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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二戰後東北亞國際秩序的重整與美蘇冷戰的東北亞擴張 

第一節 東北亞地緣政治關係的持續與變遷  

 

在東北亞，韓半島位於俄羅斯、中國、日本、美國等4大強國影響相互交織的中心地帶。1北

方以鴨綠江、豆滿江爲自然國界。與中國的遼寧省、吉林省等東北地區相連，同時與俄羅斯的太

平洋沿岸地區相鄰。東南方隔著大韓海峽與日本遙遙相對，再往南經過中國東海與太平洋還可通

往美國。美國和韓半島雖然沒有直接的國境線，但是日本和半個韓半島位於可以保障美國利益的

領域。所以這中間形成了一道看不到的國境線。可以說韓半島位於上面所說的兩個大陸國家和兩

個海洋國家的交織點上。這個地區的態勢直接影響到周邊四個大國的地緣政治與安保環境。  

從文明史的角度來看，廿世紀中期的韓戰，是俄中兩個大陸勢力和美日兩大海洋勢力，為擴

大他們自身在韓半島上的影響力，而展開的勢力鬥爭和利害衝突的産物。美國和中國對韓半島的

軍事介入，也是海洋和大陸兩大勢力的力量彙集在韓半島上的結果。用宏觀的角度來考察歷史的

話，這就是因爲中國人對韓半島地緣政治認識的持續，以及美國爲進入亞洲而對韓半島地緣政治

關係的應用而引發的戰線。如果說前者認爲韓半島屬於大陸勢力範圍，從而不允許把韓半島納入

海洋勢力，來作爲大陸的防衛線的一部分的話，那麽後者就是爲了自己國家的安保問題，而在海

外建立防衛陣地，並樹立自己作爲世界警察的名分，來阻擋蘇聯霸權的結果。  

在大陸和海洋這兩大不同的文明勢力相互發生衝突之前，韓半島在很長的時間裡一直屬於東

北亞地區的大陸勢力。在大陸勢力中間韓半島和屬於斯拉夫系的俄羅斯並沒有密切的關係，它在

中國漢字文化圈的影響裡，獨自創造出了自己的文化。在與中國2的文化交叉以及安保持續的影響

下，形成韓民族的獨自文化是可能的。 

正如韓半島，東北亞地區國家的安保在不同的時期雖然有差異，但是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受

中國的影響很大，無論是那個時期，中國都是作爲決定東北亞安保環境的獨立變數而存在的，從

來就不是從別的國家得到政治、軍事、外交形態等直接影響的從屬變數。換言之，在這個地區內

不存在挑戰制約或牽制中國獨立地位的勢力。中國用自身的安保理論和大國體制，來維持周邊東

亞各國的勢力範圍的國際秩序。這種狀態一直持續了十幾個世紀，直到近代西方勢力進入東亞爲

止。即使中國成爲歷史發展的客體，變爲西方列強或者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瓜分」的對象，它

仍然在區域的國家之間，或希望進入亞洲的西方國家之間發揮影響。今後的21世紀也是這樣，在

                                            
1｀東北亞＇是在地理學上無法確定其座標位置的概念。它更多是被應用於地緣政治或者是國際關係學上的抽

象概念。因此不是緯度和經度上的地區，而是位於亞洲大陸東北，一般是指俄羅斯的遠東地區，中國、韓半

島和日本等政治實體在內的整體區域。根據情況的不同有時候臺灣也包括在此。 
2 在這一部分說到的｀中國＇和前面談到的｀中國＇，在意義上不一樣。即前面所談到的中國，是將與中國

以外的民族和國家區分開來的普遍性、非歷史性的概念，但是這裡所說的中國是包括漢族與其他民族所建立

的歷代王朝在內的歷史概念。前者主要就是像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和其他非中國國家相區分的中國，

後者則包含了由其他非漢族，如遼、金、元、淸等所建立的中國王朝政權。事實上我們現在通常以一個政治

上的概念來稱呼｀中國＇，但考慮到歷史問題的話，根據時代的不同，在｀中國＇內部也存在著漢族王朝和

其他的｀中國＇。總之，宋朝時，北方有遼、金，後來遼金都被包括在了現在中國的概念裡。但是，宋代不

管是中國人還是高麗人都不把北方的｀中國＇稱爲中國。所以，在回溯到歷史問題上時，所謂的中國和其內

在的含義是不可一概而論的。但是，在本研究中此問題不是深層討論的主題，所以沒有仔細地來討論，基於

便利，把區別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和歷史概念上的中國給混用了，所以應該注意根據文章脈絡來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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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急速的內部崩潰，周邊安保環境也無大變化的話，中國對東北亞的影響將會更大。  

那麽中國在幾個世紀以來，能夠對周邊國家，更進一步來說，是對整個亞洲地區，一直維持

著中國特色的秩序，其歷史原因是什麽呢？是經濟力量嗎？還是以經濟力量爲基礎的軍事力量？

或是相對來說比較先進的文化力量？其實這是一個結合了技術力量，和比較高單位生産性的文化

優勢，與強大的軍事力量爲基礎的綜合國力。過去幾個世紀裡，中國的國力超過了周邊國家的國

力總和，這樣的國力維護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上下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時以先進文化傳

播者的形象來出現，有時以軍事強制的力量來出現。韓半島則同時接收了這兩種情況的複合型態

的影響。  

從地緣政治的角度，中國是如何來看待在周邊國家中與自身關係最密切的韓半島呢？依託在

自己國家的安保理論，在強調鴨綠江和豆滿江之間的韓中兩國距離的臨近性，和安保密切性的意

義上，按照中國戰略家們的方式稱之爲「唇亡齒寒」（when the lips are gone,the teeth feel

 cold）的關係。3這種認識的發源和終結在哪裡呢？在論證中國對韓半島的這種地緣政治的認識

來源之前，我們先考察一下構築中國對外秩序的國家安保理論的內在起源。中國能像今天這樣形

成一個龐大國家，是漢民族經歷秦漢時期，以黃河流域中原一帶的各個民族爲中心而形成的結

果，也是以中原地帶爲核心地區，漸漸地向四周散播自己的文明，和吸收周邊文明的結果。中國

在這個過程中，形成了分辨自己和別人的意識，即創造了所謂的「中華一統」的民族整體性和文

化形式。  

在中國所處的歷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中華一統的觀念，可以用其獨特的「天下中心觀」或

「中華一體觀」來表現。這是中國人具有包容性的華夷觀，或是封貢體制(冊封朝貢體制)，即意

味著以中國力量所形成的和平狀態的天朝禮治體系（Pax Sinica）思想。Pax Sinica就如同在一

定時期，一定地區決定秩序的羅馬帝國式和平(Pax Romana)、 蒙古帝國式和平 (Pax Mogolian

a)、大不列顚式和平 (Pax Britannica)、大東亞共榮圈 (Pax Japonica)和美式和平(Pax Americ

ana)一樣，是在十幾個世紀裡維持東亞國際關係秩序的體制。華夷觀以接受了天命(mandate of H

eaven)的唯一支配者，即王者，來行使王道的王道思想爲代表。在這裡，王者是指獨自來支配所

謂 「天下」(Chinese world)的 「天子」(son of Heaven)。同時天下是指天子的統治權，換句

話說就是歸屬於「天朝」。不僅如此，天下所有的領土和百姓也都屬於天子。4在這個領域內，只

存在附屬於中國的民族和國家，不存在與中國平等的關係。5   

但事實上，「天下」所有的地方不能都均衡的接受天子的支配和統治理念，周邊的國家或民

                                            
3 與唇亡齒寒類似的表現是一衣帶水，一水相隔，唇齒相依等。這些以中國的立場上來看大體上都是同一含

義的。但是站在其他國家的觀點上來看，這樣的意義是不成立的。 
4 此意思是歷代中國人經常引用的「天下一統，春秋之大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率土之濱，莫非王

臣」句子的濃縮。 
5 中國傳統上把其他民族或者是外國當成自己的屬國，所以直到近代爲止，對周邊的蠻人和他們的國家，一

直維持著封貢關係，從來沒有締結過平等的外交關係。所以，中國人在近代之前沒有以互利平等爲基礎的近

代的外交觀念。他們傳統上對周邊國家施捨天子的恩惠，並強求朝貢，而從沒有平等地對待過周邊國家。所

以，也沒有專門負責外交的機構。負責對外事務的外交機構，即「總理各國事務衙門」是在1861年3月11日

設立在北京政府機構之內。1840年鴉片戰爭爆發，雖然與西方間摩擦的事件及該解決的課題日益增加，但還

是沒有設立專門負責外交的機構，在經過了20年之後才設立。此機構分爲俄羅斯、英國、法國、美國和海防

五個部門。清朝把外交的主要對象都傾向去西方國家，根本就沒有考慮過和其他朝鮮、日本、安南、東南和

印度附近地區的國家之間發展｀外交＇。這個就是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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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要嘛接受王道，即王化作爲唯一的思想，不然的話就被視爲野蠻。總而言之，就是按照是否參

與或附屬實現王道的天子的政治權利，來作爲區分文明和野蠻的準則。這種觀念發展成爲了所謂

的華夷思想。華夷思想史與中華思想具有相同的發展脈絡，概括地說就是區別文明和野蠻的政治

空間理念，把文明和野蠻各自等同爲 「華」和「夷」。  

但是「夷」不能進入王土或王道的理由，主要可以從他們的定居地，自然環境和政治運用方

式等層面上來說明。「夷」所居住的位置，不僅離天子的處所即王畿太遠，王化非常的困難，或

是由於自己不具備理解文明價值的潛質。在這裡空間的概念，即 「中國」和 「四方」， 或者和

「內外」區分一起形成了 「人」和「非人」的價值判斷。 中國人和非中國人間的區分，就是華

夷思想的核心。這種情況下在中國住的人是人，在這之外的居住者一定不是人。簡要來說， 可以

用等式如天下=文明世界［華=中(國)=內=人］+野蠻［夷=外(四方)=邊=屍(死人)或禽獸］來圖示

化，不允許周邊挑戰「華」， 即中國對「夷」的絕對優越性，和支配的正當性的概念，就是中華

思想的核心。6   

根據這種區分「華」和「夷」的內外觀念，古代中國爲守護王土，把國防力量從周邊不能夠

王化的野蠻民族「四裔」（即南蠻、北狄、西戎與東夷）集中到京畿，野蠻民族侵入的話就增強

邊防的力量。 經過很多朝代，這種情況不斷反覆形成了「中心―外圍」的二元結構的防禦體系。

這種國家安保認識和實際的防禦結構，在清朝初期得以繼承和發展。直到今天中國也是運用把軍

事力量，恰當的佈置在首都和邊境地區相互交流的「中心―外圍」概念，認為這個是對國家安保

極其重要的「安全體系」。  

與現在相同，在過去的國際關係中，為達成國家對外的政治目的，總以軍事和外交作爲主要

的手段，而這兩者是相輔相成的。因此，「中心―外圍」的二元結構，不僅用於軍事，也用於與

周邊國家的外交上。「中心―外圍」 的概念走出中國，便成與周邊國家國際關係的延伸，擴大爲

所謂的 「朝貢關係」。朝貢原來是在商周時代封建的國際秩序中，周邊各國向商王或周王行 

「朝覲」和「貢獻」的禮儀，朝貢同時包含著朝覲和貢獻兩種概念。冊封是與朝貢相應的外交行

爲。中國歷代王朝都利用這種 「冊封和朝貢」的關係來統治周邊各國，通過這個來維護邊防的長

期安定。 

中國的君主允許前來朝貢的周邊國家的國王「稱臣」的慣例，是從漢族成爲中國社會的主流

的秦漢時代開始的。朝貢是以稱臣爲前提，其本來的功能是屬於政治和外交的領域，同時這也是

中國和周邊國家間存在文化差異的緣故。其實這是一種名義上的國交關係。這裡的文化差異其實

是以實際軍事力量爲基礎，也是國力的另一面向。強大國家的君主冊封弱小國家的君主，是為宗

主國，弱小國家的君主向強大國家的君主朝貢，成為藩屬國，兩國的關係是「互相珍惜和照

顧」，確立相應兩國君主的君臣關係。7這就形成了以中國爲中心的世界秩序。 歷史上像這種朝

貢關係的樣式，從秦漢時代開始，部分地顯示出來，到魏晉南北朝代形成制度化，經過隋唐代發

                                            
6 轉引自許愼的『說文解字』把先秦時代經常作爲｀蠻夷＇代稱所使用的｀夏＇解釋爲｀中國的人＇，即中

國人。周代的金文和先秦的文獻中，｀夷＇指死人，即和稱呼死人的｀屍＇通用的｀夷＇屬於私人的世界，

所以被認爲是和人無法正常溝通的一種存在。山轉統，「天下という觀念と國家の形成」，共同硏究，『古

代國家』(東京：啓示出版社，1949年)，138∼139頁。이성규，「中華 思想과 民族主義」，32頁。 
7 全海宗，「韓中朝貢關係考─韓中關係史의 鳥瞰을 위한 導論」，『東洋史學硏究』，第1集(1966年)，轉 

引自김한규，『韓中關係史』，(首爾：아르케，1999年)，第1卷，26~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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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爲具有顯著特徵的形態。七世紀中葉統一的韓半島，對中國的朝貢形態，幾乎可代表所有的

