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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緣政治係俄羅斯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俄羅斯領土橫跨歐亞洲，向東

與東北亞地區相連，該區域之和平穩定關乎俄國國家利益。韓國位居朝鮮半島，

因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立，俄韓兩國無交流合作，然而隨著冷戰結束，國際局

勢的變化替兩國發展交流帶來契機。 

    本文研究係從俄羅斯外交政策之演變探討俄國逐漸向東轉之因，後從兩國政

治、經濟、安全三大面向之互動，歸納出俄羅斯對韓國外交政策方向。 

 

                             Abstract 

  Geopolitics is the crucial concern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Russia has the most 

extensive territory in the world, and its eastern part is right next to Northeast Asia, in 

which the stability and peace is Russia’s national interests. South Korea is locat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ut because of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 in Cold War era, there was 

barely no exchange or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South Korea. However,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ought the opportunity to 

these two countries. The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policy “Pivot to East”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sums up Russ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South Korea 

by study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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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研究緣起 

  

    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的推波助瀾下蓬勃發展，隨著區

域主義整合風潮盛行，為了因應各國合作需求亞太地區的多邊區域組織開枝散葉，

除了正式的組織架構外，亦有許多論壇與峰會供亞太地區國家進行緊密交流互動，

促進區域繁榮。此外區域內世界性大國的崛起—中國大陸，更使亞太地區成為世

界熱點，不論現在或未來，世界各國皆無法無視亞太地區的重要性。 

 

    俄羅斯係世界領土第一大國，其國土面積幅員廣闊，橫跨歐亞大陸，三分之

二土地位在亞洲，雖文化承襲歐洲文明，惟仍無法抹去也作為亞洲國家的事實，

因此俄羅斯沒有理由缺席亞洲事務的參與。一個和平安全穩定的區域環境才能有

繁榮進步的發展，對俄羅斯而言，亞洲的穩定，特別是與其最直接相鄰的東北亞

區域的穩定，係與其切身相關的國家利益。遠東地區是俄羅斯離東北亞最近的領

土部分，甚至與朝鮮半島及中國東北直接相鄰。就安全的面向來說，除了朝鮮半

島核問題、日韓竹島/獨島爭議、中日台東海問題外，亦有中國與美國及其軍事

同盟在東北亞事務的競爭，潛在的軍事政治衝突一旦爆發將造成東北亞局勢動盪

不安；就經濟的面向來說，東北亞為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較為快速的前端地區，在

俄羅斯與亞太地區國家貿易額排行中，中、日、韓分別位居前三名，中國挾著雄

厚經濟投資實力，日本與韓國的高科技、生產技術及資本，與俄羅斯能源及天然

資源導向的經濟形成互利互補的經濟關係。 

 

    從國際層面來看，亞太地區的重要性由區域雙邊合作到多邊形式的組織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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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開枝散葉的情況便可窺知一二，亞太經合會(APEC)、東協十加三(ASEAN+3)、

東亞峰會(EAS)、亞歐會議(ASEM)、亞信會議(CICA)、亞洲合作對話(ACD)等，範

圍涵蓋政治、經濟與安全領域。全球化時代的區域整合相形重要，為了增加在區

域與全球的影響力，俄羅斯願意整合進當前的經濟環境以及亞太地區安全機制，

透過多邊合作參與及經濟實力累積提升在區域與全球事務的話語權。1從國內層

面來看，基於地理鄰近因素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是與亞太地區接觸的第一

線，開發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成為必要。對俄羅斯而言，提升國家現代化程度為

首要政策，就當前情況來看，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開發程度遠不及西部地區，然而

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的自然資源豐富一旦妥善規劃並執行開發計畫，俄羅斯經濟

將快速成長替國內現代化進程帶來大幅助益。 

 

    朝鮮半島坐擁關鍵地理位置，係歐亞海上與陸路銜接之橋梁，與俄羅斯遠東

地區直接相鄰，對俄羅斯來說，朝鮮半島的重要性不在話下。朝鮮半島南北兩韓

的意識對立以及北韓核問題，是影響俄羅斯與朝鮮半島互動的關鍵。從地緣政治

經濟的角度來看，俄羅斯遠東地區鄰國安全穩定度左右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之發

展，因此對外影響俄羅斯在東北亞及亞太地區事務之參與，對內則影響國家現代

化計劃進程。2故本文欲藉由研究俄韓關係互動，了解雙方關係發展變化以及未來

展望。 

 

貳、研究問題 

 

    本文核心議題在於探究地緣政治經濟因素如何影響俄羅斯與韓國的關係發

                                                      
1 Vitaly Kozyrez, “Russia’s new global visio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 

Russia and East Asia.    

  Informal and gradual integration, pp. 19-43. 
2
 李載榮，「韓國的新北方政策與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開發」，俄羅斯研究 2015年第 3期總第 

  193 期，頁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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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以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雙層分析更深入俄羅斯與韓國分別的外交政策走

向以及對彼此的外交策略制定。再者當前朝鮮半島存在南北兩韓，北韓核問題影

響兩韓互動與俄羅斯—南韓—北韓互動也牽動著三方關係。此外當前俄羅斯外交

政策有向東轉的趨勢，韓國也更加投入經營歐亞地區，雙方的國家利益出現集合，

因此本文也討論到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與朝鮮半島的合作。 

 

參、研究目的 

 

    本文以探討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東北亞政策的影響，並以俄羅斯與朝鮮半

島關係的互動作為主軸，析論俄羅斯與韓國外交關係。相關議題包含俄羅斯東向

政策的演變過程、俄羅斯與韓國歷任總統外交政策走向、北韓核問題對俄韓關係

以及三方關係的影響、當代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發展與朝鮮半島之互動。

透過俄羅斯東向政策的研究，可了解國際局勢變化以及俄羅斯國家內部問題如何

影響外交政策制定。東向政策可分為廣義的亞太政策與狹義細分成次區域政策，

如對東北亞政策、東亞及東南亞政策，本文聚焦探討俄羅斯與韓國關係，故東北

亞政策為重點。另外從俄羅斯角度看待與韓國關係以及討論北韓作為俄韓關係的

影響因素，分析俄羅斯如何在兩者間維持平衡並獲得國家對大利益，也從韓國角

度分析對俄羅斯政策，使俄羅斯成為朝鮮半島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同時俄羅斯

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開發成為當前俄羅斯東向政策的一大重點，韓國在朴槿惠總

統的帶領下提出歐亞倡議，兩方政策如何相應合作替雙方帶來最大雙贏局面，甚

至能連帶促進北韓利益使朝鮮半島和平穩定並替俄韓經濟創造繁榮的三贏結果

值得筆者分析討論。 

 

肆、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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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欲透過地緣政治理論、地緣經濟理論與新現實主義角度分析俄韓外交關

係的演變過程。俄韓兩國的地緣鄰近性使得雙方不容忽視彼此的重要性，俄羅斯

將開發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列為向亞洲發展的東向政策重點內容之一，韓國之地

理位置使其成為俄羅斯開發遠東地區的主要合作對象。韓國當前的外交政策以進

入歐亞地區發展促進經濟繁榮安全穩定為目標，俄羅斯係其邁向目標的重要夥伴

國，故地緣政治因素的考量在雙方外交關係互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俄羅斯在新現

實主義的基礎之上制定外交政策，維護國家的安全生存空間並且開創有利的外部

空間以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值。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與韓國建立外交關係除了

經濟發展的需求之外朝鮮半島南北兩韓之穩定對其國家安全也至關重要，俄羅斯

將新現實主義落實在其外交政策中，輔以務實經驗為國家找尋相符的最佳利益選

擇。 

 

伍、研究方法 

 

    為了完整研究俄羅斯與韓國外交關係發展脈絡，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蒐集

俄韓官方文獻資料、新聞、相關領域學者研究報告，經過篩選、閱讀、整理

後，輔以歷史研究、內容分析以及比較研究三個方式，進行分析、比較與歸

納，以求獲得客觀多重視角觀點。透過歷史研究法，敘述過去俄韓兩國外交發

展演變與走向，歸納外交成果；透過內容分析法，分析俄韓每任總統及外交部

長制定的外交政策內容與利弊得失；透過比較研究法，比較俄韓各任總統如何

在客觀環境下打造符合國家的主觀利益。期盼透過此三個分析方法，系統化整

理俄羅斯與韓國外交關係互動並從中得到外交政策制定的啟發。 

 

陸、研究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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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普丁時期俄羅斯對韓國外交政策前筆者擬先界定本文研究範圍，由於歷

史因素使然俄韓關係直至 1990 年雙方建立外交關係才開始大幅交流，普丁總統

於 2000 年首度執政並連任至 2008年，2008年至 2012年由梅德偉傑夫擔任俄羅

斯總統、普丁擔任總理，不論渠國內政策或外交政策皆依循前任普丁總統之政策

方針，2012年普丁再度重返執政，此次任期為 6 年，惟筆者撰寫本文時間為 2016

年底，爰本文之時間研究範圍聚焦在 2000年至 2016年。另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

研究俄羅斯與韓國外交關係發展，在文獻蒐集方面筆者雖通曉中文、英文、俄文

三語言但缺乏韓文能力，所以資料來源以中英俄三語言為主。為了減少缺乏韓文

能力所造成的研究限制，筆者將盡力蒐集由韓國學者以英文發表的專書與期刊文

章、韓國政府的中英文外交政策說帖以補強語言上的研究限制。 

 

柒、文獻回顧 

  

    本章將就俄羅斯東北亞政策演變、俄羅斯與朝鮮半島關係之發展以及俄羅

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發展與朝鮮半島之互動進行文獻回顧與探討。欲探究俄

羅斯與韓國外交關係之發展，需先從俄羅斯東北亞政策談起。關於東北亞的界

定有許多種說法，大致上可分成狹義的日本與朝鮮半島，與廣義的日本、朝鮮

半島、中國東北、蒙古、與俄羅斯遠東地區，而在本文所提之東北亞的地區為

日本、朝鮮半島與中國。 

 

    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基於理性決策，需考量國家利益，並且做出相符的

政策。關於國家利益的定義可分成主觀及客觀兩大途徑：就客觀角度來看，國家

利益是務實主義(Pragmatism)及現實主義的集合；就主觀角度來看，國家作出的

決策亦即國家利益，而國家的決策很大部分是由政治菁英個人想法、動機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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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決定。另外 Hans Morgenthau 認為國家利益為國家依據自己特別的地理位

置做出相符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方向。3 

                          

一、俄羅斯的東向政策演變 

 

    俄羅斯領土橫跨歐亞大陸面積幅員廣大位居世界第一，雖然文化承襲歐洲文

明但有將近三分之二領土位於亞洲，將俄羅斯定位為歐洲國家抑或亞洲國家一直

是個難題，甚至當代出現「歐亞困境4」此一名詞。由於歷史上俄羅斯權力中心始

終在西部地區，長期與歐洲西方互動緊密，外交政策偏向西方而忽視東方。學者

楊魯慧認為直到 1980 年代蘇聯晚期戈巴契夫上台後，推動「新思維」政策，外

交方面蘇聯展開與意識形態敵對國家善意互動，同時國內進行改革運動，為加速

內部經濟發展，將目光投注在天然資源豐富卻鮮少開發的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

因此發展亞太地區成為外交政策之一。5學者于國政提出，基於重視亞太地區的地

緣政治經濟因素，蘇聯開展亞太戰略與政策，除了重視亞太地區的安全穩定外，

也重新評估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戰略地位，亞太地區經濟崛起蘇聯也欲藉發展

遠東地區經濟作為參與亞太的窗口。另外蘇聯也實行一系列亞太政策，例如：以

外交政策措施釋出善意、建立相應機構召開或參與亞太地區國際會議、建立自由

經濟區、實行對外貿易自由化。6 

 

    然而不久蘇聯解體俄羅斯的外部生存空間改變，戰略空間大幅受到限縮地緣

環境也發生變化，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對立不再外交政策的調整有其必要性。于國

                                                      
3Г.Д. Толорая,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ове», Неспокойное соседство.Проблемы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и вызовы для России, с.108. 
4
 俄文：«евро-азиатская дилемма»。 
5
 楊魯慧，「論俄羅斯的亞太戰略」，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 年 1 月第 14 卷第 1

期，頁 106-110。 
6
 于國政，「俄羅斯的亞太戰略與政策探析」，人文地理，第 16 卷第 2 期 2001年 4月，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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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認為冷戰結束，各大國在基於國家利益為上的前提下重新調整大國關係，其主

要的特點有三：第一，大國關係具全面性、多樣性及長遠性特色；第二，大國間

締結各種「戰略關係」與「夥伴關係」；第三，地緣經濟成為大國外交政策的關

鍵。從葉爾欽時期到 2000 年普丁上任以來至今，俄羅斯亞太政策幾經調整，但

基本上學者們一致認為俄羅斯對亞太地區戰略重要性的認知日益加深，甚至在外

交與安全戰略方面有往亞太傾斜的趨勢。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外交大致可劃分成三個主要階段：1992-1995年葉爾

欽總統時期第一任外交部長柯茲列夫(Andrei Kozyrev)執行向西傾的一邊倒外

交政策，基於俄羅斯剛獨立，為加速融入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得到西方認可，而

採行此親西方政策，然而俄羅斯國內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不佳加上經濟改革

轉型失敗，國家內政的失敗使俄羅斯有必要做出政策調整；1996-1999年葉爾

欽時期第二任外交部長普利馬可夫(Evgeniy Primakov)推行東西並重的全方位

外交政策，開始將目光投注在東方推行重視亞太地區的新東方政策；2000-2008

年普丁總統時期實行重視獨立國家國協同時更加強調在東西方間更加平衡的外

交政策，2000年甫上任之際發表「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概念」，多面向的外交

策略為重要原則，同時中國崛起之勢力與亞太地區經濟蓬勃發展，區域整合風

潮興盛使懷有「重建偉大俄羅斯」雄心的普丁更加無法忽視與亞洲國家積極交

往的必要。72008-2012 年梅德偉傑夫總統時期亞太地區經濟迅速崛起，世界經

濟和政治中心明顯東移的背景下俄羅斯把亞太地區視為推進現代外交的重要方

向之一，高度重視在亞太地區的的地緣戰略和經濟地位，2010年梅德偉傑夫更

強調整合入亞太國家是俄羅斯遠東地區乃至全俄羅斯經濟振興的重要途徑，故

積極拓展與亞太地區國家相關的經貿合作，2011 年俄羅斯成功加入東亞峰會為

亞太外交的重要成就之一。2012年到當前 2016 年，普丁總統重返政權其外交

                                                      
7 Beom-Shik Shin,” Post-Cold Wa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Russia and East Asia. Informal and gradual integration，p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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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延續其 2000 年上任之後以及梅德偉傑夫總統時期的大方向，「現代化

8」 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對外交往關係建立在促進國內經濟與社會走向現

代化的基礎上。每年發表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概念」可看出俄羅斯與亞太

地區國家關係的重要性，排列在與獨立國協、美國、歐盟關係之後的第四重要

序位，明顯可看出俄羅斯向東發展的企圖心。 

 

    探究俄羅斯外交政策向東轉9 的原因可歸納出以下六點：第一，全球化發展

趨勢世界貿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國家間與區域間的地緣經濟聯繫更為密切，世界

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正是決定世界經濟狀況的重要因素；第二，北約與歐盟的

東擴威脅到俄羅斯在歐洲的地緣政治利益，因此有必要向東拓展生存空間；第三，

新東方政策有利增強其國力，俄羅斯積極與亞太地區各國的經濟聯繫，有助改善

國內經濟困境提高經濟實力以及國際影響力；第四，調整地域經濟發展國內經濟

重心轉移。由於俄羅斯西部開發程度高資源日趨枯竭，需要全力開發東部地區的

豐富資源以補足經濟需求，自然改變長期西向的經濟轉而面向東方；第五，參與

亞太地區經濟整合進程，加強與區域經濟合作，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是實

現俄羅斯亞太戰略唯一且其他地區無法替代的戰略區域；第六，自普丁 2000 年

上任以來相當看重亞太地區，特別重視與東北亞各國的關係。 

 

    俄羅斯 APEC研究中心副主任 Ivanshentsov 提及亞太區域情勢變化快速，

無論在經濟、軍事或政治層面，面面均牽扯到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因此俄羅斯

將透過參與區域組織加強與區域的連結，並且同時強化雙邊關係。透過國際與

區域組織及論壇的參與，例如：亞太經合會(APEC)、東協論壇(ARF)、東亞峰會

(EAS)、亞歐會議(ASEM)、亞信會議(CICA)、亞洲合作對話(ACD)、上海合作組

織(SCO)等，俄羅斯可針對各項議題進行交流與互動，以強化亞太區內的合作機

                                                      
8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5. 
9
 英:Pivot toward Asia. 俄: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9 
 

制。2012 年海參崴 APEC 峰會上普丁總統提出亞太政策藍圖，俄羅斯政府希望

讓各經濟體深入認識俄羅斯遠東地區並建立良好的經濟夥伴關係，同時俄羅斯

也將盡其所能透過高科技、能源等層面的合作加深與亞太各國的合作及夥伴關

係。同時普丁再次重申俄羅斯是亞太區域的一份子，俄羅斯將延續其兩任期中

積極投資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任務，並建構遠東地區為新科學、教育與智慧

的中心以作為俄羅斯前進東亞的利器。10 

 

    學者 Torkunov A., Toloraja G.與 Trigubenko M.提出後兩極世界時期，

俄羅斯參與建構亞太地區的合作可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1990 年代亞洲新區

域主義興起，俄羅斯在同一時期再次與許多國家發展合作關係，並且參與區域多

邊合作； 第二階段，1997年後俄羅斯在東北亞地區的政策失去平衡，錯過與東

北亞地區向上躍升的機會；第三階段，2008年至 2009年金融危機後，由於與西

方的矛盾增加俄羅斯轉為將更多心力投注在亞洲地區，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以及

積極參與區域多邊機制，所以俄羅斯在亞太區域的國家利益變得更加多元。11 

 

    學者 Anna Kireeva 則認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外交政策由以西方為優先

的排序轉變成多面向的全方位政策，並且看重發展與東亞地區國家關係。除了因

為俄羅斯有發展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決心外，俄中關係一直是俄羅斯東亞政策

的軸心，但對中國的過度依賴會威脅到俄羅斯在區域政策的獨立性，所以這促使

俄羅斯找尋與其他國家發展聯繫的多元政策。東協國家歡迎俄羅斯擔任區域內中

美競爭關係的平衡角色，這正好和俄羅斯為了促進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發展強化

與東亞國家合作的政策方針相符。12 

                                                      
10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期刊 101年 3月 150期，頁 8。 

11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Неспокойное соседство. Проблемы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и вызовы для России, с.107. 
12
 Anna Kireeva, “Russia’s East Asia Policy: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erceptions, Winter 2012, Volume XVII, Number 4,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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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羅斯與韓國之互動：政治面向 

 

    俄韓關係發展演變依照俄羅斯各時期領導人的不同，外交政策大致可劃分成

三大階段：戈巴契夫時期、葉爾欽時期與 2000年以來至今的普丁時期(包含 2008

年-2012 年梅德偉傑夫時期)。不同領導人的外交政策主要影響俄韓關係互動，

同時北韓也是影響俄韓關係的另一因素，故研究兩國關係之發展除了必須探討客

觀的國際結構因素外，各時期俄國對韓國的外交政策方針以及各時期俄羅斯與兩

韓的互動亦是討論重點。 

 

    Seung-Ho Joo 認為蘇聯時期基於意識形態對立的結構因素，蘇聯選擇支持

北韓作為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長期戰略不與南韓有任何交流與接觸。1950 年代

中蘇衝突交惡間接提升北韓的戰略重要性，而北韓的地理位置坐落在中國與蘇聯

之間，對蘇聯而言北韓更是有不可失去的關鍵程度。蘇聯長期支持北韓的「一個

韓國政策｣(One Korea Policy)並且拒絕承認首爾為合法政治實體，蘇聯政府反

對南韓提出的雙重承認，選擇與北韓站在同一立場認為雙重承認會分裂朝鮮半島。

雖然自 1970 年代起莫斯科方面與首爾開始有限地發展經濟、文化與體育互動，

嚴格限制只發展非政治、非官方關係，但將經濟互動排除在受限的政治活動之外。

1980 年代晚期戈巴契夫推行新思維政策，開啟與西方及親西方國家交流契機，

同時在其任內也展開發展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計畫，俄國外交政策方向與行動因

此有了改變俄羅斯從與北韓保持同盟關係的同時與南韓只發展非官方關係，轉而

採行新政策 1990年 9 月 20日與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新思維的意義在於與美

國以及其他包含南韓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展新關係，其終極目標是為蘇聯的國

內改革創造一個和平、可預測的國際環境，戈巴契夫對朝鮮半島的新政策是其新

思維政策的詮釋。和過去的外交政策相比，戈巴契夫對朝鮮半島的外交政策大轉

變，俄韓關係有了邁向正向發展的開端，這個改變反應出受到戈巴契夫新思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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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影響，蘇聯外交政策的目標及優先順序跟著變化。13 

 

    蘇聯解體俄羅斯建立初期葉爾欽採行親西方政策，與西方國家密集交流，以

求融入西方領導的國際社會，並且意識到國家有尋求韓國支持東北亞安全計畫之

需求，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與韓國自然地發展友好關係。1990 年代初期俄韓關

係在此背景下開啟大幅度的交流外交政治關係逐步發展。1994 年葉爾欽與金泳

三宣布俄韓兩國為「建設性互補夥伴關係」，兩國來往密切 1996年俄韓雙邊貿易

額大幅提升14，然而雙邊看似友好緊密互動，實際上卻存在著雙方關係政策的不

一致性。學者焦連成與于國政認為15，俄韓雙方對於彼此各自想從雙方關係中獲

得的利益並不了解：俄羅斯希望借助韓國之力重建失序的經濟，韓國在雙方關係

互動中看重政治安全考量遠大於經濟利益考量；換句話說，韓國視俄羅斯為對北

韓施加影響力的工具，經濟利益總是被視為第二選項，但俄羅斯對於經濟協助有

高度需求，兩國的經貿關係儘管發展很快但規模有限也並未如預想的緊密無法達

到該有的目標，因此俄羅斯政治精英認為這樣的雙邊關係並不對等。 

 

    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此一時期的俄羅斯－北韓關係，隨著冷戰結束，北韓已

經失去作為過去蘇聯在東北亞與美國抗衡的戰略前線陣地的價值，加上俄羅斯獨

立初期為了展現與西方交往的決心選擇與北韓保持距離甚至疏遠，因此 1990 年

代俄羅斯北韓關係惡化難以避免。1996 年俄羅斯北韓同盟條約到期失效，隨之

而來是被排除在 1997 年四方會談之外，這些種種俄羅斯所遭遇之挫折使韓國意

識到俄羅斯對北韓的影響力逐漸減弱。1997-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俄羅斯表明

延期支付南韓債務款項，1998 年俄韓韓雙方相互驅逐外交人員事件等，以及韓

                                                      
13
 Seung-Ho Joo, “Gorbachev’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1985-1991. 

Power and Reform”, pp.213-222. 
14
 雙邊貿易額大幅提升，自 1992 年的 8.6億美元貿易總額，增加至 1996年 50 億美元貿易總

額。 
15
 焦連成、于國政，「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經濟格局演變及俄羅斯政策走向評析」，世界地理研 

  究，2002年 3 月第 11卷第 1期，頁 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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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堅決要求俄羅斯償還債務，再再傷害俄羅斯自尊與兩國關係，雙邊對強大的經

濟夥伴關係期望消失殆盡。90 年代後期是俄韓關係的冰點，也可說是俄羅斯與

朝鮮半島關係的低點。 

   

    2000 年俄羅斯新任領導人普丁總統上台，王曉泉認為當時俄羅斯面臨西部

與南部的地緣安全空間被劇烈壓縮，西部戰略安全環境的惡化，刺激其對東北亞

地區地緣政治的積極參與。普丁意識到唯有強化俄羅斯在東北亞的影響力，才能

發揮俄羅斯作為歐亞大國的獨特作用，為俄羅斯提升國際政治地位與發展經濟開

闢新途徑。為了重新找回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 2000 年代開始調整戰略，俄羅斯

採取「南北等距外交」試圖在南北兩韓間不過度傾向立場而在兩者間保有彈性迴

旋空間平衡三方關係。16楊雷認為俄羅斯既不想破壞與北韓的關係，也不願意影

響與韓國、美國改善與發展關係的進程，因此選擇在兩韓之間採取平衡政策。俄

羅斯在保持與韓國發展關係的同時，恢復與北韓的傳統聯繫，它看重的是國家的

經濟利益，特別是指俄羅斯遠東地區與北韓地緣經濟的合作更加密切。Beom-Shik 

Shin提出 2000年代俄羅斯與北韓恢復關係的因素可歸納出兩大重點的看法：其

一，普丁找尋「重建偉大俄羅斯」的方式振興俄羅斯的國家認同與改善其他國家

對俄羅斯的外部印象，俄羅斯與北韓同時強烈希望盡可能縮小美國對它們的影響。

其二，普丁希望能成功地從俄羅斯-北韓-韓國三方架構中獲得經濟獲益。因此為

了達成這些目標，俄羅斯北韓關係的改善有其必要性。此外由韓國政府推行「北

方政策17」，也大大改善兩韓對抗的僵化關係以及疏遠的俄羅斯朝鮮半島關係。俄

韓關係從 2004 年「全面互信夥伴關係」再深化提升成 2008 年 「戰略合作夥伴

關係」，2013 年朴槿惠上任後，規劃「東北亞安全和平合作構想」、「歐亞倡議」

                                                      
16 王曉泉，「普京政府的俄羅斯東北亞政策特點及影響」，當代亞太，2005年第 4 期，頁 48- 

  49。 
17
 北方政策是韓國在東西方國際局勢和解後推行的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發展外交關係的政策，  

  韓國實施北方政策的目的在於擴大韓國的政治影響力，提高國際地位，並通過與中、蘇兩國 

  改善關係乃至建交，促進朝鮮半島南北關係的改善，最終實現朝鮮半島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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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俄韓經濟合作發展提升計畫，從這一系列俄韓關係的深化與廣化，可看出雙邊

關係在俄羅斯南北等距外交政策下，走在正面積極的務實道路上。 

 

三、俄羅斯與韓國之互動：經濟面向 

 

    1986 年戈巴契夫作為提出積極發展遠東地區對外經貿關係的首位蘇聯領導

人，認為 20 世紀的亞洲已經積極邁向新生活，蘇聯不僅是歐洲也是亞洲太平洋

強權。雖然戈巴契夫提出的發展計畫沒有成功實現，但提點了遠東及西伯利亞地

區對俄羅斯的重要性。2002 年普丁強調「遠東地區對全俄羅斯具有重大的戰略

意義」，2007年發表「2013 年前遠東地區與貝加爾湖地區經社發展戰略」並挹注

6920億美元資金，2009 年再度發表「2025年前遠東地區與貝加爾湖地區經社發

展戰略」，2012 年設立俄羅斯聯邦遠東發展部，同年在海參崴舉辦亞太經合會。

從近十年的俄羅斯政府重視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程度來看，這個區域的富饒天

然資源尚未適度開發，對於外資而言具備足夠吸引力。 

 

    李載榮18指出歐亞地區的重要性正在不斷向上提升，歐亞地區國家為了加強

自身利益和地位提出了不同的合作戰略與倡議。舉例而言，俄羅斯在俄白哈關稅

同盟的基礎上，2015 年推出歐亞經濟聯盟(EEU)作為俄羅斯將自身影響力擴及到

歐亞地區內的平台與橋梁。俄羅斯在追隨將自己定位為「歐洲—太平洋」(Euro-

Pacific)國家的同時，開始積極開發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進而提高俄羅

斯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感。中國在「一帶一路」計畫中，提出在歐亞地區創建新的

跨國經濟區，在這樣的背景之下，2013年韓國朴槿惠政府提出歐亞倡議(Eurasia 

Initiative) 19，加強與歐亞地區其他國家的經濟交流。歐亞倡議計畫中的主要

                                                      
18 李載榮，「韓國的新北方政策與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開發｣，俄羅斯研究，2015年第三期， 

頁 84-86。 
19
 韓國發展研究所(KDI)公共政策與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 Jeffrey Robertson 認為，從朴槿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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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部分20可分為：提高歐亞大陸的連結(connectivity)、強化歐亞大陸的創新

