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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威脅平衡」論韓美同盟－從金大中政權到朴槿惠政權	

	

摘要	

	

本研究主旨為透過瓦特（Stephen M. Walt）的威脅平衡理論檢視從韓國金大

中政權開始的韓美同盟發展。經由分析後，本研究認為韓國此時期的外交戰略持

續以「北韓問題」與「韓美同盟」為核心。韓國金、盧政府時期的韓美同盟變化，

是因雙方對北韓威脅程度的認知差異，造成同盟關係的弱化。然而，隨著北韓核

武問題持續升溫，韓國開始改變其外交戰略的內容，韓美雙方對於北韓的威脅認

知再次趨同，強化韓美同盟關係並維持至今。在內部關係的演變上，意識型態乃

是作為韓美同盟維持的基礎，援助與交流及滲透兩大政策工具則是韓美同盟變化

的結果。 

本研究認為，韓美同盟的變化與韓國外交戰略變化的關鍵，主要受到兩個層

面的影響：首先是北韓威脅的增強與否，其次是中國處理北韓議題的態度。這兩

大層面的考慮，影響韓國對於兩個國家的威脅認知，促使韓國採取不同的外交戰

略手法，產生韓美同盟「強化」、「維持」或「弱化」的不同結果。因此，在韓美

同盟未來的發展中，威脅平衡理論將持續發揮主導的作用。 

 

關鍵詞：韓國外交戰略、韓美同盟、威脅平衡	

  

 



A Study on R.O.K.-U.S. Alliance under the Threat Balance Theory: 

since Kim Tae-jung administration to Park Geun-hye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review the evolution of R.O.K.-U.S. alliance since Kim Tae-jung administration 

to Park Geun-hye administration by using threat balance theory. After the analyzing, the study argues 

that R.O.K.’s Diplomacy Strategy in this term still takes ”North Korea’s issue” and “R.O.K-U.S. 

alliance” as the cores. The changes of alliance in the Kim Tae-jung administration and Roh Moo-hyun 

administration originate from cognitive differences of the extent of North Korea’s threat, resulting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alliance. However, as North Korea’s nuclear issue heats up, R.O.K. government 

starts to modify the content of its diplomacy strategy, and made the threat cognition of North Korea 

between two countries same again, prompting the alliance relations were strengthened up to now.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 ideology is a basis for maintaining the alliance, and two policy 

tools, aid and exchange and transnational penetration, result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allian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key to changing in R.O.K-U.S. alliance and R.O.K.’s diplomacy 

strategy affected by two aspects. One is the extent of North Korea’s threat, and the other is the attitude 

of China’s handling of North Korea issues. Considering these two aspects to makes R.O.K. alter the 

threat cognitive to two countries, and R.O.K. government would take different diplomacy strategy, 

bringing about the “strengthening”, ”maintain” or “weakening” of alliance relations.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O.K.’s Diplomacy Strategy and R.O.K-U.S. alliance, the threat balance 

theory would keep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Key word: R.O.K.’s Diplomacy Strategy, R.O.K-U.S. alliance, threat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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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第一章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自冷戰結束以來，大韓民國（以下簡稱韓國）遭到 1997 年發生的亞洲金融

風暴襲擊並重創後，在官民通力合作下，以令人驚艷的速度復原，逐漸成為世界

上具有政治、經濟實力的中等強權（Middle Power）之一，不僅在對外「自由貿

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簽署上大有斬獲，在東北亞區域間，逐漸

與中國、日本兩大東北亞強國在區域政治、經濟整合問題上同桌談判，展現強大

外交實力，可以看出韓國從戰後依附美國而生的政經型態，逐漸追求成為可以掌

握自己國家命運，同時能對整體東北亞、東亞區域國際政治與經濟具有影響力的

主要行為者之一。1因此，對於此一主要行為者進行研究，將能更清楚的了解東

北亞區域安全的發展變動。 

研究韓國外交戰略時，不難發現韓美同盟一直是其外交戰略的重點項目。從

二次大戰後到冷戰時期，美國作為東北亞區域間主要行為者之一，主導戰後東北

亞區域的權力分配。因應著韓戰的爆發，美國正視到韓國在東北亞區域佈局的重

要性，遂透過與韓國締結《韓美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建立起韓美同盟關係，使韓國成為美國

在東北亞區域圍堵共產勢力擴散的防波堤之一。當共產勢力隨著冷戰結束、蘇聯

瓦解而減弱之際，此種圍堵共產勢力的同盟關係面臨必須重新調整定位的衝擊，

韓美雙方也共同尋找韓美同盟持續穩定發展的動力。為了因應東北亞區域情勢隨

著冷戰結束以及兩國國內政治的變化，兩國對於同盟的定位、防衛責任分攤也進

行了多次的討論， 後達成維持美軍在韓半島的部署，以確保後冷戰時期韓半島

																																																								
1	 劉德海，《南韓對外關係》（台北：劉德海自行出版，199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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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區域和平的共識。總體而言，在後冷戰時期韓美同盟依舊作為韓國外交與

國防政策的主軸，所以，如果希望瞭解韓國外交戰略的變化，不能忽視韓美同盟

此一重點項目。 

而細觀韓國的外交戰略發展，隨著國力持續茁壯，韓國政府在外交路線亦逐

步進行調整。早在冷戰後期，過度依賴同盟國美國已成為韓國國內討論的議題，

特別是在美國調整其整體東亞區域戰略時，韓國即同時面臨到國家內部與外部挑

戰。內部挑戰是美國撤軍所導致的安全疑慮，而外部挑戰則是在國際社會上與朝

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北韓）進行外交競逐，導致韓國對於其他共產

國家的外交戰略也必須進行適度調整，促使韓國政府重新審視其外交戰略，出現

了「北方外交」（Nordpolitik）的戰略思維。2隨著冷戰的結束，以蘇聯為首的共

產陣營瓦解，韓國對於外交戰略的調整也變得更加迫切，加上對共產國家敵我意

識以及東北亞區域權力結構的改變，韓國政府再次加強北方外交的作為，在盧泰

愚（Roh Tae-Woo）、金泳三（Kim Young-Sam）政權時期更將韓國外交置重點於

與周邊共產國家的建交，以及持續摸索韓半島的統一問題。 

同時，後冷戰時期啟動的民主化改革，韓國出現首次的政黨輪替，新政府在

外交戰略開始改變傳統的模式。於 1997 年上任的金大中（Kim Dae-Jung）政權

採取不同於以往政府的對北韓的外交政策（以下簡稱對北政策），從原本的敵對

政策轉變為積極援助的「陽光政策」（SunShine Policy），並且在對外戰略上強調

「四強協調外交」，亦即，強化與東北亞區域四個大國美國、中國、俄羅斯以及

日本的外交關係。繼任的同黨總統盧武鉉（Roh Moo-Hyun），在金大中政府陽光

政策的理念基礎上，提出名為「和平繁榮政策」（Peace and Prosperity Policy）的

																																																								
2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初版（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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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北政策，試圖擴大陽光政策推行以來的韓半島和平氣氛。此外，在區域外交戰

略上，盧武鉉政權則是提出「東北亞均衡者」（Northeast Asia Balancer）的戰略

構想，作為二十一世紀初期韓國的外交戰略重點。這一系列有別於過去依附美國、

親美政策的外交戰略調整，引發了美方對於韓國政府的反彈與批評，甚至有美方

官員曾暗示韓國外交官，美國考慮放棄韓美同盟關係，導致兩國外交陷入空前低

潮，韓美同盟的也產生了巨大的鬆動。 

但隨後韓國實現二次政黨輪替，保守派的李明博（Lee Myung-Bak）政權上

任，韓國對北政策轉趨強硬，積極兌現李明博總統在競選時提出的外交戰略承諾，

透過強化韓美關係，修復、發展韓美同盟，使雙方原本鬆動的同盟關係得到穩定。

其後，由於中國崛起所衍生東亞區域權力變化，與韓半島區域安全議題的持續升

溫，接替的朴槿惠（Park Geun-hye）政權提出「信任外交」（Trustpolitik）的戰

略核心，企圖以「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Northeast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itiative）

的戰略，積極地與東北亞區域大國美、中、日及俄發展更加緊密的信任關係，以

求東北亞區域國家能透過對話及互信建立起不同領域的合作。3在此構想下，朴

槿惠政權積極增進韓美關係，嘗試為韓美同盟關係再次奠定穩定的基礎。上述可

以看出韓國從金大中政權以來，即使當權政府改變其外交作法，韓美同盟仍持續

作為韓國外交戰略上重要的一環，期間雖然曾經在金盧政權時期出現同盟關係鬆

動的現象，但是在繼任的李明博與朴槿惠政權的修補下，韓美同盟關係則再度走

向穩定發展。 

在韓戰洗禮後誕生的韓美同盟關係，歷經冷戰以及南北兩韓對立、乃至於後

冷戰時期的北韓開發核武危機迄今，已逾一甲子，但在北韓核武開發危機尚未完

																																																								
3	 大韓民國外交部，《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首爾：大韓民國外交部政策事務管理辦公室，2015
年修訂版），頁 4-6，<	http://www.mofa.go.kr/ENG/North_Asia/res/chn_2015.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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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解除的二十一世紀初，韓美同盟關係卻出現戲劇性的轉折與變化。本研究嘗試

透過歷史資料、文獻資料的整理，分析金大中政權以降韓國政府因應區域情勢改

變所做的外交戰略調整，以及相關內容對韓美同盟發展的影響，來了解此時期韓

美同盟發展的過程。為達到此目的，本研究嘗試從「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

理論的觀點切入，探究研究期間韓美同盟面對的外部威脅及韓國內部關係的發展，

梳理韓美同盟變化的重點，由此檢視韓國外交戰略變動下的韓美同盟關係。 

 

貳、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透過「威脅平衡」的理論觀點，解釋金大中政權以來韓

國外交戰略中的韓美同盟關係變化。所以本文有下列三點考慮： 

 研究期間韓國外交戰略特色 一、

韓半島位於歐亞大陸版塊與海洋之間，成為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往來的橋樑，

也是陸權國家出海或海權國家登陸的跳板，在地緣戰略上極具重要性。4從歷史

上來看，七世紀的唐朝、十三世紀的元朝、十六世紀末的日本豐臣秀吉、十九世

紀末的甲午戰爭、二十世紀初的日俄戰爭到 1950 年代的韓戰，韓半島皆成為列

強爭相搶奪、極欲控制的重點區域。5在冷戰後，韓半島仍未失去其重要性，尤

其是在韓半島上分裂的兩個國家中，以韓國更具重要性。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

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表示：「南韓地位一旦發生重大變化，不論是南

北韓統一、或是韓國投入中國勢力範圍內，都必然大大改變美國在遠東的角色，

連帶也使日本角色發生變化。」6可看出在美國東北亞戰略構圖中，韓國扮演極

																																																								
4	 陳寧寧、劉德海，《韓國研究導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2001 年)，頁 93-94	
5	 劉德海，《南韓對外關係》，頁 4-5。	
6	 布里辛斯基著，林添貴譯，《大國政治–全球戰略大思考》（The	Grand	Chessboard）（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24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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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角色。對於東北亞另一大國－中國而言，維持韓半島和平更是其主要目標，

特別是當前面臨中國崛起的關鍵時刻，區域鄰國間的穩定發展乃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因素。因此與韓國、北韓維持穩定和平關係是中國外交重點項目，藉此維持韓

半島整體穩定，因此韓國的外交戰略勢必成為中國關注的焦點。7特別是韓中關

係中的北韓因素，更是牽動著韓國對於中國的認知與戰略選擇，使韓國在外交戰

略上，必須同時顧及美、中雙方的態度。8 

由於如此特殊的地緣特性，如何能在周邊列強環繞的情況下，發揮小國的重

要性，將列強一舉一動降低至 小傷害，同時透過外交戰略展現其國家實力，這

正是韓國在外交戰略上的主要特色。在國力 弱之時，為了生存與自主性，韓國

傾向於與列強中 強的一國結盟（美國），採取「扈從」（Bandwagoning）的戰略

以確保國家安全。1970 年代後，韓國開始採取與韓半島周邊國家建立友好關係

的外交戰略，爭取更多的外交自主性與選擇空間。而到了後冷戰時期，隨著中國

改革開放後快速崛起，以及韓國國力成長所帶來的自信，韓國開始期待能夠扮演

韓半島相關四大國美、中、日、俄的平衡者角色。如此視之，韓國在外交戰略上

充分展現小國外交的特色。9 

作為一個東北亞區域的國家行為者，韓國隨著經濟實力、國際地位提升，帶

動其在東北亞區域間外交實力提昇，面對國家外交核心議題－韓半島統一問題及

東北亞區域情勢變動，韓國開始在外交戰略選擇上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要如何

能在東北亞區域列強權力運作下，擬定真正符合本國利益的外交戰略，同時又能

兼顧超過一甲子的韓美同盟，俾便透過與相關大國間的合縱與連橫以牽制北韓，

																																																								
7	 方秀玉，《戰後韓國外交與中國－理論與政策分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頁

388-392。	
8	 金泰虎，〈如何在美國亞洲樞紐政策與中國崛起之間維持平衡：東亞與朝鮮半島的挑戰〉，蔡

明彥主編，《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連動》（臺北：鼎茂圖書：2013），頁 95-111。	
9	 劉德海，《南韓對外關係》，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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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韓半島的和平發展， 終達成國家統一目標。「實現大韓民族的統一」乃是

韓國在歷屆政府外交戰略的終極目標之一，也是韓美同盟發展的重要原動力，基

於以上認知，本文嘗試透過整理此時期韓國外交戰略的內容，作為本文採行威脅

平衡理論來進行分析的背景，從韓國的角度切入檢視韓美同盟於金大中政權開始

的發展。 

 韓美同盟的威脅認知 二、

從威脅平衡理論的角度來看，同盟的形成來自於國家對外部威脅的平衡行為，

所以同盟雙方對於威脅認知的變動，將是影響同盟的穩定發展的關鍵。從冷戰結

束後，東北亞區域進入權力快速轉變的時期，蘇聯與東歐共產勢力瓦解、中國的

崛起及其對北韓外交政策的堅持、日本衰退、以及美國亞洲戰略的調整，都勢必

改變韓美雙方對此區域的威脅認知，尤其是在經歷 1993-1994 年北韓開發核武危

機後，金大中政權的「四強協調外交」與「陽光政策」，至盧武鉉政權的「和平

繁榮政策」及「東北亞平衡者」的外交戰略，韓國對於共產主義國家的態度乃是

由拒絕建交到與之積極交往，對北態度也轉換為期望在南北和解、合作以及和平

的陽光政策理念基礎上，將韓半島的和平推升至東北亞區域和平的層次，10也因

此改變了韓美同盟在冷戰初期建立同盟關係時的威脅認知。 

但是，隨著政黨再次的輪替，李明博政權提出共存與共榮（Mutual Benefits 

and Common Prosperity）及新亞洲外交構想（New Asia Initative）的思維，在強

調實用主義的外交重點下，主張北韓必須廢棄核武開發，並強化韓國與東北亞四

強外交，在威脅認知上展現與前朝政府不同的態度，隨著此時期的外交戰略，韓

美同盟關係因而獲得改善與加強，但也讓兩韓關係陷入冷戰結束以來的 低潮。

																																																								
10	 許亮，〈解析盧武鉉主義〉，《東北亞論壇》2007 年第 16 卷第 4 期，頁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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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任朴槿惠政權所提出的東北亞和平構想，在對北政策上嘗試推動「信任外交」，

既不同於金大中和盧武鉉政權以金錢援助為主軸的陽光政策，也異於李明博政權

對北強硬的態度，但依然堅持著北韓必須放棄核武開發的威脅認知。由此可知，

隨著韓國政權的更替，在外交戰略上展現了不同的思維，在不同領導人的核心思

想下所產生的外交戰略，將使得韓國對於韓半島及東北亞區域的威脅認知亦隨之

產生變化。 

同樣的，美國的東亞戰略也隨著冷戰後政府更迭發生變化。冷戰結束初期的

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政府提出建構「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的構想，代表著美國政府對亞太地區安全與繁榮的期望，宣示美國

對於東亞地區的重視，以此政策作為柯林頓政府擬定亞太地區新政策的主要出發

點，期許建構一個適合經濟發展的穩定環境，因此，解決韓半島北韓核武開發問

題遂成為美國在確保東北亞區域安全的重點項目。11到了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時期，由於九一一事件帶給美國的傷害，小布希政府在外交戰略上以

反恐為核心，將北韓列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之一，美國以強硬的立場

面對北韓核武議題。但是，也同時面臨了中國在此區域的崛起，隨著中國國力、

軍備的強化，東亞地區的權力平衡體系似乎從冷戰後單極平衡體系走向了美、中

兩強的兩極平衡體系，如何透過原有的同盟運作維持東亞區域的秩序，確保美國

在東亞區域的優勢地位，成為此時期美國政府的東亞戰略重點。12發展至現今歐

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時期，由於深陷反恐戰爭和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國力

受創，此時美國政府嘗試在國際戰略上進行收束，但面對中國的持續崛起和在東

亞區域的影響力提昇，美國當局 終選擇在東亞區域持續的戰略擴張以圍堵中國，

																																																								
11	 Th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uring	
the	Clinton	Presidency(1993-2001),”	<http://2001-2009.state.gov/r/pa/ho/pubs/8530.html.>	
12	 蔡明彥，《21 世紀美國東亞戰略與美日中安全關係》（台北：鼎茂圖書初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頁 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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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美國政府對於東亞區域的重視。美國政府希望透過在東亞區域間舉行多場的

軍事演習及積極參與區域多邊組織運作的相關積極作為，持續達成維持東亞區域

穩定及圍堵中國的戰略目標。13綜上所述，冷戰後的美國政府隨著東亞區域情勢

的轉換亦改變了其東亞戰略的重點，特別冷戰後東亞區域的問題更趨多元化，各

時期政府在東亞戰略上採取的是不同的作法，也就在這樣的戰略轉換下美國政府

也將改變其對東北亞區域的威脅認知，這也成為影響韓美同盟發展的關鍵。 

由上述韓美兩國在冷戰後發展出的不同的外交戰略，影響了兩國在對於東北

亞區域上不同的威脅認知，韓美同盟的發展是否受這樣的認知影響？影響的關鍵

因素為何？本研究期望透過威脅平衡理論的研究途徑，對於韓美同盟所面對的威

脅進行整理，以求更加清楚韓美同盟在此一時期的發展過程。 

 韓美同盟的內部發展 三、

同盟內部關係的變化也是了解同盟發展的重要依據。韓美同盟從冷戰結束後

後，面臨需要重新調整定位的危機。這樣的情況在冷戰後期便逐漸產生，此時的

美國面對國家經濟情況的改變，逐漸取消對韓國作為發展國家的經濟援助，改變

了韓國對於美國的「完全依賴」，傳統韓美同盟的結盟基礎逐漸受到侵蝕。冷戰

的結束，由於美國政府整體外交政策的調整，導致韓國作為美國圍堵共產勢力橋

頭堡的戰略地位弱化，加上韓國自身對共產意識的轉換，韓國面臨了從冷戰後期

以來始終憂慮被同盟國美國拋棄的「背棄困境」（Abandonment Dilemma）。14另

一方面，由於韓國隨著國力的增長而開始追求「自主國防」的國家主權，更加擴

大雙方對於韓半島安全上的歧見，造成在後冷戰初期，韓美同盟關係出現劇烈震

																																																								
13	 張凱銘，〈論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戰略選擇〉，《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1 年第 7 卷第 3 期，

頁 175-194。	
14	 有關同盟國家間面臨的同盟困境：背棄與捲入之討論，參閱：G.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1984,	pp.	46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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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15其後，有鑑於 1993-1994 年的韓半島第一次核武危機，柯林頓政府重新檢

討美國的東亞戰略，並在 1995 年提出《東亞安全戰略報告》（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中，檢視了韓國在東亞區域地緣戰略上

的重要性以及北韓開發核子武器問題的複雜性，重建了韓國在美國東亞戰略上的

地位，雙方的同盟關係得以修復。16特別是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衝擊韓國

國力發展，金融體制的崩壞影響了韓國「自主國防」政策的資金投入，讓韓美雙

方在軍事援助的緊張關係有了緩和，進而促使 1990 年代中後期的韓美同盟從衝

突中開始轉向協調的過程。17 

但是，即使韓美同盟關係從衝突轉向協調，韓國國內的反美情緒並未停歇。

2001 年 1 月上任的美國小布希政府之韓半島政策和當時金大中政權的陽光政策

產生了矛盾，引發韓國國內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爭論，但此時期為韓國自由派當政，

導致韓美同盟關係在此時期再度產生急遽變動。同時，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將

國家安全戰略主軸轉為「反恐」後，更導致韓國國內再度陷入可能遭到美國背棄

的「背棄困境」。在這樣的國內氛圍下，接替金大中的盧武鉉政權透過「反美」

的立場獲得國內多數支持而當選，在其政府的領導下，韓方在韓美同盟的發展、

協調上多採取強硬的態度，使韓美同盟關係陷入空前低潮。一直到重視韓美同盟

關係的李明博政府上任後，才開始修正韓國外交戰略主軸，著手修補韓美關係，

同盟才得以回復為穩定發展的狀態。由上述可以清楚發現，不僅只有外部的威脅

認知影響同盟的發展，同盟內部因素同樣也順應著同盟關係的變化。因此，本研

究認為在解析、研究韓美同盟在研究期間發展時，除了外部威脅認知之外，也必

																																																								
15	 李惠真，〈韓美同盟的現狀：以戰略同盟為中心〉，《東亞國際關係》，2010 年第 3 期，頁

1-7。	
16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	February	1995.	
17	 汪偉民，《美韓同盟在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修訂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頁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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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重視同盟內部因素的變動。 

基於上述列舉三個方面的研究目的，本文希望能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於以下

兩部分： 

1. 瞭解金大中政權以來韓國外交戰略的重點關切。 

2. 探究研究期間韓美同盟外部威脅與內部發展變化。 

 

第二節 研究途徑及方法  
 

壹、 研究途徑  

在理論途徑上的選用，本研究選用的是「威脅平衡」理論。在威脅平衡的理

論下，國家的行為主要受到國家遭遇威脅及同盟間其他結盟因素影響，受威脅國

可能採取「平衡」（Balancing）或「扈從」的戰略。本文將著重於探討韓國外交

戰略如何影響韓美同盟，透過威脅平衡理論，檢視理論中提到的影響因素，以了

解韓國外交戰略轉換情況和韓美同盟的發展。 

威脅平衡理論主要源自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學派，現實主義學派大師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其著作《國家間政治》（Politic Among Natio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中對於同盟的本質、同盟與世界體系的關係、同盟

與反同盟及同盟與權力平衡等項目進行了分析，解釋了國家為何選擇結盟行為。

18摩根索以傳統現實主義所提及的權力來解釋國家行為，而瓦特（Stephen M. Walt）

則在這樣的基礎下提出了「威脅平衡」理論，瓦特認為權力固然是國家選擇結盟

的重要因素，但是以威脅的感受程度，作為指標將會更加精確描述國家選擇結盟

																																																								
18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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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再者，瓦特認為，在同盟的體系下，如果使用新現實主義大師瓦爾茲

（Kenneth N. Waltz）所提出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對大國行動可以進

行解釋，但這樣的理論卻無法解釋小國的行為，小國也將採取平衡行為嗎？如果

是，他們需要平衡誰？為了解決問題，瓦特對於權力平衡理論進行了修正，進而

提出了「威脅平衡」理論的想法。19 

瓦特認為在無政府的社會中，國家結盟來保衛自己，他們的行為是因為感受

到威脅所致，別國的實力只是促成結盟的其中一個因素，尚有其他因素需與國家

權力進行整體的評估，所以從威脅的角度切入將可以對結盟行為做出更有力的解

釋。20 （參閱圖 1-1） 

 

在威脅平衡理論中，瓦特對於威脅認知的判準指出四個指標，各指標將影響

威脅程度的判定，其中包括：綜合實力（Aggregate Power）、地緣鄰近性

																																																								
19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al	of	alliances(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	
20	 陳文生，〈Waltz 制衡假設之檢視：以波斯灣三次衝突為例〉，《政治科學論叢》，2009 年

40 期，頁 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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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Proximity）、進攻實力（Offensive Power）及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 

第一，綜合實力是指一國的總體資源，當一國的總體資源越強（其中包含

人口、工業、軍事能力及技術能力），給予他國的潛在威脅程度就越高。如果國

家擁有強大的實力，將可以更有力地懲罰敵人或獎勵朋友。所以，國家綜合實力

可以成為國家面對威脅，選擇平衡或扈從行為的影響因素。 

第二，地緣鄰近性主要以國家投送權力的觀點切入，距離的遠近將造成他

國對於此國權力投送的難易，鄰近的國家將會比遠方的國家造成更大的威脅，此

因素也導致一國在選擇外交戰略時，往往會更著重於鄰近國家。瓦特也特別指出，

鄰近大國的小國可能因為大國影響，更傾向於選擇扈從而非平衡行為。 

第三，進攻實力：進攻實力雖與綜合實力密切相關，但並不全然相等。進

攻實力是指在可接受的成本下，威脅另一個國家的主權及領土完整的能力。擁有

強大進攻實力的國家將促成其他國家結盟與之抗衡。進攻實力也與地緣鄰近性、

綜合實力息息相關，綜合實力的強大往往可以直接轉化為進攻實力，而地緣鄰近

性將會提昇面對進攻實力強大國家時，另一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性的威脅感。 

第四，侵略意圖：被認為具有侵略性的國家有可能激起其他國家採取平衡

行為來對抗此國家，特別是實力並非十足強大，卻擁有強烈的侵略意圖，仍會成

為其他國家希望採取平衡行為的對象。瓦特認為威脅認知中的關鍵要素是意圖，

不僅只有實力才可作為威脅來源的指標。21 

    綜合實力、地緣鄰近性及進攻實力作為客觀性條件，轉化為進攻意圖時，將

可能對其他國家造成更具體的威脅。有如冷戰結束後的東北亞區域，即使蘇聯為

																																																								
21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al	of	alliances,	pp.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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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共產陣營瓦解，隨著北韓在 1993 年啟動核武開發計畫，東北亞區域國家開

始意識到來自北韓所帶來的核武威脅。加上北韓在外交上持續的挑釁行為也被視

為對於周邊國家具有進攻意圖時，東北亞區域大國開始正視北韓核武威脅，開始

透過強化原有的同盟（韓美同盟、日美同盟）希望對北韓進行牽制，亦或是透過

拉攏北韓的盟友中國、俄國，希望藉此拖延北韓核武開發時程，以保全自己國家

的安全，上述便是外部威脅的變化在東北亞區域間造成同盟強化的具體案例。 

談論威脅平衡理論時，瓦特除了提出評估威脅的項指標外，也提到了同盟內

部的影響，即「意識型態」、「援助與交流」及「滲透」對於結盟行為的影響，將

此三項因素作為檢視標的，將可以更清楚國家在面對威脅後選擇結盟與同盟關係

的動向。 

瓦特認為意識型態成為國家選擇結盟的原因，乃是因為「與相似的國家結

盟被認為是維護自身原則的政治方式」。瓦特視意識型態為國家間導致分裂或實

現團結的主要因素，由於結盟國家成員的合法性及領導集團對於共同意識型態的

解釋，可能促使一個國家選擇分裂與團結。當國家感到自身越安全時，意識型態

對聯盟選擇的影響增大。22 

援助與交流則作為威脅平衡理論中，國家選擇結盟原因的政策工具。在提

供援助的情況下，大國對於另一國家提供更多地援助，兩國形成同盟的可能性越

大，其主要是受到援助國掌握重要資源、被援助國不對稱的依賴、被援國外在的

安全認知及被援國決策自主性等因素的影響。透過援助行為，也將形成援助國對

於被援助國的一種平衡行為，左右被援助國外交戰略決策。23而隨著時間變化，

本研究認為瓦特所提及的援助工具已逐漸轉化，在現今以交流的方式，從單向的

																																																								
22	 Ibid.,	pp.	33-40.	
23	 Ibid., pp.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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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提供，朝向雙向的互助邁進。因此，特別將此名詞擴充，以援助與交流來作

為影響同盟內部關係的工具。 

後一項則是滲透，此項政策工具用來說明國家內部體制受他國操縱的程

度。瓦特認為，當國家處於開放社會時，有利於他國透過宣傳、遊說等方式對國

家內部進行滲透，當滲透程度越高，雙方關係將更加緊密，雙方就越可能結盟。

24透過上述「威脅平衡論」的解釋，以及意識型態、援助、滲透行為的補強，將

可以更清楚了解一國選擇結盟行為中影響決策的因素，也可用於檢視兩國結盟後

同盟持續發展的原因。 

其次，瓦特指出，國家在面對外部威脅挑戰時，可能採取「平衡」及「扈從」

行為。「平衡」是源自於傳統權力平衡理論的轉化，按照此理論觀點，在面對權

力不平衡的情況下，國家採取「平衡」行為而去選擇結盟，尋求自己免於受到優

勢國家或其他同盟國家群的威脅。國家選擇平衡行為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當國

家不能制約對自己有潛在威脅的國家時，國家的生存風險增加，此情況下安全戰

略便是選擇參與無法支配盟友的國家聯盟，以防止被他方支配。其次是參與相對

弱勢的同盟，將可對同盟產生較大的影響力。另一面對威脅的反應行為是「扈從」，

此行為是弱小國家選擇與較強大的國家結盟。如此行為的動機有二：一是獲得「綏

靖」（Appeasement）效果，藉由與強大的國家、甚至直接與威脅來源國結盟，使

該強國轉移焦點以避免自身遭受攻擊。二是選擇與大國結盟，將可以在戰爭過後

分享勝利的果實。而如何選擇平衡行為或扈從行為呢？瓦特在其分析中提到，國

家越弱，越有可能選擇扈從而不是平衡。因為弱國面對弱國的影響較低，將不採

取行動，但面對強國時所受的威脅程度較高，所以弱國往往會選擇扈從。25從韓

																																																								
24	 Ibid., pp. 46-49.	
25	 Ibid., pp.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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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同盟的發展歷史來看，韓國便是瓦特威脅平衡理論中選擇平衡的典型例子，由

於韓戰的爆發，韓國面對來自北韓的巨大威脅時，因此選擇與美國簽訂「韓美共

同防禦條約」，與美國結成同盟以平衡來自北韓的威脅、確保自身國家安全。 

本研究嘗試由「威脅平衡」理論，解釋金大中政權以來韓美同盟的發展，透

過下圖呈現的研究架構，分析韓國在此階段對於己身所面臨的區域威脅認知是否

有所改變，韓美同盟是否從鬆動到再次的穩定，韓美同盟的變動是否由於同盟對

於所面對的威脅認知具備差異認知，造成此差異的原因又為何？而同盟內部的

「意識型態」、「滲透與交流」、「援助」等相關因素因素，是否隨著東北亞區域情

勢的轉換或其他原因而有了改變，以能清楚的了解此時期韓美同盟的發展脈絡，

分析韓美同盟隨著時間是如何變化調整及造成韓美同盟變化調整的可能因素。

（參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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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透過蒐集資料與研究文獻作為工具，為提升研究成果與解決問題

的精準度，採用適當的研究方法，將對整體研究產生助益。因此，本研究採用歷

史資料比較研究、文獻分析法及次級資料分析法，將焦點集中於金大中政權以來

韓國外交戰略變化與韓美同盟發展。本研究將以此期間內對於韓國政府的官方報

告輔以領導人評論的出版，以及東北亞安全相關的研究專書、期刊論文和國內外

智庫資料作為研究參考依據。透過歷史分析法對歷史事實前因後果進行探究，以

了解韓國外交戰略的脈絡及特色，經由對相關歷史資料的研究、分析，對一個問

題或一組問題找到答案。所以，對於此期間韓國在對外關係上的重大安全事件、

重要聲明和相關報導進行研究，將作為提供解釋韓國外交戰略思維的重要基礎。

同時，對於韓美兩國對於韓美同盟上的重大官方文件、聲明及相關會議內容的資

料進行爬梳整理，進而希望了解此時期韓美同盟的發展變化，提供本研究清楚的

分析脈絡。 

在歷史資料的分析基礎下，搭配文獻分析法，以系統而客觀地分析、評鑑暨

綜括說明的方法，對確定的事實進行驗證，來達成「了解過去、洞察當今、預測

未來」的目的。26透過這樣的方法來回答（1）難以實驗的問題（2）歷史性的問

題及（3）實用的問題。27本研究旨在回答韓國的外交戰略及韓美同盟的變化，

屬歷史性的問題，因此，透過相關資料蒐集、閱讀及整理，進行比較分析，預期

了解研究期間韓國外交戰略的內涵及韓美同盟對於區域威脅認知及同盟內部關

係的變化，輔以相關次級資料，作為歷史事件、相關文獻的佐證，期許經過相關

研究途徑，了解韓國此一國家在外交戰略上的發展及形塑韓美同盟發展、變化的

各個層面。 
																																																								
26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民 90年），頁 132-133。	
27	 韓培爾，《社會研究方法 Q&A》（台北：風雲論壇，民 92 年），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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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題為韓國外交戰略和韓美同盟發展，透過對於韓國外交戰略的理解

進而理解此時期韓美同盟的發展，分析此時期韓國政府對於區域威脅意識的轉變

所帶來的外交戰略變化，如何影響韓美同盟內部及外部的發展。因此在文獻探討

方面針對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進行整理，希望了解以下三個問題： 

一、迄今為止，對於韓國外交戰略和韓美同盟作了什麼研究？ 

二、相關研究是不是有什麼不足？ 

三、本研究試圖做出什麼貢獻？ 

為了回答第一和第二個問題，本文對於本研究針對相關類別文獻進行探討，

進而歸納整理出相關研究內容的可補充之處，以如此學術的對話作為本研究的學

術背景，成為本文研究的觀察切入點。第一部分是對於韓國外交戰略的研究，由

於韓國近年來國力的快速提昇，在東北亞、東亞甚至是世界舞台上逐漸具備相當

的外交實力，對於韓國外交戰略的研究也隨著韓國在外交上重要性提昇而增加，

這部份的文章提供本文韓國外交戰略分析的基礎。第二部分則為以韓美同盟為分

析主體的文章，由於韓美同盟為美國在東亞區域內的重要同盟關係，隨著近期東

亞區域實力逐漸發展，對於此區域內的研究隨之興起，對於韓美同盟的研究也隨

著這股趨勢發展。 後，由於東北亞區域權力結構的快速變化，也有許多文章著

重於分析此區域內的安全關係，這類研究將可作為本文分析的補充，充實本文對

於東北亞區域及韓半島安全領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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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課題  

 韓國外交戰略研究 一、

以韓國外交戰略為基礎的學術著作，其內容以歷史敘述為主，提供韓國國際

關係議題研究者對了解各個時期韓國外交戰略的特色。在相關著作上，國內學者

劉德海在其著作《南韓對外關係》一書，劉德海在此本著作一開始指出韓國外交

政策的特徵，是以兩韓的外交相互對抗為主體所產生出的「統一外交」為核心，

逐步地影響其外交戰略上的轉換。在外交政策的變遷上，劉德海也以不同時期的

執政政府做為區分，指出每一時期的特色，同時得出韓國外交成功的原因，是因

為韓國能有效的運用其所掌握的資源，成功地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特別是在兩

韓的對峙上，促使區域大國在區域間進行國際互動。劉德海也分別論述了韓國與

其他國家的關係，不僅僅侷限於東北亞國家，而是與全世界與韓國有互動的國家

和韓國建立的關係，透過相關的內容更可以了解韓國在外交戰略上選擇的適應國

際環境，透過目標為導向，成為現今如此強大的國家，本著作在內容中主要提及

1980 開始到 1997 年韓國的對外關係發展。28而與韓國有關的相關外交研究著作，

還有學者張少文的《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張少文同樣指出了韓國在外交上具

備的「弱小國外交」、「分裂國外交」、「統一外交」及「北方外交」的特性，在這

樣的特性下塑造了韓國在處理裡外交事務的準則，而接下來的論述中，張少文也

將重點放於從戰後成立的大韓民國政府外交政策，藉由從李承晚政府到金大中政

府不同時期政府的時間分野，點出每一時期的外交重點，同時在文末對韓國目前

的外交問題進行評析。29對於韓國外交相關的著作，還有中國學者方秀玉的《戰

後韓國外交與中國：理論與政策分析》，作為韓國外交的研究專書，方秀玉以國

家安全的觀點出發，解釋韓國應在國際合作與國際機制的角度下來制定對北韓及

																																																								
28	 劉德海，《南韓對外關係》(台北：劉德海，1997 年	 )。	
29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初版(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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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戰後中韓的關係，方秀玉以結構主義的角度切入，對韓國的對北外交及中韓外

交的發展方向提出建議。30 

除了專書論述外，在期刊論文上也有對於韓國外交的相關論述。中國學者郭

銳及王蕭軻在其〈冷戰後韓國國家戰略的調整與評估〉中，認為韓國國家戰略在

冷戰後的調整，其安全戰略上是依託韓美同盟，求取發展自主國防來應對多重威

脅，在外交戰略下，韓國重視全方位外交，謀求東北亞平衡者的角色，希望能達

成超越中日，成為亞洲主導角色。在戰略推演下，韓國順著保障國家安全、構建

強國基礎、平衡大國力量、韓朝和平共處四個漸進式目標循序漸進。31而在美國

方面，由於韓美同盟的連結，也有研究者將其研究重點放於韓國外交戰略上，像

是 L. Gordon Flake 以東北亞的區域安全為中心，討論韓國在東北亞的區域中希

望藉由六方會談來達成平衡東北亞區域大國與北韓的中間角色。32YEON JUNG 

JI 的“The Rise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s Strategic Flexibility”中透過中國崛起的

角度下，來分析韓國面對中國威脅論所採取的彈性外交戰略。33 

對於韓國外交的研究中，也有對於韓國領導者當時的外交戰略思想做研究，

像是中國學者李軍的〈試析盧武鉉政府的＂均衡者外交＂〉及許亮的〈解析盧武

鉉主義〉，相關文章藉由對於盧武鉉所提出者相關思想、主義進行研究，了解韓

國國內及國際社會對於相關主義的反應。34而在李明博時期也有李軍的〈評李明

博政府外交〉及邵冰〈韓國＂新亞洲外交構想＂的實施與前景〉從李明博的實用

主義、新亞洲外交構想的戰略思維，指出李明博政府執政時期國際情勢、韓半島

																																																								
30	 方秀玉，《戰後韓國外交與中國－理論與政策分析》(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年)。	
31	 郭銳、王蕭軻，〈冷戰後韓國國家戰略的調整與評估〉，《當代韓國》2009 年冬季號，頁 29-37。	
32	 	 L. Golden Flake, “The Future of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Korea's Role” ,East 
Asia,vol.21,No.2 Summer2004,pp.60-68. 
33	 YEON JUNG JI, “The Rise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s Strategic Flexibility”, AIR POWER, vol.6, 
No.4 Winter 2011, pp.153-169. 
34	 李軍，〈試析盧武鉉政府＂均衡者外交＂〉，《現代國際關係》，2005 年第 12 期，頁 29-34；

許亮，〈解析盧武鉉主義〉，《東北亞論壇》，2007 年第 16 卷第 4 期，頁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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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以及四強外交的成果，透過相關評論來解釋韓國的外交戰略現況。35也有

一研究重點放在兩韓的統一問題，也就是對北政策，像是中國學者孫冀在其著作

《韓國的朝鮮政策》中，論述了韓國歷史上的對北政策，也特別歸結韓國在盧武

鉉時期和李明博時期對朝概念核心及相關政策，在書的 後一章以國際結構的概

念提出對朝的解決方法應為大陸三角和海洋三角的六方會談。36 

在對於韓國外交的相關分析研究中，主要是以歷史性、陳述性的歷史史實為

主，透過相關的內容提供研究者了解韓國外交戰略的主要特色，但隨著時間的推

進，相關的內容應該可以進行補充並加以統整，本研究亦希望透過對於相關資料

的統整，觀察韓國在研究期間的外交戰略特色，作為研究後續分析韓美同盟發展

的重要依據。 

 韓美同盟相關研究 二、

在中國學者汪偉民的著作《聯盟裡論與中國的聯盟戰略–以美日、美韓聯盟

研究為例》中，對於聯盟理論進行了相關的整理後，透過同盟理論對於日美同盟、

韓美同盟進行了研究，對於韓美同盟的內容中，汪偉民認為雖然韓美同盟經歷了

變動，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尤其在冷戰後以利益平衡及安全平衡的角度下觀察，

作為功能性的擴張以抑制中國及北韓，為韓美同盟的現實之一。37而在汪偉民另

一本專書《美韓同盟再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中》中，透過不同角度的整理討論，產

出多篇研究分析，對中國崛起下的韓國外交戰略以及冷戰後對美韓同盟的影響進

行探討，也透過加入日本因素及中國威脅論的分析，韓國、美國及其他國家對於

東北亞安全進行重新的評估且區域內同盟關係也將在維持東北亞安全上持續調

																																																								
35	 李軍，〈評李明博政府外交〉，《現代國際關係》，2008 年第 3 期，頁 22-26；邵冰，〈韓國”新
亞洲外交構想”的實施及其前景〉，《理論觀察》2011 年第 2 期，頁 38-39。	
36 孫冀，《韓國的朝鮮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	
37	 汪偉民，《聯盟理論與美國的聯盟戰略－以美日、美韓聯盟研究為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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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其內涵，發展出不同的模式。38國內學者張凱銘在其〈盧武鉉執政時期美韓聯

盟變化：威脅制衡的觀點〉文中，透過威脅平衡的理論角度指韓美在聯盟下對於

北韓侵略意圖的差異，導致韓美關係的鬆動，此篇論文作者著重於討論韓國盧武

鉉政府時期且只粗略分析雙方對於外部威脅的認知差異，如能加入同盟內部的發

展因素將可以更加準確解釋同盟的發展。39 

對於韓美同盟的論述，由 Jung-Ho Bae 及 Abraham Demark 合編的專書“The 

U.S.-ROK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中，蒐集多位美國及韓國學者，專注於討

論韓國與美國在李明博政府時期與歐巴馬政府時期的同盟戰略，分析韓美兩國在

對北政策上的合作與衝突。40除此之外，還有由 Michael H Armacost 和 Daniel l. 

