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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南韓與美國自韓戰以來就一直維持著親密且穩固的同盟關係，南韓是
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邦之一，更是對抗共產國家的先鋒；南韓靠著美國經
濟上的大力援助，從戰爭的廢墟中站起來，更有賴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證，
得以維持半個世紀以來的和平與穩定。七十年代後期，隨著南韓經濟起
飛，韓美更成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在冷戰期間，南韓與美國有著共同的敵
人—北韓，為了對抗圍堵共同的敵人，南韓與美國在政治上緊密合作，在
對外政策上也保持密切協商，即便在駐韓美軍或經貿等議題上發生摩擦，
但為顧全大局也多半能夠忍讓，因此在冷戰期間，兩國關係一向非常良好。 
 
    在冷戰時期，受到國際體系兩極化的影響，南韓在對外政策上的選項
與彈性不大。美國與蘇聯兩大超強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使南韓只能選擇
依附於美國之下，跟隨美國的政策方向。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後冷戰
時期多元的國際環境使得南韓與美國在政策上都有更多選擇，策略也更為
彈性。同時，擺脫國際體系的枷鎖後，南韓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都越來
越渴望走向自主。南韓國內對於北韓政策與韓美關係都有更多元的想法浮
上檯面，這些想法不是後冷戰時期才萌生的，而是早在朝鮮半島分裂初期
就已出現，並始終存在於南韓社會的意識形態爭辯。 
 
    事實上，不僅南韓國內存有對北韓政策的爭辯，美國國內也同樣存在
類似的爭辯。爭辯的主張雖然分歧，但是大致上可以分為兩派：交往派主
張在後冷戰時期不宜繼續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傳統的圍堵政策不適用於
北韓，不但不能解決北韓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問題，反而可能讓朝鮮
半島陷入戰爭之中，危害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對北韓應該採取軟著陸
政策，以經濟利益誘使北韓改革開放，將北韓納入國際體系的規範當中；
保守派則主張對付北韓要用硬著陸政策，以經濟利誘的方式只會姑息北韓
的脫軌行為，讓北韓誤解只要打出核子牌或飛彈牌，美國就會屈服。這樣
不但不能使北韓改變，更會讓其他流氓國家起而效尤，使國際體系陷入失
序的情況。雖說實際政策主張會隨時間及人物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但在大
方向上的分佈情形就是如此。 
 

這兩種政策主張說法都言之鑿鑿，爭論也始終沒有停止過，但是南韓
與美國對北韓的實際政策為何，就要視兩國領導人本身的意識形態以及國
內政治情況等因素而定。舉例而言，南韓金大中總統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
強烈，主張與交往派類似，所以上任後即對北韓採取全面交往的陽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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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美國小布希總統的意識形態偏向共和黨的保守思? ，所以一上任後立
刻宣布重新評估對北韓的政策，並多次發表對北韓態度強硬談話；而美國
柯林頓政府在意識型態上比較溫和，主張與對北韓採取交往政策，但是面
臨以共和黨為多數的國會的壓力，所以不得不將對北韓政策往光譜的右邊
移動。這些例子顯示韓美兩國在北韓政策的選擇上受到領導人及國內政治
等因素的影響。 
 
    既然南韓及美國的同盟關係建立在共同對抗北韓的基礎上，北韓因素
自然對韓美關係有極大的影響。如果南韓及美國對北韓政策的方向一致，
兩國關係自然比較容易協調。例如在冷戰時期，韓美兩國對北韓都採取圍
堵政策，在有共同的政策目標及敵對國家的情況下，兩國一直保持著緊密
的同盟關係。而南韓金大中政府及美國柯林頓政府執政期間，由於兩國對
北韓皆採取交往政策，所以這個時期的兩國關係相較其他時期來說也比較
融洽。1反之，如果南韓及美國在對北韓政策上有不同的想法及作風，兩國
關係自然容易產生嫌隙及猜忌，對其他方面的摩擦也就比較不能容忍。例
如南韓金泳三政府與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由於柯林頓政府對北韓採取交
往政策，但是金泳三政府卻仍維持圍堵北韓的想法，所以兩國關係產生嫌
隙。2又如南韓金大中政府與美國小布希政府時期，金大中政府堅持推動陽
光政策，小布希政府卻對北韓實施較為強硬的政策，使得兩國之間也發生
許多摩擦。3 
 
