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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1920 至 1930 年代初期中日漁事衝突下，臺灣所扮演的角色任務與
總督府所採取的立場態度作為探討核心。1910 年代新式拖網漁業引進日本，
1920 年代改良式機船底曳網快速發展，衝擊日本沿岸各地漁業與漁民生計，造
成嚴重的對立與衝突，日本中央積極介入，透過立法程序訂立管理規範進行調
整，劃定禁止汽船拖網、機船底曳網漁業的捕撈作業區域，積極將日本底曳網
漁業引導往朝鮮與中國沿海方面發展。
尤其，1920 至 1930 年代初期，持續大規模往中國沿海發展之結果，更加
激化其與中國間外交漁事的衝突；1926-1930 年，日本連續五年召開「東海黃
海漁業協議會」，以尋求有效解決之方法。而臺灣在此期間，除已透過立法劃
設禁止區域與日本內地接軌外，也積極主動投入及配合帝國海洋與水產試驗調
查，一方面，利用臺灣籍民身份及在香港設立「蓬萊漁業公司」等方式，協力
配合帝國希望能突破中國漁業限制與封鎖；另方面，被動配合帝國拖網與機船
底曳網限制發展政策及「雙重許可」制度，希望保留臺灣底曳網漁業未來發展
之可能性與彈性調整空間，採取視實際情況「漸進式」策略，扶植獎勵臺灣底
曳網漁業之發展。
關鍵詞：漁業戰爭、漁事衝突、南進、水產業、遠洋漁業、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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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帝國遠洋漁業發展戰略與臺灣
參、領海界線與中日漁業紛爭
肆、「東海黃海漁業協議會」與臺灣
伍、南支水產試驗調查與根據地的建立
陸、結語

壹、前言
1920-1930 年代，對於臺灣、日本、中國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變動相

當劇烈的年代。歐洲甫從第一次大戰中，稍稍喘息並步上復甦之路時，
戰爭恐慌陰影仍舊揮之不去。一次大戰中未直接受戰火波及的日本，雖
利用歐洲大戰的絕佳契機，全力發展製絲、織品、火柴等輕工業；另外，
以往自歐洲輸入的鋼鐵、機械、電氣、化學等各重工業製品，以及運輸
必要之造船業，也在力求自給與實際需求下，獲得了自主發展機會。1但
隨之而來的是，戰後歐洲各國復興所帶來的國際競爭、1920 年日本經濟
開始陷入不景氣、1923 年關東大地震、1927 年日本金融界大恐慌，緊接
著又捲入 1929 年世界經濟大恐慌之中，21931 年後，好不容易結束 20
年代的不景氣時期，1932-1937 年世界景氣普遍漸趨好轉之際，中日戰爭
與歐洲戰爭又先後爆發。
一次大戰期間，英、德兩國曾出現嚴重糧食供應不足問題，日本亦
因人口過剩，導致糧食供應漸感不足，因此開始思考如何將過剩人口，
尤其是農業人口移往海外發展，以充裕其國內糧食供應，並進行耕地整
理、開拓新耕地、改良種植方式、增加糧食及單位面積產量，同時充實
海軍實力，確保海上交通暢通等，以期能真正解決帝國拓展過程中，人
口過剩、糧食供應不足兩大根本性課題。3對外侵略擴張發展成為日本解
決內部矛盾與困境重要方式之一；而扮演糧食供應與人口移往海外發展
任務一環的遠洋漁業，自亦隨著帝國向外發展戰略而有所調整，特別是
1
2
3

家永三郎等著，
《新しい日本の歷史》，（東京：每日新聞社，1950），頁 245。
石井寬治著，黃紹恆譯，
《日本經濟史》
，
（臺北：五南圖書，2008）
，頁 356-361。
川島清治郎，
《海上の日本》
，
（東京：二酉社，1914），頁 3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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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97 年為因應及對抗歐美漁獵勢力，所頒布施行的「遠洋漁業獎勵
法」，以及 1900 年代起大日本水產會開始大力宣傳介紹英國拖網漁業的
發展，還有 1920 年代改良式機船底曳網普及下，所展開的一連串漁業獎
勵扶植與改良轉型發展，不僅成功促使日本底曳網漁業快速發展，也開
始衝擊到沿岸各地其他業種漁民生計，甚至造成彼此間關係日益惡化和
嚴重對立衝突。
日本中央水產當局，透過立法程序訂立管理與限制規範，並進行漁
業別間的調整，期能化解越益惡化嚴重的沿岸漁事衝突，除藉由劃定公
告禁止汽船拖網、機船底曳網漁業的捕撈作業區域外，最有效、最快速
的方法就是積極獎勵大型漁船建造，同時調整漁業發展政策方向，引導
日本底曳網漁業往朝鮮及中國海域方面前進發展。如此轉向發展，雖暫
時解決日本沿岸漁業衝突問題，但卻只是將此一根本性的漁撈海域重
疊，所造成之漁民生計、漁事衝突等問題，轉移至殖民地朝鮮、臺灣及
中國而已，尤其隨日本遠洋底曳網漁業的快速發展，其與中國間的海事、
領海爭議和漁事衝突，已在 1920 年代隨著帝國擴張腳步，大規模侵入中
國沿海海域，甚至有全面提升至「漁業戰爭」之意味。
過去的研究已有不少觸及此中日間之「漁業戰爭」、「漁事紛爭」、
「漁權」等議題，如 Micah S. Muscolino、藤井賢二4、片岡千賀之5和陳
冠任6等，他們都注意到在中國東海、黃海等海域，所發生的中日漁事衝
突、糾紛，以及公海、領海主權和漁權等問題，只可惜均有所偏重與不
足，日本學者藤井與片岡主要是依據日本方面史料來作論述，而陳冠任
則主要依據臺灣中研院近代史館藏的外交部檔案來析論，但均未能同時
運用臺日雙方史料，進行相互交叉比對，以期更完整釐清當時中日雙方
折衝過程，與各自所持立場與態度變化及其差異；至於，Muscolino7雖

4

5

6

7

藤井賢二，
〈日韓漁業問題の歴史的背景--旧植民地行政機関の漁業政策比較の視
点から〉
，收入於東アジア近代史學會編集，
《東アジア近代史》5 號，特集：滿
洲事變と東アジア近代史（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頁 66-83；〈戦後日台間
の漁業交渉について〉
，
《東洋史訪》9 號（2003.03）
，頁 76-89；
〈
「支那東海黄海
漁業協議会」と台湾〉
，
《東洋史訪》11 號（2005.03）
，頁 107-117。
片岡千賀之，〈戦前の東シナ海黃海における底魚漁業の発達と政策対応〉，《國
際常民文化研究叢書 2》
，
（神奈川大學，2013.3）
，頁 133-158。
陳冠任，
〈中華民國漁權發展的歷史考察（1912-198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系碩士論文，2010）
。
Micah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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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當時中華民國水產調查與地方報刊、日本調查報告及臺灣方面的史
料，但很顯然地忽略了臺灣在此過程所扮演的角色與任務。
因此，本文以 1920-1930 年代初期日本遠洋漁業發展關鍵時期，作
為分析與討論重心，試圖究明日本、中國、殖民地臺灣在此關鍵發展年
代，各自漁業發展狀況，利用臺日雙方所庋藏的外交檔案，以釐清當時
中日雙方在面對國際公海與領海爭議時，如何透過外交協商解決爭端、
採取對應行動，及其態度立場？臺灣在此協商交涉過程中，到底扮演怎
樣之角色？面對殖民母國不斷調整遠洋漁業發展戰略方向，以及中日漁
事衝突紛爭日益惡化，臺灣總督府如何因應調整，又如何在兼顧臺灣自
身漁業發展等多重考量下，配合帝國遠洋漁業戰略調整與政策執行呢？
而擺盪於中日之間的殖民地臺灣，又是如何因應 1926-1930 年日本中央
水產當局所連續召開之五次「東海黃海漁業協議會」，臺灣總督府所採
取之立場及態度又為何？此均是本文所欲探討分析之重點。

貳、帝國遠洋漁業發展戰略與臺灣
在進入探討 1920 至 1930 年代初期中日漁事衝突前，有必先針對日
本帝國與臺灣遠洋漁業發展戰略與法規政策修訂調整過程，作一背景說
明與分析，方能瞭解何以 1920 年代中日之間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漁事與外
交衝突。

一、「遠洋漁業獎勵法」的施行
日本遠洋漁業發展戰略，除欲解決漁業發展停滯不前問題外，也是
日本帝國開始結合追求領海主權與國力延伸擴張、振興國內各項產業發
展、增加經貿輸出優勢與充實海軍實力戰略目標之一。1897 年，正式制
定「遠洋漁業獎勵法」8，就是要以國家資金力量進行獎勵扶植，具體執
行日本漁業轉型和擴大漁場作業範圍，逐步朝向近海、遠洋發展的目標
前進。
獎勵法制定目的，主要是為了「改良漁船、培養漁獵船員，以期各
種遠洋漁業之發達」，但施行過後的成效，並不符合日本整體實際水產
業發展需求。因此，日本政府開始將目光投注到其他如延繩、鰹釣、流
網等漁業上，相關獎勵與配套措施也歷經多次修訂調整，除擴大漁船獎
勵補助標準、落實漁船獎勵金發放、積極培養遠洋漁業急需人才，同時
8

農商務省水產局，
《遠洋漁業獎勵事業報告》
，（東京：該局，1903），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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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全面漁獲運銷體系；後續提高漁船改良、新船建造獎勵金發放比
例，進行相關漁船冷藏機械安裝獎勵金發放、漁船員培養，或救濟事業
等獎勵工作執行，9以期遠洋漁業發展更加完善。
1920 年代開始，日本整體戰略布局與糧食、人口等問題，開始受到
相當程度的重視與討論，遠洋漁業相關發展戰略與方向，也持續調整修
訂中，而漁場作業範圍的擴大，則已橫跨南北太平洋之全部，遠洋漁業
獎勵發展，除增加水產資源獲取，並藉此增進水產品輸出，以及改善國
際收支平衡外，同時也可解決日本國內糧食不足等問題；因此在日本整
體水產業發展上，被視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若從產業保護及
振興觀點來看，持續獎勵將有助於日本水產業未來轉型改良長期性發
展，10更對殖民地臺灣、朝鮮等水產業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關鍵的影
響。

二、帝國「漁業法」的修訂與調整
從日本「漁業法」制定目的來看，其主要是著眼於「在漁場利用關
係，以防止紛爭與漁業資源的荒廢」所形成的法律規範，11而漁業秩序、
漁業權及相關權利義務觀念的建立，則是解決漁業紛爭的先決條件。日
本漁業法第七條雖規定：「漁業權視為物權，準據相關土地之規定」，12
但基本上漁業與農地平面、單一的利用方式不同，水面利用具有立體、
重疊之特性，某一種漁業進行捕撈作業時，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甚至干
擾到另一漁業項目的進行，因此區劃水面利用權，必須包含一定水面上
各式各樣的漁業項目，才能真正進行適當且妥善的漁業調整和整體綜合
性利用規範。13亦即，透過漁業間的調整來紓解及事先預防可能發生之
漁事衝突紛爭，以期充分發揮整體漁業生產力，達成開拓與管理並進之
目的，並且配合適時漁業政策調整，綜合有效管理帝國水產事業發展。
誠如前述，日本遠洋漁業獎勵已將目光開始轉移至延繩、鰹釣、拖
網等項目上，尤其是新式拖網漁業及改良機船底曳網漁業的快速發展，
已使日本漁業成功由沿岸轉向近海與遠洋。特別在國家強力持續獎勵扶
9

第二十五回帝國議會眾議院遠洋漁業獎勵法中改正法律案外一件委員會議錄第
一回，1909.03.15，頁 1-11。
10
第六十二回帝國議會眾議院關稅定率法中改正法律案外一件委員會議錄（筆記
速記）第一回，1932.06.06，頁 9-10。
11
大國仁，
《漁業制度序說》
，
（東京：中央法規出版株式會社，1990）
，頁 3-4。
12
佐佐木武治，
《臺灣水產關係法規》
，（臺北：臺灣水產會，1936）
，頁 2。
13
金田禎之，
《新編漁業法詳解》
（改訂版）
，
（東京：成山堂書局，2003）
，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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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政策下，1910 年代後，拖網漁業更加興盛發達，而浮濫建造之結果，
就是屢屢發生違規侵入禁止區域撈捕及同業間過度競爭，進至產生濫捕
過漁、漁場資源日益減少、對立衝突嚴重等問題，迫使水產主管單位—
農商務省，不得不正視國家遠洋漁業獎勵政策下，所帶來之過漁、競爭、
資源減少、混亂與衝突等難題。
因此，1909 年農商務省以省令分別公布「汽船拖網漁業取締規則」
與「汽船拖網漁業禁止區域」，特別將汽船拖網改為農商務大臣許可漁
業，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護及漁業管理，也得由主務大臣以告示公告禁止
作業區域，或由其加以限制、停止，甚至取消許可資格；其次，為防範
拖網與沿岸漁業者間之衝突，亦明訂違法進入非許可作業區域時，將科
以百圓之罰金，並視情節輕重可沒收其漁具及漁獲物。141910 年（明治
43 年）所通過之「漁業法」，也配合修法，明訂地方長官為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護或漁業取締，獲主務大臣之許可，得發布相關限制與禁止命令；
汽船拖網漁業、汽船捕鯨15業，非經主務大臣許可，不得經營之，同時
訂立相關違反罰則 16 ，但卻因中央主管機關及各府縣均無取締執行機
關，更無相關取締船艦，故在執行取締與解決衝突紛爭上，成效不彰。
再者，為解決新式漁業與傳統沿岸漁業間的衝突對立，1909、1910
年，開始逐步廢止相關海獺、海狗17漁業、汽船捕鯨業、汽船拖網漁業
等遠洋漁業獎勵金發放，18但是拖網漁船不減反增，濫捕、侵入禁止作
業區域等情事，一再發生，對立衝突更加嚴重，致使農商務省開始積極
引導拖網漁業者，轉往朝鮮等外地發展。可是，此舉不僅侵犯危害到朝
鮮沿岸漁業，更嚴重的是，已威脅到早自明治初期即前往朝鮮海域發展，
以及在帝國中央、各府縣、朝鮮海通漁組合聯合會、各府縣水產組合，
共同或單獨獎勵補助下，在朝鮮發展的日本內地各通漁漁業者。19因之，
1910 年朝鮮水產組合召開組合代議員大會，並通過決議，要向朝鮮統監
府及大韓政府提出「在韓國沿岸禁止拖網漁業」及「決議禁止拖網漁業」

