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5日發生在沖之鳥礁附近海域的臺灣琉球籍
漁船“東聖吉16”號遭到日本保安廳巡邏艇扣押並
要求繳納保證金的案件，在台灣朝野引起軒然大

波。
日本宣稱的「沖之鳥島」距離日本本土一千七百四十四公里， 最早據

說曾經有五塊礁石露出水面，但是經過颱風與海水侵蝕，目前只有兩塊浮
出水面。這兩塊小岩礁，一個叫東露岩 另一個叫北露岩，東露岩高潮時面
積大約只有雙人床大小，露出水平面十六釐米。北露岩還不如一間臥室那
麼大 高出水平面只有六釐米。 

1565年由西班牙船隻水手首先發現這些珊瑚礁。 1888年以前日本沒有
任何關於這些岩礁的官方記載。到了1922年日本才開始發現這些岩礁 。
1931年日本政府宣稱這些珊瑚礁是日本領土，並起了一個日本名字：「沖
之鳥島」 。1987年 日本開始大規模『島嶼化』行動，建立防波堤及直徑
50公尺的混凝土牆，防止東露岩和北露岩進一步風化及海水侵蝕。

就這麼兩塊小岩礁，日本除了主張200海裡的專屬經濟區之外，還以沖
之鳥礁為中心，試圖用外大陸架畫界的計算方法，把原來43萬平方公里的
次大陸架面積擴大到7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本土面積的兩倍。）

所以不能小看了這兩個小岩礁，它使日本的次大陸架面積增加了74%。

據此， 日本保安廳巡邏艇在沖之鳥礁附近海域, 扣押臺灣琉球籍漁船「東

聖吉16」號, 並要求繳納保證金。這種片面宣稱主權，公然在公海扣押別
國船隻並要求贖金的行為，和索馬裡海盜何異？這樣的行為不但台灣必須
嚴重抗議，所有國家都應該譴責這種以礁為島，片面宣稱主權的行為。

由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院長傅崑成教授倡議的「亞太漁業養護有限公
司」（ASIA-PACIFIC FISHERY PRESERVATION LIMITED）

終於在香港註冊成立了。有關海洋的法律並不健全，而往往各說各話，
因此糾紛難免。亞太漁業養護希望透過追蹤漁業糾紛，提供法律援助。

目前已經有4個項目在進行中，如果加上沖之鳥礁事件，就已經有5項工
作在進行了。本期特別報導了林亞將先生的報告。這是一個需要大家支
持，共同努力的工作。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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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于此次臺灣調研主要目的在
於瞭解兩個案件的細節和進展：一
是3月21日發生在麻六甲海峽的臺灣
小琉球籍漁船“聖德財”號和“連
億興116”號遭到了印尼巡邏船槍擊
的案件；二是4月25日發生在日本沖
之鳥礁附近海域的臺灣小琉球籍漁
船“東聖吉16”號遭到日本保安廳
巡邏艇扣押並要求繳納保證金的案
件。兩起案件中涉事漁船同屬臺灣
屏東縣小琉球區漁會管轄，因此，
筆者于4月29日到達臺灣後前往的第
一站是位於臺灣西南外海上的小島
嶼——小琉球。筆者與琉球區漁會
曾毓宗股長取得了電話聯絡，並約
好於當日下午1點30分于琉球區漁會
辦公樓會面洽談，此次發生的兩起
琉球籍漁船事故都是由曾毓宗股長
主要協調處理。

關於4月25日發生在日本沖之鳥礁
附近海域的臺灣琉球籍漁船“東聖
吉16”號遭到日本保安廳巡邏艇扣
押並要求繳納保證金的案件。

2016年4月24日晚上7點22分，當
時位於離日本沖之鳥礁大約160海裡
的附近海域（具體座標為：北緯
19度47分，東經138度38分）作業的
臺灣屏東縣琉球籍漁船“東聖吉
16”號（CT4-1945），遭到日本保
安廳巡邏艇警示並欲登臨檢查，日
方稱“東聖吉16”號漁船在日本專
屬經濟區海域作業。由於當時一片
漆黑，看不清楚對方的船，“東聖
吉16”號船長潘建鵬不同意其登
撿，隨後即發生兩船追趕行為。
“東聖吉16”號船上載有10人，包
括一名臺灣船長，一名大陸人（姓
名：林民遠）和8名印尼人。在發生
此事件之後，“東聖吉16”號船長
潘建鵬及時向設立在屏東縣東港鎮
的通訊中心通報情況。

