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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面對油價節節標升，2005年每桶原油甚至已突破66美金天價（到

2006年1月初原油每桶仍以60美元做收），雖嗣後有所回穩，但油源

的儲藏有限，未來想必更加困窘。油價攀升的結果，原物料也跟著水

漲船高，連帶使石油進口國國防、經濟皆受巨大影響。近年來竄起中

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穩步爬升，相對的對於能源之需求亦發孔急，雖中

國大陸天然資源豐富僅次於前蘇聯、美國，但因科技落後、不重研發，

使能源使用效率上並未發揮較高標準，且雖地大物博，但人口也眾多，

所以實際上以人口計算，每人所分得的資源來看，其實中國是最為貧

瘠的國家。 

然自 1993 年以來中國成為石油進口國，石油淨進口量從 1996 年

的1348.5萬噸增加到2003年的8299噸。且在未來十年將隨著中國經

濟發展大幅增加，原油需求也會從4％左右的速度增加，但同期的中國

原油成長速度卻只有2％，照此比例下若無開發新能源，原油的供需缺

口會更加擴大，進而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到2020年石油消費量最少會

到4.5億頓，能源對外依存也將近60％，逼近目前美國的58％水準。

（崔大滬，2004：63）若無改善下，中國未來依靠國及能源的狀況會

越來越嚴重，石油安全與能源問題將會是中國目前及未來要面臨的重

大課題。 

資源貧瘠的日本對能源危機感受更加強烈，日本的國土是從海底

隆起的火山列島，所以構成石油的所需微生物不適合在此堆積，在石

油方面，卻幾乎要依賴國外的進口。所以經濟大國的日本，在資源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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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上卻是阮囊羞赦，日本能對人稱道僅有能利用豐富的雨量去進行水

力開發。也因為如此，日本因為地形關係，島國日本的精神是不只擅

用自身的優點，也大力的突破自己的缺點，所以不產石油的日本，在

過往1970年代『石油危機』下早就有了『脫石油、能源多樣化』的想

法出現，政府決策早就向開發新能源邁進，並找尋廉價的能源來源，

因此石油在其能源結構上並不若中國佔的高。相對於中國，日本的能

原利用率極高，甚至在政策的指導下，對於石油的利用與儲藏，是以

官民一體達成的目標來邁進。在資源利用上，中國如同初生之犢還在

摸索試驗，日本卻早已經驗豐富、游刃有餘。 

日本一向以東亞強權自居，但自泡沫經濟後元氣大傷，又較與西

方國家接近（有學者稱此為脫亞入歐或脫亞入美），日本力圖掙脫泥

淖，在東亞影響已遠不如前。再者中國自20世紀初實施市場經濟以來，

經濟成長率逐年攀生迄今仍維持有 9%的成長率，中國在經濟的發達及

龐大市場利益無形中產生一股『磁吸效應』。吸引世界各國前來投資，

對於世界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日本對於中國的發展影響在太平洋勢

力可能的重新分配，開始警戒『中國威脅』的可能性。加上意識型態、

及東海領土、主權爭議，讓兩國關係更顯舉步維艱。日本石油則完全

依賴進口，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也開始攀升，尋求新能源的出路，幾

乎是中國與日本的重要國家戰略，兩國在東海能源爭奪的白熱化，就

成為無可避免的結果。 

在東海油田事件上，雖早在70年代聯合國能源署宣布東海海底可 

能儲藏著大量的油氣資源。但因當時的國際情勢與基於現實環境，中

國、日本在客觀、主觀環境上都還不夠成熟去開發油田或者與對方起

衝突。但在近年因為中國經濟發達後，開始了解能源戰略及儲備的重

要性，而把尋油列為重要國家目標，才開始重視到自家門前一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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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再向外拓展油源的同時，也赫然發現中國的手悄悄的伸進東

