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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  論 

 

日本對東海的政策，已歷經數十年的發展。早在二次大戰爆發前，日本即對

東海有所構想，不過須注意的是，日本的構想並非完全針對東海，也擴展到環太

平洋。 

一九四二年一月二十一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向國會演說，闡明有關「東亞

建設大綱」的要旨。他說：「大東亞建設的根本方針，實際乃淵自開國的大精神。

大東亞各個國家及各國民族，以帝國(按：指日本)為核心，確立基於道義之上的

共存共榮的秩序。」根據東條的理論，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指的是以亞洲民

族自立的倫理為基礎，建立超越民族國家之上的組織。亞洲民族國家必須「共主

體地」與「共責任地」成為全體共榮圈中的一員，而日本則成為「大東亞共榮圈」

的核心。1 

當年的「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南進政策之下的一種國際體系的構想。日本

以軍事為後盾，配合其侵略東亞諸國，企圖重新分配東亞地區的經濟資源。2 

一九六○年代中期，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教授小島清提倡設立一個「太平洋

自由貿易區」，其目的在推動太平洋貿易、資本計畫、投資和發展，成員包括美、

加、日、澳、紐。小島認為這個機構可以擴大已開發國家從官方援助和私人投資

兩方面，來支援東南亞和東亞的開發中國家。10 年後，他建議成立「太平洋貿

易開發機構」、「太平洋通貨地區」、「太平洋儲備暨開發銀行」。然而，小島的建

                                                 
1
 広瀬浄慧，大東亜経国誌，東京：日本出版社，1943 年，頁 3 至 6。轉引自陳鴻瑜，「『太

平洋盆地共同體』構想之研析」，問題與研究，第 20 卷第 7 期，1981 年，頁 67。  
2
 陳鴻瑜，前引文，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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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未引起廣泛的迴響。3 

一九六六年，聯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成立了「亞洲海域礦產資源聯合

探測委員會」，以協助探勘亞洲東部海岸海底的礦物。一九六八年，在該委員會

的贊助下，以艾默利為首的台、美、日、韓 4 國的 12 位地質學家，在東海與黃

海進行了 6 週的勘探。勘探報告由 12 位地質學家共同完成，一般簡稱為「艾默

利報告」。該報告的結論指出：本地區最有希望儲藏油氣的部分，就是台灣東北

一片 20 萬平方公里的海域。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大陸礁層，極可能是世界藏油最

豐富的地區之一，這也是全世界少數幾處尚未進行鑽探的廣大礁層之一。「艾默

利報告」在石油資源嚴重短缺的東北亞沿海國家造成極大震撼，也使得釣魚台列

嶼的主權歸屬成為各方爭論的焦點。 

正當台、中、日之間因為釣魚台主權問題發生爭議時，台、日、韓 3 國的民

間團體為了有效開發東海石油，乃於一九七○年十一月共同成立了一個海洋開發

研究聯合委員會，以推進開發海洋的研究、調查與發展工作，並促使各該國政府

有關單位，積極支持此一工作。3 國代表在協商中一致認為，倘此一努力幸而有

成，則不獨對台、日、韓的經濟發展有利，對整個亞洲地區的經濟繁榮也有極大

幫助。唯聯合委員會討論的議題並未涉及釣魚台列嶼問題，因為 3 國代表共同認

為：主權問題，屬於政府間交涉事項，故未涉及；同時，會中所指海洋資源，也

不僅是石油一項，乃廣泛指海洋中的所有資源，包括漁業、科學研究，乃至公害

防止。4不過，這個構想終因中國的強烈抗議而告終止。 

到了一九七九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環太平洋連帶構想」的觀念，企

圖統合環繞太平洋周圍的國家，組成一個國際經濟合作的團體。大平的私人諮詢

機構「環太平洋連帶研究小組」所提出的期中報告，闡明了日本政府對太平洋盆

地合作的理念，即太平洋諸國為了人類社會全體的福祉與繁榮，必要實現：①相

                                                 
3
 同上註，頁 63 至 64。 

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印，釣魚台列嶼問題資料彙編，台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1972 年，頁 12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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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理解的增進；②海洋資源開發的合作；③產業調整的推進；④經濟合作的充實

