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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九九七年六月十九日，美國最高法院以九票對零票，以
及六票對三票，在 United States v. Alaska 一案當中，就美國聯
邦政府與阿拉斯加州歷經十八年，有關該州北極沿岸富有油氣
蘊藏之下沉陸地 (submerged lands) 所有權的爭訟，做出支持美
國聯邦政府所提主張的判決。美國最高法院在本案之判決與國
際海洋法有關基線劃法、歷史性水域主張、內水法律性質，以
及島嶼在海洋劃界之地位等諸多重要問題相關。本文主要目的
在於解析美國最高法院就本案與國際海洋法中有關領海直線
基線劃法，以及島嶼在海洋劃界之地位等問題所提出的見解與
所作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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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九九七年六月十九日，美國最高法院以九票對零票，以及六
票對三票，在United States v. Alaska1 一案當中，就美國聯邦政府與
阿拉斯加州歷經十八年，有關該州北極沿岸富有油氣蘊藏之下沉陸
地 (submerged lands) 所有權的爭訟，做出支持美國聯邦政府所提主
張的判決。最高法院法官O’Connor負責撰寫判決文，Thomas、
Rehnquist，以及Scalia三位法官則對判決文部分內容提出不同見
解。美國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Alaska一案之判決與國際海洋法
有關基線劃法、歷史性水域主張、內水法律性質，以及島嶼在海洋
劃界之地位等諸多重要問題相關。美國最高法院在此案之判決對美
國之海洋法實踐、海洋政策之擬訂，以及美國政府在處理國際社會
其他沿海國所提出「越權海域主張」(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時具
權威性的法律引述效力。
儘管 United States v. Alaska 一案與美國聯邦政府及州政府就沿
岸水域之管轄範圍，以及沿岸水域下沈陸地之所有權長久以來一直
存在的爭議密切關連，而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所作出之判決也再一次
的支持聯邦政府就此爭議的至高無上權利，本文主要目的不在討論
美國聯邦政府與阿拉斯加州有關該州東北北極沿岸富有油氣蘊藏
之下沉陸地所有權的爭訟，以及為何法院作出支持美國聯邦政府主
1

U.S. Supreme Court, argued February 24, 1997, decided June 19, 1997, 117 S.Ct.
1888 (1997). 有關本案之簡述，參見 USA: US v. Alaska (1998: 105)；States:
Boundary Disputes (1998: 127-128)；Slade (1998: 269)；Bederman (1998: 82)。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二年，美國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Alaska (1992) 一案當
中，曾就聯邦政府與阿拉斯加州，因彼此對該州從所建造人工堤防量起測算阿拉斯
加州三海里領海寬度的爭議作出裁決。但最高法院主要是以行政法，而不是海洋法
的論點作出判決。此案參見 503 U.S. 569 (1992), argued February 24, 1992, decided
April 21, 1992; Peters (199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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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判決，而是解析美國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Alaska 一案，
就與國際海洋法中有關領海直線基線劃法，以及島嶼在海洋劃界之
地位等問題所提出的見解與所作之判決。

貳、 本案之背景分析
一、事實背景與訴訟經過
沿海國沿岸下沈陸地領土之所有權係屬國家重要主權之一。各
國依此主權對該下沈陸地領土上水域內之航行、漁撈活動，以及各
種公共使用事宜行使管轄控制權。美國聯邦政府基於「立足點平等
原則」(the doctrine of equal footing)，當新的一州加入美利堅合眾
國時，此州與原來的十三個殖民地州一樣，也擁有其州領土界線範
圍內可用於航行水域下土地之所有權。一九四七年，美國最高法院
在United States v. California2 一案當中，將加州沿岸之下沈陸地區
分為二：(一) 低潮線 (low water line) 向岸一方之下沈陸地；以及 (二)
低潮線向海一方之下沈陸地。(參見圖 1) 美國聯邦政府只將低潮線
向岸一方之下沈陸地所有權依「立足點平等原則」轉給該州。原來
的十三個殖民地州對低潮線向海一方之下沈陸地並不擁有所有
權，因此，加州以及後來新加入美利堅合眾國的新州不能依據「立
足點平等原則」取得低潮線向海一方之下沈陸地的所有權。3 United
States v. California一案確定美國擁有低潮線向海一方之下沈陸地
所有權。此外，美國國會在一九五三年通過「下沈陸地法」
(Submerged Lands Act)，4 確認各州對其領土界線範圍內「可航行
2

332 U.S. 19 (1947) (本案俗稱California I).

3

Id. at 30-33.

4

43 U.S.C. §§1301-1356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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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美國沿岸下沈陸地區分

(簡圖係作者自畫)
A：高潮線
A-B：潮間帶
B-C：三海里海域內下沈陸地所有權屬於沿岸州
B：低潮線
C：州的三海里海域界線
B-D：一九八八年之後美國的十二海里領海
D：美國十二海里領海外界線
E：低潮線向岸一方下沈陸地
F：低潮線向海一方下沈陸地

水域下之陸地」(lands beneath navigable waters) 擁有所有權與利
益。「下沈陸地法」將「可航行水域下之陸地」界定為包括依據「立
足點平等原則」移轉給新加入州之陸地，以及領海三海里內之下沈
陸地。5 阿拉斯加州是在一九五九年元月三日正式成為美國的第四
十九州。「阿拉斯加州地位法」(The Alaska Statehood Act) 當中明文
規定，「下沈陸地法」適用於阿拉斯加州。6 因此，依據「立足點
5

California ex rel. State Lands Comm’n v. United States, 457 U.S. 273, 283 (1982).

6

Pub. L. 85-508, 72 Stat. 339 (1958), at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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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則」與「下沈陸地法」，阿拉斯加州擁有其沿岸潮間帶可用
於航行水域下陸地之所有權，以及沿岸三海里領海範圍內下沈陸地
之所有權，此無疑義。
阿拉斯加州「北斜面」(North Slope) 沿岸存有豐富石油與天然
氣蘊藏。因此，石油開發公司競相試圖取得該地區之礦產租約權，
俾以進行油氣探勘與開採商業活動。一九七九年，當時的聯邦政府
為了租售比優福特海 (Beaufort Sea) 緊鄰阿拉斯加州東北沿岸下沉
陸地的礦產租約，因此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該院確定上
述陸地之所有權屬於美國聯邦政府。阿拉斯加州提出反訟，要求美
國最高法院確定位居該州西北邊的「國家石油保留區」(National
Petroleum Reserve)，以及該州東北邊的「北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
(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內 (亦即比優福特海兩側) 沿岸稱之
為「租約區」(Leased Area) 內下沉陸地之所有權屬於阿拉斯加州。
一九八○年二月，最高法院任命曼恩教授 (J. Keith Mann) 為本
案之特別代理推事 (Special Master)，除聽取兩造所提證據外，也負
責撰寫報告與建議，提交最高法院。7 經過無數次的聽證會，檢閱
法律事實要旨與答辯狀之後，曼恩教授終於在一九九六年提出他的
報告與結論。阿拉斯加州不服特別代理推事向最高法院所提三項對
其不利之結論。第一，曼恩教授的報告中支持美國聯邦政府不採取
直線基線劃法，將史蒂芬生灣 (Stefansson Sound) 及其內一系列島嶼
劃入領海基線之內的做法。阿拉斯加州對此有異議。第二，曼恩教
授認為丁昆沙洲 (Dinkum Sands) 在高潮時常不浮出水面，因此並不
具有島嶼之法律地位，也因此不享有一般島嶼所能主張之三海里領

7

442 U.S. 937 (1979), 444 U.S. 1065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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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寬度的權利。阿拉斯加州不同意此結論。第三，阿拉斯加州不接
受曼恩教授的報告中有關允許美國聯邦政府擁有「國家石油保留
區」內下沉陸地所有權的結論。

二、本案主要爭議點
如前所述，美國聯邦政府與阿拉斯加州有關北極沿岸富有油氣
蘊藏之下沉陸地所有權的爭訟，以及法院對該項爭議之判決不在本
文討論範圍之內，因此，本案主要爭議點集中在以下兩點：(一) 美
國聯邦政府該不該採取直線基線劃法，將史蒂芬生灣及其內一系列
島嶼連線向大陸一方之水域視為美國的內陸水域 (inland waters)？
(二) 丁昆沙洲是否具有島嶼之法律地位，因此可以主張三海里領海
寬度？

(一) 是否應採直線基線劃法？
阿拉斯加州反對美國聯邦政府採用「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
公約」8 第三條規定，以正常基線 (normal baselines) 劃定該州北極
沿岸臨比優福特海領海範圍之規定。9 在比優福特海內的「租約區」
有一系列沿岸島嶼之存在，但這些島嶼彼此間之距離超過六海里，
而且有些沿岸島嶼與陸地海岸間之距離也超過六海里。倘若阿拉斯

8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58,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April 29, 1958, 15 U.S.T. 1607, T.I.A.S. No. 5639. 美國於一九六四年批准此
公約。

9

儘管美國於一九八八年已宣布十二海里寬度之主張，但由於本案主要涉及美國沿岸
州依據「下沈陸地法」擁有三海里領海下沈陸地所有權之規定，因此美國十二海里
領海之主張與本案無關。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至今仍非「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
法公約」（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締約國。
一九九四年十月，美國柯林頓總統將此公約送交國會參院，但至今仍未獲該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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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只擁有三海里領海範圍內之下沈陸地之所有權的話，那麼美國
聯邦政府就可擁有離陸地沿岸三海里之外，以及離沿岸島嶼三海里
之外，但被阿拉斯加州所擁有下沈陸地包圍的那塊下沈陸地之全部
或部分的所有權 (參見圖 2 與圖 3)。在比優福特海內的「租約區」
就有兩塊這種被包圍但屬聯邦政府所擁有之下沈陸地 (federal “enclaves” of submerged lands) 的存在。阿拉斯加州為了排除美國聯邦
政府對此兩塊被包圍下沈陸地擁有所有權的主張，因此要求美國聯
邦政府基於該地區海岸外有一系列島嶼存在之地理水文事實，應採
用直線基線劃法去劃定該州臨比優福特海的向海領海外界線。「一
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四條一款的確規定：「在海岸線甚
為曲折之地區，或沿岸島嶼羅列密邇海岸之處，得採用以直線連接
酌定各點之方法劃定測算領海寬度之基線。」阿拉斯加州認為該州
臨比優福特海的地區的確是沿岸島嶼羅列密邇，因此可採直線基線
劃法。
特別代理推事不同意阿拉斯加州的看法。他指出，「一九五八
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四條有關直線基線劃法之規定是屬許可性
的 (permissible) 而非強制性 (mandatory) 的規定。是否決定採用直線
基線劃法的權限屬於聯邦政府。10 此外，美國政府也從未依據「一
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四條規定選擇劃定直線基線。11 但

10

Report of the special master, United States v. Alaska, at 45, 117 S.Ct. 1888 (U.S. No.
84 Original).

