關國家間存在現行有效的協定，即依照協定的相關內容加以決定。28 

 

「海洋法公約」關於領海重疊的劃分規定中，強調等距中線的原則，

相較之下，給予有關國家更大的彈性以劃分彼此重疊的專屬經濟區，這個

標準同樣適用於國家間就大陸礁層重疊部份的劃分。究其原因在於，領海

是國家主權的一部份，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則是所謂的主權權利，主要

是用以保障沿岸國家對於自然資源的使用權與其他功能上的權利。因此，

在沒有特殊的情況下，國家間重疊的領海部份應以等距中線為主要劃分依

據，而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的劃分則以國家間的協議為主。 

                                                 
28 詳見陳治世，國際法院，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3，頁 281-298；David Joseph Attard,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International Law(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87), pp.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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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大陸礁層 

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大陸礁層的劃定方面，與專屬經濟區的規定有所

相似，「海洋法公約」第八十三條規定，應依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指

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得到公平的解決。不難發現，本條的規定

與專屬經濟區劃界的第七十四條規定相同。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領海劃定

的不同處在於，在專屬經濟區或大陸礁層的劃定中並無等距中線的原則，

「海洋法公約」中要求公平的解決，此一原則並不表示排除等距中線的適

用，專屬經濟區或大陸礁層的劃界過程仍可適用等距中線原則，以求得公

平解決。 

 

若沿岸國家的大陸礁層，其自然延伸的部份並未超越 200 海里，專屬

經濟區與大陸礁層可適用同一條外界線。在「美加緬因灣案」中，國際法

院同意兩國的要求，即將確定一條線同時劃定雙方的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

層。29 

 

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的海域劃界中，若相關國家中

有非條約當事國時，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如進行劃界工作。1969 年「北海

大陸礁層案」中，本案中德國並未批准「日內瓦公約」，國際法院認為，「日

內瓦公約」中有關大陸礁層劃界中的等距中線原則並非習慣法，同時也尚

未成為習慣法，儘管等距中線原則在劃界時有其實用性，但仍不得約束非

條約當事國，法院並未否認等距原則價值與適用，但強調其並非唯一的決

定標準。此案主要是關於大陸礁層的劃分，但對於其他海域的劃定仍有其

參考價值，那就是條約與非締約國的關係，第三國僅受條約中具有習慣法

效力的拘束，這是國際法所普遍接受的原則。
30
現今多數國家均已成為「海

洋法公約」的成員國，「海洋法公約」關於海域劃界的相關規定，在許多國

際法劃界的案例中也普遍適用，正如同前文所提，某些規定已具有習慣法

的效力，因此海域劃界必須依循「海洋法公約」的有關規定，即使是對其

他非條約當事國而言。 

 

不同國家間的海域相重疊時，即產生存在於國家間的海域劃界問題，

上述的論述中，主要是分析國際法與「海洋法公約」中，關於海域劃界的

一般性規定。理論上，島嶼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重疊海域的劃界效力，除

了那些不符合「海洋法公約」第一二一條所界定的島嶼外，原則上，其效

力與其他陸地領土相同。實踐上，島嶼在劃界中可發揮全效力、半效力與

                                                 
29 http://212.153.43.18/icjwww/icases/icigm/icigm_isummaries/ icigm_isummary_19820120.htm 檢視日期：

2004/05/10；陳致中，同註 27，頁 239-247。 
30 D. P.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edited by I.A. Shearer(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Vol.2, pp.68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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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力，端視有關國家間的協議與其他特殊狀況，所謂特殊狀況包括島嶼

的大小、位置、歷史性權力、資源分配等多項因素。無論是島嶼劃界或海

洋的劃界問題，就像本文第二章以及其他部份所言，依據國家與國際法院

的實踐，劃界必須基於公平的原則，同時考量各種特殊狀況，求得一公平

合理的最終解決。31 

 

依據陸地支配海域的原則，沿岸國家須先取得島嶼的主權後，方得適

用國際法原則與「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以劃定相關海域，而決定領土主權

的歸屬仍必須基於當事國家間的共識與協商，換言之，只要不違反國際法

的強制規律例如使用武力，在如何解決領土爭端的部份，仍必須尊重有關

國家的意願，「海洋法公約」在解決領土主權上仍有所限制。 

 