在收到此消息後，臺灣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於4月24日晚23時
25分作了以下幾項應對措施：一是
請臺灣外交部門轉告日本勿在公海
海域干擾臺灣漁船正常作業，並也
將此情況轉達臺灣駐日代表處；二
是向臺灣海巡署勤指中心通告此情
況，建議其採取妥當措施；三是已
轉告船長向外行駛，離開該水域；
四是已請臺灣蘇港、東港、高雄漁
業通訊電臺加強廣播，請在該海域
附近作業的漁船注意。

自4月24日晚7時22分左右一直持
續到4月25日淩晨5時30分左右，日
本保安廳巡邏艇一直持續追趕臺灣
漁船“東聖吉16”號。當時，天已
漸漸明亮，“東聖吉16”號船長潘
建鵬可以看清追趕自己的是日本公
務船。曾股長稱，潘建鵬船長時值
37歲，沒有太多經驗，認為臺灣與
日本有簽署一些相互登檢的協議，
這次的登撿或許是合法合理的，再
者，潘船長認為自己並沒有做任何
違法的事情，因為在臺灣漁民認識
中，沖之鳥是一個礁，而不是島，
只有12海裡領海。鑒於這些考慮，
潘建鵬船長主動停船讓日本保安廳
巡邏艇登撿。據曾股長解釋，日本
保安廳巡邏艇的速度不比“東聖吉
16”號漁船快，因為“東聖吉16”
號船也很大，79.72的噸位，當時如
果潘建鵬船長不停船，日本保安廳
巡邏艇也沒有辦法將它擋下來。

“東聖吉16”號一停航，日本保
安廳巡邏艇迅速靠近登撿，日本執

法人員一登上“東聖吉16”號，便用
手銬將船長潘建鵬銬起來，並控制了
其他船員，非常野蠻的將船長室、船
艙、漁獲艙都搜了一遍。隨後潘建鵬
船長被帶到了日本保安廳巡邏艇，
“東聖吉16”號跟著日本保安廳巡邏
艇返航日本橫濱。在登上“東聖吉
16”號後，日本執法人員即很明確的

跟潘建鵬船長表明需要繳納600萬日
元保證金，約176萬元新臺幣，並表
示如果在海上航行時候收到了保證
金，則會立刻人船釋放，如果不及時
交，等船舶到達了日本港口，就不只
繳納176萬的新臺幣，而是繳納800萬
元的新臺幣。潘建鵬船長遇到這樣的
“恐嚇”心裡十分恐慌，如實向臺灣
方面通報了情況。曾股長告訴筆者，
日本通過這樣的“恐嚇”手段，其企
圖是想早一點拿到保證金，並通過收
繳臺灣漁船保證金這個事，企圖向外
界宣示其在沖之鳥礁附近海域是享有
專屬經濟區的主張。

4月25日晚上8點左右，日本派直升
機將潘建鵬船長從日本保安廳巡邏艇
上帶走，於4月25日晚11點左右飛抵
日本硫磺島，隨後在4月25日當晚近
12點時換客機將潘建鵬船長帶往日本
橫濱，於4月26日淩晨2點左右抵達橫
濱。到達橫濱之後，潘建鵬船長被告
知對方是日本大陸架管理局，做了筆
錄，簽署一些不明檔。曾股長表示他
工作近30年來，未曾遇到這樣的執法
行為，日本單方將潘建鵬船長從船上
帶離，帶到橫濱的這個事，這個過程
一直都瞞著臺灣方面，直到將潘建鵬
船長帶到橫濱之後才通知臺灣方面。
曾股長這樣解釋道，臺灣得知漁船被
日本保安廳巡邏艇扣押的消息後，有
派遣海巡艇前往護漁救援，日本保安
廳巡邏艇從扣押臺灣漁船地返回橫濱
需要一周左右的時間，因此日本擔心
在返航途中遭遇臺灣的海巡艇，到時
候船和人很可能被臺灣攔截，所以日
本先用直升機將潘建鵬船長帶到日本
國內，作為“人質”，以此作為保
障，這便是日本如此詭異執法的動
因。這是第一起發生在該海域附近的
臺灣漁船被扣押的事件。

