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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如同台灣目前的青年世代對於台海兩岸統一的興趣不大，當前南韓
的青年們對於南北韓統一的興趣也屬偏低。南韓的民主化進展是否
像台灣的個案一樣，對於其青年們的統一觀有所影響？是南韓國內
政治發展的集體社會化過程，或者是青年們個人的情感，還是他們
個人的理性計算，影響了他們對於統一問題的看法？本計畫嘗試探
討南韓的青年世代們對於南北韓統一問題的態度，以及影響其態度
之因素。

中文關鍵詞： 南韓，青年，統一意識，朝鮮半島

英 文 摘 要 ： Just like current Taiwanese young generation who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unification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young people in South Korea nowadays also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unification of South and North
Koreas. Does South Korea’s democratization have any impact
on young people’s thinking of the unification issue just
as Taiwan’s case does? Is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socialization associated with South Korea’s domes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main factor? Or it is young
people’s personal feelings that matter? Does their
personal rational calculations play any role in their
thought about unification? This project will explore the
attitudes and their formation of South Korea’s young
generation toward the unification issue.

英文關鍵詞： South Korea, the young generation, Korean unification
issue, the Korean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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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如同台灣目前的青年世代對於台海兩岸統一的興趣不大，當前南韓的青年

們對於南北韓統一的興趣也屬偏低。南韓的民主化進展是否像台灣的個案一

樣，對於其青年們的統一觀有所影響？是南韓國內政治發展的集體社會化過

程，或者是青年們個人的情感，還是他們個人的理性計算，影響了他們對於統

一問題的看法？本計畫嘗試探討南韓的青年世代們對於南北韓統一問題的態

度，以及影響其態度之因素。 

 

關鍵詞：南韓，青年，統一意識，朝鮮半島 

 

 

 

Abstract  

    Just like current Taiwanese young generation who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unification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young people in South Korea nowadays 

also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unification of South and North Koreas. Does 

South Korea’s democratization have any impact on young people’s thinking of the 

unification issue just as Taiwan’s case does? Is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socialization 

associated with South Korea’s domes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main factor? Or it is 

young people’s personal feelings that matter? Does their personal rational calculations 

play any role in their thought about unification? This project will explore the attitudes 

and their formation of South Korea’s young generation toward the unification issue. 

 

Keywords: South Korea, the young generation, Korean unification issue, the Korean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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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目的、重要性 

    如同以下文獻回顧部分所將提及，在討論台灣不同世代政治態度的文獻

中，台灣的青年世代對於兩岸未來關係的發展，二十餘年以來呈現了相當程度

的差異。在較早期的 1990 年代，當時大多數民眾，包含青年世代，支持兩岸在

未來走向統一者還有相當高的比例，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這一比例已經急遽下

降，到近期的 2010 年代台灣青年中仍支持統一的比例已經是個位數字，而且依

據近期資料他們是所有世代中支持統一比例最低者。相對的，台灣青年們支持

台灣獨立、或者不支持兩岸統一的比例則是逐漸攀升，近期資料也顯示他們是

所有世代中支持台灣獨立比例最高者。 

恰巧在今年（2016 年）7 月，韓國首爾大學的「統一和平研究院」公布了

一項針對韓國民眾統一意識所作的民調，其結果顯示南韓民眾認為統一有必要

性的比例隨年齡層逐次下降，30 幾歲與 20 幾歲的民眾是比例最低的（分別為

36.4%與 36.7%，40 歲以上的三個年齡層則分別在 54%、62%、與 75%之上）；

此外，調查結果也顯示，20 幾歲的南韓年輕人是贊成「維持現狀」比例最高

的，有 34.5%，其他年齡層則在 25%之下。 在南北韓統一仍為南韓官方政策的

情形下（見後文），這一調查結果顯示當前南韓青年世代與台灣的青年世代一

樣，對於「統一」的興趣是比較低的。。 

    自 1990 年代的二十多年來，不同時期的台灣青年們對於兩岸統一問題的態

度變化背後有諸多因素的作用（參見下文之文獻回顧），例如民進黨在反對黨時

期所推動的具有台灣獨立意涵的各種運動、李登輝政府及陳水扁政府時期統治

階層菁英所開展的國族建構過程、以及中國大陸長期以來對於台灣的強硬政策

及言論動作。也有人認為，馬英九政府時期過度親近中國的政策也是一個重要

的原因。不論原因為何，不可否認的一點是，台灣青年世代對於統一問題的態

度變化，是與台灣民主化的開展同時進行的。當 1990 年代初期大多數民眾仍然

支持統一時，正是台灣民主化才剛開始啟動之時；而對統一的支持開始滑落，

則約是民主轉型大致完成，民進黨及李登輝開始推動新國族意識的建構之時。 

南韓與台灣一樣，在內部有政治民主化的進展，在外部也必須處理一個敵對政

權的挑戰及與其未來的政治關係，這類似之處遂觸發了筆者思考，在南韓民主

化啟動之後的情境與脈絡之中，上述南韓青年世代對於南北韓統一問題的態

度，曾經歷過怎麼樣的發展與變化，而其背後又是哪些因素導致了這樣的變

化？ 

    台灣與南韓在二次大戰前後的歷史發展經驗有許多極為相似的地方。例如

他們都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並且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一起脫離日本統治。不過

