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壹章 導 論  

第一節 引 言  

第一項 海洋概論 

一、「海」、「洋」之區分 

地球之重大特徵在於表面上充足之水分，地球表面超過百分之七十為水

分子所覆蓋，此一由水分子所覆蓋之廣袤地表，通稱做「海洋」。海洋雖是

一相互連通之大片水域，然漢文語意學上，「海洋」則區隔成「海」與「洋」

兩類水域。析言之，「洋」（ocean）是指海洋的核心部分，深度平均超過三

千公尺，具有獨立之風、潮汐和洋流系統。至於大洋四周邊緣水域，凡靠近

大陸邊緣部分，由「島弧」（island arc）或半島所隔離，抑或居於兩陸地之

間水域，則均通稱為「海」（sea）。 

二、四大洋簡介 

學者為論述與研究之便利，一般將地球上洋域再分成四大洋：「太平洋」

（the Pacific Ocean）、「大西洋」（the Atlantic Ocean）、「印度洋」（the Indian 

Ocean）和「北冰洋」（the Arctic Ocean）。此間太平洋最大、大西洋次之，

然大西洋面積則僅約太平洋之半。其次為印度洋，最小者為北冰洋1。太平洋

                                                        
1 《表 1-1：世界各大洋基本型態數據》。 
 
大洋名稱 面積（千平方公里）體積（千立方公里）平均深度（公尺）最大深度（公尺） 
太平洋 165,250 707,600 4,280 11,034 
大西洋 82,440 324,600 3,300 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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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多島弧、海溝與火山活動地帶，亦為地殼最深處；大西洋海溝較少，地

殼較穩，且為深度最淺之洋；而印度洋之平均深度與地殼活動度則介於兩者

之間（請參考表1-1）。茲簡要介紹如下2： 

（一）太平洋 

太平洋是地球上面積最闊、深度最深、邊緣海和島嶼最多之大洋。中國

古代文獻泛稱為「滄海」；至於當代名稱，最早是由西班牙探險家發現與命

名，「太平」（Pacific）一詞即「和平」之意。 

太平洋位於亞洲、大洋洲、美洲和南極洲之間，北端的白令海海峽與北

冰洋相連，南至南極洲，並與大西洋和印度洋連成環繞南極大陸的水域。太

平洋南北的最大長度約15,500公里，東西最大寬度約為19,300公里。總面積

16,525萬平方公里，約占地球表面積的三分之一，是世界海洋總面積的二分

之一。平均深度約4,280公尺，最深深度11,034公尺。全世界有六條一萬公尺

以上海溝全部位於太平洋。太平洋中蘊藏著豐富資源，尤其是漁業和礦產資

源。其漁獲量，以及多金屬結核的儲量和質量，均居世界各大洋之首。 

（二）大西洋 

「大西洋」（The Atlantic）其名稱源自希臘神話英雄「亞特提斯」

（Atlas），神話中「亞特提斯」雙肩頂天，分開大地與天際，居住於遙遠西

方，是以當早期歐洲人們見廣袤大西洋，無邊無際，即以該處為亞特提斯住

居所在，並以其名命之。 

大西洋是世界第二大洋，位於南、北美洲和歐洲、非洲、南極洲之間，

呈南北走向。南北長約15,000公里，東西相對狹窄，其最小寬度僅約為2,800

公里。總面積約為8,244萬平方公里，約僅為太平洋面積的一半。平均深度約

                                                        
印度洋 73,440 291,000 3,960 7,450 
北冰洋 14,090 17,000 1,205 5,502 
合 計 335,220 1340,200 12,745 32,366 

資料來源：Clandia Cenedese, Alyn C. Duxbury, Ocean, ENCYCL OPEDIA BRITANNICA, 

http://www.britannica.com/science/ocean（last visited on March 21, 2018）。 
2 本部分有關四大洋之介紹，主要摘錄自：http://www.soa.gov.cn/kepu/hyzs/dayang.htm.

