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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影響中日的東海策略的因素 

一、影響中日東海策略的國內因素 

1.領導人的思維與民族個性 

中國自從鄧小平提出以經濟發展為主軸，建立有特色的中國經

濟體制後，經濟建設、國力發展日益千里。中國經濟發展雖然取得

了顯著成就，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如今才剛達到 1000美元，經

濟社會發展還不平衡。內部問題也日益嚴重，例如：下崗工人增多、

官僚腐敗、貧富差距過大、城鄉建設不均衡。政府很清楚中國其實

要實現真正現代化的目標還需要幾十年的努力奮鬥，也非常需要一

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必須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中國才有發展的

時間與空間。這些對外的政策思維可以從《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白皮書看出端倪。 

對於海權的維護、領土的爭端，中國政府從南海紛爭到如今的

東海油氣爭議，中國政府的一貫態度是『堅持主權、擱置爭議、共

同開發』。所以即使在開發東海油氣，也選擇在日本所謂的『中間

線』靠中一側開採。即是『避免爭端擴大』、『不落日本口舌』的作

法。日本雖說開始提『吸管原理』，但若沒確實的證據與學理支持，

難免無法取得國際支持，且因情勢所迫，中國業已在 2005 年 9 月

投產，未免損及自身利益，此時也只好改變戰略，願意共同開發了。 

日本自泡沫經濟後，一蹶不振，人心思變已久，小泉挾著『改

革』、『即使自民黨要毀滅，也要改革』的理念上任後，的確也有不

同以往的新作法，但也相當惹人非議。在終戰 50週年， 2005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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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時小泉曾說道『我們謙恭地接受歷史事實，並願意再次表達

我們深切的痛悔和真誠的道歉，同時也對國內外所有戰爭的受害者

致以慰問。我們不會忘記戰爭的深刻教訓，將繼續致力於世界的和

平與繁榮。』但在同年 10 月 17 日又不顧鄰國反對，參拜供奉甲級

戰犯的靖國神社。他硬頸的作風，上任以來連年參拜靖國神社，激

起鄰國抗議，影響國內媒體輿論，順勢讓日本民眾開始同意小泉在

軍事策略上的積極防備，例如：自民黨提出修改和平憲法的修正案，

任用右派保守人士組閣。在美日同盟上，為防堵中國勢力擴張，及

進軍國際社會，將台灣列入美日安保的戰略範圍內，制訂新防衛大

綱及有事三法等。等等作為，小泉被中國歸為『極右派』的人士。

與中國在世界各地的爭油風波、會議場合，談話時而柔軟，但手段

卻迂迴而強硬。 

 

2.海上生命線的維護 

對於海島國家的日本、四面環海、資源貧瘠，對於能源的進

口，尤其是石油仰賴海上運輸線，每天都有固定航班往來，輸送

著日本國所需的石油，所以海洋運輸線對於日本真可說是『生命

線』。日本一向注重海權，也十分積極去經營。 

相較於日本，中國卻因為陸權大國，在這一點就不如日本經

驗豐富。中國對於海洋主權的覺醒顯然晚於日本，但在東海爭議

上又較日本更為主動。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擴大，但同時面臨能

源短缺的問題，但崛起的中國在面臨經濟發展的缺油瓶頸，向外

找油不由得將觸手延伸到海上，也直接威脅到日本的『生命線』。 

石油運輸方式的固定亦為中國石油安全的困境，進口石油的

輸送方式主要依賴海運，從波斯灣一路往東，經麻六甲海峽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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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境，地緣政治上，這些區域主要係受美國控制。未來十年亞洲各

