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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泰式民主的轉變--以君權網絡為例 

 

一、前言 

  在2020年初，泰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學生與民眾聚集於曼谷民主紀念

碑前，提出對泰國政府的三大訴求：解散軍政府主導的國會、停止打壓異議人士及重

新修正2017年軍方制定的新憲法。這些訴求的產生與泰國本土的政治歷史密切相關，

泰國的政治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在於君權網絡深埋於民主表層之下，而其出現及運

作方式嚴重影響著當今泰國政治的走向。會想以泰國統治階級作為研究的對象是因為

泰國是少數施行君主立憲制的民主國家中王權與民權有直接衝突的國家，對照起同為

君主制的日本，日本早已步入成熟的憲政，然而泰國不斷發生政變，其真正的背後因

素乃是王權與民權的根本性對立。而除了泰國王室，泰國軍隊也是重要統治階級，不

僅受王室重視，也是引發政變的要角，在政變發生後接管政府形成軍事獨裁，在如此

的獨裁統治下，人民便開始對政府有所反抗，各式示威與革命接踵而至，也如同今年

這場學運，在整個政治模式的轉變中，各時期的民眾如何將自己的想法表達，他們的

想法又在這整個制度下發揮了何作用或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上述這些都可以幫助我

們更加了解為何泰國會發展成雖在民主制度檢視下，但特權階級仍可為謀利而忽視憲

法所保障的民主價值的現況，也能夠更明白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互動模式是因為什

麼而產生變動。 

 

二、泰國政治發展簡介 

（一）歷年泰國軍事政變 

  泰國可說是全世界最常發生軍事政變、權力交替最頻繁的國家之一，起因於泰國

軍隊與當地政治的特殊結構（王室、軍方與官僚政體為泰國政治主要結構），而泰國

皇家軍對相較於其他國家已明顯超過國防與作戰所需，且近年來泰國較無戰爭，皇家

軍隊較無須為作戰做準備，因此許多將領轉而投身政治，插手政治事務，漸滲入軍隊

勢力1。另外，皇家軍隊即為泰皇所掌握，軍隊需效忠於泰皇，當民選政府有意違背皇

權時，軍隊便會以護衛王室的名義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阻礙了民主發展，

 
1
 閻紀宇：〈閻紀宇：泰國，一個政變成癮的國家!，《風傳媒》，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月16日。

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2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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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導泰國政治變遷的力量2。而雖名義上是為維護皇權，真正引發軍事政變的背後原

