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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人權宣言闡明，權利不是政府賦予，而是所有的人與生俱來

的。無論我們生活在哪個國家，無論我們的領導人是誰，也無論我們

的種族，膚色或國籍都無關緊要。因為我們是人，因此我們享有權利，

因為我們享有權利，政府就必須保護我們的權利。 但在封閉的緬甸

國家裡，人權對人民來說是何等的遙不可及。 

緬甸從 1962 年，尼溫接掌政權開始，人民漸漸失去該擁有的權

利，緬甸人民處處遭受迫害，尤以翁山蘇姬以及所屬的全國民主聯盟

黨員和少數民族、婦女及童兵招募問題層出不窮，直至登盛政府上台，

政治犯的釋放、少數民族武裝衝突的停火協議和政府釋放翁山蘇姬等

等於人權上的改變，國際社會也感受到緬甸政府從封閉走向開放政策

的努力。 

本研究是以尼溫政府至登盛政府，在這 60 年的時間裡，緬甸於

人權與政治上所做的政策改變，皆是本文探討之要點。 

 

關鍵字：人權、翁山蘇姬、政治犯、少數民族、婦女、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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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Besides,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ll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in this Declaration, 
without distinction of any kind. Furthermore, no distinction shall be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political, jurisdictional or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country or territory”. 

However in the closed country Burma, human rights are far out of 
reach. 
 

Ne Win took over the regime of Myanmar from 1962 to 1988.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people were gradually losing their rights. Persecution 
happened everywhere in Myanmar,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Aung San 
Suu Kyi, th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 party members, 
ethnic minorities, women and child soldiers. After the Thein Sein 
government took over, the situation began to change, political prisoners 
were released, the government signed cease-fire agreements with the 
ethnic minorities to reduce armed conflicts, and even Aung San Suu Kyi 
was releas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lso felt the efforts of the 
Myanmar government going on reform, opening up the whole count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politics and human rights in 
Myanmar. During the 60 years, ranging from the Ne Win government to 
Thein Sei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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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世界人權宣言闡明，權利不是政府賦予，而是所有人與生俱來的。無

論我們生活在哪個國家，我們的領導人是誰，也無論我們的種族，膚色或

國籍都無關緊要。因為我們是人，因此享有權利，因為我們享有權利，而

政府必須保護我們的權利。1但在封閉的緬甸國家裡，人權對人民來說是何

等的遙不可及。21 世紀的現今，許多國家漸漸的走向民主化。但在緬甸，

於 2010 年 11 月以前，人民沒有權利選舉自己的領袖，更沒有所謂人民該

擁有的自由權利，包括言論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唯有透過這些

權利的自由化，緬甸在政治體制上才能慢慢趨向於民主化制度。而民主的

深化、人權的保障並不是由上而下憑空而來的，也必須透過草根的力量持

續行動，人民的力量或許會讓軍政府的獨裁垮台，然若要使緬甸邁向一個

有尊嚴、有人權與正義的社會，是需要時間的累積與多方各領域持續的對

話。2因此筆者將以 1962 年至 2012 年的一些政治迫害為出發來探討緬甸的

人權與民主問題。 

     
 

                                                       
1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世界人權宣言） 
2 畢世鴻，「從日本對緬甸袈裟革命的反應看日緬關係」，東南亞研究網，http://sea.cass.cn/news/513505.htm，   

瀏覽日期：2011年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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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於二次大戰後，1948 年脫離英國而獨立。自 1962 年由尼溫(General 

Ne Win)軍事執政團執政之後，使緬甸國土面臨與世隔離的情況，尼溫政府

建立軍事獨裁，透過生活各層面的國家化，以及利用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掌控整個緬甸，推動緬甸同化政策，否決少數民族自主權，引發少數

民族與軍政府之間的對抗。而緬甸是一個種族多元的國家，共有 135 個民

族，主要族群有緬族(Bamar)、克倫族(Karen)、撣族(Shan)、克欽族(Kachin)、

欽族(Chin)、克耶族(Kayah)、孟族(Mon)和若開族(Rakhine)等，緬族約占總

人口的 65％。緬甸語為官方語言，而各少數民族均有自己的語言，其中緬、

克欽、克倫、撣和孟等族群都有屬於自己的文字。3但軍政府卻不重視少數

民族的地位，反而處處迫害，逼迫這些族群遠離家園，流離於泰國崎嶇邊

境，造成少數民族為生存與軍政府武裝對抗。自此，緬甸陷入 50 多年的內

戰。 

    1988 年翁山蘇姬(Aung San Sun Kyi)從英國返回緬甸，並於 1989 年成

立緬甸最大反對黨全國民主聯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同

年，因翁山蘇姬開始廣泛為緬甸人民演講，引起軍事執政團的注意，軍政

府以維護國內局勢的名義，將翁山蘇姬以煽動騷亂罪名對其軟禁，4此舉動

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而緬甸政府強調，這是內政問題，西方國家不便對

此事插手。1990 年國會大選，由翁山蘇姬所帶領的全國民主聯盟獲得大勝，

                                                       
3  「緬甸概況」，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2/content_437267.htm，瀏覽日期:2011 

年 9 月 13 日。 
4  林錫星，「試析翁山蘇姬對緬甸軍政權態度的轉變」，東南亞研究，第一期（2004 年），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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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國會席次 485 席中的 392 席(佔 80%)，促使軍政府顏面盡失，蘇貌將軍

(General Saw Maung)為保住其軍政權，宣布不承認選舉結果，拒絕交出權力，

繼續實施獨裁的軍事統治，5軍政府的此項動作，引起全國民主聯盟的撻伐。

1988 年發生的學運，軍政府濫殺無辜學生與遊行民眾，引發歐美國家開始

注意緬甸人權與民主問題。接著各國對緬甸展開經濟上與軍事上的制裁。 

     2007 年因石油補貼取消，造成民怨，人民走上街頭向政府抗議，要求

民生物資價格的合理化，而後開始轉為與軍政府進行對話以及釋放翁山蘇

姬等政治犯訴求。抗議者原先由 1988 年示威運動領袖帶領，但規模較小，

同時軍政府也逮捕許多學生領袖，並派便衣軍警毆打示威者等迫害人權的

行為。直至 9 月 5 日軍隊因向一群進行抗議活動的佛教僧侶們開槍，引起

僧侶們的憤怒(緬甸僧侶在其國家占有崇高的地位)。僧侶走上街頭抗議，要

求政府道歉，並訴求能擁有民主與人權-「釋放翁山蘇姬」、「建立一個可靠

的民主政府」以及實施民主政治，然這些要求卻無法得到軍政府有效回應，

緬甸政治仍處於封閉狀態，軍政府依然屹立不搖的以軍政權進行著統治。 

    面對緬甸的多種族政策，軍政府採取較被動的手段，雖制定憲法以保

護少數民族，但實地裡卻對少數民族進行同化政策及迫害。此外軍政府專

制已久，長期壓制民主反對派人士，各種族也都為之反感，因此即便是後

來有新憲法的規定，但缺少民主決策過程，造成緬甸內部各民族人權問題

                                                       
5  顧長永，東南亞政治學  (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5 年)，頁 159。 



第壹章 緒論 

4 
 

依然繼續存在著。6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 2010 的人權報告指出，2010 年為止仍有 2200 名政

治犯被莫須有的罪名監禁，其中包括 2007 年番紅花事件被監禁的政治犯，

人數將近是 2200 名的一半。7因此筆者將從尼溫軍事執政團時代直至登盛政

府，探討這 50 年緬甸政府對人權狀態的改變作為本論文研究的主要重點。 

 

二、研究目的 

在 1948~1962 年這段期間，緬甸有舉行民主的選舉模式，但 1962 年後

尼溫將軍以軍事政治接掌政權，整個政局產生重大改變，軍政府開始迫害

政治犯以及少數族群，人民自由民主意識漸漸封閉，以及被壓制，根據以

上的動機，本研究有以下目的： 

(一) 探討緬甸軍政府時期對於人權之迫害 

1988 年學運，造成學生上萬人的死傷，以及軟禁翁山蘇姬與政治犯，使

緬甸社會動盪不安。軍政府對於少數民族的迫害，使這些民族流離失守於

泰緬邊境；以及濫用童兵，據國際特赦組織人權報告指出，目前緬甸軍內

仍有上萬名童兵的存在；8和對少數民族婦女進行施暴，使她們生活於恐懼

之中。這些軍政府對緬甸人民之人權迫害，皆是筆者在本研究中所欲呈現

之重點。 

                                                       
6  顧長永，東南亞政治學  （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5 年），頁 74。 
7  “Myanmar (Burma) Human Rights”, Amnesty International, 

http:/www.amnestyusa.org/all‐countries/Myanmar‐burma/page.do?id=1011205, Visit Date: 2011/4/12. 
8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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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藉由 2007 年番紅花事件來探討緬甸人權問題 

2007 年番紅花事件的發生，對緬甸來說是一個轉捩點，人民開始勇

於對抗政府，向來在緬甸國家具有崇高地位的僧侶，也走上街頭。原本

是一場以民生問題為出發點的遊行活動，漸漸的轉為政治訴求，要求釋

放翁山蘇姬等人，追求人權及民主，這場示威遊行，帶給緬甸極大的震

撼力，也帶給國際社會無數的關注。以此案例，對於本研究緬甸人權運

動做更進一步之探討。 

 

(三) 2010 國會大選後，緬甸軍政府在人權議題上所做的改變與政策轉向 

2010 的國會大選是緬甸民主七步路線圖中繼新憲法通過後的第五

步-舉行大選組成議會，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大選結束後，軍政府退居幕

後，轉權予文人政府，以及立即釋放被軟禁多年的翁山蘇姬，與些許的

政治犯，這種種跡象亦是緬甸軍政府努力追求民主及人權的象徵，但有

些分析家認為，這只是軍政府的一個手段，丹瑞將軍退居幕後仍然可以

操控緬甸整個政治環境，對於緬甸民主與人權依然無改善之處一說，是

值得筆者研究探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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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可分為「質化研究」與「量化研究」。質化研究

透過資料的收集與資訊的處理來完成，可包括觀察法、參與觀察法、深度

個人訪談、文獻分析法等方法。9而量化研究，在於針對政治現象的重複發

生率，所進行的觀察與測量，根據統計理論告訴研究者，個案數目越多，

研究者就愈能確定他們所觀測的結果。10而本文筆者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質

化研究，透過以下兩種方法為本文進行探討： 

 

(一)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 

文獻分析法是指透過文獻的收集、整理，對過去、現在，以及對未來

預測所做的觀察。藉由論文、期刊、書籍及中英文雜誌報導、網路資源及

各個網路報告，進行文獻之分析，做為研究方法的理論基礎。在本文，筆

者主要由國內外論文、專書、中英文期刊、人權組織報告書以及 CNN 之報

導，進行內容分析與統整，及對某一定期間內的某研究結果進行有系統、

全面性的探討，作為本研究主要之研究方法。透過使用文獻分析法，對緬

甸政治資料進行最有效的整理與分析，筆者藉由眾多的文獻資料，很清晰

的瞭解軍政府的狀況以及番紅花事件對國際社會所造成的影響，而對本研

                                                       
9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等，陳義彥、陳景堯、林妤虹、吳宜旋、何景榮、任雲楠等譯，政治學方

法論與途徑  （台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7 年），頁 237。 
10  同註 6，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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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題更進一步之探討。 

 

(二) 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個案即研究的對象，也是我們蒐集資訊並分析的單位，個案可以是一

樁事件，亦可為一個決定。11個案研究的重點，在於瞭解理論是否與現實狀

況吻合，若吻合即理論受到支持。12於本研究，筆者將以 2007 年番紅花事

件及 2010 國會大選為個案研究重點，藉此事件來探討緬甸人權問題和改變，

與人民被軍政府壓制的各個集會自由表現，以及藉由外國學者所發表的期

刊論文探討在緬甸的人權問題。透過個案研究法，可以精確的了解緬甸政

府政治與人權實際情況。 

 

 

 

 

 
 
 
 
 
 
 
 
 

                                                       
11  David A. de Vaus，莊靜宜譯，社會研究法的設計(台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頁 240。 
12  同註 9，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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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筆者自繪 

緬甸軍政府時期 

軍政府執政因素

緬甸人權發展

國際因素 國內因素 

民主 

發展 

國際人 

權發展 

翁山 

蘇姬

民主 

運動

2007 年番紅花事件的發生，引起國際開始注

意緬甸人權迫害問題。 

2010 年 11 月緬甸舉行 20 年來的國會大選，

以及釋放翁山蘇姬，以回應國際的反對聲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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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本研究主要範圍於緬甸軍事執政團時代至登盛政府上任，透過長達半世紀

的時間，探討這段時期緬甸政府對於緬甸居民的人權狀態，及藉由 2010 年

國會大選和 2012 年 4 月國會補選，探討緬甸人權於這 50 年的改革與改善。 

 

2.國內有關緬甸政治的書籍有限，且無較深入的分析，筆者必須藉由收集國

外論文期刊以及國際上的人權組織報告進行更進一步之研究。 

 

3.緬甸政治的消息，主要是以官方消息為主，因此有關翁山蘇姬、人權迫害，

以及少數民族政治表達等問題，有些程度的會失去真實性，緬甸政府封鎖

對他們不利的正確消息，這也是本研究過程中較難以克服的問題。以及筆

者無法親自至緬甸當地做深入的訪談，有些資料無法獲得精確消息，只能

藉由各學者的論文收集以及盡可能的將文獻資料呈現事實及原貌，再加以

分析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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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檢討與評估 

    國內目前研究緬甸國家碩士論文，大多由探討軍政府時期的成因及探

討其民主化發展之角度切入。但本研究是以文獻探討來分析緬甸在軍政府

時期的人權問題為主，並以世界人權發展為輔，兩者相輔相成互相探討而

成。於此，不僅對於緬甸軍政府時期有新的檢視，對於筆者在緬甸人權問

題上有更深入的瞭解，進而讓讀者更可清楚知道在這段時期緬甸人權的迫

害與發展。 

 

第五節 資料與文獻回顧 

一、專書 

(一) 顧長永，東南亞政治學，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5 年。 

    此書在於探討東南亞的政治建造過程。以東南亞國家的殖民經驗、獨

立建國、政治文化、人民、政府、政黨、國會、及國際組織等，從比較政

治學的觀點，就每個主題，進行東南亞各個國家相互比較的研究。於人民

這章節發現緬甸少數民族問題反抗運動不足與統治的緬族相抗衡。而緬族

最大的問題在於自身的統治問題，由於軍政府當政多年，破壞原有的憲政

體制，這是緬甸政府所要面臨的最大問題。緬甸境內少數民族多達 135 個

族群，他們大都有固定的居住區域以及特定的語言與文化，因此欲獨立的

意識較強，尤其以克倫族與克欽族最為強烈，他們擁有自己的反抗游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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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自治及獨立，因此在緬甸的少數民族問題，應是東南亞國家最為嚴重

的。 

    在政治文化這章節，顧長永教授認為緬甸是東南亞最為專制的國家，

但在政治民主發展意識上，卻相當盛行，只是人民的自由意識受到政府強

硬的監控，而未發生政體的改變，在面臨國內外壓力之下，顧教授認為緬

甸軍事執政團最後仍是會受到政治民主發展的考驗；於政府章節述說，緬

甸自 1948 年獨立建國後，只有在 1948~1962 年間，實施民主內閣制外，從

1962 年後至 2011 年 3 月前為止都屬於軍政府執政時期。 

    總結本書內容，顧教授者主要探討整個東亞政治，因此對於緬甸這東

南亞國家，就只能概略的介紹其政府與政治，未能對其軍政府發展做詳細

之分析；同時，於本書中，少提到緬甸的人權問題，因此筆者須再透過其

他文獻資料加以分析及探討。 

 

(二)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

年。 

    陳鴻瑜教授在本書中以東南亞國家對政治現代化和制度加以分析，筆

者將根據本書中第二十五章-緬甸軍人政府與政治進行文獻回顧。緬甸是一

個民族很多元的國家，因此緬甸獨立運動的領袖翁山將軍(General Aung San)

在 1947 年就表示，認為緬甸建立單一制國家並不可行，應要建立聯邦制度，

以保障少數民族的權利。1948 年的聯邦憲法只承認四個民族成立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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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倫、克倫尼、卡欽、撣等四個邦。其他民族在憲法中並無規定給予領土，

因此許多族群認為憲法沒有給予相等平等權，導致族群間的緊張和武裝衝

突爆發。1976 年，少數民族組成聯合的「全國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NDF)，目的在於尋求解決族群政治問題和建立聯邦制度，以求各邦的

平等權。 

    於本書中，陳鴻瑜教授描述了緬甸軍政府的建立的過程，從 1948 年獨

立，1962 尼溫政變，軍政府時代論起，這中間歷經 1988 年學運、1989 年

翁山蘇姬被軟禁、1990 國會大選軍政府拒絕交出政權、以及政府大規模的

監禁政治犯、宗教迫害、遷移少數民族等危害人權的作法，引起歐美國家

的不滿，首先以美國最先為對其進行經濟上的制裁。於本章節最後提到緬

甸人權問題，以少數民族的學習、婦女安全、大量的兒童兵等問題做為結

尾。陳教授對於本書所道出軍政府的建立以及人權問題，值得筆者再做進

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三) 黃梅峰譯，翁山蘇姬著，翁山蘇姬：來自緬甸的聲音，台北：時報文

化，1996 年。 

    此書，作者翁山蘇姬從他的父親翁山將軍敘說起，接著論述緬甸人民

追求民主運動，在極權主義社會之下，政府的政策與人民真正需要的甚少

有所連結，緬甸人民多年來過著道德衰落以及生活於民生凋敝之中，但緬

甸人民仍憧憬著一個繁榮且安定的社會。1988 年的民主運動，緬甸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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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自己的職權選出領袖，為頹敗的社會尋求一個好的開始。 

    1962 年緬甸軍人政體獲得統治權，1988 年的民主運動乃是緬甸人民對

於軍政府日益增加鎮壓的反動，同年，翁山蘇姬發表一封公開信，強調紀

律的重要性，以其雙方不要動武，亦呼籲軍政府能夠釋放政治犯。數日後，

翁山蘇姬於仰光向數百萬民眾發表演說，提出一個以人權、民主和非暴力

的政綱。而軍政府卻以更嚴格的管制作為回應，成立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

委員會(SLORC)，並實施戒嚴法以禁止所有的集會活動，並擅自對人民不須

經審判即可加以定罪。本書透過翁山蘇姬的書信以及談話內容，論述緬甸

居民所遭受的無人權及無民主的社會環境，她希望藉由這些書信及談話，

對人民及軍政府灌輸民主的重要性，以及盼望能獲得國際上的支援，幫助

緬甸走上民主自由現代化國家之路。筆者藉由本書，瞭解到翁山蘇姬的生

活背景及從政歷史，與她對於緬甸之重大影響，都有助於筆者在對於緬甸

人權及民主這個主題，做深入的探討。 

 

(四)張錫鎮著，李炳南主編，《東南亞政府與政治》，1999 年，台北：揚智

文化。 

    本書張錫鎮教授從東南亞國家概覽，地理環境、人文結構以及獨立後

的政治發展加以述說，再分章節以政治權力結構、國家意識形態和政治文

化、民主與人權，及東南亞國家與國際之間的關係分則敘述。本書是以東

南亞各國家為基準，因此張錫鎮教授對於緬甸國家之內政治發展，只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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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意賅之描述，筆者只能從中瞭解到緬甸的些許概況，故需再從其他論文

或期刊加以研究及探討緬甸之民主化與人權。 

 

二、期刊論文 

(一) 金榮勇，﹤國際社會對於緬甸朝野對峙的困境與前景﹥，《問題與研究》，

第 42 卷，第 3 期，2003 年，頁 103–117。 

    本期刊論文主要提及緬甸地處特殊的位置與地緣，以及長期鎖國政策，

使得西方社會所採行的國際正義行動與經濟封鎖策略無法達到改善緬甸政

經狀況的目標，唯有結合東協與中國大陸間的合作，共同向緬甸軍政府施

壓，才能促使緬甸軍政府漸往正向發展。藉由軟禁翁山蘇姬事件，產生國

際連鎖反應，不論是輿論上的譴責、經貿上的制裁或者是武器禁售，都在

在顯示國際社會對於緬甸人權的注意。 

    文中，金榮勇教授主要從中國大陸的角度去觀察緬甸對於接受國際社

會抨擊時，緬甸所採取的策略。本文提及因中國大陸的經濟援助以及 1997

年東協同意緬甸加入，使得緬甸並不會因國際的壓迫作出重大的讓步。同

時中國大陸與東協為自身經濟著想，也未必會對於緬甸政府施壓，因此有

關緬甸朝野對峙情形，金榮勇教授認為只會不斷持續下去。 

    本篇期刊論文，金教授由國際社會對緬甸之制裁與東協跟中國大陸對

其援助為出發點，探討這些行為對緬甸政治社會影響。本論文裡，筆者透

過金教授分析，可清楚明瞭的剖析為何緬甸軍政府不因歐美國家之制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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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台，反而可以屹立不搖的繼續掌有政權，對筆者於研究軍政府成因有重

大之幫助，唯此篇論文主要探討國際社會制裁，因此在於人權民主問題之

上，金教授未為做研究，因此筆者須再藉由各方學者及國際報告做更詳細

分析與探討。 

 

(二)林錫星，﹤試析翁山蘇姬對緬甸軍政權態度的轉變﹥，《東南亞研究》，

第 1 期，2004 年，頁 11–16。 

    林錫星教授談及翁山蘇姬的崛起以及創建全國民主聯盟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的經過，在全國民主聯盟蓬勃發展過程中，1989 年緬

甸軍政府以煽動騷亂的罪名首次將翁山蘇姬實施軟禁，至 2010 年 11 月翁

山蘇姬被釋放前，她總共被軟禁 3 次。1990 年國會選舉，全國民主聯盟獲

勝，但軍政府拒絕交權，雙方開始展開對話，對話失敗，也因一場暴力衝

突，翁山蘇姬第三次被軟禁，國際社會開始對緬甸展開制裁的行為。 

    2003 年新任的緬甸總理欽紐(Khin Nyunt)就緬甸國家的未來發展政策

走向發表講話，也就是所謂的 ﹤民主七步路線圖﹥： 

「第一步，重新啟動 1996 年臨時中斷的國民大會；第二步，順利召開國民

大會，目的建立一個真實的、有充分秩序的民主制度；第三步，按照國民

大會制定的基本原則和詳細原則起草新憲法草案；第四步，舉辦全民公投；

第五步，照新憲法舉行公平公正的大選；第六步，照新憲法召開由議會代

表參加的議會；第七步，由選舉產生的國家領導人及組成內閣，領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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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現代化民主的國家」。藉由此七步路線圖，緬甸將慢慢走向民主的軌道

上。 

    本文中，林教授從翁山蘇姬的崛起到被軟禁及國際社會對於緬甸軍政

府的抨擊聲音與經濟制裁面切入，道盡翁山蘇姬在被軟禁後，歐美國家的

反對聲浪，唯獨林錫星教授對於軍政府的發展史在本論文中較少談及，但

這也是筆者研究範圍之一，因此需再由其他論文期刊及報告做進一步探

究。 

 

(三)李晨陽，﹤試析緬甸軍人政權的發展趨勢﹥，《東南亞研究》，第 6 期，

2007 年，頁 40–52。 

    本期刊論文中，李晨陽教授從緬甸軍人脫離政治動機和條件論起，依

據軍人政權的著名學者 S.E Finer 理論，逐一分析緬甸軍人退出政治舞台的

條件即可能性。 

 
傾向 社會條件 

動機 1. 信仰文官至上 

2. 凝聚力受到威脅 

3. 缺乏自信 

1. 內部挑戰 

2. 外在因素 

必要條件 1. 脫離政治的內部一致意見 

2. 共同利益的足夠保護 

有可以交權的文人組織 

再者李教授藉由董經勝博士的「通過交易的移轉模式」理論，探討緬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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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脫離政治的方式與途徑。本文結論中表示，緬甸軍人脫離政治的目的僅

僅是要調整軍隊與社會乃至與國家間互動關係，並通過轉型來使軍政權合

法化，而並不是指軍人真正退出政治舞台。 

    透過本期刊論文，筆者可以很清晰的瞭解到緬甸軍政權的發展趨勢，

但在於筆者所欲研究的民主化以及人權面上，李晨陽教授僅透過些許的觀

察與分析，陳現於本期刊論文中，因此筆者必須再藉由其他有關人權及民

主之文獻資料，進行加以分析。 

 

(四)賀聖達，﹤緬甸:走向 2010 年大選﹥，《學術探索》，第 6 期，2009 年，

頁 46–51。 

    本文透過 2010 年 11 月的國會大選，分析影響此大選的各種國內外因

素，認為支持和不反對的因素占主導地位。賀聖達教授指出有五個方面的

因素將是利於 2010 的大選舉行：第一，軍政府的統治力量，仍繼續得到鞏

固和加強；第二，軍人維護其統治的經濟基礎仍然是穩固的；第三，對軍

人主導的政治民主化路線圖支持者與不反對的民眾占大多數；第四，緬甸

民族矛盾不至於影響到大選的如期舉行；第五，緬甸周邊國家以及東盟、

中國、印度等國對 2010 緬甸大選不會持反對的態度。這五個因素造就緬甸

2010 國會大選能順利進行的重要外部要素。再來，作者也藉由影響 2010 大

選的反對、抵制、批評力量和因素加以一一分析。 

     透過本論文，賀教授很精闢的分析 2010 緬甸國會大選的支持與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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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讓筆者可以很清晰的瞭解到緬甸 2010 年國會大選反對與支持因素對

於國內政治環境之影響。。 

 

三、碩士論文 

(一)陳嚮富(2008)，《緬甸軍政府對政治轉型之影響》，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

濟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56–120。 

    本碩士論文裡，研究的議題包括反政府的示威運動、反對黨與少數民

族的影響力、軍政府面對國內外的壓力與國際情勢，在政治方面，探討如

何與翁山蘇姬及少數民族達成妥協和解，為緬甸的經濟發展及現代民主化

製造有利的環境，這是軍政府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透過這篇論文，筆者可

以瞭解到整個軍政府時期發展狀況、翁山蘇姬的影響力，與國際社會帶給

緬甸的壓力以及緬甸民主化可行的模式，但在於少數民族問題及其他人權

上於本碩士論文裡陳嚮富碩士無作更深入之分析，因此筆者對於緬甸人權

問題須再藉由國內外學者文獻資料深入探討。 

 

(二)李耀群(2008)，《緬甸民主化與袈裟革命之探討》，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

治研究所碩士論文。 

    本篇論文從2007 年 8 月所爆發的 「 袈裟革命」 所引起的國際重視，

是否能夠將緬甸帶入民主轉型，本文中論述民主化在波蘭花十年，在匈牙

利花十個月，在東德花十個星期，在羅馬尼亞只花十個小時。所以李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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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藉由此篇碩士論文告訴讀者，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將緬甸帶入民主的

現代社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南亞國家經由不同的路徑，建立獨立自主的

國家；且幾乎都聲稱能夠接受民主的模式、並採取相近的制度。2007 年 8

月「番紅花事件」發生之後，國際社會對緬甸軍政府的譴責與要求加速推

動民主化進程的聲浪，如「排山倒海」的到來，使得緬甸軍政府幾乎難以

抵擋住。因此，當前緬甸軍政府唯有選擇朝向民主化的進程前進。 

    緬甸的民主化是必然的趨勢，軍政府該如何朝著民主政體發展，是要透

過西方式的民主模式，還是屬於中共的民主模式，抑或是印尼的民主模式，

還是藉由緬甸軍政府的「民主路線圖」來達成緬甸民主化的進程，這都將

於本篇論文中進行討論。於本論文裡是以緬甸軍政府、國內反對勢力（少

數民族、民盟、佛教僧侶等）、以及國際環境等方面的相互關係來探討緬甸

民主化的進程與前景。 

 

四、英文期刊 

(一)John Arendshorst, "The Dilemma of Non-Interference:  Myanmar, Human 

Rights, and the ASEAN Charter,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8, No.2,  (2009), p102-121. 

    在本文裡論述 2008 年 7 月 21 日，緬甸正式批准東南亞經濟合作憲章，

卻因為緬甸糟透的人權紀錄以及持續的監禁翁山蘇姬，引起其他會員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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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這個憲章列舉東盟的目標及原則與建立一個正規的權利和對會員國

的期待。在憲章特定的條款中，包括建立東盟的人權機構，直接對抗緬甸

軍政府持續的人權破壞行動。2009 年 7 月東盟政府間人權委員會成立，10

月東盟首腦會議時正式啟動。本文從緬甸的背景開始論述起，接續論述人

權在緬甸及東盟的影響，以及國際人權法和緬甸的關係，緊接著進入東盟

憲章、東盟政府間人權委員會及人權；最後述說東盟對於緬甸的回應與東

盟該如何做。 

   本文很清楚明瞭的在說明東盟對於緬甸軍政府所造成的影響力，會員國

希望藉由東盟的力量，能夠制裁緬甸政府破害人權的問題。John Arendshorst 

最後認為東盟以外的人權機制之制裁是最有效的辦法，因為這可以向世界

證明東盟是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區域性組織，並允許其未來的靈活性。 

 

( 二 ) Sriprapha Petcharamesree, "The Human Rights Body: A Test for 

Democracy Building in ASE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IDEA), (2009) , P1-16. 

    作者 Sriprapha Petcharamesree 藉由本論文述說東盟建立人權機制的重

要性，評估東盟採取任何積極做法，強調以人為本，發展一個在各個會員

國內具有公信力的人權機構，以及探索歐洲在東盟建立人權機構過程中所

做出的貢獻。本文是以東盟為主角，詳細敘述東盟的人權發展機構及民主

發展，為各會員國努力方向。透過本論文，筆者可以藉由這些文獻資料包

括東盟的人權機制，進一步對於緬甸之人權議題，做有效之分析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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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人權之概念 

人權是指吾人身為人，所應該享有的基本權利。然這些基本的權

利，不應該因為人類社會有歷史發展、文化、種族、信仰、國家的差

別，而有所不同。1在一些國家中，人權是保障個人免於政府專權以

危害人民福祉、剝奪自由與自主性，和侵犯個人私利的權利。2對於

人權存在性與有效性和其內容範圍，一直以來皆是政治學家爭論的核

心，在於許多國家亦有國內法來保障該國人權。然而國際與國內對於

人權的定義不一，在不同國家也有不同的規範，其保障程度也不太相

同。3然人權也不只是抽象的價值，是一種權利，於社會中來實踐自

由平等與安全的價值。 

然人權價值的國際化、建制化與規約化，是二次大戰後影響人類

社會的重要發展。特別是德國納粹與日本軍閥的暴行，使得人權國際

化的觀念在戰後迅速獲得多數國家的認同，人權從原先的抽象概念，

逐步提升為具體的法律請求權利。4 

由聯合國主導將人權規範納入國際法的範疇，藉由相關法規的通

過與生效，成為各國採行與制定人權政策與規範的重要參考與依據。

                                                       
1  吳志中，「國際人權的過去發展與未來」，新世紀智庫論壇，第 52 期（2010 年），頁 32。 
2  張子揚著，非政府組織與人權:挑戰與回應（台中：必中出版社，2006 年），頁 12。 
3  同前註，頁 13。 
4  Paul G. Lauren 著，徐子婷、司馬學文、楊雅婷譯，國際人權的進展（台北市  :  國立編譯館，

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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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國際人權規約（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規約監督

機構（Treaty Supervising Body）、聯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

組織（NGOs）所構成的國際人權建制（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再由各國家透過公約簽署與批准，將相關規範予以國內化

（Domesticalization），進而為人權提供實質的的保障與實踐。6 

 

第一節 世界人權 

人權理念的彰顯與落實是人類文明的發展大趨勢，尊重人權已是

現代國際法及國際政治的主流發展。7當代世界人權運動是一種承先

啟後的運動，承繼著人類於發展上爭取人性尊嚴、自由、平等奮鬥的

傳統。8 

在聯合國推動下所制定的國際人權法（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包括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 年)、公民權利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1966 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利國際公

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年)，促使人權國際化，對每一個人應享有的基本人權有很廣泛周詳
                                                       
5  國際人權發展，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344，瀏覽日

期：2012 年 12 月 20 日： 
6  Thomas Buergenthal 等著，楊雅婷、陳文暉譯，國際人權概觀（台北市 : 國立編譯館與韋伯文

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7 年）。 
7  陳隆志，「由國際人權法談人權立國」，新世紀智庫論壇，第 34 期（2006 年），頁 27。 
8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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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亦對聯合國憲章的人權條款，加以闡明以及具體化。9 

世界人權宣言在 1948 年由聯合國大會一致通過時，被認為是一

種政治性、道德性的「宣言」，宣示「所有人民與所有國家努力實現

的共同標準」，並沒有法律上的拘束力。10經過近六十年的演進，已廣

泛接受為國際習慣法，具有強度的法律拘束力，普遍認為是各國政府

衡量保護人權進展的標準。在聯合國的人權體系下，宣言的權威僅次

於聯合國憲章。11 

 

在人權定義的擴張及制定國際人權標準方面，除了構成國際人權

法典的三大文獻之外，最常被強調的人權公約有四大公約：消除一切

形式人種歧視國際公約，消除一切形式歧視婦女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兒童權利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不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和其他不同條約、宣言、決議，

就不同的保護對象或不同保護事項加以規定。12 

  事實上，國際人權發展對主權國家的法律體系與外交實踐皆

產生實質影響，人權事務不再僅屬於國內司法管轄範圍，亦成為國際

                                                       
9    同註 7，頁 28。 
10  同前註。 
11  同註 7，頁 29。 
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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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所牽涉的議題。然主權國家更成為人權規範國內化與人權保障落

實的關鍵。13 

 

第二節 人權與民主 

    人權與民主是一個不可分割也是淵源久遠的概念，對於其內涵與

範圍，至今仍有不同的見解與質疑。自由主義(Liberalists)派學者認為，

應侷限於傳統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和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內，但其他學派的學者則認為，應將人權範圍擴展至社會

與經濟權利（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14而在於大多數國家所接

受之聯合國「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來說，皆已都包含上述所言之「公民權、政治權、與社會和

經濟權」。15 

    然對於人權與民主之間，有一種不可分割的建設性互動關係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且彼此有一種共同的基礎關係，皆是從

人性尊嚴角度出發；換句話說，在於「人的尊嚴」之上，民主是以體

現人權為目的，政府若侵犯人權就同時否定人性的尊嚴，也否定民主

                                                       
13  同註 1。 

14 彭堅汶，「人權侵犯與第三世界的政治變遷」，崑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報，第二期（2010

年 6 月）。 
15 Zahra F, 1991,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London: Lynne 

Reiner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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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16 

