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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李明博政府外交战略的角度审视韩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首先分析了国际关系经贸化、世界

经济区域化、中国崛起、中美两强竟合与南北国家经济竟合等当前国际关系五大特征及在此背景下韩澳的政经互

动，尤其是韩国总统李明博的《新亚洲外交构想》、澳大利亚对李明博政府的意义、澳大利亚在李明博政府外交战略

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然后是就澳大利亚的响应、韩澳双边自由贸易协议(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 FTA) 谈判现

况与未来望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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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South Korea-Australia FTA negotiations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converging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 focusing on Asian regionalism under Australian Labor Party Governments and South Korean President Lee Myung-bak
have brought abou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ir bilateral FTA negotiations． Those variables that contributing to shaping their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 are econom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gionalization of world economy，rising China，Sino-U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s well as North-South economic Collaboration and competition． It begins with examining each other's approaches to rising
China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then highlight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each other and current economic
interactions as well as identifying their converging national interests，goals and regional diplomatic demarches，and finally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institutionalizing Australia-South Korea economic relations by signing a FTA and its implications．

Key words: Australia; South Korea; FTA;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outlook on Australia-South Korea economy

一、当前国际关系的五大变量
进入 21 世纪以来，影响国际关系的五大主要变

量已然成形，即国际关系经贸化、世界经济区域化、
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强竞合与南北国家经济竞合
( 已取代东西对抗的冷战两极体制) 。1985 年是世
界由冷战时代过渡至冷战后时代最重要的一年，该

年三件大事改变了国际体系，从以政治安全为主轴
的冷战体系转变为以经贸文化为主轴的冷战后时
代。

首先是 3 月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当
选苏联共党总书记; 9 月签订广场协议( Plaza Agree-

ment) ; 12 月欧洲共同市场( European Common Mar-
ket) 卢森堡高峰会决议单一欧洲法( Single European
Act，简称 SEA) ，实行单一货币①。前苏联领导人戈

尔巴乔夫所推动的开放( glasnost) 与经改( perestroy-
ka) 意味着长期以来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经

济发展模式的竞争到此市场经济取得绝对优势，而
1991 年苏联的解体更使世界经济蜕变成单一市场

经济［1］，因而加速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脚步。全

球化加速固然带来经贸自由化的正面趋势，但是各

国企业竞争愈趋于白热化，进入长期不稳定与诡谲

多变的所谓超级竞争( hypercompetition) 的时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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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商莫不埋首发展经济，力图提升国际竞争力，

因而使国际关系加速经贸化。
其次，全球化同时导致资金流动大而快，使发生

金融危机的风险升高。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
东盟 (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 称
ASEAN) 与韩国首当其冲，成为此事负面冲击的主
要受害者。而广场协议是美国总统里根为解决预算
与外贸两大赤字( 各 1，000 亿美元以上) ，召开此次
会议的目的是逼迫当时与美国有庞大贸易顺差的东
北亚国家提升币值，开放市场，因而日元升值近两
倍、新台币与韩币也大幅升值［3］，造就了雁行模式
( Flying － geese pattern) ，为东亚经济整合奠定雏形。
再者，EC 决议单一欧洲法使全球经济竞争的基本单
位由单一国家转变为区块，引发世界经济加速区块
化的趋势。

第三，2000 年以来中国的积极主动 FTA 策略以
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
称 WTO) ，融入世界经济，皆凸显出中国的快速崛
起，并取代日本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经济整合的龙头。
2010 年 12 月号的国际货币基金( IMF) 杂志《金融

与发展》刊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经济成长与扩
张已从数十年前只影响其邻近国家的成长，发展到
现在已影响全球的成长。其经济成长步调冲击全
球，冲击的管道已从贸易扩及资本流动、观光、企业
信心等。对东亚各国而言，堪称忧喜参半，忧的是如
何应对如此庞大的中国政经军的力量，担心中国会
不会变成霸权; 喜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工可作为东亚
各国对世界出口的工厂，而庞大的中国市场亦可吸
收东亚各国的产品。中国因素因而成为亚洲经济整
合与亚洲各国 FTA 策略的主要动力［4］。

