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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臺日漁業談判自 1996 年起歷經 17 回合，筆者將談判過程區分為前期(李扁政

府)、後期(馬政府)，比較後發現有顯著不同的變化。前期日本消極被動，並無商

談之意願。但後期出現了戲劇性變化，日本史無前例採取主動積極之態度，最終

於第 17 回合會談達成協議。本研究試圖以戰略三角關係理論為架構，採最似案例

比較研究方法(most similar case comparison)，分析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的控制變項

與差異變項，進而論證臺日漁業協議完成簽定之最關鍵因素。 

2008 年馬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和解並進一步提升、中國整體性崛起、2012 年

日中在東海衝突日益加遽，而美國的立場又曖昧不明，值此之際拋出「東海和平

倡議」，都為臺日漁業協議簽定營造良好條件。但整體而言，日本考量到東海危機

攸關國家安全利益，臺灣則因地緣政治，「臺日中」進而形成戰略三角的態勢。日

本不希望中臺在東海議題上合作，而在三角關係上成為孤雛(outcast)。藉由拉攏臺

灣來牽制中國，其表現則是安倍政權在馬政府時期對臺友好政策、雙方高層的互

訪與規模擴大、簽定事務性協議質與量超過以往甚多、實務關係大幅進展。 

臺日漁業談判是圍繞著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而引發實質的漁權問題，雖然是

功能性、事務性的議題，但牽涉到東海權力互動，因此日本以整體戰略利益考量

來處理此一議題。畢竟日本實際控制釣魚台周邊海域、臺日並無邦交、整體國力

亦不對稱，談判優勢幾乎掌握在日方。雖然從公共政策決策模式上看，日本之決

策並非理性，對沖繩的漁業利益亦是不利，然在官邸、外務省主導下，壓制農林

水產省及沖繩漁民的意見，仍與臺灣簽訂漁業協議。 

關鍵詞:臺日漁業協議、戰略三角關係、東海和平倡議、釣魚台國有化、 

中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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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之背景 

壹、臺日漁業爭議的背景 

臺灣漁民百年來一直將釣魚台列嶼1週邊海域視為傳統漁場，21895 年日本殖民

統治臺灣以來，臺灣和沖繩漁民在此一海域曾有著共同作業的歷史。戰前釣魚台

列嶼的行政管理權亦屬當時的臺北州，戰後在美軍佔領日本之下，臺灣漁民仍能

自由在此一漁場作業，3甚至在 1960 年代許多漁民有登上釣魚台島撿拾鳥蛋的經

驗。4但 1972 年美國依據《沖繩歸還條約》（U.S.-Japan Okinawa Reversion Treaty）將

釣魚台列嶼行政管理權歸還給日本，引起中、臺不滿與抗議。聯合國 1982 年公告

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1994 年正式生效。日

本隨之在 1996 年通過「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法」，5並在釣魚台列嶼週邊開始

干擾、驅趕、取締、甚至扣押臺灣漁船，引起了一連串的臺日漁權紛爭，也開啟

了臺日漁業會談。 

 

                                                 
1
  臺灣、香港與澳門稱作「釣魚台列嶼」；中國大陸的官方新聞稿稱之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日本則視釣魚台列嶼為琉球群島的一部份，並稱之為尖閣諸島（日語：尖閣諸島／せんかくしょ

とう Senkaku Shotō ），琉球語則稱為「魚國久場島」（琉球語：ユクン･クバ島／ユクン･クバ

ジマ Yukunkuba-jima），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認為釣魚台列嶼依地理、歷史和法理均為

臺灣附屬島嶼，因而引發一系列的主權問題。本文描述日方立場時以使用尖閣諸島，其他則以釣

魚台列嶼敘之。 
2
 自 1915 年左右，臺灣基隆港整備完成，附有動力的遠洋鰹釣船搭載來自九州漁工，開始在尖閣

列島附近作業捕魚。請參見國吉まこも，2011，〈尖閣諸島における漁業の歴史と現状〉，《日本

水産学会誌》，77(4)，頁:705。 
3
 太安淳一，2014，〈尖閣-漁業権解決し沈静化した臺湾〉，《現代の理論》，請參見

http://www.gendainoriron.jp/vol.02/rostrum/ro01.php。 
4
 請參見沖縄タイムス「尖閣」取材班，2014，《波よ鎮まれ 尖閣への視座》，頁:190。 

5
 平成八年六月十四日法律第七十四号，排他的経済水域及び大陸棚に関する法律。 

http://www.gendainoriron.jp/vol.02/rostrum/ro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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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日漁議談判的過程概述 

在東亞重疊海域的主權紛爭核心問題已經有數十年之久，進而衍生聲索國間

漁權的問題而造成區域緊張局勢。日韓漁業協定 1998 年簽定，日中漁業協定於 2000

年簽定。為解決臺日漁權爭議，在 1996 年開始展開雙邊會談，因為對釣魚台主權

爭議雙方認知差異過大，談判呈現停滯狀態。 

筆者將談判過程區分為前期(李扁政府)、後期(馬政府)，比較後發現有顯著不

同的變化。前期日本消極被動，並無商談之意願，只是敷衍應付。但 2008 年發生

了「聯合號事件」，6重啟了第 16 回合談判，此後出現了關鍵性的變化，時任外交

部發言人葉非比說，雖然台灣屢次透過管道向日方表示漁業會談的重要性，但日

本態度始終消極，這次聯合號撞船事件是重啟談判的契機。7日本亦採取了主動積

極的態度，8 9最終在第 17 回合談判達成共識，完成了臺日漁業協議的簽定。 

2008 年馬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和解並進一步提升、中國整體性崛起、2012 年

日本宣布尖閣諸島國有化、日中在東海衝突日益加遽而美國的立場又曖昧不明。

值此之際「東海和平倡議」的提出，都為臺日漁業協議簽定營造良好條件，促使

重啟臺日漁業談判的契機並在最終達成共識。 

                                                 
6
 台灣的聯合號海釣船 2008 年 6 月 10 日凌晨在釣魚台南方海域六海里海釣時，遭日本巡邏艦撞沉，

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關切，時任外交部長歐鴻鍊在事發後旋即召見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所長

池田維（駐臺代表），當面表達「嚴正抗議」，另外也聲明中華民國擁有釣魚台列嶼的主權，要求

放人、賠償和道歉。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20 日向船長何鴻義致送海上保安部長信函，信中

對於撞船事件造成聯合號沉沒與何鴻義的負傷，日方表達「衷心的歉意」，並表示會盡快協商賠

償問題。大紀元報網頁，http://www.epochtimes.com/b5/8/8/17/n2231452.htm，2008/8/17。 
7
 請參見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2497，2008/6/19。 

8
 川島真，2013，〈「歴史的」日臺漁業協定締結―その意義と課題〉，《日本網》， 

http://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081/，2013/05/14。 
9
 前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透過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發表聲明，願意重啟臺日漁業談判。日本台灣交流

協會 2012 年 10 月 5 日作成書面聲明:「…，對於臺日漁業議題，期待有建設性的談判，…」。「最

近、日台漁業協議の再開を提案しました。台湾側も、同協議の再開を強く希望していたと承知

しており、日本政府としては、同協議が早期に再開され、双方が関心を寄せる議題について建

設的話し合いが行わ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請參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網頁

https://www.koryu.or.jp/taipei/ez3_contents.nsf/8e90bf63626460b049256dfa0026e3b2/8595d637b3d1966c49

257a8e000e39d9?OpenDocument，2012/10/5。 

http://www.epochtimes.com/b5/8/8/17/n2231452.htm，2008/8/17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2497，2008/6/19
http://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081/，2013/05/14
https://www.koryu.or.jp/taipei/ez3_contents.nsf/8e90bf63626460b049256dfa0026e3b2/8595d637b3d1966c49257a8e000e39d9?OpenDocument，2012/10/5
https://www.koryu.or.jp/taipei/ez3_contents.nsf/8e90bf63626460b049256dfa0026e3b2/8595d637b3d1966c49257a8e000e39d9?OpenDocument，201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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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中日海權爭議、與臺日海權爭議存在重疊的問題，三方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

爭議、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礁層資源爭議及劃界基點效力各有其主張。島嶼的爭

議不只是國家主權尊嚴的問題，更在於競爭豐富的海洋資源、經濟利益及戰略利

益(Cary Huang，2012)。 

臺灣在國際政治、大國宰制的現實情況下，是處於不利的弱勢地位，如何掌

握國際情勢變遷對我有利因素，是臺日漁業談判能夠達成共識的關鍵，臺日漁業

協議簽定對保障臺灣漁民權益，僅是踏出第一步，未來仍須端賴事務性的協商，

掌握有利我方之條件，才能更進一步保障漁民的權益。 

經查閱 2013 年後臺灣國內博碩士論文，對臺日漁業協議談判的過程、時空背

景及達成共識的關鍵因素尚未作完整性、系統性及理論架論之分析，尤其缺乏日

方的立場與觀點。為避免採取單一個案研究，易造成因果關係推論的瑕疵與謬誤。

本研究試圖以比較個案之研究方式，尋找個案間的控制變項與差異變項，進而推

論其因果關係，使論證更臻合理縝密。 

分析比較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臺日中」的競合關係，其間究竟產生了那

些變化?為何臺日漁業談判李扁政府時期歷經 10 餘年 15 回合卻進展緩慢停滯?而在

馬政府時期卻能快速達成合意。促成臺日漁業簽定的因素雖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觀

點與看法，本研究則以全觀（Holistic）的視野，綜整臺日雙方在此議題上官方、

學者乃至漁界的觀點，去分析各項可能因素，最後論證臺日漁業協議簽定的最關

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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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臺日漁業談判影響我國漁民在東海作業的權益甚鉅，究竟是在馬政府時期國

內外環境產生了何種的變化?讓沒有邦交關係且佔雙方主導優勢的日本，主動與我

方會談，最終並簽署臺日漁業協議，其因果關係論證，乃是本研究之目的，茲將

其析述為以下幾點: 

一、臺灣在歷經政黨輪替，對東海政策採取不同思維而有不同作為，筆者將臺

日漁業談判過程區分為李扁政府(前期)與馬政府(後期)，究竟在這兩個不同

時期，整體國際情勢、臺日內部發生了何種變化？導致了雙方談判立場與

態度的鬆動與轉變。 

  二、將臺日漁業談判過程置於戰略三角關係架構來看，當三方關係中，任何雙

邊關係的改變，影響到自身利益時，就會試圖去改變策略來改善自己的三

角關係中的地位。2012 年日中在東海發生了嚴重衝突，日本意識到當時美

國在東海問題的立場瞹昧不明，10在「臺中日」三角關係中不願成為孤雛

(outcast)，而改善日臺關係比日中關係更為可行。安倍對臺展開一連串友好

政策，臺日漁業協議便是其中的一環。本研究從三角理論架構來分析臺日

漁業談判，並論證達成臺日漁協議的關鍵因素。 

三、本研究採比較案例研究方式，比較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在臺日漁業談判自

變項的相同與差異點，研究的假設是從自變項的差異點(原因)，初步發現 5

個主要關鍵因素導致了，依變項(結果)的產生。本文在論證這些自變項的差

異點與依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四、藉由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初步評估臺日漁業協議簽署後，對臺灣及日本 

漁民的影響及效應。 

                                                 
10

 2012 年 9 月 12 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的「北京在南海的崛起勢力」聽證會中，華府智

