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日本与沙特的关系

华佳丽１， 庞中鹏２

（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日本研究系， 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 新自由主义大师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通过对现实主义假设的批驳， 创造性地提出了

“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假说。 鉴于日本与沙特阿拉伯两国间多渠道的交往、 问题的无等级之分以及军事力量

次重要作用的特征， 可尝试运用不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解释日沙关系的逻辑。 两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可通

过“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变量在能源、 经贸和政治领域的强弱加以衡量。 这有助于理解日沙关系的现

状、 分析未来日本对沙特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外交战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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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
现实主义理论不断受到挑战与冲击， 物质性权力究

竟能否发挥维护世界稳定的作用受到多方质疑。 与

此同时， 一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开始关注

到非物质权力因素的作用与意义。 １９７７ 年， 由罗伯

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

赖》一书问世， 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二人在

书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假说， 即“复合相互依

赖”， 在这一模式下的国际关系中， 国家不再作为

唯一行为体， 跨国关系和国际组织登上国际政治舞

台， 使得国家间交往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 他们所

设置的议题越来越广泛且没有优先等级之分， 而在

这一政治进程中， 动用武力也不再是一个最优工

具。 符合这些特征的相互依赖关系， 将会通过在不

同领域“敏感性”与“脆弱性”的平衡， 最终实现对

称性复合相互依赖。 笔者尝试以复合相互依赖为工

具， 解释日本与沙特阿拉伯两国关系的特征， 通过

变量分析来研判日沙关系未来的走向以及由此对日

本的中东地区战略产生的影响。

一、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解析

“假设”是一个理论最为核心的成立前提。 关于

国际政治的假设， 将会直接影响如何建构解释国家

间关系的理论。 现实主义有以下三条基本假设：
“第一， 国家作为内在一致的单位， 是世界政治中

的支配性行为体； 这是个双重假定：国家是支配性

的， 它们作为内在一致的单位行事。 第二， 现实主

义者设定武力是可用和有效的政策工具； 其他工具

也可以被运用， 但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是行使权势

的最有效手段。 第三， 部分地由于他们的第二项前

提， 现实主义者设定了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问题（ ｉｓ⁃
ｓｕｅｓ）等级， 以军事—军事安全‘高度政治（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和支配经济和社会事务‘低度政治（ ｌｏｗ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１］２４

基欧汉与奈通过对上述现实主义三大前提假设

的一一辩驳， 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另

一种理想模式， 即“复合相互依赖”。 在他们的设想

中， “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 各问题之

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 而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

工具” ［１］２５。 具体来看， 复合相互依赖具有以下三大

特征。 其一， 各个社会之间存在多渠道联系。 这些

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 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

系； 各国官僚或非官方的精英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或

电讯往来直接交流， 跨国公司、 跨国银行的活跃已

成为对外关系的正式组成部分。 其二， 国家间的议

题由多种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构成； 与

外交政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更加多元化、 复杂化，
军事问题不再始终是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 政府内

的各个部门都承担着广泛的国际任务， 内政外交相

互重叠。 其三， 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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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发挥次要作用， 动用武力不再是一国政府在本

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策工具， 或者说武力作

为政策工具已无足轻重。 然而， 在处理联盟外敌对

集团关系时军事力量仍非常重要［１］２５ － ２９。
同时， 为了进一步衡量关系双方相互依赖的程

度问题， 基欧汉和奈还引入了“敏感性” （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
ｔｙ）和“脆弱性” （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两个变量。 其中， 敏

感性是指一国的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

速度和所付出代价的多少， 即变化的政策框架内的

敏感程度。 脆弱性则是双方为应对变化而获得代替

性选择时的相对能力与所需付出的成本。 敏感性或

脆弱性相对越强的一方， 对另一方的依赖程度也就

越高， 其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弱。
诚然， 两位作者同时也在书中指出， 复合相互

依赖是一种理想模式， 并不完全真实地反映现实政

治。 但在全球化进程的当下， 这一模式却能更好地

解释国际关系的特征， 仍然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国际

政治的重要理论工具。 当前的日本与沙特阿拉伯之

间的外交关系， 就可以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加以

分析与理解。

二、 日沙关系与复合相互依赖

日本和沙特阿拉伯自 １９５５ 年建交以来， 两国

皇室、 政府以及民间都保持着各层级的互动。 ６０ 多

年来， 以能源外交为主线的日沙关系越来越接近于

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双方间多渠道的交往

日本与沙特之间交往的多元化是一个显著的特

征。 第一， 日本皇室与沙特王室以外交对等的身份

开展了许多礼节性的往来， 一贯保持着良性的互

动。 日本战败后颁布《日本国宪法》， 由天皇制国家

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 日本皇

室得以保留。 而沙特是一个君主制王国， 由沙特国

王兼任首相， 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现在的日本天皇德仁以皇太子的身份与太子妃

雅子首次访问沙特阿拉伯。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沙特国王法

赫德·本·阿卜杜勒 － 阿齐兹·阿勒沙特逝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沙特王储苏尔坦·本·阿卜杜勒 － 阿

