參考文獻

參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官方出版品
立法院公報，第 59 卷第 64 期，1970 年 8 月 22 日，2-14。
行政院研考會，海洋白皮書，台北：行政院研考會，2001 年。
許惠祐主編，海洋台灣，台北：行政院海岸巡防署，2005 年。
葉建宏等著，東黃海漁業資源共同管理之研究，台北：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998
年。

(二)專書
中外條約彙編，台北：文海，1964 年。
中國石油公司編，中國石油志(下冊)，台北：中國石油公司，1976 年。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印，釣魚台列嶼問題資料彙編，台北：中國國民
黨中央委員會，1972 年。
王志文，海域油氣探採之法律觀，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 年。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歷史與理論，台北：五南，1999 年。
王懷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法律全書(1998)，長春：吉林人民出版，1999 年。
尹章華編著，國際海洋法，台北：文笙書局，2006 年。

323

日本的東海政策

丘宏達編，現代國際法參考文件，台北：三民，1984 年。
丘宏達，釣魚台列嶼主權爭執問題及其解決方法的研究，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1991 年。
丘宏達，關於中國領土的國際法問題論集，台北：台灣商務，2004 年。
沈文周編，海域劃界技術方法，北京：法律出版社，2003 年。
邱文彥，海岸管理：理論與實務，台北：五南，2000 年。
吳嘉生，國際法學原理，台北：五南，2000 年。
林田富，再論釣魚台列嶼主權爭議，台北：五南，2002 年。
林田富，釣魚台列嶼主權歸屬之研究，台北：五南，1999 年。
林金莖，戰後中日關係之實證研究，台北：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1984 年。
林金莖，戰後中日關係與國際法，台北：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1987 年。
易君博，政治理論與研究方法，台北：三民，2003 年。
胡念祖，海洋政策：理論與實務研究，台北：五南，1997 年。
姜皇池，國際海洋法(上冊)，台北：學林，2004 年。
姜皇池，國際海洋法(下冊)，台北：學林，2004 年。
俞寬賜，南海諸島領土爭端之經緯與法理----兼論東海釣魚台列嶼之主權問題，
台北：國立編譯館，2000 年。
俞寬賜，國際法新論，台北：啟英，2002 年。
倪健民、宋宜昌，海洋中國 : 文明重心東移與國家利益空間，北京：中國國際
廣播出版社，1997 年。
袁古潔，國際海洋劃界的理論與實踐，北京：法律出版社，2001 年
馬英九，從新海洋法論釣魚台列嶼與東海劃界問題，台北：正中書局，1986 年。
孫國祥，美日對南海問題之立場與政策，台北：內政部南海問題專案研究計畫，
1998 年。
黃異，海洋秩序與國際法，台北：學林文化，2000 年。
黃異，國際海洋法，台北：渤海堂，1994 年。
324

參考文獻

凌鴻勳等，石油人史話，台北：中國石油公司成立二十五週年紀念會，1971 年。
陳民本、陳汝勤編著，中國的海洋，台北：中央文物，1982 年。
陳荔彤，海洋法論，台北：元照，2002 年。
陳德恭，現代國際海洋法，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年。
陳隆志，新世紀的台灣國，台北：遠流，2003 年。
曹明主編，六十年來之中國石油公司，台北：中國石油公司，2006 年。
張亞中、孫國祥主編，亞太綜合安全年報 2003-2004，台北：遠景基金會，2004
年。
傅崐成，海洋管理的法律問題，台北：文笙書局，2003 年。
傅崐成國會辦公室編印，釣魚台列嶼----日本海上保安本部實際調查的相關資
料，台北：傅崐成國會辦公室，1997 年。
楊仲揆，中國．琉球．釣魚台，香港：友聯研究所，1972 年。
楊仲揆，琉球古今談----兼論釣魚台問題，台北：台灣商務，1990 年。
楊金森、高之國編著，亞太地區的海洋政策，北京：海洋出版社，1990 年。
趙理海，海洋法問題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6 年。
鄭海麟，釣魚台列嶼之歷史與法理研究，香港：明報，1998 年。
鄭海麟，從歷史與國際法看釣魚台主權歸屬，台北：海峽學術，2003 年。
鞠德源，釣魚島正名，北京：崑崙，2006 年。

(三)專書論文
何思慎、洪維揚，「『日本對釣魚台主權論述』述評」，黃兆強編，釣魚台列嶼之
歷史發展與法律地位，台北：東吳大學，2004 年，45-76。
李子文，
「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發展史」
，內政部編印，海洋政策與法規
論叢，台北：內政部，1997 年，1-43。
吳天穎，
「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侵略中國釣魚列嶼始末」
，程家瑞編，釣魚台列嶼之