宗藩樣式。8   

在中國的立場上，朝貢關係是保障國家安保的政治外交工具。用具有這種功能和意義的朝

貢，來闡述中國歷代王朝和周邊國家關係的歷史概念，便可理解秦漢時代以後，形成中國和周邊

國家關係與上下地位的東亞特有的國際秩序。  

東亞就是在這種中國式的華夷秩序中，不斷經歷和平及局部戰亂的反覆交替發展而來的。以

中國爲中心的周邊國家戰亂早在西元前就開始了，經歷三國時代，高麗時代，朝鮮時代，直到現

代的這麽長時間裡，總以難以預料的週期不斷發生。中國發生政治變動産生新王朝時，既存的體

制一定會産生動搖，與此相應的兩國關係也會産生變化和衝突。歷史上華夷體制的發展自然不是

一帆風順的。換句話說，對中國來說，這一事實顯示了韓半島地緣政治的位置，對中國來說並非

總是重要的。在日本這樣的海洋勢力通過韓半島想征服中國大陸之前，對中國來說，韓半島尚非

地緣政治意義上的緩衝國(buffer state)，因此中國則是根據自身好惡來決定的兩國相互關係。  

但是宏觀上來看，東北亞從根本上來說，勢力版圖並沒有完全顛覆，和平體制在長時間得以

持續維持。到三國時代，中國和韓半島的關係，進入了以漢字、佛教、各種農業和生産技術等大

陸先進文明轉移到韓半島的相對安定的發展階段，同時期韓日關係也是在以中國爲中心的國際關

係的框架內進行的，大陸的先進文明經過韓半島進入日本列島，在古代日本進化到高等社會上，

起了極大的作用，在大陸勢力的影響之下，韓日關係的主流是和平的。9   

從唐朝中葉開始，中國與韓半島已經形成並維持了一個國際體制，這使與中國政局關係密切

的韓半島王朝，在每當中國王朝交替時，便發生動搖，然後又以中國新王朝爲中心，重新建立起

新的秩序。根據中國學術界的研究結果，到唐朝中葉，「在韓半島盛極一時的高麗（韓半島）人

開始接受中國作爲大國的地位和權威，確定了事大以禮關係的形態，漸漸的形成了天朝統治體

系」。10 

當然在東亞國家間也不會沒有戰爭，除了高句麗與隋唐的戰爭、663年的白村江戰鬥、蒙古侵

入韓半島及日本、抗倭戰爭，丙子胡亂等以外，大都是局部戰。所以在近代之前韓半島雖然也受

到了外敵的侵略，但是並沒有因此導致政治和民族的分裂。朝鮮是在內政和外交上，都不受中國

干涉的獨立國家，但是由於受明朝和清朝這兩大王朝持續標榜事大的影響，而趨向於中國的價值

和秩序。  

對朝鮮追求中國價值秩序的評價，是指推翻高麗王朝建立朝鮮的政治精英，把中國的天朝思

想原封不動地作爲建國理念，並以此作爲他們易世革命正當化的理論基礎。具體的例子是朝鮮的

開國功勳，打造了朝鮮500年治國之本的鄭道傳，認爲君王的權力來自於天，天就是民，所以只要

                                            
8 在韓中關係史的研究上取得刮目成果的全海宗主張朝貢制度是形成中國和周邊國家間關係的最大特徵，他

把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分爲 「本質的 朝貢關係」，「準朝貢關係」和 「非朝貢關係」三個類型。關於

對此三個類型區分的詳細內容參照全海宗，『韓中關係史硏究』(首爾：一潮閣，1981年)，14~16頁。 
9 日本守舊派學者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主張在3世紀日本統治著韓半島南端的所謂的｀任那日本府說＇，這

在歷史上是根本不存在的虛構，只不過是歷史的捏造。參照千寬宇，「任那日本府の虛構」，編，『韓國史

の再照明』(東京：讀書新聞社出版局，1975年)。 
10 天朝禮治體系這一用語是香港的黃枝連爲說明過去歷史上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而考察的概念。他把這一

概念也應用到了韓中關係的說明上。黃枝連，『東亞的禮義世界：中國封建王朝與朝鮮半島關係形態論』

(北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年)，Ⅵ∼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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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百姓希望的話，犯人也能夠成爲君主，這個王朝就是得到了天的旨意所建立的天朝，他把這個

稱爲迴圈理論，並作爲是國家權力的基礎。11   

這個理論是以孟子的政治思想作爲骨幹，通過易世革命來建立國家的歷代中國王朝，都以此

將篡奪政權合理化。12 所以接受天朝思想的朝鮮，會對這一思想的擁有者－中國進行朝貢和事

大。日本在這種天朝思想的領域內則稍微回避了，所以日本不受中國的直接影響。但是日本一直

把中國作爲上國卻是事實，正因爲如此，才在中國式的秩序中得以長久共存。換句話說在論述中

世以來東亞的和平時，是不能否認中國的世界觀及其影響的。 

    最早挑戰中華秩序的，並不是西洋強國，而是東洋小國日本。16世紀末的抗倭戰爭，一度動

搖了東亞的秩序，這雖然是日本侵略朝鮮的戰爭，但是日本侵略韓半島的最終目的仍是侵略中

國。日本向朝鮮朝廷施加壓力，要求在其侵略明朝時作為嚮導，或讓出侵明時的必經之路。13與此

相對應，則可看出中國與韓半島間，所謂唇亡齒寒這一概念的起源。 

遭受日本侵略的朝鮮國王宣祖，向明告知情況危急，明廷大多數臣僚都贊成立刻向朝鮮派

兵。當時在中國國內彌漫著「朝鮮人把日本人引到了朝鮮」的謠言。但是明朝廷則排除了這種謠

言，決定動員軍事力量來支援朝鮮。「朝鮮是明的圍牆，必須要支援朝鮮」是當初決定派兵的主

要原因。14事實上，直到那時，明朝利用朝鮮的事大，確立了朝鮮與明朝的等級秩序，使朝鮮有著

成爲防禦其東方敵人日本的週邊功能。15決定派兵的大多數人，主要的理由是因為他們知道日本的

侵略並不會只局限在韓半島，日本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中國和韓半島之間有著脣齒互依的相互

利害關係，救助鄰居就等於救助自己。不論是從戰略上考慮，還是從道義上考慮，都認爲不出兵

是不行的。16   

這個當然有著中國出於對自身國家安全的考量，但具有相同價值的是，朝鮮建國以後「血心

事上， 盡禮盡誠 ; 律用大明律， 歷用大統曆 ; 服色禮義， 無不慕尙(中華)」，將其視爲政治

文化上的屬國。17 像黃枝連指出的那樣，中國爲維持其固有的地緣政治的價值觀，即天朝禮治體

系，認爲這是衛道戰爭。這一事實表明中國與韓半島的關係爲唇亡齒寒，一衣帶水的關係，這既

有地理上意義，也有文化上的意義。中國和韓半島在幾千年中能夠維持天朝禮治體系，「華夷秩

序」(中國學術界把此稱之為天朝禮治體系)有著文化上的包容性，這個體制能夠安定維持的原

因，是在相對不變的意識形態上，有著相似的禮治文化。我們通過萬曆抗倭戰爭的歷史，也可以

                                            
11 參照具良根，「中國의 傳統的 對韓觀念 考察」，漢陽大學中國研究所，『中國硏究』，第4卷，第2號(1 

979年10月)，75∼76頁 。 
12 參照中國就是在清代中葉之前，如果其他民族侵略中國的話還被當成是「犯上」。但是，蒙古人、滿洲人

這些其他民族統一了中國的時候，被說成是天命。即｀老天委任的，替老天統治＇，這樣使得被統治者的屈

服具有合理性。那麽統治者當然就是天子了。當滿洲人在東北地區興起並打算越過明朝邊境的時候，把其故

意說成是｀犯上＇的明朝派軍隊進行討伐。但是討伐失敗了，滿洲人進到中國關內成爲全中國的主人之後，

把｀犯上＇看成是｀天命＇。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臺北：東華書局，1991年第12版)，17頁。 
13 張學根，「倭軍嚮導論에 대한 明,日의 壓力과 朝鮮의 對應」，海軍軍史硏究室編，『壬亂水軍活動硏 

究論叢』，(首爾：編者出版，1993年)，46∼47頁。 
14 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北京：人民出版社，1993年)，245∼246頁。 
15 張學根，「倭軍嚮導論에 대한 明,日의 壓力과 朝鮮의 對應」，海軍軍史硏究室編，『壬亂水軍活動硏 

究論叢』(首爾：編者出版，1993年)，46頁。  
16 週一良編著，『中朝人民的友誼關係與文化交流』(北京：開明書店，1951年)，37頁。 
17 黃枝連，『東亞的禮義世界：中國封建王朝與朝鮮半島關係形態論』(北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年)，

[代序]Ⅷ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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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到中國近代對韓半島在地緣政治層面上的認識。  

萬曆抗倭戰爭對東亞的國際關係帶來了質的變化和歷史性的波動。對中國來說，是為明朝滅

亡和大清帝國建立的契機。在韓國則形成了反省虛無和思變的政治文化，從而引發了所謂的實

學。而在日本則成爲了近300年閉關鎖國體制的原因。這以後大約250年間，東亞在中華秩序下，

持續地維持和平。  

以萬曆抗倭戰爭爲契機，滿族蠶食中國大陸，建立新的王朝，在清朝的中前期，統治者繼承

和發展了周朝所提起的「以藩屛周，守在四夷」的政策，對邊防的少數民族加以嚴控，同時確立

把藩屬國作爲維護國家安全的一種安全戰略。舉例來說，像今天的琉球，「以琉球守東南，以高

麗守東北，以越南守西南」，在這一構想下，把周邊國家活用爲自己國家的安全屏障。18   

中國的許多知識份子，都認識到了由於周邊形勢的長期變化，而産生韓半島地緣政治性格的

變化和其重要性。有人說「沒有朝鮮的話，東北三省不可能不發生事情」，強調朝鮮對於中國來

說，其重要性是琉球無法比擬的。他指出「琉球是中國的腳趾甲或頭髮，但高麗就像是中國的胳

膊。腳趾甲和頭髮雖然是人身體的一部分，但去掉或減掉並不覺得可惜，但是人會不珍惜胳膊而

去掉它嗎？」。部分說法則鮮明地表達出警覺心理，日本佔領朝鮮後「使用鐵甲船來到鴨綠江，

當炮聲響起的時候，中國還會把這作爲別人的事情而太太平平的過日子嗎？」19  

與清朝簽訂從屬關係，定期向中國朝貢的藩屬國，有朝鮮、琉球、越南、老撾、緬甸、泰國

等六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擔當著守護中國東北和東南邊疆安全的防禦作用。這中間特別是朝鮮，

是維護清朝邊疆安定的緊要地區。清朝是在同治、光緖時期，開始對周邊藩屬國特別是韓半島重

新加以重視。隨著清朝周邊地區與西歐列強的紛爭接連不斷的發生，國家安全受到更大的威脅的

情況下，認識到要把可以作爲安全屏障的藩邦重新納入到自己國防政策中來，使其成爲國家安全

中的一環。從這個時期開始，中國對藩屬國的認識，從簡單的禮教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轉到了

與國家的邊防安全直接相關的實質性的現實問題中來。  

同治、光緖時期，清朝的高級官僚們對韓半島地緣政治的重要性特別的關注。這一時期是西

方列強對朝鮮施加壓力，要求門戶開放，以及日本露骨地表現出要侵略朝鮮意圖的時期。特別是

日本在1873年與中國簽訂清日互助條約後，1874年3月到11月因爲侵略臺灣的事件，與中國在外交

上頻繁的産生磨擦和紛爭，清朝的絕大多數的官僚都認爲，如果日本侵略朝鮮，絕對是對國家安

全的一個重大威脅。20這可以從下面這些當時主管外交的代表人物的認識和判斷中顯示出來。 

    主管清朝對外問題的直隸總督、北洋大臣李鴻章，在1867年向中國朝野表明日本一定會爲了

奪取朝鮮而使用武力，並指出「日本欲呑朝鮮已久」，「覬覦朝鮮匪伊朝夕」。並且回憶在萬曆

抗倭戰爭時，因爲日本侵略朝鮮威脅到了中國遼東和燕京，明朝派兵進入朝鮮這一歷史事實，強

調「朝鮮爲我東土屛蔽」，雖然過去是「沿海肢體之患」但日本對朝鮮的侵略會成爲「遼(東燕)

京根本之憂」。21 1880年兩江總督劉坤一上奏指出韓半島是越南、緬甸等中國的藩屬國之中最重

                                            
18 王生榮主編，『金黃與蔚藍的支點：中國地緣戰略論』(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年)，69頁。 
19 周一良編著，『中朝人民的友誼關係與文化交流』(北京：開明書店，1951年)，43∼46頁。 
20 權錫奉，『淸末對朝鮮政策史硏究』(首爾：一潮閣，1986年)，45∼46頁 。 
21 同上書，54∼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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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部分，強調了韓半島與中國的唇齒關係。22 

在日本和西歐列強要求朝鮮開放門戶時，李鴻章擔負著畿輔、華北、遼東到朝鮮的這一龐大

地區的外交、通商及軍事職責，他對韓半島的認識是把握中國人唇亡齒寒關係的典型的一個例

子。他的觀點是憂慮清朝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日本掌握了朝鮮，中國的東北就會受到威脅。也

