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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測
可能性

統制
可能性

豫測 可能性 高
統制 可能性 高

豫測 可能性 低
統制 可能性 高

豫測 可能性 低
統制 可能性 低

豫測 可能性 高
統制 可能性 低

Ⅰ. RISK 要因 分析 方式

 豫測 可能性

豫測 可能 : risk ↓

豫測 不可 : risk ↑

 統制 可能性

統制 可能 : risk ↓

豫測 不可 : risk ↑



Ⅱ. 韓半島의 地政學的 特性

 東西 冷戰(1950年~1990年)

 美國-蘇聯 中心의 冷戰 構造 下의 東北亞 接點

 南北韓 分斷과 軍事的 對決 構造

 美-中 對決(1990~現在)

 巨大勢力의 東北亞 接點

 豫測不許 北韓의 存在 : 東北亞 地域으로의 危險 擴散

 性格은 變化됐지만, 不確實性은 類似



Ⅲ. 韓半島 發 리스크 要因과 評價

內部的 要因 外部的 要因

北韓 發
軍事 挑發 可能性

體制 崩壞 可能性

北-中 關係의 龜裂

美-北 間 衝突

韓國 發 政策 路線 變化 美國-中國의 새로운 妥協



Ⅲ-1. 北韓의 軍事的 挑發 可能性

 經濟建設-核武力 竝進 路線 採擇(2013.3.31. 黨中央 全員會議)

 軍事 行動의 範圍 擴張(韓半島 → 東北亞, 太平洋)

 攻擊에서 防禦로 轉換

 ‘Cyber Terror’ 可能性 漸增

 北韓의 先 軍事行動 可能性은 낮아진 반면, 

韓半島 內 局地的 衝突 可能性은 높아짐

 豫測 不可, 統制 不可



Ⅲ-2. 北韓體制 崩壞 可能性

 김정은 政權의 安定性(耐久性)과 反比例 : 豫測 可能, 統制 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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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社會統合力
당 중심 체계 확립, 김일성 식 대민 접촉,

고위급 책임 경영

③推進力, 決斷力 장성택 처형, 당대회 개최, 핵 및 미사일 실험

北韓 住民

支持度

④金氏 王朝 形成
김씨 왕조 기반 구축, 주민들의 맹목적 지지유도,

왕권의 강화
신권의 약화 및 불만세력화 가능성 8 6

⑤階層別 人氣 핵보유에 대한 자부심, 여성층의 절대적 지지 비공식 네트워크의 형성 및 확산 7 6

⑥經濟政策 成果 포전담당제, 기업경영책임제, 시장의 허용 개인 자본가 및 시장 네트워크 형성 중 7 5

國際的

狀況

⑦對美關係 평화협정 제안, 미중 갈등 활용 미국의 제재 강화 6 8

⑧對中關係 관계 복원의 계기, 중국의 대미 견제용 중국의 제재 동참 정도 7 8

⑨南北關係 대남 평화노선 공세(민족우선, 내부결속) 한국의 대북 유화 8 6

⑩對北經題制裁 '자립적 민족경제’ 복원(석탄, 식량생산 증가) 미국의 제재 강화 6 7

종 합 72 65



Ⅲ-3. 中國-北韓 關係의 龜裂

 中國의 北韓 抛棄 可能性 낮음

 트럼프-시진핑 頂上會談, “韓半島는 원래 中國이었다”

 北韓體制의 不安은 中國의 不安을 惹起

 中國-北韓 國境의 緊張 高潮 및 局地的 衝突 可能性

 中國의 國境 鐵柵 强化 및 軍事 訓練 增加

 北韓의 中國을 意識한 미사일 發射

 豫測 可能, 統制 不可



Ⅲ-4. 美-北 間 衝突 可能性

 美國의 對北 軍事的 行動 可能性은 낮음

 韓-美 頂上會談의 結果 : 韓國의 韓半島 問題 主導 vs FTA 協商再開, 防衛費 부담

 美國 主導의 對北制裁 持續

 美-北 直接 對話 可能性은 낮은 狀態

 Otto F. Warmbier 死亡, 中國 단둥 銀行 直接 制裁(secondary boycott 實行)

 豫測 可能, 統制 不可



Ⅲ-5. 韓國의 政策路線 變化 可能性

 現狀 打破를 원하는 進步 政府의 出帆

 保守 旣得權層에 대한 反撥

 THAAD 問題, 慰安婦 合意 등에 대한 韓國內 多數 反對 意見 存在

 傳統的 韓-美, 韓-日 關係의 變化 可能性

 垂直的 關係에서 水平的 關係로의 轉換 摸索

 韓半島 安保 問題에 平和 重視

 旣存의 均衡을 깰 수 있기 때문에 risk 要因으로 作用

 豫測 可能, 統制 可能



Ⅲ-6. 美國-中國의 새로운 妥協

 트럼프 美 行政府의 ‘America First’와 시진핑 中國 政府의 ‘中華思想’

 트럼프 美 大統領, 시진핑 中國 主席의 말 전달 “韓半島는 원래 中國이었다“

 트럼프 大統領이 Free Rider로 指目한 同盟國 : 獨逸, Saudi Arabia, 日本, 韓國

 1950년 Acheson Line 設定 事例

 防禦線의 後退 可能性

 豫測 可能, 統制 不可



Ⅲ- 6. 韓半島 RISK 現住所

豫測
可能性

統制
可能性

 韓國政府의 政策路線 變化

• 北韓의 軍事的 行動 可能性

• 美-北 間 衝突 可能性
• 中-北 關係의 龜裂
• 北韓體制 崩壞 可能性
• 美國-中國 새로운 妥協



Ⅵ. 對應 方案

 持續的 monitoring과 週期的 simulation

北韓의 軍事的 挑發 可能性을 除外하고 대부분 豫測可能 리스크

• 持續的, 定期的 monitoring을 통해 豫測

問題 發生時 迅速 對應을 위한 組織內 定期的 simulation 實施

 個別 主體에 맞는 對處 scenario 準備

危機와 機會는 共存

 空氣와도 같은 安保 問題 : 있을 땐 모르지만, 없으면 生存 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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