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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能源戰略環境之演變趨勢與預測 

 

第一節 淨評估與想定（Scenario） 

 

除了競爭優勢的分析，淨評估亦含有長期趨勢預測與情境規劃的目標。就這

部份而言，又與想定技術（Scenario Technique）相似，想定可能是各種預測的綜

合體，但其結構與意圖卻更為複雜，運用在國防分析方面時，可以追溯至卡恩

（Herman Kahn）所使用的方法，亦即「思考極不可能的問題」（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來分析萬一嚇阻失敗時可能發生的核子戰爭。1商界也常用想定技術

來預測分析，最著名的便是魏克（Pierre Wack）為荷蘭殼牌石油公司所從事之群

體計畫（Group Planning）的想定工作，他也因此被譽為是 1970 年代石油輸出國

家（OPEC）興起與發生石油危機的唯一預測者；然而建立想定並非只是在預測

某一特定的未來狀況，而是協助確立各種針對未來所有可能發生之型態均能適用

的戰略決策，魏克的研究夥伴史瓦茲（Peter Schwartz）就曾表示，想定技術之所

以能夠獲得突破性的進展，主要是因為魏克將應對未來可能之發展的各種策略，

轉變為針對枝節問題並提出說明，以期能改變管理人員對現實情況的觀點。2（參

閱圖 4.1.1） 

值得注意的是，想定規劃基本上源於傳統規劃所謂的預測與控制（Predict and 

Control）方法，但原有的單線預測已為針對多種未來的或然率評估所取代，最後

發展出所謂最有可能的預測方法（most likely projection），但這種方法在本質上

並未超越其他方法，直到魏克等人的改革之後，才有了本質上的變化。自此，想

                                                 
1 Herman Kahn, 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 in the 1980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pp. 11, 55-58. 
2 Peter Schwarz 著，吳惠民、趙復生、楊連仲譯，遠見的藝術（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2
年 2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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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規劃所依據的並非或然率，而是講究品質的因果思考。3

圖 4.1.1  想定的步驟圖 

 
發展想定時，最好由內而外。 

-                最重要的是，找出讓人無法安眠的因素。 
                    

列舉影響該決定成敗的各主要因素。 
當決策者做出重大抉擇時，他們想要瞭解什麼？ 

 
列出宏觀環境中影響前述因素的動力。 
什麼是步驟 2 之宏觀環境背後的力量？ 

 
根據兩項標準對各主要因素與驅動力加以排列： 
一，焦點或決定（步驟 1 內所確立者）成敗的重

要程度；二，這些因素與趨勢的不確定程度。 
並嘗試確定二或三個最重要與最不確定的因素

或趨勢。 
 

以上的排列結果就是軸心，最後的想定會沿著軸

心轉動，而有所不同。 
某一想定的邏輯性質，視其在最重要想定動力矩

陣中的方向而定。 
 

在不同想定中，整合已決定的因素與重要的不確

定因數。接著就是「編故事」：世界如何從這邊

到另一邊？何種事件會實現想定的結論？ 
 

想定發展出來後，就要回頭利用焦點或決定，對

未來進行演練。 
 

最後，選擇最符合歷史的發展行徑。 
                            這種想定可把首要目標的運作，轉變成影響力。 

2. 當地環境中的

主要力量 

1.確定焦點或決

定 

3. 驅動力

（driving force） 

4. 依據重要性與

不確定性排列 

5. 選擇想定邏

輯 

6. 強化想定 
 

7. 錯綜關係 

8. 選擇首要目

標 

 
Source：作者自繪，參考 Peter Schwarz，遠見的藝術（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2002 年 2 月），頁 273-278。 

                                                 
3 Kess van der Heijden 著，陸劍豪譯，預演未來（臺北：商業週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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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定的技術目前已經公式化與職業化，通常由一組包含各種不同主題的專家

負責進行，採取的初期步驟需視可能會迫使未來改變的驅動力（Driving Force）

而定，驅動力乃是當前各種趨勢中的一些重要因素，例如人口成長或減少、科技

發展與蔓延等，它主要是由基礎力量（Base Force）與重大的不確定（Critical 

Uncertainties）加以界定，前者可視為想定的輸入項（Scenario Inputs），具有高影

響力與低不確定性，基礎力量在發展出的所有想定中都有高度關連，而且彼此相

同；後者則是想定的推進器（Scenario Drivers），具有高影響力與高不確定性，

重大的不確定在發展出的所有想定中一樣有高度關連，但卻彼此不同。（參見圖

4.1.2） 

圖 4.1.2  界定驅動力的關鍵 

高 

 

                 影響 

的程度 

中     

      

       

       

低 

不確定的程度 

 

低                  中                  高 

Source: National Association Realtor, “ADL 2005 Scenario Project,”Executive 
Summary. 

驅動力改變將會導致趨勢改變，進而導致宏觀環境改變，如果缺乏驅動力，

則不可能透過一種想定開始思考，換言之，各種驅動力是牽動一種想定情節發展

的要素，可決定故事的結局，想定乃是依據一系列驅動力的選擇性方向對未來做

基礎力量 

<高影響力 / 低不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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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由於各種驅動力具有不同的方向，所以需要用到的想定數量可能相當龐

大，在考量各種可能的未來狀況下，會因為不同意涵而產生相異的啟發性效果，

此將提供一個戰略性的對話，使得決策者能瞭解想定中的各種預測。4

現在的想定多傾向於依據當前趨勢的可能變化，為各種可能發生的狀況提出

詳細的說明，其最後結果雖然並不能完全正確地描述明日的景象，但卻能為未來

做出更佳的決策。這也是想定與淨評估之間的重大差異，如前所述，淨評估的目

的是在試圖正確地為未來描繪出一幅預言性質的圖畫，換言之，想定所談論的不

是預測未來，而是談論在當前認識未來。5更深層而言，想定與淨評估雖同樣對

付兩個世界，一個是真實（Real）的世界，一個是認知（Perception）的世界，

想定的基礎在於真實，淨評估的基礎則在於認知，兩者即有根本上的差異。不過，

就本研究而言，由於淨評估方法並不拘於一格，故可借用想定的步驟來協助分

析，只是在結論上須與想定做出區別，兩者雖有差異，但研究者可依本身所需來

設計研究環境再進行分析，兩者的結合也是當前學術界認為值得嘗試並具有其價

值的方向。6

然而，如同戰略規劃一樣，想定規劃的成功與否極難精準地確定，殼牌石油

之所以超越艾克森，是因為它發展出早期預警的途徑，並非在公司成長上的突

破，想定在當時的環境是一個新的管理工具，以創造新的意念，但是如果石油危

機不曾發生，或者他們使用了其他的方法預測，那麼想定到底有沒有作用就很難

說了，7因此想定規劃只是在各種環境中整理認知的一項工具，而這些規劃有可

能用於落實決策上。重點不在於擁有一項正確的想定，而在於擁有一組想定，可

讓我們據以瞭解驅動體制的主要力量、這些力量之間的關係，以及重大的不確定

性。驅動力和重大的不確定性可被用來建立一系列的未來，以界定看來似乎有

                                                 
4 Sam J. Tangredi, All possible wars? Toward a Consensus View of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1-2025(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pp23-29. 
5 潘東豫，前揭書(2003 年 6 月)，頁 42。 
6 Liam Fahey and Robert M. Randall, Learning from the Future: Competitive Foresight Scenario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8), p.6.  
7 Gill Ringland, Scenario Planning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1998), 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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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而又具有內部一致性的想定。8

目前在研究上，想定可分為外部想定（External Scenario）與內部想定（Internal 

Scenario）。外部想定是對外部世界心智模型（Mental Model）的共用與認同，亦

即對可能的未來做出一致而具前瞻性的描述。它們代表未來可能的發展程度與結

果，但會發生何種狀況卻是在我們的控制之外。內部想定則是屬於個人所有，與

個人對未來的期待有關，因為內部想定和自我（Self）相關，它們比較不完整，

但就定義而言，仍具有內部一致的特性，可視為穿越個人認知地圖的路徑。9

為達到組織內部戰略對話的目標，最好採用價值中立的外部想定。卡恩

（Herman Kahn）認為價值中立的想定之重要性在於，觀察者得以不帶任何價值

判斷進行探索，執行者可以透過不同的角度去觀看這個世界，擺脫本身傳統心智

地圖的束縛。不具價值判斷的想定協助執行者去觀察他們從未嘗試尋覓的事物，

要保持這樣的優勢，就必須將想定投射於環境中，亦即所謂的來龍去脈

（Context），以因素（factor）而非行為者（actor）的角度描述事物。10換言之，

決定事物發展的焦點，乃在於因素的差異性，也就是各種外部的力量影響了組織

（國家）與環境的互動，組織本身的優勢劣勢並非絕對要件，而是相對要件，因

為若從行為者的角度來看，我們可能會對想定做出價值判斷，但組織（國家）卻

不能以同樣的方式來思考，由於組織（國家）無法明顯地改變外部世界，所以必

須先針對未來作規劃，以求永續發展。故此，本研究借用外部想定的內涵，承接

第三章研究所得出的優勢、劣勢、機會與威脅之資料，進而分析所欲探討的第二

個問題：台灣能源戰略環境下的演變趨勢與預測。 

 

 

 

                                                 
8 Stuart E. Johnson, Martin C. Linicki, Gregory F. Treverton 編，高一中譯，國防決策的新挑戰與新

工具（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年 6 月），頁 331-332。 
9 同註 3，頁 7。 
10 同註 3，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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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來台灣能源戰略環境的想定（一） 

 

I. 確定焦點 

在本節中主要想探討的是未來二十年間石油價格的起伏與新能源科技的拓

展給台灣所帶來的影響，因此偏重於經濟安全方面的研究，焦點即為在未來能源

日益短缺的環境下，若是石油價格高漲，將對台灣造成何種衝擊，抑或在開發新

能源科技上，又有什麼樣的方案可以替代石油。本節將結合前一章 SWOT 分析

中之 O1、O2、T1、S2、W1 的資料來設計想定模擬的情境，試圖描繪出未來的

方向。 

考慮到最近石油價格的動盪，對石油市場進行中期和長期預測是很困難的，

並引發了以下問題的思考：OPEC 的石油限產政策能否使石油價格停留在石油目

標價變化範圍？非OPEC 的石油產量的預期增加能否減緩油價上漲？亞洲發展

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強勁增長能否持久？是否會回到1997-1999 年經濟大蕭條

時期？即使油價降低後，技術進步能否保證石油供應繼續前進？目前可知的是，

亞洲經濟已復甦，區域內的大國更有明顯成長，全球發展中國家的能源需求穩步

增長。到2025 年世界石油需求量預計將達到1.21 億桶/天，換句話說，世界範

圍內石油消費量的增加要求石油的生產能力也要相應提高，即在現有水準基礎上

每天增加生產4400萬桶。11交通運輸是目前世界石油消費的主要領域，預計將在

未來石油消費中所占比例越來越大。由於其他替代燃料的競爭，石油在其他終端

應用領域的重要性可能會下降。如在發電領域中，天然氣、煤、核能（與石油）

的競爭。但目前在交通領域還沒有經濟的可替代石油的能源，唯有新能源科技的

發展才可能改變這種態勢。 

    自從工業革命始於 18 世紀以來，化石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氣）已成為建

構現今社會所需之各類科技和運輸網路的動力來源，但化石能源的供應有限，未

                                                 
11 EIA,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4,” www.eia.doe.gov/oiaf/ie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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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將會出現石油與天然氣限制性的短缺情形，導致能源安全供給會越來越難以保

證。在替代能源的產量和價格能與化石能源相互競爭前，以及因商業化而所必需

發展之適當的經濟基礎建設建構完畢前，大量的研發工作是必需的。由於每個研

發階段都需要花費很多時間，若能以較大的全球投資於相關的研發工作，則可能

會加速經濟變遷的腳步。雖然不可能預測到底何時化石燃料會供不應求，或何時

全球暖化問題會更嚴重，但是化石能源用量逐年增加的趨勢，正縮減了我們過渡

到替代能源的機會之窗。 

氫是一有希望取代化石能源的選項，經由與氧的化學反應，氫可以在熱機中

爆炸性地釋放能量，或是在燃料電池中平靜地產生反應並生成僅有的副產物－

水。氫的蘊藏量非常豐富，且不分地域國界廣布於世界，因此用它來開創氫經濟

－以氫和電為基礎之未來能源系統，僅需考量技術，不需以政治為手段。但以目

前氫之生產、儲存和應用之最佳技術，離達到具競爭力之氫經濟所需之條件，仍

有極大的差距，大到無法以逐步的提昇技術來跨越此一差距，這必須仰賴基礎研

究所帶來的重大突破，才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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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當地環境中的主要力量與驅動力 

「當地環境中的主要力量」列舉如下，這些力量皆具邏輯關連性，而且有明顯的

差異性，每個力量都要接受深度的探討，其目的即為找出影響各主要力量的驅動

力，亦即確定延續過去且連結未來的變因。 

 

【當地環境中的主要力量】 

 人口成長率 

 經濟成長率 

 能源出口國的政策 

 政府獎勵開發新能源科技 

 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 

 私部門在能源科技上的投資與獲利 

 開拓能源市場 

 節約能源 

 

 

 

 

《 驅動力 》 

 新能源科技的發展 

 石油價格 

 國家能源需求 

 政府的能源政策 

 國際條約 

 

 85



能源戰略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淨評估的探討 
 

 人口成長率：根據 2001 年 4 月中華民國統計月報，1996 年至 2000 年人口

年平均長成率為 0.90%。未來人口成長率之預測，係參照經建會人力規劃處

「台灣地區未來人口推計及生育下降問題(2002 年)」預估值如表 4.2.1。 

表 4.2.1 我國人口成長率之預估 

期間 人口成長率 

1996-2000 0.90 

2001-2005 0.53 

2006-2010 0.49  

2011-2015 0.40  

2016-2020 0.30  

Source：行政院經建會人力規劃處，台灣地區未來人口推計及生育下降問題（台

北：行政院，2002 年）。 

 

 經濟成長率：根據主計處(2003 年 11 月 14 日)公佈之國民所得，估算

1996~2000 的實質 GDP 年平均長率為 5.72﹪。2001 年實績為 2.18%，2002

年達 3.59%，2003 年為 3.24%。2004~2020 年之實質 GDP 成長率採用能源政

策白皮書 2004 年版，其推估值如表 4.2.2。 

表 4.2.2 我國實質 GDP 年平均成長率實績及未來展望 

期間 
期未 GDP

1 

(百萬新台幣) 
年平均成長率 

1996-2000 9,558,698 5.72 

2001-2005 10,863,661 3 

2006-2010 13,534,213 4.1 

2011-2015 16,679,699 3.7 

2016-2020 20,288,725 3.2 

Source：中華民國經濟部能源局編，能源政策白皮書(台北：經濟部能源局，2005

年 12 月)，頁 105-106。 

 

 能源出口國的政策：儘管 OPEC 占世界石油供應的份額預計在未來二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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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較大增加，但 OPEC 內部、OPEC 與非 OPEC 產油國之間、石油和其