與對外投資的促進；⑤通貨問題的檢討與金融市場的改善等 5 項課題。5 

「環太平洋連帶研究小組」的這項研究報告，偏重於經濟層面的合作，企圖

建立以「太平洋經濟委員會」、「太平洋貿易開發會議」、「亞洲議員聯合會」為基

礎的一個環太平洋經濟圈。
6 

然而，一九八二年通過的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將舊有的國際海洋秩序作了劇烈

之調整。按照公約第三○八條的規定，公約應自第 60 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之

日後的 12 個月生效。到了一九九四年十一月十六日，海洋法公約終於生效。此

公約是全球今後各國海洋執法的規則，和處理一切海洋事務必須遵守的規範，可

視為一部「海洋憲法」。公約之生效勢必影響世界各國有關海洋之活動，各國之

海洋政策以及與海洋相關之國內立法也都將依此公約予以適度的調整、擬訂，或

修訂。 

過去，日本充分享受傳統的「海洋自由」所帶來的利益，一向主張「廣大公

海、狹小領海」，不僅長期將本國領海維持在 3 海里，也沒有實施直線基線、鄰

接區等制度。在第三次聯合國海洋法會議上，日本一開始亦反對沿岸國擴大其管

轄權，不過到了一九七七年，日本擴大領海並設立 200 海里漁業水域，遂改變對

海洋法的基本立場。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之後，成為締約國的日本乃於一九九

六年修改領海法，採用直線基線，確定新的領海範圍，並於同年制定專屬經濟海

域及大陸礁層法，全面設定 200 海里專屬經濟海域。 

根據海洋法公約，島嶼可享有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以及大陸礁層

等權利，因此釣魚台列嶼雖是彈丸之地，但對於台、中、日的海域劃界範圍，卻

有相當大的影響。     

一九七一年六月十一日，台灣外交部首先正式發表對釣魚台擁有領土主權的

                                                 
5
 「協力関係促進に五つの課題 環太平洋連帯研の中間報告(全文)」，世界週報，1979 年

12 月 4 日，頁 22 至 27。 
6
 陳鴻瑜，前引文，頁 62 至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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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接著，中國外交部亦於同年十二月三十日發表聲明，主張釣魚台係中國的