11

參見United States v. California, 381 U.S. 139 , 167-169 (1965) (本案俗稱California
II), 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394 U.S. 11, 72-73 (1969) (本案俗稱Louisiana
Boundary Case); 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470 U.S. 93, 99 (1985) (本案俗稱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 United States v. Maine, 475 U.S. 89, 94, n.
9 (1986) (本案俗稱Massachusetts Boundary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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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阿拉斯加直線劃法之主張

資料來源：Bederman (1998: 84)。

圖 3 美國聯邦政府之主張

資料來源：Bederman (199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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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拉斯加州採用所謂「十海里規則」(10 mile rule)，支持比優福特
海地區沿岸島嶼下沈陸地所有權屬其之主張。阿拉斯加州指出，假
使沿岸某特定一系列島嶼彼此間距離不超過十海里寬，美國聯邦政
府在歷史實踐上一向視陸地與此沿岸一系列島嶼間之水域為內陸
水域 (inland waters)。12 阿拉斯加州並未指出，美國聯邦政府在處
理外交事務時曾明確主張史蒂芬生灣係屬美國之內陸水域。但阿拉
斯加州所要強調的是，美國聯邦政府在處理國內與國際事務時，的
確一般性的、持續的引用「十海里規則」。倘若將此實踐適用到阿
拉斯加州的北極沿岸，那麼依「十海里規則」，史蒂芬生灣應屬阿
拉斯加州的內陸水域。就此主張，特別代理推事查閱了美國有關海
上劃界之實踐，並做成結論，認為美國聯邦政府並未建立視陸地與
沿岸一系列島嶼間之水域為內陸水域的明確規則。特別代理推事最
後的結論是：就測算阿拉斯加州的下沈陸地目的而言，該州應以「一
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三條所規定之正常基線劃定阿拉斯
加州的領海基線。阿拉斯加州不服此項結論。

(二) 是否丁昆沙洲具有島嶼之法律地位？
阿拉斯加州認為比優福特海內沿岸之福雷克斯門島嶼鍊
(Flaxman Island Chain)，一般稱之為丁昆沙洲，應具有島嶼之法律
地位，蓋此島嶼法律地位影響阿拉斯加州所主張丁昆沙洲附近下沈
陸地之所有權。「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規定：
12

領水（territorial waters）有廣狹二義。狹義的領水係指一國的領海，廣義的領水
指領海與內陸水（inland waters）。參閱崔書琴 (1976: 126) 。「一九五八年領海
及鄰接區公約」及「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則用領海（territorial seas），
此用詞較領水更為準確。領海係指測量領海基線向海一方之水域。「一九八二年
聯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不得超過十二海里。至於領水一詞，狹義單指內水，以
及測量領海基線向陸一方之水域；廣義則包括內水及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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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島嶼者指四面圍水，露出高潮水面之天然形成之陸地」。島嶼
之領海以正常基線測算。第十一條一款規定：「稱低潮高地者為低
潮時四面圍水但露出水面，而於高潮時淹沒之天然形成之陸地。低
潮高地之全部或一部分位於距大陸或島嶼不超過領海寬度之處者，
其低潮線得作為測算領海寬度之基線。」同條二款規定：「低潮高
地全部位於距大陸或島嶼超過領海寬度之處者，其本身無領海。」
由於丁昆沙洲並非位於鄰近島嶼或陸地三海里範圍內，因此，「一
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一條之規定不適用。如果丁昆沙
洲要主張擁有自己的三海里領海，因此，阿拉斯加州可依「下沈陸
地法」擁有此領海內下沈陸地之所有權的話，那麼必須證明丁昆沙
洲符合「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規定，亦即丁
昆沙洲必須是四面圍水，且在高潮時露出水面之天然形成之陸地。
特別代理推事的報告中指出，丁昆沙洲常浸沈於水下。除了每
日海潮與季節性海平面之變化外，丁昆沙洲本身之高度也因「冰融
解」(ice collapse) 現象而常改變。13 阿拉斯加州與美國聯邦政府在
本案中同意，「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所稱之
「高潮」(high tide) 係指十九年來測量丁昆沙洲四面圍水之平均高
水面 (mean high water)。但兩造對低潮高地要如何才算是經常高於
平均高水面，因此可被視之為島嶼的看法相異。特別代理推事查閱
了「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之立法歷史，作出的結
論是：島嶼必須是「一般的」（generally）、「正常的」(normally)，
以及「通例的」(usually) 高於平均高水面，亦即露出水面。14 根據
此標準，特別代理推事檢視了一些歷史水文與地圖的證據，以及在
一九八一與一九八二年美國聯邦政府與阿拉斯加州聯合進行的監
13

Report of the Special Master, at 275, 280-283, and 309.

14

Report of the Special Master, at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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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調查計畫的結果。最後，他認為：丁昆沙洲是經常位於平均高水
面之下，因此不能被視之為島嶼。15 阿拉斯加州基於下列三個理由
不服特別代理推事之上述結論：(一) 「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
約」第十條一款有關島嶼必須是「一般的」、「正常的」，以及「通
例的」高於平均高水面天然形成之陸地要件是有疑義的；(二) 丁昆
沙洲經常是低於平均高水面的說法並不正確；(三) 事實上，丁昆沙
洲是位於平均高水面之上，因此應被視之為島嶼。

三、最高法院之分析與判決結果
最高法院依據特別代理推事所提出之報告與建議、兩造所提出
之訴訟事實要旨，針對領海直線基線劃法與丁昆沙洲之法律地位兩
爭議問題進行分析，最後作出支持特別代理推事所提送報告書中支
持美國聯邦政府立場之結論，亦即：(一) 阿拉斯加州應以正常基線
劃定該州的領海基線；(二) 丁昆沙洲是經常位於平均高水面之下，
因此不能被視之為島嶼。法院之見解如下：

(一) 不應採直線基線劃法
依據「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相關規定，沿海國過去
有關劃定海上疆界之實踐僅在特定限制的情況下才可被納入考
量。這裡所稱的特定限制情況，尤其是與沿海國依據「一九五八年
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七條六款對某一水域提出歷史性內陸水域
(historic inland waters) 主張相關。倘若符合特定的地理條件或標
準，16 沿海國是可依據「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七條四
款的規定，將海灣天然入口兩端劃定收口線，作為測算其領海的基
15

Report of the Special Master, at 310.

16

尤指海灣天然入口各端低潮標間之距離不超過二十四海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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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而收口線所圍入之水域視之為該沿海國之內水，即使無法符合
特定的地理條件，沿海國也可依據「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
第七條六款的規定，劃定收口線將海灣圍入成為其「歷史性海灣」
(historic bay)。但在實際做法上，沿海國要宣布劃定某一海灣為「歷
史性海灣」的話，必須先符合以下條件：沿海國在足以形成一個慣
例 (usage) 的充分時間裡，在該海域持續、有效的行使主權，且為一
般國際社會成員所容忍。17 基此，倘若美國之任何一州擬以歷史性
內陸水域的理由，提出對該水域內下沈陸地擁有所有權之主張，則
該州必須證明美國在該海域持續、有效的行使主權，且為外國所默
認。阿拉斯加州知道要符合上述先決條件是相當困難的事，因此，
並未主張史蒂芬生灣的水域係屬「歷史性內陸水域」。阿拉斯加州
的訴訟策略是依據美國一慣將陸地與近岸一系列島嶼群間之水域
劃為內陸水域的公然作法與明確政策，去支持該州所稱史蒂芬生灣
的水域係屬內陸水域的主張。阿拉斯加州指出，美國此一政策在一
九○○年代至一九七一年間持續有效。因此，阿拉斯加州認為，僅
依照「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所規定之正常基線劃法去劃
定該州下沈陸地之範圍，有違阿拉斯加州在加入美利堅合眾國時所
被承認之領土範圍。
最高法院對阿拉斯加州所提出之理由予以駁斥，指出該院從未
支持某一州，以該州在加入美利堅合眾國時美國遵循採用某一特定
一般性的疆界劃定實踐，作為主張該州擁有下沈陸地所有權的依
據。在Louisiana Boundary Case (1969)18 當中，針對路易斯安納州藉

17

參 見 Juridical Regime of Historic Waters, Including Historic Bays, U.N. Doc.
A/CONF. 4/143, March 9, 1962。此文件亦刊載於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62, Vol. II, at 1-26.

18

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391 U.S. 11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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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說明美國採取「將陸地與近岸一系列島嶼群間之水域劃為內陸水
域的明確持續國際政策」19 的作法，主張該州擁有沿岸下沈陸地所
有權的可能性，美國最高法院並未作出結論。20 倘若將陸地與近岸
一系列島嶼群間之水域劃為內陸水域的確是美國一致的官方國際
立場，那麼美國政府不能僅僅為了在與路易斯安納州爭訟時勝訴而
放棄上述官方立場。事實上，在Louisiana Boundary Case一案當中，
路易斯安納州最後是無法證明美國政府採取將陸地與近岸一系列
島嶼群間之水域劃為內陸水域的一致性官方立場。21
除強調美國政府採行將陸地與近岸一系列島嶼群間之水域劃
為內陸水域的一般官方政策之外，阿拉斯加州也提出所謂的「十海
里規則」，以支持史蒂芬生灣內之水域係屬該州內陸水域之主張。
阿 拉 斯 加 州 引 用 最 高 法 院 在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22 所認定沿岸一系列島嶼明確、持續適用「十海里規則」的實
踐，認為該案排除美國聯邦政府認定史蒂芬生灣內之水域並非內陸
水域的說法。阿拉斯加州認為，美國聯邦政府在過去曾採行將陸地
與沿岸一系列島嶼間之水域以「十海里規則」劃定為內陸水域的政
策，構成「禁反言」(estoppel)，因此，不得質疑阿拉斯加州將「十
海里規則」的劃界實踐比照適用至該州的北極沿岸。儘管阿拉斯加
州承認，就一般而言，「非相互的附加禁反言主義」(the doctrine of

19

原文係：“a ‘firm and continuing international policy’ of enclosing waters between

20

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391 U.S. 11, 74, n. 97 (1969).

21

參見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420 U.S. 529, 529-530 (1975) (decree) (accepting

the mainland and island fringes as ‘inland waters.’”

