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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影響中國與日本在東海油氣爭議策略的背景因素 

 

    迄今為止有關東海油田爭議，中日關於東海事件磋商從2004年10

月、2005年5月到最近2005年9月30日已經進行了三輪，但始終沒

有任何較為實質的進展。本節就要以中日兩國國內外政治、經濟情勢

的因素交互影響來分析，影響中國與日本在東海油田爭議中所提出的

策略之原因及背景因素，以預測可能的時事方向。 

    圖5-1表示目前東海油田事件從2004年發生爭議後迄今，中日兩

國所使用的策略發展，在2004年5月日本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國在東海

探勘的舉動後，日本政府向中國表達異議並提出中間線原則，指出其

可能吸走屬於日本的能源後，從搶油爭議升高到主權劃界的問題。中

國不接受日本的『中間線原則』後，一方面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

發』，另一方面提出『大陸棚延伸』來企圖對抗日本的『中間線原則』。

在主權爭議擴大的同時，日本的說法也是要讓中國在春曉油氣田的開

採給予外界在其合法、合理性上的疑問。雖然升高談判籌碼，引起國

際視聽，但相對而言，因主權問題也非短時間能解決，故中國逕行於

九月開始在較無爭議的偏於中國領土一方開始於東海量產，同時也加

強派遣艦隊巡邏。日本為免權力受損，故在第三輪東海磋商提出願意

同意與中國『共同開發』但同時要求中國給予日本海洋調查數據。中

國目前的表態是願意考慮合作，但認為在兩國目前還是非在合作的關

係下，對於日本提供海洋調查數據，中國給予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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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協議A 

要求中間線  中國      

      日本   不同意,修正  同意  協議B 

      不要求            日本  

                        不同意,修正 同意 協議C 

                                   中國 

                                    不同意 

 

 

 

 

 

談
判
結
果 

國內外環境因素 

政治經濟因素 

圖5-1內外環境及政經影響中日東海油田爭議策略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制繪 

 說明：1.中：表示中國 

 2.日：表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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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影響中國在東海油氣爭議的背景因素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大幅開放，不斷的塑造自己給外

界的觀感是『和平崛起』的經濟大國，也逐漸淡去周邊鄰國對其共產

黨的專制、野蠻、不進步的印象。而中國的崛起與其高經濟成長率及

日本在東南亞的外交失利也讓日本國內開始警覺了雁行秩序的被打亂

及東南亞地位的失衡。中國的日益壯盛挾帶失衡的狀態使日本國內對

華主張強硬的派系逐漸抬頭，可從2005年10月底麻生太郎與安倍晉

三上任看出端倪。 

表5-1影響中國在東海油氣爭議策略的背景因素 

影響中國在東海油氣爭議策略的背景因素 

影響因素 內環境 外環境 

政治 1.缺乏戰略石油儲備。 

2.民間反日情節高漲。 

3.解放軍沒把握對抗自衛

隊。 

4.輿論要求政府強硬。 

5.能源政策列入重要方針。

1.依賴石油進口，後果可能

被產油國制肘。 

2.美國與日本同盟。 

3.台灣問題。 

4.釣魚台主權歸屬。 

5.欲樹立『和平崛起』的良

好形象。 

6.關乎中國珍珠鏈路線 

經濟 1.未來可能面臨缺油狀況 

2.各行各業的成長，需要能

源幅度大增  

3.中國進口油已佔40％。必

須仰賴自助，避免依賴他國。

1.國內經濟收受國外油價波

動，造成劇烈影響。 

2.兩國經濟關係產生裂痕。

3.日本為中國第三貿易大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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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一、政治方面： 

（一）國內因素: 

  目前中國已成為石油進口國，對能源的要求日益殷切，對石油

產國的依賴使中國警覺嚴重性，尋油與節能成為政府施政的重要方

針，並開始了啟動戰略石油儲備機制的想法，而東海油田儲量豐富，

自然也成為政府的選項。且因近來日本政府的一些作為引起中國國

內因民族主義的高漲，人民排日情緒濃烈，對政府期待其對日強硬

的呼聲也四起。但這幾年中國經濟成長驚人，世界各國逐漸有『中

國威脅論』等論調出現。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也急欲以『和平

崛起』的形象展現世人，所以在解決國際紛爭時，傾向較為保守及

穩健的作法，希望揮別過去壓迫人權、落後、缺乏文明的形象。 

  （二）國外因素： 

      而東海油氣田爭議，爭的有兩個，油源與劃界。而劃界就會關

係到釣魚台列島的歸屬。而釣魚台劃給誰，便與劃界的畫法有著很

深的連動關係。因早年鄧小平時代強調『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

基調，對於當初日本主張釣魚台的主權問題，中國模糊表態，造成

如今釣魚台列島的主權爭議問題。東海爭議同時牽動釣魚台的劃界

問題，這也是兩國爭執的重點。 

台灣問題也是中國之所以對日本有所顧慮的因素之一。因為一

旦中日開打或翻臉，或許會激化日本向台灣靠攏。而日本的盟友美

國在中日交惡之時，有很大的機率出手協防，保衛其在太平洋的地

位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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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方面： 

中國近幾年來，經濟成長率穩定攀升，也連帶著對能源的需求也

日漸龐大，由原來的石油輸出國轉變為石油進口國。甚至國外的能源

分析學者更指出，石油價格的不斷攀升，中國是最大禍首，但也由此

可看出，中國的需油量之大，足令世界經濟變動。而中國在近幾年也

開始有了實施戰備儲油機制的打算，再加上穩定國內經濟成長及石油

戰略安全的影響，中國不能坐以待斃的等待波斯灣諸石油國起伏不定

的油源供給。於是中國更加積極的在世界各地尋求油源，更遑論近在

咫尺的東海油氣田了。 

    （一）國內因素: 

