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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隨經濟的高度發展對能源的消耗也愈來愈高，其能源產量除了煤炭之外，

其他如石油、天然氣等石化燃料都面臨不足，已經無法靠自有石油資源來因應高

消耗量，也造成日漸依賴進口的能源，而其能源進口地區主要是在中東，但是中

東地區政局不穩定，且這條海上運輸線需經過索馬利亞和亞丁灣，沿線海盜猖獗，

麻六甲的航道又比較狹長，若航運通道遭受阻斷，將足以對中共能源供應穩定帶

來衝擊。 

而中共於 2009 年 12 月啟動了第一條跨國天然氣管道—中亞天然氣管道(閥

門)，該管道西起土庫曼穿越烏茲別克中部和哈薩克南部地區，經新疆霍爾果斯

口岸入境;這等於打通了中共和中亞地區各國的進口原油的通道。截至 2014 年 4

月中旬，從新疆霍爾果斯口岸入境的中亞天然氣管道，已累計向中共輸送天然氣

達到 500 億立方米。 

然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位於中共西北部地處，自古以來就是中共向西開放的

重要門戶，有長達 5,600 公里的邊境線，惟新疆少數民族乃未停息的宗教不安問

題，一直是北京及中亞最可能的潛在引爆點。為維持中共新疆地區社會穩定、經

濟健康發展、民族團結、邊防鞏固及維護和保持新疆社會大局穩定，因此中共對

新疆境內分離份子的態度（新疆境內有 42﹪維吾爾族人），自然是中共關切所在。

因此中共於新疆地區執行各項維穩及反恐任務，來抑制少數伊斯蘭教激進份子的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思潮，來達到其穩定內部社會秩序、並藉由與國際間的反恐

合作持續在反恐建設上加強作為，鞏固政權及確保經由陸路運輸的石油氣管道安

全，是當前對新疆最重要及緊迫的任務;其發展對中共的能源安全戰略、擴大與

中亞、南亞的能源合作、保持邊疆穩定具有十分重要價值，使得新疆作為中共石

油資源戰略接替區的戰略地位更加明朗。 

 

關鍵字：中亞地區、能源政策、陸路油氣、新疆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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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energy consumption rises significantly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China becomes self-insufficient in all kinds of fossil fuel, such as oil and natural gas, 

except coal, and depends more and more on imported resources, accordingly. China 

exports its energy resources from the Middle East mostly, however, stable supply from 

this area cannot be promised. First of all, many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suffer from regime transitions; secondly, the problem of pirate in the offshore 

Somalia and the Gulf of Aden cannot be overcome, and it would be highly inconvenient 

if the sea lines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were interrupted. Therefore, China began 

to construct the first gas interstate pipeline in Central Asia, which starts from 

Turkmenistan, central Uzbekistan, southern Kazakhstan, and enters China through the 

border city in Xinjian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Horgos. Until mid-April 2014, this 

pipeline has delivered 50 billion cbm natural from Central Asia to China. However, this 

region,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China with 5,600 borderline, has been a disturbing 

issue for China because of conflict among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and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in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diverse ethnics in 

the border, China practices several policies, such as stabiliz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to suppress the independence activity by Islamic extremists in Uyghuristan. 

Additionally,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secure the pipeline through Central Asia and the 

local governance by counter-terrorism wi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refore, 

Xinjian has strategic value for China regarding energy security, not just for the resource 

access to Central Asia, but also for the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Central Asia, energy security, land pipeline, stabilization in Xin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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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自 1979 年中共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近 35 年來中共經濟商機蓬勃，每

年均以百分之 9 以上的經濟成長率發展，其所必須消耗的能源也愈來愈多，連帶

中共國內石油需求與日俱增，石油政策也由原本的自給自足，到 1993 年首次成

為石油淨進口國，也於 2005 年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 2 大石油進口國，石

油淨進口量也維持逐年成長至今。1充足的能源 2供應為經濟發展與工業生產的必

要條件，石油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目前中共在 21 世紀初的整體能源消費

比重中，煤炭佔 64％，加上近 7％的水力、3％的天然氣和少量的核能等，而石

油則為 26％，所以快速成長的經濟也造成中共日漸依賴進口的能源。3  

除了煤炭之外，中共其它能源都面臨產量不足，如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都必須仰賴進口，始能維持日趨龐大的需求。於是能源供給問題逐步成為中共經

濟迅速成長的一個限制因素，如果中共不能對這個至為重要的問題作妥善處理，

將嚴重影響中共的經濟發展。4以舉石油需求為例，中共只擁有全球不到 3％的石

油資源，但人口達全球人口總數的 2 成，在以往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下，從 20 世

                                                 
1 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

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3。 
2「能源」包含「可再生能源」、「不可再生能源」、「替代性能源」等寬廣範圍，因本論文探討重

點為「能源安全」、所指涉的「能源」為「不可再生能源」，以石油、天然氣與煤炭為主要觀

察標的物。 
3 
崔民選，《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3 月），頁

178。 
4 李際均，〈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思考〉，《中國軍事科學》，第 17 卷 2 期(2004 年)，頁

41。 

http://www.npf.org.tw/search.html?query=%E7%B6%93%E6%BF%9F%E6%88%90%E9%95%B7%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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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中期到 1993 年以前，中共對於石油供給，還可保有「自給自足」的立場，甚

至在 20 世紀的 80 年代還能夠大量出口石油。隨著 20 世紀後期加入 WTO 後積極

開放市場政策，使之快速轉型為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其高速的經濟成長，已經無

法靠自有石油資源來因應高消耗，根據最新中共統計年鑑數據，2013 年中共石

油進口淨進口量仍創紀錄地突破 3 億噸，進口依存度達到 61.7%。5從 1993 年起，

中共開始進口石油，至 2013 年佔全球能源淨消費的成長量 49%，並於 2014 年石

油淨進口量增長達 8.4%至 700 萬桶/日，創歷史最高水準，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

大的石油進口國。同時能源消費占全球消費量的 23%，和全球淨增長的 61%。6

面對國內外情勢不斷的變化，保持經濟成長就成為中共威權統治合法性的最重要

來源，不僅能維持社會安定，更能避免因貧富差距所帶來的危機。7也因此，能源

進口已從相對依賴到絕對依賴，如何保有能源供應的穩定來確保經濟發展不受影

響，其能源安全焦點在確保能源長期供應的來源、持續不斷的能源運輸與穩定的

能源價格，就是北京目前最大的難題。 

中共的能源安全始終存在許多問題，首先能源供應上，中共 2011 年原油進

口的來源分布，中東地區占 51.24%，非洲地區占 23.7%，俄羅斯與中亞地區占

12.3%，南美洲占 9.35%，其他(不屬上列地區)占 3.4%。8中共原油來源主要集中

在中東與非洲，兩者合計總進口量超過 70%。若以途徑區分，中共進口能源管道

運輸通道主要有海上運輸和境外管道輸送兩種，有 4 條海上航線(中東航線、非

洲航線、拉美航線及東南亞航線)與 4 條陸上能源管道(中哈石油管道、中俄石油

管道、中緬石油天然氣管道、中亞天然氣管道)。中共石油進口運輸方式與世界趨

勢相同，90%是通過海上油輪運輸，陸上管道和鐵路運輸佔約 10%左右。9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1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年)。 
6 2015《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鑒》。 
7 Yergin Daniel, "Energy Security in the 1990's," Foreign Affairs 67 (Fall 1988) : 110-132。 
8 田春榮，〈2012 年中國石油和天然氣進出口狀況分析〉，《國際石油經濟》，第 3 期(2013)，頁

45-55。 
9 陳元主編，《加強對外合作，擴大我國能源、原材料來源戰略研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

社，2007 年 10 月)，頁 170-186。 



3 

中共之能源戰略目標，除積極開拓石油能源之來源管道外，如何確保石油運

輸之安全即成為能源政策之重點。而中共能源進口主要是在中東，但是中東地區

不穩定，政局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中東石油來源會受到荷姆茲海峽(Hormuz Strait)

的中東區域安全局勢影響，且進口石油的 80%都必須通過馬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10麻六甲海峽的航道又比較狹長且同時存在者非傳統安全與地緣政冶

的問題。其中印度洋、南海的「能源航道」與「貿易航道」更是許多歐美和亞太

國家的「生命線」，海上航道安全關係到各國的利益，戰略地位深受各國重視。

尤以海盜及海上劫持問題特別嚴重，2000 年~2010 年間，在麻六甲海峽其發生海

上武裝搶劫犯罪案件 362 件，平均每年發生 33 起；11另外地緣政治的影響始終存

在，印度在麻六甲海峽西部入口處建立安達曼-尼科巴聯合司令部、美國在新加

坡樟宜軍事基地部署，12使得中共無法輕忽能源運輸可能受到制約的安全威脅，

在能源依賴大量進口的現實情況下，分散能源進口管道及均衡能源運輸比重或許

是減少能源供應風險的最佳方案。由於能源供應與消費的錯位現象決定了能源運

輸之必要性，能源運輸成為中共能源安全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相關運輸主要依賴

於海運通道的暢通及海運能力的充足。越來越多的石油進口，使中共的原油運輸

安全面臨運輸路線、運輸能力的安全等挑戰，前者決定中共是否能夠確保運輸通

道的安全，後者決定中共是否有足夠能力把所需之原油從海外運回國內。中共如

何確保從中東、非洲地區進口的原油之運輸安全，即成為中共能源安全最主要的

課題。13 

在能源結構上過度依賴煤炭的問題同時困擾著中共，2013 年 4 月 9 日最新

公布的「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畫 2014-2020」中，羅列 4 項的戰略目標中就有 2 項

                                                 
10鄭傳貴，〈世界石油地緣政治格局新態勢與中國石油進口安全〉，《北京石油管理幹部學院學

報》，第 6 期(2007 年)，頁 11-17。 
11張傑，〈麻六甲海峽航行安全形勢的變化(2000~ 2008 年)〉，《東南亞縱橫》，第 2 期(2010 年)，

頁 39-42。 
12Bill Tarrant,Balancing Power in the Malacca Strait, 

<http://blogs.reuters.com/global/2010/03/07/balancing-powers-in-the-malacca-strait/>(檢索日期：

2015 年 07 月 07 日)。 
13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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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強調必須降低煤炭的總量與比重，設定 2020 年煤炭總量控制在 42 億噸，比

重控制在 62%以下，並提升天然氣比重達到 10%以上。14若以能源安全為考量，

要降低其稟賦優勢的煤炭使用比例，改以提升天然氣使用量替代，既能達到清潔

低碳的目標，也能避免增加石油運輸負擔，兼顧運輸安全下解決能源結構困境。 

而中亞地區油氣資源豐富，被稱為 21 世紀的戰略能源基地，世界各國對中

亞地區的能源爭奪日趨激烈。15目前中共油氣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緊張、進口管道

單一、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在此情況下，能夠獲得穩定、充足的石油供應，是

確保中共能源安全、經濟獨立的重要因素。因此，與中亞的能源合作成為中共解

決能源安全問題的關鍵選項之一，中亞地區主要由五個國家組成，包含哈薩克、

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土庫曼，合稱「中亞五國」。162013 年中亞五國石

油探明儲量 41 億噸，其中 96%位於哈薩克；天然氣探明儲量 20.2 兆立方米，而

86.6%分布於土庫曼。17中亞還具有其他重要能源，裏海沿岸及大陸棚是世界上油

氣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被稱為「第二波斯灣」，油氣資源集中分布於裏海北

岸、西岸及大陸棚，主要開採在哈薩克西部，由於開發較晚，並處於大規模開發

初期，隨著探明儲量、技術與管道設備的增加，具高度開發潛力。中共藉由與哈

薩克及土庫曼的能源合作，實質取得裏海油氣資源開發的利益，中亞國家是中共

能源進口的來源，亦是連接能源產地的重要樞紐。18 

中亞油氣資源地處內陸必須通過管道輸往世界市場，運輸能力有限且年久失

修，加上俄羅斯對中亞國家油氣出口實施數量限制，並徵收高額的過境費。修建

不受俄羅斯控制的油氣管道，就成了區域內產油國家、歐盟、美國及中共的共同

                                                 
14國務院辦公廳網站，《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畫 2014-2020》，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站，2014 年 11 月，〈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1120/c83083-26059924.html〉(檢索日

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15王婷婷，〈淺論中國的中亞地緣戰略〉，《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10

年)，頁 87。 
16中亞地區是指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在亞洲腹地誕生的五個新主權獨立國家，分別是塔吉

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五國。 
17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2014，英國石油公司各年度能源統計報告，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9-09/21/content_1422414.htm〉(檢索日期：

2015 年 06 月 14 日)。 
18同駐 15，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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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19 

中共也在中亞能源合作取得進展，包含「中哈石油管道」於 2009 年正式營

運，全長將近 3000 公里，設計年運輸石油量 2000 萬噸，截至 2013 年止累計向中

共輸油 6360 萬噸，成為「中共西部能源大動脈」；20另於 2009年 12月與土庫曼、

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四國領導人，在土庫曼阿姆河右岸的第一天然氣處理廠，共同

啟動了中共第一條跨國天然氣管道—中亞天然氣管道通氣閥門，該管道西起土庫

曼和烏茲別克邊境，穿越烏茲別克中部和哈薩克南部地區，經新疆霍爾果斯口岸

入境，可保證長三角、珠三角等沿線的生活燃料供應。2010 年 9 月底，「中共-中

亞天然氣管道」管道 A、B 雙線建成通氣，2011 年底達到年輸氣能力 300 億立方

米，管道 C 線設計輸送能力 250 億立方米 1 年，已於 2014 年 5 月 31 日順利加入

運輸，截至 2014 年 4 月中旬，從新疆霍爾果斯口岸入境的中亞天然氣管道，已

累計向中共輸送天然氣達到 500億立方米。21此天然氣管道橫跨土、烏、哈和中

共四個國家，成為中亞三國東向天然氣出口中共的重要管道，中亞國家地理上臨

近中共西北，能源運輸距離近，自從中哈石油管道與中亞天然氣管道營運之後，

不僅提供成本低廉的運輸方式，比起海上運輸更為可靠，也強化了能源運輸的安

全。22 

經濟發展係中共的國家戰略目標核心，而發展經濟首重能源，隨著中共對中

東能源供應依賴的加深，中共日益關注海上能源運輸線的安全，考慮到未來中共

經濟成長需要，這種依賴性將會只增不減，中共經濟的日益發展及其對海外能源

的高度依賴，將促使中共進一步發展海軍力量，以保護海上能源生命線安全，但

是長期以來，中共之海軍戰略侷限於近岸防禦與近海戰略，遠洋海軍實力尚不足

                                                 
19徐孝明，〈冷戰後美國的裏海-中亞能源政策〉，《黑龍江史誌》，第 14 期(2014 年)，頁 105-

107。 
20中國評論新聞：中哈原油管道累計輸油逾 6000 萬噸，中國石油新聞中心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4//01/08/001466437.s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07 月 13

日)。 
21國際日報新聞：「新疆“西進東送”打造絲綢之路能源大通道，國際日報

<http://www.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891657> (檢索日期：2015 年 07 月 12 日）。 
22中國能源網，http://www.china5e.com/stats/statsshow.aspx?statsid=de22fd3c-04d5-4f08-acfb-

458b974e5b43(檢索日期：2015 年 0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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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因應相關需求，加以「海上能源生命線」途中需經過迪戈加西亞（Diego Garcia）

美軍基地，印度洋又有印度海軍箝制麻六甲海峽，南海區域則是主權爭議不斷，

中共基於能源安全的需求，促使相關海域的地緣戰略利益上升。23如何維護其能

源生命線之安全確保無虞，不僅關係到中東和非洲石油供應能源源不斷，也成為

中共領導人國家、經濟及外交戰略上的重要課題。 

基於能源安全的需求，中共必須發展中亞能源戰略，戰略目標是逐步增加中

亞能源供應，平衡能源獲取來源的比重，因此，新疆做為中共對應中亞地區的門

戶扮演關鍵角色，24其戰略地位以能確保中共油氣來源多元化，中共如何將中亞

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各方利益納入考量?並排除各種對中共能源供應的威脅，確保

能源供應的安全與穩定，從而改善能源緊張的現狀，維護能源安全和社會的穩定，

是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自工業革命之後，證明了能源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共

為了維持經濟持續成長，必須不斷進口重要天然資源和戰略物資，其 90%以上的

對外貿易是透過海上運輸來完成。尤其以石油為例，對高度依賴國外石油進口的

中共而言，石油來源集中在中東(沙烏地阿拉伯、阿曼、伊朗)和非洲(安哥拉、蘇

丹、和剛果)區域。25但石油的海上運輸線過長，且沿途必須經過「亞丁灣」、「荷

姆茲海峽」與「麻六甲海峽」等危險水域經由南海輸運回國，這是中共所謂的「麻

六甲困境( Malacca dilemma)」，26麻六甲海峽係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戰略交通

                                                 
23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18。 
24崔民選，《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3 月），

頁 395~396。 
25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網站，《我國石油進口增速放緩》，2014 年 1 月 20 日，

〈http://www.cnooc.com.cn/data/html/news/2014-01-28/big5/350883.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26文匯報，「中國石油安全形勢堪憂」，2005 年 1 月 10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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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道，位於馬來半島和印尼蘇門答臘島之間，為連接南中國海和安達曼海的一條

狹長水道，是溝通歐洲、亞洲和非洲的海上交通紐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現為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三國共管，十分狹窄，易於封鎖。27誰控制了麻六甲海

峽和印度洋，誰就控制了中共的戰略石油通道，就能隨時威脅中共的能源安全，

中共隨著石油運輸、貿易往來越來越依賴麻六甲海峽，自然開始關注此一區域的

穩定與安全因此，「麻六甲困境」已經成為中共能源不安全的代名詞。因此能源

安全的首要目標就是多元管道進口能源，以降低潛藏的風險。28 

中亞地區豐富資源為中共解決能源安全問題，提供一條更具可靠的方案。

2013 年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中亞國家總統會晤期間簽署石油天然氣、交通、

通訊、投資、人文等各領域重大合作文件。進而凸顯出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

長達 5600 公里的邊境線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共向西開放的重

要門戶。29新疆位於中共西北部面積 166 萬立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 1/6，是中

共面積最大的一個省區，從歷史上就承擔著溝通東西方國家的大通道和橋頭堡功

能；新疆做為中共對應中亞地區的門戶扮演關鍵角色，其戰略地位以能確保中共

油氣來源多元化，從而改善能源緊張的現狀，維護能源安全和社會的穩定。30 

在油氣資源相關的地緣政治版圖中，新疆地區是世界的心臟地帶，誰控制了

                                                 
27咽喉水道的概念最早見於馬漢的「海權論」。冷戰期間，美國海軍作提出 16 個海上咽喉航

道，即 16 個海峽（含天然、人工海峽和海灣）的戰略。它們均為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可扼

控艦船航行和縮短海上航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意義，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

佔有極為重要位置。 
28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53-255。 
29傑佛瑞在地緣戰略的觀點上，中亞可謂是中國西部周邊的戰略延伸，且地處歐亞大陸的腹

地，同時與俄羅斯、中國、波斯灣、印度次大陸、歐洲等五個地區接壤，堪稱是歐亞地緣戰

略上的「樞紐」地區。對中國而言，一旦讓該地為他國所掌握，將使自身的西部地區門戶洞

開，甚至危及到中原腹地精華地區的安危。清朝中興名臣左宗棠在提倡塞防觀點時所說的：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其實是在沙俄已經掌控中亞地區時，不得不然

之舉！左公清醒的認識到，若不在新疆地區穩固清朝政府的統治，以阻撓沙俄的持續侵略，

沙俄將會運用其強大的陸權力量，不斷從中國的東北和西北兩個戰略方向，發動鉗形攻勢，

逐步蠶食鯨吞掉整個中國。但是，只要中國夠強大，且能將其影響力如唐朝般擴及到大部分

的中亞地區，中國就不會陷入這種被動挨打的窘境之中。請參見：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

國防戰略」，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157~158；以及李齊芳：「中俄關係

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初版，頁 234~238。 
30王婷婷，〈淺論中國的中亞地緣戰略〉，《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10

年)，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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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地區就能在全球石油戰略中佔據主動地位，無論是古代的絲綢之路還是現代

不同時期的國際政治形勢，新疆作為中共地緣政治和石油地緣政治的樞紐，在國

家地緣戰略中的重要位置和強大地緣政治功能從未改變。31然而當前中共正處在

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各類社會矛盾不斷增多，在 2009 年中共統治下的新

疆，發生較大規模死傷的烏魯木齊 7．5 事件後至今，仍是動盪不安之區域。32其

肇因於中共對當地少數民族宗教信仰上的限制與相關民族優惠政策，導致維族及

漢族間日益擴大的矛盾。少數伊斯蘭教的激進份子與中共政府間的衝突範圍也不

再侷限發生於新疆當地，使維護新疆地區社會穩定的任務更加艱鉅。33 

而維持中共新疆地區社會穩定、經濟健康發展、民族團結、邊防鞏固及維護

和保持新疆社會大局穩定，來達到其穩定內部社會秩序、鞏固政權的目的，有鑑

於此，於新疆地區執行維穩及反恐任務，來抑制少數伊斯蘭教激進份子的東突厥

斯坦獨立運動思潮，並藉由與國際間的反恐合作持續在反恐建設上加強作為是當

前新疆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 

本論文希望藉整理新疆在中共對中亞國家的能源合作與反恐層面遭遇的障

礙，以及中共採取的應對作為，取得問題的答案:基於上述因素，本研究有三個目

的： 

一、中共的中亞能源戰略透過何種手段，克服能源合作的障礙，進而達戌

戰略目標？又其未來能源戰略發展方向為何？ 

二、新疆作為國家陸路能源資源安全大通道的地位與中亞合作有何重要性

與代表性？其穩定石油供給來源的策略之運用與發展情形？ 

三、探討新疆維穩工作，對中共能源安全戰略之影響？ 

 

                                                 
31劉榮傳，〈地緣戰略對中國之影響〉，《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38 期(2014 年 12 月)，頁 85。 
32張琪閔，〈中共對應新疆暴力恐怖攻擊事件作為探討〉，《國防雜誌》，第 13 卷第 9 期(1998 年 3
月)，頁 18。 

33趙旭、董秀成，〈中亞裡海地區油氣地緣環境分析及中國的突圍策略〉，《改革與戰略》，第 24

卷總第 175 期(2008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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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文獻研析主要在廣泛蒐集與閱讀研究主題直接或間接的資訊，而根據已知的

部分來理解與研究主題有關的未知部分。34在搜集整理文獻的基礎上，本文對主

要能源安全、地緣政治和政治理論進行了系統回顧，引用了地緣政治、國際關條

理論、博弈理論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論述，並聯繫能源問題進行了理論說明。

在宏觀體系下，中共經濟的迅速發展所帶來的能源安全問題也引起了國外學者的

高度重視。本文認為中共在經濟發展與建構世界強權的需求與企圖下，需藉由石

油資源以鞏固戰略，而在具體作為上，除積極探勘中國大陸石油氣礦源外，更在

「走出去」的策略與作為基礎上，建構中共能源合作政策，以經濟合作結合政治

的手段，與中亞、中東、拉丁美洲、非洲、俄羅斯、越南、印度、緬甸等地區及

國家，簽訂相關石油協定，為中共全球化經營的戰略目標佈局。因此，有關中共

在與上述區域國家互動發展間的軍事、邊界、反恐、經貿、外交等相關議題，一

直是近年研究中共問題所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在中共快速崛起的過程中，石油戰

略的經營，不僅事涉中共本身國家的整體利益，更深深的影響到亞洲以及世界的

區域安全與穩定，35故有關中共石油安全戰略之文獻資料也相當豐碩。 

以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觀察，經濟上以追求國家利益為考量，中共以「走出

去」政策扶植國營企業參與國際投資競爭，甚至在中亞的能源競爭中大舉併購當

地石油公司，取得不錯成果。36政治上利用領導高層互訪、多邊合作機制反非傳

                                                 
34項靖、陳儒晰、陳玉箴、陳美馨譯，Lawrence F. Locke（洛克）、Waneen Wyrick Spirduso

（史彼迪歐）、Stephen J. Silverman（西羅弗曼）等合著，Proposale That Work: A Guide for 

PlanningDissertations and Grant Proposals《論文計畫與研究方法》，（台北縣：韋伯文化事業

出版社，2002年），頁70-71。 

35第一財經日報，作者：威廉-恩道爾（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著有《石油戰  

爭》）。 

36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能源政治與世界經濟新走向》，(北京，時報出版  

社，第3輯:總第18輯，2010年11月)，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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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安全的合作，進一步獲取能源合作的機會，可見中共在能源戰略上，很擅長運

