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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不同形式的能源外交 

 

石油競爭可導向衝突甚至戰爭，也可演化為合作或競爭中的合作。127中

國的能源外交思想在於廣泛開展國際性、地區性的多邊對話與合作機制。

128 21世紀的中國非常重視國際石油格局的變化，雙邊或多邊能源外交及在

激烈競爭中的石油合作已成為中國執行能源外交的方向。 

不過，中國能源外交面臨的能源環境在不同區域也不一致，因此為了

獲得石油資源，中國能源外交必須適應在不同區域、不同性質的外在因

素，並尋找適合的能源外交手段。從中國在不同能源環境運作，可以發現

能源因素如何主導中國，並迫使中國借用那一些外交手段以便列入中國外

交政策項目中。 

 

第一節   中國在非洲的能源外交 

一、中國進入非洲的動機 

美伊戰爭之後，中東並不像美國等國家所預想的那樣，很快成為「民

主」、「自由」的地區，反而成為新的暴力衝突和恐怖主義滋生的 「溫床」。

同時，其他石油生產區早已成為大國地緣政治和能源爭奪的焦點，或國內

政治鬥爭的是非之地。為此，世界各大石油進口大國紛紛把非洲納入石油

進口來源多元化的戰略視野，以分散石油進口過於集中所帶來的風險。雖

然非洲石油政治方面不是很穩定，但相對於中東、裏海的產油區而言，其

各種矛盾較為緩和。而且非洲石油若干彼此沒有歷史聯繫的國家，目前還

                                                 
127 唐衛斌，「中國石油安全與能源外交」，外交學院學報，2004 卷 2 期，2004 年 6 月，73-78 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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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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形成大國利益格局，除尼日利亞以外，撒哈拉以南的非州產油國均不

是 OPEC 成員，不太可能出現聯合起來一致對外的現象，藉此對石油出口

而言，不確定性的國內外政治因素干涉的可能性較低。筆者認為，中國在

推動非洲能源外交時候，特別考慮上述的特點。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40個非洲國家和中國簽訂了雙邊貿易協定，中國

在非洲興建鐵路、投資飯店、架設無線通訊網絡。129 據統計，中非貿易2003

年達185億美元，比2000年增長了50﹪，而2006年的增長幅度還將增高。其

實，中國對非洲石油的需求是中國對非洲投資快速增加及中國和非洲國家

繼續發展貿易關係的主要原因。 

過去非洲在中國石油外交的重要性僅居第三，有鑒於中東地區戰亂頻

繁，並且中亞、俄羅斯的石油蘊藏量不如預期樂觀，因此在非洲地區尋找

油源逐漸成為中國21世紀初能源外交的新發展。非洲幾內亞蘊藏豐富的石

油資源，當地政府局勢相對穩定，已漸成為各國石油投資的熱門區域，130 

2003年被納入中國能源外交佈局，包括括安哥拉、蘇丹、剛果、幾內亞、

加彭、喀麥隆、阿爾及利亞、利比亞、奈及利亞和埃及，其中又以安哥拉、

蘇丹、剛果最重要。131 

如果從地理角度來看，非洲石油對中國而言，也是相當有利。非洲油

田大多位於大西洋海底或中西非沿海，且油田多數靠近海岸和海域，一般

距離海岸十幾到幾十公里。如果與波斯灣或裏海地理位置比較，就可以發

現非洲海上石油開發可以躲避一些國家的政治或社會動亂，而且無論是從

陸上油港還是海上油碼頭外運，都更為容易。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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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王同良、 張遠東，「世紀之初的世界油氣勘探形勢」，世界石油工業，第 1-2 期，2002 年，頁 23。  

131 田春榮，「2003 年中國石油進出口狀況分析」，國際石油經濟，第 12 卷第 3 期，2004 年，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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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5年底，在非洲有幾個西方石油公司，包含美國雪佛龍公司

（Chevron Corp.）、德士古公司（ChevronTexaco Corp.）、英國的BP公司、

英荷殼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 Group）、法國道達爾公司（Total SA）

和義大利的阿吉普公司（AGIP）等，加拿大、澳洲、葡萄牙等國的石油公

司也佔有少量市場份額。當然，中國在非洲石油市場也佔有一席之地。 

在非洲石油市場的發展策略理所當然與其他能源市場不同，因此中國

的非洲能源外交也會不一樣。在加入非洲能源布局時，中國不得不參考西

方石油公司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有：遊說政府從經濟、政治和外交上給予

支持和鼓勵。其手段包含加強財政支持、以及國家領導人出訪非洲、避免

過多干涉非洲產油國內政、儘量保持良好關係。除了政治手段之外，外國

能源公司在非洲不斷尋求新油田，增加對非洲石油的投資，吸引國際金融

結構資本聯合開發，例如美、英、法等石油公司爭取到世界銀行等加盟。

非洲已成為願意以較為高風險換取巨額收益的投資者的目的地。132 

在20世紀90年代，中國就開始了與非洲國家在能源領域裡合作。隨著

中國和非洲經濟貿易關係的快速發展，中國石油企業和非洲國家在能源開

發方面的合作不斷地增加。在非洲地區特別受關注的是中國與蘇丹的能源

合作。中國在蘇丹部署軍事基地，並與蘇丹政府擬定長途發展能源合作計

劃。中國與蘇丹的石油合作開始最早，在1990年代中期即已展開，蘇丹不

僅成為中國穩定石油供應的非洲國家，更被視為是中國在非洲實施「走出

去」戰略的成功典範。   

 

 

 

                                                 
132 Gavenda P., Conne J.M., Hayman A.and Marchat N., “Offshore West Africa Offers Exceptional Opportunities,＂（Offshore: 

February 2004）,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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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在蘇丹能源關係的推動 

