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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透過資源生產力之提升而達成。在經濟成

長的過程當中，能源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1978年的改革開放措施對中

國的經濟發展與能源情勢而言，都是很重要的起點。在此之前，中國的能

源供需問題均在計劃管理體系下運作，因此其能源供應屬於賣方市場，供

需大抵能維持平衡。而隨市場開放與經濟改革後，中國經濟開始快速起飛，

能源需求量亦節節升高，故自1993年起，能源總消費量已超越俄羅斯，進

而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僅次於美國，佔世界能源總消費量比重達

8.6﹪。估計在1990-2000年間，中國的能源總消費平均年增率為2.6﹪，高於

世界平均年增率1.05﹪。就1990年代中國石油供需的基本特徵來說，因為經

濟高度發展、石油需求迅速增長，供給和需求將會逐漸擴大，對於石油的

進口依賴也會逐漸增加。1 

若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的初級能源產出水準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

美國、俄羅斯；其中，煤炭產出居世界第一位，石油產出居世界第六位，

發電量則居世界第二位；為因應地廣人多與經濟快速成長起飛的情勢，故

自1993年起能源供需缺口浮現，使中國轉變為能源淨進口國，特別是石油，

其進口依存度由1995年的6.6﹪增加至2005年的43﹪。而隨著石油等能源的

進口依存度提高，使能源供應的安全性成為重要的課題。 

早期中國自產石油多可滿足自給需求，且其經濟發展落後，因此1970

年代的兩次石油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不大。當時歐美等國在石油危機後，

開始重視石油安全、經濟安全以及國家安全課題，並著手構建完整之國家

石油安全存量體系，但中國因未顯著受到石油危機之衝擊，並未有類似體

                                                 
1 在 1960 年代中國的石油能夠自給自足，隨著產量的增加成為石油的輸出國，到 1985 年時中國石油有 36﹪出口，到達

出口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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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構建方案。 

自中國改革開放後，對石油需求日增，且自1993年以後石油進口依存

度日漸升高，國際間石油供需情勢變化亦開始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變動。

石油已成為目前中國各界日漸重視的一項能源；隨其需求快速成長，自產

量已無法供應需求量之遽增，以致供不應求，且必須自他國進口，此導致

中國於1993年以後，變為能源淨進口國的主要原因。為了克服能源困境，

中國開始依賴外國的油田或合作探勘其他地區的油田。2 

由前述可知，從1993年以來中國開始依賴國外能源供應，能源議題從

國內中央政府規劃的範圍變成對國外政策的一部分。這正象徵中國石油安

全政策的轉變，在外交思考方面，中國逐漸對於依賴國外的石油感到不安。

中國領導人考慮到將來國際間是否會利用石油作為外交工具而對中國施加

壓力；因此，中國對於石油這項戰略物資，具有相當高的敏感性，而能源

因素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漸漸被認為是中國外交政策之一。3 

由於中國在能源上越來越依賴進口，能源安全問題顯得格外的被重

視。4 能源安全成為中國外交指導因素之一。中國能源安全問題考驗著中

國政府在處理外交事務的智慧，此問題亦為本論文最重要的研究動機。 

2003年美伊戰爭結束，美國已基本控制伊拉克豐富的石油資源，為其

未來能源供應儲備了充足的後續資源。日俄「泰納石油管線」的正式簽約，

標誌著日本成功的實現了石油進口多元化政策－俄羅斯將每年向日本提供

5000萬公噸的原油。然而，中國在石油進口方面，迄今仍無標誌性的改革，

大部分地區的進口量都在增加，中東地區的進口份額依然高達40﹪，因此

中國的石油進口風險情勢日漸嚴重。 

明顯的是，從1997-1999年中國石油消費量開始大幅增加，但生產量卻

無提升的現象。因此消費量增加時，中國主要彌補石油短缺的途徑是從國

                                                 
2 蔡裕明，「中國石油安全的結構性變遷與意涵」，戰略國際，2002 年 9 月，頁 1-12，<http://www.TaiwanStrategy. org>。 

3 島津洋一，「中亞石油是開戰關鍵」，亞洲週刊，2001 年 3月，頁 51-52。 

4 許志義、陳澤義著，能源經濟學，台北：華泰書局，1993 年，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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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進口，導致石油進口量從1998年就開始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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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96-2020 年中國石油進口依存度及其代測 