潘建鵬船長被帶到橫濱之後，即被
進行了全身檢查，在許多人面前，被
脫光了衣服褲子，進行全身的搜檢，
用潘船長自己的話說，是“身上每一
個位置都被摸了”。檢查過後，潘建
鵬船長換上了日本提供的衣服，被關

Singapore is an island-city nation consisting of multi-ethnic 
races living in an area of 277.3 square miles, about 2/3 of New York City, 
half of Los Angeles and 2/3 of Hong Kong. She gained independence 
from Malaysia in 1965 and has grown in GDP and prosperity 
continuously for over three decades since independence and sustained 
her growth till today except a dip during world recessions in 2001 and 
2009. No doubt, many of Singapore's success should be credited to her 
founding president, Lee Kuan Yew, who, though appeared to be a 
dictator to some, had set up a unique Singapore democratic governing 
system under one dominant party, People's Action Party, co-founded by 
Lee. The ultimate success in Singapore, of course, belonged to the 
Singaporeans. Singapore is a strict law-abiding nation perhaps with laws 
more on the conservative principles, but under the Singapore laws, the 
citizens are given freedom and opportunities to obtain education, serve 
the country, and practice capitalism. The government servants are well 
paid to eliminate graft and corruption and the brightest are given 
education scholarships and encouraged to serve in the public sectors. 
Therefore, in general,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capable and 
efficient employe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setting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managing Singapore's economy.

Professor Kishore Mahbubani, currently the Dean and 
Professor of Practice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is one 
shining example of a well educated and successful Singaporean. He was 
born in Singapore in 1948, a Sindhi and was awarded a scholarship and 
then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SU) with a degree in 
philosophy and later obtained a MA degree from Dalhousie University in 
Canada. He joined Singapore foreign services in 1971 and eventually 
became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 for Singapore. 
While at UN, he met and married Ann King Markey, an American 
lawyer, and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rofessor Mahbubani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Can Asians Think?, 
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Rebuilding 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orld,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 and his latest book, Can Singapore 
Survive?. Professor Mahbubani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top 100 global 
thinkers by Foreign Policy in 2010 and 2011 and as Prospect's top 50 
world thinkers.

There is a good reason that I am presenting such details about 
Professor Mahbubani. Mahbubani has been an observer of the changing 
tide in Asian and Western politics. In my opinion, he has correctly 
criticized the West that their practice of the value they are pressing 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uch as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social justice 
including American culture unfortunately anchored on 'money' and 'sex' 
is corrupted in many ways. The system of glob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MF are created 
to benefit the West not fair to the rising Asian powers. He claims that 
though the West may be fearful of Asia's rise, it should accept them and 
co-operate. Prof. Mahbubani is largely supportive of China like Lee 
Kuan Yew (a Chinese Singaporean) but he is a Sindhi Singaporean with 
a life-time diplomatic career associated with the UN. Lee and 
Mahbubani both understood China's method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lied 
that China is doing everything right to become an even more powerful 
nation. Prof. Mahbubani has given many lectures including a recent one, 
entitled, What Happens When China Becomes Number One (4-9-2015), 
at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Politics, where he 
discussed the future US-China relation. His views inspire and resonate 
with mine thus I will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them here.

First, he points out there is a public perception gap (foreign 
elites versus American public including American intellect). Even though 
the US media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 traveler in the U.S. will feel 
being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self inflicted, the American 
public do not underst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contrast to elites in other 
countries who have fa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mericans are 
too hung up with being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President Clinton once 
said in 2003 something in essence like:  if you believe in maintaining 
power and control and you are number one, you can act unilaterally, but 
if you are number two, you can't do that. Clinton never repeated this kind 
of speech since it was suicidal to say U.S. to be number two to the 
American public. Listening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every four years, 
you would wonder why Americans felt so entitled to be number one 
without thinking deeper how the U.S. achieved and other great nations 
could achieve to be number one as well. China's economy may very well 
continue to rise to be number one; Goldman Sachs even predicted that 
India may become number two, but in reality, the three economies will 

be all very close in size. There is no big deal for the U.S. to accept a number 
two position. Japan one time was approaching the number 1 economy of the 
world, but never did. It is conceivable that China will not become number 
one either, but China has 1.3 billion people one billion more over 
Americans. If every Chinese performed 25% more in productivity, every 
American would have to double his or her productivity to keep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y at par. 