齐兹·阿勒沙特逝世，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沙特王储纳伊

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逝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沙特

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 －阿齐兹·阿勒沙特

逝世， 皇太子德仁均前往沙特出席了葬礼， 进行吊

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 阿卜杜拉国

王及苏尔坦王储向日本天皇致慰问电。
第二， 两国政治领导层精英通过正式或非正式

的方式开展交流合作， 推动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１９６０ 年沙特国防和航空大臣苏尔坦亲王对日本的

访问标志着两国政要双边互访的开始， １９７１ 年费萨

尔国王访问了日本。 自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以来，
两国元首和内阁级别的访问变得更加频繁。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他中东之行中访问了沙

特阿拉伯。 桥本龙太郎首相在 １９９７ 年访问沙特阿

拉伯时， 呼吁建立“面向 ２１ 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
涵盖全面的政治、 经济和新兴领域的合作。 １９９８
年， 阿卜杜拉王储和首相小渊惠三见证了《日沙合

作议程》的签署。 日本外相河野洋平于 ２００１ 年访问

沙特阿拉伯， 并宣布了在以下三个领域的倡议： 促

进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 开发水资源和参与多元化

的政治对话［２］。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访问

沙特阿拉伯期间， 和阿卜杜拉王储决定 ２００５ 年两

国共同举办纪念建交 ５０ 周年的庆祝活动。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沙特王储苏尔坦正式访问日本， 双方同意就

促进建立两国战略·多层次伙伴关系展开对话。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沙特， 发表了

旨在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声明。 ２０１３ 年安倍

第二次就任首相后首次出访中东三国， ４ 月 ３０ 日同

沙特国王举行电话会谈， ５ 月 １ 日在阿卜杜勒 － 阿

齐兹国王大学发表题为《共生、 共荣、 协作———创

造新时代的日本与中东关系》的演讲。 安倍在演讲

中指出： 要将日本与中东的合作领域拓展到农业、
医疗等更为广阔的范围内； 强调日本与中东是享有

共同利益的共生共荣的伙伴关系， 在经济产业合作

的框架之上， 加强政治安保关系， 推进中东政治问

题协作进程； 未来希望能增加双方之间的人员往来

和人文交流， 扩大相互理解， 深耕友好基石， 在中

东的各类人才培养方面贡献日本的力量［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沙特王储萨勒曼作为重要外宾访问日本，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强化“全面伙伴关系”（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穆罕默德副王储

访问日本， 双方一致同意通过《沙特愿景 ２０３０》来

实现全面伙伴关系合作。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萨勒曼国王

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这也是继 １９７１ 年沙特第三

任国王费萨尔访日以来， 时隔 ４６ 年沙特国王对日

本的历史性访问。 双方就《日本·沙特愿景 ２０３０》
达成合作意向。 此后的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３０ 日，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出席在日本举行的 Ｇ２０ 大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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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并访问日本，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２０２０ 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

中东三国（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阿

曼），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１３ 日首站访问沙特。 １２ 日与沙特

国王萨勒曼举行正式会谈， 安倍表示沙特的改革对

维护地区稳定必不可少， 日本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并指出日本将在超越能源的广泛领域内， 加速推进

基于《日本·沙特愿景 ２０３０》的双边合作， 通过这

些行动旨在全面支持沙特的改革进程。 对此， 萨勒

曼国王在发言中指出， 日本是沙特改革进程中重要

的伙伴， 双方一致确认要继续推进双边合作［４］。
第三， 日沙经贸往来十分密切， 互为双方重要

的经贸伙伴。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 ２０１９ 年日本

对沙特的出口贸易额达 ５５６６． ９９ 亿日元， 主要产品

是运输设备； 进口贸易额约 ３０１５８． ０２ 亿日元， 以原

油及矿物型燃料为主， 沙特是日本的第六大进口对

象国［５］。 在政府开发援助（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ＤＡ）方面， 日本于 ２０１１ 年正式结束了对

