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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南海海域近年來成為亞洲地區關注的焦點，特別是此海域中的島嶼爭議涉及

了海洋資源分配、國家主權認定以及海洋劃分等問題，而這不僅是各個聲索國之

間的衝突，同時也交錯著國外勢力的介入，使得南海的緊張情勢日益緊繃。 

本研究主要關懷國際公約中「島嶼制度」與「主權歸屬」的原則和判例，並

以其作為基礎對於南海島嶼的適用與實踐進行討論。首先回顧島嶼制度第 121

條中具有爭議性的內容，其次回顧島嶼主權歸屬的經典判例，再者對南海諸島的

爭議進行分析。 

本研究發現島嶼制度第 1 項對於自然環境的要件的爭議性較小，主要是第 2

項要件對於人類居住與經濟生活的規範較為模糊且缺乏共識，並直接地影響著第

3 項島嶼是否擁有領海或經濟海域的要件；島嶼主權認定的核心在於「關鍵時刻」

的「有效管理」，在關鍵時刻以後的作為並不影響主權的歸屬，所以關鍵時刻與

有效管理是必須同時進行判準的原則；在南海諸島的爭議中，島嶼制度的適用都

有其模糊地帶，特別是第 3 項「人類居住」與「經濟生活」的定義，這部分需要

國際法來進行規範與釐清。島嶼主權方面，本文對於各國的主張都有提出相對應

的立論依據，但目前五國六方對此並無共識，而台灣更是被排擠在外，因此我國

必須持續維護太平島的主權並經由長期的溝通與協調來尋求解決方案。 

 最後，本研究認為或許可以透過島嶼制度第 1、3 項要件的規範，來對第 2

項要件島嶼所擁有領海或經濟海域進行限縮，將經濟問題退回到主權爭議。 一

方面可以減少劃分海域範圍的衝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各爭端國思考妥協與合作

的可能性。 

 

關鍵字：海洋法公約 、南海 、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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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 China Sea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sian areas recently; especially the 

island disputes in this area involved marine resource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he 

division of sea and so on. It is not only conflicts among claimants but also 

interven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forces.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about the principles and judicial cases of“The Regime of 

Islands”and“full sovereignty”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controversial content of 

UNCLOS number 121 was reviewed, followed by classical cases related to the 

sovereignty of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numerous 

disputes.  

The research finding indicates the first criter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in“The 

Regime of Islands”less controversial, and the third criterion about human habitation 

and economy norms was unclear and lack of consensus. The second criterion of the 

ownership of territorial or economical sea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third. The 

central recognition of “The Regime of Islands” lies in effective control within the 

critical date. What has been done after the critical date does not matter. So the critical 

date and effective control should act as the guidelines simultaneously. The disputes in 

South China Sea contain some grey areas, especially in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habitation” and “economy life”. This part requires international law to clarify and 

regulate. As for the sovereignty of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ntries involved 

do not reach any consensus currently. Yet Taiwan has been excluded, so our country 

needs to stand out for the sovereignty of Taiping Island through long-term negotiation 

so that solution can be reached. 

 Finally, this research proposed to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first and third criteria, 

it is possible to limit the ownership of territorial or economical sea of the second 

criterion, drawing from economy back to sovereignty issue. Hopefully this can lessen 

the conflicts of territorial sea, and make the claimants re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compromise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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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問題與說明 

近年來南海爭端的新聞事件層出不窮，不論是 2009 年的「無瑕

號案」、或是 2012 年 4 月「中菲黃岩島事件」，還是 2012 年 7 月「中

國設立三沙市」的衝突事件，都顯示出南海局勢的詭譎多變。 

自 1956 年召開第一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以來，在歷經三次的會

議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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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4 年由 60 國簽署

後生效，而截至 2014 年 2 月 27 日為止，總共有 166 個國家遞交批准

書及加入書。1《海洋法公約》成為規範現今各國海洋活動的最高準

則，也創立了新的海洋法建制。《海洋法公約》分為 17 個部分，內容

總共有 320 條規定、9 個附件，而隨著 12 海里領海、24 海里鄰接區、

200 海里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制度確立之後，各國對於海洋疆界

以及管轄權的範圍劃分愈來愈重視，直接的造成各個島嶼國家的主權

衝突，特別是南海周邊國家的紛爭格外嚴重。 

國家沿海周邊島嶼的存在，除了能夠發展國家的觀光資源之外，

                                                      
1 請見聯合國官方整理資料：http://www.un.org/Depts/los/reference_files/status2010f.pdf。檢視日期：

20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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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該島嶼具有一定的構成要件便可以擁有領海與專屬經濟海域，這

不但會造成許多國家在海域管轄範圍主張的衝突，也會使得沿海國家

之間的海域重疊，進而引發複雜的劃界爭端。是此，在進行海域劃界

之前，就必須先釐清島嶼的法律地位及主權歸屬，而這也是本研究所

關注的焦點之一。自《海洋法公約》制度建立以來，沿海國雖然可以

主張其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但是海洋法公約對

於「島嶼主權歸屬」卻始終沒有一套完整的認定的界定與規範，這使

得島嶼的法律地位確認難以界定，而各個當事國也傾向對自身最有利

的方式進行主張，因此在缺乏明確的規範與共識的前提下，各國始終

無法有效的解決衝突。 

其次，島嶼主權歸屬問題同時牽涉到當事國龐大的經濟利益以及

國家主權爭議，使得爭端當事國不願意透過國際法院來解決島嶼主權

的爭議。因為一旦將爭議交給國際法院裁定，事後便沒有轉圜的餘地，

使得當事國大多傾向採用多邊協商的方式進行調解。然而，即便擱置

爭議日後不論是面對漁業範圍的劃定或是天然資源開發的利益分配

時，仍然會產生許多隱憂。 

我國與其他國家在島嶼主權方面的爭端也不遑多讓，由於南海問

題日趨複雜與國際化，縱使我國擁有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島嶼-太平島

(Taiping Island)，但在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使下，使得我國無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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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南海議題所召開的區域會議和討論，並在國際場域中刻意的被邊

緣化。相對的，若是我國政府能夠積極主張在南海的地位以及管轄範

圍，這將會使我國在南海問題中成為關鍵的角色。 

綜上所述，本研究試圖從島嶼法律地位的角度出發，研究南海當

中具有爭議的島嶼地位及主權歸屬問題，先從《海洋法公約》中第

121 條「島嶼制度」(The Regime of Islands)做為起點來審視南海中的

島嶼，並提出島嶼制度中對於島嶼定義模糊的部分進行討論，以提供

我國在進行島嶼主權談判時的參考依據。另外，整理國際法院的判例，

如：國家領土取得的方式、以地圖作為證據的效力，與關鍵日期和禁

反言原則等判決重要原則，並關注國際法院中領土主權歸屬的經典判

例，進一步分析南海中具有爭議島礁之主權歸屬。但目前有關南海中

島嶼主權歸屬的相關書籍較少，因此本研究期望建構一個較為清晰的

判斷架構以作為我國在南海島嶼主權歸屬問題的檢視與思考。另外，

將對我國自二戰後就有經營南海海域的歷史證據進行補充，像是國際

氣象會議、國際民航組織會議或是中國南海勘測會議等，皆有文件記

錄我國在南海地區的管理行為，這顯示我國長期經營南海地區的管理

行為。 

基於此，在深入分析島嶼制度的條文及梳理國際法院判例之前，

提出以下三點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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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島嶼制度的規範與實踐為何？島嶼制度的內容歷經長期的

爭論始終沒有明確的認定標準，直接的造成各個國家利益極大化的主

張而無法達成有效或穩定的共識，因此我們必須先釐清島嶼制度的發

展脈絡，再針對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進行討論，進而建立有效的分析

框架。 

第二，島嶼主權的歸屬如何判定？由於我國在南海諸島的主權地

位受到各聲索國的挑戰，因此我國勢必提出有效的立論作為主張依據，

而本研究試圖透過不同主權歸屬的案例進行整理與歸納，來了解何種

國際法原則最為重要，以及適用的內容與範圍。 

第三，海洋法公約如何在南海諸島中實踐？本研究先從島嶼制度

出發，對南海諸島中的島、礁、灘、洲進行釐清與認定，針對具有島

嶼要件的島嶼進行討論，其次梳理南海諸島主權的發展脈絡作為島嶼

主權認定的分析背景，並加入主權案例與認定原則進行比較分析，藉

此做為我國在國際場域上對於南海諸島主張之參考依據。 

二、南海島嶼主權爭奪的問題 

    南海海域 (South China Sea)，總海域面積達 360 萬平方公里，包

括東沙群島(Pratas)、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s)、中沙群島(Macclesfield 

Banks)、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其領海內包含約 300 個島嶼、礁、

灘等。其中，南沙群島位於南海南端，由超過 650 個珊瑚礁形成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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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嶼、環礁、岩礁所組成，面積約在 16,000 至 36,000 平方公里之

間。自 1970 年代開始，南海周邊諸國如：越南、菲律賓及馬來西亞

等先後對南沙、西沙、中沙提出主權要求，不僅用武力侵占南沙群島

中的部分島礁，也擅自進行資源開發，使得南沙群島的海域情勢日益

緊張，而造成這種情勢的原因來自於 1968 年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

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ECAFE)所成立的「亞洲外島海域礦產資源聯合勘探協調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n Offshore Areas, CCOP)對於南海海域的探勘結果。

其報告中指出，越南沿岸之鄰近海域、南沙群島東部和南部的海域蘊

藏豐富的油氣資源，而根據這項利多的報告使得南海上的島嶼主權成

為南海周邊諸國爭奪的目標。2
 

    在此之中，南海主權爭端的當事國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華民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等五國六方。以目前南海諸

島的情勢來看，東沙群島現處於中華民國的管轄之下，並設有海岸巡

防署駐守；西沙群島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管轄。其中，爭議最多的

就是南沙群島，分布情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88 年後攻佔島礁

10 多個；越南佔有 33 個島嶼，菲律賓佔有 11 個，馬來西亞約 6 個，

                                                      
2
 趙國材，「從國際法觀點論海峽兩岸共同合作開發南海油氣資源」，軍法專刊，第 56 卷第 5 期，

(2010 年 10 月)，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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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則是對南沙群島中的太平島和中洲礁行使有效管轄。 

除了南海各聲索國的衝突之外，而美國在 2010 年結束中東地區

事務之後，即宣布「重返亞洲」的目標，除了在許多國際會議的場合

高調宣布之外，也不斷擴增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活動。3一方面，從國

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積極訪問亞洲許多國家的動作來看，美國

儼然將亞太地區的事務變成當前核心議題。另一方面，美國也提出公

海的「自由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主張來對抗中國所規劃的「U

形線」(U Shape Lines)海域，鼓吹東協國家將南海問題國際化的想法，

並不斷介入南海海域的爭端，使兩岸政府「U 形線」的主張直接受到

南海周邊各國的挑戰。 

雖然我國自 1947 年即公布《南海諸島位置圖》，並積極對Ｕ形線

內的島嶼及海域提出其主張。但是周邊國家卻以 U 形線不具法律地

位的主張來挑戰兩岸政府，並試圖結合區域外大國勢力，如美國、日

本和印度等國來抗衡中國。在此爭端中，我國始終被其他五國排除在

外，即便我國當前佔有南沙群島中面積最大的太平島(Taiping Island)，

但以台灣國際外交弱勢的處境來看，我國政府必須持續加強對太平島

的有效管理，以及透過多元的協議與開發合作案與他國進行互動等積

極措施，以免在南海議題中被排除，若一旦被邊緣化則我國對南海海

                                                      
3
 Robert Burns,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the U.S. 'is back' in Asia”, https://www.chinapost.com.tw/ 

asia/regional-news/2009/07/22/217346/Hillary-Clinton.htm。檢視日期：20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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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便沒有辦法主張其權利，這對於我國而言不論是主權的完整性或是

在經濟的發展上將是重大損失。 

三、國際法原則的適用與實踐 

本研究在整理國際法院判例時，也整理歸納出若干國際法的慣例

與原則，例如領土主權取得中之有效佔有、時效取得、時際法、關鍵

日期以及禁反言等原則，而這些原則對於我國主張島嶼權力時將是至

關重要的依據。 

在領土主權取得方面，被普遍承認的取得領土主權之傳統方式，

可以分為先佔(occupation)、時效取得(acquisitive prescription)、兼併與

征服(annexation and subjugation)、默認(acquiescence)、禁反言(estoppel)

及「關鍵日期」(critical date)等，而這些原則對於案例的判決結果都

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在「帕爾瑪斯島仲裁案」(The Island of Palmas 

Case)中，常設仲裁法官胡伯(Max Huber)明確表示：單純的「發現」

而不繼續採取更進一步之措施，並不能使發現國取得當地之領土主權。

在本案中，由於荷蘭持續在該島實行有效管理，因而獲得帕爾瑪斯島

的主權，反觀美國以繼承西班牙在菲律賓的主權之身分並不能作為取

得主權的有效證據。 

「時際法」主要解決國際法在不同時期如何適用法律原則，根據

不同的歷史事實與適用不同類型的法律，特別是那些當時有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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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與概念，可以藉此解決法律溯及既往所產生的爭議。關鍵日期則

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用以確定當事國爭端發生前的證據作為判決時

的證據，在此日期之後所提之證據則不予以採納。另外，禁反言原則

是基於善意與行為一致的原則，避免因為某一方態度前後轉變而使另

一方受害。一國的國家元首或代表政府的首長，在公開場合對某一事

項所做出的照會與聲明，對其本國具有拘束力，不得在事後推翻原有

之主張。在此概略的介紹各項國際法原則之後，本研究將會在後面章

節討論這些原則的適用與實踐，並進一步將這些原則應用在南海島嶼

的分析上，以做為我國未來在國際場域上的主張與立場之參考。 

  

第二節 文獻分析與回顧 

一、專書及期刊文獻 

如前一節所述，有關島嶼主權歸屬的文章大多是國外的學術期刊

而國內在此著墨較少，這或許是我國在國際政治上處於弱勢的關係。

即便如此國內也有許多具有啟發性的文章，可作為本文之參考。 

本研究的開端來自於王冠雄教授的《全球化、海洋生態與國際漁

業法發展之新趨勢》，該書先回顧海洋法的發展，由對距離概念的擴

張管轄權（例如領海寬度擴大到十二海里，和二百海里專屬經濟海域

的成立），到針對魚種概念的功能性管轄（如：跨界與高度洄游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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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養護與管理）和對公海中某些漁法的限制（例如：刺流網的使用），

不但顯示出公海的面積大量減少，相對地公海捕魚的自由也受到限制。

比較國際公法中其他領域的變化，近三十年來國際漁業法的發展，特

別是在公海漁捕此一特定領域的演進有著明顯的表現，此書所提到漁

業法的各種概念，可作為本論文在提及各南海爭端國關於漁業權利主

張時的參考來源。 

在南海研究的方面，王冠雄教授在另一本著作《南海諸島爭端與

漁業共同合作》中論及，南海之所以重要，其不但蘊含大量礦物的資

源之外，更是控制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間海空國際航線的交匯處，進一

步引起南海周邊國家爭奪島礁的衝突及擴張對資源控制的野心，而對

於「主權」的各種法理主張只不過是爭奪的工具而已。 

南海諸島主權爭論多時，本書針對此問題做深入的探討，並以「共

同開發」為基本精神，闡述漁業合作的方式，提供了本研究在探討「共

同開發」時的參考來源。 

在國內南海研究的專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陳鴻瑜教授的《南海

諸島之發現、開發與國際衝突》，此書先從 1883 年以前有關中國在南

海諸島的活動說起，之後詳細介紹近代南海諸島的地理位置及資源開

採情形，並分別就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各國在以上群島

的活動做一整理，最後提出中華民國政府對「共同開發」的策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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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重疊海域的劃界問題，惟此書的出版年代是在 1997 年，距

離至今已有 15 年之久，對於目前南海瞬息萬變的局勢來說，若能繼

續補充新的資料及地圖，對我國的南海研究將會有長遠的貢獻。 

傅崐成教授在《中國與南中國海問題》一書中的第四部份，針對

海洋劃界問題提到了有關中國周邊大陸架的劃界方法與問題，要完成

南海大陸架的衡平劃界，必須先澄清這些分布在南海地區的三個小珊

瑚島和一個小的水下群礁的法律地位。此書中提到應該在南海地區推

動「南中國海三階層」的概念，第一個層級是整個半封閉的南中國海；

第二個層級是南中國海水域內的歷史性水域；第三個層級才是南中國

海的各個島礁及其 12 海里領海。然而，國際法至今未允許任何國家

以時效(prescription)取得對領土的主權。 

雖然本書明確提出了「南中國海三階層」的概念，但似乎除了中

國以外沒有其他國家願意接受這樣的區分方式。由於現今科技的快速

發展，透過先進的探勘設備偵測，使得蘊藏在南海海床的資源符合經

濟開發成本，讓五國六方對於散佈在南海上的島嶼主權互不退讓，而

目前較能接受的方式是透過多邊協商的機制來制定出一套南海周邊

國家都可以接受的劃界方式，但從此區複雜的多邊關係來看，似乎短

期之內也很難協商出讓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以下為國外期刊對於南海問題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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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ve Schofield and Dustin Kuan-Hsiung Wang (2012), “The Regime of 

Islands under UNCLOS : Implications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NBR SPECIAL REPORT #37, pp. 61-77. 

島嶼在東亞以及東南亞海域爭端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不論是島

嶼主權認定的紛爭，以及島嶼效力在劃界上的影響皆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海洋法公約》中第 121 條的「島嶼制度」定義模糊且對於島嶼

主權認定並沒有統一的標準，進而造成南海島嶼主權認定的爭端。以

國際法院判例來看，似乎已經減少那些鮮少人居住島嶼的劃界效力，

而近期的發展更是限制南海無人居住島嶼在劃界中的效力，如此一來

才能有效緩和南海爭端當事國之間的緊張氣氛，也減少劃界糾紛。 

Franckx Erik and Benatar Marco (2012),”Dots and L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sights from the Low of Map Evidence.”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 pp. 89-118 

 2009 年 5 月 7 日，中國抗議越南和馬來西亞聯合向聯合國大陸礁

層界限委員會提出的聯合聲明。中國在抗議聲明中附上其所主張的 U

形線地圖以宣示在南海擁有的海域範圍。而「地圖證據」在解決領土

糾紛時扮演著影響成敗的角色，一幅仔細描繪的地圖並明確標示其地

理位置，就可以成為解決糾紛的關鍵證據；另一方面，地圖也像統計

數字一樣可以造假，使得地圖在南海海域劃界紛爭中就成為至關重要

的因素。 

 是此，此篇文章也試圖繪出一幅可以提供國際法理分析的南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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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國提出的「U 形線」主張在國際社會產生激烈的辯論，也令人

懷疑其合理性，文章中也提出一些判例來說明地圖在領土訴訟中的重

要性，最終目的只是希望各國不需把焦點擺在劃界爭端上，使各南海

聲索國可以在《海洋法公約》的基礎下透過建立多邊機制以及共同合

作而得到互惠的結果。 

Robert W. Smith (2010),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Potentiality and Challenges”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41:pp. 214-236. 

 由於南海富有豐富的碳水化合物資源，周邊各國無不被其吸引至

此區域開採，然而海域劃界的問題使得資源很難被開發，各國都宣稱

擁有全部或部分南海的主權，尤其是《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島嶼

制度」的第 3 項，對於島嶼認定標準模糊不清，也造成南海海域劃界

的複雜糾紛。 

 其作者表示該研究並不是要探討各聲索國對南海主權的歷史細

節，而是更進一步關注此區域的事務。長期而言，南海情勢仍持續維

持著緊張的狀態，因此試圖提出緩解此局勢的方法，或許周邊國家會

因為此區域的豐富資源而妥協出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 

Hu Alfred Nien-Tsu (2010), “South China Sea : Troubled Waters or a Sea 

of Opportunity?”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41:pp.203-213. 

 南海是一充滿衝突與爭端的半閉海(semi-closed sea)。除了引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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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島嶼主權的糾紛以外也牽涉到區域內國家的利益，而區域合作是

根據 1982 年的《海洋法公約》中對於半閉海可能引發區域衝突的可

行方案。對於中國大陸和台灣來說，是否應共同合作向聯合國大陸礁

層界限委員會聯合提出聲明是未來可行的解決方法之一。 

 南海究竟是一燙手山芋還是希望之海？端看各爭端當事國的選

擇智慧，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像越南和馬來西亞共同向聯合國大陸礁層

界限委員會提出聲明尋求法律管道解決；另一方法是可以透過區域合

作來減少衝突的發生。在這些方法當中各聲索國該如何抉擇實看其執

政者們的政治考量。 

 彙整以上外文期刊之後我們可以歸納出學者大都傾向透過多邊

機制或區域合作來解決南海爭端。由於周邊各國都希冀能從南海獲得

最大的海域範圍以期能開發豐富的海床礦物資源，因此才會產生島嶼

爭奪以及劃界的糾紛。 

 然而，南海問題短期內很難解套，東協各國除了宣稱各自佔領的

島嶼以外其實也不會擅自挑起區域的軍事衝突，由此來看，光是制定

出「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不足以代表此區的合作機制，應當朝建立

「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方向努力。 

 在國內期刊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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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冠雄（2011 年），「南海爭端之國際法觀點分析」，《展望與探索》，

第 9 卷（第 8 期），頁 13-20。 

 本文中提到在 2010 年的東協區域論壇(ARF)，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提出「自由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的主張，正式宣布美國重返

亞洲的策略，使得兩岸政府的「U 形線」法律地位備受挑戰。自 1947

年我國政府所公布的「南海諸島位置圖」來看，由 11 條斷續線所組

成的「U 形線」可被認為是島嶼歸屬線。作者認為，南海情勢應由國

際法切入，其探討的內容有「U 形線」的法律地位；島嶼主權歸屬之

依據以及島嶼的法律地位。 

 最後，我國政府應界定「U 形線」的法律地位及內水域的地位；

而且應加強我國在南海島礁的經營，特別是太平島；也應該增加對於

島礁研究經費投入，除了太平島以外，中洲礁也在我國的管轄範圍內，

應鼓勵在此進行相關的學術研究，使島礁政策價值能獲得提升。 

王冠雄（200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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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8。 

  另一篇是 2004 年的《印尼與馬來西亞對於 Ligitan-Sipadan 兩島

之主權爭端與解決》，文章闡述印尼與馬來西亞於 1998 年針對

Ligitan-Sipadan 兩島的主權提交國際法院裁決，經法院審理後，對島

嶼的「有效原則」 (principle of effectiveness)以及歷史證據持續受到

法院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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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宏達（1993 年），「我國南海歷史性水域之法律制度」，《問題與研

究》，第 32 卷（第 8 期），頁 17-23。 

 丘宏達老師在 1993 年發表的《我國南海歷史性水域之法律制度》

中，就提及歷史性水域的法律地位，大致摘要為：「歷史性水域」是

指「沿岸國，與一般適用的國際法規則相反，明確、有效、繼續地與

經過一段相當的期間對『沿岸』水域經過國家間的默許行使主權權利。」 

但其他學者認為，「除海灣外，還有河口、海峽、群島水域等不

同於海灣形狀的海域，也同歷史性海灣一樣被當作內海水，因此通稱

為歷史性水域。」我國在南海是否可以主張歷史性水域的先決條件是

我國對南海諸島是否確有主權，這個問題近來我國與菲律賓、越南與

馬來西亞均有糾紛。使得主張 U 形線有其困難，因為中國政府在聯

合國第一次及第三次海洋法會議中從未提出南海為我國歷史性水域

的主張。 

宋燕輝（1993 年），「歷史性水域之法律制度的探討」，《問題與研究》，

第 32 卷（第 8 期），頁 25-42。 

 宋燕輝教授在本篇文章中闡釋「歷史性水域」的由來與概念。「歷

史性水域」的概念是由「歷史性海灣」的概念擴充發展而來。在十九

世紀時就有此觀念的出現。一般認為，「歷史性水域」具有內水之法

律地位，除此之外，也可能具有「群島水域」之地位。中華民國主張

U 型線內之水域為我政府之「歷史性水域」，因此我政府有舉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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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去證明對此水域提出「歷史性水域」的主張，且經過一段長久期間

在該水域行使有效的權力，並受到外國的默認，才更具實踐性。 

宋鎮照（2011 年），「南海風雲再起充滿詭譎與火藥味：解析中國和

越菲的南海衝突與美國角色」，《海峽評論》，第 248 期，頁 24-29。 

 文中說明由於南海被探勘發現具有豐富的海床礦物資源，引起周

邊國家相互較勁奪取更大的海域範圍；而自美國宣布重返亞洲後，就

一直在南海問題上和中國角力，而目前各國都傾向於利用「南海各方

行為準則」尋求合作解決的機制。 

林正義（2003 年），「十年來南海島嶼聲索國實際作法」，《亞太研究

論壇》，第 19 期，頁 1-11。 

 林正義教授概要介紹南海各聲索國在其所佔領的島礁中之實際

作為：南海諸島主要由 230 個小島嶼、環礁、暗礁、洲、灘組成，台

灣、中共、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及菲律賓宣稱擁有全部或部分島礁

的主權。自台灣「南海政策綱領」實施十年以來，在南沙群島聲索國

中，台灣所佔島礁維持不變，但最大的改變是以海巡署取代海軍陸戰

隊駐防。除了「東協區域論壇」、中共與東協資深官員會議之外，台

灣不管在「印尼南海會議」或美國、菲律賓所主辦的南海序列會議，

均積極參與；然而台灣沒有被邀請參與「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仍突

顯台灣沒有發言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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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寬賜（2000 年），「沿海國家間的海域劃界法制之研究」，《臺大法

學論叢》，第 29 卷（第 2 期），頁 1-41。 

俞寬賜教授在《沿海國家間的海域劃界法制之研究》說到，在激

烈爭奪海洋資源的現代，許多國家分別以制憲、立法、發布命令等片

面行動，或以會議宣言、決議、和聲明等的區域性集體措施，紛紛擴

展國家管轄的海域範圍。由於沿海國家和群島國家之海域管轄名目及

範圍日益增多和擴張，以致海岸毗連或相向國家間的海域重疊現象亦

日益普遍，從而海域劃界法制成了現代國際海洋法領域內迫切和複雜

的課題。本文旨在從國際海洋法觀點，廣泛參考相關的國家實踐、國

際立法、國際私法和仲裁之判例及專著，深入研究海域劃界法制之發

展，析論海域劃界法制之實質，探討海域劃界法制之現狀，最後並作

成結論和提出檢討與建議。 

孫國祥（2003 年），「重新構建南海議題：司法解決之探討」，《亞太

研究論壇》，第 19 期，頁 22-38。 

南海爭端不僅持續困擾台灣的政策制定者，也困擾其他南海的周

邊國家，因為任何一方的主張或解決方案，皆受到來自另外一方或多

方的挑戰。五國六方政府(台灣、中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和

汶萊)在南海南沙附近主張全部或部分的島嶼和岩礁，以及全部或部

分圍繞的海域、海底以及附屬的資源。除汶萊外，全部爭端國皆在他

們主張的島礁上駐軍(台灣為海巡署)。綜上所述，回顧《南海各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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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宣言》的簽署和區域政治和爭端島嶼的處理發展，並試圖探尋基於

多元理性(multi-rationality)下的台灣選項，以論證台灣應重新建構南

海議題的政策推薦。 

孫國祥（2010 年），「近期南海爭端中權力與權利之衝撞」，《全球政

治評論》，第 32 期，頁 13-19。 

    南海周邊國家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長期存在主權爭議，中國、

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和台灣，都對南沙群島的島礁聲稱擁

有全部或部分之主權。此外，中國崛起帶來的海權要求，致使美中之

間海洋互動的問題成為焦點。中國已將擁有南海主權的主張拉高到國

家利益的最高位階，只要關係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一律拒絕

他國任何妥協。 

 反觀之，儘管美國並沒有正面反對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主權，但就

美國自身而言，南海航行自由也涉及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所以

美國以航行自由為由介入南海問題有其必然性因素，這也是美國近年

來不斷調整南海政策的根本原因。 

    總之，外界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國認為其對南海的大部分區域

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不過中國無法對「九段線」做出正式官方解釋，

勢將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造成更大潛在衝突的動能，儘管階段性妥協

將不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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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瑜（2010 年），「南海爭端的政治與法律面分析」，《全球政治評

論》，第 32 期，頁 1-6。 

  陳鴻瑜教授在文中分析南海諸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就

成為東亞地區國際爭端之一。菲律賓、越南、中國及美國都在爭奪南

海島礁的主權，而東協國家也趁機拉攏美國成為和中國抗衡的力量，

期望透過多邊協商解決南海問題；然而，中國大陸並不認同東協國家

和美國的主張，其認為南海問題應由爭端國家進行協商解決。值得注

意的是美國在南海的新政策是希望藉此成為東亞事務的領導國，並遏

止中國在南海的擴張。 

陳鴻瑜（2011年），「舊金山和約下西沙和南沙群島之領土歸屬問題」，

《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頁 1-50。 

 從 1920 年代以來，南海問題不斷在東亞地區掀起波瀾，日本於

1939 年占領南沙群島、西沙群島、東沙群島，將南沙群島置於台灣

總督府高雄州高雄市的管轄之下。日本戰敗之後，從開羅宣言、波茨

坦宣言到中日和約，日本均被要求歸還二次大戰時佔領之領土，包括

中華民國的台灣、澎湖和南沙、西沙群島。我國政府從 1945 年 11 月

起陸續完成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這兩群島的占領及行政管理，之後

1951 年 9 月 8 日《舊金山和約》簽署至 1952 年 4 月 28 日生效，這

段期間我國已持續擁有這兩組群島，只是日本在 1951 年《舊金山和

約中》放棄南沙和西沙群島，這在國際法上產生何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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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鴻瑜教授在本篇文章中回顧南沙和西沙群島從 1930 年代被法

國占領以來的歷史事件，帶到《舊金山和約》中因為各國對於西沙和

南沙群島的歸屬有不同意見而只要求日本放棄這些地區作為解決的

方式，而我國政府從 1945 年開始即在西沙和南沙群島上行使國家主

權，即使《舊金山和約》之生效也不能使我國在事實上以及法理上管

理這兩組群島的行政措施歸於無效。 

    在以上文獻回顧之後，可以看出南海各聲索國對於南海海域各自

範圍界定以及島礁主權歸屬等問題皆尚未有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

式，只能傾向利用多邊解決機制來緩解緊張情勢。但是在 2003 年發

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之後，南海就形成群雄割據的狀態，要制定

出一套各國都遵守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就愈加困難。 

    由於南海深海海床礦藏豐富，不只周邊各國想以開採這些礦物資

源壯大本身的經濟實力，連美國也在結束中東地區事務之後隨即投入

此區域的紛爭，使南海爭端逐漸國際化。 

    雖然，中國大陸主張南海為其「歷史性水域」(historic waters)，

但越南也宣稱南海為其自有記憶以來就存在的領土，菲律賓也以「地

理鄰近」(principle of contiguity)為理由，將其納入巴拉望省(Province of 

Palawan)的特別、獨立的自治區(a distinct and separate municipality)，

並名為卡拉揚(Kalayaan)。這些作為顯示各聲索國對於南沙諸島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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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心，因此本文整理出國際法院關於島嶼主權歸屬的案例，提供具有

法理性的參考文獻，也督促兩岸政府須提出更有效的歷史證據以站穩

在南海的地位。 

    在學位論文方面有： 

林香吟(2007 年)，《論島嶼在海域劃界中之地位─兼論釣魚台及其東海 

劃界問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島嶼所享有海域空間的能力及其對國際海洋疆界線的影響，在

1982 年《海洋法公約》的單一條文出現之前，即為長期具有爭議性

的問題，尤其是島嶼在海域劃界中的效力問題更是國際法關注的焦點。

《海洋法公約》中的「島嶼制度」確定了島嶼的定義及島嶼所享有的

海域空間，但條文本身的規範過於簡單而導致了適用上的困難。根據

廣泛的國際司法案例及國家實踐，島嶼的劃界效力大致上可分為全效

力、部分效力及零效力，而不同的劃界效力則取決於島嶼性質、島嶼

位置及政經考量、交換價值、有主權爭議等其它因素。本文最後並試

圖以島嶼制度的規定，及相關國際司法判例和雙邊劃界協定的實踐，

探討釣魚台群島在東海海域劃界中所應享有之劃界地位，並主張釣魚

台群島可能享有的劃界效力為零效力或至多僅具有 12 海里海域，以

期為極為複雜的東海劃界困局提供解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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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傑(2004 年)，《從國際法觀點分析南海主權爭端與中華民國的南 

海政策》，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南海問題涉及法律與政治兩個層次，就某種程度而言，南海爭端

的本質即在於資源的爭奪與控制。《海洋法公約》於 1994 年正式生效

後，南海主權爭端主要是領土取得以及如何適用《海洋法公約》的問

題，不同於一般海洋劃界爭端，國家惟有取得島嶼後方得依據陸地支

配海域原則主張海域管轄權。南海主權爭端為高度政治性問題，期望

純粹藉由法律手段以解決此爭端，仍有其侷限性，有關國家須依據國

際法的相關基本原則以決定領土主權的歸屬問題。相較於其他爭端國

家，我國對南海的主權擁有歷史證據與法理依據，應在法律層面上站

穩立場，臺灣斷無理由在主權的爭端中過度自我退讓。臺灣南海政策

的一大侷限在於，政府最高決策者始終未能體認南海問題對我國影響

的重要性，以及臺灣在與其切身相關的議題中被邊緣化的危機。質言

之，南海問題並非政策可行性的問題，在於行動的意志問題，積極作

為並不保證能獲致預期成果，但被動消極肯定將一無所成。若再不拿

出一套具體的有效政策，而滯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其他聲索國卻積

極在南海問題上快速前進，而我們仍裹足不前、劃地自限，最終臺灣

可能無法避免被邊緣化的危機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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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綺(2012 年)，《兩岸有關南海爭議島嶼主權主張之作為─以國際法

中有效統治原則之探討為核心》，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未出版)。 

 南海因其豐富之石油與生物資源，及重要之航道與戰略地位，南

海海域周圍之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

與汶萊無不爭相主張對南海海域島嶼之主權以爭奪資源。近年來，各

國於南海海域之利益爭奪，越演越烈。本文藉由研究 2002 年《黎吉

丹島和錫巴淡島主權歸屬案》、2007 年《尼加拉瓜與洪都拉斯在加勒

比海的領土和海洋爭端案》及 2008 年《白礁、中岩礁和南礁主權歸

屬案》三案中，法官如何適用有效統治檢視當事國於係爭島嶼之作為

與相關之論述，利用該些論述與判準，進一步比較同樣主張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及東沙群島主權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國，在四

群島之作為，是否符合有效統治要件。從比較之結果中，對我國未來

在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及東沙群島應有之作為，提出看法

與建議，希望有助於鞏固我國於該些群島之主權。 

    在參考上述文章之後，對於國際法院關於劃界的判例和島嶼制度

所產生的模糊地帶有更加深入的瞭解。從國際法院的判例中顯示出

「有效原則」(principle of effectiveness)和歷史證據的重要，法官在判

定島嶼糾紛時，往往是依據該當事國對該島嶼的控制能力和有效的歷

史證據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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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關於《海洋法公約》中的「島嶼制度」造成島嶼定義的模

糊地帶，也是需要釐清的部分。其認定島嶼的標準沒有制定出完整的

規範，造成日後判定島嶼的標準產生許多爭議。現今關於島嶼主權歸

屬的糾紛日益增多，各方也都會就島嶼性質、島嶼位置及政經考量、

交換價值、有主權爭議等其他因素列入考量的範圍，因此將「島嶼制

度」作詳細地分析實有其必要性。 

二、島嶼制度與國際法院關於島嶼主權歸屬的判例 

在《海洋法公約》出現之前，各國對於島嶼在劃界時的影響力以

及島嶼所能享有的管轄範圍就有持續的關注。自《海洋法公約》問世

之後，沿海國就可以根據《海洋法公約》所訂出的關於領海、鄰接區、

專屬經濟海域以及大陸礁層的界定範圍行使各自的管轄權及開發權。

因此，對於周邊有島嶼存在的沿岸國來說，佔領周邊島嶼不只可以擴

增本國的領海範圍，也意味著有更多專屬經濟海域的海洋資源可供開

發與利用。然而，在《海洋法公約》中的島嶼制度對於島嶼主權如何

劃定卻絲毫沒有提及，使目前的島嶼爭議愈趨繁雜，也因為沒有一個

界定的標準，關於島嶼主權歸屬的問題更是島嶼爭端當事國之間難以

化解的難題。 

    《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的「島嶼制度」中，闡述了島嶼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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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島嶼可以主張的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4
 

一、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

區域。 

二、除第 3 項另有規定外，島嶼的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

海域和大陸礁層應按照本公約適用於其他陸地領土的規

定加以確定。 

三、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

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 

    「島嶼制度」雖然解釋了島嶼所享有的海域空間以及如何分辨島

嶼和岩礁，但島嶼所產生的諸多複雜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根據「島

嶼制度」第 1 項的規定為「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

的陸地區域」，不過對於「高潮時高於水面」的標準便產生爭議。因

為在海水高潮時，島嶼露出地面的高度並沒有統一的標準。若島嶼在

海水高潮時僅露出海面一公尺，而另一島嶼可露出海面十公尺，在這

樣的情況下，有關島嶼露出水面高度的認定就會產生爭議。 

    而第 2 項的規定賦予島嶼享有與陸地領土相同的海域範圍，但第

                                                      
4
 島嶼制度的原文內容為 PART VIII Article121 REGIME OF ISLANDS：1. An island is a naturally 

formed area of land, surrounded by water, which is above water at high tide; 2. Except a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3, the territorial sea, the contiguous zone,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an island ar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applicable to other land territory; 3. Rocks which cannot sustain human habitation or economic life 

of their own shall have no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r continental shelf.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 Part VIII ： 請 參 考 聯 合 國 島 嶼 制 度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 

eements/texts/unclos/part8.htm。檢視日期：2014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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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的規定卻又充滿爭議，其規定為「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

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然而現今科技的

發達，讓岩礁也可以透過人工設施或加固工程而維持基本的人類居住，

再加上第 3 項關於維持人類居住的標準何在也沒有明確的定義，使得

島嶼歸屬問題的複雜性並沒有因為島嶼制度的建立而得到緩解。 

    由於《海洋法公約》在島嶼主權歸屬的問題上，並沒有很明確的

判定方式，因此當前島嶼主權歸屬紛爭之解決，仍需以國家間透過簽

署協議或共同提交國際法院以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來處理糾紛，因此在

面臨到此類糾紛時，往往會採取依循國際法院對於先前判例的過程和

結果來對照現今的糾紛狀況，而本研究將討論數個截至目前為止國際

法院與島嶼歸屬的重要判例如下： 

1. 1928 年帕爾瑪斯島仲裁案(Netherland v. U.S.) 