Okimoto 合編的“The Future of American’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專書中，也

專注於討論韓美同盟於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發展問題，多位美國學者透過安全合

作的角度，對於韓美同盟進行分析。41除了上述綜觀的分析，也有對於韓美同盟

內部發展議題進行討論的學者，美國學者 Victor D. Cha 在“Anti-Americanism and 

U.S. Role in Intern-Korean Relationship” 則是經由反美主義的角度，來分析美國

對於韓國內部外交關係的影響，同時這樣的影響是如何影響韓美同盟的變動。42

而在 Victor D. Cha 的另一篇文章“America and South Korea: The Ambivalent 

Alliance? ” 中也對於盧武鉉政府在接下來任期內要如何重新定位韓美同盟進行

分析，其認為強化韓美同盟並非是唯一的道路，此還必須取決於雙方對北韓的態

																																																								
38	 汪偉民，《美韓同盟在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修訂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	
39	 張凱銘，〈盧武鉉執政時期的美韓聯盟變化：威脅制衡觀點〉，《東亞研究》，2012 年第 43 卷

第 2 期，頁 147-179。	
40	 Jung-Ho	Bae&Abraham	Demark,	The	U.S.-ROK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Seoul:President,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2009)	
41	 Michael	H	Armacost&Daniel	l.	Okimoto,	The	Future	of	American’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Washinton	D.C.: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2004)	
42	 Victor D.Cha, “Anti-Americanism and U.S. Role in Inter-Korean Relationship”,	Korean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Changing	Dynamics(Washin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05),	
pp.11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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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43而除了美國學者外，亦有韓國學者對於韓美同盟的發展進行了分析，Kim 

Sung-Han 在“The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Vision of ROK-U.S. Alliance”文中，分析

了韓美同盟提出的「二十一世紀戰略同盟」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對於戰略同盟的

範圍、對北態度及現狀進行分析，並提出了未來可行的發展方向。44Haang-Sok 

Jung 在“The 60-Year Alliance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United States: Chang and 

Continuity”中，透過對 60 年來韓美同盟的發展歷史進行回顧，並討論韓美同盟

在歷史上變化與維持的原因。45 

相關對於韓美同盟內容的文獻，不論是透過歷史的角度或對於事件的角度，

提供本文在分析研究上的事實基礎，但相關的內容缺乏理論架構的支撐，韓美同

盟在每一段時間或每一個事件中為何會有如此的變化發展，如果能透過威脅平衡

理論的理論途徑加以整理，相信將可以對韓美同盟發展做出更深一層的分析及見

解。 

 東北亞區域研究 三、

對於東北亞區域研究的文章中，可以發現韓半島的和平問題一直作為東北亞

區域的核心議題，而在此核心議題中韓國扮演的角色為何，亦或東北亞區域間國

家該如何在此問題上進行互動，則成為此類研究相關主題。在國內學者蔡東杰的

〈東北亞區域問題與區域治理機制發展〉文中，提及在東北亞這個當前極具全球

影響力的區域內，面對韓半島這個東北亞區域中的核心問題，區域間的大國關係

發展成為牽動此區域和平問題變動的關鍵因素，在面對東北亞的區域議題下，蔡

東杰認為東北亞國家唯有透過東北亞區域安全機制的建立及落實，方能達成區域

																																																								
43	 Victor D.Cha, “American and South Korea : The Ambivalent Alliance?” Current History: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Sept. 2003, pp.279-284.	
44	 Kim	Sung-Han,	“ The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Vision of ROK-U.S. Alliance”,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7(1), 2010, pp.37-65	
45	 Haang-Sok Jung, “ The	60-Year Alliance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United States: Chang and 
Continuity”.평화연구 21(2), 2013, pp.10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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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穩定。46而劉德海〈近期東北亞安全局勢中的南韓角色〉一文中，透過對於

當時天安艦事件的評析，考慮中共及美方的反應，指出中國對於北韓態度的轉換

及當時韓國對於中國遊說失敗，認為韓國在東北亞區域間力圖主導的侷限性，同

時也指出韓國當時過度忽略中共的反應。47 

國內學者蔡明彥於〈當前東亞安全中的中國因素分析—以地緣政治、經貿整

合與北韓核武問題為例〉一文中，提及目前東北亞區域間的重要問題即為北韓的

核武問題，隨著美國對於北韓的態度強硬且中國成為六方會談的主持國，中國因

素在韓半島的問題上已不容忽視，周邊國家必須正視中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48

而中國學者沈海濤在〈東北亞和解與合作：韓國的作用與角色衝突〉中，提及韓

國東北亞區域上如果希望能達成東北亞均衡者的角色，空間及作用都具有相當地

局限性，受限於韓美同盟及區域間的大國關係，將會導致區域平衡者的效用發揮

受影響。49 

在相關東北亞區域安全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焦點放於韓半島的問題及中國因

素的崛起，而韓美同盟的發展則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將以相關

文獻為基礎，對韓國在此區域的威脅認知及外交戰略的進行檢視與補充，以更全

面性的角度理解韓國的外交戰略及韓半島安全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這樣的

角度來強化對韓美同盟內外部因素的分析。 

  

																																																								
46	 蔡東杰，〈東北亞區域問題與區域治理機制發展〉，《全球政治評論》，2007 年第 19 期，

頁 1-20。	
47	 劉德海，〈近期東北亞安全局勢中的南韓角色〉，《全球政治評論》，2010 年第 31 期，頁 1-6。	
48	 蔡明彥，〈當前東亞安全中的中國因素分析—以地緣政治、經貿整合與北韓核武問題為例〉，《全

球政治評論》，2009 年第 26 期，頁 1-7。	
49	 沈海濤，〈東北亞和解與合作：韓國的作用與角色衝突〉，《東北亞論壇》，2007 年第 16
卷第 5 期，頁 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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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可能貢獻  

如前所述，本文嘗試以「威脅平衡」的理論架構對於韓美同盟發展進行解釋。

首先透過整理韓國從金大中政權以來的外交戰略，接著檢視理論中提到對於同盟

形成的各類變項， 後對於此時期的韓美同盟發展進行理解。因此，本項研究在

前人貢獻的基礎下，期待做出以下的貢獻： 

一、理解韓國金大中政權以來外交戰略的主軸，而非片段式的討論。 

二、以理論的架構解釋韓美同盟與研究時期的變動，使理論與現實互證。 

 

第四節 研究範圍、限制與章節安排  
 

 

壹、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 一、

（一）空間範圍 

本文在空間範圍上，以韓美同盟的作用可及作為主要的研究空間範圍，乃因

為韓美同盟實屬東北亞區域內美國重要的結盟關係，其所影響的範圍主要為東北

亞地區。這裡所指稱的東北亞包含的是主觀認知的中國、韓國、日本、北韓及俄

羅斯，但在範圍的選擇上也包含韓美同盟的主體之一－美國，即使地理位置上美

國並不屬於東北亞，從東北亞安全戰略的角度下必須將美國列入研究範圍中。因

此，本研究將在此範圍下集中討論韓國的外交戰略及韓美同盟所面臨的威脅、內

部發展及影響。 

（二）議題範圍 

在議題範圍上，本研究著重以韓美同盟於金大中政權開始的發展為主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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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核心。本研究將從檢視韓國的外交戰略出發，進而針對此段期間韓、美兩國不

同的政府時期對於整體安全戰略上的威脅認知變化，以及兩國的結盟因素如何影

響此時期的同盟發展作為研究標的。 

本文透過分析威脅認知的變化及影響、維持同盟關係的三項內部因素，分析

韓美同盟從金大中政權到現任朴槿惠政權的調整與變化。透過威脅平衡理論途徑，

經由對相關影響成因進行檢視，將可以更了解韓美同盟於此段期間發展過程及變

化原因。 

（三）時間範圍 

在時間範圍上，本文選定為從韓國金大中政權 1998 年執政以來至今，此時

期是韓國剛從 1997 年金融風暴後亟欲國力復甦，同時面臨東亞區域內權力轉換

的時期。在時間內，共產勢力隨著冷戰的結束相繼傾倒，韓國一直以來的外交戰

略核心「反共」產生了變化，但仍必須面對北韓持續的武力威赫，而美國政府對

於東亞區域安全事務的相關戰略部署變化及中國持續的崛起，都大大左右了韓國

外交戰略，也同時影響著韓美同盟的發展。本研究希望在金大中政權執政迄今的

時間範圍內對韓國外交戰略進行理解分析，觀察其外交戰略的轉換，進而分析韓

美同盟在此一時期的發展變化。 

 研究限制 二、

（一）資料蒐集限制 

在資料收集上，本文主要為分析韓美同盟及韓國外交戰略的主要內容，首先

必須以韓國官方的第一手資料為主體，但在實際執行上會經歷相關搜尋限制，由

於韓國官方的網站歷經多次改版，有些內容仍被視作機密內部文件造成部分資料

無法取得，同時研究者無法到韓國當地做第一手的資料搜尋，成為研究資料蒐集

上限制。為了突破資料蒐集上的限制，本研究也將會利用非官方的資料來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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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蒐集韓國在外交戰略轉換情況及相關內容，輔以美方的官方資料，透過外交戰

略相關學術期刊、報導內容、社論，廣泛汲取二手資料的內容，藉以補足第一手

資料的不足。 

（二）質化分析限制 

在質化分析的限制上，對於韓國外交戰略、韓美同盟的出版、文章中，有時

帶有作者的主觀意識，造成分析內容有所偏頗，無法確實反映當時韓國外交戰略、

韓美同盟發展的真實情況，容易造成利用二手資料分析研究者的錯誤判斷，於是

在利用相關來源資料時，本研究將斟酌採用中立資料。同時在資料蒐集時也會盡

量廣泛搜集，避免單方接受某一觀點，造成研究分析上的錯誤。 

貳、 章節安排  

本研究在第一章對於韓國外交戰略的發展特色及歷史進行簡單的概述；接著

闡述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接著對於選用的威脅平衡理論途徑的內涵與應用進行

討論，設計出相關研究架構；而後對於韓國外交戰略、韓美同盟及東北亞區域研

究的相關文獻進行回顧， 後提出確切的研究範圍、限制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第二章將著重於討論冷戰後韓半島外部環境以及於此時期初的韓

國外交戰略變化，以作為後續以韓國為主體討論韓美同盟發展之背景。在本章節

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韓半島這個韓美同盟主要的作用環境在冷戰結束後

的情勢變化，透過兩個部分的內容作為後續章節分析的鋪陳，第二部分確立韓國

從冷戰結束開始面對外部情勢的變化對於自身國家戰略調整的內容。 

第三章將敘述韓美同盟的可能威脅認知及此時期韓國所作出的外交戰略應

變。這一章將在一開始對於韓美同盟的潛在威脅「北韓」及「中國」，在威脅平

衡理論的考慮因素下，對於韓美兩國的威脅認知的影響，同時也將特別著重於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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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外交、政治中與威脅高度相關的事件及因素，而在第三節則將對於金大中政

權開始對於韓國外交戰略的變化進行整理，以了解此時期韓國對於如何因應上述

威脅的變動。 

第四章將檢視研究期間韓美同盟的內部發展。這一章將韓美同盟的內部關係

發展區分為「意識型態」、「援助與交流」及「滲透」三個部分進行分析。意識型

態將檢視韓美兩國在意識型態的連結上是否維持相似性。在援助與交流上，透過

雙方於經濟、軍事上援助與交流的各項項目進行檢視。滲透上則將以雙方高層的

交往活動與韓國大眾社會的反美情緒進行檢視。 

第五章將結合威脅平衡理論與前三章的研究整理，對於研究期間的韓美同盟

發展進行解釋，透過同盟外部威脅與同盟內部的分析，掌握韓美同盟於研究期間

的變動及現況，也藉以觀察威脅平衡理論對於韓美同盟的適用性。 

第六章為結論，對於韓國金大中政權以降的韓國外交戰略與韓美同盟發展以

威脅平衡理論進行綜合整理與闡述，並綜觀各章節之研究成果；透過嘗試找出其

他盟邦與美國同盟關係發展的意義，作為臺灣與美國關係的啟示，同時進一步提

出對於相關研究的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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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後的韓半島情勢與冷戰結第二章

束初期韓國外交戰略變化  
冷戰的結束，象徵著共產勢力的瓦解，韓半島的情勢與韓國整體的外交戰略

也隨之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如此發展也影響後續金大中政權開始韓美同盟對

於外部威脅的認知與同盟內部關係的變化，因此本研究於第二章先對冷戰結束的

韓半島情勢與此時段初期韓國外交戰略進行整理，作為後續發展研究重點的背景。

此章第一節分析韓半島的外部環境從冷戰結束開始經歷的變化，透過對韓半島於

此段期間的變化進行整理，了解韓美同盟所面對、作用的主要環境，作為檢視後

續時期韓美同盟外部威脅的基礎。而在第二節將重點放於冷戰結束初期的兩任韓

國政府－「盧泰愚」與「金泳三」政權的外交戰略，此時期的韓國外交戰略屬於

從反共意識的階段脫離，開始進行調整的階段，透過此兩任政權的摸索，韓國才

得以從金大中政權開始進行多元的外交戰略發展。因此，經由對此兩任政權的外

交戰略進行整理，不僅作為理解韓國面對整體韓半島情勢、世界情勢變化所做的

調整，也將可清楚了解韓國從金大中政權開始所採取外交戰略的基礎。 

第一節 冷戰後的韓半島情勢  

韓半島位於歐亞大陸的東北部，由西北向東南延伸，全長 1100 公里，總面

積約 22.2 萬平方公里。從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史拜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

的著作《和平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所提到的內容來看，韓半島

位於歐亞大陸邊緣，陸權與海權接觸的「邊緣地帶」（Rimland）之一，作為陸權

與海權間的緩衝地帶，可以作為歐亞大陸這個世界心臟地帶的防禦盾牌，是全球

政治賽局的關鍵區域。特別是韓半島這一關鍵的位置，可以支配日本海、黃海與

遼河流域，掌握日本西部海域與中國的東北區域，同時控制庫頁島與鄂霍茨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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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著俄羅斯遠東的命運，換句話說，韓半島的軍事戰略射線直擊整個東北亞地

緣政治版塊的要害，左右周邊列強的權力互動。50如同前韓國總統金大中所言：

「韓半島就像一支觸角般，神經緊張地生長在大國周邊，從而使其成為大國衝突

或平衡的溫度計」，更是凸顯了韓半島地緣位置的重要性。51在這樣的地緣環境

下，韓半島的問題從古至今牽涉的不僅僅是韓民族己身的衝突，往往也牽涉到周

邊列強的利益，歷史上有名的甲午戰爭（日清戰爭）、日俄戰爭，都清楚地印證

韓半島周邊列強無法坐視半島情勢不符合自己的期待，致使韓半島總是成為列強

權力爭奪的要地。二次大戰後，韓半島被美蘇兩強佔領一分為二，各自扶持南方

的大韓民國政府與北方的朝鮮人民共和國政府，形成南北對峙的局勢，此時期韓

半島的內部鬥爭如同歷史上的列強鬥爭一般，衝突的發生與處理往往取決於內部

權力所掛鉤的外國勢力。由上述，我們可以了解韓半島問題是個極具國際傾向的

議題，兩韓關係則是兩韓互動與國際環境交叉作用的結果。 

隨著冷戰結束，韓半島上因為冷戰出現的南北對峙情勢似乎露出了一線和平

的曙光，由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認為北韓將會如同蘇聯瓦解般的面臨社會主義體

制的崩壞， 後將由韓國逐步「吸收統一」北韓，韓半島和平統一的日子將近。

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使兩韓在 1991 年 12 月舉行了總理級會談，簽署了《關於南

北和解、互不侵犯與合作交流協議書》（남북사이의 화해와 불가침 및 협력, 

교류에 관한 합의서），同時發表了《韓半島非核化宣言》（한반도 비핵화선언），

韓半島的和平統一並未隨之來臨，自 1993 年北韓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引發第一次

韓半島核武危機，韓半島周邊國家再次正視北韓所帶來的威脅，北韓的核武威脅

取代了原先半島分裂的問題，成為韓半島區域間國際安全的主要威脅。除了北韓

																																																								
50	 吳雪鳳、曾怡仁，〈北韓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金正日主政以來的轉變〉，《遠景基金會季

刊》，第 15 卷第 3 期，2014 年 7 月，頁 70-72。	
51	 金大中著，馮是則譯，《建設和平與民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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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開發的問題外，順應著世界情勢變化的趨勢，韓半島也逐漸成為美中兩大強

權間角力的舞台之一，美國對於整體東北亞所做的戰略布局與對韓半島的態度，

牽動著兩韓關係的發展，而中國作為北韓長久以來的盟友，對於北韓具有相當的

影響力，同時隨著中國實力的崛起，韓國政府也必須重視中國對於韓半島的意見，

因此圍繞著韓半島的各項議題，也就成為美中兩大強權在世界權力競合的熱點之

一。52因此，冷戰後的韓半島情勢由傳統的南北對峙，發展成為主要以「北韓核

武開發問題」與「美中競合的擴大」為兩大熱點。 

壹、 北韓核武開發問題  

北韓的核子設施開發源自於 1955 年，在此之前北韓透過蘇聯援助合力開發

的核能設施僅作為民生用的發電計畫，但基於 1958 年美國開始向韓國運進包括

誠實約翰戰術地對地飛彈（MGR-1 Honest Hohn）、鬥士巡航飛彈（SA-12 

Gladiator）、核地雷……等核武器，啟動在韓部署核武之計畫。北韓為了自身的

國家安全，也在 1965 年在蘇聯的援助下開始擴大核能開發的內容，擴增核子研

究中心能量與人員教育訓練，以將核能進行軍事及和平用途做準備。531980年代，

北韓開始與巴基斯坦討論相關核武技術的問題，同時在 1982 年北韓為了向蘇聯

爭取核能電廠技術轉移。在蘇聯的主導下，北韓加入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並在 1985 年與蘇聯簽署「經濟與

技術合作協議」，在蘇聯的有效控制下提供北韓研發核能的經費與燃料，持續發

展核子能設施。同年，北韓也簽署《核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藉以換取蘇聯協助建造四座輕水反應爐，提昇境內的核子動能。在簽署

《核不擴散條約》後，原訂北韓必須於 18 個月內與國際原子能總署簽訂安全防

																																																								
52	 蔡東杰，〈朝鮮半島危機之區域戰略意涵分析〉，頁 25。	
53	 “북한 핵무기 개발 50 년 역사” , 데일리 NK, 10 월 19 일, 2006 년（「北韓核武器開發 50 年

歷史」，Daily NK，2006 年 10 月 19 日）, 

<http://www.dailynk.com/korean/read.php?cataId=nk09000&num=2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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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協議，乃因國際原子能總署公文的傳送失誤，北韓獲得比原訂展延 18 個月的

簽署時效，但在時效內北韓仍持續以美國在韓國境內佈署核武及美、韓持續性的

聯合演習為藉口，拒絕簽訂安全防護協議。而根據美國中情局的資料記載，此時

期，北韓的核能開發已具備生產製造核武的鈽元素之技術與材料，在廠房上已興

建鈾原料淬鍊場與燃料棒製造廠，並擁有鈾鎔化、鈽分離技術和引爆核彈高爆技

術，以及提昇 IRT-2000 型核子研究反應爐由原本的 200 萬瓦至 800 萬瓦……等

核子武器開發相關的重大進展。54 

1991 年 9 月，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宣布將撤

除佈署於韓國之核武設施，換取北韓對核子武器開發的妥協。同年 12 月 29 日，

當時的韓國總統盧泰愚宣布韓國已完成境內核武設施的拆除作業。隨後，兩韓簽

訂「韓半島非核化宣言」，相互承諾「不測試、製造、生產、接收、擁有、儲存、

佈署與使用核武」，協議放棄核子處理及鈾濃縮設備，並同意建立雙邊監督機制。

但是，在後續協商過程中，因為對於無核化機制執行方式的討論出現分岐，致使

進一步的執行方式無疾而終。後續，北韓在 1992 年 1 月終於與國際原子能總署

簽訂安全防護協議，內容中揭露境內核子設施包括籌建中的兩座鈾提煉場、一座

燃料工廠、及另外三座電廠，並承認已提煉出少量鈽元素，聲稱僅作為和平用途。

國際原子能總署於是在 1992 年 4 月至 1993 年 2 月間，對北韓的核子設施進行六

次的「特定查察」，並未發現北韓製造核武器之直接證據。但在後續 IAEA 希望

對於具有開發核武嫌疑、位於平讓北方寧邊之兩處核設施實施「特別查察」時，

北韓以該處為軍事設施為由加以拒絕。55以此，美國認為北韓並未誠實申報核子

設施，便宣布將於 1993 年恢復與韓國的韓美「團隊精神」（Team Spirit）演習，

																																																								
54	 陳光炳，《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之角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

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9-21。	
55	 林賢參，〈北韓威脅對日本飛彈防禦戰略發展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2011 年 1 月，

第 33 期，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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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北韓聲稱韓美恢復軍事演習將構成韓半島的「半戰爭狀態」，揚言退出《核

不擴散條約》，韓半島便在 1993 年爆發第一次的核武危機；隨著韓半島核武問題

矛盾加深，經過相關各國多次的外交斡旋、談判，美國與北韓 後在 1994 年於

日內瓦簽訂《美國與朝鮮民主共和國間的框架協議》（Agreed Framework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簡稱

框架協議, Agreed Framework），由美國主導成立「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orea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協助北韓核能設施開發，第

一次韓半島核武危機才得以落幕。56 

透過框架協議的內容，美國將協助北韓建造兩座輕水反應爐，並在 2003 年

首座反應爐完工前，每年提供北韓 50 萬 2 噸燃油，作為北韓國內能源供給，同

時保證絕不向北韓動用或威脅使用核武。但即使在協議簽訂後，美國情報局仍指

出北韓以飛彈向巴基斯坦換取高濃縮鈾的技術與原料，於是在 2002 年十月當時

美國負責東亞暨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Andrew Kelly）訪問

平壤時向平壤當局提及此事，北韓政府先是承認，隨後又進行否認，辯稱初始的

態度僅是自我防衛的舉動，核子武器的開發仍是計畫階段。隨後美方便以此為由

停止運送燃油至北韓，北韓則以重啟核子設施、驅逐國際原子能總署核查人員並

宣佈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作為報復，韓半島於 2002 至 2003 年間爆發第二次的

核武危機。57 

在第二次的韓半島核武危機爆發後，即使對於此議題美、中、日、俄、兩韓

透過六方會談的解決爭端機制，希望能在具有談判原則和處理原則的背景下，進

一步達成韓半島無核化的目標，但北韓仍在第四次會談前的 2006 年 10 月 9 日進

																																																								
56	 李明，〈北韓核武發展與東北亞國際政治變局〉，《中華戰略學刊》，2012 年 12 月，頁

24-25。	
57	 陳光炳，《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之角色》，頁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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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首次核試爆，證實即使參與著協商機制，北韓從未放棄研發核子武器的企圖，

聯合國安理會也在同年 10 月 14 日通過對北韓進行經濟制裁的決議案，面對國際

上各方壓力的北韓，於同年 10 月 31 日重返六方會談的談判桌，承諾放棄核武開

發。但 後北韓仍在 2009 年 3 月試射衛星，受到了國際的譴責，這次的行動由

於受到聯合國的譴責與中方表示對北韓行為的不認同，北韓便於 2009 年 4 月退

出六方會談，此爭端解決機制也懸盪至今。58隨著之後韓、美兩國的政權轉換，

北韓更在 2009 年 5 月 25 日又進行了第二次的核試驗，作為恫嚇韓國企圖強化韓

美同盟的反制，而此次的核試爆也讓兩韓關係從世紀初兩韓高峰會談的活絡降至

冰點，同時強化了韓半島周邊國家對北韓的威脅意識。於此之後，在 2013 年 2

月 12 日北韓再次進行了第三次的核試爆，此次核試爆的威力據估計相當於廣島

原子彈爆炸威力的一半，係為政權轉換後北韓金正恩政府的首次核試爆，也被視

為是對於朴瑾惠政府的震撼教育。59而在近期內，北韓也大膽地進行了第四次的

核試爆，於 2016 年 1 月 6 日，北韓當局宣稱「成功」的試爆氫彈，威力更勝單

以鈽製成的核彈，根據韓國《韓聯社》的報導，官方氣象機構也於當日在核試地

點附近，確實測得規模達 5.1 之地震活動，顯示北韓核試爆的真實性，凸顯北韓

核武開發技術的進步。60 

冷戰結束以來，隨著持續的技術發展，北韓的核武技術已逐漸成熟，從核武

危機爆發開始，歷經北韓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到三次的核試爆，清楚地了解北

																																																								
58	 六方會談為韓半島周邊國家為尋求韓半島和平所以發展的爭端解決機制，目前進行過七輪的

多邊會談，時間為第一輪（2003.08.27-29）、第二輪（2004.02.25-28）、第三輪（2004.06.23-26）、

第四輪（2004.07.27-8.07	&	2004.09.13-19）、第五輪（2005.11.09-11	&	2006.12.18-22	&	
2007.02.08-13）、第六輪（2007.03.19-20	&	2007.09.27	&	2008.07.10-12）、第七輪

（2008.12.08-10）， 後在北韓片面宣布退出會談後延宕至今。蔡東杰，〈朝鮮半島危機之區

域戰略意涵分析〉，頁 33-34。	
59	 沈明室，〈北韓核武嚇阻的虛實作用〉，《戰略與評估》，第 4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28-29。	
60	 鄭詩韻，〈北韓第 4 次核試首用氫彈	 6 大重點一次看〉，《中央通訊社》，2016 年 1 月 6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601060293-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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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將核武開發問題做為威脅周邊大國與韓國的外交籌碼，韓半島周邊國家面對北

韓越來越純熟的核武技術，也感受到更強大的威脅，使得北韓核武問題成為韓半

島上、也是韓美同盟面對的 直接威脅。 

貳、 美中競合的擴大  

面對中國持續地崛起，美、中兩國之間的權力競爭及影響力競爭將是在世界

各區域內無可避免的狀況。特別是從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試圖維持各區域間領導

與穩定的角色、追求鞏固原有同盟及深化防衛網絡、以及達成多重經濟與安全目

標時，依照大國政治的邏輯，中國將運用權力與發揮其影響力來進行反制，美國

當然也正視如此的問題，在 1998 年美國中情局局長特納（Georage Tenet）便表

示「中國是個快速發展的強權，一定會設法提昇其影響力，未來將會挑戰美國在

東亞或其他區域的地位」。61而美、中兩國面對在韓半島區域間的國家利益，兩

國將持續地在此區域進行權力競合。 

在地緣政治上，美國若想維持它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勢必得鞏固在東北

亞區域間原有的同盟關係，但隨著東北亞的重要的兩大同盟國韓、日與中國的經

貿交流日益密切，美國如何維持在此區域的影響力則更顯重要；中國則是深知東

北地區的發展與韓半島的穩定息息相關，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韓半島有助於中國

追求國家和平、繁榮發展的利益，因此適時介入韓半島紛爭，發揮在影響力以確

保此區域的和平，成為中國邁向世界大國的重點目標之一。同時，隨著美中兩國

貿易關係的深化，雙方的貿易額年年達到了新高，且中國也成為持有美債 多的

國家，雙方在經濟的互賴性增強，衍生出的是美中兩強既競爭又合作的局面，即

使迄今在政治與戰略上兩者往往是競爭大於合作，在經濟上卻又是互賴大於競爭。

																																																								
61	 金泰虎，〈如何在美國亞洲樞紐政策與中國崛起之間維持平衡：東亞與朝鮮半島的挑戰〉，

頁 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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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這樣複雜的狀況，加上區域內的其他國家往往出現經濟依賴中國，戰略依附美

國的矛盾現象，深化了兩強在拉攏各自集團的競爭，特別是韓半島區域內的韓、

日兩國具備了強大的經濟、政治實力，使地處兩強四國交會之處的韓半島情勢更

顯複雜。 

同時，在韓半島區域內，北韓核武開發的問題，從表面上來看乃是北韓對於

韓半島區域帶來的威脅，但從實質面上來看，由於美、中兩國在區域內都扮演著

積極且重要的角色，這項議題也可被視作韓半島區域下美、中兩國大國博奕後的

結果。特別是中國深知其在韓半島區域間特殊的角色定位，作為從 1961 年與北

韓簽署《友好、合作與共同援助條約》（중조 우호 협력 상호 원조 조약）的盟

友，使得韓、美兩國在處理北韓核武問題時必須借助中國的力量才得以完成，但

中國深知北韓在國家戰略上亦充滿不確定性，如何在盟友與對韓美關係間求取平

衡，成為中國在韓半島政策中的考慮。而且，當中國領導階層認為，美國將戰略

轉向亞太地區與中國，目的是遏制中國，中國必須盡其所能的阻擋美國，此時在

韓半島上它必須借助北韓之力量對於韓美、日美同盟進行牽制；反之，美國政府

深知其確保其對區域國家的安全承諾，將盡力展現在區域內的影響力，透過韓美、

日美同盟關係的深化，定期的磋商、透明的規劃與聯合演習來因應任何可能破壞

區域權力平衡的突發狀況，但如此動作又會激化北韓的態度，美、中兩強之間充

滿矛盾的「戰略猜忌」（Strategic Mistrust），也為韓半島戰略安全增添不少不確

定性。63特別是從冷戰結束開始，美中雙方存在的競爭性互賴增強，以及中國威

脅因素的深化與北韓核武問題的深化，使得「美中競和的擴大」成為韓半島區域

																																																								
62	 劉德海，〈朝鮮半島的國際政治學：由地緣政治轉變到地緣經濟〉，《WTO 研究》，2014
年第 25 期，頁 96-98。	
63	 金泰虎，〈如何在美國亞洲樞紐政策與中國崛起之間維持平衡：東亞與朝鮮半島的挑戰〉，

頁 106-109。有關美中兩國間的戰略互疑，參閱：王緝思、李侃如，《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

對》（北京：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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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另一大特色。 

面對韓半島區域「北韓開發核武問題」與「美中競合擴大」的兩大議題，我

們可以了解主要作用區域為韓半島區域的韓美同盟所面臨的主要潛在威脅國便

是「北韓」與「中國」，而韓美同盟對於潛在威脅國威脅程度變化的認知也就成

為影響韓美同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節 冷戰結束初期的韓國外交戰略  

面對整體韓半島情勢從冷戰後期開始的變化，冷戰後期的韓國政府便開始積

極調整外交戰略，以求政府政策能適時因應韓國內部社會的需要及韓半島外部情

勢的改變，使韓國能逐步朝向中等強權的道路邁進。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造就

了韓國在盧泰愚與金泳三兩個政權時期，展現出不同於冷戰時期政府的作法，以

下將分為兩個時期進行分析。 

壹、 盧泰愚政權－脫離過去的反共意識，致力推行「北方外交」  

於冷戰後期就任的盧泰愚政權，在上任前，便是以 1987 年時任韓國民主正

義黨主席的盧泰愚在當時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上發表的「六二九聲明」（6.29 

Declaration）作為號召，加上當時的反對黨派的分裂，使盧泰愚成功當選當年的

韓國總統，成為韓國政治史上第一任由韓國人民直接民選的政府。64此次政權轉

移主要透過「六二九聲明」中包含的保障國民基本法、提倡言論自由、擴大社會

各部門的自治和自律化、保障政黨的健全活動、實行大膽的社會淨化等八條民主

化新措施，加上給予當時反對黨派領袖金大中自由的內容，同時也強調韓國實行

總統直接選舉制的必要性，透過逐步將聲明內容的具體實現，回應當時韓國社會

對於民主化的需求，也促使韓國在 1988 年 2 月 25 日結束了全斗煥獨裁政權的時

																																																								
64	 此處所指陳的反對黨分裂指的是作為當時作為反對派政治領袖的三個主要人物金鍾泌（Kim	
Jong-pil）、金泳三與金大中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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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完成韓國歷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政權轉移，開啟韓國第六共和國的時期。65 

作為韓國歷史上首任和平政權轉移的政府，盧泰愚總統在內政外交上力求積

極作為，希望符合當時韓國人民對「新政府」的期待，也希望藉此能提昇自己在

韓國國內的支持度，特別是此次的當選乃是由於反對黨派的分裂，使得盧泰愚政

府的當選票數，並不具備韓國過半數人民的支持。66所以盧泰愚政府認為唯有政

策上積極作為，才是取得韓國人民信任的 佳管道。在此思維下，外交議題上，

盧泰愚政府便是以「北方外交」作為主軸。 

 北方外交 一、

盧泰愚政府的外交基調「北方外交」，乃承襲自朴政熙、全斗煥兩位前任總

統的外交路線，在加強與共產國家交往的既有外交基礎原則下持續的發揚光大。

「北方外交」的概念，源自 1983 年時任韓國外交部長李範錫（Lee Bum-Suk）在

以「為了創造先進祖國的外交課題」為題的演講時提及：「1980 年代我們的 重

要外交政策目標是防止朝鮮半島再度爆發戰爭， 重要的外交任務是實踐與蘇聯、

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北方政策，南北韓關係正常化的話，北方政策的頭緒自然地解

開，北方政策的進展提供改善南北韓關係的契機。」67這樣的政策乃是為因應資

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間長期對立的意識型態在冷戰後期已經發生改變的

新構想。冷戰時期的意識型態對立，乃是由於資本主義國家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

存在危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安全，而社會主義國家也認為社會主義要取得完全的勝

利，就必須實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全球的範圍內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雙方

陣營皆認為兩種制度無法和平共處。但是，在冷戰後期，隨著國際大環境的變化，

																																																								
65	 方秀玉，《戰後韓國外交與中國－理論與政策分析》，頁 197-198。	
66	 1987 年韓國首次的總統直選的得票率為：金鍾泌（8.1％）、金大中（27.0％）、金泳三（28.8
％）、盧泰愚（36.6％），乃是由於反對黨的分裂，促使盧泰愚即使以如此低的投票率，仍當選

為韓國第十三屆的總統。同前註，頁 198。	
67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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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相繼改變對於不同陣營國家的態度，著眼於彼此的國家利益。因此，韓國政

府於 1983 年提出「北方外交」的基本構想。到了盧泰愚政權時期，韓國國內菁

英順應著如此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與態度的調整，開始在外交政策上積極實行

北方外交的目標，使得韓國對外政策開始出現不同於冷戰時期的特色。68 

所謂的「北方外交」，是指積極發展與中國、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

政治、經濟、文化連結，直至發展外交關係，當然其中也包括加強與北韓的對話。

特別是「北方外交」這個名詞，是韓國地緣政治關係下的產物，旨在區別韓國與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因此以「北方外交」取代過去韓

國使用「對共產國家政策」的用語，對比將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稱作「西

方」，以方位概念將中國、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稱作「北方」，透過對於用

語的修改，降低對共產主義國家的針對性。整體而言，「北方外交」是朴政熙政

府時期「多邊化外交」的延續，對於共產主義國家以「政經分離原則」為始，再

逐步拓展外交關係。69 

同時，盧泰愚政府也具備利於推行北方外交的背景：第一，前述強調的「國

際環境的變化」。從 1980 年代以來，改革以成為多數共產主義國家的潮流，共產

國家逐步發展起工業技術，並參與世界的國際分工，創造出了相對和平的國際環

境，塑造了韓國推進北方政策的有利背景；第二，「韓國國內的變化」。透過多次

的經濟發展戰略，韓國持續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新興工業國家群之首，為

發展中國家的榜樣。在這樣的成果下，韓國積極追求自身國家經濟可以發展成為

支配他國的地位，積極地尋求新的市場，而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成為韓國的原料供

給地與商品銷售市場。在這樣的經濟利益下，塑造了北方外交能成功推行的基礎。

																																																								
68	 方秀玉，《戰後韓國外交與中國－理論與政策分析》，頁 198。	
69	 同前註，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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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外，由於兩韓與冷戰後期露出的和平曙光，更降低其他共產國家以「北韓

因素」而排斥韓國的「北方外交」，緩和的兩韓關係增加了「北方國家」的行動

自由度，加速了韓國推行北方外交的進程。 

在政策執行中，韓國的「北方外交」首先開花結果的是東歐地區的國家，而

後為蘇聯， 後則是中國與越南。從 1989 年韓國提供匈牙利一億五千萬美元的

貸款，換得與匈牙利建交開始，盧泰愚政府的北方外交便逐步地達成成果。同年，

韓國也以同樣貸款條件與波蘭建交，並於同年 12 月與南斯拉夫建交，而於隔年

1990 年相繼與保加利亞、捷克與羅馬利亞等東歐國家建交。同時，1990 年 6 月

4 日，盧泰愚與當時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於美國舊金山舉行「韓蘇高峰會談」，同

意韓蘇啟動建交進程，並於同年 9 月 30 日的韓蘇外交部長會談後發表「共同聲

明」，宣布韓蘇建交。即使蘇聯於 1991 年 12 月解體，但由於俄羅斯聯邦繼承蘇

聯的權力與義務，且韓國承認俄羅斯聯邦，因此韓蘇外交便自動轉換成為韓俄外

交。由於俄羅斯聯邦標榜「自由、民主主義、尊重人權、市場經濟」等理念與韓

國相符，韓俄關係便由此提升為實質夥伴關係，深化兩國的交流。70 

而北方外交 成功的成就，實屬韓國與中國建交。1950 年 10 月 5 日，中國

派遣「人民志願軍」參與韓戰，中韓雙方的便形成敵對的關係，維持至冷戰結束

後初期。因此，對於韓中雙方而言，能夠成功建交，可謂韓中外交史上的一件大

事。在整體建交需求度上而言，可以發現韓國的需求乃是大於中國的需求。其一，

韓國著眼於安保的角度，認為中國可以成為防止北韓南侵的阻力；其二，韓國著

重於經濟利益，地大物博的中國市場提供韓國諾大的吸引力，是渴求經濟發展的

韓國所不可錯失的機會。因此，於北方外交的推動時期，韓國便積極地與中國洽

談建交。同時，在韓中建交的過程中，韓國長期以來的盟友「中華民國」與中國

																																																								
70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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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的盟友「北韓」皆形成韓中建交過程中的阻礙，韓中雙方透過積極地外

交斡旋，透過多次外交手段操作， 後於 1992 年 8 月 24 日宣布韓中建交，為任

期即將於 1993 年屆滿的盧泰愚政府達成「北方外交」相當程度的目標與任務。71 

從北方外交的推動，可以發現此時期的韓國政府積極地改變過去的外交作法，

即使概念源自冷戰時期的思維，但在手法上盧泰愚政權採取更主動、更積極地外

交出擊，同時憑藉著有利的外部環境，促使在此時期「北方外交」的成果上可謂

是大有斬獲，為後續的韓國外交奠定了務實的基礎，建立後續政府實施多元外交

提供有利的背景。 

 對北政策 二、

盧泰愚政府的對北政策，主要順應著其「北方外交」的作法，透過對於過去

韓國傳統統一政策的內涵、實踐方式與具體作法進行省思而做修正，其特色是逐

步調整過去反共的意識型態，促使韓國在統一政策上能有更多作為。因此，盧泰

愚政府在制定統一政策時，調整政府、社會的對北韓觀點，重新定位北韓在韓半

島統一所擔任的角色，其內容則是修正過去韓國人民新中視北韓為「主敵」的概

念，將北韓重新定位為促成韓半島和平的「夥伴」，期待兩韓共同追求「大韓民

族繁榮」的目標。在整體的政策上展現出韓國的統一政策轉換的決心，以更大的

視野來面對韓半島的分裂問題。 

盧泰愚政權的統一政策，以韓半島緊張情勢的緩和與改善兩韓關係為先決條

件。因此盧泰愚總統於 1988 年 7 月 7 日發表的名為「為了民族自尊與統一繁榮

的 特 別 宣 言 」（민족자존과 통일번영을 위한 특별선언）（ 簡 稱 七 七 宣 言

<7.7선언>）中，強調對北政策的實施方針與目標，其內容包含以下六大主旨： 

																																																								
71	 同前註，頁 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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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方開放門戶，容許政治、經濟、宗教、文化藝術、體育學者等相關

人士與海外僑胞自由往來南北韓。 

（二）從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竭盡所能支持及幫助離散家族確認親人的生

死狀況與地址，實現雙方書信往來、互相訪問。 

（三）開放南北貿易門戶，將兩韓貿易視為民族內部貿易。 

（四）為了使民族經濟均衡發展，藉以提升所有南北同胞的生活品質，我方

並不反對我國友邦與北韓進行非關軍事物資的貿易行為。 

（五）終止兩韓消耗競爭與對決外交，積極協助北韓提昇對於國際社會的貢

獻，兩韓代表可自由於國際舞台見面，共同為民族的共同利益努力。 

（六）為了落實塑造韓半島和平的環境，積極促進兩韓「交叉承認」，韓國

將協助北韓與美、日兩大國的關係改善，同時追求與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

的關係。72 

除了透過政策的宣示外，盧泰愚政府亦透過積極行動落實對北政策的轉換，

迅速地制定落實統一目標的配套措施，其內容著眼於「交叉承認」外交工作的落

實，以求兩韓能在國際社會的舞台上共創大韓民族的共同價值， 後成南北共同

繁榮與韓半島和平統一的終極目標。 

在作法上，盧泰愚政府積極謀求兩韓高層舉行定期性的會談，希望與北韓簽

訂條約。因此，從 1988 年開始，韓國便開始主動向北韓提出召開各種不同層級

會談的建議事項，試圖透過接二連三的攻勢來軟化北韓當局的態度，北韓政府則

往往視議題採取不同的態度。但是，就整體而言，兩韓於此期間進行了多方面的

																																																								
72 행정자치부 국가기록원, <노태우대톻령 77 선언(1988.7.7)>, 2012 년 9 월 13 일,（大韓民國行

政自治部國家記錄院，「盧泰愚總統 77 宣言（1988.7.7）」， 2012 年 9 月 13 日）， 

<http://www.archives.go.kr/next/search/listSubjectDescription.do?id=00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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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尤其是受到重視兩韓的總理級會談，在舉行了八次的預備會談與兩次的實

務代表會談後，成功地於 1990 年 9 至 12 月間陸續召開三次總理級會談。為順應

著 1991 年兩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的國際情勢，雙方於 1991 年的 10 月 22 日至 25

日的第四次總理級會談中同意制定「南北基本合意書」（남북 기본합의서），並

於同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的第五次總理會談中，成功地促使北韓答應簽署合意

書，並且於 1992 年 2 月 29 日的第六次總理級會談時完成簽署。前述會談的舉行，

不僅象徵盧泰愚政府北方外交下的對北政策執行的成功，更是象徵兩韓分裂半世

紀後，首次擺脫不信任的狀況，建立起兩韓和解共存的事實。73 

在盧泰愚政府的對北政策中，另一項成果則是促成了北韓同意「韓半島非核

化宣言」的發表。尤其在冷戰結束初期，北韓的核武研發問題躍升成為國際注目

的焦點，盧泰愚政府為了維持北方外交下所建立的韓半島和平環境，在 1991 年

11 月 9 日發表了「韓半島非核化宣言」，希望積極處理北韓核武研發的問題。對

此，北韓當局的態度是原則上不否定，但同時也強烈要求韓國方面必須達成撤除

駐韓美軍（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USFK）的核武配置。為此，韓方轉向

與美國積極協商，獲得美軍同意撤除核武部屬的成果。此後，兩韓共同對於宣言

的文稿進行協商會談， 終於 1991 年 12 月 31 日，在板門店（Panmunjom）草

簽「韓半島非核化宣言」，成為盧泰愚政權時期北方外交下對北政策的成果。但

是，此一成果， 後仍因北韓違背簽署內容，持續進行核武研發而招致失敗，使

得盧泰愚政權在任期的 後，韓國內部對於對北政策進行了檢討，認為應該避免

在對北政策上操之過急，使得北韓在兩韓議題上具備操作空間，造成如同這次簽

署「韓半島非核化宣言」後，韓國不僅未獲得北韓任何的實質承諾，更放棄了核

																																																								
73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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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處理權力的結果。74 

貳、 金泳三政權－首任文人政府的新外交時期  

1992 年 12 月 19 日，金泳三當選韓國第十四屆總統，為韓國開創了「文人

民主政治」新時代的到來。於 1993 年 2 月 25 日就任的金泳三總統，在韓國政治

史上擁有重大的意義：一是作為 1961 年以來，文人的再度執政，結束了韓國長

達 32 年的軍政府時代；二是金泳三總統也作為韓國政治史上首位反對軍政府卻

仍可坐上國家領導人位置的人物，這樣的意義象徵著韓國民主化的成功。在金泳

三政府上任後，便宣示希望可以建立一個「新韓國」。所謂的「新韓國」，乃是指

促使韓國成為一個自由與成熟的民主社會、正義就像江河一樣波瀾壯闊、人民都

過著豐衣足食的日子、分裂的民族實現和平統一，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韓國也

將對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做出貢獻、人人勤勉工作、讓後世子孫都以出生在這塊

土地上而驕傲。75因此，在上任之初，金泳三首要處理的便是長期軍事獨裁政權

下所遺留的各類問題，包含社會各階層的特權、政府主導的經濟下所形成的「金

錢政治」……等的問題，面對這些存在社會以久的貪腐問題，即成為金泳三政府

首當其衝面對的問題。除了內政的處理外，金泳三政府在外交上也積極追求符合

「新韓國」的宗旨，致力推行「新統一政策」與「新外交」，希望能擺脫韓國外

交過去的固有模式，使韓國在二十世紀末躋身先進國家的行列。 

 新統一政策 一、

在對北政策上，金泳三政府強調的是為了建立「新韓國」下的民族統一，因

此金泳三採取積極的態度，強調民族同胞的概念，特別是在就職典禮上，金泳三

便提及韓國與北韓同為一個民族，實屬同胞關係，任何的同盟國都不會比同一民

																																																								
74	 同前註，頁 115-117。	
75	 朱松柏，〈南韓金泳三新政府及其前景〉，《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8 期，1993 年 8 月，

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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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關係更好，希望能藉以促使北韓當局敞開胸懷，同時也展現金泳三政權對於

對北政策以及韓半島統一的想像。 

在作法上，金泳三政府則是在固有的「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上，進一步的

提出「韓民族共同體建設三階段」的統一方案，將原有建構在「自由、和平、民

主」三大原則下的「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更加具體的描述。在內容上，金泳

三政府將韓民族統一的三階段分為： 

（一）和解合作階段：南北韓相互承認對方的實體地位、促進多方位交流合

作，轉換敵對關係為共榮關係。 

（二）南北聯合階段：考慮到南北體制差異和異質性，將形成以發展經濟、

社會共同體為主的南北聯合體，作為過度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設至南北高峰會

議作為 高決策機構、南北幕僚會議作為執行機構、南北評議會作為代議機構與

共同辦事處作為支援機構。 

（三）一個國家階段：以南北評議會準備統一憲法草案，透過民主方法和程

序，確定並頒佈統一憲法，之後根據統一憲法，實施民主總選舉，組建統一政府

和統一國會。76 

金泳三政府透過上述的統一步驟，希望讓整體對北的統一方案具備前瞻性、

可行性與合理性。經由提倡「韓民族共同體建設三階段」的統一方案，可見在金

泳三政權時期，韓國政府對國家統一的構想已逐步進入踏實的階段，實踐的過程

將是由內而外，協助的對象則是由近而遠，主要是希望經由誘導北韓內部改革、

對外政策的改變，接著再尋求韓半島周邊四大強國與國際社會的協助，確保對於

																																																								
76	통일부，”민족공동체 통일방안”，（大韓民國統一部，〈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

〈http://www.unikorea.go.kr/content.do?cmsid=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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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半島統一的理解與支持， 後進而達成韓半島統一的終極目標。77 

在金泳三政府實際執行對北政策的內容中，首重處理 1993 年開始惡化的韓

半島核武危機問題，即使有上述完整的方案作為背景，但面對北韓違背「南北基

本協議書」與「韓半島非核化宣言」的持續進行核武發展核武技術的動作，使得

兩韓關係在此時期極速地惡化，使得韓半島情勢再度升溫。雖然此事件隨後因為

美國前總統卡特（James Earl Jimmy Carter, Jr.）於北韓接受國際制裁前夕訪問北

韓，與北韓達成若干協議，促使當時北韓領導人金日成承諾凍結核能研究活動，

同時提議舉行兩韓的「南北高峰會談」而得到緩解，但這樣的機會隨著 1994 年

7 月北韓領導人金日成的死亡，兩韓又因為弔唁的問題，再度陷入彼此謾罵、彼

此詆毀的惡性循環漩渦中，也阻止了金泳三政府對北政策的順利執行。 

而面對對北政策構想的無法實踐，而且北韓也持續採取以對美交涉為優先的

「通美封韓」的作法，增加了韓國的焦慮及疏離感，韓國尤其擔心當美國對北韓

太過讓步，將損及其國家利益。雖然如此，韓國卻又無法違背美國的意向，加深

韓國在對北政策推行上自我矛盾的狀態，致使 後韓國在對北態度上採取強硬的

態度。例如，1996 年潛水艇入侵韓國東海岸「江陵市」（Gangneung）附近海域

收集情報的事件，韓國基於冷戰的思考模式，以強硬的態度進行回應。此舉反映

出即使有「韓民族共同體建設三階段」的統一方案，韓國在對北政策的思考上，

仍舊不脫冷戰時期的固有思考－以「北韓應為韓民族分裂的責任者，韓國唯有以

較優越的經濟實力為背景，對北採取強硬的對應手段，使北韓 終因為自身經濟

惡化及糧食缺乏的狀況致使政體崩潰」的思維，因而採取強硬的作法。由此可知，

金泳三政權在對北政策上即使欲擺脫過去模式， 後仍因外部環境的不利，仍呈

																																																								
77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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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保守、反共的過往思維，使得此時期的對北政策並未有所突破。78 

