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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韓天安號巡邏艦 2010 年 3 月 26 日在南北韓海上交界處沉沒，造成該艦四

十六名官兵死亡。南韓事後公布調查報告，顯示天安艦是因北韓潛艇發射的追蹤

聲波魚雷（CHT-02D）在水中爆炸而沉沒。筆者試圖以新現實主義途徑分析北韓

戰爭邊緣外交策略的運用，以達到其要求平等協商及經濟援助之需求。再以中國

之外交戰略研究中國與北韓之間之互動與未來。中國被視為北韓社會主義的盟

邦，也是國際社會與北韓之間的橋樑，中國的地位和影響力在東北亞始終不可小

覷。面對天安艦事件爆發以及朝鮮半島的動盪，中共的反應、做法與傾向勢必影

響朝鮮半島的未來。筆者以新現實主義途徑，表述天安艦事件中北韓可能的蓄意

行為之外，相較於冷戰時期一邊倒的極端策略，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其國際角色

無論是傾向大國俱樂部、抑或是全力支持北韓之戰爭邊緣策略，其官方戰略意義

均不外乎是以主張「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為其外交主軸。實質上，中國核心

戰略思想仍以國家利益和國內發展為其首要目的。天安艦事件的發生，不但能夠

樹立中國在朝鮮半島之重要性、確立中國擁有有效「牽制」北韓的能力、更能在

一超多強體系下稀釋美國在亞洲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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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 Korea’s Corvette Cheonan has sank in inter-Korean maritime border in 26, 

March 2010 and caused forty-six soldiers died.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South Korea 

announced that the corvette was launched by North Korea's submarine torpedo 

acoustic track (CHT-02D) exploded and submerge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quirements of equal consultation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needs. The author tried to 

use a way of neo-realism to analyze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North Korea. Moreover,   

the author tried to research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analyz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China was not only being North Korea's socialist 

allies, but also the approach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We 

couldn’t neglect the posi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a in Northeast Asia. Faced to 

the Corvette Cheonan broke out and the unre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a’s 

reaction, practices and tendencies absolutely affect the futur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author used a way of Neo-realism to express a deliberative act of Corvette 

Cheonan of North Korea. Compared to the extremely ”lean to one side” strategy 

during the Cold War in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role in both the tendency of “great nation club”, or it injected full 

supports of North Korea’s strategies, China’s official strategies are based on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world" of its spindle. In essence, China’s most 

important goal were still by the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interest primarily. 

The Corvette Cheonan event broke out, it not only established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had the capabilities of "containment" North Korea 

effectively, but also it would ultra-dilute U.S. influence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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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南韓天安號巡邏艦 2010 年 3 月 26 日在南北韓海上交界處沉沒，造成該艦四

十六名官兵死亡。南韓公布調查報告，顯示天安艦軍民聯合調查團於 9 月 13 日

出版發行的天安艦被襲事件聯合調查結果報告指出，天安艦是因北韓潛艇發射的

追蹤聲波魚雷（CHT-02D）在水中爆炸而沉沒1。這項指控遭到北韓強烈否認，

隨後南韓和美國在南北韓之間海域，進行大規模軍事演習，使得南北韓的緊張情

勢大幅升高。（見圖一） 

 

資料來源：法新社，2010 年 5 月 21 日。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521/19/261t8.html 

圖一 

東北亞地區民族多樣，各國多注重民族主義，且又因海洋阻隔，近代以來多

因領土、文化、意識型態等糾紛而影響國際安全，極權主義下的北韓更被視為此

區的不定時炸彈。自 2006 年進行核子裝置試爆、2010 年天安艦事件等危機中，

動作頻頻、資訊不公開的北韓，總以「核武牌」、「威脅牌」等恐怖平衡的均勢方

                                                       
1  中廣新聞網，2010 年 9 月 13 日，http://www.bcc.com.tw/about/sitemap.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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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獲取和他國談判、合作的籌碼。領導人金正日（Kim Jong-il）追求國家利益、