Master’s recommendation that certain ac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stablish
a general policy of applying straight baselines to near fringing islands); 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in 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O.T. 1974, No. 9 Orig., at 7-13.
22

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470 U.S. 93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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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mutual collateral estoppel)23 在涉及美國聯邦政府的訴訟案件是
有不適用的規定，24 但阿拉斯加州認為上述不適用的規定不適用至
最高法院依原始管轄權所審理之案件，蓋此類原始管轄案件當中，
最高法院主要扮演的角色是「事實發現者」(fact finder)。但在本案
當中，美國聯邦政府是有意就重要法問題 (亦即下沉陸地之所有權
歸屬) 進行訴訟。最高法院並未審理過原始管轄案中有關非相互的
附加禁反言之適用問題，所以在本案亦無例外。即使非相互的附加
禁反言主義的確在原始管轄案可予以適用於美國聯邦政府作為訴
訟一方之案件，此主義之適用僅可用來排除法院判決中有關事實問
題或必要法律之再審。25 最高法院指出：詳讀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一案，可清楚得知最高法院對任何一般性的劃界
規 則 並 未 附 上 具 約 束 性 的 法 律 重 要 性 (controlling legal significance)。
在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一案當中，特別代理推
事陳述，密西西比州加入美利堅合眾國之後，美國聯邦政府所發表
之一系列聲明和已存在之先例，說明美國聯邦政府的確視密西西比
灣 (Mississippi Sound) 為內陸水域。這些聲明包括許多有關將開口兩
端不寬於十海里之海灣和河口以收口線圍入成為內陸水域之規
則，以及圍 入通連此 內 陸水域之 海 峽的另一 規 則的相關 參 考文
23

Black’s Law Dictionary 對 “collateral estoppel doctrine” 之界定是：“Prior judgment between same parties on different cause of action is an estoppel as to those
matters in issue or points controverted, on determination of which finding or verdict
was rendered. When an issue of ultimate fact has been determined by a valid judgment, that issue cannot be again litigated between the same parties in future litigation.”

24

參見Untied States v. Mendoza, 464 U.S. 154, 160-163 (1984).

25

Untied States v. Mendoza, 464 U.S. 154, at 158 (1984), and Montana v. United
States, 440 U.S. 147, 153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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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26 此外，特別代理推事也引述一九六一年副司法部長寫給美國
海岸暨地測局主任 (Dir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 一封有關墨西哥灣海岸劃界原則的信，信中建議：倘一群沿
岸島嶼其入口處不超過十海里的話，應視陸地與這些沿岸島嶼間之
水域為內陸水域。27 特別代理推事在結論中指出，密西西比灣內之
水域應視之為歷史性內陸水域。但該案的另一造，亦即美國聯邦政
府，不同意特別代理推事的此一結論。美國聯邦政府表示，特別代
理推事所舉之一般性陳述 (generalized formulations) 並不能被用來
支持密西西比州內陸水域的主張，除非有證據顯示聯邦政府對密西
西 比 灣 內 陸 水 域 的 地 位 提 出 特 定 明 確 的 主 張 (specific federal
claims)。28 儘管最高法院認為美國聯邦政府的主張是正確的，但作
出以下的結論：事實上，阿拉巴馬州與密西西比州已指出密西西比
灣被美國聯邦政府視之為內陸水域的特定明確主張。
按照最高法院之見解，政府特定明確之主張對某一州提出歷史
所有權主張是極具關鍵性之決定因素，因此，審理本案之法官不能
作出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 一案當中所認定之任何
一般性劃界政策對本案具有約束效力的結論。最高法院在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 一案當中，所要釐清者不是阿拉巴馬
州與密西西比州能否證明將陸地與近岸一系列島嶼群間之水域劃
為內陸水域的明確持續、國際政策，因此足以適用至密西西比灣內
之水域之主張。最高法院所要釐清者是：是否阿拉巴馬州與密西西
26

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in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 O.T. 1983,
No. 9 Orig., at 40, 42, 48-50, and 52.

27

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in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 O.T. 1983,
No. 9 Orig., at 52.

28

Exceptions of United States in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 O.T. 1983,
No. 9 Orig., at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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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州能證明密西西比灣符合「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七
條六款有關歷史性內陸水域主張的特定要件。此一主張之下，美國
聯邦政府之一般性疆界劃定原則或政策的變化或不明確性就變的
不相關，因為該州可引述密西西比灣構成內陸水域之特定明確的聯
邦主張。倘若某一州僅依賴一般性疆界劃定原則或政策去支持特定
之水域在其加入美利堅合眾國時係屬內陸水域的主張的話，此一般
性疆界劃定原則或政策的變化或不明確性就變成一個相關因素。本
案的情況正是如此。阿拉斯加州是僅依賴聯邦政府一般性疆界劃定
原則或政策去支持史蒂芬生灣係屬內陸水域的主張。基此，美國聯
邦政府是可以爭辯任何的「十海里規則」是不足以被認定為支持阿
拉斯加州所提出史蒂芬生灣係屬內陸水域的主張。
阿拉斯加州認為，即使附加禁反言原則不得適用，但特別代理
推事報告書中所載的證據可以用來確定美國聯邦政府的確採行一
個界定清楚的「明確與持續」(firm and continuing) 的「十海里規
則」。依此，美國聯邦政府應視阿拉斯加州北極沿岸之史蒂芬生灣
內之水域為內陸水域。特別代理推事報告書中詳列所有的文件與聲
明，反映出一九三○至一九七一年間，美國聯邦政府在其國際關
係，以及與美國各州所發生的爭議當中有關劃界的主張與實踐。特
別代理推事發現，美國聯邦政府歷史實踐的實際性質係屬錯綜複雜
的問題，而任何的「十海里規則」並不足以清楚明確的被認定為支
持視史蒂芬生灣內之水域為內陸水域的主張。29 但是阿拉斯加州反
駁特別代理推事的上述結論，認為特別代理推事對美國劃界實踐或
政策上小幅度的變化賦與過多的法律重要性，因此忽略了「一個國

29

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at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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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實踐上輕微的不確定性，甚乎矛盾，就法律而言是不重要的」原則。30
最高法院不認為阿拉斯加州之此項主張成立。法院認為，一九
三○至一九四九年間，美國處理外交關係時所持之立場係分析本案
的重要相關因素。一九三○年三月，美國曾正式的在國際聯盟國際
法編纂會議 (League of Nations Conference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提出數項與劃定內陸水域相關的原則。31 依據國
務院地理專家後來提出之見解，儘管陸地與沿岸島嶼可擁有其各自
的三海里領海寬度，「但該海域內仍存在有具公海性質的小塊區域
(small pockets)，導致領水範圍形成凹曲狀」。32 鑒於此小部分之公
海海域對航行而言並無太大之作用，美國因此提議，沿海國可將此
公海被包圍的小塊水域 (small enclaves) 予以“同化” (assimilate) 入鄰
近的領海內，但必須符合以下條件：能以不超過四海里長的直線將
該被包圍的公海海域予以圍入領海內。在這個會議當中，美國也曾
提議適用於海峽的一項劃線規則，亦即，當某一海峽連接係屬公海
之兩個海域，其入口處的寬度不超過六海里，且此海峽名僅被作為
連繫內陸海之用，則沿海國可適用海灣之規定，採用直線劃法將其
劃入成為沿海國之內陸水域。依據上述美國政府的提議，不超過十
海里封口線向大陸陸地一方的水域被視之為沿海國的內陸水域。
美國聯邦政府在一九三○年所提出的“同化”提議與阿拉斯加
州的主張 (亦即美國自一九○○年代初期就開始對沿岸羅列島嶼採
取一個「明確且持續」的「十海里規則」) 是不同的。倘若美國聯

30

Exception of State of Alaska, at 14.

31

參見 3 Acts of the Conference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erritorial
Waters, 1930, at 195-201.

32

原文係：there will remain “small pockets” of the high sea deeply indenting territorial
waters. 參見U.S. Exh. 85-223, and Boggs (1930: 522,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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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的確採用直線劃法，將彼此不超過十海里的沿岸羅列島嶼連
成一線，使線內之水域應被視之為內陸水域的話，為何美國卻在一
九三○年的會議中提議指出該連線與陸地間之水域內仍有小塊被
領水包圍的公海海域之存在，因而建議將此公海海域予以「同化」
成為領水 (亦即直線向海一方之水域)，而非內陸水域 (亦即直線所圍
入之水域)。阿拉斯加州則辯稱，美國聯邦政府在一九三○年所提「同
化」之提議至多只不過是一種法律上不具重要性的不確定或矛盾作
法 (the legally insignificant uncertainties or contradiction)，而非「十
海里規則」適用之改變。因此，阿拉斯加州向特別代理推事表示不
同意見，指出美國聯邦政府在一九三○年至一九四九年間確實採行
「同化」的此項建議係美國之官方立場。33
最高法院指出，倘若一九三○年至一九四九年間美國聯邦政府
的確採行「十海里規則」的話，阿拉斯加州就無法解釋美國為何提
出「同化」之公式作為美國之官方立場。最高法院也認為美國聯邦
政府有關海峽之提議無法證明其以短於十海里之直線連結沿岸羅
列島嶼的政策。如果某一海峽連接兩個公海之水域，且陸地與沿岸
羅列與島嶼構成此海峽兩側之陸地，依據美國之提案，此海峽應被
視之為領水，而非內陸水域。沿岸羅列島嶼彼此間之距離或許對這
島嶼事實上構成海峽之一側沿岸陸地相關，但對此直線所連結圍入
之水域屬領水或內陸水域則不相關。換言之，依據美國聯邦政府在
一九三○年所提出的建議案，該海峽內水域之性質不是依據這些構
成海峽一側之島嶼彼此間的距離而定，而是依據海峽所聯繫通往該

