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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台灣獨 ICCAT輯載:諭公海海業法律制度的演變

學文章**

中文摘要

本文介紹主要的圈際漁業余伯和文件，從其主要內容看合海捕魚

出詩代已經結束，公海捕魚活動受到牆來越嚴格的限制和監控，當

今世界漁業已走向「聲接與管理 J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 

的時代。的 1958 年日內瓦公約以來，公海漁業發護和管理的主持窮

則和概念不斷的現。此後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 1995 

協定及一系列聽際法傳文件等規範了公海樂業棋蜜的主要內容，伴

隨著盤來驢嚴格的販毒日，質質上結束了公海捕魚皂白的詩代。個此

台灣灌 ICCAT 制裁之時，對公、海漁業法律銷度演纜的研究，應有

利於台灣審時度勢，蜍確切進守梧關規定外，並主動地參與國際游

業管理規賄的制訂。在保護自己權益對臨際漁業資源進行利用的同

時，也實現其可以「持續利用 J (sustain的le use) 的發展 o

關鍵宇:權宣旗、長期可持纜能力、攏過度利用、預瞥方法與讀

響原則、非法、未報告和無管軒的捕魚活動。

.感謝爾f立質名審主監委員的審查。

*大讓大學;建議教育中心副教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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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ew of the ICCAT's Sanctio酪Against Taiwan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igh Sea Fisheryιegal System 

Wen叫lang Liao 

Abstract 

This artic1e summarizes the rulin惡 international fishery conventions and 

documents. In view of these main contents~ the age of fr如dom of the 

high sea fishery has terrninated. In fact, the high sea fishery activities 缸e

subjected to more and more strict restrictions and supervisions. 

?這owadays the world fishery's age is transforrned into the age of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Since the Geneva Convention of 1958, 

the high s的 fishery conservation an是 management have been 

continuously governed by some new principles an是 notions. Post 1982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 , the 1995 

Agreement and a series of intern划的nal instruments of law etc. have 

stipulate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hi在h s侃 fishery legal system . They 

also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more and more strict restrictions, which 

substantially put an end to the a惡e of freedom of the hi學h sea fishery. In 

the moment of ICCAT's sanctions against Taiwan, the research regar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igh sea fishery legal system would be 

advanta伊ous to Taiwan, in considering the hour and the situation, to 

respect comprehensively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這rawing up the international fishery a這ministrative rules. 

While benefiting 企om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fishery resources, we 

should also fulfill our responsibilities of ensuring sustainable use of 

them. 

Keywords : Fl略s of convenience 、 Long-teIτn sustainability 、 Optimum

utilizatÎon 、 Precautionary approach and 1泌的發utionary

principle 、Il1eg位1 、 unr叩orted an往 unregulated fì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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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設在西班牙馬德里市， 1969 年成立的大西洋賄類養護國際委員

會( lntem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1antic 

Tunas-ICCAT) ，於 2005 年 11 月年會決議制裁台灣。未來想要除掉台灣

的漁業惡名，則相關國際海洋漁業法規定的了解恐怕是第一個必要的步

驟。

台灣是遠洋漁業大國，更在賄魚業高居世界第二位，然而我們卻從

來不是團際規範的創造者反而是破壞者。在世界各個漁區台灣都不是受

到尊敬的對手，這是很可悲的，要重返國際社會，台灣應該要謙卑學習。

而部分學者的研究批評指出，漁業署主管遠洋漁業事務的人員，沒有法

律、外語的專業訓練，代表團又輕視法政，外交部亦未能參與籌劃、談

判。簡單說，台灣雖有一流的遠洋捕撈船隊，卻是搭配三流的「養殖式

外交 J 。終於因政府無法配合國際保育趨勢控管漁獲量，延繩釣賄船業

者最後付出減船、減「配額 J (quota) 的代價。胡念祖教授批評仍有少數

業者扮出一臉無辜狀，問「為何商船可以有外籍，漁船就不可以掛外國

旗? J '其實商船只是海上的「運輸工具 J '而漁船卻是會減損公海或他國

經濟海域內生物資源總量的「生產工具」。此時對比我國政府領導人經常

自詞台灣是「海洋立團 J '鼓吹人民面向海洋、擁抱海洋，然而台灣漁船

卻在海上超捕濫漁'政府放縱不管。終於造就了這項團際漁業史上最嚴

厲的制裁，顯示國際對我賄魚船懸掛他國旗幟即「權宜旗 J (flags of 

convenience-FOC )、和總體漁業管理能力已忍無可忍。

「大目賄 J (bigeye tuna) 是一種高度洞游、分佈甚廣、經濟價值頗

高的魚類，在日本常被製成生魚片，市場需求量大。 ICCAT 第 19 屆年會

結束，會中決議台灣 2006 年大西洋大目賄漁獲配額減少七成，由 14900

噸降至 4600 噸，賄釣船數由 76 艘減為 15 艘，嚴重衝擊台灣的遠洋漁業，

l中國時報， 2006 年 l 月 9 日 A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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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2006 年 11 舟的年會將再檢討台灣改善情形。 42 盟及地屬、 500 多位

漁業官員及業者參與的 ICCAT 其 2005 年年會在間班牙舉行，台灣公海捕

魚問思是會議的焦點之一。日本指控台灣舟、船在公海非法起量捕魚，並

提案將台灣的大自楠、高興北大西洋對旗魚、東大西洋興地中海黑捕之

海路全部歸零，並禁止向台灣進口。形成了老嚨大宗;有實者控訴辛苦違

法生譯者的諷刺畫面，其實日本冷凍大自賄選口閩中台灣排名第一'佔

了線最近五成之多 2001 年佔 48.6% 0 (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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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 2001 年日本冷凍大自館及貿體館主要逞。圈， Main origins of Japanese frozen bi駒(e

and yellowfm tuna impo的，她詣。1 。編故白

http://ww忱。我lc.or品tw/catchstatus/05/2001-tuna‘pdf， p.41. 