In Prof. Mahbubani's view, the ASEAN nations and the U.S. don't 
have reasons to fear the rising China. Overall, China is rising peacefully. 
The Chinese leader Xi is fulfilling the Chinese Dream, rejuvenating progress 
both in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ves for the Chinese citizens. China is more 
focused on her internal problems than replicating the U.S. foreign actions 
such as interfering in the Middle East. Whether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or from reality, China believes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live on the 
same boat. China has more respect to the United Nation than other great 
power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to his audience about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with the rising China, his answer was very profound that 
both would do well, perhaps, with short term issues in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method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as exhibited by some current 
events. As to the reform or transforming to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his 
observation was also very prudent.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generous in 
offering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such as Harvard) to all foreign students 
including the Chinese. This has had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great effect 
on China.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100 million Chinese going overseas as well 
as like many coming back to China provides high hope that China will 
evolve into a more free and open society. They have moved a society with 
bicycles being the principal mobility tool to a modern world their citizens 
can move about in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 with far more freedom than 
many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Asia as a whole has come a long way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WW II thanks to the generosity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guiding the non-communist world to recover from the ruins 
of the war. The recovery of the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are most notable, 
but their stagnant economy is also obvious and understandable. The future 
of Asia will be bright because the changes the Asians have made. The world 
will be a better place for mankind if the West and the East will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rather than living in fear of each other or worse 
by scheming to destroy one another.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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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of China Rise by Kishore Mahbubani

◎林亞將

進一個房間，這個房間裡面有一張
床、棉被、洗臉盆，還有馬桶，牆上
有一扇窗戶可以看到外面，但是窗戶
被密封起來。這個房間的鐵門中下方
有一個矩形的口子，以便於往房間裡
面送食物，這個房間裡面沒有隔層，
吃飯、睡覺、上廁所都在裡面。簡言
之，把潘建鵬船長視同犯人來對待。

臺灣屏東縣琉球區漁會已設法籌集
600萬日元，約176萬台幣的保證金，
並於4月26日將這筆錢匯給臺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由臺北駐日經濟文化
代表處轉交給日本。曾股長表示繳納
保證金並不是承認日本執法的合法
性，而是為了讓10名船員及漁船安全
返台，同時也迫于船員家屬的壓力。
關於保證金的事，還有一個細節值得
一提，當時“東聖吉16”號船上有一
名大陸漁工，這名大陸漁工從19歲和
潘建鵬船長一起捕魚共事，至今與潘
建鵬船長有近20年的交情，情同手
足，而這名大陸人患有哮喘病，平時
以吃藥控制病情，此事件發生時，船
上只剩下兩瓶藥了，如果藥吃完了再
逢病發，將會有生命危險，因此船長
潘建鵬非常著急這個事，也向臺灣家
裡回饋了這個事，這也是臺灣方面急
於繳納“保證金”的一個原因。曾股
長表示，臺灣漁船近來在外合法作業
卻屢受“欺負”，一個原因在於扣押
臺灣漁船能夠比較好拿到贖金，臺灣
政府國力不如大陸雄厚。曾股長坦
言，臺灣漁民若在外作業時懸掛五星
紅旗，則出意外的情況就很少發生
了。

日本收到保證金後，將人船釋放。
“東聖吉16”號將於下週三左右（5月
4日）到達臺灣。筆者近日通過電話採
訪，得知潘建鵬船長已于5月5日中午
回到了小琉球。

採訪持續了近三個小時才結束。晚
餐後一起來到了“東聖吉16”號潘建
鵬船長家中，見到了潘船長的父親和
母親，在用當地語言（台語）與老兩
口交談時，老兩口打開了話匣子，可
以感受到老兩口對於自己兒子在外的
遭遇焦急又無奈，潘建鵬的父親潘忠
秋情緒激動，稱日本不能稱得上是文
明國家，而只能是“垃圾國家”，無
故的勒索擄人。潘忠秋也是一名老船
長，他稱自己從13歲就開始出海捕魚
了，歷經了近50年的捕魚生涯，他本
人也到過沖之鳥礁附近，深知沖之鳥
礁就是兩塊裸露的岩礁，用他樸素的
表達是：“沒有樹、沒有淡水、不適
合人居住，怎麼能成為島？”