(creativity)、建立歐亞大陸的和平(peace)，而達成這些目標的方法又可分成

三大方向：其一，建立物流、資訊與通訊科技、能源基礎建設；其二，開創匯聚

工業、科技與文化的新經濟；其三，加速信任建立過程及經濟合作。俄羅斯遠東

及西伯利亞地區的與朝鮮半島的地緣性，使俄羅斯成為韓國歐亞倡議不可或缺的

重要夥伴，同時俄羅斯也著手實施「東進策略」(Go East Policy)，俄羅斯借助

韓國之力共同開發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韓國期盼俄羅斯的加入得以提升

北韓經濟建設進而促進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兩國各自的外交策略因此有了利

益交集。 

 

    I.A. Makarov, E.A. Kanaev, A.C. Piatachkova 與 A.C. Pestich 認為俄

韓兩國的經濟結構不同，產業的互補性對雙邊合作相當有益。俄羅斯以出口能源、

礦物及天然資源為主要的經濟來源，韓國的經濟產業以高科技、電子通訊設備與

交通工具為主，兩者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21，此外借助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

地區過剩的能源及電力提供給缺電的北韓更將有助朝鮮半島的關係穩定。對韓國

而言與俄羅斯的中期與長期合作是相當重要的外交策略，韓國意識到沒有和俄羅

斯建立友善關係，不可能實現朴槿惠政府的重要外交政策基石—歐亞倡議。同時，

雙邊就與東北亞國際情勢密切相關的兩韓問題對話積極進行交流，俄羅斯與兩韓

的三方計畫提高了平壤的可預測性，也促使緩和北韓核問題。儘管兩國經濟結構

                                                      
「歐亞倡議」表明韓國最終選擇中俄等大陸國家而不是美國來解決朝鮮問題。Robertson 認

為，韓國是地緣政治戰略點上的中等強國，這類國家的生存之道是周旋於大國之間，透過結

盟、保持中立、選擇新興大國等方式求得最佳生存途經。而從朴槿惠訪問中亞、習近平訪問韓

國等系列事件，基本可以斷定朴槿惠已經將重點放在中俄等大陸國家，做出了某種戰略性的選

擇。 
2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epublic of Korea, “EurAsia Initiative”, pp.1-

18. 
21
 2014 年俄羅斯出口至韓國的總商品，礦物燃料佔 80%、海洋漁業佔 6%、鋼鐵佔 3%、鋁及其他

製造原料佔 3%、其他類別佔 6%；韓國出口俄羅斯的總商品，交通工具佔 30%、工業機器製造商

品佔 20%、電子設備 14%、塑膠製品佔 7%、橡膠及其製品佔 4%、鋼鐵佔 3%、其他類別佔 22%。

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海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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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互補性，當前俄韓關係發展並不符期望22仍有進步的空間。 

 

    Jeong Yeo-Cheon 也認為韓國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缺乏天然資源，使得

俄韓經濟合作為理性的選擇，另一個促成兩國關係長遠合作的正面因素是兩國政

府友善的對外經濟政策。韓國政府對俄羅斯豐富的天然資源、廣大市場以及開發

鐵路與貫穿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海運網絡有極大的興趣，鐵路與海運網絡直接與朝

鮮半島相連，對韓國而言是替未來進出口貿易建立新國際運輸系統的關鍵平台，

這正是當前韓國政府歐亞倡議規劃與俄羅斯合作的原因。普丁政府早已開始修正

以歐洲為導向的經濟關係，並且開始拓展與亞太地區的經濟關係，2012 年聯邦

遠東發展部的設立顯示普丁政府將俄羅斯遠東及東西伯利亞地區的發展列為國

家重點計畫，這個計畫也表示俄韓國際經濟政策具延續性並且被看作是強化兩國

經濟關係的主要動力。 

 

俄羅斯認為共同合作經濟發展計劃有助兩韓關係正常化，共同經濟發展計劃

的內容包含打造連結縱貫朝鮮半島鐵路與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設工程使其相連

結並同時現代化羅津港23、建設經由北韓運輸到南韓的天然氣管線、架設電力輸

送管線從俄羅斯經由北韓輸送電力至南韓、建立統一的能源供應系統以及南北韓

天然氣管線，而這些正好都符合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儘管眼前有巨量利益，然而

實際上 2014 年俄韓雙方的投資合作呈現停滯狀態，導致這樣結果的原因可歸納

成三點：第一，韓國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為，因此對參與加速遠東地區發展

一事抱持觀望態度；第二，在參與大型基礎建設計畫方面，擔心美國的制裁而波

及韓國公司或信用銀行；第三，俄羅斯國內本身投資環境仍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容易使投資者卻步。當前韓國商討著必須恢復韓國企業積極參與開發遠東，重新

                                                      
22
2013及 2014 年度的貿易額只分別達到 251 億與 266億美元。 

23 羅津港為北韓不凍港，年吞吐量達 300萬噸，經過清淤和設備改造後，羅津港最大停泊噸位 

  將達 5 萬噸。 



 

16 
 

活絡縱貫朝鮮半島計畫也透過歐亞經濟共同體與上合組織刺激活化與中亞國家

的合作。 

 

    2013 年朴槿惠強調透過與歐亞大陸的多層次合作，推動南北韓經濟增長以

及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為了使韓國能重新恢復作為海洋和大陸間的橋梁，需要

使朝鮮半島成為整合的經濟區，並且將韓國的發展戰略從海洋轉變為大陸，因此

必須充分利用當前的機遇。李載榮認為韓國的政策制訂者們應積極回應俄羅斯遠

東及西伯利亞開發計畫，大幅擴大在這個區域的合作範圍。為了確保韓國未來經

濟增長的穩定性，創造並擴大朝鮮半島北方的增長空間極為重要。莫斯科發表

《2025年前遠東長期發展計畫》(the Long-term Far Eastern Development Plan 

2025)，當前普丁政府正致力於加強與東北亞國家的夥伴關係，韓國應當把握此

機會回應俄羅斯的發展計劃。從俄羅斯角度看待俄韓合作，第一個目標是確保東

北亞穩定以及朝鮮半島的和平，唯有在和平的區域環境當中才有和緩及穩定的發

展，此外俄羅斯對於未來將六方會談轉型成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展現高度興趣。

第二個目標是藉由雙邊合作及半島周圍次區域合作帶來經濟利益，包含連結西伯

利亞大鐵路及朝鮮半島縱貫鐵路的物流合作，以及連結天然氣管線與電網的能源

合作。俄羅斯的第三的目標是強化其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第四個目標，俄羅斯

極度希望藉由在朝鮮半島建立基礎，強化其作為歐洲-太平洋國家的身分。 

 

四、俄羅斯與韓國之互動：安全面向 

 

    俄羅斯對朝鮮半島政策一直是站在「維護半島和平、安全與穩定，支持朝鮮

半島非核化」的基本政策立場。北韓核問題一直是影響朝鮮半島情勢的關鍵因素，

也影響著俄韓兩國政治與經濟關係的發展。1990 年代後半期，由於俄羅斯綜合

國力下降以及國內持續圍困在經濟泥淖中，使其國際影響力大為減弱。在朝鮮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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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問題上，俄羅斯為了恢復對半島北方的影響力需要向北韓提供更多的經濟援助，

同時為了擴大在俄羅斯北韓關係中的發言權，俄羅斯也需要更加提高雙邊經濟交

流與合作的密集度。然而受制於本身的經濟實力，俄羅斯在許多情況下的表現多

為力不從心。南韓總統金大中希望透過北方政策提升兩韓關係，於是促成 2000

年與金正日發表「南北共同宣言24」高峰會，其成果成功啟動兩韓貿易。此外 2001

年普丁與金正日的「莫斯科宣言25」不僅只是雙邊關係的基礎，也提到兩韓間對

話的重要性以及北韓美國關係與北韓、日本關係。此時期的俄羅斯與朝鮮半島關

係看似在南北等距外交架構下有了好的開始，2007 年 3月俄羅斯更新莫斯科「俄

羅斯聯邦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經濟貿易與科技合作委員會」工作內容，透過委

員會兩國得以討論廣泛的經濟合作機會，包含額外的能源供給。2007 年 5 月俄

外長拉夫羅夫宣布俄羅斯將盡力盡早解決與北韓的借款問題，有助解決朝鮮半島

問題。2000年至 2007 年間雖然俄羅斯與北韓嘗試擴大雙方關係的基礎，但卻無

法替常設合作與交流建立網絡。雙邊關係缺乏進展的最大原因是 2006 年北韓第

一次核試，此次危機對俄羅斯欲強化其在東北亞與朝鮮半島的地位造成衝擊，也

阻礙與北韓實際合作的發展。儘管 2008 年 10 月 12 日俄羅斯與北韓關係正常化

的六周年，兩國都承諾強化共同合作，並且相互表達對雙方關係的信任。然而

2006年與 2009年第一與第二次核試驗， 2008 年長程飛彈試射，2010 年天安艦

意外及延坪島事件，將半島情勢推向戰爭邊緣，北韓具爭議性的行動使俄羅斯在

考量與北韓的雙邊關係時陷入兩難。 

 

    Beom-Shik Shin 認為 2000年普丁政權時期俄羅斯北韓兩國領導人互訪，正

                                                      
24 南北共同宣言又稱 615 共同宣言，2000年 6月 15日南北韓雙方經多輪外交談判達成的聯合 

  宣言，南北韓分治後雙方領導人金大中與金正日首次會面後簽署的文件，文中展現促進相互 

  理解、發展南北關係與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意義，為雙方關係發展的里程碑。 
25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 2001 年 8 月 4 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議，就兩國的經  

  濟、軍事合作和朝鮮半島和平統一問題討論，會議結果產生了《莫斯科宣言》。金正日在會談 

  時重申北韓在 2003年前停止試射彈道飛彈的承諾，雙方還同意加速連接北韓、俄國和歐洲的 

  鐵路動脈工程，從遠東地區通過鐵路運輸到歐洲比海路節省一半里程，不單給予兩國更多的 

  控制權，也可以使俄國增加 20 億美元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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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修補兩國關係，但並沒有鞏固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戰略合作，缺乏與北韓的戰略

合作的連結，俄羅斯在東北亞及朝鮮半島的影響力會比以往來得更加微小。2011

年金正日與梅德偉傑夫會面被視為是俄羅斯積極嘗試恢復此戰略合作，然而隨著

金正日去世及金正恩上台的政權轉換，俄羅斯北韓關係再次走下坡，這些在在顯

示俄羅斯北韓關係的恢復受到結構性因素的侷限。 

  

    概要總結自俄韓建交後至今 20年多年的關係演變：1990年代俄羅斯剛獨立，

國家內部經濟與社會發展歷經嚴重衰退，2000 年代則是朝鮮半島政策戰略的調

整復甦期，而 2010年代的俄羅斯正在積極尋找自己在區域內戰略行為者的定位。

Beom-Shik Shin 提出要了解俄羅斯朝鮮半島政策的變化，就必須先了解俄羅斯

在此區域中的參與、能獲得的利益以及如何達成這些目標。地緣政治方面，俄羅

斯將穩定與強化其在歐亞地區的地位視為首要優先順序。俄羅斯正與中國緊密合

作平衡後冷戰時期美國在歐亞地區的擴張，並且雙方皆藉由上合組織的多邊架構

及雙邊戰略夥伴架構，有效地掌控國家安全問題。擁有這樣的地緣政治環境，如

果俄羅斯可以發展足夠的國力並將其影響力擴展至國外，俄羅斯則必定會選擇東

擴其影響力。俄羅斯積極培養作為「歐洲太平洋國家 euro-pacific state」身

分，新能源發展項目將會是一大資產。俄羅斯此一戰略的想法可回溯於 2012 年

APEC 峰會，俄羅斯亞太戰略的其他近期例子，包含一系列朝鮮半島及俄羅斯遠

東計畫，顯示俄羅斯對東鄰的低階政治正逐漸轉型成一個「積極務實主義」的政

策。 

     

    俄羅斯當前對朝鮮半島的政策目標兩者：最高目標是發展俄羅斯－南韓－

北韓三方經濟合作，將朝鮮半島納入其經濟勢力範圍，典型的作法是積極推動

貫穿朝鮮半島的俄韓天然氣管線建設工程，目前俄羅斯已分別與南北韓達成合

作計畫意願，前景較為樂觀。此外俄羅斯也積極參與解決朝鮮問題的多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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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呼籲恢復六方會談的多邊協商機制，提升自己對朝鮮半島事及東北亞地區事

務的話語權及影響力；最低目標則是保障俄羅斯遠東邊境地區的安全穩定，防

止朝鮮半島的局勢動盪對俄羅斯邊境地區的社會與經濟的穩定帶來衝擊。學者

楊雷的看法是，由於影響俄羅斯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北韓核問題短時間難以改

變，但俄羅斯對朝鮮半島的政策目標仍舊不明確，所以最高目標實現機會低，

但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安全將可得到維護。 

 

五、文獻小結 

 

俄羅斯重返亞洲尋找恢復其作為變化萬千當今世界區域及全球行為者需具

備的能力新機會，俄羅斯主要以務實的視角看待亞洲視其為一個資本、科技與知

識的來源。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根本注重維護和平的外部情勢以助國家社經發展，

為了達成這個總體目標，俄羅斯同時追求消極與積極的安全經濟及地緣政治目標。

在安全領域方面，俄羅斯正推動以和平方法解決北韓核問題與朝鮮半島去核化；

在經濟領域方面，俄羅尋求擴大其貿易投資夥伴增加能源出口，提高與兩韓的經

濟關係與發展遠東及東西伯利亞，並且將朝鮮半島打造成進入東北亞及亞太地區

經濟的入口。俄羅斯已經決定加速參與可正面影響其地位的多邊區域合作，因此

俄羅斯對於在亞太地區的多邊組織投資外交資產相當積極。為了強化在亞太的地

位，以及提高作為「歐洲-太平洋國家」的可信度，俄羅斯做出許多促進與兩韓

合作的計畫，為了得以達成這些目標，俄羅斯將必須與兩韓維持相當緊密的關係，

因此俄羅斯會維持對兩韓的平衡等距政策，而不會有重大的政策變化。 

 

    為了實現能源外交的抱負以及多面向的外交政策，俄羅斯也透過修改過去戰

略，試著與東北亞國家建立多邊合作架構，三方、四方及五方合作也是討論的話

題之一。總體而言，利益攸關者的多層利益可能必然會有所衝突所以合作是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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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假若成功調解利益衝突，能源領域的合作為全面區域合作基礎貢獻良多。

就歐亞倡議來說，其仍然是個概念性文件，具體的政策和經濟計劃不是主要重點，

其主要有兩大原因：第一，當時朴槿惠提出歐亞倡議時，只先勾勒出構想與願景，

沒有搭配具體的政策或行動計畫；第二，歐亞倡議的範圍過於廣泛，沒有劃出擬

合作的區域及次區域。因此倡議本身不是行動計畫，需要有後續完善的具體行動

計畫，以落實並實現願景。北韓的變數容易造成朝鮮半島局勢波動，進而影響合

作計畫的進度，故俄韓雙方除了在各自看重的利益方面積極合作外，仍然需要將

北韓因素納入考量，並做出能符合三贏的最佳決策，俄韓關係才能穩定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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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俄羅斯東向政策之發展 

                    

    一國的外交政策是由其政府依據國家情況，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所制定

對外的方針策略。俄羅斯作為世界領土第一大國面積地理位置坐落於歐亞兩洲，

從最西端的加里寧格勒至最東端隔著白令海與阿拉斯加相望，橫跨 11 個時區，

周邊鄰國一路從北歐、東歐、中亞、延伸至東北亞，如此特殊的地理環境使俄羅

斯的外交政策制定增添複雜性。帝國思想與擴張的欲望長久以來在俄羅斯的歷史

中扮演重要角色，俄羅斯地處東歐平原缺少屏障，歷史上俄羅斯有過外族入侵對

外有不安全感，統治者把擴張與建立緩衝地帶視為維持國家安全的傳統手段。隨

著歷史演變，俄羅斯從專制沙俄帝國到共產蘇聯再到現今俄羅斯聯邦，國家的外

交政策隨著外部國際局勢的轉變與內部國家政權體制的更迭也有不同的相應戰

略，筆者擬從深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的三大思想主義出發，討論自 1991 年至當

今 2016 年不同階段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演變，進一步探討影響政策變化的國內與

國外因素，進而梳理俄羅斯外交政策逐漸向東轉的脈絡。 

 

             第一節 俄羅斯外交政策之演變 

 

一、影響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三大思想主義 

 

    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的特殊地緣性與文化上承襲基督文明的兩個結構性原

因，使得自 19世紀中期開始俄羅斯知識分子階層紛紛就國家政策走向展開辯論，

主要可分成向西歐學習的西方派與維護斯拉夫傳統保守的斯拉夫派為兩大派別。

基於國家資源有限卻必須維持大國地位的地緣戰略，對於國家走向的爭論一直延

續至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政府領導階層依然在摸索這困擾已久的難題，學者與

政治精英仍就外交政策思路的不同學派進行討論。時至 20 世紀末俄羅斯精英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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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就國家政策走向的辯論主要可分成三大思想主義流派：歐洲—大西洋主義、斯

拉夫主義、歐亞主義。這三大思想流派不僅影響國內社會大眾的國家定位認同意

識，同時也與政府精英所制訂的外交政策有密切聯繫，以下就三大思想主義的內

容進行討論： 

 

(一) 歐洲—大西洋主義 

 

    歐洲—大西洋主義又稱親西方主義，繼承俄羅斯歷史上的西方派，它崇拜西

方的文明與價值觀，表示西方體制是世界上唯一能延續與發展前途的文明，強調

俄羅斯的歐洲屬性認為俄羅斯是絕對的歐洲國家，必須選擇西方世界及其體制，

唯有融入西方國家俄羅斯才能解決國內的各種問題，並能應對來自歐亞地區的不

同政治挑戰。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處於傳統地緣政治與西方主導下的全球化這兩

種世界趨勢的邊緣，因此歐洲—大西洋主義者認為唯一的理性選擇應該是強調俄

羅斯的歐洲特徵使其更深度地融入歐洲。親西方思想一度在獨立之初的俄羅斯佔

據主導地位，葉爾欽總統與外交部長柯茲列夫指出，俄羅斯要擺脫落後就必須徹

底改變社會經濟制度結構，努力去除幾百年來形成的特殊性融入歐洲社會與文化

中，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反應歐洲—大西洋主義的外交主張。然而隨著震盪

療法失敗，國家陷入更為混亂之局面，俄羅斯國際地位急遽下降，歐洲—大西洋

主義的外交政策遭受嚴厲批評，俄羅斯政治精英圈開始興起斯拉夫主義與歐亞主

義思想。 

 

(二) 斯拉夫主義 

 

    斯拉夫主義大約形成於 19 世紀中期，斯拉夫主義者反對親西方主義並主張

俄羅斯應當發展不同於西歐國家專屬俄羅斯的獨特道路，渠等認為俄羅斯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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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塑出屬於俄羅斯的獨特文化與歷史傳統，站在文化傳承重要性的角度來看，

政府應當保持固有文化特色並加以發揚光大，斯拉夫文化將取代西歐文化，斯拉

夫世界將取代西歐世界，同時東正教決定了俄羅斯人民特別的使命而從此發展出

斯拉夫主義的延伸—救世主思想，以第三羅馬自居的俄羅斯認為俄羅斯人負有繼

承和捍衛基督教的歷史使命。親西方民主派主張全面西化改革必對俄羅斯的傳統

文化和民族意識造成毀滅性的衝擊，90 年代中期反西方立場的新斯拉夫主義強

調俄羅斯擁有不同於西方思想文化的獨特傳統，激進的自由主義改革造成嚴重的

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倫理危機，該思想在當時廣泛流行。同時深植在社會已

久的反西方價值本能的排斥心理，直接促成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新斯拉夫主義興起，

該思想理論支持者認為，俄羅斯作為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獨特文明的國家，唯有

遠離西方影響，才得保持並發展這種獨特性。 

 

(三) 歐亞主義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採行激進改革式的休克療法，不僅無助改善經濟，更直

接造成國內社會問題不斷與政治變動，國家種種的不穩定使民眾深感疲憊，影響

大眾意識思想及國家對內與對外的戰略，亦直接促使 90 年代歐亞主義興起。冷

戰結束後，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係迅速變化，西方國家日益以領導者自居，並對

俄羅斯傳統利益提出挑戰。歐亞主義者認為西方不僅不在乎俄羅斯的特殊性，也

無視其在歐亞大陸的作用，以及對世界穩定的重要意義，如果俄羅斯不能重新找

回自己的歷史定位則有可能淪為西方的附庸。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26為俄羅斯激進歐亞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地緣政治學者，其對於後蘇聯時期

俄羅斯國家戰略與外交政策的理論影響著俄羅斯政府決策。根據杜金的看法，俄

                                                      
26 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 Александр Гельевич Дугин)著有「地緣政治基礎」

一書，此書有關後蘇聯俄羅斯的國家戰略與外交政策，其言論與著作經常被俄羅斯媒體引用作

為政治外交的評論，他認為俄羅斯必須重振偉大帝國，佔據歐亞地區並挑戰美國與西方，追求

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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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作為東西方的樞紐必須恢復其往日帝國榮景，並且必須在從西歐到日本這範

圍的廣泛聯盟中位居中心角色。歐亞主義的另一鮮明重點，即是說服歐洲建立反

美聯盟，而不是將西方看作是一個具凝聚力的集團，俄羅斯必須與歐洲及亞洲合

作，共同孤立美國，如果美國無法與歐洲及遠東地區的盟國維持同盟關係，美國

的地緣政治地位必然受到制約。 

 

    歷經體制改變的陣痛，俄羅斯人民切身感受歐洲—大西洋主義並沒有替俄羅

斯帶來所期待的繁榮，故步自封的斯拉夫主義對俄羅斯實現自由民主的目標也同

樣並無帶來助益。俄羅斯需要找到西方文明和俄羅斯民族精神的契合點，吸收西

方文明與俄羅斯民族特性相容的因素，發掘民族精神遺產中與俄羅斯現實相符合

的進步可能，以實現俄羅斯振興大國地位的民族目標。歐亞主義重新興起的原因

有以下四點：維護後蘇聯空間的整體性、俄羅斯國家整體性的需求、重新使俄羅

斯在思想上統一的需求、探尋在後工業與後現代社會俄羅斯的發展道路。現代歐

亞主義認為俄羅斯文明是因地理位置而形成，與東西方文明都不相同但又兼有兩

種文明優點的歐亞文明；俄羅斯既不是歐洲國家也不是亞洲國家，而是歐亞國家。

現代歐亞主義主張俄羅斯精神與西方文明融合，民主、法治與強大的歐亞大國國

家政權相結合，自由、市場經濟與社會秩序和公平相統一，反對歐洲—大西洋主

義的全盤西化，但不是要與歐洲對立而只是不能簡單予以模仿；同時現代歐亞主

義也反對斯拉夫主義特殊化俄羅斯民族文化進而對西方文明的否定。現代歐亞主

義不否認蘇聯的一切甚至讚賞蘇聯時期國家的強大，主張以俄羅斯為核心恢復大

國地位，反對民族分離主義強調愛國主義等。20 世紀 90年代歐亞主義在俄羅斯

首先崛起於學術界，並對俄羅斯外交政策調整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95 年 8月

北約制裁波黑塞族，俄羅斯無所作為激起國內對外交政策的不滿，最終導致由歐

亞主義傾向的普利馬可夫取代親西方的柯茲列夫成為外交部長，標誌著俄羅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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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由親西方轉向具有歐亞主義傾向的多極化外交。27 

 

二. 俄羅斯外交政策之內容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外交政策大致可劃分成五個主要階段：(一)1992 年－

1995 年葉爾欽總統時期第一任外交部長柯茲列夫執行親西方的一邊倒外交政策；

(二)1996 年－1999 年葉爾欽總統時期第二任外交部長普利馬可夫推行東西並重

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三)2000 年－2008 年普丁總統第一至第二任期實行首重獨

立國家國協同時更加強調在東西方間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四)2008 年－2012

年梅德偉傑夫總統時期的外交政策大目標—促進國內現代化；(五)2012 年－

2016 年28普丁第三總統任期外交政策延續重建偉大俄羅斯與促進國內現代化的

大方向。俄羅斯不同時期的外交政策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一) 1992 年－1995年葉爾欽總統時期第一任外交部長柯茲列夫：親西方一邊倒 

外交政策 

 

    冷戰結束初期為了加速融入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在對內政策方面，葉爾欽

欲藉由激進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重整低迷的俄羅斯經濟；在對外政策方面

推動親西方「一邊倒」外交政策。此時期的俄羅斯在經濟上極需西方國家的經濟

援助，挽救國內經濟頹勢，同時俄羅斯欲藉由西方國家的協助，促進國內政治民

主改革，並推展多邊外交關係。西方國家對其經濟援助通常附帶某些條件，使得

俄羅斯必須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做出讓步以得到西方的投資、技術、市場方面的經

濟回報，然而事實證明俄羅斯過於理想化的親西方政策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27 畢洪業，俄羅斯與歐洲關係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年)，頁 94-108。 
28
 普丁的第三任期為 2012 年至 2018年，但本研究時間範圍只到 2016年，因此標示為 2012年 

至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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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造成國內經濟持續下滑、政治鬥爭日趨嚴重、人民不滿情緒不斷增長、社會

動盪不安，在外交方面不僅沒有得到期盼的大量援助和實現融入西方的目標，更

嚴重的是北約東擴及獨立國家國協地區衝突不斷導致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環境急

遽惡化，一味地向西傾，俄羅斯在後蘇聯地區維持傳統影響力受到相當大程度的

制約。 

 

隨著國內經濟大幅衰退與國際聲望的急遽下降，西方取向的自由主義在俄羅

斯民眾心中的地位迅速衰落，斯拉夫主義的影響迅速擴大，強調俄羅斯文化獨特

與歷史傳統，過往長久的大國地位和特殊歷史使命的民族意識受廣泛民眾支持。

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開始調整對外政策，在對西方立場漸趨強硬的同時擴大對

獨立國家國協的外交。1993 年柯茲列夫開始調整外交政策，一改過去親西方立

場將國家利益列在外交政策首要重點方針，外交政策概念中強調恢復大國地位為

必要並且國家利益重視經濟優先及東西平衡的原則。 

 

 (二) 1996年－1999 年葉爾欽總統時期第二任外交部長普利馬可夫：東西並重

的全方位外交政策 

 

    由普利馬可夫領導下的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發展出新的世界觀，提出多極化

外交政策並在 1997年「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間秩序的聯合聲明」29中，

確認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用以取代美國支配的後冷戰單極國際秩序。俄羅

斯作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係該國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同時也是確保俄羅斯的

大國地位與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多極體系的概念逐漸成為俄羅斯思考國

際關係的知識基礎，也影響了外交政策的內容與形式。30他提出俄羅斯外交政策

                                                      
29 「中俄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全文)」，人民網，2005年 7月 1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4/3512242.html 。 
30 林永芳，俄羅斯的國家治理—制度、政策與官僚體系(第 2 年)研究成果報告，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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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個基本優先排序：第一，鞏固國家領土的完整性；第二，強化前蘇聯國家

的向心力；第三，穩固國家在區域的國際地位，特別是在獨立國家國協與波羅

的海地區；第四，開展國際關係並致力於防止新緊張情勢產生及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的擴散。 

 

普利馬可夫認為俄羅斯的外交活動必須有連續性，並且積極在國際關係場域

找尋與國家相符的地位，渠相信有自信國家必走上民主道路。從普利馬可夫的觀

點來看，維繫世界和平的方式有以下：世界是多極化狀態，不應再走回頭路，不

應重回對抗分界的過去；不被「主導與從屬關係｣的思維制約；構成民主的國際

經濟關係其中一因素是不將經濟資本視為政治私利用途；協調合作是國際社會複

雜迫切問題的解決之道。葉爾欽總統咨文中的外交政策主要方針則有兩大重點：

其一，捍衛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不對抗而是鞏固國際關係的穩定與合作；其二，

建立一個沒有單一獨霸的多極世界。重視東西並重發展的普利馬可夫看見亞太地

區的重要性，欲透過全方位政策路線替俄羅斯找出得以制衡西方又可與東方合作

的策略，主張歐洲事務應由歐洲國家自主決定，並藉由與歐洲國家發展雙邊關係，

緩解美國與北約對俄羅斯的孤立，同時普利馬可夫認為俄羅斯與亞太地區國家經

濟結構呈現互補狀態，開展參與亞太經濟不僅有助俄羅斯經濟發展與在亞洲事務

有發聲權，更可因此拉攏亞洲國家制衡美國獨霸的勢力。 

 