 新外交政策 二、

作為希望塑造「新韓國」的金泳三政權，為了因應當時韓半島爆發核武危機，

乃是以「韓美同盟」為焦點的外交與國防工作，積極地推動「新外交政策」（以

下簡稱新外交）。新外交是由金泳三總統於 1993 年 5 月 23 日，在首爾召開的太

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會議中所提出，在同年 5

月 31 日的外交部會議上，由當時的外交部長韓昇州（한승주）所提出的「韓國

新外交的基礎」（한국 신외교의 기조）來加以詮釋。金永三的新外交構想，是

希望能夠提出適合當時國際、國內環境的韓國國家目標，發展出符合世界潮流且

具備展望性的外交。在內容中，新外交包含「全球化」、「多樣化」、「多元化」、「區

域合作」、「未來導向」的五大項目。為了落實這些項目，金泳三政府採取「元首

外交」、「加強與周邊列強的關係」、推動「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積極參與聯合

國事務」、拓展「體育外交」與實施「對話政策」以求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等

相關作法，來作為積極實現新外交的手段。79 

在整體外交作為上，金泳三政府在區域外交方面，特別重視對美、對日關係

的發展。在對美關係的層面，金泳三積極與美國總統柯林頓舉行高峰會議，在其

任期內舉行了 8 次的韓美高峰會議，有助於穩固韓美同盟關係。但是，在實際上，

由於《韓美行政協定》（The R.O.K.-U.S. Agreement on Status of Force in Korea, 

SOFA）的修正問題以及北韓核武問題，韓美對於所採取的手法的認知差異，雙

																																																								
78	 森山茂德著，吳明上譯，《韓國現代政治》（Korean	Politics）（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2005 年），頁 173-174。	
79	 외교부,”외교백책 1994”, 외교부, p.p.15-18.（大韓民國外交部，「外交白皮書 1994」，大

韓民國外交部）, 

<http://www.mofa.go.kr/state/publication/whitepaper/1994/20071018/3663_file_1994_1.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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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產生意見分歧的狀況，加上 1994 年開始美國在韓美貿易的

議題上以「301 條款」制裁韓國，導致此時期的韓美關係未如同預期般的緊密。

80而新外交的另一項重點「對日外交」，也主要環繞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延續前

朝政府提出「交叉承認」的政策構想，在此時期也遭逢困難。韓國擔心日本將不

顧韓國的利益，推動對北韓的外交，如此作為將降低韓國外交的影響力，致使韓

國希望推動的外交方針將無法實現。即使日本當局曾表示理解韓國的立場，將持

續對北韓的外交採取慎重的態度，但由於韓國傳統外交思維的影響，促使韓國無

法相信日本，使得此時期韓國對日關係的不信任感上升。81但是，在經濟合作領

域上，韓日雙方則是大有斬獲，透過 1994 年分別於首爾及東京舉行的兩次「新

經濟合作組織會議」，雙方在經濟合作項目上達成了八項協議，透過雙方政府對

於八項協議的落實，雙方貿易額有了些許提昇。除上述外，韓日雙方在此時期也

爭取到共同舉辦十七屆世界盃足球賽的機會，足見韓日雙方在非歷史、政治問題

上，由過去競爭關係轉為合作關係的實質成果。82 

除了作為焦點的韓美關係與韓日關係外，金泳三政權也積極延續在盧泰愚政

權時期有著豐富成果的「北方外交」，持續拓展對俄外交與對中外交。在對俄外

交上，為了改變建交初期韓俄關係「政熱經冷」的情況，金泳三透過積極進行「元

首外交」，藉由在訪問途中與俄方積極洽談各方面的合作來進行突破。透過努力，

韓俄在此時期在「經貿合作」與「能源合作」有了突破，特別是藉由韓俄雙方的

能源合作，使得缺乏能源的韓國有了穩定的能源供應來源，而韓國也提供資金、

技術及基礎建設的經驗給俄羅斯，使韓俄雙方透過合作達成互利的局面。83韓中

外交也是金泳三政權「新外交」的重要成果之一，透過相關政策的努力，此時期

																																																								
80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123-130。	
81	 森山茂德著，吳明上譯，《韓國現代政治》（Korean	Politics），頁 173。	
82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130-133。	
83	 同前註，頁 17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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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韓中關係有了十足的提昇。透過數次的韓中元首互訪、準元首外交、國會外

交……等高層互動，對於韓中雙方經濟合作進行討論，並透過備忘錄，提昇韓國

企業於中國的投資，同時韓中雙方也對於韓半島和平穩定的議題進行多次意見交

換，確立雙方對於維持韓半島和平穩定的共識。特別是，韓國深知在韓半島議題

上，已無法再將中國排除在外，唯有借助中國之力才得以牽制北韓，因此，韓國

積極延續韓中之間從 1992 年建交開始的友好關係，推動雙方合作，期望中國在

未來能成為韓半島和平的推動者之一，而這樣期望下的積極政策，也造就此時期

韓中關係的緊密。84 

有上述可見，此時期在區域外交上，韓國亦積極作為，除了持續鞏固傳統的

韓美關係外，在韓日、韓中以及韓俄關係上也做了許多努力，這些作法也都是為

了因應韓半島由於核武問題而升溫的狀況，透過借助周邊列強的力量，來強化韓

國在對北政策上的影響力。而透過上述內容，也可以看見金泳三政權在區域外交

上確實有不少成果，成為金泳三政權時期推動新外交上的成就。 

第三節 本章小結  

透過本章的內容，對於冷戰後韓半島的發展情況與韓國在冷戰結束之初韓國

的外交戰略有了初步的輪廓。在後冷戰時期韓半島的發展上，可以清楚知道由於

韓半島特殊的地緣位置及特殊的戰略利益，使得在冷戰時期美蘇雙方各自扶持了

南北兩個不同體制的政府作為自己在韓半島上的代理人，隨著冷戰的結束，這樣

南北對峙的情況本該隨著蘇聯的傾倒、共產體制的減弱而畫下句點。但是，不如

預期地，韓半島並未享受到冷戰結束的和平紅利，北韓共產政權仍持續地發展，

並且經常操弄戰爭邊緣戰略，成為韓半島上新的威脅問題，特別是北韓操弄核子

武器開發所帶來的威脅，使得冷戰後的韓半島暴露於核武危險中，相關問題也主

																																																								
84	 同前註，頁 13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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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了冷戰結束迄今韓半島整體的發展。 

在韓半島安全議題上，北韓核武開發的問題儼然成為 棘手、難解的議題。

經歷過 1993 至 1994 年第一次韓半島核武危機後，北韓發現透過核武威嚇的手段，

有助於確保其國家生存。因此，北韓開始透過核武威嚇手段的操弄，對內作為維

持政權合法性、鞏固政權的工具，對外則以此威脅牽制韓國、美國及韓半島周邊

國家，來維持國家內部、外部安定，這也是冷戰結束後北韓持續發展核子武器的

重要原因。且隨著時間的經過，北韓的核武技術也逐漸進步，到了二十一世紀之

時成功地實施核試爆。北韓操弄開發核武的戰爭邊緣策略，不僅造成韓國的緊張，

更對韓美同盟形成極大的威脅，北韓的核武開發問題更使得韓半島區域成為世界

上重要安全熱點之一。 

除了北韓的核武開發問題外，美中在此區域間的競合，也讓韓半島的議題更

趨複雜化。隨著中國實力的逐漸提升，在世界各區域間美、中兩大強國為了國家

利益的競逐更趨白熱化，即使中國宣稱並不會挑戰美國在各區域的霸權地位，但

顯然美國及其他國家至今仍無法信任中國。將此現象放置於韓半島區域時，將發

現在韓半島上此問題更顯其獨特性，原因源於中國在此區域內的特殊角色定位，

作為北韓從 1960 年代開始的親密盟友，使得在處理韓半島問題時已經無法忽略

中國對於北韓的影響立，且隨著韓中關係的持續發展，要怎麼在美中競爭及安全

議題上取得平衡，也就成為後冷戰時期韓美同盟、特別是韓國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之一。透過上述兩大韓半島議題重點進行推論，將可得知韓美同盟 有可能制衡

的潛在威脅國便是北韓與中國兩國，本研究也將在下個章節以理論對此兩大威脅

進行分析。 

而面對韓半島情勢的變化，韓國的外交戰略也在冷戰結束之初的盧泰愚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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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三政權提出了相對應的外交主張。盧泰愚政權時期主要以「北方外交」為外交

戰略方針，順應著此時期冷戰意識型態對立的弱化與國際情勢的變動，韓國成功

與東歐國家、俄羅斯以及中國等過去不進行接觸的共產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為韓

國政府的外交開啟的新的一頁。此時期的對北政策也在「北方外交」的背景下，

弱化過去兩韓敵對的意識型態，逐步調整對北的態度，在各項議題上釋出善意，

以致在此階段 終達成「南北基本協議書」與「韓半島非核化宣言」的簽訂，展

現兩韓氣氛的和緩，在如此緩解的情勢下持續推進韓半島的和平統一，但這些作

法由於北韓 終的毀約、以及核武開發的議題受到了牽制。 

而續後上任的金泳三政權，面對了1993年開始韓半島逐漸升溫的核武問題，

提出「新統一政策」的對北方針，以「韓民族共同體建設三階段」的統一方案為

藍圖，希望透過明確的政策步驟，來引導、追求韓半島的和平統一，但受制於北

韓的態度，此時期的對北政策未有明顯的成果。在區域外交上，韓國則以「新外

交」作為戰略核心，不僅積極重拾韓美同盟的緊密關係，同時加強韓日間的合作，

並延續盧泰愚政權時期北方外交的成果，積極發展對俄、對中關係，希望透過相

關手法積極建立與周邊大國的關係，強化韓國在韓半島議題、對北議題上的影響

力。 

從上述整理可以發現，冷戰結束初期的韓國外交戰略，順應著國際情勢的變

化逐漸改變其內涵及手法。在對北政策上，削弱傳統的對北敵對意識，逐步形成

有階段性、有步驟的追求韓半島和平統一的方案，在區域外交上，也消弭過去對

於共產國家的成見，積極建立與韓半島周邊大國的俄、中的關係，同時也持續拉

攏美、日兩國，希望穩固自己國家在韓半島上的影響力，同時也逐步嘗試在韓半

島上導入國際體制，希望不僅透過自身的影響，同時透過周邊國家共同的影響，

來促使北韓正視韓半島和平的問題。這樣上述的外交作法，也未後續政府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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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北政策上或區域外交的角色定位上，都建立起一定的基礎，使得從金大中政

權開始的政府可以再次調整對北政策與韓國在韓半島的角色定位，相關內容也將

再下個章節，透過韓國外交戰略對於北韓、中國兩大威脅的反應來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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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大中政權以來的外部威脅及第三章

韓國外交戰略對應  
此章開始，本研究將從「威脅平衡」理論的角度著手，檢視理論中促使同盟

形成的外部威脅因素，透過理論對於韓美同盟的外部威脅進行了解，經由研究過

程以利後續分析韓美同盟的發展。此章第一節與第二節主要探討與韓美同盟有潛

在敵對關係的北韓與中國，以金大中政權開始至今為研究期間，根據理論中所提

及的綜合實力、地理鄰近性、進攻實力與侵略意圖四項指標為分析工具，觀察兩

國在研究期間內對於韓美同盟威脅程度的變化。在綜合實力上，本研究以國家的

總體資源包括經濟、人口、工業及技術能力為指標；地緣鄰近性以地緣關係、地

理狀況所帶來的優勢為依據，評估投送實力的能力；進攻實力以該國軍事國防工

業的發展、軍力配置為主要指標；而侵略意圖則以標的國與韓美同盟潛在的衝突

點、區域關係的發展為分析目標。將上述四項指標的內容進行分析，以呈現北韓

與中國威脅程度的變化，作為本章節的第一與第二小節。而第三節將對韓國從金

大中政權以來的外交戰略進行整理，分為三個時期「金大中盧武鉉政權時期」、「李

明博政權時期」與「朴槿惠政權時期」，並以「對北政策」、「韓美關係」與「區

域外交戰略」為三大主軸進行系統性的檢視，歸納出韓國外交戰略在面對威脅所

做出的外交反應，作為後續章節分析韓美同盟關係的內容。 

第一節 北韓威脅程度的變化  

自韓半島南北分裂以來，南北兩政府便是已不同的政經體制發展，南方大韓

民國政府經由美軍扶植，在冷戰時期以威權統治發展市場經濟為主，在冷戰後期

積極民主化並逐漸開放國內市場，展現強大的政經實力。而北方的朝鮮人民共和

國，則以完全不同的形態，在蘇聯的扶植下，成為高度集權的共產制度國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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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上推行計畫經濟，相較於其他共產國家，北韓至今仍是個維持正統中央

集權經濟體制的國家。而由於韓半島的地緣特性，北韓為了維持本身的生存，具

備強烈的侵略性格，特別是對位在南方的韓國帶來莫大的生命財產威脅，即使冷

戰結束後，北韓的核武問題、導彈試射問題，以及它在國際社會所採行的戰略，

都使得它成為了世界上 難以令人理解的政權。 

壹、 綜合實力  

 經濟發展 一、

北韓從建國開始便一直維持著標準的共產制度，社會主義、中央集權、計畫

經濟與重視工業是其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徵。在經濟活動的運作上，北韓一直是以

國家主導的國營組織來進行運作，這樣的情況發展至 1960 年代後，卻遭遇發展

上的瓶頸。由於重視工業化的發展，使得即使北韓是一個擁有大量有色金屬、煤

礦蘊藏量的資源大國，在缺乏資金、技術的情況下，經濟發展仍面臨停滯的情況，

加上出口貿易的低落、高度舉債、貿易赤字以及有限的貿易對象，都限縮了北韓

的經濟發展。這樣的情況，隨著 1990 年代蘇聯的瓦解，來自北方的援助中斷，

加上 1995 年開始的饑荒，使得北韓的經濟更加惡化，甚至面臨瓦解的危機，是

藉由國際糧食署的援助，才使得北韓得以繼續維持他的民生運作，也才促使北韓

開始對於自身的經濟制度進行檢討改革。 

在 2002 年時，北韓政府宣布實施「7.1 經濟管理改善措施」（7.1 경제관리조치），

此措施對於原有的中央計畫經濟做了小部分的改革，捨棄北韓信條式的計畫模式

（Principles of a Single Detailed Plan），改採行成立「國家計畫委員會」（State 

Planning Committee）的方式，透過委員會去評估包括國防工業、基礎設施及其

他重要的經濟指標與國家利益，之後工廠或企業將被賦與責任去自行管理達成目

標。這樣的作法，是政府在維持社會主義的原則下，促使社會導入小部分市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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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過程，並重新評估配給及廢除物資兌換券制度，開放勞工獲取業績回饋，也

透過北韓幣的貶值拉抬農作物與生產品的價格，期望能增加生產與投資，增進勞

工獲益，以挽救頹靡不振的經濟。但這樣的措施因為原先已經扭曲的市場狀態及

力行國防優先發展的基調使得改革的效用淡化，再加上北韓國內守舊派的批判，

7.1 措施 終以失敗收場。852012 年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上台後，北韓當局則實

施了另一波「6.28 經濟改善措施」（6.28 경제관리조치），透過對於農業生產單

位的調整，引進生產分配制度並採取工資體制，全面落實「工廠‧企業所」的責

任經營制，由北韓當地單位依各地區特點建設開發區，致力於促進農業與輕工業

的生產活動，增加生產人民的日用品。同時也積極對外經濟開放，在北韓當地

14 個地區設立經濟、觀光、出口加工、農業領域的開發區，採合資或外國人獨

資的方式，以吸引外資投資北韓。86 

整體來說，北韓即使實施兩次的經濟改革，對於內部經濟體制與吸引外資的

條件進行了檢討，但由於在經濟的發展上仍有諸多限制，加上封閉的社會體系及

1960 年代開始頹靡不振的經濟，在經濟指標的表現上並不強勢，北韓的名目國

民所得（Gross National Income）持續維持在三十兆韓元附近，與韓國約有 40 倍

之差距（參見表 3-1），即使對於內部的經濟進行了兩次有限度的經濟改革，經濟

成長率的表現也是呈現低迷的狀態（參見表 3-2），在經濟實力的表現上仍處於較

低的水平。 

 

																																																								
85	 楊虔豪，〈【首爾想想】北韓：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挑戰〉，《想想》，2013 年 10 月

2 日，<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1291>；통일부 통일교육원，

《북한이해 2016》（서울:통일교육원교육개발과, 2015년）,p.p. 171-177.	 （韓國統一部統一教

育院，「理解北韓 2016」，2015 年） 
86	 河凡植，〈北韓的並進路線與對外戰略：持續與轉變〉，《全球政治評論》，第 52 期，2015
年 10 月，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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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變化 二、

北韓的人口變化，由北韓當局提供給聯合國的數字中被認為是刻意扭曲後的

結果，所以這裡採行的資料是韓國銀行透過專責的研究機構，對於公開的衛生、

教育等相關的數據資訊所評估的資料，從表三中的數字可看出，從二十一世紀開

始北韓人口約為兩千四百萬的人口，每年有小幅度的增長，維持在韓國人口的二

分之一左右。（參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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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技術與國防工業 三、

此時期的北韓工業技術與國防工業的發展，可分為兩個時期，由領導人交替

作為分割。此時期初由金正日在 1998 年所提出的「先軍政治」（선군정치）與「強

盛大國」（강성대국）為兩大發展戰略，在先軍政治的理念下，北韓政府利用軍

隊的資源與力量，謀求經濟、工業發展恢復，藉由軍隊組織來帶領發展。由於北

韓的軍隊擁有貿易公司、工廠、礦山、農場，所以透過 2002 年所提出的「先軍

時代」的經濟路線，此時期的北韓經濟發展特別強調國防工業的發展，同時也致

力於提昇資訊科技與技術的發展，以實現「強盛大國」的理念。整體來說，此時

期的發展路線以工業為重，當時的工業佔產業比佔整體產業的百分之三十，且比

率逐年提升，而重工業比率也佔約一半左右，相近於整體產業有百分之十五是重

工業。87（參見表 3-4） 

																																																								
87	 同前註，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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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金正恩領導的時期，北韓政府的產業發展態度發生了轉變，在整體產業的

發展上開始強調農業的比重，在上任之際，便由當時的北韓內閣總理崔永林宣布，

「內閣將集中全力，關注工業和農業，為打造一個經濟強國奠定堅實基礎」，致

力於展現北韓政府改革國內經濟的魄力，同時繼承金正日領導時期的「並進路線」，

在確保核武的力量下，減少常被軍備的經費，將相關盈餘撥用於經濟建設與人民

福利，提出下列五大課題：（一）集中於農業與輕工業；（二）建立自立性工業發

展；（三）完成通訊衛星等衛星發射；（四）經由對外貿易多元化，推動投資的活

化；（五）擴大核武力的質量。但即使從先軍政治的路線轉變為「先經後軍」的

路線，北韓工業對整體產業的佔比不減反增，重工業的佔比也是逐年的升高，呈

現出北韓產業發展嚴重失衡的狀況。88（參見表 3-4） 

 

在國防工業上，北韓主要承襲冷戰時期由中國及前蘇聯所協助的技術，持續

的開發與研究承襲的技術，但由於科技水準的相對低落及缺乏關鍵技術，至今仍

無法自行研發精密武器，在飛機、精密雷達與電子設備的生產相關上，主要採用

仿製或改良的逆向工程作法（Reverse Engineer），因此在關鍵技術的掌握上仍具

																																																								
88	 同前註，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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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的局限性。但近幾年，北韓在衛星技術、導彈技術及核子武器開發的技術

上，有相當的突破，不只進行了衛星、導彈的試射，也進行了四次的核試爆，可

見在相關產業技術的研發上，北韓有所斬獲。 

如果以一國國防支出佔整體支出的比重來反映該國政府其對國防工業研發

的重視，北韓當局的國防支出從 2000 年開始便維持在佔總支出為 15％，高於韓

國國防支出佔總支出的 3%-5%，但上述數據乃為北韓政府所公布的數據，但在

其他國家的軍事報告中被認為此數字是有所低估的。89總括來說，高比例的軍事

投入、重視工業與國防工業的發展，仍是二十一世紀北韓經濟發展的重點項目。 

貳、 地緣鄰近性  

北韓位於韓半島北部，國土面積約為 12 萬平方公里，西面有黃海與朝鮮灣，

東則隔著日本海與日本相望，北面依鴨綠江、長白山與圖們江等地貌與中國大陸

為界，南方隔著北緯 38 度線與韓國接壤。在地勢上韓半島屬東北高、西南地的

地勢，因此，北韓在韓半島上具備居高臨下的地理優勢，且兩韓中間並無任何緩

衝區。在 1950 年韓戰爆發時，北韓人民軍憑藉大量人員與裝備優勢，在戰爭初

期便長驅直入佔領當時的韓國首都漢城（現在改名為「首爾」），快速地將韓美聯

軍擊退至東南角。特別是韓國首都首爾與兩韓邊境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 

DMZ）僅有 50 公里的距離，對於韓國而言缺乏戰略縱深，中間幾乎無險可守。 

加上北韓從 2014 年開始，於境內軍事分界線以北佈署 300 餘枚多管火箭炮，

射程更可威脅整個首爾地區，可說是利用地勢優勢加上高破壞力、高攻擊性的現

代武器，希望能在戰爭一開始便有效摧毀韓國軍事核心，且相關的軍事部署，亦

多直指韓國首都與韓美同盟的重要軍事據點，對韓美同盟與韓國帶來強大的威脅。

																																																								
89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5(Tokyo:	The	Japan	
Times,	2015),	p.p.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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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由上述可了解，作為擁有優勢地緣特性之北韓，在投送軍力的條件上優於地處

劣勢的韓國。 

參、 進攻實力  

北韓作為奉行「先軍政治」的國家，即使是在冷戰結束後，北韓人民軍（Korea 

People’s Army, KPA）仍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據統計顯示北韓人民軍人數由

1995 年的 100 萬人，發展至 2015 年的 120 萬人，是韓國軍隊人數的兩倍。91在

軍種分布上，陸軍是 102 萬人，海軍為 6 萬人，再加上空軍的 12 萬人。同時，

人民軍有超過 70％的地面部隊部署在平壤－元山（Wonson）的連線以南，距離

兩韓非軍事區 100 公里以內，是北韓對韓國強襲突破戰術的佈局，對韓國帶來莫

大威脅。除此之外，北韓當局尚擁有佔總人口總數 30%，約為 770 萬人的後備軍

事動員，其中包括 60 萬名 17-50 歲的男子或 17-30 歲的未婚女子組成的戰鬥動

員用教導隊、570 萬名由鄉土預備軍所組成的勞農赤衛軍、100 萬名中學生組成

的紅青年近衛隊和 40 萬名由其他軍事組織所組成的準軍事部隊。92 

不僅單純是數量上的優勢，北韓人民軍在陸、海、空三軍的裝備數量上，北

韓人民軍都明顯多過於韓國。（參見表 3-5）但這樣軍隊、軍備數量上的優勢並不

被認為北韓就具備韓半島軍事的支配權。因為即使具備龐大的數量，北韓的武器

及裝備相對於現代戰爭來說乃是不合時宜的，在武器的攻擊能力上與韓國的裝備

有不少落差。93但北韓人民軍龐大的軍力數量與對於韓國首都首爾的集中軍力部

																																																								
90	 “[단독]北, 최전방에 방사포 300여문 추가배치 … 서울.수도권 사정권(종합)”	,	  연합뉴스, 
2016년 4월 24일,（「『獨家』北韓於 前線追加配置 300 餘門火箭炮…直指首爾，首都圈陷入

射程內（綜合）」，《韓聯社》，2016 年 4 月 24 日）
<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6/04/22/0200000000AKR20160422103851014.HTML?fro
m=search>	
91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2014 Defense White Paper(Seoul: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2014), p.p. 22-27.  
92 통일부통일교육원,《북한이해 2016》,	p.p.149-151.（韓國統一部統一教育院，「理解北韓 2016」，

頁 149-151）  
93	 David	Blair	,”	North	Korea	vs	South	Korea:	How	the	country’	armed	forces	compare”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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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對於韓國而言仍是強大的攻擊能力。 

 

																																																																																																																																																															
Telegraph	,	Sep.	15	,	2015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northkorea/11603665/North-Korea-v-So
uth-Korea-How-the-countries-armed-forces-comp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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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軍力數量的優勢外，北韓對於核武器、飛彈與生化武器的研發，也

同樣為韓半島的和平帶來莫大的傷害。在核武器的研發上，各國對於北韓核武的

存量估計有些許若差，在 2003 年第二次核武危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The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與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於 2003 的報告中認為北韓目前擁有約 12 公斤的鈽元素，足夠生產一至二枚的原

子彈，但韓國與日本的情治單位則認為北韓的鈽元素持有量 多可達到22公斤，

俄羅斯的國防情治單位也合理分析，此時的北韓應持有約 20 公斤的鈽元素，高

於美國情治單位的估算；而根據核能專家 David Albright 於 2007 年的估算，北韓

應具備 28-50 公斤的鈽元素存量，足以製造 5-12 個核子武器。94 在 2006 年、2009

年與 2013 年三次的核試爆後，韓國國防部則是認為北韓已經具備 40 公斤的鈽元

素存量，可以用於生產相關核子武器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因此建議韓國政府必

須特別重視北韓當局擁有微型核子武器的危險性。95透過上述數據的呈現，可以

了解北韓當局在核武器的研發上，不僅是在材料的儲備量上呈現增加的趨勢，同

時在技術上也被認為具備一定的水準，北韓核武為韓半島和平所帶來的威脅也因

此更加重視。 

除了核武器的研發外，北韓的飛彈技術發展也是其進攻實力提升的具體表現。

在 1980 年代，北韓已經可以生產了飛毛腿 B 型（SCUD-B，射程約 300 公里）

與飛毛腿 C 型（SCUD-C，射程約 500 公里）兩型的飛彈。在 1990 年開始，北

韓則是開始試射蘆洞飛彈（Nodong Missile），據估計此行飛彈 遠的射程可達到

1300 公里。而於 2007 年時，除了蘆洞飛彈的試射外，北韓也開始進行射程 3000

公里以上的中距離彈道飛彈的測試，其射程範圍不僅包含整個韓半島、日本，

																																																								
94	 Larry	A.	Niksch,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	5	,	2010,	<http://www.fas.org/sgp/crs/nuke/RL33590.pdf>	
95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2014 Defense White Paper, p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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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更可抵達美國關島，顯示北韓飛彈技術有十足的提升。隨著時間的推進，飛彈

技術持續地研發，二十世紀末開始，北韓也嘗試進行長程彈道飛彈的試射，大浦

洞（Taepo Dong）1 號與大浦洞 2 號此兩型飛彈，如研發成功，射程範圍據估計

可以對美國本土直接帶來傷害，96顯示出北韓當局在整體飛彈的進攻實力上具備

不容小覷的實力。 

除此之外，北韓從 1970 年代開始進行的生化武器的研發，也為周邊國家帶

來了不小的威脅，具韓國官方估計，北韓擁有約 2500 至 5000 頓，內含約 17 種

不同性質的可製成武器的有毒物質，這些物質具備神經性、灼熱性、窒息性及出

血性的作用，且在生化武器上則是北韓也具備了霍亂、碳苴熱和天花的生化武器

開發技術，北韓當局以定州與文川兩大城市為據點，致力於進行生化武器的研發

與製造。97上述北韓核武器技術、飛彈技術的提升與生化武器的研發、製造，也

被視為北韓進攻實力的直接證明，造成周邊國家甚至是區域外大國莫大對於北韓

進攻能力認知的提昇。 

肆、 侵略意圖  

在東北亞區域間，北韓僅僅是一個小國，在國力上比不上周邊的大國，與主

要敵人美國的實力相差亦十分懸殊，但從冷戰結束以來，北韓當局卻總是可以帶

給韓半島周邊國家與美國強大的威脅，乃因為北韓發展了一套異於其他小國所採

行的戰略，亦即，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優勢及周邊國家不願見到韓半島發生戰亂

的心理，藉由核武、飛彈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後盾的「戰爭邊緣」（Brinkmanship）

戰略，透過靈活的外交手法，一方面宣示自己國家的武力，同時帶給周邊國家北

韓強烈的侵略意圖，以此法換取他國的妥協來得到己身的國家利益。98北韓能如

																																																								
96	 Ibid., p.p.32-33.  
97 통일부 통일교육원,	《북한이해 2016》,	pp.155.	（韓國統一部統一教育院，「理解北韓 2016」）	
98	 田家綺，〈北韓戰爭邊緣策略及其對亞太安全之影響〉，《國防雜誌》，第 28 卷第 4 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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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功地運用相關戰略，乃源於他特殊的內部社會體制，為了賦予領導人家族實

施獨裁統治和個人崇拜所需要的合法性，同時滿足民族復興的豪情與共產主義進

攻性的心理預期，需要透過擁有足夠武力威脅的軍事能力，並操弄戰爭邊緣政策，

提供北韓當局極權體制維持下去的基礎。再加上作為一個採行「先軍政治」的國

家，一定程度的外部緊張局勢，將可轉換為對內採取超級軍國建制的合理性，因

此對意識型態和軍事上的敵人不斷地發出威脅，對周邊國家週期性的發起邊緣摩

擦，製造如天安艦（Cheonan）事件、延坪島炮擊（Battle of Yeonpyeong）事件

之類的武攻挑釁動作，顯示自己的實力足以向周邊施壓，這樣的行動都是北韓宣

示其榮耀的作法，是北韓國家戰略的基本考量，但也就是這樣的戰略帶給周邊國

家北韓強烈的侵略意圖。99 

作為維持國家生存的戰略，從韓戰結束後開始，北韓便不斷以軍事武力威嚇

敵對陣營，特別是第一次韓半島核武危機的協商成功，更讓北韓徹底操弄「戰爭

邊緣政策」，透過核武、飛彈恫嚇、小型軍事衝突與特種部隊奇襲，對韓、美及

其同盟進行恫嚇勒索，而到了二十一世紀，除了原先的衝突模式外也隨著戰爭型

態的改變，加入以資訊相關的恫嚇方式，關於北韓在研究期間的恫嚇方式大約分

為以下幾種模式： 

 核武試爆與飛彈試射 一、

核武試爆與飛彈試射已成為北韓作為恫嚇敵人 常使用的手段，尤其每次的

核試爆與飛彈試射都可以得到國際社會的大量關注，達成其政治目的。核試爆雖

非具體的軍事行動，但北韓曾在 2006 年、2009 年、2013 年及 2016 年進行核武

試爆，爆炸的威力有漸次提昇的趨勢。2006 年 10 月 9 日北韓首次的核試，據估

																																																																																																																																																															
年 7 月，頁 21-24。	
99	 李明峻，〈北韓戰爭邊緣政策的形成與國際環境〉，發表於「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研討

會（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民主基金會，2010 年 9 月 17 日），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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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爆炸威力不超過 1000 頓的黃色炸藥，比廣島原子彈的爆炸威力還小，仍屬初

步研究階段，且技術仍算初步，尚無法裝配核彈頭。100但到了 2013 年 2 月 12

日第三次的核試時，爆炸威力已達廣島原子彈爆炸力的 3 倍，且被認為已具備裝

配核彈頭的技術，足見其核武技術的增長。1012016 年所進行的第四次核試爆，

雖然在威力上僅是第三次核試的 80%，但是為北韓第一次的氫彈核試，仍然可以

將其視為北韓在核武技術的研發上呈現穩定發展。這四次的核試爆也都帶給韓半

島周邊國家與美國強烈的威脅感，各國齊聲在媒體上表示不滿或進行譴責，足見

國際社會、韓半島周邊國家對於北韓核試爆行為的重視。 

除了核試爆外，飛彈試射也是北韓作為恫嚇敵人的手段之一，從二十一世紀

開始，隨著北韓飛彈技術的提昇，飛彈試射所帶來的威脅也日益增加。特別是

2006 年 7 月 5 日凌晨，北韓選擇於美國獨立紀念日當天，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

向日本海發射「飛毛腿」、「蘆洞」、「大浦洞二型」共計 7 枚不同形式的飛彈，尤

其這是北韓第一次試射大浦洞二型飛彈，飛彈在發射42秒後於日本海上空爆炸，

對日本當局帶來莫大的威脅感，而後，北韓於 2009 年的 4 月 5 日也進行多個彈

道飛彈的試射。而由於北韓在 2012 年的政權交替，為了維持內部社會的穩定，

同時對外宣示新領導人的氣魄，北韓也分別於 4 月 13 日與 12 月 12 日試射了「銀

河三號」（Unha-3）運載火箭，同時搭載著「光明星三號」（Gwangmyeongseong-3）

通訊衛星，國際各界視此次的試射活動為嚴重的挑釁行為。隨著韓美同盟持續的

深化發展，北韓在 2016 年也多次的進行飛彈試射，在 2 月 7 日測試了「光明星

四號」（Gwangmyeongseong-4）長距離飛彈，102且於 4 月 15 日北韓領導人金正

																																																								
100	 李明峻，〈北韓戰爭邊緣政策的形成與國際環境〉，頁 5。	
101	 〈德國研究院：朝核爆炸力是廣島原子彈 3 倍	 韓國可能有意低報〉，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3 年 2 月 14 日，<	
http://www.ibtimes.com.cn/articles/21495/20130214/615312.htm>	
102	 “<北미사일 발사>북한 장거리 미사일 발사 일지”, 연합뉴스, 2016 년 2 월 7 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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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生日當天試射了中距離的「舞水端飛彈」（Musudan；무수단），且聲稱全部命

中，此次試射的飛彈被設成範圍涵蓋亞洲地區的美國軍事設施，更是引起韓、美、

日三國一片譁然。103透過這幾次的試射，可清楚的知道，隨著時間的向前邁進，

北韓飛彈命中率已大幅的提升，飛彈性能逐漸純熟。一系列飛彈試射的行為，不

僅是北韓國內軍力的展現，也是北韓當局向國際社會特別是韓美兩國展現進攻意

圖的展現。104 

 小型軍事衝突 二、

除了核試爆與飛彈試射，透過製造小型的軍事衝突的方式，也是為北韓對韓

美兩國與韓半島周邊國家帶來威脅的手段之一。兩韓曾經在 1999 年 6 月 15 日爆

發第一次的延坪島海戰，但此次的海戰為韓國主動入侵西海的北方界線，導致雙

方交戰，並非北韓當局主動挑起。但第二次的延坪島海戰發生，則是北韓動用小

型軍事衝突威脅韓國的具體展現。在 2002 年 6 月 29 日，適逢 2002 年世界盃足

球賽季軍賽的當日，為北韓艦艇突然入侵北方分界線並主動攻擊緊急出動的韓國

海軍快艇，導致韓方死傷。105而在 2010 年，兩韓也有發生兩次的小型軍事衝突，

一次是在 2010 年 3 月 26 日的天安艦事件，此次事件是韓國的「天安號」警戒艦

在西部海域爆炸沉沒，造成艦上 46 名官兵喪生，由韓國組成的跨國調查團在經

過兩個月的調查後，認定此次的攻擊是北韓潛艦的魚雷所為，使時任韓國總統李

明博表示將追究北韓的責任，要求北韓道歉，北韓當局也宣布進入備戰狀態，使

																																																																																																																																																															
（「『北韓飛彈發射』北韓長距離飛彈發射日誌），《韓聯社》，2016 年 2 月 7 日）,<http://

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6/02/07/0200000000AKR20160207013600014.HTML> 
103	 “北, SLBM 시험발사로 해외에서의 대북송금 차단 위기”, 연합뉴스, 2016 년 4 월 26 일, 

（「由於北韓試射 SLBM 飛彈，海外對北援助終止危機），《韓聯社》，2016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6/04/26/0200000000AKR20160426127200009.H

TML?from=search>	
104	 沈明室，〈北韓核武嚇阻的虛實作用〉，頁 29-30。	
105	 同前註，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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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當時韓半島的緊張情勢升高。106至於 2010 年 11 月 23 日的延平島炮擊事件，

是北韓突然於當日炮擊延平島村莊所引發，導致韓國四死數十傷的慘劇，被視為

韓戰以來 嚴重的軍事挑釁行為，而後韓國提昇警戒等級並予以還擊，韓美也隨

即宣布將在黃海舉行大型聯合軍演作為反制。107 

除了上述的軍事衝突事件外，北韓特種部隊的奇襲也被視為北韓侵略意圖的

表現。北韓特種部隊於 1968 年 1 月 21 日，對韓國總統府「青瓦臺」（Blue House 

Raid）發動襲擊，企圖行刺當時的韓國總統朴政熙，造成了韓國感受到北韓特種

部隊奇襲的強烈威脅。其次，1996 年時，北韓以小型潛艇載運特攻部隊滲透進

入韓國，雖然 後因為事跡走漏而失敗，但如此事件更是讓韓國對於北韓特種部

隊的奇襲提高了警戒。108現階段北韓軍隊仍有 18 萬名的特種部隊，這些特種部

隊在必要時將會採取各式手段，滲透、瓦解韓國社會，以非正規軍的行動對韓國

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程度的潛在威脅。 

 科技戰 三、

隨著現代軍事科技的進步，北韓在武力恫嚇的手段上也有了技術上的提升，

開始運用網路戰及資訊戰的作法，對韓國帶來威脅。2009 年 7 月 8 日，韓國有

許多重要的國家安全機構受到北韓以數百萬臺殭屍電腦所進行網路的攻擊，重要

的網路系統接收超出負荷的任務後，因無力重新接收新任務的請求而呈現癱瘓。

此次的分散式拒絕服務（DDoS）攻擊行動主要由北韓總參謀部下屬的電子偵查

局負責。類似的活動也被視作北韓希望入侵以韓國為首的美日等軍事相關機構電

腦網路的試驗，透過如此網路行動，北韓當局希望能夠盜取秘密資料，或者在必

																																																								
106	 蔡明彥，〈天安艦事件對東北亞安全情勢的衝擊〉，《新社會政策雙月刊》，10 期，2010
年 6 月，頁 53。	
107	 陳嘉生，〈北韓砲擊南韓延坪島事件的觀察與後續發展〉，《戰略安全研析》，第 68 期，

2010 年 12 月，頁 20-22。	
108	 沈明室，〈北韓核武嚇阻的虛實作用〉，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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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植入電腦病毒，而且在受到癱瘓甚至感染的電腦沒有完全修復前，類似的網

路攻擊將會持續。韓戰爆發 65 週年的 2013 年 6 月 25 日此日，北韓也趁機對韓

國發動網路攻擊，在當天韓國青瓦臺、國務調整室、安全行政部、未來創造科學

部、統一部、執政的新世界黨的 8 個地方黨部，以及《朝鮮日報》、《體育首爾》、

《建設經濟》、《E-today》等 11 家媒體，皆疑似遭到駭客襲擊，青瓦臺官網也被

貼上「偉大的金正恩領袖」字樣，證明北韓持續地對韓國採取網路資訊戰。除了

電子偵查局外，北韓還擁有培養駭客和網路站人員的教育機關和多樣專業機構，

可見北韓對於網路戰的重視。 

而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北韓有可能將核武作為電磁脈衝彈

（Electromagnetic Pules, EMP），並且在必要時引爆，藉以癱瘓大部分韓國軍隊武

器系統所使用的電子資訊設備，這樣的攻擊雖不會造成人員傷亡，卻可使北韓以

外的韓半島區域電子設備陷入癱瘓。這樣的作法被預期可以避免遭到報復或受國

際社會譴責，但同時能對韓國造成威脅，在正規作戰時也可以彌補科技落差，取

得軍隊數量上的優勢。109此類新式武器的開發，也再次驗證了北韓對於作戰工具、

策略的與時俱進，帶給韓國與韓美同盟北韓強烈的侵略意圖。 

第二節 中國威脅程度的變化  

對於韓美同盟來說，除了北韓以外，另一個潛在威脅國則是中國。首先，在

探討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國際關係分析中，思考中國崛起及其含意是不

可或缺的，尤其中國具備發展成大國的基本條件：廣大的國土、豐富的資源及眾

多的人口，同時，中國的地緣環境處在歐亞大陸的戰略核心，位於太平洋航道的

關鍵位置，這些條件都有利於中國發展自身國家實力。其次，從取代中華民國政

府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唯一合法代表後，中國透過靈活的外交手段，在各大

																																																								
109	 同前註，頁 32-34。	

 



	 69	

外交場合發聲，逐漸建立國際聲望，成為世界上具備重要影響力的大國，隨著中

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它逐漸被看成二十一世紀亞洲的穩定因素，但也被視作對世

界和平的一種潛在威脅。110 後，中國與韓半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僅與韓

半島有著 長的國土接壤，在歷史、文化上也承襲著共同的傳統，在韓戰期間更

直接派兵參戰援助，中國與北韓建立的深厚友好關係，都強化了中國在韓半島上

的影響力，使得討論韓半島的相關事務必然需納入中國因素。因此，如何面對實

力、國際威望持續崛起的中國，與其共同處理韓半島事務的變化的這項課題，作

為美國介入東北亞區域事務的一個重要同盟關係－韓美同盟該如何思考中國所

帶來的威脅，也就成為同盟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接下來將以綜合實力、地緣鄰

近性、進攻實力及侵略意圖來對中國進行分析。 

壹、 綜合實力  

 經濟發展 一、

中國的經濟發展隨著 1978 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正式展開改革運動後，在過

去的 30 餘年間，儼然脫胎換骨，由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至今躍升成為全球第

二大的經濟實體和第一大的出口國，且擁有全球 多的外匯存底。在過去的 30

餘年間，透過以計畫經濟的外衣加上擁抱市場經濟的改革路線，搭配上亞洲區域

高速的經濟發展動能，東亞地區已由過去以日本為首的經濟模式轉向目前由中國

為首的「大中華經濟圈」，在經濟實力上與美國、歐盟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世界

各國也想在這個再次躍升為世界中心的廣大土地，找尋任何獲取利益的可能。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以五年計畫為基礎，在改革開放前參照蘇聯模式來進行

規劃，而經由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提出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已

																																																								
110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陸伯彬（Robert	S.	Ross）著，何大明譯，《長城與空城計－中

國尋求安全的戰略》（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臺

北：麥田文化，1998 年），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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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出發」的經濟發展路線，確定實現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與措施，

使中國的經濟逐漸提升成為國際政治、經濟舞台上的要角。111而從韓國金大中政

府開始，為中國第十個五年計畫（以下簡稱十五計畫）開始執行的時期，從十五

計畫開始，不僅延續第六個五年計畫便開始的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成長目標，中國也在此時啟動第一波經濟結構的調整、進行產

業結構的優化，為高度發展中的中國經濟尋找持續提昇的寬廣道路；2006 年，

中國開始實施第十一個五年計畫，更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於導引經濟成長動力由

出口投資轉向消費的方向，企圖取得內需與外需的平衡發展，此時期的中國在進

出口貿易、國內外投資也達到了高峰期，使得在此一時期中國正式成為世界第一

大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112延續高速發展的動能，中國政府在 2011 年開始執

行第十二個五年計畫，透過「擴內需、穩增長、調結構」的主軸，追求已經執行

三十多年的粗放型出口導向的經濟轉型，維持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能力、希望創

造國內就業與發展機會，因應發展放緩的經濟與世界經濟情勢的變動。113當中國

在 2016 年執行第十三個五年計畫（以下簡稱十三五計畫），面對世界經濟發展的

放緩，仍必須維持其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在時三五計畫中，中國以產業的升級

與創新為主，而快速發展的社會面臨貧富差距、環境破壞等種種問題，也成為十

三五計畫的重點項目，中國當局希望透過這次的計畫執行，除了維持經濟的高度

發展外，也能維持社會的穩定。綜觀來說，中國的對外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持續進

行到現階段，都呈現令人稱羨的高度成長。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統計資料顯示，

中國的 GDP 由 2000 年的約 1 兆 1 千億美金發展至 2016 年的預測是 12 兆 2 千億

																																																								
111	 劉佩瓊，《當代中國解讀》（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1 年），頁 7-8。	
112	 蕭清松，〈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與 ECFA 的實施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復興崗學報，102
期，2012 年 12 月，頁 31-33。	
113	 同前註，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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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幾乎每四年就有一次雙倍的成長；透過數據來顯示，2000 年時中國的經

濟成長率約莫為 10％，近幾年即使受到世界經濟情勢惡化的影響，仍維持在 7%

左右的水準，足見中國仍持續擁有經濟發展的動能。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雜誌在 2015 年大膽預測，依照這樣的發展速度，中國將在 2026 年取代美國成為

全球第一大的經濟體。114  

 人口變化 二、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從建國以來受傳統農業社會思想的影響，人口快