資料來源：筆者處理自蕭慕俊，「從中國海外油氣現狀探討其未來發展」，

能源季刊，第三十三卷，第二期，2003 年。 

 

上述的趨勢充分顯示中國必須迅速調整石油供應策略，以維護供需平

衡。對中國石油供給以及經濟社會，產生愈來愈明顯的影響和衝擊。除此

之外，在分析中國統計數字方面，從圖 1 也可以預期在增加石油進口時，

中國依存度從 1998 年後持續攀高。 

隨著世界各國經濟實力和軍事勢力的變化，新的世界能源地緣政治正

逐漸形成。中國對於能源問題所採取的政策，越來越牽涉到中國外交關係

和戰略，其中，有效地依賴外國的油田或合作探勘其他國家的油田，包括

投資海外石油的開採與計劃。中國投資的地區包括中南美洲、東南亞、中

亞、俄羅斯。近年來，中國建造連接其他地區石油與天然氣的輸油管與輸

氣管，計劃建立石油的戰略儲備，從中亞或俄羅斯輸送石油。這些行動證

明能源因素迫使中國政府採取某方面的外交行動。在此背景之下，本論文

研究目的將對於這些中國具體的能源安全戰略與外交具體行為做一個完整

的檢驗，評估行為的可行性及有效性是否真的由於能源因素而成形，以證

明能源因素如何影響中國外交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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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中國外交是中國國際觀念和對外行為所組成的體系，因此包含很多不

同的思考和評估模式。在中國外交形成時，能源因素被歸類在外交思考之

外，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外交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但是在90年代末21世

紀初，中國能源問題逐漸受到中國學術界和中央政府的重視，而且中國領

導人的出訪、國際關係的發展及合作項目都越來越有「能源味道」，其中

石油為最熱門的能源。而從2003年起油價不斷的爬升，使中國經濟發展面

臨某些能源供應挑戰，中國為了促進國內發展也不得不採取某些外交手段

來回應。 

在能源問題嚴重化的時代，中國政府會採取如何的外交手段，能源外

交到底是甚麼形式的外交政策，其主要目標何在，都是本論文的重點。除

此之外，筆者也想知道，中國能源外交主要是由那一些手段所推動的，是

否可視為合作性的、對抗性的、和平形式的或具有軍事意味的能源外交？ 

因為中國能源需求性質、地理位置、國家制度，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中國能源外交的形成與歐洲及其他國家有許多不同點。本論文分析能

源因素對中國外交的影響，其主要目的和規劃，並為中國能源概念做一個

綜合性的分析。  

中國為了解決能源問題與產油國發展密切的經貿關係和其他合作形

式，包含國際合作、軍事部署、石油管道建設、共同能源勘探等。在不同

區域合作性質是否不一樣，能源外交在不同區域的表現是否有共同點，中

國與能源夥伴的關係發展是否跟中國外交特質、國際地位、在國際舞台上

的表現有關？ 

就歷史看來，美國視中國在戰略議題上和區域地緣政治上為最大的對

手，被許多中國專家視為國家發展最大的障礙，讓學者推論在能源議題上

美國一定會限制和圍堵中國。不過2005年底至2006年初中美石油企業在南

中國海合作完全改變了過去中美能源對抗的單面局勢，提出很多有關能源

因素如何影響中美關係的疑問，這也是本論文不得不考慮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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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論文分析中國為了爭取能源所採取的國際行動和合作方案，

描述中國合作形式，並企圖更進一步了解中國能源外交的來源和執行方式

轉變。中國21世紀的外交，能源議題的重要性及中國發展合作關係的背景

都屬於本論文的範圍，有助於看出能源因素在中國外交政策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對研究結果皆有相當大的

影響。所謂研究方法是指累積、處理資料的技術，研究途徑則為選擇問題

及資料的準則。5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論文之研究介紹中國解決能源問題的對外手段，探討能源因素對中

