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中國能源外交 

第一節   中國能源外交主要內容 

 

一、中國能源外交的形成 

能源外交是指一國為了維護和增強本國的能源進口或出口安全、迫求

地緣政治經濟和國家利益最大化，而與能源出口國或消費國、跨國石油公

司、國際組織和關鍵人物所展開的外交活動。55 俄國學者認為，能源外交

是指某一個國家保護能源生產、運輸及相關使用的國家利益。56

21世紀能源因素已是影響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之一。大國採取隱藏、

又明顯的爭奪行動來控制能源。57 能源因素在石油的供需失調，使中國必

須放棄傳統能源不依賴他國的觀點，轉而尋求新的能源供給來源。58 德國

教授Muller F. 指出：「能源供應穩定已成為國際政治上的主要議題之一。

很多國家將自己未來的生存跟能源外交劃上等號」。59 中國新世紀外交將

石油外交作為中國外交的一部分。胡錦濤時代外交與以往的中國外交有很

多不一樣，其中能源因素成為一個非常明顯的特色。 

文革時期「自產自用，自給自足」的能源戰略在現今技術落後與過度

開發的情勢下，已無法通用，因此必須務實的將能源戰略調整為向境外爭

取油源，並配合「睦鄰外交」，以合作互惠方式積極推動「亞洲石油中國

橋」的國際合作構想。6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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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56 Шныров 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 Обозреватель (Observer), 

<http://www.nasledie.ru/oboz/10_04/9-10_05.HTM> 

57 Абишев 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каспий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инд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лматы, Казахстан, 29-30 октября 2001 года. 

58 Downs， Strecer E., 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Santa Monica, CA: RAND, 2000）, p. 119。 

59 Мюллер Ф., “Надежность снабжения. Рис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нергоснабжения,＂ International Politik, 2003. N 2. 

стр.5. 

60 周鳳起主編，中國中長期能源戰略，北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年，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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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論文第二章研究顯示，中國陷入了能源匱乏的困局，各國包括

美國也看準了這點大敲中國竹槓。原來，十年前俄羅斯曾建議中國鋪設中

俄原油管道，但當時的李鵬政府卻把焦點放在備受爭議的長江三峽水利工

程，錯失了進入俄羅斯石油市場的黃金機會。其實，此例子也可以證明，

過去中國沒想到國內能源需求會大幅提升能源因素的重要性。 

江澤民時代的「大國外交」，外界的焦點多是「戰略性合作伙伴」等

無能源戰略的外交；相對而言，21世紀初中國外交，卻是針對更為實質和

迫切的能源問題。61

在此背景下，能源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新領導人議事日程中優先序列最

高的事件之一。胡錦濤出任國家主席後，外訪首站是礦產資源豐富的澳洲

和紐西蘭，2004年1月則去了石油、天然氣及有色金屬藏量豐富的阿爾及利

亞、加彭和埃及。中國總理溫家寶2002年上任後，也去過擁有豐富石油和

天然氣的俄羅斯、擁有煤和有色金屬大國吉爾吉斯、原木和石油輸出國印

尼以及出訪越南。中國領導人的訪問紀錄可以顯示他們對解決能源問題的

積極和重視。中國對能源需求上升，能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他國家可

以使用能源來影響中國的發展，都是能源因素列入中國外交思考的主要原

因。 

2001年3月，中國總理朱熔基在第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首次正式

提出要實施國家石油戰略。62 當月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年

計劃」綱要（簡稱「十五計劃」）出爐，並呼籲高度重視石油等戰略資源

問題，文中強調「積極利用國外資源，建立海外石油供應基地，實行石油

進口多元化，建立國家石油戰略儲備，維護國家能源安全」。63「十五計

劃」突顯出中國政府對能源問題的日漸重視。當時中亞－俄羅斯、中東－

北美和南美，被中國確定為海外油氣探討開發的三大戰略選區。 

                                                 
61「江胡交棒李鵬無視野害苦中國能源外交？」，2004 年 10 月 8 日，亞洲時報網，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 php

﹪3Foption﹪3Dcom_content>。 
62「中國能源政策發展評估暨兩岸能源合作展望及其影響分析」，能源委員會，2003 年 12 月，頁 2-30。 

63 蕭慕俊，「從中國海外油氣現狀探討其未來發展」，能源季刊，第 33 卷第 2 期，2003 年，頁 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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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年中國成立中國國務院，於2003年3月召開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

後，即於新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下設立30人的「能

源局」（國家發改委能源局），此一機構負責研究國內外能源開發的利用

情況，提出能源發展戰略和重大政策，管理國家石油儲備。64 成立之後本

單位成為統整能源產業的管理單位，並負責石油戰略儲備等規劃。除了此

部門之外，中國設立如下負責能源問題的機構：國家經濟經貿委員會之資

源節約與綜合利用司、國務院之國土資源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理局

等。這些組織的設立顯示中國對能源問題的關注及對能源內外策略及規劃

的重視。 

2004年6月中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論並原則

通過《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2004-2020年）》（草案）。針對中國能

源外交的形式，會議指出，要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尊重自然規律和經濟

規律，借鑒國際經驗，走中國特色的能源發展之路。草案中提到，中國必

須充分利用國內外兩種資源、兩個市場，積極參與世界能源資源的合作與

開發。65

 

二、能源外交的特質 

中國作為原油淨進口國，積極開展能源外交，為中國能源供應提供保

障措施。中國的外交政策、貿易政策以及軍備建設，應該反應中國開發和

進口國外能源的需要，作為中國能源外交的手段。擴大中國在中東、中亞

和南美石油資源豐富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影響、改善中國進口的路線、降低

運輸的風險、提升中國在出口國的名譽、創造有利於石油進口良好的環

境、協助中國石油公司在國外的發展，都是中國能源外交的主要項目。同

時，中國開始重視發展國防力量，尤其是提高遠洋航隊的護送能力，以及

                                                 
64 王竟明，「中國能源管理組織及能源發展戰略」，經濟前膽，2004 年 5 月 5 日，頁 86-91。 

65 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透過《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草案），2004 年 07 月 01 日，新華網， <http://big5. 