Island of Palmas Case  

2. 1933 年東格陵蘭島法律地位案(Norway v. Denmark)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3. 1932 年克里柏敦島仲裁案(France v. Mexico) 

Clipperton Island Arbitration 

4. 1953 年英法海峽群島案(France v. U.K.) 

Minquires and Ecrehos Case 

5. 1998 年西巴丹島與立吉丹島主權案(Indonesia v. Malaysia) 

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6. 2008 年白礁島、中岩礁、南礁主權歸屬案(Malaysia v. Singapore) 

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 /Pulau Batu Puteh, 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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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之研究途徑係以文獻分析法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為主，先蒐集相關之文獻資料，並將這些文獻資料作系統地

分析整理。資料的來源包括中英文之海洋法相關著作及專書、學位論

文、中英期刊論文、《海洋法公約》及相關條約、官方文件、國際法

院判決書、研討會文章、政府文書及相關報章雜誌之報導等，先將所

有文獻資料整理過後加以討論進而探討關於南海中島嶼主權歸屬的

糾紛在國際上是如何解決的。 

    第二個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法(Case Study Analysis)，首先詳細地

閱讀有關領土主權歸屬的國際法院判例以及相關條約，以法院判決的

結果來分析島嶼主權爭議的論點並以此來判斷島嶼的法律地位。最後

再將分析的結果檢視在南海中有法律地位爭議的島嶼，討論有關島嶼

的主權歸屬。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如前述，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主要在以「南海島嶼之法律地位」

為首要，首先闡明要檢視的島嶼以及討論「島嶼制度」所造成的模糊

地帶和影響，再來歸納相關的國際法院判例，最後釐清南沙群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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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地位爭議的島嶼及整理出關於島嶼主權歸屬的國際法院判例。 

    本研究在利用國際法院判例來釐清爭議島嶼的法律地位及主權

歸屬問題時，主要是針對法院的判決對島嶼主權歸屬的結果及影響，

並不涉及資源共同開發的部分，在此共同開發並不是本研究的討論議

題。 

    最後，關於島嶼的主權歸屬問題往往會擴及沿海國海域範圍的問

題，在此僅就南海中有主權爭議的島嶼，以討論「島嶼制度」對於島

嶼主權認定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利用國際法院關於領土歸屬問題的判

例為參考依據，最後針對南沙群島中的島嶼分析其主權歸屬的問題。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章節主要分為以下五個部分：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文獻分析與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五節 章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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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島嶼制度的規範與討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 121 條 

第一節 島嶼制度的形成背景 

第二節 島嶼的定義 

第三節 島嶼制度的分析 

第四節 各國實踐概況 

第五節 其他類似島嶼陸地區域之法律地位 

第六節 小結 

第三章 國際法院判例解析─領土主權之爭端 

第一節 領土主權取得之法源依據 

第二節 國際法院關於領土主權之判例解析 

第三節 小結 

第四章 以國際法院判例分析南海爭議島嶼的法律地位及主

權歸屬問題 

第一節 南海爭端的形成背景 

第二節 南海諸群島的地緣位置 

第三節 南海島嶼形勢 

第四節 南海島嶼主權聲索國之南海政策 

第五節 國際組織及會議對於中華民國擁有南海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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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首先第一章緒論，論述現今引發南海島嶼主權爭端的原因，加上

對「島嶼制度」以及國際法院有關領土主權歸屬判例的討論來說明本

研究的關懷主題，之後還有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

限制。本研究期望能提供一個在南海中關於島嶼法律地位、島嶼制度

的深度討論，並為南海島嶼主權糾紛作詳細的分析；第二章所要討論

的是「島嶼制度」對於島嶼法律地位的判別所產生的模糊地帶，首先

論述「島嶼制度」的形成背景，發現島嶼制度在實務上並沒有辦法真

正作為判別島嶼或島礁時的依據，因為島嶼制度只描述出關於島嶼的

基本要件，並沒有提供量化或規格的標準，接著逐條探討「島嶼制度」

中如何辨別島嶼與岩礁之間的爭議標準，之後根據觀察各國對於判決

的實踐結果提供南海島嶼主權歸屬問題的參考，最後提出類似島嶼陸

地區域例如岩礁、低潮高地、人工島嶼等作為島嶼的區別；在第三章

提出有關領土主權歸屬的國際法院判例，包括「帕爾瑪斯島案」、「東

格陵蘭島法律地位案」、「克里柏敦島仲裁案」、「英法海峽群島案」、「西

巴丹島與利吉丹島主權案」、「白礁島、中岩礁、南礁主權歸屬案」等

六個經典案例，歸納並分析不同判例中有關領土主權歸屬的判決過程，

討論國際法院如何解釋其關於爭議領土之認定方式和有關判定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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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過程，以及最後的判決結果會如何造成日後關於領土主權歸屬

判定之影響。除此之外，在「東格陵蘭島法律地位案」以及「白礁島、

中岩礁、南礁主權歸屬案」中，可以看出禁反言原則也是影響判決結

果的關鍵，一國的元首或可以代表國家行為之主體所言所行都可以代

表該國之行為；第四章將依照島嶼制度的規範提出五個在南海諸島中

具有法律地位爭議的島嶼，分別為：太平島、永興島、中業島、南威

島、彈丸礁等，並針對其情勢和建設情形作檢視。另外，關於南海爭

端國的主權主張在本章中也有敘述，這五國六方分別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華民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汶萊，這些國家都聲稱

擁有南海島嶼的全部或部分主權，因此本章先介紹數個爭議島嶼的周

邊環境概況，後梳理出五國六方的主張，並且以「島嶼制度」及國際

法院判例為基礎來歸納相關爭議島嶼在南海問題中的地位；最後經過

前幾章的討論及分析之後，本章將歸納「島嶼制度」以及國際法院判

例對於判定領土主權的方式，並整理南海中關於爭議島嶼可行的解決

方式，並且針對南海島嶼爭議提出個人之研究發現以及未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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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島嶼制度的規範與討論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                                     

島嶼制度是世界各沿海國所關注的議題。放眼各大海域，島嶼不

但廣泛分佈在各國沿海，也散佈在各大洋之中，有的分散，有的則是

形成群島，但是島嶼的大小與面積的多寡卻沒有被明確的規範。1因

此我們可以發現到將近 217 萬平方公里的格陵蘭島（Greenland）被

視為島嶼(island)，即使它的大小相當於歐洲 11 個國家的面積總和；2

相對而言，四面環海的澳洲卻被視為大陸(continent)，因此島嶼的認

定似乎不只是簡單的面積大小或是地理位置可以評斷的。根據相關統

計資料，世界上的島嶼總面積約佔陸地面積的 7%，而且每個沿海國

不論多寡都有島嶼的存在，其中更有 30 個以上的國家完全是由島嶼

或群島所構成的。3
 

隨著各沿海國家海權擴張，進而使得海域劃界的問題成為海洋法

領域當中備受關注的議題。海域劃界中「島嶼」的主權爭議經常成為

影響海域劃界的關鍵因素。因此，國際海洋法應當賦予島嶼在法律上

                                                      
1
 在此特別介紹「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又稱東南亞島嶼區，或是南洋群島）是世界上

最大的群島，散佈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上、東南亞和澳洲之間，由 2 萬多個島嶼組成。群島上

的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東帝汶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部分

地區。相關內容請參考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教育數位典藏」網站，http://meda.ntou.edu.tw。

檢視日期：2013 年 8 月 25 日。 
2
 根據生物地理學的分類，島嶼類型分為兩類：位於大陸邊緣上的大陸棚潛海灣稱之為「大陸島」

(Continental islands)，而由深海火山噴發或是珊瑚礁島所構成的島嶼稱之為「海洋島」(Oceanic 

islands)，而海洋島根據地質特徵又分為數種，然而這並非是本文討論重點，因此僅提及島嶼的

基本類型。相關概念請參考 A. R. Wallace, Island Life(London: Macmillan, 1880), pp. 229-233. 
3
 陳德恭，「海洋法中的島嶼制度」，趙理海主編，當代海洋法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7 年)，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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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定義，並對於島嶼所享有的海域管轄範圍給予規範。然而，即

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海洋法公約》)對於「島嶼制度」

(The Regime of Islands)提供了辨別島嶼以及可享有海域空間的相關

規範，但條文在解釋上卻造成許多分歧的見解，因此本章即在檢視島

嶼制度的內涵，內容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島嶼制度的形成背

景，從十九世紀海洋法公約的發展開始梳理其歷史脈絡；第二部分解

釋島嶼的構成要件，其分別為：自然形成、陸地區域、四面環水、高

潮時高於水面等四項；第三部分進行島嶼制度內涵之分析，就海洋法

公約中第 121 條島嶼制度的內容加以延伸與既有論述進行對話；第四

部分則是檢視各國實踐情況，針對英國、法國、冰島、紐西蘭、烏克

蘭、巴西與南海群島等案例進行回顧與討論；第五部分說明其他類似

島嶼陸地區域之法律地位，藉以補充案例所未提及之部分；第六部份

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島嶼制度的形成背景 

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海洋法公約》) 第八部分「島

嶼制度」(The Regime of Islands)中，僅有第 121 條單一條文的規定說

明，其內容為：4
 

                                                      
4
 島嶼制度的原文內容為 PART VIII Article121 REGIME OF ISLANDS：1. An island is a naturally 

formed area of land, surrounded by water, which is above water at high tide; 2. Except as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3, the territorial sea, the contiguous zone,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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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

地區域。 

二、 除第三項另有規定外，島嶼的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

區和大陸礁層應按照本公約適用於其他陸地領土的規定

加以確定。 

三、 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享

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  

 

從「島嶼制度」條文的第 1 項來看，內容雖然說明了判定島嶼的

要件，卻沒有更清楚地說明判定島嶼的具體量化標準，而這個模糊地

帶也造成日後島嶼認定的衝突點；第 2 項則是說明島嶼與其他陸地領

土享有相同的海域空間，雖然這個部分比較不具爭議，卻與第 1 項有

無法分割的關係，由於島嶼的判定涉及聲索國是否能夠行使其島嶼效

力，進而引發沿海各國島嶼主權的爭奪戰。除此之外，條文第 3 項的

內涵也存在諸多認定的爭議，例如：如何判定此島嶼有人為居住，以

及此島嶼如何維持本身的經濟生活等問題，由於大多沿海國的島嶼處

於原生狀態，若沿海國政府強制移民或透過軍隊進行開發，則此島嶼

是否就算能符合其要件？另外，由於現代科技進步使得資源探勘技術

日益精進，而各聲索國若是透過資源開採的計畫使得島嶼具有一定程

                                                                                                                                                        
continental shelf of an island ar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applicable to other land territory; 3. Rocks which cannot sustain human habitation or economic life of 

their own shall have no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r continental shelf.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 Part VIII：請參考聯合國島嶼制度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 

eements/texts/unclos/part8.htm。檢視日期：2014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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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經濟活動與滿足人類基本生活需求，是否也算是符合島嶼認定要件？

更進一步來看，條文第 3 項的內涵缺乏國家的實踐，因此沿海各國都

以自身最大利益的效果來進行解釋，而國際法院也沒有清楚地對此條

文做出明確定義和說明，使得島嶼認定標準相當分歧。 

為梳理島嶼制度的發展脈絡，我們可以從十八世紀開始出發，由

於此時各國積極擴張海權，因此對於小島(islet)、礁石(reef)或沙洲能

否主張領海，就引發許多爭議與利益衝突。在政治衝突方面，英國軍

艦於 1977 年在東佛瑞斯蘭(East Friesland)和博爾庫姆島(Island of 

Borkum)之間攔截吉布羅多號(Twee Gebroeders)。由於該區位於荷蘭

主張的領海區域，離海水低潮未覆蓋的 3 海里沙灘範圍內，而引起英

國軍艦是否有權攔截該船的問題。然而，英國法院拒絕那些獨立於大

陸之外的沙灘擁有領海的主張。另一項著名的案例則是安娜號(The 

Anna)，其在距離美國陸地 3 海里以外，由密西西比河流流出的泥沙

所形成的小島的 3 海里範圍內被英國軍艦所緝捕，這就引發這些島嶼

距離美國陸地 3 海里範圍內的海域是否由美國來保護的爭議。5
 

 經濟衝突方面，則是出現在十九世紀後期，由於此時海洋捕撈逐

漸興盛，許多國家開始建立專屬漁業區，因此島嶼對於建立專屬漁業

區產生範圍認定的問題。然而，當時並未對「島嶼」作出法律上的定

                                                      
5
 姜皇池，「論島嶼制度」，民主、和平與人權：陳隆志教授古稀祝壽論文集(台北：台灣國際法

學會，2006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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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只是透過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和多邊條約中提及島嶼概念作為建立

漁區的作用。其中，各國對於漁業權的主張可以回溯到 1882 年《北

海漁業公約》簽訂之前，法國當時建議各國從海岸低潮線和附屬島嶼

3 海里範圍內的海域範圍可以擁有其漁業權；德國則是建議在低潮時

露出水面的低地或海灘能夠擁有與「島嶼」類似的地位；而在同年的

5 月 6 日由英國、比利時、德國、法國、丹麥與荷蘭六國所簽訂的《北

海漁業公約》中，規定 3 海里的專屬漁業權力不僅適用於締約國之海

岸，同時也適用於這些國家的附屬島嶼和沿岸海灘，因此 3 海里形成

行使漁業權有效範圍的概念。6
 

 發展至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東海岸和西印度群島在漁業管轄權的

爭端中，在正式換文(exchange of notes)之後，島嶼地位在劃定漁區的

過程中再次重新獲得承認。1886 年美國國務卿貝亞德(Bayard)在此指

出，美國國務院認為國家主權之範圍可擴展到從沿海低潮線起算不超

過 3 海里的領海海域，不僅只是大陸海岸可以擁有其領海海域，甚至

島嶼也可以有領海海域。英國和美國也有類似的主張，同樣傾向承認

小島具有海域範圍，當時英國將其殖民統治的百慕達管轄區域範圍擴

展至距離低潮時可露出海面珊瑚礁外緣 1 海里的海域。7
 

  

                                                      
6
 陳德恭，同註 3，頁 235。 

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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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0 年海牙國際法編纂會議 

在國際法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島嶼制度」(The Regime of Islands)

最早是 1930 年在海牙所召開的國際聯盟法典編纂會議(the League of 

Nations Codification Conference at the Hague)中被提出。由 19 世紀沿

海國的國家實踐情況可以發現在劃定領海範圍時，小島及無人居住的

島嶼就與大陸的地位是相當的。 

而 1930 年海牙國際法編纂會議上，各國首次嘗試賦予島嶼法律

上的定義。由專家所組成的小組委員會(Th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f Experts)決議草案中的第五條規定：「若一國的海岸外，

有繼續不被淹沒的自然形成的島嶼，則應該從這些島嶼開始測算領

海」。8此規定主要有兩個概念，除了高潮時露出水面所自然形成的島

嶼 (an island must be above water at high tide)，也包含低潮高地 ( it is 

sufficient for an island to be above water at low tide)。然而在主張島嶼權

利方面，僅永久高於水面的島嶼可能擁有領海，而低潮高地則是在位

於大陸或其他島嶼的領海基線時才可擁有領海。9
 

二、 國際法委員會 

在海牙會議之後，海洋法規範的相關工作就由國際法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持續進行規劃，並由 1947 年成立的國

                                                      
8
 Hiran W. Jayewardene, The Re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Dordrecht/Boston/London: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 1990), p. 3. 
9
 Ibid.,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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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法委員會對海洋制度繼續進行編纂，其在 1956 年的報告中對於

1930 年的文字內容進行部分修改，將島嶼界定為：「永遠在高潮線之

上的陸地區域」(An area of land, which is permanently above high-water 

mark)。10但這段文句的修改被認為是不足的，當時就有國際法學者

B. Gidel 認為島嶼除了要同時具備四面環水之海床自然高地，以及高

潮時露出水面的基本條件之外，也必須同時擁有足以讓人類持續居住

的自然條件。11
 

三、 第一次海洋法會議 

1958 年在瑞士的首都日內瓦召開第一次海洋法會議，會議中美國

建議修正 1956 年國際法委員會所提議的草案，認為「島嶼是自然形

成的陸地區域，四面環水，並位於高潮水位之上」(An island is naturally 

formed area of land, surrounded by water, which is above water at high 

tide.)。12而此次草案文字的增減內容主要根據美國的建議進行修訂，

最後納入 1958 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 10 條第 1 項之中。 

雖然在《領海及鄰接區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及《大陸礁層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的內容皆對「島嶼制度」做了初步的規定和限制，但是在實踐

                                                      
10

 Ibid., p. 4. 
11

 宋燕輝，「由國際法觀點論沖鳥礁法律地位暨我國籍漁船『龍榮二號』在沖鳥礁日本所主張 EEZ

被扣罰款事件之適法性問題」，民主、和平與人權：陳隆志教授古稀祝壽論文集(台北：台灣國

際法學會，2006 年)，頁 82。 
12

 Clive R. Symmons, The maritime Zones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Boston/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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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面上，對於島嶼的認定仍存有許多的爭議空間，例如：是否能夠

就面積大小來判斷該土地是否為島嶼，或者高潮時土地應該露出水面

幾公尺等標準訂定問題。 

四、 第二次海洋法會議 

第二次海洋法會議於 1960 年 3 月 17 日至 4 月 27 日在日內瓦召

開，總共有 88 個國家代表參與。但是該次會議並未提及有關「島嶼

制度」的任何爭議性問題，而且在會議中也未達成任何結論。13
 

五、 第三次海洋法會議 

由於各沿海國對於「島嶼制度」的認定與適用仍存有諸多爭議與

討論，因此在 1973 年 12 月的第三次海洋法會議中許多國家都認為必

須重新定義島嶼的標準，而太平洋島嶼國家、希臘、羅馬尼亞、土耳

其及非洲國家都依據其自身地理環境與國家利益的考量來提出不同

的島嶼制度立場。14這些提案考慮因素主要有兩點：第一、從實用層

面上來看，海域管轄權的擴張範圍以及島嶼是否意味著擁有海域權利

的意見相左，這使得各國在國家疆界和公海與深海床制度的討論中無

法達成共識；第二、在政治層面上，新興發展中國家除了認為海域範

圍難以確切地劃分之外，另外對於前殖民時期所被劃歸的島嶼地位必

                                                      
13

 傅崐成，國際海洋法-衡平劃界論(台北：三民書局，1992 年)，頁 34-35。 
14

 宋燕輝，同註 11，頁 83。 



 第二章 島嶼制度的規範與討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條 

 

41 
 

須一併納入討論的範圍。15特別是剛獨立的殖民國家，其島嶼所擁有

的 200 海里專屬經濟海域將會產生海域重疊的問題，這時島嶼地位的

認定便成為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16
 

第三次海洋法會議第一會期主要是處理有關會議的組織及議程等

事項，實質處理爭議問題的會議則是在 1974 年 6 月第二會期之後開

始協商討論，有關「島嶼制度」的問題是由第二委員會負責，主要提

案內容如下：17
 

(一) 非洲 14 國聯合提案：18
 

1. 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之廣大自然形成之陸

地區域。 

2. 小島是指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之較小自然形成之

陸地區域。 

3. 岩礁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但在高潮時淹沒之自

然形成之岩礁高地。 

4. 低潮高地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於高於水面但在高潮時淹沒

之自然形成之陸地區域。 

5. 島嶼、小島、岩礁或低潮高地如位於其所屬國家的海岸附

近，即應視為鄰近。 

                                                      
15

 Hiran W. Jayewardene, Supra note 8, p. 5. 
16

 陳德恭，同註 3，頁 238。 
17

 陳德恭，現代國際海洋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24。 
18

 Hiran W. Jayewardene, Supra note 8, p. 5. 

  1. An island is a vast naturally formed area of land, surrounded by water which is above water at 

high tide. 

  2. An islet is a smaller naturally formed area of land, surrounded by water, which is above water at 

high tide. 

  3. A rock is a naturally formed rocky elevation of ground surrounded by water at high 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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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島嶼、小島、岩礁或低潮高地如非為於其所屬國家的海岸

附近，即應視為非鄰近。 

(二) 羅馬尼亞提案：19
 

在羅馬尼亞的提案中，其主張應辨別小島(islets) 及類似小島之

島嶼(islands similar to islets)，並在所提出的定義中加入可居住性和經

濟生活能力作為補充標準：20
 

1. 小島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之自然形成的陸地高

地，其面積小於 1 平方公里。 

2. 類似小島之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之陸地高

地(或海床明顯隆起之高地)，面積需大於 1 平方公里，且無

人居住或不能居住或不能維持其本身的經濟生活。 

1958 年的《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 24 條的規定，僅提及島嶼本

身可劃定領海，而依據各國的實踐情況來看，島嶼可以擁有 12 海里

的專屬漁區；《海洋法公約》則規定島嶼可以劃定領海、鄰接區、專

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同時在第 3 項的內容中規定「不能維持人類

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

然而，在《海洋法公約》中並未明確規範「岩礁」（rocks）的法律定

義；另一方面，人工島嶼能否比照適用自然形成島嶼所能取得的相關

權利，而在自然形成的岩礁上設有人工建築是否可以被視為是自然形

                                                      
19

 Myron H. Nordquist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A Commentary 

Ⅲ(The Hague/Londo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 333. 
20

 Hiran W. Jayewardene, Supra note 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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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島嶼便產生諸多爭議。 

1979 年，當時擔任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主席的 S. H. 

Amerasinghe指出 1979年 4月所討論的《經修正非正式彙整協商文件》 

(the Revised Informal Composite Negotiating Text)，有關島嶼制度的規

定尚可以有更進一步的協商。但是為了使各與會國能達成共識，故採

用了 1958 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 10 條較為模糊的島嶼定義，同

時再加上一項特別規定，亦即「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

活的岩塊，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層」。但是各與會國基於自身

利益的考量，以及在時間的壓力之下，1980 年後在聯合國海洋法會

議的進行期間各國並無對於島嶼制度的進一步討論。21因此在《海洋

法公約》中關於「島嶼制度」僅有第八部分中的第 121 條條文。22
 

1982 年 4 月，歷經長達十幾年的討論與修改後，《海洋法公約》

終於通過，並於 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效，截至 2014 年 2 月 27 日為

止已有 166 個締約方。23當初主席為了使會議能順利進行而沿襲 1958

年的《領海及鄰接區公約》，而往後各國也沒有機會再進一步將判定

島嶼的條文制定出可以量化規定的標準或是可以依循的判例，造成現

今各沿海國都以「能否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作為判別島

                                                      
21

 Jon M. Van Dyke and Robert A. Brooks, “Uninhabited Islands: Their Impact on the Ownership of 

the Ocean’s Resources,”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1983), p. 282.  
22

 宋燕輝，同註 11，頁 83。 
23

 請見聯合國官方整理資料：http://www.un.org/Depts/los/reference_files/status2010f.pdf。檢視日

期：20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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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與岩礁的區別，但隨之而來便是諸多的爭端和海域範圍糾紛。 

 

第二節  島嶼的定義 

長久以來，國際法學者對於島嶼的定義，以及可享有的權利時常

有其相左的意見。在 1930 年的「海牙國際法編纂會議」中，雖然該

次會議主要目的是處理關於領海寬度與性質，但卻沒有讓參加會議的

國際社會成員有機會對島嶼進行定義的工作。 

會議最後的結論僅為：「所有島嶼均有自己的領海，島嶼是永遠

高於高水面的陸地區域」。24（Every island has its own territorial sea. An 

island is an area of land, which is permanently above high-water mark.）

爾後在 1958 年的《領海及鄰接區公約》中對於島嶼的定義有部分共

識，最後才形成 1982 年的《海洋法公約》中的島嶼制度。 

 

一、島嶼的構成要件 

 《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1 項中規定：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

潮時高於水面所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若是從這項規定來看，島嶼有

以下四種構成要件：(一) 自然形成；(二) 陸地區域；(三) 四面環水；

(四) 高潮時高於水面，而最後一項可以說是對島嶼外在判斷條件的

中性描述，也是可以明確判斷的唯一基準。 

                                                      
24

 陳德恭，同註 3，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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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形成 

從島嶼必須是自然形成的規定來看，人工島嶼(artificial island)就

被排除是島嶼的可能性。然而最初是自然形成，後來因為氣候或者地

質等因素使島礁逐漸沒入水面而對其進行的人工補強（加固）方式是

否違反自然形成的這項要件則有待商榷。 

根據《海洋法公約》第 60 條第 8 項之規定：「人工島嶼、設施和

結構不具有島嶼地位。它們不能擁有自己的領海、專屬經濟海域或大

陸礁層界限的劃定。」唯一例外的是針對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進行補

強工程，由於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因海浪侵蝕而沒入海中，因此並不影

響此陸地區域作為島嶼的要件。Clive Symmons 認為保全(preserve)陸

地區域之島礁地位與製造(create)陸地區域取得島礁地位是兩種不同

性質的措施，一國若只是保全陸地區域的行為並不損其島嶼的法律地

位。25以上的論點筆者認為是合理的，若國家對於正在消失的領土不

能進行任何人工的加固工程，對於沿海國而言將會造成其海域權利的

消失，特別是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將會使得保全陸地的加固工程成

為常態。26
 

另一方面，《海洋法公約》對於島嶼是否能施加人工設施並沒有

明確的規定，但不能因此將公約解讀為不能進行任何的人工工程，各

                                                      
25

 宋燕輝，同註 11，頁 87。 
26

 特別是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許多島嶼國家（如：馬紹爾群島及馬爾地夫等國家）正面臨消

失的危機，因此透過補強工程避免領土消失應該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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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於佔有的島嶼勢必會建立人工設施來說明其開發的情形。在各國

的實踐之中，中國對於其佔領的赤瓜礁；馬來西亞的彈丸礁；越南的

南威島等，都可以見到人工的建築或設施。然而，美國學者 Jon M. Van 

Dyke 認為不論是中國對於西沙群島的建設，還是日本對於沖之鳥礁

的人為加固工程都使那些島嶼成為人工島嶼，已經不符合《島嶼制度》

中自然形成的要件，但是筆者認為沖之鳥礁屬於特例，由於此礁並不

具備 121 條第 2、3 項的要件。27是此，除了不論是人工設施或是人工

加固的目的受到質疑之外，其對於自然形成的要件也沒有明確的定論，

這將使得這項規定受到諸多挑戰。 

 

(二) 陸地區域 

陸地區域指的是必須與海床銜接並屬陸地之性質(terra firma)，必

須具有相當程度之永久性。因此一旦某一陸地區域因風化、海水侵蝕、

海平面上升、外力破壞或其他人為及自然災害而沉入水中，其就不具

有島嶼地位。28
 

 另外，島嶼也必須是由硬質岩石所構成的陸地，若是由砂質或珊

瑚礁構成的，前者為「沙洲」；後者應為「珊瑚礁」，這些都不是構成

島嶼必須為陸地區域的要件，因此都不具有島嶼的法律地位。 

                                                      
27

 Jon M. Van Dyke, “Legal Status of Islands-with Reference to Article 121(3)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http://web.archive.org/web/20011102113630/www.hawaii.edu/law/facpubs/K 

oreanPaper-Islands12999.htm。檢視日期：2014 年 8 月 11 日。 
28

 宋燕輝，同註 11，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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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條件來看，其他像是有人居住的船屋、漂浮在海中的冰

山或者是鑽油平台設施等等建築物都是由人工建造，則不應該被認為

是島嶼。 

(三) 四面環水 

 對於島嶼應是四周都被海水環繞的要件，基本上沒有太大的爭議

點，指出島嶼的地理位置必須與大陸分離，不論距離沿海國多遠或多

近。因此若是島嶼與大陸陸地有沙洲連接，或是形成像半島的地形都

不被認為具有島嶼的特徵。29
 

(四) 高潮時高於水面 

 此項要件至關重要，高潮時高於水面就可以區別島嶼和低潮高地

(low-tide elevation)或暗礁等其他地理特徵。早在 1930 年的海牙國際

法編纂會議中，島嶼被認定為是四面環水的陸地區域，並永久高於高

潮水面(permanently above high-tide-mark)。30
1958 年的日內瓦《領海

及鄰接區公約》第 10 條與《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1 項有關島嶼

的定義雖然都沒有加入須「永遠」高於水平面的文字，但條文的英文

為 ”is above water at high tide”，其時態為現在式的 is，表示在高潮時

必須持續在水面上。31
 

 此項要件會受到漲潮高度並沒有明確規範之影響，若是遇到特殊

                                                      
29

 姜皇池，同註 5，頁 115。 
30

 Clive R. Symmons, Supra note 12, pp. 42-43. 
31

 宋燕輝，同註 11，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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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像是颱風的來襲時，有可能就會沒入水中，因此在 1954 年的提

案中國際法委員會加入「在正常情況下」(in normal circumstances) 此

種意見。然而，也有學者認為此判斷基準的高潮線應該是由相關國家

官方所承認海圖所標誌之高潮線。32
 

 接著在島嶼制度第2項中規定，只要是符合第1項定義中的島嶼，

即可主張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之權利，而未提及

面積或人口等因素，因此第 2 項也是以中性描述為之，在適用上不致

於引發太多的爭議，但目前對於享有管轄空間的確定，或是海域重疊

空間的劃界，仍然存有討論的空間。 

 最後，在島嶼制度第 3 項的規定中並沒有提供明確的標準，這導

致「島嶼制度」在適用上往往會引發爭議，其中提到「不能維持人類

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條文，其並無說明要維持如何的經濟生活

才能成為島嶼，因此在國際上都會參照國際法權威學者的見解，發揮

澄清作用，而且對於規則的形成具有潛移默化之作用。 

 

第三節  島嶼制度之分析 

 從字面上來看，「島嶼制度」的第 1 項和第 2 項的規定並不會引

起太大的爭議，除了上一節所提到的海水高潮之標準還有待商榷外，

這兩項規定對於島嶼的特徵和形成要件以及可享有的海域範圍都有

                                                      
32

 姜皇池，同註 5，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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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說明。 