國外交及能源外交發展的影響。除中國之外，在本論文的研究框架下的主

要行為者尚有美國、俄國、哈薩克斯坦、中東、東南亞、非洲國家，因此

國家之間在能源領域的協定及聲明、國家領導人及參與能源外交的重要單

位的行為和發言、各國國家所發表之重要政策宣示、各國重要媒體的分析

報導及各國智庫及學者發表之評論或學術性文章等皆是本論文的寫作基本

資料。  

筆者將上述文獻資料整理分析以及再詮釋，期盼除了能對客觀事實有

詳盡的了解外，還能對研究的問題提出個人之看法或建議。而筆者期盼盡

可能地蒐集、閱讀分析中美俄三種語文的第一手資料及第二手資料，力求

對文獻資料解讀的客觀與確實。 

                                                 
5 易君博，政治理論與研究方法，台北：三民書局，1984，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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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歷史研究法 

歷史研究法是將史學研究的方法運用於外交關係之研究，著重能源外

交關係的建立、發展及演變，希望藉此研究法，縱觀中國外交受到石油因

素的演進過程及變遷，並探討其制訂之歷史背景，能源因素影響逐漸加重

的情形。此種研究途徑，主要是系統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資料，就主要

有關問題提出分析，以科學方法鑑別其因果關係。相關之文獻、法令、規

章，皆為取材對象。 

 

二、研究途徑    

在分析與石油相關的議題時，筆者著重在基本的概念與理論法則的推

論，並從事精密分析產生可供選擇的行動指導。6 本論文所使用貫穿研究

全部過程的程序和操作方法，主要擬以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

透過中國對國外能源依賴度統計、互賴理論之詮釋運用、國際關係理論，

加上大量的文件、相關研究資料、統計數字，藉以歸納和整理中國和某些

國家在外交關係的互動，並且分析中國未來將使用何種手段來加強與某些

國家合作關係或評估對抗關係所發生的可能性。 

在整理官方資料和評估中國外交計劃時，筆者採取政策分析法 

（policy analysis）來進行。政策分析研究是提供思考政策分析的一種框架

以及進行政策評估的一個過程。分析的質量很大程度上依賴於對重要的、

精確陳述的、公式化的問題的確認，以便收集相關資料。  

                                                 
6 鈕先鍾譯，Andre Beaufre 著，戰略結論，台北：麥田出版社，1996 年，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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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分析過程包括以下六種活動，依次成為六個步驟，相較於嚴格的

按步就班的研究方法，這一過程包括以下六種活動間的回饋（feedback）和

重複（iteration）。7 （參見圖 2）  

1. 確認和細化問題。 

2. 建立評估標準。 

3. 確認備選方案。 

4. 評估備選政策。 

5. 展示備選方案，並進行分析。 

6. 監督實施的政策。 

本論文主要研究目的探討中國能源缺乏和高度能源需求如何影響其

外交行為。本論文將焦點置於：經濟發展導致中國對能源的依賴度日增，

使中國成為石油進口國，此種對能源依賴度對國家的安全日漸形成的衝

擊。以往的研究曾對中國能源和經濟發展相互的依賴做一些解釋和說明，

因此，本論文為了了解中國所面臨的挑戰對其外交行為的影響，而採取內

容分析法和政策分析法兩種方法。  

 

 

 

 

 

 

 

 

 

                                                 
7 Patton C. V. and Sawick D. S., Basic Methods of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2nded., (Englewood Clifft, New Jersey, 1997),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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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和細化問題 

  

 

 

 

 

 

 

 

 

 

 

 

 

 

圖 2：政策分析的基本過程 

 

   

 

 

 

 

監督政策實施 

  

建立評估標準 

 

 

確認備選政策 

 

 

展示和區分備選政策 

 

 

評估備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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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論文探討能源因素如何列入中國外交思考中而形成能源外交，並介