庫學者葛來儀和前國防部官員布魯克斯針對東海和南海議題發表看法。葛來儀認為在主權問題

上，美方應持中立觀點，但如果日方遭到攻擊美方必須有所回應，而布魯克斯則認為美國不是這

場爭議中的主要角色，如果中日之間發生戰爭，美國仍須經過憲法複雜的程序才能根據《美日安

保條約》進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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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範圍就時間的縱軸，筆者從 1996 年 2013 年臺日漁業談判過程到最後

簽定協議，尋找所有可能促成的關鍵因素。並依談判的進度、成效、國際情勢變

遷、日方的態度等指標區分為二個時期，探討其因果關係。結論則初步評估在協

議簽署後，臺日漁業委員會運作情況及其後續之影響與效應(2013 年至 2017 年)。，

就事件的橫軸，主要限於臺日在釣魚台週邊漁權爭議、臺日漁業談判過程，李扁

與馬時期各種影響臺日漁業協議簽署的關鍵因素，並將各項關鍵因素置於三角關

係理論架構來分析探討，以推論依變項的結果。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囿於筆者的能力與時間關係，因此以國際關係理論中，三角關係理論

作為分析架構，在質化研究方面，採取深入訪談方式，分別對臺方及日方參與臺

日漁業談判過程或從事相關研究之重要人士進行深入訪談。在臺日漁業協議簽署

後，僅是建立談判的框架。臺日間的漁權爭議並未獲致全盤解決，後續仍以臺日

漁業委員會作事務性的協商的窗口，相關人員，基於行政倫理及議題的機敏性是

否願意接受訪談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可能影響本研究推論之佐證效果。 

另外，在量化的研究方面，採取問卷法的方式，預計問卷發放對象:蘇澳、頭

城相關漁會代表以上之幹部。對所有母體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漁會幹部對臺灣整

體漁業政策的滿意度為何?在李扁政府及馬政府時期有何不同?對臺日漁業談判及

協議簽定是否了解?後續的影響及效應為何?是否解決漁民目前的問題?作為結論之

補充資料。然這些調查對象的配合意願及對問題了解程度尚無法得知，於問卷之

設計考量上必須更加周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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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架構 

壹、臺日漁業談判的階段劃分 

自 1996 年開始的臺日漁權談判，除了受到東亞結構改變的影響，另一方面日

本當時的小泉內閣對臺政策的轉變，對「七二體制」11採取了靈活的應對，從日臺

間漁業糾紛整理及其交涉過程來看，可以認為日臺雙方在面臨實問題時已經事實

上將「七二體制」的制約束之高閣(川島真等，2009)。 

為利本研究以比較案例方式進行，而將談判過程分為前期、後期。本研究不

以談判回合次數區分不同階段，而是將臺日漁業談判分為前期（李扁政府）與後

期（馬政府）二個時期的主要考量如下:  

一、在政治光譜上李扁時期立場與日本關係較為親近(親日)，而馬時期的立場與

中國關係較為親近(親中)，利於作「臺日中」競合關係變化之比較。 

二、在臺日漁權談判階段上，李扁時期進展緩慢、成果有限。馬時期則進展快速

並達成共識，最後簽定協議。 

三、日本的談判態度軟化與鬆動，是在第 16 回合後由被動消極轉為主動積極。

可從 2012 年，日本前外相談話，及時任日相野田佳彥與總統特使連戰利用出

席亞太經合會高峰會(APEC Summit)，達成重啟兩國漁業會談的共識，12可一

窺端倪(林柏州、簡佩吟，2013)。 

 

                                                 
11

 七二體制指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與日華斷交後，日中政府關係及日台民間交流的框架，這是

一個意在保持經貿、文化方面日臺關係的框架，成為日後日中關係的基礎。其具體內容，是以“日

中友好”為基調，在臺灣問題、歷史認識問題以及領土問題上達成一定共識，並暫時擱置了有爭

議的部分。當然，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日中關係的最大焦點實際上就是臺灣問題（尖閣列島問

題歸根到底也是臺灣問題），關鍵仍舊在於歷史這一點，沒有任何改變。請參閱川島真等 4 人

(2009)。另請參見外務省，2014，《最近の日台関係と台湾情勢》。 
12

 2012 年 9 月 8 日，在亞太經合組織海參崴會議上，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向連戰提出恢復漁業會談；

10 月 5 日，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通過日本交流協會表示希望改善因釣魚島事件日趨緊張的日臺

關係，儘早啟動日臺漁業談判。請參見苦勞網，

http://www.hellotw.com/gate/big5/bbs.am765.com/detail.jsp?id=2643510&agMode=1。 

http://www.hellotw.com/gate/big5/bbs.am765.com/detail.jsp?id=2643510&agM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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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臺日漁業談判階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變數界定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比較案例之研究方式，探討影響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在臺日漁業

談判上的各項關鍵因素，並加以分類為自變項(dependent variable)相同點、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 差異點，並假設自變項的差異點導致了依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的發生。 

表 1-2:本研究之變項界定與研究假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臺日漁業談判共 17 回合 

談判回合 日本態度 說明 

前

期 

第 1 次 至第 5 次  李登輝 

第 6 次 至第 15 次  陳水扁 

消極被動 一廂情願期 

後

期 
第 16 次 至第 17 次 馬英九 

積極主動 

1.野田首相在 APEC 主動

表達會談意願 

2.外務大臣發表聲明 

兩情相悅期 

自變項(相同點) 

independent variable 

自變項(差異點)  

independent variable 

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 

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 

各方對釣魚台主權的立場 

 

1 臺灣政府及民意對釣魚

台列嶼主權的立場 

2 日本政府及民意在釣魚

台列嶼主權的立場 

3 中國大陸對釣魚台列嶼

主權的立場 

4 美國對釣魚台列嶼主權

爭議的立場 

馬政府時期「臺日中」競合關係之變化 

 

 

1 兩岸關係的穩定與提升(2008) 

2 日中東海衝突日益加劇(2012) 

3 東海和平倡議的提出  (2012) 

4 中國大陸整體性之崛起 

5 日本民間對中國及臺灣好感度之變化 

 

臺日戰略思維與行動轉變 

 

 

1 日本對臺政策轉變 

2 日本漁業談判立場鬆動與談

判策略轉變 

3 臺日漁業協議簽定，臺日雙

方均有讓步，但日方讓步幅

度顯然高於臺灣讓步幅度

之下，而最終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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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及架構 

比較案例研究涉及分析及綜合兩個或兩個以上共同關注或共同目標案例的相

似性、差異和模式(Goodrick, D，2014)。最似個案比較研究(most similar case comparison)

屬於質性分析，著重於脈絡性的解釋以及因果關係分析，進而促成理論建構。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質化與量化並重，先從文獻分析著手，廣泛蒐集中文、

英文、日文專書、期刊論文、官方文件及相關報章、雜誌報導。以期對本議題有

充分且深入了解後再建立理論架構。採最似案例比較研究方法(most similar case 

comparison)，分析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的控制變項與差異變項，進而論證臺日漁

業協議最終能達成合意的原因。 

在質化研究部分，為深入了解臺日雙方政府、學者、漁界對此議題的見解及

對漁民的影響，採取深度訪談及實地考察的方式，蒐集第一手資料。此外，在量

化研究部分，對臺灣相關漁會發放問卷，了解漁會幹部對政府整體漁業政策及簽

定臺日漁業協議的看法。 

1996 年至 2013 年，臺灣歷經政黨輪替及三位領導人。另一方面 2012 年日本第

二次安倍內閣上台後，在外交政策上主要是強化美日同盟，而與中國的政治關係

則因東海領土爭議而處於停滯狀態(郭育仁，2014)，值此之際，加強與臺灣的關係

更顯重要。在此氛圍下，便營造出臺日漁業協議簽定絕佳條件，本文以羅德明

(Lowell Dittmer)創立，及國內學者推衍之戰略三角關係架構模型觀察並分析，採比

較個案研究方式去論證其臺日漁業協議簽定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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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本研究之方法與架構 

文獻分析法 深度訪談法 問卷法 

(一)本研究將廣泛蒐集中文、英

文、日文專書、期刊論文、

官方文件及相關報章、雜誌

報導，加以分析研究臺日漁

業協議簽署之關鍵因素。 

 

(二)由自變項的差異點(原因)，推

論至依變項(結果)，尋找證據

證明因果關係之存在。 

(一)對本議題直接、間接相關之

重要人士作深度訪談，以

佐證自變項差異點與依變

項間的因果關係。 

 

 

(二)預計訪談人員: 

臺灣部分: 

外交部、漁業署、宜蘭縣

政府等相關業務主管、承

辦人員。頭城、蘇澳漁會

理事長、總幹事。 

 

日本部分: 

曾參與臺日漁業談判人士

及對此領域有深入研究學

者。 

(一)了解臺灣漁民在李扁與馬

時期對政府整體漁業政

策執行護漁的滿意度及

簽署漁業協議後，對漁民

的影響為何?作為結論之

補充資料。 

(二)預計問卷發放對象: 

蘇澳、頭城相關漁會代表

以上幹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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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之安排 

本研究各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之背景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第五節   章節之安排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變項之假設 

第一節   戰略三角關係理論相關文獻之探討 

第二節   釣魚台主權紛爭與臺日中競合關係文獻之回顧 

第三節   臺日漁業談判在李扁與馬時期之變項假設 

第三章  臺日漁業談判之背景分析(自變項相同點) 

第一節   臺灣政府及民意對釣魚台列嶼島主權之立場 

第二節   日本政府及民意在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立場 

第三節   中國大陸對釣魚台列嶼主權之立場 

第四節   美國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之立場 

第四章  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臺日中關係之比較(自變項差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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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李扁政府時之臺日中關係之分析 

第二節   馬政府時期臺日關係之分析 

第三節   馬時期臺中、日中關係之分析 

第四節   李扁與馬時期臺日關係之比較 

第五章  臺日簽訂漁業協議關鍵因素分析(依變項分析) 

第一節   日本在李扁政府時期對臺戰略思維與行動 

第二節   日本在馬政府時期對臺戰略思維與行動 

第三節   日本對臺戰略與行動在李扁與馬時期之分析比較 

第六章  臺日漁業協議簽訂後臺日雙方之影響 

第一節   對臺灣影響與效應之評估 

第二節   對日本影響與效應之評估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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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將依以下章節進行: 

第一章 緒論 

包括了研究的問題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變數界定及研究方法、研究章節之安排。在研究問題背景，說明臺日漁業爭

議的源起、及臺日漁業談判過程的概述。在研究動機及目的上，希望對 2013

年臺日漁業簽定的主要因素以比較個案研究之方式加以釐清。在研究範圍與

限制上，界定了本研究之範圍及相關研究的限制。另外在變數的設定上，則

假設自變項與依變項，以論證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的自變項與依變項的因

果關係。在研究方法上，質化與量化並重，先從文獻分析著手再進行深度訪

談，另外以量化研究方面，發放問卷了解漁會幹部對臺灣整體漁業政策及簽

定臺日漁業協議的看法。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變項之假設 

先作戰略三角關係理論原型之探討，再說明學界由大戰略三角衍生到小

戰略三角的論述，本研究則引用小戰略三角架構來分析「臺日中」三方的互

動，從戰略思維層衍生到功能性議題的探討。另外，變項部分則尋找李扁政

府時期與馬政府時期相同的自變項。其次，假設馬政府時期與李扁時期不同

的 5 個自變項。最後，由自變項的差異點推論到依變項的結果。 

第三章 臺日漁業談判之背景分析(自變項相同點) 