不顧區域和平與穩定的作法，使得東北亞地區安全更顯動盪。 

中國被視為北韓社會主義的盟邦，也是外界與北韓之間的橋樑，其在東北亞

的影響力和地位不可小覷。面對天安艦事件，中共的反應、做法與傾向勢必影響

朝鮮半島的未來。對於天安艦事件北韓「可能」的蓄意行為，中共是否仍能如

2006 年核子危機時所言：「就這世上的壞行為而言，沒人會保護他們（北韓）的。」

以及堅決表達出「北韓堅持要做壞事，將面臨嚴重後果，無人會保護北韓」云云。
2均為天安艦事件爆發至今各國所欲知。 

於此，天安艦事件爆發至今，南北韓立場與說法大相逕庭，筆者欲就目前資

訊梳理其梗概，是為本文動機： 

（一）就天安艦事件發生至今所得之文獻資料進行分析，試擬北韓行動目的。 

（二）北韓對天安艦之攻擊行動，是否代表國際建制在東北亞地區之失敗？ 

貳、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下列問題： 

一、由新現實主義觀點分析天安艦事件後之中國與北韓關係。 

二、中國對天安艦事件之因應，以及其背後考量因素。 

三、綜合理論與現實，試推測天安艦事件對未來東北亞安全走向。 

參、研究範圍 

一、空間範圍 

本文主要探討天安艦事件後中國與北韓之關係，故空間範圍僅以中國、北韓

二地區為分析，南韓未屬於本文探討範圍。 

 

                                                       
2 BBC中文網，2006 年 10 月 16 日，

http://news.bbc.co.uk/trad/newsid_6050000/newsid_6050000/6056078.stm。 

http://news.bbc.co.uk/trad/newsid_6050000/newsid_6050000/6056078.stm


C2‐4‐3 
 

二、時間範圍 

本文研究之時間範圍以 2010 年 3 月 26 日天安艦事件爆發始迄今，中國與北

韓間的政治、經濟互動關係。朝鮮半島連接中國東北，不僅為中國邊境安全的緩

衝地帶與經濟發展的支援地帶，其密切的地緣關係是為中國「大國外交」的籌碼；

朝鮮半島情勢平和與否，更攸關中國「和諧世界」、「和平發展」等外交主軸，在

在牽動中國國家利益與戰略意涵，因此，天安艦事件之發生及其背後蘊含之意

義，筆者以為至關重要。 

肆、新現實主義視角下的北韓行動背景分析 

就國際現勢而言，北韓與東北亞各國之間的關係複雜，若以理論層面加以探

究，則大致可從新自由制度主義（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與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兩大面向觀之。 

新自由制度主義認為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國際制度（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可以減少國家「欺騙」（cheating）的行為，並試圖以此制約國家在國

際上的行為。在全球化成為不可逆趨勢的狀態下，跨國性的全球社會及經濟相互

依賴的經濟體間，更能提供各國交流、闡述自身利益的機會，加強國際合作的互

利共生概念。如「六方會談」之多邊安全對話機制的出現，均能顯示跨國性的力

量正使得「國內」、「國外」政治分野變得模糊，人類社會可能迎向新型的國際政

治。3 

新現實主義則認為，國際政治主要的行為體（actor）是國家，國家在無政府

狀態（anarchy）下致力於維持政治權力的存在、國家安全的保護與自利；4獨立

國家在彼此間無更高力量宰制的前提下互動，「道義問題」在國際衝突中起不了

什麼作用。5就新現實主義之觀點，此狀態亦能體現於東北亞地區。在各國堅守

主權的前提下，東北亞地區仍只能維持權力平衡之局面尚無法形成一有效的協商

機制。冷戰結束後，東亞地區具發展潛力的大國，無不想趁勢圍堵敵方形成區域

                                                       
3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迅速發展的生態相互依存將使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起

來，人類將步入「無國界世界」。如環境保護議題、疾病、跨國犯罪等，都可能使人類的未來步

入一個截然不同的世界。學者Richard Falk認為，這些跨國性問題和價值觀念將導致新的、與領土

無關的效忠對象，從而改變在過去 400 年中居主導地位的國家體系。跨國性力量正在瓦解西伐利

亞和約體系，人類將迎來新型的國際政治。詳見Joseph Nye Jr.著、張小明譯，世界政治中存在著

永久的衝突邏輯嗎？理解國際衝突：理論與歷史，第五版（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5），頁

5‐7。 
4 Jack Donnell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0. 
5 Joseph Nye Jr.著、張小明譯，世界政治中存在著永久的衝突邏輯嗎？理解國際衝突：理論與歷