領土；日本外務省則於一九七二年三月八日對此發表統一見解，主張尖閣列島(釣

魚台列嶼)為日本的領土。 

釣魚台周圍海域豐富的油氣能源是造成爭端國各方爭執的根本原因。由於前

述「艾默利報告」的結論引起了東海周圍沿海國家的振奮，沿岸各國乃競相投入

海域探勘活動。自一九七四年開始，中國在東海海域展開了以石油、天然氣為主

的海洋地質普查勘探。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年，平湖四井鑽探成功，成為當時中

國海域測試產量最高的一口井。平湖油氣田的成功，使東海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海

域油氣生產基地之一。自平湖四井後，中國又陸續開發春曉等油氣田。 

二○○四年五月，日本主要媒體對中國在東海開採油氣田的情形作大篇幅的

報導，並抗議中國開採油氣田會像吸管一樣吸走原屬日本的油氣資源，且均要求

政府採取斷然措施，捍衛日本權益。對於中國開發東海油氣田，日本政府在感到

事態嚴重後，開始採取一系列作為。 

日本的東海政策發展至目前的情況，可以歸納為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 

在國際因素方面，首先、新海洋法的生效：前述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制定是

人類文明史上一項重大的成就。它不僅賦予世界各國在海洋上的權利與義務，亦

規範了人類在海洋上的各項活動。然而，由於公約允許沿海國向海洋作相當的權

利擴張，致使日本與周圍國家的海域主張出現重疊，對海域劃界的爭執也一再發

生。 

其次、中國的威脅：冷戰結束以來，中國將自己的定位調整為瀕海大國，地

緣戰略勢必將往海洋方向發展，這必然會與海權國家日本產生摩擦，東海首當其

衝。中國不但要在東海上開發和利用海洋資源，她也想掌握海權，企圖通過宮古

海峽將勢力擴張到太平洋上。因此，如果中國能控制此一海域，將在東北亞地區

佔據戰略上的優勢地位，對維護中國在東北亞地區的戰略利益，擴大在該地區的

影響力都有重要意義。 

中國政府多次聲明，根據大陸礁層是大陸領土自然延伸的原則，中國對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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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陸礁層擁有不容侵犯的主權權利。一九九二年二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通過了中華人民共和國領海及毗連區法，首次以法律條文明示對釣魚台列嶼

擁有主權。 

對中國而言，東海是其經略海洋的重點之一，近年來中國的海洋探勘船已在

這個海域開發許多油井，且企圖朝向日本劃定的兩國中線右側移動。日本方面針

對中國的立場與活動都認為是越界侵權行為，不斷向中國提出抗議。 

第三、美國亞太戰略的調整：美國出於控制歐亞大陸、確立全球霸權的戰略

考慮，持續保持她在東海海域的存在，並不斷加強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雙邊軍事

同盟體系。近年來，隨著中國國力的增強，美國更加大了對中國的遏制，透過不

斷強化與日本之間的同盟關係來牽制中國的發展，防止中國勢力進入西太平洋，

威脅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戰略利益。 

過去，美國一直堅持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不包括釣魚台。但是，美國總

統小布希上台後，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曾暗示，美國為了防衛釣魚台列嶼可能與日

本合作。國務院副發言人厄立更進一步表示，一九七二年美國將琉球交還給日本

時，就把釣魚台置於日本的行政管理下，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是日本施政下的

所有領域，當然包括釣魚台。顯然，美國有意利用中、日在釣魚台領有權的爭議，

擺出牽制中國的態勢。由於美國亞太戰略的調整，加上美日安保同盟「周邊事態」

的概念，從而增加了東海爭端的複雜性。 

在國內因素方面，首先、確保海上運輸線：東海海域是西太平洋地區許多重

要海空航線的必經之地，也是世界海空交通的重要樞紐之一。它不僅為周邊各國

特別是東北亞國家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相互往來提供了便捷的通道，同時它也是

許多東亞國家與世界各地開展海上經貿往來的必經之地。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每年需要進口的物資超過 6 億噸，其中 99.5%

依靠海運。而且，日本所需要的石油 99%倚賴進口，天然氣的進口量佔 96%，這

些進口石油和天然氣，至少有 75%是從中東裝運進口，而這中間之運送過程須經

過麻六甲海峽、南海、台灣海峽與東海，這是日本海上運輸生命線。一旦這條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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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被切斷，東北亞各國，特別是日本將受到致命威脅。因此，東海海域平時影響