因可分為以下幾點3： 

  首先，對一支軍隊來說，若無充足的國防經費支付各項國防資源，將對其作戰或

訓練不利。因此，當政府想要削減國防經費時，軍人便可能起而抗拒。相同地，當軍

方發現其逐漸失去勢力或利益時將採取軍事政變來保全自身，以防止軍方遭貶抑或壓

制。其次，軍人與民選政治人物對憲政該如何運行或憲法規範之內容的意見時常相

左，若雙方無法達成共識發生衝突，軍方將以發動政變來中止當前政府之執政。再

者，在泰國皇家軍隊中也有分不同派系，而當某一方掌權時引起另一方不滿，不滿的

一方將透過政變來推翻掌權者。此外，當人民對政府施政不滿時可能引發示威抗議，

進而導致國家秩序混亂危害國家安全。或是政府官員貪污嚴重也是泰國政致中常見的

問題，此時軍方可能插手以保衛國家安全。延續這點來說，若國家面臨經濟惡化及代

表政府在施政上也須負一定的責任，軍人便認為是政府任職不周，因此欲推翻當前的

失能政府。 

  說明完可能引起軍事政變的原因後將在以下介紹四個泰國史上的重要政變。之所

以選取這四次政變來說明的原因是1932年的政變（暹羅立憲革命）開啟了泰國憲政時

期以及民主化；1976年的政變（法政大學大屠殺）為泰國史上最慘重的政變，且嚴重

打擊泰國民主發展；1991年的軍事政變導致黑色五月事件，人民已越來越不信任軍

方，且不滿其獨裁統治，堅信須朝民主化發展；2014年的軍事政變則是離目前最近的

一次政變，而這之後上任的總理帕拉育（陸軍總司令）也是2020學運的中心人物，人

民不滿這些年來軍政府的獨裁統治，追求民主的聲浪越來越大。透過這四場政變，泰

國在各方勢力競逐下逐步確立了其政治生態，並產生上層階級利用軍政府、樞密院及

政黨干預政治的現象。 

  1.1932年（暹羅立憲革命）：當時正值拉瑪七世，且剛經歷了全球經濟大

恐慌，在全球經濟蕭條下，泰國也因此受影響，拉瑪七世即在國家財政預算上

刪減了軍隊與公務人員的預算4，引起了軍官和平民菁英的不滿，再加上當時知

識份子從西方帶自由民主風氣5，進而發動政變來取代絕對君主制和貴族階級。

此次革命為一場幾乎不流血的政變，也開啟了泰國的君主立憲時代、造就泰國

 
2
 陳佩修（2009年9月1日）。〈泰國的軍事政變與政治變遷!，《東吳政治學報》第27卷第3期，頁65-

11，華藝線上圖書館。 
3 陳佩修（2000年1月）。〈軍事政變的成因、結果與影響：泰國個案研究〉，《問題與研究》第39卷

第1期，頁47。根據陳佩修老師的文章，此處所列關於泰國歷來軍事政變的要素整理，是參考陳鴻瑜老

師的研究所得。不過，實際檢閱陳鴻瑜老師的研究文章發現，兩位老師的整理仍有差異。詳可見陳鴻瑜

（1993年）〈泰國的軍人與政治變〉，《東亞季刊》第24卷第3期，頁22-24。 
4
 法蘭克：〈把憂傷留在六月-結束絕對王權的暹羅政變!，《ASEAN PLUS南洋誌》。最後瀏覽日期：2

021年1月16日。網址：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20/07/14/siamese-revolution-of-1932/。 
 
5
 〈1932年革命紀念活動遍地開花，泰國青年上街爭取真民主、反軍政府訴求!，The News Lens 關鍵

評論。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月16日。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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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憲法，是泰國史上民主化的開端。而其中此次革命的重要推手為1927年

由軍官、文官、學者所成立之「人民會」。因軍人與文人的合作促使這場政變

的成功，卻也使泰國陷入軍官與文人爭權、軍事政變與民選政府的糾葛之中6。 

  2.1976年（法政大學大屠殺）：1973年的社運，改革與民主的浪潮升起。

在1973-1976年間，學生、農人、勞工合作發動多項抗議活動，並成立了組織，

此時左派的聲勢也漸大。於泰國長期掌權的菁英階級（軍方、貴族、官僚）之

勢力及利益受影響，軍方為了鞏固自身利益而培養反左派之右翼來抑制民主浪

潮。甚至預計讓三年前被迫下台的總理歸國（還得到了泰皇的默許），以上軍

方之行動引起人民不滿，認為軍方勢力又將再次壯大阻礙民主化進程，法政大

學之學生展開抗議活動，而在一次的行動劇終因被吊死的青年與當時的王儲相

似，便被軍方冠上顛覆皇室及共產黨的罪名，使得軍方有理由進行鎮壓，對手

無寸鐵的學生展開屠殺。雖因國家轉型委員會的奪權而平息，此後軍方又以維

持社會秩序之名並得到泰皇默許發動軍事政變欲推翻反共不利的總理。自此

後，左派、民主意識中止以及社會運動消失，泰國又回歸專制獨裁的統治7。 

  3.1991年：1980年代泰國經濟明顯成長，造就許多商業巨頭。在發展經濟

之餘，越來越多商業巨頭投入政黨並參與選舉，因本身的身價及經濟地位於政

治決策中有絕對影響力。雖商業與政治的合作使得國家重要建設能順利進行，

但賄絡與貪污的問題隨之出現。1988年的選舉後擔任總理的差猜重商業利益，

更強化商業與政治的連結，使得貪汙腐敗更加嚴重。人民已漸對政府失去信

心，而軍方勢力又抬頭8。後來軍方因差猜將決策能力由公務員移轉至民選從政

者，且政治人物要求軍方下放權力，使軍人為保全自身勢力及利益而發動政變

推翻政府。雖人民樂見貪汙的政府終被推翻，但也隨之意識軍方掌權將使泰國

回歸獨裁統治。雖新政府由商人領導，但政府仍充斥著軍方勢力，且壓制泰國

民主化進程。人民對軍方失去信任，上街抗議示威，引發1992年黑色五月革命
9。 

  4.2014年（1932年以來第12次政變）：自2006年以來泰國長期處於紅（支

持為泰黨）、黃衫軍（支持民主黨）的政治僵局中10。2013年執政黨之為泰黨議

 
6
 法蘭克：〈把憂傷留在六月-結束絕對王權的暹羅政變!，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月16日。網址：ht

tps：//aseanplusjournal.com/2020/07/14/siamese-revolution-of-1932/。 
7
  哈哈雲：〈血腥十月（下）1976法政大學大屠殺的開端與時代背景!，泰太有事嗎。最後瀏覽日期：

2021年1月16日。網址：https：//vocus.cc/article/5f82b68dfd897800016269fa。 
8
 阿南（2014年6月6日）。〈泰國的民主化-從抗議示威到新憲法!，二十一世紀評論。 
9
 王怡文（2012年）。《泰王蒲美蓬之君主立憲角色》，頁55，華藝線上圖書館。 
10