325

日本的東海政策

法律地位，台北：東吳大學法學院，1998 年，23-67。
胡念祖，
「國際海洋法在我國海洋問題上的應用」
，內政部編印，海洋政策與法規
論叢，台北：內政部，1997 年，139-188。
陳汝勤、莊文星，
「由海洋地質觀點看釣魚台列嶼」
，程家瑞編，釣魚台列嶼之法
律地位，台北：東吳大學法學院，1998 年，85-109。
陳荔彤，
「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制度」
，內政部編印，海洋政策與法規論叢，
台北：內政部，1997 年，65-88。
雷競璇，
「慈禧賞賜釣魚台偽詔諭考證」
，黃兆強編，釣魚台列嶼之歷史發展與法
律地位，台北：東吳大學，2004 年，111-128。
謝世雄，
「釣魚台列嶼海域之地質與資源」
，程家瑞編，釣魚台列嶼之法律地位，
台北：東吳大學法學院，1998 年，111-130。

(四)期刊論文
丘宏達，
「中國對於釣魚台列嶼主權的論據分析」
，明報月刊，第 7 卷第 6 期，1972
年，53-63。
孔祥邦，蔡錫麟，
「東海春曉油氣田開發案之爭議」
，石油通訊，第 639 期，2005
年，31-35。
毛峰，「中日角力東海油氣田」，亞洲週刊，第 19 卷第 31 期，2005 年，54-55。
毛峰，「中日東海鬥法與外交陷阱」，亞洲週刊，第 19 卷第 41 期，2005 年，92-94。
毛峰，「日侵佔釣島的幕後策劃」，亞洲週刊，第 19 卷第 9 期，2005 年，34-35。
毛峰，
「春曉油氣田暫停投產玄機」
，亞洲週刊，第 20 卷第 9 期，2006 年，12-13。
毛峰等，
「中泰日聯手新運河創三贏」
，亞洲週刊，第 18 卷第 32 期，2004 年，40-45。
尹曉亮，「中日『春曉油田』之爭的『結』與『解』」，日本問題研究，2005
年第 2 期，2005 年，59-63。
王志鵬、詹英祺，「由中共漢級潛艦入侵日本事件探討台灣國防應有之省思」，

326

參考文獻

國防政策評論，第 5 卷第 4 期，2005 年，74-107。
王春良，
「略論釣魚島列島是中國固有領土」
，煙台大學學報，1998 年第 2 期，1998
年，91-96。
王冠雄，
「主權之爭?抑或漁權之爭?----論東海漁業爭端之本質」
，戰略安全研析，
第 3 期，2005 年，14-17。
王冠雄，
「台、日漁業談判之後續發展」
，戰略安全研析，第 5 期，2005 年，29-32。
王逸舟，
「聯合國海洋法公約與國際關係」
，海洋開發與管理，1996 年第 2 期，1996
年，37-39。
平可夫，「中日軍備競賽由隱形轉向有形」，亞洲週刊，第 19 卷第 22 期，2005
年，50-51。
司徒尚紀，
「關於釣魚島群島歷史地理的若干問題」
，嶺南文史，1997 年第 1 期，
1997 年，4-9。
米慶餘，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歸屬考----從明代陳侃使琉球錄談起」
，歷史研究，
2002 年第 3 期，2002 年，182-189。
朱學恕，「台日漁事糾紛的擴大與我國應有的對策」，海軍學術月刊，第 39 卷第
12 期，2005 年，17-23。
朱鳳嵐，「中日東海爭端及其解決的前景」，當代亞太，2005 年第 7 期，2005
年，3-16。
西村幸彥著，馮彥國譯，「日本與中國大陸油田爭議探討」，海軍學術月刊，第
39 卷第 1 期，2005 年，21-29。
阮中強，「東海油田開採中日唯有合作」，亞洲週刊，第 19 卷第 36 期，2005
年，46-47。
呂建良，「東海石油能源與中日衝突之分析」，復興崗學報，第 88 期，2006 年，
255-279。
呂建良，「從『市民社會』評析 2005 年 4 月中國反日示威運動」，展望與探索，
第 3 卷第 11 期，2005 年，51-66。
327