在臺日漁業談判的前期、後期，找出相同的控制因素。論證不管在李扁

時期或馬時期，臺灣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主張並無重大差異，另外日本、中

國、美國對釣魚台列嶼爭議的立場亦無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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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李扁時期與馬時期臺日中關係之比較(自變項差異點) 

本章主要在探討差異的自變項，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最主要的差異變項是

臺日中競點關係發生變化，探討兩岸關係的穩定與提升、中國大陸整體性之崛起、

東海和平倡議、日中東海衝突日益加劇、日本民間對中國及臺灣好感度之變化，

第一節先分析李扁時期的臺日中關係，第二節、第三節分別分析馬時期的中臺、

臺日、中日三組雙邊關係的變化，因為篇幅較長故區分為二節，最後一節做綜合

比較分析。 

第五章  日本對臺戰略思維的轉變與漁業談判立場的鬆動(依變項分析) 

比較日本對臺外交政策在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有何不同?態度的為何在馬時

期產生重大轉變，用戰略三角關係來論述，由於日本不願成為臺中日三角關係中

的孤雛，進而改變對臺態度。 

安倍的友臺政策展現在:此一時期日本與臺灣簽訂了的事務性協議的數量前所

未有，從 2011 年 9 月的臺日投資保障協議、2011 年 11 月的臺日開放天空協議，2013

年臺日漁業協議在此雰圍下，水到渠成而簽定。其中臺日投資保障協議甚至更早

於中日投資保障協議簽定。此外，馬政府時期臺日高層互訪層級與規模更甚於李

扁政府時期，13日臺自由貿易協定(FTA)幾乎進入洽簽階段，因為福島核災食品進口

的問題而中斷。14  

     

 

                                                 
13馬政府時期日本政府卸任首相來台包括了，前首相麻生太郎 2010 年 4 月 5 日訪台四天，現任首

相安倍晉三 2010 年 10 月 31 日以自民黨總裁訪台 2 天、2011 年 9 月 6 日訪台 3 天。2015 年 4 月

30 日前首相野田佳彥訪台四天。 
14從 100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核電廠核災事件後，食品藥物管理署已針對日本福島、茨城、櫪木、

群馬及千葉等 5 縣生產製造的食品，暫停受理進口報驗。請參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https://www.fda.gov.tw。 

https://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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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臺日漁業協議簽訂後臺日雙方之影響 

簽訂協議後已初步建立解決雙方漁業糾紛的架構，亦對臺日雙方漁民產生不同

的影響，藉由文獻探討、深入訪談、問卷調查去了解漁業協議簽定後，對臺日雙

方漁民產生的衝擊與效應。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研究發現部分，說明臺日漁業協議簽定關鍵因素包含臺日雙方的見解與綜合

評析，論證戰略三角理論，確實是國家為整體戰略利益，而做出決策考量的重要

基礎。研究建議部分，持續關注臺日漁業委員會事務性談判、日本對臺日漁業協

議的後續爭議。 

表 1-4:本研究章節之安排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

變項之假設 

第三章 

臺日漁業談判

之背景分析 

(自變項相同點) 

第四章          

李扁時期與馬時期

臺日中關係之比較

(自變項差異點) 

第五章        

日本對臺戰略

思維的轉變與

漁業談判立場

的鬆動   

(依變項分析) 

第六章     

臺日漁業協

議簽訂後對

臺日雙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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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變項之假設 

第一節 戰略三角關係理論相關文獻之探討 

壹、戰略三角關係理論之原型 

學者 Dittmer 率先將賽局的概念，引入戰略三角中，開啟戰略三角的國際政治

理論後，便成為探討三角關係頗具詮釋力的理論模型。15從冷戰時期的「美、蘇、

中」戰略三角到近期的其它戰略三角，如「美、中、歐盟」、「美、中、印度」等

族衍甚繁。戰略三角之原型主要在分析實力對等的大國間的戰略思維，用以解釋

因之而引發的各方競合行動。並將三角關係依照彼此友善(amity)或敵對（enmity），

分為：三邊家族型(Menage a trois)、羅曼蒂克型(Romantic)、結婚型(Marriage)、單

位否決型(Unit-veto)、三邊家族型－三方相互維持友好的關係(包宗和、吳玉山，

1999)。 四種類型說明: 

一、三邊家族型:三方相互維持友好的關係 

二、羅曼蒂克型:三方之其中一方同時與另外兩方保持友善的關係，而後者相互

間是一種敵對關係。 

三、結婚型:三方之中有兩方維持雙邊友好關係，同時與第三方交惡。 

四、單位否定型:三方相互間均呈現出敵對的關係。 

當三方關係中，任何雙邊關係的改變，影響到自身利益時，就會試圖去改變

政策來改善自己的三角關係中的地位。Dittmer 雖然提出以上四種模式，卻認為在

歷史經驗上「婚姻型」與「羅曼蒂克型」較為常見，其戰略價值的優劣排序分別

為樞紐(pivot)>夥伴(partner)>側翼(wing)>孤雛(outcast)。 

                                                 
15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The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 4（January 1981）, pp. 485~515；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1987）,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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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戰略三角關係理論之推演 

Dittmer 在提出大戰略三角理論後，亦提出「小戰略三角」的概念，他認為在

2001 年中俄簽署「中俄友好條約」，成為「戰略伙伴」，友好關係讓中國將布署北

方重兵得以移置東南沿海，對臺構成威脅，但也強化了美國對臺之安全保障。就

戰略三角關係而言，臺灣在「中美俄」大戰略三角下經常成為籌碼，臺灣形成另

一個依賴性的小三角關係。美中關係變壞時，臺美關係就變好，反之亦然(Dittmer，

2002、2005)。 

受到「大戰略三角」的研究架構影響之下，國內學者吳玉山教授相當程度承

續了 Dittmer 對「戰略三角理論」的分析概念及理論假設，並將其運用在兩岸關係

的研究領域上，形成了所謂的「美中台」小戰略三角。 

吳玉山教授以正負號代表三邊相互間的親善與敵對關係，將 Dittmer 戰略三角

區分為三邊為正，二正一負，二負一正和三邊為負的關係。三方面因所處的不同

類型而有樞紐(pivot)、朋友(friend)、夥伴(partner)、側翼(wing)、敵人(foe)、孤雛

(outcast)六種角色扮演（依優劣排序），吳玉山教授的分析架構下，戰略三角是一

種不斷嘗試提升自我地位的互動關係，包宗和教授以量化指標賦予三方行為者在

Dittmer 不同三角類型中的自我效益，以及提升自我效益的指向及其牽動的三角關

係轉變，在戰略三角中，三方基本處於一種既合作又對抗的情況(包宗和、吳玉山，

1999)。 

另一方面，吳玉山教授亦將戰略三角關係，由大國間的大戰略思維，推衍到

「美中臺」的小三角互動關係，小三角關係則受到「美中蘇」大三角關係的影響，

形成了雙元三角關係，透過戰略三角理論模型，可以將三個國家(三方)互動事實作

系統性的探討(Wu, Yu-Shan，1996)。 

此外，其他學者運用戰略三角理論，推演分析「中美台」三角關係。包括了

「兩岸特色戰略三角」(初國華、張昌吉，2010)、「改良式三角分析法」(沈有忠，

2006)。過去學者多以小戰略三角理論研究「美中臺」關係，研究「臺日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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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不多(陳金龍，2006)，尤其以此架構去探討臺日間的功能性議題更屬罕見。 

在戰略三角關係中，基本上各方行為者都會以己方安全利益及外交政策作為

最重要的戰略思維，本研究引用小戰略三角架構來分析「臺日中」三方的互動，

從戰略思維層衍生到功能性議題，從主權到漁權探討。論證臺日漁業協議簽定過

程在三角理論架構下，各方採取的策略與結果。日本對臺整體戰略改變，也影響

到臺日漁業協議的簽定。 

用戰略三角理論探討「臺日中」互動關係乃是基於以下二點: 

一、戰略三角理論的原型固然是探討大國間安全、外交等戰略層次的議題。但學

界已將之衍生到小戰略三角的探討，且本研究主題亦是主權紛爭的戰略議

題，所衍生的漁權爭議，因而產生之功能性、事務性的議題(如圖 2-1)。 

二、日本基於戰略三角關係產生變化，而從戰略思維轉換為戰略行動，所以可以

合理推論，必然影響到許多重要的決策。因為漁業的爭議是主權爭議的延伸，

日本基於主權不退讓的底限下，但漁權的談判立場已經軟化、鬆動，而對臺

灣表達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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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釣魚台主權紛爭與臺日中競合 

關係文獻之回顧 

有關東亞海洋領土的爭議主要圍繞在釣魚台的主權的紛爭，包括了臺日中三

方競相聲索主權，持續著複雜和重疊的領土主張，是數十年來存在著緊張局勢的

根本原因，並產生了三方競合關係。彼此間如何互動?爭取對己方最有利的態勢，

則必須作通盤整體的戰略考量。回顧文獻，學者有從國際法觀點、三角架構或雙

邊關係、賽局理論等去分析、解釋三方互動的戰略與行動的抉擇。茲分別整理如

下: 

壹、從國際法觀點銓釋臺日中釣魚台紛爭的競合關係 

一、姜皇池教授從國際海洋法的觀點，認為東海大陸架劃界與釣魚台主權爭執，

應該揚棄「自然延伸原則」改採「等距中線原則」或「等中線原則」，始較能符合

臺灣本身利益(姜皇池，2010)。此外，亦有其他學者從法律角度談論臺日漁業爭端

之過程與建議(江世雄，2011；徐國勇，2010)。 

從國際海洋法觀點來建議解決主權爭執的方法，而後再處理漁權的問題。此

一觀點忽視現政治現實面是可以脫鉤處理的。我方在漁業談判過程中亦採取「等

距中線原則」與日方談判，但因雙方對主權爭議認知差距過大，因此一直無法達

成協議。 

二、蔡季廷教授將學界評論臺日漁業協議的觀點分為二種，分別是「國家主權

中心論」及「多元功能中心論」，其爭執點在於我方是否在簽定漁業協議的同時，

間接承認了日方對釣魚台的主權。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法思維，朝向一種多元主體

之基調，以因應利益高度分化的現象。據此，當利益衝突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時，

透過其他功能性議題以管理衝突，並建立多元的衝突預防程序，成為國際法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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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置爭議之外的一種重要機制(蔡季廷，2013)。 

