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日漁業協議—
臺日漁業協議
— 東海和平倡議的實踐

臺日漁業協議—

應，使「臺日漁業會談」獲得共同的協商基礎，雙方在2012年

東海和平倡議的實踐

商，終於獲得共識，於2013年4月10日簽署協議。

(2) 特別合作海域：在「協議適用海域」內雙方漁船作業容易發生糾紛

「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示意圖

的地方，由臺日雙方以對等互惠的合作方式進行漁撈作業。原

11月30日重啟第十七次會談，經過兩次預備會議及多次的密集磋

（甲）協議適用海域
（甲）＝（乙）＋（丙）

土，是臺灣的附屬島嶼，且該列嶼附近海域為我國漁民長久以來
方團長指出，雙方基於「東海和平倡議」的理念進行協商，相互
日方團長亦回應表示，本協議將強化漁業秩序，增進雙方合作，

（五） 會談後的第二天，馬總統接見日方代表團一行時表示，雙方此次

害關係者」角色，並締造和平。

談判雖然在主權議題上未能達成共識，但我方漁業權益獲致大幅

1

漁業會談並簽署協議。

平倡議」已獲得日本政府重視與關注，期盼未來東海能真正成為

127˚

神，也證明我國於2012年8月針對東海緊張情勢提出的 「東海和

資料來源：外交部

「和平與合作之海」，為東亞和平與穩定奠定基礎。

（三） 中華民國政府基於「活路外交」思維，務實拓展臺灣的國際空間，
強化與各國的友好夥伴關係，具體貢獻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2012
退讓，但資源可以分享。日方也對倡議揭櫫的合作精神積極正面回

1.

《臺日漁業協議》在北緯27度以南及日本八重山群島與宮古群島以北海域，
劃設「協議適用海域」，範圍達7萬4千平方公里，超過兩個臺灣大。我國漁

議之前）有關國家應基於諒解與合作的精神，盡一切努力做出實

船在該海域內的作業權益獲得確保，而且作業範圍超越「暫定執法線」，擴

際性的臨時安排（provisional measures），並在此過渡期間內,不危

大面積約達1,400平方浬（大約是4,530平方公里）。

《臺日漁業協議》中劃定之「協議適用海域」屬雙方專屬經濟海
域重疊區的臨時安排，符合上述公約之規定與精神，具有其國際
法上之意涵。

權益的決心。
3.

「臺日漁業委員會」依據協議規定，於2013年5月7日在臺北正式成立並召

「協議適用海域」內我方漁船作業將不受日方公務船干擾，由漁業署依照
我國相關漁業法規管理。

損及我國主權及海域主張等相關國際法各項問題的立場與見解，確保

議適用海域」以及雙方關切的其他海域，建立良好作業秩序，共同養護

我國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的一貫堅定立場。

我國釣魚臺主權和漁民作業權益，以求擱置爭議，共同利用。

4.

「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之概略漁場及我漁船過往遭日方干擾分布圖
2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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鯖
（扒網）

三、各界相關發言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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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對方法令適用海域
（我漁船作業不受干擾）

赤
（籠具）

鯊魚、鬼頭刀、
旗魚、鰹魚（延
繩釣、一支釣）

特別
合作
海域

26˚N

黑鮪、黃鰭鮪
（鮪延繩釣）

釣魚臺列嶼

蝦、蟹、底棲
魚類（拖網）

國內：
1.

蘇澳、頭城及基隆等地區漁會人士對協議成果均表肯定。

2.

「聯合報」社論表示，臺日漁業談判獲得重大突破，可視為臺灣漁
民權益的進展，也可說是為釣魚臺爭議解決方向定調。「中國時

鯛魚（底
刺網）

報」標題為：「釣島漁權大突破」，社論也肯定政府維護漁民利益
的用心。「自由時報」表示，臺日簽署漁業協議是有智慧的決定。

旗魚、鰹魚、鯖魚、 魚、赤 、蝦、蟹、鯛魚、底棲魚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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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由雙方自主管理各自漁船。此一海域能捕獲鮪魚、鯊魚、鬼頭刀、