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仍將持續上升，在需求持續增加、石油儲量有

限的情況下，美、中、日等大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爭奪戰勢必更白熱

化。 

3.能源的短缺 

  石油是維持人類生活的必需品，他無孔不入的滲入我們的生活。石 

油價格的上下漲跌，也會牽動經濟的好壞與否。所以各國在開發各式

替代能源之際，對於找尋穩定的石油來源及戰略石油儲備都是極為重

視。中國因實施開放經濟路線，對於石油的需求也大幅增加，自1993

年以來成為石油進口國，也加入了搶油大戰的行列。與鄰國日本，從

西伯利亞油管到東海油田，不斷的進行較量。中國與日本在原本就脆

弱的友情基礎上，就更加風雨飄搖了。東亞主要國家經濟發展都受制

於能源保障問題，特別是中國大陸40％、日本95％的能源是仰賴進口，

所以在能源保障與安全維護上，東亞國家應彷效歐盟的『歐洲石碳鐵

鋼共同體』經驗出發，成立共同防止惡性競爭以及保障油運航道安全

的機制。  

中國大陸每年需進口原油約一億桶，佔全國消費量的百分之七 

十，而日本也因地屬海島，能源貧瘠，有 95％能源依賴外國進口。石

油則完全依賴進口。為了經濟的穩定成長及國家的戰略安全需要，尋

求新能源的出路，幾乎是中國與日本的重要國家戰略，中國甚至將節

能政策列入重要政策方針之中。也因兩國競相尋油使然，釣魚台列島

的爭議、西伯利亞油管的架設，一直到兩國在東海能源爭奪的白熱化，

加上日相小泉的外交態度強硬、中國的無法諒解，中日降至冰點的關

係就成為無可避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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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中日東海策略的國際因素 

1.外交政策思維的轉變 

日本外交思維上，一直有『親亞派』與『親美派』，兩個派系隨著 

國際情勢的變化在拉拒。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其政治秩序的重

建與經濟的援助出力甚多到後來冷戰時的美日同盟，也因此從日本

早期的經濟復甦、及政治重整秩序，美國都出力甚多，使日本對美

國長期以來都處於依賴的關係。配合美國在太平洋勢力的佈局，平

衡中國的勢力，維持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也正因為依賴美國甚多，

日本常被外界評為『經濟的大國、政治的侏儒』，在 1980年代因為

經濟問題，日美曾有幾次勃豁，也藉此，日本也開始思考要常向正

常國家發展，更加雄心壯志，也積極實踐『雁行理論』立志要當東

亞的領袖國。在其經濟蓬勃發展之際，日本積極『超英趕美』，擠身

以開發國家之林，這正可以解釋為何身處東北亞的日本卻老是與亞

洲鄰國若即若離。 

而近年中國大陸的崛起，吸引投資客、企業主競相前往淘金，

如同『磁吸效應』，快速蓬勃的經濟發展，一時之間對日本、美國具

有很大的壓力，挑戰日本在東亞區域強權的地位，也破壞了美國的

區域平衡。中國威脅論讓美日都意識到這個新強權崛起對自己的影

響。 

在參拜靖國神社事件上，無異是相當意識型態的一件事，從2001 

年小泉擔任日相以來，共參拜了五次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對

於中日冰凍的關係，中國也不諱言的說皆由於小泉執意參拜導致。 

在日本歷任重要人士中，日皇明仁及首相中曾根康弘才又於

1985年8月15日的敏感日子正式參拜靖國。不過，為顧及中國反對，

翌年便放棄正式參拜。此後到2000年除了橋本龍太郎之外，竹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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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野宗佑、海部俊樹、細川護熙、羽田孜、村山富市、小淵惠三、