由於南海爭端當事國分別主張全部或部份的島嶼主權，同時據以主張

相關權利。依據「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如果島嶼本身非不能維持人

類居住或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即可據以劃定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

與大陸礁層，這也是本文在第一章所言及，近年來南海主權爭端升高的主

要原因。以大陸礁層為例，依據「海洋法公約」的規定，不管大陸礁層自

然延伸寬度為何，南海周邊國家均有權主張至少 200 海里範圍的大陸礁層，

由於南海群島星羅密佈且與陸地距離不超過 200 海里，在主權爭端未獲解

決前，各國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將產生重疊。另一方面，由於

牽涉重疊海域的劃分，在主權或劃界問題未獲最終解決前，國家不應單方

面從事開發活動，造成其他當事國權利受損。從相關國家的實踐顯示，南

海主權爭端當事國更加重視島嶼的佔有，進一步採取更多強化島嶼主權的

措施，例如加速佔有島礁、建築人工設施、強化主權宣示等。另一方面，

各國也加速其國內海洋立法的工作，以國內立法的手段，據以主張南海島

嶼的主權及在「海洋法公約」下的相關權利。 

 

第六節 歷史性水域與南海 U 形線 

第一項 何謂歷史性水域 

國際法的理論與實踐均承認，在劃定海域的國際規則生效之前，沿岸

國基於歷史上特殊原因，在特定情形下，由於歷史上的原因，得主張對其

沿岸水域擁有特殊權利，並將一般國際法制度的某些部份排除適用於此一

歷史性水域，此概念在一定程度上也是時際法原則的某種展現。歷史性水

域可能是峽灣、海灣、河口、海峽，甚至適用於海域。 

 

                                                 
31 S.P. Jagota, supra note 5, pp.20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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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上的歷史性水域意指沿岸國，與一般國際法的情況相反，明確

有效持續主張某一水域的特殊權利，並在相當長的時間中為其他國家所默

認。1962 年，聯合國秘書處有關於歷史性水域的研究報告中認為，一般而

言，歷史性水域的構成要素有三：32 

（一）沿岸國必須對該歷史性水域有效行使權利； 

（二）這種權利的行使必須連續不斷； 

（三）其他國家的態度，此行為須得到其他國家的默認。 

 

「英挪漁權案」中，國際法院表示，挪威所主張的水域，其主要是來

自於歷史上長期的使用習尚（Usage），其中歷史性因素雖非決定要件，但

有助於確認實際的狀況。此外，除了國家的長期使用與其他國家的默認外，

國家對此種特殊水域的主張，其合法性還必須考量各方因素，例如地理因

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以及歷史上的特殊狀況。33 

 

「日內瓦公約」對歷史性水域並未做出明確界定，國際法委員會也未

予以界定。「日內瓦公約」第十條第六項規定，上述關於領海的規定不適用

所謂的歷史性海灣，關於適用範圍，國際法院法官費茲摩里斯認為，似乎

沒有理由將歷史性水域的概念僅侷限在海灣的部份。34 

 

「海洋法公約」關於海灣的部份，與「日內瓦公約」相同，仍未對歷

史性水域的存在要件與法律地位做出明確界定，其第十條規定： 

（一）本條僅涉及海岸屬於一國的海灣。 

（二）為本公約的目的，海灣是明顯的水曲，其凹入程度和曲口寬度的比

例，使其有被陸地環抱的水域，而不僅為海岸的彎曲。但水曲除其

面積等於或大於橫越曲口所劃的直線作為直徑的半圓形的面積外，

不應視為海灣。 

（三）為測算的目的，水曲的面積是位於水曲陸岸周圍的低潮標和一條連

接水曲天然入口兩端低潮標的線之間的面積。如果因有島嶼而水曲有

一個以上的曲口，該半圓形應劃在與橫越各曲口的各線總長度相等的

一條線上。水曲內的島嶼應視為水曲水域的一部分而包括在內。 

                                                 
32 Gary Knight and Hundgah Chiu,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Cases, Documents, and Readings(New 

York: Elsevier Applied Science and UNIFO Publisher, Inc., 1991), pp.118-122. 
33 S.P. Jagota, supra note 31, pp.421-422. 
34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nded.(London: Longman, 1992), 