  民主發展不僅關係到物質條件的進步，也牽涉到和人類的自由、認

同與安全等非物質層面；後者可總括為人權，至於民主與人權之間，

在直接面向上來說，是相互具有影響的，或許民主不一定會促進經濟

發展，但至少民主會能提供基本的公民及政治權利。17根據美國國務

院人權報告書中，顯現出民主與違反人權之間的關係，民主體系的國

家尊重人權的程度，遠高於威權體制國家。雖然民主與人權並無直接

的影響，但有間接的因素存在著。18 

而許多民主國家在促進與民主有關的基本政治自由時，同時亦違

反其他人權。這些違反人權的狀況皆遭受到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AI)的監督，所以若將民主權利以較大廣義來界定話，即

使具有高民主的國家也是可能無法提供世界人權宣言上所保障的權

利。19但是，民主與人權乃是一體兩面的，它和很多民主轉型不完全

具有相關，許多受限制的民主政體，對於公民與政治權利的尊重亦是

不足。 

  總言而之，民主國家一般來說比威權性國家更尊重人權，但在民

主轉型過程中，可能導致權威的瓦解，而造成比原來穩定威權體制違

                                                       
16  彭堅汶，民主社會的人權理念與經驗（台北：五南圖書出版，2006 年），頁 64。 
17  Georg Sorensen 著，李酉潭、陳志瑋譯，民主與民主化（台北：韋伯文化事業，1998 年），頁

122。 

18 陳俊宏，「人權與民主 (I)：共生或互斥？」，東吳政治學報，第十一期(2000)，頁 108。 
19  同註 17，頁 123 



第貳章 人權之概念 

26 
 

反人權狀況。故民主它雖是一種自由機會之窗的開啟，亦是一種各團

體為發展和人權奮鬥的政治架構。使其國家公民比以前具有更佳可表

達其需求的機會，但民主提供的是機會，並不是提供成功的保證。20至

於緬甸人權的發展，是有待於緬甸政府與人民一起努力達成此一期

望。 

    值得大家關注的，是在人權理念上，民主國家與極權專制國家有

不同之詮釋。如在極權專制之國家領導者仍認為人權是從屬於國家主

權之內，其內容應由政府來決定和執行，因此若其他國家用批評口吻

談涉到該國之人權，其外交部發言人會用其憤怒之言來說明，這是「國

家內政，勿干涉」。21 

    而為促使世界民主與人權的發展，於二十世紀全球成立若干的組

織，目的在於增強人權的實質運作功效。例如：阿拉伯國家聯盟

(League of Arab States)、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委員會(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 歐 洲 人 權 委 員 會 (Europe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 美 洲 國 家 間 人 權 委 員 會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等等。而在全球對民主

和人權重大關注而言，全世界亦有許多非政府組織的機構，皆對各國

人權進行評鑑與觀察，以促進世界民主的發展與人權概念的進步。例

                                                       
20  同註 17，頁 125。 
21  同註 16，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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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AI)，奉行並推廣《世界人權

宣言》及其他國際法的人權法則，主要的工作是在預防及終止肆意侵

犯身體以至精神方面的健全、表達良心的自由和免受歧視的自由；人

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HRW)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的人權標準，

撰寫違反國際人權狀況的研究報告。藉由通過國際社會對暴行的關注，

進而促使政府和國際組織的改革。研究者針對可疑的社會現況進行調

查，並在本地和國際媒體上刊登報導。在其研究報告中，凸現的問題

包括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刑訊逼供、童兵，政治腐敗，以及司法公

正問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FH)，目的就是在於評估及致力於

世界各國人權與民主的改善狀況；美國國務院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專門負責蒐集世界各國的人權狀況，並向美國

國會提出年度報告與政策建議，其目的在於擴大美國與世界各國民主

與人權對話的機會；22聯合國人權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UNCHR)，對於人權實踐的表現有三方面：一是提出人權標準，

協助各國釐清人權概念，二是研究特殊地方人權，並提供必要之建議，

三是為人權被剝奪者提供最直接的援助與協助；23無國界記者組織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負責每天將各國箝制新聞自由狀況向世

界公布，包括因執行新聞工作而遭對方國家監禁或殺害的記者，而一

                                                       
22  同註 12，頁 14。 
23  葉保強，人權的理念與實踐（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7 年），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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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的新聞自由程度高低，與其民主人權程度有相對的關係。24 

 藉由上述幾個非政府組織的人權機構，對各國人權狀況進行評析

與觀察，以助於在人權發展上尚未成熟的國家中，給予建議與評斷。

不論是緬甸或者是非洲國家，人權組織皆希望這些國家能走向人權之

路，減少對人類的戮殺與摧殘。 

 

然筆者於本論文中，探討緬甸人權問題，主要從緬甸迫害為嚴重

的人權問題：兒童、婦女、良心犯及少數民族進行深而淺出之研析。

探究緬甸政府於 1962~2012 年這 50 年來於人權上的迫害與改變。 

 

第三節 人權分類 

一、兒童人權(Child rights) 

    在於本節主要針對兒童兵(Child Soliders)加以探討兒童人權。根

據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規

定，所謂的兒童人權是係指 18 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

律規定成年年齡低於 18 歲。25根據聯合國兒童公約所示：「兒童因身

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後均需要特殊的保護和照料，包括受

                                                       
24  李韋廷，審議式民主與大眾傳播媒體新角色初探（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9 年），頁 43。 
25  「聯合國兒童議題」，聯合國，http://www.un.org/chinese/children/issue/crc.shtml，瀏覽日期：

2012 年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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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上的適當保護。」26兒童人權是普世價值，但在許多國家裡，對

於兒童人權目標在落實上有相對的落差。因此在聯合國積極地促使下，

各國對於有關兒童人權的宣言與公約簽署和批准狀況，正往正面與積

極的方向發展。27但相對於過去，兒童權利皆有顯著的進步和成就，

但各個國家的發展程度不一，因此即使把兒童權利法納入國家立法，

但其運作的功效仍是有些瓶頸與困難。 

    兒童兵是指國際公認的定義為 18 歲以下的兒童，不論是男孩還

是女孩，受武力或以任何身份為脅迫受招募為武裝團體或軍隊中的一

員，作為戰士，廚師，搬運工，信差，間諜等，甚至直接參與殺戮行

動的兒童。28在「兒童參與武裝衝突議定書」中（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OPAC）闡明，參與國家軍隊徵兵的最低年齡為 18

歲，而各國亦可接受 16 歲的志願者，但必須具有一個約束力的批准

書或同意書，並概述一定的保障，同時議定書中也禁止非國家武裝團

體招募十八歲以下的兒童。29 

然而，在某些國家，如中東與非洲國家和筆者欲探討之緬甸，因

面臨著國家內部戰亂不斷，軍事衝突不停歇，不僅殘害上百萬兒童寶

                                                       
26  同前註。 
27  同註 12，頁 90。 
28  “Who Are Child Soldiers?”, Child‐Soldiers International,   

http://www.child‐soldiers.org/about_the_issues.php, Visit Date:2012/11/20. 
29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ttp://www.child‐soldiers.org/international_standards.php, Child‐Soldiers 

International, Visit Date: 201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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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性命，甚至造成因國家兵力不足，召徵未滿 18 歲兒童從軍，其招

募有多種不同方式，強迫、綁架或是出於自願者。在武裝衝突中，兒

童兵大多承擔軍隊的服務性工作，但近幾年來，這些兒童兵慢慢走上

殺戮場，被特訓對於生死無所畏懼，戰場上血腥的畫面習以為常。根

據聯合國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全球武裝衝突中被招募和使用的童兵高

達 25 萬人，其主要分布的地區包括非洲、中東、亞洲和拉丁美洲國

家。30 

據聯合國研究報告，自 2011 年 1 月以來，共有 18 個國家在殺戮

行動中使用未滿 18 歲的兒童兵，兒童兵被部署為正式的國家軍隊，

如於阿富汗，象牙海岸，剛果民主共和國，剛果/剛果民主共和國，

伊拉克，利比亞，緬甸，菲律賓，索馬裡，蘇丹，南部蘇丹，泰國和

葉門等國家。31 

1996年格拉薩-馬謝爾(Graca Machel)關於武裝衝突對兒童的影

響研究作為當代衝突一個令人震驚的特點並構成嚴重侵犯的行為。32

從那時起，藉由國家和國際兒童保護的宣言與宣傳和有針對性的努力，

許多兒童業已脫離武裝部隊和團體。2010年有11,393名兒童(8,624名

                                                       
30  兒童與武裝衝突，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zzyaq/2008‐02/13/content_9675332.htm，瀏覽日

期：2012 年 3 月 10 日。 
31  “State armed forces”, Child‐Soldiers International,   

http://www.child‐soldiers.org/theme_reader.php, Visit Date:2012/11/20. 
32  全球逾 10 億兒童仍生活在受到武裝衝突影響的地區，聯合國新聞中心(2009)，

http://www.blia.org/chinese/UNNGO/news2009/20090616a.htm，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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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和2,769名女童)受益於聯合國各機構、基金和方案支助與援助重

返社會。33 

緬甸從1988年軍政府執政開始，緬甸軍隊和政府支援的軍事力量

持續有系統，直接或透過仲介機構徵召、利用並監禁童兵，少數民族

武裝部隊也繼續徵用童兵。儘管緬甸政府2007年9月口頭承諾在不久

的將來要配合國際標準，禁止使用童兵。但其反徵用童兵行動計畫卻

仍未能配合國際標準，緬甸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步驟正式解除武裝，

如遣散童兵及完善保障童兵被釋放回家的項目。34 

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持續收到

官方關於招募童兵的報告，也繼續指出其他有關問題。從2007年2月

至2009年底，國際勞工組織共收到131項關於緬甸招募未成年士兵的

投訴。只有59名童兵被解除軍務。政府繼續聲稱只有兒童只會在自願

的情況下參軍，同時政府對於招募未成年人入伍的侵犯人權者也只是

典型地予以譴責。35 

2011年全球已有100個國家簽署巴黎承諾36(Paris Commitments)，

宣誓消弭童兵的決心，力圖阻止招募童兵、保護孩童免於受到衝突影

                                                       
33  聯合國正式文件，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66/256，瀏覽日期：

2012 年 3 月 10 日。 
34    國際特赦組織年度報告 2010 年世界人權狀況報告，

http://asiapacific.amnesty.org/apro/aproweb.nsf/pages/SCHreportmyanmar，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12 日。 
35  同前註。 
36  於 2007 年 2 月 6 日，來自 58 個國家的代表在法國首都巴黎簽署，承諾全力阻止徵募和使用

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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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並協助那些已被迫從軍的兒童恢復正常生活。37但自從2002年兒

童權利公約議定書通過至今，童兵問題雖趨於改善，但改善的幅度與

速度都相當有限。世界上仍然有將近30萬童兵分別在非洲、亞洲、部

分歐洲，以及拉丁美洲和中東參與戰爭，尤其以非洲地區最為嚴重，

佔所有童兵總數的1/3，同時緬甸也是聯合國童兵黑名單上國家之一。

38 

根據「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第38條載名：391、締約國承擔尊

重並確保尊重在武裝衝突中對其適用的國際人道主義法律中有關兒

童的規則。2、締約國應採取一切可行措施確保未滿15歲的人不直接

參加敵對行。3、締約國應避免招募任何未滿15歲的人加入武裝部隊。

在招募已滿15歲但未滿18歲的人時，締約國應致力首先考慮年齡最大

者。4、締約國按照國際人道主義法律規定它們在武裝衝突中保護平

民人口的義務，應採取一切可行措施確保保護和照料受武裝衝突影響

的兒童。2007年12月緬甸政府做出承諾，不再招募18歲以下的兒童。

並且設立高級別的防止軍隊招募兒童委員會以及監測和報告工作組，

頒佈政策和指令，但似乎不具功效，於緬甸少數民族武裝衝突地區仍

                                                       
37  吳康寧，「聯合國反童兵協定重大進展 全球百國簽署」，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網（2011 年 9 月

27 日），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19848，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18
日；「聯合國反童兵協定 百國簽署」，大紀元，

http://www.epochtw.com/11/9/28/175918.htm%E8%81%AF%E5%90%88%E5%9C%8B%E5%8F
%8D%E7%AB%A5%E5%85%B5%E5%8D%94%E5%AE%9A%20%E7%99%BE%E5%9C%8B
%E7%B0%BD%E7%BD%B2，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18 日。 

38  「安理會禁招童軍 娃娃兵有增無減」，大紀元（2012 年 1 月 30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30/n457484.htm，瀏覽日期：2012 年 6 月 30 日。 
39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crc.htm, Visit Date: 20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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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時有使用童兵的現象發生。40同時也造成兒童為避免被招募紛紛逃

至中緬邊境，過著流離失所的生活，嚴重影響兒童的身心靈健康，這

也是緬甸於人權狀態上，不宜忽略的，同時是緬甸歷任政府該重視的

課題。 

2012年6月緬甸與聯合國兒童基金會簽署協定「禁止招募兒童

充軍」(Prohibition of Recruiting Child Soldiers)。緬甸國防部官員和聯

合國兒童基金會代表在首都內比都(Naypyidaw)簽署這份重要的行動

協定，協定內容於緬甸應致力於釋放所有18歲以下的從政府軍和邊境

警衛部隊的兒童兵。這項行動協定包括反政府的武裝部隊：如民主克

倫佛教軍(The Democratic Karen Buddhist Army, DKBA)、克欽獨立軍

(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KIA)，克倫民族聯盟（Karen National 

Union, KNU ） 、 克 倫 民 族 解 放 軍 (Kare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KNLA)、克倫尼民族進步黨(Karenni National Progressive Party, 

KNPP)、克倫尼軍隊（Karenni Army, KA）、南撣邦軍（Shan State Army 

South , SSA-S） 、佤邦聯合軍（United Wa State Army, UWSA）。41聯

合國代表表示，這反映出緬甸政府的決心以及承諾不再雇傭孩童從軍，

同時緬甸政府也對外宣示軍方不能也不會徵召或強迫孩童加入軍隊，

                                                       
40  秘書長關於緬甸兒童與武裝衝突問題的報告，聯合國安全理事會（2007 年 11 月 16 日），

http://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opendocpdf.pdf?reldoc=y&docid=474d94c72，瀏

覽日期：2012 年 12 月 23 日 
41  “Priority Countries: Myanmar”, Child‐Soldiers International, 

http://www.child‐soldiers.org/country_reader.php?id=4, Visit Date: 2012/11/20. 



第貳章 人權之概念 

34 
 

在這項協議下，聯合國兒童基金會將與緬甸國防部合作，調查尚在軍

隊服役的孩童，協助孩童離開軍隊，並安排他們和家人重聚以及返回

正常生活。42 

 

二、婦女人權 

    婦女人權探討，主要藉由以人權觀念探究婦女該享有的權益。在

聯合國憲章中就有對男女地位平等做出相關之規定，在1954年簽署時，

51個創始會員國中，只有30個國家女性才享有在選舉中之投票權，且

在大多數國家裡，女性不得擔任公職。因此在1947年聯合國率先成立

「婦女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展開各項積

極的行動，以促使各國能更加重視婦女權利。431976年聯合國又成立

「婦女發展基金會」(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UNIFEM)，目的在於為婦女的就業問題貢獻心力及追求兩性平等。44

在追求婦女權利之上，其中有四點是婦女發展基金會的重要活動策略:

降低婦女生活貧困問題(Reducing Feminized Poverty)、終止對女性暴

利之行為(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降低AIDS/HIV對婦女小

孩之蔓延(Reversing the Spread of among Women and Girls)、實現戰爭

                                                       
42  「緬甸與聯合國兒童基金會簽署協定禁童兵」，自由亞洲廣播電台網（2012 年 6 月 27 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guojishijiao/ma-06272012143619.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18
日。 

43  同註 16，頁 137。 
4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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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平時民主治理的兩性平等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in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imes of Peace as well as War)。45聯合國於

2000年時發表「聯合國千年宣言」（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內容提及加強我們所有國家的能力，以履行民主的原

則與實踐，尊重包括少數人權利在內的各項人權，打擊一切對婦女的

暴力行爲，以及明確執行《消除一切形式歧視婦女公約》，並強調若

沒有性別平等，社會就不會進步 。46 

     對婦女和女童的暴力行為是最普遍侵犯人權行為之一。包括對

身體、性、心理和經濟上的侵害，它跨越年齡、種族、文化、財富和

地理的界限。具有多種表現形式，從家庭暴力到性暴力，皆是於婦女

人權中最普遍發生的行為。47而於國際婦女人權問題上，最常探對婦

女和女童暴力以及受教育權以及選舉權。 

婦女性暴力包括廣泛的行為，如在婚姻或戀愛關係中強迫性行為、

被陌生人強暴、戰爭期間有計劃的強暴、性騷擾、對兒童進行性虐待、

強迫賣淫或拐賣婦女和少女、未成年婚姻、對婦女性完整性的侵害（如

殘毀婦女的生殖器官、強制檢查處女之身）。被警方拘留或入獄的女

                                                       
45  龍寶麒，邁向 21 世紀的聯合國（台北：三民書局，1995 年），頁 261‐262。 
46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UN, 

http://www.un.org/millennium/declaration/ares552e.htm, Visit Date: 2012/10/28. 
47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N Women, 

http://www.unifem.org/gender_issues/violence_against_women/index.html, Visit Date: 
201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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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可能被強姦或蹂躪。48 

依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研究報告，於全球婦女性

暴力問題，在第三世界國家仍相當的嚴重，當地政府以冷處理態度甚

或視為理所當然。49如在祕魯，國家法律對於遭受婚內被強姦者或被

配偶跟蹤與偷襲的婦女們，不提供任何之保護，檢察官、法官都常採

取歧視的態度，認為家庭性暴力是私事，無法對其插手，政府法律如

此消極的做法，使當地的婦女遭受到更多的傷害，甚至是在法庭上遭

到二次傷害。而筆者所欲研究之緬甸，在婦女人權之上，亦一概採取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政府無止盡的讓軍官兵對於少數族群婦女，施以

無盡的性暴力，或當著其子女或父母面前對其羞辱，甚至加以殺害，

使其少數族群婦女生命安全備受威脅。 

在緬甸的婦女長期遭受緬甸軍政府的迫害，無數的婦女遭到軍人

肢體上的虐待甚至強暴，其人權在緬甸得不到保障，因而導致許多婦

女與兒童為躲避政府的迫害，被迫逃出緬甸，住在緬甸與泰國的邊境；

在泰國政府不承認他們是合法難民的情況下，成為沒有國家保護的世

界遊民。50 

 

 

                                                       
48  唐曉昱譯，「世界暴力與衛生報告總結」（北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 年），頁 36。 
49  同註 16，頁 142。 
50  台灣民主基金會，「一群 20 歲出頭的女孩的憤怒與行動‐緬甸婦女運動座談」，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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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良心犯人權(Prisoners of conscience) 

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生皆而自由，在尊嚴及權利上各

均平等，人各賦有理性良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第五條：

「任何人不能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不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處罰。」

第九條：「任何人不容加以無理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八條：「人

人有思想、良心與宗教自由之權。」51 

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關切的羈押與拘禁問題包

括：良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任意的(arbitrary)、禁止與外界聯

絡的(incommunicado)或秘密的羈押，及隔離監禁(solitary confinement)

公平審判酷刑及其他形式的虐待議題。根據世界人權宣言，任何人不

應被任意地逮捕、羈押或囚禁。所謂「任意」羈押是指沒有法律依據，

或審判過程顯然不符公平審判的標準。52 

根據國際人權法，所有的被告都有權獲得公平的審判。但仍有許

多國家，包括緬甸，不經正當程序即將人羈押，或者未充分保障公平

審判的權利即將人予以監禁，有時甚至不經審判將人民長時間的羈押

拘禁。酷刑與其他形式的虐待經常被用來逼迫被羈押或監禁的人提供

情報或自白認罪，或者被用來懲罰、威嚇或脅迫受刑人或在押嫌犯。

53 
                                                       
51

 世界人權宣言。 
52  “Detention and Imprisonment”, Amnesty International, 

http://www.amnesty.tw/index.php?page_id=516, Visit Date: 2012/11/22.   
5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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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所定義的良心犯包括下列幾種狀況：(1)參與非暴力

的政治活動(2)屬於某個爭取自主權的少數族群(3)參加工會活動(4)拒

絕使用官方規定的語言(5)基於良心或信仰而拒絕服兵役或執行軍事

勤務(6)性別認同或性傾向等。54 

據國際特赦組織對於良心犯的定義以及世界人權四條宣言，緬甸

政府對於境內因政治言論所受逮捕的學者或學生，完全牴觸世界人權

宣言的意旨，不僅人民沒有發表不同政治意見的自由，更因而受緬甸

軍政府所逮捕或拘禁，甚至嚴刑拷打，身心受創，嚴重的違反人權宣

言，也導致緬甸人權狀態每況愈下，從 1962 年起至 2010 年緬甸上萬

名政治犯和翁山蘇姬身陷囹圄，直自 2010 年底登盛(Thein Sein)釋放

翁山蘇姬後，囚牢中的政治犯也陸續被釋放，重獲自由，這也是緬甸

於人權問題上，一大進步。 

同時，隨著政治犯的被釋放，緬甸境內的人權問題也受到大家所

關注，國際社會也給予最大的鼓勵，更期盼剩餘的政治良心犯能全被

釋放，並允諾接受各個不同的政治意見，期待緬甸民主和人權時代的

來臨。 

 
 
 
 

                                                       
5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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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數民族人權 

政府的歧視政策、戰爭、和牟求私利的經濟開發，迫使少數民族

遷離屬於他們的家園與領土。社會邊緣化以及法律上的歧視，使少數

民族不論個人或集體的權利都很容易受到侵犯。當賴以維生的各種自

然資源與文化傳統遭到剝奪，許多少數民族無法充分享有各項人權。

因此成為社會的邊緣人，飽嚐貧困、疾病與暴力──甚至種族的滅絕。

55  

少數民族的人權也因受到保護，不僅在國內，國際上亦應給予保

護。國內保護的方法主要包括國內救濟和外交上的保護；56國際保護

是指國家按照國際法，締結或參加國際條約，承擔條約義務保護少數

民族，並成為國際機構進行國際合作以促進少數民族人權的具體實施，

對侵犯少數民族人權的行為加以防止和懲治。57因此，國家之間參加

或簽訂載有少數民族人權內容的國際條約，是少數民族人權國際保護

的法律基礎，而國家依照國際法相互承擔義務，則是實現少數民族人

權國際保護的基本方式。58 

在緬甸，有 135 個族群，身為緬族的政府處處對其為難與迫害，

而當戰爭或內亂蹂躪一個族群時，為保護自身生命的人們被迫流離失

                                                       
55  國際特赦組織，http://www.amnesty.tw/index.php?page_id=524，瀏覽日期：2012 年 11 月 22 日。 
56  劉全勝，「論少數民族人權的國際保護」，四川大學學報，第 1 期（1997 年），頁 22。 
57  王鐵崖主編，國際法（北京：法律出版社，1981 年），頁 194-262。 
58 民族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料中心（2001 年），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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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59或簡單地逃離。在如此急迫的情況下，只剩下兩個選擇：遭受

困苦、毆打或流亡生活因此也造就數以萬計的難民產生，離開家園，

謀求生計，甚或被滅絕種族的死亡。而緬甸政府為壯大緬族的勢力，

甚至殘害少數族群婦女，或殺害族人，採取種族清洗政策。 

面對如此的情況，緬甸政府雖於近幾年致力於解決與少數民族間

的衝突問題，但衝突事件仍頻傳，主因於雙方的不信任，談判過程十

分脆弱，緬甸政府屬於佔上風的。「緬甸夥伴組織」(Burma Partnership)

的欽歐瑪(Khin Ohmar)表示：「政府在與反政府組織周旋時缺乏做出

妥協的靈活性。」60認為唯有通過雙方妥協才能創造雙贏局面，而非

以脅迫使反政府組織退讓。 

因此直至目前，緬甸政府與少數民族間的衝突問題，仍為國際各

界所詬病。緬甸問題東盟非政府網絡（Altsean Burma） 的斯托瑟德

（Debbie Stothard）批評，受到國際社會高度贊揚的改革進程並未促

成人權平等的修法︰「與西方國家、歐洲以及亞洲過分樂觀的評論相

反，羅興亞少數民族的處境凸顯出緬甸政府迫切需要做出哪些改變，

不僅是安排吳登盛總統的合照時間。」61許多觀察家亦懷疑，登盛總

統究竟是否有意改變緬甸。或者背後軍方的傳統勢力仍存在著，因此

                                                       
59 「難民」，聯合國，http://www.un.org/zh/globalissues/refugees/，瀏覽日期：2012 年 11 月 22 日。 
60  Nicola Glass，編譯張筠青，「德國之聲︰緬甸政改 少數民族人權未獲改善」，大公網（2012

年 10 月 19 日），http://www.takungpao.com.hk/sy/2012-10/19/content_1253372.htm，瀏覽日期：

2012 年 12 月 22 日。 
61  同前註。 



第貳章 人權之概念 

41 
 

造成登盛總統於改革過程中，受到阻礙，困難重重，甚或軍方勢力重

捲而來。 

緬甸獨立後，與少數民族衝突，一直是緬甸政府近半世紀棘手的

問題，雖於過程中，與大部分的少數民族達成停火協議，但克欽獨立

軍問題，仍尚未解決，2013 年 1 月 3 日緬甸政府承認空襲克欽邦獨

立軍，這一空襲行動，似乎又打消西方國家對於緬甸人權與民主進程

的期待。因此少數民族的人權對於緬甸政府來說，是急切改善與保

護。 

筆者將以上文中四種人權，對於緬甸從尼溫政府至登盛政府這 50

年來所面對的人權迫害以及國際上的嚴厲撻伐，轉而漸漸重視人權問

題，一連串於政策上所做的改變，進而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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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尼溫政府時期 (1962~1988) 

第一節  前言 

1948 年緬甸獨立後，由制憲會議主席努 (Nu)取代翁山將軍

(General Aung San)地位，帶領「反法西斯自由聯盟」(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黨員執政至 1958 年。1958 年反法西斯自由

聯盟分裂成兩派，為阻擾社會不安定情況下，當時武裝部隊總司令尼

溫將軍(General Ne Win) 被命為總理，在軍人的支持下，尼溫組織文

人看守政府，執政直到 1960 年大選結束。大選結果由努所領導的派

別(原是反法西斯自由聯盟後改為「聯盟黨(Union Party)」 獲壓倒性

勝利，努組閣，出任總理。但文人出身的努沒有足夠的實力能夠平定

國家內部政治糾紛，在國家面臨崩潰之時，尼溫將軍與努達成一項協

議，暫時由尼溫接管政府六個月，幫助國家慢慢步入軌道，緩和政治

內鬥，但具有政治野心的尼溫將軍暫時執政六個月後卻拒絕交還政權

於原政府，1並於 1962 年發動軍事政變，正式將緬甸帶入由軍人統治

的獨裁極權政府，破壞原有的憲政體制，成立由 17 名將領組成的「革

命委員會」(Revolutionary Council)接管緬甸。2 

 

                                                       
1 「東南亞政經大事記（1900‐2000）：緬甸」，亞太研究通訊，第 18 期（2002 年 12 月），頁 160。 
2    顧長永，東南亞政治學  （台北：巨流圖書，2005 年），頁 156；「緬甸政經改革與台緬經貿關

係展望」，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 WTO 電子報，第 314 期（2012 年 5 月 25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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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尼溫時期的建立 

1962 年尼溫將軍成立「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Burmese Socialist 

Program Party, BSPP)，並解散其他政黨，實行尼溫個人獨裁的軍事政

府，3包括政治的極權統治、經濟的國有化政策、外交上的鎖國政策

等。4政治上，所有行政命令及法令規章皆由革命委員會發布，並且

沒有任何民意機構可以給予監督，同時大眾媒體也受到尼溫政府的監

控。經濟面，尼溫認為努政府所推動的資本主義政策，並未緬甸帶來

經濟上富裕的生活，反而造成人民的貪婪與自私，於是改倡導社會主

義，並將所有生產工具予以國有化，企業皆改為國家經營，甚至於

1963 年 9 月成立「人民商店公司」(People’s Store Corporation)負責進

口商品和國産商品的零售銷售，軍方開辦的運輸、酒店、食品等綜合

企業皆在同年 10 月亦都變成國有企業。國有化一直持續到 1970 年，

緬甸較大的工廠與礦場皆由軍隊接管，在礦場名稱上皆冠上「人民」

兩個字。5外交上，尼溫政府採取鎖國政策，然於之前緬甸是屬於中

立國家，1960 年代受到美蘇兩大強國對抗的影響，也受到中蘇交惡

之衝擊，尼溫擔心反共立場堅定的撣族人易與美國暗地勾結，反叛政

                                                       
3    同前註。 
4    陳嚮富，緬甸軍政府對政治轉型之影響（台南：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8 年），頁 16‐43。 
5  「緬甸民主歷程（2）：  社會主義噩夢」，美國之音（2012 年 3 月 20 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articleprintview/948536.html，瀏覽日期：

2012 年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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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因此尼溫接掌後實施「社會主義式的緬甸政府」，並採取與世隔

絕的鎖國政策。 

1974 年制定「緬甸社會主義聯邦憲法」6(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Burma)，並將國號改為「緬甸社會主

義共和國」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Burma)，正式將緬

甸定為社會主義國家，新憲法並賦予「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為緬甸

唯一合法政黨，保固其在憲法上的合法地位。7尼溫將軍雖然獲得憲

政合法的統治基礎，但對於緬甸經濟社會狀況仍無法有效改善，反而

因採取鎖國政策，使國內民生經濟更為惡化，反對勢力無限擴張，使

政府面臨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挑戰。而緬甸原是東南亞國家自然資源最

豐富、國家發展程度也居於前列的國家，然在尼溫執政 26 年內，封

閉鎖國政策將緬甸帶入世界最不發達的國家之一 ，尼溫政府甚至於

1987 年底向聯合國申請給予世界最貧窮國家的地位和待遇。8 

1970 年代中期後，緬甸國家境內經濟持續的蕭條，生活困頓，民

生用品嚴重缺乏，人民不滿的情緒持續累積，至 1980 年代開始，人

民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頻繁出現。 

                                                       
6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Burma”, UNHCR, 

http://www.unhcr.org/refworld/country,LEGAL,,,MMR,,3ae6b5b64,0.html, Visit Date: 
2012/10/22. 