      中國近幾年高速的經濟成長，舉世聞名，但也因此在一些高耗

能的產業發展與人民大幅度使用電器的因素下，的能源需求也大幅

增加，已從石油出口國在這幾年搖身一變為石油進口國。為了國內

經濟穩定成長，中國必須不斷尋求油源，供各行各業需求。東海近

70億噸的石油對中國而言無異是沙漠綠洲，勢在必得。 

    （二）國外因素： 

      中國既然成為石油進口國，油源需求日益增大，很大的程度仰

賴波斯灣油國，所以這些油國的油價一但波動，即便是大國如中國，

也必須隨之起起伏伏，經濟狀況勢必大受影響。對於需求穩定油源，

更是中國政府重要的目標。 

 

貳、影響日本在東海油氣爭議的背景因素 

小泉從2001年上任後，其外交政策就相當具有『民族主義』色彩，

場強硬。上任後小泉每年都參拜靖國神社，在2005年10月17日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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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參拜靖國神社風波引起中、韓、東南亞各國眾怒，這已是他上任後

第五度參拜靖國神社。 

 

表5-2影響日本在東海油氣爭議策略的背景因素 

影響日本在東海油氣爭議策略的背景因素 

影響 

因素 

內環境 外環境 

政治 1.民族主義抬昇 

2.國內輿論反應。 

3.自衛隊沒把握對抗解放軍。

4.領導人性格因素及思維。 

5.日本右傾人士掌權，鷹派勢

力抬頭。 

6.日本欲逐漸走入正常化國

家。想擺脫『經濟大國、政治

侏儒』的臭名。 

1.依賴石油進口，後果可能被

產油國威脅。 

2.韓國反日情節、北韓核武問

題。 

3.台灣問題。 

4.中國民間反日情緒高。 

5.聯合國欲進入常任理事

國，需要中國支持或不杯葛。 

6.釣魚台（尖閣）島劃界問題 

經濟 1.未來可能面臨缺油狀況 

2.國內對於中國的投資越來

越高。 

3.民間企業資產負債嚴重，經

濟通貨緊縮嚴重。 

4.亟需穩定經濟秩序。 

1.國內經濟收受國外油價波

動，造成劇烈影響。 

2.與中國經貿關係密切。 

3.關乎海上運輸線及能源安

全的維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對此，中、韓不止一次對其提出警告，甚至在每年都會舉行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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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加三的中日韓三首長會議，也被中國推遲。然在『郵政改革』等案，

其改革的魄力卻贏得國民的支持，所領軍的自民黨在2005年9月12

日贏得眾院大選，再一度奠定小泉的地位。小泉在稍後的內閣改組， 也

大幅度的起用一向對華主張強硬的安倍晉三、麻生太郎。至此中國方

面已經對小泉毫無期待。 

 

一、在政治方面： 

   （一）國內因素： 

      從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剝奪設置軍隊的權力，日本人對此

一直想朝向正常化國家邁進，並藉由美日同盟及參與國際事務，提

升在世界的地位。日本人認為在此之前必須要廢除和平憲法第九條

加諸在上的限制，完備戰爭法制等。對於中國的崛起，日本是存有

戒心的，近年中日兩國關係因教科書事件、參拜靖國神社及中國境

內排日運動等議題發酵，使得日本國民對中國惡感與日遽增。日本

輿論也大力抨擊小泉政府對於中國立場不夠強硬。在民族主義的催

化之下，日本保守右派勢力有逐漸抬頭趨勢。也藉著日人對中的壓

力，日本政府提出戰爭法制的修正，國內反對聲浪也較小。甚至在

2005年11月22日自民黨黨慶時，宣布了自民黨規畫中的修憲草案，

這項草案當中最受人矚目的條文，就是改變日本在戰後的「和平憲

法」當中，不准日本擁有陸海空三軍的規定，除了要把日本的「防

衛廳」，升格為部會級的「防衛省」之外，也要把日本的「自衛隊」，

升格為「自衛軍」，其中並且規定，「自衛軍」可以為了「確保國際

和平，而展開國際合作活動」。 

      所以在2005年10月31日小泉內閣改組，啟用了一向主張對華

強硬的鷹派人士，如外務大臣麻生太郎及新任官房長官安倍晉三，

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會否轉變，仍有待觀察。但直到200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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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跟日本媒體說道：『即使繼任首相，仍會繼續參拜靖國神社

的意思，而且不認為這應該會牽涉到政治關係，只是純粹向為國家

犧牲的人致敬罷了。』日本新任外長麻生太郎就在2005年12月22

日中國發表『和平發展白皮書』的當日，再次發表中國威脅論的主

張，要國際關注中國及軍力擴張、國防預算不透明的現象。     

 （二）國外因素上： 

      在令日本憂慮的朝鮮核武器等問題上，中國的態度是至關重要

的決定性力量。其次日本在聯合國的“爭常”(加入常任理事國)也

需要中國的支持，因為中國的否決權，可以讓日本的一切努力付之

一炬。種種因素之下，在東亞及國際的會議等重要場合，不至遭到

中國的強力杯葛甚或贏得支持，對日本都是相當重要的。中國的影

響力都使日本必須顧慮到中國的感受，單與美國友好是不夠的，這

才最能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所以儘管日本內閣的右傾勢力逐漸壯

大，也不希望中日關係走上絕路。而且相對於中國要樹立『和平崛

起』的國際形象，日本同樣也想以『永遠的和平追求者』形象再次

成為世界政治強國。如果以長遠時間觀之，兩國在東海爆發軍事衝

突的可能性也不高，但如要解決東海爭議問題，靠的是時間。 

 

二、在經濟方面： 

    （一）國內因素：日本經泡沫經濟後，經濟秩序大壞，面臨嚴重

企業資產負債及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十幾年來日本實行通貨緊縮，

就是想要解決銀行呆帳問題。時至今日，日本經濟已逐漸走入復甦

的階段，但步調仍視為緩慢。 

中國、日本皆為東亞需油殷切的能源進口國，尤其日本四面環

海、本身礦業資源不豐，長年皆須仰賴波斯灣石油國的輸油。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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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近在咫尺的東海油田，若能劃為日本國土，日本將可獲得頗豐