此外，由于经贸往来互赖性高，衍生出中美两强
既竞争又合作的局面，迄今在经济上二者互赖大于
竞争，但在政治与战略上则往往是竞争多于合作。
除朝鲜外，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国家利益也出现了在
经济上依赖中国，战略上依附美国的矛盾现象。再
者，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加速与发展中国家
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 BRICs) 中的中国与印度，世
界经济特征出现明显的根本变化，已由已开发国家
为主导转变为南北国家经济竞合的新现象，并已取
代东西对抗的冷战两极体制。而且与上个世纪不同

的是，金融风暴的规模已不再局限于区域，可能波及
全球，且本世纪迄今世界上的金融风暴多发生在已
开发国家如美国( 2007 年次级房贷风暴、2008 年美
国银行连锁倒闭) 、冰岛( 2008 年 10 月) 、希腊、爱尔
兰与葡萄牙。根据联合国一项有关 2010 年海外直
接投资( FDI) 的报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FDI 所享
有的比率比前一年增加 10%，至此流向发展中国家

的 FDI 首度超过全球 FDI 总额的一半［5］。值得注

意的是，中美两强共治亚洲 ( Sino － US condomini-
um) 的局面已有扩大至共管世界( G2 ) 现象，因而正

逐渐形成以中美为领导的南北国家经济竞合的雏

形。目前 G2 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 33%左右，足见两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具有

很大的影响力［6］。

二、韩澳的政治互动
由于韩国与澳大利亚皆属国际社会里的中型国

家( middle powers) 和资本主义经济体与自由民主体

制，因而在互动观念与维护国际利益上较易出现交

集［7］。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美国霸权式微，世界走

向多极，使得新兴经济体与中型国家积极企图提升

世界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兼具这两

种角色的韩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关系愈加亲密。根据
2010 年 9 月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发

布《2010 年战略调查》报告，亚洲中型国家努力增强

外交与军事力量，其中尤以印度尼西亚、韩国与澳大

利亚在区域的合纵连横方面最为积极。IISS 主任齐

普曼( John Chipman) 表示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导致西方国家自顾不暇，对外影响力下降，金融权力

渐弱时，20 国集团( G20) 内不同地区的其他成员趁

势而起，外交政策更自主。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

韩国有意透过咨询方式加强联系中型国家，确保国

家利益在多极的亚洲不受损害。
三、韩国自由贸易协议策略的演变
韩国的 FTA 政策的发展约可分为试验期、跃进

期与巩固期三个阶段。
1． 金大中总统时代( 1998 － 2003 年) 是试验期，

此一阶段韩国的 FTA 策略相当谨慎小心。1998 年
2 月金大中就任总统之后，为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

阴霾，他决定加重经贸在外交政策的份量，并力图通

过外交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复苏，因而将外交部改为

外交通商部。同时，为应对全球经济的诡谲多变以

及区域贸易协议 (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简称
RTA) 与 FTAs 洽签的热潮，金大中政府也修改韩国

对外经贸政策，从以往着重构建以 WTO 为主的多

边贸易机制，改变为以推展 FTA 与 RTA 作为其对

外经贸的重要手段，并于 1998 年 11 月选定智利作

为其与他国洽签 FTA 的首要对象。选择智利做为

洽签 FTA 的第一个协商对象国显然是企图避开韩

国国内最敏感的开放农业市场的问题，因为智利位

于南半球，蔬果的生产季节正好与在北半球的韩国

相反，对南韩农民冲击有限。2002 年 10 月金大中

政府与智利签订第一个 FTA，智利也是金大中任内

所完成的唯一的 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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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卢武铉时代( 2003 － 2008 年) ，韩国在国