就是說，這是十九世紀中國版的「骨牌理論」。因此他們了解到，為了清朝的國家安全，比起台

灣或華南各省，朝鮮的戰略性質是更為重要的。這之後，李鴻章對俄羅斯南下接近朝鮮，說道 

「高麗作爲東三省的門戶，高麗在東三省就安全，高麗不在的話東三省就非常的危險了」。基於

把朝鮮作爲防禦東三省緩衝區的戰略性的這種判斷，他努力想把中國對朝鮮的傳統宗主權轉變爲

實際性的支配權。23   

同期，為應付日本對朝鮮的干涉，1882年袁世凱通過壬午軍亂成功地進行了對朝鮮的軍事干

涉，之後以此作為契機，清朝內部以清流黨人士為中心，掀起了應該加強對朝鮮的干涉和統治的

討論。吳長慶的幕僚張謇作「朝鮮善後六策」，建議按照漢設遼東四郡的先例，把朝鮮置爲中國

的郡縣，或者是在此駐紮中國軍隊，守衛海口，同時和內政改革同步的進行新軍訓練，以此把中

國的東三省連接起來。此構想在主張避免與日本軍直接衝突的李鴻章的反對下沒有能夠實行，但

是對於後來張佩綸與袁世凱對於韓半島的態度上産生了很大影響。張佩綸1882年也向清朝上奏了

「朝鮮善後事宜六策」，摸索抑制駐屯朝鮮的本軍的方案，解除濟物浦（原仁川）條約，建造2∼

3艘快速船駐屯在仁川，以消除長期駐屯陸軍的危害，從盛京將軍那裡選拔一萬名常備軍防護奉

天，同時防護朝鮮東部的永興，阻止俄羅斯南下，防禦遼瀋。李鴻章把張佩綸的建議上奏。24   

落實李鴻章政策的袁世凱，在向朝鮮王與朝廷提出的上奏文中，對於處在帝國主義列強間的

朝鮮如何保持獨立的方案方面，對於韓半島有了以下的認識。「朝鮮原屬中國，朝鮮現在要離開

中國前往別國，這就像幼兒離開父母投入別人的懷抱一樣。朝鮮依靠中國有六利，背叛中國則有

四弊。利益當中『第一，中國與朝鮮毗鄰。早上出發晚上就能到達，因此危急時可以互相救援。

第二，中國視天下爲一家，一視同仁對待藩封。如發生叛亂可以立即派兵平定。第三，中國對小

國仁義至盡』。害處之中，與位於海邊的越南、緬甸相比，『朝鮮位於中國腋下，北與瀋陽近在

咫尺，西與天津、煙臺有咽喉關係，如沒有朝鮮，中國將失去東面的屏障。』中國皇帝不得不領

兵出征。因此，中國可以寬容對待緬甸與越南，卻決不會喪失朝鮮。如果朝鮮背叛中國，中國迅

速派兵攻佔朝鮮是上策。」25 但是對外打開了門戶的朝鮮，在和列強建交之後，開始動搖韓中間

的傳統關係，因此清朝打算提高自己對韓半島的影響力的計劃沒有實現，在中國由於1894～5年的

甲午戰爭，作爲韓中關係象徵的朝貢關係也告終了。 

中國對周邊國家所謂的「唇亡齒寒」的傳統地緣政治安全觀念，一直持續到歷史變換的廿世

紀韓戰的時候。只要是大陸勢力和海洋勢力間的衝突關係沒有改變，其性質就不會變，而且即使

是周邊的安全環境有所改變，也會出現改變此觀念的另一種形態。這就像清朝中期在政治英才中

有過的安保論爭，或者像在爲防備英國日本北上是否要優先防禦中國沿海地區的塞防論和海防論

                                            
22 王生榮主編，『金黃與蔚藍的支點：中國地緣戰略論』(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年)，141頁。 
23 김한규，『한중관계사（韓中關係史）』(首爾：圖書出版 아르케，1999年)，第二卷，828、830、841頁。 
24 同上書，846∼847頁。 
25 同上書，867∼8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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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爭中所顯示出的，只是防禦的先後順序問題，或者只是改變臺灣地緣政治上的價值。26本文將

在第六章討論廿世紀中國對韓半島認識的繼承問題。 

然而，因歐洲的工商業和科學技術飛躍性的發展，開啟了西力東漸的十九世紀中期，此時清

朝由於在鴉片戰爭中戰敗，中國的華夷秩序開始動搖。在歐洲船堅礮利27衝擊下的封貢體制開始出

現龜裂，結果拉下了東亞和平時代的帷幕。同時，也掀起了東北亞三國，韓中日各自歷史的旅

程。28 

首先清朝出於抵制帝國主義列強侵略，強化自身安保的目的，短暫維持了自己對於周邊藩屬

國的影響力，但還是沒能維護住對周邊藩屬國的宗主權。不僅如此，還淪爲英國、德國、俄羅

斯、法國、日本等帝國主義之間爭奪的半殖民地。結果清朝在帝國主義時代到來之後，對藩屬國

們顯示出了與西方列強相似的帝國主義形態。1870年後，美國和日本各自以開放韓半島門戶爲藉

口，開始排擠中國的影響力，面對這樣的形勢，清朝爲維持對朝鮮已有的絕對影響力，放棄了一

直自稱的朝鮮保護國的立場，率先加強了控制的力度，就是一個很好的例子。1870年代末左宗棠

成功的平定了中國西北地區和中亞邊境－新疆地區後，清朝呈現出一幅好轉的樣子，1880年駐日

清朝公使何如璋上奏了三條對朝鮮政策案。其中上策就是在朝鮮常駐掌管朝鮮內政和外交的監

國，按照近代西方的觀念，就是把朝鮮作爲自己的殖民地。29   

但是中國沒能使韓半島成爲殖民地，相反遭受到了西方列強要求門戶開放，同時隨著其基督

教宣傳和通商的要求，西方勢力逐漸侵入中國內地，中國的主權被侵犯，經濟利益喪失，殘酷地

經歷了「帝國主義的受難歷史」。西方列強爲開發並確保市場，開始爭相開闢殖民地，殖民地或

弱小國國民的意願，決不可能成爲歐洲列強們的考慮對象。帝國主義列強對落後的弱小國與殖民

地的統治與支配都被其合理化。 

十九世紀80年代開始加強的英國帝國主義膨脹，並不是政府有組織地、有意識的計劃的結

果。而是熱衷於帝國主義活動的少數個人集體發動的結果。法國的情況與同英國一樣，但與英國

不同之處在於其中少數是軍人，並且依靠傳播天主教，試圖使未開發的非歐美國家民衆文明化的

使命感非常強。歐洲的後進國家德國也帶著相同的目的進入了殖民地競爭當中。俄國帝國主義則

爲了本國領土的擴張而向遠東地區發展，這一點與美國非常類似。30 美國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最

晚加入列強的帝國主義競爭，向亞太地區延伸勢力。美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只是佔領領土的

欲望相對小一些，並不是對勢力範圍擴張不感興趣。夏威夷被納入美國領土就是典型的例子。但

                                            
26 塞方論和海防論的內容以及關於此的爭論，參照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臺北：驚聲文物出版社，

1970年)，93∼94頁和李雲漢，『中國近代史』(臺北：三民書局，1991年)，77∼78頁。 
27 18世紀以來進行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是以西方列強的東漸，在領土上的擴張，和區域性的佔領，以

及對弱小國家的政府和統治爲特徵的。 
28 在東北亞最先收藏西方文物，同時靈活快捷地搭乘西方帝國主義的日本，走上帝國主義道路侵略鄰國並蹂

躪民衆。朝鮮沒能適應時代潮流主動地收藏西方文物，同時自行的變革又失敗了，結果淪爲日本的殖民統

治。即韓半島不是自發地而是因爲墮落而開放門戶，同時還被強行編入世界體制中。有很長一段時間，世界

因爲地大物博而自滿的清朝爲了維持大多的尊嚴和偉大形象而盡了最大努力，但是最終還是由世界最強國逐

漸地淪爲西方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在這一過程中，清朝爲了抵擋西方國家的侵略而靈活地利用周邊國家作

保護本國安全防禦壁。即對周邊國家重新樹立起唇亡齒寒傳統觀念，成了一種週期性的樣式統一化。 
29 김한규，『한중관계사（韓中關係史）』(首爾：圖書出版 아르케，1999年)，第二卷，841頁。 
30 르네 알브레히트-까리에著，김영식，이봉철譯，『유럽외교사-비엔나회의이후（歐洲外交史－維也納會 

議之後）』(首爾：까치，1992年第4版)，上卷，199~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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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相對關心商業目的與防止並牽制其他歐洲國家在亞洲獨佔利益，而不是直接擴張領土。 

西方列強不管是為了經濟方面的利益獲取，還是領土的擴張，或是宗教的傳播，彼此相互合

作，有時則互相牽制，共同敲開了中國的門戶。他們先是從四方侵入清朝的藩屬國，制定了使之

脫離清朝的計劃。對西方國家來說，使清朝周邊國家殖民地化是最終目的之一，但是也只是爲開

拓中國這個大市場，進入中國內地而進行侵略預備戰的一環。 

近代以來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刻骨銘心的經歷了帝國主義列強的侵略。近代中國歷史屈辱的

最大象徵就是因爲甲午戰爭的失敗，負擔大量的戰爭賠款，同時把臺灣割讓給日本50年。中國的

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等反體制人士們，反帝國主義的意識尤爲強烈，這是因爲他們認識到歐

洲人要求進行開放，並不是正當的門戶開放或者通商要求，而是伴隨著國家財富流出與民族的受

難。 

韓半島也經受了日本36年間的殖民統治。這也同樣是大陸勢力和海洋勢力衝突的結果。原本

行使對韓半島傳統宗主權的中國，在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影響力衰弱後，代替它的勢力是北方

的俄羅斯和日本。如前所述，俄羅斯是兼跨歐亞大陸的大陸國家。日本和美國是位於太平洋的海

洋國家。這些國家們和韓半島産生關係是非同時性的。和韓半島建立關係的先後順序是：中國，

日本，俄羅斯和美國。雖然時間有所不同，如果周邊的安保環境不變的話，位於大陸勢力和海洋

勢力交會位置的韓半島，必然會成爲利害衝突的焦點。美國的評論家斯通對於韓半島周邊強大國

家，在如何認識韓半島的問題上，作了一個很貼切的比喻。他說「日本把朝鮮作爲從大陸中伸出

的一把槍，中國人認爲韓半島是日本侵略大陸的橋頭堡，俄國人認爲韓半島是海參崴的一個威

脅，美國人把韓半島看作是遏制共産主義戰略的要衝地。」 31在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時代，面對

處於大陸勢力和海洋勢力交叉點的事實，韓半島很難避免列強相互間的利益衝突。從這一點上來

看，韓半島也是各個勢力隨時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從此觀點上分析韓戰爆發原因的一位學者曾

比喻韓半島是「東亞的巴爾幹半島」。32   

就像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一樣，韓半島是俄羅斯爲獲得在遠東的不凍港持續進行南下的戰略目

標，在歐洲實力均衡的觀點上，自開始受英國牽制的十九世紀中期以來，爲尋找去國外的新通路

的俄羅斯立場上來看，位於東北亞且擁有良好的不凍港的韓半島，是其積極侵略的對象。韓半島

北接中國、俄羅斯等亞洲大陸，是海洋勢力進駐大陸的踏板，南邊遙望日本列島，是大陸勢力和

海洋勢力交會的戰略性要地。特別是經歷了數世紀尋求南下的俄羅斯，對能牽制中國、進入日本

的韓半島，近代任何政權，不論是沙俄時代的領土擴張政策，列寧對亞洲地緣政治所持的觀點，

繼承此觀念的史達林，也以同樣的戰略眼光注視著韓國。  

    但是，俄羅斯在東北亞被旭日東昇的日本勢力所排擠，在韓半島的權力競爭中退出了。進入1

8世紀中葉，俄羅斯出現在日本的北海道北方，爲交易通商與要求門戶開放而來，日本朝野對於俄

國的南下的不安全感擴大，爲保障自身的安全，日本按照自己的意願設定了海外擴展並防禦日本

列島的所謂的「主權線」和「利益線」。並且以本國安保和「八紘一宇」概念作爲名分，向韓半

                                            
31 I. F. 斯通、南佐民等譯，『朝鮮戰爭內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年)，38頁。 
32Robert R. Simmons, The Strained Alliance：Peking, Pyongyang, Mosco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vil War(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5),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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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和滿洲伸展勢力。朝鮮的殖民地化是日本帝國主義大幅膨脹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俄羅斯敗給了

受到英國的庇護和支援的日本，由此喪失了在韓半島的影響力。制約著俄國的日本，受到西方列

強的矚目一躍成爲亞洲強國。借著此氣勢越過韓半島和滿洲，把帝國主義的魔手向北伸向西伯利

亞，向南伸向中國的中原地區和東亞。在此過程中，日本最終透過侵害英國在亞洲的利益而一躍

而成爲亞洲地區的帝國主義強者，最終也與美國的利益産生了衝突。331941年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

戰爭，日本把自己的侵略戰爭，說成是對抗美國的亞洲解放戰爭，並命名爲「大東亞戰爭」，顯

示了當時美日間的衝突。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界政局有所改變。在歐洲發動侵略戰爭的德國和義大利，以及在

亞洲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日本結成了三國同盟，既所謂的軸心國，與此相對抗的是以英國、美國和

蘇聯爲中心的聯合國勢力。除這兩大勢力之外，在暗處還有爲互相牽制而結成的日德同盟、美蘇

同盟、日蘇互不侵犯條約、中美同盟。一時之間形成了大陸勢力和海洋勢力間合縱連橫的局面。

爲了制約軸心國，美、英、蘇、中通過軍事合作形成了所謂的四強體制，給歐洲和中國的政治局

勢帶來了一道曙光。但是韓半島的命運再次成爲強國間的政治鬥爭的對象，圍繞著韓半島的東北

亞的地緣政治關係也變得不明朗。 

 

第二節 悲劇的種子—雅爾達體系的形成與蘇聯勢力的東北亞進軍 

 

1945年2月，美國總統羅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蘇聯的史達林等聯合國首腦們，爲了商議對

軸心國的對策、對日作戰方案和戰後處理問題，於在黑海沿岸克里米亞半島的雅爾達進行了會

晤。在雅爾達會議中，羅斯福總統確定了戰爭中的美蘇聯合的精神。他本人也帶有重新確定二戰

後新的國際秩序的目的。史達林則想利用此會實現蘇聯在歐洲和亞洲的國際利益。羅斯福和史達

林間的相衝的意圖，卻在此時達成妥協，締結了秘密協定。 

雅爾達協定在廣義上分爲歐洲和亞洲兩部分。前者主要的協定事項是美國、英國、蘇聯、法

國等四大國對德國進行分割佔領；蘇聯和波蘭確定了兩國間國境以寇松線(Cuzon Line)爲界以及

波蘭建立獨立政府等問題。34通過該協定，東歐羅馬尼亞等國家和德國的一部分轉入到蘇聯的勢力

圈，由此史達林得到了擴大其影響力的機會。 

雅爾達協定的亞洲相關內容，在會晤一年後美蘇兩國公開協定檔案之前無人知曉。其內容的

核心是降服德國後二至三個月之內蘇聯參與對日作戰，作爲代價，以恢復蘇聯於日俄戰爭時所失

去的權益。35這個時候，史達林要求恢復在中國的各種權益，同時提議由美蘇兩國共同佔領韓半

島。羅斯福允諾史達林參與對日戰爭，但是他要求蘇聯要保障其長期權益。而且，蔣介石通過與

史達林的秘密會晤，積極的進行統一中國大業，蘇聯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支持後者。羅斯福妄

