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戰略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淨評估的探討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世界各國紛紛邁入現代化的今日，台灣既屬先進工業國家，又為進出口貿

易大國，對能源的需求絕不亞於其他先進國家。就能源供給的結構觀之，石油約

佔總供給的 51%，其次是煤，約佔 33%，再來是核電，約佔 8%，而天然氣約佔 7%，

這四類即是目前能源主要供給來源。1從來源可以清楚瞭解，石油乃是我國最主

要使用中的能源，但由於先天資源缺乏，台灣產油甚少，絕大多數必須仰賴進口，

其中約莫七成六來自中東地區，從圖 1.1.1 可知台灣對外能源的依存度之大，突

顯了台灣在國家安全上脆弱的面向，在石油等能源的取得與運輸方面，亦隨之延

伸出攸關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事實上，自 1990 年以來，亞洲的能源安全隨著

中國石油進口的增加而愈顯嚴峻，因為中國蓬勃的經濟發展，需要使用大量的石

油，此足以影響國際能源供需平衡，對油價的上漲以及各國經濟的發展形成隱憂。 

圖 1.1.1 能源安全度示意圖 (2004 年) 

 
Source: 中華民國經濟部能源局編，中華民國 93 年能源統計手冊（台北：經濟部

能源局，2005 年 5 月），頁 23。 

                                                 
1 中華民國經濟部能源局編，中華民國 93 年能源統計手冊（台北：經濟部能源局，2005 年 5 月），

網路版，http://www.moeaec.gov.tw/ePublication/EnergyStatisticalData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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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至 2004 年，中國大陸石油消費成長情勢更為可觀，可能接近 2.20

百萬桶/日；依據美國能源資訊署 2004 年 7 月的國際石油供需短期預估，中國大

陸 2004 年石油消費量可能達 6.20 百萬桶/日，但石油生產量僅為 3.57 百萬桶/

日，等於預估中國大陸 2004 年石油消費年成長率達 12%，石油進口數量高達 2.63

百萬桶/日，則 2004 年中國大陸石油進口年成長率可能高達 32%，而石油進口比

例更可能攀升到 42%，石油進口比重數字非常可能首度打破四成。2此一石油進口

成長數字，使以往對中國大陸未來石油進口成長的預估，都顯得過於保守。1999

年美國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東北亞政策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當時預估中國

大陸到 2005 年將有 30-35%的石油仰賴進口，到 2010 年則有 45%的石油仰賴進

口，3
結果中國大陸在 2003 年就超過其對 2005 年預測的石油進口比例；如果依

據美國能源資訊署 2004 年 7 月的國際石油供需短期預估，2004 年中國大陸石油

進口比例將達 42%，這種高度成長的石油需求，將會為中國大陸帶來龐大的石油

進口需求壓力。4

另外，中國以建立強大的海軍為目標，亟欲保護其石油供應海路，並捍衛其

歷史性的鄰海主權，正致力於強化南海軍力。除了已在南沙群島控制數個島礁之

外，近年加速擴增南海艦隊實力，先是將旅大級的湛江號、珠海號配置在南海艦

隊，繼而加上旅海級的深圳號，本世紀再添「中華神盾」的 168、169、170、171

四艘新驅逐艦和四艘 054 新型護衛艦，如果再計入新型核潛艇，未來發展航母編

隊也非無可能，此對台灣亦構成極大威脅。而根據國防部整合評估室的報告指

出，兩岸能源和糧食都仰賴海上進口，因此海上生命線的巡航和維護，不只影響

台海安全，也影響東亞甚至全球經濟情勢甚钜。5

                                                 
2  U.S. Do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4,” 
www.eia.doe.gov/oiaf/ieo/index.html. 
3 Sergei Troush, “China’s Changing Oil Strategy and its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Fall 1999, http://www.brookings.edu/fp/cnaps/papers/1999_troush.htm#FOOTNOTE_11
4  郭博堯，「中國大陸石油安全戰略的轉折」，國政分析，2004 年 8 月 10 日，網路版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3/SD-R-093-002.htm。 
5 此為整合評估主任林勤經在立院國防委員會報告，參見「國防部：兩岸能源生命線 決戰海上

交通線巡航」，東森新聞，2005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ettoday.com/2005/03/24/162-17687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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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作為石油運輸必經之地的麻六甲海峽，每年有五萬艘船隻經過，2004

年的石油運輸大約為 1170 萬桶/日，前往極度依賴能源的各國：中國、日本、南

韓及台灣等等。6近年來這裡也出現日益猖獗的海盜行為，此區域分屬於印尼、

馬來西亞、新加坡的領海，馬來西亞、新加坡稍具海上巡弋能力，但不能逾越領

海活動；為財政所苦的印尼則不具充分的海上巡弋能力，美國目前正大力鼓吹一

套區域海事安全倡議（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以協防麻六甲海峽，

雖為新加坡所支持，但印尼與馬來西亞卻將計畫視為是對其主權的侵犯，這種外

交爭執正突顯了在麻六甲海峽內增強國際巡邏的困難。根據反海盜中心國際海事

局（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的統計，每年在麻六甲海峽因海盜橫行造成

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 160 億美金。而 911 事件後，麻六甲海峽更被國際反恐專