海。牽涉到戰略與主權的劃界問題及龐大的能源利益的東海油氣田，

才在2004年5月因平松茂雄的相關文章及日本媒體的競相報導的引起

日本重視後，中日東海油田之爭才正式搬上台面。 

日本對東海的態度，一直都採行『將爭議坐大』的作法，讓中國

不能不去面對日本，與其溝通。日相小泉純一郎雖曾說過東海為合作

之海非對立之海，但在東海油氣田命名事件及核准境內石油公司開採

東海油氣，一連串的舉動仍嗅出日本蓄勢待發的煙硝味。而中國亦然，

逕行開採春曉油田及軍艦巡防等等，中國方面對於東海油氣田的基

調，基本原則是『除了主權，其餘可談』的態度。中日之間雖關係冷

淡，但在兼顧自身的利益及國家的發展，兩國的態勢看起來雖不會輕

啟戰端，但仍不能免除擦槍走火的可能性。 

大衝突沒有、兩國的小齲齷仍不斷，日本的靖國神社事件、右傾

教科書事件，讓中國感受到日本對往日的罪行不感歉意的態度，並質

疑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2005年 2月 19日本與美國的 2＋2部長

級會談，將台灣也列入戰略目標的範圍中，更讓中國驚怒不已。在東

海爭議上，及日本在 2005 年 4 月 13 日甚至批准民間石油開採東海油

氣、2005年 12月 22日日外相麻生太郎再提『中國威脅論』等等，及

中國在 2005年 9月派遣軍艦巡邏東海，及嗣後在東海投產，都讓中日

在東海油氣事件上多了煙硝味，少了合作的氣氛。中國與日本一海之

隔，卻有著複雜難解的心結，日本與中國的不斷摩擦，更將兩國關係

降到冰點。 

日本與中國都屬亞洲大國，但最近關係緊張，雖然不會立刻引發危 

機，但是若放任爭議延燒，使兩國擦槍走火，將危及東北亞安全與美

國國家利益、甚至連東南亞國家也無法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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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事件上，由於東海和黃海大陸棚所儲藏的石油，外界粗估高

達77億噸，很可能成為繼中亞裏海之後的全球第三大石油產區，日本

積極主張對東海海域的權益，以及韓國探勘黃海大陸棚的能源，必將

升高與中國大陸搶奪海域資源的緊張和衝突。 

作為石油消費大國之中國、日本，面對石油短缺及本身能源匱乏，

無不極力思索解脫之道來鞏固自身地位及國內經濟發展，對於東海油

氣田之發現，兩國之重視程度如同沙漠見甘泉，再加上兩國難解之歷

史淵源，及美、台等變數加入。中日要如何取得雙贏或著全拿，兩國

元首莫不步步為營，謹慎拿捏。本文之研究動機在於從東海油氣田之

爭議來探討兩國對於能源戰略之態度並進一步延伸討論中日的能源政

策及概況、能源戰略的成因、兩國近年關係變化的成因，藉此了解兩

國對於東海事件的可能的處理態度，再聚焦到東海油田爭議事件上，

預期未來事件的走向。 

中日東海油田爭議牽涉到戰略安全的劃界問題及龐大的能源利

益，還有不少的民眾期許、輿論壓力，更有不能輸的大國心態。因為

面對的是，既是重要貿易伙伴也是冤家情結難解的強大鄰國。這一收

一放之間，如何不失裡子也保全面子，對於中日兩國執政者都是為難

的課題。而本文的研究動機即是探討兩國在現實主義與民族精神的基

調下，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及面對未來的事件發展，來做一深入的了

解。 

 

貳、研究目的 

從2005年初迄今2006年初國際原油價格飛漲，這意味著低油價 

時代已經結束，從而為爭奪石油而引發的國際衝突也將隨之展開。高

油價不會是短暫性的，自今年夏季以來，國際原油市場受到供需緊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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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油國家政情不穩，石油供應突告中斷等因素的影響，迫使油價節節

