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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島礁主權風雲再起

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結果宣布後，造成巨大的

國際風波，起因於2013年，菲律賓向位於荷蘭海牙的國

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對中國提出仲裁訴

訟。中國拒絕參與仲裁，但是仲裁庭判決的結果，幾乎完

全支持菲律賓所提出的主張，並且宣告中國在1996年正式

承認「聯合國海洋公約」時，就放棄了任何基於歷史所主

張權利的可能。當然中國表示不接受仲裁庭的判決，也採

取「四不」政策：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臺

灣原本隔山觀虎鬥，但是太平島卻意外中箭，出乎預期之

外。因為仲裁認定南沙群島沒有島，還胡亂取證謂太平島

欠缺淡水，不適人居，將太平島降級為「太平礁」。

事之本末，在於大國的政治角力可以改變自然物

的認定。例如日本將太平洋的沖之鳥「礁」變成沖之鳥

「島」，宣告擁有周圍200海浬經濟海域，十多年來把露

太平島不太平靜
―― 南海主權風雲再起與其珊瑚礁
的保育策略

鄭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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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面的2塊珊瑚礁不斷擴大建設，積極擴建成「島」。其

次，菲律賓宣稱擁有南海東北邊的「民主礁」，也只是潟

湖內的2塊露出水面，面積不到4平方公尺的珊瑚礁石，過

去也稱之為「黃岩島」。顯然南海仲裁案是美國和菲律賓

一起合謀，以此宣告菲律賓擁有200海浬經濟海域，而且遠

離南海一萬多公里的美國也宣稱擁有南海航行自由權和空

權，並且否定中華民國的U形斷續線和中國一貫主張的九

段線內的海權和主權。有趣的是，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一上

任馬上宣布擱置南海爭議，甚至要求美國支付三千萬美元

的仲裁費用。原來五名仲裁員是有價服務，菲律賓不想付

了。

南海面積約360萬平方公里，在環境資源、經濟、航運

和軍事上極具重要性。每年透過這一片海域進行國際貿易

航運往來約5兆3千億美元。這裡的生物多樣性幾乎比地球

上其他海洋生態系都豐富，漁產更提供了食物和工作機會

給周邊國家，其中臺灣、中國、越南、菲律賓、印尼、馬

來西亞和汶萊等七個國家都對南海主權各有主張。如果不

小心衍生軍事衝突，世界兩大強權──美國和中國可能會

捲入其中，這就是南海主權爭議風雲再起，引起全球關注

的主要原因。

太平島是南沙群島最大的自然島無庸置疑

南沙群島均屬珊瑚礁島，太平島也不例外，是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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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萬年來無數的珊瑚蟲造礁形成碳酸鈣遺骸累積而成。

根據地質鑽探，發現太平島地下的珊瑚礁岩層至少有500公

尺厚，顯示太平島珊瑚礁的生成年代可能在中新世（530

萬年前），在適合的海洋環境中形成珊瑚礁體。太平島位

於鄭和群礁西北邊，南北長約1289公尺，寬約366公尺，

面積約0.51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只有2.8公尺，四周為環形

的珊瑚裙礁。島上之土壤均為珊瑚礁風化所形成，富含石

灰質，再加上腐敗植物及鳥糞之堆積，呈黑褐色，極為肥

美，因此島上植物相生長十分良好，雖然2008年在島中央

圖一、太平島四周為珊瑚裙礁所環繞。



230

漫步生態秘徑
探索生物多樣性的奧妙

完成機場跑道工程毀掉不少植被，不過仍存在數十棵百年

老樹。

目前島上仍有十口井，其中第五號和第十號井水經檢

測屬於可飲用的淡水，這表示淡水成為太平島人類可以居

住重要的因素。尤其早期沒有海水淡化能力，日本人曾佔

領它，在太平島蓋漁業加工廠，島上工人就是依靠井水過

圖二、太平島植被仍很茂密，除了椰子樹最多外，尚有數十棵百年老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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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1945年中華民國派太平艦接收本島後，設立「漁民服

務站」，以示防守疆土的決心，至今持續經營本島75年，

已算是南沙群島中由臺灣實質掌控的自然島嶼。

最早到太平島調查海洋生物資源和漁業資源的是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的楊鴻嘉先生，於1961年調查

南沙群島的魚類相。1973年間，澎湖漁民透過行政院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申請到南沙群島捕捉海龜，每月可捕得