中國與蘇丹自1959年建交以來，雙邊貿易發展比較順利，特別是1997

年以來，在石油開發項目帶動下，雙邊貿易量猛增。目前，中國與蘇丹除

了在製藥、船舶維修和製造，以及勞務承包方面有著廣泛的經濟貿易合作

外，其他投資合作項目主要在油氣領域。133 1995年中國石油公司在蘇丹的

石油勘探工作在資金缺乏，技術人力嚴重不足的情況之下，中國還是願意

冒著危險湧入蘇丹的能源市場。從1995年開始，兩國的能源合作不斷的改

善，最後取得巨大突破。從蘇丹產油量背景可以發現與中國發展能源合

作，讓蘇丹成為在非洲能源市場上可見的產油國。 

 

 

圖 1： 1992-2004 年蘇丹產油量趨勢 

資料來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U.S.,“Sudan Country Analysis 

Brief.＂ <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sudan.html>。 

 

目前，中國在蘇丹投資的石油項目主要包含： 第一個是蘇丹穆格萊

德油田1、2、4區塊開發。1996年11月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獲得蘇丹穆格

萊徳油田1、2、4區塊開發權，並負責組建作業集團 － 「大尼羅河股份有

限公司」，中國佔最大股份（40﹪）。 

                                                 
133 舒先林、陳松林，「 非洲石油與中國能源安全」，石油大學學報， 第 20 卷第 5 期， 2004 年，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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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國在蘇丹穆格萊徳油田簡介 

 

項目 事由 

招標日期 1996年11月 

地區 蘇丹穆格萊徳油田1、2、4區塊（總面積4.9萬平方公里） 

操作公司 1997年3月成立大尼羅石油開發公司（GNPOC） 

投入資金 預計17億美元 

股權分配 CNPC（40﹪）、PETRONA（30﹪）、加拿大State石油公司

（25﹪）、蘇丹國家石油公司（5﹪乾股） 

基本建設 輸油管線1506公里，年產量約1250萬噸油田地面工程，CNPC

所屬近業總呈報了建設項目的60﹪工程量，250萬噸煉油廠 

現階段目標 開發蘇丹6區、3/7區 

資料來源：中國石油報、中國石化報、人民日報等相關報章網站。 

 

該項目由三個區塊和一條原油外輸管線組成，1999年6月完工，當年8

月底就出口了第一批原油。目前蘇丹日產原油25萬桶。該項目自開始運用

以來效益顯著，對促進兩國外交關係發揮了巨大的作用，兩國領導人高度

重視，並多次給予充分肯定。中國和蘇丹外交經驗顯示能源領域的合作對

改善彼此外交關係有很大的幫忙，藉此證明能源外交和傳統外交的互補效

應。 

中國在蘇丹第二個能源合作項目是喀土穆煉油廠。中油集團和蘇丹政

府各佔50﹪股份，項目於2000年5月正式設廠，年加工能力250萬噸原油，

目前運行良好。最後能源合作項目是喀土穆石油化工廠。中油集團佔股95

﹪，蘇丹政府佔股只有5﹪。從第二個和第三個項目可以看出中國在蘇丹

不斷的改善投資條件，並在增加股票的分配前提之下，明顯的降低蘇丹政

府對中國投資項目的控制權。而且中國在蘇丹的軍事基地是另外一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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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安全和提供談判地位的外交籌碼，因此中國在蘇丹的能源外交可以視

為中國在非洲的最成功的例子，也是中國推動能源外交的軍事和經濟結合

的手段。另外，中國擁有在蘇丹開採石油的大尼羅河石油開採公司

（GNPOC）40％的股份。  

在過去10多年中，中國從非洲來的石油比重呈現不斷上升的趨勢。目

前中國在蘇丹取得石油成本6美元/桶左右，因此中國能源來源的代價不會

太高，讓由國家佔控的中國能源公司有一定的收入，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優

勢也有一定的貢獻。2003年中國從非洲進口原油2218萬噸，佔同期中國能

源進口總量的24﹪。134  

 

三、中國在非洲能源外交特色 

中國加強與非洲能源合作關係並不僅是能源成本、石油市場、國際能

源集團競爭的環境和戰略部署所制定的選擇，除了上述的因素之外，中國

能源外交也非常重視能源出口國的政治制度的性質及雙方政府之間的往

來基礎。從此角度來看，在政治上中國與絕大多數的非洲國家的政府政治

關係密切，有利於前述長期的購油協議計劃，也有利於爭取當地政府的支

持，藉此配合中國企業在非洲石油工程承包目標。由於中東地緣政治的快

速變化，美國軍事部署使中國在此地區與當地政府發展友好關係的機會不

高，相反的，這幾年以來非洲局勢相對穩定，同時非洲的法規比較彈性，

並且非洲國家對外優惠程度要比中東和南美高，因此中國能源外交將非洲

視為適當的能源進口來源。 

因此，中國發展中非洲國家合作使中國較為容易發揮自己相對於西方

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在能源合作過程當中，中國也可以推動自己認為公

                                                 
134 從中國能源網所獲取的統計資料，<http://www.china5e.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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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合理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來保護國家利益。同時中國較容易影響和說