日本的東海政策

余民才，「中日東海油氣爭端的國際法分析----兼論解決爭端的可能方案」，法商
研究，第 105 期，2005 年，45-52。
沈明室，「美軍駐琉球陸戰隊兵力移駐關島的意涵與影響」，戰略安全研析，第
12 期，2006 年，43-46。
李中邦，
「324 中日釣魚台之爭讓『台灣主權』原形畢露」
，海峽評論，第 161 期，
2004 年，24-27。
李中邦，「中日聯手開鑿『克拉地峽運河』的可能性」，歷史月刊，第 202 期，
2004 年，34-43。
李中邦，
「日本調查大陸棚及台灣政治情勢對釣魚台主權的影響(上)」
，海峽評論，
第 158 期，2004 年，19-22。
李令華，
「中國海洋劃界與國際接軌的若干問題」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05 年第
1 期，2005 年，1-6。
李先波、鄧婷婷，
「從國際法看中日釣魚台爭端」
，時代法學，2004 年第 3 期，2004
年，6-12。
李明峻，
「『台灣』的領土紛爭問題----在假設性前提下的探討」
，台灣國際法季刊，
第 1 卷第 2 期，2004 年，61-112。
李明峻，
「東海漁業糾紛與解決之道」
，戰略安全研析，第 3 期，2005 年，18-21。
李明峻，
「釣魚台主權問題與國際法」
，現代學術研究，第 4 期，1991 年，115-138。
李建民，「『普通國家』目標與日本對聯合國外交」，當代亞太，2004 年第 7 期，
2004 年，9-15。
李恩涵，
「中日東海油氣之爭 應預籌對付日本『突然襲擊』的良策」
，海峽評論，
第 180 期，2005 年，21-27。
李恩涵，
「再論中日東海油氣之爭的對策」
，海峽評論，第 182 期，2006 年，40-46。
李廣義，「東海大陸架劃界爭端國際法依據辨證」，當代法學，第 19 卷第 3 期，
2005 年，103-110。
李曄，
「釣魚島問題與中日關係」
，外國問題研究，1998 第 2 期，1998 年，30-34。
328

參考文獻

宋燕輝，「東海漁業糾紛與解決之道」，戰略安全研析，第 3 期，2005 年，6-9。
邵亞樓，
「民族主義與中日關係」
，寧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2 卷第 4 期，2004
年，17-19。
吳輝，「從國際法論中日釣魚島爭端及其解決前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0
卷第 1 期，2001 年，75-83。
孟昭彜，
「東海、黃海及其附近地區石油展望初步蠡測」
，石油季刊，第 9 卷第 1
期，1973 年，27-31。
林金莖，「釣魚台主權問題及事端國處理方案之檢討」，外交部通訊，第 22 卷第
1 期，1998 年，19-30。
金熙德，「中日關係：轉折期的特點和展望」，日本研究，2005 年第 2 期，2005
年，39-44。
「保釣人士登釣島 日本舉國震驚」，亞洲週刊，1996 年 10 月 14 日，35-36。
侯松嶺、遲殿堂，
「中國周邊海域的戰略地位和地緣戰略價值初探」
，當代亞太，
2003 年第 10 期，2003 年，47-52。
俞寬賜，
「沿海國家間的海域劃界法制之研究」
，台大法學論叢，第 29 卷第 2 期，
2000 年，1-41。
姜皇池，
「從東亞實踐論台日漁業爭端可能解決方案」
，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
論，第 1 卷第 2 期，2005 年，311-382。
郝曉雲、李作雙，
「日本能源戰略動向」
，能源戰略，第 12 卷第 11 期，2004 年，
39-41。
孫冰冰，
「論中日東海爭端與能源合作」
，太平洋學報，2005 年第 6 期，2005 年，
88-96。
郭永虎，
「關於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美國因素』的歷史考察」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第 15 卷第 4 期，2005 年，111-117。
修斌，
「日本海洋戰略研究的動向」
，日本學刊，2005 年第 2 期，2005 年，37-52。
馬南屏，
「從麻六甲海上通路之痛論中日能源爭奪戰的佈局與困境」
，海軍學術雙
329

日本的東海政策

月刊，第 40 卷第 4 期，2006 年，26-37。
陳立中，「中日對開採『東海油氣田』之爭議」，瓦斯季刊，第 76 期，2006 年，
16-23。
陳本善，「日本政治右傾化和釣魚島問題」，東北亞論壇，1997 年第 1 期，1997
年，92-97。
陳本善，
「關於釣魚島歸屬問題的初步意見」
，現代日本經濟，1995 年第 2、3 期，
1995 年，86-90。
陳荔彤，
「台灣之海域紛爭」
，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1 卷第 2 期，2004 年，113-148。
陳荔彤，
「我國擁有釣魚台列嶼領土主權」
，台灣海洋法學報，第 5 卷第 1 期，2006
年，85-98。
陳荔彤，
「東海護漁爭端解決與海域劃界(二)」
，台灣海洋法學報，第 5 卷第 1 期，
2006 年，1-58。
陳荔彤，「琉球群島主權歸屬----歷史角度與國際法」，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22
期，2005 年，1-28。
陳鴻瑜，
「『太平洋盆地共同體』構想之研析」
，問題與研究，第 20 卷第 7 期，1981
年，59-73。
黃養志等，
「日人為謀奪我釣魚台做了些什麼手腳?」
，明報月刊，第 7 卷第 10 期，
1972 年，2-22。
黃養志等，「釣魚台千萬丟不得」，明報月刊，第 6 卷第 5 期，1971 年，17-31。
張良福，
「中國政府對釣魚島主權爭端和東海劃界問題的基本立場和政策」
，太平
洋學報，2005 年第 8 期，2005 年，61-70。
張沱生，
「如何發展中日長期友好合作關係」
，中國評論，第 97 期，2006 年，6-14。
張東江、武偉麗，「論中日東海海域劃界問題及其解決----從國際法角度的研究」，
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 年第 4 期，2006 年，1-14。
張啟雄，「釣魚台列嶼的主權歸屬問題----日本領有主張的國際法驗證----」，近
代史研究集刊，109-135。
330