不久之後他們都經歷國家內戰，並分別與中國大陸及朝鮮半島上的共產政權

（中共及北韓）為敵，面臨生存與安全的挑戰，而台灣海峽與朝鮮半島亦同時

變成東亞地區少數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火藥庫。因此在冷戰的年代，台灣及南

韓同樣受到美國的支持及保護, 並成為美國在遠東的反共盟友。在內政上，台

灣與韓國一樣經歷了多年的威權統治，並且因為在經濟發展方面有極為耀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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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而共同躋身亞洲的四小龍。隨後在 1980 年代晚期開始，這兩隻小龍又一起

經歷了從威權體制邁向民主政治的轉型過程。在此同時，這兩國各自與其敵對

政權的關係，也同樣經歷起伏轉折。 

    與台灣一樣，南韓民主轉型啟動後的進程也歷經原有威權時期的執政勢力

繼續執政，然後發生政黨輪替，之後再有第二次政黨輪替。但與台灣稍微不同

的是，南韓的總統直選是與其民主轉型同步開始的。1987 年 6 月盧泰愚發表

「六二九宣言」，宣示修憲，將總統選舉改為直選，並強化國會功能（劉德海、

陳寧寧 2001: 10；董思齊 2013: 74）。同年 12 月舉行的總統直選遂成為南韓民主

轉型的奠基選舉（founding election），盧泰愚也於該次大選中當選總統。1990

年，原屬反對黨的金泳三與盧泰愚、金鍾泌組成保守派聯盟，並於 1992 年獲得

推舉參選總統，並在 12 月順利當選總統，成為 1961 年以來首位文人總統（劉

德海、陳寧寧 2001: 12；董思齊 2013: 80），使南韓的民主轉型邁入更為鞏固之

階段。1997 年 12 月，長期以來都在反對陣營的金大中藉由執政黨分裂的契機

順利當選總統（劉德海、陳寧寧 2001: 14-15；董思齊 2013:105-106），成為第一

位自由派（或曰進步派）的總統，也是南韓首次的政黨輪替，標誌了南韓民主

進程的一大步。2002 年 12 月，與金大中同屬進步派的盧武鉉當選總統，繼續

左派陣營的執政，也終結了金泳三、金大中、金鍾泌三人長期以來彼此對立及

合作的「三金時代」（董思齊 2013: 35）。但南韓在盧武鉉執政時期貧富差距擴

大，2007 年 12 月，在野的右派「大國家黨」候選人李明博以「救經濟」為口

號，順利當選總統（董思齊 2013: 147），並使南韓發生第二次的政黨輪替，這

也讓南韓的民主化成果益形鞏固。而在最近一次的總統大選中，亦即 2012 年

12 月，朴正熙之女、同屬右派陣營的朴槿惠與左派陣營的文在寅對壘，形成保

守與進步兩大勢力的首次單獨對決，結果由朴槿惠勝出當選（董思齊 2013: 

198），成為南韓首位女總統。 

    在對北韓的政策方面，南韓過去的威權政府，即朴正熙與全斗煥時期，雖

然是主張要與北韓統一，但其基本的立場是堅決反共，必須經由消滅北韓政權

來完成統一，所以它們對北韓採取敵視態度，反對北韓參與國際社會。 而盧泰

愚當選總統之後，對外大膽採取與共黨國家交往的「北方政策」(Nordpolitik; 

Northern Policy)，不僅與蘇聯、中共積極來往，也對北韓進行開放與交流。在

1988 年 7 月漢城奧運會舉行之前，盧特別宣布他將放棄南韓傳統上孤立北韓的

政策，並且提議南北韓之間進行貿易與其他接觸及合作。他也鼓勵南韓人民不

再敵視北韓，而應將其視為是一個追求共同繁榮的伙伴。也就是從那時起，南

北韓開始正式有了經貿往來。1989 年盧並且提出了一個國協 (commonwealth) 

構想做為南北韓未來統一的藍圖。而在 1990 年南北韓雙方的總理也曾進行過空

前的三次會談；1991 年底雙方並且簽訂了一份基本協定，標誌了南韓放棄以往

消滅北韓的企圖，而改以「和平共存」作為彼此互動的原則。1993 年接任總統

的金泳三曾經決心建立一個與北韓和解及合作的新時代；他並且在就職時宣布

願意與北韓領導人在任何時地見面。而在 1998 年金大中即位總統之後，這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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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政策基調更為明顯。金大中採取了對北韓更友善的「陽光政策」，主張南韓

