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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塔信政權對泰國政治的影響 

  

 

  本章分為三個部份來討論塔信政權對泰國政治的影響，換言之，即是從不同

角度切入探討發生軍事政變的近因、過程與產生的影響。第一是從市民社會來討

論反塔信浪潮的興起，包括不喜歡受到批評的塔信如何打壓媒體，造成社會輿論

很難藉由媒體來發聲，轉而走入街頭運動，以及討論人民對於這次政變所夾帶的

矛盾感；第二是分析塔信政權之下的軍文關係，如何走向一個惡化的過程，軍隊

因塔信插手軍事事務而分成了兩派力量相互對抗，爭奪利益，另一方面街頭運動

又使得社會的政治壓力升高，在預期會有大規模的政治變動和流血衝突時，軍隊

以泰王之名發動政變，進一步探討軍隊對於民主社會的影響；最後則是討論泰王

在泰國政治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泰王受到保守主義的影響，一旦社會被預期出

現大規模變動和流血衝突，不利於人民，軍事政變就有可能再度出現。 

 

 

第一節 市民社會與反塔信浪潮 

 

  在 1970 年代，學生運動達到開啟政治自由化的關鍵作用；1980 年代，經濟

發展快速激化了資源和財富分配的衝突，各種社會團體應運而生，因農村發展和

環境問題而興起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致力推動

市民社會，目標是促進人民參與政治和政策過程。由於 1991 年軍事政變和 1992

年發生軍隊武力鎮壓的流血事件，使得市民社會意識抬頭，致力於政治改革。為

了強化市民社會的力量，1990 年代的泰國政治改革特別著重在知的權力和媒體

自由。在知的權力方面，早在批淮通過 1997 年憲法的前一個月，通過了官方資

訊法案（Official Information Act, OIA），在國家和地方的層級上，允許人民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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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事務資訊，鼓勵大眾參與監督政府活動；1在媒體自由方面，1997 年憲法規

定由參議院來建立獨立的國家機關來分配廣播頻道和監督廣電媒體（憲法第 40

條）。除法院依法判決、國家處於備戰狀態或軍隊衝突之外，不可妨礙媒體出版

印刷宣傳自由（憲法第 39 條）。媒體職員在不違反專業倫理和法律限制下，享有

新聞和言論自由（憲法第 41 條）。 

  在一個民主國家，媒體自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民主指標。市民社會經常是透

過媒體大眾傳播的性質向政府表達意見、批評，因此媒體被稱為行政權、立法權、

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來自民間監督政府的力量，監督其他三權是否依法各

司其職。在威權專制的體制裡，第四權的力量經常是政府的工具和受到政府的打

壓，市民社會的意見無法通過大眾媒體來傳播，政府經常藉由媒體的大眾傳播性

質向人民進行思想灌輸政府的威權地位。在塔信執政的過程中，媒體不自由程度

逐年升高，也顯示政府的威權主義越來越嚴重，特別在塔信短暫的第二任期裡，

顯然地，他渴望得到比第一任期還要安靜的政治（quiet politics/kanmueng ning）。

2市民社會無法透過媒體發揮監督政府的力量，這股力量開始走向街頭，透過集

會遊行運動來表達對政府的不滿，社會上開始興起反塔信風潮，1997 年憲法所

設計的制衡制度失靈，造成政府與民間相互對立的僵局，最後引發了軍事政變。 

 

一、塔信政權對媒體自由的干預 

  1997 年所通過的官方資訊法，立法用意是為了向公民揭露權利，而 1997 年

憲法對表達自由加以保護，在 1998 年至 2000 年之間，泰國的媒體自由與鄰國的

                                                 
1 Nualnoi Treerat, “Combating Corrup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ailand,” in Nicholas Tarling 
(ed.), Corruption and Good Governance in Asia,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5, pp.245-262. 
2 Michael H. Nelson, “Thailand and Thaksin Shinawatra: From Election Triumph to Political Decline,” 
eastasia. at, Vol.4, No.2, Dec. 2005, p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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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來西亞和新加坡比較，在報導上相對自由公開許多。3但自從塔信擔任首相後，

民眾接近政府資訊權力和新聞自由卻是日趨減少（見圖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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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0-30=自由, 31-60=部份自由, 61-100=不自由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 Nualnoi Treerat, “Combating Corrup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ailand,” in 

Nicholas Tarling (ed.) , Corruption and Good Governance in Asia, NY: Routledge, 2005, 

pp.245-262；“Map of Press Freedom- Thailand,” 2002-2007 （2008 年 4 月 8 日瀏覽）, 

http://www.freedomhouse.org/. 

  

    塔信剛開始執政之時，為了壓制批評的聲音，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間接對媒體

施壓，其手段包括賄賂記者、給予媒體商業廣告費用以換取政治支持，特別是對

地方媒體中工資不高的記者，賄賂貪污的狀況更加嚴重，削弱了新聞專業。52005

                                                 
3 Duncan McCargo, Politics and the Press in Thailand: Media Machin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76. 
4 筆者在蒐集 2000 年、2005 年和 2006 年泰國世界日報剪紙時發現，在 2001 年大選前的報紙內

容，報導的記者會將自己的名字刊出來，另外還會有特約記者進行選情分析和批評，感受得到媒

體言論自由受到尊重。然而，泰國世界日報在 2005 年和 2006 年的新聞報導卻只看到「本報訊」

或引用別的報社資料，內容平實敘述事實，不帶任何評論，顯得相當保守。筆者曾以學術研究為

由向泰國世界日報表達採訪其政治記者之意，然而泰國世界日報卻以「政治中立」為由而婉拒採

訪，這也顯示華文媒體的功能只剩下報導的功能，失去媒體批評、監督政府的功能。 
5 “Map of Press Freedom-Thailand (2002)”, New York: Freedom House（2008 年 1 月 22 日瀏覽）, 

圖 5-1：1998-2007 年泰國媒體不自由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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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塔信已無法忍受媒體對他的批評，使用緊急國家安全立法、訴訟手段和賄賂

來限制批評，增加國家對泰國媒體的控制，而這些手段也同樣適用在為泰國民主

而努力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身上。 

（一）對媒體在法令上的限制 

  由於 1997 年憲法規定政府僅在涉及國家安全、維持社會公共秩序，或防止

侮辱皇室或佛教的情況下，政府得限制表達自由。這項規定使政府和軍方反而能

進一步名正言順使用公權力對媒體施壓。政府利用 1997 年憲法所賦予的權力，

重新修改「1941 年出版法」（the 1941 Printing Act），規定廣播電台每年必須換照，

除了私人得經營之外，政府和軍方也能擁有媒體，或監督大部份廣電媒體和新聞

檢查層級的權力，給更多當權機關來限制媒體。6由於 1941 年出版法規定政府得

要求媒體停業、阻擋色情內容和分離主義者言論的權力。政府自 2003 年就開始

檢查網路內容，並封鎖 4000 件以上的網頁。 

     塔信執政期間，在媒體經營者之間製造恐懼和自我審查的氛圍，採取棒子

與胡蘿蔔的兩手策略，干預新聞自由，阻擋不利政府的負面新聞報導。廣播媒體

被要求一天要播放兩次政府所製作新聞內容，並且每年都要換照，有些批評政府

的媒體會被故意延誤或阻擋更新執照，做為一種懲罰的手段。軍方也控制著廣播

頻道，不但能掌控有利可圖的收入來源，並且擁有發言權的空間。7 

  2005 年 6 月，面對泰南不靖持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塔信對泰南三府頒佈

緊急命令，其中規定禁止媒體威脅國家安全或扭曲事實，政府開始對不聽話的媒

體展開一連串的行動。2005 年 8 月，公共關係部（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和警察勒令一家受歡迎的社區電台停業，這家電台以批評政府而著名。9 月，突

然取消由《經理人報》社長頌提（Sondhi Limthongkul）的電視節目「每週泰國」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51&year=2002. 
6“Map of Press Freedom-Thailand (2003)”, New York: Freedom House（2008 年 1 月 22 日瀏覽）,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51&year=2003.  
7 “Map of Press Freedom-Thailand (2006)”, New York: Freedom House（2008 年 1 月 22 日瀏覽）,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51&yea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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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ang Thai Rai Sapda），理由是避免引起公眾的認知錯誤；另外，2005 年 10

月依憲法創立了國家廣電委員會，主要是承辦重新分配國家頻率電波給國營到私

營部份，然而卻因為在選拔委員會委員時有違法事件，卻只運作一個月就被取

消。8在美國 2005 年出版的年度人權報告書內容提到，有 17 家廣播電台因為批

評政府而遭到關閉，而部份攻擊政府的網站遭到同樣的關閉命運。9 

（二）對媒體在政治上的施壓 

  面對泰國政府對媒體的限制越來越多，記者和編輯人員經常受到政府的施

壓，改變新聞報導和修改過度批評政府的內容，但有些記者仍持續詳細報導官方

政策的缺失、指控貪污和賤踏人權的行徑。在 2003 年 2 月，分別來自知名期刊

「遠東經濟評論」（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兩位編輯因過度批評政府，而受政府威脅要被迫驅逐出境。甚至

政府會命令泰國反洗錢機關對批判政府的記者和 NGO 活動家，以有來路不明資

金之嫌疑對個人財產和企業財務加以進行搜索，達到施壓之效。 10 

  自從泰南發生暴動，政府也以國家安全為由，封鎖對國家安全威脅有關的網

站，包括穆斯林分離主義團體的言論。知名的泰國英語日報「The Nation」報導，

有媒體拍下 2004 年在泰南發生暴動軍人向抗議的當地民眾進行射殺的照片，因

此就有警察找該名記者的麻煩，飽受來自官方威脅和壓力。11在面對政府的合法

恐嚇壓力之下，有些報紙經營者對社內批評政府的記者直接作出懲罰。有兩位記

者因負面報導地方警察和官員，而遭到謀殺，這被視為是新聞自由衰退，而這樣

以暴力對付記者在傳統上是少見的。12 

（三）從經濟來阻擋媒體對政府的批評 

                                                 
8 Ibid. 
9 「美人權報告 指泰人權有重大問題」，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3 月 10 日，頁 2。 
10 玉田芳史，＜タイ政治の安定：2005 年 2 月総選挙を手かがりとして＞《東・東南アジア諸

国の民主化と安定』》，平成 15-16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

代表者・玉田芳史)，2005a，頁 79～125。 
11 “Map of Press Freedom-Thailand (2005)”,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08 年 1 月 22 日瀏覽）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51&year=2005.  
12 “Map of Press Freedom-Thailand (2006)”, 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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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媒體大部份都受到政治的干預，當這些公司被塔信家族所控制或與泰愛

泰黨有緊密關係或在私人媒體通路上有市場佔有率且能影響編輯政策時，利益衝

突就會發生。政府透過塔信的電信公司和國營企業的廣告配置，來回饋支持政府

政策媒體，光是塔信家族旗下電信服務公司 AIS 的廣告費就高達 18.4 億銖，在

國內企業排名第一名，對於媒體界是相當龐大的利益來源。13據泰國記者聯盟

（Thai Journalists' Association）表示，政府的商業夥伴也會利用龐大的廣告費用

來干預新聞自由，進一步扼殺對政府不利的新聞報導。14 

  塔信和泰愛泰黨在 2005 年 2 月大選獲得壓倒性的勝利，使新聞媒體和民主

監督團體極度不安，媒體組織的經營權在這一年出現重大問題，塔信親近的商業

伙伴收購更多媒體股權或直接安排接管媒體財務，使得政治干預媒體自由更加嚴

重。泰語報紙「Matichon」和英文報紙「曼谷郵報」（Bangkok Post）是以嚴肅的

政治報導為主的兩家報社，經常在批評塔信和其政府。在 2005 年泰愛泰黨秘書

長增加了他的家族對獨立媒體公司「Nation Group」的股權，以及控制了新聞和

娛樂兩棲的巨大媒體集團「GMM Grammy PLC」的股權，而該集團資助獨立的

泰語報社「Matichon」和「曼谷郵報」的出版公司。15 

（四）利用司法來控告媒體誹謗 

  政府官員或企業家以提出誹謗訴訟為手段來對付媒體的情況漸漸多了起

來，讓媒體記者害怕面對龐大的訴訟費用而屈服；或者另外用合法的手段，讓那

些批評政府的編輯或記者失業好幾年，讓許多編輯和出版者面對的壓力與日俱

增，限制新聞自由。 

    2003 年 7 月 16 日泰國「人民媒體改造學社」(Campaign for Popular Media 

Reform, CPMR)秘書長蘇萍亞在直言不諱的小眾風格泰文日報「泰人郵報」（Thai 

Post）發表文章，表示塔信政府的政策總是有利於塔信家族旗下的秦公司，利益

                                                 
13 玉田芳史，2005a，前引文。 
14 “Map of Press Freedom-Thailand (2004)”, New York: Freedom House（2008 年 1 月 22 日瀏覽）,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51&year=2004.  
15 “Map of Press Freedom-Thailand (2006)”, 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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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私不分，這對人民利益有嚴重衝突。秦公司控告蘇萍亞和「泰人郵報」其他

三位資深編輯共同誹謗，要求賠償金額 4 億泰銖（相當於 1 千萬美金）。16該案

歷時將近三年的訴訟，蘇萍亞一直受到國際媒體組織的支持，幫助募款以支付龐

大的訴訟費用，過程中一直拒絕向秦公司公開道歉，主張自己是如實報導，要求

秦公司撤回告訴。2006 年 3 月 14 日，法院最後判決蘇萍亞與「泰人郵報」所評

論之事為有助於促進公眾之利益，蘇萍亞獲得勝訴。17 

    之後還有著名的「經理人報」社長頌提對塔信提出更嚴重的批評言論，聲稱

塔信對政府貪污和處理事務不當，公器私用，讓他的妹妹用空軍運輸機去接待她

自己的朋友。不過，事實上在泰國的政治、官僚、學術界、軍方到警察，公器私

用是很常見的事。頌提又在自己的報紙上用斗大的標題寫著「將權力回歸國王」

（thawai khuen phraratchaamnat），暗指塔信對國王不忠誠，他濫用國王基於人民

選舉的委託而授權給他的權力，他並報導佛教和尚對政府的批評。這使塔信又發

動一系列法律行動對抗頌提，提出誹謗的刑事訴訟，並提出民事賠償要求兩兆泰

銖。隨後在泰王的介入之下，塔信才撤消告訴。18另外，反對黨民主黨指稱塔信

的 CEO 式管理損害泰國經濟，三家泰國報社民意報、新鮮新聞報和每日新聞報

都刊登上述評論，塔信對民主黨與三家報社發行人提出刑事與民事誹謗訴訟，索

賠 2080 萬美元。19 

  泰國的誹謗罪罰則成為了打擊媒體言論自由工具，被指責誹謗的人如果無法

繳交大筆的保釋金，就要面對坐牢的命運。政客和其同夥的人從來不會猶豫去使

用這個刑罰來打擊批評他們的人。 

 

 

                                                 
16 Duncan McCargo, “Country Report-Thailand”, in Countries at the Crossroads 2005, Washington, 
New York: Freedom House（2008 年 1 月 14 日瀏覽）, http://www.freedomhouse.org/ . 
17 “Supinya Wins Shin Corp Defamation Case＂Magnoy's Samsara, 15 May 2006（2008 年 4 月 22 日

瀏覽）, http://magnoysamsara.blogspot.com/2006/03/supinya-wins-shin-corp-defamation-case.html.  
18 Michael H. Nelson, 2005, op.cit., pp.1-9.  
19 「塔信反擊誹謗 索賠 2080 萬美元」，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6 月 16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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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化的反塔信運動 

