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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一九七九年十一月四日，伊朗激進派學生為抗議美國卡特（Jimmy E. Carter）
政府收容流亡的巴勒維國王（Mohammed Reza Pahlavi）至美國就醫，為數三千

名示威群眾在德黑蘭（Teheran）佔據美國大使館，並挾持六十三名外交官作為

人質，要求美國政府交還在美就醫的巴勒維及其資產；伊朗宗教領袖何梅尼

（Ayatolla Ali Khamenei）與伊朗政府宣布支持學生行動，並廢除一九五九年簽

訂的伊美安全條約。1

  卡特政府面對一九八０年的大選壓力，始終希望能以外交手段解決此次人質

危機。但其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卻指示國防部著手

準備武力解救人質行動。一九八０年四月二十四日，以「沙漠一號」（Desert One）
為代號的救援行動以失敗的結局告終。府、會、軍方交相指責對方應負的責任，

長達四百四十四天的人質危機在雷根總統（Ronald Reagan）就職當天結束，但

綁架美國人作為人質的事件，卻未因此終止。2

  卡特政府的後半期（一九七九年至一九八０年），窮盡所有精力與伊朗政府

周旋，但「沙漠一號」行動的失敗，為卡特政府帶來龐大的政治負面效應。3 事
實上，在伊朗人質事件以前，尼克森政府（Richard M. Nixon）就已在一九六八

年至一九六九年間多起中東劫機事件，注意到國際恐怖活動對國際與國家安全之

影響性。但當時多數的專家與政府決策者仍將恐怖主義定位為單一國家內部獨自

運作或跨國行動的個人與次國家組織，屬於犯罪行為、低優先順序的海外問題、

較嚴重的政治問題層級，美國不會與「罪犯」談判。卡特政府上任之初雖注意到

次國家組織與跨國性恐怖主義，但恐怖主義的優先順序持續低於其他區域性合功

                                                 
1 資料來源：新華網，http://202.84.17.11/world/zl/bj/gjgx/bj_gjgx_irnusa.htm。裘兆琳，〈美國處理

伊朗人質危機之策略評估，一九七九－一九八一〉，裘兆琳編，《美國外交與危機處理》（台北：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八十二年七月），頁 53。 
2 資料來源：中國軍事網，http://chnaha.myrice.com/military/history/2001/004/hist-628.htm。裘兆琳，

前揭文，頁 80。 
3 梅納契克（Douglas Menarchik），〈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史密斯（James M. Smith）
與湯瑪斯（William C. Thomas）編，《恐怖主義威脅與美國政府的回應》（台北：國防部史政編

譯局譯印，民國九十一年五月），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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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問題，例如中東和平進程、軍備管制、處理蘇聯的全球威脅等。4 伊朗人質

事件暴露了卡特政府的對策困乏，並證實了「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

（State-Sponsored Terrorism）的存在。5 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不會因為美國外交

與經濟的壓力而退縮，當美國確實需要一個可以立見成效的軍事方案時，偏偏付

之闕如。 

雷根政府上任後，對於當時利比亞政府在全球支持恐怖主義的行動，採取強

烈對應的對策，並以武力作為對抗的基礎。隨著美、利關係的惡化，雷根總統初

以經濟制裁、政治協商的對抗措施，意圖迫使利比亞停止對美國人的攻擊與傷

害，但一九八六年三月二十四日美軍在雪特拉灣（Gulf of Sidra）的演習行動遭

到利比亞進行飛彈攻擊，6 一九八六年四月二日美國環航班機在降落雅典機場前

發生爆炸，同年四月五日位於德國西柏林地區一家美軍經常聚會的夜總會（La 
Belle Discotheque）發生爆炸事件，美國從截獲的利比亞與其駐東柏林大使館間

通訊得知，該次攻擊行動係由利比亞政府發出訓令，雷根政府決定進行軍事報

復。7

美軍轟炸利比亞的行動，迄今仍受到一定程度的讚揚，並被視為武力打擊恐

怖主義抑或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典範。但若觀察該行動的後續發展，除了抒發美

國民眾的情緒並表達美國強烈制裁恐怖主義的訊息外，事實上並未對當時的恐怖

份子及其支持者產生絲毫影響。利比亞式恐怖主義（Libyan Terrorism）仍然存在，

甚至更擴大其支持恐怖主義的面向。8  

一九九三年的紐約世貿中心爆炸事件首次對美國國土安全造成威脅，也開啟

了新型態恐怖主義（New Terrorism）對美國的挑戰。柯林頓政府（Bill Clinton）
時期，受限於預算刪減、多數專門人員因為缺乏明確的打擊恐怖主義目標而流向

其他專門領域、國家發展方向轉變，使打擊恐怖主義議題淪為次要問題，國際間

也逐漸對經濟制裁失去耐心，部份國家的偷跑行為開始侵蝕國際反恐合作。9 這

                                                 
4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87。 
5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89。 
6 余寬賜，〈從法律觀點檢討美、利雪特拉灣事件〉，《中央日報》，七十五年四月十六日，第二版。 
7 “US Exercises Right of Self-Defense Against Libyan Terrorism,”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Nation, 
April 14, 1986, Departments of State Bulletin, June 1986, vol.86, no.2111, p. 1. 
8 美國蘭德公司（RAND）統計資料顯示，一九八六年美國對利比亞發動空襲行動後，至少有十

五起由利比亞政府支持的恐怖行動以美國為目標；甚至雇用日本「赤軍連」（Japanese Red 
Army，JRA）成員，為利比亞執行暗殺任務。美國發動報復性攻擊前半年，以美國為目標的恐

怖攻擊事件計有四十一起，空襲行動後半年則有五十四起。資料來源：霍夫曼（Bruce Hoffman），
〈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前言，頁 16-17。 
9 以一九九四年為例，當時伊朗已被美國國務院「全球恐怖主義形勢報告」列為支持恐怖主義最

甚的國家，美國也對伊朗進行各項經貿制裁。然而包括德國、日本、法國、義大利、土耳其、

中國、荷蘭仍與伊朗有數十億美元規模的貿易往來，美國境內也有少數企業與伊朗有業務上的

往來，總計這些偷跑企業的貿易金額達三、六億美元。資料來源：Alex Obote Odora, “Defin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E Law-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vol.6, no.1, March 
1999. At http://www.murdoch.edu.au/elaw/issues/v6n1/obote-odora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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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消極態度在一九九八年八月七日東非使館爆炸事件受到震撼。柯林頓總統最

後採行「戰斧巡弋飛彈策略」（The Battle-Ax Cruise Missile Strategy），仿效雷根

政府對庇護、資助國際恐怖主義的國家進行嚴厲打擊，卻轉移了輿論對美國、肯

亞、坦尚尼亞罹難者的關注，美國控訴的恐怖主義庇護國－蘇丹－搖身一變成為

無辜的受害者形象，事件的主謀者奧薩瑪賓拉登（Osama bin Laden）一躍成為風

雲人物。10

二００一年九月十一日，基地組織（Al Qaida）成員挾持民航機，對美國紐

約世貿大樓、華府五角大廈發動自殺式攻擊行動。該次被稱為「九一一事件」

（September 11th Terror Attacks）的恐怖攻擊行動，不僅帶給美國人民傷痛，同時

更對國際安全與國際秩序造成重大衝擊。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迅速做

出反應：制訂「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將國家權力擴張到極限；以「持

久自由行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為名的反恐戰爭也在歷經數月的軍

事行動後，推翻了庇護九一一事件主謀賓拉登的阿富汗塔利班政權（Taliban），
小布希總統的聲望因此達到極限。 

事實上，「恐怖主義」（terrorism）並不是近代的產物。早在西元一世紀與

西元十世紀，就有「短劍人」（Sicarii）與「刺客」（Hashashim）等結合宗教狂

熱與政治極端意念的暴力恐怖團體的出現。11 西元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

恐怖主義正式成為使用恐怖暴力意圖使社會、人民、政府、國家限於恐懼而屈服，

以遂行其政治、社會、宗教、經濟、意識目的的專用名詞。12 西元十九世紀以

降，歐洲盛行「無政府主義運動」（Anarchist Movement）、廿世紀以來的分離運

動、左翼運動，在在使用恐怖主義作為政治工具（political instrument），終於形

成現代國際恐怖主義。 

國際間慣以恐怖主義來描述暴徒劫機、人質挾持、襲擊政府機構或官員、破

壞公共設施、殺害無辜百姓等行徑，但這個「主義」遠不如其他真正代表政經社

會理念的「主義」來得嚴謹、具有系統性，多數學者亦未能明確予以界定。13 學
者拉奎爾（Walter Laquer）表示，這是因為價值觀念、相對立場、恐怖活動守法、

行為動機、活動目的等因素迥異，造成無法尋得一個涵蓋所有類型的恐怖主義的

定義。14

                                                 
10 霍夫曼，〈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頁 18。 
11 張中勇，〈論各國反恐怖主義活動之對策與經驗對我國國境安全維護的啟示〉，《警學叢刊》，

第二十三卷第四期，民國八十二年六月，頁 39。 
12 恐怖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特別是一七九三年三月至一七九四年七月雅各

賓（Jacobins）進行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時期，一七九八年出版的法國字典就明確敘述，「恐

怖主義」為恐怖政權或體制（systeme, regime de la terreur）；「恐怖份子」（terrorist）則是為了傳

達本身信念並要求外界加以重視，繼而有系統採行高壓脅迫手段的個人。Walter Laquer, The Age 
of Terrorism, (Boston, MA: Little Brown and Co., 1987,) p. 11. 
13 譚澤薇，〈美國的反恐怖主義政策〉，《美國月刊》，第四卷第六期，民國七十八年十月，頁 46。 
14 Walter Laquer, Terrorism, (London: Sphere Books, Ltd., 1978,) pp. 16-18；參見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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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並不是從一九七０年代亦即現代普遍定義的「傳統恐怖主義」，才開始

成為恐怖行動的目標。早在開國初期，美國就不斷經歷著國際恐怖活動。巴巴利

海盜是早期著名的例子。當時的傑佛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果決地以軍事

行動拒絕了巴巴利海盜的要求，強勢履行「絕不讓步對策」，成功迫使北非的海

盜妥協，這也是美國建國以來第一次的海外用兵。15 但即使有這樣歷史性勝利

的紀錄，美國並沒有總是對恐怖行動採取強硬手段，也沒有持續維持明確的反恐

對策。16 在兩大超強對立的冷戰期間，部分國家發現恐怖主義是迫使美國及其

盟邦改變對策或讓步的致命武器，邊陲政權的挫折感導致其使用恐怖主義的誘因

增加。制止國家支持恐怖主義成為美國政府在一九八０年代反恐對策之核心。 

一九七九年的伊朗人質事件是美國反恐史上的分水嶺，營救人質計畫的挫敗

讓當時擁有經濟、外交、政治與軍事力量優勢的美國必須重新評估國際恐怖主義

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無法將之視為單純的犯罪行為。17 美國雖於一九八四

年對恐怖主義訂立了「先制打擊」（Preemption）策略，但也同時將反恐戰線拉

至國際，多項雙邊與多邊的對話努力促成了國際合作。一九九０年代冷戰結束，

美國成為唯一超強，國際聲勢達到高峰，過去的邊陲政權失去了冷戰的大環境，

「恐怖主義」似乎也失去了脅迫美國及其盟邦對策的工具性，美國政府甚至一度

對打擊恐怖主義志得意滿。18

新世紀初，美國面臨的不僅僅是新型態恐怖主義的威脅，傳統恐怖主義採取

「不對稱戰術」（Irregular War）的反撲，亦使美國必須對重大傷亡的可能隨時

做好預防與準備。「九一一事件」凸顯了蘇聯解體以來，「新世界失序」所開啟的

「潘朵拉之盒」－根深蒂固的種族與宗教信仰衝突，也讓國際看見恐怖攻擊行動

業已升級。19 戰略環境的改變，使得美國必須面對一種新型態的地緣政治衝突

取代傳統美、蘇超強全球競爭的時代。20 以民族國家為國際事務主要政治實體

的趨勢逐漸沒落，對理想化民族國家的表面效忠，也逐漸由跨國組織或次國家組

織所取代。此類新興勢力不排斥使用恐怖主義，科技革命的推波助瀾，也共同塑

造了當前國際事務的特色。於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WMD 
Terrorism）、21 「網路恐怖主義」（Internet Terrorism）、22 均多元化了新世紀的

                                                                                                                                            
〈國際恐怖主義之內涵〉 
15 美國國務院反恐辦公室，〈對國際意外事件之因應作為〉，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245。 
16 例如國務院曾於一九七 0 年四月宣布，考慮於綁票事件中以支付贖金作為合法的政策選項之

一；但為時不到一年，美國駐土耳其軍人於一九七一年三月遭到綁架，美國政府便對恐怖份子

的要求予以強硬回絕，並宣示「絕不付贖金」的政策。資料來源：美國國務院反恐辦公室，前

揭文，頁 247。 
17 美國國務院反恐辦公室，〈對國際意外事件之因應作為〉，頁 248。 
18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302-303。 
19 史龍（Stephen Sloan），〈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質〉，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63。 
20 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1993, pp. 22-49. 
21 凱伊（David A. Kay），〈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真實的威脅或過度反應〉，史密斯與湯

瑪斯編，前揭書，頁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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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內容。 

在過去的二十年間，美國因為超強的國力與道德期許，在國際間扮演著世界

警察的角色；但也因為超強的地位、自由且先進的通信、科技、金融機制，使其

淪為發展恐怖攻擊行動的活動基地甚或最具象徵性的標靶。國際恐怖主義形成美

國國家安全對策的固定議題，有領域內的專家、對策、組織、與情報分析人員，

累積二十年的打擊國際恐怖活動的經驗，經歷了各式的國際恐怖主義，並以不同

的強度跨越持續的時間。美國的反恐經驗無論成功或失敗，都是各國處理國際恐

怖主義的一個典範；即使是在國際合作，美國的行動仍是反恐議題主要觀察的目

標。故考慮探討國際恐怖主義及其相關課題，或可從實際案例切入，並作進一步

比較、分析。23 因此，本文希望對一九七九年以來美國政府因應各次國際恐怖

主義之指標性個案，進行綜整、分析，俾瞭解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的主軸；

並隨著國際環境的改變與國際恐怖主義的演進，深入探討美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

主義之對策內容，並旁及其對國內外政經資源與結構之影響。 

 

 

貳、研究目的 

現代意義之恐怖主義於一九六八年成形以來，歷經三十餘年的研究，恐怖主

義仍然存在。學者詹金斯（Brian Jenkins）認為恐怖主義不應被單純視為一個有

待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正在轉變的威脅。24 如果從此觀點出發，一個企圖對

國際恐怖主義威脅提出永久解決之道的研究報告，無疑只能在有限的時空成為

「優異的個案研究」，或在有限的資料庫中，各從部會本位主義提出建議。 

學者戴維斯（Jay Davis）針對美國反恐對策之相關討論，曾經提供以下切入

點，建議研究者從紛紜的恐怖主義定義與多元的恐怖行動中，跳脫個案研究，俾

以建立完整的分析架構。25 這些切入點分別是： 

一、研究者對所提題目之認知。 

二、美國政府正在做什麼。 

三、最近對此領域的討論有何建議。 

四、可否藉由部份案例的檢討，推論新世紀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應有之發

                                                                                                                                            
22 拉特雷（Gregory J. Rattray），〈網路威脅〉，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93-150。 
23 塔克（David Tucker），〈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173。 
24 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3。 
25 戴維斯（Jay Davis），〈美國反恐怖主義的努力方向〉，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32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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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 

故結合詹金斯點出的客觀研究環境與戴維斯對研究者的建議，本文試圖達到

以下目的： 

一、對美國近二十年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指標性個案進行整理、分析。 

一九九０年後的恐怖主義型態漸趨多元而模糊，然而打擊恐怖主義雖然成為

美國國家安全的固定議題，其優先順序卻在口號與行動之間舉棋不定。學者

梅那契克指出，美國歷任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對策雖非線性發展，但廿

世紀後二十年六任兩黨政府仍實驗了各種打擊恐怖主義的活動架構，甚至發

展出以彼此為基礎、或有時相互取代的對策。26 因此，若以時間為經，對

策領域、對策成形的關鍵為緯，分析歷任政府在指標性個案的反應，本文試

圖綜整美國近二十年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內涵。 

二、分析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實際內涵－組織變

革、國內立法、外交策略、海外軍事行動 

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促使美國政府審視既有制度與對策於面臨國際恐怖主義

威脅時之不足。國土安全部的成立帶來美國近半世紀以來國內組織的最大變

革；美國愛國者法授予行政部門極大行動自由，卻引來機關擴權與侵犯人權

之爭議；九一一事件改變了美國的世界觀，使其外交策略進入一個流動變化

的階段；27 海外軍事行動的使用，除影響軍事事務革新、全球與區域戰略

之佈局，更對武力使用於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策略價值帶來新的實證。有鑑

於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含括極廣，每一範疇若能深入討論均可獨立成為單

一研究議題，為免失焦，本文僅就將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於組織變革、

國內立法、外交策略與海外軍事行動的實際作為進行專節整理、討論，並與

過往沿革互作比較，俾瞭解其對策內涵，繼而供未來決策發展與適用之檢討。 

三、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戰略評析。 

誠如前述，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經驗不僅成為各國反恐的典範，即使是

在國際合作，美國的行動亦是反恐議題主要觀察的目標。國際間各股政治勢

力正不斷計算美國全球反恐戰爭對其形成的挑戰與機會，據以推動因應策

略，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對策也會受到這股力量的回饋，繼而使對策內

容增強、修正或受挫。特別是布希總統在去年九月二十日向國會提交的「美

國國家安全策略報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ates of 

                                                 
26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66。 
27 張執中，〈『九一一事件』後的美中台三邊關係〉，《新聞深度分析簡訊》，民國九十年十一月二

十一日，資料來源：http://www.pu.edu.tw/~gec/news/news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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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明白對「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與「先發制人」的戰略學說

作了大篇幅的合理化解釋與辯護。28 若從此角度觀之，短期內促成全球政

治變遷的關鍵驅動力，仍是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對策走向。故本文也將

試圖進行整理、分析，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

所致國內權力關係之變化與對全球國際關係走向之影響。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架構 

 