參考文獻

張景全，
「日本的海權觀及海洋戰略初探」
，當代亞太，2005 年第 5 期，2005 年，
35-40。
張植榮、蔣蘇晉，「美國與中日釣魚台列嶼爭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2 卷
第 3 期，2002 年，93-103。
張耀光等，「中國海洋油氣資源開發與國家石油安全戰略對策」，地理研究，第
22 卷第 3 期，2003 年，297-304。
張麟徵，
「維護主權要有行動 談釣魚台糾紛之解決」
，海峽評論，第 175 期，2005
年，36-40。
傅崐成，
「中國周邊大陸架的劃界方法與問題」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04 年第 3
期，2004 年，5-12。
湯家玉、孫茂慶，
「釣魚島百年風雲」
，黨史縱覽，2003 年第 7 期，2003 年，12-19。
「聖火點燃了怒火」，亞洲週刊，1990 年 11 月 4 日，6-7。
楊仲揆，「釣魚台列嶼主權問題平議」，文藝復興，第 28 期，1972 年，14-19。
楊志恆，
「中共及日本在東北亞的角色」
，遠景季刊，第 2 卷第 4 期，2001 年，29-55。
楊志恆，
「台日漁場衝突與日中台關係」
，展望與探索，第 3 卷第 7 期，2005 年，
1-5。
楊志恆，
「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
，戰略與國際研究，第 2 卷第
2 期，2000 年，1-30。
楊永明「冷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1990」
，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年，13-40。
葉俊榮，
「建構海洋台灣發展藍圖」
，研考雙月刊，第 29 卷第 4 期，2005 年，8-21。
趙建民、何思慎，
「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論----兼論日、中、台新
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4 年，83-104。
趙剛、孫伶伶記錄，「東海問題現狀與展望研討會紀要」，日本學刊，2006 年第
1 期，2006 年，14-21。
趙愛玲，
「東海油氣之爭『日中之間新的懸案』」
，中國對外貿易，2004 年第 8 期，
331

日本的東海政策

88-90。
趙國材，
「日本現正在侵犯台灣的釣魚台列嶼」
，海峽評論，第 176 期，2005 年，
11-16。
蔡明彥，「中共近期處理東海能源開發爭議立場之研析」，大陸工作簡報，2007
年 5 月 9 日，8-12。
鄭海麟，「釣魚台主權歸屬的歷史與國際法研判」，海峽評論，第 146 期，2003
年，34-40。
鄭海麟，
「從國際法看中日東海資源之爭」
，海峽評論，第 175 期，2005 年，51-52。
鄭海麟，
「警惕日本武裝謀取我釣魚島及東海資源」
，海峽評論，第 182 期，2006
年，37-39。
劉中民，「中日海洋權益爭端的態勢及其對策思考」，太平洋學報，2006 年第 3
期，2006 年，25-34。
劉文宗，「石油資源與釣魚島爭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 年第 1 期，2002
年，92-95。
劉文宗，
「從歷史和法律依據論釣魚島主權屬我」
，海洋開發與管理，1997 年第 1
期，1997 年，47-50。
劉江永，
「論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
，日本學刊，1996 年第 6 期，1996 年，13-28。
劉康克，
「認識台灣附近的海洋環境」
，科學月刊，第 33 卷第 2 期，2002 年，102-111。
劉燈城譯，「韓國表示被扣漁船未解決前 凍結日韓漁業談判」，國際漁業資訊，
第 58 期，1997 年，1。
蔣國平摘譯，「東中國海魚類資源現況概要」，國際漁業資訊，149 期，2005 年，
55-63。
歐陽承新，「因應短缺大陸推展能源外交----油災成因、對策與國際反應」，海峽
評論，第 175 期，2005 年，45-50。
歐錫富，
「中國大陸媒體看日本軍事力量」
，大陸工作簡報，2005 年 12 月 14 日，
1-5。
332