  2005 年至 2006 年間，民間掀起了一股反塔信的風潮，泰國首都曼谷成為了

支持塔信和反塔信的民眾對抗的戰場。由於塔信的政治道德受到嚴重的質疑，在

著名的皇家田廣場經常上演著示威抗議、要求塔信下台的活動。1997 年憲法所

制定的民主政治遊戲規則，在政客的操弄之下已經失靈。就在反塔信運動聲浪不

退，強硬的塔信面對反對力量又不願下台、泰王也不願主動出面調停政爭，再加

上憲法法庭僅能解決法律問題，其他憲法所設計出的監督機關也失去公正性，政

治問題仍是無解的難題，憲法的失靈使泰國面臨自 1997 年經濟危機以來最大的

政治危機。 

（一）反塔信運動的開始 

  反塔信運動開始趨於激化的關鍵人物之一是《經理人報》社長頌提，他與塔

信原是好朋友，兩人都是泰國華裔的商人子弟，背景類似。早期泰愛泰黨發展之

時，頌提經常在媒體上會發表支持塔信的言論，他讚美塔信是有始以來最好的首

相。頌提的經理人媒體集團（Manager Media Group）因 1997 年金融危機而背負

重大的負債，該集團被列為是國家債務重整對象之一，其財務調查報告要求國營

銀行對頌提的集團未償付債務 4200 萬美金減少到 500 萬美金之下。然而，當塔

信政府依泰國銀建議，雇了監督頌提破產談判的銀行業者，他與塔信起了爭執。

20因此，頌提在政府所屬的第九頻道電視台每週播出的政治論壇節目《每週泰國》

（Thailand Weekly/ Muang Thai Rai Sapda）開講，其言論漸漸趨向批評塔信政府，

兩人關係發生變化。 2005 年 9 月初，第九頻道電視台決定將該節目停播，同時

又開了另一個類似的節目，請另外兩位政治開講的高手來主持節目。這被外界認

為是政府企圖讓頌提無法有發言空間來批評政府，顯示他與塔信已經反目成仇。 

  面對政治的打壓，頌提反而到處開講，主持「每周泰國」野台秀，對塔信政

                                                 
20 Kevin Hewison, “A Book , the King and the 2006 Cou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8, 
No.1, February 2008, pp.1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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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每周爆料，主張權力應回歸國王，批評塔信對皇室不忠，成為反塔信運動的主

力。首先，頌提在 2005 年 9 月 23 日在泰國的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

的小型禮堂開講，沒想到吸引了上千名人潮無法容納，只好將場地移到農比尼公

園（Lumpini Park）。之後「每周泰國」節目演變成「每周集會」，最高曾吸引八

萬名聽眾前去聆聽。醫師、教員、國營企業員工在政客們的挑撥下成了反政府的

主力，加上塔信對媒體的不假顏色，頌提轉而發起反塔信的民粹示威，而民主黨

也成為反塔信的主力，在推波助瀾之下，便在曼谷滙成民粹風潮。2005 年 11 月

25 日，頌提要他的觀眾們在一星期後再聚集 20 萬人，來顯示塔信執政正當性不

再。結果，有軍人來警告頌提說，他們的忍耐是有限的。還有人寄抗議信給頌提，

他的報社被投小炸彈，被人用動物糞便來塗鴨整間辦公室等事件，政治氛圍變得

很緊張。21 

（二）塔信家族售股事件引發反塔信運動的高潮 

  在頌提的帶領下，反塔信運動持續了四個月，本來已經快無以為繼。2006

年 1 月，塔信家族將主要企業秦公司的一半股份以 730 億泰銖（約 19 億美元）

天價售予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但卻在刻意操作下不用繳任何稅金而激起公

憤，這個交易還包括移轉五個衛星控制權和行動電話經營權，將重要的國家資源

轉交他國，除了有謀利自肥之嫌，還引發國家安全問題。2006 年 2 月 8 日，頌

提組成人民民主聯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 PAD，中文簡稱「民盟」），

反對運動聲浪愈來愈強，這使許多曼谷中產階級及知識分子都加入民盟的抗議活

動，反對黨空前大團結，要求塔信辭職，否則就要發動「人民力量」逼他下台。 

  2006 年 2 月 11 日，法政大學、朱拉隆功大學、藝術大學、蘭實大學和哇萊

另大學等地帶頭全國的大學發起「讓塔信下台」全民聯署，設立全民聯署簽名點，

參加聯署的民眾只要持身份證和其影本即可前往簽名。此次聯署的理由：第一、

首相塔信的瀆職行為。利用泰愛泰黨國會多數的優勢，通過「資訊科技與通訊部

                                                 
21 Michael H. Nelson, 2005, op.cit., p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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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外資企業公司之股權從原本不超過 25%增加到不超過 50%，法規頒布僅

兩天的時間，塔信家族便向新加坡淡馬錫公司出售旗下主要的電信事業，高達

730 億泰銖，而且未繳納任何稅；第二、塔信違反 1997 年憲法第 209 條政治人

物擔任部長以上職務，禁止持有私人公司超過 5%股份。若是擔任部長前持有的

股份，就任部長職務後應轉讓給他人，即使繼續保留該股份，須在就任前 30 天

向國家反貪污委員會備案，然後轉讓給他人，且不得涉及該公司任何事務之規

定；第三、塔信存心隱瞞個人財產。22  

  1997 年憲法雖然規定國會議員不得持有國家特許權和政府契約，但在實踐

上卻有困難。基於塔信家族售股的行為，在售股過程只不過是在持股人名字上做

技術性的變更，將其財產名義變成是他的家人和傭人的名字而已，實際上整體運

作和售股決策是操縱在塔信手上，這樣的作法已構成違法。因此，有 28 名上議

員向憲法法庭提出「對首相塔信財產進行調查」的申請。2006 年 2 月 16 日，憲

法法庭以 8：6 的票數裁決拒絕，主要理由是沒有明確證據可證明塔信參與股份

出售，而上議員自己應蒐集充足的證據，證明塔信確實參與了某公司的管理，並

持有該公司股份，憲法法庭只是依上議員提出的證據進行裁決。23這 28 名上議

員指責憲法法庭投票拒絕調查的法官都是和塔信關係密切的法官，若是重新蒐集

證據，再按法律程序要求憲法法庭將塔信撤職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放棄繼續蒐

證。民盟也公開表達抗議，要求這 8 位法官應辭職。24 

  面對政局緊張加劇，抗議遊行仍持續不斷，連曾經一手提拔塔信的退休少將

詹隆也公開宣佈加入反塔信陣營，社會知名人士紛紛諫言塔信應辭職。依 1997

年憲法第 213 條規定，在國家遇到重大問題時，內閣應該舉行下議院和上議院聯

合會議，聽取下議院國會代表和上議員對政府工作的意見。因此，內閣決議預計

3 月 4 日召開國家非常會議來解決政爭。但反對黨認為國家非常會議根本無濟於

                                                 
22 「要求塔信下台 5 天 1.6 萬人聯署」，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2 月 16 日，頁 2。 
23 「塔信財產調查案 憲庭決定不受理」，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2 月 17 日，頁 2。 
24 「民主聯盟不滿 促 8 法官辭職」，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2 月 17 日，頁 2；「申訴塔信違憲

案 上議員放棄努力」，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2 月 18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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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張尋求對首相提出不信任案，認為連泰愛泰黨議員都應站出來發揮正義。

25再加上連泰愛泰黨內都發生派系內訌，沙諾領導的冷水幫也與塔信作對，2 位

部長辭職，5 名國會議員要宣布退出泰愛泰黨。這一系列風波造成效應有助於反

對黨派推動對塔信不信任案辯論，無助於召開國家非常會議來各界協商。 

（三）「解散國會、重新大選」使政爭更加複雜 

  2006 年 2 月 25 日，塔信決定解散下議院國會，其理由包括反對首相的集會

可能演變成騷亂，有人會用最後通牒逼他下台，加上有人以強迫和非民主的方式

要求修憲，完全不徵求民意，使當前無法再實施民主制度，因此決定解散國會，

還政於民，全部由民眾來決定。26塔信宣布 4 月 2 日重新舉行大選，以民主的方

式來平息當前混亂局面，有助於使政治迅速恢復穩定。其實是他希望透過重新贏

得選舉，保持泰愛泰黨的優勢地位，因此並未換來政治歧見的平息。 

  2 月 25 日，民盟發表聲明，不同意以避免暴發嚴重衝突的藉口來解散國會，

這只會使問題更加複雜擴大，拒絕塔信解散下議院國會的決定。民盟並強調政府

在正常情況下解散國會必須符合兩項條件：第一、政府在國會議案表決中無法通

過，第二、國會中發生無法解決的問題。但國會目前並沒有發生這些問題，塔信

解散國會只是利用法律所授予首相之權力，作為遮掩自己錯誤的工具，以及拖延

時間、逃避問題與罪名的手段，最後引導國家走進死巷子裡。27大眾黨黨魁沙難

表示，政爭的原因並不是國會出了問題，而是對塔信本人的質疑，這樣的作法只

會使更多人前進參加反塔信的集會遊行。28  

  2 月 26 日下午，民盟在皇家田廣場集會抗議，手持「把國家還給我們」和

「道德優先」標語，要求塔信下台，大約有 8 萬民眾參加，而詹隆少將也帶領他

的「達摩軍」( 道德軍）進駐示威陣地。29另一方面，三大反對黨民主黨、大眾

                                                 
25 「內長：政爭若持續 國家將倒退」，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2 月 21 日，頁 2。 
26 「塔信解散民會 還政於民」，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2 月 25 日，頁 1。 
27 「民主聯盟昨發表第 3 份聲明 拒絕總理解散民會決定」，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2 月 26 日，

頁 2。 
28 「沙難：總理不挂冠 示威將擴大」，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2 月 26 日，頁 2。 
29 「要塔信下台 8 萬民眾抗議」，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2 月 27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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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泰國黨共同對泰愛泰黨提出「四黨君子協定」，希望由四大政黨建立共識，

共同推動政治改革，由中立人士負責完成修憲。然而，塔信不接受由反對黨提出

的協定，並指責反對黨無誠意，因此三大反對黨宣布聯手杯葛 4 月大選，不派候

選人參加 4 月 2 日大選，30也加入民盟的集會繼續施壓，要求「塔信辭職」。要

求塔信下台的示威遊行，每一波集會人數都一次比一次多，高達數萬甚至數 10

萬人。 

  塔信也不甘示弱，為了表示其民意基礎穩固，在皇家田廣場舉辦演講活動，

超過 10 萬名民眾聚集參加來支持塔信。塔信表示大選若未過半，則不再擔任首

相職務。塔信支持者與反對派之間發生暴力衝突的可能性將越來越大，整個曼谷

氣氛越來越緊張。有些媒體擔心演變成 1992 年黑色五月事件的流血衝突，還重

播泰王蒲美蓬（King Bhumibol Adulyadej）當年呼籲軍政府及親民主抗議人士談

判以達成協議並避免衝突的演說畫面。 

  4 月 2 日大選雖如期舉行，下議院國會改選選舉結果仍是泰愛泰黨大勝，卻

充滿許多爭議。根據計票結果顯示，泰愛泰黨在東北部和北部仍舊獲得大多數支

持，得票率高過 70％。不過在曼谷市的 36 個選區中，泰愛泰黨候選人雖贏得選

舉，但根據該國中央選舉委員會的數字，曼谷市棄權票高達 51.1％，高於泰愛泰

黨所獲得的 45.9％。31此次大選相當於對塔信的信任投票，這顯示出他在曼谷已

不得民心。此外，泰南地區的情況更為嚴重，甚至選委會官員在計票時，發現其

中一個選區的所有選民都投空白票，而不得不暫停計票工作。選票分佈明顯分裂

成「南北兩派」，北部及東北部的選民大多數支持泰愛泰黨，而曼谷和南部的選

民投棄權票的人數超過投給泰愛泰黨的人數。 

  由於選舉的正當性受到質疑，要求塔信下台的群眾更加激化。為了平息政

爭，4 月 4 日塔信承諾「不出任下屆政府首相」，但還是保留泰愛泰黨主席一職，

                                                 
30 「3 政黨宣布 聯手柸葛 4 月大選」，2006 年 2 月 28 日，頁 1。 
31 在泰國的選票上，如果反對這次選舉，可以不蓋給候選人，上面有讓選民可以蓋棄權的欄位。

筆者在曼谷訪談時，遇到不少人表示他們在 2006 年大選是蓋棄權票，因為主要的反對黨沒有加

入這場選舉，用蓋棄權票表達這場選舉不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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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新首相選出前擔任看守首相。為降溫人民的抗議活動，任命看守副首相奇猜

警上將為代理看守首相，塔信無限制請假，以暫別政壇的方式，希望冷卻抗議民

眾的聲浪。32但反對黨卻拿他的請假大做文章，指責塔信請假違反公務員的請假

規定，此舉應視同辭職，要求塔信應退還人民給他的薪水。33 

（四）自 1997 年經濟危機以來最大的政治危機 

    依泰國政治慣例，國王是可以對政治紛爭作最終裁決的。過去每當在重要政

治關鍵時刻，泰王會發表政治性的談話以解決政治僵局，挽救不少次政治危機。

然而，泰王蒲美蓬在這次事件中一直不願對這次選舉所引發的爭議發表任何評

論，並表示交由泰國憲法法院來裁定選舉結果。5 月 8 日，泰國憲法法院 14 位

法官以 8 比 6 票裁定 4 月 2 日的大選違憲，必須重新舉行選舉。理由是憲法第

116 條規定「下議院解散後 60 天內須改選」，中選會決定的改選日期只滿 37 天，

有違憲法的本意，而中選會對於投票所內部的安排也違反「秘密投票原則」。此

一裁定雖有助讓泰國政局回復穩定，但還要等上好幾個月才能重新舉行大選。 

    政治呈現的真空狀況和動盪不安使泰國的經濟也受到影響，油價危機、利率

調升，經濟成長步伐趨緩，而拉動經濟成長主要動力的大型項目建設又因下議院

國會被解散而延擱，政局的動盪影響外界對泰國的政治信心和投資信心，加上泰

南地區暴亂局勢的日益惡化。塔信在暫別政壇一個半月後，看準時機選在慶祝泰

王登基 60 週年前夕，宣布重新執掌政府，並出席主持曼谷四面佛修復典禮。藉

由這個時機點來降低反對人民的聲浪，因為泰國的人民都有共識，所有的政治紛

爭等到所有慶典結束後再說。34 之後，內閣決議在 10 月 15 日重新舉行大選。

泰王期待看到泰國政局能安定，也批准了 10 月 15 日大選日期。 

  儘管新的大選日期已定，泰國政局處於危機狀態，仍存在許多變數。泰國最

                                                 
32 「曼谷隨筆﹕泰國動蕩政局到底是誰惹的禍」，多維新聞，2006 年 5 月/23 日（2006 年 6 月 22
日瀏覽），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Topics/zxs_2006-05-14_729298.shtml。 
33 「塔信請假訴訟案 最高法院不受理」，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5 月 25 日，頁 2。 
34 「他信宣布“重新主政”以填補泰國大選後政治真空」，多維新聞，2006 年 5 月 22 日（2006 年

6 月 22 日瀏覽），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Topics/zxs_2006-05-22_7327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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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檢察院向憲法法院提出告訴，指控某些政黨違反了泰國政黨法的有關規定，包