速增長。即使自 1980 年代起中國政府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但由於中國早已

具備大量的人口基數，即使人口的自然增加率在政策實施後大約維持在個位數，

仍帶給中國當局一定的人口壓力。透過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二十一世紀

初中國人口為 12 億 6743 萬，到了 2015 年底，成長為 13 億 6782 萬餘人，約佔

世界人口的 18%，為世界上人口數 多的國家。115中國在如此龐大的人口下隱藏

著許多問題，城鄉發展的不均、一胎化政策下人口老齡化加快、出生人口性別比

偏高等種種人口問題，都成為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但如此情況也具備一定

優勢，相較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中國眾多的人口代表著大型的消費與勞動市場，

強大的人力資本的聚集將作為中國持續發展經濟、社會的動能。 

 工業技術與國防工業 三、

中國的工業技術發展經過了長時間的建設與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工業

的持續高速增長，已經讓中國成為工業生產的大國，大多數工業產品產量居於世

界的前列，特別是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與資源的兩大優勢，讓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速

度相較於其他工業大國歷史上的發展更為快速。發展至此時期，中國的工業已經

																																																								
114	 張謙，〈經濟學人：陸 2026 成 大經濟體〉，《中央通訊社》，2015 年 6 月 23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506230166-1.aspx>	
115	 相關統計資料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 2015〉，2015 年 10 月，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5/indexch.htm>	

 



	72	

準備從傳統的工業化道路向新型工業化道路轉向，走過過去以交鑰匙工程為主的

設備引進階段、以逆向工程和技術引進為主的技術模仿階段、以市場競爭推動的

擴散階段到透過外國直接投資和進口產品推動的技術轉移階段，中國工業除了必

須透過技術轉移持續的技術進步外，接下來也必須了解到自主創新的重要，以自

主創新為核心目標的技術學習、技術超趕，逐漸成為中國工業技術的發展關鍵，

也是中國從第十一個五年計畫開始貫徹的宗旨。在二十一世紀，中國透過十一五

計畫及後續十二五計畫的推展，在各項工業技術上也有顯著的成長，汽車、鋼鐵、

裝備製造、船舶、化工、紡織、輕工業、有色金屬、建材、生物醫藥、電信、航

空技術產業上的關鍵技術突破，促使中國在自行開發、國產化水平及綜合工程上

的能力提昇，日益增加的研發經費投入，使得中國的工業技術能力持續穩定的增

長。116而中國工業技術的增長，也可從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 2013 年所提出的「一

帶一路」戰略與籌建「亞洲基礎投資銀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的戰略中看出，中國已從原本的技術輸入國逐漸轉變為技術輸出國，對亞

洲其他亟需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提供經驗、技術、材料等方面的協助，如此的

構想歸因於中國的工業技術發展已達到足夠的階段，面對產能過剩、成長放緩等

問題，中國除了發展內部的工業創新外，也希望借助外部環境，來持續精進其工

業技術，同時藉此提昇自己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更向世界展現中國工業技術發

展的成果。117 

國防工業的發展上，中國聲稱經過近 60 年來的建設，已經建立起門類齊全

的國防工業體系。從 1949 年建立政權開始，中國政府便透過技術轉移與仿製，

研發三軍所需要的武器裝備，自行研製了太空運載火箭、人造衛星及載人太空船，

																																																								
116	 羅仲偉，〈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工業技術進步研究〉，《學習與探索》，第 200 期，2012 年，

頁 119-123。	
117	 蔡志銓、樊兆善，〈中共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意涵〉，《國防雜誌》，第 30 卷第 6 期，

2015 年 11 月，頁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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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世界上少數能發射載人衛星的國家。即使如此，中國在武器裝備技術上仍屬

「第 2 等級」的生產國家，由於缺乏自主創新及研製先進武器裝備的自主能力，

在國防部門的建立上仍多以仿製和技術轉移為主，換句話說，除了太空科技以外，

中國在國防科技工業上的發展長期處於依賴的狀態，為了擺脫這種依賴式國防工

業，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政府便提倡「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民養

軍」的十六字箴言，希望透過對於國防工業進行軍轉民的改革，達到技術衍生效

果（Spin-off），意即將昔日發展出的國防科技成果適度發展成為生產民用產品的

計畫並培訓相關的技術人員，輔以新的生產設施，將國防工業釋放出的人員與技

術徹底轉型， 後再將此技術回流至國防工業，使國防工業能發展具有自主技術

與競爭力，希望透過如此軍、民科技開發經驗的流動，提昇中國國防科技實力。

但究實際情況而言，透過軍轉民的國防科技改革並未達到預期的成果，中國仍然

需要進口武器裝備和技術，政府原本預計的技術衍生效果也未產生，反而是中國

的軍轉民工業在加入了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透過低廉勞力和犧牲環境保護等外部

效果，成為了下游承包廠商，關鍵技術仍持續掌握在外國企業。118 

即使改革成效不彰，中國仍對於國防工業的發展保持高度興趣，特別是在軍

民兩用技術的國際合作上充滿興趣與期待，因為中國對於從國際上獲得軍事技術

的可能有務實的評估：其一是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美國不可能出口任何軍

事技術給中國，甚至將阻擋中國從其他西方國家取得先進武器，即使俄羅斯過去

一直是中國 主要的武器裝備出口國，但從俄羅斯出口更先進的武器裝備予印度

這事件來看，俄羅斯對於中國的軍事出口是具備限度的，中國當局必須採用其他

方式來獲取國防關鍵技術；其二是國防工業的全球體系下來看，中國至今仍不是

																																																								
118	 丁樹範，〈全球化下的中國國防工業〉，《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

1 日，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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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技術的掌握者，世界強國對於關鍵技術的流出也具備嚴密的監控，尤其面對

國力快速崛起的中國，各國更是保持著強烈的戒心。所以在某種程度而言，軍民

兩用技術可以彌補中國對於國防工業技術的需要。如果在軍民兩用技術的合作上，

巧妙地掌握歐洲國家希望擺脫美國的技術控制，期待發展自己可掌握的關鍵技術

這項關鍵點，與歐洲國家的軍民兩用技術合作將有利於中國國防工業技術的精密

化。北京清華大學和英國索立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的合作案就是中國在

軍民兩用與歐洲國家合作的成功例子，兩國對於衛星技術的研究合作，在 2000

年 7 月兩國合力完成了「清華航太一號」衛星的發射，透過相關技術基礎，中國

進而發展出微衛星研製，在 2004 年成功地獨力試射衛星。上述案例的成功，為

中國持續在這樣軍民兩用的技術上的國際合作提供動力，持續追求國防工業的發

展。119 

即使在關鍵技術發展上遇到阻礙，但如果從國防支出來判斷一國對於國防軍

事的投入，可以推測中國在國防工業上仍具備一定實力的發展。在斯德哥爾摩和

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對於中國國防

支出的推測資料來看，在 1998 年時，中國的國防支出僅 327 億美元，但到了 2015

年時，國防支出已經成長到 2144 億美元，在整整 17 年間提昇了 6 倍，呈現一個

相當可觀的成長。（參閱圖 3-1）即使中國宣稱增加的軍費數字受到通貨膨脹的影

響，以及對於數十年來忽略的軍事支出進行補償才造成數字過度成長的虛像，但

大多數的分析家仍認為 1991 年爆發的波斯灣戰爭、1995 年至 1996 年發生的臺

海危機，以及 1999 年北約介入科索沃衝突，促使中國領導階層認識到軍事力量

的建設在處理台灣問題以及減少美國干涉中國事務的重要性，所以從 1990 年代

末期變提高國防支出的比重。據推測，中國大量的軍事支出主要用於於武器裝備、

																																																								
119	 同前註，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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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裝備的升級，不僅提昇陸軍的作戰能力，更重視海空軍兩軍及二砲兵的訓練。

中國近幾年特別重視海權的發展，對於航空母艦、核潛艇等重點戰略武器的研製、

大中型艦艇、常規潛艇和大型補給船的支出經費上皆被推測有所提升。即使中國

當局並未揭露軍事現代化後的具體能力，但從軍費支出的大量增加與在《國家中

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所揭露的重點研發項目，中國官方對國防工業的

重視與擴張，對周邊國家的安全構成實質的威脅。120 

 

貳、 地緣鄰近性  

中國位於亞洲大陸的東部，陸地邊界長達 2.28 萬公立，從南到北，從東到

西，距離都在 5000 公里以上；海岸線長約 1.8 萬公里，海域面積 473 萬平方公

里，由於幅員遼闊，中國的邊境與周邊 14 個國家相連，因此中國特別重視和鄰

																																																								
120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p.p.32-37,	
<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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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國家的關係發展，而中國快速崛起的經濟、政治實力，也為周邊鄰國帶來不小

的壓力。從地理位置上來看，中國與韓半島具有比其他國家更為密切的關係，韓

半島的西北面與中國東北地區以豆滿江（中國稱為圖們江）和鴨綠江為界，自古

以來便以陸路和水路互通有無，而韓半島的西南方，隔黃海與中國環黃渤海經濟

區相望，兩邊 短距離僅約 180 公里， 短航程為 24 小時，在運輸上也十分便

利。因此，韓半島與中國可稱作是山水相連、隔海相望的緊密關係。121 

在緊密的地緣關係下，歷史上中國便曾多次揮軍進入韓半島。例如，西漢和

唐朝曾分別在當時的韓半島上建立行政組織，唐朝並且曾經在今日的錦江與當時

的倭國、百濟聯軍發生海戰；元朝蒙古帝國也曾以韓半島為基地進攻日本；明萬

曆年間、清朝甲午年間的戰爭，中國也都與當時的日本在韓半島與黃海海域有所

一戰， 近一次的出兵記錄則是 1950 年的韓戰，中國在北韓即將亡國之際派兵

韓半島，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由鴨綠江邊打回三十八度線。這些歷史的驗證，

都反映著中國可利用先天的地緣優勢輕易地由陸路或海路將軍力投射至韓半島

區域，這樣的地緣特性，為韓美同盟與韓國帶來不小的威脅。 

參、 進攻實力  

中國武裝力量乃是由人民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民兵所組成，以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光榮使命和神聖職責的人民所組成，其中 重要的

部分是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為中國武裝力量的主體，發展至 2013 年底

約為 227 餘萬人，由 125 萬餘名的陸軍、26 餘名的海軍、37 萬餘名的空軍與 14

萬 9000 餘名的火箭軍（原第二砲兵）所組成。122其中，火箭軍部隊為中國究其

國家需求設置的軍種，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性武力。在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

																																																								
121	 河凡植，〈中國對朝鮮半島地緣經濟戰略與其對中國與南北韓關係之影響〉，《中國大陸研

究》，第 55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45-47。	
122	 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2013 年），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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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到，火箭軍兵種為中國戰略威嚇的核心力量，主要擔負嚇阻（Deterrance）

他國對中國使用核武器、進行核反擊和常規導彈精確打擊任務，由核導彈部隊、

常規導彈部隊、作戰保障部隊組成。而武警部隊和民兵也被中國當局視為武裝力

量的一部分，在戰時參與人民解放軍的防衛行動支援。123在整體武裝力量的培育

上，即使經過了軍事現代化的縮編、改造，中國的武裝力量仍具備一定的數量及

強大的後勤支援。 

自 1989 年以降，中國當局每年以兩位數預算成長率投入大量的國防支出，

追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隊現代化，積極投資軍事項目和武器的建造生產，旨在

擴充區域軍力的投射和發展網路、太空和電子戰的新興軍事領域。迄今，中國的

軍備開發提供解放軍足夠的能力在臺灣以外的其他亞洲地區、南海、西太平洋和

印度洋進行軍事行動，且當局積極佈署、開發的系統包括彈道飛彈（包含潛射飛

彈、以航母攻擊對象的反艦導彈）、反艦和對地巡弋飛彈、戰略核武潛艇、號稱

中華神盾艦的驅逐艦及航空母艦，也使中國能擁有確保能源運輸的暢通與領土完

整的兵力投射能量，加強對於各地區軍事投資與介入，消弭各區域間的不穩定。

在軍力發展上，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持續發展受到美國強烈的關注，從美國國防

部每年提交給國會對於中國軍力發展評估的報告書中，歸納出以下幾項重點： 

 關注中國的核武開發： 一、

中國發展核武的目的為能在敵軍攻擊中生存並具備足夠的力量對敵軍產生

無法承受的攻擊。因此，中國在近半世紀以來對於核子武器的使用始終堅持採「不

首先使用」（No First Use）的政策，中國當局特別聲明中國的核武使用會遵行下

述承諾：不會使用核武器來對抗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且中國永遠不會使用或威脅

																																																								
1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國防白皮書：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2013年 4月 16日，

頁 1，<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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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核武器來對付任何無持有核武器的國家和地區，但仍有解放軍相關人士指出

對於危急狀況發生時，中國還是必須維持首先使用核武來進行先發制人，因此，

「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模糊不清導致其他國家對於中國可能使用核武器所帶來的

威脅意識。124特別是在 2012 年中國所公佈的《國防白皮書》中，更被發現中國

官方將「不首先使用」的相關內容移除，配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2 年底

在第二砲兵部隊的「核武器為中國保有大國地位提供戰略支持」一席談話，更是

提昇了周邊國家與美國及其盟友對於中國核武能力的關注。125 

在核武器的開發上，過去中國在堅守「不首先使用」的原則下，認為核武器

設施必須至少承受敵軍一次的核打擊，所以中國對於核武器儲存以地下設施為主。

在陸地作戰能力上，中國的核武器約有 50-60 枚洲際彈道飛彈，不僅在攻擊範圍

發射廣泛，結合攜帶多彈頭的技術，具備強大的破壞力。在海上作戰能力中，中

國仍持續生產晉級彈道飛彈核潛艇（JIN-class SSBN），目前已經有四架交付，近

期所生產的核潛艇將投入中國南海近海南島的核威嚇巡邏。同時，隨著飛彈的技

術提昇，中國在飛彈精確打擊、複式配置及航太科技與飛彈技術的結合上也有所

精進，提昇使用飛彈的攻擊與防禦能力，也提昇中國在使用核武器可以帶來準確

傷害的可能性。126而發展至現今，隨著中國對於「不首先使用」原則的淡化，是

否影響中國對於核武開發的計畫，增加其核打擊能力，這也成為有關國家對於中

國核武實力的評估重點。但不論原則的變動與否，整體而言中國在核武開發技術

上已具備相當程度地進攻實力。 

																																																								
124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Apr.	07	2015,	pp.32.	
125	 James	M.	Acton,	“Is	China	Changing	It’s	Position	on	Nuclear	Weapon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4/19/opinion/is-china-changing-its-position-on-nuclear-we
apons.html?_r=1>	
126	 夏宜嘉，〈中共航天探月工程與飛彈科技整合發展〉，《國防雜誌》，第 30 卷第 5 期，2015
年 9 月，頁 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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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反介入/區域阻絕」（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作戰能力 二、

根據美國國防部提出的 2011 年版《中國軍事發展與安全》（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報告，所謂

「反介入/區域阻絕」，是指可以用來嚇阻或對付敵手在特定區域部署，或在特定

區域內作戰的能力。127美方特別關注中國在反介入/區域阻絕作戰能力的提升，

中國為求阻止或反對第三方的干預（特指美方的干預），透過提高遠程攻擊能力、

提高部署於西太平洋的軍力，提升西太平洋行動的軍事力量，以此積極建立國家

反介入和區域拒止的能力，而經由空中、海上、海底、太空和反太空反擊及資訊

作戰的能力精進，也可將多元的進攻能力由中國海岸線往西太平洋延伸。在反介

入/區域阻絕作戰中， 基本的要素便是必須主導現代戰場上各方資訊傳達的能

力，因此，中國近幾年極力投資先進的電子作戰系統、反太空武器和計算機網路

操作（CNO），追求打造在作戰時能掌握資訊優勢。同時，資訊作戰能力也與太

空與反太空能力息息相關，經由中國在 2007 年 1 月的一次摧毀了廢棄 FY-1C 氣

象衛星的測試中，間接證實了中國在反衛星的能力此項技術的能力提昇，使美方

認為中方在反介入/區域阻絕有了不小的提昇。128近幾年來，中國也嘗試在世界

各地所進行的網路攻擊活動，雖然中國政府當局接聲稱與他們無關，但若成功對

美國網路空間發動攻擊與破壞，將嚴重影響美國武力投射的主要指揮管理平台，

包括衛星通信和全球定位系統（GPS）為基礎的導航系統，這也不免引起其他國

家（特別是美國）的懷疑猜忌。129 

除了資訊作戰外，中方也積極提升中國人民解放軍各軍種在反介入/區域阻

																																																								
127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pp.2,	
<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1_CMPR_Final.pdf >	
128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Apr.	07	2015,	pp.35.	
129	 Ibid.,p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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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的作戰能力。在解放軍海軍方面，為求擁有 大範圍和持久力以阻斷第三方的

干預，中國積極開發先進的導彈包括各式反潛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攻擊方式可

以從空中、陸地或海上各方發射。新型的東風 21 型（DF-21D）反艦彈道飛彈，

是以航母為攻擊對象，同時官方也積極將海上 A2/AD 的作戰範圍由近海往外推

至遠海，以求解放軍海軍反介入能力的確實提昇，將嚴重影響美國派遣航母戰鬥

群進入西太平洋的決心。130在解放軍空軍方面，則是推動史無前例的大型現代化

計畫，尋求全面縮小和西方國家在戰機、指揮管理、電子戰、資料連結等重要領

域的技術差距，中方第五型戰機也在 2012 年進行首次試飛，預計未來將投入中

國當局反介入/區域阻絕的作戰中，利用其現代化的偵測能力支援空中、地面打

擊能力，與美軍的第五代低視度匿蹤飛機抗衡。在陸地作戰上，中國投入地對空

導彈（SAM）的防空網路搭配俄羅斯的 S-300 地對空飛彈系統以及中共自制的飛

彈，希望有效阻絕敵軍在衝突中奪取制空權，提升地面部隊行動的能力。131 

 解放軍積極發展「藍水」海軍（Blue Water Navy） 三、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其中一項重點，便是極力發展國家海軍

作戰能力，在此項能力的發展上，也受到美方的關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正致

力於將其作戰範圍擴展到東亞之外，發展遠洋作戰的能力，達成保護重要海上航

線免受恐怖主義、海盜襲擊及其他航路沿線國家的封鎖。同時，解放軍海軍也積

極投入人道主義的救援和救災任務，透過此法積極實行海軍外交。對內，中國人

民解放海軍也不斷改革其部隊結構，建立多種用於離岸作戰和遠距離作戰的平台。

除了在 2012 年加入服役的遼寧號航空母艦外，中國也持續投入 052C 型飛彈驅

逐艦、052D 型飛彈驅逐艦並賦予保駕護航及航母編隊護衛任務，完備航母作戰

																																																								
130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Apr.	07	2015,	p.p.34-35.	
131	 Ibid.,	p.p.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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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作戰能力，132054A 型飛彈護衛艦及 056 型飛彈護衛艦的投入，也將持續提

昇解放軍海軍艦隊的防空能力與遠洋作戰能力，使整體艦隊在各式作戰計畫上，

能有效出擊。2016 年中國首艘國產的航空母艦也即將下水裝試，美國當局預測

在未來 15 年中國也將持續自製航空母艦，並將其投入「藍水海軍」的艦隊中，

預期將大幅提昇解放軍海軍艦隊的整體實力。133 

很明顯地，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快速提昇，中方提高了其對軍事能力的投入，

近幾年美國國防部提交給國會的《中國軍事發展與安全》中，特別對於中國的核

武能力發展、反介入/區域阻絕的作戰能力與中國「藍水海軍」的建立進行闡述，

可推知這些部分乃為美方將持續關注的部份。除此之外，在報告內容中也特別詳

指中國在網路、資訊戰中的作戰能力提昇，將促使中方更能在現代戰爭中取得先

發制人的優勢。隨著中國持續增加的國防支出及軍事現代化的向前邁進，上述武

器能力及戰略軍力上的實力提昇，將持續對美國本身及美國在東亞區域間的同盟

構成安全上的威脅。 

  

																																																								
132	 樊兆善，〈中共海軍的戰略發展及艦艇現代化的現狀與侷限〉，《國防雜誌》，第 31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32-34。	
133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Apr.	07	2015,	p.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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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侵略意圖  

對於中國是否具備侵略意圖的論述，在中方與美方是有相當大的歧見的。中

國當局自 1953 年時便提出的中國外交綱領性原則「和平共處五原則」，在此原則

下中國堅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

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來實行中國的外交，因此如果中國仍堅持著此項

外交原則，可推知中國將不具備侵略他國之外交作為。隨著國力持續的上升，為

避免引起周邊國家的不安與大國的壓制，中國當局近年來也極力對外宣傳「和平

發展」的論調。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在 2003 的「博鰲亞洲論壇」與中

國前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學演講時，都特別強調中國實力的增強、國家地位的提

升，是中國在實現「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而從 2004 年後，中國官方則不再

宣稱「和平崛起」，而是將此論調改成「和平發展」，並強調中國不稱霸、不挑戰

霸權的外交政策，中國希望與其他國家相互依存、共同發展，共享國家利益，以

成為國際新一代領導人的國際戰略。134在對於實力發展的言論上，不論是修改前

或修改後，中國都強調會維持發展時「和平」的態度，希望消弭他國對於中國快

速發展所帶來的侵略感。 

但很顯然地，美國及美國在亞洲地區的盟友並不認同中國和平崛起、和平發

展的說法。美國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 2001

的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便對中國的崛

起行為進行了闡述，他認為中國的崛起會有如「美國支配西半球一樣支配亞洲」，

將造成「美國極力阻止中國獲得地區霸權，因為美國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與

之匹敵的競爭對手。其結果便是中美之間激烈而危險的安全競爭，這種競爭類似

於美蘇冷戰期間的那種對抗」的局勢。對於中國所帶來的威脅，米氏認為基於人

																																																								
134	 陳建甫，〈中國崛起對兩岸關係與亞太區域安全的情節分析〉，《淡江國際與區域研究半年

刊》，第 4 卷第 2 期，2016 年 1 月，頁 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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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與經濟發展的規模，以及中國具備龐大陸軍的大陸強國條件，中國崛起下的「中

國威脅」，是進攻現實主義論點中的必然結果，中國威脅的對象並不會是整個世

界體系，而是美國的霸權地位。135 

這樣的觀點也漸漸地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在 2004 年由美國國防部發表的

《四年國防總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04）中，便開始將中國

視為未來的潛在對手，對於「中國軍事威脅論」進行論述，在相關的報告內容中

也直指中國的軍事擴張威脅到部署在亞太地區的美軍，而東亞區域將是全球 敏

感的安全議題之一。美國在東亞區域 大的盟友－日本，即使在經貿發展上與中

國具備高度的互補性，但仍十分重視中國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特別注重中國軍力

發展、軍事部署的動向，從日本每年公布的《國防白皮書》（防衛白書）中可以

察覺，近幾年日本對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意圖與未來動向的不明確感到擔憂，認

為日本所身處的國際安全環境將遭到中國軍力快速崛起的衝擊。136由上述，可以

推知隨著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政治實力的快速崛起，美國及其東亞地區盟友們

都逐漸感受到中國崛起後所帶來的威脅。 

美國對於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也可從 2008 年歐巴馬政府上台後，採行「重

返亞洲」的戰略猜測美國對於整體亞太，甚至是對於中國威脅的重視。歐巴馬政

府上任的隔年，當時的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odham Clinton）打破歷任國務卿

優先出訪歐洲的慣例，選擇優先出訪亞洲，更在 7 月參加「東協區域論壇」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時，與東協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時，清楚地表示「美國回來了」（United 

																																																								
135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台北：麥田出版，2014），頁 436-445。	
136	 林賢參，〈2008 年版《日本防衛白皮書》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42 期，2008 年

10 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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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is Back）的概念，之後由副國家安全顧問羅茲（Ben Rhodes）提出的「轉

向亞洲」（Pivot to Asia）的概念中，也再次地重申美國當局重視亞洲地區的戰略

思維。2012 年，歐巴馬政府的第二任任期時更提出了「再平衡」（Rebalance）的

概念，同時在五角大廈於 2012 年所公布的《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

國防的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報告中指出美國接下來將會對於亞太地區進行再平衡，確保美國在此

區域與各同盟國家間的集體能力及維護共同利益。近幾年，美國也持續的強化在

亞洲的軍力部署，突顯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重視和美國重返亞洲的決心。137美國

會提出亞洲再平衡戰略，皆被合理的推測，是為了防範中國的崛起，雖然短時間

內中國仍無法與美國匹敵，中國也不可能直接侵略美國本土，但由於中國快速崛

起的國家實力，已經對美國亞洲地區盟邦帶來威脅，這樣的威脅也為美國在此區

域的角色帶來挑戰，攸關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美國也不得不重視中國崛起下所

隱含的對東亞區域的侵略意圖。138 

除了「中國威脅論」的論述，中國對於「臺灣問題」、「東海問題」及「南海

問題」的處理，也被視作中國侵略意圖的表現。就臺灣問題而言，北京仍持續堅

持臺灣為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臺海兩岸分裂的僵局僅是中國內戰遺留下

來內部事務，任何幫助臺灣獨立的行為都將被視作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對於臺灣

國內的居民，北京當局透過各式手段進行文攻武嚇，冷戰後 大的一次便是 1996

年臺灣第一次總統直選時所爆發的臺海危機。中國以封鎖臺灣南北兩個主要商港

為想定，在臺灣近海進行飛彈試射演習，以及以臺灣為對象的三軍登陸聯合軍事

																																																								
137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Jan.	2012,	
<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138	 洪銘德，〈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 51 期，2015 年 7 月，頁

1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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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對於當時的臺灣政府進行武力威嚇。其後，雖然並未再次出現如前述臺海

危機般的重大事件，但北京當局透過對臺軍事武力的部署、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

對於臺灣外交的打壓、干預，以及始終未放棄武力解放臺灣的言論，都促使臺灣

及美國東亞盟邦感受到中國的侵略意圖。 

除了臺灣問題之外，中國也在南海、東海與其他國家具有相關領土爭議，隨

著近幾年綜合國力的顯著提昇，在東海、南海海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衝突有更加

頻繁的趨勢。由於南海與東海的問題不僅僅是島嶼領土的問題，更是攸關廣大的

中國經濟利益，豐富的魚類資源及可能蘊藏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再加上南海地

區更是中國能源運輸的重要通道，這些關乎地緣政治與戰略貿易的因素，都再再

提昇了中國對這些區域的重視。在南海問題上，中國近幾年在此區域間「吹沙造

島」，設立軍事據點，並開始以鑽井平台進入西沙海域探勘，引發南海各方聲索

國的激烈反彈，但中國仍強調擁有南海海域各島嶼的主權，並堅稱南海關係到中

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絕不容許他國改變，使得南海問題更為難解，南海

各關係國面對中國也都採取強硬的態度，甚至爆發過數次衝突， 後中國往往透

過再強化對目前島嶼的軍力部署對其他國家進行威嚇，但如此處理的手法，卻也

加深了爭議國家對於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139 

對於東北亞的國家來說，南海區域為韓半島國家、日本列島連結印度洋的西

南通道，即使仍有迂迴的路線可進行替代，彈相關國家仍以確保海洋安全與航行

自由為名，與美國、以及南海周邊國家進行合縱連橫，透過在南海分散中國的力

量，以削弱中國在東海、區域與東北亞國家的力道。在中國現代海軍之父劉華清

規劃的「近海防禦」戰略，隨著海軍力量的壯大，將突破原本限制在第一島鏈及

																																																								
139	 馬煥棟，〈中越南海軍事戰略研究〉，《國防雜誌》，第 31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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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沿海區的狀況，逐步擴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島鏈。而日本學者平松茂雄則

指出，在這樣的戰略指導下，中國海軍將意圖掌握青島、沖之島礁周邊海域、以

及南海亞龍灣基地所構成的三角形海域制海權。透過對這些區域的掌握將可亞龍

灣基地作為中國核武第二擊能力，東向太平洋，突破第一島鏈，至關島、夏威夷，

進而威脅到美國西岸地區。140因此，中國在南海區域的活動，也受到東亞第一島

鏈國家包含韓、日兩國的關注。 

除了南海問題外，東海領土問題也為亞洲區域間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爭議熱點，

其中 大的爭議熱點便是中日兩國對於釣魚臺（日稱尖閣諸島）及其周邊海域的

爭議，相關爭議已持續許多年，二十一世紀中日雙方從 2004 年開始因為中方在

「春曉」油氣田的開採而揭開了東海資源的爭奪戰，即使兩國在 2008 年公布共

同開發案的構想，但中方仍將此爭議與釣魚臺主權爭議掛勾， 終片面宣布延期

而使共同開發的構想中斷。且除了能源的爭奪外，1999 年春季以來，解放軍海

軍艦艇頻繁地出現在日本周邊海域進行調查、偵搜日本自衛隊與駐日美軍電訊情

報的舉動，也驚動了日美雙方的敏感神經。尤其近年來，解放軍海軍艦艇更頻繁

地穿越臺灣與日本西海諸島海域進入太平洋，試圖展現中方已具備突破第一島鏈

封鎖之能力，更使得日、美兩國感受到強大威脅。141在 2013 年 11 月時，中方也

突然片面公布「東海防空識別區」（Air Den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ADIZ）的，

公布的範圍大幅超過 200 海浬的東海中間線，逼近日本國土，同時也包含中日爭

議的釣魚臺群島與中韓爭議的蘇岩礁（韓稱離於島），這樣的作法引起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的批評，而韓方也在五日後的韓中國防戰略對話中表達不承認之立場，

遂後導致中、日、韓在防空識別區、空識區及飛行情報區內的劃分競逐，促使東

																																																								
140	 林賢參，〈日本對南海議題之態度〉，《全球政治評論》，第 53 期，2016 年 1 月，頁 24-26。	
141	 林賢參，〈中共海權發展戰略與日「中」東海爭議〉，《戰略與評估》，第 2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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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亞區域安全升溫。142而中國在東海區域內的頻頻動作，也強化關係國韓國、日

本，以及韓日兩國的盟友美國，對於中國侵略意圖的認定。 

透過「中國威脅論」的論述，及中國對於臺灣問題、南海與東海領土問題的

處理作法，對於其他東亞國家而言，皆感受到了與中方論述的和平崛起論調不同

的侵略意圖，而在亞洲建立多個盟邦的美國，也開始將國家的戰略重點轉向亞洲，

更是強化了與美國友好的相關國家對中國的戒心，而韓美同盟作為東亞區域間美

國的重要同盟關係，自然也必須謹慎面對中國崛起下所隱含的侵略意圖。 

 

第三節 金大中政權以來的韓國外交戰略對應  

壹、 金大中與盧武鉉政府－「和解、睦鄰、自主」為方針的外交  

1998 年，韓國迎來了從 1949 年建國以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也是第一次左

派自由主義路線的政府執政。金大中總統作為長久以來韓國左派自由主義路線的

反對黨代表，在政治路線上首要強調和解、睦鄰與自主。即使在他的任期之初必

須優先處理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所造成的國內經濟動盪，在全面推展金融改革

以復甦委靡不振的經濟情況下，金大中政府亦積極實現在外交上提出政策理念。

143作為繼承其政治路線的盧武鉉總統，同樣也在強調和解、睦鄰與自主的基礎下

提出外交戰略方針，延續金大中政府時期的戰略構想，將相關政策持續延伸推展，

積極推行自由主義的外交戰略。此兩任政府時期的外交戰略主要內涵包括：一、

推行陽光政策及和平繁榮政策的戰略基礎以尋求兩韓和解與合作。二、積極追求

																																																								
142	 白兆偉，〈從東海防空識別區看中日競逐及臺灣的因應之道〉，《修平學報》，第 30 期，

2015 年 3 月，頁 4-9。	
143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造成韓國國內經濟受到劇烈影響，匯市及股市大跌、工業生產逐季

遽降……等，重挫當時蓬勃發展的韓國經濟，經濟成長率的大幅衰退、通貨膨脹率從1997年第

四季起急遽上升、失業率的大幅提昇，造成韓國國內社會的動盪，所以金大中政府上台後，便

開始對於韓國金融體制下的結構不完整進行改革，強化金融監督機制與重整不良金融機構，同

時調整外人投資的政策，以改善金融機構的結構。吳家興，《韓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17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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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自主、外交自主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三、積極提昇與區域國家間的關係。 

 從陽光政策到和平繁榮政策 一、

金大中政府在上任後積極在外交戰略上推行陽光政策，作為順應當時的時空

背景的戰略構想。金大中政府上台時的韓半島與以往的政府呈現了以下不同的特

色： 

（一）是區域內遭受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各國政府致力於對金融體制的改

革，在追求內部快速改革的情況下，同時希望維持外部環境的穩定，因此追求與

區域國家間關係的和平穩定此一目標，也就成為當時區域內各國政府的外交主

軸。 

（二）是當時美國柯林頓政府對北韓開始採取交往政策，希望透過和北韓的

《框架協議》與「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四方會談等多方合作機制，促成北

韓符合國際規範。144 

（三）是北韓歷經 1990 年以來連續七年的經濟負成長，除軍事以外的各項

經濟指標，都有明顯的下降，同時面臨糧食短缺及水患的問題，促使北韓除了對

於自身經濟實行有限度的改革，也想透過改善對外關係以獲取生存所需的外援，

於是重視對外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和美國、日本的安全及經濟關係的改善。145在

這樣有利推行陽光政策的國際環境下，加上韓國民主化的推進與金大中總統的價

值觀，促使陽光政策在當時順利地推行。 

陽光政策建立在金大中總統揭示的兩大主旨下，一是金大中政府追求的是和

北韓政府和平共存的狀態，並非是韓半島的統一，另一是金大中政府的對北政策

																																																								
144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臺北：生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頁 245。	
145	 Jong-chul Park, “Seoul’s Engagement Policy toward Pyongyang: Setting, Framework and 
Conditions”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Spring 1999, p.p.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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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建立在否定北韓政權的基礎上。146這兩大主旨也是金大中政府在實行陽光政

策時與歷代政府 大的不同，由於金大中政府以前的執政當局多數認為北韓的政

治經濟存在著結構性的問題，遲早會面臨瓦解的命運，韓國並不需要透過軍事手

段統一北韓，只需靜待北韓瓦解加以併吞即可，因此對於北韓採取強硬的態度，

將北韓視為敵人，在內政外交上都以對抗北韓為主。但金大中政府對於北韓的基

本假設與上述不同，認為北韓並不會瓦解，因此以靜觀、等待瓦解後進行統一的

方式在短期內是不可行的，而是應該採取向北韓釋出善意，以軟化北韓的態度，

所以在金大中政府甫上任時便聲明絕無吸收北韓的企圖，甚至支持北韓的生存。

也正是因為在外交宗旨上的不同，賦予「提供北韓經濟援助以促進兩韓交流，以

追求漸進統一」此概念新的定義。 

在政策思維上，陽光政策針對北韓有以下的前提假設：一、北韓的挑釁行為

是維持政權生存的方式之一，因此只要確保北韓政權的生存，將可以改變其挑釁

行為。二、保持北韓政權的生存並持續提供經濟誘因，促使北韓對韓國及國際社

會產生依賴，進而融入國際社會，便能提昇韓國對於北韓政策的控制力。三、真

誠與北韓交往，使其相信韓國政府之誠意才是改變北韓的唯一途徑。在這樣的政

策思維下所提出的陽光政策，其原則是不容許任何形式的軍事挑釁行為、韓國並

無併吞或傷害北韓之企圖及韓國積極尋求與北韓和解與合作。147於是金大中政府

便在這樣的政策思維上提出了三大方針：政經分離、互惠互利以及多元交流，希

望透過這樣的政策方針，兩韓達成和解。 

在具體措施上，金大中政府提出了六大具體措施如下：148 

																																																								
146	 Norman	D.	and	Yong-Sup	Han,	Sunshine	in	Korea:	The	South	Korean	Debate	over	Policies	
Toward	North	Korea(Santa	Monica:	RAND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	2002),	p.p.	23-24.	 	
147	 Ibid.,	p.p.	47-48.	
148	 Ibid.,	p.p.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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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兩韓政府對話 

金大中政府認為韓半島問題應由韓半島人民自行解決，所以兩韓政府必須先

行進行對話。因此政府將積極促成兩韓高峰會，透過恢復 1991 年的兩韓基本協

定，並互派特使來積極促成對話的可能。 

（二）鼓勵兩韓經貿及社會交流 

透過擴大南北經濟交流活動，增加兩韓經濟互賴及社會交流，以此引導北韓

由內部社會開始的改革開放。因此將由韓國政府主導，解除韓國重要財閥領袖訪

問北韓的限制、並准許企業多次進入北韓，及延長韓國人民停留北韓的期限。企

圖透過相關方式，將阻礙兩韓經濟發展、交流的限制逐漸移除。 

（三）促使離散家族團聚 

離散家族的問題屬人道問題，以韓國政府積極地表明誠意為主，輔以私人團

體的協助，希望早日促成因為韓戰而分離的家庭早日團聚。 

（四）持續對北提供人道協助 

由於北韓面臨糧荒、水患等與基礎民生相關的惡劣問題，韓國政府希望透過

積極協助，改善北韓惡劣的生活環境，將此作為與北韓談判的籌碼，迫使北韓在

其他國際問題上與韓國進行交涉。 

（五）透過國際機制與北韓交流 

承接著美國對北韓的交往政策，韓國也積極促使北韓加入國際談判機制，合

眾國家之力以援助北韓，透過國際援助改變北韓內部社會，由此也降低北韓單方

與韓國交涉時的排斥感，藉由國際機制提昇北韓參與談判的意願。 

（六）促進和平條約的簽訂 

韓半島問題不僅僅是兩韓問題，同時也牽涉到周邊國家與國際社會的穩定。

兩韓在金大中政府執政之前並沒有正式的和平協定來確立韓半島的穩定發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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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大中政府也希望透過陽光政策的實際執行，促使北韓共簽和平條約。 

繼任的盧武鉉政府也在同樣希望韓半島和平、共榮的路線下，推展奠基在陽

光政策下的和平繁榮政策。但此政策推行的背景上和金大中政府有以下不同：一

是 2002 年北韓的核武危機引發韓國國內在野黨、保守派對於陽光政策實行成效

的質疑，另一是隨著 2000 年美國執政黨的輪替，共和黨小布希總統上任，美國

對北韓的立場上轉趨強硬，韓美在處理北韓問題上逐漸凸顯不同的想法，在作法

上的也具有相當的歧見。149 

即使在推行的背景上異於金大中政府，且在持續推行陽光政策的理念上遭受

質疑，盧武鉉政府仍然堅持繼承陽光政策的意志，認為對北進行嚇阻、圍堵和經

濟制裁無法改變韓半島之局勢，唯有透過釋出善意與和平的方式與北韓持續接觸，

方可追求韓半島的和平共榮。在這樣的理念下，和平繁榮政策提出了兩大目標：

一是「增進韓半島和平」，在希望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基本假設下，追求兩韓在

經濟、社會等相關領域的持續合作與消弭兩韓軍事上的對立，以追求韓半島更進

一步的和平。二是「追求區域的共同繁榮」，盧武鉉政府在追求經濟利益為優先

的考量上，希望將實現韓半島的和平此一目標，推升至追求東北亞區域繁榮的範

疇。150在這樣的目標下，和平繁榮政策有四大執行原則：151 

（一）透過和平對話解決問題 

由於軍事對立而產生的緊張和矛盾，唯有透過和平對話的方式才可以解決。

所以面對北韓問題韓國政府將採行和平對話的方式，反對任何國家以使用武力或

威脅方式來處理韓半島問題。 

																																																								
149	 河凡植，〈和平繁榮政策與韓中關係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2008 年

3 月，頁 127-128。	
150 동일부, 「참여정부」의 평화번영정책, 2003 년 3 월, p.p.3-4.（韓國統一部，「參與政府」

的和平繁榮政策，2003 年 3 月） 
151 Ibid., p.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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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相互信賴的互惠主義 

東北亞區域內是由不同政經體制、不同文化價值的國家所組成，所以首先應

建立國家間相互信賴的基礎，在區域國家相互信賴的基礎上，共同面對東北亞區

域內的問題，意即韓國在處理北韓問題時，將首重北韓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發展與

共同利益，在互利互惠的情況下處理北韓問題。 

（三）當事者原則下尋求國際合作 

韓半島問題的處理原則應該建立在兩韓作為當事者原則下，透過兩韓協議、

對話共同尋求國際組織與其他國家的參與及幫助，但在相關問題的處理上兩韓應

保有對相關議題決策的自主性。 

（四）國民參與 

兩韓交流不應僅局限於政府間的互動，透過學界、產業界的互動以及相關非

政府組織的共同參與，提昇兩韓交流的機會，亦可這些機會亦可使韓國國民了解

兩韓目前的情勢，促成國內共識的形成。 

由上述，從金大中政府至盧武鉉政府，透過推展「陽光政策」及「和平繁榮

政策」的相關內容，積極尋求兩韓和解與合作，促成韓半島區域的和平。 

 積極追求國防自主 二、

「國防自主」是冷戰後韓國積極爭取實現的目標之一。自冷戰結束開始，隨

著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動以及韓國自身國力的提升，韓國政府逐漸體認到韓國國軍

獨立作戰及指揮能力的重要性與需求性，因此計畫逐步從美軍手中接管作戰指揮

權。在 1994 年時，韓美雙方簽署了軍事協議，韓國軍隊的平時作戰指揮權正式

移交給韓國的聯合參謀長，韓國平時的軍隊警戒、調動等權力都將由韓方單獨行

駛，此一移交只是韓國追求國防自主的第一步，卻使得當時韓國內部對於自身是

否已具備國防自主的能力此一問題上產生歧見。金大中政府上任後，面臨亞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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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風暴下韓國國力的衰弱，兩韓的關係也仍持續處於緊張狀態。在國防自主的議

題上，不僅韓國社會一直無法達成共識，也因為頹靡的經濟現況，政府暫時無暇

顧及相關政策。上述情況持續到 2000 年兩韓高峰會後，韓國國力逐漸擺脫亞洲

金融風暴所造成的重創，且兩韓的敵對意識隨著高峰會的舉行出現下降的趨勢，

韓國對於「國防自主」的意識才又再一次的出現。金大中政府在 2000 年所提出

的《2001-2005 年中期國防計畫》中，揭示韓國政府希望自身的國防可以逐漸由

過去的「韓美聯防」走向國防自主的「防衛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需要建立一

批具備「小而強的信息化、科學化，技術密集型的 21 世紀國軍」。而在韓國政府

公布的「2001 年韓國外交重點課題」中也特別提到要深入推進與周邊國家的軍

事交流，而為了追求韓半島的和平發展，韓國也將日、俄作為軍事交往的重點，

逐步追求脫離依賴式的國防。152 

盧武鉉政府也將國防與外交自主設定為重點施政項目之一，特別是此項政策

乃是用以回應 2002 年因駐韓美軍裝甲車輾死女學生事件後，國內高漲的反美情

緒。在作法上，盧武鉉政府主張應將韓國的經濟發展成果確實轉化為提昇國防建

設的動力，透過提升韓國國防預算、精實韓國國防自主的能力，降低對美軍的安

全依賴。此外，積極與美方協商駐韓美軍基地遷移合併及戰時作戰指揮權的收回

等議題，也成為盧武鉉政府追求國防自主的推進方向。在盧武炫努力下，駐韓美

軍基地遷移此一問題在 2003 年 6 月 5 日達成了協議，韓美雙方將於五年內分階

段遷移及撤回；戰時作戰指揮權的回收也在 2007 年 2 月達成協定，預計將於 2012

年 4 月 17 日正式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給韓國軍方，使韓國政府擁有完整的部隊

指揮權限。除此之外，盧武鉉政府也積極地降低美軍對於韓國國防事務的干預，

例如終止韓美聯合作戰計畫的規劃，以及在 2006 年提出的《總體國防改革－2020》

																																																								
152	 汪偉民，《美韓同盟在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修訂版，頁 2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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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改革計畫中，進行了韓國有史以來 大規模的精簡整編，以韓國軍隊的重大

轉型，昭示韓國政府欲提昇對於國際安全事務影響力之態度，並首次獨立舉行大

規模的登陸演習，彰顯韓國政府追求國防自主的決心。153 

 提昇與區域國家關係：從四強協調外交到東北亞平衡者 三、

韓國在外交發展上的另一項重大特點是必須注重與周邊大國間的國家關係。

韓半島的位置為大陸強權與海洋強權的碰撞之處，特殊的地緣因素使得韓國發展

出「事大主義」的特色，韓國政府認為唯有運用外交手段折衝尊俎，才能確保與

大國和睦相處進而得以維持國家和平穩定發展。在金大中政府時期，在概念下延

伸出「四強協調外交」的外交政策，即是希望透過加強與韓半島周邊大國關係的

穩定性，作為發展陽光政策的穩固基石，同時也是為了應對金泳三政府後期北韓

軍事威脅的提升，這樣的作法亦符合韓國從古至今在大國中求生存所發展出的智

慧，透過爭取周邊國家協力合作的作法，達成區域和平的目標。因此金大中政府

的四強協調外交戰略主張加強韓美同盟關係、提昇韓日雙邊關係、穩定發展韓中

關係及改善韓俄關係：154 

（一）加強韓美同盟： 

金大中總統在上任之後，便於同年六月六日出訪美國，於訪美期間與當時美

國總統柯林頓對於韓美關係進行會談，柯林頓總統於也於同年十一月答訪韓國。

雙方於會談中在對北政策上取得相當共識，美國也明確支持韓國對北實施的「陽

光政策」，此後金大中政府與美國柯林頓政府也進行多次的高層會談，討論韓美

合作的細項。直到 2001 年美國小布希總統上任，由於韓美對北政策上的意見不

同，雖仍持續多次的互訪、高層會談，卻一直無法在韓美關係上更進一步發展，

																																																								
153	 張凱銘，〈盧武鉉執政時期的美韓聯盟變化：威脅制衡觀點〉，頁 151-153。	
154	 方秀玉，《戰後韓國外交與中國－理論與政策分析》，頁 21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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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因為對北政策手段執行上的差異，使得韓美雙方的同盟關係開始出現危機。 