（last visited on 5 Ma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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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公尺，最深處達8,380公尺，位於波多黎各海溝處。海洋資源豐富，盛產

魚類，捕獲量約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強。大西洋的海運非常發達，東、西分別

經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其貨運量約占世界貨運總

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三）印度洋 

「印度洋」（The Indian Ocean）是世界第三大洋，早期漢文稱之為「西

洋」3，位於亞洲、大洋洲、非洲和南極洲之間。面積約為7,344萬平方公里，

平均深度3,960公尺，最大深度的爪哇海溝達7,450公尺。洋底中部有大致呈南

北向的海嶺。大部分處於熱帶，水面平均溫度20℃～27℃。印度洋海洋資源

以石油最豐富，波斯灣是世界海底石油最大的產區。印度洋亦是世界最早的

航海中心，其航道是世界上最早被發現和開發的，是連接非洲、亞洲和大洋

洲的重要通道。 

（四）北冰洋 

北冰洋位於地球的最北面，大致以北極為中心，介於亞洲、歐洲和北美

洲北岸之間，是四大洋中面積和體積最小、深度最淺的大洋。面積約為1,409

萬平方公里，僅占世界大洋面積3.6%；體積1,700萬立方公里，僅占世界大洋

體積的1.2%；平均深度1,205公尺，僅為世界大洋平均深度的三分之一，最大

深度僅有5,502公尺。 

三、環洋各大海 

主要大海有五十四個。海環繞並聯繫各大洋，其面積較洋為小，且深度

亦較淺，比如東海、黃海、南海、加勒比海、紅海、地中海、北海、日本海、

厄霍次克海等等，而其中以澳洲之「珊瑚海」（Coral Sea）面積最大4。 

                                                        
3 中國明朝太監鄭和下西洋，斯時所稱西洋即今日印度洋。 
4 請參考：《表 1-2：世界各海基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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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海洋法下的「海」、「洋」5 

雖然「海」與其所相連接之「洋」在物理、化學和生物特性等方面，都

有差異，但在國際海洋法體系下，海洋二字連用時，則為同義聯詞，具相同

法律意義。就國際海洋法適用目的而言，海洋必須符合：就物理意義而言，

海洋須能自然交流，即地球表面上各該鹹水總體在任一鹹水面，彼此間在地

理上相互自然交流；在法律層次上，地球表面上此一鹹水面，與地球表面上

其他鹹水面，在法律上能夠自由交通。必須具備此二條件之地球表面上之鹹

水面，始為國際海洋法適用之客體，否則不能適用國際海洋法以規範其相互

間關係。是以位於約旦與以色列間的「死海」（Dead Sea），位於伊朗與俄

羅斯等國間的「裏海」（Caspian Sea），因未能與其他地球上鹹水面相交通，

實際上是湖，此等內陸海與大洋相比有顯著不同的物理、化學與生物特徵，

故並非國際海洋法適用客體；又縱使與鹹水面交通，但若湖泊本身非為鹹水，

如中國之洞庭湖或鄱陽湖，美加邊界之五大湖，雖均有大河與海交通，然因

其非鹹水面，亦不適用國際海洋法。 

 

第二項 海洋之重要性 

廣袤的水域不僅是人類發源所在，也孕育人類文明。而海洋除了調節地

球溫度之重要功能外，也是人類食物儲藏所、交通之中介、天然防禦工事、

了解地球生物與物理演化的重要實驗室，甚至因為海洋的自淨能力，於深海

區能將大量廢水、汙泥、油漬以及部分工業廢棄物，加以分散、稀釋與分解，

因而亦有作為人類廢棄物之最終處置處所之功能。 

早期人類對於海洋之利用還較為有限，因而數百年來對於海洋管理的法

律機制相當穩定。然而海洋利用在二十世紀時發生重大改變。對於海洋利用

頻繁，進而引發爭端，職是對於海洋規範機制乃有調正之必要。而之所以有

規範之必要，並須重新調整，乃因其具有人類所欲之資源且資源之利用有所

衝突並日益激烈，此等海洋資源可再分三方面觀察： 

                                                        
5 本部分主要參考：侯木仲（編著）（1994），《國際海洋法》，頁 11-12（臺北：環球

書局）；陳德恭（著）（2009），《現代國際海洋法》，頁 14-15（北京：海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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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資源 

