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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日（Kim Jong-Il）的猝逝使一向詭譎多變的朝鮮半島

情勢增添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為金正日執政的 17 年裡北韓偏好藉製造危機來向

國際攫取政經利益，而繼任者金正恩（Kim Jong-Un）是否會持續其父親的路線

抑或是改弦更張走向改革開放，都將會對朝鮮半島及東北亞情勢造成重大的影

響。尤其是北韓擁有強大的軍力，不僅有核武和 1,000 多發彈導飛彈，且有一百

二十萬兵力，其中包括超過十萬以上的特種部隊、700 名以上的專業電腦駭客等

非對稱戰力以及七百多萬後備武力，軍事規模居全球前 5 名。南韓保守派認定

2010 年發生的天安艦擊沉事件與延坪島砲擊都是金正恩心腹所為，憂心年輕氣

盛的金正恩為穩固政權會窮兵黷武，鋌而走險，對南韓進行挑釁，使朝鮮半島

緊張局勢升高，甚至可能發生戰爭。南韓安全部指出金正日在 2010 年視察 105

坦克師 2 個月後，北韓就發動擊沉天安艦事件，因此對最近金正恩至該師現場

指導也感到不安。適巧北韓中央通訊社亦報導 105 坦克師滿懷著對背叛民族的

逆賊叛黨之仇恨與復仇之心，對南韓政府限制弔唁的措施表示不滿。
1
 或以為金

正恩政權極為脆弱與不穩定，隨時有可能崩潰或發生政變。南韓統一研究院即

預測以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為首的北韓權力核心層有可能對金正恩的接

1 「金正恩視察坦克部隊 意在對南警告」（2012年 1月 2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朝鮮日報》，http://
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2/01/02/20120102000007.html。

Prospects of Northeast Asia in the Post-Kim Jong-Il Era

劉德海（Liou, To-Hai）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北韓領導金正日過世後 
東北亞區域情勢展望



第10卷　第1期　中華民國101年1月PROSPECT ＆ EXPLORATION

18

班世襲進行倒戈並因此爆發政爭。
2
 本文就未來金正恩政權的穩定與否及其動向

對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定做一深入剖析。

由於北韓是由金氏家族、勞動黨與軍人密切結合的共黨體制，首都平壤市

民中有 50 萬人是黨、軍、政幹部。他們享受北韓當局的特別配給，居住在特定

地區，和金氏王朝可謂是命運共同體。
3
 此外，北韓有極為嚴密的監控體系，使

發生由下而上推翻政府的茉莉花革命或阿拉伯之春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未來金

正恩政權的穩定與否將決定於金氏家族能否和睦相處，如果不合，就有發生宮

廷政變的可能。2008 年金正日在中風後，已知隨時可能撒手人寰，而在 2009 年

1 月提名三子金正恩為接班人，繼而在 2010 年 9 月舉行勞動黨代表大會選出金

正恩為權力僅次己的黨中央軍委會副委員長，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同時，金正

日又任命妹妹金敬姬（Kim Kyong-Hui）為黨政治局委員及其夫婿張成澤（Jang 

Song-Thaek）為黨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顯然是要妹妹與妹夫輔佐年

輕的金正恩。尤其是 65 歲的張成澤更是權傾一時，一人掌控國防（國防委員會

副委員長）、公安（勞動黨行政部長）與引進外資（負責羅津先鋒與黃金坪特區

開發的朝中共同指導委員會，北韓方面的委員長）三大要務。
4
 另一方面，2010

年 9 月舉行勞動黨代表大會前後，將可能威脅到金正恩體制的七、八十歲元老

黨政軍的大多核心幹部被撤換，
5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前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吳克

烈被排除在黨政治局和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之外，以及前人民保安相朱相成、前

人民武力部副部長金相益等被撤職。
6
 取而代之的是金正恩的親信，例如被認

為是金正恩親信的人民軍總參謀長李英浩（Ri Yong-Ho）被任命為黨政治局委

員。金正恩的親信也接掌北韓的四大監視機構，即負責搜捕異議人士的國家安

2 「張成澤派有可能對金正恩反戈」（2012年 1月 4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韓國中央日報中文網》，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78812。

3 「平壤核心階層穩坐泰山 金氏王朝難亡」（2011年 12月 22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朝鮮日報》，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12/22/20111222000019.html。

4 「김정일 사망：장성택 , 김정일의 유일한 여동생 ( 김경희 ) 남편⋯ 국방 • 공안 • 외자유치 사업까지 」
（2011 年 12 月 20 日），2012 年 1 月 8 日下載，《朝鮮日報》， 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
dir/2011/12/20/2011122000093.html。

5 「後金正日時代 東北亞或迎歷史性轉機 中國韓半島專家就後金正日時代做預測」（2011 年 12
月 20 日 ），2012 年 1 月 8 日 下 載，《 朝 鮮 日 報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
dir/2011/12/20/20111220000016.html。