    南韓與美國政府對北韓政策方向不一致時固然容易引起兩國關係的
不睦，但是就算在兩國政府對北韓政策方向一致時，韓美兩國還是會發生
摩擦。例如在金大中政府與柯林頓政府時期，兩國政府對北韓都採取交往
政策，但是在面對北韓飛彈試射危機時，柯林頓政府對北韓態度又轉趨強
硬，使得金大中政府連忙赴美與柯林頓政府針對北韓政策進行協商。2000
年 6月兩韓舉行元首高峰會使兩韓關係邁向新紀元，不過這個發展卻引起
美國內部對於兩韓關係改善後，美國是否會被排除在兩韓對話之外的疑
慮。美國方面擔心南韓為求與北韓和解而答應北韓要求駐韓美軍撤離朝鮮
半島的條件，更擔心南韓在對北韓事務上獲得中國的幫助，而轉向以中國
為重心的對外政策，這些疑慮都讓南韓與美國關係蒙上一些陰影。  

                                                 
1 1999年出爐的裴利報告中指出，美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無法在缺乏南韓支持的前提下成功，南
韓金大中政府推行陽光政策對美國推動對北韓政策有正面的幫助，柯林頓政府時期與北韓進行交
往比 1994年時更加順利。William J. Perry, U.S. North Korea Policy Coordinator and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eview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Washington, D.C., October 12, 1999. 
http://www.fas.org/news/dprk/1999/991012_northkorea_rpt.htm  
2 Scott Snyder, “New Challenges for U.S.-ROK Relations,”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Sprig 2000, p. 
29. 
3 Ralph A. Cossa, “Bush’s First 100 Days: Northeast Asia Policy off to a Rocky Start,” PacNet 
Newsletter (Honolulu). No. 18A, May 4, 2001. http://www.csis.opg/pacfor/pac0118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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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南韓與美國對北韓政策歧異的主要原因在於南韓與美國對北韓
政策的目標與優先順位的不同。美國在朝鮮半島的主要利益是維持朝鮮半
島的和平與穩定，防止北韓製造並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危害區域及全球
安全。而達成這些目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維持美國在朝鮮半島的三萬七千
名駐軍，以及確保美國能夠掌握並主導對北韓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控制的
談判。所以，只要朝鮮半島能維持和平與穩定，美國並不在乎朝鮮半島是
分是合。反之，如果朝鮮半島的統一伴隨著戰爭與毀滅的可能，美國就一
定反對到底。要確保朝鮮半島不要走向戰爭，美國就必須維持足夠的威嚇
力量，並且確保能維持對朝鮮半島事務的主導權。因為如果讓兩韓有自行
決定朝鮮半島事務的空間，或者讓中國對朝鮮半島事務有更大的影響力，
都可能使危及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 
 
    不過，南韓方面的想法不是這樣。南韓對北韓政策的目標除了維持朝
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以及防止北韓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外，最重要的
目的還是儘早與北韓完成朝鮮半島的統一大業。由於南韓是個區域性的國
家，所以對外政策關心的範圍僅止於朝鮮半島事務而已，對全球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擴散的情形並不十分關切。再加上南韓是分裂國家，其對外政策
的重心都放在主要對手—北韓身上，所以對朝鮮半島事務的著眼點與優先
順位自然與美國相當不同。南韓過去依附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唯美國馬首
是瞻，但是隨著南韓經濟逐漸起飛，民主政治也逐漸落實，南韓人民對平
等的對外關係也寄予更多期望。南韓人民逐漸對過去與美國不平等的外交
關係感到不滿，在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的相互激盪下，南韓也希望奪回對
北韓事務的主導權，更喊出了「朝鮮半島事務由兩韓人民自行解決」的口
號。 
 