有關臺日漁業協議無論是「國家主權中心論」或是「多元功能中心論」，均以

臺灣為出發點，探討臺灣與日本簽定漁業協議的同時，是否對主權的堅持作出讓

步。本研究則希望了解日本就同一議題，在其國內是否也產生在東海主權退讓的

不同論點?藉由蒐集日方文獻及深度訪談加以補充，而與前面論述相互輝映印證。 

貳、從雙邊關係或三邊關係銓釋臺日中釣魚台紛爭的競合關係 

一、學者賴怡忠提出了「日中臺」、「臺美日」二個三角架構，認為中美是影響

臺日關係的兩個重要關鍵。認為馬政府將日中臺關係置於三角關係架構下處理，

兩岸關係大幅進展，但臺日關係沒有獲得相應的提升。認為臺日關係應置於臺美

日三角架構下更為有利的戰略處境(賴怡忠，2013)。 

在東海爭議中美國扮演的中立的角色，在問題背景業已說明。臺灣要藉由美

國的介入獲得戰略利益，是否能實現?似乎值得商榷。其次，日中漁業協定 2000

年簽定，臺日漁業 2013 年才簽定應該是關係獲得改善的指標之一，為何說沒有提

升，尚有疑義。此外，上述觀點雖有論及多個雙邊關係，但沒寫出因為顧慮到另

一個雙邊關係改變會影響到一方的決策。 

二、蔡增家教授用三邊關係去解釋釣魚臺主權問題，偏重的不是法理分析，而

是實際問題的解決分析，建議臺日中三方舉行二軌對話或學術對談，共同解決釣

魚台的主權爭議。呼籲東海週邊國家仿照南海周邊國家，簽署《東海各方行為準

則》。改變臺灣漁權談判模式並成立臺日中共同開發委員會，解決釣魚台的主權爭

議(蔡增家，2008)。 

此一觀點雖然具有前瞻性及理想性，但如何實現二軌對話尚未具體說明。另

外日本與中國是否有此意願?未顧及現實政治考量及可行性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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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賽局理論來銓釋臺日中釣魚台紛爭的競合關係 

學者吳正光應用賽局理論，分析臺日中在釣魚台衝突互動過程，發現三方都

試圖最大化自我的利益，認為臺灣在釣魚臺的主權爭奪時，應該採取有效行動，

而不是口頭宣示主權，最後才能逼日方妥協。另一方面中共與日本競爭較激烈，

如果日本挑釁，中共會予以經濟制裁，短期進入互相傷害困境，長期則走向合作

之路(吳正光，2013)。 

用賽局理論去分析「臺日賽局」與「中日賽局」，只分別探討二個雙邊關係，

但二個雙邊互動，是否因為其二方行為改變，而影響一方的行動，則無法說明。

例如「臺日賽局」是受到中國因素的影響，若以賽局理論分析則有其限制。除此

之外，「臺日賽局」在李扁時期已經存在，臺日漁業談判在李扁歷經十餘年，皆無

法達成協議，因為賽局僅分別探討二個雙邊關係，無法一窺三方互動及相互影響

的全貌。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並未有完整論述去證明臺日中在馬政府時期確實產生戰略

三角關係的變化。此外，臺日漁權的談判基於日本握有釣魚台實際控制權，國力

不對等且無國交狀態下，可說是由日本主導整個談判過程，但國內相關文獻對日

方的觀點與立場著墨甚少，安倍政權對臺的整體戰略的轉變並衍生到功能性議題

的說明亦不足。本研究則以戰略三角關係理論的視點，去分析臺日漁業簽定的關

鍵因素，從戰略的高度衍生到功能性的議題，並以比較個案的研究方式，探討哪

些變項的改變，因而導致三方關係中的雙邊關係產生變化，為了改善自身的地位

而採取不同的措施及行動，臺日漁業協議簽定即是在臺日中三方關係產生變動，

導致一方採取不同戰略思維下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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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日漁業談判在李扁與馬時期 

    之變項假設 

研究變項是基於一些「指標」，一種能夠被測量的意象、感覺、或概念，而能

夠有不同「數值」的呈現，便稱之為變項。為利本研究之論證，對李扁時期與馬

時期，作了控制變項與差異變項的假設，並試圖尋找這些自變項的改變後，導致

了依變項的結果。從戰略三角關係的角度，去論證為什麼臺日漁業協議是在馬時

期簽定，而非在李扁時期簽定。有關變項的設定說明如下: 

壹、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 相同點 

為利本研究以比較案例方法之進行，先將臺日漁業談判區分前期(李扁政府時

期)與後期(馬政府時期)，找出兩個案例相同之控制變項(自變項的相同點)，論證李

扁時期及馬時期，臺灣、日本、中國、美國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主張。 

一、臺灣政府與民意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立場  

      根據國際法的「原始權利」(inchoate title)之原則，我國是最早發現釣魚台列

嶼並給予命名，因此擁有該島主權。臺灣自 1970 年代開始主張擁有釣魚台主權，

1998 年我國政府公佈了〈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

域及大陸礁層法〉。又於 1999 年，公告了「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

接區外界線」，明白包括釣魚台列嶼。採「正常基線」即是以「海圖」為最低潮

線﹐來劃定釣魚台列嶼。 

我國外交部自 1971 年以來至 2013 年止，對釣魚台列嶼的問題共發表了 74

則聲明，16均堅決主張擁有釣魚台主權的一貫立場，由此可以確認李扁政府與馬

                                                 
16

 請參見我國外交部歷年來對釣魚台列嶼問題上的聲明，2013，國際關係學報，第三十五期，頁

18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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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時期對釣魚台列嶼的主張並未鬆動或改變。 

 

二、日本政府與民意在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立場 

      日本主張自 1885 年已對釣魚台列嶼(尖閣諸島)進行實地調查，並確認當時

並非清朝支配的範圍，於 1895 年，經由內閣會議，通過將釣魚台劃歸於沖繩縣。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於 1951 年締結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從法律角度上確認

了日本領土，而在其第二條所規定的日本放棄的領土中，尖閣諸島不被包含在

內。根據其第三條的規定，這些島嶼被歸納為南西群島之一部份而被置於美國

的行政管理之下。後來又根據 1972 年的《歸還沖繩協定》（《日本與美國關於琉

球群島及大東群島的協定》），尖閣諸島被包含在把施政權歸還給日本的地區之

內。 

      日本官方對釣魚台的立場是:「尖閣諸島是日本固有的領土，這無論是在歷

史上還是在國際法上都很明確，而且我國現在亦有效地控制着該諸島。根本不

存在圍繞尖閣諸島必須解決的領有權的問題。」17 

 

三、中國大陸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立場 

中國大陸主張，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島嶼是台灣

的附屬島嶼。它們和台灣一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

釣魚島主權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遂在 1992 年通過了《領海法》，再次正式將釣

魚島列嶼列入中國領海。 

2012 年 8 月初時，中國、香港與澳門的保釣人士聯合乘船出海後登上釣魚

島來宣示中國主權。另外也因日本將「釣魚臺國有化」的大動作，中國官方的

海上公務船在 2012 年幾乎是每日均在釣魚臺列嶼的領海內巡航。 

 

四、美國政府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的立場 

      美國對釣魚台群島的主權問題，提出下列之主張：「中華民國、中共和日本

                                                 
17

 請參見日本外務省全球資訊網，http://www.hk.emb-japan.go.jp/chi/territory/senkaku/index.html。 

http://www.hk.emb-japan.go.jp/chi/territory/senkak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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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對釣魚台群島提出要求。國務院的立場是美國對釣魚台列嶼的權利來自〈舊

金山和約〉；依此和約，美國只擁有行政權而沒有主權。因此美國將行政權轉移

給日本，並不構成主權的移轉，也不影響任何國家對於釣魚台列嶼的任何主張。

美國改變了原先支持日本擁有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立場，而改採較模糊的中立態

度。 

2004 年 3 月 24 日，國務院發言人埃裡利在指出該群島自 1972 年後根據琉球

歸還條約將釣魚島的治權移交日本政府。美國認識到關於釣魚島群島的「主權

歸屬」存在爭議，因此通過國務院僅發言表明該島為「日本行政管轄區」

（administrative territory），美國此後一直謹慎避免陷入對此島主權的爭執當中。 

2010 年 9 月 7 日，福建「閩晉漁 5179」號漁船在釣魚島海域與日本海上保

安廳巡邏艦碰撞，日本扣押中國入侵漁船、船長和 14 名船員後，美國國務卿希

拉蕊及美國白宮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貝德分別表示，美國對中日主權爭議不採

取立場，但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及於所有受日本行政管轄的地區，釣魚島群

島各島嶼自 1972 年即受到日本行政管轄，並表示這是美方長久以來的一貫立

場。18 

2012 年日本政府按計劃完成了對釣魚臺購島實行國有化的行動，由此導致

中日釣魚臺領土爭端危機並急劇升級，臺灣也發表聲明強烈抗議，美國在日本

將釣魚台國有化前後一樣保持中立立場。19 

 

 

                                                 
18

 請參見以下網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85%B3%E4%BA%8E%E9%92%93%E9

%B1%BC%E5%B2%9B%E4%B9%8B%E8%A8%80%E8%A1%8C。 
19

 2012 年 8 月 7 日，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要求日本政府與北京就釣魚島國有化

問題展開磋商、做出通報。2012 年 9 月 12 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的「北京在南海的崛

起勢力」聽證會中，華府智庫學者葛來儀和前國防部官員布魯克斯針對東海和南海議題發表看

法。葛來儀認為在主權問題上，美方應持中立觀點，請參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94%BF%E5%BA%9C%E8%B4%A

D%E4%B9%B0%E9%92%93%E9%B1%BC%E5%B2%9B%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85%B3%E4%BA%8E%E9%92%93%E9%B1%BC%E5%B2%9B%E4%B9%8B%E8%A8%80%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85%B3%E4%BA%8E%E9%92%93%E9%B1%BC%E5%B2%9B%E4%B9%8B%E8%A8%80%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94%BF%E5%BA%9C%E8%B4%AD%E4%B9%B0%E9%92%93%E9%B1%BC%E5%B2%9B%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94%BF%E5%BA%9C%E8%B4%AD%E4%B9%B0%E9%92%93%E9%B1%BC%E5%B2%9B%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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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 差異點 

本研究以比較案例方式進行，首先找出二個案例的控制變項後。其次，

尋找分析二個案例差異變項(自變項的差異點)，由差異變項去推論依變項(結

果)。經由觀察並閱讀相關文獻，分析李扁政府與馬政府時期，影響「臺日中」

在釣魚台主權爭議最主要的差異變項有:兩岸關係的穩定與提升、中國大陸整體

性之崛起、日中東海衝突日益加劇、東海和平倡議提出、日本民間對中國及臺

灣好感度之變化，分別敘明如下: 

一、兩岸關係的穩定與提升 

        2008 年 5 月，台灣出現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後，臺海兩岸關係迅速緩和，

一般觀察是日本政府與民間憂慮馬英九政府的兩岸、外交走向。這種論調包

括：日方擔憂馬政府重視兩岸關係的程度，超越重視臺日關係發展，如兩岸

持續和解，恐將打破日、中、美三方權力平衡結構，致使日本對台灣的影響

力逐漸下降(林正義，2010)。 

兩岸關係在馬政府時代進展快速，特別是事務層級的協商與交流極為頻

繁，每年在中國大陸舉辦國共論壇，自 2008 年以後兩岸領導人在 APEC 高峰

會會進行雙邊會談，中國大陸在此一時期省級、市級政府相關人士大量訪臺，

來臺旅客亦劇增。 

         日本戰略研究專家伊原吉之助教授，對於馬英九親中的立場及兩岸關係

快速進展表示了相當程度的憂心。認為「台灣在日本列島的南方相連，位居

日本安全保障的重要位置且是東亞和世界的穩定要衝。台灣如納入了中國的

勢力範圍，琉球及日本列島逐一倒下，動搖世界安定。20 

                                                 
20伊原吉之助，2009，〈台湾は世界安定の要衝である〉，産経新聞正論。台湾は日本列島の南に連

なり、日本の安全保障上の要の地位にある。いや、日本ばかりか、東アジア地域の、ひいては

世界の安定の要衝である。台湾が中国の勢力範囲に入ると、沖縄、日本列島が将棋倒しになり、

世界の安定が揺らぐ。だから台湾が日米安保の有事の対象になるのである。請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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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的穩定與提升，從戰略三角理論來看，中臺朝結婚型(Marriage)

