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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油與天然氣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下
的世界，能源問題已不純為經濟問題，同時亦為左右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隨著經濟
的快速發展，中國自產之石油與天然氣資源已趕不上其需求成長之速度。供給與需求
之間存在巨大落差，使得中國油氣能源之對外依存度不斷升高。自1993年成為石油淨
進口國、2009年原油進口依存度超過50%之後，2013年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石油淨進
口國。為避開海上運輸所帶來的安全困境，能源進口通道之多元化是提升能源安全的
重要方式。就地緣因素考量，東亞區域國家是中國必然的合作夥伴。經濟成長迅速而
能源運輸卻高度仰賴海上運輸的脆弱性，使能源緊缺的東亞區域國家存在緊張卻又相
互依存的關係。

為保障能源安全，中國與東亞各國基於地緣政治經濟考量而進行之能源合作存在
必然性。本文以中國與東亞國家之能源合作為研究物件，探討中國與東亞各國所共同
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因此以地緣政治經濟為研究方法，本研究有三個主要目的：一、
從宏觀的角度探討東亞油氣資源之蘊藏、開發與供需現況。二、藉由中國的能源外交
政策與外交指導原則分析中國的能源安全戰略。三、對中國與東亞國家之能源安全現
狀進行分析，並聚焦於中國與東亞各國雙邊和多邊能源合作之進展情況。探討中國如
何透過與東亞各國的合作，達到油氣運輸通道多元化的能源安全目標。
本研究發現，中國與東亞各國之間是否能夠深化或擴大於能源層面之合作，國家
利益仍將是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提升共同關切之問題並深化共同利益，是促進中國與
東亞各國進一步能源合作之重要關鍵。

關鍵詞：油氣資源，油氣管道，能源安全，能源合作，中國，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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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globalisation has made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 a serious issue of
national security.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two of the energy important resources, have
always played crucial roles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economy. Due to the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the enormous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China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 of energy security. In order to solve such predicament, China has started to
implement the energy cooperation programme with the countries of East Asia.
The thesis would be based on the viewpoints of geo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as the
methods to demonstrate the process and accomplishment of China - East Asia energy
cooperation There are three major objectives that should be interpreted by this essay: 1.
Thesis should study current situation of petroleum and gas within East Asia at macroscopic
level. 2. Thesis would analyse Chin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3. Thesis would assay the circumstances of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and
focus on the situation of China - East Asia bilateral energy cooperation.
Through this thesis, national interest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one major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the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ast Asia. Furthermore, the rise of
energy crisis with the intensity of mutual benefits, would be the crucial point of promoting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of East Asia.

Keywords：Hydrocarbon resources, Hydrocarbon pipeline, Energy security,
Energy cooperation, China,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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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擁有豐富石油與天然氣資源的東海，位於鄰接中國，韓國與日本的東北亞，就東
海專屬經濟區之分界線長期以來存在劃界之分歧，爭議至今仍未解決。另一方面，包
括東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島等位於東南亞區域之南海諸島，亦擁有豐富的油氣資
源，聲稱擁有主權的國家包括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與越南，長期以來主權爭議仍
持續不斷。這些東亞區域海洋領土之爭議，已使東亞各國近年來於外交政策上呈現緊
張關係。聲稱對該些領土擁有主權，所追求的都是能夠進一步探勘與開發近海油氣能
源。長久以來一直有爭議的水域，包括南海與東海在內，近年來各國的角逐愈來愈激
烈。各國對於能源的追求愈演愈烈，其背後都存在著動機，也就是說外在外交行為與
內在國家動機是有著關聯性的。人們行為背後的動機，依據馬斯洛的基本需要理論可
分為五個層次，分別是基本需要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需要、尊重需要與自我
實現。1 生理需要是人類對生存最基本的要求，如睡眠、食物和空氣等人類存活下去
不可或缺的要素。當這些基本需要得到充分滿足後，為了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危機感
以及追求秩序與穩定，人們才能進一步追求更高一層的需要。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大
的能源是石油與天然氣，為現代工業化社會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能源。俗話說民以食
為天，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上能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由石油衍生品合成
之離子交換樹脂在食品工業界亦有相當之重要性，廣泛使用之食品外包裝的塑膠更是
以石化燃料合成而來。2 另一方面，人們身穿之合成纖維衣料，居住之房屋建材及屋
1

呂明、陳紅雯，1992，《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臺北：師大書苑，頁 6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石油教室：石化與民生〉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pc.com.tw/big5/content/index01.asp?sno=77&pno=49，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19 日。
2

1

內傢俱，移動的交通工具及醫療設施等日常基本需求，皆仰賴於石化工業，包括汽機
車與飛行器在內之眾多交通運輸亦仰賴於石化燃料。倘若將石化燃料抽離，人類生活
將產生巨大的改變。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大至農工業與交通國防等領域，
石油與天然氣等石化燃料已與人們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密不可分。在低碳能源之效能仍
相當有限且無法完全替代傳統能源的情況下3，石化燃料仍將是人類滿足基本需求的重
要能源。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的發展，這樣最低層次的基本需求卻愈來愈難以滿
足。隨著2030年的到來，世界人口數預計突破八十三億。為了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
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對於石油與天然氣資源的依存度不斷提高。根據預測，在未
來幾十年內全球能源消費將大幅上升，而在2013年全世界用於能源消費之投資已超過
一萬六千億美元，比2000年多出一倍。從現在開始到2035年之前，預計於能源供應面
之投資每年將逐步增加至兩兆美元。其中用來滿足需求增長之能源供應投資僅不到一
半，投資份額當中更大一部分是用以彌補現有油氣田產量的不斷下滑。4 在東亞，強
勁的經濟與人口的增長是整個區域石油需求快速上升的重要推手，同時也是導致進口
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中國方面，以市場為導向和以出口為導向的改革除了推動中國經
濟的發展以及工業化、國際化等進程外，亦對能源產生龐大的需求。雖然位居世界第
五大石油生產國，然自1993年至今中國一直為油氣能源淨進口國，進口量已占總其總
需求之54％。自1993年開始，中國便已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並且每年進口量都大幅攀升。
在淨進口量的部分，1999年為4000萬噸，2001年為7000萬噸，2004年為1.2億噸，到
2013年已達到2.8億噸。維持經濟發展所需之能源能夠穩定供應，包括大型油氣公司
在內之私部門的參與和投資亦成為全球化下合作能否順利進行的重要關鍵。然私部門
之投資與參與能否順利進行，更大一部分仰賴於公部門減少政治不確定性的努力。以

3

國際能源署的報告指出，低碳能源之投資尚未達到氣候穩定性的目標，並且目前的政策和市場信號
仍不夠強烈，使投資無法成長至滿足能源需求的必要規模。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2014.
World Energy Investment Outlook. France: IEA Publications. p.4.
4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2014. World Energy Investment Outlook. France: IEA
Publications.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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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而言，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設施之投資可將不同能源消費市
場加以連結，改善天然氣之供應安全，為各國於供應面上之投資皆持續增加的原因。
5

然跨國界的運輸設施於建設上所涉及的問題卻遠非私部門可獨力解決的，因此主權

國家之間以主要行為者身分所進行的跨國合作，便成為各國雙邊與多邊之投資與建設
是否能夠順利進行的重要關鍵。

將各國之間加以聯繫的關鍵點，正是這些圍繞著石油和天然氣的爭奪。在需求遠
大於供給的情況下，倘若國家之間無法透過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在相互角力的資源
爭奪中，不僅緊張的氣氛被不斷加劇，日益分歧的國家利益與交織重疊的國家衝突也
將讓國家之間動起干戈，並為世界帶來無止盡的安全風險，而原因都回歸到馬斯洛需
求理論中生存需要未被滿足所致。

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人們從事政治活動的目標在於讓生活過得更好。6 因此，
全球性的能源短缺不僅是一個正在發生的現象，更是推動國際間合作抑或加劇國際間
衝突的重要關鍵。當國家面臨基本需求無法被滿足，並且生存受到威脅卻無法獨立解
決問題時，國家就會被迫採取必要手段，而以鄰為壑的向外爭奪抑或睦鄰親善的國際
合作等都是常見改進國家經濟狀況的手段。基於現實主義的說法，資源是有限的然而
國際體系卻是處於無政府狀態下，作為主要行為者的國家首要目的就是保全自己的安
全、延續自己的利益，為達此等目標，國家之間將無止盡追求更多權力。只要能夠保
全國家利益，主權國家甚至不惜以使用武力的方式作為手段，以競逐有限的能源。也
就是說，資源本身正是各國競合的標的，在能源稀有性的狀況愈來愈嚴重的情況下，
未來這樣的資源爭奪戰爭將是更難以避免。

這樣的資源爭奪所帶來的國際能源問題，傳統戰略思維將其視為零和遊戲，透過
國家間進行的能源爭奪達到贏者全拿的方式是唯一的解決途徑。與之相對的，則是新

5
6

ibid.,p.2.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青等譯，1999，《政治學新論》，臺北：韋伯文化，頁 3。

3

自由主義思維下透過頻繁的經貿往來而達到雙贏的合作模式，以跳脫前述之困境。為
駁斥中國威脅論而不斷倡導和平崛起的中國，在面對國際能源問題時也選擇避開衝突，
尋找雙贏的方式。近年來，中國和東亞國家有了愈來愈多的合作建制，其中包括了能
源合作關係的建立。由此可見中國和東亞各國之間的連結與依存是日趨緊密。對於中
國而言，東亞各國無疑是相當重要的戰略夥伴，因此探究中國與東亞各國如何透過雙
邊或多邊合作以面對能源危機所帶來的安全問題，就成為本文之研究動機。在可預見
的未來裡，中國與東亞國家是否能夠改變能源爭奪所帶來的安全困境並且促進能源共
用，其現階段之戰略選擇便是值得加以探討之處。

貳、研究目的

掌握多少能源直接關係著國家的經濟發展，若沒有這些天然能源資源，人們不可
能處在現在的文明世界裡。而面對這樣的能源耗竭，各國除了焦慮恐慌，其實還有另
一個選擇，那正是國際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倘若以集體動員的力量藉由廣泛的行動
意識面對共同危機並迎接風險，或許就能夠從這樣的風險中尋得最大的機會。在現今
所有國家都面臨氣候變遷危機的全球化世界，各國為了保障國家的生存安全，積極參
與多邊合作成為必須的手段，自然資源有限的中國亦是如此。
所有國家對石油與天然氣皆有著重度依賴，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在能源供應這方面
獨立自主。其中，中國對油氣能源的需求程度在世界各國中僅低於美國。7 為了促進
國家經濟發展，中國對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依賴不斷提高。同時，為了取回東亞的主
導權，中國於能源面正努力建立其網絡，向不同的國家購買油田，再經由油氣管線將
之輸往中國，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已成為中國最大石油進口國。8 而無法在能源面自給
自足的東亞各國在與中國高度相互依賴的過程中，也促進了東亞區域資源共用的正面
影響。是以，能源供應問題儼然成為對全人類發出警告的全球性問題，而這些單一主
權國家所無法獨力解決的問題，便是國際與區域合作的契機。
7
8

Anthony Giddens 著，曹榮湘譯，2009，《氣候變化的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52。
同前註，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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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與東亞國家間在能源合作的問題作為出發點，本研究試圖達到以下三個目
的：
首先，就能源範疇之非傳統安全議題上，檢視目前與未來東亞將面臨的問題。目
前東亞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費區，然此區的石油自足率卻是世界上最低的。其
中，中國是東亞區域石油消費增長幅度最大的國家。持續攀升的石油需求，使東亞成
為中東地區最大的原油輸出區域。以比例而言，東亞區域整體進口石油當中便有56.2%
來自中東地區。對中東石油依賴程度的顯著提升已於軍事上與政治上對東亞區域的能
源供應安全帶來威脅，尤其是自中東地區將原油輸入至東亞區域之間所必經之水域。
運經該水域不僅必須承受長期受到海盜問題或面臨封鎖的侵擾，同時須接受石油價格
在東亞區域被刻意哄抬超過1至1.5倍亞洲溢價。9 成為世界主要石油消費地區的東亞，
能源安全的保障與否直接聯繫著東亞區域的安全問題。意識到必須減少對中東石油的
依賴，東亞各國謀求對石油戰略之調整，包括尋找其他進口油源以及使能源供應源多
樣化，具體實踐則為尋找其他非中東國家之石油進口來源。因此就油氣能源安全面向，
本研究將對現況與未來的發展情勢作初步探討。

其次，能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之問題，不僅是東亞各國所必須面對的，同時更是
必須保障十三億人口生存需要與經濟發展的中國必須正視的問題。隨著近年來能源需
求不斷的攀升，使中國也面對急迫的能源危機。原本有煤炭，原油以及天然氣等豐富
資源的中國，曾為原油輸出之國家。然而在快速的經濟成長驅動之下，能源特別是石
油與天然氣不斷急速消耗，僅2010年的原油消耗便已為1990年的四倍之多。10 三十年
前根本不進口原油的中國，在三十年後的今天日石油消費量已達484萬桶，對石油的
高度需求量在全世界所有國家裡僅次於美國，而其中50%以上進口自中東。11 中國從
9

Kenji Horiuchi, 2014, ''Russia and and energ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n T Akaha & A
Vassilieva (eds), Russia and East Asia: Informal and Gradual Integration. Routledge, Abingdon
and New York, p. 156.
10
ibid.,p.158.
11
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東亞需要整體石油戰略〉，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ch-yuwai/240997.htm，中國網：檢閱日期：2013 年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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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非洲國家進口的油源，每年進口量皆不斷地大幅度攀升中，而這些油源運往中
國都必須經過麻六甲海峽。至此可發現，麻六甲海峽儼然成為中國的海上石油生命線。
能源需求不斷提高卻沒有充足的蘊藏與儲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能否持續成長繫之於
能源供應的穩定與否，亦即能源安全已顯露中國的脆弱性。12 鑑於麻六甲困境為中國
必須解決的安全威脅13，作為解決方案的四大能源通道便勢在必行，而其中作為西南
通道的中緬油氣管道之建成更是需要與東亞各國進行密切的區域合作。因此除了檢視
目前中國在能源問題上已面對之問題及其對中國發展的影響，本研究將對中國在國家
發展計劃中因應能源面之非傳統安全問題所提出之戰略為更進一步地瞭解與探討。

第三，在能源問題上，中國與東亞區域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愈來愈深。對包括
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來說，麻六甲海峽有著關鍵的戰略地位。14 對於有80%石油必須
從麻六甲海峽經過而海軍實力尚未增強的中國來說15，途中必須經過迪戈加西亞
（Diego Garcia）美軍基地以及印度洋上的印度海軍才能將能源輸往東亞及中國，可
見其能源進口的脆弱性。以此，突破麻六甲困境讓中東和非洲石油能夠源源不斷地供
應至東亞便成為中國與東亞國家必須縝密考量的重大戰略課題，而中緬油氣管道之建
設正是中國與東協國家為該課題所提出的戰略之一。因此本研究的第三個目的，即是
探究能源面之合作是否能夠幫助中國與東亞區域國家跳脫前述困境，緩和東亞區域於
能源之不足，並以具延續性的建制深化東亞區域更為長久的合作與夥伴關係。

日。
12
ibid.,p.158
13
國際上將麻六甲海峽的綜合安全問題統稱為麻六甲困境，主要包括航道安全，生態安全和軍事安全
等問題。李國亭，2007，〈馬六甲海峽與中國經濟安全：困境及對策思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
2007 年第 1 期，頁 12-16。
14
經麻六甲海峽的石油運輸量，是蘇伊士運河的三倍、巴拿馬運河的五倍，而其中大多數皆是由波斯
灣運往日、韓以及中國的原油。吳佳珍，2009，〈衝破麻六甲困境 石油源源不斷〉，人間福報：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132104，檢閱日期：2013 年 10 月 26 日。
15
邱莞仁，2013，〈中緬天然氣管線投產〉，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3/122013102100165.html，檢閱日期：2013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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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王岩指出，東亞區域合作是以東亞為核心而向外擴展成多個組織並存的形式。以
同心圓的概念來說，從作為圓心的東協向外擴散，第二圈有中、日、韓分別組成的東
協10+1與東協10+3之機制，在向外擴散之第三圈則是印度、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所組成
的東協10+6機制。王岩認為，東亞各國之間因為地緣接近、文化相通所存在的緊密關
聯，為區域合作的展開奠定良好的基礎，同時也是加強合作應對國際競爭之必要性所
在，然而長久以來卻存在著制約著東亞區域合作的因素。其一，是影響東亞區域深度
合作之發展的美國因素。出於對自身利益之考量，排他性的東亞區域合作並非是在東
亞擁有龐大政治、經濟、安全等各方利益之美國所樂見的。為了主導東亞區域整合，
美國試圖建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簡稱TPP)，這對東亞區域合作的深度發展必然造成影響。其二，缺乏政治安全領域之
互信問題。由於存在政治體制多樣性、經濟發展程度差距的問題，亞洲難以出現像歐
盟那樣的一體化區域集團。在大多數東亞國家仍視彼此為競爭對手因而不願意向鄰國
進一步開放來看，東亞區域合作與經濟發展的前景短時間內仍存在巨大障礙而不甚樂
觀。16

欲探討東亞區域之合作，除了東協本身的互動外尚須將區域裡大國之間互動的影
響納入討論，才能對東亞區域合作有全盤性的理解。許多學者在現實主義國家追求利
益極大化的思考下，認為東亞大國中日韓之間因為在能源關係上存在著明顯的相互競
爭關係，在彼此的威脅之下很難有合作關係。然而，吳昊與李寧的研究卻認為，此三
國的能源戰略仍存在著多許多共同利益之處。倘若一味地將對方視為維護自身能源安
全的對手，則在能源安全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的狀態下，對彼此的制約將阻礙彼此互信
關係之建立，並且也難以在區域合作中得到實質性的進展。17吳昊等人在研究中指出，

16

王岩，2013，〈後危機時代推進東亞區域合作的建議〉，《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1 期，頁 83-84。
17
吳昊、李寧，2009，〈中、日、韓能源安全關係：競爭敵手還是合作夥伴〉，《吉林大學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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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三國的能源安全戰略不論是表述方式抑或具體目標都是非常相近的，例如推進
能源消費多元化、謀求能源進口來源地多元化等。就推進能源消費多元化的部分，三
國皆力求降低能源消費過度依賴石油而存在的潛在風險，同時，謀求擴大能源戰略儲
備更是三國共同利益之處。為了避免突發地區衝突或是恐怖攻擊與自然災害等難以掌
握的因素而導致的局部性國際能源供應穩亂或中斷，作為能源進口與消費的大國都必
須建立能源儲備，以減緩這些對國際能源市場造成影響的因素對本國造成難以承受的
衝擊。然而，三國共同利益的背後所存在的相互矛盾，便反映在能源進口來源地的多
元化這方面。為了降低由情勢不定的中東地區之石油進口的依賴，三國皆將俄羅斯、
中亞裏海地區、非洲、南美的石油進口視為重要的能源安全戰略。亦即三國在能源進
口來源地面臨了直接競爭的問題。而這樣的能源安全之競逐導致的更嚴重的不安全與
不穩定，使東亞區域陷入了能源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更使東亞經濟合作難
以更進一步的進展。18

作為東亞區域合作之建議，王岩認為加強政府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以增加彼此的信
任感，是提高政治上相互信任進而展開合作之基礎，而有效地建構合作理念才能夠促
進東亞區域合作進行更深一層的發展。雖然和歐洲與北美等區域相比東亞區域合作仍
有長足的進步空間，但只要東亞各國在加強區域合作這方面的意識不斷加強，透過更
多的協調提高彼此的互信，則東亞區域之合作就能得到深化與發展。而楊揚則從社會
學的視角探討東亞區域合作之互信問題。楊揚指出，有關信任理論之論述最早可追溯
到中國古代。孔子認為，“信＂是人際交往的重要理論原則與社會思想，“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由此可明白儒家思想為信任提供重要的思想來源19， 而中國也不斷在
其外交實踐中對信任的概念有所詮釋，諸如和平共處、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新安全觀
即和平發展道路，都呈現締造國際信任為目標之理念。互信是合作的前提同時也是結

學報》第 5 期，頁 117。
18
同前註，頁 119-123。
19
楊揚，2012，〈社會學視角下的國際關係信任理論-兼析東亞區域合作中的互信〉，《太平洋學報》
第 20 卷第 7 期，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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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東亞這樣政治、經濟與文化制度都充滿複雜性與多樣性的區域，在缺乏相互信
任的情況下，易淪於難解的安全困境。20

作為世界能源消費大國的中國，石油與天然氣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與維繫國家生
存安全的重要能源。張明亮指出，中國與東亞國家之間因地緣因素而存在著合作基礎，
油氣資源合作之多樣形式包括油氣領域之貿易、合作探勘與開發，以及最重要的－確
保石油通道安全方面之合作。首先，中國與東協的貿易額2005年為945億美元，至2010
21

年已達2927億美元。 占中國對外貿易額的9.2%，僅位於歐盟、美國、日本、香港之
後的第五位。由於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與汶萊等國盛產石油，因此石油與天然氣是
為中國與東協之間的主要貿易物品之一。其二，在東協國家或中國蘊藏豐富石油資源
之地區合作探勘和開採油氣亦為中國與東協之間能源合作的重要面向，然至今為止與
日本相比，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合作仍處起步階段。其三，東南亞海域是中國進口油氣
的重要海上通道，由中國要進口的石油百分之八十都要通過麻六甲海峽運送就便知道
麻六甲海峽對中國的重要性絕對不在話下。雷森等人亦指出，中國進口石油的46.2%
來自中東，19.8%來自非洲，18.7%來自亞太，除了自南美洲進口的石油走太平洋航線
外，從其他地方向中國運輸的石油都必須經過麻六甲海峽和台灣海峽兩個較為敏感的
區域。一旦發生不可抗拒的意外事件導致兩海峽被封鎖，中國的能源供應將會面臨直
接地挑戰。22 麻六甲海峽的高危險性，讓中國不得不思考其他替代方案，包括通過泰
國南部的克拉地峽的運河方案，抑或建設其他輸油管道。然而泰國的局勢不穩、情勢

20

同前註，頁 29-34。
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2011，〈中國大陸與東協雙邊貿易於 2015 年可達到 5000 億美元〉
，經濟部
全球台商服務網：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News.do?id=120455250&country=KH，檢閱
日期：2014 年 8 月 25 日。
22
雷森、劉蕾、寸曉宏，2009，〈雲南建立油氣資源國際運輸通道研究〉，《雲南農業大學學報》第
3 卷第 4 期，頁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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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複雜，再加上開鑿運河的浩大工程所費不貲 ，因此另一個透過緬甸修建輸油管道的
替代方案始受矚目。24