括第一、泰愛泰黨在大選之後的補選中用金錢收買小政黨參選，以改變該黨在部

分選區一黨競選局面；第二、民主黨在大選中號召選民投棄權票、雇用小政黨誣

衊其他政黨以及阻撓 4 月 23 日在泰南宋卡府舉行的第二輪補選；第三、有 3 個

小政黨接受雇用參加選舉和誣衊其他政黨等行為。以上這些政黨的行為，皆涉嫌

危害國家君主立憲民主體制。35面對泰愛泰黨可能遭到解散的情況，並沒有使塔

信萌生退出政壇的念頭，反而盡可能的打擊敵人。在不違背「和平解決政治問題」

的原則之下，塔信以提出誹謗訴訟向反塔信運動領導人要求高額賠償金。例如，

塔信委託律師向警方控訴民盟涉嫌誹謗塔信等共 13 條罪狀，使頌提等民盟領導

人多次遭到警方調查，前往警察局接受偵訊，36之後塔信又以泰愛泰黨和政府首

相名義向叻差達民事法庭遞交起訴其訴狀，要求賠償 10 億銖，理由是這三人在

日前在法政大學舉行的集會上大肆攻擊泰愛泰黨和塔信，並將集會現場通過電視

傳播，其言論對泰愛泰黨和首相塔信的名譽造成極大損失。37 

  泰國面臨自 1997 年經濟危機以來最大的政治危機，泰國歷史上從未發生過

領導人被懷疑的事情，不僅如此，各階層都發生了紛歧，支持塔信和反對塔信的

民眾壁壘分明，互相猜疑。1997 年憲法的目的是維護人民的自由權利，增強首

相的權威以鞏固政府的穩定，沒想到創造出一黨獨大的大黨和一位超級首相。做

為一名民選的政治領導人，應以公正清廉的態度為人民服務，公平公正選舉，接

受人民的監督，而不是利用權力將法律作為自肥的工具。前任上議院長密猜認

為，該憲法已延用三屆政府，內容最長，程序繁瑣且有缺陷是導致政權真空的主

                                                 
35 根據泰國政黨法第 69 條的規定，被依法取締的政黨，其執行委員在 5 年內將不能重新成立或

參與成立新政黨，也不能擔任任何政黨的執行委員，更不能出任政黨主席。但他們可以以新政黨

成員的身份當選國會下議院議員、出任內閣部長甚至首相的職務。根據上述規定，如果泰愛泰黨

和民主黨被取締，它們雖然可以以原有黨名或新黨名進行重新註冊，但必須更換所有執行委員。

「泰國五個政黨面臨被取締危險」，國際線上，2006 年 7 月 7 日（2006 年 7 月 15 日瀏覽），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8606/2006/07/07/1905@1122423.htm。 
36 「民盟領袖被控 頌提昨到警署錄口供」，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6 月 29 日，頁 2。 
37 「芬蘭協議案 塔信今將控告 3 人」，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7 月 24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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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倡應依泰國人的習性來修改憲法。38不過，在朝大野小及嚴重對立之下，

即使修憲也很難達成共識。令反對黨最害怕的是，泰愛泰黨會利用其下議院國會

優勢，又再將修憲內容變成是壯大自我權力和自肥的工具。 

 

表 5-1：2005-2006 年反塔信風潮事件時間表 

2005 年 

2 月 6 日 

泰愛泰黨第二度在下議院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勝利，拿下 500 席中的 377 席。 

9 月 9 日 國營電視台第九頻道以「一再不公正的批評國內各政黨」為由，取消《經理人報》

社長頌提主持的時事節目，曾是塔信政治盟友的頌提開始反對塔信。 

2006 年 

1 月 23 日 

塔信家族將所持電信公司股份以 730 億泰銖天價售予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在刻

意的操作下不用繳任何稅金，激怒泰國中產階級，加入頌提的反塔信運動。 

2 月 4 日 第一波要求塔信下台示威遊行。 

2 月 8 日 反塔信陣營成立人民民主聯盟（民盟）。 

2 月 11 日 第二波要求塔信下台示威遊行。全國的大學開始串連，要簽名聯署，要求塔信下台。

2 月 23 日 證券交易委員會裁定塔信之子在股票交易中違規 

2 月 24 日 塔信突然在反塔信示威遊行前兩天，宣佈解散下議院，提前選舉 4 月 2 日。 

2 月 26 日 第三波要求塔信下台示威遊行。曾任曼谷市長的退休少將詹隆公開宣佈加入反塔信

陣營，帶領他的「達摩軍( 道德軍)」進駐示威陣地。 

2 月 27 日 民主黨、大眾黨與泰國黨三個主要反對黨宣佈抵制選舉。 

3 月 3 日 超過 10 萬名民眾聚集在皇家田廣場參加塔信演講活動，支持塔信。塔信表示大選若

未過半，則不再擔任首相職務。 

3 月 4 日 第四波要求塔信下台示威遊行。 

3 月 5 日 百名社會知名人士呈書，籲皇上化解政爭，希望任命臨時政府新首相進行修憲和政

治改革 

3 月 12 日 泰國主要電視頻道重播泰王蒲美蓬 1992 年對五月事件發表的演說，即泰王呼籲當時

的軍政府及親民主抗議人士談判以達成協議並避免衝突的畫面。 

3 月 13 日 第五波要求塔信下台示威遊行開始 

3 月 14 日 抗議人潮自皇家田廣場移到國務院，超過 10 萬人在國務院前集會，要求塔信辭職，

打算長期抗議。 

4 月 2 日 泰國舉行下議院國會大選，泰愛泰黨獲得 2800 萬張選票中的 1600 萬張，得票率超

過 57%。但出現大量棄權抗議票，使得選舉的正當性受到質疑。 

4 月 5 日 塔信在內閣會議做出無限期休假決議，由副首相暫時代理首相職務，但塔信仍保留

泰愛泰黨主席和代理看守首相兩職位。 

                                                 
38 「解決政治危機 前上議長倡修憲」，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9 月 18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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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 備受尊敬的泰王蒲美蓬正式拒絕任命新首相，要求最高法院協助解決，化解目前陷

入僵局的政憲危機 

5 月 8 日 泰國憲法法院 14 位法官以 8 比 6 票裁定，4 月 2 日舉行下議院改選違憲，必須重新

舉行選舉。 

5 月 23 日 塔信宣布全面復職首相職務，直到下一任首相被選出來為止。 

5 月 30 日 內閣會議決議下次大選日為 10 月 15 日，各政黨黨員必須在 6 月 8 日前轉換黨籍，

以符合候選人須隸屬政黨 90 天之規定。 

6 月 27 日 最高檢察院向憲法法庭對「大政黨收買小政黨案」正式提出訴訟，指控泰愛泰黨與

民主黨及民主進步黨、發展國家黨、泰國土黨之五黨均控觸犯政黨法，若罪行成立

將遭到解散。 

7 月 18 日 泰國陸軍總司令突然調整一百多位效忠塔信的中級軍官，證實軍中鬧分裂及可能有

政變的傳聞並非空穴來風。 

7 月 28 日 前法政大學校長塔納猜前往上議院，遞交近 8 萬人聯署請願書，要求撤銷塔信的首

相職務。 

8 月 24 日 傳出軍官密謀炸死塔信的事件。 

9 月初 原訂 2006 年 10 月選舉，又延到 11 月 

9 月 19 日 陸軍總司令宋提趁塔信出國時發動軍事政變，戰車駛入曼谷，控制所有媒體和電視

台，成功取得政權，禁止民間社會集會遊行。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各家新聞製表而成。 

 

三、泰國人民對於軍事政變的看法 

  在朝野政黨對立、民間遊行要求塔信下台的聲浪不斷，曼谷處於政治紛亂的

中心，軍方在這個過程中表現相當低調，也一直不斷對外表示不會發生軍事政

變，但政變的傳聞仍不斷傳出，主要是檯面下軍方和政府的關係早已惡化，軍方

似乎是在等待一個政變的好時機。軍方趁著塔信出國參訪其他國家之時，在 2006

年 9 月 19 日晚間發動了軍事政變，並宣布從 19 日晚上 9 時 5 分起實行全國戒嚴。 

  在泰國推動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對於泰國人民來說軍事政變是上層統治階級

的變動，在泰國的政治慣例上經常是以不流血的方式進行的，軍人基於對國王的

尊敬是不會隨便傷害人民。泰國長達 15 年未有軍事政變，而之前軍方的低調也

讓許多人認為軍方不會起來政變，市民社會也主張泰國人要以民主的方式來表達

意見和解決政治衝突和問題，當時在曼谷支持塔信的人和反對塔信的人都上街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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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不過，當軍方的坦克車進入曼谷，沒有人感到害怕，有的人甚至與坦克車和

軍人拍照，因此有人稱這次政變為「微笑政變」。39 

    泰國在推展民主進程後，再度發生政變，具有多重意義。2006 年 9 月 19 日

是自 1932 年以來的第 20 次政變，上次政變是 1991 年，距今 15 年。其間，泰國

曾在 1997 年頒佈一部最現代化的憲法，這部憲法的特色是由人民起草，對泰國

政治改革有重要的意義，不過該項民主實驗，於今再度證明失敗。919 政變廢除

了 1997 年憲法和它的強大的言論自由的保護，為了壓制支持塔信的力量，超過

300 個支持塔信的廣播電台在僅僅幾天就被停業。在 2006 年 10 月 1 日頒佈的臨

時憲法，其內容未明確地保護言論自由，政變後也未立即消取對媒體的新聞限

制。政府仍保留之前對媒體限制的權利，即為了保護國家安全、維護公共秩序或

防止對皇室或佛教的批評，另外還保留了 1941 年出版法中政府得要求媒體業務

停業的權利，而 1997 年所通過的官方資訊法也已經被完全抹殺掉了。政變之後，

網路審查變成了禁止潛在分裂性言論涉及國家安全的工具。只要是刊登有關支持

塔信的言論，以及對軍方和軍政府的負面批評，網站可能就面臨關閉的命運。40

媒體比塔信執政時期，更加地不自由。 

  民眾對於這一次的軍事政變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根據 ABAC 大學民意調查

中心在 2006 年 9 月 22-23 日在曼谷和佛教城地區對 1550 名民眾做抽樣調查，其

中對於民眾對軍事政變的看法結果顯示，自 19 日發生軍事政變之後，98.8％民

眾表示知道此次政變並每日追蹤事態進展，在以往的軍事政變和此次有什麼不同

方面，92.1％表示值得信任軍方此次出面解決政治危機，89.1％表示感到很有安

全感，87％認為軍人表現出以民為本的精神，82.6％對軍方的行為表示滿意和感

到溫馨。41從這項調查顯示，泰國人普遍接受這次軍事政變，這再度展現泰國人

                                                 
39「泰國政變一週 軍方勢力持續擴大」，華視新聞，2006 年 9 月 25 日 (2006 年 9 月 30 日瀏覽)， 
http://www.2cts.tv/Default.aspx?ch=News&cp=NewsPage&kind=6&NewsSNO=20060925N021&bw=1。 
40 Map of Press Freedom-Thailand (2007), New York: Freedom House(2008 年 1 月 22 日瀏覽),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251&country=7286&year=2007. 
41 「民調：97％民眾盼臨時總理清廉」，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9 月 25 日（2006 年 9 月 25 日

瀏覽），http://www.udnbkk.com/data/2006/0925/article_3532.htm。 



 

179 

深受佛教文化喜和平妥協的性格，不過這不代表泰國人是贊成軍事政變的行為。 

  泰國學者披曲對於多數泰國人接受政變的現象進一步解釋，他認為在多數泰

國人的觀念中還不懂得什麼是民主，他們會認為如果示威遊行不能使領導人下

台，那由軍人發動政變使領導人下台也是可以接受的。42在筆者所接觸的曼谷年

輕選民中，以下的說詞印證披曲的說法，選民對於政變充滿了矛盾與衝突的感

覺。43 

    A 選民：「沒有人會喜歡政變的，但事情發生了，只能接受，不然還能怎麼

辦。政變使我們被外國人批評為不民主，好像緬甸軍政府那樣。…當時曼谷經常

有遊行而亂糟糟的，也沒有人知道軍方會起來政變。不過，當軍方的坦克車進入

曼谷，沒有人感到害怕。」（約 30 多歲的男性曼谷選民，節目製作公司職員，具

有穩定工作和經濟來源，民主黨長期支持者。） 

    B 選民：「我覺得政變有好處也有壞處，好的地方是紛爭很快就平息，不好

的地方是覺得軍隊不相信人民自己能夠解決。」（23 歲男性，住在曼谷市的東南

郊區，大學畢，固定月薪 10,000 銖，非塔信支持者。） 

    C 選民：「不應該還會發生政變才對啊！政變的結果也沒有使泰國變得更

好，我覺得人民可以解決政爭問題，但大部份的人覺得由軍隊出來解決最好。」

（25 歲女性，居住曼谷市中心，研究所學生，非塔信支持者。） 

  對於泰國政治似乎又回到惡性的政治循環中，軍事政變又再次干預了泰國民

主政治的運作，在經過了 15 年的努力，還是無法建立一套正常的民主運作模式，

接受筆者訪問的泰國學者普遍對於這種現象表示悲觀的看法，他們無法用一般政

治理論來解釋泰國政治現象，現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甚至老一輩的學者已經出

現反民主的論調來表達對泰國政治的失望，他們都不排除再度發生政變的可能

性，未來的泰國政治將長期處於不穩定狀態。對於未來的民主之路，在一般選民

的想法裡，表現出泰國人天性樂觀的精神，在民眾的心中，軍政府只是監督民主

                                                 
42 見訪談 Pitch Pongsawat 備忘錄。 
43 以下選民談話皆引用附錄「曼谷選民簡單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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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渡角色，多數人「相信」2007 年憲法制定完成後，以民主的方式舉行大選，

泰國政治和社會就能逐漸穩定下來。這是泰國人表達對政治能夠穩定的期望，舒

解對於政治帶來的不安全感。 

  政變過後，泰愛泰黨被憲法法庭判定解散，2007 年大選他們重新以人民力

量黨（People’s Power Party）出發。雖然人民力量黨在 480 席中拿到了 232 席，

但是在發生政變地點的曼谷選區只取得 36 席中的 9 席，其他 27 席由民主黨取

得。這與 2005 年大選泰愛泰黨在曼谷選區 37 席中拿到 32 席的情況相比，塔信

的支持者明顯轉向，44曼谷很明顯地表現出反塔信主義，討厭塔信的理由都是塔

信貪污太嚴重。政變實際上對曼谷選民帶來很大的壓力，在某種程度上也轉變了

選民的政治行為，從 D 選民的談話就能感受到：「我之前是塔信的支持者，我愛

塔信，但是害怕會再次產生政治不穩定，所以不敢選人民力量黨。…. 我想 2007

年大選選完之後社會會變得比較安定，能夠進行各項發展。」（約 20 來歲男性，

曼谷郊區選民，空中大學打工族學生，為自己當地選區民主黨候選人半義務性質

助選）這顯示泰國人心中對於政治充滿了不安。 

 

 

第二節 軍文關係的惡化 

 

  回顧泰國從 1932 年以來，泰國軍人干政的情況相當普遍。從軍人意識形態

分析，依據素帕拉（Supaluck Suvarnajat）的觀點，自 1932 年以後泰國軍人的意

識形態有三個主要的核心概念：第一、在「國家主義」（statism）觀點之下軍人

是捍衛「民族－佛教－泰國」的傳統信念，維護國家安全。在此信念下，軍隊除

了抵禦外來侵略，也必須解決國內動亂；第二、基於「軍事主義」（militarism）

                                                 
44 Michael H. Nelson, “Thaksin 2005 Electoral Triumph: Looking Back From the Election in 2007,” 
Hong Kong: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9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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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念，泰國軍人普遍存有「軍事組織與軍人信條高於官僚體系與文治規範」的