後美關提出梅正案，改為只限縮大白鶴配額為響。最後大會決議台

灣 2006 年大西洋大自賄配額減為 4600 噸:卸的艘「長賭賄J (albacore) 

說話混獲 1300 噸， 15 聽大自賄專業漁船唱到配額 220 噸共 3300 噸。

位艘油船占領完全停航，其餘轉捕撈其他舟、種 O 此外，大會附靜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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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台灣強化漁業管理，想括: 15 艘大西洋大自箱作業專業謗、船派駐「觀

察員 J (observer) 其涵蓋率須為 100% ;不得海上轉載，須定期至指定兩

個港口 γ開普敦 J (臼pe Town) 及「拉斯 J (Las Palmas )接受檢查;但

到配額用整品須返回母港等2

ICCAT 在各閣際結魚組織中是發展最久、現範最嚴格的;制裁案極

可能引發 2005 年底至 2006 年中的中間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WCPFC) 、

洲熱帶結會、協會 (IATTC) 及印度洋鱗魚發員會(IOTC) ，由缸台灣祭出

錯裁措施。參與會議的台灣代表高鞏惕教授表示，日本課計畫在二00七

年邀集間有百域性游業組織在日本閣會，研商各姆彈漁業管理組織規

範'均比照 ICCAT 的高標準'對護法超捕、說魚的國家，掠全面貿易制

裁措捕;日本此舉擺明是軒對台灣問來，若台灣未來一年無法落實 ICCAT

的要求，又不透攝外交管道與日本溝通，台灣海業將全部瓦解。且台灣

當為合作的「非會員國 J '在大會中無發音權，更沒有說 'NO J 的權抖，

現有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建成要求，在 2006 年的年會中觀身。

公海捕魚自由是指，在盟際法的限制下，任何國家或其園民都有權

在公海上皂的捕魚，而不受其他國家的自礙，也就是說，

是對…切國家閱放的3 。柱盟際習慣法中，去海捕魚…鹿被瓷、昆是公海自

由的一個主要內容。著名的 f 白令海誨考古仲裁案 j 確認了這一一自脂，這

是由於英英兩國之問關於美國建捕在其領海以外白令海上?舉措海豹

(s叫Is) 的英i矗船船的爭議記引粗的 O 裁決駁回了美躍認為它有權力對

公海上的英國船船執行目的在於養護額於危纜的海豹品種的主張。不過

該案引人目的是，捕魚、自由和需要寶路養護之間的矛盾。'這是牽動整

2淇議案 http://www.ofdc.org.tw征詢serv/File/Rule/ICCAT-Resolutions-C/C爛的-02.pdf，中華
民國對外綠葉合作發展協會稱站，上網噱頭日期: 2006 年 2 月 19 日。

3魏撥一主攝(1 989) , {海洋法卜北京:法律亡的版社，商 1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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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知青紀繼續不僻的一系列發展和變化的關鍵4 。

公海構與、皂白給人類社會脅來的問題日誰聽露，由於各盟只重視漁

業資源的開發，而不童讀其發擒，使公海捕魚活動處於一轍掠奪式的、

無秩序的開發狀態。海洋「生態系統 J (ecosystem) 擺到破壞，海洋漁業

資源囡擋撈強度油大、利用過度而面臨拉竭 O 這一狀混引起了關際社會

的關注，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束時， 1945 年 9 月〈杜魯門公告〉宣佈美閱

有權控幫其領海以外的公海中來界定富城的海業活動 o 此後，拉丁美洲

各盟相離仿效，有的獨家甚至宣稱軒鄰接其領海的么海漁業有無界限限

制的控制才智。 1947 年，在給敦召開的國際會議fu把如何解決「過度捕撈J

( overfishing )問題作為其主飽。國際社會已普攝認識到捕魚自由給人類

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題立海洋幸存稅芋，已成

為共目的呼聲。在llt背景下，國際社會問始著手制訂輯際公約，對錯魚

由加以眼能 G 際聯合國主持召闊的三次海洋法會議對此做出了突出的

員獻外。近年來，國際社會的漁業管理朝的簡到繁、自竄則到具體、

定性到定量的是學聾發展，以下我們將分別對道些漁業公約和文件進行研

'7't:!. % 0 

壹、 1958 年〈公海公約〉和〈捕魚與養護公海生物質頭公約〉

1958 年第一次聯合圈海洋法會議通過了兩但公約: <<公海公約》

( 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和《插魚與養諸公海生物贅源公約〉

(Convention on Fishing and ConservatÌon ofthe Liv泊在 Resources on the 

High S侃s) 0 {公海公約》第 2 條規定，所有關家均有行使包括捕魚、自由

在內的公海自由權利，但應「適當顧及 J (due regard )其他國家行使公海

、互攻{發言了(1 998) . (奧本海闊際法〉第一懇第二分冊，中單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頁 l 鈍。