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7/01/content_15592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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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原油進口海上要道的安全及海外公司國際化業務的順利開展，使中國

能夠順利獲得國外石油資源後，提供為國內所用。因此，中國能源外交作

用不僅限於取得資源，尚包括提供資源給國內應用，並注意中國能源供應

政策是否對他國造成衝擊，而使其產生敵對態度。  

 

（一）能源外交的綜合性 

21世紀國際間的依賴現象日漸明顯，由於非戰略觀念與核武技術發

展，導致傳統軍事的角色在國際互動中逐漸下降。目前很多戰略研究專家

指出，「經濟性外交」也似乎有取代過去普遍的「政治性外交」。其中能

源的重要性逐漸超越、取代資金在全球運籌中的重要性。66「爭取最後的

油氣資源的鬥爭，很可能成為21世紀地緣政治的主題」，67 因此，能源問

題已經不只是單獨的經濟問題，也牽涉到對外戰略、國家安全、戰略經濟

利益和外交手段等多層面的戰略問題。 

由於越來越多國家願意爭取石油掌控權，經濟發展所需能源又多，因

此將來能源成為世界各國在進行外交政策中所考慮的目標。若依賴單純的

經濟手段處理石油問題，就可能無法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獲得成功，政

治、外交及軍事的因素將越來越列入在推動能源政策時所考慮的項目。隨

著能源的減少，政治干涉能源市場的情形將會加重。  

過去中國外交部長李肇星表示，「經濟外交」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第

一個重要組成部分。68 毫無疑問，能源外交也是中國經濟外交的一個分

支。「經濟外交」意義在於利用經濟手段實現某種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對外

戰略意圖。69 從中國能源外交來看，投資、經濟援助、石油管道建設、經

貿依賴都是在推動能源外交所使用的經濟手段。 

                                                 
66 蔡東杰，「中國 『能源外交』 政策剖析」，兩岸情報週刊，第 100 期，2004 年 9 月，頁 23。 

67 Anthony Sampson, “West’s greed for fuels Saddan fever”, The observer, August 11, 2002。 
68「突破美俄日印包圍 中國能源的『五極』外交」，2004 年 4 月 2 日，鳳凰網，<http://www.phoenixtv.com/home/ 

zhuanti/xwshj/petrol01/petrol05/200404/02/233564.html>。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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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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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委員唐家璇指出，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能源需求必須隨

之飆升，因此維護能源安全，可說關係到中國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戰略

問題。70 中國積極推動石油外交與中共最高決策官員能源背景也有關，國

家副主席曾慶紅曾承認能源之重要性，因此能源外交將成為繼大國外交與

周邊外交後，中國外交政策的第三個重要環節。71 而從目前的發展趨勢來

看，中國跟能源合作相關的活動大幅增加，甚至中國國家建設與軍事項目

的加強都有能源外交的滋味。 

 

（二） 「多元化」政策及「走出去」戰略 

在「中國21世紀石油戰略」總體架構的項目中有幾個直接牽涉能源外

交的目標：實行「多元化」政策，實行「走出去」戰略，到海外合辦油氣

田，建立國家石油儲備體系和石油安全保證體制，建立石油運輸船隊和遠

洋力量以及強大的海空軍，發展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三大石油公司。

72

中國能源外交的內容相當豐富，包括降低石油依賴度的目標、實現能

源多元化政策、協助國內的能源公司，而中國也要跟國際能源合作，則尋

求以核能作為替代能源方式。為了降低石油進口風險，中國正在尋找其他

進口風險較低的產油地區，使進口方式多元化，包括水路、陸路、鐵路及

管道等。此外，政府協助中國石油企業多方面參與石油國際市場，包括與

產油國或跨國公司聯合開發、購買外國原油儲量，以及獲得勘探開發股份

等方式積極「走出去」。 

中國領導人江澤民曾經在十五屆五中全會上強調「從戰略安全考量，

要『走出去』，採取多種形式積極開發利用國外資源，實施進口多元化」。

                                                 
70 邱坤玄等，「『中』日爭奪俄西伯利亞石油管道之戰略意涵」，政策專題研究，（台北：中華歐亞基金會，2004 年 7 月），

頁 8。 

71「能源安全：中國外交戰略第三環」，2004 年 08 月 04 日，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8/04/ 

content_1710114.htm>。 

72「中國能源政策發展評估暨兩岸能源合作展望及其影響分析」，能源委員會，2003 年 12 月，頁 2-30。 

 43



73 這幾年以來中國積極推動「走出去」戰略，與世界上許多能源輸出國展

開或深化合作關係，包括中東、中亞、北非、南非、中南美及北美等地。

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合作很多元，包括購買勘探開採權、合資開發、維修設

備、簽訂購油協定等。為了掌握探勘及開採權，中國透過各式合作協議（如

融資貸款、經濟援助、油田開發、基礎設施投資、油管鋪設、直接併購等），

取得產油國的長期供油合約。中國石油企業參股與收購：與西方石油企業

或外國政府合資共同開發，對象包括俄羅斯、哈薩克、印度、菲律賓、美

國等。74 合作過程中雖有企業間的自由商業合作，但更多的是以政治力量

為基礎、由政府扮演推手角色、國有企業進行合作，這樣多元的戰略手段

在20世紀很少出現。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國的石油工業將呈現國際化的經營的趨勢。

無論是西方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資源豐富國家或資源缺乏的國家，都

不同程度地透過技術和資金的合作，以進行國際石油資源的勘探開發，形

成了全世界的國際石油經濟體系。中國推動「走出去」戰略，除了重視國

際石油的引進，也開始重視投資國外石油工業，以不同的方式、多元化的

管道參與國際石油合作，儘量分散油源供應的產地及形式，以減少中國對

中東地區石油進口的依賴程度。 

中國一則鼓勵三大石油公司「走出去」向海外進行國際油源探勘與合

作投資、建立海外石油生產基地，二則努力進行進口國家多元化政策，並

且與之前被忽略的產油國加強長期石油供應關係，三則開拓中亞與裏海各

國以及俄羅斯的陸上進口油源、分散單一海上進口風險。75

中國21世紀的能源外交行動包括建設石油中國運輸系統，並與週邊產

油國家或擁有通路地位的國家達成與興建能源輸運管線協定，避免遭破壞

                                                 
73 蕭慕俊，「從中國海外油氣現狀探討其未來發展」，能源季刊，第 33 卷第 2 期，2003 年，頁 59-75。 

74 歐陽承新，「中國經濟的崛起與能源外交」，經濟前膽，第 101 期，2005 年 9 月 5 日，頁 97-102。 

75「中國能源政策發展評估暨兩岸能源合作展望及其影響分析」，能源委員會，2003 年 12 月，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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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盜侵襲的海路。76 本論文所提到的從中國西南部城市昆明（Kunming）

通緬甸實兌（Sittwe） 港的油管就是一個例子。中國也在積極的研究如何

建立海外轉運及海軍護航的中轉站，如果能夠實現此目標，就可以充實海

運護航能力，包括從中東經印度洋、麻六甲海峽、南中國海至中國沿岸的

航運安全。 

 

（三）中國各界參與能源外交 

中國認為必須將石油政策與對外政策、國家安全及外貿政策統一考

量。石油政策在中國的外交對話，特別在主要大國間的雙邊關係中扮演重

要角色。77 能源外交將逐漸加重，越來越成為中國整體外交政策的重要一

環，因此，參與外交政策的單位成為能源外交推動者。 

在中國對能源外交的過程中有很多單位合作參與，並非只是石油部門

單獨的工作。參與能源外交的中國政府單位包括外貿部門、外交部門、金

融部門及軍事部門等等。這些部門共同參與能源外交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石油並不是普通的商品，而是一種有戰略價值的政治商品，更是國際化商