际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采取积极主动的 FTA 策略，

且到了必须要制订长期 FTA 大战略的时候。但韩
智 FTA 却拖至 2004 年 1 月初才获韩国国会批准。
主要原因是韩国国内农民团体的强烈反对，拒绝开
放农产品市场。截至 2003 年 9 月，在 145 个 WTO
成员国中只有韩国与蒙古没有任何 FTA 在实施中。
无怪乎韩国的出口商、智库与媒体开始担心该国会
在全球签署 FTA 热潮中遭受经济重大损失。由于
韩国签 FTA 落后其亚洲邻邦，所以出口竞争力不断
恶化［8］。此外，当时全球贸易几乎近一半已是在约
200 多个双边协议下进行，以致于担心在全球签定
FTA 热潮中落后而蒙受经贸损失，求生存、不被孤立
与防止被边缘化渐成为卢武铉政府积极对外签署
FTA 的主要动机。因为如果再不积极加入全球化的

趋势，韩国“很可能将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出局，遭
到边缘化”②。

在此背景下，2003 年 8 月卢武铉政府厘定“积
极推进 FTA 的路线图”，同时，多方、积极推动 FTA，

并将与美国完成 FTA 签署作为其“同时洽签多个
FTA 政策的最终目标”。于是韩国同时与加拿大、
东盟等 20 多个国家开展 FTA 谈判③。此外，韩国对
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KIEP) 与韩国产业研究院( KI-
ET) 皆建议政府为了要扩大长期商机与海外市场
为韩国产品提供服务取得有利的地位，FTA 堪称是
个利器［9］。韩国必须积极推动与 美国、中国、欧洲
联盟与印度等经济大国或主要经济区块展开 FTA
协商，并将这些国家与区块列为主要洽签 FTA 的对
象，尤其美国应列为首要对象，其次再与中国和 EU
签订瑏瑢。而这一洽签 FTA 的优先顺位亦显示出韩国
寻求平衡较其经济规模为大的中国与日本的力量，

借着韩美 FTA 来增加其未来与中、日签订 FTA 与商
讨东北亚经济整合的谈判筹码。结果，卢武铉政府
任内共签订 4 个 FTA( 2004 年 11 月韩星 FTA、2004
年韩 － EFTA FTA、2006 年韩 － 东盟 FTA 与 韩 美
FTA。) 其中，尤其是韩美 FTA 为南韩取得了通商战

略的优势与额外的经贸利益。韩国不仅确保美国市
场，增加韩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并大幅提升
其与其它大经济体 EU、中国与日本等进行 FTA 的
谈判筹码［10］。

3． 洎至李明博总统时代( 2008 年 － 今) ，韩国

FTA 政策转进到巩固期。1980 年代后期以来的世
界经济区块化已因 WTO 多哈回合谈判一再挫败、
双边 FTA 的盛行以及 2000 年以来亚洲经济整合的
加速而成为决定一国对外关系的地缘政经甚至战略

的最关键因素。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凸
显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式微皆肇因于经济实力的浮

沈，而经济竞争力是一国生存与国际地位的体现。
同时，由于全球贸易走向保护主义，李明博认为加速

洽签 FTA 的重要性越加迫切［11］。在全球经济不景

气的情况下，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保护主义，以

出口为导向的韩国经济需要通过积极洽签 FTA 以

努力强化与贸易伙伴的经济同盟的关系。FTA 可防

止贸易伙伴采取像课征反倾销税与其它非关税障碍

等保护主义的措施。经由 FTA 减少 1%的关税就可

减少韩国出口商至少 1%的成本支出［12］。
在此背景下，2009 年 3 月李明博在印度尼西亚

发表《新亚洲外交构想》( New Asia Initiative ，简称
NAI) ［13］。李明博表示全球经济中心正移向亚洲，

但韩国以往过分集中于强化与美中日俄四强的关

系，而未与亚洲国家大胆推进外交活动。首先他强

调亚洲时代即将来临使韩国有必要扩大与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东盟等泛亚洲地区国家加强合作，韩国