7    李晨陽，「2010 年以來的緬甸政治轉型評析（3）」，綜覽中國網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743，瀏覽日期：2011 年 12 月 18 日。 
8    陳鴻瑜，東南亞政治論衡(一)  （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 年），頁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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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988 年示威運動 

1947 年 7 月，緬甸獨立運動領袖翁山將軍及其他重要的政府官

員被暗殺，英國駐緬總督另以制憲會議主席努取代原本翁山將軍的位

置。1960 年 2 月舉行國會大選，選舉結果，由努所領導的聯盟黨獲

得勝利。9 

1962 年 3 月 2 日，以尼溫將軍為首的軍方指控努政府貪污、管

理無效率，以及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阻止非緬族族群以此為藉口來脫離

緬甸政府控制，發動一次不流血政變，成立革命委員會和革命政府。

10此次不流血政變亦將緬甸帶入長達 26 年的尼溫政府統治，實施一黨

專制，又實行名義上的憲政制度，軍事政府為安穩度過此一過渡期，

以及對於失去權力控制的害怕，於是建立「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

而為確保「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在權力上的完全壟斷，尼溫政府亦

於 1964 年訂定「維護國家團結法」 (Protecting National Solidarity Law)，

取締其他政黨；111974 年訂定「國家黨保護法」(State Party Protection 

Law)禁止一切個人和組織，目的在於推翻和削弱對緬甸社會主義綱領

黨的煽動和陰謀活動，而這兩部法律確保尼溫政府 26 年的一黨專

政。 

                                                       
9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  （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頁 739。 
10  同註 2，頁 741。 
11  Nyo Nyo Thinn, “The Legal System in Myanmar and the Foreign”, Law and Development Forum, 

p.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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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的基本政治主張為推行「緬甸式社會主義」，

實際上緬甸式社會主義是蘇聯僵化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外加封

閉隔絕的鎖國政策。12然在知識分子、學生、勞工和邊疆少數民族的

反對下，尼溫政府逐漸傾向共產主義及更專制獨裁政策以維持政權穩

固。而於這階段緬甸人民的經濟生活水準和人生自由權利皆明顯的下

降，引起人民強烈的不滿，造成每一、二年就爆發一次軍民衝突，影

響國家的安定與發展。13 

    1980 年代，當緬甸鄰國國家如：中國、泰國、新加坡、馬來西

亞等國處於經濟發展上都有所成效時，然緬甸仍是個貧窮國家，造

成人民怨氣持續的增高，1985 年及 1987 年尼溫將軍甚至實行貨幣

改革廢除大額紙鈔。1987 年 9 月，尼溫將軍因迷信 9 是幸運數字，

因此廢用 25、35 及 75 基亞(Kyat,錢幣單位）的緬幣，只留下能被 9

整除的 45 及 90 基亞，民眾一覺醒來，財產變成廢紙，然而政府對

人民財產亦不採行任何補償措施。14另一目的在於挖掘民眾財產，導

致百姓傾家蕩産，民怨立即高升沸騰。15而於宣布廢除大額紙幣時，

剛好亦是仰光大學(University of Yangon)繳學費之日，突然一夕之間，

                                                       
12  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北：揚智文化事業，1999 年 3 月），頁 132。 
13  金榮勇，「國際社會對於緬甸朝野對峙的困境與前景」，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3

年 5、6 月），頁 105。 
14 蔡佳慧、王潔予，「袈裟革命緬甸流血鎮壓」，蘋果日報新聞網（2007 年 9 月 27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070927/3852623，瀏覽日期：2012
年 4 月 3 日。 

15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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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現金都成廢紙，人民發出不平之鳴，於是仰光理工學院(Yang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生率先走上街頭，打破交通號誌，燒毀政

府車輛，尼溫政府為盡快平息這場暴亂，立即下令全國各級學校和

大專院校停課，因此這次由學生發起的短暫性抗議，很快被平息。 

1988 年 1 月 4 日慶祝緬甸獨立建國 40 週年時，人民不滿與憤慨

聲音開始出現，3 月中旬，仰光大學學生，紛紛走上街頭發動反政

府的示威運動，而尼溫政府於此時不但非以柔性勸導學生，而是以

坦克車及槍砲鎮壓學生民眾，造成上百名的民眾及學生喪失其性命；

同時以秘密警察大肆逮捕參與示威活動學生和民眾，數十人被塞進

一輛廂型車中送往監獄，路途中 40 名人民因窒息而亡，死者的屍體

被拖走，集體火化，以避免暴露死傷的真相。尼溫政府為平息抗議

之聲甚至再次關閉各大學，防止示威運動之擴大16。1988 年 7 月 23

日學運愈演愈烈之際，尼溫將軍宣佈辭去「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17

                                                       
16  同註 1，頁 158。 
17  緬甸政黨。1962 年 7 月 4 日尼溫創建，並任中央組織委員會和黨紀維護委員會主席。1964 年

3 月 28 日緬甸政府宣佈取締除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以外的一切政黨。該黨作為緬甸唯一合法

政黨執政達 26 年。初期通過培訓和分配黨務形式發展以軍隊為主要對象的黨員。1964 年 5
月開始在城鎮 、農村和工廠建立基層組織。1971 年 6 月首屆黨代表大會上，尼溫宣佈該黨

從初期的幹部黨過渡為人民黨，以後革命委員會不再領導綱領党，而是接受黨的領導。這次

大會選出 150 人的中央委員會，尼溫擔任主席，吳山友任總書記。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規定社

會主義是緬甸的唯一為之奮鬥不息的方向 ，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工農業生產、分配、運輸、

交通等重要生產資料必須國有化。以後每 4 年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至 1985 年第五次代表

大會時，黨員人數達 230 萬人。1988 年 8 月，緬甸爆發全國性群眾運動，9 月 18 日緬甸軍隊

接管政權，宣佈舉行多黨制大選。該黨改組為緬甸民族團結黨，同年 9 月 29 日組成 12 人的

中央委員會 ，吳達覺任主席。中央委員會常設機構為中央執行委員會(相當於政治局)，下設

書記處，負責處理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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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一職，允諾將實行多黨制民主，但同時亦向國人警告，若國內

持續動亂，軍隊將立即持槍鎮壓。 

1988 年 8 月 8 日緬甸內部動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地罷工罷

課頻傳，仰光及其他城市，學生、僧侶與各界民眾上街示威，訴求

尼溫政府應將基本人權回歸於人民，並釋放被捕之示威人士，但尼

溫政府卻以武力鎮壓手無寸鐵的民眾，展開長達 6 星期的血腥鎮壓，

造成超過 3000 名無辜民眾犧牲性命。18同時亦宣佈宵禁，全緬甸超

過四十個地方發生暴力事件，社會混亂不堪，全國陷入無政府狀態。

19這場民主運動被稱為「8888 民主運動」(8888 Democracy Movement)。

20然這場學運示威活動，也激起緬甸民眾追求民主的內心，同時也創

造緬甸人民心中民主英雄的代表人物，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

女士。 

1988 年 8 月 26 日緬甸獨立英雄翁山將軍女兒翁山蘇於在仰光大

金寺面對七十萬群眾發表演說，嚴厲批評尼溫政府種種惡行，勇者

無懼的翁山蘇姬立即成為緬甸民主運動的領袖和象徵人物，並於 9

月24日成立「全國民主聯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

                                                       
18  香港明報，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6613?page=49，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12 日。 
19  黃梅峰譯，翁山蘇姬‐來自緬甸的聲音 （台北：時報文化出版社，1997 年 4 月），頁 369‐394。 
20  「緬甸大事記（3）:8888 民主運動」，美國之音（2012 年 2 月 28 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20229‐burma‐timeli
ne‐3‐140939833/814268.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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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執政黨下臺，全國抗議活動升級。21「全國民主聯盟」以翁山蘇

姬為主要人物，是反對尼溫政府的最大黨，在緬甸境內四處舉辦演

講，衝撞尼溫政府所實施的戒嚴體制，吸收廣大對尼溫政府不滿的

民眾支持。22在緬甸掀起一場民主運動浪潮，國內民眾的民主意識亦

有被強化的趨勢，而「全國民主聯盟」也成為在緬甸社會最具有政

治影響力的政黨，23更是為尼溫政府首要對抗目標。 

1989 年 7 月 20 日，軍事執政團逮捕超過 2000 名全國民主聯盟

支持者，並將「全國民主聯盟」主席丁梧(Tin Oo)判處三年勞改徒刑，

領袖翁山蘇姬被軟禁於住處。24經過尼溫政府一連串的打壓反對示威

運動及逮捕政治良心犯後，緬甸境內的局勢稍稍獲得控制。而在這

場示威運動中，學生、全國民主聯盟黨被視為是民主的力量。 

    1990 年 8 月 8 日，曼德勒(Mandalay)民眾發起一場紀念翁山蘇

姬被囚禁一周年及「8888 民主運動」兩周年的小示威運動，而軍隊

卻對某個集會場所開槍攻擊，造成兩名學生與兩名僧侶喪失性命。25

軍政府此舉動立即引發全國大多數僧侶的不滿與杯葛，約有三百名

                                                       
21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 Buama Democratic Concern, 

http://www.bdcburma.org/AsskNldDetails.asp?Id=2, Visit Date: 2012/4/20. 
22  同前註；同註 13，頁 106。 
23  同註 13，頁 16。 
24  李晨陽，世界知識，第 12 期（2008 年），頁 93。 
25  “The Resistance of the Monks”, Human Rights Watch (2009/9/22), 

http://www.hrw.org/node/85644/section/5, p.5 , Visit Date: 201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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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侶逃往泰緬邊境流亡，許多僧侶被逮捕入獄，一些宗教性的組織

同時也被禁止，這場示威活動被政府同樣以武力鎮壓而結束。26 

   緬甸政治局勢在 1988 年發生重大變化，仰光大學多名學生因發

動示威運動遭受武力鎮壓，造成學生死傷嚴重。軍方為避免示威活

動擴大，因此關閉各級學校，避免學潮發生，在這全國混亂不穩的

時刻裡，政府採取放手策略，不顧社會治安，造成整個社會經濟停

頓，民眾恐慌不已。尼溫被迫於 1988 年 7 月 23 日召開「緬甸社會

主義綱領黨」黨代表大會，宣布釋放被逮捕學生並恢復各級學校正

常上課，並進行經濟改革、開放市場，最重要的事是尼溫宣布辭去

「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黨主席一職。此刻當時的參謀總長蘇貌將

軍(General Saw Maung)於 1988 年 9 月 18 日發動另一波軍事政變，

成立獨裁軍事集團「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委員會」(The 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SLORC)，重新改組政府，並採取較開放的

政策，開放黨禁，允諾各政黨設立，及對外開放，允許外資進入緬

甸，幫助緬甸重建衰退的經濟，承諾於恢復國家社會秩序後，舉行

全國大選，還政於民。27但其軍隊掌控權仍屬退居幕後的尼溫將軍為

首。28因 1988 年的學運為緬甸民主運動掀起序幕，一連串緬甸人民

                                                       
26  同註 4，頁 92。 
27  “8.8.88 People’s Uprising - SLORC Coup in Burma”,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slorc.htm,Visit Date: 2012/4/3. 
28  同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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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追求人權與民主示威抗議至此不間斷，而這一場示威運動，顯示

出緬甸政府對於人權的暴行，不斷地在提高，接續也引發出許多於

人權上的問題。 

 

第四節  尼溫時期對人權之探討 

一、少數民族 

（一）少數民族衝突因素 

    緬甸人口現約為五千五百萬人，29緬族佔 68%，其餘的少數民族

種類複雜，135 個族群，超過 100 種語言，而少數民族大多居住於

山岳邊境地帶，生活不易。30全國 80%以上的人信奉「上座部佛教」

31，約 8%的人信奉伊斯蘭教，然這些不同的少數民族由於緬甸地形

特殊，族與族之間聯絡不易，彼此間風俗習慣或傳統習俗都不盡相

同，易造成彼此間誤會進而演變成衝突事件。佔人口比例最高的緬

                                                       
29  “Burma Population”, Indexmundi, http://www.indexmundi.com/burma/population.html, Visit Date: 

2012/4/3. 
30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 Myanmar/Burma : Overview”, UNHCR, 

http://www.unhcr.org/refworld/country,,,COUNTRYPROF,MMR,,4954ce41c,0.html, Visit Date: 
2012/4/3. 

31  又稱作南傳佛教、巴利語系佛教、巴利佛教，與大乘佛教並列現存佛教最基本的兩大派別。

屬上座部分別說系大寺派傳承，流傳於斯里蘭卡、緬甸、泰國、柬埔寨、寮國等南亞和東南

亞國家和地區。「上座部」的意思是長老們的觀點、學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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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其分布地點主要於伊洛瓦底江三角洲平原上，也是為最繁華與

生活最便利的地方。32 

    而緬甸族群間的衝突問題，可上推至封建時代，總體而言，雖

說緬甸是個多民族的國家，統治權長期皆以緬族為主體，相對於其

他民族來說，是屬於一種自然契約關係，而不是高度的封建中央集

權統治。33在這種狀態之下，很容易壯大緬族自身主義和各地方民族

主義－統治的緬族以自我為中心，對其他民族發展表現的漠不關心，

而其他民族亦無視緬族的統治與國家的存在，只關心地方和自身民

族利益。在雙方皆漠視國家發展的狀態下，長期制約緬甸社會的發

展，即使緬甸境內自然資源相當的豐富，但仍無法晉身為東南亞強

國家之一。34 

英國統治緬甸後，大力推動「分而自治」與「以夷制夷」的殖民

政策，脅迫緬甸政府把一些民族劃分出來，由英國殖民官員管轄或

扶持各民族地方官員一起對抗緬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如在克倫尼族

(Karenni)、撣族(Shan)、欽族(Chin)等皆是。35英國殖民者利用分而

                                                       
32  「緬甸的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曼德勒總領事館經濟商務室（2003 年 7 月 8 日），

http://mandalay.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minzu/200307/20030700107116.html，瀏覽日期：

2012 年 4 月 6 日。 
33  鍾儱徽，「緬甸民族和解政策」，亞太研究通訊，第 18 期（2002 年 12 月），頁 57‐58。 
34  洪智仁，緬甸的民主化發展分析 （台南：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頁 86。 
35  李晨陽，「緬甸獨立後的民族政策演變」，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729/20/80095_4537721.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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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的政策，不僅加深各民族分離傾向，使緬甸原本存在的民族問

題更加地複雜，也為之後緬甸政府與少數民族間的衝突埋下隱患。36

同時在英國殖民時期，緬族地區經濟有較大的發展，而邊境的少數

民族地區生產方式基本上無太大變化，仍是以最基礎的農耕為主，

造成少數民族與緬族於經濟上、政治、文化發展上的差異更加劇烈。

37 

1947 年緬甸獨立運動領袖翁山將軍曾對國家表示:「認為緬甸建

立一個單一制國家並不可行，應建立聯邦，藉以保障少數民族權利」；

同時翁山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民族都應發展與其全體福利相一

致的民族主義，而不論其民族、宗教、階級和性別，這就是我們的

民族主義」。由此可見，翁山當初原則上是承認民族平等和民族自

決。38 

在著名的「彬龍協議」39(Panglong Agreement)中，也明白道出讓

各民族地區，充分享有自治權利，並且保留各民族地區領袖和「頭人」

                                                       
36  同註 33，頁 58。 
37  戴萬平，「軍事統治下緬甸的難民問題」，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2010 年 8 月）。 
38  李晨陽，「緬甸獨立後民族政策的演變」，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數民族研究中心工作簡報，第 1

期（2008 年 4 月）。 
39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撣族、卡欽族、欽族在 1947 年與緬族簽署彬龍協議，三個族群

成各自獨立的實體，1948 年緬甸獨立後，和緬族一起脫離英國殖民統治。協議內容如
下:  

（1）各族群人民的一位代表，在聯合各族群人民最高委員會代表的推薦下，並經由總
督挑選之後，將會被任命為負責處理邊疆事務的總督顧問。 

（2）上述受到任命的顧問還將被任命為總督執行委員會成員，但不擔任部長職務。邊
疆地區的事務也將根據國防與對外事務方面的憲制慣例，而被納入總督執行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之內。處理邊疆事務的顧問將以相同方式被授予行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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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台灣原住民族群的頭目之稱）」的特權。翁山將軍以此為基礎，

對將要獨立的國家制定一套憲法基礎，並實施聯邦制，對聯邦內各民

族的權利和上層階級擁有的特權給予充分保證，且各民族自治邦享有

聯邦國家三權分立的權利。40 

1948 年緬甸聯邦憲法中規定每一種族在民族院 (Chamber of 

Nationalities)中皆有代表，當時憲法只承認五個民族成立邦，包括欽

邦(Chin State)、克倫邦(Karen State)、克倫尼邦(Karenni State)、克欽

邦(Kachin State)、撣邦(Shan State)五個邦，但只允許撣邦和克倫尼邦

於 10 年後有權利脫離緬甸聯邦體制，而事實上至今撣邦和克倫尼邦

並未脫離緬甸聯邦制。而其他少數民族在聯邦憲法裡並未規定與予

領土，這和獨立前承諾給予各少數民族的權利採取限制和削弱的方

                                                                                                                                                           
（3）上述受到任命的顧問將獲得 2 名副顧問的協助。這 2 名副顧問代表少數民族，但

前提是他們並非所代表的少數民族的成員。2 名副顧問應當在第一時間處理好所代表
地區的各項事務，顧問應當在第一時間處理好其他邊疆地區所有事務。按照憲制慣例，
顧問及 2 名副顧問都應遵循共同承擔責任的原則，並履行職務。  

（4）作為執行委員會成員，顧問是委員會中邊疆地區事務的唯一代表。當討論邊疆地
區有關事務時，副顧問有權出席委員會召開的會議。  

（5）雖然總督執行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上所述將會擴大，但在邊疆地區事務方面，它
不會以任何方式剝奪這些邊疆地區目前在國家政治中享有的任何自治權。這些邊疆地
區在國家政治中享有充分自治是一條根本原則。 

（6）雖然在一個統一的緬甸境內劃界並單獨建立一個克欽邦的問題必須移交給立憲會
議做決定，但是與會者一致認為，單獨建邦是人心所望。為了實現如此目標，邊疆地
區事務顧問和 2 名副顧問在對 1935 年緬甸政府法案第 2 部分所列出地區—比如密支那
和八莫等地區，進行管理時應當進行協商。 

（7）邊疆地區公民將享有各項權利和特權。這些權利和特權被視為民主國家的根本。  
（8）本協定中所認可的各項內容，不能損害目前已賦予撣聯邦的財政自主權。 
（9）本協定中所認可的各項內容，不能損害克欽族以及欽族目前從緬甸財政收入中獲

得財政援助，執行委員會將偕同邊疆地區顧問及副顧問一起，審查克欽族及欽族是否
能實行和緬甸本部及撣聯邦地區相類似的財政措施。 

40  同註 34，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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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因此各民族認為聯邦憲法並無給予相同的平等權利和代表權，

導致族群間的鬥爭與武裝衝突不斷。41 

同時緬甸政府也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和文化上以緬族主義統

一全國，並未實行真正的民族平等。1962 年尼溫將軍發動軍事政變，

廢除聯邦憲法，終止當初憲法與各邦和各族群間的法律協議，身為

緬族的尼溫政府也就更光明正大的成為其他族群的侵略者。42然而少

數民族武裝團體與緬甸政府對抗時間持續已超過 50 年，在這期間，

反政府的少數民族武裝團體彼此之間分合不已，有些還曾有與尼溫

政府合作過，對抗其他少數民族團體，或彼此間相互爭奪地盤或其

他自然資源。但自尼溫接掌政權以來，一方面不僅取消少數民族邦

的自治權，另一方面又強調國家民族統一性，因此尼溫政府曾在 1968

年設立一個由前國務活動家所組成的諮詢機構，欲利用此機構所具

有的威望名聲解決民族問題，但大多數的前國務活動家並未理會尼

溫政府，相反的，這些活動者於 1969 年逃亡至泰國，並公開成立反

對派的流亡者中心，明確地提出要求尼溫政府恢復國家聯邦體制，

實現議會民主要求。43 

                                                       
41  同註 9，頁 735。 
42  亞洲論壇，Http://www.asiantribune.com/show_article.php?id=1261，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22

日。 
43  同註 35，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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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久後，緬族的反對派流亡者與泰緬邊界的克倫族、孟族(Mon 

state)武裝結合成聯盟，共同展開與推翻尼溫政府的武裝鬥爭。同時，

緬甸的主體武裝力量在緬甸中下部地區遭受挫折後轉移至上緬甸的

東北部中緬邊界的撣邦佤族地區，創立新的革命據點；44靠近孟加拉

地帶的若開邦(Rakhine State)伊斯蘭教徒也因宗教衝突，引發武裝暴

動，甚至分裂的情形；克欽邦和撣邦亦一直要求能脫離緬甸政府統

治成立自治邦。面對這些種種分裂情勢下，尼溫政府為鞏固政權，

在政治上，逮捕許多民族菁英分子，中止 1947 年所立之憲法，取消

各民族邦擁有的憲法、立法機關和自治權之相關規定權利，也取消

國會民族院，以及社會主義綱領黨以外的其他政黨，實行一黨專制。

45 

1974 年尼溫政府制定第二部憲法「緬甸社會主義聯邦憲法」，

在憲法裡承認各民族平等和尊重民族宗教文化原則，並把少數自治

邦從五個擴大為七個邦，增加孟邦(Mon State)和若開邦，但憲法裡

又規定全國必須實行統一管理，而尼溫政府仍片面地強調中央集權，

並且以人民議會為國家最高的權力機關，取消第一部憲法中關於民

                                                       
44  同註 34，頁 59。 
45  「緬甸民族問題」，軒轅報（2003 年 6 月 7 日），

http://www.cn99.com/cgi-bin/getmsg/body?listname=xyge1&id=83#MAILLISTDOC3，瀏覽日期：

2012 年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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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邦權擁有的三權分立和民族邦自治權利，國家體制從民主議

會的聯邦制，成尼溫政府體制下的中央集權。46 

尼溫政府的政策導致民族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少數民族組織反政

府武裝力量，其中克倫邦、撣邦武裝達 6,000 多人,克欽族武裝 4,000

人。47於 1962-1988 年尼溫執政的 26 年中，緬甸一直處於內戰不斷

之中。因此尼溫政府把平定國內少數民族戰亂視為最重要大事，不

斷地集中人力、物力圍剿少數民族反政府武裝力量。 

 

（二）政府與少數民族間衝突 

1988 年後緬甸政府更開始大肆擴充軍隊，增加軍費，加速軍備

的現代化以及提升兵力的能力。此時緬甸的軍力已增加到至少 200

個步兵營和 300 多個輕步兵營，由於軍隊無限的壯大與擴大，緬甸

政府才得以長期控制著全國大部分地區，以及進一步圍剿各邊境地

區的反政府武裝。48  

                                                       
46  同註 41。 
47「緬甸的民族問題」，戰略網（2011 年 1 月 11 日），

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11/11/a32178.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4 月 7 日。 
48  尹鴻偉，「緬甸內戰：波濤洶湧難民潮」，時代周報，第 173 期（2012 年 3 月 22 日），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2/122948.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4 月 8 日。 



第叁章 尼溫政府時期(1962~1988) 

 

59 
 

1976 年，少數民族組成「全國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目的就在於尋求政治解決族群間的衝突問題和建立一個

聯邦制度，以及要求各邦和各民族能夠平等具有代表權。1987 年舉

行大會，揭示追求目的讓每個族群擁有充分的自治權利，而中央聯

邦政府僅能擁有國防、外交、財政、郵政電信、鐵路、水運、鐵路

運輸和聯邦司法等權利。49 

然因緬甸境內頻繁的民族內戰，許多族群紛紛逃難至泰緬邊境地

帶，自 1980 年代以來，在泰國邊境安置大約 7 萬名的克倫族難民，

泰國政府卻沒收這些難民的攻擊武器，要求這些難民返回緬甸，並

拒絕數百名老幼婦孺於泰國邊境避難，此行為不僅違反聯合國「領

域庇護宣言」50(Declaration on Territorial Asylum)規定，同時也引起

美國強烈的譴責。51從 1984 年接受第一批緬甸難民至 2010 年，泰緬

邊境的難民總數已達到 15 萬人。52根據聯合國難民高級專員總署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的估計，目

前馬來西亞境內約有 8 萬難民，也包含許多沒有成人陪同並年齡處於

13至 17歲不等的未成年少年與兒童。53據欽族難民中心（Chin Refugee 

                                                       
49  同註 4，頁 99。 
50  宣言規定：「人人為避免迫害，享有在他國尋求並享受庇護之權利，各國應尊重他國給予難民

之庇護。」 
51  南洋星洲聯合早報（新加坡），http://www.zaobao.com，1997 年 3 月 10 日，頁 25。 
52  Halim Berbar，張雅娟翻譯，「緬甸難民逃亡潮」，經典雜誌，第 112 期（2007 年 11 月）。 
53  “Helping refugees in Malaysia”, University of Delaware daily, 

http://www.udel.edu/udaily/2013/oct/malaysia-refugees-101212.html, Visit Date: 201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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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CRC）估計，在馬來西亞的欽族人中，只有 3,000 人向聯

合國難民署申請過「政治難民」庇護。54 

自從 1962 年尼溫政府上台後，極權專制的高壓統治，緬甸國內

經濟衰敗，民生低落，又加上尼溫政府持續的壓迫少數民族，強迫

勞務，遷村與限制人民的行動自由，打壓各種族的文化與宗教信仰。

迫使數以萬計的難民逃至生活不易的泰緬邊境，尋求基本生存權的

庇護，尤以克倫族受迫害為甚。 

    克倫族在緬甸約佔總人口 7%，約 385 萬人，其中 40 萬居住於

泰國境內。原本期望脫離英國殖民統治後，能夠實行自治權，然而在

尼溫軍事政變後，克倫族與尼溫政府之間的武裝衝突就無限蔓延。

1984 年政府軍隊打破克倫族防禦線後，開始出現第一批為數約一萬

名的克倫族難民，翻山越嶺至泰國境內尋求生存安全的保障，至此後

緬甸境內少數民族難民潮與日遽增。55克倫青年組織(Karen Youth 

Organization, KYO)的主席提及自己父親的遭遇：「緬甸軍隊到我們村

莊強拉挑夫，我爸爸幫他們挑運東西，可是挑完後，他們卻沒有放他

回來。他們把我爸爸處決了。他們是殺害無辜人民的劊子手。」摩摩

                                                       
54「政治難民」是指那些因為國家內戰，或因為種族、宗教、國籍、政治理念的不同，或者成為

某特定社會組織會員而受到迫害，前往他國尋求庇護者；同註 50。 
55  馮曉源，「人權論壇-支援緬甸，台灣早已付諸行｣，社團法人人權協會，http://www.cahr.org.tw/，

瀏覽日期：2011 年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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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在 1980 年逃到泰國，入住美拉難民營(Mae La camp)，56他

說：「軍隊來之後，就在村子裡面燒殺搜括。好多人被拳打腳踢。我

弟弟就被活活打死。這樣的情形太多了。我到這邊後陸續還有其他人

跑出來，他們說，村子已經被燒毀。」57尼溫政府於少數民族地區，

對於人權的迫害，層出不窮，造成數以萬計的族民流離失所。也引起

更大規模與少數民族間的戰火衝突。 

    雖然尼溫執政後，表面上採取一些較為寬鬆的民族政策，努力要

改善與各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例如明確的廢除努時代在憲法裡把佛

教列為國教的條文，58意指聯邦內的其他民族都享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自由；且在少數民族地區建立「緬甸民族發展學院」(Myanmar N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59專門為少數民族地區培養專業及從事教育人

才；也邀請專家學者為少數民族文化及風俗習慣撰寫相關文章，出版

                                                       
56  美拉（Mae La）難民營是泰國境內最大的緬甸難民營，在一片面積約四平方公里的狹長山坡

地上，一間間簡陋的茅草竹屋緊緊相鄰，收容著近四萬名難民。 
57  趙中麒，「泰緬邊境系列報導一：內戰、迫害、難民營」，台灣立報（2005 年 6 月），

http://www.lihpao.com/，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7 日。 
58  尼溫於 1962 年 3 月 2 日，決定政變，努政府全體閣員被逮捕，成立「革命評議會」，尼溫將

軍掌握權力。革命評議會宣布「社會主義」，否定特別擁護佛教的政策，廢止國教推進條例，

停止佛日政府機關及學校休假，解除（佛日）酒類的販賣。1965 年 1 月 18 日，尼溫將軍廢

除某些有利僧人的法規，如佛教大學、佛教教師培養所等。另一方面，馬利文受到資助研究，

佛教遺產也受到保護。 
59  民族發展學院創建於 1964 年。座落在曼德勒市以西三百多英哩的望瀨地區，目的是發展少數

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增進各民族間的團結，使各民族的學員都能掌握現代的科學、

文化、衛生知識，發揚各民族的優良傳統和文化，培養少數民族地區的合格幹部、師資和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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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聯邦少數民族文化與風俗習慣」(Minority culture and customs 

of the Union of Myanmar)一系列的叢書。60 

但實際上，尼溫執政，對於少數民族寬待反而比努文人政治時期

較為偏頗與嚴謹。尼溫將軍掌權時，進一步削弱少數民族自治權利，

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嚴格控制少數民族地區，強調中央集權。

611964 年尼溫頒布「維護國家團結法」，此法律規定解散除「緬甸社

會主義綱領黨」黨以外的其餘政黨，並沒收被禁止政黨的所有動產和

不動產，尼溫政府在這法律條文中也明確的規定政府有權禁止除宗教

團體以外的任何團體，包括少數民族團體也被禁止，同時取消 1947

年原承諾給有關少數聯邦擁有憲法、立法和自決的權利；62尼溫政府

除在立法上削弱少數民族權力外，也在軍事上使用高壓統治、威脅、

利誘和拉攏政策，促使些許的少數民族武裝部隊就範；經濟上，政府

與少數民族內戰頻繁，無法顧及少數民族地區經濟上的發展，因此對

於邊境地區沒有多餘的資金供給發展建設，導致少數民族區人民身處

於生活艱困的環境裡。63 

 

                                                       
60  這一系列叢書裡共 7 本，介紹已成立邦的 7 個少數民族風俗文化，肯定少數民族對緬甸文化

之貢獻。（7 個邦：欽邦、克欽邦、克倫邦、克倫尼邦、孟邦、撣邦、孟開邦） 
61  同註 5，頁 64。 
62  同註 36。 
63  同註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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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緬甸大多數人口是信仰佛教的，不同信仰的少數族群在緬甸境

內處境艱難，譬如居於若開邦信仰伊斯蘭教教的羅興亞人(Rohingya)、

以及信仰基督教的欽族，都不堪緬甸政府的凌虐，分別逃往鄰近的孟

加拉與印度等國家。根據 1982 年 10 月 15 日，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

頒發新的「公民法」64，剔除羅興亞人(Rohingya)的公民權。65事實上，

即使羅興亞人已在緬甸境內生存 200 多年，但緬甸政府否認羅興亞族

為境內 100 多個法定的少數族群中的一員以及否認其具有緬甸公民

權。羅興亞人在緬甸被迫為軍隊工作，沒有自由，土地也被尼溫政府

沒收，逃離家園後不只被人口販子剝削，也經常在被逮捕後需要賄賂

泰國或馬來西亞的邊界官員，以繼續非法打工養家活口。據泰國政府

推估，在泰國南部就約有 2 萬名羅興亞非法難民；相同地，欽族亦面

臨此問題，他們在緬甸遭受迫害、逃離家園後備受他國歧視。人權觀

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公布關於欽族的報告就指出，緬甸軍人

剝奪欽族人的行動自由，常常沒收或敲詐他們的金錢、食物和財產，

並強迫勞動，使其身心靈皆嚴重受創。66 

 
 

                                                       
64  這條法規主要依照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的原則：公民權並非由出生地決定，而是雙親之中至

少有一位必須為本國公民。 
65  “Bangladesh: Citizenship Rights for Myanmar's Rohingya?”, Global Voices (2012/8/7),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12/08/07/bangladesh‐citizenship‐rights‐for‐myanmars‐rohingya/, 
Visit Date: 2012/10/03. 

66 林憬屏，「難民悲歌  洛興雅族是緬甸暴政下區域問題」，大紀元（2009 年 1 月 31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9/1/31/n2413252.htm，瀏覽日期：2012 年 4 月 23 日。 



第叁章 尼溫政府時期(1962~1988) 

 

64 
 

尼溫政府，不只殘酷的鎮壓民主運動，危害人權，更有計畫

的對少數民族，進行種族清洗行動。67緬甸東部的克倫族、克倫

尼族與撣族，從緬甸 1948 年獨立後，就不斷希望能夠獲得自治

權，尼溫政府 1962 年政變後，廢除憲法和各民族之間的協議，

決定以內戰解決民族問題。據國際人權組織對緬甸東部少數民族

的調查訪談，尼溫政府以燒、殺、強姦與強迫遷村的手段，對少

數民族進行種族清洗。緬甸軍隊至今仍不時用集體強姦的方式，

強迫少數民族女性生產「具有緬族血統的下一代」，至 2004 年為

止，有多達 2,500 個村落，遭致毀滅。68 

    也因上述種種原因，致使少數民族團體紛紛建立武裝部隊和尼溫

政府對抗，造成國內政局不穩，經濟衰敗，民生困苦，政治社會環境

處於混亂狀態中，尼溫將軍執政 26 年裡，緬甸境內有 29 支由少數民

族所組成的反政府武裝部隊，共同對抗殘暴的尼溫政府，總人數高達

40,680 人，例如：克倫民族聯盟(Karen National Union)、撣邦聯合軍

(Shan State Army)、克欽獨立軍(Kachin Independence Army)、克倫尼

民族進步黨(Karenni National Progressive Party)等。69但殘暴的尼溫政

                                                       
67「緬甸軍政府的迫害與流離失所的難民」，中華人權協會台北海外和平服務團，

http://www.cahr.org.tw/tops/service_1.php，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4 日 
68  陳宗逸，「緬甸壓榨窮苦百姓 全因中國石油陰謀」，新台灣新聞週刊，第 602 期（2007 年 10

月）http://www.newtaiwan.com.tw/index.jsp，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4 日。 
69  韋紅，「尼溫統治時期民族政策之反思」，東南亞縱橫（2005 年），第 5 期，頁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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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以四斷策略(Four Cuts)切斷反抗軍的糧食、經費、情報與人員增補

──藉以打擊各個反抗軍勢力，造成大批難民逃往深山與泰國邊境躲

藏。70 

而緬甸所面臨的民族問題主要在於民族分離主義和各民族的武

裝割據。也因尼溫政府用於內戰的經費占財政收入的 1/4，造成不僅

無力在少數民族區投資發展，經濟長期停滯，落後的經濟生活品質加

劇少數民族的分離傾向和與政府的對抗，造成內亂不斷。  

 

二、政治良心犯 

「8888民主運動事件」中，當時的尼溫政府以維持政權穩定為由，

逮捕許多抗議的民主鬥士，監禁於孤獨的囚牢裡。譬如：敏哥奈(Min 

Ko Naing)是 8888 民主運動「88 學運世代組織」71(88 Generation 

Students Group) 的領導人之一，被視為是當時地下學生運動的領導人，

1989 年被政府逮捕，在囚牢裡度過 15 年，2004 年 11 月獲得釋放。

但到 2007 年時，又因為該組織示威抗議燃油漲價再次被逮捕入獄，

2008 年被判處 65 年監禁，直到 2012 年 1 月 13 日，才又獲得釋放。

72 

                                                       
70  趙中麒，「他們說：這就是民主」，台北：人籟論辯月刊（2011 年 6 月），第 83 期。 
71  該組織與緬甸民主運動是同義詞，名稱取自 1988 年 8 月 8 日民主抗議運動。 
72「人物：緬甸著名政治犯」，BBC 中文網（2012 年 1 月 13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1/120113_burma_prisoners_profiles.shtml，瀏覽

日期：2012 年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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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緬甸，許多女性民主鬥士如：瑪瑪烏(Mar Mar Oo)、妮拉

婷(Nilar Thein)、仙妲敏(Sandar Min)、德德昂(Thet Thet Aung)、心心

愛伊(Thin Thin Aye)這五位女性，皆因為緬甸民主發展和平地表達意

見，分別被判處 65 年刑期，被剝奪身為女性該有的生活，尼溫政府

限制他們和家人見面，包括親生子女；同時又處在環境極為惡劣的囚

牢中，造成營養失調和缺乏醫護照顧，因此必須忍受著病痛等待著獲

釋與家人團圓的一天。這些女性僅僅因關心社會的人道問題、和平表

達意見，便受到緬甸政府無情的打壓，不公平的司法審判使其失去自

由。73  

尼溫政府對待政治良心犯的手段十分不人道，不僅使這些政治良

心犯單獨處於禁閉室，並將其分配到邊境地帶的勞動營，還不時以各

種方式拷問毒打，造成許多政治良心犯無法忍受軍政權的虐待因生病

死亡、甚至有些選擇自殺或者成精神病犯。從尼溫執政後，緬甸政治

良心犯的數量，快速的攀升，尤以 8888 學運被拘捕者數量為甚，以

及嚴重對人權的迫害，造成緬甸國家政治的不穩，同時被聯合國列為

最不具民主國家之一，也因政治上的不穩和內戰不斷，連帶著於經濟

上，人民無法溫飽，1987 年被聯合國評為「最不發達國家。」74 

 
                                                       
73  林長順，國際婦女節前夕，聲援緬甸 5 位判刑 65 年的女性人權鬥士，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

http://tasskn.blogspot.tw/2010/03/cna.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4 日。 
74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Burma”, Burma Watch, 

http://www.burmawatch.org/aboutburma.html, Visit Date: 2012/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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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人權迫害 

緬甸社會把人分成階級化，和尚是一等公民，男人是二等公民，

女人和尼姑是三等公民，人妖是四等公民，在這樣一個所有人都有名

無姓的國家裡，凡事幾乎皆以男性為主，可是對女子的要求卻很嚴格。

75雖然緬甸女子結婚後，仍可用自己的名字，這點跟西方國家婦女比

起來緬甸婦女在名字上有較有地位，但緬甸婦女在實際生活中付出的

勞力卻遠遠高男人多很多。尤其於緬甸農村裡，男人在家是典型的「三

等」公民：76等天亮、等吃飯、等睡覺。他們除喝茶、聊天，或在家

看照孩子，平日很少去工作。而且就算出家，緬甸男女也是不平等的，

男性出家當和尚可以還俗，還俗後依然可飲酒、食葷、結婚；而女人

一旦出家當尼姑，則終生不能還俗。77因此女人在緬甸國家備受不平

等待遇毫無地位可言。 

對於緬甸有關其人權迫害，不僅在少數民族，也在兒童與婦女之

上。尼溫政府使用殘暴的手段對付這些老幼婦孺，軍人常藉以強暴婦

女作為懲罰，利用此手段來打擊反對派，因為尼溫政府認為這些少

                                                       
75  「緬甸社會把人分五等 揭三等公民的悲苦女人生活 」，海南在線(2012/12/5)，

http://news.hainan.net/newshtml08/2012w12r5/916734f0.htm，瀏覽日期：2012 年 12 月 8 日。 
76  曹誠龍，「緬甸男女不太平等」，國際在線世界新聞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2201/2004/12/13/381@389660.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6 日。 

7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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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族群支持反叛團體來打擊政府政權，因此軍事執政團利用暴力手

段傷害少數族群婦女的信仰和身心理健康，藉以表達政府的高權威

性。 

位於泰國、緬甸邊界的「克倫婦女組織」（The Karen Women 

Organization, KWO）發表報告指出，緬甸軍隊在少數民族地區採取的

清剿行動，任由軍人強姦、折磨、謀殺以及強迫克倫族婦人充當勞工。

78「克倫婦女組織」亦在報告中列舉自 1981 年到 2007 年有 959 個案

例，同時指出還有其他數以千計的各種凌虐案例，但緬甸政府對於類

似的指控都一概否認。根據此報告指出「強姦婦女一直是以凌虐、威

嚇、屈辱少數民族的方法」。婦女孩童被驅使為奴工，被迫離開家園，

且婦女經常遭軍士官兵輪暴，甚至殺害，而這些士官兵卻不必遭受法

律的懲處。其中一個典型案例是二十歲的克倫族婦人慕伊（Mu Yi），

四名軍人進入她居住的村莊並對其輪暴，事後為避免婦女對其控告，

因以一槍斃其命。79這些種種軍人對少數民族婦女所做的殘暴行為，

雖然遭受國際的嚴厲譴責與批判，但尼溫政府仍無動於衷，更多無辜

的婦女，在緬甸境內遭到慘不忍睹的待遇。 

                                                       
78  “Karen Women Organization condemns attempted rape of 22-year-old Karen woman by Burmese 

Army”, Karen Women Organisation (2012/3/5), 
http://karenwomen.org/2012/03/06/karen-women-organization-condemns-attempted-rape-of-22-yea
r-old-karen-woman-by-burmese-army/, Visit Date: 2012/4/3. 