品。石油作為一種特殊的具有戰略意義的商品，容易受到政治、經濟、軍

事等因素的影響，同時又極易受到國際政治、國際金融市場及跨國集團的

操縱，因此，中國搭配政府各部門的力量來有效地處理能源外交，制定和

推動能源政策各方面的措施。而且，由於石油的特殊性，其經濟方面的變

化會影響政治，甚至對軍事計劃和建設造成顯著的影響，使得國家在執行

能源政策時，必須同時考慮國內外的因素及採用適當的能源外交手段。 

    

 

 

                                                 
76 歐陽承新，「中國經濟的崛起與能源外交」，經濟前膽，第 101 期，2005 年 9 月 5 日，頁 97-102。 
77 李鼎鑫，「石油管線之爭考驗中國能源」， 經濟參考報，2003 年 8 月 10 日，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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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石油供應安全 

為了避免石油短缺問題，不讓石油進口受制於人，同時在減少進口風

險的考量下，中國開始建立多元化的石油供應體系。短期內，中國無法脫

離依賴中東地區的石油依賴度，不過可以減少依賴程度，或穩定化中東石

油的供應。目前中東地區是世界的主要石油供應者。此地區長久以來都由

美國掌控，使得世界大多數國家主要的能源管道都在美國控制之下，此一

現象當然帶來給中國能源外交很多困難。因此中國能源外交為了突破此困

境開始尋找其它的石油供應地，包括東南亞、俄羅斯、中亞、非洲等國家，

其中俄羅斯為能源多元化合作之首選。 

順利進口石油以滿足國內消費需求，乃胡溫體制積極推行石油外交的

初衷，係以分散對中東石油進口之依賴為優先目標。78 胡溫上台後的石油

外交佈局可區分為北線、西線與南線戰略：北線戰略是指與俄羅斯的石油

合作；西線則指與哈薩克斯坦及其他中亞國家的合作；南線主要及指南北

亞、南亞、中東乃至非洲的石油戰略佈局。79 胡溫採取三線併進政策，一

方面凸顯中共當前石油安全困局的嚴重性，實亦反映出胡溫在外交戰略上

的「有所作為」，與以往不同；石油外交不僅中國經濟外交的一環，亦為

中國外交戰略轉型的重要實證。80  

近年中國深切瞭解能源因素的重要性，中國依賴進口石油資源是不可

改變的現象，又是一項可能被外國利用的戰略弱點，而且石油被視為戰爭

的血液。所以中國正積極規劃、協調鋪設連接中亞或俄羅斯的陸上輸油管

道，目的就是為擺脫石油進口的海上路線完全由美國控制的困境。  

國際上對海上石油運輸線的保護有兩類，一類是靠自身的強力，如美

國，一類則是靠交「保護費」如日、韓等國，其保護任務是由美國承擔的。

                                                 
78 于有慧，「胡溫體制下的石油外交與挑戰」，中國大陸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2005 年 9 月，頁 33。 

79 「巴基斯坦通道：破解中國南線 石油困局」，2004 年 12 月 30 日，21 世紀經濟報導網站，<http://wisesearch. 

wisers.net/wisesearch/index.do>（文章編號：200412305730041）。 

80 同註 78，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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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具有獨特的國情，而且中美關係不具有美國跟日本或韓國密切軍事合

作的特色，因此中國不太可能會選擇第二種保護海上運輸線的方法。但在

中國本身軍事力量有限的時候，保護能源進口路線安全是中國目前無法實

現的任務。 

如果中國能夠建設自己所掌控的陸上輸油管線，就能降低海上石油運

輸線所造成的威脅，避免石油運輸線受到軍事威脅，也有利於中國和其他

產油國改善外交關係。 

 

第二節   中國能源外交目標與規劃 

 

中國外交部長李肇星曾經表示：「經濟外交是中國外交重要的組成部

分，它是中國同外國在政治上友好合作的基礎，能源尋求國際合作是外交

工作中大力支持的」。81 中國能源外交有非常重要的目標，則使石油納入

中國外交活動，成為在推動外交政策時最重要考量點之一。 

21世紀的中國政府高層官員了解到必須積極、主動、全面地參與國際

石油事務活動。為確保石油供給的國際安全環境，必須拋棄過去對國際石

油爭奪冷淡的態度，並更積極參與各式各樣跟石油供應有關的方案。中國

全面展開以石油為主的能源外交，與各石油生產和出口大國發展關係，積

極參加石油生產環節，而且要在石油科研、勘探、運輸、儲備以及其他環

節開展石油外交。82

為了達成這些目標，中國積極開發獲得世界石油資源的各種管道。 

1. 藉由國際貿易，從國外直接購買原油與石油產品。 

2. 國內石油企業參與國外油氣資源開發，建立海外石油生產基地。 

                                                 
81「突破美俄日印包圍 中國能源的『五極』外交」，2004 年 4 月 2 日，鳳凰網， <http://www.phoenixtv.com/home/ 

zhuanti/xwshj/petrol01/petrol05/200404/02/233564.html>。 

82 李鼎鑫，「石油管線之爭考驗中國能源」，經濟參考報，2003 年 8 月 10 日，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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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發國內石油市場，引起產油大國在沿海建造煉油廠或石油化工

廠，並與國際公司合作引進先進技術。83

一、擴大能源外交項目及對象 

在國內石油需求量不斷的爬升之下，中國領導人已開始積極參與能源

外交。這幾年來，中國高層人物訪問世界各地，對其他國的領導及行政部

門進行外交訪問，跟商業界建立密切關係，協助中國石油公司進行能源外

交的任務。中國引用能源外交來尋找更多能源進口管道。當然經濟協議仍

然是主要確保中國跟其他國家關係的基礎，不過在能源方面，此種協議的

內容更廣泛，有關能源方面的安排也比較多，此類合作協議不僅侷限於買

油，而是在整個能源領域，包括技術、設備、運輸、其他領域合作都有額

外的內容。中國通過綜合的經貿合作，帶動能源特別石油方面的合作，這

種合作是深層次的多領域的，涉及經濟、政治、外交等。 

與上海合作組織增強關係是中國在1990年代末期以來推動睦鄰外交

的重點。84 2002年，中國國務院在《廿一世紀石油戰略方案》文件中，強

調建立國際化與能源供應體系，積極參與建立國際區域能源共同體的合

作，並形成國際區域能源安全體系。85 中國領導人的外交行動成為能源戰

略的一部分。胡溫上台兩年多來的外交活動中，中共與上海合作組織各成

員國高層的互動頻繁，可看出中共對該組織的重視。86 而且能源合作成為

中國跟本組織最重要合作項目之一。中國也在積極加強與中亞各國的合

作，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04年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塔什幹（Tashkent） 峰