(三) 2000 年－2008年普丁總統時期：致力於「重建偉大俄羅斯」31，實行首重 

獨立國家國協同時更加強調在東西方間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 

 

    2000 年第一任期普丁的外交方向延續普利馬可夫的全方位外交路線，並且

更加積極主動拓展關係，俄羅斯採行獨立自主和具建設性的外交政策路線，此政

                                                      
31 Beom-Shik Shin, “Post-Cold Wa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Russia and East   

  Asia. Informal and gradual integration, Routledge,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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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具連貫性、可預測性、互利的務實主義為基礎，作為一個歐亞大國俄羅斯特

別強調外交政策的平衡性，在地緣政治的思考邏輯下，俄羅斯合理地分配在國際

社會各領域議題的努力，同時發展且強化雙邊關係與多邊關係。依據「2000 年俄

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概念32」，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的內容包含以下內容：第

一，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鞏固俄羅斯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並使其與俄羅斯作為一大國的利益相符。第二，對世界進程發揮影響力，致力於

建立一個以公認的國際法準則與平等的國際關係為基礎的穩定、公正及民主的國

際秩序。第三，為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第四，在俄羅斯

周邊建立睦鄰關係地帶，促使減少鄰近地區現有衝突並防止出現新衝突。第五，

與外國及國際組織尋求共識及共同利益，建立有助於改善國際合作條件與規模的

夥伴關係與同盟體系。第六，全面保護俄羅斯公民與僑胞的權力與利益。第七，

協助世界以正向視野認識俄羅斯，推動俄語與俄羅斯文化在海外的普及。 

     

    普丁的對外政策突顯俄羅斯的強國主義與表達追求自身利益的想法，特別是

著重國家經濟利益的務實原則，外交必須有助振興俄羅斯經濟，對外戰略要能促

進國內發展。渠認為俄羅斯正在尋找國家在世界的定位，因此必須創造穩定安全

的周邊環境，提高外交政策中經濟角色的比重。歐洲是俄羅斯的傳統外交方向，

應當努力與其有效合作，在公平、公正原則的前提下與北約建立相互關係，同時

亞洲的重要性日漸提升，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並與亞洲鄰國發展友好關係的重

要程度不容忽視。為了達成「重建偉大俄羅斯」的理想，俄羅斯外交政策有以下

四個重點：第一，建立積極的外交政策與國內社經轉型及經濟繁榮的直接相關性；

第二，將俄羅斯整合入當前國際經濟進程；第三，以國家的國際利益為動力；第

四，結合俄羅斯的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在追求經濟目標的同時，以成為區域與

                                                      
32 «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3, 2000 и 2008 годо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http://articlekz.com/article/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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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強權為抱負。33俄羅斯在國際關係中追求大國地位並且反對以美國為中心的

單極霸權世界，主張應當建立一個符合俄羅斯利益的多極社會秩序，推行以經濟

利益為中心的實用主義與以地緣政治利益為中心的均衡外交。 

 

    在對外地區政策優先排序方面，俄羅斯首重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將獨立國家

國協為首要考量，強化俄羅斯在歐亞地區之地位與影響力。歐洲是俄羅斯的傳統

外交方向，除了與其有相當密切的經貿來往外，俄羅斯更致力於與歐洲國家開展

務實合作，並與北約進行對話與合作，因此歐洲位居排序第二。排序第三的美國

方面，在短期的計畫中，俄羅斯主張雙方以對話方式尋求共識、消弭分歧，在裁

軍、核不擴散及反恐等領域進行合作；在長期的計劃中，強化美俄關係的經濟合

作基礎，控制雙方立場的分歧。在位居第四的亞太方面，俄羅斯將繼續發展上海

合作組織，深化與中國及印度的關係，並拓展俄中印三方外交及經濟合作，與日

本建立睦鄰關係及建設性夥伴關係。此外，俄羅斯也將推進與中東、非洲及拉美

地區國家的合作關係。 

 

    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是普丁外交政策的轉捩點，美國將反恐與防止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擴散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優先順序，單邊主義因而有所收斂。俄羅斯

開始扮演美國的反恐行動夥伴，不再力求雙方綜合實力均衡，而是將獲取經濟利

益列為外交政策方針，普丁的親西方政策轉變主要係出於國家本身實力不足，需

要借助西方的資金與技術發展俄羅斯經濟，此外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亦有助俄羅斯

重拾全球影響力。然而俄羅斯對西方的期望過高，美國透過反恐戰爭加強對世界

重要地緣政治及軍事地帶的掌握，北約持續東擴，美國在中亞駐軍長期化並進一

步對獨立國家國協地區的滲透，取得全新地緣戰略佈局。 

 

                                                      
33 B. Lo, “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3, pp.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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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俄羅斯國力復甦與大國的重新崛起，在國際事務場域中俄羅斯開始有更

多影響力。2004年調整對外戰略以追求大國地位、加強軍事實力、積極推動建立

多極世界、反對西方干涉其內政為主要原則，其中為了發揮作為大國的影響力積

極推動世界多極化，除了開展東方外交用以擴大對西方強國外交的迴旋應對空間

外，亦加強維護在獨立國家國協的利益與主導地位，提倡區域經濟整合並加強與

核心國家間的連繫，同時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參與世界熱點問題，並且塑造俄羅斯

為「文明國家｣34的全新形象。35 國力逐漸復甦的同時國際政經版圖也面臨權力重

組，基於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的考量，俄羅斯一向視獨立國家國協地區為其勢力

範圍、戰略緩衝區與外交政策的優位方向，然而西方強權與俄羅斯在獨立國家國

協地區的合作與競逐影響國際政治格局。 

 

對俄羅斯而言，能源和軍事力量不僅是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工具，同時也

是權力的象徵。36北約東擴被俄羅斯視為對其固有勢力範圍的蠶食，對俄羅斯的

生存安全威脅不斷提升，2006 年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轉變點。2004 年相當依賴

俄羅斯供應天然氣的烏克蘭爆發橘色革命，由親西方立場主張加入北約以減低對

俄羅斯依賴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勝選擔任總統，2006年冬天俄羅斯中

斷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同年俄羅斯被指控暗殺撰文批評政府的記者與前 KGB

幹員，這些事件嚴重傷害俄羅斯塑造的新形象。國家經濟好轉綜合實力提升使得

普丁總統第二任期後期的外交作為漸趨強硬，縱然重塑國家形象為政策之一，捍

衛國家利益的根本原則始終主導著外交政策走向。 

 

(四) 2008 年-2012年梅德偉傑夫總統時期外交政策大目標：促進國內現代化，

                                                      
34 文明國家的意象為國際社會的合作者、世界公平正義秩序的建設者、世界和平的倡導者、公 

  民權益的維護者，俄羅斯是富裕、文明、民主、自由的國家。左鳳榮，重振俄羅斯—普京的 

  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104。 
35 左鳳榮，前揭書，頁 52—107。  
36 林永芳，俄羅斯的國家治理—制度、政策與官僚體系(第 2 年)研究成果報告，2011 年 10 月，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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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俄羅斯建設成以創新經濟為導向的國家 

 

    自 2000 年普丁總統上任以來，歷經改革後的俄羅斯，經濟大幅成長，國際

政治影響力攀升，俄國外交政策轉變成更加積極自信路線，俄羅斯在普丁與梅德

偉傑夫的帶領下，更有效地追求獨立的外交政策，俄羅斯領導人不再認為國家經

濟依賴西方，特別是因為持續走高的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克里姆林宮能提前還清

國際貨幣基金會及其他西方債權國的借款，同時也讓大部分的西方國家意識到對

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已漸趨成熟，不再盲從西方，也不再追求

不切實際的目標，而是客觀地評估國家實力與國際情勢，在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

前提下，訂立俄羅斯外交政策目標。同時俄羅斯國內政治穩定，政治對抗減少，

進而使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國內主要政黨、政治

精英及社會輿論對於國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與方針已有廣泛的共識，因此政府

能制定與執行連貫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 2008年「外交政策概念」延續 2000 年「外交政策概念」的主要內

容，並根據俄羅斯國內與國際情勢的變化，及其對俄羅斯外交造成的影響所修

訂而成。2008年梅德偉傑夫總統上任後，與普丁總理共同延續此一外交政策方

向，並發表新「外交政策概念」37，其基本目標延續 2000年的七大重點外，21

世紀初國際關係的變化與俄羅斯國際地位的提升，使該外交政策概念在國際事

務的影響力隨之大增。外交政策內容的重點與俄羅斯國家利益和其在世界的地

位密切相關，顯然建立「民主的｣世界秩序，或者「多極世界｣的呼籲是直接用

於與美國獨霸的抗衡。政策概念更進一步闡述，由於俄羅斯是個擁有大範圍亞

洲領土的國家，故外交政策具多面向並同時兼具平衡的特性。俄羅斯主張建立

平等、相互尊重且互利合作之穩定的國際關係體系，同時亦應當強化聯合國在

                                                      
37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2008», http://kremlin.ru/acts/news/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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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的凝聚作用。在國際安全方面，俄羅斯主張在鞏固國家戰略與地區穩

定的情況下，進一步降低軍事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俄羅斯重視發展國際

經濟合作，因此外交政策要為國家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確保在國際分工中獲

得最大的經濟利益，並將俄羅斯參與國際經濟整合的風險降到最低。 

 

    2008 年俄喬衝突後梅德偉傑夫表述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五大原則：(一)尊重

文明社會關係的國際法基本準則。(二)世界應以多極化方式呈現，不接受單極世

界。(三)不希望與任何國家對抗。(四)外交政策的優先方針是保護本國公民的生

命和尊嚴。(五)關注自身在友好地區的利益。38 2009 年梅德偉傑夫發表「2020

年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
39
，闡述俄羅斯必須克服當前國家所面臨的政治、社

會與經濟危機。俄羅斯已經恢復實力並提高追求國家利益的競爭力，此外隨著俄

羅斯逐漸提升經濟成長及政治影響力，其地緣政治情勢考量也跟著不同。成為至

2020 年前成為前五大 GDP 國家之一是「安全戰略」的戰略目標，俄羅斯認為多

極世界是由美國、中國、印度、歐洲及俄羅斯所構成，這顯示俄羅斯的國際關係

觀點已從過往敵對集團對抗，轉向走多元外交路線提升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進

而成為主要的世界大國。「安全戰略」還提到俄羅斯欲藉由 G8、G20、RIC(俄羅斯

印度中國)與金磚五國的國際機制強化多邊合作，2010年梅德偉傑夫提到俄羅斯

將藉由 APEC與其他組織將俄羅斯整合入亞太經濟區。 

 

    完善的基礎建設與充足的工業發展技術係國家現代化的先決條件，外交政策

應為國家現代化發展開創有利的外部條件，向外吸引資金、技術，並維持國家周

邊國際環境之安全穩定性，促進國家經濟穩定發展。在落實「促進國家現代化」

政策方針方面，普丁總理也發表「2020 年前俄羅斯中長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

                                                      
38 這五大原則被稱作梅德偉傑夫主義。 
39 «Стратег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  

http://www.scrf.gov.ru/documents/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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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國家應避免過度依賴出口天然資源例如：石油與天然氣的經濟型態，應走向

知識經濟，發展創新產業。40 

 

(五) 2012 年－2016年普丁總統第三任期：延續重建偉大俄羅斯與現代化大方

向 

 

2012 年普丁重返政權後之「外交政策概念」，除了延續 2008 年梅德偉傑夫

外交政策概念的重要原則外，隨著國家實力攀上高點也顯得更加自信。其中最重

要的原則為俄國外交政策具實用主義精神，以開放性制定多面向、具連續性的策

略，並且非對抗性地維護國家優先利益提升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俄羅斯主要的外

交任務係維護國家安全、為國家打造有利提升經濟的外部條件，將國家經濟推向

創新的新發展道路，並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政策必須有助國家邁向現代化、以及

鞏固世界和平、安全與穩定。面對當代的全球性問題與危機的多元複雜性，俄羅

斯在參與解決全球問題方面，強調形塑世界新秩序，建立一個穩定的國際關係體

系，遵循國際法為國際關係的至上原則，強化國際安全並促進國際經濟與環境合

作，推廣俄羅斯文化、促進國際人文交流合作與保障人權，同時藉由發佈對國際

問題的立場、國家外交活動訊息、政策計畫等提高俄羅斯在國際大眾媒體的出現

率。另外，首次在外交政策概念中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作為當代大國必須了

解有別於傳統外交途徑，國家的軟實力對於公民社會與資訊傳播之重要性。 

 

全球地緣政治局勢正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關係的發展越來越難以預測，外交

政策內容亦提及，歐洲地區與亞太地區整合風潮以及獨立國家國協對地緣政治策

略的影響。在地區重要性的優先排序，雖仍為獨立國家國協、歐洲、美國、亞太

地區，但世界政治及經濟中心有持續向亞太地區轉移的趨勢。俄羅斯應當致力於

                                                      
40 Beom-Shik Shin, “Post-Cold Wa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Russia and 

East Asia. Informal and gradual integration, Routledge,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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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亞太地區整合進程並善用其所帶來的各種機遇，落實西伯利亞及遠東地

區經濟振興綱要，與亞太地區國家一同建立透明與平等的安全合作結構。同時俄

羅斯亦重視推展亞太地區區域夥伴整合網絡，除了強化上合組織(SOC)在地區及

全球事務中的地位，也視東亞峰會(EAS)機制為亞太地區各國領導人商議重要安

全議題的基礎平台，此外俄羅斯也將亞太經合會(APEC)、俄羅斯—東協國家對話

等列為重要的亞太地區多邊參與機制，積極發展全方位合作以共同應對新的挑戰

與威脅並解決全球性問題。 

 

在與亞太地區國家關係方面，與中國及印度發展友好關係為關鍵重點，俄國

尋求建立中國—印度—俄羅斯三方互利的政治及經濟合作。俄羅斯欲參與設立維

護東北亞和平、安全、互信、互利的區域多邊機制，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北韓)與大韓民國(南韓)發展友好睦鄰的互利合作關係，並利用此潛在可能關

係加速地區發展、促進兩韓政治對話、發展經濟交流，更重要的是用以支持地區

的和平、穩定與安全。俄羅斯堅定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決

議與六方會談架構的基礎上將盡全力促進非核化過程的推展。此外俄羅斯也提到

與與日本、蒙古及東協國家維持友好關係與發展經濟合作。41 

 

                第二節 國內與國外因素 

 

    從前述不同時期之俄羅斯外交政策可歸納出一條轉變的路線，從 1990 年代

初期親西方一邊倒轉向東西並重的全方位外交，再到 2000 年代增加注視亞太地

區的務實外交，這樣的改變有其國內外政治與經濟雙重結構性問題。首先，在國

際政治方面，即使冷戰已經結束，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的戒心不曾改變，依嚴加

                                                      
41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  

  http://static.kremlin.ru/media/events/files/41d447a0ce9f5a96bdc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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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俄羅斯崛起的意圖。俄羅斯除了意識到，親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並非長久

之計之外，更體認到一味地套用西方制度不僅無助國家發展還會造成國家內部混

亂。第二，北約與歐盟持續東擴，俄羅斯察覺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緩衝地區逐漸減

小，為此俄羅斯感到嚴重的不安全感，並對其造成國家安全與經濟的生存威脅。

在國際經濟方面，歐洲為俄羅斯經貿傳統夥伴雙方貿易交流密切，俄羅斯多次嘗

試融入歐洲卻被排斥在外。然而全球區域整合風潮興起，俄羅斯不在歐盟範圍內

只能望向亞洲找尋其他機會，以防被排除在區域合作之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以來，亞太地區在戰後復甦過程中逐漸蓄積經濟發展動能，近 20 年來當西方

歐美國家區域經濟發展萎靡，歐盟內部財政困難問題待解之際，相較之下亞太地

區經濟卻持續穩定高速發展，因此對俄羅斯而言與亞太地區國家合作將有助國家

維持經濟發展。 

 

    在國內政治方面，獨立初期國內政局動盪不安，休克療法的激進經濟改革失

敗，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大幅降低，俄羅斯政治精英開始反思親西方政策的適用性，

此時強調維護國家利益與民族尊嚴為優先的國家主義思想興起，政府精英不得不

重新省思務實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將目光聚焦在蓬勃發展中的亞太地區，提供

俄羅斯另一方向的選擇。在國內經濟方面，俄羅斯長久以來偏重開發西部地區資

源發展經濟以致近來西部資源日趨枯竭，相比之下東部地區蘊含俄羅斯絕大部分

的天然資源，但長久以來因距離國家行政中心遙遠始終缺乏具建設性且連貫的開

發計畫。倘若經政府妥善規劃大規模興建發展所需之基礎建設並善用太平洋沿岸

港口，不僅有助緩解國內西部地區的壓力及提升國家經濟整體發展，也能促進國

家現代化進而推展產業升級，實現以創新產業為導向的知識經濟計畫。 

     

    當前國際局勢變遷與國際經濟合作方式有別以往，加上國內政治經濟的雙重

需求，俄羅斯有必要調整其外交政策，以符合時局潮流，並為國家謀求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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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後冷戰時代西方國家仍對俄羅斯高度不信任，持續向前蘇聯地區擴張使俄羅

斯產生不安全感，為了開拓更大生存空間，俄羅斯必須引入東方勢力以平衡國際

局勢。當今亞洲國家發展前景看好，中國崛起成為亞太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大國，

中國是俄羅斯最大鄰國共享數千公里邊界，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中俄雙方建立

友好關係對兩國的安全和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俄

羅斯可借中俄兩國關係友好之力平衡與西方國家的矛盾，還可借助中國之力恢復

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重振大國地位並提升國際影響力牽制美國與日本在亞太

地區之地位。從國際經濟角度來看，亞太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有目共睹，其中與俄

羅斯地緣鄰近的東亞發展最突出，然而東亞國家大都缺乏自然資源卻有進步的技

術與雄厚資本，俄羅斯遠東地區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卻有待技術合作開發，因此互

補的經濟結構可為雙方帶來互利的合作。此外由於冷戰時期的特殊環境使得蘇聯

與亞太地區甚少合作，如今冷戰結束，俄羅斯欲求突破希望能向東在外交上打開

亞太地區新局面，跟上世界經濟中心向亞太地區東移的世界潮流。 

 

            第三節  俄羅斯東向政策之思考 

 

    自 17世紀開始，俄羅斯帝國大舉東擴，1860 年又因與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

條約，獲取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大面積土地，相當於今日俄羅斯聯邦

哈巴羅夫斯克州與濱海邊疆區其中包含遠東港口—海參崴，海參崴隨後在沙俄時

期成為遠東地區最重要的海軍軍事基地，蘇聯時期海參崴更由太平洋艦隊駐守維

護其在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長久以來國家發展重心聚焦在西部地區，遠東地區距

離政府中央太遠，加上交通運輸不發達的種種阻礙，該地區發展始終相當緩慢。

直到 1916 年西伯利亞鐵路全線完工，得由內陸首都莫斯科一路向東橫跨 8 個時

區費時 7天通行至太平洋沿岸的海參崴，克服交通障礙後的遠東地區不再只是個

地理位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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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時期蘇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使其關注焦點

仍聚焦於西方，加上二次大戰後的亞太地區仍處於復甦階段，經濟緩慢成長，對

蘇聯這般強國來說吸引力不足。1954 年赫魯雪夫出訪海參崴，渠表示這座城市

對蘇聯而言猶如美國的舊金山，因此奠定其作為蘇聯遠東地區最重要的發展城市

的地位。1986 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海參崴談話明白指出蘇聯同時也是一個

亞太國家，並且準備好與亞太區域新興獨立的參與者展開政治聯繫，可視為遠東

地區經濟開發計畫的開端，從此時開始，政府對於遠東地區發展計劃展開較積極

作為。戈巴契夫領導時期調整蘇聯亞太政策，強調亞洲對蘇聯而言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意義，亞太地區在國際政治與經濟領域的佔有關鍵戰略地位，因此有必要

強化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政策，並將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

列為對亞太區域開放的前線地區。縱然蘇聯晚期戈巴契夫即提及亞太地區的重要

性，並規劃開發遠東地區，但隨著新思維改革政策造成國內經濟動盪政局不穩，

西部地區又為國家發展重心，遠東地區的開發計畫陷入停滯。 

     

    蘇聯的亞太政策直接影響後來俄羅斯的東方政策。俄羅斯的亞太政策可說是

蘇聯對外戰略的延續，蘇聯的亞太政策在戈巴契夫領導時期調整成強調亞洲在外

交政策中具重點意義，承認蘇聯與美國同是亞太國家，亞太地區在世界政治與經

濟領域的戰略地位不容忽視。然而隨著蘇聯解體國際政治環境變遷，俄羅斯不只

需要因應新的國際局勢所帶來的挑戰，更要解決經濟困頓與政治不穩定所衍生一

連串的國內社會問題，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面對盤根錯節的困境俄羅斯新政權有

重新調整外交政策的必要。1991 年－1992 因應冷戰結束國際政治新局面，俄羅

斯將外交重心放在歐美已開發國家，葉爾欽政府初期實行親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

策，尚未有明確的亞太戰略目標；1992 年－1993 年積極推行俄羅斯東部安全環

境政策，擴大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將目光放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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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重視經濟優先及東西平衡原則，善用遠東地區的地緣經濟優勢與經濟潛

力爭取整合入亞太多經濟合作機制，並以安全對話為號召積極推動建立亞太地區

安全體系。葉爾欽意識到一味親西方政策無益國家穩定與進步，開始調整外交政

策方向不再偏重西方轉而積極推動亞太經濟整合，維持亞太地區大國力量均衡並

藉由亞太制衡歐美大國。1996 年外交部長普利馬可夫的東西平衡全方位外交為

俄羅斯的亞太政策開拓新格局，新政策的亞太戰略目標為確保俄羅斯東部邊界的

穩定與安全，替俄羅斯市場經濟改革創造有利的條件，由此可見面對新時代全球

化經濟型態，俄羅斯在理性選擇之下將經濟發展列為外交政策的主要重點。42 

 

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亞太地區重要性逐漸抬升的原因可歸納出以下六點：第一，

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之下快速發展，使其成為國際貿易與投

資熱點是世界趨勢；第二，遠東地區是俄羅斯得以實現亞太戰略的重點，因此參

與亞太經濟整合除了有助俄羅斯在亞太區域發揮影響力，更能鞏固遠東地區作為

不可替代的戰略地區；第三，新東方政策以重新恢復俄羅斯大國地位為主旨，俄

羅斯雖為能源大國但必須提防落入荷蘭病的窠臼，可預測的經濟成長才能使國家

穩定發展，應當吸引亞太地區外資挹注共同合作；第四，俄羅斯長期偏重開發西

部地區，過度開發的結果導致西部地區資源日漸枯竭，遠東地區的豐富資源正是

國家經濟發展所需，因此有調整地域經濟的必要；第五，即使冷戰結束西方國家

對於俄羅斯的戒心不曾減少，北約與歐盟持續東擴對俄羅斯的生存空間構成威脅，

因此俄羅斯有向亞洲開拓的必要；第六，自 2000 年普丁擔任總統以來相當重視

亞太地區，特別是有密切地緣鄰近關係的東北亞各國。 

 

    歐盟與歐洲國家的內部問題盤根錯節以及美國經濟持續衰退的國際局勢背

景下，相對來說亞太地區國家的巨大資源與經濟發展活力顯得更加引人注目，21

                                                      
42 楊魯慧，「論俄羅斯的亞太戰略」，煙台大學學報，頁 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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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是亞太的世紀，地緣政治及世界經濟發展重心將逐步轉向亞太地區，這是國

際社會的共識。從俄羅斯最新的國家定位來看與其說俄羅斯是歐亞國家，不如說

是歐洲—太平洋國家。普丁曾經表示俄羅斯應當藉「中國之風｣揚「俄羅斯之帆

｣，不久後發布一份名為「有關落實俄羅斯聯邦對外政治方針之措施」的文件，

明確提出擴大參與亞太地區整合進程，促進俄羅斯聯邦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社會

經濟的快速發展，2012 在俄羅斯遠東第一大城海參崴召開亞太經合會表明俄羅

斯欲透過加速實現與亞太地區整合而成為歐亞中心。儘管從歷史淵源來看，俄羅

斯總將自己視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是國際現實迫使俄羅斯不得不轉向亞太地

區，不斷深化的歐洲危機以及難以協調的美俄關係，皆是促進歐亞聯盟與融入亞

太向東轉戰略成為普丁第三總統任期的外交政策。
43
 

 

    冷戰結束後的俄羅斯開始對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開發有了明確的計畫，設

置經濟特區吸引外資進駐改善區域的經濟發展及投資環境、建設交通基礎設施規

劃公路、港口及機場，基礎建設的現代化大幅促進交通運輸便利、舊有軍事工業

轉而支持民生需要，有助減少人口外移、大型資源產業的投資與邊防重要城市的

開放，引起西方及東北亞各國對其投資的興趣，這一系列的開發計畫全面提升俄

羅斯出口能力與規模並奠定海參崴作為遠東第一大城地位。獨立初期的俄羅斯由

於國內經濟情勢困頓，缺乏足夠的資金與技術，然而隨著普丁的能源政策應用得

宜，俄羅斯經濟情勢獲得紓解，經濟穩定成長，再加上國際局勢改變，中國崛起，

美國提出「重返亞洲｣政策，俄羅斯開始慢慢改變其遠東地區發展策略，從原先

單純的地區發展策略，發展成具遠景的全面區域性戰略。44俄羅斯希望在亞太地

區建立國家的必要性與不可替代性，除了與地區國家維繫雙邊關係外也拓展多元

合作領域。俄羅斯積極將自己融入世界經濟並且積極參與區域多邊機制，1998年

                                                      
43 黃登學，「新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述評—兼論普京新任期俄羅斯外交走勢」，  

  http://qikan.ecnu.edu.cn/Jweb_elsyj/CN/abstract/abstract305.shtml 
44
 連弘宜、黃建豪，「俄羅斯東向發展政策及其對東北亞區域安全影響」，2012亞太和平觀察，

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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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APEC、2010 年參與亞歐會議、2011 年加入東亞峰會。2008 年至 2013 年遠

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經社發展聯邦計畫投入大量資金開發遠東地區，特別是為

2012海參崴 APEC建設所用，其建設成果成功展示海參崴作為俄羅斯通往亞太之

門以及俄羅斯欲成為區域一份子的決心。45故不論從俄羅斯國內發展所需的立場

還是國際趨勢演變使然，21 世紀提供俄羅斯積極與亞太國際地區合作的最佳機

遇。 

 

                    第四節  小結 

 

    蘇聯時期的外交政策強調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將重心放在與以美國為首的西

方集團對抗，當時強盛的蘇聯仍能以代理人戰爭、太空競賽、開發核武等軍備競

賽方式維持兩極體系的大國地位，然而時序走向戈巴契夫領導的蘇聯晚期，歷經

阿富汗戰爭的泥淖與在軍備方面耗費過多資金，蘇聯經濟大不如以往，加上戈巴

契夫的新思維政策中突如其來的經濟改革使原本羸弱的經濟瀕臨崩潰。國家豐厚

的經濟實力是國家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經濟與投資環境有助國家資本積

累，人民生活富足安樂，國家便能穩定成長提高國際影響力；相反地，假使國家

能運用的經濟資源越少，假若人民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水準，國家內部便會陷入不

穩定狀態，而國家對外的國際影響力也隨之下滑。90 年代早期柯茲列夫追求整

合入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並沒有改善一般大眾的生活，反而使人民深受經濟政治

秩序混亂之苦，俄羅斯人民認為民主不斷與貧窮及生活不穩定有所關連，因此對

於西方觀念及俄羅斯自己「人為的西方化｣強烈反彈。大眾對於整合入西方國家

失去興趣，俄羅斯領導階層開始將國家政策方向往西伐利亞原則—國家主權高於

一切的大國方向，90 年代早期尋求與西方融合的政策選擇不如說是俄羅斯政策

缺乏整體性的表現。 

                                                      
45 Anna Kireeva, “Russia’s East Asia Policy: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erception, Winter 

2012, Volume XVII, Number 4,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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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普利馬可夫接任外交部長是後蘇聯時代的一個標誌性轉折點，新的

