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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近代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其現代化的進程關係密切。卻克里王朝自拉瑪

一世(Rama I)立朝開始，即不停地為確立區域霸權地位與擴大國家領土與周邊國

家進行一連串的戰爭。直到拉瑪三世為止，整個國家基本上屬於封建專制的政治

形態。拉瑪四世(Rama IV)登基後，面對強大的西方資本帝國前來叩關並要求開放

市場及建立關係，如何對抗西方勢力的威脅及鞏固王權地位的穩定成為拉瑪四世

在位期間的兩大施政主軸。1為了避免像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成為西方強權的殖

民地，拉瑪四世即開始思考改革過去不合時代的傳統制度及思想，推動泰國初步

的國家現代化。其後拉瑪五世(Rama V)登基，在其父改革的基礎及其本身受過西

式教育的背景下，積極引進西方的思想及制度進一步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深度及全

面性。拉瑪五世所推動的教育改革，派送大量皇室及貴族成員至歐洲接受新式教

育，使泰國產生了首批具有現代思維的新式領導階層，同時也使民族主義的思想

開始在泰國萌芽生根。至二十世紀初，泰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已然大致成形，並開

始對當時國內數量龐大且掌有絕對經濟優勢的華人感到一種來自異族的威脅。

1911 年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將當時的泰國華人的民族主義及對中國的政治認同

帶向高峰，卻也同時刺激了泰國民族主義的迅速發展2。 

    中泰兩大民族主義並進之下，泰國開始採取制訂法規限制華人發展的措施，

希望能以較溫和的方式加速華人同化於泰國社會並在政治上忠誠於泰國。另一方

面，在泰國皇室的政策性保護之下長期自由發展未受限制的華人社群，此時因受

到壓制而逐漸產生調整的心態並同時受到中國與泰國兩大民族主義的影響。在中

國向海外華人傳播民族主義的方針下，迅速發展的泰國華文教育使泰國民族主義

份子對華人社群的負面感受更加尖銳。1932 年泰國的不流血政變成功後，泰國

的民族主義勢力越加高漲，加以當時泰國軍派勢力積極與日本發展關係，民族主 

                                                      
1
Andreas Sturm,The King’s nation:A study of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ailand, Presented for the Degree of  Ph.D of  University of London,2006,p3. 
2
曹雲華，《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1，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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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視泰國境內華人社群為中國政治勢力的「海外代理人」，並意圖使泰國陷於

艱困的國際地位，使得長期以來對華人社群一貫採取溫和同化政策的泰國統治階 

層開始對華人社群態度轉趨嚴厲。3泰國統治階層從減緩華人人口增長的速度及

限制華文教育的發展兩方面來達到加速同化華人社群於泰國社會的目的。華人新

移民數量在以「識字能力」為入境的條件下嚴重縮減，華文學校的興辦也受到法

規的管制而被嚴格限制或勒令關閉。4在泰國民族主義的強力影響下，減少「新

客華人」數量的增加，事實上可視為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進行「自然同化」

的措施之一，而在「土生華人」比例日高的情況下，華文教育自然地就會成為類

似華人社群向「泰化」目標過渡的橋樑。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政府在 1911

年之後便積極發展與海外華人社群之間的緊密關係，並以興辦新式華文教育的方

式推動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愛國主義及政治認同。此舉使得當時的海外華文學校的

性質，具有政治性明顯地大過教育性的特色。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及華文教

育限制政策的制定及執行，並非僅僅只是單純的國內民族問題，其執行的寬與鬆

在很大的程度上亦與當時泰國所面臨的國際政治情勢有很大的關聯性。而華人社

群對泰國新式知識份子所產生的威脅感，亦非全然因為來自中國民族主義向外擴

張的影響，泰國華人社群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在地性問題」對泰國社

會的負面影響，也是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開始產生危機意識的來源之一。5綜

而言之，二十世紀初的泰國華人問題，是包含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綜合性問題。

泰國華人政策的變化，是結合了泰國民族主義發展、國際政治情勢的影響及泰國

華文教育角色與作用三者交互影響的複雜議題。 

    泰國對華人的「強制同化」及華人社群對泰國官方政策的對應，起於中國民 

                                                      
3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暹文榮譽報社論〈不應發生之問題〉譯文，檔案編碼： 

020-010408-0092-0012a/0014a 
4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移民條例之實施及其影響〉，檔案編碼：020-010402-0037-0016x 

5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暹文榮譽報社論〈移民問題〉譯文，檔案編碼： 

020-010408-0092-0008a/0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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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革命的成功而也幾乎同時終於中國內戰的結束。1949 年以後，泰國華人社群

在極大的程度上已基於生存的現實考量而選擇積極同化於泰國社會，而當華文學

校的政治性角色及作用消失後，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也幾乎告終。以泰國華人社

群在數量上的龐大及經濟影響上的強勢，但卻未如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一般發展出

獨立的華教系統乃是一個令人好奇且特殊的現象。而在發展民族主義的前提下，

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所採取的經濟保護而政治強勢的同化政策，最終也近乎

完全成功地達成了目標，使華人社群高度認同並積極融合於泰國社會，其結果也

與其他同樣發展民族主義且施行限制華人社群發展政策的東南亞國家大為不同。

關於此議題的研究，將有助於深入了解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重新檢視泰國

華人社群的特性的成因與泰國華文教育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角色與作用的變化。 

 

關鍵詞: 泰國  民族主義  華文教育  海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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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 in the past two centuries went very 

closely to the procedure abou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is country. Since Rama I 

became the new king , the Dynasty of Chakri had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wars with 

countries around it as expanding territory in taking top status among area powers. 

Until Rama III, the kingdom were basically still under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very 

traditional feudalism. When it came to Rama IV, the western capitalism superpowers 

dashed to Southeastern Asia and the kingdom were also facing the strong requesting 

for open of market and formal political relations. Not being the same as other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the colonies of those western superpowers, the king 

Rama IV had started to think about fix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systems and made the 

modernization plan for the kingdom. Since Rama V, the king kept doing changing for 

nation’s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base of his father’s plans. Rama V actively 

welcomed and received the western ideas and systems for making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more widely and deeply. Education, especially occupied the central point of 

the plans, the king sent many imperial and noble family members to Europe for 

receiving the modern western education. This decision made the old kingdom owned 

the first group of new leading members with modern ideas about managing the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a about nationalism was also brought to and born 

the very first time in Thailand and had been strongly influential day by day.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ism in Thailand was 

almost completed . The Thai society started to feel the threat from Chinese people 

who lived in Thailand long time and held the main business but never treated as 

foreigners . The success of 1911 nationalism revolution in China gave the overseas 

Chinese feeling about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for China but at the same time 

brough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nationalisms. 

    By the confrontation, the Thai government started to take some political actions 

to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Thai-Chinese. Thai government hoped that Thai-Chinese 

kept going to assimilate in Thai society and went being loyal to the kingdom. On the 

other side, the Thai-Chinese who had been enjoying the free living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without any restrictions in Thailand now felt the pressure from Thai 

government. They tried to reacted to the new political rules and also asked for 

support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After the coup in 1932, the power of Thai 

nationalism went to the top position and the new government tried very hard to 

seek for the goo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Thus, the new government again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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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ake actions but this time harder than before to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Thai-Chinese. The yearly amount of immigrants were sharply deducted , the Chinese 

schools were also ruled by the strict laws, some were even closed. Since 191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ositively sought every possible way in connecting with 

overseas Chinese, take education as the way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identity among these people close to China. These actions made the image of 

Chinese schools in political more than educational function. Also, the series new law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ailand made all problems about Thai-Chinese not just the 

inner racial problem, but also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some 

countries. 

    The background of Thailand’s Chinese policies and actions were complicated as 

they stayed between three main topics: the development of Thai nationalism,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condition and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ailand. The anti-Chinese policy and the resistance from Thai-Chinese connected 

closely to the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lso ended by the time Chinese civil 

war finished. After 1949, The Thai-Chinese had already made the choice in high level 

to be part of Thai society by the practical reasons. At the same time, after the fading 

away of political function for Chinese schools, the development of Thai-Chinese 

education was almost ended. Comparing to other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reason why Thai-Chinese didn’t construct such education system like Malaysian 

Chinese is special and curious. Also, the anti-Chinese policy made Thai-Chinese 

accidently involved highly in Thai society showed also very different reflection from 

other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which also took the same policy to Chinese 

there. The study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focus on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i-Chinese society. The analyzing for roles and functions which 

Chinese education act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ai history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purpose for this thesis. 

 

 

Keywords:  Thailand, Nationalism, Chinese Education, Oversea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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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人大量移入東南亞地區，大約起於清朝後期 1842 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之

後，6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中國國內政治狀態混亂與不穩定、經濟及自然環境惡

劣導致謀生日益困難及人口增殖迅速導致土地承載量過大等原因。由於在家鄉幾

乎無以為生，因此大量中國南部及東南部的居民開始移往海外尋求新的生存之道 

。東南亞地區因為在地理上距離中國不遠且居住及氣候條件都與中國南部氣候相

近等因素，自然地成為當時大量中國人移往海外尋求生活與工作新天地的首要選

擇，而東南亞各國之中又以泰國的情況較為特殊。在近代中國人大量前往泰國以

前，泰國的統治階層就以喜好中國的工匠技藝而長期歡迎中國人前往工作，不只

鼓勵他們為泰國皇室提供製作精美的各種工藝品，甚者希望他們能與當地婦女通

婚，定居泰國並成為泰國人，這大約是在中國的宋元時期。此後，移居泰國的中

國人逐漸在缺乏「中間階層」的泰國社會中逐漸佔有一席之地，並在泰國皇室對

中國的貿易中擔任重要的「中間人」角色，泰國皇室對長時間居住並往來於中泰

之間的中國人也依賴越深。7這時長期居住並逐漸融入泰國社會的中國人已逐漸

形成泰國社會中的「中產階層」，也可稱為是「泰國華人」。 

    隨著十七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勢力進入東南亞地區，英、法、荷、西、美等國

相繼占領東南亞各國並建立其亞洲殖民地。依靠靈活的外交手段始終保持獨立狀

態的泰國，其發展與其他東南亞國家比較時就處在一種相對特殊的地位。在東南

亞國家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唯有泰國從未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殖民地。而隨著西

方資本主義勢力占領並逐步開發東南亞地區，華人也順勢利用此一機會憑藉著熟 

                                                      
6
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2，頁 18。 

7
楊建成 主編，《華僑史》，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5，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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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的商業手腕，在東南亞地區建立起逐漸壯大的經濟實力及貿易網。8由於泰國

特殊的政治環境與十九世紀以前中國與泰國之間關係的緊密，9華人社群長期在

泰國皇室的保護及鼓勵政策下處於一種高度自由發展的環境，加以十七世紀末以

來泰國皇室對華人社群重用與信任的程度更勝以往，讓泰國華人更能享有隨資本

主義勢力進入泰國的歐洲人所無法得到的各種經濟特權。10來自泰國皇室的保護

政策及商業與貿易特權，可以說是促成泰國華人主動積極融入當地生活及文化的

動因之一。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自明清以來長期採取限制人民出國的政策，使泰

國華人社群始終存在缺乏來自中國的女性適婚對象的問題，許多泰國華人男性因

為現實狀況及適應生活的需要，採取與當地泰人女性通婚方式來解決終生大事。

華人男性與當地泰人女性的通婚，有利於移居泰國的華人在較短時間內快速融合

於泰國當地社會及文化，而泰國皇室對華人的鼓勵及歡迎態度，也使得泰國華人

社群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群融入當地文化較為主動且程度較高。11同

化程度高且速度更快地融入移居國社會，可說是泰國華人社群在十九世紀以前不

同於其他東南亞國家華人社群的發展特性之一。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泰國與中國，分別進入了民族主義發展的關鍵時期。泰

國自拉瑪四世開始，進入了推行行政體制改革及國家現代化的階段。同一時期，

中國卻進入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叩關、政治與經濟混亂並逐漸走向衰敗的時期。

無論是泰國的改革或是中國的衰敗，兩個古老的傳統專制帝國都在此時興起了各

自的民族主義。所不同的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其目的為了推翻舊政權的統治，

並建立新的民主政體。相反地，在泰國卻是為了強化現有政權通行現代化改革以 

                                                      
8
莊國土，〈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 第 1 期，頁 70。 

9
王賡武，《南洋華人簡史》，臺北:水牛出版社，1988，頁 71。 

10
李道緝，〈近代海外華人國家認同的塑造：以中暹建交談判為例(1869-1937)〉，《政大史粹》， 

  1999 第 1 期，頁 1。 
11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1，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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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威脅，以此形成的一種上下一致的民族及國家意識形態 

，泰國華人社群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成了中、泰兩國鼓吹民族主義的重疊

區域。泰國華人社群經過長時間發展所建立起來的經濟實力與累積的巨大財富，

同時成為兩個國家邁向現代化與快速發展所要積極爭取的對象。12至二十世紀 20

年代為止，泰國整體商業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已掌握在泰國華人的主導之下。13爭

取泰國華人社群的政治認同乃是獲取其強大支持力量的首要途徑。通過教育來傳

播並建立民族主義的思想及認同感，對中國與泰國來說都是一種自然與必然的重

要途徑。14民族主義是推動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卻同時也是最終導致

泰國華文教育衰退不振的主要因素。泰國華文教育在二十世紀的前半個世紀因為

政治力的介入，成了中泰兩大民族主義相互競爭的場域。15 

    筆者認為，探討自拉瑪四世開始推動國家現代化至二戰後鑾披汶頌勘(Luang 

Phibun Songkhram)執政結束為止的泰國民族主義及華文教育發展歷程，從泰國民

族主義、泰國華人社群與泰國華文教育三個領域為視角，探討中泰雙方為了發展

各自的民族主義而對華人社群所採取的種種措施、中泰雙方以推動與限制華文教

育發展作為提倡民族主義的政治角力及同時期其他外在因素對此一競爭所產生

的影響，是進一步了解泰國華人社群的特性、泰國華文教育特殊演變過程及最終

型態的重要途徑。以此為基礎，對於泰國華文教育的現狀、泰國統治階層對華文

教育的態度以及今後在泰國推動華文教育的前景，也能有較為廣泛而深入的了解 

，並提出適當且可行性較高的建議。 

    本論文研究的目的，起於對過去歷史事件之再思考。通過對十九世紀中葉至

二十世紀前半期，泰國民族主義的演進、泰國華人社群的形成和變化與泰國華文 

                                                      
12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中暹關係之檢討〉，檔案編碼：020-010408-0080-0061x/0062x 

13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暹羅華僑之現狀〉，檔案編碼：020-010408-0080-0007x/0008x 

14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力泰日報社論〈暹國之經濟危機〉譯文， 

  檔案編碼：020-010401-0064 
15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中暹關係之檢討〉，檔案編碼：020-010408-0080-0056x/005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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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發展歷程之相關學術研究資料的搜尋與收集，配合此時期中國政府與泰國 

華人組織之間往來的外交文件及媒體文章的閱讀，希望能從新的觀點與問題切入 

，以泰國整體歷史的發展為主軸，從泰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演變為出發點，對泰國

統治階層百年的華人政策與態度進行重新分析與研究，並透過重新檢視泰國華文

教育的發展在泰國現代化及建立民族主義過程中的特殊性，進一步探討在泰國民

族主義發展下影響華文教育發展興盛與衰落的相關因素。希望最終能經由對史料

及先行研究的探討，深入了解泰國華人政策發展的過程中影響華人社群應對態度

的因素，以及華文教育在泰國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與作用及兩

者之間的關係。本文試圖從傳統的東南亞國家排華、反華以外的角度，重新思考

近代泰國的政治體制發展與泰國華文教育之間的關係，希望能作為未來其他進一

步研究泰國華人相關議題的參考依據之一。 

其次，筆者曾長期任教於臺灣僑務委員會為海外華裔子弟所開辦的「僑務委

員會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對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華裔子弟有過較深入的

接觸與了解。綜合筆者個人的經驗與學者的觀點來看，來自泰國的華裔子弟與來

自其他國家的華裔子弟相比較，對華人及華語的認同較為特殊。他們雖然自知具

有華人血統，但是對身為泰國社會中的「華人」，多數人的認同卻是相對模糊的，

他們更傾向於向他人介紹自己為泰國人，而不是泰國華人。此外，多數泰國華裔

子弟已使用泰語作為母語，在日常生活也不使用華語，即使是在家庭中也是如此。

多數泰國華人也已不使用拚音華文姓名，而直接採用泰國式的姓名，若是只看書

面的形式，很難看出他們出身於華人家庭。他們跟泰人幾乎一樣，遵循泰式的生

活方式，並且尊崇泰國國王的皇室身分及地位。
16
對現在的泰國華裔族群來說，

華人文化已跟中國沒有絕對關聯，而華語文的學習也只是如英語般屬於一種外語

的學習。這種特殊的「華人性」表現，特別是存在於來自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社群 

                                                      
16
吳群 李有江，〈二戰後泰國華僑華人社會的變化〉，《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 第 5 期，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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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體現出與其他東南亞華人社群相當明顯的差異性，這也讓筆者興起了從學術 

的角度進一步深入探究形成此種特殊性的興趣。 

    本文研究及敘述的初始點，起於卻克里王朝國王拉瑪四世萌生推動泰國國家 

現代化的意識開始，及至國王拉瑪五世承續其父改革國家的志向，大量派送皇室 

及貴族子弟出國留學，自西方學習現代知識與先進的技術及制度，建立在民主思 

想之上的民族主義的意識即已在泰國皇室及貴族知識份子中逐漸滋長。17二十世

紀初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為傳統上重經濟而輕政治的泰國華人社群帶來了政治

認同的刺激和變數，也同時引起了中國與泰國兩國新一代知識份子對爭取華人政

治忠誠與經濟支持的長期角力。18以華文教育作為宣傳中國民族主義及推行政治

政策的場所，鼓勵華人社群對中國的政治認同感大大減緩了泰國華人同化於泰國

社會的速度，也使泰國的統治階層開始疑慮泰國華人對泰國及泰國國王的忠誠度 

。而華人社群為規避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從事違反泰國法規情事的處罰，則有付

費取得歐美僑民身分濫用這些國家在泰國境內享有的治外法權來鑽法律漏洞的

嫌疑，此舉也讓泰國的民族主義知識份子對華人社群逐漸心生不滿。
19
進入二十

世紀以後，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使泰國統治階層開始逐步通過法規的制定對華人

社群採取強制同化的手段，積極推動對泰國華人社群的法理性同化政策。20實施

基礎的泰化教育法案及將華文學校逐步納入泰國國家教育體系的管理之下，使原

本屬於傳承華人傳統文化，單純教育性質的華文教育成為中泰雙方政治角力的場

域。但是，探討影響泰國政府逐步加強限制華人社群發展措施的因素，必須同時

考量當時泰國的國際政治需求與國家民族主義的建立，各個因素之間的關聯性可

說是十分錯綜複雜。 

                                                      
17
戴維 K. 懷亞特，《泰國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頁 187。 

18
李道緝，〈近代海外華人國家認同的塑造：以中暹建交談判為例(1869-1937)〉，頁 1。 

19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暹文自由日報特論〈論治外法權〉譯文，檔案編碼： 

020-010408-0092-0027a/0031a 
20
許梅，〈泰國華人政治認同的變遷—動因分析〉，《東南亞研究》，2002 第 6 期，頁 47。 

 



6 
 

 

 

 

 

    現行所見關於泰國華人政策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於從經濟發展或文化議題 

的角度出發，大多聚焦於泰國統治階層自二十世紀初以後就開始採取各種政策試 

圖降低泰國華人對泰國經濟的影響力，或是消除華文教育對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 

培育與傳播積極性的探討。對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泰國華文教育的角色及作用

之間的關聯性，則較少有深入的探討。此外，對於影響二十世紀前半泰國政府華

人政策的外在性因素，也較少直接納入討論範圍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試圖

在過去對泰國統治階層的華人政策、泰國華人社群及泰國華文教育的研究基礎上，

以 1851 年至 1957 年為時間區段，將影響泰國政府華人政策的內在與外在因素加

以整合，深入討論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泰國華文教育在此段時間中各自的發展

與兩者之間所可能產生互相影響的關聯性，同時進一步嘗試釐清二十世紀初開始

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態度的演變及限制華文教育發展的原因與結果。 

    近代泰國民族主義的萌芽及發展與其國家整體現代化的進程關係至為密切。

為了不招致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以武力強行進入泰國，也為了避免像其他東南亞國

家一樣成為西方經濟強權的殖民地，泰國自拉瑪四世時期開始即對西方資本主義

勢力做出以保持國家獨立地位為最高目標的政策性讓步，同時開始參照西方體制

以推動國家改革，逐漸達成泰國的國家現代化及與西方各國享有國際地位平等的

最終目標。21但拉瑪四世的改革思想及國家現代化的推動，卻因為國王本身特殊

的宗教生活經驗與來自於傳統思想的束縛及周邊群臣的反對變革，從而阻礙了現

代化革新的推動，這使得拉瑪四世的改革最終只是曇花一現而僅止於停留在某些

傳統陋習及社會型態上模仿西方制度的表面層次改變，並未深入到國家體制的革

命性變革層次。
22
泰國國家現代化的真正實現者，是繼拉瑪四世之後登基的拉瑪

五世。在拉瑪四世初步引進革新觀念的基礎上，拉瑪五世在 1868 年登基後即積 

                                                      
21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泰國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頁 167-168。 

22
薩賽德，《東南亞史》(上)，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 2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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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推動全面而深入的泰國國家現代化。而促成泰國國家現代化改革得以推動並獲 

致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於拉瑪五世任用大批西方人士做為了解西方現代化 

思維的諮詢顧問，以及推動教育改革派送諸多皇室及貴族子弟前往西方國家接受

新式教育，並在返國後進入各個政府組織中擔任領導人，成為他推動改革的得力 

助手。23拉瑪五世透過派送皇室及貴族子弟至西方接受西式教育及軍事訓練，來

達到改革傳統思想及舊式體制的目的，同時也建立起一批新式武力領導人，做為

順利推動各項改革措施的後盾。因為這些泰國年輕菁英知識份子與西方社會的接

觸，民族主義及民主代議制度的概念得以在泰國萌芽並進一步發展。因此，在討

論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起因及發展歷程時，筆者認為有必要將拉瑪四世的初步改

革措施及背景一併納入論述的範圍，以充分了解泰國民族主義發展過程的全貌。 

    綜上所述，本論文嘗試從以下問題進行對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泰國華文教 

育角色及作用之間的關係作深入討論。 

 

一.泰國統治階層長期以來對華人社群的態度及其所產生的影響為何? 

    東南亞除了新加坡以外，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是華人人口僅次於主要民族

人口比例最高的三個國家。時至今日，與泰國相比，在印尼與馬來西亞兩國仍可 

明顯感受到國家政策及社會氣氛對華人社群不同程度的敵視或排斥。尤有甚者，

至二十世紀末在印尼仍然爆發了以華人社群為主要攻擊對象的大規模屠殺事件。

反觀泰國，自 1957 年鑾披汶政權第二次執政結束以來，雖然仍因為中國國內的

政治變化而使得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持續採取某種程度的限制，但排擠和壓 

制的態度就已明顯趨緩，轉而成為一種較為溫和的長期自然同化。1975 年中國 

與泰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後，泰國統治階層「由反共而來的反華」的態度並沒有

根本的改變，但泰國華人社群同化於泰國社會的現象進入另一個慢性發展的階段 

                                                      
23
陳鴻瑜，《泰國史》(增訂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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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面使融合的程度逐漸加深。24現今在泰國，特別針對華人社群以民族意 

識為出發點所形成的限制性或壓迫性的氛圍已近乎無感，泰人與華人兩大社群自

二十世紀下半期以來已幾乎無明顯的界線或不同。25這樣的發展與其他同樣擁有 

眾多華人人口的東南亞國家(除新加坡以外)相比，泰國華人社群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的加速融入及更深入地同化於當地社會，其差異性是十分明顯的。 

    其次，與其他東南亞國家長短不一的被殖民歷史背景相比，泰國自西方資本

主義勢力進入亞洲以來就從未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殖民地，這樣的歷史背景在東

南亞的確是特殊的。泰國憑藉著其地理位置、領導階層靈活的外交政策及國家現

代化的推行，使其成為東南亞唯一未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侵略而始終保持獨立的

國家。26同樣是長期移居至東南亞各個不同國家的華人社群，在他鄉異地發展的 

歷史背景也相近，但泰國華人社群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群相比較，明顯地

生活在相對自由甚至受到禮遇並享有特權的環境。拉瑪四世及五世兩任推動國家

現代化最為積極的泰國國王，對當時境內的華人採取基本上是溫和同化及鼓勵移

民的態度，同時將對華人社群的管理與其他外籍人士區分開來，並將華人社群視

為與泰人一般是王國組成的一部分。以生活及經濟發展上享有極大程度的自由來 

吸引中國人前往並定居泰國，讓泰國華人社群創造個人財富的同時也為泰國皇室

帶來高度的經濟效益，經濟與貿易上的自由與特殊地位是二十世紀初以前泰國吸

引大量中國人前往謀生或定居的主要原因。27 

    這樣的特殊環境，使泰國華人社群中至少在第一代或有時甚至到第二代，在 

很大的程度上對經濟活動較為關注而對政治活動的意識則相對淡漠。28比起政治 

                                                      
24
楊靜，《從泰國政府政策看當地華人社會發展》，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頁 

 25-26。 
25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頁 301-302。 

26
薩賽德，《東南亞史》(上)，頁 217。 

27
楊建成，《華僑史》，頁 158。 

28
曹雲華，〈泰國華人社會初探〉，《世界民族》，2003 第 1 期，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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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國家認同和忠誠，泰國華人社群更重視經濟活動的發展及財富的追求。直到

1911 年中國的民族革命成功以前，泰國華人社群這種重經濟而輕政治的態度大 

體上沒有很大的變化。當二十世紀初泰國的民族主義發展將要進入興盛狀態及中

國的民族主義對海外華人社群發出積極回應的呼聲時，泰國華人社群便首次面臨

到認同選擇的兩難困境。29對泰國與中國在政治上的效忠與否被期待要做出適當

的選擇，使得泰國華人社群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群更早地便經歷了嚴峻的 

「強制同化」時期。為何泰國華人社群最終發展出的樣貌與對移居國及當地主流

民族的同化型態，會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特別是馬來西亞與印尼華人社群的差異如

此之大?泰國華人社群為何最終走向在文化上高度融入當地社會，甚至進一步在

政治態度由靠近中國轉而傾向泰國?這是本論文最初的起點問題意識。 

 

二.泰國民族主義對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為何? 

    拉瑪五世積極引進西方制度，其最終目的並非將泰國全面西化，而是要參照 

西方制度將泰國建設為具有泰國民族特色的進步國家，所有的一切仍然必須要服

從在國王的專制權力之下。30除了國家體制的改革，他同時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

使泰國得以處在當時英、法兩大西方強權的覬覦下而繼續保持著獨立的國家地位。

同時，當那些在國內或西方接受新式教育的泰國皇室與貴族子弟陸續加入國家改 

革的行列時，他們也開始認識並產生泰國民族主義的觀念。31泰國華人社群長期

在經濟上的勢力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及在皇室的保護下享有種種特權的問題，逐漸

成為新一代菁英知識分子眼中的民族問題。32由於當時許多西人顧問的報告與建 

                                                      
29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新暹羅報社論〈所謂毀滅國家者〉譯文， 

  檔案編碼：11-EAP-03543 
30
賀聖達，〈朱拉隆功改革與泰國的現代化進程〉，《世界歷史》，1989 第 4 期，頁 105。 

31
﹝蘇﹞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國近代史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頁 397。 

32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暹文榮譽報社論〈何不作自衛〉譯文，檔案編碼：  

  020-010408-0092-0032a/00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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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泰國統治階層開始對泰國國內數量龐大且掌有絕對經濟優勢的華人社群，逐 

漸感到一種來自異族的威脅。33當 1911 年中國民族革命得到成功後，來自中國

國內的政治影響使泰國華人社群對泰國的忠誠度開始受到泰國民族主義者的質

疑。華人被認為是不可教育且無法改變的，並且是不擇手段累積財富的族群。華

人社群在泰國的經濟發展也被認為是一種逐漸掏空泰國國家財政的行為，凡此種

種更加深了泰國民族主義者對華人社群的不滿及不信任感。34二十世紀初拉瑪六

世(Rama VI)登基後，即從泰國民族主義角度為出發點，透過制定並頒布《國籍

法》向泰國華人社群發出了警告的訊息:泰國的主宰權在泰人手中而非華人。要

工作及生活在泰國就要入籍成為泰國人，所有泰國境內的人民都必須敬愛國王、

忠誠並認同於泰國，否則就該離開泰國。35 

    誠然，二十世紀初的泰國統治階層以民族主義為出發點，對泰國華人社群採

取了法律途徑的強制同化政策，但其最終目的終究還是期望能獲得華人社群對泰

國在國家層級上的認同及經濟上的支持與貢獻。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 

，得到當時移居海外的華人社群極大的幫助，特別是那些當時生活條件相對富裕 

的泰國華人。當時的國民政府希望能從這些海外華人得到經濟上的援助，並爭取

當時上百萬泰國華人對中國的認同。為了快速在泰國傳播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與

建立對中國的政治認同，華文教育的興辦便成為最重要也最有效率的途徑。但是，

當泰國華人社群激情高昂地回應中國的民族主義認同要求時，也同時正面衝擊了

當時正在起步並積極發展的泰國民族主義。36在強烈的政治認同及巨大的經濟貢

獻上，華人社群此時成了兩大民族都積極想要爭取的對象。37由傳統文化教育性 

                                                      
33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新暹羅報社評〈暹國內的低層華僑〉譯文， 

  檔案編碼：11-EAP-03543 
34
曹雲華，《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頁 69-72。 

35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74-176。 

36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新暹羅報社論〈訓示中國人〉譯文， 

  檔案編碼：11-EAP-03543 
37
李道緝，〈近代海外華人國家認同的塑造：以中暹建交談判為例(1869-193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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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向帶有政治意味的僑民教育性質轉向並肩負有傳播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任務的

華文教育，此時卻成為泰國統治階層希望能得到華人社群政治認同的最大衝突點。

38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及其處在兩大民族主義的接觸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二十

世紀初泰國華人社群對華文教育的態度及影響華文教育發展的因素又為何?這是

本論文希望能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第二個議題。 

 

三.二十世紀初以來泰國統治階層限制華文教育發展的背景因素為何? 

    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雖然隨著華人移居泰國而有著長遠的軌跡，但在二十 

世紀初中國民族革命成功對泰國華人社群開始產生明顯的影響以前，基本上長期 

處在一種零散的、私人的也幾乎毫無系統可言的狀態，甚至談不上是教育，而只

能說是一種傳承傳統思想及觀念的文化傳播形式。39直到二十世紀初新式華文教

育開始蓬勃發展之前，關於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記載基本上都是片斷而不成系統

的。40與其他東南亞華人社群相比，泰國華人社群對發展華文教育的態度及需求

是相對較為薄弱的，主要是因為泰國華人社群與其他諸如馬來亞與東印度的華人

社群相比，出生在中國的泰國華人人數相對較少，而泰國華人社群由於經濟的理

由也有快速融合於當地社會的需求，因此積極發展華文教育的意願與動機也就相 

對較低。另一方面，由於馬來亞與東印度的華人社群長期處在西方殖民的社會中，

感受到來自異族的排擠意識較強烈，與泰國華人社群相對自由的狀態相比，其保

護與發展祖籍國文化的思想也較為敏感與激進，因此也比泰國華人社群更強烈地 

認為有發展民族教育並傳承祖籍國文化的必要。41反之，泰國華人社群在 1911 年

以前則未經歷此種壓迫感，進而減低了興辦華文教育的積極性意願。 

                                                      
38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泰域報社評〈自由主義是否適合泰國?〉 

  譯文，檔案編碼：11-EAP-03543 
39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38。 

40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頁 805。 

41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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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自泰國拉瑪五世實行國家現代化改革之後，西方資本及產業逐漸進入

泰國，從新式西方教育中獲得日益重要的實用經營及管理知識，對以從事商業活

動獲取高額利潤為目標的泰國華人社群來說，比接受傳統中國文化教育更加重要 

且受到重視。相較於傳統的華文私塾教授古典文學及歷史知識，此時的泰國華人 

社群更樂於將其子女送入傳授西方知識的新式學校接受與商業有關的實用教育。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民族革命獲得成功之後，為了在泰國傳播中國民族主義思想 

而創辦了各種新式的華文學校。這種結合了實用知識與民族主義思想的新式學校

立刻就得到了泰國華人社群的支持而迅速蓬勃發展了起來。但在此種背景下建立

的新式學校，卻可以說是政治性功能大於知識性功能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時 

的華文教育的推展乃是奠基於在海外進行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傳播之上的。42來自

中國國內政治活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也使得泰國統治階層開始注意到泰國華人

社群在教育活動上的政治化傾向。從而引發了兩大民族主義的衝突。 

    在中國與泰國兩大民族主義的接觸之下，泰國政府對泰國華人社群的政策開

始由過去任其自由發展甚而給予禮遇及保護的放任態度轉趨積極介入干涉，特別

是關於華人社團及華文教育兩方面。拉瑪六世及七世(Rama VII)時期，泰國開始

針對華人社群制定一連串關於國籍、移民數量及基礎教育的法規以限制華人社群

的發展及試圖阻擋中國民族主義在泰國的傳播。43同時，在泰國長期自由發展未

受限制甚至相較於其他外國人享有許多特權的華人社群，此時也因感受到逐漸加

強的壓制而開始調整他們的政治態度並試圖向當時的中國政府尋求協助，而這更

強化了泰國領導階層對華人社群政治忠誠度的質疑。44此外，為了減緩華人人口

增加的速度，華人移民的額度也遭到嚴重縮減。而為了在思想上泰化華人社群， 

                                                      
42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40。 

43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是軍日報社論〈已最公允矣〉譯文， 

  檔案編碼：020-010401-0064 
44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新暹羅報救國欄〈泰族處處吃虧〉譯文， 

  檔案編碼：11-EAP-0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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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教育也逐漸被納入泰國國家教育體系內並受到嚴格法規的限制。究其因，是

因為泰國華文教育本身的角色及作用從二十世紀中國民族革命成功後，由於受到

中國國內政治勢力的影響，其作用與角色逐漸帶有政治色彩而並非僅僅只是單純

地傳播華人文化。45泰國統治階層對華文教育的疑慮乃是其政治性大過教育性，

而這將嚴重阻礙統一的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46在中泰兩大民族主義重疊下的泰

國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其所可能扮演的角色與作用為何?這是本文所希望能加

以深入探討的第三個議題。 

 

四.影響泰國統治階層制定及執行華人政策的外在因素為何? 

    若將當時泰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及對外關係納入考量，泰國統治階層華人政策 

的制定及執行，也似乎並非僅僅只是單純的國內問題和民族主義問題，而在很大

的程度上其執行的寬與鬆亦與當時泰國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有很強的連結性，這 

特別體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泰關係的逐漸加深發展上。47明治維新後的日

本，以其為獨立於遙遠外海並實行長期閉關自守策略的島國，竟在甲午一戰中一

舉打敗過去自詡為世界中心並以天朝自居的中國。大和民族的民族主義，在戰勝

的氛圍中達到高峰。此時的泰國，正值拉瑪五世積極推動泰國國家現代化，並希

求建立一個足以對抗西方強權的民族國家。日本採取西化政策的維新改革並取得

巨大成功的例子，自然成為當時泰國統治階層寄望模仿的完美對象。二十世紀初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泰國與日本的關係始終處在一種相互需求並積極發展

的狀態，尤以經濟方面的關係發展更為快速而密切。 

    相反地，泰國統治階層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黨人及國民黨人在泰國境內 

                                                      
45
楊建成 主編，《華僑史》，頁 173-176。 

46
﹝泰﹞蔡巧娟，《泰國華文教育歷史、現狀與問題研究》，重慶:重慶大學碩士論文，2006，頁 

  21-22。 
47
吳鳳斌，《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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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競爭活動，則感到極端的恐懼與疑慮。48因而對與中國之間的一切事務，

則盡量採取疏遠、冷淡的「冷處理」態度。49當 1932 年泰國發生不流血政變結

束君主專制體制時，泰國國內的經濟蕭條也促使著泰國極端需要發展及保持與日

本之間的貿易關係，而泰國華人社群的反日情緒與正在逐步走向緊張的中日關係 

，則同時影響著當時泰國的外交及內政決策。中日兩國的衝突有一觸即發的態 

勢，逐漸高漲的反日情緒連帶地影響了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並衝擊著泰國的國內

經濟。
50
泰國在歷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急需建立泰國

的民族經濟。51日泰與中日之間當時的關係發展，是否連帶地對泰國統治階層處

理華人社群的問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泰國華人社群又如何因應日趨緊縮的

華人政策?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的態度及其執行政策的寬鬆與嚴格，是在泰

國民族主義發展、國際情勢的影響及華文教育的政治性角色三者交互影響之下的

複雜議題。 

    泰國漸趨嚴厲的華人政策與華人社群對泰國官方政策的回應，幾乎同時起於

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而也幾乎同時終止於中國內戰結束。泰國華文教育發展 

由興起、逐漸走向高峰到衰落也幾乎大致與此成平行發展。大體而言，泰國華文

教育的發展在不流血政變後至鑾披汶取得實權擔任總理前及鑾披汶政權第一次

執政下臺後，雖然在國民政府的外交折衝及泰國華人社團的努力交涉下有過一段

短暫的復興期，但泰國統治階層持續對華文教育發展採取限制與同化的整體方向

卻是不變的。52當鑾披汶政權第二次上臺執政後，對華文教育的發展再次採取了 

更為嚴厲的管制措施。53華文教育在泰國的發展，在鑾披汶政權第二次執政結束 

                                                      
48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民主日報社論〈中國內亂〉譯文，檔案編碼：020-010401-0064 

49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243-247。 

50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呈報泰國政府最近嚴厲苛待華僑情形〉，檔案編碼：11-EAP-03539 

51
﹝蘇﹞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國近代史綱》，頁 416-417。 

52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關於暹羅華僑教育事〉，檔案編碼：020-010499-0073-0119x 

53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續報泰國政府嚴厲苛待華僑情形〉，檔案編碼：11-EAP-0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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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說已幾乎成停滯狀態。54或許可以說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由起始走向高峰，

再由高峰走向穩定，與中國國內政治局勢的發展幾乎呈現平行但又像偶然相交的

兩條線。而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興衰起伏，又與上述兩個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除了中泰之間民族主義發展的交疊之外，影響當時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

及華文教育採取日趨嚴格限制政策的外在因素為何?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第四個

議題。 

 

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 1957 年為止，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及角色的變化 

為何? 