                                                 
83 周鳳起主編，中國中長期能源戰略，北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年，頁 360。 
84 張雅君，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性質」，中國大陸研究，第 45 卷第 2 期（2002 年 3-4 月），頁 35-59。 

85 郭博堯， 「中國石油安全戰略的轉折」2004 年 8 月 10 日，國政分析網，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 

SD/093/SD-R-093-002。htm>。 

86 于有慧，「胡溫體制下的石油外交與挑戰」，中國大陸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 2005 年 9 月，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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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表示願意推動經濟合作，中國提案向上海合作組織其他成員國提供

總額為9億美元的優惠買方信貸。87

美國《耶魯全球化》雜誌就中國如何尋求能源和確保能源安全等問題

發表一篇署名文章，題為《石油催生北京新的能源政策》88，要點如下：

「中國正在設想方法獲得能源，以為其經濟發展提供動力」。中國在1993

年成為能源凈進口國，此後，為了確保能源安全，出訪的中國領導人和企

業主管不遺餘力地與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簽署協議。這有助於已存在的和

未來關係的鞏固和新聯盟的形成，將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地理政治狀況。 

表 1：胡溫上台以來石油外交出訪（2003.6-2005.4） 

出訪人 時間 出訪國家 訪問成果 

胡錦濤 2003.6 俄羅斯、法國、哈

薩克斯坦、外蒙古

簽訂《關於兩國同開展中哈石油管道分

段建設投資論證研究協議》，同意將輸

油功能大到五千萬噸；中蒙在《聯合聲

明》中同意鼓勵擴大貿易和投資，深化

礦业和加工業合作，把資源開放和基礎

設施建設作為今後兩國合作的重點領

域。 

溫家寶 2003.10 印尼（出席東協

10+1與10+3會議）

會見印尼、汶萊、越南、緬甸等國領袖，

能源合作皆為會談合作項目。 

胡錦濤 2003.10 泰國、澳洲、紐西

蘭 

中方願同澳方建立長期穩定的能源和

資源合作夥伴關係。中澳簽署協議，澳

                                                 
87 「中國石油來源方向漸明」，2004 年 10 月 11 日，香港貿易發展局網站， <http://www.tdctrade.com/report/top/ 

top_041004.htm>。 

88「《耶魯全球化》耶魯全球化 - 中國能源戰略改變南亞格局」，（2005 年 4 月 28 日），<http://61.129.65.8:82/ 

gate/big5/world.eastday.com/eastday/news/node37955/node37956/node37959/node54138/userobject1ai1057530.h

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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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人 時間 出訪國家 訪問成果 

方將向中共出口250億澳幣液化天然

氣。 

溫家寶 2003.12 美國、加拿大、墨

西哥、衣索尼亞 

與加拿大、墨西哥商討能源、環保項目

合作、出席中非合作論壇。 

胡錦濤 2004.1 法國、埃及、加

彭、阿爾及利亞 

希望與法國合作核電廠；與埃及簽署南

部三區塊石油探勘及其他潛在區塊石

油領域合作諒解備忘錄、合作探討、開

發、老油田改造、管道和煉油廠建設及

技術、設備、人員等合作。 

與加彭簽署《能源協議備忘錄》，發展

石油產品的探討、開採、提煉及出口，

首次向加彭購買石油； 

與阿爾及利亞簽署《關於在石油領域開

發雙邊合議定書》， 同意擴展在油氣

開發，基礎設施建設、通信、農業和人

力資源開發等方面的合作。 

吳邦國 2004.6 俄羅斯、保加利

亞、挪威、丹麥 

 

胡錦濤 2004.6 波蘭、匈牙利、羅

馬尼亞、烏茲別克

同意在平等互利的基礎上擴展能源、交

通、農業、水利、航空、紡織、科技和

資訊技術領域合作。 

曾慶紅 2004.6 突尼斯、東加、貝

寧、南非 

與突尼斯商談石油合作。 

溫家寶 2004.9 俄羅斯、吉爾吉斯 1.簽署《中吉合作十年綱要》，規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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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人 時間 出訪國家 訪問成果 

吉今後十年在政治、安全、經貿、交通、

能源等各方面合作重點； 

2.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簽署《上海合作

組織多邊經貿合作綱要》計劃，成員國

總理共同協商涉及十一個領域，包括能

源、電力、交通、電信、環保等，並造

一條長一萬五千多公里，連貫中亞、中

國和歐洲的所謂「新絲綢之路」； 

3.和俄羅斯確認加強石油和天然氣領域

合作；俄方承諾遠東石油管道不管採取

何方案，都將積極考慮將石油管道通往

中國；同意增加中國石油貿易，使俄羅

斯經田鐵路向中國輸出的石油總量在

2005年達到一千萬噸，並爭取在2006年

達到一千五百萬噸。 

溫家寶 2004.10 越南（出席亞歐領

袖會談） 

越南的石油藏量，在東盟僅次於印尼及

馬來西亞，居第三位。越南已取代印

尼，成為中國在東盟的最大石油進口

國。 

吳邦國 2004.10 肯亞、辛巴威、尚

比亞、尼日 

與尼日石油開發公司簽定海上石油開

發服務。中尼在石油天然氣領域的合作

取得重要進步。 

胡錦濤 2004.11 巴西、阿根廷、智

利、古巴 

與巴西討論深海海底油田共同開發計

劃，中國國有石油公司並投資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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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人 時間 出訪國家 訪問成果 

與巴西合資建造一條長二千公里的天

然氣管線； 

對阿根廷投注近二百億美元的新投資

計劃，包含石油與天然氣開發項目。 

溫家寶 2004.11 寮國（出席東協領

袖會議及東協

10+1與10+3會議）

與寮國、印度會談，能源合作是會談重

點之一。呼籲啟動南中國海合作。提出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與有關

國家積極探討在南中國海爭議海域開

展共同開發的途徑與方式。 

曾慶紅 2005.1 黑西哥、秘魯、委

內瑞拉、千里達、

牙買加 

與委內瑞拉簽署十九項石油合作協

議；與秘魯協商新的油氣開採合作計

劃。 

胡錦濤 2005.4 印尼、菲律賓及汶

萊 

 

資料來源：筆者根據收集資料整理製作。 

在能源問題上，中國堅持由高層互訪調整歧見的主張，與具有共同利

益的國家經由協商謀求能源，經濟等領域的合作，遵守「不結盟」原則，

避免軍事同盟對立，以利各自雙邊關係的推展。89 而且為了確保自身的穩

定供應的消費安全，中國特別開始重視與石油生產國及對中國能源安全有

幫助國家的合作項目。這種新的能源安全觀，應成為今後中國制定能源戰

略，特別是油氣可持續發展戰略和能源外交的一個重要出發點。90

 