 林伯駿 。〈2013埃及政變與2014泰國政變有甚麼不一樣?-2014年6月24日/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與

張育軒合著）!，Medium。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月16日。網址：https：//medium.com/@tidus3948/

2013%E5%9F%83%E5%8F%8A%E6%94%BF%E8%AE%8A%E5%92%8C2014%E6%B3%B0%E5%9C%8B%E6%94%BF%E8%AE%8A%

E6%9C%89%E4%BB%80%E9%BA%BC%E4%B8%8D%E4%B8%80%E6%A8%A3-591ecbb4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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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提出特赦法案，引起反對黨（民主黨）及人民的不滿，雖最後撤銷了該法

案，反對黨及黃衫軍仍發起抗議。當時執政之總理盈拉為防止衝突越發嚴重而

同意被解散的下議院大選，此舉則引起紅衫軍的抗議。而此次選舉最後被憲法

法庭判定無效，接著又使紅黃衫軍紛爭不斷。軍方眼見泰國秩序逐漸敗壞11，便

由陸軍總司令帕拉育．詹歐查和軍方官員透電視宣布強行接管政府，並宣稱內

閣權力須被徵收。政變後由帕拉育自行出任代理總理後又直接出任總理，成立

軍政府12。此次政變後泰國又回歸獨裁統治，直至2020年引發了學運，要求帕拉

育下台。 

（二）軍政府 

  在上述的1932年暹羅革命即有提及雖是軍人與文人合作而促成此場政變，但也使

泰國政治長期陷入軍人與文人之爭，一旦軍人找到理由或藉口發動軍事政變後，軍方

便推翻文人政府並成立軍人政府，總理及政府長官皆由軍方推派。而泰國雖於1932年

推翻君主專制確立君主立憲政體，但軍人、政治菁英、民眾也常僭越民主制度，使得

泰國政局混亂常爆發街頭政治和暴力衝突13，軍方則以穩定社會秩序而發動軍事政變，

因此泰國長期處於軍人統治與文人統治的交替。而其實每次的政變能成功發動、軍政

府能順利成立，是得到了泰皇的默許與王室的支持，泰皇及王室藉此取得軍方的信任

與忠誠來深入政府、干預政治。 

（三）泰國樞密院 

  泰皇除了會倚仗軍方勢力深入政府外，該國之諮詢機關-樞密院也由泰皇任命，且

一般由已卸任的泰國總理和退役將領組成。根據《泰國憲法》，樞密院由少於18人的

顧問官組成，而在院長的掌握下，可於泰皇缺席時暫代其國家元首的職權。因此樞密

院院長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稱。但此一權力使其對軍隊及政府有一定影響力，

也讓外界認為樞密院將干涉該國政治14。雖樞密院院長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稱，但最

終幕後主導一切的仍是泰皇，樞密院成員不僅由泰皇任命，更是安插了泰皇的親信，

如前任之樞密院院長炳·廷素拉暖。藉由院長對泰皇之忠誠，泰皇以便掌握樞密院，進

而干預政治。 

 
11

 國際，夜書眼中的世界：〈2014年泰國反政府示威事件、泰國軍事政變整理!，《公民行動 影音紀

錄資料庫》。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月16日。網址：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26678。 
12

 李淑貞（2018年）。《武裝力量與社會：泰國民主轉型時期的軍文關係，1991-2006》，頁51，華藝

線上圖書館。 
13

  李龍：〈社會斷裂下的泰國民主!，《觀察雜誌-NO.11》。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月16日。網址：

https：//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372。 
14

  洪翠蓮：〈推翻戴克辛前政府 太前總理素拉育代掌樞密院!，《Newtalk新聞》。最後瀏覽日期：2

021年1月16日。網址：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5-29/25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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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國政黨發展
15
 