所謂研究途徑，係指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研究，到底是從哪一層次的出發

點、著眼點或入手處，去進行觀察、歸納、分類與分析。由於著眼點的不同，就

各有一組與之相配合的概念，作為分析的架構，並以其中的核心概念作為此一研

究途徑的名稱。例如，政治學研究途徑可分有哲學的研究途徑、制度的研究途徑、

行為的研究途徑等數種。29

依照方法論（methodology）上的界說，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不同。學者米

勒（Delbert C. Miller）在其著作《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 and Social 
Measurement》就曾明確指出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的差異。米勒表示，研究者必

須先確定所採用的研究途徑，才能選擇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蒐集資料

的方法」（means of gathering data）。學者戴克（Vernon Van Dyke）也在其著作

《Political Science: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區分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戴克認

為，研究途徑應指「選擇問題與允用相關資料的標準」（criteria for selecting and 
utilizing data）。30

故而依照學者米勒與戴克的界定，本文所使用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分別如

下： 

                                                 
28 雷恩傑，〈美國國家安全報告，布希揚棄『圍堵嚇阻』的傳統反恐戰略〉，《新台灣總合週刊》，

第五十一期，民國九十二年十月十七日。頁 22-23。 
29 朱浤源，《撰寫博碩士論文實戰手冊》。（台北：正中書局，民國八十八年），頁 182。 
30 朱浤源，前揭書，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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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途徑 

一、演化研究途徑（evolution approach） 

亦即由歷史（意即時間）的觀點著手，注意體系與政治結構的變遷。無論是

學者白魯洵（Lucian W. Pye）所主張的制度將「有目的」、「動態」的變遷，

或學者史賓塞（H. Spencer）認為體系或政治結構本身具有演化的屬性，會

在內外壓力下自然轉變，缺乏有目標的整體規則，都可用以本文作為觀察國

際恐怖主義本身與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兩者之間互動、改變與演進

的比較點。31

二、衝突研究途徑（conflict approach） 

衝突的起因、經過與結果一直是心理學家與社會學家關切的重點，主要是為

了瞭解人類的行為模式與動機。國際關係學者最先參考這方面的研究，用來

觀察決策者如何判斷衝突的發生，做出決定，引導該國走向和平或戰爭。實

務和研究者重視的是化解爭端、消除衝突或贏得戰爭，對於衝突發生的原

因，極少成為觀察重點所在。 

依照發展的順序，衝突研究又可陸續分成戰略研究（Strategic Research 
Approach）、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 Approach）與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其中，戰略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國家發生戰爭或衝突的原因，同

時思考贏得戰爭的方法。32 和平研究始自學者萊特（Quincy Wright）與李

察遜（Lewis Richardson）於一九四五年創立林芝和平研究所（Lentz Peace 
Research Laboratory），主張以替代防禦（Alternative Defense）或替代安全

（Alternative Security）減輕核子時代可能發生的戰爭威脅。33 安全研究則

提供一個更廣泛的概念架構，思考「機構」（institution）作為處理和解決衝

突機制或組織的可能。34

學界長達二十餘年探討美國反恐對策的研究歷史中，無不致力建立一個完整

的因應機制，俾以減低國際恐怖主義與國家之間的對立與衝突。如今，美國

反恐對策的思考既已從純犯罪的角度跳脫，若將其帶入過去以國與國之間對

立、衝突為觀察、分析主體的衝突研究途徑，使其行為者置換，或許也能從

衝突研究途徑的研究成果中，思考今後國家與恐怖主義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因

應對策。特別是討論國際恐怖主義與美國反恐對策對世界戰略地圖的重構、

新地緣政治關係，衝突研究途徑在國際恐怖主義議題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31 朱浤源，前揭書，頁 183-184。 
32 林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六年四月），頁 420。 
33 林碧炤，前揭書，頁 422-423。 
34 林碧炤，前揭書，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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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系分析途徑（systematic analysis） 

政治系統論，在一九六 0 年代由學者伊斯頓（David Easton）首先提出。伊

斯頓以為，所有具政治性質的因素與力量，都是政治系統的構成部份，不具

政治性質者，則是所謂的「環境」（environment）。將政治系統與環境分開

的，則是「疆界」（boundary）。政治系統的行程與能量，來自於兩類環境

因素：其一為「支持」（support），另一為「需要」（demand）；兩者構成

政治系統的「輸入」（input）。所謂「轉換」（conversion），指涉一個政治

系統的對策從輸入變成輸出的經過情形與方式；「輸出」（output）指政府所

產生的對策與執行結果；「反饋」（feedback）為對策實施後對環境產生影

響，又想到環境對政治體系的輸入。35

伊斯頓並以下圖表示政治系統與環境間的關係： 

【圖一之一】36

 
資料來源：轉引自呂亞力，《政治學》。（台北：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四年八月），頁 41-47。 

故而以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為主體，伊斯頓的「政治系統論」為基礎

模型，在假定美國反恐對策為一觀察整體的同時，以各階段國際環境與國內

資源、權力結構的改變，加上國際恐怖主義自我的演進作為輸入變項，再以

對策的執行作為輸出，對事件、國內外的衝擊形成回饋，或許可以形成一個

觀察、分析的雛形如下： 

【圖一之二】 

                                                 
35 呂亞力，《政治學》。（台北：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四年八月），頁 41-47。 
36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5,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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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轉引自呂亞力，《政治學》。（台北：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四年八月），頁 41-47。 

四、行動溝通理論（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法蘭克福學派的學者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強調溝通的重要，37 其
認為理性對話應該包含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觀念。而溝通的出

現是透過社群成員之間的對話和辯論來達成，而非僅是單方面的思想或反

省。38

哈伯馬斯繼承了啟蒙運動的精神，在預設人是理性的前提下，肯定人類是具

有溝通能力的個體。理性的人類，不但要對外在世界進行經驗分析與詮釋理

解，更應對外在的世界進行反省，確保民主社會的理性成果，繼續進步。由

於意識型態是人們行動的依據與力量，因此必須有一套標準，透過行動溝通

的力量來釐清被扭曲的意識型態，以「溝通理性」尋求一種普遍的共識，使

社會能重新協調而消除危機。 

哈伯馬斯認為，進行溝通的行動時，常常會因為雙方的不同背景，而有不同

共識，當不同的共識形成衝突時，往往會導致溝通行動的中斷；因此，為使

溝通行動繼續，必須在預設理性共識的前提下，溝通雙方並進行 「反覆性

辯論」，使其在互相攻錯中消除歧見，重新達成一致性意見與共識。39

                                                 
37 「法蘭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源自一九二三年二月三日在法蘭克福大學成立的「社會

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理論上，深受黑格爾、馬克思、韋伯、以及狄爾太、

盧卡奇與胡賽爾的影響；實踐上，則深受本世紀歐洲各國社會革命的潛移，尤其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戰敗的德國內部逐漸興起法西斯主義，更直接成為法蘭克福學派裡論與實踐結合後的

主要批判對象。資料來源：鈕菊生、郭樹勇，「試論法蘭克福學派對國際政治理論的影響」。世

界經濟與政治，第九期，資料來源：

http://www.iwep.org.cn/wep/World%20Volume/2003/2003,9/niujusheng.pdf 
38 林秀麗譯，夏洛克（E. C. Cuff, W. W. Sharrock）與法蘭西斯（D. W. Francis）著，《社會學理論

的觀點》。（台北：韋伯文化，民國八十八年十月）頁 404-410。 
39 「哈伯馬斯『溝通行動理論』在親師溝通正程中的啟示」，資料來源：

http://www.naer.edu.tw/issue/J1/v17n2/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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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反覆性辯論強調「理想的溝通情境」，亦即：40

（一）雙方有均等和相同的發言機會。 

（二）雙方都能在免除內外在限制的情形下，針對辯論的議題，充份而理性

的表達意見。 

  （三）雙方在辯論過程必須具有真誠性。 

（四）特權與片面的規範都要能去除。 

溝通行動理論是社會學中的重要理論，其在教育、傳播等其他領域中多被廣

泛被應用，而在本文中也將透過溝通行動理論的觀點審視美國反恐對策的形

成過程，並檢討各項反恐對策的效用。 

五、國際恐怖主義理論 

國際恐怖主義的興起，加以其對國際政治與安全的重大影響，近年來在國際

政治研究的領域中已逐漸形成「國際恐怖主義理論」。41

「國際恐怖主義理論」欲對恐怖主義本質進行分析。其中，「本能論」（instinct 
theory）指出，個人之侵略與暴力性乃是自然天生，而非後天環境使然；「人

格論」（personality theory）中，佛洛依德（S. Freud）認為，人自尋毀滅乃

自人格本身具有「死亡之本能」。「挫折—攻擊說」指出，人得攻擊行動乃因

外在衝擊所引發的挫折而生。「挫折—憤怒（anger）—解釋（interpretation）—
反應說」則指出，人遭受挫折，其情緒容易轉為憤怒，並產生攻擊行為。「代

罪羔羊論」（scapegoating theory）主張，攻擊者升高目標，經煽動者聚集而

達成暴力行為，但攻擊目標卻傾向選擇「代罪羔羊」，亦即單純的犧牲者。 

該理論將恐怖主義界定為：恐怖份子進行暴力恐怖活動，造成人們的恐怖心

態。其具有政治或非政治之目的，且通常是有組織的行為，其傷害對象與主

要目標常沒有直接聯繫，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恐怖主義普遍具有恐懼性、暴力性（或破壞性）、政治性（或社會性）、宣傳

性、違法性（或犯罪性）等特性。不同於傳統的恐怖主義，當代國際恐怖主

義出現以下特徵： 

（一）高度國際化。恐怖組織展開跨國合作、跨國活動，並有各國籍人士參

                                                 
40 〈行動研究〉，資料來源：http://stmail.fju.edu.tw/~a8635612/clinical/theory/action.htm。 
41 巨克毅，〈國際恐怖主義理論〉，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資料來源：

http://cgpss.nchu.edu.tw/modules/new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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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二）恐怖活動次數增加，傷亡日益嚴重。 

（三）恐怖手段與戰術不斷升級，且危害也越形增加。例如：暗殺、綁架、

襲擊、縱火、劫機與爆炸等。 

（四）恐怖活動涉及範圍與目標日益擴大，且其範圍全球化、目標多元化。 

（五）恐怖活動以美國為主要攻擊目標。 

（六）恐怖份子以年輕人居多，但近年婦女、兒童也成為恐怖攻擊的「工具」。 

國際恐怖主義理論著名之「行動—反擊－再行動－再反擊」迴圈理論，正可

用以驗證各案中，政府與恐怖主義之間報復與反報復的結果是否正斷升級？

如從此一途徑思考，則國家究應制訂何種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正可由

此做一反思。 

六、超限戰理論42

《超限戰》一書係一九九九年二月由中國解放軍空軍大校喬良和王湘穗所

著，其論點在於傳統正規戰範圍之外，開啟一個更大且令人更不勝防的無限

新戰場。一九九一年波斯灣戰爭中，美軍以高科技武器顛覆了傳統戰爭的思

維，展現高技術、低強度的新特點，而其強調以強擊弱的不對稱作戰

（Asymmetric Operation）形式，使解放軍體認其實力與美國懸殊，無法追

隨美國的方式，遂發展出另一套方法以為因應，「超限戰」理論於是產生。 

九一一事件被部分學界與實務界人士視為該理論之應用，其造成的政治效益

遠遠超過珍珠港事件。超限戰主張以最少的戰爭成本獲致最大的作戰效益，

並以一切可能手段打擊敵人，其形式可能包括暗殺、網路駭客行為、對金融

秩序之破壞等，較傳統戰爭更難以防範。 

超限戰主要論點有： 

（一）改變武器運用觀念  

落後國家以現有武器尋找最佳戰法，使其效用發揮至最高。而先進國

家則以精準打擊為目標，盡量降低傷亡，以改變戰爭之殘酷過程。  

（二）無邊際戰場 

                                                 
42 余永章，〈超限戰與不對稱作戰及恐怖主義行動相關理論比較〉，《陸軍月刊》，第四十卷第四

八六期，民國九十三年八月，頁 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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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場空間隨著科技發展無限延伸，不再侷限於點、面、平面或空間。 

（三）非職業軍人加入戰爭 

          冷戰結束後，戰爭取向信息化。可參與作戰行為者，將不再僅限軍人，

各行業的菁英份子也能對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 

（四）戰爭手段多元 

美軍認為未來戰爭應以信息戰、精準戰、聯合作戰以及非戰爭軍事行

動為主。超限戰則包含了軍事、非軍事以及超軍事三個層面，由此可

以推測未來的戰爭手段將走向多元。 

（五）無固定戰法 

戰爭雖無固定戰法，但仍有勝律存在，違背規律者終將失敗，但墨守

成規者也難以取勝。 

（六）不對稱作戰 

面對強國時應採取非均衡、非對稱作戰方式，不以硬碰硬，而以游擊

戰、恐怖戰爭等方式與對手周旋。並攻擊敵人難以預料的區域，造成

敵方的心理恐懼。 

超限戰理論或可用以觀察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之行動，也可逆向觀察美國因

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取向。透過各案分析、綜整過程，則可部分驗證於廿

世紀末興起之超限戰理論於新世紀反恐戰爭的可適用性。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43

文獻分析法是藉由前人研究的成果，以及學術上一些既有的文獻資料作分

析，以便對於研究事件有所了解，並進一歩綜合整理出更完整的結論。以此

研究法進行研究，必須先蒐集相關資料，然後將蒐集到的資料進行分類，再

將重複或不必要的資料刪除，在詳讀所有資料後，便可開始進行分析的工

                                                 
43 劉嶽雲，《政治理論與方法論》（台北：五南，民國九十年六月），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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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最後則依研究結果作出結論。 

文獻分析法的優點在於研究的便利性，根據二手資料作分析，可以縮短的時

間，也可以快速對於現存研究有所了解。但使用該研究法，卻往往為受限於

現有的資料，若是在蒐集資料時，遺漏了重要的文獻，也將同時失去重要的

觀點。而且在時效上，文獻資料通常很難提供即時資訊。最重要的是，根據

現有文獻進行研究時，容易受到原作者的觀點所影響，很難有新的啟發。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作為第一種研究方法。藉由文獻分析作為基礎，透

過各界對美國反恐對策的探討，引領筆者論文寫作的思考方向。首先說明美

國歷任政府制訂、執行反恐對策的時空背景，再透過各期相關文獻之比較探

討，瞭解美國歷任政府對於國際恐怖主義的認知與反應模式，同時論及國內

外對美國反恐對策的反應使美國反恐對策必須面臨的折衷，繼而推演美國反

恐對策對其國內權力結構與國際環境之影響。 

二、歷史與比較研究法 

史學家的焦點，往往是在特定時空下的獨特事件。社會科學家卻代表一種偏

見，先假定人類社會有規律化的行為類型存在，而後以各種「變數」

（variables）加以解釋。亦即，每一個歷史事件雖然都是獨一無二，但若對

這些分雜的現象，加以相當程度抽象化，儘管環境不同，仍可以找出一些共

同的本質，繼而建立「通則」（generalizations），解釋同類型的所有事件。

社會學家關心的重點，正是現象的類型與通則建立的可能，而非特定事件的

細節。44

唯歷史與比較研究法雖具有清晰的邏輯性，但事件的發生未必是單一因素造

成，除歷史因素之外，心理、環境因素也應該列入解釋，單以歷史觀點分析，

難免流於武斷。 

國際恐怖主義的演進與美國國內外情勢的變遷，均有其歷史脈絡，反恐對策

於特定事件的執行，也檢驗反恐對策的存在價值。本文以時間進行排序，一

一論述各因素的變遷對反恐對策內涵的衝擊，繼而尋求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

策的未來。 

三、歸納分析法 

科學性的研究方法，必須符合邏輯，才能做出合理推測與分析，而歸納與演

譯方式均屬於邏輯推理範疇。歸納係由觀察到的諸多現象，總結出一個通

則；而演譯法則是以通則來推論出可能產生的眾多結果。 
                                                 
44 朱浤源，前揭書，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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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歸納分析研究法，可使我們將所觀察到的諸多現象，對於想要了解的事

物作一個有邏輯的推理，這也是研究社會科學不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本文以

歸納分析法研究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所致威脅，也將推論美國因應國際恐怖

主義的對策成因，繼而假設各項對策與國際恐怖主義之消長關連性。 

四、決策研究法 

決策概念早在研究外交史所使用的古老描述方法中即有隱涉，而且是政治科

學以外其他學科進行系統研究的主題。一九六八年出版的國際社會科學百科

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即從心裡學、經濟學、

政治學三個面向對決策進行解釋。45 學者史奈德（R. C. Snyder）對決策一

詞定義如下： 

「決策是一種過程，指決策者為達到想像中未來事務的狀態，從社會所限制

的各種途徑中，選擇一個行動計畫的過程。」46

以決策研究法分析國際政治與外交對策，有以下優點：47

（一）以人的行為作為分析的最小單位容易獲致經驗性的結論； 

（二）可以從事理論建構，因為概念架構和分析模型的設計中具有邏輯推演

性； 

（三）可以解釋國際間複雜的、動態的現象，繼而提供決策者在實際決策時

的策略，以及預見未來實施的後果。 

因此，若欲觀察國際關係與國際恐怖主義的動態，又欲分析決策者實際決策

時的選項、策略，決策分析法不失為一個描述、清楚地概念化、驗證、甚至

建立理論的工具。 

 

 

參、論文架構 

                                                 
45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NY: Macmilla and 
the Free Press, 1998,) pp. 479-486. 
46 Richard C. Snyder, H. W. Bruck and B. Sapin e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 A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p. 90. 
47 洪秀菊，《危機決策‧處理‧談判：美伊危機個案》（台北：商鼎文化，民國八十八年），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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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共分六章，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論。闡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架構、研究範圍與限制，