用政治力與地緣戰略所產生相輔相成的功效，因此本論文將以政治、地緣戰略兩

層面為切入點，觀察中共為了能源安全，在中亞採取哪些具體行為?這些行動是

否達到預期的效果?產生何種影響?為獲得兩者對中共能源安全影響，所參考的文

獻，依研究內容大致可區分為三類:第一類為中共能源安全著述為主；第二類以

中共與中亞能源合作著述為主;第三類為有關中亞地緣政治研究為主。 

一、中共能源安全著述: 

    中共學者余勝海所著《能源戰爭》一書中，37提及能源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命

脈，獲得能源已經成為各國首要任務。當我們整理近百年來的戰爭史時，發現很

多戰爭都是圍繞著能源而進行的博弈，都帶有強烈的能源色彩。可以說，一部世

界能源發展史，就是一部爭奪利益的的戰爭史。國際社會一直高度重視能源安全

問題，往往把能源安全戰略上升到了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國際對能源安全問題

的研究有如下特點： 

1.研究的領域是以石油為主的戰略能源安全。 

2.研究的出發點主要立足於保障國家安全或國家利益。 

3.研究主要來自於能源需求大國，滿足其能源需求是研究的最終目標。 

4.研究機構與決策機構密切配合，能源安全無疑是政府和學者共同關注的。 

    而過去在探討一國之能源安全政策時，多著重在： 

1.單一能源安全指標的建構與跨時及跨國比較，如進口能源依存度、分散度、集

中度、能源脆弱度等。 

2.綜合性能源安全指標的建構與跨時及跨國比較，如以多個指標加權計算、整併

後之能源安全度。 

3.特定面向的能源安全議題，如僅著重在供給面及供應數量的石油供應安全指標。 

由歷史的發展軌跡來看，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甚深，而確保能源的穩定供

                                                 
37余勝海，《能源戰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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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也一向是各國經濟發展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環。當面臨供應短缺的風險升高，或

是購買的成本大幅提升時，將使其得以維持一定成長目標的難度增加，甚至導致

經濟的衰退。這種經濟成長受到明顯負面衝擊的現象可能在某種程度上己反映在

其「能源安全度」的變化上面。38 

    而一個國家的能源政策所涵蓋的範疇多而複雜，包括供應安全、消費安全、 

生產安全、產業安全、生態安全、環境安全等，而影響能源安全的因素也相應的

變得極為複雜，包括資源稟賦、經濟狀況、政治態勢、軍事互動等。因此，本論

文用了以邏輯推理為基礎的方法來更好地說明新疆地區對中共能源安全問題的

重要性及影響。並僅就與研究主題直接相關，且具代表性的文獻加以探討，在進

行理論的歸納和整理時，也相容了不同理論體系、不同學派和不同代表人物的不

同觀點。在探索了地緣政治、國際關條理論、博弈理論、全球化理論、可持續理

論、政府規制理論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論述中關於能源的思想，指出其在特

定背景所具有的優點和缺點的同時，還進一步對同一學科範疇內的不同理論派別

的闡述進行了歸納和對比，並將其延伸至中共能源體系的實際狀況之上。基於上

述原因，本文從檢視中共在維持經濟高度發展中的條件下，從能源政策中得出了

一些重要結論以探討中共新疆地區維穩及”走出去”戰略下中共的能源安全政策

及演變。 

二、中共與中亞能源合作著述: 

    《「2020年中共能源需求分析」研究報告》(國防部整合評估室編印)，內容

提到中共明白，石油爭奪戰早就在進行中，後發的中共要加入此一戰局，勢必要

                                                 
38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在

1974年成立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簡稱IEA），主要是為了整合主要工業國家

的力量對抗1973年的能源危機，而傳統的能源安全觀也在這個時候形成。近幾年來，能源安全

此議題再度被人們重視，主要有四點原因：第一，石油與其他化石能源的消耗，導致大家陷於能

源資源消耗殆盡的恐慌中。第二，資源缺乏國家對於國外資源的依賴日深。第三，地緣政治所導

致的資源供應短缺問題日益明顯，像是恐怖主義等。第四，開發中國家對於能源的需求大量增

加，大幅推升能源價格，像是印度與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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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更大的力氣，可是如果退出這場競爭更是死路一條。因此，中共積極建立石油

運輸渠道的安全和多元化，建立戰略石油儲備，節約與替代能源，提高石油利用

效率甚至於開發西部、深海或南方海域油田等，其目的不外乎就是要穩定中共的

油源基礎。中共在無法取得石油替代品的同時，石油競爭必然會形成國際間爭相

競逐的焦點，而中共在現階段加強經濟發展的時刻，石油成為不可或缺的要件，

然在外交「走出去」的政策下，定會牽扯到中共國家戰略與區域安全的因素，這

些困難與阻礙則都需要長時期的規劃與經營方可達成。39 

    綜合分析中共與中亞透過強化雙邊與多邊關係建立合作機制，能源合作主要

目的在促成中亞提供中共更大量、更穩定、更長期的能源供應，使中共能源安全

獲得保障，再者中共亦提供龐大的能源消費市場，甚至資金及技術的支援，純粹

的經濟合作符合雙方共同的利益。 

    毛漢英在「中共與俄羅斯及中亞五國能源合作前景展望」一文中，40從地理

和地緣政治角度，分析發展計畫與合作項目，作者透過實際的數據評估中共在能

源上對中亞國家的依賴，這種關係不斷朝向強化的趨勢，顯示出能源供應安全與

彼此合作是中共的主要戰略目標。 

    探討中共與中亞國家的雙邊及多邊關係，絕對不能忽略「上海合作組織」的

重要性，王海燕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能源合作:趨勢與問題」匯整了「上合會」

推論中亞各國在開採技術、資金不足、基礎設施缺乏等國家現實問題下，謀求多

邊甚至多方的利益團體間協調合作，是最符合效益的雙贏選項。41 

    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共在中亞地區取得能源合作的關鍵，俄羅斯、哈薩克、烏

茲別克和伊朗都是主要能源生產國，中共和印度是主要能源消耗國，上海合作組

                                                 
39陳新華，《能源改變命運-中國應對挑戰之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3月)，頁110。 

40毛漢英，〈中國與俄羅斯及中亞五國能源合作前景展望〉，《地理科學進展》(北京)，第32卷  

第10期(2013年)，頁1433-1443。 

41王海燕，〈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能源合作:趨勢與問題〉，《俄羅斯研究》(北京)，(2010)，頁  

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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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期望建立能源安全共同認知，追求經濟發展。42 

    而中共新疆地區最具優勢的能源類資源是石油天然氣，總體來講，新疆原油

及天然氣資源豐富，原油、天然氣的總資源量、累計探明儲量在全國居於第二位

領先的水準，經過多年發展，石油產業已成為新疆的主導產業之一。研究新疆石

油產業的發展對中共的能源安全戰略、擴大與中亞、南亞的能源合作、保持邊疆

穩定和民族團結以及新疆經濟持續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

值。43 

三、中亞地緣政治著述： 

《進入21世紀的能源地緣政治》(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2000年)，

報告中認為地緣政治對能源供給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主要能源生產國的

國內局勢繼續動盪不安；全球化；非政府組織的影響與日俱增；衝突與權力政治。

報告還認為能源主要從五個方面來影響地緣政治：能源需求不定；能源供給波動；

亞洲能源競爭；能源與地區一體化；能源與環保問題等。本文讓筆者瞭解到要抵

禦能源風險，首要的是保證能源的安全供應。目前在世界石油探明儲量中，中亞

國家佔據了很大比重，要發展國際能源業與中亞等主要產油國的關係，建立互信

互助的關係基礎，以確保能源的穩定供應。44 

為確保能源安全，中共藉由中亞國家欲平衡俄羅斯能源壟斷的外交考量，大

力推動中亞國家能源合作，並逐步進入中亞的能源供應鏈，但能源的投資也隱含

了中亞地緣政治因素，綜合分析中亞地緣政治的研究，會發現中亞地區受到的影

響包羅萬象，外部存在大國為了保障自身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引起資源爭奪力

量、內部存在地區經濟發展與平衡大國關係的需求，當問題突發時，能源成為擾

動地區安全的重要因素，而本身的能源安全也同樣倍受挑戰，掌握中亞地緣政治

                                                 
42Marcel tie.Hass,"S.C.O.Summit Demonstrate Its Growing Cohesion,"Power and  Interest 

NewsReport，April 13, 2008。 
43中國能源發展報告編委會，《中國能源研究報告一區域篇》，(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 年 2

月)，頁 274-280。 
44邢廣程，《崛起的中亞》，(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 6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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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已是中共能源戰略必須持續關注的事。45  

〈中亞地緣政治變化與地區安全趨勢〉中，許濤提供中亞獲得獨立20年來國

內政治制度與地區安全的演變，雖然美國藉阿富汗反恐戰爭與重建工作，在中亞

地區有效擴張影響力，但隨著美軍即將撤離阿富汗，伊斯蘭極端勢力開始成為中

亞的威脅。46 

耶斯爾在〈中亞地區的能源「博弈」〉中，為中亞國家積極利用能源為工具，

在「大國平衡」的戰略下，藉能源出口多元化方針，期為本國爭取最大利益。47 

中共確保中亞能源的獲得，仍必須仰賴中亞國家的合作，掌握複雜多變的地

緣政治變化，不論大國政治出現矛盾、或者中亞國家出現內部發展需求，若能隨

時調整戰略手段的運用，才有機會獲得長期、穩定的能源供應.。48 

在亞洲擔任經濟龍頭的中共渴求著石油，其在全球能源市場的擴張，快速增

加的石油進口需求，以及國內石油生產數額無法同步成長，就地緣觀點言，其能

源的運輸安全就中共而言，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因為從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至麻

六甲海峽，甚至於東南亞一帶均不屬共軍的勢力範圍，對於中共能源安全的保障

而言，必須另圖他法。 

進而中共轉全力發展與中亞的國際石油合作關係，其原先力求進行的雙邊能

源合作關係，也轉向為發展多邊架構機制。「能源安全策略改變地緣戰略的價值，

地緣戰略保障能源安全」，已成為中共近年來為保障能源安全策略的積極作為與

認知。 

從地緣戰略觀點的角度來看，中共近年的目標是要躋身為全球大國，一圓「強

國夢」，利用地緣的優勢，除了重視能源供應多元化，積極與周邊的國家擴展能

源合作的協定，多管道運用地略價值以謀取能源安全的保障。 

                                                 
45麥克.克雷爾(Michael T. Klare)，《石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臺北:財信出

版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頁 193-196。 
46許濤，〈中亞地緣政治變化與地區安全趨勢〉，《現代國際關係》，第 1 期 2012 年，頁 27-32。 
47耶斯爾，〈中亞地區的能源“博弈”〉，《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45-53。 

48同註 45，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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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中共為石油安全所採取的種種軍事作為，隨著「中國能源威脅論」的發

酵，同樣也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與焦慮。筆者認為上述對於中共能源需求與

隨之而來的軍事威脅疑慮，不僅引起國際與區域國家的戒心，同時也加速區域軍

備競賽，使其「和平崛起」的國家戰略目標亦遭嚴重打擊，折損其穩定周邊情勢

的經濟發展需求與外交目標，更讓「新安全觀」受到強烈的不信任與反制而陷入

「安全困境」。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國家能源研究的範圍極為廣泛，本報告主要以探討中共近年的能源政策及其

所延伸的各種國家戰略的趨勢走向。然而能源實際上又可分為許多類別，除了石

油與天然氣，尚有煤、電力、水力、核能、太陽能等等，這些能源的產生與利用，

都和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發展有莫大的關係。本篇論文所鎖定的主題，主要以石油

與天然氣為主。 

本篇論文的研究範圍，可以三個面向來述說： 

一、時間範圍: 

    時間的界定可以分為兩個部分。一個是歸納整理近年來中共與中亞的能源合

作情形，中共在拓展週邊國家關係，一貫奉行「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方針，

1994 年 4 月中共總理李鵬分別訪問哈薩克等四個中亞國家，「提出四項基本政策

和六點主張」，49並舉行高層晤談，洽簽商務約定及政府貸款協定，並為此後的首

長外交揭開序幕。1997 年開始，中共與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邁入新階段，不僅在

                                                 
49新華社新聞：中亞關係四項基本政策和六點主張，新華社新聞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2/19/content_735901.htm> (檢索日期：2015 年 0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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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談判取得進展，促成上海五國論壇成立，邊境加強軍事信任的協定簽署掃除

了地區經貿合作的不確定因素。50中共對中亞的能源投資自 1997 年起，中石油

收購哈薩克阿克糾賓(Aktob)油氣股份公司首開先例，這段時間鎖定 1994 至 2014

年為主。第二部分將是對於當前至可預見的未來，中共在能源與國家安全方面的

各項議題之研究探討。 

    二、空間範圍: 

    研究對象以中國大陸新疆及中亞地區為主體。「中亞」(Central Asia)，此地理

名詞之定義，乃係於 1993 年 1 月中亞 5 國舉行元首會議上所達成的決議。區域

內國家係指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及烏茲別克等 5 國。51中亞地區

是全球地緣政治形勢頗為複雜、戰略位置非常獨特的地區之一，能源蘊藏豐富，

位居歐亞大陸中心，本論文稱呼「裏海地區」或「中亞地區」、「中亞 5 國」等，

即代表相同的定義。而因為經濟成長提供了有力的資源來使中共更進一步的延伸

他的經濟勢力進入中亞這個與大量能源（石油）相關的區域，因此其對新疆境內

分離份子的態度（新疆境內有 42﹪維吾爾族人），自然是中共關切所在。 

    新疆少數民族或未停息的宗教不安問題，是北京及中亞最可能的潛在引爆

點。52近年因疆獨活動日熾，且與宗教極端組織和國際恐怖掛勾，中共遂積極強

化與中亞國家關係，企盼透過政治外交手段，防阻來自中亞境外分裂勢力之奧援，

以紓緩西境安全威脅，所以新疆維穩工作對於中共的能源安全政策研究，將會有

指標性作用，本文亦將一併探討。 

    三、議題： 

    研究議題主要放在三個面向上： 

    第一、能源安全政策: 

                                                 
50孫力、吳宏偉等著，《中亞國家發展報告(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頁 254。 
51傅仁坤主編，《中亞一神秘豐富的國度》，(臺北：三文印書館，2002 年)，頁 12。 
52中國能源發展報告編委會，《中國能源研究報告一區域篇》，(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 年 2

月)，頁 26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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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安全是指公民、社會和國家對一次能源與電力的可持續、可靠和連續供

應免受內外威脅的一種保障狀態，它反映了保持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必要程度。

本論文探討之「能源」限定為「一次性能源」。由於能源安全對進出口國具有不

同含義，中共為一個石油進口國。因此內容所提到的能源安全均指能源供應安全，

其中又以石油為主要大宗。探討一國的石油安全至少需包括:穩定的石油來源、

安全的運輸通道與價格安全(即以適當價格取得石油供應) 3 個課題。簡而言之，

能源安全就是保障數量和價格上能滿足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能源供應，因此能源

不安全主要即出現石油供應暫時性的突然中斷或短缺、價格暴漲等造成對國家經

濟的損害。53 

    第二、維穩與中亞石油能源戰略競逐: 

    所謂「戰略」(Strategy)，定義為目的、方法與手段之間的關係(「目的」即是

目標；「手段」乃用於追求目標的資源；「方法」為組織與運用資訊的方式。) 54為

建立力量，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之藝術，俾得在爭取同盟目標、國家目標、

戰爭目標、戰役目標或從事決戰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55 

    第三、最後探討在國家安全政策指導下，以發揮地緣戰略的和平穩定力量，

如何達成國家能源安全政策之目的。 

貳、研究限制 

預想這篇論文可能的限制，會有以下兩點： 

    第一、所有的研究最可靠的，應是使用第一手的原始資料。由於研究主題

涉及中共的政府政策、國營企業投資、國家戰略等內容，且中共對中亞地區維

                                                 
53唐風，《新能源戰爭》，（臺北：大地出版社，2009 年 4 月），頁 158-163。 
54余拉米(Joseph R.Cerami)、侯肯(James F.Holcomb.Jr)，《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指南》

(U.S.Army War College Guide to Strategy)，高一中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頁

19-20。 

55陳福成，《國家安全與戰略關係》，（臺北：時英出版社，2000 年），頁 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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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長期交流與投資，中共學界對中亞各領域之研究多有著墨，但是礙於因身份

關係無法親自實施田野調查及時空環境、現實條件，第一手資料的獲得不易，

故本次主要參考文獻來自中共，因而學者觀點可能會受到中共官方立場影響，

部分獲取資料及數據亦可能有所偏差，惟官方統計數據已隨著資訊普及漸趨透

明化，判斷相關資訊應不至於出現嚴重錯誤，本報告使用的參考文獻，不得不

以中共的文獻資料為主。 

    第二、由於中亞能源研究之範圍相當廣泛，在有限的篇幅與時間內，無法

逐一探討，僅截取具代表性，且將利用各種現成之能源相關之文獻資料進行研

究，所以本論文儘管寫作的開始時間為 2014 年，但使用的資料都可能是 1 至 2

年以前的數據與資料。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方法 

所謂「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即是資料蒐集的方法，56係指蒐集與處理

資料的手段與程式，本篇論文採用的是「文獻分析法」與「歷史研究法」。 

「文獻分析法」(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指的是就研究議題相關各類文

件資料做探索性分析，包括書面文件、文件、回憶錄、日記、報紙文章、會議記

錄等等，取得對某議題宏觀的歷史脈絡，也可藉這些資料的搜集去比較一國之內

或國家之間的情形，以發現新事物或是支持對某一見解的看法。本論文將透過蒐

集中共官方出版品、專書、期刊、學位論文、報章雜誌以及網頁資訊等，以期獲

得第一手資訊以及其代表性的觀點，另以國內外學者之觀點與立場加以檢視。期

                                                 
56朱浤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書局，民國 91 年)，頁 18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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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較中立、客觀之具體研究成果。 

「歷史分析法」是對一個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有長時間的研究，對這一

個問題的相關資料，進行歸納、解釋並加以分析及預測。57運用此方法通常要藉

由考察歷史上各種事件的先後關係，找出因果線索，並從中抽絲剝繭分析出造成

當前狀況的源頭，長時間觀察有機會找出肇因，也可能逐步推導出影響未來發展

之變數。 

為了掌握中共能源基本政策、原則和立場和中共能源安全體系的現狀，準確

地瞭解中共對能源領域的態度和政策，本論文搜集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及實證資料，

並對所搜集到的文獻資料進行了科學系統的分析和篩選。58為了盡可能搜集各類

關於中共能源安全方面的資料，在撰寫本論文時已針對各方學界關於中共能源安

全政策和未來發展分析的各種研究論文和學術著作。並將文獻和資料搜集的重點

置於有關中共和世界能源安全的經濟、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資料。再進一步

整理了中共政府和相關研究機構對於中共能源安全的各種官方檔案、研究報告和

政策說明、建議及其它研究成果；而由於本文探討的問題牽涉甚廣，因此無法用

單一方法加以涵蓋，為有效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以政策研究、文獻探討，資料

蒐集等方式，針對中亞能源貿易、中共國家安全戰略與新疆維穩工作影響之有關

論文、期刊、研究報告等資料，進行蒐集、整理後，歸納出做為本研究之基礎，

本論文最終將以分析獲得之結果，探討中共與中亞能源戰略之展望。 

 

貳、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就是研究者進入某項研究領域(著眼點)的確立，

也是指導與選擇研究方法的必要準具。59本文將採取之研究途徑為地緣戰略研究

                                                 
57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4 年)，頁 12。 

58同上註，頁 12。 

59葉至誠、葉立誠主編，《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臺北：商鼎文化出版社，1999 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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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 

「地緣政治」（Geopolitics）是指地理因素對國家政治及外交之影響，瑞典學

者魯道夫·契倫（瑞典語：Rudolf Kjellén）1916年首先使用了「Geopolitics」這個

名詞。雖然地緣政治並不能解釋所有的國際問題，新的國際關係理論也不斷出現，

但透過地緣政治的角度去觀察一個國家制定能源政策、外交政策及軍事戰略的背

後考量因素，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地位。 

地緣政治對能源供給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全球化；主要能源生產國

的國內局勢繼續動盪不安；衝突與權力政治；非政府組織的影響與日俱增。而能

源主要從五個方面來影響地緣政治：能源需求不定；能源供給波動；亞洲能源競

爭；能源與地區一體化；能源與環保問題等。60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以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相結合，以地緣政治理論為主要

理論分析工具，61在掌握相關中共的能源安全及對外能源合作與其新疆地區和中

亞各國能源合作關係的問題進行分析研究，而在此基礎上以邏輯推理為基礎的方

法來更好地說明中共的能源安全問題，進而探析出新疆地區進口石油氣對中共未

來能源安全發展之影響。 

本論文所探討的「能源」泛指的是一次性能源，其特殊性在於雖然它是商品、

具有價格、可以在市場上交易，但同時它也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所有的國家

在生活的每一刻都需要使用到它，因此國家擁有的數量越多，代表國家擁有的資

產越多，而國際間運用政治力、經濟力競爭取得「能源」的行為不勝枚舉，因此

又稱它為「戰略物資」。 

 

                                                 
136~153。 

60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進入 21 世紀的能源地緣政治》，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

心網站，< http://www.csis.org/sei/>，(檢索日期：2015 年 07 月 12 日）。 

61袁方，《社會研究方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2 年)，頁 383-385。 



21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的章節安排，將以地緣政治面相，「分析中共新疆在中亞能源合作」

中角色及執行情形，進而達成確保「能源安全」的核心目標，全文共區分五章， 

章節的安排如後: 

第一章為緒論，共區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文

獻探討；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為研究途徑與方法；第五節為研究架

構。藉由完整的研究架構與界定，以客觀、清晰的文字說明研究的設計。 

第二章為「中共能源政策與現狀」，第一節安排是「中共能源安全政策演進」，

從中共國內能源開發現況，包含產量、蘊藏量不足的問題，直到中共的能源戰略

思考也隨著國家安全的需求逐步發展成形。第二節是「中共能源安全現狀」，1993

年中共成為石油淨進口國開始，對外的需求變成主要的問題，中共能源對外依賴

的程度越賴越高，「能源安全」漸漸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課題，為了中共能源的

供應與穩定，以防止海上能源的被運輸封鎖為所要探討的重點。第三節為「小結」。 

第三章為「轉變中的中共進口能源現況」，第一節是「石油能源進口管道-海

上運輸與境外管道輸送」，說明中共其能源戰略如何憑藉國家資本實力進入世界

各地能源供應鏈，並確保能源穩定供應，即為此段落探討重心地緣政治利益考量。

第二節是「中共主要石油進口來源」為瞭解中共與中亞各國的合作發展，並說明

中共的能源戰略轉變。第三節是「中共在中亞石油及天然氣舞台上的影響力」，

中共的能源缺口越來越大，隨著「走出去」的政策推動，中亞國家由於能源蘊藏

量豐富、開發潛力大與多樣性，再加上地理位置重要，成為中共能源安全的各個

層面中，不可或缺的穩定因素。第四節為「小結」。 

第四章為「中共與中亞能源的合作與所面臨的挑戰」，中共的能源安全仍受

到許多外來的因素影響，以往中共能源安全目標是以「自給自足」為目標。為了

在全球能源戰略的困境下掌握戰略優勢，能源需求與戰略目標開始轉變；新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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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共能源管道的樞紐，任何動盪牽動著全國能源的輸入的穩定性；另外國內能