     1957 年以後，泰國華文學校及華人子女進入華校就讀的數量不但大幅減少 

，華文教育的發展也因種種限制而產生停頓與斷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泰

國華人社群在極大的程度上已幾乎等同完全同化於泰國社會。55而當中國國內的

政治局勢逐漸趨於穩定，泰國華文教育的政治性角色及作用也跟著消失後，泰國 

的華文教育的發展也幾乎停擺。隨著華文教育自泰國教育體制舞臺上逐步受到限

制並最終被納入泰國國家教育體系之下，泰國華人社群對教育的發展也開始走向

與馬來亞及東印度華人社群仍在某種程度上堅持以華文教育傳播華人文化的不

同道路。至此時期，泰國華人幾近同化於泰國社會及文化的過程及泰國華文教育

最終的發展，將是本論文最後一個要進行討論的議題。 

 

 

 

 

                                                      
54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91。 

55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3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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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全文架構 

    由於本論文屬於質性研究，內容所討論的主體對象為發生在過去的歷史事件 

、國家以及個人。進行研究時透過對史料的蒐集、研讀與分析，並同時以過去已

完成的相關學術著作為參考資料，試圖從不同的論點對同一事件提出新的解釋。

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將使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與歷史結構分析法，以期能

從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同時探討事件的演進過程，同時也能對同一時期內各種相

關因素對主體對象及各因素之間對彼此的相互影響有清楚的認識與了解。以下針

對本論文寫作時所將使用的研究方法與全文分析架構加以說明: 

 

一.研究方法 

 

1.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蒐集歷史資料、檢視歷史紀錄並客觀地分析、評鑑這些資料 

，形成並進一步支持假設觀點的研究方法。由於常需要大量的歷史資料與文獻，

因此亦稱為歷史文獻法。當研究者對歷史資料進行蒐集、檢驗與分析後，便可以

從解讀資料、試圖重建過去所獲得的結論中，解釋社會現象的現況，甚至可用研

究結果預測將來之發展。然而，本研究的最終目標乃在於透過對歷史文獻及相關 

學術著作的再研讀，不只了解歷史事件的整體動態變遷過程，同時亦期望能將同

時期相關的各種因素彼此間相互的影響加入考量並進行分析，因此亦需要輔以同

時整合橫向與縱向因素，以求更為深入且全面的剖析。 

      採用文獻分析法進行資料的分析時，必須先對文獻進行檢閱，不論是原始 

或是非原始資料，均應確定其可使用性與可信度。而不同的文獻，對於研究會有

不同的助益或限制。例如正式記錄，包括了官方資料和年報等，是文獻研究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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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的資料來源，其多半從正面、應然的角度立論存據；若觀察角度與概念適合， 

就可成為一種質量兼俱的資料；然而，官方文件亦可能誇大了應然面的結果，而

可能忽略、扭曲了某些有利益衝突或自行判斷「不重要」的部分。又例如專題報

告，是當決策者發現新問題，但現有資訊不足以供決策或計畫的參考依據時，便

可能指派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提出特殊報告或建議；這類資訊是針對原有資料的

缺漏做適當的填補，其識見和論據亦值得研究者作為分析時的參考資料；但由於

這類報告多由當局者贊助，或許無法與決策者的利害關係做明確的切割，故在進

行這類資料的分析時，亦須特別注意。另外像是可跨越瑣細、簡潔有力地樹立主

要論據的統計數據、以及節錄摘釋一份原籍最精華有參考價值部分的二手資料，

均是文獻分析時可採用的參考文獻。 

      當符合研究主旨與可供進行立論的文獻資料蒐集、檢閱完成後，接下來便是 

最重要的資料分析。文獻資料分析法具有幾項特點，包括：其研究的事件與使用 

的資料是過去的紀錄與遺跡、是一種間接而非直接的觀察、分析的結果可用以解 

釋現況亦可用以預測未來。本論文的主體對象，乃是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 

葉泰國的民族主義發展與泰國華文教育之間的關係，同時加入當時泰國所處的國 

際情勢與對外關係等橫向因素共同討論，以期能對此一議題的因果關係及個因素 

之間的相互影響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本文將在過去大量研究著作的基礎上，再

加入針對研究議題所蒐集的相關檔案文件及媒體資料，對研究主題從新的角度切 

入，試圖提出過去的研究中對此議題所未提出過的新解釋。 

 

2.綜合分析方法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在不同的時空下由不同因素結合或互相影響後造成的結

果，亦是各種關係相互衝突、適應、融合之後的產物。有些官方的策略或政策，

雖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才具有效力，但當下的策略選擇有時會受到過去的思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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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事件的結果以及同時期正在發生中的不同側面因素所影響；而這也是為何在對 

本議題進行分析時，必須在應用文獻分析法後，還要再進行歷史結構綜合性分析

的原因。 

      因此，為了能在探討本論文主體對象縱向發展的過程中所引發的種種結果和

現象，與需要從橫向的切面對同時影響主題對象產生變化的因素一併列入討論範

圍，以其對整個主體對象的全貌有更全面的了解與認識。對文獻史料進行「縱向」

的演變過程研究，可有效導出因果關係。而對研究主體進行「橫向」的結構性分

析，則可探討出主體對象內外的結構改變與互動變遷。如此才能將特定的經驗或

情境，置於更廣闊的脈絡中進行客觀分析，不致流於單一或片面性觀察和討論。

本文所要論述的泰國民族主義發展與華文教育的角色變化，是同一個場域中同時 

以直線發展的兩個成分。與此同時，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也對泰國華文教育從側

面產生了政治性的影響，這使得三者之間因時間及場域的重疊而產生了相互連結 

的關係。此外，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社群所推展的僑務政策及泰國統治階層對泰

國華人社群所實施的同化政策，也以泰國華文教育作為關鍵點連結在一起形成一 

個複雜的議題。此外，當時中日之間關係的日趨緊張及日泰之間關係的越加緊密，

同樣成為影響泰國統治階層處理華人社群問題的考量因素。在直向發展與橫向影

響因素交疊之下，必須將所有可能產生影響的因素納入考量範圍內，以綜合性的

分析說明個別因素之間彼此的關係，並最終形成最接近的事件原貌或不同角度觀 

察下所作出的新推論。 

 

二.全文架構 

    本論文所將採行的分析架構，將以 1851 年至 1957 年泰國的民族主義發展過

程及本時期泰國華文教育及華人社群的發展為主軸，進行三者之間關係及影響之

探討。其次，將研究主體發展過程中同時存在的相關側面因素也加入討論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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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釐清其因果關係及不同因素與研究主體之間的關係。最終，希望能從研究的

討論中得出結論，從泰國民族主義的角度檢視傳統上所謂「反華」的定義。進行

研究及撰寫論文時，採取以不同時期所具有的歷史發展特色為分段標準作為敘述

方式進行撰寫。縱向的方面，先論述泰國民族主義與泰國華文教育及華人社群的

發展歷程再同時加入橫向其他相關因素討論。同時，對後續相關史料的蒐集也將

隨著論文本文的撰寫持續進行，以期能有更多可資佐證的參考資料加入。 

    筆者認為，泰國民族主義發展與華文教育的關係，從 1851 年拉瑪四世正式

登基至 1957 年鑾披汶政權第二次執政結束為止，可明確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起

於 1851 年拉瑪四世登基，終於 1910 年拉瑪五世去世。此一時期是兩者之間關係

的「平行發展期」。在拉瑪四世及拉瑪五世在位期間，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受到 

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泰國國家地位的威脅而急速發展。另一方面，華文教育

卻因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的特殊態度及華人社群本身的組成結構因素，發展 

呈現相對緩慢而鬆散的狀態。由於華人社群與泰國統治階層之間經濟利益的結合，

泰國民族主義與華文教育之間可說幾乎沒有交集，呈現一種平行發展的狀態。但

此一時期泰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卻是影響二十世紀初開始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 

    第二個時期起於拉瑪六世 1910 年登基，終於 1932 年不流血政變成功。在此

一時期中，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華文教育之間的關係，處於「適應磨合期」的

狀態。拉瑪六世強化了自拉瑪五世以來始終推動對外的「國家概念」，更進一步

推動對內的「民族概念」。由於泰國華人社群在此一時期開始受到來自中國政治

勢力向外擴張的影響，華文教育作為一種宣傳政治意識的傳播工具，成為泰國民

族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阻礙因素之一。但泰國統治階層與華人社群之間建立在經濟

上的相互依賴性，使得兩者採取一種溫和漸進式的調整及適應措施。泰國統治階

層開始通過立法使華文教育的發展朝向最終融合於泰國國家教育體系的目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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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華人社群也在現實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前提下，使華文教育的發展既能在符

合教育法規的狀態下繼續存在，也能不間斷的形成並保持華人社群文化。泰國民

族主義對華文教育的要求是漸進的「融入」，而華文教育對泰國民族主義的回應

則是緩慢地「適應」，但兩者最終的目標可以說是相同的。 

    第三個時期起於 1932 年的不流血政變成功，終於 1957 年鑾披汶政權執政的

結束。泰國民族主義與華文教育之間的關係此時進入了「衝突融合期」。在此一

時期中，泰國的政治體制發生轉變，傳統的君主專制體制被君主立憲體制所取代，

政治實權也開始掌握在民主派與軍派兩大勢力手中。由於中日關係逐漸惡化，加

上中國國內政治環境混亂的狀況沒有因民主革命的成功而得到改善，大量的「新

客華人」在此一時期進入泰國以求安身立命。但伴隨著大量移民而來的，是中國 

政治勢力對泰國華人社群影響力的加深。權力競爭的結果下，軍派民族主義最終

掌握了國家運作的實際權力。為取得國際平等地位與強化執政根基，泰國軍派民 

族主義份子積極發展與日本的對等關係，試圖從政治及經濟層面提升泰國的國家

地位及影響力。中日關係的惡化及華人社群中國政治勢力之間的聯結，使軍派民

族主義份子對華人社群開始採取激烈的「強制同化」政策，而傳播華人文化的華

文教育則成為必須要盡速融合於泰國國家體制的對象。移民、募捐及學校設立等

相關法案的陸續頒佈，不但限制了華人社群的發展方向，同時也加快了華文教育

只成為泰國國家教育體制中極小一部分的速度。1957 年之後，華文在泰國已幾

乎失去成為一種「族語」的地位與發展能量，而是被定位為一種「外語」排除於

國家「族語」的行列之外。華文教育在泰國的發展已幾乎停滯，而泰國民族主義

與華文教育作為兩個主體的關係已宣告結束。由於華文教育在此將近百年的時間

裡所具有的政治性特徵，本文將主要由政治發展的角度出發，探討泰國民族主義

與華文教育在此時期中的關係演進及角色變化。 

    首先，在第壹章緒論的部分，將對選擇此議題加以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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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研究範圍的限制、分析架構與文獻探討等問題加以說明，作為進行研究及

實際開始撰寫論文的前置準備。其次，從第貳章開始將正式進入本論文研究主題

的探討與論述。 

    第貳章將從拉瑪四世的國家現代化改革思想開始，討論泰國民族主義意識的

形成背景及發展。泰國的民族主義意識雖然較明顯地出現於拉瑪六世時期，但是 

影響此一民族主義思想形成的關鍵，乃是拉瑪四世及五世的一連串現代化改革措

施。在諸多改革措施中，尤以派送皇室及貴族子弟前往西方留學，接受西方新式 

教育的訓練與文化的薰陶影響最大。因此，在討論泰國民族主義與泰國華人社群 

關係的相關議題時，筆者認為先對拉瑪四世及五世時期的國家現代化措施與背景

因素及其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敘述及討論是有其必要的。 

    第參章將進入對拉瑪六世及七世(Rama VII)時期泰國民族主義的分裂、華文 

教育角色轉變及來自中國民族主義影響的探討。在此時期中，1911 年中國的民 

族革命及其成功對泰國華人社群發展的影響將是重要的討論點。由於孫中山所領

導的民族革命獲得成功，泰國華人社群過去對政治活動較為淡漠的態度從此時發

生了變化。泰國華人社群對中國國內政治活動的關注與投入，在以華文教育作為

僑民教育及黨務政策宣傳機構的政策影響下，提升到了過去無法相比的高度。本

章將重點討論此時期在泰國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接觸中，泰國華人社群政

治態度的改變與華文教育的角色與作用，並試圖從泰國民族主義的角度為視角， 

解析泰國統治階層如何看待此一現象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以維護泰國民族主義發

展的國家性地位。 

    第肆章的部分，討論的重點將進入 1932 年泰國不流血政變前後至 1957 年鑾

披汶政權第二次執政時期結束後，國際情勢對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及中國民

族主義主導下華文教育及華人社群的持續變化，以及各因素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的

探討。此時期中影響泰國華人政策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日泰及中日關係的變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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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鑾披汶政權的親日與中日關係的日趨緊張，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的限制強

度逐漸走向高峰。同時，泰國華人社群反日情緒的高漲更強化了泰國當局鞏固泰

國民族主義的地位與對華文教育及華人社群限制政策的力道。國際情勢的變化是

影響此一時期泰國軍派民族主義政權採取何種華人政策的重要因素。對於 1944

年至 1948 年期間稍有復興態勢的華文教育，重新執政的鑾披汶政權實施了更為 

嚴厲的限制措施，以確定在建立「大泰國主義」的前提下，華文教育不會成為阻

礙並減緩泰國華人社群繼續同化於泰國社會及文化的因素。此章也將討論影響泰 

國華人社群政治認同觀念建立的外來因素，及中國國內情勢的變化。大體而言，

1949 年以後的中國及臺灣政權皆已無暇或無力影響泰國華人社群的各種活動。

至 1957 年鑾披汶政權執政結束，泰國民族主義的建立與由分裂走向統一已然確 

立，泰國華人社群也幾乎完全認同並融合於泰國政治與文化。泰國華文教育自 

1949 年以後逐漸失去了來自中國國內的政策性支持與其政治性的作用與角色， 

在泰國華人社群安身立命及求取生存的現實性考量之下，泰國華文教育的興辦也

隨著華文學校逐漸被納入泰國國家教育體系而幾乎完全消失。至此，泰國與中國

兩大民族主義以華文教育為場域的政治角力也就此宣告終結。 

    第伍章結論與對未來展望的部分，將總合以上各章討論的內容提出筆者個人

綜合性的論點及對在泰國推行華語教育的建議，並且藉由對現代泰國官方關於教

育的法規文件的研讀，探討華文教育在泰國國家教育體系中的地位與發展的困境 

。從泰國華人社群相較於其他東南亞華人所處環境的特殊性來看，泰國華人是較

為現實主義、重商主義取向的。同時，泰國華人社群對政治活動的關注也是相對

較為冷淡的。對泰國華人社群而言，在受到官方保護而非限制的環境中發展經濟

活動獲取更多財富，確實比談論或關心不切實際且可能會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政治

活動來得更加重要。因此，發展華文教育以作為某種政治宣傳的途徑，對當時的

泰國華人社群而言，便較不具有切實存在或急迫的必要性。尤有甚之，發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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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色彩的華文教育單位，更可能會使身處強勢泰國民族主義環境之下的泰國

華人社群陷於困境。 

    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雖然將海外華人社群對中國國內政治活動

的關注態度及民族主義短暫地推向了高峰，但泰國華人社群基於生存的現實考量，

則更趨向親經濟而遠政治。泰國華人社群，最終依然選擇過去長期以來所不變的 

道路，持續在國家意識及社會文化上都逐步融合並認同於泰國。泰國華人社群或

許體認到，在泰國民族主義穩定發展並穩固地位的同時，唯有加速融入並成為泰

國國家體系中的一分子，才是保障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徑。同時，華文教育也在逐

步納入泰國國家教育體系的過程中，成為從屬於泰國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泰國華

人社群努力成為的是「泰國人」，而非「泰族人」。而泰國民族主義才是泰國華人 

社群最終應該認同並忠誠的體系與意識形態。 

    雖然 1990 年以後泰國統治階層對華文教育的法規管制開始鬆動，但至 1999 

年的國家教育改革啟動以前，將近半個世紀的嚴格限制已經使華文教育作為一門

「母語教育」的動力幾近消失。「華文」在泰國的教育體系中已被定位為「中文」，

是一門「外語」而非泰國華人的「族語」，未來的發展及性質也幾乎被完全定型。 

海外華文教育長期以來被視為國內教育「海外延伸」的態度將不再適用，尤其是

對泰國華文教育而言。今後對泰國華文教育的推動，要以教授「外語」的方法及

態度來進行，應是未來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方向及趨勢。 

 

 

                    第三節  研究概況與文獻探討 

    關於泰國華人社群及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相關議題的討論和研究，自 1975 年

中泰建交後，由於雙方關係的改善及泰國政府對華人社群發展種種限制的逐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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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加以近年來東協(ASEAN)各國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關注和重視，至目前為

止已累積了數量甚為可觀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對泰國相關研究的各種議題範圍也

極為廣泛，對研究者而言是極有助益。筆者根據研究計畫所訂定的方向進行資料

的收集、整理與閱讀，所搜集的相關文獻資料大多是針對泰國政府的華人政策、

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泰國華人的國家認同及泰國華人的政治及經濟活動等相關 

議題的研究。對於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華文教育之間相關性的討論，則大多未

有較為直接而深入的探討。本文的核心概念之一，泰國華文教育的角色和作用的

變化與其所可能具有的政治性功能，和華文教育的發展與泰國民族主義之間的關

聯性，在現有的相關文獻中也較少有研究者以此為主題進行深入討論。關於泰國

史的專書，雖然在少數章節討論了近代泰國民族主義的萌芽、發展以及強化，但 

大多只是將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作為泰國歷史上的一個現象加以描述，缺少將泰 

國民族主義與華文教育的角色變化之間的關係做進一步深入探討的描述。此外， 

雖有部分學術專書或期刊論文重點性地討論了泰國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的發展 

受到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卻未將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的發展受到限制的原

因，放在當時泰國的對外關係中加以探討。 

    因此，筆者認為將華文教育的角色變化置於當時泰國的對外國際關係及對內 

民族主義發展的雙重框架下，深入探討華文教育在此兩大因素之間的地位及作用 

，將有助於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泰國華人政策變化的原因、過程及結果，將

1851 年至 1957 年泰國統治階層對於泰國華人社群所採取由溫和到強制的同化政

策，從過去單純的僅從泰國華人社群經濟影響力層面加以討論的缺漏，轉而能將

其他諸如政治、外交及華人社群本身對泰國社會的態度等相關因素一並納入討論 

範圍，以期能更全面的探討並深入了解此一議題的全貌。 

    關於泰國華人社群發展的專書，美國學者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的泰國華

人社會:歷史的分析可說是關於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歷程討論面最為廣泛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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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本學術著作。關於泰國民族主義與華人社群之間關係的變化，由於來自中國

民族主義革命成功的影響，在 1910 年拉瑪五世去世，帶有強烈民族主義意識的

拉瑪六世即位後正式浮上檯面。施堅雅認為，1911 年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

對泰國華人社群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泰國華人社群開始對祖籍國產生了強烈的政

治認同與愛國意識。同時，華人女性人口在此時期的快速增長也減緩了泰國華人 

社群持續同化於泰國社會的速度。泰國華人社群對泰國的忠誠及其在經濟上過大

的影響力，開始受到泰國統治階層的強烈質疑。而泰國華人社群經由當時中國國

內的支援，在泰國透過建立新式教育傳播民族主義思想的作法也刺激了當時泰國

的執政當局，從而開始在發展並建構泰國民族主義的框架下，改變過去放任發展

及溫和同化的作法，對泰國華人社群展開種種強制性同化及限制發展的措施。 

    施堅雅認為，此時期華文報刊的創設、華文學校的建立以及新型華人社團的 

成立，其實都是對中國國內政治情勢及民族主義的正面回應。新式華文教育成立 

的初始目的，就是為了加強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海外華人之間的聯繫，並確保中國 

國內的政治活動能接收到來自海外華人社群所提供人力、物力及財力的支持。另

一方面，自拉瑪四世及五世採取改革推動國家現代化以來，自歐洲接受現代西方 

教育後回國進入統治階層的泰國新式菁英知識份子，將西方民族主義及民主思想 

也帶回泰國，在許多西方顧問對泰國華人社群帶有偏見觀點的影響下，這群新式

菁英知識份子開始將泰國華人社群視為泰國境內的「不速之客」。泰國華人社群

中此時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氣氛、愛國主義思想及泰國華人社群傳統以來過於強

勢的經濟實力，施堅雅認為這些正是此時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抱持負面印象

的起點。此外，施堅雅也認為泰國新式華文教育的建立與蓬勃發展，不但是泰國 

華人社群對中國民族主義及政治活動的正面回應，也同時使泰國華人社群中的愛

國主義經由新式教育的創建而趨於團結。泰國華文新式教育的角色及作用，在此

時期本質上應該更接近於中國國內教育的海外延伸，是屬於中國海外僑民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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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並且是政治性作用大於教育性作用的。 

    臺灣學者陳鴻瑜於 2015 年出版的《泰國史》(增訂版)一書，是關於泰國歷

史作全面性論述最新的一本中文著作。在研究泰國整體歷史的新著作相對稀少的

臺灣，可說是一本極為珍貴的研究材料來源。陳教授以撰寫通史的書寫方式將泰

國歷史自早期文明開始至近現代的發展作了既深入又不失提綱挈領的論述。本書 

以朝代更替作為分段依據，又在每個區段中依據不同的發展特色加以深入描寫。

對於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的相關內容，加入了許多過去沒有出現的新史

料，對細部史料的收集與考據有相當程度的投入，一改過去許多專書對於此段歷

史的諸多細節大多以輕描淡寫式的陳述一筆帶過的缺失。對於事件、人物、地點

及數量等數據，也比過去所出版關於泰國歷史的書籍有更精細的資料提供。以通 

史方式所寫成的泰國歷史，對於本文所要進行的一定區段內不同歷史因素之間相 

互關聯性的探討，雖然仍稍嫌不足。不過，書中所提供的許多細部數據，依然對 

本文深入研究並形成論點有相當的助益。 

    廈門大學的莊國土則是在其著作《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係》一書中，對華僑

民族主義方面的議題有較多的討論，可以說是本書的特色之一。他在對 1911-1941

年之間的東南亞華僑對中國在政治上的認同發展做了深入研究後指出:華僑民族

主義的發展不只是受到種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同時有其本身內在的推動因素，包

含傳統的宗親觀念、新移民的到來與經濟利益的驅使等等。莊教授在這一議題上

的觀點，部分地推翻了過去許多研究中認為海外華人及華僑民族主義的產生，大

部分是受到中國國內政治活動影響，與中國政治有很強的聯結性的觀點。這個論

點，從海外華人及華僑發展的角度重新審視了海外華人社群間民族主義產生及發

展的原因，為過去對海外華人社群民族主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及討論切入點，

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的李道緝，在其博士論文〈國家的迷思 : 國族建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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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華人國家認同(1910-1945)〉中深入探討了泰國華人社群國家認同的發展與變

化過程。李道緝認為，泰國華人社群移民時間不但長，且長期生活於自由發展甚

或享有泰國統治階層給予特殊禮遇的環境中，從而逐漸形成了現實取向的重商主

義及對祖籍國認同模糊的特色。1910 年的泰國華人社群罷市事件與 1911 年中國 

民族革命的成功，使泰國華人社群脫離了傳統上依附於泰國社會體制而發展的共 

生關係，並從而尋求開始關心海外華人社群的祖籍國中國之協助，由此逐漸產生

了對中國的國家及民族認同。此時的華文教育即是僑民教育，肩負著教育海外華

人並使其建立對中國國家認同的重大任務。李道緝的觀點，認為當時在一黨獨大

的特殊環境下，僑務即黨務。而從中國國內派遣知識分子至泰國協助泰國華人社

群建立新式華文學校，並採用中國國內所編行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教材，其 

最大的目的也在推行海外黨務工作、建立海外華人對中國及對國民黨執政的認 

同。 

    李道緝的論文，其核心概念在於探討泰國華人對中國國家認同建構及成立的 

過程，以及當時中國政府為達此一目標而所採取的相關措施。華文教育在泰國民 

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目標相左，政治理念相衝突的狀態下，成為中泰雙方對泰 

國華人社群實行同化及建立政治認同的角力場。來自於中國推行國家認同的強大

威脅，使泰國統治階層改變過去長期對華人社群低度強制同化的政策，改採積極 

規劃並提高強制同化華人社群力道的措施。56李道緝認為，1932 年之前泰國政府

對華人的政策及思維，是仍然希望透過制定法規但不嚴格執行的方式讓泰國華人

社群能自然地認同泰國並積極加入泰國社會。1932 年泰國君主專制體制的結束 

，是泰國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走入強烈衝突的開始，也是泰國華文教育受到

中國國內政治勢力影響下政治色彩最明顯，並遭到泰國統治階層限制最嚴厲的時

期。 

                                                      
56
曹雲華，《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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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學者尼．瓦．勃烈里科娃在其著作《泰國近代史綱》中，則主要從政治

及經濟的角度探討了泰國自 1768-1917 年的發展歷程。勃烈里科娃認為，泰國民

族主義意識的產生及發展，基本上乃是對於西方帝國資本主義威脅的回應。在眾

多西方及少數東方國家在經濟上對泰國產生日益提升的影響時，以建立泰國民族

主義為途徑，抵抗外國政治及經濟勢力的入侵，是泰國進行國家改革及發展民族 

主義的重要背景及途徑。其次，她也認為泰國的民族主義從政治及社會的角度來

看，是知識分子與專制君主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

泰國國內經濟逐漸惡化及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加速侵略，君主專制的統治已經出

現動搖的危機。由於主要從經濟與社會的角度出發，所以此書對於近代泰國歷史

中的華人社群、華文教育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較少描述與分析。不過，關於泰 

國的現代化改革與西方資本主義勢力進入泰國的背景因素及發展歷程，本書提供 

了經濟學及社會學角度的珍貴觀點。 

    楊建成的《華僑史》一書，雖然是在三十年前出版的專書，但是在當時對海

外華人研究尚屬稀少的情況下，可以說是研究海外華人發展時一本相當重要的參 

考書籍。本書雖名為《華僑史》，但是內容卻是集中在討論東南亞各國華僑的發 

展狀況。由此特點至少可看出兩點線索：其一，今日東南亞各國在長遠的歷史發 

展過程中，由於地緣及文化的因素始終是中國人向海外移動或定居的主要區域，

與中國的發展有長期而密切的關聯性。其二，中國人移居至東南亞各國的時間長、

數量多，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具有特殊性質的華人社群。華人社群 

與移居國當地文化及社會也發展出非常特殊的政治、經濟及族群關係。這使得東

南亞地區的華人文化明顯地不同於其他區的華人文化。因此，在研究海外華人相 

關議題時，對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發展有深入而清楚的認識是必要的先決條件。 

    《華僑史》一書所涵蓋的時間區段很長，大約起於先秦而止於 1940 年左右。

探討的重點則是中國與南洋(東南亞)地區關係的演進、中國南部及東南居民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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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地的移動經過與華人在南洋各國發展經濟的過程等三大主軸。本書與過去多

數對東南亞華人社群發展研究的相同點，是從經濟發展及移民影響等角度探討華

人在東南亞的長期發展，同時討論了華人在當地形成龐大族群後與當地民族與統

治階層的文化與政治關係。不過，對於海外華人的身分問題，楊建成卻令人意外

地採取了較為狹隘的官方見解：他說：所謂華僑是移民時是從中國的領土地域， 

移往外國的中國人或其子孫居住於外國者。但不問其國籍為何。57從這點來看，

楊建成仍然把眾多移居海外並具有長遠歷史發展背景的華人視為中國人，而忽略

了這些海外華人在移居國長期居住及生活後所形成的「在地性」。研究海外華人

社群的相關議題時，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社群，如不將華人社群長期移居當 

地後所形成的「在地性」列入考量，很容易流於單方面的「官方思考」模式，對 

於相關議題的前因後果也將難以一窺全貌。這是本書令人覺得可惜之處。 

    對於泰國華僑發展歷史的討論，楊建成則是提出了與一般研究成果相反的觀

點，他認為泰國華人社群在泰國的經濟發展並未使泰國的經濟更加繁榮。相反 

地，華人社群利用了本身在泰國特殊身份及地位，使泰國的廣大農民陷於更為艱

難的「農奴式」生活而更加難以翻身。華人社群與泰國皇室等同於聯手壓榨廣大 

的泰國農民，坐享其成並擁有大筆財富卻幾乎不需付出任何代價。泰國華人社群

所發展的，是「皇室的經濟」與「華人的經濟」而並非「泰國的經濟」。這個論

點可以在某個程度合理地解釋為何在鑾批汶政權兩次執政期間對泰國華人社群

採取經濟上的強力限制政策及各種試圖振興泰國民族經濟的措施。《華僑史》的

此一觀點對本論文而言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此外，關於孫中山在南洋一帶的活動 

與募款，楊建成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二十世紀初的南洋華人社群，事實 

上仍然處在十分傳統而保守的狀態，對孫中山所提倡的革命活動也並非那麼高度

地贊同與支持。因此，二十世紀初南洋一帶的華人社群是否對孫中山所提倡的民 

                                                      
57
楊建成 主編，《華僑史》，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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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革命行動及中國的政治勢力有「高度」的認同？從楊建成的論述來看，此一議

題確實仍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筆者對此觀點也抱持贊同的態度。 

    關於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及泰國統治階層對華文教育所採取的政策，政治大

學歷史研究所的鷲津京子在其碩士論文《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

(1911-1949)》中有詳細而深入的探討。鷲津京子的研究範圍，與中國民族革命的 

成功及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執政的結束時間相符，可以看得作者認為泰國華文

教育發展的興衰及泰國統治階層對華文教育發展的態度，都與國民黨政權的執政

有密切的關係。此篇論文詳細地敘述了自中國民族革命成功後新式華文教育在泰

國發展的歷程，同時也清楚地向讀者展示了泰國統治階層對華文教育的態度及各

時期的限制性措施如何影響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 

    鷲津京子的研究主軸側重在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歷程與泰國統治階層對華 

文教育在不同時期所採取的種種限制性措施，並詳細地描述及探討了兩者之間的 

關係。鷲津京子認為，泰國統治階層對華文教育採取種種限制的措施，乃是泰國

民族主義發展下的自然結果，因為放任泰國華人社群透過建立新式華文教育機構 

進行具有中國民族主義色彩的華文教育，將嚴重阻礙泰國華人社群融合並同化於 

泰國的進程，並且將降低泰國華人社群對泰國的政治忠誠度及對泰國經濟的貢獻 

。鷲津京子雖未將泰國華文教育在泰國民族主義發展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及其作 

用，與當時泰國的對外關係等因素相結合，作進一步的深入探討，但其研究重心 

乃在闡述當時泰國華文教育所面臨的發展困境及其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泰 

國統治階層採取限制華文教育相關措施的背景之探討。筆者認為其論文資料的觀

點與闡述對本論文有極高的參考價值，而此一議題也仍有諸多面向值得進一步深 

入討論。 

    郁漢良的《華僑教育發展史》，則是從全球各國華僑社群的發展與興辦華文

教育歷史演進的角度為切入點，比較全面地討論了世界各地華文教育發展的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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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現狀與難題困境。此書的特點在於引用了大量來自臺灣僑務委員會對世界各

地華僑社群及華文學校數量所作的統計資料，特別注重華文教育在 1949 年兩岸

分治前後各地華文學校發展和變化的討論。本書對於 1980 年以前世界各國的華

僑人數及華文教育的發展狀況都有較為精確地論述，特別是著重在中華民國政府

與海外華人社群的關係發展與對興辦華文教育的投入，帶有比較濃厚的官方色彩。

本書行文大多從中華民國政府僑務及僑教政策的角度出發，並通過官方統計數據

的呈現，說明海外華人社群與華文教育的發展與中國國內政治活動之間的連動性。

美中不足的是，《華僑教育發展史》一書，過於專注在中華民國政府與海外華人

社群與華文教育發展之間的政治性關聯，卻相對忽略了探討移居國當地統治階層

對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發展的影響，使得讀者對海外華文教育發展的全貌缺少了 

某些使其更為清晰的面向。不過，本書所提供的較早期海外華人社群及華文學校 

的官方統計數據，對於本論文中解析華文教育與政治活動之間關聯性的論述，提 

供了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王賡武的著作《南洋華人簡史》，則從海外華人的角度出發，重點式地探討 

了歷史上早期至 1941 年南洋華人的發展歷程。他認為，1911 年以後的南洋華人

社群，趨向團結並聯合一致的關鍵在於同屬於一個社群的想像，而促成此種想像

的關鍵則是中國的民族主義。1911 年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使眾多海外華人在

國家認同上有了依歸。支持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謂著居於海外的華人不再是中國

的「棄民」。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認同，也就是對自我身分認同的肯定。推行新式

教育以建立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使得大量中國國內教師願意前往東南亞，肩負教

育新一代東南亞華人對祖國保持熱情的重責大任。這些前往東南亞的華文教師 

中，許多人後來都成為當地的政治領導份子。王賡武認為，此種以新式教育傳播

並建立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方式，最終引起了包括海峽殖民地、馬來亞各洲及泰

國等地政府採取限制華文教育的嚴厲措施，以阻擋其境內華人社群對中國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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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認同感的擴散。華文教育事實上在較大的程度上扮演的是政治性的角色而非教

育性的角色。 

    其他相關期刊及論文部分，則與到目前為止對泰國華文教育研究的方向與結

論大致相同，主要都是集中在華文教育的發展沿革及泰國政府限制華文教育措施 

所造成的影響兩方面。如李玉年，〈泰國華文學校的世紀滄桑〉；李屏，〈泰國華 

文教育史研究綜述〉；邢曉姿(泰國商會大學)，〈泰國華文學校之回顧、現狀、問

題與對策〉；耿紅衛，〈海外華文教育的歷史回顧與梳理〉；張美君(泰國)，〈論泰

國自由泰政府時期的華文教育〉等，大多是從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面探討其演進

歷程及在限制華人發展政策強力執行時期所受到的影響。 

    除了學術及期刊論文以外，數量極少的當時國內外各地華文報刊剪報檔案， 

對泰國執政當局所執行的限制華文學校發展政策，或驅逐華人出境及限制華人移 

民額度等措施，則是無一例外地都從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對泰國統 

治階層所採行的限制華人政策加以大肆抨擊。其文獻資料的參考價值，雖因其政

治立場太過鮮明強烈而降低，但筆者認為仍可從其文字的敘述中解讀出某些當時 

泰國統治階層對政策執行的想法及華人社群的相對反應。因此，就參考史料的功

能而言，應仍有一定程度的可參考性及可使用性。 

     綜上所述，雖然對泰國民族主義與泰國華文教育兩者在泰國的發展，各有

其專業領域的學術著作加以討論，數量也稱得上豐富。但是，卻極少有研究著作

將兩者結合加以深入討論。此外，關於此兩項議題，到目前為止的研究也多是將 

兩者的關係放在泰國的‚華人同化政策‛及中國的‚海外華僑政策‛的主軸下 

加以討論。將二十世紀前五十年泰國華文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置於百年泰 

國民族主義發展、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及泰國對外關係的 

架構下加以進一步深化討論的相關研究著作，則仍然付之闕如。此為筆者認為此

議題仍具有再探討的價值，並可從泰國華文教育與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相對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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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角度，重新加以檢視泰國華人社群及泰國華文教育特性的原因。 

 

 

                    第四節  名詞解釋與研究範圍 

一.名詞解釋 

1.暹羅 

      泰國舊稱暹羅。直到 1939 年之前，泰國人都以暹羅來稱呼自己的國家。 

1932 年泰國發生不流血政變，君主立憲取代君主專制成為泰國的新政體。1939 

年軍派民族主義勢力獲得執政權力，推行「大泰國主義」，並將國名改為泰國，

取其‚泰人的領土‛之意。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軍派勢力下臺，民主

派的新領導階層又將國名改回暹羅。1949 年軍派勢力再度獲得權力上臺執政， 

再次將國名改為泰國，之後便沿用至今。58由於本文研究的期間涵蓋兩種不同國

名的變化及使用，為求行文方便與便於理解，全文將使用泰國作為國名，以求其 

前後一致。 

 

2.卻克里王朝 

     卻克里王朝(Chakri Dynasty),又稱曼谷王朝。由卻克里．昭披耶(Chakri 

Chaphraya)創建於 1782 年。卻克里是泰國現行朝代的稱號。卻克里．昭披耶在

1782 年登上領導人的位置後，以拉瑪鐵菩提國王(Ramathibodi, King)的稱號進行 

統治，但人們更常稱呼他為拉瑪一世國王(Rama I, King)，此後拉瑪(Rama)成為泰

國國王的稱號。59現任泰國國王為普密蓬．阿杜德國王(Bhumibol Adulyade, King)，

即拉瑪九世國王(Rama IX, King)，他於 1946 年就任國王至今。 

                                                      
58
張斌，《戰後泰國華文教育之演變》，廈門: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9，頁 10。 

59
柯爾，《東南亞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1982，頁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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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一個內容複雜而包含廣泛的概念。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們對此 

名詞各有不同認知與解釋。本文較認同美國學者 Ernest Gellner 對民族主義所做 

出的解釋：「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政治原則，主張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應該一

致。」。在泰國新式菁英知識分子所發展起來的泰國民族主義之下，他們認為泰

國華人社群也是組成泰國的一部分，應與泰人無異。泰國華人社群作為泰國國民

及國家組成的一部分，出生在泰國也生長在泰國，就是泰國人，都要相同一致地

效忠泰國並忠誠於泰國國王。所以筆者認為，泰國華人社群與泰國領導階層之間 

的關係，應該屬於一種內政問題，而非國際問題。是一個國家政治與民族單元一

致性的問題。Ernest Gellner 關於民族主義的解釋，筆者認為在本文中最能精確地 

表達民族主義的涵義。60 

 

4.泰國華人 

      由於中國人前往泰國工作或居住的歷史發展時間長，各種不同的因素造成

中國人融入泰國社會及文化的程度較高，所以在論述泰國華人議題時極易因為概 

念界線的模糊而將「華僑」、「華人」及「華裔」三個詞混淆。因此，筆者認為在

全文進入討論之前，有必要對此三個看來相似相近卻有微妙不同的名詞加清楚說

明。本文較認同泰國學者江白潮先生對此三個名詞的解釋: 