圖把蘇聯拉入了對日戰爭的動機是，在美國攻擊日本本土，駐紮在滿洲的日本關東軍返回本土進

                                            
33 日本侵害了英國和美國的利益是在1931年8月滿洲事變後對中國實行侵略，這違背了1921年在華盛頓會議上

美國和英國主導著約定了所謂的｀九國條約＇。同時，和原則上門戶開放的美國的對外政策也是相違背的。

對於此的論述參照黑羽茂，『日本外交の系譜─太平洋戰爭への抗爭史的展開』(東京：協同出版株式會社，

1979年改訂4版)，253∼257頁。。 
34 Diane Shaver Clemens, Yalt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95∼299. 
35 ibid., 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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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戰鬥時，美軍預計可以減少一百萬名以上的傷亡。爲減少美軍的犧牲，美國在攻擊日本本土三

個月前，期待蘇聯能參加對日戰爭，攻破駐紮在滿洲的日本軍精銳部隊關東軍。當時在滿洲、韓

半島等全體遠東地區，由廿四個師和四十二個旅組成的七十五萬多名的日本關東軍，和包括駐日

朝鮮軍、滿洲軍及滿蒙軍在內共計一百廿萬名的日本軍已經布陣完成。 

史達林若與日本軍對敵的話，就需有最少卅個師移動到遠東地區。考慮到輸送這些兵力需要

用大約1,000輛的火車歷經三個月的時間，便允諾在德國投降三個月後參加對日戰爭。羅斯福按照

與史達林的秘密約定，作爲雅爾達協定的一部分，並將修改中華民國政府和蘇聯之間的條約。194

5年8月14日，蔣介石政府和史達林政府之間締結的中蘇同盟就代表了該成果的實現。該條件是史

達林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僅與國民黨建立關係，降服德國後馬上參與對日

戰爭的另一面，就是國民政府同意把滿洲地區中東鐵路的使用權恢復給俄羅斯。 

雅爾達會談的産物，即條約和宣言，暗示了即將構築怎樣的戰後世界秩序。美國和蘇聯爲了

結束戰爭，一致達成協定，但是隨著戰後的形勢變化，其中帶有崩潰的引子發展成爲悲劇的胚

芽。與此相關的具體說明，將逐一論述。雅爾達會議的實現，強化了開羅宣言、雅爾達會議和波

茨坦宣言。與歐洲拿破侖戰爭之後1815年形成的維也納體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20年成立

的凡爾賽和約一樣，又一次的表明了世界秩序是按照戰勝者的意圖而定下來的。36但是波茨坦會議

開幕前一天，美國成功地在新墨西哥州進行了原子彈試驗，獲得該消息的杜魯門總統不願意蘇聯

對日作戰。美國和英國兩首腦於1945年夏天（7月17日～8月2日）在波茨坦會晤時，達成儘量阻止

蘇聯加入遠東問題的意見，並也試圖去阻止。杜魯門在波茨坦會議中發表了與蘇聯對日參戰相關

的矛盾講話。7月27日，他出於接受美國軍隊和英國軍隊兩個參謀長的報告的立場上，鼓舞蘇聯對

日參戰，表明應當在蘇聯對日作戰的準備上進行支援。但是兩天後，史達林通過莫洛托夫向美國

和英國提出要求，希望他們向自己做出發表聲明，要求其正式對日作戰，但是杜魯門總統對此不

作應答。與此同時，太平洋全區總司令麥克阿瑟發表言論，表明日本國土已經進入美軍的空襲和

攻擊範圍之內，不再需要蘇聯的加入了。 

但是，蘇聯已經進入了對日作戰的準備當中，美國和英國無法阻止。以史達林爲首的蘇聯

軍，在最高首腦的直接干預下，於1945年初開始了對日作戰的準備。蘇聯軍最高司令部命令對日

作戰準備工作要在7月25日之前完成。戰爭準備的第一步就是向遠東地區輸送大兵力和武器裝備，

5月開始進行軍隊移動和運送軍需物資。該任務由於蘇聯遠東地區的不平坦地勢，如沙漠、草原、

丘陵以及氣候炎熱、鐵道運行能力落後等問題，進行地並不順利。 

在這期間，西伯利亞鐵路成爲軍事移動的主力。開往遠東的特級列車都是軍隊專用列車，每

輛列車都裝滿了飛機、大炮、坦克與各種軍用裝備。1945年3月到7月，四個月期間十三萬6,000節

車廂的部隊與軍需物資穿越西伯利亞運往遠東地區，運送了一百萬名蘇聯軍與數萬門火炮，數千

輛坦克與汽車，大量的彈藥、糧食與燃料。並且在運送量劇增的7月下旬，遠東地區的部隊增加了

1倍。最後，移動的蘇軍部隊爲蘇聯軍隊十一個混合集團軍，一個坦克集團軍，三個空軍集團軍與

一個戰役集群。總兵力爲一百五十七萬名，火炮二萬6,000門，坦克、自行火炮5,500輛，飛機3,9

                                            
36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 1964), pp.29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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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架。37這與當時駐紮在中國東北地區的一百萬名日本關東軍與坦克1,215輛，6,640門大炮與迫擊

炮，1,900架飛機相比，多得多。  

這所有的軍事移動都是秘密進行的，用於運輸軍隊的列車都編爲民間列車，與正常的列車運

營時間與路線儘量一致，在列車到站之前貼出「車票售完」的標誌。並且所有高層軍事指揮官都

改換姓名，摘下軍銜，更換服裝。部隊的排列，集中與散開都是有順序地在夜間燈火管制狀態下

進行的，白天在鐵道附近的活動是被絕對禁止的。  

史達林在完成兵力與武器裝備運送的同時，蘇聯軍最高軍事司令部於7月30日正式設立了蘇聯

遠東軍總司令部，任命了主要指揮官，對日作戰的準備工作完成了。對德戰爭的英雄朱科夫元帥

被任命為指揮對日作戰的遠東軍總司令。伊萬諾夫上將被任命為參謀長。蘇聯遠東軍分爲後貝加

爾湖方面軍，遠東第一方面軍與遠東第二方面軍等三大作戰集團軍。各方面軍地司令官分別是馬

林諾夫斯基元帥，麥列茨科夫元帥，普爾卡耶夫大將。  

史達林的東北亞戰略構想，整理如下。史達林想打敗日本，收回在日俄戰爭中失去的利益，

削弱日本勢力，最終赤化日本。對於中國東北地區，俄國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與美國、德國、法

國、日本等國開始進行利益競爭，意圖將其劃入勢力範圍，努力使中國東北地區不成爲帝國主義

反蘇的戰場。38東北地區是東亞各國與蘇聯遠東及西伯利亞地區相聯接的要地，具有重要的戰略價

值。韓半島是赤化日本的跳板。因而，中國的滿洲與朝鮮對蘇聯來說具有特殊的意義。並企圖利

用北韓的不凍港，進出太平洋，並以此勢力與美國、日本抗衡。在日本敗亡前，蘇聯遠東軍已爲

日本的崩潰做準備，因而特別重視對韓人與中國人部隊(88旅)進行共産主義政治教育，隨後再將

他們派往中國與韓國的各地樹立共産政權。39 在地緣政治的國際關係下，蘇聯與中國都是在東北

亞地區，並都爲維護本國的國家安全，極力將北韓拉進自己的勢力範圍內。對中國來說，使北韓

成爲親中國的勢力，中國的東北邊防才安全。這對蘇聯也是一樣。 

在遠東地區開闢不凍港的必要性與達到這一目標的意志，在俄羅斯的歷代政權中，不論是專

制政權還是共産政權都一直持續著。40 繼列寧政權後，建立新政權的史達林，一直想在亞洲太平

洋地區建立不凍港與軍事基地來對抗日本，擴展本國的勢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國民

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爲締結中蘇同盟來到莫斯科，在宋子文與史達林的對話中我們可以體會到

史達林的這一想法。史達林對宋子文說，蘇聯沒有可以打敗日本的直接軍港，在蘇聯沿海州建設

類似軍事設施的港灣，需要廿年甚至卅年的時間。41 

蘇聯遠東軍的戰略性任務，是用軍事手段徹底粉碎日本關東軍，佔領中國東北地區與北韓，

以達成史達林的國家戰略目標。對上述三個方面軍下達的戰略指標爲：協同作戰進攻瀋陽、長春

與哈爾濱，然後速戰速決擊破關東軍，在東北地區避免與日本進行持久戰。對於是否佔領日本的

                                            
37 王永祥，『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3年)，245∼246頁。 
38 蔣中正著，『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年經歷紀要』(臺北：中央文物供應社，1992年再版)，147頁。 
39「유성철 證言」，『韓國日報』(1990年 11月 1日)。也有蘇聯軍無確切計畫的矛盾陳述。 
40 關於需要不凍港的俄羅斯進駐韓半島及太平洋，參照 David J. Dallin, The Rise of Russia in Asia(Hamden：
Archon Books, 1971), pp.34∼69。關於沙皇時代斯拉夫民族進出遠東的意圖為列寧、史達林所繼承的具體例子， 

參照徐相文，『프로메테우스의 불：혁명러시아와 중국공산당의 흥기，1917∼1923（普羅米修士的火： 

革命俄羅斯與中國共產黨的興起，1917∼1923）』(首爾：백산서당，2003年)，108∼120頁。 
41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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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海道，史達林沒有下達明確的指示。從1945年6月26～29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遠東第

二方面軍司令官麥列茨科夫元帥主張佔領北海道，得到了赫魯雪夫的支援。對此莫洛托夫與朱科

夫元帥表示反對。莫洛托夫反駁道佔領北海道違背了雅爾達條約。朱科夫打斷了莫洛托夫的話，

說這是「冒險」。史達林對此論戰不置可否，沒有表明態度。他只是確立蘇聯的對日作戰指揮開

始罷了。42並樹立蘇聯遠東軍各方面軍的具體作戰計畫，各方面軍的進攻方向如下：後貝加爾湖方

面軍進攻蒙古中央，向中蘇邊境地區展開；遠東第一方面軍進攻沿海州與北韓相聯的中國東北地

區；遠東第二方面軍的主力進攻黑龍江與烏蘇里江，其他部隊進攻庫頁島北部與韃靼海峽沿岸。  

1945年5月在歐洲戰線上德國宣佈投降。三個月之後，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降的一周前即8月8

日，蘇聯對日宣戰。第二天凌晨，蘇聯一百萬大軍向中國的東北地區與韓半島進軍。在陸軍開始

攻擊的同時蘇聯的空軍對集中在牡丹江、佳木斯、吉林、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四平、瀋陽

等地的關東軍重要軍事設施進行了轟炸。按照上述作戰計劃，蘇軍從三個方面像潮水一樣湧了進

來。後貝加爾湖方面軍與遠東第一方面軍的主力越過中蘇邊境向中國東北地區進攻。遠東第二方

面軍的主力在蘇軍阿穆爾區艦隊的支援下渡過了黑龍江與烏蘇里江。43 

蘇軍在開始進攻的第六天就進入了中國東北地區的心臟。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降後，

三天內蘇聯遠東軍第一方面軍佔領了軍事重地中國黑龍江省的牡丹江市，隨後又前進了60～100㎞

到達了海林、寧安、汪淸、圖們，切斷了東北地區與北韓間的所有道路。蘇聯遠東軍第二方面軍

在8月15日到17日，向中國東北境內前進了大約60～300㎞，佔領了戰略要地張北、赤峰、通遼、

洮南、劄蘭屯、龍鎭、佳木斯、勃利、牡丹江、汪淸、圖們。  

日本關東軍在蘇軍進攻中國的初期，第一防線失守並遭到三個方面的包圍，於8月18日開始停

止有組織的抵抗。9月3日在瓦希里耶夫元帥的率領下，蘇聯遠東軍總司令部遷到長春，對東北戰

區的佔領告一段落。蘇軍在東北地區的對日戰爭持續了廿四天。根據蘇聯方面的紀錄，蘇軍殲滅

了八萬3,737名日本士兵，俘虜了約五十九萬4,000名。44 

蘇軍雖然完成了與聯合國軍約好的擊敗並降伏日本軍的任務，但是之後沒有從中國撤兵。根

據雅爾達條約，蘇聯在日本正式宣佈投降後，應向蔣介石國民政府移交東北地區的全部軍政權

力，並在之後的三周內開始撤軍，在三個月內完成撤軍。但是在國民黨軍隊接手東北地區的過程

中接受了美軍的運輸支援，蘇聯以國民政府與美軍合作爲理由，改變了原有態度延緩了撤兵行

動。並提出了戰利品問題及在東北地區與國民政府的經濟合作問題，一邊進行交涉一邊開始爭取

雅爾達條約與中蘇條約中沒有規定的各種權益。蘇軍在得知美軍爲國民黨政府進入東北地區提供

了軍事支援的消息之前，正在準備將東北地區移交給國民政府。蘇聯在事前就準備防止美國對中

國東北部地區進行軍事、經濟侵略並將這一地區作爲自己的勢力範圍。並且蘇聯在10月6日通過中

華民國駐蘇聯大使傅秉常，向國民政府轉達了在中蘇條約的規定中，包含大連是貿易物資運輸港

口不是運送軍隊的港口的內容，任何軍隊都不能在大連登陸。45   

                                            
42 王永祥，『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3年)，249頁。 
43 參照심헌용，『러시아의 한반도 군사관계사（俄羅斯的韓半島軍事關係史）』(首爾：國防部軍事編纂 

研究所，2002年)，308∼318頁 。 
44 王永祥，『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3年)，264頁。 
45 同上書，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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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向蘇聯駐中國大使表示，雖然中國將遵守中蘇條約中將大連作爲