國際社會將麻六甲海峽的綜合安全問題統稱為麻六甲困境。事實上，除了受海盜
猖獗問題侵擾之外，麻六甲海峽周圍許多海上要道都在美國與印度的有效掌控之下也
是造成困境的原因之一。對於這種受制於他國的情況，使中國的戰略物資與商品貨物
的安全流通皆產生巨大的威脅。而中國與東亞各國於南海爭端的無法得到改善，也阻
礙著海峽安全事務的進展。對此，李國亭認為中國應善用對東南亞國家之巨額貿易順
差的優勢，積極地經營週邊並加強與海峽沿岸國家的友好關係，加強對沿岸國家的援
助，如此才能在麻六甲海峽的安全裡找到雙贏的解決途徑。25 謝忠考等人更具體地指
出，要有效紓解麻六甲困境就必須增加更多油路以分散風險，一是開拓海上油路，二
是開拓陸上油路。26 前者可行方案包括繞道印尼的有關海峽航線和泰國的克拉克運河
航線。然而印尼方案路途遙遠而克拉克方案則是巨額資金與牽涉到包括泰國、中國、
韓國與日本等多個國家而難以有效實行。後者的可行方案包括泛亞鐵路與中緬油氣管
道。基於2009年中緬雙方簽署之《關於建設中緬原油和天然氣管道的政府協議》可知，
該管道是天然氣與石油雙線併行，西起緬甸西岸實兌港，由中國雲南進入昆明，全長
達1100公里，預計耗資20億，三年完成。該研究認為此一管道之建成乃與中國-東協
自由貿易區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建設的推進有密切的關聯，雷森等人則認為中緬兩國山
水相鄰與傳統的友好歷史是促進合作的原因。27

23

據研究指出，建立跨泰國克拉地峽 50 公里之航道將花費至少 200 億美元。Rini S. S.. 2012. “The
Kra Canal: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Presented at BIMP-EAGA
Conference 2012, Cambodia.
24
張明亮，2006〈中國-東盟能源合作：以油氣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6 年第 2 期，頁
70-75。
25
同註 13。
26
謝忠考、林建坤，2010，〈中國東盟石油合作新領域及前景分析〉，《世界地理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頁 52。
27
同註 22，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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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能源合作機制的模式選擇，唐彥林有幾項建議。首先，是對話協商之機制。
可透過東協10+3這樣對話協調機制，邀請俄羅斯、朝鮮、蒙古等國家專家參與協商過
程，以在溝通過程中解決觀念與利益的分歧，進而汲取經驗後展開能源領域的多層次
合作；其次，是以融資體系之建立籌措資金；第三，是區域內油氣管網之建設以改善
目前油氣進口多元化之戰略所遇到的瓶頸；第四，是建立資訊和數據共用機制；最後，
則是建立聯合石油儲備制度，以在實現東亞各國石油儲備體系領域優勢互補之餘，減
少各國在地緣政治衝突所帶來的風險。透過這幾項建議，以達促進東亞多邊能源合作
28

機制建立之目標。

就能源與東亞區域合作之研究，學者季國興指出經濟能否持續發展與能源是否能
穩定供應具高度正相關之關係，隨著亞太地區不斷地工業化與都市化，對能源的需求
便不斷地成長。石油作為驅動亞太平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能源，已於該區域之經濟
生活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從全球石油市場將從由剩餘轉為不足的趨勢而觀，石油
價格將逐漸上漲，未來東亞地區仍持續為世界上石油需求增長最快的地區。然而，東
亞地區的石油產量卻無法滿足其大量的消費需求，因此必須自外進口石油，因而中東
地區將持續為該區域之主要石油供應國。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加入石油淨進口國的行
列不僅影響著全球石油供應與及市場造成影響，更是進一步地增添東亞區域能源供應
的緊張與複雜性。在能源供應與需求之間差距不斷擴大下，東亞區域國家間圍繞於海
洋能源資源以及中東石油的競爭緊張關係將升高。為確保能源供應的穩定，除了保障
海上通道之安全外，亦需要將能源安全之合作納入區域合作之議程當中。因此，能源
安全是為促進亞太地區合作之重要因素。29 身處亞太的東亞地區以強化能源安全為目
標進行合作，能有助於緩解區域內能源不足所帶來的緊張情勢。

28

30

唐彥林，2006，〈國際政治視野下建構東亞能源合作機制的路徑分析與模式選擇〉，《世界經濟與
政治論壇》2006 年第 4 期，頁 73。
29
Ji, Guo-Xing. 1996. “Energy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8(2)pp.269-295.
30
Ji, Guo-Xing. 1998. “China versus Asian Pacific Energy Securit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10(2)pp.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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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Christopher Len則指出，目前以亞洲為整體較為理想之能源合作仍相當有
限並不多見。即便如此，東亞各國政府透過政策，法規，以及於能源部門進行投資等
政策工具，於解決能源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則是對區域合作有著重要影響力。31 作
為東亞區域之能源消費大國的中國，正是透過政府間的協商進一步展開於東亞次區域
之雙邊與多邊合作。於東北亞區域，經濟成長使各國對於能源的需求已大幅度的速度
增長，由其是石油與天然氣等石化能源。在過去二十年來，逐漸有學者提出於東北亞
區域內實行包括基礎設施開發以及能源資源運輸等能源共用之建議，實行範圍為中國
與鄰近之俄羅斯，日本，韓國等東北亞區域國家。於能源運輸方面，學者David Von
Hippel指出東北亞地區近期主要的合作方案為石油管道運輸，分別為自俄羅斯遠東地
區連接至鄰近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地區的中國與日本。另一方面於天然氣運輸管道之方
案，則是將包括俄羅斯遠東地區以及哈薩克，土庫曼等區域在內之油氣資源，以液態
天然氣之方式往東運輸至中國，日本與韓國等東北亞的國家。David Von Hippel指出
天然氣管道方案具有高成本，建設時間長，以及技術等障礙而缺乏經濟效益及可行性，
是為東北亞區域天然氣管道合作進展緩慢的原因，各國加速完善天然氣運輸基礎建設，
32

亦即以全國為主幹之天然氣管道系統，則可促進合作之進展。 多數人認為，近年來
與日本同樣成為石油淨進口國的中國，與日本之間日益激烈的能源競奪將是不可避免
的。然學者Xuanli則指出，不願使國家之能源安全受到威脅，將為促進兩國之間能源
合作以及區域穩定性之關鍵因素。33 而中國與俄羅斯現階段所進行之能源合作，更將
改變未來東北亞地區的能源關係結構並以納入日本與韓國等多邊合作之方向發展。34

31

Christopher L.. 2007. "Energy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An ASEAN-SCO Energy
Partnership?" in Energy Perspectives on Singapore and the Region, ed. Pasir P.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p.157.
32
David Von Hippel. 2011.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energy infrastructure proposals.＂ Energy
Policy 39(11) p.6857.
33
Liao, Xuan-Li. 2007. “The petroleum factor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yond energy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7(1) pp.23-46.
34
Paik, Keun-Wook. 1996. “Energy cooperation in Sino-Russian r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oil and gas.＂ Pacific Review 9(1) pp.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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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對於中國與東亞區域皆面臨之非傳統威脅是否能促進中國與該區域的
發展，近年來已有許多文獻對此進行討論。發現大多數的研究多以西方理論作為研究
之出發點，令人好奇如果以中國國家利益之視角去檢視中國在東亞區域的雙邊與多邊
合作，是否能夠得到不一樣的見解。因此本研究將以能源安全作為議題主軸，探討中
國與東亞區域國家所進行的雙邊或多邊合作是否能擺脫集體行動邏輯的困境，而促進
東亞區域更進一步合作之深化。

13

第三節 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

壹、研究理論

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理論的選擇影響著對問題及資料選擇的標準。也就是說，
理論的選擇決定該研究將如何對問題的面向進行切入。35 關於中國與東亞在能源安全
合作的問題研究，可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經濟利益是決定主權國家進行區域合作與
否的決定因素，倘若合作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愈大，則國家間進行合作的意願就愈高，
進而取得的合作效益也會更大。然而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與整合中，實踐反而與經濟
學假設呈現相反的狀況：經濟收益愈小的合作最容易達到共識，經濟效益愈大的合作
愈容易遭遇阻礙。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正是由
於經濟效益遠低於中日或中韓FTA，利益衝突較小因而能夠較無阻礙地順利形成。亦
即對於中國與東亞的區域合作，不能再以簡單的二分法讓研究侷限於政治學或經濟學
的研究中。36 換句話說，整合的關鍵在於該區域合作所蘊藏之內在因素。長久以來，
國際關係與政治經濟學門都以西方為中心視角去檢視整個世界。然而對區域合作來說，
若要探討中國與東亞地區的合作該適用何種理論加以論述，比起西方國家的區域整合
理論，將視角重新放回東亞並以中國的視角做為出發點，或許才能做出更為貼近現狀
並對區域合作內在因素進行更深入的理解與全面性的詮釋。

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形成，背景來自於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外交實踐。對中國來說，
外交的成功是基於對複雜多變之國際形勢的準確判斷，並且對中國核心利益和戰略目
標的深刻理解而來。因此中國外交旨在提出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的外交戰略，並且落
實互利雙贏的理念，實行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政策方針，達到和諧世界等以人類終極目
標之理想。換言之，中國外交政策經由解決問題的過程，藉由對過去的經驗進行歸納
35

朱浤源主編，1999，《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頁 250。
林永芳，2010，〈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以東盟為分析主軸〉，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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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總結以在未來進行指導作用的方式，使政策過程形成一個循環：在訂定戰略目標的
過程中，以特定的議題或威脅作為輸入項，在中國外交政策作為轉換項影響其行動觀
點後，進而產出明確的政策行動，最後再評估施行之成果是否能夠有效回應該議題或
威脅，抑或進行再一次的政策輸入。欲對中國外交行為進行解釋，就不能忽略中華文
化當中理念與規範對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同於容易導致戰爭之二元對立的西發利亞體
系，中國外交政策重視和與合的概念。以儒家基本思想作為基礎，「天人合一」、 「人
我合一」這樣立意化解國際衝突的思維模式正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獨特之處。37

為了建立國際新秩序並緩和中國威脅論，中國努力推動睦鄰政策企圖達到睦鄰、
安鄰、富鄰的目標38。在強調中國永遠不會稱霸以期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所產生
的疑慮這方面，江澤民提出「新安全觀」39，表示「應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立互
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通過對話合作解決爭端，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
力威脅，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
40

胡錦濤則是提出「和諧世界觀」，主張「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
41

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一系列延續的概念，皆是以和平外交作為核心貫穿之理念。
42

為了實現互利與繁榮的目標，強化與鄰近國家的合作成為重要的外交方針。中國選

擇與東亞國家進行合作的原因，從地緣政治理論之視角切入，能有全面性的理解與掌
握。因此，本研究首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切入，以期對中國與東亞國家之合作背景因
素進行全面性的瞭解，接著再深入探討中國如何與東亞國家進行合作及其所採取之作
為。

37

秦亞青，2008，〈關於構建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的若干思考〉，《外交評論》第 101 期，頁 10-11。
李寶俊，2012，〈十年周邊外交：睦鄰、安鄰、富鄰〉，《中國社會科學報》第 371 期。
39
胡樹祥主編，2009，《中國外交與國際發展戰略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157。
40
江澤民，2006，《江澤民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567。
41
胡錦濤，2005，〈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
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檢閱日期：2013 年 10
月 28 日。
42
胡聲平，2013，〈中共對東亞區域整合的認知-權力觀點〉，《亞太研究通訊》第 11 期，頁 81-8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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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理論認為，為了追求國家利益，地理與經濟因素是國家制定戰略時重要
的考量依據。十九世紀後半葉，瑞典政治學者契倫（Rudolf Kjellén）首先提出地緣
政治的概念。他將地緣政治定義為「將國家視為地理上的有機體或是空間現象的理論。」
43

而對國際關係有著深遠影響的現實主義學者莫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曾經這

麼說：「地理是一國力量所能依賴的最穩定因素。」 44 《布萊克維爾政治百科全書》
則是為地緣政治做了如下定義：45

地緣政治學視為認識國家力量的地理原理而將國家當作三維(筆者：立體)空間
現象所進行的研究。它在考察國家行為時以這樣一些特殊背景材料：如疆域、
氣候、有機和無機資源、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性，如人口分佈、文化屬性、經
濟活動、和政治結構等，每一個國家都看成世界政治空間中的一個組成部份，
由此而產生的國際關係模式構成了它的關鍵性成分。地緣政治學用整體論的研
究方法，其目的是把不同的現象結合起來，並將它們看做一個整體而加以描述
和解釋。

地緣政治學所探討的因素，是一定空間範圍內國家的性質與其所掌握的資源。而對空
間進行劃分，地緣政治學可有全球、區域、國家，以及國內等不同層次的研究46，進
而依其所掌握的資源與地理位置進行與其他國家的相互影響。根據不同的地理或地域
要素，地緣政治學從而分析並預測不同的世界或地區範圍對國家政治行為及其戰略所
帶來的影響，因此地理因素為影響國家戰略的基本因素。

傳統的地緣政治強調地理區域的地位和作用，透過控制世界上的關鍵地區（如海
洋，樞紐地區等）進而取得更多的權力。地理環境決定論下，海權論、陸權論與邊緣

43

John O’Loughlin,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4), p.93.
Hans J. Morgenthau 著，張自學譯，1996，《國際政治學》，臺北：幼獅文化，頁 156。
45
David Miller and Vernon Bogdanor 主編，鄧正來主譯，1992，《布萊克維爾政治百科全書》，北
京：中國法政大學出版社，頁 290-291。
46
張錫模，2004，〈地緣政治學 2004 年春夏講義〉，頁 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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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論皆為地緣政治之主要流派。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為了避免戰爭所無法負擔
的昂貴代價，各國開始重視地緣政治經濟以將其作為制定戰略的主要途徑。各種經濟
要素都是地緣經濟所關心與探討的主要因素，地緣政治經濟不再只關心誰佔據了地理
位置而取得優勢的兵家必爭之地的問題。地緣政治經濟當中，地緣的概念僅是用來界
定經濟的範圍與性質，經濟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成為地緣政治經濟感興趣的問題，哪
些國家之間能夠成功協議能源管道之鋪設，而這些能源管道又途經哪些區域，將由經
濟層面影響至政治層面，而這正是對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實力能夠隨意向不同空間延伸
所作出的因應。

基於保障國家安全、捍衛國家利益是每個主權國家的基本目標，地緣政治與地緣
經濟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的首要選擇。因此利益的分配是否能夠解決矛盾的問題，進
而讓各國的需要得到滿足，便成為區域內國際合作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在這個全球
化的時代，保障國家生存安全與追求經濟發展是各國的主要任務。與過去相比，佔有
領土空間的多寡不再是國家實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對於關鍵區域的控制才是決定性的
47

因素。

基於能源在地緣經濟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作為能源運輸海上通道的麻六甲海峽，
當然是美國搶佔地緣優勢的關鍵水域。藉由對世界能源流向之關鍵水域的掌握進行對
其他國家的經濟有效制約，而這正是中國面臨的麻六甲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亦是中
緬油氣管道建設之原因所在。而鄰近東南亞重要油氣出口國家的中國，如何在地緣優
勢的背景下進行與東亞的合作則為探討之重點。因此，本研究將從地緣政治與地緣經
濟的因素對中國與東亞的合作背景因素加以探討。

47

陳少華，2009，〈國家間博弈中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三期，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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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Survey)是利用文獻資料對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的方法。
針對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本主題進行研究之相關文獻，就其內容進行客觀的分析，進而
對區域合作的相關概念與內涵進行探討，並於綜合研究後建立本研究之論述基礎。本
研究亦對現實狀況進行關注，以分析中國在東亞合作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面臨之問
題。本研究搜集之文獻包含第一手資料(primary document)與第二手資料(secondary
document)。包含官方檔、會議記錄在內的原始資料皆屬第一手資料，針對第一手資
料進行加工與整理後所形成之如文摘、總結報告等文獻則屬第二手資料。藉由文獻分
析法之使用，本研究得以對中國與東亞國家的合作因素加以研究，並且於其中找出因
果關係。48

本研究類型屬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和解釋性研究(explanatory
research)，所引用之文獻來源包括書籍、期刊、論文與網站。就類型之不同可區分
為政府檔、學術研究以及新聞報導三大類。本研究將蒐集與中國與東亞國家於能源合
作之相關書籍，如《中國外交與國際發展戰略研究》、《當代越南經濟社會發展研究》
等；期刊論文，如《外交評論》、《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國際政治研究》等；
官方出版品，如〈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
、
〈中印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規劃〉
、
〈中
日韓合作(1999-2012)(白皮書)〉等；網路資料，如人民日報、中國石油報、中國海
洋石油總公司、新華網等，以及報章雜誌等文獻，並進行整理、分析與比較，以做為
本研究分析之依據。惟中國國家資訊因涉及國家安全利益而不甚透明且難以取得，本
研究對中國能源實際狀況第一手資料的不足之處，將使用第二手資料補足。然本研究
將力求摒除第二手資料之作者主觀偏見，以致力綜合所蒐集之文獻後呈現較為客觀的
研究面貌。

48

王玉民，1999，《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臺北：洪葉文化事業，頁 23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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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範圍主要以中國與東亞國家於能源合作為主，尤以中國方面的外交戰略
走向為本研究之主要範疇，用以切入的主要議題為石油天然氣之供應與安全相關外交
政策、中國與東亞國家之間簽署的協議以及進行的合作。本研究將重點放在中國觀點，
進而對其與東亞區域各國所進行之合作進行整體分析，無法全盤顧及各國的視角與其
外交政策之回應。時間方面主要以中國開始積極進行能源建設之第十個五年計劃的
2001年為範圍算起，至2013年中緬天然氣管道之竣工為止，以企望在這樣的範疇中探
討中國與東亞國家之發展與合作關係，並探討中國戰略對東亞能源安全議題之影響狀
況。

本研究中空間範圍所指涉之東亞，主要包括地理概念上的東北亞（中國，俄羅斯，
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地區（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汶萊，越南，緬甸）之油氣能
源重要生產與消費國。其次，本中國與東亞之區域能源合作研究，研究主體為中國。
以中國觀點出發，東亞各國以及深遠影響著東北亞合作之中亞國家（哈薩克，土庫曼）
是為本研究之重要客體因素，亦在研究範圍內。本研究探討之能源議題，除了對中國
於石油與天然氣之總體能源戰略進行瞭解，在區域合作中以東亞各國與中國油氣能源
概況、運輸現況進行探討，進而集中在具體的能源通道合作，於東北亞區域為西北能
源通道與中俄原油管道，於東南亞區域為中國與東協連接之中緬油氣資源運輸通道。
至於東亞其他包括探勘，開發等不涉及管線運輸之能源合作，因篇幅有限而不納入本
研究深入討論之範圍。藉由對已完成建構之管線運輸合作探討，對中國於東亞的能源
合作政策進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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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源種類而言，包括石油，天然氣，核能，電力，以及新能源等。中國與東亞
區域國家之間有包括節能與替代能源等其他相關能源領域之合作，由於領域過於專業
因此於本研究中將不詳加贅述。茲因石油與天然氣同為石化燃料，兩者相輔相成可視
為一體，因此本研究討論之能源合作所指涉即為石油與天然氣層面之能源合作。另石
化工業可依產業鏈分為上游之探勘開採，中游之管線運輸，與下游之成品銷售。本研
究將於管線運輸，亦即中游之部份深入探討。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包括方法、資料、樣本及語言四個面向之限制。

首先，是研究方法之限制。基於文獻分析法本身的限制，所參考之文獻存在不為
本研究所需之資訊，亦可能含有該文獻作者之個人偏見。除官方資料外，二手資訊亦
為本研究之主要來源，其可靠性與準確性與一手資料相較而言或稍嫌不足。

其次，是研究資料之限制。針對政府官方檔加以分析，是研究該國政策之最佳途
徑。本研究僅就可對外公開之文獻進行探討與分析。惟中國之政府機關與決策者之談
判紀錄或會議檔難以取得，且政府仍然對媒體與資訊握有掌控權之情況下，自國家政
府機構取得第一手資料有其難處，是以本研究僅自已公開之資訊加以探討。於統計之
數據方面，基於包括中國在內之東亞各國視油氣蘊藏量為官方機密，數年後方公佈概
略之數據，詳細且精確之數據難以得知，因此本研究所使用之數據主要來自英國石油
公司(BP p.l.c.，舊稱：British Petroleum，後BP簡稱成為正式名稱)的《BP世界能
源統計年鑑》(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以及美國能源資訊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EIA)。中國之石油與天然氣，部份採用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網站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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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樣本數的限制。相較於其它如歐盟或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區域組織擁有之
豐富經驗，中國與東亞國家所進行的區域合作尚處於初步形成階段，並且合作案例極
其有限。考量到尚處協商階段之合作具高度不確定性，因此本研究僅能就中國與東亞
國家之間已完成之多種雙邊油氣能源合作進行討論。

最後，是語言方面之限制。本研究之重點為探討中國與東亞國家之間所進行之能
源合作，應著重於中國以及東亞各國之官方與學術檔之分析。由於筆者並為學習過包
括韓文，俄文，泰文等其他東亞國家所使用之當地語言，因而於解讀外國學者之研究
受語言所侷限。此外，本研究關於東亞各國官方與學術參考文獻相對而言較不易取得，
因此文獻不足之處除將文獻收集後以英譯或中譯的方式加以補強外，亦以相關之次級
參考資料作為加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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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東亞能源現況與中國戰略發展

第一節 東亞與中國之能源概況
壹、世界能源現況與趨勢

世界能源需求不斷成長，重心正悄悄地向中國、印度和中東地區這些新興經濟體
移動，這些國家是讓全球能源需求增長超過三分之一的主要來源。根據國際能源署的
分析，在亞洲中國的需求佔據主導地位，而東南亞也正成長為一個需求快速成長的主
要地區。中國已於2013年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印度未來亦將成為最大的煤炭
進口國，而美國則預計在2035年前達到能源需求全部自給自足的目標。49 由這些能源
分部可推論，世界能源貿易重心也將從大西洋盆地轉向亞太地區。不斷高漲的油價，
需求持續增長的天然氣，以及各國不斷增長的能源進口支出，使人們相較於以往更關
注於能源和經濟之間的緊密關聯。就全球整體而言，化石能源仍在能源需求中佔有主
導性的地位，而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三者之間更存在著對彼此型塑重大影響的相互
關係。

人口的成長是造成能源需求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隨著2030年的到來，世界人口
數預計突破八十三億。換句話說，屆時會有十三億需要能源的新增人口。雖然就2000
年至2010年期間每年增長速度為百分之二點五，2010年至2020年期間每年增長速度為
百分之二點一，以及根據估計2020年至2030年期間每年增長速度為百分之一點三來說，
世界一次性能源之消費量增加的速度有減緩的趨勢，然在2011年至2030年這段時間，
每年將以百分之一點六的速度增長，到2030年全球消費量仍將增加百分之三十六之多。

49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3.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3_Executive_Summary_E
nglish.pdf.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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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能源價格更是在全球能源體系的變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就石油方面，其市場份額

長期而言呈現下降趨勢，消費日益集中在能夠實現石油高價值的產業；天然氣方面，
市場份額保持緩和而穩健的增長；煤炭方面，原本迅速增長的市場份額將在2020年後
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可再生能源方面，其搶占市場份額的速度與1970和1980年代核
電的態勢可相比擬。按照實際價值計算，則可發現石化燃料之價格不斷創新高：比起
1997年至2001年期間，石油的年平均實際價格在2007年至2011年這五年期間足足高出
百分之二百二十，天然氣則是上漲百分之九十五。51價格長期的上漲走勢，將會直接
對能源的供給與需求造成影響。