  在上述2014年的軍事政變中有提及紅黃衫軍之爭（分別支持為泰黨與民主黨），可

看出泰國政治中有明顯的政黨對立，而除此之外泰國政黨發展也極受特權階級影響，

將在以下做更詳細的介紹。 

1. 政黨政治受阻於軍方勢力、政黨組織與政府之結構不穩定 

  泰國原為絕對君王制的國家，然而自拉瑪五世掌權以來即推動泰國西化，並將國

內優秀學子送自歐洲國家學習現代知識，新的西化世代因而形成16。1928年由受西方教

育影響之知識分子及軍官組成泰國第一個政黨――人民黨（當時稱人民會，且尚未世

一完整得政黨組織）。1932年由人民會與軍方聯合發動暹羅立憲革命後，泰國便朝民

主化發展，但泰國之政黨政治並未隨之展開。當時雖人民會欲發展成群眾政黨，但卻

遭到軍方阻攔，因此人民會無法成功轉型為真正的政黨，也尚未有政黨競爭。由此可

知，軍方雖於政變時與人民會合作，卻只是為藉助其力，並不樂見人民會在泰國的勢

力壯大，甚至發展政黨政治。直到1946年新修之憲法中明訂人民有權組黨，開啟組黨

熱潮，人民會中的文人派不再傾向成為群眾性政黨，而是擴張自己的勢力重新組黨。

自此時，泰國之政黨政治才隨之發展並邁向政黨競爭體系。然而1946到1988年政黨還

是多為軍人和官僚所控制，當時正值冷戰時期，軍方更是以國家安全與防止共產勢力

擴張為由限制人民各項自由權。雖然仍有公開競爭的選舉，但沒有任一政黨的勢力可

自行組成政府，皆須藉由多黨形成聯合政府，而軍方也隨之在其中安插軍方勢力，甚

至進而領導組成內閣並選派軍人擔任首相與重要官職。以上軍方插手政治的現象也是

阻礙泰國政黨政制發展及民主化進程的原因，且若是軍方認為文人政府失職或是貪汙

腐敗，將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文人政府成立軍政府，在軍政府統治下人民之自由權更是

被嚴重打壓。另外，政治結構之不穩定是導因於聯合政府及國會議員對所屬之政黨無

很深的意識認同。聯合政府會造成意見分歧及運作不穩定，而無意識認同則容易因個

人利益常常轉換所屬政黨。 

2. 政黨政治長期處於貪汙腐敗、金權政治的形成 

  泰國之政黨政治中除了政治菁英和軍人的重要力量外，還有1970年因經濟起飛而

興起的大資本家和中產階級。雖商業鉅頭的投入有助於政黨政治發展，各種貪污腐敗

的情況也隨之出現，更使得軍方有理由發動軍事政變。而原先政治的運作多集中於首

都曼谷並為軍人及官僚所掌握，但民選開放後，享有投票權的農民及中產階級也漸成

為可左右政制發展的力量。農民通常支持主張促進當地利益的候選人，而如此的選舉

意向受極易受金錢誘惑，候選人便透過金錢來換取農民的支持，甚至投入大量資金來

 
15

 張靜尹（2007年）。〈塔信政權與泰國政治變遷 第三章泰國政黨體系的變遷!，政治大學外交研究

所學術論文，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 
16

 法蘭克：〈把憂傷留在六月-結束絕對王權的暹羅政變!，《ASEAN PLUS南洋誌》。最後瀏覽日期：2

021年1月16日。網址：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20/07/14/siamese-revolution-of-1932/。 



6 

買票以獲得勝選。而那些資金除了候選人本身的投入還可能來自當地知名企業或富商

贊助，他們之所以願意贊助是因未來若候選人成功進入國會便可為他們背書或打通政

治管道，有機會主導國家公共建設並從中獲利。而前述有提及於政府之地位不穩定，

若貪汙不夠，失去職位時還未必收回選前之投資。由以上可知泰國長期處於金權政治

中，且本身的政治結構也十分不穩定。 

  泰國政黨政治在已不成熟的情況下，又因長期受軍方干預和限制政黨發展、政府

官商勾結與貪污腐敗、地方選民受金權政治影響等因素，該國之政黨政治發展進程容

易被打斷或受阻，且政黨政治生態也不易培養17。 

 