14
15

16
17

18
19

《官報》7730 號，1909.04.06，頁 128-129。
捕鯨主要目的則是取其油脂做為燃油使用，鯨肉則供作食用，尤其是日本特殊
的飲食文化「吃鯨肉」
。
《官報》8046 號，1910.04.21，頁 514-516。
海獺、海狗，日文分別稱之為臘虎、膃肭臍，獵捕最主要目的是取其毛皮，做
為人類皮草原料。
農商務省水產局編，
《遠洋漁業獎勵事業成績》，頁 2。
吉田敬市，
《朝鮮水產開發史》
，
（下關：朝水會，1954），頁 15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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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20於是，1911 年日韓合併後，朝鮮總督府立即頒布朝鮮「漁業
令」及「漁業令施行細則」21及其他附屬法規。22
1912 年（大正元年），又因轉往東海漁場作業的日本拖網漁船，屢
屢破壞海底電纜設備，遞信省不斷疲於修復， 23又迫使農商務省不得不
積極研議制訂相關海底電纜線防護及取締方法，以防此類事件再度發
生；至於，前往朝鮮近海作業的拖網漁船，則是不斷受到朝鮮近海 24與
朝鮮通漁者嚴正抗議25，導致農商務省在同年 8 月再次修訂「汽船拖網
漁業取締規則」，除設定海底電纜保護區域外，同時再擴大朝鮮近海及
對馬海峽禁止作業區域範圍；2610 月，朝鮮總督府修訂頒布「漁業取締
規則」，劃設「拖網」漁業禁止區域， 27（參見圖一）朝鮮全境沿岸，
連同日本周遭沿岸，均被劃入禁止區域。

圖一 朝鮮拖網漁業禁止區域

圖二 朝鮮通漁路線圖

資料來源：根據《官報》8394 號、81 號，1911.06.16、1912.11.06，頁 324、127，重繪；
吉田敬市，《朝鮮水產開發史》，頁 23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藤井賢二，
〈日韓漁業問題の歷史背景—旧植民地行政機関の漁業政策比較の視
点から〉
，收錄於東アジア近代史學會編集，
《特集：滿州事変と東アジア》
（東
京：ゆまに書房，2002）
，頁 66-67。
《官報》8390 號，1911.06.12，頁 215-217。
朝鮮總督府殖產局，
《朝鮮の水產業》昭和 10 年，
（京城：朝鮮總督府殖產局，
1936）
，頁 34。
〈海底線とトロール〉
，
《臺灣日日新報》4488 號，1912.11.30，3 版。
〈トロール漁業と海底電線〉
，
《臺灣日日新報》4492 號，1912.12.04，1 版。
吉田敬市，
《朝鮮水產開發史》
，頁 286。
《官報》28 號，1912.08.31，頁 541-545。
《官報》81 號，1912.11.06，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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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先因與沿岸漁業嚴重對立的日本新興拖網漁業，被迫就近轉往
朝鮮及東海發展，卻又再次遭逢重大打擊，在作業漁場大幅限縮及嚴格
取締下，不得不再由朝鮮近海，轉往更遠、更好的東海及黃海等拖網漁
業適地發展。漁場作業範圍，已逐漸由長崎縣近海拓展至拖網主要作業
漁場—黃海、東海，乃至中國沿岸；於是，1924 年農商務省發布通牒，
停止以東經 130 度以西為漁場之機船底曵網新申請許可；28隨之，朝鮮
總督府也同樣在朝鮮各道設置機船底曳網船禁止區域，並與日本內地一
樣，限定未滿 50 噸漁船才能作業，朝鮮全境許可上限為 200 艘。291920
年代後期，總計在此漁場作業之日本拖網與機船底曳網漁船，已高達千
艘以上，30而這正是造成中日漁事衝突不斷惡化，主要關鍵原因之一。

圖三

東中國海、黃海、渤海拖網禁止區域

資料來源：轉引自片岡千賀之，〈戦前の東シナ海・黄海における底魚漁業の発達と
政策対応〉，頁 138。

28

29

30

藤井賢二及片岡千賀之也都注意到，以東經 130 度以西底曳網的發展，有逐漸
遠洋化、大型化的發展趨勢，相較與日本以東底曳網的發展，可謂發展各自不
同，以東底曳網雖沒有受到如同以西的限制許可，但仍舊與以東沿岸的漁業產
生對立衝突；藤井賢二，
〈日韓漁業問題の歷史背景—旧植民地行政機関の漁業
政策比較の視点から〉
，頁 70；片岡千賀之，
〈戦前の東シナ海黃海における底
魚漁業の発達と政策対応〉
，頁 144。
藤井賢二，
〈日韓漁業問題の歷史背景—旧植民地行政機関の漁業政策比較の視
点から〉
，頁 70。
農林省水產局編，
《遠洋漁業獎勵成績》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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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國遠洋戰略政策下臺灣之對應
臺灣歷經 1910 年代之水產基礎調查與整備後，無論是在水產試驗調
查、漁業制度法規、水產行政、獎勵上，可說都已有一定程度基礎和發
展，尤其新式底曳網漁業，在總督府試驗調查下，同步展開並積極推動。
臺灣第一艘水產試驗船「凌海丸」，亦在 1910 年後積極在臺灣沿近海進
行各項漁法及漁具試驗，31透過實地試驗調查，確認臺灣西部至南中國
海為底曳網漁業適地漁場，因此接續藉由獎勵與技術移轉，鼓勵民間漁
業會社，積極從事底曳網漁業。
1912 年 3 月，
「臺灣漁業株式會社」以資本額 50 萬圓正式成立，並
向總督府申請拖網漁業許可獲准後，就立即以新建「榮丸」及租借之「第
二丸」投入臺灣拖網漁業經營，32是為臺灣「拖網」漁業的濫觴。33（參
見表一）
1912 年總督府正式頒布「臺灣漁業規則」及34「施行規則」
，明訂拖
網漁業作業區域為：「通過東經 118 度、北緯 23 度處及東經 119 度、北
緯 24 度處，以直線以東海面為作業區域之拖網漁業，3 艘以上，不予許
可；汽船拖網漁業總噸數，若非 180 噸以上者，不予許可」；35要言之，
臺灣拖網許可船數為 2 艘，作業區域限定在澎湖群島與對岸南中國連結
直線區域內。（參見圖四、圖五）

31
32
33
34
35

〈凌海丸試驗底曳網〉
，
《臺灣日日新報》3822 號，1911.01.12，2 版。
日本トロール水產組合編纂，
《本邦トロール漁業小史》，頁 17。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水產要覽》昭和三年，
（臺北：該局，1928）
，頁 15。
《官報》113 號，1912.12.14，頁 369-370。
此外，也針對潛水器、珊瑚漁業等，限制作業漁船數各 6 艘，超過者，不允許
可，至於珍珠貝養殖漁業，則是非經核准者，不許經營；
《臺灣總督府府報》93
號，1912.12.05，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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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日治臺灣汽船拖網禁止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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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日治臺灣拖網及機船底曳網漁
業禁止區域圖

資料來源：據《官報》117 號，1912.12.19，頁 483；《府報》3745 號，1926.03.05，頁
11，重繪。

除此之外，1912 年頒布的「臺灣漁業取締規則」明訂，南自屏東貓
鼻頭，北自野柳到彭佳嶼，包括臺灣西部離島澎湖與小琉球等，沿近岸
10-15 海浬處，全部被劃入拖網漁業禁止區域範圍內，更明確規範汽船拖
網使用漁具僅限「網板拖網」
（otter trawl）及「橫桁拖網」兩種；36至於，
限定「2 艘」方針，除因前述底曳網漁業尚處試驗調查階段外，總督府
考量臺灣拖網漁場距離遠近、底魚資源多寡、需求用冰量、漁獲物市場
等均不甚清楚情況下，經營是否可以收支平衡，無法確定，倘若貿然大
量核准，恐徒增無謂競爭，有兩敗俱傷之虞；其次，臺灣並無相關魚市
場的設置，需求程度亦不明，恐有供給過剩之疑慮； 37再者，大量漁獲
突然出現於市面上，也可能會造成魚價暴跌，致使沿岸漁民蒙受相當程
度的衝擊與損害。因此，總督府指定相關漁獲物必須在指定港口才能卸
載出售，而劃設拖網禁止作業區域之目的，主要就是因為漁場重疊，會
造成捕撈作業上的衝突，故為避免引發諸多紛爭及困擾產生，透過預先
許可制度及劃設禁止區域，將可使之各安其業，預防可能發生的各種利
益衝突與糾紛。
36
37

《官報》117 號，1912.12.19，頁 481。
〈本島の汽船「トロール」漁業〉
，
《臺灣之水產》第四號，
（臺北：臺北州，1924）
，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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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1912 年臺灣總督府參酌日本內地相關漁業規範，制定頒布
「臺灣漁業規則」等，雖僅核准 2 艘得以從事拖網漁業，但總督府仍可
依實際發展情況，保持彈性調整空間，明顯與帝國中央及朝鮮所採行之
排斥主義、嚴格取締政策不同。
正因為臺灣拖網漁業發展條件，不若日本內地發展規模與實力，故
與沿岸漁業發生衝突紛爭情事尚不多見；又臺灣都市鮮魚供給，因運輸
及冷藏設施尚不完備，也無法長途運送，造成各地鮮魚供應嚴重不足；
毀損破壞海底電纜線問題，則可透過事先公告周知，以避開電纜海域，
再加上採行拖網漁業「漸增」策略，對漁獲物市場價格，不致產生立即
且劇烈波動之影響。38因此，總督府認為臺灣有發展拖網及其他動力漁
業條件，尤其在決定採納下啟助與妹尾秀實之建議後，從 1910 年度開始
編列水產事業經費預算起，臺灣水產業發展正朝「迎頭趕上」之路邁進。
要言之，總督府雖配合帝國遠洋漁業發展政策，並根據臺灣拖網漁業實
際發展情況，修法並制定禁止保護區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臺
灣遠洋漁業發展空間與增進之可能性。39
1912 年，核准當時，正值臺灣鮮魚供應不足之際，40「臺灣漁業株
式會社」拖網漁船，在總督府技手安達誠三隨船指導試營下，獲致不錯
成績；41與此同時，日本內地拖網漁船，亦以試驗調查名義申請來臺，
並以基隆為根據地，進行臺灣西部海域拖網漁業試驗。 42隨後，雖在試
驗調查中，發現有希望之漁場，不過大致上仍在適應與熟悉臺灣近海漁
場。43可見，1910 年代臺灣拖網漁業發展，尚處於摸索試驗的階段。
1919 年，日本內地「二艘曳」44機船底曳網試驗成功，各地開始轉
換此新式改良漁法之際，45總督府亦於同年委託基隆吉井治藤太等進行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樫谷政鶴，
〈汽船トロール漁業に就て〉
，頁 5-6。
日本トロール水產組合編纂，
《本邦トロール漁業小史》，頁 17。
〈臺灣漁業株式會社-第五回營業報告〉
，《臺灣水產雜誌》14 號，1917.02.15，
頁 85。
〈トロール船榮丸打狗入港〉
，
《臺灣日日新報》4349 號，1912.07.09，2 版。
該「トロール」漁船隸屬於山口縣人田中隆所有之第一富丸，總噸數 250、馬力
55 匹，由中國航經富貴角，進入基隆港，並以基隆為基地，預計做 2-3 個月之
試驗調查；
〈トロール船初漁獲〉
，
《臺灣日日新報》4337 號，1912.06.27，2 版。
〈北部のトロール漁〉
，
《臺灣日日新報》4359 號，1912.10.19，1 版。
此「二艘曳」
，就是現在稱之為「雙船拖網」
（pair boat trawl）漁業；周耀、蘇偉
成，
《臺灣漁具漁法》
，
（臺北：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2002），頁 88。
片岡千賀之，〈戦前の東シナ海黃海における底魚漁業の発達と政策対応〉，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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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並從島根縣招聘現業教師，以小型發動機漁船，進行手繰網（底
曳網）漁業試驗，是為臺灣機船底曳網之開端。小型漁船試驗結果，因
作業區域侷限在基隆近海，加上近海底質及潮流關係，作業難度甚高，
而未有明顯具體進展。直到 1923 年，總督府與臺北州聯合改以大型船，
並再度委託民間會社進行試驗結果，確認有相當希望後，46才在 1924 年
正式核准該業申請許可，47而漸次順利發展。由此可知，臺灣總督府所
抱持的立場，一本先試驗調查，後視實際成績，再行決定是否推行獎勵，
或加以限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面對日本內地長崎縣連子鯛（赤鯮）漁船、
靜岡、高知、鹿兒島等縣鰹漁船，不斷陸續南下至臺北州沿近海進行作
業，已嚴重威脅到臺灣沿近海漁業發展與漁民生計，除總督府的限制保
護措施外，臺北州亦驚覺，若長期放任不管，勢必會嚴重衝擊到該州水
產業發展，因此積極投入建造大型水產試驗指導船，以指導臺北州水產
業，期能獲致更進一步發展與繁榮。
日本內地機船底曳網的快速發展，確實帶給臺灣水產業發展上一大
希望與曙光。只不過，在針對中國東海漁場許可方針與船數限制等問題，
臺灣總督府採取了與日本中央及朝鮮總督府不同的策略，「先徹底調查
瞭解後，再視實際發展情況，來決定跟調整」，因為臺灣總督府認為臺
灣水產業仍有相當大發展空間，未開發與待開發之處甚多，故其對於帝
國船數限制與許可政策，明確表達無法贊同與配合立場，所以認為有必
要針對急速增加的機船底曳網漁業申請及隻數限制，再與帝國中央進行
協商交涉。48
漁船數的限制，除考量到水產資源繁殖保護外，當然也須顧及到不
同漁業項目間，可能發生之利益衝突。原本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預計開放
「二艘曳」機船底曳網 20 組（40 艘）、噸數限制在 30 噸以上、100 噸
以內，可是並未獲農商務省同意，後再經折衝妥協，最終核准 15 組（30
艘），其中臺灣 11 組、內地 4 組，噸數限制下修為 30 噸以上、80 噸以
內，但臺灣可因應各地之情況，做適度放寬調整，例如中南部尚在試驗
階段，故無隻數限制；中部方面，則因海底平淺，臺中、新竹兩州漁船

