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 

 

 

若是希望能了解泰國對外之行為，先必須了解泰國外交政策的五點原則：尋找政治

保護者原則、反制觀念原則、尋找多邊政治支持者、「風下之竹」與防禦性的外交原則

和自主獨立行原則為基礎，可以發現到，由於泰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使然，其不得不在此

一充滿衝突的區域環境中，謀求一套八面玲瓏的生存之道，而在區域環境的變化威脅到

國家安全時，採取不同的外交策略，以期能夠將國家利益最大化，並將傷害減至最小。

這種靈活彈性的外交手腕，始終維持了泰國國家領土及主權的完整，此種柔性務實的外

交策略，確有值得效法之處。 

 

泰國與東協之關係也是如此，泰國政府使用上面的原則為基礎與東協有互動關係，

本文以三階段分期作一分析，評析泰國與東協的互動具有下列特點： 

 

第一階段：一九四五年至一九六七年泰國與東協關係之歷史 

 

一、 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使泰國獲得兩點主要教訓：第一、執行政策與霸權

國家有密切關係，但在未來必須準備其他選擇途徑。第二、若是選擇執行

中立政策，但不能保護本身不受到敵國的威脅。不如讓泰國和某些霸權國

家有同盟關係，以保證自身的安全。
1戰後泰國外交政策可分成兩階段：

第一階段為戰爭剛結束時，泰國執行中立政策或稱為「先等看之政策」，

為了避免種種可能問題，在冷戰初期，泰國沒有決定和哪一派結盟。中立

政策一直到中國共產黨內戰獲勝，統治中國，開始有了轉變；第二階段自

一九四九年後，稱為「轉變階段」或「泰、美盟國時期」。這一階段對泰

國的未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2當時泰國是持反共政策，擔心共產主義

之擴張（尤其來自中共）將威脅泰國國內的穩定。此外，二戰結束後泰國

受到英國與法國以若干條件壓迫，美國介入助泰國解決所有問題，使美國

成為泰國最主要的盟國。甚至幫泰國引導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 

 

二、 一九五四年九月泰國加入 SEATO， SEATO 的三個亞洲會員國中，泰國是最

主要的，因為泰國是印支半島之中心，對亞洲內的政治發展擁有一定的影

響力，並可擴大到海外。因此，泰國是 SEATO 東南亞安全議題之關鍵，所

以一九五五年二月第一次 SEATO 會議結束後決定在曼谷設立 SEATO 的總

                                                 
1 Chall Morison, Strategies of Existance（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ของการคงอยู）, Op.cit., p.16. 
2 Thanee Sukkasem, Relations between Thailand and China: An analysis of Thai 
international policies toward China 1952-1972
（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กบั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

วเิคราะหนโยบาย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ทีม่ตีอจนี พ.ศ.๒๔๙๒-๒๕๑๕）, Op.cit., p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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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並一九五七年三月在曼谷設立了 SEATO 軍事計劃辦事處。一九五七年

七月 Pote Sarasin 擔任 SEATO 秘書長更提升泰國在 SEATO 的主要角色。

泰國整期間參與 SEATO，其與 SEATO 互動關係有若干方面包括：政治、軍

事、經濟、社會和教育等。泰國參與 SEATO 之利益：（一）、參與 SEATO，

擴大使泰國的國際關係與使其政治的決策變寬，並使得泰國和美國及其他

霸權國家的關係更為密切，甚至使泰國代表進入為 SEATO理事會豐富了泰

國的外交、政治及軍事經驗。（二）由於中共計劃擴張權勢，泰國獲得 SEATO

及美國援助。在危機或戰爭威脅下 SEATO 的支持會增加泰國的安全。 

 

 