的三角關係，日本則有成為孤雛(outcast)之虞，處於三角關係最不利地位。在

此狀況下，日本勢必對臺積極拉攏，提升自己在三角關係中的地位。因此必

須調整戰略思維，加強臺日關係，避免在三角關係上成為孤立的一方。 

 

二、日中釣魚台列嶼之大規模衝突 

2010 年 9 月 7 日，福建「閩晉漁 5179」號漁船在釣魚島海域與日本海上

保安廳巡邏艦碰撞，日方以「防礙執行公務」為由逮捕船長詹其雄和 14 名船

員。中方透過外交管道持續交涉未果，手段漸趨強硬，祭出封殺對日出口稀

土、取消國民赴日旅遊等措施。最後日本屈服於中國的壓力下，三星期後釋

放船長。此引發日本政壇重要人士紛紛表達不滿，認為此舉是「愚蠢而錯誤

的判斷」。21 

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國有化」，挑起新一輪主權紛爭，未料中

國大陸堅持立場，寸步不讓。日本騎虎難下，遂重施離間故技。在馬政府表

明釣魚台議題不與中國大陸合作後，臺日漁權談判在停擺三年多後突飛猛

進，「瞬間」有了結果，並於 2013 年簽訂了「臺日漁業協議」(Bevin Chu，2013)。 

2012 年日中關係和日臺關係在同一時間發生惡化，為避免成為三角關係

上的孤雛(outcast)，再選擇改善關係上，評估與臺灣改善關係成本較低，也較

易達成。另外，外交部在 2013 年 2 月 8 日發表了一篇名為「在釣魚台列嶼爭

端，我國不與中國大陸合作之立場」的聲明，22日本接收到這份訊息後，作了

政治判斷，以對臺灣大幅讓步的身段簽定了「臺日漁業協定」(野島剛，2017)。 

                                                                                                                                               
https://www16.atwiki.jp/pipopipo555jp/pages/2152.html。 

21前首相安倍晉三抨擊，放人是「愚蠢的決定」，因為中國船隻明顯入侵日本海域，日本向中國壓

力屈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痛批中國的行為「有如暴力團體。」石原慎太郎說，中國擺

出的強硬姿態「有如暴力團體在爭奪地盤。」他並抨擊日方的決定「是非常錯誤的判斷」。請參

見 2010 年 9 月 25 日蘋果日報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20100925/32838987/ 
22

 請參見中華民國外交部全球資訊網，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C641B6979A7897C0&sms=F9719E988D8675CC&s

=56A84BD617A31604。 

https://www16.atwiki.jp/pipopipo555jp/pages/2152.html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C641B6979A7897C0&sms=F9719E988D8675CC&s=56A84BD617A31604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C641B6979A7897C0&sms=F9719E988D8675CC&s=56A84BD617A3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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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海和平倡議之提出 

面對東海情勢有日漸升高的隱憂，基於「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

共同開發」之原則，馬政府於 2012 年 8 月 5 日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呼籲相關

各方：應自我克制，不升高對立行動；應擱置爭議，不放棄對話溝通；應遵守

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應尋求共識，研訂「東海行為準則」；應建立機

制，合作開發東海資源。23「東海和平倡議」內容如下：  

為深化「東海和平倡議」之效益與影響，特提出本推動綱領。 

(一)推動階段 

「東海和平倡議」之推動分二個階段，說明如下： 

1.和平對話、互惠協商 

        本階段在進一步推廣以和平方式處理東海爭議，推動一軌與二軌對話管

道之建立，促使各方在東海主要議題以雙邊或多邊協商機制，強化互信與共

同利益。 

2.資源共享、合作開發 

本階段在藉由各種對話與協商之制度化，促使各方推動實質合作計畫，建

立共同開發資源機制，形成以東海為範圍之和平合作網。 

(二)主要議題 

1.漁業：召開雙邊與多邊漁業會談及其他漁業合作交流，建立漁業合作與管理

機制。 

2.礦業：推動在臺灣北部海域之合作探勘，建立合作開發與管理機制。 

3.海洋科學研究與海洋環境保護：執行跨國之東海相關海洋與生態研究計畫。 

4.海上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推動雙邊與多邊執法機關交流及海難救助之合 

作，建立海上安全及打擊海上犯罪之合作機制。 

                                                 
23

 請參見中華民國外交部全球資訊網。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C14F8DEC157DDF51&sms=C6A181E8F32C2BBA&s=

5DCC6BCBF4C9B479。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C14F8DEC157DDF51&sms=C6A181E8F32C2BBA&s=5DCC6BCBF4C9B479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C14F8DEC157DDF51&sms=C6A181E8F32C2BBA&s=5DCC6BCBF4C9B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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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東海行為準則：推動一軌與二軌對話機制，研議和平解決爭端機制；強化 

互信，促成相關各方簽署「東海行為準則」。 

(三)推動目標 

        中華民國政府身為國際社會上「和平的締造者」角色，在提出「東海和

平倡議」及推動綱領後，期盼各方能採取「以協商取代對抗」、「以臨時措施

擱置爭議」的方式，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長期而言，能進一步從現有之「臺

日」、「兩岸」、「日陸」三組雙邊對話，邁向多邊協商，落實東海之和平與合

作。 

東海和平倡議提出後，將主權暫時擱置，深盼相關各方共同努力，俾「東

海和平倡議」早日實現，使東海成為「和平與合作之海」。日本則由官方主導

整個漁業談判。日本在談判過程中，在國內也引起很大爭議，外務省與水產

廳及沖繩當地漁民產生極大的對立，但是在官邸主導下終究推進了這樣的談

判對話(川島真，2013)。 

臺日漁業談判歷經 17 年未達成協議之主要癥結在於釣魚台主權之爭議，

以及雙方對於劃設 EEZ 之立場不同(劉家禎，2013)。日本學者川島真則認為，

馬時期的東海和平倡議擱置釣魚台列嶼主權且不與中國合作，可避免中台勢

力結合而對日施壓(川島真，2013)。蔡季廷教授從國際法觀點，認為消極擱置

爭議是一種重要機制，臺日漁業協議就是在一種「制度—程序」思維脈絡下

所簽定(蔡季廷，2013)。 

        東海和平倡議的精神是「主權爭議」先擱置，我方認為主權是有爭議的，

而非「擱置主權」。過去漁業談判以主權為優先，但東海和平倡議後談判順序

作調整，先將主權爭議擱置，優先處理漁權問題。日本最終沒有去挑戰我們

對主權的堅持，因此最後達成漁業協議的簽定。24 

                                                 
24依據臺日漁業協議第四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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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日本並不否認我方對釣魚台主權的主張，

我方亦採取相同措施，亦可說是各自表述己方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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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大陸整體性之崛起 

中國崛起雖已成沛然不可擋之趨勢，而且在 2010 年又超越了日本成為了世界

上第二經濟大國，所以一時之間，所謂的中美共治之 G2 時代的到臨，似乎甚囂塵

上。中國的崛起已成為當今世界的熱門議題。尤其是對中國重要鄰國的日本而言，

如何對應中國的崛起，則成為日本重要的課題(蘇俊賓，2012)。 

中國的崛起引發了美日等大國的不安，日本各界普遍認為中國是個威脅，25因

此試圖拉攏美國及周邊國家來防範中國(徐斯勤、李靜旻，2008)。因此在臺日中三

角關係，日本勢必更加強與臺灣合作，以共同對抗中國。 

中國崛起表現在全球經濟、政治、軍事及科技等方面實力的增長。由於中國

擁有穩定而眾多的人口，以及快速增長的經濟和軍事支出，因此經常被視為是一

個潛在的超級大國。其表現在以下幾個面向: 

(一)軍事力量的崛起 

2011 年 8 月 10 日，改裝完畢後的遼寧號航母進行了首次試航。另外中國

還擁有規模有限的核武庫，還是世界上 5 個獨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之一。軍

用的大飛機研製據信也已啟動，屆時中國可能會研製擁有遠程的大型戰略轟

炸機。 

(二)政治與外交力量的崛起 

       不僅在東亞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也大力推動發展和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

2006 年 11 月，中國在北京舉辦了中非合作論壇，共有 48 個非洲國家的領袖出

席了這次論壇，再次顯示出中國在非洲的巨大影響力，2009 年取代美國，成為

非洲最大貿易夥伴。此外對中亞、中東、東南亞、歐洲等影響力亦不容小覷。 

(三)經濟力量的崛起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 GDP 指數 30 年來以年均 9%以上的高速度增長，是歷

                                                 
25曾復生，2013，〈東海識別區 掀美日戰略矛盾），《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金會-國政分析》，請參見

2013 年 12 月 3 日 http://www.npf.org.tw/3/12985。隨著 2010 年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後，日本社會普遍彌漫一股優越感旁落的焦慮，並開始對「中國崛起」產生反感與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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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增長速度最快、體量最大的經濟實體。根據 IMF 統計數據，2014 年中國

經濟總量以 17.6 兆美元超過美國 17.4 兆美元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購買

力平價）2010 年中國 GDP 總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居美國之後）。 

 

 

五、日本民間對中國及臺灣好感度之變化 

就在中國崛起後，反而使得中日兩國更不具有好感，26但是又得互相依靠

的情況下，其外交的發展就顯得非常微妙。而在此政策制定環境下，日本政

府真得制定既競爭又合作的對中政治(蘇俊賓，2016)。 

根據 2013 年所作調查，日本人對台灣人「感到親近」的比例高達 63%，

比對韓國人的 32%、對中國人的 14%高出甚多。27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總務部長

柿澤未知說:在 311 東日本大地震後，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好感度已更進一步上

升。28 

        日本因 2012 年日中東海的嚴重衝突，對中國的好感度降至最低點。相對

而言，日本民眾對臺灣的好感度則逐年提高。政府推動相關政策通常要輿論

及民眾的支持較易成功。民間對臺灣的好感與支持，亦有助於日本對臺政策

更具彈性、更趨務實。 

 

 

                                                 
26

 根據 BBC 在 2010 年 4 月所公布的民調（BBC World Service Poll, 2010），只有 18%的日本人

對中國持有正面的印象，但是卻有 38%的日本人持負面印象。相對地中國則有 29%的人民對日

本持正面印象，卻有 47%不具好感。不過根據此一調查資料，對中國持正面大於負面印象的國

家幾乎都是開發中國家，例如肯亞、埃及、巴西等等；但是先進國家如德國、法國、美國之人民

對中國持負面印象的比率則遠遠高過其正面印象的人民。至於對日本的看法，似乎也只有中國人

民持正面印象遠低於負面印象比率。 
27

 2014 年日本人對台灣的親近感則提升至 67%。請參見外務省の「最近の日台関係と台湾情勢 」     

によると回答した日本人の 67%、台湾の人の 65%が互いに親近感を抱いているそうです。 
28

 風傳媒，40 年來關係最佳 日方：日人對台灣人「感到親近」的比例高達 63% 

http://www.storm.mg/article/84696，20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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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  