參考文獻

歐慶賢譯，「日『中』新漁業協定」，國際漁業資訊，第 65 期，1998 年，46-48。
錢復，
「釣魚台事件交涉過程曝光」，亞洲週刊，第 19 卷第 10 期，2005 年，48-49。
龍村倪，
「東海警戒：合作之海還是對抗之海?」
，中國評論，第 97 期，2006 年，
20-25。
龍村倪，
「從中國東海『春曉油田』論中國海域油氣開發新形勢」
，鑛冶：中國鑛
冶工程學會會刊，第 50 卷第 2 期，2006 年，39-52。
龍村倪，
「釣魚台及春曉油田 日本劃定的『防空識別區』」
，全球防衛雜誌：軍事
家，第 43 卷第 5 期，2006 年，68-73。
龍村倪，
「『釣魚台主權屬於我國之歷史根據』的修訂及補充」
，歷史月刊，第 183
期，2003 年，100-104。
龍村倪，
「釣魚台的歷史與戰略的重要性」
，海軍學術月刊，第 38 卷第 7 期，2004
年，4-16。
龍村倪，「春曉油田風飆雨」，全球防衛雜誌，255 期，2005 年，18-23。
羅小鋒，「東海還有魚可捕嗎?」，中國發展觀察，2005 年 8 月號，48-51。
顧宗平，「東海平湖油氣田的勘探與開發----從發現到建成投產的全面回顧」，中
國海洋平台，第 14 卷第 14 期，1999 年，1-6。
龔國慶，
「是誰貢獻了東海旺盛的基礎生產力」
，科學發展月刊，第 29 卷第 2 期，
2001 年，76-80。

(五)學位論文
張源銘，專屬經濟海域漁業爭端解決之研究----以台日東海漁業爭端為中心，台
灣海洋大學海洋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6 月。
樊德正，中日漁業協定之研究，台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3 年 7 月。
蘇岳璽，台日東海漁權爭議中日本國家實踐之研究，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論

333

日本的東海政策

文，2006 年 6 月。

(六)報紙
人民日報(北京)
中央日報(台北)
中國時報(台北)
自由時報(台北)
經濟日報(台北)
聯合晚報(台北)
聯合報(台北)

(七)網路資料
http://big5.ce.cn/culture/people/200707/06/t20070706_12082063.shtml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2/09/content_3899135.htm

http://fuhrer.myweb.hinet.net/articles/a168.doc
http://fuhrer.myweb.hinet.net/articles/a229.doc
http://fuhrer.myweb.hinet.net/articles/a386.doc
http://magazine.sina.com.tw/chinanewsweek/20060410/2006-04-06/18371125.shtml
http://myweb.hinet.net/home5/fuhrer/articles/a446.doc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240000/newsid_6241700/6241702.stm
http://news.sina.com/102-000-101-101/2006-05-18/1614246548.html
http://news.sina.com/102-000-101-101/2007-05-25/2004382696.html
http://news.sina.com/105-000-102-105/2007-07-03/0545397446.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5-08-10/09406654880s.shtml
http://news.sina.com.tw/finance/chinanews/cn/2007-04-04/141412433705.shtml
334

參考文獻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5-07/20/content_3241840.htm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0733&Itemid=110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9013&Itemid=28

http://www.cfau.edu.cn/jiaoxue/english/courses/diaoyudaoyuanwen.doc
http://www.csil.org.tw/cnews/920223.htm
http://www.csil.org.tw/files/i01.pdf
http://www.csil.org.tw/files/i02.pdf
http://www.gov.tw/EBOOKS/TWANNUAL/show_book.php?path=8_004_030
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cn/news/news/200503/1195.html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hotnews-3552.asp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hotnews-3572.asp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hotnews-3745.asp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hotnews-3809.asp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484&bulletinid=22313
http://www.sinchew-i.com/breaking/index.phtml?sec=842&sdate=&artid=200704123237
http://www.wufi.org.tw/tjsf/040117f.htm

二、日文部分

(一)檔案
日本外務省編，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八卷(明治十八年一月至十二月)，東京：日
本国際連合協会，昭和二十五年。
國立公文書館藏，閣議決定書，秘別第一三三号，明治二十八年一月十四日。

(二)專書
335

日本的東海政策

シップ．アンド．オーシャン財団 海洋政策研究所編集，海洋白書 2005---日本の動き

世界の動き，東京：成集堂書店，2005 年。

シップ．アンド．オーシャン財団 海洋政策研究所編集，海洋白書 2006---日本の動き

世界の動き，東京：成集堂書店，2006 年。

入江通雅，冷戦後世界と日本，京都：嵯峨野書院，1994 年。
山本草二，海洋法，東京：三省堂，1992 年。
小田滋，注解囯連海洋法条約(上卷)，東京：有斐閣，1985 年。
小田滋，海の資源と国際法Ⅰ，東京：有斐閣，1977 年。
小田滋，海洋法の源流を探る----海洋の国際法構造(増補)----，東京：有信堂
高文社，1989 年。
小島朋之，中国のゆくえ----この国が世界を決める，東京：時事通信社，1997
年。
上田愛彥、高山雅司、杉山徹宗ほか，東シナ海が危ない，東京：光人社，2007
年。
井上清，「尖閣」列島----釣魚諸島の史的解明，東京：第三書館，1996 年。
太寿堂鼎，領土歸属の国際法，東京：東信堂，1998 年。
日暮高則，沖縄を狙う中国の野心----日本の海が侵される，東京：祥伝社，2007
年。
水上千之，日本と海洋法，東京：有信堂高文社，1995 年。
水上千之，海洋法----展開と現在，東京：有信堂高文社，2005 年。
平松茂雄，中国の安全保障戦略，東京：勁草書房，2005 年。
平松茂雄，中国の海洋戦略，東京：勁草書房，1993 年。
平松茂雄，中国の戦略的海洋進出，東京：勁草書房，2002 年。
平松茂雄，中国は日本を併合する，東京：講談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株式会社，
2006 年。
平松茂雄，江沢民時代の軍事改革，東京：勁草書房，2004 年。
336