                                                 
89

 于有慧， 「中國的大國外交」，中國大陸研究，1999 年 3 月，42 卷 3 期，頁 53。 

90 徐小傑，「中國：尋求全球能源安全策略」，中國評論，2004 年 6 月，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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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破美國外交圍堵 

隨著中國對石油進口依存度的增加，雖然中國石油消費量還遠趕不上

美國，但由於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美中兩國在世界範圍內為爭奪石油展開

的明爭暗奪的現象將會越演越烈。91

（一）美國掌控中國石油之供應 

中國對能源進口依賴度不斷的增加及在世界各地爭取石油的激烈行

動越來越普遍，促使美國推動控制中國能源發展的計劃。美國了解中國能

源外交除了經濟競爭的因素之外，也有地緣政治與外交的考量。另外，中

國積極交往的石油生產國中，包括了伊朗、蘇丹甚至委內瑞拉，都是一些

讓美國很傷腦筋的國家，因此美國擔心中國跟這些國家的密切交往，會使

得美國萬一要對這些國家採取強硬動作時，會有更多的牽制或者顧忌。92

美國國內「中國石油威脅論」的陰影越來越明顯。美中經濟與安全委

員會（USCC）在2004年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曾明確指出：「中國日益增長的

能源需求與其高速發展的經濟，正在對美國造成經濟與安全的顧慮。」

                                                

 93 美

國政府一部分人認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導致能源需求的持續增長，因

此中國外交和軍事政策皆會改變。美國國防部預測，中國將加強對中東、

拉美等全球關鍵石油和天然氣區域的影響，這將挑戰美國在波斯灣地區國

家利益。甚至美國國際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衝

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這本書中，模擬中美戰爭之前的衝突時，也提到「對戰爭中的每一

方來說，控制能源及能源供應具有重要意義」。94

 
91 李思學，「中國石油能源危機原因分析及對策」，商場現代代化，2005 年 12 月，總第 452 期，頁 178-179。 
92 「台灣觀點：中國石油戰略的能與不能」，2006 年 2 月 28 日，大紀元網， <http://www.epochtimes.com/b5/6/2/28/ 

n1240188.htm>。 

93「馬小軍， 衝突，抑或合作？」，2006 年 2 月 4 日，學習時報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 1060863.htm>。  

94 Хангтинтон. С.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Москва: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3, стр.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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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麻六甲海峽的戰略意義 

對美國而言，掌控中國除運用戰爭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掌控中國的

石油供應管道。95 目前，中國80﹪進口石油要經過麻六甲海峽。從1993年

中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開始，麻六甲海峽對於中國的經濟政治意義迅速攀

升，已成為美國可以影響中國石油進口的關鍵地點。無論從非洲還是從中

東進口的石油，都要經過長途海上運輸，特別是要經過繁忙而又易被封鎖

的麻六甲海峽。誰控制了麻六甲海峽和印度洋，誰就把手放在中國的戰略

石油通道上，就能隨時威脅中國的能源安全。 

麻六甲海峽由於具有重要的戰略地位和經濟價值，前美國總統國家安

全事務助理布里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指出：麻六甲海峽是控制

亞太地區大國崛起的關鍵水域。96 2004年8月中國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局

長李連仲指出：「中國要加緊建立自己的遠洋石油運輸船隊。只有達到50

％以上的遠洋石油運輸的能力，才能保障國家的石油安全」。97

 

                 圖 1：麻六甲海峽戰略位置的分析 

資料來源：中緬石油管道項目，繞開麻六甲增安全，中國評論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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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林添貴譯，Zbigniew Brzezinski，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台北：利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年 6 月，頁

37。 

97「江胡交棒李鵬無視野 害苦中國能源外交？」，2004 年 10 月 8 日，亞洲時報網，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

﹪3Foption﹪3Dcom_content>。 

 54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5年10月26日）。  

布里辛斯基估計到中國將來會面臨能源短缺問題，因此，麻六甲海峽

將可成為美國控制中國能源供應的手段之一。這幾年來，美國透過新加坡

表達欲駐軍麻六甲海峽以打擊猖獗海盗的意願。越來越多戰略學者認為，

美國真正的用意是要透過掌控麻六甲海峽來扼制中國的主要石油運輸路

線，以達到圍堵中國的目的。98   

1980年代以來，美國積極進行「兩洋戰略」，試圖掌握全球16條海上

要道。從國際戰略的角度來看，麻六甲海峽無疑也是美國搶佔地緣優勢，

抑制中國崛起以及掌握世界能源的關鍵水域。99

2004年4月，美國太平洋艦隊司令法戈（Thomas Fargo）透露，美軍方

將制定名為《區域海事安全計劃的反恐新方案》，根據計劃，美國將向麻

六甲海峽派駐海軍陸戰隊和特種部隊，以防止恐怖份子襲擊。100 美國將在

麻六甲海峽派駐軍隊的消息傳到東南亞後，立即引起軒然大波，中國做為

該地區的大國，同樣在關注著美國的動向。該年7月20日，來自新加坡、印

尼和馬來西亞三國的17艘軍艦組成一個編隊進駐麻六甲海峽，三國實現在

麻六甲安保問題上的合作。美國被排除在外的事實，讓中國也鬆了一口

氣。此例子顯示東南亞一些國家對於美國介入持有負面的態度。當美國艦

隊介入麻六甲海峽東南亞時，三個國家繼續合作，並呈現對海峽安全和美

國介入的憂慮。中國雖然沒有派遣軍艦加入東南亞國的合作部隊，不過其

態度反映中國對區域合作保持正面的評價。 

 

 

                                                 
98  「 外 交 動 作 頻 頻 － 中 美 進 行 能 源 戰 略 博 弈 ？ 」， 2006 年 4 月 ， Blogger 網 ，

<http://erhc79.blogspot.com/2006/03/blog-post_04.html>。 

99 朱興珊、周騫慧，「尋找明天的石油」，中國地理雜誌，第 45 期，2005 年 2 月，頁 25。 
100 洪正宗， 「中國加速改變能源政策並重組國家石油公司」， 石油季刊，第 36 卷第 2 期，2000 年，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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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事加入美中能源外交 

其實，美國不僅在麻六甲海峽影響中國能源運輸路線，另外，兩國衝

突會發生的地點也是美中開採石油和部署軍事基地的產油國。自「911」恐

怖攻擊事件後，美國進攻阿富汗，這對中國的石油安全產生嚴重威脅，因

為從地緣戰略來看，阿富汗地處中亞，無論是南邊的中東或是往北的裏

海，都是重要的原油產地，又是靠近中國考慮建設石油管道的巴基斯坦地

區。 

目前美國在戰略上控制全球70﹪石油資源，而且除了控制全球石油運

輸的海上通道之外，還控制俄羅斯以外的世界主要油氣產地。101 也可以從

表10 分析中國和美國能源佈局中比較敏感的地方。  

 