79
  梁東屏，緬軍姦淫少數民族罄竹難書 ，中國時報 A14 國際新聞（2007 年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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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緬甸境內內戰不斷，不論於政府軍或者是少數民族的武裝部

隊都藉以徵募童兵，增加戰力，因此造成兒童兵的招募是緬甸境內另

一個嚴重的問題。尼溫政府隨意強迫 15 歲甚至 10 歲以下的孩子進入

軍隊，若小孩不願意就對其恐嚇並關入囚牢中。小小童兵連槍枝都無

法背荷，還得因打靶不準遭受懲罰，每天辛苦地扛著米糧行軍，而高

階軍官卻只盡情歡樂。「I live here」80一書的作者之一米亞(Mia 

Kirshner)曾問一位童兵：「你有沒有害怕什麼東西？」他回答：「我

什麼都不怕。我什麼感覺都沒有。我什麼都不想要。」顯現出兒童兵

在緬甸遭尼溫政府無所用其至的手段，逼迫上戰場，面對殺戮的場面，

這些兒童已經沒有任何悲傷甚至同情的感覺，他們什麼都不怕，什麼

也都不想要，而尼溫政府脅迫兒童上戰場的行為深深嚴重影響到這些

小孩的身心靈健康，甚至剝奪孩童的教育權，而緬甸童兵的徵募問題

是亟待國際各方加以監督與說服的。 

 

 

 

                                                       
80  這套  I live here（暫譯《我住在這裡》）包含四本編排設計相當精美的書，運用信件、日記、

訪談、故事和漫畫等方式，介紹因戰爭流離失所的車臣難民、緬甸難民、許多女性被謀殺的

墨西哥城鎮，以及愛滋病蔓延的貧窮國度馬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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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際對於緬甸人權迫害之監督與制裁 

1988 年，世界銀行(World Bank)同聯合國秘書長、日本、美國、

英國、菲律賓、澳大利亞等大使，以及泰國副外長，捐贈約 10 億美

元的財政與技術援助，利誘尼溫政府釋放所有政治良心犯，並允許翁

山蘇姬及其追隨者能自由活動，但卻被當時的政府斷然拒絕。10 億

美元的援助，是當年緬甸國民生產總值的六分之一多，對緬甸人民來

說，是無比的龐大，有如久旱逢甘霖，但尼溫政府只想到自身利益與

權力，並未想到廣大人民的生活困苦而為其謀福利。81 

同年 3 月緬甸境內發生大型示威抗議活動，尼溫政府以暴行鎮壓，

導致美國、英國、法國、澳大利亞等國開始對緬甸長達多年的制裁。

為向緬甸軍政權施壓，西方國家先後授予翁山蘇姬「薩哈羅夫獎」

（Prix Sakharov）82、「諾貝爾和平獎」（The Nobel Peace Prize）獎項，

並通過提供活動經費、業務培訓等方式大力扶持流亡海外的緬甸民運

人士。同時，西方國家堅持不與緬甸政府主要領導人進行雙邊談話，

亦不允許緬甸領導人參與美國、歐盟和東盟之間的多邊會議。 

9 月，美國開始停止對緬甸的經濟、技術上的援助，並阻止世界

銀行集團(World Bank Group,WBP)、國際貨幣基金組織（International 

                                                       
81  貌強（Maung Chan），「國際最近對緬甸的經濟制裁」，大紀元（2002 年 9 月 17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4/9/17/n663629.htm，瀏覽日期 2012 年 2 月 12 日。 
82  1988 年 12 月由歐洲議會設立，表揚奉獻己力捍衛人權及思想自由的個人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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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Fund, IMF）、聯合國開發計畫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世界糧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等國際組織向緬甸提供多邊、雙邊貸款或援助。83

緬甸出口商和投資者也無法得到美國出口銀行或海外私人投資協會

的金融支援或服務。美國除禁止本國金融機構與緬甸進行業務往來外，

還要求其他國家金融機構和政府考慮共同抵制緬甸政權。西歐國家也

自1988年以來停止向緬甸政府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和出售軍事裝備。

同年加拿大也對緬甸政府實施一系列制裁政策，其中包括撤回加拿大

在緬甸貿易的商行，取消通過國際財政機構對緬甸實施的多邊援助，

以及無限期停止雙邊援助等。84西方國家強烈的經濟制裁，為的是希

望緬甸政府對於和平示威群眾及少數民族於人權的角度上給予平等

對待，而非對其進行無情的打壓與囚禁。然而這初期的經濟制裁，緬

甸政府並不為所動，對於人權迫害上，依然持續著。 

 

 

 

 

 

                                                       
83  劉卜慎，緬甸制裁之政經分析：緬甸個案研究（台南：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2006 年），頁 44。 
84  「美國制裁二十年，害苦了緬甸」，今日話題，第 193 期（2011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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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小結 

 綜上文所述由尼溫將軍所領導的「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將緬

甸由文人政府正式進入軍政時期。長達 26 年的鎖國政策及剛愎自用

的軍事政策，迫使緬甸於民生經濟和政治政策一路往下滑。1988 年

的學運示威活動，是緬甸軍政權在這一時期備受挑戰的年代。透過學

生及民眾所帶領的示威運動，對尼溫政府強烈釋出國民對於經濟上需

求與基本自由人權的享有。 

 少數民族間的衝突，一直以來皆是緬甸領導人需要共同面對的問

題，但在此時期中，尼溫政府不斷擴張武力和邊疆少數民族進行對抗，

造成數十萬名的族人遠離家園，甚至失其性命，迫使尼溫政府和少數

民族間的隔閡和抗爭不斷擴大，這也是未來領導者需要正視的問題。

軍政府的獨裁政策，逮捕政治政治良心犯和招募未滿十五歲童兵以及

對於少數民族的迫害，從尼溫時期就被視為緬甸一大人權問題，西方

國家欲藉由制裁手段，迫使緬甸走上民主時代，但在這時期卻未見其

功效，因此也造就緬甸往後三十幾年軍民之間不停的抗爭和政策的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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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蘇貌時期(1988~1992) 

尼溫政府面臨著大規模的示威運動，於是自願辭去主席一職，暫

時緩和民怨的聲音，但 1988 年 9 月 18 日當時的國防部長蘇貌將軍

和欽紐准將（Brigadier General Khin Nyunt）卻發動另一波軍事政變，

控制政府，成立由 19 人組成的「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委員會」，1以

軍事執政團領導方式接續統治緬甸，人民為之抗議，全國立即陷入

嚴重的示威動亂，蘇貌並重新開啟戒嚴法，晚間八點至凌晨四時實

施宵禁，即時即刻生效；2禁止白天時列隊呼口號遊行、演講以及超

過五人以上在街頭騷動擾亂民心，並下令軍人和官員退出「緬甸社

會主義綱領黨」，且將「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改名為「國家團結

黨」(Nation Unity Party, NUP)，將國名從「緬甸社會主義共和國」

更改為「緬甸聯邦」(Union of Burma)。3蘇貌發動這次軍事政變，引

起廣大學生和民眾的不滿，義憤填膺的示威者走上街頭遊行抗議，

然而蘇貌政府卻下令以武力鎮壓，造成上萬人民及學生喪失性命，

                                                       
1  「緬甸聯邦」，中國東盟協會網，

http://www.chinaasean.org/servlet/Folder?node=1737&language=1，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5

日。 
2  杜繼峰，緬甸政局發展最新動向及其對外關係的影響（北京：2001 年亞太地區發展報告，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年），頁 214‐228。 
3  陳鴻瑜著，國立編譯館主編，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

頁 741-742；Burma 是緬甸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英文名稱，軍政府於 1989 年宣布將國名改為

Myanmar（Union of Myanmar )，主要是為了「去殖民化」以及尊重緬族之外的國內其他民族，

避免「大緬族主義」。然而，軍政府長期以來鎮壓民主運動，甚至迫害境內各少數族群的矛盾

惡行，再再使得緬甸民運人士及部分歐美國家，至今仍拒絕承認 Myanmar 這個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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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仍只是個保守低估的數字，實際上死亡人數無從估計，這也是

緬甸現代史上最為慘烈的政府屠殺人民事件。4 

蘇貌政府的大規模軍事武力鎮壓引來國際社會的關注，如美國、

日本、德國等民主國家的抗議，這些國家一致要求緬甸政府立即進

行政治改革，否則將停止對其經濟上援助。在國際壓力之下，蘇貌

宣布解除黨禁，允許各政黨的成立，實行多黨選舉，全國 235 個政

黨獲准登記；5並開放門戶，允許外資進入緬甸，藉以重建緬甸衰敗

已久的經濟。然而這一系列的改變，為 1990 年的國會大選，埋下伏

筆，促使蘇貌政府允諾進行民選國會選舉。 

第一節  1990 年國會大選 

    在一連串的對示威民眾打壓與逮捕後，蘇貌政府信守承諾於

1990 年 5 月 27 日舉行全國選舉。緬甸自 1948 年獨立之後，國內兩

派勢力（反法西斯聯盟分裂的兩派）爭相競逐，境內少數民族亦紛

紛爭取獨立，欲成立自治區，導致緬甸國內政局動盪不安。在獨立

之初，緬甸曾舉行過三次民選選舉，第一次於 1951~1952 年，第二

次在 1956 年舉行，但最後一次國會民選是在 1960 年，選舉結束之

                                                       
4  Peter Popham 著，莊安祺、范振光譯，The Lady and the Peacock 翁山蘇姬（台北市：聯經出版

社，2012 年 3 月），頁 88。 
5  “The Myanmar Election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http://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asia/south-east-asia/burma-myanmar/B105%20The%20My
anmar%20Elections.ashx,Visit Date: 20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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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尼溫將軍於 1962 年發動軍事政變，緬甸進入軍事執政團時代，

結束短暫的民主政治選舉階段。 

尼溫將軍執政時期，透過當時制定的憲法，1974 年舉行人民議

會選舉，在每一個鎮區選出一名代表，憲法規定年滿 18 歲公民均有

選舉權，但僧侶及宗教人士並無選舉和被選舉權，且在憲法中明確

規定當時執政黨「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為唯一的政黨，享有領導

權。6在此次選舉過程就備受嚴格監控，選舉結果，人民議會議員與

各級人民委員會代表大多數為親軍政權「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黨

員，平民百姓沒有多餘機會能入國會，顯然緬甸人民漸漸喪失自由

民主選舉權利，自由的命運受控於軍政府中。1988 年發生大規模的

示威抗議，民眾要求民主，在人民示威運動的壓力下，當時尼溫政

府妥協，說明自己將退出政治舞台。 

1988 年 9 月蘇貌將軍接任政權後，依據戒嚴令，嚴厲打壓示威

活動領導者，而其主要打擊目標為學生領袖、翁山蘇姬和全國民主

聯盟的重要幹部，等待這些民主運動人士為蘇貌政府剷除後，蘇貌

將軍宣布於 1990 年 5 月 27 日舉行多黨選舉。在此次大選中，軍政

府出乎大多數國際媒體的意料，以較開放的姿態使其他反對黨候選

                                                       
6 同註 5，頁 66；「緬甸民主歷程(2)：社會主義噩夢」，美國之音網（2012 年 3 月 20 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articleprintview/948536.html，瀏覽日期：

2012 年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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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在競選期間進行拉票活動。但蘇貌政府仍在選舉程序上做種種

限制，如候選人發表演說和眾人集會必須於政府指定的地點，同時

也需要政府同意批准才能進行，並監控示威運動的所有公開活動，

用無奇不有的手段予以打壓，蘇貌政府使盡方法無情打壓民眾遊行

活動，卻無法改變人民欲追求人權民主與自由的內心。7 

這次大選是緬甸自 1960 年後，首次的多黨選舉，共 93 個政黨參

與，2,380 名候選人角逐 485 個議員席位，8蘇貌政府認為已做好萬

全準備迎接選舉勝利之到來，然結果卻出乎政府意料，由翁山蘇姬

所帶領「全國民主聯盟」壓倒群雄，獲得 396 席位，而緬甸政府所

支持的「國家團結黨」9卻只獲得 10 席位，其餘席位由少數民族所組

成的政黨取得。10如表一所示： 

表一：1990 大選結果政黨獲勝人數與比例11 

政黨  獲勝席位（全 485席位） 獲勝比例
全國民主聯盟 392 80.8%
撣族民族聯盟 23 4.7%
若開族民族聯盟 11 2.3 %
國家團結黨 10 2.1%
其他 23 個獨立政黨 49 10.1%

                                                       
7    顧長永，東南亞政治學（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5 年），頁 43。 
8  “The 1990 Elections In Myanmar – 15 years Waitung”, ASEAN Inter‐PARLIAMENTARY MYANMAR 

CAUCUS, http://www.aseanmp.org/docs/resources/1990%20Elections.pdf, P.4, Visit Date: 
2012/10/13. 

9  「民主團結黨」，由原執政的緬甸社會主義綱領黨於 1988 年 9 月 24 日改組而成，為緬第二大

政黨。 
10  同註 8。 
11  Han, Khin Kyaw, “1990 Multi‐Party Democracy General Elections”,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www.ibiblio.org/obl/docs/Elections‐01.htm, Visit Date: 201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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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次的選舉結果，顯而易見的是，緬甸人民否定蘇貌政府執

政的合法性。而由翁山蘇姬所領導的「全國民主聯盟」，被緬甸眾多

人民認為是追求人權與民主代表的象徵。面對如此結果，蘇貌政府則

採取降低憲政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位階，謊稱憲政會議的任

務是制定憲法，非於國會之上，只有政府才有立法權利，且在未來的

全國大會中所有參與政黨名額都一樣，12這項宣言等同蘇貌政府拒絕

交權於全國民主聯盟，使得全國民主聯盟喪失執政以及為緬甸人民爭

取民主的機會。 

蘇貌政府此種扭曲和操縱選舉手法被全國民主聯盟和民眾所唾

棄，人民為表示其不滿，隨即上街頭示威抗議，軍方以武力鎮壓，並

指控群眾中有共產主義者欲顛覆政府。當示威運動局勢稍見緩和時，

軍隊和秘密警察立即大規模逮捕全國民主聯盟黨員和數十名國會議

員，以及民運人士，蘇貌政府此種抗拒民主、違反人權的作法，遭到

國際社會嚴厲的譴責，並且要求緬甸政府還政於民，但軍事執政團並

不為所動，繼續壟斷權力，無限期抗拒權力的移轉。在鎮壓人民的同

時，翁山蘇姬於 1989 年 7 月蘇貌政府以煽動人民之名義將其軟禁在

家。13大選結果公佈後，「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委員會」提出必須「先

                                                       
12  洪智仁，緬甸的民主化發展分析（台南：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頁 41。 
13  金榮勇，「國際社會對於緬甸朝野對峙的困境與前景」，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3

年），頁 107。第一次軟禁：1989~1995，第二次軟禁：2000~2002，第三次軟禁：2003~20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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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憲再交權」政策，並派軍隊搜查全國民主聯盟總部，逮捕全國民主

聯盟高階幹部。141993 年 1 月，緬甸制憲國民大會召開，但由於軍方

和全國民主聯盟在新憲法許多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翁山蘇姬遂於

1995 年 11 月率全國民主聯盟退出制憲國大，並要求緬甸政府立即根

據大選結果向全國民主聯盟移交政權。制憲國民大會因而中斷，同時

制憲進程也半途而廢。15  

國際社會對於蘇貌政府不接受選舉結果和對示威民眾採取鎮壓

行為，從先前所抱持的一絲希望到憤怒、嚴厲譴責與展開各種形式的

制裁、禁運與孤立。美國 54 位參眾議員聯名致函緬甸軍事執政主席，

要求蘇貌政府應遵守選舉結果，還政於民，緬甸政府卻不為理睬，而

當時美國總統老布希（George Bush）立即宣布將全面對緬甸實施經

濟制裁；16歐洲議會一個月後亦採取制裁行動，表達對緬甸政府不尊

重民主選舉之不滿。17但軍事執政團仍不受歐美國家經濟制裁影響，

繼續以軍事力量壟斷權力，無限期地拒絕交權於全國民主聯盟。 

                                                       
14  劉蘇里，「缅甸民主前途可期」，博訊新聞網（2012 年 5 月 8 日），

http://www.boxun.com/news/gb/intl/2012/05/201205080241.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6 月 7 日。 
15  王思棋，「記緬甸大選與民主進程：關山已越，前路猶長」，人民網（2010 年 10 月 23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3564669.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8 月 20 日。 
16  劉卜慎，經濟制裁之政經分析：緬甸個案研究（台南：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6 年），頁 2。 
17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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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年，緬甸政府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但並未與最大反對黨全國

民主聯盟表現欲與協調與溝通之誠意，造成彼此間的矛盾和對立未此

消除，雙方衝突仍不斷。而諾貝爾和平委員會為表彰翁山蘇姬以非暴

力行為爭取民主和人權上不遺餘力，1991 年 10 月 14 日頒發和平獎

給予翁山蘇姬，但此時的翁山蘇姬女士已被政府軟禁在家，因此由其

剛滿 18 歲大兒子代替自己領獎兼發表感謝詞。18在這份感謝詞中引述

翁山蘇姬的名言：「緬甸追求民主，是一國民作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

與平等的成員，過一種充實全面、富有意義生活的鬥爭。它是人類永

不停止努力的一部分，證明人的精神能夠超越自然屬性的瑕疵。」19之

後翁山蘇姬將諾貝爾和平獎金 130 萬美元交付給信託，用於緬甸人民

的健康與教育，造福更多的緬甸人民。20 

1992 年聯合國科教文組織頒發「西亞玻利維瓦獎」給翁山蘇姬，

表達對其支持，表彰她所堅持的追求民主非暴力抗爭模式，同時也是

間接地對緬甸政府表示抗議。21蘇貌政府的高壓統治以及否認翁山蘇

姬為民主努力和政府拒絕接受民意所支持的政黨選舉獲勝結果，遭受

                                                       
18  Janis Vougioukas,「此生為自由而活：翁山蘇姬 Ein Leben für die Freiheit: Aung San Suu Kyi」，

亮點 STERN 周刊，第 25 期（2012 年）。 
19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s" (Notre Dame: Marist College Marist College Public Praxis Project, 

2009), http://www.marist.edu/liberalarts/philrel/pubpraxis/pdfs/nobelbooklet.pdf, Visit Date: 
2011/12/3. 

20  "Aung San Suu Kyi (Peace Advocate) ", Amazing Women Rock , 
http://amazingwomenrock.com/aung-san-suu-kyi-burmese-democracy-leadernobel-peace-prize-win
ner, Visit Date: 2012/03/12. 

21 同註 12，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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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間廣泛譴責，歐盟、日本、美國等一些大國家皆撤銷對緬甸

雙邊協議與援助。而在國際社會上，翁山蘇姬被大家定義為有道德有

正義，能改變緬甸人民政治生活一位具有重大影響力之人，因此她在

緬甸政府的對外關係上，扮演著關鍵人物。 

    緬甸自 1948 年獨立之後，到 1962 年期間政治制度採取一黨優勢

的西方民主制度，當時有十幾個政黨一起自由競爭，由大選結果獲得

最多席位政黨者組成內閣政府。但 1962 年尼溫將軍軍事政變後，建

立長達 26年的一黨專政，直至 1988年蘇貌將軍發生政變接掌政權後，

解除黨禁，但仍只有二十多個政黨，尤其主要反對黨「全國民主聯盟」

勢力已被蘇貌政府大大削弱。 

    1990 年民主選舉，全國民主聯盟黨獲得壓倒性的勝利，然蘇貌

政府抗拒民主化，拒絕交權，以及違反人權隨意拘禁翁山蘇姬等政治

良心犯，並清算鎮壓其他反對團體及異議份子，因而遭致國際社會輿

論譴責與經濟上的制裁，造成緬甸於經濟上民不聊生，多數人民苦不

堪言的處境。 

對於緬甸人民的不支持及國際社會上大規模的制裁，蘇貌政府為

平息民眾和國際各方的憤怒，於是宣布將實施民主進程的七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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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線圖」22（Road Map for Democracy），藉以緩和國際政治上壓力，

解決與反對黨之間的衝突與矛盾。1992 年 4 月 23 日蘇貌以因身體健

康因素辭去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委員會主席職務，由丹瑞將軍

（General Than Shwe）接任，蘇貌時代正式結束。而進入丹瑞時期，

又是另一波緬甸政府人權迫害不斷的高峰期，也是讓世界更注意緬甸

這個國家的人權與民主問題。 

 

第二節 蘇貌時期對人權之探討 

從 1962 年軍事團執政開始，一連串的人權迫害問題，不停地在

緬甸社會中上演著，對少數民族的逼迫或屠殺(Massacre)，任意拘禁

政治良心犯，甚至為抵抗少數民族武裝部隊，軍政府不畏西方任何譴

責，繼續徵招童兵，剝奪兒童純真的發展與該有的教育權。因此在蘇

貌政府這階段，人權的問題，持續進行著。 

 

一、 少數民族 

1988 年 10 月，遭政府以武力鎮壓的學生與僧侶、和數萬名的人

民與異議人士等民主力量，為躲避緬甸政府的繼續追捕，先後逃至

民族解放區，和「全國民主聯盟」結合成立「緬甸民主聯盟」

                                                       
22  David Henry Poveter , “Myanmar's roadmap comes full circle”, Asia Time(2011/9/14), 

http://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MI14Ae01.html, Visit Date: 20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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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Alliance of Burma, DAB)，民主力量和少數民族力量的結

合，匯流成緬甸境內最大的反對勢力。呼籲「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

委員會」舉行三邊會議以及宣布和少數族群全國停火，但皆被蘇貌

政府斷然拒絕，僅願意個別和少數民族團體談判，23蘇貌政府藉此對

各民族採取分化策略，導致克倫族、克倫尼族、孟族等少數民族武

裝組織，最後皆因政府挑撥離間分裂後瓦解。   

1990 年緬甸舉行大選時，經政府審核通過可以參加大選的合法政

黨中，少數民族政黨占 36 個，其中撣族民族聯盟（Shan Nationalities 

League for Democracy, SNLD）在大選中獲得 23 個議員席位，顯示出

某些少數民族政黨對於緬甸政府仍有較大的影響力。24同時政府為體

現民族團結，向聯合國申請將緬甸的英文名稱由 Burma 改為更能代

表緬甸各民族的 Myanmar，緬甸政府亦給予與政府和解的少數民族武

裝轄區居民發放身分證，讓這些少數民族族民能夠正式成為緬甸合法

公民。25同時在此時期，緬甸政府重視邊境和少數民族地區的開發，

大力推動地方經濟和文教與衛生的發展。並於 1989 年 5 月成立「邊

境與少數民族地區發展中央委員會」26和 1993 年 8 月「邊境地區少數

                                                       
23  同註 9，頁 736。 
24  李晨陽，緬甸獨立後民族政策的演變，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7448_p_1.html 李晨陽，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28 日。 
25 駱永坤，「缅甸民主之路或走到關鍵一步」，環球網國際新聞（2010 年 4 月 3 日），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4/2580460.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30 日。 
26  主席由「國家恢復法律與秩序委員會」主席擔任。該委員會下設 13 個(後發展為 18 個)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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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發展工作委員會」27，專門負責邊境和少數民族地區開發計畫的

制定與實施，並設立中央到地方整體開發的工作管理體系。28 

在蘇貌政府時期對於少數民族有較寬鬆的對待，但在人權上的保

護仍有漏洞在。位於若開邦的羅興亞人，因宗教信仰的不同，長期在

緬甸遭受政府的迫害。因此羅興亞人面臨民生與性命上的迫害，被逼

迫逃至鄰近的孟加拉、馬來西亞、巴基斯坦和泰國等國。但所逃亡的

國家，包括沙烏地阿拉伯和馬來西亞等伊斯蘭教國家，卻也都只把逃

亡的羅興亞人當成廉價勞工的來源，不僅薪資低廉甚至派遣這些難民

做最危險的工作。29同時，從 1990 年代開始，緬甸政府把仰光的墓地

逐漸遷往郊外，但建設墓地的有關規定卻沒有顧及到羅興亞人的宗教

信仰。雖然近幾年來緬甸在仰光等城市周圍建立不少新的城鎮，但緬

甸政府仍不提供興建清真寺的土地，因此，對於羅興亞人來說若要建

                                                                                                                                                           
組委員會，對邊境地區開發工作進行分工管理。這些工作小組委員會是：(1)道路橋樑小組委

員會；(2)運輸小組委員會；(3)衛生小組委員會；(4)教育小組委員會；(5)農業小組委員會；(6)
林業小組委員會；(7)畜牧小組委員會；(8)貿易小組委員會；(9)能源小組委員會；(10)礦產勘

測、開採與生產委員會；(11)通訊小組委員會；(12)住房小組委員會；(13)社會福利與合作社

小組委員會；(14)宗教事務小組委員會；(15)內政事務小組委員會；(16)公共關係小組委員會；

(17)財政管理小組委員會；(18)審計小組委員會。其中 14 個工作小組委員會的主席由中央各

部副部長擔任。此外，在所劃定的開發地區還設立了地區小組委員會。1992 年 9 月，在中央

政府中正式組建了邊境地區與民族發展部(1994 年 1 月更名為邊境地區及民族進步與發展事

務部)，專門負責邊境及少數民族地區開發計畫的實施與管理。至此，從中央到地方形成了一

個跨地區、跨行業的邊境地區開發工作管理系體。 
27  將邊境地區的開發納入法制軌道。該法為邊境地區開發定立了五大原則：(1)促進邊境少數民

族地區的經濟發展；(2)重視並保存少數民族文化習俗；(3)增強各民族間的團結；(4)通過興建

地方經濟實業徹底剷除罌粟種植；(5)保持邊境地區的安全與和平，維護當地的法律和秩序。 
28  「緬甸的邊境地區的開發」，雲南省科學技術情報研究院（2011 年 2 月 18 日），

http://yunnan.stis.cn/xnjw/dmkjjj/200411/t20041101_230484.htm，瀏覽日期：2012 年 6 月 12 日 
29 「羅興亞人長期受歧視」，大公網（2012 年 6 月 12 日），

http://source.takungpao.com/world/content/2012-06/12/content_441404.htm，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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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清真寺幾乎是不太可能的。而已存在的清真寺也得在經過繁瑣的

官僚程序後尚可修繕，也因缺乏資金和贊助，在維修上仍是有其困難

存在。 

同時緬甸政府亦不允許其教徒於公共場所傳播伊斯蘭教，亦不允

許組織全國性的穆斯林活動。30因此這群信奉伊斯蘭教的羅興亞人被

聯合國稱為「The Rohingya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ersecuted groups」。

31羅興亞人公民權問題，直到現在仍被緬甸政府所忽略，因為宗教的

問題，使他們成為世界的孤兒，尋求他方庇護。 

 

二、政治良心犯 

1988 年翁山蘇姬成立全國民主聯盟，1990 年的全國大選中贏得

勝利，但選舉結果卻被蘇貌政府作廢。而這也導致大規模抗議活動的

爆發。妙山(Myat San)是在這場示威活動中被蘇貌政府以「國家安全

法」(National Security Law)之名逮捕的數百名抗議者之一。他在被判

刑之前遭受六個月的折磨。回憶早年的那段經歷，妙山32述說軍人會

在三更半夜對其拳打腳踢，同時軍事法庭也判他 18 年的徒刑，於牢

                                                       
30  李晨陽，「緬甸的伊斯蘭教現狀」，李晨陽博客（2006 年 8 月 11 日），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7479_p_1.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18
日。 

31  “Aung San Suu Kyi: Opportunity lost on Rohingyas issue”, Alaska Dispatch (2012/10/1), 
http://www.alaskadispatch.com/article/aung-san-suu-kyi-opportunity-lost-rohingyas-issue, Visit 
Date: 2012/10/13.  

32  1988 年，妙山(Myat San)是一名動物學系大四學生，且為翁山蘇姬提供保安組織的「三色學生」

成員之一。他和其他一群年輕人一起住在翁山蘇姬的住區，探討政治並保護著翁山蘇姬的身

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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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妙山從未被稱為政治犯，緬甸政府稱其為「特別犯人」，目是

是為掩蓋緬甸存在持不同政見者的事實。甚至在服刑期間，妙山於偏

遠地帶的牢獄移轉不定，有時每四五年，有時甚至每年，33蘇貌政府

此種作法只為增加家屬對於探望這些示威活動者的困難，同時也為防

止更具感染力的犯人與其他犯人及獄警建立友誼。上述只是在這期間

中其中一個案例罷了，國會大選後的示威行動中，有更多支持翁山蘇

姬積極的民運份子，亦遭受無情的軍隊逮捕與虐待。 

隔年，1989 年 4 月中是緬甸一年一度的重大節日「達降」34

（Thingyan），但 1988 年 8 月軍方大規模鎮壓事件，已讓此節慶有新

的危險意涵存在，而學生欲大聲對執政者發洩內心真正想法的渴望，

也將難以抗拒。因此翁山蘇姬為鼓勵如此的情緒，讓學生們能夠表達

自己的意見，全國民主聯盟安排口號比賽，選取最幽默也最能道出反

對執政者心境的口號，在這大節日於全國民主聯盟黨部前吶喊比賽，

卻受到軍方的掌控與壓制，此次比賽又成全國民主聯盟和軍政府再一

次的對峙僵局。1989 年 4 月 16 日，全國民主聯盟成立「團結標語委

員會」，目的在確定於達降期間所喊的任何標語都要「以民族團結為

目標」，但成立不到一周時間，起草的全國民主聯盟成員被控訴冒犯

                                                       
33  「緬甸政治犯：我不怕再次入獄」，荷蘭在線中文網（2012 年 1 月 20 日），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593023，瀏覽日期：2012 年 3 月 20 日。 
34  俗稱潑水節。這期間，大家用純淨的清水相互潑灑，祈求洗去過去一年的不順，新的一年重

新出發。潑水節首二天是除舊最後一天是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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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標語，因而以莫須有罪名遭逮捕拘禁。35 

而政治良心犯遭到虐待和酷刑已為司空見慣。他們受到的處罰形

形樣樣包括：被迫長時間保持難堪的姿勢、毆打、隔離在狹窄和黑暗

的監獄。犯人往往得到的糧食和醫療極為糟糕，有時甚至都沒有。在

許多情況下，囚犯還必須親自支付這些醫療或生活必須的基本服務。

36緬甸政府對於這些政治良心犯的待遇，簡直毫無人道可言，也不畏

懼西方國家對其持續的經濟制裁，我行我素的繼續逮捕拘禁政治良心

犯者。 

 

三、其他人權迫害 

女性一直是緬甸民主運動最積極的推動者與參與者。在對抗

軍事執政團過程中，向來不落人後。許多女性也因為政治立場過

於鮮明，而承擔著個人安危。例如翁山蘇姬於 1990 年大選前便

遭軟禁，後來軍事執政團雖在國際社會壓力下，於 1995 年聯合

國婦女大會舉辦前短暫釋放她，但該會結束後，又將之軟禁迄今。

37許多幸運逃過軍事執政團凌虐的女性，越過泰緬邊界，在邊境

各 小 鎮 重 新 組 織 ， 成 立 緬 甸 婦 女 組 織 (Burmese Women 

                                                       
35 同註 4，頁 147-150。 
36  “Burma Background”, Human Rights Watch (2009/8/16), 

http://www.hrw.org/burma-2100-by-2010/background, Visit Date: 2012/05/20. 
37 趙中麒，「緬甸軍政府凌虐女性身心緬甸軍政府凌虐女性身心」，台灣立報（2005 年 5 月 15

日），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86892，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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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BWO)，不僅協助在泰國打工的婦女與邊境工廠協

商，爭取合理的勞工權益，也持續關注緬甸民主政治情勢演變，

協助女性異議人士向聯合國高級難民公署（UN-HCR）申請第三

國政治庇護。38 

至於其他少數民族地區，當政府開啟種族戰爭，少數民族婦

女經常成為被奴役虐待的對象。女性村長若不是遭到刑求，就是

遭逕自處決，或是被當作交換反抗份子的人質。任何女性若被懷

疑參加地下組織，下場就是遭兵士性侵害。39而對女性有計畫的

性侵害，更被用來作為迫使少數族裔服從軍事政府的手段。甚至

軍方對其婦女性侵以種族清洗（ethnic leansing）的滅絕手段來行

使。或者逼迫懷孕婦女以及正在哺育嬰兒的女性，搬運修築戰備

道等軍事補給工作。她們被軍事執政團的官士兵毒打，甚至成為

性奴隸。少數民族地區的女性因而經常死於虐待、疾病，以及在

被迫服勞役的地方長期忍受飢餓而死。40更多的少數民族女性必

須躲藏在泰國、中國等鄰近國家同族的村莊或高山中，或困在難

民營中當難民。由於緬甸長年內戰造成的經濟凋敝，以及軍政府

                                                       
38 同前註  
39  同註 37。 
40 同註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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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的威脅，許多年輕女性淪為廉價性工作者，游移於泰緬與中

