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 

安全議題一直是國際關係討論的核心，不同體系下的國際關係，對安全詮釋意義

也隨著安全威脅改變，第二章中提到傳統安全與新安全觀，過去將「安全」定義

為「免於生存受到威脅」；然隨著國際關係的內涵日益豐富，其中在冷戰結束後，

新安全觀的發展，自 80 年代開始 Barry Buzan等學者開始對「安全」問題提出新

的解釋，認為「安全」的定義是主觀認定產生，不同主體對生存威脅的感受各異，

另隨著國際關係的主體日益複雜，對「安全」詮釋發展更形多元；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國家作為國際關係中的主要行為者的定義開始有了改變，更多的國

際行為主體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對此，安全指涉主體的範圍亦隨之延伸，另一

方面，所謂「安全的客體」，係指對「安全」威脅的標的，逐漸擴大到非國家之

間對抗的情勢威脅，例如跨國企業對國家經濟的侵蝕、恐怖主義對國家突擊的破

壞，從中都可說明影響國際安全主客體間互動日益頻繁的現象。 

 

在新安全觀的討論中，本文在第二章首先指出，安全分析的架構，其中最重要的

過程就是「安全化行為者的認定」，與不同安全領域的相互影響；這兩項過程特

徵可以說是新安全觀的關鍵特色，然再了解新安全觀的特徵後，安全學派學者認

為國際安全問題應由跨國性的手段處理之，所以在跨國途徑解決安全的優先前提

下，由區域角度來分析安全問題，是安全分析的重要方向。 

 

本文旨要探討的國際石油能源安全問題，在第三章中針對石油對全球能源消費的

重要性說明得知，石油在未來半世紀仍是主要的能源來源，再由石油生產地來

看，生產集中的結果，在戰後經濟復興，與美蘇對峙的時代，政經因素的相互影

響下，石油供給在 60 年代前由西方主要工業國家主導的態勢下，在石油輸出國

家組織成立後，扭轉了全球石油市場權力結構，在 60 年代中東石油佔全球石油



市場近 3成的供應，加上以阿對抗的結果，能源危機終於在 1973 年爆發，能源

議題成為國際安全的重要課題；本文對國際石油安全的討論，可以將國際石油安

全歸納為下列特點： 

1. 由安全化行為者的角度出發，任何因為石油供給安全(supply of security)影響

的課題，都會成為安全議題的指涉對象。 

 

2. 石油能源安全化行為者的身分，隨著國際關係領域與行為者的擴張，石油能

源安全化行為者在二戰結束後，因為石油使用動機的改變，由戰爭需求轉為

經濟發展，儘管石油能源安全化行為者仍是國家身分為主，但是因為向外拓

石油產地的需要，國家希望其國籍石油公司作為其先佔石油產地的前鋒，因

此國際石油公司在二戰結束後，也成為石油能源安全化重要的行為者之一，

其與國家（生產國或消費國）的互動，成為影響影響國際能源安全的重要變

因。 

 

3. 在安全分析中，不同安全領域的相互影響是分析的重要特徵；在本文第三章

有提到影響能源安全的可以略分為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內部因素包含生

產國或消費國其能源使用或開發計畫，與生產國或消費國本身經濟程度與石

油買賣的發展關係；外部因素方面，對生產國來說，消費國對其購買石油數

量的制約，與其本身開採資源成本限制等，或消費國感受生產國對其銷售石

油的限制；上述有關經濟互動對能源安全的影響，加上自 70 年代末期後核能

使用對環境破壞帶來的不確定性，更加重石油在能源市場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環境議題的重視在 90 年代以來成為影響石油能源安全的重要「功能性行

為者」，所以能源安全大致受到能源生產消費自身的限制、經濟發展與能源產

業的互動，及環境管制的三面向的領域作用影響。 

 

4. 功能性行為者通常在安全化過程中，沒有指涉對象時，功能性行為者將成為



具決定性影響安全化行為主體，在上點提到環境議題的重視在 90 年代以來成

為影響石油能源安全的重要「功能性行為者」，係環境問題對生產國來說，是

影響石油開發，甚至經濟發展連動的因素；對消費國來說，石油在交通運輸

的使用上卻是環境破壞的元兇，囿於環境議題要透過跨國手段解決，因此環

境議題看似對能源安全影響極微的要素，在石油是不可再生能源的前提下，

環境議題成為能源安全化的主體。 

 