紹中國經濟發展及對能源需求的增長，使中國經濟依賴能源進口的情勢嚴

重化。本論文介紹中國為了推動能源外交所採取的手段，包括協助三大能

源石油公司實現「走出去」戰略。中國能源問題牽涉到很多國內外的議題，

本論文主要是探究中國對外政策和中國在外交關係上的行為。一部分中國

外交活動受到能源外交和其他因素的混合影響，因此並未列入本論文的範

圍，另外，某些與能源合作相關的例子，因尚未進一步的發展，因此不列

入本論文的介紹和分析。 

本論文並未介紹中國加入 WTO 前後的能源政策變化，因為對中國能

源外交並未造成顯著的影響，也毫無改變中國能源外交的形式發展。本論

文並未探討中國對美國加入伊拉克戰爭的反應，主要是因為此案例同時牽

涉能源、人權、反恐主義的行動及消滅核武的預防戰爭，因此單獨分析能

源因素在美中對伊拉克問題的作用相當困難，筆者認為此案例不能作為介

紹能源因素在中國外交可參考的案例。 

在研究能源因素時，本論文將石油視為中國能源外交的主要目標。毫

無疑問，中國能源外交也重視其他能源的供應，特別是天然氣方面的合

作，不過曾經被稱為「黑金」的石油，仍然為全世界和中國能源外交的最

關鍵的能源。  

 

二、研究限制 

研究一個國家政策最好的途徑之一，係針對該國政府的官方文件加以

分析探討。但是很明顯的，中國能源議題牽涉的層面不只是能源問題那麼

單純，尚包括中國外交、經濟建設、軍事行動、等主要議題。此外，本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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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對象是一黨執政的中國，在該國共黨政府依舊緊控媒體與資訊流通的情

況之下，資料取得有一定的難處。特別是國家政府文件第一手資料取得不

易，因此筆者只好透過書籍、期刊、報紙、網站等管道進行詳讀獲取第二

手資料。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能源政策牽涉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因此某些

統計和數字乃經過修改之後所公布，與實際數字有差距。另外，中國外交

文件內容，與公開的正式文件也會有所差距，吾人僅能從有限官方統計及

其他資料盡量來分析。筆者在研究期間盡力累積各種相關資料以求完備。

但是，由於無法親往中國獲得第一手資料，在相關的論述上內容會有不足

之處，這是本論文必須說明的地方。為了克服此一限制，本論文將盡量使

用來自不同來源的統計資料，並對照參考相關的國外學術機構（包括俄羅

斯能源學院）、國際機構、國家機關（如 EIA）8及跨國能源公司所發表的

中國能源統計。  

另外，本論文採用關於中國能源依賴度和出口能源國家的資料來進行

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加強外交關係的估計。估計資料顯示 10 到 20 年之後

中國的能源需求，因此，本論文呈現將來中國外交發展的趨勢。不過，從

不同角度來分析資料可能會導致不一樣的結果。為了避免相關資料的操

作，將使用不只中國一國的資料來源與分析，也會運用西方學者所累積的

資料和判斷結果。  

 

第四節   文獻與資料檢討 

 

文獻資料來源可分為三大類：一、正式的文件如政府機關的文件。二、

                                                 
8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是美國政府官方的能源機構，其機構所收集的資料作為美國外交評估的基本

資料，因此有一定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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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與媒體或學術刊物的文章或論述。三、私人的專書、書信、日記。本

論文收集的資料也包括中國官方文獻、報紙、期刊、專書，以及網路資料。

期能運用此方法，找到研究所需之參考資料，並且對中國在缺乏能源情況

之下所進行的外交行為進行更加周圓的歸納與整理。另外，筆者使用一些

台灣、俄羅斯、歐美及中國學者的論述，使筆者對中國能源的政策改變、

政策行動、能源對外交的意義有了更深層的認識。筆者所使用的資料也可

以分為主要著作及統計資料等兩大類。 

 

一、主要著作 

筆者為研究此問題參考了許多不同的資料和統計，發現中國能源方面

的資料相當充裕。其中，筆者為研究此主題，參考學者 Downs E. S. 在美

國蘭德（RAND）公司在 2000 年所發表的“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並搭配台灣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於 1995 年 5