參考文獻

平松茂雄，軍事大国化する中国の威脅，東京：時事通信社，1995 年。
平松茂雄，続中国の海洋戦略，東京：勁草書房，1997 年。
田畑茂二郎、高林秀雄編，基本条約．資料集，東京：有信堂，1990 年。
外務省編，日本外交年表竝主要文書(上)，東京：原書房，1978 年。
布施勉，国際海洋法序說，東京：酒井書店，1989 年。
伊藤不二男，グロティウスの自由海論，東京：有斐閣，1984 年。
佐藤英夫，對外政策，東京：東京大學，1989 年。
村田良平，海が日本の将来を決める，東京：成山堂書店，2006 年。
村田忠禧，尖閣列島・釣魚島問題をどう見るか----試される二十一世紀に生き
るわれわれの英知，埼玉：日本僑報社 2004 年。
芹田健太郎，日本の領土，東京：中央公論新社，2002 年。
芹田健太郎，島の領有と経済水域の境界画定，東京：有信堂高文社，1999 年。
林久茂，海洋法研究，東京：日本評論社，1995 年。
周永生著，鄭青榮譯，日中和解．共栄への道：関係改善への戦略的提言，東京：
日本僑報社，2005 年。
高林秀雄，囯連海洋法条約の成果と課題，東京：東信堂，1996 年。
高林秀雄，領海制度の研究，東京：有信堂高文社，1987 年。
高橋庄五郎，尖閣列島ノ－ト，東京：青年出版社，1979 年。
浦野起央，尖閣諸島．琉球．中国----日中国際関係史----，東京：三和書籍，
2005 年。
浦野起央、劉甦朝、植榮邊吉編修，釣魚台群島(尖閣諸島)問題．研究資料匯編，
東京：刀水書房，2001 年。
桑原輝路，海洋国際法入門，東京：信山社，2002 年。
島田征夫、林司宣編，海洋法テキストブック，東京：有信堂高文社，2005 年。
横田喜三郎，海の国際法(上卷)，東京：有斐閣，1959 年。
謝良宋編著，日本．東京の地理，台北：致良出版社，1999 年。
337

日本的東海政策

(三)專書論文
三好正弘，
「大陸棚境界画定準則に関する一考察」，林久茂、山手治之、香西茂
編，海洋法の新秩序，東京：東信堂，1993 年，161-195。
三好正弘，
「日中間の排他的経済水域と大陸棚の問題」，海の国際秩序と海洋政
策，栗林忠男、秋山昌廣編，東京：有信堂高文社，2006 年，257-281。
三好正弘，
「日中漁業問題」，水上千之編，現代の海洋法，東京：有信堂高文社，
2003 年，224-245。
三好正弘，「海底制度の形成史----大陸棚と深海底の制度化について----」，栗林
忠男、杉原高嶺編，海洋法の歴史的展開，東京：有信堂高文社，2004 年，
168-194。
大畑篤四郎，
「釣魚台列問題を考える視点」，程家瑞編，釣魚台列嶼之法律地位，
台北：東吳大學法學院，1998 年，311-319。
中村勝範，
「美米安保条約と尖閣諸島」，程家瑞編，釣魚台列嶼之法律地位，台
北：東吳大學法學院，1998 年，301-310。
水上千之，「排他的経済水域----概念と国家慣行----」，林久茂、山手治之、香西
茂編，海洋法の新秩序，東京：東信堂，1993 年，125-160。
水上千之，
「現代海洋法の潮流----第一次．第二次海洋法会議から第三次海洋法
會議へ」
，栗林忠男、杉原高嶺編，海洋法の歴史的展開，東京：有信堂高
文社，2004 年，82-119。
古賀衛，
「近代海洋法の発展過程」，栗林忠男、杉原高嶺編，海洋法の歴史的展
開，東京：有信堂高文社，2004 年，25-56。
宇佐美滋，
「尖閣列島問題」
，程家瑞編，釣魚台列嶼之法律地位，台北：東吳大
學法學院，1998 年，321-345。
吉井淳，
「領海制度をめぐる国際的相克」，栗林忠男、杉原高嶺編，海洋法の歴

