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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5 年二戰結束後，韓半島便以北緯 38 度線被一分為二，南北分別成立大韓

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形成分裂之勢至今。儘管韓半島分裂已逾 70 年，統

一議題與兩韓關係一直是韓國政府施政的中心之一，韓國也透過教授統一教育以

培養與建立學生對於統一議題的認識與對韓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在漫長的分裂之

中，儘管兩韓關係經歷了國內外許多變動，韓國卻未放棄培養學生將北韓視為同

胞的認知。 

  因此，本論文透過分析朴正熙至盧武鉉的北韓教育內涵與道德科教科書內容，

以理解北韓教育實際的內容，進而了解統一教育是如何形塑學生對於韓民族共同

體的認知。藉由道德科教科書的內容可以發現，北韓教育主要是透過強調韓國與

北韓擁有共同的祖先──檀君、共同的歷史、文化與語言等元素，將連結兩韓人

民成為韓民族共同體的成員，並形塑受教者對於韓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關鍵字：韓國、反共教育、統一安保教育、統一教育、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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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Korea peninsula has been divided into two countries, 

Republic of Korea aka South Korea and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ka 

North Korea. Although the division has continued over 70 years, the unification issue 

and the policies toward North Korea are still crucial for South Korea government. 

Therefore, South Korea tries to build a concept that North Korea people are also our 

people by teaching unification education to the South Koreans. Through their long 

division, no matter how many conflicts happened in these two countries, South Korea 

never gives up acknowledging their students that North Koreans are their compatriots. 

 This thesis aims to articulating the purposes of the education toward North Korea by 

analyzing its contents in the morality textbooks from Park Chung-hee government to 

Roh Moo-hyun government. In order to create the bond between South Korean and 

North Korean, we can see how the education toward North Korea builds the Korean 

identity, including the common ancestry- Tangun , and the shared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  

 

 

Keywords: Korea, Anti-communist Education, Unification and Security Education, 

Unification Education, Ethnic Kor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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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自兩韓分裂以來，統一無疑是兩韓關係中相當重要且關鍵的議題。以南方的

大韓民國政府（以下稱韓國）為例，自政府建立之初的李承晚總統當政開始，便

提出「武力北進統一論」，即明白昭示欲以武力統一韓半島之目標。1然而金日成於

1950 年 6 月 25 日入侵韓國，導致韓戰的爆發，最後於 1953 年簽訂停戰協議，顯示

李承晚武力統一政策之失敗。而於李承晚之後上任的歷屆韓國總統，雖因領導人

本身的風格、就任時外部的國際情勢與韓國內部的國內狀況等因素之差異，始得

各屆總統在對於統一、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下稱北韓）、對北政策上

呈現了不盡相同的認知及政策路線，然而韓半島的統一仍然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議題之一。 

韓國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以「血緣」及「共同的祖先」兩個元素所交織而成，

被認為是具有「種族性的」民族主義，韓民族的成員皆是檀君的後代。此外，在

韓半島上的民族主義更具有歷史上的特殊性，也就是說，自 668 年統一新羅王朝建

立以來，至 1910 年朝鮮王朝結束為止，韓半島上歷代王朝的統治範圍基本上一致

的，領土疆域並未有過於巨幅的變動，因此對於領土的概念也影響了韓國民族主

義的運作範圍。到了日本統治時期，民族主義則成為當時朝鮮人反殖民統治、反

帝國統治的驅動力，在日本殖民時期的韓國民族主義因而受到當時的外部威脅影

響，被強烈地刺激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韓半島被一分為二，針對民族主義

的詮釋並沒有因為政治體制的差異而在民族主義的認知上產生歧異，只是在強化

自身政治體制的方向及目標上有所不同，這也造就了「統一」成為兩韓關係中核

                                                      
1
 在歷史記錄中，中國、日本與越南皆以朝鮮半島稱呼韓半島，而朝鮮半島此一名稱至今仍然廣為

所用。惟在兩韓分裂後，於半島南部建立的大韓民國國名本身保有「韓」字，北部所建立的朝

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保有「朝鮮」一詞，因而使得韓語在稱呼此一區域時出現了用字的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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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議題的原因。2 

韓國政府也在行政機關系統內設立「統一部」此一部門，主要任務在於反應

分裂國家的特性，並專責處理統一相關事務，主要業務範圍則包括統一政策、南

北韓會談、南北韓交流合作、解決人道問題、協助脫北者安置問題、收集及分析

北韓情報、統一教育、南北韓出入管理等。3當中值得注意的是，統一教育也是統

一部業務範圍中的一環，也就表示，為使得國民保有未來與北韓統一之認知，以

及提升韓國國民對北韓的認識，因而需將統一教育放入國民義務教育的內容之中，

增進國民普遍性的認知及概念。 

二戰結束後，韓國政府廢除日本政府統治時期的修身教育，改行公民科教育，

意在培育新的公民社會所需要的社會價值觀，此乃為道德科教育的前身。在第一

次教育課程中，公民科目即包括道義教育、反共、反日等內容，到了第三次教育

課程始出現單獨的道德科教育。在韓國道德科的教育中，除了傳遞給學生關於在

社會、家庭等關係中所需遵行的規範及價值判斷外，同時也因為韓半島分裂的特

殊現實，因而將與北韓、統一教育有關的內容放入教科書中，即是欲形塑受教者

對於北韓的統一認知。也因如此，透過分析道德科教科書內容，能直接了解到當

時韓國政府是如何透過教育系統，形塑受教者對於兩韓同為同胞的意念。 

本論文 1969 年上台的朴正熙政府為始，探討自盧泰愚政府至盧武鉉政府約 

40 年間的北韓教育，以及教科書是如何在兩韓分裂的情況下，建構出學生對於韓

民族共同體的認同，進而將北韓國民視為同胞。 

1980 年代的大學生對於統一的意念仍然相對強烈，在追求韓國民主化的同時，

對於北韓也有旺盛的好奇心，甚至發展出「正確認識北韓運動」（북한 바로 알기

 운동）。但到了 1990 年代，在國際冷戰體制崩潰，韓國民主體制也逐漸站穩腳步

                                                      
2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8-20. 
3
 統一部，http://www.unikorea.go.kr/main.do 查閱日期：2016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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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生們對於統一的追求及信念卻日益降低。4因此，此一時期開始推行的統一

教育，便成為學生們了解北韓、了解統一議題的主要管道。正因如此，此一時期

的統一教育除了減少對北韓政權的負面描述，更重要的任務乃是植入對於統一的

認知，並進一步發展出對於「南北韓共同體」的認識。 

1969 年上台的朴正熙政府開始透過有系統性地教授反共教育，以建立學生對

北韓的認知，此乃筆者將朴正熙政府時期設定為研究時期起點之原因。2007 年後

的道德科教科書由國定制轉為審定制，意即編著教科書不再是教育部的工作，教

育部所要做的僅僅是審定編寫完成後的教科書，因此道德科教科書由原本完全為

政府編寫、審定、發行的程序，轉為由民間出版業者編輯，經國家審定通過後，

由學校自行選用。至此政府在道德科教科書上的角色相對弱化，也影響了教科書

在內容上的編排，因而筆者將研究時期止於盧武鉉政府時期的北韓教育。5 

本文即是想透過朴正熙至盧武鉉八任韓國總統時期所使用的道德科教科書內

容，分析「南北韓民族共同體」的概念是如何透過教科書及教育系統傳達給當時

的受教者。選定國中教材作為研究材料乃是由於國中時期的教育內容是奠基於小

學教育之上的，意即國中教授的內容主要是用於深化小學時期學生已接觸過的知

識，因此在內容上會較小學教授內容詳細、完整；相較於小學教科書中較為強烈

的故事性，國中時期的教科書則多以敘述為主，這也是筆者選擇以中學教材作為

分析材料的原因。 

 

  第二節 理論探討 

一、民族主義 

                                                      
4
 한주희，〈통일과 통합을 위한 민족주의와 다문화주의의 공존 가능성 모색 - 대학생들의 통

일교육 현장으로의 활용〉，《민족사상》제 8 권 제 2 호（2014，부산），頁 196-197。【韓周

熙，〈為了統一與統合的民族主義多文化主義共存可能性摸索─大學生的統一教育現場之活用〉，

《民族思想》第 8 卷第 2 號（2014，釜山）】 
5
 張嘉育、文貞喜，〈韓國中小學教科書制度探析〉，《教科書研究》第 7 卷第 3 期（2014，台北），

頁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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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十七世紀中葉，宗教戰爭（1618-1648）結束後，出現了講求以語言、宗

教、文化或大部分住民的種族為特徵的主權國家，進而催生了近代所謂的民族主

義，因此，民族主義可謂是近代、甚至於現代才出現的文化與政治的發展品。18

世紀下半葉發生的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及法國大革命（1789-1799），則滋養

了民族主義發展的養分。爾後 19 世紀德、義的國家統一與國民教育的推行，以及

國慶日、國旗、國歌的制訂，愛國詩詞、文學、藝術的傳播，造成民族主義與群

眾民主的結合。然而，民族主義卻逐漸成為西方國家擴張、侵略海外殖民地的動

力，當中又以 1870 年代、1880 年代為高峰，導致在 19 世紀末歐、美以外的其他

地區多被歐洲人控制，在各國的競爭下於 1914 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

在二十世紀時，發源於歐陸的民族主義，已逐漸散播致亞、非、大洋洲及拉丁美

洲等地區，進而影響了該地區的反殖民統治勢力，使得 1945 年第二次大戰結束後，

亞非獨立運動一一展開，導致歐洲列強逐漸放棄海外殖民地，造成新一輪的獨立

建國，且至今仍然影響至深。6 

民族可被視為是文化的共同體，德國的赫爾德（Herder）便提出，自然環境、

氣候及自然地理等條件會形塑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工作習慣、民族的創造力等面

向，並且強調語言的重要性，認為語言是民族獨特的傳統和歷史的化身。民族擁

有這樣的民族精神，可見於歌曲、神話，以及各民族的傳說中。蓋爾納（Ernest G

ellner）則強調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連結度，民族主義的發展是為了滿足當時新興

工業社會所需要的文化凝聚力，用以促進社會流動及自我奮鬥、競爭。梅涅克（F

riedrich Meinecke）則進一步區分了「文化民族」及「政治民族」，文化民族是透過

一種強大且歷史力量的民族團結意識緊連住團體內的成員，且成員並非源自於政

治效忠或自願性承擔，而是某種程度上承繼過往的民族認同。因此，文化民族主

義通常透過強調民族自尊與自重，使人們可以獲得對自身認同更清楚的意識。7 

                                                      
6
 洪鎌德，〈民族主義的緣起、議題和理論--最近有關民族主義的英文文獻之簡介〉，《淡江人文社會

學刊》第 15 期（2003，台北縣），頁 118-124。 
7
 Andrew Heywood，盛盈仙、盧國益等譯，《政治學》（台北：雙葉書廊，2015），頁 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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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族屬於政治實體的觀點，強調的是公民的忠誠及政治的效忠，而不是文

化的認同。因此，民族的成員是由一群共享公民身分的人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盧

梭所強調的人民主權被認為是影響日後民族主義發展的開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

法國人民強調自己是具有權利與自由的「公民」，而非僅是「臣民」，因此主權的

力量與法國民族便有所結合，體現了民族自我治理的願景。霍布斯邦（Eric Hobsb

awm）便認為存在於歷史延續和純淨文化的信仰是一種神話，因此不接受當代民族

乃是源自於長久建立之族群的看法。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則認為當代民族

國家是一種人造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的存續是透過教育、大眾媒體及社會政

治化的過程所建構而出的。因此，民族國家的特色便是國家的認同並非建立在文

化的認同上，而是接受一套共同的原則或目標。8 

由於民族主義是社會建構而成的，因而民族主義的消失也可以是由人們的想

像與敘述的停止而導致。民族成為文化的人造品，而民族間的差異只見於「想像」

的風格及敘述的方式之中，這樣的概念可在安德森、霍布斯邦等學者的理論中發

現。在霍布斯邦 1983 年與藍傑爾（Terence Ranger）合編的《傳統的發明》一書中，

便指出民族和民族主義不過是文字工作者與歷史學者所發明的產品，並且透過文

化工程製作出新的傳統以及代表群眾所需的象徵、歷史、神話。群眾接受工業化

與民主化時代國家灌輸給他們的這些發明，進而成為順民。而霍布斯邦在之後修

正其理論，提出早期的人群是靠區域、宗教、語言的相同而連結，今日的民族靠

的則是追求領土以實行政治的組織。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指出國族的根源

出於共同文化與共同語文的傳承，並認為民族是「被命名的人群共同體，佔有一

個鄉土，共同的迷思（神話）和共享的歷史，為擁有一個共同的公共文化，有單

一的經濟，有共同的權利與義務」。9 

許多學者探討民族主義的生成與實際內涵，其中最重要的理論有三：原生論

                                                      
8
 Andrew Heywood，盛盈仙、盧國益等譯，《政治學》，頁 150-153。 

9
 洪鎌德，《民族主義》（台北：一橋，2003），頁 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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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rdialism）、現代化論（modernism）與建構論（construcrivism）。原生論者認

為民族認同是於歷史中自然形成的，由共同文化及語言構成，並在國家建立以前

便已存在。由於原生論強調文化、語言、歷史、血緣等元素，因此族群內部會形

成較強烈的情感依附。10 

而現代化論者強調的則是在不同的環境與歷史變遷中，各民族所形成的心理

反應。對於現代化論者來說，民族認同乃是國家在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所

生成的產物，因此與時代的技術發展、社會變遷有關。11 

對於建構論者而言，民族認同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並且是人為形塑而成的結

果。民族被認為是由民族主義者創造而成的，而非透過歷史、血緣、文化等要素

結合而成的，民族亦非發展於民族主義之前。12 

韓國的民族主義論述藉由追溯與北韓曾為單一國家的共同歷史、在歷史中所

形成的文化、雙方做為同一血緣之後繼者等元素，以求在分裂的現實環境中，培

養出國民對於北韓的認同與情感。就此一層面而言，韓國的民族主義論述符原生

論者所言，民族意識乃是根植於歷史發展中的族群同質性與認同。 

另一方面，由於韓半島在二戰後便既有國土分裂的局面，在此一情況下使得

延續既往作為單一國家時的同質性與記憶，變得愈發困難。換言之，在韓半島分

裂的現實情況下，韓國國民對於韓民族的情感依附仍舊存在，但在韓民族的運作

範圍方面，卻面臨了單一民族一分為二的境況。也因如此，韓國政府推行的北韓

教育便成為國民建立起對於北韓同胞的認同及情感的重要來源。此外，透過本篇

論文中討論韓民族意識的發端與演進過程，亦可了解韓民族意識是如何出現與發

展。  

 

二、想像的共同體 

                                                      
10
 海伍德（Andrew Heywood），陳思賢譯，《政治的意識形態》（台北：五南，2016），頁 187-188。 

11
 海伍德（Andrew Heywood），陳思賢譯，《政治的意識形態》，頁 188。 

12
 海伍德（Andrew Heywood），陳思賢譯，《政治的意識形態》，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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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透

過探討美洲、歐洲、亞洲是如何各個國家在歷史的演進中，形成民族的概念。民

族並非自然而成的概念，而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人造物，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並且是有限的、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即使民族內的成員們無法全部一一打過照面，

但仍然會認為他們是來自於同樣的民族，這樣的結果即是透過「想像」的過程而

得到的。民族被想像成為一個共同體，儘管民族內不可能存在著不平等與剝削，

但民族仍然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13  

民族同時也被設想成一個在歷史中穩定運作的共同體，即使在文學作品中並

未指明時間、人物，但讀者仍可透過閱讀文學作品，將自己納入民族共同體的範

圍之內。14促使共同體成為可想像的，乃是透過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一種科技

傳播（印刷品）及人類語言宿命三個因素的交互作用。15 

此外，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梳理了日本

在 1854 年結束鎖國後，因應當時局勢變動的發展與日本官方民族主義的濫觴。除

卻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大刀闊斧的改革，使日本既有社會型態出現巨大轉折，另

有三項因素影響了日本官方民族主義的形成：一為幕府時代長期的孤立與國家內

部的平穩，使日本得以形成同質性較高的文化；二為天皇所獨有的古老性，及其

本身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三為外族的入侵激發了日本人的覺醒。而日本在 1905 年

日俄戰爭中的勝利，以及將台灣、朝鮮納為殖民地版圖等事件，也皆在學校與出

版品的宣傳下，影響了日本官方民族主義的發展。16 

在成為日本政府的殖民地後，日本也在朝鮮內部推行一系列的政策，試圖建

立起朝鮮人對於日本民族主義的認同。儘管日本當時藉由「內鮮一體」的論述做

為日本與朝鮮本為同胞的意念，但對於朝鮮人而言，做為在日本政府統治下的朝

                                                      
13
 班尼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40-43。 
14 班尼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 61-64。 
15

 班尼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 86。 
16
 班尼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 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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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人，終究是與身處日本的日本人不同。17 

韓民族意識的發端與演進亦受到歷史發展相當多的影響。在韓民族意識的發

展過程中，長時間的固定疆土與同質性的文化及語言，皆在 19 世紀韓民族意識開

始萌芽時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日本殖民時期使朝鮮人感受到明確

的異國統治，並大幅影響了朝鮮人對於民族的認知與體認。而在二戰後，韓民族

意識的延續則在分裂的現實下，開始藉由學校系統、家庭等媒介，傳遞給不同世

代的韓國人。因此，韓民族意識的發展不僅與韓半島內部的變化有關，亦是時代

遞嬗之間形成的結果。 

 

第三節 文獻探討  

一、「反共教育」之相關研究 

朴德榮的《藉道德科教科書分析與統一教育相關改善方案研究：以 10 年道德

科統一單元為中心》中，整理了歷次教育課程中，統一教育的施行方向以及特色。

反共教育是從第一次教育課程以後便開始推行，主要是在教科書中置入對於北韓

體制的批判、對共產體制的否定與對韓國體制的推崇，並與韓戰中所形成的實際

戰爭經驗相結合，試圖建立起受教者完整且全面的反共意識。在第一至第三次教

育課程時期，反共教育透過批評北韓的體制與意識形態，將建立學生對北韓的敵

對心為主要目標。至第四次教育課程，教育內容中除了包含對北韓體制的批判之

外，亦加強關於韓國政府體制優越性之內容，並且強調國家安保之重要性。18各教

育課程施行時間請參考附錄一。 

朴燦碩的《統一教育─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中，便指出從美軍政

                                                      
17
 班尼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 148。 

18 
박덕영，《도덕 교과서 분석을 통한 통일교육 개선방향에 관한 연구：10 학년 도덕 통일단원

을 중심으로》（서울시립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윤리교육전공，2007），頁 8-13。【朴德榮，《藉

道德科教科書分析與統一教育相關改善方案研究：以 10 年道德科統一單元為中心》（首爾市立大

學教育研究所：倫理教育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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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統治期間至第四次教育課程之間，反共教育的內容深刻地影響了教科書的敘述。

在此時期，為了建立守護韓國體制的精神，因此必須培養受教者的反共意念。在

第二次教育課程以前，統一相關的教育內容雖不是正式明定的課程內容，卻已存

在於教科書中。至第二次教育課程開始，則出現了冷戰體制下以反共精神為尊的

教育內容。19 

此外，朴燦碩也指出無論是 1950、60 年代的反共教育、1970 年代的勝共教育，

或是 1980 年代的批判共產主義教育，皆是用以支撐韓國政府的反共論述，以及正

當化政府為了發展經濟而實行的獨裁體制。勝共此一概念便是在敵我分明的論述

下，去除相異的意見，並使國民認同經濟發展之重要性。20 

王恩美的〈冷戰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反共形象：以臺灣與韓國兩地小學教科書

為中心的分析〉便是透過韓國與臺灣兩地的教科書，分析冷戰時期教科書中的內

容是如何形塑受教者對於「反共」的認知。在韓國方面，使用的便是道德科教科

書。韓國的反共教育與統一教育都是企圖透過教育系統，以影響學生對於北韓的

認知，且都受到國內、國外政治情勢影響，反共教育作為冷戰時期確立威權體制

方式的一環，透過將北韓塑造成窮兇極惡的惡人，企圖透過激起國民對於韓戰的

傷痛記憶，強化自身體制的正統性。21 

綜上所述，反共教育始於美軍政廳時期，確立於第二次教育課程時期。反共

教育不僅是韓國內部的教育內容，其出現亦是受到當時美國、蘇聯兩大強權的對

峙體制影響。韓國政府不只是透過反共教育建立學生對於北韓政權的敵對心，更

是從中建立起受教者對於自身政權的認同，以及自身體制的優越性。為了使學生

能夠形塑出鮮明、邪惡的北韓形象，反共教育時期的教科書中便透過勾起受教者

                                                      
19
 박찬석，《통일교육 - 갈등과 분단을 꿰뚫는 평화의 길찾기》（고양：인간사랑，2003），頁 83 

。【朴燦碩，《統一教育─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高陽：人間之愛，2003）】
 

20
 박찬석，《통일교육 - 갈등과 분단을 꿰뚫는 평화의 길찾기》，頁 83。【朴燦碩，《統一教育─

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 
21

 王恩美，〈冷戰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反共形象：以臺灣與韓國兩地小學教科書為中心的分析〉，《思

與言》第 48 卷第 2 期（2010，台北），頁 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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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韓戰的記憶，以及北韓政權無惡不作的形象，使受教者產生對於北韓政權的

負面印象。 

 

二、「統一安保教育」之相關研究 

金鎮宣的《小學道德科教科書的統一教育內容分析：第六、第七次教育課程

為中心》中，便提到自 1988 年開始實行的第五次教育課程內容，受到當時冷戰體

制瓦解的國際因素，以及韓國內部開始民主化等因素影響，不僅開始出現了以「韓

民族共同體」概念為中心的統一政策，社會上亦有許多統一運動出現。因此，在

統一安保教育的目標便在於謀求建立民族統合的北韓認識。22 

朴燦碩的《統一教育─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中，將統一安保教育

推行時期視為「民主化過渡期」，並且具有超越了既往的警戒與防禦內涵的特色。

統一安保教育的目標在於強化市民教育、延續統一教育，並且深化實際的論述內

容。除此之外，統一安保教育的最終極目標乃是恢復與北韓同胞的民族同質性。23 

而在統一安保教育內容中，除了包含現實的安保觀外，也有將韓國政府視為

統一目標的主導性角色之內容。因此，韓國的國防能力成為了統一的基礎，而在

安保教育的內涵中，正是因為有北韓此一威脅，因而需要國民建立起堅實的統一

安保觀念，以防國家遭到北韓政權侵害。24 

綜上所述，統一安保教育開始推行的 1980 年代末期，乃是國際、韓國國內的

政治環境，以及韓國社會的統一運動等皆出現劇烈變化的一個時期。也因如此，

既往側重於培養對北韓的敵對、警戒意識之反共教育也開始有所轉變。統一安保

教育的內容除了既有的安保觀外，亦開始試圖形塑學生對於北韓同胞，以及「南

                                                      
22
 김진선，《초등학교 도덕과 교과서의 통일교육 내용 분석：제 6‧7 차 교육과정을 중심으로》

（춘천교육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통일교육，2003），頁 19-21。【金鎮宣，《小學道德科教科書的

統一教育內容分析：第六、第七次教育課程為中心》（春川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2003）】
 

23
 박찬석，《통일교육 - 갈등과 분단을 꿰뚫는 평화의 길찾기》，頁 108-111。【朴燦碩，《統一

教育─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
 

24
 박찬석，《통일교육 - 갈등과 분단을 꿰뚫는 평화의 길찾기》，頁 114-115。【朴燦碩，《統一

教育─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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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共同體」意識的認同。 

 

三、「統一教育」之相關研究 

朴燦碩的《統一教育─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中，便指出統一教育

之目標乃是使韓國的受教者與社會人士皆認同民族統一之優先性。為此，統一教

育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試圖使接受統一教育的韓國人能夠對於統一議題有更深

一層的認識與了解。因此，統一教育與此前的北韓教育最大的差異在於，統一教

育嘗試藉由更多樣的立場與觀點去分析統一議題，並在過程中尋找出大多數人都

能接受的統一觀。儘管如此，由於韓國內部的保守派與進步派在統一議題上持有

相當不同的意見，因而衍生出針對統一教育中的安保與和平問題之爭論。25 

然而，若是韓國社會無法就北韓與統一議題達成共識，則將有礙統一教育的

順利推行。也因如此，如何順利使韓國社會發展出相近的統一觀，亦是統一教育

時期的重要議題。為此，統一教育試圖藉由現實的立場與以未來為目標的立場兩

種角度，使受教者能夠更為宏觀、全面地理解統一以及北韓議題，並對於兩韓分

裂的現實狀況有更為深入的認識。26 

在方秀真在《國、高中教育統一教育的問題及改善方案研究：以道德科教科

書為中心》中，針對國、高中的統一教育問題進行研究。在國中的部分，方秀真

指出首要問題乃是在於缺乏對於韓半島分裂原因的完整說明。儘管在高中的統一

教育內容中，包括了針對分裂原因之說明，在國中的統一教育卻仍有所不足。27 

此外，方秀真認為統一教育需要對於統一的必要性有更為具體、實際的說明，

使受教者能夠更清楚地理解。若改善此一敘述上的不足，將會有助於受教者能夠

                                                      
25
 박찬석，《통일교육 - 갈등과 분단을 꿰뚫는 평화의 길찾기》，頁 125。【朴燦碩，《統一教育

─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
 

26  
박찬석，《통일교육 - 갈등과 분단을 꿰뚫는 평화의 길찾기》，頁 126-127。【朴燦碩，《統一

教育─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
 

27
 방수진，《중‧고등학교 통일교육의 문제점과 개선방안 연구：도덕 교과서를 중심으로》（충

북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2005），頁 39。【方秀真，《國、高中教育統一教育的問題及改善方案研

究：以道德科教科書為中心》（忠北大學教育研究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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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積極地看待統一議題。28 

方秀真指出在統一教育中，若是使用過多篇幅在說明北韓的問題，將會有礙

學生培養均衡的、完整的思考脈絡。因此，若是統一教育中只側重於說明北韓的

經濟與社會問題，將會使學生建立起偏頗的北韓認知。為克服此一問題，統一教

育應對於北韓的實際樣貌有更為正面的敘述，使受教者能夠客觀地判斷北韓的優

缺點。29 

綜上所述，統一教育時期的北韓教育已嘗試透過更為客觀的敘述方式，以形

塑學生對於統一議題的看法。由此可知，此一時期的北韓教育中，基本上已經沒

有了過往敵我分明的敘述方式以及意識型態。儘管如此，統一教育的內容仍無法

完全擺脫將韓國視為兩韓關係中較為優越的一方之內容，使得學生在形成統一觀

的同時，依舊無法拋棄過往以韓國為中心的統一觀。 

 

第四節 章節安排與說明 

本論文共分有七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用以說明研究動機及目的，進行文

獻回顧，考察與民族主義相關的理論，以及說明章節安排。 

第二章將分為三個部分，主要用以說明韓國國民對北韓國民之民族意識現況、

韓民族生成的歷史脈絡，以及二戰結束後韓民族意識得以維持的緣由。首先，第

一節將說明現今韓國國民對於北韓國民的認知，以及相關的調查結果。第二節則

接續說明在影響韓民族意識生成的歷史要件，將分為檀君神話、統一新羅、日韓

合併條約，以及「三一運動」等四項。第三節則主要用以討論二戰後韓半島分裂

的情況，以及在分裂狀況下韓民族意識的存續，會先介紹韓半島分裂的歷史背景，

接著說明李承晚、朴正熙等韓國總統對於韓民族意識的詮釋及認知，以及韓戰並

                                                      
28
 방수진，《중‧고등학교 통일교육의 문제점과 개선방안 연구：도덕 교과서를 중심으로》，頁

39-40。【方秀真，《國、高中教育統一教育的問題及改善方案研究：以道德科教科書為中心》】
 

29
 방수진，《중‧고등학교 통일교육의 문제점과 개선방안 연구：도덕 교과서를 중심으로》，頁

42-43。【方秀真，《國、高中教育統一教育的問題及改善方案研究：以道德科教科書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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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兩韓為同一民族此等想法瓦解的原因。第四節為小結。 

第三章將說明朴正熙與全斗煥政府時期的反共教育內涵。第一節將探討朴正

熙與全斗煥時期的韓國政治情勢，以理解當時推動反共教育的時空背景。第二節

將用以說明反共教育的課程內容。第三節則用以討論反共教育時期教科書中與韓

民族意識相關之實際內容。 

第四章用以說明盧泰愚、金泳三政府時期的韓國統一教育。第一節將討論盧

泰愚與金泳三時期所強調的「韓民族共同體」之實際內涵。其次，第二節將介紹

盧泰愚與金泳三時期的統一教育，首先將說明盧泰愚時期的統一安保教育，接著

討論金泳三時期開始實施的統一教育。第三節則分析盧泰愚與金泳三時期所使用

的教科書，對於韓民族意識形成相關之論述內容，用以探討韓民族共同體意識是

如何透過此一時期的教育傳遞給韓國國民。第四節為小結。 

第五章將說明金大中及盧武鉉政府時期的統一教育，及分析教科書中有關韓

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內容。第一節將探討金大中時期所推行的「陽光政策」內涵，

以及盧武鉉的「和平繁榮政策」。第二節則接著討論金大中與盧武鉉時期所推行的

統一教育，及其實際內容。第三節將分析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中，與韓民族

意識形成相關之內容。第四節為小結。 

第六章將統合北韓教育之內容，並探討北韓教育與韓民族精神之傳遞。第一

節將整理第三、四、五章中北韓教育之相關內容，並進行說明。第二節則用以說

明北韓教育與韓民族意識傳遞之關係。第三節將說明現行北韓教育所面臨之困境。

第四節為小結。 

第七章將整理第二章至第六章中的內容，並作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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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韓民族意識的生成與想像 

 

第一節 兩韓分裂情勢中的統一認知 

2014 年 1 月，朴槿惠在發表新年演說時表示：「今年（2014）國政運作的核心

之一是韓半島統一時代基礎的建構」，將北韓的核問題當作是首要面對的問題，期

望以北韓棄核為開端，發展韓國與北韓之間更為頻繁的交流，並建立信任關係。

此外，朴槿惠也提到了「統一是大發」，此番言論日後發展成為所謂的「統一大發

論」。30 

首爾大學統一研究所在 2015 年的《統一意識調查》中，便將國民對於「統一

大發論」的認同度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2015 年韓國國民對於「統一

大發論」的認同度由 2014 年的 31.0%，上升到 36.4%；不認同度則由 2014 年的 28.