服非洲國家，使他們相信從雙方合作可以獲得互利互惠的雙贏目標。 

近年來，非洲國家處於在全球化世界體系中所謂的 「邊緣化」地位，

因此，中國外交可以為非洲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發表聲明，並鼓勵國際社會

向他們提供各方面的人道援助及經濟社會協助。自1956年以來，中國對52

個非洲國家提供了各項援助，如承擔了850個成套項目，已建成647個，這

些項目包含農牧漁業、水利電力、交通運輸、廣播電視、文教衛生、食品

加工等領域。除此之外，中國也向非洲國家提供了物資和技術援助，願意

幫忙非洲國家培養技術人員。中國和美國或西方經濟組織所提供援助的不

同點在於，中國並不要求非洲國家的政府接受某些條件，使中國做法更能

獲得當地政府和民眾的信賴。 

2002年中國向非洲提供了18億美元的開發援助，卻沒有附加任何條

件。美國媒體指出：「中國官員通過提供開發援助讓非洲領導人對他們保

持非常友好的態度」。135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說，中國石油企業在非洲的

合作項目的成就與中國政府提供援助等中國外交計劃有關，而且援助非洲

國家成為推動能源合作的主要外交手段之一。 

中國在發展能源合作同時不斷的改善各種外交關係及促進雙方往

來。目前，中國可通過「中非合作論壇」機制和高層互訪，推動中非關係

的進一步發展。因此，中國在非洲的能源外交非常重視良好的友誼和政治

上的互信合作。中非合作有助於中非經貿關係的成長，也有利於中國公司

擴展非洲石油市場，促進中國石油進口來源「多元化」戰略的實施。 

在進入非洲能源市場時，中國能源外交的經濟手段扮演著相當重要的

角色。由於非洲國家在發展程度上還是追不上中東國家目前具有的高水

準，並尚未建立與世界各國的穩定經貿關係，因此可以讓中國的低價產品

                                                 
135 卡尔‧多尔蒂，「中國是非洲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角色」，華盛噸時報，2004 年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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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非洲市場。從經濟角度可以發現，中非雙方經濟相互需求存在著較強

的互補性，具有巨大的發展潛力的條件。 

中國和非洲國家屬於第三世界，經濟合作的資源和規模目前仍然有

限。但是，在過去10年以來中國和非洲之間貿易擴大，投資大幅度增長，

讓中國在外交方面也獲得影響非洲經濟發展的另一種手段。非洲各國的經

濟狀態沒有中國的那麼穩定，政權也相當脆弱，而且，非洲能源出口國家

不是WTO成員，因此，中國單方面的貿易限制或進口稅率的調整對非洲經

濟發展及當地政府的地位都會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很明顯的是，中國採取不同經貿手段，以便加重非洲產油國對中國出

口和經濟的依賴度，這也是因為能源因素而推動的中國政策。這幾年以

來，中國不僅增加，而也擴大與非洲經貿合作的領域，中國特別擬定與「非

洲發展新夥伴計劃」來確定發展合作領域的優先，其中能源合作發展作為

最迫切的任務。非洲和中國2002年的雙方貿易額得到124億美元，2003年

末，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總額達到 9 億多美元。136 

中國在蘇丹的外交證明，能源因素使中國在規劃能源外交時，特別重

視中非經濟較強的互補性，加強在經貿領域的合作，擴大中非經濟貿易規

模，增加雙方利益共同點，強化彼此在經濟領域的相互依存性，構成雙方

新型經濟戰略夥伴關係。中國能源外交規劃者皆認為，在發展經濟互補性

的基礎上，中國能保證非州石油的穩定供應及協助能源外交計劃的順利實

現，除此之外，經濟相互依賴也可以作為中國對非洲經濟有影響力的手段。  

 

 

 

 

                                                 
136 卡尔‧多尔蒂，「中國是非洲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角色」，華盛頓時報，2004 年 2 月 16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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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面臨的挑戰 

（一）西方勢力 

中國企業投資非洲市場當然也會面臨一些挑戰。在能源方面，有一些

壟斷大部分石油項目開發的西方石油公司，特別是來自美國，這些公司不

僅在資金、技術等方面具有優勢，而且他們往往以反恐、防武器擴散為藉

口，為西方石油公司提供政治上，甚至軍事上的支持和保護。在發展與當

地政府的友好關係和增加在非洲的軍事部署時，這些公司積極的活動及背

後西方政府的干涉，皆壓迫中國石油企業的擴展空間。 

 

（二）東方勢力 

此外，中國在非洲也有來自亞洲國家的競爭對手。由於亞太地區能源

需求量不斷的上升，一些傳統的石油消費大國如日本、韓國和新興的石油

進口消費大戶如印度、越南、菲律賓與中國在非洲主要石油生產地區構成

競爭關係。不久前尼日利亞與印度訂了向印度供應原油的一個長期合約，

中國將此合約視為其外交政策在非洲面臨亞洲對手的明顯例子。137 因此，

中國在非洲發展計劃中，將來不僅會重視美國及西方國家能源公司的活

動，並會特別注意亞洲各國在能源方面的需求量的爬升是否會影響中國與

能源出口國關係的發展，並阻擋中國能源進口的另外一個因素。 

 

五、中國在其他非洲國家的能源外交 

中國與非洲地區的石油合作主要採取「採購進口」與「探勘開發」兩

種方式。其中，採購進口潛藏風險，因為除蘇丹之外，中國從其他非洲國

家進口的石油，大多需要經過第三國或到國際市場採購，受到國際市場價

                                                 
137

 汪魏，「非洲石油開發前景與大國石油外交」，石油政工研究，第 6 期，2003 年，頁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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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漲影響，往往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從供應安全角度而言，亦較易受制

於人；因此與非洲國家直接合作探勘開發油區，成為中國能源戰略的新思

考。2004年初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非洲三產油國，138 顯示中國將對非

洲的石油外交視為中國新能源外交的重點。胡錦濤主席訪問非洲埃及、非

洲西部的加彭和阿爾及利亞三國，這三個國家擁有較豐富的油氣資源。 

為了加強在阿爾及利亞市場的地位，中國石油企業準備向阿爾及利亞

更遙遠的邊境地區拓展。2002年10月，中石化簽訂了一項價值達3.5億美元

的進口阿爾及利亞石油協議。而在摩洛哥，現在各行各業幾乎都有中國的

存在。自1999年以來，兩國的貿易明顯增長。在1967-1980年間，中國和摩

洛哥之間的貿易總額平均每年只有3200萬美元，2002年突破了5億美元，比

2001年增長了14.5﹪。139 中摩兩國的貿易順差明顯地偏向中國。2002年，

中國貿易順差達2.29億美元。目前，在摩洛哥的進口總額中，中國排在第

十位。2003年，摩洛哥對中國的出口只有6500萬美元。140 

中國對摩洛哥能源市場的外交政策推動帶來良好成績。在中國政府邀

請之下，2003年摩洛哥國王穆罕默德六世（Muhammad VI）對中國進行了

訪問，摩洛哥國王回國就開始推動一系列與能源政策相關的行動，其中最

關鍵的是，許可中國石油勘探公司在摩洛哥水域進行勘探。 

上述的例子證明，中國這幾年以來非常努力與非洲產油國建立更加牢

固的關係。中國推動此種關係的實際原因是中國對非洲能源市場的強烈興

趣。中國與非洲國家合作項目包含：經貿交流、中國投資、外交協助、社

會建設及高層領導互訪。而且在進行能源外交時，中國也非常重視非洲國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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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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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沙特：遠美國近中印」，2006 年 3 月 5 日，多維新聞網，<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Topics/ 