表 2：中美石油競爭及軍事分布分析表 

 美國 中國 

國家 出口石油 軍事基地 出口石油 軍事基地 

沙烏地阿拉伯 ˇ  ˇ ˇ  

伊朗   ˇ ˇ 

伊拉克 ˇ ˇ ˇ  

科威特 ˇ ˇ ˇ  

阿拉伯聯合大

公國 
ˇ ˇ ˇ  

卡達 ˇ ˇ ˇ  

阿曼 ˇ ˇ ˇ  

也們 ˇ  ˇ  

                                                 
101

 「台灣觀點：中國石油戰略的能與不能」，2006 年 2 月 28 日，大紀元網， <http://www.epochtimes.com/b5/6/2/28/ 

n12401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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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拉 ˇ  ˇ  

尼日莉亞 ˇ  ˇ ˇ 

阿爾及利亞 ˇ   ˇ 

埃及 ˇ ˇ  ˇ 

利比亞    ˇ 

蘇丹   ˇ ˇ 

哈薩克斯坦  ˇ ˇ ˇ 

烏茲別克斯坦  ˇ ˇ ˇ 

印尼 ˇ ˇ ˇ ˇ 

資料來源：根據Yeomans, Matthew.Crude Politics:The United State, China 

and the Race for oil Security.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2005, pp. 48-49的

資料整理所得。 

 

表10 的資料顯示，美國在絕多數的石油出口國駐軍來保護能源安

全。中國幾乎也是傾向此種保護能源安全的手段，不過目前還有七個主要

石油出口國沒有中國的軍事基地，其中在六國有美國軍事基地，因此將來

在這些地區部署中國軍事基地的可能性相當低。唯一的中國和美國均有軍

事基地的國家是印尼。但是，由於印尼的地理位置及石油出口量較低，因

此中美衝突的可能性也不高。比較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在哈薩克斯坦及烏

茲別克斯坦的軍事基地。此區域的能源相當豐富，地理位置對中國非常有

利，不過靠近美國駐軍阿富汗的事實也帶來一些不確定性的因素。中國願

意部署軍隊在伊朗，以保障石油供應更安全。 

中國為了解決與美國在有爭議地方的意見衝突，而將來所採取的外交

手段也是值得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但以目前的中美能源出口及軍事基地

的部署狀況可以推論，兩國在國外軍事部署與能源政策有關，而軍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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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能源外交的重要一環，對美方而言，軍事優勢目前是牽涉和嚇阻中國

發展的可採取的手段，也是中國不能接受的事實。 

美中在石油巿場上的競爭，不僅有經濟發展上的考量，更有著外交戰

略的企圖。不過目前，中國和美國對石油的爭奪是以價格競爭的方式進行

的。102 中國為了突破美國的能源圍堵，而在可見的未來採取軍事衝突方式

的機率不高，所以，中國應該會堅持「走出去」的方針，向海外找油，加

入國際石油競爭，而在此過程當中，中國高層人物的互訪，中國石油企業

的協助等外交手段會扮演更主要的角色。 

 

（四）「911事件」後中國能源格局的惡化 

「911事件」後，美國軍事力量趁機進入阿富汗及中亞地區。根據CNN

報導指出：「中國面對中亞形勢的變化，重新評估其國家能源戰略，對進

軍中亞保持戒心，並尋求俄國、印尼與英國等國家的替代來源」。103

目前美國除了可控制中東油源之外，自取得阿富汗控制權後，更分別

掌控中東與中亞的油源。104 使中國海上與陸上石油線同時受到威脅，使必

須依賴的石油資源掌控在美國手中。 

 

第三節   中國能源集團作為能源外交政策的主題    

 

利用世界石油資源的方式主要有兩種：第一個是通過石油市場，從國

外直接購買石油，第二個方式是參與國外石油資源開發，建立海外石油生

                                                 
102 李思學，「中國石油能源危機原因分析及對策」，商場現代，2005 年 12 月，總第 452 期，頁 178-179。 

103 郭博堯，「中國石油安全戰略的轉折」2004 年 8 月 10 日，國政分析網，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 

SD/093/SD-R-093-002.htm>。 

104 中央日報，2003 年 1 月 11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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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供應基地。後者的優點是可以獲得比較廉價的石油提供給國內市場，因

此可以保證國內企業的競爭力、促進經濟發展、提供某方面的政府的協

助。這兩個任務主要是由中國石油公司執行的。中國政府鼓勵石油公司參

與境外石油勘探開發、建立多管道、多種形式的石油進口體系，皆是中國

能源外交的主要一部分。因此，「鼓勵三大石油公司進行海外石油探討開

發，在海外建立石油供應基地，以獲取部分原油，減輕中國石油進口的壓

力」，自然成為保障戰略利益與經濟安全的重要措施。105

中國的石油工業也開始依循政府的「充分利用國內外兩種資源、兩個

市場」的戰略方針，逐漸向海外邁出了探勘、開發、收購油氣資源的步伐」。

106 中國能源政策由能源自給自足政策，轉變為積極尋找海外油氣之策略，

所以中國能源公司在中國對外能源政策上開始扮演關鍵的角色。 

 

一、 中國石油公司外交之發展背景 

在能源主管機關調整方面，1982年中國撤銷石油工業部，先後成立中

海洋石油總公司（CNOOC）、中國石化集團公司（Sinopec），以及中國石

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NPC）。由於中國曾經是石油出口國，因此這些公

司負責開採石油和供應國內市場或到國外銷售業務。  

在國內能源有限的前提之下，中國開始尋找國外石油來源，當時三大

石油公司開始吸引投資來更進一步的實現對外發展策略，並進行符合市場

運作機制的調整。由於中國石油企業需要龐大的資金以增加投資設備改善

內部營運，因此中國政府在2000年要求三個石油公司介入國際股票市場上

櫃。107中國石油集團加快了國際化經營步伐。108 由於在中國石油公司到國

                                                 
105 蕭慕俊，「從中國海外油氣現狀探討其未來發展」，能源季刊，第 33 卷第 2 期， 2003 年，頁 59-75。 

106 洪正宗， 「中國加速改變能源政策並重組國家石油公司」， 石油季刊，第 36 卷第 2 期，2000 年，頁 78。 

107 同註 106，頁 79。 

108 徐文榮，「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戰略選擇」，天然氣工業，第 25 卷第 12 期，2005 年，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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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發展之前，已有很多產油國的油田被西方公司掌控，因此中國石油公司