商業港口的規定，例如蘇聯貨物的免稅通關，雇用蘇聯人做主管，蘇聯有部分輔助設施的使用權

等，但除此之外中國擁有大連的主權，國民黨軍隊通過大連進入東北地區不受任何限制。蘇軍一

邊支援中共軍接手東北地區來阻止美軍的進入，同時將從日本軍繳獲的大量戰利品運往本國。46   

這樣的事態侵犯了國家利益，蔣介石非常擔心失去對東北地區的控制權，便派長子蔣經國到

莫斯科與史達林進行了三次秘密會談，但仍不能解決國民政府與蘇聯間的摩擦與衝突。史達林表

示堅決反對中蘇以外第三者的勢力進入東北，所謂第三者是指美國，他主張美國如不在東北取得

利益，蘇聯亦可作必要讓步。47 蔣介石想利用中蘇條約排斥蘇聯的勢力，掌握東北地區的軍政

權。爲達到這一目的，蔣介石對內命令所有中共軍在接到命令之前原地待命。希望在中共勢力擴

大之前接受美軍的援助，掌握東北地區的軍事行政大權。他想運用陸、海、空3軍進駐東北，計劃

海路通過大連與營口來輸送兵力，陸路越過山海關進入東北，從空中向東北的各城市輸送小規模

兵力。在這幾種方式中，通往東北的最快的捷徑就是從海路，直接從大連、營口、葫藘島登陸。

在運輸方式方面沒有準備的蔣介石，在9月下旬接受了美軍艦艇的運輸支援，將國民黨軍隊運往東

北。 

9月13日美國海軍在青島登陸，9月30日在天津登陸，接著10月1日在秦皇島登陸。當天(10月1

日) 蘇聯收到了美國軍艦運送國民黨軍在大連登陸的消息。美軍勢力進入東北地區，刺激了一直

認爲東北地區是「蘇聯的勢力範圍，絕對不允許美軍勢力的進入」的史達林。48 他認爲美軍這樣

的軍事行動是對蘇聯在獨佔地區影響力與既得利益的否定，打碎了保障蘇聯權益的框架。結果，

史達林認爲美國勢力進入東北地區的企圖，對蘇聯在遠東地區的安全與權益構成了威脅，所以立

即改變了政策。 

史達林雖然對美國支援國民政府收回東北地區的統治權不滿，但這並沒有違反中蘇條約，所

以他不得不改變對國共兩黨的態度，向美國與國民政府表明自己的立場。史達林雖然表面上改變

了對國共兩黨的態度，實際上這是做給美國看的。駐紮在東北的蘇聯遠東軍以各種理由阻止國民

黨軍隊進入東北，不與國民政府的東北行營合作，相反的支援中共軍進入東北同時爲了增強中共

軍的武力，還向中共軍輸送了大量從日本繳獲的武器裝備，這些都是阻止美國與蔣介石聯合進入

東北的手段。  

另一方面8月11日，毛澤東忽視蔣介石的上述命令，命令中共東北軍區的幹部與中共冀熱遼軍

區向吉林等地移動，配合蘇軍接手日本軍。接到毛澤東命令的冀熱遼軍區於8月15日之後，與「東

北國共作戰陣地委員會」一起設立了前方指揮所，召集了一萬3,000多名中共軍與2,500多名中共

地方黨幹部進行北上。毛澤東當時派遣了大量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到東北地區，投入了大量的精

力。蘇軍直接將瀋陽交給了進入東北地區的中共八路軍，雖然這違反了雅爾達條約的規定，但八

路軍改名爲東北人民自治軍，因此其協助八路軍的活動不受限制。爲阻止美軍進入東北地區的企

圖，將駐紮在東北的蘇聯遠東軍作爲對抗美軍的王牌，支援中共軍。從這時起，為了支援中共

                                            
46 至於具體的例子參照徐焰，『蘇聯出兵中國東北紀實』(香港：天地圖書，1993年)，181∼184頁。 
4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年第3版），732頁。 
48 王永祥，『雅爾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係』(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3年)，288∼2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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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蘇軍允許了北韓支援中共軍。蘇軍爲中共軍登陸大連、莊河、金縣等地提供了方便。同時，

爲使中共軍能從陸路進入東北，移交了從錦州以南到山海關一帶的地區。這樣一來蘇軍控制大城

市，遼寧省的其他地區則由中共控制。  

對中共軍進入東北與蘇聯的庇護，英國、美國與國民政府抗議蘇聯政府違反了條約。1945年1

0月1日蘇聯政府正式公佈了「蘇軍主力爲了在11月末完成撤軍，將在10月開始從東北撤軍」。但

當美軍進入該地區時，蘇聯從10月21日開始進行了露骨的反駁。妨礙國民黨東北行營要員對各地

區進行視察，以鎮壓與管制受行營指使的地下分子進行的反動活動爲藉口，在國民黨東北行營的

所在地長春進行大規模的軍事訓練。10月27日國民黨軍隊，實際上是美軍的兩艘軍艦到達了葫蘆

島準備登陸，受蘇聯庇護控制該地區的中共軍對國民黨進行了武裝反抗，蘇聯對此態度淡然。結

果美軍艦艇未能登陸，向秦皇島返航。49 

這樣，戰後由於日本撤出，處於力量空白狀態的中國東北地區，由誰來接手的問題成爲中蘇

間，及國際社會上的焦點。這與蘇聯從中國撤軍緊密相關。換句話說，這與東北亞權益相關的美

國、蘇聯與中國三個國家四個政體間的衝突相互關聯。史達林的立場是將蘇聯遠東地區的安全與

中國東北地區的特殊利益，通過雅爾達條約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得到了國際社會與國民政府的

認證。雅爾達條約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框架，是國民政府與蘇聯關係的基本軸。如不發生意

外，蘇聯想與雅爾達會談的主角美國、英國與中蘇條約的當事人蔣介石，盡可能維持這個框架，

在這個框架裡保護既得利益。史達林慫恿毛澤東向蔣介石妥協，將中共合法化，把所有根據地都

交給國民政府，參與國民政府，這也是爲了維護雅爾達體制的框架不受破壞。通過上述過程，史

達林控制了因日本的勢力敗退之後，政治勢力呈現空窗期的東北地區。 

蘇聯也以在韓半島北端派駐蘇聯軍的方式，來填補日本離開後所造成的勢力空白。眾所皆

知，這是因為美國依據羅斯福與史達林在雅爾達會議中所簽訂的條約，在摸索日本敗亡後，有關

於韓半島的佔領與統治方案的過程中，針對羅斯福總統提議的對韓半島的信託統治案，與蘇聯軍

所提示的對北韓的進擊計畫，美國皆無異議接受所導致的結果。有關雅爾達會議的外交文書是在1

955年解密公諸於世的。50 在那之後一直到1970年間，各種言論眾說紛紜，不管是美國的輿論界、

學界，甚至連李承晚，都認為韓半島的分裂是由羅斯福與史達林或者再加上邱吉爾三人，於雅爾

達會議中所秘密決定的。然而，事實真相是，依據波次坦會議後所做的決定，為了履行剷除韓半

島日本勢力的軍事作戰，美蘇兩國便以38度線為界，各自佔領了韓半島南北兩端。51  

韓半島的北端也由於蘇軍的進攻，處於力量空白狀態。史達林並且收回了在日俄戰爭被奪走

的南部庫頁島。史達林爲了維護以參加對日戰爭爲代價獲得的利益，努力維持著與羅斯福締結的

雅爾達協定體制。他的對美戰略以1947年為轉捩點。避免與美國的軍事衝突，他的忍耐與努力一

直持續到韓戰爆發前的1950年1月。 

美國雖然在停戰後控制了韓半島的南端與日本，但由於在中國東北地區的勢力擴張失敗，美

                                            
49 同上書，272頁。 
50 相關細節參照金基兆，『한반도 38선 분할의 역사（韓半島38線分割的歷史）』（首爾：韓國學術情報，

2006年），80~92頁。 
51 關於韓半島以38度線為界分裂的過程，詳細內容參照정병준，『한국전쟁：38선 충돌과 전쟁의 형성

（韓戰：38線衝突與戰爭的形成）』（首爾：돌베개，2006年），第2部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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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該地區的勢力逐漸減弱。實際上，美國從廿世紀初開始就努力想進駐中國東北地區，但此想

法未能如意。後來由於日本勢力的擴張，又失去了機會。這一次又被蘇軍搶先了。結果，這成爲

在中國內戰中國民黨失敗，中共掌握政權的主要原因，並也打破了美蘇在亞洲的力量均衡。這意

味著在歐洲萌芽的美蘇冷戰，在深化的同時向東北亞擴展。  

  

第三節 金日成的南侵準備與蘇聯、中國對北韓的軍事支援 

 

金日成決心政治上統一韓半島是在1945年解放以前。與衆多海外獨立志士一樣，他也渴望著

祖國統一。但是，他所採取的不是和平統一的方式，而是武力統一的方式。與金日成一起參加過

抗日游擊隊52的幾名韓國人日後回憶到「金日成根本不相信和平統一，也沒有那種想法。他始終堅

持武力統一韓半島」53。使韓民族同族相殘的悲劇種子，就這樣在金日成心中生根發芽了。 

解決韓半島分裂問題是金日成的政治野心和理想，這種理想不是通過政治競爭和調整來實

現，而是欲通過軍事武力來解決，其目的在於欲使韓民族間純粹政治矛盾，發展成戰爭的外來勢

力的政治、軍事支援。54 金日成與其黨羽以利用外來勢力來自圓其說，但是，韓戰前進駐韓半島

的外來勢力，雖在使用手段與程度上稍有差異，其目的均爲欲在韓半島上建立有利於本國的政

權。 

金日成很早就察覺到韓半島的政治統一需要蘇聯的支援。解放後，金日成首先利用蘇聯遠東

軍軍部統帥的庇護與支援，成功地登上北韓政壇，短時期內掌握了政權。如下所述，在此過程中

金日成曾於1946年應召於莫斯科，被史達林指定爲北韓政權領導人。此時，史達林下達給金日成

的任務是「在蘇聯軍政的協助下，早日實現北韓蘇維埃(Soviet)化」。55 蘇維埃是廿世紀俄國革

命過程中産生的俄國特有的歷史産物。一言以蔽之，就是反沙俄革命的主體勞動階級與士兵階

級，根據協定建立的政策決議機構。56 

1946年對北韓的蘇維埃化指示表明，以金日成為首的紅軍派（游擊隊派，也稱甲山派）排斥

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非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階級知識份子與政治家，奪取國家政權後獨立行使國

家立法權與行政執行權。這也是繼承史達林的政治理論，即「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

                                            
52 即指蘇聯內務部所屬「八八特別旅」。此部隊是蘇聯爲對日作戰組織的，共有四個支隊，由韓國人、中國

人、蘇聯人等二百餘名組成。其中，金日成任第一支隊長。詳細內容參照中央日報特別取材班，『朝鮮民主 

主義人民共和國秘錄』(首爾：中央日報社，1992年)，上冊，65~67頁；이덕일，「연해주의 소련극동 적군 

88여단의 결성배경과 성격（沿海州的蘇聯遠東紅軍88旅團的成立背景與性質）」，『韓國近現代史研究』， 

第6輯(1997年)，176~178頁。 
53 前北韓人民軍總參謀部作戰局長俞成哲的回憶（1992年4月12日），轉引自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31~132. 
54 在探討韓國戰爭原因時，過度責問金日成個人的責任不是歷史研究應該採取的態度。金日成作爲北韓最高

決策者，其策劃執行南侵戰爭的行爲應該受到嚴厲譴責。但是，我們也不能不探討解放後外來勢力進駐韓半

島，將南北韓推向戰爭的結構性問題。本文由於主題與時間所限，把焦點放在金日成個人的南侵相關行爲與

決策上，後者的問題需要宏觀的探討。 
55 中央日報特別取材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秘錄』(首爾：中央日報社，1992年)，上冊，329頁。 
56 蘇維埃的形成、性質及其政治內涵變遷參照O. 안 바일러著，박경옥譯，『노동자 농민 병사소비에트（ 

勞動者農民兵士蘇維埃）』(首爾：止揚社，1986年)，179~183，244~247，259~265頁與 S. P. 튜린著，강철 

훈譯，『러시아노동운동사（俄羅斯勞動運動史）』(首爾：圖書出版녹두，1986年)，147~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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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Zone）理論的命令。一國社會主義指史達林在廿世紀20年代中期鎮壓政敵「托洛茨基派」的過

程中推出的政治主張，因爲俄國被資本主義列強包圍著，所以，俄國一國要首先建設社會主義的

理論。這是爲反對托洛茨基的「世界革命論」而提出的，世界革命論指不僅在一個國家，而要在

全世界各個國家，透過同時爆發革命來各自建設社會主義的理論。 

正如廿世紀40年代中期，東歐共産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接受蘇聯的政治理念與制度，並得到蘇

聯共產黨的支援，在本國政治勢力中佔據主導地位那樣，接受蘇聯的蘇維埃制度與一國社會主義

制度，即具有將史達林奉爲共産主義國家盟主的象徵意義。曾任當時蘇聯遠東方面軍第一遠東前

線軍所屬第廿五軍政治委員的利貝迪夫透露，以「北韓蘇維埃化」名義展開的對韓半島政策，是

爲確保韓半島不再成爲美國、日本等的對蘇攻擊基地，作爲其中的一個環節，首先建立北韓地區

親蘇社會主義政權是當務之急。57 並在一段時期以後條件成熟時，將南韓編入蘇聯陣營。條件成

熟意味著美國對南韓的影響力減弱或美軍從南韓撤軍。在條件成熟以前，按照蘇共政治局與史達

林的構想，蘇聯軍政將金日成推上「偉大領袖」、「偉大領導人」的位置。金日成不是北韓民衆

自發擁戴的，而是蘇聯培養出來的。因此，金日成不得不對其政治監護人蘇聯惟命是從，其使命

是開展史達林的對韓半島政策，將韓半島作爲蘇聯的對外防禦基地。  

金日成將史達林的一國社會主義政策作爲典範，頒佈了教條地模仿俄國十月革命期間列寧政

權實施的政治綱領與政策。據聞「廿條政綱」、土地改革法、民族改革法、「共和國憲法草案」

等代表性法案都是由蘇聯顧問起草的。58 因此，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爲「南朝鮮解放」

而實施的共產黨一黨專制下的民衆組織化爲政治標語，實施了八小時工作制、工業國有化等一系

列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在此過程中，不到兩年的1946年末部分完成了基本目標。59 其目標最終爲

