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育公約  

本公約締約國；承認護衛環繞南極洲海域環境及保護該海域生態系統完整之重要性； 

注意到南極水域所發現之海洋生物資源之密集性及對利用這些資源可作為蛋白質來源可能性有增加興

趣之趨向；意識到確保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育之急迫性；考慮到增加對南極海洋生態系統及其構成分子

之認識俾能依良好的科學資訊作出漁獲決策係非常重要的；深信需以國際合作方式保育南極海洋生物資

源並尊重南極條約之條款及由所有在南極水域從事研究或漁獲活動國家之積極參與；承認南極條約之諮

商國對於保護和保存南極環境之主要責任，尤其係依南極條約第九條第一款(十)項有關保存和保育南極
洲生物資源之責任；  

回顧南極條約之諮商成員國已採取行動，尤其係包括南極動物相和植物相之同意措施保育，暨《南極海
豹保育公約》之條款； 

牢記南極條約之諮商成員國於第九屆諮商會議中所表達對保育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之關切，暨導至制訂本

公約之第 9-2建議案條款之重要性； 

相信保存環繞南極大陸之水域僅為和平目的暨避免使其成為國際衝突之目標或場所，係所有人類之利
益； 

承認，按前述事項，有意建立適當的機制以建議、促進、決定和協調所需之措施和科學研究以確保南極
海洋生物之保育； 

茲同意以下條款規定： 

第一條   

第一款 本公約適用於南緯 60度以南之南極海洋生物資源，
暨自南緯 60度到南極收斂區之地區，構成南極海洋生態系統
一部份之南極海洋生物資源。 

第二款 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係指鰭魚類、軟體動物、甲殼類和
所有其他有生命之物種，包括在南極收斂區以南發現之鳥類。 

第三款 南極海洋生態系統係指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間及渠等
與物質環境關係之錯綜關係。 

第四款 南極收斂區應被視為係由下述經緯度各點所連成之
線： 

南緯 50度、０度經線；南緯 50度、東經 30度；南緯 45度、
東經 30度；南緯 45度、東經 80度；南緯 55度、東經 80度；
南緯 55度、東經 150度；南緯 60度、東經 150度；南緯 60



度、西經 50度；南緯 50度、西經 50度；南緯 50度、０度經
線。 

  

第二條 

第一款 本公約之目的係保育南極海洋生物資源。 

第二款 基於本公約之目的，保育包括合理的利用。 

第三款 在本公約適用水域從事任一採收及相隨活動皆應依
本公約之條款規定及下述之保育原則為之： 

(a) 防止任一採收種群數量之減少低於能確保
該種類穩定再生之補充數量，基於此一目的，其

種群量應不得降低至能確保每年之最大淨增加
量之水準； 

(b) 維持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之採收、依賴和相關
種群間之生態關係，及恢復枯竭種群數量到前述

(a)項之水準； 

(c) 對二、三十年內無潛在扭轉可能之海洋生
態，防止其變遷或將變遷之風險減至最低，應考

慮到採取之直接或間接衝擊之可獲知識情況、外

來物種引入之影響、海洋生態中相隨活動之影響

及環境變遷之影響，其目標係使南極海洋生物資
源持續之保育得以實現。 

  

第三條 

本公約締約國，不論是否為南極條約之成員國，同意不會在南極條約適用之區域從事違反該條約原則及
目的之任一活動，及就彼此間之關係而言，渠等亦受南極條約第一條及第五條所述義務之規範。 

第四條 

第一款 就南極條約適用之區域而言，本公約所有締約國間之

關係，不論是否為南極條約成員國，皆受南極條約第四條及第
六條條款之約束。 

第二款 本公約之任一條款規定及本公約生效後所從事之行

為或活動皆不應: 