開始介入一些被認為不穩定的區域，採取一種跟西方石油公司進入市場不

同的策略。此種手段曾經引起海外投資者關心政治風險很高，例如，美國

投資者反對CNPC將在蘇丹的油田列入資產。109

基本上中國能源公司的海外油氣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

1992年至1996年為探索起步階段，這個階段石油公司到秘魯、加拿大、泰

國、巴布亞新幾內亞、蘇丹等國家簽定幾個小型協議，逐漸熟悉國際慣例，

建立海外油田生產運行機制，本階段的主要目的是熟悉國際市場環境。第

二階段自1996年底開始，進入大規模投資開發階段，尋求幾個風險較低，

可以取得報酬較大的中型開發專案。在這階段裡中國公司經營模式也由

「引國外資金進來」發展到「走出去」到海外找油。 

中國石油公司這幾年的發展已進入第三個階段，顯示中國能源相關公

司具有與西方公司對等的競爭能力，並直接採購股東權，甚至收購國際石

油公司。在第三個階段中，中國能源相關公司比較不受政府的命令約束，

不但規模擴大，實現中國能源安全的規劃，並為中國政府的石油外交塑造

紮實的基礎。   

到2001年初，中國三大石油公司分別完成了上市的作業，除了配合中

國政府政策外，公司本身也追求利潤不斷的擴大，由於政府的鼓勵，這三

大中國石油公司大力開拓國際市場，開始積極發展海外石油業務。110

2003年中國能源局成立後，除規劃加緊興建戰略石油儲備基地外，還

規劃組織探勘國內石油儲量，以三大公司增加投資為動力，來提高國內石

油產量。111

                                                 
109 徐文榮，「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戰略選擇」，天然氣工業，第 25 卷第 12 期，2005 年，頁 2。 

110 蕭慕俊，「從中國海外油氣現狀探討其未來發展」，能源季刊，第 33 卷第 2 期， 2003 年，頁 59-75。 

111 郭博堯，「中國石油安全戰略的轉折」，2004 年 8 月 10 日，國政分析網，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 

SD/093/SD-R-093-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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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年以來，中國石油公司即出現小規模海外油氣擴張的行動，自1996

後規模漸漸擴大，2002年以來，合資合作規模高達10億人民幣計，112很明

顯的是中國石油公司在21世紀初已掌握了新的發展空間，並繼續獲取海外

油氣資源來減少中國對進口石油不穩定的狀況，作為主要目標。 

 

二、 三大石油公司走向世界 

中國三大國有石油公司－中國石化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

司、和中海洋石油總公司大跨步走向世界。一些國際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石

油公司已加入了西方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搶奪石油的戰爭。113  

 

表 3：中國三大石油集團公司獲利情況 

單位：億人民幣 

 2000年 2001年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CNPC） 600 530 

中國石化集團（Sinopec） 231 128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OOC） 103 79.6 

資料來源：本論文摘自各項中國經濟訊息報導。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作為中國國內最大的油氣生產商和供應

商，近年來隨著資產和戰略部署，海外投資項目主要分布在亞洲、非洲、

北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區，正形成中東－北非、中亞－俄羅斯、亞太、南美

                                                 
112 同註 110，頁 63。 
113 「中國石油工業四面出擊」，2005 年 6 月 8 日，BBC中文網，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600000/ 

newsid_4604500/4604587.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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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戰略發展區，114 並在中亞、俄羅斯、中東、非洲和南美地區連續取得

了一系列重大突破與發展。115 中國能源企業海外業務涵蓋了油氣勘探開

發、地面建設、長輸管道、石油煉製、石油化工和油品銷售等領域。 

 

泰國 

緬甸 

塔吉克斯坦 

哈薩克斯坦 

伊拉克 

伊朗 

土庫曼斯坦 

蘇丹 
阿曼 

加拿大 

委內瑞拉 

圖 2：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的海外石油部署 

資料來源：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網，

http://www.cnpc.com.cn/cnpcbig5/zyyw/hwyw.htm。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NPC）除了在蘇丹、哈薩克斯坦、委內

瑞拉、秘魯投資石油項目獲得成功外，還先後在加拿大、泰國、緬甸、土

庫曼斯坦、亞塞拜然、阿曼、伊拉克共十一個國家簽署了包括產品分成、

合資、租讓、服務等石油合作項目協議。116作為大石油企業之一，中國石

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在俄羅斯和哈薩克斯坦上演了一場與日本、美國直接搶

奪油源和管線的激烈大戰。117

中國石油近年來陸續在哈薩克斯坦、委內瑞拉、蘇丹、伊拉克、伊朗、

秘魯等國家大力投資與當地油氣公司合資開採、生產，在拉美和非洲也簽

訂了一些石油協議，一切都是按照中國政府能源外交計劃所進行的。  

                                                 
114 沈平平、卡徳智、姜必武，「中國石油安全戰略要點分析」，科學理性與科學方法，2005 年 12 月，頁 70-72。 

115 徐文榮，「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戰略選擇」，天然氣工業，第 25 卷第 12 期，2005 年，頁 1-4。 
116「海外業務」，2006 年 2 月 23 日，中國石油集團公司網， <http://www.cnpc.com.cn/cnpcbig5/zyyw/hwyw.htm>。 

117 沈平平、卡徳智、姜必武，「中國石油安全戰略要點分析」，科學理性與科學方法，2005 年 12 月，頁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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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OOC）也開始積極進行到海外發展策略，在

2002年1月利用亞洲金融危機的機會，出資5.8億美元，收購了西班牙石油

雷普索尔公司（Repsol-YPF）在印尼5個油田的部份權益，成為印尼海上最

大的石油生產商。118另外，中國石油公司以市場換資源方式，進入澳洲和

印尼能源市場。2002年8月，中海油以3.2億美元總代價收購澳洲西北礁層

天然氣項目（NWS天然氣項目）5﹪。2003年2月，中海油以2.75億美元的

收購金額，向英國石油公司（BP）收購在印尼的專案相當於12.5﹪的權益。

 119

除了投資之外，中國石油公司安排工程師到世界各石油場地服務。值

得注意的是，中國工程服務集中在西亞、北非、等石油富集地區，同時將

委內瑞拉、俄羅斯、蘇丹、哈薩克斯坦視為石油加強開發重點地區。 

表 4：中國石油公司承攬的海外石油工程服務國家與地區 

地區 國家 

北美洲 加拿大 

 美國 

 委內瑞拉 

南美洲 祕魯 

 厄瓜多爾 

 哥倫比亞 

 印尼 

 菲律賓 

東南亞 泰國 

 孟加拉國 

                                                 
118 徐文榮，「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戰略選擇」，天然氣工業，第 25 卷第 12 期，2005 年，頁 1-4。 
119 馬小軍，「衝突、抑或合作？」，2006 年 2 月 4 日，學習時報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 10608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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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 