源需求結構約調整成效也影響能源戰略的成敗。第一節是「中亞油氣進口對中共

能源權益的重要性」。第二節是「地緣戰略下的中共與中亞地區之關係」。第三

節是「中共在中亞石油及天然氣舞台上的影響力」。第四節為「小結」。 

第五章為「結論」，總結中共如何利用國家的資源與政治手段，運用新疆地

區對中亞能源戰略之手段，進一步達成中共能源安全的保障，並闡明研究發現與

未來研究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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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共能源安全政策與現狀 

 

本章主要針對中共的能源政策發展實施探討。從 1993 年中共成為石油淨進

口國開始，其對外的需求變成主要的問題，中共的能源缺口越來越大。在第一節

中主要在探討「中共能源戰略發展與石油外交布局」，從中共國內能源開發現況，

包含產量、蘊藏量不足的問題，直到中共的能源戰略思考也隨著國家安全的需求

逐步發展成形。第二節是「中共能源安全現狀」，中共能源對外依賴的程度越賴

越高，「能源安全」漸漸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課題，為了中共能源的供應與穩定，

以防止海上能源的被運輸封鎖為所要探討的重點。 

 

第一節  中共能源安全政策演進 

 

能源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安全可靠的能源供應體系和高

效、清潔、經濟的能源利用，是支撐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尤其是工

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與能源的關係漸行密切。一方面，能源對經

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支撐作用，人類利用能源的每一次進步，都推動了經濟社會的

發展，反過來又拓展了能源利用的領域；另一方面，能源對經濟發展有很強的約

束作用，能源的承載能力制約著經濟增長的速度、結構和方式。1中共自建政以來

國民經濟建設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充分體認能源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也

經歷了不斷探索的道路;然現今中共能源消費仍以煤為主，環境壓力加大。煤炭

是主要能源，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難以改變。相對落後的煤

炭生産方式和消費方式，加大了環境保護的壓力。煤炭消費是造成煤煙型大氣污

                                                 
1 中國能源網：中俄能源合作，中國能源網，

http://www.china5e.com/subject/subjectshow.aspx?subjectid=30，2009 年 3 月 18 日  (檢索日期：

2015 年 07 月 13 日）。 

http://www.china5e.com/subject/su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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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主要原因，也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隨著中共車輛保有量的迅速增加，

部分城市大氣污染已經變成煤煙與車輛車尾氣混合型。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將給

生態環境帶來更大的壓力。因而於199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

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第一次有系統、明確的提出了能源發展方針。2 「堅持

節約與開發並舉，把節約放在在首位；大力調整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推廣先進

技術，提高能源生產效率；堅持能源開發與環境治理同步進行，繼續理順能源產

品價格，能源建設以電力為中心，以煤炭為基礎，加強石油天然氣的資源勘探和

開發，積極發展新能源。」 

中共於2001年公佈的《「十五」能源發展重點專項規劃》中進一步系統地提

出了中共能源發展戰略:「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把優化能源結構作為能源工

作的重中之重，努力提高能源效率、保護生態環境，加快西部開發。」為中共的

能源發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中共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焦點主要體現在「資源、環境、人口」

和人民生活品質之間的矛盾，這些在相當大程度上與能源密切相關。 

壹、中共能源發展政策的三個階段 

能源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能源需求能否得到滿足，直接關係到經

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實現，安全可靠的能源供應和能源的高效、清潔利用是實現

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中共建政以來，國民經濟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其能源發展與能源消費也走過了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之路，總體可分為三

個階段。 

一、「1949~1978年」時期: 

此階段即是1949年中共建政後到70年代末期。3此一時期中共能源發展的戰

                                                 
2 陳勇主編，《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中國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年)，

頁 ix。 
3 同上註，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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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主要是解決石油的自給自足，特別是實現石油的自給自足，在能源資源勘探、

生產方面進行了有計劃的投入和大規模的建設，在能源的勘探、生產方面進行有

計劃的投人大規模的建設。隨著大慶油田、勝利油田等大型油田的發現和投產，

中共一舉摘掉了「貧油國」的帽子，不但實現石油和天然氣的自給，還成為了全

球石油生產大國之一。採取的石油政策是「自立更生」，直到1980年代都是石油

出口國，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事件，中共未受其影響。4其中，能源

生產總量中，煤的比重約保持在69.4%，石油占23.8%、天然氣佔3%和水電占3.8%

左右。5這20多年是中共建立工業體系的初始與發展階段，部分偏遠地區尚未通

電，整體而言對能源的利用未形成具體的戰略性規劃。 

二、「1979~2002年」時期: 

此一時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放到20世纪末。為中共改革開放時

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其文化大革命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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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已無法適用，因此必

須務實的將能源戰略調整為境外爭取油源，並以「睦鄰富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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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而能源的發展戰略是能源生產

的增長要支持國民經濟增長，能源生產增長1倍，國民經濟成長2倍，在這20年間

中共能源消費量年平均增長率為4.67%，能源消費總量在世界能源消費量中所占

的比重也逐年上升，到20世紀末以煤為主的能源生產與消費的基本特徵，沒有改

變，但同時所需之能源也相對提升，在1990年代，中共石油消費其年平均增長率

為7%，而能源生產總量中煤占66.6%、石油占21.8%、天然氣占3.4%、水電與核電

占8.2%;7煤在終端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降到50%左右，石油和電力合計達到40%左

右。8石油消費極為驚人，若靠自給必呈現供需失衡狀態，極需進口原油來補足

                                                 
4 
朱新民主編，《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戰略》，（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基金會，2005 年），  
頁 110。 

5 陳勇主編，《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中國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 

6
 周鳳起，《中國中長期能源戰略》，（北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年），頁 360。 

7 同註 5，頁 1。 
8 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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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缺口，規劃以效率為導向，開發與節約並重，能源開發朝多元發展。 

三、「2003年迄今」時期: 

此階段為現在正在進行的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

這一時期，中共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尋找一條適合自己實際的能源生產、消費

與經濟和諧發展的道路。由2003年迄今，即現在正在進行的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2001年公佈的《「十五」能源發展重點專項規劃》

中進一步系統地提出了中共能源發展戰略:「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把優化能

源結構作為能源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提高能源效率、保護生態環境，加快西部

開發」為中共的能源發展指明了方向。9在2003年的能源短缺促成了中共的新能源

戰略構想，10中共在2007年召開的黨的十七大上，科學發展觀被正式寫入黨章，

能源政策方針也出現了新的調整和變化; 11本階段中共經濟社會和消費結構的持

續發展，其石油生產量已在1993年被消費量所抵銷轉變為石油淨進口國，於2003

年能源消費已超越日本並僅次於美國，另2011年能源消耗總量為34.8億噸標準煤，

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國。12能源供需問題和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凸顯，

能源供應緊張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而於2007年12月發佈的《中國的能

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中對能源方針作了系統闡述，即堅持節約優先、立足國內、

多元發展、依靠科技、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合作，努力構築穩定、經濟、清

潔、安全的能源供應體系，以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支援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13

另「十一五」是中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明確了能源可持續發展的戰

略構想，並針對資源和環境壓力日益加大的突出問題，提出了規劃要求將單位

GDP二氧化碳能耗降低20%，14並為此制定了許多節能專項規劃與行動方案，重

點以調整能源結構、緩解能源供應壓力及保障能源安全，推動能源生產和利用方

                                                 
9 陳勇主編，《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中國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ix。 
10同上註，頁 02。 
11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年），頁 54。 
12同註 9，頁 102。 
13同註 11，頁 54

。
 

14陳新華，《能源改變命運-中國應對挑戰之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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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變革，期建構能源建設以電力為中心，以煤炭為基礎，加強石油天然氣的資源

勘探和開發，積極發展新能源，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與節能減碳的要求，使能源

結構不斷調整優化，是能源發展的重要戰略轉型期。15並真正將能源政策的重點

由供應側轉向需求側，實施「走出去戰略」。16 

過去20年，中共實現了節能目標，經濟增長所需能源一半靠開發，一半靠節

約，國內生產總值(GDP)翻兩番而能源消費僅翻一番，中共正處於工業化過程中，

國民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要比發達國家大得多。如果不強化可持續發展的能源

政策，在不久的將來，中共不但是在能源資源方面會難以為繼，在能源國的開採、

轉換和利用對環境、公眾身體健康、全球氣候變化、經濟發展、國家能源安全等

方面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提高能源效率開發是中共可持續能源發展的重中之重。 

 

表2-1:中共能源政策的發展 

中共能源發展政策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時間：1949~1978年 時間：1979~2002年 時間：2003年~迄今 

＊第一～五年計畫 

＊「自給自足」政策 

＊追求能源產能提升 

＊偏遠地區尚未供電 

＊能源生產總量：煤炭

約在69.4%，石油占

23.8%、天然氣佔3%

和水電占3.8%左右 

＊第六～九個五年計畫 

＊1997年能源政策白皮書 

＊「改革開放」政策 

＊以石油出口換取外匯 

＊以能源保障經濟成長 

＊能源生產總量：煤炭占

66.6%、石油占21. 8%、

天然氣占3.4%、水電與

核電占8.2% 

＊第十～十二個五年計畫 

＊2007年《中國的能源狀

況與政策》白皮書 

＊行「走出去戰略」 

＊規劃要求將單位GDP二

氧化碳能耗降低20% 

＊新能源安全科學發展觀 

＊提高能源效率、保護生

態環境，加快西部開發 

 

來源：陳勇主編，《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中國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

(筆者整理自繪) 

                                                 
15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年），頁 53。 
16張素芳、何永秀《中國、石油與全球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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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共能源政策變化 

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石油危機，不但對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

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也對世界的能源生產、供應和消費產生了深刻影響。17 

在20世紀下半葉的30年間，世界一次能源供應結構中各類能源所占比例發生

了較明顯的變化，石油在世界一次能源供應結構中所占比例有較大幅度下降，煤

炭所占比例略微下降，而天然氣、核電和水電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雖然石油在

世界能源供應結構中所占比例逐漸下降，但是，產量還是在不斷增加。而中共於

2004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就目前而言，石油在世界能源

消费中仍占有主導地位。18 

中共於1990年起GDP在保持7%以上的增長的同時，能源消費總量開始接近

生產總量，能源進口量大幅上升。到1992年能源生產總量已略低於國內能源消費

需總量，2000年時能源生產與消費總量缺口迅速拉大，這說明中共能源總消費已

大於總供給，能源需求對外依存度迅速增大，能源安全形勢已亮起紅燈。19其自

1993年起，中共成為石油淨進口國，進口量增幅也逐年加大。如圖(2-1)所示:； 

 
圖2-1:中共石油每日進口量成長曲線圖 

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中國能源統計年鑑2014。 

                                                 
17陳勇主編，《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中國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7 年)，頁 3。 
18同上註，頁 5。 
19同上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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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石油產量近年來保持平穩增長，2010年原油產量2.03億噸，是1980年的

1.9倍，約占世界石油產量的5%，世界第5大石油生產國(前4位分別是俄羅斯、沙

烏地阿拉伯、美國和伊朗)。受資源條件限制，中共石油年產量已接近峰值水準，

未來增長空間有限。20其能源政策因石油對外依賴度明顯，其積極從事相關戰略

布局，西部和海上是中共未來石油開發的重點，重視程度不輸於海外的運輸安全

及能源外交，特別是從能源安全方面以往考量的重點，均停留在增加能源供給，

而不是減少需求。21 

中共2014年能源消費總量42.6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2.2%。煤炭消費量下

降2.9%，原油消費量增長5.9%，天然氣消費量增長8.6%，電力消費量增長3.8%。

水電、風電、核電、天然氣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16.9%。22所以快

速成長的經濟已經無法靠自有石油資源來因應高消耗量，也造成日漸依賴進口的

能源。 

 

圖2-2:中共的石油消費量及產量變化圖 

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中國能源統計年鑑2014。 

                                                 
20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年），頁 21。 
21王國臣、童振源，〈中國發展的新侷限：石油需求的挑戰與影響〉，林正義主編，《石油與國際安
全》（臺北：財團法人遠景基金會，2007 年），頁 185。 

2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4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5 年
2 月 26 日，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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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能源的基本現狀有三方面的特點: 23 

一、是人均能源資源少，供需差距越來越大。中共人口眾多，能源礦產人均

儲量低；煤，世界人均160噸，中共人均90噸，占世界人均的56%；石油，世界人

均23噸，中共只有2.5噸，占世界人均的11%；天然氣就更低了，世界人均天然氣

23200立方米，中共只有1080立方米，占世界人均的4.6%。 

二、是結構不良，污染嚴重。中共能源的結構長期以來是以煤為主，以往煤 

炭在全部能耗中幾乎占到100 %，後來慢慢下降，現在仍占到65 %;由於能源消費

以煤為主，使得中共污染物排放總量大，控制難。 

三、是能耗強度高、效率低，浪費大。目前，中共GDP占世界GDP的5%，可

對煤和石油的消耗卻分別占全世界的32 %和8%，單位GDP能耗仍然偏高。 

中共天然氣生產正步入快速發展階段，產量增長快速。2010年，天然氣產量

達948.5億米、是1980年的6.6倍，約占世界天然氣產量的3%，居世界第7位(前6位

分別是美國、俄羅斯、加拿大、伊朗、卡達和挪威)。近年來，更加大了天然氣輸

送管網和沿海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接收站的建設，天然氣供

應格局已呈現出“西氣東輸、海氣上岸、北氣南下”的局面。24 

 

 
圖2-3:中共的天然氣探明儲量統計圖 

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中國能源統計年鑑2012。 

                                                 
23雷培莉、餘志宇，〈“十二五”期間中國天然氣能源發展策略探究〉，《山西財經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1 期，2011 年 4 月，頁 37。 
24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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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然氣既是一種潔淨高效的優質燃料，又是一種用途廣泛的有機化工原料， 

由於其具有環保和經濟的雙重意義，在世界一次能源結構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據

世界天然氣權威機構預測，於2015年天然氣在總能源構成中將達到29%～30%， 

超過煤炭而成為第二大能源。 

另中共頁岩氣等非常規天然氣資源豐富，但開發利用尚處於起步階段，其中，

埋深2000米以淺煤層氣地質資源量約為36.81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3位。而隨著

勘探開發技術的不斷進步，頁岩氣等非常規天然氣的開發利用將在未來天然氣供

應中發揮重要作用，成為中共天然氣產量不斷增長的重要保證。25 

 

 

圖2-4:全球非常規頁岩油的可開採量示意圖 

資料來源：Enefit (https://www.enefit.com/en/oil-shale) 

                                                 
25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年），頁 22。 

https://www.enefit.com/en/oil-s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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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共能源安全現狀 

 

隨著其對石油的需求不斷大幅攀升，相對也不斷提高對進口國外石油的依

賴程度。中共對確保能夠持續獲得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是最重要的目標，如何

確保石油資源及石油安全供給，對中共來說具有關鍵的地位，面對政治情勢一

直不穩定的中東產油區及國際石油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等多種複雜情況，中共需

要全面檢視石油安全政策，以提高風險抵抗的能力。26 

從2004年6月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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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共能源外交的形式，會議

指出，要堅持從中共國情出發，尊重自然規律和經濟規律，借鑒國際經驗，走

中共特色的能源發展之路。草案中提到，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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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共前總理溫家寶於2010年9月23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共經

濟發展受到能源、資源和環境制約」，這正可說明石油產業的關鍵性地位，並點

出國家所應當扮演之角色，身為一個石油的進口國而言，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

確保能夠持續獲得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中共石油安全問題已成為關係到中共

政治、經濟社會以及軍事安全的重大焦點問題。其能源安全正在經歷以供給保

障的穩定性為主，朝向使用的安全性為主的轉變過程，急迫切需要重新思考能

源安全問題，是當前的戰略性課題。28 

中共能源安全政策和戰略發展。能源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特點：「國

家能源安全理論」研究的領域是以石油為主的戰略能源安全；「國家能源安全」

                                                 
26張素芳、何永秀《中國、石油與全球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94。 
27國務院常務會議《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  

〈http://www.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
07/01/content_1559228.htm〉。(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28張蜀誠，〈從軍事觀點論中國石油安全戰略〉，《展望與探索》，第 4 卷第 5 期，2006 年 5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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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的出發點主要立足於保障國家安全；「國家能源安全」理論研究目標是

能源的穩定供求和安全使用。「國家能源安全」理論研究的內涵包括數量、品

質、價格、結構、供給、需求等多方面的內容。29 

石油資源對中共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面對當前國際石油市場價格波

動較大，中東產油區局勢一直不穩定等，多種複雜情況，中共需要全方位審視

石油安全政策，以加強抵抗風險的能力。分析能源安全政策和戰略發展如下: 

 

表2-2: 2009-2013中共石油進口國區分一覽表(單位:百萬噸)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2014，英國石油公司各年度能源統計報告。

(筆者整理自繪) 

                                                 
29楊彥強、時慧娜著，〈中國能源安全問題研究進展述評-1998~2011 年中國能源安全戰略評價〉，
《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12。 

2009-2013 中共石油進口國區分一覽表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美國 2.8 2.5 4.1 6.0 7.1 

加拿大 - 0.9 1.2 1.5 1.6 

墨西哥 - 1.2 1.7 1.1 1.3 

中南美洲 17.7 24.1 27.1 31.5 30.7 

歐洲 0.6 1.3 0.7 1.0 1.3 

俄羅斯 26.6 33.3 48.6 59.7 63.3 

中東 103.2 118.4 137.8 144.4 161.8 

北非 8.9 10.1 6.0 11.0 6.5 

西非 41.7 43.7 42.2 51.6 53.5 

東南非 12.2 12.7 13.0 3.0 5.9 

澳大利亞 1.6 7.2 7.9 7.7 6.8 

印度 0.2 0.6 0.2 0.5 0.6 

日本 3.6 2.7 2.1 1.8 1.7 

新加坡 6.6 7.0 7.1 6.7 6.5 

其他亞太國家 27.5 28.8 28.4 26.8 29.4 

總進口量 253.3 294.5 328.1 354.2 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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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制約中共石油安全的相關因素 

一、進口石油量不斷提高且管道集中 

中共自1993年成為石油的淨進口國以來，石油進口量不斷提升，於2010年原

油進口量約2.94億噸，石油消費的進口依存度亦達54.8％，為世界第2大石油進口

國。30另2010年1次能源消費總量約為24.3億噸標準油，占全球的20.3%，超過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主要進口來源是中東地區進口量約為1.2億噸。31另

根據美國普氏能源資訊公司(Platts)數據顯示，2013年中共自中東的進口原油增長

了8.6%，達到1.4654億噸，占總進口量52%；來自非洲的原油則約為6,424萬噸，兩

者約佔中共進口總量73%，顯示中共之進口原油來源管道是主要來自中東、非洲

地區。32也表示其在石油進口方面對這些地區的高依賴性，中共對進口石油依賴

程度越來越高，給中共的石油安全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短期內，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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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象當然帶來給中共能源外交很多困難。33因此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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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分散對中

東石油進口之依賴為優先目標。34 

胡錦濤、溫家寶(以下簡稱胡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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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線則指與哈薩克及其他中亞

                                                 
30中共國家統計局，《201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 年。 
31
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年），頁 35。 

32〈我國石油進口增速放緩〉，《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網站》，2014 年 1 月 20 日，
〈http://erhc79.blogspot.com/2006/03/blog-post_04.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04 月 18 日）。 

33〈外交動作頻頻－中美進行能源戰略博弈？〉，《Blogger 網站》，2006 年 4 月 20 日，
〈http://www.cnooc.com.cn/data/html/news/2014-01-28/big5/350883.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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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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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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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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外交不僅中共經濟外交的一

環，亦為中共外交戰略轉型的重要實證。35 

從長遠點的戰略角度來看，中東石油是中共最主要的石油進口來源管道，是

需要去積極開拓的石油市場，但是對這些地區過度的依賴，勢必會顯示出中共在

石油進口方面的依賴性過高。2004年8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局長李連仲

指出：「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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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從當前的情況來看，石油作為重要

的戰略資源已經被發達國家與跨國公司壟斷，進口方面的需求不可能全部得以滿

足。再加上西方發達國家為了搶奪石油資源，在中東地區、非洲地區與中南美洲

地區展開激烈的角逐，在原先基礎上導致了這些地區更為動盪不安，這對中共的

石油進口供應鏈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所以中共正積極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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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共本身軍事力量有

限的時候，保護能源進口路線安全是中共目前無法實現的任務。如果中共能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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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利於中共和其他產油國改善外交關係。而且為了確

保自身的穩定供應的消費安全，中共特別開始重視與石油生產國及對中共能源安

全有幫助國家的合作項目。這種新的能源安全觀，應成為今後中共制定能源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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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二、石油戰略儲備相對不足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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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36〈江胡交棒李鵬無視野 害苦中國能源外交？〉，《亞洲時報》，2004 年 10 月 8 日，亞洲時

報網，〈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3Foption﹪3Dcom_content〉。 (檢索日期：2015

年 05 月 12 日）。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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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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日本和歐洲等世界主要石油消費國，都建有相當規模的石油儲備，並

且共同成立國際能源總署，以此為國際協調體系，在國際能源供應緊張時，能有

所緩衝與因應。2003年中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就任後，在當年11月召開的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上即指示：「必須從新的戰略全域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發展戰略，

堅持節約與開發並重，國內資源與國外資源並重，建立中國石油的戰略儲備，逐

步建立境外能源生產供應基地，積極發展石油替代產品，確保國家能源安全。」38。

胡錦濤此番談話即被國際社會解讀為中共將致力於破除「麻六甲困境」。 

中共石油消費規模逐年增長，建立國家石油戰略、商業儲備的需求越來越迫

切，然而沒有石油戰略儲備就成為國際石油市場穩定的危險因子，現在中共石油

戰略的重點，是尋求海外能源佈局、進口來源多元化、開發自產能源及建立戰略

石油儲備。石油戰略儲備是加強石油安全的重要的措施，能有效減少對石油市場

的依賴度，穩定好供求關係、平衡油價、處置突發事件等。 

石油戰略儲備是加強石油安全的重要的措施，能有效減少對石油市場的依賴

度，穩定好供求關係、平衡油價、處置突發事件等。 

而依2014年11月，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石油儲備一期工程的庫存量約為

9,100萬桶，相當於9天的消費量，總共的石油戰略儲備與目標還相差甚遠。39 

另中共目前只有大港、金壇等6座中小型地下儲氣庫，用於調峰的工作氣量

只有30億立方米左右，占天然氣總消費量的3.5 %(全球平均水準為15 %至20%)。

其天然氣儲備差距較大，建設任務艱鉅繁重。進入2010年以後，西氣東輸金壇儲

氣庫日進氣量不斷刷新紀錄，一直保持在2,150立方米左右，較去年同期增加近50 

%。中共擬在大慶油田建設的120億立方米儲氣庫，將是目前中共最大的儲氣庫。

經這大型儲氣庫的建設，促進天然氣快速、安全發展，保障天然氣銷儲平衡。40 

                                                 
38張勁，〈中國展開石油戰略突破『麻六甲困境』〉，《中國研究(北京)》，第 40 卷第 9 期，2006 年 9

月，頁 39。  
39〈專題研析：大陸石油戰略挑戰與契機〉，《中國國民黨雙週報》，2015 年 2 月，1684 期，頁 1。 
40雷培莉、餘志宇，〈“十二五”期間中國天然氣能源發展策略探究〉，《山西財經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1 期，2011 年 4 月，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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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運輸通道存在隱患 

