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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洋法緒論

透過本章題目我們可以瞭解國際海洋法學科的來龍去

脈，以及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制定的過程與內容，藉

以建立本科目的體系，幫助我們快速的瞭解後續的主題。

本章內容雖不在命題大綱中，但在過去國家考試、東

吳法研、海洋大學法研、教育部公費留學等考試，皆為命

題重點。台大姜皇池教授雖未就本主題於台大法研出題

過，但在 97 年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出過一題「獨門暗器」，

於 103 年警察特考再度出現一樣的考題，因此，我們仍須

放一些心力注意本章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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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組織所扮演角色

1
試說明造成海洋法發生革命性變動之主要原因，以及其對 1982 年海洋

法公約所造成的影響。 【94 東吳法研國際公法】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奠定現代國際海洋法之體系，其內容經過幾十

年的累積與各國的折衷，本題須集中回答促成「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

議」之契機與該次會議的決議內容。

擬答

分數 題號

1 黃異，《國際海洋法》，臺北：渤海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12 月一版六刷，頁 9～10。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海洋法發生革命性變動之主要原因：

1967 年聯合國大會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研究國家管轄

範圍外海床與底土的和平使用問題。1968 年聯合國大會決

議將特別設立之委員會改為「聯合國各國管轄權範圍以外

海床洋底和平利用委員會」，簡稱「海底委員會」1。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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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姜皇池，《國際海洋法（上冊）》，台北：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一版，頁 82

～83。

底委員會」開議期間，國際社會成員已然深感必須針對國

家管轄權以外海床開發制度訂定國際規範。然欲進行規範

之制定，首先即面臨界定「國家管轄權外界線」的問題，

如此則必須處理從 1930 年即已存在之領海寬度問題；另

外，在此期間，眾多新興主權獨立國家脫離殖民母國統治，

陸續成為聯合國會員國，此等新興國家對於 1958 年日內瓦

海洋法公約體系有所不滿，以為該海洋法體系之建立，新

興國家當時並未存在，完全未能參與，不能反映其利益；

另外部分沿岸國懲於過度漁撈和海洋污染之日益嚴重，對

於日內瓦海洋法公約體系下之管轄範圍，有所質疑，欲期

待全面檢討該等公約體系 2。

對 1982 年海洋法公約所造成的影響：

為落實廣大新興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國際新經濟秩序的呼

聲，將國家管轄範圍外廣大國際海床資源應與開發中國家

分享，另外以專屬經濟區的形式將國家對資源管轄權限向

海延伸。一方面保留傳統航行自由，另一方面落實國際新

經濟秩序及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的理念。海洋法公約不僅是

將既存國際法予以成文化，並且載有諸多新創概念，包括：

用於國際航行海峽的過境通行權、群島基線與群島水道通

行制度、專屬經濟區制度、對大陸礁層法律定義進行根本

的變更、明白確認公海自由包括科學研究自由、建造人工

島嶼或其他設施自由、對海洋科學與科技知識移轉國際合

作之義務，以及全面性有關海洋環境保護之規定。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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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題型

試說明 1982 年聯合國制定新海洋法公約之主要原因。

【83 警特乙等水上警察國際海洋法】

2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 1958 年日內瓦海洋法四大公約的立法過

程有何重大差異？請分析造成此差異之原因為何？

【103 警特三等水上警察國際海洋法】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 1958 年日內瓦海洋法四大公約的立法過程

最大差異在於「國際法委員會」是否有參與草擬公約草案的過程，本題

為姜皇池教授教科書中之獨門暗器，需以其見解論述之。

擬答

分數 題號

3 姜皇池，《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101～102。

海洋法會議所通過海洋法公約亦提升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

護。海洋法公約將國際社會諸多海洋權利主張，統括地予

以範圍限制，設定成為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與大陸

礁層 3。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題示二次公約立法過程差異在於「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