史，頁 24‐25。 



C2‐4‐4 
 

霸權、並戮力崛起，意圖稱霸。在北韓問題和處理態度上，雖有共同目標，但該

目標又因國家利益等考量而有不同。 

東北亞各國的國際建制，雖依循新自由制度主義之路線，實質上卻往往受限

於現實主義、國際主權與權力平衡的觀念，因此成效不彰。東北亞各國雖願意加

入國際建制，並在加入同時表示願意遵守規範與他國合作，但當其國家利益受到

威脅時，國家往往又會回歸現實主義，捍衛國家安全。此外，就北韓而言，學者

認為北韓雖為小國，但因善於使用戰略外交提升自己在地區的影響力，使得北韓

得以在冷戰後受到國際矚目。北韓的影響力大增的關鍵因素有二： 

 

一、北韓善用其特殊、兵家必爭之地的地理位置以及對南韓的戰略優勢取其

最大利益。 

 

二、北韓精於利用列強間以及南韓和列強間的利益衝突與心理矛盾來擴充自

己的國家利益，以戰略外交方式找尋國家生存空間。而戰略外交的特點有下二： 

 

（一）以國家安全為主要外交導向。 

 

（二）偏好武力威脅恐嚇對手迫使對方退讓6。 

 

是故，我們可以得知，北韓領導人並不如外界所分析般蠻幹，事實上，其決

策與戰略都出自於理性。學者史考貝爾（A. Scobell）主張，北韓政體本身是一

個理性的單位，但也因為這樣的理性，造成北韓領導者強烈的不安全感；同時北

韓領導者清楚知道他們所面臨的改革困境，以致於利用戰爭邊緣策略的外交方

式，以期達到和國際間具有平等話語權之權利。 

 

伍、新現實主義視角下的北韓行動意涵 

 

北韓行動是否有跡可尋？對南韓而言，前科累累的北韓慣用「戰爭邊緣策略」

以及和戰雙面手法，企圖移轉其國內問題已非首見。根據南韓方面調查，其結果

公布為： 

 

韓國防部今天公開了「天安艦事件」調查的最終報告書。報告指出天安

艦是遭到潛艦魚雷在水中爆炸引發的衝擊波沉沒的。報告指出，「天安艦」

                                                       
6  劉德海，「後冷戰時代北韓的戰略外交、外交戰略以及其對東北亞的影響」，戰略與國際研究，

第 1 卷第 2 期（2000 年），頁 71‐91。 



受魚雷在水中爆炸時引發的衝擊波和「泡沫噴射」效應影響，艦體折斷沉

沒，魚雷爆炸位置在渦輪室左舷下半部三公尺處。並被證實是北韓製造的

「CHT-02D魚雷」，裝有兩百五十公斤高性能炸藥。 

北韓之所以積極以戰爭邊緣策略為其外交手段，學者認為有三個主要考量： 

一、北韓認為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先發制人」（pre-emptive strikes）

和「政權改變」（regime change）的威脅，因此將此行為作為保證其國家生存的

最後武器。 

二、戰爭邊緣策略可使北韓受到國際關注，避免總是被國際孤立，並能夠進

一步進行利益交換，確保北韓的獨立地位與安全。 

綜上所言，我們可以理解，「維持現有體制」以及「改善經濟狀況」是北韓

進行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出發點。7（見圖二） 

 

資料來源：Joseph Nye Jr.著、張小明譯，理解國際衝突：理論與歷史，頁 188。 

圖二 

 

天安艦被擊沉，絕非「天上掉下來」的事件，南韓的調查報告指控北韓一手

導演，更在事件後有北韓海軍將領被「意外晉升」。8長期封閉的政經體制，讓北

韓面臨經濟崩潰的危機。核子試爆也讓聯合國選擇對北韓進行經濟制裁；南韓李

明博政府也選擇了不同於前總統金大中、盧武鉉「陽光政策」的「有條件援助」

立場，相較於先前南韓對北韓的緩和態度，李明博政府是相對強硬的。9於此，

                                                       
7  蔡裕明，「北韓核武變局與東北亞安全」，展望與探索，第 1 卷第 3 期（2003 年），頁 89‐90。 
8  「北韓開戰？都快餓死怎麼當敵人」，聯合報，A12 版，2010 年 6 月 17 日。 
9  「戰爭與和平，南韓人民做了選擇」，聯合報，A12 版，2010 年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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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欲以北韓行動之前提，以學者Kenneth Waltz三層次（image）：即個人、國家、

國際體系，就北韓之行動意圖為分析。 

 

一、個人層次 

 

（一）金正日亟欲移轉健康不佳之問題 

 