(a) 構成對南極條約區域領土主權主張、支持或
否認聲稱之基礎，或在南極條約區域製造任何主
權權利； 

(b) 被解釋為本公約任一締約國一項權利之放
棄或縮減，或本公約適用區域內依國際法行使沿

岸國管轄權時任何權利、要求或要求基礎之損
害。 

(c) 被解釋為侵害任一本公約締約國對任一此
種權利、要求或要求的基礎之承認或不承認； 

(d) 影響南極條約第四條第二款之規定，即當南
極條約生效時，不得對南極洲之領土主權提出新
的要求或擴大現存要求之主張。 

  

第五條 

第一款 非南極條約成員國之本公約締約國認知南極條約之

諮商成員國對保護和保存南極條約區域之環境，有特殊的義務
和責任。 

第二款 非南極條約成員國之本公約締約國同意，其在南極條

約區域之活動會遵守保育南極動物與植物相之同意措施及經

由南極條約之諮商成員國為實現保護南極環境免遭人類各種
形式傷害之責任而建議之其他措施。 

第三款 基於本公約之目的，南極條約之諮商成員國係指有派
遣代表參與南極條約第九條規定所述會議之南極條約締約國。 

  

第六條 

本公約之任一條款規定皆不減損本公約締約國於《國際公約捕鯨規範》及《南極海豹保育公約》之權利
與義務。 

第七條 

第一款 本公約締約國茲建立並同意維持南極海洋生物資源
保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二款 委員會之成員應包括： 



(a) 參與通過本公約之每一締約國均應為委員
會之成員； 

(b) 依本公約第二十九條規定而加入之每一國家
皆應在該加入國從事本公約所適用之南極海洋

生物資源研究或採收活動期間內成為委員會之
成員； 

(c) 依本公約第二十九條規定而加入之每一區域
性經濟整合組織在該組織所屬會員國、為委員會
成員國之期間內，亦應成為委員會之成員； 

(d) 依前述(b)及(c)項規定想參與委員會工作之
本公約締約國應通知批准書存放國，其有意成為

委員會之一員及願意接受當時有效之保育措

施。批准書存放國應將此通知送達委員會每一成

員並檢送有關資料。委員會任一成員在收到批准

書存放國之通知後二個月內，得要求召開委員會

特別會議討論此案，存放國在收到該項要求後應

立即召開此一特別會議。倘無要求召開會議，發

出通知之本公約締約國應被視為已滿足成為委
員會成員之要求。 

第三款 委員會每一成員應有一位代表，該代表得由其替代之
代表及顧問陪同與會。 

  

第八條  

委員會應具有法律人格及應在每一締約國境內享有為執行其任務及實現本公約目的所需的法律地位。委
員會及其職員在締約國境內所享有之特權和豁免應以委員會和該締約國所達成之協議來決定。 

第九條 

第一款 委員會之功能係為使本公約第二條所述之目標和原
則能夠發生效果，為此目的，委員會應： 

(a) 便利南極海洋生物資源及南極海洋生態系
統之調查及廣泛研究； 

(b) 彙整南極海洋生物資源數量之狀況及變化等
資料，暨影響採收物種及依賴或相關物種或群量
分佈、豐度及生產力之因子； 



(c) 確保被採收群量之漁獲及努力量統計資料
之取得； 

(d) 分析、傳遞和出版前述(b)及(c)項之資料及
科學小組之報告； 

(e) 確認保育之需要性及分析保育措施之有效
性； 

(f) 受本條第五款規定之限制，在可利用最佳的
科學證據基礎下，釐訂、採用及修訂保育措施； 

(g) 執行依本公約第二十四條規定所建立之觀
察及檢查制度； 

(h) 執行為實現本公約目標之其他必要活動； 

第二款 前述(f)項所提之保育措施應包括下述事宜：  

(a) 訂定本公約所適用區域任何採收物種之數
量; 