     「華僑」是在泰國僑居的中國人，其身份仍為中國人，但已取得泰國的居

留權。「華人」應包括上面所說的華籍僑民、華僑在泰國出生的兒女以及加入泰 

國國籍的華僑。因為後兩者在泰國的戶籍表冊及身份證件上，他們的國籍是泰 

籍，但在種族(race)項目下仍是「華人」。這些人一般被稱為「泰籍華人」。「華裔」

則是泰籍華人在泰國出生的子女以及他們的子女在泰國繁衍的後代子孫。華人與 

                                                      
60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nd Revised edition,2009,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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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人通婚歷經數百年，其子孫身上華人血緣的多少、濃淡也各不相同。雖然依照

泰國的國籍法，他們是泰籍人，族別是泰族，但只要他們身上有一點點華人血統， 

我們就可稱之為「華裔」。61 

    本文認同江白潮先生對於「華人」定義的觀點，因此在本文中將一致使用「泰

國華人」來指稱存在於泰國社會中的中國人，而這些泰國華人所組織或建構的群

體，在本文中也將一致指稱為「泰國華人社群」。 

 

5.語系集團 

      由於前往泰國居住或工作的中國人來自許多不同的省份，他們所說的「地

方語言」也帶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如果以省分或者所說的方言來對他們加以歸 

類，有時會模糊了他們之間的確實差異性。因為同一個省分的人所說的可能有好

幾種不同的方言，而方言與方言之間卻不必然能發揮溝通的作用。於是，美國學

者施堅雅建議以這些方言是否能互相溝通作為分類的依據，如果使用兩種方言的

人能不太困難地聽懂彼此說的話，那麼這兩種方言便可歸類為同一個「語系集團」，

而不論他們是從哪一個省份來的。筆者認為此種標準符合將為數眾多的泰國華人 

適當地分類為不同的語言團體，也能適當地凸顯不同方言團體之間的差異。所以

在本文中將使用「語系集團」來作為不同中國方言團體間的分類名稱及依據。62 

至二十世紀初為止，泰國的華人社群已發展出潮州、福建、廣東、海南、客家等

五大語系集團。63 

 

 

 

                                                      
61
﹝泰﹞江白潮，〈對泰國華人華僑現狀的探討〉，《東南亞》，1991 第 2 期，頁 29。 

62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37-40。 

63
劉繼宣、束世澂，《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71，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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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 

    由於本論文所要討論及研究的主體是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泰國華文教育

角色與功能的變化，因此關於泰國華校的經營、數量及學生人數等華文學校的制 

度性細節將不納入深入討論的範圍。此外，本文研究內容期間內限制華文教育發

展的措施屬於泰國統治階層對泰國華人社群的同化政策之一，其相關的法規也僅 

作為背景因素加以描述，不擬作深入的探討。其他關於同化政策的相關法規與措

施，諸如國籍法、限制移民配額及兩次大戰期間泰國華工的大量增加、同時期日

本所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及其南進政策等亦同。以期能將論文內容聚焦在泰國民族

主義發展與泰國華文教育的角色及功能變化兩大探討主軸的相互影響上。 

 

 

 

 

 

 

 

 

 

 

 

 

 

 

 

 



37 
 

 

 

 

 

    第貳章  泰國國家現代化的開始 

    (1851-1910) 

    泰國國家的現代化起於卻克里王朝第四位國王拉瑪四世。拉瑪四世正式登

上王位之前的特殊生活經驗及背景，使他成為了泰國歷史上第一位面對西方勢

力採取開放態度的國王。拉瑪四世改革傳統文化及引進西方制度的種種措施，

為泰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踏出了第一步。雖然拉瑪四世時期的改革僅是及於基

本的變動而未真正全面深入地及於整個政治及社會體制，卻為下位繼承人---拉

瑪五世的全面改革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及至拉瑪五世登上王位，這位泰國歷史

上最為人所熟知的國王，他在位期間所推動種種全面而深化的改革，才將泰國

正式推向現代化的進程。泰國的民族主義，起於國王為鞏固王權地位所提倡的

忠誠思想。在拉瑪四世及拉瑪五世時期，兩位國王都積極推動「國王即國家」

及「效忠國王即是愛國」的思想，使國王的集權獲得合理的支持。而對抗西方

勢力對泰國所可能造成的威脅與傷害，則是統治階層利用來激發全民忠於國王

及國家思想下，產生統一民族意識的途徑。64在兩位國王推動教育現代化的措施

下，也在一批接受新式西方教育的泰國上層菁英知識份子間萌芽。至20世紀初，

泰國的民族主義因種種外在及內在的因素而迅速蓬勃發展起來。值得注意的是，

拉瑪五世時期所產生於新式菁英知識份子之間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帶有民主思

想色彩的民族主義。這群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及代議政治影響的泰國新一代領導

人，他們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由全民共享權力，並由代議制度產生國家各級領

導人的民族主義國家，是建立在全民平等之上、擁有一致的民族意志並能共同

抵抗外力入侵的現代化國家。但是，這樣的理想卻是與泰國君主專制的封建體 

 

                                                      
64

Andreas Sturm,The King’s nation:A study of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ailand,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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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牴觸的。65因此，至少從拉瑪五世執政的後期開始，泰國的民族主義雖然得

到進一步的強化，但也出現了對民族主義理念及目標不同的派系分裂現象。 

    另一方面，此時期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是處於一種長時期穩定而繼續 

移入當地社會的狀態。由於長期受到泰國統治階層的禮遇與重用，66加上海外華 

人在移居國大多專注商業而遠離政治的特性，讓泰國華人社群此時不但保持繼

續同化於當地社會及文化的速度，也讓泰國統治階層在未感到任何來自異族文

化威脅的情況下，繼續將泰國華人社群視為臣民與組成泰國社會的一部分。而

此時期華文教育的發展，則因為移居泰國的中國移民希望快速而較深入地融入

當地社會，以求能盡速獲取商業利益，在現實狀況的考量下，學習泰語及泰國

文化成為了最急迫而首要的任務，而興辦華文教育相對地來說就顯得較為次要

而發展速度緩慢。此外，多數中國移民在經濟上無法負擔較高的教育費用也使

華文教育的發展在 1911 年以前相對地處於較不普遍、私人化而較無組織的狀態。

67 

     本章將重點敘述泰國國家現代化的歷程與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緣起，探 

 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並討論此時期泰國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發展的狀況及 

 特性，以為下一段時期各因素之間複雜的關係變化預先做好基礎概念的鋪陳與 

 理解。 

 

 

 

 

                                                      
65
李道緝，《泰國華人國家認同問題(1910-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頁 135。 
66
吳群，〈試論 20 世紀初以前中國移民及其後代與泰國社會的自然融合〉，《東南亞研究》， 

  2001 第 3 期，頁 46。 
67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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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引進西方政策與現代化革新 

   自卻克里王朝建立以來，直到拉瑪三世，泰國的統治階層對待西方的態度，

就是盡可能地拒絕與封閉。1851 年，蒙固(Mongkut)繼任為卻克里王朝第四任國

王，是為拉瑪四世。拉瑪四世是一位具有開明及進步思想的君王。他有強烈的求

知慾並在登上王位前的長期僧侶生活中，就顯現出善於思考而不拘泥於傳統的人

格特質。68而使蒙固能輕易地接觸到西方人士並學習各種西方知識及文化，乃是

自拉瑪二世以來，在現實的考量下為維護泰國國家的獨立地位，對西方資本主義

殖民帝國所採取的部分開放政策所形成的環境所帶來的結果。 

    1819 年英國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兩年後的 1821 年即派遣商人約翰．摩爾

根(John Morgan)為代表，帶著英國駐新加坡國會議員的書信前往泰國，並且得到

了國王拉瑪二世的接見。69摩爾根此行的目的，乃是希望能與泰國建立貿易關係，

將商品販至泰國市場。但因為摩爾根所要求販賣的，是在泰國違反法律的鴉片，

所以實際上此行並未真正達到打開泰國市場的通商目的。次年，英國駐印度總督

派遣了一個以約翰．克勞福(John Crawfurd)為首的使節團前往泰國。這個使節團

與前次由摩爾根為代表的性質不同，是一個負有外交及經濟任務的官方團體，主

要目的是要打開泰國市場，使泰國取消有礙貿易發展的禁令或條例，讓英國商品

可以在泰國銷售。克勞福所率領的使節團抵達泰國後，雖然受到拉瑪二世的接見

並與財政大臣進行了多次的會談，但最終由於雙方的互不信任而未達成任何的協

議。英國試圖打開泰國市場的努力，終究因為泰國領導階層對西方國家的防備與

不信任導致無疾而終。70 

    從英國數度叩關泰國，雖獲得最高領導人的接見，但最終卻仍未達成任何外 

                                                      
68
柯爾，《東南亞洲史》，頁 769-770。。 

69
陳鴻瑜，《泰國史》(增訂版)，頁 165。 

70
﹝蘇﹞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國近代史綱》，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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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或經濟目的事實來看，泰國對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帝國所抱持的態度仍是警戒而 

防備的。在不信任的前提下，採取的仍是過去對西方國家一貫封閉與保守的傳統

策略。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在維護國家主權地位獨立為前提及不樹立敵人的現

實考量下，泰國則採取了某些權宜性的讓步措施。他們讓西方使節能進入泰國並

得以晉見國王，但卻未能達成實質上的經濟及外交目的。這樣的情況，直到 1824

年英緬戰爭爆發後才有了改變。 

    緬甸與泰國在很長的一段期間內始終處於敵對狀態，雙方戰爭不斷，互相 

爭奪領土。英國向緬甸宣戰的舉動，使泰國領導階層對英國的態度有了鬆動與改

變。1826 年，亨利．伯尼(Henry Burney)以英國代表的身分前往泰國向泰方請求改

善英泰關係時，受到泰國方面較為禮遇的接待而且雙方進行了相關議題的談判。71

或許是英國對緬甸的宣戰使泰國領導階層對英國產生了處於相同立場的親近感。

英泰雙方此次很快地就簽訂了條約。條約中規定:英泰兩國互相友好，互不干擾國

界和領土，確立治外法權，確立拒絕租借土地及建立商館，及除非得到允許，明

訂拒絕販賣鴉片等。伯尼條約的簽訂，代表著至少英國人可以自由出入泰國及享

有某些權利。傳統上對西方國家所一貫採取的封閉政策，自此被英國人打破。英

泰簽訂條約七年後，美國也與泰國簽訂相同的條約，並被泰方限定為內容只能和

英國所簽訂的條約一樣，不能逾越規範界線。72 

    英國與美國相繼與泰國簽訂條約，代表的不只是泰國長期以來對西方國家所

實行的鎖國政策被打破，同時也象徵著西方勢力與文化自此將源源不斷地進入泰

國。來到泰國的西方人不僅僅只有商人和官方代表，更重要的傳教士的到來。不

同的宗教將帶來不同思想與思考模式，伴隨著傳教士而來的大量西方知識也將衝

擊泰國這個傳統的佛教古國。73蒙固就是在這樣新舊交接的時代出生成長，藉由 

                                                      
71
楊建成，《華僑史》，頁 157。 

72
梁英明，《東南亞史》，頁 143。 

73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泰國史》，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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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傳教士長期的接觸與學習，形成了他的新式思想與一反過去數代堅持傳統 

的態度，採取逐步接受西方的態度來對泰國進行改革，打開泰國近代現代化的大 

門。 

    1851 年登上王位的時候，蒙固已經歷了長達 27 年的僧侶生活。遠離政治核

心的宗教生活對即將繼任國王大位的蒙固來說或許影響不全然都是負面的。至少

從兩個層面來看，這種特殊的生活經驗對他來說具有較為正面的效應：其一，寺

廟的僧侶生活讓他安全地遠離危險而複雜的宮廷鬥爭。
74
其二，僧侶生活讓他對

佛教的教義及儀式有較深入的理解，從而培養了他以理性的態度檢視傳統的事物

是否合宜的思維。75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蒙固日後對西方事務採取開放及

接納的態度。因為對他來說，凡事都必須要能夠以「科學化」的方式來檢驗其合

理性，這種對待事物的方式及邏輯標誌著這位未來的國王，其思想及處事態度已

開始脫離傳統的泰國思維而逐步向西方式的思考模式接近。另一方面，長期的寺

廟僧侶生活也讓蒙固有許多機會與當時來到泰國的西方人(特別是宗教人士)有

大量的接觸。
76
蒙固從跟這些西方人的接觸中學習到大量關於西方的思想及科學

的知識。他學習了英語和拉丁語，也學習了關於地理、物理、數學、化學及天文

學等自然學科。廣泛而深入地學習關於西方的知識不但影響了他日後登基為國王

後所採行引進西方的政策，也讓他體認到對於西方勢力的到來，接受西方文化進

入泰國所產生的影響，其危險性可能遠遠小於強硬地拒絕西方勢力所帶來的戰爭

損害。77因此，在特殊的生活及教育背景，加上當時泰國所面對的西方資本主義

的強力叩關要求開放的影響下，登基後的拉瑪四世將引進西方思想及政策作為改 

                                                      
74
﹝泰﹞Thoetpong Khongchan, Politics in the Enthronement of King Mongkut, second 

  edition.,Bangkok: SinlapaWatthanatham, 2004, p27. 
75
﹝蘇﹞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國近代史綱》，頁 207。 

76
陳鴻瑜，《泰國史》(增訂版)，頁 174。 

77
﹝泰﹞Krairoek Nana, King Mongkut Stopped Europe to Take Over Siam, 

Bangkok:Sinlapawatthanatham,2004,p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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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傳統思想與制度的基本軸線。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拉瑪四世可以說是

泰國第一位具有「國家」意識的國王。因為長期接受西方教育的薰陶，使拉瑪四

世對西方教育、社會、文化等具有深入的認識，也從西方傳教士的教學與所提供

的教材學習到西方概念中「國家」的定義。於是，他了解到泰國乃是與西方各國

不同的「國家」，如果要與西方各國居於平等的地位，就要提倡泰國的「民族主

義」。78 

    1855 年，英國駐香港總督約翰˙鮑寧(John Bowring)率領英國使節團前往泰

國，目的是要求泰國修改 1826 年英泰之間所簽訂的條約，要求更大的權力及真

正進入泰國市場，具有強烈的商業目的。在拉瑪四世傾向引進西方制度及現實的

政治考量下，雙方很快地簽訂了條約，即所謂的「鮑寧條約」。此一條約是一個

不平等條約，它使泰國大大地喪失了主權。其中對泰國傷害最深的，莫過於治外

法權的確立、貿易自由將不受泰國政府管轄、居住與旅行自由及關稅制度的改變

等等規定。鮑寧條約的簽訂，標誌著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真正地進入泰國，同時衝

擊著舊有的、傳統的泰國國家及社會體制。
79
從傾向西方思想及渴望改革國家陳

舊體制的拉瑪四世來看，他所希望推行的一連串改革措施，最大的阻力將是泰國

國家內部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保守勢力。通過與西方國家簽訂條約將西方勢力強

行引進國內，造成整個國家社會環境的強制性改變，會使保守勢力及人民強烈感

受到不改革不但將無以為生，更甚者或將可能迎來亡國的危機。80對泰國及泰國

人民來說，這或許可以稱得上是一場雖然痛苦但卻可迎來美好未來的「震撼教育」。

雖然英泰鮑寧條約實質上讓泰國在國家主權上承受了極大的損失，但從改革傳統 

制度及改變舊式社會型態的角度來看，鮑寧條約的簽訂卻也可說是支持拉瑪四世 

                                                      
78
﹝泰﹞Charnvit Kasetsiri,‚Siam/Civilization-Thailand/Globalization：Things to 

 come?‛,Thammasat Review,2000,p120-121. 
79
梁英明，《東南亞史》，頁 143。 

80
馬丁，〈近代中日泰三國改革比較〉，《杭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第 5 期，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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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勢力對抗，從而推動國家改革的一大助力，因為它迫使整個國家必須因為 

條約的簽訂所帶來的影響而採取相對的因應措施。81此外，對於長期生活在鎖國 

狀態下的泰國人而言，大量西方人的到來及進入泰國社會，也標誌著泰國人將產 

生「民族」的概念，為未來泰國民族主義的萌生及發展預先種下一顆即將成長茁

壯的種子。 

    英泰鮑寧條約簽訂後不久，由於拉瑪四世本人的改革意識及國家及社會整體

環境的改變，為了因應新形勢的變化而對傳統體制所作的改革措施，在國王拉瑪

四世的指揮下開始了。首先是關於教育的新措施，拉瑪四世邀請當時在新加坡開

設小學的英國女教師安娜˙利奧諾溫斯（Anna Leonowens）前來泰國，向他本人

及宮廷內的皇族、貴族子女們教授英文、科學及文學，但禁止教授關於基督教的

教義及相關知識。82此舉改變了過去一貫以來，泰國皇室及貴族子弟在寺廟中接

受傳統及高等教育的習俗。當然，這招致了許多宮中大臣及保守勢力的反對。但 

國王個人的強烈意志及改變現狀的意願則使這一全然不同於過去傳統習俗的決

定最終得到了貫徹。同時，此種西式的新形態教育，也對將來泰國的教育由寺院

教育向世俗教育的發展開啟了轉變及發展的大門。 

    此外，拉瑪四世自登基以後即大力宣揚民主及平等的思想，並且作為全國人

民的典範從自我開始身體力行。這也為其後在新式菁英知識份子間產生民主思想，

踏出了啟動改革思維的第一步。他廢除了在國王面前必須爬行前進的舊禮節，也 

免除了外國使節晉見國王必須跪拜的習俗，以宣揚人人平等的想法。83而國王出 

巡時所到之處，人民必須迴避保持安靜及不可直視國王的規定，拉瑪四世也認為 

不合時宜而予以廢除。他打破過去國王神聖不可接近及侵犯的形象，時常出宮巡

查或遊玩，接近一般百姓，展現親民的態度。「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也 

                                                      
81
﹝泰﹞Thoetpong Khongchan,Politics in the Enthronement of King Mongkut,p26-27. 

82
梁英明，《東南亞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 144。 

83
柯爾，《東南亞洲史》，頁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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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拉瑪四世希望能在泰國社會中普遍傳佈的。他開放管道讓一般百姓可以對官員

或制度抱怨或申訴，而王室成員或官員也和一般百姓一樣，需要接受司法的檢驗 

或審判。如不滿意，甚至可以直書國王，請求主持公平正義。84另外，關於選舉 

與被選舉權，開放外來宗教可自由傳播等措施也都是拉瑪四世推動自由及民主， 

展現不同於傳統思想的表現。 

    拉瑪四世的改革對後世泰國最重要的影響，當屬創建新式軍隊及改革傳統的

「薩卡迪納」制(Sakdi Na system)。他即位後不久，隨即模仿歐洲現代化軍隊的

模式創建了泰國的新式軍隊。這支軍隊的指揮官是一個前英國軍官，軍隊的服裝

全模仿跟隨使團來到泰國的英國士兵服裝。新式軍隊的創建，將泰國的軍事推向

現代化。隨著新式軍隊的成立，越來越多的皇室及貴族子弟被派往歐洲就讀軍事

學校，接受現代化的軍事訓練。新一代的泰國菁英知識份子中，有許多都具有軍

官背景。軍人集團自此逐漸在領導高層形成一股力量，對泰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及 

政治局勢的發展，隨著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向前推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85 

    拉瑪四世對後世泰國影響重大的另一項措施，就是改革傳統的「薩克迪納」 

制86。由於這種制度強迫將人身依附於地主及土地，造成了人力的束縛與限制， 

大大地阻礙了土地生產力及使用效率，拉瑪四世便對此制度採取了改革。為了將

人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他首先採用逐步使用雇傭勞工代替徭役勞工的辦法，使 

人力可以從土地中解放。接著頒定若干法律，限制領主出賣奴隸的條件，讓奴隸

可以為自己贖身或找到其他有意願的人為他贖身。如此，奴隸制的放寬不但在某 

                                                      
84
陳鴻瑜，《泰國史》(增訂版)，頁 180。 

85
戴維 K. 懷亞特，《泰國史》，頁 185。 

86
薩卡迪納制(Sakdi Na system) 

泰國的封建等級制。一種食田制度，可直譯爲對稻田的權利。薩克迪納制是本著土地王有的原則

而建立的。1454 年國王婆羅瑪．特萊洛卡那特(Boroma Trailokanat)頒布「授田食邑制」等級法，

對于全國的王族、各級文武官員(貴族)、王室各種扈從仆役以至所有的農奴和奴婢，詳細規定反

映他們各自不同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的級別。這一種身份級別的分法是以國王授田的等級爲標準。 

資料來源: 陳鴻瑜，《泰國史》(增訂版)，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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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程度上減輕了奴隸的痛苦，並且間接促成了人力流動性的提高。 

    拉瑪四世在位時間不長，而其所推行的改革也因新舊時代的交接而遭受保守 

勢力的反對。在拉瑪四世任內的改革項目雖然不盡廣泛，改革的幅度也不夠深入，

但最重要的是，他已將許多新思想及新觀念甚或新制度帶進泰國社會。他為泰國 

的現代化打開了第一扇門，毅然地與根深蒂固的傳統決裂並踏出了困難的第一步 

。雖然終拉瑪四世一朝進行的改革最終成效並不顯著，但已為隨後即位的拉瑪五

世所將進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第二節  深化改革與民族主義的萌芽 

    當拉瑪四世著手進行為了泰國的現代化而採行的種種新措施時，他清楚地

知道自己所面臨的是一個多麼困難的局面，他也知道來自於傳統保守勢力的反對

力道有多麼強大。87他深切地體認並了解到要與過去悠久的傳統決裂，並開始朝

向現代化的改革，此一目標絕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身為泰國的主人，他必須緩

慢地進行改革的步伐。在不破壞現行體制及顧慮擁有長久發展歷史的保守勢力的

考量下，拉瑪四世的改革顯得緩慢而幾乎沒有進展。88為了要讓改革的步伐持續，

也為了要讓改革最終獲得他所期望的成功結果，他將未來改革的希望放在他的繼

承人身上。從 1860 年代起，拉瑪四世就讓他選定的王位繼承人朱拉隆功

(Chulalongkorn)，即後來的拉瑪五世，接受新式的西方教育。朱拉隆功受的是英 

國式教育，他曾跟從兩位英國老師學習各種知識，其中一位便是前述拉瑪四世 

自新加坡邀請來泰國教授皇室及貴族子女現代知識的安娜˙利奧諾溫斯。89由此 

                                                      
87

Andreas Sturm,The King’s nation:A study of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ailand,p91. 
88
戴維 K. 懷亞特，《泰國史》，頁 176。 

89
柯爾，《東南亞洲史》，頁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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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朱拉隆功在繼位為泰國國王之前，就透過教育的方式受到西方現代化思想 

的影響，並且被刻意培養成一位能接受並利用新式西方制度將泰國帶領上現代化

進程的領導人。 

    1868 年 10 月 1 日，朱拉隆功自身染瘧疾的狀態下恢復並繼承了王位，是為

拉瑪五世。拉瑪五世初次即位時只有十五歲，因此由王位繼承委員會推選蘇里亞

旺(Suriyawong)擔任攝政，直到新國王成年為止的 1873 年。在繼承王位直到成年 

為止的這段期間內，拉瑪五世可說是空有其名而無實權的君主。攝政不但負責監 

督及教育新國王，同時掌有實權統管一切國家大事。因此，在第二次加冕成為國

王並實際掌握國家大權之前，拉瑪五世很幸運地有了一段遠離政治環境及自由學

習的時間。在 1871 至 1872 年之間，年輕的拉瑪五世有機會出國視察並學習，他

遊歷了新加坡、印尼、馬來亞、緬甸和印度等英國及荷蘭的殖民地，參觀和考察

了諸如學校、郵局、醫院、博物館、消防局、監獄、鐵路、工廠等公共設施。這

些出國參訪的活動，讓拉瑪五世看到了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殖民下的東南亞國家

發展狀況。除了見識到了西方國家的制度及技術所帶來的雖然微小但是緩慢的進

步，同時也體認到為了維護泰國國家寶貴的獨立地位，免於淪為西方國家「人為 

刀殂 我為魚肉」的殖民地，加速及深化泰國的改革步伐是多麼迫切的一件事。90 

    值得注意的是，1886 年一個由十一個在歐洲受過現代教育的人組成的考察

團(其中包含了四位親王)，他們在出訪歐洲考察回國後，向拉瑪五世呈上了一份

長達六十頁的請願書。請願書中指出他們認為歐洲資本主義帝國之所以強盛及泰 

國之所以落後、衰弱的原因。91請願書中指出，為了要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 

挑戰，使泰國保持獨立地位並免於被殖民，必須盡快在國內實行各種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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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Sturm,The King’s nation:A study of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ailand,p114. 
91
戴維 K. 懷亞特，《泰國史》，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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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建設。92由是，在領導階層感受到國家的危機並希求改革進步的基礎上，來

自於上層受過西式教育的菁英知識分子的強烈要求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助力，讓拉

瑪五世在1873年正式加冕為國王後，隨即展開了一連串以西方制度為模仿對象，

使泰國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各種改革與建設。93 

    拉瑪五世即位之初，面對的不只是國家內部上層新式菁英知識份子要求改革

國家陳舊體制的期望，同時也要面對外部國際環境下，英、法兩國企圖獨霸在泰

國既得利益而對泰國步步進逼和壓迫。1855 年英泰簽訂條約保障英國人在泰國 

從事各種活動的許多權利後，法國政府即一改過去對待泰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時 

的冷淡態度，積極對泰國展開外交攻勢。首先，為了要對抗英國在東南亞地區勢

力的急速擴張，法國派遣駐上海的領事前往泰國、柬埔寨及越南等國，企圖遊說

當地政府與法國結盟，試圖藉形成一股親法的勢力以對抗英國。泰國政府則希望

藉由與法國結盟引進法國勢力，嘗試抵銷英國在泰國越來越大的勢力及影響。

1856 年，法泰簽訂《法暹通商航海條約》。法國除了取得與英國在泰國幾乎完全

一樣的各種權利外，還得到了法國商人在泰國的所有貿易活動不受泰國當地專賣

法規限制及法國臣民可自由在泰國進行各種宗教活動等特權。94 

1863 年，法國再次利用保護柬埔寨為藉口，將向來臣屬於泰國的柬埔寨納 

入其殖民地越南的管轄範圍內。泰國統治階層對此雖數度提出抗議與否認其事實

之存在，但在法國強勢主導下，1867 年與法國簽訂條約，使柬埔寨由泰國臣屬

的地位轉變為法泰各有部分權利的共管狀態。至 1887 年，法國正式將柬埔寨納

入印度支那聯邦，受西貢(今胡志明市)的法國總督管轄，成為法國領地。從 1867 

至 1907 年之間，法國以類似的手法侵占了泰國將近 5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95
這 

                                                      
92
劉迪輝 等，《東南亞簡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 185。 

93
梁英明，《東南亞史》，頁 144。 

94
﹝蘇﹞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國近代史綱》，頁 222。 

95
劉迪輝 等，《東南亞簡史》，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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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外來勢力入侵的處理方式，後來似乎成為泰國處理相關事務的一貫模式，即 

面對此類狀況所作的任何決定，皆以保持泰國國家的獨立地位為首要前提，縱使

必須在某種程度內犧牲或放棄某些國家權利也在所不惜。可以說是一種極為危險 

的「險中求生」型處理方式。不過，對認為擁有「領土」即擁有「王權」的拉瑪

五世而言，喪失廣大領土地統治權，也意味著國王更加決心要藉著推動國家的現

代化改革，來達到建立泰國民族主義以鞏固王權及對抗西方勢力威脅的雙重目的 

。
96
 

    另一方面，法國在東南亞勢力的逐漸擴大及對泰國的影響日趨明顯對英國來

說也逐漸構成威脅，除了在其東南亞殖民地新加坡加強軍事戒備外，也隨時緊密

觀察著法國的動向與法泰之間關係的發展。這時候英法兩國在東南亞的殖民競爭，

可說是藉由泰國形成一個「緩衝地帶」。1890 年以後，由於德國在亞洲的勢力不

斷擴大，使英法同感威脅。為了共同對抗德國並維護各自在東南亞的殖民利益，

兩國在 1896 年簽訂協議，將泰國當成兩國勢力之間的共同區域，共享泰國商業

利益且不對泰國進行任何實質上的軍事行動。
97
 

在面對英法兩國入侵的威脅時，泰國雖然喪失了大片土地與部分主權，但也

巧妙地利用了英法之間的利益衝突，保持了泰國國家的獨立。這是一種消極地維

護自身安全的作法，若要積極地具有能力對抗外來勢力的挑戰，則只有從變革做

起使自身具備維護國家安全與權利的力量一途。拉瑪五世面對的，不僅是來自於

內部改革的呼聲及需求問題，更有來自於外部的威脅而需要變革以自保的必要性 

。98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下，泰國的統治階層及菁英知識份子也首次有了強烈民族 

主義概念與感受。他們理解到不同國家之間的競爭就是不同民族之間的競爭，泰 

                                                      
96
﹝泰﹞Attachak Sattayanurak, he Change o f Worldview o f the Thai Leaders from the Reign o f 

  King Mongkut to 1932, Bangkok: Chulalongkom University,1995, p.140. 
97
梁英明，《東南亞史》，頁 146。 

98
﹝泰﹞Sunait Chutintaranond,“The Image o f the Burmese Enemy in Thai Percep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Journal of Siam Society, 1992, p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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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必要形成一種統一的民族意識及民族主義以對抗來自其他國家的挑戰。99面

對英法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勢叩關，泰國應該即刻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民族主

義。民族主義意識的產生要求泰國必須改革以壯大，而通過改革使國家現代化才

能產生民族主義意識以對抗西方國家勢力。100這是拉瑪五世全面改革推動國家真

正現代化的重要基礎與起點。 

    拉瑪五世的現代化改革措施，源於國家內部的需求與外部的壓迫。其廣泛而 

深化的改革，最終立基於前代君王拉瑪四世的初步改革基礎之上，但更加深入而 

全面。首先，由於拉瑪四世以來外國勢力進入泰國，從部分開放至近乎完全沒有 

限制地自由出入泰國市場進行商業及貿易活動，商業活動也隨著外國資本的進入 

而活絡起來。過去由國家掌控的封閉市場經濟，此時隨著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國家

的到來呈現開放的態勢。從泰國統治階層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外國勢力的強行進

入剝奪了國家資源及政府對市場的控制。但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外國勢力的

進入所帶來的資金及工作機會，也直接使泰國的市場漸趨繁榮與現代化，並相對

地帶動勞力市場的需求。
101
拉瑪四世時期雖對人身依附土地的傳統制度有過一些 

變革，但仍然沒有完全將人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這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發

展的速度，也不符合拉瑪四世以來的自由及平等思想。 

拉瑪五世登基掌握實權後，第一項改革措施就是繼續深化拉瑪四世對人力從

土地解放的做法，逐步廢除奴隸制及各式各樣的封建依附關係。1021874 年，拉瑪

五世頒布法令，規定自 1868 年以後出生的奴隸，到二十一歲時即可獲得自由，

並不可自賣或被賣為奴隸。1897 年，又頒布修改法令，規定自 1897 年 12 月 16 

日以後出生的泰國人，不論男女均不得自賣或被賣為奴隸。1899 年再頒布法令， 

                                                      
99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呈報關於暹羅排華事〉，檔案編碼：11-EAP-03540 

100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統治暹羅 165 年之節克里王朝九代君王〉， 

  檔案編碼：020-010401-0063 
101

劉迪輝 等，《東南亞簡史》，頁 182。 
102

柯爾，《東南亞洲史》，頁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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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農民對土地及封建主的依附關係。1908 年，頒布法令明令禁止各種形式的 

賣人為奴交易。至此，自拉瑪四世以來的廢奴過程最終完成。從土地解放出來的 

大量人力，有助益於投入生產市場，促進泰國經濟的現代化。而廢除奴隸制度促 

成階級平等，也有助於減少不同階層間的衝突。103人力的解放提供了資本主義市

場所需的大量廉價勞力，而大量廉價勞力的供應則吸引了更多西方資本主義企業

進入泰國市場，從而產生了兩種影響：其一是間接加速了泰國經濟現代化及資本 

主義市場的成熟;其二是直接造成對外國勢力對泰國資源的大量開發與掠奪。而 

這兩方面的影響，都會讓泰國新式菁英知識份子親眼見識並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 

國家的強盛與進步及反觀泰國的衰弱與落後，從而對泰國民族主義的形成產生一 

定程度催生作用。104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進入，不只是促使泰國加速改革及繁榮

市場經濟，同時也加速了泰國民族主義的產生與發展，並形成一股產生對抗外來

勢力統一思維的強烈需求。泰國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在內部與外部兩大因素同時

影響下產生及發展的。這種促使泰國國家及社會產生變化的「雙重性」因素，也

將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對泰國統治階層的華人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拉瑪五世的另一項具有重大影響的改革措施就是對西方新式教育的積極興

辦及派遣本地學生出國留學。拉瑪四世在位期間，推動了泰國的初步改革及開放 

西方勢力進入泰國，對外國宗教進入泰國及從事宗教活動也採取寬容的態度。大

批的西方傳教士隨著外交人員進入泰國，建立教會並逐步開辦西式學校，尤以美

國的新教與法國的天主教居多。教會學校的數量隨著教會的開辦不斷增多，至二

十世紀初止，泰國國內已有七十三所教會學校，學生數量達到四千五百多人。這

些教會學校除了宣揚宗教理念，也教授一般西方各種文化及科學知識，在使一般 

 

                                                      
103

﹝蘇﹞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國近代史綱》，頁 348-34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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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平民認識西方文化及學習現代知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05 

    到了拉瑪五世時期，因為國王本身從小接受西式教育，對西方文化及知識有 

較深入的認識與了解，並體認到學習西方知識及文化是使泰國在短時間內快速現

代化最有效率的途徑。因此，拉瑪五世即位後，更加積極而投入地引進並推動西 

式教育在泰國的發展。與此同時，長期以來泰國的教育由寺廟開辦並主持的傳統，

也逐漸向現代化世俗教育的形勢轉變。106西式教育的引進及教育主導單位的轉變，

至少產生了兩種影響:其一是平民受教育的機會增加，使泰國長期以來皇室貴族 

獨佔教育機會的局面被打破，並形成一群平民知識份子。其二是西方教育為泰國 

培育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上層菁英知識份子，並開始要求「全民均權」的立憲

活動。這兩種影響都將加速推動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及對君主專制體制的挑戰。 

1872 年春天，拉瑪五世自國外出訪參觀回國後，就在大皇宮開辦了一間以 

歐洲教學大綱進行授課的西式學校，專門教授皇室及王公貴族子弟。由此可以看

出，拉瑪五世認為，若要為國家培養王位繼承人及高層領導人才，學習西方知識

及技術乃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盡速讓這些未來國家領導階層的中堅份子學習

並認識西方文化，才能在未來面對與西方國家有關係的種種事務時，做出適當而

正確的決定。107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 1892 年泰國宗教事務與國民教育部成立

之前，教育幾乎完全被上層階級的皇室及王公貴族所壟斷，一般由國家興辦的平

民學校雖有一些，但仍然不普及且多數集中在曼谷及其附近地區。至 1886 年為

止，泰國全國設有 5 所王立學校及 35 所公立寺院學校，學生達到兩千人左右。

平民教育普及的開始，則要到 1902 年政府派出兩位督學全國各省興辦教育，平

民教育的興辦才在全國各地興起熱潮。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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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拉瑪五世的教育改革不只是在國內推動教育的現代化，同時也開始積極派送

學生出國留學，到當地進行深入的知識及文化學習。1896 年，派出六位留學生， 

其中四人到英國留學。1091898 年，再派出二十九位留學生出國留學，全數前往英

國。派遣學生出國留學，對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泰國知識份子民族主義意識

的產生至關重要。因為這些學生在資本主義殖民帝國當地學習，除了書本知識的 

學習，還會實際接觸到當地的社會環境。他們會親眼目睹殖民國政府如何對待被

殖民國的人民，他們會看到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及因為國勢強弱所產生的勝

負。他們也將深切地體認到，泰國若不能形成一種內部團結一致的民族主義，最 

後也將難以避免地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110 

    拉瑪五世所推動的，是建立在前朝初步改革措施基礎之上的進一步發展。改 

革的層面全面而深入，是以國家全面現代化為最後目標。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 

讓泰國領導階層看到了堅持傳統不思革新及強硬拒絕西方勢力的結果。最重要的 

是，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形成一種團結一致的民族主義以對抗外來勢力的挑戰。當

1911 年的中國民族主義革命成功時，泰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則早在拉瑪五世推動

教育現代化，並大量派送皇室及貴族子弟赴歐留學時，已在上層菁英知識分子之

間萌芽並逐漸向下生根。拉瑪五世推動教育改革，積極引進並興辦西方教育，讓

上層菁英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知識並認識西方文化，從而產生了不得不形成泰國民

族主義以對抗西方民族主義的危機意識。而廢除奴隸及農奴制度，讓人力自土地 

解放並增加勞動市場的流動性。大量廉價勞力促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加速在泰

國的商業開發與資源掠奪，進一步使菁英知識分子感受到國家處於弱勢的危機，

因而加速了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拉瑪五世的改革措施中，其中包含行政、立法、

財政、司法、教育、軍事、外交、人力解放及基礎建設等等。111其中教育改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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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解放兩項，更間接促成了日後泰國民主意識的產生，對後世泰國進入二十世

紀以後的發展，影響甚鉅。 

    拉瑪五世的現代化改革，仍然立基於傳統的君主專制制度上，鞏固王權及捍

衛國王地位的穩固依然是一切行動的核心概念。112國王仍然是國家的所有人，所

有的現代化政策仍是為了忠誠及服務於國王而推動。然而，對那些接受西方新式

教育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而言，實行民主及代議制度才是使國家能真正進步的唯一

途徑。在十一人訪歐小組的報告書中，提到了內閣制對泰國國家現代化的必要及 

急切性。他們向國王提出了建言，但國王拒絕了他們。113泰國的民族主義雖然已

經萌芽生根，但卻也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產生了分裂。民主派民族主義與皇道派 

民族主義從此開始成為兩個政治目標相左的勢力集團。 

 

 