的利益。對國內的經濟成長幫助不小。 

    （二）國外因素：日本的經濟成長率僅在2％，且經濟的緩慢成長，

有很大的原因要歸功於日本的兩大貿易伙伴，美國經濟的復甦及中

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但也有日本學者提出，日本經濟的改善不應只

靠進出口，而是要日本民眾願意買日本貨，日本的經濟才會真正開

始有起色。 

2004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對日本的貿易總額首次超過美國，

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而日本已經連續多年緊隨美國和歐盟之

後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今年預計中日貿易總額將突破2000

億美元，這個數額可能佔中國對外貿易的17%左右，佔到日本的

12%~13%。由此看來，中日兩國互為對方的經貿大國，在經濟利益的

權衡下，假設對方有重大損害，對自己也會有不小的衝擊，這也是

兩國在解決東海油田爭議的策略思維。 

                 

第二節中日在東海油田爭議可能尋求的解決方案及評估 

 

中日雙方東海爭議海域中，目前可以基本上分為，南部是釣魚台

列島周邊200海里水域，占整個爭議海域的一半以上，中部是春曉等

油氣田事件所牽扯到的區塊，占爭議海域的四分之一左右，北部是中

國本土與日本本島之間的海域。根據聯合國1968年公布的數據，東海

的油氣儲量超過77億噸，至少夠中國使用80年，而日本按照它界定

的範圍，東海包括整個周邊大陸棚，如果確定是日本的，天然氣部分

可供日本使用100年。 

東海油田爭議中，釣魚島位於中國宣稱擁有開發權利的大陸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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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日本本土的西邊，中日兩國爭的是劃界與油源。而劃界對於中

日兩國在取得釣魚台主權有很大的關係，深深影響中日釣魚島爭端解

決方向和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發展趨勢。因為，如果中國獲得東海大

陸棚的權利，在釣魚台列島問題上，日本便會處於法律上的不利境地，

而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歸屬要求將更被視為理所當然。對中國而言，

釣魚島問題能夠解決，而控制台灣海峽和解決台灣問題也有非常積極

和重大的意義。而相反的，如果日本對釣魚島擁有主權，那麼很自然

的，中日兩國就屬於同享大陸棚，中國在這一大陸棚上的排他性權力

就會消失。這也是中國不願接收日本『中間線』的提議的原因。因此，

劃界問題糾纏甚廣且複雜。 

而反觀中國所提出的『大陸棚延伸原則』，如果成立，將會完全排

除日本在東海油田的權益及釣魚台等島嶼的主控權，這也是日本無法

接受的提案。表5-3中共有四種解決的方案與評估。分別細述之： 

 

壹、國際法庭： 

其實，在和平解決海域糾紛的問題上，國際上是有不少先例的。

例如：1977年『英國與法國的大陸棚糾紛』，1984年『美國與加拿大

的漁業糾紛』，1982年『突尼斯與利比亞』、1985年『利比亞與馬耳他

的大陸架紛爭』都通過國際仲裁得到解決，但中日兩國對國際仲裁，

顯然都有各自的顧慮。目前在國際判例上，以『大陸棚自然延伸』原

則勝訴的有在1969年德國與丹麥、荷蘭關於北海大陸棚爭議。當時，

丹麥、荷蘭就主張『等距離中間線』原則，這樣會造成德國大陸棚面

積將最少，但由於北海大陸棚多由德國領土延伸出去，最後國際法院

的判決採納了德國的主張。也就是採用了『大陸棚自然延伸』原則。

由此看出，法院在裁判時，衡量的是有否違背法律原則並盱衡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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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一昧的以『大陸棚自然延伸』原則或『等距離中間線』原則來作

為唯一的裁判準則。 

 

表5-3中日解決東海油田爭議方案比較表 

方 案  

 

 

國際法庭 

解決爭議 

日本 

中間線原則 

中國 

大陸棚原則 

擱置劃界爭議

中日共同開發

油源分配

量 

中間線與大陸

棚原則皆有判

決先例 

劃定領域內各

自開發 

根據聯合國公

布的數據，東

海的油氣儲量

超過77億噸 

以協議結果定

之 

開發時間 訴訟、收集證

據、採證等時

間皆相當冗

長，所以到實

際開發時間是

未知數。 

在所主張的較

靠近中間線的

油田，日本已

核准民間石油

公司開採申

請。中國表達

抗議。 

中國據說已開

始試採。日本

表達嚴正抗

議。 

有共識結果

後，探勘設備

及調查數據皆

有後，即可開

發量產。 

可能後果 爭議地，一時

之間無法解

決，按國際慣

例，可先凍結

該地一切活

動。 

1.有待協商 

2.對峙 

3.引發戰爭 

1.有待協商 

2.對峙 

3.引發戰爭 

需要中日捐棄

成見、建立對

話管道，凝聚

合作共識後，

才可望共同開

發。 

中國所持

的看法 

1.爭議進入司

法程序，利益

將會受損。 

2.判決結果也

都在未定之

天。 

此提案有損主

權問題，中國

態度甚為強

硬。 

東海大陸棚由

中國陸地延

伸，依『聯合

國海洋公約』

應歸中國所

有。 

兩國對於『爭

議地』的界定

不同。 

日本所持

的看法 

時間冗長，也

亦有變化，況

且收集證據，

對日本來說並

不容易。 

專屬經濟區不

足200海哩，

劃界因以兩國

等距來分別。

東海大陸棚應

以馬里亞那海

溝為界非沖繩

海溝。 

目前合作爭議

點在於，日本

希望中國提出

數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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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雙方各有其依據法律的主張，但根據國際法慣例，雖有一方