國家定位以國家主權不容侵犯、國家安全是國家根本利益為基礎。普利馬可夫的

政策目的是將俄羅斯建設成國際體系中的大國，並且拒絕蘇聯時期的反西方主義

與 90 年代早期的天真浪漫主義一味地親西方，而是強調俄羅斯作為大國及美國

與歐洲平等、互惠互利的夥伴關係，調整後的俄羅斯外交政策大致方向如下：促

進世界多極化的形成、維護俄羅斯在多極世界的作為其中一大國地位、執行東西

方平衡/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以「平等夥伴關係｣發展新型國家間關係。隨著地緣

外交方向調整完成普利馬可夫擴大其全方位外交的力度，尤其重視獨立國家國協

與亞太外交明顯表現歐亞主義的東西平衡外交特徵。蘇聯解體前後近 30 年來的

俄羅斯經濟變化得以驗證國家經濟對一國政局穩定及對國際的影響力的重要性，

即使在普丁的帶領下俄羅斯從蘇聯解體後的經濟谷底迅速爬升，為求國家的國際

影響力最大化仍積極開拓國內商機、向外找尋合作機會與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力

求國家經濟持續進步。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國家對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

有極大的不安全感，唯有極大化國家的生存能力不斷擴張才能維護國家利益，因

此接手領導如此衰弱的國家，普丁在制定俄羅斯外交政策時越來越強調考慮地緣

政治的因素並且把經濟因素視為組成國家權力的一個重要部分，與蘇聯時期相比

較，俄羅斯的領導人對於經濟繁榮與在世界建構影響力之間的關聯重要性相當了

解。 

 

    當代國際局勢錯綜複雜的演變，世界大國綜合實力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對於

俄羅斯外交政策內容具有深遠影響。普丁任職的第一年便試圖縮小國家與遠東迅

速發展的經濟體的差距，善用高油價收入的利潤清還俄羅斯的國際債務以削減外

債對俄羅斯政策的影響。與戈巴契夫及葉爾欽—柯茲列夫時代不同的是，2001年

—2002 年普丁表達與西方合作的興趣和後來轉而採取與西方對抗的態度是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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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近年來的外交政策最主要的不一致性。普丁總統第一任期的前幾年其外交政策

的特點是對西方相當順從，但這種順從並非出自俄羅斯對西方的外交政策內容或

是為了安撫西方國家，而是俄羅斯處在國際體系中的衰弱地位並且有必要有維持

國內穩定的需要。在普丁的第二任期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轉變是由於國際高能源價

格、國內經濟復甦以及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陷入泥淖而使俄羅斯得在國際體系中

獲得相對更強大的地位。普丁的第三任期正逢中國大陸的急速崛起，美國實行重

返亞太政策、歐洲內部身陷經濟問題及恐怖主義蔓延、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衝

突導致俄羅斯與西方矛盾深化，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轉變為更加主動積極在國家社

會發揮影響力。綜合俄羅斯各任總統領導下的外交政策而論主要可歸納出四種特

色：葉爾欽總統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係大西洋取向的整合政策；葉爾欽總統第二

任期的外交政策係歐亞取向的多極化大國均勢策略；普丁總統第一任期的外交政

策係守勢的大國務實主義；普丁總統第二任期至梅德偉傑夫總統時期再到普丁第

三任期的外交政策為攻勢大國務實主義。 

 

    積極向外尋找得以發揮國際影響力的場域是普丁攻勢大國務實主義的具體

實踐，面向亞太地區的東向政策為其中戰略之一。隨著國內經濟穩定增長與大國

地位奠定的目標達成，一改過去偏重美國與歐洲地區的外交選擇，亞太地區充滿

活力的發展吸引俄羅斯的目光，此時的俄羅斯已非彼時的蘇聯，外交政策更顯靈

活彈性，對外關係漸趨穩固，俄羅斯轉而借助外力促進國家更上一步發展，將國

家現代化的希望託付於崛起中的亞太地區。開發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需要、鞏

固東部地區安全，擴展俄羅斯的戰略空間、提升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以

上三點為俄羅斯東向政策的主要目標，而目標的達成除了必須在與亞太地區國家

維持友好關係高度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更需要俄羅斯擺脫以歐洲為優先的外交順

序、經濟易受國際能源價格波動、美國有意防範在亞太地區發展的三個已存在的

制約因子。成功的外交必須建立在明確的戰略基礎上，此時的俄羅斯與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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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逢彼此最具開發潛力開展經濟合作的時刻，俄羅斯必須以務實態度規劃具建設

性的合作計畫，並找尋可靠值得信賴的亞太地區國家作為合作夥伴，共創互利雙

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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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俄羅斯與韓國之互動：政治面向 

 

    冷戰時期美蘇兩強意識形態對立直接影響國際社會結構，蘇聯與韓國分屬兩

大對立陣營，當時蘇聯在朝鮮半島的選擇是以北韓為重，與信奉資本主義的韓國

幾無互動，雙方無法調和的意識形態拉大兩國的距離。自戈巴契夫時期開始推行

新思維進行國家改革，蘇聯政府體認到意識形態並非唯一，務實思考與韓國建交

的必要，打開兩國外交關係的大門。不同時期的國際政治與經濟局勢、雙方國內

情勢與朝鮮半島問題影響著雙方領導階層的互動，本章擬從俄羅斯不同領導人時

期作為分界進一步討論兩國的政治互動，從戈巴契夫時期出發，經葉爾欽時期的

相互調整，再到 2000 年代以後普丁時期的朝鮮半島南北等距政策，其中聚焦自

普丁總統領導以後的俄韓政治關係，藉由雙方領導人的互動模式，觀察兩國政治

關係的演變與走向。 

 

           第一節 戈巴契夫時期至葉爾欽時期 

     

    隨著 1970 年代美國與蘇聯的緊張對立逐漸和緩，象徵意識形態已不再是國

際關係的關鍵影響變數後，韓國也隨著美國調整外交政策方向，蘇聯成為韓國推

動與社會主義國家改善關係的首要目標國家。南韓選擇與蘇聯改善關係主要是基

於三大考量：第一，安全考量，南韓期望說服蘇聯不提供北韓精密武器不支持北

韓對南韓採取冒險的軍事行動；第二，外交考量，若能突破僵局與蘇聯建交，南

韓不但可以重挫北韓還可能產生擴散效應，導致其他共產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跟

進，南韓也因此有可能得以加入聯合國；第三，經濟考量，蘇聯遠東及西伯利亞

地區擁有石油、煤、天然氣、木材等豐富天然資源，正好可補足南韓天然資源之

匱乏，因此南韓大企業相當有意願參與開發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蘇聯認為南韓

在國際經濟事務上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其國民生產毛額位居世界第 17，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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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不僅極為重視南韓的經濟成就，更盼望藉此重要的經濟夥伴得到南韓的協助

與投資開發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46 

     

    韓國著名外交政策－「北方政策」是促使韓國與蘇聯交流的重要關鍵，其目

的是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並為兩韓創造統一條件，內容提及韓國應與中國及蘇聯

積極改善關係，同時希望透過與共產國家交流獲取經濟利益。「北方政策」此一

用語的源頭是以 1973年 6月 23日朴正熙發表的和平統一宣言又稱「623宣言47」

為起點，然而 623宣言對於改善與中國及蘇聯關係並沒有擬定具體行動計畫，宣

言淪為消極口號。與此同時蘇聯對於亞洲國家的重視遠不及對美國及歐洲國家的

程度，更遑論研究與韓國發展關係的可能，韓國與蘇聯間只有少數學術文化及運

動比賽交流，雙方的經貿只能透過美國、加拿大、西德、日本與新加坡等第三國

進行間接貿易。1970 年代蘇聯與韓國零互動零發展驅動俄羅斯與韓國開展交流

互動的開端。 

 

    1985 年戈巴契夫成為蘇聯的新領導人，推行以「新思維」48為行動方針改革

蘇聯的國內政治及經濟體制，過往蘇聯的意識形態決定國家利益，新思維認識到

當代人類的生存及戰爭的避免比意識形態立場重要，和平共存不表示以社會主義

路線作為社會經濟體制國家走向結束，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應以和平方式競

爭。新思維反應蘇聯領導人看待資本主義的新觀點，戈巴契夫認為世界的互賴性

                                                      
46 劉德海，「南韓對外關係｣，國家圖書館，1997年，頁 197-221。 
47
 623宣言之內容由七個項目組成：一、民族為成就祖國和平統一盡力。二、互不干涉內政與 

互不侵略。三、為了南北韓間有具體成果，以誠實和忍耐努力。四、如果有助降低緊張，不 

  反對北韓加入國際機構。五、在不妨害統一的前提下，不反對與北韓一起加入聯合國。六、互

惠平等的原則下對所有國家開放門戶，向理念與體制不同的國家要求開放門戶。七、對外政策

奠基於和平睦鄰，並鞏固與現有友邦關係。 
48
 新思維中包含廣泛深遠的蘇聯外交政策重建：其一，新政治思維意謂去掉蘇聯外交政策中的    

 意識型態對立；其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可共存，蘇聯應致力急起直追趕上西方資本主義國  

 家；其三，新思維提出蘇聯社會主義與西方世界國家和平共存；其四，不得以核武戰爭作為達 

 成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目標的手段；其五，國際社會安全不可分割；其六，善用國際組織， 

 特別是聯合國；最後，基於國家利益及經濟獲益優先於意識形態的原則，特別是針對區域衝突 

 及民族自由化運動，蘇聯展開重新制訂對第三世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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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在相互合作、瞭解與共同行動。新思維拋棄過往蘇聯以革命及戰爭為主要內

容的外交政策，轉而體認世界國家間相互依賴，人類的生存比資本主義及社會主

義的擴張還要重要。 

 

    新思維外交政策影響蘇聯對外戰略的全球佈局，也影響蘇聯與與包含兩韓的

東北亞國家間的互動，其中對朝鮮半島的新思維政策有三大重點：第一，不再強

調與傳統盟友—北韓的意識形態連結，而是強調與資本主義國家南韓的經濟與政

治連繫。蘇聯必須基於經濟獲益及政治影響力與南韓發展關係，並且同時基於蘇

聯本身資源匱乏決定不再給予北韓實質援助及政治上的支持。第二，蘇聯反對北

韓對南韓發動革命戰爭，因此不再提供北韓先進武器。第三，兩大不同的社會經

濟體制和平共存的原則意謂蘇聯應承認南韓為國際社會的合法成員，因此新思維

呼籲與南韓建立正常的國與國關係。1986年 4月 23日蘇聯就其亞太政策在真理

報上發表一篇政府聲明，其目的是為了宣告蘇聯為亞太地區大國之一有意參與亞

太地區事務，必須阻止太平洋共同體或美日等同盟的形成。此外為了配合開發遠

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計畫，應拓展亞太地區市場加強對此區域之經貿關係，並且發

展與此區域各國的經濟合作關係，進而對亞太地區產生政治影響力。此項政府聲

明被視為蘇聯新亞太政策的序曲，蘇聯外交部進行改組49以配合新亞太政策之推

展。50蘇聯倡議在亞太地區的新思維內容包含拋開蘇聯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以

政治手段維護安全並將蘇聯形塑成可靠夥伴的新形象。蘇聯認為必須在區域建立

可行的維護和平體系，透過建立信心措施、軍備控制、裁軍及多邊安全安排是戈

巴契夫在東北亞新政策的重要目標。 

 

    戈巴契夫對東北亞國家的新思維展現在 1986 年海參崴演說51及 1988 年克拉

                                                      
49 將原有遠東第一、第二司及東南司改組為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東協局、太平洋合作局。 
50
 Seung-Ho Joo, “Gorbachev’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1985-1991 Power and  

Reform”, pp.25-28 
51
 1986 年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內容如下：蘇聯是亞太國家但在亞洲地區部並要求特殊地位，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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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演說52，預示戈巴契夫即將與東亞國家開展新關係計

畫。海參崴演說內容的重點放在經濟改革與發展蘇聯遠東地區，提出多個促進蘇

聯與東亞國家經濟合作的方案，戈巴契夫認為亞太地區的整體發展不僅有助蘇聯

經濟，也同時替蘇聯創造有利條件以整合入快速發展的亞太世界，此外也提出許

多提升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方案，其中與韓國方面直接相關的提議，例如：恢

復兩韓談話與建立朝鮮半島非核區。1988年 7月 7日盧泰愚總統的七七宣言53是

韓國北方政策的一大轉捩點，宣言內容的核心重點即視原本敵對的北韓為民族的

一員，拋棄以往反共的堅決立場，北方政策拉近韓國與蘇聯的距離。1988 年 9月

26 日在漢城(現正名為首爾)奧運開幕前夕戈巴契夫於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發表演

說，重申蘇聯對亞太地區的政策，並提出七項和平計畫與建議，具體說明蘇聯與

亞太地區各國今後的關係發展方向，同時呼籲加速遠東地區與亞太國家的經貿交

流，另外特別提到朝鮮半島情勢改善有利莫斯科與漢城發展非官方經貿關係，這

是蘇聯領導人首度公開表示願意與南韓改善關係。戈巴契夫分別在海參崴與克拉

斯諾亞爾斯克的兩次演說內容均顯示蘇聯欲在朝鮮半島事務上扮演更積極的角

色，不僅修正對南北韓的態度也更加關切兩韓之間的問題及解決方式。54 

  

    1988 年漢城奧運是蘇聯與韓國關係逐步改善的關鍵點，促進兩國公民體育

與文化方面的交流；1989 年雙方互設辦事處，1990 年開始辦理領事業務，為兩

                                                      
望與各國共同努力合作在亞洲共同建立新型關係，當前蘇聯亞太政策的重點在加強與各國的雙  

 邊關係，不論其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如何，蘇聯與中國的關係極具重要性應當改善蘇中關係， 

 蘇聯決定自外蒙及阿富汗撤減軍隊，應善用經濟外交與日本展開合作改善蘇日關係，蘇聯承認 

 美國為太平洋大國，所以要解決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與合作問題必須有美國的參與，蘇聯在東方 

 的軍力部屬意在防衛，提議召開太平洋會議以解決亞太地區的問題。 
52
 1988 年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演說部分內容重點：蘇聯了解亞太地區國家的憂慮，將不會在此區  

 增加任何一種核武的數量，蘇聯邀請此區各主要海軍大國舉行協商會議，蘇聯提議在多邊基礎  

 上討論如何降低蘇聯、中國、日本與北韓沿海地區軍事對立的問題等。 
53
 七七宣言內容：一、南北韓同胞間積極推展交流，海外南北韓同胞自由往來；二、由政府積 

  極進行離散家屬的生死通報、地址確認、書信往來與互相訪問；三、南北韓門戶開放及相互 

  交易為內部交易；四、不反對友邦與北韓間的非軍事物品交易；五、希望國際社會可自由接 

  觸南北韓；六、我方願意幫助改善北韓與我友邦關係。 
54
 明驥，「蘇聯外交史｣，黎明文化，2003年，頁 68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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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建立外交關係奠定基礎；1990 年 3 月開闢莫斯科與漢城直航路線。兩國關係

從零接觸到由低階政治向上循序漸進熱絡的過程，盧泰愚表示:「為促進共同利

益及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蘇聯與韓國關係應迅速正常化，這個時機已來

臨。」1990 年 6 月戈巴契夫與盧泰愚在舊金山舉行高峰會，此為兩國領導人四

十年多來首次面對面會談，象徵兩國解凍及東北亞國際關係的重要轉變，盧泰愚

也表示將給予蘇聯大額經濟援助。1990年 9月 30日兩國正式宣布建交，12月盧

泰愚以首位出訪蘇聯的韓國總統身分訪問莫斯科並與戈巴契夫召開第二次高峰

會，除了討論東北亞安全、兩國貿易合作與南北韓情勢外，會後還簽署莫斯科宣

言，雙方依據宣言的六項原則加強彼此政治、經貿、文化、科學等方面的交流與

合作，並希望藉此消除南北韓的政治與軍事對抗，進而完成兩韓人民的自主和平

統一。 

 

    獨立後的俄羅斯希望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歐洲與亞洲之間，扮演橋樑角色，

作為歐亞大陸的橋樑，俄羅斯本身發展不足會妨礙其在亞洲參與能力，因此俄羅

斯對亞太地區政策著重在經濟層面，參與亞太地區活動並吸引此區域的資金、技

術及人力，協助開發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1991 年蘇聯解體俄羅斯獨立，韓國認

為俄羅斯正處於困境，國力衰弱充滿不確定性，對北韓的影響力也隨之受限，使

得俄羅斯在韓國外交的重要性大為降低，一改過去的積極轉而對俄羅斯採取冷漠

觀望態度。與此同時，反倒是俄羅斯對韓國採取主動態度，1992年葉爾欽總統派

外長柯茲列夫到首爾訪問商討雙邊新關係。基本上葉爾欽對朝鮮半島政策延續戈

巴契夫路線，期望自韓國得到用以國內經濟改革所需之資本，視韓國為可以協助

俄羅斯走出經濟困頓的投資來源，因此著眼於雙邊關係的經濟利益。葉爾欽將恢

復韓國過去承諾蘇聯的 30 億貸款列為對韓國外交的首要目標，因此在朝鮮半島

政策上採取明顯的親南韓立場，選擇韓國作為上任後出訪亞洲的第一站，雙方簽

署「俄韓基本關係條約｣，宣布兩國關係將發展成尊重自由、民主、人權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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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原則的夥伴關係，並且對 1983 年蘇聯軍機擊落韓國民航機一事表達深

刻遺憾，另外俄韓雙方也討論在納霍德卡(Nakhodka)自由經濟區設立韓國工業綜

合體方案，並且歡迎韓國參與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資源開發及其他經濟

合作。1994 年葉爾欽總統再與韓國總統金泳三將兩國關係升級為「建設性互補

夥伴關係｣。 

 

    大約自 1995 年開始俄羅斯外交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態度轉變地更務實，不再

選邊站而是試圖在南北韓兩邊保持平衡立場，韓國對於俄羅斯從親南韓立場逐漸

轉變成在南北兩韓間保持平衡一事感到相當不悅。1998 年間諜醜聞案，俄羅斯

聯邦安全局以替韓國從事間諜工作之罪名逮捕俄羅斯聯邦外交部亞洲第一司副

司長，後續發展俄韓兩國相互驅逐外交官，同一時期俄羅斯與韓國一同深陷金融

危機，兩國關係隨之陷入低點。1998 年韓國迎來對北韓採取和緩政策的金大中

總統，其對北韓的陽光政策受到俄羅斯的讚許，並且有助改善金融危機後兩國的

經濟合作關係。1999年金大中出訪俄羅斯，兩國總統同意強化雙方的「建設性互

補夥伴關係｣，對於提升雙邊關係的想法俄羅斯方面提出兩大重點：第一，韓國

擴大對俄羅斯的投資；第二，期盼韓國能消除俄羅斯出口至韓國的關稅保護壁壘。

俄羅斯支持金大中政府對於改善兩韓關係的努力，南北韓對話及建立兩韓的聯繫

管道有助降低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 

 

      第二節 普丁第一至第二任期(2000年－2008 年) 

 

    2000 年普丁出任俄羅斯總統，渠認為亞洲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比過往更加

投入參與亞太地區事務，並與亞洲鄰國積極發展友好關係，特別是與韓國的雙邊

關係。俄羅斯與韓國不似與日本存在北方四島的領土爭議，雙邊關係互動的交流

較易推展，普丁全方位外交依循務實路線，外交政策以國家利益為依歸，發展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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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及西伯利亞地區並且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為首要重點，依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

思維俄羅斯與韓國進行交流互動得以促進國際利益。2000 年 7 月發生韓國駐俄

大使館人員因從事違背正常外交人員行為，被俄羅斯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驅逐出境

事件，俄韓兩國互逐外交人員，近一個月時間兩國處於外交黑暗期。2000 年適逢

俄羅斯與韓國建交 10 周年，普丁執政後雙邊關係開啟新局面，兩國擴大交流領

域，俄羅斯積極進行政治對話及討論俄羅斯－北韓－韓國三方合作計畫，並且各

方就朝鮮半島問題進行合作調解。普丁總統與金大中總統分別於 2000 年 9 月聯

合國青年領袖會議與 2000 年 11 月於汶萊 APEC 舉行兩次俄韓高峰會談，普丁對

於「南北韓高峰會談」的成果表示肯定，支持以和平方法解決朝鮮半島問題；金

大中除了感謝俄羅斯對韓國實施「陽光政策」的正面評價，也希望俄羅斯能繼續

支持韓國的和平統一政策。55 

 

    2001 年普丁至韓國進行國是訪問，此行主要目的除了凝聚俄韓雙方在朝鮮

半島問題上的共識外，另一重點是促進雙方經貿交流。兩國元首討論連接縱貫朝

鮮半島鐵路(TKR)與西伯利亞大鐵路(TSR)，以及共同開發天然氣國營事業等問題，

同年 9月兩國締結縱貫朝鮮半島鐵路與西伯利亞大鐵路協定，顯示雙方在經濟方

面加強合作的決心。俄羅斯支持兩韓對話和解，認為兩韓關係正常化有助降低朝

鮮半島與東北亞地區之緊張，2000 年 7 月剛上任的普丁至北韓進行首次訪問，

並與金正日簽署「反彈道飛彈備忘錄｣，與金正日會談後，普丁向韓國完整闡明

俄羅斯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概念：其一，俄羅斯與兩國維持外交關係；其二，堅持

以政治外交方法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其三，特別重視創造三方的經濟共同繁榮。

2001年金正日出訪俄羅斯，普丁與金正日簽署「莫斯科宣言｣，主張和平統一朝

鮮半島，北韓強調其火箭計畫為和平用途，兩國政府亦簽訂空運通航、文化交流、

經濟合作、投資保障及避免雙重課稅等協定。然而 2002 年北韓宣布擁有核武，

                                                      
55 張少文，韓國外交與對外關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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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朝鮮半島投下更大的震撼彈，為了和平解決北韓核問題，2003年開啟由美國、

北韓、中國、日本、俄羅斯與韓國組成的「六方會談」。 

 

    韓國能源資源匱乏，能源自給能力不足，俄羅斯是世界重要的能源供應國，

而俄羅斯相當看重韓國的經濟能力，普丁向韓國企業積極推銷俄羅斯市場期盼加

強雙方之經貿合作。2003 年普丁總統與盧武鉉總統於 2003 年曼谷 APEC 展開兩

人的首次高峰會談，共商解決一系列國際問題的方法，近幾年來兩國關係已達穩

固階段，並且以良好速度發展，雙方領導人對此趨勢展現信心，並且期盼未來一

直順勢發展。盧武鉉表示兩國關係朝正面發展，並對於俄羅斯在協調朝鮮半島核

子問題上的建設性作為給予高度評價。
56
2004 年盧武鉉至莫斯科進行國是訪問，

兩國發表共同聲明將雙邊關係提升至「全面互信夥伴關係｣，俄韓關係邁向新里

程。訪俄期間盧武鉉表示支持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歐亞會議，雙方簽訂航

太技術合作、外交人員免簽協定等一系列經貿及能源合作協議。俄方積極發展兩

國經貿關係並減少貿易障礙與經貿領域的行政複雜性，韓方則認真看待俄羅斯開

發東西伯利亞地區計畫，同時認為雙方的經貿關係有助加速兩國關係發展。572005

年 4月，時任韓國國防部長尹光雄出訪俄羅斯，雙方達成協議搭建一條航空資訊

交互熱線，用以進一步促進雙邊軍事合作。盧武鉉希望通過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

推動韓國自主國防建設，促成東北亞地區安全機制的形成。2005 年 5 月 9 日盧

武鉉受邀出席於莫斯科舉行的「二戰勝利 60 周年」紀念活動，兩國舉行俄韓高

峰會，盧武鉉表示韓國有意進一步發展兩國的「全面互信夥伴關係｣。同年 11月

普丁出席釜山 APEC58，兩國藉此簽訂「俄韓關於在經貿領域深化合作的行動計劃」，

俄羅斯提出縱貫朝鮮半島鐵路支線建設合作想法，雙方研擬多層面的經濟合作計

                                                      
56 «Состаялось встреча президнтов России 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и Но Му 

Хёна»,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0.21.200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9586 
57 «О встреч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 Путина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Но Му Хёном», 09.21.2004., 

http://www.mid.ru/ru/maps/kr//asset_publisher/PR7UbfssNImL/content/id/459954 
58 «"Корейский акцент" форума АТЭС в Пусане», РИА Новости,11.18.2005 

  https://ria.ru/analytics/20051118/421371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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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並就北韓核問題進行商論。然而不久後雖受到全球金融危機波及，經濟合作

計畫的落實因此延滯，俄羅斯與韓國善用 G8 高峰會作為調整計畫之平台研商對

策以渡過危機。繼設立莫斯科大使館、海參崴領事館後，2006年韓國於聖彼得堡

設立總領事館。2007 年 9月兩國領導人利用雪梨 APEC舉行會談，雙方就擴大俄

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開發與連結縱貫朝鮮半島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的經濟

合作達成共識，同時推進兩國能源領域的大規模合作計畫。盧武鉉對於俄羅斯政

府在解決北韓與澳門匯業銀行問題的過程中所做的努力給予高度評價，並希望俄

羅斯能繼續協助建構朝鮮半島和平繼志與東北亞多邊安全體系。另外他特別指出

10 月將舉行的南北韓領導人會談不僅有益朝鮮半島無核化，而且將為俄羅斯、

韓國與北韓的經濟合作做出貢獻。
59
 

 

     第三節 梅德偉傑夫時期(2008 年－2012 年)至普丁         

            第三任期(2012年－迄今) 

 

    2008 年韓國保守派李明博總統執政，俄羅斯領導人義更換成梅德偉傑夫總

統，李明博就任後隨即展開對外訪問，9月這位相當熟悉俄羅斯的前現代集團執

行長及前首爾市長至莫斯科進行國是訪問，與梅德偉傑夫就全面深化兩國政治、

經濟、人文等領域合作進行深入探討，俄韓關係不斷發展並且從「全面互信夥伴

關係｣向「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深化，這意謂著俄韓關係邁向新層級，並對東北

亞局勢穩定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展產生正面影響。俄羅斯方面表示，俄韓兩國今

後將進一步強化最高層政治對話，全面促進雙方各領域與部門之間的接觸與來往；

韓國方面強調，雙方領導人互訪與兩國的戰略磋商有助全面落實雙方達成一系列

具體合作項目，推動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深化。雙方領導人亦討論朝鮮半島

                                                      
59 「盧武鉉會見普京：南北首腦會談有助於韓俄經濟合作 」，朝鮮日報中文網，2007.09.10. 

   http://218.145.28.85/big5/site/data/html_dir/2007/09/10/20070910000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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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俄羅斯支持兩韓對話並視其為半島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李明博政府提

出以韓國方式統一朝鮮半島，而梅德偉傑夫政府認為統一的前提是維護東北亞局

勢的穩定與和平。60除此之外，加強經濟合作亦是雙方關係之重點，隨著俄羅斯

國內經濟好轉，俄韓兩國貿易額持續快速增長，韓國看重與俄羅斯發展經濟合作，

特別是原物料及能源方面，並且認為俄羅斯市場是韓國商品的外銷目標，兩國的

能源、運輸、漁業、和平開發核能、航太等方面之合作前景看好。 

 

    李明博上任後，先後曾訪問美國、日本、中國及俄羅斯，這不僅表示李明博

出訪在朝鮮半島事務上擔任重要角色的 4個國家，同時也顯示渠對俄韓關係的高

度重視。
61
2009年 4月李明博會見來訪的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雙方就興建