                第三節  華人經濟勢力的快速發展 

   泰國歷史上首次建立官方政權，始於 1238 年的素可泰(Sukhothai)王朝。當時

在中國的政權，則是由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到了十三世紀下半葉，元朝官方試

圖與這個被華人稱為‚暹‛(Siam)的國家建立朝貢關係，使其成為元朝的藩屬國 

。隨後元朝曾在 1282、1293 及 1294 年三次遣使至泰國，並且在最後一次宣詔素

可泰國王藍甘亨大帝(Ram Kamhaeng)前往中國覲見。而藍甘亨大帝也在 1296、 

1297 及 1299 三次遣使前往中國。後又於 1314、1319 及 1323 再三次遣使前往中 

國進行朝貢，之後便不再派遣貢使前往中國了。這是中泰之間有官方交流的開始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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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貢關係的建立，對建立關係國家的雙方各有不同的意義。對宗主國來說，

前來朝貢代表的是呈貢國對宗主國的臣屬與對統治權的認同。而對藩屬國來說， 

則是希望能得到宗主國的保護與其他實質上的利益。1299 年藍甘亨大帝派遣太

子至元朝首都大都覲見元成宗時，在回程時曾帶回一些中國的瓷器工匠。不久之

後，在素可泰的宋加洛瓷窯所燒製的瓷器就都具有中國瓷器的風格了。115從這一

點可以看出，當時泰國在工藝製作方面的技術，是遠遠落後於中國的，因而希望

能藉由將中國的瓷器工匠帶回泰國，使中國的製瓷技術在泰國生根發展。但西方 

學者勒梅(Reginald S.Le May)的研究則指出，中國瓷器的製作風格對泰國瓷器的

影響，到十五世紀上半葉就已消失。這間接說明了當時應該已有中國人定居泰國，

並且可能經過長期居住之後已融合於當地社會。而伴隨著移居當地華人的逐漸融 

合於當地文化，由中國所傳來的製作技術也被泰國當地的製作技術所吸收，而融

合為不再具有獨特中國風格的泰國式技術。這些敘述至少顯現出三個存在的狀況：

其一，至少從十三至十四世紀起，中國人已開始移居至泰國，並在當地長期居住。 

其二，由於早期對中國進步技術的需求，泰國統治階層對中國人移居泰國的態度 

是主動的。其三，中國人移居泰國，是從工匠及技術人員等較基層的專業技術人

員開始的。116 

    此外，根據追隨明朝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及貿易的成員如馬歡及費信等對當

時泰國婦女的形容，費信說:‚ (暹婦)遇我男子甚愛之，必置酒而待之，歡歌留

宿‛。馬歡則說: 在這種情況下，‚其夫恬不為怪，乃曰: ‘我妻美，為華人喜 

愛’‛。117從這些對當時泰國社會的描述中可推斷當時泰國已有相當數量的中國 

人前往從事貿易或其他活動，並且當時的中國人在當地是受到一般泰國人喜愛或 

                                                      
115

﹝泰﹞鍾福安，《泰國華人社會的形成論述》，頁 10。 
116

楊靜，《從泰國政府政策看當地華人社會發展》，頁 11-13。 
117

Hieh Yu-jung，Siam Gazetteer，p276。轉引自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 

 ，頁 4。 

 



55 
 

 

 

 

 

歡迎的。在另一部十六世紀的中國著作中則描述華人已在當地居住了七代，而

‚國無姓氏，而華人流寓者始從本性，一再傳亦亡矣‛。在當時中國婦女幾乎不 

可能離開中國的情況下，理解當時許多移居至泰國謀生的中國男子與當地婦女通

婚，且經過長時間居住後已逐漸被同化融入當地社會的事實。另外。這本著作中

還提出了一個描述: ‚…有奶街，為華人流寓者之居…‛。從此描述也可合理推

測，至少在十六世紀初期，泰國的首都已有了華人聚居的區域或地方。118雖然規

模及人數多少無法考證，但可以得知中國人移居泰國，在當地與當地婦女通婚而 

逐漸同化並融合於當地，及泰國社會對華人的態度基本上是溫和而歡迎的等諸多 

現象。119而泰國皇室對華人社群的態度，則因為當時中國具有相較於泰國先進的

技術和大量的人材，而基本上歡迎並鼓勵中國人移居泰國，且希望他們能經由定

居與通婚融入當地並同化為泰國人，為泰國的國家與社會發展貢獻所長。至少從

這個時期開始，已經可以看得出泰國統治階層出於對工藝技術及人材的需要，對

中國人抱持著一種禮遇的態度，更希望這些具有專門技術的中國人能移居泰國。

基本上這種優待華人且希望華人能同化為泰國人的態度，直到了二十世紀初泰國

民族主義興起為止都沒有根本上的改變。相反地，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革命的成

功對泰國華人社群所產生的影響，卻使得泰國統治階層更加積極地採取各種官方

措施，從過去長期以來所採取的「自然同化」轉變為「強制同化」，進一步加速

並縮短華人社群完全同化於泰國社會的速度和時間。 

    華人在泰國社會中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階級及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起源之 

一是從阿瑜陀耶王朝時期，開始實施的「薩卡迪納」制，這是一種將勞動力強迫 

依附於土地及封建主的農奴制度。所有的奴隸都必須依附於特定的封建主及土 

地，大部分的人力被封閉在土地上，失去他們的個人財產及人身自由。而對一般 

                                                      
118

《海語》，1537。轉引資料同上。 
119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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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人來說，在選擇工作類型的時候，傳統上他們寧願選擇務農或與自然相關的 

工作，而不會選擇從商。於是，在泰國享有人身自由，可自由來去各地旅行的華 

人，就憑藉著豐富的從商經驗及勤勉的個性成為泰國主要的商業階層。120另一項

對華人從事商業活動產生影響的，是自十七世紀開始實施的皇家貿易壟斷制。這

個制度規定: 所有到泰國西南部各港口從事貿易活動的商人，必須事先取得國王

的許可，而鉛跟錫等礦物出口前必須先運到國王位於大城的倉庫儲藏。泰國皇室

一方面利用壟斷制控制貨物價錢，另一面則靠儲藏制增加稅收，使得皇室及國家 

的收入都大大地增加了。121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雖然實施皇家壟斷的貿易制度，

但皇室及寺院僧侶等上層階級並不直接參與商業經營，而是以代理人的制度來進 

行皇家貿易活動。由於皇室所賦予的特殊社會地位及泰國傳統的民族性，華人社 

群便自然地形成了泰國社會中介於上層皇室貴族及下層平民百姓間的「中間階

層」。因為佔據著上下之間流通經濟的樞紐地位，泰國華人社群也因此依靠「經

濟特權」而發展越加壯大，甚至居於可控制泰國整體經濟發展的地位。122由一個

數據可看出二十世紀初為止，泰國華人社群對泰國經金融的影響力：泰國華人所

經營的產業中，有一種華人為經營副業所開設的借貸業，專門針對每年泰國農民

在收成困難時期所提供的借款業務。華人於農困時期借貸予泰國農民，農民收成

後再以數倍於借貸價錢的糙米償還債務，華人借貸商便可從中獲利數十倍。具泰

國統治階層統計，至二十世紀初為止，泰國農民所積欠於華人借貸商的此類款項，

高達一億五千萬銖之多。泰國華人社群在泰國經濟中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般。123 

    於是，長期以來就受到泰國皇室及泰國社會歡迎及鼓勵的華人，憑藉著優秀 

的航海技術、優越的商業經營手腕及可自由來去中國各口岸進行貿易的優勢，逐 

                                                      
120

楊建成 主編，《華僑史》，頁 154。 
121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0。 
122

沈燕清，〈華僑與暹羅曼谷王朝時期的包稅制度〉，《南洋問題研究》，2008 第 3 期，頁 69。 
123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暹羅雜卷〉，檔案編碼：020-010408-0080-009x/001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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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得到泰國皇室的信任而委以皇家貿易代理人的身份，從事泰國與中國之間的貿 

易活動，並為泰國皇室及其本身都累積了豐厚的利潤。124同時，隨著華人在中泰 

之間進行貿易活動量的擴大，繼之而來便是的大量希望能到異鄉發展，並賺得錢

財回鄉光宗耀祖的中國移民。而隨著移民人數的增加，泰國領導階層甚至設立以

華人管理華人的制度，並授以官銜給華人以管理華人事務並保障他們的生活所需

及安全。125 

    基本上直到二十世紀初拉瑪五世時期結束為主，隨著華人在泰國商業活動的 

發展與擴大，移居泰國的潮流因為各時期的不同背景有各種不同的原因，大體上 

不外乎謀生、技術、墾殖、貿易及政治等等，但基本上是持續不斷的。而泰國皇 

室歡迎、鼓勵並將華人視為泰國國民的一部分，這種態度基本上也沒有改變。而 

由於二十世紀初以前移居至泰國的華人多以單身男性為主，女性甚少或幾乎沒有 

，加上近代中國政府對滯留海外的中國人回國的限制越趨嚴厲，在無法回國的情

形之下，移民至泰國的華人男性選擇與當地女性通婚的情形就十分普遍。126此外，

因為移居至泰國的華人大多為農民、商販及手工業等勞動者。他們前往泰國的目 

的是謀生，所以許多人一到異鄉就換上當地服飾，努力學習泰語，以求能盡速融

入當地並順利生活。通婚的普遍性及盡力融入當地生活的努力，很自然地就使泰 

國華人同化於當地的程度較高。而泰國皇室及社會傳統上接受並歡迎華人，且未 

將華人看作外國人的態度，對泰國華人社群積極同化於當地也有相當的促進作

用。 

    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直到 1911 年由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民族革命成功 

以前，所謂團結在一個‚大中國‛之下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在泰國華人社群中是 

                                                      
124

﹝泰﹞劉琪，〈泰國視角的中泰兩國友好關係之因探〉，《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 第 4 期，頁 16。 
125

吳群，〈試論 20 世紀初以前中國移民及其後代與泰國社會的自然融合〉，《東南亞研究》，頁 46。 
126

楊建成 主編，《華僑史》，頁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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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他們所認同的，是屬於傳統中國社會及文化的觀念，而不是屬於國家 

層次上的民族主義。連接泰國華人社群的紐帶，基本上還是傳統的血緣、地緣、 

業緣、善緣等傳統的因素。127此外，移居海外的華人多以從事商業賺取利潤，安 

居樂業及衣食溫飽為主。對於政治活動則多半抱持遠觀的態度。正是因為此種不

介入政治活動，不試圖干擾移居地國家內政的做法，加以華人社群努力扮演貿易 

中間人的角色為泰國皇室賺取豐厚的利潤，讓歷朝泰國的統治階層都希望能將華

人同化為泰國的一部分，因而對華人採取眾多鼓勵措施。這樣的背景，不但無形 

中加速和加深了泰國華人社群融入當地社會的程度，同時使泰國華人社群不需要

也一直沒有形成一種團結一致，以求自保的民族主義思想。 

    直到拉瑪四世及五世開始進行國家的改革及現代化，與西方資本主義帝國簽 

訂條約開放外國勢力進入泰國之前，華人對於融入當地文化及同化於當地社會是 

較為自然且持續不斷的。直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勢力進入泰國，由於各種資源的 

開發與運作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泰國領導階層才逐漸廢除人力依附於土地的「薩 

卡迪納」制及奴隸制，將大量的勞動力解放出來投入勞動市場。同時，西方國基

也同時從中國僱用大量廉價勞工來泰投入發展與建設。由於此一時期中國女性及

大量勞力階層的加入，泰國華人社群融合於泰國社會及同化於泰國文化的速度趨 

於緩和。128但是，大量增加的華人中，多數仍然是以中下階層的技術或勞工階級

為主，是以商業及謀生為目的來到泰國生活的，而並非政治的。泰國華人社群對

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的形成，直到孫中山領導的民族革命成功以後才得以形成潮 

流並對泰國的華人政策產生了影響。129 

 

 

                                                      
127

吳鳳斌，《東南亞華僑通史》，頁 758。 
128

吳群，〈試論 20 世紀初以前中國移民及其後代與泰國社會的自然融合〉，頁 44。 
129

Victor Purcell，《東南亞的華僑》，臺北:正中書局，1968，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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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傳統性質的私塾型態教育 

   中國人前往並定居泰國是一個漫長而持續的過程。隨著中國人持續不斷地因

各種不同的目的來到泰國，定居在泰國的中國人人口也不斷增加，從而促進了泰

國華人社群的形成、發展與成熟。根據美國學者施堅雅的研究數據，至 1900 年

為止，泰國已有華人約 60.8 萬，而當時的泰國總人口約為 732 萬，華人人口占 

泰國總人口數的比例約為 8.3%。華人人口的持續移入與穩定的增加，不但加速 

了泰國華人社群的形成與發展，同時為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發展提供了催化劑。 

泰國雖然持續累積了數量日漸龐大的華人社群人口，相較於當時其他東南亞國家

的華人社群所處的環境也相對自由，並且受到泰國領導階層的持續鼓勵移居及 

歡迎，但二十世紀之前的泰國華文教育發展卻是意外地緩慢而較不發達的。直到 

拉瑪五世一朝結束以前，泰國華文教育仍是以傳統私塾的形式存在並持續發展， 

規模小、數量少且運作的型態也相對沒有組織。直到 1908 年才出現第一所華文

新式學堂，是由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在泰國創設的中華會館其下所附設的華益 

學堂。130但綜觀同時期東南亞其他國家華僑所創設較具規模的書院形式華文教育，

印尼華僑在 1609 年即在巴達維亞(現雅加達)創設明誠書院，馬來西亞檳榔嶼華 

僑在 1819 年開辦了五福書院，而新加坡華僑在 1829 年已設有華僑私塾 3 所等。

131相較之下，擁有較佳社會環境及發展自由的泰國華文教育，直到二十世紀初才

出現第一所較具規模的新式華文學堂，時間上應該算是相對較晚的。 

    早期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緩慢與不發達，在很大的程度上與泰國華人社群所 

處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身處他鄉異地，面對不同的社會文化及種族的外在壓力，

華人社群很自然地會被激發出傳承並保存本族文化的本能反應，而這一反應表現 

在實際生活中，便是華人社群會在心理上團結一致，通過某種組織的形式保護自 

                                                      
130

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頁 810。 
131

馬興中，〈華僑華文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第 3 期，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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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文化。從文化傳承的面向來看，便是積極出資興辦華文學校，通過教育的 

方式讓華人社群的文化得到保存及延續。華文教育興盛的程度，與其在異國社會

所受到的壓力幾乎成正比。以同屬東南亞國家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為例，馬來西

亞華人社群在長久的發展過程中，受到來自不同種族的族群偏見與社會壓力的擠 

壓，華文教育的發展不但未被消滅，反而在華人社群團結合作傳承文化的強烈責

任感驅使下，持續不斷地發展並日漸壯大，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而獨立的華文教 

育體系，持續不間斷地由華人社群出資出力維持運作，並日漸擴大其影響力。而 

觀察早期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過程，反而因為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的禮遇與依賴，

使得泰國華人社群生活在安穩而自由的社會環境中而未能激發出在泰國當地積 

極興辦華文教育以傳承華人文化的動力。泰國華人社群對興辦華文教育態度的轉 

變，要等到二十世紀初中國及泰國兩大民族主義的發展對華人社群產生文化及政 

治上的壓力後，才得以實現。132 

中國人前往泰國，早期多以泰國皇室對中國商品及技術工匠的需求而來到泰 

國謀生。拉瑪三世(Rama III，1788-1851)末期，中國爆發了鴉片戰爭，以英國為

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勢力逐漸進入中國。接連不斷的人禍及天災，造成人口稠 

密、土地負載壓力極大的中國南部及東南沿海各省居民無以為生，並間接導致了

向海外尋求謀生之道的人口激增。133從前往泰國的人口性質來看，不論是早期受

泰國皇室鼓勵而移居泰國的各類技術工匠，或是明末及清末以來因為中國國內動

盪的環境，而選擇到海外謀求生路的中國南部及東南沿海各省居民，基本上大都 

屬於勞工階級或貧窮階級。134這樣的經濟背景條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並限制 

了早期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在泰國的萌芽與發展。 

                                                      
132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40。 
133

陳烈甫，《華僑學與華人學總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25。 
134

﹝泰﹞陳光明，《辛亥革命時期的暹羅華僑及其對暹羅社會的影響》，杭州:浙江大學碩士論文， 

  2011，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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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泰國的中國人，多數是身無分文甚至負債離開家鄉來到異地謀生的。他 

們必須盡快地融入泰國當地社會及文化，確保收入的穩定及累積財富，才有可能

在現實的環境中獲得實質的回報甚至改善社會地位。135從現實面來考量，通過與 

泰國當地女子通婚來達到快速融入當地化的目的，讓下一代經由快速「泰化」降

低文化差異所可能帶來的衝擊，並確保既得利益的保持及擴大。經濟的考量使得

早期泰國華人社群對在泰國當地興辦華文學校以教育子女相對地不那麼熱衷。對 

早期處於創業階段的華人來說，對維持穩定生活、提升社會地位及迅速累積財富 

的考量勢必優先於興辦學校傳承文化。在這樣的客觀環境及現實態度的雙重影響

下，自然會對二十世紀初以前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阻礙。此外， 

師資的缺乏及華人社群普遍地經濟能力較弱也是使早期泰國華文教育難以發展 

的主要原因。136 

    中國人移居泰國的時間區間長，移民的人數及性質也隨著不同時段而有所差

異。一般來說，明朝末年以前陸續移居至泰國的中國人，大多是以商業及專門技

術的背景移居當地，並且由於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移民的歡迎及鼓勵態度，使得 

許多人後來並未在致富後光榮地返回家鄉，而是選擇定居泰國當地。至十七世紀 

晚期，居住在大城的華人已有約 3000 人，數量上雖然不算多，但這已為日後泰

國華人社群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也為華文教育在泰國的萌芽與成長提

供了必要的發展背景。137但是，直到清末民初中國國內的政治勢力為了拉攏並得

到海外華人的支持，進而積極在海外推動帶有政治色彩的新式華文教育以前，泰

國華文教育基本上處在一種零散而沒有組織的發展狀態。二十世紀初以前泰國華 

人社群在現實上更偏重善用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商業能力的信任與依賴，很自然 

地將追求經濟成就當成最重要的生活目標。經由與當地泰族女性通婚迅速而較深 

                                                      
135

吳群，〈試論 20 世紀初以前中國移民及其後代與泰國社會的自然融合〉，頁 45。 
136

馬興中，〈華僑華文教育的回顧與前瞻〉，頁 126。 
137

張斌，《戰後泰國華文教育之演變》，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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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融入並了解當地文化，盡可能在短時間之內「泰化」成為快速獲取經濟成就

的一種重要手段。而這就使得早期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長期停滯不前。138 

移居時間較早並已在相當的程度上取得較佳經濟成就的華人家族，則大多會

選擇將全部或部分子女送回中國國內接受傳統教育，或者送到其他西方資本主義 

國家的殖民地接受西式教育。因為對這些經濟情況較富有的華人家族來說，讓子

女接受教育並不只是單純地為了要讓他們學習傳統的中國文化，而更重要的是讓

下一代接受完整而進步的教育，乃是確保其子女具備足夠的能力持續累積家族財 

富及傳承家業的重要途徑之一。139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及新式教育的興起 

對泰國華人社群產生影響以前，這種「與其自己辦學校，不如花錢請老師教」的 

想法及作法，不能說不是一種更為廉價且有效率的方式。因為這樣不但不需要花 

大錢辦學校，也能讓自己的子女在較短的時間內，具備確保已獲得的社會地位及 

傳承家業能力的必要條件。140 

    另一方面，除了那些移居歷史悠久並已具備某種社會地位及經濟勢力的華人 

家族外，泰國還有更多長期以來因為中國國內政治及自然環境惡劣，在天災人禍 

不斷之下出國謀求生路的廣大中下階層勞工及農民階級。他們大多是迫於無奈才 

去國離家遠赴海外，希望能尋得新的生機甚或累積財富回鄉光宗耀祖。對他們而 

言，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遠離家鄉祖國，獨自在他鄉異地打拼，心中對祖國家鄉

的一切自然是懸念甚深。但現實的情況常讓這些「無產階級」無法在短時間內達

成期望的目標，很難迅速累積相當的財富並光榮返鄉。在長期滯留泰國的情況下，

立業及成家同時成為困擾這些人的現實問題。弱勢的經濟能力或現實的環境因素

讓他們無法輕易從國內迎娶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結婚對象，傳統的門戶之見也可 

能阻礙他們與泰國當地富有華人家族有通婚的機會，加上 1893 年之前禁止女子 

                                                      
138

湯開建 田渝，〈明清時期華人向暹羅的移民〉，《世界民族》，2006 第 6 期，頁 63。 
139

王偉民 編譯，《泰國華人面面觀》，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3，頁 227。 
140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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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及將國離鄉者視為「叛徒」，未經允許任意離開或返回中國將受到重罰的嚴

苛法規，使得當時許多中下階層的華人男性移民將與泰國當地女性通婚共組家庭 

視為現實情況下的最佳選擇。141 

隨著婚姻生活而來的，是子女的誕生。而隨著子女的成長，教育就逐漸成為 

家庭中重要的課題。這些來自中國在傳統上重視文化傳承的移民，雖然在他鄉異

地也希求其子女能接受傳統的中式教育，承續中國文化的內涵，但現實上經濟能

力的缺乏及融入當地文化的急迫性，卻常使他們難以如願。當時較常見的情況 

是，一個家族或一個家庭僅能集資供一或兩個子女回到中國接受教育，而在當時 

仍普遍存在的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下，男孩又比女孩有更多的機會能回中國接受 

教育，其餘的孩子則被送入泰國學校接受泰式教育，成為中國移民家庭與泰國社 

會的連結樞紐。以泰國報業達人李一新(1913-1953)為例，其父早年由廣東潮陽到 

泰國謀生，並娶泰女為妻。其後陸續生下七名子女，但眾多子女之中僅有李一新

一人被送回中國接受教育。142除了農工階級的華人移民在經濟能力上的弱勢，二

十世紀初以前在泰國的華人移民中普遍缺乏能夠勝任教師資格的適當人選，也可

能是華文學校難以興辦並持續經營的重要原因之一。從當時泰國華人移民中屬於 

教育程度較低的農工階級佔大多數這一背景條件來看，對興辦學校讓子女接受華

文教育持消極態度的可能性較高，此種態度導致早期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不彰是

可以理解的。143 

    二十世紀初以前泰國的華人教育，由於以上的種種因素而顯得發展緩慢而不

普及。最初的形式，是一些經濟上較有能力的華人家庭會出資從中國延攬教師至

家中教授其子女傳統文化及知識，或是有華人廟宇會集資開辦私塾讓無法負擔學 

費的華人家庭能送子女來學習中國文化，使用的教材多是如四書、五經、三字經 

                                                      
141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387。 
142

吳群，〈試論 20 世紀初以前中國移民及其後代與泰國社會的自然融合〉，頁 46。 
143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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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百家姓等傳統的中國文化教材。這種形式的學習，甚至無法說一種教學或課程，

而只能說是最基本形式文化觀念的灌輸。144此種類型的私塾是早期泰國華文教育 

的主要形式，在功能上大多僅能提供華人移民的子女最基本文化觀念的學習。一

旦學習的層次到達更高的需求或轉向實際技術能力的養成時，這種類型的私塾便 

無法再提供實際的作用。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二十世紀初提供新式教育的華文學校

為因應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而大量建立前，145泰國的華文教育始終處在一種 

極為低度發展的狀態，因為即使華人有讓子女後代學習華文的動機，但外在的刺 

激及教育環境卻極端不足所導致的結果。 

    二十世紀初以前泰國華文教育的建立與發展，從現行資料可以得知的是，第 

一所稍具組織形式的華文學校出現在拉瑪一世(Rama I)時期，時間約在 1782 年。 

這所學校建立在阿瑜陀耶府的一個被稱為‚閣良‛(Ko Rian)的小島上，由當時的

中國移民創辦，創辦人不詳。學校只教授華文，學生約 200 人左右，但不久後停

辦，原因亦不詳。146後在拉瑪四世時期有美國人馬頓夫人(Mrs. Martoon)率領美國

傳教團來到泰國設立教會傳教。1852 年該教會在吞武里府的黎明寺旁開辦了一 

所民營的寄宿學校，專門教授華文，由教團中一名姜姓教友擔任教師。該校最初

招收男學生 27 人，後於 1859 年遷往吞武里府三歷區，新建校舍並開始招收女學

生。1860 年姜姓教師去世，授課改由泰人教師接替，授課內容亦全改為泰文，

不久學校即停辦。147從少數的記載資料中可以得知，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在很長

的一段時間內，基本上是處在一種斷續發展又不普及的狀態。推論其原因，可能

與當時華人社群中經濟能力較低者仍占多數、開辦華文學校所需的適當師資極度 

缺乏與華人社群尚未凝聚出對興辦教育的高度共識有關。泰國華文教育的快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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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漢良，《華僑教育發展史》，頁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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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光 朱化雨，《南洋華僑教育調查研究》，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1936，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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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洪林 黎道綱 主編，《泰國華僑華人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457。 
147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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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普遍建立，要等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革命成功後才迅速開花結果，來

自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激發了東南亞各地華人社群對中國產生政治認同及

愛國情緒之後，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普及化與組織化才得到實現的可能。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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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偉然，《暹羅華僑教育與民族認同 1912-1949》，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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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近代泰國的現代化始於曼谷王朝的拉瑪四世(1851-1868)，其後拉瑪五世

(1868-1910)在前朝改革措施的基礎上持續深化與擴大改革的程度，最終使得泰國

成功地步上現代化的道路並成為東南亞唯一始終保持國家獨立地位的國家。拉瑪

五世的重大改革中，最重要的當屬教育制度的改革及派送大量皇室弟子赴歐洲留

學，學習西方的政治、社會及軍事等等制度。這些來自泰國上層階級的留學生不

但學習了西方的各項新式制度，也接觸到了當時普遍存自於歐洲社會的民族主義

思想及活動。可以說拉瑪五世的留學生政策是使近代泰國領導階層產生民族主義

思想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拉瑪五世在位後期所開始的選送平民階級子弟出國接受

高等教育，也為泰國二十世紀將開展的全民教育開展了道路。然而，新式教育為

泰國所帶來的最大影響，乃是產生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及追求全民平權的民主派

民族主義知識份子。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人數不斷增加的泰國華人社群，除了持續地融入泰國當

地社會與文化，也在泰國統治階層長期的禮遇與依賴下，建立了逐漸穩固的經濟

影響力。華人社群對近代泰國經濟的過度掌控，最終引發了泰國民族主義者的不

滿與不安，過去長時間以來對華人社群始終模糊的種族意識終於浮上檯面。二十

世紀初的中國民族革命及改革專制運動，使中國以外的華人社群逐漸受到重視。

在東南亞各國經由興辦華文教育來間接達成傳播對中國的政治認同及愛國情緒，

則直接引發了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忠誠性的懷疑。長期以來始終發展緩慢的

泰國華文教育，在 1911 年中國民族革命成功以後立刻像雨後春筍般迅速成長而

遍布各地。拉瑪六世的登基，標誌著過去對華人社群採取自由發展政策的結束。

華文教育的發展自此被泰國受過新式西方教育的新一代統治階層視為傳播中國

民族主義思想及阻礙華人同化於泰國社會的途徑，進而成為二十世紀前半中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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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兩大民族主義發生衝突的場域而逐漸受到種種限制。 

    在二十世紀初以前，泰國發展民族主義的基礎，主要來自於對西方資本主義

勢力挑戰的抵抗，統治階層意圖透過國家現代化改革及統一民族意識的建立來達

到形成強勢國力的目的。而此時期的華文教育，則因為泰國華人社群中多數人普

遍的經濟能力較低較弱，且視融合於泰國當地社會與文化為發展經濟能力的最重

要途徑而發展相對疲弱。泰國民族主義與泰國華文教育在二十世紀初之前基本上

是處於沒有交集的狀態，彼此之間不互相影響也不存在利害關係。但是，兩者的

持續發展卻在 1911年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民族革命成功及 1910年泰國拉瑪六世

登基後，同時對泰國華人社群開始產生影響。兩大民族主義因華人社群與華文教

育而產生了交集，華文教育也成為往後近半個世紀泰國與中國對華人社群尋求文

化及政治認同的主要爭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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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叁章  走向分裂的泰國民族主義 

    (1910-1932) 

    1910 年 10 月，拉瑪五世因病去世，歷經拉瑪四世及拉瑪五世兩朝的泰國

國家現代化及體制改革也進入另一個階段。拉瑪六世的登基，標誌著泰國民族主

義思維正式登上泰國的政治舞台，而在國王拉瑪六世為首的皇道派民族主義以集

權專制方式強勢提倡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下，反對專制體制的民主派民族主義勢

力也將正式形成。直到 1932 年不流血政變成功的 22 年間，拉瑪六世的過度專權

及奢侈開銷為泰國帶來了政治及財政上的嚴重危機，導致了反皇道派勢力的結合

與統治階層面對經濟困境卻無力解決的問題。從拉瑪六世登基並專制地強勢主導

國家整體運作開始，直到 1932 年泰國君主立憲體制確立為止，這個時期可說是

反皇道派勢力興起並向新的國家體制邁進的過渡時期。從民族主義發展的角度來

看，拉瑪五世時期所派送至歐洲留學的皇室弟子及其後的平民知識分子，在拉瑪

六世時期已經形成一個新的、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民族主義群體，這個群體繼續

以全民共享權力、與西方各資本主義勢力對抗及追求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平等的國

際地位為主要目標。 

    另一方面，泰國統治階層在內部則要面對此一時期受到中國民族主義影響華

人社群的文化及政治認同問題。華人社群同化於泰國社會的速度減緩而對泰國的

忠誠度卻受到了質疑，過去不存在的華人問題成了種族問題，甚至成了極端思維

下的民族問題。同時，拉瑪五世時期接受西方教育的泰國新生代領導人此時期也

正在形成民主派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及軍派民族主義勢力等兩大派別。這兩股勢力

也將在未來的數十年間影響泰國國家發展的走向，彼此之間從合作到競爭且互有

消長。拉瑪六世及拉瑪七世兩朝，面對的是立基於民族主義角度之上的內部與外

部的複雜情境。同時，這一時期泰國領導階層所要面對的，也是外部國際地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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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加上內部的族群及政治勢力整合的雙重問題。149 

    本章將從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角度，探討泰國新一階段民族主義勢力形成的

過程及其決策思維對泰國國家體制及民族主義分裂所產生的影響，並同時探討本

時期在發展民族主義的前提下泰國國際地位的轉變。此外，泰國民族主義及中國

民族主義經由泰國華人社群所產生的接觸，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發展對華文教育所

產生的影響也將是本章所要集中討論的重點。 

 

 

                第一節  強勢君主專制下的民族主義分裂 

    拉瑪五世的現代化改革，對近代泰國國家的各項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可以

說是現代泰國的催生者，尤其是關於教育方面的改革，影響尤為重大。拉瑪五世

為了使泰國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轉變為現代化的國家，同時以最有效率的途徑迅速

學習西方國家的種種新式制度，採取派遣大量留學生前往歐洲各國學習的方式來

有效率地達到此一目的。這些被派往歐洲國家學習的學生，大多是皇室成員及貴

族子弟。150拉瑪五世是一個思想上深謀遠慮，而行動上大膽創新的人。他的各項

改革措施，除了推動泰國國家現代化以使其具備得以與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抗衡的

能力外，還要能確保皇室權力系統的傳承不致受到挑戰與威脅。151從這個觀點來

看，透過推動讓皇室成員接受新式教育訓練使皇權更加鞏固，同時建立屬於泰國

的國家新式軍隊以防止泰國成為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這樣的想法可

以說是泰國國家民族主義思維的發端。152 

                                                      
149

Andreas Sturm,The King’s nation:A study of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ailand,p138-139. 

150
楊富民，《泰國軍人干政的歷史成因及其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西安:西北大學碩士論文 2009， 

  頁 10。 
151

﹝蘇﹞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國近代史綱》，頁 395。 
152

楊帆，〈論泰國政治現代化初期未發生暴力革命之原因〉，《東南亞研究》，2014 年第 3 期，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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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培養大量新式知識份子作為國家推動現代化改革的領導班底，訓練新式 

軍隊領導人及建立強大的軍隊，也是拉瑪五世的改革中對泰國影響最大的措施之

一。拉瑪五世在其任內推動兵役登記制，泰國在 1888 年就建立了第一支初具規 

模的現代化常備部隊。還在宮中组建禁衛軍，模仿英國軍隊的組織和訓練，並配

備新銳的西式武器。153除了現代軍隊的建置，拉瑪五世也極為重視軍隊管理人員 

的培養。泰國於 1887 年首次成立了國防部，其後分別創辦了陸軍及海軍學校，

這些軍事學校在創辦的前四十年裡，為泰國的軍隊培養了上千名的軍官，而他們

後來都成為軍隊中的骨幹，有些人甚至參加了 1932 年的政變行動。154除此之外，

在他派往歐洲留學的眾多皇室弟子之中，有許多人不但在西方高等教育單位中學

習，甚至曾在歐洲國家的軍校中就讀，接受西方的專業知識及軍事管理訓練。他

的目標，可說是要讓這些未來國家的領導人同時具備捍衛皇室生存及管理國家運

作的能力。拉瑪五世對軍事改革投注了相當高的注意力，他在位期間泰國國家歷

年軍事預算皆達到 40%-50%，同時軍隊的規模也不斷擴大。隨著國防部的正式成

立及眾多皇室成員擔任軍隊中高級領導人的職位，以受過西方新式軍事訓練的軍

官為主要組成份子的群體，逐漸形成了一股同時掌握軍政權力的勢力並享有特殊

的地位。泰國軍派勢力的形成可說是奠基於拉瑪五世的軍事改革，最終演變成一

股反對君主專制過度集權的強大力量。 

    拉瑪六世(1910-1925)即是在上述背景下成長並接受西方教育訓練的眾多皇 

子之一。當 1895 年由拉瑪五世所指定的王位繼承人王儲瓦吉拉伍海斯(Crown 

Prince of Vajiravunhis)因為傷寒而去世的時候，瓦吉拉伍德王子(Prince of Vajiravudh)

被他的父親拉瑪五世指定為王儲，成為未來的王位繼承人，也就是其後的拉瑪六 

 

                                                      
153

梁英明，《東南亞史》，頁 145。 
154

﹝泰﹞Attachak Sattayanurak,The Change o f Worldview o f the Thai Leaders from the Reign of 

 King Mongkut,p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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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拉瑪六世十三歲就被父親送到英國留學，而且在英國接受教育的時間長達九 

年。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在人格形成最重要的中學及大學階段，都在當時極力向

外擴張且擁有眾多殖民地，並在經濟上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帝國的英國生活，在其

教育體系及生活環境下成長。155作為一個國家未來的君主，拉瑪六世在英國求學

期間所見所聞的，乃是一個結合在統一的民族意識，具備高度的民族自信，為了

國家的最高利益，鼓吹人民極端愛國主義，並積極向外擴張的強大資本主義國

家。 

   根基於狂熱的民族主義之上的國家主義甚至帝國主義，讓英、法等歐洲國家

在十九世紀向外極度擴張，建立海外殖民地並極盡掠奪資源之能事。156對拉瑪六

世而言，這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在這位年輕王儲心中滋長的開端，因為這是使

西方人眼中生活在落後及不文明的國家體質下的泰國人民能產生一致的共識，統

一在國王的領導之下共同努力，使泰國得以日漸強盛終至能享受與歐洲各國平起

平坐國際地位的最佳途徑。然而要達到此一目標，必須要從提倡泰民族的民族主

義開始，培養出屬於泰國全體國民的民族自信心，進而使全國團結在一個民族的

基礎之上，厚植國力集體對抗外來勢力的威脅。157泰國近代民族意識的誕生乃至

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可以說起源於拉瑪五世為了對抗西方勢力與保持國家獨

立地位而採取的一連串改革措施，其後到了拉瑪六世時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逐

步走向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拉瑪五世時期的泰國民族主義，其主要的對象是西方的資本

主義殖民勢力，特別是英國和法國這兩個一方面擁有殖民地圍繞著泰國，一方面

又想瓜分泰國經濟利益的國家。泰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問題，特別是 

                                                      
155

柯爾，《東南亞洲史》，頁 923。 
156

洪鐮德，〈民族主義的緣起、議題和理論最近有關民族主義的英文文獻之簡介〉，《淡江人文學 

  刊》，2003，頁 122-124。 
157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圖書，2003，頁 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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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西方國家在泰國境內享有治外法權的收回，在拉瑪五世 1910 年去世之前已 

大致獲得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拉瑪六世向德國等同盟國宣戰 

。戰爭結束後，泰國以勝利國的身份正式要求廢除過去與西方各國所簽訂的不 

平等條約並另訂新約。由拉瑪五世推動國家現代化改革以來，以對抗西方勢力為

目標所產生的泰國民族主義至此可說是達到目標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158 

    隨著拉瑪六世在 1910 年繼位成為泰國卻克里王朝的第六位統治者，泰國的

民族主義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拉瑪五世統治時期，泰國民族主義的萌

芽與發展，主要建構在通過模仿西方國家的國家體制，推動各種制度的現代化使

國家具備足以對抗西方國家的力量，最終的目標乃是保持國家獨立地位與追求泰

國與其他國家間關於民族與國家地位的平等，是一種向外伸展的民族主義。拉瑪

五世本人並不認為當時的泰國國內有所謂的民族問題，而他推動國家現代化革新

所產生的民族主義思想，其目的在於對抗西方勢力的挑戰。159在他執政的末期，

面對泰國民族主義份子及歐洲人對華人社群享有特殊待遇及地位的不滿情緒日

益高漲，拉瑪五世對泰國華人社群仍然保持一如過去的歡迎和鼓勵態度。他曾對

這個問題表示自己的想法:泰國的華人應與泰人一樣享有平等的地位。國王本人

並未將華人士視為外國人，而是組成整個泰王國的一部分。關於華人社群在泰國

所引起其他外籍族群及泰國民族主義者的不滿，他認為應該通過時間的拉長在自

然的情況下獲得解決。160 

    從拉瑪五世對華人社群的態度來看，有兩個現象已在拉瑪五世末期清楚地顯

現出來:其一，直到拉瑪五世一朝結束以前，泰國的統治階層基本上不認為泰國

華人社群構成了所謂的「民族問題」。他們希望透過長時間的自然同化來消除華

人與泰人之間的種族界線，使華人自然地成為泰國人，而並非通過制定法規壓制 

                                                      
158

劉迪輝 等，《東南亞簡史》，頁 316。 
159

柯爾，《東南亞洲史》，頁 774。 
160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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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驅趕的強制同化政策來思考泰國的華人問題。其二，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方 