數十隻，顯示出當時海域生物資源十分豐富。爾後有中研

院張崑雄（1982）、農委會計畫（1994）、營建署計畫

（2009、2014）等。本人有幸於1994年首次前往太平島

潛水調查，研究海洋生物資源現況，接著先後在2002年、

2004年、2015年、2017年共五次親自前往。累計各團隊

調查成果，目前共記錄到魚類464種、珊瑚221種、海藻54

種、甲殼類動物53種、軟體動物99種、棘皮動物39種、海

龜1種⋯⋯等。從1999年太平島由海軍陸戰隊轉換成海巡署

駐防後，特別加強海上巡防並重視生態保育，驅離外籍作

業船隻。從此，海底生態資源獲得改善，例如綠蠵龜已列

入保育類野生動物，近幾年來每年都有40∼50隻綠蠵龜上

島產卵。本人在島四周海域潛水調查時，都可以在海底看

見海龜棲息，顯示其族群數量已日漸穩定成長，可謂保育

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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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太平島上五號井水屬於淡水，可供人飲用。

圖四、 2017年5月調查團隊19人，於太平島碼頭與漁業署漁訓貳號船員
完成第一次調查工作後，一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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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漁場消失的危機

南海另一項事態嚴重，但卻又較少受到關注的威脅

是：漁業過度捕撈。南海是全球最重要漁場之一，關係其

周邊國家超過370萬漁民的生計，每年創造的產值高達數

十億美元。在歷經數十年來毫無限制的捕撈後，魚群迅速

減少。尤其大陸和越南漁船近三十年來在南海有上千艘漁

圖五、 在太平島外緣水深15公尺內之海域，以石珊瑚種類分佈為主，目前記錄
已超過二百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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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不斷以毒、電、炸等非法捕撈方式，掠奪珊瑚礁的高

經濟水產動植物，竟然無任何國家介入管理取締。過去，

臺灣在東沙環礁和太平島海域都只有執行驅離越界捕魚，

卻無法對水產資源進行有效管理。如此無節制地撈捕，會

讓這些依賴南海漁產的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和水產資

源保育面臨威脅。

圖六、 在太平島沈船區常可見金帶擬鬚鯛（Mulloidichthys vanicolensis）成群巡
游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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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香港人對高價海鮮品的消費力世界第一。

在四十多年前香港漁船即開始捕撈南海的魚蝦貝類，接著

是海南省、廣東省漁船在南海大肆撈捕，尤其是生長在珊

瑚礁海域的各種石斑魚、龍王鯛（俗稱蘇眉魚）、龍蝦和

大型貝類（硨磲貝、大法螺、馬蹄鐘螺）等。如今南海及

東南亞海域高經濟價值的海鮮種類，都已瀕臨枯竭。根據

圖七、每次潛水調查都可看到綠蠵龜在太平島四周海域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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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太平島北側礁崖下水深25公尺凹洞內有巨大桶狀海綿。

本人於1994年的潛水調查結果，發現太平島海底幾乎已無

大型貝類（如巨硨磲貝）和龍蝦的蹤跡，同時大型鸚哥魚

和石斑魚亦屬罕見。2002年和2004年再度潛水調查，發現

珊瑚礁生態比1994年有顯著改善，不但珊瑚群體較碩大也

較健康，魚群也增多不少。其中珊瑚礁指標魚種石斑魚和

蝶魚數量較多，其他大型魚類如鸚哥魚、石鱸、鯊魚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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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太平島北側礁崖下水深25公尺凹洞內有巨大桶狀海綿。 圖九、在太平島海崖邊常可見烏尾冬魚群穿梭覓食。

再次出現。在底棲無脊動物方面，龍蝦、馬蹄鐘螺、菱硨

磲貝等在數量上都有增多現象。尤其綠蠵龜經常出現在太

平島南邊水域，也記錄到海龜的繁殖行為，顯示自從海巡

署接管太平島後，在巡護保育下，讓太平島成為很多海洋

生物的庇護所。

其實南海主權爭議也使各國漁民的競爭白熱化，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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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枯竭的現象加劇了主權爭議。現今已造成部分海域的