5. 由安全分析的層次來看，資源蘊藏與地域分配有不可密分的關係，在 20世紀

初，北美是全球主要的石油生產來源，但是因為當時煤炭仍是主要的能源使

用來源，所以為引發能源消費國的搶奪，但是在 60 年代以後石油躍升成主要

的能源來源，加上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成立，使石油生產集中的情況更加明

顯，面對政治夾雜經濟的複雜供需情況，區域安全分析成為研究能源安全的

重要途徑。 

 

美國作為目前石油最大的消費國家，佔全球石油能源使用四分之一強，可預見的

將來該消費比例仍不會有太大的變動，對此美國為維持其本身經濟發展，所以必

須確保石油能源供應的穩定，另一方面美國在 50 年代以後已經成為石油淨輸入

國家，其本身目前雖佔全球石油產量近一成的比例，但不敷其自身使用，同時在

能源危機後，以西方各國主導的國際能源總署提倡緊急戰備儲油，使得西方國家

在石油能源使用之際，同時要兼顧石油保育問題，以因應特殊影響供給安全情況

的發生。美國對國際石油能源安全的影響如前述有關石油能源安全的特點一樣，

是一個多面向的連結關係，另外對美國石油安全分析，同時也是涉及安全化行為

者的認定；在第四章中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降，開始說明美國在兩次能源危機前

後所採取的石油安全策略，由這些策略的轉變來解釋美國對石油安全追求途徑，

我們可以發現不同時間因為不同事件或議題，對石油安全的定義，亦產生「催化

過程」的安全化現象，下表將從不同時期對美國石油安全的威脅、威脅主體的性



質，及該威脅牽涉到領域，與美國當時尋求解套的途徑，來說明美國石油安全策

略追求的歷程。 

表 6-1：1900-2004美國石油安全威脅比較分析表 

時期 對石油安全

的威脅 
對石油安全

威脅的性質

石油安全威脅牽涉 
的領域 

追求石油安全的途徑 

國內石油公

司壟斷油市 
經濟 國內經濟安全 要求拆散標準石油公司 1900-

1945 
英國獨占中

東油源 
經濟 國內經濟發展 主張「門戶開放政策」 

OPEC成立 政治、經濟 世界油市的穩定 (略) 

世界油市穩

定 
政治、經濟 中東地區穩定 國際石油公司主導油市、 

杜魯門主義、艾森豪主義 

1945-
1973 

進口OPEC石
油達 3-4成 

政治、經濟 中東地區穩定、 
石油貿易依賴增加 

石油進口任務 

OPEC的 
集體行動 

政治、經濟 世界油市的穩定、國際

貿易赤字增加 
以阿衝突 政治 中東地區穩定 

1.國際能源建制建立 
2.結合 OPEC溫和派，利用軍事

外交力量穩固石油供應 
3.改革國內能源機構  

1973-
1979 

石油生產有

限的警訊 
經濟、環境 國內能源使用效率、能

源保育 
頒布「國家能源法案」 

兩伊戰爭等

中東衝突 
政治 中東地區穩定 1.成立快速反應部隊 

2.卡特主義  
1979-
1991 

石油赤字 經濟 國內財政負擔增加 雷根公佈「國家能源政策計畫」

波灣戰爭與

伊拉克問題 
政治 中東地區穩定 1.轉移武器予友美中東國家 

2.對兩伊進行經濟與貿易制裁 
1991-
2002 
 石油生產有

限的警訊 
 

經濟、環境 國內能源使用效率、能

源保育、環境污染 
1.老布希頒布「能源政策法」 
2.柯林頓推動「氣候變遷行動計

畫」.  
3.小布希制定的「國家能源政
策」 

國際環保 
壓力 

經濟、 
環境 

國內能源使用與經濟

發展限制 
小布希提出「清潔天空與全球變

遷行動計畫」 
2002-
2004 

恐怖攻擊 政治 國際油源不穩定增加 加強對油源產地的控制 

 