天然氣運輸管道計畫展開會談，李明博表示北韓能從藉此計畫獲得巨額報酬不僅

有助北韓經濟，同時也有利三方關係。62同年 7 月梅德偉傑夫與李明博在義大利

G8 峰會中舉行會談，雙方除了對朝鮮半島安全問題進行意見交流外，也提及雙

邊貿易量因 2008 年兩國提升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有所增長，雖逢全球經濟

危機但李明博表示兩國經濟關係正以良好速度穩定成長中。632010 年 11 月梅德

偉傑夫出訪韓國參與 G20會議，雙方舉行高峰會談並簽訂涵蓋經濟現代化、通信、

運輸、漁業領域的俄韓政府間協議與備忘錄，適逢俄韓建交 20 周年，梅德偉傑

夫表示當前兩國關係友好發展。642011年李明博再訪俄羅斯，雙方於聖彼得堡展

開會談，內容聚焦兩國大型經濟合作計畫與創新合作計畫，兩國領導人皆認為雙

                                                      
60 «Медведев и Ли Мен Бак обсудят ситуацию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Вести, 09.28.2008, 

http://www.vesti.ru/doc.html?id=212138 
61「李明博訪問俄羅斯 俄韓關係左右東北亞大局」，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年 10月 03 日。    

  http://hk.crntt.com/crn-

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4&kindid=16&docid=100761207 
62
「李明博總統會晤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韓國中央日報，2009.04.27，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20967 
63 «Медведев и Ли Мен Бак обсуждаю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РИА  

  Новости, 09.07.2009, https://ria.ru/politics/20090709/176828522.html 
64 «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и Ли Мён Бак обеспечили "задел на будущее"», Sibnovosti.ru, 11.10.2010,  

http://fed.sibnovosti.ru/politics/126049-dmitriy-medvedev-i-li-myon-bak-obespechili-zadel-na- 

budusc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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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關係有良好未來，並且一同出席「俄羅斯—韓國對話」論壇，就國家社會現代

化與創新產業進行意見交流。65 

          

    2012 年 5 月普丁再次當選回任俄羅斯總統，積極籌辦 9 月海參崴 APEC。李

明博與普丁於 APEC 期間舉行俄韓高峰會談，雙方就兩國的經貿活動發展可能與

政治議題進行討論。普丁表示韓國是俄羅斯在亞洲僅列在中國及日本之後的第三

大經貿夥伴國，貿易額雖然持續成長中但雙方的投資量仍顯不足；李明博回應全

球經濟大環境不甚理想，俄韓經貿關係仍有所成長，兩國的合作亦有助區域和平

與穩定，若能取消兩國簽證制度將有助雙方人民的交流來往，韓方也希望加強兩

國的文化交流。
66
2013 年 2月朴槿惠成為韓國新任總統，同年 9月俄韓雙方領導

人於聖彼得堡 G20 高峰會舉行會談。朴槿惠表示自 1990 年兩國建交以來雙方經

濟貿易額成長 110倍，此外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也多方合作維持半島和平，韓國

方面有意將雙邊關係提升至新層次。此外她也藉此機會表達有個從釜山出發經俄

羅斯通往歐洲的鐵路運輸夢想，韓國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強化與歐亞國家合作，俄

羅斯在其「歐亞倡議」計畫扮演重要角色，倘若俄方開發遠東地區計畫能與韓方

鐵路運輸計畫結合，將不僅可替雙邊關係注入新活力，亦有助維繫東北亞地區的

和平與穩定。67 

 

    2013 年 11月普丁至韓國進行國是訪問，此行對俄韓兩國關係具有重要階段

性意義，朴槿惠的「歐亞倡議」將俄羅斯視為連結歐洲與亞洲的橋樑，因此普丁

此次的出訪特別具有歐亞整合的象徵意義，另一方面普丁出訪突顯俄羅斯外交政

策正轉向亞太地區，積極與中共周邊國家加強合作，展現多元化外交手段。俄韓

                                                      
65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провел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Южной Кореи Ли Мен Баком»,  

Первый Канал, 11.02.2011, https://www.1tv.ru/news/2011/11/02/105926- 

dmitriy_medvedev_provel_peregovory_s_prezidentom_yuzhnoy_korei_li_men_bakom 
66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Ли Мён Баком», 09.08.201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6418 
67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Пак Кын Хе», 09.06.201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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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亦討論加強兩國在俄羅斯東北亞開發戰略方面的合作，包含羅津—哈桑鐵路

修建合作與投資北韓等等計畫，同時韓國進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可能及北極航道、

港灣合作開發合作等俄韓經濟合作專案也是討論重點。自 2014 年起，兩國公民

可以免簽待遇短期旅行自由互訪是兩國關係重要的一步，雙邊互信關係穩固，此

外首爾建立俄羅斯文化中心，負責推動雙邊學術文化交流。訪韓期間普丁與朴槿

惠展開高峰會談，參與俄韓企業對話會議68，並出席體育與文化交流活動69，展現

俄韓兩國關係逐漸深化與廣化。 

 

    2014 年 4 月韓國發生世越號事件舉國哀傷，普丁總統致電報以表慰問70。

2015年 11月普丁與朴槿惠與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中舉行會談討論經貿關係

與未來發展願景，同時一併討論朝鮮半島情勢，普丁表示，國際局勢雖動盪不穩，

但兩國經濟關係仍能維持正向發展，朴槿惠回應，俄羅斯的新東方政策與韓方「歐

亞倡議」目標一致，雙方在實務合作方面有所斬獲，兩國應當更積極落實雙方的

合作計畫。712016 年 2016 年 6 月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與韓國外交部長尹炳

世，於莫斯科簽訂「2016 年－2017年雙邊合作計畫協議」，其內容包含北韓議題、

兩國在聯合國事務方面的合作、共同開發北極、資訊安全、反恐議題等廣泛領域

的合作。72另外尹炳世也表示韓國期盼與俄羅斯開展貿易、農業、汽車製造、漁

業、與各樣新領域的合作，南韓方面相當重視全球問題的合作，像是氣候變遷等，

同時南韓高度重視俄韓關係，特別是針對北韓多次核試驗俄韓的共同合作，南韓

也盼望進一步強化韓俄關係並將雙邊關係提升至新層次。73 

                                                      
68 «Засед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орейского бизнес-диалога», 11.13.2013,  

http://kremlin.ru/catalog/countries/KR/events/19610 
69 普丁總統訪問韓國跆拳道協會並出席韓國市區俄羅斯詩人普希金雕像揭幕儀式。«Открытие  

памятника А.С. Пушкину», 11.13.2013, http://kremlin.ru/catalog/countries/KR/events/19615 
70 «Соболезнова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у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Пак Кын Хе», 4.18.2014,  

http://kremlin.ru/catalog/countries/KR/events/20803 
71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Пак Кын Хе», 11.30.2015,  

http://kremlin.ru/catalog/countries/KR/events/50849 
72 «Главы МИД Южной Кореи и России подписали план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06.13.2016, https://ria.ru/politics/20160613/1446621767.html 
73 «Южная Корея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 на развит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Россией», РИА Новости,  

06.13.2016, https://ria.ru/politics/20160613/14465740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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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韓國宣布 2017 年底將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THADD)，俄羅斯外

交部隨即發出聲明，表示韓國對部署一事之解釋論述不具說服力，不僅對全球戰

略穩定造成負面影響，也使區域情勢緊張升溫，更對朝鮮半島問題之解決與半島

非核化增添複雜性，俄羅斯呼籲韓國經審慎評估前勿輕舉妄動。74對此俄羅斯多

次表達嚴正抗議，9月俄羅斯外交部再次表示，韓國此舉不僅造成朝鮮半島緊張

局勢升級，也觸及俄羅斯的利益75，10月俄羅斯國防部指出韓國啟用美國反導系

統明顯超出遏制北韓威脅的任務範疇，實際上美國欲藉盟友的支持加強其亞太地

區反導體系，這必然有損亞太地區之現有戰略平衡。762016年 9月朴槿惠受普丁

之邀，出席海參崴東方經濟論壇並於會中舉行雙方見面會，兩國簽署一系列工業、

衛生、漁業等相關領域的合作文件。
77
朴槿惠提到兩國發展關係的優先方向之一，

即是擴大雙邊貿易與提升投資積極度，伊認為雙方有極大的合作潛力，兩國貿易

額還有大幅增長空間，此外也應促進雙邊貿易結構多樣化，不應只侷限於汽車與

能源貿易，同時伊亦贊同韓國與歐亞經濟聯盟間署自由貿易區協議的可能。78 

 

    2011 北韓政權交移至金正恩，2013 年上任的朴槿惠政府對北韓的不讓步，

在兩韓新領導人的帶領下，朝鮮半島情勢緊張升級。朴槿惠政府「東北亞和平合

作構想｣與「歐亞倡議｣的落實需要俄羅斯的參與，以共同促進並擴展合作領域。

2014年俄烏衝突後，美國對俄羅斯的施壓，使韓國陷入「俄韓關係的政治與經濟

利益｣與「對美國盟友忠誠｣的兩難，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沒有無條件地遵循美

                                                      
74 «Заявление МИД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решением о размещени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ПРО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орея», 07.08.2016,  

http://www.mid.ru/ru/press_service/spokesman/official_statement/- 

/asset_publisher/t2GCdmD8RNIr/content/id/2349040 
75 「俄外交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觸及俄利益」，俄羅斯衛星網，2016年 9月 23日， 

  http://big5.sputniknews.cn/military/201609231020813595/ 
76 「俄國防部：美在韓部署『薩德』系統阻礙朝鮮半島衝突解決」，俄羅斯衛星網，2016 年 10 

  月 11日，http://big5.sputniknews.cn/military/201610111020928191/ 
77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Пак Кын Хе», 09.03.2016,  

http://kremlin.ru/catalog/persons/367/events/52809 
78 「韓總統朴槿惠：俄羅斯與韓國擁有發展關係的極大潛力」，俄羅斯衛星網，2016 年 9月 3 

   日，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60903102065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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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制裁路線，而是以與俄羅斯發展合作及善鄰關係為考量出發點，視國家利益

為考量的先決條件。歐亞倡議為當前朴槿惠政府外交戰略之基礎，倡議之實現不

能沒有俄羅斯的參與，短期來說，雙邊經貿合作成長速度會減緩，但就長期而言，

韓國與俄羅斯的合作數目可望攀上高峰。專家表示當烏克蘭方面情勢穩定後，普

丁會將目光轉注東方，如果西方持續制裁俄羅斯，俄羅斯將對韓國的投資有極高

興趣。這個策略的產出來自韓國領導人看重歐亞倡議的遠景及與俄羅斯關係的戰

略考量。2016 年 9 月杭州 G20 會議前夕，俄羅斯總統普丁與韓國總統朴槿惠於

海參崴會面，此次是兩位領導人繼 2013 年普丁訪問韓國後的第二次會面，雙方

就北韓問題與東北亞與朝鮮半島戰略穩定與安全問題進行深入對話，朴槿惠表示

不能接受當前北韓核武試驗的一系列行動，普丁回應表示俄羅斯對此問題維持一

貫立場，俄羅斯反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並且呼籲北韓遵守國際社會及聯

合國的決議原則。國際局勢的演變牽動俄韓關係的互動，然而從 1990年代至 2010

年代，在國家利益為重的理性選擇下，兩國關係的深化與合作項目多元化的趨勢，

俄韓關係的互信基礎在夥伴關係逐步升級的過程中向下扎根。 

                

                     第四節 小結 

 

    綜觀自蘇聯晚期蘇韓建立外交關係，到 2016 年當前俄羅斯與韓國政治關

係的演變，大致可得出三段時期：1990 年代俄羅斯與韓國尚未建立穩固的關係

基礎，兩國關係容易受到外在因素影響動搖對彼此的信任，從 90 年代的俄韓關

係可以歸納出一些現象，從建立外交關係到 1994 年建立建設性互補夥伴關係的

改變，雖看似一大躍進，但俄韓兩國關係在 90 年代的 10 年裡起起伏伏時好時

壞，問題在於雙方對兩國關係政策的不一致性。俄羅斯希望透過韓國的先進技術

與資金協助俄羅斯重建失序的經濟，因此前期在朝鮮半島事務中的立場傾向南韓

疏遠北韓；韓國則冀望在兩國關係中尋求政治安全的考量遠大過於經濟利益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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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雙方關係建築在這樣的不一致性使俄羅斯政治精英認為兩國關係並不對等，

但礙於 1990 年代晚期俄羅斯綜合國力下降國內經濟持續困頓，俄羅斯在朝鮮半

島的影響力不如以往。處在居「下位｣的雙邊關係，俄羅斯本身無力改變情況，

也無法對北韓發揮影響力，90年代俄羅斯的對朝鮮半島的外交政策是失敗的。 

 

    俄羅斯領土廣大，地理範圍向歐洲及亞洲東西兩方延伸，橫跨數個地區與眾

多國家為鄰國，其外交政策構思的網絡相當繁複，俄羅斯國家利益的結構具高度

複雜性。2000 年代普丁政府將國家複雜的地緣政治因素納入界定國家利益的重

要考量，在經歷 90年代飄搖的雙邊關係後，2000 年代俄羅斯重新調整與韓國的

外交關係，在國家累積實力的同時，與東北亞地區鄰國積極來往，俄羅斯與韓國

重新適應新時代的兩國關係，2004 年兩國由建設性互補夥伴關係升級成全面夥

伴關係，2008 年兩國關係再深化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顯示雙方關係逐漸奠定

互信。2000 年後普丁領導的俄羅斯以重建偉大俄羅斯為目標，加速經濟發展穩

定國內政局，國家綜合實力大幅提升，俄羅斯重拾具國際影響力的大國地位。俄

羅斯本身的經濟厚實，對外資的需求主要用於「強化｣國家經濟，而不再是 90年

代需要外資「拯救｣國家經濟，因此在俄韓關係中，俄羅斯與韓國沒有上下位之

分，兩國地位平等的雙邊關係得以往更深更廣夥伴關係發展。經濟隨著能源外交

運用急速飛昇，挾著國家綜合實力的優異表現，俄羅斯不僅要當國際行為者，更

要以擔任國際領導者為目標。 

 

    2010 年代俄羅斯積極在東北亞地區尋求作為區域行為者的地位，藉由參與

區域事務發揮國際影響力。為替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俄羅斯

相當重視外部安全穩定，東北亞的安全穩定攸關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展的成敗，因

此朝鮮半島非核化、避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及恢復六方會談是俄羅斯努力的

目標，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安全為俄羅斯東北亞政策的首要原則。除了安全因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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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俄韓關係外，兩國的經濟交流合作更是俄韓關係的重點，經濟結構的互補性串

起俄羅斯與韓國物流及能源方面合作。最後，俄羅斯向亞太地區發展的計畫以朝

鮮半島為起點，願承擔斡旋朝鮮半島事務的能力足以使其成為名符其實的亞太大

國。除了成為亞太大國之外，俄羅斯亦欲強化作為「歐亞大國｣的身分，與韓國

的歐亞倡議的願景計畫合作，俄羅斯不僅可因發展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獲得經濟

利益，更能因此奠定其歐亞大國的形象。 

 

    歷史舊頁將朝鮮半島分裂成南北兩韓，北韓與俄羅斯遠東地區共享邊界，地

緣鄰近性使俄羅斯在思考對韓國政策時無法忽視北韓因素。北韓作為俄韓關係的

影響因素，當俄羅斯與北韓關係良好之際，俄羅斯可以發揮影響力協調兩韓關係，

俄羅斯也可替代美國成為與北韓的溝通者，俄羅斯—北韓—韓國三方經濟合作發

展計畫也可順利推展。90 年代俄羅斯對北韓的影響力大幅衰退，北韓因素得以

制約兩國關係發展，嚴重影響俄韓關係，然而隨著俄羅斯實力增強，俄羅斯與韓

國藉由政治、經濟、文化多面交流深化合作，現今北韓因素對俄韓雙邊關係的制

約力不如以往，取而代之，俄羅斯認為兩韓可一同成為俄羅斯重要合作夥伴，希

望藉由建立互利的俄羅斯—北韓—韓國三角合作關係，發展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

亞地區經濟，共創穩定和平的東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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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羅斯與韓國之互動：經濟面向 

 

    本章筆者擬以俄羅斯對外經濟政策的大方向作為起點，研究其亞太經濟戰略

之佈局，以及依據亞洲重點國家個別之所長擬訂不同政策，進而以地緣經濟途徑

探討俄羅斯對韓國的經濟策略。俄韓兩國的經濟產業結構不同，俄羅斯為原物料

國，韓國是東北亞高科技產業國，擁有俄羅斯所需要的技術與資金，經濟的互補

性促成雙方經貿交流。俄羅斯遠東79及西伯利亞地區80是俄羅斯位於亞洲區域的領

土東端，地理位置與中國、朝鮮半島、日本、美國阿拉斯加州相鄰，此區域蘊藏

豐富自然資源，從發展歷史演變可知俄羅斯體認到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經濟戰

略重要性。俄韓兩國結合雙方之經濟優勢進行共同發展計畫，利用關鍵地理位置

向海洋與陸地兩方發展，開創不一樣的可能。 

 

            第一節 俄羅斯之亞太經濟政策 

 

    21 世紀急速發展的亞太地區成為全球最具經濟成長潛力的熱點，俄羅斯作

為能源大國與新興市場國家的雙重角色，必然抓緊全球發展時機最大化國家利益。

                                                      
79 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包含 9 個俄羅斯聯邦行政區：阿穆爾州( Amur Oblast；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猶太自治州( Jewish Autonomous Oblast；Еврей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 )、堪察加

邊疆區( Kamchatka Krai；Камчатский край )、馬加丹州( Magadan Oblast；Магад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濱海邊疆區( Primorsky Krai；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 )、薩哈共和國 ( Sakha Republic； 

  Республика Саха )、薩哈林州( Sakhalin Oblast；Сах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 

( Khabarovsky Krai；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 )、楚科奇自治州( Chukotka Autonomous Okrug； 

Чукот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 )。 
80 俄羅斯西伯利亞聯邦管區包含 12個俄羅斯聯邦行政區：阿爾泰共和國( Altai Republic； 

Республика Алтай)；阿爾泰邊疆區( Altai Krai；Алтайский край)；布里雅特共和國(Republic 

of Buryatia；Республика Бурятия )；外貝加爾邊疆區( Zabaykalsky Krai；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 )；伊爾庫茨克州( Irkutsk Oblast；Ирку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哈卡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Khakassia；Республика Хакасия )；柯麥羅沃州( Kemerovo Oblast；Кемер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 )；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 Krasnoyarsk Krai；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край )；新西伯利亞州

( Novosibirsk Oblast；Новосиби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鄂木斯克州( Omsk Oblast；Ом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托木斯克州( Tomsk Oblast；Том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圖瓦共和國( Tuva Republic；

Республика Тыв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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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代初期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採務實主義路線，以更平衡的觀點衡量國家利

益所在，對亞太地區政策以促進與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為主要重點，在外交部長

伊凡諾夫81與拉夫羅夫82的東方取向下更增動力。2007 年普丁總統的慕尼黑演說

強調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俄羅斯將其視為提供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開發資源的助

力，2008年梅德偉傑夫總統提出「現代化議程」作為俄羅斯發展之戰略，重塑自

蘇聯垮台後俄羅斯所失去的世界地位。俄羅斯外交認為首要順序是積極展開建立

有利的外部條件，以供俄羅斯現代化及創新發展，而東亞區域的經濟科技崛起，

應當被用於促進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經社發展，俄羅斯可藉由提升雙邊關係與

積極參與多邊組織作為行動途徑。83自 2012年普丁總統重回執政後，俄羅斯的對

外政策有越傾向亞洲的趨勢，其新東方政策逐步強化俄羅斯與亞洲國家的雙邊關

係，同時俄羅斯更藉由亞太經合會與東亞峰會等多邊機制積極參與亞太事務。 

 

一、 俄羅斯對外經濟政策之原則及目標 

 

    自 2008俄羅斯聯邦經濟發展部所發表的「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對外經濟戰

略」84文件，可理出 2010 年代俄羅斯對外經濟的思考脈絡，其長期遠景是以積極

參與全球分工及提升國家國際競爭力之基礎為目標，並為俄羅斯在國際經濟領域

位居領導地位建立有利條件，而達成此目標有七項先決條件：第一，在全球經濟

分工中俄羅斯必須專業化經營高科技產業、智能產業、高級加工商品產業；第二，

俄羅斯國際能源供應市場中位居領導地位；第三，強化俄羅斯在國際市場中作為

農業商品出口國的地位，並降低對農業商品及糧食進口的依賴；第四，藉由關稅

                                                      
81 伊格爾․伊凡諾夫(Igor Ivanov；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Иванов)1998年 9月 30 日至 2004 年 2 月 

24 日任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長。 
82 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Серг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Лавров)自 2004年 3月 9日 20 擔任

現 任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長。 
83 Anna Kireeva, “Russia’s East Asia Policy: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erceptions, Winter 

2012, Volume XVII, Number 4 pp.49-55. 
84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 

http://economy.gov.ru/minec/activity/sections/foreigneconomicactivity/vec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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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調整國內市場、吸引外資及建立專業產業方式確保國家的世界競爭力；

第五，設立歐亞經濟整合共同發展區，使俄羅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第六，

與國際經濟中心建立穩定多元的關係，確保俄羅斯在全球危機四伏的情況下能長

遠地穩定發展經濟；第七，強化俄羅斯解決全球問題與建構國際經濟秩序的角色。 

 

為達成上述遠景目標，俄羅斯也另外擬訂對外經濟政策的具體主要方針： 

(一) 確保俄羅斯在國際高科技產業及其擅長產業的市場佔有領導地位，例如： 

    核子技術、航空技術、造船、太空產業、太空載具、程式維護、教育、智 

    能產業、旅遊業等。建設性地出口高科技商品及產業輸出，鼓勵進行研究 

    與設計，興建用於供應外國商品貨物的基礎建設。鼓勵透過製造合作並與 

    國際重要企業結盟方式，學習必要的技術與培養專業。  

(二) 鼓勵出口及促進加工產業及其他產業培養國際競爭力，刺激外國技術及資 

    金的投入，設立工業複合體機制鼓勵商品出口，使俄羅斯成為國際農業市 

    場的基本參與者，透過高級加工加強原物料商品在市場之地位，將俄羅斯 

    轉化成原料開採、運輸及加工產業的最大出口者，考量到俄羅斯國內的經 

    濟需求，發展製造業及其他位於境內的基礎建設。 

(三) 將俄羅斯整合入全球交通運輸體系，並且發揮俄羅斯運輸經濟的實力。以 

    「俄羅斯中轉運輸之路線」重新定向歐亞間的貨品物流，提高競爭力及俄 

    羅斯交通走廊的吸引力。 

(四) 提升俄羅斯維護全球能源安全的角色，同時強化其在碳氫化合物市場的地 

     位，擴大並多樣化碳氫化合物出口至歐洲及亞洲市場。 

(五) 設立歐亞經濟整合區，鞏固盟國，並在歐亞經濟社會結構下建立統一經濟

區及共同能源市場。 

(六) 在俄羅斯建立國際金融中心，將盧布變成區域貨幣並擴大其在國際貿易的

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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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強化俄羅斯解決全球問題及形塑國際經濟秩序的角色，確保在國際多邊機 

制中的領導地位，例如：G8、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貿易組織。 

善用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例如：亞太經合會、上合組織、波羅的海國家理 

事會等，並與其他經濟組織合作，例如：歐盟與東南亞國協。 

  

二、俄羅斯對亞太地區經濟政策的主要方針 

 

    面對快速發展的亞洲國家的俄羅斯的對外經濟政策方針主要藉由增加供應

能源載體、纖維紙漿產品、化學工業產品、能源產品、農業產品、機械電子零件、

通訊設備的方式擴大俄羅斯的出口，並且擴大俄羅斯公司參與新現代化的建築工

程計畫，增加供應用途的基礎設施，例如：能源與水力能源經濟、鐵路建設。俄

羅斯對亞太地區的政策依國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合作程度，例如俄羅斯與中國

的戰略夥伴關係，使兩國的經濟連繫較為緊密，俄羅斯與日本及韓國則側重發展

經濟合作關係。 

 

    俄羅斯與中國及印度發展經貿關係不僅意謂其經濟潛力對俄羅斯的外對貿

易發展有益，更顯示其在世界地緣政治角色的重要性。中國與印度國內大規模的

經濟改革及工業設備現代化，使其經濟更加蓬勃發展，俄羅斯企業積極爭取參與

大型能源、冶金、機械製造合作計畫，並增加俄羅斯智能產業商品出口至中國與

印度，俄羅斯必須具備相應的出口實力以應亞洲市場之需求。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方面，應當向中國市場推銷俄羅斯機械產品並且側重俄羅斯公司參與現代工業基

地、國家交通基礎設施與能源發展(特別指核能及電力網絡方面)，擴大出口穀物

糧食、奶製品及其他農業商品。消除俄羅斯冶金工業、化學工業、通訊部門產業

進入中國市場之關稅壁壘，擴大發展邊境的基礎建設、交通直銷網絡、製造與儲

存農業商品部門、開採自然資源、木材加工、漁業加工、食品工業之投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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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雙邊之學術研究、實務設計研究與教育合作，加強對抗非法經濟及侵害智慧

財產權之行為。俄羅斯與印度合作基本方針為鞏固俄羅斯出口至印度市場的機械

技術商品、黑色金屬、有色金屬及專業技術，深化俄羅斯與印度公司在石油、天

然氣及製藥方面的投資合作，擴大俄羅斯投資者在印度市場的存在，特別是高附

加價值的製造業商品與其產業、程式安全保障、生物科技及航空製造業之合作，

擴建能源供應綜合體的設施及交通運輸之基礎建設，調整並發展供應進出口商品

之物流交通走廊。 

 

    俄羅斯與日本及韓國的合作的首要目標即是取得高科技技術，透過建立共同

企業及及確保進入夥伴國市場的條件良好，多樣化輸出產品與產業。與東北亞建

立整合交通運輸基礎建設之夥伴關係，發展交通運輸及貨物轉運之合作，首要在

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落實開採自然資源之投資計畫、發展製造加工業、建設基礎

社會設施、解決環境生態問題。擴大資訊科技、生物科技及開發太空的技術合作。 

 

               第二節 俄韓經濟之互補性  

 

    俄羅斯與韓國的經濟合作除了地理臨近性的優勢外，兩國的經濟產業結構差

異更是推進雙方貿易的動力。俄羅斯出口至韓國的經濟產品結構是典型的俄羅斯

與亞洲地區國家的經濟關係，80%以上為礦物燃料，其他出口品也以原物料為主。

俄羅斯天然資源主要集中於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特別是當前俄羅斯政府積極開

發的遠東地區，濱海邊疆區臨太平洋，俄羅斯 60%的漁獲量出於遠東地區，10%—

15%的天然資源集中於此地，例如：石油、天然氣、煤礦、鑽石、黃金、銀礦、

鐵礦與其他礦石。相較之下，缺乏自然資源的韓國必須為國家發展找經濟出路，

主要以發展技術密集的工業與高科技產業為長。俄韓兩國的經濟合作通過雙方各

自的產業優勢進行貿易與交流，建立經濟互補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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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羅斯之經濟產業結構 

 

    1990 年代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經濟經歷嚴重的通貨膨脹，葉爾欽政府實行

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卻使中產階級瀕臨崩潰，政府甚至無法負擔工資與養老金，

大量國營企業淪落至倒閉下場或被外國收購，1991 年通膨率達 2520%，社會貧富

差距擴大，經濟寡頭壟斷一系列石油、天然氣與黃金行業。2000年後普丁執政，

打擊經濟寡頭重整國家經濟，適逢國際油價上升，俄羅斯國營石油公司併購其他

石油公司，推行能源出口導向經濟，以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收入恢復國家經濟的

正常運轉。俄羅斯繼承許多前蘇聯時期的重工業與國營事業，例如：鋼鐵、金屬

冶煉、造船、石化工業、航空工業、核能工業、汽車製造等，其經濟產業結構主

要由農林業、礦業、國防工業、製造業、能源(電力、天然氣、水力)發電業、服

務業、交通與通信業、航太工業與核能工業所構成。 

     

    天然資源的開採出口是俄羅斯現今對大的經濟支柱，在廣袤的領土範圍內有

蘊藏巨量礦產、天然氣與石油，天然氣儲量為世界第二，歐洲許多國家的天然氣

依賴由俄羅斯進口，石油儲量為世界第二，其他礦物儲量例如：鐵礦、金礦、銅

與鉛等都擁有豐富儲量，俄羅斯產值最高的前五種產業為原油、天然氣、金屬、

化學品與原木。俄羅斯基於發展國內經濟的考量，全面拓展能源外交，亞太地區

特別是東北亞地區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量逐年擴大，成為俄羅斯擴

大能源出口的重要市場，中國大陸、韓國、日本及印度將成為俄羅斯最具前景的

能源銷售市場，預計 2020 年東北亞地區將成為俄羅斯能源出口的主要市場。85擁

有豐富天然資源對俄羅斯經濟來說無疑是項優勢，然而能源終有枯竭一日，以及

為了降低國家經濟因國際石油價格漲跌所受之影響，俄羅斯國內逐漸轉向提升其

他產業之技術並多元化發展經濟，促進國家現代化。此外，21世紀知識經濟已是

                                                      
85
 資料來源：APEC能源國際合作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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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主流，俄羅斯目前亦投入發展金融業、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等新興產業。 

