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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位歐亞大陸要衝，與中國、俄羅斯及歐洲接鄰，自古以來即為各強權國

家必爭之地。冷戰結束後，蘇聯昔日於此區域所扶植之國家，如哈薩克、吉

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及土庫曼等國紛紛獨立，並在成為一獨立政治體

系後，招來各強權國對此地之注目。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國、歐盟、日本

等國於此地之互動，被認為將影響各國於其他地區及議題上之相互關係。  

日本雖與中亞隔著太平洋遙望，但日本從田中角榮執政時期，為了擴大日本

能源基礎且使能源來源多元化，而對其他國家及區域進行頻繁的能源外交，

時至今日日本仍奉為皋臬，且持續地實踐。雖然蘇聯瓦解，提供日本一個前

進中亞的大好良機，但直至 97 年橋本龍太郎才首次接櫫「絲路外交」的對中

亞外交政策，企圖延續自 70 年代石油危機爆發後，日本降低對中東能源依存

度的戰略考量，期待能與中亞建立能源夥伴關係。但俄羅斯、中國等鄰近國

家，皆在中亞外交上領先日本。  日本在各方面客觀條件皆相較不利的情形

下，是否真能在列強圍繞之下，實現其與中亞各國建立良好互惠能源合作關

係的目標？日本外交向來被視為以美國馬首是瞻，本研究也同時想藉由研究

日本的中亞能源外交中，觀察其中的「美國因素」對於日本的能源外交有何

影響？同時藉由研究日本對中亞的能源外交模式，整理出日本目前在能源領

域的外交實力，欲確保能源多元化的理想是否能藉由目前的能源外交模式獲

得實現？  

摘Central Asia is located in the major juncture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and it is close to 



要

(

英

) 

China, Russia and Europe.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it is where powerful 

countries strive for dominance. After Cold War, Russia and its supporting counties 

during this area such as Kazakhstan Uzbekistan have been independent and after 

developing its unique political system, it attracts the attention from many powerful 

countries, including America, Russia, China,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Their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places could be viewed as the important agenda upon the 

mutual relation with other areas. Though China and Japan are separated by Pacific 

Ocean, for the purpose of energy expansion, Japan has been interact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with high frequency in order to expand and multiply the foundation 

of energy since the era of Tanaka Kakuei. Until the present, Japan still takes it as 

criterion and ceaselessly puts it into practice. Although the disruption of Russia provides 

Japan with a good opportunity of moving forward to Middle Asia. But until Hasimoto 

Ryutaro initially declares the policy of “Silk Road Diplomacy,” attempting to 

continue the decrease of Japan’s energy reliability upon Middle East since 70s after 

the Crisis of Petroleum and expecting to rebuild the partnership with Middle Asia. But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Chin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all exceed Japan in the 

diplomacy of Middle Asia. Could Japan, under all bad conditions objectively and 

surrounded by powerful countries, fulfill its objective of building reciprocity with other 

Central Asia countries in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The diplomacy of Japan is often 

regarded as passive target of America. The research endeavors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factors” upon Japan’s diplomacy of energy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energy diplomacybetween Japan and Central Asia. And through researching on 

Japan’s diplomacy mode with Central Asia, my thesis also tries to map out the 

diplomacy power of contemporary Japan in the area of energy, ensuring whether the 

ideal of multification of energy could be fulfilled in the mode of present diplomacy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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