三、君權網絡 

(一)君權網絡名詞解釋與特色 

  君權網絡（Network monarchy）為 Duncan McCargo (2005)所發表的論文〈N

etwork monarchy and legitimacy crisesin Thailand〉中所提出的概念，其含義為點出泰國在

1932年改為君主立憲制後，王室仍藉由與軍事領袖、政治菁英及地方權貴所共構的利

益網絡干預政治的現象，而此網絡的共通核心目的是提高王位的力量與威望，因這有

助於鞏固民族認同感及與之相關的人，創造更廣泛的統治正當性。泰國君權網絡制的

出現成功反制了1930年代神聖威權逐一被摧毀的趨勢，王室透過網絡的明智管理重建

其力量，以領導者身分重新進入政治秩序，此一改變更使王室脫離在原先層次結構君

主制中需為失敗而受譴責現象，在網絡君主制中，王位會因成功獲得信譽，但政治系

統的墮落、失敗卻會怪罪在自私自利的腐敗政客上18。 

(二)君權網絡實例及其影響 

  君權網絡被普遍接受的證據是從1980年到2001年泰王在每次政治危機時都擔任最

終仲裁者，王權在當時仍是國家正當性的主要代表19。國王在各類國家議題上都具有指

導地位，且會在每年的生日演講中給予國家未來發展建議。君主積極干預國家政治發

展，透過議員與受信任的軍事人物的代理和首席代理人――前陸軍司令兼總理 Prem T

insulanond幫助確定了聯合政府的性質，並監督了軍事和其他晉升過程20。在許多關鍵

時刻（如1980、1983、1986年)皇家支持都是 Prem確保總理職位的關鍵， Prem在這一

 
17
朱振明（2011年6月1日）。〈泰國：獨特的君主立憲制國家（第二版）!，《Google 電子圖書》。 

18
 McCargo, D. (2005). Network monarchy and legitimacy crises in Thailand. The Pacific Review, 18(4), p.504. 

19
McCargo, D. (2005). Network monarchy and legitimacy crises in Thailand. The Pacific Review, 18(4), p.501. 

20
 McCargo, D. (2005). Network monarchy and legitimacy crises in Thailand. The Pacific Review, 18(4), p.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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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開始成為掮客，做為一個實用主義者他願意做任何交易推進王室利益、影響及形

象21。 

    而君權網絡如何維持他的運作，經濟來源為何以及其如何讓民眾相信它擁有正當

性為非常重要的一環。為回應此問題，可以舉出泰國前總理班漢・西巴阿差為其中一

個支持軍權網路進行的例子。他因為經商致富，擁有一大筆財富，後來又當選家鄉素

攀武里（Suphanburi)的議員。接著便在家鄉蓋學校，以新建學校的名義，邀請皇族參

加開幕典禮。當時王室所迫切需要的便是追求農村的建設、反叛亂以及建立其形象，

故即便當地基礎建設差到王室得搭乘直升機才到得了，王室依然選擇參加。而此次開

幕典禮給予王室建立行形象的機會，並藉由發放國旗及方巾培養居民對王室的忠心，

此外，更透過此活動，班漢・西巴阿差捐獻了大筆資金給皇室，而這些錢也流入了鄉

村偵察兵中，用以對抗叛亂團體。於班漢・西巴阿差來說，他也因邀請到王室的參與

贏得當地人民得大力支持，而藉由多次蓋學校的操作，他因此讓他當選的小地方被整

個泰國看見，人們也越發相信他，他的名望越來越高。 

 

    而此事件造成了多重影響，其中包含了（一）政治人物以皇室利益為優先考量，

不論是邀請居民共同贊助亦或是共同合唱民族歌曲，目標皆是為了滿足皇室的需求；

（二）選舉時得票數會依據皇室的支持與否而有相對影響，由班漢的例子說明，他第

一次參與選舉便以選舉便獲得了60%以上的選票，為泰國所有候選人中獲得最多票數

的，而這與幾個月前的皇家資助息息相關22；（三）對於曾有貢獻或仍有貢獻的人，皇

家賦予其了皇室合法性，容忍其違法行為；（四）在官僚晉升中人際關係大於行政能

力的趨勢日漸蓬勃；（五）產生典禮的「制度化系統」（institutionalized system 

of ceremonial production)，意即可以在素攀武里的任何地方及時間組織儀式，而王

室也透過此網絡也透過此網絡公開展示其權威及合法性23；（六）致使區域發展不均，

因班漢在素攀武里擁有絕對的掌控權，於是便藉由在此地蓬勃的建設，串通廠商並獲

取經濟上的利益。 

(三)君權網絡發展階段變化 

  經由文獻回顧與近年媒體報導走向分析，我們認為君權網絡的發展階段可大致分

為四個時期，分別是初期（1932-1950年代）、鼎盛期（1960年代-1980年代）、末期

（1991五月革命後-蒲美蓬逝世）及王位轉換後期（瓦吉拉隆功即位後至今）。 

 
21

 McCargo, D. (2005). Network monarchy and legitimacy crises in Thailand. The Pacific Review, 18(4), p.507. 
22

Yoshinori Nishizaki (2013), The King and Banharn： Towards an Elaboration of Ne

twork Monarchy in Thailand, p.80.  
23
 Yoshinori Nishizaki (2013), The King and Banharn： Towards an Elaboration of N

etwork Monarchy in Thailand,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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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暹羅革命後，在君主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欲鞏固舊有利益而以泰王為首組成利益