優越感，投射到政治議題上而形成軍人主導政治的意象。軍事精英出任重要的政

府要職，以強大的軍隊支持作為權力基礎，形成「政權依附軍權」的實踐，不利

於文人統治；第三、就領導統御（leadership）而言，文人政客很難具有軍隊精英

的領袖魅力而獲得各軍文派系的支持，軍人經常不信任文人政客的領導。45 

 不過，自從 1992 年黑色五月事件後，泰國軍文關係進入嶄新的發展階段，

泰國軍人就淡出了政治圈，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遷形成一股「軍人脫離政治」

的趨勢，帶動泰國軍事專業主義的發展。軍人安分守己地堅守對外捍衛國家安

全，回歸到軍人專業的角色，就連當時 1997 年泰國面臨金融危機之時，軍人也

未插手管理政治事務，完全交由政治人物來推動政治改革。軍隊在非關國家安全

之時，會被委任去從事公共事務來服務民眾，例如排定一日為清掃日，由軍隊打

掃街道來美化市容；遇到大型天災或人禍之時，需要大量人手協助緊急救難，則

派出軍隊做為後援。因此，在 1992 年之後，軍人為民服務又中立專業的形象在

人民的心中建立起來。軍隊在普瑞姆暗中安排之下，使軍隊內部勢力呈現均勢的

狀態，支持進行軍事改革。 

    杭廷頓定義一個專業的軍隊是軍隊自己認知其功能有限和同時受到人民的

控制。然而，泰國的軍人是真的認知到自己中立專業的角色嗎？有人主張 1992

年黑色五月事件結束了軍人的干政。但是不少學者，如 Jim Ockey 主張當泰國軍

隊下決心要退出政壇，是多麼不情願和帶有許多的懊悔。John Girling 做了更無

情的評論，他主張泰國軍隊保持一個具有多種用途的萬能角色，雖然需求呈現不

同的印象，其意識形態從未改變。Duncan McCargo 主張泰國軍隊從事著散漫的

轉變，仍強調國家安全、發展與參與的老掉牙字眼。換言之，軍隊在變遷中的社

會政治狀況下自我調整，保持著低調，除非情況有利於發表言論。自 1992 年以

來，軍隊根本是假裝接受限制和控制，其特權仍完整無損，並且抗拒改革。這些

                                                 
45 陳佩修，《泰國軍人與文人之關係》，台北：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論文，1999 年，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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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顯示泰國軍隊從未認知去限制其功能。在川立沛政府和塔信政府時，他們都在

尋求軍隊的協助社會控制的計畫，由軍隊來處理政治現代化所造成的社會衝突。

在農村地區因快速和不平衡的社會經濟變遷中和民間擴張表達自己意見中，拉攏

軍隊有助於政府的統治穩固。462001 年塔信上任後，泰國的軍事力量不知不覺地

又重回到政治圈，不再像以前低調行事。 

    本節擬對 1992 年以後泰國的軍隊文化背景作一簡要說明，先了解泰國軍隊

在運作的特性，再介紹普瑞姆如何建立對軍隊的影響力，再論述塔信為何讓軍隊

回到政治圈，並想盡方法拔除普瑞姆在軍隊的人脈，並分析為何最後會因軍事政

變而被迫下台。 

 

一、泰國的軍隊組織與文化 

  泰國的軍隊組織，就行政而言，職位最高為國防部長，國防次長的職責則是

輔佐國防部長，再接下來是國家武裝部隊最高司令，統率陸海空的三軍。不過，

最高司令和國防次長只是有名無權的職位，若有人被調到最高司令部和次長辦事

室這兩個機關任職，就等於是被降職打入冷宮，要能夠再獲得出人頭地的機會可

能性很小。實權最大的其實是三軍內各部總司令，具有建立軍隊內部強大的支持

基礎的能力。每年軍隊高層職位都會有大規模的定期人事調動，以及舉行中規模

的定期人事調動。一般而言，各個軍營主要職務調動問題，國防部會讓各部總司

令作主調動，但總司令對於軍中人事調動必須考慮四個因素的影響，第一、總司

令以上的人員，特別是首相和國防部長，經常會介入干預人事調動的名單；第二、

軍中非常重視資歷經驗，跳級升遷的情況是不被允許的，資歷不足的人升遷會引

起軍中內部人士不滿；第三、軍中內部有各式各樣的派系存在，為防止內部發生

嚴重對立，人事調動必須考慮均衡派系勢力；第四、軍中嚴格規定軍人 60 歲退

                                                 
46 Duncan McCargo and Ukrist Pathmanand, The Thaksinization of Thailand. Denmark: NIAS, 2005, 
pp.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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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出任總司令的人都是由快要年滿退休的人來擔任，在短短的任期內能任命發

布定期人事調動次數有限，防止形成強大的支持基礎。47 

  另外，軍隊的人事升遷除了要考慮個人的能力和經歷之外，人脈也是很重要

的因素。在軍中人脈的建立有幾個來源：第一、軍校同期畢業生形成的人脈網絡；

第二、同一部隊上級和下級之間建立的人脈網絡；第三、具有同一兵種身份的關

係，例如泰國步兵人數最多，因此步兵出身的高級軍官比較容易取得較多的支持

基礎。除此之外，在軍中建立人脈的來源還有親戚、同鄉和中、小學同學等關係。

父子及兄弟都是軍校畢業的軍人家庭是很常見的，軍人選擇與軍校同學的妹妹結

婚的例子也不少。為了增加同期軍校同學之間的團結，比較親近的同學們的家族

之間會互相交流聚會，這是讓自己的兒女認識異性的好機會，政治聯姻會促使權

力更為鞏固。48人脈的建立來源往往是軍中勢力建立的依據，而同期畢業生的發

展和表現經常代表著在軍中勢力分布，軍中的文化除了習慣互相提拔自己的同學

之外，還非常重視學長與學弟的上下制度。 

  泰國的軍隊以陸軍最為重要，陸軍具有強大的政治力量，只有陸軍發動軍事

政變並獲得泰王支持，政變才得以成功。在陸軍的體系（參照圖 5-2）裡，有五

個職位被視為是最高領袖，陸軍總司令是整個軍隊之中最有權力的人，其他依職

位高低分別為副總司令、參謀長各一名，以及總司令助理兩名，這五名被稱之為

「五虎」（ha sua）。經常有從總司令助理調直接升到總司令的例子，反之降級的

調動比較少見。從 1980 年代以後，上任的陸軍總司令可分成兩個途徑，一是從

武裝部隊指揮官一路升上來的，曾擔任過大隊長（中校級）、連隊長（上校級）、

師團長（少將級）、之後管區司令官（中將級）之後，才有資格競爭五虎的職位；

另一個是從擔任參謀的職位向上升遷，擔任過陸軍作戰部長（少將級）、參謀長

助理和副參謀長（中將級）的職位，才有資格競爭五虎的職位。泰國軍隊長期以  

                                                 
47玉田芳史，《民主化の虚像と実像―タイ現代政治変動のメカ二ズム》，京都：京都大學出版

會，2003 年，頁 102~104，110。 
48 同前註，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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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泰國陸軍武裝部隊組織架構簡圖 

 

 

國王 

首相 

國防部長 

國防次長 

三軍最高司令

海軍總司令部 

略 

空軍總司令部 

略 

副總司令 

總司令 

參謀長 

總司令助理（2 名） 副參謀長（2 名）

參謀長助理（5 名） 

陸軍總司令部 

防

空

部

隊

砲

兵

師

團

對

空

砲

師

團

特

種

部

隊

部

隊

第

二

特

種

部

隊

師

團

第

一

特

種

部

隊

師

團

第
四
管
區
︵
南
部
︶

第

五

步

兵

師

團

第
三
管
區
︵
北
部
︶

第

一

騎

兵

師

團

第

四

步

兵

師

團

第
二
管
區
︵
東
北
部
︶

第

六

步

兵

師

團

第

三

步

兵

師

團

五虎 

第
一
管
區
︵
中
部
︶

第

二

騎

兵

師

團

第

九

步

兵

師

團

第

二

步

兵

師

團

第

一

師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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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2. 原本負責北部清邁的第二特種部隊師團在 2001 年 9 月已廢除。 

說明 3. 整個武裝部隊的軍力中，第一管區、特種部隊部隊和防空部隊皆是專門部署在首都曼谷和

其周邊通往北（華富里府）、東（巴真府）、南（北碧府）要道。換言之，即使沒有什麼重

要的安全事務，曼谷周邊隨時隨地都部署著大量的軍隊。 

資料來源：玉田芳史，2003，，《民主化の虚像と実像―タイ現代政治変動のメカ二ズム》，京都：

京都大學出版會，2003 年，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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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的中心頂端只有五個位子，職位競爭相當激烈。總司令具有人事權，對於重

來過度晉升的文化，造成國內有超過 1400 名將軍，人數多於其他國家。然而，

要的職位會採用令人信賴的少尉級以上的軍官，第一個優先考慮的就是自己的同

學，強化支持自己的力量，但是只讓自己的同學擔任要職是不可能的，因此會安

排自己信賴的學弟部署在管區司令官和師團長等職位，這樣學弟的人脈也成為了

支持的基礎範圍。這樣中將一代成為總司令的繼任者，而師團長成為中將的支持

基礎，形成持續連貫的支持力量。49 

  普瑞姆是前軍人首相，他是少數受到敬重的退休軍人，對軍隊組織和政治圈

具有極大的影響力，被視為是處於政治緊張和獨立黨派之上的非黨派的人物，不

過他與民主黨、泰國黨有很深的政治關係。八年的執政（1981-1988 年）使他不

論在軍隊、政治和商業界都有廣大的人際網絡，連結高級軍官、大型企業集團、

政黨領導人（最著名的是民主黨和泰國黨）、高級文官和對政治影響力大的報社，

與曼谷銀行也關係密切。泰國學者柴阿南稱普瑞姆為泰國代理性質的獨裁者

（Surrogate strongman）。他執政的期間促進了中產階級形成和擴大，市民社會掀

起一股反專制、反普瑞姆的風潮，因此他選擇了將政權的棒子交給民選的文人政

府。501988 年下台之後，則成為樞密院成員和元老級的政治家，對於他原本所建

立起的人際網絡仍存在著重要影響力。他也是深受皇室信任的重要人物，很多是

他出手秘密干預的事務，被認為可能是皇室的旨意。1998 年他成為了樞密院院

長，更進一步提高其地位。在 1990 年代，普瑞姆並沒有介入干預安排內閣人選

或組成政治內閣，不過他是協助政府從事軍隊改革的重要關係人物，在軍中扮演

著居中協調談判的角色，以推動政策。柴阿南認為 1990 年代軍事機制是被忽視

的狀況，主要是在有普瑞姆扮演重要的裁判角色的緣故。 

    過去的軍事政變和事件的發生，很多是因為軍中內部勢力有某一方變得過於

                                                 
49 同前註，頁 106-107。 
50 Surin Maisrikrod, 1997, “The Making of Thai Democracy: A Study of Political Alliances Among the 
State,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Anek Laothamatas (e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p.14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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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所造成的結果。51從過去的 1977、1981、1985 和 1991 年的政變就可以看出，

在軍隊某個派系過大就容易發生問題。例如，1991 年軍事政變和 1992 年黑色五

月事件就是由 1958 年陸軍官校第五期畢業生所主導的。52雖然 1992 年黑色五月

事件有處分許多人，並且刻意削弱陸軍總司令的權力，但第五期畢業生勢力直到

1995 年才完全弱化，軍隊內部的派系勢力逐漸趨於均勢，沒有強大的勢力，只

有小派系互相抗衡。53 

  為了促進軍隊在五月事件之後有覺悟的印象，1992 年 10 月，將 1991 年 10

月被調往擔任最高副司令官、被冷凍起來的第五期畢業生衛摩（Wimol 

Wongwanich）調回來出任陸軍總司令。衛摩主張軍事改革，宣布軍隊不干預政

治事務，接受媒體的監督，並同意國會削減 1993-94 年國防預算案。他與過去的

陸軍總司令相比，其軍事權力趨於弱化。在各界壓力之下，衛摩同意要裁減 5 萬

名軍人，加強短期教育訓練和維持最小軍購。軍事改革受到普瑞姆的支持，當時

民主黨首相川立沛也支持衛摩主張軍事改革，但進展不彰。 

    民主黨一向都被認為是支持軍隊的政黨，主要的原因來自民主黨和普瑞姆一

向關係密切。在 1997 年金融危機之時，首相查瓦立的下台和川立沛能夠未經選

舉就出任首相，似乎是普瑞姆經過皇室的允許而一手安排的，協調成功的結果換

來的是不用經過軍事政變就能進行政府的更迭，川立沛的政治支持來源包括皇室

和軍隊，也影響了其他政黨和派系紛紛轉向由民主黨組成的聯合政府。54川立沛

從他第一任期時就支持衛摩主張軍事改革，只不過軍事改革措施的實行是在川立

沛的第二任期裡，1998 年任命素拉育（Surayud Chulanont）成為新任的陸軍總司

                                                 
51 Duncan McCargo and Ukrist Pathmanand, 2005, op.cit., pp.128,130. 
52 陸軍官校第五期畢業生中，有許多人是 1960 年代首相的兒子，以及 70 年代中期軍隊最高權

力者的親弟弟。普瑞姆出任首相之時，對於第一期畢業生查瓦立加以提拔，一路擔任參謀的職位

向上升遷，1986 年正式升為陸軍總司令，而查瓦立在軍隊的支持基礎為第五期畢業生。至此之

後，第五期畢業生在軍隊勢力逐漸強大，以蘇欽達為主流，蘇欽達於 1987 年即擔任陸軍總司令

助理，進入五虎體系，1990 年成為陸軍總司令，五虎之下的高級軍職多由是第五期畢業生所囊

括，成為最有力的支持基礎，勢力相當龐大。玉田芳史，2003，前引文，頁 110-114。 
53玉田芳史，2003，前引文，頁 112-114，126-127。 
54 Paul Chambers, 2006, “Has Everything Changed in Thai Politics under Thaksin? Political Factions 
before 2001 through 2004,” Crossroads, Vol.17, No.2, 2006, pp.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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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很多人認為主要是他主張軍隊改革，但最重要的因素是普瑞姆對他的支持才

會令他當上這個職位，因此被很多人認為由他出任陸軍總司令有特別任務。素拉

育被視為是透過普瑞姆與泰國君權密切合作，在這段經濟危機和政治改革運動微

妙時期裡，有監督軍隊的傾向。55川立沛支持著素拉育的改革行動，主張裁軍和

減薪來降低國防預算，但是受到來自軍隊的強烈抵抗，而未被徹底執行。對於在

1997 年金融危機後的特殊環境之下，川立沛在軍隊改革的努力中有多少功勞，

也受到爭議。56 

  杭廷頓認為，軍人干政無法從軍事方面去解釋，理由是軍人干政僅是不發達

社會的廣泛現象中的一個具體表現，即社會力量和社會體制普遍政治化的一個具

體表現。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主要缺乏有效的政治體制或者有著軟弱的政治體

制，各種社會力量和群體都直接從事普遍的政治活動。57若以這個概念來看泰國

的軍人干政，長久以來泰國社會處於不穩定的政治體制中，而軍人一直是一個龐

大的利益團體，關心軍餉和晉級，還關心整個政治體系的權力和地位分配，從事

政治活動能為他們爭取利益，提高軍餉和擴大軍隊的力量。軍隊在 1992 年到 2001

年之間從未停止扮演政治角色，只是行事低調，並與民主黨關係密切。多黨組閣

的政府是由一群只想取得個人利益的政客所組成的脆弱的政治體系，面對軍隊反

對改革的情況，即無心也無力去處理它。軍隊為了保障其自身利益來源，仍用國

家安全作為護身符，以維持它的特權，即使在社會改革運動家和消費者保護團體

的反對之下，也不肯將手上的國家廣播頻道控制權交還於民，因為這是軍隊收入

的重要來源。58 

  在 1990 年代，在軍隊和公民政治秩序仍持續有很強的連結，主要是被普瑞

姆的侍從關係連結企業集團、政黨、資深文官和具影響力的報社所形成的複雜網

                                                 
55 玉田芳史，2003，前引文，頁 123-124；Duncan McCargo and Ukrist Pathmanand, 2005, op.cit., 
p.131. 
56 Duncan McCargo and Ukrist Pathmanand, 2005, op.cit., p.132-134. 
57 Samuel P. Huntington，《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台北：