向，在拉瑪六世登基即位前後，逐漸由對抗西方勢力挑戰的初始目標逐漸轉向處

理泰國境內日益受到中國民族主義影響的華人社群及其政治認同問題。在拉瑪五

世及拉瑪六世時期，泰國民族主義是持續發展並逐步轉變的，但其主要的核心，

仍然在於培養出全國一致的泰民族意識，在此共同意識之下要求全體人民對國家

及國王懷有忠君愛國的思想，並使泰國成為一個獨立不受外來勢力侵擾的國家及

民族主體。
161

 

    從泰國民族主義的性質來看，在拉瑪五世執政的末期開始出現了兩種不同的

形式:一種是以專制君王為中心，國王即國家為中心概念，民族主義要為國家及

國王服務，以對抗外國勢力對國家及國王執政權力及地位的威脅。這種民族主義，

僅止於泰國國王及領導階層與外國勢力之間的對抗，很難在當時泰國一般教育水

平低落且無法接觸政治的人民間形成一種普遍的「泰民族」意識。162這是屬於上 

層統治者為對抗外力的威脅所產生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以封建權力為核心的皇道

派民族主義。另一種則是以全體泰國人民為中心，主張民族即國家為中心概念，

民族主義應該為包括國王及其執政團隊在內的全體人民服務，為了國家及個人的

利益，共同對抗外來勢力的挑戰。這是帶有全民均權及人民才是國家主人思想的

民族主義，是一種民主派的民族主義。在拉瑪五世在位期間，由於政治環境仍然

處在封建專制的狀態中，且人民教育水平普遍低落，要實行民主派民族主義份子

理想中的民主制度在客觀上仍有極大難度。163所以基本上在這個時期皇道派是泰

國民族主義的主流。皇道派民族主義的發展，是在泰國君主專制政治長期的發展

下，當外來勢力對國家及國王的執政權力和地位產生威脅時，必然會出現的現實 

                                                      
161

Andreas Sturm,《The King’s nation: A study of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ailand》,p138-139. 
162

賀聖達，〈朱拉隆功改革與泰國的現代化進程〉，頁 105。 
163

戴維 K. 懷亞特，《泰國史》，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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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民主派民族主義的產生，則可說導因於拉瑪五世積極推動教育現代化的成 

果。 

    1885 年年初，一個包含 11 位大部分剛從歐洲學成歸國年輕成員的團體(其中

包含皇族成員及高級官員)向拉瑪五世呈遞了一份長達 60 頁的請願書。他們認為 

僅僅依靠國王及其執政團隊所推行的各項革新措施，成效無法深及一般人民而將 

使國家的進步流於表面化，不足以使泰國最終免於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化。 

因為這些改革措施僅是國王及其執政團隊的權力運用，並未深入擴及一般人民生

活並得到回應與支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國王及其執政團隊，並不能強大到獨

立形成對抗外來勢力挑戰的力量。他們建議國王將政治體制轉向君主立憲下的民

主議會政治，讓更多有能力的人能藉由權力的分享進入體制為國家服務，並通過

代議政治使人民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結合，產生休戚與共的連接感，如此才能讓改

革成功的成果嘉惠全體國民。總理、內閣及代議制度的議會是國家的改革成功及

長久進步所迫切需要的。164雖然，這群泰國新式知識份子關於促進國家進步的提

議，最終以拉瑪五世認為在泰國實行民主代議制度的時機尚未成熟，應該採取溫

和漸進的方式推動而未被採納，但這已為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朝向以人民為主體

的憲政及民主形式打開了道路。165 

    拉瑪五世將皇室成員對權力的掌控視為保障國王地位及有效率地推動政策

的途徑，在拉瑪五世 1874 年第二次加冕為國王並實際掌握執政權力後，就開始

逐步削弱過去位高權重的貴族階級對國王執政的影響，並且開始將執行政府各項

政策的權力逐一交付到皇家成員的手上。166最終，直到 1910 年拉瑪五世去世以

前，透過新式改革所建立起來的各個部門，幾乎都已在皇室成員的掌控之下。在

拉瑪五世的時代，國王開明卻也專制。他否決了新式菁英知識份子們關於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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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代議政治的建議，但後來卻也著手成立了許多相關部門，並將皇室成員指派 

為各部門的領導。拉瑪五世採行的可以說是一種「選擇性」的間接民主。透過這 

種遴選及任命的方式，一種「忠君」及「愛國」式的民族主義思想確實正在泰國

的領導階級知識份子間滋長蔓延。國王集權力於一身，但仍設有國政諮詢單位， 

從即位之初的樞密院到後來的新式內閣制。雖然各部會領導人幾乎都是皇室成 

員，但他們確實是「代替」國王處理著各種繁雜的國務。如此，政府領導階層對

國王有高度忠誠，新式知識份子對外來勢力的挑戰也產生了危機意識，這些背景

確實有助於形成一種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及民族主義，從而支持國王一面實行封

建專制同時推動使國家進步的種種改革措施，以抵抗外來勢力的威脅。167拉瑪五

世在「均權」與「君權」之間取得了巧妙的平衡，是一種讓民主派可以接受的皇

道派民族主義。 

    拉瑪六世對於治國的理念及方式，則與拉瑪五世不同，是一種專制並且集權

的統治方式。拉瑪六世是泰國第一位在歐洲接受完整高等教育的國王。長期居留

在英國所帶來的影響，使他不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及價值觀，同時也讓他看到了

民主體制下人民群眾的力量。他清楚地認識到幾項事實，一旦泰國接受了民主憲

政及代議制度，國王及皇室將喪失絕對地位而權力也必然將遭到瓜分，不但會降

低國王對國家的影響力及威望，甚至有可能會威脅卻克里王朝統治的延續。他認

為適合西方國家的體制不全然就一定適合泰國。因此，延續並加強國王集權專制

的統治方式，成為拉瑪六世就任國王後統治及管理國家體制運作的思想主軸之一 

。168 

    拉瑪五世雖然以現實情況尚未符合泰國可進行民主體制及代議政治的適當

時機，委婉地拒絕了民主派知識份子實行代議制度的建議，但他並未完全否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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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實施民主體制的可能性。他甚至在去世前還對這些提倡代議體制的新式菁英 

份子說出類似承諾性的話語，要他們支持他所選擇的王位繼承人，宣告下一位國 

王必定會實施議會政治及民主體制，以滿足人民對權力的要求與期望。169但是， 

當新的國王即位當政後，這些民主派民族主義知識份子原先殷殷期盼的希望落空 

了。拉瑪六世自 1910 年就任後，即一改過去專制中仍保有部分開明的溫和措施， 

轉向完全的集權專制。他不只撤除了拉瑪五世時期為了使國王能更全面而有效率

地推動改革的國政諮詢單位，不再向資深而有執政經驗的皇室成員或官員詢問有 

關處理國政的意見，還另外集結了一批跟他具有相似背景的年輕人和接近國王身

邊的親信，授予這些人官位並執掌施政權力。170這種有別於前朝開明專制作風的

專斷獨行，以獨裁式的統治方式形成絕對的國王執政體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許

多朝中元老大臣及皇室成員的不滿。 

    除了對行政體制運作的過度干涉及專斷獨行，拉瑪六世更以自身過去在英國

求學期間所接受的軍事學習及訓練為背景，在登基後仿效英國的軍事制度在各省

及曼谷成立了名為「野虎偵察團(Wild Tiger Scout Corps)」的類軍事組織，國王

本人並身兼曼谷地區野虎偵察團的團長，親自訓練並開設講座對偵察團團員進行

教育，教導所有成員具備忠誠於國王、國家與宗教並戮力服務於社會的中心思想。

171這個類軍事組織成立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做為護衛國王個人權力及地位的軍事

及特務組織。為了避免遭到拉瑪五世時期所建立的陸軍及海軍勢力的威脅，拉瑪

六世深知他也必須擁有對自己絕對忠誠的武力，對抗任何可能對國王權力及地位

形成挑戰的勢力。但這種類似屬於國王個人特務機關的成立當然會引起軍方的憤

怒與不滿，尤其是那些自拉瑪五世推動改革以來平民出身的中下級軍官，結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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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Sukanya Tirawanit,King Vajiravudh and the Press, Bangkok: King Vajiravudh Memorial 

 Foundation,1989,p26-27.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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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了 1912 年的一次由下級軍官所主導但最終失敗的暗殺企圖。172 

    由這件失敗的軍事暗殺事件可以看出，拉瑪五世時期以來陸續出國或在國內 

接受軍事教育及訓練，並擔任陸軍及海軍重要基層幹部的成員，已然形成一個以

軍事專業為背景的群體。他們對拉瑪六世的過度專制逐漸心生不滿並意圖與執政 

當局相抗衡。這個團體所形成的勢力，日後將在 1932 年的不流血政變中發揮關 

鍵性的作用，從而使泰國自此結束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進入君主立憲的新時 

代。雖然 1912 年由中下級年輕軍官所策動的暗殺計畫失敗了，但由此事件可看

出泰國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第三股勢力已然正式形成且具有實質行動的能力。

這是一群由受過新式軍事訓練的皇室成員及平民菁英所組成的軍事派民族主義

者。他們看似站在國家及人民的立場反對國王及其執政團隊的專斷獨行，但事實

上卻僅僅只是害怕在國王過度專制及個人武力組織日漸壯大的同時，他們會失去

已掌控在手中的軍事權力及地位。事實上，國家的民主化並非他們的政治目標，

國家權力才是他們想要緊握在手中的東西。這一企圖，將在 1932 年與民主派民

族主義份子合作推翻君主專制體制後得到證明。
173

 

    拉瑪六世在位期間(1910-1925)，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開始進入了興盛期，民

族主義所面對的目標不只是外部的西方勢力問題，還有內部的華人社群受到來自 

中國民族主義影響而產生同化速度減緩的問題。此時期的泰國民族主義不只是統

合國家整體力量的途徑，也是國王建立個人威信及穩固統治地位的工具。從拉瑪

六世登基即位開始，三股民族主義的勢力在泰國的政治舞台上形成合作又競爭的

狀態：一派是以國王及其支持者所形成的皇道派民族主義，一派是以受西方新式

教育為背景的文人所組成的民主派民族主義，最後一派則是以受西方新式軍事訓

練的中下級軍官所組成的軍事派民族主義。1932 年的不流血政變中，民主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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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派將採取合作凌駕於皇道派之上，推翻君主專制使泰國進入一個新的政治體 

制時期，並開始另一場民主與軍事之間的政治角力。 

 

 

                第二節  向君主立憲體制前進的過渡時期 

    拉瑪六世在位 15 年(1910-1925)後去世，由於沒有男性繼承人，所以由國王

最小的弟弟帕恰迪波(Prajadhipok)j 王子繼承王位，是為拉瑪七世。雖然拉瑪七世 

和他的國王哥哥一樣，具有在歐洲接受高等級軍事教育的背景，但在拉瑪六世宣 

佈新的繼承法以前，他從未在王位繼承人選上具有絕對的優勢。174因此，在 1925 

年拉瑪六世指定他為王位繼承人之前，他沒有任何機會對承接此一巨大任務進行

精神上及實質上的準備，也沒有為將來成為泰國國王而進行必要的學習與思考。

175從拉瑪六世到拉瑪七世，政權及王位的交接是匆促而不充分的。這就為未來拉

瑪七世的執政添加了許多危險而不確定的因素。如何在民族主義的思維下正確地

領導泰國在複雜的國際及國內環境中解決政治及經濟問題，以及新國王必須面臨

許多拉瑪六世及其執政團隊所遺留下來的許多難題並找出解決之道。凡此種種，

都是這位在複雜的情勢中匆促接下王位的新任泰國國王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拉瑪六世雖然在英國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同時也接受了新式的軍事教育 

及訓練，甚至曾在英國軍隊中服役，但這一連串相關的現代化教育背景，卻沒有

對這位未來國家的領導人在領導及管理國家體制時產生「新式」的影響。拉瑪六

世對體制與權力的概念依然是傳統而保守的，對於君主的絕對權力，他的想法相

較於他的父親拉瑪五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設若拉瑪五世是藉由推動體制改革

來維護君主專制並使國家現代化，再以王政之下的國家進步為基礎形成泰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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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意識來對抗西方勢力的挑戰。那麼，拉瑪六世所堅持並推行的君主專制就是 

全面地以國王為中心並忽視國家體制地提倡泰國民族主義。與此同時，藉由建立

以國王、國家及宗教為中心的忠君愛國思想，完成國王的個人意志領導國家前進 

。176拉瑪六世的民族主義是個人的、專制的也是建立在絕對「朕即天下」的概念

之上的。 

    拉瑪六世的極端個人領導風格，首先表現在國王個人為建立屬於自己認為必

要的及立刻應該付諸實行的制度，比如說：屬於國王直接訓練及管轄的武裝部 

隊。名為「野虎偵查團」的部隊遍布泰國各府，以拉瑪六世所規範的方式進行訓

練，直接聽命於國王，幾乎像是國王派駐在各地的武裝特務組織。尤有甚者，曼

谷的野虎偵查團就直接隸屬國王個人指揮，彷彿古時帝王身旁的御林軍一般。拉

瑪六世鼓勵政府中的文人加入「野虎偵查團」的訓練與執行任務，而這些人多半

是國王身旁的親信和對他唯命是從的官員。這種類似私人武力組織的設立，對國

家體制直接造成了兩種嚴重的影響：一是此種組織人員眾多，開銷龐大，使國家

財政負擔越來越沉重。另一個則是軍隊中逐漸產生一股對用人制度的不公與領導

權力削弱的疑慮，進而造成許多正規常備部隊的年輕中下級軍官對國王及其所設

立的武裝組織日漸不滿。177因為根據 1910 年的法規，只有皇室成員及貴族才能

獲得中將以上的軍銜，而國王所設立的軍事組織中卻有不少人因為與國王的關係

違反此例。這就使得大部分出身於平民階層的中下級軍官在軍中的前途蒙上了無

法抹去的陰影，並對自己未來進入權力中心的可能性充滿疑慮。178這種疑慮最終

形成了一股反對國王專制獨裁的思維，並且以國家權力屬於全體國民為口號，與

民主派民族主義份子短暫地聯合成一股反專制的勢力。 

   在拉瑪七世接任王位執掌國家領導權短短七年後，在 1932 年泰國就爆發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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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及軍事派民族主義份子為核心所發起的政變。政變在國王拉瑪七世接受政 

變發動者所提出施行君主立憲的要求中落幕並開始了新的國家體制。國王同意接

受泰國成為一個憲政體制的國家並服從於憲法之下。此次政變使泰國卻克里王朝 

歷經 150 年的君主專制正式結束。179而在這一群自稱「人民黨」的政變發動者的 

要求之下，國王的名號及地位獲得了保持並繼續留任。由是，泰國自 1932 年開

始由傳統的君主專制國家轉變為現代的君主立憲國家。從政變的結果來看，不論

是民主派或是軍事派民族主義份子其實都已意識到且不得不承認，要在泰國全國 

境內形成一種強大而統一的「泰民族」意識，國王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180 

國王將成為一種國家的象徵及精神上的領導人，實質上的政務規劃及推動，則由

上層菁英知識分子來進行，並由軍事武力來確保國家的安全及政策的執行。此時

的泰國民族主義，可以說是各派勢力之間取得短暫共識的時期，是混和了皇道派、

民主派與軍事派三派特色的民族主義。其共同的目標是要建立一種統一的、強大

的、全民的泰國及泰國民族主義。但新政府成立後不久，對權力如何分配就出現

了意見相左的情形，導致了文人知識份子與軍派勢力之間的分裂與鬥爭。 

    泰國的民族主義意識醞釀於拉瑪五世執政時期，但當時僅出現於國王本身及

其現代化教育改革措施下所培育出的上層菁英知識分子之間。在拉瑪五世時期， 

泰國民族主義的目的在於形成一種統一的國家民族意識，以抵抗西方國家的挑戰 

。181到了拉瑪六世登上王位時，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進入興盛期，它不只是一種

共同對抗外力的國家民族意識，也同時是一種顯現整個泰國共同忠誠於君王、宗

教及國家的途徑。在拉瑪五世統治末期開始出現的民主派民族主義意識，部分地

因為受到孫中山在中國所發起的民主革命獲得成功的影響，在拉瑪六世接任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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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發展得更加旺盛。182但新任國王頑強地拒絕政治體制的變革，讓民主派民族 

主義份子從此對統治階層改變的可能性轉趨消極。另一方面，拉瑪六世在位期間

許多過於個人傾向的施政措施，也為其後的拉瑪七世帶來沉重而難以解決的難 

題，最終導致了菁英知識分子與軍人勢力的合作，共同發起了改變國家體制的政

變。 

    拉瑪五世推動國家整體現代化，眾多改革措施中影響最大就是教育的改革。 

這些國家統治階級家庭的子女不但能優先享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機會，也使拉瑪五

世能逐漸培養出對國家推行改革適用的人才。183他也在國內興辦新式教育，將西 

方的教育制度移植到泰國，讓一般人民也有機會接觸西方知識，緩步地提升一般

地方人民的教育水平。但拉瑪五世的教育改革，是以國王推行新政所需人才為前 

提進行辦學，軍事學校與文官培訓學校所占比例過高，而一般平民學校則仍是少

數，導致一般人民教育水平的提升仍然緩慢而落後。184但王權的集中及專制體制

的穩固在拉瑪五世執政的末期開始逐漸引起新一代知識菁英階層的不滿，要求全

民均權、制定憲法及實行代議制度的呼聲開始出現，1885 年的六十頁請願書事

件可說是泰國民族主義思想正式分裂的開始，皇道派與民主派自此成為兩個政治

目標不同的群體。拉瑪六世的即位，並未如拉瑪五世的承諾一般符合民主派民族

主義份子的期待。專制的政體不但未有任何改變的跡象，反而由於國王的個人思

維而更加鞏固。185拉瑪六世的強化專制及當時孫中山在中國領導革命行動成功推

翻中國專制政權的影響，導致了 1912 年由一群低階軍官所計畫發動暗殺行動的

產生。暗殺行動雖然最終失敗了，但由此一行動的產生可以看出反皇道派民族主

義份子開始由溫和的建議與期待轉向激烈的實際行動，同時也是泰國軍事勢力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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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皇權掌控介入國家體制及政治活動的開始。 

    拉瑪七世執政僅短短七年，與其說是開始一個新的朝代，不如說是在為拉瑪 

六世在位期間所留下的難題尋求解決之道。從國家體制的發展過程來說，拉瑪七 

世握有政治權力的七年期間，是卻克里王朝由專制轉向憲政的過渡期。拉瑪六世 

的執政，在體制與政策上不能說是矛盾但至少是不相搭配的。對於政治的體制，

他是一名君主專制體制的擁護者。而對於國家社會的發展，他則是一名前衛開放

的冒險家。他推動並吹鼓吹泰國的「泰民族」意識，積極地要喚起泰族人民的民 

族主義意識並將其推向高峰。但對於新一代菁英知識份子所提出民主代議體制的

要求，他卻嚴厲地拒絕接受。他拒絕站在全民的立場分享權力，但對於泰國國家 

整體水平的提升及社會的進步，卻又不遺餘力地實施各種新措施。186這確實是一

項具有極大挑戰性的任務，因為要用舊體制去領導新思維畢竟是極為困難的。 

1912 年及 1917 年的兩次企圖推翻他的暗殺計畫顯示了他的執政方式無法得到新

一代文人知識份子及軍隊勢力的支持，而這是在僅僅十五年之內發生的事。 

    拉瑪六世的民族主義雖然在於喚醒並建立泰國全體人民的國家及民族意識，

但卻由於國王過於僵化的專制思維而導致期望國家走上改革道路的新式知識份

子心生不滿，從而使泰國的民族主義產生了重大的分裂。從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來看，拉瑪六世時期是泰國民族主義走向高峰的年代。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由於

對民族主義的目標不同，這同時也是一個各種不同勢力分道揚鑣的年代。 

    拉瑪六世留給其弟拉瑪七世的難題中，最嚴重應該算是經濟上的問題。首 

先，拉瑪六世在 1910 年 12 月舉行登基大典，當時的典禮極其隆重盛大，廣邀各

國領袖及重要人物出席，一時嘉賓雲集。但光鮮亮麗外表的背後，則是令人咋舌

的花費開銷。拉瑪六世盛大的登基典禮，花費了將近 45 萬泰銖，而這個數目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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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當時泰國國家總收入 6000 萬泰銖的約 13.3%。187新王登基就如此奢華，似乎完

全沒有站在人民及國家經濟的角度思考問題，耗費大量金錢使國家財政在新國王 

執政的開始就陷入沉重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國家領導人未將國庫的有限資金更 

有效率地用於改革國家進步的各項措施，反而是用於個人的奢糜享受，這讓期待 

新國王能尊重民意、知人善任並積極推動國家改革的新一代知識份子開始對新國

王感到失望。此外，拉瑪六世對政治以外的事物有極高的造詣與興趣，他也是一

名出色的寫作者。他曾買下一家報社，撰寫專文與反對他實行專制的民主派知 

識份子進行各種筆戰。他將許多西方文學作品翻譯成泰文，也曾親自寫作多達將

近 200 本劇本，並常以文學同好及研究之名舉辦各種文人聚會。除了國王個人的 

享樂開銷，拉瑪六世所設置的類似私人武力組織「野虎偵查團」及在政府中大量

任用投國王所好的親信擔任官職，都是讓國家財政每況愈下的重要原因。凡此種 

種，都是在國王個人喜好之下對國家資金的不當運用，自然會引起反對者日漸高

漲的不滿。188 

    除了國王在日常事務及行政事務上的過度開銷與徇私不公所引發的文人階

級的不滿以外，拉瑪六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個人背景因素而傾向英國， 

遂於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幾個月放棄原先的中立態度，轉而與協約國 (Entente 

Powers)陣營站在同一線，向同盟國(Allies)宣戰。189由於文人階層及軍隊勢力都與

國王對參與戰爭的態度相左，加上民主派與軍派皆對國王的過於專斷獨裁早有不

滿，終於導致了泰國民族主義勢力走向分裂。泰國在戰爭爆發的初期即立刻宣布

保持中立的立場，是因為擔心參加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在戰後遭到另一方的報復 

，這將使泰國再次成為西方列強對泰國既得利益瓜分下的犧牲品。隨著戰事的延

長，情況對同盟國越來越不利。1918 年 4 月，美國加入英、法等國所在的協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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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方，使得同盟國一方最終敗陣的機會大大提高。拉瑪六世看準此一大好機會，

一方面可以避免承擔戰後引起英、法等國對泰國的中立態度不滿而更加予取予 

求，一方面也可以因為一旦成為戰勝國的一員就可把握機會大大地提昇泰國的國

際地位，進而尋求解除西方各國對泰國長期不平等條約，徹底收回仍部分掌握在

西方各國手中的治外法權。帶著此種可以說是深謀遠慮也可以說是投機利用的心

態，拉瑪六世在戰爭結束前做出向同盟國宣戰的決定。190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的重新分配來看，拉瑪六世宣布參戰的決 

定確實為泰國帶來了國王所預期要達成的目標:其一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為起點 

，身為戰勝國的一員，國際地位提升後的泰國在心理上已和西方國家站在平等的 

層次。其二是泰國藉由戰勝國的國際地位，在實質上亦握有外交籌碼為其後拉瑪

七世時期要求西方各國與泰國進行談判，使泰國逐漸從與西方各國所簽訂的不平 

等條約中解放出來，為國家百年來所追求的真正獨立自主鋪平了道路。值得注意

的是，當 1917 年 7 月拉瑪六世宣布對德國宣戰的時候，泰國軍隊中正存在著一

個強大的親德勢力，加上泰國一般人民長期以來對英、法兩國早已存在不滿情緒，

終於引發了拉瑪六世在位期間第二次企圖推翻國王統治的政變，而這次的政變是

由軍方成員所主導的。191雖然此次政變的行動未及實行就被鎮壓了，但可以看出

軍隊中對拉瑪六世自登基以來的種種專制作為感到不滿的情緒已經到達高峰。國

王本身的過度擴權及專斷獨行，讓軍派勢力與皇室之間的關係決裂。一個看似站

在人民的立場並為人民爭取權力、反對專制的軍派民族主義勢力就此正式形成。

192拉瑪六世所遺留給拉瑪七世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整合文人及軍派這兩股民

族主義勢力，使他們能結合在以皇道派及專制政體為主的民族主義之下，共同為

發展統一的泰國民族主義而努力。但事實上，從拉瑪六世統治的末期開始，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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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對於要求廢除封建君主專制而改行民主立憲代議制度的呼聲就越來越高，

這預示著泰國走向立憲體制一途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193 

    除了政治上由於對民族主義的目標不同所造成的派系分裂問題之外，拉瑪七 

世時期所要面對的，還有國家財政困難及經濟衰弱不彰的嚴峻考驗。拉瑪五世時 

期所推動的改革中，廢除奴隸制一項對進入二十世紀後的泰國影響尤其深遠。廢

除奴隸制將過去長期被限制在土地上的人力解放出來，得以投入除了農業以外的 

其他國民經濟活動。工商業等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其成效可直接從國家財政 

總預算收入的增加看出來。從 1897 年至 1913 年，也就是從拉瑪五世末期至拉瑪

六世初期，泰國國家年度月算的收入從 2480 萬泰銖增加到 6680 萬泰銖，增加了 

大約 2.6 倍。而同時期各種稅收的部分也從 1970 萬泰銖增加到 5340 萬泰銖，增

加的幅度大約 2.7 倍。194從國家預算收入與稅收在數字上的表現來看，雖然當時 

泰國仍處於對西方列強不平等的低關稅弱勢下，但初見曙光的泰國民族經濟正在 

成形並緩步前進。拉瑪六世統治時期，除了在民族主義的目標上與文人與軍派兩

大勢力的對立日益尖銳化之外，最大的問題就是國王及皇室的過度開銷所造成的

國家財政日益困難，這大大地削弱了剛剛起步的泰國國家經濟成長的力道。另一

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要保障本身在泰國經濟上的既得利益，通過與皇室

與貴族地主的合作，也嚴重地限制了泰國民族經濟發展的強度。以進口原物料代

替發展本身的民族工業進行生產，使得泰國不但年年流失大量金錢，而且對外貿

易也處於極度失衡的不合理結構下。195國王及皇室的過度開銷使國家財政處於負

荷沉重的狀態，民族經濟衰弱不振及對外貿易的失衡使得國家財政更加雪上加霜。

最後，依靠向西方國家支付高額利息的借貸方式解決處於燃眉之急的財政困境終

於拖垮了泰國的國家財政。拉瑪六世在位的最後幾年，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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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19 至 1921 年，泰國的國庫收入出現了巨大的赤字。諸多原因中，最為嚴重 

的還是國王及皇室的過度開銷。196 

    大量的國家預算不是用於積極建設國家及發展經濟，而是花費在國王及皇室 

的私人奢侈性開銷上，要人民忠誠於君主卻又未能替人民帶來應有的福祉，此種

矛盾的狀況無疑地會加深原本已對君主專制不滿的文人階層使其更加不滿。而日

益嚴重的經濟及財政危機，至拉瑪七世就任國王後已是病入膏肓、藥石罔效的狀

態。1929 年至 1933 年所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使得原本已是千瘡百孔、搖搖欲 

墜的泰國經濟承受再一次的沉重打擊。197而在 1927 年由一群具有留學背景的知 

識份子、青年軍官、地方官吏與對專制統治不滿的高級官員組成了泰國的第一個

政黨，稱為「人民黨」(People’s Party)，則標示著反專制民族主義勢力的團結，

並向君主專制體制發起了挑戰。198在政治及經濟的雙重危機及挑戰下，泰國的君

主專制統治終於在 1932 年由人民黨成員為領導核心所發起的民主政變行動中畫

下句點，而國王拉瑪七世也成為泰國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過渡的皇室領導人。 

 

 

                第三節  華人社群的組織化與政治化 

    自素可泰王朝時代以來即陸續前往泰國的中國人，由於泰國統治階級長期

對中國人的鼓勵移居政策，不但在人口數量上不斷增加，而其身為「皇室代理人」

的特殊角色及其重要性也日益加重。在西元 1855 年泰國與英國簽訂「鮑寧條約」

之前，泰國華人社群在泰國社會中所扮演的「中間人」角色，不但為泰國皇室帶

來了龐大的利益與便利性，同時也間接填補了泰國在長期歷史發展與邁向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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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過程中所缺乏的社會階層與功能。199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勢

力進入泰國，以軍事實力為後盾大舉叩關，迫使泰國讓西方商業活動正式進入泰

國市場，也改變了過去長期以來華人社群獨占泰國皇室與中國或其他國家之間 

「貿易代理人」角色的局面。自此，華人社群不再享有泰國對外貿易的絕對地位

及優勢，必須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種種競爭，特別是在泰國對中國及對其他

亞洲國家的海洋運輸及貿易部分。200另一方面，華人社群長期移居泰國，雖然因

為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強力競爭而逐漸從泰國對外及海上商業活動的競爭 

中退場，卻因為有久居泰國而深知泰國文化的優勢，轉而成為泰國國內商業市場

中的主要角色，並以其商業網路、文化背景及語言優勢等反而成為西方商業勢力 

在泰國市場中進行商業活動的「代理人」，從而成為泰國、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

商業勢力中最大的獲利者。201 

    隨著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拉瑪五世積極推動泰國國家現代化的各項改革施， 

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商業進入泰國，大量的人力需求使得許多當時飽受中國國內天

災人禍之苦的東南沿海各省的中國人民前往泰國尋求一片新天地。至 1839 年為

止，泰國華人的總數約為四十五萬左右。但到了二十世紀初的 1910 年，泰國華

人的總數就急速增加至一百二十萬左右。202如果以鴉片戰爭後中國國內自然及人

為環境的急速惡化與泰國當時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與對華人長期的鼓勵移民政

策相對照，泰國華人社群人口在這段時間內的快速增長可說是合理而自然的結果 

。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期是泰國華人社群快速發展的時期，而隨著華人社

群的形成與擴大，華人社群的內部也開始產生由移民組成結構所產生的組織性的

問題。 

                                                      
199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16。 
200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385。 
201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09。 
202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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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數量的快速增加，使得泰國華人社群在短時間內迅速膨脹擴大，隨之而

來的是華人社群在泰國社會中所產生的一些變化，其中某些變化將在日後引起泰

國民族主義份子對華人社群態度的尖銳化，也衍生出國王拉瑪六世藉著質疑華人 

社群對泰國國家的忠誠性來鼓吹泰國國家民族主義的狀況。203從十九世紀中葉到

二十世紀泰國君主專制體制結束為止，泰國華人社群發展的變化主要集中在華人

組織性質的改變及華人社群受到來自中國民族主義活動影響而急速政治化兩個

方面。 

    泰國華人在泰國社會的身分，長期以來其實都處在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況中。 

雖然直到拉瑪六世以前的各朝國王長期以來都對華人採取鼓勵及歡迎的政策，但

是華人的身分在泰國一直都是居於「妾身未明」的狀態。雖然拉瑪五世本人面對

泰國社會對華人身分及對泰國國家忠誠的質疑時曾明確表示過，他從未將泰國華

人視為外國人，而是將華人看作整個泰國的一部分，華人跟泰人一樣為王國的建

設付出，也共享整個王國的進步與榮耀。204但是，直到 1909 年中國頒布了第 

一部國籍法與隨後泰國也於 1913 年頒布了第一部泰國國籍法之前，華人在泰國

社會中可說是名符其實的「無國籍」族群。泰國華人社群的人口雖龐大，在皇室

的保護及鼓勵政策下雖然對泰國的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泰國華人在泰

國長期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合法身分，卻是不爭的事實。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及泰

國相繼頒布國籍法以後，泰國華人的國籍及身分問題不但沒有因此獲得妥善的解

決，反而使泰國華人陷入了雙重國籍的尷尬狀況中。205在身分上不屬於外籍人士，

在種族及文化上也不屬於原生的泰族人，這使得泰國華人社群面臨著來自於國家

及社會兩方面皆缺乏合法保護的窘境。 

    華人社群中因此產生了許多以血緣、地緣等等關係為樞紐的小團體，並以互 

                                                      
203

曹雲華，《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頁 68-69。 
204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75。 
205

吳鳳斌，《東南亞華僑通史》，頁 59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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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互助為目的集結在一起。此外，泰國華人社群在長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以語

系集團為基礎建立了許多互助性的小團體。這些華人小團體之間，常因利益衝突

或地緣差異互相仇視而時有不合情事發生。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新來後到的中國 

人，也常因無法被這些已長期形成封閉關係的小團體接納，而不得不轉而尋求其

他的生存之道。在這樣特殊的發展背景下，直接產生的結果就是在泰國華人社群

中屬於「非正規勢力」的幫、會、派等等組織的產生及蓬勃發展。華人社群中幫

派勢力的形成與組織化，不但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主導了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方

向與型態，同時也因日漸頻繁的械鬥衝突由華人社群延伸到泰人團體，造成越來

越嚴重的社會秩序問題，導致泰國統治階層不得不放棄過去完全放任華人自由發

展的政策，轉而立法針對華人幫派問題的惡化加以限制控管。206華人幫派組織對

華人社群的影響力，從 1910 年因對華人徵收人頭稅制度的改變所引起的「華人

罷市事件」即可一窺端倪，而事實上此次罷市事件幕後的推動者即是華人幫派組

織。207 

    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除了在經濟上由主要對外的「皇室代理人」逐漸轉變為

對內的「貿易及商業代理人」以外，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華人社群發展主要的變

化是華人社群中特殊團體的形成與華人社群性質的改變。中國人往東南亞移居，

尋求新的生活環境及經濟發展，多數並非自願主動出國前往，而是迫於國內形勢 

惡劣的無奈。移居東南亞各國的中國人，大多屬於在中國國內發展事業及餬口營 

生有困難的中下階層平民百姓。屬於文盲或半文盲又極有可能在國內屬於「無產

階級」的中下階層中國百姓，來到東南亞的他鄉異地求生，首先面臨的就是舉目

無親又無依無靠，生活打理及職業尋求都有困難的問題。
208
在沒有中國官方的保

護措施，也缺乏當地政府明確的保障政策之下，移居東南亞各國的中國人必須依 

                                                      
206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52-154。 
207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406。 
208

吳鳳斌，《東南亞華僑通史》，頁 75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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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本身的力量在他鄉異地求生，但更多的情形則是依靠更早期移居並定居當地華

人的指引與關照。，隨著中國人移居東南亞各國人口的增加，華人社群也逐漸成

形。華人社群之間的成員彼此照應，互相支援及團結一致以對抗外力，逐漸使得 

因各種不同目的及需求而互相結合的小團體在華人社群中產生並逐漸壯大。然而 

，矛盾的情形是，以團結感情及相互幫助來連結內部成員的華人社團，在社團之

外的各團體之間卻是彼此充滿衝突與處於分裂的。209這種衝突通常存在於不同的

語系集團之間，而這種以語系集團為基礎所形成的不相容性，卻是間接促成了跨

越語系界線並以商業利益為考量，從橫向面來吸收成員的華人私會黨形成的重要

原因。210 

    數百年來陸續移居至泰國的中國人，因為在他鄉異地無依無靠，在移居者生 

活上相互扶持及工作上相互幫助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各種不同性質及目標的幫、

派、會等等的團體。這些早期的華人移居者所組成的團體，大多功能單純且規模

較小，嚴格說來還不能算是有組織、有目標的社團。211但是，隨著以相同語系為 

基礎所形成的團體日漸擴大，同語、同鄉、同族等等的概念也成為團體成員間結

合的主要樞紐，而華人由初始的單純聚居逐漸形成建立在某種功能上的團體，已

可說是一種因同一民族的概念而相結合，進一步形成某種程度對外競爭力的表現 

，對外的範圍則包含本族及他族。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雖然華人社群內部各

團體間也存在著許多相互的競爭與衝突，但因為相同種族及共同利益而形成的結

合，並與其他種族的團體所產生的競爭關係，可以算是泰國華人民族主義最初的

形成與發展的開始。事實上，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逐漸走向種族化、組織化及目

標化，最終成為泰國境內的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群體，除了泰國皇室長期以來

因為經濟利益對華人所採取的相對寬容的特殊態度及政策，最重要的就是泰國統 

                                                      
209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中華民國赴暹考察團報告書〉，檔案編碼：020-010402-0037-0012x 
210

黃素芳，〈暹羅華人祕密會社的興衰及原因分析〉，《南洋問題研究》，2011 第 2 期，頁 77-78。 
211

﹝泰﹞鍾福安，《泰國華人社會的形成論述》，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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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階層對華人長期所採取的「以華治華」的策略。 

    從十六世紀華人陸續移居至泰國以來，泰國的統治階層就將華人群聚在一處

居住，並由華人中遴選具有威望的人擔任管理者，甚至設置了屬於正式官職的「華 

民政務司司長」一職專門管理華人事務。但令人疑惑的是，華民政務司不屬於泰 

國內政部，卻隸屬於泰國財政部。因為該司的職務不只是負責華人事務的管理與 

協調，還負責管理泰國與中國及東方各國間的貿易。212從此一官職的設置及其所

負責的業務可以看出，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的態度其實帶有某種程度的矛盾 

。泰國統治階層將華人的管理事務提升到官方的層級並設置正式的官職，可以使

華人感覺受到重視並進一步產生親近感及向心力。但將管理華人的機構另行設 

置，不歸入內政部的管理之下，則又像是將華人社群當成類似外籍買辦一樣看 

待。 

    其次，使華人社群統一在一個專門的財務機構管理之下，能夠更有效率的集

中華人的經商實力，為泰國皇室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最後，以華人來治理華人 

可以免去文化不同所可能產生的溝通隔閡，也可以節省為了維持華人社群的穩定

及安全所可能必須付出的人力及財力。換言之，至少直到 1910 年之前，泰國的

統治階層乃是採用一種自認為對自己絕對有利的「兩面手法」來看待並統治華人。

一方面制定政策「特殊化」華人，將華人社群區隔出來成為不同於西方人與當地

泰人的「另類族群」，成為國家體制中的「例外」，並在許多特殊權利的保障政策

下利用華人社群為皇室持續創造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將華人社群納入泰國國

家體制中，並讓華人自行管理華人，使華人社群感覺受到重視並可分享權力，強

化華人對泰國統治階層的好感。 

    從這個角度來看，至少直到拉瑪五世統治結束以前，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 

                                                      
212

G.W Skinner，〈十九世紀的泰華僑社〉，《南洋文摘》，1962 第三卷第五期。轉引自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3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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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期望與其說是在政治及文化上希望華人社群更快速地同化於泰國社會，不如