能源價格在世界各個地區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對於想追求經濟發展的國家而言
為必須嚴肅關注的課題。以2011年為基準，布倫特原油的平均價格達到每桶一百一十
美元，這樣持續高漲的油價不斷在石油市場創下歷史新高。而與全球相對統一的原油
價格相較，其他燃料價格則因為地區的不同而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以天然氣而言，雖
其價格差異已不再如2012年中期那般驚人，然而美國的天然氣價格僅為歐洲天然氣進
口價格的三分之一，日本進口價格的五分之一。對大多數的國家而言，能源因素將對
化工、鋁業、水泥、鋼鐵、造紙、玻璃和石油煉製等高耗能行業的競爭力造成影響。
能源成本的高低與否不僅對高耗能產業至關重要，對於那些終端產品需要進入全球貿
易體系的行業同樣如此。世界上高耗能行業大約佔工業增加值的五分之一，因此能源
價格的變化便會對工業競爭力產生直接影響，並間接影響每個國家和各個企業的投資
決策和戰略。能源成本對於每個國家發展方式的選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對亞洲這樣
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對高耗能產品需求的增長是推動生產增加的重要動力，美國以期
能源價格優勢而使其高耗能產品出口略得增長，反觀歐盟國家和日本不僅出口明顯下
降，目前所佔市場份額更是合計損失了約三分之一。52

50

BP p.l.c.. 2013. “BP Energy Outlook Booklet 2030＂.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BP_Energy_Outlook_B
ooklet_2013.pdf. pp.8-9.
51
ibid.,p.17.
52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bid.49，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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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能源價格的不斷上漲，使得人們開始尋找其他類型之能源。新技術的開發以
及應用帶來頁岩革命，使得同屬天然氣的頁岩油(Shale Oil)與頁岩氣(Shale Gas)相
繼問世，成為近期國際能源產業最火紅的話題。預計從2011年至2030年，頁岩氣的供
應將成長三倍，而緻密油的供給也將成長超過六倍，到2030年兩者將合計將占全球能
源供應增量的五分之一，其約可在生產六十三年，高於石油可採年限的五十四年。然
而至目前為止，頁岩氣和緻密油資源之開發仍需要許多的技術及相關因素予以支持，
比起具備這些因素而能夠讓產量快速增長的美國和加拿大，其他地區的開發速度仍是
相對緩慢的。 然就全球整體而言，在2020年後頁岩氣仍將保持增長之趨勢，其原因
是其他區域也將陸續展開頁岩氣之開發，其中將以中國之增長最為顯著，中國被預估
將成為北美之外頁岩氣開發最為成功的國家。到2030年，中國的頁岩氣產量預計將成
長至每日六十億立方英尺，佔中國天然氣總產量的百分之二十。然由於中國天然氣消
費同時也在迅猛增長，以每年進口量增加百分之十一的速度成長，到2030年中國天然
氣市場將超過目前歐盟天然氣市場的總量。另一方面，即便生物燃料和天然氣到2030
年將在交通運輸業中各佔百分之五的比重，但替代燃料在大多數市場仍缺乏經濟可行
性。53 正如同所有可再生能源皆面臨的挑戰，無法持續快速地降低成本進而促進大規
模的發展，則該能源的發展也就會受到其低成熟度的限制。也就是說，倘若沒有政策
的支持，則石油仍將主導交通運輸業及其他工業的能源需求。

貳、世界油氣資源分佈與現況

世界原油的分佈以整體來說是相當不均勻的。如圖2-1所示，就東西半球而言，
約四分之三的石油資源集中於東半球，四分之一集中於西半球；南北半球而言，大多
數的石油資源集中在北半球；就緯度分佈而言，主要集中於北緯二十度至四十度諸如
波斯灣及墨西哥灣這兩大油區及北非油田，以及五十度至七十度諸如北海油田、俄羅

53

BP p.l.c..ibid.50，pp.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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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伏爾加及西伯利亞油田和阿拉斯加灣油區這兩個緯度帶之間，前者更是集中了半數
以上的世界石油儲量。

圖2-1. 2013年世界探明石油儲量
資料來源：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The World Factbook.Crude Oil- Proved reserves.
Data from 2013.＂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241rank.html.

按照目前產量計算，截至2011年底全球石油儲量足以維持五十四年，天然氣則可
維持六十四年。原本亞太、北美和歐洲這些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地區，預計到2030年反
而會在油氣生產中佔有超乎尋常的比重。這些國家目前僅擁有百分之十六的世界石油
和天然氣儲量，但到2030年將供應全球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八，並佔全球總產量增長的
三分之一。

圖2-2. 2013年全球頁岩油資源分佈
資料來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Technically Recoverable Shale Oil
and Shale Gas Resources: An Assessment of 137 Shale Formations in 41 Countrie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http://www.eia.gov/analysis/studies/worldshale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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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源署方面則指出，2020年後全球石油供應將更依賴於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雖然產量與供應不斷增
長的美國輕質緻密油產量和加拿大油砂產量、天然氣液以及巴西深海產量等非常規資
源將使非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石油產量從2011年每日不到四千九百萬桶增長到2015
年後的每日五千三百多萬桶以上，然其僅可維持到2020年代中期，隨後於2035年將下
降到每日五千萬桶。反觀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其產量將持續上升。尤其於2020年後其
在全球石油產量所占的比例將從目前的百分之四十二提升到2035年百分之五十。這些
增長絕大多數是天然氣產量的增加所驅動，其中每日四百多萬桶的緻密油和天然氣液
有著最大的貢獻。54 事實上，剩餘可採石油儲量的評估規模之所以增加，輕質緻密油
藏(Light Tight Oil，簡稱LTO)和超深海洋石油等新資源的開採以及對現有油田採收
技術能力發展都是重要的因素。據國際能源署估計，2035年全球石油需求將增長至每
日一億一百萬萬桶，其中常規原油產量將下降到每日六千五百萬桶，而目前每日一千
四百萬桶這樣供需之間不斷增長的缺口將由包括輕質緻密油藏在內的非常規石油和
天然氣凝析液的增加來填補。

在能源進口方面，中國正逐步趕上歐洲與美國。中國以如圖2-3所示之飛快速度
於2013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並於2030年成為世界主導性能源進口
國。國際能源署指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的石油消費國的時間點會落在2030年左
右。55 同樣屬於石化能源且對於中國而言有著強烈需求的天然氣，因為有著積極的政
策支持，將推動中國天然氣消費從2011年約一千三百億立方米增加到2035年的五千四
百五十億立方米。56 在美國這方面，由於其國內能源生產能夠滿足百分之九十九的國
內消費需求，因此其淨進口量會下降約百分之七十，並且隨著天然氣和煤炭淨出口的

54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2.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2＂.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nglish.pdf. p.4.
55
李媛，2013，
〈國際能源署報告:2030 年中國將成最大石油消費國〉，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1/28/c_125772812.ht
m，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1 日。
5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78rank.html，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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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美國將只需要較小規模的石油進口。臨近中國的俄羅斯則仍將為世界最大的能
源出口國，所有化石燃料出口都會增加，能源淨出口將增加至百分之二十五。而世界
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仍會是沙烏地阿拉伯，至2030年其石油出口預計比2010年多出百分
之十七。而非洲也將成為日益重要的化石燃料出口地區。57 國際能源署亦指出，儘管
發展低碳能源是世界目前的趨勢，然化石能源仍主導著全球能源的主要結構。從現在
到2035年，全球能源需求將增長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來自中國、印度和
中東地區。與2011年的每日八千七百四十萬桶石油需求相較，2035年將提高到每日九
千九百七十萬桶，其所帶來的影響是原油進口平均價格將提高到每桶兩百一十五美元。
這樣供需地緣格局的改變，意味著全球石油貿易重心轉向亞洲市場的重構，其影響層
面則是加速各國的合作以確保石油安全能夠得到強化。隨著若干能源運輸通道的陸續
開闢以及原油供應的不斷增長，亞洲已漸成為具有相當重要性的全球石油貿易中心。
由於中東的原油出口已無法滿足亞洲的進口需求，俄羅斯、裡海地區、非洲、拉丁美
洲和加拿大也都成為亞洲重要的原油供應來源。而在天然氣方面，由於其與其他化石
燃料相比所具備靈活性和環境效益，其發展長期而言相當樂觀，而其需求增長在中國
與中東等新興市場最為顯著，到2035年中國天然氣需求預計將擴大四倍。

58

圖2-3. 世界主要地區之能源狀況
資料來源：BP p.l.c.. 2013. “BP Energy Outlook Booklet
2030＂.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Energy-Outlook/BP_Energy_Ou
tlook_Booklet_2013.pdf. p.74

57
58

BP p.l.c.ibid.50，pp.70-77.
CIA.ibid.56，p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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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東亞油氣資源

尚存一些已開發與未開發石油資源的東亞，是一個成熟的產油區。強勁的經濟與
人口的增長是整個東亞地區石油需求快速上升的重要推手，同時也是導致進口量增加
的重要原因。如表2-1所示，2012年底東南亞僅存一百二十九億桶已探明石油儲量，
佔世界總量百分之零點八。

表2-1. 2012年底東協各國石油資源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3. “Southeast Asia Energy Outlook＂.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SoutheastAsiaEnergyOutlook_
WEO2013SpecialReport.pdf. p.75-90

東亞整體的石油產量在1990年創下每日三百萬桶高峰後已逐步下降，2012年，東
南亞地區的石油產量為每日兩百五十萬桶，其中印尼和馬來西亞分別佔百分之三十六
與百分之二十七。東亞地區的產出緩慢下降，預計到2035年下降幅度為每日一百七十
萬桶，屆時印尼仍為最大的生產國，其次為馬來西亞和越南，而經過幾年經濟孤立後
相對勘探不足的緬甸，則被預計擁有潛在的額外的石油產量。不斷下降的產量以及石
油需求的逐步增長，都意味著東亞地區的石油進口量將繼續增加。除了資源相對豐富
的汶萊與馬來西亞外，大部份的東南亞國家都會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在2012至2035年
29

該地區的石油淨進口量將增加二點五倍，從每日兩百萬桶躍升至每日超過五百萬桶。
59

有鑑於未來高油價以及一些國家對國內石化產品進行補貼的預期，石油進口量的上

升將會對各國形成越來越大的經濟負擔。而就石油煉製能力來說，以2012年為基準，
東南亞地區綜合煉油能力約每日四百八十萬桶，而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精煉與貿易中
心之一的新加坡就佔了其中的一百三十萬桶，印尼和泰國則具備每日超過一百萬桶的
煉油能力，馬來西亞為每日五十九萬桶，越南則為每日十三萬桶。在這些國家中，印
尼依賴於精煉油的進口來滿足國內需求，馬來西亞靠自己的煉油能力就能自給自足，
越南的煉油能力則遠低於國內需求而必須依賴進口。該地區日益減少的石油資源和進
口增加的趨勢，使得東亞國家在進一步勘探與合作的重要性漸為提高。

相較於石油資源，東亞地區在天然氣方面有更豐富的蘊含量。天然氣有望成為主
導該地區國家能源結構的主要能源。如圖2-4所示，截至2012年底東南亞已探明天然
氣儲量達七兆五千萬立方公尺(TCM)，佔世界總量的百分之三點五，大多數集中在印
尼和馬來西亞，其餘國家之儲量詳見表2-2。而在東亞的一些深海裡，仍具有相當潛
力未開採之非常規天然氣資源。然而東亞幾個重要海域裡的天然氣資源大多含有高度
二氧化碳之含量，這使得天然氣的開發與探勘變得更為複雜且昂貴。

東亞地區的天然氣未來能否有更進一步的勘探與生產活動，基礎設施完善與否是
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許多東南亞的天然氣生產區離需求中心較遠，因而需要傳輸的基
礎設施或液化天然氣之液化計劃(LNG liquefaction projects)的運輸輔助才能夠將
這些天然氣延伸擴張至國內或國外的再氣化終端。跨東協油氣管道計劃之目的正為在
東南地區建立更廣泛的氣體互連網絡，然而天然氣資源的短缺以及巨額的投資需求都
是導致該網絡建設進展緩慢的原因，另一項因素則是由於一些國家正在建設或正在考

59

BP p.l.c..ibid.50,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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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東協天然氣生產與消費曲線圖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3. “Southeast Asia Energy Outlook＂.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SoutheastAsiaEnergyOutlook_
WEO2013SpecialReport.pdf. p.84

表2-2. 2012年底東協各國天然氣資源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3. “Southeast Asia Energy Outlook＂.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SoutheastAsiaEnergyOutlook_
WEO2013SpecialReport.pdf. p.83

慮計劃建造浮動液化天然氣 (FLNG，floating liquefied natural gas) 之設施以開
發長途資源和並接收來自終端的再氣化進口。而在天然氣的生產方面，東南亞在過去
二十年間已經增加了一倍多。印尼、緬甸和馬來西亞到2035年之前將會有更進一步的
增產，在泰國方面天然氣產量則將下降至原產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但整體而言東南亞
31

地區之天然氣總產量將增長百分之三十，從2011年的兩千零三十億立方公尺增加至
2035年約兩千零六十億立方公尺。60

東亞是全球液化天然氣市場的主要出口地區，同時也是主要進口地區。2013年中
期，其具有每年近九百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液化能力61，幾乎佔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
主要生產國家位於印尼、馬來西亞和文萊。東南亞地區的需求快速上升卻不足的運輸
設施，使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在內之國家近年來加速液化天然氣再氣
化之終端設備的安裝。如圖2-4所示，整個東南亞地區以中長期來看淨出口呈現增加
趨勢，到2020年接近七百億立方公尺，然於2035年後呈下降趨勢至一百四十億立方公
尺，其原因在於國內天然氣需求的上升。

而東亞海域的蘊藏的油氣資源當中，又屬南海海域的石油與天然氣礦藏最為豐富。
根據1986年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報告或中國海洋石油公司的估計，南海水域
可供開採的石油與天然氣蘊藏至少有兩百八十六億噸，約相當於兩千億桶，是全球剩
62

餘油藏量的百分之十二以上。 其中，西沙與南沙群島所可能蘊藏的石油儲量據估計
就已超過兩千一百三十億桶，油氣儲量則超過兩百億噸，佔整個南海油氣資源的一半
以上，有「波斯灣第二」之稱。63 據統計，全球石油總蘊藏量約有一兆三千億桶，南
海海域的石油及天然氣蘊藏量高達兩千億桶，達全球總量的七分之一，接近中東地區
蘊藏量的三分之一。64

60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3. “Southeast Asia Energy Outlook＂.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SoutheastAsiaEnergyOutlook_
WEO2013SpecialReport.pdf. p.84.
61
天然氣是一種碳氫化合物，具可燃性，多是在礦區開採原油時伴隨而出，過去因無法越洋運送，所以
只能供當地使用，而液化天然氣 (簡稱 LNG) 則是把礦區出產的天然氣冷凍至零下 162°C，使他成為
一種無色、無臭的液體，體積也縮減為氣態時的六百分之一左右，以便於儲存即越洋運送。台灣中油，
〈石油教室：清潔便利新能源─液化天然氣〉
，台灣中油網站：
http://www.cpc.com.tw/big5/content/index01.asp?sno=202&pno=108，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1 日。
62
毛正氣，2012，〈南海的自然資源與爭奪〉，《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46 卷第 4 期，頁 17。
63
王靜，2014，〈中國海油 FPSO 產業規模居世界前列〉，人民網能源頻道：
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4/0811/c71661-25440784.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1 日。
64
同註 62，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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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之發展與外交戰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壹、中國發展計劃
根據執行年間為 2006 年到 2010 年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一五計劃》），中國關於油氣能源之安全戰略
與外交目標可歸納為三個大方向：首先，中國能源安全戰略以節約能源作為最優先目
標。對中國來說，經濟之所以能夠持續高速發展是中國在能源消費的快速成長所帶來
的必然結果，然而能源消費的快速成長卻也為其能源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為了
因應這樣的問題，中國指出在《十一五計劃》期間要讓每個國民以 GDP 為單位將能源
消耗降低至百分之二十左右。65 其次，為因應國際石油交易的突發性中斷而帶來的混
亂，中國將漸進地建立主要能源如石油等戰略儲備體系。至 2008 年底，作為第一批
建設，四個儲備基地皆已完成建設並接連投入使用。到 2010 年依據相關計劃中國將
完成相當於三十天進口規模之石油戰略儲備的建設。最後，透過支持能源企業參與國
際油氣資源開發，以及與其他國家進行能源外交，以使油氣資源進口的供應能達到穩
定外，並致力使來源地能夠更多元。

貳、四大外交指導原則「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此構想最早可往前追溯至 1980 年代冷戰緩和而發展中國家日益壯大之際，當時
鄧小平便已提出以和平發展取代戰爭革命的想法。透過和平與發展的觀念，其回應的
是世界各國一直以來存在的矛盾與問題。66 此想法的提出，不僅成為中國後續改革開
放的前提，也將中國的外交戰略推向新的進程。透過積極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並堅
定不移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以求同存異的對話協商方式解決各國之間
65

人民日報，2005，〈“十一五＂一個重要目標：單位 GDP 能耗降低 21%〉，中國政府門戶網站：
http://www.gov.cn/ztzl/2005-11/14/content_97612.htm，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3 日。
66
程玉海、林建華，〈鄧小平關於時代問題的思想和意義〉，人民網-評論研究：
zg.people.com.cn/GB/33839/34943/34983/2641363.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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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存在的矛盾與分歧，進而促進國際公平正義的實現。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及國家
發展道路多樣化的前提下，以積極參與全球政經治理的方式，進而達到中國努力促進
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繁榮的目標。67 中國不斷以發言表示對於和平理念的重視，如胡錦
濤就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反對動輒付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反對
顛覆別國合法政府，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68 是以，和平為中國欲為更進一步
發展所將採取之途徑。

冷戰的結束所帶來的世界局勢的重組，使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新一波的挑戰。作
為因應，中國不斷強調和平與發展之觀念，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並透過與世界各國
的合作逐步使和平、發展、合作的外交觀念慢慢形成。於中國共產黨十七大時，便指
出「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基礎。69 透過對這三個核
心觀念的強調，可看出中國對於和平發展所做出的再三保證，而這三個核心則為中國
往後外交之重要運作邏輯。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藉由與各國友好合作的不斷
加強及多邊國際合作的參與，以促使世界各國都能得到全面性的發展。70

進入經濟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資訊爆炸與文化的多樣性都迫使各國提高對彼此
的相互依存以面對各種氣候異常、能源安全、金融風暴等全球性非傳統安全問題所帶
來的危機。隨著國家之間關係的日益緊密，是否能夠互利合作成為和平的維護、共同
發展的成敗關鍵。在這些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嚴峻考驗下，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置身事
外，唯有透過同舟共濟的攜手合作才能找到共同的解決途徑，進而透過合作的方式增
進彼此的共同利益並達到共贏的目標。因此所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而言，合作是共
贏的必然途徑，而共贏則為合作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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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
〈中國的和平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http://www.gov.cn/zwgk/2011-09/06/content_1941258.htm，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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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2012，《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北京：
人民出版社，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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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
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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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2014 年 6 月 26 日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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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改革開放而使綜合國力提升以來，至 2010 年已成為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
於國際之影響力不斷地提高。71 為了擺脫其他國家對於中國逢強必霸的疑慮，中國不
斷營造一套與其他國家合作共贏的相處之道。至此，「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
四面旗幟正式形成。72 對互利共贏的強調，意味著世界各國必須意識到大家是命運共
同體這個重要概念，在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將他國納入考量。唯有在合作中創造
共贏的局面，才能在未來共贏結果產生時促成更進一步的合作，這對國家而言無疑是
服膺國家利益之理性抉擇。因而和平發展是重要的基礎，於其上所提出之進一步的合
作共贏則是當今全球化時代各國皆欲達到的目標。而「和平、發展、合 作、共贏」
這四大指導原則，則成為中國發展道路上的重要理念與方針。從提高人類對於命運共
同體的意識，讓各國意識到共同努力並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夥伴關係，才能
擴大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立基達到共贏的理念。

2003 年於博鰲亞洲論壇上，為對中國威脅論做出回應，當時中共中央黨校副校
長鄭必堅發表明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之演講，指出統籌國內發展
與對外開放之各種利益關係，是為實現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戰略。73 同年，中國總理
溫家寶亦對此發展道路反覆重申並闡述74，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則強調中國堅持走和
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基礎上與各國展開交流與合作。75 在此背
景之下，中國於 2005 年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明白指出追求和平、
發展以及合作已取代戰爭、貧窮及對抗，是中國和平外交所堅持之原則76， 2011 年發

71

李宗澤、王歡，〈日本公佈 2010 年 GDP 資料 被中國趕超退居世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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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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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世界》2013 年第 10 期，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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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1/2241298.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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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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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也不斷強調從戰亂與貧窮的歷史經驗中走出來的中國
相當珍惜和平，並深信在和平的環境下人民才能豐衣足食、安居樂業，進而能促進國
際環境的穩定發展。77 2013 年在博鰲亞洲論壇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
點出這樣的概念：「和平是人民的永恆期望，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
之則難存。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78

中國對和平發展道路的目標可由十八大報告之內容分為兩個面向，分別是國內與
國際兩面向。於國際面向，是以平等互信與合作共贏作為目標，以建設並維護更持久
的和平與共榮發展的和諧世界。79 因而在未來外交規劃上，十八大明確指出：「中國
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
同發展。」80 、「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
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各方利益匯合點，推動建設持
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81 可看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便成為中國所秉
承的重要外交理念與戰略規劃的合新內涵。中國希望透過共贏理念的推展，讓國與國
之間能夠透過平等互惠的交流以擺脫過去冷戰時期零和博弈的框架，促使世界各國朝
著和平發展的道路前進。以往源自於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霸
權穩定理論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對現有之大國提出挑戰，而現存的大國為
了對這種威脅予以回應使得雙方之間的戰爭無可避免，原因在於新崛起的大國日益強
大之力量對現存大國造成恐懼所致。82 是以習近平的理念，即是建立一套以合作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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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習近平：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407/c64094-21041451.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3 月 25 日。
79
胡錦濤，2012，《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北京：
人民出版社，頁 47。
8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3，〈合作共贏，開創中韓關係新未來〉，
http://www.mfa.gov.cn/mfa_chn/dszlsjt_602260/t1037216.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3 月 25 日。
81
同前註。
82
葉自成，2014，〈以中華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人民論壇》2014 年第 5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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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以共贏取代衝突之不同於以往國際關係形態之新型大國關係為目標。

參、外交原則之具體實踐

為了達到全球性的外交格局，中國將其未來的外交發展方向建立在和平共處的五
項原則基礎之上以進一步推動與各國的友好合作。十八大於報告中指出，中國將堅持
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
83