Vol.1, pp.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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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海灣天然入口兩端的低潮標之間的距離不超過 24 海里，則可在

這兩個低潮標之間劃出一條封口線，該線所包圍的水域應視為內水。 

（五）如果海灣天然入口兩端的低潮標之間的距離超過 24 海里，24 海里的

直線基線應劃在海灣內，以劃入該長度的線所可能劃入的最大水域。 

（六）上述規定不適用於所謂“歷史性＂海灣，也不適用於採用第七條所

規定的直線基線法的任何情形。 

由於「海洋法公約」並未界定歷史性海灣的適用範圍，只能從國家實

踐中推定。另一方面，國際法上存在陸地支配海洋原則，即海洋附屬於陸

地，擁有陸地方能擁有海洋，不擁有陸地就不能擁有海洋，準此，取得陸

地應是主張歷史性水域的首要條件。 

 

第二項 南海 U 形線的法律意涵 

依據陸地支配海域原則，擁有南沙群島方能主張南海為歷史性水域，

究竟我國是否擁有島嶼主權成為首要前提。1932 年 6 月 7 日，國民政府成

立水陸地圖審查委員會，歷時兩年後審訂並公佈南沙群島所暑島礁的中英

文地名對照表，編輯出版《中國南海各島嶼圖》，這是中華民國政府以官方

立場公告我國的南海島嶼主權，對於維護領土主權具有重大意義。1947 年

內政部方域司繪製《南海諸島位置圖》，在南海水域以 9 條斷續線標明中國

的領土範圍，南海四大群島均包含其中，這 9 條斷續線即南海 U 形線的由

來。此地圖由政府正式對外公告，當時南海周邊國家並未提出異議或外交

抗議。1949 年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出版的官方與民間地圖中，也依此

標明中國的領土範圍。35隨著南海主權爭端的逐漸升高，其他國家也開始質

疑 U 形線法律地位，以及該線對南海島礁與水域的法律效力。 

 

究竟當時公佈南海地圖與劃定 U 形線的動機為何，此外，該如何界定 U

形線的法律地位？關於動機部份，其遠因主要是 1930 年代以來，法國及日

本對我國南海主權的挑戰與侵犯；近因則是戰後美國對於大陸礁層與漁業

資源管轄權利的主張，36以及戰後其他國家如法國、菲律賓等對南海島嶼的

主權要求；在法律地位方面，究竟該線是作為劃分海域界限亦或是主張領

土的依據，檢視當時內政部致函廣東省政府的公文可得知，公佈南海島嶼

                                                 
35 廖文中，「從中共觀點看南海與南沙群島問題」，中共研究，第 30卷，第 5期（1996.05），頁 80-81；
韓振華主編，我國南海諸島史料彙編，北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 182-192。 

36 王鐵崖主編，國際法，北京：法律出版社，1995，頁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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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與地圖，其主要目的即在表明我國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的領土範圍。37

準此，該線至少應為我國南海領土主權的歸屬線，線內所有島嶼為我國所

有，無論是從時際法或現代國際法的觀點，島嶼歸屬線可說是一種合理的

主張。必須承認的是，衡量當時的狀況，僅管我國一再主張南海所有島嶼

的主權，並且對外國的侵權行為提出抗議，然而，對該區的地理環境與位

置確實無法精確掌握，即使在今日科技的發達的情況下也不容易。以當時

的情況而言，鑑於南海海域諸島位置及數量仍待調查，為防疏漏爭議，故

以該線強調領土主權的行使範圍，這似乎是一種出於現實考量下，為維護

領土主權的變通方法。 

 

就南海主權爭端而言，除非擁有南海島嶼方能主張南海為歷史性水

域，換言之，取得南海島嶼的主權是主張歷史性水域的首要前提。我國需

先擁有得南海島嶼的主權，始得主張南海為歷史性水域，此種主權主張同

時必須符合以下幾個原則： 

（一）南海水域對我國具有防衛及安全等主要利益  

（二）長期以來對南海水域行始有效管轄權且持續不斷 

（三）限制他國船舶在該水域從事各項活動 

（四）歷史性水域的主張得到周邊國家的明示承認或默示同意，且他國沒

有抗議或相反主張 

（五）基於時效原則，即長期、持續、和平的佔有。 

 