高漲，其中全球石油需求強勁和石油生產無法再擴充更是主要原因。

石油短缺導致原物料上漲將使各國經濟將亮起紅燈，為了國家安全，

戰略石油儲備制也必須勢在必行。 

    在2005年中國大陸的石油與石油產品需求量約有1/3仰賴進口，

國內石油淨進口量為1.5億公噸，較去年淨進口量稍微增加。從2003

年中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費國開始，每天石油需求

量為 556 萬桶。預估 2025 年前中國將每天消費 1280 萬桶石油，其中

940萬桶依賴進口，因過去4年來全球石油需求成長量之40%係來自中

國，因此中國之石油需求量為國際油價上漲之重大因素。
1
 

對於東海油氣之爭，兩國目前透露的訊息仍希望以協商來處理爭 

端。故本文之研究目的在以1.現實主義來評估日本與中國對於政策選

擇與發展。2.再以經濟學上之子賽局完全均衡來探討此國際爭端，並

預測其可能走向及影響。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壹、研究方法 

本文將以文獻蒐集法及內容分析法來做研究方法。因所研究之事

件（東海油田爭議）尚在發展之中，故資料蒐集上，時事新聞將佔有

相當的比重。在學說理論部分，本文是以現實主義、賽局理論來做為

研究工具。本文的資料來源分為，期刊、論文、政府文獻、報章雜誌、

書籍。擷取資料的方式為網路取得或至圖書館找尋。 

                                                 
1李明峻，（2004），＜原油供不應求，美中日搶破頭＞，《新台灣新聞週刊》，448期，【線上資料】，

來源：新台灣新聞週刊網站，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448&bulletinid=20037，【20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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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文獻蒐集法蒐集有關本論文題目之時事報導、相關文章，

分析中日兩國的能源現狀及政策來探討東海油田對中日兩國的價值與

意義。針對東海油田事件的來龍去脈與爭議點進行研究，去思考中日

東海爭議的背景因素及兩國決策者策略的思維模式、互動的影響。並

在東海油田爭議中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做一番理性的探討。 

再以內容分析法將近年來所發生中日東海事件爭議，分析兩國所

使用的政策利弊得失及後果及可能採取的解決爭議方案做一評估，並

佐以國際法及中國處理相關爭議的例子（例如：南海爭議事件）及兩

國的領導人國際政治思維，並用賽局模擬後續狀況及可能的影響。將

兩國化為兩個理性參與者，將其行為以賽局樹方式呈現。而之所以使

用賽局理論與現實主義來作分析的理論基礎，因為國際關係極端複

雜，但也因此更要用理性的態度去處理問題，賽局理論將人性的自利、

及面對團體的妥協都考慮進去。而國與國關係也符合這項假設，國際

社會中，也相當處在一個無政府的狀態下，國家如同一個自利的個人。

國家之間常常會某種利益而必須面臨談判與戰爭，有時會了達到雙贏

而必須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在本文將以簡單賽局放大到國際關係的

層次上，來分析政府決策者的作為。一場賽局裡，最重要的是『理解

我方的態度』，在賽局的思考裡，可能會做出對敵方有利的事，但前提

是對己方更有利。賽局理論的是追求『理性的有心人士』。洞燭機先重

要前提是『對方也會合理的思考、對方也會洞燭機先』。 

最後，推演出東海爭議解決的『最適策略』後，再思考如何達成

或如何穩固，並找出適宜的方法去解決油氣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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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研究流程 

 

 

 

 

 

 

 

 

 

 

 

 

  

 

 

 

     

 

 

 

 

    

 

 

 

 

圖1-1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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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流程首先以蒐集有關東海油氣田事件、中日兩國關係、