實現韓半島全域的「社會主義化」，作爲其前一階段，正處於「民主基地論」階段，爲攻打南韓

而將北韓社會改編成全民、全社會、全地區動員體制。綜上所述，「以金日成爲領袖，建立韓半

島民主基地」是史達林下達給駐北韓蘇聯軍部指揮者的「特殊指令」。60 

北韓政權建立史上必提及的所謂「民主基地論」，是指首先鞏固北韓政權，將其作爲建立統

一基地的手段，鞏固基礎以後再表現金日成武裝統一的意願。1948年9月10日，「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成立之日，金日成在公佈建國政治綱領的同時，公開提出駐南北韓的美蘇兩軍同時撤

軍，以作爲南北韓完全統一與建設自主獨立國家的先決條件。61 

但是，金日成所標榜的「南北韓完全統一與建設自主獨立國家」，在實現方法上爲「南朝鮮

解放」，即延伸到韓半島武力統一正當化的理論上。事實上金日成通過1949年1月發表的新年賀詞

再次強調了武力統一的正當性，始末如下：1948年末，蘇軍已完全撤出北韓，相反，一萬6,000名

                                            
57 이기봉 編著『前北韓人民軍副總參謀長李相朝－“證言＂』(首爾：원일정보，1989年)，73頁。 
58 林隱著，『北韓金日成王朝秘史─金日成正傳』(首爾：圖書出版 韓國洋書，1982年)，163頁。 
59參照統一問題研究所編，『北韓經濟資料集』(首爾：統一問題研究所，1989年)，14∼36頁。；김주 

환，「해방후 북한의 인민민주주의혁명과 사회주의혁명（解放後北韓的人民民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 

命）」，金南植外著，『해방전후사의 인식（解放前後史的認識）』(首爾：한길사，1989年)，第5卷，26 

7~305頁。 
60 朴吉龍、金局厚著，『金日成 外交秘史』(首爾：中央日報社，1994年)，17∼19頁。 
61 金日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政綱」(1948年9月10日)，『金日成著作集』(平壤：外國文出版

社，1981年)，第4卷(1948.1~1948.12)，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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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美軍仍駐紮在南韓。根據當時情況，金日成再次催促美軍與聯合國韓國委員會撤退。62金日

成的發言中表現出「國土保全」與「民族統一」兩個意願。當然，這不是全體社會成員協定後得

出的意願，而是金日成個人的單獨構想。對於金日成來說，「南朝鮮政權是美帝國主義無視人民

的意願而建立的傀儡政權」，相反，「北韓政府是根據全民意願建立的韓半島內唯一正宗的中央

政府」。因此，民族統一的大業要由北韓來實現，駐紮在南韓的美軍理所當然地成爲統一的絆腳

石。63 新年祝詞明確表明了北韓指揮部的路線，由解放初期的民主基地論，轉換成國土保全與催

促自主獨立國家實現的群衆動員路線，表明金日成對南戰略的變化。 

1949年初，北韓將過去的募兵制改爲徵兵制，以17歲至50歲男性爲軍事訓練對象，並強制編

入部隊。64 又從3月開始著手整修北緯38度警戒線以北的道路、河流、橋梁。65 其後，爲聯合領導

階層部的各個政治勢力，於2月、6月先後兩次統一北韓內南勞黨與北勞黨，組成朝鮮勞動黨，以

此爲契機全面推進統一戰略。南勞黨根據北韓指令於1949年末在南韓開展了游擊活動。66 

北韓指揮部持續兩年極力主張駐韓美軍撤軍。1949年6月實現了美軍撤軍，北韓不僅創建了勞

動黨，爲加強對南宣傳攻勢，還組織了「祖國戰線」專門機構。並於7月對南展開了前所未有的強

烈宣傳攻勢。以「祖國戰線」爲前鋒，動員了「勞動新聞」等所有宣傳媒體，連日強化宣傳，向

南韓提議接受「9月總選舉」。這當然是事先周密佈置好的僞裝和平攻勢。 

    當時作爲北韓人民軍總參謀部作戰局長，瞭解北韓內部權力階層情況的俞成哲曾作證，1950

年春，金日成訪蘇前在北韓勞動黨政治委員會上討論過對南侵略問題。67 1950年1月中下旬，金日

成在派特使前往北京與中國領導人協商韓籍軍隊轉移問題的同時，通過駐平壤蘇聯大使請求與史

達林會面協商開戰問題。這一連活動都屬於勞動黨根據內部決定實施南侵方案的一環。 

    但是，統一並不是單靠意願就能實現的。特別是當時世界處於美蘇對立的初級冷戰階段，武

力統一的必備條件是擴充性能優良的武器與軍事力。此外，能夠保障自己權力的國際支援者與軍

備支援也是必要充分條件。這意味著需要自身的政治監護人、共産圈的教父、「世界勞動階級的

領袖」史達林的承認與支援。1946年7月，史達林欲挑選北韓政權領導人，得到的史達林的指示，

金日成與朴憲永秘密前往莫斯科，與史達林面談的結果，金日成最終當選並獲得共同認可。68 正

因如此，金日成得到駐北韓蘇聯軍部的庇護。 

    軍隊擴充不是北韓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北韓最初兵力規模約爲3萬人，自1948年2月「朝鮮

人民軍」創建以來雖略有增加69，但還不足以獨立開展戰爭。根本不可能生産侵略戰爭時使用的武

                                            
62 金日成，「爲使領土完整和祖國統一而奮鬪」(1949年1月1日)，『金日成著作集』(平壤：外國文出版社，

1981年)，第5卷(1949.1~1950.6)，3、6頁。 
63 同上書，4~5頁。 
64 張浚翼，『北韓人民軍隊史』(首爾：瑞文堂，1991年)，117~118頁。 
65 其他內容參照朴明林，『한국전쟁의 발발과 기원（韓國戰爭的勃發與起源）』(首爾：나남出版社，1996 

年)，第1冊，334~335頁 。 
66 參照金南植，『南勞黨硏究』(首爾：돌베게，1984年)，417~421頁。 
67 朴明林，『한국전쟁의 발발과 기원（韓國戰爭的勃發與起源）』(首爾：나남出版社，1996年)，第1冊， 

145頁。 
68 具體過程參照中央日報特別取材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秘錄』(首爾：中央日報社，1992年)，上

冊，326~330頁。 
69 參照김광운 作，『북한정치사 Ⅰ연구 ：건당, 건국, 건군의 역사（北韓政治史研究I：建黨、建國、建 

軍的歷史）』(首爾：圖書出版 선인，2003年)，588頁。1948年人民軍爲二萬7,000人，戰鬥機及兵力保有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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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而且，金日成政權內部也全無具備實行師級以上作戰、作戰計劃能力與戰鬥能力兼備的人

才。 

    當時中共還未能成爲北韓政權申請軍事支援的國家。軍事、經濟落後，而且還處於國共內戰

階段，根本不能滿足金日成的要求。自從與國民黨爲爭奪權力而全力投入內戰以來，中共一直處

於守勢，1947年下半年才轉守爲攻。除非毛澤東甘願削弱中共軍自身的軍事力量，否則根本沒有

充裕支援北韓政權的能力。而且，中共也不能生産金日成急需的坦克、大炮等重武器。中共軍持

有的武器絕大部分來自從國民黨軍繳獲的美軍武器或陳舊的日軍武器。中共反而處於要從北韓得

到軍事支援的地步。這一部分將在第六章進行考察。 

    能夠申請支援的國家只有以工業化爲基礎的軍事大國蘇聯。對於金日成來說，急需史達林的

同意與支援毋庸置疑。換言之，韓半島的赤化統一，若無史達林的同意與相應軍備來支援的話，

不用說成功，就連著手都不可能。因此，這些問題未解決之前，金日成的軍事武力統一意願與構

想則處於隨時消失的狀態。 

    戰爭必備的三大要素有兵力、武力、作戰計劃。前面闡述了韓戰爆發前南北對話決裂的事

實，以及金日成從南北對話之前，就開始推進的南侵意願與準備情況。下面闡述史達林對於金日

成爲實現南北赤化統一而發動戰爭的想法所作的承諾、毛澤東的呼應以及最終形成三角軸的過

程。史達林與毛澤東的同意是金日成發動戰爭的決定性條件，同時也是在政治、外交方面支援金

日成的約定。那麽，有必要推測一下，保障這一支援的實質性軍事支援是什麽樣的形式。即通過

闡明中、蘇向北韓提供的武器、裝備、派遣的軍事顧問團、組織體系與其作用（包括資訊），掌

握並比較戰備階段蘇聯與中國的作用與性質。在此意義上，本節將探討蘇聯與中國向北韓提供軍

事支援的內容與其所具有的意義。首先概括蘇聯的對外軍事援助過程，然後具體闡明向北韓提供

的武器、裝備及派遣軍事顧問的情況。 

    蘇聯的對外軍事援助不僅限於軍隊與武器提供，而是綜合了軍事理念、各兵種與軍隊的單位

機構、軍事技術專家、相關軍事裝備、同盟國的軍事骨幹培養體系、派遣軍事顧問等諸多要素的

總體概念。在金日成準備韓戰的階段，蘇聯是以支援大量軍事裝備與武器、派遣顧問團等形式間

接支援北韓。但開戰以後則直接投入兵力。 

    1948年9月，北韓政權建立以後，蘇聯只留下軍事顧問團，撤退了所有的戰鬥部隊。什特科夫

因心臟病而要求返回蘇聯，但在史達林的勸說下被任命爲首位駐北韓蘇聯大使。什特科夫作爲

「史達林的北韓問題特使」，一直在北韓駐紮至1950年末。他實際上是金日成的首席政治顧問。

作爲史達林關於北韓形勢與韓半島問題最爲信賴的一級情報員，他可以根據具體情況，不經過蘇

聯國防部、外交省、其他部門而直接向史達林報告。金日成關於戰爭策劃、軍事準備與展開過程

中有關軍事問題懸案的想法與要求，均無例外地通過什特科夫，再由什特科夫添加自己的判斷後

轉達給史達林。「在北韓問題上是當時蘇聯最重要的人物，不論他在莫斯科還是在平壤，未經他

的同意，北韓任何一件小事都不能實行。」70 

                                                                                                                                
量在各個論著中略有不同。 
70  朴明林，『한국전쟁의 발발과 기원（韓國戰爭的勃發與起源）』(首爾：나남出版社，1996年)，第二冊， 

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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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聯在撤軍時在北韓留下了約4,300名兵力。留給了北韓人民軍十三萬5,000人份的武器與裝

備。可以說是武裝十個以上的師，都綽綽有餘的規模。而且，滯留在北韓的蘇聯軍事顧問絕大部

分是軍事技術專家，協助北韓增強軍事力。在他們的指導下，實施了軍事、政治訓練，全體北韓

人民軍以現代兵力武裝了起來。從1948年8月起北韓軍在武器、裝備上開始優於韓國軍。 

    北韓空軍在1948年2月8日正式建軍，當時僅有4架練習機。其後蘇聯的支援以提供各種飛機、

培養並訓練飛行員兩方面爲主。空軍飛機支援由最初1948年12月蘇聯撤軍時留下的若干IL-10、YA

K-9 戰鬥機與 PO-2訓練機開始。1949年3月金日成訪問莫斯科以後，蘇聯大幅增加了戰鬥機的供

給。投入了卅多架IL-10、YAK-9等螺旋式戰鬥機，同年12月，將現有的飛行團擴編成航空師。71後

者一般由蘇聯與北韓各自培養駕駛員。北韓空軍自1948年10月接收平壤機場後，至擴編飛行師

前，皆使用日本製造的老式飛機、南韓越北的L-4機以及蘇軍使用過的PO-2機來訓練，教官均爲日

軍出身。飛行師擴編後，培訓由被派遣的大校級蘇聯教官負責，整修由蘇軍整修士官負責。北韓

軍在蘇聯境內的飛行訓練在烏克蘭的基輔與莫斯科近郊的第二航空學校進行。具體地說，1946年1

0月有300人被派往莫斯科，截至韓戰爆發前，共接受了三年八個月強度較高的訓練。而且，選拔

大學畢業及專科學校出身的七百八十人，於1949年7月初派往上述莫斯科近郊第二航空學校(入校

後更名爲「朝鮮人航空學校」)，截至1950年5月31日爲止，共接受了爲期約十個月的教育。這批

人於戰爭爆發前6月19日到達滿洲延吉機場待命。72 

    史達林決定與毛澤東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之後，1950年1月30日對什特科夫大使下達指示，

同時命令增加對北韓武力支援的幅度。2月9日，金日成通過什特科夫，請求將蘇聯答應提供的下

一年度的借款提前使用。企圖將現有三個步兵師增至十個師。克里姆林宮同意了金日成的請求，3

月9日批准提供武器，3月12日正式向北韓通告此事。73 

    蘇聯對北韓的所有支援事項，均要經過史達林的同意。作爲對北韓軍事支援的最終決策者，

他的承認與否，是執行對北韓支援人員的唯一判斷依據。既然史達林指示了，絕不會有實行錯誤

或延遲的情況。史達林的批准是根據1949年3月史達林與金日成的會談、其後不久6月4日雙方簽訂

的「武器及軍事技術裝備轉移」爲主要內容的特別協定而進行的。 

金日成曾說過「莫斯科會談中（史達林）答應支援的大部分武器均已到達」。史達林也承認1

949年金日成要求的武器支援中，9成已執行。根據當時參加武器接收工作的北韓軍高級將領朱榮

福的回憶，各種大量武器裝備從1950年4月開始，由海參崴集中運往北韓的清津、羅津等港口。74 

朱榮福的回憶基本上與同時期當過北韓軍高位將領的證詞一致。根據Goncharov採訪的內容，戰爭

當時曾是北韓高層的俞成哲、姜尚昊、鄭尚鎮（音譯）等，主張出於對蘇聯支援物資保安上的考

慮，沒有經由中國，而是直接通過海上運往北韓。75數量與1949年相比有明顯增加。從蘇聯進來的

                                            
71 陸軍本部，『航空戰史─韓國戰爭』(首爾：空軍本部作戰參謀部，1989年)，33頁。 
72 同上書，35頁。 
73 大韓民國外務部編譯，『韓國戰爭 關聯 蘇聯極秘外交文書』(首爾：編譯者，1994年)，22頁; Dmitri 