由上表分析美國石油安全歷程發現，美國因為在 20世紀初是世界最大的產油

國，有關其石油安全威脅焦點集中在國內經濟發展，即使當時就提出必須向外拓

展油源，以因應石油不可再生性質下的供應穩定；「門戶開放政策」下使美國插

足佔世界產油量三成強的中東地區，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與蘇聯

對峙的情況下，當時美國總統杜魯門與艾森豪主張對蘇聯採取圍堵措施，在大戰

略的運用下，在中東地區的圍堵使美國等西方國家將共產勢力阻於中東以外，因

此在 60 年代以前，西方國家藉由國際石油公司主導國際油市，與美國等西方集

團成功控制中東地區，保持了世界油市穩定，進一步也促成世界經濟的復甦。 

 

但美國對石油消費自二次大戰來急速升高，在 50 年代後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尤

其自 1960 年成立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成員進口的石油，更是佔美國石油消費的

3至 4成，該組織主要成員多來自中東地區，對此美國對中東石油日益依賴，加

上中東地區不穩定的政治環境，終於導致能源危機的爆發。能源危機的爆發是對

美國石油安全的最大警訊，儘管之前美國意識到必須採取進口管制，有效地壓制

美國對國外石油使用的依賴，但當時油價並未產生劇動，另外在管制進口上，更

沒有研發新能源的任何替代方案，導致在艾森豪時代的石油進口任務失敗。 

 

70 年代的兩次能源危機，對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是「石油生產有限的警訊」，與

石油貿易下，能源危機對石油消費國產生的「石油赤字」，對石油消費國的經濟

打擊，對此自尼克森時代，美國開始研擬全面性的能源計畫方案，包括 1973 年

尼克森提出的「能源咨文」、74 年福特公佈的「獨立計畫報告」、卡特在 77 年「國

家能源計畫方案」、雷根在 80 年代任內一共公佈了三個「能源政策計畫」、老布

希在 91 年提出的「國家能源策略」，之後的柯林頓延續老布希的能源策略，但更

強調能源使用效率，並推動「氣候變遷計畫」；目前的小布希政府則在 2001 年由

副總統錢尼擬出「國家能源政策」，雖然不如柯林頓時代強調環境對能源使用的

影響，但更要求對全球油氣產地進行戰略佈局。下圖進一步整理美國石油安全之



策略目標： 

圖 6-1：美國石油安全策略途徑與目標圖 

 

 

 

 

 

 

 

 

 

 

 

美國因為是全球首強國家，穩固其國際地位途徑中，石油的供給穩定是不可或缺

的要件，另因為石油不可再生性質是影響石油安全的基礎，在Michael T. Klare

「資源戰爭：全球衝突的新場景」一書中強調，具不可再生性質之能源為人類能

源使用帶來極大的不確定性，可能引發能源搶奪戰爭；且使用石油將增加二氧化

碳排放量，造成地球暖化，臭氧層破洞擴大。因此在能源使用與環境保護之間，

必須取得一個平衡點，同時必須加速開發新能源，因此對美國來說，在國家發展

上，儘管經濟發展次序，高於環境保護，但是在俄羅斯已經簽署京都議定書後，

國際環保輿論對美國的壓力持續增加，美國勢必遵守該議定書相關規定，故平衡

經濟發展能源使用上，是美國目前的重要課題。 

 

儘管上圖表示發展新能源科技、提出環境配套措施與發展全球能源戰略，在美國

石油安全策略上位在相同位階，然由美國石油安全策略歷程發展分析，產油區域

美國石油安全策略 

主導國際環境建制 

環境管制配套方案 發展全球能源戰略

 

確保區域政治穩定

有效使用能源方案

與開發新能源進度 

掌握最新能源發展

技術 

能源使用與永續發展 



的政治穩定實際上對美國石油安全擁有較高的不確定性，且通常會有立即性的危

機災害。在 1999 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向白宮報告美

國國家安全政策中提到，「美國將確保由外國持續獲得石油供應，以維護美國極

重要的利益(vital interest)」「因此持續注意區域穩定及安全，以確保獲取石油資

源穩定的途徑」；尤其在九一一事件後，因為中亞重要的戰略位置成為美國反恐

行動中重要基地，加上該地豐沛的油氣資源，使美國在外交政策議題上越來越重

視中亞問題，故本文特別以自 90 年代後國際矚目的能源熱點「中亞」，進一步分

析美國在冷戰結束後的石油安全政策。 

 