能源政策及概況、賽局理論、現實主義與安全困境等文獻資料或時事

新聞。其次賽局理論的介紹、現實主義與安全困境等文獻研究。接下

來探討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沿革及各自的能源政策回顧、能源問題等

作為本研究的背景知識。再來探討有關東海世間爭議的始末、及兩國

的態度與策略，然後運用賽局樹來推算出兩國的『最適策略』，並評估

兩國的可能採取的策略方案，來預測後續的發展及影響。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壹、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本文因所研究時間為2004年5月27日日本教授平松茂雄在報上 

發表一連串有關東海油田事件，引發日本輿論及政府重視以來迄今

2006年1月初論文截稿為止，為本文研究之時間範圍。本文研究空間

以東海和黃海所儲藏的石油為研究範圍，並以中國日本兩國在此事件

之爭議為本文主軸。本文所研究乃以中日東海爭議為核心，但受限於

本論文撰寫期間該事件仍在發展之中，僅能就已發生之事件，用理性

預期方式預測兩國政策走向及後續影響。 

本文因所研究的東海油田事件仍在進行之中，僅能亦步亦趨跟隨時 

事發展作盡可能完善的整理。在資料蒐集上是以中、日文資料、國外

能源組織及政府機構的能源統計數據為主，佐以蒐羅新聞、時事、期

刊，並輔以過往兩國外交政策、領導人思維及能源概況對於能源政策

的沿革等。因本文所研究以中日兩國為主，但受限於地域，所以僅能

由第三地台灣來做資料蒐集，難免有所疏漏，本人將盡己所能，盡力

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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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問題 

本文所著重的便欲結合經濟學上之賽局理論來剖析石油爭議之政

治事件，探討其中之國際關係，並以理性預期推論兩國可能採取之行

動進而導衍出可能之影響及評估。本文欲研究之問題主要如下： 

一、 中日在能源政策的思維及策略 

二、中日對東海油田事件所採取的背景因素與行動方案。 

三、中日對東海油田事件所採取的解決方案與後續影響。 

參、研究假設 

本文將假設中日兩國為理性預期者，皆為自利者，但也必須考量 

國際現實、及情勢變化，來調整策略及作法。務求，使自己損害最低。

並為求推理其行為模式，在第五章中將簡單化約成參賽者、追求目標、

可能採取的策略、背叛因素、合作誘因等，以賽局樹呈現。期能找出

兩國最有可能採取之策略及後續的影響。 

 

第四節 名詞解釋、章節安排 

壹、名詞解釋 

一、石油(Gasoline)：是數千萬年前的動植物遺骸埋在地下，經由

細菌的作用逐漸分解，氧、氮等元素逐漸消失，產生碳和氫結

合成的碳氫化合物，再經由高溫、高壓的作用，因複雜的化學

變化形成了黏稠的石油。在石油形成時常伴隨產生天然氣。
2
 

二、天然氣(Natural gas)：天然氣是一種碳氫化合物，具可燃性，

多是在礦區開採原油時伴隨而出，過去因無法越洋運送，所以

只能供當地使用，如果有剩餘只好燃燒廢氣，十分可惜。
3
 

                                                 
2＜石油教室：油的故事＞，參見中國石油公司首頁，http://www.cpc.com.tw/classroom/source.htm。
【2005/10/12】 
3 ＜石油教室：認識天然氣＞，參見中國石油公司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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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棚（Continental Shelf）：又稱大陸架，指自海岸低潮水位

