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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中華民族疆域
南沙海域宜建人工島嶼

▓俞劍鴻

在U-形海上疆界線要有一些人工

島嶼

1930年代初，統治著越南的法國

殖民者佔領了南沙群島中的9個島嶼之

後，國民政府成立了「水陸地圖審查委

員會」。1935年4月，該委員會出版了

《中國南海島嶼圖》，確定了中國最南

端的疆域線至北緯4°，並且把曾母暗沙

標注在疆域線之內。中華民國政府內政

部方域司（現為地政司）於1947年12
月，在南海劃出一個U形海上疆界線，

亦即對某些專家而言具有內水（internal 
w a t e r s）的法律地位的歷史性水域

（historic waters）。

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10年奪取政

權後，採納了這條線。1949年底，周恩

來總理兼外交部長召開政務院會議，曾

經研究過十一段斷續線問題，會議決定

保留歷史原貌，並且在中國大陸出版的

地圖上予以標明。1951年8月，周恩來在

〈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

的聲明〉中就明確指出：「西沙群島和

南威島正如整個南沙群島及東沙群島、

中沙群島一樣，向為中國領土，日本投

降後，已為當時中國政府全部接收。」

1954年，大陸相關部門對製作地

圖做了進一步的規範。當時北京政府考

慮到標繪斷續線的目的是明確南海諸島

主權所屬，因此決定取消海南島同越南

海岸之間的二條斷續線，在台灣島同琉

球群島之間增加了一條，於是形成了南

海九段、東海一段的斷續線，並在同年

出版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域

圖》首次標繪出來。1962年，地圖出版

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確認

南海斷續線為九段，該圖是目前中國所

有地圖中海上傳統海疆標準繪法的依

據，其劃法延續至今。

簡言之，中共政府稍有調整這條線

的地理位置，不過它從未就這九段線進

行深入解釋和說明。2011年9月，同事傅

崑成說，早在1999年北京當局就接納了

由他所創造並且等同於9段線的概念─南
海U形線。

海洋曾有四次被人類「分割」

海洋曾經有四次被人類「分割」的

歷史。

第一、1493年5月，出身為西班牙

人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首次把全世界的海洋一分為二，分

別交給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海上貿

易霸權。

第二、 1 6 0 9 年春天，被讚譽為

「國際法之父」的荷蘭法學家H u g o 

G r o t i u s發表了《海洋自由論（M a r e 
Liberum）》。他認為，海洋是自由的，

不能成為財產權的客體，只不過到了19
世紀初，《海洋自由論》才得到普遍承

認。須知，Grotius的觀點，當時遭到與

荷蘭競爭主導海上貿易的葡萄牙、西班

牙和英國的攻擊。例如英國法學家 John 
Selden 於1635年獻出他得到皇室首肯的

《領海》（法律拉丁文意為「封閉海

（Mare clausum）」）來對抗Grotius 的
觀點。

其實， Grotius 的一些海洋自由言論

是對中華民族是有利的，必須要加以引

用：「一切財產權 （property rights）都

是以佔領為根據的，這就要求應把所有

動產都拿起來，把所有不動產都圈起來

（enclose）。因此，凡是不能拿起來或

圈起來的東西，就不能成為財產權的客

體。」我們中央政府不早就在1940年代

末，就加以把南海圈起來了嗎？

第三、人類第三次分割海洋是和200
海哩管轄權有關。1945年9月，美國總

統杜魯門發表了《大陸架公告》，宣佈

「處於公海下但毗連美國海岸的大陸架

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資源，屬於美國，

受美國的管轄及控制。」緊接著，很多

沿岸國家跟進。

第四、1982年12月，聯合國海洋法

會議通過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四次把海洋分成九個不同的海域，例如

內水和專屬經濟區。

1998年6月，北京頒佈施行了《專屬

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其中第14條明確

指出，本法的規定不影響中華人民共和

國享有的歷史性權利。

南海近況

對U形線又是如何？大陸表示對南

中國海的所有島嶼擁有主權，臺灣的主

權訴求不僅同大陸一樣，而實際上業已

在南中國海的最大島嶼太平島上駐軍。 
而其他周邊國家，汶萊聲稱擁有毗

鄰的南沙群島的部分水域，包括它聲稱

是其大陸架一部分的路易莎灘（Louisa 
Bank）和南薇灘（Rifleman Bank）。

菲律賓聲稱擁有南沙群島的53個島嶼，

即它所說的自由群島（Kalayaan Island 
Group）和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 馬來西亞聲稱擁有南沙群島的

11個島嶼；越南聲稱擁有南沙和西沙群

島所有島的主權。

至於美國的態度，則挑明了說它並

不支持任何一個國家對南海所提出的主

權主張。

為了鞏固中華民族的利益，筆者認

為有必要在與U形線重疊的專屬經濟區

蓋一些人工島嶼，因為每個人工島具有

海關、財政、衛生、安全和移民管轄權

的功能。這個靈感來自於今年9月初。當

時，我看到已經有專家建議在曾母暗沙

蓋一個人工島。但是，一個是絕對不夠

的。我認為就每條斷續線要有一個，一

旦蓋好後，對以下四種國際法管轄權的

主張，都有正面的結果：

一、國界線說：認為該線劃定了中

華民族在南海的領土範圍，線內的島、

礁、灘、沙以及海域均屬於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的領土，中華民族對它們享有

主權，線外區域則屬於其他國家或公

海。

二、歷史性水域線說：認為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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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對於線內的島、礁、灘、沙以及海域