泰國在 SEATO 會員地位下，有著如下義務；（一）、支持強國之政策：大部分表現

在聯合國的議決，泰國在表決時大部份跟隨著美國、法國及英國的腳步，反對蘇聯

立場。事實上，泰國維持其與大國之關係（尤其是美國）的行為，使本身獲得相當

利益。（二）、代表 SEATO 非亞洲國家的會員國，確定他們獲得利益保護；若干亞洲

國家懷疑 SEATO 的目標，擔心帝國主義恢復。泰國的加入，使他們減少此種擔憂，

了解 SEATO 對亞洲國家真正的目的所在。泰國與 SEATO 的關係使泰國落在危險的地

位，被其他國家懷疑立場。另一方面，泰國也積極勸進 SEATO 依循組織宗旨，援助

各殖民地尋求獨立，以避免其他國家對泰國做為西方國家衛星國的指控。在聯合國，

如果有關於殖民地的問題，泰國也能站在亞洲國家的立場予以支持。不論如何，從

一九六○年寮國危機爆發，使泰國領導者重新考慮 SEATO 的效能以及積極要求與美

國雙邊關係的保障，使得一九六二年三月泰美簽署「他納-魯斯克協定（Thanat-Rusk 

Joint Communique）」，使兩國關係更加密切。從他納-魯斯克協定可發現泰國對 SEATO

的堅信減少。 

 

三、 從參與 SEATO 之經驗，使泰國領導者也開始認知到，若是僅靠西方的霸權

國家，長期而言是弊大於利的。因此，泰國重新調整外交策略，支持與東

南亞國家進行合作，也擴大其選擇空間。泰國認為建立新組織取代 SEATO

時，必須尋找本區域的國家，因為彼此有共同的利益。當時菲律賓和馬來

西亞也與泰國有共同的概念。因此，泰菲馬討論成立新區域組織，泰國提

議強調新區域組織應該重視經濟合作，主張區域經濟互賴、提昇出口基本

產品、管理市場及控制售價。泰國認為組織結構應簡化，包括永久總部、

但維持較小型的管理體系，強調實踐的合作。馬菲同意泰國所提出之概

念。終於，一九六一年七月三十一日，馬、菲、泰三國在曼谷組成東南亞

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並發表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 

 

一九六二年底至一九六三年初，組織活動開始減緩，因為印尼、馬來西亞與菲

律賓間，對沙巴主權的爭議，終於使ASA的活動完全停頓。當菲律賓、馬來西亞及印

尼發生衝突時，泰國扮演調停者的角色，由泰國外長他納花了幾個月，終於馬、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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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尼三國，看見泰國的善意，願到曼谷進行會談，解決所有的衝突問題，結束自

一九六三年初以來的對抗、僵持關係。一九六五年九月後，泰、馬、菲和印開始討

論關於ASA之未來，此外其也決定納入新加坡為會員，總之，在一九六七年八月八日，

五國外長在曼谷集會，同意將「東南亞協會」擴大為「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並發表「曼谷宣言」，
3而使ASA也走上了

解散的命運。 

 

第二階段：冷戰時期泰國與東協關係 

 

一、因而在冷戰時期國際情勢轉變，尤其是美國撤離東南亞地區，為了符合該轉變，使

泰國必須調整本身的外交政策。此外，泰國政府認為國家的穩固和發展，與鄰國的

穩定有密切關係，各國之合作將會影響區域的前途。該概念使得泰國參與東協，泰

國參與該組織有明顯的目標，即是為了本國的穩固和經濟利益。泰國選擇以東協作

為本身外交政策核心的戰略。泰國調整外交政策，以東協取代美國撤離東南亞區域

的權力空缺。因為泰國認為，東協將是泰國在國際政治上討價還價之重要手段。從

一九七六年後，泰國政府相當重視東協為泰國外交的核心政策之一部分。冷戰時期，

泰國在短期和長期之外交政策可總結為：支持東協的合作和創造東南亞之統一性，

依循組織的宗旨，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以及推動政治合作，包括致力於解決對區

域的穩固和安全有影響的任何問題，以使東南亞地區成為真正的和平區與中立地

帶。此外，與各國促進經濟和貿易關係，不論彼此的政治體系差異。最後則是與各

國改善關係，形成各東南亞會員國之共同利益。從前面的政策引導，冷戰時期泰國

在東南亞地區所扮演的區域保護者與調停者角色。 

 

二、從一九六七年泰國參與東協後，東協的活動對經濟、政治、文化之合作，以及會員

國的穩定鞏固問題上，重要性日益擴張。同時泰國政府之政策，是希望利用東協達

成其經濟和政治之目標。一九七六年八月三十日，泰國政府頒布條例，成立泰國的

東協辦事處(Thailand ’s ASEAN National Secretariat)，屬外交部之下的單位。其地位
等於「司」，任務則是主管有關東協的事項。在一九七七年一月十二日，政府頒布法