143。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水產要覽》昭和 3 年，頁 16。
47
〈全國水產デーを迎へて〉
，
《臺灣水產雜誌》290 號，1939.05.25，頁 3。
48
〈臺灣手繰網の問題大體兩者の妥協成る〉，
《臺灣日日新報》8799 號，1924.11.11，
2 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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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數，得下修至 15 噸，49同時亦可視往後發展實際情況，進行必要組數
調整與增加。50
總之，帝國與殖民地臺灣在遠洋漁業的發展策略方向上，不盡相同。
帝國中央首要考量的是，日本水產業整體發展，在以帝國為優先考量下，
當然要盡力扶植獎勵其內地遠洋漁業勢力的拓展，但臺灣總督府與地方
州廳首長們，是實際肩負殖民地臺灣統治重任，除需配合帝國發展政策
外，在殖民者與殖民地利益間，亦必取得一定程度之平衡，否則將會遭
致實際統治管理上的困難與人民反彈。因此，不管是遠洋漁業發展戰略、
漁業管理規範制訂，或作業禁止區域劃設，都會涉及到帝國與殖民地間
利益衝突和矛盾，臺灣無法自外於帝國，帝國也無法忽視殖民地發展需
求，唯有透過彼此協商溝通、相互妥協讓步，取得一定共識與平衡後，
才能有助於帝國整體發展，同時兼顧殖民地統治與實際發展需求。

參、領海界線與中日漁業紛爭
一、中華民國方面的對應態度
1910 年代，國際間因領海問題陸續發生許多糾紛與外交衝突，因此
甫創立之中華民國（以下簡稱中國 51）政府，開始委矚總稅務司摘譯各
國漁業法，以資參考外，同時函商海軍、農林兩部，先行勘定領海界線，
並自行振興漁業、明定限制章程，以便與各國隨時聲明、彼此遵守，以
期抵抗外力，而保有漁業利權。 52農林部方面，表示正亟思在國家利權
維護下，對應處理之辦法，並研議是否遵照各國通例，以 3 海浬作為領
海界線，並派員赴中國沿海查明漁業情形後，再據此訂定漁業法及領海
界線，故希望海軍部能與之共同維護漁業利權，並振興漁業，使之可與
外國競爭。53

49
50

51
52
53

〈手繰網漁業の許可〉
，
《臺灣水產雜誌》112 號，1925.05.15，頁 81-82。
1927 年，已增加至 20 組（40 艘）
，並且有意解除 20 組之限制，朝向逐步再增
加 10 組、放寬至 30 組（60 艘）之範圍，而至 1929 年，也確實變更限制為 30
組；
〈手繰網十組增加〉
，
《臺灣水產雜誌》133 號，1927.02，頁 51；〈新許可の
底曳網三十組中十組就位就業か〉，《臺灣日日新報》10636 號，1929.11.26，2
版
本文所簡稱之「中國」為 1912 年所創立之「中華民國」
。
〈領海界線暨捕魚章程希妥籌辦理由〉，館藏號 03-33-069-02-01。
〈維持本國漁業方法〉
，館藏號 03-33-069-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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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部函覆表明：
「領海問題，海軍部只能照已定界線，盡其保護之
責，至界線如何定限，仍應由貴部與各國議定後，咨明過部，以便遵
守。……以往領海界線，國際公法為離岸 3 海浬，此乃受限於砲彈射程
所及，以現在之射程能力，應該可以推進至 10 海浬，但仍應由外交部與
各國協商後定奪，唯需注意界線外之海面，各國有漁業均沾之利益，故
不易處理。……世界各國在其本國領海界線內，均無核准外人捕魚之例，
條約稅則中，亦無准許洋商鮮魚船進口貿易之條文……。」54可知，中
國海軍部清楚表明其在遵守法定領海界線外，希望外交部能先與各國商
妥領海界線範圍，以利維護國家領海主權及利益之立場。
甫成立之中國新政府，對於前清與各國簽訂之不平等條約，雖短期
間無法改變，但在條約規範內，仍可勉強暫時接受；其對於外國洋商利
用條約漏洞，欲在中華民國領海界內捕魚，乃至出售捕獲鮮魚，侵犯漁
民生計及領海主權情事，已開始嚴加密切注意，並妥籌對應之方法。55領
海問題，事關國家主權與經濟利益，中國新政府面對日益嚴重的領海爭
議問題，以及歐戰後各國對於領海重視之世界趨勢，也積極展開調查，
朝劃界領海定線方向邁進。
但直到 1921 年 7 月，中國政府才召開「海界委員會」，商討如何劃
定領海界線，參酌其他國家對於海灣、海外群島之領海界定，最終決議
「遵照國際公海領界線 3 海浬之慣例」
，56清楚表達中國政府已深刻體認
到領海主權之重要性，必須嚴正看待並積極研擬對應之策；只可惜，因
其內部政局動盪，而遲遲無法制訂統一相關漁業法規，亦始終無法勘定
海界，更無法有效取締，或遏阻外國漁船入侵事件的發生。
1924 年 3 月，日本遠洋汽船 20 餘艘、帆船 70、80 艘，大舉公然進
入中國渤海灣，進行拖網作業，造成中國漁民所布設之網繩、鉤線等，
均遭其拖拉毀損，漁民稟呈山東省黃縣知事，並派員實查瞭解交涉，無
奈因地方官員私縱，情況依舊，漁民不得已，直接電陳山東道尹；575 月
25 日，先由膠東道尹兼外交部山東煙臺交涉員許鐘璐向外交部稟呈，懇
請與日方公使交涉，轉令該國主管機關，迅飭該等漁船，退出中國領海；
58
翌日，山東道尹會同黃縣指令部警佐，協同砲艦，依法辦理，並逮捕
54

〈 勘 定 領 海 界 線 參 以 羅 貞 意 原 函 所 陳 條 列 以 備 參 考 由 〉， 館 藏 號
03-33-069-02-002。
55
〈德記洋行在上海用輪船捕魚事業礙難允希復英使〉
，館藏號 03-33-069-02-008。
56
〈各口引水章程：海界委員會會議筆錄〉
，館藏號 03-06-062-05-002。
57
〈日人越界捕魚楊譯員狼狽私縱至民不聊生由〉，館藏號 03-33-070-02-003。
58
〈 日 船 侵 入 龍 口 等 處 捕 魚 請 向 日 使 交 涉 飭 令 退 出 中 國 領 海 由 〉， 館 藏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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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日本汽船 2 艘、帆船 1 艘，59隨後，中國外交部立即發函日本駐華
公使芳澤謙吉，要求：
「應即日退出，嗣後毋再侵入捕魚，致滋糾葛」
。60
6 月，濟南商埠各產業聯合會，亦電請中國海軍部，針對日本漁船
侵入中國領海一事，權請嚴重交涉，以除隱患； 61與此同時，海軍部及
山東省長，也分別致電外交部，針對日本汽船侵入，尚未退出一事，希
望再向日使交涉，儘速委請日公使，轉令該國主管機關，實行禁阻，以
維國權漁業。62之後，又有日船在山東龍口芙蓉島作業，而毀損該地漁
戶網線，導致漁戶損失，生計頓失；63當時報紙報導：
「本年三月間，山
東沿海一帶，徒來日本汽船漁船二十餘艘、帆船七八十艘，公然在渤海
海灣內任意捕魚，並將吾國漁人所設之網繩釣線拖拉，毀損殆盡，其強
暴行動，令人髮指，雖迭經漁民呼籲當道，據理交涉，究無澈底辦法，
以致漁戶依為生活之漁業，完全失敗，且網罟破損，已失求生之具，漁
戶家族衣食已無所出……」64，力促外交當局據理力爭、嚴重交涉。
中國政府鑑於民情輿論沸騰，地方官員亦不斷電陳稟報，外交部雖
不斷與日方交涉協商，惟遲遲不見具體成效。於是，中國外交部更進一
步發令山東警察廳，將「鎮海艦」開赴龍口，實行驅逐行動，並函電黃
縣知事：「如日船未退，即會同警艦，將日船及其船長扣留候辦」，但因
日漁船眾多，僅以「鎮海」一艦，恐力有未逮，隨後即調派「海駿艦」
前往支援，執行驅逐與逮捕任務。之後，雖逮捕日船 2 艘、日人 9 名，
但經日方派員要求交具領回，委由該國領事辦理後，而予以釋放。 65中
日雙方不斷透過外交管道進行交涉協商，中方確信日方漁船侵漁、侵入
領海事件屬實；日方則堅持該國漁船作業海域係屬公海，會發生漁具毀
損情事，實乃中方漁民於公海上延放釣繩，又無明顯標示，致偶有損壞