126˚

之精神，做成過渡時期之臨時安排」，《臺日漁業協議》即屬上

125˚

國內法律措施之後，在該海域之本國漁船排除適用對方漁業相關法

124˚

（劃界）協議未能達成前，得與相鄰或相向國家基於諒解及合作

24˚N
123˚

(1) 排除對方法令適用海域：經雙方依據協議規定，均於5月10完成相關

未來政府仍將堅定主張並維護釣魚臺列嶼主權，寸步不讓。政府對捍
衛主權、保護漁權一貫採取堅定的立場，絕不會以主權換取漁權。

「協議適用海域」分為：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第4條第2項規定「前項

我方並要求日方不可在協議中列入任何矮化或損及我國主權主張的文
字，雙方並同意在協議內容列入「維權條款」，確認協議各項規定不

開第一次會議。雙方在對等基礎上建立制度化的共同管理機制，就「協

122˚

2.

1. 劃定「協議適用海域」：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4條第3項規定「（在達成劃界協

害或阻礙最後協議的達成，這種安排應不妨害最後界限的劃定」，

保障的一貫立場，表達維護我國釣魚臺列嶼主權及周邊海域正當漁捕

國漁民合法權益。

時安排。

（二）確保並增進我國漁民作業權益：
（一）是我國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和精神與
相鄰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漁業協定：

民長久以來的傳統漁場，我國漁民的正當捕魚權利必須依法獲得充分

域的我國「暫定執法線」內，持續維護我國漁船現行作業環境，以保障我

海洋生物資源。我方人員以委員身分與會，與日方持續協商，關注維護
述法律規定，在達成專屬經濟海域最終劃界前的一項過渡時期之臨

二、《臺日漁業協議》的意義與成果：

中華民國固有領土，是臺灣的附屬島嶼，且該列嶼附近海域為我國漁

業委員會」的制度化機制持續協商。達成協議前，政府仍將在這些海

1、2、3為漁民作業擴大海
域，共計約1,400平方浬（約
域，共計約
4,530平方公里）

126˚

會談自2009年中斷以來，經過四年，終於在本年4月舉行第十七次

宮古群島

臺日雙方對釣魚臺列嶼主權各有主張。我方於每次會議（包括正式會
談、預備會議及非正式協商）開始時，即開宗明義重申釣魚臺列嶼為

3. 設置「臺日漁業委員會」
125˚

提下，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符合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的精

暫定執法線

2.

在「協議適用海域」以外的北緯27度以北、日本八重山群島與宮古群
島以南的重疊海域作業以及雙方漁業合作等議題，均將透過「臺日漁

為過去漁船遭日
方干擾地點
124˚

漁業會談」以來，十七年間歷經十六次漁業會談，都無法達成協議。

八重山群島

123˚

進展，顯示我國堅持主權的同時，也能在雙方同時擱置爭議的前

中華民國
（臺灣）

122˚

（二） 回顧「臺日漁業會談」之歷史，臺日雙方從1996年舉行第一次「臺日

民國102年4月10日臺日
雙方在臺北賓館簽署「臺
日漁業協議」，不僅是臺
日關係歷史性里程碑，更
為實踐「東海和平倡議」
跨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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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N

業，海巡署船艦亦將在此海域護漁。

2. 其他重疊海域及漁業合作：
我漁船作業不受干擾。適
用雙方法令，各自管理。

並進一步鞏固臺日關係。

問題獲得妥善安排，具體實踐馬總統於2012年8月5日提出的「東

年馬總統發表「東海和平倡議」，其基本理念為主權絕不能分割或

26˚ N

所及的領海，並不包括在「協議適用海域」之內，我國漁船自可進入作

魚、鬼頭刀、旗魚、鰹魚等。

琉 球 群 島

尊重與合作，終於達成共識，基於對等互惠原則獲得具體成果。

（一） 中華民國與日本在2013年4月10日簽署《臺日漁業協議》，藉由擱置
爭議，共享漁業資源，終於讓久懸十七年的重疊專屬經濟海域漁業
海和平倡議」之理念，以協商取代衝突，成功扮演「負責任的利

（丙）
特別合
作海域

釣魚臺列嶼

此次漁業會談是針對臺日重疊專屬經濟海域的漁業作業安排達成協
議，並未涉及雙方對主權的主張。釣魚臺列嶼周邊12浬本是我國主權

的「臺日漁業委員會」中繼續協商。此一海域能捕獲鮪魚、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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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排除對方法令適用海域（我漁船作業不受干擾）

的傳統漁場，我漁民的正當捕魚權利必須依法獲得充分保障。我

1.