潘忠秋老先生質問日本執法的基礎
是什麼？沖之鳥礁只有日本自己認為
是島？其他國家都知道那是個礁。為
何用直升機將他兒子單獨帶到日本？
他沒有見過這樣的執法。為何脫光了
自己兒子的衣服？這是人格的侮辱。
為何把他的兒子看成是犯人一樣對
待？關在一個小房子裡面，吃飯、睡
覺、上廁所都在裡面，這是非人道的
待遇。為何保證金在海上是一個價
格？到了日本以後又是另外一個價
格？這裡面的道理和依據在哪裡？這
明擺著是“恐嚇勒索”。潘老先生表
明由於日本單方面的主張，當時他也
諮詢了臺灣漁業署是否可以到達沖之
鳥礁附近200海裡的海域捕魚，得到的
答覆是可以在沖之鳥礁附近200海裡的
海域作業，不要進入沖之鳥礁12海裡

赴臺灣調研漁船被槍擊被扣押報告

一、成立目的
近年來南海周邊數國往往非法或

不當扣捕我國漁船，把漁民漁船當
人質一般，長期扣押，以嚇阻我國
漁民前往南海中南部海域作業。這
對於我保護漁業權益以及海域主
權，非常不利。因政府不能干涉他
國內政，在很多場合難以伸出援
手，所以需要非政府組織（NGO）來
推動。本機構維護的對象不僅限於
大陸的漁民漁船，也包括其它東亞
國家及港澳臺地區的漁民漁船。
APFP也希望連結各國漁業領域的合
作，為亞太各國漁民漁船服務，營
造一個和平共處和永續開發利用海
洋生物資源的良好環境。

二、主要工作
1、關切南海周邊國家的漁業糾

紛，特別關注亞太漁業資源的永續
利用；

2、協助周邊各國政府對作業漁船
的合理管理、漁場劃定及人道救援
等；

3、連結周邊國家法律專家提供合
適的法律救助；

4、促進各國漁業領域內產官學界
的交流；

5、增強亞太各國家或地區對海洋
漁業合作的意願，阻斷非法扣船行
為；

6、促成被扣漁船案件行政或司法
處置程式的透明化，形成輿論壓力。

三、成立經過
2016年 1月 20日，已依照香港法

律，以擔保有限公司（法人團體）的
形式，獲得香港公司註冊證明書（公
司註冊編號：2333089）及商業登記
證。將來欲申請為香港法律定義的"慈
善團體"。但因在香港成功申請政府認
可的"慈善團體"證書，必須機構先運
行一段時間以證實其符合"慈善"之條
件。為加速機構的成立並著手開展活
動，故先以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存在
並運行。

四、組織成員
出資創辦成員3人，分別為廈門大

學南海研究院院長傅崐成教授，美國

亞太事務研究中心主席陳憲中先生，
和香港中燃遠邦控股（香港）公司船
舶燃料供應部法務經理的張慧芸女
士。

首任董事會成員3人，分別為張慧

雲女士、陳憲中先生和福建省原海洋
漁業廳法規處處長（退休）林光紀先
生。由林光紀先生擔任執行董事，平
日與執行長共同商定機構業務行動。

監事1人，為基隆市漁業發展協會
總幹事夏萬浪先生。

機構設立業務部，由傅崐成教授為

執行長負責機構的日常業務。由王丹
維博士生擔任業務秘書，由陳美詩女
士擔任財務。另由吳雯女士擔任在港
行政秘書，負責向香港公司註冊處和
稅務機關報單。

五、年度專案
APFP本年度預組織四個活動專案，

分別為：與福建、廣東、廣西、海南
漁業界碰頭會、與臺灣漁業界碰頭
會、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調研，以及
港澳漁民基層宣講會。