（二）提昇韓日雙邊關係： 

從歷史上來看，雖然韓日的關係從朴正熙（Park Chung-Hee）政府時期兩國

便簽訂了《韓日基本條約》（Treaty on Bas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但此條約僅基於經濟上的合作，雙方的關係仍一直無法正常發展。

在金大中政府上任後，便將韓日間的核心問題歷史、領土問題列為重點改善項目

之一，上任初期派任總理金鍾泌（Kim Jong-Pil）出訪日本，對於敏感話題進行

協調，但 後雙方仍在教科書問題上爭論不休。一直到在 1998 年十月金大中總

統訪日時，金大中總統巧妙地避開具有爭議的議題，與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淵惠三

舉行「韓日高峰會談」，在文化交流、經濟層面上進行討論，並發表「二十一世

紀新韓日夥伴關係共同宣言」，作為日後定期舉辦韓日高峰會談、擴充韓日對話

管道之基礎，可見金大中政府在其任內希望落實韓日關係正常化之決心。 

（三）穩定發展韓中關係 

韓國與中國自從 1992 年韓中建交以來，便在雙邊關係上進行許多努力。特

以 1998 年當時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訪韓開始，雙方高層的互動日漸活絡，而

在同年十一月金大中訪中時，便與當時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舉行「韓中高峰會談」，

並在會議中對於兩國關係、韓半島和平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並於會後發表了包含

三十四個合作具體項目的共同聲明，並同意將雙方關係提昇至「面向二十一世紀

的合作夥伴關係」，足見韓中關係於冷戰後的提昇，作為韓國追求韓半島和平的

動力之一。 

（四）改善韓俄關係 

韓俄關係由於冷戰時期的意識型態對立，即使在冷戰結束後仍無法有所突破，

但韓國總統金大中其上任後，便在 1999 年五月出訪俄羅斯，與當時俄羅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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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爾欽（Boris Yeltsin）進行「韓俄高峰會談」，會中葉爾欽支持並肯定韓國對北

實施的陽光政策，同時承諾會予韓國共同努力促進韓半島穩定和平發展的部分與

韓國一起共同努力。同年七月俄羅斯外長普里馬可夫（Yevgeny Primakov）回訪

韓國，除了再次重申韓半島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性外，也支持透過對話來處理韓

半島的緊張情勢。由此可看出俄羅斯與韓國在處理韓半島問題上獲得共識，並在

此共識下追求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 

四強協調外交發展至盧武鉉政府時期便是以「東北亞均衡者」的論調將其發

揚光大，其核心理念也是遵循韓國能在大國環伺的地緣環境下找到自己國家出路

的事大主義。2005 年 2 月，時任韓國總統盧武鉉在國會闡述其外交思想時，公

開宣示韓國在區域間的角色定位應是平衡者的角色，即希望韓國能在美中、中日

三國兩強間求取平衡，揭示盧武鉉希望不再受限於原本的同盟框架，轉而強調與

周邊大國（特別是中國）的關係發展。因此，韓國政府不將自身歸類為北三角或

南三角的同盟，要讓韓國在大國間發揮「和平槓桿」的作用。155而盧武鉉能如此

清楚地提出均衡者論的背景有三：一是「韓國國力的穩定發展」，2005 年的韓國

已經從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再次站起，在 2004 年 GDP 的總值也成功進入世

界前十，所以韓國期許自己能在世界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是「社會中的反美

情緒」，在國會中屬於自由開放派的開放國家黨和勞動黨取得了國會多數，促使

國會改變原本以美國為優先的外交理念，改以中國為優先的外交選擇對象；在韓

國民眾的想法中，2002 年的坦克車壓死女學生的事件引發對「駐韓美軍協定」

的不滿情緒，也影響了韓國政府在外交戰略上的考量；三是「中國實力的快速提

昇」，中國實力的崛起不僅僅影響了韓國的經濟發展，也影響了韓國的國家安全，

甚至是在韓半島統一的議題上，中國亦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在如此的考量下，

																																																								
155	 許亮，〈解析盧武鉉主義〉，頁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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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勢必需要改變過去唯美是從的外交戰略。156特別是此時期圍繞著韓半島的國

際問題日漸複雜化，美中在世界舞台的競爭、日中東亞霸權的競逐、日本軍國主

義的再起、韓美同盟關係的龜裂、北韓問題的處理……等，157這些背景都促使韓

國發展東北亞均衡者論的外交構想。韓國希望可以透過均衡者論發揮其三大作用：

一是維持並深化東北亞地區秩序穩定的促進者；二是作為區域國家關係的協調者；

三是成為推動提倡國際體制的倡議者，盧武鉉總統希望透過上述三大作用使韓國

確實成為國際社會中的重要角色。158 

在作法上，「東北亞均衡者論」主要涉及三個面相：159 

（一）調整周邊大國關係 

此一論點呼應均衡者的構想，韓國將改變僅重視韓美關係的外交作法，在目

前擁有的韓美同盟基礎上，加強與其他區域大國的關係發展。 

（二）維持區域和平 

區域和平將是韓半島永續發展的關鍵之一，特別是面對東北亞區域的主要爭

端之一─「北韓的核武開發問題」，韓國作為一個當事國，將積極爭取關係國的

彼此合作，積極擔任美日兩強與北韓間溝通的橋樑，使該議題能和平解決。 

（三）推動區域安全合作 

韓國將支持建立區域多邊合作機制，透過將六方會談轉型成常設型的機制，

擴大處理的議題範圍，推動韓、日、中三國的高峰會談，使韓國得以扮演東北亞

大國間的協調者，協助中日解決兩國衝突。 

																																																								
156	 同前註，頁 64-69。	
157	홍완석, “참여정부의 동북아 균형자론과 러시아”,	《統一問題研究》제 17권 2호 ,2005년 
11월, pp.170. （洪完碩，「參與政府的東北亞均衡者論和俄羅斯」，《統一問題研究》第 17 卷

2 號，2005 年 11 月） 
158	 李軍，〈試析盧武鉉政府＂均衡者外交＂〉，頁 29。	
159	 張凱銘，〈盧武鉉執政時期的美韓聯盟變化：威脅制衡觀點〉，頁 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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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李明博政府－強調國家利益的實用主義外交  

2008 年 2 月韓國進行第二次的政黨輪替，由保守派政黨大國家黨的候選人

李明博正式接替前任自由派的盧武鉉總統成為韓國第十七屆的總統。在外交戰略

路線上，保守派的李明博政府採行的理念不同於前任政府追求和解、睦鄰與自主

的溫和派作法，但也異於過去保守派政府的強硬路線，李明博政府採行以「實用

主義」為核心的外交戰略。李明博受到其企業家背景的影響，認為韓國必須拋棄

過去單靠理念扶持的外交手段，要將國家利益擺在優先順位，韓國才有朝向富強

道路的可能。因此在勝選記者會及就職演說中，李明博便多次強調為了帶領韓國

成為世界強國，韓國應當採取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在多元化的國際關係中結合

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民主和經濟」與韓國的國家利益，開創韓國先進化之路。

160在此一基礎下，李明博政府推行的外交戰略以「共存與共榮」、「強化韓美同盟」

及「全球化的韓國」（Global Korea）三大主軸為主要內涵。 

 對北政策：共存與共榮 一、

李明博政府在其實用主義的戰略思維下，對北政策提出的是「共存與共榮」

政策，此政策下的兩大主旨是：一、消除北韓對於南韓「經由吸收邁向統一」的

恐懼，追求兩韓的共同利益與共創繁榮。二、透過援助帶動北韓經濟能進一步的

發展。但在這兩大方針下所形成的對北政策，李明博政府認為必須遵守一個絕對

前提：「優先尋求北韓的無核化並找尋兩韓可以共存共榮發展的方法」。161由上述

可知，共存共榮政策下韓國政府特別強調雙方的利益追求，透過經濟發展所帶來

的利益提昇，促進兩韓的共同發展，這也體現實用主義外交中所認為的共同價值

觀－「經濟發展」。在李明博政府的認知中，唯有透過兩韓共存共榮的發展，才

																																																								
160	 方秀玉，《戰後韓國外交與中國－理論與政策分析》，頁 437-438。李明博，〈攜手開創先進

化之路〉，《當代韓國》，2008 年 1 期，頁 1-5。	
161	 Suh	Jae	Jean,	The	Lee	Myung-bak	Government’s	North	Korea	Policy-	A	Study	on	its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2009),	p.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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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進韓半島的和平並為和平統一帶來堅實基礎。 

李明博政府的「共存與共榮」政策，是因應快速變動的韓半島內外部環境變

化及國內外群體的期待而進行調整。相較於前面政府將對北政策重點放於兩韓關

係的和平發展，李明博政府將重點放於如何支持、協助北韓，使北韓能如同其他

社會主義的國家一樣，透過改革開放促使國家正常化，並在北韓正常化的基礎下

達成兩韓關係的和平。因此，即使一樣是追求兩韓的繁榮，但李明博政府更強調

實際目標，遂將「無核、開放、3000」（Version 3000 thru Denuclearization and 

Openness）作為對北政策的實際工具。再者，李明博政府不再將兩韓關係單純視

為兩個韓半島國家所需處理的議題，而是將兩韓關係拉升至國際關係層面，透過

支持、協助北韓進入國際體系促使其符合國際規範，達成韓半島和平的目標。

後，在「北韓會如何改變」的政策思考上，李明博政府的態度也與前面政府具有

差異，從金大中政府開始施行的陽光政策認為透過持續穩定的援助，將可以循序

漸進改變北韓內部經濟與社會， 後為北韓帶來全然的改變，但如此作法未將北

韓失敗的計畫經濟及低落的生產力納入考慮，同時李明博政府也認為過去的作法

過度強調政治的影響力，忽略經濟層面的改革動能，中國、越南及蘇聯這些社會

主義的國家都是因為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才誘發內部改革的動力，因此經濟才

是促使北韓改變的關鍵。因此在對北政策定位上，韓國應該不能再追隨過去的政

策，只作為北韓單純的援助者。162 

由上述，「共存與共榮」政策是在實用主義以及面對前朝政策所做的修正下

所產生的李明博政府對北政策。為了實現共存與共榮的政策目標，李明博政府提

出了「無核、開放、3000」的政策工具，政策中的無核是希望可以解決北韓長久

以來的核武開發問題，開放是希望北韓建立正常化的朝美、朝日關係並參與國際

																																																								
162	 Ibid.,	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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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而 3000 則是指韓國政府將幫助北韓提昇其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至 3000 美元，這三大目標的詳細內容如下：163 

（一）無核 

無核為此三大工具中 關鍵且 為優先的一個項目，原因乃李明博政府認為

北韓核開發問題持續影響著兩韓關係的正常發展，核開發問題也同時阻礙北韓參

與國際社會，特別是進出口市場所帶動的經濟發展動能也因此受阻，嚴重影響北

韓經濟發展的可能。 

因此韓國政府在此項工具上主張強化六方會談（Six Party Talks）的作用，

積極實現相關會議所做之決議。唯有透過六方會談的對話機制，提供北韓與國際

社會溝通的管道及增加北韓融入國際社會的機會，輔以韓國政府提供「擴大兩韓

經濟合作各個面相」的誘因，加速北韓棄核，達成韓半島無核化的 終目標。 

（二）開放與先進化 

在二十一世紀，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意味著進入世界的資本市場中，也

唯有一個開放的國家才能透過貿易融入國際社會，當中的關鍵是必須與美國建立

正常化的關係。因此北韓進入國際社會的首要目標是必須與美國建立正常化的外

交關係，意味著北韓不僅要處理核開發的問題，北韓特工綁架人質、生化武器以

及大規模毀滅武器等議題是達成正常化外交關係所必須優先處理的項目。 

同時，為使北韓對國際社會開放，刺激北韓踏上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的

改革道路，必須引導北韓改變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運作模式，使之參與全球資本市

場，促進北韓的經濟發展與先進化，創造北韓對於國內政治結構改變的可能性。 

（三）3000 

																																																								
163	 Ibid.,	p.p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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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政策的 終目標是為了使北韓達到 GNP3000 美元的經濟目標，此項經

濟目標是認為北韓可以獨力運作一個經濟體制且可以擁有足夠的中產階級的標

準值。為了達成此項目標，須把握三個原則：首先，必須確保無核化和兩韓的合

作同時發展，唯有北韓持續性的推展無核進程，韓國才會持續擴大兩韓合作的項

目。其次，北韓唯有在無核化、開放後才能被國際體系所接受，進而吸引國外投

資達成此目標。 後，唯有達成無核化，韓國才會提供北韓其他實質援助，進而

促使北韓達成其目標。 

上述無核、開放、3000 的政策運作內容，便是李明博政府對北政策的核心

工具。透過此項政策工具的運作，李明博政府尋求與北韓的「共存與共榮」，以

韓半島的共同實質發展出發，追求韓半島的永久和平。 

 強化韓美同盟 二、

強調實用主義的李明博政府在外交戰略上的另一大主軸是「強化韓美同盟」。

這樣戰略主軸的提出乃是由於李明博政府檢視了過去十年外交戰略後發現，追求

從韓美關係中的自主性非但未得到國家利益，反而侵蝕了韓國生存與繁榮的重要

根本。所以李明博政府特別強調應以韓美同盟為韓國外交戰略上的基石，不僅僅

是因為美國具備強大的軍事投射能力，有助於解決北韓核武開發問題與維持韓半

島的和平，美國與韓國亦無領土上的紛爭，同時具有相同安全利益、價值觀及密

切經濟連結，因此唯有透過強化韓美同盟才是積極追求韓國「國家利益」的正確

作法。李明博總統也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及：「將把和美國的傳統友好關係發展

並加強成為面向未來的同盟關係，以兩國間形成的歷史信賴為基礎鞏固兩國戰略

同盟的關係」，由此可看出李明博政府在主張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下，將先確立

韓美關係恢復正常、鞏固韓美同盟，將兩國的政治、安全、經濟外交作為其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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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首位。164 

在具體作法上，李明博政府在執政不久後便率領龐大的代表團訪問美國，希

望能儘快修補受損的韓美關係。在訪美期間，韓方便建議韓美雙方應共同制訂「二

十一世紀戰略總體規劃」，將兩國的同盟關係提昇至「價值同盟、互信同盟和構

築和平的同盟」，透過對於韓美同盟的重新定位，使韓美同盟超越軍事同盟的範

疇，構建以自由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價值觀為基礎的政治互信、經濟合作的深度

同盟，以韓美同盟為基礎共同建立韓半島的和平機制。同時韓方也積極要求實現

兩國首腦會談和「2+2」會談（外交和國防長官）機制化，透過定期且適時地討

論，使韓美同盟得以更順暢地溝通協調，展現雙方同盟合作的成果。165軍事上則

拋開過去韓國政府強調自主的核心思維，主張加強韓國軍隊在地區與國際層面的

新作用，並研議推遲收回韓軍戰時作戰指揮權的時間。在經濟上，李明博政府也

承諾將會儘快促使國會批准韓美 FTA，加速雙方的經濟合作，創造兩國雙贏。

此外，韓國也承諾將承擔更多的地區安全責任，增加在韓美日三邊合作、北韓棄

核等區域問題上的參與度，並積極支持、加入美方所主導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

（Theatre Missile Defense，TMD）及《防擴散安全倡議》（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166希望透過上述的努力，能使韓美同盟發展成為迎向未來的同

盟，兩國攜手因應新的國際安全環境，共同面對能源、環境及恐怖主義等新挑戰，

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市場經濟與保護人權等價值，並在這樣的同盟關係下追求韓

國 高的國家利益，實現韓國所欲達成的實用主義外交。 

 全球化的韓國：從傳統的四強外交到全球外交 三、

在實用主義的思維下，李明博政府在外交戰略上以「全球化的韓國」為主軸。

																																																								
164	 方秀玉，《戰後韓國外交與中國－理論與政策分析》，頁 438-441。	
165	 李軍，〈評李明博政府外交〉，頁 23。	
166	 汪偉民，《美韓同盟在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修訂版，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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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李明博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提及的，希望韓國能以更廣闊的視野與更主動的姿

態，開展與國際社會攜手共進、共同合作的全球外交，隨著經濟規模的持續成長，

韓國應在國際社會中承擔更多的責任，積極參與世界的和平與發展。167此一想法

不僅呼應李明博政府所追求的實用主義價值，也是對於歷來韓國重視理念、僅將

區域外交的範圍限縮在東北亞區域的反思，為了促進韓國的先進化與繁榮，李明

博政府提出「全球外交」這樣的新戰略。 

但同時李明博總統也深知傳統的四強外交仍是韓半島和平與穩定的關鍵，所

以在上任第一年，除了極力修復、鞏固韓美同盟外，在韓日、韓中與韓俄關係上，

李明博政府也做了相當的努力。在韓日關係上，李明博政府選擇擱置矛盾，優先

追求共同利益，以共同的民主與經濟的價值觀為背景，在區域安全議題上與日進

行合作，在經濟上重啟韓日經濟協定的談判，追求建立雙方「成熟的外交關係」;

在韓俄關係上，李明博政府首重能源外交，特別是能源攸關韓國的經濟發展與否，

俄羅斯又為韓國能源輸入的主要國家，因此韓國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持續發展，特

別重視韓俄關係的穩定發展，尤其俄羅斯同時也是北韓的援助者之一，選擇與俄

持續發展健全外交關係將有助於韓國對北政策的施行；韓中關係上，李明博政府

將重點放於經貿外交，隨著對中國與香港兩地之出口量在 2006 年已超越對美出

口的兩倍，對於追求經濟利益、國家發展的實用主義外交而言，對中關係更顯重

要。但在李明博政府上任後，選定韓美同盟關係作為其外交基石的作法，也壓縮

了韓中從 1992 年建交以來持續發展的合作關係，因此李明博政府為了如此情況

也特別強調對中關係必須深化交往、建立政治互信，透過全面推進韓中戰略合作

夥伴關係、雙方高層的定期互訪、接觸深化兩國的交流，並加強兩國在六方會談

																																																								
167	 李明博，〈攜手開創先進化之路〉，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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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中的合作關係，追求韓半島的和平。168 

李明博政府除了傳統的四強外交外，為了達成「全球外交」的戰略，也積極

地接觸其他國家，如：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進程、中亞國家的訪問……等

相關的外交戰略，隨著李明博政府上任相繼提出，展現政府實現「全球外交」的

野心。但在 2009 年時，由於東北亞區域安全議題的升溫及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

的影響，促使李明博總統調整對外戰略，在訪問印尼雅加達時，提出了外交戰略

藍圖「新亞洲構想」（New Asia Initiative），力求突破韓國所面對的外交難題，企

圖建構韓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這樣的構想奠基於 2008 年時韓國政府強力

推行的「四強外交」所獲得的成果，在此一基礎下韓國擴展外交的藍圖，展現韓

國作為一個國際社會的責任承擔者之決心。169在新亞洲構想下，韓國設定了四大

目標：一、主導解決金融危機、氣候變遷等全球性議題；三、與每個亞洲國家建

立一對一的經濟關係；四、擴大對亞洲地區的作用及貢獻。透過此構想的運作，

韓國企圖扮演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中介角色，成為引領亞洲區域發展的領

導者，同時透過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成為亞太地區自由貿易的樞紐，以加

速韓國國內經濟、國際金融的發展，使韓國作為亞太地區克服全球金融危機的突

破口，發展成為亞太地區主導國家，提高韓國在國際社會中的知名度。170在李明

博政府實用主義外交戰略的領導下，透過全球外交的思維，以傳統的四強外交搭

配新亞洲構想，韓國政府逐步達成韓國先進化的戰略目標，發揚實用主義的外交

戰略作法。 

參、 朴槿惠政府－建立互賴、強調信任為主的外交  

2013 年 2 月 25 日，是韓國第十八屆總統就職的日子，贏得 2012 年總統大

																																																								
168	 李軍，〈評李明博政府外交〉，頁 23--25。	
169	 邵冰，〈韓國”新亞洲外交構想”的實施及其前景〉，頁 38。	
170	 林賢參，〈韓國總統李明博的「新亞洲外交構想」〉，《清流月刊》，2009 年 5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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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的保守派新世界黨領袖朴槿惠，成為大韓民國建國以來第一位女性總統。上任

後，朴槿惠政府隨即提出一系列內政、外交上的國家政策，面對李明博政府執政

後期由於經濟不景氣、東北亞區域安全持續升溫引發韓國人民的不信任，即使朴

槿惠政府與李明博政府在政治傾向上同屬保守派，政策上卻表現出與李明博政府

不同的執政理念和政策主張。外交戰略上，相較於李明博政府強調國家利益的實

用主義外交，朴槿惠的執政團隊則是提出強調國家間信任的「信任外交」。信任

外交的的概念是源自韓國新政府認為在國家間的關係或者共同體形成的過程中，

持續的合作始終與信任水平擁有密切的相關性，如果是缺乏信任的和平，不過是

種易碎的虛假和平而已。171朴槿惠總統也在 2011 年時擔任大國家黨黨主席時曾

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網站發表”A New Kind of Korea”一文中，便提及

信任外交的初步想法，文中提到韓國政府應與北韓建立起相互依賴的關係︔同時，

由於東北亞區域國家間歷史與現實的因素，各國間政治的互信程度低落，唯有韓

國與周邊大國發展更緊密的信任關係，方有助於韓國面對東北亞複雜的國際環境，

構建一個和平合作的東北亞。172這樣的概念也被落實在朴槿惠參選總統時的外交

藍圖中，從 2012 年開始的競選過程到 2013 的就任，其對於外交的戰略構圖便多

次提及「信任外交」的構想。在上任後，為了落實信任外交的理念，朴槿惠政府

在外交戰略上以「韓半島信任進程」與「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為主軸，主張追

求和平合作的東北亞。 

 韓半島信任進程 一、

韓半島信任進程是朴槿惠政府對北政策的主軸，也是對於在李明博政府時期

																																																								
171	 황재호, “한반도신뢰프로세스와 한중협력”, <북한연구학회 하계학술발표논문집>, 2013권0호, 

p.p.135-137.（黃載皓，「韓半島信賴進程與韓中合作」，《北韓研究學會夏季學術論文發表

集》，2013 年 0 號） 
172	 Park	Geun-hye,	“A	New	Kind	of	Kore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1,	<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northeast-asia/2011-09-01/new-kind-ko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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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僵局的兩韓關係提出的解套方法，更是「信任外交」在兩韓政策中的具體展

現。其中「信任進程」的意義是希望促進相互合作與穩定的基礎，在彼此對話與

進行交流互惠的過程中，分階段不斷累積彼此之間的信任。而所謂的信任，是指

即使面臨持續的威脅仍會加以克服並保持友好關係；如果批評或向對方表示意見

會使對方產生失望或不安，將使彼此的信任消失，所以學習如何安撫對方並為對

方設想，使其不受傷害，這是信任外交中信任的原意。173 

朴槿惠政府在對北政策中想展現的是便是上述不同於過去政府的態度，如此

態度下的信任外交異於李明博政府有原則的對北政策，也不同於金大中、盧武鉉

政府對話與交流為中心的包容政策，因為朴槿惠政府認為上述兩種政策在防止北

韓進行核開發與面對北韓的威脅時都具備相當的政策局限性。特別是同樣身為保

守派的朴槿惠政府無法認同李明博政府時期所推動的「無核、開放、3000」的作

法，是因為「無核、開放、3000」政策在表面上以 GNP3000 美元的構想吸引北

韓人民，但實際上仍暗示著北韓金正日體制的崩潰，這樣的作法極大地刺激了北

韓領導者的情感。因此朴槿惠政府提出的「韓半島信任進程」，並不意在刺激北

韓政體的崩潰、影響北韓的安全憂慮，是為了脫離韓國政府對北政策長久以來「挑

釁－危機－妥協－補償－挑釁」的惡性循環，面對北韓的挑釁和錯誤行為，朴槿

惠政府認為韓國必須採取嚴厲的應對措施，於此同時持續地建立兩韓互信，用以

構建韓半島的新秩序。174 

在內容上，韓半島信任進程主要維持以下三個原則： 

（一）保持平衡：平衡所指的是政策之間的平衡，韓國將在維護國家安全與

																																																								
173	 董向榮、韓獻棟，〈〝朝鮮半島信任進程〞背景、特徵與展望〉，《東北亞論壇》，2014
年第 3 期，頁 96-97。	
174	 大韓民國統一部，〈韓半島信任進程概念〉，2013 年，

<http://cn.unikorea.go.kr/content.do?cmsid=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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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交流合作之間取得平衡，也將在南北韓合作與國際合作間取得平衡；因此對

北政策上韓國將採取「軟硬兼施」的作法，有效協調對北的相關政策。 

（二）發展對北政策：在此原則下韓國將持續的修改與補充對北政策，主要

希望可以引導北韓做出正確的選擇，同時依據當時韓半島的局勢，韓國將採取主

動的態度，促進兩韓共同發展。 

（三）與國際合作：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韓國將與國際社會持續地、密切地

合作，期許有效地解決韓半島安全危機，在解決韓半島問題的同時，實現東北亞

和平合作的目標。175 

在上述三個原則下，韓半島信任進程希望可以「以牢固的安全為基礎建立互

信，發展南北關係，實現韓半島和平，進而為統一奠定基礎。」因此，在韓半島

信任進程中有三大目標： 

（一）發展南北關係：韓國將建立起符合基本的常識和符合國際規定的南北

關係，韓國將秉持著互惠精神開展交流與合作，擴大南北雙方的共同利益，追求

構建兩韓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共同體。 

（二）實現韓半島長久和平：韓國將在兩韓合作與國際合作間取得平衡，努

力實現北韓的無核化，同時兩韓在政治、軍事上建立互信，實現韓半島長久的和

平。 

（三）為實現統一奠定基礎：在國內，韓國將提高韓國社會應對統一後可預

期情況的應變能力，為實現韓半島統一發揮主導的作用並進行實質性的準備；在

國際上，韓國將持續與國際社會合作，推動韓半島統一進程，創造有利於韓半島

																																																								
175	 大韓民國統一部，〈韓半島信任推行原則〉，<	
http://cn.unikorea.go.kr/content.do?cmsid=84>	
	

 



	108	

和國際社會的雙贏局面。透過對上述三目標的追求，為實現韓半島和平統一奠定

基礎的堅實道路。 

2014 年 3 月 28 日，朴槿惠在德國統一的象徵地─德勒斯登（Dresden）所發

表題為「為韓半島統一的構想」（Initiative for peaceful unific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的演說內容，具體化了韓半島信任。在對北政策上朴槿惠提出了三大

實際方案： 

（一）解決南北韓居民的人道主義問題：韓國政府透過定期舉行南北韓離散

家屬團聚活動與擴大對北韓居民的援助來達成此項目標。 

（二）恢復南北韓居民的同質性：增加歷史研究、文化藝術和體育等領域的

兩韓民間交流，增加對北韓經濟開發、金融方面的教育培訓，同時嘗試共同開發

下一代的教育計畫，來擴大兩韓居民進行接觸的機會。 

（三）為南北韓共同繁榮構築民生基礎設施：韓國政府將在北韓建設綜合農

業園區、投資基礎設施及開發地下資源，同時對修建和構築民生基礎設施提供適

當支援，透過上述手法對東北亞的共同繁榮做出貢獻。 

朴槿惠希望透過此三大方案實現韓半島信任進程的目標，延續進程中的理念，

達成可實踐、可持續、與國際社會共同推進的且是兩韓共同推進的統一政策。176 

朴槿惠政府的對北政策便是在「韓半島信任進程」的框架下，積極追求三大

目標，為求突破對北政策長久以來的惡行循環而努力。依循這樣的原則追求國家

安全、建立鞏固的國防也成為朴槿惠政府重視的外交第一步，於此基礎上逐步、

持續地追求兩韓互相信任，迎接韓半島和平時代的來臨。 

																																																								
176	 KBS	World	Radio，〈德累斯頓，和平統一構想〉，KBSworldRadio《光復 70 年	 未來三十年	
〝統一的韓國	 未來的韓半島》，2014 年 3 月 28 日，

<http://world.kbs.co.kr/special/kdivision/chinese/tasks/dresd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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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 二、

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是朴槿惠政府對於東北亞區域外交提出的戰略，奠基於

朴槿惠政府所積極倡導的信任外交的基礎上，希望提出對整體東北亞區域議題有

所貢獻的一個作法。此構想的正式提出乃是朴槿惠總統在 2011 年五月出訪美國

期間，於參眾議院聯席會議上進行的演講，在演講內容中提到：「未來亞洲的新

秩序取決於我們如何處理所謂的『亞洲悖論』問題──區域間國家之間經濟依賴

度逐漸提高，但政治和安全合作卻較之落後。作為克服這些挑戰的願景，我希望

推進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現在，我們該啟動東北亞多邊對話進程──該進程意

味著，包括美國在內的東北亞國家從環境、救災、核能安全、反恐等軟性議題著

手，通過對話與合作建立互信，並將合作範圍逐漸擴大到其他領域。」177在 2013

年十一月青瓦台網站主頁的國政課題 127 號──「信任外交推進戰略」第一項也

提出了「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和歐亞大陸合作擴大」，並附言說明：「東北亞兩國

之間的矛盾結構，通過多邊相互合作的框架來緩和，並與歐亞大陸合作聯繫，在

半島和東北亞區域內共同推進信任構建和經濟合作。」178於上述相關內容可見，

不僅是朴槿惠總統個人，更是整體韓國由上開始對於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進行相

關論述，展現韓國政府對於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推進的決心。 

從背景上來看，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是韓國政府為了因應亞洲國家持續增長，

此區域逐漸發展成為世界中心所做的回應。而東北亞區域內包含了世界第二、第

三大經濟大國的，經濟總量更佔世界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二十，此區域對於世界的

的影響力逐漸提昇，但即使區內經濟互賴的程度日益提高，政治和安全上「亞洲

																																																								
177	 大韓民國外交部，《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 2013》（首爾：大韓民國外交部政策事務管理辦

公室，2013 年），頁 1-2，<http://www.mofa.go.kr/ENG/North_Asia/res/chn.pdf>	
178	 朴柄奭，〈朴槿惠政府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的具體化和改進方向〉，《當代韓國》，2014 年第

1 期，頁 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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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論」的現象卻依舊存在，朴槿惠政府認為這是由於東北亞區域內並不具備可以

解決國家間爭端的合作機制。特別是此區域內既存的歷史、領土的傳統爭端以及

環境、能源等新型態的全球性威脅，促使區域內國家的共同發展面臨相當地阻礙。

因此，東北亞區域內合作的必要性將更勝以往，於是朴槿惠政府為求建立基於信

任的東北亞多邊合作秩序，參照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的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提出了

「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的戰略構想。179 

「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在概念上是一個創造信任多邊合作秩序的一個進程，

稱之為構想乃是取其「針對未來想要實現的事情，思考如何界定事情的內容、規

模以及實現方法等」之意，因此韓國政府相關機構和學者將透過各式途徑不斷分

析、探討「構想」的實質內容，以及實現他的政策，且政府也將不斷向周邊有關

國家介紹此構想，尋求認同。180在韓國外交部於每年發表的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

的報告中也特別論述此構想的三大目標如下： 

（一）形成對話與合作的慣例：韓國政府希望透過多邊對話與合作慣例建立

信任，由敏感度較低、參與壓力較小的軟性安全領域開始，促使各國政府政治意

志有下而上的思路；通過定期舉行政府間高層對話，培養由上而下的議題合作，

期許能透過雙向的努力在政治及功能領域上達成擴散的效果。 

（二）確保東北亞區域可持續和平與繁榮的基礎：透過合作機制創造東北亞

區域和平與繁榮的條件，在多邊框架下處理各國矛盾，邁向新型態的區域合作。 

（三）引導北韓參與，解決東北亞區域的熱點問題：透過引導北韓在政治敏

感度較低的領域上合作，提昇北韓核武開發問題對話的原動力。同時透過北韓的

																																																								
179	 Youngho Kim, A Northeast Asian Version of the Helsinki Pro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Vol.24 No.1, March 2007, p.p.19-20  
180	 大韓民國外交部，《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 2013》，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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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參與，了解分功能、分議題合作所帶來的好處，引導其主動參與及習慣區域

合作。181 

這三大目標是韓國政府對於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的進程中所訂立的目標，希

望透過對東北亞區域局勢由對立與矛盾轉化為對話與合作做出努力。 

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除了目標的設定外，也提出了達成目標的執行原則，希

望將採取漸進性、互補性的方式，在區域內國家的主體意識之下加以推進，成為

一個各國容易參與的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相關原則的內容如下：182 

（一）謀求漸進性、階段性的合作 

此原則中的漸進性是指希望由各國協調推動的速度，採取各國都可接受的推

進速度，逐步推行；而階段性是指將由易於合作的領域逐步推展，探索對國家合

作價值的認識並互相理解。 

（二）完善並擴大原有的亞太合作機制 

東北亞區域間既存許多合作機制，如：韓中日三國合作、六方會談、東盟地

區論壇、東亞峰會……等現存合作機制，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將作為現存合作機

制的擴大，使同一領域的合作機制相輔相成，且能持續發掘現存合作機制為擴及

之議題，完備區域內議題合作的內容。 

（三）謀求多層面、多方位的合作 

此構想將作為多種行為者可探討多層面與合作的對話平台，期待在此前提下，

希望發揮民間合作與政府合作的加乘作用。 

（四）探索開放靈活的應對思路 

此構想除了積極鼓勵所有東北亞國家積極參與，並致力於促使北韓加入外，

																																																								
181	 大韓民國外交部，《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 2015》，頁 4-6。	
182	 同前註，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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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期望擴大區域間國家的夥伴關係，與其他區域合作組織在各領域、各議題間的

銜接。 

（五）相關各國都是主體 

構想中將樹立各國都是主體之意識，使各國積極參與並成為共同設計者，而

韓國政府就扮演營造良好環境的「促進者」，促使各參與國家自主關切、主導相

關的討論。 

在上述原則下運作的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希望促使東北亞區域由不信任、

對立的局面扭轉成為互信合作、和平和解的新秩序。區域內各國以核能安全、氣

候變遷、抗災救災、能源安全等具體實際領域作為出發點並使合作與對話成為常

態，逐步發展類似歐洲的多邊合作機制。 

第四節 本章小結  

根據威脅平衡理論所提示構成威脅的四項指標，對於韓美同盟的潛在威脅國

進行檢視，可以知道兩個國家於威脅程度上都有一定程度、不同層面的變化。韓

美同盟的潛在威脅國－北韓，導因於在 1990 年代所面臨的饑荒、洪災，以及自

身計畫經濟的失敗，在整體綜合實力的發展上與南方的韓國相距甚遠，但在「先

軍政治」的體制之下，北韓投入大量的資源進行軍力生產與開發，即使在技術上

仍相對落後，但在軍隊人數、武器的數量上具備一定優勢，特別是從 1960 年代

開始投入的核武技術開發，發展至此時期已進入核試爆階段，可見即使在綜合實

力上的成長不佳，但在進攻實力上，北韓具備相當的能力對韓美同盟造成威脅。

在侵略意圖上，隨著美方對北韓的態度由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包容轉向小布希政府

的強硬，在研究期間開始，北韓在飛彈試射及核試爆上的動作頻頻，特別是在韓

國李明博政府上台推動加強韓美同盟關係的政策後，北韓對於韓國的武力威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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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頻繁，且 2010 年相繼爆發天安艦沉船事件與延坪島炮擊事件，兩次事件所造

成的傷亡與北韓的處理態度，加深了韓美同盟對於北韓攻擊意圖的威脅認知。近

幾年，隨著北韓政權的轉換，為了穩固其內部政權，平壤當局也再次採用核試爆

的手段來對外宣示武力，這樣的作法再次強化韓半島周邊國家與韓美同盟對於北

韓攻擊意圖的防範。 

除了北韓之外，韓美同盟的另一潛在威脅國－中國，也是影響韓美同盟變化

的重點。在綜合實力上，承襲著 1976 年改革開放後的成長能量，中國的經濟發

展在此時期有了非常高度的成長，在工業及國防工業上即使尚未掌握核心技術，

但在整體技術層面上仍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在進攻實力上，近幾年中國極力推行

軍事現代化，對整體軍隊進行整編、改革，並在武器裝備上進行升級，透過龐大

軍費的投入，追求建立一個新世紀的軍隊，如此鉅額經費支撐的中國軍事改革，

乃是中國在進攻實力上快速發展的證明。而在侵略意圖上，從二十世紀末開始出

現的「中國威脅論」，由於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在各項能力上幾近翻倍式的成長，

更是間接驗證了內容中認為中國接下來希望成為區域霸主，對其他區域內國家造

成威脅的論述。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國家實力的提升，對於能源及重要航

線的重視提昇，以及為了爭奪中方聲稱的固有領土、核心利益，中國與其他國家

在南海、東海問題上的衝突不斷，還有在臺灣問題上中國當局的態度，都成為加

深他國對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使得由各個判準下所呈現中國，對於東亞區域及

韓美同盟構成一個重大威脅。 

面對上述潛在威脅的變化，韓國從金大中政府開始也積極地調整國家的外交

戰略，特別是在「對北政策」、「韓美關係」及「區域外交」的作法上，可以看見

度同政府時期的調整，但在在透過對於內容上可以發現，研究期間的韓國外交戰

略作為因應外部威脅的變化，仍可觀察出三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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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對北政策上拋棄過去敵對意識，首重處理北韓核武開發的議題  

歷代韓國政府的外交戰略以對北政策為核心，以建構韓半島統一的有利環境

為宗旨。相較於二十世紀時的韓國政府，此時期韓國政府的對北政策，即使面對

北韓威脅的持續增強，卻逐漸脫離冷戰時期以共產勢力、北韓為敵的敵對意識，

弱化了以武力統一韓半島的對北態度，取而代之的是追求韓半島兩國和平共榮的

理念。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盧武鉉政府的和平繁榮政策及朴槿惠政府的韓半

島信任進程，政策基底皆是認為惟有兩韓共同繁榮發展，才是追求韓半島的和平

的正確作法，在如此的政策下，大韓民族統一的道路上，北韓已非韓國政府的阻

礙，而是完成統一目標的共同朋友。即使是對北韓具較高敵對意識的李明博政府，

仍希望能創造北韓社會的繁榮，認為唯有引導北韓的先進化方能促成韓半島的和

平，在這樣的想法下，北韓亦非韓國政府的主敵，而是引導的對象。由上述可知，

二十一世紀韓國政府對於北韓政權的敵對意識已逐漸弱化。 

但北韓仍為韓國國家發展、外交關係的主要威脅，即使敵對意識弱化，北韓

核武開發問題仍是韓國主要威脅的來源，處理核武威脅遂成為各代政府的外交核

心。韓國政府的陽光政策與和平繁榮政策希望透過漸進的感化，促使北韓放棄以

威脅手段所採取的脅迫，希望透過援助，淡化北韓對於韓國的敵對意識，但這樣

的手法不僅未得到預期的成果，隨著執政後期的威脅加劇，更遭致韓國國內對於

上述手法的檢討聲浪，遂無從得以延續。隨後上任的李明博政府，則是採取「有

前提」的對北政策，以「無核」作為兩韓關係發展的 大前提，也以去核後的利

益誘導北韓政府，但如此去核化的前提卻成為了韓國對北政策推進的 大阻礙，

兩韓關係在此時期降至冰點，甚至爆發多次武力威懾事件，使韓半島的緊張情勢

加溫。直到朴槿惠總統上任後，放棄過去保守派政府所採取的強硬態度，採取較

為中間策略的信任外交政策，在上任初期隨著兩韓高層的會面，雙方關係解凍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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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露出了曙光，但面對北韓仍不願放棄核武開發及北韓目前內部政權不穩固的狀

況，兩韓關係的進展仍十分緩慢，韓國政府的對北政策成效仍十分有限。但總體

來說，「韓國對北敵對意識的降低」與「核武威脅問題的優先」成為此段時期對

北政策的兩大特色，也是影響韓國對於北韓威脅認知的主要依據。 

貳、 韓美同盟仍是韓國外交與國防戰略的樞軸  

從冷戰結束開始，韓美同盟的存續與否在韓方與美方內部都曾經歷多次的討

論，不僅是對於同盟自身定位和職能調整的需求，也是順性韓半島的情勢變化，

尤其隨著國力的持續增長，韓國國內體認到要成為一個強國，必須擁有自主的國

防能力。基於此等認知在金大中及盧武鉉政府時期的國防計劃，便將「國防自主」

的議題列為國防改革的首位，除了改革韓國己身的國軍外，也透過持續的溝通協

調，欲改變韓美聯防的體制，走向真正的國防自主，而這樣的需求也適時呼應了

美方從 1990 年代開始對於盟軍共負防衛責任的需求，以此，韓國的國防自主從

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逐步推展。但這樣的情況隨著美國政黨輪替後對於東

亞戰略意識轉換，提高了北韓武力威懾的比例，韓半島安全議題再次陷入了瓶頸，

同時間韓國國內高漲的反美情緒，促使韓國在積極追求國防自主的作法上，傷害

了長久以來的韓美同盟關係。但隨著韓半島安全的持續升溫，韓國政府了解到美

國在韓半島安全議題中的意義，遂在盧武鉉政府的後期，便不再以追求國防自主

為口號，而是希望能重拾美方對於韓國同盟關係間的信任。 

到了李明博政府開始，便開始積極地修復韓美同盟的關係，這是韓國政府認

識美方於韓半島影響力的展現，但是，韓國政府也必須面對中國在世界的崛起，

逐漸挑戰美國在世界霸主之地位，中美在各區域間的競逐升溫，再次提昇了韓國

在追求韓半島和平時戰略選擇的難度，特別是在安全議題上如何依附美國，同時

能在經濟發展上依附中國，成為此時韓國政府戰略上的難題，由朴槿惠政府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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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的業務報告中將韓美關係與韓中關係發展視為兩大重點發展項目便可清楚

韓國對於相關戰略的調整。183但基本上來說，韓美同盟仍是韓國在外交與國防戰

略發展上的樞軸，韓國政府認為同盟關係的穩定仍是追求韓半島和平、大韓民族

統一的關鍵因素之一。 

參、 發展中等強權優勢，引導北韓進入國際體制  

在區域外交的戰略發展上，韓國政府逐漸體認到自己作為一個中等強權的角

色，希望在外交戰略上找到中等強權的戰略優勢。從上述整理的脈絡中可發現，

金大中、盧武鉉政府時期的區域外交戰略基礎仍受限於冷戰時期的四強外交，在

重點關係的發展上偏重美、中、日、俄四強的外交關係。不同的是，隨著中美在

世界的競逐加劇，韓國希望在東北亞區域能夠扮演更為中立的角色，以求在兩強

的外交夾縫中求生存，盧武鉉政府的東北亞平衡者論便在這樣的想法下，同時藉

著韓國的地緣特色應運而生。但是，東北亞平衡者理念受限於東北亞區域內仍存

在許多歷史、領土、甚至是冷戰時期留下的安全議題，區域大國間的衝突與對抗

淡化了韓國成為均衡者的效果。同時，區域大國對於韓國是否有能力主導區域安

全機制、構建區域間的衝突預防及危機處理存疑，導致東北亞均衡者論的思想並

未受到主要國家的支持而胎死腹中。 

直到李明博政府執政時期，採取以「利益」導向的實用主義外交戰略，挾帶

著韓國當時發展蓬勃的經濟基礎，促使當時的外交戰略藉由經濟的輔助成功的像

外推展，卻因為亞洲區域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提昇，各大國競相爭奪在亞洲的

話語權，韓國希望成為區域主導者的夢想再次受阻。但是，整體來說，韓國已跳

脫四強外交的傳統外交思維，逐漸發展在亞洲區域的影響力。發展至朴槿惠政府

																																																								
183	 大韓民國外交部，《外交部業務報告 2013》	
2013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mofa.go.kr/introduce/plan/index.jsp?menu=m_70_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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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隨著韓國在亞洲區域、東北亞區域內的影響力提昇，韓國再次希望能主導

區域機制，提出了不同於盧武鉉政府的東北亞平衡者理論之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

該構想希望採取較為漸進式的手法引導，從軟性議題著手、逐步推進，期待能透

過相關的引導達到東北亞區域的和平穩定，也期待造就韓國對於區域、世界和平

的貢獻。但是，構想的內容如何具體化、相關國家對於構想的回應冷淡及如何和

區域間已存續許久的協調機制相輔相成，成為現在政府推行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

時所面對的問題。 

除了追求發揮中等強權的優勢，韓國政府的區域外交戰略，也可看出韓國對

於中國的威脅認知是相對低落的，甚至可以說是不抱有中國威脅的認知。尤其中

國在韓半島區域內重要的角色扮演，韓國深知要達成國家的重要目標「韓半島和

平與統一」，唯有與中國持續抱持友好關係才可達成。因此，韓國對中的威脅認

知，可說由中國是否符合韓國所希望的角色期待來理解，如何透過國際社會乃至

中國降低北韓帶來核武威脅的可能，為韓國在發展區域外交的核心之一。整體來

說，韓國希望能透過積極引導北韓參與國際體系，透過對話、協商的過程，促使

北韓拋棄過去以核武、導彈作為威脅的外交手段，透過引導北韓逐步的對外開放，

改變其內部的社會，取代過去否定北韓政權的作法，採行促進韓半島共同發展的

戰略，追求韓半島和平繁榮、大韓民族統一的堅實基礎，但這些內容都必須藉由

中國在韓半島安全議題中扮演積極牽制北韓的角色方可達成，此因素也正是影響

韓中關係的發展、韓美同盟對於中國是否有共同威脅認知的重要關鍵。尤其在近

幾年隨著北韓領導的變換，新領導人將採取何種領導方式仍未明朗，北韓又將以

怎樣的政策來面對韓國與國際社會，都將影響韓國希望透過區域外交達成韓半島

和平的努力。 

整體而言，塑造韓半島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造就大韓民族統一的可能性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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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韓國外交戰略的核心目標。在這樣的目標下，由於北韓的核武威脅持續存在，