沙特的 ＯＤＡ 援助， 共计提供无偿经济援助 ３． ８３ 亿

日元， 开展技术援助规模达 ２０４． ４６ 亿日元。 累计接

收研修人员 １９９５ 人， 派驻技术专家 ８０６ 人， 派出调

查团 １０９５ 人， 提供各类器材总价值约 ３０． ３９ 亿日

元［６］。 双边合作的核心之一是沙特阿拉伯向日本的

阿拉伯石油公司授予油田特许权， 以及此后成功开

采石油。 特许权协议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签署，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试采成功。 该协议于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终止。
第四， 日沙民间的人文交流也是亮点纷呈。 日

沙间的人员往来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９ 年日本穆斯林山

冈孝太郎与蒙古团体一起前往麦加朝圣， 后来他还

记述了朝圣之路的艰辛。 日本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ＣＣ）成员国自 １９８５ 年

以来， 就实现了青年团体和运动员的互访。 １９９３
年， 沙特国王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成立了日语系，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专门派遣了日语教育专家。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１２ 年， 每年都有两国的青年团通过“日本·
沙特阿拉伯青年交流计划”实现互访。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起， 开始通过阿卜杜勒国王奖学金制度派出赴日留

学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在第 ２６ 届沙特“国家遗产及民

俗文化节”（Ｊａｎａｄｒｉｙａｈ）上， 日本官方与民间共同设

置了展厅。 ２０１５ 年时值日沙建交 ６０ 周年， 两国举

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同年 １１ 月， 自民党副总

裁高村正彦率领日本武道馆的武士道代表团访问沙

特， 并进行了武术展演。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在《日本·

沙特愿景 ２０３０》的框架下， 以振兴文化娱乐为目

的， 日本泽上歌剧艺术振兴财团在日本驻沙特大使

馆的通力协作下， 举办了日本管弦乐队在利雅得的

公演， 吸引了 ３０００ 多人参加， 为沙特年轻人第一次

在国内接触到管弦乐队提供了机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５ 月， 东京国立博物馆“阿拉伯之路”主题展览开

始， 在 ９９ 天的开放日内， 共吸引了 ２５ 万以上的人

前来参观。 这成为日本人亲近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

半岛历史的好机会， 展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两国间存在的问题没有等级之分

尽管日沙两国间的往来日益密切， 日本外交中

对中东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 但两国在一些问题

上仍然存在矛盾与分歧。
第一， 日本如何处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僵局，

考验着日本外交的智慧。 沙特与伊朗两国长期不

睦， 教派对立、 民族矛盾、 伊斯兰世界领袖之争以

及海湾乃至中东霸权之争让两国关系难以调和。 但

日本与伊朗保持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日本深化与

沙特的关系， 如何在日伊、 日沙这两对双边关系

中， 保持恰当的平衡，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二， 日美是盟友关系， 美沙也是盟友关系，

日沙关系发展层次与水平不能超出美国的容忍度。
长期以来， 中东地区都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地

区， 美国不愿意看到其他国家在中东扩展与提升战

略影响力。 如果日沙关系进一步上升到军事安保战

略层次， 那么美国是否能容忍日沙提升关系水平，
美国是否真心愿意看到日本“军事触角”伸到中东

地区， 是否愿意看到日本战略影响力扩展到中东地

区， 考验着日美同盟关系的牢固度， 也考验着日本

如何应对美国压力的外交手腕与能力。
第三， 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依旧存在。

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基于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外交”，
但沙特方面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与认同， 日本谋划

在中东地区推行价值观外交， 未必就能完全行

得通。
（三）军事力量发挥次要作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日本和沙特两国相隔甚

远， 两国间没有直接的领土争端。 而美军又分别在

两国设有军事基地， 有着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的存

在， 所以日沙两国之间直接运用武力选项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相反， 两国甚至可以在美国这个共同盟

友的带领下， 在军事领域展开合作， 通过共同打击

海盗等参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行动， 维护海上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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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通道的安全与稳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日沙首次展开安保对话，

就两国的安保政策、 安防领域合作、 包括伊斯兰国

在内的中东和海湾地区形势等充分交换了意见［７］。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日沙第二次安保对话在沙特利