家視為是最有可能發生海上恐怖事件的地區，一旦發生恐怖事件，海峽不能通行

而必須繞道的話，從中東來的船隻需多花幾天的時間，原油價格、運送費、船隻

保險費將大幅提高，物價上漲會殃及消費者，給予東亞能源供應、生產、貿易莫

大的打擊。7

以日本為例，該國每年由海運進口的物資高達 7億噸，出口亦在 7,000 噸以

上，進口物資的 40％穿越麻六甲海峽經南中國海運抵日本本土。特別是日本進

口原油的 80％沿此航道北上，一旦南海水域發生衝突或出現動盪不安情勢，日

本的生存發展將面臨嚴苛的挑戰。8另有數據顯示，當此等水域航線中斷必須繞

道其他航道時，一艘船員 11 人至 15 人的商船，每天約需增加 50 萬日圓的人事

支出，僅延誤一週時間，光是人事費用就需增加 350 萬日圓。9此外，燃料與保

費的支出更是可觀。相同的，台灣、香港與南韓等新興工業國家亦面臨了與日本

相同的挑戰。此等重要航道通過的南中國海水域，卻是亞太區域最可能爆發衝突

                                                 
6  U.S. Do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orld Oil Transit Chokepoints-Malacca,”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World_Oil_Transit_Chokepoints/Malacca.html
7 金融時報亞洲版記者群，亞洲能源版圖（台北：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1 月），

頁 63-67。 
8 John H. Noer and David Gregory, Chokepoints: Maritime Economic Concerns in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4-25. 
9 江田謙介著，黃朝茂譯，日本成為軍事大國時(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 年 3 月)，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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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點，在可能出現衝突情況下，此區域的海上交通危機四伏。 

就另一重要能源煤炭觀之，至 2003 年台灣已無自產煤炭，所有需求均由國

外進口，而目前最大的進口國乃是中國，已佔進口數量的四成之多（參見圖

1.1.2），在使用結構上，幾乎完全以發電為主，另有一成多為工業用，換言之，

在兩岸局勢仍然緊張的情況下，台灣的總電力供給竟有一成完全來自於中國，一

旦台海有事，隨即而來的衝擊將是立刻喪失一成的用電，影響不可謂不大，這完

全暴露出臺灣在能源戰略上的無知與窘境，況且，燃煤會產生嚴重的酸雨污染，

更會造成全球暖化加速，早為京都議定書明令約束，台灣雖非簽約國，仍須從國

際責任和能源戰略上思考，是否應減少煤炭的使用。 

圖 1.1.2 台灣煤炭進口來源圖（2004 年） 

 
Source: 中華民國經濟部能源局編，中華民國 93 年能源統計手冊（台北：經濟部

能源局，2005 年 5 月），頁 50。 

 

而天然氣是國際上公認的清潔能源，目前世界天然氣消費量約佔一次能源消

費總量的 24%，在消費結構上，發電約佔 25%，民用約佔 26%，工業用約佔 28%，

可以看出天然氣正發展為世界的主要能源之一。但台灣在天然氣使用上略嫌落

後，只佔總體使用的 7%，比不上南韓的 20%，日本的 27%。由於天然氣廣泛分佈

在世界各地，從能源戰略角度來看，進口天然氣風險遠低於石油，更比煤炭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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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使用，是台灣實現能源多樣化的重點。目前台灣主要天然氣進口國乃是印

尼，佔了六成多（參考圖 1.1.3），使用天然氣不僅符合國際潮流，對外亦可拓

展能源外交，實為政府制訂能源戰略時不可或缺的一環。 

圖 1.1.3 台灣天然氣進口來源圖（2004 年） 

 
Source: 中華民國經濟部能源局編，中華民國 93 年能源統計手冊（台北：經濟部

能源局，2005 年 5 月），頁 67。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對外能源需求龐大，不僅是對國家安全的隱憂，亦會影響整體經濟民生發

展，舉例而言，1973 年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國際油價上漲四倍，但台灣政

府卻堅持低能源價格政策。結果，在 1974 年到 1980 年間，台灣能源使用效率大

幅下滑，GDP (國內生產毛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能源消費增加 1.31 個百分點，

在此之前，台灣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能源消費只增加 1.05 個百分點，而國

家競爭力就在國際大環境劇變與政策錯誤下逐漸地流失。事實上，全球主要使用

中的能源存量有限，早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實，以油價為例，從 2004 年至 2005

年，不過一年多的時間，原油價格已從每桶 28 美元上升到 60 多美元，更在近日

挑戰 70 美元關卡，被視為是第三次的能源危機，油價高漲固然有人為炒作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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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但台灣產業結構正值轉型時期，整體經濟剛剛脫離通貨緊縮(Deflation)的