 

二、韓國之經濟產業結構 

 

    韓戰停戰後歷經一段沉潛時間，1960 年代韓國經濟復甦進入高速工業化階

段，1962年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重點發展能源產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擴大

農業生產與出口，目標是為工業化作準備，提出以出口為導向的方針，以出口勞

力密集型商品推動經濟增長。1960 年代後期韓國側重發展出口導向的輕工業並

為準備發展重工業，進而實行資本密集型原物料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使其作為

推對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1970年代至 1980年代為韓國資本密集型重工業與化

學工業經濟發展階段，當時的國際環境由於美國改變亞洲戰略，韓國政府出於軍

事抗衡需要，要求建立自己的國防工業，韓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使化學工業，

政府先後重點扶植電子、鋼鐵、機械、造船、汽車、化工等資本密集產業，浦項

鋼鐵企業與現代汽車企業等大型財團相繼成立。1980 代後期韓國進入後工業經

濟階段，在國民經濟的架構中，工業比重漸趨下降服務業比重則逐漸提高，主要

以發展家電及汽車產業為主。這些產業不但為韓國經濟奠定高速發展的堅固基礎，

也改變韓國的工業結構，輕工業比重逐步下降，重工業比重明顯上升，進入重化

工業結構高級化的階段。861990年代後期為擺脫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發展技術

密集型產業，以科技產業作為國家發展策略，加速發展高等教育與高科技產業，

並且將原有優勢產業87進行技術升級，提高商品的附加價值作為出口的主要產業。 

 

    2000 年代電子通訊商品為主軸，韓國為世界第三大半導體生產國，現今韓

國經濟的資訊科技產業當道，發展金融、交通運輸、文化、旅遊的服務與發展能

                                                      
86 馬常娥，「韓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其啟迪」，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1年第 2期，頁 19－  

  20。 
87
 紡織業、水泥業、石化業、鋼鐵業、家電業、汽車業、造船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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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鋼鐵、石化、造船、汽車，電子的輕重工業構成國家經濟結構。進入 21 新

世紀，韓國逐漸調整產業發展重心，針對不同產業制定不同的發展策略，在韓國

產品出口的比重中以液晶裝置、石化產品、半導體商品、船與汽車。對於傳統製

造業，扶持主要核心產業類別並升級產業結構；對於新科技產業，加速發展並提

高其在整個經濟結構的比重；對於服務業，最大化市場功能開拓潛在機會，朝結

合知識型服務業與製造業方向發展。此外韓國支持開發新高科技技術，韓國產業

通商資源部特別支持資訊科技、生物科技、奈米科技、環境科技及文化科技五大

領域的技術開發研究。經濟的發展除了需要充足資金與先進技術，優質的人力資

源也是重點，韓國政府啟動國家人才培養計畫培植高端科技研究人員，滿足未來

創新產業人才需求。 

   

三、俄韓經濟結構之互補合作的影響 

 

    俄羅斯以出口能源、礦物及天然資源為主要的經濟來源，韓國的經濟產業則

是以高科技電子通訊設備與交通工具為主，從兩國主要出口品(見頁 107 附圖 1

與頁 108 附圖 2)的差異可以歸納出一個現象，俄羅斯的出口品皆為天然資源，

韓國的出口品則屬於工業技術製品，兩國之經濟結構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一國之

餘為他國之所需，國與國之間貿易交流的開展源自需求，雙方的貿易合作方式以

俄羅斯提供韓國工業發展所需之原物料，換取韓國經過人力技術加工製造後的商

品。俄韓雙方的經濟交流起步晚，自 1990 年正式建交後，兩國才得以直接投資

方式經營雙邊經濟合作，獨立之初的俄羅斯需要韓國的資金挹注協助國家經濟發

展，然而 1990 年代的俄韓關係正處於摸索期，兩國關係容易受到外在因素而有

所起伏，韓國對俄羅斯的投資也相對有限，1992 年俄韓貿易額僅 1.9 億美元。

直到 2000 年代後，俄羅斯國家內部政治與社會逐步穩定，經濟環境越發吸引投

資人目光，韓國主要財團紛紛進駐開發俄羅斯這個新興市場，如附表 2(見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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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韓國企業對俄羅斯的投資方式以善用俄羅斯的天然資源優勢，搭配韓國企

業本身的高科技與工業技術，以在當地製造方式銷售主要至俄羅斯市場，2013年

俄韓貿易俄增長為 226.5 億美元，成長幅度為 119 倍，韓國更是名列俄羅斯進口

國第 12 名。 

 

    2014 年韓國對俄羅斯的投資額為 30億美元，俄羅斯對韓國的投資額為 6500

萬美元，雙邊的經濟合作實力尚未完全發揮，但事實上兩國有許多互利的合作機

會。當前俄韓雙方合作還有努力空間的原因有多，從韓國企業之的角度來看，俄

羅斯對韓國的經濟投資比預期少，不僅是對韓國企業運作模式了解甚少，俄羅斯

不積極的投資態度直接影響兩國的經濟發展合作，此外俄羅斯簽證難以取得、複

雜續亂的關稅手續、過多的官僚文化、陳舊的基礎設施也是阻礙兩國的經濟交流

的因素。然而自從 2012 年俄羅斯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採用國際標準與程

序，建立新經濟特區，俄羅斯的投資環境逐漸轉好，2013年俄韓峰會上更是達成

設立雙邊經濟合作發展共同研究機構之協議，透過專家學者的協助促進兩國營造

更友善的投資環境。88 

                     

  第三節 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與韓國之合作互動 

    

    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蘊含極度豐富的天然資源，此區擁有相當於全世

界 10%石油、25%天然氣、12%煤、9%黃金、7%鉑、9%鉛、5%鐵礦、14%鉬、21%鎳，

並且具有大量的頁岩層，除了能源與礦物外，本區域含有全世界近 16%淡水藏量

與 21%森林面積，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可耕地面積佔俄羅斯可耕地總面積 1/5，

此外遠東地區臨太平洋近 18000 公里的海岸線及近 300 個港口使其漁業資源收

                                                      
88 «Корея делает ставку н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04.07. 2014, 

https://rg.ru/2014/04/07/expert-si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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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豐富，俄羅斯近 60%漁獲量出於此區。89縱然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地域遼闊資

源豐富，但人口逐年遞減與長期不受中央重視缺乏投資，經濟發展相對俄羅斯西

部區域來的遲緩。從前述俄羅斯向亞洲發展的政策可知，遠東地區是向東方發展

的重要戰略起點，不論俄羅斯參與東北亞區域發展合作，抑或俄羅斯想望融入亞

太地區區域經濟，尋求夥伴合作發展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是必需路徑。21 世紀

的亞洲地區為全世界當前最活躍的經濟發展區域，俄羅斯當善用此風揚帆，將亞

洲的經濟成長可轉化成俄羅斯經濟發展之動力，替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發展打開

新頁。 

 

一、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發展之歷史 

 

    回顧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發展過程，俄羅斯對於開發此區域的態度消極，或

許距離中央遙遠，或許政策戰略考量，或許國家經濟困難，幾經波折才逐漸受到

政府重視著手開發，自沙俄時期到當前的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發展過程可分成以

下階段： 

 

第一階段：16世紀西伯利亞地區成為俄羅斯帝國領土的一部分，主要作為皮草 

          的供應源，19世紀俄羅斯將西伯利亞視為軍事戰略要點，特別是克 

          里米亞戰爭之後，遠東沿海地區成為俄羅斯軍事活動基地，尤其重   

          視維護邊境安全90。 

第二階段：1890年代俄羅斯開始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同一時期 1894年— 

                                                      
89 И.А. Макаров, «Сибирь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как возможный локом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к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Развитие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усиления азиатского вектор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сс.185-186. 
90 特別指經營布拉戈維申斯克(又名海蘭泡；英文名：Blagoveshchensk；俄文名：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意為「報喜城」)與哈巴羅夫斯克(又名：伯力；英文名：Khabarovsk；俄文

名：Хабаровск)兩 大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位於 1858 年璦琿條約中規定割讓黑龍江以北約 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內，與黑河市隔將相望；哈巴羅夫斯克位於中俄邊界處，黑龍江與烏蘇里江

交界處東側，距離海參崴 8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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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爆發日俄戰爭，開啟第二波積極經營俄羅斯東部風潮，因應 

          人口遷移必要進行土地改革與加速鐵路營建。 

第三階段：西伯利亞具全面性的發展計劃始於 1930年，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主 

          要供應麵包、木材、糧食製造業展品、林業產品、食用油及皮草作 

          為出口品外，也是國家開採煤礦與發展水力資源的能源中心，1930 

          年代的發展為日後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現代化工業奠下發展基礎。 

第四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政府開發西伯利亞的碳氫化合物資源及雅 

          庫特地區91的金剛石產業，東西伯利亞地區開始發展水力發電與人 

          力資源，並建造西伯利亞學院城92。1960年代蘇聯推行自願遷徙計 

          畫
93
，1960 至 1970年代約有 23900 個家庭遷徙至濱海邊疆區、阿穆 

          爾州與楚科奇州，1960年代中蘇交惡後，1974年蘇聯開始積極興建 

          貝阿鐵路94。 

第五階段：1986年戈巴契夫於海參崴發表演說，表示「亞洲復甦迎向 20 世紀 

          新未來，……，蘇聯不只是歐洲國家，也是亞洲國家，是太平洋大 

          國。」951988 年再於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發表演說，強調透過與外國              

          合作加強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發展的重要性。 

第六階段：1991年底蘇聯解體，強調融入西方的俄羅斯新政府忽視遠東及西伯 

          利亞之發展，甚至出現俄羅斯遠東地區是國家負擔的說法，使東部 

          地區的發展陷入停滯僵局。 

第七階段：21世紀開發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歷經多次調整，1990年代國家內部 

                                                      
91 雅庫特(英文名 Yakutia，俄文名：Якутия；又名薩哈共和國，英文名：Sakha Republic，

俄文 名 Республика Саха) 
92
 西伯利亞學院城，Новосибирский Академгородок。 

93
 自願遷徙計畫(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переселения)。 

94
 貝阿鐵路全名貝加爾—阿穆爾鐵路( Baikal–Amur Mainline(BAM)；Байкало-Амурская  

  магистраль (БАМ))，蘇聯為因應二戰前遠東的緊張局勢及 1970年代中蘇交惡對制局勢，

由於原西伯利亞鐵路正線相當接近中國邊境，因此搶建此戰略性鐵路。 
95
 俄文原句：«Азия проснуласьк новой жизни в ХХ век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еврапейская, но и азиастка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держав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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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經濟與社會失序混亂，政府無法有效控管治理遠東地區。 

          2000年普丁總統執政後，宣告遠東地區是俄羅斯不容忽視之地區， 

          2002年更是強調東部俄羅斯有相當重要的戰略意義，2007年頒布 

         「2013年前遠東及貝加爾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96新計畫，挹注 

          6920億盧布作為發展經費，2009俄羅斯政府再度頒布「2025 年前 

          遠東及貝加爾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97，2012年設立俄羅斯聯邦 

          遠東發展部98，專責處理遠東地區發展事務。 

 

    從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發展的歷史演變可觀察到俄羅斯對於此區的治理有

逐漸建設性化，特別是 2000 年代以後中央意識到地區的重要性，規劃一系列發

展計畫。2012 年遠東發展部列出 90 個投資項目，其中包含修建翻新貝阿鐵路、

建設鐵路支線連結縱貫朝鮮半島鐵路、打造連結薩哈林島與本島區域的橋樑、興

建遠東地區機場等，「2025前計畫」規劃多項發展願景99，總計需要 11兆盧布預

算(約等於 3592.4 億美元)，俄羅斯聯邦政府編列 3.9 兆盧布(約 1273.7 億美

元)，其中用於交通、能源、社會基礎建設，剩餘 6.8兆盧布(約 2318.7億美元)

仍有賴私人投資。俄羅斯當前全力開發遠東及西伯利地區的同時，必須意識到新

時代需要新戰略，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已不單是過往只具備戰略地位優勢地位的

角色，俄羅斯經濟需要新刺激動力，因此必須將此地區視為國家的新機會而非負

擔。適逢亞太經濟成長期，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必須善用機會，將發展製造業並

將產品銷往亞太地區與吸引外資列為經濟目標，此外遠東及西伯利亞區發展計畫

                                                      
96 「2013年前遠東及貝加爾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英文名為“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the Baikal Region until 2013”，俄文名為«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3г.»。 
97 「2025年前遠東及貝加爾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英文名為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the Baikal Region until 2025”，俄文名為«Страте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5г.»。 
98 俄羅斯聯邦遠東發展部，英文名為 Ministry for Development of Russian Far East，俄文名為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развитию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99包含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農產品加工製造、發展自然資源、設立經濟特區、建設能源燃料工  

  業複合體、拓展旅遊業、發展用於教育、文化、體育方面的社會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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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俄羅斯中央大量的財政支助，地區產業的發展與轉型有助擺脫「西伯利亞的

豐富自然資源是俄羅斯的詛咒100」，俄羅斯必須跳出「原料陷阱」101多元化發展經

濟。 

 

二、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與韓國之合作 

 

    地緣的鄰近性與經濟結構的互補性是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與韓國合

作的出發點，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豐富的天然資源對於擁有高科技技術與資金卻

缺乏自然資源的韓國是絕佳經濟合作夥伴，然而韓國政府的考量並不侷限於此。

俄羅斯對朝鮮半島局勢的穩定具有重要影響性，因此韓國欲引入俄羅斯作為兩韓

共同合作的參與者，透過三方經濟合作達到更深遠的戰略安全合作意義。 

 

(一)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與韓國之合作計畫大方向以鐵路、天然氣管線  

    與智能電網為主要三大項目(Three Mega Projects)： 

 

1. 鐵路 

   交通運輸系統的發達便利度是一國經濟發展快慢的關鍵因素，出於開發遠東

與西伯利亞地區的經濟與戰略安全需求，19 世紀末俄羅斯動工興建西伯利亞大

鐵路102直到 1916年完成長達 9288公里自莫斯科通往海參崴的主線，西伯利亞大

鐵路成為橫跨歐亞大陸的鐵路，為歐亞貿易帶來助益。韓國的鐵路計畫為興建縱

貫朝鮮半島鐵路103，作為貫穿兩韓的物流交通，更進一步再建造羅津－哈桑鐵路

支線，計畫修建北韓羅津與俄羅斯哈桑之間 54 公里長的鐵路，同時重建此支線

                                                      
100 俄文原句：«Природные богаства Сибири как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оклятье.» 
101
 俄文為«сырьевая ловушка»。 

102
 西伯利亞大鐵路(英文名:Trans-Siberian Railway, TSR；俄文名 Транссибирская 

магистраль)有一條全長 9288 公里的主線與三條支線。 
103
 縱貫朝鮮半島鐵路(the Trans-Korea Railway, T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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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建設與現代化羅津港。韓國構想從縱貫朝鮮半島鐵路運送貨物經羅津－哈

桑鐵路支線中轉後，再連結西伯利亞大鐵路可運往歐洲，三段鐵路的連結使海洋

與大陸的物流路線得以結合，實現歐亞物流運輸計畫。此外，當前韓國向俄羅斯

購買的西伯利亞煤炭正是經水路運往羅津港後，再經中轉走水路運往韓國，因此

韓國更需積極促使完成羅津—哈桑鐵路支線。 

 

2. 天然氣管線 

   俄羅斯擁有全世界 1/4 天然氣蘊藏量，不論歐洲還是亞洲地區國家都是重要

買家，1989 年時任現代集團執行長的李明博就曾經提出建造自海參威經平壤到

首爾的天然氣管線，這想法可溯源至盧泰愚的北方政策，但當時許多問題尚未解

決，計畫因此無法落實。直到 2008 年李明博成為總統後，縱使發生天安艦事件

與延坪島事件，俄羅斯與韓國仍再次對此議題進行正式討論。朝鮮半島縱貫天然

氣管線不僅可獲得巨額經濟獲益，也對所有參與方有政治助益。俄羅斯可以藉此

多元化自己的能源供給市場，擴大發展東西伯利亞與薩哈林地區尚未被開採的天

然氣藏量；對缺乏天然資源的韓國而言，自國外引進新能源可增加長期能源供應

的穩定性，此外，與進口海運運送的液化天然氣相比，假若自俄羅斯購買的天然

氣經由規劃的朝鮮半島縱貫天然氣管線運送，將可節省近 30%費用；對北韓亦有

益，每年天然氣的轉送營利可獲得至少 1億美元，此外俄羅斯或韓國管線建造公

司可雇用北韓當地工人，對北韓慘澹的經濟注入活水。從政治戰略角度來看，天

然氣管線計畫可降低兩韓衝突並進一步為朝鮮半島帶來和平穩定，東北亞局勢也

可因緩解北韓核子及飛彈問題漸趨平和。104 

 

    儘管經濟與戰略安全的優點吸引俄韓雙方合作建造天然氣管線，北韓因素的

                                                      
104 Jin W. Mok and Sung Gul Hong, “The Russo-Korean Cooperation for Natural Resources: The    

  Prospect of the Trans-Siberian Gas Pipeline Proj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Fall    

  2012, pp.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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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卻是根本影響計畫的重點，即使完成管線鋪設仍然無法確保北韓是否會

遵循合約商定的規則，北韓與現代峨山集團的金剛山計劃就是一例。不論對於俄

羅斯與韓國，還是中國、日本、美國也一樣，天然氣管線鋪設計畫帶有相當複雜

的戰略考量，整個計畫將會影響東北亞的戰略算計與世界能源市場架構。倘若自

海參崴－北韓－南韓的路線無法實現，仍可以由俄羅斯運送至中國山東經黃海海

底管線運送至仁川。 

 

3. 智能電網 

   俄羅斯為能源大國，擁有充足用於發電的煤炭、水資源、鈾等自然資源，國

家不缺電的優勢，發展出一個可用於穩定東北亞局勢的資源戰略。俄羅斯可將遠

東地區過剩的能源供應給缺電嚴重的北韓，北韓自行建造與國際援助建設的發電

廠仍舊無法緩解國內嚴重的電力短缺問題，再加上北韓經濟財政缺口甚大，也無

法更新現有的發電設備及電力傳輸線路，即使有資金建立新發電廠或核電廠也需

要長時間建設。俄羅斯可從遠東地區的海參崴經克拉斯基諾105再到北韓清津106，

建設一條總長 380公里的電力傳輸線，首先受惠將是羅津—先鋒經濟特區與附近

的鐵路。此智能電網計畫能實質解決北韓長期的能源危機，更可延伸在兩韓邊界

建設高壓線路，使韓國亦可從俄羅斯過剩的能源獲益。107 

     

(二) 歐亞倡議 

 

    2013 年朴槿惠在「歐亞時代下的全球合作國際會議」 發表演說，以「新歐

亞地區正在蓬勃發展，未來將提供投資及工作新機會，並且帶給新世代新機遇」

                                                      
105 克拉斯基諾(英文名: Kraskino；俄文名:Краскино) 位於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濱海邊疆區的北   

  韓邊界附近。 
106 清津(韓文名: 청진시)為北韓第三大城，是北韓北部的重點工業城市。 
107 李載榮，「韓國的新北方政策與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開發」，俄羅斯研究，2015 年第 3 期 

總第 193 期，頁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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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內容拉開「歐亞倡議」序幕。朴槿惠總統提出「歐亞倡議」及「東北亞和平

合作構想」作為其外交政策戰略，「歐亞倡議」中所指的「歐亞」從廣義面來看，

為亞洲與歐洲的中間地帶，從狹義面來看，指的是俄羅斯及其周邊的前蘇聯國家，

因此「歐亞倡議」計畫涵蓋的核心範圍包含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中國東

北三省、獨立國家國協與蒙古，這些國家都是朝鮮半島的近鄰，尤其俄羅斯在「歐

亞倡議」計畫扮演關鍵角色。「歐亞倡議」聚焦建立連結亞洲與歐洲市場的經濟

外交，「東北亞和平構想」則側重建立穩定安全可預測的安全外交，本章節先就

經濟面的「歐亞倡議」探討俄韓合作之內容。 

 

     基於朝鮮半島地理位置關鍵獨特性，韓國政府欲借助此優勢與歐亞大陸開

展多層次經濟合作，連結周邊鄰國與世界大國的海上及陸路橋梁，透過推動兩韓

經濟增長與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以打造交通運輸路線及物流管理系統連結歐洲

與亞洲為主要策略，將歐亞大陸分別看作是「整體的大陸」、「創新的大陸」與「和

平的大陸」108，並且規劃一系列戰略計畫藍圖。「整體的大陸」著重提升歐亞大陸

的連結性，打造鐵路與公路的交通運輸、物流管理、資訊與通訊科技、能源之網

絡，同時推動絲路高鐵計畫與北極開發計畫，此外韓國政府積極參與亞歐會議

（ASEM）以提升亞洲與歐洲之連結。「創新的大陸」強調 21世紀是創新經濟的時

代，鼓勵以知識結合創新科技促進文化與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提升工業、貿易、

運輸及基礎建水準在新時代展現新風貌，廣設區域機制網絡及諮詢平台，例如：

韓國－北歐五國會議109、韓國－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合作110，使亞洲與歐洲共享

繁榮。「和平的大陸」視穩定的朝鮮半島為通往歐亞地區的大門，因此必要先建

立兩韓互信的根基，同時為更進一步促進歐亞地區生氣蓬勃，韓國政府致力解決

                                                      
108 “a Continent That is Truly “One””, “a Continent of “Creativity””, “a Continent of “Peace””. 
109 韓國—北歐五國會議英文名為“Korea-Nordic Consultation”，作為韓國與丹麥、芬蘭、

冰島、挪威及瑞典的諮詢平台。 
110
 韓國—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合作英文名為“Korea-Visegrad Four Cooperation”，作為韓

國與捷克、匈牙利、波蘭及斯洛伐克的商議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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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和緩緊張、強化合作與區域整合進而建立區域互信，以推行羅津－哈桑物

流計畫111鼓勵北韓邁向改變的未來，此外韓國政府也藉由圖們倡議與中國、蒙古

及俄羅斯發展多邊經濟合作計畫。 

 

    普丁政府在宣告俄羅斯為「歐洲－亞洲國家」後，推行「新東方政策」，規

劃遠東及貝加爾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計劃並設立遠東發展部，以示俄羅斯已準備好

與亞太地區國家擴大合作，此外，俄羅斯也建立「歐亞經濟聯盟(EEU)」，深化與

亞太地區國家發展更進一步的經濟與政治合作。「歐亞倡議」的願景是將歐亞地

區打造成世界中心並創造區域繁榮，其背後的思量依然回歸韓國之基本外交政策

戰略，以改善兩韓關係為目標，促進東北亞國家與歐亞國家合作。2016 年 9 月

俄羅斯總普丁總統與韓國朴槿惠於海參崴舉行雙邊領導人會談，韓國外交部長尹

炳世表示，雙方利用大部分時間集中討論遠東開發相關議題，反映了俄羅斯是韓

國為推新東方政策的合作夥伴，在「歐亞倡議」大戰略的規劃中，俄羅斯的濱海

邊疆區不僅在經濟層面，同時也在安全層面是不可或缺的連接橋梁，韓國必須從

俄羅斯遠東地區出發尋找海洋與歐亞大陸的連接點。112俄羅斯在地理上與朝鮮半

島相鄰，與北韓共享 17 公里邊界，「歐亞倡議」將俄羅斯列為韓國進入歐亞的窗

口，不僅基於地緣經濟互惠互利的經濟考量，更重要的是出於地緣政治的安全考

量，賦予俄羅斯擔任倡議的關鍵角色。 

 

    朝鮮半島縱貫鐵路是倡議的重點計畫之一，俄羅斯國營鐵路公司已完成羅津

—哈桑計畫的鐵路修建與一系列的基礎建設，2014 年俄羅斯也完成修建羅津港

的轉運設施113，雖然兩韓的政治對立易為羅津—哈桑計畫帶來高風險，但其可為

                                                      
111 羅津—哈桑物流計畫(Rajin-Khasan logistics project)是指以鐵路方式在俄羅邊境小鎮—哈桑與

北韓的羅津不凍港之間運送貨物。 
112
 尹炳世，「遠東開發是通往歐亞的機會之窗」，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網，2016 年 9 月 5 日，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56684&category=002005 
113
 修建後的羅津港每年貨物轉運量可達 400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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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北韓—韓國三方合作帶來相當大的助益。然而據 2016年 3月 The Korea 

Times(韓國時報)的報導114，俄羅斯-北韓-南韓三方合作的物流計畫因對平壤核

試驗及飛彈試射發動制裁，韓國宣布中止北韓-俄羅斯的物流計畫，但承諾繼續

擴建歐亞倡議架構下連結亞洲與歐洲的基礎建設，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歐

亞倡議的目的是在中期與長期計劃中增加歐亞兩洲的連結，並且提升區域的經濟

發展與和平，韓國正持續往實現計畫努力。｣其中一項計畫為從韓國出發經俄羅

斯至柏林的歐亞特快鐵路，以及今年將陸續展開許多文化與交通論壇。 

 

    從韓國的中期和長期計劃來看，俄羅斯與日本相比是更重要的外交考量，倘

若缺少與俄羅斯的友好關係將無法實現韓國朴槿惠政府的外交政策基石－「歐亞

倡議」。東北亞情勢的穩定度攸關經濟合作發展，俄韓雙方合作順利與否和北韓

這個重要影響因素相關，因此增加南北兩韓的對話係俄羅斯與韓國努力的方向。

俄羅斯－北韓－南韓三方計畫提高平壤政策的可預測性，同時也有助和緩北韓核

子問題的不確定性。2014 年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部長相信，與亞洲地區國家合作

具長遠互利發展願景，俄羅斯－北韓－南韓三方合作計畫對三國都有利是值得經

營的策略，藉由合作計畫俄羅斯能吸取更多資金與技術，進而得以轉化為國內經

濟發展現代化的助力；北韓位於俄韓雙邊的中間者，參與合作得以改善經濟狀態；

對韓國而言，三方計畫的長遠策略可用於投資將來統一韓國的經濟發展，此外，

三方計畫也是「歐亞倡議」的規劃之一，透過建立共同的物流交通運輸走廊，經

濟產品得以自南韓經北韓與俄羅斯中轉運送至西歐國家。然而北韓的核子因素是

影響三方合作的關鍵，北韓的參與雖然可提高其政策的可預測性，倘若其不願配

合而以核武試驗或飛彈試射等行為威脅朝鮮半島的和平，三方合作易因此中斷，

故調和北韓在三方合作計畫的穩定為一大問題。115俄羅斯自 2012 年後越發積極

                                                      
114 “S. Korea reaffirms commitment to Eurasia Initiative.”, The Korea Times., 2016.03.10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6/03/120_200085.html 
115

 Sung Hoon Jeh and Boogyun Kang,”The Putin Administration's Far East Development Plans and 

the Future of Korea-Russia Cooperation" World Economy Update, KIEP, Vol.3 No.26, June 17,  

2013,pp.1-8.,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2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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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與亞太地區國家之經濟合作，地緣上俄羅斯已是亞洲的一部分，但在經濟交

流方面俄羅斯仍須積極參與多方合作以融入亞太經濟區。 

 

                    第四節 小結 

 

   俄羅斯豐富能源儲量使國家能爬出蘇聯解體後的經濟困頓，並得以能源外交

將俄羅斯推進金磚五國新興市場行列中，然而能源對俄羅斯來說既是優勢也是一

大弱點，國家仰賴大量出口自然資源賺取外匯支撐經濟，縱使資源豐富也有枯竭

的一天，俄羅斯必須分散國家經濟主力，培植不同領域專業發展多元經濟，避免

產業單一化，否則易蒙受脆弱性依賴所造成的損害，過度依賴能源單一產業，國

家經濟也易受國際能源市場價格波動影響而不穩定。過往俄羅斯外交政策重心仍

以歐洲地區為優先，對亞洲地區國家的關注不多，然而 2012 年普丁總統在海參

崴 APEC 峰會上宣布俄羅斯轉向東方後，應當趁勝追擊積極與亞洲國家進行經濟

合作，也得以在合作的過程中找尋國家經濟產業發展的其他可能。 

 