雅得召开。 此次安保对话围绕着两国安保政策展开

讨论， 并就朝核问题、 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在内

的东亚局势， 以及叙利亚问题、 也门局势等共同关

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８］。 两国更是在 ２０１６ 年签署

了一份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拓展双边军事贸

易和防务方面的教育、 培训和研究合作［９］。

三、 日沙两国依赖程度分析

（一）能源领域

石油是日本重要的战略能源， 日本与沙特的能

源合作十分紧密。 沙特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探明储

量国，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 沙特的石油探明储量 ４０９ 亿

吨， 占世界总储量的 １７． ２％ ［１０］。 近 ８ 成的财政收

入依靠石油， 出口总额约 ９ 成为石油出口［１１］。 与此

同时， 日本的原油自给率不足 ０． ５％ ， 几乎完全依

赖进口。 ２０１９ 年数据显示， 日本 ８９． ６％的原油进口

来自中东， 对中东的原油进口依赖度再创新高。 其

中， 沙特阿拉伯是日本原油的第一大进口国， ２０１９
年的占比达 ３４． １％ ［１２］。 在日沙能源关系中， 沙特

是日本最大最稳定的石油供应国， 对缓解日本的能

源极度匮乏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旦日沙能源合

作出现问题， 日本将会比沙特更为敏感。 而从脆弱

性上来讲， 日本一旦在现阶段失去沙特这个能源伙

伴， 三分之一的石油将会无法供给到日本， 这将会

对日本社会发展、 经济民生造成严重打击， 直接动

摇日本国之根本。 沙特出口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与

日本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也会受阻。 但综合来

看， 目前在能源领域日本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要强于

沙特， 日本对沙特的依赖程度更高。
（二）经贸领域

石油工业是沙特经济的主要支柱。 近年来， 国

际油价低迷， 导致沙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为摆脱

对石油产业高度依赖的局面， 推进多元化发展战

略， 沙特于 ２０１６ 年推出“２０３０ 愿景”和“２０２０ 国家

转型规划”， 并于 ２０１７ 年同日本签署了《日本·沙

特 ２０３０ 愿景》合作协议。 两国计划在能源、 环境、
基础设施、 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农业、 食品、 投资

金融、 旅游、 体育、 教育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

日本对沙特的高质量商品出口以及技术转移， 不断

强化着两国的经贸关系。 例如， 近年来日本出口的

轿车占沙特国内市场份额已超过半数， 丰田汽车通

过开办“日本与沙特阿拉伯汽车技术高等进修所”，
已培养出远超 １０００ 人的汽车技术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五十铃汽车的卡车装配工厂也在沙特阿拉伯开

始运作。 日本住友化学在沙特投资开办的拉比格石

油精炼厂和石油化工公司等大型项目成为推动沙特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式合作项目， 业已成为全球屈指

可数的乙烯中心［３］。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日沙间的合作项

目已达 ８１ 件之多［１３］， 日沙经贸关系正可谓“打得

火热”。 从脆弱性和敏感性上来讲， 当前主要以日

本对沙特投资、 兴建项目为主， 沙特市场对日本产

品需求较大， 但沙特并不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

国， 因此沙特对日本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小一些， 沙

特的依赖性更强。
（三）政治领域

日本政府尤其是安倍第二次内阁时期， 不断在

政治与安保领域深化两国交往的层次。 双方在海上

安全保障、 海上航运安全、 打击海盗、 不扩散核武

器、 反恐、 人道主义援助与自然灾害救援等领域促

进对话与合作； 讨论了在国际反恐领域进行合作与

协调的可能性； 表示要加强在防卫领域的合作以及

继续推动日本自卫队与沙特军队之间高级官员的互

访［１４］。 日本持续以沙特为战略支点， 通过推进中东

地区国家政治转型与反恐行动来展现自己的“大国

影响力”， 传播日本的价值观和治理理念， 日沙关

系已成为其大国战略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反观沙

特， 其在政治领域对日本的敏感性则是相对较

低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日沙关系的复合

相互依赖模式中， 日本对沙特的综合依赖程度更

强， 两国之间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依赖关系。 由此可

以预见， 未来日本一定会加强与中东主要产油国之

间的关系， 努力提升能源自主开发的比例， 也会灵

活运用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政策， 提升日本在国际能

源贸易领域中的相对地位。
中东外交已成为日本政府通过“自由开放的印

太”（ＦＯＩＰ）实现其“政治大国”的野心的重要支柱，
对中东事务的深度介入未来将会长期持续。 当然，
由于沙特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宗教文化， 两国在人

文、 教育等方面展开对话交流， 乃至在价值观上寻

找契合点都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如何摆脱盟友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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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东政策上对日本的掣肘， 进一步争取决策

自主性， 也是未来日本对沙特外交中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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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ｈｅ ｎｏｎ⁃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ｓｙｍｍｅｔ⁃
ｒ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ａｕｄ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ａｐａｎ⁃Ｓａｕｄ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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