森喜朗等首相在任內沒有參拜靖國神社。 

但小泉寧犯鄰國眾怒，也要參拜靖國神社，從他上任迄今已參

拜五次。每次參拜靖國神社後，都免不了鄰國強烈的指責。小泉參

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惡化上。小泉雖然指自己到靖國神社

參拜純粹是個人信仰，但若考慮此舉引發的國際效應，小泉的理由

在政治上就很難說得過去。小泉的堅持，顯然會導致日本與中、韓

關係惡化的立場。日本國內的一些政治人物一直利用日本民眾的民

族主義情緒，有意識地保持中、日關係適度緊張，以『中國威脅論』

作為藉口，來推動一些政治議程，這種情況若持續下去，中、日將

很難改善關係。 

因為中國都會以靖國參拜問題來向日本提出抗議，中國內部的

反日聲浪也會隨之擴大，甚至在中國有攻擊駐日大使館、及各地抗

議事件發生。那麼，日本為什麼仍一意孤行犯眾怒呢？因為中國的

排日情緒也會相對提高日本的民族情節，日本人也一下子增強了對

中國的批評及厭惡。這樣的政治環境對小泉首相在軍事上採取強硬

路線更容易被接受。 

    先讓大陸媒體批判，製造仇日情緒後，再反過來刺激日本媒體

報導、反批判的作用，也難怪近年中日之間發生釣魚台、東海油氣

田、潛艇進入領海事件時，日本官員發言的頻率均比以前高、用詞

重，媒體也大幅炒作，目的就是要製造輿論、鋪建便於右傾的政治

氣氛。以利日本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在國防實力方面朝向正常國

家，日本已通過相關法案，加深其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以及在國際維

和作業中，能更加的伸展拳腳；此外，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在今年期

黨慶時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原有『和平憲法』之稱的日本憲法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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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加以修改以取消該國1945年後在軍隊方面所受到的諸多限制。 

小泉的硬頸作風，招致中國各地的反日風潮，也回打回日本，

造成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反感創下歷年最低，讓小泉在推動修改戰爭

法制的完備、自民黨提案修正憲法第九條，如順風推舟，相當順利。

但無可諱言的是小泉的外交操作過於粗糙使得東北亞地區對日本軍

國主義復辟的疑慮增加。雖然使日本人民更加認同朝向正常國家邁

進。但中國和南韓對這些作法的敵對反應已激起日本內部的反彈，

而此反彈並不僅限於日本的極右派分子。 

但小泉認為隨著時間的沖淡，與鄰國的關係會慢慢修補，所以

小泉在外交上要做的是，藉著某些爭議催化，刺激人民的民族精神，

對內朝向正常化國家邁進，對外與美國鞏固同盟，制肘中國在亞洲

的影響力。雖說小泉認為因此可以強化軍事、鞏固日本在國際上的

地位，讓日本往正常國家邁進。但盟國美國內部開始有些聲音出現，

他們認為中日交惡，損害了美國的利益。而一向與日本友好的澳洲，

面對中國霸權崛起，也開始有官員認為，選擇與日本交好，是否選

錯朋友，他們不願意與中國破壞關係。 

最近日本外務省也開始考慮亞洲外交的新途徑，即在維護日美 

同盟的基礎上，通過強化『第二外交軌道』，分散對美一邊倒的風險。

在對華政策上，日本外務省專門成立了定期局處長聯席會議，從日

本的世界戰略和地區戰略上協調對華政策，突出『世界中的日中關

係』。 

中國外交政策隨著經濟發展有非常大的轉變，中國極力要向世

人展現其『和平崛起』的型態。在區域發展上，他積極尋求在東亞

擔任區域經濟領袖的機會。而也因此，中國在東協的努力，也造成

日本的壓力，使得日本在親亞、與親美派更加擺盪不已。日本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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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擔心是否會歷史重演讓日本淪為中國的附傭。美國也開始擔心

中國的興起是否會破壞區域平衡成為與美國世界強權對抗的新興區

域強權。再加上中國的外交手法上，常常與美國不同調，例如與伊

朗、北韓交好等，更是讓美國認為，中國不是站在同一線的盟友。 

在東協區域中，因在東南亞發生經濟危機時，中國勇於對抗投資 

客，與日本袖手旁觀的形象大相逕庭，且中國也在經濟發達的同時

產生『磁吸效應』吸引東南亞逕向投資，儼然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

加上近來中日關係不佳，東南亞國家茅頭指向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

國神社所導致，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對比日本『軍國主義復闢』

都令東協國家親中而遠日。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已有與日本一較

長短的實力了。 

 

2.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在全球化時代裡，世界各國互賴程度更深，加入區域性、國際 