 「島嶼制度」的第 3 項規定：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

活的岩礁，不應享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此項規定自 1982 年

《海洋法公約》成為國際社會所遵循的法律之後就成為爭議最多的規

定。從條文文字來看，「岩礁」應該具有島嶼的地位。Jonathan I. Charney

教授認為高潮時露出水面的岩礁也是島嶼的一種。即使在第 121 條第

3 項的限制之下，被認定為「岩礁」的地理環境無法主張專屬經濟海

域或大陸礁層，但還是可以主張有領海和鄰接區。33
 

 換言之，分辨岩礁和島嶼的標準是島嶼「能否維持人類居住或其

本身經濟生活」，然而，這項規定又可分成一、能否維持人類居住；

二、能否維持本身經濟生活兩個面向來分析，對於這兩個部分《海洋

法公約》並沒有明確的認定標準和條件，因此產生很大的爭議之處。

「能否維持人類居住」指的是須「長久性居住」或可「季節性居住」？

而「維持本身經濟生活」指的是可以依靠人力補給或者是須依靠當地

的自然資源維生等問題，這些問題在規定中都沒有做出說明，各國可

以依其可獲得的最大利益來解釋，以爭取最大的海域空間。 

一、維持人類居住 

 「維持人類居住」這句話是否描述人類應該是一個有組織的社群？

                                                      
33

 宋燕輝，同註 1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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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居住在該地的人數應到達多少才能算是社群？是否應定出一個明

確的範圍？這些人的身分為何？是原住民？是漁民？是採礦者？或

是軍隊或者是科學家等，而居住在此的時間是永久居住還是季節性居

住？34美國的 Jon M. Van Dyke 教授從人口數量上進行判斷，認為要

符合「維持人類居住」的條件就必須有 50 個以上常住人口，而這類

島嶼才可享有專屬經濟海域，因為《海洋法公約》規定專屬經濟海域

的原因在於將開發與管理當地資源的責任交給沿海居民是適宜的。35

當無人居住時就失去此份責任的意義，因此有人居住的島嶼才能主張

專屬經濟海域，並認為最好是永久性居住。36
 

 此外，若要符合「維持人類居住」的要件，淡水是不可或缺的要

素，學者王冠雄教授即認為島嶼本身是否能提供島上居民足夠的淡水

應是主要的判斷依據。37然而「岩礁」因其本身無法產生淡水就不能

維持人類居住的論點卻有爭議。由於現今科技快速發達展，使得沿海

國可以隨時運送淡水到岩礁上；況且有些島嶼上雖然有淡水，但是因

為氣候或所在位置的關係導致淡水無法供應島上居民的使用，也必須

從陸地上支援。如此一來，淡水就不能成為判定岩礁是否能維持人類

                                                      
34

 宋燕輝，同註 11，頁 89。 
35

 Jon M. Van Dyke, “Legal Status of Islands-with Reference to Article 121(3)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http://web.archive.org/web/20011102113630/www.hawaii.edu/law/facpubs/K 

oreanPaper-Islands12999.htm。檢視日期：2013 年 8 月 11 日。 
36

 Mark J. Valencia, Jon M. Van Dyke & Noel A. Ludwig, Sha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Hague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7), p.27, 43, 45.  
37

 王冠雄，「析論國際海洋法中之島嶼制度─以日本『沖之鳥』礁為例」，律師雜誌，第 327 期(2006

年 12 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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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標準。 

 住民的性質成為另一個影響有無人居住的原因，住民是否必須單

純依賴島上的資源生活，或者是可以依賴外來支援的居民。有學者認

為軍事占領就會改變島嶼的性質，駐軍便代表該島可以維持人類的生

活居住，因此也享有大陸礁層的範圍；但也有其他學者認為不論是軍

隊或是燈塔管理員這種具派遣性質的住民都不能被視為島上有居民

的證據，因為此種居住都必須仰賴該國陸地上的資源。第三次聯合國

海洋法會議預備工作會議資料中表示，具有維護和科學的目的所部屬

在島上的人員不應列入是否有人員居住的標準，但資料上也沒有指出

需要永久性居住。38因此，像是漁民為了躲避風災或者是有特定目的

而暫時居住在島上的住民能否解讀成有人類居住等問題依然還存有

爭議。 

二、能否維持本身經濟生活 

 此項要件成為更具爭議的文字，「本身」究竟指的是岩礁自身的

資源，還是包含領海 12 海里海域的資源？而「經濟生活」指的是商

業性經濟生活抑或是學術性生活？假設在岩礁上建造燈塔、氣象觀測

站或是廣播電台還有像是規劃觀光生態之旅以及潛水等是否也算是

「經濟生活」？另外還有 12 海里領海能否算是利用島嶼本身及周遭

                                                      
38

 宋燕輝，同註 1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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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的資源而維持「經濟生活」？這些問題都造成「島嶼制度」第 3

項在解釋與適用上的困難。 

 美國的 Charney 教授認為，《海洋法公約》認為岩礁不可享有專

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並不否定岩礁在「高潮時高於水面自然形成

的陸地區域」的情況下可享有領海和鄰接區。由此可推知，岩礁領海

的資源也可算是岩礁可維持本身經濟生活的資源，因此符合「島嶼制

度」的規定範圍。他也認為，此處的經濟生活不應只限於傳統的第一

級產業，特定地理特徵若發現擁有高價值油氣蘊藏或其他具有價值的

特性，例如在領海中有豐富的生物資源，或者在其上建立賭場營利等，

諸如此類的經濟開發可以換取外部資源以填補岩礁上所缺的資源，都

使該岩礁不受《海洋法公約》第 3 項的限制。39
 

 岩礁領海內若具有豐富的生物資源或者是海床所蘊藏具高經濟

價值的油氣或礦物等，都可以使該區域的人民具備維持經濟生活的能

力，但如果將標準放寬到領海範圍的話可能會造成檢驗的不公平性。

這種情況取決於資源受到開發與否來判定，岩礁領海內的資源若未開

發，其本身又不能維持生活能力，則當然不被視為島嶼；反之，拜科

技所賜，領海內的資源若妥當開發，居民的經濟能力就可以得到滿足，

該岩礁就可以成為島嶼，而且海域範圍可以擴張至專屬經濟海域及大

                                                      
39

 Jonathan I. Charney,“Rocks that Cannot Sustain Human Habita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3, No.4 (1999), pp. 86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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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礁層。若領海內的資源可以成為提供岩礁上人民生存的來源，如此

所有的岩礁幾乎都具備維持自身經濟生活的能力，這也成為國際法學

界在解釋自身經濟生活的條件上造成歧異的部分。 

 總之，能否維持本身經濟生活的解釋尚存有很大的空間，很多國

家都想利用建設燈塔或駐軍等來說明其對岩礁的開發情形。因此由國

際司法判例解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之適用並沒辦法得到滿意的

解決之道，國際法院或相關仲裁庭的判例大都是審理島嶼在海域劃界

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產生的效力為何，幾乎沒有判例是解決島嶼是否可

以主張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的爭議。40
 

 

第四節  各國實踐概況 

 國際上關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3 項之適用與解釋

之國家實踐的例子有：英國-Rockall 岩礁 、法國-Clipperton Island 、

冰島-Kolbeinsey Island、烏克蘭-Serpents Island、巴西-St. Peter & St. 

Paul Rocks、以及目前亞洲東南亞地區最具爭議的南沙群島( Spratly 

Islands )等，在此列出幾個較具代表性的有關島嶼涉及海域管轄空間

的國家實踐情形： 

  

                                                      
40

 宋燕輝，同註 11，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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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國 Rockall  

 英國的 Rockall 岩礁位於北大西洋英國蘇格蘭西北海岸約 160 海

里，為火山的殘跡，最大寬度 27 公尺，高度 23 公尺，其屬英國之領

土，但不適合人居且亦無人居住。 

1976 年英國制定漁業範圍法案，主張自其領海基線量起 200 海里

之專屬漁區。之後英國的一份海域地圖上將 Rockall 四周畫出 200 海

里之專屬漁業區。此舉立刻引起愛爾蘭、冰島及丹麥之抗議。愛爾蘭

認為英國的作法違反了當時仍然在討論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3 項有關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

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的規定。1997 年當英國加入《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時表示放棄 Rockall 四周 200 海里漁區之主張，其他爭端

國也隨之放棄。41
 

 

圖 2-1 羅卡爾島 

                                                      
41

 宋燕輝，同註 11，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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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羅卡爾島位置 

資料來源：http://www.theguardian.com/uk/2013/may/30/who-owns-rock 

all-legal-history-hancock；http://en.wikipedia.org/wiki/Rockall，檢視日

期：2014/03/21。 

 

二、法國 Clipperton Island 

 克里柏敦島是一個位於東太平洋墨西哥海域的荒島，面積大約為

6 平方公里的圓形珊瑚環礁，最高點大約高 20 公尺，唯一的經濟活

動是漁業，屬於法屬玻里尼西亞的託管之下。最早有關此地的記載在

於 1521 年，隨後 1705 年，英國海盜約翰‧克里柏敦（John Clipperton）

在此登陸，其後便以他的名字來為這個島嶼命名。1836 年，西班牙

海軍發現此地，便對此地實行統治。1858 年後法國政府對此地聲稱

擁有統治權。不過，自西班牙手上獨立的墨西哥也聲稱對克里柏敦島

擁有主權，更因此與法國出現領土衝突。1931 年，在義大利國王 Victor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ck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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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 Ⅲ的仲裁下，判定克里柏敦島屬於法國，而國際間也正式

承認此地為法國所有。42
 

    然而，法國卻沒有明確的證據指出克里柏敦島具有人類居住或其

本身經濟生活的能力，雖然過去曾有少數人在島上居住，但其生存實

際上是依賴外來的援助，該島也顯然不具有維持自身經濟生活的能力，

因此法國應不適宜根據克里柏敦島而主張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

但目前國家包含墨西哥在內並沒有對法國提出相關之抗議。 

 

 

圖 2-3 克里柏敦島位置 

                                                      
42

 Surya P. Sharma,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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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克里柏敦島樣貌 

資料來源：http://cordell.org/CI/CI_Galleries/CI_Gallery_short/CI_Galler 

y_short.html，檢視日期：2014/03/21。 

 

三、冰島 Grimsey Island 

 格里姆賽(Grimsey Island)是一個距離冰島本島 40 公里的小島，高

約 104 公尺，適合人類居住，在 2011 年時大約有 86 名居民，大都從

事第一級產業維生，島上有商店、餐廳、小型海港及飛機場。43另一

個距離格里姆賽大約 74公里的Kolbeinsey Ridge，位於北大西洋北部，

是由火山爆發形成的，主要構成物質為玄武岩熔岩，當中含有裂縫及

水泡，在海水及冰河的侵蝕作用下，大量土地流失。 

 1996 年，由於丹麥漁船在 Kolbeinsey Ridge 北方海域與冰島海岸

                                                      
43

 Wikipedia, Grimsey,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C3%ADmsey。檢視日期：201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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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衛隊的巡邏艇發生衝突，於是兩國展開漁業管轄權與大陸礁層之談

判。1997 年 11 月 11 日由丹麥王國的自治區─格陵蘭和冰島共和國為

了劃分大陸礁層以及漁業管轄權之疆界而簽定《丹麥王國和格陵蘭地

方政府為一方，冰島共和國政府為另一方，關於劃分格陵蘭和冰島之

間大陸礁層和漁區邊界的協議》(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 along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Greenland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celand on the other hand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Fishery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Iceland )，此協議以冰島

與格陵蘭間等距中線劃定分界線。44但丹麥並不同意冰島以 Grimsey

和 Kolbeinsey 兩島嶼作基點向外主張 200 海里專屬經濟海域，最後協

議賦予 Grimsey Island 全效力，Kolbeinsey Ridge 則可有 0.3 的部分效

力，主要是依據 Grimsey Island 有人居住且可維持生活，而 Kolbeinsey 

Ridge 無人居住且土地面積正逐漸流失中。 

 

                                                      
44

 Jonathan I. Charney & Robert W.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 4, (The 

Hague/ London/New York :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2), pp. 2941,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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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Grimsey Island 全貌 

資料來源：http://www.akureyri.is/grimsey/myndasafn/loftmynd，檢視日

期：2014/03/21。 

 

四、烏克蘭 Serpents Island 

 蛇島是位於黑海多瑙河三角洲附近的一座島嶼，現屬烏克蘭敖德

薩州管轄。蛇島的名稱譯自羅馬尼亞語，烏克蘭稱之為茲梅伊內島

(Zmiinyi)。 

 該島最初由古希臘人命名為 Λευκός ，意為「白色的島嶼」，因

為該島上有豐富的白色大理石而得名。島上有許多古希臘文化遺迹。

在奧斯曼帝國時期該島被命名為 Fidonisi （希臘語「蛇島」之意）。

後該島曾一度被俄羅斯帝國佔領。羅馬尼亞獨立後該島屬羅馬尼亞所

有。1948 年，蘇聯強迫羅馬尼亞將蛇島移交給當時的蘇聯加盟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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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烏克蘭。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繼續控制該島，羅馬尼亞持續表示抗

議。在1995年羅馬尼亞向烏克蘭提出包括蛇島在內的領土歸屬問題，

要求重劃兩國邊界，遭烏克蘭方面反對。兩國關係一度陷入緊張狀態。

直到 1997 年，烏克蘭和羅馬尼亞兩國外長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簽署了

《烏克蘭和羅馬尼亞友好、睦鄰、合作條約》，才解除了兩國關係的

緊張狀態，並承諾雙方不向對方提出領土要求，烏克蘭則保證不在蛇

島上部署進攻性武器，同意通過談判解決海上邊界問題，在問題解決

之前任何一方都不開發爭議海區的資源。 

此後，在黑海發現的油氣資源愈來愈多，2002 年，由數國專家組

成的科學考察小組對黑海海地進行探勘後發現黑海海底有一個巨大

的油氣田。後來，羅馬尼亞為了進入北約（要求加入北約的候選國不

能與其鄰國有任何領土爭端）於2003年6月17日與烏克蘭簽署條約，

正式承認蛇島歸烏克蘭所有。2004 年羅馬尼亞和烏克蘭進行數輪談

判後一直得不到共識，羅馬尼亞向海牙的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國

際法院對兩國在黑海上的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進行劃分。 

 2009 年 2 月 3 日，國際法院就羅馬尼亞與烏克蘭對黑海大陸礁層

及專屬經濟海域劃界和蛇島法律地位問題做出判決。羅馬尼亞和烏克

蘭存在爭議的區域約有 80%判歸羅馬尼亞所有。法院依據衡平原則劃

定兩國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界限，使羅馬尼亞擁有附近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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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0 平方公里蘊藏大量石油及天然氣資源的大陸礁層，而烏克蘭則

失去蛇島周邊的大陸礁層權利。 

 在此案中，蛇島只被賦予 12 海里領海，而不具有專屬經濟海域

和大陸礁層，爭議的焦點在於羅馬尼亞在訴訟期間向國際法院提出

《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3 項的規定，指出蛇島為不能維持人類居

住或其經濟生活的岩礁；但烏克蘭卻指出蛇島為符合《海洋法公約》

第 121 條第 3 項之島嶼，因為蛇島上也有植被和淡水供應，基本上可

供應人類生活，因此符合《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3 項的規定。法

院在判決指出，由烏克蘭主要陸地起算的東界海域範圍已可充分將由

蛇島起算的東界海域範圍納入。因此，即使蛇島適用《海洋法公約》

第 121 條第 3 項，也不影響其結果。45所以法院認為不需要考慮蛇島

是否適用《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的問題，最後判定

蛇島只擁有 12 海里領海。但是對於蛇島是否為「島嶼」或「岩礁」，

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解釋。 

                                                      
45

 Case Concerning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 (Romania v. Ukrain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3 February 2009, para. 17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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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蛇島判決劃界圖 

 

圖 2-7 蛇島全貌 

資料來源：http://news.bbc.co.uk/2/hi/europe/7867683.stm；http://ukrmap. 

su/en-g9/900.html，檢視日期：2014/03/21。 

 

五、巴西 St. Peter & St. Paul Rocks 

巴西所屬聖彼得和聖保羅岩礁位於南大西洋，距離巴西 Natal 市

東北邊約 950 公里，包括 12 個小火山岩塊，總面積約為 10,000 平方

公尺，最高的是西南岩塊，高出水面 22.5 公尺，岩礁上有一個於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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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建立的燈塔，高約 6 公尺，離燈塔南方約 20 公尺有一座供軍事

與研究人員使用的簡易居所。46
 

2004 年 5 月 17 日巴西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6 條第 8 項

規定，透過聯合國秘書長向大陸礁層外部界限委員會提交巴西大陸礁

層之外界限圖。從圖中可知，巴西主張 St. Peter & St. Paul Rocks 有大

陸礁層。此舉似乎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3 項之規

定，美國也對巴西的大陸礁層外界限申請產生質疑，但並未 St. Peter & 

St. Paul Rocks 可以具有大陸礁層提出質疑。47由於巴西與鄰近國家間

並沒有出現海域重疊之衝突，因此其他國家亦無對巴西的提案提出任

何異議。 

                                                      
46

 Wikipedia, St. Peter & St. Paul Rocks,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int_Peter_and_Saint_ 

Paul_Archipelago。檢視日期：2014/4/30。 
47

 美國提交大陸礁層界線委員會之信函，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 

s_files/submission_bra.htm。檢視日期：201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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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St. Peter & St. Paul Rocks 地理位置 

 

圖 2-9 岩礁上的燈塔 

資料來源：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6320711 

003120；http://www.py2yp.com/spsprocks/，檢視日期：2014/03/21。 

 

 

http://www.py2yp.com/spspr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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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沙群島 Spratly Islands 

 南海諸島位於中國東南方廣闊的海域，北起北緯 21 度附近的北

衛灘，南至南緯 3 度 40 分附近的曾母暗沙，西起東經 109 度 30 分的

萬安灘，東至 117 度 50 分的黃岩島，總面積海域達 360 萬平方公里，

由兩百多個由珊瑚礁構成的島嶼、沙洲、礁、灘等組成。整片海域呈

延伸走向，由位於東北的台灣拉出西南方向的軸線長度約1500海里，

而較短的軸線則自越南至沙巴(Sabah)，約為 480 海里長，48包括東沙

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和位於中沙東南的黃岩島，以

上稱之為「南海諸島」。49由於其地理位置位於溝通太平洋的重要航道，

因此近幾年成為亞洲新興的討論議題。 

 由於南海海域中蘊藏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時又是太平洋與印度洋

之間的重要航道，自 1970 年代開始，南海周邊諸國：如越南、馬來

西亞、菲律賓等先後對南沙、西沙、中沙提出主權要求，不僅用武力

也藉由許多外交管道侵占南沙群島中的部分島礁，在島礁上各自進行

開發，使得南沙群島的海域情勢最為緊張。根據 1968 年聯合國亞洲

暨遠東經濟委員會(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 ECAEF ) 所成立的「亞洲外島海域礦產資源聯合勘

探協調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48

 王冠雄，南海諸島爭端與漁業共同合作( 台北：秀威資訊，2006 年)，頁 1。 
49

 沈克勤，南海諸島主權爭議述評( 台北：學生書局，2009 年)，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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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in Asian Offshore Areas, CCOP ) 之探勘報告指出，越南沿岸

鄰近海域、南沙群島東部和南部海域蘊藏豐富的油氣資源，可供開採

的石油約佔全球的 12%。50
 

 至今對於南海海域產生爭端的國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

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等五國六方。目前東沙群島完全

在中華民國的控制之下，而中國大陸則完全掌握了西沙群島，此外中

華民國、中國大陸、菲律賓和越南的主權主張包括了整個南沙群島及

其周邊海域，而馬來西亞和汶萊雖沒有主張全部島嶼的主權，但卻主

張有兩百海里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的經濟權利。為了避免南海爭

端引發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持續升高，2002 年 11 月 4 日，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東盟 10 國於柬埔寨金邊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共十款，其後卻沒有再制訂出一套行為準則，致使南海爭端之沿海國

都各自擁護自己的主張。2010 年美國結束中東地區事務之後即宣布

「重返亞洲」，不僅對東南亞國家進行軍事援助之外，也不斷積極參

與有關亞洲地區事務的會議，並在會議呼籲各方建立「南海行為準則」，

美方也希望中國能參與建立有法律拘束力的「行為準則」，但中國認

為此為東協與中國的事務，美方不宜插手為由拒絕。 

 其實，就檯面上的南海紛爭來看，南海周邊諸國對這些只能勉強

                                                      
50

 趙國材，「從國際法觀點論海峽兩岸共同合作開發南海油氣資源」，軍法專刊，第 56 卷第 5 期，

(2010 年 10 月)，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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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的小島產生如此激烈的主權糾紛，無非是為了希望藉由佔有這些

小島的主權來擴張自身的海域範圍，進而擁有探勘和開發海底下豐富

的礦藏之權利。各國對於「島嶼制度」的第 3 項解釋各自表述，莫不

希望可以得到更多開採南海所蘊藏資源的權利。而關於南海島嶼爭端

之詳細情形會在本文的第四章作更為詳盡的說明及分析。 

 

圖 2-10 南海諸島圖 

資料來源：http://maritimeinfo.moi.gov.tw/marineweb/img/%E5%8D%97 

%E6%B5%B71.jpg，檢視日期：2014/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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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其他類似島嶼陸地區域之法律地位 

 根據《海洋法公約》第 1 項中之規定，「島嶼為四面環水並在高

潮時高於水面之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因此只要某一陸地區域符合

自然形成、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突起物即可視為島嶼。

因此不論是海洋中的火山突起(volcano eruption)、高潮高地(high-tide 

elevation)、岩礁(rock)或礁石(reef)等，都可視為公約規範下的島嶼。 

 但目前在《海洋法公約》中，已為低潮高地(low-tide elevation)、

岩礁或礁石提供相關定義及規範，也為人工島嶼(artificial island)提供

不同之適用規則。筆者在此進一步討論岩礁、低潮高地、人工島嶼等

「類島嶼」在《海洋法公約》中之法律地位，以利讀者和前述島嶼制

度下之島嶼做辨別。 

 

一、岩礁 

岩礁並未在《海洋法公約》中或其他會議中被明確定義，Charney

教授曾說明岩礁之定義，如同海洋法中的大陸礁層並不反映科學上的

定義。51另外學者 Jon M. Van Dyke 與 Bennett 也同意應排除將岩礁放

在地理學上的定義之必要，因為從地理學上來看岩礁會導致不合理之

結果。52因此字典中純地質的岩礁定義應被排除在島嶼制度的解釋之

                                                      
51

 Jonathan I. Charney, Supra note 39, p.870. 
52

 Jon M. Van Dyke & Dale L. Bennett, “Islands and the Delimitation of Ocean Sp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cean Yearbook 1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77. 



 第二章 島嶼制度的規範與討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條 

 

69 
 

外；但從條約的上下文推敲來看，岩礁似乎是島嶼的一種。Charney

指出，《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3 項的岩礁跟第 1 項所規定之島嶼

定義一致，「島嶼制度」這個標題表示該條文中的地理特徵都是島嶼，

包括第 3 項的岩礁，若岩礁不是島嶼的話，就不需要有關於岩礁所具

海域空間之例外規定。53是此，可以得知岩礁和島嶼的定義可以合用。

換言之，島嶼和岩礁在 121 條第 1 項的規定之下，都具有四面環水、

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 

 至於岩礁應具有多大的面積才能算是島嶼，學者 Hodgson 認為岩

礁面積應小於 0.0025899881 平方公里(0.001 平方英里)，而其所定義

的岩礁面積遠小於國際海道測量組織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所定義介於 1 至 10 平方公里的小島面積。54
 

表 2-1：Hodgson 與 IHB 對於島嶼面積之比較表 

類 型 Hodgson IHB 

岩 礁 小於 0.0025899881 m
2
 小於 1 m

2
 

小 島 介於 0.0025899881 到 2.589988 m
2
 介於 1 至 10 m

2
 

小 島 嶼 介於 2.589988 到 2589.98811 m
2
 介於 10 到 100 m

2
 

島 嶼 大於 2589.98811 m
2
 介於 100 到 1,000,000 m

2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註 1：統一計算單位為平方公里。 
註 2：請參考 Robert D. Hodgson, “Islands: Normal and Special Circumsta- 

nces,”in John King Gable Jr. & Guilio Pontecorvo eds., Law of the Sea: 

The Emerging Regime of the Oceans(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pp.150-151. 

                                                      
53

 Jonathan I. Charney, Supra note 39, p. 864. 
54

 E.D. Brow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ntroductory Manul, Volume 1, (Dartmouth, 1994),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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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數據懸殊的差異，顯示出定義岩礁與島嶼面積大小的困難。

是此，在《海洋法公約》中並沒有採用面積來區別岩礁與島嶼的相關

規定，畢竟每個島嶼的條件與狀況皆異，若統一規定量化的標準，將

可能導致不客觀的結果。因此在《海洋法公約》中主要是以質化的標

準來檢視，若岩礁要能主張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就必須要能滿

足「維持人類居住」或「維持其本身經濟生活」任一項要件，若不能

符合以上兩項要件之岩礁，就不應享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 

二、礁石 

一般地理學上的「礁石」，指的是水面四周由一連串的岩礁、珊

瑚礁、砂礫或沙洲所構成的狹窄海脊。礁石通常是被水面所覆蓋，但

可能在低潮時可看得見。55礁石可分為三種主要類型：一、岸礁

(fringing reef)
56：大陸或島嶼岸上造出的海面淺灘。二、堡礁：(barrier 

reef)：在島嶼或大陸的礁湖之外。三、環礁(atoll)：由不規則的馬蹄

形或環狀礁石所包圍的礁湖。57
 

礁石的問題在於它們有無遭淹沒的可能性，即在高潮時淹沒、在

低潮時露出水面，且礁石可能位於環礁上的島嶼領海寬度以外的地方，

                                                      
55

 Hiran W. Jaywardene, Supra note 8, p. 89. 
56

 珊瑚礁是生物作用所堆積的地形構造，形態各異，最早將珊瑚礁進行分類的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他按照火山島基質與珊瑚礁的相對關係，將珊瑚礁分為裙礁、堡礁和環礁三

類，三者的發展有一定的順序，而裙礁在海洋法公約的翻譯上稱為「岸礁」。詳細請參照臺灣

師範大學，「全人教育百寶箱」網站：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234。檢視日期：

2014 年 5 月 28 日。 
57

 Hiran W. Jaywardene, Supra note 8,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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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這種礁石是否可以被視為基線？1953 年國際法委員會中專家委員

會曾就環礁和礁石的問題提出「再特別海圖上標記的珊瑚礁外緣，應

被作為測算領海之低潮線」，但該意見並未被採納。雖然在 1958 年的

日內瓦會議中亦有相關討論，然而卻沒有形成規定。礁石之規定，是

由太平洋四島國─斐濟(Fiji)、紐西蘭(New Zealand)、東加王國(Tonga)、

西薩摩亞(Western Samoa)共同提案，經過多次討論，一直到 1982 年

《海洋法公約》才形成一個關於「礁石」的新條款，在《海洋法公約》

第6條中規定：「在位於環礁上的島嶼或有岸礁環列的島嶼之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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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礁石的向海低潮線」。58學者 Brown 表示該條款僅包括在低潮時變乾

的礁石，也就是說這種礁石是低潮高地的一種，但是卻不是《海洋法

公約》中第 7 條第 4 項、第 13 條以及第 47 條第 4 項所適用之範圍。

59事實上，礁石在《海洋法公約》第 6 條以及第 47 條第 1、4、7 項的

適用跟低潮高地相較而言是較不嚴格的。60
 

                                                      
58

 Hiran W. Jaywardene, Supra note 8 , p. 96.；公約原文為：Article 6-Reefs:In the case of islands 

situated on atolls or of islands having fringing reefs, the baseline for measuring the breadth of the 

territorial sea is the seaward low-water line of the reef, as shown by the appropriate symbol on charts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coastal State.相關內容請參見：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 

ts/texts/unclos/part2.htm。檢視日期: 2014 年 5 月 29 日。 
59

 E.D. Brown, Supra note 54, p. 24. 
60

 《海洋法公約》中第 7 條第 4 項、第 13 條以及第 47 條第 1、4、7 項的條文原文為： 

Article7 Straight baselines： 

4.Straight baselines shall not be drawn to and from low-tide elevations, unless lighthouses or similar 

installations which are permanently above sea level have been built on them or except in instances 

where the drawing of baselines to and from such elevations has received general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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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wardene 則認為，1982 年《海洋法公約》第 6 條之礁石條文，

在適用上是侷限於聯合礁石與島嶼，並包括了所有形式的礁石而不僅

限制於珊瑚礁。在「位於環礁上的島嶼」(islands situated on atolls)及

「有岸礁環列的島嶼」(island having fringing reef)兩種設想的情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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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礁石

的向海低潮線」。61
Jaywardene 進一步分析： 

(一)位於環礁上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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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礁石的向海低潮線」。這造成兩個影響：1. 礁石向海界限的向陸水

域，包括特有的礁湖，被視為內水。2. 環礁之領海水域增加。62
 

圍起來的礁湖水域，具有海灣內水之特徵，且這種水域不提供船

                                                                                                                                                        
Article13 Low-tide elevations： 

1.A low-tide elevation is a naturally formed area of land which is surrounded by and above water at 

low tide but submerged at high tide. Where a low-tide elevation is situated wholly or partly at a 

distance not exceeding the breadth of the territorial sea from the mainland or an island, the low-water 

line on that elevation may be used as the baseline for measuring the breadth of the territorial sea. 

2.Where a low-tide elevation is wholly situated at a distance exceeding the breadth of the territorial 

sea from the mainland or an island, it has no territorial sea of its own. 

Article47 Archipelagic baselines： 

1.An archipelagic State may draw straight archipelagic baselines joining the outermost points of the 

outermost islands and drying reefs of the archipelago provided that within such baselines are included 

the main islands and an area in which the ratio of the area of the water to the area of the land, 

including atolls, is between 1 to 1 and 9 to 1. 

4.Such baselines shall not be drawn to and from low-tide elevations, unless lighthouses or similar 

installations which are permanently above sea level have been built on them or where a low-tide 

elevation is situated wholly or partly at a distance not exceeding the breadth of the territorial sea from 

the nearest island. 

7.For the purpose of computing the ratio of water to land under paragraph l, land areas may include 

waters lying within the fringing reefs of islands and atolls, including that part of a steep-sided oceanic 

plateau which is enclosed or nearly enclosed by a chain of limestone islands and drying reefs lying on 

the perimeter of the plateau.詳細條文請參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網站：http://www.un.org/depts/los 

/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part2.htm。檢視日期: 2014 年 5 月 29 日。 
61

 Hiran W. Jaywardene, Supra note 8, p. 96. 
62

 Hiran W. Jaywardene, Supra note 8,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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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通過。但問題在於，此種水域究竟可能是因為歷史性基礎而被視為

內水？還是因為是被視為海灣的特殊形式之一，而假定各個入口的寬

度總合不超過 24 海里且符合半圓規則(semi-circle rule)時，此種礁湖

可視為海灣處理？63《海洋法公約》中並無礁湖之規定，但一般認為

礁湖水域應視為內水看待，唯法理依據尚不明確。 

礁石外緣穿插著可看見寬度的出入口且此種出入口具體描繪在

相關海圖上，則需要劃定適當的封口線以區別「內礁湖」，礁湖水道

出入口的劃定方式，可參考海灣或河口的封口線劃定方法。64
 

(二)有岸礁環列的島嶼 

1982 年《海洋法公約》中關於礁石的條款僅規定「有岸礁環列的

島嶼」，因而此條款之適用對象可為島國及其附屬島嶼，也可為大陸

國的增長島嶼。因此，不像在海中的群島，由一大型島嶼外加岸礁組

成的島國(像是有大堡礁的澳洲)則不被排除在外，雖然地理上的岸礁

和堡礁是不同的，但這兩種類型都被視為法律上的「岸礁」。 

四周有岸礁環列的島嶼的海岸可適用直線基線，基線的向陸水域

被視為內水，但原先具有的通過全可被保留。不過，在有岸礁環列的

島嶼外圍劃定直線基線則無此種權利的保留問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

原先存在堡礁中的航線。在直線基線的情況中，島狀地理特徵(insular 

                                                      
63

 Hiran W. Jaywardene, Supra note 8, p. 98. 
64

 Hiran W. Jaywardene, Supra note 8,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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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的連結與同化構成「海岸表面」(coastal facade)。 

跟環礁一樣，岸礁的斷裂也需要封口。岸礁可能由河流或通道而

造成缺口，像在堡礁類型的岸礁中即無法構成像海灣般的封口，此時

應參照海灣或河口封口類的類比適用。65
 

關於《海洋法公約》第 6 條，學者 Churchill&Lowe 認為有幾個重

點要注意：1. 該條款在環礁或珊瑚礁的適用上並無限制；2. 該條款

暗示僅有低潮時露出水面且並未全部被淹沒的礁石，才可被視為基線；

3. 該條款關於岸礁有資格作為島嶼基線的距離多遠並不清楚。因為

「岸礁」可以是地理上的觀念而成為從海岸延伸出去沒有水道隔離的

礁石，也就是跟「堡礁」離海岸有相當的距離概念相反。另一方面，

按照《海洋法公約》第 6 條字面上的解釋，「岸礁」將意味著可以適

用在像是距離澳洲海岸 150 英里的「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上。

倘若岸礁並非地理上的意義，則應當限制岸礁位於島嶼海岸才能視為

基線，還有一個進一步所引發的問題在於，該條文並未具體說明如果

岸礁之間有間斷應當如何，較為明確的作法是在間斷之間劃定一條直

線基線，這也是國家實踐正在發展的作法；4. 許多環礁構成群島的

一部分，這樣群島國使用群島基線會比依《海洋法公約》第 6 條建立

基線更簡單且更為有利。66
 

                                                      
65

 Hiran W. Jaywardene, Supra note 8, p. 99. 
66

 R. R. Chuechill & A. 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3th e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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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潮高地 

 在《海洋法公約》第 13 條第 1 項中將低潮高地定義為：「低潮高

地是在低潮時四面環水並高於水面，但高潮時沒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

陸地區域」，67該項定義係出自於《領海及鄰接區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而來，低潮高地通常與乾礁(drying rock)和沙洲(bank)有關。68
 

 低潮和高潮的定義在《海洋法公約》中並沒有詳細的規範，學者

Brown 曾提到，「平均大潮高潮」(mean high-water spring tides)是國家

普遍的實踐。但他也進一步指出，國家實踐即使是同一國家在不同時

期也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像是英國在 1964 年的領海議事規範

(Territorial Waters Order in Council)中定義低潮高地為「四周環水且在

平均大潮高潮時低於水面自然形成之乾的陸地區域」。因此假設「平

均大潮高潮」(mean high-water spring tides)是低潮高地的低潮標準也

很合理。事實上在領海議事規範中並無詳細規定任何特別的低潮線，

在實際操作中，低潮標準是由海軍海圖(Admiralty Charts)所使用的海

圖資料所代表，早先的海軍海圖資料約與「平均大潮高潮」一致，而

在布里斯托海峽(Bristol Channel)中，大比例尺海圖所使用的海圖資料

則為「最低天文潮位」(Lowest Astronomical Tide)。事實上，《海洋法

                                                      
67 

“A low-tide elevation is a naturally formed area of land which is surrounded by water and above 

water at low tide but submerged at high tide.” UNCLOS, PART II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Article 13,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 

/part2.htm。檢視日期：2014 年 3 月 14 日。 
68

 R. R. Churchill & A.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3
e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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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對低潮線唯一的標準為「沿海國官方承認的大比例尺海圖所標

明。」69
 

 除此之外，將低潮高地作為直線基線基點而成為直線基線系統的

一部分，必須與上述沿海國以低潮高地本身作為測算領海寬度基線做

出區隔。《海洋法公約》第 7 條第 4 項亦規定出除在低潮高地上築有

永久高於海平面的燈塔或類似設施，或以這種高地作為劃定基線的起

迄點已獲得國際一般承認外，直線基線的劃定不應以低潮高地為起迄

點。舉例來說：冰島在 1952 年的冰島漁業規範(Icelandic Fishery 

Regulations)中以赫維廷加(Hvitingar)低潮高地作為直線基線的基點，

這被後來 1961 年和 1972 年的宣言所認同，這種低潮高地作為基點的

例外即「獲得國際一般承認」。70
 

四、人工島嶼 

 《海洋法公約》並未對人工島嶼(artificial island)有明確的定義，

因此我們僅知人工島嶼不是國際法下自然形成之島嶼，而事實上，國

際法學界並非一開始就對人工島嶼採取排斥態度。在白令海仲裁案

(Bering Sea Arbitration)中，Charles Russel 曾提出以下論點：「如果有

建立在岩礁或者其他深入海底之建築上的海上燈塔，燈塔就應被看作

是建立該燈塔的國家領土之組成部份，那就應該享有作為領土同樣的

                                                      
69

 Jon M. Van Dyke & Dale L. Bennett, Supra note 52, p. 36. 
70

 Hiran W. Jayewardene, Supra note 8, pp.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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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71而 Jessup 卻持與此相反的觀點：「允許國家藉由暗礁(shoal)

上的建築物占用新水域，這種政策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很危險的。

而且這種作法會使沿海國的海岸和領海隨其永久造地(made land)的

形成而擴張。」72以上 Russel 的觀點為將人工建築視為具有國家領土

地位之態度；Jessup 則表示不應對人工島嶼和領土具有相同地位採武

斷之角度。 

 1930 年海牙國際法會議開放此項議題公開討論，領海委員會就曾

表示：「島嶼的定義並未排除人工島嶼」，其後國際法委員會也開始關

注此問題，討論「在大陸礁層上建造人工設施」，而討論結果則規定

在 1958 年之《大陸礁層公約》中，雖然在此公約中未提及人工島嶼

等字詞，但該公約中則提出沿海國有權在大陸礁層上建立、維持或使

用為探測大陸礁層及開發其天然資源所必要之裝置或其他設施，並有

權在此項設施與裝置周圍設定安全區以及在安全區內採取保護措施

及裝置。此種設施與裝置雖然受沿海國管轄，但並不具有島嶼之地位，

其存在並不影響沿海國領海界限之劃定，由此可知這些在海床上建造

                                                      
71

 “I wish to point out that… if a lighthouse is built upon a rock or piles driven into the bed of the sea, 

it becomes as far as that lighthouse is concerned,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nations which has created 

it, and as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no more and no less… That point has never been doubted, 

and if it were, there is ample territory to support it. The right to acquire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ghthouse on a rock on in the ocean a territorial right in respect of the space so occupied is no 

doubted.” Hiran W. Jayewardene, Supra note 8, p. 7. 
72

 “It would be dangerous doctrin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o allow States to appropriate new areas 

of water by means of structures hidden on shoals. On the other hand, it would be conceded that where 

dredging operations or the like result in the formation of permanent ‘made land’the coast of the State 

and its territorial waters are extended accordingly. This would also be true of a stone jetty or break 

water connected with the shore. On these points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dogmatize.” Hiran W. 

