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第一天，土耳其又遭遇重大恐攻，
人民無法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只因政客為一
己之私引爆恐攻，值得引以為鑑。

■ 法務部調查局專門委員　陳能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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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攻威脅改變人民生活方式

2015 年 11 月巴黎恐攻案後至今，大部

分巴黎人的生活已回歸正常，但許多學校

仍限制學生校外活動，害怕成為恐攻目標。

在比利時，依據交通安全機構民調，在布

魯塞爾機場及地鐵恐攻案後，三分之一首

都市民改變其日常行為，包括避免前往電

影院、購物中心等人多聚集的公共場所。

伊 斯 坦 堡 是 土 耳 其 第 一 大 城， 去

（2016）年 1 月先有觀光區自殺炸彈案，

6 月復有機場恐攻案，今年元旦，則發生

夜店槍擊案，均造成重大傷亡。案發後，

土國總理一再表示，市民不應改變日常生

活流程，若改變，等同為恐怖組織所設定

的目的而服務；總統更在夜店案後的首次

公開演說中強調，在土耳其，沒有任何人

的生活方式應受到經常性的威脅。但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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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攻後，民眾對恐攻事件表達哀悼與訴求。

（Photo Stephanie Renard, Ville de Toulouse, Archives municipales, https://www.
flickr.com/photos/archives-toulouse/albums/72157670204622756）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rchives-toulouse/sets/72157670204622756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rchives-toulouse/sets/7215767020462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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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這些國家領導人所言？答案是否定

的。伊斯坦堡 Sehir 大學心理學教授 Ferhat 
Kentel 日前接受美聯社專訪時表示，土耳

其面臨的諸多問題正在打擊這個國家的士

氣。一位市民更直白稱道，如同我周邊的

每個人，我們擔心害怕，因為我們感覺不

到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任何事

情都可能在任何場所、任何人身上發生，

因此伊斯坦堡市及土耳其已成為令人提心

吊膽的地方。

土耳其已成恐攻新熱點

土國人民的驚恐與無助是可以理解

的，因為土耳其是最近 2 年恐攻新熱點，

且不知何時才會退燒。依據美國國務院去

年 6 月發布的「2015 恐怖主義國家報告」，

與 2014 年比較，2015 年全球恐攻案減少

13%，恐攻案死亡人數減少 14%，但土耳其

恐攻案增加率卻高達 353%。因土國政府自

該年 7 月中止與少數民族庫德族的停火協

議談判，武裝團體「庫德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憤而恢復恐怖攻擊，自

7 月前的平均每月 2 起陡增到 38 起；至於

恐攻案死亡人數，也自 2014 年的 20 人增

加到 2015 年的 346 人（包括恐怖加害者 55

人），成長率更是高達

1,630%。當年死傷最慘重的

恐攻案是 10 月 10 日的「安卡拉

爆炸案」，造成 105 人死亡及 400 人受

傷，依據官方說法，幕後主嫌是恐怖集團

「伊斯蘭國」（IS）。

2016 年土耳其仍面臨恐怖主義嚴峻挑

戰，境內發生至少 30 起重大恐攻案，死亡

人數近 400 人，包括 2 月安卡拉軍車爆炸

案（死 30 人、傷 60 人）、6 月伊堡機場恐

攻案（死 50 人、傷 230 人）、8 月東南部

Gaziantep 鎮婚禮爆炸案（死 53 人、傷 100
人）、12 月伊堡足球場區爆炸案（死 58 人、

傷 155 人）等案，12 月 20 日甚至發生暗殺

俄羅斯大使案，兇手為一名警官，作案時

2016 年 2 月發生的安卡拉汽車炸彈爆炸案。

（Photo Credit: Pivox,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
File:Merasim_Sokak_2016_bombing.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rasim_Sokak_2016_bombing.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rasim_Sokak_2016_bombi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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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喊「勿忘阿勒坡」。涉案恐怖組織為伊

斯蘭國、庫德自由之鷹（Kurdistan Freedom 
Falcons，庫德工人黨武裝分支），伊斯蘭

國主要以觀光區及平民為目標，庫德自由

之鷹則以軍警、政府建物為主要目標，報

復土國政府在東南部、伊拉克北部針對庫

德族的軍事掃蕩行動。

2017 年第一天，尚未看到元旦第一道

曙光，土耳其伊堡夜店「雷納」驚傳孤狼

持槍恐攻案，造成百餘人傷亡，伊斯蘭國

宣稱係其「勇敢哈里發戰士」發動攻擊，

為 2017 年開第一槍，也意謂新的一年土耳

其仍是恐攻熱點。

2016 年伊斯坦堡機場恐怖攻擊。

（@AP News Turk, http://www.akademiportal.com/terror-in-turkey-
terrorist-attacks-and-video-details-for-istanbul-ataturk-airport/）

政客錯亂政策才是恐攻的根源

恐攻雖仍集中於伊拉克、阿富汗、

奈及利亞、巴基斯坦、敘利亞等戰火連年

或部族鬥爭慘烈的國家，但政治民主、經

濟自由的已開發國家，近年來亦面臨恐怖

主義嚴峻威脅。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會員國為例，死於恐攻案人數由

2014 年的 77 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577 人，

2016 年確定只增不減。除美國外，土耳其

是最大受害國，自 2001 年始，已造成 1,071
人死亡，其中 57% 發生於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