(b) 依南極海洋生物資源種群量分佈情形，訂定
區域或次區域； 

(c) 訂定可在種群分佈之區域或次區域內採收
之數量； 

(d) 訂定受保護之物種； 

(e) 訂定得被採收物種之大小、年齡、性別及視
適當； 

(f) 訂定開放採收和禁止季節； 

(g) 基於科學研究或保育之目的，訂定開放和禁
止採收之地區、區域或次區域，包括為保護和科
學研究之特別地區； 

(h) 規範採收之努力量及方法，包括漁具，其目
標尤其為避免在任一區域或次區域有不適當的
採收集中； 

(i) 採取經委員會考慮後認為為實現本公約之目
標有必要的其他保育措施，包括對採收及其相隨

活動對被採收種群數以外，海洋生態系統組成體
影響之措施。 



第三款 委員會應出版並維持所有有效保育措施之紀錄。 

第四款 為執行前述第一款之功能，委員會應充分考慮科學小
組之建議和意見。 

第五款 委員會應充分考慮到依南極條約第九條召開之諮商

會議，或可進入本公約適用地區物種，其負責現存漁業委員會

訂定或建議之任何相關措施或規範，俾締約國依委員會採納之
規定或措施及保育措施下之權利及義務不會有不一致性。 

第六款 委員會成員國應依下列之方式，執行委員會依本公約
規定而採納之措施：  

(a) 委員會應通知所有委員會成員國有關的保
育措施； 

(b) 俟通知送達委員會成員國 180天後，該保育
措施即應對該成員國產生拘束力；但下述(c)及(d)
項之規定為例外； 

(c) 倘委員會成員國在前述(a)項通知送達後 90
天內，告知委員會該國無法接受所有或部份之保
育措施，該措施即不應對該國有拘束力； 

(d) 當委員會任一成員國引用前述(c)項條款規定
時，委員會應應委員會任一成員國要求召開會議

討論該保育措施，會議期間或會後 30天內，委
員會任一成員國有權宣佈其不願再接受該保育

措施，在此情況下，該成員國即不再受該保育措
施之拘束。 

  

第十條 

第一款 委員會應促請任何非本公約締約國注意其國民或船
集依委員會之意見進行，實現本公約目標之任何活動。 

第二款 委員會應促請本公約所有締約國依委員會之意見促

請影響某締約國實現本公約目標或該締約國遵守本公約下義
務之任何活動。 

  

第十一條  



委員會應尋求與在本公約任何族群或相隨物種群保育適用地區之鄰接海洋地區執行管轄權之締約國合

作，而該族群或相隨物種族群出現在本公約適用地區及鄰接海洋地區兩處，其目標為調和對此等族群所
採納之保育措施 

第十二條 

第一款 委員會對實質問題應以共識方式作成決議，是否屬實
質問題之議案，應視為實質問題。 

第二款 對非屬第一款所述之議案應以出席及表決之委員會
成員國的簡單多數決作決定。 

第三款 在委員會考量任何項目需作決議時，應明示區域性經

濟整合組織是否參與決議，倘若參與的話，其委員國是否亦參

與。參與之締約國數目不應超過該區域性經濟整合組織中為本
委員會成員國之國家數。 

第四款 依本條規定在作成決定時，一區域性經濟整合組織應
祇有一票。 

  

第十三條 

第一款 委員會總部應設於澳洲塔斯馬尼亞島賀伯特。 

第二款 委員會應每年定期召開會議。應三分之一締約國之要

求或倘本公約所規定，亦應召開其他的會議。第一次委員會議

應在本公約生效後三個月內召開，但在締約國中至少須有二國

在本公約適用之區域從事採取活動。第一次會議無論如何應在

本公約生效後一年內召開。批准書存放國應與簽署國諮商有關

第一次委員會議事項，並考慮到為使委員會能有效運作，廣泛
的簽署國代表參與係必要的。 

第三款 批准書存放國應在委員會總部召開第一次委員會
議，此後委員會議應在其總部召開，除非另有決議。 

第四款 委員會應在其成員國代表內選出一名主席及副主

席，任期２年且有資格連選連任一次，惟第一位主席之任期應
為３年。主席與副主席不應係來自同一成員國之代表。 

第五款 委員會應採納及必要時修訂委員會議事程序規則，但
本公約第十二條所述事項之處理除外。 

第六款 委員會得設立為執行其功能必要之輔助單位。 



  