時報文化，1994 年，頁 204-205。 
58 Duncan McCargo and Ukrist Pathmanand, 2005, op.cit.,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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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1992 年之後的泰國政治，由於軍人淡出政治圈，在民主的程序下舉行選舉，

修訂新憲法，看起來真正走向民主化。然而仔細去研究泰國政治結構和變遷過程

的真相，就會發現泰國的民主化只是表面虛幻的假象，常常使人以為已經前進了

好幾步，結果最後卻還是回到原點，主要是政治社會未真正形成一個機制進行良

好的運作，當虛幻的民主假象如同氣球一般受到外在施壓（如經濟危機、軍事政

變等因素）而被打破，熱衷制憲的知識份子又開始投入新憲法的創立，建立一個

良善機制運作的藍本。 

 

二、軍事力量又重回到政治圈 

  塔信執政之前，在軍中已有建立一些人脈。他的大伯父沙克和其幾個兒子都

是軍人出身，而塔信自己曾讀過軍校和警校，因此有許多同班同學在軍中和警察

服務。塔信在軍中和警察內部都有很好的人際關係，有利進行合法或非法的活

動。2001 年大選之前，一群軍校同學集體向塔信致敬，而引發了軍人「政治中

立」行為的爭議，59但也表現出塔信在軍中人氣高漲。 

  2001 年塔信上台之後，提出許多的行政改革計畫，但唯獨對於軍隊的特權，

絲毫沒有軍事改革的意願和計畫，60反而是使軍隊的勢力回到政治界。塔信掌握

權力之後，他開始將軍隊轉換成直接政治支持的來源，形成他的主要權力的組成

基礎，真正使軍隊完全回到政治界。首先要分析塔信讓軍隊回到政治圈的理由，

再來研究塔信如何將軍隊轉換成直接政治支持的來源，最後則討論軍事力量又重

回到政治圈的影響。 

（一）讓軍隊回到政治圈的理由 

  從塔信背景經驗來看，他第一份接觸政治的工作是在父親同僚披達的提拔而

                                                 
59 「川揆籲軍人必淪為政治工具」，泰國世界日報，2000 年 10 月 12 日，頁 1。 
60 2002 年 10 月，塔信對政府體制做了一個大規模的變動，目的是為了進行行政改革來提升效率，

所有的部門都進行了微幅、部份或大幅的調整，唯獨國防部是維持原來的體系，沒有任何改革和

變動。 



 

189 

開始接觸政治，擔任披達的秘書。披達在克立組成的內閣裡擔任閣員之一，但很

快地內閣就垮台了。短暫的工作生涯和內閣快速垮台，使塔信領悟到一個成功的

平民首相，需要找方法去適應軍隊和維持他們的優勢。之後，塔信從警察轉行當

商人，將其事業轉往電信發展時，當時電信還是掌控在軍人手上，他花了不少錢

打通關係以取得電信業特許權，累積不少經驗、管道和人脈，也了解到軍隊特權

的好用之處。1990 年代中期，塔信從官場生涯中領悟到，根本不可能從多黨政

治中透過政治來組成穩定政府和領導權。當時還未握有大權的塔信曾表示察猜是

他最喜愛的政治人物之一，稱讚他具有現代領導人的特質。然而，塔信也意識到

了察猜政府的失敗之因在於他無法操控難以應付的政黨聯盟，而最大的致命傷是

他與軍隊敵對而導致軍事政變。61塔信希望成為像察猜這樣的領導者，但卻又不

希望重蹈他的覆徹，因此開啟軍事力量重回政治之路，並安插自己的人馬在重要

的軍事職位上。 

（二）軍隊轉換成直接政治支持的來源 

  在塔信第一次組閣時就開始讓軍隊重回政治，以泰愛泰黨為名將其他黨政客

挖過來，包括大企業老闆和之前的政治改革運動家所組成的大雜燴、一群具有高

階軍隊背景的人，以及他的軍校和警校同班同學，積極地在軍中建立自己的勢

力，而普瑞姆的勢力在軍中開始衰退。相對於普瑞姆而言，塔信提供軍人再度與

政治連結的新機會，因此開始有一部份的人轉向塔信，以確保與選舉政府在制度

上的關係，將普瑞姆支配的政治網絡逐出，直接將軍隊轉換成對他的政治支持。

各種人事策略都顯示企圖將普瑞姆複雜的軍隊侍從網絡換掉，將普瑞姆排擠到權

力的邊緣。 

  塔信要在軍中建立自己的勢力，第一步就是要先將軍隊當中實權最大的陸軍

總司令換成是支持自己的人。2001 年內閣掌管國防方面，塔信將這部份分給了

聯合組閣的新希望黨，由其黨魁查瓦立擔任副首相兼國防部長，他長期與企業接

                                                 
61 Surin Maisrikrod (Anek Laothamatas ed.), 1997, op.cit, pp.141-166. 



 

190 

觸，並與泰緬柬邊境的武器、珠寶和木材商都很熟。他主張回復軍隊升遷傳統年

資系統，這被很多觀察家指責是軍隊改革走回頭路。國防部次長也是由新希望黨

的育談沙（Yuthasak Sasiprapa）所擔任。以往對於軍隊的人事調動會有諮詢過普

瑞姆的慣例，但塔信打破之前的慣例，在 2001 年軍事人事調動名單中，沒有諮

詢過普瑞姆就把素拉育調去最高司令部，由宋哈（Somdhat Attanand）62將軍擔任

陸軍總司令的職位。指派宋哈出任陸軍總司令有兩個涵意，第一、素拉育被驅逐

代表普瑞姆在軍隊的影響力衰退，第二、把對緬甸採取硬派路線的素拉育調開，

安插與仰光有良好關係的宋哈取代素拉育的位子，政府才能對緬甸政策有所改

變，降低了邊界鎮壓、難民和毒品交易等敏感議題的重要性。關於泰緬邊界的軍

隊路線，普瑞姆支持素拉育對緬甸的強硬政策，其實等於反映出泰王的觀點，特

別是毒品問題對泰國所帶來的威脅相當嚴重。然而塔信以調動素拉育的職位來回

應，普瑞姆相當不高興。63 

  當塔信抓住了軍中權力的核心，第二步開始向下紮根，在 2002 年軍隊人事

改組時有更大的動作。一般而言，選新司令官會從其下級軍官挑選升官。然而塔

信控制了升遷程序以建立自己在軍中的人脈網絡，還幫助軍隊越過黑色五月事

件，支持他們復職和承認他們在政經角色的表現。另外，塔信也不忘將自己的親

戚和軍隊同學安插在關鍵職位，塔信的堂兄弟烏泰（Uthai Shinawatra）被任命為

國防部計畫與政策辦公室擔任副主任，而差錫被塔信任命為總司令助理

（Assistant Army Commander），掌管監督軍隊預算和武器採買，這讓他有不少從

中取利的機會；另外有 15 名塔信在軍校第 10 期同學也升遷到重要職位，在各部

隊安插自己的軍校同學，以空降的方式擔任部隊指揮官。第三步，塔信以主張軍

事擴張來獲得軍隊的支持，透過增加額外的 92 億泰銖（相當於 21,500 萬美元），

                                                 
62 宋哈（Somdhat Attanand）是與泰愛泰黨關係密切，具政治化傾向的軍人，他與出任國防次長

育談沙（Yuthasak Sasiprapa）是連襟兄弟。宋哈有廣大的企業活動，很多自己的公司，他在當陸

軍總司令時與查瓦立關係密切。宋哈是支持塔信的軍中關鍵人物，而他個人與仰光有良好的關

係，也有利益泰緬之間的關係。 
63 Duncan McCargo and Ukrist Pathmanand, 2005, op.cit., p.137. 



 

191 

這幫助他贏得軍中的朋友和具有影響力的人。64 

  由於泰愛泰黨在下議院佔了絕大多數，塔信在用人方面的特色，除了任人唯

親之外，任何企圖威脅塔信、不聽話的在職官員或阻礙塔信計畫的人很快就會以

調職的方式處理。表面風光的宋哈很聽從塔信的命令，但他自知自己只是臨時墊

腳石，為了等差錫有足夠資歷取代他的位子而鋪路。宋哈心有不甘，聯合自己在

泰愛泰黨的派系透過談判來維持自己的實權，反而使自己的同伴丟了官。為了將

有關軍事事務相關決定權的權力集中在首相手上，2002 年 10 月內閣改組中，談

馬拉上將（Thammarak Isarangkura na Ayudhaya）取代查瓦立位子升格為國防部

長。談馬拉是塔信忠實的支持者，也是泰愛泰黨共同創黨人。塔信另給予查瓦立

擔任副首相的職位，負責安全事務，但事實上無任何決定權，把查瓦立從國防部

調開，這都是為了確保未來無人反對差錫當上陸軍總司令。2003 年，塔信很快

地推動穩固他在軍隊的政治力量，而素拉育也在這年退休，正式將素拉育排除在

軍隊決定權之外。2003 年 3 月 18 日，又有 7 名塔信同學升遷命令被發布；同年

8 月 29 日，塔信終於如願將差錫從陸軍總司令助理正式調升為陸軍總司令，而

宋哈則接替素拉育的職位擔任武裝部隊最高司令。同時塔信也將他的軍校第 10

期同學 13 人一起升遷。總言之，從 2002 年 9 月到 2004 年 8 月，塔信就把 35 名

同班同學安插在重要的軍職之中，來創造對自己忠實的支持者，其中幾個還去指

揮關鍵的前線軍隊。這樣的升遷不只在陸軍，連海軍和空軍都是。這一群具有權

力的軍隊派系是以塔信軍校同僚為基礎，讓派系具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力。65 

（三）軍事力量又重回到政治圈的影響 

  塔信著眼於他的需求與長期規劃，將他的親戚和軍隊同學安插在關鍵職位，

並且將差錫拉拔到陸軍總司令的職位，更能鞏固塔信的政權，確保軍事政變不會

發生。然而，實際上以這樣的任命是相當危險的策略：第一、塔信的親信空降到

軍事上重要的職位，很顯然會擋住原本資深軍官的官運，暗地裡產生許多批評、

                                                 
64 Ibid, pp.135, 140-141,151.. 
6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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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和抗議，原本軍隊處於派系均勢狀況被打破了，逐漸形成塔信派系和反塔信

派系的兩股勢力競爭；66第二、塔信的親信不是特別的有才能或給人留下深刻印

象的一群人，他們只是因為塔信做為後台而勢力竄升，而且缺乏一份像第五班或

急進份子主張的高貴理想。因此表面上是一個很有勢力的派系，事實上只是靠著

塔信給予利益而集合的一群人。例如，差錫不是一個天性強勢的人物，在高等軍

隊職位上只有少許經驗，他擔任陸軍總司令助理的職位是有關軍隊預算和武器採

買，並不是使他到軍隊裡去指揮軍隊，因此差錫所建立的權力圈主要來自軍隊之

外，未能在實戰部隊建立起穩固支持基礎。差錫在軍中沒有任何私人網絡基礎，

反而他的空降招惹許多下屬軍官的不滿，產生敵意。67 

  差錫上任後，泰南問題成為泰國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差錫並沒有成功地處

理泰南邊府暴動事件，包括 2004 年 1 月在軍營中發生武器被劫事件，隨後 4 月

又發生鎮暴事件，軍隊被質疑過度使用武力造成超過百人死亡。所有的危機處

理，更凸顯他的能力不足以處理這問題，很難坐穩陸軍總司令一職。2004 年 10

月 1 日，塔信把差錫升成武裝部隊最高司令，這證實對他的表現很不滿意，才會

將他從陸軍總司令調開，由 2005 年將要退休的帕維（Pravit Wongsuwan）來接替

陸軍司令官的位子，然而泰南地區的秩序一直沒有好轉。2005 年 10 月，由具有

穆斯林背景的宋提從陸軍副司令升為陸軍總司令，以解決泰南地區各種治安問

題。泰南問題一直無法解決，這給了普瑞姆系人馬反擊塔信在軍中所建立的人脈

的好機會，宋提的上任使塔信開始對軍隊失去控制權。 

 

 

                                                 
66 差錫出任陸軍總司令助理之前，曾在軍隊發展總部主持一些慈善晚宴，獲得好評，交友甚廣。

之後，他很快地變成了陸軍總司令助理，又加入皇家跑馬場俱樂部會員，想要變成該俱樂部執行

委員長，也得到一群具有影響力的軍官的支持而提名。然而，長久以來該俱樂部都是由民主黨前

秘書長所支配的，因此選舉的結果差錫拿到相當低的票數，還被嘲笑不自量力。之後，塔信認為

差錫應專心在他的軍隊生涯裡。從這場皇家跑馬場俱樂部的選舉中，可視為是廣大的泰國政治有

趣的小縮影，說明在一個政治體制與民主黨緊密連結和一個新到來但權力不斷增加的挑戰者兩者

之間的緊張。 
67 Duncan McCargo and Ukrist Pathmanand, 2005, op.cit., p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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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中反塔信勢力和政變再現 

  原本以為軍人在 1992 年之後淡出政治圈，由柴阿南所提出的惡性循環模式

就此終結。不過，塔信上台後，讓軍隊重新回到政治圈，希望軍隊成為直接的政

治支持。塔信從過去的政治經驗領悟到，若想要穩固自己的政權，軍隊是很重要

的因素，因此經常干預軍隊的人事，大量地將自己的人馬安置在重要的職位。泰

國學者普布山表示，雖然塔信執政之後，盡量地把他的人安排在軍方重要單位高

層職務中，控制許多職位的任免，軍方有一部份也是支持塔信的，但有一部份的

人塔信是管不到的，因此塔信並無法全面地掌握軍方的所有事務。68過去文人政

府上台後，拉攏軍隊作為文人政權的靠山是很常見的事，如金融危機後川立沛的

執政就是軍隊在背後支持的結果，不然面對多黨林立的國會是很難穩坐首相的職

位。但是塔信領導著在國會一黨獨大的泰愛泰黨，他所做的不只是要拉攏軍隊而

已，甚至希望將軍隊如同他的泰愛泰黨一樣，被他緊緊地控制著，避免軍事政變

的發生。在控制軍隊過程中，他為自己爭取到支持，也為自己製造了敵人，造成

軍方的分裂，形成兩股勢力暗中鬥爭。 

（一）暗中鬥爭的軍文關係 

  宋提能夠在 2005 年成為陸軍總司令並非因為他與塔信關係良好，而是泰南

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希望借重他的穆斯林背景，有助於儘快重新恢復泰南地區的

秩序，而他也是第一個穆斯林身份統治大部份的佛教徒軍隊的軍官。宋提和塔信

兩人的關係並不好，他們兩人之間幾乎沒有信任感。69宋提不像前幾任陸軍總司

令宋哈、差錫和帕維只是塔信掌控軍隊人事權的棋子，他總是表示泰王已經為了

政爭傷透了腦筋，陸軍會嚴守中立原則不介入政治危機。70值得一提的是，素拉

                                                 
68 見訪談 Prudhisan Jumboa 備忘錄。 
69 「頌提坦承曾告訴塔信要政變」，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10 月 28 日（2006 年 10 月 28 日瀏