網絡，此時人民與軍方雖欲限制君主權力，但由於在泰國的歷史文化中君主為統治正

當性的代表，因此仍對泰王保有一定的敬意。 

  1958年沙立（Sarit Thanarat）上任泰國總理後，以軍事獨裁統治系統性地提高

了君主制地位，使不受歡迎的君主制逐漸恢復了突出地位。他安排泰王蒲美蓬到全國

參觀慰問、為泰國政府大學畢業生頒發禮物和證書，把君主政體更接近人民，提升國

王的地位及崇敬。到1960年代後期，國王開始定期發表涉及政治問題的公開聲明24。 

  1992年黑色五月事件後，隨著泰王蒲美蓬年事漸長，君權網絡形式也開始發生改

變，國王減少了對個人直接行動的依賴，開始多藉代理人之手干預管理統治正當性危

機，而自由派保皇黨如 Anand 和 Prawase 等人開始致力於重塑更寬鬆的君權網絡，

使之不會因過時的軍事結構和官僚對穩定秩序的偏愛而癱瘓25。 

  瓦吉拉隆功繼任王位後，因為個人私德問題及種種舉措無法為人民所接受，進而

影響了泰國人民對君權網絡的包容度。各家媒體報導點出瓦吉拉隆功自登基以來「鮮

少待在泰國，大多數時間都於德國的豪華寓所內『遠端治國』」26，就連疫情期間仍不

願返泰視察，反而滯留德國度假、干預政務，引發國內反王室情緒高漲。今年八月泰

國法政大學更提出針對王室的十點改革訴求27，這是泰國少數直指王室的示威行動，也

象徵著泰國人民對君權網絡的不滿，而欲從根基改革的意圖。 

(四)君權網絡基礎鬆動原因 

1. 經濟危機28 

  綜觀泰國1953年到1990年的各項經濟指標變化，可以發現挑戰君權網絡地位的重

要事件時間點隱隱地與經濟狀況低點相呼應，從圖一中能看出1973、1976及1991年泰

國實際GDP成長與經常帳戶餘額 (Current Account Balance；CAB)顯著降低，而國內

通膨狀況則相對上升。 

 
24

 McCargo, D. (2005). Network monarchy and legitimacy crises in Thailand. The Pacific Review, 18(4), p.503. 
25

 McCargo, D. (2005). Network monarchy and legitimacy crises in Thailand. The Pacific Review, 18(4), p.508. 
26
 鐘巧庭（2020年10月27日）。〈不住泰國的泰王 拉瑪十世長年滯留海外「遠端治國」、奢華度假 

德國恐下逐客令？!，風傳媒。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月5日。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

/3147166。 
27

 滯泰台女（2020年10月6日）。〈「讓一切在我們這代結束！」掀起泰國學運狂潮的青年解放陣

線〉，轉角國際。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月5日。網址：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

ry/8663/4913071 
28
 引自Robinson, D., Teja, R. S., Byeon, Y., & Tseng, W. S. (1991). Thailand; Adjusting to Success: Current Policy I

ssues (No. 8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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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尚懋（2015）也在論文中點出泰國政治安全

的困境主要原因在於錯誤的經濟發展政策，間接造

成整體人類安全指標的區域落差29，由於過去統治階

層傾向博取曼谷及泰國中部地區的中產階級支持，

而忽略了東部及北部人民利益，使塔克辛的紅衫軍

勢力透過改善東北部人民生活，獲得政治實權，進

而挑戰君權網絡中的保守菁英勢力。 

2. 統治權威的衰弱與政績困局30 

  在西方憲政架構逐漸影響東方社會的背景因素

下，泰王作為統治權威、國家正當性代表的地位逐

漸鬆動，再加上不同君王的個人魅力及運用君權網

絡的方式不同，直接影響了人民對君權網絡的看法

及包容程度。蒲美蓬在位期間雖發生了多達十九次

政變，但泰國人民仍十分信任泰王並默許君權網絡

存在，這是因為泰王會適時運用君權網絡展現對人

民的關愛，在政治危機的關鍵時刻亦會介入調停，

使泰國局勢迅速恢復平穩，再加上蒲美蓬個人勤政

愛民、致力改善民生的形象31，使得他相較瓦吉拉隆

功獲得更普遍的民意認同。 

 

四、人民在體制下的角色 

  發生政變對泰國人來說似乎早已不再是什麼稀奇的事了，甚至也許對大多數普通

人而言，泰國的政變不過就只是換執政者而已，對生活的影響並不大，因為這些政變

既不像西亞那些國家一樣動輒耍刀弄武，泰國的宗教文化因素也讓人民對上位者的變

動並不那麼敏感。再者，如同日籍學者塚藤(Somsakdi Xuto)的說法：「泰國政變的目

的不在終結國家，而在調整政治結構與修改憲法。」，政變直接衝擊到的只有政府組

織跟執政集團。然而，我們的問題也出在此：泰國人民在所謂泰式政治的體制下究竟

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在這些貴族、軍方，甚至是皇室的博弈之中，人民要以什麼樣

的姿態或是籌碼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呢？ 

 
29
 陳尚懋. (2015). 泰國政治安全的發展與困境. 問題與研究, 54(4), p.104. 