Volkogonov著，韓國戰略問題硏究所譯，『스탈린（史達林）』(首爾：세경사，1993年)，371頁。 
74 朱榮福，『내가 겪은 조선전쟁（我所經歷的朝鮮戰爭）』(首爾：高麗院，1991年)，第1卷，193~201 

頁。 
75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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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迅速運往38度線以北部隊，用於武裝北韓軍。76其結果使韓戰開戰前北韓持有的武器明顯優於

南韓。 

    這些都是確認北韓自獲得史達林的南侵承認以後，依靠蘇聯的武器裝備加快蓄謀已久的南侵

準備步伐的關鍵。在此時期，北韓接受的武器、裝備、彈藥的規模如何？目前，通過資料可以確

認莫斯科發送至北韓的主要武器大致如下：飛機IL-10機(30架)、WIL-10機(4架)、YAK-9機(30

架)、YAK-11機(6架)、YAK-18機(27架)、PO-2機(4架)、坦克T-34(87輛)、裝甲車BA-64(57輛)、

裝甲車SU-76(102輛)、MOTOR CYCLE M-72(122輛)，此外還有各種大炮。77通過這一過程，北韓195

0年至戰爭爆發前擁有2,200名空軍兵力（包括蘇聯培養的人員），共計一百九十八架飛機。共擁

有新安州、平壤、連浦、宜德、咸興、元山、平康、新幕、海州等九個空軍基地與中國東北地區

吉林的延吉飛機場的使用權。78 與此相比，當時南韓空軍的戰鬥力明顯處於劣勢。1945年5月15

日，作爲統衛部直轄部隊而建立起來的韓國航空部隊，於1949年10月1日從陸軍航空基地部隊分離

出來而獨立成爲空軍，韓戰爆發時總兵力僅爲1,897人，持有輕型飛機22架(8架L-4、4架L-5、10

架T-6)，戰鬥力薄弱。79 

    沈志華曾主張戰爭前蘇聯對北韓軍事支援其主要目的在於增強北韓的防禦能力，並不是爲了

支援進攻南韓。80但其主張稍欠妥當。因爲，如果史達林僅爲防禦目的而支援的話，不會將軍事支

援由武器、軍需品擴大到軍事顧問的程度。雖說是爲增強防禦能力所必需的方案，實際應看作增

強了攻擊能力。理由如下：史達林利用數年時間向北韓提供武器裝備，毛澤東也大舉進軍北韓支

援北韓兵力。即使那時蘇聯的對北韓武器支援用於防禦，史達林在1950年1月獲得駐南韓美軍與韓

國軍事力量情報以後，仍認爲北韓軍事力量不足，探討增強的必要性與方案，由此不難窺探出將

防禦轉換爲攻擊的意圖。 

    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經歷過戰備物資供給困難的情況，因此，戰後將廿八個戰爭必備

品種定爲戰略礦物(strategic minerals)。戰略上必備的兩大礦物是戰爭時最重要且無替代物的

錳與鉻(chromium)。此外，鈾、鐵礦、原油等也是重要的礦物。81 

    蘇聯自1949年以來也曾向中國支援軍事顧問與大量軍事武器裝備。蘇聯武器以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使用的老式武器爲主。82即使這樣，蘇聯向北韓提供的武器裝備等軍備支援也不是無償的。

史達林讓欲補充戰略物資的中國與北韓，用金屬來支付武器裝備支援費用。他向金日成提出要

                                            
76 ibid., p.147；朱榮福，『내가 겪은 조선전쟁（我所經歷的朝鮮戰爭）』(首爾：高麗院，1991年)，第1卷， 

201頁。 
77 「쉬티코프가 스탈린에게 보낸 전문（什特科夫致史達林的電文）」，1949年 5月，『首爾新聞』，1995 

年 5月 31日，朱榮福，『내가 겪은 조선전쟁（我所經歷的朝鮮戰爭）』(首爾：高麗院，1991年)，第1卷， 

200頁。 
78北韓空軍兵力與各種擁有飛機種類及各地飛機場的規模等詳細內容，參照북괴공군（北韓傀儡空軍），空

軍本部情報局，1951年，34頁，轉引自陸軍本部，『航空戰史─韓國戰爭』(首爾：空軍本部 作戰參謀部，1 

989年)，36～37頁。 
79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7 Note 61；朱榮福，『내가 겪은 조선전쟁（我所經歷的朝鮮戰爭）』(首爾：高麗

院，1991年)，第1卷，201頁。 
80 沈志華著，『毛澤東、斯大林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地圖書，1998年)，186頁。 
81 林德淳，『地政學─理論과 實際』(首爾：法文社，1999年)。 
82 參照ロバート.R.シモンズ著，林建彦、小林敬爾共譯，『朝鮮戰爭と中ソ關係』(東京：コリア評論社，

1976年)，206~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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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要麽用現金支付支援費用，要麽用蘇聯需要的糧食或礦物作爲支付手段。缺少盧布與美金的

北韓主要依靠各種地下資源與糧食來償還貨款。並且作爲支付條款，提供給蘇聯的礦物與糧食在

定價時，大大低於國際價格。例如史達林在同意金日成訪問蘇聯後不久，指示金日成向蘇聯輸送

二萬5,000噸鉛，金日成回覆10日至15日期間運送。3月9日在購買武器的訂單上規定作爲購買武器

的貨款，提供相當於一億3,805萬盧布的金(九噸)、銀(四十噸)、鉬精礦(十五噸)。831960年朝蘇

關係因此而疏遠，當時北韓將此評價爲經濟剝削。 

    除武器以外的人力支援是怎樣進行的呢？提高完成對同盟國或友好國軍隊各方面軍事援助的

質量，考慮蘇聯的利益，有效地強化該國國防能力，是派往海外的蘇聯軍事顧問團的任務。並且

向當地軍隊幹部傳授蘇聯的軍事理念與軍事學的真諦，進行堅定社會主義信念的政治教育。通過

這些教育，將同盟國軍事骨幹自然地發展成親蘇派，使其能夠符合蘇聯利益。 

    北韓政權建立以後，蘇聯將留學蘇聯或二戰期間移居到蘇聯的韓人送回北韓。1950年2月，蘇

聯韓人掌握了北韓軍總參謀部所有的局長職位。他們直至1950年7月18日還保留著蘇聯國籍。此

外，韓戰期間蘇聯派遣了至少五百人的軍事顧問團前往北韓。特別是史達林於1950年1月同意南侵

以後，為北韓提供了購買大批武器裝備的費用，同時，2月24日將德蘇戰爭英雄瓦西里耶夫將軍派

往北韓也是值得關注的事情。1951～2年兩年期間，派往中國的軍事顧問團超過1,500人，約爲北

韓軍事顧問團人數的三倍。84 根據俄國解禁的絕密文件，韓戰時期，蘇聯秘密派遣二萬名蘇聯軍

參戰。85值得一提的是，讓空軍駕駛員身穿中共軍的服裝，與美國空軍秘密交戰。爲防止美軍發

現，還讓蘇聯駕駛員說漢語。但因他們漢語說得不自然，也有被發現的時候。韓戰期間，爲執行

戰鬥任務而戰死的蘇軍爲三百一十五人。包括一百六十八名軍官、一百四十七名士官與士兵，軍

官裡面包括相當人數的軍事顧問。86 

    派往北韓的軍事顧問團與專家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怎樣建立地方軍指揮部，並爲北韓軍指揮

官提各種建議。他們所提的建議是關於戰鬥動員、軍部隊作戰任務與作用、邊境防禦與構築戰

地、作戰準備、集合兵力與訓練指揮官、獲取武器與軍事裝備、建設軍事訓練所等方面的，可以

分爲總體戰略與戰術水準兩部分。前者由史達林直接管理，史達林的決策下達給最高作戰指揮機

構蘇軍總參謀部參謀長，之後由其所屬機構或軍事顧問團長具體實行。 

    中國的對朝支援形式主要是將韓籍人力資源轉移到北韓。金日成從蘇聯得到支援現代武器裝

備許諾以後，謝絕了中國的武器支援，說起來中國支援的武器頂多就是移送至北韓的士兵們個人

用的槍支。前面已經闡述過，金日成爲了創造戰爭條件，曾努力獲得史達林與毛澤東的同意，同

時爲確保具體支援，1949年4月與次年1月兩次要求中國領導層移送韓籍士兵。 

Jonathan polac根據所採訪的兩名中國人的證詞，提出了金日成在面見史達林之前，首先與

                                            
83 徐大肅著，古田博司譯，『金日成と金正日』(東京：岩波書店，1996年)，103頁。 
84 안승환，「주 북한 소련군사고문단의 북한군 지원활동1946~1953（駐北韓蘇聯軍事顧問團的北韓軍支援 

活動1946~1953）」，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 編，『한국전쟁사의  새로운 연구（韓國戰爭史的新研究） 

』(首爾：編者出版，2002年)，第2卷，360頁。 
85 Paul Lashmar, “Stalin's ｀Hot＇War, New Statesman & Society＂, Vol.,9, No.388, February 2, 1996, p.328. 
86 안승환，「주 북한 소련군사고문단의 북한군 지원활동1946~1953（駐北韓蘇聯軍事顧問團的北韓軍支援 

活動1946~1953）」，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 編，『한국전쟁사의 새로운 연구（韓國戰爭史的新研究） 

』(首爾：編者出版，2002年)，第2卷，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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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商議過南侵的主張。與此相關，金光俠於1950年1月訪問北京，向中國人民解放軍代理總參

謀長聶榮臻提出，要求移交中國第四野戰軍所屬一萬4,000名韓人兵力。據聶榮臻回憶錄的記載，

當時金光俠威脅中國，如不提供北韓要求的韓人部隊與軍事裝備的話，就向蘇聯方面提出要求增

加支援。北韓是想同時利用中國與蘇聯。 

    在此過程中毛澤東許諾，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滯留在中國的三個韓籍師移交給北韓。他

們中的絕大部分在中國積累了多年戰鬥經驗，交涉以後，北韓人民軍改編了精銳師。87考慮日後影

響的話，本次交涉可以看作是金日成發動南侵的決定性因素。 

毛澤東答應移交三個韓籍師的許諾，在不久以後得以實行，中共領導人開始著手歸還韓人兵

力。中國人民解放軍東北軍區所屬第一六四師一萬821人、第一六六師一萬320人，二個師共二萬1,

000餘人於1949年7月下旬至8月初移送至北韓，被分別編爲北韓人民軍第五師與第六師。88 1948年

長春淪陷以後第一六四師一直留守長春，1949年7月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令部的命令，除中國

師長王效明以外，韓人士兵均被移送至北韓。第一六六師同樣除了中國師長劉子儀以外，由政治

委員方虎山帶兵回到北韓。韓人士兵宣誓「加入朝鮮人民軍以後，忠誠於祖國、人民與民主主義

人民政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並「爲朝鮮人民敬愛的領袖金日成將軍」宣誓堅定戰鬥意

志。89 

金中生作爲中國移送至北韓的韓人，曾提出過解放以後由中國返北的韓人總數爲十二萬2,000

人的主張。這相當於解放後中國東北地區一百一十萬朝鮮族人口的10%，在北韓軍南侵時部署到3

8度線最前沿的七個師中也占十個團，即占47%的比重。90 

在此需要言及蘇聯的態度變化。爲使金日成在北韓政治派別中掌握大權，有一時期，駐北韓

蘇聯軍政當局曾最大限度阻止或延緩朝鮮獨立同盟回國，與返還朝鮮義勇軍內武裝勢力。朝鮮獨

立同盟的金枓奉一派政治勢力回北韓後創立了新民黨，1946年7月與金日成的北朝鮮共產黨合流。

朝鮮義勇軍是名副其實的抗日武裝團體，是曾任國民黨第八路軍炮兵團長的金武亭麾下的部隊，

返北韓後成爲人民軍的主力。 

但是這些勢力在金日成掌握大權以前曾被阻止返北韓。特別是1945年10月，朝鮮義勇軍所屬

韓人武裝團體(約2,100餘人)兩次試圖自發入朝，而蘇聯軍政當局卻企圖解除他們的武裝，在遭到

拒絕以後才讓其返回中國，甚至阻斷了中國與北韓國境間的通道。91 由中國進入北韓的韓人之

中，入朝時受到蘇聯故意阻撓的有中共領導下的延安派。在解放時期北韓政治舞臺上形成的五大

政治勢力(蘇聯派、游擊隊派、朴憲永派別的南勞黨派、以曹晚植爲中心的民族主義勢力、延安派)

                                            
87關於朝鮮義勇軍編入中共軍與之後編入北韓人民軍的過程，參照張浚翼，『北韓人民軍隊史』（首爾：瑞

文堂，1991年），第三篇與廉仁鎬，「해방후 중국동북지방 조선인부대의 귀국활동과 북한입국（解放後 

國東北地方朝鮮人部隊的返國活動與入境北韓）」，國防部戰史編纂研究所編，『한국전쟁사의  새로운  

연구（韓國戰爭史的新研究）』（首爾：編者出版，2002年），133~187頁。 
88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北軍區司令部編，『東北三年解放戰爭軍事資料』（1949年10月），轉引自沈志華著，

『毛澤東、斯大林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地圖書，1998年)，214頁；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44. 
89 「紀念冊」(1950年)，高麗書林編，『美國國立公文書館所藏 北韓解放直後極秘資料(1945年8月~1951年6 

月)』(首爾：編者出版，1980年)，第3冊，129∼130頁的｀軍人宣誓＇、｀大題目＇。 
90 金中生著，『조선의용군의 밀입북과 6.25전쟁（朝鮮義勇軍的密入北與6.25戰爭）』(首爾：명지出版社， 

2000年)，前言3頁。 
91 參照張浚翼，『北韓人民軍隊史』(首爾：瑞文堂，1991年)，447∼4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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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延安派在人數上占絕對優勢，抗日鬥爭經歷與軍隊經驗相對較豐富。即使這樣，延安派仍