    韓國是俄羅斯開展經濟合作的適當選擇，經濟結構互補性強、地理位置鄰近

與東北亞戰略安全考量促進雙邊合作，兩國的合作以截長補短方式結合兩者之優

勢，從前述的資料來看，目前雙方的經濟交流俄羅斯是較為消極一方，俄羅斯對

韓國的投資甚少，相對而言，韓國企業則積極拓展俄羅斯市場，更是在俄羅斯境

內設廠以俄羅斯當地人力與資源結合韓國品牌、資金與技術，韓國善用俄羅斯之

所長值得俄羅斯效仿。筆者認為除了向韓國輸出原物料外，俄羅斯亦可向韓國學

習高端技術與工業製造專業，將所學結合國內豐富自然資源可開創有別以往的多

元產業，不僅有助刺激國家經濟加速現代化，還能促進俄韓雙邊關係，更能提升

俄羅斯在東北亞甚至是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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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槿惠政府的「歐亞倡議」是具前瞻性的構想，歐亞地區的國際政治與經濟

的重要性逐漸上升，韓國選擇俄羅斯作為最重要的合作夥伴，除了俄羅斯橫跨歐

亞的地理位置優越性外，更看重歐亞地區國家大部分為與俄羅斯交好的前蘇聯國

家。此外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與朝鮮半島接壤，可作為韓國進入歐亞大陸

的通道，這個地區亦是朝鮮半島經濟持續發展與和平統一的關鍵，大量的石油、

天然氣與其他自然資源可提供韓國經濟發展之所需。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

與韓國在資源開發、物流與運輸網絡方面，具十足合作潛力。俄羅斯對韓國的經

濟政策不單是經濟獲益的計算，而是出於更深一層的戰略思考，透過經濟合作建

立互信進而降低東北亞地區情勢緊張之風險，有安全穩定的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地

區作為良好外部環境，俄羅斯才得以全力發展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國家的經濟

發展也得以突破發展新契機，完成普丁總統的「重建偉大俄羅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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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俄羅斯與韓國之互動：安全面向 

 

    冷戰後時期俄羅斯參與亞太地區安全架構可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1990年

代亞洲地區新區域主義興盛，俄羅斯正處於與許多國家發展關係的階段，同時也

積極投入參與多邊合作。第二階段，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俄羅斯與東亞地

區國家一同歷經動盪，但俄羅斯並無抓準機遇穩健復甦，因此錯失在亞洲地區發

揮影響力的機會。第三階段，2008年至 2009年發生全球經濟危機，同時俄羅斯

與西方國家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因此俄羅斯選擇將注意力放在經濟自己在亞洲的

地位，尤其特別著重與中國的關係以及參與亞洲地區事務的多邊機制。日益重視

經營與亞洲地區國家關係的根本原因始於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漸趨惡化，歐洲地

區因北約與歐盟的擴張，俄羅斯有必要另尋發展安全空間。東北亞地區是匯聚周

邊國家利益的重要區域，它不僅是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也是地緣經濟的關鍵核心，

更是對當前的區域體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就國際政治地區定義來說，東北亞

包含中國、日本、韓國、北韓與蒙古，美國自認是亞太地區強權，積極經營與東

北亞地區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並穩固其在地區大規模的駐軍，因此對東北亞國家

來說美國也是最重要的國家。116 

 

    冷戰時期美國及其盟友藉由阻撓蘇聯參與重要區域政治議題討論，以降低蘇

聯對東北亞的影響力，因此在後冷戰初期俄羅斯嚴重失去其在東北亞的影響力，

東北亞地區周邊國家在美國的影響下，並不認為衰弱的俄羅斯是東北亞地區的利

益相關者。1990年代初期北韓轉向美國尋求合作，俄羅斯與北韓關係惡化，特別

是當其被排除在 1997 年四方會談之外，更被視為是俄羅斯東北亞外交失敗的象

徵。直到 2000 年普丁總統執政後，俄羅斯透過參與六方會談，逐漸恢復其在地

                                                      
116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Д. Толорая, «Столкнлвени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етересов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с.1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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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影響力，對俄羅斯而言，克服其他國家蓄意孤立其在東北亞事務參與進而取

得話語權，是俄羅斯在東北亞最重要的國家利益。此外，俄羅斯的東北亞戰略又

有三大目標，第一，恢復國家在東北亞之影響力；第二，維護東北亞之和平穩定；

第三，開發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以促進經濟繁榮，因此俄羅斯有必要善用國家的

地理位置與天然資源兩大優勢，一一突破來自美國的圍堵。117本章欲透過俄羅斯

與韓國在東北亞扮演的角色、北韓因素在俄韓關係中的角色與韓國佈署薩德系統

計畫的角度探討俄羅斯在東北亞的影響力演變，以及俄羅斯與韓國在戰略安全上

的互動。 

 

       第一節 俄羅斯與韓國在東北亞扮演的角色 

 

    從地緣政治的戰略安全角度審視俄韓兩國在東北亞地區的關係，可發現兩國

的合作必然少不了位居其中的北韓，除了地理位置的鄰近性外，更因俄羅斯過去

自蘇聯時期開始即與北韓交好。對南韓而言，借重俄羅斯介入朝鮮半島居中斡旋

之力，得穩定半島局勢；對俄羅斯而言，北韓盟友的存在為與南韓合作商談的重

要籌碼，另穩定的半島局勢對俄國之安全至關重要，俄韓兩國合作之似利大於弊。 

 

一、六方會談 

 

    俄羅斯參與六方會談的主要戰略意圖在於透過參與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恢

復俄羅斯在東北亞地區的影響力，進而抵制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圍堵，從地緣戰略

角度來看，朝鮮半島對俄羅斯有相當重要的戰略價值。後冷戰初期俄羅斯的親西

方外交政策，對朝鮮半島採取向韓國一邊倒的政策，特別與北韓關係疏遠，北韓

                                                      
117 Beom-Shik Shin, “Post-Cold Wa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Russia and  

  East Asia. Informal and gradual integration, Routledge, pp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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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相當不諒解，俄羅斯與北韓關係陷入僵局。1994年北韓進行第一次核試驗，

1996 年俄羅斯北韓同盟隨著「1961 年蘇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到期後不續約失

效，俄羅斯對其影響力隨之減弱。1997年俄羅斯被排除在四方會談一事，更是重

挫俄羅斯與北韓關係，與中國、美國及日本相比，俄羅斯在東北亞地區角逐大國

地位之競爭處於不利地位，已從地區事務的主角淪為配角118，此外立基在俄羅斯

對北韓具影響力前提之上的俄韓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需要韓國資金協助整頓經

濟的俄羅斯政府開始思量對兩韓的政策，此即俄羅斯對朝鮮半島戰略的轉捩點。 

 

    俄羅斯從 1990年代後期調整對兩韓政策，改採「南北等距外交」，試圖平衡

在兩韓之間的地位。2000 年普丁上台後為加速俄羅斯東部地區開發，進而帶動

俄羅斯整體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寄望遠東地區成為加入亞太經濟發展的橋樑，

因此朝鮮半島對俄羅斯來說，不論從地緣政治利益，確保國家安全穩定，抑或促

進地區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自普丁執政以來，俄羅斯積極調整對

朝鮮半島外交政策，2000 年俄羅斯與北韓簽訂「俄朝友好睦鄰合作條約」，標誌

開展兩國新關係。2000 年至 2002年期間普丁與金正日舉行 2次會面，強調俄羅

斯與北韓合作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同時有利朝鮮半島的和平、安全與穩定，雙

方亦簽署一系列軍事工業及軍事技術合作協議，此外兩國認知加強經濟合作的重

要性，主張建立連接朝鮮半島與俄歐鐵路交通走廊，最重要的是美國小布希政府

將北韓列為「邪惡軸心」後，俄羅斯與北韓雙方領導人的會面，對北韓政府而言

是外交上的支持，進而使北韓政府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對俄羅斯相當倚重。 

 

(一) 俄羅斯在六方會談中的政策 

 

    2000 年開始俄羅斯相當關注東北亞與朝鮮半島的區域穩定安全性，隨著俄

                                                      
118
 鄭雨，「普京政府對朝鮮半島及朝核危機的政策」，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3 年第 4期，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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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因石油出口獲益，國家的經濟增長使其外交信心隨之大增，再加上普丁總統

對朝鮮半島的南北等距外交運用得宜，俄羅斯與北韓、韓國、中國、美國、日本

共同成為解決北韓核問題的安全架構—六方會談的成員。1192002年發生北韓核危

機後，俄羅斯立即表明針對核問題處理的立場，俄羅斯提出一系列解決方案，其

內容包含 3大原則：第一，確保朝鮮半島無核化，各方應嚴格履行核不擴散武器

條約義務；第二，相關各方舉行雙邊與多邊對話，並向北韓提供安全保障；第三，

恢復向北韓提供人道與經濟援助計畫。俄羅斯對於維持北韓政權穩定及提供經濟

援助的提案，完全符合北韓政府的利益，因此俄羅斯得以參與解決核危機的多邊

會談。到目前為止，六方會談自 2003年 8月開始至 2009年北韓宣布退出六方會

談並重啟核設施建設的這段期間，總計有 6 輪六方會談，並且可分成 2003 年至

2005 年 7 月與 2005 年 9 月至 2007 年兩大階段。第一大階段的會談，各方並無

具體共識，尚未取得實質進展；第二大階段的會談，六方加快會談的步伐，取得

實質性進展，同時俄羅斯也逐漸發揮其重要作用。 

 

    2003 年 8 月第一輪會談中，俄羅斯維持以一系列方案解決北韓核問題，但

此輪會談並無任何具體成果。2004 年 2 月第二輪會談中，俄羅斯提出應當保證

朝鮮半島無核化、各有關國家的安全及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此輪會談

成果有兩點：其一，促成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其二，強調與會各國應在和平共處、

相互協調的前提下，積極採取措施解決朝鮮半島核危機。2004 年 6 月第三輪會

談中，俄羅斯表明應該分階段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與最終解決北韓核問題，

此輪會談以確認承諾朝鮮半島無核化地位為主要結果。2005 年 2 月北韓對外正

式宣布擁有核武，2005 年第四輪談判可分成 7 月 26 日至 8 月 7 日與 9 月 13 日

至 9月 19日兩階段，第一階段主要還是處於各自表述階段，相互了解彼此立場，

                                                      
119 Beom-Shik Shin, “Post-Cold Wa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Russia and 

East Asia. Informal and gradual integration, Routledge, pp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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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二階段才進行具實質性的討論。120北韓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及現有核計畫，

早日重返核不擴散條約，並受國際原子能機構保障監督；美國方面保證其在朝鮮

半島沒有核武，並且無意以核武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北韓。121因此達成自六方

會談進程啟動以來的首份六點「共同聲明」(又稱 919共同聲明)，內容為：第一，

各方一致重申以和平方式，實現朝鮮半島非核化是六方會談的目標；第二，各方

承諾根據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以及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處理相互關係；第三，

各方承諾通過雙邊或多邊方式，促進能源、貿易及投資領域的經濟合作；第四，

各方承諾共同致力於東北亞地區的持久和平與穩定；第五，各方同意根據「承諾

對承諾，行動對行動」的原則採取協調一致步驟，分段落實上述共識；第六，各

方同意於 2005年 11月在北京舉行第五輪六方會談。
122
  

 

    2005 年 11 月的第五輪會談歷經漫長的三階段，11 月 9 日 5 的第一階段會

談，各方僅就如何落實「共同聲明」闡述各自的立場。然而美國與北韓之間的不

信任，升高雙方對立，北韓以發展更多的威懾力量抵制美國的施壓，2006 年 7月

進行一系列導彈測試，10月更進行核試驗，俄羅斯對此發出強烈譴責，要求北韓

即刻重回核不擴散條約框架下並展開六方會談，以談判的和平方法解決核問題，

同時呼籲各相關方對此事件應克制表現，並贊同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適度制裁的

決議，避免擴大緊張局勢。為了加速新一輪會談取得成效，將經濟承諾付諸實現，

2005年 11月 19日於韓國釜山 APEC會議期間，普丁總統提出俄羅斯－北韓－南

韓三方經濟合作形式，以能源及交通作為主要合作項目，提供北韓石油、興建天

然氣管線、修建輸電管線，俄羅斯更答應將自己和裁軍、拆卸核彈頭等相關技術

經驗與北韓，交通方面則以興建朝鮮半島縱貫鐵路為主，另外也提出投資北韓、

                                                      
120 廖文義，「北韓核問題與『六方會談』：回顧、分析與展望」，通識研究集刊 開南大學 通識

教育中心 第 14 期 2008 年 12 月，頁 42-43。 
121
 鄭雨，「普京政府對朝鮮半島及朝核危機的政策」，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3年第 4期，頁

52。 
122
 “Joint Statement of the Fourth Round of the Six-Party Talks”, atomicarchive.com, 

http://www.atomicarchive.com/Reports/Northkorea/JointStat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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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北韓經濟復甦與朝鮮半島經濟整合的計畫。 

      

    2006 年 12月第五輪第二階段會談，俄羅斯希望各相關方應以妥協與讓步精

神，共同促進六方會談取得進展，強調以和平、政治、非武力方式解決北韓核問

題，並相信六方會談對解決北韓核問題具有重要意義。2007 年 2 月第五輪第三

階段會談落實 919共同聲明的行動計劃，通過「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文件」(又

稱 213 共同文件)，北韓同意以放棄所有核武及核計畫、遵守核不擴散條約，並

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換取其他國家向北韓提供 4億美元的援助，六方會談

首次獲得實際進展。俄羅斯藉由北韓的債務問題與政治問題在六方會談中獲得更

多的話語權及影響力，俄羅斯認為可以善用北韓的債務問題促使其放棄核計畫。

1960年代蘇聯貸款給北韓近 88億美元建設發電廠與基礎設施，俄羅斯六方會談

代表提議倘若北韓放棄核計畫並遵守六方會談達成的各項協議，俄羅斯將免除期

待其債務，同時亦強調任何免除債務的協議，都只能在北韓遵守所有六方會談的

前提下產生，對俄羅斯而言，北韓債務的償還問題不屬於經濟問題，而是一種可

達成雙贏的政治選擇。 

 

    第六輪會談可分成 2007 年 3 月 19 日至 3 月 22 日與 9月 27日至 10 月 3 日

兩階段，在第一階段中各方重申履行共同聲明的承諾，北韓方面亦認真履行有關

全面申報核計畫及停止核設施功能的承諾，同時各方將提供北韓 95 噸重油以及

經濟、能源與人道援助。第二階段會談中，各方持續推進六方會談進程，期盼早

日達成以和平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北韓重申不轉移核材料、核技術

及相關知識的承諾，北韓也致力與各方國家關係正常化。然而 2009年 4月 14日

北韓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並重新建設核設施，六方會談直至今日尚未重啟談判。123 

 

                                                      
123 «Шестисторонн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 ядерн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КНДР. Справк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08.24.2011, https://ria.ru/spravka/20110824/422914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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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俄羅斯在六方會談的角色思考 

 

    在六方會談最初兩年的第一大階段中，俄羅斯居中的功能並不突出，其主要

原因是北韓核問題嚴重影響美國與北韓關係，因此會談幾乎以這兩國立場為重。

直至小布希政府伊拉克戰爭陷入泥淖，同時伊朗核問題亦有待解決，美國立場才

些微鬆動，希望其他參與方能共商北韓核問題的解決方案，從 2005 年開始六方

會談才加快速度，逐漸突顯俄羅斯的作用。從俄羅斯參與六方會談談判的過程中，

可觀察到其朝鮮半島政策立場以阻止北韓發展核武，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與維

護朝鮮半島穩定，防止北韓被敵對國家控制為兩大根本原則。北韓擁核武所造成

的威脅，將使周邊國家韓國與日本謀求發展核武自保，東北亞地區因此出現軍備

競賽事態，將形成更加不安全的局面，此外，俄羅斯更擔心北韓的核武技術與導

彈落入恐怖份子手中，進而威脅俄羅斯的國土安全。北韓的核子武器對俄羅斯並

不造成直接威脅，對俄羅斯而言更重要的是，假使北韓政權垮台以及其無法有效

管控核武所造成的後果，連帶威脅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安全。 

 

北韓與俄羅斯雖僅共享 17 公里邊境線，假使北韓政權垮台或朝鮮半島發生

戰事，除了造成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不穩定外，更可能將有北韓難民湧入此區，對

遠東地區的社會與經濟秩序造成嚴重衝擊，進而拖慢遠東地區的經濟復甦計畫，

因此基於捍衛國家利益原則，堅守朝鮮半島無核化及維護其穩定是俄羅斯在六方

會談中一貫不變的立場。俄羅斯針對北韓難民湧入的可能，2003 年舉行軍演及

加強邊境管制，並於 2010 年在遠東地區舉行前所未有的盛大軍演－“Vostok-

2010”。124雖然當前六方會談中止運作，但從其實際的運作方式來看，它至少具

備國際調停行為及多邊主義制度兩項特質，美國與北韓是主要當事者，中國、俄

羅斯、日本與韓國為調停者，四國調停者各自因其國家利益的不同扮演不同角色，

                                                      
124 Shinji Hyodo, “Russia’s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East Asia”, Russia and East Asia：Informal and   

  Gradual Integration, Routledge, 2014, pp.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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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各方在會談過程中積極促進協調與凝聚共識。解決核武危機為朝鮮半島的根本

安全利益，六方會談中所有參與者的地位平等，以朝鮮半島非核化為終極目標，

除了北韓核武問題外，各方也應與北韓展開經濟合作、安全保障與外交承認，六

方會談的協商形式應持續，成為東北亞的安全架構。 

     

二、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 

 

    當前亞洲國家經濟不斷發展，逐步躍升為世界中心，東北亞地區經濟相互依

存度不斷提高，然而區域內國家在政治及安全方面的區域合作卻停滯不前，而且

東北亞地區尚未見可妥善處理國家紛爭的多邊合作機制，有鑑於此，2013 年 5月

9日朴槿惠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時，提出「東北亞和平安全構想」(以下簡稱「構

想」)，以構築朝鮮半島和平與統一基礎、建立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合作體系、

為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三大方向為目標，作為朴槿惠政府推行「信任外交」

(Trustpolitik)的一環。在東北亞地區各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差異及歷史矛

盾反覆出現的情況下，為促進多邊安全對話，韓國政府提出「東北亞和平安全構

想」力圖使地區局勢從對立與矛盾轉化為對話與合作，使東北亞地區局面由不信

任與對立扭轉為互信合作，並建立和平和解新秩序。設想東北亞的和平有賴美國、

中國、日本、俄羅斯與蒙古等區域內主要國家的支持與參與，從多層次、多元化、

低敏感度的軟性議題例如：核能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環境、災難管控、

網際網路、毒品與公共衛生等共同關切的領域作為合作出發點，培養合作習慣並

累積互信，為拓展多邊合作的深度與廣度創造條件，在達成功廣泛共識後擴大範

圍討論硬性議題，並計畫將合作對象範圍擴及東協等其他地區合作組織125，最終

在東北亞區域內建構可持續的和平、穩定、繁榮的框架與基礎。 

 

                                                      
125「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大韓民國外交部官方網站， 

  http://www.mofa.go.kr/ENG/North_Asia/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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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認為倘若韓國欲持續推進「東北亞和平安全構想」，首先有必要將「構

想」正式制度化，雖然至 2016 年已舉辦過三次東北亞和平合作論壇，但其未來

發展依然不明朗；第二，「構想」的落實需要像是美國或中國這樣的大國的合作

與支援；第三，「構想」若要確保存在力，必要在更大規模的多邊機制聚會例如：

亞太經合會(APEC)、東亞峰會(EAS)、東協區域論壇(ARF)等，推出自己所開發的

功能性合作議程，為地區發展做出貢獻；第四，即使兩韓在核問題尚未取得任何

進展，但北韓也發生許多自然災害，因此邀請北韓參加東北亞和平合作論壇，有

助期減少自然災害風險，改善應對方式。126 

 

       第二節 北韓因素在俄韓關係中扮演的角色 

 

    冷戰結束後美蘇兩大陣營敵對不再，國際體系結構改變，俄羅斯與北韓關係

受到嚴重的影響。自 1990 年締結的俄羅斯與韓國外交關係出於兩國對彼此的國

家利益盤算，根據地緣經濟的考量，俄羅斯國內經濟發展需求，遠東及西伯利亞

地區經濟計畫的實現需要朝鮮半島兩韓的合作，對韓國的先進技術及資金投資的

投注與北韓的港口現代化及鐵路支線、天然氣管線設置的配合；根據地緣政治的

考量，韓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思考邏輯，引入俄羅斯作為兩韓問題的協調者，朝鮮

半島情勢緊張、缺乏聯繫管道時，俄羅斯得以居中斡旋協調。由此可見，北韓作

為朝鮮半島的一份子，不論從地緣政治抑或地緣經濟角度來看，居中影響俄羅斯

與韓國關係。 

 

    葉爾欽政府時期，俄羅斯亟欲找出國家的定位過去的社會主義形象作切割，

對北韓而言，蘇聯解體嚴重影響北韓的國家安全。1961 年蘇朝友好互助條約於

                                                      
126 Victor Cha，「朴槿惠『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的現狀與未來」，韓國中央日報，2016 年 10

月 21 日，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5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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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到期後，葉爾欽決定不更新不續約，宣告俄羅斯與北韓的同盟關係終止。

1996 年更是兩國關係的最低點，俄羅斯藉由提供南韓軍事武器作為償還部分債

務的替代之舉動，對北韓而言，俄羅斯屬於敵對陣營，北韓甚至警告俄羅斯若繼

續與韓國合作，未來不排除對俄羅斯發動攻擊。1997 年的四方會談俄羅斯被排

除在外一事，對俄羅斯而言是一大重擊，這意謂著俄羅斯不再是區域的主要戰略

行為者，「美國—北韓對話」取而代之成為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的關鍵影響因素，

俄羅斯被排除在四方會談之外，可視為是北韓報復俄羅斯與韓國越走越近的熱絡

關係127。原本韓國對俄羅斯擔任兩韓協調者角色寄予厚望，卻因俄羅斯與北韓關

係惡化，連帶牽動俄羅斯與韓國關係走向，韓國政治精英體認到俄羅斯對於北韓

的影響力並不符預期，因此給予俄羅斯的經濟支持逐漸減少、企業投資潮趨緩，

韓國甚至向俄羅斯追討回協助俄羅斯振興經濟的借款。 

 

    1998 年韓國金大中政府上任後，推行「陽光政策｣128作為對北韓的交往政策，

希望透過與北韓的交流合作化解彼此的敵意，進一步達成兩韓和解。2000 年 6月

15 日南北兩韓經過多輪外交談判後達成「南北共同宣言｣129，雙方領導人在南北

韓分治後首次會面簽署的歷史性文件，為兩韓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南北共同

宣言簽署後的數年內，兩韓雙方交流頻繁，盧武鉉總統認為此宣言是改變朝鮮半

島命運的歷史轉折點，宣言簽署後的數年兩韓關係和緩，俄羅斯與韓國關係在兩

韓關係溫和化的背景下開展新局面。2000 年 7 月普丁總統作為蘇聯及俄羅斯首

位國家領導人訪問北韓，俄羅斯與北韓關係出現改變契機，兩國簽訂「友誼和睦

                                                      
127 1990年 09月 30日蘇聯與大韓民國建立外交關係。 
128
 陽光政策源自「太陽與北風｣的寓言故事，採用太陽照射出溫暖陽光使旅人脫下外套的理

論，南韓以柔性手段促使北韓開放，使北韓了解南韓的真心誠意，南韓的目的主要在改善兩

韓關係。 
129
 南北共同宣言又稱「615 共同宣言｣，其內容如下：南北雙方同意通過全民族的共同努力自主

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再實現南北統一方面，南方的聯邦政府提議與北方的聯合政府設想存在

共同因素，雙方同意在此方向下促進統一；南北雙方同意立即解決人道主義問題，例如離散

家屬的重聚與南方在押的共產黨問題；南北雙方同意通過發展互利的經濟合作及民間、文

化、體育、醫療、環保與其他方面人員來往合作，發展雙方經濟增強彼此信任；南北雙方同

意近期舉行相關對話來實現以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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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協議｣象徵俄羅斯與北韓修復關係。俄羅斯決定與北韓修復關係的主要原因

有以下：第一，普丁追求「重建偉大俄羅斯｣，振興俄羅斯國家認同與改善國家

的外部印象；第二，俄羅斯與北韓皆希望將美國的影響力降到最低；第三，看重

俄羅斯－北韓－南韓三方合作計畫的龐大經濟利益。2000 年－2007 年俄羅斯與

北韓嘗試拓展雙邊合作關係之基礎，卻因缺少常設合作交流架構而流為空談，但

2003 年俄羅斯視成為六方會談成員為普丁政府朝鮮半島政策的一大成就。俄羅

斯與北韓關係隨著政治交流頻繁互信提升，正面影響俄羅斯與韓國關係的深化，

2004 年盧武鉉總統與普丁總統將兩國關係從建設性互補夥伴關係提升至全面夥

伴關係，顯示俄羅斯－北韓－南韓的三方關係處於和平穩定正向發展期。 

 

    2007 年－2008年俄羅斯與北韓關係開啟新頁，除了早先於 2003 年俄羅斯給

予北韓全面安全保證用以交換朝鮮半島無核化，俄羅斯協助解決匯業銀行(Banco 

Delta Asia)因與北韓政府商業往來受美國制裁一事，這些事件使東北亞地區鄰

國肯定俄羅斯作為區域建設性行為者的能力。2007 年復興「俄羅斯聯邦—朝鮮

人民民主共和國經貿科技委員會｣，作為兩國經貿合作與能源援助的討論平台。

2007 年 5 月俄羅斯宣布遠東地區開發計畫，其中與北韓相關的項目為開發北韓

羅津作為物流倉儲及出口港計畫，此項計畫亦包含將西伯利亞大鐵路及天然氣管

線與羅津連結，為發展此計畫俄羅斯石化公司提議重啟羅津—先鋒煉油廠，這些

開發北韓計畫顯示俄羅斯的朝鮮半島戰略目標。經過一段朝鮮半島與俄羅斯關係

穩定成長期後，2008年韓國保守派李明博總統上台，對北韓政策漸趨強硬，北韓

方面也以 2008 年長程飛彈試射及第二次核試驗回敬，再度提高朝鮮半島緊張情

勢。2010年天安艦事件130及延坪島事件131將朝鮮半島推向戰爭邊緣，北韓具爭議

的行為使俄羅斯在朝鮮半島的立場陷入量兩難的尷尬。 

                                                      
130
 2010年 3月 26 日載著 104名韓國海軍的天安艦，在黃海海域白翎島與大青島之間巡邏時， 

  突然沉入海底，多國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報告指稱天安艦遭北韓潛艇發射的魚雷擊沉。 
131
 2010年 11月 23日南韓在年度例行軍事演習中發射數十枚炮彈後，北韓隨即炮擊南韓延坪島

炮兵陣地，南韓還擊雙方開始互射，造成雙方死傷，延坪島上居民因此陸續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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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韓國總統李明博與俄羅斯總統梅德偉傑夫共同簽屬一項 900 億美元

協議，自 2015 年開始的 30 年內，俄羅斯國營天然氣公司(Gazprom)每年提供韓

國天然氣公司(Korea Gas)10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132韓國希望以油管接收天然氣

以降低成本，因此必須興建穿越北韓連接俄羅斯至韓國的輸油管。這項天然氣合

作計畫可視為所有俄羅斯—北韓—韓國三方經濟合作會遇到的問題代表，地緣位

置因素使俄韓經濟合作必須考量北韓因素，然而自 2008 年李明博政府時期至

2013年朴槿惠總統執政時期，自 2006年至 2017 年 11年間北韓已進行 6 次核試

驗133，南北韓衝突增加，朝鮮半島情勢緊張逐步升級。此時的俄韓關係已從全面

夥伴關係再度升級成「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俄羅斯與韓國關係的逐步深化使雙

邊關係不因北韓局勢的變動而輕易受到動搖。 

                     