覽），http://www.udnbkk.com/data/2006/1028/article_5410.htm。 
70 「Should Thaksin Stay?」，Time，2006 年 3 月 14 日（2008 年 4 月 7 日瀏覽），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501060320-1172779,00.html；「政局日益惡化 軍

方堅守中立」，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3 月 15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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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宋提以前曾是同一部隊上下級的關係，因此宋提與素拉育關係良好，連帶地

與普瑞姆關係也親密，泰王可以透過樞密院普瑞姆和素拉育將其想法傳達給陸軍

總司令，不受到塔信的限制，而普瑞姆也能透過宋提重新掌握軍隊的人事權。在

曼谷彌漫著政爭緊張氣氛的同時，塔信想要安插自己的軍校同學在曼谷的安全單

位任職，以保障自己的安全，結果不僅是受到宋提的反對，連樞密院也好幾次都

把該人事案壓下來，讓塔信吃了悶虧。71普瑞姆在泰國人的眼中具有德高望重的

地位，有不少人希望藉由他的公正行為出面解決政治危機。72塔信突然發表有德

高望重之人在幕後操緃政治的說法，引發各界爭議，民調顯示不少人認為塔信此

番言論是暗指普瑞姆和宋提。73文人政府和軍方暗地裡的鬥爭，連民眾都能感受

到。 

  2006 年 1 月 23 日，塔信把其家族電信集團秦公司以 730 億泰銖高價賣給新

加坡國營的淡馬錫集團的交易，引起相當大的爭議，主要是賣方塔信家族不必為

這筆交易付任何稅，並且把重要的國家電信資源置於外國人之手。這項交易使民

間反塔信勢力聲勢越來越浩大，參加街頭反塔信集會的人群愈來愈多，迫使塔信

解散下議院，宣布 4 月 2 日舉行改選。選舉結果仍是泰愛泰黨贏得大選，但街頭

抗議聲仍不斷，塔信被迫讓步，宣布擔任看守首相至 10 月份新國會選出為止，

並表明選後將不會再出任首相。雖然如此，民間的反塔信運動並沒有因塔信的讓

步而停止，民盟質疑塔信所做的任何讓步根本是圈套，不斷主張塔信無條件地立

即下台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無解的政治鬥爭仍使曼谷呈現緊張的氣氛，多數民

眾對政治反感，而有更多的人希望爭執的各方能以和平的方式來解決問題。74在

                                                 
71 “In Thailand, Thaksin falls from grace,” Asia time, 4 Apr. 2006, （2008 年 4 月 7 日瀏覽）,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HD06Ae01.html.  
72 ABAC 大學民調中心在 6 月 23-25 日抽樣調查曼谷和佛教城地區 1143 名民眾，在民眾最希望

出面解決政治危機的人選，第一名由普瑞姆得到 65.3%的認同，而塔信只獲 11.8%。「民調 逾 70%
曼谷市民認為政爭將加劇」，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6 月 26 日，頁 2。 
73 ABAC 大學民意調查中心在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在曼谷地區對 1231 名做抽樣調查，針對塔

信說幕後有人操縱政治論，有 58%認為暗指普瑞姆，30.5%認為指的是宋提。「民調：總理『有

人幕後操縱政治 58%曼谷民眾認為影射普瑞姆上將』」，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7 月 3 日，頁 2。 
74 ABAC 大學民意調查中心在 7 月 5-13 日在全國主要城市進行 2418 人抽樣調查的結果，65%在

過去 30 天內持續關注政治時事新聞，73%表示對當前政治局勢，23%表示曾與朋友爭議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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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連串的政治紛爭中，軍隊也受到高度的注目，不斷傳出軍事政變的傳言。從

過去泰國的政治經驗中，不免讓人懷疑軍隊是否會發動軍事政變，作為解決所有

一切政治亂象的手段。 

  2006 年 7 月，普瑞姆前往第五世皇陸軍學校發表演講，對泰國的政府和軍

隊的關係，他認為軍隊的主人是國家和泰王陛下，而政府不是軍隊的主人，就如

同軍隊如果是馬，政府就好比是騎師，騎師是在需要比賽時才會騎馬出賽，而比

賽結束後騎師就要去做其他的事，但他不是馬的主人。騎師中有好的騎師，也有

壞的騎師，就如同所有的政府當中，有的工作成績優秀，有的工作表現不佳，而

作為軍人必須勇敢無懼，知道自己的地位與職責。75這段話定義了泰王、軍隊和

政府之間的關係，政府只是代理泰王來指揮軍隊，一旦政府合法性存在出現問

題，軍人要認清自己的身份是為國家而服務，而不是為政府服務。換言之，暗指

那些支持塔信的軍官將塔信視為主子，這是背離了軍人服務國家、效忠泰王的義

務。 

  2006 年 7 月中旬軍隊例行的人事調動上，政府和軍隊又展開一場暗鬥。塔

信政府傳出要調動高層軍官的消息，打算將塔信的同期戰友、現任陸軍總司令助

理蓬猜要取代現任陸軍總司令宋提的職位。宋提表示首相並無跟他提出此事，並

強調自己一向遵從政府的指令，而身為軍人的政治立場必須保持中立。76前制憲

委員會委員卡寧就表示，看守政府無權調動高級軍官，如此作法已嚴重觸犯憲

法，呼籲中選會不能盲目淪為政府的工具，批准塔信調遷高層將領一事。77隨後

在中級軍官的例行調動中，宋提突然調派一百多位效忠塔信的中級軍官到曼谷以

外的地區，證實軍中鬧分裂及可能有政變的傳聞並非空穴來風，塔信政府對於軍

隊已經失去人事的控制權。78919 政變之前，宋提曾為了軍事將領調動人事案，

                                                                                                                                            
局勢問題，83%表示對政治反感，97%表示呼籲爭執的各方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民調 97%民

眾盼爭執各方和解」，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7 月 15 日，頁 2。 
75 「普瑞姆上將強調 軍政職責要分明」，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7 月 15 日，頁 2。 
76 「陸總：沒聽說蓬猜上將要取代自己」，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7 月 16 日，頁 2。 
77 「卡寧：看守政府無權調動軍官」，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7 月 17 日，頁 2。 
78 「最高統帥否認政變傳言」，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7 月 22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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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塔信發生爭執，當時塔信就問他：「你會發動政變嗎？」宋提坦承曾告訴塔信：

「我會發動政變。」79由此可知，軍隊裡的分裂已經白熱化地浮上台面了。 

（二）軍事政變再現 

  塔信政權的貪腐已歷經數月的群眾示威，而承諾不續任的塔信在群眾散去後

仍繼續操縱政局、推遲選舉，人民力量無以為繼，面對這樣的民主僵局，軍人已

沈不住氣，只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2006 年 9 月初，曼谷即傳言可能發生政變，

陸軍總司令宋提一再對外表示不會有政變。但總理塔信在 9 月 9 日前往芬蘭參加

亞歐高峰會，會後轉往古巴和美國訪問，並到聯合國大會發表演說，宋提的政變

計畫卻愈趨明顯。80宋提以前是位於曼谷北華富里府擔任第一特種部隊師團長，

軍隊人脈相當深厚，只要一聲令下，軍隊即可前往曼谷。 

  2006 年 9 月 19 日晚間，泰國軍方趁首相塔信赴紐約出席聯合國大會之際發

動政變，十多輛戰車開上曼谷街頭，包圍國會。軍方將領在罷黜被控貪污和濫權

的前首相塔信後，在第一時間對媒體新聞報導的進行全面掌控，為安撫大眾，軍

方電視台播放泰國王室活動畫面和過去軍事政變期間常播的愛國歌曲，並且中斷

塔信在國外媒體 CNN 和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公開陳述在泰國播放。81曼谷街頭

巡邏的士兵，為表達對皇上的尊敬，也在武器上綁著黃絲帶。軍方將領、警察首

長和行政人員組成「民主制度改革委員會」，電視播出書面聲明稿表示，效忠泰

皇的「民主制度改革委員會」在沒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況下，控制曼谷和鄰近省

分，整個過程和平未發生流血衝突，而塔信被迫流亡國外。 

  政變團發言人於晚上 11 時 52 分發布第 1 號聲明，由於國家政治出現前所未

有的混亂，社會矛盾日益嚴重，政府貪污，獨立機構被干預，各派系鬥爭激烈，

雖然各方相互調解退讓，但仍無法解決問題，造成政治嚴重危機和阻力，並影響

                                                 
79 「頌提坦承曾告訴塔信要政變」，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10 月 28 日（2006 年 10 月 28 日瀏

覽），http://www.udnbkk.com/data/2006/1028/article_5410.htm。 
80 陳鴻瑜，「泰政變民主僵局 軍人介入」，聯合報，2006 年 9 月 21 日（2006 年 9 月 21 日瀏覽），

http://udn.com/NASApp/rightprt/prtnews?newsid=3526359。  
81 Map of Press Freedom-Thailand (2007), 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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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民愛戴的皇室。因此，由各軍將領與國家警察總署總指揮組成的「民主行政

制度改革團」，有必要發動軍事政變，從即日起奪取政權。政變團強調，並沒有

自行管理政權的意願，並將儘快把政權交還給人民，以維護國家穩定和全民安

寧。82 20 日凌晨 0 時 15 分，政變團於宣布第 2 號聲明，已經奪權成功，為保障

社會治安和秩序化，因此宣布從 19 日晚上 9 時 5 分起實行全國戒嚴，在曼谷地

區實施宵禁。並命令所有軍人到轄屬軍團報到，如果未獲得政變團的命令，禁止

移動。20 日凌晨 0 時 35 分發布第 3 號聲明，在政變奪權完成後，1997 年國家憲

法被宣布廢除；同時國會上議院和憲法法庭被宣告全部取消；除憲法法庭以外的

各法庭仍可正常行使司法功能；至於樞密院大臣仍然照常任職。83 

  西元 2006 年換算成泰國常用的佛曆是 2549 年。根據泰國對於數字的迷信，

泰國人在所有的數字中最喜歡「九」，主要原因是在泰文對「九」（gao）和「進

步」（gaao naa）的讀音相近，隱涵步步高升、功成名就之意。這顯示軍方發動軍

事政變的強烈決心，為了祈求成功的好兆頭所挑的日子。84政變首領陸軍總司令

宋提上將於 20 日晉見泰王，並稟報政變的原因，獲御准擔任政改團的最高首長，

諭令全國行政機構服從他，其職位相當於代首相。泰王對這場軍事政變的支持，

是宋提奪權後迄今未爆發暴力事件的主因。852006 年 10 月 1 日頒佈的臨時憲法，

建立臨時軍政府，召集各界社會知名人士、知識份子等來擔任立法院議員，由素

拉育出任首相。直到 2007 年憲法創立，2007 年 12 月舉行下議院國會議員選舉，

組成新的民選政府，臨時政府即停止其扮演的過渡角色。 

（三）軍事政變對民主的傷害 

  軍人推翻文人政府的行為經常使用的理由有三：第一、文人政府有違憲或違

法行為（特別是普遍存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腐敗現象）；第二、文人政府應對經濟

                                                 
82「政變團發布第 1 號聲明」，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9 月 20 日，頁 1。 
83 「軍事政變 曼谷宵禁」，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9 月 20 日，頁 1。 
84 Charkes Keyes, 2006, “The Destruction of a Shrine to Brahma in Bangkok and the Fall of Thaksin 
Shinawatra: The Occult and the Thai Coup in Thailand of September 2006,” 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80, 2006. 
85 「頌提接旨 正式獲泰皇支持」，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9 月 23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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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或通貨膨脹負責；第三、文人政府無法化解內部紛爭或社會動亂而引發執政

危機。在學者諾德林格（Eric A. Nordlinger）研究指出：文人政府貪污腐敗的違

法行為和對經濟問題的束手無策，一方面強化軍隊發動政變的最佳時機。86陳佩

修亦提出類似的看法：「文人政府合法性的存在，可以有力地防止政變動機轉化

為政變行動；反之，合法性的缺乏、降低或喪失則是導致此種轉化的最重要因素。」

87 

    泰國自 1991 年軍事政變之後，15 年來第一次又發生軍事政變，政治貪腐永

遠是軍事政變的最佳藉口，政變的動機為了要挽救遭塔信嚴重破壞的民主制度。

軍方對外說明關於軍事政變的 8 點原因分別是：第一、塔信政府嚴重貪污和自私

自利；第二、政策失誤導致侵犯人權；第三、獨立機構不能有效行使監督和調查

政府權；第四、社會嚴重分裂局勢影響到重要機構；第五、選舉舞弊事件屢屢發

生；第六、政治真空越來越大，以致長達半年的時間沒有健全的政府和國會；第

七、出現各種藐視皇室的行為；第八、南部不靖和分裂局勢情況嚴重。88每一點

都在指責塔信政府缺乏合法性，以建立軍事政變的正當性。 

    政變也代表著軍方根本不相信 1997 年憲法建立的民主制度能夠解決問題，

當人民仍不放棄利用民主制度下的集會遊行自由去進行意見表達，軍方就以保護

者的姿態來進行干預，也顯示軍人無法容忍人民有過激的行為，為了預防社會失

序的情況，阻斷了社會力量的凝聚和人民意識的抬頭形成建制力量的可能性。塔

信在政治上的獨大，破壞了原本泰國政治慣有的利益分配系統，所有資源集中在

塔信與其身邊的人身上，造成利益分配出現不公平的現象，損害了原本享受利益

的一群人，普瑞姆系人馬受到沖擊最大。披曲表示，只是抓住好時機來發動政變，

                                                 
86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Press, 1977, p.86. 轉引自陳佩修，＜軍事政變的成因、結果與影響：泰國個案研

究＞《問題與討論》，第 39 卷第 1 期，2000 年，頁 35-64。 
87 陳佩修，同前註。 
88「國安會出版政變白皮書」，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12 月 30 日(2006 年 12 月 31 日)，
http://www.udnbkk.com/data/2006/1230/article_9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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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是純粹為了人民的利益，軍政府上台後也有自己的利益要保全。89  

  軍事政變也使在 1970 年代興起的學運領袖產生了嚴重分裂和相互指責攻

擊，這些學運領袖在理念上都希望草根階級被重視，追求社會與經濟上的公平，

他們在社會上成為了代表改革的中產階級，但他們在作法上分歧成兩派。支持塔

信的學運份子，希望創造由大資本家來創造公平的環境，草根階級能在這樣的基

礎上發展，因此支持塔信來實現自己的理念；另一派反對塔信的學運領袖，認為

塔信的執政使中產階級的革命動力退化中，中產階級希望由軍隊－官僚－技術專

家精英來保護權利與自己。這兩種作法都受到很大的批評，後者的作法被批評中

產階級是想成為封建制度下貴族體系，只會保護自己的利益；前者的作法被批評

中下草根階級希望由壟斷的大資本家提供社會與經濟的平等，並且產生一種反自

給自足經濟的思想，因為必須要透過長期的努力，在短期內難看到效果，因此主

張由壟斷的大資本家來快速達到理想中的社會經濟平等。90在兩條路線似乎都會

使民主政治走到死胡同，泰國未來民主的路該怎麼走，沒有人知道，因此失敗了

再走回原來的路重新開始是最保險的，至少知道下一步怎麼走。軍事政變後，重

新建立新的憲法，期望重新開始發展的政治會走出與以前不同的政治模式和結

果。 

 

 

第三節  泰王與泰國的民主政治發展 

 