則上我國漁船作業現況將獲得尊重，細節則在簽署協議後成立

（甲）

27˚ N

（四） 我代表團團長於此次會談中重申釣魚臺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領

一、《臺日漁業協議》簽訂的過程

（三）堅定維護我國釣魚臺列嶼及領海主權：

1.  紅點表示95年至102年4月9日臺灣漁船遭日方干擾位置。
2.「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主要漁獲魚種為鯖、 、黑鮪、黃鰭鮪、鰹、鯊、旗魚、鬼頭刀、鎖管及鯛魚為
主，近3年在協議海域內每年平均約有800艘以上漁船作業，漁獲量推估4萬噸以上。
資料來源：農委會漁業署

3.

國內相關國際政治及海洋法學者，也於各報投書表示支持，認為我
政府確保主權，也獲得漁業利益，符合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之原
則，也是「東海和平倡議」的體現。

日期：102年4月10日

出版發行：中華民國 外交部 ／照片來源：外交部．漁業署
版次：第1版 D1／中華民國102年6月／編號：MOFA-CH-FO-102-003-I-1

四、未來展望：

日本：

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漁業協議

日本四大報社論一致肯定《臺日漁業協議》：

設立40週年的賀詞中特別表示，臺灣與日本是重要夥伴，雙方存在可貴的

「朝日新聞」：雙方迴避釣魚臺列嶼相關紛爭，展現成熟智慧，

深厚友誼與堅定情誼。

盼日本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亦能有此成熟智慧。

（三） 近年來臺日雙方在投資協議、航空協議、青年交流、札幌設處等各方
面，獲致多項具體成果。《臺日漁業協議》的簽署，象徵兩國友好關係

「讀賣新聞」：雙方須以適切管理沿岸國共同資產之漁業資源為

樹立新的里程碑。期待今後雙方在此一良好的基礎上，持續加強各層面

前提，著眼大局持續協商；此次協議可望強化臺日整體關係。

友好合作關係。

「每日新聞」：《臺日漁業協議》消弭釣魚臺列嶼周邊海域可能

嶼主權問題的先聲：

「產經新聞」：對臺日雙方優先解決漁業問題而達成協議之務實

1.

判斷表示歡迎。

國際：
2.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指出，臺日簽署漁業協議係迴避

好及互惠合作……」，此條文規定為其他各國漁業協定如《日韓漁

北緯25度19分、東經124度40分

3.

大幅改善兩國關係之氛圍。
「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報導，《臺日漁業協議》創造重

4.

大先例，將釣魚臺爭議之資源共享優先處理，可促使中國大陸採
取相同做法。
德語「新蘇黎士日報」報導，《臺日漁業協議》奠基於馬總統提

5.

出之「東海和平倡議」，成功擱置爭議。

經度

釣魚臺列嶼

L

I

彭佳嶼

F
C

北緯25度29分45秒、東經125度20分

A

B

東經125度30分
東經125度30分
東經126度
東經126度
東經125度30分

北緯25度30分、東經125度30分

K

J

琉球群島

E

北緯27度、東經126度20分

D

八重山群島

中華民國
（臺灣）

與日方擱置爭議，進行對話溝通，遵守國際法（《1982年聯合國海洋

北緯26度30分、東經126度
北緯27度、東經126度20分

北緯26度20分、東經125度30分
北緯26度30分、東經126度

G H

(5) 兩會鑒於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及合理利用，並維持漁業作業秩序之宗旨，基於友好及互惠
合作，就雙方關切之海域持續協商。
第三條 (1) 兩會為達成本協議之目的，設置「臺日漁業委員會」（以下稱「委員會」）。

綠島
蘭嶼

(2) 委員會由兩會各自之代表或其代理人各2名委員組成。
(3) 委員會討論以下事項，將其結果列為會議紀錄。兩會將委員會之會議紀錄通報各自之有
關主管機關，分別請求有關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使其內容得以實施。