2006_3_4_18_25_20_7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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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經制度的特色，讓非洲國家一度把中國視為一個進步的盟友和一支抗

衡西方的力量。  

綜合而言，雖然中國在非洲遭到了某些挑戰，不過中國與非洲進行石

油外交的優點也很多。非洲石油儲量大、品質佳、運輸航線上又不需經中

東地區的蘇伊士運河、安全性較高，因此，非洲有可能在將來幾年內取代

中亞及俄羅斯，成為中國第二大進口石油來源，比例將上升到30﹪左右。 

 

第二節  中東能源的爭奪 

一、加入中東能源市場的背景  

90年代之前，由於合作的項目基本上不存在，因此中國與中東地區在

外交和經濟上都保持著一定的距離。但是在海灣戰爭後，中國與中東地區

開始較緊密的接觸，而且這種關係的發展是以雙方在政治經濟上的相互需

要為基礎的。當時，能源因素根本尚未影響中國和中東的交流。不過中國

已開始進行非常現實外交來拉攏該地區，中國一直堅持推動符合絕大多數

中東國家利益的外交，長期以來樹立了良好的國際形象，使中東國家對中

國的警戒減少，與中國發展良好的合作關係，不僅可以在國際事務中找到

一個可靠的朋友，而且可以在一定程度上牽制美國，增加外交上的迴旋餘

地，實現安全保障的多元化。141 當初高層出訪增多，成為中國對中東地區

主要外交手段，有了這個政治基礎，雙方的能源合作就有了政治上的保證。 

90年代以來，中國在中東石油市場上，除直接購買一部分石油以解決

最緊迫的需求缺口外，按國際通行慣例，加強了對中東石油資源市場的勘

探開發活動。1996年起，中東各國紛紛修改投資法，允許外國公司在石油

                                                 
141

「中國與中東的能源合作」，1999 年 3 月 17 日，遠竟基金會網站，<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199903/ 

1999031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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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開採、加工、運輸、煉製等上下游領域進行投資參股。這無疑是中

國進入中東石油勘探開發市場的一個難得的機遇。 

1997年6月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獲得一項價值12.6億美元的共同開

發伊拉克阿達卜油田（估計儲量10億桶）為期22年的協議，一旦聯合國解

除對伊拉克制裁，中國可獲得200萬噸∕年的股份油。1998年6月，中國化

工進出口總公司在聯合國批准的伊拉克「石油換食品」第四輪協議中，獲

得一筆1800萬桶巨額石油協議，引起國際石油界強烈關注。142 

中國石油企業開始參與中東的油田勘探開發，曾經獲得中國政府的支

持，從戰略角度看，這種支持很明顯的超出常規商業考慮。在參與海外勘

探開發的同時，中國也不斷地加強與中東的投資合作，而且中國推動在石

油加工領域的資金技術合作方面進一步放寬政策。 

中國在進入中東石油市場時面臨了一些明顯的問題，如油價過低，商

業上不值得﹔勘探開發的條件相對較差，國際競爭十分激烈等，因此中國

政府曾經在政策、資金、審批等方面予以特殊扶持，從戰略上不僅僅從商

業上對這種行為給予支持，證明中國在中東的能源外交形成獨特的戰略概

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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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中東的能源合作」，1999 年 3 月 17 日，遠竟基金會網站，<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199903/ 

1999031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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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解決在中東面臨的挑戰 

近年來中國石油外交策略重心固然在分散對中東石油的依賴，但中東

地區的儲油量大，中國不可能完全不向中東購油，因此擴大在中東地區的

合作對象，亦為中國石油外交的重點。143 中東是中國主要的石油進口來源

地區，此趨勢在21世紀中期也不會改變。伊拉克戰爭後中東處於更加劇烈

的動盪中，面對這種變化，中國能源專家認為，中國能源外交必須具有相

應的彈性。例如，與俄羅斯合作必須不計一時一事的得失，從中國油氣乃

至經濟的全局出發去推動，同時與其他各國形成互補多贏的局面。144 從中

國在中東地區外交活動可以看出此種外交思考的具體實現。 

在2004年7月，中國與中東六國，包含沙烏地阿拉伯、科威特、阿曼、

卡達、巴林、阿拉伯聯合大公國，在北京針對能源問題進行協商。在討論

過程中，特別研究雙方在石油方面的合作。近幾年來，中國在擴展與中東

地區石油合作方面，與伊朗與沙烏地阿拉伯兩國的合作成果最為顯著。 

 

(一) 中國和伊朗的能源合作 

中國與伊朗的合作有能源和地緣政治綜合因素的存在，也可以說明能

源因素在中國外交項目中的重要地位。除了中國之外俄國、歐洲、美國、

日本能源公司皆對伊朗石油曾表示興趣，不過中國和伊朗能源合作逐漸成

為兩國的能源夥伴關係，更值得說明的是，中國在伊朗能源外交成功建立

在他國失敗上。 

例如，2000年日企財團獲得了普里奧博耶油田的優先談判權，從而也

獲得優先開發權。但2003年9月，伊朗取消了日本的優先開採權，宣布該油

田將由英荷殼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 Group）、法國埃爾夫石油公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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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144
「透視中國能源外交」，2004 年 4 月 2 日，香港貿易發展局網站， <http://www.tdctrade.com/report/top/top_ 041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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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Elf）和中國石化總公司中的一家可以獲得。但日本表示不會放棄獲得