韓國政府將持續透過對北政策的調整尋求改變北韓的態度，並希望在中美兩強間

尋求 適平衡點達成國家發展同時確保國家安全，同時如何透過提昇區域影響力

參與區域機制來促成韓半島的和平穩定發展，都將是韓國政府持續發展的課題。

韓美同盟也將作為貫穿上述議題，在韓國對北政策與區域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核心，

因此同盟的發展也就成為韓國外交的重點項目之一，在接下來的章節將進行同盟

內部檢視，使本研究對於韓美同盟發展的分析能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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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美同盟的意識型態與政策工第四章

具  
此章開始，將對於研究期間韓美同盟的內部進行分析。瓦特指出，同盟彼此

的意識型態將會是影響同盟結成與否，也是影響同盟存續的因素之一。瓦特強調，

按照一致性意識型態的假設，兩個國家具有類似的意識型態，他們形成同盟的可

能性越大，而所謂具有一致性意識型態的同盟，是指擁有共同的政治、文化或其

他特性的國家所建立的同盟。184除意識型態之外，大國對於同盟國還可以實行的

政策工具包括援助與交流、以及滲透。透過援助與交流，形成同盟的兩國將會達

成利益共享，在利益共享下弱國補足自身所缺乏的國力，而大國則透過小部分的

利益共享獲取其他利益，在兩國互利的情況下創造同盟雙贏的局面，增進同盟內

部關係，維持同盟的存續。而滲透則是影響同盟的另一項工具，大國透過滲透行

為影響小國內部社會，提供同盟雙方持續互賴的基礎，在穩固的基礎下形成同盟

持續維持的動力。185本章節將對於韓美同盟雙方的意識型態、以及在援助與交流

及滲透兩大政策工具上的變化進行分析，作為後續章節分析韓美同盟變化的依

據。 

第一節 韓美同盟的意識型態  

意識型態被視為是一個國家的普遍信仰，國家透過遵行此信仰來達成國家利

益的追求。因此，當同盟雙方在意識型態上具有一致性時，兩國對於國家利益的

追尋也將具備相當的重疊性，促使雙方能夠結成同盟並維持同盟關係發展。冷戰

時期的韓美同盟，除了共同的外部威脅外，在意識型態上也以「反共產主義」作

為同盟共同信仰的價值，此時期的美國，對於韓半島的介入重點在於防止共產主

																																																								
184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al	of	alliances,	p.p.	33-40.	
185	 Ibid.,	p.p.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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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擴張，因而扶持了韓半島南方的大韓民國政府，作為與受蘇聯扶植的北韓政

府抗衡。美國政府認為，韓半島作為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交鋒地帶，蘇聯曾希

望透過韓戰獲取韓半島區域完全的掌控權，使韓半島成為共產主義擴張的一個重

要部分，如果韓半島落入蘇聯手中，不僅是美國在東亞的損失，將對美國的全球

戰略造成莫大的損害，特別是在這個共產世界向自由世界挑戰的時刻，作為自由

世界代表的美國必須顯示力量與彰顯決心，否則將無可避免戰爭的再次發生。186 

因此透過在韓半島上以韓國政府為代理，藉由《韓美共同防禦條約》建立同

盟關係，使美國得以將軍事力量部署在韓半島上、防止北方共產主義的擴張，確

立一道「反共產主義」的重要防線。韓國政府作為一個由美國所扶植起來的政府，

為了取得其政權的合法性，與美國共同信仰「反共」的意識型態，以此作為國家

戰略的重要核心。從李承晚（Syngman Rhee）政府開始對內積極宣揚反共思想，

將北方的共產政體視為絕對的敵人，以美國所援助的軍力為後盾，成為韓半島上

反共陣線的前沿。透過如此「反共」意識的連結，冷戰時期的韓美同盟擁有共同

的意識型態，在內部關係上有了穩固的連繫基礎。 

隨著冷戰的結束，共產主義的勢力在世界上衰退，這些透過「反共」意識型

態所建立的同盟，也在內部關係上開始發生變化。但仔細探究美國在冷戰時期所

推行的「反共」意識，可知「反共」的意識乃源自於美國的國家戰略中推廣「自

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核心價值，只是在冷戰時期由於存在共產意識

的威脅，使得這樣的想法受到了淡化。隨著冷戰的結束，共產勢力的影響力減退，

這樣的觀點便開始被接納、推廣，「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便

是在這樣的思潮下逐漸成長。 

作為美國國家戰略追求的「自由民主」目標，奠基於美國建國時所強調的「自

																																																								
186	 汪偉民，《美韓同盟再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修訂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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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主、人權」，發揚於二十世紀後期興起的「民主和平論」觀點，其主要內

容包括民主國家從不（或很少）發生武力衝突；即使發生利益衝突的場合，彼此

間也不太可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互威脅，因為這樣的作法有悖於民主的原則和

理性；專制國家之間或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則容易發生衝突，易於以武力解

決彼此爭端。美國學者 Michael W. Doyle 對於民主和平論進行闡述時特別指出，

民主國家間容易和平相處乃是藉由國內政治的相互制衡與民主國家對於共同和

平信念的實踐，且民主國家通常具備強而有力的公共輿論與國內政治機構的監督、

平衡與妥協，這些特質對政府產生制衡的作用，使得該國政府不會輕易的發動對

外戰爭，因此民主國家之間具有互相尊重、合作與妥協的共同特點，在相近的政

治經濟制度與意識型態下，不會輕易的發生武力衝突。187 

這樣民主和平論的內涵，由美國的觀點言之，可被解釋為如果全世界皆為民

主國家，將有利於國際環境的和平，透過民主自由價值在各國內部社會的體現，

各國對於國家間的衝突將透過理性的作為如談判、合約等方式來尋求解決，世界

不再有武力衝突的可能。冷戰後期的美國便在「民主和平論」的基礎上，著眼於

推廣「自由民主」的意識，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美國柯林頓政府在 1995 年的

「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內容中提及：「美國所有的戰略利益，重點在於促進國內繁榮到對

抗海外全球的威脅，必須在對美國領土構成足夠威脅前制止他們，這些都是為了

擴大民主社群與自由市場國家服務。因此，與新興民主國家合作以協助他們作為

承諾自由市場及尊崇人權的民主國家，是我們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主要的部分。」

188在之後多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柯林頓政府也不斷重申美國對於自由民主意

																																																								
187	 朱雪瑛，〈「民主和評論」之分析與美國「推廣民主」戰略〉，《臺灣民主季刊》，第 2 卷

第 1 期，2005 年 3 月，頁 133-136。	
188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Feb.	,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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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重視，美國將持續致力於像世界各國推廣自由民主。 

這 樣 的 思 維 發 展 至 二 十 一 世 紀 ， 即 使 是 被 視 為 以 「 新 保 守 主 義 」

（Neoconservatism）為號召的美國小布希政府，也對美國的民主推廣進行過多次

的論述，尤其是在 2002 年所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到：「美國必須捍衛自

由與正義的原則將成為美國在國際組織行動與主張之引導，未來美國將會運用各

種不同措施來強化民主與自由。……第二，運用美國之海外援助推廣自由，並支

持那些以非暴力方式奮鬥爭取自由的人們，確保任何爭取民主化的國家，因其所

採取之行動獲得獎勵。…」189，透過內容中多次強調自由民主的價值，可以推知

小布希政府對於此意識的信念及推廣的決心。2006 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

小布希政府再次強調要以不斷擴大的民主社會，迎戰當代的各種挑戰，這些相關

的戰略報告都再再地顯示「民主推廣」在美國戰略的核心位置，「自由民主」的

價值為美國各政府任期的政策基石。190續後接任小布希出任美國總統的歐巴馬，

不僅在其就職演說中強調民主制度對於美國及國際社會的重要影響性，在 2009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感言中也特別提到：「歐洲直到自由後才找到和平，

美國從來沒有發動過一場對付民主國家的戰爭，而我們的摯友都是保護該國公民

權力的政府」191，凸顯出了美國對於民主國家的重視。由此可見，民主和平論早

已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行動依據，「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作為美國國家長久

以來所追求的信念，在未來美國也將持續的推廣這樣的信念價值。192 

這樣「自由民主」的信念，正好符合從 1980 年代開始韓國希望脫離威權體

																																																																																																																																																															
pp.20,	<	http://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1995.pdf	>	
189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Sep.,	2002,	
p.p.25-28,	<http://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02.pdf>	
190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Mar.,	2006,	
p.p.31-34,	<http://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06.pdf>	
191	 Barack	H.	Obama,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Nobelprize.org,10	Dec.,	2009,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09/obama-lecture_en.html	>	 	
192	 張文揚，〈民主和評論與非民主和評論之經驗檢證：政治制度相似性的關鍵作用〉，《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6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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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迎向民主國家的浪潮。韓國民主化的重要分水嶺，是發生在 1980 年 5 月 18

日至 27 日的「五一八光州事件」（Gwangju Uprising），此事件是韓國社會對於一

個全新的民主社會的高度期待所展開的民主化抗爭。雖然此事件 後遭到當時韓

國全斗煥政府（Chun Doo-hwan）的強力掃蕩，導致參與人員重大傷亡後以失敗

收場，但韓國社會對光州事件的高度重視，成為當時高壓肅殺的社會氛圍中一股

反動力，透過持續性的小型活動， 後在 1987 年的「六月抗爭」（June Democratic 

Uprising），這個持續長達一個月的全國性街頭抗爭，迫使當時執政黨提名的總統

候選人盧泰愚不得不順應社會對於民主價值追求的浪潮，發表了「六二九民主化

宣言」，開啟韓國民主化的序幕。193在整體韓國民主化的過程中作為自由派的重

要人物金大中也在多次參加總統直選後，於1998年時當選韓國第十五任的總統，

為韓國在追求實質民主提供強大的驅動力。在金大中政府甫上任時，便宣示一定

要實現「先進的民主政治，民主的市場經濟，普遍的世界主義，創造的知識國家，

創造新勞動文化，合作的南北韓關係」等六項課題，透過對於國家關鍵課題的宣

示，可以看出韓國在金大中政府開始便成為極力信仰「自由民主」意識型態的國

家。 

隨後於2003年上任的盧武鉉總統，同樣作為韓國左派自由民主意識的代表，

同時也被稱作三八六世代的崛起194，從大學時期開始便大量吸收當時自由民主意

識的內容，在早年擔任律師時期亦積極參與韓國的民主化運動，他的當選更是被

認為是韓國從過去的政治型態往新政治型態方向改變的象徵，代表著韓國世代交

替的意味，標誌著韓國社會對於民族獨立統一、自由民主、平等富強的主張。在

																																																								
193	 朱立熙，〈南韓的民主轉型－以光州事件為分水嶺〉，《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7 卷第 2
期，2011 年夏季號，頁 161-163。	
194	 三八六世代是韓國當時對於年輕世代的稱呼，其中，三是指這個世代的年齡為 30 多歲，八

為他們上大學期間正值韓國獨裁統治像民主轉換的 80 年代，六則是他們的出生年代為 1960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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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自由民主意識下所建立的盧武鉉政府，以建立與國民並肩奮鬥的民主主義的

政府為宗旨，建立「參與政府」，在他任內透過各項政策積極實現韓國社會的政

治民主，使得此政府任期也是自由民主意識在韓國社會深植的時期。195 

2008 年政黨輪替後的李明博政府，在追求先進化的思維下，也透露出對於

自由、民主價值的肯定，李明博在就職演說中特別強調：「韓國要往先進化的道

路上邁進，必須是在穩固的工業化及民主化的基礎上，因此為了追求國家的富強，

韓國必須重視自由、民主的理念。」由此可知，在李明博政府實用主義的執政原

則背後，「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乃是他所信任的基礎，也是他所認為的韓國社

會可以持續富強的根本。這樣的意識也被李明博政府活用在外交戰略的思考中。

在李明博政府所推行的「全球外交」的戰略下，便是希望能尊重「民主主義與市

場經濟」，因為李明博政府認為這樣的概念乃是人類共同價值觀，透過這樣價值

觀的基礎，才得以積極參與地球村的和平與發展。196如此理念也拓展到韓美同盟

的關係發展上，在 2008 年李明博總統訪美期間，韓美雙方宣布將持續發展「二

十一世紀韓美戰略同盟關係」，將韓美同盟的關係導向「價值同盟、互信同盟、

和平同盟」的三項原則，其中的價值同盟所代表的是一個相信民主與自由經濟價

值的同盟。197 

2013 年上任的朴槿惠政府，在就職演說中提到韓國過去的繁榮依靠的正是

國民對於產業化和和民主化的強烈意志，在接下來的日子，新政府也將會積極推

																																																								
195	 張玉山，〈理想與現實：韓國盧武鉉新政府的政策取向分析〉，《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第

125 期，2003 年，頁 39-42。	
196	 李明博，〈攜手開創先進化之路〉，《當代韓國》，2008 年春季號，頁 2-5。	
197	도광환,	“한미동맹	 60주년	기념선언	전문”,	연합뉴스,	 	 2013년 5월 8일,	（都廣煥，「韓

美同盟 60 週年紀念宣言全文」，《韓聯社》，2013 年 5 月 8 日）,	
<http://www.yonhapnews.co.kr/politics/2013/05/08/0501000000AKR20130508010600001.
HTML?2886ef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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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經濟民主化來創造國民幸福。198在 2013 年朴槿惠總統出訪美國時，在經過與

美國歐巴馬總統會面後，雙方共同簽署的「韓美同盟 60 週年紀念宣言」（Joint 

Declarati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 Anniversary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再次重申 2009 年李明博

政府時期韓美共同希望達成的「價值同盟」概念，且希望韓美同盟在接下來的

60 年能持續遵照「無核化、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持續維持，

並作為韓國在推行「韓半島信任進程」時的重要依據。透過上述內容陳述，研究

期間的韓國，不僅在韓國內部社會已逐漸落實自由民主的意識，也將此意識擴充

到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上，希望以這樣價值的追求，成為韓國尋求國家利益、邁

向國家富強的外交基礎，並在這些基礎下追求韓半島的和平。 

結合上述對冷戰後兩國意識型態的檢視，可以發現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冷

戰後，致力地推廣「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如同大多數學者對於美國戰略的論

述，自由民主意識型態的推廣是美國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在美國對於自由民主

價值的推廣下，西歐國家與日本皆由信奉相同價值的菁英所掌握，這些菁英與美

國之間雖非全然無分歧，但由於共享相同的核心價值，提供他們的同盟關係堅實

的互信基礎，而美國將可以在有關國家的支持下完成維持霸權的構想。199韓國作

為一個戰後由美國扶植起來的政府，走過了冷戰的威權時期，在 1980 年代開始

尋求國家的民主化，也是在這樣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的追求，促使國家逐漸富強，

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前段班。發展至二十一世紀，隨著受自由民主意識型態影響的

																																																								
198	 “<박근혜정부	출범>朴대통령	취임사	전문”,	연합뉴스,	2013년 2월 25일,	（「『朴槿惠政

府出台』朴總統就職詞全文」，《韓聯社》，2013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yonhapnews.co.kr/politics/2013/02/25/0505000000AKR20130225034600001.
HTML?f107d790> 
199	 John Owen,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Primacy; or, Benigni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in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3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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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逐漸進入政府，這樣的價值不僅在韓國內部社會持續發展，也逐漸拓展在韓

國的對外戰略中。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美國作為一個大國進行自由民主意識型

態的推廣，韓國作為同盟關係中的小國，成為自由民主意識型態的接受者並落實、

發揚，雙方透過意識型態的雙向深化，使雙方在國家利益追求的基本立場上相互

契合，提供了韓美同盟在金大中政府時期開始持續發展的基礎。 

第二節 韓美同盟的援助與交流  

瓦特認為，影響同盟形成的因素，除了意識型態外，還包括援助對於同盟內

部關係的影響。因為，提供適當的經濟或是軍事援助，將可以建立一個有效的同

盟。大國透過援助是一種傳達善意的過程，同時也可以激起感激之情，使受援國

依賴援助國。瓦特強調，大國所提供的援助越多，以此建立的同盟關係將越加緊

密，因為，小國在選擇盟友與維持同盟關係時，其中一個重要目的便是獲得另一

方所提供的物質援助，如經濟或軍事的援助。透過援助與交流的行為，可以達成

兩國共同獲得國家利益的情形，這也為雙方得以維持同盟關係的重要原因。200以

下將韓美同盟內部的援助與交流，分為經濟與軍事兩方面進行分析。 

壹、 經濟援助與交流  

韓美同盟中的經濟援助，主要集中於冷戰時期。二戰結束初期，韓國社會百

廢待舉，美國為了維持自己在東北亞區域內及韓半島上的影響力，扶植李承晚在

韓 半 島 南 方 的 大 韓 民 國 政 府 ， 並 與 李 承 晚 政 府 簽 訂 《 韓 美 援 助 協 定 》

（한미원조협정），提供韓國無償的援助，協助韓國政府復甦二戰後的內部社會。

但是在1950年6月25日爆發韓戰後，原本逐漸起步的韓國社會又再次受到衝擊。

因此，美方在韓戰結束後開始增加對韓的援助內容，美方協同聯合國與韓方簽訂

《韓美經濟援助計畫協定》（한미경제원조협정），援助韓方更多的無償物資，以

																																																								
200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al	of	alliances,	p.p.21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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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受到兩次戰爭重創後的韓國社會，也由於此時期美方對於韓方無償援助，為

後來的韓國經濟起飛打下堅實的基礎。 

從 1960 年代開始，隨著韓國的工業發展開始起步，美國成為韓國主要的進

出口市場，同時也是 大的借貸者與工業技術的提供者，透過美國給予一系列的

優惠政策，促使韓國對美國的出口在此時期高度的成長，每年的增長率約在 57

％。此時期的高度成長也受益於越戰，當時美國購買各項物資的國家以韓國為主，

因此而讓韓方獲得了更多的美援，使韓國經濟突飛猛進，更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

一，創造了韓國人都非常自豪的「漢江奇蹟」。但是，自 1970 年代開始，美國注

意到對外援助造成的高度貿易逆差而成為美國的經濟負擔，使得調整既有的外援

政策，韓國經濟也在此時期開始走上自主發展的道路，美對韓的經濟援助在此時

期逐漸移除。整體而言，韓國從建國至今的經濟發展，不外乎是得力於韓戰後的

大量美援與 1960 年代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些快速發展的經濟背後，隱含著美方

希望穩固韓美同盟內部關係所提供的援助，此時期的援助也必然強化韓方對美方

的依賴。201 

除了冷戰時期的援助工具以外，韓國在受到 1997 的亞洲金融風暴後，向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請求的援助計畫，也被視作美方對於韓國的經濟援助之一。雖

然韓國政府的請求對象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普遍認為，此組織的主導者為美

國，且在韓方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協商談判時，美方也透過美國財政部的負

責人前往韓國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團發揮影響力。同時，時任美國總統

柯林頓也在韓方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初步協商時，致電韓國總統金泳三，向其表

達美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框架內對韓進行援助，但韓國政府必須大刀闊斧

																																																								
201	 행정자치부	 국가기록원,	<한미원조	 협정	 조인>,	
2007년 12월 1호,（韓國行政自治部國家紀錄院，「韓美援助協定」，2007 年 12 月 1 日）,	
<http://www.archives.go.kr/next/search/listSubjectDescription.do?id=006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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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金融改革，導正扭曲的金融體制，開放資本與金融市場等條件，這些非協

商過程的內容被視為韓國能夠成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原因。同時，在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計畫下，附有美國提出的金融改革條件，更可以知道美方

對於此次援助計畫的影響力。透過此次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韓的經濟援助，

不僅幫助韓國走出亞洲金融風暴的重創，也適度強化了韓國國內金融體系的根本，

但也被認為美國也加強了對韓國經濟的控制。202 

從二十一世紀以來，同盟經濟援助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以單方面提

供物質、金錢援助的方式來進行，而是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來作為雙向的

交流工具。一個國家以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作為經濟戰略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今較

為普遍的手法，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上來看，此作法可以達成重新獲得成長動力、

擴張出口、吸引外資、促進國內產業重組、開放保護的國內部門、降低出口成本

而使出口更有競爭性、克服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的緩慢進度以及避免被排擠而邊緣化的種種目標。但除了上述的經濟因素之外，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往往也必須考慮其中的政治性因素，因為自由貿易協定的洽簽

通常作為非經濟事務合作的酬庸，或作為建立一段更強關係的背書，藉以改善簽

訂國家間的政治互信。203因此，研究期間的韓美同盟，在經濟援助上也轉以上述

方式，來強化同盟內部的關係。 

二 十 一 世 紀 下 韓 美 雙 方 重 要 的 經 濟 交 流 以 《 韓 美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

（Kore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 FTA；한.미 자유뮤역협정）

和《跨太平洋夥伴貿易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以下簡稱 TPP）為

																																																								
202	 李冉，〈從美國對韓經濟援助看美韓同盟關係〉，《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綜合版）》，

2006 年 3 月，第 6 卷第 1 期，頁 36。	
203	 黃子庭，〈美韓 FTA 與 TPP 作為美國亞太再平衡主要經濟戰略的思考〉，《東亞論壇》，

第 485 期，2014 年 9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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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簽署《韓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由 2003 年 8 月韓國產業通商支援部所提出的

《FTA 促進路線圖》（FTA 추진 로드맵）內容中出現的計畫。透過計畫，2004

年 5 月韓國政府便開始與美方進行交涉，歷經了多次的協商，雙方終於在 2010

年 12 月 5 日完成簽署，送交各自國會的批准程序。204韓美雙方在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時，都希望透過此協定以增進雙方貿易自由化，促進經濟成長，並強化彼此

的戰略夥伴關係。對韓國而言，韓美自由貿易協定可以提昇韓國商品在美國市場

上與中、日兩國的競爭力。降另外，《韓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有助於韓國的經

貿自由化拓展，也有助於官方提昇多邊合作的談判，作為後續持續與其他國家洽

簽自由貿易協定的典範。205 

除了《韓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外，由美國主導的 TPP 也成為影響韓美同盟

的經濟交流工具之一。當美國於 2008 年加入 TPP 的談判後，原本只有 4 個成員

的 TPP，逐漸增至 12 個成員。206由於美國作為其中 大的經濟體，相關的談判

也多由美方主導，並且於 2015 年 10 月 5 日在美國亞特蘭大達成協議，結束長達

多年艱辛的談判歷程。不過，韓國並未加入此波的 TPP 簽署交涉。面對這個經

濟規模總合佔全球近 40％，貿易總額約佔全球三分之一的環太平洋區域經濟整

合，韓國自詡成為全球自由貿易協定的樞紐（Global FTA network），深知絕對不

可以被排除在這樣的區域經濟整合之外。但在 TPP 談判的初期，韓國礙於當時

																																																								
204	산업통상자원부,	“한.미	 FTA	일지”,	
2010년 7월 21호,（韓國產業通商支援部，「韓美 FTA 日誌」，2010 年 7 月 21 日）,	
<http://www.fta.go.kr/us/info/2/> 
205	 張顥齡，《韓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之分析：雙層賽局理論的觀點》（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國

際政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頁 157-158。	
206跨太平洋夥伴貿易協定緣起於 2005年 6月由新加坡、紐西蘭、汶萊及智利等 4國共同發表的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SEP），

2008 年 9 月，美國邀集原本四國改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為名另起談盼，增加談判動能後，其後

澳洲（2008）、祕魯（2008）、越南（2008）、馬來西亞（2010）、墨西哥（2012）、加拿

大（2012）及日本（2013）相繼參與談判。〈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簡介〉，《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PP）專網》，2014 年 11 月 6 日，頁 1。網址：

<http://www.tpptrade.tw/db/pictures/AdminModules/PDT/01/11/_00000001/6262033a-5e2
4-4a33-a0b5-9151da59f25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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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火如荼地與中國洽簽《韓中自由貿易協定》（Korea-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한.중 자유무역협정），必須顧忌中方的態度，所以韓方在初期採取

較為保守的態度。但隨著韓中自由貿易協定的洽簽成功，同時韓美同盟迎接 60

週年，韓方也逐漸表明參與 TPP 的意願。在 TPP 達成協議後赴美訪問的韓國總

統朴槿惠，於 2015 年 10 月與美國歐巴馬總統舉行高峰會談時，也強烈表達韓方

加入 TPP 的意願。207韓美雙方透過對於 TPP 的互相表態，再次強化了兩國同盟

關係，美方將取得在東亞區域內透過區域經濟整合牽制中方的效果，而韓方也得

到經濟持續發展的動能，產生同盟透過滲透工具達成雙贏的局面。 

從韓美同盟的形成至今，經濟援助一直是同盟維持的重要部分。特別是二十

一世紀開始，傳統的經濟援助政策工具已經產生改變，透過自由貿易協定、區域

經濟整合組織的談判，展現雙方高度合作的同盟關係，相關經濟合作協定往往都

已經超越單純的經濟議題，成為政治關係展現的工具，而這樣的工具也成為韓美

同盟持續穩定發展的內容。 

貳、 軍事援助與交流  

駐韓美軍是美國對於韓國 直接的軍事援助，起源於 1950 年 6 月 25 日爆發

的韓戰，美國清楚地了解到韓半島將作為共產世界下一個赤化的目標，考量到日

本可能成為韓國後的另一目標之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因此美方在聯合國旗

幟下介入了韓戰。歷經三年的戰爭後，參戰雙方於 1953 年 7 月簽訂停戰協定，

設立非軍事區，結束了韓戰。為了防止共產勢力的持續擴張，美國在韓戰後採取

實踐「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的作法，希望透過防衛韓國來阻擋共產

勢力擴張，因此和韓國於 1953 年 10 月簽訂《韓美共同防禦條約》，達成美國以

																																																								
207	 王嘉源，〈朴槿惠表態加入 TPP 美支持〉，《中時電子報》，2015 年 10 月 18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018000285-2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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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援助韓國的協議。《韓美共同防禦條約》是由序言與六條本文所組成，其中

重點內容為： 

（一）締結任一方認為另一方的政治獨立或安全受到外來的武裝威脅時，以

單獨或聯合地透過自助或他助的方式，經由以建立的手段或發展適當的方法來預

防武力攻擊，並透過共同協商來執行此條約之內容與目的。 

（二）締約雙方認知到其中一方現在領土或以後可控制之領土將可能遭受太

平洋地區的攻擊而招致危險、危及安全時，雙方將按照其憲法程序來採取行動以

面對所遭受的共同危險。 

（三）透過此協議，韓國確定將給予，而美國確實接受，將美國之陸、海、

空軍佈署於韓國領土之權利。208 

透過此條約的生效，韓美兩國將共同面對所遭遇的威脅。根據條約所述，如

果美國要求韓國提供任何一個地方作為軍事基地，韓國政府應該要應允，且美國

能夠永久享有此權力。 

從條約內容來看，條約的簽署標誌了韓美兩國之間正式結成同盟關係，賦與

美國在韓國駐紮軍隊的權利，韓國也正式成為遏制共產勢力的前哨站。由於此條

約的生效，即使中國軍隊於 1958 年全部撤出了韓半島，美國國務院仍發表聲明

認為，韓半島問題並未獲得「永久解決」，因此美國絕不撤軍，並透過《韓美共

同防禦條約》提供美國持續駐紮兵力於韓國領土之正當性。但是，即使在條約上

明定雙方共同防衛之義務，駐韓美軍並非沒有歷經變動，隨著韓國的國力成長與

																																																								
208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October	1,	1953,”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website:<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kor001.asp#art1	>；李明，〈歐巴馬政府的

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 年）〉，《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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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情勢的變化，駐韓美軍歷經了多次變化，相關的變化也牽動著韓美同盟內部

的變動。 

一直到提倡美國應該自全球實施戰略緊縮政策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政

府上台，才進行駐韓美軍自 1970 年代開始所進行的調整，一方面是為了符合美

國調整全球軍事戰略的需要，希望將駐韓美軍逐步撤出韓半島，二來是美國國內

逐漸興起的反戰風潮，促使美方希望撤出擁有高度武裝佈署的韓半島，消除美國

可能輕易捲入韓半島戰爭的疑慮。同時，美方也認為此時期的韓國已經具備一定

的實力，面對北方威脅的作戰能力已明顯提高，對於駐韓美軍的需求性降低。209

事實上，在 1970 年代前，美國曾研擬自韓半島的撤軍計畫，卻因為越戰而受到

擱置。在尼克森上台後，美國無預警地加快了從韓半島撤軍的計畫，因而，引起

韓國強烈的安全焦慮，憂慮美軍的撤離將讓韓國失去重要的安全防護，使國家陷

入危險。一直到 1970 年代末，因為新冷戰氛圍的出現以及蘇聯在遠東地區加速

擴張及冷戰氛圍的加重而得到緩和，才再度擱置駐韓美軍自韓國撤離的計畫。 

駐韓美軍第二次的調整，則是發生在冷戰結束後。1990 年 4 月美國老布希

政府發表名為《亞太邊緣的戰爭框架：展望二十一世紀》（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的東亞軍事戰略報告中，

重新評估於韓半島持續佈署軍力的需求，指出將在十年內分三階段對於亞太地區

現有的軍事據點進行調整，依照實質軍力需求提出相關撤軍計畫，裁減的數量與

速度將根據整體國際情勢發展的需要與當地國家的反應，希望透過此調整能節省

軍事開支並同時提升亞太駐軍的靈活性。210根據上述計畫內容，駐韓美軍在第一

階段（1990-1992）年裁減七千名左右的後勤支援及非戰鬥人員；第二階段和第

																																																								
209	 汪偉民，《美韓同盟再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修訂版）》，頁 15-21。	
210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April	19,1990,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c1.31822018798785;view=2up;seq=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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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段將視情況，希望 後達成僅在韓半島維持象徵性的嚇阻兵力。同時為了向

北韓釋出善意，老布希政府也在 1991 年宣布撤除所有佈署於韓國的核武器，以

換取北韓放棄核子武器開發。1992 年公布的《東亞軍事戰略報告》（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Report to Congress1992）中，除了再次重申

亞太的撤軍計畫外，更進一步要求美國的亞太盟國在自我防衛上應負擔更大的責

任。211不過，由於其後發生韓半島第一次的核武危機，導致駐韓美軍的撤軍計畫

暫緩執行。不僅如此，為因應北韓開發核武的危機，美方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至

亞太地區增援，並增派一個愛國者（Patriot）飛彈連至韓國協防，同時將駐韓美

軍的數量維持在第一階段調整後的三萬七千人左右的水準。 

第二次調整時期的駐韓美軍，除了順應美國當時發展的戰略發展外，同樣因

應韓半島情勢的變化與韓國自身國力的發展而做了因應的變化。冷戰結束的初期，

韓國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希望利用與共產主義國家緩和的契機，加快與敵對大國中

國及俄羅斯的建交進程，積極與北韓就韓半島的和平穩定達成和解協議，以求取

區域大國與韓半島上的勢力均衡，營造韓半島和平統一的有利環境。因此，此時

期在韓國追求全方位外交的戰略下，對於韓美同盟下駐韓美軍的調整及「自主國

防」計畫的推動成為國家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希望調整長久以來對美國的不對

稱軍事關係與安全依賴。此時期所公布的美國亞太駐軍調整計畫正好符合韓國自

身的需求，所以此次的駐韓美軍調整，並未招致如第一次調整時韓國內部社會強

大的不安全感，韓美同盟的關係在此時期的變動並未因為此議題而產生變化。 

駐韓美軍的第三次調整則是發生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此次的調整主要是受到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於國家安全戰略調整的影響，此時期美國小布希政府的戰略

																																																								
2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Report	to	Congress1992”,	Washington	D.C.,	
1992,<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c1.31822015339674;view=2up;se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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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重點轉為防範恐怖主義的襲擊，因此美方希望重新調整其全球軍事部署，特

別在阿富汗戰爭前後，美國更是提昇了對於中東地區局勢的關注。同時，2000

年時舉行的兩韓高峰會後，韓半島上出現相對和緩的態勢，兩韓緩和的敵對關係，

也動搖了美國在東北亞地區軍事存在的基礎，加上韓國國內此時興起的反美情緒，

韓國社會對於駐韓美軍製造的噪音、環境污染，以及軍紀脫序的行為產生強烈的

反感，開始質疑美國於韓半島駐軍的必要性，促成此次駐韓美軍的調整。212這次

的調整除了駐韓美軍的人員裁減外，也將部隊從北向南分批移防，透過 2003 年

初開始的「未來韓美同盟政策構想會議」（The South Korea-U.S. Future of the 

Alliance）的多次磋商，達成各階段不同的協議。 

此次駐韓美軍調整的內容，主要包括下列：213 

（一）調整兵力部署，減少基地數量：在兵力部署上將在 5 年內逐步撤離駐

紮在「三十八度線」非軍事區的美軍第二機械化步兵師，且按照美國國防部的計

畫，將逐步關閉部分分散及非必要的基地設施，駐韓美軍在經由重新部署後將形

成「兩大中心、三大基地」的態勢。兩大中心是以首爾南邊的「烏山－平澤」中

心和韓國南部的「大邱－釜山」中心，三大基地則是位於首爾的龍山基地（聯合

國軍司令部、韓美聯合司令部等指揮機關駐地）、以及漢江以北的「聯合訓練基

地」和「群山基地」。 

（二）增加先進裝備，提高作戰能力：為了彌補駐韓美軍調整可能帶來的韓

半島「軍力真空」的情況，美國國防部也提出了「增強部隊計畫」，在 2003 年開

始的三年內加追加投資110億美元，增強駐韓美軍的作戰能力，其主要項目包括：

增加駐紮一支裝載重裝旅全套裝備的艦隊佈署在韓國海域、增加佈署 16 枚

																																																								
212	 柳惠千，《21 世紀美軍在東亞的戰略部署》（臺北市：高手專業出版社，2008 年），頁 260。	
213	 相關內容整理自：柳惠千，《21 世紀美軍在東亞的戰略部署》，頁 26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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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II 愛國者三型飛彈」、陸軍換裝新型 AH-64D「阿帕契」戰鬥機、空軍戰

鬥機更換以衛星導航之系統精確導引炸彈、以及在烏山空軍基地增加一條軍機專

用跑道以便戰時迅速部署增援兵力及裝備。相關的內容經駐韓美軍指揮部強調，

即使在人員「數字縮減」的情況下，駐韓美軍的戰鬥力仍是「有增無減」。 

（三）對於戰術靈活性的討論：根據韓美共同防禦條約，駐韓美軍的主要任

務僅限於防衛韓國免遭外界的武裝攻擊，但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美方希望駐韓

美軍在功能上能進行調整，但韓國卻深怕這樣的作法會使韓國捲入不必要的紛爭，

在經過多次的磋商後，終於在 2006 年 1 月韓美達成共識，韓方答應使駐韓美軍

擁有行動自由，而美方也允諾韓方將不會在韓國政府違背民意的狀況下，介入其

他區域爭端。 

（四）戰時指揮權的交付：在 1990 年代初期，美方已交付了韓半島的平時

作戰指揮權，但對於戰時作戰指揮權的轉移卻遲遲未有下文，為了達成真正的國

防自主，韓方在二十一世紀便積極地與美方協商，終於在 2007 年 2 月 23 日達成

協議，預備於 2012 年交付韓國部隊的戰時作戰指揮前予韓國當局。 

二十一世紀駐韓美軍的調整，在美方的計畫內容中認為並未減少駐韓美軍在

韓半島上的能力，但仍引起了韓方的部份疑慮，一方面是在駐紮的兵力數量呈現

減少的趨勢，駐軍的位置也從前線向後撤離，使韓方開始擔心美方對於駐韓美軍

的關注降低。同時，這次的調整也迥異於前幾次的調整是在韓半島情勢較為緩和

的狀況下提出，而是在 2002 年爆發第二次韓半島核武危機後局勢不明朗的情勢

下所進行的，因而導致韓國加深對於駐韓美軍調整的憂慮。韓國當局對於這樣的

情況也逐漸向美方釋出善意，除了對於上述戰略靈活性的話題進行讓步，同時在

阿富汗戰爭及美伊戰爭期間，韓國國會也同意派遣支援部隊進行戰後的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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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就是希望再次找回美方對於韓國政府的信任。 

其後上台的李明博政府，為表示重視駐韓美軍的角色扮演，並強化韓美同盟

合作，在軍事援助的議題上，提出重啟與美國有關韓半島作戰指揮權的談判、以

及美國要求韓國加入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及《防擴散安全倡議》等議題上釋出善意

回應。214由於李明博政府強化韓美同盟的態度，使得原本在美國小布希政府時期

提出的將在 2008 年將駐韓美軍數量減為 25,000 名的規劃暫緩執行，維持當時駐

軍人數約為 28500 人，且美國也允諾將投注資金強化駐韓美軍的武力及反應作戰

能力。215自 2011 年 12 月北韓政權由金正恩作為新領導人以來，北韓當局透過各

式軍事威脅手法來穩固其政權，韓國現任總統朴槿惠也正視到北韓威脅的問題，

在出訪美國期間，也特別提及韓美共同防禦的相關事務；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在 2014 年 1 月 7 日也與韓國外交部長尹炳世（Yun Byung-se）在美國華

盛頓會晤後宣布，將增派士兵、裝甲車與坦克致函半島，藉此防範北韓政權交替

所可能衍生的挑釁，也藉以宣示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決心。216但隨著韓半島緊張情

勢持續地升高，美方在 2015 年 3 月 20 日表示將增派 400 名士兵配備多管火箭系

統（multiple-launch rocket），以因應北韓對韓國持續帶來的威脅，217這次的調整

也使冷戰結束以來的駐韓美軍站立受到強化。新世紀以來，駐韓美軍從新世紀初

的階段性、功能性調整，隨著韓半島核武危機、兩韓高峰會談成果無法落實與北

韓領導人的世代交替，使得韓美雙方正視到北韓持續性的威脅，使得雙方在提昇

																																																								
214	 汪偉民，《美韓同盟再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修訂版）》，頁 46-47。	
215	 Bruce	Klingner,	“Transforming	the	U.S.-South	Korean	Allianc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30,	2008.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8/06/transforming-the-us-south-korean-allian
ce	>	
216	 Thom	Shanker,	“Additional	U.S.	Battalion	Going	to	Sou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8,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1/08/world/asia/additional-us-battalion-going-to-south-kor
ea.html?_r=0>	 	 	 	
217	 David	Alexander,	“U.S.	moving	additional	artillery	battalion	to	South	Korea:	Pentagon,”	
REUTERS,	March	20,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defense-southkorea-idUSKBN0MG27S2015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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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韓美軍的防衛作戰能力上有了一定的共識，在這個共識下也促使同盟下的軍事

援助關係更加緊密。 

近期內，除了 主要的駐韓美軍軍力變動外，韓美同盟雙方在美國駐軍費用

（Host Nation Support，HNS）分攤、軍事指揮權也有多次討論。駐軍費用分攤

一直是韓美兩國在近年來關注、談判的焦點之一，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美方希

望東亞區域的盟友們能夠共同承擔更多的防務，也認為東亞區域盟友隨著國力的

增長，將可以負擔更多的軍費，韓美雙方也為此進行了多次的討論。從 1990 年

代開始，透過《防禦費特別分攤協定》（Special Measures Agreement, SMA；

방위비분담 특별협정）的簽訂，韓國小幅度的增加駐韓美軍費用負擔，但此次

的計畫卻因為韓國陷入亞洲金融危機後而進入停滯。二十一世紀開始，韓國逐漸

從亞洲金融風暴復甦後，韓美雙方再次對於軍費分擔的問題透過協定進行多次修

改，即使韓方在軍費負擔上逐年增加，美方仍認為韓方的負擔比例呈現較低的狀

態。 終，韓美雙方在 2009 年所簽訂的第九次協定中，美方原先希望韓國政府

將軍費負擔的比例提高至 50%，但在韓方持續地多次交涉斡旋下，韓美雙方在軍

費分擔總額上達成協議，並將隨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調整，但漲幅不超過前年度

4％，使韓方的負擔比例維持在約為 42-50％。218整體而言，二十一世紀韓國在駐

韓美軍軍費用的負擔上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參見圖 4-1），但此問題也牽涉隨著

韓美同盟關係的緊密，雙方在軍費分擔事務上的討論，也成為韓盟同盟在軍事援

助工具變化上的呈現。 

																																																								
218	 김귀근,”주한미군	 방위비	 부담금	 9 천 320 억…GDP 비중	 따지면	 최고수준”,	 연합뉴스,	
2016 년 5 월 16 호,（金貴根，「駐韓美軍防禦費負擔 9 千 320 億…GDP 比重歷年 高水準」，

《韓聯社》，2016 年 5 月 16 日）,<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6/05/15/020
0000000AKR20160515039500014.HTML?from=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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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駐軍費用分攤外，軍事指揮權的議題則是作為韓美同盟的軍事援助關係

提昇至何等層級的實質證明。在 1990 年後，由於美軍全球戰略部署的轉變，為

求符合由領導轉向支援的角色調整，美方希望能透過逐步的方式移轉韓半島的軍

事指揮權予韓方，於是在 1994 年經過美方與韓方雙方共同對於韓半島防禦事務

的評估後，於 1994 年 12 月美軍正式移交韓國軍隊的平時作戰指揮權予韓國參謀

總長，然而聯合部隊司令部指揮結構仍保留，戰時作戰指揮權也仍維持在美方。

219但是，從 2002 年盧武鉉當選韓國總統後，韓方便啟動對於戰時指揮權轉換的

議題，主要是為了能符合盧武鉉所提出的「自主國防」的政策目標。因此，韓美

雙方自 2005 年開始啟動對於轉換期間的討論，在透過 2007 年的韓美國防部長會

議後，達成預計將於 2012 年 4 月 17 日正式移轉韓國軍隊的戰時作戰指揮權，但

是，在韓國李明博政府上任後，由於高度重視韓美同盟以及北韓進行第二次核試

																																																								
219	 汪偉民，《美韓同盟再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修訂版）》，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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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李明博政府便與美方重新啟動戰時作戰指揮權的談判。2010 年 6 月，李明

博與美國總統歐巴馬舉行高峰會談時，雙方同意將作戰指揮權的轉移時限展延至

2015 年的 12 月 1 日。2202013 年 2 月上任的朴槿惠政府，面對北韓提高武力威脅

的程度與次數，以及北韓領導人世代交替可能出現內部不穩定的狀態等韓半島情

勢的不安，遂再次與美方協調展延戰時作戰指揮權的轉換期限。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華盛頓舉行的韓美安保會議（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 SCM）再次確

定了美方移轉戰實作戰指揮權的時間和條件，雙方認為必須在韓國部隊具備一定

的發展且正確考量韓半島情勢後，再行執行戰時作戰指揮權移轉，形同將作戰指

揮權移轉問題無限期延後。221 

透過軍事指揮權的移轉議題，也可了解韓美同盟對於軍事援助的變動，在相

對弱化的時期，美方便希望韓國政府自行承擔國家安保的風險，但隨著威脅程度

的增強，韓美雙方共同認知韓美同盟的必要性增加，促使雙方消除在戰時作戰指

揮權的差異認知。為了面對共同的敵人，韓美雙方希望持續維持從冷戰期間便維

持的軍事援助，透過戰時作戰指揮權的議題，也是韓美雙方於同盟內部維持好感

的政策工具之一。 

綜觀上述，研究期間韓美同盟的軍事援助，在駐韓美軍的調整、駐軍費用分

擔與軍事指揮權移轉的議題上即使經過了變化，但隨著同盟關係的變化，相關的

政策工具仍持續作為韓美雙方在維持彼此同盟軍事關係的重要基礎，而透過如此

的軍事援助將可以形成同盟雙方雙贏的局面，進而持續穩定發展韓美同盟。 

																																																								
220 김민곤,<전시작전권	 전환과	 주한미군의	 성격	 변화	 고찰>,	 社會科學研究,	 제 38 집	 2 호,	
2014 년,	p.p.1-3.（金民坤，「作戰指揮權移轉和駐韓美軍性質變化考察」，《社會科學研究》，

第 38 卷 2 號，2014 年）	 	
221	 김호준,	“전시작전통제권	 전환	 두	 번째	 연기”,	 연합뉴스,	2014 년 10 월 24 호,	
（金浩俊，「作戰指揮權移轉第二次延期」，《韓聯社》，2014 年 10 月 24 日）, 

<http://www.yonhapnews.co.kr/politics/2014/10/23/0505000000AKR20141023030600043.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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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韓美同盟的滲透  