對此，我們可以發現美國自小布希上任後極力發展全球能源佈局已經是不可抵擋

的趨勢，儘管如學者 Steve A. Yetiv強調的，美國石油安全深受中東政治環境的

影響，中東政治對自 70 年代的以阿衝突，80 年代的兩伊戰爭，與 90 年代波灣

戰爭，每一次的政治事件都為美國與西方國家的石油供給造成逽大的衝擊，美國

無法擺脫中東政治，其中最關鍵的因素也是無法不去依賴供給美國國內近四成的

石油能源，因此極力開拓其他地區的油源成為美國 90 年代以後國家安全的重要

方針，而在冷戰時期對西方國家來說極為陌生，且可能是「第二個波灣」的裏海

在蘇聯解體後受到國際極大的重視，但在目前國際石油公司的探勘下，其蘊藏量

不如原先預估樂觀，該區石油蘊藏量據估僅可能大於北海區域之蘊藏，但仍遠遜

於波灣。下表將整理目前影響美國對中東與中亞兩地石油安全的途徑與策略。 

 

 

 

 

 

 



表 6-2：美國在中東與中亞二區域的石油安全政策取向比較表 

 中東地區 中亞地區 
石油獲取

途徑 
政府鼓勵國際石油公司進入中

東，政府提供區域穩定的必要保

護，國際石油公司或德當地政府油

源開採特許權 

同中東模式，但裡海國家多與國

際石油公司簽署「生產分享協

定」，主要希望藉由西方資金，帶

動其油氣開發，裡海國家在脫離

蘇聯後，多成立國有油氣公司，

主導當地能源開發 
石油獲取

途徑限制 
1.30 年代為英國壟斷中東油源 
2.60 年代 OPEC成立後，改變西方

主導的國際油市秩序 
3.中東區域政治是影響美國在中東
石油安全的不確定重要變因 

1.與俄羅斯、中國對該地油氣開

發爭奪管線路線走向 
2.裡海劃界問題 
3.當地種族、宗教衝突 
4.油氣開發成本問題  

石油開發

過程發生

之重大事

件 

1960 OPEC成立 
1973 第一次能源危機（以阿戰爭）
1979第二次能源危機（伊朗革命）

1991 波灣戰爭 

1990 年蘇聯解體，美國與裡海國

家關係正常化 
1997美國完整中亞戰略 
2002 九一一事件 
2003 阿富汗戰爭 

國際情勢 以阿衝突、俄羅斯（前蘇聯）勢力

向南擴張等 
與俄羅斯及中國戰略角力、伊朗

潛在恐怖攻擊威脅、當地不確定

宗教與種族衝突 

 

美國在中東地區與中亞地區石油安全策略的發展，在初期的時候是很類似的，由

美國政府擔任區域穩定，或是與其他去區域影響力的強權進行交涉，促成國際石

油公司與產油國達成特許協定，但是在與產油國的交涉的過程中，美國在 30 年

代面臨的壓力與 90 年代面對自蘇聯解體的新共和國壓力，則不盡相同。在 30

年代中東產油國尚在西歐各國的殖民統治下，因此美國交涉的對象是與其實力相

當的西歐國家；但是在中亞地區，自蘇聯解體的裡海油氣國家雖然在 90 年代初

期脫離蘇聯管轄，但是其內部的政經混亂，加上俄羅斯勢力的長期介入，國際石

油公司獲得的油氣資訊不若當時在 30 年代所獲得中東石油資訊完全，因此儘管

裡海國家在 90 年代初期開放國際石油公司投資，但對國際石油公司來說中亞地



區資訊的不足成為未來十年裡海油氣探勘的障礙。 

 