5 WiJliam T. Burke(1 994),The New !nternational Law 01 Fisheries,Oxford : Clarendon 
Press ，pp.令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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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利益，對公海漁業僅作了上注簡單限輯的規定，但它以國際公純

的形式成文化確認了盟際習慣法中的公海捕魚、自由原則，使之成為公海

漁業法律制度的某礎。

〈捕魚、與養護訟海生物資源合約〉是人額歷史上第一個頭於訟海漁

業的全球，控盟際公約。其第 1 條規定，所有圈家均脊禮讓其國民在公海

指魚，但應受以下限制:其條約義務、沿岸國利譜和權利、 生

物資源 J ( Iiving resources )的規定。上混三種具體的故制，使《公海公約〉

第 2 fl樣規定的?適當顧及 J 的內容更為具體化 O 該公約制訂的目的是為

了確保對么海生物資源進行充分的課瓏，以澀免進行「過度聞發 j

( over-exploitation) ，但公約並未獲得國家們的背遍接受，一方面也於其

部分內容缺乏平等合作的聲礎，過多地強調沿海闊的利盤，為多數遠洋，

捕魚國問抵制;另一方面是公約過於強調資源利用，缺少必要的養護措

蹺，難以被強說資源保讓的國家所認l司6

貳、 1982 年〈聯合關海洋法公約) (以下館稱〈公約約

、 1982 年《公約〉的主要內容

在進行第三次聯合盟海洋法會議詩，即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至 200

海涅以外海域進行的捕魚活動相對來說較少，合海漁業制度沒有受到多

大關注。由此， 1958 年〈公海公約〉和《捕魚與養蠶公海生物資源去約〉

的許多條款幾乎未經討論說接直接搬至1 結字正式單_.........鵲喬稿> (Informal 

Sinεle Negotiation Text -ISNT) 中，並最終被採納為 1982 年《公約》的正

式條文。師屁， {公約〉有關公海漁業的規定基本上是承聽了 1958 年兩

餾合約的內容 G

長久以來，公海搭無、自由仍是六大公海自由(指航行、飛航、錦技

"的，(公海游業法律制度的新發農> '中國政法大學博士論文，寄 18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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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電纜和管線、建混入工島和其他設施、漁捕、科學研究)之一， <訟

}關於公海措魚的基本制度仍未改轍。但同時《公約〉的一系到規定

表明，傳統的公海捕魚自由是受到限軒的九根據公約第 87 條規定，所有

關家均享有在公海捕魚的自由 o {反;三一自由是受至1有關公海生物食標賽

護和管理媒款限制的。算 117 條規定，所喜單家均有義務為各該屬國民

採暇，或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替護公海生物資源的必要措施。第 119 樣

規定，各國有義務採取措施， ，在各種有關聯境和經濟目蕪的限制下，使

捕撈魚璋的數量「維持在或恢復到 J (maintain or restore )能夠生產「

高可持續產量 J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MSY )的水平;路保與所捕

撈魚種有關聯或依賴的魚稽的數量雖持在或恢復封繁殖不會受嚴重威

脅的水平以上;交換有罷養護魚類種群的事實訊。第 119 ~樣還棍定，

措施&須基於可得至目的「最佳科學諮捧 J (the best scienti益c evidence 

available) ，以及環境和經濟困素，包括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要求、 γ捕魚、方

式 J (fishing pattems) 、「種群的相互依存 J (interdepe叫你的 ofstocks) 以、

及f去何一做建議的國際最低標單，強調在確定 r 描畫 J ( allowable catch ) 

和制訂其他聲接措施時，要考慮所有i這些自素和標:准。

此外， <公約〉還指出，傳統的公海捕魚、自直是以特殊的義務為前提

的。其 116 條指出公海捕魚、自由是受到國家條約義務和沿海國權利、義

務和l利益限制的。第 63 f[美第 2 款和第 64 條規定，沿海盟和訟海捕魚、盟

基於共向利誰有義務養護「跨界魚類J (straddling fish stocks) 和「高度

酒游魚類 J (highly migratory fìsh stocks) 。這些條款指出，這種共同利益

但括公海捕魚圓的利議，也包括在其「專屬將濟區 J (exclusive economic 

zo侃-EEZ) 出現這些魚類種群的沿海團的利益 G 還洋捕魚國的利益是基

於所有關家均享有的公海捕魚自由人;台海麗的利話則是基於它們對 EEZ

7 Shigeru Oda(2003),Fifty Years ofthe Law ofthe Sea,Kluwer Law International，p.6的。
誰做問《聯合路海洋法公約》第 116 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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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資源的「主權權利 J (sovereign rights) 9 0 