國家。 欲實踐四大指導原則，透過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強調成為幫助中國處理與
周邊鄰近大國關係的重要方式。84 藉由以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政策，中國與鄰
近國家建立了各種類型的戰略夥伴關係，不僅使友好關係得以鞏固，合作的立基更得
以深化。中國於 1999-2012 年中日韓合作白皮書指出：「經過十多年發展，中日韓合
作已建立起較完備的合作體系，形成了以領導人會議為核心，以外交、經貿、科技、
文化等十八個部長級會議和五十多個工作層機制為支撐，並且全方位、多層次、寬領
域的合作格局。」85 與東協國家的合作方面，則是在政治、經貿投資、環保等方面陸
續展開更深一層的合作86， 2012 年中國與周邊國家貿易額超越中歐及中美貿易額之總
和，達到 1.2 萬億美元87，僅中日韓三國的貿易額從 1999 年的 1300 億美元至 2011 年
的 6900 億美元成長幅度便已高達四倍，且截至 2011 年底日本與韓國對華直接投資之
累積分別接近 800 億及 500 億美元。88 可發現，中國已成為日韓兩國最大的交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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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韓兩國則成為中國相當重要的外資來源。認知到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將是未來中國
是否能順利發展的重點，因此積極促進周邊地區的發展和穩定就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
重要條件，不管是對中國或是這些周邊國家而言，這些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
作都是一種雙贏，甚至是多贏的最佳途徑。事實上，早在 2010 年與東協成立自由貿
易區以來，中國便與東協透過能夠使雙方皆互利的經貿合作化共贏的理念為實際的外
交行動。自從對話關係建立之後，雙方的貿易額已從一開始的 70 億美元躍升至 2011
年的 3628 億美元，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速度成長。89 將範圍擴大至整個東亞，
中國也積極地參與東亞區域之合作會議，包括東協十加三所組成的東亞高峰會等。在
當今競爭激烈的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與東協及中日韓三國的友好關係將會是促進
東亞各國更為順利合作的重要趨勢。

國際合作是達到共贏這個最終目標的必要途徑。在經濟加速全球化的背景下，範
圍不斷擴大的國際問題促使國家之間共同利益及弊害不斷增加，彼此的相互依存度變
得愈來愈高，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以中國對外投資來說，當前外
90

貿依存度已超過百分之六十，對外投資則遍佈世界各地一百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是否能夠在經濟上保持成長與發展，已越來越取決於其
投資地區的穩定與否，中國是否能持續經濟成長也與世界各國能否實現繁榮發展呈現
高度相關。面對複雜多變的經濟及政治局勢，一旦任一區域或國家發生問題，其影響
範圍可能擴及至整個世界。以鄰為壑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合宜手段，透過合作才能解決
人類共同面臨的安全問題。對於如能源問題這樣跨國性的非傳統安全議題所帶來挑
戰，單靠單一國家之力已無法解決，唯有加強各國合作突破零和博弈的思維，才能保
障地國家利益及共同安全。2013 年 4 月博鰲論壇“革新、責任、合作：亞洲尋求共同
發展＂之會議主題，即是中國用以呼應其外交目標。91 近年來中國於世界各地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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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聯合國、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多邊平臺，正為在這些外交原則下與各國合作
解決問題並促進雙贏之重要管道。在這個沒有統一世界政府的環境下，這些雙邊或多
邊平臺就成為中國與各國解決世界問題的重要機制。近年來，中國也透過外開放加速
與其他國家的交流，進而實現其外交目標。十八大報告也指出，“和平、發展、合作、
共贏＂這四面旗幟為目前中國新一代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共識，而中國在接下來的對外
工作也將持續朝著這個方向持續拓進，構建和平共榮的世界。92 秉持著四大原則並以
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推動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不僅能夠有效達到國家和
平發展的目標，亦能為其與其他國家之雙邊與多邊合作帶來雙贏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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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能源現況與「走出去」、「引進來」外交目標
近年來，中國以市場為導向和以出口為導向的改革除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
工業化、國際化等進程外，亦對能源產生龐大的需求。中國本身具油氣能源蘊藏，然
分佈不均且勘探難度大，再加上儲量與消費需求存在巨大落差等因素，皆為中國仍必
須自外進口油氣能源之主因：世界人口占 20%而能源資源卻並不充裕的中國，在經濟
快速發展且工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中，國內能源的生產愈來愈無法滿足日益龐大
93

的能源需求。 自從中國能源生產和消費出現缺口後，缺口不僅沒有縮小，反而以飛
快的速度每年持續擴大。隨著經濟的起飛，交通運輸業等重點產業的發展，石油消費
的規模快速成長。雖然位居世界第五大石油生產國，然自 1993 年至今中國一直為油
氣能源淨進口國，進口量已占總其總需求之 54％94，無疑能源問題已成為影響中國未
來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戰略性問題。

壹、中國石油現況
雖然身為世界能源生產的主要大國，然就油氣資源整體而言中國並非藏量豐富的
國家。早在 2008 年中國原油產量達 1.897 億噸，佔世界總產量的 4.8%，天然氣產量
為 6850 萬噸石油當量，佔世界總產量的 2.5%。95但中國的石油己探明可開採儲量 21
億噸僅佔世界總量的 1.2%，以目前年產量估算只夠開採 11 年；天然氣的己探明可開
採儲量 2.46 萬億立方公尺也僅佔世界總量的 1.3%。伴隨著經濟發展，中國對石油能
源的需求日益增高且能源進口數量與消費的速度遠超過國內石油生產的成長速度。進
入 21 世紀以後，中國的能源消費隨著經濟發展逐年增高石油的消費量也急劇增加。
需求彈性不大的情況下，快速增長的石油消費也使其石油進口數量快速增大。自 1993
年開始，中國便已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並且每年進口量都大幅攀升。在淨進口量的部
9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2013. Oil and Gas Security - Emergency Response of IEA
Countries (China 2012 update). France: IEA Publications.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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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BP p.l.c.. 201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statistical-review/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
gy_2013.pdf. pp.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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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999 年為 4000 萬噸，2001 年為 7000 萬噸，2004 年為 1.2 億噸，到 2013 年已達
到 2.8 億噸。96 另一方面，預計中國在需求量的部分將在 2029 年超過美國，到 2030
年將達每日 1700 萬桶，增幅為每日 700 萬桶。97 至此可發現，能源安全己成為中國
國家安全最主要的議題之一。雖然已經逐步建立戰略石油儲備，致力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並且降低在經濟成長方面對能源的依賴，然而在石油儲備機制仍不完善且能源效
率的提升仍相當有限的情況下，於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仍需仰賴大量的進口
能源。98 近年來中國努力使石油進口管道能夠更趨多樣化，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
國進口石油的主要來源地仍將為中東、非洲及亞太等地。根據 BP，2013 年中國的主
要石油進口來源為中東、俄羅斯及非洲國家，於 2013 年分別達 144.4 百萬噸、59.7
百萬噸及 51.6 百萬噸，如下頁圖 2-5 所示。其中，來自中東及非洲這兩個地區的原
油都必須經過麻六甲海峽，即便是從印尼和馬來西亞進口的少部分原油，也必須運經
麻六甲海峽。是以，麻六甲海峽已經成為中國的海上石油生命線。倘若麻六甲海峽受
到了控制，則受到阻礙的中國戰略石油通道儼然對中國的能源安全形成極大的威脅，
是為中國之安全隱患。

貳、中國天然氣現況
基於能源消費結構之調整，中國對於擁有清潔且高效這些特性之天然氣能源的需
求也不斷上升。中國天然氣消費量於 2005 年至 20l5 年間平均每年的成長量便已達到
13%，其中 2005 年之消費量就已達 500 億立方米99，然天然氣產量的增加速度卻是相
對落後，而致使供需之間的缺口不斷擴大。以 2008 年為例，中國的國內天然氣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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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中國石油進口來源示意圖
資料來源：BP p.l.c.. 2013.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statistical-review/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
gy_2013.pdf. p.18

為 1170 億立方公尺，比前一年成長了 9.4%，然其比前一年成長了 13%，但消費量卻
達到位居全世界第八的 807 億立方公尺，至 2013 年底，其國內天然氣產量為 1170 億
立方公尺已躍至全世界第六大100，但消費量卻達到 1676 億立方公尺，對外依存度達
31.6%使中國成為全球天然氣第三大消費國。101 是以，在天然氣資源方面，中國的產
量與需求之間存在明顯缺口。預計到 2015 年缺口為 500 至 600 億立方公尺，2020 年
時該缺口甚至達到 800 至 900 億立方公尺。102 事實上，中國自 1993 年成為石油淨進
口國以來，其對外之能源依存度亦是逐年提高，這樣的高依存度使得中國經濟發展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進口能源之制約。
中國必須通過輸氣管道從週邊國家進口天然氣，以確保國內需求能夠得到滿足。
因應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致力使其能源戰略變得更加多元化，體現的方式為在獲取
世界各地的能源時，盡可能的增加能源的供應來源以使能源供應更加多樣化。於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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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已成為全球天然氣第三大消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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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化工
程資訊網：http://www.cppei.org.cn/fz_text.asp?id=13901&amp;classid=1，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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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竣工之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正是以達到該目標為前提，中國第十個五年計劃裡西
氣東輸項目下所建設之工程，是為中國連接中亞土庫曼、哈薩克及烏茲別克等國的天
然氣管道。103 有著每年達 300 億立方公尺之輸送能力，該天然氣管道於建設完成後相
當程度上緩解了中國天然氣消費的供需問題。此管道開通前，中國天然氣進口的主要
來源為透過海運的液化天然氣（LNG）。然而，由於該運輸會經過具衝突性的海洋區
域，加以層出不窮的海盜問題，使得經由海運進口天然氣對中國能源安全而言存在著
相當大的風險。 因此，這個途經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同樣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
天然氣管道在有著良好政治與安全合作的基礎上，使得中國天然氣運輸安全因為有該
管道的開通而顯著的提升。然而，中亞僅為中國獲取天然氣之眾多進口管道與來源地
的其中一者，目前中國所進口之天然氣當中由中亞進口之天然氣份額其實並不算高。
104

除了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之外，中國境內還有位於東北的中俄油氣管道、海上進

口液化天然氣通道，以及 2013 年竣工並開始輸氣之西南地區的中緬油氣管道。

參、麻六甲困境與能源運輸的安全問題
能源安全的保障與否取決於原油進口來源地政經的穩定與進口海上通道的安
全，然而此兩者就現況而言都使中國石油安全問題充滿不確定性。就中國每年上億噸
的進口石油來說，其中有九成以上之份額必須從海上船運進口，海上船運當中的九成
依靠國外油輪運輸，中國自己船運的部分僅占海上石油運輸的一成。105 中石油、中石
化、中海油公司等中國三大石油公司，其油運業務大多由國際油輪聯營體、環球航運、
南韓現代等海外油輪公司租船承運。106 換言之，中國在遇到不可抗拒的狀況如戰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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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等突發事件，則處於被動局面的石油運輸安全便受到極大的威脅。就前述中國原
油進口主要來源地為中東及非洲地區且短時間內仍將維持在高水準的情勢來看，由於
這些區域的國際政經局勢目前較為動蕩，衝突不斷，而來自這些區域的原油進口也必
須採取通過麻六甲海峽才能進行之海上集中運輸方式，中國石油進口的安全隱患都面
臨著相當大的風險。因此，在過於單一的海上運輸路線而中國海軍仍無法完全確保海
上能源通道之安全，以及過於依賴中東和非洲地區進口原油而使能源供應安全有所疑
慮，都將相對提升中國在石油進口的脆弱性。
麻六甲困境所指涉的是麻六甲海峽的綜合安全問題，包括航道、生態與軍事等安
全問題。被稱為海盜滋生地和恐怖海峽的麻六甲海峽，自 2000 年至 2010 年間，海盜
事件就超過 356 起，許多船員被殺而受傷和失蹤的人口逾百餘人。107 根據國際海事組
織之統計資料，平均每艘船舶遭受之損失約為 50 萬美元。108 近年來更加組織化，裝
備先進自動化武器和高科技設備，加上日益國際化的海盜活動，使原本便已存在的問
題變得更加嚴重。109 海盜和恐怖組織若產生連結，則勢必為麻六甲海峽的通道安全增
添更多的不確定性與危險。另一方面，走私活動的猖獗也帶來武器擴散的問題，使原
本就存在的通道安全更為雪上加霜。無法預警的海上事故所帶來的油輪污染及原油洩
露所帶來的放射性物質污染問題，更為這狹窄的水路帶來更多不安全的潛在危險。為
了保障於麻六甲海峽之海上通道的安全，中國必須與麻六甲海峽沿岸國家有密切的合
作。然而這些沿岸國家內部政經局勢的穩定與否，也直接關乎中國是否能安全地出入
麻六甲海峽，亦即中國於該海峽的通道安全存在可能受到制約的問題。另一方面，由
於美國和印度有效控制著麻六甲海峽周圍的許多海上要道110，使中國於麻六甲海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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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存在著受制於其他國家的必然性，也為中國能源運輸安全帶來無法徹底解決之一
定程度風險。尤有甚者，除了原本便對麻六甲海峽具有相當掌控力的美國，對視麻六
甲海峽為生命線的日本而言更是針對麻六甲海峽不斷調整其軍事戰略。111 即便存在著
東協區域論壇、西太平洋海軍論壇、海軍信任措施建立機制、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等
一系列安全管理機制，在約束力有限的情況下相關之安全威脅仍未曾減少。因此對於
需要透過麻六甲海峽運輸能源以達到國家經濟發展的中國而言，缺乏一套有效海上集
體安全機制的麻六甲海峽，對中國而言無疑是最嚴峻的能源運輸安全問題。
早於 2003 年胡錦濤便已關注麻六甲困局問題。112 由於中國石油進口半數來自中
東、非洲及東南亞地區，其中八成的原油進口都必須運經麻六甲海峽，在現況下航道
充滿各國角力及海盜猖獗的問題下，皆為制約中國石油安全之因素，因此制定新的石
油能源發展戰略才能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中國必須透過加強更多油路的方式分散風
險，才能有效紓麻六甲之困。而增加油路方面有兩種方式，一是積極開拓路上油路，
二是開拓海上油路。中國於陸上的石油通道，分別為從俄羅斯到中國，以及從中亞哈
薩克到中國，此兩通道均以火車為運輸工具，運輸量有限。113 為使石油供給的安全得
到保證，中國必須建立多元化的石油運輸網絡。就地理位置來看，位居亞洲中心的中
國，東邊接太平洋，西邊與中亞塔吉克、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等石油出口國直接相連，
亦與裡海烏茲別克、土庫曼等蘊含豐富石油資源的國家相當接近；南邊接壤巴基斯坦
便可直達荷莫茲海峽；北邊與世界第二大產油國俄羅斯直接為鄰，都是中國獲取石油
資源的有利條件。首先，中國為建立多元化的石油運輸網絡，加強了與俄羅斯及中亞
各國的石油運輸領域之合作，由中國與哈薩克共同建造之西起哈薩克西部的阿特勞
(Атырау облысы)，東至中國新疆得阿拉山口，全長 3088 公里的跨國輸
油管道，於 2003 年第一期工程完工並正式投入運營後，年輸油能力為便已達 600 萬
噸，2004 年第二期工程竣工開始，更使輸油能力提高至 900 萬噸。114 其次，鑑於麻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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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海峽所存在的高危險性，欲積極避開麻六甲海峽的中國便將泰國克拉地峽運河與
緬甸管線這兩個方案納入考量。克拉地峽運河方案是指在麻六甲海峽以北的泰南中南
半島，於陸地最窄之處開鑿運河以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進使油輪能從泰國西海岸經
由運河直達太平洋海域，預計可鋪設路線長達 250 公里的輸油管道。整個地峽於北緯
7-10 度之間約 400 公里地段均為泰國領土，最窄處約 50 公里，最寬處達 190 公里。115
隨著麻六甲海峽的海盜問題頻傳以及東亞區域各國對必須運經麻六甲海峽以將石油
進口的高度依賴，使得過去在歷史上曾有過開鑿此運河的該構想再次浮出。透過油輪
從半島西側卸油進入管道並直接輸送到半島東側，以省去必須繞經麻六甲海峽的麻
煩。這不僅為東北亞國家省下長時間的石油運輸以及龐大的費用，更可大為提高石油
運輸之安全。然而，由於開鑿該運河是浩大的工程且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再加上涉
及到多個國家，包括中國，韓國，日本，及政經局勢尚未穩定的泰國等，若要開鑿勢
必要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多邊談判，問題的複雜性使運河方案消聲匿跡。另一方案則
為緬甸油氣管道之構想，由於鄰近中國的緬甸具地利優勢，兩國之間有著中緬友好關
係支撐，因而此構想最被看好。雙方構建之管道起始於中國昆明，全長約 1700 公里，
連接至緬甸西北之實兌港最後通向印度洋。實兌港設計為可停泊約 20 萬噸級油輪之
深水港碼頭，於深水港之投資僅需幾千萬美元，遠低於克拉克地峽開鑿所需之經費。
116

再加上從中緬邊境到實兌港這段，有半數為已開通之鐵路，其餘路段也在緬甸政府

的規劃下預備修建117，因而總造價較為便宜的中緬石油管道成為中國之理想方案。沿
著鐵路和已勘測完成之路線修建管道，不僅使修建成本大為降低，同時在安全性也是
高於克拉克地峽方案。倘若從太平洋經緬甸輸送石油至中國，便可舒紓緩充滿高度海
上運輸風險的麻六甲困境，使安全係數大為升高。近年來受到討論之方案，是在巴基
斯坦鋪設輸油管道並建立結合海運與管運為一體的運輸線之大型油港。這個方案可在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0520/1000769643.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3 日。
115
孫偉，2003，
〈百年話題十個方案 泰國開鑿克拉運河炒得熱乎〉
，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14549/1963264.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3 月 18 日。
116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5，〈中緬石油管道項目繞開麻六甲增加安全〉，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053243，檢閱日期：
2014 年 9 月 3 日。
117
朱興珊、周騫慧，2005，〈尋找明天的石油〉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第 45 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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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石油海運至巴基斯坦港口卸下後，透過輸油管道運輸至中國西南以避開麻六甲
海峽。118 就技術上的問題而言，此管道運經地段之地質情況極為複雜，雪崩、山體滑
坡、落石、塌方、地震等地質災害經常發生，就政治層面而言，中國包圍印度的“珍
珠鏈＂之說與此管線之位置接近，基於敏感與複雜的政治與技術因素，使中巴能源走
廊方案暫未有下文。119 這些方案之中，中緬油氣管道之方案首先有所進展。中緬雙方
於 2009 年 3 月 26 日簽署《關於建設中緬原由和天然氣管道的政府協議》明示該管道
是天然氣、石油雙線並行，耗資 25 億美元於 2013 年完工，預計未來每年可向中國輸
入 2000 萬噸石油，再經由昆明煉製輸送到中國國內。

120

上述幾條陸路石油線，是使

中國原油供應路線就長期而言達到更穩定、更加安全的幾個可行方案。綜上所述，為
改善能源安全的問題，於國內部分，近年來中國所積極拓展的其他如中俄、中哈、中
緬油氣管道管道之建設，不僅可使中國之原油供應有多元化的發展，亦中國免於可能
危及供應穩定之政治風險有所幫助。2013 年開始輸氣的中緬油氣管道，使中國西北，
西南，東北及東南之四大能源進口通道戰略格局得以成型。於國際部分，中國未來將
透過與其他國家的持續合作，使其能源安全得到進一步保障。

肆、中國提出之能源安全對策
面對能源問題所帶來的問題和挑戰，中國就戰略和策略等多個層面於 2007 年提
出《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內容針對目前所面臨的能源問題，發展狀況，
以及未來的能源政策做出所詳述。關於中國未來能源問題的解決方針，白皮書指出國
際能源合作是重要的策略。透過與能源出口國及其他能源消費國之間的多元化的對話

118

Shah, Sadiq Ali. 2009. "Energy Scenario and Options for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Performance Appraisal: A Case Study of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ubsidiary
in China (2009), p.118.
119
周西，2013，
〈給那些為中共接管瓜達爾港歡呼叫好者澆盆冷水〉
，阿波羅新聞網：
http://tw.aboluowang.com/2013/0312/290148.html#sthash.mB26Ae28.dpbs，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3 日。
120
尹維納，2013，〈中緬天然氣管道貫通到雲南 繞過馬六甲滿足 1/4 用氣量〉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05/c_124811918.htm，
檢閱日期：2014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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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作，達到能源供應的全球化，保障國際能源供應的持續性，保持國際能源價格的
合理性並滿足各國對於能源的需求性。121
能源安全涉及許多複雜的因素。首先，是上游的能源供應安全。維持國家經濟成
長，使社會得以正常運作，軍事力量能夠有效動員行動，都需要能源資源的支援。能
源供應可分為國內及進口兩大來源，而來源的可靠與穩定性是能源安全基本關注的問
題。就世界的穩定與否而分，和平時期主要透過本國生產以及從他國進口能源的貿易
方式取得能源，戰爭時期甚至可以武力的方式強奪他國能源資源。就分散風險的角度
而論，除了應致力確保國內能源產地的安全，尚應努力找到政治經濟穩定的區域以尋
求穩定的進口能源來源與產地，才能防止能源的來源過度單一易受該區域動盪影響的
問題。目前中國的原油進口主要來自中東地區，非洲及俄羅斯，然而這些地區國際政
治情事的不穩定，連續不斷的戰亂和軍事衝突，以及各國勢力的較量競逐，都損害著
中國整體的能源權益並對能源安全帶來重大威脅。雖已努力使能源來源地朝向多元化
發展以降低中國能源進口來源過度單一的危險，然短期而言從中東進口能源的比例仍
然難以下降。其次，是中游的能源的運輸與通道安全，這個安全問題涵蓋能源的進口
通道和海運通道兩個面向。由於中國於陸上之能源運輸通道之運輸量有限，大部分的
能源進口仍需仰賴麻六甲海上通道運送至中國，而這運輸要道所存在的安全困境以中
國當前的力量尚無足夠的能力在危險時刻予以保護。中國於其 2012 年能源政策指出，
石油海上運輸安全風險大，跨境油氣管道安全運行問題為必須重視之問題，能源進口
的多元化是跳脫海上運輸通道困境的方法，因此中國近年積極建設陸地運輸管道以促
進能源安全為目標。122
中國對外的能源政策大致可簡述為幾個方向。首先，中國將努力獲得穩定的能源
進口管道。目前中國每年近 2 億噸的進口原油估計將在未來達到 4 億噸，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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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7，
〈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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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前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凈進口國。

然就目前中國的主要能源進口來源為中東及非

洲地區來看應是無法對中國擴大出口的規模，是以中國必須積極獲得新的能源進口管
道。其次，中國將致力改善能源的地緣政治環境。作為世界第二大能源進口國，中國
每年進口巨額的能源且金額相當亦相當可觀。然比起其他能源進口大國，中國在能源
的地緣政治地位卻相對弱勢。過去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並未擴及至其在波斯
灣及中東產油地區如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等主要能源供應國。一旦這些地區產生衝突
導致地緣政治有所激烈震盪，沒有實質影響力的中國幾乎僅能被動接受。該國若因此
而在外交和能源戰略上有重大轉變，中國也僅能接受既成事實。因此除了加強在中東
地區的影響力之外124，中國亦積極與地理位置相近、腹背相依的東亞國家合作，以改
善中國於能源地緣政治之環境。125 第三，中國將促進能源進口多元化戰略的實行。由
於目前的能源進口管道仍相對不足而易受國際能源局勢動盪的影響，中國與臨近之鄰
國進行愈來愈深入的能源合作。例如，為了達到西氣東輸的目標，中國陸續從中亞進
口愈來愈多的石油天然氣資源，一旦在建的各條油氣輸送管道全部完工並且滿負荷運
轉的話，將可分散中國從國外進口能源的管道，進而實現能源進口多元化的戰略目
標。第四，中國以其他更安全的能源通道紓解海上運輸通道所面臨的安全困境。中國
大多藉由海運的方式將其能源自中東和非洲等地區運回國內，其中自波斯灣經由荷莫
茲海峽及麻六甲海峽後抵達中國南海，以及由非洲沿岸經南端好望角或北端蘇伊士運
河接紅海及亞丁灣後運輸至麻六甲海峽而抵達中國南海，是中國所依賴之固定航線，
如圖 2-6 所示。這些航線頻繁的海盜滋事以及戰爭時被敵對沿海國所封鎖，無疑隨時
掐著中國能源賴以生存的海上生命線。因此中國東亞國家進行的能源合作，使中國能
以陸地管道，鐵路或公路等其他運輸方式而不再受限於充滿不確定性的海上航線，跳
脫安全困境問題。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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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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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走出去」、「引進來」的政策目標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能源問題已不再是能源開發或貿易的簡易問題，如何穩
定能源的供應以確保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安全，已為主權國家競爭力並
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戰略問題。因而作為攸關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及國防建設所需的
重要戰略物資，能源扮演著世界各國相互角力的重要籌碼。缺乏充足的能源供應，將
減緩國家經濟的成長速度並對國家發展產生停滯的影響。

圖 2-6. 中國石油進口海運路線圖
圖片來源：Pehrson, Christopher J.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ARMY WAR COLL STRATEGIC STUDIES INST CARLISLE BARRACKS PA,
2006.p.3.