他能源（特別是天然氣）之間存在的激烈競爭（特別是非常規資源的生產）

可能將阻止實際石油價格的過快增長。眾所周知，OPEC 成員國擁有豐富的

石油儲量，提高開採量所需成本較低，可以滿足世界石油需求的增加。預計

OPEC 供應國產量到 2025 年每年都要有 2.6%穩定增長率。OPEC 的石油生

產能力利用率預計在 2001 年後迅速增加，2015 年前達到 90%，並一直保持

到 2025 年。產量的增加不僅來自 OPEC 國家，也來自非 OPEC 產油國，

但總增加量中可能只有 40%來自非 OPEC 國家。新的勘探和開採技術、工業

成本降低計畫、政府對廠商的財稅優惠政策都有利於非 OPEC 石油生產量

的繼續增加。 

 政府獎勵開發新能源科技：在能源科技研發策略及資源規劃上，應採任務導

向之研發策略，加強再生能源、能源新利用及節約能源之研發推廣。對於進

入示範階段之技術項目，如太陽能熱水、太陽光電、風力發電等，給予示範

補助帶動推廣；對於進入推廣普及之技術項目，如傳統小水力發電等，輔以

財稅獎勵促進推廣普及。另外亦需加強業界合作、學界參與及國際合作，使

能源科技研發隊獲得整合加成效果。以燃料電池為例，訂定其研發方向與策

略，結合國內業界以應用系統及週邊設備為研發標的，遂能爭取國際研發分

工之有利地位。 

 控制溫室氣體排放量：京都議定書中規定管制六種溫室氣體的排放：二氧化

碳、甲烷、氧化亞氮、全氟化碳及六氟化硫，其管制標準：於 2008 年至 2012

年之期限內，上列六種溫室氣體排放量，平均應減少到比 1990 年排放量低

5.2%之水準。雖然我國並不是聯合國之會員，無法簽署京都議定書，且目前

並無減量責任。根據國際 CO2 排放減量趨勢與台灣經濟發展計畫，我國對

於 CO2 減量主要共識為 1998 年全國能源會議之結論，亦即將台灣 CO2 在

2020 年時減量至 2000 年之排放水準。 

 私部門在能源科技上的投資與獲利：因為京都議定書的簽訂和生效，奠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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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電池產業的發展。隨著全球化石能源的不斷減少和清潔、可再生能源

使用快速增長，全球太陽能源電池的需求量將急劇增長，給太陽能電池生產

企業、投資機構、太陽能電池相關產業創造了巨大的投資機會。太陽能產業

可以說是全球投資市場中，少數可以持續成長超過二十年以上的產業，近二

年則因上游矽材原料的短缺，無法趕上需求面的增長，使得矽材價格、太陽

電池及模組等相關價格一併調漲，廠商獲利激增，尤其是連虧多年的國際矽

材大廠，更出現難得見的獲利高成長，太陽能頓時變為「暴利」行業，產業

鏈從上至下幾乎呈現一片榮景，也吸引不少新進者聞利而至，也帶來了能源

科技的新希望。 

 開拓能源市場：從台灣能源供應體系觀之，我國能源幾乎全數仰賴進口，大

量依賴國外化石燃料，極易造成能源供給的脆弱性與不確定性。為確保能源

穩定供應，政府持續推行能源種類與來源多元化透過區域合作穩定供應來

源，加強跨國能源合作機制，對於我國能源安全提供進一步的保障；而為因

應國際間 CO2 減量之課題，亦須積極引進潔淨及高效率之能源與技術。我

國由於地位特殊，目前主要係透過參與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共同商討區域能源合作議題，實有必要拓展更多的國

際合作管道，加強跨國能源合作機制，強化能源供應安全。 

 節約能源：國內節約能源已推動多年，早自 1978 年爆發第一次能源危機

後，政府頒行能源節約措施，並制訂「能源管理法」，採取包含強制性能源

效率管理、技術服務、獎勵優惠、技術研發及教育宣導等，節約能源已有成

效，規劃節能目標為至 2025 年再降低能源密集度 22~27%。節約能源目標預

計2010 年可節約658 萬公秉油當量、2015 年為1,243 萬公秉油當量、2020

年為 2,400 萬公秉油當量。12因此除需強化能源效率管理、擴大節能技術服

務、擴張技術研發，以及加強教育宣導，擴大全民參與，另需配合逐步調整

                                                 
12 能源資訊網，「全國及各部門節約能源趨勢分析」，2004 節約能源要覽，2005 年 4 月 15 日，

網路版，http://emis.erl.itri.org.tw/book/seview/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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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及強化能源價格市場機制才能達成。 

在驅動力方面： 

根據前述，可以將驅動力分為「基礎力量」與「重大的不確定」兩項，「基礎力

量」具有高影響力與低不確定性，在發展出的所有想定中都有高度關連，而且彼

此相同；「重大的不確定」具有高影響力與高不確定性，在發展出的所有想定中

一樣有高度關連，但卻彼此不同。由下圖可以清楚瞭解其分類。 

 

驅動力 

                                                                                    
重大的不確定 

基礎力量 

 國家能源需求 

 政府的能源政策 

 國際條約 

 石油價格 

 新能源科技的發展 

 

「基礎力量」有下列三項，： 

 國家能源需求：綜合未來人口成長率與經濟成長率，我國迄 2020 年最終能

源需求如表所示。 2002 年至 2020 年電力的比率由 48.2%升至約 50.4%(含

再生能源電力)，煤由 10.7%降至 10.4%，石油由 38.5%降至 36.9%，天然氣

由 2.6%降至 2.2%，而再生能源佔比升至 2020 年的 5.3%。能源總需求量將

由2002年的 1億 199萬公秉油當量增至2020年的 1億 4675萬公秉油當量，

年平均成長率 2.5%。（見表 4.2.3） 

表 4.2.3 能源成長率之預估 

電  力  煤  炭  石  油  天  然  氣  再 生 能 源  
  

數 量  % 數 量  % 數 量  % 數 量 % 數 量 % 

總  計  

2000 41,585 46.2 9,971 11.1 33,887 37.6 2,555 2.8 2,109 2.3 90,108

2002 46,613 45.7 10,960 10.7 39,259 38.5 2,622 2.6 2,535 2.5 10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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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46,560 46.1 11,779 11.7 36,634 36.2 2,951 2.9 3,170 3.1 101,094

2010 51,331 44.3 13,230 11.4 43,355 37.4 3,486 3.0 4,482 3.9 115,884

2015 58,112 44.7 15,053 11.6 47,465 36.5 3,269 2.5 6,144 4.7 130,044

2020 66,224 45.1 15,335 10.4 54,213 36.9 3,226 2.2 7,754 5.3 146,751

2000-2020 年 平 均 成 長 率 (%) 

  2.4  2.2  2.4  1.2  6.7   2.5

Source：行政院非核家園委員會，「我國未來電力供需情況與未來展望」，網路版，

http://www.moeaboe.gov.tw/NuclearPowerStat4/1.htm。 

 

 政府的能源政策：根據我國行政院第 2490 次會議核定第四次修正之條文，

政府的能源政策應包括：穩定能源供應，加強整體能源規劃，並訂定能源供

需及應變計畫，促進能源種類與來源多元化；提高能源效率與能源生產力，

並加強工業、商業、住宅、運輸等各部門節約能源；重視環保安全，積極引

進及產製高品質之清潔能源並推廣利用，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另外配合國

際環保趨勢，研擬減緩溫室效應因應策略；加強研究發展，推動再生能源及

新能源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推廣獎勵；開放能源事業，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與

民營化，並建立公平合理之經營環境。 

 國際條約：如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主要係防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

干擾，同時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糧食生產，免受威脅。

之後為落實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工作，於日本京都舉行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具有約束效力的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

以規範工業國家未來之溫室氣體減量責任。議定書除了具體規範已開發國家

的減量責任外，其決議亦允許國家間透過彈性機制來達成共同減量之目的。

例如共同減量：允許公約附件一國家間，共同成立減量計畫來達成減量目

的；清潔發展機制：允許公約附件一國家與非附件一國家的政府或民間部

門，共同成立減量計畫來達成減量目的。附件一國家可以獲得減量成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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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家可以獲的資金與技術，來促進國家之永續發展；排放交易：允許

議定書附件B國家之間，透過交易的方式來達成減量之目的。依國際環保公

約之經驗，我國既使不簽署公約及享受權利，但相關義務，卻仍需履行，若

我不遵守，曾有遭到貿易制裁之經驗。 

「重大的不確定」有下列兩項： 

 石油價格：在過去的 25 年中，油價波動十分劇烈。接下來，可以預測油價

波動的現象會受到一些不可預見的自然、政治和經濟等因素的影響而再次出

現。例如，中東局勢的緊張會使正常的石油生產和貿易受到嚴重干擾。但石

油價格嚴重偏離正常價格的情況也不可能持續很長時間。眾所周知，油價過

高只會限制全球範圍內的石油消費，同時還將大大加劇主要產油國與其他產

油國之間、石油與其他能源供應之間的競爭，持續低油價的影響效果則恰恰

相反。限制油價長期居高不下的因素包括：開發石油的替代燃料（比如天然

氣）；當油價上漲時，開發常規石油的其他邊緣資源，使其成為經濟上可行

的儲量；如果油價進一步上漲，則需要開發非常規石油資源作為儲量。當上

述能源形式成為一部分儲量時，利用先進的開採和生產技術可能促使石油價

格有所降低。 

 新能源科技的發展：在一般再生能源的開發上，我國已有相當高的水準，但

在有關氫能科技之研發上，仍大大落後先進工業國。氫能擁有巨大的社會和

科技的形象魅力，被當作是可以解決充足供應和具有最小環境衝擊之根本能

源問題的可能解答之一，但最終還是取決於市場是如何回應：新興的氫技術

是否會比今日的化石燃料提供更多的價值嗎？在推動從石化燃料至氫技術

之過中，需要政府來扮演關鍵的角色。這是因為研發的投資是很龐大的，而

具體有希望的成果卻是不確定的，且報酬往往是在市場投資回收容忍的時間

範圍之外。因此，政府的投資計畫必須建立目標、提供研究補助和分擔風險。

近來國內之學術機構以及廠商已開始積極從事相關之研究與製造，政府也將

採取相關的政策與研究補助措施，期能趕上世界之潮流與技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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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依據重要性與不確定性排列矩陣 

 

圖 4.2.1  石油價格與新能源科技之想定矩陣 

居高 
所 有 想

定 共 同

的 基 礎

力量：國

家 能 源

需求、政

府 的 能

源政策、

國 際 條

約。 

不下 

 

     石油 

價格 

     

      

      

              
維持 
穩定 

新能源科技的發展 

 

原地踏步                           有顯著的突破 

Source: 作者自繪。 

IV. 發展想定 

在所發展的想定中，以石油價格居高不下的可能性較大，也是問題焦點中所

稱讓人無法安眠之因素，因此針對此項條件，再配合新能源科技發展的前景，選

取矩陣中的第一象限與第三象限作為本文想定基礎。 

 

想定 1（石油價格居高不下，新能源科技的發展又原地踏步）： 

 液態天然氣（LNG）取代石油比重，成為人類最依賴的能源 

由於在開發新能源上不能獲得有效突破，而石油產量又日漸枯竭，天然氣遂

成為首要初級能源，之所以到目前為止，天然氣尚未成為全球能源爭奪的重心，

是與其特性有關；石油是全球性商品，便於運輸和儲存，所以石油價格可以由有

效和透明的國際市場來確定，全球石油市場基本是平衡的，而天然氣尚未成為全

想定 1 

 

想定 3 

 

 

想定 2 

 

想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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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商品，難以長途運輸且船運費用高昂，世界的天然氣消費有明顯的地域性，

其價格是由地區市場決定的，並非是平衡的。在亞洲和歐洲，液化天然氣市場更

容易受石油產品價格的影響。隨著天然氣的消費和交易量持續增長，為促進國際

間交易，預計價格機制將會繼續變化，為全球天然氣市場鋪平道路。 

現在的問題是，全球範圍內對於天然氣需求的關注正在上升。LNG的出現將

改變那種情況。簡言之，天然氣可以在產地附近被冷凍為液體形態，然後用冷凍

集裝箱運送到世界各地的市場，再加熱還原成氣體形態，輸送到當地的管道系統

中。由於這項技術的進步，天然氣能像石油一樣，成為可替代的全球性商品，在

一些能源匱乏的國家，譬如日本和韓國，長期以來一直依靠天然氣，日益增長的

需要帶來了技術的改良和資金的投入，使得LNG的資金成本不斷下降。與此同

時，運輸油輪也變得越來越大，價格越來越便宜。可以觀察到的是，LNG 產業

之價值鏈(value chain)近年來因技術的革新而產生變化，包括LNG 造船價由原先

的 2.5 億美元降為 1.5 億美元、LNG 液化廠造價降低約 35%，生產線大型化已

是大勢所趨。由於成本降低使得天然氣價格相對煤炭與石油之間將更具有競爭

力。亞洲地區LNG 之消費量約佔世界總量之 70%、各國政府推動自由化的結果

對LNG 出口國已產生壓力，中國大陸及印度為新興之廣大市場受LNG 產業界

重視。美國方面由於自產天然氣已逐步枯竭、無法再增產，需求面又因環保因素

使得天然氣用量包含發電廠用天然氣大幅成長，英國也將大量進口LNG，供應方

面俄羅斯的薩哈林、埃及、安哥拉、挪威及南美洲之委內瑞拉、秘魯、智利等都

將開採供應。全球過去天然氣用量年成長約 3%，預估未來十年內將大幅成長，

所耗能源將超過煤當量，2020 年將超過油當量，LNG 需求量 2030 年將達六億

噸，超過現在一億噸之需求五倍，未來十年將有 800 億美元投資於LNG 相關產

業，包括 100 艘LNG 船下水等，故LNG 產業一片欣欣向榮之景象可預期。13

目前我國天然氣接收站除永安外，另一規劃興建之台中港，考量其卸儲量不

足以應付未來天然氣大量增加，有必要及早規劃北部接收站，以平衡北部未來的

                                                 
13 董天植，「第十四屆世界液化天然氣會議側記」，瓦斯季刊，第 68 期（2004 年 7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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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激增，且配合天然氣的大用戶集中在發電廠及其他工業用戶，故其輸送管線