魚類族群數量還不到六十年前的十分之一，這有可能是全

球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生物崩毀事件之一。當沿海水域的漁

產耗盡時，許多漁民就會冒險越過國家界線，進入有爭議

的海域謀生。然而針對島礁生態傷害更大的是，大陸近幾

年來大規模進行「吹沙填海」，造出許多人工島和採捕巨

硨磲貝。其中有3個潟湖礁台被填滿沙土造成人工島，例

如：美濟礁變成美濟島，島面積達6平方公里，已經成為南

海最大人工島，其次渚碧礁為4.3平方公里，永署礁為2.8平

方公里，都已經完成大型機場的興建，跑道最長達3250公

尺（表一），如今太平島已變成南沙群島中的第四大島。

另外在南薰礁、華陽礁、赤瓜礁都建有軍事防禦工事，大

大改變南沙群島的生態環境。未來大陸方面似應積極發展

南沙群島海域資源的復育工作，畢竟各島嶼工程已完成，

人力設備佈署後即有海域執法能力，配合海洋科研調查、

設立海洋研究站、劃設海洋保護區，強化南海珊瑚礁生態

復育，這將成為大陸在地球村生態保育上的亮點。

巨硨磲貝的最大殼長可達1.3公尺以上，其雙殼內的

閉殼肌俗稱干貝，早期漁民捕硨磲只取干貝，不取殼。近

二十年來，海南省潭門鎮漁船大肆採集硨磲貝，並成立很

多加工廠和販賣店。他們為了取得巨硨磲貝，盜獵者必須

挖開一整片珊瑚礁石，海域內所有的珊瑚都一起陪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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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藍洋島的巨硨磲貝已成為潛水客心目中攝影的焦點，可
說是觀光業的水晶宮金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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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影響魚群的棲息地。當珊瑚礁被破壞後，整個生態

系就會崩解，間接使大型迴游性魚類如鮪魚、鰹魚等少了

重要的食物來源。目前南海大多數島礁生態都面臨嚴重衰

退，而且是全面性的破壞。2017年1月1日海南省人民代表

大會已開始施行珊瑚礁和硨磲貝保護規定，希望未來能有

效改善南海海洋生態環境。

人工島－彈丸礁潛水渡假村

南沙群島的彈丸礁（Layang Layang Island，拉央拉央

島、燕子島，馬來西亞華人稱為「藍洋島」）位於南中國

表一、2016年南海主要島嶼地理現況與機場

島礁地名 面積（km2）
機場長度
（m） 有無淡水 實際佔領

東沙島 1.74 1500 有 臺灣

太平島 0.51 1200 有 臺灣

永興島 2.6 3200 無 中國

美濟礁（島） 6.0 2700 無 中國

永暑礁（島） 2.8 3125 無 中國

渚碧礁（島） 4.3 3250 無 中國

南薰礁 0.18 無 無 中國

華陽礁 0.28 無 無 中國

赤瓜礁 0.10 直升機停機坪 無 中國

南威島 0.15 600 有 越南（1974年）
中業島 0.33 1500 有 菲律賓（1971年）
彈丸礁 0.35 1500 無 馬來西亞（1977年）
黃岩島（民主礁） 1-4(m2) 無 無 中國、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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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藍洋島（彈丸礁）在馬來西亞政府的全力開發成潛水渡假村，每兩年
舉辦一次國際潛水攝影比賽。

海南沙群島的東南邊（7°23’N，113°50’E），距離太平島

約二百多公里，距離馬來西亞沙巴省約300多公里。原本只

是一個封閉型環礁，東西向長約7.4公里，南北向長約3.7公

里；中間為潟湖，無天然潮汐通道。沙灘上原本棲息許多

海鳥，造人工島後將海鳥遷移到附近人工礁上繁衍。馬來

西亞於1977年派軍隊佔領該處環礁，並且在1991年開始在

珊瑚礁上填海造陸，修築1500公尺機場跑道、軍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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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設成五星級潛水休閒渡假村，可算是南沙群島第一個

積極開發的人工島。爾後彈丸礁形成渡假島，在每年的3∼

8月開放，吸引非常多歐美和日本等國的潛水愛好者前往。

本人於2005年5月組團前往該島，六天的潛水團費比其

他東南亞潛水據點的消費高出許多。原因是從臺灣出發到

東馬來西亞沙巴省亞庇機場後，還需再換小飛機前往。島

上所有食物來源全靠飛機運補，確實不容易。令人驚訝的

圖十二、 六帶鰺魚群上千尾魚群巡游形成魚群風暴，十分壯觀，是藍洋島潛水
觀光的明星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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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潛水渡假村大門入口就在跑道邊，從停機處走到大廳不