提出訴訟，另一方也有不應訴的權利。國際法庭没有法制管轄權，也

無力解决問題。也就是說，兩方都要同意上法院，才可以國際法庭來

解決紛爭。再來兩國都有顧慮，都不一定樂意以國際仲裁來解決爭議。

對於日本而言，首先要克服的是舉證的困難，因為連海洋調查數據都

不夠完備，如何去證明，中國的採油行動影響到日本的利益。再來，

國際法庭的判決先例也是考量的因素。國際上較為著名的判例例如：

英國、挪威的北海大陸棚之爭和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的海洋劃界之

爭，都是按自然延伸原則，以海溝作為劃界標準，這些因素使日本不

敢貿然採取訴訟途徑的原因。  

而中國亦不願意進行國際仲裁，除了不願將甚為看重的主權問題

交由國際法庭審理，中國難忍主權受到侵犯，也無法承擔因判決失去

領土的可能性。畢竟劃界的判決，牽涉到釣魚台的主權歸屬。前文曾

說道，目前國際法庭的判決憑藉的不是單一原則，所以中國不願意將

賭注押在國際仲裁上，因為這並不符合中國的整體利益。況且將官司

打到國際法庭對中國還有一定風險，並不能保證對中國的主張一定有

利。因為從判決先例上來說，中間線和大陸棚延伸原則的適用都有先

例。 

而以目前所爭議的春曉氣田位於中國東海大陸棚上，東海大陸棚

在地理位置上顯然是中國領土延伸出去的。中國主張以2950米的沖繩

海溝為界，認為東海大陸棚到沖繩海溝就斷了。而日本卻主張沖繩海

溝只是太平洋的偶然凹陷，認為其東面的海槽馬里亞納海溝10000多

米深，才是真正的分界，所以它的外邊才是西北太平洋，這也是日本

認為對東海油氣田也有主張權的原因。如果日本的說法成立，沖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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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其實是大陸棚上的一個凹陷，並不是大陸棚的終點，馬里亞納海溝

才是終點。那這樣一來，日本和中國就是共大陸棚的國家，自然延伸

原則就不適用。  

  而且根據國際法，如果國際法庭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爭議地的歸

屬問題，那國際仲裁委員會有權將爭議土地或海域“凍結”相當長一

段時間，在此期間，爭議地將交由聯合國進行管理。顯然，這一條對

中日兩國的利益都將造成傷害。 

 

貳、日本中間線原則： 

根據《聖地亞哥宣言》的內容規定，由領土向外延伸200海里之 

內，屬於所有國家的排他性經濟區(即專屬經濟區)，1960年之後的《國

際海洋法條約》及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也如是規定。但中日之間

的海域寬度不足400海里，最寬處也只有360海里，所以無法完全兌

現這一規定。日方借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概念以及舊大陸棚條約第6

條的規定，認為兩國在距離不足400海里的經濟專屬區分界線時，要

以雙方等距離的中間線進行區分，就是日方所強調的等距離中間線原

則。 

日本之所以提出中間線原則，將東海油田爭議拉高到『劃界』與

『主權』的議題上，除了保護自己的資源利益不被侵犯，也可以迫使

中國必須與日本對話。 

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應根據『衡平原則』開展談

判。首先就要考慮海洋地理因素，東海中方一側是亞洲大陸，有著漫

長的海岸線，日方一側是島鏈。在這種不均衡的地理環境下，中國認

日方如要求將東海對半分顯然有悖『衡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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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日中間線劃分區域圖 

資料來源：（平松茂雄，2004） 

 

參、中國大陸棚原則： 

中國大陸方面並引用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第76條有關『大

陸棚原則』之規定，強調一個國家對海底自然資源的獨佔，應在該國

家所在的大陸棚之內，最長可延伸至350海里。同時，該公約規定切

斷大陸棚的標準海洋深度為2,500公尺，而東海大陸棚向東一直延伸

到琉球（沖繩）海槽；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棚和日本琉球群島島棚的

分界線，是在海深2,940公尺的琉球海槽。所以春曉油氣田完全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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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的專屬經濟區，與日本毫無瓜葛。但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

第76條「大陸棚原則」亦要求主張國家必須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供佐證

調查資料，以昭公信。目前，中國大陸尚未提出前述調查資料，其主

張之法律效力尚有缺陷。 

 

肆、擱置爭議、共同合作： 

透過談判解决東海争議，雙方都要創造條件和談話的氣氛。中日

雙方都曾表示，要使東海成為友誼之海、合作之海。但在目前兩國關

係嚴峻，應首先有共識此一問題願意以談判解决，但談判的前提是雙

方必須都要各讓一步。如果兩國間不能確定經過談判解决東海問题的

原則，日本的單方面行動還將可能會進一步升級，東海問題將有可能

會導致兩國間小小摩擦。 

中國早在 2004年 6月提議共同在東海開發油氣田，只是日本在

2005年9月第三輪東海磋商前對中國的提議一直興趣缺缺。日本政府

的作法，或許認為，只是要將爭議點升高到讓中方不得不跟日本坐下

來談的狀態，也就是『以爭端促合作』。但用這樣的手法，如果沒有控

制得當，也很容易失了準頭。2005年9月中國東海油氣田正式投產後，

日本的態度才有軟化的跡象，在第三輪東海油氣磋商的前夕，釋出願

意與中國共同開發的訊息，但還是有附帶條件，就是要中國提供海洋

調查數據。這樣的要求對於堅持原則的中國，認為日本的條件超過中

國所能許可的範圍，中國對此不置可否。 

在『共同開發』這一概念，是由中方於中方的共同開發是希望開

發『爭議海域』也就是日本自稱擁有專屬權的海域資源，這一點上日

方不會接受。而日方最近也在強調『共同開發』，但卻是想聯合開發中

間線周邊資源，對於共同開發，兩國觀點可謂南轅北轍。所以兩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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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共同開發還找不出共事的原因就在此處。 