未如先前 1958 年日內瓦海洋法四大公約實踐般地整理成條

約草案模式，將「海底委員會」所提報告與各國相繼提案直

接付諸各國代表外交會議中討論，使得國際法委員會在此次

會議上，對於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幾乎未扮演任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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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內水與港口制度

本章內容在過去的出題機率雖然低，但歷屆試題題題

致命，因本章內容涉及到的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條文

不多，但爭點多，多靠國際法學術理論累積發展而成。尤

其是「港口制度」為姜皇池教授最愛命題的彈藥庫，其他

學者教科書上多未提及，僅姜皇池教授書中有此內容，103

年國家考試也出現二題只有他書中所提到的獨門暗器，所

以我們不可不防。104 年律師即在此出現一題，輕忽不得！

本章內容之「港口制度」與漁業章節的「港口國措施」

大不相同，切記不要張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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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內水主權行使之限制

1
「內水」和「領海」的法律地位有無何種主要區別？請從沿海國主權

及管轄權觀點，並參照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相關規定，比較說

明之。 【84 警特乙等水上警察國際海洋法】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一國對於內水享有完全領土主權，其權利性質與領海類似，過去題目皆

集中於內水與領海之比較，考生不得輕忽之。

擬答

分數 題號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國際海洋法對於內水的國家主權規範：

內水是指包括海灣、港口、河川、湖泊等在基線向陸地一

方的水域而言，性質上是屬於領土的一部分而有別於領

海，因此國家對於領土之領土主權亦及於內水。由於一國

對於內水享有完全領土主權，故一國原則上可拒絕外國船



第三章 內水與港口制度
051

1 魏靜芬、徐克銘，《國際海洋法與海域執法》，台北：神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3 月

二版，頁 11。
2 黃異，《國際海洋法》，頁 43。

舶進入內水，但當船舶遭遇海難或基於條約規定時，沿海

國應不得拒絕外國船舶進入內水 1。

國際海洋法對於領海的國家主權規範：

所謂領海，是指本國領陸及內水以外鄰接本國海岸一帶的

海域，並為沿海國主權所及。就領海而言，領土主權的意

義如下 2：

沿海國得在領海中實施管轄，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及

其他性質之行為。

沿海國得處分其領海，但此項處分僅限於拋棄其領海，

以及同意第三國在其領海中實施某種程度的管轄或容忍

他人進入及使用領海。但是沿海國不得單獨把領海割讓

給第三國，因為領海具有附屬性，亦即領海附屬於領土。

同理，沿海國把領土割讓與他國，領海亦隨同領土轉讓

與他國。

二者管轄權的行使差異：

領海及內水二部分，各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惟均為沿海

國的主權範圍所及。領海及內水最大的差異，在於第三國

是否有「無害通過權」。第三國在沿海國的內水中，原則上

並不享有「無害通過權」，只有在因採直線基線而將原本應

屬領海之海域納為內水時，才例外地允許第三國享有「無

害通過權」；第三國在沿海國的領海中，原則上則享有「無

害通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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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題型

一、國際海洋法對於內水及領海的國家主權規範有何不同？其管轄權的

行使又有何差異？ 【93 警察升官等警正水上警察國際海洋法】

二、試述沿海國之內水的法律地位；又第三國船舶在沿海國的內水得否

主張無害通過權之適用？ 【99 海洋法研國際公法】

2
美國國民 A 君搭乘一艘英國籍輪船航行於法國境內加倫河之上，在距

離大西洋出海口 10 公里之處與一名英國乘客 B 君因口角引起鬥毆，B

君因而傷重身亡，A 君當即被船長留置，直至該船返回母港英國倫敦

方將其送交英國當局法辦，英國法院其後展開審判，A 君主張犯罪發

生地在法國內水，英國法院並無管轄權，你如果是英國法院法官，將

如何依據國際法回應 A 君主張？ 【104 律師海洋法】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本題如同本書第一版序言中所強調，律師考試命題原則以「實例申論題」