    正因為南韓與美國在對北韓事務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想法及作風，使得
即使在韓美對北韓政策方向一致的時候，仍會出現意見上的歧異。對南韓
來說，北韓發展長程飛彈對南韓安全並沒有影響，因為南韓全國早已壟罩
在北韓短程飛彈的射程範圍內，而且長程飛彈的射程範圍在南韓境外，也
不會影響到南韓的安全。但是對美國來說問題很嚴重，因為北韓有發展長
程彈道飛彈的能力就表示，總有一天北韓會將裝有核子武器彈頭的長程飛
彈打到美國本土，對美國極大的威脅及壓力。所以也就能解釋為何美國對
北韓飛彈試射危機的反應如此激烈，而南韓只是希望美國不要因此改變對
北韓的交往政策，而影響到兩韓關係的發展。對南韓來說，兩韓元首高峰
會不但代表著陽光政策的成功，更象徵著南韓在朝鮮半島事務中首次獲得
發言權，對於南韓爭取國家自主的鼓勵不可言喻。但是對美國來說，南韓
與北韓跳過美國自行談判，就表示南韓在也不需要透過美國與北韓取得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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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美國也逐漸失去影響朝鮮半島事務的能力。如果兩韓高峰會的後續發
展是兩韓關係越來越好，那麼難保美國將再也無法插手該區事務，甚至連
駐韓美軍也將不保。 
 
    韓美兩國在對北韓政策上意見不同雖不至於立刻使兩國關係惡化，但
是由於彼此理念不能協調而產生了心結，在對其他事務上的溝通協調也會
大打折扣。例如南韓人民對於駐韓美軍所引發的種種問題早已心生不滿，
但是在金大中政府與柯林頓政府時期，韓美兩國對北韓政策方向一致，兩
國關係較為和睦的時候比較能夠就這些問題盡快展開協調，金大中政府也
比較積極為駐韓美軍說話，安撫國內人民的不滿情緒。反之，在金大中政
府與小布希政府時期，因為小布希政府對北韓採取強硬措施，使得北韓也
停止與南韓和解的進程，使許多南韓民眾對小布希政府的意圖產生懷疑，
兩國關係因而產生心結。結果南韓民眾因駐韓美軍壓死兩名南韓女學生爆
發對駐韓美軍的強烈不滿，不但發動長時間的示威行動，包圍美國駐漢城
大使館舉行跨年追悼晚會，4甚至發生南韓民眾刺傷落單駐韓美軍的事件。
美國駐漢城大使館內人士也抱怨金大中政府對國內反美聲浪不加制止，使
南韓民間反美聲浪越演越烈。5 
 
    事實上，金大中政府不是沒有幫美國說話，在許多公開場合中金大中
政府及新任南韓總統盧武鉉都呼籲南韓民眾要克制反美情緒，表示應該用
談判方式尋求更平等的韓美關係，而不應該訴諸暴力。6但是，南韓民眾認
定美國小布希政府對北韓的強硬政策與駐韓美軍是阻礙半島統一的主要
因素，加上對駐韓美軍積怨已久的情緒催化，金大中政府對情緒激昂的南
韓民眾進行的勸說恐怕效果不大。同時，美方也認為南韓民眾對駐韓美軍
存有敵意，所以也採取許多措施預防南韓民眾對駐韓美軍及其家屬的暴力
攻擊，7甚至更進一步引發駐韓美軍打傷南韓民眾的事件。8這些事件都顯
示出南韓民間潛藏著不利於韓美關係發展的因子，這些因子在韓美關係兩
好時並不明顯，而且很容易被韓美安全同盟的重要性所掩蓋。但是長久的
積怨並不會消失，隨著南韓民眾追求自主的意識越來越強烈，只要韓美關
係因為其他因素發生不睦時，這些潛在的因素就會成為激化南韓民族情緒
的催化劑。南韓與美國在對北韓政策的不一致，正是最容易引起南韓民眾
反美情緒的因素。 