1%，微幅下降至 26.8%（參考表 1）；以年齡別而言，20 歲的受訪者中有 26.3%的

人表示認同，在 60 歲的受訪者中則有 47.6 的人表示認同，呈現不小的差距。 

 

                                                      
30
 青瓦臺，〈朴槿惠總統新年構想發言及記者會提問應答〉，http://www1.president.go.kr/news/newsLis 

t.php?srh%5Bview_mode%5D=detail&srh%5Bseq%5D=4019 

查閱日期：2017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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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對於「統一大發論」的認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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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박명규、정은미、김병로、장용석、최규빈、김병조、강원택、황정미，《2015 

통일의식조사》（서울：서울대학교 통일평화연구원，2016），頁 59-61。【朴明圭、鄭恩美、金

炳錄、張容碩、崔圭彬、金秉柱、康元澤、黃政美，《2015 統一意識調查》（首爾：首爾大學統一

和平研究所，2016）】 

 

在「年齡別對於北韓政權的信賴度，與北韓政權對話及妥協的可能性」的調

查中，也可以看出世代之間對於北韓政權認知的差異。2015 年的調查結果，以 20

歲的 23.4%為最低，50 歲的 33.7%為最高（參考表 2）。若與首爾大學首次進行訪問

調查的 2009 年相比，20 歲的部分下降了 12.2%，50 歲的部分則是微幅下降了 1.9%。 

 

資料來源：박명규、정은미、김병로、장용석、최규빈、김병조、강원택、황정미，《2015 

통일의식조사》（서울：서울대학교 통일평화연구원，2016），頁 86。【朴明圭、鄭恩美、金炳

錄、張容碩、崔圭彬、金秉柱、康元澤、黃政美，《2015 統一意識調查》（首爾：首爾大學統一和

平研究所，2016）】 

 

此外，《統一意識調查》也將韓國全體國民分為 55 歲以上的的體制競爭世代、

0

10

20

30

40

5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表2：世代別對於北韓政權的信賴度，與北韓政權

對話及妥協的可能性

20世代 30世代 40世代 50世代

 



17 
 

3150 歲以上的民主化統一世代、3240 歲以上的後冷戰統一世代，33以及 30 歲以下的

統一準備世代34等四個世代，以調查各世代的韓國人在青少年時期歷經各式不同的

政治事件後，對於統一以及北韓議題會採取的立場及態度。在「世代別認同統一

的必要性」中，對於統一的必要性懷有最強烈認同感的是體制競爭世代的受訪者，

而認同度最低的則是年紀最輕的統一準備世代。此外，除了在 2007 年至 2008 年間

有較為明顯的變化外，2009 年至 2013 年的調查結果中，各世代對於統一必要性的

認同性並未出現巨幅的改變。自 2014 年開始，各世代對於統一的必要性則出現了

變動，乃是因為各世代對於朴槿惠的「統一大發論」認同度不同有關，體制競爭

世代及統一準備世代出現了 24%的差距（參考表 3）。 

                                                      
31
 體制競爭世代是指 1960 年以前出生的韓國人，以 2015 年為基準則是指 55 歲以上的韓國人。此

一世代在青少年時期所經歷的代表性事件包括韓戰戰後復原、「五一六政變」後以反共作為國

策的國家運作、從北韓來的武裝匪諜滲透，以及「一二一青瓦臺事件」等。此世代並沒有實際

推動統一的經驗，統一是作為體制對立及體制競爭後遺留下的課題，因此並未深刻地思考統一

與個人生活有關的統一方案。此世代一方面對於戰爭的畏懼及北韓的威脅深有所感，一方面被

灌輸統一是韓民族應當所處理的優先課題的概念。 
32
 民主化統一世代是指 1960 年代出生的韓國人。此世代的韓國人在青少年時期經歷了工業化的輝

煌時期，也擁有豐足的物質生活；也被稱為「386 世代」，即於 1960 年代出生、1980 年代就讀

大學，在 1990 年代時是 30 歲的韓國人。此外，此世代的韓國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 1980 年代

的「首爾之春」為始，1987 年「6 月抗爭」作結的一連串韓國民主化運動的影響，相當關注北

韓及統一議題，並擁有比其他幾個世代較為進步的政治思想，對於政府的統一政策也非完全信

任，在統一議題上展現了比起前一世代更為積極的態度。 
33
 後冷戰統一世代是指 1970 年代出生的韓國人。此世代的韓國人在青少年時期經歷了盧泰愚於 19

89 年發表的韓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柏林圍牆倒塌、韓國與中國及蘇聯建交、1991 年的南北

韓基本和議書，以及 1991 年末蘇聯解體等國內外一系列的變動。此世代也經歷了北韓的「苦

難的行軍」、金日成於 1993 年過世，以及大量的脫北者進入韓國等情況，對於統一有「韓半島

統一會伴隨著冷戰結束而到來」的樂觀想法。 
34
 統一準備世代是指 1980 年代以後出生的韓國人，此世代的韓國人在青少年時期適逢兩韓關係改

善的階段，較為重要的事件有 2000 年的「兩韓高峰會」談以及較為熱絡的兩韓會談，同時也

見證了北韓的糧食問題以及韓國的各項援助。此外，韓國政府在北韓核試驗、天安艦沉沒事件、

延平島砲擊事件後，推行了強化兩韓對立的政策，韓國內部則在 1990 年代末出現在北韓議題

上不同立場的「南南糾葛」。此世代的韓國人也面臨了 1997 年金融危機後的經濟成長停滯、國

內競爭激烈的局面，因此在韓國社會生存下去成為主要的課題，對於統一的議題則較無太多關

注，並且認為統一需要有充足的準備下才能推展，擔憂統一後會對韓國產生負面效果。 

 



18 
 

 

資料來源：박명규、정은미、김병로、장용석、최규빈、김병조、강원택、황정미，《2015 

통일의식조사》（서울: 서울대학교 통일평화연구원，2016），頁 182-190。【朴明圭、鄭恩美、

金炳錄、張容碩、崔圭彬、金秉柱、康元澤、黃政美，《2015 統一意識調查》（首爾：首爾大學統

一和平研究所，2016）】 

 

透過上述調查結果可以發現，現今韓國內部各世代對於北韓及統一相關議題

抱持著相當不同的看法，特別是中高年齡層與年輕世代的調查結果大體上呈現完

全相反的結果，此等現象與不同的年齡層、世代共享有不同的經驗、價值觀、記

憶等元素有關。 

如同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在其著作《民族主義─理論、意識

形態、歷史》中提到： 

 

……今天，我們顯然已經了解民族認同的元素如何發生變化；但是，

由於外部事件的作用和內部的群體及權力的重新組合刺激了對集體傳統

的新理解，這種變化在每一代都會發生。這種「族群象徵的重新建構」

包括對於先前的價值觀、象徵物、記憶的重新選擇、重新組合與重新編

40

50

60

70

8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表3：世代別認同統一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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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以及由每一代人所增加的新的文化元素。35 

 

對於統一準備世代的年輕人來說，韓戰已非他們成長經驗中的一部分，所生

活的環境也與北韓相差甚多，因此自然而然地會比較關注在韓國社會內部的問題，

而無暇思考統一事務。此外，此一世代成長於跌宕起伏的兩韓關係之中，不只見

證了 2000 年金大中與金正日的歷史性會面，亦目睹了北韓核發展問題、天安艦事

件、36延平島事件37之發生及其後兩韓關係的緊張。因此，此一世代除了對於北韓

的情感依附較之前的世代薄弱外，也比較沒有追求統一的迫切之心。38相反地，對

於體制競爭世代的韓國人來說，他們曾經在生活中深刻地感受到北韓的入侵及威

脅，39因而有較強烈的安保意識，但同時也是最為認同統一價值的一個世代。由此

可知，不同世代的韓國人在迥異的生活經驗、學習經驗中，不僅會學習到不同的

價值觀，更會影響世代間對於不同議題的認同度。 

儘管在韓國內部各世代間由於生長背景、價值觀的差異而意見分歧，如表 3

所示，認同統一必要性的韓國人仍然佔大多數。即便是對於統一的必要性認同度

最低的統一準備世代，當中也有近半數的年輕人認為統一相當重要，由此可知，

依然有相當多數的韓國人贊同兩韓統一的目標。而讓韓國人民懷抱著此等價值觀

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便是由於韓國人民將兩韓視為同一個民族。 

如表 4 所示，兩韓需要統一的最大理由便是因為兩韓乃是享有同一血脈的共

同民族成員。縱然在 2015 年的調查中，此一選項的占比與 2007 年的調查結果有約

                                                      
35
 安東尼‧史密斯，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

1），頁 22 
36
 2010 年 3 月 26 日，韓國天安艦護航艦在黃海區域巡邏時，突然沉入海底，沉船原因被認為遭北

韓魚雷擊沉。 
37
 2010 年 11 月 23 日，韓國在例行軍事演習發射炮彈後，北韓隨即炮擊韓國延坪島炮兵陣地，雙方

互相射擊，皆有損失。 
38
 안승분，〈분단 구조와 분단 의식 극복을 위한 통일교육의 과제〉，《통일인문학논총》제 54

집（2012，서울），頁 148-149。【安承大，〈為克服分裂構造與分裂意識之統一教育課題〉，《統

一人文學論叢》第 45 輯（2012，首爾）】 
39
 1968 年 1 月 21 日，北韓政府派遣了由「一二四軍部隊」的 31 名武裝隊成員，暗中穿越 38 度線，

企圖入侵青瓦台暗殺韓國總統，但遭韓國警方發現而計畫失敗，是為「一二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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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差距，但仍舊是各個選項中占比最高的。此外，在歷年的調查結果中，兩韓

需要統一是因為雙方來自同一民族的選項，也一直是占比最高的。透過此一問題

便可發現，即便韓國在二戰後歷經國土分裂、韓戰、冷戰時期的對峙等各種事件

及變故，使得兩韓關係在分裂後多次面臨變化，依舊有相當多數的韓國人懷抱著

兩韓人民為同一民族的認知。 

 

資料來源：박명규、정은미、김병로、장용석、최규빈、김병조、강원택、황정미，《2015 

통일의식조사》（서울: 서울대학교 통일평화연구원，2016），頁 199-200。【朴明圭、鄭恩美、

金炳錄、張容碩、崔圭彬、金秉柱、康元澤、黃政美，《2015 統一意識調查》（首爾：首爾大學統

一和平研究所，2016）】 

 

韓國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出現各式針對北韓與統一等議題有關的問卷調查。

在 1945 年分裂之時，朝鮮人對於遭逢而至的國土分裂不僅不能接受，在韓國國內

亦有反對韓半島南方獨立選舉的抗爭運動。因此，當時的韓國人相當地盼望及希

冀統一之日的到來。而在分裂時間日久的情勢下，不同世代的韓國人開始對於統

一及北韓有了相異的看法。在過去單僅僅以兩韓人民皆為同胞此一理由便足以使

韓國人認同統一之必要性，而現在韓國人則對於統一以後的生活樣貌、統一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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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需要統一的最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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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個人的影響等層面有了更深的考量。40 

綜上所述，韓半島在經過超過 70 年的分裂後，韓國人民由於生長的時空背景、

所懷抱的價值觀、對兩韓關係發展看法等因素的不同，因而各世代在對北韓的認

知上有所歧異。即使如此，大多數的韓國人依舊支持兩韓統一的目標，當中更以

中老年層的韓國人為最，儘管年輕世代的韓國人並未對統一議題投注相當大的關

注，但依舊有近半數的人認為統一是必要的。此外，對於韓國人來說，統一的必

要性有相當大部分的原因是來自於兩韓為同一民族成員。由此可知，即使韓國各

世代對於統一議題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數的韓國人依舊將北韓視為同胞，而此

等價值觀是可以超越世代差異的。形塑此等現象的一大重要管道，便是教育。 

韓國政府透過推行統一教育，使韓國的學生得以在學習的過程中建立與北韓

的情感與記憶連結。即使是在分裂及韓戰之後才出生、成長的韓國人，依舊可以

在共享歷史、文化與語言的北韓人身上找到認同感，進而培養出對於統一議題的

認同。在兩韓依然分裂及分屬於不同的政治體制的現實下，藉由追溯與北韓曾經

作為單一國家的過往，讓韓國民眾得以將北韓人民劃入屬於韓民族的範圍之中，

進而形成屬於韓民族的「想像的共同體」。 

 

第二節 韓國歷史與民族意識之形成 

一、韓民族意識之淵源：檀君 

韓國神話中的檀君神話是韓民族神話中最重要的神話，其內容敘述了韓半島

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古朝鮮的建國歷程。根據一然和尚所撰寫的《三國遺事》

一書，41傳說天帝桓因庶子桓雄因對人間事務有興趣，因此桓因便授予桓雄三枚天

                                                      
40
 은기수，〈통일과 북한에 관한 사회조사의 동향과 실태〉，《통일과 평화》2 권 2 호（2010，

서울），頁 36-37。【殷起洙，〈統一與北韓相關之社會調查走勢與現況〉，《統一與和平》第 2

卷第 2 號（2010，首爾）】 
41
 《三國遺事》是由高麗時代的一然和尚所編撰，以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為主要的記述對象。

《三國遺世》中提到檀君的內容乃是引述中國史書《魏書》的內容：「乃往二千載，有壇君王

儉，立都阿斯達，開國號朝鮮，與堯同時」。不過，《三國遺事》與高麗儒學家李承休所寫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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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印，讓桓雄與部下三千人一同降臨於太白山的神壇樹下，治理人間事務。其後

桓雄與由熊變成人類的熊女結婚生子，所生之子便是檀君王儉。檀君王儉於中國

的堯即位後 50 年即位，以平壤為首都，定朝鮮為國號，治理朝鮮半島 1500 年，至

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時，檀君便隱居阿斯達山中，在 1908 歲時去世。 

韓國與北韓至今依然都將檀君視為韓民族起源的祖先，不僅承認檀君的存在，

每年也都在 10 月 3 號「開天節」紀念檀君建立朝鮮，北韓更在 1993 年主張挖掘到

5000 多年前檀君夫婦的遺骨，以證明檀君的實際存在。42而北韓學界在 1998 年開

始進行的「大同江文化論」，便是根據檀君陵的挖掘為基礎，將檀君的歷史與平壤、

大同江流域相連結，進而建立起金日成乃是檀君歷史的繼承人之立論。43 

在日本殖民時期，檀君乃是凝聚韓民族意識的重要因素。在 19 世紀韓半島情

勢劇變時，朝鮮人民開始發展出對於自身歷史的關注，檀君神話因而受到部分知

識分子的重視。在此之前，朝鮮王朝的士大夫以中國儒家文化為正統，所談之學

問也都是中國思想，並未在韓半島自身的歷史、語言、文化方面投注過多心力。44

到了 19 世紀，朝鮮與中國長久以來的宗屬關係開始崩解，朝鮮不僅受到外國勢力

侵擾，國內也出現民亂，傳統朝鮮社會在動盪的環境中開始有所轉變。 

當時的歷史學家及獨立運動家申采浩（1880-1936）的《讀史新論》、《朝鮮上

古史》等著作中，便將檀君視為韓民族的源起人物，強調檀君在韓民族發展過程

中的重要性。申采浩認為：「沒有國家，就沒有歷史；沒有歷史，便無法對擁有對

國家的清楚認知」。在申采浩的著作中，重視以韓民族為中心的歷史論述，改變了

以往以中國為主要討論對象的歷史敘述，透過將朝鮮人民全數劃歸到檀君後代的

                                                                                                                                                            
王韻記》中關於檀君的故事有部分出入，並非完全相同。 

42
 統一部北韓情報網，〈檀君陵建設情況介紹〉，http://nkinfo.unikorea.go.kr/nkp/trend/viewTrend.do 

查閱日期：2017 年 2 月 9 日 
43
 조법종，〈북한의 大同江文化論과 고조선인식 검토〉，《선사와 고대》43 輯（2015，서울），

頁 41-43。【趙法鍾，〈北韓大同江文化論與古朝鮮認識之探討〉，《先史與古代》第 43 輯（20

15，首爾）】 
44
 王恩美，〈朝鮮末期知識階層「文明觀」的轉變與對「基督新教」信仰的接受－以《皇城新聞》

與「皇城基督教青年會」為中心的討論〉，《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第 59 卷第 1 期（2014，

台北），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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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清楚區分朝鮮人與中國人、日本人等其他亞洲國家人民的不同之處，進

而給予了韓民族成員皆來自於共同的祖先，以及懷有共同的血緣的認知。45 

在韓半島分裂後，李承晚及金日成承接了此種論述，即使在政治立場上並不

相同，但雙方皆主張自己是檀君的後代，強調自身的政權為唯一能代表韓民族的

政府，因此恢復韓半島的統一狀態變成勢在必行的目標，也讓統一成為分裂以後

持續被討論的議題。46 

 

二、韓民族意識之形成：統一新羅 

新羅、百濟與高句麗分別於西元前 57 年、西元前 37 年及西元前 18 年建國，

開啟韓半島歷史上的三國時代。47至 668 年，新羅在百濟（前 18-660）與高句麗（前

37-668）滅亡後，達成統一韓半島三國分裂局勢之業。然而，在 892 年後百濟的建

立與 901 年後高句麗相繼建國後，韓半島又進入了分裂的後三國時代，最終由王建

建立的高麗王朝統一三國，韓半島恢復統一狀態。因此，統一新羅可視為是民族

與領土統合為一的開端，影響了其後韓半島上民族概念的運作及發展，並使得韓

民族的概念得以擴張至韓半島全域。48 

原本存有異質性的三國人民在統一後生活在同樣的政治體制，藉由血緣、文

化的同質性及語言的相似性等要素，逐漸發展出具有同質性的「三韓一統意識」。

與中國唐朝聯合以完成統一的新羅，也在統一後陷入十數年與唐軍的爭戰，為此

統一新羅需要發展出名實相符的國家型態，以單一民族為核心的意念便在過程中

形成。此外，新羅在統一韓半島後，也開始推行懷柔同化政策，企圖使三國的政

治、宗教得以融合成彼此共有的文化。49 

                                                      
45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6-37. 
46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p.152-154. 

47
 高麗大學校韓國史研究室，《新編韓國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頁 41-42。 

48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台北：三民，2013），頁 25。 

49
 김강녕，〈한반도 통일문제와 민족정신〉，《사회과학연구》제 32 권제 2 호（2008，전주），頁 31-32

。【金江寧，〈韓半島統一問題與民族精神，《社會科學研究》第 32 卷第 2 號（2008，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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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統一的意義性在於，韓半島以往的部族國家型態解體，出現了朝統一國

家方向發展的態勢；其次，三國統一扮演了隸屬於單一民族的單一國家的決定性

角色；最後，三國統一對於在韓半島上形成相同文化圈有莫大的重要性。50 

現今韓民族主義的運作範圍受到新羅統一三國的影響，使得當時百濟、高句

麗的遺民在新羅的懷柔同化政策下，逐漸消除彼此之間的差異，進而產生出同樣

的團體意識。此外，韓國與北韓雖然也在二戰後被迫一分為二，但由於彼此追溯

的歷史根源、所掌握的領土範圍都與韓半島上的歷史相連結，因而讓雙方在分裂

數十年後仍然可以對於韓民族的概念得以產生認同，而這個韓民族運作範圍的起

源便是統一新羅。 

 

三、民族主義之萌芽：日韓合併條約 

在 19 世紀以前，朝鮮王朝在透過與中國的明朝、清朝建立宗屬關係的過程中，

發展出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天下秩序」，貴族兩班階級大量接觸中國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也滲入朝鮮社會各個階層，明清交替之際，朝鮮甚至以「小中華」自居，

以表示其代表儒家傳統文化的地位。然而，到了 19 世紀，朝鮮在西方及日本等外

國勢力的侵擾下，知識份子及一般市民階層的生活及以往所尊崇中國文明的信念

皆在當時情勢的迅速變化下開始解體，發展出試圖救亡圖存的思想，以往以中國

為中心的思考模式逐漸崩解，轉變為結合西方文明思想的韓民族意識。此一時期

的朝鮮不僅接受了西方的愛國啟蒙思想，亦出現了主張富強朝鮮的獨立協會（189

6-1898）。51 

朝鮮自世宗（1418-1450）時期開始，以儒學理念為標準，重新編製國家的文

物，並積極普及朱子學，企圖將朝鮮社會轉變為以儒學倫理為主的社會型態及秩

                                                      
50
 김강녕，〈한반도 통일문제와 민족정신〉，頁 31-32。【金江寧，〈韓半島統一問題與民族精神】 

51
 정지웅，〈한반도 통일에 있어서 민족주의의 함의〉，《북한연구학회보》제 8 권제 1 호（2004，

서울），頁 230。【鄭志雄，〈韓半島統一的民族主義含意〉，《北韓研究學會報》第 8 卷第 1 號

（2004，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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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時至 17 世紀，由於士林時代來臨，儒學的社會倫理得以更進一步擴散。因此，

朝鮮時期士大夫也將儒學倫理推展至天下倫理，發展出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秩

序」。將「中華」視為唯一的「文明」，其他民族則是「夷」，包括朝鮮在內，因此

必須透過學習中國以追求「文明」。52 

到了 19 世紀，朝鮮王朝面臨了建國以來最艱困紛擾的時期。在外患方面，朝

鮮受到歐美列強強烈的開港要求，並且需要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危機，53當時

作為朝鮮宗主國的清朝為了對抗日本而介入，引發 1894 年的甲午戰爭，清朝的戰

敗使得既有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秩序崩解。54此時期的朝鮮除了需要面對西方各國

及日本對朝鮮侵擾，在過程中也被編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制。 

在內憂方面，以朱子學為基底的封建秩序遭到開化派勢力要求改革，55朝鮮政

府不得不作出相對應的措施，而內外交迫的狀況下，當時的民族意識便以不同的

政治意識或政治思想誕生，包括衛正斥邪思想、56開化思想、東學思想57等。58而在

                                                      
52
 王恩美，〈朝鮮末期知識階層「文明觀」的轉變與對「基督新教」信仰的接受－以《皇城新聞》

與「皇城基督教青年會」為中心的討論〉，頁 65-68。 
53
 1875 年，日本以測量為藉口，派軍艦到朝鮮的草芝鎮外海，展現威脅性的示威，遭到守備兵發

砲，史稱「雲揚號事件」（日本稱「江華島事件」）。隔年，日本以此事件為由，強行上陸江華

島要求協商，朝鮮對此頗為反感，但仍應允交涉，並於 1876 年締結〈丙子修好條約〉， 此乃

日本作為日後占領朝鮮領土的前引事件，朝鮮的鎖國政策繼而逐步崩潰。 
54
 清朝在與日本的甲午戰爭中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內容中的第一條便是承認朝鮮為完全獨立自主

的國家，否定了清朝的宗主權，清朝與朝鮮的宗屬關係因而自此斷裂。日本於此時對朝鮮提出

內政改革建議，朝鮮朝中的親日派便推動企圖革新舊有朝鮮社會的一系列改革，史稱「甲午改

革」。 
55
 開化派指的是繼承 18 世紀以鑽研實務性及經驗主義為主的實學思想，主張接受西方文明已進行

改革的朝鮮知識分子，企圖透過自強革新，使朝鮮走向富國強兵之路。 
56
 衛正斥邪指的是堅持既有的華夷秩序觀，將西方視為「夷」，排斥一切西方事物以維護儒家思想。

後來隨著國內外情勢發展及對於西方文化的了解，衛正斥邪派轉而主張在維護儒學傳統體制的

前提下，有選擇地吸收西方文化。衛正斥邪思想雖然在抨擊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激發群眾的

愛國熱情、推動人民反抗外敵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卻無法準確地掌握當時國內外情勢

的瞬息萬變，亦未對於朝鮮應行的改革有深刻地體認及了解，因而無法發揮太多實效。 
57
 東學乃是崔濟愚於 1860 年所創立，當時崔濟愚深感朝鮮社會的動盪不安，因而認為需創立一個

得以於亂世中安定社會及民心的價值觀及思想，便創立東學。東學廣受中下階層的農民及沒落

兩班後裔支持，也成功於數年間迅速發展壯大，崔濟愚卻於 1863 年遭朝鮮政府處死。東學並

未因崔濟愚的死亡而消失，後又於第二代教主崔時亨、第三代教主孫秉熙時期發展，1894 年

曾發起東學黨起義。 
58
 박수명，〈민족통합을 위한 한국 민족교육의 이념과 정신〉，《통일전략》창간호（2001，부산），

頁 333。【朴秀明，〈為了民族統合的韓國教育理念與精神〉，《統一戰略》創刊號（2001，釜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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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思想及民族運動中，展現了對於既存秩序體制的抗拒，並且都是為了民族自

尊而進行的救國民族運動。然而，當時的朝鮮與其說是發展出了完整的民族主義，

倒不如說是在動盪的時局之中試圖找出讓國家得以自主生存的道路。59因此，此時

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幾乎都是為了挽救民族存亡、實現民族自立的運動，都帶有

極度的「自我防禦態度」。60 

1904 年，日本與俄國爆發戰爭，大韓帝國政府與日本簽訂〈韓日協定書〉（即

第一次〈韓日協約〉），任用日本政府推薦的財政及外交顧問，使得韓國政府的主

權受到侵害。1905 年，日俄戰爭結束，日本成為勝利國，與韓國政府簽署第二次

〈韓日協約〉，即〈乙巳條約〉，韓國政府的外交權全數遭日本政府剝奪，改由日

本派來的「統監」管制，此一協約引起韓國群情激憤，全國各地出現義民抗爭。1

907 年，韓日雙方締結〈丁未條約〉，韓國政府因此失去對內的行政權。韓半島內

發生多起抗日行動，但都遭日本政府強力鎮壓。至 1910 年，日本政府與大韓帝國

政府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朝鮮王朝的統治時期於此告終，韓半島自此成為日本

政府的殖民地。
61
〈乙巳條約〉、〈日韓合併條約〉等條約讓韓半島最終成為日本的

殖民地，發源於民族獨立運動的民族抗日意識也於焉成形。62 

 

四、民族主義之展開：「三一運動」 

韓半島在 1910 年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日本政府透過設立朝鮮總督府治理韓半

島，採行「武斷統治」，擴增憲兵警察的人數編制，以控制治安、鎮壓抗日行動。

而朝鮮人在政府的強力壓制下，於國內仍發生多起抗議，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1

919 年 3 月 1 日發生的「三一運動」。 

                                                      
59
 박수명，〈한반도 해방, 통합, 통일의 관점에서 본 민족주의〉，《통일전략》제 7권제 1호（2007，

부산），頁 264。【朴秀明，〈從韓半島解放、統合、統一的觀點看民族主義〉，《統一戰略》第

7 卷第 1 號（2007，釜山）】 
60
 王生，《當代韓國民族主義研究》（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23。 

61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頁 170-173。 

62
 박수명，〈민족통합을 위한 한국 민족교육의 이념과 정신〉，頁 332-333. 【朴秀明，〈為了民

族統合的韓國教育理念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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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主張民族自決原則，影響當時在國內

外推動獨立運動的朝鮮人。1919 年 3 月 1 日，以當時國內天道教、基督教、佛教

的領袖計畫於當日在首爾的塔洞公園朗讀〈獨立宣言書〉，主張韓國為獨立自主的

國家，並有兩萬多名市民走上街頭舉行「獨立萬歲」的示威遊行。3 月和 4 月時運

動到達高峰，除首爾外，平壤、鎮南浦、義洲等全國各地皆有民眾參與這項示威，

動員超過兩百萬的國民。「三一運動」以日本軍警以武力強行鎮壓作終，造成七千

多名人死亡、近一萬六千人受傷，並有約四萬六千人被捕。此次運動雖未達成目

標，但卻造就其後韓民族主義的擴張、強化，被視為是韓國歷史上首次現代民族

主義群眾運動。63 

「三一運動」超越了階層、地域、身分和性格，是凝聚了全韓民族成員意識

而開展的民族運動，為韓半島民族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三一運動」

時所主張的恢復國權即脫離日本帝國主義支配，相當大程度影響了當時的朝鮮人，

鼓舞受到日本政府統治的朝鮮人起身反抗日本政府，以求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中解

放，因而帶有反帝國、反殖民主義的特色。此外，以「三一運動」為契機，韓半

島的有志之士開始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民族主義的價值觀，並努力付諸實踐。

1919年4月11 日在上海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便將這些價值放入臨時憲章中，

而這也是受到「三一運動」的精神鼓舞的緣故。64而在「三一運動」後，當時在海

外活動的獨立運動家在海外成立了抗日基地及獨立軍，擴大了海外朝鮮人的獨立

運動規模及組織。 

日本殖民時期對於近代韓民族主義的發展及形成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在日

本殖民時期，韓半島遭遇到此前從未經歷過的異國統治，朝鮮人希望脫離日本統

治獨立建國的信念在此時期變得日益強烈，韓民族主義成為凝聚受到日本政府壓

制的朝鮮人凝聚一心的重要推手。  

                                                      
63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頁 178-179。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p.43-44. 
64
 王生，《當代韓國民族主義研究》，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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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在韓半島的統治時間共達 36 年，在這 36 年之間，韓半島上的民族主

義發展可粗分為 1920 年代及 1930 年代。1920 年代的朝鮮知識份子受到印刷資本主

義的影響，除了有《朝鮮日報》、《東亞日報》等刊物的發行，用以反映當時的民

意，與韓國語言、文化相關的研究組織也相繼出現。不過，這個時期的韓民族主

義仍是以文化層面為主，批判舊有的儒家文化及傳統，大量吸收西方思想及精神，

因此較少對於韓半島上歷史及文化的重視。65 

至 1920 年代末期，隨著日本政府開始對朝鮮人採取同化政策，朝鮮人始將重

心轉移到過往的文物、歷史等方面，追尋既往歷史的光輝，並開始以種族及集體

性的詞彙描述國家。韓民族主義者也開始使用與種族性、集體性有關的字眼，雖

然依舊對儒家文化保持批判態度，但朝鮮人同時也試圖創造一個專屬於自己認同

和文化。66 

而在 1930 年代，日本政府開始強化同化政策，嘗試透過考古學、人種學等角

度的研究結果，將朝鮮人與日本人塑造成為擁有共同祖先的民族。67此舉使得韓民

族主義的發展有了變化，由以往著重於文化層次的民族主義，轉而強調種族特色

的民族主義。也因此，朝鮮人追溯過往的歷史以及遺跡的需求在此時變得更加強

烈。除此之外，對於以往歷史上出現的人物，如檀君、李舜臣等，在此時期也都

受到較大的關注，成為需要被保存及重視的對象。因此，1930 年代的韓民族主義

強調的是以有共同祖先及血源的種族民族主義，與 1920 年代只追求文化上的認同

有所不同。68 

 

第三節 民族主義之轉捩：自李承晚至朴正熙 

一、韓半島解放與分裂 
                                                      
65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p.46-47. 