麻六甲海峽承擔著全球1/3貨運量和約50%的石油運輸量，中共進口石油80%

以上要從麻六甲海峽經過，被視為海上咽喉。41但這個海峽的通道安全攸關中共

經濟生命的咽喉，卻不在中共手中掌握。誰控制了麻六甲海峽和印度洋，誰就控

制了中共的戰略石油通道，就能隨時威脅中共的能源安全，因此，「麻六甲困境」

已經成為中共能源不安全的代名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熱勒南國際關係學院

院長戴思克（Barry Desker）曾指出，經麻六甲海峽的石油運輸量是蘇伊士運河

的3倍、巴拿馬運河的5倍；另中共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前研究員任

海平指出：「麻六甲海峽不出事則已，一旦出事非常麻煩」。42這使得保障海上運

輸安全成大事。除了中東地區長期處於亂局、國際恐怖主義猖獗、海盜騷擾事件

頻仍之外，阿拉伯國家內部也矛盾叢生，是影響海上石油通道安全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共並不具備足夠的海軍實力來保護進口能源經由的海運航線，因此對

中東和非洲進口能源、尤其是麻六甲海峽過於依賴，中共石油進口的脆弱性顯而

易見43。而且美國受到中共崛起的威脅，把中共看成競爭對手，試圖通過石油供

給這種便利的工具來遏制中共44。 

所有通過海運方式運輸的進口石油，除從委內瑞拉進口以外，都必須經過麻

六甲海峽。從委內瑞拉進口的石油是跨越太平洋運往中共，但是這部分石油只占

中共進口石油總量的0.5%45；而中共絕大部分（大致為80-85%）的進口石油均要

通過麻六甲海峽運輸46。 

同樣地，中共的石油運輸路線，特別是麻六甲海峽如果遭到破壞，也會推高

進口石油的運輸成本。如果在麻六甲海峽遭遇海盜襲擊，中共的石油公司將被迫

                                                 
41王志明，《開放視域下的中國地緣環境新態勢》，（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頁 108。 
42〈泛亞鐵路東南亞走廊建設提速將成中國能源走廊〉，《東亞風雲網》，2006 年 9 月 5 日，

〈http://www.mychinaview.net/eastorm/viewtopic.php?t=3581〉（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20 日）。 
43劉新、華秦藝，《中國的石油進口及其戰略選擇》，(現代國際關係，2002 年)，頁 27。 
44舒賢林、燕高成，《石油：中國能源安全的核心與國際戰略》，(石油化工技術經濟，2004 年)，
頁：3。 

45田春容，《2003 年中國石油進出口貿易狀況分析》，(國際石油經濟，2004 年)，頁 11。 
46劉莉莉，《中國石油發展戰略研究》，(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頁 3。 

http://www.mychinaview.net/eastorm/viewtopic.php?t=3581%E3%80%89%EF%BC%88%E6%AA%A2%E7%B4%A2%E6%97%A5%E6%9C%9F%EF%BC%9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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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贖金，這就無端地增加了石油進口的運輸成本。更為嚴重的是，如果遭到大

規模襲擊，麻六甲海峽可能會被迫關閉。如果從波斯灣的石油輸出國出發繞過麻

六甲海峽航行，則船隻的航行距離將增加994英里，這會對目前緊張的石油裝貨

容量施加壓力，使全球海運費率急劇上升。加之該地區的戰爭或恐怖襲擊使油輪

和運輸貨物的保險費率不斷上升，船東每年支付的保費將增加約5,000萬美元47。

石油運輸成本的增加會直接推高油價，因此中共的石油安全將面臨更大的風險。 

目前全球經由麻六甲海峽運輸的石油和天然氣分別達到1,100萬桶/天和400

億立方米，而且處於上升勢頭。到2030年，預計經由麻六甲海峽運輸原油和液化

天然氣的油輪將比目前數量增加一倍48。但這條航線的最窄處新加坡海峽的菲律

賓航道寬度僅有1.5海哩，因而非常容易發生碰撞和擱淺事故。一旦發生這些災難

事故，就有可能導致海峽關閉，造成中共石油進口中斷乃至完全停止。頻繁的海

盜襲擊使麻六甲海峽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海域之一。除此之外，恐怖襲擊也日益

引起關注。 

根據上述分析，假設中共的主要石油供應國因戰爭、種族衝突、社會動盪、

石油開採和生產設施遭受恐怖襲擊等原因而出現供應不穩定，或者中共與其主要

石油供應國之間關係惡化而導致這些國家拒絕、或大大減少了向中共出口石油，

那麼中共的石油進口將受到嚴重威脅。雖然中共目前與幾乎所有的主要石油出口

國都維持了良好的國家關係，但中東和西非地區經常發生衝突和戰爭，因此中共

石油供給的穩定性也受到了很大威脅。 

從歷史上看，種族衝突和邊境領土糾紛是導致上述地區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如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和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此外，外部入侵也會

威脅到該地區的石油供應，如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西非石

油出口地區也是如此，中共在西非三個最大的石油供應國蘇丹、安哥拉和剛果都

受到了內部衝突的侵擾，因此中共的石油供給面臨著相當大的風險。 

                                                 
47John Burton.Anger at Malacca Strait Risk Label，Financial Times，2005-08-05。 
48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4，200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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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中共由中東、非洲進口原油的海上運輸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blog.eastmoney.com/ras2.asp?dcuser_name=chjtalent 

 

貳、中共石油戰略發展重點 

世界主要石油消費國美國、日本和歐盟都將能源安全視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

點，中共在經濟發展與建構世界強權的需求與企圖下，需藉由石油資源以鞏固戰

略，而在具體作為上，除積極探勘中國大陸石油氣礦源外，更在「走出去」的策

略與作為基礎上，建構中共能源合作政策，以經濟合作結合政治的手段，與中亞、

中東、拉丁美洲、非洲、俄羅斯、越南、印度、緬甸等地區及國家，簽訂相關石

油協定，為中共全球化經營的戰略目標佈局。49 

                                                 
49中華民國國防部，〈2020 年中共能源需求分析研究報告〉，(國防部整合評估室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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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領域，中共也意識到了從國外獲取石油資源並不安全。面對能源供需

不穩這重大的挑戰，開始佈局與規劃，為了讓國家正在快速起飛的經濟不至於陷

入困境。而目前其能源安全戰略的基本內容和手段總結起來有：保證石油供應穩

定、進口石油來源多元化、建立戰略石油儲備及珍珠鏈戰略等4個要項分析如下: 

一、保證石油供應穩定 

中共保證石油供應是石油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之一，作為能源消費大國和油

氣大市場，中共的能源戰略以保證能源來源的多元化，其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之間的雙邊及多邊能源合作正在逐一有序地展開，在推進與俄羅斯和中亞的合作

時，中共堅持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以及公平競爭、互利共贏的原則，贏得了俄羅

斯及中亞國家的信賴，有利地推進了中共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間的能源合作。50 

因此，有關中共在與上述區域國家互動發展間的軍事、邊界、反恐、經貿、

外交等相關議題，一直是近年研究中共問題所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在中共快速崛

起的過程中，石油戰略的經營，不僅事涉中共本身國家的整體利益，更深深的影

響到亞洲以及世界的區域安全與穩定。 

另東南亞並非供應中共能源的重要核心地區，但是他位處中共外圍，掌握麻

六甲海峽的戰略要衝，使中共以經濟互賴、能源外交以及外交經營的三合一方式

鞏固雙方的關係。 

而為確保原油年產量逐年增長，僅依靠東部大慶等油田是不可靠的。中共黨

中央、國務院在90年代就作出「穩定東部、發展西部」的全國石油天然氣戰略決

策，因而確定將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工作轉向陸上探明程度較低而資源量豐富的

西部地區。而其中2008年新疆原油產量達2,722萬噸、天然氣量為240億立方米，

各占中共陸上石油資源量的27%及天然氣資源量的28%，故持續積極發展新疆成

為中共石油天然氣發展的戰略基地。51 

                                                 
50李葆珍，〈上海合作組織的能源合作與中國的能源安全〉，《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 7 月。 
51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新疆的發展與進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09 年 9
月，〈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9-09/21/content_14224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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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口石油來源多元化 

1、作為世界能源消費大國的中共，能源的安全問題將面臨對外貿易依存度

持續走高、運輸安全不確定性因素增加、能源外交及地緣政治更復雜等諸多挑戰。

中共積極布局開發構建「以中東-中亞-俄羅斯為中心，以非洲、美洲為側翼」的

油氣供應格局。 

2、長期以來，中共原油進口的主要路徑是通過麻六甲海峽運輸回國，由此

形成高度依賴麻六甲海峽的「麻六甲困局」52。面對石油進口海上運輸通道的各

種風險，除了採取措施保障現有航線的安全外，開闢潛在的運輸通道也是重要途

徑之一。目前呼聲比較高的是「中巴能源走廊」和「克拉地峽的開鑿」。 

 

 

 

圖2-6:中泰簽鑿克拉運河示意圖 

資料來源：google網站blog.moneydj.com/joe/(檢索日期：2015年06月22日） 

                                                 
52文匯報，〈中國石油安全形勢堪憂〉，《文匯報》，2005 年 1 月 10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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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年5月17日在廣州與泰國代表敲定「克拉運河專案」，意味這項醞釀多

年的泰國運河動工指日可待。長逾100公里的運河一旦開通，包括中共在內的各

國船隻可從太平洋的暹羅灣，直通印度洋的安達曼海。專家分析，建造克拉運河

將可使中共擺脫「麻六甲困局」的政治戰略意義，避免石油海路遭美軍「封喉」。

目前擬議中的克拉運河，全長102公里，雙向航道，400米寬，水深達25米。巴拿

馬運河水深僅15米，最寬304米。克拉運河打通後，與取道麻六甲海峽相比，航程

至少縮短約1,200公里，可節省航運2至5天時間。53 

4、另為改變高度依賴麻六甲海峽的能源進口格局，中共近年來開始實施油

氣進口多元化戰略。 

在西北有中哈原油管道、中亞天然氣管道、東北有中俄原油管道等相繼投入

生產；在西南有中緬原油和中緬天然氣兩條管道等皆已實施建設及營運中。54三

大陸上管運通道與海上航運通道形成了中共油氣進口的四大戰略通道。 

三、建立戰略石油儲備 

石油戰略儲備是穩定石油供求關係、平抑油價、應對突發事件、保障經濟安

全的必要手段。中共石油戰略儲備應從實際出發，多層次、多角度、多形式加以

考慮並組織實施，以保證國家經濟社會整體正常運行及國防安全。中共在資源稟

賦固有的前提下，建立科學完備的石油儲備體系是保障石油安全的核心環節和重

要條件。55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共的石油戰略儲備體系建設還處在初級階段，於

2007年12月成立國家石油儲備中心，在青島黃島、大連新港、寧波鎮海、舟山嶴

山開工建設四大地上石油儲備基地，計畫用15年時間分三期完成石油儲備基地的

硬體設施建設，預計總投資將超過1,000億元。目前已完成2期，中石油將與上海

                                                 
53世界新聞網，〈中泰簽鑿克拉運河 破美油路「封喉」〉，《世界新聞網站》，2015 年 5 月 17 日，   

www.worldjournal.com/3244023/article.(2015 年 05 月 18 日)  
54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年），頁 193。 
55張明，〈中國敲定 21 世紀石油戰略四大油氣田封存作儲備〉，《中國新聞網》，2002 年 11 月 13

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2002-l 1-13/26/24319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07 月 14

日）。 

http://www.worldjournal.com/3244023/article.(2015%E5%B9%B405%E6%9C%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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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密切配合，建設目前中共最大規模的石油倉儲基地，上海洋山港巨型石油倉

儲基地。56預估2020年整個項目完成後，石油儲備能力提升到約8,500萬噸，相當

於90天的石油淨進口量，這也是國際能源署規定的策略石油儲備能力的標準。57

並於2030年提高到120天，以保證其國內石油市場穩定供應。58 

現今世界能源供應和生產格局同時呈現多極化、多元化、能源權力中心分散

局面越趨明顯。中共對於建立石油戰略的態度隨著世界能源格局的新變革而轉為

積極。首先應借鑒美國、日本的經驗，採取政府儲備與企業儲備相結合的方式，

以政府儲備為主、企業儲備為輔。政府儲備品種應以原油為主；企業儲備品種要

堅持與生產經營業務活動相結合的原則。一些耗油量大的大企業進行一些適當儲

備是十分必要的，這既有利於企業自身，也可以減輕國家的壓力。應形成國家戰

略儲備、國有企業商用儲備以及民營企業社會儲備的全方位儲備體系。 

其次，實行實物儲備與資源產地儲備相結合。一是以原油或成品油的實物

形態加以儲備，這是目前眾多國家所採取的儲備方式。另一種形式是以即將探

明的可以開發利用的石油資源暫不開採出來而保存在地下加以儲備。在中共，

資源產地儲備又可以考慮採用兩種方式，一是將某個已經探明的油田或某幾個

油田的幾個區塊已探明的石油資源暫不開發利用，而保存在地下作為戰略儲備

之用。另一種資源產地儲備方式就是對己探明的油田進行適度開發，不要強化

過度開採。這既利於油田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也為子孫後代留下更多的資源，

為後代人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實現可持續發展。 

最後，由於中共地域範圍廣，石油消費市場容量大，除了中共中央戰略石油

儲備外，還要建立地方性的區域石油儲備，中央、地方全面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

                                                 
56〈上海建中國最大規模的石油倉儲基地〉，《香港貿易發展局》，2010 年 6 月 5 日，

〈http://info.hktdc.com/alert/chi/cba-c0505b-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20 日）。 
57〈原油價格暴跌 陸加快戰略石油儲備〉，《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首頁》，2015 年 1 月 8 日，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63432〉，（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20 日）。 
58〈王爾德，(2030 年前能源安全攻略:石油儲備到達 120 天)，《新浪財經》，2014 年 6 月 18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40618/023119442825.s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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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石油儲備問題。這樣中共的戰略石油儲備問題才可以得到快速解決。 

四、「珍珠鏈戰略」形成 

中共崛起後，後勁十足的經濟實力，近幾年足以支撐國防軍事整備，相對在

區域的戰略份量有絕對性的影響，不得不迫使中共對海權觀念漸漸重視，亦因為

海上主權問題的眾多爭議，使其海洋戰略已成為國家利益重要核心之一。59 

自古以來國家海上力量最重要一環即為海上運輸，因為海上運輸在其他運輸

方式中一向都居於領導的地位。中共鑒於海外原油進口主要運輸航路必須經過印

度洋、麻六甲海峽、南海等海域，距離長達數千浬之遙，其中麻六甲海峽的海盜

猖獗及美軍的部署、南海的主權糾紛、日本國防政策「周邊事態法」的積極作為，

以及美軍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第七艦隊，都再再壓縮了中共海上石油航道的安全空

間。60 

因此，中共為維持海上能源運輸的安全，沿線航道就構成了「珍珠鏈戰略」

的重要主體，中共藉由商業投資、外交途徑及海軍戰略的多重努力，對「海上能

源生命線」之安全性加以貫通及維護。 

因此，當美國於2004年決定在麻六甲海峽派駐海軍陸戰隊，以及日本企圖透

過情報交換中心來監控麻六甲海峽的舉動，更引發中共極大的關注與焦慮。就中

共而言，麻六甲海峽無疑是美國推行全球戰略一個強有力的戰略支撐點，由於美

國搶占了地緣戰略優勢，抑制中共崛起以及控制世界能源流向的關鍵水域。61所

以，中共希望能夠打通麻六甲海峽這條西南通道後，在印度洋上獲得出海口，可

同時在東、西兩翼面向「兩洋」，形成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開放格局。 

「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戰略」是美國對中共為保護石油運送路航路安全

的地緣戰略所賦予的一個名稱。「珍珠鏈戰略」的形成係由美國一篇評估報告開

                                                 
59梁碩而，〈國防大學「第 15 屆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研討會〉，《桃園：國防大學論文集》，

2004 年 11 月，頁 92。 
60王崑義，〈中國競逐中亞能源點燃與強權爭奪戰火〉，《軍事新聞網》，2007 年 10 月 14 日，

〈http://news.gpwb.gov.tw/news.php?css=2&rtype=2&nid=27480〉（2014 年 6 月 1 日）。 
61盧國學，〈中國的麻六甲之痛：遭遇能源安全潛在威脅〉，《新民週刊（上海）》，第 6 期，2004

年，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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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62而後成為廣泛分析中共海軍兵力投射至印度洋，保護能源安全航道的戰略

名稱，中共海洋戰略內涵並無此概念與名詞的描述。63「珍珠鏈戰略」現廣泛用

於描述中共為了保護海上安全航道，沿著非洲東岸與中東海域、印度洋、麻六甲

海峽、南海等航道經過的國家，發展重要的外交關係，並藉由租借與建設港口，

以利遠洋海軍發展所採取的戰略。 

根據中共過去的戰略內涵來看經驗，任何一個戰略絕對不會有單一目標，必

然是「一兼二顧」，經過多重設計與考量，並區分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然後可

以辯證性的運用與交換。如果只有一個單一目標，那就只能成為一種因應的對策，

而就不是一種戰略。檢視珍珠鏈戰略的目標必須融合前述的戰略定位，換言之，

上述戰略定位引申出珍珠鏈戰略的目標。綜合而言，中共珍珠鏈戰略的戰略目標

為奠定大國權力的基礎、確保能源航道安全、擴大連結能源航線國家外交關係、

強化印度洋的制海權、遠洋海軍能力的培養與訓練、制衡美印在印度洋的影響等，

上揭戰略目標連接了中共的能源戰略、地緣戰略、海洋戰略與外交戰略，只是透

過珍珠鏈戰略的概念融合在一起。 

中共「珍珠鏈戰略」採取直接的措施，以提升海上運輸安全，藉由建立遠洋

船隊和海軍遠洋護航能力，及開闢海上運輸替代路線等作為來解決「麻六甲困

境」，64並藉以擴大其政治和軍事在區域的影響力。中共為了避免在軍事建設方面

過於刺激其他國家，1990年代便試圖藉由尋求使用全球的商港設施，一面得以控

制所謂的「戰略咽喉」。65另一方面，也獲得未來可以停泊軍艦的重要基地，增加

艦隊航程及投射能力，藉由在印度洋到南海協助友好國家建立港口或設立軍事基

地，以提升遠洋兵力投射能力。 

                                                 
62「珍珠鏈戰略」由美國博思艾倫諮詢公司(Booz Allen)於 2004 年首先提出，指中國利用緬甸、

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蘭卡等國的港口建立戰略基地，保護中國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運輸

線，並讓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石油不走馬六甲海峽，直接運到中國雲南。 
63孫霞，《能源問題與國際安全「中國油氣運輸安全與管道外交：以中緬油氣運輸管線為例」》，

(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頁 86-87。 
64 Lawrence Spinetta, The Malacca Dilemma— Countering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with Land-Based 

Airpower（Maxwell, AL.: U.S. School of Advanced Air and Space Studies, 2006）, p.98. 
65張蜀誠，〈從軍事觀點論中國石油安全戰略〉，《展望與探索（臺北）》，第 4 卷第 5 期，2006 年

5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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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中共由中東、非洲進口原油的海上運輸線與「珍珠鏈戰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環球網，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7/1837446.html (2015年6月30日)。  

 

參、中共石油外交作為 

中共於1996年成為原油淨進口國，2002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

二大石油消費國，供需失衡狀況日益嚴重，66「走出去」海外尋找石油供應來源

成為解決石油供需缺口必然的選擇。多元、分散是中共石油外交的特色，但從中

共全球石油外交布局觀察，原本中共推動石油外交是為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求，

隨著中共經濟實力提升，石油外交亦成為中共戰略運用的籌碼。中共在和平共處

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上大多數產油國都建立了良好外交關係。其積極作為計有:

併購海外石油公司、與國外合資、共同進行石油開發與探勘、簽訂石油、天然氣

等能源供應合約、進行國與國的能源對話、簽署雙邊能源框架合作協議等。 

                                                 
66朱萸，〈中共石油安全戰略的問題與發展〉，《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刊》，第 013 卷第 4

期，2005 年 3 月，頁 5。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7/1837446.htm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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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中共主要石油外交作為示意表 

 

資料來源：參見崔民選主編「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現階段中共石油工業重點之一就是做大做強石油企業，提高中共石油企業的 

國際競爭力，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利用國外資源

一般有兩種途徑，一是發展國際貿易，這是石油消費國利用國外油氣資源的主要

方式；二是到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油氣生產供應基地，這是利用國外油氣資源的

重要手段，同時能減少國際油價上漲對中共經濟的影響。無論採取哪種途徑，都

必須依靠強大的石油企業。能否實現預計的目標，就看中共石油企業是否具備足

夠的國際競爭力。石油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反映了企業生產能力與效率，因此不僅

對於提高國內石油產量至關重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決定了其跨國投資控制境外

石油資源的能力。67 

                                                 
67
邱坤玄，〈中共外交政策〉，《中國大陸研究第 2 版(臺北:新文京)》，2007 年，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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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於2009年成為世界最大石油消費國，供需失衡狀況嚴重。「走出去」海

外尋找石油供應來源成為解決石油供需必然的選擇。分散、多元是中共石油外交

的特色，中共從原本推動石油外交是為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求，隨著中共經濟實

力提升，石油外交亦成為中共戰略運用的籌碼。68 

一、「經濟能源」下的外交 

1、能源外交為維護與促進國家、區域、全球的能源安全、能源合作、能源

永續發展而採取的外交行動，能源外交屬於經濟外交的範疇，但又與政治及科技

等領域的外交活動密切相連。 

2、能源的進口來源國多元化，分散原油進口過度集中的風險。中共國內的

能源供給無法滿足其快速增長的能源需求，而產生國內能源供需失衡的現象，因

此，須透過從外國進口能源的方式，彌補國內能源的供給缺口。其藉由外交的手

段，以求確保能源的穩定供應。 

二、「走出去」下的外交 

1、透過能源企業走出去的策略，直接赴國外投資，開發油氣田，掌握油源。

中共為分散石油來源，並爭取國際油源，以外交遂行戰略布局以國營的三大能源

公司作為政策工具，建構一套以能源供應為主的「走出去」能源外交政策。 

2、2004年，中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展開「能源之旅」，特別是與中東、北非、

中亞和俄羅斯等世界石油供應心臟地區的政治經濟關係不斷發展，以通過石油外

交為中共石油企業跨國經營營造了良好的國際氛圍。69 

三、「四面出擊」下的外交 

1、增加陸路油氣管線的輸運，降低對過度依賴海路輸油的風險。 

2、採取「東擴、西進、北連、南通」的「四面出擊」策略。除繼續進口中東

石油外，並提高從中亞、俄羅斯、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區進口石油的比率。70 

                                                 
68陳新華，《能源改變命運-中國應對挑戰之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 年），頁 82。 
69〈胡錦濤主席拉美之行直搗美國後院〉，《鳳凰衛視網站》，2004 年 11 月 30 日，〈http://mil.big5.

anhuinews.com/system/2004/11/30/001060265.s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70〈全球搶油 中國四面出擊〉，《自由時報電子報》，2009 年 1 月 6 日，〈http://news.ltn.com.tw/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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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共發展能源安全海權之困境 

 