因此中國提出「走出去」、「引進來」的發展策略，是實現全方面能源外交之戰略。
走出去及引進來兩者緊密相連，是中國於貫徹國際能源合作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同
時也是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戰略的一部分。透過企業走出去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基本國
策的重要方式，也是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持續、穩定、協調、快速發展中國經濟
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126 作為發展戰略之基本目標，走出去為透過對外投資及跨國經
126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三大企業皆
為中國「走出去」海外投資之能源企業。參考資料：鄭又平、林彥志，2008，
〈中國「走出去戰略」之
分析：跨世紀中國經濟的轉變〉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http://www.npf.org.tw/post/2/4589/1，
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4 日。

50

營的方式，參與經濟全球化下各種新形態的國際組織，並於參與領域更為廣泛的國際
經濟與技術的合作。127 對國內與國外的資源與市場充分利用，進而發展中國經濟並提
高國家實力。中國於 2002 年制定「十五」計畫之際便已確認中國必須透過走出去戰
略的實施，才能利用國內外的資源及市場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嶄新的突破。128 因此，遵
循走出去的基本戰略成為中國的政經與外交活動之目標。
為中國實行走出去油氣能源的開發與合作戰略者，主要為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
司（簡稱中石油）、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石化）、中國海洋
石油總公司（中海油）等中國三大油氣公司。在分佈地區上，中石化多集中在中東地
區，中石油為非洲及中亞地區，中海油則是美洲及南美洲地區為主。中石化的戰略區
在中東，與伊朗、哈薩克及俄羅斯等產油國的海外油氣合作多達二十多個計劃；中石
油在海外的三個戰略區，分別有北非戰略區的蘇丹計劃，中亞和俄羅斯戰略區的哈薩
克計劃，以及南美戰略區的委內瑞拉計劃；中國第三大的石油企業中海油是中國最大
的海上油氣生產商，其負責中國海域於對外之海洋石油及天然氣資源的開採合作。129
實行中國走出去政策後，此三大油氣公司之競爭力皆逐步成長並躋身世界石油公司之
列。2013 年中石油連續 13 年位居世界十大石油公司之列，綜合排名保持在第 4，中
石化以天然氣產量增長和油品銷量增加而綜合排名第 19，中海油因油氣產量之增加而
排名第 32。130
由於中國國內能源的供不應求，迫使中國必須將方向轉向海外實施走出去戰略。
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影響著中國能源發展的走出去戰略，也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緊
密相連，可以說是一系列因素綜合推動的結果。首先，經濟全球化促使中國將其能源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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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投資協會，2005，〈從中石油併購 PK 探求海外尋油通盤戰略〉，中國企業投資協會：
http://new.ceia.cn/2010/0827/30061.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3 月 28 日。
130
石油商報，2013，〈美國《石油情報週刊》：世界油企座次排定“國家實力＂整體提升〉，
http://www.pbnews.com.cn/system/2013/12/02/001460221.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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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往走出去的方向發展。鑑於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需要大量的能源作為
支撐。然基於自身油氣能源分佈的不均與短缺，皆使中國無法無法自給自足。因此作
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能源消費大國，中國必須積極參與國際能源於市場及各個環節的
合作以在相互依賴的國際合作過程中維護中國的能源安全。其次，中國經濟改革開放
的政策為其走出去的能源發展戰略提供動力。以對外開放的方式加速現代化建設，是
中國達到國家發展的基本國策。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走出去的政策因而成為中國整
體經濟發展戰略之一的能源發展戰略 ，藉由參與國際能源合作以有效保障中國的能
源安全及經濟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提出的實施報告中就指
出，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措施。鼓勵具比較優勢的企業向外投資，帶
動商品和勞務的順利出口，進而培育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跨國企業。131 而在第十七
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更進一步指出於對外開放之基本國策的堅持，並將引進來和走
出去做了更緊密的結合。132 面對浩大的能源需求卻無法自給自足的狀態，走出去戰略
勢必為中國能源與經濟發展必須採取的途徑。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之需求快速成長，
而替代能源或提高能源使用率之技術尚未成熟的情況下，透過企業走出去與其他國家
進行合作之戰略，為現階段中國保障能源供應及運輸安全所採取之主要方式。

陸、「走出去」、「引進來」之方式
一個國家能源安全不僅取決於資源的多寡或外匯存底的規模，能否掌控世界能源
資源，並在世界能源市場上展現影響力亦為重要因素，因而能源外交成為現代全球化
下主權國家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133 是以，善用走出去、引進來的方式處理能源安全
問題，將對中國在東亞及全球政治和經濟未來的發展產生正面的效應。藉由走出去戰
131

中國經濟網，2003，
〈黨的十六大報告(全文)〉，
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2003/sljsanzh/szqhbj/t20031009_1763196.shtml，檢閱日期：
2014 年 3 月 26 日。
132
徐雅平，2007，〈胡錦濤：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 提高開放品質〉
，中國網十七大專題網站：
http://www.china.com.cn/17da/2007-10/15/content_9055293.htm，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5 日。
133
Goldthau, Andreas, and Jan Martin Witte, eds.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The new rules of
the game. Washington ,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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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實踐，中國的能源來源朝向多元化的發展道路邁進，在相當程度上保障了中國的
能源安全。對中國而言，走出國內石油供應風險的方式為擴大對外的能源投資區域，
其分為兩個方向進行，分別是購買外國石油及直接購買外國油田或石油公司。134 為了
實踐走出去戰略，中國企業開始整合其上下游之產業鏈，中國鼓勵其油氣企業從油氣
之單一生產者轉變為複合的油氣供應者。以中國石油為例，其除了已在海外建成蘇丹
1/2/4 區、3/7 區和哈薩克斯坦 PK 等三個千萬噸級油田外，在委內瑞拉、印尼等地尚
有 7 個 200 萬噸以上油氣計劃，已有非洲、中亞、南美、中東和亞太五大油氣合作區
的雛形，其將投資業務擴展到油氣勘探開發，生產銷售，管道運輸及煉油化工等多個
領域後，再以哈薩克的油氣通道把中東、中亞、俄羅斯和東北亞等現有石油來源國與
消費國加以連結，使上下游產業鏈得以一體化地成型。135 如此，中國便以走出去的發
展戰略形成戰略樞紐的有利位置，以實現多元化的能源供應並為中國的能源安全提供
最大程度的保障。有著國家走出去發展戰略的支持，便能減少企業帶著國家向外發展
所面臨的阻礙或風險。
現況下透過區域合作的方式實現能源安全對中國而言是較難實現的，原因除了全
球油氣市場與油氣工業大多在美國和其他大型跨國石油公司的掌控之下，在這油氣能
源需求迅速增長的亞洲尚未有一協調的能源政策或穩定的合作架構之雛形，也是導致
中國無法透過區域合作機制達到能源安全的原因。136 對能源來源地缺乏強制影響力的
中國為了確保自己石油供應的穩定，透過與中東，非洲，中亞，俄羅斯等地進行雙邊
137

合作以建立多樣性的能源通道與油氣管道，為實現中國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式。

在現

階段國際油氣市場仍持續不穩定致使國際能源爭奪危機不斷升高的情況下，避免油氣
資源受制於他國而與能源貿易及運輸過境國尋求更多雙邊合作甚或多邊合作，才能為
中國及其他合作夥伴提升彼此的利益，並帶來更多能源合作的契機。
134

張培翥、邵萬欽，2005，
〈合作開發世界石油資源的思路與途徑〉
，
《國際經濟合作》2005 年第 9 期，
頁 28。(27-29)
135
中國石油新聞中心，2009，〈中石油積極走出去 中亞天然氣管道銲接超 700〉，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09/01/15/001218854.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7 日。
136
Jaewoo Choo. "Energy cooperation problems in Northeast Asia: Unfolding the reality." East
Asian Review 23(3), p.92.
137
崔守軍，2010，
〈中國能源國際合作模式的選擇〉
，
《現代國際關係》2010 年第 11 期，頁 36。(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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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龐大並且持續成長的能源消費市場，亦是中國具吸引力與開發潛能所在。天
然氣消費量目前排名世界第四的中國，預估將在 2015 年達到 2600 億立方公尺，2020
年達到 3500 億立方公尺，2030 年達到 5000 億立方公尺而成為世界第二大、僅次於美
國之天然氣消費市場。138 因此，引進來的國際能源合作對油氣資源需求隨著經濟發展
不斷攀升的中國而言有著相對優勢。另一方面走出去的國際能源合作上，匯集各種天
然氣來源的中國，將朝市場價格的樞紐地帶前進。而身為天然氣消費大國的中國所具
備的優勢，是東亞到目前為止唯一具有自產氣、液化石油氣(Liquefied petroleum
gas)進口和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進口的天然氣消費大國，再加上已
建設完成之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中俄天然氣管道，以及中緬油氣管道，多元的天
然氣供應格局可使中國在未來擁有形成匯聚各種氣源重要樞紐的基礎。139 而位處連接
中東、東北亞及中亞之中國，區位優勢使其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路上通道，對中國在
東亞天然氣交易樞紐的建立上是一具有基礎。在 2009 年完成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
與目前已完成建設之西氣東輸一線與二線銜接，中國西部與中亞地區的天然氣便可順
利地輸送至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未來更可透過上海、青島這些東部港口或是路上油氣
管線的建設透過液化天然氣的形式將油氣資源出口至韓國與日本，中國便可在實質上
落實走出去的政策指導方針，建立東北亞天然氣樞紐。
中國在走出去戰略的油氣資源開發上除了在中東，北非，中亞，俄羅斯，中國南
海等石油資源富饒地區與其他國家有競爭與合作的關係外，與東亞地區的合作亦陸續
展開。除了擴展海外油氣資源之供應來源以外，使油氣能源之進口方式、種類、管道
更趨多元化，才能提升能源安全。因此就能源安全而言，走出去能源戰略的實施是紓
解中國能源困境的重要出路。透過能源來源以及運輸通道的多元化，中國的能源安全
始得確保。從中國的政策及策略可觀察到，與東亞鄰近國家進行能源合作，並增加來
自週邊國家的能源進口量，是中國現階段乃至未來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外交政策。

138

金允木，2013，〈天然氣交易市場化有多遠〉
，中國海洋石油報：
http://www.cnooc.com.cn/data/html/news/2013-11-08/big5/347581.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4 日。
13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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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在東北亞的油氣供輸建設

第一節 東北亞油氣能源進出口結構
能源需求增長明顯快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東北亞，自二十世紀末以降，由於國家經
濟與建設之快速發展致使能源需求不斷增加，而東北亞地區不斷成長的能源需求，則
需依靠進口以緩解需求。作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以及第一大液化天然氣進口國
的日本，於 2013 年能源對外依存度為 81%，其中石油與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更分別高
達 99% 與 97%140；而作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氣進口國及第五大石油進口國的韓國，
能源進口依存度則為 97%141。從區域能源合作來看，東北亞卻不及於世界其他發展較
為成熟之地區而尚處於起步階段。因此，為維護東北亞國家發展之必要能源的穩定供
給，建立更多雙邊與多邊之合作機制變成為實現東北亞區域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徑。另
一方面，中國致力於能源供應形式多元化之發展，有助於東北亞氣對氣市場之形成。
匯集各種油氣能源之來源是作為市場樞紐之重要前提，在目前東亞油氣消費大國當中，
中國之中亞油氣管道與中俄天然氣管道，皆為中國將油氣能源輸入後再次輸入至東北
亞鄰近能源消費大國的日本與南韓，奠定重要的基礎。

壹、日本

由於日本缺乏豐富之天然資源，比起中國受對外能源進口之限制更大。日本經濟
產業省資源能源廳的調查數據指出，日本自中東進口之油氣占整體海外石油進口比例
之80.9% (沙烏地阿拉伯 31.1%、阿聯大公國 22.5%、卡達 10.2%、伊朗 7.8%、科威
特 7.0%、阿曼 2.3%)，如圖3-1所示。可知，由海外進口石油為日本重要的經濟來源。
140

日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情報企畫室，エネルギー白書 2013，
http://www.enecho.meti.go.jp/about/whitepaper/2013pdf/whitepaper2013pdf_2_1.pdf
141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Korea, South Overview，
http://www.eia.gov/countries/analysisbriefs/South_Korea/south_kore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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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隨著經濟發展對於油氣能源需求之不斷提高，東亞區域之石油生產國包括中國
與印尼等國家在內近二十年來也紛紛將所生產之石油留在國內使用並減少對外的石
油輸出，如圖3-2所示；中國具潛力的廣大市場與龐大的工業生產需求所帶來的磁石
效應，亦使日本能進口之石油總量不斷減少，如圖3-3所示。對於能源高度仰賴於海
外進口的日本而言，進口來源尤其集中於政經情勢不穩定的中東地區，再加上漫長的
海運通道充滿不確定性，都意味著日本能源安全存在著脆弱性，同時也是中日兩國所
面對的共同問題。日本與東亞區域之其他國家間一直以來都有能源相關之合作關係，
油氣能源亦為主要的貿易領域。雖然日本自中國進口之原油從2000年的600萬噸，2005
年下降至91萬噸，2010年下降至20萬噸，一路下降至2012年的6萬噸。142 然而，日本
輸出至中國包括汽油、石油腦、航空燃油、煤油、製氣油、燃料油等石油之製成品從
2000年的126萬噸，2005年上升至321萬噸，2010年的463萬噸，以及2012年的380萬噸，
比起2000年已成長超過兩倍。143 因此，從能源貿易進出口往來狀況可發現，日本與中
國之間存在著高度互賴的關係，而兩國之間的能源貿易亦佔日本的能源消費比例相當
重要之一部分。

142

日本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統計年報 2000，
http://www.meti.go.jp/statistics/tyo/seidou/archives/pdf/H12/energie_H12.pdf；2005，
http://www.meti.go.jp/statistics/tyo/seidou/archives/pdf/H17/sigen-energy_H17.pdf；2010，
http://www.meti.go.jp/statistics/tyo/seidou/archives/pdf/H22/sigen-energy_H22.pdf；2012，
http://www.meti.go.jp/statistics/tyo/seidou/result/ichiran/resourceData/07_shigen/nenpo/
01_sekiyu/h2dhhpe2012k.xls.
143
2000 年日本輸出至中國 56 萬噸+香港 70 萬噸=126 萬噸；2005 年日本輸出至中國 321 萬噸+香港 51
萬噸=372 萬噸；2010 年日本輸出至中國 271 萬噸+香港 192 萬噸=463 萬噸；2012 年日本輸出至中國
168 萬噸+香港 212 萬噸=380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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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2003 年日本原油輸入國家比例圖
資料來源: 日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情報企畫室, エネルギー白書 2013,
http://www.enecho.meti.go.jp/about/whitepaper/2013pdf/whitepaper2013pdf_2
_1.pdf

圖 3-2. 1995-2010 年東亞地區原油產量國內使用與出口百分比
資料來源: 日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情報企畫室, エネルギー白書 2013,
http://www.enecho.meti.go.jp/about/whitepaper/2013pdf/whitepaper2013pdf_2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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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1960-2011 年日本石油進口量圖
資料來源: 日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情報企畫室, エネルギー白書 2013,
http://www.enecho.meti.go.jp/about/whitepaper/2013pdf/whitepaper2013pdf_2_1.pdf

貳、南韓

國土面積不到十萬平方公里卻擁有四千八百多萬人口之韓國，是能源消耗大國。
由於石油和天然氣幾乎仰賴進口，因此韓國同時也是能源進口大國。能源進口依存度
高達 97%的韓國，據統計 2011 年已為世界第九大石油消費國，世界第五大石油進口
國，以及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氣進口國。144由韓國關稅廳之統計指出，早在 2005 年韓
國進口石油的費用已達 427 億美元， 2012 年更高達 1,082.9 億美元，已占韓國進口
總值之 20.84%145，根據韓國研究機構的預測與估算，國際油價每上漲 1 美元，對韓國
國際收支的影響就可達 10 億美元；而原油價格每上漲 5%，韓國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
少 0.2 個百分點。146 這對追求經濟發展的韓國而言，無疑為沈重的負擔與成本。國
際能源局專家預測韓國到 2030 年石油需求將達到每天 340 萬桶（目前為 228 萬桶），
144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ibid.141.
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韓國投資環境介紹〉，
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Page.do?id=14&country=KR，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13 日。
146
沈林、王軼鋒，2006，
〈韓國加緊海外找能源〉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5207457.html，
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13 日。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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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石油需求年度增長率為 1.6%。 在進口方面，韓國有將近百分之七十五的石油來自中
東國家 (最主要之來源國為佔 34%的自沙烏地阿拉伯，其他則是科威特 16%、阿聯大
公國 12%、伊拉克 10%、卡達 9%、伊朗 5%)，如圖 3-4 所示。面對鄰國中國石油進口
量的不斷增長，與日本同樣面臨能源進口脆弱性以及中國所帶來的磁石效應之問題，
為避免過度依賴於中東地區，韓國致力於石油進口來源之多樣化。148 因此，確保能源
供應之安全與充足已成為韓國之首要目標。中東地區之形勢動盪與衝突不斷，已為韓
國石油之購買與運輸上增添更多成本，一度漲至每桶 113 美元之油價更是讓這世界第
十二大經濟體之韓國帶來困擾。

149

在這些情況下，一些韓國的政府智庫和能源企業開始有東北亞能源合作之構想。
這些構想可分為兩類，其一，中國、日本、與韓國此東北亞三大主要石油進口國共同
建立一購買石油聯盟。與世界上其它石油進口國相比，中日韓三國對於石油之進口更
倚賴中東地區，而中東地區於出口石油時，品質較高的石油和優惠政策往往是西方國
家擁有優先權，對必須大量購買石油的中日韓三國而言是相對劣勢。因而中日韓三國
做為一個整體購買原油，將為三國增添更多談判籌碼。其二，是這些東北亞國家在能
源運輸上為彼此提供便利並降低運輸費用。由於中日韓在參與開發俄羅斯遠東地區之
油田與天然氣方面存在競爭與合作並存之關係，因此這種構想除了必須為這些國家帶
來利益之外，尚需各國在法律與規範之間彼此提供相對應的支持才能更為有效降低合
作潛在之風險。對韓國而言，從俄羅斯庫頁島修築長達兩千多公里長之天然氣運輸管
道至朝鮮半島東部沿海以接通韓國目前的天然氣管道，其先決條件是南北韓關係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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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 7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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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o Peixe, 2013. Korean Crude Oil Imports from the North Sea to Fall by Half due to Tax
Change.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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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ea-to-Fall-by-Half-due-to-Tax-Change.html. Accessed 14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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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與改善，因此於實現尚存一定之難度。

150

圖3-4. 2013 年韓國原油輸入國家比例圖
資料來源: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Korea, South Overview，
http://www.eia.gov/countries/analysisbriefs/South_Korea/south_korea.pdf.

參、俄羅斯

俄羅斯為橫跨歐亞大陸地域遼闊，自然資源蘊藏亦相當豐富之國家。石油儲藏量
估計至少為世界總儲量的13%，天然氣儲量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俄羅斯，是世界上蘊含
豐富油氣資源的眾多國家之一，為世界前幾大石油與天然氣能源資源之生產國。2013
年初俄羅斯已証實的石油蘊藏量約有800億桶，大部分位於烏拉山與中西伯利亞高原
之間的西西伯利亞地區，且俄羅斯蘊藏世界最豐富的天然氣，約有47.8兆立方公尺，
將近是全球總蘊藏量的三分之一，因此，俄羅斯不但是世界第二大的天然氣生產國，
也成為世界第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151 截至2006年止，俄羅斯石油剩餘探明可采儲量
為82.2億噸，約占世界的4.55%位居世界第八；天然氣剩餘探明可采儲量為47億立方
150

王緬，2005，
〈韓國：提倡能源合作同時四面出擊〉
，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1/14/content_2459600.
htm，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13 日。
151
經濟部能源國際合作資訊網，
〈APEC 各會員體能源資訊分析〉
，
http://apecenergy.tier.org.tw/energy2/russia.asp，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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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約占世界的27.2%位居世界首位。

在2013年俄羅斯自然資源部宣佈，截至2012

年1月1日俄羅斯的石油可採儲量為280億噸，天然氣儲量為68萬億立方米。。153此後，
俄羅斯每年都有超過三億噸之石油產量，並隨著國際油價上漲及有效資源利用政策之
制定使俄羅斯之油氣產量迅速增長，比起2012年的5.18億噸，2013年石油產量再次創
歷史新高至5.23億噸，成為世界第一大油氣生產國。154 相對於中國、日本與韓國等油
氣能源必須仰賴進口的國家，擁有相對充足可出口油氣資源的俄羅斯是東亞相對較具
優勢之國家(如下頁圖3-5所示)，對俄羅斯而言，能源依存度不斷上升之東亞各國，
將成為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油氣資源出口之重要對象。俄羅斯積極開發遠東大
陸架油氣資源的同時，也計劃將遠東與東西伯利亞這兩大能源產地建成對東亞地區國
家能源出口的戰略基地，與中日複雜談判之遠東輸油管道建設正為俄羅斯於東亞能源
外交之傑作。155
過去俄羅斯主要以歐洲為能源出口之主要地區，然近年來為降低能源出口過度單
一所帶來的安全風險，逐步實施轉向中國等東亞國家之能源出口多元化戰略。繼2009
年中俄兩國政府簽署《關於中俄天然氣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後，今年(2014)五月，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正式在上海簽署《中俄東線供
氣購銷合同》。根據中俄雙方協定，從2018年起，俄羅斯開始通過中俄天然氣管道東
線向中國供氣，輸氣量逐年增長，最終達到每年380億立方米，累計合同期間為30年。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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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2002-2014年俄羅斯油氣能源供需曲線圖
資料來源: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 Database; forcase: Short-Term Energy Outlook October 2013.
http://www.eia.gov/countries/analysisbriefs/Russia/russia.pdf.
事實上對俄國而言，東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各個階段接續進行的石油管道系統之建設，
以及從中亞國家穩步進口之油氣，皆為以向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北亞地區之中國，日本
與南韓連接輸氣為主要目的，從向東亞增加能源出口之戰略分別以第一階段16-17%，
漸增至第二階段21-22%，以至第三階段26-27%的目標即可看出俄羅斯東向的趨勢。更
進一步地，俄羅斯未來亦將與東南亞區域國家協商油氣管道之建設與出口相關政策。
157