不會試圖去削弱或併吞北韓，而且會主動積極地去推動兩韓之間的和解與合

作。他更在 2000 年訪問平壤，與北韓領袖金正日舉行高峰會。其後雙方政府針

對建立軍事熱線、重新接通一條跨越兩國邊界的鐵路、以及擬定投資協議以保

障在北韓投資的南韓企業等議題達成協議。  後來 2003 年接任總統的盧武炫的

北韓政策上基本上也是被視為延續金大中與北韓修好的陽光政策路線。 

不過 2008 年李明博一上任卻對於北韓採取一個較為強硬的立場，以北韓必

須履行放棄核武承諾、改善人權狀況做為對其經濟援助與合作的前提；另外南

韓參謀總長在國會回答議員關於北韓以核武攻擊南韓的假想狀況時則表示，南

韓軍方會鎖定北韓的核武設施進行攻擊， 這些言行都使兩韓關係逐漸惡化。而

2010 年 3 月下旬南韓的天安艦被北韓炸沉，以及該年 11 月下旬發生的延坪島

砲擊事件，亦讓兩韓關係更形緊張。2013 年初朴槿惠上台後的北韓政策至 2016

年 12 月為止雖然並未如李明博時期那樣明顯強硬， 但亦無回復金大中與盧武

炫時期陽光政策的跡象，而是比較介於兩者之間的政策路線。 

    儘管 1980 年代末期以來南韓對於北韓的政策歷經上述的轉折，但是追求朝

鮮半島的統一，仍然始終是南韓政府對北韓政策的最終目標。這可以從南韓的

統一部所標舉的「統一部使命」看出。統一部的官方網頁上提及，統一部早於

1960 年的 419 革命後即已經成立；「統一部的使命是制定統一及南北對話交

流、合作、人道主義援助等相關政策、分析北韓局勢、進行有關統一教育、宣

傳等，除此之外還主管統一相關事務。我們要在堅實的安全基礎上形成南北互

信並發展南北關係，同時實現韓半島和平並構建統一基礎，以此開創『韓半島

統一時代』。」 可見朝鮮半島的統一是南韓政府從未放棄的目標，也是它用以

教育民眾、向大眾宣傳的一項意識形態。那麼，在這樣的教育與宣傳之下，南

韓的民眾，尤其是年輕一代，對於統一的看法與態度又是如何？南韓的民主化

進程是否像台灣的經驗那樣，對於其青年世代的統一觀產生任何直接或間接的

影響？是否有其他因素也影響他們對於統一的看法？這些是本研究計畫所想要

探究的主要問題。 

    完成上述研究目的的重要性包括有以下兩方面。 

    第一，就學術面而言，本研究具有理論層面的意涵。具體而言，本研究嘗

試觀察南韓內部民主化的進程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其特定民眾的對外政策想法，

亦即青年世代的統一觀，此乃結合了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兩個領域的研究。此

外，探討民眾對於外交政策的看法，及影響民眾外交政策態度的因素，也是外

交決策研究及民意研究的結合。另外，這一研究計畫也是筆者目前仍在進行的

研究計畫的理論延伸。筆者目前的計畫探討南韓民主化過程裡歷次總統大選如

何影響候選人的對北韓政策，觀察重點在於民主過程如何影響南韓政治人物對

北韓的態度立場；而本次的計畫則是把分析焦點從南韓的政治人物轉移到民

眾，探究民主化的進程是否影響南韓青年世代在南北韓統一問題上的態度。最

後，如前文所言，由於南韓在許多方面與台灣具有高度的相似性，因此南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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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與台灣個案兩者之間具有極大的比較研究價值，而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正可

作為此一比較研究所需的依據。 

    其次，從政策面來看，朝鮮半島局勢攸關東亞區域、甚至於全球政經穩定

及安全，而南韓民眾，尤其是將成為國家主導階層的青年世代對於北韓問題、

包括統一問題的立場，也可能影響南韓政府的對北韓政策方向。因此若能深入

瞭解南韓青年世代在統一態度上的想法，將有助於區域中相關各造理解未來兩

韓關係可能的發展方向，並能及早提出適當的因應之道。 

 

二、文獻回顧 

    依據學者們的研究，在台灣，青年世代對於兩岸統一或台灣獨立問題的態

度長期以來是有相當變化的。任雪麗（Shelley Rigger）在 2006 年曾發表了一篇

研究報告，她針對當時臺灣的不同世代在兩岸關係上的態度進行分析。她以美

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牛銘實所規劃，並由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執行的「2005 年兩岸關係和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料為研究根據，發

現在統獨問題上，當時青年世代支持台灣獨立者（包括「儘快宣佈獨立」及

「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有 23.4%，雖然是所有世代中比例最高者，但與

其他世代差距並不大，而且，當時青年世代支持統一（包括「儘快宣佈統一」

及「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統一」）的比例也是最高的，有 17.4%。 耿曙在研究