33

Brief for Alaska on Island Fringes, at 54, 60-61, 參見Alaska Exh. 85-63 (Memorandum of United States in Response to Request of Special Master in United States v.
California, O. T. 1949, No. 11 Orig., p.19); Alaska Exh, 85-82 (Aide Memoir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Government of Norway, Sept. 29, 1949,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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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之性質與法律地位決定之。阿拉斯加州卻不將陸地與由直線所
連成之沿岸羅列島嶼視為海峽之兩側陸地，而是視通往陸地與島嶼
間水域之兩個沿岸島嶼間之通道為海峽，此通道主要是通往陸地與
沿岸島嶼間的水域。基於阿拉斯加州北極沿岸史蒂芬生灣之地形，
阿拉斯加州認為將該海灣依十海里封口之規則適用於作為與內水
域聯繫通往之用的海峽，此作法與「十海里規則」之適用是完全相
符。但最高法院認為，即使依照阿拉斯加州此一主張，通往內陸水
域之海峽本身係屬內陸水域的規則並不等於一個簡單的「十海里規
則」。此外，依據美國一九三○年之提案，海峽之地位係依其所通
往聯繫之水域而定。一個適用於海灣之「十海里規則」要能被採用
的話，必須是該海峽與大陸間之水域依其他原則而被視之為內陸水
域。倘依照阿拉斯加州所主張簡單性的「十海里規則」的話，沿岸
羅列島嶼彼此間之距離短於十海里就決定島嶼向大陸一方之水域
是屬內陸水域。總而言之，儘管阿拉斯加州所提出「美國在一九三
○年國際聯盟國際法編纂大會上並未要求嚴格適用領海弧形劃法
的主張」係屬正確，但前述「同化」以及有關海峽的提案與可用直
線基線將彼此相距短於十海里之沿岸羅列島嶼予以連線，圍入該島
嶼向大陸一方之水域成為內陸水域的十海里規則也不相符。依據上
述之討論，最高法院之結論是：倘若美國聯邦政府在阿拉斯加州加
入聯邦成為美國的一州時有一個「十海里規則」存在的話，此「十
海里規則」是在一九四九年之後才發展出來的。即使此規則是在阿
拉斯加州變成美國一州的十年內發展出來，因而可被視為「明確且
持續」的規則的話，阿拉斯加州並未證明任何此類規則是可適用其
沿岸羅列之島嶼。
一九五○年至一九五九年 (阿拉斯加州變成美國聯邦之州) 期
間，阿拉斯加州主要是以美國聯邦政府與各地方州政府間有關沿岸
羅列島嶼附近下沉陸地所有權爭議進行訴訟時所採取之立場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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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據訴訟理由，而非依據美國與其他國家處理外交事務時發生
爭議所採取之官方立場。首先，在一九五○年，美國國務院與司法
部曾提議一條稱之為「恰孟」的界線 (Chapman Line)，用以劃定路
易斯安納州的內陸水域和領水的界線範圍。此線係依據路易斯安納
州 東 南 沿 海 羅 列 島 嶼 間 之 連 繫 ， 將 Chandeleur Sound, Breton
Sound，以及Calliou Bay此三個大小海灣劃入成為路易斯安納州之內
陸水域。阿拉斯加州辯稱，恰孟線之劃定顯示出「十海里規則」之
適用。其次，一九五一年，司法部為了美國聯邦政府與加州就下沉
陸地所有權進行訴訟之原因，曾向國務院詢問美國劃定內陸水域與
領水界線之方式。當時的代理國務卿在信中指出，島嶼正如陸地一
樣，可擁有領水寬度。34 此信亦引用一九三○年美國有關海峽之提
案，指出海峽聯繫公海之水域部分絕非內陸水域，但海灣之封口線
規則應適用於作為聯繫內陸水域之海峽。第三，美國在一九五八年
向最高法院所提出之說明中指出，美國認為路易斯安納州、密西西
比州和阿拉巴馬州沿岸羅列島嶼內之水域係屬內陸水域。35 就阿拉
斯加州所提之上述實踐，特別代理推事有不同見解，認為美國聯邦
政府與路易斯安納州、密西西比州、和阿拉巴馬州，以及加州所進
行有關下沉陸地所有權之訴訟時並未全然引用一個簡單的「十海里
規則」。最高法院同意特別代理推事的此種結論。最高法院認為，
一九五一年，國務院為United States v. California一案所寫的信只不
過是附和美國在一九三○年海牙國際法編纂大會上所提出有關通
往內陸水域之海峽的提議。但是，將適用於開口不超過十海里之海

34

Alaska Exh. 85-94, Letter form James E. Webb to J. Howard McGrath, Attorney
General, Nov. 13,1951, at 3.

35

Brief for United States in Support of Motion for Judgment of Amended Complaint
in 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O. T. 1958, No. 9 Orig., at 177, 254 and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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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以直線劃定封口線的規則適用至通往內陸水域之海峽的作法，結
果是不同的。就前項方式而言，重要因素不在於海峽之寬度，而是
海峽通聯那一片水域而定。而阿拉斯加州並沒有嘗試去證明史蒂芬
生灣是一個通聯內陸水域的海峽。
最高法院也不認為，一九五○年所劃定之恰孟線反映出美國聯
邦政府對以直線將沿岸羅列島嶼連成一線向大陸一方之水域視之
為內陸水域，是採取「明確且持續」的政策。恰孟線雖然可說是不
違此政策，但正如特別代理推事所指出，並無同時期的文件能證明
美國係依據簡單的「十海里規則」去劃定該線的理論存在。事實上，
國務院地理專家送給司法部的備忘錄草本中認為Chandeleur Sound
與Breton Sound之所以應被視之為內陸水域，並不是因為他們被彼
此相距不到十海里的沿岸羅列島嶼連線所隔開，而是因為這些水域
不常被外國船舶作為通航之用，以及此島嶼涵蓋領海圓弧一半以上
之面積。36 以上的標準都遠超過於一個簡單「十海里規則」之適用。
此外，阿拉斯加州也未能說明這些標準可適用到史蒂芬生灣的案例
上。最後，最高法院指出，美國聯邦政府與路易斯安納州、密西西
比州、和阿拉巴馬州進行訴訟時所提出之答辯狀的敘述中指出，以
直線連結沿岸羅列島嶼所劃出該線向陸地一方之水域係屬內陸水
域的作法並非明示依據
「十海里規則」
而來。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37 一案當中也明確指出，最高法院並未接受美國聯邦政
府將路易斯安納沿岸羅列島嶼以直線圍入成為內陸水域，作為解決
其與路易斯安納州或其他各州有關劃定領海基線位置時所發生爭
議的一個讓步的說法。
特別代理推事所檢視之上述以及其他文件，的確支持阿拉斯加
36

U. S. Exh. 85-400.

37

363 U.S. 1, 67, n. 108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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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未能證明出美國政府採取一個「明確且持續」的「十海里規則」
的政策，因此阿拉斯加州要求聯邦政府，不能成立史蒂芬生灣內之
水域在阿拉斯加州加入美國聯邦成為第四十九州時係屬內陸水域
的主張。最高法院認為，倘若阿拉斯加州的主張一旦成立，將構成
與該院在Massachusetts Boundary Case38 一案中的判決發生相牴觸
的情形。Massachusetts Boundary Case是在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 判 決 後 一 年 審 理 ， 而 最 高 法 院 在 Massachusetts
Boundary Case一案之判決是認為Nantucket Sound內之水域並非內
陸水域。最高法院在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一案作出
判決後，麻州提出訴訟，主張「十海里規則」之適用應使該州沿岸
的Nantucket Sound被視為內陸水域。該案的特別代理推事承認，將
Nantucket Sound以直線相連圍入內陸水域範圍內的沿岸羅列島嶼
間的距離的確是不超過十海里。但他作出的結論是：麻省並未能證
明Nantucket Sound內之水域係屬內陸水域。39 倘若該爭議能對所有
的沿岸羅列島嶼引用一個簡單的「十海里規則」去解決，最高法院
就不須作成反對麻省主張之判決。
最高法院對阿拉斯加州主張採用直線劃法的結論是：阿拉斯加
州其北極沿岸下沉陸地所有權範圍必須採用「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
接區公約」所規定的正常基線原則去劃定決定之。最高法院在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 一案之判決不能排除此一結
論。本案特別代理推事報告中所載之資料也充分說明，美國聯邦政
府，尤其是一九三○年至一九四九年期間，在行使其外交關係時，
曾主張一個規則，在此規則下公海之一部分水域是可被「同化」成
38

475 U.S. 89 (1986).

39

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in Massachusetts Boundary Case, O. T. 1984, No. 35
Orig., at 69,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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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沿海國的領海，而非內陸水域。此規則與沿岸羅列島嶼可適用「十
海里規則」是不一致的。此外，美國聯邦政府也提倡一個視通聯內
陸水域的海峽內之水域為內陸水域的規則，但此規則不同等於阿拉
斯加州所主張的簡單的「十海里規則」。至於史蒂芬生灣內之水域
可否依一九三○年美國聯邦政府在海牙國際法編纂會議所提出的
建議案決定其性質，答案並不清楚。

(二) 丁昆沙洲不是島嶼
阿拉斯加州對特別代理推事有關丁昆沙州非島嶼的結論提出
異議，蓋丁昆沙州是否係屬島嶼將影響到該沙州鄰近下沉陸地所有
權的問題。誠如前述，美國聯邦各沿海州的海岸線係測算依「下沉
陸地法」所允許各州取得三海里海域下沉陸地所有權之起算點。40
一般而言，一州之「海岸線」(coastline) 與依據「一九五八年領海及
鄰接區公約」測算領海範圍之「基線」(baseline) 大致是一致的。「一
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對島嶼之界定是：「稱島
嶼者指四面圍水、露出高潮水面之天然形成之陸地。」一個島嶼沿
岸之一般低潮線可作為測量領海的基線。41 只要是全部或部分是位
居大陸或島嶼之領海範圍內的低潮高地，即使在高潮時不露出水
面，「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允許沿海國對此低潮高地四
周主張領海。同樣的，為決定一州依據「下沉陸地法」所可取得之
權利，本案所關切的是三海里寬的領海。由於丁昆沙洲並非位居大
陸或島嶼之三海里海域範圍內，因此丁昆沙洲不符合「一九五八年

40

43 U.S.C. §§1301 (a) (2), 1311 (a).

41

Art 10 (2), Art 3 of the 1958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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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一條有關低潮高地可有領海之規定。42 基
於此，倘丁昆沙洲要擁有自己的領海的話，必須符合「一九五八年
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之規定，換句話說，丁昆沙洲必須
是島嶼，才能擁有自己的領海，而擁有其自己的領海之後，阿拉斯
加州才可主張該領海內下沉陸地之所有權。
最高法院將此爭議簡化至釐清丁昆沙洲是否在高潮時露出水
面。事實上，丁昆沙洲經常被水淹沒。除了每日的潮汐與季節性海
平面之變化外，丁昆沙洲本身的高度也一直改變中。43 依美國專家
所稱，此現象之發生乃「冰崩」(ice collapse) 所至。丁昆沙洲係由
冰層 (layers of ice) 和冰土 (gravel mixed with ice) 混合形成。當夏天
到臨時，丁昆沙洲上的冰就融化，而沙洲的高度就猛然下降。
阿拉斯加州與美國聯邦政府兩造均同意，「一九五八年領海及
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所提及的「高潮」(high tide) 應界定為過
去十九年期間所測量出之「平均高水面」(mean high water)。但雙
方對類如丁昆沙洲的高地究竟要多常 (how frequently) 高於「平均高
水面」才可被視之為島嶼則有不同的見解。特別代理推事依據「一
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之立法歷史作出的結論是：一
個島嶼必須「一般性的」、「正常的」或「通常的」高於「平均高
水面」。44 依此標準，特別代理推事檢視了歷史水文和地貌相關證
據，以及阿拉斯加州和美國聯邦政府在一九八一年至一九八二年所
進行聯合監測計畫之結果。他的結論是，丁昆沙洲經常低於「平均
42

一九八八年美國宣布擴充沿海寬度至十二海里後，似乎丁昆沙洲可依「一九八二
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三條有關低潮高地之規定，自其低潮線向海一方劃定
十二海里之領海。即使如此，阿拉斯加州也只能擁有丁昆沙洲周圍三海里寬水域
內之下沈陸地之所有權。

43

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at 275, 280-283, 309, n. 66.