Jayewardene, Supra note 8,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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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裝置和設施指的就是人工島嶼。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60 條對於人工島嶼有幾項規範，但在

第 8 項中規定：「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不具有島嶼地位。他們沒有

自己的領海，其存在也不影響領海、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的劃定。」 

從以上觀點得知，人工島嶼或其他科學研究設施都不能使人工島

嶼主張領土權力。但自然形成的島嶼與人工島嶼之間的界線對於國際

法學界來說依然模糊。根據王冠雄教授在「析論國際海洋法中之島嶼

制度─以日本『沖之鳥』礁為例」的文章中也有提到若沖之鳥在高潮

時被海水覆蓋之後能否透過人工加固之作法維持其露出水面。73因此

人工島嶼與自然形成之島嶼的界線依然還有討論的空間。 

 

第六節  小結 

 本章從島嶼制度的發展脈絡出發、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的規範、

島嶼要件、學者論述與各國實踐情況進行討論與分析。在此之中，可

以發現第 121 條的第 2、3 項的內容既抽象也沒有實際規範，使得各

國在實踐上出現許多爭議與挑戰，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目的論來將島

嶼制度內涵粗略地分成兩個部分：島嶼認定與島嶼效力。不可否認的，

由於島嶼與陸地領土有相同的效力，使得各國往往關注在後者所能帶

來的經濟效益，因此針對島嶼的認定盡可能採取最為寬鬆的解釋，而

                                                      
73

 王冠雄，同註 37，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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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的實踐中可以發現唯一的共識為條文第 3 項所明定的「能否維

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 

 從表 2-2 研究摘述表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第 1 項的自然環境要件在

認定上並沒有太大的爭議，也可以透過直觀的判斷來認定。在第 2、

3 項島嶼要件方面，可以發現是具有相關性的，這個部分與前面所討

論的「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塊，不應有專屬經

濟區或大陸礁層」看法是一致的。 

表 2-2 第二章研究發現摘述表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自然

形成 

陸地

區域 

四面

環水 

高潮

高地 
 領海 

專屬 

經濟區 

大陸

礁層 
 
人類 

居住 

經濟 

生活 

Rockall  O O O O  X X X  X X 

Clipperton 

Island 
O O O O  X X X  X X 

Kolbeinsey 

Island 
O O O O  X X X  X X 

Serpents Island O O O O  X X X  X X 

St. Peter & St. 

Paul Rocks 
O O O O  X X X  O X 

 註 1：表內 O 代表該案例符合此要件；X 則表示該案例不符合此要件。 

 註 2：本表內容為作者自行整理。 

 

 其中仍有例外的案例，巴西主張 St. Peter & St. Paul Rocks 是大陸

礁層的延伸，因此擁有其附近領海與經濟海域，但此舉並不符合《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3 項之規定，美國也對巴西的大陸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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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限的申請產生質疑，但由於巴西與鄰近國家間並沒有出現海域重

疊之衝突，因此其他國家亦無對巴西的提案提出任何異議，而我們仍

認為 St. Peter & St. Paul Rocks 不具有島嶼主權效力。若是只要符合單

一居住要件，可以透過人工建築的方式加工，但這個部分將會違反第

1 項自然形成的要件，而更重要的要件應該是維持經濟生活，能夠維

持經濟生活人類才能持續的居住並滿足基本的生活機制，因此人類居

住與維持經濟生活應該是必須同時要具備的要件。是此，綜整以上討

論，本研究試圖提供明確的規範來進行島嶼的界定，將第 121 條第 2、

3 項進行連結來對南海群島進行討論。特別是南海群島中島嶼的類型

多樣，而各聲索國各佔一方，並宣稱擁有與陸地領土相同效力，這將

使得南海諸島主權複雜化，而本研究期望透過第 121 條來進行檢視並

釐清哪些島礁具有島嶼要件，並在該島礁具有相關要件的前提下再來

討論其是否可以主張島嶼權利，本研究將在第四節進一步討論島嶼制

度在南海諸島的可能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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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法院判例解析─領土主權之爭端 

在前一章我們已經回顧關於島嶼制度的內涵以及相關實踐，並作

為島嶼認定之基礎，以確立在南沙群島具有島嶼權利的島礁，而有島

嶼權利的島礁才能進一步進行領土主權的討論。本章則是關注國際上

領土主權的重要案例，以做為我國主張擁有島嶼主權的法源依據。本

章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就領土主權取得的傳統原則進行討論，主要有

五個概念，分為：先佔、時效取得、兼併與征服、默認、禁反言及關

鍵日期等。而這些概念各代表不同面向的意涵，因此我們必須就這些

內容進行釐清與討論，將有助於後面章節案例的分析與解釋。第二部

分關注領土主權的案例討論，主要有：「帕爾瑪斯島案」、「東格陵蘭

島法律地位案」、「克里柏敦島仲裁案」、「英法海峽群島案」、「西巴丹

島與利吉丹島主權案」、「白礁島、中岩礁、南礁主權歸屬案」等六個

案例，並就案例所討論的領土主權原則的適用性與法條詮釋進行解釋

與說明。最後，第三部分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領土主權之取得 

國家為現代國際法的主要成員，而組成國家的基本要素主要為領

土、政府與人民，國家的權利與義務主要是以領土為基礎所衍生，國

家領土是指地表上隸屬於國家主權下的特定區域，國際法中並未要求

領土大小必須符合某項標準才可構成國家，因此國際法上並不存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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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領土的國家，而領土是國家構成的絕對條件。1國際上普遍承認取

得領土主權的傳統方式，主要有先佔 (occupation)、時效取得

(acquisitive prescription)、兼併與征服(annexation and subjugation)、默

認(acquiescence)、禁反言(estoppel)及關鍵日期(critical date)等方式。2而

本文研究為了方便後續案例討論，以下將針對國際法中領土主權取得

的法律原則概念先行進行說明與解釋： 

一、先佔取得之法律原則 

國家若是以「先佔」(occupation)方式取得領土主權，必須符合以

下的法律原則： 

(一) 被先佔之領土，必須是「無主地」(terra nullius)，例如新發現

的或他國所放棄的土地。另外，根據國際法院 1975 年在西撒

哈拉案（Western Sahara Case）之裁示，凡是由部落或有社會

及政治組織的人民所居住之土地，便不具有無主地的性質。3
 

(二 ) 對無主地之先佔必須符合「有效原則」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ness)。所謂有效的先佔，根據昔日常設國際法院及當

今國際法院之裁示，先佔國必須滿足下列兩項條件： 

1. 須有在該領土「行使主權之意向或意願」(an intention or will 

                                                      
1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2, 9th ed. (London: 

Longman, 1992), pp. 563-564. 
2
 俞寬賜，國際法新論 (台北：啓英文化，2007 年)，頁 181。 

3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2006 年)，頁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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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ct as sovereign)：此種意向或意願可從一切事實加以推斷；

有時也可藉官方宣告或通知，向其他相關國家明白表達。但

無論如何必須具有永久控制該領土之證據。「發現無主地者」

不能只依「發現」而取得對該無主地之主權。因為單純的「發

現」僅能取得「原始的權利」(inchoate title)。4必須在發現

之後透過特定的方式進行合併和實際佔有的行為。 

2. 須在該無主地有效和恰當地「行使或展示主權」(the adequate 

exercise or display of sovereignty)：滿足此項條件的方式為：

確有控制該領土之確切證據；或以行為表明對該領土實際行

使主權。例如：5
 

(1) 採取涉及該領土的立法或行政措施，包括將該領土劃入該

國的領土版圖、或為該領土設置專有的行政管理機構； 

(2) 勘劃該領土之疆界；或 

(3) 與其他國家締結條約，就其對該領土之主權加以規定等。 

 

二、時效取得(Acquisitive Prescription) 

 「時效取得」，即一國對於原屬他國主權所有的領土，以持續和

平、有效和不受打擾地長期行使事實主權而取得該領土之主權。在奧

                                                      
4
 同前註，頁 502。 

5
 俞寬賜，同註 2，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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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的國際法中也提到，「時效是持續和平地在一土地上行使主權，

而能取得土地之主權。」6此一取得領土主權之方式與上述「先佔」

有可比較之處，這可以從「時效取得」之要件加以分析而說明之。依

「時效」取得領土主權之要件有四：7
 

(一) 是被取得之領土原係在他國主權之下的「有主地」。這與上

述「先佔」方式所取得之領土原係「無主地」，完全不同。 

(二) 是時效取得必須以有效控制為基礎，並有明顯地行使主權之

意向。這與上述「先佔」取得之性質相同。 

(三) 「有效控制」必須是繼續和平進行、並且不受其他國家之干

擾，亦即須有原屬國家之默認(acquiescence)。國家實踐中，

對於他國之侵權行為，國家應避免消極或不作為，反之應積

極或以抗議(protests)的方式確保自身權利。 

因此，在 1928 年的「帕爾瑪斯島案」中，仲裁法庭便強調此項觀

點，即西班牙未曾對荷蘭在島上之管轄行為提出抗議。不過「抗議」

並非缺乏「默認」的唯一表現。其他行為或聲明，只要是反對他國之

控制行為者，都足以構成「缺乏默認」(lack of acquiescence)，阻止時

效之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默認」並不等於「放棄」(abandonment)。

因為後者係指一國公開從其領土撤退而言。 

                                                      
6
 奧本海(L. F. L. Oppenheim), 奧本海國際法─平時(台北，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340。 

7
 Rudolf Bernhardt,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ew York: North-Holland, 

1984), p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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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和平及不受干擾的有效控制，必須經歷很長的時期，遠比上

述「先佔」之有效控制時期為長。但究竟多長時期的有效控

制才能發生時效取得的效果則無定論。8
 

三、兼併與征服(annexation and subjugation) 

依傳統國際法的內容來看「兼併」 (annexation)和「征服」

(subjugation)亦為取得領土主權的方式。茲分三點析論如下：9
 

(一)「征服」雖然通常是「兼併」的前置作業，但被兼併的領土

並非必然是已被武力征服的外國領土，而可能是因某種原故

早已事實上在兼併國管轄下的領土。10換言之，「兼併」發生

的情形有二：即被兼併的領土是已經被兼併國以武力征服之

外國領土；被兼併的領土在兼併國宣示兼併意象時已經事實

上受治於該國。 

(二)「征服」與「戰時佔領」(belligerent occupation)不同。後者乃

是國際戰爭進行中的交戰手段；由於戰爭尚未結束，被佔領

之敵國領土前途未定，因此被佔領地之主權仍屬原有國家。

反之，「征服」則須以戰爭完全中止為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德國佔領波蘭後，波蘭之盟邦仍在對抗德國作戰；因

此在國際法上僅指戰時佔領，而非征服。尤有進者，單純的

                                                      
8
 俞寬賜，同註 2，頁 186。 

9
 俞寬賜，「國際法發展的新趨勢」，中國政治學會政治學報，第八期(1979 年 12 月)，頁 361-369。 

10
 丘宏達，同註 3，頁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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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也不足以使戰勝國取得被征服地之領土主權；必須進

一步由征服國正式宣佈和照會相關諸國，明示有兼併的意向，

該征服國才能取得當地的領土主權。 

 此一意向宣示，是有效兼併的要件，征服國有意兼併，才能取得

被征服領土之主權。反之，征服或佔領國如宣示無意取得此種領土之

主權，則不發生兼併之法律效力。 

(三) 十九世紀的國際法容許國家透過「征服」的方式取得領土主

權。因為當時國際法對國家從事戰爭的權利並無限制。然而

自二十世紀以來，非戰運動日益積極。舉凡國聯盟約之試圖

多方面限制國家作戰的權利；1928 年「廢戰公約」各締約國

之鄭重宣佈譴責訴諸戰爭的行為及放棄以戰爭為實現國家政

策之工具；聯合國憲章之廣泛禁止使用武力、以武力為威脅、

從事侵略行為或破壞和平，以及聯合國大會之於 1974 年制定

「侵略定義」(definition of aggression)等，都是此一運動之重

要里程碑。 

因此在當今國際法下，任何以侵略或藉由武力造成的領土征服和

兼併都是非法，不可能得到他國之承認。11
 

  

                                                      
11

 俞寬賜，同註 9，頁 36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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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默認(Acquiescence) 

默認、承認和禁反言是法院在判決時經常用到的概念，而國際法

院也經常使用這些概念在案件中作成判決。尤其是在有關領土和邊界

的爭端案件中，國際法院有時經常必須依這三項原則來處理爭端。因

此默認、承認和禁反言原則已經被視為法庭在面對任何領土主權爭端

時，先審理當事國提出之有效證據，再檢視有無依此三項原則之情形

發生，換言之，此三項原則為法官在判決時列入考慮的重點。 

默認指依傳統國際法，通常國家對外國因聲明、保留或預防保護

權利而需要抗議時卻消極而不作為。此作為的結果將產生有限制力之

法律效果。胡伯法官在「帕爾瑪斯島案」所表達，在某些情況，領土

主權之移轉可能是由於一主權國回應他國之主權行為，而具體化他國

領土主權行使之宣示。缺乏回應可能相當於默認。也就是當在他國之

行為需要回應時，一國之沉默也等於已經說話。12
 

五、禁反言(Estoppel) 

禁反言原則(estoppel)是英美法系國家的一般合約理論，即基於善

意與行為一致的原則，指國家或代表國家主體之行為須言行一致，不

得出爾反爾，避免因為某一方前後態度不一而使他方受害。13
 

                                                      
12

 Nuno Sérgio Marques Antunes, Rachael Bradley, Clive H. Schofield, “Estoppel, Acquiescence and 

Recognition in Territorial and Boundary Dispute Settlement,” IBRU, Vol. 2, No. 8 (2000), p. 3. 
13 

Rudolf Bernhardt,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7, (New York: North-Holland, 

1984),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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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際法層次而言，即代表國家或政府的首長，如總理、外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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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反言原則已被接受為國際法的原則並具有法律

效力。14
 

國際法院在 Fisheries Case(United Kingdom v. Norway)案中指出：

「由於英國對其在北海的漁業權益長期忽視，使得挪威得以有權對抗

英國。法院認為，挪威所建立之直線基線方式是依挪威海岸之特殊地

理所實施，且在產生爭端前已經有持續且充分的長期實踐，政府態度

所面對者，證明其並未考慮其違反國際法之事實。」 

禁反言指出：兩造當事人的一方憑藉著文字或行為，對原來所持

的主張意圖加以改變，則此造當事人將不被允許接續主張的情況不同

於過去所表示者，即仍應先前所主張為準。禁反言之適用係因一國信

賴他國之行為，導致一國依他國行為而從事其行為。因此，若他國於

其後變更其行為之意義而為相反主張時，一國將因他國之變更主張而

使其依他國行為所從事之行為結果受到損害，即可主張禁反言原則之

適用。15
 

  

                                                      
14

 R. Y. Jennings,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8. 
15

 Nuno Sérgio Marques Antunes, Rachael Bradley, Clive H. Schofield, Supra note,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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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鍵日期(Critical Date) 

 關鍵日期是領土爭端國之間發生衝突的關鍵日期，於該日之前當

事國的行為或所持有的證據都可成為判斷領土歸屬的依據，而在該日

期之後所發生的行為或證據將不被法官採納，但也有其他論點認為在

關鍵日期之後發生的行為若有助於加強當事國所主張的領土之法律

地位，亦應予採用，然而關於關鍵日期之判定，仍須取決於法官的決

定，法官可依其專業判斷關鍵日期是在哪個時間點。16
 

 另外有學者指出，關鍵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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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無論當時情況如何，在法律上是被

認為存在的，各方的權利受其支配。也就是說，關鍵日期是作為決定

各方權利的依據，其後行為應被視為與該爭端無關。17
 

 雖然關鍵的時間點對領土爭端案的當時國來說是最具決定性的

時刻，但是此時間點並非單純指某時刻所發生的事件，而是當事國有

無在該段時間點展現持續且和平地國家權力，以此顯示出國家在該土

地上之權力，而該時間點也並不是當事國所選定之特定時間點，須由

                                                      
16

 陳鴻瑜，「舊金山和約下西沙和南沙群島之領土歸屬問題」，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

(2011 年 10 月)，頁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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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ose of the proceedings.”Clive Parry and John P. Grant, 

Encyclopedia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Ocean Publications, 1986), p.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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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根據兩造雙方提出各自的時間點之後再根據法官之意見加以訂

定。18
 

 

第二節 國際法院判例之解析 

一、 1928 年帕爾瑪斯島仲裁案 Island of Palmas Case, 

(Netherlands v. USA) 

(一) 案件事實 

帕爾瑪斯島（Island of Palmas or Miangas）距離菲律賓南方民答那

峨島（Mindanao）東南方約 50 英里(1 英里=1.609344 公里)處，確切

位置在北緯 5°35′，東經 126°36′。19荷屬東印度公司自 17 世紀以來將

帕爾瑪斯島視為其所屬的部份，但美國根據與西班牙在 1898 年所簽

訂的《巴黎和約》(The treaty of Peace)
20中，就已經繼承菲律賓和帕爾

                                                      
18

 黃居正，「時際法原則與後殖民國家之領土秩序：以東南亞國家領土爭議事件為中心」，臺大
法學論叢，第 40 卷第 2 期，頁 861。 

19
 Island of Palmas Case (Netherlands v. USA),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4 April 1928, 

p. 831. 
20

 “Commission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met in Paris on October 1, 1898 to produce a 

treaty that would bring an end to the war after six months of hostilities. The American peace 

commission consisted of William R. Day, Sen. Cushman K. Davis, Sen. William P. Frye, Sen. George 

Gray, and the Honorable Whitelaw Reid. The Spanish commission was headed by Don Eugenio 

Montero Rios,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Jules Cambon, a French diplomat, also negotiated on 

Spain's behal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 negotiated in a hostile atmosphere because all Europe, 

except England, was sympathetic to the Spanish side.Although the Conference discussed Cuba and 

debt questions, the major conflict concerned the situ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dmiral Dewey's victory 

had come as a great surprise and it marked the entr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Pacific. Spanish 

commissioners argued that Manila had surrendered after the armistice and therefore the Philippines 

could not be demanded as a war conquest, but they eventually yielded because they had no other 

choice, and the U.S. ultimately paid Spain 20 million dollars for possession of the Philippines. The 

islands of Puerto Rico and Guam were also placed under American control, and Spain relinquished its 

claim to Cuba. The treaty was signed on December 10, 1898.” 此合約內容為美西戰爭後，兩國於

12 月 10 日在法國巴黎簽訂《巴黎和約》。根據和約，西班牙完全放棄古巴，將波多黎各和關島

等殖民地割讓給美國，並以 2000 萬美元的代價，把菲律賓的主權轉讓給美國。詳細內容請參

照：http://www.loc.gov/rr/hispanic/1898/treaty.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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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斯島，在雙方各持己見的立場之下，使得談判無效，並於 1925 年

簽訂仲裁協議(Special Agreement)，將此案提交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

審理，經雙方同意後選派瑞士法學家─馬克思‧胡伯(Max Huber)作為

獨任仲裁人。21
 

 

圖 3-1 圖中標註點即為帕爾瑪斯島之位置 

資料來源：https://www.google.com/intl/zh-TW/earth/。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本案件是確立國際法中有關領土主權原則的著名案例。在案例之

中，關於「有效佔領」(effective occupation)、「時際法」(inter-temporal 

law)以及「鄰近原則」(principle of contiguity)等國際法原則，法官胡

伯都作了詳盡的分析，到現在仍然常被廣泛引用。 

   (二) 雙方當事國的說法 

荷蘭主張自 1677 年以來，島上的土著已和荷屬東印度公司簽署

                                                      
21

 Island of Palmas Case, Supra note 19, p.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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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協議與其合併，帕爾瑪斯島根據此項協議就此成了荷屬東印度

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認為西班牙在 16 世紀就已經發現此島，當

時該島為無主地（terra nullius），因此西班牙依據對無主地之先站原

則取得帕爾瑪斯島的主權。之後在 1898 年的美西戰爭後，美國與西

班牙在 1898 年 12 月 10 日簽訂《巴黎和約》，而西班牙在和約中同意

將菲律賓群島及其附近島嶼割讓給美國，並在和約中概括地把帕爾瑪

斯島劃在割讓的範圍，因此美國認為該島已隨同菲律賓群島一起劃歸

美國。當時，美國曾將此和約通知荷蘭政府，荷蘭政府並沒提立即出

反對。在 1906 年，美國駐民答那峨島的軍官至該島附近旅遊時發現

此島已經被荷蘭實際佔領，並懸掛荷蘭國旗，因此美國政府立即與荷

蘭交涉，主張是西班牙最先發現此島，而美國作為西班牙的繼承者便

擁有此島主權，但荷蘭也同樣主張其為帕爾瑪斯島的合法統治者。22
 

(三) 法院判決論點 

首先，胡伯法官認為，「無主地」就是沒有居民或只有土著居民

的地方。國家對無主地的單純發現只能產生初步的權利或者不完全的

權利，若要取得無主地的主權，就要在一段合理的期間對該地行使有

效佔領來完成。胡伯法官強調「有效佔領」就是「持續和平穩地行使

                                                      
22

 Surya P. Sharma,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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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力」。23當「發現」一塊新的土地時，發現者對土地只產生「原

始的權利」，之後必須通過相當長時間的「持續和平穩的行使國家權

力」才能產生主權。然而「持續和平穩」的標準是什麼？法官胡伯認

為，對於遙遠而又沒有居民或只有很少土著居民的小島來說，連續與

不間斷地行使國家權力是不可能的，只能以「關鍵時刻」（critical date）

的狀態作為標準；平穩指的是佔領時是否受到外力反對；即是否取得

他國的承認。這個補充非常重要，「持續和平穩」的標準必須具體剖

析，要在遠離大陸而居民又稀少的小島上持續地行使國家權力幾乎是

不可能的。24
 

其次，法官胡伯認定：西班牙在 1898 年時對帕爾瑪斯島並沒有

領土主權，也就無權將其劃在其割讓的範圍，美國也無權以《巴黎和

約》作為取得繼承小島的依據，這在法律上是無效的。西班牙雖然在

16 世紀就發現帕爾瑪斯島，卻沒有在島上行使有效佔領，也沒有行

使其主權，即便在 1966 年明確表示保留該地區的主權，但之後帕爾

瑪斯島即被荷蘭實際佔領。早在 1677 年，帕爾瑪斯島上的居民便與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有往來，並透過協議取得印度尼西亞的主權，使該

島自 1677 年以來就成為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一部分，而一直到 1906 年

爭端發生時，西班牙對於荷蘭在該島的統治也從未提出異議，以及採

                                                      
23

 俞寬賜，同註 2，頁 182。 
24

 Island of Palmas Case, Supra note 19, p.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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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任何行動。法院考量島帕爾瑪斯島本身僅是當地土著居民居住的小

島，而荷蘭的統治行為已經表現出對於該島的主權。25
 

接著，關於時際法概念的詮釋，法官胡伯的觀點也是極具參考價

值的。時際法意指存在有數個不同法律規則體系的繼續時間裡，決定

何者應被優先適用的原則，而在適用於領土秩序時，實際法原則意味

著領土主權之有效性，不但繫於領土主權建立時被國際社會所遵循之

法律規則，還可能受到取得主權後所變更的國際法內容之影響。26換

句話說，發現的效果是根據發現時的國際法，在當時可能是有效的，

但是對於爭端衝突時刻而言，前一個時候的國際法就不一定是有效的。

例如 19 世紀時期的許多不平等條約，對於解決爭端時所使用的國際

法，就不再是適用的了。國際法的觀點是「發展式」的觀點。特別是

法官胡伯所說明的「持續和平穩地行使國家權力」是表示「有效佔領」

的內涵，而不是「時效」所指稱的「在相當長時期內不受干擾地加以

佔有」的概念，這兩者也經常被混淆解釋。 

最後，法官胡伯表示「鄰近原則」不能作為要求主權的根據。其

表示國際法上從來沒有以靠近作為依據而取得主權的法律規定。島嶼

的主權決定於法律關係而不受地理遠近的影響。國家對靠近其海岸的

外國島嶼，無權以歷史或地理上的理由而主張擁有其主權。當然，地

                                                      
25 梁淑英，「案例:帕爾瑪斯群島仲裁案」，http://media.open.com.cn/media_file002/1109/dongshi/guoj 

if/anli.asp?id=135。檢視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 
26 黃居正，同註 18，頁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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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的鄰近，可能造成某些有利條件，但正如法官胡伯所說，主權的

認定只能通過有關國家的協議解決，地理上的鄰近不是決定領土主權

的唯一因素。27
 

(四) 判決結果 

在判決書中，法官胡伯認為只是單純的「發現」而沒有進一步行

使國家權力，發現國便無法取得該地的主權，因此他國仍然可以在該

地區持續與和平的行使主權行為。此案中帕爾瑪斯島雖然是由西班牙

所發現，但自 18 世紀起，荷蘭就在帕爾瑪斯島持續的行使主權行為，

並且在 1700 年到 1900 年之間，連續與和平地在該島行使有效佔領的

事實，因此法院在 1928 年 4 月 4 日將此島主權判決歸屬荷蘭。 

(五) 案例分析 

胡伯法官最後裁判認為帕爾瑪斯島是屬於荷蘭之領土，主要理由

是西班牙雖然較早發現該島，但自西班牙發現後並未對該島實施主權

統治，也就是沒有展現有效佔領的行為，即便有巴黎合約為依據，西

班牙仍無法將未擁有主權的帕爾瑪斯島移轉給美國，是此我們也可以

發現有效管理是擁有島嶼主權之重要要件之一，而在之後的案例中應

特別注意此要件是否被法官們作為判決之基準。 

                                                      
27

 Island of Palmas Case, Supra note 19, p.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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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案中，法官必須衡量的是西班牙主張的發現原則以及荷蘭主

張的繼續和平統治，兩件同時存在但不同時空下發生的事實，而且國

際法是不斷變動的主體，因此他必須在裁判時選擇什麼時間點，並以

何種法律來評價該時間點之前所發生的行為，以此樹立解釋的原則。

基於此，他表示法律上的事實需依照該事實發生時的法律來判斷而非

按照涉及爭端發生或開始解決時的法律來判斷，所以關鍵時間點的判

定與有效佔領有其重要的關聯性，因為在關鍵時間點的有效佔領行為

將會成為判斷主權的重要標準。 

胡伯法官強調在爭奪領土的過程中，取得領土主權的重要條件就

是主張國必須持續且和平地表現國家權力於該爭端領土之上。因此當

事國必須在過去的時間裡尋找證據，以證明自身或前殖民主權在某個

關鍵時刻曾持續且和平地表現國家權力，將主權的概念加固在該領土

之上，才能在領土之爭中取得主權。28
 

 

二、1933 年東格陵蘭島法律地位案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Norway v. Denmark) 

(一) 案件事實 

格陵蘭島在 9 世紀左右被發現，直到一個世紀後才有殖民者正式

進駐到島上，其中較著名的是來自挪威的 Eric the Red，他們建立最

                                                      
28

 黃居正，同註 18，頁 84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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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兩個殖民地：艾斯特立拜格德（Eystribygd）和維拜格德

（Vesdtribygd），之後雖然曾有中斷，但格陵蘭的主權一直歸屬於挪

威以及後來丹挪的政合國所有。29不過在 1814 年，丹麥根據《基爾條

約》（Treaty of Kiel）將挪威割讓給瑞典，但卻沒有將格陵蘭割讓出去，

因此丹麥還是擁有全格陵蘭島的領土30，而 1931 年 7 月 10 日，挪威

政府發佈公告宣布從北緯71°30’至75°40’的東格陵蘭地區擁有主權，

挪威則認為該島不是丹麥的領土而是無主地，丹麥隨後提出嚴正抗議，

並向常設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決挪威的公告是無效且是違

法的。31
 

 

                                                      
29

 J.K.T. Chao，“The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Case: a Note on its Legal Aspects”，政大法學
評論，第 27 期(1983 年 6 月)，頁 195。 

30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Case (Norway v. Denmark),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5 September 1933, p. 30.  
31

 J.K.T. Chao，同註 29，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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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艾斯特立拜格德和與維拜格德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Western_Settlement。檢視日期：

2014 年 4 月 8 日。 

 

(二) 雙方當事國的說法 

挪威聲稱在 1931 年佔領此地區，當時丹麥的領土與殖民地只有

在格陵蘭島西南海岸，並無擴展至東格陵蘭島地區，丹麥將東格陵蘭

島視為格陵蘭島的主權延伸，並不是實際地擁有該地主權。 

丹麥在請求書中請求國際法院判定 1931 年 7 月 10 日挪威政府片

面所發表的聲明及其隨後採取的行動，對現行法律情勢是非法與無效

的。在此之中，丹麥提出了兩個觀點：第一、丹麥在很長的時間裡主

張並行使著對整個格陵蘭島的主權權利，對於格陵蘭島有不可否認的

主權。根據《帕爾瑪斯島案》的判決，丹麥主張其基於和平地延伸國

土，因此挪威對格陵蘭島東部沿海地區的佔領是無效的；第二，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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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通過條約或其它方式承認丹麥對整個格陵蘭島的主權，因此無法

對丹麥擁有的主權提出質疑。挪威政府則提出了相反的訴求，請求法

院判定東格陵蘭地區在挪威實施佔領時是無主地，丹麥政府對該地區

並沒有主權，而是挪威取得了該地區的主權。32
 

(三) 法院判決論點 

在 1933 年常設國際法院審理東格陵蘭法律地位案，法院審查之

後認為，1931 年 7 月 10 日挪威宣布對東格陵蘭島的主權主張都是無

效的，其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從歷史上來看，在 1931 年之前丹

麥持續不斷與和平地在東格陵蘭島行使主權權利，對格陵蘭島行使有

效管理，就算丹麥長時間的佔領所擁有的證據不足，而在 1931 年之

後的關鍵日期之內，在這期間並沒有任何國家提出異議。自 1830 年

開始，丹麥和挪威曾經結為政合國，33那時丹麥國王就已經擁有格陵

蘭島的主權了。17 世紀初，丹麥還曾派遣探險隊至格陵蘭島，並反

對外國人在此經商活動，而在 1721 年丹麥在格陵蘭島建立殖民地，

更突顯其擁有主權的事實。即使 1814 年丹麥和挪威政合國將挪威割

讓給瑞典，格陵蘭島的主權還是屬於丹麥。1863 年丹麥發佈一系列

授予英國人泰勒在格陵蘭東岸從事貿易、狩獵和開礦的權利特許文件。
                                                      
32

 J.K.T. Chao，同註 29，頁 201。 
33

 政合國(real union)：其成因是兩個以上的分子國簽訂條約，規定除各分子國保留部分對內政治

權力和機構外，其餘對內權力及機構和全不對外權力及機構均交給政合國，由政合國代表各分

子國行使共同的外交、軍事、財政等權力。因此政合國乃是完整的國際法人，分子國則喪失了

國際法主體的地位，歷史上的例子為 1867 至 1918 年的奧匈帝國即是。引自趙明義，當代國際
法導論(台北：五南圖書，2001 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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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15 至 1921 年間，丹麥政府也向外國發函，請求承認丹麥擁有格