到日本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戰時關係到國家的勝敗和安危。正是基於這一點，日

本政府十分重視此一海域的暢通和安全。 

東海海域還擁有豐富的生物、礦產，和海洋空間資源，是其周邊各國的資源

寶庫。豐富的資源引起了周邊國家的高度關注，日本出於自身國家利益的需要，

亦加強對此一海域的開發和利用。 

其次，右翼勢力的興起：過去，因為歷史問題，日本一直未在東海問題上採

取主動。但是，近年來日本右翼勢力不斷擴張，尤其，二○○一年四月小泉內閣

上台以來，日本右翼在政府的影響力快速上升，這可以由幾方面看出：①日本在

爭議海域頻頻挑起事端，接二連三地向中國、韓國和俄羅斯的海上島嶼提出主權

要求。②隨著日本經濟情況逐漸好轉，日本非常期待由經濟巨人躋身為政治巨

人，積極「入常」的作為可為佐證。③日本全力掙脫非戰憲法的束縛，欲成為「正

常國家」，致力於擴軍、修憲，並參與國際軍事活動。7 

二○○四年六月十日，日本執政的自民黨提出維護海洋權益報告書，建議日

本政府設置以首相為首的「海洋權益相關閣僚會議」，制訂綜合海洋權益保護措

施，儘早在東海海域中線日本一側展開海洋資源調查，並允許民營企業在這片海

域開採石油氣等資源。政界甚至出現了要以艦艇為日本的探測船護航，乃至不惜

對中國船隻動武的主張。次日，日相小泉親自領導成立了「海洋權益相關閣僚會

議」，由首相和相關省廳的大臣等官員構成，以有效保護國家海洋權益。 

二○○七年四月，日本國會眾、參兩院先後通過海洋基本法，並於七月生效。

根據這項法律，日本除新設海洋政策大臣外，還將設置以首相為本部長的綜合海

洋政策本部，負責制定日本政府的中長期海洋政策方針，並協調與海洋有關的行

政事務。8海洋基本法生效後，不但首相安倍晉三親自擔任本部長，9內閣官房長

                                                 
7
 張麟徵，「維護主權要有行動 談釣魚台糾紛之解決」，海峽評論，第 175 期，2005 年，頁

38。 
8
 「安倍任命日本首位海洋政策擔當大臣」，2007 年 7 月 3 日，新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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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和新增設的海洋政策大臣擔任副本部長，其餘內閣大臣也全部為成員。僅從成

員設置，就可見日本政府對海洋權益的重視。10 

此前，對於涉及海洋領域的事務，日本政府內部一直是多頭管理，涉及 8 個

省廳。日本國內因此有批評稱，發生涉及海洋事務的問題時，日本各省廳之間進

行協調花費時間過多，反應遲緩。如今，日本增設海洋政策大臣，將整合其政府

內部涉及海洋事務的各方面實力，在應對日常事務時提高反應敏捷度，在國際談

判時也可能會提高談判籌碼。11日本媒體指出，海洋基本法主要是針對東海資源

爭端問題而提出，目的之一是要牽制中國在東海開發油田。 

儘管日本政壇總體右翼傾向的發展，但就目前跡象來看，日本在強硬化的道

路上尚未走到不惜與中國對抗，乃至破裂的地步。而是試圖在不斷做出戰略試探

中逐漸修正中日關係框架，以期達到佔領戰略制高點和獲取實際利益之目的。12 

第三、民意與媒體的訴求：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在

急劇變化。對日本而言，中國的崛起乃自明治維新以來，首次面對一個蒸蒸日上、

國力迅速增強的東亞強權，因此自上層當權者到一般百姓普遍懷著不安與恐懼

感，保守派開始倡議「中國威脅論」，促使日本對中國的政策裡，增添防範與牽

制中國成分。13 

加上近十幾年來對中日關係史缺乏認識的「戰後新生代」開始掌握日本各界

的領導權，在此背景下，否認侵略歷史、主張遏制中國、擺脫「歷史贖罪意識」

的右傾勢力逐漸佔據社會主流。日本的大眾媒體和社會輿論也在總體上向右翼傾

斜，主張政府要對中國態度強硬。 

                                                                                                                                            
http://news.sina.com/105-000-102-105/2007-07-03/0545397446.html (2007/11/10) 
9 二○○七年九月十二日，安倍以失去「凝聚力」及健康因素為由，突然宣佈請辭。九月二

十五日，福田康夫獲選為日本新任首相。 
10
 「日本首位海洋大臣生在中國 安倍親掌新建機構」，2007 年 7 月 6 日，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culture/people/200707/06/t20070706_12082063.shtml (2007/11/10) 
11
 同上註。 