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時曾觀察青年學子在統獨問題與台灣人認同上的

態度變化，依照他文中所呈現的數據，在 2006 年 3 月到 2007 年 11 月這段時間

的幾次調查資料顯示，青年學子傾向獨立的比例在 19.4%到 25%之間浮動。陳

陸輝與耿曙在一篇 2012 年再版的文章中分析不同世代台灣民眾統獨立場的變遷

時，其資料數據顯示，青年世代（1966 年之後出生者）偏向支持統一的比例在

1994、1995、及 1996 年時接近三成，分別是 28.1%、29.2%、29.1%，1997 年

開始下降到 22.2%，到 2002 年之間除 1999 年的 16.3%之外，都在 21.9%至

24.1%之間。2003 年起則掉到 17.3%，2004 至 2007 年則在 13.5%與 15.6%之

間，2008 年降到 11%，2009 年與 2010 年分別為 10.2%與 10.4%，2011 年就變

成個位數 9.9%了。至於青年世代偏向支持台灣獨立的比例，在 1994 年為

11.2%，1995 年為 11.7%，1996 年至 2002 年之間升高到 14.2%至 19.6%之間，

2003 年到 2011 年這段時期除了 2006 年與 2007 年分別為 18.1%與 19.1%之外，

則都在 20.2%與 23%之間。 而筆者自行依據牛銘實教授主持、政治大學選舉研

究中心執行的「2015 年兩岸關係和國家安全民意調查」資料所做之分析，顯示

1977 年以後出生的青年世代在支持統一與維持現狀的選項上，青年世代的比例

在所有世代中都是最低的，分別是 5.94%及 63.99%，而他們支持獨立的比例則

是所有世代中最高的，有 30.07%。從以上這些研究的數據可以看出來，自 1990

年代以來到 2010 年代，台灣青年世代對於兩岸統一的支持比例是逐漸降低的，

而支持台灣獨立的比例則是緩慢上升。  

    那又是哪些因素導致台灣的青年們在兩岸統一的問題上產生這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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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觀點大致可分為外在政治環境或政策因素，以及個人層次因素。前者例

如吳介民與廖美提到，「年輕人傾向台獨，一方面是幾十年來民主化與本土化運

動的結果。另一方面，二○○八年之後國民黨的政策，如修改課綱、政策過度傾

中、兩岸權貴政商的掛鉤與貪婪等。」 他們的說法指出了兩個重點，第一是台

灣民主化過程中伴隨發生的、由國家菁英所推動的本土化或台灣化運動，是一

個讓更多年輕人傾向台灣獨立的正面力量。第二，2008 年之後國民黨政府在官

方層次與中國大陸過於密切的交流及接觸，是一個引發年輕人不滿、反彈甚至

偏向獨立等副作用的政策。另外，筆者對於一些青年的訪談則顯示，他們寧願

台灣獨立而不願與中國大陸統一的原因包括有：認為中國大陸體制及制度不適

合，以及中國大陸一直在打壓台灣。此外，也有人認為兩岸分裂時間已久，雙

方在許多方面都形成極大的差異。  

    以上這一觀點接近所謂的「世代模型」，亦即出生在同一時期的人會共同經

歷國際與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變遷及重大事件，從而享有共同的集體

記憶，而且這些共同的成長經驗與記憶會對他們的政治態度產生相似的影響。  

個人層次因素則從民眾個人本身的態度或經驗來解釋統獨態度的形成。目前直

接針對台灣青年世代這一群體的研究並不多，主要還是以台灣整體民眾作為研

究主體者居多。在針對青年的研究裡，耿曙與曾于蓁提出「接觸假說」來分析

中國大陸邀訪臺灣青年的政治影響，探討短期前往大陸的參訪活動對於臺灣青

年的統獨態度與國族身份認同是否有產生影響。「接觸假說」著重的層面並非在

官方層次，而是民間社會。它認為不同族群間頻繁密切的接觸互動將有助於破

除彼此的刻板印象，增加雙方之間的信任，化解緊張與敵意。  王嘉州的研究

即發現，前往大陸交流參訪的台灣學生會有一部份增加對於統一的支持， 或者

減少對於台灣獨立的支持。  

    而以台灣整體民眾作為研究主體的文獻裡，吳乃德認為，「理性的物質利益

考慮」和「感情的歸屬」，是可以解釋臺灣民眾民族認同的兩種因素。 類似吳

乃德的概念，陳陸輝與耿曙也提出「感性/認同」及「理性/利益」這兩種作用力

量（前者包括省籍、統獨態度、國族身份認同等，後者則包括從事的職業是否

從兩岸交流中獲利），認為統獨立場經常糾結於這兩者之間，因為其既與個人身

份認同密不可分，但在中國大陸經濟崛起的情勢下，又與個人發展前景利害息

息相關。 俞振華等的研究也發現，除了感性因素會影響統獨態度之外，「接

觸」也會影響到民眾在決定統獨態度時的價值衝突與不確定性。   

    以上是台灣相關的文獻，至於韓國方面關於其年輕人對於南北韓統一的態

度，就筆者目前的理解，韓國關於「統一」與「統一意識」之相關研究或調

查，主要是自金泳三政府開始，這與台灣開始進行政治議題的民意調查時間相

距不久，且都與民主化的進程有所關聯。1993 年上台的金泳三政府，是韓國民

主化之後首次脫離軍人政治的「文人政府」。然而此時關於的統一意識之調查與

研究，仍舊脫離不了「國家安全」之概念，亦即「統一意識」的研究主要是為

了確保韓國的國家安全。不過在 2000 年金大中總統開始實施對北韓的「陽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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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後，韓國對於「統一意識」之認知與相關研究，則出現了一些變化，研

究焦點開始逐漸脫離「國家安全」，並將研究重心轉移到「統一意識」與「統一

教育」的關聯性。  

    而就筆者目前蒐集到的中、英文文獻來看（主要集中在 2011 年之後，屬於

較近時期的資料），也呈現出類似的觀點。這其中多數為媒體報導，其立論依據

多為訪談，少數則引用民調資料。這些文獻的共同論點是，近年來南韓年輕一

代對於南北韓統一的興趣也是降低了。引用民調資料的文獻除了在前言曾提及

的首爾大學「統一和平研究院」所公布之民調之外，還有以下三者。第一是美

國頗具名聲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它在 2011 年的一篇文章中提

到，南韓政府在當年進行的一項調查顯示，在 40 歲以上的南韓民眾中有 78%想

要統一，30 至 39 歲者則降為 64%，30 歲以下者則是 57%。而對統一議題感到

非常興趣者，在 60 歲（筆者疑為「40 歲」之筆誤）以上的民眾裡有 47%，30

至 39 歲者則降為 23%，而在 19 至 29 歲者裡則只有 9%。  

第二篇引用民調資料的是一篇中央社轉譯法新社的新聞報導，它提及 2010

年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南韓青少年中有 57%對統一感興趣，但是在 1997 年時則