6 「北韓暗伏四大權力集團派系鬥爭」（2011年 12月 22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朝鮮日報》，http://
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12/22/20111222000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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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衛部第一副部長禹東測、負責監控人民的人民保安部部長李明秀、監視幹

部的勞動黨組織指導部第一副部長金京玉以及擔負監視軍隊的總政治局第一副

局長金正閣。
7
 可見金正日在生前已為其身後的北韓政局做了縝密的規劃，刻意

型塑兩個勢力相當的集團，最好是能在金正恩領導下相輔相成，但若不能完全

互補，至少也可相互制衡，讓金正恩有時間來鞏固其政權。

迄今北韓政局呈現穩定的態勢，去年 12 月 31 日金正恩被推舉為北韓人

民軍最高司令官，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等北韓三大機關報的新年聯合社

論即宣誓「全黨、全軍、全民要做堡壘和盾牌，誓死保衛金正恩同志，要求勞

動黨和軍隊牢固地建立以金正恩為核心的黨的唯一領導體系和軍的唯一領導體

系」。金正恩視察象徵先軍政治的部隊旨在對國內外傳達「先軍政治」路線沒有

改變的訊息。此外，金正恩視察部隊另一目的就是在顯示接班體制非常穩定。

另一方面，北韓內部已進一步加強對金正恩的個人崇拜的政治宣傳，稱其為軍

事奇才。

未來北韓政局穩定與否的關鍵是前述兩大集團的關係，尤其是金家三人

能否和諧相處。金敬姬是否能克制權力慾望，扮演稱職的監護人角色而不讓金

正恩有被架空或被主控的負面感覺；以及金正恩是否願意事事聽從姑姑、姑父

兩人的指令行事。據悉金敬姬性格強硬，金正恩雖沉穩但好強，兩人是否能長

久心無芥蒂、和平相處將是關鍵。目前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掌控國防、

公安與對外經貿合作的大權，被認為是北韓最有實權的人物、金正恩體制的支

柱；他是否能抑制野心，忠心輔弼金正恩尚不得而知。張成澤曾在 2004 年被金

正日以權慾薰心，結黨營私之罪名革除其所有官職，直到 2006 年才再被重用，
8
 

是否會因此挾恨奪權亦未可知。另一方面，金正恩若不甘屈從或操控，就有可

能會與軍方攜手終結其姑姑、姑父的攝政，自己當家。這種叔姪權鬥早在 1973

年就有先例，金正日就是取代其叔父金英柱的勞動黨組工部部長一職，成為其

父親的接班人。

7 「金正恩背後四人物　掌控四大監視機構」（2011年 12月 27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朝鮮日報》，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12/27/20111227000021.html。

8 「김정일 사망：장성택 , 김정일의 유일한 여동생 ( 김경희 ) 남편⋯ 국방 • 공안 • 외자유치 사업까지 
장 악」（2011 年 12 月 20 日），2012 年 1 月 8 日下載，《朝鮮日報》， 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
html_dir/2011/12/20/2011122000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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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北韓未來的外交路線，由於穩定國內政權是當前金正恩的當務之急，

因此理性改善與周邊列強是其上策，尤其是維持與中共的友好關係與改善與美

國的關係。金正日過去一年裡三訪中國大陸，就是為金正恩政權構建與中共領

導人的關係。同時，北韓的外交體系近年也出現知美派崛起的現象，可見金正

日有意改善與華府的關係以防止北京的操控。這種試圖在華府、北京間尋求平

衡，兩面遊走獲利的路線仍將會是金正恩的外交路線的主軸，其實這正與亞太

地區已然形成的 G2 的架構相符。北韓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和最高人民

會議常任委員長金永南最近訪問北京，和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會

面。張成澤此行除在凸顯北韓與中共關係穩固外，很可能是在為未來金正恩訪

問大陸鋪路。
9
 因為中共當局在此之前已表示歡迎金正恩來訪。大陸外交部發言

人劉為民在近期記者會上表示歡迎朝鮮新任領導人在雙方方便的時候來訪。

而美「中」的對北韓政策則是朝鮮半島局勢穩定的另一關鍵變數。迄今美

國和大陸在金正日去世後的朝鮮半島安全管理問題上有一致的作法，都盼北韓

政權穩定轉移，維持現狀，
10

 且刻意展現相互協調的態勢，也都對金正恩政權釋

出善意；但兩國同時亦圖伺機擴大在東北亞的影響力和牽制對方的可能獲利。

對北韓內部缺乏資訊與情報的美國需藉中共對北韓影響力來維護其在朝鮮半島

的利益。
11

 《紐約時報》報導甚至稱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傳出後，美國最擔心的是

南韓「反應過度」，過分加強軍事戒備狀態，使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加劇。
12

 美國

國務院發言人努蘭（Victoria Nuland）去年 12 月在記者會上表示，國務卿希拉

蕊（Hillary Clinton）曾與大陸外長楊潔篪通話，明確表達對北韓的穩定及朝鮮

半島的穩定的關注，盼雙方能維持緊密的接觸。另一方面，包括國家主席胡錦

濤、副主席習近平在內的中共 9 位常委均到北韓駐北京大使館弔唁金正日表明

「中」方全力支持金正恩體制，顯然有意在金正日死後繼續對北韓維持特殊的

影響力。而美國則表示已與北韓達成協議，提供平壤營養品援助以換取北韓停

止濃縮鈾計畫。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已先後訪問北京、首

9 「穩固朝鮮政權 張成澤 10日訪華」（2012年 1月 4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旺報》，http://news.
chinatimes.com/wantdaily/11052101/172012010400243.html。

10 “U.S., China seen to prioritize stability in N.K.” (December 22, 2011), accessed on 8 Jan. 2012, 《The Korea 
Herald》, http://www.koreaherald.com/national/Detail.jsp?newsMLId=20111222000716.