30
 李酉潭. (2007). 臺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未來的民主化-以杭亭頓的理論架構分析之. 遠景基金會季

刊, 8(4), p.5. 
31

 廖綉鈺（2016年10月14日）。〈勤政愛民、多才多藝、在位長達70年、還是爵士樂好手！泰王蒲美蓬

備受人民愛戴〉，風傳媒。最後瀏覽日期：2021年1月5日。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177

633?page=2 

圖一：1953-1990泰國經濟指標 

資料來源：Robinson, D., Teja, R. S., Bye

on, Y., & Tseng, W. S. (1991). Thailand; A

djusting to Success: Current Policy Issue

s (No. 8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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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國民主化的開端——十月革命 

  隨著經濟危機和民主浪潮的衝擊，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泰國社會也遭受了

巨大的影響，要求改變君主體制的呼聲日高。終於，泰國在1932年確立君主立憲制，

極大的壓縮了泰王的權力，並建立了當時所謂的「永久憲法」，但這部憲法卻沒有真

的保障到人民的權益，事實上，接下來頒布的大多數憲法也都不把人民權益當成第一

順位，而是成了某種政治博弈的工具。 

  泰國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開端是從1973年的學生運動開始的32，在此之前，國家

政治是由軍方獨攬大權的，但在學生不滿他儂政府的強硬作風和不民主，表達了抗議

以後卻被政府以叛國罪被待補後，引起整個社會的不滿並引發學運，但政府卻依然以

武裝鎮壓的方式去回應，造成了社會上極大的衝突和矛盾，最後則是藉由當時的泰王

浦美蓬的調停以及當時的總理他儂流亡海外做為這場衝突的句點。 

  這場學運，又稱作十月革命，可以說是泰國人民第一次主動為自己的權益或理想

向政府表達意見，雖然一開始是由學生基於意識形態或理想主義而發起，但知識分子

與中產階級亦不滿政府過度壓抑人民基本權益，換句話說，這場學運背後其實是以整

個社會的支撐為後盾，也間接地增加了其對政府議價的能力。 

  再者，十月革命也打破了泰國人民一直以來在傳統體制下的角色。在傳統的泰國

文化中，泰國人傾向個人利己主義與階級自覺亦使得人民普遍對政治不感興趣，再加

上小乘佛教的影響也使得他們比起關注政治發展，更傾向追求個人功德，逐漸形成了

「政治冷漠」的群眾性格。甚至在1932的政體變革前，對泰王的敬重和無上權威使得

人民基本上不可能公開的對其表達抗議及不滿，十月革命代表的其實是泰國政治發展

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而其影響也是十分深遠，包括民主意識的抬頭、獨立工會的出

現、各種報章媒體的興盛，以及軍方對社會聲音的顧忌等等，人民開始真正在泰國傳

統的菁英統治中擁有一席之地，而不再僅僅只是各種權力鬥爭中的犧牲品。33 

（二）被打擊的民主——法政大學大屠殺 

  事件起因是在1973年流亡海外的前任獨裁總理他儂在1976偷偷返回泰國，引起群

眾不滿，有兩名張貼反他儂海報的農民卻遭到警方上吊處死，引發學生進行大規模的

示威抗議，約有一萬名來自各大學的學生因而聚集在法政大學進行抗議。然而，因當

時正處在冷戰的敏感期，泰國政府以「一群共產主義者妄圖顛覆皇室和整個國家」的

理由，派遣安全部隊入校鎮壓，造成死傷無數。 

 
32

 吳家豪（2018年）。《後塔信時期的泰國政治變遷：民主退卻觀點的分析》，頁25，華藝線上圖書

館。 
33

 王怡文（2012年）。《泰王蒲美蓬之君主立憲角色》，頁45，華藝線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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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的泰國再次回歸獨裁統治，宣布戒嚴，並宣稱1973到1976的民主實驗為「失