自 2009 年起，北韓領導人金正日健康狀況不佳、甚至可能死亡的消息甚囂

塵上，要聞持續延燒至 2010 年，對原本已是迷霧一團的北韓，更是令人費解。

在極權主義社會黨國一體的思維下，被「神格化」的最高領導人即將崩潰，勢必

對封閉的北韓社會產生一定的動盪與不安，為了避免社會人心惶惶、更為了避免

國際社會對金正日健康問題窮追猛打，以一個國際事件、又是北韓慣用之「戰爭

邊緣策略」，北韓態度難謂不易想像。10 

 

（二）接班問題 

 

不得不承認的是，北韓領導人金正日年事已高，接班問題亦以討論多時。天

安艦事件後金正日訪中行程，便被認為是一場攜世襲子金正恩（Kim Jong-un）

的「拜會行程」，從以下報導或許得略知一二： 

 

在確保援助方面，金正日此次訪中並沒有相當成功。然而，在接班計畫

獲得（中國）認同方面，成果可謂豐碩。11 

 

亦有相關訊息表示： 

 

據多位對北消息靈通人士透露，金正日在席間向胡錦濤等中國國家領

導人介紹了金正恩。朝鮮中央通訊社上月 30 日報道說，在當天的歡迎宴會

上金正日表示：「讓我們的後代繼承朝中（北中）友誼這一優良傳統，是

我們的歷史使命。進一步加強和發展傳統的朝中友誼，事關東北亞乃至世

界的和平與穩定。」12 

 
10  「傳金正日患局部癱瘓，需要洗腎」，法新社，2010 年 3 月 25 日，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325/19/22o5h.html。 
11  「南韓：北韓接班計畫獲中國支持」，法新社，2010 年 9 月 14 日，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14/19/2d0w2.html。 
12  「胡錦濤上月已會見金正銀」，朝鮮日報，2010 年 9 月 13 日，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9/13/20100913000004.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325/19/22o5h.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14/19/2d0w2.html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9/13/20100913000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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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社會學家韋伯（M.Webber）對克里斯瑪（charisma）權威的認定，由於

特殊的天分和非常的能力與魅力，使得人們相信領導者的天縱權威。但此權威類

型由於無法傳承，故必然將面臨選擇繼承人的問題。金正日在克里斯瑪權威下，

其天縱權威已行之有年，若立其子金正恩為接班人，勢必應先鞏固金正恩之領導

權威和國際能見度。天安艦事件或許是招險棋，但從事件發生後，金正日旋即密

集訪中、並帶金正恩同行會見胡錦濤，更將使金正恩國際能見度因天安艦事件之

熱度尚未消退前，大大提升。 

 

二、國家/社會層次 

 

就新現實主義觀點而言，不管政府類型如何，「國家根據國家利益行事」這

種說法無庸置疑。雖然各國無不希冀自身權力與利益能夠最大化，但由於國際體

系的制約，國家必須根據均勢狀態來界定自身利益，否則自身的生存就成問題。 

 

以個人層次解釋北韓、甚至是金正日個人之行動意圖是絕對不夠的，因為國

際政治的性質基本是由國家而非個人所決定。但也絕非否決個人決策在國際行為

上之影響力。13一些自由主義分析家認為，隨著世界相互依存程度的加深，合作

將取代競爭，因為相互依存導致共同獲益，共同獲益又鼓勵相互合作。學者秦亞

青亦表示，經濟高度相互依存是弱化霍布斯無政府性的重要力量，因為它提高了

暴力的成本，同時降低了軍事力量的效用。且如果經濟交往數量、速度、範圍達

到一定的程度，就會削弱無政府性的結構性效應。14 

 

然而，2008 年李明博接任南韓總統，不同於前總統金大中「陽光政策」、盧

武鉉「和平與繁榮政策」的和解、共生策略；李明博政策首重經濟發展，國家安

全上重新向美國靠攏，但態度已明顯趨向強硬，經濟上的依存似乎被南韓視為一

種有力的武器，得以「制裁」、「教訓」不聽話的他國。由近年南北韓交流統計即

可得知，依照霍布斯之說法，李明博上台執政後的南韓政府，已不再如以往對需

索無度的北韓伸出援手，對此態度，經濟低度依存的兩國，似乎也提高了彼此間

不和睦之基礎，無疑是增加所求、減低暴力成本及提高了軍事力量的效用。（如

表一） 

 

 

 

 
13 Joseph Nye Jr.著、張小明譯，理解國際衝突：理論與歷史，頁 42。 
14  秦亞青，無政府文化與國際暴力－大國的強行崛起與和平發展，中國崛起及其戰略（北京：

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86。 



 