歐亞 俄羅斯 

 伊朗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伊拉克 

中東 科威特 

 卡達 

 沙烏地阿拉伯 

 葉門 

 蘇丹 

中東 衣索比亞 

 埃及 

中亞 哈薩克斯坦 

澳洲 澳洲 

資料來源：蕭慕俊，「從中國海外油氣現狀探

討其未來發展」，能源季刊，第33卷第2期，

2003年，頁59-75。 

三、 中國石油企業新國際發展策略 

為了克服國際能源市場的競爭及擴大經營規模及開採項目，中國石油

企業開始進行聯盟策略。此種策略可以分為： 

一，與國外石油公司聯盟； 

二，與國際投融資機構聯盟； 

三，與主要消費國聯盟； 

四，與主要產油國聯盟； 

五，與國際能源組織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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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與俄羅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Gazprom）及俄羅斯國有石油公司（Rosneft）簽定內容廣泛的長期戰略

合作協議，建立起兩大公司之間的戰略聯盟關係。120 此種協議對兩國的合

作有正面意義，而且大幅提升中國能源安全狀態，有助於中國能源外交任

務。 

2005年後期，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100﹪收購哈薩克斯坦石油公司

（PetroKazakhstan），121 因此掌握發展的空間。PetroKazakhstan 石油公司

是在加拿大註冊的國際石油公司，油氣田、煉廠等資產全部在哈薩克斯坦

境內，年原油生產能力超過700萬噸。PetroKazakhstan 石油公司在哈薩克

斯坦擁有12個油田的權益、6個區塊的勘探許可證，具有較大的勘探潛力。 

中國視哈薩克斯坦為中國保證能源發展的主要石油來源之一。中國能

源公司在哈薩克斯坦的活動配合中國從哈薩克斯坦運石油的計劃。為了掌

握哈薩克斯坦的能源，並獲得國際石油集團在哈薩克斯坦的股東權，中國

石油公司早已展開行動。     

表 5： 2003 年哈薩克斯坦北裏海股東權益表 

    公司名稱     所特權益 

ENI-Agip 16.67﹪ 

BG 16.67﹪ 

RD-Shell 16.67﹪ 

ExxonMobil 16.67﹪ 

TotalFinaElf 16.67﹪ 

ConocoPhilips 8.33﹪ 

INPEX 8.33﹪ 

                                                 
120 徐文榮，「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戰略選擇」，天然氣工業，第 25 卷第 12 期，2005 年，頁 1-4。 

121「中國石油 100﹪收購哈薩克斯坦PK石油公司」，2005 年 10 月 27 日，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0/27/content_36907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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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國石油報（2003年3月）。 

 

2003年3月，中海油宣布收購哈薩克斯坦在裏海的北部油田後，與BG

集團子公司（BG International）達成協議，將以6.15億美元收購BG在哈薩

克斯坦北裏海專案剩餘的8.33﹪權益。但是由於裏海項目原油股東決定行

使優先購買權，因此中海油沒獲得BG股東權益。當時中國石油表示會繼續

購買外國投資的產業，特別是在中亞、中東、東南亞和委內瑞拉，顯示中

國石油公司願意擴大海外石油儲量的戰略。 

2004年12月，委內瑞拉總統查韋斯（Maria Isabel Rodriguez de Chavez）

訪問中國期間，與中國簽署5份有關能源合作協議。根據協議，中國被允

許在委內瑞拉 15 個地區開採石油，中石油將與委內瑞拉國營石油公司

（PDVSA）成立一家合資企業，共同開發委內瑞拉石油資源。2005年6月，

委內瑞拉石油公司與中石油簽定約 4 億美元的供油協議。目前委內瑞拉

石油公司每天平均向中國供應 3 萬桶燃料油。122 中國能源公司在委內瑞

拉達成的能源合作協定是在委國總統訪問中國時擬定出來的，因此顯示中

國能源集團的發展跟中國政府外交活動之間的關係，中國外交和能源政策

都有不可分的因果關係，而中國能源集團扮演著實際推動能源外交的主要

角色。   

除了拉丁美洲，在開發海上油田期間，中國石油公司也增加與加拿

大、美國等一些國家大型的石油公司合作，簽訂共同開採協議。值得注意

的是，在中國石油公司加強在這些地區的活動時，中國政府官員也前後訪

問這些地區並呼籲加強能源合作。例如，2005年 9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

濤在加拿大訪問接待晚宴上提出了「深化能源資源合作，構建長期穩定的

合作夥伴關係」。 

                                                 
122「中國石油集團公司網」，海外業務，2006 年 2 月 23 日，<http://www.cnpc.com.cn/cnpcbig5/zyyw/hwy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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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年2月，加拿大第二大石油公司「加拿大能源」（EnCana）把位於

厄瓜多爾的石油資產以14.2億美元出售給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的合資企業

－「安地斯石油公司」，123 此交易為厄瓜多爾石油業歷史上規模最大的。

媒體根據消息來源推論，中國的石油公司在2006年計劃進行大宗收購交

易， 124 準備以200億到300億美元收購加拿大的赫斯基能源公司（Husky 

Energy）和加拿大自然資源公司（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Limited）。 

2005年初，中國海洋石油公司想要大手筆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

（UNOCOL）的作法，就引起美國的激烈反應，最後中方沒有得手。125 不

過中國石油公司用盡手段，已經引起日本和美國的戒心。毫無疑問，中國

石油公司積極的行動是中央政府和石油公司共同合作所擬定的計劃。 

 

四、中國石油企業實現「走出去」的方針 

經過10多年的探索和發展，中國三大石油公司已在全球30多個國家經

營79個油氣投資項目，每年獲得的原油產量近2500萬噸，並已經形成了從

油氣開採開發、煉油化工、管道運輸到石油工程技術服務，國際油氣貿易

和裝備出口等多角化經營格局。126

中國石油公司到海外開發石油，要有資金、人力、物力投入，而且要

經營管理，確實比過去光賣油更為複雜。中國石油公司實施「走出去」戰

略，大力發展海外石油業務，直接關係到中國政府石油安全等政策和各集

團公司的長遠發展。毫無疑問，中國石油公司成為中國政府主要能源政策

推動者，並積極實現中國能源外交的任務。 

                                                 
123「加拿大公司向中國出售石油資產」，大紀元網，2006 年 2 月，<http://www.epochtimes.com/b5/6/3/2/n1242503.htm>。 

124 同註 123。 

125 「台灣觀點：中國石油戰略的能與不能」，2006 年 2 月 28 日，大紀元網， <http://www.epochtimes.com/b5/6/2/28/ 

n1240188.htm>。 
126 徐文榮， 「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戰略選擇」，天然氣工業，第 25 卷第 12 期， 2005 年，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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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活動時中國石油公司嚴格遵守國際慣例運作專案及當地法

律，並與當地政府發展友好關係。同時，中國能源公司也配合政府維護本

國戰略利益的政策，甚至反對西方能源集團爭取中國能源供應國的來源。

從中國能源集團的推動的項目中和能源來源的爭奪行為，皆可發現在各地

區中國能源公司配合中國政府能源政策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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