因而开始展开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 FTA 谈判。其

次是将过去以经济为中心的合作网络拓宽到安全保

卫、文化、能源等领域，并希望通过新亚洲外交构想，

将韩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提升至主导国家。
NAI 的主要目的显然是在强化与这一地区中小型国

家的关系，为今后韩国在国际社会扮演能代表亚洲

各国利益的区域主要国的角色铺路，并提升韩国的

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第三，新亚洲外交构想也是在

适应世界经济区块化，将洽签 FTA 强化经贸的努力

首先置于本区域内的国家，然后再与区域外的国家

签署 FTA。迄今李明博政府已先后与 EU 签署并实

施 FTA，2009 年 8 月与印度在签订《全面经济伙伴

协议》( CEPA) 以及 2010 年 8 月与秘鲁达成 FTA 协

议瑏瑡。迄今韩国已和 7 个国家与地区签订 FTA，占

韩国出口总合约 14%［14］。若韩美 FTA 生效，届时

韩国商品出口到 FTA 国比率将上升到 52%。韩国

已在亚洲 FTA 热潮中取得战略优势，领先各国。已

崛起成为东北亚的 FTA 枢纽之一( 韩国是东北亚唯

一与美国有 FTA 的国家、唯一与南亚印度有 FTA 的

国家、唯一与 EU 有 FTA 的国家) 。
四、韩澳经贸互动现况
上世纪 90 年代澳韩双边贸易总额从 1990 年的

35 亿美元激增到 1997 年的 81 亿美元。受东亚金

融危机的冲击，1998 年跌至 74 亿美元，1999 年更降

至 70 亿美元。此期间，澳大利亚对韩国贸易持续维

持顺差，从 1990 年的 12 亿美元激增到 1997 年的 36
亿美元，在 1998 年澳大利亚对韩国的贸易顺差比前

一年减少了一半，仅 18 亿美元，而 1999 年略微回

升，为 22 亿美元。不过，在两年连续下滑后，2000
年已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韩澳双边贸易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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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历史新高。一方面，1999 年韩国从澳大利亚进

口了 46． 7 亿美元的产品，而对澳大利亚出口总额则
为 24． 2 亿美元。1996 － 1997 年度澳大利亚对韩国
的出口 大 宗 依 次 为 黄 金 ( 占 澳 洲 对 韩 国 出 口 的
35% ) 、煤( 13． 5% ) 、铁矿与铝。韩国一年所需铁矿
与煤几乎一半是来自澳大利亚。韩国是澳大利亚第
三大肉类产品的出口市场( 2010 年澳大利亚对韩国
牛肉出口总值达 6． 3 亿美元) ④。另一方面，澳大利
亚自韩国进口的主要产品是汽车，占该年度韩国输
澳总额的 32%，其次为电信产品与计算机。2000 年
澳大利亚是韩国的第 13 大出口市场( 占韩国出口
的 1． 5% ) 、第 五 大 进 口 来 源 ( 占 韩 国 进 口 的 3．
1% ) 。韩国在澳大利亚贸易伙伴的排名为第四，澳
韩双边贸易总额从 2000 － 2001 年度的 139． 1 亿澳
元增至 2010 － 2011 年度的 295． 2 亿澳元，韩国是澳
大利亚次于中国、日本与印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两
国双边贸易总额占澳大利亚整体贸易总额的 6．
4% ⑤。澳大利亚对韩国的出口总额由 92 亿澳元增
至 225． 4 亿 澳 元 ( 比 2009 － 2010 年 度 增 长 36．
7% ) ，使韩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占
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 9． 2% ; 同期澳洲从韩国进口
总额从 47． 1 澳元增至 69． 8 亿澳元( 比 2009 － 2010
年度减少 0． 9% ) ，澳大利亚所享有的顺差自 44． 9
亿澳元增至 155． 6 亿澳元。以 2010 － 2011 年度为
例，澳大利亚对韩国的出口大宗依次为铁矿石( 60．
5 亿澳元) 、煤( 59． 4 亿澳元) 、原油( 21． 6 亿澳元)