月所編者的《中國能源政策與能源發展之研究》，有助於掌握中國能源發展

趨勢及台灣政府對中國能源問題的看法。  

學者 Downs E. S. 在“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提出值得注

意的論點：中國能源安全行動反映中國對外國能源需求的依賴逐漸增加。

中國從能源淨出口國變成淨進口國，可能成為國外力量衝擊中國的戰略缺

陷，並且中國政府將美國視為能源安全上的重大威脅，所以中國在能源安

全的具體行為上，反應出此考量。中國一直想要避開美國控制的能源海運，

中國希望石油安全進口，所以中國計劃投資哈薩克斯坦的石油，並且建設

一條從哈薩克斯坦西部連接中國西部的輸油管，也希望與俄羅斯合作開發

油田，建造石油管道將俄羅斯的石油進口至中國。  

同時，中國也試圖加強在中東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影響力，來確保石油

來源的安全。中東地區雖然提供給中國大部份進口石油，卻明顯是美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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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力量的範圍內，因此，中國已面臨極大的外交方面的挑戰。另外美國的

石油公司在國際石油市場上一直處於領導地位，這更加證明。到目前為止，

在國際上的能源安全行動上，中國並無法達到供給來源多元化的目標，許

多計劃中的輸油管建造上是有疑慮的，而且中國境外的一些石油租用地，

未來二十年大概也無法產生足夠的石油來應付中國增加中的石油需求。因

為運輸以及一些後續加工的成本考量上，國外的石油生產大部分尚未真正

地進到中國來，就在國際石油市場上被賣掉了，或者是要與進到中國的石

油再做一次交易。所以蘭德（RAND）公司認為，中國仍然只能依賴美國

控制力量下的海港來維持其能源供應。  

這幾年以來全世界最關注的能源問題，是俄羅斯和中國在能源方面的

合作的開始。因此筆者特別注意龍昌偉的《俄羅斯能源外交與中俄油氣合

作》這本書。龍昌偉強調中國未來能源進口仍主要依賴局勢動盪的中東地

區。中國對中東能源的依賴度已由 1994 年的 40﹪上升到 2001 年的 56﹪。

龍昌偉分析中國大約在 2020 年左右，石油自给率將降低到 50﹪以下。為了

保證中國經濟在 21 世紀持續穩定地發展，中國石油的戰略儲備問題已成為

新世紀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之一。因此研究中國能源政策時，必須重

視石油儲備。龍昌偉在書中特別指出，國家建立常規和戰略石油儲備的最

終目的是維護國家經濟和政治安全。  

龍昌偉特別分析東北亞能源區域合作對中國的戰略意義。他預計到

2010 年中國石油消費可以達到約 3 億噸的規模，韓國將接近約 2 億噸的消

費水準，日本石油消費將保持平穩增長，接近 3 億噸。到 2010 年東北亞石

油消費可達到 8 億噸的規模，其中 6 億多噸需要從本地區以外進口。如果

國際上石油資源國日益收緊對東北亞地區的石油出口，本地區的能源供應

就會出現不安全問題。國際石油市場行情將嚴重地影響東北亞地區的經濟

安全。眾所皆知，俄羅斯是一個石油生產大國，目前遠東地區依靠薩哈林

（Sakhalin）的油氣，無論東南亞發生何種情勢都能充足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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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昌偉還提到在 1998 年在東京的會議上，日韓業界人士提出建立日、