二、〈聯合闢海洋法公約〉存在的問是自

〈公約》雖然規定了公海時界和高度1@:除魚、種餐磯和管理的合作框

架，對公海捕魚自由作了限制， {旦並米就其性質和爐用方法做出具體、

明確的規定。在缺乏在效監脅和控斜機誤的公海漁業中，這些養護和合

作義務主要是靠捕魚國及其游民以自律的方式，來，履行。囡ll:上，公的規定

的道時原則性養護和合作義務對公、海捕魚活動的約束是非常有限的。其

次，對公海上的漁船實行「船旗闢 J (f1ag state )專囑管轄原則而缺乏公

海軌行機制是公約的另一蝠缺陷。當船旗國對在公海上懸掛其旗幟的漁

齡不蠶豆艾沒在能力行使管轄的情提下，公海擂魚就邂於一種幾乎完全不

受的東的故態 o 雖然公約有專門接款規定盟家管轄誨坡以外玄學、麓的養護

，但遠洋捕魚觀和沿海齒的義務通常沒有安軒在EZ 之外可執

行的管理機制的制約10

參、 1982 年〈聯合屆海洋法公的〉以後的發展

1982 年〈公豹〉之後，攝課、漁業法律起度經歷了一系列發展和演變，

「硬法 J (hard law) ，也包括「軟法 J (SO長 law) 。硬法指具有

法律約束力的協定，要求締約關按照其規定行為是各關之間協商的產

物，與習慣國際法一起構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體系。軟法指不具

約束力的政府閣會議的多攝宣言。雖然不異的束力，但軟法也是各國磋

，其在重要意義，其反映的國際共識和一般原則經過發展將來

可能會被輯入條約之中。 9 作為硬法的僥幸兮其發展過程當是以軟

9 學兒《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拇指{悔。

10 E. MeJtzer(1 994), Globa! Overview of Straddling and HighJy Migratory Fish Stocks: The 
Nonsustainable Nature ofHigh Seas Fisheries,Ocean Development & lnternational 
L的父Vo1.25 ，p.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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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演變而來的，以下將分顯法、軟法賄類介紹之11 ö 

、關法 (hard 1仰)

(…) 1995 年協定

1982 年〈公約〉承認 200 海涅 EEZ 內沿海國對生物資瀉的主權權利，

200 海涅以外的公海按照習慣海洋法是由「捕魚、自由 J 制度支配的。對於

跨界和高度調游舟、纜，許多國家認為〈公約〉沒有充分解決這一個問題 O

雖然其相關練款要求各關進行合作以養蠶和管理 EEZ 外的舟、種，但由於

執法機制的缺乏使得聽立公海漁業合作機割成為迫切的需要。

1992 年聯合關環境與發展會議要求聯大召開跨界和高度祖游魚種會

議，評估其養護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審議加強國家問合作的措埠，

並就促進 1982 年《合約〉宿關跨界和高度消游舟、種條款的執行提出聽議 O

聯大在第 49 次會議上過站了相關決議泣。

1995 年 8 月 4 日，透過三年談判，六次會議協罵一致通過了〈執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聯合臨海洋法公約有關聲護和管理跨界和高度揖游魚

類種群規定的協定卜 1995 年協定為《公約〉嗨立的跨界漁業法律制度做

出了重要貢獻，其於同年 12 月 4 日揖放簽署，並於 2002 年 11 月 11 日

馬爾他交存批准盡後 30 日即 2002 年 12 月 11 日正式生效。達到了tj-F

目標:執行 1982 年〈公約〉的相關條款、為公約規定的聲誰義務賦予了具

體內容、指明進行饗護的方式、方法和措路口。 1995 年協定的主要成就在

於做出了有關規定，使 1982 年〈公約〉確立的養護和管理跨界和高度酒

游魚類的一般原則能夠得以執行，同時協定愷增加了一特新的理念和其

II Lawrence Juda (2002) ，民的 Plus Ten :The Evolution ofJ nternational Marine Fishεries 
Governance,Ocean D仰elopment & Jnternational Law,Vo I.33 ,p.l 16 c 

12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No.471I 92 。
13 André Tahindro(I 997) ,Conservation and Man在gement ofTransboundar子r Fish Stocks: 
Comments in Light ofthe Adoption ofthe 1995 Agreement for the Conserv在tion and 
Management of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你的1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1.2草，p.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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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措搗 o 它標記著公海捕魚自由時代的完全結束。

卜 1995 年協定的主要內容

1995 年協定名括了漁業資源養護和管理的所有秀麗，的序言、十三

部分正文以及商館前件構成。浮宮指r:H起草的眾自及其致力於解決的問

題:如公海漁業在許多方那存在的不足、生物資源攝度和舟、海業投資過

大等。協定強調各國之間進行國際合作，確保「膀界魚類種群和高度1fllJ

j游魚類種群的長期醬諧和可持續利用 J '締約國要 r與責任地開展漁業活

動 J 0 此外，還要擺免對海洋環境造成不利影響， r維持海洋生態系統的

完整 J 0 

第 2 接規定了 , UIJ r這i最看效執行公紹智關規定以接保跨界豆豆

類種群和高度酒游魚類種群的長其自養護和óJ持續和用 J" 第 3 條規定了通

用範悶，即國家管轄地面外跨界和高度泊游舟、槽，的饗護和管理， í旦考意

到跨界魚類的統一'1笠，協定也適用於國家管轄範關內泣睦魚禮的養護和

管理。

第 5 傢規定，為接議和管理跨界和高度調游舟、髓，沿海國和公海捕

魚屬意揉取措麓，體f果這些魚種的「長期可持續能jJ J (long-tenn 

sustainability) 並促還 γ接過度利用 J (optimum utilization) 的目標。立們

ili應確保這些措施研基於的是可得到的最佳科學攏據，目的是在包括發

展中國家的特別需要在內的各種「有關的環境和經濟因素 J (relevant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factors) 的限制下， f東種群維持在或恢復到能