向外延伸，而水深不及 200公尺的海床。1958年大陸礁層公約，

依據該項公約來決定大陸棚的界限，在方法上應注重下列各

點：一、以與海岸平行的一定寬度定之，二、以海水二百公尺

的深度定之，且必須與海岸相連接，不能有深水海溝之隔斷。

三、以地理學之概念定之，如位置、使用情形，及民情風俗等。

四、以開發技術之可能性定之，；即擁有大陸棚之國家政府，

須具有開發已發現資源之技能。 

四、等距離中間線：依據1958年的『大陸礁公約』第六條規定：『相

鄰或相向國家大陸礁層的疆界應由兩國之間議定予以決定，在

無協定的情形下，除根據特殊情形下另定界線外，疆界應適用

等距離線。』此乃為等距離中間線。 

五、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為了抑制人為溫室氣體的排

放，防制氣候變遷，聯合國於1992年地球高峰會舉辦之時，

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為溫室氣

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

宣示。為落實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工作，1997年12月於日本京

都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具有

約束效力的京都議定書，以規範工業國家未來之溫室氣體減量

責任。
4
 

六、中國「十一五」計畫(Ten Fifteen Program)：也就是中國第十

個『五年計畫』中是以市場經濟為計畫基礎、逐漸傾向於中度

                                                                                                                                               
http://www.cpc.com.tw/classroom/source.htm。【2005/10/12】 
4郭博堯，（2001），＜背景分析—京都議定書的爭議與妥協＞，《國政研究報告》，永續（研）090-024
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0/SD-R-090-024.htm，【200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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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經濟成長速度預期為7％左右）2001至2005年是大陸「十

五」計畫實施的年份。十五計畫是由三個不同層次的計畫所組

成：一是由全國人大審議批准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

五年計畫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二是在《綱要》之下，編

制少數主要由政府組織落實的重點專項規劃，以保障「十五」《綱

要》的順利實施；三是行業規劃和地區規劃，主要由各部門、

各地區，根據《綱要》和重點專項規劃精神編制與審定。
6
 

 

貳、章節安排 

本論文的第一章為緒論。在緒論中，主要說明研究本文之動機與

目的，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對本文如何進行的研究流程做一介紹。以

及對研究範圍的界定，並說明研究限制及不足之處。最後並提出所要

研究的問題及假設為何。 

第二章主要說明本文所使用的學說及理論，包含賽局理論及現實

主義、危機邊緣政策與安全困境。在這一節中，將簡單介紹賽局理論

的種類及容。而本文將在第五章時，將以賽局樹呈現在東海油田爭議

的例子。所以在第二章中會以囚徒困境賽局及懦夫賽局為主要發展內

容。在第二節中，並探討現實主義內容、與危機邊緣政策、安全困境

的表現等的學說。 

第三章中主要內容是探討中國與日本兩國能源策略之回顧，及中

日兩國正常化以來關係的起落。第一節主要說明中國能源政策的沿

革、能源問題、中國的能源組織及未來能源政策走向。第二節探討日

本能源問題、及能源政策等。第三節探討自1972年後中日關係正常化，

兩國政治及經濟關係的回顧。 

                                                 
6 傅豐誠，（2002），＜大陸十五計畫管窺＞，《大陸台商簡訊》，第 112期，【線上資料】，來源：工
業總會服務網，http://www.cnfi.org.tw/cnfi/ml0204-1.htm【20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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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主要說明中日在東海油氣開發之策略。第一節是對東海

油田事件發生迄今大事之回顧。第二節論述中國在東海油田事件的主

張及基本立場和所持策略。第三節是討論日本在東海油田事件的思維

及出招策略、看法等。第四節論述中國日本在東海爭議上，所採取的

行動，是否形成安全困境，作一分析。 

第五章中主要以實證分析東海爭議的策略走向、方案評估、影響

與預測。在第一節中，以內外環境與政經發展對東海爭議事件處理影

響來做背景因素的探討。第二節中，研究東海油田爭議中日兩國可能

尋求的方案及評估，並比較其優劣。第三節將以賽局理論分析東海油

田爭議，分析兩國選擇的策略及可能性。先以子賽局完全均衡及反推

法，推論最有可能的結果。首先將以『反推法』推出東海爭議的『子

賽局完全均衡』中的兩國『最適策略』。並且以有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

解釋為何中日東海油田的經過三輪磋商仍無結果。最後用無限重複囚

徒困境來說明未來中日兩國採取合作策略如何鞏固。 

第六章為本文之結論，綜合以上章節，對中日兩國東海油氣田事

件做出結果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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