和铝( 8． 7 亿澳元) ，而自韩国进口的首要产品是客
车( 19． 6 亿澳元) ，其次为精炼石油( 14． 1 亿澳元)

与电信器材与零件( 4． 4 亿澳元) 。由此可知，过去
20 多年来，澳韩双边商品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澳大利
亚持续维持贸易顺差，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主要
原因是韩国对澳大利亚矿产的依赖性日增，而澳大
利亚的市场有限( 仅两千多万人口) ，韩国对澳出口
又以耐久性财货为主之故，增长难以大幅增加。因
此，在此期间，澳大利亚稳居韩国的第五大进口来源
( 占 2010 韩国进口的 4． 8% ) 。而澳大利亚则是韩
国的第 14 大出口市场( 仅占 2010 年韩国出口的 1．
4% ) 。

至于双边的服务业贸易方面，澳大利亚对韩国
的服务业贸易几乎持续享有顺差从 2000 － 2001 年

的 4 亿澳元增至 2010 年的 13． 6 亿澳元。澳大利亚
对韩国出口总额从 2000 － 2001 年的 6． 6 亿澳元增
至 2010 年的 19． 3 亿澳元，同期自韩国进口总额则
由 2． 6 亿澳元增至 2010 年的 5． 6 亿澳元。在澳大
利亚对韩国的服务出口中以娱乐与教育相关的旅游
为主。尤其是教育最为耀眼，2009 － 2010 年澳大利
亚对韩国的教育服务出口总额为 11 亿澳元，韩国是

澳大利亚外籍生的仅次于中国与印度的第三大来

源。2010 年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注册就读的韩国

学生有 33，986 名，比前一年( 35，708 ) 略降。观光

则是另一项澳大利亚对韩国服务业贸易的主要项

目，2009 － 2010 年 19． 6 万韩国人到澳大利亚观光，

在澳大利亚外来观光客来源中排名第八。而同一年

度，40，300 澳大利亚人到韩国旅游⑥。此外，据韩国

中央日报发表的一份信用卡消费报告称在教育方

面，韩国人在澳大利亚花钱最多。2006 年韩国人在

澳大利亚受教育仅用信用卡就花了 1，273 万美元，

比前一年增加 40%［15］。
就澳大利亚与韩国间的相互投资而言，金额与

规模都不算太大，但在过去十年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截至 2000 年 12 月底，澳大利亚对韩国投资累计总

额为 3． 9 亿美元。同期，韩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累计

总额则为 8． 8 亿美元。韩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累计总

额是澳大利亚对韩国投资累计总额的两倍多。值得

注意的是，1997 － 1998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澳韩间

的相互投资显然是利多弊少，尤其是澳大利亚对韩

国投资激增，使澳大利亚对韩国投资累计总额从
1998 年的 3，700 万美元窜升到 2000 年的 3． 9 亿美

元。截至 2010 年，韩国对澳大利亚投资总额为 93．
6 亿澳元，而澳大利亚对韩国投资累计总额 68． 3 亿

澳元。韩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的主要皆集中在资源开

发方面，如新南韦尔斯州 ( New South Wales ) 的煤

矿、1990 年代末期韩国锌业株式会社 ( Korea Zinc
Co． ，Ltd． ) 在昆士兰州( Queensland) 投入 10 亿澳元

到 Sun Metals Corporation 的 精 炼 设 备、浦 项 制 铁
( POSCO) 在 2002 年对必和必拓( BHP － Billiton) 的