在同盟關係中，滲透是指操縱對象國的國內政治制度，以促成聯盟的建立。

通過改變大眾的政治態度或者國家菁英的認知，以滲透的政策工具將有可能塑造

出結盟的基礎。222因此本文將對於高層互動過程與韓國社會在二十一世紀初興起

的反美運動為重點，來觀察韓美同盟內部的滲透情況。 

壹、 高層互動  

在冷戰期間，由於韓國在圍堵共產集團的位置中佔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

因此美方多義無反顧的支持韓國的領導者，而當時的韓國領導人也是在無其他選

擇的情況下採取親美的態度，希望透過親美的態度從美方獲取國家安全的保障與

國家發展的經濟利益，即使在 1970 年代在韓國官方由於受到當時美國卡特總統

對於韓國政府對於人權的批評，但由於此時期北方的威脅依舊強烈，整體來說仍

是以親美的態度為主。然而，隨著 1980 年代末期開始冷戰情勢的緩和，韓國的

經濟實力也逐漸提昇，同時韓國內部社會也逐步的走向了民主化，親美態度便不

再是韓國政府的必要條件。因此，雙方開始透過頻繁的高層互動，維持雙方的同

盟關係。 

冷戰結束初期，即使韓國想藉機進一步的推行北方政策，仍必須向美國政府

進行會報，如 1990 年盧泰愚總統於美國舊金山與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進行會晤後，便在會後赴白宮向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希簡報會談過

程。特別是此時期因為韓半島的情勢並未明朗化，韓美在高層互動上實屬頻繁，

1990 年、1991 年盧泰愚訪問美國期間，以及 1992 年老布希展開的訪韓之旅時，

雙方對於韓美同盟關係以及駐韓美軍的議題進行意見的交換，老布希也特別強調

駐韓美軍將在北韓進行攻擊時全力以赴，只要韓國人民需要，將會繼續維持韓半

																																																								
222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al	of	alliances,p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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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駐韓美軍的任務。223而在金泳三執政期間，雖然任內與美國總統舉行了八次的

高峰會議，在各次會後的共同聲明上也都特別強調韓美同盟、夥伴關係的重要性，

但實際上韓美雙方在存在歷史糾葛的《韓美行政協定》問題上與複雜的「韓半島

核武」問題上，雙方都存在相當的意見分歧。即使韓美雙方對於《韓美行政協定》

進行 7 次的協商，仍無法對於修訂的內容進行修改，隨著駐韓美軍在韓國境內發

生的一連串違法事件，更進一步影響了韓美高層雙方對於彼此的態度。同時，隨

著 1993 年的韓半島核武危機，北韓與美方的衝突擴大，韓方不僅認為這樣擴大

衝突將可能直接的危害韓國的國家安全，韓國在面對北韓可能採取的「通美封韓」

作法也感到擔憂，即使 後透過北韓與美國簽訂《框架協議》使此次事件獲得了

紓緩，但韓國持續被秉除在北韓與美國的協定外，也降低了韓方高層對於美方的

好感。224 

從 1999 年開始，隨著金大中政府上任後所採行的「陽光政策」與美國當時

的柯林頓政府的「交往政策」的理念相符，透過雙方相近的價值觀，在 1999 年

與 2000 年的韓美高峰會談中以及其他例行性的會議中，雙方對於「駐韓美軍地

位協定」與「駐軍費用分攤」上達成初步共識。韓國總統金大中也在舉行兩韓高

峰會談前先行向美方知會，之後利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契機，與美國總統柯林頓討論關於改善美國與北韓關係的議題，

柯林頓總統為此也特別表示為了要追求兩韓關係的良性互動，韓美雙方友必要加

強彼此的合作。而在 2000 年期間，韓美兩國外長舉行多次外長會談，就韓半島

和平發展達成共識，但隨著美國國務卿訪問平壤時，北韓當局對於《框架協義》

的內容再次進行了討價還價，使北韓與美國的關係又陷入僵化。而後隨著美方的

																																																								
223	 劉宗周，〈布希訪漢城，重申防衛承諾〉，《聯合報》，1989 年 2 月 28 日，版 11。	
224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1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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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轉換，即使韓美透過例行性的韓美高峰會談討論，雙方在南北韓關係進展與

改善北韓與美國的達成初步共識，但 2002 年小布希政府在國家報告中指陳北韓

作為「邪惡軸心」的觀點，不僅引發了北韓的劇烈反彈，同時也被韓國認為美國

逐漸成為兩韓關係穩定發展的障礙，再次改變雙方高層對彼此的認知。225 

隨後在 2003 年上任的盧武鉉總統，上任之初便與小布希總統在華盛頓舉行

的韓美高峰會上發表共同聲明，決定持續推進韓美同盟的現代化。但是，在同年

10 月舉行的第五次「未來韓美同盟政策構想」（Future of the Alliance, FOTA）協

商會議上，美方正式提出要對於駐韓美軍進行調整的方案，同時首次提出「戰略

靈活性」（Strategic Flexibility）的概念，希望能將駐韓美軍的作用與任務拓展到

韓半島之外，此舉再度引起韓方的安全憂慮。226即使在 2004 年 1 月 15 至 16 日

所舉行的第六次「未來韓美同盟政策構想」協商會議上，雙方對於《龍山基地轉

移協定》與「聯合土地管理計畫」（Land Partnership Plan, LPP）達成初步協議，

227在同年 10 月經韓國國會審批程序，韓美雙方對駐韓美軍的調整問題總算達成

了協議，但雙方對於「戰術靈活性」的議題，依然缺乏共識，盧武鉉始終保持著

保守的態度，尤其在 2005 年 3 月 8 日盧武鉉更明確表示：「可以肯定的是，絕不

會發生無論我們是否願意，都會被捲入東北亞紛爭的事情。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會毫不退讓地堅持此一原則。」228這樣的發言使美方高層感到震驚，因為

美方認為戰術靈活性並不僅是擴充駐韓美軍的功能，在韓半島發生緊急狀況時，

將有其他地區的美軍會投入到韓半島，韓美高層在此議題上的差異認知，使得彼

																																																								
225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206-210。	
226	 許亮，〈從自主到追隨：盧武鉉主義的演變〉，頁 197。	
227	 김병권,	“미래	 한미동맹	 정책구상	 6차회의	 15일	 하와이	 개최”,	 통일뉴스,	2004년 1월 12일,	
（金炳權，「第六次未來韓美同盟政策構想協商會議 15 日海外舉行」，《統一新聞》，2004
年 1 月 12 日）,<	http://www.tongilnew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0704	>	
228	 “[사설]’노무현	 독트린’이후의	 한국과	 미국”,	 조선일보,	2005 년 3 월 9 일,	
（「『社論』盧武鉉主義下的韓國與美國」，《朝鮮日報》，2005 年 3 月 9 日）<http://news
.chosun.com/svc/content_view/content_view.html?contid=2005030970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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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矛盾加深。而盧武鉉在 2005 年所提出的「東北亞平衡者」論，也被美方認為

是缺乏遠見的作法，美方認為對於現存韓美同盟與東北亞平衡者的作法是不可並

存的，加深雙方同盟內部互相認知的歧見。 

一直到 2006 年時，美國政府以歸還戰時作戰指揮權的協議，與韓方交換駐

韓美軍的戰術靈活性的鬆綁，才使戰術靈活性議題的爭議稍緩，但雙方在對於如

何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作法上仍有不同的看法。美方仍將北韓定調為「邪惡軸心」，

但韓方仍希望持續對北韓做出更多讓步，在制度與物質上無條件提供援助，且不

希望看到北韓政體的崩潰，希望在北韓穩定發展的基礎上，追求韓半島的和平。

但韓美雙方這樣的歧見隨著 2007 年第二次兩韓高峰會結果未符合韓國期待而消

失，使得韓方高層不得不再次轉而正視韓美關係的重要。229 

2008 年上任的李明博政府，在其修復、強化韓美同盟的親美方針下，積極

與美國接觸，希望能夠透過韓美同盟來確保國家安全。早在李明博正式執政前，

便宣示韓國的對美外交應佔韓國外交的一半，由此可見李明博認為韓美關係將可

決定韓國整體對外政策的走向。在 2008 年 4 月時，李明博選定第一個出訪國家

為美國，於訪美期間，與當時小布希總統達成將韓美兩國關係提昇至「二十一世

紀韓美戰略同盟關係」的共識，在雙方發表的共同聲明中強調，這樣的戰略同盟

關係是為了韓美兩國在 21 世紀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包括防止核擴散、向兒童提

供教育環境、並創造自由、公平的環境，以實現兩國繁榮，將韓美同盟發展為全

方位的合作同盟。2302009 年 6 月 16 日，李明博也與新任美國總統歐巴馬舉行會

談，會後雙方共同發表《韓美同盟未來展望》聲明，雙方一致認為今後韓美同盟

																																																								
229 汪偉民，《美韓同盟再定義與東北亞安全（修訂版）》，頁 42-46。	
230	 이재기,	“訪美결산,	“동맹”강화	 명분에	 “실리”	 내준	 회담”,	 노컷뉴스,	2008 년 4 월 20 일,	
（李載奇，「『訪美整理）為強化同盟釋出”實利”的會談』，《Nocut 新聞》，2008 年 4 月 20
日）,<http://www.nocutnews.co.kr/news/43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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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必須朝向全面戰略同盟的目標邁進，除了安全同盟外，韓美同盟也將擴

大到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即文化各領域，建立起雙邊的、地區的和全球的基於

共同價值觀和相互信任的全面戰略同盟。也因此，李明博政府極力促成韓國國會

批准《韓美自由貿易協定》，同時在安全議題上與美國重啟軍事指揮權的談判，

且順應美國提出的飛彈防禦系統與防擴散安全倡議，顯示雙方在菁英階層對於韓

美同盟作用的共同認知。且隨著2010年相繼爆發天安艦事件與延坪島炮擊事件，

更強化雙方在韓美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的「2+2」會議架構上的協議，確立雙方

在韓美軍事同盟如何維護韓半島與東北亞地區的和平達成共識外，也特別強調將

拓展同盟的作用範圍。231從此時期開始隨著例行性的「2+2」會議，韓美同盟在

菁英階層上已消除世紀初的差異認知，追求著相同的同盟目標。 

2013 年 1 月 16 日，美國國務院主管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培爾（Kurt M. 

Campbell）訪韓，與當時韓國總統當選人朴槿惠進行會談，會後坎培爾表示，在

《韓美共同防禦條約》屆滿 60 週年的今年，美國與韓國應持續的建立互信，以

建立二十一世紀的廣泛戰略同盟關係。232同年 5 月 7 日朴槿惠於出訪美國時，與

歐巴馬總統進行會晤，會後雙方再次重申對於二十一世紀韓美同盟的共同認知，

透過《韓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的 60 週年，美方將持續信守對美國韓方的防衛

承諾，將共同維護韓半島的和平穩定，歐巴馬也會談中肯定朴槿惠所提出的「信

任外交」程序，支持以敦促北韓遵守國際規約和責任，以促進半島和平繁榮的目

標。在出訪行程中，朴槿惠總統受邀到美國國會演講，在演講中朴槿惠闡述其外

交核心戰略－「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並重申推動信任外交的進程，在 38 分鐘

																																																								
231	 “한-미	 외교.국방장관회담	 공동기자회견”,	 주한	 미국	 대사관,	2010 년 7 월 21 일,	 （「韓美外

交、國防部長會談共同新聞發表會」，駐韓美國大使館，2010 年 7 月 21
日）,<http://korean.seoul.usembassy.gov/p_sv_072110a.html	> 
232	 李明，〈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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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講中被 40 次的鼓掌打斷，十足顯現此次演講的成功，這也是韓美在高層互

動上的具體展現。233 

金大中政府時期開始，由於韓美同盟的內涵已隨著冷戰的結束發生了變化，

逐漸改變在韓半島安全議題上「美主韓從」的同盟內部關係。因此，美國透過多

次的高層互動，與韓方對於未來韓美同盟的性質、內容及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討

論。二十一世紀初期，韓美同盟面臨同盟間對於彼此認知的差異，但是，在李明

博政府上任後，積極致力於重建韓美雙方對於同盟的共同目標，讓韓美同盟回到

正常軌道；而朴槿惠政府上任後，企圖發展緊密的韓中關係以平衡北韓威脅而出

現疏離美國的傾向，但是由於對中國對於北韓在 2016 年 1 月初實施疑似氫彈試

爆的反應感到失望，朴槿惠立即以同意美國在韓國境內部署「終端高空飛彈防禦」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以下簡稱薩德系統）系統強化

韓美同盟關係。透過上述可以了解，相關的高層滲透活動影響著韓美同盟內部的

關係變動，也牽引著韓國外交戰略的發展。 

貳、 社會滲透  

除了政治高層的接觸外，美國如何對於韓國社會進行滲透，也成為影響韓美

同盟內部關係的原因。在 1980 年代以前，韓國社會的親美性格非常強烈，美國

不僅是韓國的反共盟友，更是幫助韓國擊退北韓南侵，確保大韓民國不致於滅亡

的重要恩人。因此，此時期的韓國人人對美國充滿好感，在社會上幾乎不存在「反

美」的理由與情結。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在 1970 年代的後半期，韓國國內興

起學生運動開始批判朴正熙政權依賴外資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強烈批判對日本經

濟的依賴，但是並未對此時提供大量資金的美國進行批判。即使到了 1980 年代

																																																								
233	 李明，〈朴槿惠與歐巴馬高峰會面面觀〉，《海峽評論》，271 期，2013 年 7 月 1 日，頁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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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葉，當國際間開始在討論世界性的反美主義時，韓國也都未被列入討論的對象。

此時期的韓國可說是全世借絕無僅有的「無反美情結」國家，韓國學者更把這樣

的現象稱之為「反美情結的無風地帶」。234 

但這樣的情況，隨著 1980 年 5 月的光州大屠殺而發生了關鍵性的轉變。這

場韓國政府透過自己的政治野心所發動的殘酷鎮壓過程中，美國始終被認為對於

韓國政府的行為進行默許，甚至是提供幫助。於是乎，「追究美國在光州事件的

責任」，便成為 1980 年代後興起的反美情結原動力。這時的反美運動以大學生為

主角，逐漸擴散至知識階層和宗教界，並隨著此時期開始韓國經濟的高度成長，

韓國人民的自信與自尊大為提高下，高漲的民族意識，加上此時期發生的美方不

斷地對韓國施壓要求開放市場所產生的貿易摩擦，使得反美情結迅速的擴展到一

般社會大眾。而此時期大學生的反美情結主要是與反獨裁、反資本主義及反帝的

運動相連結，形成一種強烈的政治性反美主義。但是，一般韓國人則是以貿易戰

爭作為導引，認為美國所給予的貿易壓力，是為「外國的經濟戰略」，在韓國經

濟快速發展的那時期，此反美情結之程度並不亞於學生，促使 1980 年代成為韓

國社會迅速由親美翻轉為反美的時期。235 

進入 1990 年代，除了原本的貿易摩擦外，更加上韓美對於「駐韓美軍行政

協定」的修訂問題、駐韓美軍基地的遷移問題、軍事指揮權的轉移問題、駐韓美

軍軍費的分擔問題，都成為當時韓國社會關心探討的焦點。由於當時韓半島情勢

的變化，即使韓國人對於駐韓美軍的軍事存在有所微辭，但也認知到維持包括駐

韓美軍在內的美國安全承諾的必要性。根據當時一項調查數據顯示，1997 年時

有 47.1％的學生認為自己是「反美的」，只有 21.2％的人表示「親美」，但有高達

																																																								
234	 朱立熙，〈韓國人的反美情結〉，《台灣心、韓國情－朱立熙的個人網站》，2007 年 9 月

21 日，〈http://www.rickchu.net/detail.php?rc_id=1459&rc_stid=14〉。	
23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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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的學生確認美國的軍事存在是必要的，且只有 31.8％的人反對美軍部署在

韓國，顯示出此時韓國人的反美主義是「實用」的導向。236而 1997 年的亞洲金

融危機，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紓困前便提供了支援，被韓國社會視為美

國趁機強制灌輸新自由主義理念，使得韓國國家資產外流，也醞釀了一股由韓國

人強烈民族意識所引導得反美情結。237 

上述的反美情緒，由於美國在背後積極促成 2000 年所舉行的兩韓高峰會，

使得韓美關係在此時相對穩定，韓國人民得反美情結被沖淡。但是，從 2001 年

美國小布希政府上任後，其強硬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促使兩韓高峰會以來韓國對

於北韓所做的懷柔政策付諸流水，韓國社會再次醞釀了一股反美旋風。再加上

2002 年 6 月發生兩名中學女生遭美軍裝甲車輾死的事件，以及《駐韓美軍行政

協定》修定內容，依然被韓方認定存在許多的不平等待遇，激起韓國人民反美的

民族情緒。盧武鉉便在這股反美風朝下的當選韓國總統。由於韓國民眾的反美抗

議活動與盧武鉉對美所採取的強硬態度，讓反美情緒持續在韓國社會蔓延，此時

期韓國人民對於美國的厭惡感，也超越了親美的態度。238 

不過，由於後續美方釋出善意再次調整《駐韓美軍軍事協定》，以及北韓宣

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持續擴大核武開發等因素的影響，讓韓國人民深知陽

光政策下兩韓關係並未如預期般地持續好轉，韓國社會也轉而支持韓國政府逐步

降低對於陽光政策理念以及朝向修復韓美同盟關係的路線。239此時，韓國人對美

國的好感度，由 2003 年的 低點後逐步上升，隨著李明博政府採行與美接近的

																																																								
236	 孫俊華，〈韓國”反美主義”淺析〉，《太平洋學報》，第 3 期，2005 年，頁 68。	
237	 朱立熙，〈韓國人的反美情結〉，《台灣心、韓國情－朱立熙的個人網站》，2007 年 9 月

21 日，〈http://www.rickchu.net/detail.php?rc_id=1459&rc_stid=14〉。	
238	 Max	Fisher,	”Anti-American	countries	can	become	pro-American.	Here’s	how	South	Korea	did	
it,”	The	Washington	Post,	May7,	201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3/05/07/anti-american-countri
es-can-become-pro-american-heres-how-south-korea-did-it/>	
23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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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戰略以及北韓多次採取挑釁的威脅事件，即使在李明博政府期間發生反美牛

運動，韓國社會不僅未再次醞釀出強烈的反美情緒，此時期韓國民眾對於美方的

好感度甚至出現飆升的現象。在朴瑾惠總統上任的 2013 年所實施的民調顯示，

有 78％的韓國民眾對於美國具有好感度，同時也有 77%的民眾對於美國歐巴馬

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政策具有信心。240（參見圖 4-2） 

 

細觀韓國的反美主義，可以發現具有其獨特的特性。對於韓國來說，韓美同

盟為其國家安保的 基本條件，所以在韓國民眾的思考中，即使隨著國力增長、

民主化推動、國家自主意識提昇及韓美關係中的不平等影響著韓國民眾對於美國

的好感，但同意美國的安全保證及駐韓美軍的需求的比例仍是居高不下，從前頁

於 1997 年對於反美運動學生所做的統計便可證實此一觀點。因此，韓國的反美

																																																								
240	 Jacob	Poushter,	”South	Koreans	remain	strongly	pro-America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6,	
2013,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3/05/06/south-koreans-remain-strongly-pro-ame
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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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應屬於美國學者 Alvin Z. Rubinstein 和 Donald E. Smith 所稱的「問題主導型」

的反美主義（Issue-oriented Anti-Americanism），乃是對美國政府的特定政策與行

為的不滿與抗議。241不論是 1980 年代末對於美國默許全斗煥政府所引發的反美

情緒，還是 2002 年由美軍坦克壓死女學生所引起的對於《駐韓美軍行政協定》

不平等的負面情緒，甚至是對於美方處理北韓問題的態度之不滿，都是對於美方

特定政策、行為的不滿，這樣的反美情緒多為一種衝動的作法，隨著兩國政府的

溝通協商，應能消除。此等現象雖然並不屬於美方對於韓國社會的直接滲透（透

過遊說、利誘），但透過政策的導向，卻也導引了韓國民眾對於美方的好感，也

算是韓美同盟滲透工具的獨特性。 

第四節 本章小結  

透過本章論述可知，屬於韓美同盟中大國的美國，透過意識型態的推廣、經

濟及軍事援助的提供、以及滲透的手法，企圖鞏固韓美同盟的發展，也使韓美同

盟在金大中政權開始面對問題，做出適時地調整，順應著韓半島情勢的變化，強

化了雙方同盟關係的穩定。 

在意識型態上，冷戰的結束後，韓美同盟也逐步尋求同盟內部新的共同意識

型態。從冷戰末期開始，美國極力地推廣「自由民主」的思想，透過「民主和平

論」的主張，美國認為要達成和平世界的構想唯有持續地推動自由民主的意識。

特別從冷戰結束後的 1990 年代開始，美國在各年度的國家報告中，無不強調自

由民主的特點，以及美國的外交戰略以推廣「自由民主」為核心。即使經歷了柯

林頓、小布希及歐巴馬等三任政府，推展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仍持續深植在各

任政府的國家戰略中，再次確認「自由民主」乃是美國建國以來的核心價值。而

																																																								
241	 Alvin	Z.	Rubinstein&	Donald	E.	Smith,	“Anti-Americanism	in	the	Third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497,	May,	1988,	p.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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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從 1980 年代末的民主化運動開始，也逐步的接受著「自由民主」意識型態

的薰陶，特別是從 1998 年韓國自由民主派的代表金大中當選總統後，更是對韓

國整體國家的核心價值朝向「自由民主」的向前邁進。金大中從己身的經驗出發，

配合其自由民主的理念，塑造了韓國國內的自由民主意識型態，同時也牽動著後

續盧武鉉政府在整體國家核心價值的構想。而隨著金大中政府將自由民主意識型

態深植韓國社會後，後續的李明博政府更進一步地將自由民主的概念融入國家戰

略中，讓韓國成為推展自由民主價值的一員，同時也以此作為韓美同盟共同意識

型態的核心。從李明博到朴槿惠政府，在與美方討論韓美同盟的未來發展時，無

不強調「價值同盟」的概念，而此「價值」便是自由民主意識在同盟內部的具體

展現。由此可知，研究期間韓美同盟在意識型態上有著高度的共同性。 

而以援助作為同盟選擇、維持的一個政策工具，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的韓美同

盟，改變了過去僅是美國單方面給予韓國的援助手法，朝向韓美共同分享利益、

共同承擔義務的方向邁進。在經濟援助上，有別於冷戰時期透過《韓美經濟援助

計畫協定》提供韓國的美援，二十一世紀開始，經濟援助以雙方的自由貿易協定

與美方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為主要的援助項目，透過新型態的援助手法，雙方不

僅在經濟合作上能獲得各自的利益，同時也可作為雙方友好的表現，強化韓美同

盟的內部關係。在軍事援助上，則隨著冷戰的結束，根據《韓美共同防禦條約》

而駐紮韓半島的駐韓美軍，也必須因應情勢的變化再次的變動。雖然韓美雙方在

如何調整及調整規模上有所歧見，但是，同盟雙方也都深知駐韓美軍在韓半島上

仍具有其必要性。因此，即使是隨著美方的全球戰略調整與韓方追求自主的作法

使得雙方對於駐韓美軍的定位有所爭議，但憑藉北韓問題的持續升溫，韓美雙方

透過理性的協商找出 好的調整辦法，雙方的軍事援助朝向共同承擔的方向邁進；

而在軍費分攤與軍事指揮權的討論上，韓美雙方也因應著同盟雙方的國家實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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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韓半島的整體情勢進行適度地分配、調整，使彼此即使在世紀初於軍事援助

項目上具有歧見，同盟內部關係 後仍從變化中尋求穩固，穩定地持續發展。 

在滲透的政策工具上，隨著冷戰的結束，韓美雙方在高層互動上因為同盟存

續的討論，使得彼此在高層互動上更顯頻繁。美方為了維持韓方作為美國在東北

亞區域的重要盟友，而韓國必須確保美國作為其國家安全的後盾，兩國高層間透

過頻繁的互動，尋找同盟的共識。即使在金大中政府時期，韓美雙方由於對北政

策的不同意見，讓同盟間呈現出較為弱化的高層關係，但隨著政府的輪替與北韓

威脅的提升，雙方高層從2008年開始再次達成了對於韓美同盟未來發展的共識，

透過雙方共同發表《韓美同盟未來展望》，可以知道在菁英階級間的政治滲透情

況是顯著的。而在大眾社會中，1980 年代開始由於光州事件及貿易摩擦所造成

的反美情緒，雖然持續在韓國大眾社會醞釀，但在深知國家安全仍需要美國幫助

的實用理念下，並未爆發大規模的反美運動。到了二十一世紀時，由於 2002 年

駐韓美軍坦克車壓死女學生的事件，才觸發此種「問題導向型」的反美情緒，呈

現出美方對於韓國大眾社會滲透的失敗，但隨著美方後續釋出的善意與韓半島安

全的升溫，這樣的反美情緒再度的被轉化，美國政府再次透過政策及軟化的態度

影響了韓國的內部社會，使得韓國大眾社會的親美傾向不斷地提高。 

韓美同盟透過意識型態穩固了同盟的基礎後，雙方經由經濟援助與交流增進

了同盟彼此的關係。雖然軍事援助與交流及滲透工具在新世紀初出現弱化傾向，

但由於韓半島情勢的變化升溫，李明博政府進行了同盟關係的調整，走向修復並

持續強化同盟合作關係的方向。此一同盟內部關係的變動，將在下章結合前述各

章的內容進行分析，以探究同盟內部關係與同盟發展的影響，以及威脅平衡理論

對於韓美同盟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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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美同盟的理論檢視與未來發第五章

展  
本章為本研究對於研究期間韓美同盟發展歷程之理論檢視及對未來可能發

展之分析。以下將結合第二章對於冷戰後韓半島情勢與韓國外交戰略轉變的背景，

以及第三章韓美同盟的外部威脅及韓國的對應政策與第四章對於韓美同盟內部

意識型態與政策工具的內容，藉由瓦特的威脅平衡理論，分析研究期間韓美同盟

的發展。 

在進入分析前，再次對於韓美同盟的發展進行梳理。由於韓國在冷戰時期面

對來自北方共產勢力：蘇聯、北韓與中國的威脅，選擇與當時的超級大國－美國

結成同盟，以平衡戰略來應對北方威脅、維持國家的生存。上述威脅國家在冷戰

時期，不僅在地理位置上與韓國鄰近，且具備一定程度的綜合實力及進攻實力，

更透過韓戰展現了強烈的進攻意圖，對韓國帶來強大的威脅。對於當時的美國而

言，蘇聯從二戰結束以來即積極推動共產主義的擴張，對美國的全球戰略與自由

主義集團的生存構成威脅，而中共與北韓則是從屬於蘇聯領導的共產勢力。韓戰

停戰後，為防範北方共產勢力再度南侵的威脅，韓美雙方簽署《韓美共同防禦條

約》而成為同盟關係。在冷戰期間，韓國關注的是韓半島周邊區域安全問題（北

韓的威脅、蘇聯與中國對於韓半島的干預），以及與北韓在國際上進行大韓民族

正統的外交競逐，而美國所關切的則是全球均勢與霸權競逐（制衡蘇聯與維持兩

極的平衡），即使同盟雙方關注的要點仍有所差異，但是，總體而言，對抗共產

勢力的擴張仍是韓美威脅的極大化交集，上述分歧並不足以分化同盟關係，使雙

方在冷戰期間得以穩固地發展同盟關係。 

不過，隨著冷戰的結束，蘇聯解體、共產勢力削弱、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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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以及韓半島局勢的變化等因素，改變了韓美兩國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促使

韓美同盟的威脅認知產生了變化，使得同盟的分歧逐漸出現。同盟是否仍具備相

同的威脅、隨著逐漸強大的國力是否仍需要駐韓美軍的協防……等議題，使得同

盟從外部威脅到內部關係發生了變化，進而產生同盟弱化的現象。這種弱化現象

從冷戰結束初期即顯現，在金大中政府時期採行陽光政策後逐漸擴大，到盧武鉉

政府時期達到弱化的高峰，但之後隨著保守派的李明博政府上任，以強調韓美同

盟的外交戰略使得韓美關係再次轉向，逐漸地修復、強化彼此的同盟關係。隨著

朴槿惠政府的上任，雖然在初期呈現同盟關係增進停滯的狀況，但隨著北韓威脅

的增強、韓美同盟六十週年的共同宣言與薩德系統的部署議題，都讓同盟合作關

係再次得到強化。 

因此，本章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節以瓦特在同盟理論中提及的四項威脅指

標，以及瓦特對於平衡、扈從行為的重點，觀察研究期間潛在威脅國的威脅變化

對於韓美同盟發展影響；第二節則是透過同盟內部意識型態的變動與政策工具的

轉變，分析研究期間韓美同盟的內部變化，藉上述兩大部分探討瓦特威脅平衡理

論在韓美同盟之適用性，掌握其假定的關鍵變項之影響程度與探索是否仍有其他

未盡之重要變項：第三節則是本研究對於現今與未來韓美同盟發展之統整與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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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外部威脅與韓美同盟的檢視  

瓦特認為，「威脅」是促成同盟形成的關鍵因素同盟的形成乃是小國面對威

脅時採取平衡或扈從戰略的措施，而評估威脅的強弱或有無，則有以下四項指標：

「綜合實力」、「地緣鄰近性」、「進攻實力」和「侵略意圖」。採取平衡威脅措施

的小國，將可能選擇超級大國亦或是區域間的國家作為其盟友，如果採取扈從威

脅措施，則是扈從於直接的威脅來源。透過冷戰時期對於中東地區國家結盟狀況

的整理，瓦特認為對於國家採取平衡或扈從措施，有以下三項重點： 

（一）國家傾向採取平衡而非扈從威脅，而韓美同盟即是東北亞區域中典型

的採取平衡行為下所形成的同盟。 

（二）採取平衡或扈從行為的重點是國家對於威脅所作出的反應，而非為了

達成均勢所追求的結果。冷戰時期的韓國，由於面對北方共產勢力所帶來的威脅，

採取與美國結盟的平衡行為，因次在這項重點下的內容也成立。 

（三）地緣鄰近性有其特殊性，因為美蘇的均勢變化並不對中東地區的結盟

構成重要作用，重要的是區域國家間的對抗，尤其瓦特特別強調侵略意圖是上述

行為的影響重點，因為意圖是影響國家如何看待其他國家使用實力的依據。242 

因此，接下來以第三章的論述為基礎，對冷戰後韓美同盟的兩大潛在威脅國

－北韓與中國進行分析。在北韓方面，由於 1990 年代以來的饑荒、洪災受到嚴

重的影響，其國家綜合實力在 1990 年代時有所下滑，但從二十一世紀初進行的

第一波經濟改革與先軍政治的理念下，逐步地恢復基礎國力，且隨著 2012 年實

施的第二波經濟改革，也使北韓逐步開放封閉市場，開啟經濟成長率逐漸由負轉

正的正向發展。雖然如此，但北韓經濟實力仍與韓國相距甚遠，國內名目所得約

																																																								
242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al	of	alliances,	p.p.17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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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40 倍的差距，且差距還在逐步擴大；但即使在綜合實力上相對落後，北韓在

進攻實力的發展上卻不容小覷，特別是在金正日與金正恩兩位領導人「先軍政治」

的理念下，核子武器與飛彈技術一直為北韓國家發展的核心，加上近幾年對於生

化武器的研發，北韓的進攻實力到現今有十足的提升，尤其透過四次的核試爆、

多次的飛彈試射結果可知，北韓軍力確實有大幅度的提昇。 

另一個潛在威脅國－中國，其國家綜合實力隨著 1970 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已

經有了驚人的提升。中國藉由龐大的人力資本，從 1990 年代開始成為世界工廠，

同時也被視作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從二十世紀末開始中國便成為帶動全球經濟

發展的火車頭，匯集了來自全球的資金、人力資源及技術，其 GDP 在 2010 年超

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被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

第一。在進攻實力上，中國透過超過二十年、以高度的國防預算成長率，快速推

動軍事現代化、積極擴張軍事力量。2016 年，由美國國防部遞交給國會的《中

國軍力報告》中，可見美國對於中國進攻實力提昇的擔憂。報告中認為，經過長

期的、全面的軍事現代化後，人民解放軍的進攻實力已在 2015 年達到新的階段，

已具備足夠的實力去維護其「核心利益」，再加從 2006 年開始，中國的國防預算

增長平均每年達 9.8％，都為顯現中國進攻實力大幅提昇的具體證據。243 

從地緣鄰近性的指標來看，北韓仍是作為韓美同盟 主要的威脅來源，再加

上北韓在鄰近非軍事區的國境內，部署多數針對性的軍力，很明顯地帶給韓國強

大的威脅感。此外，北韓在 1950 年 6 月發動南侵，企圖以武力統一韓半島的歷

史經驗教訓更是讓韓美同盟對於北韓威脅的存在不敢掉以輕心。而另一潛在威脅

－中國，隨著軍事現代化的進展所帶來軍事實力不斷地提昇，再加上與韓半島的

																																																								
243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Apr.	26	2016,	p.p.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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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鄰近性，其對於韓半島軍力的投射將更勝以往。而美國在地理條件上乃是東

北亞區域外的國家，無法對於韓半島戰事做出即刻、有效的處置，導致在地緣鄰

近的優勢條件下，中國對於韓美同盟構成相當大的威脅。即使透過駐韓美軍和駐

日美軍的調度將成為協防韓半島戰事的重點，但如何部署才能夠有效應對中國現

代化軍事實力下的打擊，也成為韓美同盟面對中國威脅的重點議題。但是，整體

而言，從地緣鄰近性的指標來判斷，北韓與中國確實都會帶給韓美同盟莫大的壓

力，特別是北韓對於韓國首都首爾與韓半島駐韓美軍軍事基地的針對性武力部署，

被視為構成韓美同盟的 大外部威脅。 

由上述可知，在冷戰後韓美同盟的兩大潛在威脅國的綜合實力和進攻實力不

斷提昇，而且在地緣鄰近性因素未產生變動的情況下，韓美同盟在本文研究對象

之期間內所面對的外部威脅應是不斷增強，而韓美雙方則採取逐步強化同盟加以

對應。由前述可知，韓美同盟並非以「逐步強化」的方式發展，而是在出現弱化

後，再尋求修復、乃至於強化同盟關係。意即，瓦特所提出的侵略意圖指標，乃

是影響本文研究對象期間韓美同盟發展的關鍵。 

壹、 對北韓侵略意圖的認知差異  

在探討北韓侵略意圖指標方面，在本文研究期間的美國政府處於柯林頓政府

末期與小布希政府初期的轉換期，是美方對北韓侵略意圖認知轉換的時期。柯林

頓政府提出「交往與擴大」（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政策，在任期內多次

與平讓當局進行接觸，對北韓採取「交往」政策，釋出善意以期待和平解決韓半

島的安全問題，包括與北韓於 1994 年簽署的《框架協議》。2000 年 10 月 23 日，

美國柯林頓政府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Jana Korbel Albright）訪問平壤，與

北韓交涉商討解決北韓核武開發問題，但由於雙方在北韓凍結核武開發後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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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上無法達成共識，導致柯林頓政府任內無法改善對北韓侵略意圖的認知。244 

隨後上任的小布希政府，相較於柯林頓政府採取的柔性手段，在對北韓政策

上明顯展現較為強硬的態度。即使小布希總統亦曾公開表示支持當時韓國所採行

的「陽光政策」，但當時美國國內對於北韓到底應該採取交往手段還是應採取強

硬手段爭辯仍未平息，使得美方對於北韓的政策信號在此時期仍屬於較混亂的時

期。但隨著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小布希政府把恐怖主義、流氓國家（Rogue State）

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 大威脅，對北韓開始轉向強硬。

2452002 年 1 月 8 日，五角大廈向美國國會遞交「核武態勢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將北韓列為美國需要注意的七個國家之一，因為，這些國家將

可能會以核武打擊對美國造成安全威脅。246而小布希在同年 1 月 31 日對美國國

會所提出的國情咨文中，更將北韓與伊拉克、伊朗定位為支援恐怖主義的「邪惡

軸心」，247明確地顯露出美國對於北韓的威脅認知，此等北韓威脅認知即主導其

後小布希政府對北韓的強硬政策上。即使在第二次韓半島核武危機後發展出六方

會談的爭端解決機制，在過程中美方仍以強硬的態度希望達成北韓全面棄核的目

標。 

同一時期的韓國，乃是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金大中與盧武鉉兩任政府，當時

韓方主要採行以包容政策為內涵的「陽光政策」與「和平繁榮政策」，以淡化北

韓與韓國彼此間的敵我意識為政策目標，強調接觸與溝通的手段，期待北韓能夠

對韓國所釋出的善意做出同樣的善意回應。此一時期的韓方降低了對於北韓侵略

																																																								
244	 “Albright	meets	North	Korean	Leader”,	BBC	NEWS,	Oct.	23,	2000,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985630.stm	>	
245	 于仁壽，〈新保守主義和小布希政府的北韓核武政策〉，頁 13-15。	
246	 “Nuclear	Posture	Review[Excerpts]”,	January	8,	2002,	
<http://web.stanford.edu/class/polisci211z/2.6/NPR2001leaked.pdf	>	
247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9,	2002,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159	

意圖的威脅認知，尤其在 2000 年所舉行的兩韓高峰會，被視為是北韓對韓國陽

光政策的善意回應，同時也緩和韓半島的敵對氛圍，弱化了韓國對北韓威脅認知。

雖然北韓在 2006 年進行第一次核武試爆對韓半島整體安全情勢構成衝擊，但仍

未改變當時盧武鉉政府的對北核心理念，一直持續2007年第二次兩韓高峰會後，

由於北韓刻意矮化盧武鉉出席高峰會時的接待規格，以及即使兩韓於會後簽署

《南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後續北韓依舊未軟化對核武開發問題的處理

態度，導致陽光政策 終以失敗收場，才使得韓方從此時開始再次修正對北韓侵

略意圖的認知。 

前述期間，正是韓美同盟從金大中政權開始，韓美同盟關係弱化的關鍵時期，

導因於前述韓美雙方對於北韓侵略意圖的差異認知，美國小布希政府對北侵略意

圖的強烈認知，對上韓國金大中與盧武鉉政府的侵略意圖弱化，使得同盟彼此對

於北韓威脅程度的判斷不同，導致此時期的韓美同盟產生弱化的 終結果。 

這樣同盟弱化的結果，隨著韓美雙方政權的再次輪替發生了變化，而其關鍵

在於韓國保守派李明博政府取代左派盧武鉉政府。李明博在競選時期即宣示其恢

復韓美同盟的決心，在上任後不僅在外交路線上採取親美的作法，對北政策也秉

持著實用主義的理念推行「共存與共榮」戰略，強調「無核、開放、3000」的實

際目標，以強硬的態度希望北韓棄核，才有後續兩韓擴大交流的雙贏利益。在這

樣的戰略下，不願放棄核子武器開發的北韓則對韓美同盟回應以強大的侵略意圖：

一而再、再而三的軍事挑釁。面對李明博政府的不妥協態度，北韓更是展現強硬

態度，在 2009 年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使韓半島安全問題從此開始升溫。其後，

北韓在 2010 年接連製造天安艦事件與延坪島炮擊事件，凸顯出北韓對於韓國的

強烈侵略意圖，但也因此強化韓國對於北韓侵略威脅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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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時第一任期的美國歐巴馬政府正積極推動「轉向亞洲」戰略，並且在第

二任期提出「再平衡」戰略，顯示出美國在亞洲增加影響力的企圖。248除了中國

之外，韓半島情勢也會是歐巴馬政府於東亞政策的關心重點之一，特別是韓半島

上有美國長久以來的夥伴－韓國。因此，在歐巴馬政府的第一個任期，國務卿希

拉蕊便對北韓議題表達強烈的態度。2009 年 2 月 13 日，希拉蕊在紐約向亞裔社

群發表演說時表示，美國「必須嚴肅對待北韓核武發展這項東北亞安全 尖銳的

挑戰」。希拉蕊強調，歐巴馬政府在北韓議題上希望重啟六方會談，誓言將與中

國、日本、韓國等國積極爭取六方會談的再度召開。同時，希拉蕊也說明美國願

意和北韓建交並提供援助、幫助北韓人民提昇經濟發展，以及以和平條約取代現

存的《韓國停戰協定》（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但前提是北韓必須同意外

界對它停止核武研發的要求。249由此可知，對於歐巴馬政府來說，持續的核子武

器發展乃是北韓強烈侵略意圖的證明，唯有放棄核武發展，才是北韓向國際展現

其善意的方式，也唯有如此，美方才能提供北韓發展經濟的動能。 

綜合前述可知，此時期韓美雙方對於北韓的侵略威脅認知，都建立在北韓研

發核子武器的問題上，皆以「棄核」為前提，希望促成韓半島的和平。因此，韓

美同盟對於北韓侵略威脅認知於此再度趨向一致，致使在李明博政府與歐巴馬政

府時期內，韓美同盟持續的修復、強化，雙方的同盟關係在 2010 年 3 月天安艦

事件後獲得增進，而北韓再度於同年 11 月挑起延坪島炮擊事件，不但惡化兩韓

間的對立關係，美國更是要藉此機會打造韓、美、日三國同盟關係。天安艦事件

促成日本首次派遣觀察員參加韓美演習，250而延坪島炮擊事件也讓韓、美、日三

																																																								
248	 李明，〈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 年）〉，頁 6。	
249	 Stephanie	Valera,	“	Hillary	Clinton:	‘We	Are	Ready	to	Listen	to	Asia’”,	Asia	Society,	February	
13,	2009,	<	http://asiasociety.org/hillary-clinton-we-are-ready-listen-asia	>	
250	 Choe	Sang-Hun,	“	As	Tension	Rise	U.S.	and	S.	Korea	Begin	Drill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5,	
2010,	<	http://www.nytimes.com/2010/07/26/world/asia/26kor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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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軍決定自 2011 年起強化情報交換機制及召開協商會議，以三國「協同強化

安全合作措施」，共同應對區域共同威脅。251由此可知，北韓接連發動天安艦事

件與延坪島炮擊事件的結果，強化了韓、美兩國對北韓侵略威脅認知，並因而導

致美國在東北亞地區有機會建構出美日韓三國同盟關係的框架。 

歷經了李明博政府時期對韓美同盟合作關係的強化，在朴槿惠政府的上任後，

韓美同盟關係的強化似乎略顯停滯。其原因在於朴槿惠政府強調核心理念「信任

外交」，且北韓政權世代交替後對兩韓關係的不確定，韓國政府在北韓的侵略意

圖認知上呈現稍稍弱化的趨勢，產生與歐巴馬第二任任期中「亞洲再平衡」戰略

下對北韓侵略意圖認知的差異，所以在朴槿惠政府的初期，韓美同盟的強化並不

如李明博政府時期來得明顯。但隨著北韓多次的飛彈試射以及兩次的核試爆行動，

韓方對於北韓的侵略意圖的認知再次強化，使得韓方再次重視韓美同盟關係，對

於美方提出的薩德系統的部署議題積極回應，展現韓方欲強化韓美同盟之決心。 

貳、 對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差異  

韓美雙方在對於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差異上，美方的認知如同第三章所述，

主要是建構在二十世紀末興起的「中國威脅論」基礎上，認為中國將可能透過改

革開放的豐厚成果，持續地加強國防建設，透過持續提昇的實力動搖美國霸權的

地位，在東亞地區造成美國的壓力。如同攻勢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所言，人

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將試圖主導亞洲事務並使美國勢力退出亞洲，從而將導致中

美衝突。252即使對中持較為保守態度的布里辛斯基認為，中國領導人因為了解任

何軍事衝突都將對中國的發展不利，他們將採取謹慎與務實的作法，但布氏仍擔

																																																								
251	 楊虔豪，〈韓美日共享朝鮮軍事情報協約生效〉，《BBC 中文網》，2014 年 12 月 29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12/141229_koreas_japan_us_defence〉	
252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頁 46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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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中國在亞洲區域的影響力。253在小布希政府新保守主義的觀點下，仍不將中國

視為「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而將其定位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254顯現出小布希政府時期對於中國角色的擔憂，對於美國來說中國

仍對其亞洲地位具有侵略意圖。 

而後續的歐巴馬政府接連提出「轉向亞洲」、「再平衡」戰略，更可看出美方

防範中國崛起的戒心。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總統歐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 6 月 7 日與 8 日在美國加州陽光莊園舉行的非正式高峰會，習近平再次

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希望共同建立美中兩個大國的新合作

模式以處理國際事務。其中，習近平還特別提到，太平洋夠大，足以容納中美兩

大國，暗示美國應承認中國在亞太地區具有與美國同等地位的大國，即使在「既

有強權」（Dominant Power）與「崛起強權」（Rising Power）間具有實力差距，

雙方仍應建立起對等互動架構。對此，歐巴馬並未多做回應，僅表示美國歡迎中

國以和平、繁榮、穩定的姿態崛起，成為對國際社會有貢獻的國家，而美中雙方

應持續發展新型的合作關係。255李登科教授分析指出，美中兩大國領袖在高峰會

上的主張是兩大平行線，且中國對於美國的言論，被視作為即將挑戰華府亞太地

位的主張，透過這次的互動即可看出，美方並未對於中國即將成為戰略競爭者的

概念改觀，再加上中國在東海與南海局勢中維護「核心利益」的強硬作法，強化

了美國對於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256 

																																																								
253	 布里辛斯基著，林添貴譯，《大國政治–全球戰略大思考》（The	Grand	Chessboard）（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213-218。	
254	 “Bush	reassures	China”,	BBC	NEWS,	March	23,	2001,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1236923.stm>	
255	 The	White	House,	“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pf	the	Pr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June	07,	2013,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7/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
esident-xi-jinping-peoples-republic-china-	>	
256	 李登科，〈歐巴馬與習近平非正式高峰會之探討〉，《展望與探南》，第 11 卷第 7 期，2013
年 7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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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韓國對於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雖然同樣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但