59
60

61
62

63

64

65

03-33-070-02-001。
〈日人越界捕魚楊譯員狼狽私縱至民不聊生由〉，館藏號 03-33-070-02-003。
〈 請 轉 飭 日 本 漁 船 退 出 龍 口 等 處 並 嗣 毋 再 侵 入 捕 魚 由 〉， 館 藏 號
03-33-070-02-002。
〈日本漁船侵我領海英嚴重交涉請查照辦理由〉，館藏號 03-33-070-02-004，。
〈 日 本 汽 船 侵 入 屹 母 島 附 近 鐵 網 捕 魚 請 照 會 日 使 特 令 禁 阻 由 〉， 館 藏 號
03-33-070-02-005。
〈日輪在龍口芙蓉島以銅網捕魚毀我漁戶線網民多失業請照會日使嚴行禁阻由〉，
館藏號 03-33-070-02-009。
〈報載日船在渤海灣任意捕魚事請據理交涉由〉，館藏號 03-33-070-02-014；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19923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山
東沿岸漁業問題第一卷（B.3.5.8）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頁 33。
〈 續 陳 日 船 侵 入 領 海 捕 魚 辦 理 情 形 請 照 會 日 史 實 行 禁 止 由 〉， 館 藏 號
03-33-07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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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發生。66
中國政府，除積極籌劃調查、精繪海圖、勘定海界外，透過例行性
軍艦巡護監控，以適時遏止日漁船侵入領海、破壞漁民網繩釣線等情事
發生；民間方面，亦開始集結力量，籌組漁業公司，以資對抗日本的競
爭，67山東蓬萊、黃縣、掖縣等，開始計畫聯合籌組「渤海灣漁業公會」，
自購砲艇、招募水警訓練，並向膠東道遞交申請計畫書；同一時間，膠
東道尹也計畫召集各縣知事，就漁業保護辦法，如擴充水上警察、組織
漁業保護隊等進行商討。68「漁業公會」獲准成立後，更積極地向中國
政府陳請，希望責令外交部儘速再向日公使提出嚴正抗議、要求賠償。69
1925 年，又值漁訊期將屆，再度發生日本漁船在非通商口岸收購漁
獲、擾亂稅收、70載魚進入江蘇省求售，71以及 3 艘大型漁輪在揚子江口
侵漁、722 艘日漁船越界捕魚，而遭中國官方「澄海艦」逮捕扣留73等情
事，民間反日抗爭及奪回漁業利權呼聲，不斷湧現，並化為實際行動。
以上海商會及海州漁業試驗場場長王文泰等為首，就針對日船侵漁越
界，不斷呈請中國外交部向日領事表達強烈抗議，同時要求江蘇省水警
巡艦隨時警戒，以維護漁權。 74另外，由民間有志者集結直隸、山東兩
省有力人士，共同籌組的「中國沿海漁業公司」
，則致力於補助漁民、確
75
保漁業利權。 還有龍口、煙臺等地也陸續成立「漁業保護團」
，不斷積
極地投入監視、護漁等工作，同時電請當局針對日船越界捕魚，予以嚴
懲查辦。76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日本遠洋漁船出漁渤海灣係屬公海不能禁止亦不能無故賠償損失及懲罰由〉，
館藏號 03-33-070-02-021。
〈日船侵入山東沿海捕魚遵經兩次向日本外務省抗議抄送往來文稿請核擇施行
由〉
，館藏號 03-33-070-02-020。
山東沿岸漁業問題第一卷、Ref.B11091992400，頁 27。
〈日船越界捕漁事請速與日再行嚴重交涉抗議由〉
，館藏號 03-33-070-02-033。
〈日輪在魯境捕魚事〉
，館藏號 03-33-070-02-041。
〈日輪侵入蘇省載魚求售事由〉
，館藏號 03-33-070-02-043。
〈據海州漁業試驗場場長王文泰呈稱日本最大漁輪三艘又在揚子江口外大肆侵
漁 等 語 請 迅 向 日 使 嚴 重 抗 議 力 求 解 決 之 策 並 見 復 由 〉， 館 藏 號
03-33-071-01-021。
〈日船越界捕魚一案將辦理經過情形電請查照由〉
，館藏號 03-33-070-02-051。
Micah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p.107；
〈據海州漁業試驗場場長王文泰呈稱日本最大漁輪三艘又
在揚子江口外大肆侵漁等語請迅向日使嚴重抗議力求解決之策並見復由〉
，館藏
號 03-33-071-01-021。
山東沿岸漁業問題第一卷，Ref.B11091992500，頁 4-5。
〈日船侵入網場捕漁事關國計民生敬乞迅賜援救由〉、〈龍口漁業保護團扣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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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方面的對應態度
日本方面，在 1904 年藉由發動日俄戰爭，成功迫使俄國接受和談，
並承繼俄國在中國租借地的權利；1905 年，以勅令公布有關佔領地民政
署職員之規定；1906 年公布關東都督府官制，以作為管理關東州及掌管
南滿州鐵道線路保護取締，以及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監督等依據；771915
年，透過中日協約將關東州租借地期限，延長至 99 年（1899 年起算）。
78
可見，日本在遼東半島早已建立起統治勢力，而周遭海域亦早在其掌
控之中。
故自 1917 年起，關東廳水產試驗場陸續針對渤海周遭海域，進行發
動機船鯛、鱈延繩、手繰網（底曳網）漁業、鰆、鯖、底棲魚類漁場、
渤海、黃海海洋觀測及水產製造試驗調查；其中，鯛延繩以山東省龍口
（煙臺市）作為補給冰、水、餌料及漁獲物處理基地，後再移往熊岳城
、旅順、老虎灘（大連市南端）等，進行漁場往返距離、
（遼寧省營口市）
補給、餌料供應、魚價等調查試驗，作為設置漁業根據地之評估。1920
年，發動機船手繰網漁業正式傳入關東州；791921 年（大正、民國 10 年）
，
開始針對黃海北部一帶，進行底棲魚類漁場調查；同年 5 月，由龍口出
發，再轉往旅順、熊岳、老虎灘等海域，進行「橫桁拖網」(桁桿式拖網)
漁具試驗；6-7 月，進行鰆、鯖漁場及海洋調查；80後再持續於關東州周
圍渤、黃、東海等海域，進行前述各項漁業、製造試驗及海洋調查。81可
知，日本除佔領中國租界地，積極布局建立政治、經濟、軍事勢力外，
對此遠洋漁業擴展，亦展現高度行動力與實踐力，同時竭力保護、扶植
獎勵；無怪乎，《中國漁業史》中即明言：「日本當局乃極力獎勵手繰網
向外發展，而我國沿海亦遂幾成為其獨佔之漁區。可知日人之侵漁除地
理的及經濟的以外，尚有其政治勢力的策動。至於漁業調查亦均可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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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已飭煙台交涉員查明交涉並將該船交該國領事收管依約懲辦請查核見復由〉
，
館藏號 03-33-070-02-049、03-33-070-02-051。
關東廳編，
《關東廳施政二十年史》
，（大連：關東廳，1926）
，頁 19-20。
教文書院編輯部，
《覚え易い日本地理》，
（東京：教文書院，1929），頁 383。
高橋嘉一，
《黃渤海の漁業》
，
（大連：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查課，1925）
，
頁 65。
大正十年度事業報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6033524700、
內閣文庫‧關東都督府‧關東廳刊行物‧事業報告‧大正 12 年（國立公文書館）。
大 正 十 二 、 十 三 年 度 事 業 報 告 、 JACAR （ ア ジ ア 歴 史 資 料 セ ン タ ー ）
Ref.A06033525000、A06033525000、內閣文庫‧關東都督府‧關東廳刊行物‧
事業報告‧大正 14、15 年（國立公文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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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漁之先鋒」。82
一次大戰時，因日英同盟關係，日本出兵攻佔德國山東膠州灣租借
地，戰後又強迫中國政府承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省一切權利與利益。83此
舉，不但引發中國政府及民間強烈反對與抗議，1919 年甚至還引發了以
中國青年為主的「五四」反日示威抗議運動。 84中國政府，隨後向國際
聯盟提出「山東問題」
，並要求收回山東領土主權，最終在英美協調下，
中日雙方妥協讓步，解決山東問題，日本亦在 1921 年 12 月，撤除青島
守備軍，正式歸還山東主權； 85只不過，在此協商期間，日本發動機船
及其他漁船，仍得以進入山東省沿海作業，因而加深日後雙方漁事衝突
紛爭與嫌隙。另方面，日本中央、地方府縣、殖民地與租界佔領地等，
積極分頭進行各項漁業與海洋試驗調查下，使日本能更進一步掌握瞭解
所屬周圍海域漁業及海洋實況，對其遠洋漁業發展而言，有極大之助益。
此外，日本駐芝罘領事，一方面透過外交管道持續與中方交涉協商，
並嚴詞否認日方漁船有越界違法捕撈之情事，甚至公開指責中方在公海
上，對日方漁船進行逮捕扣押，事屬違法行徑；86可是卻又在日船侵漁
越界發生爭議時，逕向日本外務省提出「有關山東省沿岸（渤海）出漁
本邦漁船取締之件」
，也就是以關東廳為根據地，出漁至山東省沿岸之日
本漁船取締方法。最主要原因是東京葛原冷藏庫群山分庫滿鮮部，計畫
在渤海利用 2,500 噸級冷藏船，往返從事鮮魚運送事業，且已派員前往
渤海及龍口進行實地調查；另，日本下關林兼商會，亦著眼於渤海漁業
發展有望，計畫派遣所屬發動機船十數艘，搭配母船積極運作；其他像
是神戶「ヒラム」組、鈴木商會等，也都有派遣冷藏船往返渤海方面，
從事鮮魚收購運送事業計畫。87
1924 年 5 月，根據日本駐芝罘領事館的統計，總計有愛媛等縣 9 艘、
關東州 12 艘、鮮魚搬運船 2 艘（發動機船）
、下關共同漁業 6 艘（拖網）
、
88
葛原冷藏 6 艘（發動機船）及其他冷藏船 2 艘等，在渤海作業。 由此
82
83
8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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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豪、屈若搴合著，
《中國漁業史》，（臺北：臺灣商務，1965）
，頁 199。
青木武助，
《參考國史綱》
，
（東京：嵩山房，1915）
，頁 435-441。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下冊，
（臺北：曉園出版，1994），頁 586。
中野英光，
《最近極東外交史‧下卷》
，（東京：偕行社，1931）
，頁 588-589。
山東省沿岸（渤海）出漁本邦漁船取締方ニ關スル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
料センター）Ref.B110919922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山東沿岸漁業問題第一卷
（B.3.5.8）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頁 40。
山東省沿岸（渤海）出漁本邦漁船取締方ニ關スル件、Ref.B11091992200，頁 3。
山東省沿岸（渤海）出漁本邦漁船取締方ニ關スル件、Ref.B11091992200，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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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日本政府早已知悉如此發展情勢，面對中國開始對渤海漁業問題
嚴重關切，調查有無相關漁業取締章程，以及增加巡護軍力之際，駐芝
罘日領事，早已提醒日本政府須密切注意此發展態勢，切勿因此而影響
中日雙方關係，同時懇請應事先讓內地漁業者了解情況，示警防範，並
告誡其切勿再侵入中國領海及妨礙中國漁船作業，89惟似乎成效不佳。
倘若再根據稍後駐芝罘日領事報告，日本遠洋漁船大舉進入渤海海
域作業，已在中國漁民間引起相當大之恐慌，日本漁船侵入中國領海，
除危害中國漁權、破壞中國漁民漁具，更已造成漁獲量極大的衝擊，使
其生計陷入困境，當地官員頻頻電呈抗議陳情，希望中國政府即令日本
漁船立刻退出領海之外。日領事雖於事發當時立即通報，並提醒日政府
注意預作防範，無奈不僅無效，反倒更加嚴重；之後，又根據當地官民
反應與實際情況，呼籲日本政府在維護日本漁船安全之同時，亦應慎重
考量，不要危害到與中國間之關係，並應適時針對日本出漁至山東龍口
漁業者，發布諭告，嚴加告誡與警示，再由駐芝罘領事館員，進行嚴正
監視調查，適時回應山東道尹之要求。
換言之，駐芝罘日領事希望，日當局能對出漁漁業者進行約束規範，
倘若引起剽悍中國漁民之暴動，則有望之渤海漁場恐將受到嚴重限制，
其對日人之印象，恐將更形惡化，於是嚴正呼籲日本政府「妥善因應當
前情勢，亟思應急對策」
；90與此同時，關東廳方面也希望就此侵漁越界
事件進行實際協商，思考應對預防之策，91以期有效解決中日漁事衝突。
中日雙方雖不斷往復交涉，可惜均無共識。但若從雙方實際作為上
來看，中方認定該等日漁船侵入中國領海、毀損漁民網線、釣繩等行為
屬實，也詳列毀損明細，要求賠償，惟爭議領海或公海，始終無法確定。
原因即在，中國方面尚未勘定海界，地方電呈雖一再提及「應先解決領
海問題，如不詳細勘定海界及蒐集日船越界證據，日後恐將不免徒增滋
事與爭執」
。92至於，日方要求在公海及延放釣繩海域，能設置標示，以
利遠洋漁船事先防範迴避一事，中國農商部認為確實可有效預防類似毀
損漁具情事之發生，因而要求海軍部行文各省調查，並切實設置；93之
89
90

91
92

93

山東省沿岸（渤海）出漁本邦漁船取締方ニ關スル件、Ref.B11091992200，頁 4。
山東省沿岸（渤海）出漁本邦漁船取締方ニ關スル件、Ref.B11091992200，頁
12。
山東省沿岸（渤海）出漁本邦漁船取締方ニ關スル件、Ref.B11091992200，頁 4。
〈日船侵入魯境捕魚事歷年雙方在該處捕魚習慣究何情形希查復核辦由〉
，館藏
號 03-33-070-02-027。
〈日船在山東沿海捕魚事擬請海軍部訂明領海漁界以解決糾紛請查照由〉
，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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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具體要求地方政府，會同海道測量局，繪製渤海灣領海圖，同時
派艦艇巡護，曉諭龍口附近漁民，在各漁場網具處，設立明顯標示，94以
防誤觸毀損爭議再發生。
日本方面，雖一再否認並強調其漁船作業海域係屬公海，也不斷反
駁中國侵漁越界之指控，但除前述日領事示警外，日本政府其實也採取
了相對應的措施，一方面不斷交涉協商，另方面則實地派員赴山東調查，
95
同時由農商務省向日本拖網水產組合發布通牒，希望該組合今後赴中
國出漁作業時，應顧及中日雙方將來國交及整體國家漁業長遠利益之考
量，確實遵守規範，如未獲中方特許，不得進入其領海內作業捕撈，亦
不得在其領海內航行、出入港埠或買賣交易，還應恪遵中日通商航海條
，
約，不得抵觸相關規定；除此之外，日本還同時派遣農商務省「天鳥丸」
96
駛赴山東沿岸，進行實地調查與保護取締任務。 由此看來，日方確知
遠洋底曳網漁業對於中國沿岸漁業衝擊與毀損漁具之事實，也掌握部分
漁船侵入中國領海之情報，更清楚中國內部反日運動實際情況，故為免
事態擴大，日政府除告誡約束遠洋漁業者外，還更進一步希望透過協商
整合、加強取締管理，來達成遠洋漁業統一管理與預作防範之目的。
中日雙方漁事紛爭，從事發後即不斷透過外交系統進行協商交涉，
但始終沒有具體成果出現。中方強勢反應作為，勢必會引起日方極大注
意與反應。前述 2 艘日船越界捕魚，雖遭中國軍艦強行押回，但卻在隨
後日領事率警持槍，並指揮「天鳥丸」迫令釋放扣押漁船下，衝突有一
觸即發之態勢。之後，中方以漁民激憤異常，恐有釀巨變之虞，持續與
日領事交涉，同時安撫勸阻漁民，最後經煙臺警察廳呈送日船長簽押紀
錄及具結領回收據，交由日領事管收懲辦，97方才暫熄衝突擴大之可能。
可見，中日雙方各有所忌，一旦造成暴動事件，恐將引發更大之連鎖反
應，非雙方所樂見，故在交涉協商後，以責令日領事懲辦，並嚴飭各該
日船，嗣後不得再有此越界行為，而暫時簽結平息。
此後，雙方漁事糾紛與衝突，雖不曾停歇，雙方亦各持立場己見，
但唯一有共識的，就是延繩網具布設，因無明顯標識，致屢發生網具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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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7