有 71%的青少年對統一感興趣。  

    另外一篇引用民調資料的文獻是同樣也極有名的《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它在 2015 年的一篇文章裡運用了韓國知名智庫峨山政策研究

院（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從 2010 年到 2014 年每一年的調查資

料畫成一長條圖，該圖顯示，在以每 10 歲劃分成的不同年齡層中（最低是 20

幾歲，最高是 60 歲以上），雖然各年齡層對於統一的興趣比例水平都不低（除

2010 年發生天安艦事件那年），不過 20 幾歲的年輕人對於統一的興趣是所有年

齡層中最低的（2010 年約為 39%外，2011 年約 64%，2012 年約 77%，2013、

2014 年分別約 73%、72%），30 幾歲者則是次低（2010 約為 50%，2011 年約

67%，2012 約 83%，2013、2014 年則約 76%）。  

    關於南韓年輕一代對於統一仍有興趣的比例，上述《新共和》與《外交

家》這兩篇文章在數據上或因問卷問題設計不同而有差異，不過他們都指出了

年輕一代在南韓所有世代中的確是對於南北韓統一議題感到興趣最低，或者對

於南北韓統一的期待是最低的。那有什麼原因或因素導致這樣的情形？依據目

前筆者所收集的文獻裡所提到的觀點，大致有幾種解釋。第一種看法，也是許

多文章提及的，是現在南韓的青年們比較關注的是自己的生活壓力與生涯的發

展前景，例如忙著學校的事情，或在競爭激烈的職場裡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統一對他們而言是沒有時間去思考、或者是很遙遠的問題。  

第二種觀點是，南韓年輕人認為由於北韓過於貧窮，而南韓本身的經濟狀

況已經不是很好，與北韓統一將對南韓造成極大的經濟負荷， 甚至會繼續成為

他們下一代的負擔。  

    第三種看法是，北韓在南韓年輕人的心目中已經被視為是一個遙遠的國

家、與他們不相干的地方，在政治系統、經濟水準、以及價值上都與南韓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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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差距，雙方的認同南轅北轍，所以也不會有與北韓統一的念頭。  

    從上面對於台灣個案及南韓個案的文獻可以得知，有幾個因素在兩個個案

中都有被提及，例如分裂的雙方因分裂時間已久，台灣青年們已經將中國大

陸、南韓青年已經把北韓視為是完全不同的國家。另外，個人層面的理性考量

因素也都見於兩個個案當中：台灣個案中是兩岸交流對於個人生涯或利益的利

或害，南韓個案中則一方面提到對國家整體經濟負擔的憂慮，另方面則是對於

個人學業或工作前景的擔心。當然，從兩個個案的討論中也可以發現，台灣個

案的經驗也有不適用於南韓個案之處，例如由於南北韓社會彼此間幾乎完全隔

絕，雙方的青年們更無任何的交流，「接觸假說」並無法被運用在南韓的經驗

裡。 

    而從兩個個案的對照比較當中，筆者也認為南韓的個案還有一些值得再加

以探究的地方。首先，如果從「世代模型」的角度來看，南韓的民主化過程是

否對於南韓青年們對南北韓統一的想法產生什麼影響？在台灣的個案中，民主

化伴隨了統治菁英推動的本土化運動的出現，從而產生了某種程度的影響。那

在韓國的民主化過程中，有沒有類似的情形出現，例如內部政局的演變，或者

在對北韓政策或統一政策上的變化，是否有對處在變化發生當時的青年們造成

某種的集體社會化過程，並對他們的統一觀發生影響？ 

    其次，延續上述問題意識的脈絡，在台灣個案中「教育」也是一個很重要

的因素，在早期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大中國」意識形態灌輸之下，青年們

高度支持統一是必然的結果，而 1990 年代後期開始，在本土化運動下意識形態

教育也朝向本土意識，乃至於去中國化的方向改變，例如教科書內容的修改調

整，這對於後來台灣青年們不再支持統一有很大的影響。在南韓方面，教育扮

演的角色又如何？南北韓統一固然是南韓政府的官方政策，但是其統一教育在

不同時期有沒有什麼變化或強弱之分，以致於影響到南韓青年們的統一觀？  

    第三，除了很多文獻有提到的個人層次的理性考量因素之外，在台灣個案

中很顯著的個人層次的感性或情感因素，例如國族認同，對於南韓青年們的統

一意識是否也有發生什麼作用？ 

    最後，還有沒有什麼其他的原因或因素是上述關於南韓的文獻中所沒有提

及，但是實際上對於南韓青年的統一態度也有影響的？  

以上這些都是筆者期望能夠在本研究計畫中再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取深度訪談法收集資料。筆者於 2017 年 9 月上旬前往南韓進行約