夠產生最高持續廳麓的水平，並考慮至自捕魚方式、種群的相互依存及任

何普逼建議的分吾吾域、環域或全球的醫際最能棟建壘。此外，各國還應;采

取一些具體行動，如:海用預品'f'生做法;許估捕魚、、其他人類活動及環壞

因素對目標種群和囑於冉一生態系統的物種或若是囑目標種群或與自

群相關的物種的影響:必要時對屬於同…生態系統的物種或從屬目標禪:

群或與目標種群相關的物種制定養護和管理措施，以保持或恢復這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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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的數量，使其高於物種的繁聽不會受對嚴重威脅的水平;探取措麓，

在的實可行的情況下，包括發展和使舟有選擇陸的、對環境無智和戚本

效接晶的「漁具 J (說shi時 gears) 和捕魚技合缸，以儲量減少污染、廢棄物、

這棄j魚具所致的資源損耗蠹、非目標種群的插獲量及對相關或從囑種群

特別是瀕於滅絕物纜的影響;保護海洋環境的?生物多樣性j

( biodiversity) ;採取措施防止或消除漁撈過度和捕魚能力過大的問題，

並確保漁獲努力量不高於與漁業資諒的可持續科用的相稱水平;考慮至3

個體漁民和自給性漁民的利挂;及時收集和共用完整布準碟的捕魚活動

薩斜，包括附件抖出的船隻位體、目標種群和非目標種群的捕獲最和漁

獲努力量，以及國家和鷗際研究方案，明提供的資料;但進並進行科學研

究和發展海當技備以文助漁業醬護和!管理;進行「有效的最艷、管輯和

監督 J (effective monitoring 、 co到r01 and surveillance) ，以質施和執行養

護和管理措施。除上述之外，沿海關和公海捕魚關應該採取一致措施，

黨護和管理國家管轄範圈內外的跨界和高度酒游魚糟。

2 、 1995 年協定的主要原則

( 1 )預防哇做法的適用

《公約〉通緝時，預防性做法或頭[ÐJi[、生原則的概念尚未形成 o …一

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一概念被廣泛哲括在為保護陸地和海洋環境而

制言了的國家和地堅法律文件之中。 1992 年《里約環境與發展竄書刊划。

Dec1aration )指出于為了保護環境，各國應根據本闊的能力，廣泛通用

預島措施。遇有嚴重或不可逆轉損會的威脅時，不得以缺乏科學充分的

證據為理由，延濯採取「符合成本效益益的措施 J (cost-effective measures ) 

防止環境惡化」。在站去的十年藥，預防性原則在臨際環境保護法中已被

普遍將受為一項聲本原則。由於{公約〉中所規定的最高可持續壘

CMSY) 實在是…個沒有進…步荒義的粗略概念，國Jlt更使得?

法 J (precautiona吟詠pproach) 或「預警原則 J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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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令人單說的醫際說業管理手段。 J I4 「 MSY 那是一一種理誨的水平，能

夠允許於某一季節在某一漁場捕魚的數蠶標違章，且能永績的攜豆豆 j i5 。

1995 年協定也認可了預防性做法在漁樂管理中的作用。其第 6 條規

，各締約國應「廣泛適用預防，性做法，擺擺、管理和利用跨界魚額和

高麼?倒游魚類，以保護海洋生物資源和保合海洋環境。 J r缺乏足夠的科

學資訊不應作為推遲或不採取養譜和管理掃描的理由」。預防性做法強調

應有較好的科學資料，但同時，也強調管理行為不能等到所有資訊都得到

之後再揉瑕。由於世界說主義技誰?能力的思謊發展以及現代船隊高度滾動

的特點，溫度捕撈的問題世快建惡化，是傳繞的管理措施荒無法邊說的 o

，如果等故集分析了所有資訊後再散出決定，對防止某些

聽聽魚種的大規模損害來說可能就為時日晚了。

「南方金槍魚、案 J (the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s )中，澳洲、紐

閉關控訴日本即「根據預防原則，有關各闢捕撈南方金槍魚峙，應加以約

，不得採取有可能使種群枯竭的單方面行動 J 。雖然日本主張「試驗性

J 行為，並反駁稱:其目的是要消除核魚類種群的不確定性;目前沛，

沒有浩成該種群不可恢復的往機。但臨際海洋法法庭仍於 1999 年 8 月 27

判定以下?聽持措施J (provisional measures )三方不得擴大事態、不

得做出弓之和幫方金槍魚的行為和「試驗捕魚 J 規麗、督促各方立即攘復

談判等1人

協定第 6條要求各國採取以下步驟，以執行預防性措施:取得和共用

可擔得的最佳科學資料，並採用關於處理危險和不明確因素的改良技

街，以改進養護和管理漁業資源的決策行動;適用附件三所列的單則並

141簿崑諾(2004) , <噩際機業管理法中的預賽警方法或預審原良心， (海汗:法專題研究)，
門;獲門大學出跟鞋，夏 97-總行

15 Lawrence Juda, supra note 汀，p. 1l 2 。
可靠i還指(2001) , <從南15金繪會、東環路路換黨爭端的解決方式卜〈中單草木鑫}額 4 泊位，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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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可獲得的最佳科學資料確定特定物膺的參考點，及在瘤巍參考點時