的興建有其獨特性，未來可吸取歐美的經驗，及早規劃天然氣管線代輸的機制與

相關費率辦法，以利天然氣靈活調度與運用。另鼓勵擴充現有設施，以穩定未來

天然氣之供應。未來配合天然氣使用量之擴增，適時檢討現行儲槽容量是否足以

因應調度之需求，並建立適足之營運周轉之儲存設施。就提高安全庫存天數而

論，除增加儲槽數量外，相對必須增加船隻數，並在來源的穩定性、安全性考量

外，距離時效、與市場機制的靈活運用，配合國內每日、每月、每年需求量的控

管運作下，才能有穩定的安全庫存。 

此外，我國的鐵砧山儲氣窖是利用原有開採枯竭的油氣田構造，修改後成為

儲氣的場所。具有下列優點：（一）地下構造存在數千萬年，結構堅固無比，有

耐地震破壞的功能；（二）提供一個無氧環境，可完全避免失火或爆炸的危險；

（三）調節天然氣市場的尖、離供需平衡；（四）大量容納地面儲存滿載的進口

天然氣，避免過去超量而燃燒的損失；（五）遇國際局勢轉變，受外力因素無法

進口時，可解能源供應之急。依據中油台探總處輸儲處之估計，地窖之儲存容量

相當於25 座13 萬公秉之LNG 儲槽，相當於325 萬公秉LNG，或1898 百萬公

秉之天然氣，取約略數為十九億公秉之天然氣。此外，其他類似舊氣田可供利用

的地下地質構造，還包括地下水層(Aquifer)、鹽洞(Salt Cavern)，因為國外都已

經有儲氣成功的案例，所以國內的能源委員會在九十一及九十二年度，已從石油

基金中提撥部分經費支援「地下儲氣窖評估、開發及監控技術」相關研究案，相

信地下儲氣窖會成為未來國內天然氣儲存的重要設備。14

 對總體經濟與產業雖有影響，但不至於出現停滯型通貨膨脹 

能源價格揚升對經濟的影響大致可經由下列幾個主要管道。首先，能源是重

要的生產投入之一，此要素價格的上漲會直接影響生產成本。至於是否影響廠商

利潤則視廠商能否將成本的上升轉嫁給消費者。因此，能源價格變動對產業的影

                                                 
14 郭平欣，「台灣進口液化天然氣之安全存量分析」，2004 年亞太區域研討會（台北：國立東

華大學亞太區域研究中心、世新大學經濟學系，2004 年 6 月 6 日），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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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將因產業的特性與結構而有所差異。在正常情況下，能源價格的飆漲會使廠商

利潤受到擠壓，降低整體投資意願。其次能源亦是交通運輸等民間消費項目之

一，價格的上漲自然會減少民眾的實質所得，進而降低消費。接著，能源價格上

漲無論是使生成本上升或相關消費物資價格的上升皆易於引發人們預期通貨膨

脹的惡化，進而帶動房租與工資上揚，使消費者負擔增加，企業營運成本上升，

整體經濟活動轉趨遲緩。再者，通貨往往是各國央行所力求穩定目標之一，能源

價格的過度飆升，必然使通貨膨脹惡化。在面臨日益惡化的通貨膨脹時，央行不

得不採取較為緊縮的貨幣政策，因此將加深經濟成長減緩的幅度。最後，能源價

格的飆漲往往使人們對於未來經濟的成長產生悲觀的預期，股市隨之滑落，進而

衝擊民間消費與投資。 

從產業結構而言，台灣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明顯提高至 67%，而且製造業

也由紡織等高耗油產業，轉向電子精密等高科技產業，目前電子精密產業占製造

業產值比重已超過 38%。而生產部門的整體能源密集度，也呈現出下降趨勢，自

1981 年的 6.65%降至 2000 年的 5.03%，降幅高達 24%，顯示生產部門產出每單位

GDP所需的能源使用量正逐漸降低。而台灣原油進口值占總進口值的比重，以及

原油進口值相對GDP的比率，也分別從石油危機時的 24%及 11%，降至 2004 年的

7.11%與 3.8%，只剩不到三分之一，顯示台灣對油品依賴度已明顯下降。15

根據經建會之研究，石油相關產業占GDP的百分比，也已從過去 37%降至

27%；對物價影響以投入產出計算，約為 1比 25，也就是油價每上漲 1%，消費者

物價指數則上漲 0.04%。油價雖漲，但石油占 GDP的比重已較以往大幅下降，

反而占 消費者物價指數(CPI)較高比例的房租租金還在下跌，更意味著國際原油

價格上揚，對台灣物價影響已大幅縮小。尤其國內的零售市場競爭激烈，廠商生

產成本繼續縮減、加上大陸產品價格相對便宜，造成電子消費性產品的殺價競

爭，也將抑制未來的物價上漲。負面影響以石油煉製品最大，石油化工原料與針

                                                 
15 董珮真，「物價上漲對亞洲及台灣經濟的影響」，電工資訊，第 167 期（2004 年 11 月 1 日），

網路版，http://www.teema.org.tw/publish/index.asp?serialno=0411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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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布次之，其他則以化學相關產業、紡織業與陸上運輸業負面影響較高，上述產

業與石油之關聯性原本就較高，且大都以原油為其主要要素投入使然。較小負面

影響包括水泥、陶瓷與漁業等，其主要投入相對前述產業與石油關聯性較低使

然。16

以我國居於領先地位的 IC 產業為例，油價對 IC 產業影響可以分為兩部分探

討，一為需求面：對終端產品消費影響，另一為成本面：對廠商成本影響。令人

擔憂的是在油價不斷攀高下，將影響消費者購買能力與購買行為，可能會降低消

費者對電子產品的採購，進而競爭加劇而壓低單價，另一方面廠商面臨運輸成本

與原物料上揚影響導致成本增加。在成本增加，單價未能提升下，廠商利潤將持

續被壓縮，對廠商營運能力將是相當大的考驗。 

    油價持續上漲，可能會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產生影響，而物價持續上揚，也

將使得消費者可支配所得縮水，也讓民眾對於未來經濟前景開始感到悲觀，消費

者在荷包縮水與擔心未來經濟前景下，對奢侈品的消費持保留態度，之前消費者

物價指數揚升情況不大，這與大賣場興起，終端產品競爭激烈有關，不過在歷經

一年的高油價效應後，許多基本民生用品正開始漲價，如果油價持續維持高檔，

廠商將不可避免調整售價，將衝擊民眾消費意願。而直接衝擊的將是非必要性的

奢侈品消費力。另一方面，雖燃油價對於半導體直接成本影響可說不大，不過在

包括鋼鐵及貴金屬等原物料價格不斷上漲，與運輸成本增加下，終將導致成本逐

步上揚，進一步壓縮公司獲利。因石油原物料佔半導體直接成本不高，原材料供

應商現仍自行吸收油價因素，但包括運輸成本與其他包裝成本正開始上揚，使得

半導體間接成本也逐步墊高，雖然目前看來成本的上揚正由上下游供應鍊共同分

攤，但如果油價維持高檔，廠商勢必會受到成本衝擊。油價上揚對消費信心影響

逐步發酵，油價如進一步揚升將帶動物價上揚，景氣一旦反轉將嚴重衝擊消費者

購買電子產品的意願，2004 年全球半導體在個人電腦(PC)出貨大增下成長超乎

                                                 
16 徐世勳、李篤華、周磊，「國際原油與國內油品價格同時提高對台灣總體經濟之影響評估」，

石油策略研究中心時事月報，第五期（2005 年 10 月 10 日），網路版，http://www.ncku.edu.tw/~c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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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一旦電子產品消費意願減弱，廠商將面臨成本上揚但是銷售量降低的雙重

打擊，從PC出貨量雖高，但產值並未正向成長，顯示平均單機售價（ASP）快速

滑落，正反映出製造業開始受到衝擊。17

油價的飆漲與經濟領先指標的滑落，令國人感到不安，擔心經濟將陷入停滯

型膨脹(Stagflation)的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油價的高漲部份是由於人為的炒作，

且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增加產能提高石油的供給，而我國製造業產值比率

下滑，且轉向低耗油的高科技產業，致使我國經濟對進口原油的依賴度

降低。此外，現階段能源使用效率大幅提升，能源成本占生產成本的比例已較

70 年代顯著降低，因此其嚴重程度以及持續期間都將遠低於 70 年代，所以未來

若油價仍維持在高檔，也不至於出現停滯性通膨。 

 

想定 3（石油價格居高不下，新能源科技的發展有顯著突破）： 

 邁向氫經濟時代18 

氫經濟（Hydrogen Economy）一詞，為美國通用汽車公司（General Motors）

於 1970 年發生第一次能源危機時所創，主要為描繪未來氫氣取代石油成為支撐

全球經濟的主要能源後，整個氫能源生產、配送、貯存及使用的市場運作體系。

但隨後二十年間中東形勢趨緩、原油價格下跌，石油依舊成為交通運輸業的首要

選擇，因此對於氫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漸少。直到 1990 年代末期氣候變化（全

球變暖等）問題引起重視以後，氫能與氫經濟又再度成為世界各國研究的熱點。

所謂的「氫經濟」係以氫氣為主要的消費能源，用在發電、運輸部門，也可以用

在工業、商業及住宅部門。氫以其清潔無污染、高效、可儲存和運輸等優點, 被

                                                 
17 黃俊勛，「油價對半導體產業之影響」，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網路版，

www.itri.org.tw/chi/services/ ieknews/200509261138424E886-0.doc。 
18 本文的想定基礎參見Committee on Alternatives and Strategies for Future Hydrogen Production 

and Use, The Hydrogen Economy: Opportunities, Costs, Barriers, and R&D Need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Washington, DC (2004)；US Department of Energy, Office of 

Basic Energy Sciences, Basic Research Needs for the Hydrogen Economy, US DOE, Washington, DC 

(2004), http://www.sc.doe.gov/bes/hydrog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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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最理想的能源載體。氫能和可再生能源結合在一起將形成一個完全可再生的

完整的能源系統，基於這個能源系統上的經濟活動也就是“氫經濟＂。氫能將在

本世紀引發一場新的能源革命，使世界最終擺脫“碳氫經濟＂所帶來的諸多困

擾，進入清潔、安全、便利的“氫經濟＂時代。同時，正如煤的開發利用帶動了

蒸汽機的發展，引發了早期工業革命；石油、天然氣的開發利用使人類進入了電

氣時代，並為資訊、生物時代的到來奠定了基礎一樣，氫能的發展不僅將對世界

能源產業帶來徹底的變革，而且還將對其他各個領域提出新挑戰產生深遠的影

響。以氫能為基礎的技術革命將誘發一波又一波的相關工業變革，最終將推動全

球經濟進入嶄新的一輪持續高速發展時期。19

未來，台灣將分為三個階段進入氫經濟時代： 

（一）向市場初步過渡階段（2010 至 2015 年）：在該階段初步實現由氫能技術

和產品的開發、示範向商業化、市場化的過渡，其主要目標是氫能的生產、運輸，

以及可移動和固定式氫燃料電池基本實現商業化生產，氫能技術和產品開始被消

費者接受，政府已制定出氫能產品的各項技術標準。在該階段，政府部門要率先

作氫能產品的消費者，發揮示範和帶動作用，同時促進企業進行商業化。 

（二）市場擴大與基礎設施建設階段（2015 至 2025 年）：在該階段，氫能技術

與產品的商業化已基本實現，與氫能相關的基礎設施如加氫站、氫能運輸系統等

基礎開始興建。在該階段，企業界已成為推動氫經濟發展的主體。 

（三）實現向氫經濟的轉化階段（2025 至 2040 年）：在該階段，氫能的生產、

儲存、運輸和應用產品全面實現商業化，並在全國範圍建立起與之相應的基礎設

施網，以氫能為基礎的能源體系基本建立。20

 

 各國政府為求能源自主，將大力提倡氫經濟 

                                                 
19 許博涵，「邁向「氫經濟」之路」，能源報導，2006 年 2 月，頁 15-16。 
20 本時間表乃是參考「歐盟氫氣動力及燃料電池研發介紹」一文，僅為作者個人臆測，

並 無 實 質 數 據 或 資 料 明 確 揭 櫫 ， 見 國 科 會 國 際 合 作 簡 訊 網 ， 網 址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09412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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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來，由於環境惡化和能源行將枯竭的壓力，使各國政府和各大能源企業

紛紛把注意力投向了氫能，以美國為首的先進工業國家更是把發展氫能視為通向

新世紀霸主地位的通道。      

    在美國方面，聯邦政府制定了宏偉的發展計畫。2001年5月布希政府在其發

佈的《國家能源政策報告》中提出發展氫能，11月能源部召開了“國家氫能發展

展望＂研討會。2002年2月形成了名為《2030年美國向氫經濟過渡之展望》（A 

National Vision of America's Transition to a Hydrogen Economy—To 2030 and 

Beyond）的報告，同年11月公佈了《國家氫能發展路線圖》（National Hydrogen 

Energy Roadmap）。21這兩個報告認為，氫能是未來美國能源的發展方向，美國應

當走以氫能為能源基礎的經濟發展道路，逐步向“氫經濟＂時代過渡。2003年1

月布希總統在國情諮文中正式提出實施國家氫燃料研究計畫，在未來5年中投入

12億美元，重點在研究氫的生產、儲存和運輸有關的技術，以促進氫燃料電池汽

車技術和相關基礎設施技術在2015年前實現商業化應用，為發展“氫經濟＂提供

技術支撐。22     

    2004 年 2 月，美國能源部公佈了《氫能態勢計畫-技術研究、開發與示範行

動 》（ Hydrogen Posture Plan-An Integrated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Plan）。該計畫制定了發展“氫經濟＂的步驟和向“氫經濟＂過渡

的時間表，確定了在發展“氫經濟＂初始階段的技術研究、開發與示範的具體內

容和目標，以及相關後續行動等。該計畫的出臺是美國推動“氫經濟＂發展的又

一重大舉措，標誌著美國發展“氫經濟＂的戰略已從政策評估、制定階段進入到

了系統化實施階段。23

                                                 
21 “A National Vision of America's Transition to a Hydrogen Economy—To 2030 and Beyond,”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www.hydrogen.energy.gov/pdfs/vision_doc.pdf ； “National Hydrogen Energy Roadmap,”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http://www.chinaev.org/html/qnjs/html/bzfg/20050112qnlx.pdf.  
22  “President’s Hydrogen Fuel Initiativ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http://www.chinaev.org/html/qnjs/html/bzfg/20050112rldy.pdf.  
23 “Hydrogen Posture Plan-An Integrated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Pla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February 2004, 
http://www.chinaev.org/html/qnjs/html/bzfg/20050112ycg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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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在新能源和汽車技術中處於領導地位，有幾個州政府已經制訂了它們自

己的氫能源計畫，他們是加利福尼亞州、密西根州、俄亥俄州和夏威夷州。加得

福尼亞燃料電池合夥企業是一個公私合營的企業，建在薩克拉門托，於 1999 年

的四月開始運營，該企業主要業務包括汽車製造、能源供應、燃料電池生產以及

加州和聯邦的代理事務。它的目標是示範氫燃料電池汽車技術和代用燃料基礎設

施及加油站，從而探索出氫能源商業化的途徑及增強公眾對氫能源的認識。加利

福尼亞大氣資源局要求 2003 年售出新車的 10%是零排放汽車，這給燃料電池公

司帶來了一定程度的鼓勵。但因為汽車製造商們的官司問題，這個計畫不得不延

期進行。加州現在有幾輛氫燃料車進行公共示範，而且到 2004 年為止加州在國

內有最多的燃料加油站。該加利福尼亞燃料電池公司計畫在以後的幾年中陸續投

放 300 輛燃料電池轎車和公共汽車，該計畫主要針對洛杉磯的繁華區域和聖法蘭

西斯科-薩克拉門托地區。密西根州在2002年4月宣佈其計畫，稱為"Next Energy"