對於南海 U 形線的性質，臺灣學者間仍存在歧異。有些學者主張該線

是島嶼歸屬線，故線內所有島嶼為我國所有，除島嶼本身可劃定的海域外，

我國主權並不及於南海 U 形線內的其他海域，線內海域既非內水亦非領海；
38
另一派學者則將該線視為海疆線，即線內所有島嶼為我國領土，所有海域

是我國內水，或者至少為我國的歷史性水域；39以現代國際法的觀點分析南

海 U 形線的性質，以及其內島嶼與海域的法律地位，學者提出許多精闢見

解，吾人可以歸納提出以下三點：40 

（一）南海 U 形線內的所有島礁均為我國領土，南海 U 形線至少是島嶼歸

屬線。 

（二）基於在南海水域長久的歷史利益，我國在該水域有擁特殊歷史性權

利  

（三）中國於 1947 年劃定南海 U 形線，其時間點是在美國總統發表前述相 

關宣言後，當時拉丁美洲國家亦紛紛主張相關權利，故中國亦主張

                                                 
37 韓振華等編，同註 35，頁 181-182。 
38 黃異，海洋秩序與國際法，臺北：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頁 397-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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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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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傅崑成，南（中國）海法律地位研究，臺北：一二三資訊，1995，頁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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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南海應有的權利。 

 

我國提出南海 U 形線時，當時周邊國家並未對此提出異議，事實上，

許多南海周邊國家仍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或剛脫離殖民統治。中國對南海

島嶼的主權可追溯至數百年前，歷代政府也將南海島嶼收入版圖之中，儘

管名稱有所不同，但這並不影響領土的歸屬。U 形線只是再次確認領土主權

範圍，除了公告南海島嶼名稱與地圖外，當時我國政府也採取實際宣示主

權的行為，包括戰後派員實際接收南海島嶼，對外國的主權要求提出抗議，

同時堅持主權屬我的立場。因此，將該線與當時中國政府的相關措施綜合

考量後，可據以認定我國對南海島嶼的主權，這些島嶼不是國際法上的無

主地，戰後新興國家也無從發現並佔有這些土地。 

 

僅管如此，主張南海為我國的歷史性水域仍有其困難之處。我國於 1991

年方正式提出歷史性水域的主張，換言之，從 1947 年至 1991 年的這段期

間，除強調南海島嶼主權外，我國並未就南海 U 形線與線內海域的法律地

位做明確界定，當然外國政府也無從就此問題正式予以回應，當我國正式

提出後，立刻引起南海其他周邊國家的抗議。若以時效與禁止反言原則作

為我國主張歷史性水域的證明，此主張似乎在法理上有所不足。此外，我

國並未排除其他國家在此海域內活動，換言之，我國在此海域內並未充份

行使國家權力，亦無法排除其他國家行使權力。 

 

對於南海歷史性水域與 U 形線問題，吾人必須在政策與法律層面予以

明確區分，不應將兩者混淆。就法律層面而言，相較於南海其他國家，我

國能提出更完整且充足的歷史與法理證據，作為取得歷史性權利的依據。

就政策層面而言，究竟是否堅持南海為我國歷史性水域，或者 U 形線內島

嶼皆為我國領土，這部份屬於決策者裁量範圍。必須指出的是，一旦我國

以官方的立場做出決定後，即必須遵守國際法中禁止反言與前後一致的原

則。因此在考量南海 U 形線問題時，必須基於長遠的國家利益作考量，而

非以一時的政治環境，任意改變法理主張，國際法上政治考量具有法律效

果，特別是涉及領土爭端的案件中，國家的聲明與態度將對自身產生拘束

力。 

 

所謂法律上的合法性與一般人所認為的合理性並不完全一致，此外，

法律是伴隨人類社會發展而不斷演進，當時合法行為可能不符現行的規

定，反之亦然。回顧海洋法的發展歷程，不能僅以當代的海洋法觀念，藉

以評斷過去的主權行為，還必須同時考量當時的時空環境，正如同前文所

提及時際法的概念，僅以現行的法律衡量早期的行為，這是一種不完整且

局部的推論模式。1947 年我國對外公告南海 U 形線時，國際間有關於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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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相關條約，如 1958 年公約與 1982 年「海洋法公約」仍未制定，基本