阿扎德甘油田的開發權，並在隨後採取了積極的行動。2002年面臨嚴重問

題的薩達姆政權為求自保而與俄羅斯等國簽定了400億美元類似賣身的協

議，但在戰爭爆發時俄羅斯絕對不願意因為薩達姆政權而破壞與美國的外

交關係。伊朗外交單位在分析最近歷史案例及國際佈局，最後認為日本手

法的運用不可行，同時伊朗充滿對俄羅斯的不屑和對西方國家低調態度的

不滿。自然而然與中國合作的態度也出現好轉的趨勢，唯一伊朗憂慮的

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上中國的影響力也有限，不過中國和伊朗的能源外

交成為中國追求能源，而伊朗追求國際上協助的互補性關係。 

據伊朗方面的看法，伊朗正逐步提升與中國等國的貿易合作關係，包

括加大向中國提供石油天然氣的數量。中國和伊朗可能近期簽訂高達千億

美元的能源合作協議。145 2006年2月25日，伊朗總統艾馬丹加（Mahmoud 

Ahmadinejad）在會見中國外交部副外長呂國增時表示，伊朗願與中國在石

油、天然氣和運輸領域加強合作，包括聯合投資。因此可以估計，中國有

可能成為伊朗第一大貿易夥伴。中國確保能源安全的一個主要手段是在開

發和生產項目中獲取股份，因此中國石油集團中石化公司獲得了伊朗亞達

瓦蘭（Yadavaran）油田50％的股份。 

 

(二)、中國和沙烏地阿拉伯能源合作 

沙烏地阿拉伯已改變以往外交路線，正在向新型伙伴國家積極靠攏。

印度方面認為，產油大國沙烏地阿拉伯與中國、印度之間的新型關繫不應

被短視地理解為經濟互助，更深遠的戰略含義。146 

                                                 
145「伊朗中國能源合作或簽千億美元契約」，2006 年 3 月 10 日，華股天地網站，<http://www.quote123.com/HuaGu/ 

HuaGu.asp？ClassID=53&SubID=17117&TableName=tw_Report>。 

146「沙特：遠美國近中印」，2006 年 3 月 5 日，多維新聞網，<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Topics/ 

2006_3_4_18_25_20_7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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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年1月，沙烏地阿拉伯國王阿卜杜拉‧阿齊茲 （Abdullah bin Abdul 

Aziz）曾訪問中國期間，沙中兩國在能源、安全、反恐及經貿領域的合作

取得了突破性進展。然而，中國對於沙烏地阿拉伯而言並不僅限於一個石

油市場，更是一個深層意義上的戰略伙伴。除了經濟交流之外，中沙之間

的軍事合作自上世紀80年代以後也不動聲色地更加密切。中國已是沙烏地

阿拉伯最大的石油客戶，相形之下，沙烏地阿拉伯對美國的石油供應量自

2002年以來，呈現逐步下滑的趨勢。有人評估，此趨勢跟中國加強與沙烏

地阿拉伯往來有關。 

沙烏地阿拉伯對美國介入中東事務頗感不快，更不贊成美國「民主化」

的手段，相比之下，中國不干涉他國內政的立場讓沙烏地阿拉伯相當滿

意。自1995年中國與沙烏地阿拉伯首次簽署進口原油協議以來，中沙進出

口市場實現了直接對接。147 

 

第三節  中國在東亞的能源政策 

 

東南亞和東北亞在地理位置上與中國接近，是中國週邊安全的重要影

響因素之一；在石油安全上，東南亞對中國有兩方面的重要性： 一是南

中國海油田的共同開發，另一則是擺脫對麻六甲通道的依賴。148 東北亞各

國的經濟發展，對於石油的需求量也不斷的增加。東北亞地區已經形成了

世界新的石油消費市場，其規模已超過國際石油貿易中的主要的北美和歐

洲的市場。但從目前狀況來看，東北亞地區的中國能源外交面臨很多與石

油安全保障體系相關的問題。北美和西歐國家由於具有進口石油的多年背

                                                 
147「沙特：遠美國近中印」，2006 年 3 月 5 日，多維新聞網，<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Topics/ 

2006_3_4_18_25_20_760.html>。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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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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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因此早已製造了有利於石油進口和分配的能源體系。但中國在東南亞

的能源外交對象是遠遠落後於北美和西歐的石油市場。中國學者之前已預

測：「21世紀是亞太區域崛起的時代」，並認為東亞關係會影響中國未來

在國際上的定位，因此在能源外交方面中國必須採取區域合作政策。149 

 

一、中國週邊地區的性質 

中國所處的亞太地區是當前世界上石油需求增長最快而資源嚴重不

足的地區，對石油供應量和價格波動極為敏感。亞太地區在國際市場上採

購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其中，中國的採購量佔30%，日本佔20%，印度和

南韓各佔10%。150 亞太地區除了馬來西亞和印尼具有少部分淨出口能力

外，其餘均為石油淨進口國。而且中國週邊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在石油

進口來源方面也是高度依賴中東。 

就東南亞國家來說，印尼是一個主要的石油天然氣輸出國，印尼目前

日產原油約145萬桶，並經證實有約達50億桶的石油蘊藏量，因此石油對於

印尼的國內經濟有相當大的影響。不過印尼目前所遭遇的問題是其國內中

央與地方對於石油開採利益的分配有所爭執，特別是產油的地方政府認為

利益分配不均，紛紛向中央要求改善。151 馬來西亞目前約日產原油 65萬9

千桶，並有約達30億桶的石油蘊藏量，在東南亞金融風暴後經濟逐漸復甦

的情況下，估計到2010年前，馬來西亞將會成為石油進口國。152 

就2001年的統計來看，菲律賓日產8千桶原油，但卻平均每日需求35

萬桶，因此菲律賓是一高度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153 至於泰國雖然擁有5

                                                 
149 Свешников.А.А. Концепции КНР в област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Москва: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1, p.131. 

150 Овчинников В.,“Китай и нефть,＂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6.08.2005 г. 