並對九一一事件後截至本文完稿前，國內碩博士論文對九一一事件所引致各項議

題討論，進行文獻回顧。 

第二章切入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所造成的威脅。除就國際恐怖主義的定義、

本質、歷史與發展、類型先作界定，另探討新型態恐怖主義所構成之潛在影響，

最後從歷史與戰略意涵之層次論及國際恐怖主義－具有政治性質的暴力手段－

對美國國家安全所構成之威脅。 

第三章討論美國政府近二十年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指標性經驗。分別是卡

特政府時期的伊朗人質危機；雷根政府時期為制裁利比亞政府在環航空難事件與

西柏林舞廳爆炸事件扮演主導角色，對利比亞進行軍事打擊行動；柯林頓政府時

期，為報復一九九八年東非使館爆炸事件，以「戰斧巡弋飛彈策略」強硬回應資

助、庇護恐怖主義的國家等。並對各案為當時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演進

與國際環境所造成之影響進行逐一整理、分析。 

第四章紀錄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所造成之衝擊、美國歷

來對恐怖攻擊事件之威脅認知、與九一一事件期間美國政府相關緊急應變措施，

並綜整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實質內容，從本土防

禦機制之強化與境外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措施、國際合作進行專節討論。 

第五章省思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各項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所牽動

國內權力結構與資源之改變，對國際環境之衝擊，繼而思考國際間因應恐怖主義

對策與國際恐怖主義之消長所呈現之趨勢，以探討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所

可能面臨的困境與回應。 

第六章則就本研究作一綜合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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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時間 

本文主要的研究時間點介於一九七九年至二００一年之間。儘管學者普遍認

知的「傳統恐怖主義」並非始自一九七八年，現任的小布希政府業已執政多

時，然為求資料蒐集的明確性，基於伊朗人質事件促使美國正式制訂以國際

為導向的反恐政策基本要件，並是外交、經濟、軍事力量成為綜合性反恐手

段的重要分水嶺。48 本文以一九七九年伊朗人質事件為研究的起始點，並

以二００一年末小布希政府完整執行阿富汗軍事行動且各該國內因應國際

恐怖主義機制皆已完備，做為本次研究的終線，以進行歷任政府因應國際恐

怖主義對策的分析、綜整，並作為推演未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可能性的

基礎。 

二、研究主體 

本文的研究主體為一九七九年至二００一年間美國歷任政府因應國際恐怖

主義之指標性經驗及其相關對策。國際恐怖主義與日俱進，美國自身的政策

也牽引著國際趨勢，各項勢力匯集成推移國際環境的力量後，再重新對美國

進行反饋；美國歷任政府的權力資源、結構，同時牽引著美國政策走向。每

個大環節都是一個龐大研究的主題。為免本文失去論述重心，各因素將以當

時的客觀情勢進行描述，進而藉由政策輸入、輸出、反饋的過程，研究、分

析美國歷任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內涵及其所引發之衝擊，而不另旁

及各因素（如文明衝突論）形成的背景。 

 

 

貳、研究限制 

一、歷史知識是一個長期累積的過程，但在採用歷史性的文獻資料時，因為不同

的理論旨趣，會造成不同面向的解釋結果產生。本文採取演化研究途徑的過

程中，雖然盡可能從不同的角度進行分析，以降低個人認知的色彩，但仍可

                                                 
48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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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構成本文的障礙與限制。 

二、本文係以美國歷任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成因、制訂與執行，作為分

析與綜整標的。受限於個人的語文能力，本文所採用的資料，除以美國政府

出版品為依歸，其他論文、評析多依賴英譯或中譯文。美國官方出版品不免

含有政策辯護的性質，可能影響研究者的視聽；英譯與中譯文也會囿於翻譯

人員的專業領域，在譯文時或有認知上的差異，或有其他考量的因素，而無

法對原作者的觀點有完整而客觀的陳述，加以反恐行動幾以西方價值觀為主

流，種種原因，形成本文可能面臨的客觀障礙與限制。 

三、愛爾蘭共和軍（IRA）在一九四０至一九五七年間，曾被評估為「不存在」

的恐怖主義威脅，但在十年後，該項評估卻被評為缺乏先見之明的分析。學

者凱伊曾指出，所有從事戰略分析與決策工作的研究者在進行評估時，經常

忽略資料庫與趨勢分析在先天上的限制因素。資料庫內容往往蒐集了我們所

能獲得或用來做為參考的資料，仍有許多未經報導的後續行動計畫因為資料

庫維持者或媒體的認知而未曾記錄在資料庫內，使得研究者可能在不足的資

訊或誤差甚巨的統計數字中進行預測。49 本文同樣面臨此種研究困境。在

研究過程中，雖各方研究紛起，但不確定有多少數量的資料仍屬於官方未解

密文件，加以國內對於打擊恐怖主義資訊的缺乏，也使得本文在寫作過程

中，可能失去一個有力的觀察角度。 

四、當前對於恐怖主義政策的討論，都會面臨各界對恐怖主義定義仍處於眾說紛

紜的困境。為明確定義研究標的，基於本文係以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

為研究主軸，本文將在第二章討論國際恐怖主義之內涵時，比較、綜整美國

各機構、文件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定義，但不另旁及其他國家，特別是部份曾

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非西方國家對恐怖主義的定義。 

五、多數恐怖主義之分析研究經常針對短期威脅（危機或突發事件），且被動式

地以個案解讀恐怖主義的本質，就短期而非長期需求來擬定當前恐怖主義的

因應對策。50 且恐怖主義之形成與政府因應對策所致相對關係之消長，通

常必須歷經極為緩慢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等戰略環境的演進，研究者很難

在現階段有明顯的察覺。51

 

 

                                                 
49 凱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真實的威脅或過度反應〉，頁 83。 
50 史龍，〈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職〉，頁 59。 
51 史龍，〈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職〉，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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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分析 

 

  國際恐怖主義歷來雖非國際政治領域的研究重心，但在伊朗人質危機事件、

一九八０年代利比亞支持國際恐怖主義時期、甚至蘇聯解體所造成國際恐怖主義

質、量的轉變，都在當時引發學界與實務單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研究潮。但整體

而言，國內對國際恐怖主義課題仍未給予足夠重視，除國家安全、軍、警單位並

未偏廢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人才之養成，專責研究則相對缺乏，僅能依賴部分翻譯

專書引介相關分析。但在九一一事件後，國內學界也出現大量研究潮，雖尚未能

匯集成系統性研究成果，仍對國內反恐領域帶來新的挹注。唯從量的角度觀察，

隨著事件熱度的消退，相關研究也趨於減少，而其中多數的研究也著重於九一一

事件與國際反恐戰爭對全球戰略環境之牽動，較少對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進

行全面性深入探討。 

  而因篇幅限制，以下僅針對九一一事件後，截至本文完稿前，國內碩博士論

文對九一一事件所引致各項課題之討論，進行簡單概述： 

  蕭啟宏於九一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美國情報失敗分析及其改革之研究》，

認為「九一一事件」之發生，使美國遭受極大傷害，更被視為是珍珠港事變後最

大情報失敗。情報體系首當其衝，遭致責難甚深。而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

國會參眾兩院組成聯合調查小組檢討情報失敗之原因，舉行多次聽證會。該文從

「九一一事件」前情報失敗案例，探討失敗原因；透過「九一一事件」公開聽證

會之相關證詞，歸納分析該事件情報失敗原因，並從相關改革措施中，反思對我

國之啟示，最後提出建議，以作為我國建立完善制度之參考。52

  陳彥宇於九一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對美國情報整合之影響》，認為「九一

一事件」凸顯出美國政府單位在情報整合、分享之問題，一個國家的情報機制若

不能有效下情上達，讓重要的情報即時交給有需要的人手上，則此情報體系即需

檢討。而自「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官方、民間等團體也即針對情報體系提出檢

討，該研究欲深入了解美國對於情報體系未能阻止「九一一事件」發生的原因，

並從美國情報整合一連串修正作為，了解美國情報整合機制的缺失，和「九一一

事件」後其情報整合機制的發展與其功能。53

  朱劍明於九一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對美國之衝擊及其強化國土安全之研

                                                 
52 蕭啟宏，《九一一事件美國情報失敗分析及其改革之研究》（台北：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

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53 陳彥宇，《九一一事件對美國情報整合之影響》（台北：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國九十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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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認為美國自「九一一事件」擷取之教訓即係強化國土安全，但我國國情與

所受威脅和美國不同，應如何建構我國應有之「國土安全系統」，並與國內公衛

體系、農業安全體系合作，將是未來國內國家安全工作者共同思考之課題。54

  陳振農於九一年完稿之《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與反恐發展之研究》，以

反恐戰爭期程為軸，探討政、經、心、軍等層面之影響；研究特別著重伊斯蘭與

基督教文明的衝突分析，與恐怖組織利用「超限戰」中的「不對稱作戰」方式，

對超限戰、不對稱作戰、資訊戰等作詳實探討，以做為我國掌握未來戰爭發展型

態脈動之參考。55

羅火祥於九一年完稿之《我國警政機關緊急事件處理之研究—兼論美國九一

一事件之反恐應變機制》，認為九一一事件在災因舒緩、風險抑制及災害預防等

三方面顯然失敗，然在動員準備、緊急應變及災後重建等後果管理方面卻相對成

功，其在防範再次遭受恐怖攻擊的預防措施、降低本身的脆弱度等方面展現出行

政的效能與效率，尤其成立國土安全部之創舉，足堪為反恐典範。56

  劉必棟於九一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危機處理與相關機制運作之研

究》，就危機處理的運作層面評估美國處理九一一事件的表現，該文認為小布希

政府在國內迅速成立「國土安全部」、對外建構國際反恐聯盟，已將因應國際恐

怖主義視為一場全面戰爭、新興的人類威脅，故有必要對其反恐指揮、監督體系

等錯綜複雜的關係，如何有效協調，進行深入檢討。57

  王麗芳於九一年完稿之《洗錢暨防制洗錢相關法律責任之省思—兼論美國九

一一事件後防制洗錢之新發展》，分別參考外國立法例及重要國際條約於九一一

事件後的發展，及其在事件後所制定加強取締洗錢的相關法案資料，國際上及他

國相關的洗錢法令新演進，在結論部分對我國洗錢防制法提出建議。58

  許經澤於九一年完稿之《從九一一事件論美國國土安全部及我國反恐組織建

構》，探討美國國土安全部成立之緣由、組織架構與功能，分析美國反恐作為與

困境，同時敘明我國防恐組織之架構、法令依據及策進作為，對國際恐怖主義之

防處作為及我國在「防恐」上的漏洞與缺失，進行檢討並提出建言。59

                                                 
54 朱劍明，《九一一事件對美國之衝擊及其強化國土安全之研究》（台北：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

全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55 陳振農，《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與反恐發展之研究》（台北：國防管理學院國防決策科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56 羅火祥，《我國警政機關緊急事件處理之研究—兼論美國九一一事件之反恐應變機制》（台

中：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57 劉必棟，《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危機處理與相關機制運作之研究》（台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

略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58 王麗芳，《洗錢暨防制洗錢相關法律責任之省思—兼論美國九一一事件後防制洗錢之新發展》

（台北：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59 許經澤，《從九一一事件論美國國土安全部及我國反恐組織建構》（台北：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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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定立於九一年完稿之《國際事件言談中的全球意識─九一一事件的言論分

析》，以事件言說作為研究素材，檢證、探究個體全球意識的實踐，包括：言談

中人們既存的、與想望的全球圖像與全球秩序；人們如何在事件言談中連結全球

和本地；面對不同的文化族群，人們抱持著什麼樣的視野和態度；與全球關切的

理想比較，言談中呈現出什麼樣的觀點差異。繼而探討全球化思考中的空間結

構、不同地域相互解釋的能力與全球關切在視野和態度上的實踐。60

陳啟斌於九二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反恐戰略及其作為》，認為「九

一一事件」促使美國在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上做了許多的努力，美國政府雖希

望將恐怖主義完全消滅，但其從本身利益出發的種種作法，是否能將恐怖活動攻

擊完全消滅，而種種保護國土安全的作為，又是否能把恐怖攻擊活動完全阻絕在

美國本土之外，仍是個疑問。該文亦針對「九一一事件」對美國的衝擊，分析美

國在國家安全戰略上的改變，並對美國在國際間的反恐行動措施及保護國土安全

等等作為，加以探討美國的種種反恐作為是否確實達到功效。61

趙昌倫於九二年完稿之《美國反恐作為的演變》，則透過「九一一事件」，對

美國的反恐的發展作一系統化的探討。該文不僅回顧恐怖主義威脅美國社會的歷

史，以及美國政府各時期的因應作法，並以反恐作為的轉變將美國反恐對策歷程

劃分為：一九八０年代以前、一九八０年代至「九一一事件」，「九一一事件」後

等三個時期，透過每個時期反恐作為的改變，以探討其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所

象徵的意義。62

李年財於九二年完稿之《美國全球反恐戰爭戰略之評估》，認為美國在經歷

九一一事件後，即積極思考調整後冷戰時期的戰略思維與全球佈局。由於恐怖主

義暴力行動，直接衝擊美國與其友邦的利益，全球反恐怖主義之戰略構思由然生

起。如何防範與反制再次發生恐怖攻擊事件，已是考驗與挑戰美國政府在未來全

球反恐戰略上的作為與因應之道。63

 陳芙萱在九二年完稿之《國際恐怖主義與九一一事件：一個文明衝突論的觀

點》，則自文明衝突觀點，對美國成為恐怖攻擊目標之背景、遠因、近因進行細

部探討。64

                                                                                                                                            
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60 林定立，《國際事件言談中的全球意識─九一一事件的言論分析》（嘉義：中正大學電訊傳播

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61 陳啟斌，《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反恐戰略及其作為》（台北：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

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62 趙昌倫，《美國反恐作為的演變》（台北：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63 李年財《美國全球反恐戰爭戰略之評估》（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

十二年）。 
64 陳芙萱，《國際恐怖主義與九一一事件：一個文明衝突論的觀點》（台中：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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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俊民於九二年完稿之《國際恐怖主義蓋達組織之研究》，則基於各界對於

蓋達組織的認識，大多仍停留在電影情節或媒體報導的程度，對其仍充滿疑問，

因此藉由專文探討，以增進世人對於蓋達組織的了解，並提供國際反恐行動新的

思維方向和精進作為的參考。65

賴怡之在九三年完稿之《九一一後美國在東南亞的反恐聯盟與實踐—以泰國

為個案》，探討「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主導全球反恐戰略下的東南亞安全與東南

亞區域安全體系，試圖釐清美國主導建構的反恐聯盟運作與實踐，以分析其反恐

戰略對東南亞區域產生的成效與挑戰，該文並以泰國進行個案分析。66

  陳明順在九三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本土防衛戰略之情報整合》，對

美國國會於二００四年十二月通過「二００四年情報改革暨預防恐怖主義法」進

行專章討論，並認為這是美國一九四七年建立國家情報體系以來，最大幅度之情

報組織改革行動。該法案建議布希政府應立即整合國家情報機構，整合情報系統

之協調與統合，並加強情報分享之互動關係，建立國家反恐中心統一整合反恐戰

略情報與行動計畫；設立國家情報首長職位，負責指揮全國情報機構；建立以網

路為基礎的資訊共用系統，解決傳統政府部門之間的交流障礙；強化國會對情報

部門的監督作用，建立美國完整之情報安全架構，以應付任何威脅。67

  阮春潭於九三年完稿之《九一一後的美國反恐作為研究》，將九一一事件後

的美國反恐政策區分為：（一）爭取聯合國支持；（二）組建國際反恐聯盟；（三）

軍事打擊「基地恐怖組織」；（四）防範WMD擴散。並認為該事件對美國所造成

的影響，已直接撼動了政府官僚對反恐的傳統思維，並使美國調整其安全戰略部

署，把反恐列為首要任務，以「先制攻擊」為反恐指導原則與重點，另加強與國

際各國進行反恐合作。但該文也認為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仍面臨許多困

境，首先是各國之利益衝突問題；其次是恐怖組織通常有其理念，目的亦非個人

私利，支持者反而抗議美國反恐作為；最後，恐怖主義訴求千變萬化，通常混雜

宗教、種族、文化、經濟政治、國際利益等因素，打擊恐怖主義立場不易穩固。
68

  吳典倫於九三年完稿之《分析層次內國際體系與國家之互為建構－九一一事

件與反恐戰爭個案分析》，以九一一事件與反恐戰爭為研究案例，探討分析層次

模型為何在反恐戰爭必然成為美國用以回應九一一事件的唯一方式，卻無法解釋

                                                 
65 謝俊民，《國際恐怖主義蓋達組織之研究》（台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九十二年）。 
66 賴怡之，《九一一後美國在東南亞的反恐聯盟與實踐—以泰國為個案》（台中：東海大學政治

學系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67 陳明順，《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本土防衛戰略之情報整合》（台北：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

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68 阮春潭，《九一一後的美國反恐作為研究》（台北：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陸研究碩士在職專

班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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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攻擊發生的原因，更無法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該文與同一時期其他以九一

一事件為研究主題之論文相較，較不著重於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

對策的衝擊，而著眼於國際關係分析層次模型理論套用結果。69

  雷國宏於九三年完稿之《危機管理的系統思考途徑分析－以九一一事件為

例》，認為今日國際社會所面對之「恐怖攻擊」危機，是人為所誘發的危機。受

到不同社會系統內政治、文化、經濟、種族、宗教等因素相對之間的動態性互動

影響，使得危機的源頭更趨向於多元與複雜，因此，若能及早偵知危機預將發生

或能判明引爆危機的原由，對於危機管理甚有助益。70

  蘇巧芳於九四年完稿之《九一一之後美國反恐戰略與文明衝突論之研究》，

評估文明衝突論的觀點對於美國國家安全戰略之影響深度，該文並認為九一一事

件改變美國對於本土及國際安全環境的認知，美國重新重視非國家行為者所造成

之威脅，開始著重美國本土防禦，並繼而調整其全球戰略、亞太戰略以及國防結

構與建軍思想。美國與傳統盟邦的關係，乃至與非盟邦國家的關係，也隨之發生

轉變。九一一事件警示美國：「文明的衝突」的威力不容小覷，也因此，挾著國

際輿論對「恐怖主義」的廣大批評聲浪及仇視情緒，美國藉機加速後冷戰時期就

一直在進行的戰略部署，並大舉整頓具有威脅性的伊斯蘭文明，以確保美國本身

的絕對安全，並穩固其優勢地位不受動搖。「反恐怖主義」的口號不僅增加美國

在戰略部署和行動上的靈活度及空間，也給予美國介入他國事務時的正當性。71

另外，陳維富於九十年完稿之《國際恐怖主義之研究－兼論九一一事件對中

美交往戰略之影響》、72 張芸瑋於九二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的跨大西洋安全

關係》、73 盛仰正於九二年完稿之《從九一一事件前後來看日本的亞太安全戰

略》、74 蔡忠誠於九二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美中俄在中亞的競逐》、75 林景