被排斥入朝，原因在於他們與中共的聯繫，使史達林將其排除在外。92 

但是，1947年金日成掌握黨內大權以後，情況大有不同。蘇聯主動與中共交涉中國境內韓人

士兵進入北韓的問題。1949年，戰爭迫在眉睫，蘇聯表現出更加積極的態度。1948年12月初，在

莫斯科召開了由蘇聯國防部長布爾加寧主持的蘇聯、中共、北韓三方高級軍事會議。在本次會議

上，決定將二萬至二萬5,000名駐紮在東北地區的韓籍中共軍移送至北韓，前提是在今後十八個月

內，即截至1950年6月以前，培養撤軍後能夠替代蘇軍的強大軍隊。93 隨後，1949年1月在中國哈

爾濱召開了討論移交韓人部隊問題的會議。以中共東北局政治委員李立三爲首的五位中方代表、

以北韓民族保衛相崔庸健爲首的3位北韓代表，以及其他蘇聯代表出席了本次會議。會議上達成協

定，截至1949年9月末爲止，移交北韓二萬8,000名韓人部隊。94北韓爲推進這一任務，1947年3月

派遣林春秋等4名專員前往中國，與中國吉林省地方政府交涉的結果，從同年6月開始直到戰爭爆

發前爲止，數次移交了約5萬餘名韓籍士兵入朝。 

 

【表1】                   戰爭前入朝的中國滯留韓人兵力 

     

區分 

次數 
入北時期 兵力人數 入朝前所屬

領隊（帶隊

人） 

入朝後改編

的部隊 
備註 

第1次 1947年6月 六十九名 朝鮮義勇軍    

第2次 1947年10月 1,500名 朝鮮義勇軍  

內務省下屬

警備隊及保

安隊 

 

第3次 1949年5月 1,000名 朝鮮義勇軍  

第 七 六 六

（游擊）部

隊 

 

第4次 
1949年8月

初 
一萬821名 

中共軍第一

六四師 
李德山 

人民軍第五

師 
 

第5次 1949年8月 一萬320名 
中共軍第一

六六師 
方虎山 

人民軍第六

師 
 

第6次 1949年8月 2,000名 朝鮮義勇軍  人民軍第六 7 、 8 月 遺

                                            
92 이기봉編著，『前北韓人民軍副總參謀長李相朝－“證言＂』(首爾：원일정보，1989年)，58頁。 
93 據說該會議有蘇聯遠東軍總司令馬林諾夫斯基、蘇聯地面軍司令科涅夫、陸戰隊司令科洛柯夫、蘇聯第一

副首相馬林克夫以及北韓、中共代表等人參與。關於該會決定的事項，參照“An ex-Soviet Officer Tells： 

How Russia Built the North Korean Army, The Reporter＂, Sep. 26, 1950, pp.4~8, 轉引自大韓民國國防部戰史編纂委

員會，『韓國戰爭史』（首爾：著者出版，1967年），第1卷，705頁。 
94 據聞除崔庸健以外，北韓代表還有金武亭、北韓勞動黨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長方禹庸、朝鮮族代表獨立第

四師長方虎山、牡丹江軍區獨立第三師輸送師長方德慶、哈爾濱保安隊旅團政治委員朱德海與中共方面代表

李立三、東北人民解放軍吉林地區司令朱保中、東北行政委員會主席林諷。相關內容參照大韓民國國防部戰 

史。 

編纂委員會，『韓國戰爭史』(首爾：著者出版，1967年)，第1卷(解放과  建軍1945∼1950.6)，6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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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1,500名 ○三摩托連

隊 

漏，參照45

頁 

第7次 1949年12月 1,000名 朝鮮義勇軍  

人民軍第七

六 六 （ 游

擊）部隊 

 

第8次 

1950年4月1

6日（又說1

950年3月） 

1萬4~5,000

名 

中共軍第一

三九師、第

一四○師、

第一五六師

 
人民軍第十

二師 

入朝前更名

爲中共軍中

南軍區獨立

第十五師，

幹部由朝鮮

義勇軍及游

擊隊派出身

組成 

第9次 
1950年7月

初 
兩百名     

合計  約五萬名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這一情況同樣報告給了史達林。正如[表1]所顯示的那樣，從戰爭前1949年至次年1950年歷經

兩年，三個師二個團5萬名以上韓籍士兵與個人用輕裝備由中國移交到北韓。95 1949年7月與1950

年4月是兩次移送韓人部隊的時期，這一時期正是中國大陸內戰優勢已向中共方面轉移的時期。前

一時期是中共軍第二、第三野戰軍渡過長江後，攻佔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與上海、漢口等地，浙江

省、福建省、廣東省等東南沿海地區已劃入中共軍的版圖的時期；後一時期是第四野戰軍開始攻

打海南的時期。第四野戰軍中東北地區朝鮮人出身非常多，原因如下：國民黨統治區上海地區等

地的韓人都被半強制性地遣送回國，與此相反，東北地區被中共佔領，在與國民黨作戰時需要少

數民族的支援，因此，中共招募在此地居住的韓人，或歡迎他們自願入營。 

1949年5月，毛澤東在與金日成的特使金一的會談中，雖未談及將派出中國軍隊，但在5月18

日金一回國以後，通過駐北京蘇聯共產黨代表科瓦廖夫向史達林報告了包括駐中韓人集體北送措

施在內的對朝支援意願。據推測，本次報告內容爲日後史達林同意戰爭與否提供了重要情報。與

此相關，過去，學界曾有一些學者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屬韓籍師移送北韓，當作中共事先同意並

支援金日成挑起戰爭的證據，用所謂傳統的「共謀論」加以解釋。 

在此有必要考慮兩個問題，即韓籍士兵移送北韓到底是中國的防禦守備措施，還是爲呼應金

日成的戰爭準備而採取的攻擊性支援。這一點在研究此問題的學者之間引起爭論。爭論的焦點聚

集在中國是否同意金日成的戰爭準備問題上，繼而從理論上擴展到同意韓籍部隊移送北韓，即意

                                            
95 於1950年7月移送二百人的根據參照梁鎮山，「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高層的矛盾分歧其解決—冷戰中社會主

義陣營內國家關係研究案例之一」，『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集刊』，第40期，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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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同意金日成南侵。但中國此時並未得到關於金日成南侵方案的「具體」的、「準確」的情

報。不管結論如何，都不能否認中共參加戰爭這一事實。原因在於不管毛澤東是否同意了金日成

的軍事南侵計劃，也不管將韓籍士兵編入北韓人民軍是否只是純粹的防禦措施，其結果他們都成

爲北韓人民軍南侵的主力，越過軍事分界線38度線，以攻擊性用途被投入到進攻南韓的戰爭之

中。 

近年來隨著相關資料的大量公開，確認了金日成與毛澤東雙方事先交換過關於武力進攻南韓

的意見，「共謀」成爲公認的事實。但是，毛澤東移送韓籍兵力並不只是爲了同意金日成的軍事

計劃。我們有必要重新認識到這是根據中國內部情況考慮幾個因素後自行採取的措施。 

第一，中共領導人正在考慮不久中國內戰即將取得勝利，需要恢復因戰爭而惡化的財政。96 

因此，移送韓籍部隊不能排除下面的可能，即移送韓籍部隊是爲了減少軍費支出與相關財政負擔

所採取的措施。戰前毛澤東曾多次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個野戰軍指揮部考慮軍隊「復員」問

題，毛澤東的發言給我們帶來如下啓示，即中共軍裁員不是單純地爲縮減軍費，而是欲將軍隊根

據出身地轉換成各地的戰後復原「工作隊」。97 

第二，毛澤東指出上述第一六四師、第一六六師均爲中國東北地區的韓人組成的非正規軍，

缺少戰鬥經驗，即使將其歸屬到平壤，也不會對掃清國民黨殘餘分子的作戰有絲毫影響。98 

第三，毛澤東本身可能具有無產階級世界共産主義革命的國際主義團結意識、對抗日戰爭與

國共內戰犧牲的韓人的報恩意識、道義等東洋感情交彙的一種使命感。據聞韓戰前由於國民黨軍

佔領了山海關，中共軍難以從陸路進入東北，金日成於1946年至1947年幫助中共軍在山東半島坐

船經由北韓進入東北，爲中共軍開路提供了方便。99 如果這是事實，毛澤東則欠了金日成很大的

人情。 

第四，對於毛澤東來說，解除本國內異民族武裝勢力，有利於解決日後少數民族問題，並可

以通過他們影響北韓政權。綜上所述，毛澤東欣然答應金日成移送韓籍師，其原因在於不僅可以

解決中國內部的問題，同時有機會爲滲透中共對北韓的影響力而打下基礎，並在戰爭準備過程中

滿足北韓，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 

以上四個因素都對毛澤東移送韓人部隊的決定起到一定的作用。雖然移送的韓籍師最終以攻

擊性的用途投入到戰爭中，但這一時期的重點仍在防禦與準備上。1949年5月，毛澤東通過金一明

                                            
96 雷英夫，「抗美援朝戰爭的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黨的文獻』，1993年第6期，76頁。Allen S. Whiting 與 

Samuel B. Griffith 兩位學者認爲，中國移送韓籍師與其說是中共領導人認識到韓國戰爭的必然性而表示願意

協助，不如說是根據戰後急需恢復國內經濟的情況而採取的措施。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44～45；Samuel B. Griffith,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 1967), p.347. 
97 毛澤東在4月下旬與6月上旬召開的中共第7屆2中全會上兩次討論裁軍問題，甚至具體提到裁軍數量。毛澤

東，「軍隊分批復員以減輕人民負擔」(1950年4月21日)，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編，『毛澤東軍

事文集』(北京：編者出版，1993年)，第6卷，78～79頁；毛澤東，「爲爭取財政經濟狀況的基本好轉而鬪

爭」(1950年6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

第1冊(1949年9月─1950年12月)，394頁。 
98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通報金一在北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49年5月15日)，沈志華編，『朝鮮戰

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年)，上冊，187頁。 
99 民族問題研究會編，『朝鮮戰爭史－現代史の再發掘』(東京：コリア評論社，1967年)，59頁。 此外，關

於中共軍在山東半島坐船經由北韓的事情，參照與當時相關人士面談的平松茂雄的著作，『中國と朝鮮戰

爭』(東京：勁草書房，1989年)，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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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表明反對「即刻南侵」就是憑證。 

除中國領導人應金日成的邀請歸還北韓的二個韓人師以外，北韓還要求移送殘留的一個師。

他們主要是跟隨林彪率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被投入到中國各地戰場的人。1950年1月

金日成訪蘇之前，派續弦金聖愛的哥哥金光俠前往中國交涉。得到黨中央指示前來的中國方面負

責人爲中國人民解放軍代理總參謀長聶榮臻。雙方協商結果，北京中共首腦於同年4月18日移交北

韓一萬4,000餘名韓籍士兵。100 

進入北韓的韓人武裝勢力人數，占開戰初期北韓人民軍十個師十九萬8,000多名兵力的三分之

一。這也是以2：1優勢於南韓軍隊的兵力，同時期南韓陸軍兵力爲八個師共十萬5,000餘名。中共

軍出身，編入北韓軍的人，不但增加了軍隊的人數，還提高了軍隊的質量。其中從中國入境北韓

的軍官占北韓軍全體軍官的三分之一。101 另外，因為在全軍戰鬥檢閱時，普通士兵也在包括射

擊、小組攻擊、肉搏戰等戰術的一般戰鬥訓練中，取得了優異成績。102 這與當時沒有實戰經驗的

其他士兵形成了鮮明對比。因此可以斷定，戰爭前由中共接收的韓人兵力，成爲打破南北韓軍事

力平衡的決定性因素。 

當時中共斷定，北韓人民軍雖然依靠蘇聯武器武裝了起來，但從軍事力方面來看，遠不足以

與3,000萬人口的南韓抗衡。103 爲了解除這種憂慮，中共根據1950年1月22日毛澤東訪蘇期間的指

示採取了措施。毛澤東的命令實際上實現了訪蘇前1949年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決議。

但是，深入探討這一措施的因素，正如Goncharov指出的那樣，極有可能是訪蘇期間毛澤東通過與

史達林的幾次會面，確切掌握史達林不願直接介入南侵戰爭的態度後，有意識地回應了史達林的

暗示。104 

迄今爲止，衆多非華裔學者一直將駐紮中國境內的韓人兵力移送至北韓的事情，當作毛澤東

事先與金日成共謀南侵計劃的有力證據。與此相反，中國學界的絕大部分學者對毛澤東事先共謀

論持有反感。特別是中國韓戰研究的主導者沈志華與楊奎松，主張韓人師移送北韓與韓國國內戰

爭的爆發沒有任何關係。按照沈志華的觀點，中國領導人同意移送北韓師的時間，在毛澤東反對

金日成的南侵構想之後，史達林同樣反對金日成的南侵意願，因此，不應該將中共軍所屬韓人兵

力移送北韓問題與中共及北韓領導人事先共謀南侵計劃相聯繫。105楊奎松也表示同意沈志華的主

張。 

中共方面可以主張是從人道主義立場出發，按照北韓方面的要求將韓人士兵移送至北韓，或

主張是尊重其自願歸國的意願，而採取的措施。但是，如果真是從人道主義立場或尊重其意願出

發的話，不應該將士兵一律移送至北韓，而是應該一一確認遍佈南北韓全域的韓人士兵的回國意

願，根據出生地送其回故鄉。 

                                            
100 雙方協定過程參照Nie Rongzhen, Inside the Red Star─The Memoirs of Marshal Nie Rongzhen(Beijing：New World 
Press, 1988)，642∼643頁。 
101 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6.25전쟁사 1： 전쟁의 배경과 원인（6.25戰爭史1：戰爭的背景與原因）』( 

首爾：著者出版，2004年)，276頁。 
102 朱榮福，『내가 겪은 조선전쟁（我所經歷的朝鮮戰爭）』(首爾：高麗院，1991年)，第1卷，167頁。 
103 Nie Rongzhen, Inside the Red Star─The Memoirs of Marshal Nie Rongzhen(Beijing：New World Press, 1988), p.642. 
104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op. cit., p.140；靑石(楊奎松)，「金日成阻止了毛澤東進攻臺灣 

的計劃」『明報月刊』，1994年7月號，85~86頁。 
105 沈志華著，『毛澤東、斯大林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地圖書，1998年)，215~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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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金日成是想依靠蘇聯的武器裝備與自己的軍隊來發動戰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