                                                 
4 http://tw.news.yahoo.com/2003/01/01/international/ftv/3733527.html  
5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19/international/ctnews/3711457.html  
6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28/international/cna/3727465.html  
7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16/international/bcc/3706609.html  
8 2003年1月初，漢城近郊東豆川的美軍第二師團士兵無故毆打鄰座的南韓女子，造成這名女子
的頭部受傷。南韓警方據報將這名美軍帶回警局問話後移交給美軍憲兵隊。
http://tw.news.yahoo.com/2003/01/02/international/cdn/3734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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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應本文主題，要探討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對南韓與美國關係的影
響，必須先釐清南韓與美國各自對朝鮮半島的基本利益及政策目標的優先
順位，再進一步了解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與美國柯林頓政府與小布希政
府的北韓政策有何異同之處。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是一項突破性的創
舉，透過單方面解除國內企業對北韓貿易及投資限制，並鼓勵民間團體援
助北韓的措施，積極地與北韓展開交往。金大中政府不斷向北韓表達南韓
願與北韓和平相處的誠意，不但支持美國及日本等其他國家與北韓建立外
交關係，還幫助北韓爭取加入國際組織的機會。金大中政府的想法就是要
透過不斷地釋出善意，獲得北韓對南韓及國際社會的信任，進而停止挑釁
的舉動，與南韓和平相處。因為只有北韓願意與南韓和平相處，兩韓之間
才會有進行談判的機會，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統一也才有實現的一天。這樣
的想法在南韓國內並不新鮮，但是也只有金大中政府真正有魄力地落實了
這個想法。 
 
    如果陽光政策的目標是讓北韓能夠逐漸改革開放，減少挑釁的行為，
願意與南韓及國際社會進行和平談判，進而創造一個有利於朝鮮半島統一
的良好環境，那麼從 2000年 6月舉行的兩韓元首高峰會以及其後的各項
部長級會議來看，陽光政策算是踏出成功的第一步。至於陽光政策的成功
對南韓及美國關係的影響是正面或是負面，就必須視美國政府對北韓的政
策為何。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對北韓也採取交往政策，所以相較於金泳三
政府時期對北韓採取圍堵政策，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似乎與柯林頓政府
的北韓政策比較吻合，相對來說兩國的關係也就變得比較好。但是小布希
政府時期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與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差距較大，所以
這時候的韓美關係就不如柯林頓政府時期來的和睦。雖然到目前為止南韓
不論金泳三政府或金大中政府，甚至在過去被認為立場極為反美的南韓新
任總統盧武鉉都表示南韓將會繼續與美國維持緊密的同盟關係，美國不論
是柯林頓政府或小布希政府也都口頭表示支持金大中政府的陽光政策，但
是兩國領導人及政府要員也承認對北韓政策的不同的確影響了彼此的關
係。 

 
    隨著盧武鉉當選為南韓下一任總統，可以確認的是金大中政府的陽光
政策將會繼續延續下去，而這項變數對韓美關係日後的發展又會有什麼樣
的影響呢？從過去的背景資料可以看出，盧武鉉是民權律師出身，更是著
名的左派激進份子，主張一向是親北韓反美國。在競選期間，盧武鉉的競
選主軸放在兩韓關係及對美國關係上。在北韓問題上，盧武鉉支持金大中
與北韓和解的「陽光政策」，同時也主張北韓必須立即撤銷發展核子計畫。
不過，盧武鉉呼籲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並表示如果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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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韓經濟合作，將終止目前的兩韓交流，使南韓喪失在核子危機期間對
北韓的影響力。在對美關係上，盧武鉉十年前曾簽署請願書，要求美軍撤
離朝鮮半島。9不過在競選期間表示，三萬七千名美軍的存在對南韓的安全
至為重要。他認為應修正韓美同盟過去五十年來的不平等關係，南韓將不
會再向美國「磕頭」。10 
 

盧武鉉的勝選代表了南韓社會逐漸興起的自主思潮，同時也代表南韓
社會新興的一股族群勢力，這個族群的年齡多半在四十歲以下，對北韓的
軍事威脅感受並不特別深刻，但是與駐韓美軍的摩擦卻是他們的親身體
驗。雖然北韓金正日在南韓競選過程中不斷向國際社會挑釁，不但公開秘
密核武計畫，承認多年來綁架日本人民，被查獲出售飛毛腿式飛彈，並揚
言再度著手發展核武計畫。但是也許是南韓人民長久習於北韓的危言恫
嚇，已經感到麻木而不再感覺危險。盧武鉉的當選無疑將帶領南韓走向一
個不一樣的對北韓及對美國關係上。同時，美國小布希政府也將盧武鉉的
當選視為美國未來與南韓關係的挑戰，因為小布希政府對北韓改採強硬政
策正需要南韓方面的配合，但是盧武鉉親北韓的作風不但可能無法與美國
在對北韓策略上取得一致的步調，更有可能使北韓更不願意與美國妥協。
11 
 