陵蘭島的主權，甚至在 1921 年 5 月 10 日頒佈法令加強對格陵蘭的統

治。在上述行政與立法上的證據說明丹麥對格陵蘭或東格陵蘭行使有

效管理行為，因此可以確定東格陵蘭島主權屬於丹麥；第二、法院對

於挪威爭論此島在 1931年 7月 10日之前是無人島的說法並不認同，

國際法院將此時視為關鍵日期。另外，挪威成為有關格陵蘭歸屬問題

的國際協定當事國，對丹麥的權利做了保證，並在條約中說明格陵蘭

是丹麥的殖民地，或允許丹麥把格陵蘭排除於條約的效力範圍之外。

另外，挪威的外交大臣愛赫倫（Ihlan）在 1919 年 7 月 22 日接見丹麥

公使曾口頭聲明表示挪威政府對丹麥擁有的格陵蘭主權不予干涉。法

院因此認定這項聲明在法律上對挪威是有拘束力的，而且適用於國際

法中的「禁反言」原則（estoppel），因此將東格陵蘭島判給丹麥。34
 

(四) 判決結果 

基於以上法院的論點，最後以 12 票對 2 票作出判決，判定丹麥

勝訴，承認丹麥對東格陵蘭島的主權，挪威政府在 1931 年 7 月 10 日

所做的占領聲明是無效的，並駁回挪威政府的訴求。35
 

(五) 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法院認為先佔必須有取得主權的意思，因此若只是暫

                                                      
34

 王秀梅，「領土爭端中有效控制原則的適用及其限制」，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第四期(2012

年 2 月 25 日)，頁 130。 
35

 Legal Status of Eastern Greenland Case, Supra note 30,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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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性地建立某種措施或私人的作為，這些都無法構成國際法上的先佔

原則。法官認為丹麥所提出的證據足以證明其符合國際法上實質佔有

的要件。然而，法官也表示在那種氣候嚴寒不適人居的地區，實際上

不適合要求國家在領土上行使有效的管轄權。本案所顯現的是在不適

人居且偏遠的地區，決定主權的首要條件就是國家須展現其擁有該領

土的主權行為，而不僅是要求在領土上建築設施或安置居民，另一方

面，先佔為原始取得領土的方式，此取得領土之方式並非轉承自其他

國家，先佔的行為必須是國家的行為，且必須是由國家來行使，並受

國家所認知。早期國際法認為發現就可以主張領土之主權，但後來到

十九世紀時國際法學者和相關國家實踐顯示先佔須有效才能取得領

土的主權。 

禁反言原則指出國家或代表國家主體之行為須言行一致，不得出

爾反爾。36本案中，挪威的外交大臣愛赫倫（Ihlan）在 1919 年 7 月

                                                      
36

 另一個關於彰顯禁反言原則的案子為「泰柬寺廟案」，案情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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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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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的錯誤部分均未提出異議。法院最終將雙方所爭執的領土判歸柬埔寨，主因在於該寺院由法

國人所佔有，柬埔寨繼承法國在該地區的主權，其後雖然泰國佔領該寺廟，柬埔寨人就泰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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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 2 月，泰國當時的暹羅當局與統治柬埔寨的法國殖民政府商定邊界協議，雙方同意沿馬誇山

山脊劃定邊界。按照這個條約，柏威夏神廟應在泰國境內，但負責勘界的法國軍官在地圖上作

弊，塗改分水線，讓柏威夏神廟被劃在法屬高棉一方。泰方為了主權獨立而急於簽約，也因為

地圖知識匱乏，沒有發現地圖被動了手腳。泰方對地圖簽字認可，儘管他們在 1935 年就已經

發現地圖有問題，卻懾於法國的強大只表示了不滿，1937 的修約談判，泰方也未敢表示異議，

仍繼續沿用舊地圖。在泰柬寺廟案中，雙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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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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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認並接受該地圖，因此必須承擔禁反言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法院在本案中論述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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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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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接見丹麥公使曾口頭聲明表示挪威政府對丹麥擁有的格陵蘭主

權不予干涉。法官認為其是關鍵之證據，因愛赫倫時任外交大臣，代

表的即是挪威對外之發言主體，將東格陵蘭島之主權判予丹麥。 

 

三、1932 年克里柏敦島仲裁案 Clipperton Island Arbitration, 

(France v. Mexico) 

(一) 案件事實 

克里柏敦島位於東太平洋，確切位置為北緯 10°18’，西經 109°13’，

距離墨西哥 1200 公里，面積大約為 5 平方公里的圓形環礁，漲潮時

只有 2 平方公里的陸地露出水面，最高點大約高 20 公尺，島上無人

居住。1705 年，英國海盜約翰．克里柏敦（John Clipperton）在此登

陸，後來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不過當時英國並沒有提出主權要求。1836

年西班牙海軍發現此島，但未對此島行使任何統治行為。1858 年由

法國軍官乘商船在克里柏敦島外面巡航，遂自行宣佈法國對該島的主

權，並對此島作地理記錄，但沒有在島上留下有關主權的任何標誌。

事後將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報告法國駐檀香山領事館，並通知夏威夷

政府，將此事公佈在地方報紙上。37
1897 年法國軍艦登陸該島一個月

後，墨西哥也派遣軍艦到該島，並在島上升起墨西哥的國旗。38法國

                                                                                                                                                        
換言之，正如同尚文所論及地圖的法律效力，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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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請參閱本案判決文件：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45/4865.pdf。檢視

日期：2014 年 5 月 28 日。 
37

 Surya P. Sharma, Supra note 22, p. 49. 
38

 Surya P. Sharma, Supra note 22,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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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墨西哥在互換外交照會之後，同意將爭端提交仲裁解決。 

 

圖 3-3 圖中標註點即為克里柏敦島之位置 

資料來源：https://www.google.com/intl/zh-TW/earth/。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二)雙方當事國的說法 

1909 年法國與墨西哥簽訂協議，請義大利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

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擔任仲裁員，審理該島的主權歸屬。從 1858

年開始，墨西哥即主張擁有克里柏敦島的主權，其說明最初是由西班

牙發現該島，之後的墨西哥從西班牙手上取得繼承權。但法國則說明

曾在報紙上聲明對克里柏敦島的主權並頒發過有關島上鳥糞利用的

特許令，法國持續對克里柏敦島實行管理。法院認為法國從來就沒有

放棄對克里柏敦島的占領，雖然沒有實際上的繼承方式，但並不代表

法國喪失對該島的主權。相較於法國，墨西哥僅依賴繼承權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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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法藉此取得克里柏敦島的主權。39
 

(三) 法院判決論點 

此案的仲裁員伊曼紐爾三世國王認為，法國宣布占領該島是符合

國際法中的有效佔領而且是連續的。法庭在檢視法國是否符合佔領的

兩項標準：行使主權的意圖與意願、是否實際佔領。關於第一項，仲

裁員認為法國在 1858 年的登島佔領行為有此意圖；第二項則是有關

於事實的佔領而非名義上的佔領，因此法官最後將此島判給法國，是

因為法國有象徵主權的活動，雖然法國曾經有某時期中斷在克里柏敦

島的活動，可是法國先前在島上的既有權利並不會因此失去，因此法

官認為法國沒有放棄的意圖。實際上，一塊不適人居的土地，從最初

的佔領國在該地出現後，就處於該國完全和沒有爭議的控制之下，從

這時開始佔領就算已經完成。40相較於法國，墨西哥宣稱此島由西班

牙最先發現，卻沒有實質上的證據，仲裁者認為墨西哥僅依賴於繼承

權的概念宣稱對該島擁有主權，是無法據此得到主權的。41
 

(四)判決結果 

 維克托•伊曼紐爾三世，最後將克里柏敦島的主權判給法國。 

                                                      
39

 宋燕輝，「由國際法觀點論沖鳥礁法律地位暨我國籍漁船『龍榮二號』在沖鳥礁日本所主張 EEZ

被扣罰款事件之適法性問題」，民主、和平與人權：陳隆志教授古稀祝壽論文集(台北：台灣國

際法學會，2006 年)，頁 130。 
40

 “Thus, if a territory, by virtue of the fact that it was completely uninhabitated, is, from the first 

moment when the occupying State makes its appearance there, at the absolute and undisputed 

disposition of that State, from that moment the taking of possession must be considered as a 

accomplished, and the occupation is thereby completed.”  Surya P. Sharma, Supra note 22, p. 83. 
41

 Ibid., p. 49. 



 第三章 國際法院判例解析-領土主權之爭端 

 

105 
 

(五)案例分析 

 在勞特派特所編之《奧本海國際法》中，對利用時效而取得領土

做出以下說明：「在一段足夠的時期內，對於一塊土地連續和不受干

擾地行使主權以使其在歷史發展下成為一般信念，認為事物之現狀

是符合國際法秩序的，因而獲得該地之主權。是此時效在國內法和

國際法上均有同樣的基礎，也就是須列入安定和有秩序的考慮。」42
 

在本案中，墨西哥主張其承襲西班牙對於克里柏敦島之主權依據

而擁有此島主權，但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則認為時效並不是取得領

土主權之關鍵，應再另外考慮兩造雙方對於克里柏敦島是否行使有

效管理之行為，在此有效佔領之觀念再一次被驗證，法國對克里柏

敦島之依據並不是轉承自其他國家而來，是透過對該島行使國家權

利之行為。 

 

四、1953年英法海峽群島案 Minquiers and Ecrehos, (France v. 

U.K.) 

(一) 案件事實 

本案件原本是無主地的島嶼主權歸屬的案件，不討論關於國際法

中發現與佔領的原則，然而此案件有探討到擁有這兩群島的標準為何，

並權衡兩方的說法，再判斷英、法兩國各自的證據對誰較為有利。敏

                                                      
42

 Laurence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Vol.1, 7
th

 ed., Hersh Lauterpacht, ed.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2), p.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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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埃島與艾克麗斯島位於英吉利海峽 (British Channel)的澤西島

(Island of Jersey)和法國海岸之間，由兩至三個適於居住的小島、更小

的一些島和一群礁石所組成，不適合人類長久居住，其用途通常做為

觀光或漁民的避風港之用。43長久以來，英、法均認為小島為其本國

領土，而這兩個小島的主權也從未被明確界定。44從本案的裁決中可

看出，歷史證據不如晚近時代實際控制的證據有效。 

 

圖 3-4 圖中標註點即為敏基埃島與艾克麗斯島之位置 

資料來源：https://www.google.com/intl/zh-TW/earth/。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二) 雙方當事國的說法 

在 19 世紀之前，英、法兩國之間對這兩個小島的主權歸屬產生

爭端。但是在後期法國開始提出主權要求，使得雙方不時產生糾紛，

                                                      
43

 Surya P. Sharma, Supra Note 22, p. 83. 
44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France v. U.K.),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7 December 1953,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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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未產生重大衝突，直到二次大戰後，兩國認為有必要就島嶼主權

歸屬問題取得解決方案，但不打算將這兩島作為無主地或共管地來處

理。1950 年 12 月 29 日，兩國簽訂特別協議，將該案提交國際法院

仲裁。辯論開始的時候，雙方即針對關鍵日期(critical date)產生爭論，

英國主張關鍵日期為 1950 年 12 月 29 日，以此強調英國對於此兩小

島管理行為的有效性；而法國則是主張關鍵日期為 1839 年 8 月簽訂

漁業條約締結之後。 

英國主張 1966 年挪威的威廉公爵在征服英國後，將英國與諾曼

第公國地區合併，其中就包含了海峽群島。更進一步表示，海峽群島

長久以來是英國的一部分，與此之後英、法兩國在條約的簽署上都有

承認此事實。另一方面，法國所依賴的是法庭在 1202 年 4 月 28 日作

的裁決，以及歷史的淵源來主張其主權。45
 

在其他方面，英、法兩國均提出古代權利與原始權利作為主權的

依據。法院認為，兩國提出的資料也大多是遠古時期的歷史文獻，其

中也包括古代的條約、中古時期的許可證、法庭的裁決等廣泛的刑事

與民事的司法裁決文獻。46然而，有些歷史文獻甚至無法明確區分其

實質意涵，因此國際法院認為就算法國的法院主張在 1202 年便擁有

這些島嶼的主權，但那些資料年代久遠，無法列入審查的範圍之中，

                                                      
45

 Surya P. Sharma, Supra Note 22, p. 49. 
46

 Ibid.,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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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與佔領小島有的直接關係證據才具有其意義，不過法國仍希望能

以 1204 年的證據來證明其擁有這兩組島嶼的主權，並強調在 1204 年

威廉公爵的諾曼地公國瓦解之後，法國就佔領公爵的領地，因此法國

宣稱英國既然無法提出證據說明擁有此兩組島嶼的主權，也就表示法

國從 1204 年就擁有此兩組島嶼之主權。47不過法院反駁法國的此項說

法，由於法院認為在接下來的幾世紀中，戰爭頻繁的發生導致土地被

兼併與分割的情況不斷出現，因此無法證明在這期間內法國有效管理

這兩組島嶼。最終法院將兩組島嶼的主權判給英國所有，其依據就是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英國持續的對這些小島行使國家權利，已經構成

有效的實際佔領。48
 

(三) 法院判決論點 

法院發現艾克麗斯島自十三世紀末起就被認為屬於海峽群島，並

隸屬英國國王的封建土地，直至 19 世紀時皆有直接的證據證明英國

有效的管理此島。另一方面，自 17 世紀起，敏基埃島被視為是澤西

島努瓦蒙(Noirmont)地區的封地贈予英國，英國接下來在十九至二十

世紀都有明顯證據顯示有效管理此島。49
 

法院判決主要依據英國在大部份的時間中持續對這些島嶼行使

                                                      
47

 Ibid., p.86. 
48

 「領土爭端：實際控制等於主權」，見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檢

視日期：2014 年 3 月 13 日。 
49

  Minquiers and Ecrehos Case, Supra note 44,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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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力，舉例來說像是司法行為、關於當地的用兵條例、徵稅、頒

發船執照、登記財産契約、進行人口普查、管理海關事務等，形成有

效的實際佔領。50而法國只能提出中世紀封建時代的土地贈予契約當

作證據，沒有實際有效管理的證據。51不過法院並無明確說明要根據

何種標準才能取得此兩組島嶼的主權，因為判決的依據是根據有效管

理行為的證據，和實際的佔領行為無關。 

(四) 判決結果 

國際法院最終在 1953 年 11 月 17 日作出判決，將這兩組島嶼的

主權判給英國。 

(五) 案例分析 

在領土取得之概念中，對於有主地之主張須以時效來取得，時效

雖然可以用來說明國家長期擁有該領土之主權，但之後須在長時期內

和平且不受干擾地行使有效管理，才可確保領土主權不被其他國家爭

奪。 

本案中，法官認為英國實際行使國家職務像是行政司法等權力，

比法國提出的中古時代條約更為重要，確定英國提出之證據可證明英

國曾長期在這些群島行使國家之職務，因此判決英國勝訴。 

  

                                                      
50

  Ibid., p. 69. 
51

  Ibid.,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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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98 年西巴丹島與利吉丹島主權案 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Indonesia v. 

Malaysia) 

(一) 案件事實 

西巴丹島與利吉丹島位於西里伯斯海(Celebes Sea)，婆羅洲東北

部的海岸外，距離婆羅洲 15.5 海里。西巴丹島比利吉丹島稍大，面

積約 0.13 平方公里，確切位置為北緯 4°06’，東經 118°37’，距離塞

巴蒂克島(Palau Sebatik)東岸約 42 海里。西巴丹島是一座森林茂密的

火山島，露出海面最高點為 600-700 公尺，周圍有大片珊瑚礁環繞，

直到 1980 年到開始成為觀光客的潛水勝地，但無人長年居住在該島

上。利吉丹島位於一塊由 Danawa 和 SiAmil 島向南延伸星形暗礁的

最南端，確切位置為北緯 4°09’，東經 118°53’，距離婆羅洲很近的

Serporna 群島約 21 海里。利吉丹島長年露出海面，表面主要為沙地，

散佈一些草木植物，無人長久居住。52
 

                                                      
52

 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Indonesia v. Malaysi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7 December 2002, para.14. (以下簡稱為 I.C.J. Report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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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圖中標註點即為西巴丹島之位置 

資料來源：https://www.google.com/intl/zh-TW/earth/。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印尼和馬來西亞分別於 1940 年代和 1950 之後陸續獨立。由於

1958 年聯合國海洋法第一次會議的召開，印、馬兩國開始主張自身

的大陸礁層等權利，並准許外國在婆羅洲東岸水域探勘石油，從而使

得附近島嶼的主權領土問題開始浮上檯面。1966 年 10 月 6 日，印尼

發出的石油許可證中，北部界線沿北緯 4°09’30’’的這條線，有涵蓋此

兩島的水域，從塞巴蒂克島以東延伸至 27 海里；而 1968 年，馬來西

亞在發給日本石油公司的許可證上，說明南部界線也是沿北緯

4°09’30’’的這條線延伸，兩國海域重疊的問題就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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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印、馬雙方的殖民母國荷蘭及英國並未劃清界線，兩國就依

據延續下來的主權轉讓行為，都宣稱自身擁有兩島嶼的主權，兩國還

於 1969 年召開劃分大陸礁層的會議，但多次協調之後均無共識，雙

方決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並於 1997 年 5 月 31 日在吉隆坡簽訂特

別協議，到 1998 年 11 月 2 日，印、馬兩國共同向法院通知簽訂特別

協議的事宜，並在隔年的 11 月 2 日向國際法院提交訴狀，由法院仲

裁西巴丹島和利吉丹島的主權歸屬問題。 

在審理期間的同時，菲律賓也在 2001 年 3 月 13 日提交申請書，

要求法院准許其參加本次訴訟案，菲律賓表示只是希望參加訴訟，而

不是成為當事國，以便在爭訟的過程中保障和捍衛其政府的權益。由

於印尼及馬來西亞已在規定時限內提交書面意見，所以拒絕菲律賓參

與此次的訴訟。53
 

(二) 雙方當事國的說法 

印尼主張依據 1891 年 6 月 20 日的《英荷條約》（Anglo-Dutch 

Treaty），兩島的主權都已歸屬於印尼。另外在 1891 年的條約中，締

約雙方打算劃定一條適用於塞巴蒂克島以東海域的分界線，以北包括

島嶼在內的土地屬於英國，以南的土地則屬於荷蘭，而目前主要的爭

議在於島嶼位於該分界線以南，因此依當時條約的規定屬於荷蘭，現

                                                      
53

 I.C.J. Reports 2002, para.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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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則屬於印尼。54印尼認為「橫越」應解釋為「越過並持續穿過」

（crossing and continuing over），在條約的解釋上，印尼也說明這樣的

約定也出現在締約雙方的實踐上。55
1891 年英、荷兩國測量 4°10’線

時，荷蘭遞交給英國的文件資料中，顯示此線向東延伸並超出塞巴蒂

克島，英國並未對此提出抗議。 

之後印尼對於管理行為也提出一些相關證據，印尼聲明，傳統上

印尼漁民就一直在這兩個島附近從事貿易活動。另外，在 1921 年荷

蘭皇家海軍船舶(Destroyer Lynx)曾經登臨西巴丹島。而1979年之後，

馬來西亞陸續採取對兩島的佔領行為，印尼也都有對此提出抗議。56
 

馬來西亞的觀點則是強調持續與和平地擁有兩島。自 1878 年開

始，當時的殖民母國英國就展示對該兩座小島的行政管轄。對於西巴

丹島的潛水活動者而言，馬來西亞基於主權的行使有責任保護該島的

環境和潛水客的基本需求。馬來西亞更進一步說明，在 1960 年印尼

公布的第四號法令（Article 4）劃定印尼領海的外部界限，但是印尼

沒有使用有爭議的兩個島嶼作為劃分基線的基點。馬來西亞表示，就

算如此也不能將這兩個島就是為印尼的領土。馬來西亞還認為該條約

的解釋應就條約本身文字加以探討，以符合 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

                                                      
54

 I.C.J. Reports 2002, para. 34. 
55

 I.C.J. Reports 2002, para. 39. 
56

 I.C.J. Reports 2002, para.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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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規範。57其認為 1891 年條約的目的在於劃分英、和兩國在婆羅洲

的陸地疆界，而不是劃分其海上疆界，也就是說 4°10’線僅為疆界線

而非分配線，島嶼也僅指塞巴蒂克島而不是其他島嶼。58
 

在有效管理行為方面，馬來西亞提到了捕捉海龜海採集海龜蛋是

西巴丹島上最重要的經濟活動。早在 1914 年英國就對在兩島上採集

龜蛋的行為採取限制的管理措施，也特別提到用船隻在這兩島周圍水

域捕魚建立許可制度。甚至在 1933 年期間於西巴丹島建立鳥類保護

區。在 1960 年代英國的北婆羅洲殖民地政府在西巴丹島和利吉丹島

上建造燈塔，而這些燈塔延續至今，皆由馬來西亞政府負責維護管理。

更在 1997 年 9 月 25 日馬來西亞通過自然保護區法，將西巴丹島和利

吉丹島設立為自然保護區。59
 

然而，印尼反駁馬來西亞以上說法，認為馬來西亞這些行為都無

法說明其持續且和平地佔有這兩小島，就海龜蛋的採集經濟行為而言，

印尼雖然不否認馬來西亞提出的證據，但指出英國所公布的規章制度

及解決該地區居民爭端的規定，都只能算是行使屬人管轄權的證明

（nationality jurisdiction），而不是領土管轄權（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57

 「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The Vienna Convention of 1969)於第 31、

32 條的規定，條約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並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解

釋之，而解釋條約的補充資料，包括條約的準備工作和締約情況。另外，第 31 條第 3 款規定，

當事國寺後所訂關於條約之解釋或其規定之適用之任何協定應與上下文一併考慮。」「《維也納

條約法公約》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http://www.6law.idv.tw/6law/law2/。

檢視日期：2014 年 3 月 24 日。 
58

 I.C.J. Reports 2002, para. 39. 
59

 I.C.J. Reports 2002, para.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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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不僅質疑英國政府建立鳥類保護區的作為，也不認同馬來西亞在

西巴丹島上建立燈塔及維護的行為，因為這些都只是有助於航行的作

為而不是擁有島嶼主權的證據。60
 

(三) 法院判決論點 

2002 年 12 月 17 日，法院就案件的實質問題做出判決，以 16 票

對 1 票，裁決西巴丹島和利吉丹島的主權屬於馬來西亞。61
 

關於印尼或馬來西亞能否依國際法的繼承獲得這兩個島主權的

問題，國際法院檢視 1878 年條約對屬於蘇丹所有的島嶼之規定後指

出，在 1891 年英荷條約作為對塞巴蒂克島的分割線之後，並於 1893

年的條約提及三個島及周圍的小島時，同樣採取與以往相同的方式。

因此法院認為這只能解釋為「涉及位於三個名字被註明的大島附近的

小島」，而不涉及 40 海里外的小島62，因此法院不能接受印尼的觀點，

不認為印尼可以獲得此兩島的主權。63
 

馬來西亞方面，國際法院認為所有馬來西亞提交其所宣稱之主權

依次轉移的國際法律文件中，均未提及西巴丹島和利吉丹島。而法院

不能接受馬來西亞主張存在未曾中斷的主權轉讓行為，原因在於馬來

                                                      
60

 I.C.J. Reports 2002, para. 133. 
61

 I.C.J. Reports 2002, para. 150. 
62

 “The Court further recalls that it stated above that the words "the islets belonging thereto" can only 

be inter- preted as referring to the small islands lying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of the three islands 

which are mentioned by name, and not to islands which are located at a distance of more than 40 

nautical miles.” “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INDONESIA v. MALAYSIA) Judgment of 17 December 2002”，http://www.icj-cij.org/d 

ocket/files/102/7714.pdf。瀏覽日期：2014 年 3 月 24 日。 
63

 I.C.J. Reports 2002, para.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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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宣稱最初的權利者蘇祿蘇丹（the Sultan of Sulu），無法認定兩島

為其屬地，因此後來的馬來西亞也無法確定對這兩個島是否享有以條

約為基礎的權利事實。 

法院認為 1891 年條約第四條的「橫越」和「將持續向東」兩段

文字，應當在符合一般的意義之下進行善意的解釋。法院將北緯 4°10’

認定為構成劃分英國與荷蘭在塞巴蒂克島上主權領域的界線。法院對

1891 年條約的結論是該約的目的僅在確立相關各方在婆羅洲島上的

疆界劃定，而因塞巴蒂克島在此陸地疆界線起點的對岸，掌握關鍵位

置，因此提到該島的目的僅在劃分各自的主權範圍，並沒有要劃分其

他的島嶼。法院最後不認為該條約支持印尼的論點，也未提供印尼擁

有該兩島的法律基礎。 

不過法院注意到在馬來西亞提出的證據顯示，1930 年以前，英國

北婆羅洲公司就已採行某些措施管理控制捕海龜和採集海龜蛋。1933

年殖民母國英國在西巴丹島設立鳥類保護區，對在島嶼周圍水域捕魚

之船隻建立證照登記制度、設立燈塔、以及維護觀光資源等，這些行

為均說明馬來西亞對這兩小島實行有效的管理。64
 

(四) 判決結果 

 法院最後考量馬來西亞對於島嶼實行有效管理行為的因素，因此

                                                      
64

 I.C.J. Reports 2002, para.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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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西巴丹島和利吉丹島的主權判給馬來西亞。印尼政府雖然失敗，但

還是尊重法院的判決。 

 (五) 案例分析 

國際法院將西巴丹島和利吉丹島之主權判給馬來西亞的原因為

不論是 1891 年的條約本身或附件，或是之後殖民母國的主權行為都

無法看出與這兩個島嶼之主權歸屬有關聯性，因此在本案中需藉由當

事兩國同意之時間點前「統治之有效性」來判斷島嶼之歸屬。國際法

院發現從殖民時期開始，不論是在主觀或客觀上，印尼都沒有對爭端

的島嶼進行有效統治，反觀馬來西亞自殖民時期開始就在該島嶼上行

使有效之統治，包括制定規則與開展經濟活動、建燈塔、鳥類保護區

等行為，法院認為其具有主權意涵。 

另外，印尼政府提出一份由荷蘭政府於 1891 年條約簽訂之後提

交國務院批准該條約之法律草案備忘錄附件中的地圖，作為此條約將

這兩個島嶼劃歸印尼的證據；然而，法院並未採納此觀點，因為法院

認為該地圖並未能連結締約時間點前後殖民母國就該兩島嶼主權歸

屬的行為模式，而且幾乎可以確定當時荷蘭國會根本不知道該兩島嶼

位於平行線之南方，以及該紅線是一條定位線，雙方在其後的協商也

證明，條約締結之目的並非在區劃相關島嶼之歸屬。65
 

                                                      
65

 黃居正，同註 18，頁 865。 



論國際法上島嶼制度在解決南海爭端中之適用 

 

118 

 

六、2008 年白礁島、中岩礁、南礁主權歸屬案 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 / Pulau Batu Puteh, 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Malaysia v. Singapore) 

(一) 案件事實 

白礁島的名稱最早於 1583 年由荷蘭航海家林斯霍特（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所著的《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Eadte & West 

Indies（早期東印度的葡萄牙航行者）》一書。66白礁島(Pedra Branca)

位於新加坡海峽東面入口的南中國海水域，位於北緯 1°19′48″，東經

104°24′27″，距離馬來西亞柔佛東南 7.7 海里，新加坡以東 25.5 海里，

是該國領土的最東端。其面積長度為 137 公尺，平均寬度為 60 公尺。

該島為無人居住的荒島，但其表面中年被白色的鳥糞覆蓋，富含磷礦。

中岩礁(Middle Rocks)和南礁(South Ledge)是鄰近白礁島的兩個島嶼，

距離約 250 公尺。中岩礁是新加坡海峽以東，兩個以珊瑚礁組成的礁

石。距離馬來西亞柔佛州東南端 8 海里，距離白礁以南 0.6 海里。中

岩礁處於海平面之上 0.6 至 1 公尺。南礁距離白礁島西南部約 22 海

里，只有在低潮時才露出水面。67
 

                                                      
66

 J.H. van Linschoten, 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Easte & West Indies, Vol. 4 (London：John Wolfe, 

1958). 
67

 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Pulau Batu Puteh, 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Malaysia v.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23 May 2008, para.16-18. ( 以下簡稱為 I.C.J. 

Report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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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白礁島、中岩礁、南礁主權歸屬案判決書地圖 

資料來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30/14492.pdf。檢視日期：

2014 年 4 月 8 日。 

 

 

圖 3-7 圖中標註點為白礁島、中岩礁、南礁位置。 

資料來源：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30/14492.pdf。檢視日期：

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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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方當事國的說法 

16 世紀時，白礁島原為柔佛蘇丹國的領土。1840 年，英國殖民地

政府佔領白礁島，並於 1851 年在島上建造燈塔，即霍士堡燈塔

(Horsburgh Lighthouse)，隨後交給新加坡管理。隨著時間過了一百年

左右，柔佛蘇丹國或馬來西亞並沒有對新加坡行使主權及負責管理島

上的燈塔提出抗議。1953 年 6 月 12 日，新加坡的英國殖民地秘書曾

經致函柔佛州蘇丹的英籍顧問以詢問有關白礁島的主權狀況，以確定

新加坡的海域。結果在同年 9 月 21 日，柔佛代州秘書回函說，柔佛

州政府並未擁有白礁島的主權。直到 1979 年 12 月 21 日，馬來西亞

公開出版的地圖中把白礁島劃入其領土範圍，這個舉動引起新加坡的

抗議，引發兩國對於白礁島的主權爭端。之後新加坡以外交照會反對

馬來西亞對於白礁島的主張及要求更正，且新加坡之外交照會導致

1993 至 1994 年間和馬國政府的外交信函往來或兩國政府間的會談都

無法提出解決辦法，因此新加坡先於 1989 年提議將爭端交由國際法

院解決。新、馬兩國於 1993 年 2 月舉行第一回合的談判，而附屬於

白礁島的中岩礁，南礁主權歸屬問題在本次談判中出現，最後馬來西

亞在 1994 年時也同意將爭端交由國際法院解決。68
 

  

                                                      
68

 I.C.J. Reports 2008, para.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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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受理判決後即說明，在法律爭端已提出要求主張之一方，

有關本案之領土主權爭端上下文以及爭端具體明確化的日期是重要

的，其重要性在於法庭需區分哪些行為是為建立或確立主權之目的而

應加以考慮，以及那些行為發生於該日期之，且對於建立或確定主權

之目的是無意義之行為，為了支持先前已經完成聲明主張的行為而再

加強聲明而已。於此，雙方當事國皆同意將爭端肇始日設定為新加坡

以外交照會抗議馬來西亞發行 1979 年地圖之日，即是 1980 年 2 月

14 日；而關於中岩礁和南礁島的部分，法院認為應設在 1993 年 2 月

6 日，因為 1980 年 2 月 14 日只針對白礁島的部分，在新加坡的外交

照會中並無將中岩礁和南礁島一起列入。69
 

關於本案的癥結點就白礁島在 1840 年代之前是否為無主地，其

次是1840年之後白礁法律地位之討論，雙方各有對各自有利的證據。

像是新加坡批准馬來西亞官員測量白礁島附近水域潮汐之行為、70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在白礁島附近之巡邏及演習、71英國和新加坡在白礁

島上海事旗之展現、72
1977 年新加坡在白礁島的燈塔上設置軍事通信

設備、73新加坡曾提議填海造地以擴展該島等，74以上是對新加坡有

利之事實。而馬來西亞方面則提出 1968 年馬來西亞石油協議、1969

                                                      
69

 I.C.J. Reports 2008, para. 32. 
70

 I.C.J. Reports 2008, para. 235-239. 
71

 I.C.J. Reports 2008, para. 240-243. 
72

 I.C.J. Reports 2008, para. 244. 
73

 I.C.J. Reports 2008, para. 247. 
74

 I.C.J. Reports 2008, para.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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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馬來西亞的領海界限之宣佈、75印尼-馬來西亞 1969 年大陸礁層和

1970 年領海協議、76
1973 年印尼-新加坡領海協議、77新加坡海峽之跨

國合作、78官方出版物和官方地圖等，79而這些資料都是對馬來西亞

有利之部分。 

(三) 法院判決論點 

2008 年 5 月 23 日，聯合國國際法庭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有關白礁等

三島主權爭議案作出判決，該判決對兩國有拘束力，且不得上訴，判

決主旨摘要如下：80
 

1、以 12 票對 4 票判決白礁島主權屬於新加坡。 

2、以 15 票對 1 票判決中岩礁主權屬於馬來西亞。 

3、以 15 票對 1 票判決南礁主權俟星、馬劃定海域界線後，釐

清南礁坐落於何國領海，該國即擁有南礁之主權。 

 

 判決書首先說明新、馬兩國對於白礁島、中岩礁及南礁等三島主

權爭議的歷史背景。法院認為，白礁島的主權爭議於 1980 年代後才

具體成形，當時新加坡於1979年抗議馬來西亞在出版的官方地圖中，

將白礁島規劃在馬來西亞的領海範圍中。而中岩礁及南礁的主權爭議

則到 1993 年才具體化，當時新加坡在新、馬雙邊會談時，提到了這

                                                      
75

 I.C.J. Reports 2008, para. 254-256. 
76

 I.C.J. Reports 2008, para. 257-258. 
77

 I.C.J. Reports 2008, para. 259. 
78

 I.C.J. Reports 2008, para. 260. 
79

 I.C.J. Reports 2008, para. 261-272. 
80

 謝慶欽，「國際法庭判決白礁等三島主權爭議案」，國際漁業資訊，第 188 期(2008 年 7 月)，

頁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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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島的主權歸屬問題。以下分成白礁島、中岩礁及南礁主權部分，