均享有歷史性權利，線內的整個海域是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的歷史性水域。

三、歷史性權利線說：認為該線標

誌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所有權，這一權

利包括對於線內的所有島、礁、灘、沙

的主權和對於線內內水以外海域和海底

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同時承認其他國

家在這一海域內的航行、飛越、鋪設。

換言之，這種觀點在主張線內的

島、礁、灘、沙屬於中國領土的同時，

把內水以外的海域視同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

四、島嶼歸屬線或島嶼範圍線說：

認為線內的島嶼及其附近海域是中華民

族領土的一部分，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的管轄和控制。

日本沖之鳥島的啟示

筆者認為一旦有了九個人工島，我

們就可以確定含括以上所講的各種管轄

權。根據海洋法公約，人工島除了500米
的安全水域外，並不享有任何海域。低

潮幹出凸地不享有任何海域，但可以作

為衡量領海的基點。低潮幹出凸地在高

潮時是被淹沒的。

日本人對沖之鳥島（Okino  Tor i 
Shima）的處理方式值得參考。日本自

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防止這一塊岩礁

被淹沒，積極圍礁造島，把它改造成島

嶼。這種做法就是在「人工造島」，讓

日本擁有其周邊43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

濟區，獨佔區內的一切漁業資源。試

問：至今有那些國家找過日本的麻煩？

我頂多看到報導說，大陸的海軍艦艇編

隊和海洋調查船開赴那一片海域罷了。

2008年11月，日本以沖之鳥島為

由，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出南

太平洋大陸架延伸申請。日本共同社稱

說有關小組是在2009年9月8日開始處理

日方的申請，預計二、三年後，宣佈最

終裁定結果。

在南海，先斬後奏是一個沒有辦法

的最好辦法。（作者為金門大學教授）

▲太平島。

▓陳發昌

中美洲有 6 個共和政制的國家。由

北至南的是：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

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巴拿

馬。在政治上，巴拿馬不屬於中美洲的

體群。除哥斯達黎加之外，其他的5國，

目前都跟中華民國維持著敦睦的外交關

係。

在這6 個國家中，巴拿馬的華社，

首先於2004年獲得了政府透過法律，明

訂每年的 3 月 30日，為巴拿馬全國的

「華人節」，尼加拉瓜的，則剛於今

年，獲得了政府透過法律，明訂每年的

11 月 12日，為「扎根於尼加拉瓜全國的

華人節日」。茲簡單的述說如下，跟大

家分享。

尼加拉瓜

根據尼加拉瓜華裔作家劉發彪（音

譯：J. Fabio Lau S.）在其2010年編輯的

《Chino en Nicaragua, 1884 - 2010（尼

加拉瓜的中國人）》一書中，尼加拉瓜

華人的起源，是始自1884年。他們首先

的落腳處，是大西洋岸的城市「藍田

（Bluefield）」。10年之後（即1894），

尼加拉瓜的華人蹤影，也開始出現在太

平洋岸的城市「馬納瓜（Managua即目

前尼國的首都）」、「理安（León）」

等。

1884年到達尼加拉瓜「藍田」的華

人，依他的說法，有「永生公司（Wing 

自重人重 自敬人敬
尼加拉瓜 巴拿馬的華人節

San Co.）」、「謝永勝（Wing Sing 
Chei）」、「華星（Wah Sin）」及一名

來自北美的「譚亨利（Henry Tom）」和

「詹亨利（Henry James）」幾個明顯是

「華人」名字的出現。

另一文據： 1 9 2 5 年，一群創業

家，在「劉斐力（Felipe R. Lau）」、

「關威廉（G u i l l e r m o  G u a n）」、

「陳金文（Kimmen Chan）」、「黃

育智（A n t o n i o  Wo n g  Yo c h i）」、

「羅文（G u i l l e r m o  L o y m a n）」、

「關益兆（ Ignacio  Kuan）」、「梁

勞拔（Roberto León）」、「梁亞迦

（Arcadio León）」、「關阜圖（Fausto 
Kuan）」、「黎佛克（Frank Ley）」、

「費那韋（F. Laway ）」等人的號召

和組織下，成立了「華人鄉誼聯合會

（Union Fraternal China）」。10多年之

後，為了表示他們對國家經濟的重大貢

獻，和他們可作模範的生活方式，尼國

政府於1942年7月16日，透過第149號憲

報，正式和公開的認可他們的組織為

「Asociación China Nicaraguense（尼加

拉瓜中華總會）」。

換句話說，尼加拉瓜中華總會是於

1942年被正式接納和承認的。

在其章程的第二條，明定「中華總

會的宗旨，在改善（提升）會員的倫理

道德價值、智力、社會、文化及物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