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一、研究動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戰爭需求下，英國與德國為首的歐洲強權將軍事裝備由使

用煤炭改為使用石油，進一步刺激了國際石油的需求。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隨著經濟重建及各主要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石油對於各國經濟之稱的作

用日益突出，英國曾對能源安全作出以下定義：2 

 

能源安全是指消費者及其政府有理由相信在能源方面有足夠的 

儲備、生產以及銷售管道，可以滿足在可預見的將來對能源的需求， 

以及價格不至於使他們在競爭的過程中處於劣勢，而危及其生活。 

 

各國經歷 70 年代的能源危機後，主要能源輸入國對能源安全的討論越來越多，

在冷戰結束後，國際關係中在對安全的討論上，亦有很大的改變，各國對安全的

評估及討論面向更廣，3尤其資源稀少性的問題更是國際關係在冷戰結束後更為

矚目的研究課題。 

 

本研究以國際關係中的能源安全因素作為研究主題，其動機可以由世界因素、區

域因素、以及國家角度等方面說明： 

1. 在能源危機發生後，能源問題作為國家經濟發展之先決條件，逐漸被各國重

視，重要的能源輸入國如美國，更以保護石油來源作為其國家安全的重要目

標，1990 年波斯灣戰爭，即是最佳的例證，另外在美國對中東地區之外交政

                                                 
1 王逸舟主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人民，1999，頁 225。 
2 王逸舟，前引書，頁 227。 
3 David A.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1997) , p.23.     



策，其政策的持續性地與能源供需也相當大的關聯，4而在 2003 年發動的對

伊拉克戰爭，更是美國單邊對於保護石油供給所作出的大動作。因此在 80

年代的能源危機，以及 90 年的波灣戰爭，甚至 2003 年的對伊拉克戰爭，對

於全球經濟，甚至世界和平都產生很大的影響，而這是研究國際關係中的能

源安全重要的研究動機之一。 

2. 再者由區域因素來觀察國際關係中的能源安全因素，因為中東地區在 20世紀

初發現大量石油供應，成為列強勢力競奪之地，5且以阿衝突，中東地區也是

全球熱點之一，另外中亞地區豐富的油氣蘊藏，而在蘇聯解體後，各能源主

要輸入國在中亞地區勢力的競奪，使得中亞成為在全球的戰略地位提高。6 

3. 能源為各國經濟發展之先決條件，例如中國在 80 年代後實行改革開放政策

後，對於能源需求量大增，7目前已經成為全球第二之能源輸入國，因此各國

之能源需求影響國際關係中的能源安全因素，因為各主要輸入國對能源的競

奪，因此影響區域、乃至於世界的能源供應市場狀況，而在政治面，更有可

能因為能源的爭奪而發生戰爭。 

 

故就上述動機本文希望對國際關係中的能源安全因素有一全面了解，另我國在能

源需求上也是輸入國家，8因此對於國際關係中能源安全因素之了解，有助於研

究者對未來國際能源市場波動分析可能對我國能源安全產生的衝擊。 

                                                 
4 Robert J. Lieber, “Oil and Power After the Gul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1(1992), 
p.155.    
5 英國在 1909 年成立英波斯石油公司，視中東以及近東為其禁癵，直到 1928 年美國國際大油公

司（International Majority），推選埃克森(Exxon)為代表（因其掌握 50%英國石油市場，有強大的
談判籌碼），與伊拉克石油公司展開談判，終於使英、荷等國屈服，美國的勢力成功深入中東。 
董瑞琪，「國際石油壟斷制度之形成—石油發展專題之一」，『問題與研究』，第二卷，第十期，1981
年 7月，頁 82-85。 
6 王逸舟，前引書，頁 235-238。 
7 中國在近二十年來經濟發展下，成為主要能源輸入國，有分析家預測中國在 2020 年之前必須

要進口 60%的石油以及 30%的天然氣，以維持其經濟發展。Erica Strecker Downs, 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Santa Monica, Calif. : Rand, 2000 ,p.1 . 
8近年來我國進口能源佔總能源供給達九成，另進口石油達總能源供給五成。參考經濟部能源局，

http://www.moeaboe.gov.tw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討論國際關係中的能源安全因素，以冷戰後的新安全觀作為討論架