福於九二年完稿之《美國布希政府亞太戰略轉變之研究：二００一～二００三》、
76 楊恭茂於九二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的美中戰略關係：二００一年九月～

                                                 
69 吳典倫，《分析層次內國際體系與國家之互為建構－九一一事件與反恐戰爭個案分析》（高

雄：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70 雷國宏，《危機管理的系統思考途徑分析－以九一一事件為例》（台北：政治大學行政管理碩

士學程，民國九十三年）。 
71 蘇巧芳，《九一一之後美國反恐戰略與文明衝突論之研究》（台北：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

論文，民國九十四年）。 
72 陳維富，《國際恐怖主義之研究－兼論九一一事件對中美交往戰略之影響》（花蓮：東華大學

大陸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年）。 
73 張芸瑋，《九一一事件後的跨大西洋安全關係》（嘉義：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九十二年）。 
74 盛仰正，《從九一一事件前後來看日本的亞太安全戰略》（嘉義：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75 蔡忠誠，《九一一事件後美中俄在中亞的競逐》（台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略與國際事務碩

士在職專班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76 林景福，《美國布希政府亞太戰略轉變之研究：二００一～二００三》（台北：政治大學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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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三年三月》、77 李宜倫於九二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反恐戰略對東

南亞安全的影響》、78 賴淙仁於九二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中共政

策之研究：二００一年九月～二００三年十二月》、79 潘名諧於九二年完稿之《美

國與中國在中亞地區反恐議題的競逐關係》、80 王紀青於九三年完稿之《九一一

事件後美中台關係之研究》、81 官志忠於九三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中共反恐

戰略之研究》、82 陳克難於九三年完稿之《美國小布希政府的東亞安全戰略：二

００一～二００四》，83 吳英龍於九三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的東亞戰略

及美中台三邊軍事安全關係》，84 張立瑋於九四年完稿之《後九一一事件之國際

反恐合作-從霸權、建制以及全球治理析論》、85 則分別從九一一事件與美國引領

之全球反恐戰爭對國際戰略環境之牽動，進行個別國家、區域、全球國際關係相

關研究，而不及於美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於國內層次之討論。 

  而曹炳陽於九二年完成之《九一一後俄羅斯反恐政策之研究》、86 潘日輝於

九二年完稿之《菲律賓反恐怖主義活動之研究》、87 高瑞豐於九三年完稿之《英

國反恐怖主義之研究》、88 陳淑慧於九三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英國布萊爾政

府的反恐政策：二００一年至二００四年》、89 李瑩瑜於九三年完稿之《當前東

南亞地區反恐作為之研究》、90 黃裕庭於九三年完稿之《台灣反恐因應作為之研

                                                                                                                                            
學系戰略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77 楊恭茂，《九一一事件後的美中戰略關係：二００一年九月～二００三年三月》（台北：台灣

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78 李宜倫，《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反恐戰略對東南亞安全的影響》（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

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79 賴淙仁，《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中共政策之研究：二００一年九月～二００三年十二月》

（台北：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二年）。 
80 潘名諧，《美國與中國在中亞地區反恐議題的競逐關係》（高雄：中山大學大陸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國九十二年）。 
81 王紀青，《九一一事件後美中台關係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大陸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

十三年）。 
82 官志忠，《九一一事件後中共反恐戰略之研究》（台北：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國九十三年） 
83 陳克難，《美國小布希政府的東亞安全戰略：二００一～二００四》（台北：政治大學行政管

理碩士學程，民國九十三年）。 
84 吳英龍，《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的東亞戰略及美中台三邊軍事安全關係》（台北：銘傳大學社會

科學院國家發展與兩岸關係碩士在職專班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85 張立瑋，《後九一一事件之國際反恐合作-從霸權、建制以及全球治理析論》＊台中：東海大學

政治學系碩士論文，民國九十四年）。 
86 曹炳陽，《九一一後俄羅斯反恐政策之研究》（台北：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陸研究碩士在職

專班，民國九十二年）。 
87 潘日輝，《菲律賓反恐怖主義活動之研究》（台北：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

十二年）。 
88 高瑞豐，《英國反恐怖主義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89 陳淑慧，《九一一事件後英國布萊爾政府的反恐政策：二００一年至二００四年》（台北：淡

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90 李瑩瑜，《當前東南亞地區反恐作為之研究》（台北：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國九十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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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九一一事件後》、91 林詩凱於九四年完稿之《九一一事件後新加坡反恐策略

之研究》、92 周永祥於九五年完稿之《中共建構中之反恐機制研究》、93 從比較

政治觀點，深入探討各國在九一一事件後對其國內、國際因應恐怖主義對策之態

度與轉變，雖有旁及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內容，但僅作記述。 

 

 

 

 

 

 

 

 

 

 

 

 

 

 

 

 

                                                 
91 黃裕庭，《台灣反恐因應作為之研究：九一一事件後》。台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

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92 林詩凱，《九一一事件後新加坡反恐策略之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論

文，民國九十四年。 
93 周永祥，《中共建構中之反恐機制研究》。台北：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

十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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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造成之威脅 

第一節  國際恐怖主義之內涵 

 

欲尋求分析恐怖主義存在的各種面向，有必要對「恐怖主義」進行定義。然

而截至目前為止，各界對「恐怖主義」迄無一致的定義。恐怖主義究應劃歸抽象

概念的範疇，抑或行動策略？所使用的手法究應劃歸象徵性暴力，抑或戰鬥的方

式？如何看待或回應恐怖主義者的訴求？恐怖主義應如何界定並分類？在探索

的過程中，疑問或許多於解答。 

而在討論的過程中，恐怖主義（terrorism）也經常與暴力（violence）、恐怖

（terror）一詞混用。對於政府發言人、媒體而言，街頭暴力行動帶給人們的恐

慌與恐怖主義無異，並不論其是否以對抗政府為手段、或有任何政治動機。少數

聲音更認為，美國採行軍事行動報復恐怖主義，所使用的手段、造成無辜人民生

命財產的傷害、大規模的恐慌，何嘗不是另一種的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terrorism）並不是近代的產物，早在西元一世紀與西元十世

紀，就有「短劍人」（Sicarii）與「刺客」（Hashashim）等，結合宗教狂熱與政

治極端意念的暴力恐怖團體的出現。但「恐怖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法國大革命

時期，特別是一七九三年三月至一七九四年七月雅各賓（Jacobins）進行恐怖統

治（reign of terror）時期。一七九八年出版的法國字典就明確敘述，「恐怖主義」

為恐怖政權或體制（systeme, regime de la terreur）；「恐怖份子」（terrorist）則是

為了傳達本身信念並要求外界加以重視，繼而有系統採行高壓脅迫手段的個人。
94 若援引此一概念觀察現代恐怖主義，可以發現恐怖主義行為者已不限於國

家，非國家行為者往往可以造成更大的恐懼。上述定義不僅不能涵蓋當前恐怖主

義的所有型態，亦無法有效解釋現代恐怖主義的動機、訴求、手段選擇。 

    一九六０年代以來，恐怖主義份子或團體對國際秩序的重大破壞，屢屢造成

國際社會的重視，繼而引發國際協力尋求恐怖主義的定義，俾以進行有效的反恐

合作。然而，無法否認地，由於各界對於恐怖主義的認知歧異，我們只能大概地

綜整、瞭解恐怖主義的特質，卻無法得到一個令大家滿意的敘述。學者辛吉斯

（Rosalyn Higgins）就明白指出，「恐怖主義」只是一個方便使用的名詞，用以

概述那些非法又帶政治動機的行為，國際間迄今未達共識，也會有新的恐怖攻擊

行動彷彿就是恐怖主義，卻又超出目前國際社會認定的恐怖主義構成要件。95 

                                                 
94 Walter Laquer, The Age of Terrorism,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7,) p. 11. 
95 Alex Obote Odora, “Defin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E Law-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vol.6, no.1, March 1999, at http://www.murdoch.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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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事件」後，新型態的恐怖攻擊行動、訴求，更引發人們對於恐怖主義的

無知繼而產生的恐慌。 

    為求對「恐怖主義」一詞進行概括性的界定，本文試圖綜整數位國內外學者

的論述，期以瞭解目前各界對於恐怖主義定義之看法。 

 

 

壹、恐怖主義之定義 

聯合國於一九七三年曾邀請各國專家學者，企圖對「恐怖主義」（Terrorism）

做出明確之定義，但因始終未能對此名詞界定令人滿意的政治定義，而於一九七

四年終止該項討論。96

現代韋式大字典（Webster’s 3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定義恐怖主義

為「系統地使用恐怖主義為強迫的手段；一種威脅或暴力的氣氛」；97 社會科學

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則定義恐怖主義為「使用暴力方法

以實現其目的之團體或黨群。」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定義其

為「有系統運用恐怖或難以預測的暴力，反對政府、社會或個人，以圖達成政治

目的。」而另方面，中國社科院出版之《二００二年：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一

書，依據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李東燕的整理，點出恐怖主義的根源與類

型有下列三點眾所共同的認知：其一，恐怖主義自根源、動機到目的與手段，沒

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存在；其二，恐怖主義是一種暴力工具的運用，為行為者用以

達到政治目的工具；其三，無論是何種恐怖主義，其產生原因都與「仇恨」、「不

滿」、「挫折」、「反抗」等情緒或行為相結合。98

美國國務院、國防部與聯邦調查局分別將恐怖主義界定為「次國家團體或秘

密代理人，企圖影響群眾而針對非戰鬥對象為目標，所採取的預謀性政治動機的

暴力行動。」「一革命組織為了政治或意識型態的目的，藉威脅或非法使用武力、

暴力攻擊個人或財物，以恐嚇或強迫社會順從其目的。」「為一暴力行為，或某

種已危害到人類生命財產安全之行為……藉以恐嚇或強迫一個政府、民眾或其他

                                                                                                                                            
elaw/issues/v6n1/obote-odora61nf.html 
96 翁明賢，〈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行動的發展趨勢〉，《展望與探索月刊》，第一卷第六期，九十

二年六月，頁 1。 
97 何秉松，〈現代國際恐怖主義之定義與反恐怖主義的國家實踐〉，《國政研究報告》，憲政（研）

０九一之０三四號，民國九十一年八月，資料來源：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CL/091/CL-R-091-034.htm 
98 翁明賢，〈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行動的發展趨勢〉，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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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已促成其政治或社會目標」。99

學者舒茲（Richard H. Shultz Jr.）與史龍（Stephan Sloan）認為，恐怖主義可

以被界定為威脅或使用超乎尋常的政治性暴力，已達成其既定的目標或目的。100

學者拉奎爾（Walter Laqueur）指出，恐怖主義是非法使用暴力，攻擊無辜

平民百姓，其目的在達成某一特定目標，或一種使用恐懼以改變社會或國家行為

的策略的犯罪暴力行為。101

學者柯勒（Brooks McClure）提及政治恐怖行動（political terrorism）是暴力

使用，或暴力威脅經由心理影響以達成政治或意識型態之目的。此種定義包含恐

怖行動之若干要素：其一，恐怖行動之行為為須為達成一種政治目的而實施；其

二，此種目的須經由恐怖行為所造成之心理效果來實現？其三，此種心理效果需

由實際暴力使用或暴力使用之威脅來產生。但柯勒的定義欠缺「恐怖行動」其他

必要之要素。102

學者阿隆（Raymond Aron）認為，當暴力行為之無形效果與有形結果不成

比例時，即可稱為恐怖主義。但國內學者蘇義雄則有不同看法。蘇義雄認為，阿

隆的定義並未要求恐怖攻擊行動必須具有政治目的，亦未考量暴力威脅的程度，

將有可能過渡濫用至非恐怖主義造成的事件，例如精神不健全者所引發的偏激暴

行，繼而造成大眾恐慌或重大傷亡事件等。103

學者包斯特（Jordan Paust）界定「恐怖主義」為發動者對工具性目標

（instrumental target）之故意暴力使用或暴力威脅，以便向主要目標（primary 
target）傳達未來的暴力威脅。目的是利用強烈的恐懼、不安迫使主要對象作為

或不作為，或改變有關政治的態度。上述定義明確提及發動者（precipitators）、
工具性目的（instrumental target）、主要目標（primary target），並確立三者之間

的因果關係，要求發動者必須具備意圖造成某種心理狀態做為達成政治目的之手

段。104

學者威金森（Paul Wilkinson）認為「恐怖主義」是政治暴力的特別型式，

且具有以下五種特徵：其一，預謀、且企圖造成一種極端恐懼的氣氛；其二，暴

行意欲達成的效果以大範圍的聽眾、觀眾為主要目標，而非攻擊行動的直接受害

者；其三，恐怖攻擊行動所擇取的目標通常是隨機或象徵性選定；其四，恐怖主

                                                 
99 「聯合國打擊恐怖主義工作的常問問題」，資料來源：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committees/1373/FAQs.htm 
100 翁明賢，〈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行動的發展趨勢〉，頁 2。 
101 同前註。 
102 Brooks McClure, Operational Aspects of Terrorism, (Willamette L.REV,1980,) pp. 165-166. 
103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7,) p. 170. 
104 翁明賢，〈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行動的發展趨勢〉，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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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所採行的暴力行動通常超出正常社會之認知，也違犯社會常規，引發社會憤

怒；其五，目的在於公開宣言政治訴求，並企圖以恐怖暴力的手段，迫使意欲影

響之目標讓步或接受要求。105

學者亞歷山卓（Yonah Alexander）認為，恐怖主義係由半國家組織或國家秘

密的情治人員，針對無辜的平民使用有計畫、非法的肉體暴力或心理威脅，以企

圖達成社會、經濟、政治、戰略或其他目的。106

若以安全維護的實際需求而言，美國蘭德公司（Rand）政治學研究主任詹

金斯（Brian Jenkins）認為，「恐怖主義」係使用或威脅使用武力，企圖達成政治

變遷的目的。107

學者克蘭蕭（Martha Crenshaw）以恐怖主義行為、目標、政治成功之機率

為指標，認為「恐怖主義」係為製造心理效果，故而選定無辜、象徵性目標，發

動超出社會價值與政治過程所能接受之暴力。108 而相對於其他學者，克蘭蕭的

定義對研究者提供了實徵檢驗的基礎，有助於深入瞭解並比較恐怖主義份子或團

體內部運作之情形。 

胡金森（Martha Hutchinson）述及革命恐怖行動係內戰或革命中叛亂策略之

一部分，並顯現出社會和政治上不能接受之暴力行為，此種革命運動有計畫地欲

使這些行為對特定群體產生一種心理效果，繼而變其政治行為與態度。此種定義

指涉一種革命形式，不含國家恐怖行動，僅侷限於個人恐怖行動。109

而相反地，學者巴克斯特（R. R. Baxter）界定恐怖行動為武裝衝突之間為政

治目的而對無辜平民之殺害、傷害或自由剝奪，而無論其是由正規武裝部隊成員

或未經承認為交戰團體人員所實施。此種定義限於「發生武裝衝突」之恐怖行動，

且僅適用於國際性衝突。110

另一方面，在冷戰時期，由於民主國家在價值觀上認定的不同，許多學者會

傾向把恐怖主義視為對民主國家的一種攻擊行為。例如學者布萊恩（Conor Cruise 
O’Brien）就界定恐怖主義是一種發生在政治系統中，用不正當的暴力行為對抗

民主國家，以取得有效的與和平的反對形式。111

                                                 
105 Paul Wilkinson, “Terrorist Target and Tactics: New Risks to World Order”, Conflict Studies, 
December 1990, p. 1. 
106 Yonah Alexander & Dennis A. Pluchinsky, Europe’s Red Terrorism: The Fighting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Oregon: Frank Cass & Co. Ltd., 1992,) p. 1. 
107 Walter Laquer, Ibid., p. 72. 
108 Martha Crenshaw, Terrorism, Legitimacy, and Power,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109 Martha Hutchinson,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ary Terroris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 no.3, 1972, pp. 383-385. 
110 R. R. Baxter, A Skeptical Look at the Concept of Terrorism, (Akron L.REV, 2002,) pp. 373-380. 
111 Conor Cruise O’Brien, “Terrorism Under Democratic Conditions – The case of the IRA,” in M. 
Crenshaw, ed., Terrorism Legitimacy and Power – The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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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德魯勒（Yehezkel Dror）也界定恐怖主義為「在民主國家政府下，一些

小團體採取有選擇性的暴力行為，以推進政權或社會的變遷，或促使政府去採用

他們所要求的有關政治或經濟性質的對策。」112

學者李文斯頓（Neil Livingstone）在一九八０年代中期向雷根政府提出「恐

怖主義」實為敵國政府支持之低強度軍事行動的概念，目的在於利用恐怖活動打

擊目標國國家安全、社會政經，屬於某種程度次戰爭戰略。113 這項觀點影響雷

根政府時期打擊恐怖主義的策略極深，觀諸其反恐立法、軍事行動，均可以看見

雷根對「恐怖主義」乃蘇聯與其附庸國、部分小國打擊美國利益所使用的策略或

武器的認知，這使得雷根有別於前任政府，始終希望以強硬手段打壓恐怖主義活

動。 

但學者亞當斯（James Adams）與斯托爾（Michael Stohl）則抱持不同看法。

他們以為，在冷戰的國際戰略佈局下，界定「國家支持恐怖主義」之方式雖可符

合意識型態對立或族群、宗教對抗之狀態，又可合理化當時部分國家的對策取

向，但始終無法有效證明國家確實在幕後支持或採行恐怖主義活動；國家可能支

持恐怖主義，但此種低強度戰爭所能達到的影響有限。因此，兩位學者認為，應

使「國家支持恐怖主義」的定義單純回歸國家或政府壓迫政治異議個人、團體之

政治迫害行為。114

另外，學者米勒（Abrahan H. Miller）界定「恐怖主義」為一種基本的戰爭

形式。它發生於某些民族解放運動未能達到目標，或是無法發展足夠的政治力量

以從事游擊戰或全面群眾運動的團體，由於感受政治上的無能，乃設法攻擊象徵

性的軟弱目標，以達成其政治目的。」115

其他尚有學者納坦雅胡（Binyamin Netanyahu）界定「恐怖主義」為對無辜

者之精心設計與系統性（systematic）的謀殺、傷害、脅迫，以激起恐懼（fear），
滿足政治目的。116 學者加諾爾（Boaz Ganor）認為「恐怖主義」係對平民或民