這些建設不僅可促進經濟效益，該整合之油氣供應系統更無疑為促進中俄乃至東亞

區域合作的重要基石。

肆、東北亞區域能源合作的優勢

2014 年 6 月 18 日。
157
Ministry of Ener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0. 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for the
period up to 2030. Available at:
http://www.energystrategy.ru/projects/docs/ES-2030_(Eng).pdf. Accessed 18 June 2014. pp.
79.8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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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豐富的油氣資源及地理位置，可為東北亞區域國家之能源供給提供實質的
保障。從俄羅斯進口油氣，可降低東北亞國家對來自中東地區能源的依賴，以油氣進
口之多元化減少長途運輸所帶來的風險。中國，日本，韓國與俄羅斯作為東北亞區域
的能源合作夥伴，不僅可穩定該區域的油氣資源供應狀態，透過各自勞動力，資金與
技術等資源的彼此協助，對於東北亞形成一個區域能源合作體系更有正面的影響。因
此，東北亞國家之間油氣能源之密切合作成為中國追求之互利共生與雙贏。東北亞國
家之間在能源領域存在互補性。中日韓三國在於能源使用與節能，市場相關機制與戰
略儲備，海陸運輸等方面都可以給予相互技術的支援與合作。未來三國勢必透過雙邊
與多邊合作，，加強彼此的協調與互助，以求達成「一個整體」之目標，在世界能源
市場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舉凡團購石油，在東亞區域形成價格樞紐以減緩東亞區域石
油溢價的問題158，以及加強東北亞乃至東亞整個區域能源儲備與運輸設施之建立與管
理，以使中國與東北亞各國能夠應對不穩定的國際石油市場，提升面對能源安全所應
具備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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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報，2013，
〈中國 LNG 協會年會召開：推動中韓合作 消除東亞天然氣溢價〉
，中國石油新聞
中心：http://161.207.1.24/gate/big5/news.cnpc.com.cn/system/2013/12/25/001464576.shtml，
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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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哈原油管道與中土天然氣管道
具有地緣優勢將為中國建立東亞油氣樞紐奠定重要基礎，目前西氣東輸一線與二
線銜接之油氣來源，正為中哈原油管道與中土天然氣管道。藉由這兩條中亞油氣管道，
中國得以將此兩國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輸送至東部沿海地區，未來透過上海等東
部港口便可將油氣資源進一步透過液化天然氣形式再出口至日本與韓國。接下來就中
哈原油管道與中土天然氣管道進行介紹與探討。

壹、始自中國的能源絲路

過去，絲綢之路意指中國與南亞、中亞和歐洲之間綿延幾千公里之貿易和文化交
流通道；現今，新絲綢之路指涉之範圍更為廣闊，包括將東亞、南亞、中亞，西亞以
及歐洲等地連接起來的泛亞貿易和交通網絡。159 中亞對中國乃至於整個東亞具備重要
戰略地位，並為新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其原因在於其豐富蘊藏之石油與天然氣等自然
資源。哈薩克與土庫曼為中亞國家油氣資源蘊藏相當豐富之國家。哈薩克為全球相當
重要的能源生產國與出口國，石油與天然氣生產和出口量逐年提升。根據統計，截至
2012年底哈薩克已探明之石油可開採儲量為39億噸，佔世界總量的1.8%，已探明可開
採天然氣儲量為45兆立方公尺，佔世界總量的0.7%。哈薩克於2012年8130萬噸石油產
量中，本國消費僅1280萬噸。197億立方公尺天然氣產量中，本國消費僅95億立方公
尺，剩餘之6850萬噸石油與102億立方公尺天然氣皆供出口。土庫曼則是蘊藏豐富之
油氣資源，截至2012年底已探明可開採天然氣儲量為618兆立方公尺，佔世界總量的
9.3%，該年總產量644億立方公尺天然氣扣除該國消費之230億立方公尺，仍有超過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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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鈞先，2010，〈“絲綢之路＂復興計劃與中國外交〉
，《東北亞論壇》第 19 卷第 5 期，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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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億立方公尺之天然氣可供出口。

因為具有龐大油氣資源潛力，中亞地區因而被譽為

第二個波斯灣。161
對於資源需求之日益增長並力求經濟轉型與發展之中國而言，與中亞區域國家之
合作則成為實踐「走出去」戰略之重要途徑。與油氣資源蘊藏豐富的中亞區域相對的，
是緊鄰在旁的東亞區域國家。除能源消費高度依賴進口之外，能源進口之來源地高度
集中於中東與非洲地區更是對油氣資源必須藉海運經由麻六甲海峽進口之東亞區域
國家，在能源供應安全上埋下高度不確定性之威脅。位處於歐亞大陸之路橋，中亞向
東便可一路經由中國通往俄羅斯、日本與韓國等東亞區域之太平洋西岸國家，而中國
便扮演著其中重要的能源供應與安全之樞紐。為鞏固中國與東亞區域未來的能源安全，
除自中東地區進口石油外，尚須致力於能源進口來源之多元化。與中國接壤之中亞國
家便與俄羅斯一樣，成為中國與東亞區域國家於油氣資源供應緩解資源短缺問題上重
要的戰略夥伴。因此基於地緣之考量，中國透過與中亞之合作以提升國家乃至東亞區
域整體能源安全，自然是意義重大。162 為了避免能源進口過度依賴經由麻六甲海峽所
帶來之隱憂，除了透過絲綢之路沿線修築之鐵路與公路外，修建油氣管線亦為提升中
國與東亞區域國家能源進口安全之重要途徑。目前，除2006年建成並開始輸油之哈薩
克斯坦的阿塔蘇到新疆的阿拉山口的中哈石油管道外，中土天然氣管道亦於2009年建
成。163 以中哈石油管道與中土天然氣管道為基礎，將石油與天然氣資源透過中國輸往
東亞將為該區域提供更加穩定的能源供應管道。

貳、連接西氣之西北能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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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2004年六月主持之國務院常務會議中通過之《能源
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2004－2020年)》草案，解決中國能源問題除了必須充分利用國
內外之資源與市場，積極參與世界能源資源合作與開發的同時，尚需加快石油戰略儲
備建設使能源供應多元化以促進能源之安全。164 為達到該目標，使戰略通道更趨多元
化方能分擔海上戰略通道之風險並與海運形成互補關係，讓東西南北之天然氣能夠互
聯互通形成以中國全國為範圍以致未來更順利連外之統一調度格局，中國陸續於十一
五、十二五等能源發展計劃提出加強國際大通道建設之構想。中哈原油管道與中土天
然氣管道正是在這樣的構想前提下進行之跨國合作。
聚焦於石油與天然氣能源產業中游之運輸層面，中國與中亞國家之合作已陸續展
現成果。如下頁圖3-6所示，以新疆為中心的西北陸路能源戰略通道，是將包括俄羅
斯周圍在內之中亞環裡海豐富能源，經過新疆境內以西氣東輸之工程聯通至中國東部
乃至未來對外連接至東北亞區域主要能源消費國提供能源之線路。透過該油氣物流通
道之體系，中亞區域之石油與天然氣得以經由陸路輸送至上海，進而轉送至鄰接南韓
等東亞區域國家，此體系為中國及東北亞區域能源安全與能源供給提供更完善之保障。
縱貫南北、橫貫東西以及聯通海外之中國四大油氣通道，其西氣東輸、緬氣北上、海
氣登陸、就近外供之供氣格局，以東北、西北、西南和海上四大區域為其戰略佈局。
西北地區之主要通道為2006年7月全線貫通之中哈管道，以及2009年12月開始試運投
入生產之中亞天然氣管道。165
中土天然氣管道以中國與土庫曼兩國於2006年4月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
土庫曼斯坦政府關於實施中土天然氣管道項目和土庫曼斯坦向中國出售天然氣的總
協議》為基礎，指出鋪設中土天然氣管道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因而簽訂此協定以進

16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4，〈國務院總理溫家寶６月３０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討論並原則通過《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
（草案）〉
，
http://www.gov.cn/gjjg/2005-08/20/content_24916.htm，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3 日。
16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能源局，2013，
〈改善能源結構 天然氣有大作為〉
，
http://www.nea.gov.cn/2013-11/18/c_132896921.htm，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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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西氣東輸管網示意圖
資料來源: Richard Galpin.2010. Struggle for central asian energy riches. Available at:
http://eurodialogue.eu/Struggle-for-Central-Asian-energy-riches. Accessed 21 June 2014.

一步規劃天然氣管道計劃之設計、建設、管理和使用，以及過境運輸。166 2007年7月，
中石油公司分別與土庫曼油氣資源管理利用署及國家天然氣康采恩於北京簽署《中土
天然氣購銷協議》與《土庫曼阿姆河右岸天然氣產品分成合同》，確認未來三十年內
土庫曼將透過中亞天然氣管道每年向中國出口300 億立方公尺之天然氣，其約當於
2007年中國國內天然氣總產量之半數。167此跨越四個國家之中土天然氣管道為中國歷
史上最大規模之境外天然氣合作計劃，其通過土庫曼境內188公里，烏茲別克530公里，
哈薩克1300公里，以及進入中國境內後由烏魯木齊向東延伸至上海總長達8000公里之
管道，如李克強所言，其為全長達一萬公里目前地表最長之天然氣管線。168 同時，作
為西氣東輸二線之中土天然氣管線年輸氣量可達300億立方公尺左右，基本相當於西

166

北大法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土庫曼斯坦政府關於實施中土天然氣管道項目和土庫曼斯坦向
中國出售天然氣的總協議〉
，
http://pkulaw.com/fulltext_form.aspx?Db=eagn&Gid=100668431&keyword=&EncodingName=&Search
_Mode=，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4 日。
167
張耀，2009，
〈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能源合作及中國的能源安全一地緣政治視角的分析〉
，
《俄羅斯研究》
2009 年第 6 期，頁 124。
16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4，〈李克強會見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
，
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55607.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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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東輸一線的輸送能力。

169

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與土庫曼總統舉行會

談時，亦要求儘早啟動中國至中亞天然氣管道之進一步建設，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簽
署之《中土關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更以每年通過該管道運送之天然氣達
650億立方公尺為目標。170
中哈原油管道則是則是奠基於中國與哈薩克兩國共同簽署之多項合作檔上，如
《中哈關於在21世紀繼續加強全面合作的聯合聲明》、《中哈關於在石油天然氣領域
合作的協議》、《中哈關於地質和礦產利用領域合作的協議》、 《關於利用連雲港
裝卸和運輸哈薩克斯坦過境貨物的協定》等171，這些雙邊協定之簽署為中哈石油合作
之展開奠定友好環境。2004年，中石油公司與哈薩克國家石油天然氣股份公司簽訂《關
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阿塔蘇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阿拉山口原油管道建設基本原則協議》，
兩國透過國營石油公司共同宣佈開始分階段建設中哈管道，至2005年11月竣工。172 中
哈原油管道為中國第一條境外原油運輸管道，西起哈薩克阿塔蘇，經過中哈邊界的阿
拉山口口岸進入中國，全長2798多公里。於2003年底建成開始投入生產後，中哈原油
管道之輸送能力逐年提高，原本預計之年輸油能力為600萬噸，然其原油供應量從2006
年開通之175.8萬噸成長至2013年之1142.45萬噸，累計其輸油管道進口輸油量已逾
6222萬噸。173 由龐大輸油量可發現，該石油管道對於中國陸路能源進口輸往中國並作
為樞紐以通向東亞有著正向之作用。
隨著中土天然氣管道與中哈石油管道之建成，一條西起土庫曼邊境，穿越哈薩克
南部進入中國新疆，並通向中國東部之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工程雛形已現。此西北
能源通道之網絡使中國得以將中亞之油氣輸經新疆連通至俄羅斯及中國太平洋沿岸。
169

張春友，2008，〈中土天然氣管道項目漸入佳境〉
，光明日報：
http://www.gmw.cn/01gmrb/2008-02/25/content_738555.htm，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4 日。
170
京華時報，2013，〈中土將速建中亞天然氣管道年增供 250 億方天然氣〉，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5/c_125322507.htm，檢閱日期：2014 年 5 月 6 日。
171
王粵，龐立軍，2007，
〈中哈石油合作的基礎、優勢與戰略意義〉
，
《國際經濟合作》2007 年第 11 期，
頁 16-18。
172
同註 167，頁 122-123。
173
孫亭文，孫佳，2014，〈中哈原油管道進口原油累計逾 6222 萬噸〉
，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inance.china.com.cn/industry/energy/sytrq/20140102/2
092610.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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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中土天然氣管道與中哈石油管道之管道聯通，將中東能源輸入中國新疆後，以中
國為樞紐使能源直輸日韓東北亞區域。透過石油與天然氣管道運輸與中亞區域進行直
接能源合作，便可避免必須將能源運經過第三國或難以掌控之海上航線等潛在隱憂。
再者，緊鄰中國的中亞區域國家以其運輸管道深居歐亞大陸之腹地，於任何戰爭或衝
突局面產生時對中國而言，保障這些週邊陸上運輸管道皆比起海上運輸通道更具安全
性與可行性。因而，此以中國西氣東輸管線為主幹之西北能源通道，將可透過對大陸
管線輸送之優勢，以新疆作為中亞與俄羅斯等能源供應區與日韓等東北亞能源消費區
之連結，在促進中國能源進口多元化進程之同時，為東亞提供來自中亞更為安全與穩
定的油氣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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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俄原油管道合作
蘇聯解體所帶來的冷戰結束，使國際情勢不斷變遷。俄羅斯為解決在歐洲地區地
緣政治之劣勢，便開始重視東亞地區，也就是「新東方政策」。藉由與東亞國家合作
開發東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之能源，以提升俄羅斯於東亞地區之經濟與安全利益。以
此，基於地緣政治經濟之結構考量，俄羅斯開始與鄰近之中國有愈來愈多的合作。

壹、中俄間共同開展之油氣合作

東亞區域國家因經濟迅速成長，對外能源依存度不斷提高。中國方面，近十年來
自俄羅斯之石油進口不斷增加，到2013年石油進口量已達到243萬噸。174 隨著國際能
源爭奪日趨激烈，作為世界上油氣主要的生產國俄羅斯與主要消費國中國是否能透過
合作為東北亞區域國家提升共同之利益與能源安全，日漸為國際社會關注之焦點。早
在1996年中俄兩國達成之第一份協議《共同開展能源領域合作的政府間協定》起，雙
方於油氣合作上便已陸續提出一些計劃，如安大線與東西伯利亞天然氣合作。首先，
是安大線之合作計劃。2001年，中俄雙方就合作建立起點自俄羅斯安加爾斯克至終點
中國大慶之輸油管道達成協議。依據協議，管道總長為2247公里，中俄雙方各自負責
該國境內之管道建設工程。保守預估，管道完成初步階段可為中國提供年輸送能力
175

1500萬噸，相當於每日30萬桶之原油輸送。

其次，為東西伯利亞天然氣之合作計劃。

2003年，中國，俄羅斯及韓國就俄羅斯科維克金氣田向中、韓供應天然氣之合作事宜
達成協議176，於未來三十年內分別向中、韓供氣六千億及三千億立方公尺。此建設自

174

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 2014. China imported 24 mln tonnes of oil from Russia in 2013
- diplomat . Available at:
http://rbth.com/news/2014/03/25/china_imported_24_mln_tonnes_of_oil_from_russia_in_2013_
-_diplomat_35363.html. Accessed 25 June 2014.
175
Sergei Blagov. 2014. Russia walks thin lin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GA05Ag01.html. . Accessed 25 June 2014.
176
2003 年 11 月 30 日中國石油、俄羅斯露西亞石油股份公司與韓國天然氣公社合作完成了從科維克金
氣田到中國以及可能的第三國用戶輸送天然氣管道和開發科維克金凝析氣田可行性研究（第一階段）

70

俄羅斯東西伯利亞通往中韓與太平洋之石油管道，預期帶動三國油氣產業上下游之合
作。
地理位置鄰接的中俄兩國，擁有綿延3645公里之共同邊界。177 俄羅斯於西西伯利
亞，東西伯利亞及遠東等地區蘊含之油氣資源，以能源合作所存在的互補性為兩國帶
來經濟成長，加以綿延之邊界從地緣角度而言更是創造相對便利之條件。蘇聯時期，
俄羅斯曾為世界最大油氣生產國，1988年逾6億噸之石油產量為歷史高峰。178 然蘇聯
瓦解後產油量不斷下降的俄羅斯，1996甚至降到3億噸。179 就當時之時代背景來看，
除了國內政局不穩而致經濟陷入危機重創石油工業外，國外需求的減少亦是產量下降
之原因。對收益有相當大一部份為來自於石油工業的俄羅斯而言，提高出口以促進國
家經濟發展成為首要目標。對中國與東亞國家而言，擺脫經濟的低迷不振綜合這些時
代背景之因素，中俄石油管道建設計劃始得醞釀。

貳、幾經波折之中俄石油管道計劃

過去，中國自俄羅斯進口之石油主要經由鐵路運輸，為提高油氣輸送量並降低運
輸成本而有鋪設中俄石油管道之構想。中俄雙方首次就俄羅斯向中國鋪設石油管道之
合作問題加以研究並進行探討，可回溯到1994年雙方簽署之《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
與俄羅斯西伯利亞遠東石油股份公司會談備忘錄》，1996年雙方政府簽署之《關於共
同開展能源領域合作協定》則進一步確認中俄雙方於加強油氣能源之戰略，並為建設
中俄原油管道開啟了合作的序幕。中俄開始就修建從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的安加爾斯
克油田到中國大慶的石油管道問題進行研討，雙方並於1999年於中俄總理定期之會晤
報告，並分別遞交給三國政府審議。石油觀察，2014，〈中俄油氣合作大事記〉，
http://www.oilobserver.com/html/941053555.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6 日。
177
S. C. M. Paine. 2008. Sino-Russian and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s. Available at:
http://oxfordindex.oup.com/view/10.1093/acref/9780195176322.013.1459. Accessed 19
September 2014.
178
龐昌偉，2011，〈國際油價波動與蘇聯解體〉
，《俄羅斯研究》2011 年第 6 期，頁 73。
179
Fitch Ratings. 2013. Russian Oil Production is Nearing Peak . Available at:
https://www.fitchratings.com/gws/en/fitchwire/fitchwirearticle/Russian-Oil-Production?pr
_id=780303. Accessed 25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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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底下設立中俄能源合作分委會以期從政府層面推動兩國之能源合作，至2001年
中俄兩國總理簽署之《中俄關於共同開展鋪設中俄原油管道項目可行性研究的總協議》
對安大線管道之走向有了更具體之構想，並計畫於2003年開始鋪設。180
然而，中俄石油管道之建設於2002卻面臨終止之危機。肇因於該年年底承擔管道建設
之俄羅斯石油運輸公司突然宣佈放棄安大線並提出改修建一條自東西伯利亞經遠東
地區至太平洋納霍德卡港口之輸油管道之新方案，該替代方案稱為安納線。安納線使
俄羅斯得以向亞太地區所有國家出售石油而擁有更為廣闊之市場，日本方面並以每日
進口100萬桶石油，以及提供80億美元之籌碼協助俄國開發油田與建設輸油管道等承
181

諾鼎力支持。

對俄羅斯來說，安納線可使俄國向日本、南北韓與東南亞等地出口石

油，得到更廣闊之能源市場；而安大線之優勢則在於造價相對便宜，另在石油議價方
面中國提出更誘人之價金。因此，二項方案的取捨、抉擇問題至2004年俄羅斯採取折
衷方案後始得解決。182 決定修建由東西伯利亞通往太平洋之管線，亦即泰納線，為全
長4700公里，西起泰舍特，向東延伸至遠東港口納霍德卡，同時鋪設通往中國大慶之
支線的輸油管道。其中，第一階段連接泰舍特與阿穆爾州的斯科沃羅季諾之工程預計
年輸送能力為3000萬噸，第二階段從斯科沃羅季諾鋪設到納霍德卡市近郊的科茲米諾
灣港口之工程預計年輸油能力為5000萬噸。183 自方案選定後，中俄兩國政府陸續簽署
一系列油氣合作之框架協議，開啟了大規模多方位之合作並確立雙方未來合作之方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俄羅斯石油產業部門面臨資金困境之際，中國與之達成貸款換
石油之協議。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根據此協議分別向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與俄羅
斯石油運輸公司(Transneft)分別提供150億美元與100億美元，時間長達二十年之長
期貸款，俄方則允諾從2011年開始的二十年期間每年向中國出口1500 萬噸石油，供

180

協議相關資訊參考自：石油觀察，2014，〈中俄油氣合作大事記〉，
http://www.oilobserver.com/html/941053555.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8 日。
181
黃慧珠，2003，〈中俄輸油管道起風波日本方案金錢開道重佔上風〉，
http://finance.sina.com.cn/b/20030910/1028440006.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9 日。
182
Rajan Menon. 2009. The Limits of Chinese-Russian Partnership. Survival. 51(3). p.124.
183
hydrocarbons-technology. ESPO Pipeline, Siberia, Russia . Available at:
http://www.hydrocarbons-technology.com/projects/espopipeline/. Accessed 29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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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總計3億噸之石油以作為償還方式。於此同時，輸油管線之中國支線工程亦開始正
式開工建設。184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於2010年9月共同出席了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為中俄原油管道舉行之竣工儀式。該管道於2010年底完成建設後，於2011
年1月立即正式投入生產。而後，中俄雙方亦持續對增加供油之可能性進行研究。2013
年3月俄羅斯石油公司與中國石油公司進一步簽署原油增加供應之協議，預計於未來
二十五年內將每年對中國的石油供應量提高至3100萬噸。除此之外，中俄兩國之合作
領域亦自石油進出口貿易延伸至包括開發油田和精煉方面等石油上下游市場之合作。
185

至目前為止，中俄石油管道之合作正逐步進展至成熟階段。另一方面，中俄間之油

氣合作計劃亦持續推展，例如在俄羅斯上游之勘探開發計劃，以及中國石油聯合俄羅
斯共同投資50億美元之天津煉化計劃，皆順利進行中。186
正如《2030年前能源戰略》所提及，俄羅斯正不斷調整其對內與對外之能源政策，
包括石油與天然氣在內之常規能源將會在儲量、產量以及出口量上有所增長。187 此檔
可視為對俄國政府能源政策之方向有更清楚理解之官方戰略白皮書。另就檔內容可理
解，當前俄羅斯能源出口量之增長，正朝著戰略目標之達成邁進。而對中國來說，繼
中哈原油管道後，中俄石油管道之建成與投產，可從近期供應達每年1500萬噸之能力
理解，中俄管道可為中國之能源供應安全增添多一份保障。隨著遠東管道計劃之日趨
完善，未來中長期之供油能力可望達到3000萬噸。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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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2009-02-18/002717234028.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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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Nwes. 2013. China to become Russia's biggest oil client.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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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2011，
〈俄羅斯入世石油門漸開〉，
《中國石油石化》第 24 期，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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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Ener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0. 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for the
period up to 2030. Available at:
http://www.energystrategy.ru/projects/docs/ES-2030_(Eng).pdf. Accessed 29 June 2014. p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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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靖峰，2013，〈俄石油與管道公司達協議對華供原油增至年 3 千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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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中俄石油管道鋪設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 Rafael Kandiyoti. 2005. Asia: In The Pipeline: Moscow and Beijing, Asia's Roaring
Economies. Available at:
http://www.mindfully.org/Energy/2005/Moscow-Beijing-Economies1may05.htm Accessed 29 June
2014.