將法院判決的理由說明如下。 

1. 白礁島主權： 

 法院認為，馬來西亞擁有白礁島的原始主權，歷史可追溯至柔佛

蘇丹王朝。法院審核過雙方當事國提出的證據顯示，柔佛蘇丹王朝的

領土包含新加坡海峽的所有島嶼和小島，也包括白礁島，基於此，法

院確立本區域其他國家並沒有對柔佛蘇丹王朝擁有這些島嶼提出異

議，這符合國際法中「連續與和平地展示領土主權」之要件。接著法

院研究前述的主權是否在 1824年至 1840年之間發生的事件所影響。

1824 年 3 月，英國與荷蘭簽署了一項條約，該條約同意讓兩國在東

印度地區建立各自的勢力範圍，因此柔佛王朝的其中一部份落入英國

的勢力範圍，而由蘇丹‧阿都拉曼掌握的地區則落入荷蘭的勢力範圍

之中。 

 1824 年 8 月，英國勢力範圍的蘇丹‧胡先(Sultan Hussein)因為《克

勞福條約》(Crawfurd Treaty)，割讓新加坡島及其沿海 10 英里的鄰近

海域和小島給英國東印度公司，這代表原先這些領土都屬於柔佛蘇丹

王國。而蘇丹‧阿都拉曼(Sultan Abdul Rahman)於 1825 年 6 月的信件

中，決定把已經屬於英國的某些領土捐贈給蘇丹‧胡先，從這裡可以

看出，舊的柔佛蘇丹王朝已經分裂。但法院認為這些事情並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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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白礁島的原始主權。 

 接著，法院依據柔佛蘇丹王朝或馬來西亞在 1840 年代之後的行

為，並評估有關的事實以研究白礁島的法律地位，確立馬來西亞方面

是否保有該島的主權。法院審查了燈塔建造的地點和建設的過程、相

關人員在 1852 年至 1952 年之間的行為等，都無法作出具體的結論。 

 在審理期間，國際法院注意到在 1953 年 6 月 12 日的一封信，新

加坡殖民地秘書致柔佛蘇丹的英國顧問的信函中提到，為確立殖民地

的領海界線，授命詢問距離新加坡 40 英里的白礁島地位為何，要求

柔佛提供白礁島主權的資料。但當時柔佛的代理秘書在 1953 年 9 月

21 日的回信中說明「柔佛政府沒有主張此島嶼的所有權」，這成了法

庭上一個關鍵的證據。法院認為，柔佛地區的官方信函於 9 月作出的

回函中可以看出並未擁有白礁島的主權。81除此之外，法院還提出有

些行為可以成為支持新加坡擁有白礁島主權的論點，例如 1977 年之

後，為了加強對白礁島的控制，新加坡在島上建造一座兩層樓的建築

物、直升機降落坪以及軍事通訊設備，同時派駐軍艦巡邏，阻止馬來

西亞漁民在白礁島的附近海域捕魚，新加坡在島上插軍旗、建燈塔以

及安裝硬體設備、出版地圖等行為，馬來西亞在這期間都沒有做出任

何的回應。因此法院考量到新加坡的這些實際作為將白礁島的主權判

                                                      
81

 I.C.J. Reports 2008, para. 27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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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新加坡。82
 

2. 中岩礁及南礁主權： 

 新加坡認為此兩小島應隨白礁島的主權歸屬而一同判給新加坡，

但馬來西亞則持此兩小島一直以來都屬於繼承柔佛王朝的馬來西亞。

中岩礁為一距離白礁島 0.6 至 2.2 海里的島礁，且高於水面 0.6 至 1.2

公尺高，法院認為新加坡並沒有對中岩礁有實際的控制行為，因此主

權應判給柔佛王朝的繼承者馬來西亞。83至於南礁的主權，法院認為

此島本身低海拔，而且新、馬兩國都沒有要求法院為該島的水域劃定

界限，因此法院認為由兩國劃定雙方的海域界限後，再釐清南礁位於

何國的海域內，南礁的主權即屬該國。84
 

（四）判決結果 

法院在審理諸多資料之後，根據國家對領土的有效管理之考量將

白礁島的主權判予新加坡；而中岩礁因為和白礁島情況不同，則判予

馬來西亞；最後南礁的主權法院認為由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劃定雙方

的海域界限後，再釐清南礁位於何國的海域內，南礁的主權即屬該國。 

 (五) 案例分析 

 國際法院將白礁島判給新加坡的理由是在過去近 150 年以來馬來

西亞未在島上行使主權，新加坡持續在島上作海上人員管制、建造硬

                                                      
82

 I.C.J. Reports 2008, para. 276-277. 
83

 I.C.J. Reports 2008, para. 278-279. 
84

 I.C.J. Reports 2008, para.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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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備及出版地圖等行為，因此而獲得白礁島主權。 

 本章於第一節說明國際法領土取得原則時，提及「時效取得」為

一國對於原屬他國主權所有的領土，持續和平、有效和不受打擾地長

期行使事實主權而取得該領土之主權。而奧本海的國際法中也提到，

「時效是持續和平地在一土地上行使主權，而能取得土地之主權。」 

因此在本案中，白礁島早先是屬於馬來西亞之領土，並非無主地，因

此新加坡並不是以先佔原則取得，但新加坡已持續且和平地在白礁島

上行使主權行為，有效管理白礁島，是其獲得主權的關鍵。 

 除此之外，從 1850 年新加坡在白礁島上舉行燈塔啟用典禮開始，

柔佛官方並未派任何代表出席，也沒有對新加玻的行為提出異議；並

且在 1953 年新加坡殖民地秘書致柔佛蘇丹的英國顧問的信函中，柔

佛官方認為自身對白礁島沒有主權。筆者認為由柔佛王朝的行為可以

說明其在 150 年來對於新加玻之行為採取默認之態度。默認是指對外

國因聲明、保留或預防保護權利而需要抗議時卻消極而不作為，默認

可以因其沒有表達意見而被他方解釋為同意，使得馬來西亞因此喪失

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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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根據本章的概念與案例整理，可以發現主要的判決重點圍繞在

「關鍵時刻」與「有效佔領」等島嶼主權的認定概念上（如：表 3-1），

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關注這些判例如何補充國際法的內容。特別是可

以發現關鍵時間點的認定非常重要，但這同樣也是最困難部分，因為

它同時涉及無主地、默認、禁反言等原則的認定，而這將會影響國家

是否行使有效佔領的權利。關鍵時刻的認定對於我們第四章所要分析

的南海群島案例的討論至關重要，特別是能夠有效釐清各聲索國與我

國主張的爭議點。 

 

表 3-1 第三章研究發現摘述表 

 
先佔 

時效

取得 

關鍵

日期 

有效

管理 
默認 

禁 

反言 

島嶼主權 

判定關鍵 

Island of palmas O O O O X X 
關鍵日期 

有效管理 

Eastern Greenland O O O O X O 
禁反言原則 

關鍵日期 

Clipperton Island O O O O X X 
時效取得 

有效管理 

Minquires& Ecrehos O O O O X X 
關鍵日期的判定 

有效管理 

Pulau Ligitan& Pulau 

Sipadan 
X O O O X X 

有效管理 

 

Pedra Branca & Middle 

Rocks & South Ledge 
O O O O O O 

時效取得 

禁反言、有效管理 

註 1：表內 O 代表該案例有討論此項原則；X 則表示該案例未討論此項原則。 

註 2：本表內容為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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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我們也觀察到島嶼制度與島嶼主權的密不可分的關係，

如 1953 年英法海峽群島案與 2008 年白礁島、中岩礁、南礁主權歸屬

案例中，島嶼主權所衍生的島嶼制度爭議被忽略，也就是國際海洋法

第 121 條第三項所提出的概念，島嶼是否具備維持人類居住或經濟生

活，若是島礁不具備基本構成條件是否就無法主張擁有其附近海域的

經濟權利，是否僅能就其判決結果主張擁有其主權。 

是此，我們將在下一章節討論南海案例時應先就島嶼制度進行討

論，確認南海諸島中那些島嶼擁有基本的構成要件；其次透過關鍵時

刻的界定來對島嶼主權進行確認，再者則是討論各國是否有效行使其

權利，並另外補充禁反言的例證來說明我國擁有南海諸島的法理依據；

最後討論島嶼在南海衝突中之法律地位的適用性與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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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海爭議島嶼的法律地位及主權歸屬問題 

─以國際法院判例解析之 

南海諸島不論是在天然資源、經濟、航道與軍事戰略皆有其重要

性，因此在此海域中的島嶼、礁、灘都成為南海聲索國的兵家必爭之

地，由於各國欲透過主張擁有的島嶼主權來宣稱擁有其周邊海域的專

屬使用權。然而，南海區域為何會成為聲索國各據一方的緊張情況？

在相關的歷史資料中，皆顯示南海區域一直由中國所掌握，但是南沙

群島先後被法國與日本所佔據使得中國對於南海的控制中斷，而日本

在二戰後歸還權利的同時，中國內部政權的分裂使得各國趁隙而入，

再加上近年來美國對於南海事務的干預。因此，南海區域在中國內部

與外部環境的劇烈變化下使得主權爭議日益複雜化，特別是南沙群島

的主權爭端最受到關注。由於南沙群島分布面積最廣，島嶼組成類型

最多樣，這使得島嶼制度的適用與島嶼主權的行使交織在一起難以界

定與討論。是此，本章試圖將島嶼制度與島嶼主權的概念分別討論以

釐清爭議問題的本質。本章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回顧南海諸

島爭端發展脈絡，範圍限定在 1933 年法國佔領南沙九小島至日本在

1951 年「舊金山合約」中放棄對南沙群島之主權來進行回顧；第二

部分以第二章所討論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島嶼制度的內涵

與相關學者的論述對島嶼制度的可能實踐進行分析，並就各島礁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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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進行整理之後，篩選出符合第 121 條所規範的島嶼；第三部分則

延伸島嶼制度的分析結果，就第三章所討論的島嶼主權案例進行比較

分析，包含關鍵日期、有效佔領、禁反言、默認等概念；第四部分為

本章小節。 

 

第一節 南海爭端的形成背景 

法國於 1933 年逕自宣告擁有南沙群島中部份島礁的主權，並在

該年的 4 月派遣船艦巡視南沙群島，進而在 7 月出版的政府公報中正

式宣布對南沙群島中的南威島(Spratly Island)、安波沙洲(Amboyan 

Cay)、太平島(Taiping Island)、雙子礁(North Danger Reef)、中業島

(Thitu Island)、南鑰島(Loaita Islet)等六個島礁的主權。1而民國政府對

此表達抗議與法國交涉未果的同時，日本在 1935 年至 1938 年之間派

遣軍艦趁隙而入。 

直至 1943 年 11 月，中國、美國和英國在開羅會議結束後發表的

《開羅宣言》中指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

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中國

之領土，例如滿州、台灣和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2才初步討

                                                      
1
 陳欣之，「三十年代法國對南沙群島主權宣示的回顧」，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11 期(1997 年

11 月)，頁 75-76。 
2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of 1943, U.S.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met with Chinese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n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in Cairo, Egypt, to discuss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d the future of Asia. In addition to discussions about logistics, 

they issued a press release that cemented China's status as one of the four allied Great Powers and 

agreed that territories taken from China by Japan, including Manchuria,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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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歸還南海諸島的問題。除此之外，1945 年 7 月，中、美、英三國

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再度指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

實施，而日本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

其他小島之內。」3之後於 1952 年 4 月 28 日，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當局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其中第二條說：「茲承認依照 1951 年

9 月 8 日美國舊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

對於台灣及澎湖列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權利、名義和要求。」

4是此，南海諸島的主權爭議應該就此告一段落，但是卻引發了後續

更多爭議，一方面是中國內部的分裂造成主權歸屬爭議，另一方面則

是南海周邊各國趁二戰後國際情勢未定機擴張自身領土主權。 

南海在國際上稱為「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南北長達 1800

餘公里，東西相距 900 多公里，為太平洋經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進出印度洋(Indian Ocean)的重要樞紐，此海域蘊藏油氣資源，

在經濟、航行與戰略上均有重要地位。南海的海域面積達 360 多萬平

方公里，散佈約 300 個大小不等的島、嶼、灘、礁，依其位置劃分為

                                                                                                                                                        
would be returned to the contro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conflict ende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 The Cairo Conference,1943”, http://2001-2009.state.gov/r/pa/ho/time/wwii/107184.htm。

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20 日。 
3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37-1945/potsdam-conf。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20 日。 
4
 Article 2: It is recognised that under Article 2 of the Treaty of Peace which Japan signed at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on 8 September 1951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an Francisco Treaty), Japan has 

renounced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aiwan (Formosa) and Penghu (the Pescadores) as well as the 

Spratley Islands and the Paracel Islands.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taipei01.htm。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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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在近代歷史的路程中，

南海諸島各有不同的發展。東沙群島位置最北，二戰期間雖曾被日軍

佔領，但在日軍投降之後，一直為我政府有效管理。西沙群島，位南

海西北部，由中國大陸進行有效管制。中沙群島在西沙之東，除黃岩

島外，其餘為隱伏於水面下的礁、灘組成。南沙群島，位於南海海域

的南部，為南海諸群島分布面積最廣，含有島礁最多，西起萬安灘，

東至海馬灘，北起禮樂灘北邊，南至曾母暗沙。 

在經濟活動的面向上，福建、廣東、海南島、臺灣漁民就近前往

南海海域活動、捕撈，南海海域便為他們賴以維生的場所，其船隻更

經此遍及南洋各國。另外，我國內政部於民國 36 年公布之南海各島

礁名稱，部分即以其名命之，以紀念諸先賢奉令遠征之偉績，更藉以

彰顯我國政府在南海地區行使國家主權之具體事實。因此，無論就歷

史、地理及國際法而言，南海諸島及其周遭水域係屬中華民國固有領

土及水域，其主權屬於中華民國，無庸置疑。5
 

我國擁有南海諸島主權可以根據以下歷史發展與相關文件進行

主張：在歷史發展方面。日本自 1910 年代以來即對東沙群島和西沙

群島以及南沙群島的磷礦有興趣，並利用各種機會登陸這三個群島進

行採掘，之後於 1930 年代末便利用武力將南海諸島兼併，並納入台

                                                      
5
 內政部，「南海簡介」，http://maritimeinfo.moi.gov.tw/marineweb/Layout_C20.aspx。檢視日期：

20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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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高雄州管轄，此次應為歷史上首次將此三個島群納入行政體系的

有效管理。6在歷史文件方面，依據 1951 年 9 月 8 日《舊金山和約》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第 2 條-領土中第(f)項之規定為：「日本放

棄其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之權利、名義和主張。」7緊接著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在台北簽署《中日和約》(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與《舊金山和約》同時

生效。在此之中，南海諸島歸屬的關鍵日期是以合約的簽約日還是生

效日為基準，這便產生了可議之處。8就日本的立場而言，因其已先

後在 1952 年及 1972 年兩度表明對西沙及南沙群島主權的態度，就已

確認為放棄這些領土，雖然日本並未明確指出放棄之後要歸還給兩岸

                                                      
6
 陳鴻瑜，「舊金山和約 決定南沙歸屬」，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 

20110907/33651111/。檢視日期：2014 年 3 月 31 日。 
7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Article 2: 

(a) Japan recognizing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Korea, 

including the islands of Quelpart, Port Hamilton and Dagelet. 

(b)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c)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Kurile Islands, and to that portion of Sakhalin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to it over which Japan acquired sovereignt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of 5 September 1905. 

(d)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 Mandate 

System, and accepts the a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f 2 April 1947, extending 

the trusteeship system to the Pacific Islands formerly under mandate to Japan. 

(e) Japan renounces all claim to any right or title to or interest in connection with any part of the 

Antarctic area, whether deriving from the activities of Japanese nationals or otherwise. 

(f)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o the Paracel Islands. 

相關條約內容請參考，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sanfrancisco01.htm。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5 日。 
8
 1952 年 4 月 28 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結束兩國戰爭狀態的和平條約，當年 8 月 5 日在台北賓

館換文生效。在美、英兩國的協議下，同盟國對日和約(舊金山對日和約)未邀請中華人民共和

國參加，但該合約中包含一條款，允許日本在多國和約制定後，與未參加多國合約的作戰國，

簽訂與多國合約內容類似的雙邊和約，並與許日本政府在恢復主權後自行決定要與哪一個中國

政府簽訂雙邊和約。在合約與其議定書中，日本放棄對臺灣、澎湖、南沙及西沙群島的一切權

利、名義與要求，但未聲明將這些領土歸還中華民國，條約適用範圍只規範中國而不規範日本，

賠償問題則由中華民國單獨聲明放棄要求日方勞務賠償。詳細請參閱文化部網站：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238。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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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哪一方，但可以確定的是與菲律賓、越南等外國無關。9不過日本

根據中日和約之後放棄的台灣、澎湖、西沙及南沙群島是否就此成為

無主地的狀態，便引起很大的爭議，當時美、英等國為了使日本接受

投降，在日本表示放棄這些土地後就未再要求其對合約內容作仔細的

說明，因此需要其他的證據來說明我國不論是受到戰爭或政權更迭的

影響都沒有中斷對南海海域的管轄。 

即便在歷史發展與相關文件皆顯示南海諸島的主權為我國所有，

但是在 1950 年代中葉以來，南海島礁的領土衝突仍持續不斷，南海

周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汶萊

競相在南海的島礁或海域布局，有些島礁的佔領國也不斷加強島礁的

建設或在島上駐軍以加強島礁的防禦功能，而為了緩和南海的緊張局

勢，東協十國與中國大陸曾就南海問題進行數次談判，最後在折衷各

方立場下於 2002 年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以降低南海海域的緊

張情勢，但是我國卻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之規定，各沿岸國須於 2009 年 5 月 13 日前向聯合國大陸礁層界

限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Limit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LCS)陳

報其大陸礁層界限(Limits of Continental Shelf)，以確立世界海洋的秩

                                                      
9
 蕭曦清，南沙風雲─南沙群島問題的研判與分析(台北：學生書局，2010 年)，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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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其南海島礁各聲索國包括中國大陸、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

國也在該日期截止前向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提出，而中國大陸

對於馬來西亞和越南的申報提出抗議，使得該項申報無效。 

由於中國大陸和其他南海聲索國對南海諸島的問題採取強勢作

法，使得情勢趨於緊張。因此，除了中國大陸以外，其他聲索國紛紛

向外尋找其他大國的力量，以支持其佔領南海島礁的主張，越南於

2009 年起在河內召開有關南海問題的國際會議，意圖使該問題國際

化；同時也企圖拉攏美國，與美國企業共同合作開發南海的石油和天

然氣等資源。10
 

在 2010 年 3 月，中國向到訪的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 (Jeffrey 

Bader)明確表示南海是關係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11此一說

引發各界熱烈討論，但「核心利益」明確指涉的是中國大陸的國家利

益，這不但攸關領土安全的利益，也是不能與其他國家分享或商談的

利益，且外國不得干預之。而此說法是否代表中國大陸面對南海爭端

會採取激烈的解決方式，這便引起南海周邊聲索國的緊張。12
 

當前在南海產生島嶼主權糾紛的五國六方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10

 陳鴻瑜，「美國、中國和東協三方在南海之角力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44。 
11

 「中國首次向美明確表態：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詳見新浪網：http://mil.news.sina.com.cn/2010 

-07-04/0952599153.html。2014 年 4 月 10 日。 
12

 陳鴻瑜，同註 10，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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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的立場一致，主張南海的 U 形線為主權範圍，而菲律賓和

越南均主張南海為其固有海域，其中的島礁為其領土；馬來西亞則以

大陸礁層延伸的說法主張佔有南海中的數個島嶼；汶萊主張其擁有之

專屬經濟海域宣布擁有南通礁(Louisa Reef)。 

 

第二節 南海諸島的地緣位置 

 南海諸島為零星島群，位於由臺灣島、海南島、中南半島、蘇門

答臘島、爪哇島、婆羅洲和菲律賓群島所圍成的盆區內。由於南海是

一呈東北向西南走向的半封閉海，其西北面為亞洲大陸塊，東南面則

為數千個大小島嶼散佈其中。南海周圍有約 90% 被陸地包圍，在印

度洋的主要出口是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巽他海峽(Sunda 

Strait)、龍目海峽(Lombok Strait)、奧姆拜海峽(Ombai Strait)，靠近蘇

祿海(Sulu Sea)之主要出口則為巴拉巴克海峽(Balabac Strait)，臨太平

洋的主要出口則是巴士海峽(Bashi Channel)，而在東海的主要出口是

臺灣海峽(Taiwan Strait)，相關位置請參考圖 4-1 與 4-2。13
    

                                                      
13

 陳鴻瑜，南海諸島之發現、開發與國際衝突(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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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南海諸島圖。 

資料來源：http://tupian.baike.com/a3_36_63_0130000137698213167 

9632557453_jpg.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圖 4-2 民國 36 年內政部公布南海諸島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maritimeinfo.moi.gov.tw/marineweb/img/%E5%8D%97 

%E6%B5%B71.jpg。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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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盆區有四個主要島群：東沙群島(Pratas Islands)、中沙群島

(Macelesfield Banks)、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s)、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除了上述四個島群之外，其他還有一些礁、灘、岩和沙洲。

以下為這四個島群的地理位置和環境介紹。 

 東沙群島位於北緯 20°30'至 21°31'，東經 116°至 117°間，由三個

珊瑚環礁構成，即東沙環礁、南衛灘(South Veretek Bank)及北衛灘

(North Vereker Bank)環礁。主島東沙島位於東沙環礁之西邊，呈西北

至東南走向，東西長約 2800 公尺，寬 865 公尺，陸地面積約 1.74 平

方公里，中間包圍海水成為一內海，面積約 0.64 平方公里，為珊瑚

礁堆積而成，是東沙環礁中唯一露出海面之陸礁島嶼。14南衛灘和北

衛灘為連續淺灘，礁體呈橢圓形，並無陸地露出海面，為一沉水環礁，

在這些島上都富有鳥糞層和海產。 

 中沙群島位於北緯 15°20'至 16°20'、東經 113°40'至 115°之間，處

在南海的中間海域，橫跨或斜穿南海海域航道的必經之地。中沙群島

除露出少數幾個礁頭外，全為隱沒海水下的暗沙、暗灘、及暗礁，僅

有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露出水面，群島周圍海域水產豐富，船

隻往來頻繁，地理位置重要。15
 

 西沙群島的位置分布在北緯 15°47'至 17°08'，東經 111°10'至

                                                      
14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關於東沙─地理位置」，http://dongsha.cpami.gov.tw/tw/location.aspx。檢

視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 
15

 陳鴻瑜，同註 13，頁 2。 



 第四章 南海爭議島嶼的法律地位及主權歸屬問題

-以國際法院判例解析之 

139 
 

112°55'之間，可分為東西兩島群，東北方為宣德群島 (Amphitrite 

Group)，由永興島(Woody Island)、和五島(Lincoln Island)、南島(South 

Island)、北島(North Island)等島嶼組成；西南方則為永樂群島(Crescent 

Group)，由珊瑚島(Pattle Island)、甘泉島(Robert Island)、金銀島(Money 

Island)、中建島(Triton Island)等島嶼組成。西沙群島地勢低平，島嶼

海拔大都只有三至五公尺，鄰近海域有豐富漁產，還可能蘊藏石油及

天然氣能源。其中永興島為西沙群島中最大的島嶼，長 1.95 公里、

寬 1.35 公里，面積為 1.85 平方公里，自 1947 年中越之間發生戰爭之

後，中共就已完全控制永興島，目前中共在此島已設置辦公建築和一

些生活設施。16
 

 南沙群島為南海諸島中島礁最多，分布最廣的群島，座落於北緯

4°至 11°30'，東經 109°30'至 117°50'之間，由 230 多個島嶼、礁、灘

和沙洲組成，主要島嶼有太平島、中業島、南威島、彈丸礁、美濟礁

(Mischief Reef)等，而中業島為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島嶼，島長 1500 公

尺、寬 1000 公尺。17南沙群島位於南海南部西鄰越南，東部鄰菲律賓，

北部接續中沙、西沙群島與中國海南島相望，南臨馬來西亞、汶萊，

其地處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航道要衝，是扼守麻六甲海峽、巴士海

                                                      
16

 海南省人民政府，「西沙群島：南海陸地最多的群島」，http://www.hainan.gov.cn:1500/hn/zjhn/ 

sxgl/sss/201307/t20130722_1027174.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 
17

 陳鴻瑜，同註 13，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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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巴林塘海峽(Balintang Channel)及巴拉巴克海峽的關鍵地。18
 

 在島嶼主權方面，南沙群島的爭端情勢日漸複雜，周邊的國家包

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馬來西亞、汶萊、菲律賓及中華民國等五

國六方長期以來就對此海域的主權時有爭執，原本各國對於南沙群島

的主權爭議在於確保自身的航道通行權，但根據 1968 年聯合國亞洲

暨遠東經濟委員會(ECAFE)所成立的「亞洲外島海域礦產資源聯合探

勘協調委員會」(CCOP)的探勘報告指出，越南沿岸之鄰近海域、南

沙群島東部和南部的海域蘊藏豐富的油氣資源，此後南海上的島嶼主

權便成為南海周邊諸國爭奪的目標。19
 

 綜上所述，在下一節我們將要進一步討論南海諸島在島嶼制度中

實踐，除了必須符合第 1 項所規範的高潮時高於水面與自然形成的要

件之外，我們另外以島礁洲的面積做為基準來補充人類居住的第 3 項

要件（如表 2）可以觀察到十五個島礁洲僅只有五分之一的島礁擁有

維持人類基本生存的淡水，三分之一的島礁擁有基礎建設（如：機場、

碼頭、觀測站等）其他則是維持原生狀態，而大部分的島、礁、洲皆

擁有常駐的軍隊（台灣為海巡署）。初步可以發現，除了太平島、中

業島、南威島、彈丸礁之外幾乎都沒有辦法維持島嶼制度的第 3 項維

持人類基本居住要件，另外也發現面積大小與維持經濟生活並不具有

                                                      
18

 陳鴻瑜，同註 13，頁 6-8。 
19

 趙國材，「從國際法觀點論海峽兩岸共同合作開發南海油氣資源」，軍法專刊，第 56 卷第 5 期，

(2010 年 10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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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關係，以面積大小排名第十一名的彈丸礁為例，其僅有 0.06M
2

的大小卻擁有充足的基礎建設與生活機能，進而發現淡水對於維持人

類居住的重要性。是此，接下來我們將要進一步討論各南海諸島實際

概況。 

表 4-1：南沙群島前 15 大島地理特徵表 

大小 

排序 

島名  位置 面積
(m

2
) 

島上概況 
英文 中文  緯度 經度 

1 
Taiping Island 

(Itu-Aba) 
太平島 

 

10°23’N 114°22’E 

0.46 

0.48 

(0.49) 

島上樹木蔬果叢生、13

座水井可供千人飲用、我

國於 2008年完成 1,150M

機場跑道、碼頭乙座。 

2 
Thitu Island 

(Pag-asa) 
中業島 

 

11°03’N 114°17’E 

0.37 

0.27 

(0.33) 

島上樹木叢生、有水井乙

座可以供給約 30 人飲

用、1,500 公尺飛機跑

道、菲國軍隊駐守。 

3 
West York 

Island 
西月島 

 

10°49’N 115°49.5’E 
0.168 

(0.16) 

水井乙座不可飲、菲國觀

測站乙座、無常駐軍隊。 

4 Spratly Island 南威島 

 

78°28’N 

(8°39’N) 
111°51’E 

0.13 

(0.15) 

600M 飛機跑道、直升機

坪、40M 碼頭一座、水

井一座可飲、種植蔬果、

越南軍隊約 550 人駐守。 

5 Northeast Cay 北子礁 

 

11°28’N 114°21’E 

0.127 

0.06 

(0.14) 

島上樹木叢生、無淡水、

菲國軍隊駐守。 

6 Southwest Cay 南子礁 

 

11°25’N 114°19’E 

0.12 

0.10 

(0.13) 

島上樹木叢生、水井 2

座可飲、越南軍隊駐守。 

7 Sin Cowe Island 景宏島 

 

9°53’N 114°20’E 
0.08 

0.08 

島上灌木數株、無水井、

越南軍隊駐守。 

8 Nanshan Island 馬歡島 

 

10°44’N 115°48’E 

0.0793 

0.079 

(0.06) 

島上樹木叢生、可挖淡

水、菲國軍隊駐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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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and Cay 敦謙沙洲 

 

10°23’N 114°28.5’E 
0.07 

0.03 

島上低矮灌木林、無水

井、越南軍隊駐守。 

10 Loaita Island 南鑰島 

 

10°41’N 114°25’E 

0.0645 

0.14 

(0.08) 

島上樹木叢生、無淡水、

菲國軍隊駐守。 

11 
Swallow Reef 

(Layang Layang 

Island) 

彈丸礁 

 

7°22.5'N 113°50.5°E 
0.06 

0.1 

馬來西亞蓋有飯店、飛機

跑道、碼頭、有馬國軍隊

駐守。 

12 Namyit Island 鴻麻島 

 

10°11'N 114°22'E 
0.053 

0,10 

島上小樹叢生、無水井、

越南軍隊駐守。 

13 Amboyan Cay 安波沙洲 

 

7°51'N 112°51'E 
0.016 

0.15 

陸地上有植被、無淡水、

越南軍隊駐守。 

14 Flat Island 費信島 

 

10°49'N 115°49'E 
0.0057 

(0.04) 

菲國主張、有一高腳屋、

無淡水、無駐軍。 

15 Lankian Cay 楊信沙洲 

 

10°43'N 114°31.5'E 0.0044 
菲國主張、無淡水、無駐

軍。 

資料來源：作者改編自繪。請參考郁瑞麟，「從島嶼在海洋劃界中的

可能效力探討我國在南海諸島的戰略選項」，第 14 屆國家安全與軍事

戰略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1 月 13 日)，頁 14；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

會，外交部南海諸島檔案彙編（上冊），(1995 年)，頁 427。 

 

 第三節 南海島嶼形勢 

 本節以南海諸島中符合島嶼制度要件的島嶼討論其實踐情況，包

括太平島、永興島、中業島、南威島及彈丸礁等來檢視其南海中主要

島嶼的法律地位。根據島嶼制度，形成島嶼的第1項要件為四面環水、

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這五個島嶼均符合第 1

項要件，然而接下來要看的是在第 3 項的規定中，是否能維持人類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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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以及是否擁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

的條件下，討論其是否可以擴大海域權利，以下就這五個島嶼的地理

環境、建設情形以及有無經濟活動的形式作條列說明。 

一、太平島(Taiping Island) 

太平島位於北緯 10°23'，東經 114°22'，當前由高雄市旗津區所管

轄，地處南沙群島西北部，面積為 0.45 平方公里，為南沙群島中唯

一有地下水可用且為最大之島。太平島的東北距臺灣左營港 845 海里，

北距海南島榆林港 550 海里，西距越南金蘭港 330 海里，東與菲律賓

巴拉望相距約 200 海里，扼南海航道之要衝。（１海里約等於 1.8 公

里，船速 16 節約 2 天可達），距我國東沙島 660 海里(圖 4-3)且為我

國唯一有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下稱海巡署)及國軍協防之島嶼。若有戰

事發生，國軍運輸機從屏東起飛以巡弋航速飛行約 3.5 小時可抵達增

援，從東沙起飛約 2.5 小時可達。20
 

                                                      
20

 行政院，「中華民國國情簡介-土地」，http://www.ey.gov.tw/state/News_Content3.aspx?n=690B370 

D978A0943&sms=D317A04184274DC2&s=C26FDDD8B7870584。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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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太平島至周邊重要港口之距離圖。 

資料來源： http://www.cga.gov.tw/GipOpen/wSite/ct?xItem=3746&ctNo 

de=1139&mp=9991。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圖 4-4 太平島。 

資料來源：http://maritimeinfo.moi.gov.tw/marineweb/Layout_C20.aspx。

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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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島在南沙島礁中的面積最大，自然條件最好，是南沙群島中

唯一有淡水的島嶼。太平島的名稱由來為從前傳統的漁民都稱呼這個

島嶼為「黃山馬峙」，而「峙」是「高聳」的樣子，漁民們在海上老

遠就看得到「太平島」，因此有此名稱，在對日抗戰勝利之後，太平

島由國軍「太平艦」負責自日軍手中接收，並設國疆石碑宣示主權，

因此以該艦命名。 現在的外國海上地圖均稱太平島為伊圖阿巴「Itu 

Aba Island」，此名在馬來語為「那是什麼」之意。21
 

以島嶼制度分析： 

 

1. 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

域。 

 

南沙的太平島位於台灣的南方約 1600 公里遠的地方，處於南海

的曾母暗沙中，島形狹長，面積為 0.4896 平方公里。太平島的海拔

高度約 4 公尺，為南沙群島中最大之島嶼，也是南中國海群礁中的一

個典型熱帶珊瑚礁小島，島上植物以熱帶海岸林為主，另有草生地及

散生樹木區。22
 

 

2. 除第 3 項另有規定外，島嶼的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

域和大陸礁層應按照本公約適用於其他陸地領土的規定

加以確定。 

 

                                                      
21

 清華大學，「南海發現之旅─太平島」，http://vm.nthu.edu.tw/。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 
22

 行政院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地理位置」，

http://www.cga.gov.tw/GipOpen/wSite/ct?xItem=3746&ctNode=1139&mp=9991。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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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

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 

 

太平島於民國 24 年時為日人占領，並劃歸臺灣高雄州管轄，一

直以來都有漁民在周圍海域從事漁業活動，日本戰敗投降後由我政府

派兵進駐，並以太平艦之名命名為太平島，係屬海洋性氣候，年溫差

極微，一年四季無顯著之分。 

自民國 35 年開始，我國海軍在東、西、南沙等島設氣象站，在

管理處編制內設氣象組，除了組長外還有氣象官士各兩名擔任測報統

計任務，首任組長為文成錦。此氣象站於民國 39 年初因撤守而中斷，

一直到民國 45 年復派軍駐守；之後在民國 49 年時擴建為氣象台，設

備除了地面觀測站外還新增房舍，之後逐漸擴增。23
 

民國 79 年行政院核定由高雄市政府代管。島上豎有「南疆鎖鑰」

國碑，設有氣象臺及無線電臺等設施；同年２月，行政院核定高雄市

政府成立管理委員會，接管太平島。另外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曾於太平

島東方 3 海里處之中洲礁設立觀鳥亭供生態研究。 

 由於近年來南海主權爭端迭起，太平島遭鄰國漁船非法越界捕魚，

政府為維護主權及保障漁民捕撈作業安全，已明確宣示儘速加強太平

島保護及巡防措施。101 年 9 月 7 日馬總統於彭佳嶼公開宣示決定整

建太平島之碼頭及機場跑道；行政院江院長亦於 102 年 5 月 29 日召

                                                      
23

 潘九如，「南沙掠影」，海軍氣象中心成立紀念特刊(民國 50 年 3 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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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太平島交通基礎工程整建研討會」中裁示，全案責由海巡署籌編