階段，國內需求雖己見復甦，卻仍不是很穩健。原油價格的大幅上揚，的確會使

廠商的利潤受到進一步的擠壓，更會對社會大眾的信心產生衝擊。10

一個國家的能源戰略，不但包括各能源生產部門的發展問題，還包括能源使

用部門的技術問題，例如戰備儲油就是必然要正視的一個問題，在石油管理法

中，雖有平時石油安全儲量的規範，但並沒有碰觸我國軍方的戰備儲油情況，也

沒有考量緊急時期國防部門將產生的龐大國防戰備用油需求。又我國軍方戰備儲

油，至少部分軍種確實在幾年前有所削減，或部分轉移由中油及台塑代儲，但隨

著近年軍隊建置與武器設備的大幅調整，以及兩岸局勢較幾年前緊繃，軍中各軍

種戰備用油儲量規範可能存在未真實反映其實際運作所需油料情況，如果軍中戰

備儲油不足，或是軍方儲油調度機制不夠建全，不但難以應付兩岸事端發生時的

補給問題，連平時都可能會發生戰備演習時油料調度吃緊的狀態，對我國防衛能

力產生不利影響。另一方面，中國大陸在進口石油比重日漸升高情況下，其現有

一般石油儲存量卻只能維持約七天左右，與我國約六、七十天相比，確有相當差

距。雖然不清楚兩岸軍方的戰備儲油數目，但推測中國大陸軍方儲油不足的隱憂

應高於我國軍方，如果在中國發動爭端後不能速戰速決，那麼其戰力將會因油源

不足而很快下降。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中國已考慮提高「十五」計劃中的戰

略石油儲備規模，由原訂 2005 年的八百萬立方米提高三倍，達到二千四百萬立

方米，以中國估計 2005 年石油消耗量約二億四千三百萬公噸計算，屆時中國戰

備儲油將可達四、五十天。因此如果中國戰備石油的建置真能順利完成，配合其

仍高達百分之六十以上的石油自產率，則我國到 2005 年後，確實在石油戰備能

力上將輸給中國。11

種種內外的情勢，對台灣的能源戰略環境構成了威脅與挑戰，本研究的目的

也就在於以淨評估方法檢視台灣是否有一套系統性且合乎邏輯的能源戰略，是否

                                                 
10 此為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吳中書於「能源價格飆漲對台灣經濟之衝擊與對策」座談會之引言

報告，2004 年 8 月，由台灣省商業會與台灣綜合研究院金融證券投資諮詢委員會合辦。 
11 陳鳳英、趙宏圖主編，全球能源大棋局（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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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為將來所可能面臨的困境做好準備，並且藉著分析的結果重新瞭解台灣能源安

全的內涵，進而加深國民對於能源使用的重視與國家安全的心防。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預期研究成果 

 

本論文分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紹本研究的背景與目的，主要是在探討目前

台灣在能源戰略環境上所面臨的問題與挑戰，第二章對淨評估理論與相關文獻加

以整理分析，並將淨評估與本研究之相容性構成連結。接著，第三章將以 SWOT

分析台灣能源戰略環境所面臨之態勢，並條列出影響台灣國家安全的問題。第四

章以想定技術分析及預測台灣能源戰略環境下的演變趨勢，再以模擬出的情境對

照先前 SWOT 列出的問題。最後一章，本研究將兩相對照後的結果整合，以提

出台灣能源戰略環境所面臨之「正確的問題」。整個研究架構可由下圖 1.3.1 做

一簡單說明。 

另外，在研究成果上，本研究冀能更深入地整理國內外有關淨評估理論的相

關文獻，解釋淨評估的概念，釐清定義與應用上的疑慮。其次，嘗試利用 SWOT

分析與想定技術發展淨評估的作業模式，補充國家層級戰略規劃的不足。除了研

究淨評估理論，亦對能源戰略進行深層剖析，試圖描繪出能源戰略環境的態勢與

未來的趨勢預測。 

由於淨評估是以問題為導向的分析技術，所以如何從競爭者的分析中，產生

國家安全規劃的問題，自然成為研究淨評估最重要的一個面向。進行淨評估的作

業流程，是台灣學習成功與否的一個關鍵，如果能夠透過淨評估的機制，產生符

合實用與準確的評估結果，則可以建立國內長期缺乏的戰略規劃能量。故本研究

參考 SWOT 分析與想定技術，建立淨評估研究的範例，除了期使淨評估在執行

上得以有效落實，更希望帶起國內對於淨評估的研究氣氛，擴展為更具深度的學

術典範，使淨評估在理論與實務上益臻完善。在應用方面，也期望透過淨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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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使國人正視當前的威脅與挑戰，進而擬定出愈加合理的能源戰略，達

到有效實踐國家安全之目標。 

圖 1.3.1 研究架構圖 

研究目的：檢視台灣能源戰略環境的

態勢，並嘗試預測未來的情景，以找

出影響國家安全的問題。 

西方有關淨評

估理論之文獻

回顧 

台灣有關淨評

估理論之文獻

回顧 

使用 SWOT 分析瞭解台灣能源

戰略環境的現狀，並列舉威脅與

挑戰。 

以想定技術（Scenario Technique）分析及預測

台灣能源戰略環境未來的情景，再回來控制當

前的情境，並以模擬出的情景對照比較先前

SWOT 矩陣條列之問題。 

兩相對照後，提出台

灣能源戰略環境所面

臨之「正確的問題」。
 

Source: 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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