間目標刻意地（intentional）使用或威脅使用暴力，以滿足政治目標。117

日本學者山本草二以為，恐怖主義係考量達成目的的必要性，無視於道德或

法律上的限制，以實力或鬥爭手段遂行其目的。透過殺人、誘拐、人質挾持、強

                                                                                                                                            
(Manufactured: Wesleyan University, 1983,) p. 91 
112 Conor Cruise O’Brien, op.cit., p. 98. 
113 Neil C. Livingstone & Terrel E. Arnold ed., Fighting Back, (Washington D.C.: Health and Lexington, 
1986,) pp.1-10. 
114 Michael Stohl ed., The Political of Terrorism, (NY: Dekker, 1988,) pp.1-28. 
115 Abrahan H.Miller, “Terrorism and Hostage Negotiations”, Terrorism-Theory and Practic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 p. 1 
116 Binyamin Netanyahu, Terrorism: How the West Can Win? (NY: Farrar, Strauss & Giroux, 1985,) p. 
9. 
117 Boaz Ganor, Defining Terrorism: Is One Man’s Terrorist Another Man’s Freedom Fighter? At: 
http://www.ict.org.il/articles/defi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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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器物破壞等手段，使大眾產生普遍的恐懼心理。恐怖主義的行為主體，多數

屬於政治、宗教、社會或種族的少數集團或個人，與本國合法政府權力相較則相

對弱勢。所遂行的恐怖攻擊行為，雖已達到實效支配的量的程度，但恐怖主義者

迄今仍未獲得一般國際法層次的完整權利能力。118

日本青山大學教授伊藤憲一則認為，恐怖主義是將自我意志強加予他人的諸

多方法中最後的選擇，是理性說服、利益誘導等方法完全失敗後所採行的暴力強

制手段。暴力強制手段可分為二大層次，其一是「合法暴力」，亦即依據國內法

與國際法，以軍警資源為工具而發動的國內、國際軍事行為；其二即為「非法暴

力」的行使。前者以美國介入波斯灣衝突為例，後者則包括恐怖主義與游擊戰爭

的遂行。 

伊藤進一步點出，恐怖主義的內涵尚包括暴力的行使動機係為滿足政治、社

會意識型態的目的，而非私人利益。現代恐怖主義之特點即在於目的與工具選擇

的多樣化，其中為「國家利益」而進行的恐怖主義，經常以暗殺、綁架敵對國家、

組織的政要為手段；左翼意識型態的恐怖組織，則以劫機、炸彈攻擊、綁架活動

為主要手段。119

我國學者張平吾、丘台峰對恐怖主義之界定，為言行或思想極端的激進份

子，基於自我的民族意識、或宗教信仰、或政治理念，藉由暗殺、爆炸、綁架、

縱火、劫持、恐嚇或武裝攻擊手段，以宣示或企求達成其政治目的。120

國內學者蘇義雄認為，「terrorism」一詞應譯為「恐怖行動」，定義包括內在

與外在層面。外在層面指涉行為本身與行為者之意圖；內在層面則是對行為目標

（大眾）所欲達成之心理效果。就法律觀點而言，定義「恐怖主義」的目的在於

界定何種行為有別於一般刑事犯罪，應被推定為與全人類為敵、應受譴責或懲治

之暴行。121

國內學者姚其清以為，「恐怖主義」或「恐怖暴行」，應以滿足其目的所使用

的方法而定。若自思想、理想、或對組織的認同來看，即為「恐怖主義」；若就

方法而論，僅為「恐怖暴行」，不能名為「主義」。122

  若再使這些定義的標準，區分為「規範性定義」與「分析性定義」兩大類別，

並以「政治價值」作為規範性定義的預設標準，可大致綜整恐怖主義之定義如下： 

                                                 
118 山本草二，《國際刑事法》（東京：三省堂，一九九六年十一月），頁 26-31。 
119 張毅弘，〈國際恐怖主義－新的戰爭形式〉，《當代》，第六十一期，民國八十年五月，頁 113-114。 
120 張平吾、丘台峰，〈論恐怖主義或其起源與發展〉，《警政學報》，第二十一期，民國八十一年

七月，頁 427。 
121 蘇義雄，〈論國際恐怖行動〉，《中興法學》，第二十九期，民國七十八年，頁 3。 
12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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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恐怖主義」係政治網絡中，以不正當的暴力對抗民主國家，俾以取得

有效的及和平的反對形式。123

二、「恐怖主義」係在民主體制下，小團體採用有選擇性的暴力，俾以造成

政權或社會變遷，或促使政府採行其所預期的政治或經濟性質決策。124

但「規範性定義」預先設定某一政治價值做為驗證目標，雖然含有經驗意涵，

卻經常存有研究者個人濃厚的價值判斷，而無法正確認識其本質及指涉對象。最

明顯的莫過於美國視第三世界反共產主義團體為「自由鬥士」，而不以恐怖主義

名之，但事實上這些「自由鬥士」不過是在共產主義政權下使用暴力，美國認定

的恐怖份子或團體卻是在非共產主義政權下使用暴力而已。規範性定義難免造成

認知上的混淆。 

分析性定義則是以實際經驗加以歸納，並綜整恐怖主義之定義為： 

一、「恐怖主義」雖以暴力使用為手段，但其目的卻對直接的犧牲者在身心

上的損害期望造成重大的結果，而是對其他的人產生心理上的效果。125

二、「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戰略，也是恐怖組織與主權國家間權力關係的極

端對照。126

三、「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武器，卻非是最有力的武器。127

四、藉由威脅或實質使用暴力，形成恐懼、壓迫或恐嚇以獲取政治目標。128

然而「分析性定義」雖然能勾勒出恐怖主義之特質，卻無法有效區分恐怖主

義和暴力犯罪之區別。恐怖主義確與一般之「恐怖」（terror）事件有別，「恐怖」

事件可能由謀殺、暴行、竊盜和掠奪等侵害個人權利之行為所造成，也可能由一

種非故意行為所造成，但社會上並未將此種包含激烈行為和暴力威脅之「恐怖」

事件認同為「恐怖主義」。一般「恐怖」事件可能發生在孤立行為中，亦可能是

一種大規模之暴亂，惟其特徵是未經計畫或組織，並且經常無法控制。事件之引

發亦非為達成更進一步之目的。因此，所有暴力行為均足以產生若干「恐怖事

件」，而「恐怖主義」之行為是一種計畫引發「恐怖」事件之行為，以作為達成

                                                 
123 Conor Cruise O’Brien, op.cit., p. 91. 
124 Yehezkel Dror, “Terrorism as a Challenge to the Democratic Capacity to Goven”, in M. Crenshaw, 
ed., Ibid., p. 68. 
125 Lawerence Zelic Freedman,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3,) p. 3. 
126 Robert H. Kup.errman and Darrell M. Trent, Terrorism – Threat, Reality, Respons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9,) p. 13. 
127 J.Bowyer Bell, A Time of Terror, (NY: Basic Books Inc., 1978,) p. 97. 
128 Charles A.Russel, Leon J. Banker Jr. and Bowman H. Miller, “Out-Inventing the Terrorist”, 
Terrorism-Theory and Practic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79,) p. 4. 

 3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本質上政治結果之一種強迫性策略。 

而由以上定義，大抵可以歸納出「恐怖主義」在多數學者的認知裡，泛指「利

用攻擊無辜民眾，讓大眾產生恐懼，以達成行動者政治目的的行為。」129

進而言之，國際恐怖主義（international terrorism）指涉恐怖主義活動涉及或

其影響層面超過一國以上的人民或國家間的領土關係。 

    山本草二指出，國際恐怖主義係指以實力變革某國在國際現勢中所維持的對

策或政治體制，俾以實現政治理念，使其所認知的公共利益或正義能夠得到具體

實現。活動範圍跨越數國領域，以暴力遂行目的，在工具的選擇上傾向以無限的

暴力行為，製造社會混亂，致使大眾普遍產生恐懼，繼而達到恐怖主義份子或團

體所訴求的目的。國際恐怖主義的具體實行行為原則上該當於國際犯罪。130

而學界對恐怖主義定義的看法分歧，也反應在美國國內權責單位對「恐怖主

義」之界定與主張無法統一，立法、行政單位同感困惑。如： 

美國國務院依據美國法典（US Code）第二十二章第二六五六條第ｆ項第ｄ

款規定，界定「恐怖主義」為次國家團體或秘密代理人，企圖影響群眾而針對非

戰鬥對象為目標所採取之預謀性政治動機的暴力行動。「國際恐怖主義」即係恐

怖主義活動涉及或影響超過一國以上之人民，或活動範圍涵蓋一國以上之領土。

「恐怖團體」則係任何本體或其內部重要次級組織實行國際恐怖主義之團體。131

聯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n Investigation）將恐怖主義定義為「非法使用

武力或暴力攻擊個人或財產，以恫嚇或脅迫某國政府、社會大眾或任何相關的團

體，藉以推動某種政治或社會目標。」國際恐怖主義則是「某團體或個人以非法

武力或暴力攻擊個人或財產，以恫嚇或脅迫某國政府、社會大眾或任何相關的團

體，藉以推動某種政治或社會目標且渠等與外國勢力有某種關連，或渠等的活動

跨越國界。」132

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定義國際恐怖主義為「被指揮的

恐怖活動，經由外國政府或組織支持，或是被指引為對抗外國、公共機關或政府

的行動。」133

                                                 
129 Charles T. Ep.right, “Counter-terrorism and Conventional Military For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Effect and Utility,”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Crane Russak, 1997,) 
p. 334. 
130 山本草二，前揭書，頁 26-31。 
13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1996, at 
http://www.state.gov/www/global/terrorism/1996Report/1996index.html 
132 Patrick Clawson, “Why We Need More But Better Coverage of Terrorism”, Orbit, vol.30, no.4, 
1987, pp. 705-706. 
133 Patrick Clawson, op.cit., pp. 70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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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外交安全與反恐怖主義法案（Omnibus Diplomatic Security and 
Antiterrorism Act）定義恐怖主義為「非法使用武力或暴力企圖恐嚇或脅迫政府及

平民大眾以促成政治或社會上的目標。」134

    聯邦緊急事件管理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定義恐怖主

義為「使用武力或暴力對抗平民或財產，以恐嚇、脅迫及勒索為目的來扭曲美國

刑法。」135

國防部則定義恐怖主義為「革命組織為了政治或意識型態目的，藉由威脅或

非法使用武力、暴力，攻擊個人生命、財物，俾以恐嚇或強迫社會。」136

綜上所述，當前學界與實務對恐怖主義的定義紛紜，恐怖主義既無法單純以

「犯罪」（crime）視之？則恐怖主義的動機、意欲造成的政治目的與成功機率，

是否能夠建立實證基準，以作為驗證恐怖主義的基礎？137

學者舒密特（Alex P. Schmidt）與江曼（Albert I. Jongman）為此整理各界對

於恐怖主義的論述，並進行整理、比較。兩人共歸納出一０九種定義，並試圖找

出恐怖主義的共同特質。依其統計，在這一０九種定義中陸續出現的特質有：138

一、「暴力」（violence）、「武力」（force）－83.5﹪； 

二、「政治的」（political）－65﹪； 

三、「恐懼」（fear）－51﹪； 

四、「威脅」(threat)－47﹪； 

五、「心理效果」（psychological effects & anticipated reactions）－41.5﹪； 

    六、「目標與受害者的差異」－37.5﹪； 

    七、「刻意地」（intentional）、「有計畫地」（planned）、「有系統地」

(systematic)、「有組織地」（organized action）－32﹪； 

    八、「戰鬥」（combat）、「戰略」（strategy）、「戰術」（tactics）－30.5﹪。 

                                                 
134 At: http://web.Lexis-nexis.com/congcomp 
135 At: http://www.state.gov/s/ct/ 
136 Patrick Clawson, op.cit., pp.705-706. 
137 Alex Obote Odora, “Defin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E Law-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vol.6, no.1, March 1999. 
138 Alex P.Schmidt and Albert I. Jongman ed., Political Terrorism, (SWIDOC, Amsterdam and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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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學者巴克斯特（Judge Baxtor）認為，沒有一種定義可以涵蓋恐怖主義全

貌，且各次恐怖攻擊事件之發生，經常超越過往恐怖主義定義之範疇；但有百分

之八十一的學者在舒密特與江曼的調查中同意，「恐怖主義是一種由秘密之個

人、團體或國家行動者，屢次採用暴力行動以激起恐懼、憂慮、不安的手段。恐

怖份子多漫無目標地選取直接受害對象，或有選擇性地由目標群眾中擇取對象；

恐怖行動中之直接受害者並非主要行動目標，而是傳遞訊息之媒介，恐怖主義之

訴求目的將決定該團體所可能採取之恐怖行動方式。」139 或可作為本文對恐怖

主義之定義與基本框架。 

    

 

貳、恐怖主義之特質 

    學者皮爾森（Frederic S. Pearson）與羅徹斯特（J. Martin Rochester）綜整恐

怖主義的特點如下：140

一、恐怖主義多由非國家行為者（non-state actors）所發動。 

        美國國務院於一九九九年公布的「全球恐怖主義形勢報告」（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指出，當前活躍的恐怖主義個人或團體，均非國家或

政府，它們多因合法政府否決其地位，或在政治上處於弱勢而倍感挫

折，因此視恐怖活動為對抗國家以龐大軍警作為統治機器的最佳手段。

然而學者康伯斯（Cindy C. Combs）主張不能忽視部分國家在恐怖主義

的作為，她並認為國家行使恐怖主義將體現在兩個層面：其一指涉國家

採取恐怖主義對付自己的人民，歷史上以威嚇、種族滅絕、強制手段來

剷除異己、不同種族、特定階級、不同宗教團體的專制政權不勝枚舉。

其二則使國家採取恐怖主義對付另一個國家的人民，儘管國家很少明目

張膽地採取恐怖攻擊行動傷害另一個國家的人民，以避免戰爭的發生，

但國家仍可透過經濟、軍事援助、提供安全庇護的手段直接、間接鼓勵

恐怖主義份子或團體發起行動。部分國家甚至會以恐怖主義作為外交對

策的手段，贊助或支持恐怖主義活動在敵對國家內部製造恐懼、混亂。 

    二、使用或威脅使用非傳統暴力（unconventional violence）。 

        恐怖主義份子或團體使用暴力的目的在於吸引各界的注意力、製造社會

                                                 
139 Alex P.Schmid, “The Response Problem as a Definition Problem” , Alex P.Schmid and Ronald D. 
Crelinsten ed., Western Responses to Terrorism, (Oregon: Frank Cass&Co., 1993,) p. 8. 
140 Frederic S. Pearson &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lobal Condi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Y: Random House, 1988,) pp. 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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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打擊政府威信，它們既不受戰爭法則的約束，對於使用暴力的種

類亦無限制，因此經常透過非傳統暴力製造大規模的恐慌。在過去，劫

機、暗殺、狙擊、炸彈攻擊、毒氣使用、屠殺，無論其政治目的是否遂

行，都能在當時引發大眾恐慌。九一一事件中，恐怖主義份子不再以破

壞民用航空器飛行安全作為最終的工具選擇，而以劫機的方式製造更大

規模的攻擊行動，不僅在實務、學界造成震撼，更對情治單位對情資資

訊的處理造成極大的挑戰。隨著非傳統暴力工具的選擇，美國國務院在

也在該年度「全球恐怖主義形勢報告」坦承，恐怖主義份子或團體取得

或使用大規模殺傷性武器已有相當的可能，新型態恐怖主義尚且包括對

通訊系統、交通系統、金融系統、緊急救援系統的破壞，誠如學者辛吉

斯（Rosalyn Higgins）所言，總有新的恐怖攻擊行動彷彿就是恐怖主義，

卻又超出目前國際社會認定的恐怖主義構成要件。 

    三、具有政治目標。 

        具有政治目標使得恐怖主義份子或團體與一般的刑事犯罪有所不同，這

些目標可能包括建立新國家、推翻現存政權、解放被其他民族控制之領

土、驅逐外國之影響力或改變政經社會體制。然而，聯合國在一九九四

年「消除國際恐怖主義」宣言（Declaration to Supplement the 1994 
Declaration on Measures to Eliminat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卻首度將

販毒、軍火走私、洗錢、核廢料及其他致命性材料的擴散納入與恐怖主

義相關的罪行，並要求國際社會應協力共同進行打擊。該宣言認為，恐

怖主義份子或團體、販毒集團、準軍事集團從事上述罪行時，不必然具

有政治意圖，亦不必以對第三者施壓、造成恐懼為目的，但這類資源的

流動，將有助於恐怖攻擊事件的遂行，故納入國際反恐議題的範疇。 

    四、受害者帶有偶發或附帶性質。 

        學者皮爾森與羅徹斯特認為，儘管恐怖攻擊行動經常以政府官員、公共

設施、顯著目標作為主要的攻擊標的，但許多時候卻是一般民眾、觀光

客因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而淪為恐怖攻擊行動的受害

者。這種人人可能成為受害者的感覺繼而引發不確定的恐懼感，正是恐

怖主義份子、團體所希冀達成的效果。 

學者威金森在其早期研究認為，恐怖主義的特質有三大要件：141

一、追求政治目的： 

                                                 
141 Paul Wilkinson, Terrorism and Liberal State, (London: The McMillian Press, 1977,) p. 48; Paul 
Wilkinson, Political Terrorism, (London: The McMillian Press Ltd., 1974,) pp.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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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係具有政治上的動機，經由恐嚇與暴力威脅以迫使個人、團體