66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47. 

67
 日本政府宣傳的「日鮮同祖論」、「內鮮一體論」等，便是主張日本與朝鮮是同根的「臣民」，用

以塑造朝鮮人對於日本政府與日本人的認同。  
68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p.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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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11 月，中國、美國、英國三國元首在埃及首都開羅召開會議，並決議

在適當時機支持朝鮮自由獨立。1945 年 2 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聯領導人史達

林達成戰後由美、蘇、中、英四國託管韓半島的共識。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

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此告終，韓半島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也宣告結束。朝

鮮人民迎來期待已久的光復，卻未成功達成獨立自主的目標，反而陷入美、蘇兩

國占領韓半島南北部的分裂之勢，朝鮮人民的民族意識在此等環境下並未因此減

弱，反而更為強烈。69 

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呂運亨得到朝鮮總督府釋放政治犯與經濟犯、保證 3

個月內的糧食供應、不干涉朝鮮的政治活動等承諾後，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組織了

建國準備委員會。至 1945 年 9 月 6 日，建國準備委員會宣布成立以李承晚為主席、

呂運亨為副主席的朝鮮人民共和國，原先各地的建國準備委員會地方支部也改組

為地方人民委員會，至 10 月底，韓半島南部 13 個道、市與 132 個郡都組織了人民

委員會。70 

然而，1945 年 9 月 7 日，美軍以麥克阿瑟的名義發表第一號法令，警告將嚴

處反抗佔領軍的人，自此開始韓半島南部的美軍政時期。同年 9 月 8 日美軍到達

仁川，並於 9 月 9 日進入首爾，美軍政府則於 10 月 10 日發表不承認朝鮮人民共和

國的聲明。12 月 16 日，聯合國於莫斯科召開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中，討論了

關於韓半島處理方案，會談結果是決定在韓半島實施最多 5 年的信託統治，並於

此期間成立臨時政府，這項決定引發韓半島內反對信託統治的激烈抗爭。71當時的

朝鮮人在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後，已發展出具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反日等色彩的

民族主義，列強於韓半島行信託統治對於他們而言，無疑就像另一個帝國主義的

陰謀。72 

由於美國與蘇聯在韓半島統一問題上遲遲未達成共識，使得南北兩方的統一

                                                      
69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頁 187。 

70
 高麗大學校韓國史研究室，《新編韓國史》，頁 265。 

71
 高麗大學校韓國史研究室，《新編韓國史》，頁 265-267。 

72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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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也愈來愈遙遙無期。1946 年 2 月 8 日，由金日成擔任委員長的「北朝鮮人民

臨時委員會」於平壤成立，6 日後韓半島南部則成立了由李承晚擔任議長、金九、

金奎植擔任副議長的「南朝鮮民主議院」。1947 年 7 月 19 日，韓國中間派人士呂

運亨被極右勢力暗殺身亡，使得美、蘇協商通過左右聯合以建立南北韓統一政府

的計畫的可能性消失。73 

1948 年 2 月 26 日，聯合國決定在可能的地區進行選舉，因此選舉將只會在南

部舉行，儘管李承晚表示支持，但金九、金奎植等民族主義勢力與左翼勢力大力

反對，各地發生了反對單獨選舉與建立單獨政府的抗爭。745 月 10 日，韓半島南部

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第一次普選，5 月底召開制憲國會，由李承晚擔任議長。7

月 20 日依照新制訂通過的憲法，選出李承晚作為第一屆總統，大韓民國政府於 8

月 15 日在首爾成立，美軍軍政府的對韓統治權轉至韓國政府。9 月 9 日，朝鮮民

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即北韓）在平壤成立，領導人為金日成。韓半島上自此分裂

成為兩個政府，而雙方皆主張自己為韓半島上唯一的正統政權，並規畫了以自身

政府為主導的統一計畫。
75
 

北韓與韓國雙方政府的成立，與當時的冷戰情勢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前者乃

是在受到蘇聯的支持下成立的共產主義政府，後者則是在堅持反共精神上得到美

國支持所成立的，韓半島因而成為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兩大陣營對峙的場域。儘

管韓國政府主張的是奠基於自由民主主義的民主政府，但卻與保障人民權利及自

由的理念相距甚遠，使得當時韓國的民主主義流於形式及表面，並未真正彰顯民

主主義本身的價值。76 

 

                                                      
73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頁 188-189。 

74
 1948 年 4 月 3 日，濟州島全域發生反對單獨選舉與建立單獨政府的武裝起義，造成數萬人喪生，

即「濟州四三事件」。選舉結束後的 1948 年 10 月，前往濟州島鎮壓的部分軍人在麗水與順天

叛亂，是為「麗順叛亂事件」。 
75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頁 188-189。 

76
 김수자，〈민주화 이후 한국 민족주의 담론의 전개：6 월항쟁-김대중 정권〉，《사회과학연구》

제 4 권제 2 호（2006，서울），頁 46-47。【金壽子，〈民主化以後韓國民族主義談論開展：6

月抗爭到金大中政權〉，《社會科學研究》第 4 卷第 2 號（2006，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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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承晚與一民主義 

1948 年，李承晚在發表總統施政方針演說時，便將韓國視為「繼承檀君始祖

的歷史傳統及單一民族悠久歷史」的「新生自主獨立的民族國家」。77檀君在李承

晚對民族的概念中扮演著韓民族起源始祖的角色，並將韓國視為檀君建國以來五

千年歷史的繼承人。李承晚政府透過運用檀君以及韓半島過往的歷史等元素，試

圖凝聚韓國人民對於建國不久的大韓民國的認同與支持，並且得以營造出全民上

下一心的群體感。 

1949 年，李承晚在其所撰寫的〈何為一民主義？〉一文中，首次提出「一民

主義」的概念。文中提到「作為一個擁有長久歷史的單一民族，我們應該永遠是

一而非二。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必須團結一心」。「一民」是他在 50 年經過各種獨

立運動後，所得到的的意念，一民主義的內涵在於「分裂則亡，團結則生」，並與

李承晚的反共意念相結合，用以主張韓國政府為兩韓統一之正統政權，韓國人民

必須同心協力以完成統一之業。78 

李承晚所主張的一民主義具有強烈的單一民族色彩，此乃是與 19 世紀後半在

韓半島開始發展的單一民族論有關，也因如此，一民主義的內涵中也相當重視「血

緣」。換言之，即是系出同一個血脈的民族特色，強調韓民族成員皆為檀君的後代，

藉由與過往的歷史連結，創造出專屬於韓民族內部的同質性，因而具有強烈的排

他性。李承晚試圖運用單一民族的種族性民族主義，將一民主義的精神拓展至韓

國人的精神思想與日常生活的行動之中，以強化其政府的統治力與正當性。79 

而在韓戰發生後，李承晚將一民主義與反共主義結合，試圖建立起人民對於

共產政權的反感與敵對心。由於李承晚的一民主義所強調的是具有同一血統的單

                                                      
77
 이관후，《국가형성기의 한국 민족주의：한국 전쟁과 통치 이념의 변화 - 일민주의에서 반

공주의로 》（서강대학교 대학원，2003)，頁 48。【李光厚，《國家形成期的韓國民族主義：

韓戰與統治意念變化─從一民主義到反共主義》（西江大學研究所，2003）】 
78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p.100-103. 

79
 한유동，《이승만 정부의 '반공'국민형성 과정에 대한 연구 : 이념적 동질성의 형성을 중심

으로 》（서강대학교 대학원，2013），頁 17-18。【韓佑東，《李承晚政府的「反共」國民形成

過程相關研究：以理念的同質性形成為中心》（西江大學研究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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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因此韓國國民與北韓國民皆包含在此一範圍內，當然也包括了北韓的共

產主義份子，此一情形使得李承晚致力於將北韓的共產主義份子排除於韓國國民

的範疇之外，卻成效未彰。1950 年發生的韓戰使韓國國民深刻地體會到北韓與韓

國之間的敵對關係，以及北韓共產主義份子之恐怖，因而使得李承晚得以成功激

起韓國民眾對於北韓政權的負面情緒。80 

 

三、韓戰 

1950 年 6 月 25 日，北韓在蘇聯與中國的同意下，越過北緯 38 度線入侵韓國，

爆發了為時 3 年的韓戰。戰爭初期，北韓軍攻破首爾以北區域，李承晚於 6 月 27

日凌晨逃至大田，北韓軍隊進入首爾。7 月 14 日，李承晚將韓國軍隊的作戰指揮

權交付與美國遠東軍、聯合國軍司令官麥克阿瑟。7 月 16 日韓國政府遷至大邱，8

月 18 日退至釜山。9 月 15 日，由麥克阿瑟領導的聯軍登陸仁川，成功於 9 月底奪

回首爾。到了 10 月 20 日，聯軍已成功越過北緯 38 度線北上，占領平壤，北韓軍

退至新義州。聯軍雖於 11 月挺進至中國與北韓邊境的鴨綠江沿線，但中國志願軍

的加入使得情勢逆轉，1951 年 1 月首爾再次淪陷，韓國政府退至釜山。3 月 15 日，

聯軍與韓國軍隊重回首爾。麥克阿瑟則在 4 月遭到美國總統杜魯門免除聯軍司令

一職，改由李奇威中將擔任。1951 年 5 月開始，戰事陷入膠著，交戰雙方於 38 度

線一帶展開拉鋸戰，停戰協商會議遲遲未達成共識。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聯合國

軍、北韓朝鮮人民軍及中國志願軍於板門店簽訂停戰協議，結束長達 3 年的韓戰。

81
 

韓戰乃是確立兩韓分裂體制的重要事件，原本以建立單一政府體制為目標的

韓戰，在停戰協議簽定以後，便等同於宣告分裂體制的存續。在韓戰發生以前，

                                                      
80
 한유동，《이승만 정부의 '반공'국민형성 과정에 대한 연구 : 이념적 동질성의 형성을 

중심으로 》，頁 90-91。【韓佑東，《李承晚政府的「反共」國民形成過程相關研究：以理念的同

質性形成為中心》】 
81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頁 1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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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晚雖欲將反共主義傳遞給韓國人民，卻未見太大成效。對於韓國人民來說，

此一時期的反共意識僅僅涉及思想層面，對於身家財產並未有直接性的關連；然

而，韓戰發生後，反共及與北韓軍隊作戰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為與生

死存亡相關的議題，此時的反共已不單純只是口號，而是現實生活中影響生死的

行動，對於北韓的負面情感及敵對意識，也在韓戰中逐漸壯大。李承晚政府則藉

由設立紀念日等方式，以維持人民對於北方共產政權的戰爭記憶，進而深化其思

想中的反共意識。82 

在 1950 年韓戰爆發以前，韓國的民族意識依然是由種族性民族主義主導。主

要是與日本殖民政府結束在韓半島的統治後，朝鮮人民對於「解放」的熱烈期待，

以及盼望創建屬於韓民族的獨立政府之社會風氣有關。即便韓國政府與北韓政府

在當時可謂是處於敵對狀態，李承晚也嘗試將反共意識灌注到人民的思想中，用

以將北韓描繪為韓民族群體中的「他者」，強化自身政權的正當性，但在韓國人民

的心中，對於北韓的敵對意識卻並不強烈，依然視北韓人民為單一民族的同胞。83

因此，此一時期的反共主義仍停留在精神上的傳遞，直至韓戰爆發後方有轉變。
84
 

在韓戰之前，韓國人民雖然與北韓人民生活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但由於雙

方皆享有共同的文化、語言、歷史，因此韓國人民並未將北韓人民視為與自身不

同的「他者」。然而，到了戰爭時期，凝聚自身團體內部的意識以抵抗外敵的重要

性驟然遽增，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我者」與「他者」被強烈又鮮明地區分為二，

使得韓國人民對於北韓人民的認知開始產生變化。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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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이관후，《국가형성기의 한국 민족주의: 한국 전쟁과 통치 이념의 변화 - 일민주의에서 반

공주의로》，頁 52-54。【李光厚，《國家形成期的韓國民族主義：韓戰與統治意念變化─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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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晚也將反共意念置入教育之中，欲透過教育系統培養學生對於共產主義

的敵對意識。至韓戰爆發前，韓國內所實行的教育內容，並未有太過強烈的反共

色彩。韓戰爆發後，韓國政府將反共納入教育內容中，開始有系統性地在道德科

目中傳授反共教育，確立反共思想。86儘管至韓戰結束為止，反共教育並未成為正

規科目，但教科書的內容已經開始出現反共思想，因此對於其後反共教育的實施

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87  

1954 年的第一次教育課程中制度化地推行反共教育，並將反共教育置入道德

教育中。1954 年 4 月公布的「教育時間分配基準令」中，便明示「教育課程分配

時間中最少 35 小時為道義教育時間」，因而每周有一小時為道德教育時間。此實

的反共教育與 1953 年結束的韓戰戰爭經驗結合，反共教育因而成為正式的教育內

容。88 

在李承晚政權結束後，在戰爭經驗中累積的反共意識及反共主義依舊成為執

政者在處理北韓及統一議題時的重要元素。儘管韓戰使得兩韓國民兵刃相見，兩

韓國民為同一民族此一論述卻未因此消失。例如朴正熙便曾於著作《民族的潛力》

中，使用此等文字記述韓戰： 

 

六‧二五韓戰是同族相殘的駭人的悲劇，所給予國人的打擊，深沉

慘痛，無法想像。但經過這一次的苦難期間，我們對共產主義侵略者的

殘酷手段，獲有極深的體會。一百句理論上的說服，不如我們親自體驗

                                                                                                                                                            
形成為中心》】 

86
 박덕영，《도덕 교과서 분석을 통한 통일교육 개선방향에 관한 연구：10 학년 도덕 통일단

원을 중심으로》（서울시립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2007），頁 8-9。【朴德榮，《藉道德科教科書

分析與統一教育相關改善方案研究：以 10 年道德科統一單元為中心》（首爾市立大學教育研究

所，2007）】 
87
 박찬석，《통일교육 - 갈등과 분단을 꿰뚫는 평화의 길찾기》（고양：인간사랑，2003），頁 83

。【朴燦碩，《統一教育─穿越糾葛與分裂尋找和平之路》（高陽：人間之愛，2003）】 
88
 박덕영，《도덕 교과서 분석을 통한 통일교육 개선방향에 관한 연구：10 학년 도덕 통일단

원을 중심으로》，頁 9-10。【朴德榮，《藉道德科教科書分析與統一教育相關改善方案研究：

以 10 年道德科統一單元為中心》】 

 



35 
 

的一件事實，因此使我們成為徹底的反共主義者。89 

 

在朴正熙的論述中，將韓戰視為是同族相殘的悲劇。韓戰並非單純只是兩國

交戰，更是作為單一民族的兩韓國民之戰爭。但也正透過韓戰，使得韓國國民得

以深刻理解李承晚以降持續宣傳的反共意識之真實，反共精神對於韓國國民的重

要性，以及韓國國民應抱持反共意念的必要性。因此，韓戰成為了李承晚與朴正

熙傳遞反共意識給國民之時，最有說服力的實證。 

然而，韓戰並未使韓國政府與韓國人民停止談論韓半島的統一，統一對於韓

國政府及韓國人民而言，仍然是未來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只是現在仍受制於現

實而被迫維持分裂。朴正熙在其著作中，便如此記述北緯 38 度停戰線附近的板門

店： 

 

象徵國土分裂、民族分離的板門店，在這個地球上是否還有彼此地

更令人悲痛的地方嗎？以寬 4公里，長 250公里的非武裝地帶為中心而

被分隔的韓國半島而言，板門店是南北唯一可以接觸的通路。可是這條

通路只是有名無實而已，並未能真正發揮通路作用，似乎有比隔著大洋

還遠的遙遠感覺。繼承同語言、同歷史、同血統的同民族之間，卻杜絕

了一切交通與通信，親戚朋友與家人的近況亦相互不知，這條通路仍然

被堵塞著。90 

 

在朴正熙的論述中，對抗共產主義份子與對民族分裂的感懷兩者並非衝突的

存在，與殘酷的共產主義者作戰的經驗讓韓國人民「學習到自由民主主義精神」

以及「體認守護自由民主主義的重要」，91北韓的共產主義者則是受到蘇聯掌控的

                                                      
89
 朴正熙，《民族的潛力》（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8），頁 56-57。 

90
 朴正熙，《民族的潛力》，頁 114-115。 

91
 朴正熙，《民族的潛力》，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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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儡政權。透過戰爭，韓國的自由主義政權與北韓的共產主義政權之間產生了明

確的差別，兩國的民眾因而成為敵人，即所謂的「他者」。 

然而，在戰爭結束後，北韓與韓國擁有相同的語言、文化依舊是不可抹除的

事實，因戰爭而出現的離散家族也在無數韓國人民心中留下悲痛的記憶，此等與

北韓人民的關連並未因戰爭休止而消失。在朴正熙的論述中，兩韓國民為同一民

族依然存在，因而在韓戰結束後，加深的不僅是韓國國民對於北方共產政權的敵

對情緒，更撕裂了兩韓國民作為單一民族的情感、交流。由此可知，韓國政府一

方面透過戰爭經驗加深人民對於北韓共產政權的厭惡之心，一方面則透過談論統

一凝聚韓國國民的心。 

 

四、朴正熙與經濟民族主義 

朴正熙在成為總統後，便將「發展」及「安保」視為兩大施政方向，提出先

建設後統一的目標，此一時期的韓民族主義便是在此種概念下運作的。因此，比

起李承晚時期單純的北進統一論，朴正熙時期追求的是通過經濟建設推行反共的

路線，繼而將經濟發展作為反共的武器。92朴正熙曾經於演說中提到「在自主、獨

立、繁榮的基礎上，加速我們的經濟成長、現代化祖國、達成我國的和平統一」。

此外，對於以政變方式取得政權的朴正熙而言，成功提振經濟發展也得以使其政

權得到正當性。93 

朴正熙在發表與民族相關的言論時，經常會試圖勾起韓國人民對於殖民時期

的回憶、韓國在外國列強中掙扎求生的過往，並提醒國民韓國在地理位置上受到

列強壓力、擠壓生存空間的事實，讓人民得以同心協力地發展現代化的韓國。在

朴正熙的韓民族意象裡，民族起源於檀君，因此北韓與韓國皆包含在民族主義運

作的範圍。除了吸收西方思想及技術以求發展，朴正熙同時也企圖透過追尋韓國

                                                      
92
 鄭一峻，任明杰、岳子龍譯，《韓國現代政治史》（首爾：성균중국연구소，2013），頁 37。 

93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p.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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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傳統及文化，以凝聚國民意識。94 

朴正熙在其著作《民族中興之路》中提到： 

 

在戰禍之廢墟上，達成統一有何意義，以及有甚麼後果呢？我們一

方面要警戒北韓共黨之赤化野心與國內外之悲觀統一論，同時並堅持和

平、自立與自主的統一路線前進。95 

 

此段文字便說明了朴正熙對於統一及建設國家的息息相關。對朴正熙而言，

為了達成統一，首要之務便是整頓韓國內部自韓戰後一蹶不振的經濟，透過強健

韓國的經濟實力，讓韓國得以於國際間有足夠的能力與其他國家競爭，而發展經

濟的最終目的則是為了日後所欲達成的統一，惟有韓國先提升自身經濟實力，能

夠不受外國牽制地自主發展，方能朝向和平統一之路。此一時期的統一論述，依

然具有相當強烈的吸收統一色彩，對於北方共產政權的敵對意識並未在韓戰停戰

時便終止，而是持續成為朴正熙論述中的重要元素。 

此外，朴正熙本人也依舊將北韓人民視為同一民族的成員，雖然對北方共產

政權持敵對態度，但依舊認為兩韓人民為系出同源之手足： 

 

我們的基本立場，一言以蔽之，先和平，後統一。換言之，在和平

的基礎之上，互不侵犯下，使統一的條件一一具備。不可以武力侵略同

族，殘害其生命與安全，這是我們民族不滅的人倫，在這一片土地上永

遠解除戰爭的不安與恐怖，這是嚴肅的民族史的使命。不顧這種歷史的

要求與人倫，北韓共產集團仍然繼續拒絕會談與不可侵犯的協定，這是

非常遺憾的事。96 

                                                      
94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p.105-108. 

95
 朴正熙，《民族的中興之路》（台北縣：黎明文化事業中心，1979），頁 155-156。 

96
 朴正熙，劉順福譯，《朴正熙的民族復興之道》（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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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朴正熙來說，北韓政權於 1950 年發動戰爭攻擊南韓，影響了同住在韓半

島上的兩韓人民，使得相同民族的兄弟手足必須刀刃相見，對於韓民族而言是絕

對的悲劇。因此，朴正熙所欲指責的，並非是在北韓政府統治下生活的北韓人民，

而是讓民族同胞之間必須互為敵人的北韓共產集團。正因如此，朴正熙雖大加批

判北韓政權，強調自身政權的優越性，卻依舊將北韓人民視為同胞。 

 

第四節 小結 

韓半島自 1945 年二戰結束之後，便維持分裂情勢至今。在漫長的分裂歷史之

中，統一議題一直是韓國重要的議題之一，究其原因，與兩韓雙方曾經在歷史之

中形成韓民族共同體意識有關。儘管韓國內部各個世代對於統一議題所採取的態

度略有不同，但對於韓國人民而言，兩韓人民同屬同一民族此一原因依舊是統一

的必要性之中最重要的原因。 

韓國將北韓視為同一民族之手足的緣由，與雙方擁有共同祖先、文化以及歷

史經驗有關。韓國與北韓皆將檀君視為韓民族起源之祖先，並且強調韓民族乃是

檀君之後代，此一認知使得韓民族成為擁有共同血緣的共同體。換言之，正是由

於韓國與北韓皆接受檀君作為韓民族起源的地位，使得雙方在建立起同屬單一民

族的想像變得可能。 

而 668 年新羅統一韓半島後，使得原先分屬於新羅、百濟與高句麗的韓半島人

民成為單一政治體制下的單一民族，而韓半島內部的異質性亦在統一新羅的統治

下逐漸消弭，在韓半島上生活的人民進而得以培養出相同的文化與民族意識。此

外，由於統一新羅的領土與現今兩韓的領土範圍差異不大，使得韓國與北韓在分

裂之後仍然可以將對方視為擁有共同歷史與文化的同胞。 

除此之外，在朝鮮王朝末期至日本殖民時期期間，朝鮮內憂外患頻仍，使得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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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人民試圖在動盪的時局之中培養凝聚民心的意識，以救亡圖存。也因如此，

朝鮮在過程中逐漸拋棄以往將中國視為世界中心的想法，並發展出以韓民族為中

心的民族意識。朝鮮在 1910 年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朝鮮人民在異國統治的環境下，

激起了更為強烈的民族意識，進而爆發了 1919 年的「三一運動」。正因為朝鮮王朝

末期發生了一連串動搖朝鮮既有秩序的事件，致使朝鮮人民在過程中發展出得以

凝聚民心的民族意識，更加確立了朝鮮同屬同一民族的意念。 

由於韓國與北韓皆接受了在過往的歷史中所發展出的高度同質性，使得韓半

島分裂為二後，雙方依然得以將對方視為屬於同一民族，且此一想法並未隨著韓

半島的分裂情勢日久便消失。即使李承晚與朴正熙致力於將反共意識傳遞給韓國

人民，卻並未否認北韓是韓國人民的同胞此一概念。正因為韓國將統一視為所需

達成的目標，韓國政府因而在教育系統中置入兩韓同屬同一民族的論述，以建構

受教者對於北韓同胞的認同感，進而發展出韓民族共同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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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共教育與敵對民族意識之塑造： 

朴正熙與全斗煥時期(1969-1988) 

 

第一節 朴正熙與全斗煥時期的反共主義 

一、朴正熙時期的反共主義 

1960 年 3 月 15 日，韓國民眾為抗議李承晚選舉舞弊情事，發動群眾示威，造

成以馬山為首的韓國各地連續發生暴動。4 月 19 日更於首爾發生大規模的學生抗

議，造成近兩百人死亡，是為「四一九學生革命」。同年 4 月 26 日，李承晚宣布下

野，李承晚的執政以此告終。97 

然而，在李承晚以後上任的張勉政府，並無法解決李承晚政府結束後社會及

政治方面的混亂，經濟民生亦呈蕭條，更有許多主張兩韓盡速統一、反對既有統

治階層的社會與學生運動發生，引發反共勢力的不安。作為反共勢力之首的軍人

階層，受到對於當時社會上訴求兩韓統一的運動影響，激發了危機意識。1961 年 5

月 16 日，以陸軍少將朴正熙為首的「整軍派」發動政變，開始了韓國的軍人掌政

時期。98 

朴正熙上台後，便將反共與振興經濟作為施政目標。在「五一六政變」時頒

布的「革命公約」第一項中便規定，「反共為國家政策的第一要務是，再整備及強

化傳統的口號形式的反共主義」。此外，朴正熙透過強行解散過往推動群眾運動的

組織團體，並處罰「進行容共活動的反國家團體」，以強化其威權統治。99  

除此之外，朴正熙政府更透過強健韓國的經濟實力，以作為反共的武器。因

此，朴正熙政權致力於推動韓國國內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並藉由拉近與美國、日

                                                      
97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台北：三民，2013），頁 193。 

98
 森山茂德，吳明上譯，《韓國現代政治》（台北：五南，2005），頁 35-41。 

99
 森山茂德，吳明上譯，《韓國現代政治》，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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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關係，以取得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儘管韓國民眾極力反對朴正熙推動韓日