號 03-33-070-02-028。
〈日船侵入渤海灣捕魚案應由地方會同海道局詳勘海界及設漁網標誌希轉行辦
理由〉
，館藏號 03-33-070-02-037。
山東沿岸漁業問題第一卷、Ref.B11091992400，頁 6-7。
山東沿岸漁業問題第一卷、Ref.B11091992400，頁 12。
〈 日 船 共 漁 丸 東 中 海 領 海 被 獲 即 交 該 國 領 事 收 管 懲 辦 由 〉， 館 藏 號
03-33-070-0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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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之事；另一則是，日本確實注意到拖網漁業在中國海域所引發的衝突
與嚴重性。因此，1924 年先有駐芝罘領事館提出「渤海灣漁業問題對
策」
，主張應根據中日漁船競爭、衝突，採取監督官廳與業者間協商之消
極衝突預防措施，還有應針對設置標識、特派漁期中交涉員、公海妨礙
漁撈的損害賠償、護照發放、中日漁業協議締結等，作積極海上衝突預
防措施，以及領海侵害問題應遵守事項之建議。98
繼之，1925 年再由日本農商務省向外務省提出「有關在中國海本邦
拖網船取締方面之件」
，主張針對中日兩國漁事紛爭，應參酌「渤海灣漁
業問題對策」
，盡可能事先預防，如透過諭示，極力防止妨礙中國漁業，
或造成中國誤解，同時派遣漁業取締船，擔任取締任務，並適時進行相
關各種調查；而在預防漁業海上衝突對策上，則認為應先與中方締結漁
業協定，對芝罘領事館所提海上漁具標識等問題，則有特派官員就此問
題進行協商交涉之必要，同時也應注意有關拖網漁業許可，以東海、黃
海為作業區域、船數限制和魚類繁殖保護等實況，以及應留意在領海外
漁業禁止或限制，有無施行之必要。 99要言之，日本已充分意識到中日
漁事衝突的嚴重性，因而積極研議相關對策與解決方針，更具體的作為
便是，召開帝國內部漁業發展之協商會議。

肆、
「東海黃海漁業協議會」與臺灣
一、日本中央的主張與實際作法
面對中國官民不斷抗議與嚴重交涉，以及開始採取適當應對防範對
策、強化海上巡護力量，同時展開漁業相關法規調查制定和勘定海界等
反制行動，再加上排日運動熾熱和相關抵制行動下，迫使日本不得不正
視，並積極尋求因應解決之道。前述 1924 年芝罘領事館所提「問題對策」
及 1925 年農商務省所提出「拖網船取締」，已充分顯示日本政府深刻體
認到，在中國東海、黃海的遠洋底曳網漁業，確有加以管理規範，並作
適當調整之必要。
1926 年 3 月，甫改制的日本農林省水產局，100依照往例於 4 月召開
年度水產事務協議會。該省水產局長致詞時，特別表明：「針對近年來
98

山東沿岸漁業問題第一卷、Ref.B11091992400，頁 66-67。
山東沿岸漁業問題第一卷、Ref.B11091992500，頁 19-25。
100
〈勅令第三十六號農林省官制〉
，
《官報》3779 號，1925.03.31，頁 73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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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東海、黃海日益嚴重的漁業衝突與國際糾紛，希望能趁此年度例
行水產會議，各關係官廳主管官員出席之機會，聽取各方意見，並保持
水產事務上的聯繫協調。」水產局認為中國東海、黃海漁場，對於日本
拖網及機船底曳網漁業來說，是相當重要且特別的海域，如何維持開發
漁業利益，需要不斷地研究與評估；又有鑑於該漁場鄰近中國沿岸，致
發生許多國際紛爭，出漁船大部分又多來自日本內地，實有必要就此海
域之漁業，展開行政管理規範、共同合作開發、相互保持聯繫，否則將
難以發揮最大之加乘效果。101換言之，水產局認為各地方官廳必須分別
建立管理方針，以執行漁業許可及水產行政規範，而彼此間亦應保持充
分且徹底之溝通協調機制，同時亦須因應各地民情需求，建立個別特殊
指導方針；在魚類繁殖保護上，亦應抱持利害與共之態度。故此次水產
協議會之重心，即在行政處分統一聯繫與情報交換兩大項目的討論與意
見交換；次則，針對有關漁業取締、中日漁業問題對策、中國東海、黃
海漁利保護及漁業限制等，進行充分之討論與協商溝通。
會中針對關東廳與青島等地漁業發展建議是，必須依據實際發展情
況，保護已在當地發展的日本通漁業者外，也需注意及配合內地漁業發
展實況作調整，尤須注意與中國間的折衝溝通與協調。但在此次水產協
議會中，無意間透露一項檯面下的事實「因為中國方面尚無相關漁業法
規，因此沒有相關漁業稅等，日本人亦無支付任何稅金費用，且即便漁
撈原則上是在領海外，但多數是乘中國官憲監視之空隙，在領海內進行
作業。」102；也就是前述中日雙方僵持不下領海或公海的漁事衝突，日
方早已完全知情，只是在顧及外交顏面與擴展在中國勢力的國家政策
下，必須嚴詞否認並強力反駁，實際上其內部早已積極開始研擬相關因
應解決對策，只是沒有顯著成效而已。因此，有必要再進一步透過帝國
所掌控之內地、殖民地、佔領地等，一起就此對外漁業關係、魚類繁殖
保護，以及利害共通之中國東海、黃海漁業事務，進行充分討論與溝通
協調，以尋求統一、全面性的管理規範，惟仍須根據各地不同情況，作
適當、適度的調整。
之後，帝國依例召開水產事務協議會，尤其在水產局漁政課長提出：
「如此協議會，有需要每年召開」之提議後103，1926-1930 年（大正 15101

102
103

農林省水產局，
《支那東海黃海漁業ニ関スル協議会議事要錄》，
（東京：該局，
1926）
，頁 7-9。
農林省水產局，
《支那東海黃海漁業ニ関スル協議会議事要錄》，頁 18。
農林省水產局，
《支那東海黃海漁業ニ関スル協議会議事要錄》，頁 52-53。

漁業戰爭：1920 至 1930 年代初期中日漁事衝突下之臺灣

97

昭和 5 年）
，即連續 5 年，特別針對中國東海及黃海漁業問題，進行重點
式討論。基本上，協商焦點仍延續 1926 年各方所提意見與待協商事項，
重點仍放在中日漁業問題的解決，以及有關東海、黃海及渤海魚類繁殖
保護和漁業限制上。104
1928 年，農林省再度召開漁業協議會，持續針對在東、黃、渤海的
魚類繁殖保護進行限制，還有中日兩國漁業問題、漁業取締等進行商討。
面對中國海域鯛魚日趨減少的事實，既有之拖網 70 艘和機船底曳網 50
噸限制方針、長崎縣提議希望能增加發動機船噸數，似有重新檢討調整
之必要；嚴守領海 3 海浬原則，絕不容許日本漁船在公海活動受中方干
涉，教導其判斷及迴避在公海上中國網具布設所在位置等；還有針對汽
船拖網、機船底曳網漁業取締，仍應一如往常，由中央與地方保持相互
聯繫、共同執行取締管理工作。此外，也彙整中日漁業紛爭、調查中國
方面新式漁業計畫及各種漁業狀況、對於日本漁業對抗策略和示威運
動、有關中國漁業取締情況，以及在各地方實施有關東海、黃海漁場調
查等事項；105同年，日本駐青島領事與中國海軍司令協商結果，決定於
青島海軍司令部召開中日漁業會議，藉此聽取各方漁業者意見，及其所
受損害情況，藉以研擬保護對策。106中日兩國均有意且希望透過雙方漁
業者及官方代表出席，各自陳述與交換彼此意見，共同解決漁業紛爭，
化解彼此漁事上之衝突，及其可能衍生之外交關係緊繃與對立情勢。
1929 年，農林省再次召集各關係地方廳主管官員，舉辦東海、黃海
漁業會議，續就先前討論事項，繼續協商。1071930 年 5 月，農林省召開
「漁業協商會議」，並通過決議：「一、東中國海、黃海、渤海之拖網、
機船底曳網現行許可數量以上，不予允許；二、機船底曳網總噸數不增
加」
；同年 9 月，農林省隨即以省令公布修訂之「機船底曳網漁業取締規
則」，該規則第九條：「機船底曳網漁業者欲變更漁業名稱、漁業根據地
或作業區域時，應受地方長官之許可，欲增加船舶總噸數時，亦同」
；第
九條之二：
「機船底曳網漁業者變更機關之種類或馬力，或主要漁獲物種
104

105
106

107

藤井賢二，
〈日韓漁業問題の歷史背景—旧植民地行政機関の漁業政策比較の視
点から〉
，頁 72-73。
〈支那海漁業會議開かる〉
，
《臺灣水產雜誌》148 號，1928.05.15，頁 88。
日支漁業會議關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9042195400、
本邦漁業關係雜件/中國沿岸漁業關係第二卷（E.4.9）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支那東海黃海漁業取締改善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C04021871500、昭和 4 年「公文備考 H1 物品卷 1」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頁 1-2。

98 臺灣學研究 第二十六期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
類時，應向地方長官提出申請，降低船舶總噸數時亦同」
，108很明顯其保
留了各地彈性可調整空間，各地方長官可自行決定是否增加機船底曳網
總噸數，或變更漁獲種類、漁船機關馬力等，但是隨漁船大型化與遠洋
化，此漁船噸數限制，實在難以符應實際發展需求。

二、殖民地臺灣的堅持與主張
1924 年，日本遠洋底曳網漁業尚未大舉出動至山東龍口109前，臺灣
總督府水產課長松岡一衛，即先後在當時《臺灣水產雜誌》及《臺灣日
日新報》剖析說明，不論從文明上、科學上或產業發展上來看，中國東
海實具重要水產與海倉之價值，其僅不過「開發其一部分，可謂全為處
女海」，所以極力主張應加以研究，但此海區廣大，非一國一縣之力，
所能為之，應由臺灣、日本、朝鮮、中國等，相互聯繫，妥為研究，是
以提倡「東海會議」，就開發方法，妥為協商。110於是，稍後在臺灣全
島水產協議會上，殖產局長喜多孝治，就此中國東海開發及召開相關會
議之提議，大表贊同，111並計畫在 1924 年，於臺灣召開中國東海會議，
商討此水產寶庫開發之道。112其後，雖未見實行，但已可見臺灣總督府
亟欲參與主導中國東海開發事宜，以及意欲凸顯臺灣重要性與價值企圖
心，而如此高調的動作，當然引起帝國中央、府縣和關東州等當局者之
關注。
1926 年的漁業協議會上，臺灣代表認為，臺灣拖網漁船減少的主因
是，機船底曳網的發展快速，再加上臺灣氣候環境特殊，夏季炎熱，冷
藏用冰積載，明顯較日本內地為多，防熱設備（儲冰槽）如非有大型船
體的話，亦恐會造成實際經營上之困難；又臺灣近海冬季海況風浪、暴
雨、潮流特別強勁，以小型漁船作業，不僅困難且危險；其他方面，水
產金融不便利、造船費用過高、漁夫聘僱不便、地形上特殊限制等等，
都使得無遠洋作業能力的小型漁船，有侵入沿岸禁止區域之可能。於是，
站在沿岸漁場保護上，對無遠洋作業能力之小型漁船，臺灣總督府基本

108

109
110

111
112

《官報》1121 號，1930.09.22，頁 577；
〈機船底曳網漁業取締規則中改正〉
，
《臺
灣水產雜誌》177 號，1930.10.15，頁 64-68。
高橋嘉一，
《黃渤海の漁業》
，頁 65。
〈東海會議を提唱す〉
，
《臺灣水產雜誌》96 號，1924.01.15，頁 4-9；〈東海會
議を提唱す（下）
〉
，
《臺灣日日新報》8506 號，1924.01.23，3 版。
〈水產協議會〉
，
《臺灣日日新報》8508 號，1924.01.25，3 版。
〈支那東海會議〉
，
《臺灣日日新報》8520 號，1924.02.06，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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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採不允許可之政策。113
針對農林省水產局漁政課長所提：「日後拖網漁船許可，將以 70 艘
作為上限」
，以及該省技師宮脇伊太郎所提「二重許可」制下，採取內地
與殖民地所謂「雙重許可」制度，以保留將來南洋漁業發展空間。臺灣
代表在會中亦明確表示，因應各地不同情況，協調結果臺灣獲得 4 艘許
可配額，故主張維持現狀，但若從日本整體國家發展趨勢來看，也希望
保留彈性調整空間。114
從表二來看，機船底曳網許可方面，臺灣所採取的是「暫時」許可
方針，原因即在於現行許可方針，對於臺灣非常不利，如果臺灣底曳網
漁船急速增加的話，恐將造成漁獲銷路、貯藏等雙輸局面，因而決定採
取「漸進式」微調增加策略。臺灣雖先以 20 組為限，但仍可視實際發展
情況，同時在考量內地許可政策下，再行決定是否增加至 30 或 40 組；
此外，有鑑於內地漁船南下來臺日眾，臺灣應適當限制船數與漁期，禁
止區域作業方面，臺灣代表也力主應相互彼此尊重，並透過規則修訂，
嚴格遵守執行。115
1927 年，臺灣機船底曳網漁業發展成績良好，向總督府提出申請的
漁業者持續增加，為此總督府考慮解除先前 20 組（40 艘）之限制，計
畫擴大增加至 30 組（60 艘）
，以紓解及滿足臺灣實際機船漁業發展需求
116
。同年 12 月，臺北州技師宮上龜七在《臺灣水產雜誌》上，發表「本
島底魚漁業之將來」，清楚提到該業之現狀：
現在在本島手繰網許可件數，北部 30 組、南部 5 組……汽船拖網
漁業許可 3 件，……本島底魚漁業主要漁船手繰網 70 艘、拖網船
3 艘，……實際從業船……計 26 組……現今在日本底魚漁業各根
據地，從該漁業之經濟上來說，臺灣可以說具有最優越之地位……
倘若利用配備冷藏庫之內臺郵輪運輸船貨艙，並講求漁獲物之利
用方法，維持穩定魚價，則臺灣手繰網漁業遠較內地優秀，其將
來將大受矚目，因之就此限制問題與提升發展策略，需要好好考
量。……農林省從東海魚類保護之立場，或汽船拖網漁業者保護
之立場……力倡底魚漁業限制論，臺灣也被納入其中……認清臺
灣水產之將來，北之底魚漁業與東部及南洋鮪旗鰹魚等暖流性漁