由於美國在兩區域面臨交涉的對象有所差異，儘管在 60 年代後石油輸出國家組

織的成立成就不同的國際油市秩序，但美國在中亞地區的油氣開發比起中東地

區，確實面臨比較多的先天結構性困境，例如當地油氣產地，即裡海地區，該地

劃界問題在蘇聯瓦解後終於浮上檯面，對新興共和國來說，油氣資源代表國家經

濟展的有力資產，但是因為劃界問題未決；與當地列強環伺，與油氣運輸的油管

興建方向問題，對美國的國際石油公司來說，始終未能於裡海地區取得較大的主

導權。 

 

再者，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關係比起中東地區更為複雜，尤其在九一一事件後，

美國提高中亞的戰略地位，深入阿富汗進行反恐行動，成為美國為確保裡海油氣

資源的另一項手段，但是這樣的舉動使中亞地區的油氣資源及其運輸計畫更增複

雜性，對原本就想延續對中亞影響力的俄羅斯，與在千禧年與中亞五國簽訂上海

合作組織協定的中國，美國勢力的深入使中俄原在中亞的戰略地位受到威脅，在

實質面，也代表著美國將進一步落實開發裡海油氣資源，來彌補在其他地區逐漸

減產的油氣資源，同時為中東政治不穩定影響油氣供應，提供另一備案。 

 

美國自冷戰終結後成為世界超強，其對產油區域的能源政策措施，也深入影響當

地國的政治經濟環境，美國國內的能源需求、產油國因石油生產維繫的經濟發

展，與世界重要能源消費國家對石油的依賴都有連帶的互動關係；然其中最根本

的關鍵問題就是「油源供給穩定」，因為美國特殊的國際地位，其石油安全策略

中「供給穩定」的核心目標，往往也成為區域政治穩定的重要變因；本研究期藉

「美國石油安全政策涉足中亞油源」討論國際能源安全，盼由中亞區域政治的發

展，深入分析影響國際能源安全的核心，發現儘管環境因素在國際能源安全分析

的重要性逐漸提升，但可預見的未來區域政治發展仍是影響國際能源安全的首要 



因素。 

 

尤其在後冷戰時期，國際政治走向區塊化發展，經濟整合通常又是區域整合進程

的前奏，國際能源安全因為生產者與消費者集中的原因，相較於其他安全議題更

具有區域地緣特質，雖然本文以美國能源政策為例分析國際能源安全，但在美國

全球能源戰略布局下，仍脫不了區域政治的關係，針對這項特徵，不只是美國這

個目前全球最大石油輸入國應該重視，所以能源輸入國家都應對重要能源產地之

政經發展保持高度關切，以我國為例，輸入能源高達總需求能源高達九成以上，

世界重要油源產地的政經發展影響國際油市的波動，對輸入國來說都顯得格外敏

感。 

 

另一方面，能源安全內涵尚包括經濟與環境因素，本文目的係以「新安全觀」作

分析架構，因此對環境法規與能源安全間的互動發展，與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供

給的連帶關係未能詳述，然針對分析區域政治發展與國際能源安全之關係，本文

提出下列要項： 

1. 石油生產深受地緣因素影響，石油生產者集中容易形成生產者寡占壟斷，對

國際石油市場機制造成影響。 

2. 世界主要石油消費國集中在北美與西歐，及亞太地區地區，但上述區域與目

前主要石油產地地緣並未重疊，故研究生產國與消費國之關係，可以由彼此

的相對地緣關係，作進一步分析。 

3. 利用區域分析可以進一步分析生產國與消費國之內部政經環境，從而了解影

響其生產與消費石油的因素。 

4. 石油運輸通常與地緣政治與不可密分的關係，無論是由海運或是陸上管線，

通常涉及區域穩定，區域穩定成為影響石油穩定供給的變因。 

5. 針對能源安全中環境保護，及油價波動等跨國因素影響，地緣關係影響國與

國間因為石油問題可能導致的衝突與合作。 



「能源安全」是國際關係中非傳統的安全議題，目前許多國際的潛在衝突，如伊

拉克重建、裏海劃界、南海與東海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等，都與能源爭奪有直接

或間接的關係，本文以美國對中亞地區石油能源安全政策為例說明國際能源安

全，提出以區域分析探討國際能源安全，針對其他能源來源未能在深入討論，期

未來能進一步充實有關能源知識，對國際能源安全有更全面性的了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