計畫。密西根州的計畫與加利福尼亞相似，它在底特律建立了一個下一代能源區

域，該區域被規劃為一個復興區域(免稅區,基於產生工作上的稅收打折區），以

希望吸引來自世界各地的氫能研發公司，進一步降稅可使個人和公共機構能夠購

買在該州發明的一些氫能源技術。密西根州的計畫公佈前，俄亥俄州宣佈了其投

資一億美元用三年時間研發氫燃料電池的計畫。2000 年，夏威夷州制定同樣的

了一個小型的氫能源計畫，夏威夷州的計畫目標是在該州發展氫燃料和用於出

口，他們主要通過太陽能、風能、地熱能，也可能是甲烷氫氧化物提取氫。密歇

根州和俄亥俄州的計畫更可能是通過原油提取氫。24

在日本方面，1993 年世界能源網路（WE-NET）啟動，建立了全球性的可再

生能源生產、運輸的交流平臺。世界能源網路在 2002 年完成，可結合政府-學術

-工業部門，並使新能源和工業技術發展組織聯繫起來。WE-NET的第一階段是從

1993-1998 年，主要研究不同氫技術的可行性、對日本氫能源網路進行遠景規

                                                 
24 「 全 球 氫 能 技 術 研 發 及 相 關 政 策 調 查 報 告 」， 中 國 電 動 汽 車 網 ， 網 路 版 ，

http://www.chinaev.org/html/qnjs/html/zxdt/20050113dcb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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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WE-NET的第二階段從 1999-2002 年，主要對選擇的氫技術和基礎設施進行

介紹、示範和實驗研究，以及進一步的研究和發展規劃。前兩個階段總預算為

200 億日元（相當於 2 億美元）。接下來專案將進行氫使用的安全技術研究，該

項目預計持續到 2020 年，主要在日本逐步推廣氫能源。其中，燃料電池技術被

認為是推動“氫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日本政府也強調“燃料電池是打開氫能

源時代大門的關鍵。＂ 2001 年 1 月，日本經濟產業省的“燃料電池實用化戰略

研究會＂報告提出了指導氫能和燃料電池技術發展的國家行動綱領，並明確制定

了分階段實現燃料電池實用化的目標。為實現這項戰略目標，日本政府計畫投入

研發資金 110 億美元，在 2010 年前使燃料電池的總裝機容量達到 220 萬千瓦，

到 2030 年全國建成 8500 個氫加注站，燃料電池汽車要達到 1500 萬輛，占汽車

市場的 20%。2004 年日本公佈的“新產業創造戰略＂中，燃料電池也被列入未來

日本產業競爭力核心的新產業。25      

    歐盟 2002 年 10 月成立了“氫燃料和燃料電池技術＂高級研究小組。2003

年歐洲理事會宣佈EU將投入 20 億歐元在可再生的氫能源經濟上，研究的目標在

使產官學共同規劃出氫經濟的未來，歐盟計劃在 2010 年其再生能源發電量達到

總發電量的 22%。2004 年 6 月歐盟提出了《氫燃料經濟──通向可持續能源的橋

樑》的報告，具體分析了氫燃料良好的經濟和社會前景。歐盟對氫能和燃料電池

的研究非常重視，在 2002～2006 年歐盟第 6 個框架研究計畫中，這方面的投資

為 2500～3000 萬歐元，比第 5 個框架計畫提高了一倍，而各成員國的相關投資

都有不同程度的增長。26目前歐盟許多先進國家都在進行氫燃料電池計畫，舉例

而言，德國的「慕尼克機場氫計畫」（Munich Airport Hydrogen Project）自 1999

年開始，提供汽車及機場巴士氫氣；歐盟的「歐洲清潔都會運輸」（Clean Urban 

Transport for Europe）計畫，在 2003 年提供 10 個歐洲都市燃料電池巴士；在英

國，則有數個計畫進行中，包括在休閒設施場地裝置固定式氫燃料電池，以天然

                                                 
25 「氫能將登上舞臺，引發新能源革命全球賽跑」，中油網科技頻道，網路版，2005 年 5 月 17

日，http://161.207.1.13:82/gate/big5/www.oilnews.com.cn/oilkj/kj_info.asp?id=13316。  
26 同註 24。 

 101

http://161.207.1.13:82/gate/big5/www.oilnews.com.cn/oilkj/kj_info.asp?id=13316


能源戰略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淨評估的探討 
 

氣再轉換生產的氫氣做為燃料，產生熱氣、電力、冷氣及清潔水；劍橋的「都會

區太陽能氫經濟實現計畫」（The Urban Solar Hydrogen Economy Realization 

Project）從光電流系統（photovoltaic system）產生的電力生產巴士用的氫氣，以

及「綠色燃料挑戰」（Green Fuel Challenge）計畫中，對於使用氫燃料電池巴士

的前導計畫免課燃料稅，因此前導計畫的成果，英國政府打算在一段特定的時間

內讓氫氣免稅，以鼓勵其開發及早期營運。在氫氣應用普及後，則可以對不同氫

氣來源依其對環境之影響程度課徵不同的稅。冰島則打算成為全球第一個氫經濟

體，以再生電力來源（地熱及水力發電）來產生氫氣。27

在台灣方面，由於氫能必須透過「生產」方能大量取得，現階段生產的方式

多為透過重組器將天然氣分解，以產生氫氣，但也會排放二氧化碳；或者電解水，

但亦需能源的投入。將再生能源與氫能結合，尤其是不穩定但供應充沛的太陽能

與風力，將產生的電力用於電解水，產生的氫氣與氧氣液化後儲存，可透過管路

或運輸車傳送予使用者，則太陽能與風力的不穩定將不再成為問題，氫能的生產

過程也不會排放二氧化碳。28台灣為海島地形，每年約有半年以上的東

北季風期，沿海、高山及離島許多地區之年平均風速每秒皆超過

5 公尺，風能潛力相當優越。根據調查，台灣地區總風力潛能粗

估有 300 萬瓩以上，應是生產氫能極佳的途徑。 29

目前國外研究方向之一為利用風力及其他再生能源發電電解過濾後的海水，

氫氣與氧氣可分別液化後儲存，於用電尖峰期再利用燃料電池發電，可解決風力

發電等技術於離峰期產生之過剩電力無法儲存的問題。一般風力發電機當風速達

每秒 3～4 公尺（約三級風）便有電力產出，每秒 12～15 公尺（約七級風）可滿

載發電，如果風速過大，則會自動煞車關機，同時葉片組自動移位與風向平行，

                                                 
27 行政院經建會經研處，「能源發展新趨勢—氫經濟」，網路版，2003 年 12 月 2 日，

www.cepd.gov.tw/upload/News/921202@900856.1649913276@.doc。 
28 李欣哲，「2006 前瞻：能源發展─油價飆漲下的新能源契機」，環境資訊中心，網路版，2006

年 1 月 24 日，http://e-info.org.tw/node/2393。 
29 見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網 站 ， 電 力 與 生 活 - 電 源 開 發 計 畫 - 再 生 能 源 ，

http://www.taipower.com.tw/left_bar/power_life/power_development_plan/Regeneration_energ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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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降低受風面積，防止葉片斷裂。依據台灣氣象資料顯示，在西海岸及南部墾丁

地區，於海平面 50 公尺高度層，均可達到每秒 6～7公尺以上的年平均風速，極

具風力發電潛能。我國新竹素有「風城」美名，年平均風速及風能密度皆達要求，

因此，繼麥寮風力發電示範系統（四部機組，各 660 瓩）及澎湖中屯風力發電示

範系統（四部機組，各 600 瓩）之後，國內首度建置百萬瓦（千瓩）級大型風力

機發電運轉之「春風風力發電示範系統」，也讓風城首度豎起再生能源里程標竿，

未來亦可配合政府推廣氫能，實為發展氫能一大助力。30

另外，澎湖地區海岸線總長度達 320 公里，年平均風速在每秒 7公尺(7 m/s)

以上，發展風力潛能優越。秋末初冬的東北季風通過管狀的台灣海峽時加速形成

特殊之風能發展條件，風向多為北北東，加上缺乏地形的遮罩，使得澎湖地區冬

天風速相當大，自 10 月後至翌年 1 月風速多維持在 6 m/s以上，平均風速約相

當於 4級風；當有結構完整之大陸冷氣團南下時，風速常常達到 8級以上，陣風

亦達 12 級以上。在海面上，風速比陸地上更為強勁。夏天時，亞洲的季風改由

太平洋吹向亞洲大陸，澎湖的風向也因而改變轉為南風，風速較為和緩，平均風

速在 3.5 m/s左右，相當於 3 級風。澎湖風速季節變化大，冬季 10 月至翌年 3

月風速超過 10 m/s的出現率為 56%，夏季 4至 9月僅 7.5%；風速低於 5 m/s的出

現率冬季僅占 15%，夏季則約為 54%，具有優越的風力資源，未來將於澎湖擴大

發展再生能源發電，除了直接與電力網併聯外，更可利用多餘電力產生氫氣，儲

存以供燃料電池使用。31

 

 

 台灣將在燃料電池的開發上佔有一席之地32 

                                                 
30 謝 惠 子 ，「 春 風 吹 動 力 飛 - 春 風 風 力 發 電 示 範 系 統 」， 能 源 報 導 ， 2 0 0 3 年 2

月 ， 頁 5 - 6 。  
31 李欣哲，「再生能源在澎湖的展望」，發表於 2003 打造海洋新故鄉—澎湖研討會（澎湖縣：行

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文建會、綠色陣線協會，2003 年 8 月 29、30 日），網路版，

http://www.gff.org.tw/activity8/activity20030830-1.htm。 
32 本文的想定基礎參見“Potential for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Fuel Cells in Taiwan”(written as 
part of a U.S.-Taiwan Fuel Cell Initiative with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s Chin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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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燃料電池的運作原理是將純氫氣放入電池的陽極，氫原子的電子會脫離成

為氫離子，通過電解液（視電池種類或為磷酸或為碳酸鹽等等）到達電池的陰極，

產生電流，在電池的陰極，氫離子與氧氣合成水，同時產生熱能，此熱能可收集

做為汽電共生之用。而氫氣的產生方法係利用初級能源如太陽光、風力、生物質

與化石燃料，利用光轉換 (Photo conversion)、電解 (Electrolysis)及再轉換

(Reforming)等來生產氫氣。以氫燃料電池作為能源來源，具有可以避免化石燃料

所造成的汙染、可以降低對進口能源之依賴、以及生產分散，無需集中式的大型

發電廠，也無需倚賴長途輸電及配電設備等優點，因此產業巨擎紛紛加盟氫經

濟，提出氫能時代的戰略計畫。 

從 20 世紀 90 年代初期起，戴姆勒-克萊斯勒（Daimler-Chrysler）就開始了

燃料電池技術的實際運用的研究。2003 年，他們在燃料電池方面已經達到成熟

的階段：60 輛燃料電池朋馳（Mercedes-Benz）A級汽車已經在歐洲、美國，日

本和新加坡進行日常運行試驗。在歐洲 10 座城市中，30 輛燃料電池公共汽車已

經在固定線路上投入運營。33以燃料電池為動力的道奇汽車（Dodge）已經在美

國UPS公司實際應用於遞送服務。截至 2004 年末，該公司將有 100 多輛燃料電

池汽車在日常運行中積累經驗。其他的一些歐洲著名的汽車商如寶馬（BMW）

亦推出了自己的氫能概念車，並積極在中國、巴西、印度等開展宣傳，開闢其未

來的海外市場。韓國現代也計畫在 2010 年以後在韓國國內限量銷售 1 萬輛氫燃

料電池車，2020 年進入批量生產，並將價格降到與普通汽車相同水準。34另外， 

英國石油公司（BP）和荷蘭皇家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共同簽署協定展

開氫能源研發和革新技術項目研究。1998 和 1999 年，shell和BP針對氫能源各

                                                                                                                                            
Forum and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Inc. )，網路版，http://www.fuelcells.org/info/reports.html；「台

灣燃料電池產業發展策略之研究」，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計畫，2001 年 11 月。 
33 見台灣戴姆勒克萊斯勒與德國經濟辦事處、國科會、能源局、德國在台協會共同舉辦『新世

紀 能 源 』 研 討 會 ， 台 灣 戴 姆 勒 克 萊 斯 勒 公 司 網 頁 ， 最 新 消 息 ， 網 路 版 ，

http://www.daimlerchrysler.com.tw/dc_taiwan/0-747-450282-86-478232-1-0-0-0-0-0-8391-0-0-0-0-0-
0-0-0.html。 
34 「中國離“氫經濟”時代還有多遠？ 」，中 油 網 科 技 頻 道 ， 2005 年 3 月 11 日 ，

http : / /161.207.1 .13:82/gate/big5/www.oilnews.com.cn/oi lkj /kj_info.asp? id=1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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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立了不同的商業計畫。他們都主張改革能源的發展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雪

佛龍公司（Chevron Texaco）和艾克森（Exxon Mobil）也有氫能源研究項目，儘

管後者不熱衷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BP和Shell公司的研究內容廣泛地涉獵了全

球性的氫能研究計畫，2005 年BP每天生產 5000 噸氫。其出廠前的成本與常規汽

油相差無幾，而導致成本上升的是運輸環節。因此，發展小規模的現場蒸汽重整

制氫有可能降低高額的運輸成本。到 2006 年Shell公司已投資 10 億美元從事氫能

研發和商業化活動，Shell公司確信氫能汽車市場將開始啟動。除了主要的石油公

司外，Stuart 能源系統公司、Linde AG和空氣產品與化學品公司（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業已將其營業範圍擴大到氫能零售。35另一個具有氫能實踐經驗的能

源公司的工作是發展氫燃料供應站和氫能高速公路，供應站大都位於北美、日本

和北歐，而美國正在加州實施氫能公路計畫（Hydrogen Highway），預計在 2010

年完成。36  

    目前對於氫燃料電池的發展以運輸用為主，大型發電用途的燃料可以應用石

油之外的多種燃料。但是在運輸用途上，石油的重要性卻是最難取代的，1973

年 42.2%的石油是用於運輸用途上，到了 2001 年比重不減反增，上升到 57.0%。

為了降低在運輸用途上對石油的高度依賴，以及解決使用汽油或柴油的內燃機引

擎所釋出的汙染問題，汽車用燃料電池一直是產官學界努力開發的重點，氫燃料

電池的應用研究也將汽車用途視為重點。其中，質子交換膜燃料電池的研發最接

近商業化，其模組化之特性，可將多個單一電池組裝成大容量之電池機組，方便

運用在各類產品之中。譬如，小型僅具數瓦電力的行動電話用之燃料電池機組，

中型機車用之數仟瓦電力機組以及大型數十萬瓦電廠使用之燃料電池機組，應用

範圍廣泛。 

台灣在燃料電池之技術研發上，雖然落後於先進國家，不過燃料電池之應用

範圍廣泛，先進國家也只是集中資源投入在汽車、巴士、大型發電機組及家用型

                                                 
35 同註 18。 
36 見“Hydrogen Highway”一文，http://www.bmwworld.com/hydrogen/schwarzenegg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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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機組等少數幾個領域上，仍有相當多之領域還未研發。在此研發競爭中，將