338

參考文獻

史的展開，東京：有信堂高文社，2004 年，123-143。
杉原高嶺，
「海洋法の発展の軌跡と展望」，栗林忠男、杉原高嶺編，海洋法の歴
史的展開，東京：有信堂高文社，2004 年，271-295。
村上暦造，
「領海警備と海洋法」，水上千之編，現代の海洋法，東京：有信堂高
文社，2003 年，141-166。
尾崎重義，
「尖閣諸島の帰属について(上)」，程家瑞編，釣魚台列嶼之法律地位，
台北：東吳大學法學院，1998 年，347-372。
明石欽司，「海洋法前史----海洋領有をめぐる実行と法理の素描」，栗林忠男、
杉原高嶺編，海洋法の歴史的展開，東京：有信堂高文社，2004 年，3-24。
深町公信，
「日韓漁業問題」，水上千之編，現代の海洋法，東京：有信堂高文社，
2003 年，196-223。

(四)期刊論文
十市勉，「石油．エネルギーと国際関係----持続可能な発展とセキュリティー
の確保」，国際問題，第 541 期，2003 年，2-14。
小島朋之，
「中国の原潜が日本領海を侵犯」，東亜，第 450 期，2004 年，52-57。
小島朋之，「歴史と領土で揺れる日中関係」，東亜，第 352 期，1996 年，7-17。
小島麗逸，「石油とテロ問題で決まる中国外交」，新国策，2002 年 11 月 15 日，
3。
山本剛士，
「尖閣の日中近代史」，世界，1996 年 12 月，257-262。
中川昌郎，「尖閣諸島問題と対日感情」，東亜，第 351 期，1996 年，41-57。
中川昌郎，「尖閣諸島問題の過去と未來」，東亜，第 353 期，1996 年，6-22。
中川昌郎，「領土主権と漁業権」，東亜，第 458 期，2005 年，50-59。
中津孝司，
「21 世紀中国の石油獲得戦略」，世界週報，2003 年 11 月 4 日， 24-27。
中津孝司，
「東シナ海天然ガス田をめぐる日中攻防」，世界週報，2005 年 8 月 9

339

日本的東海政策

日，12-15。
平松茂雄，「中国の『無人島管理規定』と尖閣諸島問題」，海外事情，第 52 卷
第 6 期，2004 年，100-112。
平松茂雄，「日中周辺海域で表面化する領域争い」，世界週報，2004 年 8 月 17
日，30-33。
平松茂雄，
「東シナ海をめぐる中国の戦略」，東亜，第 354 期，1996 年，23-39。
平松茂雄，
「拡大する中国の東シナ海進出----侵食されるわが国の経済水域----」，
東亜，第 382 期，1999 年，6-23。
田中則夫，「国際法からみた春暁ガス田開発問題」，世界，第 742 号，2005 年，
20-24。
伊藤浩吉，
「世界と日本のエネルギー長期展望とその含意」，国際問題，第 541
期，2005 年，16-32。
佐久間一，「これからの日本の安全保障とシーレーン防衛(上)」，新国策，2001
年 12 月 15 日，4-15。
松尾圭介，
「尖閣諸島に上陸した中国民間新勢力の思惑」，世界週報，2004 年 4
月 27 日，28-31。
「協力関係促進に五つの課題 環太平洋連帯研の中間報告(全文)」
，世界週報，
1979 年 12 月 4 日，22-27。
茅原郁生，「新たな段階迎える中国の海洋戦略」，世界週報，2004 年 10 月 5
日，6-9。
高木誠一郎，
「冷戦後の日米同盟と北東アジア----安全保障のジレンマ論の視点
から」，国際問題，第 474 期，1999 年，2-15。
後藤康浩，
「アジアの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日本に必要な新思考」，国際問題，
第 524 期，2003 年，15-29。
後藤康浩，
「アジアのエネルギー開発と日本」，国際問題，第 541 期，2005 年，
33-43。
340

參考文獻

後藤康浩，「中国が引き起こす国際エネルギー摩擦」，東亜，第 460 期，2005
年，32-39。
後藤康浩，
「中国の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をどう考えるか」，東亜，第 445 期，2004
年，24-33。
堀井伸浩，「発展のボトルネック化するエネルギー需給」，世界週報，2004 年
11 月 2 日，16-19。
清野順子，「東シナ海ガス田問題と日中関係」，世界週報，2006 年 8 月 1 日，
24-27。
鈴木祐二，「尖閣諸島領有権問題の発生」，海外事情，第 44 卷第 12 期，1996
年，36-46。
濱川今日子，
「東シナ海における日中境界画定問題----国際法から見たガス田開
発問題----」
，調查と情報，第 547 号，2006 年，1-10。

(五)報紙
日刊水產経済新聞(東京)
読売新聞(東京)

(六)網路資料
http://akebonokikaku.hp.infoseek.co.jp/page005.html
http://akebonokikaku.hp.infoseek.co.jp/page007.html
http://akebonokikaku.hp.infoseek.co.jp/page008.html
http://akebonokikaku.hp.infoseek.co.jp/page009.html
http://akebonokikaku.hp.infoseek.co.jp/page017.html
http://akebonokikaku.hp.infoseek.co.jp/page024.html
http://akebonokikaku.hp.infoseek.co.jp/page026.html
341