上，不應以後來的海洋法體制否定 1947 年行為的合法性。1950 年代以前，

我國即提出南海主權以及南海 U 形線的主張，故不應輕言廢止南海 U 形線

的主張，否則將影響到我國對南海諸島其其海域的主權主張。 

 

第七節 小結 

 

本章主要以當代海洋法體系，分析南海主權爭端與「海洋法公約」的

實際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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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國有義務以和平方式，解

決「海洋法公約」中關於解釋與適用方面所發生的爭端，未來南海各國權

利的主張，或南海合作的推展，都必須考慮「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範。「海

洋法公約」規定島嶼可劃定其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以及大陸礁層，

雖然在島嶼中排除岩礁與人工島礁，然而，由於界定標準並不明確，南海

周邊國家因此相繼佔有南沙島礁，據以主張相關權利或為日後談判尋求有

利空間。 

 

吾人認為，考量當時國際法的狀況與中國的內在環境，南海 U 形線的

法律地位至少是島嶼歸屬線，換言之，線內所有島嶼皆為我國領土，但線

內海域則非內水或領海，事實上我國也從未干涉外國船舶或航空器依法所

享有的通過權，但必須指出的是，在確認我國對這些島嶼擁有主權後，必

須根據「海洋法公約」與當代國際法原則，以劃定島嶼所屬的相關海域與

大陸礁層，這種做法在法律層面經得起驗證，有些國家對我國的領土主張

提出異議，甚至認為是令人無法想像的主權論述，但不溯既往是法律的根

本原則之一，尤其不應損及既得權益。 

 

無論就 1940 年代或當代國際法而言，我國對以 U 形線作為劃分島嶼主

權的做法並未違反國際法，但在主張島嶼主權下，仍願意以當代國際法劃

分相關海域，這是一種務實並且兼顧法理的做法。對於其他國家所提出的

意見，就政治的角度而言，必然還涉及許多不同的因素例如國際關係與國

家利益。以學術的立場而言，我國的主權主張經得起法律與學理的驗證，

這也是南海爭端中臺灣所應堅持的立場與態度，沒有必要因為其他國家的

反對而自我退縮，爭端中各造挑戰對方論點是極為自然的現象，主張權利

者若不為己方的立場積極論證，其主張絕無可能為其他各造所尊重或接

受，這也是本文所一再強調與主張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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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國內學者與官方對南海主權問題的主張 

主題 學者 論點及重要論據 

南海U形線 俞寬賜 島嶼歸屬線 

 傅崑成 海域外界線，至少為島嶼歸屬線 

 陳鴻瑜 海域外界線 

 趙國材 海域外界線 

 宋燕輝 海域外界線，採用歷史性特殊水域或歷史性群島

水域 

 丘宏達 島嶼歸屬線 

 黃異  島嶼歸屬線 

 官方立場 南海U形線內的南海島嶼均為我國領土 

   

歷史性水域 俞寬賜 南海U形線內水域非領海、內水、歷史性水域 

 傅崑成 南海U形線內水域是中國特殊的歷史性水域 

 陳鴻瑜 南海U形線內水域在特定條件下可主張是中國的

歷史性水域 

 趙國材 我國擁有南海U形線所有島嶼，依陸地支配海洋

原則及國際法相關原則，其水域是中國的歷史性

水域 

 宋燕輝 南海U形線內水域是中國特殊的歷史性水域 

 丘宏達 南海U形線內水域非歷史性水域 

 黃異  南海U形線內水域非歷史性水域 

 官方立場 南海綱領主張歷史性水域；白皮書、領海及鄰接

區法則未提及歷史性水域 

共同開發 俞寬賜 共同開發須在不影響國家主權下施行於爭議地

區 

 傅崑成 共同開發應限制適用於主權主張重疊部份 

 陳鴻瑜 共同開發應限制適用於主權主張重疊部份 

 趙國材 共同開發係模糊主權歸屬對我不利，我國應主張

擱置爭議而非擱置主權 

 黃異  簽訂條約設立常設組織以實施共同開發,暫時擱

置主權爭議 

 官方立場 以國際法為基礎，透過國際談判和平解決與共同

開發 

資料來源：作者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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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南海 U 形線與南海諸島圖 

 
資料來源：民國 35 年 12 月  內政部方域司繪製 海洋白皮書，頁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