113
114
115
116

農林省水產局，
《支那東海黃海漁業ニ関スル協議会議事要錄》，頁 21-22。
農林省水產局，
《支那東海黃海漁業ニ関スル協議会議事要錄》，頁 24。
農林省水產局，
《支那東海黃海漁業ニ関スル協議会議事要錄》，頁 27-34。
〈手繰網十組增加〉
，
《臺灣水產雜誌》133 號，1927.02，頁 51。

100 臺灣學研究 第二十六期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
業……臺灣水產業標榜此二大漁業，且應講求其發展策略，針對
東海之底魚漁業，農林省正欲進行限制，……自明年度起拓殖省
設置，政策上之協定透過閣議決定，而被束縛，臺灣將永遠無法
擺脫 30 組之限制，對於臺灣水產業之前途將蒙上一大陰影……。
117

亦即，臺灣先前與農林省協商，已經無法符應實際發展需求，故其提出
適度調整並增加組數，同時考量到帝國底曳網漁業發展實況，與在中國
因排日運動所受到之束縛限制，藉以凸顯臺灣優越地理位置與強調其對
帝國底曳網漁業發展之重要性，臺灣北部 30 組的限制，絕非固定而無法
更動，仍須視實際漁業發展情況而定，保留將來發展空間及彈性調整之
可能性。
總督府為了將來臺灣整體水產事業發展，除積極與農林省協商，保
留彈性調整空間外，也同時利用獎勵扶植臺灣底曳網漁業，擴大引進日
本內地資本制大型漁業會社，誠如表一所顯示，1915 年先後核准「臺灣
海陸產業株式會社」—「東海丸」、「臺灣水產株式會社」—「第一、第
二丸」 等，共計 3 艘拖網漁業；1917 年，臺灣拖網漁業雖陷入經營發
展危機，而暫時中止，但隨即在 1919 年利用一次大戰後，景氣復甦之機
會，由「臺灣水產株式會社」發起集結「臺灣漁業」、「海陸產業」、「臺
北魚市場」等會社，共同以 60 萬資本額，創立全新「臺灣拖網會社」，
並以基隆為基地，重新投入臺灣拖網漁業之經營。1920、1921 年又先後
核准「輸出食品」、「日魯漁業」、「臺北魚市」等株式會社，共計 6 艘拖
網，加入臺灣拖網漁業經營競爭。1927 年起，臺灣總督府又先後許可「共
同漁業」
、
「蓬萊水產」
、
「日本拖網」等株式會社，共計 10 艘118，以臺灣
基隆及高雄為根據地的拖網漁船，經營從事以中國東海及南中國海為主
的底曳網漁業，所根據的就是 1926 年「雙重許可」制度。
此外，從表二來看，總督府也先後核准以中國東海及南中國海為作
業區域之「臺洋漁業」、「大日本漁業」、「臺灣水產」、「蓬萊水產」、「西
村漁業」、「林兼商店」等株式會社，還有林準二、西村一松、土內松五
郎、前根壽一、吉井光久、小池時三、久恒公直、莊司辨吉、井上彌七、
熊谷長之進等個人之機船底曳網漁業，更加清楚印證前述臺灣總督府所
117
118

〈本島底魚漁業の將來（下）
〉
，
《臺灣水產雜誌》143 號，1927.12.15，頁 5-10。
〈本島漁業界大飛躍トロールが六隻から十隻に〉，
《臺灣日日新報》10296 號，
1928.12.18，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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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一貫底曳網漁業發展政策方向和態度立場。
1931 年（昭和 6 年），臺灣總督府根據「拖網漁業、機船底曳網漁
業及捕鯨漁業取締規則」之規定，以告示第九號公告：
「汽船拖網漁業 4
119
艘、機船底曳網漁業 50 組、100 艘」 之限制，惟僅限在中國東海，以
南洋方面為中心者，則不在此限，拖網漁業亦同。也就是說，臺灣在南
洋方面之底曳網漁業，仍秉持視實際情況而定的發展策略，120更為往後
水產南進，預留發展可能性與空間。
表一 日治時期臺灣拖網漁業許可一覽表（1913-1929）
許可會社名稱

許可日期

作業區域

漁獲物種類

有效期
限

許可數量

卸貨港

臺灣漁業株式會
社（臺南）

1913.1.1
1913.2.20

東經 118 度、
北緯 23 度及東
經 119 度、北
緯 24 度處直線
以東及以西海
面

鯛、鰺、鱝（魟
魚）墨魚、
鯊、其他魚類

10 年

榮丸
第二丸

基隆、淡水
安平、打狗

臺灣海陸產業株
式會社（阿緱廳）

1915.6.2

同上

鯛、連子鯛
鯊、石首魚
其他魚類

10 年

東海丸

基隆、淡水
安平、打狗

臺灣水產株式會
社(基隆)

1915.9.15

同上

鯛、鰺、鱝
墨魚、鯊、其
他魚類

10 年

第二丸

同上

臺灣漁業株式會社第二丸是向日本門司一丸組租借，該社於 1915.3.6 向督府申請取消該船隻漁業許可獲准，
第二丸應該由臺灣水產株式會社收購後，同年 9 月 11 日再由其向督府申請許可獲准後，該漁業權由臺灣水
產承繼。
臺灣水產株式會
社

1915.9.16

同上

同上

10 年

第一丸

同上

臺灣水產株式會社 1917.4.16 向總督府提出停業申請，1917.5.5 第一丸漁業許可失效
1919 年臺灣水產株式會社再度向總督府提出第二丸停業申請，1919.2.5 漁業許可失效

臺灣拖網漁業株
式會社（基隆）

輸出食品株式會
社（東京）
（在臺設分公司）

119

120

1919.8.11
1920.10.13

東經 118 度、
北緯 23 度及東
經 119 度、北
緯 24 度直線以
東海面

鯛、其他魚類

同上

鯛、連子鯛、
鮸、墨魚、扁
魚、比目魚、
其他底魚

1920.6.8
1921.3.23

10 年
10 年

10 年

許可 1 艘
（第二丸）

許可 1 艘
（第一丸）

許可 1 艘
（田村丸）

5年

—

許可 1 艘

基隆
高雄

《府報》1148 號，1931.01.13；
〈機船底曳網漁業トロール漁業制限告示〉，
《臺
灣水產雜誌》181 號，1931.02.15，頁 48-49。
〈機船底曳網を五十組百隻制限ト船は從來通り四隻〉，
《臺灣日日新報》11045
號，1931.01.13，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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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會社名稱

許可日期

日魯漁業株式會
社（東京）
（在臺設分公司）

1921.8.29

臺北魚市株式會
社（臺北）

作業區域

同上

漁獲物種類

同上

有效期
限
9、5 年

許可數量
許可 2 艘
田村丸
松風丸

—
（需遵守農
商務省及朝
鮮總督府令
規定之禁止
區域）

1921.10.15

同上

鯛、其他底魚

9、8 年

許可 2 艘

共同漁業株式會
社（神戶）

1927.10.15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以石首魚為
主，海鰻、狗
母、鯊、連子
鯛、血鯛、其
他底魚

均為 1 年

許可 3 艘
許可 1 艘

蓬萊水產株式會
社（基隆）

1928.10.9
1928.12.4

同上

同上

均 為 10
年

日本拖網漁業株
式會社（東京）

1928.12.6

南中國海（北
緯 25 度以南海
面）

同上

1年

共同漁業株式會
社

1929.10.22

同上

同上

1年

1927.12.14

卸貨港

（釧路丸）

許可 2 艘
許可 2 艘
1艘
（慶南丸）

1艘

基隆（基地）
高雄

基隆（基地）
高雄
高雄（基地）

高雄（基地）

資料來源：茲根據《府報》116、155、765、841、842、1280、1756、1903、2132、2223、
2463、2502、226、268、497、543、545、804 號，1913.01.08、02.22；1915.06.03、
09.15、09.16；1917.05.05、1919.02.0、08.13；1902.06.10、10.13；1921.03.25、
08.31、10.19；1927.10.22、12.18；1928.10.11、12.09、12.12；1929.10.26，
頁 7、105、4、30-31、33-34、22、19、52、39、62-63、49、79、81、73、
34-35、25、43、99 等彙整而成。

表二 日治時期臺灣（二艘曳）機船底曳網漁業許可一覽表（1927-1929）
許可會社名稱
臺洋漁業株式會
社(基隆)

許可日期

作業區域

漁獲物種類

有效期限

漁獲物卸貨港

1927.2.15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連子鯛為主及
其他底魚

5年

基隆（基地）
高雄

1927.3.24

臺灣沿海

鯛、血鯛、連子
鯛及其他底魚

5年

基隆（基地）
高雄

林準二（基隆）
西村一松（基隆）

土內松五郎（基隆），二艘曳機船底曳網，1925.7.9 許可 5 年、作業區域中國東海及南中國海，卸貨港基隆、
基地基隆，1927.6.9 申請停業；1927.7.12 土內松五郎重新申請，漁業類別、作業區域、許可年限、基地等均
一樣，唯一不同是，漁獲物卸貨港從原本基隆，增加了淡水、高雄、馬公等港。
前根壽一（基隆） 1927.8.29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血鯛、連子鯛及
其他底魚

5年

基隆（基地）
高雄

大日本漁業株式
會社（大阪）

1927.9.9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連子鯛為主
黃花、狗母魚

5年

基隆（基地）
高雄

臺灣水產株式會
社（基隆）

1927.9.16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連子鯛為主

5年

基隆（基地）

吉井光久（基隆）
1927.9.30
小池時三（花蓮）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鯛、連子鯛
其他底魚

均為 5 年

基隆（基地）
高雄

西村漁業株式會

中國東海

連子鯛為主及

1927.9.30-

基隆（基地）

1927.10.24

漁業戰爭：1920 至 1930 年代初期中日漁事衝突下之臺灣
許可會社名稱

許可日期

社（基隆）

久恒公直（基隆）
1927.10.26

作業區域

漁獲物種類
其他底魚

1930.11.11.
1930.12.16
1932.3.26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連子鯛為主及
其他底魚

5年

基隆（基地）
高雄

5年

基隆（基地）

連子鯛為主及
其他底魚

1927.10.26

蓬萊水產株式會
社（基隆）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1928.12.6
1928.12.6

吉井光久（基隆） 1928.12.27
蓬萊水產株式會
社（一艘曳）

1929.2.1

蓬萊水產株式會
社（二艘曳）

1929.2.2

西村漁業株式會
社

1929.5.30

漁獲物卸貨港

南中國海

莊司辨吉（基隆）

1928.12.4

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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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國海（北
緯 25 度以南
海面）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鯛、血鯛、連子
鯛、石首魚、黃
花魚、鰺、其他
底魚

鯛於為主及其
他底魚

高雄

1927.10.26-1930.3.18
自許可日起 75 日內

基隆（基地）
高雄

1928.12.41932.3.23
5年

高雄（基地）

1928.12.27-1932.9.29

基隆（基地）
高雄

1929.2.1-12.2

高雄（基地）

1929.2.21933.12.5

高雄（基地）

南中國海（北
緯 25 度以南
海面）

赤松鯛、血鯛、
連子鯛及其他
底魚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連子鯛為主及
其他底魚

2年

基隆（基地）
高雄

井上彌七（基隆） 1929.8.3

中國東海
南中國海

連子鯛、血鯛、
其他底魚

5年

基隆（基地）
高雄

熊谷長之進（基
隆）

1929.11.21

東海
南中國海

鯛、血鯛、連子
鯛﹑其他底魚

5年

基隆（基地）
高雄

株式會社林兼商
店

1929.11.21

東海
南中國海

連子鯛為主及
其他底魚

5年

基隆（基地）
高雄

資料來源：茲根據《府報》38、64、125、153、184、195、201、213、231、232、543、
545、562、585、587、685、738、827 號，1927.02.18、03.27、06.09、07.16、
08.31、09.13、09.20.、10.05、10.28、10.30；1928.12.09、12.12、1929.01.09、
02.06、02.08、06.05、08.08、11.27，頁 25、43、34、53、72、38、49、20-21、
84-85、86-87、56、97-98、25、43、11、17、25、19、13、89-90 等彙整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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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南支水產試驗調查與根據地的建立
一、南支水產試驗調查
日本內地沿岸漁業受到新式拖網與機船底曳網衝擊下，已逐步衰
退，北洋漁業開發也漸趨飽和，移往朝鮮與中國渤海、東海及黃海等遠
洋漁業，也受到層層發展的困境與限制，禁漁區的劃設、漁事的衝突，
都迫使日本政府必須重新思考與布局，未來日本水產業的發展方向與政
策。因此，改良漁業與開拓新漁場成為日本水產業發展的關鍵，水產調
查與試驗也自然成為決勝成功的焦點。1918 年起，臺灣被納入帝國海洋
調查體系之中，總督府在配合帝國海洋調查之同時，也必須兼顧臺灣自
身水產業發展與未來定位。因此，在全力配合帝國水產業發展需求下，
除引進日本水產勢力與資金外，也同步希望能扶植發展臺灣自身水產實
力，藉此凸顯臺灣在帝國「水產南進」的關鍵地位與作用。臺灣自此開
始密集展開各項有關南中國海及南洋水產事業調查工作，也逐步獨力完
成且累積豐碩之調查成果，進而成為日後帝國水產南進時的重要參考依
據與基礎。
Muscolino 指出，由於鯛魚資源減少，1920 年代時以往較少被捕撈
利用的黃魚，開始取代鯛魚，成為日本在東海及黃海拖網船隊的主要漁
獲，進而使其逐步往南發展移動至浙江省舟山群島。121這樣的發展趨勢
對照表三，確實可明顯看出，從 1921 年開始，石首魚、鮸魚產量已經急
起直追，1923 年正式超越鯛魚產量，鯛魚年產量逐年遞減，漁業資源的
減少，再加上漁事衝突糾紛與排日運動的影響，都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
思考如何拓展新的漁業適地，結合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與基礎，
開始分進合擊地針對南支南洋的漁業適地展開調查試驗的工作。
前述面對中國派遣軍艦強力護漁及民間排日意識高漲下，日方不斷
嘗試降低雙方外交衝突與緊張關係，除派遣監視取締船赴中國沿海執行
護漁與取締調查工作外，也積極研議相關對策與解決方針，同時希望結
合朝鮮、關東州、臺灣等，進一步擴大在中國沿海的水產資源調查，甚
至往南前進調查部署。除前述日本中央「速鳥丸」與臺灣總督府「凌海
丸」
，所執行之廣東、海南島至法領印度支那（越南、高棉、寮國）漁業