2002年底南韓新任總統盧武鉉在當選後針對韓美關係定位問題表

示，南韓民眾要求更平等的韓美關係的思潮已充滿整個南韓社會，針對

2002年 6月駐韓美軍壓死南韓女學生事件所舉行的一連串的抗議示威活

動，僅是南韓民眾的心聲到達臨界點的情緒表現。但是，這並不表示南韓

將改變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未來韓美關係將不會有太急劇的變化，雙方關

係將繼續朝相互合作、相互尊重及平等互惠的方現持續發展。12這些發言

顯示雖然過去盧武鉉一向持反美立場，但是美國對南韓的安全保障仍有其

必要性，所以盧武鉉政府仍不願輕易破壞與美國關係。13但是美國方面早

已將盧武鉉政府視為「親北韓的左翼代言人」，所以如何能夠撫平美國的

不滿，與美國重拾親密關係，又能夠為南韓爭取更平等的待遇，以回報南

韓民眾的需求，是未來盧武鉉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向。除此之外，盧武鉉雖

                                                 
9 盧武鉉的政治立場一向被南韓政壇評為中間偏左，1988年在釜山市東區當選為由金泳三領導的
在野「統一民主黨」黨籍國會議員後，曾經發動過「要求駐韓美軍撤出朝鮮半島」的連署活動。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31/international/cna/3731751.html  
10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20/polity/twdaily/3712975.html  
11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21/international/cdn/3714868.html  
12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20/international/cna/3714360.html  
13 盧武鉉表示如果駐韓美軍撤離朝鮮半島，南韓在短時間將無法彌補因駐韓美軍撤離所造成的
國防空虛。若駐韓美軍身有撤離的一天，南韓國防部必須研擬出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戰略
計畫。http://tw.news.yahoo.com/2002/12/31/international/cna/3731751.html   



 180 

然在總統大選中獲得勝利，但是他的得票率並未領先對手很多，加上國會

中的多數黨仍是在野的大國黨，顯示南韓國內對北韓政策及韓美關係仍然

處於沒有共識的情況，盧武鉉政府未來推動陽光政策時勢必會遭遇與金大

中政府時期一樣的問題。14 
 
    另一項可能影響未來韓美關係的變數就是北韓。隨著北韓方面於 2002
年底下令驅逐國際原子能總署派駐在北韓寧邊的武檢人員，並宣布重新啟
動位於寧邊的核子實驗室，更於同時違反南北韓非軍事區協定派遣武裝部
隊進入停戰區，朝鮮半島又興起新一波的核武危機。根據 1994年北韓與
美國簽訂的日內瓦協定，寧邊核子設施已予凍結，並由聯合國所屬國際原
子能總署派員監視。北韓方面表示美國停止供應北韓原油，小布希總統稱
北韓是「邪惡軸心」，並把北韓列為先發制人攻擊的對象，是北韓決定重
新啟用寧邊核子設施的關鍵因素。15北韓核武危機再度造成國際恐慌，不
論中國、美國、日本及其他周邊國家都表示反對北韓重啟核武計畫的做
法。16南韓金大中政府尋求與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密切協商，希望該兩國政
府能夠力勸北韓放棄核武計畫，17同時也與美國進行協調，美國隨時準備
增援保護南韓安全。18南韓新任總統盧武鉉更向北韓喊話，希望北韓停止
核武計畫的發展，以免繼續升高對立情勢，影響兩韓和解進程。 