151 Indonesia Country Analysis Brief, EIA 網,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indonesia.html>. 

152 Malaysia Country Analysis Brief, EIA 網,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malaysia.html>. 

153 Philippines CountryAnalysis Brief, EIA 網,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philipp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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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1千6百萬桶原油的蘊藏量，但是在日產17萬5千桶原油，卻日耗 71萬5

千桶原油的情形之下，亦成為一個標準的石油輸入國。154 越南擁有 6億桶

原油的蘊藏量，同時每日淨輸出原油13萬3千桶，因此石油輸出成為越南

賺取外匯的重要產業。155 由於南中國海區域的每一個國家對能源有強烈的

需求，因此，中國在此區域的能源外交的發展會面臨很多問題。而在缺乏

合作協調的情況下，亞太地區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終於會面臨激烈的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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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02 和 2025 年世界石油需求量的比較 

資料來源：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2. 

<http://www.eia.doe.gov/oiaf/ieo/oil.html>. 

 

隨著1993年中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家，中國與韓國、日本兩國在能源

關係上發生了根本性的轉變，從相互補充轉而形成相互競爭趨勢。日本99

﹪依賴石油進口，韓國依賴度為100﹪。很明顯的是，在中國沒有得到跟鄰

近亞太地區國家在能源分配方面的協議，只要發生亞太區域石油供應上的

顯著困難，中國一定會面臨其他國家石油企業在爭取石油能源的激烈競

                                                 
154 Thailand Country Analysis Brief, EIA 網,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thailand.html>. 

155 Vietnam Country Analysis Brief, EIA 網,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vietn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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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甚至區域合作關係惡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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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90-2025 年東亞主要國家石油消費量分析表 

資料來源：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5, 

<http://www.eia.doe.gov/oiaf/ieo/oil.html>。 

 

面對東北亞地區各國石油的大幅缺口，在國際石油市場上，中國石油

的採購面對各種原有的和新興消費者的購買競爭，因此在東北亞潛在的能

源危機背景下，能源因素使中國開始發展新的外交思想，來對待石油安全

的問題。換句話說，面對競爭激烈的國際石油市場，任何國家都無力單獨

對其影響，石油安全問題必須謀求國際合作。 

 

二、共同合作解決挑戰 

除了中國將會面臨石油供應國及亞太地區鄰近國的挑戰之外，石油進

口漫長的海上運輸線，也是在外部環境上構成中國的不安全因素。作為世

界主要石油消費地區，中國已開始探討在東北亞地區建設石油市場，以便

調節本地市場供需平衡，有效協調本地區石油供應。按中國80﹪的進口石

1990     2001     2002    20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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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需經「太平洋航線」（即麻六甲海峽）輸送，如何減少對該海路的依賴

是中國能源外交的主要目標之一。中國一方面積極尋找中國管道，同時積

極研究使用「印度洋航線」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印度洋航線」方案主要

包含三個內容：一是在巴基斯坦進行中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方案，

中國計劃將該港定為中國在南亞進口石油的中轉站，從中東乃至非洲引進

的石油，皆可透過陸路輸往新疆，避開波斯灣及麻六甲海峽等高風險地

區。156  

另外，中國在本地區也計劃「緬甸通道」，其內容主要包括擴建和利

用現有鐵路，建設從雲南昆明，經緬甸瑞麗、曼徳勤直至實兌港（Port of 

Sittwe）的石油管道，此路線較傳統太平洋航線近1200多公里，運輸時間可

以縮短三至五天；第三個方案則是「克拉運河」方案，157 此方案是由泰國

政府積極推動的。 

上述的三個方案主要設計為擺脫美國對中國石油輸入通道的控制，美

國國防部有份題為《亞洲能源未來》報告更提出，中國正採取「珍珠鍵戰

略」，158 在巴基斯坦、孟加拉、緬甸、泰國等國家緊密布局，以加強外交

關係、設立基地或維持軍事協議等方式、確保中國在東南亞區域的石油運

送安全。另外，Mark Burler 也認為中國現正處於經濟改革的年代，極需減

少跟鄰國的糾紛，力求和平的環境以利經濟發展。159 因此中國跟週邊國家

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對解決糾紛並進一步發展外交關係有貢獻。其實，中國

早已開始推動對鄰近區域及國家的「睦鄰友好」160 外交方針，而且在能源

合作的必要性有助於中國推動此一外交路線。 

                                                 
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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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isesearch.wiser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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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泰國博奕克拉地峽：新的石油路線圖」，人民日報，2004 年 8 月 11 日， 第三版。 

158「美：中國有條石油珍珠鍵」， 香港商報，2005 年 1 月 23 日，第 A07 版。 

159 Burles M., Chinese Policy toward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Santa Monica, CA: Rand, 1999）。 

160 殷天爵，「中共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1999 年 3 月，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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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中國海石油 

南中國海已被列為中國十大油氣戰略區域之一﹐南中國海東部作為中

國重要的油氣產區﹐自1996年至今已經連續10年油氣年產量突破1千萬立方

米。161 不過中國在南中國海地區石油開採面臨了某些問題，其中主要內容

是石油開採的困難度，中國能源企業設備的落伍及缺乏經驗，而且南中國

領土主權問題尚未解決，所以該地區過去已成為中國和週邊國家衝突的地

點。  

2004年中國南中國海研究院舉辦了《南中國海與中國能源安全研討

會》，特別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能源外交、南中國海能源開發等問題展開

研討。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提出意見認為，海洋資源是具有戰略意義的新興

領域，有巨大開發潛力。將來世界上40﹪的石油將來自深海，深海石油將

成為今後能源的重要來源。162  

 

 

 

 

 

                                                 
161「特稿﹕中海油聯手美加公司共同開發南中國海油田」，2005 年 12 月 8 日，多維新聞網， <http://www5.chinese 

newsnet.com/MainNews/SocDigest/Economy/2005_12_7_17_32_52_419.html>。 

162 「專家析稱：中國加快南中國海油氣資源開發已刻不容緩」，2004 年 12 月 2 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網，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4/12/02/301@3792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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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南中國海區域地理位置介紹 