44

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at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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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面」，因此不是一個島嶼。45
阿拉斯加州依下述三種理由反駁特別代理推事之結論。首先，
阿拉斯加州不認為「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的
規定是要求一個島嶼必須至少是「一般性的」、「正常的」或「通
常的」高於「平均高水面」。第二，阿拉斯加州不同意特別代理推
事有關丁昆沙洲經常低於「平均高水面」的事實發現。第三，阿拉
斯加州認為丁昆沙洲應被視為島嶼，蓋丁昆沙洲事實上是高於「平
均高水面」。但最高法院卻認為特別代理推事的結論是正確的。
美國聯邦政府向特別代理推事所提的主張是：一個島嶼必須是
「永久的」(permanently) 高於「平均高水面」。46 但阿拉斯加州認
為，「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的規定允許偶爾猛然
下降低於「平均高水面」(“to slump on occasion below” mean high
water) 之地貌仍可被視之為島嶼。47 特別代理推事顯然不接受美國
聯邦政府所提出較為嚴格的主張，而傾向接受比較溫和的標準。亦
即一個島嶼不必是「永久的」高於「平均高水面」，而只是「一般
性的」、「正常性」，或「通常的」高於「平均高水面」即可。儘
管阿拉斯加州也反對特別代理推事此一比較不嚴格的標準，48 但該
州並未提出其他的替代方案。阿拉斯加州有關「一個偶爾被水淹沒
之島嶼並非不是島嶼」(an island that is occasionally submerged is no
less than an island)49 與特別代理推事之見解並不相悖。
倘若阿拉斯加州隱含地主張某一地貌只須偶爾 (episodically) 高

45

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at 310.

46

Brief for United States on Dinkum Sands, at 17-29.

47

Brief for Alaska on Dinkum Sands, at 64.

48

Alaska Exceptions Brief, at 44-45, and 51.

49

Alaska Exceptions Brief,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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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均高水面」就足以構成被視為島嶼之要件的話，此主張是站
不住腳的。由於「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並未
詳細說明一地貌要如何才算是經常的高於「平均高水面」，因而有
資格被視之為島嶼，因此有必要檢閱該公約的立法歷史。在要求特
別代理推事對「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之解釋
與當初列入此條款之緣由應一致時，阿拉斯加州的論點是強調一個
事實，亦即早期的公約草本明確指出一個島嶼必須是「永久的」高
於高潮線標位。50 阿拉斯加州認為，後來之所以刪除「永久的」字
眼是意味著「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並未列入
任何如「一般性的」、「正常的」或「通常的」之類的修飾詞。
最高法院卻認為阿拉斯加州是選擇性的去解釋第十條一款的
立法歷史。事實上，此條款之立法歷史是支持採用與特別代理推事
所提之類似標準去決定一個地貌是否可被視之為島嶼。第十條一款
首度於一九三○年假海牙所舉行之國際聯盟國際法編纂大會中被
提了出來，當時的看法是，一個島嶼若要擁有自己的領海的話，必
須是永久高於高潮水位。51 國際法編纂大會中的一個次委員會曾經
修訂島嶼之定義，但仍採保留「永久性」此字眼，亦即，「稱島嶼
者，指四面圍水、永久露出高潮水面之陸地區域」(An island is an area
of land, surrounded by water, which is permanently above high water
mark)。 52 一九五一年，當聯合國國際法委員會修訂海牙國際法編
纂大會之文件時，有一特別書記再度提出該次委員會有關島嶼定義
的問題。

50
51

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at 297; See Alaska Exceptions Brief, at 50.
2 Conference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Bases of Discussion, Territorial Waters, 1929, at 54.

52

3 Acts of the Conference, at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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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年，出席國際法委員會之英國代表曾提議加入「在正
常情況下」(in normal circumstances) 的修辭詞，如此一來，一個島
嶼之地位不致因為暫時性的在高潮時被水淹沒而被質疑。53 國際法
委員會接受了上述的提議，因此在最後的報告中將島嶼界定為「稱
島嶼者，指四面圍水，且在正常情況下的永久露出高潮水面的一個
陸地區域。」(An island is an area of land, surrounded by water, which
in normal circumstances is permanently above high water mark.)54 一
九五七年，美國國務院的一份評估國際法委員會起草工作的內部文
件當中曾建議，「永久的」與「正常情況下」的用語是相牴觸，因
此，可以建議將其刪除。此外，該文件指出，目前的國際法並無意
圖去解決此種如何視地貌之組成在高潮情況下被水淹沒的次要問
題。55 一九五八年第一次聯合國海洋法會議當中，美國代表所提的
立場中指出「有關正常以下的 (subnormal)、或不正常的 (abnormal)、
或季節性的潮動 (tidal action) 對島嶼地位之影響並無已成立國家實
踐之存在。」56 第一次聯合國海洋法會議接受美國之提議，將「永
久的」與「正常情況下」的用語自島嶼的定義予以刪除。

53

Summary Records of the 260th Meeting (1954); 1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92.

54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rt 10, U. N.
Gen. Ass. Off. Rec., 11th Session, Supplement No. 9, U. N. Doc. A/3159. At 16
(1956).

55

Alaska Exh. 84A-21. Memorandum from Benjamin H. Read, Island, Drying Rocks
and Drying Shoals, Sept. 1957, at 11.

56

原文是：There is no established state practice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subnormal or
abnormal or seasonal tidal action on the status of island. 參見 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ficial Records: First Committee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Summary Record, of Meeting and Annexes, U. N. Doc.
A/CONF. 13/C1./L.112, p. 242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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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特別代理推事所承認的，在列入「正常情況下」此用語時，
「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的起草者試圖將足以暫時的引起
一 地 貌 被 水 淹 沒 因 此 無 法 符 合 島 嶼 資 格 的 異 常 情 況 (abnormal
events) 納入考慮，但美國有關島嶼之國際定義不需要考慮不正常或
季節性潮動的觀點最後是被大會接受。國際委員會的公約草本有關
島嶼之定義，以致到最後此公約通過，文字上的改變並未暗示有意
將只有部分時間或偶爾在高潮時露出水面的地形視之為島嶼。
事實上，在一九五四年，以不正常或季節性潮動之考量去修訂
島嶼文字上之定義的問題，已因美國將「高潮」解釋為「平均高水
面」的實際運作而被排除。十九年期間的「平均高水面」說明天文
力量所造成的定期變化，而如此長時間內非定期的或氣象上變化導
致地貌被水淹沒的情形是可以被抵銷掉。因此，即使一個地貌在某
一特別的季節或不正常的天氣下，在每個月最高潮位時被水淹沒，
此地形仍有可能在「平均高水面」時露出水面，因此，有資格被視
為一個島嶼。但是，阿拉斯加州並非在不正常高潮時被水淹沒的地
貌去主張一個島嶼地位，而是為在「平均高水面」時露出水面，或
被水淹沒的地貌主張一個島嶼的地位。「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
公約」的起草者已考慮到此情形。即使第十條一款的立法歷史可因
海面不正常之變化而支持在「平均高水面」時下落沉入水中的地貌
的島嶼地位，此立法歷史並未支持季節性海面之變化導致一地貌在
「平均高水面」下落沉入水中的型態可有島嶼的地位。但阿拉斯加
州辯稱，比丁昆沙洲更屬「短暫性」露出水面的地貌都曾有被賦與
島嶼地位的例子。57 但最高法院指出，阿拉斯加州所引用的例子都
是在「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通過之前，因此對解釋該公
約的第十條一款的適用並無幫助。阿拉斯加州也試圖引用密西西比
57

參見Alaska Exceptions Brief,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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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三角洲「土塊」(mudlumps) 的例子作比擬。但此地貌依「一九五
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其法律地位並被認定。58 總而言之，由
「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的立法歷史可看出，若要符合一
個島嶼的資格的話，一個地貌，除了在不正常情況之下，必須是高
於高水位 (亦即露出水面)。阿拉斯加州對一個經常低於「平均高水
面」(亦已被水淹沒) 的地貌並未能提出賦予其島嶼地位的基礎。
阿拉斯加州也嘗試依據三份地圖資料來源，反駁特別代理推事
所指「丁昆沙洲經常低於平均高水位」的事實結論。首先，阿拉斯
加州指出，一九四九年至一九五○年間美國沿岸地測局對比優福特
海所作調查後製作完成的兩張海圖當中，將丁昆沙洲描劃成島嶼，
此作法與一項調查報告有關丁昆沙洲是在「平均高水面」時露出水
面三英尺的碎石沙洲的描述是一致的。59 其次，一九七一年，稱之
為「基線委員會」(Baseline Committee) 的臨時跨部會小組授命劃定
美國的海岸線時，曾製作出基線海圖，將丁昆沙洲視為島嶼。第三，
一九七九年為進行美國聯邦與阿拉斯加州 (東北沿岸Prudhoe Bay)
聯合油氣租賃買賣之故所製的地圖中，將丁昆沙洲四周三海里的領
海所有權劃成屬於阿拉斯加州。但阿拉斯加州似乎也承認，一九七
一年的基線海圖與一九七九年的租賃地圖係依據一九四九至一九
五○年之調查結果所畫成，而非出自於獨立的觀察。一九五六年，
58

參見Report of Special Master in 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O. T. 1974, No. 9 Orig.,
p. 4 (filed July 31, 1974). 特別代理推事之結論是：路易斯安納州依「下沉陸地法」
所取得的土地可由兩「土塊」去測量，但他並未決定是否此二「土塊」符合「一
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一款所指的島嶼，或依十一條所指的低潮高
地。見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420 U.S.529 (1975).

59

Alaska Exh. 84A-203 (U.S. 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 Descriptive Report to Accompany Hydrographic Survey H-7761, at 3); Alaska Exh. 84A-202 (U.S. 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 Addendum to Descriptive Report to Accompany Hydrographic
Survey H-7760,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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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沿岸地測局依據一九五五年海軍船隻的觀測重新製作完成的
一份海圖，其中將丁昆沙洲描劃為低潮高地。「基線委員會」的一
位委員說服了該委員會將丁昆沙洲視為一個島嶼的看法。60 一九七
九年的租賃地圖是依據一九七一年基線海圖劃出丁昆沙洲一個三
海里的領海寬度。這裡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是否一九四九年至一九
五○年調查隊有關丁昆沙洲在「平均高水面」時露出水面三英尺的
集體目測觀察結果，導致特別代理推事有關丁昆沙洲係經常性的低
於「平均高水面」的事實發現不成立？最高法院不認為如此。阿拉
斯加州強調，丁昆沙洲經觀察是「經常露出水面」，且只是「偶爾
被水淹沒」。61 但對丁昆沙洲以目測所得之結論並不具裁定性。問
題不在於丁昆沙洲是否在每一特定日子裡露出水面或被水淹沒，而
是在於此地貌在「平均高水面」時之位置所在。為確定回答上述問
題，美國聯邦政府與阿拉斯加州曾共同出資二百五十萬美金委託進
行一個研究計劃，測算丁昆沙洲四週的「平均高水面」，並依該數
據決定丁昆沙洲的海拔。首先，國家海洋調查處使用一年的潮汐高
度記錄計算丁昆沙洲的「平均高水面」數據，並計算出誤差帶，作
為該水面係依據十九年記錄所取得的數據。此外，在一九八一年三
月、六月與八月，有一個工程公司也測算了丁昆沙洲的最高點。
經比較丁昆沙洲之最高海拔測量以及「平均高水面」的高度，

60

這位委員係一九四九年至一九五○年調查隊之一員。根據個人的觀察，他認為丁
昆沙洲是一個島嶼。參見Alaska Exh. 84A-207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f Members of the Baseline Committee, Minutes of Oct. 10, 1979, Meeting, at 2)
(noting that the Committee “has used Dinkum Sands an a basepoint for determining
the breadth of the territorial sea … because early surveys showed Dinkum Sands to
be above high water and Admiral Nygren had personally observed it above high water).