海洋的重要性對中共經濟發展，已經發揮不可輕視的力量。中共石油蘊藏量

只占世界石油總蘊藏量之2.19％，天然氣占1.307％，能源藏量並不豐富。
71根據第

三次全國油氣資源評估初步結果，海洋石油資源量為246億噸，海洋天然氣，資

源量約15.79億立方米，主要集中在渤海、珠江口、瓊東南、鶯歌海、北部灣和東

海等6個含油氣盆地。72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共近海原油探明率不足20％，

天然氣探明率不足10％，因此，如果能夠提高開採技術，可以彌補中共陸上資源

不足之困境。 

根據中共的統計，目前除太平島與永暑礁等六個島礁外，其餘均為南海諸國

所佔領，被非法侵佔的總面積達82萬平方公里。其中菲律賓侵佔41萬平方公里，

馬來西亞27萬平方公里，越南7萬平方公里，印尼5萬平方公里，其餘為汶萊所佔

領，這些國家總共開鑿了120個油井。其中越南每年開採的石油達2百萬噸，據估

計馬來西亞在西元2000年前，將抽取原油3,500萬噸，而印尼也將開採2,000萬噸之

石油。73 

自1993年中共首次成為石油的淨進口國，進口數量不斷上升，2011年中共原

油進口量為25,378萬噸，石油對外依存度從21世紀初的32％，上升至57％，中共

沿海石油運輸量大增，90％的進口石油是通過海上船舶運輸來完成。74 

綜上，中共海洋經濟總量占GDP的10％左右。世界航運市場19％的大宗貨物

運往中共，22％的出口貨櫃（集裝箱）來自中共，中共商船隊的航跡遍佈世界1,200

多個港口，目前中共對外原油依存度已達到60％以上。預計到2020年石油的對外

                                                 
ws/focus/paper/271189〉(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71季國興，《中國的海洋安全和海域管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65。 
72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12 年），頁 177。 
73 Allen S. Whitting﹐The PLA and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s﹐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6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601. 
74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能源政策 2012》，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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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度將達到65％~70％，到2030年可能達到70％~75％。75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已

提升至國家安全戰略層級，即所謂「麻六甲困境」，因此中共大力發展遠洋海軍，

以保障其石油通道不致遭他國阻斷。 

壹、能源依賴性擴大 

中共90%以上的進口石油需求需要以海上運輸的方式獲得，而海上的船運有

90%係由外輪承運，其中約有80%的運油船需經由麻六甲海峽，占該海峽每日船

隻通過數量之60%。顯然，作為海上石油運輸通道的麻六甲海峽已經成為中共能

源通道的咽喉。麻六甲海峽全長約1,080公里，西北部最寬達370公里，東南部最

窄處只有37公里，不僅由新加坡、馬來西亞和印尼三國共管，同時面臨著美國、

印度海軍的虎視眈眈，76根據西方國家的石油安全理論，對外石油依賴程度是衡

量一個國家或地區石油安全形勢的一項重要指標，依賴程度越高，就意味著石油

供應安全的脆弱性在增長。其依賴的程度高低及風險如何判讀，按國際的標準為，

當一國的石油進口超過5,000萬噸時，國際市場的行情變化就會影響該國的國民

經濟運行。當進口量超過1億噸以後，就要考慮採取外交、經濟、軍事措施以保

證石油的供應安全。 

一般認為，當一國資源的對外依存度到20%-30%時，就會面臨較高的風險。77

沿海地區已經成為中共經濟命脈之所繫，也是中共追求富強之關鍵，為了維持經

濟持續成長，中共必須不斷進口重要天然資源和戰略物資，大部份的戰略物資多

依賴海上運輸，因此臺灣海峽、南海、麻六甲海峽、印度洋及阿拉伯海都是中共

的海上生命線，而其中麻六甲海峽是往來亞洲、非洲、歐洲、大洋洲間的海上樞

紐，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經濟價值，素有「東方直布羅陀」之稱，尤其是能源，

                                                 
75范英，〈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中國經濟網》，2011 年 9 月 1 日，

〈http://intl.ce.cm/specialszxxx201109/01/t20110901_22665560.shtml〉，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10 日。 
76〈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戰略資源調查(北京，時事出版社)》，

2005 年，頁 71。 
77王海斌，〈未來中國：石油安全及戰略走向〉，《中學地理教學參考》，2004 年 7-8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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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維護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之安全，攸關中共經濟持續的

發展，海上交通線的安全與否關係到中共的生存與發展，故確保戰略資源不被截

斷，就成為中共海軍必須擁有足夠的能力確保麻六甲海峽通過印度洋南部的海上

通道安全。海軍必須擁有能夠在必要時有效控制共軍通往世界重要海峽水道的實

力。中共學者李小軍認為中共發展海權及海軍戰略，除了能夠提供中共一個穩定

的戰略環境與維持自我安全及地位外，更重要的是海權發展對於石油安全的影響，

中共必須藉由發展海權來達到護衛能源海軍安全的目標。78 

 

 

 

圖2-8 : 2008—2020年中共對石油輸入的需求 

資料來源：星島日報網站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2-12-08/headline  

1354961572d4238093.html，2012年12月8日(2015年6月25日) 

                                                 
78李小軍，〈論海權對中國石油安全的影響〉，《國際論壇》，第 6 卷第 4 期，2003 年 10 月，頁 

16-20。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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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日新圍堵政策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成長，相對地綜合國力亦日漸提升，崛起的

中共已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然而，自1990年代後，西方世界開始產生「中國威

脅」這種論調，認為中共在經濟快速成長、政治影響力擴大及軍事投資大幅成長

之下，對於其未來仍充滿了不確定性，並且因此對中共產生疑懼。79而美國也對

於中共崛起感到憂心，認為中共崛起必然導致軍事力量的強大，而且大國之間最

終不可避免地會形成衝突。中共指出：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

國際環境中對我國發展有利的因素不斷增加，這一切，決定了我國發展的重要戰

略機遇期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國際環境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我國發展的

外部條件複雜多變。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發達國家在經

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世界經濟形勢嚴峻複雜，西方國家千方百計對

我進行思想文化滲透，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80 

2001年初美國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後，為實現其世界霸權的戰略目標，公開主

張要將美國的戰略重點由從歐洲移到亞太地區，並且為此作了大規模的戰略調整

與部署。 81小布希政府2001年所提出的《四年期國防總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QDR)中得到證實，該報告指出，美國的國家利益包括維

持東北亞及西太平洋沿岸（包括日本到澳洲及孟加拉灣的沿線地區）的安全。82        

美國認為雖不會面臨同等實力的對手挑戰，卻可能有區域強權對美國重要利

益的地區穩定構成威脅，而尤其西太平洋沿岸是高挑戰性的區域。83所謂的亞洲

軍事強權在報告中雖未言明，實則暗指中共與北韓。 

                                                 
79陳錫蕃、謝志傳，〈中國威脅論面面觀〉，《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中心》，2012 年 8 月 31 日，

< http://www.npf.org.tw/post/3/11248 > (檢索日期: 2015 年 7 月 2 日)。 
80〈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舉措〉，《解放軍報》（北京：2008 年 10 月 9 日），版 6。 
81張亞中、孫國祥，《亞太安全綜合年報 2001－2002》，（台北：遠景基金會，2002 年 6 月），頁

99-102。 
8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 p. 2. 
83Ibid,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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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是當今世界超強國家，其為實現美國在亞太的國家利益，進行亞太

戰略的重大調整勢將牽動區域戰略態勢，也不免對亞太地區的戰略格局產生重大

與深遠的影響。2006年美國國防部《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將中共列為「處於戰略

十字路口的國家」，視中共為最大的潛在軍事威脅，主張以加強遠端作戰能力、

強化與盟國關係加以應對；此外，從小布希訪印提升美印關係、美日澳加強戰略

合作、舉行三邊戰略對話等，都可以清楚看到美國對中共的戰略猜疑，以及對中

國崛起的強烈的不確定感。842001年1月小布希政府接續執政後，其亞太戰略係在

拉攏日本、南韓、澳洲及其他民主盟友，以制衡中共及北韓。此外，在國際上雖

然採取較為強硬的單邊主義，但在亞太地區的基本主軸並無大幅改變，具體作法

是經由參與和接觸等手段，以促使亞太地區的發展能符合美國利益，全力嚇阻威

脅與挑戰勢力的興起，持續加強與日、韓、澳等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以維持美國

既有地位與利益。 

但對中共由柯林頓時期的「戰略夥伴關係」調整為「戰略競爭者」關係，對

中共採取「圍堵交往」的戰略。自從2009年歐巴馬上台後宣布重返亞太的再平衡

政策，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於2009年7月訪問泰國時，宣稱「美國重返亞太，並繼

續維持我們對於亞洲盟友的承諾」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此舉被認為

是美國「重返」亞太區域主義的關鍵具體作為。「重返」的解釋應為：美國在體

認其亞太區域影響力式微後的「戰略重擬」，事實上美國從未離開過亞洲且長期

以來皆有部署軍隊於此區域，然而宣示重返亞洲代表美國將比反恐戰爭以前更加

著重參與亞洲的政治與軍事佈局，並將積極重新掌握該區域事務主導權。 

而美國此舉被中共解讀為新圍堵戰略，這可以自2009宣布重返亞太以來，中

共相繼周邊國家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發生領土衝突對峙等事件可以發現，而

且每次衝突事件美國都站在中共的對立面，並從軍事裝備及政治上予以不同程度

的支持，甚至鼓勵相關國家與中共就領土爭議問題從行動上及法律上正面對抗。 

                                                 
84張亞中、孫國祥，《亞太安全綜合年報 2001－2002》，（台北：遠景基金會，2002 年 6 月），頁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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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21世紀對於石油資源的控制和爭奪，己經成為國與國之間經濟、政治、外交

鬥爭與合作的焦點之一。可以說，石油資源牽動著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政治關係，

甚至軍事博弈，是引發國際衝突和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

中共對石油資源的需求持續迅速提高，而目前國內的石油資源及生產能力，明顯 

不能滿足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求，石油供需缺口逐年增大，石油安全隱患愈加明

顯。針對中共石油安全現狀，制定一系列的能源戰略來維護和確保石油安全顯得

尤為重要。這不僅直接關係到國家政權穩定，而且關係到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

生活。為應對這種嚴峻形勢，健全石油戰略儲備、實施石油進口多元化戰略、加

強石油外交、完善中國石油期貨市場、加快海洋石油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爭奪國

際石油市場的話語權、做大做強石油企業是中共必備的戰略思考。 

中共之所以會面臨石油運輸的問題，起因就是因為國內石油的供給量下降，

國家整體經濟進而產生的需求量大增，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需要更多的石

油進口，所以產生了「運輸安全」的問題，而海上運輸的方式，又佔了進口的絕

大部分，所以造成了「麻六甲」困境，這是在探討中共石油的運輸安全必須非常

注意的方向，也必須試圖的去找尋解決之道。 

而中共學者歐錫富博士也指出了中共這條海上通道的問題：
85 

一、美國掌握全球石油資源與運輸通道。中共石油運輸體系十分脆弱，面臨

麻六甲困局。 

二、開鑿克拉運河投資大、縮短航程有限、日本和泰國獲利多、形成另一個

麻六甲困局。而鋪設克拉油管不經濟。 

三、中緬通道可避開麻六甲，但成本高、周邊國家不合作，不如與美國合作

確保海上通道安全問題。 

                                                 
85歐錫富，〈中國大陸脆弱的海上石油通道〉，《大陸工作簡報》，2005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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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陸上石油運輸的問題，最主要是石油管線(petroleum pipelines)的問題，而

和中共陸上石油運輸最密切的國家分別是俄羅斯和中亞五國，其中哈薩克、烏茲

別克、土庫曼三國的石油儲量還算豐富，石油工業已成為這三個國家國民經濟的

支柱產業。 

中共明白，石油爭奪戰早就在進行中，後發的中共要加入此一戰局，勢必要

花更大的力氣，可是如果退出這場競爭更是死路一條。因此，中共積極建立石油

運輸渠道的安全和多元化，建立戰略石油儲備，節約與替代能源，提高石油利用

效率甚至於開發西部、深海或南方海域油田等，其目的不外乎就是要穩定中共的

油源基礎。86 

基於中共石油安全現狀，對其當前石油生產、消費、進口等情況基礎上，來

分析石油進口與進口石油運輸安全問題。尤其在2003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

國後，更是突顯國家整體能源結構的落差。面對能源供需不穩這重大的挑戰，中

共開始對本身的運輸安全開始佈局與規劃，為的就是使運輸回國的石油資源能夠

平順，讓國家正在快速起飛的經濟不至於陷入困境。在能源領域，中共也意識到

了從國外獲取石油資源並不安全。半數進口石油來自中東，從中亞進口石油所占

比例日益增長，這一趨勢還將延續到今後一段時間。預計到2020年，中東地區的

石油供應量仍將占到中共進口總量的一半，從中亞進口的石油將占到五分之一。 

隨著世界能源格局的新一輪變革，能源供應和生產格局同時呈現「多極化、

多元化」局面，能源權力中心分散化越明顯。作為世界能源生產、消費和貿易大

國的中共，能源的安全問題面臨對外貿易依存度持續走高、運輸安全不確定性因

素增加、能源地緣政治經濟環境更復雜、能源外交等諸多挑戰。本文從能源消費

大國之間關係，加強能源進口供給多元化和油氣進口基礎設施建設，做好能源安

全的區域戰略布局，高效開發頁岩氣等可再生能源，推動能源價格市場化改革以

及提升國際能源話語權等方面，分析了世界能源新格局下加強能源安全的對策。 

                                                 
86
中華民國國防部，〈2020 年中共能源需求分析研究報告〉，《國防部整合評估室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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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轉變中的中共進口能源現況 

 

本章主要針對轉變中的中共進口能源現況實施探討。第一節是「石油能源進

口管道-海上運輸與境外管道輸」，說明中共其能源戰略如何憑藉國家資本實力進

入世界各地能源供應鏈，並確保能源穩定供應，即為此段落探討重心地緣政治利

益考量。第二節是「中共主要石油進口來源」為瞭解中共與中亞各國的合作發展，

並說明中共的能源戰略轉變上。第三節是「中共在中亞石油及天然氣舞台上的影

響力」，中共的能源缺口越來越大，隨著「走出去」的政策推動，中亞國家由於

能源蘊藏量豐富、開發潛力大與多樣性，再加上地理位置重要，成為中共能源安

全的各個層面中，不可或缺的穩定因素。第四節為「小結」。 

自從中共在 2003 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後，對於石油的需求日益增

加，整體的供需開始衍生出許多問題。
1更是突顯國家整體能源結構的落差。面對

能源供需不穩這重大的挑戰，中共開始對本身的運輸安全開始佈局與規劃，為的

就是使運輸回國的石油資源能夠平順，讓國家正在快速起飛的經濟不至於陷入困

境。2因此，面對能源供需迫切的局勢，石油運輸的安全對急欲尋求供應穩定的中

共在國家安全上造成什麼影響，以及在運輸回國路線的規劃上，可能發生哪些內

在和外在因素困擾運輸路線的佈局，造成國家安全受到威脅，這些問題受到關注。 

隨著經濟發展，中共對石油的需求量擴大，對國外石油的依賴程度提高。如

何確保中共石油安全供給，是當前的戰略性課題。3本章介紹了中共當前石油生

產、消費、進口情況。在此基礎上分析石油進口與進口石油運輸安全問題，提出

解決石油安全的建設性建議。 

                                                 
1 朱萸，〈中共石油安全戰略的問題與發展〉，《蒙藏委員會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刊》，第 013 卷第 4

期，2005 年 3 月，頁 5。 
2 靳玉佩，〈當代中國能源外交的現狀與前景分析〉，《山東行政學院》，2012 年 10 月，頁 24。 
3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見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能原部長加布里爾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印度共和國大使館新聞網》，2014 年 4 月 22 日，

〈http://www.fmprc.gov.cn/ce/ceinin/chn/zgyw/tl 149176.htm〉(檢索日期: 2015 年 6 月 15 日)。 



57 

第一節 石油能源進口管道-海上運輸與境外管道輸送 

 

中共在經濟發展與建構世界強權的需求與企圖下，需藉由石油資源以鞏固

戰略，而在具體作為上，除積極探勘石油氣礦源外，更在「走出去」的策略

上，政府作用是為中共三大石油公司提供財政支援，並協助降低海外投資風

險。4建構中共能源合作政策，以經濟合作結合政治的手段，與中亞、俄羅斯、

越南、印度、緬甸、拉丁美洲、中東、非洲等地區國家，簽訂相關石油協定，

為中共全球化經營的戰略目標佈局。5 

現今世界石油爭奪戰一直在進行中，因此，中共除積極建立石油運輸渠道

的安全和多元化外，並建立戰略石油儲備，節約與替代能源，提高石油利用效

率甚至於開發西部、深海或南方海域油田等，其目的就是要穩定油源基礎。6 

就石油之運輸而言，全球適合大型油輪航行的航線並不多，世界各國皆使

用為數不多的海上石油航道，7因此，有關中共在與上述區域國家發展外交、經

貿、邊界、軍事、反恐等相關議題，一直是近年研究中共問題所關注的焦點，

尤其是在中共快速崛起的過程中，石油戰略的經營，不僅事涉中共本身國家的

整體利益，更深深的影響到亞洲以及世界的區域安全與穩定。8 

中共進口油源之運輸路線過於單一，且必須經美國控制的麻六甲海峽，相

對提高石油進口的脆弱性，形成能源安全上的隱憂。中共因此基於上述能源運

輸安全的顧慮開始有陸、海分運的計畫，其構想為「東擴、西進、北連、南

                                                 
4〈李克強在中印能源論壇上的致詞〉，《財經網》，2008年 12 月 25 日，〈http://www.caijing.com.c

n/2008-12-25/110042210.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06月 12 日）。 
5 張素芳、何永秀，《中國、石油與全球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02。 
6〈2020 年中共能源需求分析〉，《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0 年 07 月 22 日，

〈http://thinktank.stpi.narl.org.tw/Chinese/Science_Focus/Pages/20100722g1.aspx〉(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7 蘇開華，《中國周邊軍事安全熱點解析》，（北京：金盾出版社，2012 年），頁 190。 
8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戰略大格局一新世紀中國的國際環境》，(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0 年），頁 1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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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9陸上運輸南通是以中緬線取代太平洋線，亦即將中東及西非進口的石油

直接從印度洋進入中國大陸，而不經過麻六甲海峽。東擴是指由東部渤海灣引

入石油，西進是指中巴、中哈油管線，北連是指連接俄國的泰納線。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第十一章

「推動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變革」中指出:加快西北、東北、西南和海上進口油

氣戰略通道建設，完善國內油氣主幹管網，統籌天然氣進口管道、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跨區域骨幹輸氣網和配氣管網建設，初步形成天然氣、煤層氣、煤製

氣協調發展的供氣格局。11 

而中共已分別於 2005 年 11 月完成中哈原油管道東段(年輸油量 10 百萬

噸)、2009 年底中亞天然氣管道單線通氣及 2010 年雙線通氣(年輸氣量 300 億立

方米)、2010 年 9 月中俄原油管道投產營運(年輸油量 15 百萬噸) 這些輸送管道

建成即是在擴大和分散能源獲取管道，從而使不同區域的能源能源源不絕的輸

入至中國大陸，以維持中共國內經濟穩定成長。 

壹、進口海上運輸通道「能源生命線」的困境 

就石油之運輸而言，全球適合大型油輪航行的航線並不多，多數國家使用

為數不多的海上石油航道，12對中共而言，其石油能源之主要來源係為中東、

非洲等地區，從產油地到中國大陸境內，海上運輸路線必須經過地中海、印度

洋、南海及太平洋等海域，其間要經過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荷姆茲海峽

（Hormuz）、巽他海峽（Sund Strait）、麻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t）及臺灣海峽

（Taiwan Strait）等重要海上通道，相關海域內人文地理環境十分複雜，涉及眾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

2011 年 3 月，頁 29。 
10〈2014-2018 年中國石油天然氣行業發展現狀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中國投資咨詢網》，2015

年 6 月 9 日，〈http://big5.ocn.com.cn/reports/1427shiyoutianranqi.s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11同註 9，頁 29。 
12張運成，〈能源安全與海上通道〉，楊明傑主編，《海上通道安全與國際合作（北京：時事出版

社，2005 年）》，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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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地區，許多國家的戰略物質都要經過此區域供應或海路轉出。其中印

度洋、南海的「能源航道」與「貿易航道」更是許多歐美和亞太國家的「生命

線」，海上航道安全關係到各國的利益，戰略地位深受各國重視。 

中共自 1979 年改革開放後，經濟持續增長，經濟發展係中共的國家戰略目

標核心，而發展經濟首重能源，隨著中共對中東能源供應依賴的加深，中共日

益關注海上能源運輸線的安全，考慮到未來中共經濟成長需要，這種依賴性將

會只增不減，中共經濟的日益發展及其對海外能源的高度依賴，將促使中共進

一步發展海軍力量，以保護海上能源生命線安全，但是長期以來，中共之海軍

戰略侷限於近岸防禦與近海戰略，遠洋海軍實力尚不足以因應相關需求，加以

「海上能源生命線」途中需經過迪戈加西亞（Diego Garcia）美軍基地，印度洋

又有印度海軍箝制麻六甲海峽，南海區域則是主權爭議不斷，中共基於能源安

全的需求，促使相關海域的地緣戰略利益上升。 

麻六甲海峽係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戰略交通要道，位於馬來半島和印尼

蘇門答臘島之間，為連接南中國海和安達曼海的一條狹長水道，是溝通歐洲、

亞洲和非洲的海上交通紐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現為新加坡、馬來西亞、印

尼三國共管，十分狹窄，易於封鎖。 

對於石油進口國來說，石油運輸通道的安全是影響石油進口安全的第一要

項。目前中共石油進口海上運輸線路主要有四條如（表 3-1）所示: 

1、第 1 條:中東航線，承擔近 60%的石油運輸量，是目前中共最重要的石

油進口運輸線路。13 

2、第 2 條:非洲航線，包括南非、西非和北非航線三條，承擔近 30%左右

的石油運輸，且近些年來地位逐漸上升。14 

3、第 3 條:拉丁美洲航線，受多元化戰略的影響，拉美航線運輸量穩步上

                                                 
13陳新華，《能源改變命運-中國應對挑戰之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 年），頁 89。 
14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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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年承載約 10%的石油進口量。15 

4、第 4 條:東南亞航線，由於自身對石油資源需求和日益減少的石油產量

的影響，總進口量中所占份額接近零。 

對中共而言，它一半的石油必須要從中東的荷姆茲海峽經過麻六甲的航道

後再抵達上海，這條航道現幾乎完全在美國軍事力量的支配下，在美國的全球

戰略中，麻六甲海峽是必須控制的世界 16 大咽喉水道之一。16這使得中共不得

不擔心在面對臺灣的戰略及政治議題下，不只需擔心恐怖活動或海盜襲擊事

件，還必須考慮到美國有可能會以封鎖這條海線來實施經濟制裁，迫使中共讓

步，因此麻六甲已成為其「心中之痛」。17 

由下表可說明，現今中共所有通過海運方式運輸的進口石油，除從拉丁美

洲進口是跨越太平洋以外，其他進口石油均要通過麻六甲海峽運輸。而這條航

線一旦發生意外災難事故，就有可能造成中共石油進口中斷乃至完全停止。 

表 3-1:中共石油進口的主要交通運輸路線分析表 

資料來源：陳元主編，《加強對外合作，擴大我國能源、原材料來源戰略研究》，（北京：中國財

政經濟出版社，2007 年 10 月），頁 189、191。(筆者整理自繪) 

                                                 
15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99。 
16同上註，頁 263。咽喉水道的概念最早見於馬漢的「海權論」。冷戰期間，美國海軍作提出 16 個

海上咽喉航道，即 16 個海峽（含天然、人工海峽和海灣）的戰略。它們均為海上交通的咽喉要

道，可扼控艦船航行和縮短海上航行，在美國戰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意義。 
17張素芳、何永秀，《中國、石油與全球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87。 