依據「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 Peace）去年11月公布的「2016
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對 OECD 會員國而

言，恐怖活動高峰期有二，第一期是 2001
年至 2005 年，意指美國 2001 年遭遇的「911
事件」，以及以色列面對巴勒斯坦人的「第

二次起義」（Second Intifada），前者因美國

的中東政策而起，後者則是以色列對巴人

採取武力高壓政策的反彈與報復，證明政

府的錯誤政策才是已開發國家遭遇恐攻的

根源。

第二高峰期始於 2015 年，何時終結尚

不可知，但顯然土耳其是第一主角，土國

政府錯亂政策引發波波相連的恐攻潮。

一、厄多安強人總統夢製造不安與對立

厄多安擔任總理 11 年期間，透過全民

公投，將總統改為人民直選，並於 2014 年

8 月獲選為首任直選總統。但依土國現行憲

http://www.akademiportal.com/terror-in-turkey-terrorist-attacks-and-video-details-for-istanbul-ataturk-airport/
http://www.akademiportal.com/terror-in-turkey-terrorist-attacks-and-video-details-for-istanbul-ataturk-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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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府仍是內閣制，總理才有實權，厄

多安為實現其「土耳其普丁」的強人總統

夢，先於 2015 年 10 月導演土國現代史上

單一事件死傷最慘重的「安卡拉爆炸案」，

翻轉國會選舉結果，為公投修憲奠基，但

也引發政治不確定性及民心的浮動。去年

7 月流產政變後的整肅行動，大規模逮捕或

撤職軍警、教師、公務員、檢察官與法官

等，將他們歸類為流亡美國異議人士葛蘭

的追隨者或支持者，加深世俗主義者與伊

斯蘭教主義者的對立。知名智庫「歐亞集

團」（Eurasia Group）仍將土耳其列入 2017
年全球十大危機之一，主要基於土國修憲

進程可能帶來的不安與反動。

二、捲入敘利亞內戰滋養恐怖主義

厄多安因個人對敘利亞總統小阿薩德

的好惡，以及爭奪伊斯蘭教遜尼派的領導

權，介入 2011 年 3 月爆發的敘利亞內戰，

開放邊界讓外國聖戰士經土國進入敘境加

入伊斯蘭國，採購 IS 控制區內原油，暗助

巴格達迪，甚至於 2015 年 11 月擊落敘、土

邊界上空攻擊 IS 目標的俄國軍機，終致 IS
坐大，而土國自己也嘗到苦果，去年 12 月

IS 即宣稱，已在土境建立細胞組織（即小

型組織），鼓動支持者「占領」伊斯坦堡，

未久即發生雷納夜店恐攻案，本案是第一

起 IS 宣稱負責之案，意謂未來類似案件將

伊斯坦堡伏德風球場（Vodafone Arena）發生爆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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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發生。此外，在對抗 IS 的地面戰鬥中，

庫德族戰士最獲美、法等國部隊信任，厄

多安害怕戰後西方國家扶持庫德族獨立建

國，突於 2015 年夏天中止停火協議會談，

逼迫庫德族重回恐攻老路。

三、髮夾彎政策讓人民無所適從

為了黑海及高加索地區，土、俄自 16
世紀末已成世仇。二次大戰後，土耳其參

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一直期待加入歐

盟，走親西方路線，但厄多安突於去年 6
月底先為擊落戰機事向俄道歉，流產政變

後，更於 8 月訪俄，與普丁舉行峰會，自

此改走親俄路線，不但不再堅持小阿薩德

必須下台，更和俄羅斯成為去年 12 月 30
日生效的敘利亞停火協議的擔保人，國家

重大政策如此急速且反向地轉變，不但讓

人民無所適從，而且徒增政治的不確定性

及社會的不安，致恐怖主義得以趁虛而入，

製造更多 IS 或 PKK 的支持者或同情者，他

們極可能激進化為潛在的本土恐怖分子。

結論

為了一黨或一己之私，土耳其強人強

推公投修憲，逼迫庫德族重拾槍械；基於

個人好惡，暗助伊斯蘭國，自身反受其害；

敵友不分，人民失落與茫然，容易接受不

實或激進論述，成為本土潛在恐怖分子，

此種種導致土耳其已成今日恐攻新熱點，

且不知何時退燒。

今日臺灣，人民享受高度民主政治及

自由經濟，但在急速改革開放過程中，偶

有忽視社會正義情事，易為有心人士操弄，

製造對立與仇恨，外來激進主義恐趁虛而

入，培育本土型恐怖分子，殊值注意。

足球場爆炸後民眾的哀悼活動。

（Photo Credit: Maurice Flesier,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
File:Memorial_point_after_December_2016_Istanbul_bombings.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morial_point_after_December_2016_Istanbul_bombings.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morial_point_after_December_2016_Istanbul_bombing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