太 平 洋

北緯25度30分、東經125度30分

《臺日漁業協議》即我方在堅定維護主權及相關海域主張的前提下，

「東海和平倡議」之和平解決爭端創造最佳例證。

俄羅斯「獨立報」報導，該協議可謂臺灣外交上的勝利，亦確實

北緯25度19分、東經124度40分

北緯25度29分45秒、東經125度20分

北緯25度40分、東經126度

發資源，擴大漁業權益，建構我國漁民可以安心作業的良好秩序，為

信以處理後續爭議之務實作法。

北緯24度50分、東經124度

北緯25度32分17秒、東經125度30分

法公約》），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建立雙方制度化協商機制，合作開

主權爭議、共享資源之智舉，亦係避免戰爭、創造繁榮及建立互

緯度

北緯24度46分、東經122度30分
北緯24度49分37秒、東經122度44分

日本

北緯26度20分
北緯25度32分17秒
北緯25度40分
北緯26度30分
北緯26度20分

北緯24度46分、東經122度30分

北緯24度50分、東經124度

出之「東海和平倡議」。

等協議將有助於促進和平、穩定及經濟成長。

點位

北緯27度、東經122度30分

東 海

特別合作海域
L
I
J
K
L

北緯27度、東經126度20分

經度
東經126度20分
東經122度30分
東經122度30分
東經122度44分
東經124度
東經124度40分
東經125度20分
東經125度30分
東經125度30分
東經126度
東經126度
東經126度20分

北緯27度、東經122度30分

《臺日漁業協議》第1條「本協議旨在維持東海之和平穩定，推動友

128°0'E
N

緯度
北緯27度
北緯27度
北緯24度46分
北緯24度49分37秒
北緯24度50分
北緯25度19分
北緯25度29分45秒
北緯25度30分
北緯25度32分17秒
北緯25度40分
北緯26度30分
北緯27度

北緯24度49分37秒、東經122度44分

業協定》和《日「中」漁業協定》等所無，係日方呼應馬總統所提
美國國務院表示樂見經由對話降低區域緊張情勢之所有努力，該

點位
A
B
C
D
E
F
G
H
I
J
K
A

北緯27度、東經126度20分

（四） 《臺日漁業協議》為「東海和平倡議」的具體實踐，也是解決釣魚臺列

引發緊張之不確定因素。

第二條 (1) 關於東海之北緯27度
以南海域，為致力於海洋生物資源
養護及合理利用，並維持漁業作業
秩序，基於該海域有必要儘速建立
具體措施之共識下，本協議適用於
下列所揭各點依序以直線連結之線
段所圍成之專屬經濟海域（以下稱
為「協議適用海域」）。

124°0'E

30°0'N

熱心捐輸，令日本各界感念至今。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交流協會

120°0'E
協議適用海域

(a) 為確保協議適用海域不受過度開發而危害海洋生物資源之維護而合作之相關事項；
南 海

(b) 為確保協議適用海域之漁船航行及作業安全而合作之相關事項；

圖例

(c) 關於在漁業領域合作之其他事項。

領海外界線
暫定執法線

菲律賓
呂宋島

協議適用海域
0

50

(2) 協議適用海域中下列所揭各點
120°0'E
124°0'E
依序以直線連結之線段所圍成之海
域，鑒於其漁業現況複雜，為海洋
生物資源養護及合理利用且為維持漁業作業秩序之特殊需求，劃定為特別合作海域。

100

200
浬

特別合作海域

128°0'E

18°0'N

一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協議表示歡迎，認為將有助於區域穩定。

第一條 本協議旨在維持東海之和平
穩定，推動友好及互惠合作，致力於
專屬經濟海域之海洋生物資源養護
及合理利用，並維持漁業作業秩序。

26°0'N

並存在深厚信賴與情誼。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後，臺灣各界

(4) 兩會為避免因過度開發而危害海洋生物資源之維護而進行合作為前提，在本協議適用
海域中，於下列所揭各點依序以直線連結之線段所圍成之海域，對於臺日雙方漁業從業人
員，為使己方之漁業相關法令不適用於對方，應各自請求相關主管機關，在本協議簽署後30
日內完成雙方相關法律措施。

22°0'N

（二） 我政府將對日關係界定為「特別夥伴關係」，臺日各層面交流密切，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於協議簽署當天表示，對於臺日簽署此