資料來源： South China Sea Tables and Maps, <http://www.eia.doe.gov/emeu/ 

cabs/schinatab.html>。 

在這片海域裡共有四處主要的島群，分別為：東沙群島、中沙群島、

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此種地理形勢正符合1982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2 條的內容，163 使得南中國海週邊國家之間具有極為強烈的互動性。 

目前在南中國海東部海域中已有一個自營開發的油田，根據專家初步

估計，南中國海油氣儲量約500多億噸，在中國傳統疆界線300多億噸，與

波斯灣、墨西哥灣、北海齊名為世界四大海洋油氣區。 

除了能源開發之外，南中國海也是重要的海運交通要道，因此位於海

域的島嶼以及海峽被視為具有戰略上的重要價值，因為掌控海峽不僅意味

著控制海運影響國際商業的運作，其中包括往中國的中亞和非洲石油運輸

線。 

 

四、南中國海石油對中國亞太外交的影響 

中國、汶萊、馬來西亞、菲律賓、越南以及台灣都聲稱擁有南沙群島

中全部或部分島嶼的主權。1990年代中國開始與鄰國改善關係，先後與新

                                                 
163 1982 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2 條規定：「閉海或半閉海」是指兩個或兩個以上國家所環繞並由一個狹窄的出口連

接到另一個海或洋，或全部或主要由兩個或兩個以上沿海國的領海和專屬經濟區構成的海灣、海盆或海域。 



 90

加坡、越南、汶萊恢復正常關係，並且參與東盟部長級會談。1995年菲律

賓和中國在北京會談，雙方表示希望通過雙邊磋商解決領土問題，但是東

盟對此言論集體反對，因此菲律賓退出磋商。1999年4月，中國和東盟國家

又簽署了《東盟—中國南海行為準則》。《行為準則》提出「用非武力手

段，維持現狀，促進共同開發合作」解決南沙領土糾紛。164 這一次成功的

例子可以視為中國在南中國海外交的典型的例子，讓中國達成共同開發的

解決方案。從1999年以來，中國堅持實現此種協議，結果都沒有發生於週

邊國家的新糾紛。 

表 2：1974-1999 年中國與周邊國家在南中國海區域領土糾紛介紹 

時間 國家 事件 

1974 中國、越南 中國為了掌握西沙群島 （Paracel Islands）與越南

發生軍事衝突。 

1988 中國、越南 中國和越南中國海軍在西沙群島發生衝突，結果越

南船下沉，超過 70 軍人死亡。 

1992 中國、越南 越南指責中國在大陸礁（Da Luc Reef）上駐軍，當

年 6 月到 9 月期間內中國逮捕 20 艘越南運輸船。

1994 中國、越南 越南指出 Tu Chinh 石油開採地點 133、134、135 號

海底油田為領海，但中國強烈否認，認為此塊海底

屬於灣北-21（WAB-21）。 

1995 中國、菲律

賓 

中國佔據菲律賓認為是屬於該國的美濟礁

（Mischief Reef）。菲律賓部隊逐出當地的中國人，

並破壞中國的標誌。 

1996 中國、菲律

賓 

中國和菲律賓在卡彭島（Capones Island）附近的海

域發生 90 分的軍事衝突。 

                                                 
164
「中菲石油合作取得突破」，2004 年 9 月 14 日，中國塑膠商務網， <http://big5.plasway.com/news/sjss/104-9-14/ 14142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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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中國、菲律

賓 

4 月菲律賓軍艦要求中國兩艘漁船脫離黃岩島

（Scarborough Shoal），數個月後菲律賓海軍廢除

中國標誌，並升旗。中國安排三艘軍艦觀察菲律賓

駐軍所在的雙黃沙洲（Panata and Kota Islands）的

動態。 

1999 中國、菲律

賓 

5 月中國漁船碰撞菲律賓軍艦。7 月另外一艘中國

釣漁船碰撞菲律賓軍艦後下沉。 

1999 中國、菲律

賓 

5 月菲律賓指控中國軍艦在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附近騷擾菲律賓魚船。 

資料來源：整理自 South China Sea Tables and Maps, <http://www.eia.doe.gov/emeu/ 

cabs/schinatab.html>。 

歷史顯示，過去中國在南中國海地區與周邊國家的之爭屬於資源之

爭。中國近年來的表現證明中國已開始遵守「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

開發」的原則，並積極開展能源外交，建立有效的能源合作機制。專家給

中國能源單位較傳統的看法是，加強與東南亞相關國家在南中國海石油開

發上的合作，充分利用上海合作組織，加強和中亞國家以及俄羅斯的能源

合作，建立石油安全戰略聯盟。165 在2000年，中國和菲律賓、越南簽署了

《南海行為宣言》，為南中國海合作創造了基礎，不過在此後的四年內，

沒有共同合作，各國比較偏向單邊行動，但基本上各國已不再進行強烈對

抗來解決南中國海領土糾紛。 

2004年3月，菲律賓能源部長佩雷斯邀請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理

傅成玉訪問菲律賓，雙方首次就聯合研究和開發南中國海油氣資源進行了

會談，並達成了初步協議。166 2004年9月，菲律賓總統阿羅約（Gloria 

                                                 
165「專家析稱：中國加快南中國海油氣資源開發已刻不容緩」，2004 年 12 月 2 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網， <http://big5. 