外交正常化，但朴正熙為了改善韓日關係，選擇強力鎮壓抗議的市民團體。1001964

年，朴正熙派遣韓國軍隊參加越戰，以追求更為緊密的韓美關係。由此可知，反

共不僅是朴正熙作為北韓政策的指導方針，反共更影響了朴正熙在外交事務上的

選擇。101 

1969 年 7 月 2 日，美國總統尼克森發表尼克森主義，企圖減少美國在亞洲事

務的參與程度，此舉使當時的國際情勢稍稍趨於和緩，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獲得改

善。在此等國際情勢下，朴正熙提出與北韓進行對話，1972 年時雙方的紅十字會

也舉行會談，朴正熙並於同年 7 月 4 日的「七四共同聲明」，102昭示了自主、和平、

民族大團結三項統一原則，後於 1973 年發表「六二三宣言」，提出了南北互不干涉、

互不侵略、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等政策。103 

然而，此時期的朴正熙卻透過 1972 年 10 月 17 日頒布的維新憲法，在韓國實

行戒嚴，加強其對於國內的控制。在韓半島分裂後，兩韓關係的發展與當時的冷

戰情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韓國的領導人亦是持續透過灌輸給國民反共的概念，

以強化對於北韓政權的敵對感，以及自身政權作為民主主義陣營的代表性。也因

如此，在和平統一的主張長期為韓國領導階層壓制的狀況下，對於欲維持其統治

權的朴正熙而言，在國際間共產陣營與民主主義陣營關係的轉變之際，如何應對

便顯得至關重要。 

1971 年 12 月 6 日，朴正熙頒布「國家非常事態宣言」，於內容中強調國家安

保的重要性，國內的輿論不應對安保議題隨意評論。此外，所有國民應建立健全

                                                      
100

 鄭一峻，任明杰、岳子龍譯，《韓國現代政治史》（首爾：성균중국연구소，2013），頁 37。 
101

 Choi, Lyo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Park Chunghee: 1968- 1979”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Ph.D. Dissertation,2012), p26. 
102

 「七四共同聲明」共有三大焦點，一為自主統一，強調兩韓統一需靠自身力量解決；二為和平

統一，兩韓統一不應靠行使武力而成，而需選擇和平的方法；三為民族大團結，兩韓應超越思

想、理念與制度的差異，以謀求民族團結。 
103

 高麗大學校韓國史研究室，《新編韓國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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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保意識，當國家的安保面臨威脅時，即使損及民眾之自由，仍應果決處理。104

朴正熙便是欲透過營造國民對於兩韓關係的緊張以及不安的心理，以加強其對於

國內社會控制的正當性，並從中穩固政權。 

1972 年 10 月，朴正熙宣布韓國全國進入戒嚴，並且解散國會、關閉大學，韓

國的媒體也被迫進行新聞事前檢查，韓國社會的自由遭到相當程度的壓制。11 月

21 日《維新憲法》正式生效，修改了原本直接由國民選出總統的選舉方式。至 12

月，朴正熙由「統一主體國民議會」的間接選舉中，順利當選為總統，徹底實行

維新體制。105自此，朴正熙便不遺餘力地掌控韓國社會的輿論，同時向民眾宣傳反

共意念。106  

朴正熙推行維新體制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朴正熙政府當時面臨既有安

保體制轉換的情形。美國總統提出尼克森主義後，美國不只嘗試推動兩韓政府的

對話，並削減四成駐韓美軍的人數，此舉使得朴正熙開始憂慮韓國的安保問題。

此外，1968 年皆連發生的「一二一事件」以及「普韋布洛號事件」，107亦加深韓國

政府的不安全感。
108

 

其次，在 1971 年的總統及國會選舉中，在野勢力的支持者大幅提升，且以學

生與在野勢力為主的反政府運動有擴大傾向，使得朴正熙長期執政的計畫受到威

脅。朴正熙於 1967 年連任後，便曾表露出欲長期執政的想法。至 1971 年，朴正熙

參選時便表示，此次選舉將為最後一次參選，往後不會再競選總統職務。而 1971

年的總統選舉中，朴正熙的得票率只比在野黨代表人金大中多出 7.9%，使得朴正

                                                      
104

 鄭一峻，任明杰、岳子龍譯，《韓國現代政治史》，頁 43。 
105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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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不論口號與宣傳如何，他們在骨子裡，仍然是企圖以武力赤化我國。他們今日不但在韓半

島，而在世界各地，也以所謂革命輸出，破壞和平，損毀民族之名譽。正因為和這麼一個侵略

集團對抗，所以國家之統一困難，也就更為重大。」參考朴正熙，《民族的中興之路》（台北縣：

黎明文化事業中心，1979），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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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 年 1 月 23 日，美國間諜船北韓東海、元山港東海域進行任務時，被北韓扣留，80 餘名搭乘

人員遭到逮捕與審問，使得兩國關係緊張，是為「普韋布洛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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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山茂德，吳明上譯，《韓國現代政治》，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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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選擇透過維新體制，以延長其執政時間。109 

1973 年 6 月 23 日，朴正熙發表「統一和平外交政策特別宣言」（又稱「六二

三宣言」），110儘管內容中不承認北韓是一個國家，但接受兩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由

此，韓國從堅持「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府」的原則，轉變為「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的立場。朴正熙此舉乃是受到 1969 年開始緩和的國際情勢

影響，朴正熙欲透過放寬兩韓關係的接受程度，以推展與其他共產國家的外交關

係。此外，朴正熙於 1974 年 8 月 15 日光復節時提出「和平統一三大原則」，希望

兩韓能夠「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展開兩韓對話及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實施兩

韓自由選舉」。111 

儘管朴正熙在此一時期順應國際政治情勢潮流，開始和緩此前對立的兩韓關

係，卻依舊持續透過維新體制壓制韓國國內關於統一的討論，並且強化國民的安

保意識。1976 年 8 月於板門店發生的砍殺事件，112則再度激起兩韓的緊張情勢，引

發安保危機。 

 

二、全斗煥時期的反共主義 

1979 年 10 月 26 日，朴正熙遭到中情部長金載圭開槍射殺身亡，由崔圭夏國

務總理代行總統職務，朴正熙長達 18 年的高壓統治於此結束。12 月 12 日，國軍

保安司令的全斗煥少將發動政變，逮捕陸軍總司令兼戒嚴司令鄭昇和上將，開始

掌握實權，是為「雙十二政變」。1980 年 4 月，全斗煥兼任中央情報部長，成為實

際上擁有最高權力的領導人，代理朴正熙總統一職的崔圭夏則逐漸受到全斗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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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光熙、金洪培，〈試析朴正熙維新獨裁體制出台之原因〉，《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0 卷第 6 期（2007，延邊），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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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台北：台灣商務，2009），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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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 年 8 月 18 日，美軍於板門店附近砍伐楊樹時，遭到北韓軍人攻擊，兩名美國軍人因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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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全斗煥後於 1980 年 9 月登上總統之位。113 

1980 年 5 月 17 日，全斗煥宣布擴大戒嚴，一切政治活動遭到禁止，國會被廢

止，大學也收到停課令，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對派人士也遭到逮捕，114引發了韓國

各地的示威抗議行動，當中又以全羅南道光州的抗議行為最為激烈。5 月 18 日，

光州全南大學學生與戒嚴軍發生衝突，導致多人受傷，引發光州市民加入抗爭。5

月 27 日，特種作戰部隊空降光州，以坦克為前導，鎮壓死守全羅道廳的市民軍，

死傷慘重，此即「光州民主化運動」。「光州民主化運動」影響了 1980 年代訴求民

主化的一連串示威抗議行動。 

韓國政府以反共及經濟發展作為凝聚韓國民心、建立政權正當性的做法，在

1980 年代時期，遭遇到了社會上氛圍的轉變。主要的原因便是由於 1980 年發生的

「光州民主化運動」。在「光州民主化運動」以前，韓國民眾受到戰爭經驗的影響，

對於北方的共產政權抱持著敵對及恐懼的心理，韓國的執政者也巧妙地利用此等

心理，以強化其威權政府的控制。即，在「光州民主化運動」以前，韓國執政者

透過冷戰兩大陣營對峙的結構，正當化其威權政府的統治。而「光州民主化運動」

卻是全斗煥為了自身權力，調派軍隊鎮壓韓國國民所發生的悲劇，此一事實影響

了韓國國民對於威權政府的接受度。115 

此外，在「光州民主化運動」發生以前，韓國國民一直將美國視為友邦，美

國在韓國發展的過程中也曾給予相當多的幫助，且美軍曾經協助保衛韓國國土，

在此等經濟、歷史、政治因素交織下，韓國對於美國的認同度可謂相當之高。116然

而，在「光州民主化運動」發生時，標榜自由民主主義的美國，為了防止韓國在

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所可能發生的動盪，選擇將韓國國內的安保置於優先，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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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頁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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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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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協助韓國國民爭取實質的民主及自由，甚至沒有出手阻止全斗煥政府調派軍隊

鎮壓國民。此等作為使得以往親美的韓國國民，開始產生了反美情緒，其後更發

生了一連串反美鬥爭。117 

而韓國國民此等情感的轉變，也影響了對於統一議題的認知。自韓戰後，韓

國國民將俄國及北韓視為最大的敵人，並對美國抱持友好態度。「光州民主化運動」

中美國政府的所行，使得韓國民眾開始不信任美國政府，認為美國政府只是基於

戰略考量的立場在利用韓國，而非真心實意地在乎韓國的民主與人權。118  

以往以安保及反共為主的政府論述，也開始無法如同此前一般，有效地用以

控制韓國的社會輿論。韓國與美國作為民主主義陣營的成員，所作的行為卻與民

主主義所主張的價值背道而馳，一部分的韓國民眾因而開始主張韓民族應該要擺

脫俄國、美國等外國勢力的干涉，建立起屬於韓民族成員的國家。119自此，韓國內

部的統一論述出現了新的面貌。韓國國民對於美國的幻想破滅後，開始尋求以民

眾為主體的民族主義。120 

針對北韓於 1980 年提出的「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全斗煥政府則於 1982 年

提出「民族團結民主統一方案」，主張雙方推派代表組成「民族統一協議會」，制

定一部新的「統一憲法」，兩韓依此法舉行全民投票，組成統一的國會及政府，進

而完成統一。此外，為了實踐「民族團結民主統一方案」之內涵，全斗煥政府於

1982 年 2 月 1 日提出相關的配套措施，以謀求擴大兩韓在各方面之交流，進而改

善兩韓關係。121 

 

第二節 反共教育的教育課程 

1961 年 5 月 16 日發動軍事政變的朴正熙，頒布「革命公約」，當中第一條指

                                                      
117

 鄭一峻，任明杰、岳子龍譯，《韓國現代政治史》，頁 57。 
118

 Shin, Gi-Wook,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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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反共為國是之第一，重新整備、加強目前停留於形式、口號層面的反共」；

第五條則提出，「為完成國土統一達成民族夙願，養成與共產主義的對決之力量」。

此外，朴正熙政府嚴厲懲處左派人士，並制定、發布「反共法」。 1221963 年 2 月公

布的第二次國中教育課程將「反共‧教育生活」添加入教育課程中，將道德教育

及反共教育更為綜合性及一貫性的教授；在第二次高中教育課程中，則是在社會

科中增設「國民倫理」一科，用以強化高中學生作為國民的倫理意識。 123 

1969 年 9 月，文教部根據第 251 號令修訂部分教育課程，將國民倫理改為「反

共國民倫理」，並擴大授課單位。此時期的教育目標目的在於「堅實民主主義信念，

擊潰共產主義的侵略並達成勝共統一，進而對人類共生共榮作出貢獻」。此時期的

反共教育較第一教育課程時期大幅增加，教授內容則以對共產主義的批判以及對

北韓政權的敵對心、警戒心為主。 124 

朴正熙於 1973 年推行的第三次教育課程受到當時美國欲與共產國家緩和關係

的外部因素影響，開始提出與和平統一相關的概念，然而實際上仍然帶有相當濃

厚的反共色彩。文教部在 1970 年 3 月公布的教育課程目標中，將教育目標設定為

「培育可批判並克服共產主義的思想性力量，依照和平勝共民主統一信念行動」，

國中道德教育的目標則為「正確認知共產主義的矛盾與虛構性，憑藉領悟民主主

義的優越性決意粉碎共產體制的侵略，使國民懷抱完成和平統一的使命感」。 125 

朴正熙的反共教育與其意圖推進終極的民族中興有關。在朴正熙的勝共統一

論述中，企圖透過強調國際環境的險惡以凝聚韓國國民的意識，並透過推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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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以達成復興民族的目標，此為朴正熙為確保其政權正當性的手段之一。此外，

即使 1970 年代的反共教育開始出現強調和平對話統一的特色，但基本上仍然是以

守護韓國民主主義體制達成統一為目標，因此維持著對國民傳遞消滅北韓共產政

權的訊息，並具有強烈的重視韓國國家安全的安保觀。 126 

1981 年到 1988 年的第四次教育課程中，開始主張自由民主主義的優越性，同

時強調對共產主義及北韓的批判，以及國家安保教育的重要性，與朴正熙時期的

反共教育方向幾無二致。以此可知，反共意識在第三及第四次教育課程仍然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即便將達成統一的方式設定為和平統一，但基本上還是以消

滅對方體制、強調自身體制的優越等思想傳遞為主。127 

 

第三節 反共教育中的韓民族意識 

一、民族與命運共同體 

在 1982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中，對於韓民族的概念說明如下： 

 

我們是以韓民族的一員出生在這片土地上。這無關乎我們的意志，

如同父母給予了生命後成為家族一般，是命中注定的。128 

 

透過此段文字可以發現，成為韓民族成員並非出於自身的選擇，而是承接了

父母的血脈後，自然而然地被劃分在韓民族成員的範圍之內。在其他年份的道德

科教科書中，同樣使用了「宿命」、「命運」等詞彙，用以描寫作為韓民族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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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與不可抗力。129由此可知，韓民族之所以構成，是受到了來自於父母、祖父

母以及先祖們的血緣、語言以及文化而成。在此一情況下，能夠被視為韓民族成

員的人，勢必是與此一群體的其他人有著共同的血緣。 

除了血緣之外，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也強調韓語作為民族所使用語言之

地位，在 1981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中，便對於韓語有著以下的敘述： 

 

我們民族全員都使用著我們的語言──韓語。是誰創造了韓語？沒

有人能有自信地具體說明。然而，自我們出生後，（韓語）是在不自覺的

情況下，從父母、兄弟姊妹身上學習到的……不過，韓語是我自己選擇

的嗎？是我為了使用韓語所以特意自願選擇的嗎？當然不是如此。正如

同我無法選擇父母一般，使用韓語也是因為在韓國出生的關係。130 

 

在道德科教科書的敘述中，韓語與成為韓民族皆非出於自身選擇而成之事，

也因此兩者皆帶有命中注定的意味。誠然，無論是在哪一個國家出生的人，受到

父母的影響因而形成了使用母語的能力、對於自我所屬民族的認同是相當自然的。

但在韓民族的情況中，正因為兩韓民眾皆有著共同的血緣以及語言，因此兩韓國

民是為同胞的概念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立了。儘管兩韓在1945年後面臨分裂的局面，

但卻不影響兩韓國民作為同一民族成員的概念。而此一概念得以運作並且持續運

作，便是受到了自身所無法決定的血緣所影響。此一意念的形成便構成了韓國人

需要追求統一的理由。 

 

……我們的祖國分裂成南北，並經歷了因北韓共產集團於韓戰南侵

而產生的同族相殘之悲劇。（我們）背負著此等刺痛的傷口，至今仍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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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統一之業，乃是由於北韓共產集團依舊未放棄赤化（韓半島）的野心，

並窺伺著南侵機會的關係。我們民族懷抱的宿願乃是粉碎他們的赤化野

心，再以己身之力統一分裂的祖國與分化的民族。由此來看，我們對於

民族發展與祖國民主和平統一的使命與責任，是比任何時候都還要重大

的。131 

 

在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中，反共意識仍然相當鮮明。不僅使用「北韓共

產集團」用以稱呼北韓政權，更經常性地使用「赤化」此等帶有意識形態的詞語。

此一論述方式在反共教育時期大量出現，呈現了該時期依然壁壘分明的敵我意識。

儘管如此，相較於北韓共產集團所懷有的「陰謀」，統一韓半島被認為是韓國國民

之責任，也是韓國國民所需努力之目標。 

 

二、拯救北韓同胞 

在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中，經常會使用負面敘述以描寫北韓國民的生活，

例如在 1979 年的教科書中，便有以下的敘述： 

 

隨著（北韓的）經濟變得困難，北韓居民對生活愈發不滿，北韓共

產集團便加強鎮壓人民，並更瘋狂地進行戰爭準備。與此相比，我們國

民與政府團結一心，成就了高速的經濟成長，並建立經濟自主的根基。

我們應在經濟發展與科學技術注入更多心力，使北韓共產集團自行屈服，

並早日以和平之方法解救北韓同胞於飢餓的困境之中。132 

 

自 1960 年朴正熙上台開始，韓國政府便致力於發展韓國經濟，並將韓國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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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視為建設未來統一國家時所需之要素。在此段敘述中可以發現，道德教科

書中為了強化經濟成長在統一大業的重要性，北韓停滯的經濟發展成為了鎮壓人

民不滿、進行戰爭準備的名目。因此，倘若韓國能夠成功發展強健的經濟體質，

那麼將會有助於兩韓統一，並且救同胞於水火之中。 

由此可知，高速的經濟發展被視為是韓國政府在通往統一之路的重要成就。

經濟發展不只是讓韓國本身的國民得利，韓國的經濟發展更能解救在北韓生活的

同胞，達成兩韓統一。道德科教科書中的此等敘述除了用以強調統一與經濟發展

的相關性，更透過說明北韓的經濟問題以強化北韓民眾貧困受苦的形象。 

此外，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亦對於共產國家生活的樣貌有著以下的敘

述： 

 

共產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會增強對國民的監視與統治……這

種監視亦存在於家族之中。子女告發父母、妻子告發丈夫等情事在共產

國家中不勝枚舉。共產黨如此強化監視的原因，乃是由於害怕透過暴力

建立的政權再次為他人所奪。因此，共產國家的國民成了共產黨的奴隸。

然而，無論何時皆有爆發反對共產黨、對自身如同奴隸般的處境不滿之

可能。共產黨為阻止此事，時時刻刻都得進行監視與控制。133 

 

在 1981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中，所探討的共產國家包括蘇聯、中國、越南、北

韓等國。而為了讓學生能夠強化反共的意志，此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採取明確的

批判態度。儘管當時候的韓國政府仍未民主化，因此國內的政治制度並非是現行

的民主體制，然而在冷戰時期的彼時，韓國乃是與代表自由民主的美國同一陣營

的國家。即便當時的韓國也有許多侵害人權的事件，但在教科書中卻僅敘述北韓

共產黨的行為，此一敘述即是為了加強學生對於共產體制的負面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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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道德教科書內容乃是就共產黨監視國民一事進行說明。在此段敘述中，

共產黨為了維持政權，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不只是讓國民之間互相監視，使得國

民無法建立暢所欲言的人際關係，無孔不入的監視更讓共產國家內的國民連家族

成員都無法信任、彼此猜忌。 

韓國社會由於受到中國儒家文化影響，對於家庭人倫相當重視。在道德科教

科書的內容中，亦透過大篇幅對於人倫五常的敘述，以建立學生對於長幼有序、

家庭關係的認知及理解。因此，在 1981 年道德科教科書的內容中，共產黨成為破

壞此一倫常的壓迫者，無所不在的監視危及家庭內部既有的秩序。由此可知，此

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藉由對於共產黨與共產體制的強力批判，使受教者得對於

共產體制產生反感、甚或厭惡之心，進而將此一心情擴大至對北韓政權的敵對心，

而北韓人民在共產黨的體制下，則成為了需要被解救的奴隸。 

 

三、打倒北韓共產集團 

在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中，藉由描寫韓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以及北韓

共產體制的負面形象，以激起受教者對於北韓政權的敵對意識，並建立起對於韓

國安保問題的危機意識。在 1982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中，便有著以下的敘述： 

 

我們國家是自由民主主義之國。因此，所有國民皆是國家的主人，

國家尊重人性尊嚴，國民在自由與平等下，以期實現自我。又，國民依

據個人的興趣、個性與能力，以期達成個人成就，發揮個人才能，為國

家發展而努力。 

然而，在北韓的情況則是，具有好戰心的北韓共產集團完成戰爭準

備，並窺伺南侵的機會。為了粉碎北韓共產集團赤化的野心，進而達成

民主和平的統一，我們必須強化共同體的團結，培養國力。此即保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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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珍貴生命、振興民族的方法。134 

 

在此一段落中，韓國被描寫成為尊重人性尊嚴、國民擁有自由意志，並且能

夠讓國民一展所長、實現夢想的國家。而對於北韓的敘述，則著重在北韓共產集

團份子對於韓國的侵略意圖，以及再次發動戰爭的陰謀。在內容中可以發現，道

德科教科書試圖建立起韓國與北韓兩國相當不同的形象。即，韓國乃是遵循自由

民主主義體制、能夠使國民安居樂業的美好國度，而北韓共產政權則是意圖破壞

此一樂土的邪惡政權。也正因為北韓政權會危及韓國國民的身家財產，因此韓國

國民應懷抱著對於北韓政權的警戒心，並將北韓國民從共產政權的手中解救出

來。 

由此可知，北韓與韓國兩國在教科書中呈現了相當不同的形象。在針對韓國

的敘述之中，強調的是韓國體制的優點，以及韓國國民生活的安樂。但在北韓方

面的描述，卻主要聚焦在北韓政權的侵略行動，以及韓國國民必須團結起來對抗

北韓政權等內容。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藉由對北韓政權的負面敘述，以及北

韓生活的民不聊生，以建立起韓國國民對於北韓政權的反抗意志。 

此外，在 1981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中，亦對於保衛韓國、抵抗北韓有著以下的

敘述：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祖國大韓民國是在 1948年 8月 15日正式誕生的，

也知道大韓民國的歷史根源可以回溯至遙遠的古朝鮮社會。因此，保衛

我們的國家就像是保衛了我們民族的歷史。 

倘若我們無法守護我們國家的領土、國民與主權，我們便是犯下了

無法洗刷的罪孽，留下了無可言述的恨給後世子孫。當我們知道在日本

佔領時期，我們的主權被奪走時，我們是多麼的氣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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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眼下我們與北韓共產集團正緊繃地對峙著。因此，對我們而言

最要緊的任務是，抵禦北韓共產集團的侵略，以保衛我們的領土、國民

與主權。事實上我們的領土（的範圍）是到鴨綠江與圖們江的，但憑藉

著蘇聯支持的北韓共產政權份子們，卻在光復之後趁勢強佔了。北韓共

產集團份子們拒絕參與 1948年 5月 10日的總選舉，策劃了國土與民族

的永久化分裂。 

又，發動韓戰、鑄下了無法清洗之罪的北韓共產份子們，至今仍伺

機策畫著侵略行動。因此，我們為了不成為他們的奴隸，我們必須團結

一心，誓死保護我們的國家。 

我們必須守護祖國大韓民國的意義不單僅是保護休戰線以南的韓國。

相反地，從更為積極的層面來看，延續著綿長的民族史之正道，統一祖

國與民族，讓我們的主權範圍南至濟州島，北至白頭山（長白山）。135 

 

在此一段落之初，便將韓國與檀君所建立的古朝鮮王國互相連結，以建立起

韓國作為繼承檀君歷史的正統繼承者。除此之外，也因為韓國將檀君的歷史視為

韓國歷史之起源，因此韓國所主張的領土疆域便也應當為囊括韓半島全域。在此

一脈絡之中，北韓共產政權的建立，便被視為破壞單一民族國家建立的外敵。 

也因如此，抵禦北韓共產政權便成為了捍衛韓民族精神與價值的重要行為。

在教科書的內容中，北韓共產政權與日本殖民時期皆是國家主權、領土被強行佔

領、侵略的時期。換言之，北韓與日本兩國在韓民族的歷史中，皆是使得韓民族

無法恢復過往歷史光榮的敵對政權。儘管北韓同胞也被視為是韓民族的成員，但

北韓共產政權卻是由蘇聯扶植的敵對政權。因此，日本與北韓在道德教科書的敘

述之中，都帶給了韓國國民傷痛的歷史記憶。正因如此，建立起對於北韓政權的

反抗意識便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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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教科書的內容中也可以發現，北韓政權透過卑劣的手段，阻礙

了韓民族統一建國的目標此等敘述。在日本結束殖民統治後，北韓共產政權乃是

分裂韓半島的元兇。為了使韓民族能夠建立屬於韓民族自身的國家，因此對北韓

共產的抵抗是至關重要的。 

綜上所述，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中對於韓國與北韓兩國有著大為不同的

敘述方式。在韓國方面，教科書的內容乃著重於強調韓國本身體制的優點，以及

韓國國民在分裂體制中需建立對於北韓政權的敵對意識。而在北韓方面的敘述，

不僅包括對於北韓共產集團在過往發動韓戰，使得韓國生靈塗炭的敘述，亦有北

韓政權強佔韓國領土的內容。教科書的內容藉由對於兩國迥異的內容敘述，一方

面形塑出受教者對於北韓共產政權的警戒心，一方面用以強調韓國乃是繼承檀君

歷史的正統繼承者，因此韓國應努力達成統一，以建立起屬於韓民族的國家。在

此一敘述內容中，北韓同胞被視為是需要拯救的對象，而主要的敵人則是北方的

共產政權。 

 

第四節 小結 

1961 年 5 月 16 日透過政變上台的朴正熙，在其上任後便將振興韓國經濟與反

共作為兩大國策推行。為推動韓國的經濟成長，朴正熙選擇強化與美國、日本的

友好關係，以獲取資源。而此時期的韓國經濟建設被視為是反共目標的重要基礎，

即韓國強健的經濟成長將會有助於韓國達成反共統一之成就。 

除此之外，隨著 1970 年代開始冷戰情勢的和緩，朴正熙亦開始主張改善兩韓

關係，推動兩韓交流。然而，朴正熙在韓國卻藉由建立為新體制，加強對於韓國

內部的控制，並實現其長期執政的目的。 

1979 年發動政變的全斗煥基本上維持朴正熙時期對外主張擴大兩韓交流，對

內卻控制異議聲音，且試圖壓制韓國內主張統一訴求的施政方向。然而，1980 年 5

月發生的「光州民主化運動」卻成為了全斗煥政府執政的轉捩點。全斗煥調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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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鎮壓民眾的行為，使得韓國民眾對於威權擬制的不滿迅速升高，繼而影響了對

於威權政府的接受度。此外，由於美國在「光州民主化運動」中袖手旁觀的態度，

亦讓韓國民眾對於一向親美的態度產生轉變。至 1987 年 6 月，全斗煥再也無法漠

視韓國民眾對於民主化的追求，韓國的威權體制繼而崩解。 

由於此一時期的韓國執政者需要建立韓國民眾對於北韓的敵對情感，反共教

育便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儘管在 1973 年推行第三次教育課程開始出現了和平

統一的概念，但課程內容仍舊以反共為主要核心。因此，此一時期的教育內容便

致力於傳遞民主主義的優越性、北韓共產集團的負面形象，以及韓國應為統一大

業努力等內容。 

也因如此，在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中，除了有針對強調韓民族為單一民

族的內容外，亦使用許多篇幅以說明北韓政權的邪惡、侵略性。在教科書中，透

過單一血緣與共享的歷史、文化等元素，使受教者得以建立兩韓國民為同一民族

的意念。而韓國更被描述成為繼承韓民族祖先檀君之正統繼承者，以示韓國政府

之正統性，以及北韓政權乃是由外國勢力所扶植的敵對政權。就此一方面而言，

道德科教科書所建立的韓民族概念主要是透過血緣建立而成的。 

此外，因應當時韓國與北韓呈現對峙局面的現實，道德科教科中大力批判北

韓政權的惡行，以建立受教者對於北韓政權的敵對意識、對共產政權的警戒心，

以及對於北韓同胞的同情。就此一方面而言，儘管兩韓被視為是同一民族，但為

了強調韓國政府才是能代表韓民族的正統政權，韓國政府勢必得將北韓共產政權

與一般的北韓民眾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群體。換言之，建立「北韓共產政權為韓國

國民之敵人，北韓國民卻為韓國國民之同胞」的雙重形象乃是必要的。而在教科

書中深化北韓政權的負面形象，亦有助於受教者認同韓國乃是兩韓統一後的正統

政權此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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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保教育至統一教育與民族意識之轉變：

盧泰愚與金泳三時期(1988-1998)  

 

第一節 韓民族共同體形成 

一、盧泰愚時期的「韓民族共同體」 

時至 1987 年 6 月，韓國各地的學生及民眾為了抗議全斗煥政府的「四一三護

憲措施」136及對首爾大學生朴鐘哲的「拷問致死事件」的隱瞞，137在 10 日舉行了示

威活動。連續爆發 5 次「六月人民力量革命」的全國性民主抗爭，讓韓國國民對

全斗煥政權的不滿升到了最高點，此即「六月抗爭」。6 月 29 日，盧泰愚以執政黨

總統候選人身分發表「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提出了 8 項與民主化有關的政治承諾。