 

表一：南北韓近年交流統計 

 貿易額 

（億美元） 

商船往來

（萬噸）

人道救援 

（億韓圜）
會談成功/總次數 

2006 年 13.50 8401 2982 8 次/23 次 

2007 年 17.97 11891 4397 39 次/55 次 

2008 年 18.20 7435 1663 6 次/6 次 

2009 年 16.79 2577 837 1 次/6 次 

資料來源：聯合報，A12 版，2010 年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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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上可以得知，李明博於 2008 年繼任南韓總統開始，南北韓間各項交流

數字均顯著下降，在「有條件援助」的前提下北韓似乎已無法如金大中、盧武鉉

在任時予取予求。面對國內長期以來的飢荒、糧荒及經濟問題，金正日擔心無法

掌控民心，人心可能會逐漸往南韓靠攏。在這樣的時機點，金正日挑起天安艦事

件，原本緊張的朝鮮半島關係將更為緊繃，金正日故得以「面臨外在威脅」的理

由，期望國內民眾心之所向並同仇敵愾，一致對外，以眾人之力要求南韓讓步。 

 

 

三、國際社會層次 

 

學者奈伊（Joseph S. Nye Jr.）認為，國際政治體系的過程是由體系的結構、

文化與制度環境與國家的目標和手段三個要素構成。15在體系結構方面，冷戰結

束後，國際體系基本呈現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格局，雖不若冷戰時期的兩極結

構不靈活，但美國依據美日安保條約及六方會談持續介入亞洲事務，其與南韓的

盟友關係，的確帶給北韓更多壓力。在一超多強的格局下，北韓必定與中國關係

更加緊密，以保障自身生存、期許獲得更多經濟援助、以及爭取更多平等談判的

機會。 

 

在文化與制度環境方面，就新現實主義之角度，國際體系的結構會決定國家

參與國際合作的動機與能力。同時，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也會決定它如何

界定自己的利益，並且預示該國對外政策的走向。南北韓現仍為兩個分裂、對立

的政治實體，彼此間權力的消長均可能牽動未來南北韓統一的走勢，因此，權力

平衡在維繫南北韓間的動態平衡至關重要。但權力的消長終究會帶來安全感的滿

足或匱乏。如何滿足安全，又能達成理想的和平狀態，往往易於陷入安全困境中。

基於安全與利益的考量，在安全困境的情況下，國家勢必爭相競逐權力，因而造

                                                       
15 Joseph Nye Jr.著、張小明譯，理解國際衝突：理論與歷史，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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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權力的消長，國家真正的目的並不是為了權力平衡，而是要求權力平衡，唯有

權力的強大，甚至超越敵對國家或潛在敵人，國家在心理上方能獲得所謂的「安

全滿足感」。學者史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也認為，若與潛在敵人的力量相

等就沒有安全可言，只有比敵人稍微強一些才有安全。如果一個國家的力量被其

他國家的力量完全抵銷，就沒有行動的可能性，只有在能夠自由運用相對多出來

的那一分力量時，國家才有機會做出充滿自信的對外政策。也就是說，國家處優

勢地位才會有安全感，各國因而會努力獲取優勢，而非平衡的均勢。同樣的，霍

布斯對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認定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間的敵對使它們表

現出摧毀、消滅或改變對方等行為取向。在無政府狀態的國際體系中，國家間的

「敵意」多寡，通常也反映在軍事實力上，是故，軍事實力被視為至關重要。16 

 

最後，在國家的目標與手段方面，國際體系是穩定的還是革命的，取決於主

要國家的認同（identity）和目標。由於國際體系的制約，所有國家的行為都是類

似的；大國以一種方式行事，而小國以另外一種方式行事。職是之故，非主要國

家雖無法躍升成為主要國家之一環，卻也可能選擇「改變手段」，使得自身行為

受到國際矚目。國家所採取的手段也影響體系的進程，不同的手段會產生促進穩

定、或者破壞穩定。北韓期待「以戰逼談」，期望以此手段迫使中國、美國及南

韓在無預設任何前提及條件下，重返六方會談；要求中、美、南韓關注其經濟問

題以及期望提高接班人金正恩之威望。 

 

陸、中國對北韓外交政策背景分析 

 