61

Alaska Exceptions Brief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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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代理推事發現，丁昆沙洲在調查期間的任何時刻都不高於「平
均高水面」。儘管調查中的兩個最高點是落在「平均高水面」的誤
差帶上，但特別代理推事認為此一事實不重要，蓋此測量結果是取
自一九八一年三月的沙石堆，而不是取自丁昆沙洲的真正最高點。
阿拉斯加州繼續在一九八二年至一九八三年間測量丁昆沙洲的「平
均高水面」，一九八二年七月，調查人員發現丁昆沙洲是高於「平
均高水面」，但一九八二年九月的調查發現丁昆沙洲低於海拔達一
英尺之多，此乃丁昆沙洲低於「平均高水面」的數據。儘管其高度
與「平均高水面」兩者之關係並不清楚，一九八三年五月至七月的
觀察發現丁昆沙洲露出水面數次。依據兩次直昇機對丁昆沙洲所進
行的觀察，以及海平面有關「平均高水面」的估計，特別代理推事
認為一九八三年九月，丁昆沙洲露出高水面只有幾英寸而已。此
外，特別代理推事發現，丁昆沙洲在一九八一年是持續低於「平均
高水面」。依據一九八一年至一九八三年的數據，特別代理推事認
為丁昆沙洲不是島嶼。最高法院支持特別代理推事的結論，認為丁
昆沙洲係經常低於「平均高水面」，因此不具島嶼資格。
阿拉斯加州最後改提一個妥協解決方法，亦即，當丁昆沙洲高
於「平均高水面」時，應可被視之為島嶼。阿拉斯加州採用最高法
院曾在過去的判例中認可一個「移動性海岸線」(ambulatory coast
line) 的觀念，支持其上述立場之提出。62 最高法院在適用「一九五
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以協助解釋「下沉陸地法」時，曾經承認
該公約視一沿海國之海岸線為「現時，移動性的海岸線」(modern,
ambulatory coast line)。63 最高法院在上述案例中認知到沿岸低潮線

62
63

Alaska Exceptions Brief 55.
參見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394 U.S. 1, 5 (1969) (Texas Boundary Case); Louisiana Boundary Case, 394 U.S., at 32-34.

660

歐美研究

的變化可成為國際目的，而作為測量海域之基線的改變。依此，一
州對於領海內下沉陸地之所有權，也會因此而改變。本案中，最高
法院同意，一個島嶼的確會有移動性的海岸線，但阿拉斯加州所主
張的並非其逐漸擴大或浸蝕之海岸線向海一方水域內下沉陸地的
所有權，而是丁昆沙洲是否高於或低於「平均高水面」而露出水面
或被水淹沒之下沉陸地的所有權。就「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
約」第十條一款文字的解說不但無法支持此種主張，此公約之其他
條款也無由適用。此公約將沿岸低於「平均高水面」之地貌與低潮
高地兩種地貌予以區分開來。此外，依此公約第三條與第十條二款
的規定，一個島嶼的領海寬度是由低潮線測算量起。當丁昆沙洲的
海拔改變時，而此地貌猛然下降，變成低於「平均高水面」，或甚
至低於低水面時，測算四周海域的基線就會發生變化，進而消失。
姑且不論阿拉斯加州此種移動性海岸線的主張將導致花費不貲，以
及耗費時間的觀測工作，但是最高法院仍同意特別代理推事的結
論，亦即阿拉斯加州並未能指出將變動於高於和低於平均高水面之
地貌視為一個島嶼的現例。

參、 對本案判決之評析
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Alaska 一案中之判決可由國際海洋
法之相關規定，以及美國聯邦政府對海洋法律與政策一項所採取主
張與立場進行討論。

一、國際海洋法相關規定
依據「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三條規定，沿海國應
採正常基線法去劃定測算領海寬度之基線。但若有下列兩種情況，
沿海國是可以採用直線基線劃法去劃定測算領海寬度之基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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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線甚為曲折之地區；(二) 沿岸島嶼羅列密邇海岸之處。64 「一
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65 第七條一款也規定，倘若海岸線甚
為曲折，以及緊接海岸有一系列島嶼存在的情況，沿海國也可對此
部分之海岸採用直線基線劃法以劃定測算領海寬度之基線。倘若沿
海國沿岸並無上述兩種特定地貌情況，就必須依據「一九八二年聯
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五條規定採用沿岸低潮線作為測算領海寬度之
正常基線，或依據第七條二款 (三角洲及不穩定海岸線)、第九條 (河
口)，以及第十條 (海灣) 去採用直線劃法。由於United States v. Alaska
一案所涉及的爭議主要與阿拉斯加州東北沿岸一系列島嶼可否採
用直線劃法相關，因此，以海岸線甚為曲折為由，採用直線去劃定
測算領海基線的情形不在本文之討論範圍。
就緊接海岸有一系列島嶼存在之情形下，若允許沿海國採用直
線劃法去劃定測算其領海寬度之基線，則有三個問題必須予以釐
清：(一) 沿岸要有多少個島嶼之存在才符合「一系列島嶼」(a fringe
of islands) 之規定？(二) 此一系列島嶼彼此間應相距多遠？ (三) 此
沿岸一系列島嶼與大陸間之距離要多接近才能算是「緊接」
(immediate vicinity)？「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對這些問題
並無明文規定。但依據第七條之立法精神，直線基線法之採用不得
不當的以擴大領海範圍為目的 (United Nations, 1989: 21)。至於沿
岸要有多少個島嶼之存在才符合「一系列島嶼」之問題，可討論兩
個情況。首先，假如沿海國之沿岸島嶼佈列之情形正如挪威北部沿
岸 (skjaergaard) 一般 (見圖 4)，在小比例尺的地圖中，這些島嶼與海

64

Article 4 of the 1958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65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 Doc. A/CONF.62/122
(1982), reprinted in 21 ILM 1261-1354 (1982). 截至二○○三年四月十一日止，全
球共有 142 個國家或實體批准或加入此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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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挪威沿岸島嶼羅列密邇

資料來源：United Nations (1989: 23)。

岸看成切和在一起，那麼沿海國依據「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
約」第七條一款規定，採用直線劃法是符合海岸有「一系列島嶼」
存在之規定 (United Nations, 1989)。倘若沿海國沿岸一系列島嶼離
海岸有一段距離，但構成相當大一部分大陸沿岸與海之間的一種遮
蔽的話，沿海國亦可依據「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條
一款規定，採用直線劃法。至於一系列島嶼之數目，究竟要多少才
符合規定？公約無明文規定。比較嚴格的標準是：此數目必須相當
高，高到類似挪威海岸的島嶼數目一般 (Reisman & Westerman,
1982: 86)。聯合國海洋事務與海洋法辦公室的看法是：必須是一個
以上之島嶼。至於沿海國沿岸最少要有幾個島嶼以上才算是「一系
列島嶼」，此問題甚難回答 (United Nations, 1989: 21)。其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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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算是「緊接」海岸呢？顯然的，一系列島嶼離大陸海岸三海
里者係屬「緊接」海岸，而離海岸達一百海里者則不是。一般的看
法是，由於「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允許沿海國劃定一個
不超過十二海里的領海寬度，因此，離大陸海岸二十四海里之一系
列島嶼應符合「緊接」海岸的規定 (United Nations, 1989: 22)。至
於相關文獻上亦有離大陸海岸四十八海里可被視為「緊接」海岸之
提議，但此提議並不全然廣泛的被接受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1987: 22) (見圖 5、6)。
至於島嶼之定義問題方面，「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
條，以及「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百二十一條都規定
的十分清楚。稱之為島嶼者必須是四面環水，且在高潮時高於水面
的自然形成的陸地區域。符合上述規定的島嶼擁有其自己的領海，
此無疑義。但一個島嶼是否擁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就必須
根據此島嶼是否能夠維持人類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而定。66 由
於United States v. Alaska 一案有關島嶼所引起的爭議主要是決定是
否擁有領海，而與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無關，因此，這裡只討
論島嶼之定義問題。倘若丁昆沙洲的確是在高潮時也露出水面，那
麼依據「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十條，以及「一九八二
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是可以被視為島嶼，擁
有其自己的領海。最高法院判決丁昆沙洲並非島嶼，主要原因就是
經常被水所淹沒。
由阿拉斯加州東北鄰比優福特海沿岸的地形地貌來看，如果丁
昆沙洲不算，共有包括 Midway Islands、Cross Island、McClure

66

Article 121 (3) of the 1958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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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沿岸一系列島嶼採正常基線劃法情形

資料來源：United Nations (1989：19)。

圖6

沿岸一系列島嶼採直線劃法情形

資料來源：United Nations (19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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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s，以及 Stockton Islands 等之一系列島嶼 (見圖 7)，其彼此間
之距離不超過十海里，且此系列島嶼離海岸不超過二十四海里，因
此應該是符合「一九五八年領海及鄰接區公約」第四條，以及「一
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條一款有關「緊接海岸有一系列
島嶼存在」。此外，阿拉斯加州主張採用直線基線之主要理由並非
是要擴展美國十二海里之領海範圍，而是為爭取沿岸下沈陸地之所
有權。是故，若由國際海洋法相關規定去分析，阿拉斯加州在東北
沿岸採用直線基線劃法，將上述一系列島嶼予以連線，使線內之水
域變成內陸水域的做法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基於美國聯邦政府是採
取不支持採用直線基線劃法的政策 (Roach & Smith, 1996: 69)，加
上聯邦政府有意爭取分享阿拉斯加州東北沿岸下沈陸地之所有
權，因此，阿拉斯加州採用直線基線的主張遭受聯邦政府的反對。

二、美國有關領海基線劃法以及島嶼的政策主張
有關美國沿岸下沈陸地所有權歸屬的訴訟案件始於一八四二
年，至一九三五年間，美國最高法院共審理了三十件以上的此類案
件，所作的判決都是支持沿岸下沈陸地所有權屬於各州，因為美國
聯邦政府對此問題並不太在意。但自發現美國沿岸 (尤其是墨西哥
灣沿岸各州以及太平洋沿岸的加州) 大陸礁層下蘊藏有大量油氣資
源後，美國聯邦政府為了爭取因出售礦產租約所可取得的大筆收
入，開始爭取控制沿岸下沈陸地之所有權。最高法院在一九四七年
的United States v. California、67 一九五○年的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68 以及一九五○年的United States v. Texas69 這三個案
67

332 U.S. 19 (1947).

68

339 U.S. 699 (1950).

69

339 U.S. 707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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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阿拉斯加灣東北沿岸史蒂芬生灣島嶼佈列情形