西澳铁矿投资 1，600 万澳元。2011 年 1 月韩国天

然气公司( Korea Gas Corporation，KOGAS) 签约购

买 Santos 公司昆士兰州的 Gladstone coal － seam 天

然气计划的 15% 股份。而澳大利亚对韩国投资则

较集 中 在 金 融 服 务 业，如 麦 格 理 银 行 ( Macquarie
Bank) 在韩国的资金管理与基础建设方面非常积

极。全澳四大银行之一的澳新银行( ANZ Bank) 也

在韩国金融业服务市场非常活跃。

五、韩澳 FTA 的背景
( 一) 澳大利亚与韩国洽签 FTA 的动机与目的

在过去十年里，澳大利亚与韩国都是热钟于签

署优惠贸易协议的亚太国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

两国 PTA 谈判却来得相对地迟缓，从澳大利亚的观

点来看，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1 ) 直到韩国与美国

进行 FTA 谈判为止，韩国所签订的 FTA 皆属相当低

质量的，并不是澳大利亚政府所偏好的全面而 WTO
－ plus 的协议。( 2) 韩国与智利 PTA 签署后所引发

43



第 3 期 刘德海: 李明博时代的韩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

韩国境内的抗议以及韩国国会批准该协议的艰难都

令澳洲政府认为，很难与韩国在举行双边 FTA 谈判
时取得在农产品方面的重大让步。( 3 ) 对澳大利亚
而言，韩国的重要性远不及中国与日本。因此，堪培
拉将其 PTA 谈判的重点置于韩国的东北亚邻邦，而
非韩国。( 4) 霍华德( John Howard) 政府与卢武铉政

府间的 关 系 比 先 前 的 澳 韩 政 府 关 系 来 得 比 较 冷
淡⑦，因为前者的对外关系是以维持与美国的亲密
关系为主，而后者则因对朝鲜政策的差异而与美国

的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不过，当陆克文( Kevin Rudd) 所领导的工党赢

得政府在 2007 年 11 月上台后，他在就任澳大利亚
总理后，于 2008 年 6 月初在悉尼( Sydney) 澳亚中心
亚洲学会( Asia Society Australiasia) 发表演讲时提议
于 2020 年之前筹建一个类似欧盟( EU) 的亚太共同

体( Asia － Pacific Community) 的组织，陆克文的亚太
共同体倡议获得韩国的正面响应。2009 年 3 月韩
国总统李明博提出强调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东盟的
新亚洲构想( New Asia Initiative) ［16］，与陆克文所主
张的中型国家的积极外交不谋而合，即皆为中型国
家的澳韩有利益交集［17］。

在此背景下，如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克伦( Si-
mon Crean) 指出陆克文政府将韩国视为洽签 FTA
的三个主要对象之一( 其他的两国为中国与日本) ，

因为韩国是亚洲第四大经济体，又是澳大利亚的第
三大出口市场。所以力图说服韩国洽签双边 FTA，

但是韩方则态度冷淡，主要是担心与澳大利亚举行
FTA 谈判会使本已严重的反对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抗
争火上浇油，更何况澳大利亚是农业出口大国( 每
年农产品出口总额达 320 亿澳元) ［18］，尤其是其牛
肉有强大的实力。韩国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牛肉出
口市场，2009 年澳大利亚对牛肉出口总额达 5． 34
亿澳元，比前一年减少 23． 9 %，主因韩国在 2008 年
初解除对美国狂牛症禁止进口的限制之故。此外尚
有其它几个理由使澳大利亚这一贸易伙伴对韩国决

策者而言相对缺乏吸引力。澳大利亚是韩国排名第
十四的出口市场，在过去十年里仅占韩国总出口的
1． 5%［19］。此外，韩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一直是巨幅
逆差，自然无意签 FTA 关税减让而进一步扩大对澳

逆差。2009 年韩澳双边总额达 199 亿美元，韩国有
95 亿美元的逆差⑧。目前的吉拉德( Julia Gillard) 政
府将扩大洽签 FTA 视为确保澳大利亚以出口为导

向经济成长的最有效的工具。2009 年 5 月韩澳正
式举行 FTA 协商，至 2010 年 5 月已举行五回合的
谈判。澳大利亚预期韩澳 FTA 应可在澳日 FTA 之
前完成签署，如此将有利于加速日本与澳大利亚完
成 FTA 的协商［20］。