第十四條 

第一款 本公約締約國茲設立《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育科學小

組》（以下稱為科學小組），該小組應為委員會之諮詢單位。

科學小組正常應在委員會總部開會，除非科學小組另有其他決
議。 

第二款 委員會之每一成員國皆應為科學小組之成員及應指

定一名有適當科學背景之人員為代表，該代表得由其他的專家
及顧問陪同與會。 

第三款 倘有需要，科學小組得以特別情況之原則，尋求其他
科學家及專家之意見。 

  

第十五條  

1. 關於本公約適用的海洋生物資源資訊之蒐集、研究與交換等事項，科學小組應提供討論會作諮商
與合作，並應鼓勵及促進科學調查方面之合作，俾推廣對南極海洋生態系統之海洋生物資源之知

識。  
2. 第二款 科學小組應從事委員會依本公約目標指示之活動，及應  

(a) 建立本公約第九條所述保育措施決定所用
標準和方法； 

(b) 定期評估南極海洋生物資源種群量之狀況
及趨勢； 

(c) 分析採收對南極海洋生物資源種群直接及
間接影響之資訊； 

(d) 評估所提更改採收方式或程度暨所提保育
措施之影響； 

(e) 依要求或自行將有關執行本公約目的之措施
或試驗的評估、分析、報告及建議轉達予委員會； 

(f) 為從事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之國際及國內試
驗計畫擬訂計畫書。 

第三款 在執行其功能時，科學小組應注意其他相關的技術和
科學組織之工作及在南極條約架構下之科學活動。 

  



第十六條 

第一款 科學小組會議應在第一次委員會議召開後３個月內
召開，爾後科學小組，為履行其功能所必要，應經常集會。 

第二款 科學小組應採用及必要時修改其議事程序規則。該規

則及其修正均應取得委員會之批准。該規則應包括提出少數代
表意見報告書之程序。 

第三款 科學小組在委員會批准情況下，得建立為履行其功能
所必要的附屬單位。 

  

第十七條 

第一款 委員會應指定一名秘書長依委員會決定之條件與任

期為委員會及科學小組服務。其任期應為４年且應具有連聘之
資格。 

第二款 委員會應委任成立秘書處必要之職員，及秘書長應依

委員會決定之條件、程序與規則，聘任、指示及監督秘書處職
員。 

第三款 秘書長及職員應執行委員會交託之職責。 

  

第十八條 

委員會及科學小組之官方語言應為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第十九條 

第一款 在每次年會時，委員會應以共識方式採納委員會及科
學小組之預算案。 

第二款 委員會、科學小組暨任一附屬單位之預算草案，應由

秘書長擬訂並在至少離年會召開前 60天向委員會成員國提交。 

第三款 委員會每一成員國應對預算作捐獻，至本公約生效後

第五年期滿為止，本公約每一成員國所捐獻額度應相等。爾後

預算之捐獻應依實際採收數量與所有成員國間所同額分配方

式二項標準決定之。委員會應以共識方式決定此二標準所適用
之比重。 



第四款 委員會和科學小組之財務收支應依委員會所採納之

財務辦法規定進行，暨應受由委員會選定之外面稽核員作年度
稽核。 

第五款 委員會每一成員國皆應自行負擔本身出席委員會及
科學小組會議之費用。 

第六款 委員會任一成員國倘連續２年無法給付其應繳納之
捐獻款，在未給付期間內，該國應無權參與委員會之決策。 

  

第二十條 

第一款 委員會成員國，在最大可能範圍內，每年提供委員會

和科學小組為實施其功能而要求之統計、生物學和其他之資料
予委員會和科學小組。 

第二款 委員會成員國應，在指定之時間內，提供該國採收活

動包括作業漁區和漁船，彙整可靠的漁獲及努力量等統計資
料。 

第三款 委員會成員國應在規定之時間內向委員會提供為實
現委員會採納之保育措施所採取步驟等資訊。 

第四款 委員會成員國同意在其漁獲活動中，應採取有利機會
蒐集評估採收造成影響有需之資訊。 

  