資料來源：http://www.alaskais.com/AKM.htm

件中，作出對聯邦政府控制沿岸下沈陸地所有權之有利的判決。當
時的國會為了制衡聯邦行政權之擴張，以及因應最高法院支持行政
部門的上述判決，在一九四六年至一九五一年間曾提出二個法案，
其中規定沿岸下沈陸地所有權屬於沿岸各州。但國會所提出的法案
遭到當時杜魯門總統的否決 (Fitzgerald, 1989: 209, 218)。一九五二
年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沿岸下沈陸地所有權歸屬問題是選舉的一項
重要議題。由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艾森豪的獲勝，以及共和黨控制
國會多數，使「下沈陸地法」得以在一九五三年通過成為美國國內
法。「下沈陸地法」的通過事實上是推翻了最高法院在上述 United
States v. California、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以及 United States v.
Texas 三個案件所作有利聯邦政府的判決，蓋此法確認了沿岸下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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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地所有權屬於沿岸各州。70 儘管依據「下沈陸地法」，美國聯邦
政府將三海里領海寬度範圍內下沈陸地所有權賦予沿岸各州，但保
留三海里領海寬度範圍向海一方下沈陸地之所有權。「下沈陸地法」
制訂通過後同年，國會也通過「外大陸礁層陸地法」(Outer Continental Shelf Land Act)，71 明確規定三海里領海外界線向海一方下
沈陸地之所有權屬於美國聯邦政府。72 一九五八年，美國簽署日內
瓦「領海及鄰接區公約」，並於一九六四年批准此公約成為締約國。
如前所述，依據此公約第四條規定，沿岸國對海岸線甚為曲折之地
區或沿岸島嶼羅列密邇海岸之處是可以決定採用領海直線基線劃
法。而美國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Alaska指出，公約第四條的規
定並不具強制性。亦即，沿海國有權決定，就其海岸線甚為曲折之
地區或沿岸島嶼羅列密邇海岸之處，採用正常基線劃法或是直線基
線劃法。美國聯邦政府的政策是：(一) 唯有聯邦政府之同意，方可
採用領海直線基線劃法；(二) 聯邦政府傾向不採用領海直線基線劃
70

「下沈陸地法」Section 1311 (a) 規定：“It is determined and declared to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1) title to and ownership of the land beneath navigable water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respective States,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within such
lands and waters, and (2) the right and power to manage, administer, lease, develop,
and use the said lands and natural resources all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State
law be, and they ar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hereof, recognized, confirmed, established, and vested in and assigned to the respective States or the persons who were
on June 5, 1950, entitled thereto under the law of the respective States in which the
land is located, and the respective grantees, lessees, or successors in interest thereof”.
參見 43 U.S. C. §1311 (a) (1988)。 此外，依據Section 1311 (b) ：“The United States
releases and relinquishes unto said States and persons aforesaid, except as otherwise
reserved herein, all right , title, and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any it has, in and
to all said lands, improvements, and natural resources . . .” 43 U.S. C. §1311 (b)
(1988). 各州向海一方的疆界線是三海里，參見 43 U.S. C. §1312 (1988).

71

Pub. L. 95-372, 43 U.S. C. §§1331-1356 (1988).

72

43 U.S. C. §1332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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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California (1965)73 一案中確認美國
聯邦政府的此項權限。74
一九九四年九月，美國國務院致函給柯林頓總統，要求他將「一
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送交國會參院尋求批准時，同時附上
一份對此公約相關條款進行評論，並說明美國有關海洋法所採立場
的文件。75 文件對公約第七條一款有關「緊接海岸有一系列島嶼存
在」的解釋是：倘沿海國要依據此款之規定主張採用直線劃法的
話，必須符合以下三條件：(一) 此一系列島嶼中之每一島嶼向大陸
一方的任何一點距大陸海岸之距離不得超過二十四海里；(二) 以直
線連接該一系列島嶼中之兩個島嶼，此連線之距離不得超過二十四
海里；(三) 此一系列島嶼全部至少要「遮蔽」(mask) 該地區內百分

73
74

381 U.S. 139 (1965).
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指出：California may not use such base lines to extend our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beyond their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lines against the expressed op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 . . [A]n extens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to an
international area by claiming it as inland water would necessarily also exte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unle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for questions
of external sovereignty is hollow, it must have the power to prevent States from so
enlarging themselves. We conclude that the choice under the [1958]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to use the straight-base-line method
for determining inland waters claimed against other nations is one that res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not with the individual States. 參見 381 U.S. 139,
167-169 (1965). 最高法院相同之判決亦可見於United States v. Louisiana (1969),
394 U.S. 17, 36-38 (1969)，以及Alabama and Mississippi Boundary Case, 470 U.S.
93, 99 (1985).

75

Comments enclosed with the Letter of Submittal of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3, 1994, S. Treaty Doc. No. 103-39 (1994), reprinted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6 Dispatch Supplement, No. 1, February 1995. See also 34 I.L.M. 1393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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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十以上的大陸海岸線。76
依據此政策，似乎位於阿拉斯加州東北鄰近比優福特海史蒂芬
生灣的一系列島嶼是符合「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條
一款的規定，可以主張採用領海直線基線劃法。此外，一九八八年，
美國曾宣布將其領海寬度由三海里擴充至十二海里。77 基此，是否
美國各州依據「下沈陸地法」所擁有三海里領海範圍內下沈陸地之
所有權也可延伸至沿岸十二海里水域內下沈陸地之所有權？此問
題的答案是否定的，蓋一九八八年美國擴充領海寬度至十二海里之
宣言明示規定，現存之聯邦法律或各州法律，或依上述法律所衍生
之管轄、權利、法律利益，或義務並不因此宣言而被擴充或改變。78
基此，儘管一九八八年美國擴充領海寬度至十二海里之宣言的確造
成聯邦政府與各州有關海洋使用與海洋保護所可能發生之管轄衝
突問題 (Kmiec, 1990: 1; Saurenman, 1990: 39; Forman, Jarman, &
VanDyke, 1992: 1; Briscoe, 1992: 225; Littleton, 1993: 331)，但各
州依據「下沈陸地法」所擁有三海里領海範圍內下沈陸地之所有權
並未改變。此外，美國對其領海基線劃法一向是支持採用正常基
線，而非直線基線劃法。再者，美國在實際做法上，對未能依據「一
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條一款的規定而採用直線基線劃
法的國家往往提出抗議。79

76

Comments enclosed with the Letter of Submittal of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Sep-

77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5928, Territorial Sea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

tember 23, 1994, S. Treaty Doc. No. 103-139 (1994), at 9.
cember 27, 1988, 54 C.F.R. 777 (1989).
78

“Nothing in this Proclamation: (a) extends or otherwise alters existing Federal or
State law or any jurisdiction, rights, legal interests, or obligations derived therefrom . . . . ” Id.

79

將於下節討論實際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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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案對海峽兩岸有關領海直線基線劃法
之可能意涵
一、 美國對越權採用直線基線劃法之反制
如上節所述，美國本身並不支持採用直線基線劃法去劃定美國
的十二海里領海寬度。此外，美國在國際外交關係的實際做法上是
對未能依據「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條一款的規定而
採用直線基線劃法的國家提出抗議或採取反制行動。自一九七九年
開始，美國實施執行所謂的「航行自由方案」(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80 曾透過外交管道發出一百一十多次不同形式的外交信
函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外交照會 (diplomatic notes)、正式抗
議書 (formal protest notes)、普通照會 (notes verbale) 或備忘錄 (aides
memoire)，指出外國有違國際法之特定海域主張 (Roach & Smith,
1996: 7-8)。自一九七九年以來，美國軍艦與飛機平均每年要在全
球海洋中採取三十至四十次的強勢行動，抗爭三十五個以上國家所
做的越權主張，以維護美國的航行自由與飛越權利 (Roach & Smith,
1996: 10-11)。這些美國所認為係屬「越權的海域主張」(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的種類相當多，其中包括本文所討論的沿海國採用
直線基線劃法之不當作法。81 一九九四年十一月，「一九八二年聯
80

一九七九年，卡特政府首度擬定執行「航行自由方案」，主要目的在於凸顯強調
新海洋法公約各國應有航行權益之維護。其後的雷根、布希與柯林頓政府持續執
行此方案。

81

這些美國所認為係屬「越權的海域主張」的種類相當多，其中包括：不被承認的
歷史性水域主張、測量領海基線劃法之不當、領海寬度之主張長於十二海里、專
屬經濟區之主張與「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五部分之規定不符、大陸
礁層之主張與「一九八二年海洋法公約」第六部分之規定不符、群島國或群島水
域主張與「一九八二年海洋法公約」第四部分之規定不符、領海主張對軍用船舶
或商船所享有之無害通行權設定不被允許之限制、要求軍艦通過領海或專屬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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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後的六年內，美國曾經對十八個沿海國越權
採用直線基線劃法的作為，共採取了四十四次以上的「航行自由宣
示行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al Assertions) (見表 1)。
表1
國家
孟加拉
中國大陸
伊朗
菲律賓
越南

柬埔寨

伊朗
日本
巴基斯坦
菲律賓
南韓

美國國防部依據「航行自由方案」所執行之宣示行動，
1995-2000 會計年度
被挑戰的越權主張 (Excessive Claims Challenged)
會計年度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Taiwan’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2000
Prior permission for warships to enter contiguous zone
and territorial sea; requirement for warships to place
weapons in non-operative status prior to entering contiguous zone;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prior permission for warship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security zone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for warship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1999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s archipelagic waters
as internal water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待續)

區時事先通知或獲得許可的主張、對用於國際航行之海峽禁止過境通行權之行
使，以及不允許群島海道通過權等。在不被承認的歷史性水域越權主張方面，美
國曾經對南海周邊國家菲律賓、越南、與高棉分別在菲律賓條約疆界線內、暹羅
灣和北部灣（或稱東京灣）所提出的歷史性水域主張表示過抗議與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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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國國防部依據「航行自由方案」所執行之宣示行動，
1995-2000 會計年度 (續)