( 二) 韩国对澳大利亚 FTA 政策

由于与澳大利亚的 FTA 涉及最敏感的开放农
业市场的问题，韩国对澳大利亚 FTA 的要求一直是
虚与委蛇，直至 2009 年 3 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发表
《新亚洲外交构想》( NAI) 后展开与澳大利亚的 FTA
谈判。李明博政府之所以重视澳大利亚以及改变传
统的韩国对澳大利亚 FTA 的态度，主要是与其能源
政策有关。韩国本土资源贫乏，重要的战略物资必
须依靠进口，而该国又是全球第十大能源消费国、第
四大石油进口国。韩国能源 97% 依赖进口，尤其是
石油更是百分之百依赖进口，如 2006 年石油占韩国
能源进口的 43% ⑨。因此，以出口为导向的韩国一
向就相当重视能源对其经济的重要性。进入 21 世
纪以来，由于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经济腾飞，消耗能源
激增，使能源价格不断攀升。而 2001 年 911 恐怖袭
击事件以及后来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使能源价
格进一步飞涨，原油由 2000 年的 20 美元一桶激增
至 2008 年 3 月的 100 美元一桶。另外，中国自 2003
年以来积极推动的能源外交( 尤其是在非洲与拉丁

美洲) 、气候变迁所导致的国际节碳的压力以及能
源生产国纷纷国有化和加重外国公司的税收等使能
源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因而使韩国越来越重视能
源安全，并积极推动能源外交，并将能源安全视为其
外交核心。

对韩国而言，能源外交意味着国家致力于确保
能源价格付得起。尤其是对李明博政府而言，能源
安全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在总统竞选时即揭示能
源外交是其外交的重点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承诺要
复苏韩国的经济。换言之，能源安全是韩国经济复
苏的先决条件⑩。前政府也重视能源外交，但偏重
于巩固能源的供给无虞，而李明博政府则视能源安
全是项长期性的战略，即要建立制度来应对国际能

源价格的波动。李明博政府并决心截至 2030 年通
过自主开发充当 40% 的能源，开启能源自立社会。
另一项不同于前政府能源政策的特征是重视与民间
的协调。

此外，李明博政府的能源安全外交另一主要特
征便是应对中国在海外积极寻求能源的做法。韩国
企划财政部在一份长达八页的参考数据中表示中国
的经济实力增强可能会加剧中国与韩国的竞争，特
别是在出口市场和能源外交上面。韩国所采取的策
略是积极利用各种可能的外交手段来争取与巩固能
源的来源。如 2009 年 6 月李明博总统利用哈萨克
试图防止能源被中国操控与保持自主的考虑，访问
时，成功通过亲访获得哈萨克政府的同意，把原来韩
国和中国激烈争夺战的 25 亿美元规模的巴尔喀什
湖火力发电站建设项目事业权力交给韩国企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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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有丰富而质量佳的煤铁、天然气与铀矿等
资源。此外，2010 年 7 月韩国电力公社( Korea Elec-
tric Power) 和浦项( POSCO) 制铁在澳大利亚相继成
功地收购煤矿。韩国电力与世界第三大烟煤出口企
业英美资源集团( Anglo American) 签署协议，以 3． 5
亿美元( 约 4 亿澳元) 收购白龙山( Bylong) 煤矿的
全部开采权。从 2016 年开始，在未来 30 年间年烟
煤年均产量有望达到 750 万吨的高质量发电烟煤，

这相当于韩国国内需求量的 12%。白龙山煤矿位
于新威尔士州。浦项制铁亦与英美资源集团签署协
议，以 4，400 美元( 5 千万澳元) 收购 Sutton Forest 煤
矿 70%开采权。Sutton Forest 煤矿在悉尼以南 160
公里处，是座制铁煤矿，煤炭储量达 1． 15 亿吨。目
前仍在进行勘探。从 2016 年起，年均产量将达到
130 万吨用于制铁的煤炭［22］。POSCO 的煤炭自给
率将从 30%提高至 36%。如果这两大烟煤矿山的
投资开始正式生产，现在不到 40% 的韩国烟煤自主
开发率将接近 50%。能源进口率 96% 的韩国生存
之道便是只有确保海外资源。如果不预先确保国际
资源，韩国将没有未来。仅从制铁用烟煤来看，每吨
的国际价格从 89 美元( 2007 年) 一路飙升至 289 美
元( 2008 年) 、120 美元( 2009 年) 、203 美元( 今年) 。
已开始超常的中国的人力攻势和日本的资金攻势让
世界资源市场变得与战场无异，韩国如想要图谋必
需原材料的稳定供需，除了抢先进行海外投资外别
无他法［23］。