    對於朝鮮半島統一的想法，俄羅斯的立場因國際時空背景的轉變而有所不同。

蘇聯時期意識形態主導對外政策的形成，蘇聯與北韓為社會主義國家盟友簽有蘇

朝友好互助條約，假使以北韓方式統一朝鮮半島，將使蘇聯捲入一場不必要的戰

爭，增加蘇聯與美國衝突的機會。此外，統一的韓國可能提高遠東地區朝鮮族人

口外移甚至尋求獨立的可能，因此蘇聯並不支持朝鮮半島統一。蘇聯解體後的俄

羅斯對於朝鮮半島統一的立場傾向以南韓方式統一，統一的朝鮮半島不僅可解決

北韓的核問題，也可因此緩解東北亞的緊張情勢，同時統一的朝鮮半島可以為俄

羅斯開發遠東地區創造一個合適有利的環境。當前普丁領導下的俄羅斯，對於朝

鮮半島統一的立場傾向保持中立，俄羅斯與南北兩韓分別有外交關係，若支持韓

國統一，將使俄羅斯在抉擇以何種方式統一時陷入尷尬的處境。此外，以德國統

一為鑑，統一的韓國必須付出巨額財務代價，假使以南韓方式統一，屆時韓國有

                                                      
132 電子資料：俄輸出天然氣到南韓，北韓坐收 1億? 天下雜誌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8710 
133
 2006年 10月第 1次核試驗，2009年 5月第 2次核試驗，2013年 2月第 3次核試驗，2016

年 1月第 4次核試驗，2016 年 9月第 5次核試驗，2017 年 9月第 6次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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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朝鮮半島北部的必要，進而可能使俄韓共同開發遠東計畫因缺乏資金停滯，

因此當今的俄羅斯選擇不在朝鮮半島統一的問題有過於鮮明的立場。134 

 

     第三節 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與俄羅斯之回應 

 

一、 薩德反導系統(THAAD)介紹 

 

    薩德反導系統又稱末端高空防禦飛彈(Terminal High Attitude Area 

Defense)，是一款由美國陸軍研發用於攔截短程、中程和遠程彈道飛彈的末端防

禦系統，屬於美國國家飛彈防禦署的一環，可以「直接碰撞殺傷能攔截彈」技術

防禦中遠程戰區彈道導彈，保衛大範圍區域免遭射程在 3500 公里以下導彈的攻

擊，通常用於攔截飛毛腿飛彈和同類的戰術彈道飛彈。此外，作為陸軍雙層戰區

導彈防禦系統的高層防禦系統，既可在大氣層內 40 公里以上的高空，又可在大

氣層外 100公里以上的高度攔截來襲的彈道導彈，其作戰單位包括發射系統、攔

截彈、指揮系統與雷達。薩德系統的優點為射程遠，防護區域大、攔截高度高，

可防禦洲際彈道導彈實現高空攔截、採用動能殺傷技術，破壞威力強、具多次攔

截能力，摧毀率極高、具高機動力，系統生存性強、數據系統應用廣泛、目標辨

識力強等，其中薩德系統的 X波段雷達(如頁 107 附圖 3所示)可檢測到北韓、中

國東北地區、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飛彈發射，即使是中國與俄羅斯的日常演練發射，

都將被美國與韓國即時監控與紀錄。 

 

二、 韓國之立場 

 

    美韓兩國官員就在韓國星州部署薩德系統的決定表示，考量北韓核武、大規

                                                      
134 Beom-Shik Shin, “Post-Cold Wa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Russia and  

  East Asia. Informal and gradual integration, Routledge, pp.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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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毀滅性武器與彈道飛彈等威脅，為捍衛韓國國家及國民的安全，並且維持韓美

同盟的軍事實力，決定在朝鮮半島佈署薩德系統，並指出它只針對北韓的核子與

飛彈威脅，不會針對第三國。135韓國朴槿惠總統強調，「部署薩德系統是為了保護

我國國民的生命不受北韓盲目挑釁威脅而選擇的自衛措施」，另外，韓國國防部

表示，薩德系統有助於建構多層導彈防禦體系，有利強化韓美同盟應對北韓導彈

威脅的防禦能力。2016 年 10 月 19 日美國與韓國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2+2)會

議，美方表示，北韓最近的核試驗及反覆的彈道導彈發射試驗，不僅對區域內的

安全構成為威脅，還直接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因此有必要儘快在韓國部署薩

德系統。136美韓兩國官方立場直指北韓的核子與飛彈威脅是薩德系統必要存在的

原因，一再強調韓國應當具備該項軍事防衛系統增強自衛能力。 

 

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主要原因為來自美國方面的壓力，自 2014 年以來

美國持續對朴槿惠政府施壓，試圖在韓國境內部署此防禦系統。137韓國政府一直

避免對此事明確表態，甚至在 2015 年韓國方面曾以「美國並未提出要求，雙方

也沒有對部署反導防禦系統進行協商，因此韓國並未做出任何決定」表明立場。

138然而自從 2015年 8 月起金正恩製造半島危機，雙方談判未獲進展，北韓進行 

核試驗與多次試射飛彈，嚴重危害朝鮮半島穩定與安全，韓國政府才斷然決定宣

布將於 2017年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從技術層面出發，倘若北韓欲進攻韓國，使用短程導彈的可能大過遠程導彈，

薩德系統對防禦北韓攻擊並沒有什麼實際效果。在韓國國內輿論方面，許多韓國

                                                      
135「美『薩德』飛彈防禦系統 佈署南韓」，聯合新聞網，2016年 7月 9日， 

  http://udn.com/news/story/9500/1817028 
136「美官員稱：擬儘快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韓國中央日報，2016年 10月 20 日，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58512&category=002002 
137 “Seoul won’t oppose US missile inceptors”, The Korea Times, 09.02.2014,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4/09/116_164038.html 
138「韓美政府就薩德的發言為何又不一致?」，韓國中央日報，2016年 6月 4日， 

   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52760 



 

94 
 

反對黨官員、學者及民眾認為不需要部署薩德，不僅因為它對北韓的核武與飛彈

防禦沒有太大效果，也將為韓國國家利益帶來負面效應。韓國學者更將在星州部

署薩德系統比喻成 1983 年蘇聯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佈署探測導彈的雷達一

事，當時美國對此進行反制，稱此舉違反「相互保證摧毀」精神，而蘇聯佈署的

雷達與美國雷根總統推行的太空戰略防禦計畫成為冷戰時期軍備競賽的焦點，薩

德系統的佈署猶如 30 年前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記憶與冷戰對立形態復活。139 

     

三、 俄羅斯之回應 

 

    縱使韓美關係是韓國穩定安全的主要因素，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韓國

亦不能忽視中國與俄羅斯的因素，處在關鍵戰略地位的朝鮮半島情勢也就格外重

要。中國與俄羅斯同時在東北亞有其國家安全上的共同利害之處，薩德反導飛彈

系統的前進部署，將使俄羅斯遠東地區、中國的東北與華北一帶，完全籠罩在雷

達系統的監控中。北京方面批評美韓部屬薩德系統已遠超過防衛需求，無助於朝

鮮半島非核化，也不利維繫東北亞和平與穩定，與各方對話協商解決問題的努力

背道而馳，將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區域內國家的戰略安全與地區戰略平衡。薩德

系統不僅對中國不利，還會助長新的地緣政治對峙，甚至誘發在東北亞發生新冷

戰，中國方面認為薩德的雷達系統雖然是針對北韓威脅，但也有能力窺探中國大

片領土，另外薩德系統還可能成為一個區域性美國反導彈系統的組成部分，用於

制約中國的戰略。140中國方面一再反覆強調薩德反導系統嚴重破壞地區戰略平衡，

嚴重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本地區有關國家戰略安全利益，與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

定的努力背道而馳，要求停止相關部署進程，中方將堅決採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

                                                      
139 宋旻淳，「需尋求薩德的替代方案」，韓國中央日報，2016年 7月 25日，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54876&category=002005 
140 「美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誘發新冷戰?」，美國之音，2016年 7月 30日， 

  http://www.voachinese.com/a/us-korea-thaad-20160729/34406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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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利益。141 

 

    俄羅斯反應同樣強烈，批評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將加劇地區不穩定局勢，

導致嚴重後果，美國藉口應對「北韓的核武器及導彈威脅」，完成全球導彈防禦

系統在亞太地區的布局，意在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從而進一步強化美國

在全球的地緣政治力量。142因此俄羅斯除了宣布以重啟克里米亞半島導彈雷達與

加里寧格勒部署核武導彈系統，並暗示會在俄羅斯東部部署導彈部隊，鎖定韓國

境內的薩德基地，甚至不排除重啟千島群島的軍事基地。143俄羅斯聯邦外交部表

示韓國薩德系統的部署不僅有損俄羅斯的利益，也升高東北亞局勢的緊張，並可

能演變成嚴重衝突，同時也必然影響中國、俄羅斯與北韓的軍事策略。
144
2016年

9月東方經濟論壇上俄羅斯，普丁總統回應韓國記者提問時表示，俄羅斯維持一

貫的立場，堅決反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並且呼籲北韓遵循國際社會原則及

聯合國決議。2016年 10 月於華盛頓召開的第三屆東北亞和平合作論壇，中國與

俄羅斯就因為韓國決定部署薩德系統以不派遣人員與會以示抗議，中國與俄羅斯

除了一再表達抗議外，為了對美國與韓國反制，將在 2017 年聯手舉行第二次反

導演習。145 

 

    2014 年俄烏衝突後，俄羅斯與美國關係急劇惡化，在各相關議題的立場更

是對立鮮明，薩德系統攸關俄羅斯亞太地區軍事戰略，更關係到俄羅斯遠東地區

的穩定與繁榮，美韓聯手部署薩德系統對於俄羅斯來說，猶如不久前北約的步步

                                                      
141 「2016年 11月 16 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415897.shtml 
142 「薩德系統改變東北亞格局」，亞洲週刊，2016年 8月 21 日， 

  https://www.yzzk.com/cfm/special_list3.cfm?id=1470886824325 
143 「社論-薩德系統 攪亂東北亞安全」，中時電子報，2016 年 7月 13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713000880-260310 
144 «МИД：размещение комплексов THAAD в Южной Корее затрагивает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РИА Новости, 23.09.2016, https://ria.ru/world/20160923/1477693648.html 
145「反制薩德入韓 中俄將再反導演習」，中時電子報，2016 年 10月 12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012000806-2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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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擴，是西方國家對其的戰略空間限縮。美韓部屬薩德系統再次打破中美俄三方

的戰略平衡，尤其近年來美國與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權力競爭越趨激烈，對區域的

和平與安全造成自冷戰後以來最大的衝擊146，在這樣的態勢下只會逼使中國加強

東海巡航，對日本施壓，在南海加速島礁軍事設施，與俄羅斯更緊密的軍事戰略

合作，韓國境內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已非全然與防範北韓安全威脅有關，亦牽涉到

兩韓對立，中美與中韓關係，東北亞戰略格局，中俄攜手抗美等可能。自 2011年

金正恩上台以來，北韓已進行 4次核試驗並多次試射飛彈，雖有多次試射失敗紀

錄，但北韓掌握核子與飛彈技術的能力有逐漸提升的趨勢，倘若韓國過度依賴與

美國的軍事同盟，將容易再陷入如部署薩德系統的困境，不僅引起國內民眾反彈，

更與周邊鄰居中國及俄羅斯的關係受到影響。平息中國與俄羅斯的反對情緒是當

務之急，雖然韓國政府再三澄清，兩國依然質疑佈署薩德系統是韓國被編入美國

導彈防禦系統的指標。地緣政治主宰著東北亞的局勢，韓國應培養獨自應對北韓

核子與飛彈的能力，未來韓國應當審慎思量既可防衛來自北韓的威脅，又不觸動

中國與俄羅斯的敏感神經的兩全方法。 

 

                    第四節 小結 

 

    在地緣政治的考量下，俄羅斯對朝鮮半島政策堅持半島無核化、維持朝鮮半

島和平穩定為一貫立場，因此在六方會談中美國與北韓是主要協商的對立國，俄

羅斯仍致力於找尋問題之解決方案，並善用國家與北韓間的借貸關係作為談判工

具，不僅提升在六方會談中的重要性，更鞏固自己在東北亞的影響力，俄羅斯在

六方會談的表現不僅有效促進各方談判之進程，也在現實主義的前提下捍衛國家

利益。然而朝鮮半島並未隨著冷戰落幕也結束意識形態與軍事對抗的局面，兩韓

                                                      
146 劉德海，「美韓部署薩德飛彈影響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4卷 第 8 期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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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維持冷戰時期對抗的情勢，參與六方會談的美國、日本、中國與俄羅斯四強

除了與兩韓發展經貿關係外，四國仍各自盤算國家利益在檯面下有著激烈的權力

競賽，一方面希望維持地區和平，另一方面卻又積極介入地區的政治、經濟與安

全事務，儼然是四國的角力競技場，因此建立新的區域和平保障體制實屬必然。

東北亞地區的複雜安全局勢發展已成為近幾年來的趨勢，雖然四個主要亞太地區

行為者，韓國、中國、日本與俄羅斯彼此的經濟連結性更甚以往，但政治合作及

制度整合的程度卻相對低緩。為改善東北亞地區長久以來的矛盾與降低潛在衝突

發生的可能，朴槿惠政府拋出東北亞和平安全構想作為各國未來合作的藍圖，從

低敏感度的全球性跨國議題出發，期盼藉由互動過程累積互信做為未來可處理高

政治敏感議題的平台，然而構想為概念性計畫，仍有賴各國共商合作設立建構性

常設協商機制。 

 

    俄羅斯對兩韓政策以維持朝鮮半島穩定為基本原則，因此在俄韓關係中北韓

扮演影響角色。在俄韓關係前期，韓國視俄羅斯為通向北韓的橋樑，欲借用俄羅

斯之力促進兩韓溝通；俄羅斯則視韓國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而向韓國過

度靠攏忽略與北韓之互動。在缺乏思量的「重南輕北」政策下，俄羅斯卻因與北

韓斷了連繫，連帶失去來自韓國的資金，直到 2000 年普丁總統執政後，俄羅斯

重新檢討對韓國政策，並將其調整為「南北等距」政策，加上俄羅斯本身經濟能

力躍升，對於韓國資金需求的依賴性降低，也使得北韓因素居中影響俄韓關係的

重要性大幅降低。 

 

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朝鮮半島長久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東北亞更是當

代大國關係國家利益盤根錯結的地區，美國、中國、日本與俄羅斯四強國匯聚此

地，北韓與韓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國防安全方面等除了與四強國關係密切外，

四強國彼此的互動更是影響朝鮮半島的局勢變化與兩韓關係。薩德系統之部署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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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突顯美韓軍事關係的重要性，但更深一層的意義其實是中國、俄羅斯與美國在

東北亞地區的軍事競賽，美國的重返亞洲與俄羅斯的新東方政策及中國的和平崛

起，正在東北亞地區上演角力賽。美韓關係中的軍事同盟雖是韓國國家利益的所

在，但絕非全部，當前國家利益關係比以往更加複雜，除了安全利益外，經濟利

益亦重要，韓國正與中國及俄羅斯展開前所未有的緊密經濟合作，地區局勢緊張

升溫對任何一方都不是好事，更重要的是，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才是各方的利

益交集處，俄羅斯與韓國應當共同思量在複雜的情勢下，如何回歸根本畫出一個

互信、和平、合作與繁榮的東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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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國際社會情勢轉變似能「將不可能化為可能」的新契機，冷戰時期的兩大集

團意識對立的結構性因素，使蘇聯與韓國根本毫無建立聯繫的交流管道，直至在

蘇聯領導人新思維的帶領下，理性分析兩國建交可能帶來的助益，為兩國的交往

搭起橋樑。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國家有嚴重的不安

全感，為提高國家生存力必要先最大化國家利益，不論是政治抑或經濟能力，皆

是國家發揮國際影響力的工具。筆者認為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係俄韓兩國外交關

係的兩大重點基礎，隨著能源經濟政策運用得宜，俄羅斯在 2000 年代以後逐漸

從谷底翻身，趨步爬升至當前國際社會中的強國地位，取得國際政治、經濟及軍

事領域的話語權。但整體而言其國內經濟社會建設仍有待加強，特別是長期被忽

視的遠東地區，因距離西部政治經濟中心過於遙遠，需要聯邦政府投資大量的資

金與時間實在發展不易，與遠東地區相鄰的朝鮮半島便成俄羅斯尋求合作的對象。 

 

    韓國自從 1997 年歷經亞洲金融風暴的慘痛教訓後，舉國發展科技技術密集

工業產業，如今已擺脫負債重擔枷鎖轉而散發未來科技光明，韓國走在世界經濟

發展前端的優勢正是俄羅斯之所需。從 2008年與 2012年發布的「俄羅斯聯邦外

交政策概念｣可知，俄羅斯自從重拾國際地位後，仍督促自己繼續擴大在國際的

影響力，持續累積國家的綜合實力即是達成此目標的關鍵途徑。為求國內經濟發

展有所突破，在出口能源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政策外另闢新路，選擇與具經濟結構

互補性的韓國合作是理性的地緣經濟策略。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表現吸引俄羅斯

的目光，發展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不僅需要大量資金與專業技術，具全面性妥善

的開發計畫更是不可或缺。韓國的「歐亞倡議」將俄羅斯遠東地區規劃成亞洲通

往歐洲的大門，俄羅斯被列為倡議的重要合作夥伴，兩國在經濟發展大戰略中畫

出利益交集區。 



 

100 
 

    亞太地區不僅經濟活力注目，更因地區大國－中國之崛起更顯重要。中國崛

起與美國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可推得世界政治中心有逐漸向亞洲移

動的趨勢，亞太地區事務正為國際所關注，以建立國際新秩序為外交政策重點的

俄羅斯自然有經營對亞太地區影響力的必要。對於國家生存的不安全感驅使俄羅

斯在地緣政治利益的權衡下，與韓國發展友好的政治合作，最鄰近的東北亞是俄

羅斯對亞太地區外交政策的優先，東北亞的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是亞洲政治的關

鍵，而朝鮮半島問題更是東北亞地區事務的核心。對朝鮮半島政策俄羅斯秉持「維

護朝鮮半島和平、安全與穩定及半島非核化」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立場，不僅因為

半島情勢穩定與否攸關俄羅斯遠東地區安全，更因俄羅斯可藉由參與協調北韓核

問題的影響力作為與韓國合作的籌碼之一，更可藉力使力影響東北亞並進一步擴

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後冷戰時期除了北約的東擴政策嚴重擠壓俄羅斯在歐亞

大陸西部的戰略空間，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同盟也對歐亞大陸東部及俄羅斯遠東地

區造成壓力，因此俄羅斯有必要比以往更加積極經營與東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

推動設立維護東北亞安全的多邊機制。 

 

    從本研究前述五章內容可歸納出俄羅斯與韓國的外交關係具有以下特色： 

一、兩國外交關係的建立是經過一點一滴積累互信，從低階政治的民間交流活動 

開展兩國人民互動交流，互設辦事處處理兩國不具政治敏感的貿易來往及領 

事業務，直到兩國領導人磋商事宜的時機才得以建立外交關係。 

二、兩國關係的友好程度展現在元首會面的次數，除了俄羅斯與韓國每當其中 

    一方更換元首會進行國是互訪外，兩國歷任元首更是善用多邊機制平台增 

    加雙方交流機會，例如聯合國大會、APEC、G20等，兩國元首會面的頻率 

    為一年至少一次。 

三、兩國合作範圍有逐漸廣化及深化之趨勢，除了建交初期俄羅斯最看重與韓國 

   的經貿交流外，近年來在航太軍事、學術文化、公共衛生領域等也有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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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合作計畫。 

四、雙邊關係從「建設性互補夥伴關係」提升到「全面互信夥伴關係」再到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展現俄韓關係穩定發展的正向趨勢。 

 

    對 1980 年代的蘇聯而言，向外尋求發展合作機會可替國家帶來新動力，亞

太地區未來潛力無限可能的表現，使其開始思量符合國家利益所需的外交政策。

1990 年代建交初期雙方仍在摸索階段，兩國關係尚未穩固容易因偶發事件而有

負面影響。2000 年代俄羅斯經濟穩定成長，兩國關係因北韓核問題開始有較密

切的合作交流，在雙方互動一來一往中奠定互信基礎。2010 年代俄羅斯已重回

大國地位，其國際影響力更勝以往，韓國也因經濟突飛猛進國家實力大幅提升，

兩國的合作計畫更具規模。自 2000年普丁執政以來 16年的時間，雖然中間歷經

4年梅德偉傑夫執政，但渠基本上貫徹普丁奠立的國家政策方針，俄羅斯外交政

策很大程度上具一致性與連貫性，因此其對韓國的外交政策的變化並不大，也因

為政策的明確一致性使兩國外交政治精英較易摸索雙方的互動模式與需求，雙邊

關係從「建設性互補夥伴關係」到「全面互信夥伴關係」再到「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的逐步提升，顯示自 1990 年建交以來兩國的友好關係在頻繁交流互動中逐

漸累積互信。普丁政府的外交政策遵循務實主義不追求不切實際的政策目標，以

國家利益為依歸，為國家走向現代化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條件，俄羅斯對韓國的

外交政策就是最好的展現。 

 

    筆者認為在國際政治層面上，俄韓兩國累積相當的互信基礎，雙邊關係穩

定正向發展，在攸關朝鮮半島局勢事務方面，俄羅斯亦願擔任協調者，以追求

東北亞局區域穩定安全。在國際經濟層面上，兩國經濟結構雖具互補性，惟韓

國對俄羅斯之投資顯然多於俄羅斯對韓國之投資，在經濟合作交流方面仍有相

當大的成長空間，俄羅斯若能加速開發並穩定建設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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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兩國經貿交流。倘俄韓政治領導階層的友好關係得向下外溢至民間企業，

似能帶動兩國經貿交流，進而促進俄韓兩國向下深化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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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表 1.俄羅斯與韓國大事記 

                           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俄羅斯與韓國大事記  

 韓國總統               事    件  俄羅斯總統 

1980-1988年 

全斗煥時期 

   1985 年戈巴契夫推行新思維政策 

   1986 年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 

   1988 年盧泰愚推行北方外交政策 

   1988 年戈巴契夫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演說 

   1988 年漢城奧運 

   1990 年兩國互設貿易工業與領事辦事處 

   1990 年戈巴契夫與盧泰愚舊金山會談 

   1990 年兩國建立邦交 

   1990 年盧泰愚訪問莫斯科、 

         簽訂「莫斯科宣言」 

   1992 年兩國簽訂「俄韓基本關係條約」 

   1994 年兩國關係提升為「建構性互補夥 

         伴關係」 

   1996 年「蘇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失效 

   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1998 年俄羅斯向韓國延期償還借款 

   1998 年兩國互逐外交官 

   1998 年韓國堅決俄羅斯償還債務 

   1999 年金大中出訪俄羅斯 

   2000 年兩韓發表「南北韓共同宣言」 

   2000 年兩國互逐具外交官身分的情報員 

   2000 年普丁出訪北韓 

   2000 年兩國總統於 UN青年領袖會議舉 

         行俄韓高峰會談 

   2000 年兩國建交 10年 

   2000 年兩國總統於汶萊 APEC 舉行俄韓 

         高峰會談 

   2000 年金正日出訪俄羅斯 

   2001 年普丁出訪韓國 

 

  

 

 

1985-1991 年 

戈巴契夫時期 

 

 

 

1988-1993年 

盧泰愚時期 

 

 

 

1991-1999 年 

葉爾欽時期 

 

 

1993-1998年 

金泳三時期 

 

 

 

 

1998-2003年 

金大中時期 

 

 

 

 

 

 

 

 

 

2000-2008 年 

普丁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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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8年 

盧武鉉時期 

 

 

 

   2002 年北韓宣布擁有核武 

   2003 年啟動六方會談 

   2003 年普丁與盧武鉉於曼谷 APEC會面 

   2003 年俄國防部長訪問韓國 

   2004 年盧武鉉出訪俄羅斯 

         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互信夥伴 

         關係」 

   2005 年盧武鉉出席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60週年紀念閱兵 

   2005 年普丁與盧武鉉於釜山 APEC會面 

   2006 年韓國於聖彼得堡設立總領事館 

   2007 年普丁與盧武鉉於雪梨 APEC會面 

   2008 年李明博出訪俄羅斯 

         兩國關係提升為「戰略合作夥伴 

         關係」 

   2009 年梅德偉傑夫與李明博於義大利 

G8峰會會面 

   2009 年北韓第三次核試驗 

   2010 年天安艦事件 

   2010 年梅德偉傑夫出訪韓國 

         兩國簽訂政府間協議及備忘錄 

   2010 年延坪島事件 

   2011 年梅德偉傑夫與金正日於俄遠東地 

         區會面 

   2011 年梅德偉傑夫與李明博於聖彼得堡 

         舉行會談 

   2012 年普丁與李明博於海參崴 APEC 

         會面 

   2013 年普丁與朴槿惠於聖彼得堡 G20峰 

         會舉行會談 

   2013 年普丁出訪韓國 

   2015 年普丁與朴槿惠於安大利亞 G20峰 

         會會面 

   2015 年普丁與朴槿惠於巴黎 UNFCCC  

COP 21舉行會談 

   2016 年韓國宣布部署薩德系統 

   2016 年普丁與朴槿惠於海參崴東方經濟   

         論壇舉行會談 

 

 

 

 

 

2008-2013年 

李明博時期 

 

 

 

 

2008-2012 年 

梅德偉傑夫 

時期 

 

 

 

 

 

 

 

 

2012-2016 年 

普丁時期 

 

 

 

2013-2016年 

朴槿惠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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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韓國企業對俄羅斯的基本投資項 

    資料來源: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Развитие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усиления     

             азиатского вектор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一書，筆者經整理後自製表格。 

   投資地點          投資項目    韓國投資方 投資金額(美元) 

 1  列寧格勒州           工廠 現代集團(Hyundai)      5億 

 2    莫斯科州   日常家電製造工廠 LG 集團      3億 

  (總投資額)  3   加盧卡州   日常家電製造工廠 三星集團(Samsung) 

 4    莫斯科   多功能娛樂飯店購物中心  樂天集團(Lotte)     3.5億 

 5   加盧卡州        糖果製造工廠  樂天集團(Lotte)      1億 

 6   柯麥羅州     汽車卡車裝配工廠 現代集團(Hyundai)    -------- 

 7     梁贊       食品工業企業   Yakult Co., Ltd    -------- 

 8   加盧卡州         製菸工廠      KT&G    -------- 

 9 韃靼斯坦共和國 聚酯纖維與對苯二酸化學工廠    KP Chemical    -------- 

10   濱海邊疆區 與俄公司共同培植玉米及黃豆 現代集團(Hyundai)    -------- 

 

                           附表 3.「歐亞倡議」主要內容 

       資料來源：大韓民國外交部「歐亞倡議」文件 表格由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政策觀點                       內容 

 

 

 提升大陸整體性 

         建造物流、資訊通信科技及能源之基礎建設 

   運輸與物流網絡   資訊通訊科技網絡  能源網絡 

    建造歐亞高鐵、 

  合作開發北極航道 

  建造貫穿歐洲之 

     資訊網絡 

增加韓國與歐亞地區

之能源連結性 

  

  

  強化夥伴關係 

           開創整合工業、科技與文化的新經濟 

善用科學、資訊科技 促進文化及人員交流  發展合作的機制 

連結物流、能源與 

     高科技 

落實工業、貿易、運

輸及基礎建設的討論 

  設立韓國—中亞 

   合作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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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兩韓與俄羅斯/

兩韓與中國之三方

合作 

               促進互信建立之過程與經濟合作 

  推動羅津—哈桑 

    物流計畫 

連結朝鮮半島縱貫鐵

路、西伯利亞大鐵路

及新歐亞大陸橋 

  將大圖們倡議 

 發展成國際組織 

 

              附圖 1. 2014年度俄羅斯出口至韓國之產品結構 

                          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海關局 

 

 

附圖 2. 2014年度俄羅斯出口至韓國之產品結構 

                         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海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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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韓國薩德系統可及範圍 

                 圖片引用自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網站 

http://www.heritage.org/multimedia/infographic/2015/06/bg3024/thaad-would-protect-south-korea-

from-north-korea-but-not-fr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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