緬的邊境，暴露在感染 HIV/AIDS 的高度危險中。 

緬甸 30%以上的兒童長期營養不良。全國 32%的 5 歲以下兒

童體重過輕和發育遲緩。而許多兒童迫於生存，不得不求助於武

裝組織。而緬甸的貧困化還在加速，提供社會服務機構的能力有

限，無法滿足一般民眾尤其是兒童的基本需要，而這給人口販賣

集團與部分武裝組織提供乘虛而入的機會，呈現人口販賣與童兵

並存的趨勢，影響兒童的生長與教育，導致兒童問題越演越烈，

亟待緬甸政府的改善。41 

 

第三節 國際對緬甸人權迫害之監督與制裁 

從 1988 年學運，緬甸政府以殘暴手段對待學生及民眾，到 1990

年國會大選，原以為人民追求的民主人權時代即將來臨，但蘇貌政府

的耍賴，拒絕交權於勝選的全國民主聯盟，引起大規模的民怨，以及

國際社會上的撻伐，此後西方國家對緬甸的態度更為強硬。以美國首

先對緬甸發難，除拒絕承認蘇貌政府的合法性外，更聯合歐洲聯盟

（European Union, EU, 簡稱歐盟）國家開始對緬甸進行更嚴厲的制

                                                       
41 陳 鍇，｢試析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面臨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和平與發展（第 3 期），2011 年，

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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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行動。美國政府為表示對緬甸不民主的行為表達不滿，也將駐緬甸

大使召回，隔 20 年，直到 2012 年歐巴馬總統才又派駐緬大使米切爾

（Derek Mitchel）到任。42 

歐盟 1990 年開始對緬甸進行武器禁運，1991 年停止給予緬甸防

禦合作與所有雙邊援助。鑒於緬甸悍然實行不人道、種族迫害的強迫

勞役，歐盟亦憤然取消緬甸出口歐盟所享有的最惠國待遇43（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44迫使緬甸能夠改善人權問題，但蘇貌政

府不臣服於西方制裁的權威下，依然在人權上嚴重迫害，而西方國家

對其的經濟制裁，也一直持續到現在。 

 

第四節 小結 

雖然蘇貌將軍領導緬甸的時間實為短暫的 4 年，前段時間受國內

反對黨的壓力，在政治上做些改革，1990 年的國會選舉兌現承諾，

但最後拒絕接受勝選的一方領導國家，西方國家又進一步於經濟上對

其加以制裁，除歐美的經濟制裁外，也因蘇貌政府對於民生問題的忽

                                                       
42 謝瑩，「西方何時 全面解除對緬制裁？」，雲南資訊報（2012 年 4 月 16 日），

http://news.ynxxb.com/content/2012-4/16/N97898048955.aspx，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10 日。 
43  最惠國待遇是無條件、無限制的，而且是建立在互惠原則之上，其主旨在於希望透過較公平

的原則相互適用，以求貿易歧視待遇的消除。此原則下除了可增加經濟效率外，亦可以促進

整體的貿易全面自由化，更可以簡化許多關稅的程序。 

最惠國待遇原則的限制的範圍主要包括：（1）一切與進出口有關的關稅和費用方面。（2）與

進口商品有關的國際支付轉帳等方面所徵收的關稅和費用方面。（3）徵收上述（1）（2）的關

稅和費用的方法上面。（4）進出口的規章手續方面。（5）與進口商品有關的國內稅和國內規

章的國民待遇方面。 
44  貌強，「歐盟對緬甸的援助與制裁」，政黨之聲（2003 年 11 月 3 日），

http://blog.boxun.com/hero/Burma'sChinese/26_1.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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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而實際面上來說短短四年的光景，蘇貌將軍將緬甸帶入更苦不堪

言的生活中，民生寂寥，且人人處於隨時被迫害與逮捕的情況下，尤

以支持翁山蘇姬的學生或者是政黨，被傷害的人數不計其數，其二是

對於少數民族的殘害，不管是族人抑是小孩，婦女，皆受蘇貌政府的

暴力武裝對抗，甚或是污辱女孩或婦女的身體後，隨意丟棄，滅口毀

證，完全是以非人性的行為作法，傷害平民百姓，一再地觸犯世界人

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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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丹瑞時期(1992－2010) 

第一節  丹瑞時期的建立 

面對大規模的抗議以及國際上撻伐與譴責的聲音，1992 年蘇貌

將軍辭去「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委員會」主席一職，由國防部總司

令丹瑞將軍接任。丹瑞上任後，在政策上採取較靈活的策略，也為

展現推行民主的決心，解除戒嚴，大學重新恢復上課；政治上為改

善人權問題，緩和與少數民族間的矛盾，因此和許多少數民族武裝

反叛部隊組織達成和解；另方面為鞏固政權，丹瑞將軍亦在 1993 年

創立「聯邦鞏固與發展協會」（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USDA），藉以吸引各行業人士加入參與，雖然它不是

個政黨，卻具有政黨的功能。在當時緬甸境內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

很高，國際社會也給予緬甸很大的壓力，迫使丹瑞政府終於在 1993

年 1 月召開「國家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以制定新憲法。

1有 700 名代表出席，會議預擬給軍人於未來國會中佔有 25%的席次，

使軍人在政治上仍具有領導的地位，但政府此作法遭受「全國民主

聯盟」及緬甸民眾的反對與杯葛。由於國家會議的成員大都是政府

所任命的成員，其獨立性與正當性遭受到質疑。且在 1994 年 4 月 9
                                                       
1  “Burma’s National Convention: Illegitimate, Unrepresentative & Oppressive”, ALTSEAN, 

http://www.altsean.org/Docs/PDF%20Format/Thematic%20Briefers/Burma's%20National%20Conv
ention%20-%20Illegitimate%20Unrepresentative%20And%20Oppressive.pdf,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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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定的新憲法草案中對參選總統的競選人資格有相當的限制，目

的在於禁止翁山蘇姬參選總統選舉的機會。例如新憲法裡規定，總

統必須是軍人出身，丈夫亦不能為外籍人士，並規定候選人必須連

續居住緬甸二十年以上，這些條款在在顯示皆為剝奪翁山蘇姬競選

機會。1995 年 11 月因全國民主聯盟指責該國家會議並不能代表意

見因而退出，使會議自此而停開。2 

1997 年 11 月丹瑞將「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委員會」改組為「國

家和平暨發展委員會」（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PDC）。

改組後的「國家和平暨發展委員會」，仍是以軍事執政團為領導的

軍事獨裁機構，凌駕於中央政府組織之上。丹瑞改組後，已成為緬

甸政府最為重要的領導人物。而改組的目的在於，除提升「國家和

平暨發展委員會」主席丹瑞、副主席貌艾（Maung Aye）、第一秘書

欽紐（Khin Nyunt）及第二秘書丁吳（Tin Uo）四位領導人地位之外，

同時也要向國際社會展現執政黨欲改善政府貪汙、腐化以及對人權

迫害等不良形象的決心。 

1997 年 7 月，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簡稱東協)將緬甸納入協會中的一員，對緬甸採取

「建設性接觸」政策，反對聯合國安全理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2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6 年 1 月），頁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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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簡稱安理會）介入緬甸國內問題，因此東協一度成為緬甸抵

擋西方壓力的主要屏障。3也因東協的支持與接納，使緬甸政府在國

際社會上有一席之地，對外政策重心也從依靠中國大陸轉向以東協為

主。另一方面，緬甸加入東協後使得丹瑞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

大以提升，間接也使得翁山蘇姬等民主運動人士在追求民主人權時倍

感艱辛。4 

1990 年代中期，緬甸經濟有外資的進入，曾有短期的好景，但受

到政府內部官僚的嚴重貪汙與政策施行無效率、以及東南亞金融風暴

重創鄰國企業的投資能力和歐美國家呼籲聯合抵制緬甸經濟等因素

影響，使得緬甸在經濟方面再次陷入困境。同時，外資的投資也從

1998 年後開始大幅下降，許多跨國企業亦紛紛撤資，對緬甸經濟是

雪上加霜。同時於 1998 年東南亞金融危機時使東協意識到，東南亞

國家仍無法擺脫西方國家於在經濟上的依賴，若因緬甸問題，東協處

理方式不符合西方訴求時，屆時緬甸對於金融危機所造成的影響恐怕

無法在沒有西方國家的援助下獲得拯救，因此在不破壞東協內部團結

以及東協一體化不能沒有緬甸的情形下，東協與緬甸嘗試進行多方談

                                                       
3  孔鵬，「淺悉東盟對緬甸政策的變化發展」，東南亞縱橫（2008 年 2 月），頁 70。 
4  金榮勇，「國際社會對於緬甸朝野對峙的困境與前景」，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3

年 5 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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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說服緬甸改善人權狀況，促使西方國家能解除經濟制裁，也使金

融危機能獲得西方國家的幫助。 

2003 年 8 月國家總理欽紐，為緩和國際輿論的壓力，立即接見

各部門負責人、軍隊司令、以及非政府組織的社會和經濟團體，對

緬甸未來發展的政策走向發表談話，並宣布實現緬甸七點「民主路

線圖」（Road Map for Democracy），對緬甸的民主化進程做出具體

的安排。 5第一步，重新啟動 1996 年臨時中斷的國民大會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Convention to draft a new constitution)；第

二步，召開國民大會，逐步開始各項工作進程，建立真實有秩序的

民主制度(Proposal of steps needed to establish a democracy after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was concluded)；第三步，按照國民大會制訂基

本原則起草新憲法(Drafting of a constitu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by the National Convention)；第四步舉行全民公投，通過憲

法草案(A national referendum to approve the new charter)；第五步，舉

行大選後並組成議會 (Election of a democratically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第六步，按照新憲法召開議會(Convention of parliament)；

第七步，由議會產生的國家領導人和內閣及權力機構帶領國家走向

現代化發達的國家，且恢復舉行國民大會，重新開啟制憲進程

                                                       
5    David Henry Poveter , “Myanmar's roadmap comes full circle”, Asia Time(2011/9/14), 

http://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MI14Ae01.html, Visit Date: 20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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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of a modern, developed and democratic nation by the newly 

elected parliamentarians)。6這七步路線圖，亦在丹瑞政府帶領之下，

逐步完成，且伴隨著丹瑞將軍下台，2011 年 3 月登盛政府成為第一

個文人政府，將引領著緬甸走向現代化進程。 

 

第二節 2007 年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 

緬甸民主人權之路一路走來不順遂，自 1947 向英國爭取獨立之

後，1962 年尼溫將軍掌大權廢除聯邦憲法，成立革命委員會，進行

軍事獨裁統治。1988 年緬甸政府以武裝鎮壓人民對於經濟蕭條和政

治迫害不滿的抗議活動。在這場示威活動裡，緬甸政府血腥鎮壓，

造成 3,000 多人喪生，而此抗議活動也為 1990 年的人民議會選舉鋪

路，由翁山蘇姬所領導的「全國民主聯盟」以 60％選票獲超過 80

％的國會席位，然這次的選舉結果卻被蘇貌為鞏固自身權力逕行宣

布選舉無效，拒絕交出政權，面對這樣的結果，許多國家為之撻伐。

在這幾十年的時間中，緬甸政府仍不時逮捕和平示威人士，並對少

數民族加以傷害及脅迫遷村，導致人身和居住自由受剝奪，甚至在

經濟上因政府大肆培養軍力，使得民生艱困，生活不易。 

                                                       
6  劉卜慎，經濟制裁之政經分析：緬甸個案研究（台南：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6 年），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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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前述的示威活動以及 1990 年選舉結果政府的無視，人民不

滿情緒已達到最高點。2007 年因丹瑞政府無預警的調漲燃油價錢，

造成民眾生活更加困苦，人民因此走上街頭抗議，德高望重的僧侶

也跟著人民上街頭，從原本的民生訴求轉換成追求民主與人權。廣

大的示威運動，丹瑞政府以武力鎮壓，民眾紛紛以電子媒體拍下殘

暴鎮壓過程，並利用網路媒體將影片傳播出去，引起世界各國的憤

慨與注意，歐美國家甚至展開下一階段對緬甸之制裁。這場示威活

動為世人稱「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 

也因番紅花革命的發生，促使各多的國家意識到緬甸人權問題的

嚴重性，紛紛加以撻伐和說服。而伴隨著國際輿論壓力和緬甸自身

的壓力，2010 年 11 月緬甸政府為展現政治改革決心於是重新開啟

國會大選，同時緬甸政府亦於 11 月 13 日釋放翁山蘇姬等人將近

2,000 名政治犯，此時世界各國及緬甸人民開始對緬甸人權的改善有

新的希望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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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由 

2007 年 8 月 15 日，丹瑞政府無預警的取消燃料補貼，燃料價格

大幅上漲，汽油的價格從每加侖 1,500 緬元漲調至 2,500 緬元(當時

一美元約合 1,350 緬元)。7汽油價格調漲 2/3 倍，柴油價格上漲 1 倍，

天然氣價格亦調漲 4 倍高，伴隨著汽油價格的提高，其他相關物價

也紛紛上漲，緬甸政府雖提高燃油價錢卻仍比國際油價低很多。但

因緬甸人民所能承受的金錢能力有限，在緬甸境內，平民的月收入

約 4 萬至 8 萬緬元，每天的收入大約只有 1,300 至 3,000 緬元之間，

只夠支付從郊區至市區的往返交通費，許多住於郊外的緬甸人民們

為省下汽油錢，不得不每天步行一個多小時的路程工作去；同時，

市場上出現搶購食用油、洋蔥、米等生活必需品的場面，因民生問

題導致緬甸全國性的社會動盪。8為抗議油價的上漲，僧侶走上仰光

街頭示威，丹瑞政府以武力鎮壓，造成傷亡慘重，而原是一場民生

示威運動，卻在示威過程中慢慢演變成追求民主以及要求釋放翁山

蘇姬等政治良心犯的政治運動，緬甸頓時也成國際社會萬眾矚目的

焦點。 

 

                                                       
7  林錫星，「全球化背景下的緬甸政治危機」，東南亞研究，第 1 期（2008 年），頁 10。 
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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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2007 年 8 月 19 日開始，仰光 400 多位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油價

飆漲，民生物價也受影響跟著上揚，且在這示威遊行過程中，丹瑞

政府逮捕 13 名遊行民眾。9 月 5 日約有 300 位僧侶加入和平示威抗

議通膨的過度嚴重，卻遭致政府的毆打與逮捕，僧侶們要求道歉遭

到拒絕，因而導致自 9 月 17 日起，上萬僧侶走上街頭，並與民眾合

流，展開示威遊行活動。9 月 24 日，約二萬名的僧侶帶領著支持民

眾從仰光大金寺（Shwedagon Pagoda）出發，沿途大聲誦經並高呼

和平與慈悲的祈禱詞，將示威活動帶入連日來的最高潮。9沿路上陸

陸續續加入支持的民眾，當時的示威遊行人群超過十萬人，隊伍綿

長二十餘公里，這也是緬甸自 1988 年來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遊行示威的訴求內容也從最初的「要求民生物資價格合理化」，

慢慢加入「與軍事執政團進行對話」以及「釋放翁山蘇姬等政治犯」

等內容，10顯而見之民眾不滿的情緒漸有升高之勢。9 月 25 日深夜，

丹瑞政府宣佈在仰光（Yangon）和曼德勒(Mandalay)實行為期 60 天

的「宵禁」11，同時於白天亦禁止 5 人以上的集會，並採用暴力手段

                                                       
9  李耀群，緬甸的民主化與袈裟革命之探討（台中: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8 年 6 月），頁 106。 
10    陳嚮富，緬甸軍政府對政治轉型之影響 （台南：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8 年），頁 11。 
11  宵禁時間為晚上 9 點到次日早上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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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開槍強行驅散遊行示威隊伍。丹瑞政府在這場衝突中造成約

13 名無辜民眾遭亂棒致死，數十人受傷，並逮捕 2,000 多人。1227

日早上，日本 APF 通信社記者長井健司(Nagai Kenji)遭緬甸士兵近

距離槍擊而身亡，13引來日本及國際社會的關注。 

 在這場示威遊行過程中，緬甸民衆將象徵僧袍的深紅色帶子別在

衣服上表達對僧侶的支持，由於聲勢浩大，因此被稱之爲「番紅花

革命」。番紅花是一種暗紅帶橘的高級香料，傳統上東南亞地區的

僧袍都使用此種顔色。「番紅花革命」一稱是受到烏克蘭「橙色革

命」 14 (Orange Revolution)和吉爾吉斯「鬱金香革命」 15 (Tulip 

Revolution)的啓發。這些新的「花果革命」名稱，藉以反映出西方

國家希望緬甸能成功走上民主道路的心態。同時藉由這場革命示威

活動，顯示緬甸人民對政府於人權改善的渴望，希望政府能夠接受

民眾訴求，釋放政治良心犯，以人權觀念為出發，以及重視民生問

題，欲顛覆緬甸長期以來以軍事執政團獨裁領導的姿態。 

                                                       
12 李晨陽，「袈裟革命後看緬甸軍人政體」，世界知識，第 21 期（2007 年）。 
13「日本 APF 社攝記長井殉職」，星洲日報，http://tech.sinchew-i.com/sc/node/41816，瀏覽日期：

2011 年 12 月 3 日。 
14 是指 2004 年至 2005 年間圍繞在 2004 年烏克蘭總統大選過程中由於嚴重貪污、影響選民和直

接進行選舉舞弊所導致的一系列抗議和政治事件。由於在該事件中使用橙色作為抗議的顏色，

因此被譽為橙色革命。 
15 是指 2005 年 2 月 27 日和 3 月 13 日的吉爾吉斯共和國議會選舉之後，其總統阿斯卡·阿卡耶夫

及其政府的倒台。在這次政局變動中，因反對派來自不同城市，卻用一個共同手勢─握拳表

達意願，握拳形似鬱金香花，因此被稱為鬱金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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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遊行過程中，丹瑞政府以武力毆打僧侶的事件頻繁傳出，僧

侶們開始拒絕向軍人布施，宗教的抵抗無限向上提升。僧侶於緬甸

具有崇高的地位，軍人以武力鎮壓示威僧侶時，間接挑戰佛教國家

的信仰。當僧侶們開始在示威過程中故意把化緣缽向下反轉時，其

意思在於抵制軍人的布施，也間接否定布施者為佛教徒身分，亦相

當於拒絕軍官員與其家屬的行善行為，因行善在宗教虔誠的緬甸中，

是日常生活裡很重要的一部分。16若僧侶拒絕官員的行善同時也意味

著軍官員被社會放逐，身亡後無人會照料，無法被佛祖接受，等同

於是被自己的文化、社會和宗教放逐，這對信奉佛教的緬甸軍官員

來說是有其威脅意涵存在的。17 

番紅花革命事件中僧侶及人們示威遊行運動是緬甸歷史上於國

際參與、關注程度最高的一次。1988 年的抗議活動在被武力鎮壓後，

是直到數天後才零星見於各國際媒體的報端，甚至沒有任何圖片或

影音資料，等資料傳至國際媒體時已是一場過去式的事件。而與 1988

年「8888 運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番紅花革命」從一開始就在

網路上廣泛流傳，儘管緬甸國內網路普及率並不高，但緬甸人民以

及各國隱匿記者藉由部落格、電子郵件，甚至 Youtube 影音等形式，

                                                       
16  曼谷：中華日報國際版，2007 年 10 月 29 日，瀏覽日期 2012 年 5 月 15 日。 
17  吳芮芮，「昂山素姬緬甸人的希望(專訪緬甸流亡政府發言人包和廷)」，新紀元周刊，第 40 期

（2007 年 10 月），http://mag.epochtimes.com/b5/042/3773.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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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抗議活動的影像與文字資料第一時間傳達給外界，使西方國家及

各國了解這是一場現在進行式的事件。181988 年驚天撼地的流血事

件因緬甸政府的封鎖，不為外界所知。而今天各媒體均大幅報導緬

甸這波民主浪潮。流亡印度的緬甸記者盛溫（Sein Win）說：「這

就是全球化，不管丹瑞政府喜歡與否，就是無法自外於國際社會。」

19顯示這場示威運動，已震撼整個國際社會，且緬甸政府無法阻擋鎮

壓的消息已被民眾與記者持續往外傳輸中。 

事件發生後丹瑞政府鎮壓的影像藉由記者及人民傳至世界各國，

西方國家也利用各種渠道，紛紛向緬甸政府施加壓力，阻其武力暴

政，並迫其緬甸政府進行政治改革。此時布希(George Walker Bush)

總統並宣布美國對緬進一步實施經濟制裁，英法等國也呼籲歐盟加

强對緬制裁，向緬甸政府施壓。 

 

 

 

 

                                                       
18  新加坡海峽時報，http://www.straitstimes.co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17 日。 
19  蔡佳慧、王潔予，「袈裟革命緬甸流血鎮壓」，蘋果日報新聞網（2007 年 9 月 27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070927/3852623，瀏覽日期：

2012 年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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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對於番紅花革命之反應 

番紅花革命，緬甸政府以武力鎮壓群眾後，引起國際上連鎖的反

應，除嚴厲譴責丹瑞政府野蠻不人道行為外，並以各種不同方式支

持緬甸民眾追求人權的活動，同時以經濟和武器制裁對緬甸政府表

達最大的不滿，但仍有些許國家認為這是緬甸國內政治問題，不便

過度插手介入甚至以制裁手段影響丹瑞政府的處理。而以下將分述

國際社會對番紅花事件之反應。 

（一） 聯合國 

針對緬甸政府使用暴力手段鎮壓和平民主示威，聯合國安全理事

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簡稱安理會)於 2007 年 9 月 27 日

立即召開緊急閉門會議。會議後由安理會輪值主席法國駐聯合國大

使裡佩爾（Jean-Maurice Ripert）發表簡短聲明，聲明內容要求緬甸

各界保持克制，尤其丹瑞政府應務必立即停止使用武力，並允許聯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派遣緬甸事務特別顧問甘巴里

（Ibrahim Gambari）入境，首要任務於說服緬甸政府放棄以武力對

付群眾。20甘巴里 9 月 29 日抵達緬甸仰光，隨即展開調查行動，9

月 30 日與翁山蘇姬在緬甸國賓會館會談長達 90 分鐘；10 月 2 日和

                                                       
20  貝希爾，「聯合國特使赴緬甸中國不支持制裁」，大紀元（2007 年 9 月 27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7/9/27/n1848424.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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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瑞將軍進行雙方會談，期望能夠說服緬甸政府停止鎮壓和平示威、

釋放被拘禁者，以及盡快進行民族改革和民族和解。21 

同時聯合國人權理事會22（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譴責緬甸政府對僧侶和反對派人士和平示威運動進行武裝鎮壓一事，

聯合國人權理事會於 9 月 30 日通過決議案，呼籲對緬甸的人權狀況

進行獨立調查。23此項決議案由歐盟發起，決議案內強烈反對緬甸政

府鎮壓異議人士所用的暴力手段，包括毆打、殺害、任意拘禁和強

迫人民失蹤。葡萄牙大使埃斯特韋斯（Francisco Xavier Esteves）代

表歐盟遞交了這份決議案，其內容如下： 

「人權理事會注意到在緬甸發生令人如此震驚事件的時候無法再繼續保持

沉默。歐盟表示將同緬甸人民保持團結，並表達了對僧侶、尼姑和其他緬甸公

民舉行示威行為的讚賞，那些人在行使他們和平示威和言論自由的權利，他們

應該知道國際社會正在傾聽他們抗議的聲音。」24 
 

雖然聯合國在此次番紅花革命後，立即做出反應，也派遣特使前

往緬甸，但都無法獲得實質的結果。而聯合國之所以無法對基本人

道危機作出實質的效果，是因為安理會的常任理事國(如中國大陸)

擁有否決權，而這些否決權者往往是緬甸政府持續以軍事執政的幫

                                                       
21  李晨陽、周國祥、孔鵬，「2007 年緬甸政治外交形勢回顧與 2008 年展望」，雲南東南亞研究網

（2008 年 7 月 14 日），http://www.ynuseas.cn/xxx.asp?id=502，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24 日。 
22  聯合國人權理事會，主要職責是根據《聯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在人權領域進行專題研究、

提出建議和起草國際人權文書並提交聯合國大會。 
23  “A UN Special Envoy is traveling to Myanmar, calling for a non‐violent approach toward 

demonstrators and journalists”, Salem News (2007/9/30), 
http://www.salem-news.com/articles/september302007/mynamar_un_93007.php, Visit Date: 
2011/11/23. 

24 「人權理事會通過譴責緬甸決議」，大紀元（2007 年），http://www.epochtw.com/7/10/4/67152.htm，

瀏覽日期 2011 年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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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二）美國 

美國對於緬甸的目標就是希望緬甸能夠民主化，建立代議政府，

並且要求丹瑞政府結束對人權迫害的殘暴手段。在 1988 年蘇貌政府

成立「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委員會」後，美國隨即停止給予緬甸優

惠關稅，也禁運武器，並否決對緬甸的發展銀行貸款，更於 1990 年

撤回緬甸大使，直到 2012 年 5 月 16 日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才

又宣布，任命現任美國駐緬甸特使米切爾出任為緬甸大使。2003 年

6 月美國參議院以 79 票對 1 票通過對緬甸進一步制裁，禁止進口緬

甸商品、禁止緬甸高級官員入境美國、凍結緬甸在美之資產，且制

止世界銀行和國際貨幣組織向緬甸提供貸款和援助。25同時美國政府

亦向中國大陸喊話，表示中國大陸應運用自己的影響力促進緬甸民

主改革，也應向緬甸施予壓力，要求釋放民主鬥士翁山蘇姬女士。 

2007 年的番紅花革命，美國對緬甸丹瑞政府的暴力鎮壓行為，

率先宣布將凍結丹瑞將軍和其他 13 名高級官員在美國的資產，並同

時也呼籲緬甸政府應與人民和平談判，以不傷害為基礎，尋求之間

的平衡點。9 月 27 日布希總統接見中國大陸駐美大使楊潔篪，藉此

                                                       
25  林錫星，「試析翁山蘇姬對緬甸軍政府態度的轉變」，東南亞研究，第 1 期（2004 年），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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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對緬甸政局混亂的關切，並呼籲中國大陸能夠運用自身的影響

力，阻止丹瑞政府以殘暴行為鎮壓示威民眾，且能協助緬甸走向人

權民主制度。26 

民主黨參議員約翰凱利（John Kerry）呼籲中國大陸對緬甸應扮

演更大的角色給予壓力，促使緬甸政府走向民主化與保障人權之路。

10 月 4 日美國國會參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小組主

席芭芭拉博克瑟（Barbara Boxer）在聽證會中，把第一夫人勞拉布

希（Laura Lane Welch Bush）敦促緬甸丹瑞政府停止暴力鎮壓、要

求讓合法領袖統治緬甸的聲明，列為國會記錄。博克瑟並呼籲國際

社會能做出實際的行動。她說：「如果我們放手不管，假裝沒有看

到緬甸的情況，那是羞恥的。美國、東協、聯合國、甚至中國大陸、

以及俄羅斯已經透過聯合國人權理事會提出譴責，但是言語必須化

為行動。」27 

美國國務院管理東亞太平洋事務的助理國務卿斯科特馬歇爾

（Scot Marciel）在聽證會中表示，布希政府一直努力說服中國大陸

對緬甸混亂的政局能盡更大努力；而印度在沉默一段時間之後也呼

籲緬甸政府對暴力鎮壓進行調查。馬歇爾認為：「中國大陸也許是
                                                       
26 「布希會晤中國外長促施壓緬甸終止血腥鎮壓」，大紀元（2007 年），

http://www.epochtimes.com/b5/7/9/28/n1848612.htm，瀏覽日期 2011 年 11 月 23 日。 
27 張蓉湘，「美國會晤中印等國對緬甸政府施壓」，大紀元（2007 年），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0/4/n1856316p.htm，瀏覽日期 2011 年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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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緬甸擁有最大影響力的國家，若中國大陸政府對緬甸政府領導人

施加壓力展現自制的同時，美國認為中國大陸還能做的更多，而相

對地美國政府也會繼續要求中國大陸盡更多的努力。」28 

2007 年 12 月 11 日，美國眾議院通過 H.R.3890 號制裁決議案，

名為「遏止緬甸軍事執政團反民主法案」29（Block Burmese Junta’s 

Anti-Democratic Efforts Act）嚴厲制裁緬甸丹瑞政府上千萬美元的寶

石與天然氣產業出口美國。根據法案，將終止緬甸政府透過「寶石

洗錢」30，藉以躲避美國制裁；美國藉由對緬甸經濟制裁，促使丹瑞

政府能夠停止對人民迫害，並希望緬甸能走向民主之路。但美國並

沒有把對緬甸軍政府的經濟制裁與對一般民眾的人道救援區分開，

造成美國對緬的制裁，受到影響的其實是無辜的人民，而不是殘暴

的軍政府。因此在某一定的程度上，美國政府的經濟制裁作法激起

緬甸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美國的反感，同時也降低美國對緬甸

的經濟制裁效果。 

                                                       
28  同前註。 
29  H.R.3890 號制裁決議案： 

(1)嚴厲禁止透過第三國在美國銷售緬甸國營礦業公司的紅寶石、藍寶石、珍珠、玉石以及其

他珍貴寶石。 

(2)嚴厲禁止上述賣款，透過美國雪佛龍石油公司，魚目混珠於其緬甸天然氣計畫、開採、收

入、支出等項目下，向緬甸軍政府一同付帳。 

(3)嚴厲提防雪佛龍在美國非法享受減稅的好處，如少報海外事業營收而少繳稅款。 

(4)凍結緬甸政治與軍事領導人在美國的資產；同時防止他們本人或近親透過第三國管道，使

用美國金融機構。 
30  所謂寶石洗錢，意即緬甸透過第三國在美國銷售寶石，而所得款項再透過美國雪佛龍（Chevron 

Corporation）石油公司在緬甸天然氣計劃開採收入來抵付，同時，雪佛龍在美國也能夠享受

減稅的好處，如少報海外事業營收而減少繳稅款之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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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陸 

自蘇貌政府以「國家法律與秩序恢復委員會」之態執政後，中國

大陸和緬甸就保持著密切關係。1988 年至 2007 年間緬甸所爆發的

不人道鎮壓事件，西方國家紛採取制裁手段，但緬甸仍免於內部潰

乏之命運，主要在於中國大陸對緬甸的不干涉內政政策與經濟支

援。 

2007 年 8 月 15 日，緬甸暴發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動遭到丹瑞

政府的血腥鎮壓，國際社會對緬甸政府這行為感到憤怒。9 月 27 日，

美、英等國於安理會上提出制裁緬甸政府的議案，而中國大陸卻無

視緬甸人民遭流血鎮壓的事實，仍然投下反對票。而中國大陸能如

此漠視國際社會給予的壓力，堅持力挺丹瑞政府的行為，主要出自

於緬甸能夠提供能源與地緣戰略利益。中國大陸與緬甸政府各取所

需時，卻忽略人民的需求。 

中國大陸常駐聯合國代表王光亞大使強調，緬甸的未來只能依靠

緬甸人民和政府自身的努力來解決；王光亞說，中國大陸是緬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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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國，對緬甸局勢的關心程度不亞於其他任何國家；31並指出，中國

大陸政府和其領導人多次呼籲緬甸有關部門應保持克制，並透過和

平手段盡快恢復局勢穩定，促進內部和解，實現民主與發展。 

中國大陸亦呼籲緬甸政府應改善人權，維護民族和睦，處理好相

關社會問題，同時盡快啟動民主七點路線圖計劃，繼續推進國內民

主進程。王光亞也表示，中國大陸相信緬甸的穩定符合緬甸人民的

根本和長遠利益，符合亞太地區的利益，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利益。

同時也表達，中國大陸支持聯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積極斡旋緬甸事務，

並鼓勵甘巴里繼續與緬甸各方保持接觸，進一步建立互信和開展對

話。但王光亞說，聯合國安全理事會採取的行動應是有助於聯合國

秘書長潘基文進行的斡旋工作，而不是形成干擾，甚至影響斡旋所

需要的互信。32 

緬甸問題並未構成對國際與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緬甸的未來

也只能由緬甸人民和政府依靠自身的努力，通過協商而得到最終妥

善解決。認為，外界各國向緬甸政府施壓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會

導致對立，甚至中斷緬甸與聯合國及國際社會業已開展的對話與合

                                                       
31  「中國不希望外界干擾緬甸局勢」，BBC 中文網（2007 年 10 月 5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030000/newsid_7030600/7030641.stm，瀏覽日期：

2012 年 6 月 30 日。 
32 施英，「一周新聞聚焦：國際壓力持續，袈裟革命是否有轉機？（下）」，民主中國（2007 年

10 月 7 日），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802，瀏覽日期：2011 年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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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進程。且若緬甸局勢因各國的干預而再度陷入動蕩，而首先會受

到殃及的將是無辜的緬甸人民。33 

聯合國緬甸事務特別顧問甘巴里於 10 月 24 日訪問中國大陸，25

日結束與中國大陸官方的會議協商。中國大陸政府依然否決聯合國

對緬甸政府進行經濟制裁，藉此袒護緬甸政府對境內民主運動的血

腥鎮壓。甘巴里此行前往亞洲，主要目的於說服緬甸周邊國家，同

意對緬甸採取強硬的制裁手段予以施壓，因緬甸政府嚴重迫害人權

的行徑，聯合國為避免更多的無辜人民受害，尤以中國大陸和印度

政府，是甘巴里的主要勸說對象。34但在勸說過程裡，中國大陸仍堅

持以不干涉緬甸內政為由，拒絕聯合國議案，使得西方國家欲以杯

葛 2008 年北京奧運藉以迫使中國大陸對緬甸進行有效的制裁和發

揮其影響力。 

（四）東南亞國協 

東協對緬甸來說，是緬甸在國際社會地位上的救星。1995 年緬

甸成為東協的觀察員，1997 年緬甸加入東協後，不僅是緬甸在外交

上一大躍進，東協對其奉行「建設性接觸政策」，藉以反對聯合國

                                                       
33  同註 31。 
34  唐浩，「聯合國協商無效 中共堅為緬甸護航」，大紀元（2007 年），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0/25/n1879903.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24 日。 



第伍章  丹瑞時期(1992－2010)  