一週時間的訪談。要注意的是，這時的南北韓關係還並未發生太大的改變，因

雙方的和解基本上乃今年 2018 年年初才開始出現，因此受訪者接受訪談時並未

受到南北韓和解的影響。 

    本計畫原本規劃以三年時間訪談不同時期的南韓青年世代，但因僅獲得一

年執行時間的補助，故訪談對象為當前韓國的青年世代，亦即目前年約二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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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至三十多歲的年輕人。透過筆者韓國友人之協助，筆者分別在高麗大學及首

爾市立大學訪談了共十八位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高麗大學八人，首爾市立大

學十人）。訪談問題由筆者所邀請、協助翻譯的董思齊博士以韓語向受訪學生提

出，並在受訪者同意下錄音存檔。其後所有訪談錄音再由本計畫之韓國籍研究

助理寫出韓文逐字稿，並由具備韓語能力的台籍研究助理翻譯為中文逐字稿。 

 

四、研究發現 

    經由訪談，本計畫有以下幾項發現。 

    第一，對於南北韓是否要統一，抱持正面與負面態度的受訪南韓青年都

有。 

 

    第二，贊同南北韓統一的受訪青年的理由並不盡相同。受訪者 K1 提到經

濟、區域和平、以及安保的說法。「在我看來，在經濟部份上，不統一加上南北

韓相互對峙情況來看的話，對韓國人來說對其經濟是危險且負擔很大的。」「如

果統一的話，…經濟上不好的部分也將會得到解決。…和平也將在一定程度上

達到。」「…安全威脅的議題不斷繼續，我認為和平統一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受訪者 U8 說：「朝韓對抗國家的安全風險依然很大。我覺得統一時可以減少這

一點。」受訪者 U4 也提到區域和平的因素：「現在北韓造成國際社會很大的威

脅，被緊張感折磨的情況，我認為應該要統一；統一到來，讓國際社會能夠穩

步發展。」「統一的時候，有關核試驗的緊張感（就會）消失了，安全方面的問

題也就安全了。」 

    U4 另外也提到北韓人權的因素：「（在節目中）看到一個北韓女難民中在外

國演講，談到她在朝鮮遭受的酷刑和殘酷的行為。為了人權，應該要統一，這

樣北韓人民的人權就能得到改善。」受訪者 U5 亦提到此一因素：「我贊成和平

統一。南北韓是世界上唯一處於分裂的國家。除了這個問題，還有北韓的人權

問題很惡劣，所以如果統一後，這樣它人權的問題會不會就解決了呢？」 

    受訪者 K5 提及民族因素：「不能統一的理由我並不明白，以前原來是一個

國家，統一的話國力來說是好的，還有因為是同個民族的緣故。」U7 也提到民

族因素：「如果選擇贊成和反對（統一），我就選贊成。因爲我覺得民族的認同

感很重要。」受訪者 U8 說：「我也覺得同一民族的同質感是有的，對於統一我

也是抱持友善的想法，我認為不用反對。」受訪者 U 11 說：「我是贊成（統

一）的，理由是這是一個國家啊！」 

    另一個贊同原因是統一後可增強南韓或雙方利益、或統一後的整體利益。

受訪者 K7 說：「我同意朝鮮的統一。現在，我們跟北韓發生分裂，摩擦和衝

突，花費了很多錢。最終我們統一後，這樣韓國可以利用北韓的任何資金或人

力來發展，最終提升到兩國的國家利益。」受訪者 U5 說：「我們的地理位置優

越。如果我們與朝鮮統一，因為它與大陸列車相連，就會跟中國有關，所以對

後勤有利；現在雖然要看美國的眼色，但是如果與朝鮮統一，在東北亞，大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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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的位置會更好。」受訪者 K4 同時提到類似的看法及上述北韓人權的問

題：「我不認為是現在要統一，但我認為統一是好的。…既然我們國家沒有自然

資源，如果統一能和北韓的土地相結合，我認為統一是有好處的，因為有自然

資源和勞動力。加上由於北韓有很多人長期受到壓迫，這對北韓人民而言是好

的吧？」 

    也有受訪者提到北韓核武因素。受訪者 K4 說：「如果北韓繼續試驗核武

器，北韓核問題將是影響很大的，如果統一起來，可以減少朝鮮製造核武器的

理由，或者可以使用北韓製造的核武器。」受訪者 U6 說：「為了解決核問題，

一定要統一，我是這樣想的。」 

 

    第三，受訪者即使支持統一，也多認為統一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需要一些

條件的配合。受訪者 K7 說：「我認為條件對統一進程是必要的。這次當選的文

在寅總統也提出，如果朝鮮能夠同意無核化和談判，就會有很多空間進行談

話。」受訪者 U11 提及制度統一的前提：「我認為（南北韓）必須統一，但是

必須有一些條件。在政治上，兩國有不同的制度，所以我認為首先應該從制度

上統一才可以。」受訪者 U6 說：「我認為我們應該做有條件的統一。首先是無

核化與思想問題。」受訪者 U7 則提及：「我覺得制度上已經有很多差異，所以

隨著時間的流逝，我以爲慢慢地推進制度的統合。當然現實上很難做到。」 

 