雖有研究認為海洋總產值每年高達七兆美金，且提供諸多其他經濟活

動，然將海洋的價值量化相當困難，但毫無疑問的是海洋自古即是魚類重要

產地，所蘊藏「生物性資源」（living resources）具有再生特質，人類得重複

開發使用，而人類造船航海技術之進步，漁撈技術之發展，對於此類蛋白質

之需求，以及營養觀念之改變等等，再再使得其對海洋生物性資源之開發與

依賴日益加重。每年全球約有九千萬噸漁獲，提供人類最大野生蛋白質來源。

生物性資源之外，海洋亦是重要的「非生物性資源」（non-living resources）

所在，科學研究得知，海水中溶有眾多元素物質，有人甚至稱之為「液體礦

床」，此間包括食鹽、原油、天然氣6、礦物資源（錳、銅、鎳等等）7、以及

海洋風力、溫差、潮差的利用等等。近年來更因國際社會成員重視環保，將

海洋風力視為可持續能源生產之重要一環。有研究認為在二○二○年時，風

力發電可提供全球12%電力需要；而潮差能源是全球一項重大潛在能源，預

估有二萬億瓦，特定地區入射波能量很大，特別適合發展潮差能源；而世界

37%人口生活在海岸線六十英里以內，許多沿海地區有足夠密度波浪能，可

對其進行商業性開發8。 

二、政治戰略資源 

海洋在軍事戰略上有重大價值與意義。在重商時代，西班牙、荷蘭等國

艦隊縱橫四海，一則保護商船，一則為海外殖民前哨之後盾，此時必須掌控

海上通道；冀至英國崛起，成為新興海上霸權，海洋又是帝國主義爭相爭奪

之對象，蓋掌握海洋，則能艦隊縱橫，商船暢行無阻，用以確保殖民地之資

                                                        
6 近海原油與天然氣產量占全世界油氣產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近來則更往深海發展與鑽

探，最新發現的油田在於西非外海（安哥拉與尼日外海）與墨西哥，較深海床（三百公

尺深以上）所占海上油田比例日益增加。因挖掘日深，使得成本與技術日益困難，近來

石油公司甚至與提供挖掘技術之公司相合併，以取得更多技術與資金。 
7 至於其他新礦物與天然氣水合物，如多金屬硫化物、富鈷鐵錳結核、甲烷水合物或氣

水合物等等資源簡介，請參考：Paras. 286-294 of U.N. Doc. A/59/62 of 4 March 2004。 
8 請參考：Paras. 267-275 of U.N. Doc. A/59/62 of 4 Marc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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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能源源不斷運回母國，而母國生產之各個商品，亦能持續往世界各地運輸。

另一方面，所有海權國家均或多或少，以海洋作為展示本國軍力之媒介，用

以影響其他較為弱小國家；而相對弱小國家亦在相當程度內，因有海洋作為

阻隔，而獲得安全屏障。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國力漸趨式微，雖仍保有強

大艦隊，然新崛起之東西兩大強權美蘇，國力遠邁歐洲舊殖民國家，美蘇除

傳統艦艇改良精進，威力更形強大外，更發展並建造戰略性核子潛艇，載運

核子武器，部署四海，用以威脅敵對一方，保持冷戰均勢，維持恐怖平衡，

海洋政治戰略地位更形重要，全球海洋戰略爭奪，如火如荼。而區域性海上

強權，對海洋爭奪亦不遑多讓，使得海洋政治戰略地位未因獨步海權之不再，

而稍加鬆緩。冷戰結束後，雖強權對峙無復往昔緊張，然各區域間爭執則漸

趨激烈，論者甚至譏笑乃「從冷戰演變成『熱和平』」（from cold war to hot 

peace）。 

三、航運資源 

海洋是人類交通與通商貿易的重要通道。十九世紀末，美國海洋戰略家

「馬漢」（Alfred T. MAHAN）說道：「從政治和社會的觀點來觀察，海洋本

身所表現出來的首要功能，就是條偉大的公路」，「儘管海上航行風險不小，

然海上航行與運輸，遠較陸地容易與廉價」。隨著人類航海與造船技術之進

步，對海洋利用日益成熟，而國際貿易往來，更是大部分藉由海洋運輸以互

通有無，海洋自然成為重要之航運通道。根據統計，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一

九五○年起二十年間，全世界商船數目增加近兩倍，載重量增加近四倍。七

○年代末，超級大船時代來臨，五十萬噸油輪正式啟航。不僅船舶噸位增多

增大，船舶航速亦隨之加快，平均船舶速度達三十三節，更縮短海上貨物運

送所需時間；且因航運本質使然，是成本最低的國際貿易運輸方法，因而大

部分國際貿易乃經由海運進行。 

 

第三項 海洋法之產生 

如前所述，海洋自古即為重要之資源所在地，先民從海洋取得部分所需

蛋白質，並以海洋作為交通路，從事有限之商務活動，然無庸諱言，囿於技

術限制，早期對海洋之利用，主要是作為交通通道以及部分食物之採取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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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技術尚未發達年代，海洋是如此遼闊，而資源豐沃，且能再生，利用