第二十一條 

第一款 本公約締約國在其權限內應採取適當的措施以確保

遵守本公約條款規定及委員會依本公約第九條對其拘束所採
納之保育措施。 

第二款 本公約每一締約國應向委員會轉達依前述第一款所
採措施之資訊，包括對任一違規事件所課處之制裁。 

  

第二十二條 

第一款 本公約每一締約國承諾付諸適當之努力，在符合聯合
國憲章情況下，以致無人從事與本公約目標抵觸之任何行為。 



第二款 本公約每一締約國應將其注意到任何此類活動通知
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 

第一款 委員會與科學小組應與南極條約之諮商成員國合作
處理屬南極條約權限內之有關事項： 

第二款 委員會及科學小組應視適當與聯合國糧農組織和其
他的專門機構合作。 

第三款 委員會及科學小組應視適當尋找能對其工作有貢獻

之政府間及非政府間組織，包括南極研究科學小組、海洋研究
科學小組和國際捕鯨委員會，並與這些組織發展合作關係。 

第四款 委員會得與本條所述之組織及其他適當之組織簽訂

協定。委員會及科學小組得邀請這些組織以觀察員名義參與委
員會及科學小組之會議及其附屬單位之會議。 

  

第二十四條 

第一款 為促進本公約之目的及確保遵守本公約之條款規
定，締約國同意建立一觀察及檢查之制度。 

第二款 觀察及檢查制度應由委員會依下述原則基礎來建立： 

(a) 本公約締約國，在考慮現存之國際慣例下，
應互相合作以確保有效的執行觀察及檢查制

度。此制度應包括，尤其係由委員會成員國指派

觀察員及檢查員之登船觀察及檢查程序，暨船旗

國依登船及檢查所獲證據之基礎下，進行起訴及

處罰之程序，該等起訴及處罰之報告應被納入本
公約第二十一條所述之資料； 

(b) 為證實本公約所採納措施之遵守，觀察及檢
查應在本公約適用地區從事科學研究或採收海

洋生物資源之船上進行，並透過委員會成員國指
派觀察員及檢查員及按委員會制定之條件為之； 

(c) 被指派之觀察員及檢查員仍應受制於其所
屬國籍之締約國管轄，渠等應向其所指派之締約
國報告，該締約國再向委員會報告。 



第三款 在觀察及檢查制度未建立前，委員會成員國應尋求建

立一臨時安排以指派觀察員及檢查員，該指派之觀察員及檢查
員應依前述第二款之原則執行檢查任務。 

  

第二十五條 

第一款 倘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締約國間因本公約之解釋或執

行而產生爭端時，爭端當事國應以交涉、照會、調停、斡旋、
仲裁、司法解決或其他依其選擇之和平方法解決。 

第二款 倘此類性質之爭端無法依上述方式解決的話，經爭端

所有當事國之同意，該爭端應提交國際法院或仲裁解決；倘送

交國際法院或送仲裁，爭端當事國間仍無法達成協議，應不能

免除當事國繼續尋找任何不同如前述第一款所述和平方法解
決之責任。 

第三款 倘爭端提送仲裁解決，仲裁法庭應依本公約附件之規
定組成。 

  

第二十六條 

第一款 本公約應於 1980年 8月 1日到 12月 31日在坎培拉
開放給參與 1980年 5月 7日到 20日在坎培拉參加南極海洋生
物資源保育會議之國家簽署。 

第二款 此方式簽署之國家將為本公約之原始簽署國。 

  

第二十七條 

第一款 本公約須由簽署國批准、接受或同意。 

第二款 批准、接受及同意之文件皆應存放於澳洲政府，該國
政府係本公約之存放國。 

  