應採取的行動;考且會、韓群的生物和地理特點，以及捕魚活動的環境和社

會控濟影響;特定資料收集和研究方案，以詩估捕魚對磁境的影響，保

護特別騙的的生境。

為使於操作，如件二規定了連用頭防性參考點的環則。預i垢，控參考

點是通過議定的科學租式推算得出的估計數髓，該數值代表資源和漁業

的狀況，可用為漁業管理的標準。協定規定有關種參考點可以使用， r極

限參考點 J (limit reference points) 和 r 目標參考點 J (target reference 

points) 。棍捧攝限參考點說定界限，以便將捕撈盤限制於種群可產生最

高可持續產量的安全生物限度內 o 目標參考點用以滿足管理皂標 o 協定

要求利用這些學考點來觸發事先議定的養護和管理行動。漁業戰略目標

就是要組持或恢復被捕撈種群的數量，和在必要時相幫或從鸝贖群的數

，使其水平符企原來議定的殼的性參考點，也就是說，要確保預防性

參考點不接通蚣，室主通輯學考點的種群要採取恢彼措路。當有足夠資料

允許就該種群開展軒漁業或試拷陸續業時，採取特別預防措脆的必要，能

tß在 1995 年協定中得到承認。協定規定，在這種情形下，各國應「儘快

站l'定審慎的權譜和管理措搶 J '對其觀可持續能力的影響進行評估前始終

生做。預1);古怪辦法也適用於「自然現象 J (natural phenomenon )引起的緊

情況，如其可能對魚類種群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 J (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 )各遍意採取緊急搭跑，以確保捕魚活動不致使這種不利的影

當民雌惡化17ν

Zj 灑 íí莖干[!告，正m措隨便jr互不fß;囑黨員U J (the princíple of compatibility ) 

跆趙|攜家管轄區內外的跨界和高度湖游魚種，約占世界海洋漁業麗

l:j 分之泊，是公海漁業的主要搪撈對象18 。因!f:上，各攝應在公海和盟

17參見 1995 年協定，第 6115起 G

18 J詢:E海、孫;偶輝(2004) • <厲聲漁黨制度一一與我麗的漁業管理與法律卜《國際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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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管轄海城採取互不認觸(一致)的措路，以確保整體養譯和管想跨界

和高度相游魚輯。為i注目的，沿海盟和公海捕魚關有義務進符合作，以

便達成互不抵蟬的措施。

為連到互不抵爛的目的，各攝應考慮以下閣素，包括:按照 1982 年《公

約}第 61 條規定，沿海國在 EEZ 內對兩個會、種的養護和管睡措施;沿海

團和公海捕焦盟扭過的措施 r分區域或區域 J (subregional or regional ) 

漁業組織與同一魚種通過的措施;考E嘗到種群的r 物絞一性i biological 

unity) 和其他生物特撤及魚類的分佈、漁業和在關區域的地理特徵之間

的關係，但括種群在區皇家管轄地量內由現和被捕撈的程度;論海國和在

公海捕魚的調家各自對害關離群的依賴程度;這些揖施對聲體海洋生物

資源造成的影響。

協定第 7 條還規定，如果未能在合理時問內就互不揖緝的提施連成

，任何相關國家可援引第八部分規定的「解決爭端程序 J (the 

procedur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 ，相關國家應盡力做出黨瞭的臨時

安辨。如果就這種安排也無法達成協議，任何相關國家可為取得臨時措

路提出爭端。一方面，沿海關要定期向其恤相關國家題報他們就其盟家

管轄棉宙門跨界和高度酒游魚種制定的措雄;另一方面，公海捕魚關也

應定期向相關攝家通報他們搗管制懸掛本國旗幟，在公海捕撈這盤種群

的船隻的活動用制定的措搗 G

專囑經濟商制度的一餾根本缺陷在於'人為前裂了海洋日然生態系

統的統一性，互不抵觸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跨界和高度

祖游魚種可能同時出現在 EEZ 以內和以外，自此在國家管輯海城捕歸可

能會影響 EEZ 以外的海域如公海，反之亦然。如果在 EEZ 和在公海訂立

的問鶴的跨界和高度酒游魚、種的聲護管理制度不一致或相互衛突，勢必

論文主義> (一) ，北京:海洋出版社，頁 222 。

19王靂，問設 6 .頁 i 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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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其效果。如 1989 年聯大科/225 號有關大型「謊網 J (這riftnet) 捕