構，呼應過去的冷戰思維，分析後冷戰時代的能源安全發展；能源安全屬於非傳

統安全討論範疇，但能源安全影響之層面，從過去能源危機之發生到九一一事件

爆發後，發現能源安全在後冷戰時期影響的範圍更廣，本研究目的旨在處理以下

問題： 

1. 在非傳統安全的討論中，能源安全的內涵及其特性。 

2. 對於石油蘊藏以及石油在國際能源安全中的重要性作一整理分析。 

3. 針對目前最大的能源輸入國—美國之能源安全政策作分析，旨在了解最大的

能源輸入國之能源安全政策可能對世界能源安全的影響，檢視自美國在二戰

前後，與兩次能源危機後，其能源安全政策的轉變。 

4. 對於目前能源蘊藏的新熱點—中亞地區，分析美國對該地區能源安全政策的

的取向，與在後冷戰時代能源安全內涵擴大的關係。 

 

本研究主要以石油作為能源安全分析的要件，由石油的重要戰略意義，分析美國

能源安全政策，檢視不同時期能源安全策略的取向，呼應對後冷戰時代的新安全

觀之非傳統安全的改變。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根據美國能源部所屬能源資訊局（EIA,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2001

年的統計，全世界能源生產來源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以及電力（指其他

由水力、核電、地熱、太陽能、風力、廢棄物能產生之電能），石油佔總能源供

給的 38.5%；煤炭次之，佔 23.8%；天然氣第三位，佔 23.2%；水力第四位，佔

6.62%；第五名為核能，佔 6.56%；由地熱、太陽能、風力、廢棄物能產生的電



能為第六，僅佔 0.8%。9石油在 2025 年之前，仍是主要能源燃料，佔全部能源

產量百分比將持續維持在 39%，10因此石油能屬於世界能源安全最重要的因素，

儘管其他替代能源，例如核能、風力、水力等，其重要愈來越受到重視，但是就

現階段與未來能源使用發展觀察，石油仍是最重要的能源來源，因此本研究以石

油為例說明國際關係中的能源安全因素。另外本研究之範圍重點，著重於下列部

分： 

1. 以新安全觀作為討論架構：能源安全屬於非傳統安全討論的一環，其與傳統

的軍事戰略思維有相當大的不同之處，但是能源問題的確影響到世界穩定和

平，而這是本研究以新安全觀的角度要去解釋能源安全對目前世界的衝擊。 

2. 以國家能源政策作比較分析：以美國的能源政策做說明，以具體的政策作為，

說明國家在追求安全上的可能選項，以及能源安全在一國之外交政策取向上

的議題訂位為何，在後冷戰時代，乃至於九一一事件發生後，能源安全在一

國的外交政策上定位是否有變動，其議題層次是否提升。 

3. 以「美國石油安全涉足中亞油源」為例探討國際能源安全：因中亞地區在冷

戰結束後，受到國際高度關注的地緣位置與油氣蘊藏，因此本文期藉美國對

中亞之石油能源政策探討國際能源安全；因就油氣蘊藏上僅是包括裡海周遭

國家（俄羅斯、伊朗、亞塞拜然、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克），另根據美國

普林斯頓裡海研究中心(Caspian Associates) 創辦人 Hooshang Amirahmadai認

為，裏海地區應定義為包括伊朗、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喬治亞、部

分的俄羅斯聯邦、亞美尼亞、亞塞拜然、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斯、吉爾

吉斯與哈薩克等不包括印度與阿拉伯世界的國家；11所以本文僅就中亞地區

裡海週遭具重要產油據點之國家，即哈薩克、亞塞拜然與土庫曼等進行討論。 

4. 以文獻探討方式討論能源安全：本研究以文獻探討的方式對能源安全進行分

                                                 
9陳芃，「看數字在說話--國際能源供需的情勢(上) 」，『能源報導』，2004 年 5月。 
10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Government),http://www.eia.doe.gov/oiaf/ieo/world.html 
11Hooshang Amirahmadai, “Challenges of the Caspian Region”, Hooshang Amirahmadai ed., The 
Caspian Region at a Crossroad, N.Y.: St. Martin’s Press, 2000, p.2.  



析比較，不同於以經濟模型來分析國際原料價格的方式，來討論能源安全之

於國際經濟的變動，本研究以歷史脈絡為研究體材，對事件以及政策實踐作

出比較分析，探討能源安全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 

 