六、结论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关系经贸化、世界

经济区域化、中国崛起、中美两强竞合与能源竞争加
剧，韩国与澳大利亚关系在李明博时代出现前所未
有的战略与政治利益的交集，已跨越传统以经贸为
主轴的双边关系，迈向经贸与政治战略趋于平衡的
多元互赖。同为中型国家的韩澳两国皆忧心中国崛
起对亚洲地区所可能带来负面的冲击，因而都采取
积极 FTA 策略与构建除中国以外的 FTA 网络来加
大自身的影响力、稀释中国日益增大的政经影响力
与强化区域整体制衡中国的力道。再者，两国都将
美国视为外交的首要考虑，并企图强化与美国的双
边关系与在此区域的战略合作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
激增。此外，两国皆视 FTA 为确保以出口为导向经
济成长的最有效的工具。更何况，韩澳在能源与资
源的高度互补也是导致两国洽签 FTA 的背后动力，

尤其是韩国这一方面。而今韩美 FTA 已于今年 3
月生效，这使韩澳签署 FTA 的可能性升高。另一方
面，韩国正积极与中国洽签 FTA 以图在中美两强主
导( G2) 时代取得政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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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问》) 管仲佐齐桓公用“霸道”匡扶天下，使老

百姓得到实惠，被孔子称赞为“仁”政。本来，

“霸道”与儒家的“王道”是冰炭不容的，但是在

周天子名存实亡的春秋时期，哪怕是用“霸道”
匡扶天下使民受惠，仍然得到了孔子的赞许，可

见圣人确实是不会“胶柱鼓瑟”的。
扬雄举孔子赞齐桓、晋文之事为例，应该还

有更深一层的用心。王莽摄政，取汉而代之，颇

类齐、晋行霸道代周天子行使“礼乐征伐”大

权。既然孔子对齐、晋两霸匡扶天下、使民受惠

给以肯定，那么王莽摄政时推行新政惠及天下，

自然也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这才是扬雄论述历

代圣人都不“胶柱鼓瑟”而能通权达变的真正

目的。换言之，扬雄的“事莽美新”，完全是出

于他“因循革化”的哲学思想。
总之，《今读》的数百条“按语”各有各的作用，都是

它的作者深入研究扬雄、深入研究儒学、深入研究
《法言》所取得的成果的具体表现。

《扬子法言今读》一书，其绪论《读懂扬雄》，讨

论了有关扬雄及其《法言》的一些重大问题，见解独

到，甚有学术价值，颇具“笺解”的作用; 对《法言》原

文的注释则精当凝炼，译文畅达，再加上具有提要钩

玄作用的数百条按语，一部结构严整、内容丰富、语
言晓畅，笺解与注释结合的古籍今译便呈现在了读

者面前。

说《今读》是既重学术性、又重今语解读性的大众

化学术著作应不为过，甚至说它是国内近年来并不多

见的古籍整理校注今译的力作，也应不是溢美之辞。

注释:
①③ 司马光《司马温公注扬子序》( 转引自韩敬《法言全译》附录二)。
② 费密著、刘锋晋点校《弘道书》( 新都文史第 20 辑，2007 年 12 月

印刷) 。
④⑤ 朱彝尊《经义考》引郑瑗曰( 转引自韩敬《法言全译》附录一) 。
⑥ 宋咸《进重广注扬子法言表》( 转引自韩敬《法言全译》附录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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