12
 金熙德，前引文，頁 44。 

13
 趙建民、何思慎，前引文，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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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年五月以來的春曉油氣田糾紛，即是由產經新聞、每日新聞、朝日

新聞、讀賣新聞等日本有影響力的媒體首先發難。它們無一例外地援引聯合國海

洋法公約指責中國，甚至把東海爭端上升到兩國根本利益衝突的層次，要求政府

捍衛日本權益。隨後，東海油氣田爭端開始提升到官方層面。 

中、日雙方在東海問題上的爭執不斷昇溫，亦與近年來兩國民族主義上昇和

雙方國民感情的對立不斷加劇有關。在此情況下，面對出現的摩擦，雙方輿論及

民意都作出強烈反應，對摩擦推波助瀾。 

綜合言之，日本的東海政策具有下列幾項特點，分析如下： 

第一、中線原則劃界：在二次大戰爆發前，日本主張建立「大東亞共榮圈」，

企圖將東亞的天然資源、生產能力做適當的調配，互通經濟資源之有無。一九七

○年代，日本為與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和簽署日中和平友好條約，遂擱置了釣魚

台列嶼的主權爭議；為避免中、日間的紛爭，日本並停止在東海探採石油。隨著

新海洋法的發展，日本主張大陸礁層與專屬經濟海域兩種制度均以 200 海里為界

線，與中國、台灣發生重疊的東海海域依照中線原則劃界。 

第二、談判解決紛爭：從歷史上看，解決類似東海的糾紛不外乎 3 種方式：

武力、國際仲裁，以及和平談判。首先，武力是最不可行的方式，過去日本即為

了建立「大東亞共榮圈」，造成生靈塗炭。其次，日本並不願將釣魚台領土問題

提到國際法院解決，因為日本實際上已控制釣魚台，送請國際裁判反而有風險。

最後，就只剩下談判一途。在實際磋商方面，日本與中國在海域劃界尚未完成的

情況下簽署了漁業協定，雙方還就海洋調查問題建立了通報機制。目前，日本與

中國就共同開採東海油氣田展開了協商，並與台灣進行漁業談判。 

第三、堅持釣島主權：自釣魚台列嶼的主權出現爭議以來，日本始終堅稱釣

魚台為其領土。其主因在於，如果釣魚台歸屬日本，日本將可光明正大地跨越沖

繩海槽，在東海大陸礁層上合法主張更大的一塊權利範圍。所以，日本除了不斷

利用興建燈塔、承租土地、加強海空巡邏等方式加強對釣魚台的實際控制之外，

在中日漁業協定方面，有關規定並不適用釣魚台列嶼周邊水域；在東海油氣田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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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方面，日本至今不願將釣魚台周圍海域劃入共同開發的範圍。 

第四、冀望美國介入：二次大戰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始終受到美國的影響。

所以，儘管美國不是東海沿海國家，但美國的角色一直舉足輕重。為了在東海問

題上獲得更多籌碼，日本希望美國進一步介入東海爭端，以便藉美日安保框架為

日本爭取更多利益，包括將釣魚台列嶼納入美、日對中國遏制的大框架下。 

第五、加強海域巡邏：釣魚台列嶼周邊海域，常有許多台灣、中國的漁船在

此作業，而且兩岸的保釣人士更是前仆後繼前往釣魚台。因此，日本海上保安廳

在此部署巡邏船與飛機，進行嚴密監視。二○○四年，中國保釣人士成功登上釣

魚台後，海上保安廳更進一步加強在釣魚台周邊的巡邏。此外，為了維護東海的

權益，海上保安廳對特定海域進行全天候巡防監視，並逐步更新所有巡邏艦艇和

航空偵察機、警戒機。 

在整個東亞地區正朝向合作或一體化的背景下，日本的東海政策將遵照聯合

國憲章和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以及與相關國家簽署的條約或協定，以和平、

理性的方式解決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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