     路線
供應國 鐵路運輸 

俄羅斯 
1.經遠東從伊爾庫茨克-中共滿洲里 

2.經蒙古國從二連浩特-中共 

哈薩克 經阿塔蘇-阿拉山口-中共新疆獨山子 

     路線  
供應國 海洋運輸 

中東 波斯灣-荷姆茲海峽-麻六甲海峽-南海-臺灣海峽-中共沿海港口 

非洲 
北非-地中海-直布羅陀海峽-好望角-麻六甲海峽-南海-臺灣海峽

-中共沿海港口 

拉丁美洲 巴拿馬運河-太平洋-中共各港口 

東南亞 麻六甲海峽-南海-臺灣海峽-中共各港口 

http://www.baike.com/wiki/%E7%BE%8E%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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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維護暢通的油氣運輸線」的戰略佈局 

隨著中共石油進口量不斷增加，對外依存度逐年提升，石油運輸通道安全

作為能源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探討既有與替代石油運輸路線上，中共

在石油能源運輸戰略上仍就以中東為主，但海上和陸上運輸的比例已經隨著中

哈、中俄以及中緬等石油運輸管線的開通，開始有了轉變。18 

中共於 1993 年成為能源進口國後，如何避免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短缺成為

中共重要課題。能源從海運進口可能會遭遇海盜或與強權衝突等威脅，此種情

形在麻六甲海峽等區域更為嚴重。中亞國家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尤其是哈薩

克和土庫曼兩國，且其在地緣上鄰近中共，可從較低風險之陸路途徑運輸能源

至中共。19在本文中，中共的能源安全及其如何避免能源短缺為研究重點。同

時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中亞國家在中國的石油戰略中所扮演的腳色亦納入

探討。另透過政治及經濟層面分析強權國家在中亞地區的競爭。 

如何維護其能源生命線之安全確保無虞，不僅關係到中東和非洲石油供應

能源源不斷，也成為中共領導人國家、經濟及外交戰略上的重要課題。近年

來，中共實施「走出去」的能源外交戰略，在海外開拓油源，自中東及非洲地

區的原油進口量持續增加，以有效支持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的策略。20  

而從世界石油主要生產、消費地分佈情形，決定了海運是全球石油運輸中

最主要的運輸方式。而作為次要選擇的陸上運輸又包括管道運輸和鐵路運輸。 

1、管道運輸：具有運輸量大，速度快，高安全性特點。 

2、鐵路運輸：運量有限且運輸成本又較管道和油輪為高，常為替代形式。   

3、中共在其石油進口運輸方式，90%是通過油輪海上運輸，陸上管道和鐵

路運輸占 10%左右 21。 

                                                 
18蘇開華，《中國周邊軍事安全熱點解析》，（北京：金盾出版社，2012 年），頁 190。 
19王志明，《開放視域下的中國地緣環境新態勢》，（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頁 244。 
20楊毅，《國際戰略形勢分析 2005-2006》，(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 年)，頁 239。 
21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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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中共能源進口輸送航路暨陸上替代通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 

 

參、中共石油進口陸上運輸通道: 

通過分析中俄、中哈和中緬石油管道的建設對中共石油安全的地緣意義，

認為陸上石油運輸通道的建設將是保障中共石油安全的新的途徑 22。 

當前正在營運的石油陸路運輸管道主要有 6 條及鐵路 2 條如（圖 3-1）所

示: 

    一、第 1 條: 

中哈石油管道，西起哈薩克西部的港口城市阿特勞，經中哈邊境的阿拉山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4。 

22趙亞博、方創琳、王少劍等著，〈我國石油進口陸上運輸通道安全及地緣因素分析〉，《干旱區地

理》，第 37 卷第 5 期，2014 年 9 月，頁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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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最後到達新疆的獨山子。 

中哈石油管線是中共第一條跨國原油管道，西起哈西北部的阿塔蘇，東至

中共新疆的阿拉山口，設計輸油能力 2,000 萬噸。管道工程區分三期:第一期從

哈薩克阿特勞至肯基亞克(西段於 2003 年建成) ，年輸油量為 10 百萬噸;第二期

由哈薩克阿塔蘇至新疆阿拉山口(東段於 2004 年 9 月開工，迄 2005 年 11 月竣

工，輸油管道長 962.2 公里) ，年輸油量為 20 百萬噸;第三期將哈薩克肯基亞克

至阿塔蘇(中段於 2011 年完工)銜接，為連接裹海油田到新疆的重要能源管道。

2006 年 7 月哈薩克原油首次通過該管道抵達中共。管道的二期工程也於 2012

竣工投產。使得中哈石油管道全長達到 2,800 公里，原油輸送量累計達到 5,000

萬噸。23 

    2、第 2 條: 

中亞天然氣管道，是中共第一條引進境外天然氣資源的跨國能源管道，西

起土庫曼經烏茲別克邊境的格達伊姆，和穿越烏茲別克中部和哈薩克南部地

區，最後進入中共新疆霍爾果斯，與西氣東輸二線銜接。 

2009 年 12 月中共—土庫曼天然氣管道正式開通。管道全長 1,800 多公里，

年輸氣量 300 億立方米，採雙線並行方式鋪設；使另通向中共華中、華東和華

南地區的中共—中亞天然氣管道工程也一併通氣。中共一土庫曼斯坦天然氣管

道全長達到 1 萬公里為世界之最，其中土庫曼境內 184.5 公里，烏茲別克境內

490 公里，哈薩克境內 1,300 公里，中共境內 4,500 公里。24 

    3、第 3 條: 

中俄石油管道，是東西伯利亞一太平洋原油管道的一條支線，中俄原油管

道起自俄羅斯遠東石油管道斯科沃羅季諾分輸站，穿越邊境全長約 1 千公里，

途經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 13 個市、縣、區，止於黑龍江大慶站。管道全長

約 1,000 公里，全線已於 2010 年 9 月投產營運，俄羅斯將在 20 年內通過該管

                                                 
23王志明著，《開放視域下的中國地緣環境新態勢》，（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頁 234。 
24同上註，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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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向中共每年輸送原油 15 百萬噸。於 2011 年後開始每年輸油出口達 1,500 萬

噸，2012 年 6 月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 Oil)已與中共簽署協議,將輸出原油數量

提高 1 倍以上，預計 2018 年俄羅斯輸出至中共原油將增加到 50 百萬噸，中共

將成為俄羅斯原油輸出的最大市場。25但管道最大年輸量可到 3,000 萬噸，通道

容量還有很大空間。26 

    4、第 4 條: 

中俄西線天然氣管道，中俄兩國自 2006 年起開始設計從東西兩線鋪設天然

氣管道線管，輸送西伯利亞天然氣至新疆，於 2011 年起向中共出口天然氣，將

運送西伯利亞開採的天然氣，由俄羅斯聯邦的阿爾泰共和國出境，進入中共新

疆，最後與中共西氣東輸管道連接。其由於緯度位置較高，鋪設地區多穿越多

年凍土和原始森林地區，且沿線冬夏氣溫變化大，地理及地質環境非常複雜。

另 2013 年中俄能源合作委員會於 2 月 25 日會談中確認，東線管道對中共的年

輸氣量為 380 億立方米。27 

    5、第 5 條: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東線管道則經俄羅斯遠東地區斯庫頁島開採的天然

氣，途經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止於黑龍江大慶站。28 

    6、第 6 條: 

中緬油氣管道，緬甸原油和天然氣在內陸及沿海均有豐富蘊藏量，西南地

區油氣輸送通道由中緬原油管道和天然氣管道組成，管道工程於 2010 年 6 月 3

日開工，於 2013 年底竣工。原油管道全長約 2,402 公里，年輸油量 22 百萬

噸；天然氣管道全長約 2,520 公里，年輸氣量 120 億立方米。油氣輸送管道採

                                                 
25〈俄輸陸原油 5 年後增 2 倍〉，《中時電子報》，2013 年 3 月 24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

 (檢索日期: 2015 年 5 月 23 日)。 
26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135。 
27
〈中俄確認東線管道每年對華供氣 380 億立方米〉，《北京新浪網》，2014 年 10 月 27 日，<http:/
/news.sins.com.tw/article/20130227/9050369.htm> (檢索日期:2014 年 11 月 16 日)。 

28〈中緬油氣管道料 5 月底貫通〉，《文匯報》，2013 年 1 月 21 日，<http://paper.wenweipo.com> 
(檢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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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和天然氣並行鋪設，兩條管道均起於緬甸皎漂市(實兌港)，經緬甸第二大

城曼德勒，向東北穿越緬甸全境，從雲南瑞麗市 58 號界碑入境，至貴州安順市

實施油氣管道分離，原油管道向東北鋪設至重慶；天然氣管道向東南鋪設至廣

西貴港。29以地理位置觀之，可免除海上運輸的風險；其包括石油管道和天然

氣管道，石油管道的起點位於緬甸西海岸的馬德島，設計能力為 2,200 萬噸／

年；天然氣管道起點在皎漂港，輸氣能力為 120 億立方米／年，穿過緬甸境

內，從雲南瑞麗進入中共雲南省，另在貴州安順進行油氣管道分離，分別通往

新疆、重慶、廣西等天然氣區域管道聯結，形成西南地區油氣管道網絡。30 

7、另鐵路石油進口通道主要有兩條： 

（1）一條是由俄羅斯的伊爾庫茨克至中共內蒙古的滿洲里。 

（2）另一條是從哈薩克的阿拉木圖到中共新疆的阿拉山口。 

 
圖 3-2：中緬油氣輸送管道圖 

資料來源：陳威霖，中共建立中緬挪氣輸送管道的意涵，國防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期，頁 25。 

                                                 
29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140-141。 
30同上註，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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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共石油進口陸上運輸通道管線問題: 

中共近年來能源外交的重點，很明顯是擺在降低對中東地區石油進口的依

賴上，亦即「分散」與「多元化」是中共能源外交的特點，積極在中東以外的

產油區擴展新的能源合作機會，並在原油進口的運送方式上，力求突破，尋求

其他可能的能源運輸通道。31 

中共所面臨的陸上受制於日本、韓國以及美國；而在陸上管線的問題探

討，目前在探討「安大線」與「安納線」地研究較多，導因是「泰納線」是在

2006 年才確定的。32但是在陸上石油管線的問題上，中共和俄羅斯以及中亞五

國的關係仍屬重要，此牽涉到東亞的國際戰略，原因在於日韓都是高依賴海上

運輸石油國家，陸上石油管線對降低運輸上的風險實屬重要，故在管線鋪設路

線上勢必有著各國戰略上的考量，藉以多方競爭下獲取對國家更實質效益。 

而大陸學者王亞棟在其博士論文「能源與國際政治」中提到，中共與俄羅

斯的石油管線合作，目前是泰舍特—納霍德卡(簡稱泰納線)，中俄的石油管線

歷經了 12 年的波折，其中曾三次改道(分別為安大線與安略線以及目前的泰納

線)；大陸學者劉曉紅在其「論中共與俄羅斯的石油合作「一文中指出，俄羅斯

因此三次改變石油管線路線的原因有以下： 

一、日本對俄羅斯發動金錢攻勢。日方對於建造安納線給予俄羅斯全額的

貸款，並且予以技術協助。 

二、美國贊成「安納線方案」。美國必須藉俄羅斯來減少 OPEC 對國際油

價的影響，此外，亦可增加俄羅斯在國際石油市場的影響力。 

三、韓國對「安納線方案表示支持」。韓國是世界第 6 大石油消費國，第 4

大石油進口國，國內沒有石油儲量，所需石油必須全部依賴進口。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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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頁 32。  
32
〈俄輸油管道敲定泰納線〉，《東方早報》，2005 年 1 月 2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j/20050102/10001266851.shtml>，(檢索日期: 2015 年 6 月 19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j/20050102/100012668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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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哈輸油管道影響俄羅斯政府決策。中哈石油管道進展引起了俄羅斯

推動決策。 

五、中共威脅論仍造成對俄羅斯一定的影響。 

    俄羅斯在經過許多因素的影響下，仍從原本的「安大線」(安加爾斯克

－大慶油田)轉變到「安納線」(安加爾斯克－納霍德卡)，最後定案為「泰納

線」(泰舍特—納霍德卡)。 

由以上可知，目前中共周邊情勢較冷戰期間更加嚴峻。 

 

 
 

圖 3-3：中共石油進口主要運輸通道示意圖 

資料來源：政大機構典藏 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3658/9/25303309.pdf。 

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70340
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7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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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共主要石油進口來源 

 

冷戰結束後，以往來自敵國或他國以軍事、政治和外交等面向，對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及人類生存構成影響的「傳統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威

脅因素，已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效應產生轉變，全球面臨非傳統安全（Non-

Traditional Security）的挑戰，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能源安全、

文化安全等威脅均大幅上升，其中能源是工業建設、經濟活動與國家發展不可或

缺的戰略資源，是國家發展環節中最重要的關鍵，而石油即將耗竭也是全球將面

臨的嚴重課題，近百年來因爭奪石油引發多次的區域衝突，並擴散成為全球的能

源危機，石油已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最直接戰略威脅。33 

1970 年代的能源危機使美國警覺石油的重要戰略地位，長期以來透過其國

際強權的地位，積極對全球主要的石油生產區採取戰略佈局；1970 年代後期起，

中共的改革獲得耀眼的成效，經濟的成長帶動能源的龐大需求，2013 年中共更

代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原油淨進口國。石油消費量不斷擴大，產量卻無大幅提升，

石油供給不足的缺口正逐步擴大，對進口原油的依賴成為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 

中共逐漸正視到石油將是關係未來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於是挾以經濟、外

交、政治等手段向中東、中亞、拉丁美洲乃至於非洲積極佈局展開油源開發觸角，

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國能源威脅論」之隱憂。34 

因此中共試圖以國有石油企業「走出去」到海外投資的能源外交政策，以達

成供應安全、油源多元化目標。中共石油運輸量不斷刷新記錄，對外依賴程度也

逐步提高，到 2012 年進口石油依存度達到 62.1%。35主要來源為中東、非洲、俄

                                                 
33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戰略大格局一新世紀中國的國際環境》，(北京:時事出版社，2

000 年)，頁 144-150。 
34〈陳錫蕃、謝志傳，中國威脅論面面觀〉，《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中心》，2012 年 8 月 31，<h

ttp://www.npf.org.tw/post/3/11248>(檢索日期: 2015 年 7 月 2 日)。 
35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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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和中南美洲等地區，如圖 3-4。 

 

圖 3-4:中共主要石油來源示意圖(2012 年)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 年能源統計報告 

 

中共石油進口來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海上運輸通道仍占主導地位，海上運輸

通道的安全關鍵在航線途中重要海峽的安全性高低。基於對海上能源運輸的憂慮，

除了採取措施保障現有航線的安全外，開闢新的運輸通道也是重要途徑之一。目

前路線布局與中東有關的是「中巴能源走廊」和「克拉地峽」的開鑿。「中巴」

線是從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瓜達爾港，至中共新疆的紅其拉甫山口之間，修建一條

石油管道;但上述的兩條運輸通道，還是需經過印度洋運輸。另從中共海軍護航

能力來看還是有安全上的弱點。36 

現階段中共在石油供應上仍就以中東為主，但海上和陸上運輸的比例已經隨

                                                 
36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67。 



70 

著中哈、中俄等石油運輸管線的開通，而有了改變。根據上述分析，假設中共的

主要石油供應國因戰爭、種族衝突、社會動盪、石油開採和生產設施遭受恐怖襲

擊等原因而出現供應不穩定，或者與其主要石油供應國之間關係惡化而導致這些

國家拒絕或減少向中共出口石油，那麼中共的石油進口將受到嚴重威脅。37 

2014 年，石油供應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美國繼續進行的頁岩氣革命。

美國石油產量的增加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大的增幅，也成為有史以來首次連續 3

年增產超過 100 萬桶/日的國家。美國取代沙烏地阿拉伯成為成為全球最大的產

油國，這在 20 年前是難以想像的。隨著美國取代俄羅斯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天

然氣生產國，美國近年的頁岩氣增長同樣令人震撼。惟石油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

燃料，占全球能源消費的 32.6%、天然氣占一次能源消費的 23.7%，而煤炭占全

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降至 30.0%。38 

由於中共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增長的重心逐步從能源密集型行業轉移，導致

能源消費需求增速跌至 1998 年以來的最低點。僅管如此，從全球範圍來看，中

共依然是能源需求增長最快的國家。且中共的新增一次能源消費連續第 14 年全

球領先。39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 2014 年所公布能源統計資料顯示，中共原油產量 208.1

百萬噸，而消費量 507.4 百萬噸，為僅次於美國的第 2 大消費國，其進口量 378.2

百萬噸主要來自於中東(42.8%)、非洲(17.4%)、俄羅斯(16.7%)及中南美洲(8.1%)

等區域占原油總額的 85%以上。40 

中共天然氣產量 1,171 億立方米，而消費量 1,614 億立方米，為僅次於美國、

俄羅斯、伊朗的第 4 大消費國。其天然氣陸路管線從土庫曼進口 244 億立方米，

而液化天然氣從各區域進口 245 億立方米。 

                                                 
37朱新民主編，《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戰略》，（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基金會，2005 年），

頁 110。 
38《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鑑》，(英國 BP 石油，2015 年 6 月)，頁 1-6。 
39同上註，頁 2-4。 
40同上註，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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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由俄羅斯地區進口: 

俄羅斯蘊藏豐富天然資源，其國界與中國大陸鄰接可運用陸路輸送方式向中

共輸出油氣能源。中共 2013 年從俄羅斯進口原油 63.3 百萬噸及液化天然氣 5 億

立方米。41 

俄羅斯作為世界能源大國，在國際能源領域具有獨特地位。它使俄羅斯在諸

多國際問題上擁有了更多的發言權，特別是在俄羅斯周邊及東北亞地區。同時，

地緣政治問題是各國的政治和經濟實力生存和發展空間的問題。能源地緣政治的

核心問題是各國掌控政治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能源資源的能力。世界各國競相發展

經濟，各國加強對能源的爭奪，世界能源價格上漲，世界能源市場格局的變動，

這些因素極大地提高了俄羅斯的能源國際影響力，促進了俄羅斯經濟增長的能源

化趨向。中俄近年來政治關系穩固發展，加之地理位置相鄰，資源互補，按理說

雙方的能源合作應卓有成效，但現實表明，雙方進展緩慢，結果不能讓人滿意。 

東北亞區域的能源資源分布很不均衡，一方面，俄羅斯作為世界能源大國在

遠東地區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蒙古能源資源也比較豐富；另一方面東北亞地區

經濟的迅猛發展使日韓等能源輸入國的能源需求量和進口量急劇增加，中共的能

源安全形勢也日益嚴峻。總體來說東北亞區域能源進口依存度高，能源引起的環

境保護問題日益突出。東北亞區域內各國必須依靠地緣優勢和日益緊密的經濟聯

系，通過協商和協議進行能源合作，以保障各國的能源安全和共同利益。目前，

東北亞地區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能源合作體系。這種局面給東北亞能源市場的穩定

帶來危險，並將極大地影響能源需求國的能源安全。因此，在東北亞地區開展能

源合作，各國之間建立一種協調機制，避免惡性競爭，確保國際能源市場的穩定

性，保證東北亞各國的能源安全，是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雖然目前東北亞區域

能源合作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進展較為緩慢，但合作前景非常廣闊，東北亞區域

                                                 
41《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鑑》，(英國 BP 石油，2015 年 6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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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合作可以在許多重點領域展開。在參與東北亞區域能源合作中，中共應該建

立一種整體的、相互協調的觀點，充分了解各國在合作中的各不相同的利益，尋

找各方利益共同點，化解矛盾沖突，處理好同東北亞各國的關係。  

貳、 由中東、非洲地區進口: 

依據英國石油公司所公布能源統計資料顯示，中共從中東進口原油 161.8 百

萬噸、非洲 65.9 百萬噸，兩區域原油占進口原油 60%，須經印度洋、麻六甲海

峽、南中國海進入中國大陸東部沿海港口。42麻六甲海峽攸關中共進口原油命脈

所繫，因此確保海上通道安全是中共石油安全利益的優先目標。 

中共主要原油多購自中東地區，尤其是自伊朗進口，但有賴於國際情勢的瞬

息萬變，中共不斷積極對外尋求穩定可靠的原油來源；中共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中

共必須至全球各地尋找穩定的能源供給，因此與美國、日本等國成為全球能源的

競逐者，43中共近年來能源外交的重點，很明顯是擺在降低對中東地區石油進口

的依賴上，亦即「分散」與「多元化」是中共能源外交的特點。積極在中東以外

的產油區擴展新的能源合作機會，並在原油進口的運送方式上，力求突破，尋求

其他可能的能源運輸通道。44 

在非洲地區方面，當進入 21 世紀後，非洲地區以其未開發潛力成為全球新

興產油區，尤以非洲幾內亞灣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及當地政治局勢比中東地區

相對穩定，已漸成為各國石油投資的熱門區域。因此，中共也將非洲地區視為中

共能源外交的主要地區之一，包括蘇丹、奈及利亞、加彭、阿爾及利亞、利比亞、

埃及、剛果、幾內亞、喀麥隆、安哥拉等國，其中又以安哥拉、蘇丹、剛果最為

重要。45 2008 年，吳邦國訪問非洲五國並與多國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以加

                                                 
42《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鑑》，(英國 BP 石油，2015 年 6 月)，頁 2-4。 
43徐遵慈，〈中國經濟崛起對全球之影響與啟示〉，《兩岸經貿月刊》，2006 年 5 月，頁 11。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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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頁 32。 
45田榮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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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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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中非雙方在能源、礦產、水電等領域的合作。46 

而「中非合作論壇」是中共和一些非洲國家為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促進共

同發展而舉行的定期對話論壇。中共以此平台交互推展經貿、外交、政治與軍事

活動,以深植在非洲國家的影響力，並藉由強化對非經濟援助與免除外債等方式，

換取非洲國家的信任與友誼,，確保天然資源的取得。47 

參、由亞洲地區進口: 

中共從東南亞地區國家進口原油 29.4 百萬噸、澳大利亞進口原油 6.8 百萬

噸、新加坡 6.5 百萬噸，占進口原油 l 1.3%，亦須經南中國海進入中國大陸東部

沿海三大煉油基地(廣東湛江、浙江寧波、河北秦皇島)。48 

在東南亞地區方面，在能源安全議題上，東南亞的重要性在於擺脫對麻六甲

航道的依賴。因此，中共提出了「印度洋航線」方案、包括「緬甸通道」與「克 

拉運河」等計畫，以擺脫「麻六甲困境」。49 

中共與東南亞之間有著深厚的地緣關係及無法切割的民族情感；但處於現今

經濟快速成長的時代，在能源需求量急速擴張的競爭中，尋求能源供應、保護能

源安全，已經是刻不容緩的手段，因此，利用各種外交方式及合作方案來達成此

目的，是中共目前所採取的積極作為，冀望在最安全、便利的狀態下獲取、保護

最大的能源需求及供應。 

東南亞的能源儲藏及供應量，並非是中共能源需求的重要核心地區，但是它

位處中共外圍，掌握麻六甲海峽的戰略要衝，以及豐富的天然氣存量，引發各國

                                                 
46莊百萬，〈曹衛洲談吳邦國非洲五國行:獲得四方面重要成果〉，《中國新聞社》，2008 年 11 月 15

日，<http://news.sina.cont/ch/chinanews/102-101-101-101/2008-11-15/01033426305.html>(檢索日

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47廖顯謨、洪銘德，〈中國對非洲軟權力外交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8 期，2012 年 4 月，

頁 135-140。 
48《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鑑》，(英國 BP 石油，2015 年 6 月)，頁 2-4。 
49Drew Thompson,Chinab Emerging Interests in Afric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for Aficaa

nd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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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區域的爭奪。再面對此一局勢，中共便加速推動以「和諧世界」為理念，發

展「與鄰為善、以鄰為伴」以及「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宗旨，進行能

源外交及戰略，以爭取能源需求量和鞏固區域內的能源運輸安全及穩定雙方的合

作關係。 

四、由拉美洲地區進口: 