11 「美情報後知後覺 掌握北韓失效」（2011年 12月 20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中央社》，http://
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0181/132011122001049.html。

12 「中美似乎對維持北韓現狀意見一致 兩強如何看待金正恩體制？」（2011年 12月 21日），2012年 1月 8
日下載，《朝鮮日報》，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1/12/21/20111221000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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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與東京就北韓新情勢進行意見溝通，使六方會談似乎出現曙光。雖然美國總

統歐巴馬在金正日去世後並未對朝鮮半島有任何官方發言；但希拉蕊則發表盼

北韓和平、穩定地完成權力轉移的聲明，希望北韓新領導人履行對國際社會的

承諾，改善與鄰國關係，尊重國民人權，帶領北韓走上和平之路。
13

 美國白宮

和國務院近日一直向北韓傳遞訊息，期盼在北韓內部情況穩定後就按照原訂計

劃舉行第三次雙邊對話。過去，歐巴馬政府因為金正日一再失信，早已對其政

權不抱希望，所以以要求金正日政府先表示誠意，否則不願參與六方會談；其

實，就在等金正恩政權上臺，期盼新政權會願意對美做出善意的回應。同時，

吾人亦不要忘記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之解除，就是在 1994 年 7 月金日成主席於

去世後，金正日剛上臺之際達成日內瓦協議的。

至於南韓，一向主張對北韓強硬的李明博政府亦圖藉此權力轉移的契機改

善與平壤的關係，但恐難如願。
14

 在金正日去世後李明博政府向北韓人民表示

慰問並有限允許南韓國民前往北韓弔唁。李明博更在新年國政演說中表示如果

北韓停止核武相關活動，六方會談會即可重啟，「我們已做好準備，透過六方會

談消除北韓對安全的顧慮，並為北韓提供恢復經濟所需的援助。」盼能打開緊閉

的南北對話之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明博在談及改善南北關係時並未提及

以往所堅持的要平壤為炸沉天安艦與砲轟延坪島道歉。儘管如此，勞動新聞社

論仍指責稱「南朝鮮執政勢力成為人民的嚴正審判對象。」同時重申「永遠不

和李明博政權打交道」的年底主張。
15

 可見金正恩政權仍對李明博政府充滿敵

意，寄望南韓自由派勢力在今年底的總統大選獲勝。極有可能代表自由派競選

總統的安哲秀（Ahn Cheol-Soo）目前民調領先執政黨大國黨的可能總統候選人朴

槿惠（Park Geun-Hye）。
16

 此外，李明博也盼能藉其本月訪問北京，改善與中共

的關係，並寄望中共領導人來抑制可能來自北韓新政權的安全威脅。

總之，金正日去世，金正恩政權登場對朝鮮半島與東北亞而言應是轉機

大於危機。短期間內北韓政局將會維持穩定，朝鮮半島局勢亦將會維持暫時安

13 「美中表面強調朝鮮穩定，背地裏爭奪主導權」（2011年 12月 22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韓國中
央日報中文網》，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78148。

14 「李明博新年演說 未提及天安艦延坪島事件」（2012年 1月 3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朝鮮日報》，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2/01/03/20120103000004.html。

15 「社論：如何面對金正恩“遺訓統治”？」（2012年 1月 2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朝鮮日報》，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2/01/02/20120102000018.html。

16 「社論：安哲秀教授到了表明立場的時候」（2012年 1月 3日），2012年 1月 8日下載，《東亞日報》，
http://china.donga.com/big/srv/service.php3?bicode=080000&biid=201201039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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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未來發展尚有待觀察，未來發展的關鍵在於金正恩政權能否維持穩定以

及北韓與美國的互動。若該政權穩固，金正恩才有可能進行改革或採取一些與

其父不同的內政與外交作法。而北韓與美國互動如能走向正面，六方會談或可

復談，美國也有可能會基於圍堵北京的考量與平壤建交。但仍不可排除在未來

金正恩因未獲美國正面回應後改採激進手段的下策。儘管如此，朝鮮半島爆發

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因為美「中」皆不願見戰事爆發而被捲入，所以會盡可

能地抑制兩韓採取過激的手段。而若金正恩政權因內鬥而崩潰，北韓就有可能

淪為北京的附庸。若果真如此將會牽動整個亞太地區的戰略結構與政治板塊，

值得密切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