22°0'N

對雙方而言均甚為正面。

(c) 關於在特別合作海域作業之相關具體事項，將於依據本協議第三條所設置之臺日漁業
委員會協商。

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以下稱「兩會」），依1972年12月26日簽署之「亞東
關係協會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互設駐外辦事處協議書」第3點相關內容，協議相互合作，以取
得各自有關主管機關對以下各項之同意：

30°0'N

作等議題，以增進雙方在漁業領域的合作關係，致力獲致雙贏。

26°0'N

（一） 「臺日漁業委員會」將持續協商其他雙方關切的作業海域以及漁業合

會大橋會長時表示，臺灣是日本的重要夥伴，臺日簽署漁業協議

18°0'N

協議簽署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首相官邸接見日方團長交流協

(4) 兩會各自之代表或代理人，可召集會議，邀請具專業知識之有關機關之代表擔任特
別委員。
(5) 委員會原則上每年開會1次，輪流在臺北及東京舉行。兩會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臺日漁業會談」並且為「東海和平倡議」的「三組雙邊對話」中一組，

北緯26度30分、東經126度

(6) 委員會視需要，得與漁業相關民間團體共同開會。

用「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協商擱置爭議」的方式實踐的具體事證。

北緯26度20分、東經125度30分

(7) 委員會所做決定，需經全體出席委員一致同意。

北緯25度32分17秒、東經125度30分

第四條 本協議之所有事項或為實施而採取之措施，均不得認為影響雙方具權限之主管機關
有關海洋法諸問題之相關立場。

東海和平相關議題如大陸礁層之石油、天然氣開採等，中華民國亦

北緯25度40分、東經126度

將依據「東海和平倡議」之精神與方式，與東海區域之相關各方進

北緯26度30分、東經126度

行對話與合作。

(3) 兩會向各自有關主管機關請求，基於以下原則，就特別合作海域之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及
合理利用與維持漁業作業秩序，盡力予以支援。

《臺日漁業協議》為我國與相鄰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漁業協定，此可作
為我與其他相鄰國家（如菲律賓）解決雙方專屬經濟海域重疊區的臨

(a) 臺灣及日本（以下稱「雙方」）之漁業從業人員基於友好及互惠合作之作業應獲最大
限度之尊重。

時安排之典範，亦可藉此將「東海和平倡議」之精神與作法推廣至其

(b） 為營造雙方漁業從業人員間避免發生糾紛之漁業環境，盡最大限度之努力。

第五條 本協議自簽署之日起生效。倘兩會之任一方於6個月前將擬終止本協議效力之意思以
書面通報他方而終止本協議，則不在此限。
本協議以中文及日文作成，一式兩份，兩種約文同一作準，由兩會代表於公元2013年4月10日
在臺北簽署，以昭信守。

他如南海區域，以促進亞洲整體區域的和平與安定。

亞東關係協會代表

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代表

廖了以

大橋光夫

釣魚臺列嶼海域漁獲魚種
學名：Caranx melampygus Cuvier

學名：Scomber austrlasicus (Cuvier)
中名：花腹鯖 俗稱花飛、青花

學名：Decapterus maruadsi (Temminck and Schlegel)
中名：藍圓

俗稱巴攏、硬尾、金鼓、四破

中名：藍鰭

俗稱甘仔魚

學名：Megalaspis cordyla (Linnaeus)
中名：大甲

俗稱鐵甲、扁甲

學名：Trachurus japonicus
(Temminck and Schlegel)
中名：真

俗稱巴攏、瓜仔魚、竹莢魚

學名：Thunnus thynnus orientalis
(Temminck and Schlegel)
中名：黑鮪

學名：Tetrapturus audax (Philippi)
學名：Thunnus albacares (Bonnaterre)
中名：黃鰭鮪

中名：紅肉旗魚
學名：Katsuwonus pelamis (Linnaeus)
中名：正鰹 俗稱煙仔、卓鯤

學名：Coryphaena hippurus
(Temminck and Schlegel)
中名：鬼頭刀 俗稱飛鳥虎

學名：Carcharhinus sorrah
中名：沙拉白眼鮫 俗稱沙條

學名：Trichiurus lepturus (Linnaeus)
學名：Doryteuthis sibogae Adam
中名：尖鎖管 俗稱尖仔

中名：白帶魚 俗稱白魚

學名：Dentex tumifrons
(Temminck and Schlegel)
中名：赤 鯮 俗稱赤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