地緣政治上，中國與朝鮮半島在地理上的接近，使中國在朝鮮半島有其長期

利益。從全球權力格局的角度，中國作為區域大國，其外交政策受到區域議題之

影響，乃大於全球議題。17從中國外交主軸來看，發展利益之所在，就是國家核

心利益之所在，對國家核心利益的威脅，就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職是之故，維

持朝鮮半島之和平與穩定，方符合中國主要利益。 

 

中國對北韓的影響，在政治利益方面影響力不可謂不深，也因此中國與北韓

間的互動在國際政治領域中，亦讓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難以忽視，許多時候

還必須借重中國之力，方能處理重要議題。中國與南北韓間，形成南韓－中國－

北韓三角關係之樞紐位置，雙面討好，送往迎來。 

 

 
16  秦亞青，中國崛起及其戰略，頁 184。 
17  何仁傑，「駐韓美軍議題與中國立場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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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權、安全及維護國家利益是為中國發展之首要，18週邊環境的穩定、

安寧與和平也直接關係到中國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順利與否，職是之

故，遵守獨立自主、和平共處原則及創造、維持一個穩定、和平的周邊安全發展

環境是其外交戰略目標。冷戰後朝鮮半島安全對中國而言，其重要性更趨多元

化。從中國立場觀之，南韓是美國的盟國，假如朝鮮半島由南韓統一，則中國可

能立即面臨與美國勢力接壤壓力，中國東北安全門戶洞開，安全立受威脅。基於

此項考量，中國及北韓為了確保共同的安全而結盟，並支持北韓統一政策。另一

方面，由於無法預期朝鮮半島將在何種模式下進行統一，而統一後之朝鮮半島是

否會是一個對中國友善的政權亦未可知，此時中國必須同時維持與南、北韓的友

好關係，此不僅有助於提升現階段中國在朝鮮半島之影響力，亦可確保統一後之

朝鮮半島不論是南韓或北韓模式，均將於友好基礎上繼續與中國維持良好關係。

中國現階段之考量與作法，顯示中國在外交政策上一貫之國家利益至上及理性決

策。 

 

中國方面認為，朝鮮半島問題就是東北亞問題的核心。中共前領導人江澤民

曾表示，亞太地區是否能達到和平與穩定，完全仰賴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19

東北亞各國雖深知朝鮮問題之嚴重性，亦不願見到任何一個突出力量宰制朝鮮半

島安全。對中國而言，更是反對朝鮮半島受到任何單一強權所控制。如此舉措，

與中國外交策略所主張之反霸、和平共處五原則及二十四字箴言：「冷靜觀察、

穩住陣腳、善於守拙、決不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似也不謀而合。 

意識型態方面，中國被視為北韓社會主義的血盟之邦，也是國際社會與北韓

間的橋樑。但面對 2006 年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時，中國曾放下重話表態反對，

並要求維護東北亞地區和平穩定、冷靜應對，期望試圖透過協商和對話和平解決

問題。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發生後，中共明確的強硬態度使中朝關係產生影響，

亦讓國際社會認為中國立場已轉向大國俱樂部，與北韓切割。 

 

數年過去，2010 年天安艦事件使中國與北韓關係將再度被檢視，中國是否

仍以負責任大國姿態傾向大國俱樂部？亦或是與北韓重修舊好？中國對於北韓

問題、甚至是朝鮮半島策略，不置可否地均有其利益考量。 

 

柒、天安艦事件對中朝關係之影響 

 

一、鞏固「和平與發展」兩大主題為對外戰略核心 

 
18  方柏華，五大國際戰略力量的新世紀外交戰略－爭奪未來格局有利位置的圖謀，國際關係格

局－理論與現實，（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頁 275‐276。 
19方玥雯，「北韓核武研發與東北亞安全：2002‐2007」，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頁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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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後冷戰時期外交主軸依循前國家主席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論斷，

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亦曾明確指出：「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並進

一步強調：「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事關各國人民的福祉，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

望，也是不可阻擋的歷史潮流。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給世界的

和平與發展帶來了機遇和有利條件。新的世界大戰可預見的時期打不起來，爭取

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和良好週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20 

 

二、在「負責任大國」與「和諧世界」前提下維護北韓主體

獨立 

 

強調中共的經濟發展與經濟全球化相聯繫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強調「和諧世

界」的重要性，戮力扮演區域和平與全球穩定的角色。由於後冷戰時期，中共不

僅僅有安全上的顧慮，還有經濟上的顧慮，特別是當南韓與日本等周邊國家相繼

發展相當緊密的經貿關係之後。中國更必須緊抓北韓這個盟友，保持與北韓間傳

統的良好關係，以制衡其與周邊國家之關係。 

 