魚決議指出的: r嘗海洋生物資源在沿海攝 EEZ 以外的合海進度捕撈之

後，可能會對 EEZ 內的同類資源產生不利影響 J 0 因此，漁業管理應接蓋

整個種群分佈的區坡，所有相關國家的管理措施單該協調一致。

1995 年協定雖然只是一倍執行性文件，但它的影響力是不可低估

的。嚴重大的意義就在投，為沿海國和公海捕魚國履行對跨界和高度潤

游魚種的養護和管理義務，而進行闢家闊的合作設置了一個有力的、

有可操作性的機制品。特朋其第 21 條第 i 款給與沿海國登臨並檢查外盟

船船的權力，此…_ r相互主登船檢查 J (cross boar益ing and inspection) 權若

對此過去在公海上的船制其管轄權基本上專囑輯旗盟本身，雖無本條款

能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富管轄績突的主要來潛之…， í說確也是傳統國際海

洋法上一個新的且重要的突破泣。

(二) 1993 年《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和管理指施協定》

國際機業管理中普遍存在著一個問題，即一些區域漁業組織所寄自定

的漁業醬護和管理措施只對其成員摺產生拘束力，而不能約束非成員

器，因此一些成員國的漁船改掛其他圈家的旗幟，從而緝接管能 o r 更換

頡幟 J (re-fla銘ing) 歷來是盟!學漁業奮理中的一餌轉手問題，嚴重影響

了各種漁業髏護和管理措施的效力。 1993 年 11 月「聯合國糧農組織i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第 27 扇大會通租了《促進公海

漁船進守屆標賽護和管理措施協定以文稱《鵲旗協定抖。加強船旗齒的

管理責任，防止漁船頭過懸掛方便旗或任意改掛船旗來規涯養議和管理

公海生物資源的措攏。要求各關對懸掛其黨幟的漁船進行有效的管轄和

控制，並對違反協定的漁船揉取措施，包括拒絕授予、中止或撤銷公海

‘江穎、(2005) , (1:是「公海捕魚、白鹿 j 原酷的演變署海洋棋業管理制度的發展鐘

勢卜載《中盟海洋法學評論?第 1 囂，買 75 0 

21傅崑成(2004) , (非法播魚與潛在的關家和地區管轄衝突一台灣的觀點) , <海洋法專題
研究卜!竅門:這寶門大學出版社，何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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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撈權。該協定賦予韜旗翱責任的概念以實質性的內容呈現，完成了聯

合關環境與發展會議的部分要求泣。其通過之後，公海漁船「捕撈許可誰J

(如hinεpennits) 制度還漸成為一種驢勢。

二、軟法( so註 law)

(一) 1995 年〈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到)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1995 年 10 月， FAO 大會混過了〈負責任攝業行為準則) (以下簡稱

吋準員1]>> J) 0<<單詞。雖不具有強制性的法律拘束力，但它以包括〈公約}

在內的有關國際法視為基總(有法律拘束力) ，較為全面地反映了

漁業問題的各個方面，對講藥管理做出普遍的指導 o 由於擔業活動是全

世界人類現代及未來的攪食、兢業、緝樂、貿易及經濟補祉的來源，所

「負賞任憑業 J '是指進行漁業活動並非可任意為之，前是應、以一種負

責的態度為之衍。

《準員的的宗旨是根據有關的國際鵲定，並考慮、有麗的生物學、技

語言、社會、經濟、環境和商業方麗的情況，確定負責任捕魏和海樂活動

的，原則叫嚷則》呼籲各國、區域漁業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共向努力， ，L;J保

護、漁業資源:改善人類利用、融業資源的管理，以避免過腰間發導致對魚極

的損害;鼓勵梅、洋環境保護，以使漁業資濃可持續發展。〈準則〉強謂村

用最佳科學證攘的必要性，要求使用預防性做法，包含以生態、為基嘴的

觀點，鼓勵使用對環境有利的漁具和措魚、方式以及要求各國加入區域漁

業可fi織和安排 J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 )。各關應阻止或減少油

，確保捕魚最符合漁業資蟬的可持續利用。

各國司在皂顯的基礎上應用本〈準則卜當〈潛則》中的部份內容已

22 David A. Balton( 1996) ,Strengthenìng the Law of the Sea : The New Agreement on 
Straddling Fì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ìsh Stocks, Ocean Development <'是
International L的叭Vo1.27，p.132 。

23:叢異(2000) , <海洋秩序與醫際法> '合學科出，報祉，習的9-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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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搭在有關國家闊的協定中，則該部分內容對這些當事關具有法律約東

。〈準員。的範圈是全球性的，其中的課貼和標準適用於所有漁業。不

少儡犧漁業組織在制定管理措施和規定時，均參考本《準財》。它可作為

參考性文件，幫助各閥確立或改善開展與貨任漁業所要求的法律框架和

家的執行諾德。許多沿海國在 內對外國、漁業的管理也以該〈權

獎。的問容為起碼的標準。

( ) 2001 年聯合攝糧農組織全球行動計鑫

全球行動計盡是 FAO 於 2001 年以〈準則〉為基礎制盯的不具有法

律約束力的文件，其由四部分組成;管理漁業捕撈、事要護和管理鯊魚、減

少延纜釣中誤措海鳥、非法、未報告和無管制的 (ill吟詠1 、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IUU ) J 捕魚、問題訟。該全球行動計畫針對的是i適度措撈室主世