121

Micah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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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外，1221923 年起，總督府透過高雄州水產試驗船「雄島丸」與日本
葛原冷藏協議，共同進行臺灣海峽、巴士海峽、呂宋島西部海域等母船
式鯛延繩及鮪旗魚延繩漁業試驗；1231926 年，臺北州水產試驗船「大和
丸」及總督府「凌海丸」
，則分頭持續進行南中國及法領印度支那等漁業
124
調查。
表三 日本汽船拖網漁業總漁獲量及鯛魚類漁獲量統計表（1916-1939）
單位/貫

年代 拖網總漁獲量

真鯛

血鯛

連子鯛

甘鯛

鮸

石首魚

1916

7,043,618

489,378

628,765

1,552,693

275,401

390,399

408,699

1917

1,655,688

148,997

79,252

294,753

11,007

223,845

148,488

1918

885,098

97,597

33,732

235,030

7,336

57,879

83,862

1919

944,367

104,909

67,434

220,016

10,732

28,581

118,043

1920

3,816,866

244,706

373,032

915,668

35,385

177,966

521,966

1921

7,754,538

818,265

567,035

1,465,365

65,750

300,154

1,334,141

1922

9,145,739

882,027

322,050

1,317,675

147,262

547,755

1,881,889

1923

9,985,027

1,080,766

277,427

1,095,012

69,886

616,247

2,067,898

1924

10,134,629

1,034,348

177,137

658,484

65,357

693,094

2,290,596

1925

10,541,528

1,000,279

198,951

437,184

30,303

644,917

2,717,489

1926

12,149,207

797,600

348,318

427,392

63,076

607,058

3,898,900

1927

13,361,029

463,060

292,832

177,174

30,598

689,416

4,416,287

1928

15,526,996

568,837

243,121

46,888

35,369

932,347

5,684,574

1929

16,626,145

509,287

145,107

21,014

31,787

1,137,196

5,235,524

1930

15,586,691

136,713

346,560

112,603

39,826

1,177,608

4,983,403

1931

15,572,414

91,702

200,619

64,680

35,071

1,342,102

5,013,997

1932

15,146,358

69,061

339,944

139,952

28,843

845,373

5,602,784

1933

13,427,134

34,441

521,073

179,046

29,337

757,356

3,991,608

1934

13,787,940

36,344

592,374

80,203

19,544

562,851

5,016,357

1935

14,293,391

53,149

1,381,405

68,512

33,572

609,476

4,781,925

122

123

124

《南支那佛領印度支那之水產》
，南支那及南洋調查第 73 輯，1923；本邦人ノ
仏領印度東京灣漁業經營計畫、Ref.B110919863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第一卷
（B.3.5.8）
，頁 10-12。
1923-1925，連續三年進行鯛延繩、鮪旗魚延繩等漁業試驗調查；高雄州，
《高
雄州水產試驗調查報告第一、二、三卷》(大正 12-14)，（高雄：臺南新報社，
1927、1929）
。
〈南支之水產〉
、
〈印度支那の水產業〉，《南洋水產資源》第三、四卷，1929、
1934，頁 1-5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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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拖網總漁獲量

真鯛

血鯛

連子鯛

甘鯛

鮸

石首魚

1936

13,886,917

27,875

738,290

90,959

32,317

601,329

4,753,000

1937

13,380,000

23,000

1,054,000

60,000

36,000

468,000

4,613,000

1938

10,072,000

18,000

1,037,000

-

16,000

493,000

3,230,000

1939

9,710,000

59,000

580,000

2,000

17,000

333,000

3,326,000

說明：1 貫=3.75 公斤。
真鯛：學名 Pagrus major，又稱日本真鯛。
血鯛：學名 Evynnis cardinalis，中文名紅鋤齒鯛，又稱盤仔。
連子鯛：學名 Evynnis tumifrons，中文名黃犁齒鯛，又稱黃鯛、赤章赤鯮。
甘鯛：學名 Branchiostegus albus，中文名白方頭魚，又稱馬頭、方頭魚。
鮸及石首魚：兩者均屬魚石首魚科，有日本銀身䱛，學名 Argyrosomus japonicus，
又稱日本白姑魚（中國）
、巨鮸、黃姑魚、鮸（澎湖）
。
資料來源：根據農林大臣官房統計課編，
《農林省統計表‧第 3 次、第 13 次》
（大正 15昭和元年、昭和 11 年）
，
（東京：東京統計協會會，1939）
，頁 189、445；
《ボ
ケット農林統計昭和 16 年版》，
（東京：內閣印刷局，1942），頁 104-105，
彙整而成；臺灣魚類資料庫，網址：
http://fishdb.sinica.edu.tw/chi/species.php?id=382641。

因此，當時中國報紙特別針對此臺灣總督府大動作南中國海漁業調
查給予如下之評論「……臺灣凌海丸……調查完竣……回臺灣復命、我
華南漁業界、又多一蠶食之勁敵矣」
。125可見，中國政府已相當清楚日本
的野心與企圖心，更隨時密切關注日本與臺灣總督府所有相關漁業調查
行動，總督府南支水產調查工作，很清楚地已有豐碩之成果，也為日後
日本南中國海的漁業發展奠下一定之基礎。

二、中日合辦漁業公司與根據地之建立
除持續且有計畫性的水產調查外，日本中央與民間漁業會社也亟思
突破中國排日、限制與封鎖。於是，改採中日民間公司合資開辦漁業會
社共同合作開發的模式，試圖維持在中國既有漁業勢力，同時冀望能更
進一步開發南中國海漁業資源。早在 1918 年總督府技師樫谷政鶴於南洋
調查完畢後，既已提出「外人欲在中國經營水產事業是相當困難」的意
見，故其認為在此中國排外與利權收回運動高漲之際，最好方式是藉由
中日合辦合資設立水產公司，以日本優秀之漁船、漁具、漁法等，共同
開發中國沿海之水產富源。126
同年，即有日人松尾我何人，連續兩年接受農商務省補助，以中國

125
126

Ref.B110919863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第一卷（B.3.5.8），頁 10。
〈南支那水產業〉
，
《臺灣日日新報》6540 號，1918.09.05，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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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名義從事於南中國海及香港沿岸漁業之經營，但最終因收支無法平
衡，而中止；1271919 年，臺灣基隆有力漁業者、南部海產臺灣漁業、吉
井治藤太等，也計畫以 10 艘大型發動機船，以南中國為根據地經營漁
業，以提供華南方面鮮魚需求；另外，也有基隆漁業者計畫與福州當地
有力者，以合資模式籌組漁業團體，決定購入二艘發動機船，經營漁撈
活動。128
從表四來看，1921 年時，中國北洋政府曾核准在臺灣與中國都有相
當良好關係，並曾擔任臺北廳參事、大稻埕區長129、華南銀行發起人130、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131—林熊徵，取得浙江省三門灣附近漁業權，並成
立「浙江三門灣漁業有限公司」
，派員至浙江及北京進行實地調查，並計
畫在浙江省興建冷藏庫，同時與聲稱熟稔中國大官及日本內地有力者的
許冀公等合作，向日本內地募集資金，以作為經營開發之資本。但卻發
生許冀公等資金分文未出，又只想掌權的情事，迫使林熊徵在 1922 年決
定終止該事業，並出售已完成之冷藏庫，斷然結束其短暫在中國的漁業
投資。132另方面，伴隨日本勢力逐漸南移，1925 年中英關係交惡，日本
駐香港總領事趁機與英領香港政府磋商，以供應食糧為條件，取得在香
港以 10 艘為限，經營發動機船漁業之權利；1331926 年，隨即有胡禮奏、
盛利、葉亮、文記、鄭福、興記及日本人小畑等，共同成立「南華漁業
公司」
，並與日本林兼商店及日魯漁業等，簽訂漁獲物收購契約，可惜最
終仍因漁獲成績不佳、與批發商間之交易問題、契約無法履行及其他種
種原因，於 1927 年宣告解散。134
1926 年，林兼商店亦曾向香港總領事館提出「欲以香港為據點，在
香港西南方 150-250 海里之海面上，利用約 10 艘石油發動機船，經營機
船底曳網漁業，並承諾提供香港市民盡可能低廉之魚貨，以及可考慮在
經營上與當地關係中國人合辦，或雇用中國從業者方式」之計畫書，希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農林省水產局，
《遠洋漁業獎勵成績》
，
（東京：該局，1926）
，頁 50；臺灣總督
府水產試驗場編，
《水產試驗場報告‧昭和 3 年》
，
（臺北：該場，1930）
，頁 21。
〈漁業南支發展〉
，
《臺灣日日新報》6762 號，1919.04.15，2 版。
〈林區長披露宴〉
，
《臺灣日日新報》6473 號，1918.06.30，6 版。
〈華南銀行消息〉
，
《臺灣日日新報》6476 號，1918.07.07，2 版。
〈華南銀行消息〉
，
《臺灣日日新報》7545 號，1921.06.06，4 版。
支那漁場投資勸誘者ニ関スル件、Ref.B110919906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第二
卷（B.3.5.8）
，頁 1-10。
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編，
《水產試驗場報告‧昭和 3 年》
，頁 21。
《南支那漁業試驗報告》
，南支那及南洋調查第 174 輯，
（臺北：臺灣總督府，
1935）
，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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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由香港總領事館代為與香港政府斡旋，提出申請許可。香港總領事村
上義溫在向外務省報告時也提到，根據 1926 年 9 月第一回南洋貿易會議
時的調查報告，即已認為以香港為據點，對日本人漁業經營是相當有助
益的，因此其認為「林兼商店」所提之漁業計畫能否成功發展，將是日
本往後於此發展漁業勢力的參考指標。135此外，1926 年廣東「其興洋行」
杉山常高與澳門「聯益漁務公行」總經理蕭佩璘，也於澳門共同設立「富
美漁業公司」（又名東方漁業公司），並與「大阪漁業株式會社」簽訂漁
獲收購契約；1927 年，又有來自日本長崎的濱田武治與澳門聯益簽訂買
賣契約，但因聯益內部紛爭解散，而終止。1928 年，濱田武治再於香港
灣仔設立「濱田漁業商會」
，由日本內地駛赴「第一、二源丸」至香港，
最終仍因不熟悉漁場及創業當初計畫無法實行等原因，宣告失敗，而終
止。136
1928 年，濱田武治再度聯合日本漁業家井出治、荻野芳藏、星野勇
等，與握有南中國海從澳門、海南島到法領東京灣一帶漁業權的中日合
資「富美漁業公司」締結契約，計畫以香港、澳門為據點，由雙方共同
出資成立「亞細亞漁業會社」（參見表四），以開發南中國海漁業富源；
根據簽訂契約書內容，是由日本人提供漁船、漁夫及勞務，將所捕撈漁
獲物售予富美，資本額約 250 萬圓，使用 20 組（40 艘）機動漁船，日
人杉山常高等負責 9 成之資金，富美公司出資 1 成；其後資本額增加至
1 千萬，並向廣東省政府申請許可。但廣東省政府以「日本有侵略我沿
海漁業權之野心，省政府管轄下，嚴加防止之，同時欲派遣軍艦檢肅之」
，
準備在嚴格調查後，予以追究查辦，同時照會福建省政府，共同採取不
許可方針，並發布嚴加禁止命令。換言之，廣東省政府已定調，此日資
與富美合組的「亞細亞漁業會社」
，將會危害到中國領海主權，故不允核
准，最後經廣東省府內部會議決議並公告：
「所轄官憲應嚴加防止之，如
有非法捕撈之事實，應立即向省府報告，同時由海軍司令部下令，各地
駐紮之軍艦，嚴加取締查緝，以維領海主權及漁民利益之保護」。137
然臺灣總督府在 1928、1929 年南中國海、法領安南（越南）及菲律
賓的漁業調查行動，已相當程度引起中國方面的注意，以致當時廣州《日