即使衝突不斷，東海爭議的解決也可能通過合作來達成，當然這

需要長時間的等待。在合作過程中出現激烈的討價還價是正常的，現

在雙方的強硬立場很可能是為了使自己在今後的談判中處於更有利的

地位。平心而論，目前面對中國逕行於非爭議的東海區域開始量產石

油，日本所可以尋求的作法是，一方面是取得海洋調查數據在國際法

庭上獲得有利自己的證據 。另一方面要求中國共同開發東海油田，以

維護日本的權益。 

中國與日本在軍事上互有強弱優勢，再加上鄰國友邦等不確定因

素加入，如果真打起來了，雙方都是輸家，中日兩國都有所顧忌。在

經濟上，兩國互為伙伴，彼此對對方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在政治上，

不論是日本的入常或核武，都需要中國的支持。對中國而言，在東海

輕啟戰端，無異是將台灣問題及美國問題這兩個不確定因素更加複雜

化，中國擔不起這個後果。以上比較兩國的立場，可以知道，除非必

要，否則是不會輕啟戰端的。但國際情勢，瞬息萬變，是戰是和還是

有待密切觀察。 

對中日兩國來說，東海爭端關係到主權領土以及各自戰略利益的

重大問題，短期內難以出現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但是『和則兩

利，爭則兩害』，東海問題的最終和真正的解決，歸根到底仍然需要中

日兩國通過協商與妥協來實現。只要兩國能夠堅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

這一問題，並且在地區合作的框架內逐步摸索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和

可能的方式，東海爭端就有可能得到一個雙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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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日東海油田爭議解決之道 

 

壹、子賽局完全均衡分析(subgame-perfect equilibrium, SPE) 

 

 所謂『完整的賽局』是包括起始點及他的分支點的子集合所共同

構成的。參賽者在某一個點開始做選擇，而那個點就可以稱為『起始

點』，子賽局也由此開始。 

『子賽局完全均衡』是一組策略，使得賽局樹每一個節點，從該

點開始的子賽局所採取的策略都是最佳的。也就是說，每個子賽局，

參賽者的使用策略會構成那許均衡。『子賽局完全均衡』可以利用『反

推法』尋找，去檢驗每一個子賽局的均衡策略是否可以構成主賽局的

那許均衡。 

反推法要求參賽者必須做出最佳的選擇，消除不合理的策略，例

如不可信的威脅與承諾。也就是劣勢策略的逐一消去法，最後導出參

賽者最可能選擇的策略便是子賽局完全均衡。子賽局完全均衡如果在

更複雜的賽局中，可能因為訊息的不對稱、資源的多寡或者是嘗試從

對手的行為去推理是或影響對手的理念，種種的變數影響都會使反推

法不一定會推出唯一的均衡。（藍兆杰、徐偉傑、陳宜君譯，2002：195） 

在分析東海油氣的發展欲推導子賽局完全均衡前，先必須將中國

與日本的可能策略及影響因素逐一分析後，以賽局樹方式呈現，利用

反推法推導出子賽局完全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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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三輪 

 

                           

           Y                 Y 

                      M      N        a             合作 

中間線       N                          

M要求    大陸棚                          b          對峙 

                C         Y 

                                      d          訴諸國際法庭 

共同    不要求                                    

開發 C       Y                   N          e         日本放棄         

                                  法庭                   

             N                              b          對峙   

      提議大陸棚                  對峙                   

                    M                       f          戰爭 

                              d            法庭            

                              b              

                                           對峙 

                                            

                              a            合作 

中

中

日

日

中

中

日

日

(5,1)A 
(5,1)B

(3,3)D

(2,2)E  

(1,1)F
(3,3)H

(0,4)I

(0,0)K

(3,3)L 

(2,2)O

(1,1)N

(2,2)G

中
(1,1)P

(2,2)Q

(3,3)R

(0,4)A 

(2,2)J

日中國開

發東海 

 

圖5-3中日東海油田爭議賽局樹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繪 

說明：1.M代表中間線原則 

      2.C代表共同開發 

          3.   代表目前東海爭議的進展 

          4.   代表回合的區分 

5.   代表虛擬的走向 

 

上圖5-3為日本中國東海紛爭的互動賽局樹，由中國開發東海油

田為始，圖中的的M代表日本所主張的中間線原則，C代表共同開發。

在此賽局樹中共有A、B、C、D、E、F、G、H、I、K、L、N、O、P、Q、

R等十七個結果。圖中的5、4、3、2、1、0代表偏好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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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偏好順序為（4）大陸棚原則>（3）合作>（2）對峙>（1）訴諸

國際法庭>（0）戰爭>（5）中間線原則 

而日本偏好順序為（5）中間線原則>（3）合作>（2）對峙>（1）訴諸

國際法庭>（0）戰爭>（4）大陸棚原則 

 

每個結果代表的意義如下： 

一、日本初期策略選擇『不爭取』的賽局走法： 

1. A點：日本對於中國開發東海油田，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無意參

與東海油氣開發。雙方的偏好為（0,4）。 

二、日本初期策略選擇『中間線原則』的賽局走法： 

2. B點：對於中國開發東海油田，日本在第一輪中提出中間線原則，

中國衡量後，考慮兩國經濟區域確實重疊，同意日本所提雙

方達成協議，各自享有劃界後的石油開發權，雙方的偏好為

（5,1）。 

3. C點：在第一輪中，中國不同意日本所提中間線原則，向日本提

出大陸棚原則。在第二輪中，日本反對，積極防禦且態度強

硬，中國讓步，同意日本的中間線原則，各自開發，雙方的

偏好為（5,1）。 

4. D點：日本在第一輪中提出中間線原則，中國不同意並提出大陸

棚原則。在第二輪中，日本反對中國提案，中國亦不改初衷。

在第三輪中，中日願對話，尋求合作共識，雙方的偏好為

(3,3)。 

5. E點：日本在第一輪中提出中間線原則，中國不同意並提出大陸

棚原則。在第二輪中，日本反對中國提案，並態度強勢，中

國態度轉趨強硬。在第三輪中，中日關係陷入困境，雙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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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2,2)。 