韓、中經濟聯盟。9 韓國業界人士同一年還提出統一利用資本，在東北亞

地區建立包括日、中、韓、台灣和香港地區在內的五角經濟地帶，以建設

從俄羅斯到亞洲的天然氣管道。這些都證明東北亞能源多邊合作機制將來

的發展。 

為了更進一步地了解石油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而建立一種科學研

究途徑，筆者特別閱讀《石油經濟學》這本書。10 許志義和洪育民介紹石

油之經濟和政治特色、石油控制權之爭奪、石油如何影響外交局勢。更值

得注意的是，在這本書中歸納和分析從 1972 年起石油專家和學者對石油市

場和能源國際趨勢將來發展的預測，包括基本假設、研究方法和預期結果。

在研究中，學者不只提到當前石油價格升高的趨勢，也評估 21 世紀的主要

石油市場參與國。 

除了這些書籍之外，筆者也積極的閱讀這幾年來的關於中國能源發展

的雜誌和國際能源研討會的資料。2003 年《能源季刊》上登出一篇蕭慕俊

的《從中國海外油氣現狀探討其未來發展》文章，蕭慕俊提出「中國『走

出去』向周邊國家要油，向海外找油，加入國際石油競爭，為一長遠的戰

略考慮」。蕭慕俊分析中國能源產量及進出口情況，並提供中國石油生產和

進口依存度的統計與預測。蕭慕俊預測從 2004 年到 2014 年，中國的石油

需求將以每年 4.5﹪的速度增加。因此蕭慕俊推論：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需求強勁，但產能不足，石油後備資源不足，將成為中國石化工業發展的

瓶頸與政府能源政策中的夢魘。11   

蕭慕俊介紹中國三大石油公司的海外石油投資現況。這篇中指出，中

國的石油工業開始依循中國政府充分利用國內外兩種資源的戰略方針，逐

                                                 
9 龍昌偉，俄羅斯能源外交與中俄油氣合，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3 年，頁 331。 

10 許志義、洪育民，石油經濟學（上）- 國際石油篇，台北市：華泰，1994 年，頁 1-213。 

11 蕭慕俊，「從中國海外油氣現狀探討其未來發展」，能源季刊，第三十三卷，第二期，2003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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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向海外邁出了勘探，開發收購油氣資源的步伐。根據蕭慕俊所提供的資

料，目前中國的境外油氣探勘開發已在蘇丹、麻六甲、南美、墨西哥灣和

中亞等地區取得了控股、參股和獨立勘探開發權益。以中國石油公司為例，

其擁有的海外石油剩餘可開採的儲量仍然 4.6 億噸以上，原油年產能達 1623

萬噸，石油海外產量已佔本土產量 1/10。  

 

二、統計資料 

研究中國能源政策需要大量統計資料驗證以研究假設及塑造科學基

礎，因此筆者使用美、俄、中等國家統計、國際能源組織報告、相關領域

學者研究報告等等資料來掌握進出口石油方面的準確數字。  

在北京出版的《中國能源戰略研究總報告》提出一些預測和分析。報

告指出，到 2010 年，中國石油消費量的需求將達到 2 億 5 千萬到 2 億 7 千

萬噸，然而，在 2010 年時，中國石油產量預估僅約 1 億 6 千萬到 2 億 1 千

萬噸，須要大量進口來填補消費短缺。12 報告同時預測，2050 年，中國人

民生活將達到已開發國家 1990 年代初的水準，能源總需求量達 35 到 44 億

噸石油，但是，中國卻只能生產石油 4 千萬到 8 千萬噸，離預測的數字還

差很多。因此，中國能源供應前景存在著巨大的隱憂。 

另外一項統計資料是：美國蘭德（RAND）公司預測中國在未來的 20

年，對能源進口會顯著的增加。在 2020 年中國將有 60﹪的石油和 30﹪的

天然氣需要依賴進口，此事實將使得中國政府拋棄傳統自給自足的能源供

應體系。13  

另有一些針對中國能源狀況可以思考的估計資料，例如：根據中國國

務院估計，2000 年中國每日需要 400 萬桶原油，2010 年需要 520 萬桶，2020

                                                 
12
「中國下世紀將爆發能源危機」，工商時報（台北），1999 年 11 月，第四版。 

13
 Downs, Strecer E., 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Santa Monica, CA: RAND, 2000),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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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需要 640 萬桶。14 國際能源總署則估計，中國在 2010 年每日需要 710 萬

桶原油，2020 年需要 1010 萬桶。在進口量方面則估計，中國 2010 年每日

進口 400 萬桶原油，2020 年進口 800 萬桶。中國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則估

計，2010 年進口 190 萬桶，2015 年進口 270 萬桶。15 除此之外，從行政院

中國委員會所作的《中國能源安全的戰略考量》、《中國工作簡報》也可

以找出相關的預測和分析。 

從蕭慕俊增修自中國石油商務報（2003年2月）的資料顯示，中國石

油十大進口國一年的數量高達5637.79萬噸，佔2002年總進口數量的81.23

﹪。圖3顯示出中國主要石油供應國的分布。      

 