令，將東協辦事處分為四組。 一九八四年七月二十七日政府發布條例，將東協辦事

處改名為東協司，但職能未變。此後，為了符合國際情勢之轉變和國家的利益，東

協司仍調整單位內的機制三次：一九九一年、一九九九年和二○○三年。從一九七

五年至冷戰結束泰國外交，從泰國外交部調整機制有主要的關注考量是強調安全與

穩固方面，尤其在面臨柬埔寨問題，泰國傾注全力解決該問題，因而其認為該事項

與泰國的生存有密切關係。但在調整機制三次後，可發現符合冷戰結束泰國外交政

策之轉變為重視經濟方面為主。 
 

三、一九七八年十二月廿四日，越南揮軍入侵柬埔寨，使東協各國感到莫大之安全威脅

尤其是泰國：成為「前線」國家。在泰國執行解決柬埔寨問題之方針：（一）、尋找方式

                                                 
3 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同前註，頁 4。 

 140



使越南撤軍，離開柬埔寨和寮國，並使兩國恢復和平及獨立主權，因而泰國將不需要處

理難民問題，也不用面臨邊境穩定與否的問題；（二）、泰國希望柬埔寨與寮國有獨立主

權，因其認為兩國是泰越間之緩衝國；（三）、泰國希望越南脫離蘇聯之權力範圍，使泰

國不必擔心蘇聯擴張權勢接近甚至進入泰國境內。泰國政府為了達成上面三點的目標，

而執行解決越柬戰爭問題之政策，可分為兩個方式；（一）、外交途徑；透過東協與聯合

國，堅持由柬民決定自己的命運，外國不應干涉，並強迫越南全面撤軍離開柬埔寨。

（二）、經濟壓力；使越南受到全面壓力，
4強迫河內接受泰國要求。在解決柬埔寨過程

中，雖然有時東協會員國對解決該問題之意見有差異，不過東協總都支持泰國的提議與

方式。因而東協不要泰國與中共有密切關係引起東協內部對柬埔寨問題的態度分歧。換

言之，東協支持泰國的提議，因為其不需要霸權國干涉本區域內的事項。 
 

泰國與東協在解決柬埔寨合作的主要轉變是於一九八八年八月四日察猜上台

後，他提出「化印支戰場為市場」的策略，其調整對印支國家的態度，以更有彈性的主

張，透過經濟方式來維繫國家之間的關係。其內涵已明顯從「對抗」轉入「共存」，從

「緊張」轉入「和解」。在中南半島上自行產生的新主義，目的是追求區域內各國的利

益，而非實現超強國家的野心。察猜對柬埔寨問題政策改變的主要因素為：察猜和察猜

政府顧問之角色與軍方和內閣之態度。差猜的提議改變了泰國與東協解決柬埔寨的問題

作法，以及此引發了察猜政府與外交部之間的衝突。甚至，該計劃也被認為是破壞東協

的團結。不論如何，差猜的「化印支戰場為市場」政策，也是解決柬埔寨問題的主要因

素之一，並引起東南亞地區脫離政治和安全問題走向新世紀經濟整合發展時代。 

 

在解決柬埔寨問題方面符合泰國國家利益。泰國外交部表示：「我們認為東協是泰

國利用的其中之一的外交工具，為了使泰國達成或維持國家的利益。泰國在選擇使哪個

工具來解決哪個問題，必須考慮到當時哪個工具對那個事項能達成最高的效能。如柬埔

寨問題泰國政府認為使用東協為工具將獲得解決問題最高的效能。」
5

 

第三階段：後冷戰泰國與東協之關係 

 

一、後冷戰泰國對東協政策，以三個政策為主導：察猜政府的「化中南半島戰場為商場」

政策、安南德政府的「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政策和查華利的

「完整的區域主義」(Complete Regionalism)政策為主導。雖然，泰國三個政府之

外交政策之名稱差異，卻有同樣的目標，即是其使泰國獲得經濟利益（進入印支半

島和緬甸市場）和加強泰國在區域之角色（使泰國成為東南亞的領導者）。因此，

東協擴張之政策泰國也扮演主要的角色，尤其是緬甸的事項。泰國推動和支持東協

擴張，一方面為在經濟方面加強貿易和投資擴張；另外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因為四

                                                 
4 Theera Nutchpiem, Thai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ombodia: What is the 
solution?(ไทยกับปญหากัมพูชา  ทางออกอยูท่ีไหน?), ASIAN Review, Op.citm, pp.30-31. 
5 「問答關於泰國外交政策（ถามตอบเกีย่วกับนโยบาย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中亞司，泰國外交部文件，
2000年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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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的新東協會員與泰國有領土接壤（緬甸、寮國和柬埔寨）。而其希望以東協