此外，自詡為「負責任大國」的中共，不僅要在周邊地區繼續發揮突出作用，

而且還要在世界重要的戰略地區及所有重大國際事務中發揮應有作用，已獲得更

深入的參與及擁有更大的發言權。21一方面，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保持良好關

係，努力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另一方面也積極和大國建立良好關係，樹立起

自己是國際間不可或缺角色的印象。傳統上，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幾大目標，其中

包括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安全、幫助北韓維持政權穩定與生存、防堵北韓難民

進入中國吉林省、停止中韓間種族民族意識的高漲、強化中共對於朝鮮半島事務

的影響力等等。 

 

天安艦事件後，中國反應不若 2006 年第二次核子試爆危機般手足無措且措

辭強烈，不但未同國際社會共同譴責北韓之可能的轟炸行為，與北韓領導者金正

日的往來互動反而越趨密切。有認為，北京方面對北韓的偏袒以及頻繁的接觸，

其實只是一種「苦肉計」，目的是防止北韓體制崩潰，「這是中國最不願發生的

事情」。職是之故，北京方面不但「支持」北韓，更有重新「扶植」北韓的意願。

學者奈伊（Joseph S. Nye Jr.）指出，大國在某種形式的干涉下，可能提升窮國的

能力並增加其自主權，從長遠的角度來看，外來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可能有助於受

 
20  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代表大會數據庫，參見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25.html 
21  羅援、王桂芳，中國崛起及其戰略，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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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國變得更加獨立。22我們從以下報訊似可略知一二： 

 

 據悉，自去年開始中國對北韓的援助從「不致崩潰」大幅升級到「自主

站立」。 不僅如此，消息人士們還說，中國對北韓進行無償援助的同時，採

取「經濟合作」的方式支援北韓的市場經濟化，引領北韓實施經濟改革。由

此分析指出，北韓不久就會推出「北韓特色的經濟改革」措施。23 

 

    中國的目的無疑是期望北韓放棄以往的先軍思想策略，並且試圖改善民生、

擴大內需、以及實施對外開放。24以此規勸北韓勿再以戰爭邊緣策略吸引國際社

會關注，並藉此提高自身發言權、話語權。面對外界質疑中國對北韓的支持，中

國仍以一貫的睦鄰外交模式於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中表明： 

 

     對外與大國建立穩定的發展關係，並持續與周邊國家維持睦鄰友好的團

結及合作關係，在和緩的氣氛中積極參與全球性和地區性的外交事務，以

此降低周邊國家對中共傳統安全威脅的顧慮，將非傳統安全的經濟合作與

援助概念，取代爭議性的衝突，藉此獲取周邊國家更多的認同。25 

 

三、以自己的國家利益為最高準則 

 

中國前國家主席鄧小平曾言：「……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利益為最高準則來

談問題和處理問題的。對於一切國際事務，我們都要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

本利益出發……」。26所謂「以自己的國家利益為最高準則」之戰略思想，宏觀

來看，是「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期許自我得「立足亞太、穩定周邊」，以

發展中國的經濟建設。 

 

   就微觀面向，天安艦事件發生前，美國已於南韓駐軍，並於黃海進行軍事演

習；天安艦事件發生後，美韓聯軍更於朝鮮半島西側實行聯合軍演，此舉更加深

中國與北韓間的緊密關係。筆者以為，中國在走向「負責任大國」甚至是「全球

 
22 Joseph Nye Jr.著、張小明譯，理解國際衝突：理論與歷史，頁 190。 
23  「胡錦濤上月已會見金正銀」，朝鮮日報，2010 年 9 月 13 日，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9/13/20100913000004.html。 
24  「北韓無藥可救？胡溫均提改革開放」，朝鮮日報，2010 年 9 月 2 日，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9/02/20100902000016.html。 
25  「特稿‐影響中共周邊關係的重要氛圍」，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大陸情勢雙週報，第 1582 期

（2010），頁 1。 
26  馬克思主義所謂的「國家利益」，是階級利益與民族利益的統一，是國家的經濟、政治、安全、

權力和利益的統一，同時也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統一。自改革開放以降，中國國家的最高利

益，實際上主要包括兩個方面的內容，即國家的獨立自主和主權完整；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完成現

代化。侯尚智，鄧小平國際戰略思想及其時代意義，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北京：時事