 
    美國小布希政府面對北韓又一波的挑釁行動原本打算採取孤立即圍
堵北韓的政策，並向聯合國要求共同對北韓採取相應措施。小布希政府堅
持北韓必須停止發展核武才會與北韓進行談判，所以在北韓尚未放棄核武
計畫之前，除非小布希政府反口放棄之前的強硬政策，否則美國與北韓也
沒有談判的空間。但是，美國國會主張以對話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發
動戰爭不但冒險而且又不受周邊國家的支持，使得小布希政府對北韓政策
陷入僵局。19正當情勢緊急時，小布希總統於 2003年 1月又表示美國與北
韓並未面臨軍事攤牌，北韓的核武計劃可透過外交手段，以和平方式予以
制止。小布希進一步表示，美國將與中國、日本及南韓等亞太地區國家合
作，勸服北韓放棄其核子研發計畫，進而讓朝鮮半島無核化。20小布希政
府的發言顯示美國對北韓態度逐漸軟化，甚至可能逐漸恢復柯林頓政府時
期與北韓的各項談判。 

                                                 
14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21/international/ctnews/3715292.html   
15 世界日報，二○○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16 聯合報，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17 http://tw.news.yahoo.com/2003/01/02/twoshore/cna/3734979.htm 
18 南韓國防部發表國防白皮書表示，如果爆發第二次韓戰，美國必須增兵六十九萬，支援目前
駐防南韓的三萬七千名美軍。聯合報，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19 聯合報，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20 中國時報，二○○三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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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由於美國小布希政府仍對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表現出毫不保留的
厭惡，加上美國之前對北韓的強硬態度，使北韓方面對美國的誠意極不信
任，所以未來是否會與美國進行談判仍是未知數。北韓國營報紙在 2003
年的元旦社論中表明北韓未來仍將增強軍力以反制美國壓制北韓核子研
發計畫的做法，並敦促北韓人民作好與美國帝國主義奮戰的準備，也呼籲
美國不要破壞兩韓和解氣氛，同時再次要求三萬七千名駐韓美軍應撤離朝
鮮半島。21北韓同時透過駐北京大使崔鎮洙表示美國應在不預設任何前提
條件的情況下與北韓進行對話，北韓也希望透過與美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以獲得安全保障，否則北韓將會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22 
 
    北韓過去最擅長利用南韓與美國間的矛盾關係謀取自身福利，過去北

韓採取以美國為中心的外交政策時，北韓就擅用美國最關心的核武牌成功

將南韓排除在外，而與美國進行直接談判。在 1998年時又製造飛彈試射

危機欲故技重施，但柯林頓政府礙於國會反對壓力，不得不對北韓採取強

硬態度。由於北韓對美國的強硬態度十分不滿，於是又改打南韓牌，與南

韓親近使美國與南韓之間產生嫌隙，2000年 6月的兩韓高峰會就是北韓採

取南韓牌的表現。這次美國小布希政府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北韓當然對

美國十分不滿，所以又打出核子牌，以威脅重新開啟核武計畫的方式希望

逼迫小布希政府就範，再毫無條件的情況下恢復柯林頓政府時期對北韓的

種種優待措施。在北韓 2003年的新年談話中，北韓一方面對美國嚴詞以

對，另一方面又以民族主義呼喚南韓，表示不要因為美國因素而破壞了兩

韓之前和解的成果。23在未來北韓很可能繼續利用南韓與美國政府在對北

韓政策上的差異，繼續分化南韓與美國的關係。  

 
    由於美國小布希政府堅持以孤立及圍堵政策對付北韓核武危機，但是
北韓方面態度始終未見軟化，南韓新任總統盧武鉉則強烈懷疑圍堵政策使
北韓就範的可能性。盧武鉉表示未收到小布希政府要求共同孤立北韓的消
息，但南韓與美國既然是盟邦，美國對北韓採取任何行動都應事先與南韓
協商，以表示對南韓政府的尊重，並對美國片面性決定表示不滿。24不僅