或政府對恐怖行動者之需求做成讓步，但是有些國家，並不承認恐怖主

義具備政治性，例如美國聯邦調查局便將恐怖主義界定為一種「組織犯

罪」，屬於治安工作之目標，但如此僅能處理境內之恐怖主義，而無法

應付國際恐怖主義。 

二、製造恐怖的計畫： 

恐怖主義係指一種經過明顯策劃，以製造恐怖氣氛進行心理戰的對抗行

動。其暴力使用的目的，並不在於造成受害者本身的重大傷害，而是意

圖對其他的人產生心理上的效果，因此有別於一般暴力行為。 

三、有計畫的行動，也就是一套完整的行動邏輯： 

一般暴力事件可能為孤立事件，並未經過縝密的計畫和有系統的組織，

並且經常無法控制其結果，而恐怖主義乃是有計畫地引發「恐怖」事件，

以達成其政治目標所採取的策略。 

但威金森歷經一九八０年代各式國家支持恐怖主義，也提出另外一種思維。

他認為，一般研究政治暴力學者多肯認恐怖主義係政治暴力之特殊形式，是國家

與次國家組織為達成其政治、社會性目的而採用之武器或方法。如此，恐怖主義

則具有以下特性：142

一、恐怖主義係預謀性，且目的在製造極端恐懼或恐怖之氣氛； 

二、恐怖主義之目標並非暴力行動下之受害者，而係針對其背後更為廣大之

群眾； 

三、恐怖主義所擇取之對象係隨機與象徵性選定； 

四、在正常社會之認知當中，恐怖主義所採取之暴力行動遠超出正常以外，

違反社會常模，且會引發社會憤怒； 

五、恐怖主義之目的在於公開闡揚其政治主張與訴求，並企圖以恐怖暴力方

式，達到影響目標之政治行為的目的，迫使其讓步或接受要求。 

故綜合前述看法，可約略將恐怖主義的特徵歸納為： 

一、一種暴力的使用或威脅； 

                                                 
142 Paul Wilkinson, “Terrorist Targets and Tactics：New Risks to World Order”, Conflict Studies, 
December 1990,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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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具有政治動機之行為人所為； 

三、直接對個人或財產之工具性目標採取行動； 

四、意圖在主要目標公眾中造成一種恐懼、不安、恐怖之心理狀態，並且其

心理所易受到傷害與恐怖行動之行為所造成人員或財產之實質損害及

不成比例； 

五、目的係為改變主要目標成員之行為或態度，以及迫使這些成員支持或實

行恐怖行動者所希望之政治上相關之目的； 

六、行為超越行為人所屬特定社會所能接受之暴力； 

七、獲取最大的宣傳效果。 

恐怖主義之出現係為促成或抗拒政治、社會、政府、經濟或宗教之改變。當

行為者選擇恐怖作為社會現狀之維持或改變之一種方法時，係因行為者深信恐怖

是最有效或是唯一方法。 

故即便研究者可以大致描述「恐怖主義」之特質，但它終究不限於一種跨國

或國際性質之行為，受害人亦不論其為無辜者或直接牽連之人，恐怖行動之行為

人可能是個人、群體或國家，工具性目標之個人或財產不論其受國內法或國際法

所保護者，恐怖行為之實施不論其發生於武裝衝突期間或平時，亦不論最後是否

成功。而在前述第六項特質，不同社會所能接受之暴力形式與標準不盡相同，在

一個社會所認為之恐怖行動，在另一個社會未必有相同認知。 

 

 

參、恐怖主義之歷史與發展 

對恐怖主義歷史之研究，學者塔克（David Tucker）認為，在某一特定期間

的恐怖攻擊次數，通常會與戰爭、重大區域危機或其他國際紛爭具有密切關連，

其所反應的，不僅是恐怖主義之潛在趨勢，也反應國與國之間緊張關係的變動情

形。143

組織性恐怖主義的起源，應自西元第一世紀的「短劍人」（Sicarii Dragger 
man）組織開始，當時羅馬人站具巴勒斯坦，在喬岱伊爾（Judaea）的猶太人乃

集體反對羅馬人的統治，特別是猶太教的狂熱信徒為了恢復耶路撒冷的面貌，不

                                                 
143 塔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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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違反希律王（Heroid）的希臘羅馬化，組織一攻擊性的團體，甚至以殉教為其

樂事，因而義無反顧以各種恐怖活動，如刺殺計畫攻擊之目標、破壞宗教領袖房

舍，以及縱火焚燒公共設施等。由於該組織成員習慣攜帶一隻短劍做為武器，故

被稱為「短劍人」。但「短劍人」最後並沒有達成建國目標，反而在西元六十六

年至七十三年間，引發猶太與羅馬間的第一次戰爭，猶太人也因此遭到被撲殺的

命運。144

西元一０五五年，伊斯蘭正統教派土耳其塞力克（Seljuqs）王國分裂了伊斯

邁派（Ismaili，伊斯蘭激進派）的法蒂瑪王國（Fatimid）後，在埃及的法蒂瑪於

是淪為地下組織，開始對塞力克王國以恐怖主義拓展其力量，並發展出一套有計

畫且具系統姓的長期恐怖活動，作為攻擊敵人最有效的政治武力。由於該團體總

是秘密進行各種活動，並以匕首做為武器，視暗殺為一種特殊神聖行為，因此被

中世紀阿拉伯世界的歐洲人稱為刺客（hash-shashun；assassin）。145

從恐怖主義的起源來看，無論是「短劍人」或「刺客」等組織，其活動之動

機、手段及目的，皆已具備恐怖主義的雛形，當時雖無「恐怖主義」之名稱，但

以具有恐怖主義之實。此後，世界各地不斷出現恐怖主義組織，或為理念、或為

宗教、或為民族而戰，但以暴力為其手段，卻是其共同特徵。 

    例如，一八七九年俄國「人民意志黨」（Peoples Will Party），由於其傾向民

粹主義「以殘暴恐怖手段奪取政權」的革命理論，奉行尼查也夫（N. Nechaer）
的革命教理（Revolutionary Catechism）：「任何導致革命成功的方法都是道德的，

而任何阻礙革命成功的方法都是不道德的」，因而採取暗殺、炸彈攻擊等手段意

圖達成其目的。146

而愛爾蘭自十一世紀以來即致力反抗英國的統治，在史上三個不同時期均出

現以恐怖活動著稱的團體。一八五八年在美國所成立的「愛爾蘭共和兄弟會」

（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簡稱URB），其通常戰術為群眾暴亂、選擇性暗

殺、游擊戰及爆炸。廿世紀初，「愛爾蘭民族義勇軍」（Irish National Volunteers）
於一九一六年四月發動復活節之亂（Easter Rebellion）。而在「復活節之亂」後，

由於其領導人皮爾斯（Padraic H. Pearse）曾自稱其為「愛爾蘭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簡稱IRA）指揮官，此後英國遂將該組織名稱等同於共和軍。

該組織以「民族統一」為號召，以使其行動合理化並爭取支持，在活動則以選擇

性暗殺為主要手段，一九六九年至一九七八年間更造成總計約二億三千多萬英鎊

的損失，成為近代少數破壞性極強的恐怖組織之一。147

                                                 
144 張中勇，〈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對策〉，《考試院期刊》，第八卷第二期，一九九三年，頁 101-114。 
145 B. Lewis, The Assassins, (London: Weidenreld and Nicholson, 1967,) p. 47. 
146 王克儉，《列寧主義析論》（台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三年五月），頁 106。 
147 徐崇實，《北愛爾蘭的恐怖主義》（台北：淡江大學碩士論文，民國六十九年），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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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六０年代以前，恐怖活動經常被認為是弱者在強權的壓迫下，因遭受壓

抑、不公平及差別待遇，而以恐怖手段攻擊堅強的對手，故獲得國際社會部分寬

恕與支持；早期恐怖活動被認為是窮人的戰爭，是弱者基於正義理由作為攻擊現

存政府，或解決憤怒之最終武器。148

但此一現象延伸至後來，卻不再只是弱者尋求認同，成為部分政權以同情或

發洩的手段，為獲取勢力範圍及打擊異己的有計畫之國家政策工具。美國前總統

雷根曾於一九八五年七月九日對美國律師公會（ABA）演說時指出：「伊朗、力

比亞、北韓、古巴及尼加拉瓜等國介入恐怖活動，結果使恐怖主義益加滋長，而

成為一種新興之國際性謀殺集團」。149

學者道格拉斯強生（Dr. Douglas V. Johnson II）在觀察恐怖主義發展史的過

程中發現，恐怖主義在過去幾世紀以來，一直以各種不同的面貌出現，這正反映

了恐怖份子對其用以達成其政治目的的最佳目標及方法理念上的改變。在二十世

紀以前，多數恐怖主義是針對暴虐的統治者或是其代理人而為。而在二十世紀

中，恐怖主義至少經由二個階段進行轉型，第一個階段是利用恐怖活動支持較大

的革命活動，其成功案例即帝俄政府之推翻與以及隨後蘇維埃政權的建立；以色

列也對英國及巴勒斯坦施行有效的恐怖主義，並成功為以色列的建國催生。而以

色列之所以成功，除得力於組織良好與少數猶太族群的全力投入，也因為他們正

視到平民大眾的支持極其重要，所以在行動中，攻擊目標經常是政府管理階層與

安全機構，而不是其認為具有關鍵支持力的平民大眾。150

    而恐怖主義在二十世紀的第二階段變革，則是國家支持的不斷增長。無法以

傳統方式使敵國就範的國家，均曾提供不同恐怖分子、團體相當援助，以瓦解敵

國之實體或是士氣。例如敘利亞幾次意圖以傳統戰爭摧毀以色列的行動均以慘敗

作收，可是由敘利亞與伊朗人所支持的巴勒斯坦恐怖主義，反而獲得某些敘利亞

所期待的「正面」效果。151

道格拉斯強生認為，恐怖主義不論是以何種面貌出現，都很少能達成其政治

目的，或獲致特定的戰略條件。恐怖主義是弱者的工具，如果恐怖份子夠強大，

他們就會傾向以效果較快的傳統方式進行戰鬥。恐怖主義雖是弱者的最愛，偶一

獲致成效，亦可理解。但恐怖主義之所以常遭失敗，除其缺乏能與強大國家對抗

作戰的資源，倍受責難的手段，也往往會在目標國家內激發義憤，繼而使恐怖份

子失去重要的大眾支持。恐怖主義偶而會獲致成功，可是這些成功通常必須具備

                                                 
148 Ray S. Cline and Yonah Alexander, Terrorism: As State-Sponsored Covert Warfare, (Virginia: Hero 
Book, 1986,) p. 38. 
149 New York Times, July 9, 1985, A12. 
150 道格拉斯強生（Dr. Douglas V. Johnson II），〈從歷史觀點看恐怖主義〉，約翰馬丁上校（Colonel 
John R. Martin）編，《擊潰恐怖主義戰略分析》（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九十二年

十一月），頁 2-4。 
151 同前註，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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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特定條件，因為恐怖主義的目標從規模上觀之，幾乎都擁有較多的資源，只

有「意志薄弱」，才會使得該等國家無法維持優勢地位。道格拉斯強生更強調，

從恐怖主義發展史可以發現，能立法因應恐怖份子威脅者，其反制措施多能成

功，首先是擴充情蒐能力，而後是任何可以影響、打擊恐怖份子的直接行動。152

道格拉斯強生也指出，二十世紀末期以來，媒體報導也是一般大眾支持或是

反對恐怖主義的主要因素。153

道格拉斯強生認為，所謂的「歷史教訓」或許不能直接適用於奧薩瑪賓拉登

及其基地組織的經驗。九一一事件的恐怖主義型態與過去幾乎截然不同。儘管巴

勒斯坦與愛爾蘭共和軍均曾以無辜平民大眾為攻擊目標，但是九一一事件的攻擊

規模卻是前所未見；美國人士及其機構過去也曾是被攻擊目標，但是攻擊事件卻

極少在美國本土發生。此外，過去在貝魯特或索馬利亞發生的攻擊事件，其目的

或許僅止於單純造成美國人民的痛苦，俾使其政府願意向其他國家的目的作出部

分妥協，但九一一事件的目的卻似乎是為了摧毀美國。而引發奧薩瑪賓拉登及許

多伊斯蘭恐怖主義發動攻擊的動機，極可能是蔓延在許多伊斯蘭社群中的恐懼：

也就是美國文化即將摧毀他們信守已久的文化。154

    而跳離歷史事件及其背景的特殊成因，比較恐怖主義在歷史線性發展的差

異，學者霍夫曼（Bruce Hoffman）也呼應道格拉斯強生的看法，認為今日的恐

怖主義已與過去截然不同，更在任務、組織規模、及其所選擇攻擊的對象有極大

差異。其不僅很少公開承認渠等所犯下的罪行，也蓄意造成大量無辜民眾之傷

害；其不再是以特定領導者或指揮官為首之階級式金字塔組織，反而傾向現代管

理學中的扁平式組織結構，同時也發現恐怖組織傾向使成員獨力運作，更能有效

執行大型恐怖攻擊行動。155

  過去的恐怖行動均針對相當少數的特定對象，如左派恐怖團體以政府官員、

工業重鎮、銀行家等渠等認為採取錯誤體制的人士為其目標；種族主義者則傾向

攻擊政府官員、國家代表性人物、警察或敵對團體的成員。而今日恐怖攻擊目標

則擴及多數無辜人民，不僅不在意其所可能造成的大規模傷亡，甚至還有意促使

此等結果發生。156

而過去的恐怖份子經常在特定的庇護所或藏身處活動，並在有限的活動範圍

內進行恐怖攻擊。但隨著通訊、交通、資訊便捷性，恐怖份子及其物資不僅可以

                                                 
152 同前註，頁 5。 
153 同前註，頁 6。 
154 同前註，頁 6-7。 
155 霍夫曼（Dr. Bruce Hoffman），〈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前言頁

3-9。 
156 同前註，前言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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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移動，更方便其取得必要資源。157

不同於基地組織及其忠實擁護者所提供的豐沛資源，部份恐怖組織也逐漸轉

向犯罪活動，並與犯罪組織建立密切的通聯網絡，以募集組織生存資源，並擴大

勢力範圍，甚至因此成為跨國性團體。158

亦即，傳統恐怖團體的分散式組織隨著科技進步而獲得強化，加上各種新興

之無國籍與非政府恐怖團體，使恐怖份子擁有一定程度的作業彈性與能力，能發

動同步攻擊，卻不會因此減損隱密性。而面對新型恐怖主義不再擁有一個高度組

織化或易於辨識的聯繫網路，學者阿奎拉（John Arquilla）與隆費德（David 
Ronfeldt）均給予極高評價。網絡狀恐怖組織不僅僅在資源取得、行動上具更多

元、彈性優勢，更可以與贊助者、犯罪集團（特別是販毒集團）連結，甚至與駭

客集團結盟。159

學者雷克（Anthony Lake）對此一發展趨勢也指出，由於行動者不再與特定

國家有緊密關連，決策者很難經由威嚇、或對所謂支持恐怖主義的外國政府進行

報復，而對行動者產生嚇阻作用。160

但霍夫曼認為，即便恐怖主義的型態有所轉變，恐怖份子在其政治意圖採取

激進作風，其在行動上基於只許成功不許失敗的前提，很少偏離既定的行為模

式，所運用的手法仍然有限，通常是採取其所高度信賴、認定有效的作法，而稍

事修改。即使如此，霍夫曼也憂心，當前各國正面臨不同型態的恐怖主義，傳統

國家機器所依賴的兩種武器，亦即軍隊與經濟制裁，對此類無形、無國籍甚至是

跨國性恐怖主義之效用已大打折扣。此可證諸一九九八年東非使館爆炸事件處理

過程。當恐怖份子計畫攻擊某處大使館時，並不會因為技術障礙而退縮，相反地，

更積極使用更具威力的炸彈，以克服這項障礙。而美國巡弋飛彈的報復性攻擊，

凸顯了反制與因應恐怖主義所遭遇的困難度與複雜性，其結果更顯示，使用武力

打擊，經常產生決策者所未能掌控的反效果。161

而學者史龍（Stephen Sloan）觀察恐怖主義發展歷程，則指出數項重要觀察

指標，並提出恐怖主義在四種領域的轉變，值得決策者與學界持續關注，其分別

是：恐怖主義的內涵與環境、轉變中的動機、科技轉型、恐怖組織已調整內部教

                                                 
157 同前註，前言頁 8。 
158 同前駐，前言頁 9。 
159 John Arqilla and David Rondeldt, “The Advent of Netwar”, John Arqilla ed., Networks, Netwar and 
Information Age Terroriem, (Wahshington DC: RAND Corporation, 1996). At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789/MR789.pref.pdf 
160 雷克（Anthony Lake）〈恐怖份子的新工具〉，雷克，《六個夢魘：美國如何因應危險世界的

真實威脅（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九十一年十月），頁 29。 
161 霍夫曼，〈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前言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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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162

史龍認為，未來改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本質的最重要因素，很可能是人類科

技的改革。163

 

 