說更多的是希望華人社群能在特殊制度的保護下為泰國皇室創造更大的經濟利 

益。此種類似現今中國所主張的「一國兩制」的管理辦法，其直接產生的結果，

就是導致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越加封閉化與組織化，而泰國華人社群的種族意識

也隨著華人幫派組織的發展而越加明顯而強化，最終形成了存在於華人社群內的

華人民族意識。可以說泰國華人社群的民族主義最初產生於泰國華人的種族意識，

是區隔我族與他族的界線，也是由華人社群內部在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所自行產生

的族群意識，並非全然起源於來自中國的民族主義影響。但隨著十九世紀末中國

國內帶有政治性目標的團體逐步進入泰國，泰國華人社群中的各種團體也開始由

單純的互衛、互助及商業性質轉向帶有政治色彩及標的方向發展。213 

    由於早期的泰國華人團體之間普遍存在著不和諧關係與利益衝突，大一統式 

的華人社群可以說是不存在的。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華人團體，大多是建立在同

宗、同族或同鄉互助等等的血緣及地緣關係之上，成員關係及組織性質相對較為

單純而封閉。但隨著中國國內政治情勢的轉變，海外華人所組織的各種團體也逐 

漸開始受到影響，泰國的華人團體也不例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國內反政府

的勢力或團體對海外華人團體的影響。自清朝取代明朝成為中國的統治階層以來，

陸陸續續就有一些在中國國內發起「反清復明」運動的反對份子由於受到官方的

追捕而轉往東南亞活動。大約創建於十八世紀六十至七十年間的洪門天地會，是

中國近代組織最大、入會成員最多的秘密會社組織。214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殖民

東南亞，使大量的華工因為各種原因進入了東南亞國家為西方殖民勢力提供勞力

需求，這是東南亞地區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華人人口大量並急速增加的原因之 

一。 

                                                      
213

﹝泰﹞陳光明，《辛亥革命時期的暹羅華僑及其對暹羅社會的影響》，頁 12。 
214

潘少紅，《泰國華人社團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博士論文，2008，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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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清朝對中國統治權力的逐漸穩固，許多因為在中國參與反抗清朝運動失

敗的天地會成員為躲避清朝政府的追捕而離開中國。大量的華工伴隨著遠離中國 

另謀生機的天地會成員促成了天地會在東南亞的快速發展。由於天地會在中國原

本就是以中下階層生活困苦的百姓為主要組成成員的組織，因此一經傳入東南亞，

便迅速在華人勞工之間流傳並發展為龐大的組織。215由於當時各語系集團間的衝

突常常需要依靠第三方的祕密會社領袖充當調停人，使得祕密會社的領導人常具

有多重身分，周旋於官方、語系集團與幫派組織之間。大量華工進入泰國、統治

階層對華人社群採取自由發展的政策、語系集團之間的不和諧關係以及中國祕密

會社的成員進入泰國發展，種種原因都間接使得泰國華人幫派組織的發展更加興

盛。 

    不過，傳入泰國的洪門天地會，其在中國時所具有的反抗性色彩與「反清復 

明」的政治目標，卻因為當時加入祕密會社的成員大多是希望能在他鄉異地求得 

經濟生機的下層百姓而逐漸轉變為經濟性色彩濃厚的泰國當地華人幫派組織。216

因為這些在中國國內無法覓得生計的中下階層百姓，來到泰國的主要原因乃是由 

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泰國的社會環境與中國國內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相對穩 

定，且泰國皇室對華人移民的態度相對友善而信任，在改善經濟條件的機會上也

就相對較多，所以選擇前往泰國尋覓生活的新天地。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移居泰國

的起始意識都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所以昔日中國國內帶有政治目標的反對勢力

團體，來到泰國後受到當地華人社群經濟導向思維及環境的影響，逐漸與中國天

地會的發展分道揚鑣，成為經濟意味濃厚的泰國當地華人幫派組織。這些幫派組

織以吸收中下階層的華工為途徑，並靠著向這些財力貧乏的同胞販賣專賣商品來 

獲取巨大利潤。 

                                                      
215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49。 
216

吳鳳斌，《東南亞華僑通史》，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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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華人社群本身的特殊條件背景之外，泰國皇室對於傳統稅收制度的改變 

也是促進泰國華人幫派組織成長茁壯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西方 

資本主義勢力逐漸進入泰國經濟市場，由於西方各國的壓力，泰國皇室不得不逐

漸取消過去的貿易壟斷型態，各種商品及進出口稅金的包稅制逐漸被取消。包稅

制的取消意味著泰國皇室的稅金收入將大幅減少，嚴重影響泰國皇室重要的財務

來源。由是之故，泰國皇室改採另一種類似以往包稅制的專賣制度以取代之。不

論是過去的包稅制或是現行的專賣制，泰國華人社群依靠著過去長期以來在泰國

市場所建立起來的商業網路及華人與泰國皇室的特殊關係，縱使在西方國家的強

力要求下開放了泰國市場，但華人可說仍是最大的贏家，因為利潤最為豐厚的幾

項專賣權依然控制在泰國華人社群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泰國皇室所開放公開

投標的各種專賣權中，以鴉片、賭博、彩票及酒類四類獲利最為豐厚，而這四種 

高利潤的專賣權也都由華人來承包。 

    從中國傳統的社會思維來看，這四種產業一般都不會被歸類在具有正派形象

的商業範圍內。即使獲利豐厚，但一般華商考量到傳統社會觀念下的個人聲譽及

形象，趨向積極承包此四類專賣權的可能性便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以利益 

為優先考量的幫派組織來進行承包及販賣。此外，國王拉瑪四世曾頒布法令禁止 

泰人吸食鴉片，只准許華人購買及吸食，使得以下階層的華人勞工為主要成員的

泰國華人幫派組織不乏大量銷售鴉片、彩票、酒類及開設賭場並從中獲取巨大利

潤的管道。217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泰國的四大獲利專賣權事業應該大多掌控在泰國

華人幫派組織的控制之下。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因為各種原因來到泰國，促成了泰國華人幫派組織的

發展越來越興盛。而隨著泰國華人幫派組織承包來自泰國皇室四大專賣業務的豐 

 

                                                      
217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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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利潤，不同華人幫派組織之間也產生了越來越多利益衝突的問題。218商業利益

豐厚的產業所引發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競爭性的問題。由於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 

群採取「以華治華」的政策，使得華人問題成為封閉於華人社群內的問題。泰國

統治階層所關心的，只是華人社群是否能繼續為泰國創造巨大的經濟利益，至於

華人社群內的不和諧，讓華人社群自行尋求解決之道即可。219於是，各語系集團

間產生的糾紛，常由具有聲望的華人私會黨領袖擔任中間人進行調解，但是各幫

派組織間如若產生衝突或糾紛，語系集團的領導人或政府單位卻常常無力也無法

出面擔任第三方進行調解。既然無人能出面擔任第三方調停人的角色，那 

麼因為商業利益及商業地盤等等競爭所產生的衝突，自然地就會導致最終以暴力

械鬥的方式加以解決。 

    但是，大量的華人居住及生活在泰國境內，與泰人共處於一個社會環境，由 

泰國華人社群所產生的各種問題自然不可能僅僅只是存在於華人社群內部的問 

題，在某種程度上勢必也將影響到周遭的泰人社群。這說明了泰國統治階層過於

理想化的「以華治華」政策的不可行性，同時也說明了由華人幫派組織影響日漸

擴張所衍生出的華人社群問題已非單純的華人管理問題，而是擴展成對泰人社群 

的生活也產生影響的社會問題。220最終，在十九世紀末期時由於越來越頻繁地發

生華人幫派組織間甚至華人社群與當地泰人社群間的衝突械鬥事件，泰國的統治

階層不得不通過立法來對此一類事件加以約束管制。通過國家的權力對華人社群

進行某種範圍及某種程度的管理，以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保障了泰人社群的生

活也同時保障了幫派組織之外華人社群的正常發展。泰國統治階層長期以來所奉

行的「以華治華」及希望「不勞而獲」即可坐享華人社群為泰國創造巨大商業 

                                                      
218

﹝泰﹞陳光明，《辛亥革命時期的暹羅華僑及其對暹羅社會的影響》，頁 22。 
219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52。 
220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新暹羅報社論〈訓示中國人〉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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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政策，到此可說是未能達到當初統治階層設立此一機制的成效與目的。 

    泰國華人幫派組織的擴張與發展，在 1897 年泰國統治階層制定頒布〈祕密

結社法案〉，將一般民間結社活動納入國家管理之下，同時嚴格取締非法秘密結 

社之後，逐漸走向衰落。221華人社群的發展，由當初較為單純的以語系集團成員

為基礎的互衛互助性結合轉變為以商業利益為主要目標的幫派組織為主，至十九

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又再逐漸回歸到初始以血緣、地緣或業緣等以語系集團組織

為主的型態。
222
所不同的是，從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年開始，泰國華人社群受到

中國國內政治活動的影響逐漸加深，使原本在極大程度上只關注經濟活動而對政

治活動較為冷漠的泰國華人社群，與其他國家的海外華人社群一樣，日漸受到中

國國內政治活動向海外擴張的影響。 

    1911 年，由孫中山在中國所領導的民族革命成功之後，泰國華人社群原本

存在針對西方人及泰人所產生的族群意識，迅速提昇並發展成在政治上認同中國 

的民族主義。223這一極大的轉變，將在未來接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主導了泰國華 

人社群的發展方向，同時也引起了泰國民族主義份子的高度關注，進而陸續採取

了泰國統治階層所認為能使泰國華人社群回歸「正常型態」的「必要性」措施。

事實上，泰國統治階層之所以能在同化華人社群方面獲得極大的成功，讓華人社 

群願意主動融合於泰國社會並為泰國的發展付出心力，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對華人社群所長期實施的「軟硬兼施」的策略。224一方面以溫和及歡迎的態度對

待華人社群，給予華人社群在泰國發展的高度自由及經濟大權，讓華人社群能認

同並接受泰國統治階層的統治與管理，亦能產生願意選擇留居泰國及落地生根的 

意願，積極成為泰國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又藉由訂定國籍法及移民法等相關法 

                                                      
221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403。 
222

霍媛，《華人與泰國現代化發展》，頁 19。 
223

王賡武，《南洋華人簡史》，頁 151。 
224

陳秀容，〈東南亞華人族群融入移入國主流社會的比較研究-以印尼與泰國作對比分析〉，《地理 

  研究》，2001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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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讓泰國華人社群不只在心理上而更必需在法理上加入並忠誠於泰國，要以泰 

國的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如此有軟有硬的華人政策，有效地使華人社群同化於

泰國的速度加快加深，也使得華人社群認同「泰國價值」的意願日漸提高，最終 

使得華人社群的「中國意識」逐漸淡化，成為泰國國家及社會的一分子。同時，

隨著泰國華人社群同化於泰國社會的加速加深，泰國的華文教育也逐漸向泰國國

家體制靠攏，最終成為泰國教育體制中的一部分。 

 

 

                第四節 兩大民族主義下的華文教育 

    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與泰國華人社群為了在海外傳承中國文化而自發性

辦學並戮力維持學校發展的關聯性較低，卻與中國及泰國兩國政治性活動的發展 

與變化有較高的連動性，這應是泰國的華文教育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文教育發 

展較為不同的地方。從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泰國的華文教育真正 

受到泰國政府採取嚴厲的政策加以壓抑其發展或生存的時間較晚，大約從 1932

年的不流血政變後到 1957 年鑾披汶政權第二次執政結束為止，前後約 25 年左 

右。與同時期東南亞其他國家「排華」政策的施行期相比較，泰國政府對華文教

育的限制發生時間較早，持續的時間較短。從這一點來看，相處在相對自由度較

高環境下的泰國華文教育，發展應該較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文教育更為興盛，特

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復興的速度也更為快速，才是較為合理的存在現象。但

事實上，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黃金興盛期，只有從二十世紀初到 1932 年左右的

短短三十幾年。不流血政變發生之後，便在泰國民族主義意識的強勢發展之下被

政策性地嚴格限制，導致泰國華文教育自泰國軍派民族主義當權之後就持續呈現 

衰退及難以復興的狀態。泰國的華文教育再度受到重視並開始較為普遍地發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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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要等到 1975 中國與泰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以後才得以實現。究其原因，可 

以說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與推動，是與不同時期泰國國內外政治活動的連動關係 

過於緊密，從而受到影響並產生了興盛與衰退的不同週期。225 

    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中呈現著鬆散、沒有組織的狀態。

究其因，大抵因為二十世紀之前來到泰國居住或工作的中國人，絕大多數屬於經

濟狀況較差的中下階層勞力階級。這些因為在中國處於社會及經濟弱勢的中下階

層百姓，選擇泰國的主要原因無非是想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覓得新的生機並改善

經濟條件。他們多數人僅是努力工作維持生活都已心力交瘁，自然無力再多費心

思關注教育。發展教育成為發財致富或生活條件獲得改善之後才有能力及餘力去

考慮的事情。226其次，許多人到達泰國以後，因為種種因素無法自中國找到結婚

對象並共同前往泰國共同生活，於是最好的選擇便是與當地泰國女性通婚。一來

可以解決傳統上所重視的終身大事，二來與泰人女性結婚有助於更方便、更快速 

地融入泰國當地生活。對這些來自中國的勞力階層男性而言，泰人妻子與子女就

是他們建立與泰國社會與文化連結最快也最佳的樞紐。因此，對十九世紀中葉至 

二十世紀初以來佔華人社群大多數的勞工階層來說，是否要讓自己的後代接受華

文教育，就不太會成為他們在他鄉異地工作及生活中的重點思考項目。此外，經

濟條件較好的華人家庭，大抵會集中財力將一到兩個孩子送回中國接受完整的中 

式教育，而其他的孩子則在泰國當地開辦的私塾中，接受由中國過來或在泰國當

地聘請的中國教師所教授關於中國文化及傳統的基礎知識。227從以上情況來看，

至少直到拉瑪五世在位的二十世紀初以前，泰國華人對投入華文教育一般來說是 

較為被動的，有組織的華文學校在至少在整個十九世紀在泰國應該並不普及，華 

                                                      
225

寸雪濤，〈從泰國政府政策的變化剖析當地華文教育的發展歷程〉，《東南亞縱橫》，2006，頁 

   54。 
226

﹝泰﹞蔡巧娟，《泰國華文教育歷史、現狀與問題研究》，頁 19。 
227

吳群，〈試論 20 世紀初以前中國移民及其後代與泰國社會的自然融合〉，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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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發展的力道也相對疲弱。雖然對當時華文學校的數量並無確實或至少概略 

的統計數字出現，但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大量增加的華人數量來看，應該可以 

合理地推測當時應該已有少數或許規模不大但稍有形式的華文學校存在。此一推

論可以從以下事實得到驗證：拉瑪五世在位期間於 1891 年正式成立了泰國教育

部，將全國的學校納入管理，同時也開始將泰國的華文學校進行分類，並要求這

些學校向教育部進行登記。當時的相關部門將泰國華文學校分為‚私立學校‛、

‚私塾‛及‚特殊私立學校‛等三類，雖然只是基於方便泰國政府撥放教育補助

款項而未對學校的實際運作加以介入干涉，但可以看得出來當時泰國華人興辦教

育已引起泰國統治階層的注意，而且認知到有必要掌握華人興辦學校的性質、數

量及教學的內容等等實際的狀況。228 

    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是拉瑪五世推動的國家現代化改革開始進入獲得成 

果的時期。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泰國獲得了第一批具有現代西方知識背景及領導 

能力的菁英階層，同時也是在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泰國之間不對等關係的情 

況下，泰國民族主義思想成形的關鍵時期。雖然在這個時期華人社群的主要目標

仍在於發展經濟及繼續擴大商業利益，但華人在泰國興辦教育傳授關於中國的傳 

統思想觀念及知識，仍引起了泰國民族主義份子開始注意華人社群在泰國社會中

的特殊性，並擔心此種放任華人社群自由興辦華文教育的情況持續發展下去，將

可能造成日後泰國華人對皇室及國家的忠誠問題。229與此同時，十九世紀的最 

後二十年，也是中國國內政治競爭活動的場域逐漸向海外擴張的時期。贊成與反

對封建帝制的兩股勢力都期望能得到海外華人在財務與人力兩方面的支持，而興

辦教育及成立社團組織則是雙方對海外華人宣揚政治理念的最重要途徑。從十九 

世紀末開始，泰國華文教育可以說已逐漸脫離了單純傳授知識的角色與作用， 

                                                      
228

寸雪濤，〈從泰國政府政策的變化剖析當地華文教育的發展歷程〉，頁 55。 
229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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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為民族主義及不同政治立場勢力之間彼此競爭的場域。其一是中國國內的民 

族主義之爭，介於保皇派與革命派之間。其二是兩國的民族主義之爭，介於中國

和泰國之間。 

    隨著革命派與保皇派在海外政治競爭活動的白熱化，華人社團組織的政治性 

色彩也越來越濃厚。當時革命派及保皇派兩大陣營除了透過興辦報紙來達到宣揚

理念及攻擊對手的目的以外，興辦新式的華文學校對海外華人社群灌輸有關國家 

、民族等等的政治觀念也是重要的途徑之一。雖然清朝政府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

世紀初驚覺陷入執政危機，試圖通過改革政體、解除海禁、派遣官方使團至泰國

曼谷及要求與泰國建立正式關係並設立大使館等眾多方式，試圖拉攏泰國華人社

群使其支持滿清政權的革新與延續。230但數百年來陸續因為天災人禍而不得已離

開家鄉前往他鄉異地的中國百姓，長期以來被中國統治階層無情地當作「棄民」

則是不爭的事實。在滿清政權氣數已盡，苟延殘喘之際才期望能獲得這些昔前遭

祖國鄙視及遺棄海外華人的支持，無異是緣木求魚，不可得也。231雖然保皇派在 

政治理念的競爭中逐漸失去勢力，而革命派在政治競爭中逐漸佔據上風，但兩派

勢力確實都曾在泰國為自我政治理念宣揚而積極興辦教育。 

    1909 年，革命派的同盟會泰國曼谷支部的中華會館創辦了第一所新式華文

學校-華益學堂，而同時保皇派則創辦了中華學堂。雖然這些帶有濃厚政治性色

彩的新式華文學校後來都陸續停辦。但重要的是，這是泰國華文教育由傳統形式 

走向組織化、現代化及政治化的第一步。232從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政治活動份子將

新式華文教育引進泰國直到 1932 年泰國發生不流血政變為止，可以說是新式華

文教育發展的黃金全盛期。與過去長期任由華人自由發展教育不同的是，從拉瑪 

六世時期開始，華文學校被泰國統治階層視為國家教育的一部分，逐步被納入泰 

                                                      
230

﹝泰﹞陳光明，《辛亥革命時期的暹羅華僑及其對暹羅社會的影響》，頁 14。 
231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歷史的分析》，頁 169-170。 
232

李屏，〈泰國華文教育史研究綜述〉，《東南亞縱橫》，2012 第 8 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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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的教育體系之中，必須要向泰國教育部登記並接受管理。從泰國民族主義 

的角度來看，這是泰國民族主義要透過教育為途徑，使泰國華人社群不只在實際

的生活上而是要進一步在精神思想上「真正」成為泰國人的第一步。 

    華文教育在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的發展，除了具有濃厚的政治性色彩此一特點 

之外，尚有其他突出之處。其一是華文教育形式的改變。華文教育由過去的零散

的、不普遍的及沒有組織的型態，轉變為集中的、大型的及組織化管理的結構。

由於十九世紀末開始，泰國的民間團體都必須正式納入法規的管理範圍之內，泰

國華人幫派組織的發展便逐漸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向政府登記經營的各語系集

團組織。以會館的名稱登記成為完全合法的民間組織，各語系集團以會館為場所，

集中人力、財力及物力來經營各語系集團的相關事務，同時也興辦以各語系集團

的主要語言為媒介的華文教育。此時期的泰國華文學校，大多是在會館主導下所

興辦具有濃厚地方語系色彩的教育單位。其二是華文教育內容及性質的改變。二

十世紀之前的泰國華文教育，大多是類似中國鄉間私塾性質的傳統教育。有經濟

能力的華人從中國延聘教師至泰國，在家中對家族的子女進行傳統式的中國教 

育。教學的內容不外乎是一些傳統的四書五經及文學作品，目的是要建立這些華

人後裔具備中國傳統的觀念及華人的身份認同等等基礎知識及思想。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由於受到中國國內政治活動的影響，海外華人社群成為

革命與保皇兩派勢力拉攏的對象，由泰國各語系會館所興辦的華文學校也就成為

兩派宣揚各自政治理念的途徑。華文學校成為中國政治勢力在海外建立並傳播民 

族主義的最佳媒介，華文學校在某種程度上已失去過去雖然傳統但較為單純的教

育性質。同時，此時期華文學校教學的內容也改為以新式實用技能教育及帶有濃

厚的政治性色彩的講授為主。其三是此時期的華文教育仍受到過去傳統上華人社

團慣性的影響。各校之間並沒有形成統一的管理組織、缺乏統一的教法及沒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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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統一的教材等，此類實際的結構及管理問題依然存在。233換句話說，泰國華文

教育的發展在此時看似興盛，華文學校的數量雖然在短時間之內就快速增加，但

因為各語系集團間傳統的思想隔閡依然強烈，造成辦學處於一種各自為政的狀態，

沒有形成類似商會一般的統一管理機制及單位來統籌華文學校的運作，造成辦學

力量及影響的分散，這一點至為可惜。 

    由中華會館所創辦的華益學堂關閉後，由五大語系集團於 1910 年在曼谷共

同成了一所新民學校，但其後因為學校整體經營中潮州勢力過於強大，引起其他

各語系集團成員不滿，紛紛退出自行創辦各語系集團所屬的華文學校。234客屬會

館於 1913 年成立進德學校，廣肇會館於 1914 年創立明德學校，福建會館於 1915

年創辦培元學校，海南會館則於 1921 年創辦了育民學校等等。235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在泰國的華人社群中，對於興辦華文教育的理念仍然狹隘而分歧，各語系集

團之間對如何辦學依舊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及標準。 

    1911 年由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行動成功以後，接著成立的國民政府及北洋 

政府雖然都對海外僑務投注了一定程度的關切，並採取了一些措施試圖對數量龐

大的海外華僑推動僑民教育，如設立華僑教育的管理機構、制定華僑教育的法 

規、召開華僑教育會議及興辦華僑學校等等，希望以提振華僑教育來強化中國政

府對他們的影響力。236但中國在經過 1911 年政權轉換後又立刻陷入各派系勢力

彼此對抗的混亂狀態，對於海外華僑的事務根本無暇顧及。反觀泰國統治階層，

從泰國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進行思考，將泰國華人教育問題視為內政問題的一部

分，以漸進的方式逐步制定法規，將華文學校納入泰國國家教育體系中，掌握教

育主導權並對華文學校的運作主動介入並加以管理。以「國家化」、「合法化」及 

                                                      
233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中華民國赴暹考察團報告書〉，檔案編碼： 

020-010402-0037-0012x/0013x 
234

﹝泰﹞洪林，〈泰國華文學校簡史〉，《泰中學刊》，1999，頁 62。 
235

耿紅衛，〈泰國華文教育的歷史回顧與梳理〉，《八桂僑刊》，2010 年第 4 期，頁 53。 
236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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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化」為手段，最終使得泰國的華文學校成為「能夠合法安排符合規定華文

課程」的泰國學校。237 

     為了因應中國滿清政權於1909年所頒布以血統主義為認定標準的國籍法，

泰國統治階層也在 1913 年頒布了第一部泰國國籍法，比中國國籍法認定的標準

更為寬鬆，是採取血統主義及出生地主義雙重標準的身份認定法規。中國及泰國

兩國國籍法的頒布，顯示雙方都希望能將數量龐大的華人社群納入本國的管理之

下，並且得到他們在政治上的忠誠與經濟上的回饋。泰國統治階層頒布國籍法，

是泰國民族主義份子將對華人社群的關注由質疑轉為實際掌握的第一步，以便後

續推動各項讓泰國華人完全同化於泰國社會的法規和行動。一旦多數泰國華人成

為泰國「理所當然」的公民，那麼便要當然地忠誠於泰國國王與國家。238華文學

校在此一原則下也自然成為泰國國家教育體系的一部分，理應接受國家教育部的

管理與輔導。一旦華文學校教授違反泰國國家教育部規定的教材或傳播非忠誠於

泰國國王及國家的思想，就會合法地遭到取締、限制甚至關閉。239 

    有一件事情可以約略看出當時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興辦教育的態度。在拉瑪 

六世在位初期的 1912 年，泰南普吉府的華人有意在其居住的社區內開辦華文學

校，於是請求市長 Praya Rasadanuprasit 的同意。因為時值孫中山所發動的民族 

革命成功後不久，泰國境內有許多華文學校陸續開辦，雖然不能斷定這些華文學

校的設立與中國的民族革命絕對有直接關聯，但此時泰國統治階層卻還未制定出 

一套關於管理華文學校的法規。市長擔心如若貿然開放華人辦校恐會引發不可控 

制的後果，便向當時的內政部部長丹龍王子(Prince Damrong Rajanuphab)表達了 

自己的憂慮及意見。丹龍王子在仔細考慮後表示，此時禁止華人興辦學校將極有 

                                                      
237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旅暹華僑概況〉，檔案編碼：020-010402-0037-0012x 
238

石維有，〈華裔國家認同與泰國 1932 年立憲革命〉，《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 第 4 期，頁 126。 
239

譚曉健，〈19 世紀中葉以來泰國語言教育政策嬗變〉，《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 

  教學與研究版)》，2015 第 1 期，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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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引發華人的強烈反彈並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擾亂社會秩序及穩定。反 

之，應該開放並立即著手制定出一套管理華校的法規才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於

是，泰國內政部隨後制定了一套關於華人辦校的規定。其中有兩條較為重要，其

一是華文學校必須像其他政府設立或批准設立的學校一樣向當局申請建校。其二

是禁止華文學校教授含有政治意識的教材。此外，教學時數亦有限制規定，每日

教授華文一節而泰文則教授四節。240這套對於泰國華校管理機制的規定，可以看

作是泰國統治階層不希望因為限制華人辦學而引起華人社群的不滿，也試圖經由

法規的制定及執行降低在華校中產生來自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的可能性，同時也

是逐步將華文學校納入泰國教育體系的管理之下的政治性措施。241這可說是泰國

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使用「軟硬兼施」策略，以達到逐步同化華人目標的另一個

例子。 

    隨著拉瑪六世的登基即位，泰國民族主義可以說由過去的僅僅只是一種意識 

形態，如今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成為一種思想及精神上的法定規範。過去長時間以

來一直未將泰國華人社群視為外籍人士的傳統，使拉瑪六世認為要倡導並建立屬

於泰國統一的民族主義，身為泰國最大少數族群的華人必須認同泰國文化及國家 

體制，並在精神上及實質上都要徹底地被納入泰國國家及社會。「兩個祖國」的 

雙重認同狀態是無法被允許與接受的，華人社群必須要做出選擇，忠誠於泰國及 

國王或忠誠於中國及其政府。242拉瑪六世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方式來達到他一方面

建立統一的泰國民族主義思想，另一方面阻斷中國民族主義繼續對泰國華人社群 

產生影響的方法。他首先通過頒布國籍法使新生的泰國華人自然地成為泰國公民 

。按照 1913 年泰國國籍法的規定，具有以下情形者為泰國公民：(一)出生時其 

                                                      
240

﹝泰﹞蔡巧娟，《泰國華文教育歷史、現狀與問題研究》，頁 21。 
241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暹文自由日報社論〈發現侵犯暹邏獨立證據〉譯文，檔案編碼： 

  020-010408-0092-0018a/0020a 
242

Landon, Kenneth Perry,《The Chinese in Thailand》, New York :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1,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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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為泰國人者(二)父不明其母為泰國人者(三)於泰國領土內出生者(四)外國人而 

成為泰國人者(五)外國人歸化而取得國籍者。243按照這部國籍法的定義，1913 年 

之後在泰國的新生華人將全部「自然地」取得泰國國籍，而具有中國籍的華人則

會越來越少，間接促成「中國式」的種族思維逐漸淡化。其次泰國教育部在 1918

年頒布〈民立學校條例〉，將境內所有私人學校強制性納入泰國國家教育體系，

並受泰國教育部管理及監督。244其後，又在 1921 年頒布〈強迫教育條例〉，將 7

至 14 歲兒童不分國籍全部納入義務教育的範圍，所有兒童均必須接受四年的基

礎泰文教育。245這些教育相關條例的頒布，當然會對華校的經營與運作在許多方

面產生衝擊。例如:校長的資格與任用、教師的教學資格、學校所選用的教材及

華文課程的授課時數等等。 

    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法規的制定似乎就是針對華文教育而產生

的，其目的就是要使華人教育最終喪失其「中國性」，並斷絕中國民族主義的思

想在泰國的傳播及延續。但事實上這些關於學校運作及管理的法規並未被嚴格地

執行，可以說具有比較濃厚的警告意味。直到 1932 年軍派民族主義實際掌握政

權以前，泰國華文學校的發展其實依然保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華校運作並未受到 

嚴厲的干涉與限制。246拉瑪六世頒佈這些教育條例應該至少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 

是經由將眾多現行私人學校納入統一的官方體系中，可集中管理並便於推行統一 

的國家教育政策，提高基礎教育水平。其二是藉由將眾多華校強制納入國家教育

體系，讓泰國華人社群對身為泰國國家的一份子有清楚的體認，並了解到不論哪

一個族群都應該接受並學習泰國的傳統及文化，最終成為真正的泰國人。泰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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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在此一時期除了是中國民族主義在泰國傳播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泰國民 

族主義宣示主權的象徵。尤有甚者，泰國華文教育在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裡扮演 

的應是更重要的角色，由中國民族主義向泰國民族主義過渡的橋樑與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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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二十世紀初拉瑪六世的即位，不但標誌著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將進入了一

個全新的階段，同時也代表泰國統治階層過去長期以來對華人社群所採取的「自

然同化」政策，將在拉瑪六世的極端民族主義思維下發生轉變。從 1910 年到 1932

年，泰國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的發展開始感受到來自泰國統治階層「強制同化」

政策的壓力。雖然執行政策的力道不強，但已讓華人社群看到泰國統治階層將強

勢建立泰國民族主義不可挑戰地位的決心。 

    拉瑪五世的現代教育改革措施，為泰國造就了第一批具有現代知識背景及思

想的知識份子，而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下，這群新式菁英知

識分子萌生了建立泰國民族主義級的思想。這一批菁英知識分子無法滿足從屬於

封建君主制度下的民族主義，而積極追求一種民主及均權的民族主義。但泰國低

落的基礎教育與人民素質，使這群新式知識份子不得不暫時放下理想，轉而統治

階層站在一起追求國家的現代化與人民素質的提升。拉瑪六世即位後，泰國的君

主專制不但沒有任何鬆動，反而在國王的專權下更加鞏固。使這群期望實現民主

制度的新式知識份子便開始醞釀改變國家體制的計畫。平民高等教育的發展，加

強了民主派民族主義的實力，同時也造就了一批介於民主派與皇道派之間的軍派

民族主義者。不同的政治目標使泰國的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之間逐漸

產生了分裂，最終演變為1932年民主派與軍派民族主義份合作發動不流血政變，

泰國數百年的君主專制就此告終，進入君主立憲的新時代。 

    另一方面，長期在泰國社會發展的華人社群，也在二十世紀初迎來了巨大的 

變革。1911 年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使為數眾多的海外華人與遙遠的祖國迅速

產生了心理上的連結。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迅速向海外傳播，向海外中國人發出

了文化及政治上認同的呼聲。透過華人社群集結對中國提供人力、財力與物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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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透過興辦新式華文教育宣揚中國民族主義與愛國思想，中國熱切地需要這 

些海外同胞對祖國的高度忠誠。但中國民族主義的來到，卻對此時泰國民族主義 

的建立產生了威脅。兩個民族主義都向泰國華人社群發出了表達忠誠的要求，兩

個民族主義以華文教育為場域進行激烈的競爭。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正在逐漸走

向高峰，同時也逐步開始改變過去對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自由放任發展的態度。

國家新體制及新統治階層的形成，將對泰國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展開逐漸加強的

「強制同化」政策與逐步納入國家體制的措施。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華僅僅經歷

了二十年的興盛期，接著便在華人社群對政治與經濟的雙重現實考量下逐步向國

家教育體系靠攏，最終成為整體國家系統的一部分。對泰國華人社群來說，這是

保障自己在泰國社會中「既得利益」的主動及最佳選擇。 

    1932 年的不流血政變後，泰國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國際情勢的

變化將使泰國民族主義、泰國華人社群及泰國華文教育三者之間的關係發展進入

入最為複雜的階段。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所採取的逐漸緊縮的政策，也引起

了當時國民政府對泰國華人社群的關注，開始積極希望透過黨務的推展與外交方

式「合法地」保障泰國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的發展。247華人社群與華文教育問題

將成為同時兼有內政及外交性質的問題，而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完全同化」

的目標，也將在鑾披汶政權第二次執政結束後進入沒有「外來政治勢力」干擾的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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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肆章  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高峰 

                       (1932-1957) 

    1925 年拉瑪六世去世，在沒有子嗣作為繼承人的情況下，由拉瑪五世最小

的兒子帕洽迪波王子(Prince Prajadhipok)就位為新國王，是為拉瑪七世。拉瑪七

世在倉促中接任國家領導人的職位，事前並未對接任國家領導人做過充分的準備。

因此，當拉瑪六世去世後，他接下的不只是國王的位置，還有一連串在拉瑪六世

在位時就已存在的問題。直到 1932 年發生不流血政變結束泰國數百年來的君主

專制體制之前，拉瑪七世可以說是以一種類似過渡的型態在執掌著政權。拉瑪六

世在位期間，國王對於君主專制的頑強堅持，已經使得民主派民族主義者不再對

國王抱有期待。與此同時，一群以留學西方的年輕軍官為主的知識份子，也形成

了泰國民族主義的另一股勢力。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此時已明顯分裂為三股勢力，

而民主派與軍派將在以推翻君主專制體制為目標的行動中合作，其後在 1932 年

發動政變進而改變泰國國家體制。但政變並未為泰國但來穩定的政治生態，不久

後民主派與軍派又陷入了國家權力之爭，最終軍派壓制了民主派成為泰國的實際

國家領導階層。雖然權力之爭是混亂的，但泰國的民族主義發展仍然朝著建立起

一種統一的、全民的及令全體泰國人有民族自信的思想目標前進。 

    華人社群與華文教育的發展則在此時期進入最艱困的黑暗期。中國國內的政

治活動仍持續影響著泰國華人社群。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治競爭、中國與日本之

間的戰爭關係以及泰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發展，都促使泰國軍派民族主義勢力對

華人社群開始真正採取嚴厲的壓迫及限制政策。華文教育作為傳佈民族主義及政

治思想的媒介，在此一時期也遭到最嚴格的限制。本章將對 1932 年泰國不流血

政變發生後至鑾披汶政權 1957 年第二次執政結束後，泰國民族主義、泰國華人

社群與華文教育三者受到各種情勢影響下所產生複雜的關係進行敘述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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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權力競爭下的民族主義再分裂 

    拉瑪六世在位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其執政作風卻與其父拉瑪五世相差甚遠。

拉瑪五世身為封建君主專制體制下的一國之君，作風卻相對開明，思想也相對進

步。推動泰國國家現代化的逐步改革，為這個傳統的東方封建國家在成為現代化

國家的過程中，避免了付出眾多過於沉重的代價。然而，培養一批具有西方知識

背景的菁英領導階層及漸進式的平民高等教育，也可能會為封建專制的王權帶來

挑戰。拉瑪五世深知專制王權的時代終將因為國家的逐步現代化而結束，但他寄

望的乃是一種漸進式、溫和式的逐步改變。通過教育的改革提升泰國國民的普遍

知識水平及素養，將讓泰國的政治體制在轉換的過程中更能和平地、有效率地運

作。拉瑪五世的執政，可以說仍然是泰國傳統君主專制的延續。對於民主派民族

主義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全民共享及採取代議體制的要求，拉瑪五世則是既無承

諾也無否定。他告訴這些新式知識階層的上層菁英，泰國最終必會成為代議體制

的民主國家，國王及皇室的統治及權力也不會永遠在握，只是時機尚未成熟，泰

國國民的知識水平及民主素養尚未達到泰國可以選擇轉換政治體制的程度。248他

唯一的承諾，是要這些要求實行民主代議體制的知識分子們相信他的繼承者，繼

任的新國王必定會採取適當的措施，使民主與代議制在泰國成為可能。249這個承

諾暫時壓制了民主派民族主義份子期望在泰國實行民主代議制的要求，也避免了

因為新舊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所可能帶來的分裂與過激的反應。這是皇道派與民

主派以共同的目標和平共存的時期。國家進步、教育普及和人民的素質提升是在

泰國實行民主代議體制的先決條件。 

    卻克里王朝第六位國王的登基就位，並未如民主派期望地讓泰國民族主義的 

發展朝向民主及代議體制的方向前進。相反地，這位曾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及軍 

                                                      
248

戴維 K. 懷亞特，《泰國史》，頁 187-188。 
249

陳鴻瑜，《泰國史》(增訂版)，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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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訓練的泰國國王，將民族主義的發展導向了極端皇權的方向。拉瑪六世激勵著 

泰國人民，必須要建立起一種屬於泰國人的民族主義，要喚起泰國人民對於民族 

主義意識的覺醒，要廢除過去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和西方強權國家平起平坐。 

但是，這種民族主義必須要建立在絕對忠誠於國王、種族與宗教的基礎之上，國

王就是這三種概念的總和，是「三位一體」的象徵及代表，也是國家權力的絕對

擁有人。這種皇道派民族主義及君權絕對至上的觀念使得民主派民族主義份子認

知到：要新國王接受全民均權的觀念及推動民主代議制度已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

泰國民族主義的分裂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與此同時，在中國的政治競爭中，

由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在 1911 年成功的推翻了統治中國長達兩個半世紀的

滿清政權，以民主代議體制取代了數千年的封建專制體制。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

成功，不只影響了泰國的華人社群，也同時影響了泰國民主派民族主義份子。他

們決定與皇道派決裂並採取激烈的方式追求理想的政治目標。250 

    拉瑪六世登基僅僅兩年後，在 1912 年就發生了第一次企圖推翻他統治的政

變，參與者當中包含了文人知識分子、下級軍官及華人團體，而這僅僅是在孫中

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成功後不到幾個月的事情。251這是泰國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