                                                 
21  中國時報，二○○三年一月二日。  
22 http://tw.news.yahoo.com/2003/01/03/international/cna/3737854.html  
23 北韓透過日本親北韓韓僑組織下設的「朝鮮新報」對外透露，2002年為兩韓關係進展極為豐
碩的一年，2003年京義鐵路正式接軌後，朝鮮半島民族和解團結的氣象勢將更趨高升，甚至連
國防委員長金正日訪問漢城一事，都會浮升為具有現實性的問題。同時，在面臨美國對北韓政策
日趨強硬的情況下，唯有透過兩韓關係發展所形成的民族力量，共同抵抗美國對朝鮮半島的侵
略，過去美國是朝鮮問題上的最大變數，但美國左右朝鮮半島命運的時代即將結束。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27/international/cna/3725685.html  
24 http://tw.news.yahoo.com/2003/01/01/international/cdn/37331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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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對美國不滿，美國對南韓國內的反美聲浪也逐漸失去耐心。南韓民眾
在美國駐漢城大使館前舉行示威活動時，來韓訪問的美國議員也在與金大
中總統會晤時表示，如果南韓民眾不希望美軍駐守南韓，駐韓美軍可以撤
離。美國國內朝野早就質疑，如果南韓民眾心不甘情不願，那麼這韓美軍
還有任何留守朝鮮半島的必要性嗎？25如果小布希政府對北韓政策一直沒
有改變，北韓方面也繼續採用強硬的態度，而新任南韓總統盧武鉉也未在
與美關係及南韓國內反美情緒之間作好妥善的處理，未來的韓美關係可能
會持續變差。  
 

雖然如此，南韓新任總統盧武鉉與美國小布希政府都尚未放棄使彼此

關係轉好的努力。盧武鉉表示將會於就職後盡快安排訪問美國，與美國小

布希總統針對北韓政策與駐韓美軍等議題進行協商，並在就職前以互派特

使的方式先與美國進行溝通。26南韓國防部高層軍官表示年度「韓美安全

協商會議」上，韓美兩國雖然簽訂「未來韓美同盟政策構思的約定書」，

但卻從未提及駐韓美軍撤離的問題。南韓國務總理金碩洙在國會中也強

調，南韓人民的示威活動是出自於南韓民眾之心聲，懇切要求類似事件不

要再重演，但是南韓民間的示威活動絕不會演變成韓美關係的障礙。南韓

政府絕對肯定駐韓美軍在朝鮮半島上扮演的角色。27 

 
在對北韓政策上，盧武鉉表示將會提出一個新的方案，解決美國與北

韓僵持不下的問題。由於北韓堅持「先行與美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再談
撤消解除核凍結問題」，而美國卻表示「北韓必須無條件撤消解除核凍結
計畫，否則將對北韓施展量身打造的孤立制裁措施」的情況下，美國與北
韓的談判似乎遙遙無期。因此，南韓新任總統盧武鉉打算在 2003年 1月
於美國召開的「三邊協調監督機制」會議中提出一項計畫，就是由小布希
總統先以書面方式簽署一項不侵犯北韓的保證書，前提是北韓如果確實放
棄核武計畫，美國就保證不會侵犯北韓。南韓新任總統盧武鉉希望透過這
項機制博取北韓信任，並確保北韓停止發展核武。28 
 
在未來，美國小布希政府對北韓政策、北韓核武危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
南韓盧武鉉政府將如何處理韓美關係等因素，將會持續影響著韓美關係未
來的發展。目前的情勢雖然看起來不樂觀，但是過去南韓與美國也曾面臨
過同樣的困境，在關鍵時刻也都找出了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美國小
布希政府執政不到兩年，對朝鮮半島事務的處理方式還處於摸索階段；南

                                                 
25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31/international/cna/3731751.html  
26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24/international/cna/3720318.html  
27 http://tw.news.yahoo.com/2002/12/31/international/cna/3731751.html  
28 http://tw.news.yahoo.com/2003/01/04/international/cdn/3738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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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盧武鉉對兩韓關係與韓美關係的處理更是青澀。相信只要南韓與美國政
府及民間能夠體會維持和諧韓美同盟關係的重要性，彼此間相互忍讓並且
拿出誠意來溝通協調，小布希政府改變獨斷獨行的態度，在北韓政策多與
南韓進行協商，盧武鉉政府也能多與美國配合，相信韓美關係的未來仍然
能夠朝好的方向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