6. F點：日本在第一輪中提出中間線原則，中國不同意並提出大陸

棚原則。在第二輪中，日本反對中國提案，並態度強硬，中

國亦不妥協。在第三輪中，兩國訴諸國際法庭。雙方的偏好

為(1,1)。 

 7. G點：日本在第一輪中提出中間線原則，中國不同意並提出大陸棚

原則，日本在第二輪中態度轉趨強硬，中日兩國升高對峙。

雙方的偏好為(2,2)。 

 8. H點：日本在第一輪中提出中間線原則，中國不同意並提出大陸棚

原則。在第二輪中，日本改變策略要求對話尋求共識，中國

同意兩國展開合作，共同開發。雙方的偏好為(3,3)。 

 9. I點：日本在第一輪中提出中間線原則，中國不同意並提出大陸棚

原則。第二輪中，日本提出共同開發，中國不同意。第三輪

中，日本衡量國內外情勢及相關利害關係，放棄與中國競爭。

雙方的偏好為(0,4)。 

 10. J點：在第一輪中，日本提出中間線要求劃界，中國不同意轉而

提出大陸棚原則，日本修正提案，在第二輪中，願意與中國

合作開發，中國不同意日本要求，強硬立場。第三輪中，兩

國態度都趨強硬，升高對峙（2,2）。 

11.K點：第一輪中，日本提出中間線要求劃界，中國不同意轉而提

出大陸棚原則，日本修正提案，在第二輪中，願意與中國合

作開發，中國不同意日本要求。第三輪中，日本中國選擇開

戰一途。雙方的偏好為(0,0)。 

三、日本初期策略選擇『共同開發』的賽局走法： 

12.L點：第一輪中，對於中國開發東海油田，日本直接提出共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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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要求，中國欣然接受，兩國合作開發。雙方的偏好為(3,3)。 

13.N點：第一輪中，日本對於中國開發油田，向中國提出兩國共同

開發，中國拒絕並提出大陸棚原則，在第二輪中，中國與日

本以兩國經濟海域重疊為由向國際法庭請求解決劃界爭議，

雙方的偏好為(1,1)。 

14.O點：第一輪中，日本向中國提出共同合作開發，中國不同意並

向日本提出大陸棚原則。在第二輪中，日本亦不退讓與中國

對峙。雙方的偏好為(2,2)。 

15.P點：第一輪中，日本向中國提出共同合作開發，中國不同意並

向日本提出大陸棚原則。第二輪中，日本轉而向中國提出『中

間線』原則，中國訴諸國際法庭。雙方偏好為(1,1)。 

16.Q點：第一輪中，日本向中國提出共同合作開發，中國不同意並

向日本提出大陸棚原則。第二輪中，日本轉而向中國提出『中

間線』原則。第三輪中，中國強硬立場與日本展開對峙。雙

方的偏好為(2,2)。 

17.R點：第一輪中，日本向中國提出共同合作開發，中國不同意並

向日本提出大陸棚原則。第二輪中，日本轉而向中國提出『中

間線』原則。第三輪中，中國尋求對話，兩國同意合作。雙

方的偏好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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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中日東海油田爭議矩陣表 

中國 

日本 

Yy Yn Ny Nn 

Mma (5,1) (5,1) (5,1) (3,3) 

Mmb (5,1) (5,1) (5,1) (2,2) 

Mmd (5,1) (5,1) (5,1) (1,1) 

Mce (5,1) (5,1) (3,3) (0,4) 

Mcb (5,1) (5,1) (3,3) (2,2) 

Mcf (5,1) (5,1) (3,3) (0,0) 

Cmd (3,3) (3,3) (1,1) (1,1) 

Cmb (3,3) (3,3) (2,2) (2,2) 

Cma (3,3) (3,3) (3,3) (3,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5-4顯示以反推法推之，結果如下： 

1.對日本而言最有利為(5,1)，就是中國同意了中間線原則，日本取的

劃界後的石油開採權及釣魚台（尖閣列島）等主控權。但中國雖取

得部分石油開採權，但損失了釣魚台等重要軍事島嶼。 

2.對中國最有利為(0,4)，日本在第一輪中提出中間線原則，中國不同

意並提出大陸棚原則，再第二輪中，日本提出共同開發，中國不同

意，日本衡量國內外情勢及相關利害關係，放棄與中國競爭。。 

3.雙方基於理性選擇將會選擇（3,3），不去談論劃界與主權的問題，

針對石油能源的開發進行合作，共同開發東海油田爭議的區域。 

 

以上得知，以第3種結果『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為雙方最適策

略。因在談判策略上，若無發動戰爭、外力介入，很少會有一方『全

有』、或『全無』的狀況產生。 

對於一方而言，子賽局完全均衡通常只會推出一個結果，但在本

例子中，要針對中日兩方，推出最適策略，基於『理性預期』，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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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會願意做出犧牲。國際關係上，很多例子都必須兩方做出退步，

才會得到結果，才不至於落入安全困境之中。在東海油田爭議的例子

中，不論是中國堅持『大陸棚自然延伸原則』或是日本的『中間線原

則』，都是對己有絕對的利益，卻是會造成對方極大的損失的零和結

果。如果堅持己見，終究免不了你死我活的激烈局面，反而兩敗俱傷。

尤其在中國、日本兩方均強的國家更是如此，當選擇談判來做為解決

國際爭端的方式，就無可避免的必須要各退一步，才能化解僵局。 

 

貳、中日目前化解東海僵局的努力 

亞洲合作對話第三次外長會議2004年6月22日在中國青島舉行，

來自亞洲22國的外長或代表與會。會議在通過《亞洲合作宣言》並簽

署《青島倡議》亞洲能源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倡議指出，「能源安全直接

關系到各國經濟發展、地區和全球的和平與穩定及子孫後代的福祉。

可持續、穩定的能源生產和供應符合每個國家的根本利益，是各國能

源政策的共同目標和各國人民的強烈願望。」，《青島倡議》還提出探

討亞洲能源合作論壇的可能性。 

2005年3月26日日本擬訂日《中日共同作業計劃》，希望在推進

國際合作、擴大經貿關係、促進文化交流以及加強防衛與治安方面的

關係等四個領域，開展雙方合作。具體來說，就是推進有關東海油氣

田開發問題的協商，促進有關地球變暖的研究，實施防止酸雨污染擴

大的聯合調查，擴大兩國年輕一代行政官員、經濟界人士和青少年的

相互交流等。 

   2005年4月23日，胡錦濤在雅加達會見小泉時指出，中方始終堅

持中日友好方針，並提出了遵守中日三個政治文件《中日聯合聲明》、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宣言》這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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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為發展中日敦睦友好合作關係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礎。並提出正