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4/12/02/301@379256.htm>。 

166 「中菲越簽署馬尼拉協定合作勘探南沙石油」，2005 年 3 月 15 日， 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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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pagal Arroyo）訪問中國時，兩國正式簽署了合作協議。在2005年3月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菲律賓國家石油公司以及越南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簽

署了《在南中國海協定區三方聯合海洋地震工作協定》。 

按照為期三年的協定，三家公司將在一個總面積為14.3萬平方公里的

協定區內研究評估石油資源狀況。在協定期內，三國的公司將會共同收集

區內的地震資料，期望透過地震和地球物理方法來查明該海域的地質結構

和油氣儲量。計劃耗資約1500萬美元，由三方平均分攤這些費用。在三家

石油公司的聯合發表的聲明指出：「中菲越在海洋能源勘探開發問題上邁

出了歷史性、實質性的一步」。167 

最近兩年中國推動與過去爭吵不休的菲律賓和越南石油公司合作的

開始，證明能源因素對中國外交有明顯的影響，並有助於解決地區衝突及

促進中國與週邊國家共同解決能源安全問題。不過，2005年底的某些事件

顯示，能源因素使中國除了改善與週邊國家外交關係之外，也迫使採取另

外一種南中國海資源開發方向，展開與西方公司的能源合作。 

 

五、新合作的開始  

2005年12月，中國最大海洋石油公司－中海油（CNOOC）與美國戴

文能源公司（Devon Energy）達成共同開發深水區協議﹔同月中海油又與

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Husky Energy）達成共同開發深水油氣協議。168 赫

斯基能源公司是加拿大主要石油公司之一。計劃從2006年上半年開始與加

                                                                                                                                            
xinhuanet.com/world/2005-03/15/content_2698410.htm>。 

167「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中菲越聯合勘探南中國海石油」，2005 年 3 月 16 日，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 

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16/content_2702718.htm>。 

168「特稿﹕中海油聯手美加公司共同開發南中國海油田」，2005 年 12 月 8 日，多維新聞網， <http://www5.chinese 

newsnet.com/MainNews/SocDigest/Economy/2005_12_7_17_32_52_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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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綜合油氣生產商赫斯基能源公司共同在南中國海開展深水石油和天

然氣勘探工作。 

按照雙邊的協議內容，2006年中海油與赫斯基計劃勘探工作將在南中

國海進行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能夠發現可觀的儲藏，這將是中國第一

個深水油氣田。中海石油的母公司（中海油）由於當前存在的技術限制，

只能在水深不超過350米的近海進行油氣開採，因此為了突破技術上的困難

中國石油企業決定邀請西方石油企業在中海領域合作。 

根據中海油與赫斯基能源公司簽署的生產分享協議內容，雙方合作對

南中國海的兩塊深水區域進行勘探和開發。按照中海油和美國的科麥奇公

司（MHDetrick Company）簽署的合約，兩家能源公司在南中國海區域共

同擁有另外兩塊深水區域。生產分享契約的條款顯示，赫斯基、科麥奇和

戴文三家公司將在勘探期間內承擔100﹪的勘探費用，169 但是中海油將有

權參與此契約區內所有商業油氣發現最多51﹪的權益。本協議的規定再度

證明中國一貫的能源立場，不允許任何能源集團在中國領域之內具有石油

開採控制權，只能透過跟中國公司合作才可以進行能源勘探工作。 

上述的案例顯示，中國雖然已開始進行突破性的與西方能源公司合

作，不過仍然保護本國石油企業的利益，要求海外油田地質及其他科學探

勘服務部分，限制與中國合作開採石油。170中國在加入WTO之後還是不願

意放鬆此種條件，顯示中國一方面不願意讓外國公司對中國的油田有掌控

權，另外一方面證明，中國政府給本國能源公司在油田開發方面的優勢地

位。 

 

 

 

                                                 
169 同註 168。 

170「加入 WTO 後中國能源政策發展趨勢及對我國之影響分析」，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編印，2002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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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促進東亞一體化 

在胡溫體制上台後，即提出「睦鄰、安鄰、富鄰」的睦鄰外交三原則。

其中富鄰原則是新的提法，凸顯中共對經濟外交的重視，以共同經濟利益

鞏固政治戰略關係是胡溫體制外交的特點。171 在21世紀東北亞地區面臨著

世界經濟區域化和集團化趨勢的挑戰，特別是在亞洲金融危機以後，包括

東北亞在內的東亞地區已經迫切地認識到了這種挑戰。特別是以「出口主

導型」經濟為主的日本、韓國等國，面臨的挑戰更大，因此，加強本地區

國家間的經濟合作、促進區域一體化，成為中國能源外交的一部分。東北

亞各國資源和經濟上的互補性為能源合作提供良好的基本條件，同時東北

亞各國在爭取能源方面又面臨互相競爭的一面。 

在推動地區能源多邊合作的過程中，1997年下半年東北亞國家舉行了

一系列雙邊會談開啟了契機，而無須實行多邊體制的規則和規範。「無規

則多邊主義」導致1997年12月有俄羅斯、日本、中國、韓國、蒙古參加的

莫斯科東北亞能源合作會議以失敗告終。172 在1998年關於東北亞能源合作

的東京會議上，日本和韓國企業界人士提出建立日、韓、中經濟聯盟。韓

國企業界人士在1998年還提出同意利用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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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考慮建設從俄羅斯提供

資源給東北亞各國的共同分配體系。 

就目前的情況看，東北亞多邊合作機制的真正形成需要相當長的時

間，中國能源外交工作需面對尚未成熟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此外，與其

他領域的經濟合作相比，能源合作可能因為過於敏感而會面臨各方缺乏相

互信任的困難。例如，南中國海油田開發行動牽涉到領土主權問題與其他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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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72 李麗譯、克里斯托費著，「東北亞能源合作的問題與前景」，歐亞觀察，第 2 期，2000 年，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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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國的能源利益，此問題多年來一直未能有突破性進展，中國雖提出「擱

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提議，173 不過在短期內不太可能有效處理此議題。 

另外，東北亞地區各國在經濟發展水準有巨大的差距，政治、經濟制

度也不同，成為區域合作進程的障礙。如今東北亞地區能源合作的制度化

多邊機制尚未確立，東北亞經濟合作只能採取局部突破戰略，從少數領域

和局部區域，推進全面經濟合作和一體化進程。具有多邊性、長期性和大

規模性的能源合作，顯然可以成為推動東北亞經濟全面合作的重要領域。

東北亞地區能源合作的制度化可以促進亞太經濟組織的形成過程。從此點

來看，中國在推動東北亞能源外交時，也可以獲得增加區域經濟交流及合

作、貿易增長、外交關係改善及協助區域安全的多種目標。 

                                                 
173 肖宏宇，「鄧小平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新思路的方法論意義」，特區理論與實踐，2001 年 3 月，頁 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