為主。本題除了針對英國有無管轄權問題回答外，應先討論美國、法國、

英國於本題事實中是否享有管轄權，英國的部分一般人會以「船籍國」

或「浮動領土」觀點去探討，筆者建議再從「港口國」理論去補強，應

可獲得高分。

擬答

分數 題號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A 君主張犯罪發生地在法國內水，英國法院並無管轄權，

此主張不符合國際法原則：

題示美國、法國、英國均享有題示犯罪事實之管轄權，

理由如下：

犯罪行為人 A 君為美國國民，美國基於行為人國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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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題型

試申述我國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及大陸礁層等海域之寬度範園為

何？又專屬經濟區與大陸礁層兩海域可否產生競合重疊，如產生則依法

庭、如何處理解決？ 【99 海大海法研博士班國際法】

3
沿海國對於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所得主張之權利，其性質有何不

同？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之關係及

專屬經濟海域與領海間水域之性質，各有何規定？

【87 警特三等水上警察國際海洋法】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本題為基本概念題型，第 1 小題考專屬經濟區與大陸礁層並無競合重疊

大於或小於地理概念的大陸礁層，不過在 1982 年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規定下，沿海國至少享有二百海浬寬度大陸

礁層。

專屬經濟區行使權利的目的為在海域中從事經濟性探

勘、開發活動，並負責養護與管理海域中之天然資源；

大陸礁層行使權利的目的為探勘及開發大陸礁層之天然

資源。前者強調海底及其地下、水面之天然資源，後者

強調海床及底土的天然資源，行使權利的目的大不相同。

兩海洋區域之主張方法：

大陸礁層權益自始存在，無庸主張，但專屬經濟區則必須

主張，就如同國際法院在利比亞馬爾他大陸礁層案所指

出：有可能會有大陸礁層而無專屬經濟區，但不可能有專

屬經濟區，卻無大陸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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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第 2 小題專屬經濟區與領海間水域之性質，須從二者之定義開始

論述。

擬答

分數 題號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專屬經濟區與大陸礁層之關係：

沿海國對於專屬經濟區內所有天然資源享有主權權利，

包括海床資源，因而就產生沿海國對於海床資源之享

有，有兩種不同法律根據。第一種是大陸礁層制度，植

基於 1958 年大陸礁層公約與習慣國際法，並於 1982 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六部分中予以保留。第二種是專屬

經濟區概念，規定在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五部

分，現今亦已然為習慣國際法之一部分。

兩者起源並不相同，且兩者雖經常適用於同一地理區

域，但亦不盡然。專屬經濟區寬度二百海浬，有可能會

大於或小於地理概念的大陸礁層，不過在 1982 年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規定下，沿海國至少享有二百海浬寬度大陸

礁層；另外，大陸礁層權益自始存在，無庸主張，但專

屬經濟區則必須主張，就如同國際法院在利比亞馬爾他

大陸礁層案所指出，有可能會有大陸礁層而無專屬經濟

區，但不可能有專屬經濟區，卻無大陸礁層。另外，大

陸礁層與專屬經濟區制度雖然代表對海床權利主張的不

同法律基礎，但是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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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姜皇池，《國際海洋法（上冊）》，頁 458～459。

卻規定有關「海床和底土的權利，應按照第六部分的規

定」9。

專屬經濟區與領海間水域之性質：

專屬經濟區水域之性質：

專屬經濟區指沿海國為探勘、開發、保存及管理海域內

之海底及其地下、水面之天然資源，以及對於其海水、

潮流及風力利用等，經濟上之開發或探勘活動，對之享

有「主權權利」，且可延伸至基線起算向海一面兩百浬之

海域。沿海國於專屬經濟區內，就天然資源享有相當充

分之權利，且有管轄權限，而其他國家則仍享有飛越自

由、航行自由與鋪設海底電纜與管道之自由。1982 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55 條規定：「專屬經濟區是領海以外