沙烏地阿拉伯

伊朗

阿曼

蘇丹

安哥拉

越南

印度尼西亞

俄羅斯

葉門

挪威          

圖 3：2002 年中國十大原油進口供應國的分布  

 

很明顯的，沙烏地阿拉伯、伊朗、阿曼、蘇丹和安哥拉五個國家的原

油進口量佔中國十大進口國的75﹪以上，同時佔中國進口總量的60.1﹪。由

圖3可以了解中國在2002年石油進口多元化的部署。 

                                                 
14
 參考 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 

15
 轉引自，行政院中國大陸委員會，「中共能源安全與地緣政治」，中國工作簡報，2002 年 11 月 13 日，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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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中國的資訊來源，筆者也使用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觀點和看法，

因此，有一些關於中國石油需求統計和中國石油進口估計來自 Jaffe、 Myers 

A. 和 Lewis S. W. 的研究。16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論文最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探討能源短缺對中國外交策略之影響。其

中，在發展經濟和吸引外國投資的中國，石油需求量增加對國家外交活動

的影響，為本論文的研究主軸。因此，在説明完研究目的後，本論文即分

別對中國目前經濟發展趨勢和能源狀況相關文獻加以整理分析，引用能源

依賴理論來解釋中國石油進口面臨的外部環境，並分析從90年代以來中國

爲了確保能源安全而開始採取何種的外交政策。 

接著，建立能源因素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理論模型。研究資料的蒐

集、基本統計分析也將在此階段完成。之後並探討自90年代初以來，中國

形成的處理能源短缺的新觀念和措施，自解析這些新手段對中國外交理論

造成的影響。進一步分析中國為了繼續經濟建設、軍事發展必須採取的外

交政策。各項必要的檢驗結果也將於此章節中說明。 

最後，本論文將總結研究結論，並敘述能源因素意涵。筆者進行流程

及執行進度可由圖4 清楚說明： 

 

 

 

 

                                                 
16 Jaffe, Myers A. and Lewis S. W,“Beijing＇s Oil Diplomacy,＂Survival, vol .44, no.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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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檢驗石油需求增長促進能源因素在

中國外交政策扮演如何的角色。 

                                                                         

從 90 年代以來，中國能源需

求量由於經濟和軍事建設

而不斷增加的文獻回顧 

中國能源安全的思考已經

迫使政府採取何種外交手

段及政策的文獻回顧 

中國能源外交形成及能源

因素對中國外交之影響案

例的相關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與整理分析 

 

 

 

以歷史實證方式加以估計、分析、解釋，來

了解此結果，並檢測在能源因素影響之下所

主導的中國外交將來發展如何。 

 

 

   圖 4：研究流程圖 

 

本論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論。本章主要是描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並說明研究方法與

研究途徑，其次介紹研究範圍與限制，說明解決研究限制的手段，最後則

進行文獻與資料檢討及研究架構的安排。 

運用資料了解在 21 世紀初，中國已形成什麽樣的

處理能源安全的新觀念和措施 

結論與提出具體之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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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油和中國經濟發展。在本章中探討中國經濟發展和能源安

全、中國石油供應之情況，探討中國的能源及外部環境，並介紹石油戰略

儲備的意義。 

 

第三章 中國能源外交。在本章中分析中國能源外交主要內容、說明

中國能源外交目標與規劃，並討論中國如何實現能源外交。本章特別研討

中國能源集團在推動能源外交政策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章 中國不同形式的能源外交及其特點。在本章中將討論中國能

源外交在非洲、中東及東亞所使用的不同的政治和經濟手段、合作策略、

國際協助等。筆著舉例說明中國如何善用、利用這些手段來保證能源方面

的利益，並透過這些手段瞭解能源因素如何影響到中國外交政策。  

 

第五章 中國能源走廊外交。在本章中分析能源走廊外交的形成、意

義和特色。中國能源走廊外交的主要對象為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緬甸、

印度及俄羅斯。中國積極發展能源走廊外交的動機、過程、目標都皆為本

章介紹範圍。 

 

第六章 結論，總結前述的研究成果，歸納出最後的研究結果，並進

一步探討研究缺失和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