110 
 

安理會干涉緬甸內政，35因此東協也一度為緬甸抵禦西方壓力的屏障。

緬甸加入東協後不僅可改善國內的經濟狀況，同時也提升緬甸自身

的國際形象。 

2007 年 9 月緬甸爆發反政府的示威遊行，丹瑞政府對示威民眾

的非人道暴力鎮壓行為，引發西方國家的不滿，尤以美國最先對其

展開經濟和武器上之制裁。而在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廣大的輿論壓

力下，27 日除緬甸以外的東協九國外交長共同發表聲明，批評丹瑞

政府以武力鎮壓群眾示威。36當緬甸局勢漸趨平緩時，聯合國又想介

入的情況之下，東協以整體一致的信念，拒絕美國參議院所提出的

停止緬甸為東協成員國資格的要求。爾後 11 月 20 日新加坡召開的

第 13 屆東協國家元首會議上，順緬甸之要求，臨時取消聯合國緬甸

事務特別顧問甘巴里對於有關緬甸政府的通報會，以確保「東協憲

章」37（ASEAN Charter）在此次高峰會上能夠順利簽署。於東協憲

章裡也提出尊重、保護並促進人權與自由，反對違反憲法規定和非

民主更迭之內容。 

                                                       
35  孔鵬，「淺析東盟對緬甸政策的變化發展」，東南亞綜橫，第 2 期（2008 年），頁 73。 
36  同前註。 
37「東協憲章」為達成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目標奠定穩固的基礎，為東協提供法律

地位與制度架構，同時也記載東協的規範與價值。「東協憲章」於 2007 年第十三屆東協高峰

會（ASEAN Summit）中通過，並於 2008 年 12 月 15 日生效，由東協各會員國外交部長於東

協秘書處親證。生效後，讓東協在一個嶄新的法律架構下運作，並透過數個專門機構，持續

推動東協共同體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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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東協憲章裡欲設立「人權委員會機構」，但在東協憲章內並

未說明該人權委員會擁有什麼功能，亦無提供懲罰違反共識會員之

權力。因此在東協憲章內容揭露後，發現憲章裡並沒有在人權課題

上提供懲罰會員國的權力，外界皆認為，這是東協為讓緬甸領導人

出席高峰會並和其他領導人共同簽署憲章所做出的一種妥協，東協

高峰會主辦國新加坡總理李顯龍因此在發表東協主席聲明時強調，

緬甸課題，非常複雜，對緬甸和東協都是個難題。38 

同時李顯龍也表示，緬甸政府已自我解釋能自行處理內政、全權

掌控全國的局勢，指出這是緬甸的國內事務，同時緬甸政府與甘巴

里和聯合國安全理事會三方對人權保障相關措施和努力已經足夠，

因此東協尊重緬甸政府的意願。39直到緬甸簽署東協憲章後，東協也

於 2009 年 7 月建立「東協政府間人權委員會」 (ASEAN 

Intergovernma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ICHR)負責監督成

員國的人權狀況，東協並希望藉由此委員會助緬甸能和平走向人權

自由之路。 

 

                                                       
38 康世人，「東協主席聲明 要求緬解除翁山蘇姬行動限制」，大紀元（2007 年 11 月 20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1/20/n1907403.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26 日。 
39  康世人，「東協十國領導人簽署東協憲章 緬甸在內」，大紀元（2007 年 11 月 20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1/20/n1907793.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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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 

2007 年 9 月 27 日在緬甸丹瑞政府以武力鎮壓示威活動過程中，

射殺一位日本 APF 的攝影記者，致使日本國內輿論一陣嘩然，抗議

緬甸政府的殘忍暴行。同時在日本民間和壓力團體亦紛紛希望緬甸

政府能嚴懲兇手，並呼籲日本政府對緬甸進行經濟制裁以示抗議。

28 日高村正彥(Masahiko Komura)外相於紐約聯合國總部和緬甸外

交部長年溫 (Nyan Win)會面時，提出日本人民的訴求。29 日日本首

相福田康夫(Fukuda Yasuo)和中國大陸總理溫家寶通話後，要求中國

大陸能給予建設性的支持，以幫助緬甸局勢能夠盡快恢復平靜；40 

同時，日本政府派遣外務省政務官藪中三十二（Yabunaka Mitoji）

前往緬甸，要求丹瑞政府對涉及射殺的軍人進行嚴懲。而日本為表

示對本國記者遭射殺事件以及對緬甸武力鎮壓的不滿，10 月 4 日日

本政府決定凍結總值達 5 億 5000 萬日圓的緬甸建設人才培訓中心經

援項目，對於是否進一步對緬甸進行經濟上的制裁，福田首相和高

村外相面對記者時表達了一致的看法：41 

                                                       
40  張石，「緬甸危機使中日面臨政治難題」，多維新聞網（2007 年 10 月 4 日），

http://global.dwnews.com/big5/news/2007-10-04/3338183.html，瀏覽日期：2011 年 12 月 3 日。 
41  畢世鴻，「從日本對緬甸袈裟革命的反應看日緬關係」，聯合早報網（2007 年），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lx071018c.html，瀏覽日期：2011 年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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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田首相：「是不是要進行制裁，不得不觀察局勢後再決定。日本的方針是對

外進行人道支援，並非動不動就談制裁。」 

高村外相：「在檢討措施的過程中，有人建議應實施更強硬的措施。但我們擔

心一但完全中止經濟援助，只會讓當地人民生活更困苦。因此，只能選擇比較

不直接影響民生之措施。緬甸最終還是需要民主的，日本不能放棄參與政策。」 

 雖然日本曾試圖響應歐美國家的號召對緬甸進行制裁行動，但最

後為保持和緬甸的特殊關係與維護日本在緬甸的既得利益，日本對

緬政策漸漸有轉變。一方面雖呼應歐美國家制裁緬甸的要求，在另

一方面也同時恢復對緬甸的投資與經濟上的援助，對於日本民間企

業在緬甸的投資也採取較為寬鬆的政策，並繼續保持和緬甸政府的

溝通管道，日緬雙方的接觸因此從未停止。日本往後對緬甸的政策

也將以經濟援助為誘餌，促使緬甸朝野間的對話和與少數民族間的

和解，並協助緬甸走向市場經濟體制，同時關注緬甸的人權狀況。42 

（六）歐洲聯盟 

歐盟對緬甸的政策包括經濟制裁、人道主義援助、協助緬甸發展

社會經濟，並在歐盟－東協的框架下與緬甸政府保持正常接觸，而

非一味的對其進行制裁，但經濟上的制裁仍是歐盟對緬甸政策的核

心部分。43 

                                                       
42  同註 6，頁 122。 
43  黃云靜，「1988 年以來歐盟對緬甸的立場與政策淺析」，東南亞研究（2010），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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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年的學運，尼溫政府以非人道行為大量殺害了無辜的民眾，

1990 年國會大選後軍事執政團又拒絕交權，歐盟對緬甸政府開始採

取一系列的制裁措施。如武器禁運、貿易投資禁令、以及對緬甸官

員及其家人旅遊禁令、凍結高級官員在外資產。1997 年因緬甸實行

強制勞動，歐盟撤銷對緬甸的「普惠制」44（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同年，因東協不顧歐盟的反對仍將緬甸納入成員國，

歐盟做出強烈的反應，不僅中斷與東協間的雙方對話，對東協的所

有技術援助與合作也被凍結，但緬甸政府對人權的迫害並未因此事

而有所改善。 

2000 年 5 月歐盟發布禁止緬甸 141 名官員擁有歐盟簽證及在歐

盟國家存款的名單內，同時禁止其他歐盟成員國向緬甸出口可被使

用來鎮壓示威群眾的武器裝備；457 月下旬，在曼谷(Bangkok)召開的

東協與歐盟部長會議上，歐盟成員國拒絕與緬甸簽訂合作協議並延

長對緬甸制裁。462002 年 9 月初歐盟派官方人員前往緬甸仰光進行

訪談，目的在於解釋歐盟對緬甸的態度以及能夠取得緬甸政治和人

權的第一手資料。訪問過程中，歐盟團隊鼓勵緬甸政府、翁山蘇姬

                                                       
44 是指世界上 32 個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給予的普遍的、非歧視的、非互惠的優惠關

稅，是在最惠國關稅基礎上進一步減稅以至免稅的一種特惠關稅。這項政策有利於幫助受惠

國增加出口,促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 
45  杜繼鋒，緬甸政局發展最新動向及對其對外關係的影響（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年 8 月）。   
46  黃雲靜，「1988 年以來歐盟對緬甸的立場與政策淺析」，東南亞研究，第 1 期（2010），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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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數民族三者進行三邊會談和加強溝通與和解，並力促丹瑞政府

立即釋放所有政治犯。47 

2007 年 9 月緬甸人民反政府示威運動，丹瑞政府以武力鎮壓造

成僧侶和人民傷亡慘重。歐盟輪值主席國葡萄牙，於 10 月 3 日發表

聲明：「27 國的歐洲聯盟將進一步擴大對緬甸政府的制裁。」48新

的制裁包括中止緬甸的貿易優惠，禁止一系列緬甸產品，如：木材、

木製品、金屬和寶石等進入歐盟地區。另外，歐盟將進一步擴大對

緬甸政府成員的入境限制，並禁止歐洲公司向緬甸出售工業器材和

零部件等。不過歐盟亦考慮給予緬甸人道救援並減輕對緬甸民眾具

有重大影響的制裁行動。49歐盟外交政策專員索拉納(Javier Solana de 

Madariaga)表示，歐盟各國代表以達成協議，同意於 10 月 15 日的會

議上，提出進一步制裁緬甸政府的決定，希望歐盟各成員國能夠合

作，改變歐盟對緬甸的立場。50而歐洲議會議員以壓倒性多數通過決

議，譴責緬甸軍隊鎮壓公眾抗議，並讚揚緬甸僧侶和其他和平示威

者面對反民主和專制政權的勇氣。51 

                                                       
47  劉卜慎，經濟制裁之政經分析：緬甸個案研究（台南：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2006 年），頁 49。 
48  「歐盟擴大制裁  緬甸繼續打擊示威者」，BBC 中文網（2007 年 10 月 3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020000/newsid_7026300/7026319.stm，瀏覽日期：

2012 年 7 月 30 日。 
49  同前註。 
50  同註 48。 
51「緬甸局勢動蕩 各國反應不一」，BBC 中文網（2007 年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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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歐盟對於緬甸經濟制裁效用不大，主要受因於為自身利益

考量。緬甸位於東南亞對遠在歐洲的歐盟成員國來說，顯得不那麼

重要，但緬甸所依附的東協組織，對於歐盟來說卻是非常重要，歐

盟也需要藉由東協發揮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力。但在緬甸政局問題

之上，東協堅持以不干涉內政為要點，並堅持讓緬甸參與東南亞一

體化的進程，在東協與歐盟兩方相互競逐的結果下，歐盟做出讓步，

同意緬甸於 1997 年加入東協參與地區合作，且在亞歐會議上與緬甸

保持正常性的接觸。52因此歐盟在對緬甸整個制裁過程，並無法像美

國如此嚴厲的實行。 

 

第三節  2010 年國會大選 

緬甸雖然歷經 2007 年轟轟烈烈的番紅花革命，在這場示威革命

中，人民的訴求，似乎受到政府一點的重視，欲從民主政治出發改

善人權問題。 

緬甸從 2003 年丹瑞政府宣布推進政治改革的「民主路線圖」以

來，儘管遭致「全國民主聯盟」的反對、歐美國家的經濟制裁、2007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010000/newsid_7016300/7016321.stm，瀏覽日期：

2012 年 6 月 25 日。 
52  同註 25，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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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大規模的僧侶及人民示威抗議遊行，和 2008 年 5 月納爾吉斯(Very 

Severe Cyclonic Storm Nargis)風暴造成緬甸境內巨大的災難，但丹瑞

政府仍一步一步照著既定方針和目標執行「民主路線圖」。2004 年

恢復制憲國民大會，2008 年 2 月提出新憲法草案，2008 年 5 月舉行

制憲全民公投，2009 年 9 月通過制憲基本原則，慢慢的實現民主的

七步路線圖。 

 

一、2008 年制憲公投 

2007 年，丹瑞政府指派 54 人組成制憲委員會，2008 年 2 月 9

日，緬甸政府宣布將於 5 月舉行新憲法全民公投，532010 年舉行自

1990 年後 20 年來的國會大選。在丹瑞政府宣布明確的民主時間表

後，聯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旋即發表聲明表示認同丹瑞政府的民主政

策，同時也呼籲緬甸政府在確立新憲法的過程中能夠公開透明並包

容，以確保任何憲法都能代表緬甸人民的利益。54東協秘書長蘇林

                                                       
53  「緬甸首次宣佈民主路線圖時間表引發關注」，鳳凰網（2010 年 11 月 05 日），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2010miandiandaxuan/content-3/detail_2010_11/05/3018129_0.
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5 日。 

54  賀勝達，「2008 年的緬甸：納爾吉斯風暴、新憲法公投和政治發展走向」，東南亞縱橫，第 2
期（2009），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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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in Pitsuwan）亦認為，緬甸民主化總要有個開始，正是朝著此

正確的方向邁進。55美國國務院於 2 月 28 日也發表聲明：56 

「緬甸真正的政治過渡必須具有包容性和透明度，必須包括普選權、不記

名和管理嚴格的投票、言論和結社自由以及其他國際公認的標準。這一過程的

真實可靠性還必須得到獨立的國內外觀察人士基於長期全面監督而作出的評估。

緬甸實現全國和解的出路在於釋放所有被拘留人員和政治犯，其中包括翁山蘇

姬，並且在該政權領導層與緬甸民主派及少數民族之間進行真誠的對話，最終

向民主過渡。這是緬甸人民的呼聲，同時也是聯合國安理會 2007 年 10 月主席

國聲明的要求。」 

雖然緬甸境內仍有許多反對的聲音，丹瑞政府依然照著步驟執行

民主路線。2008 年 2 月 19 日，緬甸憲法起草委員會宣布已完成草

案。5726 日立即頒布「緬甸聯邦共和國憲法草案全民公投組織法」

（簡稱公投法），法條裡，對 5 月的制憲公投過程中有關組織機構、

人員安排、公民投票資格、權利與義務、投票及計票規程，違法和

懲處措施與財政贈與有詳細的條例和規章。58而丹瑞政府為確保制憲

公投過程能順利進行，政府的各部門領導人業於 2008 年初赴境內各

                                                       
55「缅甸：重大改革进行中」，亞洲簡報（2011 年 9 月 22 日），頁 6。 
56 “US urges 'inclusive and transparent' vote in Myanmar”, Channel News Asia (2008/2/29) ,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stories/afp_asiapacific/view/331872/1/.html, Visit Date: 
2012/1/8. 

57  「緬甸軍政府引用法條阻翁山蘇姬參選」，大紀元（2008 年 2 月 21 日），

http://www.epochtw.com/8/2/21/77875.htm，瀏覽日期：2012 年 6 月 5 日。 
58  趙天寶，「論緬甸政局的發展前景——從緬甸通過新憲法說起」，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第 22

卷第 4 期（2009 年 7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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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進行視察，且政府明確要求各級部門工人員及其家屬、全國軍警

人員與家屬，需在公投中投贊成票。 

丹瑞政府也利用「聯邦鞏固與發展協會」59會員，對人民進行造

勢與宣傳活動。4 月 9 日，公投組織委員會在內比都（Naypyidaw）

宣布將於 5 月 10 日舉行新憲法公投，而長達 194 頁的新憲法草案緬

文本，也以一千緬元（約一美元）於緬甸境內公開販售。60新憲草案

中包括「排翁山蘇姬條款」61及「保障軍方繼續掌控緬甸的條款。」

62根據緬甸的公投法，新憲法必須要有超過半數的合格選民投票贊成

才得通過。 

丹瑞政府亦承諾將於在 2010 年舉行多黨民主選舉，正式「還政

於民」。正當緬甸政府如火如荼的在準備制憲公投的過程中，5 月 3

日納爾吉斯風暴席捲了緬甸南部五個省邦（仰光省、伊洛瓦底省、

勃固省、孟邦、克倫邦），使緬甸國內受到嚴重自然災害，人民死

傷慘重，依聯合國統計受災人數約有 240 萬人，有 55 萬居民被迫遷

離家園暫居於避難屋，在國家與人民財產方面共損失 106.7 億美元。

                                                       
59  「聯邦鞏固與發展協會」已於 2010 年 6 月 2 日註冊為「聯邦鞏固與發展黨」。 
60 “New Burma constitution published”,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338815.stm, Visit Date: 2012/10/24. 

    61  自新憲法案公佈後 60 天內，緬甸現有合法政黨須重新登記，並依循新法成立新政黨。但新政

黨不得接納服刑人員、宗教人士和公務員等，意味著翁山蘇姬無法合法登記為黨員，亦無法參

與 2010 年的國會大選。 
62  梁東屏，「緬甸軍政府五月十日公投新憲」，中國時報（2008 年 4 月 11 日），瀏覽日期：2011

年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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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但在救災的同時，緬甸丹瑞政府仍決定依原本計畫於 5 月 10 日舉

行全民制憲公投，而受災嚴重的仰光省和伊洛瓦底省共 47 個鎮區則

延後至 24 日投票。64 

位於泰國的緬甸流亡媒體密西瑪新聞社(Mizzima News)卻蒐集

到實際公投情況，緬甸制憲公投充斥著不自由與不公平的現象，如

選民被迫只能投贊成票，以及軍隊命令軍人與軍眷只能投贊成票；65

甚至可由一人代表幫全家投票，當選民甫抵達投票所竟發現自己的

選票已被投入票匭、或許多地區已預先投票等荒謬情況的產生。同

時於投票所附近有不少警察和安全部隊負責巡邏，但卻不見任何外

國或當地媒體來參訪或監督。此外，由於緬甸業已18年未舉行選舉，

許多選民不知如何該怎麼投票，66因此於這場投票過程中，在翁山蘇

姬所屬的全國民主聯盟以及外界看來，仍有不公現象。 

經過許多風風雨雨和大眾輿論的狀況之下，緬甸仍然依計畫於

2008 年 5 月 28 日完成制憲公投，選舉結果以 92.48%的贊成票通過。

                                                       
63  “Myanmar Briefing: Human rights concerns a month after Cyclone Nargis”, Amnesty International , 

(2008/6/5), 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6/013/2008/en, p.3. 
64 李喆，「緬甸大部分地區如期公投憲法  受災省區投票延期」，國際在線（2008 年 05 月 11 日）

http://gb.cri.cn/19224/2008/05/11/2625@2052912.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6 日。 
65  張沛元，「強迫投贊成票  緬甸軍政府如期公投」，自由時報電子報（2008 年 5 月 10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may/11/today‐int2.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10
日。 

66  張沛元，「強迫投贊成票 緬甸軍政府如期公投」，自由時報電子報（2008 年 5 月 10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may/11/today-int2.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10 日。 



第伍章  丹瑞時期(1992－2010)  

121 
 

6729 日緬甸政府正式宣布新憲法經全民公投和最高領導人丹瑞將軍

簽署，立即生效。68在新憲法經人民公投通過後，丹瑞政府的下一個

階段是確保 2010 年的國會大選能順利進行。在國際上來看，東協在

原則上業已肯定國會大選會是緬甸走上民主的重要一大步；甘巴里

於訪問緬甸後，對於 2010 的大選也抱持著肯定的態度，亦呼籲丹瑞

政府釋放政治犯和允許全國民主聯盟參與大選。 

  

二、2010 年國會大選 

在經過 2008 年的制憲公投，緬甸民主之路的第五步，也是最重

要的一步，將於 2010 年舉行的國會大選。而為使即將來臨的大選能

夠順利進行，緬甸「國家和平暨發展委員會」於 2010 年 3 月 8 日頒

布「聯邦選舉委員會法」、「政黨註冊法」、「民族院選舉法」、

「人民院選舉法」、「省邦議會選舉法」五部法律，11 日國家和平

                                                       
67  “Myanmar Amnesty International submission to the UN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HCHR Tenth 

session of the UPR Working Group (2011/1), 
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10/MM/AI_AmnestyInternational_eng.pd
f, p.4. 

68「緬甸今日以 92.48%高票通過新憲法草案全民公投」，中國網（2008 年 5 月 26 日），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05/26/content_15481545.htm，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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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發展委員會組成 17 人的聯邦選舉委員會，負責即將到來的大選選

務工作。69 

6 月 21 日，選舉委員會頒布「選舉競選法」，禁止候選人在選

舉造勢上舉標語、呼口號等可能引起反政府情緒的舉動。8 月 13 日，

丹瑞政府宣布大選時間為 11 月 7 日，致使許多政黨無多餘的時間籌

備即將到來的大選。同時，由於少數民族地區的情勢緊張，包括在

佤邦與中國邊境地區的 32 鄉鎮，並未參與大選。70選舉過程中，處

處瀰漫著恐嚇與候選人廣泛貪汙的氛圍之中，以及丹瑞政府具有強

制的法規律，71控制著他黨聚會和候選人行為。 

此次選舉，共有 37 個政黨超過 3,000 名的候選人角逐議會兩院─

人民院(People's Assembly)和民族院(National Assembly )共493席位，

及省邦議會(Division and State Parliaments)661 個席位。大選結果，

緬甸聯邦選舉委員會 17 日公佈最終結果，總理登盛領導的「聯邦鞏

固與發展黨」72獲得76.5%聯邦議會和省邦議會議席。最終結果顯示，

在此次全國大選選舉產生的 1,154 個各級議會議席中，「聯邦鞏固

                                                       
69  張雲飛，「緬甸公佈聯邦選舉委員會法」，國際日報新聞網（2010 年 3 月 9 日），

http://www.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341991，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24 日 
70  “World Report 2011:Burma”, Human Rights Watch, 

http://www.hrw.org/world-report-2011/burma,Visit Date: 2012/9/30.  
71  1.禁止對公眾傾擾和打擾。2.明確取締公開和批評憲法與政府的黨及候選人。3.明示人民若違

反競選活動將遭監禁一年。 
72  前身為「聯邦鞏固與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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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協會」一共獲得 883 個議席，包括 258 個人民院議席，129

個民族院議席和 496 個省邦議會議席，在各級議會中均為多數黨。73

如表一所示： 

表一：緬甸各政黨在 2010 年 11 月 7 日大選中獲得的議席74 

 
Party 

Total 

seats
% 

People's 

Assembly

National 

Assembly

Division and 

State 

Parliaments 

Uncontested 

seats 

1. 
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 
883 76.52% 259 129 495 38 

2. National Unity Party 63 5.46% 12 5 46 1 

3. 
Shan Nationals 

Democratic Party 
57 4.94% 18 3 36 - 

4. 
Rakhine Nationals 

Progressive Party 
35 3.03% 9 7 19 - 

5. 
All Mon Region 

Democracy Party 
16 1.39% 3 4 9 - 

6. 
National Democratic 

Force 
16 1.39% 8 4 4 - 

7. Chin Progressive Party 12 1.04% 2 4 6 - 

8. 
PaO National 

Organization 
10 0.87% 3 1 6 6 

9. Chin National Party 9 0.78% 2 2 5 - 

10. 
Phalon-Sawaw 

Democratic Party 
9 0.78% 2 3 4 - 

11. Kayin People’s Party 6 0.52% 1 1 4 - 

12. Taaung (Palaung) 6 0.52% 1 1 4 6 

  
 

                                                       
73  張雲飛，「緬甸大選最終結果公佈  鞏發黨獲近八成議席」，新華網（2010 年 11 月 18 日），

http://news.sina.com.cn/w/2010‐11‐18/001921488744.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30 日。 
74  “2010 ELECTION WATCH”, ALTSEAN‐BURMA, 

http://www.altsean.org/Research/2010/Key%20Facts/Results/Overall.php, Visit Date: 
20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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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arty 

13. Wa Democratic Party 6 0.52% 2 1 3 3 

14. 
Unity and Democracy 

Party of Kachin State 
4 0.35% 1 1 2 - 

15. 
Inn National 

Development Party 
4 0.35% 1 - 3 - 

16. 
Democratic Party 

(Myanmar) 
3 0.26% - - 3 - 

17. Kayan National Party 2 0.17% - - 2 - 

18. 
Kayin Stat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arty 
2 0.17% - 1 1 1 

19.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for Development 
2 0.17% - - 2 - 

20. 

88 Generation Student 

Youths (Union of 

Myanmar) 

1 0.09% - - 1 - 

21 
Ethnic National 

Development Party 
1 0.09% - - 1 - 

22. 
Lahu National 

Development Party 
1 0.09% - - 1 - 

23. Independent candidates 6 0.52% 1 1 4 - 

Total 1,154 100% 325 168 661 55 
 

而於 11 月 7 日舉行 20 年來的首次多黨制全國大選，普遍被認為

是緬甸由軍人政權邁向民選政府轉型的一次重要選舉。包括聯邦鞏

固與發展協會在內的 37 個政黨 3000 餘名候選人和 82 名獨立候選人

參選。通過大選選舉產生的聯邦議會將在選後 90 天內召開首次會議，

並在會上選舉產生總統、副總統，組建新政府。其後，丹瑞政府將

向民選政府移交權力。且根據 2008 年緬甸全民公決通過的「緬甸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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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共和國憲法」，將緬甸國名定為「緬甸聯邦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首都為內比都；總統為國家元首和政府領

導人，並為三軍總司令各武裝力量的最高統帥；實行多黨制、市場

經濟制度。 

然而這次大選過程，雖受到國際各方的肯定與讚賞，緬甸政府也

強調是採自由公正的選舉，但仍有令人詬病的地方，如私底下拒絕

國際社會的監督，禁止多餘的國外觀察員及記者入境緬甸報導選舉

經過，無疑地使大選結果公信力相對的大打折扣。同時，在這場選

舉中頻繁出現恐嚇強迫貪污事件，以及地方官員為自身利益，尤其

以聯邦與鞏固發展黨的會員與官員占多數，控制投票系統，為自己

或有利於於己的候選人增加票數，以助於順利當選。75但在緬甸人民

心中，認為此次國會大選，是可以使緬甸走向人權與民主之路的一

大步。聯合國緬甸人權事務特使昆塔納（Tomas Ojea Quintana）也

表示：「無論選舉過程中有許多的不完美，在緬甸人民心中仍認為

這次選舉是改變緬甸政局的最有效且實際的方法。」76 

大選過後，丹瑞政府做出政治上一系列的改變，11 月 13 日翁山

蘇姬被解除軟禁，恢復自由身，接踵而來的是歐亞許多外交官紛紛

                                                       
75  “World Report 2011: Burma”, Human Rights Watch, http://www.hrw.org/world‐report‐2011/burma, 

Visit Date: 2012/8/17. 
76  李景，「37 黨角逐緬甸大選-三公主黨 一枝獨秀」，騰訊財經網（2010 年 10 月 26 日），

http://finance.qq.com/a/20101026/002608.htm，瀏覽日期：2012 年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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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與翁山蘇姬會面，如美國國務卿希拉蕊、泰國總理英拉欽那瓦

(Yinglak Chinnawat)皆於 12 月訪緬並會見翁山蘇姬；12 月丹瑞政府

宣布取消對財經類雜誌的審查、通過允許和平示威遊行的法律、允

許工會合法存在以及分四批釋放 600 名政治犯，包括 1988 年學運的

領袖和 2004 年被罷黜的欽紐總理。12 月底，翁山蘇姬所帶領的全

國民主聯盟獲註冊為合法政黨，且將於 2012 年 4 月參與緬甸國會補

選，緬甸政府這一系列的行為，使得國際社會對於緬甸長期要求的

民主人權有大的進步與改革，因此西方國家也將考慮對緬甸解除經

濟上的制裁。 

 

第四節  丹瑞時期對人權之探討 

面對緬甸政府於 2007 年番紅花革命後所作出的一系列於政治上

的改變，不僅兌現承諾舉行 20 年來國會大選，並和平移轉。但從人

權的角度來看，雖說政府以釋放翁山蘇姬為一個起點，來翻轉國際

社會對緬甸人權處置的看法，但和少數民族的鬥爭，以及少數民族

彼此間的衝突仍是有待緬甸政府戮力解決之，並非以武力鎮壓來迫

使人們服從政府指揮。以及為增加自身軍力，非法招募童兵事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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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傳，對少數民族婦女的性虐待，是在這時期仍為國際所關注的人

權焦點。 

 

 

一、少數民族 

1990 年中期，緬甸丹瑞政府與 17 個少數民族武裝部隊進行停火

協議，當停火協議達成後，丹瑞政府仍不停地增加軍力以及削弱少

數民族地區的經濟狀況，導致少數民族又開始武裝對抗丹瑞政府，

尤以克倫民族聯盟組織（Karen National Union, KNU）為最大武裝部

隊，2003 年丹瑞政府與其組織達成停火協議，但緬甸政府依然持續

地以武力對抗克倫人民，2009 年軍隊不斷攻擊克倫部落，造成數千

名的克倫人流離失所甚至逃難至泰國邊境。77 

1995 年新孟邦黨（The New Mon State Party, NMSP）雖與丹瑞政

府簽訂停火協議，但彼此關係卻日漸惡化，國家和平暨發展委員會

強制當地居民從事生產工作甚至對當地村民施行武力強暴、虐待和

其他迫害。78丹瑞將軍曾指出：「緬甸內部長期的民族衝突有著深刻

                                                       
77  “Represents 155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on 5 continents”, FIDH, www.fidh.org, p.7. 
7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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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社會和經濟背景。沒有強大的軍隊作保證，僅形式上的民

主改革，是難以真正解決緬甸民族問題的，甚至易引起國家的混亂

和分裂。」79 

1997 年 2 月 14 日政府軍進攻泰緬邊境克倫族游擊隊據點，造成

20,000 名克倫族人逃難至泰國境內。過 5 日，400 名「克倫民族聯

盟」的游擊隊向丹瑞政府投降，並繳交 280枝步槍和 15座砲臺。802001

年，丹瑞政府發動全面攻擊，使撣邦和克倫邦的情況更加惡化，造

成該地區成千上萬的居民逃離家園，躲避遭軍隊徵召或傷害的命運。

其中一些人安全逃到泰國，但大部分仍然在境外尋求庇護，且只有

少數靠近泰國邊界的難民可以獲得一點點外來的糧食或醫療援助。81 

2002 年初，丹瑞政府和幾個少數民族團體分別簽署停火協議，

但「新孟邦黨」和「克欽獨立組織」(Kachi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KIO)卻破壞停火協議。822007 年 11 月，緬甸克倫邦約 30,000 人為

躲避政府軍隊的攻擊被迫離開家園，四處尋找食物和避難處，並且

                                                       
79  尹鴻偉，「丹瑞：緬甸有限變革的推動者」，南方新聞網（2012 年 2 月 20 日），

http://news.qq.com/a/20120220/001468.htm，瀏覽日期：2012 年 6 月 20 日。 
80  同註 2，頁 733-754。 
81  「緬甸人權狀況」，台灣自由緬甸網絡（2007 年 6 月），

http://tasskn.blogspot.tw/2007/06/blog‐post_10.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16 日。 
82  同註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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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6 年至 2007 年 11 月丹瑞政府殺害 370 名克倫邦村民，甚至有

20 名的克倫邦人，不畏艱苦，長途跋涉至泰國的避難營。83 

2008 年，緬甸公投通過新憲法，確定只保留六個民族地區享有

自治；而即使是民族自治地區，當地少數民族的政府人員也必須接

受中央政府的管理和任命。在憲法賦予的法理依據下，2009 年緬甸

政府軍開始對各地方民族武裝施壓，並要求加入緬甸邊防警衛部隊，

接受整編和政府監管。84但克欽獨立軍堅決拒絕接受整編，當時的克

欽獨立軍情報處副參謀長阿諾表示：「我們堅持認為只有拿著武器

才能換和平。」85並表示若丹瑞政府無法改變大緬族主義的民族歧視

政策的話，克欽軍不會放棄武裝部隊。由於拒絕放棄武裝，克欽獨

立組織及其政黨最終被排除於緬甸大選之外。2010 年 11 月 7 日，

緬甸大選選出新政府。新政府上臺後，繼續對克欽獨立軍等地方武

裝勢力保持著高度監控與壓制，除軍事壓迫，同時也採取經濟封鎖。

86 

                                                       
83  “Burma Army Attack on Yaw Kee and Hti Blah”, Two Gypsies Wagon Expedition, 

http://www.twogypsies.com/html/latest_update.html；「緬甸數千克倫人為避戰亂逃離家園，兩

百難民赴泰國」，星島環球網（2006 年 12 月 1 日），

http://www.singtaonet.com:82/euro_asia/200612/t20061201_407439.html，瀏覽日期：2011 年

12 月 3 日。 
84  冉金，「克欽硝煙——緬甸政府和克欽獨立軍的控制權之戰」，南方周末（2011 年 7 月 5 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917，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8 日。 
85  同前註。 
86  同註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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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8 月，政府軍隊發動一場十年以來最激烈的，針對反政

府武裝力量，攻擊南撣邦武裝部隊和對撣邦人民的襲擊，並夾以法

外處決和對婦女性侵害，導致超過一萬人被迫搬遷，絕大部分在國

內流離失所。87於同一個月，政府軍隊襲擊「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

又稱果敢民族民主同盟軍」（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MNDAA）造成 30,000 多人逃亡到中國大陸，當中絕大多數是

果敢族人，整體國內難民人數增加到超過五十萬。88 

而位於若開邦的羅興亞人因與大體緬族人不同的宗教信仰（伊斯

蘭教），遭致緬甸丹瑞政府的殘害，酷刑、騷擾、勞工迫害、強奪

財產、沒收土地、限制醫療就醫與就學權利等等歧視行為，尤其對

於婦女婚嫁及身體保健迫害甚為嚴重，迫使許多羅興亞人遠離家園

至孟加拉、泰國或馬來西亞，尋求庇護。892008 年 4 月，在巴里島

召開的區域會議上，緬甸政府公然的拒絕承認羅興亞人是緬甸的其

中一民族，也不承認他們是緬甸的公民。90這項宣言，對羅興亞人來

說，是一大打擊，等同於緬甸政府可以肆無忌憚的以武力持續地鎮

壓羅興亞人。對於緬甸少數民族人權問題，國際特赦組織緬甸研究

                                                       
87  「國際特赦組織 2010 年度報告：緬甸」，國際特赦組織，http://www.amnesty.tw/?p=1028，瀏

覽日期：2011 年 11 月 5 日。 
88  同前註 
89  “ALTSEAN-Burma, Rohingya and Muslims in Arakan State: Slow-burning genocide”, 

ALTSEAN-BURMA (2008/6), Visit Date: 2012/7/28. 
90  同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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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札瓦奇(Benjamin Zawacki)就曾說過：「緬甸爭取人權的活動並不

僅限於中央或都會地區。任何試圖改善該國惡劣人權紀錄的解決方

案，都必須將該國眾多少數族群的權利與願望納入考量。」91 

然而似乎民族間不同宗教信仰的衝突，依然發生著，2012 年 10

月位於若開邦的佛教徒和信奉伊斯蘭教的羅興亞人爆發衝突，已造

成 112 名喪生，其中包括 61 名婦女。面對持續的種族間暴力，聯合

國緬甸人權事務特使昆塔納於 25 日表示：「緬甸快速改革的進展讓他

受到鼓舞，但緬甸仍然存在嚴重挑戰，包括持續拘押政治犯以及西部

若開邦的種族暴力。」92而緬甸政府對於長期人權關切的處理，亦是

改革進程中不可或缺的一環，應與各民族協商共同找出和解對策，避

免更多民族之間的衝突發生。 
 

二、政治良心犯 

政治良心犯的產生，從緬甸軍事執政團執政以來，已有上萬人民，

因從事政治民主運動或和平示威以及與政府意見相反的異議人士，

遭逮捕拘禁。雖然國際社會對緬甸政府採取嚴厲的撻伐，但到丹瑞

                                                       
91  「緬甸選前應停止迫害少數族群」，國際特赦組織調查報告（2010 年 2 月 16 日），

http://www.amnesty.tw/?p=931，瀏覽日期：2012 年 8 月 24 日。 
92  季平，「聯合國人權特使：緬甸仍面臨嚴峻挑戰」，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網，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85793，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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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時期，政治犯人數仍持續的增加中，尤以 2007 年番紅花革命遭

受逮捕的異議人士最多。直到 2010 年 11 月大選後，隨著翁山蘇姬

的釋放，緬甸政府才給予更多的政治良心犯予以解除囚禁無罪釋

放。 

2003 年 5 月 30 日德巴因屠殺（Depayin Massacre）93，當時的屠

殺事件，具統計指出丹瑞政府對翁山蘇姬支持者施行的殘暴行為，

造成 10 人死亡，108 人無故失蹤。94而 2005~2007 年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AI）收集丹瑞政府對克倫邦人民進行非法處

決的案例，即使是很單純的表達對政治異議的言論，亦會遭致政府

嚴厲懲罰與拘禁。 

1988~2009 年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of Burma, AAPP）研究報告指出在這 20 年當中至

少約有 139 政治犯在羈押中遭酷刑致死。952005 年政治犯援助協會

名一份為「殘酷的制度化」（Brutal and systematic）報告書中詳細的

列出緬甸政府對政治良心犯做出殘暴不人道的行為，如對男性囚犯

電擊其生殖器官；或將囚犯放至於鐵路上拖行，直至小腿肉剝落；

                                                       
93 2003 年被解除軟禁的翁山蘇姬帶領支持者車隊巡迴全國，5 月 30 日其車隊在緬甸中部被有計

畫動員的數百暴民擊殺，造成車隊支持者死傷多人，史稱德巴因大屠殺（Depayin massacre），

而軍政府藉擊殺事件再次軟禁翁到 2010 年 11 月 13 日。 
94  Supra note 78. 
95 “Burma’s Prisons and Labour Camps: Silent Killing Fields”, AAPP (2006/5), 

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07/Burma's_prisons_and_labour_camps-silent_killing_fields.pdf, 
Visit Date: 201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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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香菸或打火機燒燙其身體；用繩索圍繞囚犯頸部和腳踝，並加

以延長拘留時間；以及使用尖銳物品刺傷其身體等暴戾殘暴行為。96 

根據聯合國報告，2008 年約有 300 名的政治犯被嚴重判刑，包

括對 65 歲以上的長者判 10 年以上的有期徒刑，至 2010 年仍有 2100

名的政治犯被關押，這些政治犯在囚牢裡沒有完善的衛生設備以及

醫療照顧甚至心理和身體上遭致丹瑞政府的嚴刑拷問拷打身心受創，

緬甸政府此種行為，完全否定政治良心犯該享有的普世人權。97 

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指出，這些政治犯在牢獄裡被剝奪生存的權

利，禁止飲水、飲食、睡眠及使用廁所權，若囚犯不服，將遭致軍

方人員拳打腳踢，使用木棍或橡膠毆打，甚至對其生殖器官進行非

人道的行為。982007 年番紅花事件發生後許多政治犯和僧侶皆離奇

失蹤，而這些離奇失蹤的民眾被發放邊境成搬運工或勞動力囚犯甚

至有些人至今仍不明下落。99 

                                                       
96  “2007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07/100515.htm, Visit Date: 2011/12/10. 
97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Myanmar”,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2009/3/11),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2E364AECDDB3CE3D4925757D001A85B1-
Full_Report.pdf, Visit Date: 2011/11/24. 