所顯現分裂的前兆，也可看到來自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只在思想上影響了華人社群 

，同時在行動上也催促了泰國民主派民族主義份子以行動代替空想。直到 1917

年時，關於是否要保持中立或是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討論，導致了國王與幾位

上位重臣間的意見相左，引發了主張保持中立的軍派勢力發動了第二次試圖推翻

拉瑪六世統治的政變。252這是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第二次分裂的徵兆。反對皇道

派民族主義的兩股勢力在此時已然形成，一股以文人知識分子為主的民主派與一

股以中下級軍官為主的軍派。這兩股勢力此時已共同的政治目標組成了反對專制 

                                                      
250

張錫鎮，〈論泰國民主之父比里．帕儂榮的民主思想〉，頁 22。 
251

賀聖達，〈朱拉隆功改革與泰國的現代化進程〉，頁 106。 
252

柯爾，《東南亞洲史》，頁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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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的勢力。253
1927 年「人民黨」的成立，代表著反皇道派民族主義勢力正式登 

上泰國的政治舞台，也標誌著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已無法朝向一種目標統一、利

益一致的民族主義道路前進。合作與分裂、政權的不斷輪替及軍派長期執掌政治

實權將成為 1932 年泰國政治環境的常態。  

    拉瑪七世在 1925 年倉促就位後，隨即面臨了一連串其兄拉瑪六世時代所遺

留下來的問題。包括國家財政問題、官僚體制的效能低落、民族經濟問題以及反

皇道派民族主義勢力的增長等等。面對這些棘手的難題，拉瑪七世所採取的第一

個行動，就是恢復過去拉瑪五世時期開明專制的做法，成立國家最高委員會以作

為國王施行國政的諮詢機構。254這個委員會由五個委員組成，他們都是皇室中具

有豐富行政經驗的成員，支持並透過提供大量適當的建議使新國王能更順利且有

效率地行使他的職權。255對於眼前面對的國家困境，拉瑪七世首先著手解決自拉

瑪六世以來最為嚴重的國家財政問題。新國王大幅削減了國家財政中鉅額的皇家

預算，1926 年至 1927 年的皇家預算刪除了將近 50％，從 1080 萬銖減少到 680

萬銖，有效地改善了過去為人詬病的皇家預算造成國家財政負擔沉重的問題。
256

 

    其次，從用人唯才的角度將政府中諸多前朝時期不適任的官員撤換，以其他

行政經驗豐富的皇室成員代替。新政府的十二位部長中，最終只有三位留任，其

餘都遭到撤換。從廣納意見、撙節開支及用人唯才等等的政策來看，顯見拉瑪七

世確實感受到拉瑪六世時期的絕對王權作風為皇室的執政及國家運作所帶來的

重大危機。但在拉瑪七世所推動的行政改革中，仍不見平民階層知識分子有機會

參與高層的權力決策運作與運作。國家權力的分享及民主代議制度的實行仍然只

是口號，國家體制的運作仍然掌控在少數皇室成員手中，封建專制思想也仍然牢 

                                                      
253

焦佩 馬曉雯，〈軍事政變和獨裁交替下的泰國民主化道路-泰國民主化的特徵與未來〉， 

 《南洋問題研究》，2009 第 1 期，頁 46。 
254

龍晟，〈泰式憲政初探〉，《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第 1 期，頁 83。 
255

陳鴻瑜，《泰國史》(增訂版)，頁 217。 
256

劉迪輝 等，《東南亞簡史》，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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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地盤踞在泰國統治階層的核心。這種狀況不但沒有修補過去長期以來皇道派民 

族主義與民主派民族主義之間的因意識形態而產生的裂縫，反而加深並加速了 

民主派民族主義份子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實行民主立憲政體的決心。257 

    其實，對於是否要在泰國實施代議制度，尤其是關於國家整體運作的高層決

策單位，拉瑪七世也曾存在猶豫及懷疑的心態。在新國王登基後不久的 1926 年，

他曾就此議題詢問過美籍顧問賽爾(Dr. Francis Bowes Sayre)，國王寫了一份名為

「暹羅的問題」(Problems of Siam)備忘錄並在其中提出了諸多關於政府體制的問

題，諸如:泰國是否需要一部憲法?王位繼承應該有規範嗎?最高委員會的角色是

什麼?是否應該立刻任命一位首相?是否應該設立立法機構?要如何使華人真正成

為泰國人?就像古代的情況一樣?等等。但是，拉瑪七世在諮詢過許多皇室成員 

的意見後，最終仍然否定了在泰國推動代議制度的可行性。258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有兩個:其一是拉瑪七世與此前的國王一樣，認為泰國的政治環境還未成熟到足

以順利地推動並實行民主代議體制。其二則是對華人社群在泰國的勢力越來越龐

大的擔憂。他認為在泰國原先早已掌控多數經濟活動的華人社群，一旦實施代議

體制將會嚴重威脅到皇室及泰人的政治地位及權力。在此種皇道派思維的考量下 

，民主代議體制在泰國推動的可能性再度遭到執政高層的封殺。259 

    1929 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給泰國的經濟及民族產業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新政府剛開始起步的各項革新措施也連帶受到了重大影響。經濟危機造成了泰國

出口量的急遽下降，而出口量下降造成生產過剩，從而導致了惡性的價格下跌。

以大宗輸出的大米為例，經濟危機前的 1928 年，泰國的大米輸出為一百六十六

萬九千噸。到了 1929 年，出口量下降到一百一十四萬八千噸，減少了五十二萬

一千噸。到了 1930 年，再減少到一百零一萬九千噸，比前一年再減少十二萬九 

                                                      
257

劉迪輝 等，《東南亞簡史》，頁 318。 
258

陳鴻瑜，《泰國史》(增訂版)，頁 218-219。 
259

戴維 K. 懷亞特，《泰國史》，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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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噸。而價格方面則是由 1928 年的每噸一百二十一銖下降到 1930 年的每噸六十 

五銖，不只出口量大幅減少，連帶地價格也下跌將近百分之五十。260農民的生活 

在極短的時間內即陷入困難的境地，必須靠舉債度日的農民日益增加。其他數種 

傳統輸出的產品如柚木、錫和橡膠的價格也同樣受到市場不景氣的影響而導致價

格大幅下跌。而在工業方面，則是因為不景氣而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失業人口， 

泰國統治階層為了彌補因經濟不景氣所造成的巨大財政赤字，不斷的提高舊有稅

收及增加新稅收項目，使得一般人民的生活負擔愈加沉重。自 1855 年英泰鮑寧

條約簽訂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就逐漸進入泰國市場，不但將泰國當成原料供

應地不斷掏空泰國的資源，還壓制了泰國本身民族工業的發展，使泰國成為一個

必須長期依賴西方資本但又反過來被傾銷剝削的受害者。261 

    1929 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使泰國產生了大量的貧窮及失業人口，國家

的經濟遭受重大打擊而國家的財政也陷入越來越大的赤字危機。面對這一連串的

國家危機，拉瑪七世的執政團隊似乎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來度過難關。皇室

成員、高級官員以及軍費開支的預算依然過大，使得經濟惡化的速度加劇，遭到

了知識份子階層的強烈批評。即使是在國家經濟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許多上層的

高級官員仍然為了本身的利益而不惜引發衝突，甚至不遵守國家撙節財源的政策。

262這就使得人民與統治階層間的裂痕更加擴大，最終導致了政治危機。民主派民

族主義份子從全民利益的角度出發，已和忽視全國百姓權益的上層皇道派民族主

義勢力決裂。而世界經濟危機的發生，則加速了民主派民族主義份子發動政變推

翻專制政權的行動。但是，不流血政變成功之後的結果顯示，反皇道派勢力之間

的合作只是一種美好的假象。政變成功之後的權力分配及國家體制的調整，將導

致民主派與軍派兩股勢力再度分裂。 

                                                      
260

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泰國史》，頁 209。 
261

﹝蘇﹞尼．瓦．烈勃里科娃，《泰國近代史綱》，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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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 K. 懷亞特，《泰國史》，頁 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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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 年的不流血政變，是民主派與軍派長期醞釀反皇道派思想之後的具體 

行動，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沉重打擊與社會不安則是引爆最後行動的導火 

線。雖然在政變發生之前六個月，拉瑪七世已諭令要起草一部憲法，並將於卻克 

里王朝創立 150 周年時公布實施，但這個想法最終遭到了國家最高委員會中的諸 

位皇道派親王的阻撓，即使拉瑪七世已警告他們這將極有可能引起政變或軍人獨

裁，他們仍對制定憲法並公布實施一事持反對態度。263果不其然，六個月之後的 

1932 年 6 月 24 日，在民主派與軍派的合作之下，發動政變前一晚以軍派勢力為

主，迅雷不及掩耳地發動軍隊逮捕所有在京的政府高層官員與皇室成員，並且同

時佔領各大政府重要行政機關。當黎明來到時，首都曼谷的主導權已然在一夜之

間易主。人民黨從皇道派手中奪取了政權，並且成為一個合法的政黨與政治性組

織。兩天後人民黨向當時正在南部度假的國王拉瑪七世呈送了一份請願書，要求

他將國家體制改為民主制並服從於一部憲法時，拉瑪七世立刻簽署了由人民黨起

草的臨時憲法並回應了政變發動者的要求接受政變後的所有結果。264 

    泰國 1932 年的政變以沒有發生流血衝突即迅速結束，自此國王仍保有稱號

及皇位，只是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根據政變後民黨所發布的臨時憲法第七條規

定，國王的任何決定都必須經由人民代表簽名同意，否則便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265泰國結束了數百年的君主專制體制，從此成為保有皇室的君主立憲體制國家，

自此泰國國王成為虛有其位而無實權的「憲政附屬品」。266但是關於政治權力的

競爭仍然沒有結束，不流血政變之後的泰國，進入了反皇道派勢力由合到分的階

段。民族主義的發展再度分裂為兩股勢力，同時也將泰國民族主義帶進發展的高

峰期與穩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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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迪輝 等，《東南亞簡史》，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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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文 休伊森，〈泰國的君主政體和民主化〉，《南洋資料譯叢》，2002 第 2 期，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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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晟，〈泰國國王憲政地位的流變〉，《東南亞研究》，2010 第 1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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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軍派勢力的穩固與民族主義高峰 

   從拉瑪五世推行泰國現代化教育改革，並開始派送大量皇室成員至西方國家

接受現代化教育以來，有兩個新的社會階層開始形成了。一個是屬於具有現代教 

育背景並在某種程度上反對傳統專制體制的階層，其特色是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 

。或許，在教育改革最初的階段這是個屬於皇室成員或上層階級佔多數的階層， 

但從拉瑪五世統治的後期開始，平民也開始漸漸加入了這個階層，並以民主均權 

為思想中心逐漸展開與皇道派專制思想的政治競爭。民族主義是這個政治競爭的

舞台，人民是他們的權力來源，而對抗外國勢力與爭取國際地位平等則是他們的

目標。但是，對於實際擁有國家權力的統治階層來說，他們的想法卻是與此對立

的。此外，拉瑪五世的現代化改革中，在軍事現代化的目標下造就了一批接受西

方新式軍事訓練的年輕軍官，這是後來反皇道派勢力中組成軍派民族主義份子的

基礎。267在最初期的階段，這個群體大多由皇室中的年輕王子們組成。但到了拉

瑪五世執政後期，選派優秀的平民到西方接受新式教育及軍事訓練的情形逐漸普

遍起來，具有現代化軍事訓練背景的年輕軍官就不再只限於皇室成員。隨著平民

背景出身年輕軍官成員人數的增多，他們也開始在軍隊中形成了一股反皇家及舊

式軍隊領導者的勢力。268 

    二十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軍派勢力大抵仍是跟皇道派站在同

一陣線的，這或許是因為軍隊大多仍然操控在皇家出身的領導人手中，他們必須

為國王服務以及國王仍有絕對權力可以保障軍隊的利益。推翻國王及皇室的統治

對這些軍派勢力中的年輕軍官並沒有好處，他們甚至可能會失去原有制度下對他

們的保障。269但是，隨著拉瑪六世專斷獨行的情形越來越嚴重，軍隊中的年輕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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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悅容，〈泰國現代政治發展中軍人集團演變軌跡釋因〉，《學術探索》，2012，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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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因為權力被剝奪或削減而對國王心生不滿的人越來越多，反對國王拉瑪六世過

度專權的軍派民族主義份子逐漸形成一個獨立於皇道派民族主義的勢力，這導致

了民主派與皇道派分道揚鑣後泰國民族主義的再次分裂。至 1932 年的不流血政

變發生以前，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已明顯形成三股主要的派別:其一是以國王、 

皇室成員及上層階級為主的皇道派民族主義，其二是以受過西方軍事訓練並掌控

部分軍隊年輕軍官為主的軍派民族主義，第三派則是以受過新式西方教育懷有民 

主思想知識份子為主的民主派民族主義。
270
政變成功之後，泰國國王實際上已無 

政治實權可言，皇道派民族主義勢力在這場政治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271而民主

派與軍派則進入了另一個短暫的權力競爭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成立於 1927 年的人民黨，其實從創設之初就不是一個內部

團結一致且擁有共同政治目標的組織。人民黨的形成背景，是在當時國王拉瑪六

世過於專權的政治氛圍下，由一群反皇道、反專制的新式知識分子與平民年輕軍

官所組成的。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建立在短期的共同目標之上，就是要改變泰

國的政治體制，使泰國成為一個非君主專制的國家。但是，推翻專制體制與實行

民主體制是不必然能畫上等號的。民主派要求的是國家權力全民共享，而軍派期

望的卻僅是國家權力擁有者的轉換。唯有制定並頒布一部屬於泰國的憲法，並使

得國家權力的運作必須服從在這部憲法之下，是反皇道派最初的共同目標。但

1932 年的政變成功之後，關於國家新體換句話制的運作及決策的制定與實施，

卻使得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再次產生分裂。272換句話說，誰能夠最終執掌國家運

作的實際權力成為反皇道派不同勢力間爭執與分裂的主因。 

    在反皇道派的勢力中，一派是以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的平民、地方官員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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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Nakharin Mektrairat,“The Concept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and Thai Politics in th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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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洋，《1932-1992 年泰國政府對華人的政策研究》，貴陽:貴州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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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對國王過度專制感到不滿的人所形成的民主派。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是比里．帕

儂榮(Pridi Phanomyong)。比里出身於舊皇都大城府的一個中下階層小商人之家，

屬於平民階級。同時他也是 1920 年泰國首批派往法國的留學生。比里在法國獲

得法學博士學位和一個經濟學的高級學位，是一個對法學及經濟學都有專業素養 

的泰國新式知識份子。在國家急需法學與經濟學人才的年代，比里的專業背景及

能力特別受到關注。在拉瑪七世在位期間，比里在泰國的政府部門編纂法律，同 

時他也在朱拉隆功大學教授法律課程。值得注意的是，比里在法國留學期間就受

到同期留法的學生推舉為學生會長。以比里為首，這些留學法國的泰國留學生經 

常舉辦聚會，熱烈討論關於社會主義與民主思想的議題。273 

    泰國民族主義諸勢力中的民主派，其民主思想的產生可說最初是起源於國外，

而並非在國內得到普遍的認同或支持，進而得到推動實際的改革行動的支持。但

事實上民主派的政治意識產生及政治目標的追求，始終是圍繞在一群受過高等教

育的菁英知識份子之間，並未與一般人民的生活或思想相結合，缺乏民意的基礎

使得這群理想化的知識份子不得不尋求與軍派勢力的合作，從而逐漸失去了領導

整個政變行動的主導地位。274所以後來當民主派與軍派在新體制的運作上意見相

左時，握有軍隊指揮權的軍派民族主義勢力很快就在這場爭奪權力的競爭中取得

絕對的優勢。缺乏民意的支持與監督，是泰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始終跌宕起伏的原

因之一，也是軍派勢力在大部分的時間裡得以掌控泰國政局的關鍵點。 

    反皇道派的另一股勢力，是以披耶拍鳳(Phraya Phahon Phonphayuhasena)上

校為首的平民年輕軍官。這群軍隊中的年輕領導人大多接受過新式的西方軍事訓

練，並且與軍隊中以皇家成員為主的舊式領導階層在思想上有極大的反差。他們

大多年輕且受過西式教育，對舊式軍隊中以皇家成員為主的領導方式與國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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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度專制感到不滿。由年輕軍官為基礎所形成的軍派民族主義份子之所以會和

民主派短暫地站在同一條線上，只是因為他們不滿自己的權利被剝奪及削弱。他

們與民主派民族主義份子的根本差異，是他們只想把國家的統治權力從國王及皇

室成員中搶奪過來，而不是讓泰國變成一個國家權力由全民共享的民主國家。275 

此外，由於民主派民族主義的發展既不是立基於普遍民意的支持之上，又缺乏軍

隊及行政體系的實質力量作為依靠，所有的規畫可說都只是「紙上談兵」，沒 

有實際行動的能力。因此，1932 年的政變之所以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就獲得

成功，如果沒有軍派勢力在實質作用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這可以解釋為什 

麼當政變行動成功之後不久，軍派和民主派就因為對權力分配及體制運作產生不

同意見而再次分裂，而軍派勢力又能壓倒民主派勢力而掌握實權。軍派勢力所期

望於國家及人民的，並非像民主派一樣是全民共享權力的民主憲政體制，而是實

際掌握國家機器並掌有決策權力。 

    在皇室權力低落而以民意基礎為根本的民主制度也不存在的情況下，軍派的

威權政治就成為可以掌控政治走向的最大勢力。
276
這是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第二

次重大分裂，在這次分裂之後軍派掌控泰國政治實權將成為一種常態。事實上，

民主派與軍派勢力對於權力分配問題所產生的分裂並非民族主義勢力混亂的結

束，其後還要經過一連串軍派勢力的內鬨與皇道派的試圖崛起等紛爭，泰國的民

族主義才形成一個統一而強大並由軍派勢力主導的力量。277 

    1932 年 6 月 24 日政變成功後，人民黨立刻成立了以披耶拍鳳上校為首的臨

時軍政府，以接管國家行政體系與維持社會秩序。隨後在 6 月 27 日，國王拉瑪

七世正式簽屬了由比里．帕儂榮草擬的臨時憲章，結束了泰國數百年來的君主專

制體制，從此國王必須服從於憲法之下，並將國家權力還給全民。但事實上，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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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的政治並未因為君主專制的結束而進入民主憲政的狀態。相反地，由於人民

黨領導核心與皇道派達成妥協，使得國王的王位及名號不但獲得保留，還成為日

後軍派勢力專權掌政下的「橡皮圖章」，為軍派民族主義勢力的獨大及專政提供

了合理化的依據。1932 年的政變行動，充其量只是將泰國過去的君主專制改變 

為依附在憲法表象之下的軍派專制罷了。278臨時軍政府成立後不久，由人民黨指

派了一個包含 70 個人所組成的臨時議員團體，再由此 70 個臨時議員選出 15 個

人組成臨時內閣，並選出披耶馬奴巴功(Phraya Manopakorn Nititada)為臨時內閣 

的過渡總理。披耶馬奴巴功雖然是人民黨黨員及知識份子(曾任上訴法院法官)， 

但他卻是個偏向皇道派的守舊份子。279 

    此外，以披耶拍鳳上校為首的軍派勢力也對臨時政府成立後的權力分配感到

不滿。於是，當比里．帕儂榮在 1932 年年底至 1933 年年初完成泰國永久憲法及

主要產業國有化的經濟發展計畫並將付諸實行時，引發了民主派與皇道派對國家

經濟體制的激辯。280皇道派與軍派以防止「共產主義」為藉口向民主派發動攻擊。

皇道派以披耶馬奴巴功為首頒布了復辟詔令，關閉了議會，暫停了實施憲法的若

干條文並頒布了「防共條例」。281比里由於被指為共產主義份子而最終不得不流

亡國外，而人民黨則被取消了作為一個政黨組織的合法性。皇道派與軍派勢力在

這一波政爭中聯手驅逐了民主派，但在其後皇道派的復辟行動中，軍派勢力卻發

現他們逐漸被隔離在權力的邊緣，國家將有可能再度回到昔前由皇道派主導國家

權力運作的舊局面。於是軍派勢力與皇道派勢力再度因為權力之爭而決裂。以披

耶拍鳳上校為首的軍派勢力在 1933 年 6 月發動了「護憲運動」，成立了以披耶拍

鳳上校為內閣總理的新立憲政府，並集結軍隊中支持他們的勢力向皇道派復辟勢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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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動攻擊。 

    兩派勢力經過激烈交戰，在 1933 年 10 月由鑾披汶上校所率領的軍派部隊擊

垮了皇道派部隊，復辟行動正式宣告失敗。282拉瑪七世在混亂與失望中於 1934 

年年初以治療眼疾為由離開泰國，並在 1935 年 6 月在英國宣布退位。隨後由拉

瑪七世的姪子阿南達．瑪希敦(Ananda Mahidol)王子接任國王，是為拉瑪八世

(Rama VIII)。此次的復辟行動是否有國王拉瑪七世在幕後暗中支持，情況不得而

知。但至少由事件失敗後國王的應對，可以得知國王及皇道派大抵已對重返權力 

中心感到灰心。283由 1932 年 6 月不流血政變成功至 1933 年 6 月以軍派勢力為首 

成立內閣的軍派立憲政府，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經過一連串意識之爭、權力之爭及

武力之爭後，正式進入了以軍派民族主義為首的穩定期。文人集團及民主派民族

主義勢力除了其後在鑾披汶擔任總理的兩次執政間有短暫的復興外，已無法與軍

派民族主義勢力相抗衡，成為泰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之爭及權力之爭中的一股弱

勢力量，無法再主導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而泰國的民族主義此後直到 1957

年鑾披汶政權第二次結束執政為止的數十年間，將在軍派勢力的強勢主導下穩定

發展並登上高峰。 

 

 

                第三節  「大泰國主義」下的華人社群 

    1933 年 6 月成立以披耶拍鳳為首的立憲內閣，事實上是軍派民族主義假憲

政之名行軍事專制之實的開始。披耶拍鳳內閣甫成立，就立刻採取了一系列防止

和鎮壓民主運動的措施。他首先重申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決心，繼續執行復辟行 

動時期所頒布的「防共條例」，對從事共產黨活動及可疑份子處以極重刑罰。28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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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頒佈新的出版條例，對一般人民及媒體的言論自由嚴加控管及限制，防止任

何不利於新政府的言論及思想傳播，並加強對媒體的審查。285披耶拍鳳的諸多限

制措施，無非就是避免民主派的勢力再捲土重來，對軍派的強勢執政及掌控皇道

派勢力產生影響。此外，面對泰國國內為數眾多的華人社群，軍派民族主義勢力

也要同時防止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繼續在泰國華人社群中的接觸與傳播。從軍派民

族主義政府上臺執政以後，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的政策就由民主政變之前較

為溫和的「自然同化」轉向為壓迫性的「強制同化」，由過去較為寬鬆的、不刻

意加以干涉的自然融合政策轉向為立法限制、緊縮控制的強制措施。286
1934 年 9

月，內閣進行改組，在打擊復辟行動的軍事衝突中立有大功的鑾披汶出任國防部

長一職。他是一個作風強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他上臺後隨即宣稱:泰國必須擺

脫對英美等國的高度依賴，應該效法日本、德國等軍事強權法西斯國家，讓軍派

專政才能使國家強盛而進步。287鑾披汶進入內閣職掌軍權後，泰國就由以前的親

西方政策逐漸轉向親日本的政策。從 1935 年開始，泰國經常派遣軍官到日本參

觀學習或受訓。
288
同時，泰國也開始向日本購買軍艦等現代化武器，而泰國的軍

隊中也出現了許多日本軍事顧問。289泰國跟日本之間的關係發展得越來越緊密，

但同時間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卻正在迅速惡化。逮捕任何有可能具有中國政治身分

及任務的泰國華人並驅逐出境，成為鑾披汶上臺執政後實行「反共」及「親日」

政策的最佳途徑。290 

    當中日兩國關係惡化而泰日兩國的關係卻相對緊密時，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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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泰國境內數量龐大的華人社群。中國的民族主義對這一時期的泰國華人社群 

依然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中國正在努力整合內部勢力並使國勢強大，正在為擺 

脫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所強加的束縛做最後努力。一種統一的民族意識及強大的

民族主義要求海外華人社群對「祖國」的強盛與進步投注極大關注，期望他們願

意為自己的家鄉和祖國付出人力、財力及物力。另一方面，泰國的軍派民族主義

也正在利用引進日本勢力來擺脫長期以來英、法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泰國的操 

控，試圖以鼓吹泰民族的民族主義來建立一種以「大泰國主義」為中心的強大民

族意識。291事實上，此時的軍派民族主義勢力企圖通過鼓吹泰民族的民族主義來

得到一般泰國人民在政治上的認同與支持，並企圖藉著與當時已是東亞強國日本 

的結盟，強化本身力量及徹底消滅反軍派執政的勢力及合理化軍派勢力的專制統 

治。292此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以鼓吹泰民族的民族主義為藉口，將國 

內所有資產國有化，企圖藉由國家制度對金融、米業及布業等相關產業的全面控

制切斷泰國華人社群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聯結，並摧毀華人社群長期以來對泰國經

濟的絕對掌控性。
293
泰國華人社群在此時期因為中、泰、日三國關係的轉變，再

次面臨了嚴峻的發展時期。294同時，因為泰國軍派民族主義不斷鼓吹對中國與華

人社群的偏頗意識及法理上的強勢限制與壓迫，使得泰國華人社群在現實的考量

下，逐漸主動地思考並進入真正泰化及融入泰國社會的最後階段。295 

    1937 年，中日兩國爆發戰爭。為了應付戰爭所帶來的大量經費需求，日本 

 

                                                      
291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中央日報社論〈暹羅拘捕華僑的考察〉，1938 年 9 月 23 日， 

  檔案編碼：020-010408-0047-0043a 
292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關於泰國警方破獲華僑秘密社團事〉， 

  檔案編碼：11-EAP-03543 
293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關於暹羅之近狀〉，檔案編碼：020-010401-0054 
294

政大數位典藏，民國 38 年以前重要剪報資料庫，重慶新蜀報〈日寇南進對佛教國之陰謀〉， 

  1941 年 3 月 18 日。 
295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新暹羅報社評〈中國人在自掘墳墓〉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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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自泰國購入原物料再加速向泰國輸出產品以獲取大量利潤。296中日戰爭爆發 

之前，在東南亞各地原本已有部分華商販賣日本商品，因為產品較受歡迎且利潤 

較高。但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泰國的華人社群與其他國家的華人社群一樣，興起

了一股「不買日貨 不賣日貨」抵制日貨風潮。297東南亞華人社群對日貨的抵制，

其實早在甲午戰爭之時就已開始，只是當時並沒有普及到全面抵制的程度。中日 

戰爭是一場全面性的民族戰爭，中國民族危機意識的強烈前所未有，自然也激發

了海外華人社群的民族意識及愛國主義。一場全面的抵制日貨運動如火如荼地在

東南亞各國的華人社群間展開了。由於華人社群在泰國掌有極大的經濟影響力，

全面性的抵制日貨運動在短時間內就對日本在泰國的經濟收益產生了極大的衝 

擊，但同時卻也引起了泰國民族主義份子對泰國華人社群響應中國國內政治活動

的高度不滿。298日本商品在市場上乏人問津，銷售量也急速下滑，當時日商每個

月的損失可達到 2000 萬日幣以上。華人社群對日貨的抵制，使日本在泰國的經

濟面臨了巨大的危機，也使得泰國統治階層更加緊縮對華人社群的各種限制政策。

299
 

    1938 年 11 月，泰國舉行立憲政體下的第三次全國大選。由全國各選區選出 

91 位議員。這些由全國各選區選出的議員，聯名推薦鑾披汶上校出任新內閣總 

理。次日，由國王拉瑪八世委請鑾披汶擔任內閣總理組閣。此後，直到 1944 年 

6 月為止，是鑾披汶第一次擔任總理執政時期，也是他提倡「大泰國主義」的極

端民族主義及限制壓迫泰國華人社群最嚴厲的時期。在鑾披汶的親日政策下，掌 

控大部分經濟勢力的泰國華人社群成為泰國與日本發展親密關係的最大阻礙。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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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的惡化與泰國華人社群的抵制日貨運動促使日本對鑾披汶政府施加壓

力，使得鑾披汶政權對泰國華人社群開始採取嚴厲的限制及壓迫政策。301 

    泰國華人社群此時期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嚴峻情況。一方面是由泰國的軍派 

民族主義所發起文化上的強制同化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國際政

治情勢的轉變使泰國華人社群必須間接面臨實質層面的經濟損失。泰國華人社群

被視為中國在海外對日本進行反擊的代理人，而同時也是泰國傾日政策及泰國極

端民族主義發展下的受害者。
302

1939 年 6 月，鑾披汶政權將國家名稱由傳統的「暹

羅」(Siam)改為「泰國」(Thailand)。303
1941 年起，鑾披汶陸續在泰文媒體上發布

〈唯國主義條例〉，訓示泰國人民此後不分種族，要以「泰」成為一切事物的中

心指標。304舉凡國家、民族、語言、文化等等，都要建立在以泰族為中心的「泰

國」利益之上，而對非泰族的其他族群則以此概念為中心進行強制性的文化同化

及政治認同措施。305在泰國的非主流族群中，人數最多且掌控經濟勢力最大的泰

國華人社群，在此狹隘的極端民族主義政策下，首當其衝地蒙受了嚴厲的限制及

壓迫。
306
事實上，從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性質及對象來看，鑾披汶政權執政時期

泰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向內要求統一國家意識的「國家主義」，與過去半個世紀

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威脅時所要向外建立的「民族主義」略有差異。在此種

政治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在泰國掌握經濟影響力及隨時有可能受到中國國內政治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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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左右的華人社群，很自然地就成了鑾披汶獲得泰國人民支持的犧牲品。307 

    為了將經濟權力逐漸從泰國華人社群手中轉移到泰族人手中，鑾披汶執政後

就開始設立一批由政府官員直接管理的國營公司，如泰國米業、泰國輪船、泰國 

物產公司等等，通過國家資產支撐的優勢，企圖使泰國華人所經營的企業喪失競 

爭力。308此外，在較偏遠的區域興辦許多傳統上由華人經營的產業，如榨糖廠、 

橡膠廠、皮革廠及造紙廠等，通過推動經濟管制政策將華人的企業合併到國營或 

官營企業中，企圖逐步降低華人社群在產業界的影響力。
309
但許多傳統上由華人

經營的產業，因為泰族人沒有經營經驗和管理概念，開辦不久後就面臨資金或經

營的問題而陷入困難。其次，為了阻斷華人社群與中國政府間持續的政治及經濟

連結，泰國在 1938 年公布實施了《統制募捐條例》，嚴格限制華人社群內部進行

任何金錢募捐活動及資金流動。310隔年，再公佈《外國貨幣運帶入境條例》，應

是針對當時中國所發行的法幣所實施的管制措施。311此兩法雖是意圖在切斷泰國

華人社群對中國國內政治活動的資金援助及阻絕華人社群的私人募捐行為間接

地擾亂泰國的經濟秩序，但卻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泰國境內華人社群組織的正

常運作。312此外，由於私人捐款向來為華文學校重要的經費來源，其中貨物捐、

月捐及特別捐三項甚至被泰國統治階層視為勒索徵收與侵犯泰國主權，因嚴重違

法而遭到嚴厲禁止，也使華校的經費問題更形嚴重。313此兩法的實施也使得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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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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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遭受嚴格限制的華文學校，再遭遇到極大的經營困境。314關於泰國華人社群

的工作機會，政府也制定了保障泰族人的區別性法規。1941 年起陸續公布了《保

留職業條例》，將 27 種職業限制為保留給泰族人，除泰人外不得從事。此外，將

某些行業也列入管制，強制華人不得經營，如:餐飲、鹽業、捕魚、屠宰、碾米、 

錫礦、菸草及橡膠業等。315不過，此項條例在 1944 年至 1947 年民主派執政期間 

，曾引起泰國統治階層間不同的意見，經過國會辯論後暫停執行，使華人社群的

產業經營稍稍獲得一段喘息的時期。
316

 

    鑾披汶政權通過減少華人可經營產業類別及劃設所謂「職業保留區」專予泰

人居住與專營某些產業，試圖以此降低華人對泰國經濟的影響力。317但事實上其

所實施的各種限制華人產業的措施，不但嚴重影響了華人社群的經濟和生活發展，

同時也嚴重地損害了泰族人的日常生活秩序。因為華人移居泰國時間已超過幾個

世紀，華人的生活早已和泰族人融合在一起。同時，華人在傳統上經營各種商業

活動，提供泰族人生活所需的一切及便利，兩個族群早已形成一種分工互補的生

活型態，互相影響至深。鑾披汶政權為了要提倡極端民族主義及防止共產主義在

泰國傳播，制定許多針對華人社群的教育法規及限制移民措施，企圖阻斷中國的

政治勢力透過泰國華人社群滲透進入泰國。318此外，軍派勢力計畫通過「國有化」

的措施將華人社群所創造的巨大經濟利益轉移到自己身上來加以利用，結果多數

遭致失敗而日漸引發泰國華人社群對統治階層的不滿的情緒，甚至出現轉而向中

國國內尋求協助的呼聲。319而同時，泰國政壇也在其後民主派執政期間，產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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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華人社群與中國政府之間關係的辯論。這可說是泰國統治階層對泰國華人社

群與中國政治勢力之間關係切割認定的初始，也可以說是其後極端民族主義消退

後，泰國華人社群快速融入當地社會的第一步。320對於許多過於針對性的排外法

案，在鑾披汶政權第二次執政時也開始出現了反對的聲音，認為這些措施會破壞

泰國與以建立邦交關係國家間的友好狀態，也會使泰國身受其害。這應該是泰國

政界對華人社群地位認定的重新思考。321 

    限制及壓迫華人產業經營的惡果還顯現在鑾披汶政權的親日政策中。1941 

年的〈日泰攻守同盟條約〉簽訂後，為了本身的經濟利益，日本更加速對泰國的

經濟控制及資源掠奪。結果造成泰國國內經濟混亂、財政赤字暴漲及通貨膨脹嚴

重等等。根據攻守同盟條約，泰國在 1942 年 1 月向英、美宣戰，與日本站在同 

一陣線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日軍在戰場上的逐漸失利，讓鑾披汶政權開始 

承受可能成為戰敗國的壓力。終於，在 1944 年 6 月，鑾披汶在泰國國會遭到半

數以上議員投下反對票而辭職下台。鑾披汶政權的結束、標誌著泰國軍派民族 

主義以提倡極端的「大泰國主義」對華人社群的限制及壓迫的暫時結束。
322
同時，

也讓泰國華人社群了解到一個事實:華人社群要世代安穩地居住在泰國，就要真

正融入並認同泰國的文化及價值觀，並且要將泰國當成自己所屬的國家來考量。 

323要當一個泰國人而不必然要當一個泰族人。如此才是華人社群在泰國能安居樂

業的唯一方法。324 

    在民主派所職掌的「自由泰」政府於 1944 至 1947 短暫的三年執政後，全體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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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人面對的是軍派勢力再度抬頭及鑾披汶的第二次上臺掌權執政。鑾披汶的第

二次重掌政權，意味著對泰族人保障及對華人社群壓制政策的強化。325泰國華人

社群面對的，是繼續其極端民族主義主張及更加嚴格限制華人社群發展的鑾披汶

政權。326除了再次恢復過去三年遭到民主派廢止的〈保留職業條例〉，也更加嚴

格地執行限制華校發展的教育法規和加強移民進入泰國的管制。327但恢復施行之 

「保留職業條例」將過去所列的 27 種行業減少至 10 種，且其中只有理髮業及駕 

駛出租三輪車業對華人較有影響，其餘皆為傳統上泰人較常從事之行業。
328
在移

民額度方面，明文規定華人每年移民數量上限為一萬人，329且必須符合先前所制

定的「移民法案」規定，除了提高原先的入境人頭稅由四銖漲至九銖，另有不論

男女老少須接受強制搜身等規定。330此外，欲移民入泰國者必須要有識字能力、

具有技能可獨立生活與沒有砂眼疾病等條件，這些法規使得華人「新客」的增加

速度大大地減緩。331此外，通過將某些華人聚居處劃設為軍事用地，強制華人社

群離開原有居住地，致使該地的華人多數難以維生。332在民生經濟方面，通過制

定及施行〈防止營業過分牟利條例〉，將國內重要民生物資格改為政府所頒佈的

公定價格，若有與政策相悖者，即加以逮捕並驅逐出境。333此條例一出，華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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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日常生活用品之經營者，尤以食品為最，動咋觸法遭遞解出境者日漸增加。334

從減少移民數量及使華人經商困難度增加兩方面著手，使政治及社會環境即使在

中國政府不斷提出抗議的情形下，都更有利於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的控管與

進行「強制同化」。335值得注意的是，「職業保留條例」的實施雖然對華人社群的

營利謀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但是實施此條例對泰族人究竟是利是弊，在泰

國統治階層及一般民眾間也產生了許多不同的聲音及意見。336此外，第二次執政

的鑾披汶，考量到對華人社群過於嚴厲的壓制措施或許會對自己的執政帶來不利

的影響，對華人社群的態度似乎也出現了些許鬆動，試圖以「愛國意識」來獲取

華人社群對他執政時所採取的許多政策有所理解與接受。337 

    隨著 1957 年 8 月鑾披汶政權被另一個軍派勢力推翻，泰國民族主義百年來 

對泰國華人社群所進行的同化過程也大致宣告結束。同時，1949 年以後中國國

內的政治變動也告一段落。政治情況進入穩定之後，中國民族主義對泰國華人社

群的影響力也逐漸降低。華人社群在百年的泰國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下，開始積極

走上成為廣義的「泰國人」而不是成為狹義的「泰族人」的政治認同道路。而泰

國華人社群在經歷數十年「無邦交下的棄民」困境後，也開始積極要求中國政府

通過合法建立外交關係來對海外僑民的身份地位及身家財產有所保障，華人的身

份不再是一種意識形態下的認同，而是要有法理根據上的依歸。338而中國政府也

開始勸導泰國華人社群要遵守泰國國家法規，以保障身家財產與安全。339泰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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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群在經歷強勢的壓制氛圍與措施後，正在朝向調整與融合的道路前進。 