  泰國君主專制制度在 1932 年被推翻，君王的多數重要權力都被剝奪了。然

而，致力於推動民主制度的泰國，君主仍是民主憲政體制最重要的根基，最主要

是由於現任泰王本身對於國家的貢獻，受到全泰國人民的敬重，國王成為泰國團

                                                 
89 見訪談 Pitch Pongsawat 備忘錄 
90 Kasian Tejapira, “The Disintegration of Octobrist Ideology,”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Issue 
8/9, March 2007, http://kyotoreviewsea.org/Issure_8-9/Kasi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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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的象徵，深得民心的國王有能力干預國家政治事務，這樣的權力不是來自憲法

的權力賦予，而是來自他道德的形象深受全國人民的尊重，他的一舉一動左右著

泰國民主政治的發展。 

  現任泰王蒲美蓬生於 1927 年 12 月 5 日，1946 年 6 月 9 日繼承王位，即拉

瑪九世（Rama IX）。自 1950 年 5 月 5 日正式登基以來，泰王施仁政、愛子民的

形象，成為泰國歷史上最受民眾愛戴的君主之一。他深入偏達貧困地區，遍訪全

國各地，關心民生疾苦；倡導「自給自足」經濟，促進國家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

展；實施各種皇家計畫，積極推動農業發展，有口皆碑。2006 年 5 月是泰王在

位 60 週年，同時他還獲聯合國頒發「人類發展終身成就奬」，成為第一位獲此殊

榮的國王。91然而，2006 年 9 月 19 日，泰國又再度發生政變，政變成功的關鍵

因素來自國王的認可，他對於當代的泰國政治具有重要的影響力。本節主要從歷

史文化的角度來分析泰國受到西方價值的影響所形成的當代泰式民主主義，以及

泰王蒲美蓬的人格特質與所堅持的治國理念，再進一步比較塔信的治國概念和風

格，推論出兩人隱藏在台面下的問題和衝突，試圖找出泰王支持政變的原因，再

分析泰國民主未來的路。 

 

一、泰國的文化背景與泰王治國理念 

  泰國長久以來受到佛教文化與專制權威的君主統治，政治統治文化形成了兩

個基本的觀念，第一是父權家長制原則，國家被看成是家庭的擴大，國王是人民

之父，統治其子女保護國家，界定了統治與被統治的角色地位，人民要服從統治

者；第二是君權神化的觀念，受到宗教的影響，被看成是擁有絕對權力的神，主

宰人民的命運，而人民應將國王視為神一般地崇拜、恭順和尊敬。92在理論上絕

                                                 
91 「泰皇促進人類發展 獲終身成就獎」，泰國世界日報， 2006 年 5 月 19 日，頁 1。 
92 泰國在阿瑜陀耶時期（大城王朝，1350-1769 年），引進吉蔑族和婆羅門教的君權神授觀念，

國王被視為是濕婆（Shiva）、昆斯（Vishnu）奴和菩薩（Bodhisattava）之子嗣後代，泰皇之命令

成為上帝之命令，人民必須無疑地尊敬服從，不允許反對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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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君權是不容挑戰的，但泰王行使權威受到許多限制。宗教形塑了君王的責任、

角色和行為，在小乘佛教的概念裡，世俗的君王須受到道德律法的規範，成為道

德正義之君，因此實際泰王的權力十分有限。在 1932 年以前，泰國有很多君王

即因違反上述精神，而遭到廢黜。傳統上對於君權的威脅主要來自貴族，而非來

自於人民。1932 年革命，是由中階軍官和知識份子參加，民眾未參加。93 

（一）泰式民主主義的形成與發展 

    傳統泰國君主統治價值觀受到西方民主價值觀的衝擊，產生了一些變化。「民

族、宗教、國王」是 20 世紀初拉瑪六世提出來的，後來被歷屆當權者所沿用，

作為國家團結的精神支柱。在 1932 年以後制定的泰國憲法，泰王的政治角色都

是「統而不治」的，在 1957 年以前，國王對於政治的影響力並不顯著。不過，

受到傳統泰國歷史文化的因素，一個獲得人民尊重和愛戴的泰王，在政治上能夠

扮演重要的角色。1957 年 9 月，沙立元帥發動政變，以保衛王國體制做為口實，

並尋求國王支持和給予合法性，泰王也感覺須依賴軍人才能保衛國家安全及使其

繼續在位，因此迅速表示支持沙立，軍人和泰王出現更密切的關係。1959 年沙

立執政後，把「民族、宗教、國王」口號摻和了一些西方思想因素，作了新的解

釋，發表要建立「泰式民主主義政體」。「民族」除了維護民族獨立和安全外，還

包含了政府和人民的團結；「宗教」是要借助統一文化維護民族的團結，同時隱

含著利用佛教的社會組織和精神影響，服務於政府各種社會動員，以及繼續維護

佛教消極保守的一面，用以維持政治精英們的權力；「國王」則是作為民族團結

的象徵，重新恢復泰王自 1932 年被停止的特權，如泰王參加農耕典禮、皇家御

座船出巡、舉行皇家衛隊軍敬禮分列式等，94並強調泰國早期父權家長式的統治

方式。 

  沙立執政之後的立憲革命體制，認為西方的議會制民主主義是政治混亂的來

                                                 
93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台北：翰蘆圖書，2006 年，頁 319-322。 
94 同前註，頁 325；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北：掦智文化，1999 年，頁 249-253；鈴

木静夫，＜反体制運動と政治発展―タイの事例＞，矢野暢編，《東南アジアの政治》，1992 年，

東京:弘文堂，頁 17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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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立由軍人下指導棋來維持政治秩序的精英主義，以父權家長制的方式統治

社會，泰王的地位被提升。他儂（Thanom Kittikachorn）成為沙立思想路線的後

繼者，然而官僚精英主義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隔閡，無法有效防止共產主義思想的

侵略。為了反共產黨和提高生產力的目標，泰王希望能找另一種與軍人不同的思

想路線來維持社會秩序，他主張的「泰式民主主義」（prachathipatai baep thai）是

將喚起國家民族主義，並兼併吸收西歐文化，察覺大眾的需求是什麼，有效率地

加以對應協調，具有合理的來源，主張透過王室來聽取民意，了解民眾的需求後

指示官僚機關進行地方開發。 

  泰王對於各項國家發展計畫都表示極大的興趣，特別在農業方面，推動各項

農業改革計畫，經常親身投入人群之中，下鄉訪問，視察東北部貧困地區，希望

改善農民的生活。1970 年代，當時泰國的經濟發展抬頭而產生新中間階級，為

了顧及農民和草根階級的生活，泰王經常參加民間的活動，很努力地聽取他們的

不滿意見，而獲得人民的信賴。他對待人民採取無國王和人民身份差別的接待方

式，而形成人民眼中的「國王之下人人平等」的感覺。95曾任 20 年我國駐泰代

表沈克勤先生也描述他所看到的泰王：「他總是穿著一襲便服，身上掛著望遠鏡

和攝影機，…看到水川河流道路橋樑有變更時，立即在地圖上修正。…看到有病

痛的，馬上令隨侍醫師治療。見到水利設施不周全的，指令地方官員修建，因此

他贏得了民心。泰王所到之處，鄉民無不載歌載舞，跪地合掌恭迎。有時泰王席

地而坐，與農民閒話桑麻。」96當地官吏和農民看到國王如此親仁愛民，都不信

共產主義那一套。在人民的心中，泰王蒲美蓬是一個勤政愛民的好國王，再結合

原本泰國傳統的文化，人民本來就認為泰王具有君權神授的權威和佛教的博愛象

徵，以及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卻又是很親民的存在。泰王蒲美蓬的權威性來源已

經超越了原本強調皇室血緣正統性的原理，「國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念，深植

                                                 
95 河森正人，《タイ－変容する民主主義のかたち》，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97 年，頁

96-101,13-14。 
96 沈克勤，《使泰二十年》，台北：臺灣學生書局，2002 年，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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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在泰國人民的心中。這樣無形的權力使他在政治的地位是超越憲法、黨派

的，人民相信泰王為了人民做出有利於人民的判決。這種觀念也是受到泰國素可

泰王朝的統治模式，形塑了國王和人民之間的關係。97 

  這樣一個思想路線造成了共產主義自我崩解，也確認了泰式民主主義的思想

路線，以及君權有存在的必要性，定位了皇室的功能，皇室連對於非常時期以外

的日常紛爭，也經常出面調停。98因此，受到人民尊重的泰王每當在重要政治關

鍵時，會發表政治性的談話，以解決政治僵局，而軍人發動軍事政變也會尋求泰

王的支持與認可，這已經形成泰國的政治慣例。 

  泰王自視自己是民主政治發展的設計師，之後又發展了「國王指導下的多元

主義」，指的是由文人主導的民主政權是建立在泰式民主主義思想路線上，具有

二元化的構造，即結合歐美的參加型民主主義乃至到多元主義的發展，並且融合

了泰國固有傳統的君權制度，這個制度補充了代議制度的不足，更加重視公共利

益和地區發展，希望能夠緩和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99這個概念的發展背景，可

追溯到 1973 年學運革命之後，泰王重視人民的公共利益、致力推動民主的發展，

以及鼓勵非政府組織的存在等作法，使市民社會的發展越來越蓬勃，泰國市民參

與政治的人數有顯著的增加；1992 年黑色五月事件的發生，泰王出面斥責軍方

所產生的影響，造成軍人退出政治圈，將政權正式交棒給民選文人政府，泰國政

治又邁向另一個階段。 

（二）「自給自足」經濟哲學理論 

  泰王對於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發展一套「自給自足」（self- sufficient）經

濟哲學理論，受到各界的關注。在 1997 到 1998 年的亞洲金融危機過後，泰王的

自給自足經濟理論就逐漸流傳開來。泰王提倡的「自給自足」經濟哲學理論主要

                                                 
97 人民認為國王會公正審判的概念，主要源自素可泰王朝的統治模式，人民若有冤屈可到皇宮

前響鈴申訴，由國王親自直接主持審判，解決問題。因此對人民而言，國王具有崇高的地位和親

民的存在。參見素可泰王朝蘭坎亨大帝(Ramkhamhaeng the Great)留下的碑文記述 (英文譯本)，
（2008 年 6 月 18 日瀏覽），http://www.geocities.co.jp/Outdoors/6825/archive/ri.html。 
98 河森正人，1997，頁 14。 
99 同前註，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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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個概念，分別是「適量」、「合理消費」和「對未來社會變遷產生免疫力」，

並希望市民可以用來抵禦國內外社會急遽變遷的工具，適用於所有情況和各個階

級。100當前社會使用資源過度，人們消費能力與製造資源能力之比例為 3 比 1，

長期下去，未來一定會發展資源爭奪戰爭，按自給自足經濟理論，就能避免發生

這種資源過度消耗的惡化局面，能夠讓貧困人口脫貧，簡化整個理論概念可概括

為「適量、合理和理智」，101讓「生產」與「消費」能夠適量、合理的發展，理

智地克制多餘的欲望，社會就能在穩定中成長，而不是西方多數自由經濟體制所

追求的生產和消費短期最大化。因此，有些學者認為自給自足經濟政策的重心具

備長遠的最佳利益。 

  1997 年泰王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主張減輕對出口經濟的倚賴性，同時向

自給自足的本土化經濟體制轉變，力求將內需推展的製造業占經濟總量的比例提

升至 25%。泰王的主張，可謂對泰國一向支援經濟全球化的立場提出了挑戰，主

要是泰王不希望泰國像中南洲國家一樣，在經濟上受到外資的控制，強調泰國人

要團結努力渡過難關。泰王的演講幫助泰國平穩地度過了 1997 年的亞洲金融風

暴，避免了類似馬來西亞和印尼發生的動亂事件。這一主張與世界銀行和國際貨

幣基金組織等的正統理論背道而馳，國際貨幣基金組織認為，恢復經濟增長和金

融穩定需要擴大開放，而不是減少開放。102 

  這樣的經濟理論顯示泰王是一位保守主義者，而保守主義者通常堅決主張

「財產私有制」，反對「社會福利」，即人可以透過個人努力去獲得自己財產，而

社會福利的實踐只會削弱了個人的責任感，擴大了沒有人情味且潛在腐敗的政府

作用，最後終會危及經濟秩序，並使那些理應由家庭和社區承擔責任歸於國家。

泰王曾經說過：「這些失業者不願意再去工作；他們可申請並獲公共福利，他們

拒絕工作。…把納稅人辛辛苦苦賺來的錢，施捨給那些始終不願意工作的人，這

                                                 
100 「皇上自足經濟理念 聯合國擬廣泛宣揚」，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6 月 20 日，頁 2。 
101 「皇上自足經濟學術研究會昨召開」，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6 月 17 日，頁 2。 
102「回歸“自給自足經濟” 泰國惹投資者關注」，獨立新聞在線，2006 年 10 月 9 日（2006 年 11
月 10 日瀏覽），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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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浪費國家的預算。」另外，泰王堅決反對社會上的貪婪行為，他認為資本家

對於村民的殘酷剝削會危及國家的團結，有財富就要有責任感，把佛教和資本主

義聯繫起來就能約束人們的行為。103這樣的觀點都充份反應在泰王提出的自足自

主經濟理論追求的「適量、合理和理智」概念。但是在財產私有制主張下，皇室

透過王室財產管理局（the Crown Property Bureau）進行投資，與很多富商關係都

很密切。整個王室的運作如同一個公司一樣，泰王持有暹羅商業銀行（Siam 

Commercial Bank）和其他資本主義公司的巨大股份。任何單位邀請皇室的人出

席典禮，都要支付報酬給皇室。104Kevin Hewison 批評泰王支持財產私有制是為

了擴大皇室的財富，皇室是泰國最大法人團體之一。105 

 

二、泰王與民選首相之間的權力互動 

  從以上說明可知泰王對於民主觀念和經濟理論都發展了一套不同於西方理

論的看法，他認為泰國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要按照自己的觀點行事，因

此必須修改民主政體來適應泰國文化，這一觀點充份表現在泰國的憲法之上。然

而，泰王經歷了太多次政變，他認為憲法和議會的建立只是政變後用來充當恢復

秩序的工具。泰國憲法已被修改和重新建立了許多次，以至於憲法的基本原則都

不得而知，唯一不變的是君主體制，其他的憲法規定都可以依據不同的情況下做

任何變動來符合泰國的特定需要。人民對依憲法而運作的政治系統，充滿了貪腐

的印象，憲法總是受到政客的摧殘，受到軍方的破壞，脆弱的憲法難以在泰國人

民心中建立起威信，而泰王所說的話勝過任何法律。這樣的觀點，在泰國民主政

治制度上產生了矛盾。在政治上權力受限制的國王，因受到人民愛戴，而具有超

越政治之上的權力。非民選的軍人首相們也建立了國王為尊的政治慣例，泰王得

                                                 
103 Kevin Hewison, “The Monarch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Kevin Hewison(ed.), Political Change 
in Thailand: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58-74. 
104 Giles Ji Ungpakorn, A Coup for the Rich: Thailand’s Political Crisis, Bangkok: Workers 
Democracy Publishing, 2007, p.53. 
105 Kevin Hewison, 1997, op.cit., pp.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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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軍人首相來實踐自己的治國理念。 