厚生，不至發生衝突，當然無庸進行複雜的管制與規範。 

冀自近代歐洲國家之興起，因航海科技之進步，帶動海權發展，對海洋

使用更加頻繁，進而衝突不斷；而此際近代意義之國際法亦已發展成形，國

際社會成員往來逐受該等國際法規範約束，是以國際社會成員，亦轉而要求

對國際海洋活動為法律規範，國際海洋法即於此種背景下產生。 

此際，在主要海權國家，特別是擁有廣袤海外殖民地之國家，為維護其

商務與航海利益，提綱挈領般地架構起國際海洋法規範。此時，海洋自由原

則，以及沿海國得對鄰接其領土一帶特定範圍內海域行使管轄權，是斯時海

洋法規範兩大之支柱，在此結構下，又有些次要規範，比如：公海船旗國專

屬管轄原則、禁止公海用於販奴與海盜行為、軍艦之地位、領海的無害通過

以及國際海峽的通行權等等。此種結構維持數百年，然無可否認，基本上國

際海洋法是因應各個國際社會成員對海洋使用利益衝突，企圖利用國際海洋

法規範調整相互間關係，維持海洋和平利用；另一方面，國際海洋法又是為

國際法之分支，相對地亦具有國際法之一般特徵，因而近代海洋法之開展與

民族國家之產生密不可分，又與國際法之發展息息相關，受到國際法基本原

理原則之影響，甚至國際法之基本原理原則亦會是國際海洋法之基本原理原

則。總體而言，「國際海洋法，是關於各種海洋區域的法律制度和調整國與

國之間，有關海洋利用各個領域中的關聯的原則總稱」。 

然無可諱言，國際海洋法與國際公法相同，在某些程度上必定是反映著

主導國際勢力者之利益。在歷史上，近代國際法之父荷蘭人「格老修斯」

（Hugo GROTIUS, 1583-1645）首倡「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力主航

海自由，將海洋定性為「共有物」（res communius），以倡和荷蘭當時日益

興盛之海上活動；相對地，英國的「約翰．雪爾敦」（John SELDEN, 1584-1654）

反映當時英國之海洋利益而主張「海洋封閉論」（mare clausum），主張海

洋得為沿海國所占有。往後各國因利益之不同而有不同之主張，即便同一國

家，就同一之海洋問題，因國力之增減，而立場迭有變更，英美亦無以出其

外。 

一九五八年世界各國，在「第一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Firs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I）上，以「國際法委員會」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所擬草案作基礎，通過《日內瓦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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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約》：《領海及鄰接區公約》（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s; TSC）、《公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HSC）、

《捕魚及養護公海生物資源公約》（Convention on Fishing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Living Resources of the High Seas; HFC）與《大陸礁層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CCS）為當時國際海洋活動之法律規範9，然「物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日內瓦海洋法四大公約制定之際，著重於國家管轄權分

配問題，以區域方法強調沿岸國權利義務，卻忽略海洋功能管理面，因而當

新情勢持續發展後，使原有之四大公約無以滿足世界各國之需要，乃進而從

新談判，經十餘年之努力，一九八二年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一九

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圭亞那成為第六十個簽約國後，達公約所需之簽約國

數，使該公約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式生效，成為當代海洋活動秩序

之新規範。然就如同大部分法律規範，法規通過生效後，國際社會亦已進展

至對部分條文有所不滿之地步，因而除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做詳盡介紹

外，本書亦將介紹當代論者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條文之觀點；又一九九

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聯合國大會又通過聯大第四十八屆第二百六十三號決議

（A/RES/48/263）與《有關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十一部分之施行協議》（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t XI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對

該公約有關深海床之部分為大幅之修改；此外一九九五年八月四日聯合國又

通過《執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和管理跨

界魚類種群和高度迴游魚類種群的規定的協定》（Agre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對公海進行魚捕之行為加以規範，上述諸等

後《海洋法公約》新規範，本書亦將於國際漁業規範相關章節中進行介紹。 

                                                        
9 見：Tullio Trev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1, 13-16（Ronald Rothwell et al. ed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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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科技、政治、意識型態、經濟與海洋法 