到50公尺，而且各項設備完善，除了潛水遊客房間有77間

冷氣房之外，還有容納二百多人的會議室和每天供應五次

餐點的大餐廳。除此之外，也有純淡水的游泳地；至於潛

水專用碼頭和潛水設備，導潛解說和9艘十人座的快艇，都

是提供服務週到的潛水軟硬體設施。整體而言，在臺灣各

地就找不出有任何一家潛水公司或渡假村能與其匹敵。除

了海軍艦艇和空軍駐軍之外，全島約有五十多名服務人員

服務潛水客。單憑此點，就讓人深覺不可思議，何以馬來

西亞辦得到呢？我本人在該島上五天生活當中，吃住均十

分舒適，但深感非常不環保，畢竟全日吹送的冷氣客房和

無節制的淡水供應，令人感受不出這裡是距離沙巴本島約

二百多公里外的小島。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是積極經營彈丸礁的推手，

不但全力支持興建人工島，設置渡假中心；還炸開環礁，

挖掘航道，並將其珊瑚礁砂石回填造陸，修建碼頭與機場

等，採取的是先大肆破壞後再大力建設的策略。除了爭

取主權外，也不忘大聲疾呼保護珊瑚礁生物資源，並且在

其附近沿近海禁止任何漁船捕撈海洋生物；同時聘請國內

外海洋生物學者進行多年期的調查，研究彈丸礁的海洋生

態，並出版專書廣為宣傳其海底景觀之美。特別是成立海

洋公園與海洋保護區強調其重要性，自認為是保護人類自

然遺產─珊瑚礁生物多樣性的種原庫及其漁業資源。另一

方面，又積極招商成立潛水渡假村，二十多年來已發展成



244

漫步生態秘徑
探索生物多樣性的奧妙

為著名的潛水渡假樂園，深受居住在寒帶北歐國家的潛水

客所喜愛。因為當地保護珊瑚礁生物的成效卓著，讓潛水

客可以觀賞到上千尾的六帶鰺魚群、鎚頭鯊、巨硨磲貝、

海扇珊瑚林，具備多采多姿的珊瑚礁魚類與五顏六色的底

棲無脊椎動物，恢復成為熱帶珊瑚礁海底應有的景觀。如

此一來，不但吸引無數的觀光客，同時取得其宣示主權的

國際認證。

宏觀的藍海地球村思維

珊瑚礁無疑是大洋沙漠中的綠洲，又有海洋中的熱帶

雨林和海底花園之稱，並且擁有非常高的生產力和生物多

樣性。近數十年來珊瑚礁更成潛水者的樂園，也是海洋遊

憩觀光活動的勝地，為當地帶來可觀的觀光收入。各國對

其珊瑚礁生物資源早已積極調查研究，甚至馬來西亞政府

在1983年占領南沙群島的彈丸礁後，已積極開發成為國際

潛水渡假島，同時也保護海域內所有珊瑚礁生態資源。若

能讓南沙群島各國放下主權爭議，實施區域合作管理，包

括大幅減少漁船數量、並限制某些漁具及漁撈作業，才有

助於南海漁場的永續發展。

臺灣擁有太平島主權無庸置疑，但對南沙二百多個

島、礁、沙洲並無實質管理權。在南海風雲詭譎的現實

下，臺灣不能缺席，但也要有所作為。建議以實際行動調



245

太平島不太平靜 
南海主權風雲再起與其珊瑚礁的保育策略

查南海資源，保護這塊曾經是璞玉的大海，必須在不影

響主權的原則下，組成區域的科研合作，共同調查南海資

源，以不帶任何軍事化的建設來宣示主權，更易取得國際

社會的認同，同時也可化解主權爭議，期望將南沙群島海

域劃為世界共同的自然遺產，來保護珊瑚礁資源。東沙環

礁國家公園已於2008年成立，我們已在南海北方為海洋永

續付出了一份心力，若能再將太平島周圍海域劃設為「水

產資源保護區」，就更能突顯臺灣在海洋保育上的努力。

尤其珊瑚礁保育事務早已超越國家與區域層級，成為全球

海洋保育事務重要的一環，最終目標是與南海周邊國家共

同推動南沙群島海域的資源保護和永續經營。

後  記
到國境極南的太平島，已有六趟潛水調查，非常不容易，所

以每趟都要很珍惜；也非常感謝海巡署、漁業署和許多貴人相

助，才能將海底生態之美分享給國人；更期盼南海爭議不再，永

遠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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