98  “The Darkness We See, Torture in Burma’s Interrogation Centers and Prisons”, 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Burma), AAPP (2005/12), 
http://www.burma-center.org/en/publications/reports/item/275-the-darkness-we-see-torture-in-burm
as-interrogation-centers-and-prisons/, p.28-69, Visit Date: 2012/9/24. 

99  “2007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07/100515.htm, P.3, Visit Date: 201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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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至 2012 年 10 月登盛總統已經批准 6 次特赦，釋放超過 730

名良心犯，但其他政治犯依然在押，包括人權自衛暨促進組織(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Promoters Organization)主任敏艾(Myint Aye)。因

此昆塔納敦促緬甸政府，應立即、無條件地釋放所有在押的良心犯。

同時也表示，他也持續接獲有關緬甸虐待和拷打被拘押者的指控，特

別是在緬甸政治保安處偵訊人犯時的違反人權做法。100 

 

三、其他型態之人權迫害 

美國石油大廠優尼科（Unocal）於 1993 年投資 3 億 4 千萬元於緬

甸境內建造石油管線，丹瑞政府為維護自方利益，於是和優尼科運用

暴力強制搬遷村落，奴役在石油管道路線附近的農民，並犯下盜竊農

民財產，強姦等罪刑。1996 年紐約人權組織（Earth Rights International）

代表 11 位原告控告優尼科公司侵犯人權的行為，1997 年，美國洛杉

磯的聯邦法庭受理此案。101被告包括該公司的兩名美國高層主管。該

案依據美國 1789 年原為起訴海盜而制定的「外國民事侵權索賠法」

（Alien Tort Claim Act），2002 年上訴到美國第九巡迴法庭。2006 年

                                                       
100  同註 91。 
101「與專制政權貿易 緬甸官僚腐敗民不聊生」，大紀元（2006 年 1 月 24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24/n1201728p.htm，瀏覽日期：2012 年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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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案件結束，優尼科敗訴需支付這些受難者補償金。102緬甸政府為

自身的利益，忽略保護居民人生財產安全，以及該有的權利，而這只

是多數案件中的其中一例，而若要真正落實人權保護，緬甸政府是否

該從人權角度為出發，為人民著想保護自身國民。 

2002 年 7 月撣族婦女行動網（Shan Women’s Action Network, 

SWAN）和撣族人權基金會（Shan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SHRF）

一份報告文件指出 1996~2001 年緬甸軍事執政團對於撣邦地區婦女

性暴力事件，173 件的案例造成 625 名的婦女及小女孩受害。10383%

婦女遭軍士官以棍棒鞭打造成殘缺不全甚至是因窒息而亡，25%婦女

因不人道的性暴力而喪失其性命，16%被囚禁約四個月，任由軍士官

輪姦。104而 2002 年人權報告，緬甸童兵數目高達 70,000 名，有些還

未滿 11 歲。這些童兵甚至淪為國家間貿易的商品，以童兵換取軍事

武器。而童兵若欲要離開軍隊，就得必須再去招募四名人員來換取自

由身。105設限離開軍隊種種的限制，忽略兒童的權利，教育與生長，

逕至招募童兵，甚至於街上任意抓取小孩，無知地成為政府軍隊的一

                                                       
102  田清編譯，「與專制政權貿易，緬甸官僚腐敗民不聊生」，大紀元（2006 年 1 月 24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24/n1201728.htm，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17 日。 
103「緬甸軍人被控強姦少數民族女性」，大紀元（2002 年 12 月 27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2/12/27/n260247.htm，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17 日。 
104 “License to Rape: The Burmese Military Regime's Use of Sexual Violence in the Ongoing War in 

Shan State (NGO)”, Peace Women (2002/5),  
http://www.peacewomen.org/portal_resources_resource.php?id=666,May 2002, Visit 
Date:2012/10/23. 

105  “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 in Myanmar”, UNHCR, 
http://www.unhcr.org/refworld/country,,UNSC,,MMR,,474d94ac2,0.html, Visit Date: 201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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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據調查，緬甸是全球現有童兵數量最多的國家。然值得注意

的是，緬甸招募童兵的跨界民族武裝活躍於中緬邊境地區，其招

募的童兵多來自於中緬邊境地區的跨界民族。童兵是一個長期處

於邊緣化的社會群體，他們比普通人更容易接受民族分離主義、

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等極端理念。一旦童兵被恐怖主義組織

或國外勢力所利用，其負面影響是難以預計的。106 

2006 年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報

告，在緬甸仍約有 80 萬勞工遭丹瑞政府逼迫從事勞役工作，若勞工

不服，將受到拘留、拷打、甚至是將其非法處決。107國內流離失所

監測中心（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報告，緬甸境內

約有 300 萬人民，因衝突、種族壓迫、人權暴力以及政府的專制措

施被迫遷離家園。108 

1996~2007 年間，泰緬邊境聯合會（Thailand Burmese Border 

Consortium, TBBC）研究報告，緬甸軍事執政團在東緬地區嚴重迫

害超過 3,200 多處的村莊，這些村莊遭致丹瑞政府的敲詐、勒索、

搶劫、沒收耕作土地、強制分配村名生產配額，導致 66,000 名人民

                                                       
106 陳 鍇，｢試析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面臨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和平與發展（第 3 期），2011 年，

頁 59。 
107 Supra note 75, p.14. 
108 Supra note 96,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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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離開家園。109在緬甸，對於少數民族婦女的迫害，被視為是丹

瑞政府於少數民族地區不可或缺的策略，藉由此種行為征服少數民

族取得其地控制權，以獲得更多土地和自然資源。而遭受最嚴重的

性暴力少數民族地區以撣邦、克欽邦、克倫邦、孟邦、克倫尼邦以

及若開邦等地區最為嚴重。 

2008 年 5 月 2 日緬甸境內發生重大風災－納爾吉斯風暴，2009

年 2 月國際緊急救難隊（Emergency Assistance Team, EAT）和美國

霍普金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一份關於緬甸丹瑞政府對於納爾吉斯風

災救難研究報告，指出在這場風災中，造成 140,000 人民喪生，原

因在於災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緬甸政府對外界的態度是，只要物

質不需人道救援。在這種局面下，一方面是大批的國際救援人員無

法進入災區；另一方面，緬甸政府由於自身財力物力所限，在短時

間內無法向所有災民提供援助。而那些尚處在驚魂落魄、短衣少食

下的災民，仍辛苦地等候國際人道主義的援助。直至 5 月 19 日，東

協國家外交部長在新加坡舉行特別會議，商討協助緬甸救災及開展

災後恢復和重建工作等事宜。新加坡外長楊榮文在會議期間表示，

緬甸政府已同意接受來自所有東協國家的多支醫療隊。110於是東協

                                                       
109 Supra note 75, p.16. 
110 陳世欽編譯，「熱帶氣旋重創  緬甸逾 6 萬罹難」，聯合報（2008 年 5 月 7 日），

http://203.64.161.7/~earthscience/report/20080507.htm，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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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宣佈，將與聯合國一道，於 25 日在緬甸最大城市仰光舉行國際

援助大會。111緬甸人民這時才得到更多國家的人道救援，尤其是在

醫療救援上。 

 

第五節 國際對緬甸人權迫害之監督與制裁 

聯合國緬甸人權事務特使昆塔納對緬甸人權情況表示：「緬甸一

直處於長年嚴重且蓄意侵害人權的模式中，認為聯合國應設立調查

委員會機構以解決國際人權犯罪問題。」雖這調查委員會已經 13 個

國支持同意，卻尚未實際執行。但 2010 年 9 月 17 日於日內瓦舉行

的聯合國人權會議上，緬甸大使溫奈貌倫(Wunna Maung Lwin)卻聲

稱：「緬甸政府軍所行使的行為，皆是按法律規定，並無肆意武斷。」

否定了緬甸政府侵犯人權的事實，並認為聯合國不須介入調查。112 

    美國自 1997 年持續對緬甸實施制裁，禁止所有從緬甸的進口，

以及禁止美國公司在緬甸投資。2003 年，美國更是通過「緬甸自由

與民主法案」和對緬甸制裁行政命令，凍結緬甸政府在美資產，禁

止緬甸高官入境，禁止到緬投資和向緬提供貸款及技術援助等，企

                                                       
111「納爾吉斯啟示錄：人道救援無國界」，法制日報，http://www.legaldaily.com.cn/，瀏覽日期：

2012 年 07 年 03 日 
112  Supra not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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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迫使緬政府推動民主化，交出權力。歐盟和日本也相繼對緬實行

制裁。2004 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再次加大對緬甸施壓力度，

延長對緬甸全面封鎖制裁，且把緬甸列為暴政前哨國家，並於 2005

年 12 月促成安理會首次就緬甸問題進行討論。2006 年 5 月 27 日，

緬政府宣佈延長對反對黨領袖翁山蘇姬軟禁一年。美國便開始再次

啟動推安理會通過制裁決議的進程，對緬的壓力提升至最高點。113 

英國總理布萊爾（Tony Blair）到好萊塢名星蘇姍莎藍登(Susan 

Sarandon)都公開發言杯葛緬甸旅遊業，呼應翁山蘇姬所說﹕「任

何國外資金都是在助長軍人政權執政合法」化的主張。美國制裁

緬甸的目的是隔離並且使軍人政權無法獲得支持，直到讓出權力

予翁山蘇姬或是邁向真正的民主。114聯合國緬甸事務特別顧問甘

巴里 2007 年 9 月 29 日抵達緬甸，將與丹瑞政府進行會談，並與

翁山蘇姬會晤。2008 年 5 月緬甸遭受颶風風暴後，當月 23 日聯合

國秘書長潘基文訪問緬甸呼籲緬甸政府開放更多的援助進入緬甸，

8 月聯合國安理會就 1612 和 1882 動議，與緬甸政府討論開展聯合

行動計畫，回應兒童在戰爭衝突中的問題。115布希政府凍結更多

緬甸丹瑞政府成員的資產，美國也提高對緬甸的出口品限制。在

                                                       
113  李仕情，「制裁緬甸美日鬧彆扭」，中國人民網（2006 年 6 月 8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59630/4447136.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8 月 22 日。 
114  同註 103。 
115  同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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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前，美國已經對緬甸進行貿易、投資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制裁，

此次則是將制裁規模進一步提高。布希總統還呼籲和緬甸有密切

貿易關係的中國和印度，應向緬甸政府施加更多的壓力，並呼籲

緬甸政府釋放政治犯。116美國政府也在 2008 年 1 月擴大個人和營

商合作夥伴網路，對緬甸仍維持於經濟上審查，同時也開始和緬

甸政府展開對話。 2008 年 7 月美對緬甸仍持續採取制裁手段。 

泰國總理素拉育（Surayud Chulanont）將軍於 2007 年紐約亞

洲協會發表講話時，敦促中國大陸和印度，為和平和民主，應適

時干預緬甸的局勢。素拉育將軍也表示，泰國政府會努力說服緬

甸政府不採取強硬手段，並保持緬甸和東協的盟友關係，這樣才

能確保有機會同緬甸領導人對話。國際危機組織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ICG)要求聯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聯合國大會召開之

際，同中國大陸、印度和新加坡的外長會談，聯合努力促成在緬

甸和平對話。117國際危機組織說，中國大陸、印度和東協國家都

應支持潘基文的呼籲，要求緬甸政府面對和平示威活動時應採取

                                                       
116  「布希宣佈進一步制裁緬甸軍政府」，BBC 中文網（2007 年 10 月 19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050000/newsid_7053800/7053836.stm，瀏覽日期：

2012 年 7 月 23 日。 
117「泰總理敦促中印干預緬甸」，BBC 中文網（2007 年 9 月 28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010000/newsid_7018100/7018196.stm，瀏覽日期：

2012 年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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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鎮壓，而這些國家亦應支持聯合國解決緬甸政治危機的努力。

118 

 

第六節  小結 

丹瑞時期，緬甸在民主進程上有很大的跨越，但對於人權保護上，

純粹只為口號上的呼喊。於少數民族地區，族民仍遭受丹瑞政府的

迫害，青壯年被迫為勞工，婦女、小女孩淪為軍士官褻玩對象，小

男孩似懂非懂得被迫上戰場戮殺敵人。上千名的政治良心犯，仍拘

禁於牢獄之中，遭丹瑞政府以不人道的行為對待。因此東協與緬甸

和聯合國設立多邊會議機制，組成三方核心小組(The Tripartite Core 

Group, TCG)，欲藉由多方的會談，促使緬甸政府在於少數民族區，

如對於若開邦的羅興亞人，能夠承認其公民權。在這時期中，丹瑞

政府表面上雖與少數民族達成停火協議，但背地裡政府與少數民族

的衝突仍波滔洶湧，迫使上萬族群離鄉避難至泰緬邊境內，生活更

加困苦。基本人權上也遭到壓迫，雖然緬甸簽署各項主要的國際人

權條約，但丹瑞政府的將領們實際上完全不尊重普世承認的公民與

                                                       
11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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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利。緬甸人民失去言論自由，連藝術展演亦必須得到丹瑞政

府許可。 

除娛樂性的雜誌以外，少數民間發行的刊物都受到政府的嚴格審

查。即使只是委婉地批評政府的文章，也會被政府「新聞檢查委員

會」（Press Scrutiny Board）下令塗黑或撕掉，但政府所屬的報刊卻

可以肆無忌憚地謾罵民主人士。廣電媒體受到更嚴密的控制。國營

的廣播和電視台每天不停播放丹瑞政府將領們剪綵和演講的畫面。

緬甸民眾轉而尋求從其它管道獲得真實的新聞，如英國廣播公司

(BBC)、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緬甸民主之聲(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和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2007 年番紅花革命發

生後，丹瑞政府對僧侶及民眾殘暴的所作所為，更是引起世界各國

的眾怒與撻伐，紛紛對其採取經濟制裁以及武力上制裁，呼籲緬甸

重視人權以及民主程序。 

聯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2010 年 7 月拜訪緬甸時，對丹瑞政府領袖

提出三項要求，一是立即釋放所有政治犯，二是促使翁山蘇姬與丹

瑞政府雙邊對話，三是希望 11 月的國會選舉能夠公開透明化，透過

這三項要求，聯合國盼望的是緬甸能夠在於政治上對人權進一步的

保護與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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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11 月丹瑞將軍決定進行多黨選舉後，隔年 3 月，丹瑞政

府正式退居幕後，緬甸進入文人政治。但政治上仍存在著舊有軍人

的勢力，真正具有影響力及操控能力者仍是背後的軍人政府。然若

要真正走上民主與人權政治，文人政府仍有許多改革的空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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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登盛時期(2011~2012) 

第一節  前言 

緬甸歷經將近 50 年的軍事執政團統治，2011 年是轉變的一大分

水嶺，3 月登盛總統就職演說上，承諾建立具有建設性的政治政策以

及更多元的改革。而改革的優先重點放於經濟、教育、結束官員的貪

污腐敗、保護環境等。18 月 2 登盛總統召回流亡在外的異議人士並禁

止政府對予處罰。同月 19 日緬甸議會修改「政黨註冊法」，取消對政

治人物從政的限制條款，也為翁山蘇姬等政治人物解除參與選舉的障

礙。9 月，緬甸前大使和學者、公務員共 15 名人員組成國家人權委

員會(Natio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10 月 11 日通過「勞工組織

法」(The Labour Organization Law)，允許工人可以擁有組織工會及罷

工的權利，但要求罷工組織者需向政府提前 14 天申請，告知其參加

人、時間和地點，並避免涉及水、電、消防、衛生和通訊等公共設施，

這也是緬甸 1962 年以來首次允許人員罷工。2 

10月 27日，緬甸政府也正式宣布解除對 Facebook、Twitter、BBC、

Youtube 等網站的封鎖，使緬甸正式進入網路自由的時代。311 月，登

盛總統在訪問泰國時談論「國內和平進展三步驟」：第一步，與非緬

                                                       
1  “World Reports 2012:Burma", Human Rights Watch, 

http://www.hrw.org/world-report-2012/world-report-2012-burma, Visit Date: 2012/10/1. 
2  李晨陽，「2011 年緬甸資訊彙編」，雲南大學緬甸研究中心（2012 年 1 月）；

http://export.gov/thailand/static/Labor%20Organization%20Law_Latest_eg_th_055978.pdf. 
3 李晨陽，「2010 年以來的緬甸政治轉型評析」，領導者，第 47 期（2012 年 8 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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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少數民族武裝力量簽訂停戰協定；第二步，在停戰區實踐經濟發

展藍圖；第三步，所有政治問題一律提交人民議會民主表決。4這三

個步驟，顯示緬甸政府欲與少數民族達到和平相處的心意，但若要走

完這三個步驟，需要多長的時間，仍不得而知。同時，在新的國會裡，

反對黨提出要求應全面釋放政治良心犯；承認羅興亞人為緬甸公民，

修改政黨註冊法，以使其他更多的反對政黨能參與選舉；並提高人民

社會參與的水平，以及放寬人民組織黨團與工會之限制。 

12 月 2 日，緬甸通過「和平集會遊行法」，共 8 章 24 條款，規定

示威者可以手持旗幟和政黨標誌在政府大樓、學校、醫院和大使館以

外的地方進行示威、遊行和集會，但要求參與遊行示威者，必須於活

動前 5 天向政府提出申請並獲得政府部門的同意，始得上街遊行。5新

的文人政府這一連串的改革，的確為緬甸注入一新氣象，以及為人民

所能擁有的權利大為提升。 

 

 

 

 

                                                       
4  「緬甸：民族比民主棘手」，華僑網，

http://chinesepres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678:2012-04-01-19-1
5-26&catid=326:2011-06-21-16-41-46&Itemid=671，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1 日 

5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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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緬甸政府之改變 

2012 年是緬甸加入東協 15 周年。1997 年 7 月 23 日東協接納緬

甸成為正式成員國。自緬甸入東協以來，東協一直因緬甸問題遭受西

方壓力，西方國家甚至以緬甸人權狀況和民主進程為由對東盟施加政

治外交壓力，迫使緬甸放棄 2006 年的輪值主席。儘管如此，作為一

個不可分割的整體，東協始終保持對緬甸的建設性接觸，並對促進緬

甸改革具有重要積極影響。2011 年 11 月，於巴里島舉行的東協高峰

會上，東協十國領導人一致同意緬甸成為 2014 年東協輪值主席國，

這對緬甸政府來說是一大鼓舞，也是東協對緬甸民主改革的肯定，同

時標誌著緬甸改革開放政策獲得實質的成果。緬甸各界人士普遍認為，

緬甸擔任 2014 年東盟輪值主席國，可以廣泛地參與地區事務和國際

事務，及有利於融入國際社會，而緬甸的經濟政策和對外關係也會更

加開放，國家也會發展得更快速。6 

2011 年另一件令緬甸人為之雀躍的事是緬甸政府宣布暫停密松

水壩(Myitsone Dam)工程，9月 30日登盛總統宣布，在其任期五年內，

暫停由中國方面參與投資的密松水壩建設工程，直到 2016 年 4 月的

5 年期滿為止。並表示，這是「不能違背民眾的意願」而做的決定。

                                                       
6  湯先營，「緬甸積極融入東盟出成效」，新華網（2012 年 8 月 1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8/13/c_123574331.htm，2012 年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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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若按照原計畫水壩工程將會使上萬名的克欽族人民為此搬遷，且克

欽人民深信密松是克欽族的發源地，若緬甸政府在此地興建水壩工程，

密松城市將沉入於水中，克欽人無法接受。 

而不僅是克欽人無法接受密松水壩的建造工程，也因密松水壩可

能會對伊洛瓦底江下游造成影響，其他地區的人民也對密松水壩的興

建有很大憂慮。8當登盛政府宣布暫停此水壩工程，意味著政府開始

注意到民意的重要性，姑且不論是為何而做，但登盛政府此作法，是

可得到居民與國際的讚賞。緬甸的環境政治記者 Kyi Phyo 曾為登盛

總統此做法下個結論：「他在不同的團體之間創造一種團結，包括政

黨、環保組織、非營利組織、民間社會團體以及學者之間。」9同時

密松水壩工程的停擺，也代表著登盛政府有意與克欽族達成停火協議，

尋求兩方皆能接受的局勢。 

2012 年 4 月 1 日緬甸進行國會補選，此時翁山蘇姬所屬的全國民

主聯盟已獲註冊為合法政黨，並參與補選。且翁山蘇姬有意參選 2015

年的總統大選，但根據緬甸 2008 年通過的憲法，總統配偶與直系家

屬必須是緬甸公民，而翁山蘇姬的夫婿為英國人，兩個兒子具有外國

公民身分，因此若據緬甸憲法，即使未來有機會，也無法出任緬甸總

                                                       
7  張倩燁，「中緬關係第一道裂痕內情」，亞洲週刊，第 25 卷第 41 期（2011 年 11 月 16 日）。 
8  「中方呼籲緬甸協商解決密松電站爭議」，美國之音（2011 年 9 月 30 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11001-myanmar-dam-
130911788/788489.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9 月 21 日。 

9  「缅甸解密」，新世紀，第 5 期（2012 年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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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翁山蘇姬表示：「這意味緬甸政府必須修改憲法，這是國會程序

的一部分，將會繼續推動。修憲不只為了我，也為了國家」。登盛總

統亦表示：「若人民選擇翁山蘇姬，他會接受。」10至於 2015 年翁山

蘇姬是否能順利參選，就必須等待國會的修憲，這也將會是緬甸另一

個新的旅程碑。 

 

第三節  2012 年國會補選 

2011 年 3 月 30 日登盛總統就職典禮上，就職宣言宣稱緬甸將會

有顯著的重大改變，在媒體限制上以及將在國會第二會期法案上的鬆

綁和對於基本權利的保護等，皆會有進一步的改革。11在立法改革上，

新國會提交法案將成立工會，允許和平集會活動以及修訂政黨登記法

允許全國民主聯盟為合法政黨。122011 年翁山蘇姬所屬的全國民主聯

盟，10 月獲緬甸政府允許登記為合法政黨，並可參與 2012 年 4 月的

國會補選，這對翁山蘇姬及緬甸國人來說，是一大鼓舞的消息。 

1990 年，緬甸軍政府拒絕承認翁山蘇姬所領導的全國民主聯盟取

得大選勝利，並隨即長期將予以軟禁，直到 2010 年 11 月 13 日國會

選舉結束後才釋放。2010 年底，緬甸政府表示要進行政治上的改革，

                                                       
10  蔡致仁編譯，「翁山蘇姬表態：願意選總統」，聯合新聞網（2012 年 10 月 9 日），

http://blog.udn.com/jkhwang99/6928704，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9 日。 
11  “Burma: A year after elections, Rights concerns persist", Human Rights Watch（2011/11/03）, 

http:/www.hrw.org, Visit Date: 2012/9/30. 
1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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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盛會見翁山蘇姬，緬甸聯邦議會甚至為實現政治改革，修改「政黨

註冊法」，13使翁山蘇姬所屬的「全國民主聯盟」能夠登記為合法政黨

並參選 2012 年 4 月的國會補選。 

根據緬甸 2008 年新憲法，這些補選的席位是由被擢升為內閣部

長自動失去議員資格的議員空出。雖然翁山蘇姬公開批評這次選舉不

算是真正自由和公正的，但仍宣佈參加這次議會補選。翁山蘇姬與緬

甸執政黨提名的候選人梭敏(Soe Min)爭奪距離仰光 30 公里的考慕鎮

（Kawhmu）選區的議席。這是翁山蘇姬被軟禁 20 年獲釋後首次參

加選舉，同時也是緬甸首次邀請國際觀察員監督的選舉。14東盟、美

國和歐盟都應邀派觀察團前往。15選舉結果由翁山蘇姬所領導的全國

民主聯盟在 4 月 1 日緬甸議會補選中贏得 45 議席中的 43 席位，取得

歷史性勝利。16這次的補選雖對緬甸權力平衡造成不了大影響，但卻

是國際社會檢視緬甸政府改革決心的試金石。 

此次選舉是翁山蘇姬首次進入緬甸國會，正式成為國會議員，雖

這次全國民主聯盟取得的議席只占少數，未能在執政黨控制的國會內

                                                       
13  姜靜，「緬反對黨宣布 翁山蘇姬當選」，大紀元（2012 年 4 月 2 日），

http://www.epochtw.com/12/4/2/189539.htm，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3 日。 
14  「緬甸開始歷史性議會補選投票」，BBC 中文網（2012 年 4 月 1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3/120331_burma_byelection.shtml，瀏覽日期：

2012 年 7 月 7 日。 
15  同前註。 
16  「翁山蘇姬正式宣誓就任缅甸國會議員」，中國新聞網（2012 年 5 月 2 日），

http://news.sohu.com/20120502/n342175472.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7 日。；”Countries 
at the Crossroads: Burma”, Freedom House , 
http://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Burma%20‐%20FINAL.pdf, Visit Date: 
201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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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真正權力，但反對派議員進入國會將帶來前所未見的公開辯論。

17事實上，從 2010 年 11 月民選政府成立以來，緬甸已發生很大變化。

儘管多數政府部長是脫下軍裝的前軍人，但民選政府的形式讓這些部

長們越來越多會傾聽民眾的意見。緬甸的國會現在也越來越多就公共

政策進行辯論的會議，人民也可以透過司法等途徑進行申訴，也許在

補選過程中發生許多舞弊和貪污事件，以及緬甸政府取消 3 席位於克

欽邦的議席，因緬甸政府認為此地區為不安全區，不具有舉行自由公

正選舉的條件，而逕行取消克欽邦人民選舉的權利。政府希望先停火

再談政治，但克欽獨立軍則要求先談政治地位再停火，因此未和平談

判成功，雙方皆期盼藉由戰爭的優勢來獲得談判的籌碼。以上種種的

插曲，對緬甸往後選舉過程來說，是亟需改善的，但政府用心的改革

政策對於緬甸來說都是一個巨大的變化。18 

 

第四節  登盛時期人權之探討 

不同於前時期，登盛政府的執政，使的緬甸與軍事執政團時期越

來越不一樣，人民有言論自由權，集會結社，以及網路傳播自由，和

對少數民族的停火協議，同時登盛政府一批一批釋放政治良心犯，皆

                                                       
17「翁山蘇姬正式宣誓就任緬甸國會議員」，中國新聞社，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7793577.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30 日。 
18  于景浩，「缅甸民眾對改革前景樂觀」，新華網（2012 年 3 月 16 日），

http://roll.sohu.com/20120316/n337923776.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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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緬甸政府欲擺脫人權惡劣的狀況，走向一個比較自由與民主的國

家。唯獨因大緬主義作祟，對於羅興亞人的公民權問題，政府仍不予

以妥協，以及因內部衝突所產生而居於泰緬邊境難民的民生問題，是

有待登盛政府予以改善。 

 

一、少數民族 

面對前軍事執政團時代，緬甸人權問題最需要改善的非少數民族

人權問題莫屬，雖於 2010 年 11 月，政府與少數民族間衝突問題，具

有較大的和平改善，但克倫邦與克欽邦的問題，對緬甸新文人政府是

一大棘手問題。緬甸政府和少數民族間的衝突於 2011 年仍發生著，

2010 年底爆發的克倫邦武裝衝突，2011 年間持續加劇。克倫民族聯

盟19(Karen National Union, KNU)自 1949 年來一直與緬甸政府進行無

數次的鬥爭，由原先的爭取獨立，後轉而爭取自治之權。政府與克倫

族的衝突直至 2012 年 1 月，克倫民族聯盟與緬甸政府結束 62 年的內

戰並簽訂停火協議；4 月 6 日緬甸政府與克倫民族聯盟雙方簽署和談

紀要，逐步實現全緬甸與少數族群停火及相關監督機制等協議。雙方

高層官員及代表逐一於紀要上簽字確認，交換文書。和談紀要上說明，

雙方代表實現全國停火、和平監督機制等 6 個問題舉行會談，達成

                                                       
19  19 世紀英國統治緬甸的時，克倫族已經擁有自己的武裝部隊，並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重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克倫族武裝分成了克倫國家聯盟、克倫中央組織，佛教克倫以及克倫青

年。直到 1947 年 2 月 5 日，4 個武裝組織才又合在一起成立現在的克倫民族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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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點共識，包括雙方同意逐步實現全國停火、同意制訂需要遵守的

停火規則、同意建立和平監督機制等。20 

8 月 27 日雙方在克倫邦首都巴安(Hpa-An)舉行會談，起草「停火

協議細則」，討論如何確保克倫人的安全與和平以及撤走靠近於村莊

邊緣的緬軍，保障克倫邦人身安全。克倫民族聯盟與緬甸政府代表均

表示，將盡最大的努力及決心，使和談取得成功。21總統登盛領導的

政府自 2011 年 3 月就職後，採取較靈活務實的做法，積極爭取解決

少數民族武裝問題。緬甸政府目前已與 10 支少數民族武裝組織舉行

和談，達成初步和平協議。但正當中央政府與克倫邦進行和平談判同

時，位於緬甸最北部的克欽邦當地反叛武裝與政府軍之間的流血衝突

仍持續著，亟待雙方的和解談判。 

而克欽邦的武裝部隊同時也是目前緬甸最大的阻礙，克欽獨立軍

和緬甸政府從 2011 年起，持續在多處爆發武裝衝突，迫使數萬名的

克欽族人流離失所。衝突造成大約 75,000 名克欽族人於鄰近國家避

難，逃往政府於緬甸控制外的地區，或是逃至中國尋求庇護。22但這

批逃難的的克欽族民受到當地團體和國際組織的有限援助，無法受到

                                                       
20  「緬甸克倫族簽和談紀要實現停火」，中國新聞評論網（2012 年 4 月 7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0/6/7/0/102067007.html?coluid=59&kindid=0&docid=
102067007，瀏覽日期：2012 年 7 月 4 日。 

21 “KNU and Government to hammer out ceasefire code of conduct detail”, Karen News (2012/8/5), 
http://karennews.org/2012/08/knu-and-government-to-hammer-out-ceasefire-code-of-conduct-detail
.html/, Visit Date: 2012/8/20. 