性經貿組織都是經濟全球化最明顯的例子。中國經過這幾年的經濟 

開放後，逐漸也了解融入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有很大的 

利益。這產生一個連鎖效應，當一個國家崩潰或著發生重大事故時， 

連帶著會使與他貿易甚為頻繁的國家經濟受創更有甚著會因而影響

到國力的盛衰。與以往傳統國家自給自足完全不同。 

所以中日兩個超級大國若是發生戰爭，鄰近東協國家會有選邊 

站的困擾，不論選擇哪一邊，都會失去另外一個市場，影響自己的 

產業發展，如果依賴程度甚深，進出口大幅降低會造成，相關產業 

蕭條，造成通貨緊縮，造成失業率上升等社會問題。這種連帶效應 

在經濟全球化國家中是不能避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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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釣魚台的爭議 

  釣魚台列島距離台灣的基隆港僅222公里，距離琉球（日本沖繩 

縣）的那霸市是480公里。目前實際佔領、控制著釣魚台的日本出動

海上保安廳和沖繩縣警察。中國與日本在東海的爭議，就是因為劃

界法牽涉到釣魚台的主權歸屬。  

釣魚台列島的重要性在於其資源豐富、海域有油氣蘊藏，對於兩大

石油消費大國中、日都是想要吞食的大餅，尤其對於日本來說，日

本想藉釣魚台擴大專屬經濟區的面積。其次,因其地理位置在日本與

台灣之間，但距離台灣較近，可以當作軍事的屏障及據守點，軍事

價值重要。中國若有該島，既能保障東南沿海地區的安全，又能遏

制日本勢力南下。反之，日本據有釣魚台，就可將防衛範圍向西擴

展 300多公里，建立一個可攻可守的前進軍事基地，並對於美國遠

東戰略有很好的幫助。（歐錫富，2004：2-4） 

 

4.美日安保條約的影響 

1996年4月17日，美國與日本了共同發表「美日安全保障同 

宣言」，宣布將美日安保條約的活動範圍自「遠東地區」擴及於「亞

太地區」，使日本於朝鮮半島、台灣海峽、東南亞乃至於波斯灣地

區，負有支援美軍戰鬥的任務。此一宣言一方面鞏固了美國在東亞

地區的強權地位，一方面則影響了東亞地區的權力平衡，因而造成

中國的反彈。要求美軍負擔恢復日本周邊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

任，但日本需在本土、公海、國際空域上提供美軍後勤支援。日本

自衛隊亦有義務在周邊地區進行情報蒐集、監控、海上掃雷，及確

保航道無阻。美日兩軍在指揮協調、應變機制、電子通訊、情報活

動後勤補給等方面加強合作。由於日本擔心其「周邊」情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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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演變為對日本的武裝攻擊，因此修訂的『防衛合作指導方針』

更強化了『美日安保條約』的運作。 

 