1386 月 30 日 ，全斗煥發表了全盤接受盧泰愚提議的特別談話，「六月抗爭」結束。

盧泰愚並於 12 月 19 日透過民主程序當選總統，建立了韓國此後以民主選舉方式產

生領導人的民主化體制。139此次選舉除了盧泰愚外，金泳三、金大中與金鍾泌等人

也都代表在野勢力出馬角逐總統之位，使得盧泰愚得以 36.6%的得票率便贏得選舉。

140 

在「六月抗爭」時期，主要的訴求除了反對全斗煥的軍事獨裁政權，以及要

求建立民主社會外，韓國國民也將民族統一的目標置於示威運動之中，因而出現

                                                      
136

 1987 年 4 月 13 日，全斗煥以在野黨分裂為契機發表特別談話，表示將不會協議改憲，修憲問題

將到 1988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結束後再行討論，拒絕了人民提出包括總統直選的民主化與改憲

要求，此即「四一三護憲措施」。全斗煥拒絕總統直選、執意維持間接選舉制的行為，被認為

是全斗煥欲維持其長期執政的手段，因而遭到反對黨的撻伐。 
137

 1987 年 1 月 14 日，警方非法逮捕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後，在拷問過程中導致朴鍾哲死亡。儘

管警察曾試圖隱瞞此事，但真相仍被曝光，並成為「六月抗爭」的主要契機。 
138

 「六二九民主化宣言」一為總統中心直選制年內改憲；二為修訂總統選舉法；三為赦免金大中

並恢復其權利，釋放所有政治犯；四為保證言論自由；五為保證國民的基本權益；六為實行地

方自治權，實現大學自律化；七為保障政黨的活動自由；八為果斷地促進社會淨化措施。 
139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頁 204-205。 
140

 金大中與金泳三在在野勢力中一直是彼此競爭的關係，並且分別代表「湖南」（即全羅道）與「嶺

南」（即慶尚道）的地域主義，此等分裂關係透過 1987 年的總統選舉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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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主化運動需要與南北統一並行」此等言論。韓國的威權政權也被認為是阻

擋了解決民主及民族問題的障礙。此外，在「光州民主化運動」後，韓國國民開

始產生反美情緒，美國之於韓國人已不再是此前的友邦，而是使兩韓分裂情勢、

民族紛爭遲遲無法消解的外國勢力，此一想法也影響了韓國國民對於北韓的態度。

此一時期的民族論調，已經逐漸從以往由領導人主導的反共，轉為由國民發起的

民族統一論述。141 

盧泰愚在 1988 年 2 月 25 日的就職演說中，提及「強化與美國、日本的關係的

同時，深化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擴大與韓國沒有交流的大陸國家之間國際

合作之渠道」、「與不同理念及體制的國家改善關係將有助於東亞的安全、和平、

共榮」，此即盧泰愚認為可以作為「能開啟統一之路」的「北方政策」。142盧泰愚的

「北方政策」企圖改善與此前敵對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外交關係，擺脫韓國以往以

美國、日本為主的對外關係，而 1988 年 9 月的首爾奧林匹克運動會及 1989 年東歐

及俄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為盧泰愚提供了機會。143盧泰愚政府在成功舉辦奧運會後，

便開始與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邦交關係，於 1989 年與匈牙利、波蘭、南

斯拉夫等國建交，1990 年時則與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與俄國等國建交，1992

年時與中國建交。至盧泰愚卸任為止，韓國除了古巴以外，以完成與所有社會主

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144 

1988 年 7 月，盧泰愚發表「民族自尊統一繁榮宣言」（又稱「七七宣言」），145內

                                                      
141

 김수자，〈민주화 이후 한국 민족주의 담론의 전개：6 월항쟁-김대중 정권〉，《사회과학연구》

제 4 권제 2 호（2006，서울），頁 44-80。【金壽子，〈民主化以後韓國民族主義談論開展：6

月抗爭到金大中政權〉，《社會科學研究》第 4 卷第 2 號（2006，首爾）】 
142

 MBC NEWS，〈제 13 대 노태우 대통령 취임식, 6 공화국 출범〉，http://imnews.imbc.com/20 

dbnews/history/1988/1806771_19338.html 

【MBC NEWS，〈第十三屆盧泰愚總統就職典禮，第六共和國登場〉】 

查閱日期：2017 年 2 月 25 日 
143

 1980 年於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抗議蘇聯於 1979 年入侵阿富汗，

因而拒絕出席；1984 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則是受到前次美國及眾多資本主義陣營國家抵制的影

響，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拒絕出席作為報復。盧泰愚為了成功舉辦於首爾舉行的奧

運會，勢必需要改變此前冷戰兩大陣營互相抵制的局面。 
144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台北：台灣商務，2009），頁 95-97。 
145

 「民族自尊統一繁榮宣言」共包括六大項目：一，雙方開放門戶，容許各階層人士與海外僑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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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便明示了希望在自主、和平、民主的原則下，與北韓發展友好、合作的關係，

共同為韓民族的未來努力。而為了提供使兩韓情勢平穩的環境，韓國除了維持與

美國、日本的合作關係外，也需要發展與俄國、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146「民

族自尊統一繁榮宣言」的內容與「北方政策」的核心價值多有可互相參照之處，

因此「民族自尊統一繁榮宣言」並非單純昭示盧泰愚對於兩韓關係的施政方向，

同時展現了盧泰愚希望與社會主義國家修築友好關係的目標。此外，「民族自尊統

一繁榮宣言」中將北韓的角色定位從以往的敵人，轉變成達成統一及民族繁榮之

業的同伴者，此等概念也影響了 1989 年 9 月 11 日盧泰愚提出的「韓民族共同體統

一方案」。147 

盧泰愚的「北方政策」與「民族自尊統一繁榮宣言」與 1980 年代末期冷戰情

勢的和緩有關。1945 年二戰結束後，以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冷戰兩大陣營形成對峙

之勢，影響了世界各國的外交關係及國際情勢。雙方不只進行軍備競賽，兩大陣

營也持續在國際上互爭高下，韓戰的爆發便是社會主義陣營及資本主義陣營彼此

對抗的重要事件之一。時至 1980 年代末期，社會主義陣營之首的蘇聯開始推行經

濟改革政策，東歐各國內部出現反對執政政府勢力，將德國分割為二的柏林圍牆

也於 1989 年倒塌，最終發展成德國的統一，此乃社會主義陣營倒塌的象徵事件之

一。此外，美國與蘇聯於 1980 年代開始進行領導人會議，停止雙方的軍備競賽，

亦在縮減軍備議題上達成共識。於此，1945 年以後對國際局勢影響甚深的冷戰對

                                                                                                                                                            
自由往來兩韓；二，站在人道主義立場，動員所有方法，確定離散親人的生死狀況與地址，允

許書信往來及互相訪問；三，開放貿易門戶，兩韓的貿易是為民族內部貿易；四，不反對韓國

的友邦與北韓交易；五，終止消耗競爭與對決外交，兩韓代表可以自由地在國際場合見面，共

同為民族的共同利益努力；六，韓國願意協助北韓與美國、日本等國改善關係，同樣地，韓國

亦會與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改善關係。 
146

 국가기록원，〈노태우대통령 77 선언〉，http://www.archives.go.kr/next/search/listSubjectDescrip 

tion.do?id=002874 

【國家記錄館〈盧泰愚總統 77 宣言〉】 

查閱日期：2017 年 2 月 25 日 
147

 「韓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旨在自主、和平、民主的基本原則下，完成統一。首先是透過南北

高峰會談，確定民族共同體憲章，而後形成南北聯合，最後根據統一憲法的規定實施選舉，完

成統一。 

參考統一部，〈韓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http://cn.unikorea.go.kr/content.do?cmsid=118 

查閱日期：2017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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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情勢出現了變化。 

於國內情勢而言，盧泰愚作為韓國民主化後首位民選執政者，執政時的社會

氛圍與此前威權時期的情況已有所不同。1980 年代末期，此前受到威權政府及國

際冷戰體制影響而無法發聲的統一相關言論，在韓國國內外情勢轉變之際開始活

躍起來，當中又以學生運動為重點，當中包括了學生主導的統一運動以及正確認

識北韓運動。148此時期的學生統一運動主張打倒盧泰愚政權為訴求，並以民眾為主

體實現祖國統一，然而此等統一運動並未受到一般民眾的廣大支持。149 

因此，在韓國國內及國際情勢發生巨變之際，提出與此前不同的統一政策及

態度便成了盧泰愚政府相當重要的課題。當時的國際情勢比起國家間的武力對峙，

更重視各國之間的和解，並致力於改善自身國內的福利制度。對於韓民族而言，

比起以往軍事的對峙及民族內部的自我消耗，更重要的是儘早終結民族分裂的對

抗局面。150北韓在此時成為完成統一時需要一同努力的同伴，是未來一起共同生活

的「韓民族共同體」成員，因此盧泰愚政府便需要達成和平統一目標的各項政策

及措施。
151

 

在此之前，韓國政府對於北韓政權的態度帶有相當的敵視意味，而在威權體

制下的和平統一論述也遭受到壓制。到了盧泰愚政府時期，受到韓國內部民主化

的政治影響，以往無法陳述的和平統一論述又開始有了發展空間，加上當時冷戰

情勢的緩解，讓盧泰愚政府的「北方政策」得以順利推行，與俄國、中國等社會

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於此，盧泰愚政府順應國際潮流，將統一政策的路線定

調為和平統一，並將以往視為敵人的北韓轉而視為共同達成韓民族統一的夥伴，

                                                      
148

 박태균，〈남남갈등으로 표류한 김영삼 정부의 대북정책〉，《통일과 평화》제 6 권제 1 호（2014，

서울），頁 18。【朴泰均，〈肇因於南南糾葛的漂流的金泳三政府之對北政策〉，《統一與和平》

第 6 卷第 1 號（2014，首爾）】 
149

 鄭一峻，任明杰、岳子龍譯，《韓國現代政治史》（首爾：성균중국연구소，2013），頁 78。 
150

 통일원，《통일백서》（서울：통일원 통일정책실，1992），頁 45-46。【統一院，《統一白書》（首

爾：統一院統一政策室，1992）】 
151

 통일원，《통일백서》（서울：통일원 통일정책실，1990），頁 45-46。【統一院，《統一白書》（首

爾：統一院統一政策室，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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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至此與韓國皆為「韓民族共同體」的成員。 

此外，此前因受制於蘇聯於聯合國安理會實行否決權的關係，韓國一直無法

成功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時至 1990 年東歐共產政權相繼崩潰，國際局勢大幅變

化，時任中國總理的李鵬訪問北韓時，規勸金日成接受北韓與韓國同時申請進入

聯合國的提案，北韓政府於 1991 年 5 月 28 日透過外交部發表聲明，強調若讓韓國

單獨進入聯合國，與民族利益有關的重大問題可能會受到偏頗的討論，同意兩韓

同時進入聯合國的方案。韓國與北韓因而於 1991 年 9 月 17 日同時進入聯合國。152

儘管韓國國內有部分異議聲浪認為兩韓共同加入聯合國會使得分裂狀態變成永久

性問題，兩韓問題卻未因為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而轉變成為兩國之間的問題，而

是「通往統一之路上暫時性的特殊關係」。153 

 

二、金泳三時期的「韓民族共同體」 

韓國第 14 任總統金泳三在 1993 年 2 月 25 日的就職典禮上，提到「沒有比民

族更好的同盟國，沒有比民族能帶來更多幸福的意念及思想」，強調韓國與北韓是

屬於同一民族的同胞關係，並表示如果金日成也懷抱著對於和平統一的共同信念，

「那麼隨時隨地都可以與之會面討論統一議題」。154金泳三所提出的統一政策與盧

泰愚政府時期有相當程度的相似之處，主要構想是希望經由誘導北韓的內部改革，

對外政策變化，接著尋求韓半島周邊中國、美國等國與國際社會的協助，以達成

韓半島的最終統一。155 

金泳三政府的誕生，事實上與舊有政權的結合有相當大的關係。金泳三曾於

1954 年代表執政黨自由黨競選國會議員，並成功當選。至 1961 年朴正熙發動軍事

                                                      
152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106。 
153

 김병로，〈통일환경과 통일담론의 지형 변화: 정부통일방안을 중심으로〉，《통일문제연구》

제 26 권제 1 호（2014，서울），頁 4-5。【金炳錄，〈統一環境與統一論述的地形變化：政府統

一方案為中心〉，《統一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1 號（2014，首爾）】 
154

 김병로，〈통일환경과 통일담론의 지형 변화: 정부통일방안을 중심으로〉，頁 4-5。【金炳錄，

〈統一環境與統一論述的地形變化：政府統一方案為中心〉】 
155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頁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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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奪權後，金泳三因不滿朴正熙政權，因而宣布退出自由黨。自此，金泳三便

致力於推動韓國民主化運動，與金大中是當時反對勢力的兩大代表。金泳三也因

為投身民主化運動的關係，使得國會議員一職被解職。在全斗煥政府時期，金泳

三遭到政府當局軟禁，並且被禁止參與政治事務，共達 4 年。1987 年民主化後的

總統選舉中，由於在野勢力的票源被金泳三與金大中兩位候選人瓜分，使得被認

為是全斗煥人馬的盧泰愚得以勝選。156 

至 1990 年，金泳三為求在 1992 年的總統選舉中勝選，選擇將其所領導的新民

黨，與盧泰愚的民主正義黨、金鍾泌的民主共和黨進行三黨聯合，繼而組成民主

自由黨。三黨聯合的出現，使得原本由金大中與金泳三分庭抗禮的在野勢力分化

情形有所轉變。金泳三在三黨聯合後，成功吸收了部分保守勢力的票源，157並且成

為 1992年總統選舉中執政黨推派的候選人，此乃金泳三得以成功當選的關鍵因素。

158 

除此之外，金泳三的勝選顯現出韓國國民企圖推展改革的心情。比起金大中

較為強烈的政治傾向，金泳三選擇的是較為穩健的自由主義路線，此一傾向亦顯

示當時韓國國民尋求的是清算過去威權主義的文化，同時進行溫和逐步的改革政

策。159金泳三上任初期，便積極推行一連串有關肅貪、清除過往軍人政府的威權主

義、金融改革等政策，使其民意支持度高達 90%，顯示當時國民對於新政府改革

                                                      
156

 楊虔豪，〈韓國前總統金泳三逝世 回顧其「功過」〉，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indepth/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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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與支持。160 

此外，金泳三的任期之初也被視為是可以帶領韓國擺脫冷戰時期反共思維的

人物。1979 年時任新民黨黨主席的金泳三便曾表示，「為了統一，即便是金日成也

該見一面」，顯示其對北韓的態度並未像威權政府一般，帶有強烈的反共意念。161金

泳三也的確在就任初期相當積極地處理與北韓的關係，不僅活化政府內部負責統

一安保政策的會議機構，並致力於讓政策決定的過程公開透明，尋求展現與以往

威權政府不同的面貌。除此之外，金泳三為釋出對北韓的善意，亦決定於 1993 年

3 月 19 日將在韓戰後被囚於韓國監獄的非轉向長期囚162李仁模送回北韓。163 

然而，力圖與北韓建立友好關係的金泳三，卻在上任不久後，面臨北韓首次

的核問題。1993 年 3 月 12 日，北韓宣布退出「禁止核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當時金泳三政府遵循「透過對話解決北

韓核問題」的原則，加強與美國、國際核能組織的合作，努力說服韓國留在「禁

止核擴散條約」的架構之內。164也因為北韓的此等作為，使得金泳三政府內部開始

對於北韓議題意見分歧，主張對北韓強硬與主張與北韓和平共存的兩派人馬，逐

漸無法維持統合的狀態。而金泳三在 1993 年 6 月就職百日的演說中也提到，「無法

與擁有核武的對象握手」，不僅與金泳三就任時所表達的與北韓同胞的親密感有所

背離，也顯示金泳三政府在北韓核問題上態度的搖擺不定。165 

1994 年 6 月 15 至 18 日，美國前總統卡特在訪問北韓後，向金泳三表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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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成對於金泳三提議的「兩韓高峰會談」有正向回應，希望盡早與金泳三見面。6

月 29 日，兩韓代表在板門店見面後，決定將自 7 月 25 日至 27 日於平壤舉行「兩

韓高峰會談」。然而世事難料，在「兩韓高峰會談」即將召開之際，北韓領袖金日

成卻於 7 月 8 日心臟病發過世，使得兩韓分裂後首次的領導人會面付諸東流。166 

金日成死亡後，韓國內部就是否前往北韓進行弔唁一事，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7 月 20 日，北韓舉行「追悼金日成逝世大會」，金泳三政府表示韓戰是金日成、史

達林、毛澤東共同引發的戰爭，金日成是韓戰的戰犯，因此不能成為弔唁對象。

金泳三此舉惹怒北韓政府當局，使得兩韓關係再次緊繃。167 

綜上所述，金泳三作為韓國第一位文人出身的總統，在上任之初便受到相當

多的矚目與國民的期待。金泳三本身也在執政初期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力求一改

長年威權體制下出現的各種弊病，讓金泳三獲得相當高的民意。然而，金泳三也

在就任不久後，便面臨一連串棘手的北韓問題需要處理，金泳三政府也在過程中，

呈現出前後不一的行事風格，使得本欲推展與北韓良好關係的金泳三，最終未能

如預期一般展現出與威權政府時期不同的兩韓關係。 

 

第二節 統一安保教育與統一教育的教育課程 

一、盧泰愚時期的統一安保教育 

第五次教育課程的內容是 1987 年 3 月 31 日文教部 87-7 號告示公布的。第五

次教育課程是為了因應學問及社會的變化，而修改的教育內容。最初文教部推行

第五次教育課程的主要目的在於，修正第四次教育課程中尚有不足之部分，而在

韓國教育開發院研究與設計後，大幅改動了第五次教育課程的內容。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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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教育課程將安保教育改稱為統一安保教育，並主要於盧泰愚政府時期

推行。根據文教部所公布的《國中教育課程》中道德科的五項教育目標中，便有

一項是與統一安保教育有關的： 

 

認識國土分裂，領會大韓民國的正統性與優越性，致力於祖國的民

主和平統一，批判北韓共產集團的真實與共產主義信念的虛構性，（使學

生）具備守護、發展自由民主主義體制之意志。169 

 

而在國中各學年的道德科課程中，針對統一及安保主題的目標則稍有不同。

一年級的目標乃是「掌握國土分裂的悲劇、北韓共產集團的突發與北韓的真實，

領會大韓民國的優越性，培養民主和平統一的信念」。二年級的目標則是「理解肇

因於分裂而發生的現實問題，培養為了民主和平統一的積極努力之心態」。三年級

的目標在於「批判共產主義的本質與共產社會的實際狀況，了解民主社會的優越

性，（使學生）具備守護與發展祖國的民主和平統一與自由民主主義體制之信念」。

170 

不過，在實際的內容書寫上，此一時期的教科書內容卻開始有所改變。盧泰

愚政府試圖透過統一安保教育削減過往所強調的反共意識，將北韓當成遲早會統

一的同胞，試圖塑造出與北韓之間的親密感，並一反以往只將重心放在韓國政府

行為上的敘述，將韓國與北韓都設定為達成統一目標的夥伴，北韓以此轉為「既

是敵人亦是同胞」的存在。171 

統一安保教育藉由強化國防與對北韓政權的安保教育、北韓現況教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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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批判教育之內容，以擺脫以往著重於對北韓的警戒之教育內容，並加強以往

較不被重視的統一教育內容。此外，在統一安保教育實施以前，反共教育中多側

重於對共產政權的批判及對立，且將韓半島分裂之責任歸之於北韓；而在統一安

保教育中，盧泰愚政府試圖消減以往對北韓的強烈敵對感與危機意識，以恢復兩

韓作為民族共同體的同質性，並且培養韓國國民對於北韓的同胞愛。而為了加強

受教者對於北韓國民的認同，統一安保教育中也置入了韓國與北韓作為單一民族

的理想性論述。172 

然而，統一安保教育雖展現了與以往反共教育的不同之處，卻並未屏除對於

韓國國家安保觀的教授內容。在統一安保教育的內容中便指出，正因為有北韓政

權的存在，因此需要堅實韓國國民對於國家安保的意念。因此，統一安保教育中

著重於教授現實性的安保觀，致力於成為韓半島分裂情勢中得以發揮統一影響力

的角色。173 

 

二、金泳三時期的統一教育 

1992 年開始公布的第六次教育課程正式將統一安保教育改稱為統一教育，由

1993 年上台的金泳三政府實行。相較此前的反共教育及統一安保教育，統一教育

將焦點放在統一議題，教學法也與以往有所不同，追求展現系統性。低年級的統

一教育主要在於培養對於統一的想像力，隨著學年的上升，透過開放性的討論統

一、民族共同體的繁榮等議題，並且培育學生對於民族認同、統一過程、統一的

未來實際樣貌等層面的理解。此時的教育課程也欲提高受教者對於韓國與北韓的

實際狀況、分裂的背景及原因等領域的認識，以此為基礎以建構未來統一時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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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楚認知。174 

統一院於 1993 年發行的《和解協力時代的統一教育基本方向》中，對於統一

教育的定義如下： 

 

所謂的統一教育是為了使一直以來作為我們心願的和平統一早日實

現，進而達成在統一國家幸福生活的目標，因而將所期許的價值觀及態

度教授給所有國民的教育。因此統一教育中除了有為提前統一所需的努

力外，也有為了對應統一以後的生活所準備的內容。同時，亦教授我們

國家的存立與國民的安寧，以及與統一達成相關的現實障礙與對於威脅

要素的警戒心，培養所有國民均衡且合理的統一觀，並作出於此相符的

行動。175 

 

在第六次教育課程中的統一教育，延續自第五次教育課程以來試圖減少以往

以反共為教育主軸的內容，將重心放置於對於統一議題的討論，此種改變也是受

到韓國自 1980 年代末期，受到國內外情勢影響的關係。因此，此一時期統一教育

的目的便在於使受教者客觀地了解分裂過程後，得以構築對於未來和平統一後的

生活樣貌：  

 

目前正處於南北韓間邁向民族間的和解與協力、交流開始活躍的新

時代。在休戰線之中，漫長歲月以來分開生活的南北住民，現在開始互

訪、交流，進而慢慢擴大往後共同生活的共同體生活場域。為了對應往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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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國民各自以民族成員的身分，懷抱著廣泛的認

識與歷史的眼界，透過生活的體驗對於民族共同體的生活以及統一國家

的未來面貌全面地產生共感。176 

 

正如《和解協力時代的統一教育基本方向》中所述，自 1980 年以來急速變化

的韓國民主化、冷戰體制瓦解等國內外變動，使得以往以意識形態對立為主的教

育內容開始失去作用，韓國內部也開始出現不一樣的民間統一論述。為對應此一

情況，金泳三政府需謀求的是以客觀、合理的認知出發的統一教育。而在此等變

化的過程中，道德教科書的內容也開始試圖透過內容的敘述，塑造韓國與北韓民

眾在作為民族共同體成員的共感。 

 

第三節 統一安保教育與統一教育中的韓民族意識 

一、共同的血緣與民族 

在 1994 年的道德教科書中，對於民族的定義如下： 

 

民族的概念相當多樣且複雜，但一般來說，民族是指與血緣、地緣、

語言、文化、歷史等客觀因素相結合，在此基礎之上形成所謂民族意識

的主觀性因素後，堅實地結合而成的人類共同體。因此，民族與氏族、

部族、種族等概念一樣，是透過祖上共同連結而成的血脈，故有時將民

族稱為大家族。
177
 

 

由此說明中可以發現，韓國教育中所欲傳遞的民族概念中，強調的元素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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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元素，即享有共同的血緣及祖先、長久以來生活的既有領土範圍、在這塊

土地上所使用的共同語言，以及在此一定義下的人們所共同經歷過的歷史與文化

內涵。更準確地說，這些元素各代表著檀君、統一新羅以來的既有疆域、韓文，

以及韓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因此，韓國教科書中對於民族概念的介紹，並非基於

國民對於國家政治體制與價值的認同，而是基於過往所共享的元素所結合而成的

認知。正因如此，在教科書中的韓民族所指的，並不單指生活在韓國政府領土範

圍的國民，而是包含了旅居海外的韓國僑民，即使是已經取得外國國籍的韓僑。178

而韓民族的成員藉由形成此等的民族意識，便得以發展在民族的框架底下，「我」

與「我們」等詞語的實質意念。179也因為在韓民族的概念中所指稱的「我」及「我

們」，並未受到國籍此等外部因素的影響而有所不同，使得要想像從未在同樣的政

府體制下生活的旅外韓僑乃是韓民族團體中的一員變得可能，而這當然就包括了

在 38 度線以北生活的北韓人民。 

在 1994 年教科書中所述的統一的正當性包括了恢復作為單一民族的原貌、消

除起於分裂的苦痛、民族力量的結合，以及解除戰爭的不安。
180

而對於單一民族，

教科書中則有著如此的說明： 

 

我們是生於同樣血脈、使用同樣語言及文字，以及保有同樣風俗的、

長久歲月以來共同生活的兄弟姊妹。不僅如此，我們同胞很久以前便建

立起統一國家，有著共同謀生的傳統。……與此（指兩德統一）相較，

我們同胞不僅僅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傳統，更有千年以上作為統一國家

共同生活的長久歷史。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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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儘管韓國政府是在二戰之後才建立的，但透過對於既往歷史與文

化、韓文、固有領土以及共同祖先等元素的追尋，使得在分裂體制的狀況下，韓

國教科書依然將北韓視為共同民族的成員。而二戰之後被迫分裂的歷史，則更加

深了此等意象： 

 

1945年的南北分裂是無視我們同胞意志的強大國家單方面的所作所

為，分裂本身不僅不自然，同時也是不當的事情，是需要即刻消解的課

題。……對我們來說，並沒有需要讓骨肉們分開生活的理由。此外，強

大國家所造成的分裂苦痛，我們民族沒有必定要接受的理由。182 

 

正因為韓半島的分裂是受到二戰結束後的國際情勢影響而成，因此在韓國教

科書的敘述中，被迫與長久以來共同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同胞們分開，是對於

韓民族而言必須要處理的重要課題。韓國教科書在建立此等意識的過程中，便得

以發展對於統一議題的認同感，而此等認同感與兩韓在分裂以前所共同享有的許

多元素有關。也因如此，即使是經歷過了戰爭的殘酷，韓國的統一教育卻未因此

放棄談論統一議題。 

 

二、手足相殘的戰爭：韓戰 

1989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中，對於為何需要學習「國土分裂與北韓的實際面貌」

有著以下的說明： 

 

肇因與我們民族的意志無關所招引而至的國土分裂，使得我們這段

時間經歷了相當多的試煉與苦痛。尤其是，我們的情形是需要阻止為了

赤化韓半島而動用了一切手段的北韓共產主義者，進而達成統一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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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民族現在雖然互相在不同體制下生活，但（北韓人民）絕對要共同生

活的同胞。為此，我們需要好好地了解國土分裂的悲劇，以及北韓的實

際面貌，強化自主和平統一的信念。183 

 

此段敘述除了提及二戰後韓半島受到國際情勢影響，被迫分裂的歷史背景外，

也提到了北方的共產主義者曾經不擇手段地想要「共產化」韓國國民的過往，指

的即是於 1950 年 6 月時爆發的韓戰。直至今日，韓戰在韓國教科書的敘述中，依

舊被認為是「同族相殘的悲劇」。184從教科書中可以發現，韓戰在此被劃歸至「北

方的共產主義者」的所行，發動戰爭的北韓政府是不僅是需要負起戰爭責任的對

象，同時也是強化韓民族分裂悲劇的「共產主義者」，而韓國及北韓的國民則是在

戰爭中流離失所、生命及財產都受到威脅的手足兄弟。因此，達成和平統一是韓

國國民的任務之一，而韓國政府則將是和平統一的目標中，代表兩韓國民的政府。 

將北韓政府與國民視為不同團體，並且置入韓國政府的吸收統一意念的說明，

在「依舊持續的悲劇」此一課文段落中更為明顯： 

 

北韓共產主義者若無法放棄將韓半島全域共產化的虛妄夢想，這樣

的悲劇任何時候都很有可能會重演，因此我們為了阻止悲劇發生無法怠

惰鬆懈。此外，為了對付北韓，我們國家將許多預算投入國防費用中。

為了提高國民生活水準與國民經濟發展所需要用的經費，正浪費在防止

同族間的紛爭之中。更有甚者，民族的悲劇尚未結束。為阻止如同韓戰

的同族相殘悲劇再起，我們需要守護我們民族的安全及幸福。……尤其，

我們全體作為同一民族的成員，彼此並不是要互相貶損、怨恨的對象，

而是要視為往後共同生活的對象。走向流血的戰爭，使同族紛爭延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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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意義呢？這便是我們透過韓戰與持續的民族悲劇，所可習得的真實。185 