日本的東海政策

http://akebonokikaku.hp.infoseek.co.jp/page047.html
http://akebonokikaku.hp.infoseek.co.jp/page075.html
http://www1.kaiho.mlit.go.jp/JODC/ryokai/kakudai/itiran.html
http://www1.kaiho.mlit.go.jp/JODC/ryokai/ryokai_setsuzoku.html
http://www1.kaiho.mlit.go.jp/TUHO/nmj.html
http://www2.cc22.ne.jp/~hiro_ko/2-31g-kaihatsu.html
http://www2.jp/higashishinakai/20040528-20050414.html
http://www.aist.go.jp/aist_j/aistinfo/aist_today/vol05_08/01/p05_2.png
http://www.jacar.go.jp/DAS/meta/MetaOutServlet
http://www.jfa.maff.go.jp/release/18/031304.htm
http://www.kaiho.mlit.go.jp/11kanku/03warera/chian/4tk/4tk-2p/4tk-2p.htm
http://www.kaiho.mlit.go.jp/11kanku/03warera/umimaru/gaikyou/gaikyou.htm
http://www.kaiho.mlit.go.jp/info/books/report2003/topics01/01.html
http://www.kaiho.mlit.go.jp/info/books/report2005/siryou/p166-01.html
http://www.kaiho.mlit.go.jp/info/books/report2005/siryou/p166-02.html
http://www.kantei.go.jp/jp/m-magazine/backnumber/2003/0911.html
http://www.keieiken.co.jp/monthly/repo0409/04091-5.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704_kh.html#e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senkaku/index.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kyoryoku.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sengen.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g_kawaguchi/acd_04/jc_kaidan.html
http://www.nakajima-msi.com/mzbox/syun.jpg
http://www.takemi.net/act_report/gaikou/20040628.htm
http://www.teikokuoil.co.jp/press/050428/index.htm

342

參考文獻

三、英文部分

(一)官方出版品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Smith, Robert W.,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of Seas, No.120, Straight

Baseline and Territorial Sea Claims: Japan , April 30, 1998.
United Nations, The Law of the Sea,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8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Historical Offi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s, Washington, D.C.: U.S. Govt. Print. Off., 1957.

(二)專書
Attard, D. J.,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International Law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Churchill, R.R. & Lowe, A.V., The Law of the Se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Greenfield, Jeanette, China and the Law of the Sea, Air, and Environment ,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Germantown, Md.: Sijthoff & Noordhoff, 1979.
Harris, D. J.,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1.
Harrison, Selig S., China, Oil, and Asia: Conflict Ah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Jennings, R. & Watts, A.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Harlow, Essex, England:
Longman, 1992.
O'Connell, D. P.,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Vol.1, edited by Shearer, I. A.,
343

日本的東海政策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Shearer, I. A., Starke's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Boston: Butterworths, 1994.
Sohn, Louis B. & Gustafson, Kristen, The Law of the Sea in a Nutshell, St. Paul, Minn.:
West Pub. Co., 1984.
Starke, J. G.,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St. Paul, Minn.: Butterworths,
1989.
Von Glahn, Gerhard, Law among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6.

(三)專書論文
Oxman, B. H., “The Law of the Sea,＂ in Schachter, O. & Joyner, C. C. (eds.), United

Nations Legal Order, Vol.2,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England: Groti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71-713.

(四)期刊論文
Charney, J.I., “Ocean Boundaries between Nations: A Theory or Progres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78, No.3, 1984, 582-606.
Downs, Erica S. & Saunders, Phillip C., “Legitimacy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hina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3, 1998/1999,
114-146.
Emery, K. O. et al.,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Some Water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China
Sea and Yellow Sea,＂ UNECAFE/CCOP Technical Bulletin, Vol.2, 1969, 3-43。轉引
自台灣石油地質，第 7 號，1970 年，243-279。
Matsui, Yoshiro, “International Law of Territorial Acquisition and the Dispute over the
Senkaku (Diaoyu) Islands,＂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40, 1997,
344

參考文獻

3-31.
Oda, Shigeru & Owada, Hisashi, “Annual Review of Japanese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Japanese An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30, 1987, 130-187.
“Oil and Gas in Troubled Waters,＂ Economist, Vol.377, No.8447, 2005, 34-35.
Valencia, Mark J., “Energy and Insecurity in Asia,＂ Survival, Vol.39, No.3, 1997,
85-106.
Zou, Keyuan, “Sino-Japanese Joint Fishery Management in the East China Sea,＂ Marine

Policy, Vol.27, No.2, 2003, 125-142.

(五)網路資料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l2005/d20050719china.pdf
http://www.icj-icj.org/icjwww/idecisions.htm
http://www.onr.navy.mil/Focus/ocean/regions/oceanfloor2.htm
http:// 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57684.pdf.

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