確認識和對待歷史、正確處理台灣問題、通過對話及平等協商解決中

日間的分歧、加強交流與合作等扭轉中日關係困難局面的五點主張。

小泉也表示，發展日中友好非常重要，希望通過對話解決日中間存在

的分歧。 

對於解決靖國神社問題，中國也曾暗示性的提到一些解決方法。

2005年10月7日中國駐日大使王毅在會見民主黨黨魁岡田克也時稱：

「中方並不把個人參拜當作問題，甲級戰犯合祀才是本質問題。」在

2005年10月17日小泉仍再一次參拜靖國，導致中國推遲同月將舉行

的中日第三輪戰略對話及婉拒原訂的日外相來中訪問，但在2005年11

月9日，王毅仍向同小泉的首相助理山崎拓共進晚餐時亦稱：「日本人

拜祭甲級戰犯就相當於拜祭希特勒，中方希望日方能盡全力通過將甲

級戰犯的靈位與普通陣亡者分開祭祀來打破目前的僵局。」 

中國對外政策的思維也可從在2005年12月22日發表《中國的和

平發展道路》白皮書看出一些端倪，白皮書強調『中國還是一個發展

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仍然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但中國不把問題

和矛盾轉嫁給別國，更不通過掠奪別國來發展自己』。但也有學者說

道，中國擅用『和戰兩手』的策略，一方面消毒『中國威脅論』，一方

面強化軍事作戰能力。而美日兩國始終不能忘卻『中國威脅』、『中國

崛起』的論調，就如同中國不相信日本一面參拜靖國神社、制訂『有

事三法』、加強其西南防禦的同時，又一面告訴中國願意共享東海資源

的態度。 

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東海爭議上，中國對日本所堅持的『中間線』

的克制態度，使雙方到目前為止避免了在這個問題上發生衝突，這種

做法是值得讚賞的。而且日本要開採的油氣田遠離日本本土，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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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順利投產了，中間隔着2900多米深的海溝，用管道輸往日本也將

是很大的難题，最終兩國的選項還是很有可能會選擇合作。 

中日關係的不協調，老在重要的意見上相左，使得雙方容易掉了

安全困境。不但緊張的情勢難以舒緩，還有一子下錯、全盤皆墨的危

機。中日是東亞的兩個大國，兩國關係的穩定不僅有利於雙方的國家

利益，也有利於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缺少理性以

及中國政府的態度強硬等等，既不利於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也不利

於雙方長遠的國家利益。對話協商是解決中日矛盾的最佳途徑，理性

合作應是中日關係的發展方向。 

當前雙方應從國家利益的制高點出發，通盤檢討中日關係，進一

步加強中日雙方人員交流，消除仇視感和不信任感，增進理解和互信，

這才是推動中日關係增長的驅動力。畢竟中日開戰，會將兩個國家好

不容易經營的成果毀壞殆盡。因此要排除非理性因素（民族情感、歷

史爭議）的影響，在外交途徑上尋求正常的管道，才是解决中日東海

争端的良徑。 

 

參、中日東海油田磋商之有限重複囚徒困境分析(iterated P.D Game) 

中國和日本兩國政府間對於東海油氣爭議到目前為止已開三輪的

對話，都尚未有任何的共識存在，唯一的共識就是下次開會的時間。

目前兩國所採的態度在囚徒困境中屬於不合作的結果，意即雙方都無

法認可對方的主張，而造成僵局。在未獲得共識前，中日兩國必須針

對這個問題，不斷的協商、試探。兩國針對此爭議每回合所產生的互

動情境，每一回合的囚徒困境，進一步延伸為『重複囚徒困境賽局』。

重複囚徒困境賽局又可分為『有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與『無限重複

囚徒困境賽局』。有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利用反推法，以在終點的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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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合P.D得知，賽局中雙方在得知賽局結束時，可以得出『背叛』是

最佳策略，所以（D,D）是該賽局的那許均衡。因為既然知道賽局即將

要結束，思考對方的策略，對方做出背叛的策略比較大，如果對方背

叛，己方再採『合作』，結果會更為不利，所以判斷對方採取『背叛』

的情況下，己方同樣也會採取『背叛』。這樣一來雙方的終局策略皆會

是背叛（D,D）。 

   同理可知，以反推法來推算知道賽局即將結束，對手會選擇在最後

前一局背叛，或者也會在最後第二局背叛，最後第三局背叛⋯.。不斷

的反推，雙方會發現，其實在第一回合就會選擇（D,D）的策略，所以

參賽者仍然陷入困局之中。 

而一次式囚徒困境賽局（one-shot），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賽局，行

為者的優勢策略是兩人都會選擇背叛（D,D）。在一次式囚徒困境賽局

中，優勢策略所得的利益反不如選擇列是策略來的高。因為無法用一

些觸發策略，例如以牙還牙策略(Tit-for-Tat)或殘忍策略(grim 

strategy)來強化合作或預防背叛。 

 

表5-5中日東海油田爭議有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表 

          中國 

 

  日本 

合作C 背叛D 

合作C （3，3） 

 

（1，4） 

背叛D （4，1） 

 

（2，2） 

   

 

 

 

資料來源：作者製繪 

註：此處的0、1、2、3代表偏好順序，而非報酬。 

 