 

在 1989 年的教科書中，對於北韓政權的負面敘述雖已較為淡化，但依然可以

發現，北韓政府是已引發戰爭的始作俑者、意圖赤化韓國國民的政權此等形象出

現。而北韓人民在教科書中的形象，便是韓國政府需要守護的單一民族成員，同

時也是韓國國民在統一後需要共同生活下去的同胞手足。  

而在 1994 年的教科書中，韓戰同樣也是帶有鮮明的「手足相殘」的形象，然

而與 1989 年的教科書相較，內容中對於共產主義及北韓共產主義者等詞語的使用

則較少，顯示出當時的教科書與以往反共色彩較為強烈的情形有所不同。此外，

統一在此時不僅是作為韓民族的重要目標，教科書中更將統一後的韓國視為對於

維持東北亞及世界和平的關鍵角色： 

 

我們需要達成統一的迫切原因是，由於南北間軍事緊張，使全民族

每天都在不安中度日。我們同胞因為韓戰而蒙受了無以數計的損失，若

同一民族間又要再次發生（如韓戰一般的）同族相殘之悲劇又該如何是

好？……只要分裂情勢持續下去，在任何時候都有再次發生像此等可怕

的民族悲劇的危險，我們為了早日脫離此種狀態，因而需要統一。統一

能提供我們同胞安定生活的基礎，進而成為東北亞與世界和平的所需之

物。186 

 

即便在 1994 年的教科書中也提到「韓戰是使民族意識的同質性信念遭受巨大

損傷的契機」，187但兩韓國民卻未因此變成陌路之人，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

便是由於雙方繼承了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如同韓國教科書中所言，「為了兩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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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同一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認知，需透過民族同質性的恢復，與自由民主主義的

意念及體制為核心，將雙方結合成民族社會」。188 

 

三、固有疆域下所形成的民族同質性 

在 1989 年的教科書中有著以下的敘述： 

 

南北韓以同一民族的身分在漫長的歲月中共同生活，彼此間分享著

相當多的共通點。從我們民族的基礎悠遠綿長地流傳下來的固有民族情

感與生活風俗、思考方式等，我們有生以來初次見面的話都充分地能感

受到「相同」的感覺。因為如此，由於分裂而形成的民族異質化現象，

是我們在生活中投注一些關心與感情便自然而然可以克服的。189 

 

此段敘述便清楚地呈現了韓國與北韓在分裂的情勢下，由於過往在相當長的

一段時間中都維持著作為同一民族成員的身分。正因如此，即使在二戰結束後韓

國與北韓國民被迫分離，但憑藉著以往共享的生活記憶，兩韓國民在見面時，依

然不會有如見到外國人的陌生與距離感。此等現象恰好呼應了班納迪克‧安德森

在其著作中的這段文字： 

 

它（指民族）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

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

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民族被想像為有限的，

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們或許涵蓋了十億個活生生的人，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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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界，縱然是可變的，也還是有限的。190 

 

對於韓國與北韓的國民來說，雙方生活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是在每一日的生

活中都可充分體認到的事實。然而分裂後韓國與北韓政府的疆域限制，卻無法箝

制住韓國教科書中，回溯以往仍然作為同一國家時，彼此互為單一民族成員的情

懷。也因如此，在這段記憶中的單一民族成員，便限定在於指涉享有韓民族文化

與傳統的人身上。 

此外，在 1994 年教科書中名為「堅定的歷史認知」的課文段落中，有著以下

的內容： 

 

……幸運的是，我們民族有著長久的傳統與文化發展而來的歷史。

我們民族是以單一民族之姿形成的政治共同體，而在其中確立了民族的

精神。也就是說，作為韓民族的強烈自我意識與同質的集團意識發展而

來的，是我們民族閃耀的歷史與傳統。……現在是將分裂的歷史轉變為

統一的歷史的時機，以我們光榮的歷史為基礎，集結民族的智慧，並且

培養洞察力。透過我們在苦難與試煉的歷史中守護民族自主性的驕傲，

以及藉由繼承、發展作為單一民族燦爛的文化與傳統之具創意性的能力，

得以克服分裂的考驗。當有此等歷史的認知時，我們便能堅實和平統一

分裂的祖國的意志。191 

 

韓半島在 676 年新羅統一三國後，便未經過大幅的領土變動，因此在此一疆域

內的人民，得以在漫長的歲月中形成單一民族意識，彼此共享相近的文化與傳統。

也因如此，建立在曾為統一國家的歷史基礎上的統一意志，方有運作的空間。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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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民對於此等過往有著深刻認識時，那麼自然而然便能淡化現下肇因於分裂

體制而形成的異質性與差異，進而培養出對於北韓人民的認同感。 

韓國教科書透過培養國民對於歷史的深切認識與了解，使韓國國民得以體認

統一議題之於韓民族的重要性，因而讓韓國人掌握統一教育所需要實行的原因。

在韓國的道德科教科書中，也用了一定的篇幅著墨與分裂體制及統一相關的內

容。 

 

四、兩韓統一的展望與未來  

由於韓半島在二戰結束後遭美國、蘇聯以 38 度線為界一分為二，實非韓國與

北韓國民所願，因此在韓國的教科書中，也將此等意識置入其中： 

 

透過國土分裂的原因與過程，我們能得到甚麼教訓呢？首先，解決

民族內部的問題時，無論是在何等情況下，皆不得以靠外國勢力，或是

讓外國勢力介入。因此，我們無論有何等困難，我們自己需努力地解決

問題，為此最重要的便是我們必須要讓國家富強起來。此外，民族內部

的分裂經常遭到外國勢力利用。……結果如此一般歷史的事實喚起我們

的教訓便是，我們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是我們自己要守護的。192 

 

韓半島由於其地理位置的特性，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鄰近國家的影響。在

朝鮮王朝時期，韓半島上便發展出以中國為仿效對象的「事大主義」，進而影響了

朝鮮時期的內政外交以及文化風俗。193而在朝鮮王朝結束後，韓半島又轉而成為日

本政府的殖民地，遭受異國政府統治的過往強烈地影響了二戰後韓國人民對日本

的認知以及態度。韓半島的國民本以為可以在二戰結束後，成功建立不倚靠外勢、

                                                      
192

 문교부，《도덕 1: 중학교》，1989，頁 222-223。【文教部，《道德 1：國中》，1989】 
193

 「事大」一詞出自《孟子》中的「以小事大」，是指藩屬國對於宗主國表示恭順，並維持良好關

係。朝鮮主要是透過朝貢、奉正朔等方式行事大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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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韓民族的單一政府，卻沒料想到在美國與蘇聯政府的影響下，此等期望再次

落空。 

在漫長的光陰中，韓半島的國民不僅受到外國勢力的介入，甚至因而造成了

韓半島分裂的局勢，此等情形對於韓國人民而言，是情感上相當大的傷害。也因

如此，在韓國教科書中，便將完成統一視為被迫分離的同胞手足所需達成的必要

任務： 

 

然而這樣的事（指統一）並非一蹴可及的。當我們懷抱著統一的意

志，堅持不懈地傾盡最大的努力時，方為可能之事。為此，首當其衝地

便是要恢復北韓與我們作為同一民族的民族精神及信任，在理解彼此的

生活的基礎上，必須要找回民族共同體的意志。我們要帶著與六千萬同

胞共同朝向光明的未來的覺悟，以及作為統一骨幹的驕傲，奮力地向前

邁進。194 

 

而在 1994 年的教科書中，受到當時國際局勢的轉變影響，對於統一展現了更

為積極的態度： 

 

統一之路終究並非坦途。然而無論統一是如何的困難險阻，我們終

究不能對統一感到絕望或放棄。因為若無統一，我們民族便無法展望明

亮的未來。此外，統一是我們靠著忍耐與努力，一步一步前進的話便能

達成的，我們世代的課題。統一世代，這是多麼激勵人心又光榮的字啊！

若我們能親手完成我們同胞最大的夙願統一祖國的話，這將是我們世代

的光榮，這豐功偉業將照耀著歷史之路。然而這份光榮與榮譽並非自然

而然就唾手可得的。唯有汗水與努力，以及不屈的意志能使這件事成為

                                                      
194

 문교부，《도덕 1: 중학교》，1989，頁 259-260。【文教部，《道德 1：國中》，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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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從此意義上來看，我們要正確地認識作為統一世代的民族史使命

與時代的邀請為何，並以堅實的心態培養為祖國的統一之業的智慧與力

量。195 

 

第四節 小結 

1988 年上台的盧泰愚乃是韓國民主化以後首位民選總統。在 1980 年代末

期開始鬆動的國際冷戰體制，以及韓國國內推行民主化等因素，使得盧泰愚

開始選擇與有別於以往的北韓政策、教育。在此之前的朴正熙、全斗煥政府

皆致力於建立國民的反共意識，並對北韓懷抱敵對心。而盧泰愚所推行的「北

方政策」，卻是主張改善與共產國家的關係，並嘗試開始將北韓定調為是敵人

亦是夥伴的雙重角色。 

而於盧泰愚之後上台的金泳三則在執政之初致力於建立和緩的兩韓關係，

並大刀闊斧進行國內改革。然而，金泳三在其任內所面對的北韓核問題、金

日成弔唁問題上，不僅未能統合政府內部意見，政府內部甚至出現了派系之

別。金泳三本人在北韓議題上的反覆態度，亦使得兩韓關係未在此一時期取

得重大進展。 

儘管如此，盧泰愚與金泳三時期所推行的教育中，已開始嘗試跳脫以往

只側重於反共、勝共、消滅共產體制的內容，試圖將北韓視為亦是同胞亦是

敵人的存在。此外，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亦置入較多對北韓的客觀性敘述，

以建立受教者有別於以往的對北認識。 

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透過說明兩韓民眾皆為檀君之後代，並享有共

同的歷史與文化等敘述，以建立受教者對於北韓同胞的認同。就此方面來看，

教科書中對於韓民族意識的塑造，仍然延續了過往強調血緣、歷史、語言等

民族主義原生論者所強調的元素，用以說明兩韓國民是為同胞，並且需要達

                                                      
195

 교육부，《중학교 도덕-2》，1994，頁 267-268。【教育部，《國中道德-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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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兩韓統一的原因。 

此外，此一時期的教科書內容已刪減許多對於北韓政權的負面敘述，並

嘗試減少使用會激起意識型態對立的語言。舉例而言，儘管此一時期的教科

書依然有對於民主主義體制的推崇，以及對於北韓政權的批判，但已減少許

多有關北韓政權的「陰謀」、「卑劣」之敘述。由此可知，教科書內容透過增

加對於北韓政權的中性敘述，使受教者得以削減對於北韓政權的負面印象以

及敵對意識。 

此一時期的北韓教育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在過往的反共教育中，

北韓共產集團被描繪成十惡不赦的邪惡集團，是人人皆需警戒的對象。然而

到了盧泰愚與金泳三時期，冷戰時期激烈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對立已開始崩解，

此即意味著此前固有的國際秩序已不復以往，北韓教育亦得隨著韓國國內外

的改變，尋找出不同於以往的內涵。儘管如此，兩韓國民是為同胞的內涵卻

未受到外部因素影響而有所改變，並藉由改變過往對於北韓政權的負面敘述，

以求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完成韓民族意識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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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統一教育與民族意識之鞏固： 

金大中與盧武鉉時期（1998-2008） 

 

第一節 「陽光政策」與「和平繁榮政策」 

一、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 

長期推動韓國民主的金大中，在 1971 年與朴正熙的總統選舉中，便曾提出一

系列的選舉公約，當中的「民族外交」便受到朴正熙執政政府強烈的抨擊。金大

中主張「透過兩韓的交流與和解，達成和平統一」，並提議讓兩韓間透過書信往來、

記者與體育的交流等非政治的方式有所接觸。此等主張被對手朴正熙及共和黨扣

上「容共」之名，甚至出現了「金日成若吹笛，金大中便起舞；金大中若擊鼓，

金日成便幫腔」的攻擊。196  

金大中在當時所主張的和平統一並非朴正熙政府的政策路線。自韓半島分裂

後，韓國社會內部雖有主張和平統一的聲音，197但李承晚、朴正熙政府時期，強調

的卻是反共意識與對北的敵對意識，並大力抨擊北韓共產政權。在 1970 年代，當

時的總統朴正熙雖順應國際間冷戰緩和的情勢，開始與北韓有所交流，但對韓國

國內卻加強反共宣傳，並且透過實行維新體制控制韓國內部的輿論。因此，金大

                                                      
196

 한겨레，〈‘대선 후보 김대중’ 소식에 박정희는 줄담배만…〉，http://www.hani.co.kr/arti/polit 

ics/politics_general/702747.html 

【韓民族日報，〈朴正熙對「大選候選人金大中」的消息只是抽著菸一根根的菸〉】 

查閱日期：2017 年 3 月 4 日 
197

 在 1956 年的韓國正副總統選中，曹奉岩便主張通過南北總選舉實現和平統一，反對李承晚的北

進統一論，並獲得相當高的支持。但曹奉岩卻在 1959 年被李承晚政府以間諜嫌疑之罪名處死，

使得韓戰後首次出現的和平統一主張因而沉寂。而在抗議李承晚政府的「四一九民主抗爭」後，

和平統一主張的論述再次出現。1960 年 9 月，革新政黨、社會團體組成了民族自主統一中央

協議會，各大學內也組織了民族統一聯盟，和平統一主張因而開始受到民眾的支持。1961 年 5

月，韓國大學生與民族自主統一中央協議會也召開了歡迎南北學生會談與促進統一的動員大會。

然而，同年 5 月 16 日，朴正熙透過軍事政變取得政權後，韓國內部和平統一的氛圍與論述再

次遭到壓制。

參考高麗大學校韓國史研究室，《新編韓國史》（首爾：성균중국연구소，2013），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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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和平統一主張可謂是與朴正熙的反共政策背道而馳，因而在選舉之時遭受到

執政黨與朴正熙的攻擊。 

由此可知，金大中長期以來對於北韓皆是採取較為包容的態度，追求的並非

兩韓之間的軍事對抗，而是正向交流。金大中的對北態度並未受到國際情勢、國

內政治改變而有所轉變，此一態度也顯示了金大中與朴正熙在對北態度上根本性

的不同。 

1997 年 12 月，長年為韓國民主奮鬥的金大中在第四次參加總統選舉後，終於

贏得勝利，成為韓國第 15 屆總統，同時也是韓國史上第一位在野黨出身的總統。

1981998 年 2 月 25 日，金大中的「國民政府」上台，金大中於就職演說中提到其對

兩韓關係的方針： 

 

南北關係是以和解、合力與和平穩定為基礎發展的。半個多世紀以

來，離散家族之間父母兄弟的生死都不得而知，更不用說對話與交流，

此等冷戰式的南北關係必須早日清除。我們對在 1300年間維持著統一的

祖先們，沒有不感到罪惡感的。……我在此說明對北的三項原則。第一，

絕不容許任何武力挑釁。第二，我們沒有傷害或吸收北韓的想法。第三，

從南北韓間和解與合力可能的領域開始積極地推動。199 

 

此外，金大中也提及與北韓改善關係時所欲推動的實際作為： 

 

即使有現下的經濟困難（指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新政府

將履行與北韓輕水反應爐相關的約定。糧食將不吝地透過政府與民間合

                                                      
198

 金大中曾於 1971 年、1989 年、1992 年及 1997 年參與總統選舉。 
199

 대통령기록관，〈김대중대통령취임사〉，http://www.pa.go.kr/online_contents/inauguration/president15_ 

pop1.html 

【總統記錄館，〈金大中總統就職演說〉】 

查閱日期：2017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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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方式支援。我懇切地呼籲北韓當局。無數的離散家族隨著年歲增長，

正逐漸地離開人世。應早日讓南北的離散家族相見，互通消息。200 

 

在 1970 年代便提出和平統一主張的金大中，在 1998 年就任總統職位後也未改

其對北態度，對北韓依舊採取較為包容、開放的態度，並且希望以雙方的交流、

合作為基礎，建立更為堅實的兩韓關係。因此金大中政府的對北政策，事實上是

透過懷柔、緩和兩韓緊張情勢的方法，達成統一的「陽光政策」。201 

此外，金大中政府認為北韓政權即使歷經 1990 年代一連串的變動，但卻未見

政權突然崩解的徵兆及可能，反而較有可能推動如中國一般的漸進式改革。正因

如此，金大中政府欲藉由穩定分裂情勢下的安定狀況，進而幫助北韓達到可行改

革的條件，並維持韓半島的和平、改善兩韓關係，最後達成統一之業。202 

金大中政府的對北政策目標在於「透過和平、和解與合力改善南北關係」，比

起法律上、制度上短時間倉促而成的統一，金大中政府更期望的是在確保和平的

基礎之上，持續不懈地進行交流與合作，使兩韓住民得以自由地往來，進而建立

相互理解的心理與更有包容力的民族同質性，屆時再完成韓半島的實質統一。為

此，金大中政府不容許韓半島上的武力突發事件，排除單方面的吸收統一，並在

堅守就職演說中所提及的對北三項原則上發展兩韓關係。203 

金大中政府在努力推動和平、和解與合作的兩韓關係的過程中，最為人所知

的成就即為 2000 年的「兩韓高峰會談」。前總統金泳三本欲於 1994 年 7 月 15 日至

                                                      
200

 대통령기록관，〈김대중대통령취임사〉，

http://www.pa.go.kr/online_contents/inauguration/president15_p 

op1.html  

【總統記錄館，〈金大中總統就職演說〉】 

查閱日期：2017 年 3 月 4 日 
201

 金大中於 1998 年 4 月 3 日訪問英國時，首次提到「陽光政策」一詞的由來。伊索寓言故事中，

太陽與風伯比賽，看誰能先讓流浪漢脫下身上的外套。風伯拼命吹時，流浪漢把外套拉得更緊

更密；太陽以陽光照射時，流浪漢卻很快地脫下外套。因此，「陽光政策」的內涵即是欲透過

和緩的方式，拉近與兩韓之間的距離，深化兩韓關係。 
202

 통일부，《통일백서》（서울：통일부 통일정책실，2001），頁 5-6。【統一部，《統一白書》

（首爾：統一部統一政策室，2001）】 
203

 통일부，《통일백서》，頁 7-8。【統一部，《統一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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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與時任北韓領導人金日成會面，然而金日成卻於 7 月 8 日猝死，使得兩韓在

分裂後的首次領導人會面無疾而終。至 2000 年 4 月 11 日，韓國統一部長朴在圭與

文化觀光部長朴智元在記者招待會中宣布，朴智元部長在與北韓亞太和平委員會

副會長宋浩景會面後，雙方就金大中總統接受北韓國防委員長金正日邀請，將於 6

月 12 日至 14 日前往平壤訪問一事達成協議。其後，北韓雖於 6 月 11 日單方面更

改會面日期，但金大中終於 6 月 13 日早上與夫人李姬鎬抵達平壤順安機場，金正

日也親自前往機場接機，完成了歷史性的會面。204金大中與金正日在會談後，共同

簽署了「六一五共同宣言」。205 

2000 年的「兩韓高峰會」得以舉行，主要歸功於兩個原因。首先，金大中政

府上台後，便持續不懈地對北韓釋出善意，積極改善與北韓的關係，即使在過程

中遭遇北韓態度反覆的問題，但亦未改其志。此外，韓國社會自「六月抗爭」以

後，開始發展出以更有彈性的的態度，去包容較為全面的統一論述。在兩項因素

互相作用之下，使得「兩韓高峰會」的舉辦變得可能。206 

而韓國國民在見證了韓國與北韓領導人自分裂以來的首次會面後，對於兩韓

統一的可能與期盼也變得強烈炙熱，韓國社會因而開始熱烈地討論各式統一論述。

但也因為此一時期在韓國內部產生的統一論述變得豐富而多樣，使得韓國內部也

開始針對統一議題出現意見上的分歧，即所謂的「南南糾葛」。207 

綜上所述，金大中政府時期的統一政策受到金大中本身對北韓抱持較為柔軟、

                                                      
204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台北：台灣商務，2009），頁 230-234。 
205

 「六一五共同宣言」的內容如下：一為凝聚南北韓同胞之力量，自主地解決統一問題；二為認

為韓國主張的「聯合制案」與北韓主張的「低階的聯邦制案」內容有共通之處，同意以此方向

為兩韓統一作努力；三為南北韓同意處理人權問題，包括離散家族與親戚訪問團之交換、「非

轉向長期囚犯」之問題；四為透過南北韓建立互信及經濟合作，提升南北韓國家經濟的均衡發

展，並在社會、文化、體育、保健、環境等各領域互相合作；五則提到，盡快召開當局之對話，

以實現上述所提之內容。 
206

 김수자，〈민주화 이후 한국 민족주의 담론의 전개：6 월항쟁-김대중 정권〉，《사회과학연구》

제 4 권제 2 호（2006，서울），頁 59。【金壽子，〈民主化以後韓國民族主義談論開展：6 月抗

爭到金大中政權〉，《社會科學研究》第 4 卷第 2 號（2006，首爾）。】。 
207

 류지성，〈통일환경의 변화에 따른 전략적 정치사회화 방안에 관한 연구〉，《한국동북아논

총》제 36 권（2005，광주)，頁 246。【柳志成，〈依統一環境變化戰略性政治社會化方案相關

研究〉，《韓國東北亞論叢》第 36 卷（2005，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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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包容性的態度影響，呈現了比以往歷代政府都更為強烈的對北友好態度。而金

大中的「陽光政策」雖在兩韓關係上達成此前政府所未能企及的斬獲，208但卻未改

變北韓政權本身多變的性格。209韓國內部也出現了對「陽光政策」不滿的聲音，使

得韓國社會開始出現內部分歧。金大中時期的統一教育受到「陽光政策」的影響，

展現了比起之前更為強烈民族和解的特色。 

 

二、盧武鉉政府的「和平繁榮政策」 

2002 年 12 月 19 日，新千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盧武鉉贏得總統大選。2003 年 2

月 25 日，盧武鉉的「參與政府」上台，盧武鉉成為韓國第 16 屆總統。盧武鉉在就

職演說中表示，21 世紀將會是「東北亞的時代」，而韓國位處東北亞地區的中心位

置，有連接日本與中國、海洋與陸地之地緣重要性。因此，韓半島的和平發展將

有助於東北亞區域的共榮合作關係，而韓國政府的對北政策便在此一情勢中扮演

著極為重要的角色。210 

關於韓半島與兩韓關係的特殊性，盧武鉉發表了以下的言論： 

 

若欲開展真正的東北亞時代，首先便需在制度上穩定韓半島的和平。

韓半島是世上僅存的 20世紀冷戰不幸之遺緒。在 21世紀，這樣的韓半

島為了邁向世界，需要轉變成為發送和平訊號的和平地區，要以連接歐

亞大陸與太平洋的東北亞和平隘口之姿重生。在釜山買前往巴黎的火車

票，途經平壤、新義州、中國、蒙古、俄羅斯，直抵歐洲中心之日將不

                                                      
208

 金大中政府時期除了多次舉辦離散家族會面，在金大中政府執政期間約有 6000 名韓國人與北韓

親友會面，金剛山觀光則約有 50 萬人次，逾 4 萬名的韓國住民與北韓人民往來，兩韓貿易額

則超越 20 億美元。參考통일부，《통일백서》（서울：통일부 

통일정책실，2003），발간사。【統一部，《統一白書》（首爾：統一部統一政策室，2003），

發刊詞】 
209

 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並未成功解除北韓的核問題，而金大中政府對於北韓的友好態度，也成

為在對應美國布希政府的強硬政策時，變得進退兩難。 
210

 BBC，‘Roh Moo-hyun's inauguration speech’，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2797053.stm 

查閱日期：2017 年 3 月 6 日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2797053.stm


84 
 

遠矣。211 

 

而為了展現韓國在東北亞區域的重要性，以及謀求兩韓更為穩定和平的發展，

盧武鉉提出「和平繁榮政策」作為其對北政策。在就職演說中，盧武鉉明確說明

「和平繁榮政策」四項方針：一為通過對話解決尚未解決之問題，二為以建立互

信及維護互惠主義為優先，三為在南北韓作為兩韓關係中當事者的前提下，尋求

積極的國際合作，四為提高政策透明度、擴大國民參與以及實現超黨派合作。此

外，盧武鉉也在演說中提及，決不能忍受北韓發展核武，但同樣地，得透過和平

對話來解決此一問題。並且，為了有效解決北韓核武問題，韓國應與美國、日本、

中國、俄國及歐洲各國共同合作，與北韓進行和平對話。212 

盧武鉉的「和平繁榮政策」旨在延續以往政府既成之業，並進行適度調整，

以謀求更緊密的兩韓關係。對於盧武鉉政府來說，在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

推行後，兩韓在交流與合作關係上達到了分裂以後最為熱絡的狀態。在此一背景

下，與金大中一樣主張和平統一的盧武鉉便得順勢將兩韓關係推向更上一層次的

發展。213 

此外，盧武鉉政府認為，兩韓關係由於其位置的特殊性，因而需要以更為寬

廣的視野去處理。兩韓關係並非單只是韓國與北韓雙方的問題，同時也是東北亞

區域的問題，因此在討論兩韓議題時，東北亞周邊國家的角色也同樣重要。特別

是北韓的核開發問題影響的將不只是韓國，地理位置相近的日本、中國都會在影

響的範圍之中，因而無法將兩韓關係視為單純的韓半島內關係。214 

盧武鉉的「和平繁榮政策」主要目標有二，一為「增進韓半島和平」，二為「實

                                                      
211

 BBC，‘Roh Moo-hyun's inauguration speech’，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2797053.stm 

查閱日期：2017 年 3 月 6 日 
212

 BBC，‘Roh Moo-hyun's inauguration speech’，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2797053.stm  

查閱日期：2017 年 3 月 6 日 
213

 통일부，《통일백서》（서울：통일부 통일정책실，2004），頁 25-26。【統一部，《統一白書》

（首爾：統一部統一政策室，2004）】 
214

 통일부，《통일백서》，頁 26。【統一部，《統一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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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兩韓共同繁榮與追求東北亞共同繁榮」。前者欲在解決北韓核開發問題等相關安

保問題的框架下，增進兩韓關係，並藉由建立軍事信賴，將不安定的政治體制轉

換為永久的和平體制。後者則是為謀求擴大兩韓雙方的利益，建設南北經濟共同

體，進而為東北亞鄰近國家的和平盡一己之力。215 

而為達成上述兩項目標，盧武鉉政府設定了四項原則：一為透過對話解決問

題，二為相互信賴與互惠主義，三為以兩韓為當事者的原則下尋求國際合作，四

為與國民攜手合作。216 

延續金大中「陽光政策」的盧武鉉政府，依然試圖將對話作為解決兩韓爭端

的主要方式，避免韓半島上重演軍事對峙的情形，以消解長年以來在韓半島上因

武力突發而緊張的氛圍。此外，兩韓關係在金大中政府時期被限縮於韓國與北韓

雙方的問題，盧武鉉上台後則欲將兩韓格局拉至東北亞區域的框架下處理，並透

過與周邊國家相互理解、信賴的過程中，與周邊國家攜手努力達成維護地區和平

的任務。再者，由於韓半島分裂的背景因素與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有相當大的關係，

因此盧武鉉政府認為兩韓關係與統一議題並非單只是韓國與北韓的問題，而是東

北亞周邊國乃至世界各國所需共同面對的。最後，盧武鉉「參與政府」的目標之

一即是透過擴大與國民之間的合作與對話，使政府施政過程得以透明化，落實政

府與國民一同努力創造政治新局面的目標。217 

2007 年 10 月 2 日至 4 日，盧武鉉與金正日於平壤進行第二次兩韓領導人會面，

簽訂「北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內容中除再次重申應以「六一五共同宣言」

之精神作為南北韓統一發展之基礎外，基本上也維持了兩韓應藉自身之力，增進

彼此間的交流與對話，進而為韓民族謀求最大權利之共識。218 

綜上所述，盧武鉉政府時期的對北政策延續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主張

                                                      
215

 통일부，《통일백서》，頁 27-28。【統一部，《統一白書》】 
216

 통일부，《통일백서》，頁 28-29。【統一部，《統一白書》】 
217

 통일부，《통일백서》，頁 33-34。【統一部，《統一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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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中亦提及開通連接兩韓的京義線鐵路、建設西海（黃海）和平合作特別地帶、加強南北韓在

經濟、文化、體育各方面合作，以及韓國對北韓承諾各項幫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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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話與相互交流的方式，增近對彼此的理解，達成韓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而在

兩任政府的政策推動下，此一時期的韓國國民開始有許多與北韓國民接觸的機會，

219此為韓半島分裂以後兩韓交流最為活躍的時期。正因如此，金大中與盧武鉉政府

時期的統一教育為配合較為和緩的對北政策，也展現了更具有包容性、開闊的特

色。 

 