四、文獻探討 

能源安全屬於非傳統安全之一環，在分辨傳統安全，及非傳統安全前，必須先強

調，儘管在冷戰結束後，傳統安全中的軍事安全因素重要性下降，但是傳統安全

與非傳統安全間並非排他關係，彼此之間是有議題連結的關係存在，在後冷戰時

代非傳統安全因素逐漸被強調，但並非全不考量軍事的因素，而是加入例如經濟

安全、能源安全等非傳統安全的因素，12使我們在思考國家安全問題時有要考慮

的因素更多、更加複雜；David A. Baldwin 指出多面向的新安全思維並非是一項

新的發現，而是在不同的時代背景下，對於不同的問題解決，會使用不同的分析

角度思維。13因此我們可以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關聯是安全概念內涵的外

延。14 以下就數點說明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的關聯性：15 

1. 非傳統安全概念是從傳統安全觀念和國家安全觀內涵擴展演變而來，對非傳

統安全問題的了解是在傳統國家安全觀的基礎上發展出來的，像是生態問

題、資源問題目前成為一種新的安全威脅，是一種過去的「老問題」但是現

在的表現形式和造成的危害具有「新的特點」。 

2. 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原本屬於傳統安全

領域的問題可能轉化為非傳統安全的問題，例如經濟危機、少數民族問題等，

因為屬於跨國性的議題，變成非傳統安全討論的範疇。 

3. 從全球安全環境和主要大國處在外在敏感重要的地緣政治經濟與戰略位置，

                                                 
12Joseph J Romm, 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 the nonmilitary aspects,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3, pp.1-2.  
13 David A.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1997) ,p. 23.  
14陸忠偉，「非禪統安全論」，北京：時事出版社，2003，頁 2。 
15陸忠偉，前引書，頁 35-38。 



所面臨國家安全問題來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均同時並存且彼此關

聯相互影響。國家的安全戰略必須同時應付傳統及非傳統問題所構成的威脅

和挑戰。 

4. 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關係是互動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果失控遭受激

化，便會引發國家間的衝突，導致以傳統安全的軍事手段加以解決，例如因

為爭奪資源而引發的戰爭。 

 

在了解傳統安全及非傳統安全之間的關聯性後，進一步加以釐清二者之間差異，

以下表說明之。16 

表 1-1：傳統安全及非傳統安全比較表 

討論差異 傳統安全 非傳統安全 
關注的對象及主體 國家 不只是國家，強調非國家行為

者的重要，包括個人，團體 
重視的安全議題 軍事及政治安全；地區

安全與全球安全不過

國家安全的延伸 

國際安全，全球安全 

討論議題之間的關聯

性 
問題較為單一，集中為

軍事或戰爭威脅 
問題較多樣，個種問題在不同

程度具有相互的關聯性 
構成問題的來源 來自國家間，來自外部 可能是外部或是內部，也可能

是內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解決手段 強調以軍事、結盟或戰

爭手段應付威脅 
因為非傳統安全強調安全威脅

的多樣性，因此國家間可能採

用雙邊或是多邊的合作 
國際關係理論取向 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社會建構論 

 

上表指出傳統安全觀是以現實主義為思考主軸的途徑，在 60 年代前以現實主義

                                                 
16整理自 Buzan, Barry,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1997, 
pp.10-20; Snyder Craig A.,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Basingstoke, Hampshire : Macmillan, 
1999, pp.7-8;陸忠偉，前引書，頁 35-38；叢鵬主編，「大國安全觀比較」，北京：時事出版社，2004
年 7月，頁 1-26。 



為基礎的傳統國家安全觀一直主導人們對國家安全的認識，但這樣的思維在 70

年代開始受到質疑，認為以軍事手段維繫國家安全的方式已經走到極限，因此開

始有「新安全觀」的提出，對安全的主體、內含及手段有了新的認識。回到本文

能源安全討論的重點上，Michael T. Klaire在 “Resource War”一書認為未來戰爭

發生的原因將是因為能源短缺而發生的爭奪戰；該書中傳達「響國際安全的因素

在後冷戰時代開始轉變，能源安全在國際關係議題層級上提升」這樣的概念；在

70 年代能源危機發生後，能源安全逐漸成為關係討論上熱門的課題，西歐、日

本等已開發國家由於能源危機改變了對中東的政策，各國也紛紛尋求新的能源來

源；而在冷戰結束後，隨著國際油價平穩，國際關係對能源安全的討論轉為思考

新能源的開發可能引起的國際衝突，以及在能源安全各國可能的合作方式，以及

強調儲備石油的重要，以維護各國的能源安全。 

 

因此，各國在追求能源安全，目的即在確保在可以負擔的價格下，獲得充足的石

油來源，並且不會對國家重要利益造成危害；17所以在不同的時代下，各國追求

能源安全的方式及目的各異，例如美國在 80 年代，在面對能源危機下，其所要

解決的能源問題項目就是確保中東地區供應原油穩定，以穩定油價；但是到了

90 年代美國所要面對的除了要確保中東地區的油源穩定外，更要尋求其他地區

的新的油源，以確保原料供給穩定；另外更要考量使用能源時對環境所造成的衝

擊。18 

 