肆、恐怖主義之類型 

由於恐怖主義的定義莫衷一是，相對影響學界對恐怖主義類型之劃分。 

學者費利曼（Charles Freeman）依照恐怖主義產生環境的行為模式區分其類

型為：戰爭中的恐怖主義、政府的恐怖主義、解放戰爭中的恐怖主義、城市恐怖

主義、國際恐怖主義等五種類型。164

學者威金森（Paul Wilkinson）則依恐怖主義的行為目的，區分為次革命恐

怖主義、革命性恐怖主義、鎮壓性恐怖主義、附帶性恐怖主義等四種類型。165

學者柏納特（L. Bonanate）則認為恐怖主義可以區分為：革命的恐怖主義、

尋求獨立的恐怖主義、殖民地的恐怖主義與國家所使用的恐怖主義。166

但是過於瑣碎的區分方式，將使研究者對恐怖主義失去明確之辨別概念，因

此少數學者傾向以二分法，對恐怖主義進行分類。 

其中學者奧尼（M. Cherif Bassiouni）以「行為主體」區分恐怖主義為：167

一、個體恐怖主義 

係由非國家行為者（non-state actors）為私人目的而實施之行為。行為

人可能是有組織政治團體之成員，例如愛爾蘭共和軍；也可能是有組織

團體之小派系，例如巴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FLP）與巴勒斯坦解放

組織（PLO）之關係；可能是意識型態之外籍傭兵，例如日本聯合赤軍

                                                 
162 史密斯（James M. Smith）與湯瑪斯（William C. Thomas），〈恐怖主義威脅及因應之道：政策

觀點〉，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6。 
163 史龍，〈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質〉，頁 69。 
164 Charles Freeman, Today’s World Terrorism,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imited, 
1981,) pp. 7-40. 
165 Paul Wilkinson, op. cit., pp. 55-57. 
166 Brain Michael Jenkins, Terrorism in The 1980s, (Californi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80,) p. 2. 
167 M.Cherif Bassiouni, “A Policy-Oriented Inquiry into the Different Forms and Manifestations of 
Intentional Terrorisms”, M.C.Bassiouni ed., Legal Responses to Intentional Terrorism - U.S. 
Procedural Aspects,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8,) pp.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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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Red Army）等。由於從事恐怖主義之團體成員分散各處，因此不

易以強有力的武力手段加以嚇阻，通常須透過縝密的情報系統加以偵

察，並予以各別擊破。個體恐怖行動之行為人多為介於二十歲與二十九

歲之間的年青人，男性多於女性，深信為達成目的之恐怖行為毫無抉擇

餘地，並經常使用恐怖行動來傳達或擴散其對基本價值之訴求。 

其主要特徵包括：行為者之主張為有意識型態之動機、企圖獲得權力或

達成特定政治目標；所使用之手段與實施方法係對多數民眾或特定部分

民眾造成一種心理上的影響；工具性目標在範圍上受到限制，無論是對

個人或財產，均加以謹慎選擇以避免公眾之負面反應；長期策略乃欲凸

顯當權機關之缺點與無能，以引起大眾同情，再迫使在位者對其政治訴

求做出讓步；傾向利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其恐怖行為本質及政治訴求作宣

傳者；暴力行動之變化取決於採取行動時的臨場狀況，行動者依據大眾

容忍和同情的程度，決定其行動暴力程度。 

二、國家恐怖主義 

係指政府由其本身或非官方團體進行恐怖活動，藉以達成其所希望或抗

拒其所不希望的改變。一般而言，個體恐怖主義多發生在民主國家，而

國家恐怖主義則多數發生在獨裁統治國家。 

其特徵包括：行為者自認執行政府職權、為政府目的、或依法行事，通

常具有意識型態的動機，或依高層官員特別指令；行為者企圖加強權力

或達成特定政治目標，如整合權力結構；行為者所使用手段及實施方法

係對多數民眾或特定部分民眾造成一種心理層面的影響；所造成的實際

損害遠大於公眾所獲知之情況；行動者身份極為隱密，而政府也傾向變

換不同的行動者，以掩蔽行動者，並為政府脫卸責任；行動也可能僅基

於政府官員濫用職權，或錯誤詮釋其長官之指示或期望。 

學者史托爾（Michael Stol）則從「恐怖主義所欲影響範圍」的角度，區分

類型如下：168

  一、地區恐怖主義 

係指一特定地區或國家之政府或人民團體，進行恐怖活動以達成其對該

地區或國家所希望或抗拒其所不希望的改變。殖民地獨立運動、分離抗

爭與武力革命皆屬此類。其特徵有下列幾點：秘密使用暴力，而非公開

的戰鬥型式；攻擊對象為政治性目標，例如公共建築物、政治人物、或

                                                 
168 Michael Stol, The Politics of Terrorism, (NY: Marcel Dekker, 1983,)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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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團體；其行動以秘密及零星運作進行。 

  二、國際恐怖主義 

其一為行動的直接對象為他國人或他國目標，而不論其發生於恐怖份子的本

國或國外；其二為接受一國或更多國外團體或是親恐怖份子政體的指導或支持；

其三為企圖影響國際視聽或是其他國家的政策或行為。 

一九八四年國際法律協會（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第六十一次會

議報告中陳述國際恐怖主義原則時指出：國際恐怖主義乃指具有國際因

素牽連之恐怖行動，其可能是對抗任何外國政府、國際組織或其代表，

或對抗外國國民；係由跨越國際邊界進入其被請求引渡國家之個人所

為。 

換言之，凡是以外國國民為目標或跨越國界所為恐怖罪行均屬於國際恐

怖主義。 

  如綜合奧尼與史托爾的分類方式，則可再類分恐怖主義類型為：個體行為之

地區恐怖主義、國家行為之地區恐怖主義、個體行為之國際恐怖主義與國家行為

之國際恐怖主義。 

【表二之一】恐怖主義之類型 

 
資料來源：轉引自 M.Cherif Bassiouni, “A Policy-Oriented Inquiry into the Different Forms 

and Manifestations of Intentional Terrorisms”, M.C.Bassiouni ed., Legal Responses to 

Intentional Terrorism - U.S. Procedural Aspects,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8,) 

pp. 30-35; Michael Stol, The Politics of Terrorism, (NY: Marcel Dekker, 1983,) p. 25. 

 

個體行為之地區恐怖主義本質上即是反政府革命，以暴力手段造成民眾和政

府官員恐懼不安，使社會混亂、不穩定，而不得不重視其政治訴求並對其讓步，

尤以缺乏社會溝通管道及社會發展極度失衡的國家最易發生。 

國家行為之地區恐怖主義本質上即為極權國家之特質，這些國家包括一九八

０年代的智利、瓜地馬拉、巴拉圭、及巴基斯坦。這些國家以其國家安全系統進

行恐怖活動，過往人權記錄極為惡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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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際恐怖主義由於行動成本龐大，通常須有國家在行動者背後予以支持，

故個體行為的國際恐怖主義較為少見。而在國家行為之國際恐怖主義，在一九八

三年派駐貝魯特之美國陸戰隊司令部爆炸事件發生後，其調查報告首次明確指

出，「該爆炸事件屬國家支持之恐怖行為，而過去從未發生這種行為方式。」 

美國蘭德公司（Rand）研究結果進一步補充國家行為之國際恐怖主義特點，

包括：國家支持暴力集團行為，造成了死亡人數八倍於一般恐怖行動；國家支持

暴力集團行動，範圍極為廣泛；財政方面因有特之政府背後給予支援，所以絕少

以財經界作為恐怖活動之對象；國家支持暴力集團之行動次數尚不多見。169

但其研究也指出，國家支持恐怖行動之所以不斷增加，乃由於此種利用恐怖

集團之戰術，是遂行戰爭之廉價方式，且效果良好。因之以恐怖主義手段，取代

公然之武力行使，即所謂代理戰爭，為（當時）一種新型之恐怖行為，美國國防

報告也將其列為低度紛爭或低層紛爭事件。 

主使或支持國家恐怖行動的國家又被稱為恐怖主義國家。一九八六年東京高

峰會議聲明中就直接使用此等詞彙：「對任何明顯涉及主使或支持國際恐怖行動

的國家，特別是利比亞，採行這些措施，直到有關國家放棄其同謀或支持此種恐

怖活動為止。」170

然而「恐怖主義國家」的概念也在學界引發許多爭議，學者勞倫斯費利曼

（Lawrence Freedman）等就表示，國家涉及恐怖活動的證據通常是模糊的，有

很多國家近幾年來被指控曾主使或支持國際恐怖主義，其中包括利比亞、蘇聯、

敘利亞、伊朗、古巴、尼加拉瓜和美國，但這些指控通常是間接的證據，而非直

接證據；國家從事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動機，可能只是因為其他方面可以獲得利

益，例如貿易、國際安全事務、甚至為維持恐怖份子或團體的影響和控制等。171

而誠如對恐怖主義定義的紛紜，學者對恐怖主義類型的爭議，也反映在各國

立法與國際合作的內容。一九八０年代，隨著國家支持恐怖主義成為各國爭議的

焦點，使得國際恐怖主義的解決更加困難，乃使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持續成為國

際動亂的根源。 

  而相較於許多研究或以恐怖主義產生環境之行為模式、意識型態為劃定依

據，或以恐怖活動行動者及其活動範圍，或依據運用恐怖主義者之身分是否為當

政者，劃分各式恐怖主義類型。本文基於探討標的為近二十年間美國因應國際恐

怖主義之指標性經驗與九一一事件所帶來之衝擊，面對各案行動者之身份特質，

                                                 
169 〈國際恐怖主義及因應之道〉，《國防譯粹》，第十三卷第八期，一九八六年八月，頁 15。 
170 中央日報，七十五年五月六日，第五版。 
171 Lawrence Freedman, Christopher Hill, Adam Roberts, R.J.Vicent, Paul Wilkinson and Philip 
Windson ed., Terrorism and Intentional Order, (London: Ron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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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當時行動者與特定國家間的關連（無論是國家提供個體行動者資源，抑或其

後美國政府所制裁對象），本文僅以前述奧尼與史托爾所提分類標準，再做恐怖

主義象限劃分如上，而不另細述其他恐怖主義類型之依據、成因或其評論。 

 

 

 

 

第二節  新型態恐怖主義的潛在威脅 

 

學界對於美國面臨國際恐怖主義威脅，一直相當憂慮決策者過於強調立即威

脅與近期恐怖事件，而未能將重點置於長期威脅或長期戰略目標。172

學者史密斯（James M. Smith）與湯瑪斯（Williams C. Thomas）觀察恐怖主

義發展歷程時發現，對於恐怖主義行動者所使用的工具，在一九七０年代前後，

亦即學界統稱之「傳統恐怖主義」對美國造成直接衝擊的時期，行動者對武器、

戰術與傷亡採取謹慎的保守作風，且權責與組織架構均具有明確的界線；但在廿

世紀後十年間的「新恐怖主義」(new terrorism)，開始出現對美國本土遂行恐怖

攻擊的事件，而恐怖份子也出現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的跡象。173

美國四年期國防總檢驗報告也在一九九七年提出，恐怖份子正利用各種非傳

統的攻擊手法，不僅僅威脅美國的外交人員、軍事部隊與海外美國人民、利益，

更可能在未來直接威脅美國本土人民。該份報告更在任務概述中標定恐怖主義

「甚有可能」對美國本土遂行資訊戰。亦即經由電腦技術為基礎，透過資訊網路

攻擊基本設施，已成為日益嚴重的威脅。174

而美國在二００一年四年期國防總檢驗報告更認為不對稱（asymmetry）威

脅之興起，是美國防衛計畫中的優先要務，報告並將恐怖主義並列為美國在二０

一０年之前所可能面對的六種不對稱威脅之一，而其餘五項則分別是：核子作

                                                 
172 史密斯、湯瑪斯，〈恐怖主義威脅及因應之道：政策觀點〉，頁 6。 
173 同前註，頁 1。 
17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1997, 1997,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t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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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化學作戰、生物作戰、資訊作戰與另類作戰構想。175

有鑑於美國官方已正式將恐怖主義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資訊作戰視為

國家安全要務，儘管學界對「新恐怖主義」（new terrorism）多有論述，本節仍

先就「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與「網路恐怖主義」進行綜合整理與探討。 

 

 

壹、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 

小布希總統於二００二年九月二十日向美國遞交之「美國國家安全策略報

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引言指出「美

國目前面臨的最大威脅正在激進主義與科技的十字路口，因為恐怖份子與美國的

敵人以下定決心，並且積極地公開尋求發展、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The 
greatest danger our Nation faces lies at the crossroads of radicalism and technology. 
Our enemies have openly declared that thy are seek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doing so with determination.）。176

小布希總統更進一步在二００三年二月十四日所發表之「打擊恐怖主義國家

戰略」（National Strategy of Combating Terrorism）提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

美國和整個國際社會構成直接和嚴重的威脅。恐怖主義組織使用化學、生物、放

射性武器和核武器以及殺傷力大的爆炸物的可能性，在過去的十年中顯著增加。

現有的關鍵性技術、某些科學家和其他人士與恐怖主義分子有合作意願，而洲際

交通的便利，也使恐怖組織能更加容易地獲取、製造和部署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並在美國國內外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發動攻擊。」177

  對於恐怖主義是否有能力在現階段發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攻擊，學界與

實務界看法不一。有學者認為，儘管恐怖份子有意使用這類武器，在短期內的製

造、量化、運輸技術仍有相當難度，恐怖團體尚不至於以這類武器發動大規模毀

滅性攻擊。「但我們仍應審慎應對，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恐怖主義，已然成為一個

擁有龐大資源的集團，且該集團正在運用這類龐大資源，企圖發動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攻擊，只是在現階段不幸失敗。」178

                                                 
175 麥肯錫（Kenneth F. McKenzie Jr.），〈不對稱威脅之興起：防衛計畫中的優先要務〉，佛蘿諾伊

（Michele A. Flournoy）編，《二００一美國四年期國防總檢重大議題》（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

局譯印，民國九十一年二月），頁 123。 
176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pdf. 
177 At 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0303nsct.htm 
178 塔克，〈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質〉，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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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學界與決策階層也有另外一股聲音，認為現階段在美國境內發生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攻擊事件的具體證據與應迫切擬定因應對策的繁重工作同樣遙不可

期，目前恐怖攻擊活動仍集中發生在特定國家或地區，即便在當地，恐怖份子較

常使用的工具仍以臨時組合的高爆裝置為主。179

  二００一年四年期國防總檢驗報告也視非國家行為者使用核子武器攻擊美

國，「是最不可能發生的狀況」，因其極難獲取、滲透並部署核子武器。但報告也

提醒相關部門不能完全排除此種可能。180 唯在生物武器，報告援引學者佛肯瑞

斯（Richard A. Flkenrath）的看法，認為非國家行為者動用生物武器將是一種嚴

重威脅，但實際動用此類武器的可能性不高。181

學者霍夫曼（Burce Hoffman）認為，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作為恐怖攻擊

工具，在現階段應不致於造成我們所憂慮的大規模毀滅性傷亡，截至目前為止，

這一類的恐怖攻擊事件仍與一九九五年東京地鐵沙林毒氣事件類似，侷限於孤

立、有限的攻擊事件，但對恐怖份子取得相關能力的憂慮與零星事件，卻可能對

社會大眾造成巨大而深遠的心靈衝擊。182

學者史龍（Stephen Sloan）則指出，科技改革對恐怖份子武器能力之影響，

在當前恐怖主義意圖製造大量傷亡的威脅環境下，其重要性顯著增加。183

個別國家直接將此類武器提供給恐怖組織的可能性不大，卻不能因此排除未

與特定國家相連結任一恐怖團體，未來獲取並試圖使用此種武器的可能性。奧薩

瑪賓拉登曾在一九九九年為伊斯蘭世界有權獲得核生化武器一事提出辯護，並將

此作為視為一種宗教任務。基地組織也曾派遣人員前往阿富汗、塔吉克、波士尼

亞、車臣、索馬利亞、蘇丹與葉門從事相關訓練工作。184

許多與核生化武器有關的技術，特別是化學戰劑與生物戰劑，多具有軍民兩

用的性質，而許多實驗室也因為人為疏忽而降低嚴格的安全管制，185 致使此等

技術愈來愈容易取得。加上某些生物或化學藥劑的生產過程相當容易，化學產業

的全球化也促使化學原料在國際間加速流通，卻難以加以追蹤。186 欠缺科學專

業知識以發展生物戰劑的恐怖份子，便可能轉而採用更容易取得的化學武器，例

如沙林（sarin）或VX神經毒劑。這使決策者與學界相當擔心恐怖團體使用生化

                                                 
179 凱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真實的威脅或過度反應〉，頁 82。 
180 麥肯錫，〈不對稱威脅之興起：防衛計畫中的優先要務〉，頁 127。 
181 Richard A. Falkenrath et al., America’s Achilles’ Heel: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Terrorism 
and Covert Attack,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pp. 226-227. 
182 霍夫曼，〈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前言頁 11。 
183 塔克，〈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質〉，頁 71。 
184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ransnational Threat”, Proliferation: Threat and Response, 
January 2001,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tr20010110.pdf. 
185 雷克，〈恐怖份子的新工具〉，頁 12。 
186 同前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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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造成大規模恐慌或人員傷亡事件。187

而除了科技進步、原物料易於取得，美國軍事學者艾謝伐利爾（Lieutenant 
Colonel Antulio J. Echevarria II）也憂心，當前化學、生化、輻射、核子與高爆／

高產能（CBRNE）武器及其技術正不斷在國際擴散之中。截至二００二年底，

世界仍有十七個國家有正在、或準備生產生化武器的計畫，雖然單一個人或團體

製造、投射並且引爆特定種類之高爆／高產能武器仍具相當困難，但是大量來自

前蘇聯的失業專業人才，結合日新月異的科技、通訊傳播，在在都說明了恐怖份

子提前克服這些困難、使用這類武器的成功性。188

儘管大規模殺傷性生化武器的使用對恐怖份子本身也會構成極大的安全威

脅，但此類物質之散佈技術與運送裝備，未來隨著恐怖組織在非法製造使類武器

的過程中發展出更有效之安全防護設施後，預料將可獲得相當程度的改善。189

其中，在彈道飛彈技術部分，數字顯示，截至二００二年底，已有逾二十五

個國家擁有各式各樣的彈道飛彈計畫，儘管目前只有俄羅斯與中國擁有直接攻擊

美國本土的彈道飛彈能力，但國防部部長倫斯斐（Donald H. Rumsfeld）在國會

作證表示，北韓及伊朗如果下定決心，在五年內就能建造出足以攻擊美國的彈道

飛彈。特別是這些國家都是被美國國務院所認定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換言之，

未來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威脅，極可能要面對一個以上擁有可攻擊美國本土彈

道飛彈能力的國家。190

    而對於巡弋飛彈的取得，艾謝伐利爾指出巡弋飛彈以不同形式存在，自相對

便宜的無人飛行載具至精密昂貴的美製戰斧巡弋飛彈均然。二００二年底，世上

已有七十五個國家擁有巡弋飛彈，而隨著研發技術的擴散，未來二０一０年，世

界上將有八萬枚巡弋飛彈。巡弋飛彈可被裝置於標準貨櫃中直接發射，亦即每天

在太平洋或印度洋繁忙水域航行的船隻中，就有一千五百艘貨櫃輪有能力可以直

接發射巡弋飛彈。一旦恐怖份子取得相關技術，後果不堪設想。191

在核子武器部分，核武目前雖仍只是少數國家專利品，但若恐怖份子有意使

用核子攻擊手段，並不需要依賴取得清密的核子裝置。前中央情報局長迪奇（John 
Deutch）就曾表示，美國任何城市一旦遭受放射型核廢料與傳統炸藥混合物的攻

擊，將面臨相當慘痛的傷害。192

                                                 
187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bid.  
188 艾謝伐利爾（Lieutenant Colonel Antulio J. Echevarria II），〈國土防衛議題：戰略願景〉，約翰