並鄰接領海的一個區域，受本部分規定的特定法律制度

的限制，在這個制度下，沿海國的權利和管轄權以及其

他國家的權利和自由均受本公約有關規定的支配。」

領海水域之性質：

所謂「領海」指的是一條與海岸線平行，且延伸到離海

岸一定距離之海水帶。領海概念及於其「上空、海床和

底土」，均受到沿海國家主權之支配。在現今國際海洋法

理論下，沿海國之領海應為該國主權之所及，是以理論

上沿海國於領海內所享權利與陸地上所享權利應無二

致。亦即在沿海國之領海內，凡國際法所不禁止之行為，

沿海國皆得為之。詳言之，沿海國得在領海實施管轄，

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及其他性質的行為。包括將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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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問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

（Continental Shelf）的範圍、空間效力及主權權利各如何？又同一海

洋空間內可能同時產生上述兩種制度之競合，試問公約同時設立兩制

度之理由安在，如何解決競合？ 【83 海洋法研國際海洋法】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本題為基本概念題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之範圍、空間效力及主權

權利，前幾題已提及回答方式，在此不再贅述；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

設立之理由不同，並無競合問題。

擬答

分數 題號

國立法適用於所屬領海內，並將領海視為領域之一部

分，視於領海內之犯罪行為等同於其領域內之犯罪行

為；另外沿海國亦有權利在國際法許可範圍內，選定並

確定其領海之寬度。然應注意者乃是領海具有附屬性，

亦即領海附屬於領土。沿海國把領土割讓與他國時，領

海亦隨同領土轉讓予他國。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之範圍：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57 條規定，專屬經濟區從測

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不應超過二百海浬。同公約第 76

條第 1 項規定，大陸礁層如果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

到大陸邊的外緣的距離不到二百海浬，則擴展到二百海浬

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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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海盜行為

1
試申論國際習慣法對國際法「海盜行為」的規範；並述 1982 年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將習慣法海盜行為加以擴大，其擴張要件為何？

【97 海洋研碩專國際公法、93 警察升官等警正水上警察國際海洋法】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本題為基本概念題型，海盜行為一直都是熱門考題，考生必須先瞭解相

關定義。本題為黃異教授之獨門暗器，律師考試出題機率低，但其歸納

海盜行為之國際習慣發展與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比較，可提供我

們對海盜行為能有更深入的瞭解。

擬答

分數 題號

29 黃異，《國際海洋法》，頁 84～85。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國際習慣法上的「海盜行為」成立要件：

國際習慣法上的海盜是指，利用船舶在公海上對其他的船

舶或船舶上之人或物，為私人目的，實施掠奪、扣留或其

他暴力行為。此項意義析述如下 29：

實施海盜行為者為船員、乘客或其他人。

實施海盜行為者必須是利用船舶來為海盜行為。

海盜行為必須是對另一船舶為之。

海盜行為是一種暴力行為。

海盜行為係為私人的目的。

海盜行為應發生於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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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題型

一、試申述國際法上「海盜」的意義和相關規定。

【93 警特三等水上警察國際海洋法】

二、何謂「海盜行為」（piracy）？並分析近年來國際社會打擊海盜行為

30 黃異，《國際海洋法》，頁 85。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

該公約第 101 條規定，下列行為中的任何行為構成海盜行為：

私人船舶或私人飛機的船員、機組成員或乘客為私人目

的，對下列物件所從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為，

或任何掠奪行為：

在公海上對另一船舶或飛機，或對另一船舶或飛機上

的人或財物。

在任何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地方對船舶、飛機、人或

財物。

明知船舶或飛機成為海盜船舶或飛機的事實，而自願參

加其活動的任何行為。

教唆或故意便利第 1 項或第 2 項所述行為的任何行為。

二者之不同：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則將海盜行為予以擴大。前揭習

慣法海盜行為的條件，擴張如下 30：

實施海盜行為者包括飛機的機員在內。

利用飛機亦屬海盜行為。

對於飛機亦可實施海盜行為。

海盜行為亦可發生於除公海外國家管轄範圍之外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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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與發展。