90 年代對新油源的討論，似乎又回到過去對地緣政治思維，尤其蘇聯在結束中

亞地區的統治後，該區豐沛的能源蘊藏成為各國覬覦的焦點，然而在中亞地區的

開採石油在 90 年中期後受到很大的挫折，學者 Robert A. Manning認為大家對將

中亞視作第二個波灣，是對中亞地區重要的性的迷思(Myth) ；19相較於美國部分

                                                 
17Joseph J. Romm, op. cit.,p.37.   
18Joseph J. Romm, op. cit.,p.50. 
19Robert A. Manning, The Asian energy factor: myths and dilemmas of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Pacific 



學者對中亞地區能源重要性的質疑，對能源需求急遽增加的中國學者徐小杰則仍

然認為各國在中亞地區正進行一項地緣競賽，重提麥金德的「地緣政治說」，「誰

控制了東歐，就控制心臟地帶；誰統治了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世

界島，誰就控制了世界」20。然而不管對中亞能源開發前景看法偏向，中亞地區

在九一一事件後成為美國反恐的重要目標，大大提升了其地緣重要性，隨著中亞

地區與美國在反恐行動上的合作，與俄羅斯合作興建油管，將可以提高中亞地區

的石油產量，對目前正在減產的北海石油，與減少對波灣石油的依賴，是解決目

前美國能源需求良藥。21 

 

其次，有關對能源安全政策的討論，在能源危機結束後，主要工業國家(尤其美

國)開始形塑能源安全政策，但是在 80 年代，政策目的重點在國內有效地運用能

源，避免重蹈 70 年代釀成能源危機的政策，22但在冷戰後，尤其中國成為能源

輸入大國後，亞洲各國經濟快速發展下，能源需求問題僅非限於已開發國家，因

此對於新油源的爭端，如Michael T. Kiaire主張以多邊和平解決的方式，例如在

南海、或是中亞地區各國可以以共同開發的方式解決爭議。23所以儘管在能源危

機爆發後，美國即倡建「國際能源總署」，但真正的全面性的國際合作解決能源

問題，是到冷戰結束後，能源需求面擴大的情況下，開始有多邊的合作方案提出，

因應能源預期短缺的困境。 

 

所以自 70 年代以後雖然不斷地強調能源安全重要，但是在 90 年代，乃至於 911

事件後，解決能源問題的方式，以及各國看待能源安全議題態度亦有所轉變，是

                                                                                                                                            
future, New York : Palgrave, 2000, chapter 4.  
20徐小杰，「新世紀的油氣地緣政治— 中國面臨的機遇與挑戰」，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8，頁 46-47。 
21 有關美國對中亞石油能源安全策略詳見第五章。 
22 Joseph S. Nye ed., Energy and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 Ballinger Pub, 1981,p.21.   
23 Michael T. Klaire, “The New Geography of Conflict,”Foreign Affairs, Vol.80, Iss. 3, (May-June 
200l)., p.60., 另外學者如 Roland Dannreuther,以及 Amy Myers Jaffe對於亞洲能源安全問題之解
決，也應持以彼此合作的方式，以促進彼此有關邊界糾紛的解決，才能促進區域穩定，達到維持

能源供給穩定的目的。 



值得我們重新檢視能源安全，並由過去的能源危機以來的歷史事件，來觀察未來

國際能源問題的發展。 

 

目前國內研究能源安全論文，多集中於對中國能源政策，或是偏於經濟分析，討

論國際油價市場變化，本研究將以文獻探討方式，以美國能源安全政策發展為經

緯對能源安全問題作一全面性研究。 

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探討、歸納分析等方式對國際關係中的能源安全因素作討論。

首先對新舊安全觀作出比較，分析不同時代的安全問題焦點，在新安全觀中，能

源安全的角色。其次以石油作為主要分析能源安全的要件，對石油的蘊藏分布地

區及其代表的戰略意義作出分析，針對因石油發生的國際衝突以及重大事件對對

美國的能源安全政策在不同時期的政策重點取向進行分析，最後對世界能源的蘊

藏新據點—中亞比較美國在中亞地區能源安全政策的發展，說明美國能源安全政

策內涵的發展，與未來可能因應能源問題的途徑。 

 

六、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以非傳統安全之角度切入，進而以石油為分析要件，對國際關係中

的能源安全作討論，由石油之蘊藏分布及石油的戰略意義、以及能源危機之後的

相關能源事件對美國能源安全影響作歷史回顧，期充分了解能源安全內涵，最後

由中亞地區能源新熱點觀察在冷戰結束後美國能源安全政策的轉變，說明能源議

題在非傳統安全的內涵，對不同的能源困境，可能採取得安全策略為何；下圖為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圖 1-1：論文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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