目前，與福建漁業界碰頭會已順利
完成。

王丹維：「亞太漁業養護有限公
司」執行秘書

亞太漁業養護有限公司
（ASIA-PACIFIC FISHERY PRESERVATION LIMITED-APFP）
簡   介

亞太漁業養護（APFP）第一屆董事會

即可。因此發生此事件，潘老先生
表示臺灣當局也應當強硬起來，應
當給他一個答覆。

對於已經繳納的176萬新臺幣保
證金，潘老先生表示政府應當把錢
要回來，不管是通過走行政途徑還
是司法途徑，或者上國際法院，都
應當把保證金要回來。除此之外，
潘老先生還要求日本必須道歉、賠
償損失，還他兒子清白。當時漁船
漁獲未滿，這一季捕魚應有的收益
受到了損失，這部分損失必須由日
本支付。筆者也向潘老先生談到了
國際法上的一個重要原則：用盡當
地救濟原則(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指國家只能在受害的
本國國民已經利用所在國一切可以
利用的救濟方法而仍然不能獲得合
理補償的情況下，才能對該國政府
提出賠償要求，除非該國的國際不
當行為直接侵害了本國的利益，或
者兩國之間另有相反的協議，或者
存在其他某些特殊情況。在國際實
踐中，位於國外的具有本國國籍的
自然人或法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所在
國的不法侵害，受害人國籍國基於
屬人管轄權可以行使外交保護。但
是，國家行使外交保護權的前提是
受害人必須用盡所在國的當地救濟
途徑（行政，司法，仲裁等實質性
保護方法）仍然得不到補償。因
此，筆者建議潘老先生先用盡日本
國內的救濟途徑，如若不行，再由
政府出面處理這件事情，這樣做更
加符合國際法。

當天夜裡一直談到近晚上11時，
在向曾毓宗股長及潘老先生表示感
謝並告知明日的行程安排之後，筆
者告別了兩位回到旅舍休息，完成
了一天的調研。

4月30日，筆者將前往臺北與亞
太漁業養護（APFP）的董事陳憲中
先生、監事夏萬浪先生會合。下午
4點左右，筆者先從屏東縣東港鎮
出發前往高雄，於當日下午6點抵
達高雄左營高鐵站，隨即轉乘當日
18時18分的高鐵Train172從左營站
出發前往臺北。當日晚上19時54分
抵達臺北。

5月1日，筆者于當天下午4點在
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的牯嶺公園第
一次見到了亞太漁業養護(APFP)的
監事夏萬浪先生，與夏萬浪先生彙
報了我到小琉球的經過，並共同探
討如何將亞太漁業養護（APFP）之
影響力共同做大等問題進行了交

流。並且與亞太漁業養護（APFP）
的董事陳憲中先生約好了次日中午
一起午餐，商議是否可以從臺灣漁
業署獲得漁業署與印尼或日本官方
的交流檔等諮詢資料。

5月2日上午8點30分筆者來到了臺
北市中正區䋞溪裡裡長辦公室，夏
萬浪先生身兼數職，他也是中正區
䋞溪裡的裡長，在辦公室中筆者與
夏萬浪先生交流了4月25日發生在日
本沖之鳥礁附近海域的臺灣琉球籍
漁船“東聖吉16”號遭到日本保安
廳巡邏艇扣押並要求繳納保證金的
案件，夏先生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
機會擴大亞太漁業養護（APFP）的
影響力，可以通過各個管道如微
博、期刊等發聲，通過媒體讓公眾
瞭解真相，對日本形成輿論壓力。
並且從長遠看，有一種可能性，若
未來中國大陸以此案件為由在國際
法院起訴日本，將很有可能通過國
際法院判例的形式確定日本沖之鳥
實為礁而非島的法律屬性，並且從
大陸爭取臺灣民意方面，也是大有
裨益。

中午12點30分，筆者同陳憲中先
生、夏萬浪先生會合共同用餐。下
午1時30分，夏萬浪先生給臺灣農委
會漁業署打電話，接電話的是漁業
署視察藍惟騰先生，夏萬浪先生在
電話中表明亞太漁業養護（APFP）
是成立在香港的一個NGO，旨在維護
亞太地區漁業群裡的合法利益，正
在關注臺灣近期發生的兩起漁業案
件，並表明欲前往漁業署瞭解最新
進展，遺憾得到的答覆是漁業署拒
絕我們前往，理由有三個，一是漁
業署表示不明白我們的動機；二是
漁業署認為亞太漁業養護（APFP）
是私人公司；三是藍惟騰先生稱漁
業署沒有處理過此類事件，因此推
諉不予接見，幾番周旋之後漁業署
仍然拒絕我們前往訪問。陳先生和
夏先生對此表示遺憾，此情況之
下，陳先生和廈先生考慮了另外一
種方案，即通過臺灣某立法委員行
使立法委員的質詢權，要求漁業署
就筆者所調研的兩起漁業案件作書
面答覆。以此方式獲得相關資訊和
資料。 

隨後，筆者于次日5月3日乘坐早
上7點的航班返回廈門，結束調研行
程。

林亞將：「亞太漁業~養護有限公
司義工，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博士
生。  

台灣民眾在日本在台協會抗議

左邊為筆者，右邊為琉球區漁會曾毓
宗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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