貳、東海油田爭議可能尋求的解決方法 

一、在劃界爭議上：究竟是採取中國的『大陸棚原則』亦或採

取日本的『中間線原則』，兩個方案都有法理依據。如果採取中國

的『大陸棚原則』，勢必東海油田的範圍全在中國的區域內，就沒

有所謂的油田爭議了。但這也是日本最不願意接受的方案，因為

除了龐大能源的損失、釣魚台也會收歸中國所有、專屬經濟區的

劃界也會縮小許多。若依照日本的『中間線原則』劃界方式，春

曉油氣田只距離中間線約五公里，這麼近的距離，沒有精準的數

據，很難說春曉油氣田的開發不會損害到日本的利益。而且釣魚

台會歸於日本所有，中國將失去釣魚台這個戰略地位的小島，也

失去制肘台灣的碉堡，更喪失了蘊藏釣魚台底下的龐大油氣資源。 

綜上而論，現行兩國所各自主張的方案，不管是日本的『中

間線原則』或是中國的『大陸棚自然延伸原則』，牽涉到劃界後，

都難保使另一方失去釣魚台的主控權。對於軍事安全或是經濟利

益都是莫大的損失。這也是中國之所以一開始便提出『擱置爭議、

共同開發』的原因所在，因為東海油田事件還連著釣魚台問題。

而釣魚台在日本的強力介入下，除了改名、豎碑、建堡，並抹去

島上一切有關中國的痕跡。所以中國要保釣，首先就是要讓釣魚

台的爭議繼續延燒，中國不碰觸劃界，但對於有關領土主權態度

非常堅硬。 

所以要解決東海爭議，在劃界問題上，在現階段應採『擱置』

的方式處理，在中日冷凍關係中，能源合作才能有一線生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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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界解決的時機，應等雙方互信程度足夠後，建立良好談話氣氛，

劃界爭議才會有好的解決。 

二、在能源開採合作上：能源合作開採上，不論是中國或日本其

實都是有先例可循的，例如：可仿效中國與菲律賓、越南解決南

海紛爭的先例。只是角色換成中日兩國，首先要重建兩國溝通機

制，增加互信後才能談合作。 

而要合作開發的『爭議點』在哪，中國與日本的定義不同，

所以在合作開發的同時也要把爭議範圍圈訂出來，再就這個範圍

共同開採。中國認為爭議點在等中間線，那可就中間線周圍開採，

惟日本認為中國的所謂爭議點乃是屬於日本的專屬經濟區非為爭

議區，在這一點上，中日兩國出入甚大，但國際談判本該互讓一

步才會成功。中國與日本都必須退讓，至於退讓的多少，也非你

讓一尺我也讓一尺的單純，應衡量雙方願意出的籌碼，例如：資

金、技術。來討論一個合理的共同開發區。非爭議區的部分，可

就管道運輸、技術面等進行能源合作與交流。共同開採的『爭議

範圍』確定後，就可以成立專責的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報，日本

與中國的石油業者以輪流的方式進行開採、調查數據等工作。 

 

圖6-1中日東海爭議區域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鳳凰報網站 http://big5.phoenixtv.com: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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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果 

壹、中日東海爭議解決的『最適策略』 

在上一章中以『反推法』得出『子賽局完全均衡』，中日兩國 

的解決東海油氣爭議的『最適策略』應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但對中國而言，最適策略應為『大陸棚自然延伸原則』，因為這樣一