凡諸種種，又再次彰顯國際海洋法乃時代之產物，相當程度內反映著各

該時代主導國際勢力者之利益與觀點，必須伴隨時代之需要變動，須時時留

意。在此觀察下，對於海洋法之研究，尤應了解海洋法之所以形成之背景，

而二十世紀後半葉，海洋之緊密利用與國際社會成員之變遷，更加速海洋法

之發展。海洋法之所以予以緊密利用，主要源自科技之發展，而科技越行發

達，則越有需要發展新規範，以修改或補充先前相對簡單、已然不能因應新

複雜情勢的法律規範。舉例而言，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對於海域石油或天然

氣之探勘與開發，鮮有事例，因而對海域蘊藏石油或天然氣之探勘，僅止於

實驗階段，且十分簡略。對於海域石油之鑽探，僅能將用於鑽探陸上石油之

器具，載於駁船上，在淺灘鑽探；當更機密的鑽探儀器與工具更行發達後，

鑽探地點亦隨之再前往更深海洋。當鑽探發展至領海外部界限時，即有發展

新規範以保障潛在鑽探者投資之需要。是以，一九四五年，杜魯門總統發布

聲明，宣布美國對連接美國陸地的海底陸塊部分，有專屬管轄權。其他國家

則爭相效尤，此一當今稱為「大陸架」之概念，便載入一九五八年第一屆海

洋法會議通過公約中，不過當時對於大陸架外部界限仍然相當模糊。一九七

○年代後，隨著更新的科技發展，鑽探有往更深海洋，因而一九八二年《海

洋法公約》乃進一步對大陸架外部界限做更詳細規定。此不過是科技對海洋

法發展有所影響之諸多面向之一。在捕魚方面，科技發展對於海洋法亦有相

同之重大影響。速度快、作業範圍更廣的漁船大量出現後，特定魚種捕撈造

成沿海國對於魚類養護或管理權限，以及遠洋漁業國家捕撈魚類種群權利相

衝突，也造成海洋法有關魚類捕撈規範之重新調整。 

當然科技並非唯一影響海洋法之因素，政治因素往往亦介乎其中，特別

是在後殖民化時代。當一九五八年第一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進行時，當時參

與者大都為發達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此際仍有相當多亞非地區仍是歐洲

殖民母國所統治。在殖民主義土崩瓦解後，出現大量新亞非國家，此等國家

對於先前存在的海洋法，不論是條約法或習慣法，均未能參與，對於舊有規

範自有所不同主張。當第三屆海洋法會議進行時，此等亞非國家所形成集團，

與歐洲國家意識與經濟取向均有所不同，而其眾多數目，使得亞非國家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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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談判協商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力量，在談判過程中，對於其所不願接

受條款，集體進行杯葛或反對，此一政治因素亦對《海洋法公約》的內容有

重大影響。而各國政治對峙，亦對海洋法形成有其衝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中立國家爭相設立所謂中立區，而緊隨的冷戰，使得領海與鄰接區法律性質

與沿海國管轄權利內容，成為重大爭議事項，對海峽過境問題，更有深刻衝

擊。在政治與科技衝擊外，經濟亦扮演著重大角色，特別是六○年代後，尋

求獨立經濟的新興國家，在國際海床區域上，此種經濟利益與經濟思維模式，

更再再左右整個國際海洋法有關規範。至於當代，環境保護意識抬頭，部分

國家則以環境保護之需要，持續向海洋主張其管轄權，歐盟與其會員國似乎

在環境保護之名義下，帶領著新一波的海洋領土化運動10。凡諸種種，將在各

個章節中一再出現，讀者若期待對海洋法規範之形成與發展有所深入認知，

則上述諸因素作為規範形成之背景，亦應有所體認。 

 

 

第二節 當代國際海洋法之法源  

第一項 引 言 

對於任何法律之研習，均有必要瞭解該法律之法源。從體系上觀察，國

際海洋法為國際法分支，則國際海洋法之法源，亦無異於國際法之法源，實

際運作上，應可以認為最普遍之兩項國際海洋法法源為習慣國際海洋法與條

約。然而在實證法學派強烈影響下，吾人必然須追溯至《國際法院規約》第

三十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事項。根據該條款，國際法法源包括：（一）不論

普通或特別國際協約，確立訴訟當事國明白承認之規條者；（二）國際習慣，

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三）一般法律原則為文明各國所承認

者；（四）司法判例及各國權威最高之公法學家學說，作為確定法律原則之

補助資料者。雖該條款目的在於確認國際司法機構適用法律之法源，以及建

                                                        
10 見：Bernard Oxman, The Territorial Temptation: A Siren Song at Sea, 100(4) AM. J. INT’L L. 

830, 850（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