 

 

                第四節  強制同化政策下的華文教育 

    泰國統治階層有意識地對華文學校採取具體的管制措施，起於國王拉瑪六 

世。當時因為國王本身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以及擔憂泰國華文學校受到中國民 

族主義的影響，將無可避免地成為教育及宣傳中國政治思想的場所與途徑，所以

在 1918 年頒布了〈民立學校條例〉，將所有官方及非官方經營的學校一律納入泰

國的國家教育體系之下加以管理。340這個條例的頒佈，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是對

當時泰國境內為數眾多的私人學校進行了解並加以系統化的管理，以建立統一的

國家教育體系。其二是藉由將初等學校納入法規的管理範圍內，進行統一民族思

想的培育，防止有礙泰國民族統一思想的傳播，並藉由國家的輔助統一提升全民

的教育水平。341在此之前，基本上在泰國興辦學校享有極大的自由，泰國官方不 

會主動介入學校經營及管理，採取一種自由放任的態度。342〈民立學校條例〉其

內容大致如下:校長必須具備高中以上的泰語能力、學校的辦理必須向泰國教育 

部登記並接受管理、所使用的教材必須經過泰國教育部審查核准、要培養學生忠

誠於泰國的思想、學校的教師必須通曉泰語及每週必須教授一定時數以上的泰語

等等。343 

    由於此前在泰國興辦華文學校從未受到限制，加以當時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影

響下泰國先後成立的華文學校為數眾多，法規一頒佈就受到泰國華人社群的抗 

議，但大部分的華校卻並未採取強烈反抗的態度。從華校增加的速度來看，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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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泰國全境教授華文的學校僅有 12 家。1921 年增加至 30 家，三年內就成

長了一倍以上。到了 1928 年泰國全境已有 188 家教授華文課程的學校。到 1932 

年時，華文學校的數量已達到 200 家左右。344從泰國華文學校數量在短時間之內 

增加的速度如此之快，至少可以看出兩點事實:其一，二十世紀初以後泰國華文

學校的發展確實和中國國內的政治活動有密切的關聯。其二，泰國官方雖然制定

了有關教育辦學的相關法規，但並未嚴格執行而華人社群似乎也未將此類措施視

為針對華人的歧視性的法規，只是針對發展自由的限縮稍加表示反對與不滿。但

這卻讓泰國統治階層看到了中國國內的政治活動對泰國華人社群的影響力，並意

識到如繼續對泰國華人社群興辦教育不加以控管，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華文教育 

將嚴重威脅泰國民族主義的統一性及不可挑戰的國家地位。345 

    在泰國民族主義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泰國逐漸形成了一種以泰族文化為中

心的單一語言政策。1978 年以前，泰國的語言政策基本上採取「泰語」及「外

語」的二分法，將國內所有非泰語的語言族群都歸入泰語的範疇內，以執行徹底 

的「單一語言」政策。1978 年之後，泰國國家教育單位將傳統的「二分法」改

變為「四分法」，以適應實際狀況的需要。改變之後的語言分類，包含國語(標準

泰語)、外語、區域語(泰語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在此標準之下，原先被歸類為 

外語的高棉語、馬來語、越南語和北部山區少數民族語言得到語言地位的確認，

被重新歸類為泰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但是，在泰國境內使用人口數量相

對較多的華語，則沒有得到任何明確的定位確認。從早期受到政治影響所做出的

法規限制，到後續的語言政策確認，都可以看出泰國統治階層對華語文及華人社

群所潛藏的「可能威脅性」始終戒慎恐懼，也使得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困難重重，

幾無復興的可能。346但泰國華文教育的持續衰退不振，除了泰國官方有計畫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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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健，〈19 世紀中葉以來泰國語言教育政策嬗變〉，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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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壓抑，部分原因也導因於華人社群對興辦華文教育的後續動能不足所致。 

    為了消除阻礙泰國統一民族思想形成的因素，1921 年泰國教育部再頒佈《強

迫教育實施條例》，進一步將 7 至 14 歲的兒童全部納入泰國國家基礎教育的管理

之下，除了原本的提升全民基礎教育水平的目的，還有避免泰國出生的兒童過早

地受到非泰國民族思想的影響而影響到泰國的統一民族思維。347此條例一出，受

到影響最大的當然還是華人社群所興辦的華文學校。因此，華人社群對法規的頒

佈反抗較為明顯而強烈，直到國王拉瑪七世親自巡視首都曼谷 4 間華文學校，讓

泰國華人社群了解政府採取這些教育措施的用意，才讓泰國華人社群的不滿稍稍

平息。348不過，華人社群對《民立學校條例》雖有反抗及不滿態度，但法令公佈

實施後除了少數學校以外，大部分的華文學校都向泰國教育進行了登記。349可以

看得出來泰國華人社群對華校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之下接受管理也並非全然無法 

接受，只是關於部分法規細節仍希望能跟教育單位再進行溝通。而事實上，泰國

官方也考量到此一法規在短期要收到成效在實行上確實有困難，所以〈民立學校

條例〉其實一直延到 1932 年之後才真正開始實施。
350

 

    從〈民立學校條例〉頒佈後華人社群的反應可以推斷，當時泰國的華人社群 

也認同實施此類條例有其正面的意義及作用。351一方面可以讓國家教育有統一的

形式與內容，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對各地私人興辦學校的狀況有清楚的了解，同

時在某個程度上私人學校也可以接收到來自政府的教育補助，解決部份的學校經

費問題。這種願意配合泰國國家教育政策，但執行細節仍希望能再溝通的反應態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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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基本上持續到鑾披汶政權第二次執政結束都沒有很大的改變。352也就是說， 

關於興辦華文教育的態度，泰國華人社群已逐漸朝向成為泰國國家教育體系下的

一部份發展，而且是在沒有當時的中國黨務機關介入學校經營的情況之下。353在

1932 年泰國發生不流血政變，極端泰國民族主義登上政治舞臺主導泰國的國族 

意識形態之前，泰國領導階層對華文教育的管制都還是相對寬鬆的，執行上並未 

嚴格要求，提醒的意味大於實質上執行法律的意義。354從泰國官方對華校數量的

統計數據可以看出直到 1939 年之前泰國華人社群及泰國官方對執行強制性教育

法規的態度：1934/35 華校總數為 193 所，1935/36 為 191 所，1936/37 為 224 所，

1937/38 為 233 所。355由此一數據變化可以合理推斷，中日之間關係的惡化已逐 

漸降低中國的政治勢力對泰國華人社群的影響，間接形成華人社群向泰國官方政 

策靠攏的態度，所以華校的數量在 1937/38 年達到第一次高峰，這一年是中日戰

爭爆發的時間，同時也是鑾披汶政權第一次掌握政權的前一年。其次，華人社群

中所醞釀出「配合」官方政策的氣氛，也使得泰國民族主義份子對華人社群的不 

滿情緒得到緩解。這也顯示了泰國統治階層與泰國華人社群正在「同化」與「歸 

化」之間尋求平衡點。356 

    1932 年政變成功以後，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進入了高峰期。發展一致的、 

忠誠於泰國的、對其他民族主義思想不可容忍的泰國民族主義成為唯一的主流意

識，〈民立學校條例〉與〈強迫教育條例〉卻仍未嚴格執行。直到鑾披汶政權在

「大泰國主義」思維及發展泰日關係促成國家進步的主導方針下，華文教育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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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屏，〈泰國華文教育史研究綜述〉，《東南亞縱橫》，頁 33-34。 
355

Thailand Statistical Year Book ,Bangkok,No.18,p418；No 20,p280.轉引自: 施堅雅，《泰國華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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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地變成一種會威脅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巨大障礙，是一種不可存在的危險。泰

國統治階層開始積極介入對華校的管理與課程的安排，透過對法規的嚴格執行及

學習管道的控制，加強對華人社群灌輸泰國國家思想的力道。357同時，對泰國民

族主義份子而言，增長速度過於快速的華校及華人人口，也會對統治階層推動「泰

族人」的教育普及化與建立統一的「泰意識」造成極大的阻礙。358
1937 年，泰國

再頒佈〈新民立學校條例〉，不但要求華文學校要由泰人管理監督，泰文教育及

泰國民族主義思想也成為學校教學的主要內容，華文只成為學校教育中可有可無

的裝飾品。359尤有甚者，一旦華校違反法令規定而遭到關閉及取消執照，將無法

再次申請復校及重發設校許可。360雖然此時期關於華校設置的法規比此前更加嚴

厲，華文學校的數量依然呈現持續成長。至 1938 年鑾披汶上臺推行極端民族主

義之前，即使在政策性的限制之下泰國的華校中仍有 233 所在法規運作下繼續營

運。361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其實到了 1932 年之前，泰國華人社群中仍真正堅持

維繫與中國之間關係而不願配合泰國當地法規的華人應該已屬少數，從當時華校

中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學校堅不配合而遭到關閉，可以合理地推斷泰國華人社群

中佔據多數的「土生華人」已形成了「泰式的華人思維」。而這群帶有新式思維

的「土生華人」，在現實的考量下，選擇配合泰國官方的教育政策，讓華校及華

文教育接受泰國官方的管理與監督。362
1946 年「中暹友好條約」的簽訂，雖然在

法規上讓泰國華人社群興辦學校有了依據，但事實上華文教育依然處在低迷的狀

態，沒有明顯的復甦跡象。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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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從泰國華人人口的變化也可以間接證實此一觀點。從 1917 年至 

1955 年，華人的人口佔泰國總人口的比例始終介於大約 9％到 11％，可以得知 

出入境及出生或死亡率對泰國華人人口總數的影響並不明顯。但是，泰國華人的 

出生地點來看，1917 年出生於泰國境外的華人人口為 349,000 人，而出生於泰國 

境內的華人人口則為 557,000 人。出生於泰國境內的華人人數約為出生於境外人 

數的兩倍。到了1927年之後推估由於受到中國國內政治混亂及戰爭頻仍的影響，

泰國境外出生的華人人數由明顯的增加趨勢。1927 年為 600,000 人，而 1937 年

則為 714,000 人。到了 1947 年，泰國境外出生的華人人口數呈現減緩的現象， 

1947 年境外出生的華人人數為 765,000 人。這可能與當時中國國內正陷入內戰， 

多數人無法出國也無法回國有關。反觀泰國境內出生的華人人數變化，從 1927 

年開始就呈現比較穩定的成長，每年大約以三十萬人左右的速度增加。1927 年 

泰國境內出生的華人人口為 733,000。1937 年為 1,020,000 人。1947 年則為 

1,359,000 人。364泰國華人在泰國境內及境外出生的人數變化可以看出兩點影響: 

第一，隨著在泰國境內出生的「土生華人」人數的增加，勢必對華人社群的民族

及文化認同產生影響。第二，當「新客華人」的人數越來越少於「土生華 

人」情形持續發展，泰國華人社群對於興辦教育的態度也必定會受到影響。對現

實考量取向強烈的泰國華人社群而言，「泰化」會是保障經濟利益甚至獲得身份

地位的最佳途徑。這可從兩個方面得到證明:其一，1932 年參與政變及其後掌握

實權的領導人，很多都具有華人或華裔身份，如民主派的比里．帕儂榮、軍派的

披耶拍鳳、鑾披汶及皇道派的披耶馬奴巴功等人。可見泰國華人社群在經過數百

年的移民與同化後，已確實和泰國當地泰族人無異，不但掌控泰國大部分的經濟，

更進一步執掌政治權力。365其二，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盛衰都與中國國內的政治 

                                                      
364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編印，《各國華人人口專輯》(第三輯)，臺北: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1999， 

  頁 38。轉引自:Skinner，“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365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有關暹羅華僑之狀況〉，檔案編碼：020-010408-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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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關係密切，以「土生華人」為主流的泰國華人社群對興辦華文教育其實並不

那麼熱衷。 

    因此，當 1949 年以後來自中國國內的政治影響力逐漸退場與泰國反共力道

的逐漸加強，泰國的華文教育即幾乎失去發展動力而陷入長期一蹶不振的狀態。

366泰國華人社群的「民族思維」呈現持續的轉變，泰國民族主義似乎正在逐步為

泰國華人族群接受中，華文學校的興辦雖受到限縮，經營及教學內容受到干涉及

壓制，但是泰國華人社群已願意朝向遵守泰國國家法規發展。
367
華文的教學雖被

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華人社群也在以泰族文化為主流的教育體系之下繼續傳播

華人文化並同時融入當地社會。368華文教育在 1921 年至 1938 年之間成為泰國民

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彼此調適融合的場域，也是泰國華人社群開始真正融入並

認同自己為「泰國人」的起始場所。泰國華文教育逐漸由中國文化及思想在海外

傳播的左右手，轉變成為融入泰國社會文化及教育泰國華人社群認同「泰國價值」

的重要途徑。「雙價值觀」並以「泰國價值」為優先，將成為泰國華人社群在泰

國擁有競爭優勢的特色之一。 

    1938 年鑾披汶的上臺執政，標誌著泰國極端民族主義將成為泰國國家政策 

的核心概念。由於外交上親日本而遠英美，使得中國與日本關係的惡化成為泰國 

軍派民族主義勢力限制及壓制華人社群的主因。369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的發展都 

進入最為艱困的一段時期。370直到 1957 年鑾披汶政府結束執政為止，泰國華文

教育在極度遭到壓制的情況下，「泰化」政策下學校性質的改變、經營趨向商業

化、師資嚴重、缺乏資金來源及學生入學人數大量減少等因素，促使泰國華文教 

                                                      
366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羅嚴格注意華校教員思想與行動〉，檔案編碼：11-EAP-03359 
367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華校對統制募捐條例之應對〉，檔案編碼：020-010408-0072 
368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蟻光炎呈報暹羅華僑現狀及建議〉，檔案編碼：11-EAP-03539 
369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有關日泰間軍事協定報告〉，檔案編碼：020-010402-0112-0030a 
370

政大數位典藏，民國 38 年以前重要剪報資料庫，南京中央日報〈暹羅排華運動的再起〉， 

  1948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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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自然地」形成慣性衰退的趨勢。371不過，在鑾披汶政權兩次執政期間，軍派

民族主義勢力對於泰國華人社群的主要恐懼來自於共產主義及其思想的散佈。372

禁絕華文刊物、關閉華文學校、限縮華人移民數額及限制華人社群發展等措施，

其實都是擔心共產主義的影響會隨華人進入泰國。373
1938 年至 1940 年間在 233

間華文學校中有 164 間遭到政府關閉，另有 51 間自動停辦，而遭到泰國官方查

封停辦的華校，其後所出的復辦申請則一律被拒絕，華文學校已幾乎在泰國消失。

374
根據泰國官方的統計數據，至 1941 年為止，在鑾披汶政權的強力壓制下，泰

國全境的華文學校僅剩兩所，且都在曼谷。375華文學校在此一時期成為極端民族

主義及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其後在民主派民族主義短暫重新掌有國家權力的情

形下與中國的政治勢力簽訂協議，使華人社群所受到的限制獲得短暫的舒緩，華

文教育的興辦也稍有復興。376但在泰國民族主義地位已形穩固及中國政治勢力介

入泰國華人社群事務逐漸減退的狀況下，華文教育在泰國的發展基本上仍是呈現 

持續衰退的狀況。377但此種衰退並不意味著華文教育的完全消失，而是在華文學

校逐步成為泰國國家教育體系一部分的同時，華文教育也逐漸退居次要地位，成 

為泰國國家教育中的「族語教育」或「外語教育」。1946 年「中暹友好條約」簽

訂後，泰國華文學校在中國大使館的爭取下，也依照「民立學校條例」的認定資

格，開始接受泰國教育部所核發的「教育贊助金」，作為學童的教育及學校設備

的經費來源之一。華文學校自此在法理意義上已正式成為泰國教育體系的一部分 

                                                      
371

鷲津京子，《泰國政府對華文教育政策之研究(1911-1949)》，頁 91。 
372

政大數位典藏，民國 38 年以前重要剪報資料庫，南京中央日報〈暹羅反共乎?排華乎?〉， 

  1948 年 6 月 30 日。 
373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鑾披汶再度秉政與華僑之影響〉， 

  檔案編碼：020-010401-0058 
374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呈報泰教育部不准華校復辦情形〉，檔案編碼： 

  020-010408-0100-0120a 
375

Thailand Statistical Yearbook,No 21,p127.轉引自: J.K.P Watson, ‚A conflict of nationalism : The 

   Chinese and education in Thailand 1900-1960”,p444. 
376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中暹友好條約〉，檔案編碼：020-010402-0010 
377

﹝泰﹞李玉年，〈泰國華文學校的世紀滄桑〉，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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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1975 年中國與泰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斷了數十年的華文教育才又開始

有較為「回溫」的現象。但此時的泰國華文教育已不再具有中國海外僑民教育的

性質，也不再帶有中國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在很大的程度上較像是實用取向的外

語教育。379不過，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的限制政策及法規並沒有因為軍派極

端民族主義勢力的下臺而結束。從泰國官方的數據來看，鑾披汶政權第二次執政

結束後的 1960 年，泰國境內共有華校 185。但到了 1992 年泰國教育部解除對華

文教育的教授限制為止，泰國華校的數量卻是不增反減，只剩下 129 所。380由此 

可以看出，泰國統治階層即使經過二次大戰結束將近半個世紀，對華人社群所可

能受到來自中國政治勢力影響的疑慮依然沒有鬆動。華文教育依然被視為可能散

播中國政治思想的工具而加以限制，而對華人社群所採取的同化政策也依然持續。

1992 年開始，經過泰國華人社群組織的極力爭取，泰國教育部終於在內閣會議 

中修訂相關教育法規，將華文與其他外語列入同樣等級，准許各級學校開設教 

學。
381
泰國華文教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雖不能說恢復興盛的發展，但至此已 

經算是得到「應有」的地位。但此種「地位」並非將華文看成泰國國內的少數族 

群語言，而是一種「外語」。簡言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泰國官方對華文教育發

展開始放鬆限制時，泰國的「華文」已經被泰國官方定位為「中文」，而非泰國

華人所說的「華文」了。華語文的作用，已經不再是一種華人文化傳承的載體， 

而是一種與中國人之間商業交際及溝通的實用工具。 

                                                      
378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泰國當地政府發給僑校補助費〉， 

  檔案編碼：020-010401-0058 
379

李屏，〈泰國華文教育史研究綜述〉，《東南亞縱橫》，頁 36。 
380

Statistic Figures of Teaching Chinese Schools in Thailnd 1948-1992,Thailand Education Ministry.轉引 

  自: 蔡巧娟，《泰國華文教育歷史、現狀與問題研究》，頁 28。 
381

Thailand Education Ministry.Office of Private Education Commission.School on Special Policy 
Department.The Policy Setting of Sutitable Present’s Condi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Chinese Teaching School in Thailand.Document of Cabinet Meeting.Period.3.4.1992.轉引自: 蔡巧 

娟，《泰國華文教育歷史、現狀與問題研究》，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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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國內政治競爭的結束，中國民族主義向外傳播的強度也逐漸減弱，

對海外華人社群的政治影響力也逐漸消失。1949 年以後，在泰國華人社群融合

及同化於泰國國家、社會及文化的同時，泰國的華文教育也成為泰國國家教育的

組成部分，而不再是中國國家教育的海外分支。泰國華文教育回歸到國家教育體

系之下，並成為成為兩大民族主義及文化價值觀融合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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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1932 年泰國不流血政變的成功，結束了泰國數百年來的君主專制體制，開

啟了泰國近代民主憲政制度的道路。但政變成功之後不久，不同的民族主義勢力

之間對國家運作制度認知之間的差異，讓泰國的民族主義發展又進入了另一個競

爭的階段。由於政治利益及權利的衝突，民主派與軍派產生了決裂。皇道派雖然

與軍派達成妥協而保留了原有地位與頭銜，但卻從此在泰國政治的舞台上被邊緣

化，失去了實際決策的權力而只被軍派民族主義勢力當成政治場合的「橡皮圖章」。

而被皇道派與軍派勢力聯手驅逐出權力中心的民主派勢力，從此也只成為泰國政

治場合中的一個弱勢團體。披耶拍鳳及鑾披汶的接連上臺執政，標誌著泰國軍派

民族主義勢力開始主導泰國政治的走向，頻繁的軍人政變及不斷修改的憲法，將 

使得泰國在邁向真正民主制度的道路上更加難行也更加遙遙無期。382 

    另一方面，極端軍派民族主義的上臺，使泰國華人社群必須要開始面對被強

制同化於當地及認同泰國民族主義的難題。雖然泰國華人社群融合於當地文化腳

步數百年來一直未曾停止的，但是「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在思維模式上的

逐漸分裂，也造成了華人社群內部的政治認同差異問題。383極端民族主義的強制

措施加快了泰國華人社群融合於當地的速度，而隨著華人被「強制同化」於泰國

社會及同時期來自中國民族主義影響的日漸減弱，泰國華文教育也逐漸擺脫階段

性的政治性色彩與目的。泰國華文學校的發展並非停止或消失，只是學校的性質

逐漸改變。泰國華文教育在泰國民族主義及泰國華人社群「本地思維」的主導下，

由暫時性的中國海外僑民教育的身分回歸到長期的泰國國家教育組成的一部分，

在短暫地分離之後再回歸泰國國家教育的體系成為具有泰國華人特色的泰國教 

                                                      
382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暹文政治週刊專欄〈泰國民主主義〉譯文， 

  檔案編碼：020-010401-0065 
383

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有關重慶政府傷害泰國言論報告〉，檔案編碼：020-010499-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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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場域。 

    1957 年沙立(Sarit Thanarat)發動政變推翻鑾披汶政權之後，軍、政合一成為 

泰國政治體制運作的常態，泰國國家教育也成為軍派政權下的國家政策制定及宣 

傳的工具。384
1997 年的憲法 81 條，以泰國居於世界政治的重要位置及基於經濟、

政治、文化及社會所面臨的危機與困境等因素，明確指出泰國需要進行教育改革

並制定國家教育法規。385依據 1997 年憲法對泰國國家教育發展方向的精神與指

示，泰國在 1999 年頒布了第一部「國家教育方案」National Education Act，為泰

國的教育邁向國際化及全球化踏出了第一步。這個方案的特殊之處，在於對私人

辦學限制的開放與支持。方案條文第 45 規定:國家應該視所有私人辦學的教育相

關單位為國家教育的一部分，在國家教育單位的監督之下，私人教育單位應合法

享有辦學的彈性及自由。386法規的制訂及頒布看似對泰國境內所有私人辦學單位

開放限制，但過去將近 60 年的時間中(1938-1999)，在統治階層強力推行泰國民

族主義與反共政策的主導下，遭到強力限制興辦教育的族群唯有華人社群而已，

所以基本上此方案關於私人興學的部分，可以合理推斷為對華人辦學的開放。從

泰國官方制訂教育政策開放私人辦學至少可看出三點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

的態度:其一.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在泰國存在的「威脅感」已經消失，華人

社群及華文教育已經不再是阻礙泰國民族主義發展的因素。其二.華文已從泰國

正規教育中逐漸被泰文與英文取代，難以大規模發展並形成某種意識形態。其三.

因為1979年之後中國的開放與 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與東協(ASEAN)快速發展的

政治與經貿關係，華人社群再次成為泰國與中國之間頻繁往來的「最佳代理人」。

因此，開放華人辦學一方面可攏絡長期受到教育限制的華人社群，另一方面也可 

                                                      
384

Synopsis of the National Scheme of Education of B.E. 2545-2559 (2002-2016),Bangkok: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2003,p6. 
385

Nation Education Act 1999,Bangkok:Office of N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1999,p3. 
386

Nation Education Act 1999,Bangkok:Office of N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1999,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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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泰國帶來龐大的國家利益，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的決定。 

    二十世紀末泰國官方對華文教育限制的開放，標示著泰國民族主義對華人社 

群「同化」過程的完成，也代表泰國華文教育性質的「轉換」過程的完成。泰國

華文教育已不會也不可能是中國的「僑民教育」，而只會是泰國國家教育體系中

「外語教育」的眾多語言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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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萌芽於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國家現代化改革，期間歷

經了不同思想派別及政治勢力的交互競爭，在百年後軍派民族主義在泰國政治舞

台上建立了長期穩固的地位。然而，最重要的是泰國軍派民族主義以軍事力量強

勢主導並建立了以泰族文化為中心的統一民族主義，並形成了一致的以泰國為核

心的唯一價值理念。泰國民族主義是跨種族的，並要求泰國境內所有種族都要遵

循並對之以忠誠的。然而，正如現今許多境內有眾多種族的國家一樣，認同「泰

國價值」不必然等同於成為要泰族人，忠誠於泰國也不一定意味著要捨棄不同種

族的個別差異及歷史背景。 

    數百年來因為經濟的因素持續移居至泰國的華人社群，其同化融合於泰國社

會及文化的過程也是不斷在進行的，是一種緩慢的自然同化過程。然而，1911

年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從政治及民族價值觀上開始影響了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由於政治認同上的需求，向泰國華人社群傳輸了中國民族主

義的思維，減緩了泰國華人社群自然同化於泰國社會的速度，也引發了同時期正

在發展中的泰國民族主義對華人社群忠誠度及認同感的質疑。特殊的政治及經濟

環境，使泰國華人社群在數百年的移居歷史中漸漸產生了「在地化」的泰國華人

文化。華人社群曾在中國與泰國兩大民族主義間徘迴，但畢竟泰國才是這些華人

安居落戶及落地生根的場所，在短暫地受到非自然的因素干擾而減緩成為泰國國

家及社會一分子的腳步後，「在地化」的主流思維再度開始並領導泰國華人社群

融合於泰國當地社會及文化的進程。 

    泰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是一個在面對西方外來勢力威脅的背景下，形成並發

展出一致國家價值觀的過程。作為泰國國家社會一部分的泰國華人社群，無法置

身事外而不參與其中，因為泰國華人社群也是泰國社會發展過程中長期的「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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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者」。在泰國皇室的保護政策之下所累積的巨大財富及經濟實力，以及泰國 

統治階層所賦予泰國華人社群的特殊身分及權力，都讓泰國華人社群易於產生高

度意願認同泰國的國家價值觀及體制，泰國華人社群與泰國統治階層可說是「互

利共生」、「脣齒相依」的兩個個體。由於許多非自然因素的干擾，使泰國統治階

層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採取了短暫的排華政策，最終的結局也讓兩方都深受其害 

。泰國皇室過去長期以來對華人社群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所採行開放、自由的自然

同化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證明仍是同化華人社群的最佳方式。在泰

國民族主義持續穩健發展下，泰國華人社群也以最大程度保護自我利益為前提，

持續向認同泰國國家價值及成為真正的「泰國人」前進。1949 年以後，中國對

泰國華人社群而言，已經是一個「現實的異國」而非「遙遠的祖國」。法理上的

「地位平等」及「機會均等」是泰國華人社群與其他東南亞國家華人社群發展走

上完全不同道路的主因。 

    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過程，可以說就是泰國華人社群同化於泰國國家及社會

的過程。華文教育作為傳承中國民族價值觀的重要途徑，目的是要讓泰國華人社

群的後裔能在異鄉傳承華人的文化特性與歷史背景。但另一方面，在華人社群持

續維繫中國文化及價值觀的同時，作為泰國國家、社會及教育體系組成的一部分，

泰國華文教育也必須讓泰國華人後裔了解並接受「泰國價值」，在保有華人背景

特色的情況下，認知泰國華人也是「泰國人」，而並非狹義的「泰族人」。泰國華

文教育身負兩大重要責任，是傳承華人文化的途徑，也是進入泰國文化的門戶。

而最終的目的，是要使泰國華人社群在認同泰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價值下，成為泰

國一個兼具歷史與未來的族群。在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長期採取「一手蘿蔔 

一手鞭子」的雙重策略之下，泰國的華人社群自然的會選擇努力的生活在官方制

度下，而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也就會逐漸地在泰國民族主義推動「大泰國主義」

的核心價值下，成為泰國教育體系中的「非主流」領域。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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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華文教育最終沒有也不會發展出像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一般的獨立華文教育 

系統，也不會形成一種華人社群與當地政府間的政治認同對立問題。 

    筆者認為，泰國的華文教育在泰國統治階層強力施政及華人社群配合政策的

交互影響下，並不存在所謂的「復興期」，而只存在「轉換期」。泰國統治階層在

教育法規上對華文教育的發展採區開放，卻又在基礎教育準則中確立泰文與英文

的穩固地位，這就使得華文教育在基礎教育中發展的可能性遭到限制，最終只能

淪為一種補習式的「非正規教育」。2008 年泰國頒布的「基礎教育核心課程」The 

Basic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中對外語教育的規定清楚表示：英文做為能滿足

外語學習需求的科目，被指定為基礎核心課程。其他諸如法文、德文、中文、日

文、阿拉伯文及巴利文和其他鄰國語言等外語，則給予學習單位決定權適當提供

學習者的學習需求。387此外，又在同年頒布的「國家發展與成人學習及教育報告

書」The Development and State of The Art of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E)，

其中法規的九條第一款明白指出：學習者作為受益人，有權利參與學習活動，根

據自身的需求與興趣參加任何學習方案。第九條第二款又說:學習方案的組織人

作為體制外教育的學習來源，扮演為非正規教育的學習者提供各種潛在的特殊需

求方案的角色，並透過知識的整合培養種族與價值觀的調整。388從這些法規條文

的制訂頒布可以看出，泰國統治階層仍然不希望華文在正規體制內過度發展而產

生不可預測的結果，另一方面又希望華文作為一種有高度利用價值的語言，能持

續在泰國社會中發展與存在，使華文成為一種不會影響「泰國價值觀」的外語。

從這個觀點來看，泰國在長期對華人社群的「溫和同化」政策下，至今已沒有「華

文」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與其他外語相同地位的「中文」。 

                                                      
387

The Basic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B.E. 2551 (A.D. 2008),Bangkok: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ailand,2008,p252. 
388

The Development and State of The Art of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E),Bangkok: Office of 

the Non-Formal and Informal Education /Ministryof Education,2008,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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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泰國統治階層對華人社群及華文教育長期的限制及同化政策以外，華文 

教育由於長期的壓制所產生的問題也是阻礙泰國華文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華文教師的嚴重缺乏。經過將近半世紀的限制政策，泰國華文教育

中的教師來源已經斷根，缺乏合格且適任的華文教師造成華文在基礎教育階段無

法扎根，長期的「泰化」教育又使得年輕一代的華人對華文學習的認知逐漸模糊。 

1990 年之後在泰國逐漸興起的「中文」學習熱潮無法被視為泰國華文教育的「復

興」，充其量只能說是市場需求下對語言能力要求的自然產物，與文化或歷史的

認同沒有關聯。根據泰國的官方資料，2005 年對實施教育改革後泰國國內基礎

教育階段(6-12 歲)各科教師短缺的狀況做了調查，其中以外語教師短缺最為嚴重，

達到一萬名之多。如果以泰國官方政策中以英文優先，其他語言為輔來考量，實

際狀況下中文教師需求量也很大，則推估泰國每年至少應有 2000-2500 名中文教

師的缺口。389雖然自二十世紀末起，泰國與中國已經開始了較為密切的學術及教

育交流，中國每年也以官方派任的形式向泰國提供大量中文教師，並且協助泰國

訓練本地的合格教師，但據推測每年僅僅數百至最多一千餘人的新任中文教師數

量，依然無法填補巨大的中文教師缺口。390而從擁有相當數量的華人人口卻無法

自行解決華文教師缺乏的問題這一點來看，顯示泰國華人社群已失去自行發展華

文教育的能力與動力，最終必須依靠中國或臺灣等華文母語使用地區提供外力協

助，華文教育才得以再次順利在泰國推動。此外，這些受過華文教學訓練的本地

教師中，有許多是非華人背景的泰國教師，對於華文教學中的「文化教學」當然

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些華文教育性質的改變與其本身長期累積下來的發

展缺陷，都是造成泰國華文教育質變與量變的重要因素。以教「外語」的態度來

對泰國華裔學習者進行中文教學，排除所謂的「中華文化」因素，應該是未來泰 

                                                      
389

Education in Thailand 2007,Bangkok:Office of the Education Council,2007,p77. 
390

趙燕華 韓明，〈泰國本土漢語教師培訓現狀及對策分析〉，《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13 年第 4 期，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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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文教師所應該具備的教學態度。 

    泰國民族主義與泰國華文教育之間的關係自始至終就是從屬的，而非對立的。

作為組成泰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泰國華文教育不能也不應凌駕於泰國民族主義

的核心價值之上，因為民族主義是一種超越境內所有種族差異之上的普遍國家價

值觀。泰國華文教育的角色，今後也將是在協助華人社群學習並建立普遍泰國價 

值觀的前提之下，努力保持華人社群特色的傳承與維護。泰國華文教育為泰國民

族主義的穩定發展而努力，讓泰國華人社群在體認自我的泰國華人身分時，也能 

認同並從屬於泰國的民族主義。而泰國的民族主義則要在統一的民族主義意識下，

接受泰國華人社群是泰國民族的一部分。泰國華文教育在二十世紀初短暫地扮演

了中國民族主義的「代理人」之後，將回歸到純粹的「文化教育」及「特色傳承」 

的功能，不再具有過去「政治性」的作用。 

    泰國華人社群同化融合於泰國社會的進程仍將持續進行，作為組成泰國國家

及社會的一部分，泰國的民族主義及國家價值觀會是泰國華人社群今後認同並對

之忠誠的理念。因為泰國才是泰國華人社群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所屬的

「祖國」，是他們落地生根的所在，而非在歷史上離之以遙遠的「想像的祖國」。

同時，「在地思維」與經濟取向今後仍將持續主導泰國華人社群的發展，但泰國

華人社群將不再是過去傳統的「重商業而輕政治」，會以「泰國人」的身份與國

家認同轉趨積極投入泰國的政治活動。 

    筆者曾長期任教於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所主辦之「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

班」，在多年的觀察中發現，泰國華裔學生確實表現出上述的許多特點。多數人

完全不具備華語能力或只能聽說泰國華人社群中的「地方語言」。對中國或華人

文化了解粗淺或全無概念。他們與多數泰國泰族人一樣，對泰國國王表現出崇高

的敬意。泰語是他們的母語且生活極端泰化，對華文華語的學習也不在文化的層

次而是從商業的角度出發。凡此種種都可使我們認識到:泰國華人社群已經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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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脫離了中國文化的影響而以當地民族的身份而存在。不論是官方或是民間，

都不應該再將泰國華人社群視為理所當然的「中華民族」或甚至「中國人」的一

部分。華文華語對多數泰國華人來說，現在的地位與價值已經與其他外國語文無

異，只是一種讓經濟生活更好的手段。時值臺灣執政權力轉換之際，新政府將力

推所謂「南向政策」，試圖向過去所長期忽視的東南亞地區推動政治、文化及經 

濟等相關政策。凸顯臺灣與中國之諸多差異，讓臺灣能在國際上有更多發展空間

與機會，華語文教育必定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手段與途徑。而要使臺灣的華語文教

育能走向東南亞，透過這些華語文教師達成推廣臺灣文化的目標，筆者根據自身

的經驗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官方及民間單位應該改變過去一貫對所謂「海外華人」的態度 

      海外華人社群移居他國並落地生根已久，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社群，

在長達數百年的移居歷史下，早已發展出具有當地華人社群特色的「在地文化」。 

臺灣政府及民間相關單位必須體認並接受此一事實，切勿再以過去的思考模式來

看待這些海外華人及制定相關政策。以如此之「大國心態」來對待現代的海外華

人，不但顯得不尊重他們的「在地文化」背景，也容易讓這些現代海外華人產生

受歧視之感。應該要將他們視為有「有華人背景」的移居國人，如此才能使他們

感受到尊重並取得信任。 

二.政府應該改變過去重歐、美、日而輕東南亞的研究教育政策 

      「政治領導一切」，始終是臺灣所有官方單位所奉行不悖的方針，但通常

政治也都對一切「無能為力」。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臺灣政府及官方單位過份

注重對於歐、美、日等國的關注與研究，事實上證明了此政策並未使臺灣獲得實

質上的利益。而臺灣政府過去長期忽視的東南亞地區，反而對現在處於外交及經

濟困境中的臺灣顯得異常重要。但過去長期的忽視，造成對東南亞地區各項事務 

人才的缺乏，才會造成今日「書到用時方恨少」的窘境。因此，政府應該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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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不只是在一般民間單位中提倡東南亞的族語教育，更應該從高等教育入手，

在大學中設立東南亞各國的相關語文學系，培養對東南亞歷史、政治、文化、經

濟甚至文學的人才。如此，才是從根本解決臺灣缺乏東南亞事務人才的做法。 

三.華語文教學體系應該改變長期以英美語系思維主導的狀況 

    臺灣現行華語文教育體系仍然停留在數十年前初創時期的思維模式，教學的

訓練與操作多以英美語系的學習者為模擬對象，相對忽視對東南亞地區華語文學

習者差異性的關注，使得許多來自東南亞的學習者覺得學習華語異常困難，特別

是對某些具有華裔背景的學習者而言，學習華語好似必須以西方母語者的學習模

式去學習語言。此種強加硬套「用腳塞鞋子」的方式，大大地降低了此類學習者

的學習效果與意願。政府與教學相關單位應該用「師夷長技以治夷」的模式進行

思考，在針對東南亞各國學習者的華語文教學課程中，聘請當地的「國語」師資

對本地教師進行針對當地國學習者的語文教學訓練，同時了解東南亞各國不同學

習者的學習邏輯與文化。如此，當能大大提升對東南亞各國華語文學習者的學習

效果。 

    最後一點，政府應該在大學中廣泛開設針對東南亞各國各項相關領域的通識

課程 

    臺灣一般民眾對東南亞各國的誤解與無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接觸太少與政

府對西方各國的官方宣傳太多，導致一般人對東南亞各國的印象，仍停留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後的層次。大學是國家基礎人才的培育搖籃，大學所提供的

課程與訓練，也會主導這些基礎人才的思維模式。教育單位沒有提供適當的管道，

學生就無法獲得相對足夠的知識與資訊，而這將導致對某個領域事物的誤解與無

知。臺灣一般大學生對東南亞國家事物的認知即是如此。因此，政府應該在大學

中廣泛開設與東南亞國家相關的基礎課程，一方面作為對東南亞國認識的基礎課 

程，另一方面也可作為有志進行進一步研究學生的入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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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本論文的結論與筆者本人根據自身經驗對此一議題所提出的相關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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