來，整個東海油田資源將囊括為中國所有，甚至連釣魚台權利也掌

握在中國手中。而相對的，日本將損失東海油田及釣魚台等範圍，

及縮小範圍的專屬經濟區。 

而相較於日本，其『最適策略』為以『中間線原則』來劃定兩 

方的界線，這樣一來，中國的春曉油田便相當接近日本，可能面臨

日本向中國提出要求按照比例共享海底資源的想法。而更大的利益

是『釣魚台』列島權益的獲得，依照聯合國在1968年的調查，釣魚

台蘊藏豐富的油氣資源，其戰略地位非常重要，這對於日本而言更

是非拿不可。 

但基於理性預期的觀念，兩國的最優最好策略卻是對手的劣勢 

策略，在現實的環境中，沒有一個人會希望自己就是那位徹底的輸

家。如果中日兩國都在極力追求達到最優策略，形成零和賽局，就

沒有談判的必要了。 

從2004年5月中日東海爭議浮上台面，中國與日本的關係隨著 

日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採用右翼思維的教科書事件、2005年 4月

13日日本開始辦理授予民間企業在東海油氣試採權及與美國將台海

列入戰略目標等等，都令中國對日本不滿至極。 

對中國而言，比較注意日本的兩項發展：一是政治的右傾化，另 

一是軍事的外向化。在軍力部屬上來看，為因應日益緊張的中日衝

突，日本的自衛隊欲增加預算加強東海防禦，但在近日新通過的預算

 177



東海油氣爭議之中日競合研究 

上，國防部分佔整體的預算上，比例卻較去年略低。可以想見，日本

的軍力佈置上仍以防禦大於攻擊。縱使，軍國主義者仍以不惜一戰的

姿態維持日本的權益，也必須先越過現實主義者的阻礙，並獲得日本

國民的支持，日本才有可能主動發動攻擊。 

但以日本的海島經濟而言，與中國對戰，即便打贏了中國，勢必 

也會重創自己。如果中國願意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調來談

東海的合作，不去觸碰劃界與主權的問題，釣魚台等問題雖一時無

解，但卻可以快速開發東海的能源，那麼經濟尚在逐漸復甦的日本也

犯不著與中國展開生死搏鬥，未嘗不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貳、中日合作方式 

在合作的方式上，前提是兩國要建立相當穩固的對話機制，避免

錯誤的訊息以及不必要的誤會。但要如何均分東海能源？各退一步勢

必才能和平解決問題。不論是『大陸棚自然延伸原則』或『中間線原

則』都無法完全讓兩國接受，都會造成零和賽局。兩國想要在有爭議

的春曉油田共同開發使用，即便按照『中間線原則』劃分法，春曉油

田雖距離日本所劃的界線約五公里，但終歸較屬於中國這一方面。中

國如果願意與日本共享，維持東海區域的穩定，對兩國目前的情勢看

來仍勢力大於弊。 

所以日本與中國在能源的劃分上，也應按照公平原則來均分能

源。也或者可以由日本提出技術、資金資源等較多方面的提供，中國

也需提供人力資源、部分的資金、技術協助，那麼對於春曉油田，日

本與中國在能源均分上，也可以按照所提供的能源多寡，而可以有更

彈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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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合作的穩固 

在合作的穩固上，除了暢通的對話機制外，中日都必須事出若干

的善意，才能消除目前濃厚的不信任感及緊繃的關係。 

在改善目前兩國的關係上，短期可行的作法有： 

一、中國的作法有： 

（一）暫停在東海爭議區域的天然氣投產行為。 

（二）將軍事費用透明化。 

（三）避免在爭議地區舉行軍事演習。 

二、日本的作法有： 

（一）日相應避免參拜靖國神社活動，刺激鄰國情緒。營造復

談氛圍。 

（二）正視且不扭曲日本侵略歷史，承認『帝國主義者』錯誤。 

（三）減少不需要的軍事活動刺激對方。 

（四）軍事費用公開化。 

 

要在談合作之前，兩國都必須釋出相當的善意。日相小泉在 

2005年12月初東亞峰會後有說道，只要中國胡錦濤願意，中日兩國

隨時都可以談。在 2005年 12月 18日中國官方新華社在發表歲末感

言亦有談到，今年（2005）是中日兩國自1972年來關係正常化已降，

最艱困的一年，兩國情誼下降至冰點。中國官方不諱言的說，中日關

係冰點的最大原因，中國將此歸咎於日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大大的

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但中國對於日本仍相當希望保持友好的關係。

這也可以用來說明，雖兩國動作不斷，但『試探』的意味還是大於『挑

釁』。中國即使在東海爭議區投產也選擇在較未有爭議的地區開發。

而且中日兩國有很深的經濟互賴，發生戰爭將使一切成果破壞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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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不是中日兩國可以負擔的起。 

在解決東海爭議，穩固合作機制的作法有： 

（一）建立軍事信心機制，公開國防預算，以化解敵意與歧見。 

（二）技術資源互享，例如：中國提供海洋調查數據，日本提

供探勘技術或資金。 

（三）依『衡平原則』訂定合理分配機制。 

（四）定時召開『東海事務共同開發會議』。 

（五）建立論調工作機制，例如：前三年由中國開採，日本負 

責探勘。後三年則中日互調，再按比例分享。 

     （六）運輸管道共同建築等。 

 