避開先進國家研發之優勢，而就本土產業發展之利基，選擇了電動機車及 3C 電

子產品（資訊、通訊、及消費性電子）做為燃料電池優先運用之項目。 

自 1998 年起我國開始推動電動機車發展政策，迄今已有相當基礎。目前電

動機車使用之電池多半是以鉛酸電池為主，較進步之電池則採鎳氫及鋰離子電

池。這種發展經驗與美國自 1990 年起推動之電動汽車經驗極為類似。這些電池

技術的確有其適用之處，但施行於機動車輛，則顯得較難滿足一般消費者之需

求。所以，美國汽車製造公司自 1990 年代中期即將研發重心轉向燃料電池汽

車，迄今已卓然有成，並預計 2004 年達到商業化。台灣則從 1998 年由台灣經

濟研究院與美國瓊斯基金會合作，邀請美國燃料電池專家與國內機車廠商合作，

進行燃料電池機車之研發工作，至 2002 年已由亞太燃料電池公司與三陽工業、

光陽工業及易維特公司等機車廠商共同研發出數款燃料電池實驗機車。 

若大力推動燃料電池的研發，未來台灣機車業在亞洲地區將超越日本，經過

數十年的經驗累積，國內機車產業的高級人力相當充沛。發展燃料電池機車一方

面促使傳統機車升級，另一方面創造高科技燃料電池產業，而且還可建立燃料電

池機車之世界標準。由於汽、機車之環保要求是世界之趨勢，台灣能夠在環保機

車之發展上領先世界其他國家，不僅有助於提高國際聲譽，並可藉由這項環保技

術之輸出，爭取我國對世界環境的更大改善績效。 

另外，就資訊電子產品而言，台灣在下游之製造上具有世界競爭優勢，如能

將此競爭優勢擴大至中、上游產品之設計及研發當中，也就是將燃料電池內建在

講究輕薄短小之資訊電子產品當中，那麼不僅這些資訊電子產品之附加價值可以

大幅提高，也可以創造燃料電池這項高科技產業之發展。目前台灣是通訊及資訊

電子產品生產王國，有多項產品之產量佔居世界首位，譬如：筆記型電腦、監視

器、掃瞄器及數據機等。這些產品固然為我國出口創匯、勞動力就業及經濟成長

提供不小的貢獻，但是這些產品之市場利潤仍受到相當大之壓縮，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台灣僅是這些產品之製造基地，而非產品之設計或行銷中心，以致於利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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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無法大幅提高。如果藉助燃料電池這項科技之運用，應該很有機會創造這些產

品之附加價值。因為資訊及通訊電子產品注重輕薄短小之設計，也講究機動使用

之方便性，而燃料電池科技正可滿足這些特性之要求。舉例而言，筆記型電腦注

重使用上之方便性，利用目前常用之鋰離子電池即可排除需用電線及插座之問

題，但是鋰離子電池最多只能使用兩個小時，這就造成使用者之不便。如果能夠

利用燃料電池科技，自然就可以不必考慮充電問題，筆記型電腦之使用功能也得

以進一步提升。 

未來我國將整合中、上游產品之設計及研發下游之產品製造，也就是將燃料

電池應用在講究輕、薄、短、小之資訊電子產品之中，如果這種系統整合的功能

可以發揮，那麼不僅這些資訊電子產品之附加價值可以大幅提高，也可以創造燃

料電池這項高科技產業之發展。 

 

第三節 未來台灣能源戰略環境的想定（二） 

 

I. 確定焦點 

在本節中主要想探討的是未來二十年間在南海所可能發生的武裝衝突與能

源合作的各種模式，將會如何影響台灣的能源安全，焦點即為台灣是否能參與未

來區域內的能源合作計畫，包括資源分享、共同開發。在此過程中，台灣極有可

能將面臨來自中國的政治壓力，是否有突破現狀的解決方案，得以達到多贏的局

面；另外，南海各國雖已簽署行動宣言，但若以此當作和平條約，則太過簡化國

際情勢，中國在八零年代與九零年代，分別與越南和菲律賓為了南海問題發生武

裝衝突，未來是否有再度爆發衝突的可能性，而若爆發武裝衝突，又會對台灣造

成何種影響，由於南海問題不止牽涉到能源，更涉及國家主權與民族主義，因此

在處理上益形複雜，所給台灣帶來的影響不止在經濟或軍事上，亦有政治上的問

題。本節將結合前一章 SWOT 分析中 03、T6 的資料以設計想定模擬的情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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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描繪出未來的方向。 

如前所述，南海的油氣蘊藏豐富，對於區域內正在大力發展經濟、渴望能源

的各國實屬及時甘霖，而其戰略地位更是險要，控制了南海就等於控制了由波灣

出發到東亞一帶的石油航路，而依靠這條航路的國家則視其為生存命脈，向來是

大國爭奪的目標。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國在該地區的勢力此消彼長，使得地區格

局至少發生了三次大的變化：第一次是越戰期間，以中、蘇、越為一方，與以美

國、南越等反共政權為另一方之間的對抗；第二次是柬埔寨戰爭期間，南海地區

形成了中國、美國和東協國家共同對付蘇聯和越南擴張的格局；第三次是冷戰結

束後，印支集團被東協所吸納，各大國為了本國的利益加緊介入這一地區，形成

激烈的鬥爭，使南海地區繼續成為世界熱點。 

此外，南海諸國面對冷戰後中國的崛起，感到焦慮，因此希望美國的力量能

夠繼續留在東南亞以制衡中國，美國亦感到南海的主權紛爭利害攸關太大，逐漸

走向積極介入南海問題的方向。37未來在中國亟思突破區域封鎖，介入東亞區域

權力競逐、積極發展遠洋海軍等因素下，南海問題將成為中國大展身手的場域，

這是南海諸國必須認真面對的議題。 

因此在南海爭端中，雖然東協成員國彼此雖有領土衝突與利益矛盾，但在共

同面對外敵中國時，亦能暫時擱置爭議，矛頭對外，經過近年的努力，東協各國

在「南海行為準則」上也取得了一些成果，2002年7月提出一份代表東協共同立

場的準則來面對中國。對中國而言，深知區域多邊組織的發展，已是一個不可避

免的勢，區域多邊安全機制之發展可能以中國為打擊目標，而東協國家企圖以多

邊安全組織來解決南海衝突爭端等雙邊問題，進而對中國處理南海衝突帶來潛在

的不利影響因素及負面衝擊。若中國處理不當，則極有可能會被排除在區域安全

事務之外，以及在區域安全機制中處於孤立之風險，並失去主動發言，陷入被動

                                                 
37 如 2000 年 2 月美國與菲律賓進行代號為「肩並肩」的聯合軍事演習，同年 5 月，美國與泰國、

新加坡舉行代號「金色眼鏡蛇 2000」（Cobra Gold 2000）的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美國也與澳

洲、馬來西亞、印尼、汶萊和新加坡等國進行「年度海上戰備與訓練合作軍事演習」（The Annual 
Cooperation A 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 Military Exercises），同時美國也計畫未來在東南亞地

區進行一次大型的軍事演習，取名為「團隊挑戰」（Team Challenge）的軍事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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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而不利中國。因此，面對東協的集體政策共識，中國選擇加入各種論壇、

第二軌道的會議，並積極主張「反對討論南沙主權爭端」，來突破東協的圍堵，

而東協提出的「南海行為準則」，也面臨相對的中國「行為準則」版本，陷入反

覆的磋商與研議。至2002年11月中國終於簽下爭議多年的「南海各方行為宣言」，

也使得中國必須慎重的處理在南海的行為。 

而南海海域的共同開發合作不但牽涉到眾多國家，迄今尚未達成能讓所有涉

及國家都滿意的方式，共同開發固然是一個具有參考性的途徑，但理想與現實之

間仍有極大的差距，首先，南海海域遼闊，到底是在何種範圍內進行共同開發？

用何種模式進行開發，開發利益如何分配等問題，各國看法歧異甚大，在各國軍

隊未撤出之前進行「共同開發」，是否會造成承認既成事實，反而鼓勵了各國加

速佔領的動作，又如南海非軍事化與撤兵的問題、協商方式及對象的問題、民族

主義情結的影響、國家主權與共同開發機構利益分配的問題，都尚待解決。另外，

就目前情勢觀之，解決南沙問題之會議也不斷召開或被提上議程，南沙問題的多

邊協商已有從非正式走上正式之趨勢；東南亞國家有意將區域外國家引入協商會

議桌上也極明顯，在國際化壓力下，是否會實現「共同開發」南沙的目標？亦是

值得注意的方向。 

 

 

 

 

 

 

 

 

II. 當地環境中的主要力量與驅動力 

「當地環境中的主要力量」列舉如下，這些力量皆具邏輯關連性，而且有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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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性，每個力量都要接受深度的探討，其目的即為找出影響各主要力量的驅動

力，亦即確定延續過去且連結未來的變因。 

 

【當地環境中的主要力量】 

 區域內各國對南海主權的主張與佔領現狀

 區域內各國競相開採能源 

 區域內各國軍力的發展 

 大國勢力的介入 

 南海的安全困境 

 區域安全合作 

 

 

 

 

 

 

《 驅動力 》 

 經濟利益 

 戰略利益 

 國際條約 

 能源合作 

 武裝衝突 

 

 區域內各國對南海主權的主張與佔領現狀 

南海各爭端國中，對南海主權各有主張，理由也各不相同，如我國、中國及

越南主張擁有全部的南海主權；菲律賓、馬來西亞及汶萊則主張擁有部分南

沙群島的主權，而各爭端國間重疊的主權主張，造成彼此爭端其勢不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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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主權聲索國的主張大致如下：台灣與中國的理由相似，聲稱擁有整個南

海礁嶼的主權，是基於（1）歷史上先發現；（2）中國地圖已經將南海納入

中國版圖；（3）先佔並對這些島礁行使管轄。唯就兩岸政治現實的現狀，

可以1950年為準劃分為兩個階段：一是兩岸對於1950年以前中國擁有南海主

權的歷史事實及法理依據，持有顯著的共識；另一階段是1950年以後，由於

兩岸分別在南海行使國家功能，即各自因應其他周邊國家的挑戰，以致造成

中國在南海行使主權的重疊現象。越南聲稱擁有整個南沙及西沙群島的主

權，是基於（1）歷史首先發現；（2）大陸架的原則；（3）1930年代法國

代表它的殖民地越南，主張擁有南沙及西沙群島，越南自法國繼承主權。菲

律賓聲稱擁有卡拉揚群島（Kalayaan），是基於（1）地理上鄰近；（2）菲

律賓人於1956年發現；（3）這些島礁並非南沙群島的一部份；（4）在日本

放棄對這些島礁的權利後，這些島礁已經成為無主地；（5）菲律賓於1972

年將這些礁嶼併入巴拉望省。馬來西亞聲稱擁有位於其大陸架內之南海礁

嶼，是基於國際法中大陸架的原則。汶萊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範圍包括南通

礁，是以汶萊最外端的兩點為劃定大陸架及專屬經濟區的基點，而認為南海

的一部份是在其大陸架及專屬經濟區內應屬汶萊。38就駐守兵力而論，其他

南海主權聲索國相比，台灣在太平島的兵力略顯薄弱。根據中華民國九十三

年國防報告書指出，中國在南沙的兵力有600名，菲律賓有100名，越南有2000

名，馬來西亞有90名。台灣派駐太平島的兵力，由80年代的500名逐年減少，

至90年代中期約為100名，2004年又增加到兩百名左右。（參見表 4.3.1） 

 

 

表 4.3.1 南沙群島各國據島概況表 

 

                                                 
38 李志剛，「中共處理南海爭端的可能模式」，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1 月），

頁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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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中共 越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 
國別區分 

1 7 27 9 5 

據島數量及

名稱 
太平島 

永暑礁、陽礁、

赤瓜礁、南薰礁

渚碧礁、東門礁

、美濟礁 

南子島、敦謙沙洲、鴻庥島、

景宏島、南威島、安波沙洲、

染青沙洲、中礁、畢生礁、

柏礁、西礁、日積礁、大現

礁、無乜礁、東礁、六門礁、

南華礁、奈羅礁、舶蘭礁、

鬼喊礁、瓊礁、廣雅礁、蓬

勃堡礁、萬安灘、西衛灘、

李準灘、人駿灘 

馬歡島、

費信島、

中業島、

南鑰島、

北子島、

西月島、

雙黃沙

洲、禮樂灘 

彈丸礁、光星仔礁、

南海礁、榆亞暗沙、

簸箕礁 

駐兵力 約 200 餘人 約 600 人 約 2000 人 約 100 人 約 90 人 

汶萊宣稱擁有南沙南部海域之南通礁主權，雖未進駐兵力，但以加強軍購、

觀光設施，表達對南沙關切。 
備考 

Source：中華民國國防部，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國防報告書（台北：國防部，2003

年），頁 11。 

 

 區域內各國競相開採能源 

目前主要開採國家為馬來西亞、越南、印尼、汶萊、泰國與中國，這一數值

是按照南海周邊各國在南中國海域地區探明儲量之和，也就是說這一數值中

已經將南海石油分屬於多國，其中馬來西亞與汶萊的探明儲量最多，分別為

30億桶和14億桶，中國為10億桶，越南為6億桶。天然氣已正式儲量則分別

為馬來西亞：75兆立方英尺，印尼32兆立方英尺，汶萊13.8兆立方英尺，泰

國13.3兆立方英尺，越南6.8兆立方英尺，中國5兆立方英尺，菲律賓3.8兆

立方英尺，台灣為2.7兆立方英尺。（見表 4.3.2） 

表 4.3.2 南中國海各國之石油與天然氣藏量及產量 

 
已獲證實的石油

儲量 (十億桶)  

已獲證實的天然氣

儲量 (兆立方英

尺) 

石油產量(百萬

桶/日)  

天然氣產量

(兆立方英尺/

年)  

汶萊 1.4  13.8 189,000 366

柬埔寨 0 0 0 0

中國* 1 (est.) 5.0 (est.) ~350,000 (est.) ~200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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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0.1 (est.) 32.0 (est.) ~323,000 (est.) ~50 (est.)

馬來西亞 3.0 75.0 751,973 1,895

菲律賓 0.2 3.8 24,512 <1

新加坡 0 0 0 0

台灣 <0.01 2.7 3,300 26

泰國 0.6 13.3 193,162 661

越南 0.6 6.8 339,595 46

Total Est. 7.0 Est. 150.3 2,174,542 3,244

*僅為南海已獲證實數據，不包括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未獲證實量。 

Sourc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Sea Region Tables,"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schinatab.html. 
 