相對於美國來說，韓國的中國威脅認知一直處於較低程度的狀態。對於韓國而言，

中國不僅不具有強烈的侵略意圖，還是解決韓半島和平問題的夥伴。特別是在金

大中與盧武鉉執政時期，在他們採行的「四強協調外交」與「東北亞平衡者」戰

略下，韓中關係的緊密發展為實現其戰略的重要關鍵。從金大中政府開始，便積

極地與中國進行交流。在 1998 年金大中總統訪問中國時舉行「韓中高峰會談」

之際，與當時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共同宣布將韓中關係提昇至「面向二十一世紀

的合作夥伴關係」；257而發展至對中更為親近的盧武鉉政府，著眼於中國對於韓

半島區域穩定的影響力，更是積極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在其任內雙方政府高階

官員頻繁互訪，希望透過韓中關係的持續靠近，鼓勵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積極扮演

北韓與美、日間的協調者角色。同時，盧武鉉政府更希望透過深化的韓中關係，

實現韓國成為區域平衡者的外交安保戰略，讓韓國扮演大國間的協調者角色，在

此「平衡者」戰略思維下，韓國對於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是相對弱化的。此外，

盧武鉉政府也著眼於中國龐大的經濟利益，韓中之間緊密的經貿連結，將可為韓

國帶來不容忽視的國家利益。 

即使發展至外交戰略親美的李明博政府，韓國仍未產生中國強大侵略意圖的

認知，特別李明博政府面對中國龐大市場所帶來的經貿商機，更將韓中關係視為

重點項目，且為了安撫中國對於韓國亟欲強化韓美同盟作法下所產生的憂慮，李

明博政府與中國建立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58李明博希望透過加強雙邊高

層的交往，增進政治互信，豐富韓中關係之內涵，拓展雙方之合作範圍，從雙邊

事務到區域及國際事務，並在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等其他領域強化韓中合作。 

																																																								
25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大韓民國大使館，〈中韓關係〉，

<http://www.chinaemb.or.kr/chn/zhgx/shuangbian/t720117.htm>	
25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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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朴槿惠政府，更可見韓國保守派內較為對中友好的勢力。著眼於經濟

利益，在其任內便積極推動「韓中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在外交安全上，為了

實現其「韓半島信任進程」的內容，朴槿惠政府也積極與中國接觸。朴槿惠就職

後，選擇北京作為她外訪的首站，藉以彰顯對中國外交的重視。2013 年 6 月，

朴槿惠訪問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會後共同發表《韓中面向未來聯

合聲明》與《充實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行動計畫》以進一步深化韓中互信，充

實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內涵。259 

但韓國對於中國的侵略意圖認知，依然可見於韓中「離於島」（中稱蘇岩礁）

的領土糾紛。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國無預警公布其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劃定，

其範圍也涵蓋了離於島附近領空。韓國國防部在五日後的韓中國防戰略對話中表

達不滿之立場，260同時在 12 月 8 日以擴大韓國防空識別區覆蓋離於島為回應。261

翌年 7 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首爾進行訪問，與朴槿惠舉行高峰會談。雙方

針對兩國關係、韓半島與周邊局勢以及兩國共同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換意見，

並在會談後發佈的聯合聲明中，兩國決定構建以互信為基礎「成熟的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262由此可知，即使存在著領土糾紛，朴槿惠政府對中國的侵略威脅認

知仍屬淡薄。因此，在朴槿惠任內才持續推動與中國的緊密交流關係。 

																																																								
259	김주모, ” [정치/경제] 한중 정상회담, 박근혜 “양국관계 미래 청사진 될 것””, 일요시사, 
2013년 6월 28일,	 （金朱模，「（政治/經濟）韓中高峰會談，朴槿惠表示將描繪出兩國關係的

未來藍圖」，《韓國週日食間新聞》，2013 年 6 月 28 日） 
〈http://www.sundaysisa.com/sisa////bbs/board.php?bo_table=Asdfjk_68Ads&wr_id=4991&s
ca=&page=310〉	
260	김귀금, ,” 軍, 중국에 ‘방공식별구역 조정’강력 요구(종합)”, 연합뉴스, 2013년 11월 28일,	
（金貴根，「軍事，對中『防空識別區』的強烈抗議」，《韓聯社》，2013 年 6 月 28 日） 
〈http://www.yonhapnews.co.kr/politics/2013/11/27/0503000000AKR20131127149951043.
HTML〉 
261	 葉靖斯，〈韓國擴大防空識別區覆蓋中韓爭議島嶼〉，《BBC 中文網》，2013 年 12 月 8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12/131208_south_korea_east_china_sea〉	
262	박성민, “朴대통령-시주석 채택 한중 공동성명 전문”, 연합뉴스, 2014년 7월 3일, （朴淑

敏，「朴總統-習近平通過韓中共同聲明全文」，韓聯社，2014 年 7 月 3 日）, 
<http://www.yonhapnews.co.kr/politics/2014/07/03/0501000000AKR2014070314380000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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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上述因素影響著韓國對中國威脅的認定，但牽動著韓國對中國威脅認

知差異的關鍵，乃是中國與北韓問題的處理手法尚是否符合韓國的期待。對於韓

國來說，韓美同盟係作為面對北韓威脅的平衡措施，但要處理北韓問題，絕不可

忽視中國在韓半島區域的影響。藉由中國這個北韓在韓戰期間以鮮血締結的盟國

關係、也幾乎是北韓目前為止 親近的國家，去引導北韓或對北韓施壓，進而使

韓半島步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韓方期待希望中國能在韓半島上所擔任的角色。

因此，中國是否能符合韓國對於它的期待，是影響韓國認定中國是否為夥伴的重

要依據，這樣的依據也將影響韓國對於中國威脅程度的認定。 

透過上述的內容可以了解，韓美雙方在對中侵略意圖的認知上是具有差異的，

對於韓國來說，北京目前仍是「戰略夥伴」，是為維持韓半島和平的重要關鍵之

一；另一方面，美國則著眼於中國是「戰略競爭者」，將是挑戰美方在亞太區域

霸權的崛起強權，韓美同盟之間並不具備對中威脅程度的共同認知。韓國身為一

個東北亞的區域國家，在意的是區域穩定、區域和平的內涵；但美國作為一個超

級強權，注意的是維持其在區域安全議題的主導權，雙方由於關注的焦點不同，

致使雙方在對中威脅程度上產生差異。 

綜上所述，結合韓美同盟對於兩大潛在威脅國之侵略意圖認知，可知在對中

侵略意圖上同盟並未具備相同的認知，致使對中威脅程度的認知不同，但韓美同

盟關係仍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於雙方對北韓威脅程度的判斷，更具體的說是北韓

侵略意圖的認知牽引著二十一是世紀韓美同盟的發展，從世紀初的認知分歧到目

前對北韓威脅的共同面對，韓美同盟從金大中政府時期的鬆動發展至目前的再強

化，體現了瓦特威脅平衡理論在研究期間對於韓美同盟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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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意識型態、政策工具對韓美同盟的檢視  

除了對外部威脅進行檢視，本研究也將對研究期間韓美同盟的內部關係進行

檢視。透過對於意識型態、以及兩大政策工具－援助與交流以及滲透的影響，來

分析同盟變化的結果。透過對相關因素的整理，也可以看出瓦特對於同盟內部所

持有的論點是否成立，以及在何種條件下促使韓美同盟符合相關論點之論述。 

壹、 意識型態  

首先，意識型態被假設是同盟形成的動力源之一，國與國間的意識型態越相

似，他們越有可能結盟。透過歷史經驗的檢證，這樣的假設是成立的。因為，不

論是在冷戰期間的「反共」意識型態，或是冷戰後的「自由民主」意識型態，都

成為韓美兩國在 1953 年簽訂《韓美共同防禦條約》，建立同盟關係的重要背景。 

不過，瓦特認為，意識型態對於超級大國與區域國家同盟間的影響有限，因

為意識型態本身並不是讓國家締結同盟的吸引力，而是當時國家所各自面臨的國

家安全威脅的對應。263由此觀點來檢視韓美同盟，在韓美同盟條約締結的 1953

年時空背景下，當時的韓國政府為了維護國家的生存，面對來自北方共產勢力對

外擴張的威脅，唯有和當時另一方勢力的超級大國－美國結成同盟，以平衡自身

所面對的生存威脅；另一方面，美國為平衡蘇聯主導的共產勢力在東北亞區域持

續擴張的威脅，遂在韓戰結束後與韓國締結同盟條約，俾便在韓半島建構反共防

波堤。作為同盟，以及面臨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威脅的 前線，對抗蘇聯、中國、

北韓企圖在韓半島擴張的「反共」意識型態，即成為韓國確保國家生存的重要武

器。因此，當時的韓國便對內積極進行反共教育，對外高舉反共旗幟，在反共意

識型態下成為美國在韓半島圍賭共產勢力的重要防線，上述便是韓美同盟在意識

型態下的強烈歷史因素。 

																																																								
263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al	of	alliances,	p.p.2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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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反共意識型態，隨著冷戰結束逐漸被轉化。隨著後冷戰時期，在所謂全

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衝擊下，韓國也接受自由民主化的洗禮，成為第三波民主化

的國家。在這樣民主化的過程中，逐漸培養國內自由民主派的菁英，他們也在金

大中政府時期開始逐漸的進入政府高層，把民主化意識型態逐漸融入外交政策中，

李明博政府時期強調的價值同盟以及希望尊重「民主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全球外

交戰略，便是自由民主價值於韓國外交戰略中的 佳體現。不過，韓國的民主化

反而使後冷戰時期韓美同盟持續發展成為可能。誠如瓦特所言，意識型態的一致

性作用主要侷限的範圍是對外政策領域中，與同盟擁有共同的國內特性關係不大，

因此，透過自由民主價值在韓國外交政策的體現，促使韓國追求韓美同盟的增進，

成為金大中政府至此韓國維持與增進韓美同盟的重要背景。 

貳、 援助與交流  

對於援助與交流工具的檢視，誠如本文第四章所論述，冷戰時期的韓美同盟，

以「駐韓美軍」與「美援」做為韓美同盟中重要的援助工具。在駐韓美軍方面，

除了軍隊本身作為美國在韓半島上的軍力部署，美方也成為韓國武器的供應國，

提供應對北韓南侵的基本武力，且透過軍力的部署與武器提供，促使韓國對於駐

韓美軍產生安全依賴，美方也可透過駐韓美軍司令部對於韓國國防部之決策發生

影響力。在美援方面，面對韓戰後韓國國內百廢待舉，美方透過物資、資金的挹

注，提供韓國社會快速復甦的動力，同時也使韓國產生對美貿易的依賴性，並在

韓國的國家發展歷程中，美方透過美援提供的議題影響韓方政府決策的自主性。

因此，不論是駐韓美軍或是美援，在冷戰期間，都分別具有瓦特對於援助工具的

重要假設：「壟斷重要的資源供應」、「不對稱的依賴」、「決策的自主性」。264 

但這些重要的假設，隨著韓國國力持續的增強及外交政策的轉換促使援助與

																																																								
264	 Ibid.,	p.p.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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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工具在韓美同盟間影響的弱化。在駐韓美軍的議題上，隨著韓國國力的增強，

國內自主意識抬頭，追求「國防自主」的聲音在 1990 年代起便在韓國政府、社

會間進行討論。駐韓美軍的需求與「軍事自主權」的收回也成為韓美同盟間重要

的討論議題。但是，遭逢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經濟重創，在 1990 年代末韓國

政府以恢復經濟社會、健全金融制度為優先，有關韓美同盟關係的討論即成為次

要。從 2000 年開始，隨著韓國社會從金融風暴復甦，追求國防自主的聲音便再

次浮現，著眼於韓對美軍事的不對稱依賴，世紀初金大中及盧武鉉政府時期提出

的「國防計劃書」中，都極力追求韓國軍隊的現代化，希望逐步的提昇韓國軍隊

的武器裝備，將駐韓美軍由協防朝向聯防的發展，上述情況的變動呈現出同盟間

軍事援助工具的弱化。 

到了李明博政府時期，軍事援助的影響又再次發生變化，韓方開始推行強化

韓美同盟的國家戰略，透過對於戰時作戰指揮權歸還時間的推延，顯示韓國仍對

美國協防的依賴性，由此對美方釋出善意，以穩固強化後的同盟的內部關係。隨

著北韓從韓美同盟強化後的頻頻動作及北韓政權交替下形成的韓半島不穩定，也

使得韓美雙方更加透過軍事援助的工具來強化同盟的關係，透過強化情報交換機

制、多次召開 2+2 外長與國防部長的會談及再次推延戰時作戰指揮權的移交，相

關動作皆成為韓美雙方在面對逐步增強的外部威脅後強化韓美同盟下，雙方內部

關係增進的展現。 

除了軍事援助工具外，經濟援助工具在研究對象期間的也以不同的形式影響

韓美同盟內部關係。隨著 1970 年代開始美國正視對於世界各援助國的貿易順差

後，美方開始逐步調整對於各同盟國的經濟援助，使得韓國的美援從此時開始逐

漸縮減，促使韓國開始正視對美貿易的不對稱依賴，經濟援助在韓美同盟之間的

影響力逐漸降低。隨著冷戰的結束，韓國開始推動北方外交，在 1992 年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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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後，雙方由於鄰近的地緣關係，持續發展雙方經貿關係，使得韓美之間的經

濟連結開始受到其他有效選擇的削弱。但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之時，美方為

韓方提供了 即時的經濟援助，透過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援助，

韓國才得以復甦國內經濟、進行金融改革。發展至二十一世紀，經濟援助則是以

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經濟整合等交流的方式進行，相較於冷戰時期的美援，此種

經濟交流模式減少了單向的依賴性，增加了小國在同盟中的地位。特別是韓中貿

易持續地發展，即使韓美貿易仍佔韓國出口貿易中不小的比例，但仍逐漸被崛起

的韓中貿易所取代，尤其中國開始希望透過新型態的經濟交流方式拉攏韓國，致

使美韓同盟間經濟交流影響力減弱。 

但即使經濟援助與交流工具的影響力減弱，在韓美同盟間仍具有其必要性。

因為，透過新型態的經濟交流，促成雙方國家利益的增進，也可作為對同盟友好

關係重視的展現。韓方透過《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以及表態希望加盟美

國主導的 TPP，作為韓國向美方釋出善意的工具。在李明博政府時期，透過積極

推動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作為展現強化韓美同盟戰略的決心，消除美方對於

韓國是否重視韓美同盟之疑慮。在朴槿惠政府時期，以積極表態參與 TPP 的議

題，表現在面對日增的北韓威脅下，韓國重視韓美同盟的持續發展，希望透過對

於美國在亞太地區推動的區域整合的參與，展現韓國重視美國決策之意義。 

透過對於援助與交流工具的檢視，可以發現有如瓦特所言，此工具能夠加強

擁有相似利益的同盟，但並非作為一個特別有效之工具，因為此工具之持久性是

有待存疑的。國家往往透過此工具擴大己身利益，但是，當利益出現分歧時，此

工具的效果將受限制，以此，可了解此項工具往往是同盟內部發展的結果而非成

因。265在研究對象期間的韓美同盟下進行論述，面對金、盧兩任政府的韓美同盟

																																																								
265	 Ibid.,	p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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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弱化，韓美同盟在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議題上產生分歧，致使此時期對於駐

韓美軍的調整與對美貿易的不重視。但隨著李明博政府試圖修復同盟關係，這些

援助工具又再度成為韓方關注的焦點，對美方軍事議題的善意回應與加速韓美自

由貿易協定的推動，就成為此時期韓方採取的手法，希望透過這些援助再一次的

強化同盟內部，而持續透過交流來增進韓美關係，也就成為李明博政府至今欲與

美國深化韓美同盟的行動展現。 

參、 滲透  

除了援助與交流外，滲透也作為同盟大國希望拉攏區域國家的政策工具之一。

如同援助與交流的政策工具，滲透往往是同盟的結果而非單獨的原因，尤其大國

採取滲透的手段將有可能會出現區域國家敵對性的反應。266而韓美同盟間的滲透，

不論是菁英階層或大眾階層，皆是受到韓美同盟變動下所產生的結果。在金、盧

兩任政府時期韓美同盟弱化之時，即使雙方高層互動頻繁，但由於對北韓問題的

處理手法上不同，致使同盟弱化的結果依然未能避免，韓國內部甚至認為美方是

推進韓半島和平的阻礙。雙方菁英階層即使透過互動，仍無法促成政治滲透的有

效性。 

韓國大眾社會階層也由於同盟關係的弱化，對於美方軍事援助工具的調整產

生憂慮。同時，由於韓國社會長期壓抑著對韓美同盟間軍事、經濟關係不對等的

反美情緒，使得在 2002 年駐韓美軍坦克車壓死女學生的問題爆發時，韓國興起

一股問題意識型的反美風潮。韓國普羅大眾社會掀起的反美情緒，也影響到菁英

階層，塑造出 2002 年以反美主義為號召的盧武鉉旋風。上述滲透工具的失敗，

皆導因於同盟弱化下，雙方對於同盟關係的差異認知，造成此時韓美同盟內部的

不穩定。 

																																																								
266	 Ibid.,	p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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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後續韓美雙方對於外部威脅認知轉為一致，同盟關係強化的情況下，

滲透工具則再次出現其效果。在李明博政府強化韓美同盟的戰略主軸下，一樣是

雙方高層頻繁的互動，兩邊政府在菁英階層逐漸取得對北韓問題處理的共識，提

升彼此的好感，在諸多議題上相互展現友好態度。韓國大眾社會的反美風潮，也

隨著韓半島情勢的逐漸升溫而平息，此時韓國民眾多數採取實用的態度，清楚認

知駐韓美軍、韓美同盟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防線，唯有與美保持友好關係才能

確保有效嚇阻北韓威脅的外部環境。因此，隨著北韓持續的威脅動作，韓國大眾

階層對美的好感度也不斷升高。在北韓政權交替後展現的強烈侵略意圖、而美方

以「再平衡」戰略為外交主軸的現今，美方提供的外交安保政策讓韓國民眾對美

的好感度從世紀初的低點上升至高點，如此轉變正是滲透工具在韓美同盟中作為

同盟變化結果的 佳證明。 

 

第三節 韓美同盟的現今與未來  

透過上述內容的整理，經由瓦特威脅平衡理論的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研究

期間韓美同盟的走向，主要順應著韓國與美國對於北韓與中國的威脅認知。在威

脅認知分歧之時，同盟產生弱化，但是，在威脅認知再度重疊之時，同盟發生強

化。同盟內部關係則是隨著同盟弱化或強化的結果，兩項政策工具上發揮其負面

或正面之影響，工具的效果，端看此時期韓美同盟因應外部威脅調整下的成果。

依此脈絡，本研究將嘗試討論韓美同盟的現今，並歸納出韓美同盟未來的可能走

向。 

壹、 韓美同盟的現今  

韓美同盟的現今，面對 2007 年韓國李明博政府推行韓美同盟強化的外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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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來，逐步升溫的韓半島局勢，韓美同盟關係持續地強化，而目前 重要的事

件，則是以韓美雙方在韓國境內部署薩德系統的議題上來顯現。 

2016 年 1 月 6 日，北韓進行第四次的核試爆，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上台以

來第二次的核試爆，據稱是首度「成功」測試威力更強大、重量更輕、摧毀力更

勝以往的氫彈或疑似氫彈。韓國《韓聯社》報導稱，此次核試爆測得規模達 5.1，

較 2006 年第一次的規模 3.7、2009 年第二次的規模 4.5、2013 年第三次的規模

4.9 都還來得大。且相較於前幾次的核試爆北韓在事件發生前便多次預警，周邊

大國都未能事前偵測到第四次核試爆而大感意外。267 

此次的事件，引起韓美同盟雙方對北韓的嚴厲譴責。韓國痛批北韓不顧國際

社會警告，違反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而美國國務院亦譴責北韓此舉違反安理

會決議，表達目前無法確認北韓是否試爆氫彈，但矢言「適切回應所有挑釁」。268

尤其韓美雙方都積極希望促使北韓回到 2009 年由於北韓退出而至今停滯的六方

會談。且自 2013 年朴槿惠政府上任以來，積極推行「信任外交」的戰略，相較

於前面的李明博政府，韓國對北韓釋放諸多的善意，希望引導北韓進入國際體制。

但是，韓、美雙方持續的示意，不僅未換得北韓的善意回應，反而遭受北韓一再

地武力威嚇。針對北韓實施氫彈或疑似氫彈試爆，升高韓美雙方對於北韓威脅認

知的程度，促使雙方於 2016 年的 2 月 7 日，共同宣布將討論在韓國部署薩德系

統的相關議題，以應對北韓日益提昇的武力威脅。269 

不過，韓美同盟宣布在韓國境內部署薩德系統，卻也招致中國對於韓國外交

																																																								
267	 “<표>1~4차북한 핵실험 비교”,	연합뉴스, 2016년 1월 6호, （「（表）第一次～第四次北

韓核爆比較」，韓聯社，2016 年 1 月 6 號），

<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6/01/06/0200000000AKR20160106143500014.HTML?fro
m=search > 
268	 鄭詩韻，〈北韓第 4 次核試首用氫彈	 6 大重點一次看〉。	
269	 Shannon	Tiezzi,	“North	Korea	Launches	Rocket;	US,	South	Korea	Consider	THAAD’”,	THE	
DIPOLOMAT,	February	07,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2/north-korea-launches-rocket-us-south-korea-consider-th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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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的批評。中國駐韓大使邱國洪表示，韓國這樣的行為將會「立即摧毀」韓中

之間的關係，且將會需要極長的時間進行修復，表達出中方對於韓美同盟在韓國

部署薩德系統的擔憂。270韓國青瓦臺發言人也就此表示，部署薩德系統一事應由

韓國按照國家安全利益自行決定，提醒中國必須認識到這一點。271誠如《紐約時

報》引述，一位匿名韓國高級官員所言，中國應理解韓國提升防禦能力的原因，

正是由於中國未能勸阻北韓持續發展核武器和導彈技術。272目前，韓美雙方已於

2016 年 7 月 8 日確定薩德系統部署的內容與時程，273並於 2016 年 7 月 13 日公

布部署地點為韓國慶北的「星洲郡」（Seongju-gun）。274 

由上述事件來看韓美同盟現今的狀況，如前所述，「北韓持續提升的威脅」

是造成韓美同盟在此階段強化同盟關係的原因，而中方對於北韓為韓國帶來的威

脅所採取的消極態度，塑造韓國對於中國的威脅認知，使得韓美雙方在對外的威

脅認知上重疊，促使韓美同盟關係持續的強化。 

貳、 韓美同盟的未來  

總結以上事件與以威脅平衡理論檢視研究期間韓美同盟的結果，本研究認為

影響韓美同盟未來發展的因素，仍是韓美雙方對於韓半島外部威脅的認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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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共同外部威脅，便是北韓為韓美同盟所帶來的威脅，這也是韓美同盟變化的

第一層要素。但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在外部威脅的認知上，韓國作為一個韓半島

國家，將持續關注區域的穩定與和平而非如同美國關注的勢力均衡，所以中國對

北韓議題的態度將是影響韓美同盟發展的第二層要素。透過兩層要素的分析將可

能達成同盟強化、同盟維持或同盟弱化的效果，本研究嘗試以5-1的圖型來呈現。 

 

在此路徑圖下，可知韓美同盟變化的第一層次，將是北韓威脅的增強或減弱，

這將影響的是韓美同盟威脅認知的根本。而第二層次則是中國對於北韓議題的處

理態度，第一種是中國符合韓國的角色期待，中方成為韓半島和平促進者，努力

促使北韓棄核與對於北韓核子武器研發、核試爆的問題採取批判、同意對北制裁

的積極態度。第二種則是為了維持中國與北韓的盟友關係，對於北韓的威脅行為

採取默許，或是在聯合國制裁案時使用否決權的消極態度。中國如果採取積極態

度，將有可能提升韓中關係間的互信，降低韓國對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促使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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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同盟在對中威脅認知的差異。反之，中國如果對北韓議題採取消極態度，則提

升韓中關係間的不信任感，升高韓國對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韓美同盟對中威脅

認知重疊，進而促使韓美關係的靠近。 

透過兩個層次的影響，將造成三種不同的結果。第一種結果是同盟強化，當

北韓的威脅增強且中方採取消極態度時，韓美雙方對北韓、對中國的威脅認知皆

相近，為了面對兩大威脅，韓國將加強平衡的手段，來維持韓半島區域的和平穩

定，形成同盟強化的結果，這也是現今韓美討論在韓半島設置薩德系統的發生路

徑。第二種結果則是同盟維持，在此結果下有兩個路徑：其一是北韓的威脅持續

增強，但中方採取積極態度，韓美雙方雖然在對北韓的威脅認知相近，但對中的

威脅認知產生分歧，韓國在採取平衡手段時將考慮中方的感受，將維持現有的同

盟；其二是北韓的威脅減弱，但中方對於韓半島的棄核議題也未表態，將促使韓

國不透過加強韓美同盟合作以平衡北韓威脅，但中方對北韓議題懸而未決的態度，

將促使韓國持續維持韓美同盟與中國、北韓同盟進行抗衡。第三種結果是同盟弱

化，在此路徑上，北韓的威脅持續減弱，且中方的態度符合韓國的期待，韓半島

的安全議題將可能降溫，促使韓美兩國對北韓、對中的威脅認知皆產生差異，促

使同盟弱化的結果，這也是韓美同盟在金大中、盧武鉉兩任政府時期產生同盟弱

化的路徑。 

透過路徑圖的解釋，推估未來的韓美同盟，在目前北韓政權仍採取積極威脅

的態度，但如中方仍對北韓的核武威脅採取消極態度的情況下，本研究認為韓美

同盟在未來將會持續地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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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本章透過威脅平衡理論對於研究期間的韓美同盟進行分析，可以得知此時期

韓美同盟發展的關鍵仍是「對北韓侵略意圖」的認知。韓國金大中、盧武鉉兩任

政府時期採取陽光政策、兩韓高峰會而帶來的韓半島和平曙光，降低了韓國對於

北韓侵略意圖的認知，致使韓美兩國在威脅的評估上產生分歧，使得韓美同盟在

世紀初產生弱化的現象。但是，隨著北韓仍不願棄核、更在 2006 年進行首度核

試爆，促使韓方認知陽光政策的失敗，此時期韓國開始提高對北侵略意圖的認知。

因此，後續的李明博政府在這樣的威脅認知下，開始採取修復韓美同盟的外交戰

略，使韓美同盟在此時開始強化。而對於另一潛在威脅國－中國侵略意圖的認知，

由於韓美雙方在同盟間關注的焦點不同，產生此威脅認知的重疊或分歧的效果淡

化，但仍對韓美同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同盟內部關係上，同盟的意識型態是韓美同盟持續維持的基礎之一，特別

是兩國在二十一世紀共倡「價值同盟」，雙方皆以推廣「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

為外交戰略，維持了彼此間的同盟關係。而援助和滲透的政策工具，則是同盟弱

化或強化下的結果，在韓美同盟弱化之時，雙方對於駐韓美軍的型式、範圍進行

思考，促使駐韓美軍的調整，同時，滲透在此時期將因為弱化的同盟產生負面效

果，不僅在政治高層間互相不信任，更興起韓國大眾社會一股反美情緒。反之，

在同盟強化之時，援助與滲透工具發揮其正面效果，透過對於新型態經濟援助的

協商，提供同盟雙方皆獲得國家利益的雙贏，而對於駐韓美軍軍事議題的重啟談

判，也作為韓方向美方釋出善意的方式，強化同盟內部關係；此時期的滲透，則

因為同盟強化下的威脅認知一致，在韓國社會再次興起親美的氛圍，顯現出滲透

工具的正向效果。 

透過威脅平衡理論檢視下的現今與未來的韓美同盟，本研究認為同盟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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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北韓威脅認知」與「中國威脅認知」的影響。北韓是否棄核、在大規模毀

滅武器開發上的態度，將影響韓、美雙方對於北韓的威脅認知，成為影響韓美同

盟的第一層因素。而中國對於北韓議題所採取的態度，將可能影響韓中關係，進

一步改變韓國對於中國的威脅認知，成為影響韓美同盟變化的第二層因素。透過

兩層因素的影響，韓美同盟將有可能發生同盟強化、同盟維持或同盟弱化的結果。

而本研究完成的時期，韓美同盟因為北韓持續的軍事挑釁與中方對於北韓核武的

態度，似乎正朝向同盟強化的結果邁進。 

  

 



	178	

 

  

 



	 179	

 結論  第六章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透過歷史資料及文獻資料的彙整與分析，由威脅平衡理論的角度出發，

檢視從金大中政權開始韓國的外交戰略變化與韓美同盟的發展，透過對於韓美同

盟於韓半島區域的外部威脅的探討，輔以韓美同盟內部關係發展的檢視，期望對

於韓美兩國在同盟關係上的變化進行解釋，並再次統整韓國在外交戰略上的核心

概念。本研究第二章，針對冷戰後韓半島的外部環境與此時期韓國外交戰略的變

化進行整理，第三章與第四章則在威脅平衡的理論框架下，檢視此時期韓美同盟

的外部威脅及韓國的外交反應與同盟內部意識型態與政策工具，第五章則結合韓

美同盟在研究期間的變化，對於外部威脅與內部意識型態與政策工具是如何影響

韓美同盟進行討論。而從前五章的整理分析中，在此嘗試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研

究目的。 

壹、 金大中政權時期的韓國外交仍處於後冷戰時期的轉變過程，但處

理北韓問題與強化韓美同盟仍將是今後韓國外交安保戰略的核心  

從冷戰結束、蘇聯共產體制的瓦解，使人臆測共產主義將會隨著蘇聯的傾倒

而消失，在這樣的假設下從建國以來便遵行共產體制的北韓，也將面臨政權的崩

解，預測將被韓國統一，韓美同盟在這樣的假設下則可能出現了同盟弱化的現象。

同時，一般認為，韓國為了達成中等強權的國家目標，以及因應韓半島的可能變

化，其外交戰略核心應會發生變化，轉換過去以北韓威脅與韓美同盟為主的外交

戰略，朝向更多元的外交戰略邁進。從盧泰愚政府的「北方外交」到金泳三政府

的「新外交」與「新統一政策」，皆可視為朝向上述假設的過渡。但是，細究韓

國從金大中政權開始的外交戰略，可發現與上述假設不符，即使展開更多元的外

交內容，韓國的外交核心目前仍未脫離強化韓美同盟以對應北韓威脅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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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大中與盧武鉉政權時期，提出以「和解、睦鄰、自主」為方針的外交戰

略中，對北採行「陽光政策」與「和平繁榮政策」，以積極對北援助、釋出善意

的作法，展現與過去保守派政權不同的對北態度，希望換得韓半島和平的新局面；

在多邊外交上，以「四強協調外交」和「東北亞均衡者」的戰略為主軸，希望加

強與周邊國家的多邊協調，透過對國家角色不同的設定，改變過去以美國為主的

外交，求取國家自主，朝向中等強權的目標邁進。但這樣的作法雖然在此時期的

開始得到了北韓政府的善意回應， 終仍因北韓不願放棄核武的態度，成為兩韓

關係無法持續發展的 大阻礙。多邊外交的戰略，也由於北韓態度的驟變，使周

邊國家無法信任韓國的處理手段，懷疑韓國是否有能力能達成「東北亞均衡者」

的角色設定，致使相關政策效果不彰，在盧武鉉政權後期又再度改弦易轍，逐步

建立起對北的強硬態度及嘗試修復韓美同盟的雙邊關係。 

不過，李明博政權上台後，則採取迥異於前兩任政權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實

用主義」為戰略核心，提出以「共存與共榮」、「強化韓美同盟」與「全球外交」

為構想的外交戰略。作法上，李明博政權採取有前提的對北政策－「無核、開放、

3000」，只有在北韓願意放棄核子武器的前提下，兩韓才可以開啟交流，透過幫

助北韓社會開放，達成北韓 GNP3000 美元的目標；在多邊外交的核心，李明博

政權則是以韓美同盟為主，認為只有鞏固韓美同盟才能持續維持、拓展國家利益，

終達成國家先進化的目標。因此，李明博在政權初期採取鞏固韓美同盟，後續

再逐漸拓展外交視野，從傳統的四強外交到提出「新亞洲外交構想」，再次對於

國家定位重新設定，促使韓國朝向國家繁榮的目標邁進。但是，李明博對北的強

硬態度與重視韓美同盟的作法，卻招致北韓的強烈反彈，致使韓半島的區域安全

仍持續升溫。雖然面對強大的威脅，李明博政權在多邊外交上仍有所斬獲，即使

有國家仍質疑韓國的能力，但鞏固的韓美同盟、強化的多邊外交關係、以及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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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擊地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戰略，都提供李明博政權在對北問題上持續採取強硬

態度的後盾。  

現今的朴槿惠政權，則再次調整李明博保守派政權對北的強硬態度，透過推

行「信任外交」的理念，追求韓半島和平合作的外部環境。此理念下所提出的「韓

半島信任進程」與「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皆是以希望追求與北韓及周邊各國

的「信任關係」來促成區域的穩定，作法上則是透過目標的設立，對北採取較為

軟化的態度，希望達成北韓棄核、引導北韓進入國際體制的目標。但是，由於北

韓正值政權交替的不穩定期，經常實施各種軍事挑釁而造成包括韓半島在內的區

域不穩定，致使其他國家對於韓國對北韓信任外交政策構想的回應也多採保守態

度。 

綜觀上述，本研究認為金大中政權以來的韓國外交戰略仍處於兩極擺盪，金、

盧兩任政府的自由派戰略與李明博政府的保守派戰略，分別是鐘擺的兩極，而至

今的朴槿惠政府似乎讓鐘擺向中間擺盪了些許。但不管韓國外交戰略的鐘擺擺盪

至何處，本研究認為相關的戰略內容仍脫離不了「北韓問題」和「韓美同盟」。

此處所指稱的「北韓問題」，不是傳統韓國外交中所稱的「統一問題」，而是如何

促使北韓棄核、引導北韓進入國際社會的「非敵對意識」問題，韓國將持續在這

樣的問題意識下提出外交戰略構想。而在北韓尚未棄核前，即使在現今中國崛起

下，韓中關係發展會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以及韓國期待中國扮演抑制北韓核武

發展與防止北韓暴衝的角色，韓國在外交戰略上必須顧慮中方的態度。雖然如此，

維持國家的生存乃是外交戰略之根本，因此，本研究也認為韓美同盟仍會是韓國

外交戰略的核心，作為韓國國家安保的基石，以及處理「北韓問題」的 大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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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韓美同盟外部威脅的關鍵是對於北韓侵略意圖認定與中國處理北

韓議題的態度  

韓美同盟在韓半島上有其特殊的歷史，使得韓美雙方在檢視同盟關係時，必

須重視外部威脅的變動，以避免如同盧泰愚政權時期韓美雙方由於共產主義威脅

減弱，出現雙方對於外部威脅認知不同，造成雙方對於同盟存續與否產生疑慮，

後導致同盟弱化的結果。以此，檢視韓美同盟主要作用的韓半島區域，可以發

現從冷戰結束以來，此區域的安全重點為「北韓核武問題」及「美中權力競逐」

的問題，透過兩大安全重點所引申出的則是韓美同盟的兩大潛在威脅國－「北韓」

與「中國」。是以，在本研究第三章的論述中，對於兩大潛在威脅國進行威脅程

度的檢視，可以發現在「綜合實力」、「地緣鄰近性」、「進攻實力」以及「侵略意

圖」等四項指標上，雖然兩大威脅國呈現不同的成長趨勢，但皆造成威脅程度的

持續擴大結果。 

北韓方面，即使綜合實力從冷戰結束後就逐漸與韓國出現大幅差距，但由於

「先軍政治」的政策理念與持續的核武開發，進攻實力對韓半島周邊國家與美國

帶來巨大的威脅，加上透過地緣優勢對首爾與駐韓美軍的針對性武力佈署，以及

二十一世紀以來頻繁地透過核試爆、飛彈試射與其他手法對國際社會進行恫嚇、

威脅所提昇的侵略意圖，使北韓即使在綜合實力的表現不佳，但威脅程度仍有十

足的提升。而在中國方面，則是在四大指標皆有相當程度地提升，特別是在二十

一世紀中國的綜合實力以幾近翻倍地速度成長，進攻實力也因投入龐大的國防預

算推動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而有大幅的提升；在地緣鄰近性方面，由於中國與韓

半島的海陸接壤，為確保其東北地區的發展，中國具有防範韓半島出現戰事的武

力部署的必要性；在侵略意圖上，由於近年來中國對於維護「核心利益」所採取

的獨斷舉動，與中國所宣揚的「和平發展」論調相悖，造成東亞區域國家提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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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威脅論」的認知，成為了中國侵略意圖的展現。由於威脅的四項指標的

大幅提昇，呈現了中國的威脅程度有增無減。 

對於韓美同盟而言，對於北韓侵略意圖的認知仍是影響同盟發展的關鍵。採

取「陽光政策」與「和平繁榮政策」的金、盧兩任政權，對於北韓的侵略意圖相

對弱化，而美國則維持對於北韓侵略意圖的強烈認知，將北韓設定為會對美國國

土造成直接威脅的邪惡軸心，導致此時期雙方對北韓威脅認知的不同，使得韓美

雙方在對北韓的議題上採取不同的態度與作法。如此對北韓不同的侵略意圖認知，

造成同盟弱化的結果，一直到盧武鉉政府的後期開始，北韓在核武議題上再次採

取強硬的態度，堅持發展核子武器的立場與進行核試爆，使得韓半島安全再度升

溫，才促使此時期韓國政府開始修正對北韓侵略意圖的認知，韓美雙方對北韓的

威脅認知再次重疊，促使同盟關係修復與強化。 

而對於中國侵略意圖認知上，因為區域國家與超級強權的關注不同，導致雙

方的侵略意圖認定分歧。韓國作為一個東北亞區域國家，在意的是區域的和平穩

定，但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強權，在意的是全球的勢力均衡，這樣的狀況下，增加

了雙方對於中國侵略意圖差異認知的可能性。對於韓國來說，中國侵略意圖的認

知受到中方處理北韓議題態度的影響，在中方符合韓方期待時韓國將會降低其對

中威脅程度的認知，反之增加，而由於韓方對中威脅認知的增減，將造成韓美雙

方對於對中威脅認知的異同，進而影響韓美同盟的變化。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韓美同盟因應外部威脅的變化，將考慮兩個具有先後

順序的層次。本研究認為韓美同盟考慮的第一個層次是對北韓威脅程度的認知，

在確立雙方對北韓威脅程度的認知後，在次要層次考慮中國處理北韓議題的態度。

會造成如此層次分級的原因乃是剛剛所提及的區域國家與超級強權外交戰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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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焦點不同所致。但韓國以維持韓半島的和平穩定為優先考量這點和美國以防

範北韓核子武器侵略為首的戰略相互重疊，因此韓美同盟將優先考慮北韓的威脅

變化，再行考慮中國的威脅可能，透過上述對於威脅程度判準的路徑則導致同盟

強化、同盟維持或同盟弱化的結果，也能解釋研究期間的韓美同盟變化是由對北

韓威脅認知的差異而導致。 

參、 韓美內部關係以意識型態為維繫基礎，而雙方的援助、交流和滲

透則為韓美同盟變化的結果  

本研究對於韓美同盟內部關係的變化，以威脅平衡理論中所提及的「意識型

態」、「援助與交流」及「滲透」為檢視標的， 後驗證理論中所述意識型態將成

為同盟發展的基礎，兩項政策工具則是同盟面對威脅認知改變後進行調整下用來

反映同盟關係的結果，本研究認為在內部關係上韓美同盟仍是符合瓦特對於同盟

的假設。 

意識型態上，韓美同盟以「反共」的意識型態結成同盟，隨著冷戰的結束，

反共意識的淡化，轉化為以「自由民主」的價值作為同盟延續內部關係的重要基

石。美國以開國時所強調的自由民主概念為基礎，在外交戰略上持續推展自由民

主的思想，經由 1970 年代開始興起的民主和平論的論述，使得美國的外交戰略

在冷戰結束後便圍繞著強調自由民主價值的核心。韓國則是隨著全球民主化的浪

潮，逐漸在國內耕植自由民主的價值，隨著推展自由民主運動的人士進入政府，

更讓此意識逐漸體現於政策中，在韓國外交戰略上也逐漸可發覺韓國對於自由民

主價值的重視。研究期間的韓美同盟以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的信仰成為雙方同盟內

部關係的重要基礎，本研究認為這也是即使在同盟弱化的情況下，中國崛起的因

素無法輕易分化韓美同盟的重要原因。 

在援助與交流的政策工具上，冷戰時期的韓國作為美國所扶持的小國，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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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以美援與駐韓美軍極大的協助，使韓美同盟在冷戰期間內部關係得以穩定延

續。發展至二十一世紀，援助的方式則從單向的援助轉往雙向的交流，以交流作

為同盟關係的體現。當同盟弱化時，雙方在駐韓美軍的議題上皆持強硬的態度，

韓方採取爭取國防自主的作法，而美方則是調整對韓半島的軍力部署，以符合全

球戰略的需要，鬆動雙方同盟關係。但隨著北韓威脅的增強，雙方外部威脅認知

的再度重疊，韓美同盟受到強化，雙方在交流工具上也彼此讓步，加速談判韓美

自由貿易協定與表達參與 TPP 的作法，成為韓方在經濟交流上向美方釋出善意

的作法，美方也對此表達支持的態度；在軍事交流上，則是透過重啟戰時作戰指

揮權的談判、同意駐韓美軍武器的部署議題，使美方了解韓國對於駐韓美軍的需

要，美方也透過駐韓美軍的持續部署，維持其區域霸主的地位。由上述可知，相

關援助工具在現今持續透過交流的方式呈現，但不管形式如何，此政策工具持續

作為反映同盟關係變動的本質。 

而滲透亦具有上述政策工具的特性，同樣作為韓美同盟變動結果的呈現。在

同盟弱化之時，即使韓美雙方政治高層保持密切的高層交流，但透過各次重要會

議會後的發表與雙方外交戰略的手段，呈現出韓美同盟雙方停滯的狀態，韓國大

眾社會也由於脆弱的同盟內部關係，對美方的好感降低，促使在世紀初由於駐韓

美軍的議題就輕易地興起一波反美情緒。但這些同盟弱化的結果，隨著外部威脅

的強化、威脅認知再次趨同而發生轉變，雙方政治高層透過頻繁的交流，達成「二

十一世紀韓美戰略同盟」的共識，雙方的同盟關係提昇，逐步擴展、強化，而在

大眾社會上也由於韓美同盟關係的強化，即使再次面對韓美自由貿易協定所帶來

的反美情緒，但此種問題意識型的反美情緒無法持續蔓延，韓國民眾對於美國的

好感持續地上升，顯示出美國外交作法在韓國大眾社會發揮的正向滲透力。由上

述，可以知道滲透工具也正是韓美同盟變化下，順應同盟關係變動產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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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研究期間內韓美同盟的內部關係，順應著同盟雙方因應外部威脅

所產生的變化，成為同盟狀態的 佳體現。本研究認為透過意識型態的連結，以

援助與交流及滲透工具的雙向互動，反映此時期韓美同盟的狀態，這些狀態的反

映也作為瓦特威脅平衡理論與現實情況的實證，更加確立韓美同盟、韓國外交戰

略以威脅平衡理論解釋的適用性。 

第二節 後續研究  

本研究係透過一個理論檢視、了解韓國這個冷戰後快速發展的國家。臺灣與

韓國擁有相同的盟友、相似的歷史背景與發展道路，對於韓國走向中等強權的道

路進行研究，將能提供臺灣認識韓國，也是認識自己國家的參考途徑。因此，本

文選用「威脅平衡」理論來檢視從金大中政權開始的韓國外交戰略與韓美同盟，

選擇以國家的角度切入，對研究期間的韓國進行了解。而對於後續研究的可能性，

本研究認為以下所列之議題仍有持續發展、深入研究之空間。 

從微觀角度上而言，影響韓國外交戰略除了韓美同盟外，尚有韓國內部社會

及外部其他因素。若能更聚焦式地檢視，將可對於韓國外交戰略進行更深度和更

全方位的了解。嘗試從影響韓國外交安全戰略的政府及利益團體的運作機制、韓

國參與 TPP 的戰略或駐韓美軍的變化對於韓國外交的影響……等主題，以單一

議題下手對於韓國外交戰略進行研究，將為認識韓國外交戰略提供更深度的理

解。 

而從宏觀的層面來看，東北亞將會持續作為重點研究區域，由於此區域集中

亞洲具影響力的國家，隨著相關國家實力持續發展，不論是從雙邊關係還是多邊

關係上觀察此區域國家間的互動，或是從近幾年興起的安全議題上著手（如：防

空識別區爭議、領土爭議……等），透過理論進行檢視和驗證，都將作為了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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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亞區域權力變動的重要資料，研究成果也將轉化成理解其他區域各國家權力變

動的背景，俾使臺灣學術研究界對於國際環境的認識與應對能更加提昇。 

除此之外，本研究認為同盟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關係的主流議題，透過同盟

關係，兩個國家或多個國家透過彼此利益的增減，達成各自不同的目的。因此，

除了本研究關注的韓美同盟外，美日、日韓、中俄及中國與北韓的東北亞區域其

他同盟也是可以持續發展的研究重點，透過相關同盟理論來研究此區域同盟變化，

將可以對於東北亞區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相關學術成果也將可延伸至東北亞區

域外的其他區域同盟，若能透過相關同盟理論進行研究分析，將強化理論與現勢

的連結，為國際關係區域研究領域提供更多理解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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