    第四，對南北韓統一持消極態度的受訪青年也有各種不同的理由。受訪者

K1 提到北韓確立民主制度的前提：「首先最重要的是民主和平統一，就是在朝

鮮確立民主制度，確立他們對韓國的憲法的人權和平、自由的概念在一定程度

上真正紮根的統一才可行。」受訪者 U1 也提到制度的問題：「如果只看贊成跟

反對（統一）的話，我認為我是反對的，…事實上，如果現在實現金正恩制度

下的統一，我認為社會帶來的風險是非常大的，我認為這將是很多經濟和政治

上的艱苦工作。」 

    受訪者 K2 提到對北韓的偏見是一個因素：「我認為從人民的立場來看，能

不能接受朝鮮人的情感準備應該是重中之重。…人民對北韓有很多偏見，要消

除這種偏見需要很多時間才能形成共同的共識。當幾十年的輿論積極的流傳

時，統一似乎才會正常進行。」 

    K2 也提到統一對於南韓經濟的負面影響：「對於統一，我老實說有點消

極。如果我們在經濟方面統一，我國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但是會有很

大的痛苦，因為我們必須在一定程度上投資朝鮮，經濟增長就會暫時放緩。」

受訪者 K8 提及類似觀點：「我還是比較靠近反對的立場，理由是我反對統一後

的社會矛盾和成本。」 

    受訪者 U9 提到北韓不可能有所改變：「我反對統一。看來朝鮮金正恩政權

不會改變意識，改變意識需要很長時間。」他贊成先維持現狀：「我認為現在維

持現狀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現在就統一起來，那可能是一個不穩定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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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會造成所有的問題。」 

 

    第五，南北韓統一是否是一個要立即處理的問題。受訪者 K2 並不如此認

為，他提到北韓的挑釁、南韓國內問題：「在朝鮮這種軍事挑釁不斷發生的情況

下，關於統一的討論似乎不是一個優先的選項。…韓國國內也有很多重要的問

題，例如：工作、就業問題等國內問題也很嚴重，我們沒有太多的精神在統一

問題上費心。」 

 

    第六，受訪者對於教育的角色有不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學校並未特別針對

統一問題有相關的課程，有的則有提及學校中的統一相關教育。受訪者 U3 認

為沒有什麼統一教育，但是「青年們的統一意識會受到父母或朋友們的間接影

響。」受訪者 K5 也說：「關於我的統一觀是來自於我的父母。父母親很常對我

說應該要統一之類的話。」受訪者 U7 則提及統一教育隨成長的不同階段而有

不同程度的變化：「我曾經有多次接受過統一教育的時期，從國小到高中時期透

過倫理跟道德課學到了統一教育，大部分學生都在那時候學到了很多東西。反

而，在大學入學以後，如果不是有關專業課程或教養中的課程，就不會接觸統

一教育。而且年齡越老，除了周圍有失鄉人或離散家庭的人，以外人們的統一

教育就會變得模糊。」 

    也有受訪男學生提到服役經驗的影響。受訪者 K7 說：「對我而言，（對我

的統一意識）最有影響力的是軍隊。」受訪者 K8 則說：「我在軍隊時也接受過

統一教育。在軍隊時，我把北韓視為敵人，我認為這是統一教育的一部分。…

我認為我在學校的統一教育很大程度上沒有對我有影響。」另外，也有受訪者

提到，學校關於統一的教育與軍隊中的教育在內容上是不同的。受訪者 K2 提

及，「學校對於統一教育並不多，在『如果統一的話，因為是韓民族所以應該要

統一』的水平上就停止了，加上韓國男子從軍後，在軍隊中對於統一是持消極

的態度，『北韓是主要敵人』的為期兩年的教育下，國家雖然有對於統一的教

育，但不是積極的方向。」受訪者 U9 也提到軍隊經驗的影響：「在軍隊裡，有

很多關於朝鮮的教育，但是我們正在教育我們（彼此）是敵人而不是要統一，

而且我們（軍隊）主要是參與（對朝鮮的）敵對行動。」受訪者 U8 也說：「韓

國還具有稍微兩面性的態度，在高中時候，它們教導統一是嚮往理想的價值或

指向的未來。但是韓國男生們在 20 歲以後去當兵，之後學習在韓國的安保狀態

中危險的主敵是朝鮮。」 

    相對於學校的統一教育，受訪者 U1 則認為媒體對統一意識的影響最大：

「二十多歲的年輕人非常敏感，因為他們是從媒體上獲得訊息。在媒體上，（統

一）這個問題為媒體所廣泛報導，… 所以我認為媒體會產生最大的影響。」 

 

五、結論 

    從以上的研究發現可以得出幾個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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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目前南韓青年對於南北韓統一問題的態度是不一致的，有的同意要