預算，工程會協助工程採購事宜，交通部則負責執行本案工程，嗣後

交通部指派國工局代辦本項工程。 

本工程完工後，除可藉由新建碼頭配置大型巡防艦艇達到擴大執

法範圍與護漁功能外；亦可藉由強化現有機場跑道及相關設施，提升

臺灣與太平島間之往返起降安全，有效提高人道救援效能及後續運用

價值。24
 

至此，太平島碼頭興建工程確定將提前於今年度(2014 年)開始執

行。根據中華民國立法委員林郁方的說法，如果一切順利，太平島碼

頭設施預計在 2016 年上半年即可開始運作，較原始規劃大幅提前 2

到 3 年。 

太平島碼頭新建工程由海巡署委托交通部國道興建工程局辦理，

總經費為新台幣近 34 億元（約合 1.1 億美元），於 2014 年至 2016 年

執行「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設施整建工程計劃」。 

太平島原本只有破爛不堪的棧橋碼頭，勉強可供排水量僅 6 噸的

多功能巡緝艇操作，稍大一點的裝備和機具只能靠兩棲艦艇以搶灘的

方式進行，不僅成本偏高、速度也比較慢，更嚴重限制了中、大型艦

艇在太平島周邊海域的作業能力，對發展太平島成為經營南海的主要

                                                      
24

 中華民國交通部，「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http://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 

&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311050004&toolsflag=Y 。檢視日期：

201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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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造成嚴重的限制。 

台灣曾經在太平島上駐紮重兵，但是自 2000 年 1 月之後，駐紮

人員改以海巡人員為主，空軍和海軍人員為輔。而在島上也部屬了迫

擊炮、無後座力炮、20 機關炮等武器，先前曾經傳出由於南海緊張

情勢急劇升高，因此台灣有意在該島部署反艦導彈和大型火炮，但是

被台灣否認。 

雖然菲律賓也宣稱對該島擁有主權，但是太平島附近的鴻庥島則

是由越南佔領；2008 年，台灣在太平島修建機場時，便受到越南和

菲律賓的抗議。 

現在台灣固定會派遣軍艦、飛機前往太平島，除了提供島上補給

之外，也希望借此宣示台灣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宣示。25
 

然而，我國面對越南、菲律賓等國持續強化南海島嶼的兵力與戰

備，太平島仍是由我國海巡署駐防，立法單位就要求國防部應建議我

國應慎重考慮將陸戰隊派回太平島，但國防部表示，目前對太平島防

衛的政策指導，還是「以民代戍」，但是國防部會專案輔導太平島的

防務。 

依照國防部評估，距離太平島約 22.5公里的鴻庥島(Namyit Island)，

越南駐軍約 500 多人，相當於一個營，可能配備了 85 公厘加農砲、

                                                      
25

 BBC 中文網，「台灣 2014 年啟動太平島碼頭新建工程」，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 

china/2013/08/130829_taiwan_taiping_island.s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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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公厘榴彈砲、130 公厘野戰砲和 PT-76 兩棲戰車；只要是 122 公

厘口徑以上的榴彈砲，最大射程高達 24 至 27 公里，換言之，越南若

從鴻庥島上，以 122 公厘以上的火砲射擊太平島，其火力足以涵蓋太

平島上任何一個點。 

但海巡署在太平島上的兵力約 1 百多人，最大的火力是 120 迫砲

和 40 公厘砲。但海巡署指出目前在東沙島和太平島都有駐軍，以海

巡署現有的人力，若要增加，「調度方面會很辛苦」，但如果有必要，

海巡署會通盤檢討。26
 

分析： 

從島嶼制度來看，太平島符合島嶼制度第 1 項為四面環水並於高

潮時高於水面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而且太平島是南沙諸島中唯一有

淡水的島嶼，若居民以捕魚為基本經濟活動，應可在島上過著自給自

足的生活。 

根據島嶼制度第 2 項為只要符合第 3 項條件的島嶼即可擁有領海、

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和大陸礁層，因此本項也可適用於太平島。最

後第 3 項之規定為「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不

能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由於太平島上有淡水供應，我國海

巡署人員也在島上駐守，島上並有植被生長，因此就地理環境來看，

                                                      
26

 中央廣播電台，「太平島人力 海巡：有增加空間」，http://www.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 

d=19218。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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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島可維持人類基本的生活，符合島嶼制度下的條件。 

除此之外，根據國際法院判例來看，法院在審理幾項關於島嶼主

權時的判例諸如「帕爾瑪斯島仲裁案」、「白礁島、中岩礁及南礁島主

權歸屬案」時，其判決依據是以國家是否在島上長期行使有效管理為

主要的因素。現今地表上的土地幾乎全部都成為有主地，因此國家在

對領土主張主權時，應先考慮是否實際管理該土地。我國自漢代以來

即有漁民在南海活動的紀錄，也對於西沙和南沙的物產進行開發和利

用。27直至二次大戰後我國從日本手中接收南沙諸島後，也持續對南

沙中的太平島進行有效管理，因此太平島實際上足以成為可維持獨立

生活的島嶼。 

二、永興島 

永興島(Woody Island)，又名「林島」，位於西沙群島東部之宣德

群島中部。位於北緯 16°50'，東經 112°20'。距其西北方向的海南島榆

林港 180 海里。該島由珊瑚沙堆積而形成，島的東西長約 1850 公尺，

南北寬約 1160 公尺，面積約 2.13 平方公里，是南海諸島中面積最大

的島嶼。現爲中國海南省三沙市政府市中心，成爲西沙群島、中沙群

島、南沙群島的行政中心，也是西沙群島的交通中心。 

                                                      
27

 「西元一世紀時，楊孚的《異物志》就記載南海產有海龜和玳瑁；西元三世紀時，康泰的《扶

南傳》就有關於西沙、南沙群島珊瑚島礁的型態和成因的敘述等。」 吳士存，南沙爭端的起源
與發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年)，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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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永興島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image.wenweipo.com/2012/03/30/a09a.jpg。檢視日期：

2014 年 4 月 8 日。 

 

 

圖 4-6 永興島鳥瞰圖。 

資料來源：http://i3.chinanews.com/。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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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興島地勢平坦，露出海面之部分高約 5 公尺，最高處有 8.5 公

尺，在島的西南方有長約 870 公尺，寬約 100 公尺之沙堤，中間的部

分地勢較低，是潟湖乾涸之後形成的窪地。1946 年中華民國政府派

遣永興號軍艦接收西沙群島，故以該艦之名稱為永興島命名。而永興

島之地理位置優越，正好位於西沙群島之中部，四周也有良好錨地，

風浪不大，因此成為中國大陸在南海的指揮中心。28
 

1950 年海南島戰役之後，中國大陸的武裝漁民在中國共產黨軍隊

的支持下逐漸控制了包括永興島在内的宣德群島，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到 1974 年，由於中國國力和國内政治因素，中國在西沙只有象

徵性的部署民兵，幾乎沒有常備軍。而越南共和國（南越）政府在美

國的幫助下逐漸穫得西沙永樂群島的控制權，和中國大陸占據的宣德

群島隔海對峙。在其後的近 20 年中，雙方多次為了南海問題爆發衝

突。1958 年 9 月 4 日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政府總理范文同在給

中國政府的信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整個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擁

有主權。1974 年，中共海軍和越南共和國海軍在西沙爆發武裝衝突，

中華人民共和國擊敗越南共和國奪回了西沙被越南佔據之島嶼，西沙

完全在中國大陸的控制之下，而中國大陸在取得主權後即開始建設西

沙群島。 

                                                      
28

 海南省三沙市人民政府網，「西沙群島」，http://www.sansha.gov.cn/data/news/2013/12/734/。檢

視日期：2014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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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將永興島規畫為管理南海諸島的駐地。在島上生活的人

員包括海南省三沙市政府的工作人員，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駐島部隊、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南省邊防總隊駐島部隊、少量的定居漁民和

大量的過路漁民、來島建設的工人及零散的觀光旅客。島上並設有漁

民村委會。 

島上氣候是典型的熱帶氣候，椰樹遍佈島上，充滿熱帶島嶼的氣

息。每個月補給船到達永興島的時候，永興島居民都會放假兩天，到

碼頭卸下運補物資，因此這兩天就是永興島的節日。駐島官兵每過兩

年換班一次，工作人員則是半年換班一次。29永興島上目前有二百多

名居民居住，其日常生活用水，主要是由海南島用補給船運送，居民

亦會收集雨水或抽取地下水使用。不過如果天候狀況不佳，或船期延

誤，其用水就要靠海水淡化設施，每日最多生產一千噸淡水。30
 

分析： 

 將永興島用島嶼制度解析，其符合島嶼制度第 1 項為四面環水並

於高潮時高於水面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永興島為南海諸島中最大的

島嶼，經過多年建設，永興島上已建有辦公大樓、郵電局、銀行、商

店、氣象臺、海洋站、水產站、倉庫、發電站、醫院等生產和生活設

                                                      
29 新華網，「國務院批準設立地級三沙市--永興島介紹」，http://big5.home.news.cn/gate/big5/hiba 

imin.home.news.cn/blog/a/0101002B87750C33F5D107AD.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27 日。 
30 

Now news, 「三沙市永興島設海水淡化設施」，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 

74077。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27 日。 



論國際法上島嶼制度在解決南海爭端中之適用 

 

154 

 

施，還建有環島公路、機場、碼頭，有飛機、輪船可通海南島，島上

也有淡水可飲用。島嶼制度第 3 項的規定為「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

本身之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享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從永

興島上目前已存在諸多建設看來，其不僅可維持基本的人類生活，還

具有可供政府行使行政管理之功能，以島上之建設情形來看應可判定

永興島為完整的島嶼。 

除此之外，中共海軍在 1974 年奪回西沙群島之後，就積極建設

島嶼。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在南海活動的證據，但還是需要透過持

續且和平地有效管理方式才能獲得島嶼之主權。在 1932 年「克里柏

敦島仲裁案」中，墨西哥宣稱自西班牙手中繼承克里柏敦島之主權，

但法官認為要透過時效取得領土即必須持續和平、有效和不受打擾地

長期行使事實主權而取得該領土之主權。中國大陸正積極透過國內及

外交之管道不斷證明其長久以來就對南海諸島有實際的控制，但兩岸

分裂之後，早期關於南海的資料都存於我國政府手中，因此兩岸在國

際上應採取合作的態度將南海諸島的主權從菲、越等國手中奪回，我

國可利用歷史資料之優勢將我國帶回南海問題的發言台上。 

三、中業島（Thitu Island) 

中業島（Thitu Island，菲稱 Pag-asa)，位於北緯 11°02'，東經 114°16'，

面積約三十七公頃，為一低窪沙島，是南沙群島中由菲律賓實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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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個島中最大的島。31該島的中文名稱，是以當初中華民國海軍的

「中業」號登陸艦命名，直到 1971 年才被菲律賓占領。菲律賓稱此

島為 Pag-asa 島，「希望」之意；國際上英文名字稱此島為 Thitu Island。 

 

 

圖 4-7 中業島鳥瞰圖。 

資料來源：http://globalbalita.com/wp-content/uploads/2014/01/Pag-Asa- 

Island.jpg。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圖 4-8 中業島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www.timawa.net/forum/index.php?topic=566.90。檢視

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31 「菲律賓擬中業島建碼頭」，新浪網：http://news.sina.com.hk/news/20120401/-1-2623950/1.html 

?rtext。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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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在中業島上建有一條長 1300 公尺的機場跑道，機場位置

偏北，位於中國大陸永暑礁(Fiery Cross Reef)與我國太平島之間的北

上航線，目前島上有菲律賓的駐軍及居民，基本上與外界隔絕。從

2014 年 1 月開始，菲律賓軍方計畫向南海增兵，新的駐軍已逐漸進

駐中業島。32
 

台灣曾實際控制中業島長達近 24 年，1971 年 4 月 18 日，因颱風

侵襲中業島，國府下令全部駐軍撤至太平島躲避颱風，當年 7 月 29

日，菲律賓趁機派軍占領此島，並且更名為「Pag-asa Island」，於是

中業島、南鑰島、北子島、南子島、西月島相繼淪陷。 

     1971年國民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但當時中國大陸正值文革，

無力管轄南海。菲律賓即從 1971 年起至 1978 年陸續佔領南沙群島中

的中業島、馬歡島、費信島、西月島、北子礁等島礁，33並於 1978

年 2 月開始在中業島上修建簡易機場，菲律賓開始擴充南沙島礁上的

兵力，並將此島設定為統治南沙群島的指揮中心，駐有一支多達 100

人的武裝力量。如今成為菲律賓侵占南沙群島的指揮中心。34在該年

4 月，菲國將其佔領的南沙島礁並為巴拉望省之一部分，成為卡拉揚

                                                      
32

 「菲增兵中業島 欲達 50 年控制」，中央社：http://www.cnabc.com/news/apf/201401090799.aspx。

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9 日。 
33

 蕭曦清，同註 9，頁 49。 
34

 「菲占中業島 駐特種兵訓練島民」，中時電子報：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1/ 

112013061000163.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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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島的市中心。35
 

 針對菲律賓此種行為，台灣外交部呼籲，南海周邊各國應該依據

國際法原則與精神，和平解決南海爭端，避免採取任何影響南海地區

安定和平的片面措施，並自我節制，透過協商對話。台灣外交部表示，

台灣願積極參與相關對話，解決紛爭，共同促進區域和拼穩定發展。

台灣政府重申，台灣主張「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

發」基本原則，與其他國家共同開發南海資源。36
  

 中業島上基礎設施不足，房舍老舊，因此菲律賓招募工人在中業

島上建築防禦工事、修理營房、道路、建造發電廠房等。另外菲國政

府為了符合國際法中的有效佔領原則，在中業島上進行投票選舉，顯

示菲律賓已在該島上行使行政管轄權，然而那些選民平時並不居住在

島上，只有選舉時才臨時待在島上投票，因此這樣是否符合有效佔領

原則還有待商榷。37 

分析： 

從 1978 年開始，菲律賓即佔領中業島，並在島上駐兵。從島嶼

制度的角度來看，菲律賓符合島嶼制度第1項中四面環水、自然形成、

高潮時高於水面的陸地區域，島上也有水井一座可供數十人飲用，因

                                                      
35

 蕭曦清，同註 9，頁 49。 
36

 「台灣外交部重申擁有南海島嶼主權」，BBC 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mobile 

/chinese_news/2012/03/120331_taiwan_south_china_sea.s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9 日。 
37

 蕭曦清，同註 9，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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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該島可以維持人類基本的生活，但是島上的居民是否能靠自身的能

力自給自足還有待檢驗。 

至今年為止，菲律賓佔領中業島已經有 43 年，而菲國也沒有停

止對於中業島的主權主張和對其建設，其目的就是希望達到國際法中，

取得領土之方法為對該領土之有效管理，在領土爭端訴訟時也較為有

利，這在第三章提及之「白礁島、中岩礁及南礁主權歸屬案」中可以

看出，雖然馬來西亞主張自柔佛王朝以來就擁有白礁島之主權，而馬

來西亞是透過繼承而得到主權，但新加坡提出其自 1850 年白礁島上

興建燈塔開始長達近 150 年的管理資料，法官認為要取得領土之主權，

就必須在一段時期內持續且和平地在該地展現國家權力。 

就以上菲律賓在中業島之作為來看，透露出菲律賓不僅主張藉由

發現而得到中業島等島嶼，還想透過和將南海問題送交國際法院仲裁

而箝制中國大陸。因此我國政府應加緊把握在南海問題中的發言權，

以免在此問題中遭到其他國家的邊緣化。 

四、南威島(Spratly Island) 

其位置位於北緯 8°38'，東經 111°55'第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人曾經

在此建設基地，中華民國接收時將之命名為南威島，海拔高約 2.8 公

尺。島上無樹木及淡水，也沒有居民常住在島上，但島上磷礦藏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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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鳥也經常在此產卵。38
 

 

圖 4-9 南威島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www.mapcruzin.com/free-vietnam-maps.htm。檢視日

期：2014 年 4 月 8 日。 

 

南威島，中國南沙群島島礁之一。中國元、明、清的疆域圖中將

南沙群島列於版圖之中，並設行政管轄。 1946 年 12 月，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派遣海軍上校林遵、姚汝鈺率「中業號」、「永興號」、「太平

號」、「中建號」等四艘軍艦接收南海諸島，並建碑測圖。1947 年和

1983 年中國政府公佈名稱為南威島。 

1956 年，台軍先後曾在南威島重樹石碑、舉行升旗禮。至西沙海

戰後一個月的 1974 年 2 月，南越西貢政權派兵佔據。1973 年 7 月至

                                                      
38

 蕭曦清，同註 9，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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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 2 月間，南越西貢政權派兵佔據，越南在南沙群島的第一線

軍事指揮中心即設在此島。1975 年，南越政權崩潰，北越軍隊登島

接受南越駐軍投降。1985 年，越南國防部長文進勇非法至島上視察。

2004 年 4 月，越南政府非法開辦前往南沙群島的旅遊團，讓旅客乘

坐改裝軍艦到多個島嶼旅遊，其中包括南威島。南威島也是目前越南

在南沙群島中控制的最大島。 

根據越南體育文化報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登載的報導，越南在我

南沙南威島地面用陶片製作巨幅越南國旗造型，據說從空中俯瞰十分

醒目。目前雖被越南實際控制，但該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政府對

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39
 

越南於 2004 年底在南沙群島的南威島修建機場，可以停降中型

的客機，增強越南對附近島嶼的控制力。越南於 2008 年 5 月首度組

織旅遊團前往南沙群島觀光。又於 2008 年底，越南的國營郵電公司

利用衛星轉接，為越南的南沙駐軍提供網路服務。越南近年來積極擴

充海軍，不僅積極更換既有的設備，更是大量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

包括俄羅斯製造的六艘潛水艇及二艘 11661 型護衛艦，這兩艘 1161

型艦都具有綜合作戰的能力。此外，越南海軍也積極與印度海軍及俄

羅斯海軍，建立友好的合作關係，這兩國的海軍艦隊都曾先後訪問越

                                                      
39

 「越南在南沙南威島用瓷片製作巨幅國旗」，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zhen 

gduan/content-3/detail_2012_06/26/15562844_0.s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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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蜆港海軍基地。40
 

分析： 

在南海問題上，越南將重點擺在油氣資源的開發上，因此越南不

斷佔領在南沙群島西側對其有重要性的島礁，並透過和西方大型石油

公司簽訂合作協定，加速在這個區域從事探勘、開發、生產的工作，

同時越南在南海問題上採取排他態度，立場強硬，也因此爆發與中國

大陸兩次海上戰爭。目前在南沙群島以越南所佔據的島礁最多，勢力

最龐大，而越南政府將南沙群島第一線軍事指揮中心設在南威島。南

威島有直昇機坪及跑道，處於南海海上通道之要衝，地位重要，現在

也是越南在南海油氣作業的海上據點。41
 

從越南如此積極擴張在南海之軍事裝備和佔領島礁來看，擁有島

嶼主權對越南來說等於是可提升其經濟實力的指標。越南主張自不可

記憶的年代起即擁有南海地區之主權，但越南能提出之歷史證據薄弱，

不足以有效證明其擁有此區主權，因此越南採取和菲律賓同樣之作為，

積極建設所佔領之南海島礁，並拉攏外國勢力，期望箝制住中國大陸，

不與其產生正面衝突。 

  

                                                      
40

 顧長永，「中美對峙與南海島嶼主權爭端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32 期(2010 年)，頁 9。 
41

 清華大學，「越南」，http://vm.nthu.edu.tw/southsea/politics6.htm。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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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彈丸礁(Swallow Reef) 

彈丸礁(英文名─Swallow Reef；馬來名─Pulau Layang-Layang)位

於北緯 7°22'，東經 113°50'，是南沙群島的一個環型珊瑚礁。1978

年，馬來西亞派遣艦隊到南沙群島南端部分島礁活動並樹立主權碑，

並於 1979年出版新地圖時將彈丸礁等 5個島嶼和南沙 27萬平方公里

的海域以大陸礁層之延伸為由劃歸為其領海，並派有駐軍，目前約有

駐軍 90 餘人。彈丸礁為南沙群島珊瑚礁中的一個小型封閉環礁，自

古即為候鳥在南海的歇腳點，加上長久以來無人類活動，因此有一別

名為燕子島，馬國並於 1977 年占領該島後即積極經營，並設置度假

中心，成為觀光客的潛水勝地。42
 

 

圖 4-10 彈丸礁介紹圖。 

資料來源：http://divezone.net/wp-content/uploads/2012/07/layang-layang 

-map.jpg。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4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http://www.cga.gov.tw/GipOpen/wSite/public/Attachment/f1259488401195. 

pdf。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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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彈丸礁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www.diveadventuresasia.com。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2009 年 3 月 5 日，馬來西亞總理巴達維(Datuk Abdullah Haji Ahma 

d Badawi)，預定在該日登陸南沙群島的彈丸礁，首次以總理身分宣示

馬來西亞擁有此片領土。 

 彈丸環礁是南沙群島 70 餘個珊瑚環礁中的一個小型「封閉環礁」，

露出的島礁只有一個，就是彈丸礁。彈丸礁因位居亞洲大陸與南太乎

洋島嶼間，是候鳥飛越南海的一個歇腳點，加以千百年來從無人類活

動，所以是海島的天堂，西方航海家乃稱之為燕子島。目前看到的露

出水面的島礁範圍，實際上為填海連接原來兩座小礁而成的人工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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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sland)，並非自然原貌。43
 

分析： 

 在馬來西亞東部，距離沙巴州政府 Kota Kinabalu 的外海 300 多公

里處，有一座珊瑚環礁，自古屬南海疆域「南沙群島」中國領土，並

被命名為彈丸礁。但約在 1983 年前後被馬來西亞佔據，並於 1993 年

在珊瑚礁上建立小型海軍基地和一條飛機跑道，馬國還在島上興建潛

水渡假中心，透過觀光的活動向國際宣示「主權」，向各國的遊客宣

傳其屬於馬來西亞，而馬國政府在積極發展觀光事業的同時，也致力

於維護當地的生態環境，嚴格禁止其他的海洋活動（除了潛水活動之

外），因此彈丸礁仍然保存著原始自然風貌，不會因為開發而影響當

地生態。 

 馬來西亞政府將彈丸建設成潛水觀光勝地的策略相當成功，並向

國際採取開放的政策，任何外國遊客都不需要特別申請，就可以前往

潛水度假。然而，馬國政府經營的目的並不在於觀光收入，而是要透

過此觀光活動向國際宣示彈丸礁之「主權」及對其有實際的「行政管

轄權」，同時馬來西亞的地圖也修正，將彈丸礁納入地方行政管轄系

統，表示這座小島之主權是由馬來西亞政府所擁有並管理的，積極經

營在島上的一切活動來達到掌握主權之目的。 

                                                      
43

 「彈丸礁簡介」，請見台灣綜合研究院：http://vm.nthu.edu.tw/np/vc/theme/spratly/spratly3.html。

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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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島嶼制度來看，彈丸礁成為觀光勝地之後就產生維繫島上工作

人員生活的經濟活動，馬來西亞的目的就在於淡化主權爭執的焦點，

透過經營這些島礁上的經濟活動，比利用法理來爭奪主權的方法似乎

更能達到對彈丸礁有效的控制。因此我國也必須大力向國際宣傳太平

島之主權，以免在面對有實質國際地位之南海爭端國會失去發言的機

會。 

 

第四節 南海島嶼主權聲索國之南海政策 

 經過 2012 年的中菲黃岩島對峙事件之後44，南海的爭議情勢散發

出濃烈的火藥味，由於南海海域中蘊藏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也

是船隻重要的航行通道，因此南海的周邊國家無不堅持捍衛在南海的

島嶼主權，這些主要的國家有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中華

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等五國六方對於南沙群島提出全部或部分島

嶼之主權主張。 

                                                      
44

 裴敏欣，「點評中國：中菲的黃岩島對峙」，BBC 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foc 

us_on_china/2012/05/120514_cr_southchinasea.s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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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南海各國海域重疊圖。 

資料來源：http://aseanwatch.org。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一、菲律賓： 

 菲律賓對於南沙群島的主權主張是依據無主物歸於先佔者的原

則與地理概念的因素。1956 年 3 月 1 日，菲律賓海事專科學校校長

克洛瑪(Thomas Cloma)組探險隊前往南沙群島探險，提出「基於國際

法上『發現與佔領』的原則」聲稱擁有南沙群島主權，在太平島等島

上升菲國國旗，宣布「正式擁有」南沙群島，並將其改名為「卡拉揚

群島(Kalayaan)」意即「自由的群島(Archipelago of Freedom)」。5 月

15 日，克洛瑪致函菲律賓副總統兼外交部長賈西亞(Carlos Garcia)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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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已佔領南沙群島。5 月 19 日，賈西亞公然宣稱菲律賓在南海中發

現既無人佔領亦無人居住之島嶼，因此菲國在發現之後，有權予以佔

領。45另外，菲國認為卡拉揚群島原是無主地，也不屬於任何國家，

而基於地理鄰近原則，位於菲律賓的大陸礁層及專屬經濟區內，菲律

賓宣稱對南沙群島擁有主權。 

1970 至 1971 年，菲律賓先後佔領馬歡島(Nanshan Island)、南鑰

島(Loaita Island)、中業島(Thitu Island)、北子礁(Northeast Cay)等，其

對南沙群島的興趣是基於開採石油的利益上，而菲律賓所佔領的島礁，

中國大陸、越南及臺灣均宣稱擁有主權，在美軍撤出菲律賓之後，其

欲藉國際的力量來增強在南海的發言權，尤其是希望美國作為其佔領

南沙群島的支援力量。46
 

1974 年，菲律賓再度提出主張，表示依 1951 年舊金山對日和約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之規定，日本放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

一切權利，但未表明放棄權利給哪個國家，因此南沙群島應由戰勝國

或由聯合國決定其歸屬或交由哪個國家託管，菲國之想法是想藉由國

際干涉而取得群島之主權。47菲律賓的南海政策是希冀以非軍事化的

方向來處理南海爭議，但此項建議在 1995 年初的美濟礁(Mischief 

                                                      
45

 陳鴻瑜，同註 13，頁 204。 
46

 林正義，「十年來南海島嶼聲索國實際作法」，亞太研究論壇，第十九期(2003 年 3 月)，頁 3。 
47

 陳鴻瑜，「菲律賓制定群島基線法後對南海局勢之衝擊」，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4 期(2009 年

4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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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f)事件中被打破，中國大陸在美濟礁興建設施並部署戰艦，使菲

律賓採取一系列的抗議及解決方法，菲方認為中國大陸的行動違反國

際法，因此菲律賓也開始增強在南沙群島的協防。48
 

2006 年 9 月，菲律賓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邱恩哥(Rep. Antonio 

Cuenco)強烈建議有必要針對建立一套新的基線法作為劃定12海里領

海、24 海里鄰接區及 200 海里專屬經濟海域之基礎，召開菲律賓群

島基線會議。49之後在 2009 年 3 月 10 日，在菲國總統艾若育(Maria 

Gloria Macapagal-Arroyo)執政下簽署國會通過的菲律賓「群島基線界

定法」內容為： 

1. 依參議院版的群島本部基點劃定新的群島基點，但基點位

置作了不少修改。 

2. 將卡拉揚島群和黃岩島納入成為菲律賓共和國之主權

（sovereignty）與管轄權（jurisdiction）之下。 

3. 群島基憲法及所劃定的基線之地理經緯度、圖和地圖將向

聯合國秘書長存放和登記。 

4. 該法將過去通過的共和國法第 3046 號（Republic Act No. 

3046），已被共和國法第 5446 號（Republic Act No. 5446）

修正，以及所有其他的法律、命令、執行令、規則和發布，

予以修正或變更。 

                                                      
48

 林正義，同註 46，頁 4。 
49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規定，群島國可以採用群島基線作為領海基線，基線以外 12

海里係為領海，基線以內的水域稱為群島水域，皆屬該群島國的主權管轄範圍，而所謂群島基線

係指連接群島最外緣各島和各乾礁最外緣各點的直線。群島國主權及於群島水域的上空、海床和

底土，以及其中所蘊藏的資源。詳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陳鴻瑜，同註 47，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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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菲律賓將不再主張傳統的「條約疆界」，而改成採取

「群島主權」。50
 

近日以來，中菲之間在南海的衝突不斷，菲律賓於 1999 年在仁

愛礁(Second Thomas Shoal）放置一艘擱淺的運輸船，此後便派遣人

員到此輪調並補給，將仁愛礁標誌為自身的領土，在今年 3 月，菲律

賓派遣一艘載有士兵的漁船到礁上輪調時遭到中國大陸的海警船圍

堵，但菲律賓的漁船最後還是突圍到礁上運補，因此菲律賓有感於自

身的實力難以與中國大陸抗衡，因此將南海爭議提交國際法院仲裁。

51
 

菲律賓於 2014 年 3 月 30 日以電子文件形式向海牙國際法院遞交

了長達 4000 頁的分析和證據材料，要求仲裁法庭宣布大陸的 9 段線

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應為無效。菲律賓外交部長羅薩里奧(Albert 

del Rosario)在馬尼拉舉行的記者會上通報了菲律賓政府向國際法庭

正式提出投訴的最新行動。然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之後表示，中

國不會接受也不會參與菲律賓提起的任何國際仲裁。另外，由於中國

大陸單方面在南海架設鑽油平台，越南方面認為大陸破壞 2002 年的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因此也有意和菲律賓將南海爭議聯合提交國

際法院仲裁，如此一來是否會形成更多南海爭端國將爭端訴諸國際法

                                                      
50

 陳鴻瑜，同前註，頁 23。 
51

 BBC 中文網，「菲律賓漁船與中國海警船在仁愛礁對峙」，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 

china/2014/03/140329_china_philippines_shoal.s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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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解決的態勢還有待觀察，只是目前菲律賓將爭端交由國際法仲裁的

事件勢必將挑起南海島嶼主權爭端新一波的衝突。52
 

二、越南： 

 越南將南海稱為「東海」，泛指中國東南方向海域，而越南主要

是依據歷史上的紀錄來主張其對西沙和南沙的主權，聲稱西沙及南沙

兩群島自「不可回憶的年代起」即是其領土的一部分，越南漁民就已

前往捕捉諸多海洋生物像是海龜、海參等。53越南稱其早在 1802 年安

南帝國時期，嘉隆帝曾派“黃沙隊(Doi Hoang Sa Society)”的人員前往

西沙群島從事商業性的探查，且在 1816 年嘉隆在西沙豎安南國旗宣

布佔領即已因「先佔」而成為越南的領土，但中國方面則認為：越南

當時係中國的屬國，在不為其宗主國所悉的情況下宣布佔領了宗主國

人民長年所擁有的島嶼，此種「佔領本身的效力即成問題」。而此事

件，中、越(安南國)雙方的官方文書均無正式的歷史記載。54之後從

1956 年開始，越南陸續佔領南威島(Spratly Island)、敦謙沙洲(Sand 

Cay)、鴻麻島(Namyit Island)、南子礁(Southwest Cay)等 30 個島礁，

是目前佔領南沙島礁數目最多的國家。55
 

近年南海衝突事件頻傳，這些衝突原因概可區分五個方面：第一，

                                                      
52

 BBC 中文網，「菲律賓正式將中菲南海爭議提交國際仲裁」，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 

/china/2014/03/140330_china_philippines_dispute.s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3 日。 
53

 王冠雄，南海諸島爭端與漁業共同合作( 台北：秀威資訊，2006 年)，頁 13。 
54

 蕭曦清，同註 9，頁 90。 
55

 陳鴻瑜，「南海爭端的政治與法律面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三十二期(2010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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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爭端國對於此區域內許多島礁，尤其是南沙群島的島嶼主權劃分

意見不一，各有主張；第二，此海域周圍可能蘊藏著豐富的礦物資源

像是石油及天然氣等，然其探勘及鑽採均與是否擁有此區島嶼主權有

關，且問題尚未解決；第三，南海海域航行自由權的爭議；第四，此

海域海盜活動及搶劫事件頻傳；第五，環境污染及資源耗竭問題等。

56自 1968 年聯合國資源探勘單位宣稱發現南海海域內具有豐富石油

蘊藏量之後，周邊國家隨即宣稱對此區域擁有全部或部分之主權，致

使南海地區成為可能爆發戰爭衝突的「熱點」地區，包括中國大陸、

越南、菲律賓、汶萊、馬來西亞及中華民國等「五國六方」在此地區

發生島嶼主權爭奪戰，但主要衝突之國家聚焦在菲律賓、越南、中國

大陸、中華民國等四個國家。57
  

    在 1970 年以前，南海周邊國家均承認南海為中國的領土，且在

許多國家世界地圖也註明為中國所有。在 1974 年以前，北越政權出

版之官方文件、報刊、地圖及教科書都承認南中國海中的島嶼主權都

屬中國所有。然而自越南統一後，於 1975 年 4 月 14 日起出兵佔

領南沙群島 6 個島嶼後，迄今已佔領達 33 個。58
 

越南政府佔領南沙群島並掠奪地區資源，為了使其佔領島嶼主權

                                                      
56

 Carolyn W. Pumphrey，「中共在亞洲崛起之安全意涵」（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Sscurity 

Implications），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5 月），頁 229-230。 
57

 姜高生，「越南南海政策之意涵與影響」，中華民國陸軍官校 86 週年校慶基礎學術研討會，民

國 99 年 5 月，頁 234。 
58

 姜高生，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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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合理化，越南提出國家歷史資料來對抗中國擁有南海島嶼主權

的主張，並先後於 1995-1996 年間出版英文書籍及論文文獻，大舉

宣傳越南是擁有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的唯一合法國家。59然而這些資

料之內容及歷史文獻在對照現今的島嶼位置和英文文獻之誤用及資

料錯誤等情況下，無法準確證明越南所主張根據歷史所擁有西沙及南

沙群島主權之合法性。60因此，目前越南為持續保有西沙群島及南沙

群島的主權，該國的南海政策朝「形成島嶼佔領開發事實，推向國際

多邊合作發展」，將南海問題推向區域化、國際化，以確保越南在南

海的國家利益。61
 

在占領南沙群島中的數個島礁後，越南即採取「以島制島」的戰

略，在占領的島礁上建築燈塔、雷達站及觀察據點等宣示主權的行為，

並開採島礁周邊漁業資源，也在島上設置「慶和省」地方政府，興建

機場跑道並建置電話通信網路，彰顯越南擁有對地區主權。62
 

除此之外，越南與美、法、日、義大利及俄羅斯等多個國家技術

合作，共同探勘南海中的石油與天然氣等戰略資源，企圖將其他國家

利益引進至南海地區，越南此舉無非是希望不要與中國大陸有正面的

                                                      
59

 陳鴻瑜，「對越南提出擁有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有關文獻之評論」，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 1 