 區域內各國軍力的發展 

東協各國雖有心擴建軍備提升軍力，然仍處於金融風暴恢復期，經濟尚待復

原，除新加坡、馬來西亞二國尚維持一定軍力外，其餘各國軍事能力無明顯

增長。相較之下，中國由於經濟高速成長，支撐了龐大的軍事預算，其整體

戰力遠非東協各國可比。在海軍方面，中國目前正積極改裝現有旅大級艦，

並續自俄羅斯購獲現代級驅逐艦、日炙增程型超音速攻船飛彈、俱樂部型潛

射攻船飛彈、SA-N-12 防空飛彈、閃電級飛彈快艇及發展相位雷達、垂直發

射及大區域防空武器、超音速及遠距離攻船飛彈等；若再配合海航兵力，將

可強化其空中、水面與水下協同戰力，另外，其傳統動力潛艦近期藉引進先

進的技術，積極改良換裝，未來將以明級改良型、宋級、基洛級等新型潛艦

為主力，使其水下攻擊力大幅增強。39但南沙的地理位置正好處於有關國家

的口袋型包圍中，這給堅守南沙帶來了難以兼顧的矛盾，就中國目前的投射

能力而言，若要有效據守整個南海，唯一的可能是掌握南海的制海權，則它

的海空軍必須具備足以控制該海域四周所有戰略要點的實力，對於陷於東南

亞爭端國包圍的挑戰，沒有航空母艦編隊，想要做到實在是極度艱難的任務。 

                                                 
39 中華民國國防部編，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03 年），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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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勢力的介入 

南海具有雙重角色，一方面它扮演周邊國家海洋橋樑（sea bridge）的功能，

另一方面它是一條重要的國際通道，是連接太平洋及印度洋的海運要道，世

界海運總數量的四分之一經過南海的地區。從衝突的角色觀之，南海一方面

是周邊主權聲索國競逐礁嶼、海洋區域和資源的地區，另一方面則是沿海國

家與世界主要船運國、海洋強權，和東北亞依賴海上通道輸送原油及其他貨

品國家間的潛在衝突地區。因此南海衝突並非僅限於主權爭端國間的衝突利

益，尚涉及了美國超級海權、日本經濟強權及印度、俄羅斯、韓國等區域強

權間的利害關係。其中最為重要的外力當推美國與日本。在美國方面，因中

國持續發展海空軍力，並在南海衝突上採取強勢、具有威脅性的動作之餘，

未來美國即使不直接以軍事干預介入，其透過聯合演習，以及協助南海各國

達成國防現代化的建設，增進軍事能力及加強與東協經貿發展與雙邊關係，

相信均會對美國介入南海衝突造成不同程度的影響作用。再者，就亞太地區

之經濟成長與美國之經濟利益而言，此區域與美國之國家經濟利益息息相

關，亞太地區之穩定與繁榮一旦遭受破壞，必定影響美國重大經濟利益。而

南海地區島嶼主權主張重疊海域劃定所引起之爭端，勢必影響到美國在亞太

地區之國家利益，將對美國船舶在南海航行自由造成某種程度之限制，甚至

造成美國與南海周邊國家為合法海洋權益之行使發生摩擦，這些原因都是美

國由中立改為積極介入的戰略考量。在日本方面，日本視此一東海經台灣海

峽，貫穿南中國海海域，通過麻六甲海峽，接印度洋、連中東主要石油出口

國，此一海上交通線為其「經濟生命線」，因此位於此生命線中點之南海海

域對日本的國家經貿發展之重要性，實非同小可。就日本而言，南海一旦爆

發軍事衝突，若未能立即獲致解決，抑或由中國完全控制南海，勢將對日本

的經濟利益，甚至是生存利益帶來重大衝擊。因此，日本對南海島礁主權問

題的關切，主要著重在與南海周邊國家的貿易和投資、航道安全的維護，擔

心中國在南海蠶食式的擴張政策，轉移到釣魚台爭端上，以及考量區域權力

 114



能源戰略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淨評估的探討 
 

結構可能改變等因素，因此其主要策略是利用參與東協的各項會議表達對南

海主權爭議的看法提出有利自己的主張；另並擴大美、日安保合作之範圍至

南沙島礁，以牽制中國可能之軍事作為，維護本身國家利益。 

 南海的安全困境 

中國崛起成為東南亞的霸權國家，意味在中國與東協間運作的安全困境乃是

由某一國家所引發，亦即中國雖然尋求霸權地位，東協各國因而也必須阻擋

北京的利益。這種因為中國增強其軍力與區域性權力而產生的安全困境，想

要緩和乃至於避免危機的發生，更難於由制度化引發的安全困境，因為後者

並不需要任何一方放棄其目標；但在由國家引發的安全困境中，就需要一方

或者雙方都放棄其目標。對中國而言，意指要求其放棄霸權，對東協各國而

言，則是要求其放棄管理東南亞地區安全行為規範的角色，這種要求會使得

自己處於不安全的不利地位，因此是不切實際的。40中國在南沙群島建構新

的軍事設施，明確地使東協對中國公開表示不會使用武力解決爭端的聲明感

到懷疑，中國派遣海軍艦艇在附近巡弋，更損及其將會遵循信心建立措施的

可信度。東協各國對中國的意圖普遍存在不安全感，也促使一些國家與美國

保持密切的關係，紛紛要求美國在此地區部署軍力。如此一來，中國因為美

軍部隊的進駐，也逐步增強其軍力，安全困境也就繼續運作，反而使中國追

尋區域性霸權的目標益難達成。 

 區域安全合作 

冷戰結束後，東協各國普遍認為有必要展開亞太地區的多邊安全對話，因為

東協各國擔心後冷戰時代的來臨，美軍可能會將其軍力從亞洲撤退，如此將

會造成區域的不穩定，因而利用東協部長級會議時提出安全議題對話的概

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藉此「留住美國」，使美國繼續存在，繼續確

保東南亞的區域安全，不會因為權力空間的釋放，導致區域的不穩定。再加

上區域內的海盜、走私和恐怖主義等問題，需要一個安全合作結構來因應，

                                                 
40 Alan Collins 著，楊紫函譯，東南亞的安全困境（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 6 月），

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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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由東協主導，成立了東南亞區域論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其主要功能是保障東協的外部安全，通過與東南亞各國及世界主要大國的安

全對話，架構信心建立措施和預防性外交，維護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此外，又有所謂的「處理南中國海潛在衝突研討會」（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簡稱「南海會議」）。該會議成立的

目的，主要是希望藉由南海周邊國家之間的對話，將區域內的潛在衝突轉化

為區域內的合作，並藉由此一對話過程，防止區域內衝突的發生或升高，使

南海區域內能夠維持和平與穩定，至 2005 年，已持續召開 15 屆，從最初的

政治領土主權問題，逐漸轉向信心建立措施的促成，強調的是南海週邊國家

就功能性的問題進行對話，建立互信、互賴，進而進行多邊合作，也獲得大

多數國家肯定。 

 
在驅動力方面： 

根據前述，可以將驅動力分為「基礎力量」與「重大的不確定」兩項，「基礎力

量」具有高影響力與低不確定性，在發展出的所有想定中都有高度關連，而且彼

此相同；「重大的不確定」具有高影響力與高不確定性，在發展出的所有想定中

一樣有高度關連，但卻彼此不同。由下圖可以清楚瞭解其分類。 

 

驅動力 

                                                                                    
重大的不確定 

基礎力量 

 經濟利益 
 區域能源合作 

 戰略利益 

 國際條約 

 武裝衝突 

 

 

基礎力量有下列三項： 

 經濟利益 

 116



能源戰略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淨評估的探討 
 

在經濟利益方面，南海是亞太海上運翰的中心，也是世界運量第二大的海

上航道，全世界約有一半以上的大型油輪與貨輪均須通過該水域；另外也

有豐富的礦藏及漁場。海洋權益爭端往往與經濟利益紛爭緊密聯系，南海

所蘊藏的豐富的油氣資源，既是南海周邊國家和地區關注這一海域的主要

原因，也是導致南海權益爭端的主要誘因。而中國在南海同樣有著重大的

經濟利益。在中國加速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南海的豐富資源，尤其是油

氣資源，對逐步邁向工業化的中國來說，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區域內的一些國家自從涉足這一海域後，短短十幾年時間，已從南海獲取了

重大經濟利益，有的甚至從貧油國變成了油氣資源出口國。到 90 年代末期，

這些國家已經在南沙海域鑽井 1000 多口，發現含油氣構造 200 多個和油氣

田 180 個（其中油田 101 個、氣田 79 個），僅 1999 年年產石油 4043 萬噸、

天然氣 310 億立方米。如馬來西亞經過多年的鑽探和開採，證明此大陸架是

南海最重要的儲油區之一，近年來，馬來西亞從近海石油開採中已獲得巨大

的經濟利益 ，其石油來源幾乎全部取自海上油井。為了撈取更大的經濟利

益，馬來西亞竭力吸引更多的外國公司與之合作開發海上石油，其海上鑽井

平臺逐年向北擴展，已接近曾母暗沙。 

 戰略利益 

在戰略利益方面，南海連通六個海峽、台灣海峽、巴士海峽、呂宋海峽、巴

拉巴克海峽、巽他海峽與麻六甲海峽，其戰略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對於爭奪

世界霸權的國家來說，要想在亞太地區立足，就必須控制南海；而在海洋的

戰略地位日漸重要的世界背景下，可以說佔據了南海，就等於控制了西太平

洋要道，控制了西太平洋要道，就等於俯視整個亞太地區。對小國來說，爭

奪南中國海是為了豐富的自然資源；對大國來說，積極介入南海則是為了在

世界的棋盤上爭奪有利的位置。各國的戰略利益不盡相同，且互相衝突，如

維護主權統一和海洋權益，抑或發展海洋經濟、保障海上通道安全，海洋安

全都與國家的戰略利益密切相關。因而無論從地緣政治利益還是從地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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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的角度來看，南海地區都註定要成為各國爭奪的焦點與重點之所在，也

關係到大國之間戰略利益的此消彼長。如中國若能佔據南海要地，就能利用

中國相對於東南亞國家的絕對優勢，使東南亞成為中國一個可靠的戰略夥

伴，保護中國的海上能源戰略運輸線，進一步掌握麻六甲海峽的主導優勢，

另外亦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有利的條件，使中國得以突破第一島鏈的封

鎖，改變亞太地區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在能源問題上將受制於中國，

同時將必然壓縮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略空間，使中國獲得更廣泛的利益與國

際地位。 

 國際條約 

在中國確定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後，於2002年與東協簽署了《南海

各方行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的協議，為東協國家與中國解決南海地區島嶼爭執，提出和平解決的方案，

並也緩和南海地區各國間主權爭議所潛伏的衝突危機。《宣言》表示，「各

方同意在進行使爭執升高及複雜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活動時彼此自製。包

括不佔據無人居住的島嶼、沙洲、暗礁、珊瑚礁，及其他地形地物，並以建

設性態度處理歧見」；東南亞國協及中國願更加努力，透過國防及軍事官員

的對話與意見交換；保證給予危險中或遇難人員公正及人道待遇；自動通知

對方任何即將舉行的聯合或混合軍事演習，同時自動交換有關資訊，以建立

彼此的信心。《宣言》內容包括和平解決主權問題而不訴諸武力和武力威嚇；

對在未佔有的島嶼上建建築物進行自製；承諾在該海域進行聯合軍事演習時

要主動通報。41然而，宣言明白列入了必須是主權國家才能參加南海合作計

畫的排我文字，再者，中國與東協等會員國所共同發表的官方聲明或聯合公

報，往往也附加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承諾，封殺了我國在南海的政治參與

空間與機會。42

                                                 
41 見《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網路版，http://ph.china-embassy.org/chn/zt/nhwt/t171550.htm。 
42 宋燕輝，「東協與中國執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發展現況」，戰略安全研析，第 5 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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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不確定」有下列兩項： 

 能源合作 

近年來中國、菲律賓、越南、馬來西亞、汶萊等南海爭端國家正在加快步伐，

不斷朝向共同開發和利用南海資源的目標邁進。2004 年 9 月，在菲律賓總

統訪中期間，中菲兩國領導人就南海問題達成了"透過和平方式，加強相互

協調和溝通，共同開發利用南海資源"的共識，並簽署了聯合勘探南海資源

的協定。2004 年 9 月，汶萊蘇丹訪華，與中國簽署了石油天然氣合作協定，

並表達與中國加強合作，共同開發南海資源的願望。2004 年 10 月，中國總

理溫家寶在訪問越南期間，向越方提出"從大局出發，加強南海合作，化衝

突、爭議之海為和平、穩定、合作之海"的積極倡議，得到了越南領導人的

積極回應，越方表示"願從兩國大局出發，推動南海合作並加快陸地勘界立

碑工作"。2004 年 12 月，越方在《國防白皮書》中展露積極態度，表示"為

了有關各方的共同安全利益，越方支援透過對話、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南海問

題"。43而 2005 年 3 月 14 日，中、菲、越三國在菲律賓首都馬尼拉簽署了具

有標誌性意義的《在南中國海協定區三方聯合海洋地震工作協定》（A 

Tripartite Agreement for Joint Marine Seismic Undertaking in the Agreement 

Area in the South China Sea）。該協定載明，菲律賓國家石油公司、中國海洋

石油總公司和越南油氣總公司將集中資源，聯手合作，在三年協定期內，收

集南海協定區內定量二維和三維地震資料，並對區內現有的二維地震線進行

處理，協定合作總面積超過 14 萬平方公里。44中菲越三方將透過這一聯合海

洋地震工作探勘尋找油氣，此探測區域包括我國太平島及其周邊海域和島

礁，直接挑戰我國在南海主權。45

                                                                                                                                            
年 9 月），頁 9。 
43 「 南 海 ： 共 同 開 發 大 步 走 」， 新 華 網 ， 世 界 知 識 ， 網 路 版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4/14/content_2829754.htm。 
44 「中菲越南海合作進展良好 第一階段地震採集提前完成」，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公司資訊，

網路版，http://www.cnooc.com.cn/。 
45 劉復國，「對我國當前南海政策之建議」，戰略安全研析，第五期（2005 年 9 月），頁 16-17。 

 119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4/14/content_2829754.htm
http://www.cnooc.com.cn/


能源戰略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淨評估的探討 
 

 武裝衝突 

在後冷戰時期，因南海的情勢發展，各爭端國的軍事摩擦愈發頻繁，而且不

僅限於中國與越南之間，其他東南亞爭端國之間，也出現了軍事摩擦（參見

表 4.3.3），但目前在各爭端國的自我克制下，並無重大的衝突事件，即使

有小規模的軍事對峙及衝突，也能在各方的控制下達成諒解。然而擱置主權

爭議或克制衝突，並不能解決爭議或化解衝突，因此南海爭議與衝突仍然是

隱而未發的，這種不可測性，是否會轉為危機，值得我國警惕。 

表  4.3.3  南海軍事衝突一覽 

時間 
衝突國

家 
衝突情形 

1974 中國、越

南 
中共將越南逐出西沙群島並從此佔領該群島 

1988 中國、越

南 
兩國在南沙搶奪華陽礁並在赤瓜礁發生流血衝突 

1992 中國、越

南 
越南指控中國軍隊登陸Da Luc Reef；中國扣捕約20艘從香港運

送貨物的貨輪 

1994 
中國、越

南 

雙方海軍在越南國際承認的領海上，為越南在Tm Chinh 探勘石

油而敵對，中共主張越探勘石油地區是其Wanbei-21 區的一部

份 
1995 中國、菲

律賓 
中國佔領菲律賓主張主權的美濟礁；菲律賓驅逐島礁上中國人

及中國所立主權碑 
1995 台灣、越

南 
台灣向一艘越南補給船開火 

1996 中國、菲

律賓 
中國船隻與菲律賓海軍砲艇在Capones Island 附近交火90 分

鐘 

1997 
中國、菲

律賓 

四 月 菲 律 賓 海 軍 命 令 中 國 一 艘 快 艇 和 兩 漁 船 離 開 黃 岩 島

（Scarborough Shoal）；菲律賓海軍後來除去中國主權碑並豎

起自己的國旗；中國派三軍艦勘查菲律賓佔領的Panata 和Kota 
Islands  

1998 菲律

賓、越南 
元月越南對菲律賓接近「坦尼特暗礁」(Tenneny Reef or Pigeon 
Reef)一漁船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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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菲