【96 海洋法研國際海洋法、96 海洋法研碩專國際海洋法】

三、試申述國際法的「海盜行為」成立要件；並述國際習慣法與 1982 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何不同？

【97 海洋法研碩專國際海洋法、97 海洋法研國際海洋法、

99 海洋法研國際公法】

四、請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規定分析海盜行為之構成要件。

【104 警特三等水上警察國際海洋法】

2
何謂「普遍管轄原則」？海洋法就該原則有何具體規定？請扼要說明

之。 【97 海洋法研碩專國際公法】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本題為基本概念題型，普遍管轄原則是國際犯罪防制的重要原則，海洋

法中海盜行為、販奴行為、非法販賣麻醉藥品與精神性調理物質之行為、

非法廣播行為，皆與本原則有相關之處。

擬答

分數 題號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普遍管轄原則之意義：

普遍管轄原則是現代國際社會有效懲治與防範國際犯罪的

重要法律措施，根據該原則，凡是國家締結或者參加的國

際條約中規定的罪行，不論罪犯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或

其罪行發生在本國領域內還是領域外，也不論其具體侵犯

的是哪一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本國境

內被發現，本國在本國所承擔條約義務的範圍內，如不依

國際條約引渡給有關國家，本國就應當行使刑事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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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題型

何謂「海盜」？析論國際法中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tion）對該種

行為之打擊與發展趨勢。 【94 海洋法研國際公法】

3
今年 6 月底，聯合國糧農組織一艘向索馬利亞送救援糧食的貨輪在索

馬利亞海域被一夥武裝海盜劫持，海盜扣押了船上運載的日本和德國

捐助的 850 噸大米及 10 名船員並索取 50 萬美元的贖金。同年 8 月，

我國三艘漁船與船上 47 名船員亦遭索馬利亞海盜挾持，海盜索取每艘

船及漁民的贖金為 50 萬美元。就此二海盜事件，就依國際海洋法相關

規定說明海盜行為及海盜船舶之定義、海盜船舶國籍之保留或喪失、

海盜船舶之扣押、嫌疑海盜船舶在公海接受登船臨檢的法源依據、以

及國家合作制止打擊海盜行為之義務。

【94 教育部公費留學國際海洋法】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本題為實例題型，索馬利亞海盜一直都是國際社會頭痛的問題，連近年

好萊塢電影「怒海劫」都改編真人真事上演，該部電影內容與本題題目

事實恰巧相同。本題小題很多，但都是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條

文可解決的問題。

按照本國的刑法對罪犯予以處罰。

海洋法就普遍管轄原則之具體規定：

根據現今國際實踐與相關公約規定，公海普遍管轄對象包

括：海盜行為、販奴行為、非法販賣麻醉藥品與精神性調

理物質之行為、非法廣播行為。前二犯罪形態為傳統國際

法所接受，1958 年公海公約將之成文化，但後二犯罪行為

非船旗國能否進行管轄仍有其爭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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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國大陸在南海爭議海域的填島造陸活動已引發諸多爭議；請說明國

際典範對人造島嶼（artificial island）的討論重點，並參考各方立論，

說明支持與否定中國大陸在南海之人造島嶼地位的不同論點，並評述

這些論點的法理依據。 【104 教育部公費留學國際關係】

審題思維與解題預備

南海周邊國家針對南海發生兩個爭議，其一為領土主權爭議，其二為海

域管轄區爭議，島嶼不僅享有海域管轄區，而且在劃定基線及海域管轄

區外界或分界線方面也有影響，人工島嶼是否與島嶼一樣享有 1982 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之權利？島嶼上擴建人工設施，是否就變成了