135

136
137

Ref.B090421939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中國沿岸漁業關係第一卷（E.4.9）
，頁
2-3。
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編，
《水產試驗場報告‧昭和 3 年》
，頁 22。
Ref.B090421949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中國沿岸漁業關係第二卷（E.4.9），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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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聞》
、香港《華文日報》及《國民新聞》等，都對此日本積極侵略南
中國沿海漁業權，大肆報導，尤其臺灣總督府所進行積極且大規模的組
織侵略策略。138其中，《華文日報》即報導：「臺灣總督府有南支沿海開
拓之大計劃，自本年度起建造水產試驗船，以二年為試驗時期，總支出
經費 38 萬 3 千元，建造數艘三百噸、六百馬力之鋼鐵船，自臺灣南部至
新加坡一帶海面從事漁撈。……臺灣總督府之漁業進出計畫，分為數階
段試辦進行，第一階段，基隆一帶五六十英里，其次，第二階段，遠及
高雄二百四十英里之海面……」139，藉此呼籲廣東省各界必須密切關注，
而且不能輕忽臺灣總督府漁業拓展計畫，一旦此計畫實行，勢必會嚴重
影響到廣省沿海漁民生計。
表四 中日合資漁業公司一覽表（1921-1929）
成立時間

公司名稱

資金組成

成立與否

1921

浙江三門灣漁業有
限公司

1926.02.17

南華漁業公司

林熊徵、許冀公合組，再向
日本漁業家募資
胡禮奏、盛利、葉亮、文記、
鄭福、興記及日本人小畑等

1926.08

富美漁業公司
（於澳門設立）

1927.11-1928

濱田漁業公司

後因出資問題解散，未實
際成立
後因契約無法履行，捕撈
作業無法進行，而於
1927.01 解散。
，並與大阪漁業株式會社
簽訂收購契約，後因沒有
履行契約，以致有名無實
後因聯益解散，濱田另行
設立濱田漁業商會，自行
經營
雙 方 代 表 於 日本 東 京 簽
訂合組漁業會社契約，後
廣東省政府，以有礙中國
漁權不允許可

1928.07.25

亞細亞漁業會社

1929.12.02

蓬萊漁業公司

澳門聯益漁務公行總理蕭佩
璘
廣東其興洋行杉山常高
長崎濱田武治與澳門聯益漁
務公行簽訂買賣契約

日方：井出治、荻野芳藏、
星野勇
中方：富美漁業公司總理
蕭佩璘
「共同漁業」
、
「日本拖網」、
「豐洋漁業」—今井直樹；
「蓬萊水產」—馬上福壽； 以香港為基地，中日合辦
「利記公司」—前根壽一； 的拖網漁業會社
「三井物產」香港支店—阿
部重兵衛；喜多山松之助

資料來源：茲根據《臺灣日日新報》7545 號，1921.06.06，4 版；南支沿海漁業一般/
分 割 一 、 支 那 漁 場 投 資 勸 誘 者 ニ 関 ス ル 件 、 Ref.B09042194900 、
Ref.B110919906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中國沿岸漁業關係第二卷（E.4.9）、
（B.3.5.8）
，頁 1-19、1-10；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編，《水產試驗場報告‧
138

139

Ref.B090421949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中國沿岸漁業關係第二卷（E.4.9），頁
24-26。
Ref.B090421949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中國沿岸漁業關係第二卷（E.4.9），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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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3 年》
，頁 21-22；《南支那漁業試驗報告》，南支那及南洋調查第 174
輯，頁 27-28 等彙整而成。

1929 年，臺灣總督府確如《華文日報》等評論所預測，決定更進一
步致力於南中國沿海的漁業經營發展，除針對該方面水產企業家，發放
大筆補助金之外，140同年底，總督府為突破英領香港漁業法規中有關：
「領
海內目前僅准許中國人，但領海外考量依據漁獲物卸貨等關係，所衍生
的鮮魚市場、中國人漁夫等情事，對於日本給予限制性許可」之規定，
於是更加積極擴大漁業經營規模，並計畫以香港為據點，由「共同漁業」
、
「日本拖網」、「蓬萊水產」、「豐洋漁業株式會社」、「利記公司」、「三井
物產株式會社」香港支店及喜多山松之助等，共同成立中日合辦漁業會
社—「蓬萊公司」
，由駐香港日本總領事，進行斡旋交涉事宜。但為避免
日後同業間無謂之競爭，僅此單一漁業組織為經營主體，同時以「臺灣
蓬萊水產株式會社」專務董事林準二，總轄擔任香港蓬萊公司一切經營
事務，承繼原本「利記公司」及喜多山松之助，既已獲得之漁業權，而
由「三井物產」專責銷售事務。141要言之，總督府將原本各自分開獨立
的相關漁業公司，統一成為大規模漁業公司，透過彼此分工合作，接受
來自總督府的補助金，以共同遂行南中國海漁業及市場開拓之任務。
只不過，1930 年 1 月，才正式在香港設立之「蓬萊漁業公司」，正
要在南中國海大展身手之際，卻因 1931 年滿州事變發生後，香港爆發嚴
重激烈的排日風潮，所屬「天鹽」
、
「間宮」等漁船，於捕撈作業完畢後，
無法進入香港卸貨及補給，不得已轉赴高雄卸載補給，再利用外國航路
定期船舶，將大部分漁獲物轉運回日本內地。142除了此兩船返回臺灣外，
其他「蓬萊漁業公司」所屬作業漁船「葉山丸」、「新高丸」、「北見丸」
等，均迫暫返高雄停泊。由此可知，帝國中央與臺灣總督府聯手亟欲突
破南中國漁業勢力和市場，未能成功，原因除了漁場不熟悉外，水產交
易及市場上，充滿各種不確定變數，中國政府及地方省府，對日本和臺
灣相關漁業、調查或合資行動等，均保持一定程度上之戒心與防備，如
透過派遣軍艦強力護漁，針對日本漁船越界、侵入領海等嚴格執行掃蕩，

140

141

142

Ref.B090421949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中國沿岸漁業關係第二卷（E.4.9），頁
29-30。
Ref.B09042195000、本邦漁業関係雑件/中國沿岸漁業關係第二卷（E.4.9），頁
1-4。
〈香港華人排日英官憲無力制止〉，《臺灣日日新報》11303 號，1931.09.3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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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關稅上增加特別稅金徵收，以及排日及利權收回運動高漲，尤其是
在滿州事變發生後，更加激化了中國各地抗日力度與強度，使得原本亟
欲拓展南中國海漁業的計畫，受到相當程度的打擊和影響。
總之，臺灣總督府利用華南為數眾多的臺灣籍民協助，希望可以打
破中國官方與排日運動的制限，拓展其在華南的漁業勢力，林熊徵具代
表性，同時也是地方社會領導者，但在面對大環境的不利因素，也很難
發揮其實際的影響力。其他日人試圖與中國人合作的模式，也都沒有成
功，即便是由總督府所主導的「蓬萊漁業公司」，也因為 1931 年滿州事
變的發生，以及中國各地風起雲湧的日貨抵制運動，最後以漁船全數撤
回臺灣避難，進而中止營運，甚至以被迫合併收場。

圖六 總督府水產試驗船—「照南丸」

圖七 共同漁業株式會社—「釧路丸」

資料來源：モータシツプ雑誌社編，
《漁船建造必携昭和 11 年版》，
（東京：モータシ
ツプ雑誌社，1935），頁 43；宇田川勝、上原征彥等監修，
《日本水產百年
史》デジタル版（PDF），頁 99。

陸、結語
從上述之析論中可知，遠洋漁業發展確實是日本帝國擴張主義與殖
產興業政策下重要戰略之一。從 1897 年「遠洋漁業獎勵法」頒布施行後，
開始積極透過國家力量與歐美遠洋漁獵勢力抗衡，扶植獎勵日本本國之
遠洋漁業，不僅成功驅逐歐美漁獵勢力，同時也解決幕末至明治初期以
來，漁業陷入生產停滯與發展瓶頸之困境。
但隨著新式拖網的引進與改良式機船底曳網漁業的發展，日本整體
漁業體質開始產生質與量的重大變化，同時意味著其漁業模式轉型正式
啟動。而此快速發展的結果就是，底曳網漁業與沿岸漁業衝突對立，日
益嚴重惡化，迫使日本中央不得不出手介入調整，期盼透過漁業法規的
修訂與拖網禁止區域劃設等方式，防止其對立衝突持續擴大，避免兩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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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傷、共倒之情況發生；除此之外，也藉由引導與鼓勵新式漁業前往東
海、黃海、渤海等地發展，以紓解日本沿岸新舊漁業不斷擴大的利益衝
突與快速發展下之矛盾。
只不過，這樣的鼓勵引導並未能徹底解決拖網漁業所帶來的水域重
疊問題與衝突對立情況之發生，反倒是將問題轉移至殖民地朝鮮、臺灣、
占領地關東州與中國海域而已。尤其是在 1920 年代開始，大量日本底曳
網漁船前往中國黃海、東海水域作業，繼之引發一連串日漁船侵入中國
領海、越界捕撈、毀損中國漁民漁具等重大漁事衝突事件，以及隨此所
造成之中日外交關係緊張。雙方雖密集展開外交協商折衝，但始終未獲
有效之解決，日船越界捕撈與毀損漁具之情事仍舊不斷發生，最終導致
中國漁民反彈抗議聲浪，日益升高，除外交協商外，各自派遣軍艦或監
視巡護船，以約束取締越界捕撈漁船或保護各自漁權利益，甚至有一觸
即發、全面引爆中日漁業大戰之可能。
因此，日本開始積極尋求因應解決之道，除持續透過外交管道與中
方交涉協商外，更在 1926-1930 年間，利用每年例行性召開之水產事務
協議會，聚焦於中國東海、黃海漁業問題的解決，積極研討、意見交換、
集思廣益，並且提出相關因應解決之對策，同時開始將遠洋漁業發展目
光轉向南方。
殖民地臺灣在此期間，雖透過法規修訂與水產試驗船建造與基礎調
查，逐步與內地接軌並迎頭趕上，也在帝國整體水產事業拓展與水產戰
略布局中，扮演一定之協力支援角色，不過在殖民統治的實際考量下，
臺灣總督仍必須同時兼顧臺灣的發展與任務使命。因之，其在帝國遠洋
漁業與南進拓展過程中，未必完全聽命於帝國，尤其在 1920 年代新式拖
網漁業的快速發展下，總督府為事先預防漁事衝突與保護沿岸漁業，除
透過法規修訂與底曳網漁業禁止作業區域劃設外，也依據帝國與殖民地
臺灣的整體漁業發展需求，主被動的配合與調整臺灣遠洋漁業發展的方
向與策略，如主動積極的進行相關水產試驗調查，累積為數眾多且珍貴
水產調查資料，成為日後帝國水產南進重要的參考依據；試圖主動召開
東海漁業會議，亟欲取得帝國內部主導地位；利用臺灣籍民特殊身份，
以及在香港設立一統制的「蓬萊漁業公司」等，協力配合帝國突破中國
的漁業限制與封鎖，但都因主客觀因素及排日運動，而未能成功。臺灣
總督府雖被動配合帝國拖網與機船底曳網的限制發展政策及「雙重許可」
制，但也保留臺灣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與彈性調整空間，視實際情況之「漸
進」發展策略，來扶植獎勵臺灣底曳網漁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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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 1920 至 1930 年代初期，伴隨帝國新式拖網與機船底曳網
漁業的快速發展，臺灣也相對應的受到影響，隨之引進發展，修訂漁業
法規與內地接軌，劃設禁止作業區域，以保護臺灣沿岸漁業者。在帝國
轉往中國東海、黃海及渤海發展時，則透過分攤海洋調查與水產試驗，
與帝國交換情報，協力其遠洋漁業之拓展。在「漸進式」調整發展策略
與「雙重許可」制下，引進核准日資漁業者投資經營臺灣拖網與機船底
曳網漁業，並以臺灣為根據地，積極拓展南中國海與南洋漁業適地，同
時以總督府與州廳所建造之新式水產試驗船，擴大投入南方海域漁場調
查，進至成為 1930 年代帝國水產南進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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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y War: The position of Taiwan under the Fishing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1920s to the
early 1930s
Sheng-chang Tasi＊

Abstract
The main discussion of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ole and mission of Taiwan
and the position that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has taken under the
China- Japan fishing conflict from the 1920s to the early 1930s. In the 1910s, a new
type of trawling fishery was introduced in Japan, until 1920s, the improved Danish
seine trawling fishery was developing rapidly which has impacted the fisheries and
fishermen’s livelihoods along the coast of Japan. This matter has resulted serious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rawling and Danish seine trawling fisheries.
Therefore, the Japanese Central Fisheries Authority was forced to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 and established management and restrictive regulations
through legislative procedures and made adjustments among fisheries. In addition to
banning the fishing operation areas of steamboat trawling and Danish seine trawling
fisheries by delimiting announcements, the Japanese bottom trawling fishery was
also actively guided to develop toward the coastal areas of North Korea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from the 1920s to the early 1930s, the result of Japanese fishery
continuous large-scale development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has intensified Japan
fishery diplomatic conflict with China; between the years of 1926-1930, Japan had
held the "East China Sea and Yellow Sea Fisheries Council"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in hope to find effective solu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aiwan has not only
established prohibited fishing areas through legislation to connect with the
restrictions of mainland Japan, but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and cooperated with the
Japanese imperial marine and aquatic experiment investigations.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on the one hand, used Taiwa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nglai Fishery Company" in Hong Ko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Empire of Japan,
hop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fishing restrictions and blockade of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 passively cooperated with the Empire of Japan on its restriction policy
and the “dual permission” system for trawling and Danish seine trawling fishe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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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ing to preserve the possibility and flexible adjustment spa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ottom trawl fishery of Taiwan, and adopt a "gradual" strategy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to support and promote bottom trawling fishery
development of Taiwan.

Keywords：Fishery War, fishing conflict, Toward Nanyang, fishery industry,
pelagic fishery, bottom traw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