序民主」，各種社會運動嘎然而止，而左派分子則幾乎消聲匿絕，在之後對此事件的

討論也被噤聲，於是法政大學大屠殺成如同瘡疤一般的存在。 

  而這場抗爭會失敗的原因除了來自政府和軍方的鎮壓，其實也蘊含著大部分泰國

人民對社會現況的看法。正因為泰國社會長期習於處在威權統治下的秩序以及對真正

民主的不瞭解，民主化運動威脅到的不只是上層階級的利益，更是讓中產階級以及大

部分民眾感到安寧秩序的被破壞，社會改革的訴求以及議會民主化逐漸失去社會大多

數人的支持，他們只想回到過往的穩定，也因此間接促成了獨裁政府的回歸。 

  這場運動最初其實可視為人民對軍方跋扈行為的一種反動，只是後來被扭曲成左

派和右派之間的戰爭，即便最後是以失敗收場，但它的確也讓軍方意識到要再以從前

那種威權統治的方式去治理人民可能是行不通的，並喚醒了弱勢長久遭到壓迫的政治

意識，成為之後人民為民主而抗爭不可或缺的動能。 

（三）黑色五月事件 

  1992年3月的大選結果，在沒有任何政黨獲過半席次情況下，執政聯盟推舉蘇欽達

為總理，受到反對黨以違反民主程序為由激烈反對。然而，最後「蘇欽達任命案」仍

獲國會通過，並得到泰王的批准，但是人民以蘇欽達違反「把權力交還給人民」的承

諾，在當時曼谷市長占隆帶領之下舉行大規模的遊行抗議，「反蘇欽達」的示威抗議

規模不斷擴大。軍隊對此的回應則是武力鎮壓抗議聲潮，在短短三天內死傷無數，至

今仍有數百人失蹤，事件的落幕則是當時泰王浦美蓬出面調停，此為「黑色五月事

件」。 

  在事件結束後，政府再次修憲，而這次修憲是人民反對軍人集團，爭取民主取得

的勝利。34而與以往憲法相比，這次修改後的憲法在堅持君主立憲制基本原則的前提下，

展現更多保障民主的規定，例如強調對人權的保障、並對政黨的建立、組織原則等作

了詳細規定等等。 

  這場運動的本質其實是人民不滿軍方再次介入政治的抗議，也可視為泰國民主轉

型過程中動力的展現，也是讓軍方真正意識到像是沙立或他儂時期的那種威權體制只

會遭到民間更大的反彈，故而在之後採取比以往軍人政府更為民主、開放的態度與政

策。 

 
34

 吳家豪（2018年）。《後塔信時期的泰國政治變遷：民主退卻觀點的分析》，頁29，華藝線上圖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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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在這場運動中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35，然而其中不免有些政治鬥爭的影子，

「公民社會運動」似乎成為菁英們鬥爭的工具，也為之後的軍事政變鋪路。 

 

五、結語 

  在上面篇幅的討論中，我們得出了三個主要的結論。首先，泰國傳統政治在最一

開始的構成元素是三大力量的互相角力及合作，分別是皇室、軍方以及政治菁英。36從

開始剛轉變政體時的不成熟，在經歷了大大小小事件後互相摩擦碰撞，漸漸演變成我

們現在所悉知的泰國政治，或稱所謂「泰式民主」。其次，泰國的民主制度與今日我

們所熟知的西方憲政架構有所差距，我們從頻繁發生的軍事政變以及統治階層糾纏的

君權網絡中可以發現王室、軍方，甚至是政治菁英隨時都可能以各種理由而僭越民主

制度，也許是真正為了國家利益或安全，也有可能僅僅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可見民

主程序並非是他們所考量的重點，但這也許正是前述泰式民主的精髓——在面對危機

時，先將發展尚未完全成熟的民主體制擱置在旁，利用人民以及統治階層最熟悉也是

最傳統的手段穩住局面，一種威權與民主相融合的手段。最後，人民的聲音與政治地

位有逐漸上升的趨勢。從前期的各種軍事政變、立憲革命等等大事件中，我們幾乎無

法從中看到人民的影子，統治階層的那些舉動幾乎代表了整個國家，但在之後的事

件，像是法政大學大屠殺、黑色五月革命，甚至是現在進行中的泰國學運中，人民開

始勇於表達自己的立場，甚至是整個事件的主要成分，並為了自身權益站上街頭，而

貴族及軍方在察覺後，在與人民互動的模式上也慢慢開始產生了轉變，無論是在法條

的制定，抑或是對待人民的態度都開始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在這歷史的進程中清楚看

到人民的聲音與力量越發的龐大。 

  在最後的結尾，我們引用巫俊穎（2011）所述： 

  「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文化背景，隨著時間的洗練，仍有著無法抹滅的歷史遺

緒存在，而這些遺緒也牽連著國家的政治發展，泰國亦是如此。在傳統正當性的支持

下，『泰式民主』代表著這個統治者所建立的政權或作為是正當的，亦合乎社會正義

或大眾信念與共識。」37 

  我們身為旁觀者，其實在沒有真正經歷那些事件或了解他們的歷史文化時，並沒

有資格高高在上的去評判泰國的政治是優是劣，或是強硬地把我們的觀點套用在他們

身上，舉例而言，生活在民主共和體制中的我們是無法理解他們對泰皇的崇敬的。也

 
35

 李淑貞（2018年）。《武裝力量與社會：泰國民主轉型時期的軍文關係，1991-2006》，頁51，華藝

線上圖書館。 
36

 吳家豪（2018年）。《後塔信時期的泰國政治變遷：民主退卻觀點的分析》，頁23，華藝線上圖書

館。 
37
 巫俊穎. (2011). 東亞國家民主發展與鞏固前景: 從公民政治價值觀分析.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學位論文, 頁203. 



13 

因此，在下結語時我們所該顧慮的重點永遠不是結論是否精準或有所誤差，而是該時

刻警覺自己是否有放下自己心中的成見以及固有觀點去理解、接受發生在泰國身上的

種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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