律賓 
1999 

五月一中國漁船在黃岩島與菲律賓軍艦相撞沈沒；同月，中國

軍艦騷擾一擱淺南沙群島的菲律賓軍艦；七月，一中國漁船與

菲律賓軍艦相撞沈沒 

1999 菲律

賓、越南 
10 月13 日，越軍隊對一架菲律賓在南沙群島「坦尼特暗礁」

上空偵察的OV-10 偵察機射擊 

1999 
10 月14 日，兩架馬來西亞鷹式戰機與菲律賓兩架OV-10 偵察

機在馬國佔領的南沙島礁上空幾乎交火 
馬來西

亞、菲律

賓 
Source：凱洛琳．龐芙瑞（Carolyn W. Pumphrey），中共在亞洲崛起之安全意涵

（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3 年 5 月），頁 241。 

 

III.依據重要性與不確定性排列矩陣 

 

圖 4.3.1 能源合作與武裝衝突之想定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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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作者自繪。 

 

IV. 發展想定 

 

在現存的文獻資料中，對於南海地區發生衝突的想定甚多，各種故事的情節

想定 1 

 

想定 3 

 

 

想定 2 想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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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都包羅萬象，因此本節不再對衝突做出想定式的描述，而是試圖從現今情勢當

中找尋未來可能發展的趨勢，提供一些足以影響整體情勢的走向，好讓決策者得

以理解未來南海地區的樣貌。 

在目前發展出的想定中，有的是基於能源爭奪46：表面上南海各國已經達成

協議，然而私底下彼此的仇恨依舊是暗潮洶湧。新的石油及天然氣田雖不斷的被

發現，但相關國家間的談判卻是越來越困難，此外，部分越南與菲律賓所佔領的

區域，發生了油氣產量不若預期中豐富的情況，顯然是中國買通了幾家公司，在

產量上作假，以換得採礦權，並利用這些假資料在談判中謀取自身利益。於是問

題終於浮出檯面，越南遊擊隊開始在南海進行一連串海盜式的掠奪及恐怖攻擊，

主要對象是中國的商船及鑽油平臺，而中國也對其展開報復，雙方爆發嚴重的武

力衝突，連中立國的商船都遭受到威脅。各國於是請求美國支援以保護海上航行

的安全，導致美國捲入了南沙群島的戰爭。 

在某次護航行動中，中國的一艘驅逐艦向美國護航艦隊逼近，並以船上可能

藏匿越南遊擊隊為由，要求登船搜查，但美特遣艦隊指揮官加以拒絕，聲稱船上

所有人員皆已通過安全查核，幾經交涉不成，中國驅逐艦開始向美方進行火力強

大的飛彈攻擊，雙方在克普勞安淺灘交戰，其中美軍共進行三次攻擊。 

從軍事及戰略的角度來看，美軍雖在戰役中佔了上風，但從政治的角度來

看，卻對美國造成傷害。當戰役詳情被媒體披露後，國會與民間領袖均表示憤怒，

民意也多所指責，逼迫總統不得不取消對中國海軍的掃蕩行動，並將海軍調離南

海。護航行動的航道也自南海繞道，而中國出面保證中立船隻的安全，因此使得

參與美國護航行動的國家越來越少。另一方面，中國對越南之戰已獲得勝利，海

盜和恐怖攻擊事件也大為減少，越南與中國重回談判桌，於是美國正式終止護航

行動，南沙群島之爭也暫告一段落，美軍在南海勢力大為衰退。 

                                                 
46 蔣希敏譯，「南沙群島假想戰爭之概要分析」，亞太安全譯文彙輯（Ⅱ）（臺北：國防部史政編

譯局，1997 年 10 月），頁 26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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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基於文明衝突47：在南海的石油資源，大部分都落到中國手裡，但仍

有一些歸越南控制的地區由美國公司開發。中國因新的軍力預估而信心大增，並

宣佈將完全控制這個中國一向聲稱擁有主權的區域。越南反抗，而使中國和越南

爆發武裝衝突，中國為雪 1979 年的前恥而大舉出兵，越南則要求美國援助，中

國則警告美國不要插手。美國無法接受中國佔領越南，呼籲對中國進行經濟制

裁，並派遣艦隊至南海備戰，中國斥之為侵入領海，並對戰鬥群發動攻擊，戰事

隨即蔓延到東亞各地。中國的潛艇與戰機對美國艦隊及東亞的基地構成嚴重的威

脅，同時，中國的地面部隊成功的擊敗了越南軍隊，並鯨吞了越南大半國土。 

由於中國與美國都有洲際飛彈，且具備核子攻擊能力，雙方曖昧的僵持著，

美國社會尤其忌憚爆發核戰，很多美國人開始質疑為什麼要陷於這種險境？讓中

國控制南海、越南甚至整個東南亞又有什麼區別？反戰聲浪越來越大，在拉丁美

洲裔佔大多數的美國西南各州尤其強烈，當地人民和政府都認為「這不是我們的

戰爭」，並有意以 1812 年新英格蘭戰爭的模式撤離。在中國鞏固東亞的初步勝利

之後，美國民意開始照日本在 1942 年的期望轉移：要擊敗這個最近稱霸的國家

代價太大，讓我們將西太平洋目前正在進行的零星戰鬥，經由談判結束。 

這個想定最可能發生、也是最令人困擾的就在於戰爭的原因：一個文明的核

心國家（美國）介入另一個文明核心國家（中國）和文明小國（越南）間的爭端。

對美國而言，這種干預可維護國家法律，逐退侵略，保護海上航線暢通，取得南

海油源，也可防止某個國家躍居東亞霸權。對中國而言，則無法忍受此種干預，

認為美國的目的並非資源或者維和，而是西方國家典型試圖粗暴羞辱和威嚇中國

的伎倆，特別是在其勢力範圍內，鼓動他國反對中國，同時拒絕讓中國在世界局

勢上扮演適當的角色。 

也有基於中國崛起論的想定48：中國因與越南交惡而發動第二次懲越戰爭，

                                                 
47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3 年 3 月），頁 436-440。 
48 Humphrey Hawksley, Simon Holberton 著，林添貴譯，龍擊：世紀之戰（台北：立緒出版社，

1997 年 6 月），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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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兵進襲越南海空基地，並且以南海之西沙、南沙群島主權為主張，強調中國「站

起來」了。美國總統剛接事任職不到一個月，面對中國軍事行動，略顯生澀；日

本 96％以上的能源供應必須取道南中國海，中共封鎖南海，等於扼住日本經濟

命脈。日本首相要求美國依據美日安保條約協同行動，但是美國不肯，日本被迫

試爆核子彈，向中國暗示其軍事實力。第二，效法中國推動經濟改革的越南共產

政府，首當其衝遭到中國進攻，籲請國際干預。第一個跳出來的竟是在一九五四

年奠邊府之役大敗，被逐出中南半島的前殖民者法國。法國鑒於參加越南經改的

重大商機，強力要求美國一起對中共施壓。 

美國的一艘軍艦在南海遭中共擊沈，美國政府派軍馳赴亞洲，雙方發生激烈

海戰。美國總統警告北京：「我們將殲滅你。」不料，衛星情報顯示，中共飛彈

瞄準美國，中國核子潛艇在加州外海現蹤，五角大廈研判華府在中國核彈射程之

內。消息傳出後，美國人心大亂，城市暴動發生，種族衝突轉熾。中國宣佈核彈

以華府、倫敦、巴黎為目標。世界瀕臨核戰邊緣。 

穿插在這一連串事件中，是亞洲遍地烽火：一、南海衝突裡，中共以優勢兵

力掃除菲律賓、越南對南沙、西沙若干島礁之占領，馬來西亞不戰棄守若干島礁。

越南反攻海南島，並在中越邊界騷擾，但無力回天。華府與北京協議懸崖勒馬，

「龍擊行動」宣告停止。中國經此一役確定了世界軍事霸權的地位，亞洲各國大

致默奉北京為新盟主。 

從上述這些想定中，可以發現中國與越南之間的關係，是決定南海地區衝突

與和平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又以能源與領土主權的爭奪為最關鍵的議題，而這

兩項議題互為表裡無法分割，對中國來說，從 1978 年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來，

睦鄰邦交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因此，同越南改變外交關係，有助於

減輕來自中越邊境的軍事壓力，創造和平穩定環境。由於中國和越南外交戰略及

以經濟發展為重的國家目標頗為相似，軍事衝突在雙方刻意的迴避下，近年來都

頗能克制。不過，表面性的軍事衝突是被壓抑住了，但潛在性的軍事衝突仍存在

著。中國軍方雖然遵從外交部的對越政策，但這並不代表軍方對越南的軍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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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隨之改善。主要的原因有二：1.中國於 1996 年根據《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將

與越南有爭議的島礁劃為中國的領海基線，為此，越南外交部已發表聲明譴責並

指中共作法無效，越南甚至已在南沙群島被中國視為領土的島嶼附近進行石油探

勘。2.中越兩國隨著其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石油能源必須確保，而南海的油藏

對越南的經濟建設與賺取外匯，至關重要。49因此，兩國不論是從保衛領土主權

完整角度，抑或從石油經濟資源的保障來看，潛在衝突一定是存在的，以下將針

對越南在能源上的發展以及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衝突模式做出預測。  

 

 南海油氣開採將成越南最重要的出口，越南也將加強與鄰國的合作，特別是

與馬來西亞的軍事交流。 

原油為越南近年來第一大外銷創匯產品，2003 年共輸出 1,714 萬公噸，出

口金額達 38 億 2,100 萬美元，原油輸出占出口總額 19.2%。根據越南石油暨天

然氣公司（Petro Vietnam）資料顯示，越南潛在原油儲藏量在東南亞產油國家中

排名僅次於印尼及馬來西亞，石油在未來 10 至 15 年內仍將是越南之主要外銷產

品。越南目前擁有的石油證實儲量為 6億桶，隨著勘探的不斷深入，儲量很可能

還會有所增加。2003年越南原油的平均日產量為352507桶，2004年已增至40.33

萬桶，為東南亞第三大石油生產國。白虎（BachHo）、曙光（RangDong）、大熊

（DaiHung）和紅寶石（Ruby）是越南最主要的幾個產油油田。由於尚無石油加

工煉製能力，越南的石油產品供應還依賴進口，2004 年石油日消費量為 21 萬桶。

在總體上越南石油的凈出口量為 19.33 萬桶，主要出口國家包括美國、日本、新

加坡和南韓。50 

     越南最大的石油生產商為VietSovPetro（VSP）公司，這是越南石油和天然

氣公司與俄羅斯Zarubezhneft公司聯合成立的合資公司，公司目前經營越南最大

                                                 
49 楊志恆，「中共與南海周邊主要國家的軍事交流」，國策期刊「南向政策的定位與前瞻」專輯，

第 169 期（1997 年 7 月），網路版，http://www.inpr.org.tw:9998/inprc/pub/jounals/160-9/no169.htm。 
50 陳繼章，「越南經濟的支柱產業-石油天然氣業」，東南亞縱橫（廣西），2004 年第 9 期（2004

年 9 月），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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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田—白虎油田，2004 年 12 月份越南政府對公司在 2005 年所下的生產指標

約為 1050 萬噸，大部分都要來自於白虎油田。越南石油產業的其他合作夥伴還

包括康菲公司、BP、馬來西亞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Petronas）和護身符公司

（Talisman）等。越南石油和天然氣公司 2003 年 4 月在大熊油田所獲得的日均

產量為 6300 桶，石油產量開始遞增，自 2003 年 10 月開始對黑獅油田實施鑽探

作業以來，進一步擴大了越南石油的產量。51然而在 2005 年 1 月越南政府又表示，

為延長白虎和紅寶石油田的壽命可能會對其實施減產方案，將原計劃在 2005 年

所確定的日產量由 401548 桶調整為 35.2 萬桶。隨著勘探的繼續，越南還不斷有

其他新油田發現，2002 年在金槍魚和白象油田都取得了較大發現，SOCO公司根

據探井預測金槍魚油田可能會達到 2.5 億桶的儲量。VSP公司 2004 年 7 月在其

作業的龍油田獲得新發現。由American技術公司、馬來西亞國家石油天然氣公

司、新加坡石油公司和越南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組成的合資公司 2004 年 10 月宣佈

在東北部海域也獲得了 1億桶石油儲量。52 

     今後幾年對新油田的開發，可能會進一步增大越南石油的產量。位於區塊

15—1 白獅油田的一口新探井在 2004 年早期時原油的日出油量為 8682 桶，計劃

2008 年對其開發。2004 年 10 月日本石油勘探公司、IdemitsuKosan公司和Teikoku

石油公司宣佈分別以 35%、35%和 30%的權益聯合對南山盆地（NamConSon）的

區塊 05.1b和 05.1c進行開發。南韓國家石油公司（KNOC）與另外幾家南韓夥

伴公司就投資 3 億美元開發包括FlyingOrchid油田在內的區塊 11—2 也與越方達

成了協議，越南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在本項合資計劃中擁有 25%的權益。越南政府

於 2004 年 9 月對其南部海域PhuKhanh盆地的 9個勘探區塊對外進行招標。日本

石油勘探公司、IdemitsuKosan公司和Teikoku石油公司在 2004 年 11 月與越南就

對胡志明市東南部 2 個海域區塊進行勘探簽署協議，根據協議 2006 年完成一口

探井，在 2007 年結束勘探。護身符公司 2004 年 12 月也取得了在九龍江盆地的

                                                 
51 何玉麗，「越南能源情勢」，能源報導，2005 年 9 月，頁 28-29。 
52 張明亮，「越南的能源與中越能源合作」，東南亞縱橫（廣西），2006 年第 1 期（2006 年 1 月），

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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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探礦權。第一座煉廠在建設中，第二、三座煉廠也在規劃，不久的將來可以

使用自己生產的成品油。53

馬來盆地（Malay）是另一個碳氫化合物前景看好的地區。道達爾菲納埃爾

夫公司和優尼科公司在該地區的探井都發現了天然氣。此外，護身符能源公司在

區塊 46 的CaiNuoc油田也發現了氣藏，這一發現位於臨近跨越馬來西亞海域邊界

的區塊PM—3—CAA附近，預計擁有 1000 億立方英尺的可採天然氣儲量。越南

在與其他南海主權爭端國有關南沙的合作，可說是和馬來西亞最為密切。1992 年

1 月，越南外長阮孟琴（Nguyen Manh Cam）與馬來西亞外長巴達威（Datuk 

Abdullah Ahmaa Badawi）達成協議，共同開發南沙群島及兩國重疊的大陸礁層。

1992 年 6 月，越南與馬來西亞又達成協議在暹羅灣有主權爭議的海域，兩國石

油公司同意共同合作開採油源。54

作為南海周邊的主要國家，南海海岸線的一半以上為越南與馬來西亞所佔

據，特別是南沙群島海域，幾乎為越、馬兩國的海岸線所包裹，兩國共同扼守著

南海進入麻六甲海峽的必經之路。近年來，越、馬兩國不約而同地加快了對海軍

力量的建設步伐。目前，越南海軍已擁有包括驅逐艦、護衛艦、潛艇在內的各型

作戰艦艇 120 餘艘，馬來西亞海軍也擁有各型作戰艦艇 80 餘艘。針對大型水面

艦艇數量不足的現狀，越南海軍將向俄羅斯購買兩艘護衛艦和一套新型岸基反艦

導彈系統，同時準備投入 38 億美元整建港口，在越南東北部建造大型軍港，並

更換了一批遠端對海警戒雷達，加強了對西沙、南沙海域的監控力度。越南政府

希望通過幾年的加快建設，使越南海軍成為一支兵種齊全、具備較強機動作戰能

力和遠端火力打擊能力的現代化海上力量。馬來西亞海軍也計畫向英國採購 3～

4 艘“萊庫＂級導彈護衛艦，與德國造船廠合作建造 6 艘“梅科＂A100 型新一

代導彈護衛艦，並向法國購買 2 艘潛艇，組建首支潛艇部隊，擴大掃雷艇部隊，

                                                 
53 同前註 ，頁 24-25。 
54 林正義，「十年來南海島嶼聲索國實際作法」，亞太研究論壇，第 19 期（2003 年 3 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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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水雷作戰能力。55