第二節 統一教育的教育課程 

1997 年 12 月 30 日韓國教育部公告第七次教育課程內容，第七次教育課程的

內容便自金大中政府時期沿用至今，中間經過數次修改，但韓國政府並未再次更

改教育課程。 

1998 年 8 月，金大中政府制定「統一教育支援法」，便昭示了第七次教育課程

中統一教育的實行方針將會是「以國民的合意為基礎，守護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並實行以和平統一為方向的統一教育」。220在此之前，盧泰愚與金泳三政府時期所

推行的統一安保教育與統一教育，便已開始嘗試在教育中建立起韓國與北韓的民

族共同體意識。至金大中政府時期，除了更加重視和平、統一、自由民主等價值，

同時也在統一教育中強調這些價值觀，尋求推行與以往不同的統一教育。 

此外，「統一教育支援法」的誕生，基本上是結合了韓國憲法與教育基本法兩

項法律的精神而成的。韓國憲法中的第四條便指出「大韓民國追求統一的同時，

制定以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秩序出發的和平統一政策」。而教育基本法的第二條則

揭示了韓國教育的精神在於「在弘益人間的信念下，221陶冶國民之性情，使其具備

自主生活的能力，以及身為民主公民所需的價值觀，並使國民得尋求有人情味的

                                                      
219

 1998 年，北韓政府開放韓國遊客前往金剛山旅遊，有超過 100 萬的韓國旅客至金剛山旅遊。2008

年 7 月 11 日，一名韓國觀光客遭北韓哨兵射殺，韓國政府自此禁止韓國國民赴金剛山旅遊。 

2000 年 8 月 22 日，現代峨山與北韓協議建設開城工業區，於 2003 年動土，並於 2004 年末開始營

運。開城工業區於後受到兩韓關係影響，因而多次關閉、重啟，於 2016 年關閉至今。 
220

 통일부，《통일교육기본지침서》（서울：통일부 통일정책실，2002），頁 2。【統一部，《統

一教育基本指針書》（首爾：統一部統一政策室，2002）】 
221

 弘益人間一詞出於檀君神話，意指「使廣大人類得益」。 

 



87 
 

生活，實現民主國家的發展與人類共榮的理想」。222  

統一部的《統一教育基本指針書》中指出，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目標在於「以

對自由民主主義的信念、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健全的安保觀為基礎，實現南北韓間

的和平共存，進而培養達成統一時必要的價值觀與態度」。而統一教育的目標又可

更細分為三項：一為以自由民主主義與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基礎，建立正確的統一

觀；二為建立對統一環境與南北韓實情的客觀理解與健全的安保觀；三為培養對

和平共存、和解合力的必要性認識與對實現統一的意志。223 

為達成上述的目標，《統一教育指針書》中也針對現行統一教育提出了仍需多

加著力之處：一為確立實現統一之意志；二為認識統一與和解合力的必要性；三

為以客觀的北韓認識為基礎，以理解兩韓關係；三為體認以和平統一為基礎的國

家安保之重要性；四為認識與對北政策相關的國民合意之必要性。224 

由此可知，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著重在和平、和解、合作，期望透過韓國與

北韓的客觀性認識與合作，得以使受教者建立和平統一之信念。此一目標同時也

是強化了在冷戰結束後，韓國政府開始擺脫以往將北韓視為敵人的認知。此等想

法自盧泰愚時期開始發展，至金大中時期的第七次教育課程變得更為明確清晰。 

第七次教育課程的內容不僅只於討論韓國與北韓雙方的統一政策、北韓的真

實樣貌等，亦加入了將來統一時需要的民主公民教育，繼而用更寬闊、深層的角

度去談論統一議題。此外，第七次教育課程與民主化以後的第五次、第六次教育

課程三者雖都將安保意識置入教育內容中，但第七次教育課程中加入更多對於未

來統一後相關的說明。225 

而在 2000 年金大中與金正日的「兩韓高峰會」後，韓國內部對於統一的討論

                                                      
222

 통일부，《통일교육기본지침서》，頁 2。【統一部，《統一教育基本指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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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통일부，《통일교육기본지침서》，頁 5-6。【統一部，《統一教育基本指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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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권정은，《통일교육의 현황과 발전방향 연구：제 7차 교육과정을 중심으로》（단국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2003），頁 29-30。【權正恩，《統一教育的現況與發展方向研究：以第七次教育

課程為中心》（檀國大學教育研究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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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如火如荼地展開，且韓國學生對於北韓抱持著正向積極的態度。「兩韓高峰會」

可謂是提供了學生們得以交流統一議題的契機，正因為有金大中與金正日的會面，

使得學生開始懷抱著「兩韓真的會統一」的期盼。同時，藉由兩方領導人和平的

會面過程，也讓韓國的學生重新思考北韓的角色，以往敵我分明的二分法的思考

模式出現了變化。226 

「兩韓高峰會」舉行的另一意義在於，以往韓國政府以「吸收統一」為主要

方向的對北政策，轉為「階段性和平統一」，進而在韓國社會形成共識。正如金大

中在就職典禮中所言，金大中政府並未抱持將北韓政府吸收、瓦解的想法，而是

在建立雙方互信合作的過程中，共同朝統一的目標邁進。因此，兩韓所需要的並

非是「單一事件而成的統一」，而是「長時間漸進式的統一」。227 

綜上所述，金大中政府時期開始推行的第七次教育課程，便致力於拋棄過往

反共教育色彩濃厚的內容，試圖深化自盧泰愚時期開始形成的「韓民族共同體」

意念，並著重於傳遞兩韓的和平、合作、和解等價值觀。而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

適逢 2000 年金大中與金正日的會面，使得金大中所推動的統一教育得以有更好的

發揮效果。 

金大中時期開始實行的第七次教育課程，至盧武鉉時期都未更改教育課程內

容，兩位總統時期的統一教育方向與風格因而趨於一致。透過了解盧武鉉的「和

平繁榮政策」便可發現，盧武鉉在對北政策的推動方向與金大中並未有太大的出

入，皆是希望藉由和平對話、兩韓和解推進韓國與北韓的關係發展。因此，盧武

鉉持續推行金大中時期的統一教育亦可從此一脈絡理解。 

 

第三節 統一教育中的韓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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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박찬석，《통일교육 - 갈등과 분단을 꿰뚫는 평화의 길찾기》（고양：인간사랑，20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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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통일정책연구센터，《통일교육 과거•현재•미래》（서울：통일연구원，2011），頁 7。

【統一政策研究中心，《統一教育過去‧現在‧未來》（首爾：統一研究院，2011）】 

 



89 
 

一、單一的血緣與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 2002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中，對於民族與個人的關係有著以下的敘述： 

 

如同離開家鄉生活後，久違地與同鄉見面會感到開心一般，出國旅

行時遇見韓國人的話，亦會感到相當愉快。從互相問好、問候故鄉之事

看來，就像是與家人見面一般的感受到溫暖的情意，僅僅是同樣用著韓

語一事都讓人感到一體感。在運動比賽中也是如此。我們國家選手在國

際賽事中勝利時，我們就像是自己贏得比賽成為主人公一樣的喜悅。而

且北韓選手與其他國家選手比賽時，會潛意識地為北韓選手加油打氣。228 

 

透過此敘述可以發現，道德科教科書中不只將居住海外的韓國僑胞視為韓民

族成員的一部分，北韓國民亦在此一範圍內。韓半島自二戰後便在外國勢力影響

下分裂成兩個國家，卻未影響韓國將北韓國民視為同胞的想法。特別值得注意的

是，在此段敘述中使用的情境乃是北韓選手在國際賽事中，與其他國家的選手代

表比賽的畫面。在運動競賽此種我者與他者劃分強烈的情境中，北韓的選手不僅

未被視為與韓國代表不同的他者，甚至因為同屬韓民族的成員，因而得以成為韓

國國民支持的對象。此一現象顯示了運動比賽不只未分化韓國與北韓國民的民族

意念，反而是使其強化的事件。229縱然韓國與北韓所使用的韓文在分裂後逐漸產生

差異，但仍無法抹消其作為韓民族共通語言的地位。語言的重要性，正如班納迪

克‧安德森在其著作中所指明的： 

 

關於語言，最重要之處在於他能夠產生想像的共同體，能夠建造事

                                                      
228

 교육부，《도덕 2》，2002，頁 154-155。【教育部，《道德 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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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東治、連恆欣、何金樑，〈韓國體育運動歷史演進與民族主義之形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7 卷第 1 期（2011，台北），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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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的特殊的連帶（particular solidarities）。230 

 

此外，教科書中也說明了民族的定義： 

 

民族乃是承接相同的血脈，使用相通的語言，在同樣的歷史與文化

中生活，並以此為基石，形成名為「我們」的共同體意識的集團。民族

是由氏族、種族、部族等單字與具有共通的祖先的血脈傳承而成的集團。

因此，我們也可以稱民族為大家族。家族中有人在遠方生活也依然是家

人。與此相同，作為我們民族成員出生的一員即使在國外生活，或取得

當地國籍，也依然是我們民族的人。231 

 

在道德科教科書中對於民族的定義，是以語言、歷史、文化、血緣等元素所

組織而成的團體，因此成為韓民族成員最關鍵的要素，反而是在於血緣。若是無

法與其他韓民族成員一樣承襲來自於共同祖先的血脈，那麼便難以稱之為我們民

族，而當中所指稱的共同祖先，便是檀君。正是因為韓國與北韓國民皆是檀君王

儉的後世子孫，使得雙方成為民族共同體的概念得以成形運作： 

 

我們民族以韓民族之姿，自古朝鮮以來在地理與政治上，保衛包含

鴨綠江北方的韓半島全域。232 

 

此段敘述使用了檀君神話中，檀君所建立的王朝之名，以及當時檀君實際治

理的領土範圍。古朝鮮乃是檀君建國後所使用的國名，鴨綠江以北的地理範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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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尼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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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교육부，《도덕 2》，2002，頁 156。【教育部，《道德 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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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現今北韓所統治的範圍。依據上述對於韓民族的劃分範圍便可了解，北韓國

民乃是與韓國國民享有共同祖先的民族成員。因此，當特定事件發生時，韓國國

民會以對待同胞的心態去看待北韓人民： 

 

即使在分裂的情況下，不乏有得以確認我們民族乃是長久歲月以來，

共享命運的民族共同體此一事實之時刻。實際上在桌球或足球等國際競

賽中，南北韓組成單一隊伍比賽的模樣中，便顯露出我們民族濃烈的同

胞愛。又，在困難到來時，（我們）毫無條件地幫助彼此。韓國洪水襲來

時，北韓給與水災救援物資；北韓經歷糧食不足的困境時，我們國民積

極地支援。233 

 

在國際賽事中，韓國與北韓組成單一隊伍的事實，強化了雙方作為民族共同

體成員的意念。而在對北韓援助及接受北韓援助時，除卻基於人道立場的關懷外，

更有著作為命運共同體彼此互相幫助的概念在其中。以上的說明再再顯示了韓民

族的成員包括韓國與北韓國民此一事實。 

 

二、韓民族共同體的建立 

在 2002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中，對於民族與文化有著以下的說明： 

 

我們民族文化是由名為韓半島的自然空間、相同的血脈與從語言而

來的同質性為基底而成的。我們是數千年間由單一民族維持的獨立國家，

並在當中培養我們的民族文化。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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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敘述明確指出了韓民族形成的各項要素：地理上自統一新羅以來的固定

疆域、同為檀君後代的血緣關係、在韓半島上作為共通語言的韓語。透過上述三

項元素，韓民族得以在長久歲月以來培養出團體內的同質性。然而在結束日本統

治後的韓民族，卻遭逢分裂之命運，使得韓民族作為命運共同體之意念面臨巨大

考驗。在經歷逾半世紀的分裂後，如何克服韓國與北韓在分裂的情況中所衍生的

異質性，便成為統一教育討論的問題： 

 

我們有著克服肇因於分裂而發生得南北韓文化異質性，並應該形成

文化共同體。南北韓在過去 50年間雖呈現分裂狀態，但在日常生活的文

化中仍保有許多傳統文化。在風俗或是禮法層面上，南北韓文化間仍然

保留相當多同質性。無論如何，光是使用相同語言一事，便讓交流變得

自由。我們需致力於持續促進南北韓間的交流，確保民族文化的同質性，

將之擴大後恢復文化共同體。235 

 

透過此段敘述可以了解，韓國教科書試圖使長時間經歷韓半島分裂局勢的受

教者，對於統一議題產生共感的緣由，其一便是由於雙方在漫長的歲月中，共同

生活所留下的痕跡。即使在現實生活中，韓國國民並未和北韓人民生活在同樣的

政治體制下，甚或思考方式、價值觀也出現差異，卻未阻止韓國國民將北韓人民

視為同胞。究其根本，便是由於雙方承襲了五千年以來共同的歷史與文化。 

為消除在分裂情況中產生的民族異質性，道德科教科書中指出應建構政治、

經濟與文化三個層面的共同體。首先，在政治共同體方面，2001 年的道德科教科

書有著以下的敘述： 

 

為了形成完全的政治共同體，我們共同體與南北統一所需一同達成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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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政治安定與民主主義的發展。我們民族以南北雙方分裂的狀態至

今，依然在感受到來自於相同民族間的戰爭威脅下生活著。為了克服此

等狀況，我們的政治共同體是達成民主的、自主的、和平的統一，強化

共同體的凝聚力，並且培養國力。又，為了因應統一以後可能會出現的

混亂，需要作好準備。然而，由於南北韓間的緊張感至今依舊緊張感高

漲，在警戒極端的統一至上論或統一懷疑論時，同時需努力達成實質的

南北政治共同體。236 

 

而在經濟共同體方面，則有以下的敘述： 

 

……又，我們有著要建設貨真價實的南北韓經濟共同體的課題。特

別是，世界正在投入經濟競爭的時代，南北韓分裂的經濟共同體間的合

作乃是迫切的需求。眼下，南北韓身處展望統一的未來導向的時刻中，

需由政治、軍事的對決轉換至經濟合作的時代。南北韓間現在達成每年

超過 3億美元的貿易，以及部份委託加工貿易等經濟合作。未來，透過

北韓的羅津、先峰地區的開發、北韓的能源開發等，增進南北韓的經濟

合作。藉由此等努力，南北韓得以鞏固韓民族經濟共同體。此等經濟共

同體不僅是南北韓間的經濟合作，在與海外的韓民族經濟圈協調下，加

速民族經濟的統合發展，成為我們民族的經濟地位提升的機會。237 

 

而在文化共同體方面，2001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則是如此說明： 

 

為了形成文化共同體，我們有著對民族文化的正確理解、克服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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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造成的異質性，以及達成民族文化的創造性發展等課題。……又，

我們有須克服肇因於分裂發生的南北韓文化異質化，形成令人期待的文

化共同體之課題。此一課題可以透過南北韓文化交流的實踐解決。238 

 

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內容，除了傳遞給學生韓國與北韓為同一民族共同體之

事實外，也使用了相當的篇幅在說明韓國與北韓是攜手合作的夥伴。在政治共同

體方面，不僅強調民主主義體制的重要性，同時著重於和平、自主等價值觀。如

同此前的教科書內容一般，此時期的道德教科書也將韓半島分裂的部分責任歸之

於外國勢力介入，239因此以自主之力達成統一變成為目標。而在經濟共同體方面，

第七次教育課程的統一教育試圖擺脫以往較為著重軍事對立的敘述，並以兩韓經

濟合作做為未來展望的目標。在金大中政府以前，韓國與北韓並未建立穩定的經

濟合作關係，而在金大中以後，雙方則開始有了密切的經濟交流往來。因此，道

德科教科書中不僅敘述了雙方交流後的成果，更試圖將兩韓經濟共同體塑造為能

夠影響全體韓民族成員的經濟合作。最後，在文化共同體方面，道德科教科書則

指明韓國與北韓由於分裂所產生的異質化現象，並以恢復雙方的文化同質性為目

標。此一目標謀求雙方在分裂的現實情況下，得以找出文化的共同之處，並共同

達成在文化層面的認同。 

綜上所述，由於韓半島在長時間以來並未有劇烈的疆域變動，韓國與北韓的

國民也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共同生活、形成共同的文化，此一歷史脈絡使得韓國國

民將北韓國民視為同胞的想像變得可行。240而為了摒棄過往強調體制競爭的反共教

育色彩，第七次教育課程的統一教育將構築兩韓國民的同質性、克服現有的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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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為重要的目標，亦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去描繪兩韓統合的面貌。 

 

三、韓半島的統一與展望 

2002 年的道德科教科書透過三位學生的發言，表現出對於統一的意念和決

心： 

 

正善：「站在我們民族的立場，21世紀一定要達成的課題之一便是建

設統一國家。即使我們是單一民族，卻以南北分裂的狀況生活著，成為

了現在地球上僅存的分裂國家。因此，為了民族統一必須要更努力才行。」 

英旭：「統一國家的建設雖然重要，我認為我們一直以來珍視的價值

觀要在統一國家中實現也是很重要的。統一可說是民族的心願，但建立

無法保障自由與平等、人權、自由民主主義等珍貴價值的統一國家也是

有問題的。統一要實踐在我們國家這段日子已經成就的價值觀上和平地

達成。」 

英熙：「政治的統一雖然急迫，我認為心理的統一也很重要。對我們

來說，分裂情勢不只是政治上的斷絕，也迫使文化出現斷裂。因此，為

了防止統一後可能出現在南北住民間心理層面的糾紛，政治以外的領域

也要達成合作與交流才行。」241 

 

道德科教科書透過三位學生發表各自對於統一的理解與想法的場面，以透露

兩韓統一後所需重視的價值。三位學生所講述的內容，分別說明了統一的必要性、

統一後所期望的國家面貌，以及為了達成統一國家應該朝何等方向努力。正善先

說明統一的必要性乃是立基於兩韓作為單一民族的事實，英旭接續著提到自由民

主主義在統一國家中的重要性，最後以英熙強調增進雙方的交流以化解心理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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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離感作結尾。此段內容充分地表現了此一時期統一教育所欲傳達的各項價值

觀，特別是英熙所重視的兩韓合作與交流，正好也是金大中與盧武鉉政府時期所

主張的對北政策施政方向。 

在 2001 年的道德教科書中，對於統一有著以下的敘述： 

 

我們民族的一大願望即是「南北統一」。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

常使用統一這個單字。這是由於我們民族雖然是在南北分裂的情況下生

活的，我們的心中卻時時刻刻懷抱著描繪祖國統一的未來之希望。我們

需要統一的理由是甚麼？僅僅只是因為我們本為同一民族，需要再次結

合起來的關係嗎？當然，因為是同一民族所以需要統一此一理由是最重

要的。然而還有其他幾個理由使我們要達成統一。理由之一是，消解我

們民族在這段時間，由於分裂所經歷的苦痛與悲傷，實現自由與和平，

建設統一韓國的面貌。即使有著此等期望，韓半島至今仍有南北韓互相

持槍對峙的冷戰情勢。……特別是，分裂以後在經濟發展的富饒之中成

長的新世界，抑或是有一部份的人，憂慮的是統一以後的混亂，懷著對

統一的疑惑，對統一有著毫不關心的態度。然而，統一無庸置疑地是我

們民族是絕對不能放棄的民族至上課題中的一項。242 

 

此段敘述中，除了指出統一對於韓民族的重要性，並且嘗試吸引對於統一漠

不關心的族群，使其對統一議題轉為認同。在教科書中便接續上述的內容，說明

統一對於韓民族有著何等的意義： 

 

第一，南北統一是克服我們民族灰暗的歷史，朝向正當歷史的道

路。……經過悠久的歷史，共享文化的民族卻懷著敵對感，彼此對峙的

                                                      
242

 교육부，《도덕 3》，2001，頁 239-240。【教育部，《道德 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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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是不正常的。因此統一是透過形成我們民族的單一國家，在世界中

提高民族地位的核心要素。第二，南北統一是文化統合的道路。由於分

裂，南北韓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變得相當不同，對於民族

的認同有著嚴重的擔憂。……因為此等民族異質性的現況，為了克服民

族認同的危機，統一無疑是刻不容緩的民族課題。第三，南北統一是阻

止戰爭，保障民族繁榮的道路。……因此，我們的統一可從戰爭的恐怖

之中解放，集合民族之力，達成民族繁榮。也就是說，我們統一是讓肇

因於戰爭的恐怖而有的南北韓過度的軍備競賽告終，開啟為了民族發展

而同心協力的民族繁榮之路。第四，南北統一是建構東北亞地區和平的

道路。現下東北亞地區由於南北韓間尖銳的軍事對峙、中國與台灣的緊

張等，至今仍受困於冷戰的框架。正因如此，若能緩和南北韓的軍事對

峙狀態，擴大和平與交流，積極地達成統一，將會瓦解東北亞地區的緊

張情勢，進而有助於世界和平的實踐。第五，南北統一是保障人倫的道

路。離散家族與親朋好友的見面，是我們要達成統一的數個原因中，最

屬天倫範圍的理由。……能盡速補償受困於歷史的命運，而經歷分裂之

苦的離散家族的痛苦的方法，便是使他們盡快與家族相逢，多多少少得

以共享幸福的生活。第六，南北統一是伸張自由與人權的道路。……在

統治與壓制的社會中，將服從與奴隸式的生活理所當然地生活的北韓同

胞們，我們使他們了解自由的真正意義，不僅是從同一民族，更是從人

類愛角度出發的必然之舉。243 

 

此段敘述透過不同層次的敘述，使學生建構起對於統一議題的認同度。綜合

地來看，主要有歷史文化因素、安保因素、人權因素等。由於韓半島是受到外國

勢力影響而分裂的，因此分裂以後兩韓間所產生的異質性，一直被認為是需要處

                                                      
243

 교육부，《도덕 3》，2001，頁 240-244。【教育部，《道德 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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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議題。雙方並未因為彼此的不同之處而拋棄對於韓民族此一團體的認同，反

而是為了鞏固此一認同，而需要消弭韓國與北韓之間的文化差異。此一想法與韓

國與北韓在五千年分合的歷史中，所形成的同質性有關。 

而在安保因素方面，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拋棄了反共教育時期，激起韓國學

生對於北方共產份子敵對心的敘述，而轉往強調和平、和解的內容敘述。除了將

兩韓之間的軍事對峙視為韓國與北韓雙方的問題外，亦將此一對立情勢視為冷戰

瓦解後的遺緒。因此，兩韓若能順利解除武力對抗，並且解決北韓核開發問題，

那麼在此一地區的冷戰對立情勢也會隨之瓦解。透過此一角度，不僅可以發現韓

國教科書所傳達對於和平的重視，同時也可以發現教科書中對於韓國在世界各國

中顯現重要性的盼望。 

最後，兩韓統一的目的便在於解除因為韓戰、分裂而被迫分離的離散家族之

苦痛，以及讓北韓人民得以過著自由與人權得以被保障的生活。對於與家人分開

的離散家族成員來說，分離這件事並非出於自身的選擇，而是迫於環境劇變下的

無奈。每當韓國舉辦離散家族會面時，
244

總是有許多在時代的洪流下，與家人異地

生活的參與者，及其令人心痛的故事。因此，兩韓若能和平統一，離散家族的成

員們也得以與失散多年的家人重逢。此外，北韓長年以來受到國際關注的人權問

題，也在道德教科書中被視為是可以透過兩韓統一解決的問題。由此可知，儘管

此一時期的道德教科書以消抹以往強烈的反共敵對意識，並增加對於北韓政治、

社會、文化的理解，然而強調自由、民主、和平等價值的內容，卻是不變的。 

綜上所述，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使用了歷史、血緣、文化等因素，使受教者

                                                      
244

 1983 年，韓國電視台 KBS 播出特別節目「尋找離散家族」，記錄了 5 萬多個離散家族的故事，

當中有 1 萬多個離散家族得以會面。1985 年，韓國與北韓透過紅十字會居中協調，舉辦首次

離散家族故鄉訪問活動。至金大中政府時期，離散家族會面得以經常性地舉行，在金大中、盧

武鉉政府時期共舉辦過 16 次，至 2015 年 10 月第 20 次會面後停擺至今。 

2015 年，KBS 的「尋找離散家族」特別節目中的相關紀錄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登記為「世界記憶遺產」。 

與「尋找離散家族」相關內容，可參考 KBS 網站記錄：KBS，‘Finding Dispersed Families’，

http://english.kbsarchive.com/ 

查閱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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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構築出對於北韓同胞的認同感，進而建立起對於雙方同屬韓民族共同體成員

的信念。此外，此時期的統一教育也使用較多的篇幅描繪及說明統一的必要性、

為統一所需付出的努力等，有較多與兩韓雙方和解、合作、互信有關的內容。由

此可知，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嘗試以較為完整的內容，說明韓半島從統一國家分

裂為二，再重新建設起統一國家的圖像，使受教者對於統一議題可以產生共感。 

 

第四節 小結 

1998 年金大中政府上台後，便致力於改善與北韓的關係，增進與北韓的交流

與對話，建立更為友善的兩韓關係。為此，金大中推動了以對北韓採取緩和、包

容態度的「陽光政策」，並於 2000 年 6 月前往平壤與時任北韓領導人金正日會面，

此乃韓半島分裂以後韓國與北韓雙方領導人的首次會面，重要性不言可喻。 

而盧武鉉在 2003 年上台後，亦提出與金大中的「陽光政策」風格相近的「和

平繁榮政策」，期望以金大中政府時期已達成的兩韓交流為基底，更進一步地改善

與北韓的關係。因此，盧武鉉政府在各項對北議題上，皆與金大中一般採取較為

寬容的態度。 

由於金大中與盧武鉉兩任總統採行了較以往更為柔軟、具包容性的對北政策，

使得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內涵也受到影響，致力於培養受教者更為開闊的統一觀。

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將教科書中已不再有將北韓視為敵對對象的敘述內容，而側

重於建立起學生對於韓民族共同體的認知，以及對於北韓的客觀認識。也因如此，

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企圖透過更為細緻、客觀的授課內容，培育受教者更為全面

的統一觀，進而認同統一議題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此一時期的道德教科書內容與其他時期最大的差別在於，道德科

教科書中使用相當大的篇幅說明兩韓統一的必要性。在以往的教科書中，統一似

乎是一個不會被質疑的目標，因此並不需要特別詳細地說明統一的必要性。而在

此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內容中，透過許多篇幅、角度的內容敘述，試圖使學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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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統一乃是韓國國民所需追求的目標。 

儘管如此，在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中，仍然可以發現對於自由、民主等

價值的推崇，以及以韓國做為統一議題的中心此一傾向。換言之，即便金大中與

盧武鉉時期的統一教育已消除過往教科書中對於北韓的敵對敘述，卻仍舊透露出

對於韓國自身政治體制的重視與推崇。縱使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中已試圖排除有

關於韓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敘述，以擺脫以往冷戰時期敵我分明的體制競爭意識，

卻無法完全消除將韓國本身的政治體制視作往後統一時，所欲推行的政治體制此

一想法。 

綜上所述，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科書延續以往皆強調的血緣、歷史、文化、

語言等元素，以建立兩韓國民為同一民族之意識。此外，此一時期的教科書中不

僅完全抹除以往在教科書內容中，將北韓視為敵人的敘述方式，並且更致力於建

立起北韓乃是達成統一之路上的重要夥伴此一訊息。因此，此一時期的道德科教

科書除了包括過往使用情感層面的敘述方式外，更藉由使用較為客觀、理性的敘

述使受教者理解統一與北韓議題的內涵。 

 

 

 

 

 

 

 

 

 

 

 

 



101 
 

第六章 北韓教育與民族意識的傳承 

 

第一節  各時期北韓教育比較 

在第三、四、五章的內容中，藉由對韓國約 40 年間的國內外政治情勢、北韓

教育內涵及相關的教科書內容之分析，可以發現韓國的北韓教育與韓民族共同體

意識之塑造，乃是深刻受到當時的政治及社會局勢影響的結果。 

在反共教育時期，北韓共產集團乃是用以稱呼北韓政權的主要用詞，教科書

內亦使用許多篇幅以說明北韓之暴行、對共產政權之批判，以建立受教者對於北

韓共產體制的敵對意識，進而認同韓國體制的優越性。也因如此，此一時期北韓

教育的重心並非使受教者體認兩韓民眾是單一民族的概念，而是利用韓戰的戰爭

經驗以及當時兩韓的對峙體制，以強化受教者對於北韓政權的負面觀感（參考表

5）。 

而在統一安保教育時期，北韓共產集團此一用詞大幅被刪減，取而代之的是

直接以北韓稱呼，北韓共產份子此一稱呼則在特別要強調北韓政權之邪惡形象時

出現。此外，此一時期的教育內容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因而無論是建立對北韓

的敵對意識，抑或是對統一、韓民族共同體等概念之認同方面，皆處於仍在發展

之階段。換言之，此一時期的北韓教育正試圖消解以往強烈的反共精神，減少以

往描述北韓暴行之情緒性用詞，並開始謀求建立起更為客觀的北韓認知（參考表

5）。 

至統一教育時期，教科書中已完全使用北韓稱呼北韓政權，過往帶有意識形

態色彩的稱呼已不復見。此一時期也使用了最多的篇幅來敘述統一必要性、對北

韓的客觀認知，以及統一後的韓半島之面貌等內容。換言之，此前的教育內容多

將統一視為勢在必行之課題，因此未在統一必要之原因上面多加著墨，惟統一安

保教育時期開始出現了針對未來統一後韓半島的情形之正面敘述。而在統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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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不僅使用許多篇幅以說明如何達成統一，並詳盡地說明了兩韓的統一將會