第二十八條 

第一款 本公約應在收到本公約第二十六條所述國家之第８

份批准、接受及同意之文件後 30天開始生效。 



第二款 任一國家或區域性經濟整合組織在本公約生效後始

存放其批准、接受、同意或加入之文件，本公約應在這些文件

送交存放後 30天始對該國或該組織生效。 

  

第二十九條 

第一款 本公約應開放給任一有意對本公約適用之海洋生物
資源從事研究與採收活動之國家加入。 

第二款 本公約應開放給由主權國家組成之區域性經濟整合

組織加入，其成員國包括委員會一個或一個以上成員國而該組

織成員國就本公約所涵蓋之事項，已將全部或部份權限轉移予

該組織。此類區域性經濟整合組織之加入應為委員會成員國間
諮商之事項。 

  

第三十條 

第一款 本公約得隨時被修正。 

第二款 倘有三分之一之委員會成員國要求開會討論修正案
時，批准書存放國應召開此一會議。 

第三款 當批准書存放國收到委員會所有成員國對修正案之
批准、接受或同意之文件時，該項修正應立即生效。 

第四款 對任一其他締約國而言，當批准書存放國收到某締約

國之批准、接受或同意之文件後，該修正案立即對該締約國發

生效力。任一締約國在前述第三款修正案生效後一年內皆未表
示接受該修正案的話，該締約國應被視為已自本公約退出。 

  

第三十一條 

第一款 本公約任一締約國得在最遲不超過１月１日前以書

面方式通知批准書存放國退出本公約，據此該締約國得在同年

之６月 30日退出本公約。批准書存放國收到締約國之退出通
知時，應將此通知轉知給其他締約國。 

第二款 任何其他締約國得在收到批准書存放國此類通知書

副本後 60天內，以書面通知存放國退出，在此情況下，本公
約應在同年６月 30日對提出退出通知之締約國停止生效。 



第三款 委員會任一成員國自本公約退出不應影響其在本公
約之財務義務。 

  

第三十二條 

批准書存放國應通知所有締約國有關下述事項： 

(a) 簽署本公約暨存放本公約批准、接受、同意或加入文件之
情況； 

(b) 本公約及任一修正案之生效日期。 

  

第三十三條 

第一款 本公約之英文版本、法文版本、俄文版本及西班牙版

本皆具相等之效力，且應存放於澳洲政府，該政府應將經驗證
之副本送所有簽署國和加入國。 

第二款 本公約應由批准書存放國依聯合國憲章第一Ｏ二條
規定加以登記。 

本公約係於 1980年５月 20日由各國有權簽署之代表於坎培拉
簽署。 

  

附件 仲裁法庭 

第一條  

依本公約第十六條第三款所述之仲裁法庭應由三位仲裁員組成，其指派的產生方式如下： 

(1) 發起訴訟之一方應告訴另一方第一位仲裁
員的姓名，隨後後者於 40天內回覆前者第二位
仲裁員的姓名，雙方應於委派第二位仲裁員後 60
天內，指派與先前兩位仲裁員不同國籍的第三位
仲裁員，該第三位仲裁員為法庭主席。 

(2) 若第二位仲裁員無法於限期內被指派或限
期內雙方無法對第三位仲裁員的指派達成協

議，經雙方同意，則將由永久仲裁法庭的秘書長

指派具國際聲望且非本公約締約國國籍人士擔
任之。 



  

第二條  

仲裁法庭應決定其總部所有地及其應採用之程序規則。 

  

第三條  

仲裁法庭的裁決應以其成員多數決為之，並不得放棄投票。 

  

第四條  

任何非爭議事件當事國之本公約任一締約國，可經由仲裁法庭
同意，介入訴訟。 

  

第五條  

仲裁法庭的裁決應視為最後判決並對爭議事件之當事國及介入訴訟之任何參與國均有約束力，並應立即
遵守。經爭議當事國及介入訴訟國之要求，仲裁法庭應對裁決內容作解釋。 

第六條  

除由仲裁法庭認定的特殊情況下，任何有關仲裁的支出及支付仲裁員的酬勞，應由爭議當事國平均分攤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