第三節 研究展望 

中日東海油田爭議的解決，首要之務是要建立兩國元首或外相的

對話機制，避免訊息的誤導、誤判，加強了解、消除不信任感。對於

『劃界』爭議，若交由國際法庭，解決時程將會延長許多。所以，經

由兩國談判溝通，會是較快的辦法。兩國在談論『劃界』時，在互信

的前提下，中日兩國要有退一步的打算，因為『你的獲得就是對方的

損失』，讓對方損失太多，那這場談判就不需要再談下去了。應該要共

同追求的是『損失的最少』。 

例如：在劃界爭議上，中國是斷不可能同意日本所提出的『中間

線原則』，因為對於中國而言，同意『中間線原則』，等於將釣魚雙手

奉上，不論是戰略意涵上或是能源利益上都有重大損失。且中國擁有

廣大陸地延生至海洋，日本只是四面環海的島國，如果按照日本『中

間線原則』那似乎也有違『公平原則』。而相對的日本也不可能答應中

國的『大陸棚自然延伸原則』，因為這樣一來，日本完全與東海油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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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緣，而且無可否認專屬經濟區域本來就有重疊，這樣一來，全劃歸

予中國，對日本又不甚公道。所以不論是『中間線』亦或『大陸棚自

然延伸』想必都會造成零和賽局，使其中一方遭受莫大損失。 

    中國與日本皆為獨霸一方的強國，不管軍事、經濟上，都在世界

上具有動見觀瞻的力量。兩個大國解決爭端最好的方式，便是各退一

步，追求雙方『損失的最少』。對於東海油氣事件爭議的因懸而未決，

爭議也有擴大的趨勢，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其中也有不少卓見。例

如：中國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近日在日本出版新書「通向中日和解與

共同繁榮之路」，為突破中日僵局提出新的政策思考方向。他認為比較

合理的辦法是，中日雙方通過談判各讓一步，大致上以中國和日本在

東海專屬經濟區的「中間線」和中國主張的沖繩海槽分界線之間的中

間線-「東中間線」作為分界比較合理。 

    周教授的方法等於中國要讓出部分大陸棚給日本，而日本也讓出

部分專屬經濟區給中國。在這種互讓一步中，中國讓給日本的大陸棚

棚面積和日本讓給中國專屬經濟區的面積大體相等，等於中日雙方互

有退讓，互有所取，他認為這是解決東海劃界爭執比較公平、現實、

合理的辦法。但這樣一來，劃界後會造成釣魚台的所有權，勢必落入

中國的範圍內，對於汲汲營營將釣魚台合法、合理成為日本的國土來

說，是絕對無法接受。 

而日本學者青山學院國際政治經濟與商業教授中兼和津次認為，

中國應該讓步妥協，同意日方所提共同開採方案，劃定中日重疊海域

的中線，而日本應提供資金或節能等技術回饋中方，構築建設性的對

話管道，才能獲得中日雙贏結果。 

但不論採取何種劃界方法，都會損及其中一方對於釣魚台的權

益，將會造成爭議，提高劃界的困難度。所以，劃界並非不可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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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長遠的時間及兩國建立互信互諒的溝通機制後，才有可能會有較

為圓滿的結果，但前提仍是需要時間。否則依中日關係如履薄冰的情

況下，硬要觸碰劃界與主權等敏感的問題，是很容易引起衝突。 

也就是說，短期內中國與日本要處理東海油田爭端，最好的辦法

就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既可省去冗長的國際法庭的辯論、調查，

也可避免中日兩國撕破臉的戰爭大對決。這樣的解決方法，對於中日

而言都是『雖不滿意、但還能接受』的中間策略，至少能保障兩國在

東海能源的開採上，都能分到一杯羹。更何況，已有中國與越南、菲

律賓已就與東海爭議問題雷同甚高的南海達成合作開發的協議的先

例。所以，只要有心，中日也可以朝向和平坦途邁進。 

展望未來，中、日兩國短期內能盡快恢復對話機制，修補關係，

在劃界問題上，先暫且擱置一旁，共享東海能源。長期來看在經濟發

展的關鍵上，兩國應展開能源合作，在能源政策上、節能技術及替代

能源的開發，攜手並進，才是東北亞、甚至是亞洲、世界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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