從北美洲進口原油 10 百萬噸(美國 7.1 百萬噸、加拿大 1.6 百萬噸、墨西哥

1.3 百萬噸)及中南美洲 30.7 百萬噸，亦須經由海上運輸方式輸送至中國大陸東

部沿海地區。50 

在拉美地區方面，中共為了取得石油的供應，對拉美地區採取提供資金和開

發方案的角色，強化彼此關係，以確保更穩定能源和原物料的取得。51 2004 年

在委內瑞拉總統查維玆(Hugo Chavez)訪中期間，簽署了能源合作協議，中共被允

許在委內瑞拉十五個地區開採石油。52 

2008 年胡錦濤出席 APEC 會議並訪問古巴、哥斯大黎加與秘魯等國時，中

共提出了「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其中提到中共將在相關領域的

雙邊合作機制框架內擴大和深化與拉美國家在能源領域的互利合作。53 

五、由中亞地區進口: 

油氣輸送通道由中哈原油管道(年輸油量 10 百萬噸)和中亞天然氣管道(年輸

氣量 300 億立方米)組成，油氣能源來自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

俄羅斯及裏海的油氣能源亦可經此通道輸往中國大陸。54 

                                                 
50《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鑑》，(英國 BP 石油，2015 年 6 月)，頁 2-4。 
51鄧中堅，〈當前中國對拉丁美洲的石油能源戰略與外交〉，《中國大陸對非西方世界石油能源戰

略與外交學術研究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2007 年 5 月，頁 8。 
52Juan Forero，"China's Oil Diplomacy in Latin America," The New York Kmes,March 1，200

5。 
53鈕東昊，〈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http://big5.china.cn/p

olicy/txU2008-11/05/content_16712479.htm〉(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54《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鑑》，(英國 BP 石油，2015 年 6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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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亞油氣進口對中共能源權益的重要性 

 

中共因經濟快速成長，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不斷攀升，制約其經濟與綜合

國力的發展，並對國家安全形成威脅。面臨石油安全困境，中共全球能源領域

中積極拓展油源，緊鄰的中亞地區石油蘊藏豐富，成為中國強化能源合作關

係，以維護來源穩定的首要選擇。55 

中共無論是從中東或從非洲進口原油，在採行海洋運輸時，囿於重要通道

波斯灣、麻六甲海峽等均受制於他國情形下，如何避免受到運輸安全威脅，以

利獲取充足的能源供應已成為中共國家發展上極為嚴肅的課題。惟其致力維護

能源運輸安全與日增的經貿利益，而企圖進入麻六甲海峽、印度洋、以及太平

洋等海域時，恐將引起週邊各國的不安。56 

中共目前建構的石油安全體系，是以國內的石油化學產業的改革為基礎，

以石油化學產業為工具，建構取得油源的石油外交體系，同時積極分散油源。

由中共所規劃的中南半島輸油路線，中巴、中孟輸油路線，以及已經開始建設

的中俄、中哈輸油路線都是以分散石油運輸路線為目標。運輸路線的規劃就是

以地緣政治為出發點考量，透過與周邊國的關係建構石油運輸。 

全球天然氣資源豐富，可滿足未來 100 年的需求，其中非常規天然氣資源

將在本世紀后半葉成為天然氣供應的重要來源。但天然氣資源分布極不均衡，

未來供應潛力主要來自中東、北非和前蘇聯地區。世界天然氣需求將持續增

長，其中發展中國家和資源國天然氣消費將快速增長，進一步改變世界天然氣

消費格局。發電在世界天然氣消費利用中占有重要地位。長期看，歐洲和亞太

兩大市場間的氣價聯動性將增強，氣價保持穩步上升態勢。中短期內，歐洲和

                                                 
55麥克.克雷爾(Michael T.Klare)，《石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臺北：財信出

版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頁 195。 
56張運成，〈能源安全與海上通道〉，楊明傑主編，《海上通道安全與國際合作（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5 年）》，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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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氣價與油價掛鉤的定價機制不會改變，但天然氣價格與油價背離的趨

勢將加劇。 

位於歐亞大陸中心的中亞國家，在蘇聯解體後重新回到世界政治舞台，因

所處的敏感地理位置及擁有豐富能源優勢，地緣戰略的重要性格外突顯。中亞

國家目前尚處於重大轉型期，油氣資源為其對外發展及穩定內部的有利憑藉，

該區域各國莫不積極運用天賦條件，期在大國競逐及全球化衝擊中，有效獲取

國家利益。57 

而短期內，除了中東外，非洲、俄羅斯、中亞和南美都是重要的石油供應

地域。所以中共參與中亞地區石油開發對中共及中亞各國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

涵。對中亞國家來說，中共是向東開往世界市場的必經之路符合其多元化能源

出口管道的需要。對中共來說，中亞地區石油氣的開發，是維護中共石油安全

的必要措施，具有重要的意義: 58 

一、可以彌補中共石油缺口。 

二、從石油安全供應及多元化來源方面考量，中亞石油理應列為中共的首

選目標，而裏海地區石油是目前唯一不需遠洋海運就可確保的石油供應來源。 

三、因中亞地區為連接中東和俄羅斯的重要通道，參與中亞石油開發，可

於中東、中亞、俄國諸能源地區管道連接以後，即可經由新疆獲取穩定且長期

的能源供應。 

四、有利於「東穩西進」中「西進」戰略的實現，從而實現全國石油供需

均衡發展。 

五、有利於保護中共能源資產，中共石油儲產量能否增長，重點在於西部

油田。然而其開採西部成本大、難度高，為了確保中共能源長期安全，在西部

地區增加儲量而不增加產量下，使之成為中共的能源後備基地，比現在大規模

                                                 
57麥克.克雷爾(Michael T.Klare)，《石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臺北：財信出

版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頁 191。 
58張運成，〈能源安全與海上通道〉，楊明傑主編，《海上通道安全與國際合作（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5 年）》，頁 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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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更具有戰略價值。 

六、此外，「中東－中亞－俄羅斯」油氣供應帶具有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地

緣優勢，也是距離中共最近、唯一同中共陸路相連的油氣區。中東與中亞及俄

羅斯板塊通過歐亞陸橋伊朗緊密相連，而中共同中亞與俄羅斯接壤。中東地區

還能延伸到非洲地區，隔紅海、阿拉伯海同東非相望，並通過蘇伊士運河與北

非相連。建立橫跨歐亞，貫穿「中東－中亞－俄羅斯」的陸上油氣通道是中共

確保能源供應安全並化解、擺脫「麻六甲」困境的最佳選擇。59 

 

 
 

圖 3-5:裏海地區油氣資源數據表示意圖(2010 年) 

資料來源：2010 年，美國能源部能源資訊署(EIA) 

                                                 
59孫力、吳宏偉等著，《中亞國家發展報告(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

5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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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能源問題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最引人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能源問題的

核心是解決能源供求穩定和安全問題，如何保障一個國家的能源安全是今後長

時期內各國能源外交工作的重點。在全球化過程中，各國的能源安全問題仍將

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體系，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脫離其他國家和地區的

能源安全而保証自身的安全，加強雙邊和多邊的能源對話與合作將是開展能源

外交的重要議題。60俄羅斯是世界能源大國，它的能源戰略對未來國際能源安

全和中俄能源合作將具有重要影響。 

然而，儘管中共積極推動分散油源、油路的石油安全戰略，卻也牽涉到各

強國在各地區的利益問題，以及各地區內部的政治、經濟、族群、宗教等問

題。例如中東內部有以阿衝突、反美等問題，非洲的新興油源國、中亞各國內

部都有因為宗教、政治導致的問題，而美、俄、日、印等大國與中國也在各地

有所利益衝突，即使中共與俄羅斯有合作關係，卻也在中亞地區有利益競爭的

關係。所以不僅中共與各強國之間有合作也有競爭外，也必須面對各個地區內

部的各種問題。61 

2008 年 8 月 8 日中共成立了國家能源部，石油能源戰略愈趨積極靈活，在

確立了戰略指導、戰術規劃及戰術執行機構之後，隨即召開了首屆全國能源工

作會議，顯示中共能源管理體制改革邁出了第一步。而中共能源外交政策所進

行的「走出去」戰略，已對各世界國形成相當顯著的壓迫。中共正加快石油能

源戰略的各項作為，藉由合作開發原油，使其得以掌握原油資源之控制權。62

主要能源消費國石油安全戰略將不斷完善其能源戰略準備，積極尋求降低海外

                                                 
60麥克.克雷爾(Michael T.Klare)，《石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臺北：財信出

版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頁 10-11。 
61許惟順，《中共海軍之南海軍事戰略研究》，（臺北:淡江大學，2012 年 6 月)，頁 1-2。 
62覃明貴等編，《外國元首的外交謀略》，（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年），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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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依賴的策略，例如美國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務是減少對國外能源的依賴，並

制訂了將對中東石油依賴降低 75%的具體目標。日本新能源戰略提出，在 2030

年之前，將日本企業在海外自主開採的石油產量從現在占進口量的 5%提高到

40%以上。63歐盟則積極尋求加強與阿爾及利亞等周邊能源供應國的戰略合作，

來推動能源來源多元化，降低對俄能源的依賴。64 

各國展開能源的爭奪，增加石油戰略儲備，將使國際油價持續高漲，儲油

成本提高，也大幅增加中共購油成本，並進一步影響相關產業之利潤。國際能

源爭奪不利中共供應安全，也已嚴重壓縮海外投資與爭取油氣田的空間與機

會。65 

中共的石油安全形勢主要有:石油供需矛盾突出、進口來源過於集中、運輸

線路單一、國際政治環境惡劣和石油儲備不足。預期中共將通過以下對策來保

障石油供應安全:擴大同其他石油進口國合作，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中東穩

定；加大與石油出口國合作的深度和廣度，發展鞏固與產油國的良好關係；協

調消費國在油出口國的油田投資以及應對石油供應意外中斷等突發事件方面的

行動；擴大石油戰略儲備規模；節約石油消費；加大本土石油勘探力度；參與

海外石油資源勘探開發獲取原油；實現石油進口運輸路線多元化等。 

 

 

 

                                                 
63麥克.克雷爾(Michael T.Klare)，《石油的政治經濟學:高油價時代的新世界版圖》，（臺北：財信出

版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頁 52。 
64
唐風，《新能源戰爭》（臺北：大地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4 月），頁 150。 

65王奕升，《中國能源安全問題分析》，（高雄: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政治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頁 8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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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共與中亞能源的合作與所面臨的挑戰 

 

本章主要針對中共與中亞能源的合作與所面臨的挑戰實施探討。中共的能

源安全仍受到許多外來的因素影響，以往中共能源安全目標是以自給自足。為

了在全球能源戰略的困境下掌握戰略優勢，能源需求與戰略目標開始轉變；新

疆成為中共能源管道的樞紐，任何動盪牽動著全國能源的輸入的穩定性；另外

國內能源需求結構約調整成效也影響能源戰略的成敗。第一節是「中亞油氣進

口對中共能源權益的重要性」。第二節是「地緣戰略下的中共與中亞地區之關

係」。第三節是「中共在中亞石油及天然氣舞台上的影響力」。第四節為「小

結」。 

本章從「地緣戰略」的觀點，分析中共及中亞的地緣政治及石油安全形

勢，並探討中共在該地區能源外交內涵、佈局與實踐，以及所面臨的機遇與挑

戰等議題。綜觀之，中共對中亞的石油整體戰略佈局，係以外交為後盾，國營

石油企業為主軸，上海合作組織為平台，雙邊及多邊型式並進，藉由地緣優勢

建構中亞和諧地區，並透過籌建中共陸路油氣供應路徑，朝向來源多元化，以

避免海上運油風險及分散石油供給集中之制約。另以中亞諸國為謀求現實的戰

略利益，採行門戶開放及多邊平衡外交策略，使得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各主要

大國力量進入。中共為維護油源穩定安全，積極踐行「走出去」與「多元化」

之戰略，其與各大國在中亞的能源競逐仍將持續，同時影響區域及全球政經局

勢。66 

隨著中共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中共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共對以石油和天

然氣為主的能源需求不斷增加，從 1993 年中共成為能源凈進口國以來，中共的

石油與天然氣的進口量快速增加，對國際市場依賴逐漸加深。以石油和天然氣

為主的能源問題已經成為與中共的經濟、政治、社會、軍事、對外等事務密切

                                                 
66唐風，《新能源戰爭》，（臺北：大地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4 月），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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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重大問題，能源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中共總體安全戰略中的關鍵問題。在

中共的對外能源合作中，以俄羅斯、哈薩克、伊朗等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或觀

察員國正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上海合作組織是 2001 年中共參與主導建立

起來的地區合作組織，對於中共與各個成員國相互之間進行諸多領域的地區合

作，維護中共周邊地區的穩定有著重要的意義。在上海合作組織中，既有著俄

羅斯、哈薩克、伊朗這樣的能源出口大國，也有著中共和印度這樣的能源進口

大國，因此，隨著國際能源局勢的風雲變幻，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的能源合作

問題已逐漸成為學術界和各國政府關注的問題。67目前，中共與俄羅斯、哈薩

克以及伊朗等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能源合作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展現

出了非常廣闊的合作前景。68本文也將從這種背景下嘗試對中共在上海合作組

織框架下與其他成員國進行能源合作的基礎分析及研究。 

另外新疆地區的石油天然氣是最具優勢的能源類資源，累積探明地質儲量

居中共全國第 2 位，以石油資源為依托的新疆石油產業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

廣闊的發展前景。經過 50 多年發展，石油產業已成為新疆的主導產業之一。研

究新疆石油產業的發展對國家的能源安全戰略、擴大與中亞、南亞的能源合

作、保持邊疆穩定和民族團結以及新疆經濟持續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質

意義和理論價值。 

 

第一節 新疆維穩的戰略地位與能源安全 

 

能源是人類生存、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隨著中共經濟快

速發展、城鎮化速度加快，能源短缺問題日益嚴重，能源安全問題凸顯。69 

                                                 
67孫力、吳宏偉，《中亞國家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9 月），頁 258-26

3。 
68唐風，《新能源戰爭》，（臺北：大地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4 月），頁 164-168。 
69鄧中堅、邱稔壤主編，《探索中國大陸石油戰略與外交:合作、競爭與衝突》，（台北：五南圖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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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地區在油氣資源的地緣政治版局中是世界的心臟地帶，無論是現代不同

時期的國際政治形勢還是古代的絲綢之路，誰控制了這一地區就能在全球石油戰

略中佔據主動地位，故新疆作為地緣政治和石油地緣政治的樞紐，其在中共地緣

戰略中強大地緣政治和功能的重要位置從未改變 70。 

從世界各地石油蘊藏量數據，可以清楚看到，中共新疆旁邊的中亞地區，擁

有豐厚的石油氣資源。中亞裏海地區（包含伊朗及俄國靠近裏海的區域）估計石

油蘊藏 323 億桶之間。71所以中亞裏海地區已探明的，就至少相當於中共之石油

蘊藏量(183 至 237 億桶)。如果能有效開發中亞地區的石油資源，並且將中共西

部的油管延伸到中亞產油地區，將會對石油情勢帶來完全不同的面貌。 

 

表 4-1:中亞國家石油原油產量統計表(千桶／每日) 

     年份 

國別 
2010 2011 2011 2012 2013 

俄羅斯 10146.26 10228.52 10410.1 10594.8 10763.7 

哈薩克 1610.458 1640.21 1368.4 1605.9 1658.3 

亞塞拜然 1040.919 989.2821 993.2 931.9 880.6 

土庫曼 202.3769 223.4254 222.9 244.1 259.4 

烏茲別克 105.495 104.9087 102.8 102.6 94.8 

塔吉克 0.21986 0.21986 0.2 0.2 0.2 

 

資料來源：

http://www.eia.gov/cfapps/ipdbproject/iedindex3.cfm?tid=5&pid=53&aid=1&cid=r4,&syid=2009&eyi
d=2013&unit=TBPD 

                                                 
70王志明著，《開放視域下的中國地緣環境新態勢》，（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頁 208。在

地緣戰略的觀點上，中亞可謂是中國西部周邊的戰略延伸，且地處歐亞大陸的腹地，同時與

俄羅斯、中國、波斯灣、印度次大陸、歐洲等五個地區接壤，堪稱是歐亞地緣戰略上的「樞紐」

地區。 
71楊承翰，《冷戰後中亞安全戰略環境的變遷輿限制》，（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3 年），頁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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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疆石油及天然氣資源豐富，與哈薩克的中哈石油管道業已開通，這等

於打通了中共和中亞裏海地區各國的進口原油的通道，使新疆作為中共石油資源

戰略接替區的戰略地位更加明顯。72 

中共西部地區，特別是新疆在參與和推動與中亞的各領域合作中具有得天獨

厚的優勢，因此在國家和地區發展戰略中充分發揮這一優勢；主要表現為對哈、

烏和吉三國的研究較多，這一格局特徵與中共邊疆地區和中亞的地域特徵、貿易

和文化背景有關。73 

然而當前中共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社會矛盾不斷增加，在 2009 年中

共統治下的新疆，發生較大規模死傷的烏魯木齊 7˙5 事件後至今，迄今仍是處

於動盪不安狀況。74其主要原因為中共對當地少數民族宗教信仰上的限制與相關

民族優惠政策，導致漢族及維族間矛盾日益的擴大。少數伊斯蘭教的激進份子與

中共政府間的衝突範圍也不再侷限發生於新疆當地，使維護新疆地區社會穩定的

任務更加艱鉅。 

中亞地區是全球地緣政治形勢頗為複雜、戰略位置非常獨特的地區之一，能

源蘊藏豐富，位居歐亞大陸中心 75。而因為經濟成長提供了有力的資源來使中共

更進一步的延伸它的經濟勢力進入中亞這個與大量能源相關的區域，因此其對新

疆境內分離份子的態度（新疆境內有 42﹪維吾爾族人），自然是中共關切所在。

新疆少數民族及未停息的宗教不安問題，是北京與中亞最可能的潛在引爆點。近

年因疆獨活動日熾，且與宗教極端組織和國際恐怖掛勾，中共即積極強化與中亞

各國關係，盼透過政治手段，防堵來自中亞境外分裂勢力之奧援，以紓緩西境之

安全威脅。76 

                                                 
72孫力、吳宏偉等著，《中亞國家發展報告(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

61。 
73張雪妮、呂光輝、趙曉英、馬玉、朱修逸、郭振潔，〈1990-2012 年國內有關中亞研究的文獻計

量分析〉，《乾旱區地理》，第 37 卷第 4 期，2014 年 7 月），頁 857。 
74張琪閔，〈中共對應新疆暴力恐怖攻擊事件作為探討〉，《陸軍學術雙月刊》，第 538 期，2014

年 12 月），頁 85。 
75同上註，頁 254。 
76瑪莎.布瑞爾.奧卡特著(Martha Brill Olcott)，李維建譯，《中亞的第二次機會》，（北京：時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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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地緣政治關係持續發展的同時必須看到，中亞地區不僅是穆斯林聚居區，

又是多種文明的交匯碰撞區域，民族和宗教問題錯綜複雜。中亞五國獨立後，伊

斯蘭宗教極端勢力抬頭並與國際恐怖勢力相勾結，對中共西部省區安全構成威脅。

此外，西方大國控制的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還力圖利用民族和宗教矛盾挑起衝突，

發動「顏色革命」。為此，中共必須在上合組織框架下，聯合俄羅斯及中亞五國，

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介入進行分裂和顛覆活動，共同打擊恐怖勢力和跨國犯罪，確

保這一地區的和平穩定。 

「三股勢力」為源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中亞一些國家的宗教極端勢力、

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他們以宗教極端面目出現，以「民族獨立(分裂)」

為目的，進行有組織的恐怖分裂活動。近年來，一小撮「東突」、「疆獨」和「藏

獨」勢力在國外反動勢力的支持下，接連在新疆、西藏、雲南等邊境省區製造了

一系列暴力恐怖犯罪事件，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 

為此中共需堅決打擊「三股勢力」以確保中共西部邊疆地區的長治久安，依

據 2001 年 6 月上合組織簽署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

要求，一方面與相關國家政府聯合行動，剷除「三股勢力」的基地，堅決鎮壓一

切暴力恐怖犯罪活動；另一方面，更加強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宣傳教育，提高

廣大人民群眾體認，讓「三股勢力」無處藏身，成為眾矢之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中強調，「民

族團結是發展進步的基石」，「新疆的問題，最難最長遠的還是民族團結問題」。77

中共認為新疆的問題重點還是民族分裂勢力問題，必須把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

維持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為當前工作的重點，以促進團結民族、遏制極端宗教思

想蔓延等並強化國際反恐合作，堅持依法穩疆、團結治疆、持續建疆，建設和諧

團結、樂業安居的新疆。 

                                                 
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68-69。 

77〈習近平：新疆最難還是民族團結〉，《中時電子報》，2015 年 5 月 3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503003469-260409〉(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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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緣戰略下的中共與中亞地區之關係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3 年 10 月在研究中共未來 10 年週邊國家外交

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關係看，週邊對中共

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共週邊外交戰略目標，就是要服從和服務於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中共改革發展穩定爭取良好的外部條件」78 

中亞獨特而重要的地緣政治經濟價值使其日益成為各大國和地區力量博弈

的焦點。作為中共重要的周邊區域，中亞是中共西部安全的屏障，直接關係到國

家的戰略利益；中亞局勢對中共西北的安全和穩定，特別是對緊鄰的新疆地區的

穩定至關重要。79 

中共國土面積 960 萬平方公里，周邊陸上與中共接壤的國家有 14 個，陸地

邊界線(含界河、界湖)總長 2.2 萬多公里；有 6 個國家與中共隔海相望，海岸線 

總長 3.2 萬公里(其中大陸海岸線 1.8 萬公里，島嶼海岸線 1.4 萬公里)，海洋專屬

經濟區和大陸棚面積約 300 萬平方公里。在世界大國中，除俄羅斯外，中共是周

邊鄰國最多的國家，加上這些國家歷史變遷、民族宗教、社會制度和發展水準差

別較大，因此，中共國面臨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環境也錯綜複雜，對國家安全 

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80 

而地緣經濟成為中共地緣戰略的重點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共經濟

同世界經濟體系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和相互制約的程度越來越高，2012 年

中共對外貿易依存度達 47%；重要能礦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石油 

57.8%、鐵礦石 58.7%、銅 71.4%、鋁土礦 61.5%、鉛礦 44%、鋅礦 31%、鎳礦 

                                                 
78〈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周邊環境，推動我
國發展更多惠及周邊國家〉，《人民日報》，2013 年 10 月 26 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
/html/2013-10/26/nw.D110000renmrb_20131026_2-0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79封永平、姚志鵬，〈中亞地緣政治經濟博弈與中國的戰略選擇〉，《上海商學院學報》第 6 期，2
009 年 10 月），頁 39-42。 

80毛漢英，〈中國周邊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格局和對策〉，《地理科學進展》，第 33 卷第 3 期，201
4 年 3 月），頁 289。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10/26/nw.D110000renmrb_20131026_2-01.htm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10/26/nw.D110000renmrb_20131026_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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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81。從地緣政治角度考量，中共主要戰略資源進口來源過於集中(如原油進

口量的 3/4 來自中東、非洲，鐵礦石進口量的 65%來自澳大利亞和巴西的 3 家公

司)，品種結構和運輸方式單一(如進口原油的 87.7%依靠海運)，不利於國家安全。

今後，隨著中共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一些重要的戰略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將提高

(如石油的對外依存度 2020 年和 2030 年將分別達 72%和 81%)。因此，通過發展

良好的地緣經濟關係，確保戰略資源的安全供應是中共地緣戰略的重中之重。82 

中共西部邊界分別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三國接壤，邊界線總長約 3

千公里。此外，還包括與中共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方面有著緊密聯繫的烏茲別克

和土庫曼兩國。中亞地區作為連接亞歐兩洲東西、南北的陸上交通樞紐，戰略地

位十分重要。1904 年，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將其稱為「歷史的地理樞紐」，並指