對於原油高度依賴進口的中國與東亞區域國家而言，保證能源供應與運送安全與否格
外重要。作為中國油氣進口四大通道之一的中俄原油管道，成為中國自陸路進口俄羅
斯原油之重要戰略通道，此管道更實現了油氣資源進口來源與方式之多元化，對於保
障中國以及整個東亞區域國家能源供輸、使用之穩定而言，意義顯得格外重大。
綜觀本章所述之實例，可理解中國與東北亞各國在於自身油氣之需求與供應之不
平衡，致使其須對外輸入油氣能源以支持國家之發展。鑒於此種對外之高度依存，於
油氣盛產國間之合作乃不可或缺，彼此間區域性合作更是勢在必行。然而，中國雖與
土庫曼、哈薩克與俄羅斯等國建立石油、天然氣之合作管道進行油氣供輸，但此些合
作關係卻仍流於二國之間雙邊之合作協議。而中國與東北亞國家間更僅存在國與國之
間的油氣轉運功能。由此可知，各油氣供輸國與中國、日本與南韓之間只分別在輸出
或供應面向與中國具有雙邊之點對點合作關係，不僅未能擴大發展為區域內之多邊合
作，跨次區域之油氣建設與合作更是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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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於東南亞之油氣管道建設
第一節 東南亞國家油氣資源概況
向東連接太平洋，向西接續印度洋，向北鄰接中國大陸的東南亞區域，位處重要
的地理戰略位置。2005 年至 2012 年中國與東南亞區域國家之間的油氣貿易中，中國
主要將原油出口至泰國，新加坡，印尼及馬來西亞(圖 4-1)，同時又自泰國，越南，
汶萊，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國進口原油(圖 4-2)。因此對中國來說，至少就能源上東南
亞是全世界重點合作區域之一。為此，以下針對與中國有高度能源貿易關係之東南亞
國家進行能源概況之探討

圖 4-1. 2005-2012 年中國向東南亞區域國家出口原油量
資料來源: 姚海棠，2013，
〈中國東盟能源“海上絲綢之路＂再升級〉，《中國能源報》2013 年 10 月
14 日第 01 版。

圖 4-2. 2005-2012 年中國向東南亞區域國家進口原油量
資料來源: 姚海棠，2013，
〈中國東盟能源“海上絲綢之路＂再升級〉，《中國能源報》2013 年 10 月
14 日第 01 版。

同樣與中國環著南海的印尼，擁有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等能源資源蘊藏量。約 60
個油氣盆地分佈於蘇門答臘與爪哇等區域，因此位居亞太第二大石油生產國以及最大
天然氣生產國，同時也是東協成員國中唯一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189

189

截至 2012 年底

張琪，2013，
〈印尼:亞洲"油桶"的隕落〉
，《中國能源報》2013 年 02 月 04 日第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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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已探明之石油可開採儲量為 5 億噸，佔世界總量的 0.2%，已探明可開採天然氣儲
量為 103 兆立方英尺，佔世界總量的 1.6%。190
地處亞洲大陸東南地區的泰國，油氣能源資源之總量相對於世界其他國而言相對
不豐富，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出版之《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調查報告
顯示，截止 2013 年 1 月泰國已探明之石油儲量為 4.53 億桶，位居世界第 51 名，東
南亞區域第 5 名。已探明之天然氣儲量為 9580 億立方英尺，位居世界第 31 名，居東
南亞國家第 4 名。191 能源資源蘊藏無法趕上國內經濟發展不斷成長的能源消費，使泰
國對於能源的依賴度不斷升高。根據泰國能源部長所述，2013 年泰國 3%之經濟成長
所帶來之能源消耗達每日 200 萬桶油當量，天然氣與原油所佔能源消耗之比重最高。
泰國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委員會預測，2014 年泰國之經濟成長率將達到 4-5%，能源
需求將達每日平均 205 萬 5000 桶之油當量，與去年相比增加 2.5%。192 以現階段泰國
經濟發展之龐大能源需求而言，略顯不足之已探明能源資源儲量是泰國擔憂之問題。
根據 2013 年 BP 世界能源統計，截至 2012 年泰國油氣資源總量佔世界總量幾小之比
例，石油與天然氣資源佔世界總量之比例分別為低於 0. 05%及 0. 2%193，可看出泰國
油氣資源存在極大的稀缺性。
位於中南半島東部的越南，截至2012年底已探明之石油儲量為6億噸，佔世界總
量之0.3%，已探明可開採天然氣儲量則為21兆立方英尺，同樣佔世界總量的0.3%。在
東南亞區域中，已超越印尼與馬來西亞而成為東南亞最大石油生產國，天然氣儲量則
是位居第三。194由於受限於技術等外在因素，這些儲量豐富之油氣資源的發現和開採
也是近30年內才開始。越南的油田在1970年代後陸續被發掘，80年代中期開始產油直
190

BP p.l.c..ibid.95，p.6-2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book. Available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244rank.html?coun
tryname=Thailand&countrycode=th&regionCode=eas&rank=51#th. Accessed 7 July 2014.
192
泰國世界日報，2014，〈能源需求今年估增 2.5％〉
http://8888.pumo.com.tw/gate/gb/www.udnbkk.com/article/2014/0111/article_113759.html，檢
閱日期：2014 年 7 月 8 日。
193
BP p.l.c..ibid.95， pp.6-25.
194
BP p.l.c..ibid.95，pp.6-25.
191

76

至90年代開始產量迅速增長。由於煉油技術有限，並且石化工業之體系尚未完整地建
立，因此越南的原油幾乎向外出口，主要銷售地區包括中國，日本，新加坡，韓國，
美國等能源消費大國，這也使原油出口為越南帶來龐大的外匯存底。195 2000年原油出
口總額35億美元196，2005年上漲的油價使越南原油出口收入創下新高，逾69億美元佔
越南出口總額之21.8%197，油價居高不下至2012年出口收入已達82.3億美元，比前年增
長12.7%。198在天然氣的部分，近年來產量亦迅速成長。2001年時僅為17.24億立方公
尺199，近年來更是增加至82億立方公尺。200
陸地油氣資源有限的馬來西亞，在1950後開始往馬來半島之近海勘探油氣，陸續
於巴蘭、西魯東與圖高等地發掘一系列之油田，這些油氣田之發掘使馬來西亞自此成
為東亞重要之油氣生產國。201截至2012年底已探明之石油儲量為5億噸，佔世界總量之
0.2%，已探明可開採天然氣儲量則為48兆立方英尺，佔世界總量的0.7%。在東南亞區
域中，石油儲量位居第三而天然氣儲量則是僅次於印尼位居東南亞第二。202 根據筆者
估算，馬來西亞原油探明儲量為37億桶，按照2012年之一天生產65.7萬桶之標準計算，
馬來西亞的原油可維持開採15年；天然氣按目前每日生產650億立方公尺計算，可維
持開採20年。

位於東南亞婆羅洲北岸之汶萊，面積僅5770平方公里之小國卻是東亞省產油氣之
重要國家。根據2013年《世界概況》與BP世界能源統計之調查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
195

遊明謙，2004，《當代越南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98-199。
劉大年，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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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汶萊已探明之石油儲量為10.1億桶，位居世界第41名，東南亞區域位居第四。已
探明之天然氣儲量為10兆立方英尺，位居世界第35名，居東南亞國家第5名。203藉由石
油與天然氣之開發與出口，使汶萊從貧困的農業小國發展成齊列世界最富有之國家。
目前文萊有11個油田共約772口油井，其中9個為海上油田，2個為陸地油田。204 汶萊
生產之石油的95%以及天然氣的85%以上皆供出口貿易使用，以2011年為例，汶萊對外
貿易額之153.5億美元當中油氣貿易便占77.3%205，可發現石油與天然氣之出口為汶萊
帶來龐大的利潤。
油氣資源蘊藏豐富之緬甸，已探明之天然氣儲量達 7.8 兆億立方英尺而排名於全
球第 41 位。206 緬甸成為天然氣出口占總出口收入 40%之重要國家，乃由於緬甸境內
具有數個儲氣量豐富之油氣田。位於安達曼海上的耶得那(Yadana)天然氣氣田之儲量
為 1500 億立方公尺，每日生產量為 6.5 億立方英尺。包括建設之全長 410.5 公里輸
氣管道在內，此氣田開發之總投資額超過耗資 10 億美元。1998 年與泰國簽署協定後，
每日透過天然氣管道向泰國出口 5. 25 億立方英尺之天然氣。另一個開發投資額為 7
億美元之耶德貢(Yetagun)油氣蘊藏量為 480 億立方公尺，分別由緬甸，日本，泰國
與馬來西亞之油氣企業以特定之持股比例於 1992 年 11 月開始進行商業性開採。207 此
兩大氣田使緬甸成為能源出口國，而後緬甸陸續發掘之其他油氣田除前述國家之外，
中國，印度與泰國等鄰國亦積極爭取開發權。208 自從 1998 年加入以管道輸出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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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列後，天然氣出口量不斷增長的緬甸已於 2000 年開始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天然
氣管道輸出國，並在 2008 年居於天然氣管道輸出國的第 13 名。209

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7 日。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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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東南亞區域之互聯互通計劃與網絡

隨著經濟全球化而不斷提升的能源需求，使國家與區域之互賴不斷提高，而能源
安全的問題亦日漸受到重視。就能源需求方面雖處競爭的狀況，而能源安全之合作卻
也持續加強中。世界能源需求日漸龐大的東亞區域，區域內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卻寥寥
無幾。隨著氣候變遷與世界局勢於能源安全上造成影響，使東亞區域國家近十年來除
了競奪能源外，亦開始加強各方面雙邊與多邊之能源合作。相互依賴是促進能源雙邊
與多邊合作的主因，然而合作的構想是否能順利產生進而為整個東亞區域帶來實質上
的效應，則是必須視在漫長的合作道路上區域內國家是否能夠共同努力，方能以合作
促進區域之能源安全。就目前而言，東協次區域之能源合作已有較為顯著之成果，作
為區域內能源消費大國的中國，日本與韓國近年亦積極倡導能源合作。210以長遠發展
來看，中國與東亞區域的油氣資源將於供需上呈現嚴重不均衡之狀況。因此以合作促
進穩定且有效率的油氣資源供應，成為中國與東亞國家追求穩定經濟發展所必須採取
的手段。油氣資源安全是能源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能源安全是國家經濟乃至國家
安全的前提。能源安全包括三個面向，首先是確保能源的可獲得性，其次是價格的可
接受性，最後是能源運輸通道的安全性。211 能源可獲得性的高低繫之於油氣供應鏈的
安全與否，因此油氣資源運輸順暢便成為確保能源安全重要因素。相較於東亞區域內
其他國家，東南亞區域國家早在 1980 年便開始對能源安全之議題進行關注，截至目
前已舉行至第三十一屆之東協能源部長會議使會員國的共同利益在歷屆會議中漸漸
取得平衡與共識，並促進會員國之間的合作以使能源安全獲得確保。212
作為東亞次區域能源合作程度相對較高之國家間組織，東協的第一個跨境天然氣
管道起自馬來西亞至新加坡，於 1991 年正式投入生產。213 近年來對於能源需求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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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李國章，2013，〈第 31 屆東盟能源部長會議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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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東南亞國家，根據國際能源署預測，至 2035 年能源需求成長將超過八成。

馬

來西亞前副首相安華也提到，如果要滿足東亞區域內各國之能源需求，於區域內建設
天然氣輸送管道系統就成為必要的措施。215 於東協十加三之架構下，1998 年成立了
東亞展望小組以對跨地區之能源合作做更進一步的規劃與研究。2162002 年 7 月東協各
國簽署之《跨東協天然氣管道之諒解備忘錄》(The ASEA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n the Trans-ASEAN Gas)提到，降低對中東地區石油資源依
賴的同時，將致力於改善能源結構，並以區域性之能源基礎設施網絡之建構促進東南
亞區域國家之天然氣合作。除此之外，東協亦將透過成員國之間的合作，建設能源儲
備以保障東協能源安全。217 2004 年中國正式加入與日本，韓國的東協 10+3 能源部長
會議，進一步以聯合聲明強調會員國之間於能源安全領域合作之重要性。218 同年，在
亞洲合作對話219之外長會議上，以東協 10+3220為主體簽署《青島倡議》
，強調能源安全
是國際社會所面臨之共同問題外，並提到進行能源合作時，將把重點聚焦於可持續、
穩定的能源生產以及供應，以符合成員國之利益並保障能源安全。透過對話與互利合
作的方式，在能源之開採，油管之建設，海上能源運輸航道安全之確保，以及能源價
格之穩定等各面向進行進一步之合作。

221

2007 年於東亞峰會期間由成員國所簽署的

《東亞能源安全宿霧宣言》進一步重申促進能源安全之重要性。222 在多種能源合作之
方案之中，油氣運輸網絡之建設與規劃是目前較有實質進展之合作領域，以下將進一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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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說明。
《東協互聯互通總體規劃》(Master Planon ASEAN Connectivity，簡稱規劃)中，
以三個面向定義互聯互通，分別是包含交通，資訊與通訊科技，能源在內之物理連結
(Physical Connectivity)，包含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投資服務之自由化和便利化，
跨境程式，能力建設計劃，區域運輸協定在內之制度連結(Institutional
Connectivity)，以及包含教育，旅遊和文化交流在內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223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定
義基礎設施建設包含硬體與軟體兩個部分，硬體的部分為物理的連結，包含如交通運
輸，能源與通訊工程等設施和設備，軟體的部分則是支援硬體能夠順利運作之措施，
如政策，法規與社會網絡等。224 大體而言東協對於互聯互通建設之定義與亞洲開發銀
行是相同的，皆意在強化基礎設施，制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目前，中國與東協
之基礎設施主要建設於大湄公河次區域，泛北部灣及東盟東部增長區等區域225，此規
劃為中國與東亞區域國家間之能源運輸通道以及其他領域(如交通，電力，通訊等)更
進一步合作建立良好之基礎。
油氣雙管道之建設亦為互聯互通總體規劃中重要的部分。耗資 142 億美元的東協
天然氣管網，預定跨越 10 個國家之領土，穿越距離超過 4000 公里，天然氣之運輸量
預計達每日 30.95 億立方英尺。屆時透過天然氣管道便可將所有東協成員國與包括中
國在內之合作夥伴更為緊密地加以連結。226 為了促進天然氣管網合作之進一步推行，
東協國家制定一系列之計劃，是為東協能源合作行動計劃(Asean Plan of Action for
Energy Cooperation)。第一個能源合作行動計劃執行時間為 1999 年至 2004 年，於
第 17 屆東協能源部長會議舉行期間制定了《跨東協天然氣管道總規劃》和《東協(能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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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互聯互通總規劃》兩項規劃，並預計於 2020 年前完成東協區域之天然氣管道聯通
網絡之建設，以完成天然氣之跨國界運輸。227第二個能源合作行動計劃執行時間則為
2004 年至 2009 年，期間以更多專業次級機構進行能源合作，如東協能源中心(the
ASEAN Centre for Energy)，東協石油委員會(the ASEAN Council on Petroleum)，
非傳統能源研究小組(the Sub-Committee on Non-Conventional Energy Research)，
區域能源政策和規劃次部門網絡(Regional Energy Policy and Planning Sub-Sector
Network)。228目前最新之能源合作行動計劃執行時間為 2010 年至 2015 年，強調透過
跨東協之能源網絡合作保障東亞區域長期之能源安全與供應之穩定，並計劃到 2020
年前以天然氣管道網絡將東協成員國現階段下所有建設中之天然氣管道加以連結。截
至上個計劃完成為止，已有 8 條跨國之雙邊天然氣管道開始運作。229期待未來透過雙
邊天然氣管道之相互聯結，能夠提高天然氣於東亞區域之流通性。透過互聯互通，預
計於 2015 年前可藉由穩定且有效率之能源供給加速東協國家與合作夥伴之間的經濟
發展，並進一步提升能源安全。230由中國與緬甸兩國共同建設運營之中緬天然氣與原
油管道，則於 2013 年完成建設。231

就目前東亞各國之能源合作而言，可觀察到能源安全之區域性合作與其他區域相
較尚處發展與起步階段，主要之合作形式仍為雙邊能源合作。雖然尚未形成較明確之
227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The ASEAN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n the Trans-ASEAN Gas Pipeline (TAGP). Available at:
http://www.asean.org/news/item/the-asean-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mou-on-the-trans-as
ean-gas-pipeline-tagp. Accessed 16 July 2014.
228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Asean Plan of Action fo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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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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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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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多邊合作機制，然就目前進行中之互聯互通規劃可預見未來東亞區域之能源安全
合作具相當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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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油氣能源合作之探討

壹、束之高閣的油氣合作

東南亞各國之經濟發展水準存在相當大的落差，文化與宗教之人文背景不同，以
及型態各異的政治制度，複雜歷史背景所留下的問題，皆為阻礙東南亞國家更進一步
合作之結構性因素。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之間地緣政治經濟存在著競爭關係，無法
有效解決利益分配之問題是東南亞國家無法為更進一步油氣能源合作之重要因素。

一、印尼

隨著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合作之不斷深化，中國與印尼於油氣能源方面之合作亦陸
續起步，其中油氣能源之進出口貿易占兩國貿易相當重之比例。根據統計，中國佔印
尼進口與出口貿易總額分別為 15.3%與 11.4%，相當於 293 億美元與 216 億美元。其
中，能源貿易額高達 85 億美元。232 雙方於能源合作上有逐步深入之發展，2002 年以
《中印尼關於成立能源論壇的諒解備忘錄》為中國與印尼共同設立能源論壇以促進雙
邊能源合作之始，於 2013 年共同發表之《中印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規劃》更提
到未來兩國於 2015 年前將以達到 800 億美元之貿易額為目標，並使雙方貿易持續成
長，認為在印尼投資擁有發展潛力的中國，持續鼓勵其國內企業對印尼進行基礎設施
建設之投資，自然資源與能源之建設主要集中於蘇門答臘走廊與加里曼丹走廊等區域。
確保能源安全為中國與印尼兩國共同關切之問題，在該規劃中雙方皆同意進一步善用
兩國能源論壇，以擴大油氣與其他能源領域之合作。該規劃亦強調雙方於互聯互通基
礎設施建設之合作，範圍包括鐵路、港口與機場等建設，進一步確認雙方空中和海上

2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3，〈2012 年印度尼西亞貨物貿易〉
，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3209，檢閱日期：2014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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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運輸合作之重要性。

早在 1994 年中國便已於石油開採方面對印尼進行投資，中海油購買美國 ARCO 公
司(Atlantic Richfield Company，簡稱 ARCO)於麻六甲區域之部分股權為 1990 年後
中國首次對印尼於油氣領域之投資234，而後 2002 年接續出資 5.85 億美元從西班牙雷
普索爾(REPSOL-YPF)公司收購下印尼五個區塊之石油與天然氣資產之開發權，進而成
為印尼最大之海上石油公司。235 同年，中石油出資收購美國(DEVON)公司於印尼之六
塊油田，使中國於印尼之能源投資規模更為擴張。成為印尼油氣資源支重要投資國所
帶來之效益，為每年為中國提供之 4000 萬桶之原油。236

然而，中國與印尼在油氣資源領域之開發與合作卻進行地不甚順利。其一，是印
尼國內由於經濟發展之需要對於油氣能源之需求連年增長，已達到每日 150 萬桶之原
油需求237，而能源供不應求索導致的結果則為印尼於能源政策上將以滿足國內需求為
首要目標。其二，是其他印尼油氣出口國包括美國，日本與韓國在內之國家不斷提高
238

對印尼之直接投資 ，所帶來之排擠效應使中國於印尼之能源利益與優勢受到挑戰。
另一方面，印尼能源面臨供應不足亦為遠因。在沒有發現其他儲量龐大油田之情況下，
專家預估印尼之石油將在 11 年之後耗竭殆盡。239石油蘊藏逐漸涸竭加上國內消耗日益
增加，已使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的印尼自 2004 年開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並於 2008 年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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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脫離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
240

二、泰國
中國與泰國之往來有百年以上之歷史，同時中國也是泰國貿易出口最大市場和進
口第二大國，雙邊貿易總額逐年提高，至 2012 年已達 644 億美元，其中中國佔泰國
進口與出口貿易總額分別為 376 億美元與 263 億美元。其中，能源貿易額為 40.7 億
美元。241為提升兩國合作夥伴之關係，於 2012 年 4 月雙方達成共識並簽署《中泰戰略
性合作共同行動計劃(2012-2016)》使中泰戰略關係有更進一步之進展。隨著泰國與
中國對進口能源之依賴皆不斷提高，而雙方石油資源皆必須途經麻六甲海峽所帶來的
高度能源安全風險，使得克拉地峽運河之方案漸為重視。位於通往湄公河地區和南亞
地區的重要戰略位置，使地處中南半島中心的泰國過去以來便計劃著在麻六甲以北之
泰國南部半島陸地最窄處開鑿克拉地峽運河，透過該構想可將印度洋和太平洋直接聯
通進而使油輪能從泰國西岸之安達曼海通過運河直達太平洋海域之泰國灣。在此線路
上修築輸油管道以使油輪可從半島西側卸油進入管道並直輸半島東側，運輸路途短且
不必繞道麻六甲海峽可提高能源運輸安全。242 此構想同時也為東亞區域國家大為節省
石油運輸所必需耗費之時間和費用，同時也提高了石油運輸之安全性。該開鑿運河以
打造東方巴拿馬之構想可以追溯至十多年前泰國五世國王朱拉隆功時期，然限於諸多
因素而一直受到延宕無法實現，泰國難以獨自承擔高昂的費用因而使該計劃受到擱置。
243

近期全球油價居高不下，且未來仍呈明顯之上升趨勢，皆使能源問題尤其是石油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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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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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石油路線圖＂曲折前行〉，中國海洋石油公司網站：
http://www.cnooc.com.cn/data/html/news/2004-04-28/big5/315069.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7 月
8 日。
243
曾志雄，2004，〈泰國“陸橋＂擠掉“克拉運河＂〉
，光明日報：
http://www.gmw.cn/01gmrb/2004-08/13/content_76987.htm，檢閱日期：2014 年 7 月 8 日。

87

輸之安全問題再度受到關注。麻六甲海峽過去衝突與危險事件發生之頻繁，使東亞各
國能源安全面臨嚴峻之挑戰，因而開鑿克拉地峽運河之構想再度受到重視。早於 2004
年泰國便曾表示，將籌資 6 億美元在泰國南部克拉地峽地區修建一條長達 520 公里的
石油管線。244 隨著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日漸深化，重新啟動的
克拉運河計劃使能源安全可獲得更進一步之保障。2014 年 3 月，中國柳工集團，徐工，
三一重工等中國企業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克拉運河小組之籌建。245 克拉運河開通後，
不再需要繞經麻六甲海峽所縮短的航程可為泰國，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節省能源運輸
246