被挑戰的越權主張 (Excessive Claims Challenged)
會計年度
越南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prior permission for warships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warship must place weapon
1999
in non-operative positions prior to entering contiguous
zone; Gulf of Tonkin as historic waters
孟加拉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緬甸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柬埔寨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伊朗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for warship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肯亞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historic bay claim (Ung1998
wana Bay)
菲律賓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s archipelagic waters
as internal waters
沙烏地阿拉伯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越南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prior permission for warship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孟加拉
claimed territorial airspace beyond 12 nautical miles
(nm)
緬甸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claimed territorial airspace beyond 12 nm
柬埔寨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claimed territorial airspace beyond 12 nm
1997
吉布地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埃及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伊朗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for warship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利比亞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for warship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國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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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馬爾地夫
阿曼
菲律賓
越南
孟加拉
緬甸
柬埔寨
埃及
伊朗
馬爾地夫
阿曼
菲律賓
越南
吉布地
阿曼
菲律賓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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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部依據「航行自由方案」所執行之宣示行動，
1995-2000 會計年度 (續)
被挑戰的越權主張 (Excessive Claims Challenged)
會計年度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1997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s archipelagic waters as
internal water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claimed territorial airspace beyond 12 nm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territorial airspace
12 nm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territorial airspace
12 nm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1996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for warship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 pri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 prior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territorial sea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archipelgic waters as internal
water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ed security zone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prior permission to enter
territorial sea
1995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s archipelagic waters as
internal waters
Excessive straight bas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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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峽兩岸領海直線基線劃法之採用
(一) 中共
一九九二年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制訂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領
海及毗連區法」。此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領海的寬度
從領海基線量起為十二海里。中華人民共和國領海基線採用直線基
線法劃定，由各相鄰基點之間的直線連線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領
海的外部界限為一條其每一點與領海基線的最近點距離等於十二
海里的線。」一九九六年五月十五日，中共通過批准「一九八二年
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同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領海及毗連區
法」，宣 布 部分大陸 領 海以及西 沙 群島的基 點 基線 (見圖 8)。82

(二) 台灣
一九九八年元月二十一日，我國公布施行「中華民國領海及鄰
接區法」。此法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領海為自基線起至其外側
十二海里間之海域」；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領海基線之劃定，
採用以直線為原則，正常基線為例外之混和基線法。」一九九九年
二月十日，我國政府公布「中華民國第一批領海基線、領海及鄰接
區外界線」，其中包括台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東沙群島、黃岩島、
等地區基點基線、領海及鄰接區外界線 (見圖 9 與圖 10)。

三、美國政府之反應
一九九六年八月二十一日，美國針對中共的直線基線劃法提出

82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批准『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決定」，以
及所宣布之部分領海基點基線，英文版見Law of the Sea Bulletin, No. 32, at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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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中共東南沿海領海直線基線

資料來源：Keyuan (199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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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中華民國第一批領海基線與領海及鄰接區外界線示意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 (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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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中華民國第一批領海基線表

東沙
群島

D1
D2
D3
D4

中 華 民 國 第 一 批 領 海 基 線
地理座標
迄點
機點名稱
經度（E）
緯度（N） 編號
三貂角
122˚00.00˝ 25˚00.60˝
T2
122˚05.80˝ 25˚28.80˝
T3
棉花嶼 1
122˚05.80˝ 25˚29.00˝
T4
棉花嶼 2
122˚04.50˝ 25˚37.50˝
T5
彭佳嶼 1
122˚03.90˝ 25˚37.80˝
T6
彭佳嶼 2
麟山鼻
121˚30.40˝ 25˚17.70˝
T7
大堀溪
121˚05.40˝ 25˚04.20˝
T8
大牛欄西岸
121˚00.65˝ 25˚00.55˝
T9
翁公石
119˚32.00˝ 23˚47.20˝
T10
119˚18.70˝ 23˚24.80˝
T11
花嶼 1
119˚18.20˝ 23˚24.00˝
T12
花嶼 2
貓嶼
119˚18.80˝ 23˚19.50˝
T13
七美嶼
119˚24.40˝ 23˚12.00˝
T14
琉球嶼
120˚20.90˝ 22˚19.10˝
T15
七星岩
120˚48.80˝ 21˚45.45˝
T16
121˚36.10˝ 21˚56.70˝
T17
小蘭嶼 1
121˚37.10˝ 21˚57.00˝
T18
小蘭嶼 2
飛岩
121˚31.00˝ 22˚41.00˝
T19
石梯鼻
121˚30.53˝ 23˚29.20˝
T20
鳥石鼻
121˚51.10˝ 24˚28.00˝
T21
米島
121˚53.70˝ 24˚35.90˝
T22
龜頭岸
121˚57.30˝ 24˚49.90˝
T1
釣魚台列嶼
－
－
－
西北角
116˚45.45˝ 20˚46.16˝
D2
東沙北角
116˚42.13˝ 20˚44.16˝
D3
東沙南角
116˚41.30˝ 20˚41.92˝
D4
西南角
116˚44.80˝ 20˚35.78˝
D1

中沙
群島

－

黃岩島

區域

臺
灣
本
島
及
附
屬
島
嶼

南沙
群島

基點
編號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T12
T13
T14
T15
T16
T17
T18
T19
T20
T21
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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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直線
種類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正常基線

在我國傳統 U 形線內之南沙群島全部島嶼均為我國領土，其領海基線採直
線基線及正常基線混合機憲法劃定，有關基點名稱、地理座標及海圖另案
公布。

資料來源：行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 (2001: 23)。

678

歐美研究

抗議。在抗議函中，美國除重申有關劃定直線基線之條件外，也表
示：
美國注意到中國的海岸線並非全然極為曲折、彎曲、切入，
亦非有一系列島嶼緊接海岸。因此，國際法並不允許以直線
基線作為劃定中國沿岸基線之唯一方法。基此，中國一九九
二年領海法三條二款 (有關直線基線劃法) 是無國際法根據的。
美國也注意到大部分中國之海岸線並不符合一九八二年聯合
國海洋法公約第七條一款有關採用直線基線的兩個地理條
件。中國於一九九六年五月十五日所公布的基線宣言所指定
之基點其海岸既非極為曲折、彎曲、切入，亦非有一系列島
嶼緊接海岸之存在。此外，由直線基線方法所圍入之絕大部
分水域與相鄰之大陸並無密切關連，反而是顯示出公海或領
海之性質；在某些地點，此基線與大陸海岸之一般走向是大
相逕庭。就上述區域，美國認為依據國際法，中共應採用低
潮線的正常直線基線劃法。
中國一九九六年五月十五日所公布的基線宣言，界定連接中
國大陸與海南島之四十九個基點的四十八條直線基線段連線
總長超過一千七百海里。美國注意到有一半以上的直線基線
段連線長度超過二十四海里，而其中三條的長度甚至超過一
百海里。
儘管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對直線基線段連線的長度
並未作出特別規定，但美國認為，就一般規則而言，直線基
線段連線之長度不應超過二十四海里。此長度之限制係仔細
閱讀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條款所得而來。
第七條一款提及「緊接」海岸。第七條三款規定：「基線內
的水域必須充分接近陸地領土，使其受內水制度的支配。」
依上述兩項規定，相當強的意涵是：被圍成內水的水域不應
是領海內的水域。中國大陸沿海並無任何不尋常情況 (unu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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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之存在使國際水域 (指低潮線向海一方十二海里之水
域) 可以被認為是「充分接近」(sufficiently closely linked) 而被
83
轉為內水。

就有關中華民國政府所公布之第一批領海基點基線而言，雖然
筆者並未見到有任何美國官方之抗議函，84 但在二○○一年年初，
美國前國防部長柯恩向柯林頓總統與國會所提出之年度國防報告
書中，的確提及美國軍方針對台灣的越權直線基線主張採取航行自
由宣示行動。85 美國學者舉如Mark J. Valencia、J. Ashley Roach，
以及Robert W. Smith等人對我國採用以直線基線為主之混合基線
劃法也提出質疑。Roach與Smith指出，我國所公布的二十二個基點
當中，只有七個是在台灣本島的海岸。而台灣本島係由包括澎湖、
綠島、蘭嶼、和七星岩共十一個海岸外島嶼以直線基線段連成之領
海基線測算十二海里的領海寬度。採用正常基線的只有棉花嶼、彭
佳嶼、花嶼，以及小蘭嶼。鑒於台灣之海岸既非極為曲折、彎曲、
切入，沿岸也沒有一系列緊接島嶼之存在，因此，Roach與Smith認
為，我國採用直線基線劃法很難被認為與國際法規定不牴觸 (Roach
& Smith , 2000: 65)。Valencia在二○○一年二月出席在台北舉行之
「台灣與南海衝突管理」圓桌學術研討會中亦作此表示。
領海基線與測算沿海國之領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以及
大陸礁層之範圍相關。倘若沿海國領海基線劃法被其他國家視之為
與國際法規定不相符時，海洋疆界與沿海國管轄權範圍的爭議就有
83

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 96 State 181478, delivered August 21, 1996. 引自Roach
& Smith (2000: 47, 62-63)。

84

此應與我國與美國之間無正式外交關係，以及美國採取之「一個中國政策」相關。

85

William S. Cohen,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www.dtic.mil/execsec/adr2001/, Appendix H (Freedom
of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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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發生。美國在以往的確曾經採取軍事行動去抗議、挑戰，或反
制沿海國 所 採取之越 權 海域主張，比較常被提及的例子，如美國
與 前 蘇 聯 在 黑 海 就 軍 艦 行使領海無害通過權所發生之軍艦碰撞事
件，以及美國派遣海、空軍挑戰利比亞宣布雪特灣 (Gulf of Sidra) 為
歷史性海灣的主張。

伍、結論
不同領域的法學者會採取不同的角度去解析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Alaska 一案所作之判決，大部分的美國憲法學者對最高法
院作出美國聯邦政府擁有阿拉斯加州東北沿岸的「國家石油保留
區」與「北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內下沈陸地之所有權的判決尤
其重視，認為係屬最高法院再度確認聯邦政府在此類爭議中具有至
高無上地位。但少數的國際法學者重視本案，是因為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Alaska 一案中針對幾個重要海洋問題作出解釋。最
高法院對美國聯邦政府是否擁有「國家石油保留區」與「北極國家
野生動物保護區」內下沈陸地之所有權，是以六票對三票作成的判
決，但對幾個海洋法問題的見解卻完全一致，最後以九票對零票作
出支持聯邦政府的判決。本案說明了過去四、五十年當中美國政府
對海洋法中有關領海直線基線劃法和島嶼地位的實踐，以及所採取
的政策主張。此外，本案也說明美國不採用領海直線基線劃法主要
原因之一是基於維護聯邦權限，以及爭取聯邦政府稅收利益之考
量。就國際社會其他沿海國提出有關越權領海基線劃法或主張，
United States v. Alaska 一案也提供了有用的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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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v. Alaska─The Supreme Court’s
Ruling Concerning Disputes over the Drawing of
Territorial Sea Straight Baselines
Yann-huei Song
Abstract
On the 19th of June 1997, the U.S. Supreme Court ruled, by
unanimous vote and a vote of six to three respectively, in favo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United States v. Alaska. This case, which remained
pending for 19 years before the Court, concerned seaward boundaries
and titles to coastal lands along the Arctic coast. This article examines
less-noticed aspects of the Court’s ruling: the method of baseline-drawing, the historic waters claim, the legal nature of internal
waters, and the legal status of islands in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at part of the Beaufort Sea where
there were fringing islands and disputed hydrographic features]. This
case study discusses U.S. practice and policy taken over the past 40 to
50 years with respect to drawing straight baselines to measure the
limit of U.S. territorial sea and to determi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islands in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is case study shows that
one of the major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the U.S. decision not to
adopt the method of straight baseline-drawing wa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and right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gainst the states.

Key Words: Straight baselines, islands, United States, Alaska,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