22  “China/Burma: Kachin Refugees Lack Aid, Face Abuses”, Human Rights Watch (2012/6/26), 
http://www.hrw.org/news/2012/06/25/chinaburma-kachin-refugees-lack-aid-face-abuses-0, Visit 
Date: 20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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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照顧。2012 年 3 月至 6 月間聯合國曾派出三支援助車隊，進

行對克欽難民的救助。23位於緬北的克欽邦首都密支那(Myitkyina)居

民生活亦日趨困苦，缺電缺水和基本建設已司空見慣，無辜平民甚至

遭緬軍虐待、法外處決、強迫勞工、拷問、毆打、沒收生產土地和財

產，並對婦女及小女孩強暴性侵，以及在人民居住區置放具有殺傷力

之地雷等等不人道之行為。24 

緬甸運輸部長及緬甸民族和平談判的主要負責人翁敏 (Aung 

Min)9 月 25 日表示：「在民族衝突中，目前只餘克欽獨立軍尚未與政

府簽署停火協議，因雙方所佔領的區域互相重疊，造成擦槍走火的事

件頻傳，政府若欲與克欽邦和平相處，必須使政府軍隊從目前所佔領

地向後撤退五公里，雙方才能和平談判。」25 

一方面因位於緬北的克欽邦具有豐富的森林與礦業資源，地理位

置又居於與中國雲南交界處，同時是緬甸政府和中國政府欲大規模合

作開發水力發電廠和天然氣管線的重點地；一方面因資源的開發，對

克欽居民生存具有直接性的影響和威脅，以及在資源上的分配不均，

如水力發電廠的開發為中國雲南居民帶來豐沛的電力，但於克欽邦地

區仍居於缺電缺水狀態，更是造成雙方無法和平談判的徵結所在；另

                                                       
23  Ibid. 
24  “World Report 2011:Burma", Human Rights Watch, http://www.hrw.org/world-report-2011/burma , 

Visit Date: 2012/6/3.  。 
25  于景浩，「缅甸擬做出必要妥協 與少數民族武裝和平談判」，中國新聞網（2012 年 9 月 25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9-25/4209096.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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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信奉基督教的克欽人民，對於緬甸政府所強調的佛教認同和緬

族同化政策極為排斥，如此的意識信仰問題，也成為雙方在溝通上有

隔閡的重要原因。26 

欽人權組織(Chi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CHRO)計畫主任凌

莎來(Salai Ling)表示：「登盛總統宣稱法律保障自由，但在實際上，

佛教被政府視為國教，各種歧視的制度27仍在，對於少數民族區幾乎

不具有改革政策可言。」28至今，緬甸政府仍對外封鎖緬北地區，禁

止人道觀察團進入；在醫療物資方面與傳染病的繁衍亦日趨嚴重，同

時糧食與食鹽的匱乏也造成人民上的生活危機。29 

另一方面，2011 年 3 月政府軍破壞與撣邦30自 1989 年簽訂的停火

協議，爆發武裝暴動，導致約達 30,000 名的撣邦人民流離失所。31這

些少數民族居民受迫於緬甸軍隊，而離開自己的家園與土地。而有大

部分的居民因家庭因素或不願意離開緬甸，成為國內難民的一群。截

至 2011 年 7 月的一年時間裡，少數民族地區共約有 112,000 人被迫

                                                       
26  張鎮宏，「緬甸政府壓迫，少數族群遇人道危機」，台灣醒報（2012 年 9 月 16 日），瀏覽日期：

2012 年 9 月 18 日。 
27  如：欽族學生無法在校奉行基督教，並被迫信奉佛教，逼迫欽族學生剃頭並穿上僧袍皈依為

佛教，若不從，政府能強制不從學生加入軍隊，忠於緬甸政府。 
28 林憬屏「緬甸欽族控訴，被迫改信佛教」，中央社（2012 年 9 月 5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9050358.aspx，瀏覽日期：2012 年 9 月 10 日。 
29 同註 27。 
30  撣邦軍是緬甸最大的少數民族武裝之一，主要駐紮在靠近泰國的緬甸邊境地區。撣邦軍於 1989

年分裂為南北二支。 
31  Supra not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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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開家園，是緬甸近 10 年來最高的難民數字。322012 年 1 月政府軍

和北撣邦簽署停火協議及 5 月 21 日和南撣邦簽訂停火協議，雙方同

意徹底清除南撣邦境內的毒品種植與生產活動，並呼籲資助種植罌粟

的緬甸農民改種穀物，各方共同進行跨國緝毒行動，加強打擊毒品走

私活動，才停歇政府軍和撣邦武裝部隊的戰火。33 

對於伊斯蘭教的羅興亞人目前約有 80 萬名無國籍者住在緬甸北

部的若開邦；34另外，約有 28,000 名緬甸籍生活在孟加拉的兩個官方

難民營；20 萬未註冊的羅興亞人，居住於難民營周圍的鄉鎮和村落。

在今日，世代定居緬甸的 80 萬名羅興亞人，必須面對來自緬甸社會

的嚴重歧視，羅興亞人不僅不能自由離開指定區，也不被允許參與公

職、或接受高等教育，就連申請結婚證書，也可能得耗時一年。35 

緬甸政府面對如此情況亦提議與個別地區行政政府談判，而非與

少數族群聯盟談判，遭到少數民族武裝團體拒絕。同時，緬甸軍隊持

續在克欽邦和撣邦進行攻擊，違反人權法和國際人道主義，緬甸軍政

                                                       
32  「2012 年度人權報告：緬甸」，國際特赦組織，

http://www.amnesty.org/en/region/myanmar/report‐2012，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3 日。。 
33  「緬甸撣邦叛軍與政府達成停火協議  同意清除毒品」，中國新聞網（2012 年 5 月 21 日），

http://sports.chinanews.com/gj/2012/05-21/3903118.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10 年 5 日。 
34  「無國籍遭排拒 羅興亞人受全球最嚴重迫害」，大公網（2012 年 10 月 28 日），

http://www.takungpao.com/hkol/content/2012-10/28/content_1303207.htm，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30 日。 

35  “Bangladesh: Citizenship Rights for Myanmar's Rohingya?”, Global Voices (2012/8/7),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12/08/07/bangladesh-citizenship-rights-for-myanmars-rohingya/, 
Visit Date: 201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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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所有攻擊行動裡有些行為已構成反人類罪或戰爭罪。36羅興亞人

問題仍持續上演著，並非緬甸政府一夕之間能解決與改善。 

在眾多的民族問題上，登盛總統應以最大的誠意和少數民族武裝

部隊舉行和談，實現國家的和平，同時加強民族的團結，共同努力建

設國家，恢復繁榮的緬甸聯邦政府。 

 

二、政治良心犯 

2011 年 5 月，緬甸對全國囚犯減刑 1 年的措施，緬甸政府釋放

77 名政治犯。10 月又釋放 241 名的政治犯。然而在這批被釋放的人

當中，少數民族是不在釋放範圍之內的，同時有超過 1,000 名的政治

良心犯，仍身陷囹圄。2012 年 1 月政府釋放 651 名囚犯，包括 287

名政治良心犯，37如在 8888 學運中被逮捕的多名學生領袖，38以及少

數民族的重要政治人物。39同年7月2日緬甸政府再次釋放80名囚犯，

其中 22 名政治良心犯及 34 名外國人，國際特赦組織表示，如果緬甸

政府有理由認為一些政治良心犯犯有國際承認之罪行，就需展開公平

和公開的審判，否則應立即無條件釋放。40在 80 名因「人道理由」獲

                                                       
36  同註 32。 
37  “Burma: Promises of Change, But Abuses Continue”, Human Rights Watch (2012/01/23), 

http:/www.hrw.org, Visit Date: 2012/7/15. 
38  學生領袖如：規劃學生示威活動的覺明餘（Kyaw Min Yu）與妮拉婷（Nilar Thein）夫婦和學

生領袖台基偉（Htay Kywe），還包括深民主人士敏哥奈（Min Ko. Naing）。 
39  少數民族領袖如：撣族的最高政治代表坤東伍（Khun Tun Oo）。 
40  “Myanmar: Release remaining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mnesty International, 

http://www.amnesty.org/en/news/myanmar‐release‐remaining‐prisoners‐consciences‐2012‐07‐04, 



第陸章  登盛時期(2011~2012) 

158 
 

釋的囚犯中，其中 3 名為全國民主聯盟的成員，另外大多數是屬於「全

緬學生民主陣線」(All Burma Students Democratic Front, ABSDF)的成

員，該組織乃是在 1988 年政府暴力鎮壓後，由學生組成的武裝團體。

41 

9 月 17 日，翁山蘇姬訪問美國前夕，緬甸政府基於人道理由，決

定再釋放 514 名囚犯，但政府並無宣布獲釋犯人的身分，人權觀察組

織推估約有 88 名是政治良心犯，這是緬甸總統登盛第 4 波特赦，前

後共約釋放 500 名政治良心犯。人權觀察組織亞洲區副主任羅伯森

（Phil Robertson）表示：「援助緬甸的外國政府應施壓登盛釋放所有

政治良心犯，並讓國際觀察人士進入監獄。許多被釋放的政治良心犯

申請護照時遭拒，或不能恢復大學課業，有些在監牢內身心受創卻在

出獄後無法得到身心治療，以及這些被釋放後的政治良心犯發現自己

沒有真正的自由，緬甸政府應撤銷所有限制，協助他們重建曾被政府

剝奪的生活。」42 

國際特赦組織緬甸研究員札瓦奇(Benjamin Zawacki)表示：「雖然

國際特赦組織肯定緬甸軍方最近釋放囚犯的行動，但緬甸政府應該釋

                                                                                                                                                           
Visit Date: 2012/7/16. 

41  Ibid. 
42  「人權觀察：緬應釋放全部政治犯」，聯合新聞網（2012 年 9 月 19 日），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5/7374062.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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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其餘僅因和平表達其信念而被囚禁的良心犯。」43緬甸境內至少仍

有 400 位良心犯遭囚禁，即使他們被控教唆或犯下暴力行為，也應以

國際上承認之罪名公平審判或被釋放。根據緬甸國營的「緬甸新光報」

報導，政府釋放這些緬甸公民目的「在於確保國家的穩定及創造永久

的和平」以及「全國的和解」。也表示：「由於受酷刑和單獨拘禁而導

致的創傷後壓力症候群等因素，使得部分獲釋的囚犯出現心裡社會問

題，這樣的現象需要急迫的關注及資源的投注以協助復原。」44 

而緬甸近年來進行一系列改革，推動民主化進程，改善同歐美國

家的關係。人權組織稱，過去一年（2011-2012 年）中緬甸至少釋放

659 名政治良心犯，目前仍有 200 至 600 名政治良心犯身陷囹圄。緬

甸政府官員在挪威奧斯陸向法新社表示政府正在考慮釋放其餘在押

者並對相關案件進行覆議，以免誤將暴力犯罪人員釋放。45 

 

三、其他人權迫害 

2011 年 6 月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指出，緬甸在遵守 1998 年國際勞工之調查委員會關於強迫勞動的建

議上是「毫無實質上的進展。」468 月 12 日，緬甸新聞部長吳覺山(Kyaw 

                                                       
43  Supra note 39. 
44  同註 25。 
45  “2012 Human Rights Report: Myanmar”, Amnesty International, 

http://www.amnesty.org/en/region/myanmar/report-2012,Visit Date: 2012/10/1.  
4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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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an)提出聲明，緬甸「幾乎是沒有所謂的強迫勞動」。47但 11 月國際

勞工組織推翻吳覺山的說法，表示自從 3 月以來，緬甸強迫勞動的投

訴案件增加到平均每月有 30 件，而 2010 年同期平均每月為 21 件，

2009 年則為 10 件，2008 及 2007 年則均為 5 件。約有 75%的投訴案

件是關於未達法定年紀即被軍隊招募，其餘的為涉及強迫勞動的人口

販運及軍事強迫勞動。48 

根據國際勞工組織的資料，從 2010 年初 2011 年 5 月份，有 261

件招募未成年人入伍的投訴，投訴結果，80 名年輕男子被釋放；其

餘的投訴，尚有 110 件正在處理，軍方開始調查；還有 80 件正由國

際勞工組織進行評估。許多少數民族孩子都非常不願意加入緬甸政府

軍隊，但是軍官以威脅手段逼迫他們。有的童兵實際年齡才 14 歲，

但軍方燒毀其身分證，並給予補發滿 18 歲的假身分證。49 

宗教及信仰自由的迫害影響每一個在緬甸境內的不同宗教少數

民族尤以信奉基督教的克欽族及信奉伊斯蘭教的羅興亞人被無情的

軍隊打壓，並以宗教及種族理由逼迫搬遷，由於政府對他們的濫殺濫

觴，造成上萬名的難民逃至生活中緬泰邊境避難。2011 年緬甸官員

建議泰國遣返緬甸難民，卻遭西方國家抗議，認為緬甸政府如此草率

                                                       
47  Supra note 45. 
48 Supra note 45. 
49  Supra not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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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是不顧難民回至國內的身家安全。50 

對於處在監牢的囚犯，有些亦被運至戰爭前線，被迫當軍事用品

及軍事材料的試驗品，及當人肉盾牌，以用來幫緬軍阻擋具有殺傷力

的地雷和強制囚犯勞動，緬軍甚至對其施行毆打甚或虐待之。512011

年聯合國緬甸人權事務特使昆塔納訪問緬甸時也對緬甸人權狀況提

出一些看法，他認為緬甸仍持續進行著人權迫害問題，以及對於受刑

人之審判不公，利用拷打酷刑以使其認罪，並表示緬甸的人權問題不

僅於對人身上，同時也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之上，是急切需要被解決

的。52對於前述所列緬甸政府對人民迫害的種種的行為，其肇事的軍

事官員，事實上是很少被政府繩之以法的，因此才會造成更多的人權

迫害事件頻繁的發生。 

 

第五節  國際對緬甸人權狀況之監督 

2011 年 3 月 16 個國家公開表示支持以聯合國為首所組織的調查

委員會，將對緬甸進行調查其人權和人道主義狀況，但該委員會尚未

有詳細的內容細則，現階段是無法實際運作。同時，聯合國對緬甸政

府一年來的政策改革是抱持著樂觀，並且認為翁山蘇姬會是緬甸成功

                                                       
50  Supra note 1, p.2. 
51 Supra note 1, p.3. 
52  Supra note 1,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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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一大契機。535 月聯合國秘書長緬甸特別顧問南比亞(Vijay 

Nambiar)訪問緬甸，亦對緬甸的改革持樂觀態度，但也提到對於政府

釋放政治良心犯的緩慢態度會降低國際對於緬甸改革的期望。8 月聯

合國人權報告書中，潘基文提及緬甸政府應將改革進程實現，不能只

是空談，應完全釋放政治良心犯，與民族尋求和解，並對翁山蘇姬取

消任何限制等。54 

此外，潘基文在緬甸議會發表演講時呼籲西方國家進一步解除對

緬甸的制裁，並增加對緬甸的國際援助。歐盟 2012 年 4 月底暫停對

緬甸的部分制裁，其中包括超過 800 家緬甸企業和近 500 名個人，也

包含一些發展援助項目。美國同樣也考慮放鬆對緬甸的制裁，允許美

國企業對緬甸進行投資和提供金融服務。而 2011 年 4 月 1 日在柬埔

寨出席歐盟-東盟商業峰會的歐盟貿易專員古赫特（Karel De Gucht）

說，歐盟外交部長們 4 月 23 日將在布魯塞爾開會討論放鬆或解除對

緬甸的制裁問題。古赫特說：「緬甸政治和經濟自由是齊頭並進的。」

55 

1988 年緬甸軍政府執政後，美國對緬甸一直實行孤立和制裁的政

策。2008 年歐巴馬執政後，在調整美國戰略重心和宣佈重返東南亞

的背景下，經過一段時期的檢視，美國對緬政策開始從孤立、制裁走

                                                       
53  Supra note 1, p.4. 
54  Ibid. 
55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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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務實性接觸」(Pragmatic Engagement)。56有關美國調整對緬甸政

策的背景和原因，其主要是出於「外交戰略範式的轉變」、「東盟的作

用」、「中國在東盟日益增長的影響力」三個背景因素以及「美單純孤

立與制裁政策的失敗」、「緬領導層有意與美接觸」兩個直接因素的推

動。57因此歐巴馬總統上台後，對緬甸改採務實性接觸。 

2011 年 9 月 11 日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事務的首席副助理部長米

切爾(Derek Mitchell)對緬甸進行訪問，對緬甸的改革表達樂觀的態度，

亦敦促緬甸政府在政治改革上採取更積極和較具體的行動以及對少

數民族表達和解的承諾。12 月國務卿柯林頓希拉蕊(Hillary Clinton)

拜訪翁山蘇姬和登盛總統後，並承諾參與由美國支持的湄公河下游國

家框架合作集團，同時亦不再阻止國際貨幣組織與緬甸的合作事宜。

58 

2012 年 4 月 17 日美國財政部將放鬆對緬甸的部分制裁，以支援

美國非政府組織在緬甸開展經濟貿易行動；595 月歐巴馬政府為對緬

甸文人政權的一系列改革表示贊成，於同月 17 日宣布米切爾任 22 年

來美國首位駐緬甸大使，也聲明放鬆對緬甸出口金融服務和進行投資

的限制；9 月 19 日美國財政部在登盛總統將訪美前夕宣布將對登盛

                                                       
56  施愛國，美國對緬甸的務實接觸政策析評，國際論壇，第 1 期（2012 年）。 
57  劉阿明，「美國對緬甸政策的調整及其前景」，現代國際關係，第 2 期（2010 年）。 
58  林憬屏，「翁山蘇姬勝選在望 緬甸改革之路更進一步」，全球中央，2012 年 3 月號。 
59  李喆，「潘基文訪問緬甸，將會見翁山蘇姬」，新京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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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會議長吳瑞曼從「特定國民」60(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的管制名單中剔除，這也標誌著美緬關係漸漸全面解凍中。61 

隨著緬甸政府於政治上大規模的改革政策，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 EU, 簡稱歐盟)也慢慢對緬甸放鬆其經濟制裁，不僅設立駐緬

甸辦事處，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凱瑟琳阿什頓(Catherine 

Ashton)亦表示將提供 1.5 議員援助緬甸發展農業；622012 年 1 月 23

日歐洲聯盟各國外長表示對緬甸總統副總統內閣員與國會議長的簽

證禁令。634 月 23 日歐盟外長會議亦決定，將對緬甸政府部分制裁措

施暫停一年，並將提供新的資金幫助緬甸推進政治、社會、經濟的改

革，同時也讚賞緬甸政府對於森林的保護，表示有意將與其政府展開

森林管理方面的對話，64阿什頓也表示若緬甸政府能完全釋放政治良

心犯、建立具有包容性的政治環境、和少數民族達成和解，就能符合

歐盟撤銷所有制裁行動的條件。65 

9 月 17 日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提議與緬甸簽訂特殊

                                                       
60  該「特定國民」專為制裁涉及恐怖主義、毒品或其它犯罪的個人與公司而設立。 
61 黎群英，「美宣佈提名駐緬甸大使 放鬆對緬經濟制裁」，香港新聞網（2012 年 5 月 18 日），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2/0518/141791.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5 月 30。 
62  「加強聯繫續推動改革‧歐盟在緬甸開設辦事處」，星洲日報（2012 年 4 月 29 日），

http://www.sinchew.com.my/node/245451，瀏覽日期：2012 年 9 月 3 日。 
63  「歐盟暫停對緬甸高官簽證禁令」，中央廣播電台網（2012 年 1 月 24 日），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38192&id=3&id2=2，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5 日。 

64  楊玉國編輯，「歐盟外長會議決定暫停實施對緬甸的部分制裁措施」，國際在線（2012 年 4 月

24 日），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27824/2012/04/24/3245s3654744.htm，瀏覽日期：

2012 年 10 月 3 日。 
65  同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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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貿易協議，屆時緬甸能享有除武器以外所有產品的貿易優惠待遇，

以及緬甸產品可免關稅和免配額限制進入歐盟市場，以能拓展緬甸自

身的貿易市場。66 

而中國大陸一直和緬甸保持著友好關係，即使是先前軍事執政團

時期還是現在文人政府，中國大陸一直認為著緬甸內政不容干預政策。

同時與緬甸進行多項貿易往來，尤其於能源、電力、交通、科技以及

在軍事技術上等領域合作不間斷且持續深化著，如今，中國仍是緬甸

最大的外資來源國和最大貿易夥伴。印度與泰國也持續在緬甸進行投

資與貿易行為，尤其是於水電能源之上，2013 年銷往泰國的天然氣

外資，將有更顯著的成長。67 

澳洲外長陸克文也表示，澳洲將修訂對緬甸的制裁名單，若已離

開軍政府系統的官員或是新的緬甸政府成員將不會列入制裁名單內，

同時也要求能讓反對黨更廣泛的參與政治活動。68面對西方國家紛紛

於經濟上對緬甸的鬆綁，日本亦於 2012 年 4 月宣布免除緬甸 37.2 億

美元的債務及逾期款項，且重新開啟日圓低息貸款援助，並繼續貸款

                                                       
66  黃啟霖編輯，「歐盟將恢復緬甸的貿易優惠地位」，中央廣播電台新聞網（2012 年 9 月 17 日），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78345&id=7&id2=2，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10 日。 

67  Supra note 1, p.6. 
68  「配合美國重返亞洲戰略 ，西方高官密集訪問緬甸」，中國網國際中心（2012 年 1 月 10 日）

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2-01/10/content_24370618.htm，瀏覽日期：2012 年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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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緬甸以協助民主剛萌芽的緬甸發展經濟。69 

 

第六節 小結 

相對於對少數民族仍持續的迫害，緬甸政府的改革，一步一步地

受到國際社會上的支持，包括很少在國際媒體上被提到的立法上的改

變，如修改勞動法准許成立工會，使緬甸勞工享有 1962 年軍事執政

團以來未曾有的權利，國際勞工組織亦認為緬甸新勞動法的勞工權益

符合國際上的標準。70其他如少數族群的語言、私立教育等問題，也

都被納入國會辯論議題中， 

而相對之前緬甸政府對媒體審查上的嚴謹，緬甸新聞部也於 2012

年 8 月 20 日宣布廢除媒體審查，這也是政權移交給文人政府後，一

連串改革的最新措施。緬甸新聞部在網站上聲明：「2012 年 8 月 20

日起，取消所有當地出版品審查。」71審查媒體報章雜誌是緬甸軍事

統治的特點。媒體改革已經使曾經普遍存在的審查制度鬆綁，且較不

具爭議性的出版品於 2011 年底即可免受審查。政治、宗教期刊是最

                                                       
69  「日撤銷緬甸 37 億美元債務」，雅虎新聞網（2012 年 4 月 21 日），

http://tw.news.yahoo.com/%E6%97%A5%E6%92%A4%E9%8A%B7%E7%B7%AC%E7%94%B
837%E5%84%84%E7%BE%8E%E5%85%83%E5%82%B5%E5%8B%99-135904913.html，瀏覽

日期：2012 年 10 月 6 日。 
70  彭淮棟編譯，「不必懷疑！緬甸改革，回不去了」，聯合報新聞網（2012 年 3 月 31 日）

http://udn.com/NEWS/WORLD/WOR3/6998661.s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4 月 5 日。 
71  「緬甸再改革  廢除媒體審查」，中央社（2012 年 8 月 20 日），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72580，瀏覽日期：2012 年 8 月 21 日。 



第陸章  登盛時期(2011~2012) 

167 
 

後一批鬆綁的刊物，所有出版品都不需事前審查批准即可付梓。72同

時也讓緬甸流亡媒體，如「伊洛瓦底江雜誌社」(Irrawaddy News)「密

希瑪新聞社」(Mizzima News)的創辦人返回緬甸。73為緬甸媒體的自

由開放，開啟嶄新的一頁。 

在過去一年多來，緬甸在政治改革上做許多的創舉，舉行多黨制

選舉，解散全國的各級軍政府，成立民選政府，在政治、經濟等領域

開啟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包括，釋放反對黨「全國民主聯盟」領導

人翁山素季並與之展開對話；大赦政治良心犯，建立國家人權委員會，

監督政府對人權改善的狀況；並賦予勞工組織工會和罷工，允許人民

遊行示威的法律；放鬆網絡媒體管制，以及廢除出版審查制度等。在

經濟方面，深入開展市場經濟制度改革，完善反腐敗體制、實行浮動

匯率制、制定鼓勵外國投資法和稅收改革等。74 

西方國家亦看見緬甸政府於政治和人權上改革的決心，紛紛取消

對緬甸於經濟上的制裁，支持並鼓勵緬甸政府走上民主進程，同時東

協也同意緬甸為 2014 年輪值主席國，這對緬甸政府政治改革上來說

是一大肯定。而整體上來說，當緬甸 2011 年從軍政府轉為文人政府

                                                       
72 同前註；”Burma ends pre-publication censorship; harsh laws remain”, Global Freedom Movement 

(2012/8/20), 
http://globalfree.wordpress.com/2012/08/20/burma-ends-pre-publication-censorship-harsh-laws-re
main/, Visit Date: 2012/8/30. 

73  林憬屏，「中央社入緬甸採訪 近年首次」，中央社新聞網（2012 年 3 月 29 日）

http://www.cna.com.tw/News/TodayCNA/201203290001.aspx，瀏覽日期：2012 年 4 月 6 日。 
74  「緬甸政治轉向的背後原因」，BBC 中文網（2012 年 9 月 27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9/120927_burma_whyreform.shtml，瀏覽日期：

2012 年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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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政治民主人權上轉變很多，國際社會也都給予很大的鼓勵與肯

定，也期望自此之後緬甸能夠走向與人權與自由民主道路，與世界接

軌，於民生物質上，亦能滿足人民的需求，減少所謂的內戰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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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論 

軍事執政團領導緬甸將近半個世紀，在這半個世紀來，軍事執政

團也面臨許多挑戰，1988 年大規模學運示威，1990 年的國會大選，

拒絕交權，引發的示威遊行活動，以及西方國家開始對緬甸進行制裁

行動，訴求釋放翁山蘇姬以及和平交權；2007 年番紅花革命，緬甸

軍政府大規模的以武力鎮壓僧侶和民眾，甚至槍殺一位日本記者，使

得國際社會不滿的情緒更加高亢，也紛紛對緬甸進行下一階段的經濟

制裁；2008 年納爾吉斯的風暴災害，緬甸軍政府不顧人民性命備受

威脅，堅持拒絕國際人道救援的入境，導致自身的救援緩慢，促使許

多無辜的性命因而喪生，也造成災害地區的人民生活更加不易，同樣

的引起國際社會廣大的撻伐；2010 年新任總理登盛將軍，承諾於年

底舉行 20 年來的國會大選，由人民選出國會議員並組成文人政府以

及釋放翁山蘇姬等政治犯，這一舉動，也讓西方國家看見緬甸逐漸的

政治變化。2010 年至 2012 年，緬甸政府一系列於政治上和民主上的

改變，不管是緬甸居民還是國際社會，似乎見到一道曙光，滿心歡喜

地欲迎接民主化和人權化的時代來臨。 

筆者在探究過程中，發現緬甸人權狀態及在民主發展過程中，所

面臨的困境以及這 50 年政策方向的調整，是本文最後結論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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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緬甸軍政府時期對於人權之迫害 

（一）少數民族間的衝突 

對於少數民族間的衝突，一直以來皆是緬甸領導人需要共同面對

的問題，在過去的軍事執政團時代裡不斷擴張武力和邊疆少數民族進

行對抗，造成數十萬名的族人流離失所，甚至失其性命，迫使政府和

少數民族間的隔閡與抗爭不斷擴大，這也是未來領導者需要正視的問

題。而對少數民族的迫害，從尼溫時期就被視為緬甸的一大詬病，西

方國家欲藉由制裁手段，迫使緬甸走向人權與民主時代，但卻未見其

功效，因此也造就緬甸往後三十幾年軍民之間不停的抗爭和政策的轉

變。 

緬甸政府近幾年雖與多數民族武裝團體達成停火協議，但在克欽

邦與撣邦和克倫邦之間仍存在著許多的武裝衝突問題。而政府也積極

欲與這些邦區民族溝通並達成和解協議，努力地和少數民族地區展開

和平談判策略，這是之前軍事執政團無法做到的。另一方面，緬甸政

府若欲與少數民族地區達成停火協議，在民族分化上，嘗試接納各少

數民族所擁有的語言以及對於少數民族地區的經濟問題有實質上的

改善，避免少數民族領袖對政府的不信任感，以求彼此間的和諧與平

衡。 

 

而位於緬甸邊境外的難民，因軍隊與少數民族的衝突，導致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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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期的增加，不僅造成他國的困擾，對自身國家也造成負面的影響， 

難民的回國安頓，又是緬甸政府的另一大課題。 

 

（二）人權保障上的漏洞 

現階段，緬甸正面臨著政治上的重大改革，短短兩年內，登盛政

府做許多讓人意想不到的政策改變。但在人權保障上，仍有著許多令

人批評之處，緬甸軍方恣意的將犯人當搬運工使用，甚至送上前線作

為軍方擋箭的人形盾牌；和對武裝部隊的暴行坐視不管，於人權的保

障上具有漏洞，尤其是對少數民族間的衝突暴行和對政治良心犯的暴

虐行為。而在登盛政府上任後，釋放政治良心犯、也欲與少數民族停

火協議，但對囚犯的對待，仍以之前狀態待之，有違人權宗旨。 

相對於政治良心犯的釋放，然近年來，緬甸政府逐漸改變鎖

國政策，不過仍無助女性改變現存困境，女性能工作的機會少之

又少，甚至於職場上遭受壓迫的情形不曾少過，又易遭軍方的虐

待與蹂躪。軍事執政團時代，翁山蘇姬曾透過管道要求外國投資

者暫緩對緬甸的投資，避免軍事執政團將資金花費於添購武器上，

以用來對付民眾的示威抗議行為。或許，當只有人權與民主於緬

甸落地生根時，女性所面臨的壓迫才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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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2011 年成立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在成立不到三個月，就接獲

上千件的投訴事件，政府也很快地進行調查和解決，在大部分的案件

裡，不法的行為人皆能受到法律審判，但該委員會對於政府的不法行

為，卻無法進行有效率的審判，無法真正成為人民最更好的人權調查

機構。 

 

二、2007 年番紅花革命與緬甸人權間關係 

2007 年的番紅花革命，無視人權的重要性，當時的丹瑞政府以武

力鎮壓數萬名示威民眾，引起國際上的輿論與撻伐，而緬甸政府似乎

意識到鎮壓事件已以網路媒體傳至世界各國，面對國際上給予的壓力，

不論是經濟上的制裁甚或政治上改革的呼聲以及釋放翁山蘇姬等，為

緬甸丟下一個震撼彈，促使丹瑞政府加速七部民主路線圖，允諾將進

行人民選舉，使緬甸往民主方向前進。 

2010 年 11 月翁山蘇姬的釋放，對緬甸人權政治上來說，是一大

轉捩點。伴隨著翁山蘇姬和 8888 學運與番紅花革命被逮捕之政治犯

的釋放，甚至翁山蘇姬獲邀至西方國家參訪與演講，以及政府同意新

憲法的改制，並允諾翁山蘇姬能參與 2012 年 4 月的國會補選等等，

都為緬甸帶來正面的影響，西方國家也感受緬甸政府的改革用心，一

一解除經濟上的制裁，甚至解除對緬甸高級官員入境歐美國家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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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緬甸政府在政治改革上最大的鼓勵以及在經濟上的支援 

 

三、2010 國會大選後，緬甸軍政府在人權議題上所做的改變與政策

轉向 

（一）舊有軍人勢力之存在 

2010 年 11 月丹瑞將軍決定進行多黨選舉後，隔年 3 月，軍政府

正式退居幕後，緬甸進入文人政治。但在政治上仍存在著舊有軍人的

勢力。而若要真正走上民主與人權政治，文人政府仍有許多改革的空

間在。於事實上，丹瑞將軍雖在表面上退出政治舞台，但在幕後仍透

過超憲法的「國家最高委員會」掌控緬甸政治局勢的變化。而緬甸國

家政治事務中，舉凡財政軍事，仍須通過丹瑞將軍的點頭同意後才可

施行。如在 2011 年 12 月，登盛總統已數次下達停止對克欽武裝獨立

軍攻擊的命令，但政府軍並不加以理會，因為處於幕後的丹瑞將軍說

的話才算數。因此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林錫星教授認為：「緬

甸軍政府牢牢掌握著國家政權，因此在基本上是不會允許反對派在政

治方面佔上風，緬甸真正的變革可能要等到 2015 年的國會大選後才

會出現。」1 

                                                       
1 周勇進，｢緬甸之變悄然來臨」，南方都市報，

http://gcontent.oeeee.com/0/ab/0abdc563a06105ae/Blog/0e2/9848ae.html，瀏覽日期：2012 年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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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0 國會大選後緬甸政府於政治上之改變 

2010 年國會選舉後，登盛政府領導，促使緬甸擺脫 50 年的軍人

政治，同時也為緬甸帶入另一個民主政治的時代。藉由人民選舉，以

及新聞媒體、網路傳播、報章雜誌審查的開放，人民離民主和自由也

越來越靠近，和西方國家間的貿易也越來越頻繁，緬甸人民有更多工

作選擇機會，於經濟上也帶來更多的幫助，也因西方國家的鬆綁，緬

甸將成東南亞投資的新熱點，屆時或許能改善緬甸人民的民生問題。 

而 2012 年 4 月的國會補選，緬甸政府的修改選舉法使得翁山蘇

姬得以參選此次選舉，雖說這次的選舉，是緬甸邁向更民主化的另一

里程碑，願意接納翁山蘇姬的參選，但在競選過程中，仍出現許多舞

弊貪污現象，國際社會期望緬甸政府能將選舉過程更加透明化和包容

性以及更開放的方式下進行，於往後的選舉和政治上的改革，將能給

予緬甸居民和國際更大的希望和期待。 

然 2014 年緬甸為東協輪值主席，這對緬甸來說更是一大鼓舞的

消息，也象徵著緬甸將從鎖國的時代重回到國際舞台上。但當重回國

際政治舞台時，最先面對的問題是人權和經濟上的挑戰。在政治改革

之餘，經濟和人權問題還是最為國際社會所為關心，人權狀態上，隨

著登盛政府一批一批地釋放政治犯，西方國家也感受到政府的決心，

而對於經濟，仍是緬甸政府亟需做些改善的地方，在許多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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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少數民族區，人民依然生活於極端貧困中，甚至無法享受政治改革

後所謂的社會服務。因此緬甸政府在人權和民主改革上雖屬重要，但

緬甸人民的民生經濟，也是需要受到一定的保障。 

而緬甸要真正的全面民主化，或許將於 2015 年，國會的全新改

選，而若緬甸政府能修改憲法允許翁山蘇姬的參選，屆時緬甸或許是

翁山蘇姬和現任人民院議長杜雅瑞曼 （Thura Shwe Mann）兩人的競

爭，登盛總統也退下，是值得令人期待緬甸民主化的一年。但若要真

正造福人民，走上正規的民主道路之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值得讓

人民信任以及有效率的政府。 

綜觀上文，緬甸的政治改革和人權狀態，漸漸步上國際軌道，雖

說仍有些許的事件是需要改進或是令人詬病的地方，以及少數西方國

家抱持著懷疑的態度，但登盛政府一步一步的為緬甸民主人權時代而

努力，則是值得鼓舞與讚賞。而翁山蘇姬 2012 年 4 月獲選進入國會，

也將是緬甸政治史上一個新的氣象，將會帶動緬甸政治的新思潮。

2013 年的東南亞運動會、2014 年的東協輪值主席國也促使緬甸重回

國際政治舞台，這皆使的緬甸政府於國際社會上有新的地位，也獲得

較大的認同，為緬甸政治改革帶來新的力量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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