出，「誰能控制中亞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能控制歐亞大陸就能控制全世界」。83

同時，中亞五國還擁有豐富的能源礦產資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氣探明儲量分別達

到 41.1 億噸及 27.8 萬億立方米。此外，煤、鐵、銅、鉛、鋅、鎳、金及鈾等礦

藏和水力資源蘊藏量也居世界前列。 

中亞五國自 1991 年底脫離蘇聯後，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同中共解決了邊

界問題。2001 年以來，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下與中共建立起了睦鄰友好的地

緣政治關係，2011 年又上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良好的地緣政治關係推動了經

貿合作的快速發展，尤以能源合作成效顯著。同時，中共與中亞五國在經貿、交

通基礎設施、農業、科技、教育等方面也開展了全方位的合作。 

總體來看，中共與中亞五國保持著持續穩定的地緣政治關係，特別是 2013 

年 9 月習近平總書記成功訪問中亞三國，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

加強政治、經貿、人文、科技、安全及國際事務六大領域合作，必將有力地推進

這一地區地緣經濟的持續發展，從目前的能源合作為主進一步向交通基礎設施、

                                                 
8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2013 中國礦產資源報告》，(北京:地質出版社，2013 年)。 
82毛漢英，〈中國周邊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格局和對策〉，《地理科學進展》，第 33 卷第 3 期，201

4 年 3 月），頁 293。 
83哈·麥金德，林而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20。 



87 

製造業、金融、服務業、農業等領域拓展。預期 2020 年中共與中亞五國的貿易

額將達到 1500 億美元。 

「中東－中亞－俄羅斯」是世界常規油氣最富集地區，原油儲量占世界總量

55%、天然氣儲量占世界總量 74%，2011 年該地區原油產量占世界總量 49%，天

然氣產量占世界總量 39%，油氣出口量占世界 80.3%。據 IEA 預測「中東－中亞

－俄羅斯」增長幅度最大，2020 年該地區油氣產量增量將占全球油氣總增量的

32.1%，2030 年占全球總增量的 57.2%，2035 年更是高達 70.6%。84 

而如能興建由中東經中亞至中共的石油管道，等於建立起中共西部－中亞－

中東的陸上石油運輸管道，如此中共就成為泛亞地區石油生產國與消費國的中繼

地帶，把現有的和將來的石油供應國（中東、中亞、俄羅斯）和亞洲主要石油消

費國（中共、日本、韓國）聯接起來，這樣位於中段的中共，就能擁有石油戰略

樞紐的作用。因此，爭取經營建設中亞地區石油通道，就成為中共目前重要能源

戰略。85 

而目前新疆是中共第三大產油區，其產量達全國總產量的 12.7%。預計到

2016 年新疆的石油產量將達到 9000 萬噸/年，再加上中亞地區的進口石油，新疆

將取代大慶而成為中共最重要的能源基地。86 

新疆石油天然氣資源豐富，發展前景廣闊，具有獨特的地緣優勢，直接與石 

油資源豐富的哈薩克、俄羅斯接壤，與哈國的石油管道也已營運，這等於打通了

從哈薩克和中亞裡海地區其他國家進口原油的通道，新疆作為中共石油資源戰略

接替區的戰略地位更加明朗，從國家的戰略安全考慮，新疆作為原油產地，地處

中國大陸內陸地區，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因此，利用新疆特有的資源優勢和地緣

                                                 
84British Petroleum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4, pp.7. <http://ww

w.bp.com/content/ 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4/BP-statistical-review-of-w
orld-energy-2014-full-report.pdf (檢索日期：2015 年 06 月 12 日）。 

85孫力、吳宏偉主編，《中亞國家發展報告(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9 月），

頁 206-216。 
86中國產業地圖編委會、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編，《中國能源產業地圖 2010-2011》，（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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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促進石油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實現資源戰略接替，可確保中

共能源安全的重大戰略。 

中共黨中央、國務院在上世紀 90 年代就作出「穩定東部、發展西部」的全

國石油天然氣戰略決策，為確保原油年產量逐年增長，僅依靠東部大慶、勝利，

遼河等油田是難以實現的。確定將石油天然氣發展的戰略重點西移，勘探開發主

要轉向陸上資源量豐富而探明程度較低的西部地區。新疆三大盆地的資源量為 

209.22 億噸，占中共陸上石油資源量的 27%；天然氣資源量為 10.85 萬億立方

米，占陸上天然氣資源量的 28%，把新疆建設成為石油天然氣發展的戰略接替區 

和後備基地，對確保中共石油天然氣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87 

 

第三節  中共在中亞石油及天然氣舞台上的影響力 

 

技術進步和油價持續成長，以中共和印度為首的新興經濟體能源消費迅速增

長，對世界地緣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共積極優化佈局，構建「以中東-中亞-

俄羅斯帶為中心，以非洲、美洲為側翼」的油氣供應格局。 

依據國際能源署(IEA)報告，拜頁岩油增產所賜，美國2014年可超過沙烏地

阿拉伯和俄羅斯成為全球最大產油國；未來數年產油量還會持續增加。值得注意

的是美國雖是產油最大國，但石油消耗量也全球最大，2013年平均日耗1890萬桶；

所以換言之，產油自用不足，平均每日須進口890萬桶。88 

隨著世界油氣格局的改變，全球油氣市場主導權可能向「消費」端逐漸傾斜，

中共作為全球增長潛力最大的油氣消費體，對油氣市場的話語權將有所增強。在

此新格局下中共與「中東－俄羅斯－中亞」各國油氣供給帶以及非洲地區的利益

                                                 
87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頁 206。 
88梁碩而，〈中共石油安全之挑戰與展望〉，《第 15 屆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研討會（桃園：

國防大學，2014 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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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更加緊密地捆綁在一起，而中美間的戰略博弈會有很大程度是圍繞在能源上。

中共維護海外油氣供應利益，確保能源供應安全將是一項重大的系統工程，需要

制定明確的戰略方向。89 

在依據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西方代表性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理論進行重點

介紹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共周邊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歷史和現狀特點，闡述

了中共周邊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態勢。 

陸上石油管道通道安全性是用通道經過國家的數量來衡量，由於中哈管道全

線都是在本土，不經過其他國家，因此主要從通道途經地區自然地理環境和地緣

政治關係方面分析中共石油進口陸上管道安全態勢與中亞之關係。 

壹、 通道途經地區自然地理環境 

陸上運輸通道途經地區自然地理環境與海上運輸通道相比更為複雜。中哈石

油管道90%左右在哈薩克境內，以平原、盆地為主，管道建設、維護條件相對較

好，但在中共境內的一段，以高山地形為主，建設成本高，維修保護相對較難。 

貳、 通道途經地區地緣政治關係: 

哈薩克長期與中共保持良好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3年9月7日，中共主席

習近平訪問哈薩克，兩國就中哈石油管道提出了擴建的共識。總體上看來，兩國

關係保持著平穩、友好的發展趨勢。因此，從通道途經地區地緣政治關係考慮，

哈薩克及中亞各國都與中共都是戰略夥伴關係，安全性都比較高。 

鑒於此，中共在利用中亞石油時，可能試行 “ 一進一出”戰略 。“ 一進”是

指進口中亞石油和油品，以緩解中共石油供求緊張的矛盾。雖然2000年又掀油價

旋風， 但“ 供應充分、價格低穩” 仍將是21世紀國際石油市場的基本態勢，中

共進口中亞石油是可行的，可採取直接購買或易貨貿易的方式，根據需要逐年調

整或加大進口量。與此同時中共還可進口一些中亞天然氣。天然氣作為21世紀的 

寵兒，預計到2020年在世界的一次能源構成中將由目前的20 %上升到30 %左右， 

                                                 
89陸俊元，《中亞地緣政治新格局及其對中國的戰略影響》，（世界地理研究），2011 年 2 月第 20

期，頁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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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次於石油居第2位。並且，利用天然氣也符合環保原則。在開發利用中亞石油

時，把重點對象放在遭美遏制的伊朗身上。不僅可利用他有急於擴大石油銷路動

因和地處中東、中亞的雙重身份，還可利用伊、美的矛盾，抗衡美對中共的壓力，

保證中亞石油供應。在具體操作時應積極支援並參與伊朗、哈、土等推出的修建

一條從裏海經伊朗北部到波斯灣的管道設想。如果這條南向線路得以實現， 中

共與哈、土兩國的管道建設得以最終完成的話，則中亞將與中東石油相連中共不

僅能獲得中亞石油，還可獲得中東石油。“ 一出”是指對中亞石油投資，積極參

與中亞石油生產和經營活動，並以此為契機，充分利用中亞石油實現中共石油工

業“ 跨國經營”的宏偉構想為發展外向型石油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目前中共中

亞經濟不景氣期待著國際資本的參與，這為中共參與石油投資提供了機遇。中共

還可利用與哈薩克開發哈烏津的時機，鞏固中共在哈的橋頭堡地位，並縱深發展

積極參與石油投資競爭，盡可能利用一切機會擴大戰果。 

再者， “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 ，中共應從戰略的高度繼續保持和加強

與中亞國家的友好關係，這是獲得中亞石油的前提條件。目前“ 上海五國”定期

峰會以及中共與中亞國家邊界問題的解決對推動雙邊關係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鑒於俄中在中亞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俄在中亞石油競爭中的被動局面，中共應主 

動出擊合縱連橫，聯俄共同參與中亞石油競爭。當然隨著中亞石油的開發，中共

也應靈活調整內外政策。“ 發展才是硬道理” 當今世界各國的競爭，歸根到底是

綜合國力的競爭。“ 弱國無外交” ，未來中共能否獲得穩定的中亞石油供應中共

保障石油安全，關鍵是要增強中共的綜合國力，提高中共參與中亞事務的能力。 

中共對中亞及中共間石油安全問題應積極開拓進取，探索出具有中共特色的

模式來。90 

 

                                                 
90楊中強，〈中亞石油與 21 世紀的中國石油安全〉，《國際論壇》，第 3 卷 1 期，2011 年 2 月，頁

34-39。 



91 

第四節  小結 

 

能源的廣泛深入的使用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特徵，能源的大量使用促進人類文

明的發展，也使人類的生存面臨嚴峻的形勢，能源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

展的重要問題，在經歷多次能源危機的衝擊之後，世界主要國家都把能源安全戰

略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能源安全是整個國家安全體系中極其重要

組成部分，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體現在保護經濟發展的速度穩定性和

發展的可持續性上，而能源安全是經濟安全的重要保證。91  

能源安全主要是指在合理的價格基礎上，可獲得的能源的數量和質量以及結

構上能夠保障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生產和使用能源造成的危害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內。基於上述中共周邊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現狀及未來的發展態勢分析，根據

新時期中共周邊外交戰略的基本方針，即：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

安邦、富邦的理念，同時在涉及國家安全和領土主權等核心利益方面又必須堅持

原則。據此，西進：在維護和發展同西部周邊國家良好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合

作的基礎上，共同打擊「三股勢力」，並通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擴大同中

亞五國、俄羅斯、西亞、東歐及歐盟的經貿合作與科技文化交流等，促進地緣經

濟的大發展，為中共營造良好的西部地緣環境。92 

本章以分析中共能源外交政策中對中亞地區的發展，探討中共如何形成側重

能源供應面的石油戰略，何以藉由國有石油企業海外投資做為政策工具，而發展

出來的能源外交政策。如何推動中亞地區能源外交政策以保證石油供應安全？中

共對中亞地區能源外交活動究竟取得什麼樣的成果？又將面臨多大的挑戰？本

文認為中共對中亞地區能源外交活動以國家安全為主軸，以政府力量扶持三大石

油企業外投資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是代表國家力量的擴張，儼然成為國際能源體

                                                 
91王國梁，〈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地緣戰略構想〉，《世界地理研究》，2003 年 12 月，頁 99-105。 
92忠岐、黃仁偉，〈中國的地緣政治與安全戰略〉，《社會科學》，2011 年 10 月，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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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安全的因素，導致無法確保石油供應安全。未來中共能源安全策略雖仍以國

家安全、經濟民族主義為基調，但可預見中共將更加積極參與國際能源貿易活動

與國際能源組織，建構具有中共特色的能源外交政策。 

地緣經濟是地緣政治的延伸。中共需加快發展地緣經濟，包括擴大經貿規模

和提升發展層次: 

    壹、是有利於改善和提高與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關係，這對確保國家安全、

並為中共和平崛起創造良好外部環境是極為重要的。 

    貳、是有利於推動資源、資本、技術和商品的跨國乃至跨區域自由流動和優

化配置，以此促進中共和周邊國家的經濟持續發展。 

    參、是周邊廣大發展中國家可以得益於中共的發展，中共也從周邊國家共同

發展中獲得裨益和助力。93 

 

                                                 
93杜德斌、馬亞華，〈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戰略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12 年 1 月第 21 期，

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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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科技進步並沒有改變人類對傳統能源的依賴而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時代，

人類社會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能源安全問題，中共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也是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隨著其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對於工商發展的需要與人

民對於物質生活的需求，其石油消費增長是必然之趨勢，而且中共此已進入到

一個關鍵的發展時期，即所謂的戰略機遇期，其也正處於工業化的中後期發展

階段，經濟發展的各種基礎設施也均已大幅改善，為了確保經濟發展能更上一

層樓，中共勢必抓住戰略機遇的發展，面對石油安全困境的加劇，如果處理不

當，就有可能喪失發展機遇，導致經濟成長的徘徊不前，由於經濟成長與能源

需求有著強大的依賴關係，對於中共來說，能源供應是否穩定，攸關其經濟發

展的命脈與戰略機遇期的掌握，更將成為影響其能否真正崛起的關鍵問題。 

能源等重要戰略資源的安全供應，直接影響中共國家安全和現代化進程，

因而也是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進口的戰略資源不僅種類多而且

數量巨大。重要戰略資源的進口來源、品種結構、運輸方式和路線直接關係到

國家的安全大局，為此，必須通過實施多元化進口戰略，提高重要戰略資源供

應的安全保障程度。以能源為例，其進口多元化戰略主要區分為: 

一、能源進口地區或國家多元化: 

應逐步減少對中東和非洲石油的過度依賴，增加地緣政治關係較好的俄羅

斯及中亞三國的油氣進口量，使其在全國油、氣進口量中占比從 2015 年的 28%

提升到 2020 年的 40%。 

二、能源進口品種結構多元化: 

應逐步提高天然氣以及 LNG(液化天然氣)、LPG(液化石油氣)等清潔能源進

口量所占的比重，使其在全國油氣資源進口品種結構中占比從 2015 年的 20%提

高到 2020 年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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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輸方式多元化: 

為減少對海運的依賴，必須加快發展相對安全的管道、鐵路等陸上運輸方

式，使其在全國油氣資源進口運輸方式的占比從 2015 年的 18%~20%提高到

2020 年的 30%~35%。並須為保障未來戰時海上航道的安全暢通，應及早規劃

在泰國南部馬來半島的克拉地峽修建連接印度洋與南海的第二通道克拉運河(長

約 48 公里)，不僅可減輕對麻六甲海峽的過度依賴，還可縮短航程 3~4 天。 

而中共近 10 年來已深刻體會石油能源本身對經濟、社會、民生、國防、一

般建設等重要性，特別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揭示的「中國夢」，既有富國強

兵的精神層面，也有具體經濟成長的實際層面，期建構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94 

 

壹、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中共在石油運輸戰略上仍就以中東為主，但海上和陸上運輸的

比例已經隨著中哈、中俄以及中巴等石油運輸管線的開通，開始有了轉變。另

外，在擴張運輸船隊和海軍護船的執行上也有所突破，並透過能源外交和新能

源安全戰略的雙管齊下，來達成能源運輸穩定和供應正常的目標，進而使整體

中共國家安全能夠得到保障，讓未來中國大陸在規劃與執行石油能源運輸安全

戰略上能夠更加順利。 

一、強化陸路石油的重要性 

麻六甲海峽仍然扮演著中共海上原油運輸的生命線，卻給中共能源安全帶來

潛在的威脅，以 2014 年為例，中共約有 60%的原油需石油是從中東(42.8%)及非

洲(17.4%)經過麻六甲海峽這個狹窄(僅有 2.4 公里)的戰略咽喉通道進口，95而南

                                                 
94黃雅琴，〈習近平的中國夢〉，《新新聞周刊》，2013 年 12 月 4 日，〈http://www.new7.com.tw/Ne

wsView.aspx?t=TOP&i=TXT20131204143118MTP〉(檢索日期: 2015 年 6 月 16 日)。 
95British Petroleum (BP),"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June,2015,p.18.http://www.bp.c

om/content/ 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4/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
nergy-2014-full-report.pdf(檢索日期: 2015 年 6 月)。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TOP&i=TXT20131204143118MTP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TOP&i=TXT20131204143118MTP
http://www.bp.com/content/%20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4/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4-full-report.pd%C2%A3
http://www.bp.com/content/%20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4/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4-full-report.pd%C2%A3
http://www.bp.com/content/%20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4/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4-full-report.pd%C2%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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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地區一向不太平靜，東南亞國家眾多、形勢複雜，而中共原油進口方式仍

以海上運輸為主，依賴麻六甲海峽安全隱患堪虞，但中亞油氣管道追成後，原油

的運輸路程將可減少 1,200 公里，將有效舒緩麻六甲海峽的運輸壓力，單從繞開

麻六甲海峽來說，實現中共「原油進口多地區、進口方式多元化，具有多重意義。 

中共石油進口運輸的海運線特長，其海運風險大。而隨著全球能源供給與運

輸風險上升，「中共-中亞」以及俄羅斯陸路油氣管線凸顯其戰略性。據此，如何

改變「麻六甲困局」。中共可能發揮地緣政治優勢，拓展陸路管道，積極推進周

邊資源豐富的國家與中共之間的油氣運輸管道建設減少海上運輸的依賴。96 

二、地緣戰略的視角 

中共在本世紀中期成為經濟大國，確保能源安全為關鍵因素。而中亞地區蘊

藏豐富的能源，同時與中共西部相鄰，可降低對中東地區能源的依賴，避免海路

運輸風險。因此，中亞能源在中共能源安全具有其重大的意義，基於地緣戰略及

自身經濟發展需求，中亞地區已成為中共發展周邊能源合作的典範，為打造與「中

亞-俄羅斯」能源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由於中共生產的石油氣無法滿足內部的

需求，因此「一路一帶」的策略出現，一方面是積極的取得海外油田勘探開發的

股權，以獲得應該按股權分配的石油。另在「引進來」的策略下，中共與能源供

應國建立了策略聯盟關係，使石油汽能源輸出國以中共為中心，向外拓展石油出

口；而中共則可以得到可靠的石油供應，創造雙贏。 

而新疆作為中共「向西開放」的前沿，可充分發揮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

設的灘頭堡的功能。掌握中亞地區對能源安全上具有重大意義。而最好的方式為： 

一、透過「上海合作組織」掌控中亞能源：由於中亞產油國位居內陸，缺乏

出海口，中共為中亞能源提供其經由新疆進入中共的出口市場。 

二、建構中亞「和諧地區」，以鞏固油源：與中亞產油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

共同執行反恐怖活動，讓中亞成為長期、穩定的能源來源。 

                                                 
96楊承翰，《冷戰後中亞安全戰略環境的變遷輿限制》，（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3 年），頁 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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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國營石油公司，爭取能源開發與經營權：中共三大國營石油公司，

透過聯合開發、油管鋪設及併購股權的方式，積極爭取中亞的油氣開採與經營權，

建立其新疆的石化工業基地。 

四、開闢中亞、中俄管道的意義在於：新疆地區已都有石油冶煉加工和輸送

的基礎設施，石油入境後可以較為便捷地加工運輸。另中亞和俄羅斯的石油雖無

法替代中東在其能源的地位，但在非和平狀態下，有其重要的戰略意義。97而這

兩條石油氣管道不需經過第 3 國，不用鐵路與油輪運輸，不僅安全係數相對較

高，且受西方國家影響的可能性較小。 

三、新疆與中亞的能源觀點 

新疆與中亞各國的能源合作既存在機遇，也存在挑戰。隨著“十一五”規劃

的實施，構建新疆與中亞能源戰略通道，對中共的能源安全具有其重要的戰略意

義。以新疆與中亞能源通道建設作為對中亞外交與經濟合作的戰略重點，建設安

全、便捷的能源陸上通道，進一步確保能源多元化戰略順利實施。 

因此，開闢一條完全避開海運的石油進口通道，即「中東—中亞能源大陸橋」

可以是另個好的選擇。尤其是利用已建成的「中共—中亞油氣管」，直通裏海地

區獲取豐富的石油資源。以中亞油氣管道的土庫曼為起點，建設穿過伊朗、伊拉

克、敘利亞、沙國等國的石油管道，將海灣附近的中東主要產油國連接。98若「中

東—中亞能源大陸橋」實現，其來自中東的石油可以從陸上管道直接運輸到中共，

大陸橋的建成會對中共未來石油來源地格局產生一定影響，中東地區因為其運輸

的便利和安全將會繼續加大對中共輸油，而中亞地區有可能取代非洲地區而成為

中共第 2 大石油進口地區。 

 

 

                                                 
97孫力、吳宏偉等著，《中亞國家發展報告(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60。 
98同上註，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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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的撰寫受到諸多限制因素，以至於僅能對於中共能源安全的現況與因應

措施作粗淺的探討，雖然本文的目的亦即是瞭解新疆地區對中共能源政策的狀態

與重要性，但是能源政策因素所牽涉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政治、經濟、環保、

外交甚至軍事等，要全盤的將其影響因素一一分析檢視，除了過程繁複，資料的

蒐集亦是其中的限制，這亦是本文所希望但未能達成之處，本文的寫作儘量朝向

預期的目的進行，礙於初次寫作，對於方法以及材料的運用難免失當，以致於在

過程中雖力求客觀、正確，然亦有不少缺失，茲將本文在撰寫過程中的缺失加以

檢視，提出檢討，並希望未來在寫作時能針對這些部分加以補強。 

首先是中共能源安全情勢，隨著其經濟的發展與國際環境的改變而持續變化，

這是一個動態的研究，必須長期觀察與蒐集資料才能對於其動態的變化進行分析

探討，本文礙於蒐集資料之限制，僅能以現有的材料及短期的觀察做為基礎，對

於必須長期進行資料蒐集與觀察的研究來說，顯的過於簡單，同時，在一個研究

中駐點研究是一項重要的項目，駐點研究可以親身觀察與體驗研究對象的實際狀

況與情勢演變，而這亦是本文研究的另一項限制因素，對於觀察的內容也將因此

而失去臨場的經驗分析。 

其次，本研究將的重點放在現階段中共的石油安全政策與外交政策這個面向

上， 然而石油及天然氣只是許多能源物質的其中一項，對於同樣與石油具有相

同價值的能源， 如煤、頁岩油、太陽能、電力等都是作為國家能源的重要物質，

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和國家安全的問題，必不亞於石油的重要性，尤其中共是世

界第一大煤礦生產國與消費國，對於煤的利用亦關乎其他能源在中共消費市場的

消長，對於未來研究中共能源安全的議題時，煤、頁岩油、太陽能、電力等亦是

可以運用的題材之一。 

最後另外建議可將重點圍繞五大問題來研判中共能源發展趨勢，值得關注和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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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岩氣革命下一步將怎樣發展？對全球油氣市場、油氣行業運行將帶來

怎樣的影響？ 

二、對國際石油公司的研究重點是內部成本控制問題。 

三、俄羅斯天然氣工業正在發生一些新的變化，其進一步發展及其出口將對

全球油氣市場帶來怎樣的影響？ 

四、在交通運輸領域，石油的壟斷地位是否會被電力和天然氣取代？ 

五、中東的不穩定局勢將向何處發展？ 

以上相關的檢討，可以對於未來撰寫中共能源安全相關題題目時，進行再度

檢視及分析補強，對於未來的研究者來說亦可以成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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