之時間與成本。

三、越南
由於地理位置臨近之因素，近年來中國與越南間雙邊貿易不斷發展，貿易額也跟
著逐年攀升，其中能源貿易占據相當大之份額。247 在油氣能源面向上，合作探勘是越
南與中國主要之合作領域。2004年9月，中國與越南雙方之油氣公司正式簽署《石油
工程技術服務合同》，工程內容為中國與越南合作在越南北部河內盆地鑽兩口天然探
井，作為承包商的中國提供設備、技術與人力資源。啟動工程之五個月後完成了兩口
井之鑽探，鑽井過程中並挖掘每日平均可產三至四萬立方公尺之油氣田。248即便已有
些許之合作，以雙邊相當規模之貿易量相比，石油勘探、開發領域上雙邊之合作仍稍
嫌不足。南中國海較有爭議之石油與天然氣之探勘與開發，雙方無法取得共識是合作
無法繼續展開之主因。除了前述較為成功之探勘合作之外，中國與越南之能源合作主
要仍為能源之運輸貿易。249現況下不論是越南油氣產品或是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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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新浪網，2014，〈克拉地峽運河計劃啟動中國牽頭籌建避開馬六甲〉，
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3-13/1119768586.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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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http://hhlawaid.blog.hexun.com/11918182_d.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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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煤炭月刊》200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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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石油，皆必須繞經東南亞區域，因此維護該區域支海上安全不僅是越南，更是對東
亞區域國家而言皆至關重要，2002年包括越南在內之南中國海域周圍國家簽署之《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為各國基本共識，以體現各國對於石油與天然氣運輸之海上通道安
全之重視。250

四、馬來西亞

日漸供不應求的油氣資源，加上迅速成長的能源消費，使得世界對於能源的競奪
更加劇烈。為提升國家利益，中國與馬來西亞兩國以雙邊能源合作面臨此共同之問題。
1999年雙方簽署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關於未來雙邊合作框架的聯
合聲明》便達成共識，未來於農、林、礦業等領域將擴大技術交流，其中能源相關領
域包含於礦業合作當中。2512005年兩國共同發表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馬來西亞聯合
公報》再次強調雙方於能源領域合作之重要性，並且指出兩國企業朝擴大能源合作領
域之方向前進，探討兩國油氣領域企業設立合資公司之可能性與相關途徑。252 除此之
外，中國與馬來西亞於能源領域其他層面之合作尚未相當成熟，因此合作項目仍有
限。

五、汶萊

與中國的能源關係，則是在雙邊貿易呈逐年增長之趨勢。根據中國海關之統計數
據，2012年雙邊貿易額達16.08億美元，較前一年增長22.6%，其中來自汶萊之原油進

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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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t848051.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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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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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226666.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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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佔3.55億美元。

而中國與汶萊之間的雙邊貿易從2000年中國石化公司與文萊石油

公司簽署《錢皮恩石油協議》使雙方石油貿易額不斷增加，中國自汶萊進口之石油自
2000年之1.475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之1.475億美元及2002年之2.42億美元。2003年10
月雙方簽署之採購原油協議使中國由汶萊進口之石油更進一步攀升至3. 12億美元。254
2013年，汶萊與中國以《中國海油和文萊國油關於成立油田服務領域合資公司的協議》
之協議進一步將油氣能源之合作拓展至海上。255 2014年兩國以企業合資之方式，則是
中國與汶萊於油氣開採領域之最新的合作。

貳、成果具體的中緬油氣管道合作

原油管道與天然氣管道並行之中緬油氣管道工程，管道起點為緬甸西部之皎漂，
中間經過若開邦、馬圭省、曼德勒省等地後由中國南方之瑞麗進入，後繼續經過雲南，
貴州和廣西等三個省區及四十一個縣市，天然氣管道最終至貴港而原油管道最終則至
重慶。全長 2520 公里當中，緬甸部分 793 公里，中國部分則是 1727 公里。256 於中國
段管徑 1016 毫米，輸氣能力為每年 100 至 130 億立方公尺的中緬天然氣管道，於貴
陽與中衛—貴陽聯絡線連接，於貴港與西氣東輸二線之支線連接，於瑞麗至安順區段
與中緬原油管道並行，形成縱貫南北、橫連東西的輸氣管網。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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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中緬油氣管道工程所經之區域地理構造複雜，包括青藏高原，雲貴高原，瑞麗江，
怒江等各種不同高原與江河之的地理區在內，沿線破碎的地形與高度落差極大的高山
與深谷，加以激烈的板 塊運動與頻繁的地震災害，都為該中緬油氣管網建設增添更
多難度。

一、油氣合作之背景與過程

中緬油氣合作自 2001 年開始陸續起步，中緬油氣管道於 2004 年便已有雛形，然
初期雙方於合作所關注的重點並不相同。盛產天然氣，儲量位居世界第十的緬甸，主
要目標為將該國近海所開採之天然氣向外輸出銷售。然而中國方面，則是除了天然氣
之外，也同時想構建一條將中東原油運經緬甸而抵達中國之石油通道，同時鋪設油與
氣兩條通道是效益最大化之選項。258 2005 年 7 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緬
甸能源部簽署《關於加強能源領域合作的框架協議》，開始計畫構建之初步工作，至
2007 年 6 月中國石油與緬甸能源部簽署的《中緬天然氣合作諒解備忘錄》進一步確認
259

雙方之合作基本架構。

260

經過談判後，2008 年 12 月中緬韓印四國六方 共同簽署《關

於瑞氣田的天然氣購銷協定》
，將緬甸西海岸若開盆地 A1、A3 兩區塊之天然氣輸往中
國。261 2009 年 3 月，兩國簽署之《關於建設中緬原油管道和天然氣管道的政府協議》，
將管線規劃為天然氣與石油雙線並行，西起緬甸西海岸實兌(Sittwe)港，最後從雲南
瑞麗進入中國境內後抵達昆明。262 天然氣管道的規畫預計管道全長 2806 公里，口徑
1016 毫米，每年可向中國輸入 120 億立方公尺之天然氣。另一方面原油的部分，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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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長度約 1100 公里，根據設計第一期向中國輸送每年 2000 萬噸原油，二期以後年
輸油量預計達 4000 至 6000 萬噸，原油主要自中東與非洲區域運送至緬甸港口後，再
經由此油氣管道輸往中國。263 包括同年中緬雙方在北京簽署之《關於開發、運營和管
理中緬原油管道專案諒解備忘錄》協議264在內，在能源通道規劃上有了更進一步具體
之設計後，2010 年 6 月中石油與緬甸國家油氣公司簽署《東南亞原油管道有限公司股
東協議》
、
《東南亞天然氣管道有限公司權利與義務協議》和《東南亞天然氣管道有限
公司股東協議》三項協定，根據協定，中緬油氣管道工程之設計，建設，運營與維護
皆由中石油集團控股之東南亞管道公司進行。

265

2009 年 10 月 30 日皎漂港碼頭工程啟動，2010 年 6 月管道工程正式開工建設。
中緬油氣管道之天然氣管道於 2013 年 7 月正式投產輸氣，原油管道亦已接近完工階
段。266

二、中緬油氣通道之中的國際合作

中緬油氣通道從油氣資源的來源乃至管道的建設開發，皆以區域合作為重要之基
礎。在油氣資源的部分，中緬原油管道之原油來源除了中東、非洲外，尚有一部分來
自緬甸與泰國。267 天然氣管道的輸氣來源，主要來自於緬甸海上若開盆地的三個氣田。
鄰接緬甸的安達曼近海具有豐富的油氣資源，該區域之油氣資源之合作勘探與開發與
中緬油氣通道結合，可進一步提高緬甸與東亞區域之能源供應能力，舒緩東亞區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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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油氣能源無法自給的困境。

透過中緬油氣管道的連結，東南亞國家之間油氣資源

的供應得以更進一步合作，並利於未來能源供應之整合。另一方面，管道建設開發的
部分，由於中緬油氣管道為多國共同合資之計畫，因此投產後不僅中國和緬甸，參與
投資的韓國大宇集團、韓國天然氣公司和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印度國營天然氣輸送
公司也將成為收益方，未來三十年各國將按比例分紅獲得回報，如下頁圖 4-3 所示。
269

透過多國合作模式，中緬油氣管道為東南亞國家能源合作找到新的方式，可為東南

亞地區未來開展之能源合作奠定相當之基礎，進而將合作之成功外溢至其他更進一步
之能源合作計畫。

中緬跨國油氣通道的開通，不只改變油氣資源的流動方向，更直接影響世界油氣
供需格局。促進中東與非洲油氣輸往東亞的同時，傳統的地緣格局受到挑戰。緬甸臨
海之油氣勘探開發更是催生新的油氣地緣格局，為東亞雙邊，多邊乃至於區域之能源
合作創造新的機會。270 與東協國家間近年逐步發展之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相呼應，
中國與東亞區域國家之間的聯繫藉由管道建設而更加緊密，東亞區域之能源供應與能
源安全亦因合作而有進一步的保障。

三、油氣通道合作對中國的能源安全意義

中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以來，原油對外依存度不斷升高，2009 年首次突破 50%警
戒線，至目前為止將近 60%。271 對於石油進口超過 80%來自中東及非洲地區，並且必
須經過最窄處僅 2.4 公里的麻六甲海峽才能將原油運回的中國而言272，該區域的局勢
不穩定一直為中國的能源供應帶來安全隱憂，亦即麻六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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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22，頁 14。
安蓓、朱諸，2013，
〈新聞分析：中緬天然氣管道將為中緬兩國帶來哪些好處〉
，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0/21/c_117807303.htm，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11 日。
270
張良福，2013，〈能源運輸管道流動著的不僅僅是油氣〉，《世界知識》2013 年第 5 期，頁 15。
271
鐘健，2014，
〈中國原油進口依存度收減“油門＂〉
，中國人民網：
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4/0307/c71661-24552785.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9 日。
272
張良福，2013，〈誰在左右能源通道的安全〉
，《世界知識》 2013 年第 5 期，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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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中緬油氣通道之投資比例圖
資料來源: 中國石油新聞中心，2013，
〈“四國六方＂能源合作新模式：東南亞管道公司國際化道路的
探索與實踐〉
，中國石油新聞中心：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4/01/16/001467567.shtml，
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10 日。

倘若做為海上生命線的麻六甲海峽發生非預期之意外狀況或是遭到封鎖，則中國的能
源供應安全勢必面臨巨大挑戰。因此，配合能源進口地區以及進口方式多元化之戰略
273

，在與周邊國家進行能源合作之下，除了於第三章探討之中哈原油管道，中土天然

氣管道，以及中俄原油管道等西北，東北能源通道之外，做為西南陸上能源通道的中
緬天然氣管道之開通，使中國可藉此提升能源進口管道之多元化程度。降低經過麻六
甲海峽的必要性以減少能源安全之脆弱性，為中國能源供應多元化之安全戰略重要的
一環。按照原油運輸量計算，中俄原油管道每年 4610 萬噸，中哈原油管道每年 2000
萬噸，再加上中緬油氣管道的 2200 萬噸，三者透過跨國油氣運輸通道進口之石油總
計高達 8810 萬噸已占中國 2012 年石油進口量 2.71 億噸的三分之一。274 與傳統海運
航線相較縮短 1200 公里路程 (如圖 4-4 所示)，中緬油氣管道是繼中土天然氣管道後
第二條用以引進天然氣資源的陸上戰略通道，雖然無法完全替代麻六甲海峽之海上航

273

丁棟，2014，
〈中國加強陸上能源戰略佈局 能源進口多元化發展〉，中國新聞網：
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4/06-16/6286134.s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10 日。
274
楊國豐，2013，〈跨國管道：支撐能源平衡的“魔術手＂〉
，中國石油新聞中心：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3/09/09/001446730.s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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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卻減少中國能源對該海上能源供應航線之過度仰賴。能源供應來源的增加，使中
國之能源安全進一步得到確保。

圖 4-4. 中緬油氣通道與麻六甲海峽航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 環球軍事網，2013，
〈美軍戰時可封鎖麻六甲 緬甸關乎中國戰略安全〉，環球軍事網：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3-01/3573982.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10 日。

過去，緬甸天然氣主要出口泰國，於 2013 年中緬油氣管道完工後，中國成為緬
甸天然氣最大之消費市場，於中緬天然氣管道開通後預計至 2025 年可達到每日 10 億
立方英尺。275 就地緣相鄰之角度而言，緬甸臨近中國西南地區，透過管道運輸合作可
將將緬甸近海之天然氣資源然運送到中國，而中東經由海運至緬甸港口的石油也可藉
由中緬油氣管線轉運至中國。因此，北臨中國，東向泰國，西鄰印度，南接蘊藏油氣
資源之安達曼海，地理位置對於東亞國家之間的合作有著相當重要之意義。對中國而
言，臨近之地緣位置使緬甸能就近滿足中國不斷攀升之天然氣需求，則是使中國更接
近油氣通道多元化之目標。中緬之合作領域除了探勘與開發天然氣之外，仍包括包括
經濟援助與企業投資。過去以來，中國在緬甸設廠並進行礦物開採，水電，油氣生產
及農業等投資，以提供援助的方式，交換中國在緬甸的石油與天然氣之開採特權，進
一步增加中國於國外之油氣資產。276 而透過與中國之合作，緬甸的天然氣產量得到更

275

PetroMinPipeliner. 2010. China’s Pipelined Gas Impor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Outlook
to 2025. Facts Global Energy. No. 42, p.10.
276
李雋瓊，2007，〈中石油商獲緬甸油氣開採權總面積超過渤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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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住的提升，2012 年產量為 4472 億立方英尺，至 2013 年已增加至 5627 億立方英尺，
預計 2020 年透過中緬油氣管道可進口達 1450 億立方公尺之天然氣。277

另一方面，中國與緬甸之能源合作有助於中國與東南亞地區之區域合作與發展。
透過中緬油氣管道之連結，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之間的能源雙邊與多邊關係將因油氣之
供給與需求網絡而有更緊密的結合，透過能源通道而將各國之能源安全與利益加以連
結，對於未來區域內之共同發展為正向之影響作用。

http://big5.china.com.cn/news/txt/2007-01/18/content_7676267.htm，檢閱日期：2014 年 7 月 11
日。
27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緬甸聯邦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網站，2013，
〈緬甸擬增加天然氣和玉石
產量〉，http://m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2/20130200037536.s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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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許多迫切而重要的問題接踵而至。本研究以油氣能源為
核心，探討面臨共同的能源供應安全難題時，中國與東亞鄰近國家之間會產生什麼樣
的影響。當今能源問題已屬跨國性的問題，地緣政治之考量為中國與東亞鄰近國家進
行跨國合作之重要基礎。受到弱化的國家自主性必須透過與鄰近政治力量的妥協合作，
才能夠達到有效治理的目標。隨著全球能源資源的急速耗盡，尋求穩定的能源供應以
及安全的能源運輸，已成為各國確保國家生存的重要課題。東亞區域包括中國在內許
多國家，對於石油與天然氣資源的依存度不斷提高，維持經濟發展需要穩定且安全的
能源供應，因此共同的目標成為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的重要契機，而地緣政治則
為中國篩選合作對象的重要考量。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中國與東亞各國皆對石油天然
氣等能源的依賴不斷提高，進口石油當中有 56.2%來自中東地區。然而自中東地區輸
入原油至東亞必須經過的麻六甲水域，卻存在高度安全風險。鑑於麻六甲困境之潛在
安全問題對中國國家利益可能造成威脅，建構其他替代之能源通道便勢在必行。聯外
能源通道之建設需要其他國家的配合，因此在地緣政治的基礎下與鄰近之東亞各國進
行合作也就成為國家利益極大化考量下的必然結果。

馬斯洛認為人類生活背後存在著滿足需要之動機，其中生理需要是人類對生存最
基本的要求，為支持人類存活的重要前提。當今能源需求不斷提高，卻缺乏相對應的
足夠供應，以及飽受運輸安全威脅下，作為主權國家卻無法確保該國最基本的生存需
求時，滿足生存需要便成為向外尋求合作的動機。而過去被視為低階政治的能源供應
安全，隨著國家利益的考量與經濟發展的需要，重要性日漸升高。能源供應與運輸為
跨越國界之議題，單一國家難以獨力解決，國家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能源供應
緊張以及麻六甲困境，不僅為東亞各國無一能置身事外的議題，東亞各國皆會因為其
所帶來的影響蒙受損失或付出代價。換言之，面對這些潛在安全威脅缺乏足夠應變能
力的東亞各國，於能源供應與運輸議題同時具有高度敏感性與脆弱性。這樣國家難以
97

自主解決的問題，提高各國相互依賴的必然性。

能源之基本需求與滿足無法獨立解決，以鄰為壑的向外爭奪抑或睦鄰親善的國際
合作皆為常見手段，而不論前者或後者皆來自地緣政治之基本考量。一己之力無法獨
力達到能源的穩定供應與運輸安全，中國所採取之策略為運用積極的政策方針與外交
手段與他國進行合作，經過以地緣政治為基礎之決策過程轉換項，中國將其合作範圍
選定為與其能源通道計畫有緊密連接關係之鄰近東亞國家。為駁斥威脅論並向國際社
會不斷強調和平崛起的中國，面對能源議題時選擇避開衝突，並尋找雙贏的方式。本
研究先對於世界石油與天然氣資源之概況進行深入探討，接著聚焦東亞以及中國能源
狀況之介紹，以瞭解在全球視野下，東亞區域整體而言確實面臨相對嚴峻的能源問題。
探討中國面對此能源議題會有什麼樣的外交政策，必須先就其外交指導原則進行全盤
性的理解。外交指導原則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中國制定與他國合作之
決策的重要依據，對於每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皆於這些指導原則下進行制定之過程。藉
由解決問題的過程，對過去的經驗進行歸納與總結，並對其往後之決策產生影響，使
政策過程形成一個循環。因此，在訂定能源安全之大戰略目標的過程中，以能源運輸
與供應安全議題或麻六甲困境之威脅作為輸入項，地緣政治作為轉換項影響其行動觀
點之基礎後，進而產出與東亞鄰近國家進行合作之政策行動。至於合作是否能夠深化
或擴大，則視施行之成果是否能夠有效回應該議題或威脅，並符合國家最大利益而
定。

與東亞國家合作，為中國基於地緣政治之考量。掌握管道主導權的多寡與資源之
流向，皆來自地緣政治考量。在外交決策轉換項的作用下，中國與周邊國家進行尋求
穩定油源及開發運輸通道之合作。鄰接於中國的周邊國家，可分為東北亞與東南亞兩
大次區域。對中國而言，兩者於地緣政治及能源安全皆有著重要戰略地位。於油氣運
輸管道方面，中國採取由外向內之跨國油氣運輸管道建設，以與中國國內之油氣管網
加以連結。於西北方及北方，分別有中亞油氣管道及中俄油氣管道，於南方，則有中
緬油氣管道。在中國的地緣戰略運作下，這些管道之主要部分皆在中國的領土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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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未來石油運輸通道發生衝突對中國產生威脅時，中國亦能以其所在位置而佔
有捍衛能源安全之相對優勢地位。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建設自中亞及東北地區運
往中國的運輸通道，是符合國家利益的。與這些地區的陸路油氣管道完成建設，對中
國與東北亞國家而言無疑為避開麻六甲海峽困境，降低中東石油供應阻礙或中斷所帶
來的脆弱性，相當重要的一步棋。從同時提高中國與東亞國家安全係數的角度出發，
本研究對東北亞區域之各國油氣供需與進出口狀況進行理解後，再就對中國與東北亞
皆有重大意義之中亞油氣通道與中俄原油管道合作分別認識探討。另一方面，連接亞
洲與大洋洲，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東南亞，是重要的海上十字路口。同時作為中國重要
的油氣資源供應來源以及麻六甲運輸航線經過之地，使東南亞成為中國確保能源安全
而成為中國能源外交戰略上的重要地位。

可發現中國和東亞各國之間地緣之連結與相互依存日趨緊密。對於中國而言，東
亞各國無疑是相當重要的戰略夥伴，因此本研究透過地緣政治之視角對中國與東亞各
國如何以雙邊或多邊合作面對能源危機所帶來的安全問題進行探究。滿足人類共同需
要是促進國家之間進行合作的前提，地緣政治理論為中國選擇哪些國家做為合作對象
提供充足的理由，卻無法為該合作沒有持續深化或擴大的原因提出合理的解釋。倘若
地緣政治理論可解釋所有合作現象，則南海油氣資源的共同開發就不會遲遲停留在
2002 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之空談階段。278 換言之，地緣政治理論雖然能夠為國
家選擇合作對象之決策過程提供詮釋，卻無法為國家後續深化或擴大合作與否提出理
由與解釋。本研究於各章案例探討後，認為在地緣政治理論的基礎上，輔以新功能主
義之觀點，便能為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合作現象提供完整的解釋。

和諧而合作並非人類社會的本質，如同人們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主權國
家行為的考量與依據是經濟利益。任何政策乃至於國際合作的產出，皆為利弊得失複
278

2012 年 7 月，於東協外長會議、東協 10+1、東協 10+3 等一系列會議舉行之際，菲律賓和越南愈推
動東協通過“南海行為準則＂卻遭中國拒絕。中國青年報，2012，
〈菲越美強推"南海行為準則" 中國
暫時拒絕討論〉
，正義網：http://news.jcrb.com/jxsw/201207/t20120713_903644.html，檢閱日期：
2014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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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演算計算之結果。惟有行為體認知該合作具有重大利益時，才有合作的可能。非原
始成員國將在原始合作程度之深化以及新利益之形成下，逐漸對該合作產生認同，加
入該合作甚至擴大為區域治理然而本研究卻發現，中國與東北亞及東南亞周邊國家所
進行之合作，僅中亞油氣通道，中俄原油管道，以及中緬油氣通道為具體已完成之合
作計畫，更大多數的，為停留在國與國之間雙邊而非多邊之眾多空泛的協定。換句話
說，中國與東亞區域國家於雙邊合作上都不見得能夠取得重大進展，遑論更進一步之
多邊乃至於區域合作之發展。地緣政治理論除了解釋跨國性問題促進之國際合作，更
解釋了進一步深化或擴大該合作與否之原因，國家政治精英的作用是重要關鍵。對東
亞而言，國家政治精英之間所進行的互動才是對區域合作與治理產生積極影響之要素。
除非這群精英認為超國家層次之整合能夠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利益，否則區域層次的合
作與治理難以實現。由本研究前述之合作狀況探討可明白，相較於多邊與區域合作，
雙邊合作更為中國政治精英所想採取的合作途徑。然雖言為合作，大多數卻僅為有架
構的協議，缺乏實質進展之合作。中國並未於現階段致力於更多具體的雙邊合作乃至
於東亞區域治理之主因，或許與政府不願向下授權予其企業有關。無法達到經濟和政
治決策之分散，為無法擴大合作之主要因素。現階段中國與東亞國家之互動多為談判
與協議為主，在東北亞及東南亞次區域中，政治精英間經過協調而產生進一步合作仍
尚未出現。目前中國與各國雖已完成之油氣管道合作，由中石油等能源企業與各國能
源企業共同執行，然而缺乏實質政治授權的企業，也無法逕行為更進一步之合作。各
國政府仍未放棄對國內經濟政策工具之最終裁決權，而與東亞各國進行溝通協商與談
判並協調出共同利益仍然是中國國家政治精英的權力。除非其認為擴大合作的深度與
廣度，同時符合自我利益和國家利益最大化兩者，才會與各國政治精英進行進一步共
同利益之協調，否則仍難以達到合作進一步的擴大與深化。

從本研究之探討可發現，地緣政治是中國選擇與東亞區域國家進行合作的重要因
素。然而即便面臨共同問題也不見能能夠促進合作之深化與擴大，原因在於自身經濟
利益極大化與不願削弱之國家自主性仍然是中國國家政治精英至高無上的首要考量。
除非共同關切之問題已迫在眉睫，否則以本研究觀察與探討之結果，中國與東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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