人工島嶼？一直以來皆為南海周邊國家兵家必爭之問題。

擬答

分數 題號

11 姜皇池，〈從國際海洋法檢視「沖之鳥」法律地位〉，頁 476～477。

12 黃異，《海洋與法律》，台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出版，頁 136。

來，但國際法院仍認定挪威有權從該島主張相關海域權

利。是以若採極端之寬鬆見解，亦不能當然完全排除符

合「可維持人類居住」之要件 11。因此，B 國島礁可以

主張 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島嶼與人工島嶼之差異：

所謂島嶼是指永久突出於海面之陸地，而此陸地是自然形

成且與海底相結合。人工島嶼也是指永久突出於海面之陸

地，此陸地雖然與海底相結合，但卻是由人工予以形成的。

島嶼與人工島嶼之差別，在於其形成的方式不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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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黃異，《海洋與法律》，頁 142。

14 黃異，《海洋與法律》，頁 142。

南海之人造島嶼地位：

題示之人造島嶼可分為下列二類，法律地位也有所不同：

島嶼上構築人工設施：

南海周邊國家對於島嶼的構築施工，不會改變其島嶼的

性質，即使島嶼僅是彈丸之地或永久突出水面之礁石，

也不致因全面之構築人工設施而成為人工島嶼 13，此種

島嶼仍可依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第 3 項規

定主張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例如我國之太平島。

人工島嶼

南海周邊國家對於低潮高地或沈於海面之下的礁石或

其他地形施以工程，使其永久突出於水面則成為人工島

嶼 14，此種人工島嶼不符合自然形成之要件，1982 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60 條第 8 項規定，人工島嶼、設施和

結構不具有島嶼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的領海，其存在也

不影響領海、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界限的劃定。例如日

本之沖之鳥礁。

結論：

中國大陸在南海之人造島嶼地位，需分島嶼上構築人工設

施或人工島嶼之二種不同情形，前者得依 1982 年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第 121 條規定主張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後

者則不得主張。非謂所有有人工設施之島嶼，皆不符合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島嶼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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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臺灣在海洋上

之爭議問題

本章內容不用多說，一定是出題機率最高的部分，因

為學者認為國際海洋法可以解決臺灣周遭的海洋問題，所

以才會納入律師考試的選考科目中，以下提出一些準備方

向供初期考生參考。

我國除了公告領海基線外，尚於南海公告十一段「U

形線」，於東海公告「暫訂執法線」，在臺灣海峽公告「海

峽中線」。除了「海峽中線」純屬於兩岸政治衝突問題外，

「U 形線」與「暫訂執法線」則引起周邊國家的反彈，抗

議不符合國際海洋法之原理原則。就考試而言，海峽兩岸

領海基線畫法、「U 形線」、「暫訂執法線」，我們都要能明

確掌握其在國際海洋法上之意涵。台大姜皇池教授更於 97

年在台大法研所、教育部公費留學、警察特考等考試連續

出三題關於臺灣公告領海基線的爭議問題，前二者更以「獨

門暗器」為命題內容，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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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臺灣領海之相關問題，要徹底瞭解 2008 年「聯合

號」事件與 2013 年「廣大興 28 號」事件中（104 年高考命

中！），與領海管轄權相關的爭點內容，以及如何利用國際

海洋法來解決國家間爭端。我國有一部中華民國領海及鄰

接區法，準備考試時也要注意我國自身的相關規定。

臺灣本身也涉及東海與南海海域劃分爭議問題，要注

意其考試的重要性。

臺灣在公海有一件國際案例，即 1996 年福明輪案，判

決內容體現臺灣的法律地位與落實船旗國管轄原則，絕對

是改編成實例題的大熱門，更要掌握其來龍去脈。

在漁業範圍，要注意與臺灣息息相關的「捕魚實體」、

「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範漁業（IUU）」、「臺日漁業協議」

等概念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