界漁業資源的過度利用，立主對魚種浩成了揖害。要求劉家、區域和全球

層面上對漁業捕撈混行評估，並不澀於 2005 年制訂各關計讀，以有效管

理各盟和單i漂水域內的漁業捕撈 O 程此i臨程中，各i輯聽減少和取消導致

攝度講撈的終濟補貼，互通過軍域組議進行合作，確保有效士也管理海彙

捕撈。此外，各國應向 FAO 報告其管嗯，情況。

四部分中最敢要和最具政治敏感性的是關於 IUU 捕魚、活動的行動計

。 f 非法捕負 J 指違反圍內法或國際法的漁業活動，這通常是由於缺乏

意聽或執法能力混成的。「未報告的捕魚 J 指未對在關盟家主管部門或區

域濕業組織報告、漁獲量或書是進行了誤報。「無管緝的捕魚 J 指在沒育管

理機制的區域進行捕撈，或者捕撈方式與該圈根據國際法承擔的養護義

務不一致。此外，潛指不屬於區域漁業組織成員的國家的漁船進行的捕

撈。靠學之，這些捕魚行為單魚類的可持續利用和有效的管理造成了損害。 J

2S據 FAO 統計， rIUU 搗魚活動j 占世界總擂撈量的 30 %26 0 和《準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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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裳，關於 γIUU 捕魚活動」的全球行動計畫是…但全面、具體和具有

深達意義的文件，呼籲各國和甚域漁業組織採取行動，規定了船旗盟、

治海器和港口闊的作用。船旗國應對在公海士，進行捕魚的漁船發放許可

，以使其遵守國撩公約和圈內法律規定。沿海闊要在其 EEZ 打擊 IUU

捕魚活動，拒絕有 IUU 捕魚紀錄的船隻在其水樣作業。如果有明確證捧

誰明船隻潛行了 IUU 的捕魚活動，港口國體拒絕該船在港口轉謹、漁鍵，

並向船旗國通報。此外，行動計草還鼓點;通過市場措施解決 IUU 捕魚問

題，呼籲各臨根據國際法採取措施封閉 IUU 捕魚的市場。雖然行動計車

是不具法律約東力的軟法，但其規定對世界混業資源的養護有著深注意

義，從關際漁業法律制度的發展蘊勢來看，這盤規定有可能被吸納入與

何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之中。

肆、結語

雖然區域國際漁業組織頗多，且其管理成效之評價的存負暉，如最

、未能通盤考量魚類種群之整體性，常{革考量單一魚類

趣群，忽略相關連和依賴魚種、可靠之資料與數接取得不易.. .等1. 1 然間

畢竟對國際漁業資源採瑕越來越嚴格跟制和監控的養護與管理措施是無

法抵擋的必然而浪糟。值此台灣受 ICCAT 制裁之際，我們只有真心的接受，

沒有任何藉口，並碟，實!讓行規定。本文的介紹和研究，期望台椅上自政

府機構、宮員再至海業食業者、工作者以及相關學術研究單位和研究者，

下至所有國民都應具有此合乎世界潮流的環保思維。當我們在食用生魚

片及在鼓勵漁業協助拍攬顧魚峙，希望聽都是合理的路徑所得，而不是

形同海洋掠食海臨行態的戰利品。台灣既自詞是海洋立囂，貝自如何確實

26 FAO，J、[ew Jntemational Plan of Action Targets : llle冬圳、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ww\考í.fao.org. ,Press Release 0 

27 妥皇;當(2004) , {攝際海洋法卜台北:學林出版社，百 10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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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相關現定並荳導教育海洋環謀保育觀念，慧，怕是一條必走的道路。

而在政府體制、人力資源聲合且應有正確的觀念，對lC七胡念祖教授指

出:政府高層或東方一直將「走私、偷渡J 認為是影響「國家安全J 的重

大問題，並由?筆事防衛」的J心態出發，欲藉軍事手段在「海岸轅J

有所作這 Q 事實上，這佳品海 t開來的?海城問題 J 1系茵海域法律秩序

不彰陌生，:話非軍事性威勢南來;所以，為解決這些問題，菩人需要的

是充實海域執法力量，振作海域執法體制，以整錯?每域法律秩序，而非

「防衛 J 顯然「海域 J 才是最點耐不應選結

「咐他 J ' ~這也才符合喔，今盟際海洋法的權力空間配置體系 G

回想台灣經歷了愕地本士的土石流，我們更不該把這土石澆也搬到

海上去。行政院 2000 年修訂「永續發農策略綱領f 其前言個強調 f永

續發展的意義係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不損及接代子孫、講見其本身需要

的發農 J 0 28雖然日前 (2005 年 12 月) WCPFC 閣會我們躲攏了制裁29

3。但以接呢?而十五名在派觀察員，告在 2006 年薪年前夕，飛到開普敦

登上十五體廷繩釣賄漁船出海作業，要除掉台灣海上的惡名，落實永續

發展的理念、整合政府體制和人力室主源、紮實宣導及教宵相關海洋環保

保育的觀念和規定，額然、台灣真正的撓戰才開始呢 O

28 玉是揖(2003) ，{隔海諸島爭端與漁業共陣合作卜台北:秀聽器訴科技j能間有限合哥，

真 140 。

29中關時報，詣。5 年 12 月 17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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