統一，有的對此問題比較消極。但即使贊同應統一的受訪者，也大多認為並非

立即統一，而是要有一定條件的支持，例如南北韓雙方制度的一致。 

    其次，對於是否贊同統一，受訪青年們的理由不一而足。若回到本計畫關

心的面向上面，亦即理性的計算與感性的考量，可發現從理性計算來看，受訪

者較少談到個人經濟利益的問題，例如南北韓統一可能危及到他們就業，反而

多是從整體國家或社會的角度來看問題，例如認為統一可以解決南韓面臨的軍

事安全問題、增強經濟資源或實力等。而反對統一者則有提及統一對於南韓經

濟的可能負面影響。從感性的面向來看，支持統一的受訪者有提到南北韓同一

民族、民族的認同感等是其支持統一的原因之一。但對於統一持消極態度者也

有提到一些南韓民眾對於北韓的偏見，認為需要長期的時間才能消除此偏見。

其言下之意似乎是南北韓是完全不同的群體。 

    第三，學校教育在統一問題上的角色並不明顯。有些受訪者提到年少時受

過一些統一教育，但也有好幾位不認為有統一教育。但即使提及受過統一教育

的受訪者，也幾乎不認為此教育對於現在他們的統一態度有很大的影響。倒是

不少男性受訪者提到服役的教育是教導他們視北韓為敵人，這與談統一時的友

好氣氛或願景似乎反而不太一致。 

    最後，從受訪者的回答來看，南韓民主化並沒有像台灣的民主化一樣，對

於民眾的統一意識產生顯著的影響。受訪青年對於統一的目標只有支持程度上

的區別，但對於這個目標並沒有想要推翻，頂多是認為現在不適合、或者不可

能達成，但不像台灣的經驗那樣，會出現「獨立」這一種方向完全不同的選

項。換言之，在南韓民主化的過程中，並未對於統一問題有改變性的意識形態

出現，統一不僅仍然是政府官方的立場，也仍是多數青年世代，乃至於其他世

代民眾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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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 9 月 7 日與 8 日前往高麗大學，分別訪談了 4 位學

生。9 日則與池恩周教授會面，除請益研究相關問題之外，也

與池教授針對南韓政局發展作討論。10 日則拜會琴喜淵教授

及其同事金禹錫教授，針對南北韓關係與南韓、臺灣政局交

換意見。11 日則在首爾市立大學訪談 6 位學生，12 日同樣於

首爾市立大學訪談了 5 位學生。9 月 13 日結束訪談計畫回

國。相關照片摘錄如下。 

 

 

董思齊博士（左）與筆者（中）訪談高麗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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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高麗大學學生 

 

 

訪談高麗大學學生 

 

 

拜訪高麗大學池恩周教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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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首爾市立大學琴喜淵教授（中） 

 

 

董思齊博士（右）訪談首爾市立大學學生（筆者攝） 

 

 

董思齊博士（右）訪談首爾市立大學學生（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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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思齊博士（右）訪談首爾市立大學學生（筆者攝） 

 

 

董思齊博士（右）訪談首爾市立大學學生（筆者攝） 

 

 

董思齊博士（右）訪談首爾市立大學學生（筆者攝） 

 

二、研究成果 

    根據訪談結果，筆者有以下的結論。首先，目前南韓青年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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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韓統一問題的態度是不一致的，有的同意要統一，有的對此問

題比較消極。但即使贊同應統一的受訪者，也大多認為並非立即統

一，而是要有一定條件的支持，例如南北韓雙方制度的一致。 

    其次，對於是否贊同統一，受訪青年們的理由不一而足。若回

到本計畫關心的面向上面，亦即理性的計算與感性的考量，可發現

從理性計算來看，受訪者較少談到個人經濟利益的問題，例如南北

韓統一可能危及到他們就業，反而多是從整體國家或社會的角度來

看問題，例如認為統一可以解決南韓面臨的軍事安全問題、增強經

濟資源或實力等。而反對統一者則有提及統一對於南韓經濟的可能

負面影響。從感性的面向來看，支持統一的受訪者有提到南北韓同

一民族、民族的認同感等是其支持統一的原因之一。但對於統一持

消極態度者也有提到一些南韓民眾對於北韓的偏見，認為需要長期

的時間才能消除此偏見。其言下之意似乎是南北韓是完全不同的群

體。 

    第三，學校教育在統一問題上的角色並不明顯。有些受訪者提

到年少時受過一些統一教育，但也有好幾位不認為有統一教育。但

即使提及受過統一教育的受訪者，也幾乎不認為此教育對於現在他

們的統一態度有很大的影響。倒是不少男性受訪者提到服役的教育

是教導他們視北韓為敵人，這與談統一時的友好氣氛或願景似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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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太一致。 

    最後，從受訪者的回答來看，南韓民主化並沒有像台灣的民主

化一樣，對於民眾的統一意識產生顯著的影響。受訪青年對於統一

的目標只有支持程度上的區別，但對於這個目標並沒有想要推翻，

頂多是認為現在不適合、或者不可能達成，但不像台灣的經驗那

樣，會出現「獨立」這一種方向完全不同的選項。換言之，在南韓

民主化的過程中，並未對於統一問題有改變性的意識形態出現，統

一不僅仍然是政府官方的立場，也仍是多數青年世代，乃至於其他

世代民眾的期盼。 

 

三、建議 

    本計畫原本規劃以三年時間執行，但因貴部僅核准一年，以

致原先規劃之研究時期因移地研究時間有限，必須予以大幅縮減

而無法依照原有規劃完全執行。期盼未來貴部對於此類需多年執

行之計畫能多予以支持。  

四、本次出國若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註：本計畫非國際合作研究） 

□分工收集研究資料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行理論建立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行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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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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