使韓半島呈現何等榮景。由此可知，此一時期的北韓教育透過大量的客觀性敘述，

試圖使受教者能夠對於未來的統一產生認同感，並且深刻理解韓民族意識之價值

（參考表 5）。 

 

表 5：各階段北韓教育之比較 

 反共教育 統一安保教育 統一教育 

對北韓政權之稱呼 北韓共產集團 
北韓共產份子、 

北韓 
北韓 

與北韓相關之 

內容比重 
多 中 少 

與統一相關之 

內容比重 
少 中 多 

課本內容中對北 

敵對意識 
強 中 弱 

課本內容中對北 

負面敘述 
多 中 少 

課本內容中對共產

體制、政權之批判 
多 中 少 

課程內容所偏重之

焦點 
對北韓之批判 

試圖消解兩韓之敵

對意識 

謀求建立兩韓共同

體意識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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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階段的北韓教育中，除了上述的差異之外，仍然有一些元素及特色是在

不同階段都出現的。在韓民族起源方面，檀君作為韓民族共同祖先之地位並沒有

改變，並且一直是連接兩韓國民共同的血緣之重要象徵。除此之外，兩韓國民過

去共享的歷史、文化、語言等要素，其重要性不僅沒有在韓半島分裂以後消失，

反而成為兩韓國民必須統一的重要原因，此即統一教育中強調恢復兩韓文化同質

性之理由所在。 

儘管上述的元素得以超越兩韓分裂的現況，成為北韓教育中韓國受教者對於

北韓同胞認同的根源，但不同階段的北韓教育中所建立的北韓以及統一意象，卻

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接受了不同教育內容的受教者，對於北韓與統一議題有

著相異的認知，也就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綜上所述，韓國政府所推行的北韓教育縱然在各個階段有著不同的內容，當

中卻有一些固定不變的元素被用以支撐兩韓國民之間的連結。然而，各時期的北

韓教育受到當時韓國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情勢影響，因而在不同時期呈現

了不同的色彩以及焦點。 

 

第二節 民族記憶的傳承 

出生於首爾的金淑姬，在 13 歲移民美國以前的時光是在韓國度過的。在其著

作中，金淑姬如此寫道： 

 

每個故事在先前的時代都有個起源。我對北韓的迷戀根源甚至在我

尚未出生之前就已經紮根，一九四五年，當時盟軍從日本手裡光復了有

五千年歷史的王國，但是所有的問題由此開啟，而且持續下去無法改正，

即使一九五零年開始的三年韓戰都未能對此情況造成任何改變。或許自

我在南韓（韓國）成長的童年開始，就免不了對北韓產生迷戀。在南韓

成長的歲月隱藏於我腦海深處，原封不動，完好無缺，靜止得教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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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的年歲漸增，那些年月的記憶愈形滿溢，在每一個角落投下更長

的陰影。……有些經驗就像這樣，你的肉體雖然在那裡生活，心卻沒有

完全留在那裡。韓國正好相反。我在那裡度過人生的頭十三年，在我心

裡在沒有比它們更實在的事物。……奇怪的是，二零零二我頭一次赴平

壤，感覺到的卻是自我幼時離開漢城（首爾）之後從未有過的自在。那

是一種認同感。過去全來到我眼前：數個世代的韓國人因為兩韓分裂而

骨肉分離；數十年的渴望、痛苦、遺憾、歉疚。我認同這種感受，永遠

無法擺脫。我以為，要是我能了解這個地方，就能找到方法，把這些碎

片拼湊回來。不分南北韓，多數人民都夢想兩韓統一，我也有這種或許

缺乏理性的夢想。245 

 

在金淑姬的生命經驗中，13 歲以後在美國的生活使她體會到自己在美國社會

中的身分異於美國人。在美國社會中，她是一名「亞洲人」，246而這是她在韓國生

活時從沒特別思考過的事情。也因如此，金淑姬在美國生活的歲月中，一直在尋

找「家的感覺」，試圖在不同的國度與城市中建立安身立命之處，卻始終無法消除

盤旋於心中的漂泊感。在美國度過大半人生的金淑姬，在到了從未造訪過的平壤

之後，心中反倒油然升起一股「自在」與「認同感」，彷彿過往兩韓國民的記憶都

向她湧了過來，使她想要去了解北韓這個國家與在這個國家生活的國民。 

在金淑姬的記憶中，不僅承載著她個人的生活經驗，同樣還承載了來自於家

族、國家此等更大的群體所共同保有的記憶。換言之，金淑姬到了平壤之後所產

生的認同感，乃是由於其本身已經先懷抱著自身對於韓民族的認同感、民族過往

歷史的認識與共感，以及金淑姬的家族在此一歷史中的生命經驗。在金淑姬的著

作中，便對其家族的過往有著如此的敘述： 

                                                      
245

 金淑姬，莊靖譯，《沒有您，就沒有我們：一個真空國度、270 名權貴之子，北韓精英學生的真

實故事》（台北：臉譜出版，2014），頁 16-18。 
246

 金淑姬，莊靖譯，《沒有您，就沒有我們：一個真空國度、270 名權貴之子，北韓精英學生的真

實故事》，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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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雙親都因兩韓分裂而與親人生離死別，引領我來到北韓的，正

是這因分離而得不到回報的心碎──延續數代的心碎。……像這樣的故

事在南韓俯拾即是，若是北韓人民能夠說出他們的想法，那麼他們的故

事恐怕相去不遠。生離死別之後的影響如夢魘一般糾纏不去。這是一種

永遠的侵犯。你知道失蹤的人應該還在，就在車程幾小時的地方，但你

無法見到他們、寫信給他們，也不能和他們通電話。留在邊界另一邊的

很可能是你的母親；很可能是你的戀人，讓你終生思念；很可能是你永

遠無法再照顧的孩子，即使她夜夜喊著你，哭著入眠。從首爾看去，平

壤不過是隱隱約約的朦朧陰影，距離只有一百二十英哩，卻可望不可及。

這幾十年來的思念讓一個國家厭倦。失落的事物在記憶中如疾病一般無

法忘懷，是無法痊癒的心碎，你只能疑惑原本你們應該一起共度的人生

如今有了甚麼樣的變化。我們這一代在親身經歷這種創傷的父母撫育之

下，不可能不繼續記得這樣的傷痛。
247
 

 

金淑姬的故事只是兩韓分裂後無數個故事中的一則而已。韓國與北韓在分裂

以前所共同度過的過往，使韓國人在思考北韓與統一議題時，自然而然地會懷抱

著專屬於韓民族的視角切入。在金淑姬的生命中，由於承接了家族在韓戰時所發

生的記憶，使其在北韓這個國家身上能夠感受到深刻的情感。 

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是首先提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概念的學者。哈布瓦赫將記憶分為自傳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與

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前者是指個人直接經歷事件的記憶，哈布瓦赫又將

其稱為個人記憶，後者則是集體的記憶。集體記憶並非是單純的歷史，而是在各

                                                      
247

 金淑姬，莊靖譯，《沒有您，就沒有我們：一個真空國度、270 名權貴之子，北韓精英學生的真

實故事》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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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群體或組織中形成的共同記憶。248 

在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中，哈布瓦赫便對於集體記憶有著以

下的敘述： 

 

在我的人生歷程中，我所屬的民族群體曾發生過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我聲稱自己記得這些事件，但實際上只是通過報紙或當事者的證詞得以

了解。這些事件在民族的記憶中占據了特定的位置，但並非我本人的親

身經歷。當我重新激活（活化）記憶時，我只需要依靠他人的記憶便足

夠了。它在此並不是為了補充或增強我的記憶，而是還原我的記憶的唯

一來源。較之於我出生前所發生的那些事件，我對這些事的認識並非更

為深刻或有所不同。我的內心保存著一段我通過交談或閱讀得以擴展的

歷史記憶。這是一段借來的記憶，並不屬於我自己。249 

 

韓民族的共同記憶正是連結韓國不同世代之間的重要元素。儘管不同世代有

著相異的經歷，但透過對於韓民族歷史的了解與認同的建構，使年輕世代的韓國

人也能夠對於韓民族曾經共同生活的經驗產生共感。北韓教育的內涵便是透過建

立學生對於韓民族同質性與共同歷史的認知，讓沒有實際經歷過二戰後的分裂、

韓戰等事件的學生們，也都能夠在認同韓半島歷史的基礎上，建構對於韓民族共

同體的認同。儘管此一教育內容在不同時期曾以反共、勝共、統一安保等不同面

貌出現，但核心的目標卻並未改變。 

因此可以說，在韓半島分裂以後，北韓教育與家庭內所共享的記憶等媒介，

皆幫助了韓國人的集體意識得以延續。換言之，儘管韓國人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

所累積的生命經驗皆是發生在韓國這個北緯 38 度線以南的區域之中，但藉由在學

                                                      
248

 馮亞琳、（德）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12），頁 67-68。 
249

 馮亞琳、（德）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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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統中學習有關於韓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與認知，使得建立北韓人亦是韓民族共

同體成員此一認知得以成立。而此一認知的習得來源不僅只有學校的教育系統，

家族成員的生命歷程及與此相似的過往記憶，同樣也可成為構築民族認同與集體

記憶時重要的媒介。以此，在兩韓分裂的現實基礎上，建構超越北緯 38 度休戰線、

擴及韓半島全域的民族記憶變得可能。 

在班納迪克‧安德森的著作中，小說與報紙乃是建構民族共同體認知的重要

媒介。而在教育系統中，教科書則承擔此一重責大任。在教育現場中，教科書不

僅是作為教師授課時的參考，教科書本身所承載的敘述便帶有特定的功能與目的。

正因如此，歷史教科書中的敘事便成為國家在傳遞國家本身的故事時，具有影響

力的媒介。250 

在韓國的北韓教育中，藉由教科書中對於檀君、韓民族過去共同經歷的歷史，

以及兩韓保有的文化同質性等敘述，使得學生在培養對於韓民族認同的同時，亦

能培養對於韓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韓國與北韓政府在分裂後

皆強烈地批判對方的體制，但兩方皆未拋棄將檀君視為韓民族始祖的論述。也就

是說，即便是在兩韓分裂的情況下，韓國與北韓兩方對於過往歷史的認知卻未因

此出現分歧。此一事實使得韓民族認同的發展得以超越體制分裂的現實，進而更

有效地建立韓民族共同體認同，並延續韓民族為單一民族的論述內涵，即班納迪

克‧安德森所指的「民族是被設想成一個在歷史之中穩定地向下（或向上）運動

的堅實的共同體」。251 

在探討韓民族意識內涵之時可以發現，韓國教科書中透過強調語言、共同的

血緣與歷史等元素，以建立得超越兩韓分裂的政治體制現實、使兩韓國民能夠緊

密連繫的民族意識。除此之外，自統一新羅以來韓半島疆域的維持，也有助於韓

半島住民培養出具有高度同質性的文化內涵。因此民族主義中，原生論者所著重

                                                      
250

 彭致翎，〈我們應該告訴孩子什麼？從國際觀點看學校歷史教科書〉，《教科書研究》第 2 卷第 2

期（2009，台北），頁 141。 
251

 班尼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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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一血緣、歷史、文化等要素，在韓民族意識建立的過程中亦是不可或缺的要

件。 

然而，透過考察韓國民族意識的歷史後，卻又可以發現韓民族意識是如何在

歷史之中形成的。換言之，今日所談的韓民族意識相當大程度地受到了朝鮮王朝

末期、日本殖民時期的歷史影響，特別是外族統治的過往深刻地激發了當時朝鮮

人對於自我認同、民族認同的追求與渴望。此外，韓半島分裂後，韓國與北韓的

領導人對於韓民族精神的培養與深化，亦使得韓民族意識得以在不同政治體制之

中被保留下來。就此一方面而言，韓民族意識的建立不僅與韓半島在歷史變動之

中，朝鮮所做出的應對有關；在韓半島分裂之後，韓民族意識更是變成與政治體

制結合，以強調自身政權正統性的關鍵元素。 

麥爾斯的《最純潔的種族：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一書中，便提到北韓政府

藉由在敘事內容中吹捧平壤的重要性，並貶低首爾地位的方式，使北韓人培養北

韓人高於韓國人的意識。儘管如此，北韓政府卻也強調檀君與領土的重要性，作

為民族認同建立的根基。
252

由此可知，韓民族共同體所構成的元素以及精神乃是超

越兩韓體制競爭的，無論是韓國或是北韓，兩國皆透過抬升自身政權的地位與正

統性等論述，試圖成為傳承韓民族精神的正統政權。253 

 

第三節 民族記憶與北韓教育之困境 

誠然，「韓民族共同體」此一概念在現今的韓國社會中，依舊有其影響力，透

過 2015 年首爾大學統一研究所的《統一意識調查》結果便可了解此一事實（參考

表 4）。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無論是世代間對於北韓、統一議題的想法差異，亦

或是年輕世代愈來愈不重視統一議題等現象，皆顯示了以往強調血緣、文化及歷

                                                      
252

 麥爾斯，黃煜文譯，《最純潔的種族：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台北：臉譜出版，2012），頁 96-1

02。 
253

 文明基，〈韓國民族主義的現在：「種族性」民族主義與多文化主義的挑戰〉，《台灣文學研究》

第 4 期（2013，台南），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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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韓民族主義」意念之傳承，開始出現了轉變。 

韓國長久以來透過強調身為檀君後代的純血主義形成其民族意識，使得韓國

與北韓在分裂後依舊可以培養雙方同屬單一民族的意念，並維持至今。然而，若

觀察現今韓國年輕世代對於統一議題的關心程度，便可發現年輕世代呈現了與年

長世代不同的想法。越來越多的韓國青年在民族記憶的傳遞上，出現了與年長世

代想法的落差。此一斷裂現象不僅與世代的交替有關，亦與韓半島始終無法擺脫

分裂體制的現實有關。因此在兩韓僵固化的分裂現實裡，韓國的年輕世代對於過

往韓國與北韓作為單一國家的記憶並未如同年長世代一般鮮明，而在分裂體制下

成長的生活經驗，亦使得年輕世代對於北韓同胞的情感不如以往強烈。 

2015 年首爾大學統一研究所的《統一意識調查》中，針對「若北韓與美國有

足球比賽的話，會為哪一隊加油」此一提問，各世代選擇支持北韓隊的受訪者比

起往年皆呈下降趨勢，選擇支持美國隊的受訪者卻逐年漸次上升。除此之外，在

2007 年至 2008 年的調查中，約有 70%至 80%的受訪者表示會支持北韓隊，到了 2014

年至 2015 年間，卻減少至約 40%至 60%。若以世代別為觀察項目，則可發現年紀

最輕的統一準備世代對於北韓隊的支持程度，比起其他三個世代低上許多（參考

表 6、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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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박명규、정은미、김병로、장용석、최규빈、김병조、강원택、황정미，《2015 통일의

식조사》（서울: 서울대학교 통일평화연구원，2016），頁 201-202。【朴明圭、鄭恩美、金炳錄、

張容碩、崔圭彬、金秉柱、康元澤、黃政美，《2015 統一意識調查》（首爾：首爾大學統一和平研

究所，2016）】 

 

韓國的足球乃是在朝鮮時代末期，朝鮮與西方國家接觸後引入的。在日本殖

民時期，朝鮮的足球運動發展出反殖民的色彩，用以集結朝鮮國民的凝聚力，並

且具有反日的特色。在韓半島分裂後，韓國與北韓政府皆投注心力於培養足球隊

與足球選手上，使得足球成為韓半島具有指標性的運動項目。254正因為足球之於韓

國有其歷史上的特殊性，使得足球一度被視為得以凝聚兩韓民眾認同的運動。1990

年，韓國隊與北韓隊分別在首爾與平壤進行足球比賽。在 1991 年於葡萄牙舉辦的

FIFA（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國際足球總會）世

界青少年錦標賽中，韓國與北韓組成單一隊伍，並揮舞「統一旗」。此外，在 

2000 年的雪梨奧林匹克運動會與 2004 年的雅典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兩韓代表以

                                                      
254

 鍾樂偉，「民族主義阻礙韓國足球發展」，http://www.inmediahk.net/20140805b 

查閱日期：2017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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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為名，在傳統歌謠「阿里郎」的音樂中共同舉著「統一旗」入場，成

為一時的佳話。雖然參賽隊伍在運動競賽中會表現出競爭意識，但足球比賽卻曾

被視為可以跨越兩韓分裂藩籬，建立民眾對於韓民族認同的運動項目。255 

然而，首爾大學統一研究所的調查結果卻顯示，足球比賽在統一意念中的影

響力，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而當中以統一準備世代為最低。由此可知，即便是

在運動競賽中，將擁有共同血緣、歷史與文化的北韓人視為同胞並為其加油的受

訪者正逐年減少，當中又以年紀最小的統一準備世代為最。 

根據《統一意識調查》的說明，統一準備世代乃是指出生於 1980 年代以後的

韓國人，以此基準來看，此一世代的生命經驗絕大部分乃是在韓國民主化以後開

展的。因此，此一世代不僅在接受義務教育的過程中，習得了更具有開放性的北

韓教育，並且經歷過來往最為頻繁的金大中、盧武鉉政府時期，也深刻體會在李

明博時期兩韓關係的驟然轉變。就此一層面而言，統一準備世代可謂有著比其他

世代更為鮮明、深刻的兩韓關係認識，卻對於兩韓國民是為同胞的概念最無法產

生共鳴。 

此外，有別於年長世代經歷過韓國經濟高速成長的時期，韓國的青年世代面

對的不僅是經濟成長停滯的環境，為了成功就職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承受的壓力

更使韓國青年世代無法將統一問題視為首要之務。256對於韓國青年世代來說，經濟

成長停滯、高失業率、韓國內部的貧富差距等攸關生計的問題，才是最為切身的

議題。在此一現象下，儘管兩韓國民擁有共同血緣的論述依然影響著韓國青年對

於北韓人的認知，對於統一的追求與渴望卻在現實的經濟問題之中被壓縮、淡化。

換言之，韓國青年所關注以及面臨的議題中，就業、社會分配與公平正義等經濟

民生相關問題最為重要，而兩韓統一則相對地被邊緣化。 

                                                      
255

 Podoler, Guy, “Nation, State and Football: The Korean Cas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Vol. 25, No. 1(2008), pp.13-14. 

256
 조선일보，〈한국 올해 청년실업률 악화 속도 OECD 중 최고〉， 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 

html_dir/2017/06/18/2017061800089.html 

【朝鮮日報，〈今年韓國青年失業率惡化速度 OECD 中最高〉】 

查閱日期：2017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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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儘管兩韓國民是為同胞此一論述依舊影響著韓國民眾對於北韓人

的認知與看法，此一論述的作用力與韓國人對於統一的追求及急迫心，卻在歲月

的流逝下逐漸產生變化。對於年長世代的韓國人而言，統一與安保議題深刻地影

響著其對於北韓的認知，對於北韓人的認同度也較高。而接受了更具有開放性的

北韓教育之韓國青年世代，不僅對於北韓的情感不復前一世代之強烈，長年以來

生活在民主化、分裂情勢僵固的韓國社會等生活經驗，亦使得此一世代將大多數

的注意力放在如何維持好在韓國的生活。因此，縱然青年世代對於北韓同胞仍然

有相當程度的認同，但由於其所面臨的經濟、民生等切身問題更為危急，因而在

北韓議題上呈現了與年長世代不同的想法。 

 

第四節 小結 

在韓半島分裂以後，兩韓統一始終是韓國與北韓相當重視的議題。正因如此，

韓國政府所推行的北韓教育便成為韓國受教者理解北韓與統一議題相當重要的來

源。本論文透過探討自朴正熙至盧武鉉共六任總統任內所推行的北韓教育，以理

解各時期北韓教育的實際內涵。 

藉由第三、四、五章的內容可以發現，韓國的北韓教育深受當時韓國的國內

外政治、經濟情勢影響。在反共教育時期，反共精神乃是教育中最核心的議題，

因此教授的內容也就多著重於對北韓的負面敘述。而在統一安保教育推行時，韓

國面臨了韓國的民主化、國際間冷戰秩序的瓦解等一連串的變化，使得此一時期

的教育重點在於建立起有別於以往反共色彩強烈的教育內容。至統一教育時期，

時任總統金大中、盧武鉉所推行的「陽光政策」與「和平繁榮政策」，成功地增進

了兩韓間的交流與互動，此一政策選擇亦影響了當時北韓教育的內容。因此，此

一時期的北韓教育將重心放在建立受教者對於北韓與統一議題的客觀認識，並且

認同韓民族共同體的價值。 

自分裂以來，兩韓之間的家族記憶以及學校教育中的北韓教育，皆是建立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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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對於北韓同胞認同的重要管道。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員透過家族之間的記憶傳

承，得以了解過往兩韓尚未分裂之時的景況，以及兩韓分裂後被迫分離的家族悲

劇。縱然家族中沒有成員居住在北方，但由於兩韓曾為單一國家的過往相當鮮明，

使得此等記憶得以透過家族之中的傳述而被保存下來，成為家族中共同的記憶。

此外，韓國人在接受義務教育的過程中，透過北韓教育中對於相同血緣、韓民族

共同的歷史，以及兩韓的文化同質性等內容，使得學生不只能夠認同韓民族，更

能理解韓民族共同體之意義。 

然而，現今韓國人對於北韓與統一議題的態度卻出現了世代的不同。儘管不

同世代在兩韓民眾乃是同胞此一想法上並未有過多出入，但對於北韓與統一議題

的認同感卻有些不同。儘管韓國的年輕世代接受了更具開放性且客觀的北韓教育，

但卻並未將兩韓統一視為目前韓國最需解決的問題。究其原因，除了與年輕世代

對於過往的共同記憶已無法產生如同年長世代一般強烈的共感外，韓國長期停滯

的經濟發展以及高壓的社會型態，亦使得年輕世代忙於將精神放在經濟、民生等

相關議題。除此之外，在韓國民主化以後成長的年輕世代，顯然更為重視對於與

自身相關的議題，而北韓與統一議題則相對顯得遙遠許多。此一現象顯示儘管韓

國政府不間斷地推行北韓教育，致力於使受教者能夠對於北韓及統一議題產生共

感，然而由於不同世代所生長的時空背景、所形成的價值觀並不相同，因而使得

現今的北韓教育得以發揮的效果有所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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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具有相當高度的歷史、文化同質性的朝鮮

人，迎來了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解放。然而，接踵而來的卻是韓半島受到當時國

際情勢影響，而被迫一分為二的悲劇，至今尚未結束。而在韓國與北韓漫長的分

裂之中，韓國不同世代的人民由於生長的時空背景、所經歷過的事件不同，因而

產生了相異的價值觀，此一現象也反映在年輕世代與年長世代對於北韓看法與認

知的差異。即使如此，韓國政府與社會內部卻未因此放棄討論統一。更有甚者，

在分裂逾 70 年的現下，依然有近半數的韓國人認為韓國與北韓需要統一的原因，

乃是由於雙方是系出同源的同胞手足。 

由此可知，韓國人對於韓民族的認同，除了將同屬大韓民國國民的人民納入

外，在北方素未謀面的北韓人民們，同樣也是屬於韓民族的成員。究其根本，此

一現象與雙方對於韓民族的根本、韓民族的認知，以及在漫長歷史中所培養出的

認同感有關。 

韓民族共同體意識中最基本的元素乃是血緣。至今創立古朝鮮的檀君仍舊被

視為是韓民族之共同祖先，也由於韓民族成員們皆是延續檀君血脈的後代，因此

即使是在分裂已久的現今，韓國與北韓依然可以透過確立檀君的重要性，以強調

韓民族成員所具有的單一血緣。除此之外，668 年統一三國的新羅也奠定了日後韓

半島政權的統治疆域，韓半島也在統一新羅之後逐漸建立起具有高度同質性的文

化、語言。 

至朝鮮王朝末期，朝鮮在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下，開始發展出救亡圖存、以朝

鮮自身為中心的民族意識。而在 1910 年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朝鮮人的民族團

結、凝聚力在外國勢力的統治下，攀升到最高點，並爆發了 1919 年的「三一運動」。 

而在韓半島分裂以後，韓國的李承晚政府與北韓的金日成政府皆繼承了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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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意識，將統一視為韓民族重要的任務之一。也因為在分裂體制下仍然延續兩韓

國民是為同一民族此一論述的關係，使得不論是韓國或是北韓皆致力於將自身的

政權詮釋為繼承檀君歷史的正統政權。 

在朴正熙、全斗煥政府時期透過推行反共教育，一方面培養學生對於北方共

產體制的敵對意識，一方面強化學生對於韓國自由民主主義政府的認同感及優越。

也由於此一時期的反共精神乃是與當時國際上的冷戰體制、以及韓國國內領導者

欲建立穩固的威權體制有關。因此將北韓視為是敵人的教育內容，事實上是有助

於受教者建立起對於自身政府的認同。此時期的反共教育使用相當多的篇幅以描

繪北韓政府的惡行以及慘無人道，用以形塑受教者對於北韓政權的負面情感。透

過此等教育內容使受教者理解解救北韓同胞於水火之中，進而達成統一乃是韓國

人的重要使命。 

然而，此一情形至盧泰愚政府時期開始有所轉變。韓國在 1987 年迎來了民主

化，既有的冷戰體制也在 1980 年代末期逐漸崩潰瓦解，因此擺脫以往強調意識形

態及政治體制對立的反共教育成為 1988 年上台的盧泰愚政府的重要課題之一。而

在盧泰愚之後繼任的金泳三在上任初期欲改善與北韓的關係，卻在北韓核問題與

韓國國內對於北韓議題立場出現分歧等情況下，而顯得欲振乏力。此一時期受到

韓國國內外情勢丕變的影響，此前以建立受教者反共意念為主的反共教育，開始

轉變為塑造北韓「是敵人亦是同胞」的雙重形象。除此之外，此一時期的北韓教

育中在教科書中刪減了許多過去對於北韓政權的負面性敘述，並開始使用較為中

性、客觀的敘述。 

而在金大中與盧武鉉政府時期，兩位總統透過推動「陽光政策」與「和平繁

榮政策」以建立和緩的兩韓關係。受到此一時期北韓政策的影響，此時期的北韓

教育已完全刪除了此前存留的對北負面敘述，並增加許多客觀的內容。統一教育

的教科書內容亦致力於消除兩韓因分裂而成的文化異質性，試圖恢復過往做為單

一國家時所具備的高度文化同質性。除此之外，此一時期的統一教育使用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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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篇幅以說明統一的必要性，以謀求建立起受教者對於兩韓統一目標之認同。 

透過朴正熙至盧武鉉共六任總統的韓國道德科教科書內容可以發現，韓民族

意識的建立主要是立基於幾項元素上。換言之，在韓國道德科教科書中，韓國與

北韓皆為檀君後代的此一認知確立了兩韓人民同屬同一血緣的事實，而自統一新

羅以來便形成的固有疆域也使得兩韓人民在過往的歷史之中，得以共同生活並形

成具有高度同質性的文化內涵。因此，韓國的統一教育透過建立起學生對於兩韓

人民皆為韓民族成員的此一認知，以培養學生對於統一議題的認識與認同。而在

教科書中則是藉由追溯過往韓半島人民的共同歷史與單一血緣，以作為兩韓人民

是為同胞此一論述的佐證，使受教者在兩韓分裂的現實中，仍然能夠透過想像韓

民族共同體的過程，進而將北韓人民視為同胞。 

儘管韓國的北韓教育持續在歷史的發展脈絡中演進，韓國人對於統一與北韓

議題的想法卻不是完全一致的。接受了更為客觀、具有開放性的北韓教育之年輕

世代，對於北韓及統一議題的關心程度卻較年長世代低。因此即使年輕世代亦認

同北韓人亦是同胞此一概念，然而卻未懷有如同年長世代一般對於統一的強烈渴

望。究其原因乃是由於韓國的年輕世代處於韓國經濟發展持續呈現低迷的環境中，

使得年輕世代將大部分的精力及關心都放在與民生、經濟相關的議題上，因而忽

略了統一議題。在韓半島長期分裂的局面下，不同世代對於統一議題所採取的相

異態度，顯示了韓國的北韓教育仍有其侷限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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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歷次教育課程時程 

 

1946-1954 教授要目期 

1954-1963 第一次教育課程 

1963-1973 第二次教育課程 

1973-1981 第三次教育課程 

1981-1988 第四次教育課程 

1988-1992 第五次教育課程 

1992-1997 第六次教育課程 

1997-現今 第七次教育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