除了具有重要戰略意義的海上交通線，南海蘊藏的豐富海底油氣資源也自然

成為越、馬兩國重點關注的對象。目前南海南部大陸架的曾母暗沙以及汶萊沙巴

盆地已發現油田 47 個，探明儲量 8億噸，發現氣田 27 個，探明天然氣可採儲量

10760 億立方米。馬來西亞從 1977 年就開始了南海油氣田的勘探開採，至今已

在南海安裝油氣平臺 90 餘座，每年出口獲利數十億美元。56雖然越南與馬來西亞

方面早已簽訂大陸架開發協定，但是由於資金及技術上的限制，越南方面在南海

的油氣開發一直進展緩慢。而隨著馬來西亞油氣開採向南沙深海區的推進，馬國

與越南方面的互補性也日益突出，馬來西亞需要加強對南海爭議海區的控制，以

抗衡印尼等國，而越南需要馬來西亞的大筆資金和技術投入。兩國海軍熱線的建

立也是為南海油氣開發提供了軍事上的保障。另一方面，儘管近年來東盟國家與

中國關於南海劃界爭端的對話與多邊合作正在順利進行，但南沙群島主權歸屬問

題仍然存在，目前越南方面佔據著包括南子島、南威島在內的 27 座南沙爭議島

礁，馬來西亞方面也佔據著彈丸礁、榆亞暗沙等 5 座爭議島礁。可以說，越南與

馬來西亞的軍事合作在一定程度上也暗含著對南沙群島主權歸屬問題的深層次

考慮，因此在未來，爭奪能源將成為越南主要的國家利益所在，越南早已從完全

依賴前蘇聯進口原油國，迅速變成了一個區域主要產油國，其石油產量幾乎完全

來自海上。如果黃龍被證實為具有上億桶藏量的油田，則對越南經濟具有重大意

義，黃龍位於大熊和萬安北-21 之間，必將成為中越下一個爭議重點，而若是在

我國與越南所佔之島礁附近發現新的油藏，難保不會成為台越雙邊的衝突引爆

點，當地駐軍將可能面對越南海軍的威脅或騷擾，值得政府與國人深思對策。 

 
 
 

                                                 
55 肖鵬、孫東余，「南中國海上的“海狼”-越南海軍」，海洋世界（北京），2004 年第 7 期（2004

年 7 月），頁 28、30。 
56 李金明，「南沙海域的石油開發及爭端的處理前景」，廈門大學學報（廈門），第 152 期（2002

年 7 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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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越南可能發生的武裝衝突 

 

以當今中國的能力與意願而言，如果南海一旦爆發衝突，中國將不可避免成

為交戰國之一，若參照在這區域的交戰紀錄，以及擁有最多的島嶼及暗礁來評斷

牽涉其中的可能性，那麼越南及菲律賓似乎是另外兩個主要的競爭者。以東南亞

海軍軍力來看，中國並不把菲律賓放在眼裡，它的注意力都傾向於防止越南。根

據最近的亞洲海軍調查指出，越南在南海的海軍戰略一向都是「藉由島嶼來控制

海域，也就是說盡可能的入侵並佔領南海中的小島」，57因此，將衝突重心放在

中國與越南間應是合理的預測。 

目前有學者提出三種關於中國在南海動武的模式，茲列舉如下，但這些模式

只是現象描述，並不能解釋其爆發衝突的原因，也不能對未來可能的衝突模式提

供完整的說明。 

 衝突模式 1：赤瓜礁模式 

這個模式即類似 1988 年中越海上衝突，在這個模式下，中國將繼續在上述

海域設立「高腳屋」、「觀測站」，乃至海上油田平臺等，如果上述設施受到越南

方面的武裝進攻，並有人員傷亡，那麼中國將採取報復行動，如果兩國繼續增兵，

則有可能演變成中小規模的海空衝突，但中國的打擊對象將主要侷限在與挑起事

端有關的越南部隊。 

 衝突模式 2：西沙之戰模式 

這個模式是指在南海海域從事漁業活動的中國或台灣漁船長期受到騷擾，並

有生命財產損失，中國方面將以「護漁」為由，武裝進入糾紛地區，並趁機佔領

鄰近的越南所控制島嶼。另一方面，中國還有可能故意在有經濟價值的爭議海域

製造漁業糾紛，然後推卸責任，爭取國際同情，最後使用地方民兵，進而佔領周

圍越控制島嶼，一步一步蠶食。 

 衝突模式 3：全面佔領南沙越南所控制島嶼模式 

                                                 
57 Andrew Scobell，「中國的南海戰略」，國防政策評論，第 2 卷第 2 期（2002 年冬季號），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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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模式設定為中國以強大的海空實力為後盾，首先佔領南沙群島中越南所

控制的島嶼，以武力或威懾以阻撓越南的海底資源開發計畫，進而迫使外國不敢

進一步與越南合作開發鄰近海域的資源。再以優惠的經濟條件拉攏與越南有關係

的外資公司，促使其轉向中國，取而代之全面掌握上述海域的資源開採權。此外，

並視狀況而定，再對菲律賓採取某些類似行動。此項模式的內在因素包括：中國

的經濟、軍事實力在未來依然高度增長，而且兩岸關係依然維持現狀，並朝善意

方向進行。此外中國可能以「受到嚴重挑戰」為藉口，或誘使越南率先使用武力，

類似第一、二兩種模式設定，最後發動僅針對越南的「解放南沙群島戰役」，以

達成完全控制南沙的目的。58

有幾個條件會使南海爭端得到強制性的解決： 一、爭端中某一國，自身或

者通過和外界區域強權結盟，比如越南、菲律賓、馬來西亞等國，已經建立起強

大的優勢力量，並且持續地通過訴諸武力或騷擾起他國的補給，來威脅其餘爭端

國。二、在軍事衝突過後，某國在南沙群島區域取得支配性地位。三、某國因其

內部政治或者經濟動亂無法支持其在所控制島礁上的運作。四、關於南沙群島海

域下的巨大石油氣儲量的報告被證實為錯誤的，如此爭端國中較為弱勢的一方會

失去興趣。在以上某些條件下，可以想像爭端方中處於較有利位置的國家，比如

中國，可能會通過強迫和收買來達到一種對自身有利的解決方案，而不需通過大

規模的武裝衝突。 

但若仍維持現今的態勢，則可以透過四個條件，推演出南海衝突的模式。第

一：中國為維護戰略利益，尤其是面對其他爭端方對南海石油資源的大量掠奪而

採取對抗措施。1974 年的西沙海戰很大程度上是因為在 1973 年南越決定將石油

開採區授予西方石油公司勘探和開採。對於南沙群島，直到 19 世紀 60 年代後期

只有台灣在太平島上的駐軍，在 70 年代中期，越南和菲律賓控制了 11 個島礁。

1979 年馬來西亞佔領了部分島嶼，到 1988 年總共已經有 26 個島礁被各方佔領

                                                 
58 平可夫，「中國對南中國海的可能行動之研究」，當代中國研究（美國），第 53 期（1996 年 8

月），頁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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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而越南在南海東南部，馬來西亞在沙勞越海岸，菲律賓在禮樂灘附近都

極力開採油氣。正是在此形勢下，北京才決定永久性的派兵進駐南海。第二：與

各國的雙邊政治關係決定北京是否通過武力解決南海問題。1974 年中國和河內

的關係密切，所以幫助其對抗美國和南越。70 年代末期越南加入與蘇聯的合作

防衛並且侵略了柬埔寨。1979 年中越戰後，金蘭灣很快就成為前蘇聯海空軍基

地，用來對付菲律賓的美軍，同時也對付中國。80 年代中越之間的對抗持續了

下來。而中國在處理和馬尼拉於吉隆坡關於南海的爭端時，主要是通過私下的會

談，只有在需要紀錄時才有公開的聲明。1988 年的衝突也小心的避開了菲律賓

和馬來西亞所控制的區域，兩國事後的反應也並不強烈。第三：擁有絕對的實力，

衝突發生時能夠一戰而勝。南海艦隊一直沒有受到重視，直到 1974 年南海艦隊

有了足夠實力應付西貢在西沙群島的反應。從 70 年代末期起，隨著從“近海防

禦＂到“近洋防禦＂的海洋防衛戰略的改變，到 1988 年，中國海軍已經在南海

海域建立了足夠的實力，並且站住了腳跟。第四：中國只在外界強權的不介入的

情況下，才會敢於發威。1974 年美國撤出南越期間，中共出兵西沙群島，而 1988 

年前蘇聯撤出金蘭灣期間，中國於赤瓜礁與越南開火，換言之，當大國勢力撤出

該地區時，區域內各國為填補勢力的真空，常有不惜行使武力的現象，即是最容

易發生紛爭的時期。59

在以上條件下，想定 3或想定 4都可能會導致南沙群島上爆發全面衝突。在

想定 3的象限內：中國和越南近年來雖有簽訂一些共同勘查油氣的協定，但卻因

為某個戰略性的島礁而發生爭執，類似於 1988 年東門礁和赤瓜礁的情形。這次，

雙方都有所準備。越南在海戰中遭到損失，於是招來空軍支援，轉而中國海軍水

面戰艦受到重創，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海軍將不得不派出大量軍艦、潛艇等才能

將所有的越南軍隊從 27 個島礁上拔除，讓北京以一種毫不模糊的方式解決問

題。並且如果進展順利的話，正如 1974 年那樣，在國際上的影響將減到最小。

                                                 
59 參見宋燕輝，「各國南海政策之發展與南海潛在衝突之處理：1988-1992」，台灣的國防安全（台

北：業強出版社），頁 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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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的海軍力量比較，中國海軍有可能達到南沙海域的完全控制，儘管會遭受

一些損失和傷亡。但調動如此大量的海陸軍力可能讓解放軍在戰術上失去奇襲之

類攻擊的可能性，因為俄國留在金蘭灣的情報收集設施將讓越南有可能進行反

擊。南沙群島中多數島礁都面積極小因而無法抵禦大口徑海軍炮火的攻擊，但某

些越南控制的島礁已被其固防多年，有些島礁上據說裝備有反艦導彈，可能會給

中國海軍帶來嚴重威脅。因為艦隊防空力量的不足，中國海軍也可能易受到自越

南陸地上的攻擊，但中國接收了從俄國購進的兩支中隊的作戰半徑可達 1000 英

里（2540 千米）的 Su-27 戰機，應可對付越南空軍的攻擊。 

在想定4的象限內：如同1994年克裏斯頓石油公司（Creston Energy 

Corporation）開始在萬安北21號海區開採石油，因為此處距離越南 “大熊＂和

“黃龍“兩處油田極近。越南反應強烈，派出海軍來進行驅逐。中國信守其保證，

也派出海軍來保護克裏斯頓的作業。海面的衝突升級，緊接著越南從其南部派遣

空軍加入，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海軍將會隔離越南控制的島礁-與越南陸地隔離、

同時也使其相互間隔離。這可以通過海軍潛艇和水面戰艦部署來實現。海軍資訊

電子船隊將盡力切斷越南的通訊聯繫。因南沙群島與主要海運航線距離很近，中

國海軍必須將這一排外區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盡量不至於引起國際性的反應。

同樣，如果俄國力量還在金蘭灣一帶，海軍似乎也不會通過佈雷或導彈航空襲擊

金蘭灣和峴港的海空軍基地來消滅這些源頭的威脅。如果中國海軍成功地將越南

控制的島礁隔離成為4個群體：北部的雙子礁（南子礁）、南部的南威島，和中部

的九章群礁（景宏島）和鄭和群礁（敦謙沙洲、鴻庥島），在戰略上將有兩個選

擇：（1）可以先奪取南部防禦堅固的群礁和其他的礁群；（2）或者先易後難，從

中部再向南北行動。第一種選擇可能需要最少的武力衝突來達到軍事目的，但是

會將海軍暴露於易受空中攻擊的不利地位。因為南沙群島距離中國海南的空軍基

地遠，而距越南陸地的海空軍設施近。第二種選擇能夠讓中國海空軍發揮其海上

的海（地）對空防衛平臺和陸地上遠程攻擊戰機的作用，但是需要調動更多的軍

事力量，因此可能導致更多的傷亡。在任何情況下，越南空軍的戰機將從地面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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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軍部隊極大的威脅，儘管他們並沒有非常先進的空對艦導彈裝備，但事實

證明即使只是攜帶普通炸彈的戰機攻擊，也會給海面艦隊帶來慘重的損傷。 

一旦南海爆發衝突，對台灣的影響，除了航運繞道所帶來的經濟因素之外，

首當其衝的就是台灣所佔島嶼與守軍的安全問題。在台灣政府所提出的南海政策

綱領中，對於南海地區主權的觀點，可以說是與中國意見一致，雙方在南海上亦

未曾發生直接衝突，甚至援用相同之定義、底線及地圖，來說明自己在該區的利

益。除去可能因台灣獨立而發生戰爭的政治問題不談，早於 1991 年 5 月中國國

家海洋局在海南島海口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就曾提出兩岸海軍輪流巡防南海的構

想，而國民黨刊物「中國大陸月刊」在 1995 年 5 月號中也曾對此提出正面的回

應。60
作為統戰的手段，中國認為東沙群島與太平島對和平統一有幫助，亦即兩

岸的軍力可以共同保護中國人在南海的利益。就目前形勢觀之，中國或其他爭端

國進犯太平島的可能性不大，因為在其他島礁尚為越南等諸國佔領的情形下，攻

擊太平島有違中國民族主義的立場，亦與上述的統戰手段背道而馳；而其他南海

爭端國則擔心，若攻擊太平島守軍，極有可能給北京動武的藉口，引來中國的軍

事報復。然而如果戰事一啓，台灣即使不捲入也會陷入困局，因為台灣的領土主

權宣稱無法落實，也不知如何因應衝突，61在前述兩種想定中，台灣最有可能應

付局勢的選項即為宣佈中立，但在太平島僅有海巡署 200 人左右駐守，國際上又

為一個中國的認知下，即使宣佈中立，也不見得會為他國接受及尊重，微弱的兵

力將給越南進犯的誘因，佔領太平島作為對中國的示威，而中國亦有可能以守護

太平島為由，製造事端強行進佔，或是等越軍擊潰太平島守軍後，再以光復領土

為由驅逐越軍，那麼就算戰後台灣欲向國際求援以收回太平島，亦是非常困難之

舉。種種情勢都對台灣處境十分不利，因此當南海發生衝突，台灣若是不增兵以

應、全面備戰，太平島將為中國所奪。 

                                                 
60 俞劍鴻，「中共人民解放軍攻擊台灣地區的可能方案」，後鄧小平時期的台灣安全（台北，國

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 6 月），頁 221。 
61 林正義，「中華民國的南海政策」，我國應有的南海戰略（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 8 月），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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