一、日本對臺的友好政策 

整體而言，因為「臺日中」戰略三角關係在馬政府時期已經發生變化，

因此在行動上也必須有所調整以符合國家最高利益。日本認知到戰略三角關係

自我地位的變化，既然要改善臺日關係，就必須對臺讓步、釋出善意。安倍政

權在馬政府時期，對臺政策的轉變展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雙方高層互訪的規模與層級更甚於以前 

在馬政府時期，日本卸任首相來台包括了:前首相麻生太郎 2010 年 4 月

5 日訪台四天，現任首相安倍晉三 2010 年 10 月 31 日以自民黨總裁訪台 2

天、2011 年 9 月 6 日訪台 3 天，2015 年 4 月 30 日前首相野田佳彥訪台四天。

安倍晉三與麻生太郎兩位首相卸任後訪問臺灣時都表示日本與臺灣是有自

由民主、基本人權以及法治社會等共同價值的友好夥伴，形成現在密切的

臺日關係。 

(二)實務關係大幅進展 

       包括日本支援在臺灣的日本研究，開通松山與羽田機場直飛航線(2008

年)，開設了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於北海道的札幌辦事處(2009 年)、2012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於海參崴舉行，日本的野田首相與台灣的前副總統連

戰舉行了雙邊會談等，此外，2014 年臺日貿易總額達到 644 億美圓。文化、

觀光交流皆大幅成長。 

(三)簽定事務性協議質與量大幅超過以往 

       過去日本與臺灣累積簽定了 50 餘項事務性協議，其中 25 項是在馬政府

任內簽定。29事務性協商與協議簽定，讓臺日關係更加緊密、互動更為頻繁。 

 

                                                 
29

  請參閱松田康博，2017 年，臺大臺日關係概論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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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對臺漁業談判立場轉變 

由於戰略思維改變，因此日本在漁業談判立場開始鬆動、談判策略亦

產生轉變。2012 年 9 月時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與總統特使連戰利用亞太經

合高峰會(APEC Summit)，達成重啟兩國漁業會談的共識。302012 年 10 月外

務大臣玄葉透過交流協會發表聲明，願意重啟臺日漁業談判。日本主動拋

出與臺會談之意願，並作出讓步在臺日外交上始屬罕見。 

雖然有學者認為日本在臺日漁業協議中埋下伏筆，以漁權換取我方默

認日本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但臺日漁業協議第四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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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方堅持釣魚台主權築下一道防線，採取

擱置主權爭議，先爭取談判空間乃是不得已的務實作法。況且日本官方立

場從不承認釣魚台存在主權爭議，馬總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迫使日方

承認釣魚台存在主權爭議，亦可視為一種策略的運用。 

 

三、簽訂臺日漁業協議，雙方均有讓步但日本讓步幅度顯然高於臺灣 

(一)日本讓步的表現 

1.日本具有實質控制釣魚台優勢。 

2.臺日國力不對等且無邦交，日方在談判上具有主導地位。 

3.影響到沖繩漁民的權益，在農林水產廳、沖繩漁民強烈反對，仍與臺灣簽

定協議。 

 

                                                 
30

  新唐人，APEC 亞太經合會台灣成果多，連戰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晤談。與會人士透露，台灣

談判代表在會談觸及釣魚台議題時表明，釣魚台附近海域是台灣漁民傳統漁場，但因為經常受

到日方干擾，因此只要漁民出海到釣魚台附近捕魚，海巡署就會派船護漁，因而與日本保安廳

巡邏船對峙，長此下去易生意外，日方應認真考慮解決之道。與會人士說，與野田等日本代表

雙方達成共識，暫時擱置主權爭議，合作開發包括釣魚台海域的漁業資源，並於本週內重啟磋

商。http://www.ntdtv.com/xtr/b5/2012/09/11/a762066.html.2012/9/10。 

http://www.ntdtv.com/xtr/b5/2012/09/11/a762066.html.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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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 15 至 17 回合談判立場讓步與改變 

1.東海和平倡議，我方主權爭議的擱置。過去談判主權優先。基本立場是不

變，但談判順序作調整，是小幅讓步。 

2.釣魚台國有化後，2012 年為生存護漁權保釣運動，臺灣漁民給了政府壓

力，促使政府必須儘速解決漁權問題。馬政府希望保釣運動能夠低調降

溫，以利我方與日本的漁權的談判。先解決漁權問題，再解決主權問題。 

3.中臺在釣魚台議題不合作。31雖然在 1996 已經發表過相同聲明，但李登輝

時期中臺關係緊張，臺日漁業談判的爭執點在「主權爭議」問題，此聲明

在談判過程中亦未提及。 

(三)整個談判過程日本立場鬆動、轉變比臺灣更大，從歷年談判過程，日方態

度始終強硬。呼應了戰略思維的轉變，其採取的行動亦隨之改變。因此，

2013 年 4 月 10 日於臺北市臺北賓館召開第 17 次臺日漁業會談後所簽署的

文件，針對雙方重疊專屬經濟海域的漁業作業安排達成協議，擴大北緯 27

度以南，臺灣漁船的作業範圍。日本各界均認為臺日漁業協議是對臺的一

大讓步、極具善意的表現，若非基於當時國內外情勢及戰略利益考量，日

本談判立場不作改變，則臺日漁業協議簽定恐怕仍是遙遙無期。 

 

 

 

 

 

                                                 
31

 1996 年 9 月行政院成立「釣魚臺專案小組」，並訂立 4 項處理原則，分別為：堅決主張擁有釣

魚臺列嶼主權、以和平理性方式解決問題、不與中國共同處理、優先維護漁民權益。但當時日方

並無簽定漁業協議之意願，因為主權問題相持不下，在談判過程中，臺中不合作亦非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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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初步發現 

壹、馬政府時期「臺日中」戰略三角關係發生變化 

2008 年馬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和解、中國整體性崛起、2012 年日中在東海衝

突日益加遽，而美國的立場又曖昧不明。值此之際「東海和平倡議」的提出，等

等因素，都為臺日漁業協議簽定營造良好條件。但整體而言，日本考量到東海危

機攸關國家安全利益，臺灣則因地緣政治，進而形成「臺日中」的戰略三角態勢。

日本不希望中臺在東海議題合作，而在三角關係上成為孤雛(outcast)，藉由拉攏臺

灣來牽制中國其意圖十分明顯。這是安倍政權整體的戰略企圖，而臺日漁業協議

只是其中的一環。 

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在 2012 年日中東海危機一觸即發，而馬政府拋出「東

海和平倡議」，暫時擱置主權爭議先談漁權。在「臺日中」戰略競合關係上，增加

了與日本的議價空間。日本在考量與中國或臺灣關係改善上，中國對主權爭議是

攸關民族性、歷史性的問題絕不可能讓步，而對臺灣在漁權上作出讓步是較為可

行的，因此最後選擇與臺灣改善關係。 

進一步而言，「東海和平倡議」的提出，在臺日漁權談判雖扮演一定的催化功

能，但日本對釣魚台的主權硬核心(hard core)的主張並沒有軟化，我方的主權爭議

擱置作為，僅能視為日方一個否決(veto)的因素。若非戰略三角關係發生變化，則

日本握有釣魚台實際控制權的優勢，在國力不對等且無邦交之基礎下，則未必會

主動與我方洽簽臺日漁業協議。 

比較李扁時期與馬時期日本對臺戰略的轉變，2012 年第二次安倍內閣上任

後，整體對外政策是以強化日美同盟路線和包圍中國為主，但在美國對東海議題

態度模糊下，日本在「臺日中」戰略三角關係中的地位更顯重要。戰略三角是一

種不斷嘗試提升自我地位的互動關係，日本若不願成為孤雛(outcast)，必須改善與

臺灣的關係，對臺表達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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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日戰略思維與行動轉變，進而漁業談判立場鬆動 

2012 年日本意識到「臺中日」戰略關係已產生變化，日中、日臺關係同時變

壞，日本不願成為三角關係中的孤雛(outcast)。而改善日臺關係比日中關係更為可

行。而臺日漁業協議只是日本戰略思維改變，行動轉變的其中一環而已。 

觀察此一時期日本與臺灣簽訂了的事務性協議的質與量超出以往甚多，32從

2011 年 9 月的臺日投資保障協議、
33
2011 年 11 月的臺日開放天空協議，2013 年的

臺日漁業協議，都是在此雰圍下，水到渠成而簽定。其中臺日投資保障協議甚至

更早於中日投資保障協議簽定。臺日自由貿易協定(FTA)也幾乎要簽定，惟因福島

核災食品進口爭議而中斷。臺日關係在各方面來說是近 40 年來最佳。34「許多人認

為臺日租稅協定難度太高，不可能成功，但最後簽了；漁業協議談了 17 年，後來

也完成簽署，顯示雙方關係已有長足進步。35 

臺日漁業協議為臺日間準官方層級的民間協議，但置於「臺日中」三角關係，

其戰略意涵則顯得格外重要，其背後隱藏日中的衝突與角力，絕對不能忽視。臺

灣如向大陸靠攏，對日本而言，在三角關係中形同被孤立，因此改善日臺關係顯

得格外重要。 

另一方面，中國基於「一個中國」的原則，在馬政府時期，積極經營兩岸關

                                                 
32

 2010 年的〈強化日臺交流合作備忘錄〉，2011 年的〈投資保障協議〉、〈開放天空協議〉、〈臺日

厚重情誼倡議〉，2012 年〈日臺專利審查高速公路備忘錄〉，2013 年的〈日臺電子商務合作協議〉

〈日臺電子商務合作協議〉、〈日臺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日臺藥物法規

合作框架協議〉、〈日臺鐵路交流及合作瞭解備忘錄〉、〈日臺海上航機搜索救難合作之協議書〉。 
33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線上新聞發布，日本是我國第 2 大貿易夥伴，及外資與技術的主要來源。

據統計，2010 年臺日雙邊貿易額近 700 億美元；過去 50 年來，日本對我國直接投資金額高達

165 億美元；我國對日本投資金額接近 16 億美元，臺日雙方簽署投資協議後，將可擴大及深化

雙方經貿投資關係。

https://www.moea.gov.tw/CWS/tji/news/News.aspx?kind=1&menu_id=6683&news_id=37，

2011/9/22。 
34

 日本交流協會總務部長柿澤未知表示，臺日關係近 40 年最佳，且近 5 年陸續簽署投資、租稅等

合作協議，爭議 10 餘年的漁業協議亦完成簽署。他也強調，過去 5 年來，日本與台灣簽署許多

重要合作文件，包含租稅協定、投資協議等，是雙方經濟關係上非常大的突破。請參見外務省，

2014，《最近の日台関係と台湾情勢》。頁 1-15。 
35

 風傳媒，40 年來關係最佳 日方：日人對台灣人「感到親近」的比例高達 63% 

http://www.storm.mg/article/84696，2016/3/8。 

https://www.moea.gov.tw/CWS/tji/news/News.aspx?kind=1&menu_id=6683&news_id=37，2011/9/22
https://www.moea.gov.tw/CWS/tji/news/News.aspx?kind=1&menu_id=6683&news_id=37，2011/9/22
http://www.storm.mg/article/84696，20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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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此一時期兩岸關係相對穩定，對臺日漁業談判而言，為營造和諧的兩岸關係，