  1988 年，軍人首相普瑞姆將政權交給了民選首相察猜。由於普瑞姆對君主

政體的尊敬，讓他卸下首相一職後，進入樞密院繼續為泰王服務，他的意見對泰

王有很大的影響力。對於泰王而言，將軍人拉進樞密院，具有確保憲政運作保守

的功能。因此，當察猜的顧問團挑戰和拆卸普瑞姆的行政系統，並企圖降低軍方

的政治影響力，而察猜本人曾試圖要拉近他和泰王的個人關係，但並沒有成功。

泰王並沒有努力去提高民選國會的合法性和地位，他曾對察猜政府的內閣改組表

示是「滑稽可笑的」。在 1991 年政變發生後，泰王表示他支持政變，首相必須對

政府不能控制國內局勢而負責。之後，泰王曾對 1991 年憲法草案做了小小的變

動，並表示儘管憲法草案不是完全令人滿意，但還是應當加以頒布，因為它是合

理的，而且可用民主的方式逐漸加以修改。憲法容易受到軍人的攻擊，並隨時丟

棄再建立、修改它，其變動頻率表現出憲法的脆弱性。106 

  1990 年代的泰國民主發展，由民選首相來決定政策帶領國家，漸漸縮小了

國王在政治上的領域。這個時期的民主政府仍是多黨組成的內閣，首相在國會內

只掌握部份的國會議員，受到派系和其他政黨很大的牽制。首相通常會尊重泰王

的治國理念來決定政策，來贏得皇室對民選政府的支持。1992 年至 2000 年民選

首相分別是由民主黨川立沛（1992-1995, 1997-2001）、泰國黨班漢（1995-1996）

和新希望黨查瓦立（1996-1997），這三個人都是政治老將與普瑞姆都有交情，等

於是泰王與民選首相之間有溝通的管道，因此皇室與民選政府的互動良好。 

  然而，1997 年金融危機打亂泰國的政治秩序，重大的財務損失削弱了舊政

治勢力的力量，包括王室財產管理局的投資也受到重創，107再加上 1997 年憲法

的創立，其環境有利於新政治勢力的興起。1998 年，由電信大亨塔信所成立的

                                                 
106 Kevin Hewison, 2008, op.cit., pp.190-211. 
107 王室財產管理局主要投資在暹羅商業銀行（Siam Commercial Bank）和暹羅水泥集團（Siam 
Cement Group），這兩家公司在 1997 年金融風暴時都受到重創，王室財產管理局因此收入短少

75%，還必須去借錢以因應皇室家族的開銷，估計借款 60-70 億銖左右。Porphant Ouyyanont, “The 
Crown Property Bureau in Thailand and the Crisis of 1997”,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8, 
No.1, 2008, pp16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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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愛泰黨快速在政壇上竄起，並取得 2001 年大選的勝利，成為泰國民主政治實

行以來獲得最多席的執政黨，有能力組成單一政黨政府。具有強大民意基礎的民

選首相擁有了與國王抗衡的力量，依自己的思維來領導國家，國王的意見不像在

過去軍人政權時代那樣備受重視。 

    塔信的經濟政策採取擴大內需和吸引外資的「雙軌製」（dual-track plus），另

外提供福利政策包括延緩農民償債 3 年、成立村落建設基金、實施 30 銖醫療計

畫等。事實上，塔信的經濟政策同時是對於泰王主張「自給自足經濟」的推翻。

雖然兩人的經濟主張都在擴大內需，然而實踐的方式卻有很大的差異。泰王主張

降低出口來增加內需，而塔信則是以吸引外資與增加出口來擴大內需。在農業方

面，塔信希望將農民階層轉變為一群以出口為導向、追求利益最大化的資本家，

降低貿易障礙，走向一個全球新自由主義的世界，這與泰王主張國內應適度發展

的觀念是相違背的。108然而，塔信推動的許多政策的產出並非出自於其內閣，而

是來自他的顧問團隊，主導著整個國家的未來。只要塔信同意其顧問所擬定的政

策計畫，不問內閣意見為何，經常未經國會審查，該法案就通過，付諸實行。內

閣中的職位只是作為政治酬庸之用，並非決定國家未來政策的單位。109塔信專政

的行為衝擊到泰皇威權性的政治角色，泰王的政治角色與過去相比受到了侷限。

因此，泰王與塔信兩者之間互動關係是相當值得研究的。 

    在年邁的泰王眼中，52 歲剛當上首相的塔信是位傲慢、自大和不喜歡接受

批評的年輕人，他花了很多時間和使用各種權力讓自己試圖不受政治人物、學界

和媒體的批判。每一次泰王都會在他的生日發表演說，對現任首相提出批評意

見。在 2001 年泰王 74 歲生日演說中，談到了他對塔信的印象，使用了「傲慢自

大」、「雙重標準」、和「國家大禍」的字眼，並說：「我能看到首相有著難看的臉

色。…他總是說他很開心，因此他可能會覺得沮喪。也許外在是開心的，但內在

                                                 
108 「回歸“自給自足經濟” 泰國惹投資者關注」，獨立新聞在線，2006 年 10 月 9 日（2006 年 11
月 10 日瀏覽），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2710。 
109 Duncan McCargo and Ukrist Pathmanand, 2005, op.cit.,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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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快樂，他可能不知道要怎麼辦，因為任何事似乎都沒有進展。因此許多人注

意到國家正處於災難之中而非繁榮狀態。每件事都越來越糟。」泰國著名的英文

報紙「The Nation」編輯對上述的談話表示：「在近來的記憶中，從未看到過泰王

對於政府發表這麼悲觀的言論。」顯然泰王在提醒塔信泰國社會經濟蕭條不振，

許多人生活過的不好，施恩受惠的貪腐情況仍存在。不過，塔信當時卻在忙著抵

消政府體制上的競爭和對他不利的言論，因此有人警告可能會演變成「國會威權

國家」（parliamentary dictatorship）。110 

   不久之後，2001 年 1 月 10 日遠東經濟評論作了一篇小報導，而激怒了塔信，

報導記者受到塔信政府的威脅，要被迫驅逐出境。文中提到：「由於泰國首相塔

信．泰那瓦令人感覺傲慢的態度和他企圖去干預皇室家庭事務，增加了泰王蒲美

蓬生氣的來源。…去年泰王 12 月生日時嚴厲公開指責塔信，大家都知道塔信與

王子有商業上的連結。根據與皇室親新近的資深官員表示，這使泰王表示不滿，

促使首相辦公室和王宮之間的可能敵對的推測。塔信對此有相同的擔憂，他在去

年 1 月 6 日大選獲得龐大的支持，可能利用他是泰國最有錢的企業家地位，作為

鞏固國會的背景，來避開皇室。對於未來泰國穩定，這有著令人擔心和人煩惱的

意味。」111這件報導透露出塔信與泰王之間的關係會傾向惡化，並非只是塔信在

執政上的態度和為而已，還有其他的事鬧得不愉快。記者被驅逐出境事件也顯示

塔信真的很不能忍受別人對他的批評，絕對毫不留情地打擊批評他的人。 

  塔信在 2003 年初執行了掃毒戰爭，主要是泰王對外公開演講，認為毒品已

嚴重傷害了泰國人民的健康，應該要發動戰爭全面對抗毒品。塔信奉行聖諭而進

行的掃毒戰爭很成功，但卻引發了人權問題，有 2,500 人死於這場戰爭之中。泰

王在 2003 年 76 歲演講中，。談到這些人的死亡原因應該對外公開說明，並追究

誰應該負責任，若以 CEO 決策模式邏輯來看，一層層地追究到 CEO 和最後的人，

                                                 
110 Seth Mydans, “Thai King Uses Influence to Undercut Prime Minister,” New York Times, Dec. 9, 
2001, p.1A.15. 
111 “ A Right Royal Headac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 10, 2002,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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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人們可能會將罪怪罪於泰王，但憲法並沒有規定國王有負責任的能力。泰王

還公開提醒塔信不要被成功沖昏了頭，而忘了自己是誰。112此一談話點出了泰國

政府體制權責不分的問題，而泰王雖擁有超越政治之上的權力，但受憲法的限

制，僅只能發揮其道德力量，要求首相負起責任查明清楚。然而，在塔信執政期

間，當局對外宣稱大多數是毒梟互相運武器所引起的自相殘殺，僅有少數是被警

方擊斃。但沒有何一個單位對掃毒戰爭中所引發的人權問題做調查，也沒有公布

受害者名單，更沒有審判那些動用私刑的人。這顯示塔信採取的強硬手段，泰王

想要發揮其政治地位，卻無法產生作用。 

  同樣的問題在泰南鎮暴事件上，塔信一樣是採取強硬的手段，自 2004 年以

來，武力鎮壓的結果已超過 2,000 人死亡。泰王曾召喚塔信進宮，希望他能以更

加仁慈的態度來對待泰南的穆斯林，要阻止政府和傷害人民的好戰份子雙方再發

生暴力衝突事件。113泰王對於治理南部的原則為「理解、接近、發展」114，希望

首相塔信能應用在泰南地區的人民身上。然而，塔信雖一度有接受談判的軟性政

策，但泰南地區情勢的緊張使他馬上又轉回強硬政策，反而使泰南問題越演越

烈。這顯示泰王遇上了強大的民選首相，無法透過他來施展自己的治國理念，面

對泰國的危機，身為國王只能保持沉默，這與軍人政權時代國王的地位和意見受

到各界的尊重相比，塔信顯得對皇室相當無禮和不尊重泰國的君權制度。為了要

弄清楚泰南的問題，泰王有時會直接召喚陸軍總司令宋提直接進宮，向泰王報告

當地情形。這顯示泰王和首相出現了權力競爭的問題，但泰王只能透過身邊的人

不斷公開宣揚泰王的旨意，傳達給首相，希望能影響塔信政府的決策。 

  泰王在 2005 年 78 歲的生日演講上，強烈地表達他想要被人批評渴望，他強

調：「關於他們在報紙、廣播和電視說了什麼，他們都不會批評國王說什麼和做

                                                 
112 2003 年泰王生日演講摘取自 “Tales of Asia-Thailand –Wise words,” Dec. 2003, (2008 年 6 月 9
日瀏覽), http://www.talesofasia.com/thailand-update-dec03.htm.  
113 Seth Mydans, “Thai King Urges Primer to Be More Lement in the Muslim South,” New York Times, 
Nov. 2, 2004, p.3. 
114 「頌薩籲遵皇上理念治南」，泰國世界日報，2006 年 6 月 19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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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什麼，事實上不論我做什麼，我想要他們的批評，我想知道人民同意或不同

意。…我只是想知道他們怎麼批評，如果他們批評正確，我就沒關係。給錯誤的

批評是不好的，但如果你將所有批評都視為侵犯而排除，那會損害到國王，或者

國王不是一個好人。」115這樣的言論一反過去泰國政治文化所追求的權威主義，

而泰王的謙遜言行和塔信打壓媒體報導的行為相比，更顯出塔信在民主政權體制

的專政和泰王的君主制度下的開明，也對於當時正在進行的反塔信運動有很大的

鼓舞作用。塔信家族賣掉自己的電信事業給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引起中產階

級對於塔信的道德批判，而大量投入反塔信的民眾之中。普瑞姆重新整頓他的軍

隊人脈網絡，包括陸軍總司令宋提，支持泰王的軍隊低調地進行軍事政變的部

署，等待時機，重新建立一個以泰王為主的民主政治。 

 

三、泰王與軍事政變 

  泰王本身非常重視泰國傳統的文化和價值觀，經常強調團結對國家的重要

性。在傳統的泰國文化中，家庭教育方面強調尊敬、順從、有禮貌和個人在家庭

的身份與責任感。父親是權力的中心、專制的統治家庭的角色。在大部份的家庭

裡，很難看到一家人的關係有著平等、政治參與和討論政治議題的民主態度和實

踐。這樣的家庭觀念延伸到國家層面，國王或政府就是被視為是「第二個父母」，

人人都應該尊敬服從他。佛教倫理和泰式傳統觀念深植在學校的課程中，強調避

免衝突、要謙卑、對人體貼有禮、不鼓勵批判、提出異議和挑戰權威的教育模式，

主要是為了發展的忠誠、強調愛國心和對政府領導者的支持，這使得泰國人民很

難對於現狀做批判或反對他人。佛教教義也教導泰國人要愛好和平和反暴力，因

此大部份的政治變遷中都是在和平的、逐步的，幾乎沒有流血的發生。116這種和

                                                 
115 “His Majesty the King’s Birthday Speech: ‘Actually, I Want them to Criticize’,” The Nation, Dec. 5, 
2005 (2008 年 6 月 6 日瀏覽), 
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2005/12/05/headlines/index.php?news=headlines_19334317.html . 
116 Thinapan Nakata,” Political cultur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Somsakdi Xuto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6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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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妥協的政治次文化，深深影響了泰國政變不流血的傳統，也反應在這一次的

2006 年 919 軍事政變上。 

  泰國學者普布山認為，在這場 919 政變的政治鬥爭中，主要看誰的時機比較

好，抓住對的時機就能抓到政權，而這次的軍事政變是反塔信的軍人趁著塔信出

國，抓到好的時機來發動政變。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以網球比賽來比喻國王的角

色，他就像是比賽場內中間的網，鬥爭的雙方在場中對打，誰能把球打過網讓對

方無法反擊，誰就是贏家。中間的網是沒有生命的，並沒有是干涉誰或偏袒誰。

117從普布山的說法來剖析，在泰國人眼中，國王是公正無私的，誰能在既有規則

中鬥爭來取良機，誰就是贏家。換言之，國王的存在成為泰國政治變遷的背景架

構，他確保了泰國政治在某種模式之下進行變化，不會有大規模的變革和大量的

流血衝突，但這也造成泰國社會對於民主政治帶有保守主義的色彩，一旦社會可

能爆發大規模變化時，軍方就會以國王之名出來整頓秩序，重新再來過，造成社

會無法從失敗中有效累積民主實踐和經驗，也代表著君主制度下的保守主義其實

是不信任人民能依理性決策、以良性民主的方式爭取人民自己的權力，而導致軍

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解救人民的姿態出現，形成惡性政治循環。 

  1997 年憲法第 7 條規定：「當這部憲法內的條文都無法適用時，在有著君主

設置民主政府制度下，必須以憲政慣例來解決。」民盟主要是依據第 7 條以要求

「回歸皇權」口號為號召，利用君權意識形態來發動反塔信運動，連結個人、政

黨、各種團體、市民組織和 NGO 等。澳洲學者 Michael K. Connors 認為，第 7

條建構了國王和人民之間的社會關係（the monarch and the people/ 

rachaprachasamasai），人民向國王請願的權利，因此國王在人民的要求之下進行

干預，這顯示了精英自由主義的脆弱和無能。不過，泰王宣告他不使用第 7 條的

解釋。他依然是使用非法律所賦予的權力，似乎是企圖讓皇室與政治保持距離，

而拒絕公開行使憲法第 7 條，讓此干預行為編纂成法律條文。118 

                                                 
117 見訪談 Prudhisan Jumboa 備忘錄。 
118 Michael K. Connors, “Article of Faith: The Failure of Royal Liberalism in Thailand,”,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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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經過了 2006 年 919 政變、軍政府接管政權、制定 2007 年新憲法、舉行

了新一輪的大選，現在是由民選政府接管政權。然而，新的執政黨人民力量黨是

由泰愛泰黨轉變為而組成的，在國會擁有多數的力量。由人民力量黨黨魁沙瑪．

擔任首相，並組六黨聯合內閣，掌握三分之二的多數。他被視為是塔信的政治同

盟，主張採取與塔信相同的政策。119該政府運作不到半年，就表示要發動修憲，

而受到反對黨和民盟等反塔信組織的反對，又走上街頭抗議，曼谷又彌漫著緊張

的氣氛。筆者認為泰王與民選首相關係顯得非常重要，民選首相必須要了解泰王

是非常重視國家團結，他不輕易對外發言，一旦發言，無非是希望自己的意見能

受到重視，進而影響政府決策。民選首相雖有權掌控軍隊人事權，但受到普瑞姆

和泰王的影響，一旦社會被預期出現大規模的變動和流血衝突，軍事政變就可能

再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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