擴張之關係，與鄰國解決毒品問題、劃定邊境問題和武裝衝突等。總之，東協擴張

對泰國十分有利，不但增加泰國的貿易和投資成長率、援助泰國解決鄰國的煩惱問

題，並加強泰國在東南亞區域之角色。 

 

二、一九九八年七月二十四日泰國所提出的「彈性交往」新主張打破了一九六七年東協

不「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使東協會員可以直接對區域任何問題表示意見。從這

主張反映出，泰國以歷史的經驗與其關心本區域未來的問題作一融合，尤其是在東

協擴張之事項，使東協有預防衝突或提醒危機預警的機制。要是東協會員國間能夠

真正的體認這種新東協精神，東協會員國必可達到互相輔助成長，減少許多的經濟

和社會成本，進而達成真正團結而統一的東協。雖然泰國的「彈性交往」被多數的

東協會員拒絕，但是至少泰國「彈性交往」新主張，表示泰國對東協的重視，希望

以該主張使東協各會員對本區域的共同責任。 

 

 

三、一九九九年十一月二十八日泰國首相乃川，提出「東協三人小組」(ASEAN Troika)

的機制。此機制提出的用意是：使東協能夠適時處理緊急且重要的區域性政治與安

全議題，及其他可能導致此地區和平與和諧危害的相關事宜。泰國提出「東協三人

小組」的原則，是其第二次企圖成立東協穩固機制。為了促進東協會員彼此的合作，

提醒任何對區域有影響以及使幫助東協會員合作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甚至希望能

使東協會員團結。雖然該原則不能使各會員滿意，但其至少是一個方式使東協解決

任何問題，可知泰國對區域有多麼關心。 

 

 泰國在成立 AFTA 的過程中，扮演相當主要的角色，尤其是泰國首相安南德和其專

家工作小組，以若干方式解決成立 AFTA 的障礙，使各東協會員國支持及簽署成立 AFTA

之協定。在堆動成立 AFTA 的成就是泰國區域經濟合作的最主要業績之一。泰國以外交

方式說服了東協會員同意和簽署成立自由貿易區協定，在過程中，泰國以外交方式說服

東協會員同意和簽署成立自由貿易區協定，展現了以下三項執行外交政策之能力： 

 

一、增進東協會員對泰國立場瞭解的能力：這一連串的工作並不只是為了泰國己

身的利益，或是要控制東協，而是為了東協共同的利益。安南德的在各地總

是表示：「這是高於一切的目標，即東協會員國必須有堅定的政治意志

(political will)，以及必須將該意志徹底落實，有效執行，促進區域合作。

減少只重視本國短期利益的情形，必須強調區域的長期利益。」6 

 

二、泰國整合東協會員國觀念的能力：例如引入印尼的 CEPT 作為 AFTA 的主要機

制，或是調整想法以與其他東協國家求取調和，都是使各會員支持泰國成立

AFTA 提議的主要因素。 

                                                 
6 「東協資訊（ข อ มู ล อ า เ ซี ย น）」，東協司，泰國外交部文件 。 1992年，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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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國妥協的能力：為了結合各國的利益，泰國不斷說服東協會員國，要求他

們支持成立 AFTA 之提議，終於在第四屆東協高峰會，六個東協領袖簽署成

立 AFTA 的協定。 

 

在 AFTA 成立後，泰國也不斷扮演主要的角色，從主辦關於 AFTA 之活動、提

出若干措施，使 AFTA 早日達成目標，泰國所推動的不僅是取爭本身的利益，並且

希望東協成為經濟強大的組織，甚至在國際舞台上有討價還價的能力及競爭力。泰

國參與東協自由貿易區（AFTA）對泰國貿易和投資十分有利，總之，泰國參與 AFTA

之影響有： 

 

1. 東協關稅降低，使泰國產品的價格降低，增加泰國出口競爭力。 

2. 泰國關稅降低，使泰國從東協進口原料和半成品價格低，也使泰國生產成

本降低，增加泰國的出口力。 

3. 消費者可以更便宜地買消費品。 

4. 堅實及擴大市場之基礎，使東協各國均吸引外國的投資，尤其泰國有若干

方面的優點，例如：有能力的勞工、市場範圍大、社會公開、便利的公共

設施，以及泰國可作為印支半島國家進出大門，使泰國成為最吸引外資的

國家。 

5. 東協內的競爭，使泰國開始調整本身產業效能和發展技術。 

6. 東協內的進出口擴張，使泰國減少對其他國家貿易的依賴。 

 