中國睜一眼閉一眼，最後臺日簽定漁業協議也只能象徵性的批評，36在此雰圍下成

就了臺日漁業協議，對臺灣漁民而言，可以不受日方干擾而在釣魚台週邊海域作

業。 

 

 

 

 

 

 

 

 

 

 

 

 

 

 

 

 

 

 

                                                 
36

 臺日簽定漁業協議後，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隨即在例行記者會上表達關切，希望日本在臺灣

議題上能夠恪遵「一中原則」，並審慎、適當的應對，其措辭雖然表達不滿，但已相當緩和，這

與馬政府「親中立場」，為營造兩岸和諧關係不無關係。請參見 

Reuters. 2013“China angered as Japan, Taiwan sign fishing agreemen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japan-taiwan-idUSBRE93909520130410。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japan-taiwan-idUSBRE939095201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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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日雙方均有妥協讓步，最終簽定臺日漁業協議 

日本因具有實質控制釣魚台優勢，加上臺日國力不對等、無國交前提下，在

談判上佔有主導地位。在農林水產廳、沖繩漁民強烈反對下，仍與臺灣簽定漁業

協議，日本媒體、學者及漁界咸認為是對臺灣的一大讓步。 

但臺灣 15 至 17 回合談判立場亦有鬆動與軟化的情形，如東海和平倡議，我方

主權爭議的擱置，優先解決漁權問題，亦是一種談判立場的讓步。此外談判過程

中保釣運動低調降溫、中臺在釣魚台議題不合作，亦是我方善意的表現。整體而

言，日本立場轉變與讓步顯然比臺灣大，此即受到戰略思維轉變，其行動亦隨之

改變。 

臺日漁業談判歷經了 17 回合談判，對臺灣不管是外交、內政上都是很重要的

政策目標。日本認知到戰略三角關係自我地位的變化，既然要改善臺日關係，就

必須對臺讓步、釋出善意，雖然簽定該協議引起沖繩地區漁民的不滿與反彈，但

在官邸及外務省的整體戰略利益考量下，終於完成協議簽定。也初步建立臺日之

間的漁權爭議解決的框架，但事務性的作業規則仍然必須根據此一協議架構進行

後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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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日漁業協議全文 
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漁業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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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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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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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北緯 27 度、東經 126 度 20 分 

(b) 北緯 27 度、東經 122 度 30 分 

(c) 北緯 24 度 46 分、東經 122 度 30 分 

(d) 北緯 24 度 49 分 37 秒、東經 122 度 44 分 

(e) 北緯 24 度 50 分、東經 124 度 

(f) 北緯 25 度 19 分、東經 124 度 40 分 

(g) 北緯 25 度 29 分 45 秒、東經 125 度 20 分 

(h) 北緯 25 度 30 分、東經 125 度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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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北緯 25 度 32 分 17 秒、東經 125 度 30 分 

(j)  北緯 25 度 40 分、東經 126 度 

(k) 北緯 26 度 30 分、東經 126 度 

(l) 北緯 27 度、東經 126 度 20 分 

(2）協議適用海域中下列所揭各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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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北緯 26 度 30 分、東經 126 度 

(b) 北緯 26 度 20 分、東經 125 度 30 分 

(c) 北緯 25 度 32 分 17 秒、東經 125 度 30 分 

(d) 北緯 25 度 40 分、東經 126 度 

(e) 北緯 26 度 30 分、東經 126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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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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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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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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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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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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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北緯 27 度、東經 126 度 20 分 

(b) 北緯 27 度、東經 122 度 30 分 

(c) 北緯 24 度 46 分、東經 122 度 30 分 

(d) 北緯 24 度 49 分 37 秒、東經 122 度 44 分 

(e) 北緯 24 度 50 分、東經 124 度 

(f) 北緯 25 度 19 分、東經 124 度 40 分 

(g) 北緯 25 度 29 分 45 秒、東經 125 度 20 分 

(h) 北緯 25 度 30 分、東經 125 度 30 分 

(i) 北緯 26 度 20 分、東經 125 度 30 分 

(j) 北緯 26 度 30 分、東經 126 度 

(k) 北緯 27 度、東經 126 度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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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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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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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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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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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關於在漁業領域合作之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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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委員會視需要，得與漁業相關民間團體共同開會。 

(7) 委員會所做決定，需經全體出席委員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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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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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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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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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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日漁業談判 17 回合大事紀 
回

合 
時間 

地

點 
會談原因 會談主要內容 備註 

1 1996

.8 

臺

北 

1996 年 6 月，日本批准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同年 7 月公佈

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

法。依該法，日本領海基線外

側 200 海里為日本專屬經濟

海域。倘日本 200 海里專屬經

濟海域與其他沿岸國發生重

疊時，應以中線或日本與該沿

岸國所達成協議之界線，作為

日本專屬經濟海域的界線。由

於日本許多小島 鄰近臺灣，

兩國經濟海域嚴重重疊，漁權

糾紛隨即產生。為處理臺日漁

業糾紛，臺日漁業協議開始談

判。 

因臺日雙方對於劃界原則的適用採行不同看

法，同時兩國都十分重視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

題，兩國因而在該年 8 月、10 月分別進行了第

1、2 次的漁業會談，但這兩次會談因對於釣魚

台列嶼主權的爭議而沒有實質進展 

 

但始終沒有結果。問題的癥結在於，日方堅持

主張以地理中間線劃設與臺灣相鄰之專屬經

濟海域，如此一來，海域中線剛好落在蘇澳外

海，宜蘭的漁民只要從蘇澳出海一個多小時， 

尚未作業就闖入了日本經濟海域，是以雙方糾

紛不斷。2004 年起，日本開始嚴格依據其主

張的「中間線」執法，因此導致更多臺灣籍漁

船被日本驅趕、扣捕、以及罰款後釋放的案例

發生。 

李登輝

(1988〜 

2000) 

2 1996

.10 

東

京 

1996.7 日本允許民間人士在

釣魚台列嶼設置燈塔，引起保

釣人士抗議，政府呼龥冷靜以

對。外交部次長程建人，向日

本傳達希望 1996.10 在臺北召

開漁業談判。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漁業協定 

民眾 

日報

1996.9.2

4 

3 1996

.12 

臺

北 

 雙方協議這項會談未來將不涉及釣魚台列嶼

主權爭議及專屬經濟海域劃界，並由雙方事務

性層級人員針對漁船作業水域範圍、船數、漁

獲量等議題協商。 

 

4 1998

.11 

東

京 

 1998 年至 2004 年共進行了 8 次會談卻沒有進

一步的具體成果。 

 

5 1999

.4 

臺

北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漁業協定 

陳水扁

(2000〜 

2008) 

6 2000

.6 

東

京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重疊經濟水域漁船作業範圍及漁業協定 

三、秋刀魚漁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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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0

.7 

臺

北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重疊經濟水域漁船作業範圍及漁業協定 

三、秋刀魚漁船作業 

 

8 2000

.8 

東

京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重疊經濟水域漁船作業範圍及漁業協定 

三、秋刀魚漁船作業 

 

9 2000

.8 

臺

北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重疊經濟水域漁船作業範圍及漁業協定 

三、秋刀魚漁船作業 

 

1

0 

2000

.9 

東

京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重疊經濟水域漁船作業範圍及漁業協定 

三、秋刀魚漁船作業 

 

1

1 

2001

.8 

東

京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重疊經濟水域漁船作業範圍及漁業協定 

三、秋刀魚漁船作業 

 

1

2 

2003

.3 

臺

北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北緯 27 度以南、以北漁船作業水域管理 

三、漁業協定草案 

四、秋刀魚漁船作業 

 

1

3 

2003

.6 

東

京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北緯 27 度以南、以北漁船作業水域管理 

三、漁業協定草案 

 

 

1

4 

2004

.9 

臺

北 

行政院發言人卓榮泰說，有關

臺灣與日本重疊經濟海域的

問題，雙方已談判十四次，過

去都由農漁單位交涉，謝揆也

指示外交系統介入談判，使經

濟海域糾紛及早定案，減少衝

突。 

一、釣魚台列嶼主權 

二、北緯 27 度以南、以北漁船作業水域管理 

三、漁業協定草案 

 

 

1

5 

2005

.7.29 

東

京 

2005 年 6 月 8、9 日我國蘇澳

籍漁船「漁津 128 號」「漁津

一二八號」，在蘇澳外海一百

二十浬、我方暫定執法線附近

作業時，遭兩艘日本水產廳船

艇要求收網離開，海巡署聞訊

後派遣「巡護三號」前往援

隨後臺日於舉行第 15 次臺日漁業會談，此次

會談中我國重申了對釣魚台列嶼擁有主權、並

正式告知日本我方對暫定執法線範圍內的漁

民有管轄權；但日方也堅持釣魚台列嶼主權，

並呼籲我方尊重日本所採之中線，雙方立場差

距甚大，因此這次會談中雙方僅僅同意成立

「臺日漁業工作小組」，設置日後經常性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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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與漁船會合後，於現地戒

護漁船作業安全。 

機制，以處理緊急事故或緊急救難協助等。雙

方決定在明年三月第 16 次臺日漁業會談在臺

北舉行。 

1

6 

2009

.2 

臺

北 

2008 年 6 月 10 日，在東海海

域發生「聯合號」事件我國瑞

芳籍漁船「聯合號」在釣魚台

列嶼列嶼南方 5 至 6 海里海

域，遭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防艦

艇追撞，導致船艙破裂進水沈

沒，船上 16 人落海獲救。 

 

從上次臺日漁業談判迄今已

近三年，雖然臺灣透過管道向

日方表示漁業會談的重要

性，但日本態度始終消極，這

次聯合號撞船事件是重啟談

判的契機，這點從日本外務省

發言表示感受到此事必要

性，就可看出 

聯合號事件之後雙方也希望盡速舉行下一次

會談；2009 年 2 月 26、27 日即於臺北進行第

16 次的漁業會談，雙方達成 4 項共識，包括漁

業紛爭應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處理、建立漁業爭

端緊急通聯機制、同意由臺灣省漁會與大日本

水產會就協助處理民事案件進行協商、擇期繼

續進行協商。 

臺日雙方雖然自 1996 年 8 月起，一直到 2009

年 2 月止，先後進行 16 輪漁業會談， 但由於

雙方存在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以及對重疊專

屬經濟海域劃界主張差異(日方主張中間線原

則，不同於我方之衡平原則)，始終無法達成

劃界共識，以致釣魚台周邊海域漁業糾紛經常

困擾著雙方政府，成為臺日關係之一顆不定時

炸彈。 

臺日第十六次漁業會談原定 2006 年三月召開

延宕，但因雙方主張的差距還很大，包括日本

劃的中間線、臺灣劃的暫定執法線，雙方互不

承認，有關海域重疊的認知有差距；對排除雙

方法律適用的共管漁區，也是差距太大。 

馬英九

(2008〜 

2016) 

1

7 

2013  一、馬英九 2012.8 提出「東

海和平倡議」。 

二、2012.9 日本內閣更通過國

有化釣魚台列嶼方針，以

20.5 億日圓買下釣魚台列

嶼列嶼收為日本國有。 

三、2012.9.25 蘇澳區漁會號

召漁民海上集結，前往釣

魚台列嶼海域訴求「為生

存、護漁權」的活動 

此次爭議促使臺日漁業會談第 17 次談判第 1

次準備會議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開始，並在

2013 年 4 月 10 日正式簽署《臺日漁業協議》，

臺日漁業會談因而暫告一段落而進入新的階

段。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蒐集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及漁業署提供之資料整理而成。 