卷第 4 期(2001 年 10 月)，頁 90-136。 
60

 姜高生，同註 57，頁 236。 
61

 姜高生，同註 57，頁 234。 
62

 劉養潔，「南海主權地緣政治經濟透析」，人文地理，第 90 期(2006 年 4 月)，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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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並且達到南海問題區域化、國際化的目標。63
 

三、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對南沙群島的佔領開始時間較晚，一直到越南在 1978

年出兵柬埔寨，東協國家較為團結對抗中國大陸及越南之後，馬來西

亞才開啟在南沙群島的佔領計畫。1979 年 12 月，馬來西亞在其公布

的領海及大陸礁層的新地圖中，將南沙群島東端的 12 個島礁納入，

對這些島礁提出領土訴求。1983 年 8 月，馬來西亞佔領彈丸礁

(Swallow Reef)，在 1986 年佔領光星仔礁(Ardasier Reef)和南海礁

(Mariveles Reef)，其主權依據是基於這些島礁位於其大陸礁層和專屬

經濟海域內，另外馬來西亞亦宣稱對司令礁(Commedore Reef)和安波

沙洲(Amboyna Cay)擁有主權。64
 

馬來西亞在所佔領的島礁中特別積極經營彈丸礁，也使其發展為

觀光客的潛水勝地，具有賞鳥、潛水和捕魚的觀光地點，吸引許多遊

客和記者到此地，藉由國際化以合法化其擁有南海島礁的依據。另外，

馬來西亞的總理也曾經登上此礁藉以宣示主權。 

馬來西亞對於南海的主張是根據大陸礁層的延伸，然而大陸礁層

是從陸地延伸來計算的，也就是先有陸地再從海岸向大海延伸的大陸

礁層屬於沿海國家所有。馬來西亞在 1979 年宣布將南沙群島中的 33

                                                      
63

 姜高生，同註 57，頁 235。 
64

 陳鴻瑜，同註 13，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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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島礁納入版圖，然而從沙巴(Sabah)或沙勞越(Sarawak)向馬來西亞

所稱其擁有的南沙群島水域，水深超過 1300 公尺以上，因此馬來西

亞的大陸礁層主張尚存在爭議。65
 

馬來西亞因其地理位置相當接近南沙群島，所以在英國殖民北婆

羅州政府時期就有關切南海情勢的發展，特別是穿越巴拉巴克海峽，

連通南海、蘇祿海、菲律賓海與印尼海域的航道。因此，馬國政府先

佔領接近馬來西亞東部靠近沙巴的島礁，並採取低調的策略，同時也

佔領彈丸礁，不僅駐軍還開放觀光，是南海第一個開放旅遊的島嶼。

其他像是光星仔礁、安波沙洲則納入其軍事炸射靶區，不在礁上駐軍

或駐軍極少，馬來西亞也較為重視油氣的探勘與開發，並且刻意淡化

南海島嶼主權爭執之焦點，在南海問題上採取低姿態及不宣揚的作

法。 

四、汶萊： 

汶萊於 1984 年加入聯合國、東協，並宣佈二百海里專屬經濟區， 

依海洋法宣稱擁有南通礁（Louisa Reef），而與宣稱對全部或部分南

沙群島擁有主權的中國大陸、越南、台灣及馬來西亞有領土的法律爭

端。汶萊沒有派兵駐守南通礁，而其他爭執各方亦未佔領南通礁。南

通礁上有航海照明燈但已毀損。 

                                                      
65

 陳鴻瑜，同註 13，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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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的國家經濟仰賴石油、天然氣的開採，估計約有十三億五千

萬桶石油藏量在汶萊的七大主要油區中，有五個油區位於外海，而近

年來，外海油區的產量比重增加到佔總產量的絕大多數。汶萊主要是

以輸出石油為主要的經濟活動，因此南海航行安全對其來說是很重要

的議題，汶萊對於南海專屬經濟海域及航行的安全，愈來愈重視。 

  汶萊自 1990 年起，每年參加在印尼舉行的「處理南中國海潛在

衝突研討會」（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以下簡稱「印尼南海會議」），並於 1990 年至 1993 年期

間，每年於上述研討會，針對「合作的機制」（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Cooperation）項目，提出報告。汶萊的代表幾乎都是

外交部研究設計部門官員，他們對南海問題持下列基本立場： 

一、有關海域主權宣稱及疆界劃分，應以雙邊協商為主；二、有關海

洋環境、科學研究、船運、航運及通訊、資源處理可在環南海諸國之

間共同討論；三、東協內部架構針對南海應有雙邊諮商及建制性安排，

尋求一致的立場及增加東協成員的團結；四、「印尼南海會議」應從

非正式性質提升為較正式、官方的形式，否則衝突及軍事行動的擴散

均將難以有效控制。儘管，汶萊主張東協成員應有一致的立場，但它

和馬來西亞是東協成員中，至今尚未舉辦印尼南海會議分支「技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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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小組」會議的兩個國家。66
 

由於汶萊是位於馬來西亞北婆羅洲西岸的小國，開發油氣生產為

其主要經濟活動，國民生活富裕，但因其地理位置位於馬來西亞東部

沙巴與沙勞越二州之間，所以在南海問題的態度上並不採取強硬的立

場，也不涉入南海爭奪糾紛太深，因此並沒有佔領任何島礁，但是卻

宣稱南通礁在其領海的延伸線內，據此擁有此島的主權。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 

隨著中國大陸國防安全戰略決策的轉變，北京當局逐漸注意到海

洋國土（如領海、大陸礁層、專屬經濟區等）的重要性。中國大陸認

為海洋國土有經濟、政治、軍事及科技等價值，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經

濟及軍事價值。就經濟價值而言，海洋提供食用資源、石油及天然氣

等礦產資源、海上交通線便捷等利益。就軍事價值而言，中共海軍認

為海洋：一、為發展海軍提供了前提；二、為戰略核力量的隱蔽提供

了場所；三、為戰時海上運輸提供了條件；四、為反對海上控制及侵

略提供了屏障。在樹立海洋國土觀念後，中共海軍呼籲要首先保證海

上安全，才能保證本土安全，而為了保證海上安全，就有必要大力加

強海軍的建設。67
 

中國大陸基於最早發現及先佔的主張，聲稱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即

                                                      
66

 林正義，同註 46，頁 1。 
67

 林正義，同註 46，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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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的領土。自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以來就主張南海海域的主權，

1950 年代起就派遣人員至西沙群島進行調查、捕撈海洋生物、建立

氣象台及管理漁民等。之後持續在西沙群島活動，於 1992 年制定「鄰

海及鄰接區法」即宣示將南沙諸島納入中國領土範圍，並在該年加強

在南海的各種活動，包括擴展軍備、增加國防預算、與美國石油公司

簽訂合約等。中共這一連串的南海活動引起東南亞沿海國家的不安，

因此於 1992 年在菲律賓舉行之東協外長會議中通過《東協南海宣言》，

其重點為南海爭端之處理不得訴諸武力需自我克制以及聲索國之間

的合作。除此之外，中國大陸也加強學術方面對南海問題的研究，像

是 1996 年成立的「海南南海研究中心」，鼓勵海峽兩岸進行南海問題

的研究，此單位於 2004 年 7 月經中國國務院批准成為「中國南海研

究院」，使國內外的學者皆能至此對南海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68
 

中國大陸對於南海的主張為視此海域為歷史水域，幾乎視南海為

內海，堅持以雙邊直接談判來解決與鄰近國家重疊海疆之爭議，反對

將南海問題透過國際間的方式解決。加上在 2010 年 5 月間中國大陸

已明確表示，南海諸島是中國「核心」利益，首次將南海諸島與台灣、

西藏同列為「核心」利益，顯示中國對南海問題有其他讓步或討論的

空間有限。  

                                                      
68

 中國南海研究院，「院況簡介」，見 http://www.nanhai.org.cn/getinfo.php?cid=8。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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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之後，中國大陸改變過去與各聲索國進行雙邊談判的方式，

願意透過東協多邊途徑共商南海問題。直至 2002 年，中共與東協簽

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重申依國際法原則（包括遵守《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維持南海地區海空航行自由，並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此

文件被視為重要衝突預防措施，強調各國願意克制可能引起主權或管

轄權爭議的舉動，彼此發展合作關係，降低武力衝突。69
 

 2011 年，第十八屆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和第四十四屆東協外長會議於印尼舉行，在本次會議通過儘速制定

《南海區域行動綱領》。此《行動綱領》經過近十年的談判，是為落

實2002年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要求各國和平解決南海爭議，

一直以來，中國大陸不願與東協十國簽訂綱領，因為北京當局認為東

協中的國家並非每一個國家都是南海爭端國，這次中國在東協主張多

邊協商的方式之下，透露出簽署的可能性。70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動作頻頻，去年(2012 年)黃岩島事件中

共海軍對於菲律賓的佔領行為完全不讓步，不僅派出軍艦至黃岩島與

菲律賓的軍艦對峙，甚至對菲律賓進行經濟制裁。今年的 3 月 9 日，

                                                      
69

 李瓊莉，「東協對南海問題的立場與回應」，見海峽評論網站，http://www.haixiainfo.com.tw/248 

-8213.html。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5 日。 
70

 林若雩，「東協與中國達成《南海行動宣言》的意涵與台灣的因應之道」，新世紀智庫論壇，

第 55 期(2011 年 9 月)，頁 75。 



 第四章 南海爭議島嶼的法律地位及主權歸屬問題

-以國際法院判例解析之 

179 
 

菲律賓掛有國旗並載有建築材料的船隻向仁愛礁(Second Thomas 

Shoal)靠近，要運送建築材料修補於 1999 年在仁愛礁擱淺的一艘軍艦，

而中國大陸在當天就已經驅離菲律賓的船隻，並對菲律賓是否有可能

在南海採取進一步行動保持高度警戒。71
 

 中國大陸對於南海問題的強硬態度容易引起其他南海沿岸國的

恐慌，並造成其他世界大國像是美國等國的注意，該如何和平解決南

海島嶼主權爭議對於中國大陸的外交手段形成嚴峻的考驗。 

六、中華民國： 

 民國初建時期，我國以「實際行使之主權範圍」及「歷史性水域」

為由，確認南海主權的事實。民國 36 年內政部出版「南海諸島位置

圖」，並劃定 U 形線以立法管轄之方式重申 U 形縣內海域擊島礁為我

國領土。之後我國我國為因應南海海域之國際情勢，達到有效鞏固主

權的目的，於 1992 年 12 月 3 日成立跨部會的「南海小組」，設於內

政部。「南海小組」負責制定並檢視政府的南海政策，由內政部長兼

召集人、副召集人為內政部政務次長兼任。1993 年我國制定「南海

政策綱領」，作為處理南海問題的基本準則，此為我國首部南海政策

白皮書，主張位於南海中的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島不論就歷史、

地理、國際法而言一直以來為我國領土的一部分，主權屬於我國。而

                                                      
71

 中央社，「南海爭端島，陸驅離 2 艘菲律賓船」，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0311 

0355-1.aspx。檢視日期：20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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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願在和平理性的基礎上及維護我國主權原則下開發此一海

域，並願依照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爭端。 

 「南海政策綱領」的主要內容為：(一) 堅定維護南海主權、(二)

加強南海開發管理、(三) 積極促進南海合作、(四) 和平處理南海爭

端、(五) 維護南海生態環境；其實施綱要有(一) 內政事項、(二) 國

際合作事項、(三) 安全維護、(四) 交通事項、(五) 衛生事項、(六)

環保事項、(七) 兩岸關係、(八) 學術研究及(九)資 源開發等。然而

「南海政策綱領」制定後，二十年來南海周邊情勢已出現若干重大變

化，南海各聲索國目前不論是利用外交或是經濟名義均用盡各種管道

積極地試圖將南海海域納入國內版圖，而我國自 2000 年 1 月將太平

島由陸戰隊將防務移交給海巡署後，雖然沒有發生大規模衝突，但顯

示我國政策較為保守。然而相較於其他五國的積極態度，我方若不希

望被排除於南海事務之外，就應加強在南海的作為，包括展現我國的

U 形線主張、與中國大陸進行合作、以及發展生態保護區等方法，使

我國不要失去在南海事務的發言權。 

 

第五節 國際組織及會議對於中華民國擁有南海的依據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南海問題在東南亞所造成的聲索國之間的

衝突並非一時半刻可以解決，除了五國六方的互相角力之外，更有其

中某些國家所引進的外國勢力像是美國、日本等的影響，造成此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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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錯綜複雜。就政策面來看，我國的南海政策相較於其他五個國家

來看略顯保守，加上發言的機會不多，使其他五國在談論南海問題時

經常忽略我方的意見，然而從我國的官方資料可以得知我方對於南海

地區的經營早於其他五個國家許多，因此筆者羅列出以下我國於國際

上參與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時提到關於南海時，其他國家有表態承認

或不否認的歷史紀錄，以茲證明我國於很長一段時期中對於南海中的

海域或島嶼行使管理之有效證據。 

 

一、 國際氣象會議： 

1930 年國際氣象會議(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onference)在

香港開會時，曾討論並決議由中華民國於西沙群島設立氣象台，以便

利海上航行，72世界氣象組織編頒之 NO.9, T. P. 4 Volume A 氣象觀測

站名錄中列有中國部分，其中東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亦羅列在內，有該

組之 1968-1971 年推行 World Weather Watch 簡稱為三 W 計畫，援助

建立東南沙島探空站二處，如此，世界氣象組織方面既已列冊多年並

未有會員國提出異議。73
 

 

  

                                                      
72

 胡思聰，「兩岸應共同捍衛中華民族固有南疆」，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 

post/1/11503。2014 年 4 月 15 日。 
73

 陳駕譽、戴宏傑，「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之歷程」，黃埔學報，第 65 期(2013 年)，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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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羅及波茨坦會議： 

1943 年 11 月，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美國總統羅

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L.S. Churchill)在

開羅會商三國對日軍事行動及勝利後對付日本的方案，發表舉世矚目

的「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其中甚為重要的一段為：「日本

應被剝奪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中所佔的一切島

嶼，並應將自中國竊奪的所有領土如滿州、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

(It is their purpose that Japan shall be stripped of all the islands in the 

Pacific which she has seized or occupi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1914, and 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74此段文字中「例如」(such as)二字

甚為重要，因滿州、台灣、澎湖僅係列舉，其他自中國奪取的所有領

土─例如南海中各群島，均應歸還中華民國；更重要的是，當時日本

佔據的南沙群島，係隸屬台灣省高雄州(縣)高雄市管轄，當然在台灣

歸還中華民國時一併歸還，自不待言。1954 年 7 月 26 日，波茨坦宣

言(Potsdam Declaration)重申前議。75中華民國於 1946 年 12 月派兵接

收南沙群島，將太平島上的氣象站恢復作業，由海軍氣象中心派氣象

                                                      
74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airo Conference, 1943”, http://2001-2009.state.gov/r/pa/ho/time/ww 

ii/107184.htm。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 
75

 臺灣大百科全書，「波茨坦公告」，文化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489。

檢視日期：201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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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士三員經常駐守，每日兩次播報當地氣象動態。76
 

 

三、 國際民航組織會議： 

1955 年 10 月 27 日，第一屆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Aviation 

Transport Association) 太平洋地區飛航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計

有中、美、英、法、日、菲、越等 16 個會員國代表參加。1955 年 10

月27日，英國代表團及國際航運協會代表團聯合提出一項正式提案，

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在南沙群島的一個島嶼上修建一座氣象台，蒐集並

發佈當地地面及高空氣象，此項提案經提交氣象委員會審查及討論。

鑒於噴射飛機即將定期飛越此一地區，迫使此地區氣象情報蒐集必須

擴及四萬至五萬呎的高空，而東沙、西沙及南沙各群島位於太平洋的

要衝，此一地區每日四次的 PIBAL 氣象報告，俾使獲得上項資料傳

送各地應用，氣象委員會就此項提案稍加討論修正後即提交大會採納，

列為第 24 號議案，於獲得大會全體會員一致通過後，列入會議最後

報告書第二節「報告及建議」，其中有關此事的重要記載為：「中華民

國應補充南沙群島每日四次的高空氣象觀測。」我國於 1960 年將該

氣象站擴建為氣象台，除地面觀測外，並增建高空站房及有關設備，

及依國際民航會議之決議，每日四次播報有關該地區之地面及四萬至

五萬呎高空氣象以利國際民用航空。在以後歷次國際民航及氣象會議

                                                      
76

 蕭曦清，同註 9，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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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國代表均有關於南沙群島氣象資料之報告提出，並經大會列有

紀錄，可資參考。77
 

 

四、 中國南海勘測會議： 

1970 年 7 月，聯合國中國南海勘測案通信工作小組在日本東京舉

行會議，中華民國政府指派內政部土地資源研究所副所長張維一代表

出席。張副所長在會前準備充分，在會議中根據有關南沙的甚多實際

資料。包括南沙地區的自然實況，詳加闡述，對中華民國在南沙的諸

項措施，更舉照片以為證明，並在會中展示中華民國內政部方域司

1964 年 12 月印製的《南海諸島圖》、《南沙群島圖》及張其昀先生於

1963 年主編的《中華民國地圖集》第四冊第十九圖，逐一說明各島

位置、名稱及重要設施，並將「中華民國南沙群島各島名稱及位置表」

當場分送出席會議的日、菲、越、美、澳等五國代表。另將中華民國

政府預先草簽的書面聲明，備函送交小組會主席日本代表長谷實，復

經長谷時將該函影印分送各與會代表。此項聲明以堅決肯定的語氣說

明：「中國政府對南海勘測案極為贊成並願參加合作勘測，但卻不得

損及中國對南沙群島之領土主權，實施勘測時，並應事先爭得中國政

府之同意。」各與會代表對於此項說明及函件，咸表欣然接受，無任

                                                      
77

 陳駕譽、戴宏傑，同註 73，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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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國代表提出任何異議。78
 

 

五、1970 年亞洲及遠東製圖會議： 

1970 年 10 月，聯合國亞洲及遠東區域製圖會議第六屆會議在伊

朗德黑蘭召開，該南海勘測案分由第五委員會討論，中華民國代表團

曾數次發言並遞書面意見，重申中華民國政府在東京通訊工作小組會

中的立場，並要求將此意見列入會議記錄。79在決議起草委員會所擬

的決議案初稿，將中華民國政府的聲明摘要附註，並經印送各國代表。

但在正式會議時，則因英、印等國代表的堅決阻擾而被「劃去」。而

被劃去的理由，則因為此乃技術性會議，不談政治問題，雖然無法得

知被反對的真正理由，但在三十餘個國家代表的印象中，中華民國對

南沙領土主權的聲明，則無異議。80
 

 從上述我國參與之會議與文件來看，國際社會對於南海海域以及

其中島嶼為屬於我國之領土有認知，並且在國際民航組織會議時決定

由我國報告關於南沙群島地區的氣象觀測結果。而在中國南海勘測會

議中，菲律賓及越南皆有參加，但在會議舉行的過程中或者是大會的

決議結果並未提出抗議，表示其認可中華民國有管理南海地區權力之

事實。 

                                                      
78

 蕭曦清，同註 9，頁 98。 
79

 UN, Report of Sixth United Nations Regional Cartographic Conference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Vol. 1, para. 92.  
80

 蕭曦清，同註 9，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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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52 年日本在《中日和約》中宣布放棄西沙及南沙群島之前，

我國就已對此地區有長期管理的證據。從漢代開始的史書上，不論改

朝換代，皆有在南海活動的紀錄，不論是漁民的捕魚行為或是行政管

理，都早於周邊各國，顯示我國對於南海海域及島礁皆有行使國際法

中的有效管理原則。然而，在太平島及永興島主權方面，雖然分別由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有效管理，這不單是島嶼歸屬問題，

同時也涉及兩岸主權爭議因此在本研究暫不討論此爭議，只針對島嶼

主權進行論述。 

而中業島、南威島及彈丸礁，雖然由菲律賓、越南及馬來西亞進

行各自的管理行為，但是我國對此仍保持抗議的態度，另一方面不論

是從歷史文件還是早期國際會議的文件來看，可以發現這三國早期均

對我擁有南海諸島主權沒有意見。然而，自從得知此區探勘出豐富的

油氣資源後，即宣稱對這些島嶼的主張，因此這三國的行為明顯與國

際法相違背。 

基於此，菲、越兩國目前爭取南海主權的行徑已經牴觸國際法中

的禁反言原則，此原則為代表國家之主體包括總長及外長等對某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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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禁反言原則已被接受為國際法的原則並具有法律效力。因

此菲律賓與越南對於南海的主張是沒有事實上以及法理上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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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本章將南海代表性的島嶼提出，以及島嶼制度之要件和國際法院

判例所帶出的法律原則檢視這些島嶼在南海島嶼主權問題中所產生

之爭端（表 4-2）。在島嶼制度方面，這些島嶼皆大致符合海洋法公約

第 121 條所規範的三項島嶼制度要件（參考表 4-1），但若仔細剖析這

些島嶼的情況，即便符合第 121 條的要件，但仍可以發現要在這些島

嶼上維持自給自足的人類生活有一定的困難度，還是必需仰賴原有國

家物資補給，特別是大多的島嶼皆由軍隊所駐守並非長時間居住的

「居民」。其中，除了馬來西亞所占領的彈丸礁有發展觀光產業進行

實質的經濟生活運作之外，其他島嶼幾乎都是保持原來的樣貌。因此

對於第 121 條第 3 項中所規範的「維持人類居住」與「經濟生活」的

定義本研究採取寬鬆的解釋，一方面這些島嶼都擁有發展經濟的天然

資源與足以讓人類居住的條件（如：面積、地形環境），另一方面或

許是各國為了不造成緊張情勢而採取有限度的發展模式。但又因為南

海海域被探勘出蘊藏大量石油礦物資源，使得各國同時在國際場域上

對於島嶼主權歸屬爭議採取強硬的態度。 

 在島嶼主權方面，即便我國對於南海地區不論是行政上或是法律

管制下的管理證據持續存有紀錄，但是周邊國家仍利用武力強佔這些

島礁並說明其自遠古以來就擁有此區的主權，並提出利己的歷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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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卻刻意忽略我國的歷史紀錄；菲律賓對永興島的主張中認為日

本在巴黎合約中提到放棄對南海海域的所有權，並基於「發現與佔領

的原則」聲稱擁有南沙群島主權，但是這部分與國際法中規範的原則

內涵有所出入，其說到「發現無主地者」不能只依「發現」而取得對

該無主地之主權。單純的「發現」僅能取得「原始的權利」，必須在

發現之後恰當地「行使或展示主權」，但這項權利的行使必須受到其

國家的認同，而我國對此一直持續採取抗議的態度，並沒有「默認」

其他國家擁有其島嶼主權。即使各國主張有效管理的原則，但卻不能

以此做為主要依據，在帕爾瑪斯島案中胡佛法官即強調關鍵時刻對於

島嶼持續且和平的有效占領才能做為有效管理的依據。81即便在中日

戰爭時中國中斷對南海諸島的活動，若是沒有放棄的意圖就不算放棄

對南海諸島的主權。82另外，我國不論在政治性（如：開羅及波茨坦

會議）或是功能性（如：國際民航組織會議、國際氣象會議）的國際

會議中皆表明擁有南海諸島的主張，不但沒有受到抗議，反而被要求

與主權相對應的責任與義務，而此部分筆者認為應該符合禁反言的原

則。83
 

                                                      
81 胡佛法官說到：「當事國必須在過去的時間裡尋找證據，以證明自身或前殖民主權在某個關鍵

時刻曾持續且和平地表現國家權力，將主權的概念加固在該領土之上，才能在領土之爭中取得

主權。」請參考本文第三章帕爾瑪斯島案例分析。 
82

 克里柏敦島的判決：「實際上，一塊不適人居的土地，從最初的佔領國在該地出現後，就處於

該國完全和沒有爭議的控制之下，從這時開始佔領就算已經完成。」請參考本文第三章克里柏

敦島案例分析。 
83 東格陵蘭島的判決：「挪威的外交大臣愛赫倫（Ihlan）在 1919 年 7 月 22 日接見丹麥公使曾口

頭聲明表示挪威政府對丹麥擁有的格陵蘭主權不予干涉。法院因此認定這項聲明在法律上對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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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第四章研究摘述表 

 島嶼制度  南海諸島主權之解析 

 
南海諸島主權爭議與 

國際法院判例之討論 I II III  
先

佔 

時效

取得 

關鍵

日期 

有效

佔領 

禁 

反言 

太平島 O O O  O O O O O  有效管理→←歷史文件、禁反言 

永興島 O O O  O O O O O  有效管理→←歷史文件 

中業島 O O O  X X O O O  有效管理→←非默認、歷史文件、禁反言 

南威島 O O O  X X O O O  有效管理→←非默認、歷史文件、禁反言 

彈丸礁 O O O  X X O O O  有效管理→←非默認、歷史文件、禁反言 

 註 1：表內 O 代表該案例符合此要件；X 則表示該案例不符合此要件。 

 註 2：本表內容為作者自行整理。 

 另外，在本章討論的主權案例中，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具有其

特殊性，不論在歷史或是政治關係上都有密切的聯結，既具有同樣的

歷史背景，事實上卻又是不同的兩個政治體，這使得南海諸島主權的

認定始終有其困難，並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政治問題。這樣

的情況類似於南北韓對於獨島歸屬問題所產生的衝突，因為這涉及了

國家主權在國際上的代表性問題，所以也不可能將此項爭議訴諸於國

際法院進行判定。84是此，本研究將保留對於兩岸在南海島嶼主權的

討論，迨兩岸在政治問題上或台灣內部達成共識才能進一步討論其相

關爭議。 

                                                                                                                                                        
威是有拘束力的，而且適用於國際法中的「禁反言」原則（estoppel），因此將東格陵蘭島判給

丹麥」。而本文所提及國際會議更不乏領導人或是各國外交官的參與，因此若是在這些場合中

各國沒有提出抗議應適用禁反言原則。請參考本文第三章東格陵蘭島案例分析。 
84

 此情況類似於臺灣與中國大陸在 1971 年爭奪聯合國中國代表席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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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以上討論，本章所討論的南海島嶼的確是相當程度符合島嶼

制度的要件，但是也有許多認定爭議的地方，由於這攸關島嶼是否擁

有領海或是經濟海域，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項爭議，國際公約必須

規劃更多方案，若是能有效的提出具體量化或是天然條件的指標，或

許可以化解南海區域的緊張局勢。85另外，島嶼主權的爭議，筆者認

為不論是從歷史紀錄或者法理上的證據來看，我國政府確實對南海地

區內的島礁擁有權力，而且對於各國的主張都有相對應的原則與依據

（表 4-2）。縱使如此，當前我國在國際組織或會議上不僅沒有發聲的

機會，更是被刻意的邊緣化，而在外交弱勢的情況下更無法提出明確

的主張。是此，我國要如何在南海議題中避免被邊緣化則是我國政府

急需突破的困境。

                                                      
85

 筆者認為可以透過島嶼制度第一、三項的規範，將第二項要件（如：領海、經濟海域）的爭

議減低，使各國回歸到島嶼主權的爭議或許可以減少衝突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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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南海議題已經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國際焦點，為了得到蘊藏於南

海底下豐厚的礦物資源，各沿海國無不用盡各種方法佔領島礁，以期

擴大自身海域的範圍。中國大陸與我國同樣提出 U 形線之主張，擁

有在此範圍內之島嶼、礁、灘的主權，然而 1949 年兩岸分裂之前，

我國內政部於民國 36 年(西元 1947 年)公布南海各島礁名稱，有些根

據我國登陸該島礁時的船隻或將士名稱，以此彰顯我國政府在南海地

區行使國家主權之具體事實。不過南海情勢可以反映我國在外交情勢

上的困境，中國大陸的崛起使得東南亞的南海聲索國向外尋求大國的

勢力，但我國的國家地位在無法獲得國際承認的情況下，逐漸遭到邊

緣化。東南亞的國家透過東協與中國大陸直接對話，以避免遭到大陸

採取雙邊談判的方式而在國力懸殊的情況中屈服於中共的壓力之下，

但我國並非東協的會員國，在中國與東協就南海問題的談判中也未被

邀請參與對話，使我國的地位更形單薄，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可以增

強我國於南海問題中發言的力道，使我國在南海地區握有主權的事實

受到其他國家的重視。 

 為了釐清島嶼制度的條文以及整理出國際法院判例的原則，筆者

提出以下三點研究問題： 

 第一，島嶼制度的規範與實踐為何？島嶼制度的內容歷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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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爭論始終沒有明確的認定標準，直接的造成各個國家利益極大化

的主張而無法達成有效或穩定的共識，因此我們必須先釐清島嶼制度

的發展脈絡，再針對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進行討論，進而建立有效的

分析框架。 

第二，島嶼主權的歸屬如何判定？由於我國在南海諸島的主權地

位受到各聲索國的挑戰，因此我國勢必提出有效的立論作為主張依據，

而本研究試圖透過不同主權歸屬的案例進行整理與歸納，來了解何種

國際法原則最為重要，以及適用的內容與範圍。 

第三，海洋法公約如何在南海諸島中實踐？本研究先從島嶼制度

出發，對南海諸島中的島、礁、灘、洲進行釐清與認定，針對具有島

嶼要件的島嶼進行討論，其次梳理南海諸島主權的發展脈絡作為島嶼

主權認定的分析背景，並加入主權案例與認定原則進行比較分析，藉

此做為我國在國際場域上對於南海諸島主張之參考依據。 

 在本研究中，從島嶼制度的背景進行剖析，發現島嶼制度在實務

上並沒有辦法真正作為判別島嶼或島礁時的依據，因為島嶼制度只描

述出關於島嶼的基本要件，並沒有提供量化或規格的標準，使得法官

在判決島嶼主權糾紛時，只能根據當事國之歷史資料、地圖、行使有

效管理的證據等作為判斷的輔助資料，另外再參考許多國際法學家或

先前的判例來判定歸屬。島嶼制度在這種籠統的規範之下，實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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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國際法學者或國際法院的判例來形成國際習慣或規則，因為條文

本身在解釋上可以因人而異。 

由於島嶼與陸地領土有相同的效力，使得各國往往關注在島嶼地

位確立之後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因此針對島嶼的認定盡可能採取最

為寬鬆的解釋，而在各國的實踐中可以發現唯一的共識為條文第 3 項

所明定的「能否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 

 在島嶼制度的解釋上，第 3 項條文成為最具爭議也是關鍵的一項

條文。由於人類生理機能因素，淡水為維持人類生活不可或缺之要件，

但因為現今科技發達，淡水可以透過船隻的運補送到沒有淡水的島礁

上，如此就產生討論的空間。另外，住民的性質在條文中也沒有詳細

規定，常駐的軍隊以及科學人員是否就可以成為永久居住的居民也還

存在爭議。除此之外，維持經濟生活的定義更可以廣泛解讀，像是島

礁周邊的漁產、資源礦物、觀光旅遊等是否可以達到維持基本經濟生

活的條件引發學者的討論。因此，綜合各學者說法之後，筆者認為維

持人類居住及維持人類經濟生活兩項要件為利用島嶼制度來檢視島

嶼地位時影響判斷的重要因素 

此外，根據國際法關於領土主權取得之概念與判例的分析，我們

可以發現國際海洋法主要的判決重點圍繞在「關鍵時刻」與「有效佔

領」等領土主權的認定概念上，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關注這些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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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補充國際法的內容。從這六個判例的影響可以看出法官在審理領土

主權糾紛的案件時，對於國家行使「有效管理」的認定非常重要，因

為原屬國雖然對某塊領土有原始的權利，但經過長久的時間之後，若

對其領土未有管理行為，等同於不認同有此塊領土存在。另外，關鍵

日期是法官在判決領土主權糾紛時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法官在決定關

鍵日期時，會根據當事國提出的歷史證據以及有效資料來判定，在這

日期之後的行為都不被法官採納，因此筆者可以推測國家需提出在關

鍵日期之前行為的有力證據，通常較有機會贏得領土主權。 

除此之外，在「東格陵蘭島法律地位案」以及「白礁島、中岩礁

及南礁主權歸屬案」中，可以看出禁反言原則也是影響判決結果的關

鍵，一國的元首或可以代表國家行為之主體所言所行都可以代表該國

之行為。因此菲律賓和越南在他們早期的歷史文獻或地圖中，都已承

認南海為中國之領土，現在卻要以先佔和有效管理來宣稱擁有南海主

權，在國際法上恐怕無法理依據。 

最後，筆者將南海較具指標性的島嶼提出以島嶼制度之條文和國

際法院判例所帶出的法律原則檢視這些島嶼在南海島嶼主權問題中

所產生之爭端，包括太平島、永興島、中業島、南威島以及彈丸礁等

島嶼。若仔細分析這些島嶼的地理環境和島上情況，可以發現要在這

些島嶼上維持自給自足的人類生活實屬不合理，還是必須仰賴原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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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補給。在南海的聲索國當中，菲律賓與越南的動作較為積極與強

硬，甚至引進外國勢力的干涉，造成此區的主權歸屬問題更形複雜。

加上南海海域被探勘出蘊藏大量石油礦物資源，使得這些外國商業集

團也前仆後繼與菲律賓和越南合作開採資源。 

然而長久以來，我國對南海地區不論是行政上或是法律管制下的

管理證據持續存有紀錄，不過周邊國家利用武力強佔這些島礁之後卻

說明其自遠古以來就擁有此區的主權。因此不論是從歷史文獻或者法

律上的證據來看，我國政府確實對南海地區內的島礁擁有主權權力。

但我國不論是在國際組織或南海問題相關會議上都較少有發聲的機

會，因此要如何避免在南海議題中因為兩岸分裂問題而失去爭取權利

的機會是我國政府單位急需思考之方向。 

本研究提出以國際法原則與判例檢視南海島礁之研究，目的即在

於希望透過國際法所帶出的原則讓我國可以藉由大量的歷史證據而

有利於爭取南海地區的島礁主權。關於南海地區有持續追蹤島礁的史

料雖然有限，但相對於其他聲索國來說卻豐富許多，因此在有效管理

這方面，我國處於有利的情勢。長期以來，我國在國際社會發聲的機

會本就不多，但相信透過有效的歷史證據，我國可以展示出在南海問

題中不可忽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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