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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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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委員：劉 冰 張紹遷 周友道 傅建烈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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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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臺灣調研漁船被槍擊被扣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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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為曾毓宗股長，右邊為潘建鵬船長的父親潘忠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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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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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為筆者，右邊為琉球區漁會曾毓
宗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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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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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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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