(歷次會談結束後雙方均未製作會議紀錄，僅就回應媒體之基本原則進行意見交換，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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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臺日漁業委員會 6 次會議大事紀 

 時間 地點 主要內容 備註 

1 2013.5.7 臺北 亞東參事張仁久，交流協會總務部長岡田健一，雙

方承諾 5.10 完成並開始實施  
2 2013.12 東京 就雙方關切事項，海域作業秩序與規範，深入交換

意見。  
3 2014.1.23 

(2 天) 

臺北 1 避免作業糾紛規則 

2 圓滿解決糾紛規則  
4 2015.3.4 

(3 天) 

東京 本次修正重點是在去年 1 月 23 日至 24 日第三次「臺

日漁業委員會」所訂定的《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

域漁船作業規則「分區、分時」的基礎上，進行必

要的修正，以更符合雙方漁民作業便利及避免作業

糾紛。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規則等議題

交換意見目前會談主要在討論臺灣、日本漁船作業

間距的問題，琉球漁民希望臺日漁船作業間距能保

持在 4 海浬以上，但我方希望保持原訂 1 海浬距離。 

外交部亞太司副司長周學佑也於記者會上重申，我

國對釣魚台列嶼立場一貫，是中華民國固有領土、

無庸置疑，漁業協定簽署是「主權沒有讓步、漁權

大進步。」 

我方主談人為漁業署

署長蔡日耀、日方主談

人為水產廳次 長香川

謙二，會同我駐日代表

處副代表徐瑞湖，以及

日本交流協會日本部

總務長小松道彥。  

5 

 

2016.3.2 

(3 天) 

臺北 雙方就《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規則坦

誠交換意見藉由制度化的協商機制，持續推動各項

合作，原則上每年舉辦一次，由臺日雙方輪流主

辦，迄今運作順暢，成為雙方重要溝通平臺。 

本次會議我方由亞東

關係協會秘書長蔡明

耀擔任團長，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署長

蔡日耀擔任主談人，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漁

業團體均派代表出。日

方由交流協會臺北事

務所秘書長浜田隆擔

任團長，農林水產省水

產廳次長長谷成人主

談，漁業團 體亦派代表

出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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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7.3.1 

(3 天) 

東京 本次會議係針對去（105）年臺日漁船實際作業情

形進行檢討，會中雙方就維持現行作業方式達成共

識，並同意依據《臺日漁業協議》互惠合作宗旨，

持續就雙方漁船能夠在協議適用海域安全、安心之

作業方案等節進行討論；另為確保漁船海上作業安

全，雙方亦同意輔導各自漁船裝設「自動船舶辨識

系統」（AIS）及投保船東責任險。 

本次會議我方由亞東

關係協會秘書長蔡明

耀擔任團長，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署長

陳添壽擔任主談人，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各

漁會亦派代表出席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蒐集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及漁業署提供之資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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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深度訪談及問卷對象說明 

深度訪談對象及說明 

 機關或單位 人數 說明 備註 

臺

灣

部

分 

外交部 2-3 
曾經參與臺日漁業談判或對

本議題有深入了解之人員 

附錄 6-1        

深度訪談大綱(一) 

漁業署 2-3 
曾經參與臺日漁業談判或對

本議題有深入了解之人員 

附錄 6-1        

深度訪談大綱(一) 

宜蘭縣政府 2 宜蘭漁政管理相關人員 
附錄 6-1          

深度訪談大綱(一) 

蘇澳漁會 2 
蘇澳漁會理事長 

蘇澳漁會總幹事 

附錄 6-2          

深度訪談大綱(二) 

頭城漁會 2 
頭城漁會理事長 

頭城漁會總幹事 

附錄 6-2          

深度訪談大綱(二) 

日

本

部

分 

日本臺灣 

交流協會 
2 

曾經參與臺日漁業談判或對

本議題有深入了解之人員 

附錄 6-3          

深度訪談大綱(三) 

日臺關係 

研究學者 
2 

曾經參與臺日漁業談判或對

本議題有深入了解之人員 

附錄 6-3         

深度訪談大綱(三) 

沖繩漁會 2 
曾經參與臺日漁業談判或對

本議題有深入了解之人員 

附錄 6-3          

深度訪談大綱(三) 

合

計 

 16-18   

問卷發放對象說明 

 蘇澳區漁會代表 51 
了解漁民對臺灣漁業政策及臺

日漁業協議簽定影響等看法 

附錄五          

問卷題目設計 

 頭城區漁會代表 63 
了解漁民對臺灣漁業政策及臺

日漁業協議簽定影響等看法 

附錄五          

問卷題目設計 

合計  114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自行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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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問卷題目設計 
調查問卷                                      問卷編號： 

您好!  

本問巻是針對臺日漁業談判過程與後續效應影響的研究。問卷資料將彙總後，進行統計

分析，不會將個別問巻出示或移作其他用途，請依照個人實際感受狀況逐一填答。您的意見

對本研究相當寶貴，在此感謝您的協助與熱心參與！敬祝 

健康愉快 

                                     學    校：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徐斯勤博士  

                                     研 究 生：陳建欉  

【第一部分：問卷題目】以下所有題項，愈往右的□表示您對該題所敘述的情形

的接受程度愈高，分數最高為5分，愈往左□則是表示該題所敘述情形的

接受程度愈低，分數最低為1分， 請於每一個題項中，挑選適當的□打「Ｖ」 

題

號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一、有關臺灣漁業政策      

1 您對過去政府整體護漁政策滿意嗎? □ □ □ □ □ 

2 您對李扁政府(1996-2008)在釣魚台週邊執行護漁滿意嗎? □ □ □ □ □ 

3 您對馬政府簽定漁業協議(2013)前在釣魚台週邊執行護漁滿意嗎? □ □ □ □ □ 

4 您對馬政府簽定漁業協議(2013)後在釣魚台週邊執行護漁滿意嗎? □ □ □ □ □ 

 二、有關臺日漁業談判過程      

5 您對李扁政府(1996-2008)在臺日漁業談判成果上滿意嗎? □ □ □ □ □ 

6 您對馬政府(2008-2016) 在臺日漁業談判成果上滿意嗎? □ □ □ □ □ 

7 
您認為臺日漁業談判，延宕 17 年，最後在馬政府達成協議，主要

是臺灣談判立場轉變嗎？ 

□ □ □ □ □ 

8 
您認為臺日漁業談判，延宕 17 年，最後在馬政府達成協議，主要

是日本談判立場轉變嗎？ 

□ □ □ □ □ 

 三、有關臺日漁業協議簽定      

9 您認為您對臺日漁業協議的內容了解嗎？ □ □ □ □ □ 

10 您對您您對臺日漁業協議的內容滿意嗎？ □ □ □ □ □ 

11 臺日漁業協議簽訂後，您認為對臺灣的展獲比較多嗎? □ □ □ □ □ 

12 臺日漁業協議簽訂後，您認為對日本的展獲比較多嗎? □ □ □ □ □ 

13 臺日漁業協議簽訂後，您在釣魚台周邊作業漁獲量有增加嗎? □ □ □ □ □ 

【第二部分：基本資料】 

1.性別：□男生；□女生 

2.年齡：□20歲以下；□21~30歲；□31~40歲；□41~50歲；□50歲以上 

3.學歷：□高中職(含以下)；□大學(專)；□碩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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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1 深度訪談大綱 
訪談編號： 時間： 

受訪者編號： 地點：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日漁業談判過程達成合意的關鍵因素與後續效應影響的

研究，因此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以立意抽樣選擇符合效標之個案進行訪談，

為保障受訪者工作權益，因此本研究將採匿名性處理，研究者於訪談過程將全

程錄音，一切資料僅作學術論文之用，感謝您的合作！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究生                 陳建欉    敬上 

一、基本資料 

可否請您稍微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包括您的職稱?工作內容? 

二、對臺日漁業談判過程的認知與看法? 

1.請問您對是否曾參與臺日漁業談判過程或對臺日漁業協議有所研究? 

2.臺日漁業談判自 1996年起歷經 17年 17次的談判，橫跨李扁與馬政府時期，

最終在馬政府時期達成共識，您覺得關鍵因素是什麼? 

3.您認為李扁時期及馬時期，臺灣的談判立場或態度是否有轉變?您覺得原因

是什麼? 

4.您認為談判過程中，日本的態度或立場是否有轉變?您覺得原因是什麼? 

5.您覺得臺日漁業談判過程中，雙方是否有讓步?臺灣讓步的幅較大，還是日

方讓步的幅度較大? 

三、 對臺日漁業協議簽定後的影響及效應? 

6.請問臺日漁協議簽定後，您持續關心後續的發展及變化嗎?請問目前臺日漁

業委員會每年召開會議，那些漁民的問題尚待解決呢? 

四、請問您對本研究是否有其他的建議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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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2 深度訪談大綱 
訪談編號： 時間： 

受訪者編號： 地點：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研究旨在臺日漁業談判過程與後續效應影響的研究，因此採半結構式深

度訪談，以立意抽樣選擇符合效標之個案進行訪談，為保障受訪者工作權益，

因此本研究將採匿名性處理，研究者於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一切資料僅作學

術論文之用，感謝您的合作！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究生 陳建欉

 敬上 

一、基本資料 

可否請您稍微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包括您的職稱?工作內容? 

二、有關臺灣整體漁業政策 

1.過去政府在護漁政策上您滿意嗎?您對李扁時期(1996-2008)的護漁政策有

何看法?您對馬時期(2008-2016)的護漁政策有何看法嗎? 

三、對臺日漁業談判過程的認知與看法? 

2.請問您對臺日漁業談判過程及臺日漁業協議內容的看法? 

3.日臺漁業交涉歷經 17年 17次的談判，最終能達成共識，並簽定日臺漁業

協定，您覺得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4.您認為臺日漁業簽署最重要的因素來自我方?還是日方? 

四、 請問您對臺日漁業協議簽定後的影響及效應，有何看法? 

五、請問您對本研究是否有其他的建議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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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3深度訪談大綱 
インタビュー番号:                      時間: 

回答者番号:                            場所: 

回答者様へ: 

本研究の趣旨は日台漁業協定の交渉過程とその後の効果や影響

を研究することにあります。目的に合致する案件を厳格に選択して

インタビューを行いますが、回答者様の仕事上の権益を保護するた

め本研究においては匿名処理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研究者はイ

ンタビュー内容全てを録音し、これを文章に起こしますが、全ての

資料は学術論文の用途にのみ使用いたします。ご協力に心より感謝

申し上げます。 

台湾大学政治学部社会人修士課程 

陳建欉 

 

一、基本情報 

ご職業やお仕事内容を含む簡単な自己紹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二、インタビューテーマ 

1.日台漁業協定交渉に参加、またはこれを専門的に研究されたこと

はありますか。 

2.日台漁業交渉は述べ十七年間、十七回の会合を経て最終合意に達

し日台漁業協定が締結されましたが、その中で最も重要な鍵とな

る要素は何だと思いますか。 

3.日台漁業協定締結後、日本の政府、学界、メディア及び民間でそ

れぞれどのような評価や見方がありましたか。 

4.将来日台両国は漁業の面でいかにしてより一層の協力を進め、双

方の漁業関係者の権益を増進していくべきでしょう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