出版社，1999），頁 141。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9/13/20100913000004.html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9/02/2010090200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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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國」的道路上，成為一穩定的區域強權，勢必是邁向全球性大國的跳板。中

國身為北韓意識型態上、經濟上最佳盟友，加以中國睦鄰外交之外交方針，協助、

援助北韓有跡可尋。然而，中國也絕對不會因天安艦事件與美方交惡，根據其和

平與發展論述以促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前提來看，中國大陸周邊的區域穩定，是

影響中共持續發展的主要條件，平衡亞太地區的軍事力量，可以達到制衡的目

的，同時給中共創造了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綜觀美中關係的近況發展，其實並

不如外界形容的充滿矛盾與衝突，對於朝鮮半島的軍事衝突與演習，美中雙方均

不會將事態擴大，這只是一個巧妙的戰術運用與考驗雙方默契的時機。 

 

    對中國而言，積極扶植並援助北韓是真；然此時東北亞地區政軍議題正是風

平浪靜，兩岸關係趨於和緩，東北亞的緊張氣氛不如以往，如何重新將議題炒熱，

以讓中美雙方均能獲取存在於該區域的正當性，又能掌控不致於衍生擦槍走火的

問題。除了意外的天安艦事件之外，不時點燃撤除飛彈風暴的議題，運用這個敏

感的想像空間，擴大延伸到安全的威脅。大國在東亞地區進行爭奪是無法避免

的，27但如何保持中美雙方在東北亞地區的熱度與角力競逐，才是維繫朝鮮半島

和平、又保持中美雙方重要性的方法。同時，同時美國的軍事力量，維持東北亞

安全，單憑中國一方實力，目前尚無法同時進行維護東北亞安全以及國內發展，

若能運用美國的力量來共同維繫，除了可以達到區域的均勢與安全，也可以謀求

彼此所需的利益，方為中國真正關心之處。 

 

捌、結語 

 

    天安艦事件行至今日，仍為一變動性、不確定性之議題，南韓於近日公布的

調查報告中直指北韓即為轟炸天安艦之行為者，雖調查結果有待商榷。但若調查

結果屬實，則可理解北韓仍以慣用之戰爭邊緣手法，或者可能在於移轉國際目

光，避免北韓國家內部危機在國際上暴露；諸如領導人金正日身體狀況每況愈

下、幼子金正恩接班問題懸而未決、以及北韓國內糧荒、飢荒等問題，都可能是

北韓行動之動機。 

天安艦事件後，北京的角色始終是低調並試圖在其設定之「和諧世界」、「睦

鄰外交」框架下行為，不斷重申關於其身為負責任大國、和平發展的立場。天安

艦事件讓朝鮮半島陷入羅生門的困境，為了給北韓一個強而有力的警告，美國與

南韓在朝鮮半島的西側（黃海）舉行聯合軍演，由於引發中共抗議，迫使美方將

演習移至朝鮮半島東側（日本海）舉行，但其行為亦僅至於此，中朝間兄弟之邦、

血盟之幫似不應僅止於此。筆者以為，扶植並持續援助北韓、甚至促進北韓經濟

改革開放是中國得做之事，不因天安艦意外而有所改變；然而，天安艦事件後，

北京方面仍然不會有其他意圖保護、或為北韓出口氣等等的動作，畢竟「對內」

 
27  閻學通、孫學峰，中國崛起及其戰略，頁 115。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14/5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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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才是首要核心，確保國內經濟發展，積極應對國際金融危機，在保持增長、

民生、穩定的前提下做好外交，方為北京真正的著力點。對於美方認定東北亞為

一「不安全的環境」而持續深入東北亞地區的行為，或許讓人產生疑惑，認為美

國擺明是想藉此時機，趁勢掌握東北亞的地緣政治，創造對自己有利的安全環

境，並繼續擔任該區域的政治仲裁人，這疑惑北京勢必無法忽略。但，更重要的

是，北京選擇了有默契的接受美國駐軍東北亞地區，共同負責穩定區域的任務。

若是沒有美國的軍事力量，中共是無法單憑自己的軍事實力去維持東北亞的穩

定，何況內需問題才是中國更重要的目標。面對俄羅斯、日本、南北韓的各種可

能威脅，若能運用美國的力量來共同維繫，除了可以達到區域的均勢與安全，也

可以謀求彼此所需的利益。職是之故，天安艦事件似乎真成了逐漸「和諧」也無

結果的羅生門，在中國控制北韓、美國勸說南韓的情形下，朝鮮問題仍然只是兩

大強權的角力場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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