四、ARF 是亞太地區的安全組織之一，由東協扮演主要角色，泰國也是 ARF 的創始國之

一，並且一九九四年第一屆 ARF 會議在泰國曼谷舉行。泰國總是重視和支持 ARF 的

活動，甚至在 ARF 中企圖提出新概念。在一九九九年至二○○○年泰國外長蘇林擔

任 ARF 主席，他更加強泰國在 ARF 的角色。蘇林在擔任 ARF 主席的主要成就包括： 

 

（一）、推動北韓為 ARF 會員：這事項對亞太地區安全有助益，也有助本地的和

平和穩固。 

（二）、促進 ARF 和東協扮演援助解決東帝汶的問題的角色：從東帝汶內政發生

暴動，泰國主動要求東協和 ARF 會員國進入東帝汶提供援助以及參與聯合國和平部

隊。其不僅是維持區域的和平和穩定，這與其他組織合作，尤其是聯合國，此外也

使東協會員和 ARF 有機會合作維持本區域的和平，使國際社會認知到本區域的團

結。泰國在東帝汶維持和平行動之領導角色，其獲得非常大的成就，並廣為國際社

會所接受。 

（三）、推動擴張 ARF 與其他集體安全組織之地位：例如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OSCE）和美洲國家組織（OAS）等：泰國外長蘇林所推動的目標為了希望 ARF 在

國際舞台上增加自己的角色、經驗和盟國，甚至使國際承認 ARF 為世界主要的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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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一組織。泰國仍繼續推動 ARF 與 OSEC 間的活動。 

（四）、從一九九九年底北韓核武危機爆發，受到全球國家關注，泰國自不

例外。雖然泰國僅是一個亞洲小國，但在該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仍不可忽略。泰國

其不僅對該問題表示關心，也積極提出若干方式解決問題，尤其以推動 ARF 作為

解決北韓核武危機之平台，以及提出應加重ARF 主席對區域問題之角色的提議等。 

從上面泰國與東協的關係三階段可發現，泰國與東協之關係密切，不可分。泰國

在該組織之角色一步一步的發展，從在東南亞區域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引導東南亞國家

成立東協。其次與東協合作解決柬埔寨問題，該事項不僅是使國際社會承認東協的效

能，最主要的是使東協會員國團結，準備進入新世紀。最後，在冷戰時期泰國三政府的

外交政策之主導：「化中南半島戰場為商場政策」、「建設性交往政策」和「完整的區

域主義政策」，反映出泰國開始執行具有積極性的外交政策，為了希望後冷戰時期泰國

在東南亞地區能達成兩個主要的目標：1.使泰國獲得經濟利益（確定泰國可以進入印支

半島和緬甸市場）；2.加強泰國在區域之角色（使泰國成為東南亞的領導者）。從上觀

察可發現泰國的第一個目標已經獲得成就了，但在第二個目標必須等待時間證明，泰國

是否會成為東協另一個興起的區域領袖，帶領著東協十國會員國再創區域新的氣象，讓

國際社會再次刮目相看。 

尤其泰國在二○○○年由塔信出任泰國首相後，他提出若干政策使泰國國內獲得

相當大的轉變，例如消滅販毒集團、推動調整政事體制和使泰國提早歸還國際貨幣基金

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欠債等，獲得人民承認。甚至塔信在國

際社會之角色也相當出色，他提出設立亞洲合作對話（Asian Cooperation Dialogue, 

ACD ）、也提出ARF為解決北韓核武危機之舞台。或在二○○三年十月七日，東協十國

領袖簽訂將在二○二○年前建立經濟共同體的行動計畫。他對企業界人士說：「二○二

○年是個目標，但我個人希望早日建立東協經濟共同體。等 17年可能已太遲。」
7所有

的情勢都表現他的領導角色，並獲得東協會員國之支持和回應。無論如何，也許時間可

以證明，泰國終將成為東協領袖的地位。 

 

 

 

 

 

 

 

 

 

                                                 
7 經濟日報，2003年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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