 162



                                                                    第五章  實證分析 

肆、無限重複囚徒困境分析中日東海油田合作穩固之可能 

『無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如圖5-5所示）與『有限重複囚徒困

境賽局』不同點是，參賽者不知道明確的終點，所以不能像是在『有

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選擇在終點背叛。『有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雖

較為複雜但也比較易達成合作（C,C）。在『無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

中，每一回合的賽局都要乘上折扣值，代表未來回合的重視程度，但

通常是遞減的。通常折扣值大到一定的程度，能使受懲罰的代價大於

背叛的代價時，雙方才有很大的可能，選擇共同合作。 

也就是說，在東海油田爭議問題上，中日每回合的互動或對話，

都算一次單一回合的囚徒困境賽局，單一回合加總起來，便可擴展為

『無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在沒形成固定的對話機制及共識下，中日

雙方對於東海油田爭議是很容易選擇（D,D）。可以解釋為何兩國對於

東海油田所進行的三輪對話，迄今無法形成任何共識，尚無法達到合

作（C,C）的原因。 

依循前面章節，可以知道以反推法推出的解決東海爭議的最適策

略，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選擇合作後，要如何確保合作的穩

定度防止背叛的行為，可用『無限重複囚徒困境』來做解釋。假設中

日雙方打破僵局，擱置劃界爭議，協議共同開發，建立合作機制。預

防背叛的方法，便是『以牙還牙』的策略，即是讓背叛的一方，在下

一回合受到懲罰，這一回合對方背叛，下一回合己方回敬相同策略，

直到某一方承受不起懲罰的代價，再次回歸到雙方合作的步調。另一

種預防背叛的方法便是『殘忍策略』，他與『以牙還牙』的策略相異之

處是，『以牙還牙』會在對方選擇合作時原諒對方。而『殘忍策略』則

是當對方選擇背叛時，參賽者會在剩下的賽局都選擇不合作。 

合作開採的行為必然是持續，中日雙方必須要有確實的計畫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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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程度的共識，才能進行。東海利益之龐大，一旦中日合作為求雙方

的合作不至於間斷，損害了兩國利益，兩國建立的對話機制、違反合

作所採的懲罰手段，都是要相當紮實，必要時要請第三國介入協調。

既然兩國要合作，開採東海油田的時間點是沒有明確的，因為東海油

田蘊藏量相當豐富，顧此，兩國的合作行為相對來講也將會相當漫長。

所以未來的折扣值相對來講也是相當的大，未來回合的重要程度，遞

減的幅度不會一下子拉得太大。因為開採東海油田非一朝一夕可以完

成，即便兩國劃定區域各自開採，必定會就相關事項進行密集的對談，

才能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當雙方就合作開採展開共識，長時間的對

話就無可避免，每一輪的對話集結就會成為之前所提到的『無限重複

囚徒困境賽局』。因雙方的合作共識，未來的對談其折扣值會相當的

大。因為雙方對未來的對談及合作都相當重視，所以每一回合的對談

勢必相當慎重。所以當有人違反共識、做出背叛時，例如：跨界採油、

違反協議時，對方可採取『以牙還牙』的策略，例如：一樣跨界採油

或者一樣違反協議，為避免雙方所重視的利益有所侵害，看誰在無法

承受損害的時候，回到合作的對話機制下。 

 
圖5-4中日東海油田爭議無限重複囚徒困境賽局 

資料來源：李智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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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實證分析 

    在此時，除了預防背叛所採用的『以牙還牙』的策略，為了使（C,C）

的共同合作更加穩固，還可使用相互威脅的策略。例如，可以運用重

複賽局中的『大眾定理』來強化共同合作的（C,C）。大眾定理主要在

觸發相互威脅能夠在重複賽局中執行成功，並且證明共同合作亦為那

許均衡之一。在那許均衡中，只要是個別理性的結果都可以成為那許

均衡。而一旦共同合作（C,C）證明為那許均衡之一，那就表示雙方都

能選擇共同合作（C,C）。 

      

 
圖5-5大眾定理觸發下之中日東海油田競合無限囚徒困境賽局 

資料來源：李智琦，（2002） 

 

將圖 5-6中的偏好數字作為座標圖的座標點，共有四點，連結起

來，可以得到一個以虛線構成的四邊形。另外在『大眾定理』之下，

藉由相互威脅等策略，可以得到一個更小的區塊。在此區塊內的各點

都是個別理性行為所做成的那許均衡。（3,3）、（2,2）皆在這個較小的

區塊中，所以皆為那許均衡。而雙方皆願意選擇（3,3）不是因為是對

自己最好的選擇，而是考量對方後，經由理性選擇，在找出對方亦可

 165



東海油氣爭議之中日競合研究 

 166

以接受的範圍，在那許均衡區塊內，越接近個別參賽者的座標點。 

 

伍、小結 

    對中日兩國來說，東海爭端都是關係到主權領土以及各自戰略利

益的重大問題，所以不論是『大陸棚延伸』或『中間線』等影響主權

甚深的方案，在短期內都是雙方都很難接受的解決方案。從2004年10

月、2005年5月到最近2005年9月30日，中日兩國一共進行三輪東

海問題磋商，都沒有實質進展。在局勢緊張下領導人、外長對話管道

皆已切斷，兩國各自增加在東海的軍事預算，一度陷入所謂『安全困

境』之中。 

但隨著情勢發展，在中國已在東海投產的威脅下，日本也在第三

輪磋商提出共同開發的想法。在不碰觸主權與劃界的原則下，東海問

題似乎有解決的曙光。但是，如何合作、如何分配資源、重建兩國互

信感、如何建立合作或懲罰機制等都是一大問題。 

有鑑於此，便有不少中國或日本的學者建議兩國領導必須建立及

時的溝通機制，避免因局勢的誤判，而導致令人遺憾的情況發生。只

要兩國能夠持續以溝通對話和平解決此一問題，並且在地區合作的框

架內逐步摸索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和可能的方式，東海爭端就有可能

最終得到一個雙贏的結果，這對整個東亞地區也將是一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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