馬丁（Colonel John R. Martin）編，《擊潰恐怖主義戰略分析》（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

民國九十二年十一月），頁 58。 
189 塔克，〈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質〉，頁 71。 
190 艾謝伐利爾，〈國土防衛議題：戰略願景〉，頁 61。 
191 同前註。 
192 雷克，〈恐怖份子的新工具〉，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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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核子武器的威力固然驚人，但其成本也最為昂貴，且取得與使用也較

為困難。化學武器最便於使用，且研發成本最低廉；而多數專家則更憂慮生物武

器，由於生物武器亦於獲得且殺傷力大，此種可怕的組合對恐怖份子有難以抗拒

的誘惑力。193

打擊生化武器恐怖主義的一個複雜問題在於如何辨認攻擊事件已經發生？

特別是生物武器攻擊事件在出現症狀之前，受害者幾乎渾然不知，因而很難立即

偵測、調查與因應，更有利於行動者保持其隱蔽性。194

  美國重要基礎建設保護委員會（The Presiden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Board）曾在調查報告中坦承，對水溶性病毒所知有限，無法評估一旦

該類病毒進入美國水源地區，將會造成何種威脅。美國自來水協會（AWWA）

則表示，目前豐沛的水量與主水源區的氯含量、多重過濾系統，可以使水源不受

少數病毒以外的大多數污染質所污染，但仍建議相關單位應注意小型水源供應系

統遭受攻擊的可能性。艾謝伐利爾認為重要基礎設施保護委員會在做該類評估

時，完全忽略國家的農業基礎建設。儘管美國農業部（USDA）有能力對抗食物

供應與農業系統中「天然的、意外的、不小心引入的」病蟲害，但卻不必然能對

抗「人為故意的散播」。可對美國大眾或軍隊人員造成生命威脅的病毒種類繁多，

而且研發經費便宜，加以美國食物供應量已佔世界糧食來源的百分之三十至五

十，任何一次針對食物或水源的攻擊，都可能造成全球危機。195

學者鄧恩（Lewis A. Dunn）考量恐怖份子使用生化武器發動攻擊之危險，認

為決策者有必要及早制訂先發制人措施，其政治風險與作戰行動的困難性雖然不

低，但仍有執行可能性，甚至利多於弊。鄧恩也強調對是類武器的情報重要性：

擁有對手能力與意圖之證據，可相對降低遭受攻擊的風險；但若某項生化武器之

發展已然進行一段期間，先發制人的作戰需求－掌握設施所在地精確情報、摧毀

目標而不造成其他損失－也可相對提高。196

學者凱伊（David A. Kay）認為，美國先天的弱點，在於複雜的聯邦制度使

我們的緊急應變部隊編組規模，無法及時因應大規模毀滅器武器攻擊事故。197 國
防部雖是全國唯一有能力快速動員大量人力、物力因應生化武器恐怖主義的單

位，但迄未充分建立此一能量。198

                                                 
193 同前註，頁 41。 
194 同前註，頁 10。 
195 艾謝伐利爾，〈國土防衛議題：戰略願景〉，頁 59。 
196 Lewis A. Dunn, “Proliferation Prevention: Beyond Traditionalism,” William H. Lewis and Stuart E. 
Johnson, e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New Perspectives of Counter-prolifer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7. 
197 凱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真實的威脅或過度反應〉，頁 88。 
198 史密斯、湯瑪斯，〈恐怖主義威脅及因應之道：政策觀點〉，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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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一九九五年六月二十一日即發佈第三十九號總統決策命令（PDD-39）
宣示美國應如何調整組織架構，以因應恐怖份子運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特別是

生化武器）遂行攻擊事件。該命令並區分國內外威脅因應措施為二類：危機因應

與後果管理（consequence management）。其中，危機因應係指在事件實際發動前，

即能迅速發現攻擊者的立即因應措施；後果管理則為降低攻擊後短、長期效應之

策略與方法。199

在此架構下，國務院為危機因應與海外後果管理的主導單位，州政府則經由

所屬「反恐怖主義處」（Office of Counter-terrorism）執行危機因應，並經由「國

外災難援救處」（Office of Foreign Disaster Assistance）執行後果管理。國防部支

援海外反恐怖行動，其中包括涉及生物或化學武器之事件。司法部則是國內相關

事件的主導單位，聯邦調查局負責危機因應，聯邦急難管理署負責後果管理。國

防部雖具有化學與生物武器防禦的最大能力，但處理攻擊事故的主要責任仍在聯

邦、州、地方政府等數個單位與民間團體。200

第三十九號總統決策命令對國內負責單位的指定，引發政策制訂者與學界之

間的爭議，其一，區分國家遭遇是類攻擊事件的危機與後果管理是否恰當；其二，

對主導單位的歧見。201

學界普遍憂心，雖然第三十九號總統決策命令對反制生化恐怖主義是一大起

步，但其對預防與處理攻擊後果的劃分卻是一個危險的安排。學者塞沛爾（Chris 
Seiple）直指生化恐怖主義的多樣性與多徵候性，若在威脅事件發生前缺乏良好

諮詢與計畫作為，一旦事件發生，相關單位也將缺乏後果管理的能力。202

此外，該命令未界定攻擊前後的明顯界線，致使聯邦調查局與聯邦急難管理

署的職掌無法明顯轉移，加以各單位間權責與編制結構衝突，亦弱化實際執行成

效。203

第六十二號總統決策命令也於一九九八年五月發佈，並在國家安全會議內設

置「國家基礎設施保護暨反恐怖主義協調官」（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負責督導境內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恐怖活動之準備與善後處理，並主持危機處理指導原則之研擬。204

                                                 
199 Chris Seiple, “Consequence Management: Domestic Response t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arameters, Autumn 1997, p. 120. 
200 Fred Bayles, “Anti-terrorism Plans Falling Shot”, USA Today, October 13th, 1998, 15A. 
201 霍華德（Russell D. Howard），〈美國國家安全法與生化武器〉，雷克，前揭書，頁 206。 
202 Chris Seiple, “Consequence Management: Domestic Response t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arameters, Autumn 1997, p. 122. 
203 Kurt A. McNeely, Interview,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pecial Operations and 
Low Intensity Conflict, September 14th, 1999. 
204 湯瑪斯（William C. Thomas），〈軍方對國內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之因應措施〉，史密斯

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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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除國內組織結構與緊急因應措施的調整，國際間數個正在運作的跨國管制

措施，也可就相關技術與原物料的管制，暫時延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威脅。「強

化擴散管制方案」（Enhanced Proliferation Control Initiative，EPCI）使美國政府

得要求所有可能會直間接用於核武、飛彈、化學或生物武器計畫之外銷物品，即

使未被列於相關行政規定，也應事先取得輸出管理證。205 一九九六年「瓦森納

安排」（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則對傳統武器與軍民兩用物品、技術之外

銷管制作業進行規範，旨在促進傳統武器與敏感的軍民兩用物品移轉至令人關切

的國家、地區時，其透明度、責任與相關限制。206

生物與毒劑武器公約（BWC）於一九七二年簽署，並於一九七五年生效，

該公約禁止發展、生產、儲存並轉移生物武器。美國亦為公約創始國，然此公約

卻缺乏查證與執行條文。207 化學武器公約（CWC）則於一九九七年生效，其禁

止發展、生產、儲存、轉移或使用化學武器，成員並應在公約生效厚實年內對外

公告境內化學武器存量與生產設備。208 由三十二國所組成的澳洲集團「Australia 
Group」則對生產化學與生物武器的原料、裝備進行外銷管制。209

核子供應者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210 與「桑格委員會」（Zangger 
Committee）211 為非正式團體，由三十個國家組成，其目的在設法對核原料、裝

備、技術（無論是提供核武製造或軍民兩用設施），進行有效管制。根據其指導

原則，核原料、裝備與技術僅能銷往由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以提供防護設

施的國家，並且應實施相關檢查工作。 

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NPT）於一九七０年生效，截至二０００年底，除

古巴、印度、以色列與巴基斯坦外，所有國家均已簽署此一公約。依公約精神，

擁有核武的國家不得使其核子武器轉移至其他國家，但得將核能和平用途技術轉

移本公約會員國。非核武國家同意不獲取核子武器，並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查

證，以確保其只將核能源應用於和平目的。成員國並應追求最終、普遍、徹底裁

減核子武器的目的。212

 

 

貳、網路恐怖主義 

                                                 
205 At http://www.opbw.org/nat_imp/leg_reg/US/enh_prolif_contr.pdf. 
206 At http://www.wassenaar.org/. 
207 At http://www.acronym.org.uk/bwc/index.htm. 
208 At http://www.cwc.gov/ 
209 At http://www.australiagroup. net/. 
210 At http://www.nuclearsup.liersgroup. org/ 
211 At http://www.zanggercommittee.org/Zangger/default.htm 
212 At http://www.un.org/Depts/dda/WMD/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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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科技的突破帶動網際網路快速發展與大量運用，以及電腦科技領域的革

命性變革，其敏感性與便利性，使恐怖份子隨時可對政府與民間的科技設備發動

恐怖攻擊。它不必然以發動實質攻擊造成傷害，卻可大肆渲染其威脅，散播恫嚇

訊息，造成威脅即將成真的觀感，也正是恐怖主義的目的。213

若國家邊界因為全球化的結果而出現更多漏洞，網路邊界（cyber-borders）
則幾乎不曾存在。前國防部長哈默（John Hamre）對此也表示，美國仍維持十九

世紀的國家安全觀，若問題發生在美國境外，政府視之為國家安全問題；若問題

發生於美國境內，則為治安問題；但網路世界卻沒有國界之分。214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長田納德（George Tenet）曾經表示，相當憂慮近來逐漸

浮現的網路威脅。其在二０００年二月於國會作證時曾指出，來自外國的網路威

脅正迅速地擴增之中，由於美國大各基礎建設相互緊密連結，對一個區塊成功發

動網路攻擊，將迅速對其他部分造成嚴重影響。215

在討論網路恐怖主義前，需先明確劃定範圍，亦即將觀察對象限定在組織化

活動，也就是為了追求其政治或制度性目標而攻擊美國或其重大利益的恐怖團

體。某些國家透過網際網路對美國遂行敵對活動，並不屬於嚴格的網路恐怖主義

範疇，而應歸類為資訊戰、間諜活動或外交宣傳。216

其次，基於專業技術不足與不滿情緒雙重因素，組織化駭客集團擁有足夠動

機，對美國社會構成相當嚴重的網路安全威脅。但典型的恐怖份子與駭客族群仍

有相當差異。一般而言，恐怖份子執行任務時，對新技術的運用仍相當保守；駭

客族群迄今則力保自制，避免其行動對美國構成嚴重民生、國土安全威脅。217

網路恐怖主義除實體暴力外，最重要的觀察點在於各式經由攻擊資訊系統與

基礎設備導致社會嚴重癱瘓的恐怖行為。網路恐怖主義經常使用的方式，從利用

電腦病毒釋出無害訊息、致使硬體故障、甚至使廣大區域網路嚴重超載，其程度

不等。亦可能使用一般稱之為「阻斷服務」（denial-of service, DOS）之技術，

癱瘓或破壞資訊系統。或發動「佯攻」（hoax attacks），向大眾宣傳可能發動網

路入侵或釋放電腦病毒，造成使用者產生恐懼。218學者雷克（Anthony Lake）就

指出，潛在的網路恐怖份子總人數遠多於那些可能有能力研發並使用生化武器的

                                                 
213 同前註。 
214 Dr. John Hamre, “How Do Free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Impinge on US Security and How Does 
Defense Policy Affect US Economic Welfar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5th, 1998, 
http://www.mega.nu:8080/amp./hamre.html.  
215 艾謝伐利爾，〈國土防衛議題：戰略願景〉，頁 55。 
216 Ian O. Lesser, “Terrorism: Who is Fighting Whom?”,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14, no.1, Spring 
1997, pp. 97-104. 
217 Jessica Stern, “The Ultimate Terroris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4-75. 
218 拉特雷（Gregory J. Rattrar），〈網路威脅〉，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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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19

然而即使當前恐怖組織多將主要的行動重點置於如何破壞資訊系統、癱瘓城

市運作、使航管作業失控等，但重點在於恐怖份子會不惜一切以求達成任務。由

於其行動需要可靠情報，行動前階段就會極盡所能攫取情報。網路恐怖主義的動

機也可能墊基於此，不必然破壞系統，但仍進入系統選擇有利資訊，繼而強化傳

統攻擊方式的有效性，學者霍夫曼認為，這在短期內極可能成為恐怖組織的常用

模式。220 一九九八年二月，紐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就曾報導，機場、監

獄、金融機構與美國政府所使用的安檢系統，因設計瑕疵，曾讓網路入侵者得以

自由進出管制區，甚至清除或更改內部紀錄。221

恐怖份子亦可透過網際網路，輕易取得如何遂行謀殺及製造社會動亂的技

巧。222

學者拉特雷（Gregory J. Rattara）也有類似看法。他認為恐怖份子何時才能

發展出有效遂行網路攻擊所需的技術仍在未定之數，但恐怖份子將以何種方式使

網路恐怖主義與其他恐怖攻擊手法密切結合，包括傳統武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等，將是決定網路恐怖主義未來份量的關鍵所在。223

對網路恐怖主義者而言，網路入侵主要優點在於能夠精確控制攻擊的時機、

規模與成效。前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奇（John Deutch）便表示，電子技術是極精準

的武器。224此外，遂行網路攻擊對行動者本身不會構成立即威脅，更可躲在隱匿

處發動攻擊，隱密性高，也僅需相當簡單的裝備與技術。225  

操作簡易的攻擊技術與一般電腦專業知識對任何恐怖團體的實用性，仍須視

該恐怖團體所鎖定的資訊基礎設施的特性與其所期望的成效而定。網路恐怖主義

者亦可能運用所謂的「內線者」（insiders），以獲得對某一特定資訊或系統技術

特性之人士提供之協助。根據美國電腦安全協會（Computer Security Institute）
與聯邦調查局在一九九九年所合力完成的「電腦犯罪與安全」報告顯示，受訪的

公民營機構中，有百分之五十六曾經遭遇有「內線者」涉入的網路攻擊事件。226

許多分析家即發現，許多基礎設施只要單一環節發生故障，極可能迅速導致

大區域連鎖性的癱瘓或損害。另一種方式則是攻擊具以高度知名度的組織或政府

                                                 
219 雷克，〈恐怖份子的新工具〉，頁 51。 
220 霍夫曼，〈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前言頁 13。 
221 John Markoff, “Airports Told of Flaw in Security System”,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th, 1998. 
222 雷克，〈恐怖份子的新工具〉，頁 33。 
223 拉特雷，〈網路威脅〉，頁 95。 
224 同前註，頁 107。 
225 雷克，〈恐怖份子的新工具〉，頁 53。 
226 Computer Security Institute and Federal Bureau, Computer Crime and Security Survey, (San 
Francisco: Computer Security Institute,) 1994,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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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而金融機構因為受到各界高度觀眾，且其業務穩定度必須收到人民高度信

賴，因此成為網路攻擊主要對象。227

網路恐怖主義攻擊的著眼點若僅在於獲得媒體關注，而非進行實體破壞行

動，則必須先擁有以傳統方式攻擊美國境內任何公共基礎設施更精密之目標設定

與攻擊能力，始具有威脅可信性。有關特定恐怖組織使用網路攻擊以遂行網路恐

怖主義，經常被提出討論的例子是隸屬於斯里蘭卡「泰米爾解放之虎」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lam，LTTE）的「網際網路黑老虎」（Internet Black 
Tigers），其發送大量電子信件，癱瘓多數駐斯里蘭卡大使館對外網路運作達二星

期之久。但此類攻擊在泰米爾之虎整體攻擊能量所佔比重微乎其微，有人視其目

標僅在宣傳，而非真正發動網路恐怖主義。228

資訊系統就應癱瘓至何種程度，才能符合「恐怖攻擊」的標準？除前述網際

網路黑老虎」案例，迄今仍未有具體恐怖團體「完全」透過網路發動大規模恐怖

攻擊行動，而多以此作為一種戰術，進行游擊拖延戰。亦即，網路恐怖主義傾向

設定易於攻擊且可避免被立即發現而遭到報復的目標，俾引起媒體注意，並長期

消耗其敵對政府與人民的意志。而這類網路攻擊，雖然僅能造成基礎設施短期癱

瘓，卻足以動搖社會大眾對日常生活不可或缺之公、民營機構的信心。229

學界認為，美國反制網路恐怖主義的策略，必須致力於建造更堅固的資訊系

統與基礎設施，而首要工作則是強化對美國關鍵性資訊科技基礎與工作特性之基

本認識；其次則使意圖遂行網路攻擊的恐怖份子承擔更高的風險，同時教育並強

化社會大眾警覺心，俾預防攻擊並能承擔部分傷害。230

業務關係最密切且擁有先進反制電腦入侵設備的各單位電腦緊急事故應變

小組與執法單位，通常僅將重點置於單一的網路入侵事件。但面對已然成形的網

路恐怖主義，其具有長期目標與相當攻擊力的特質，需要具備與偵辦司法案件之

治安工作截然不同的觀念。231

面對網路恐怖主義，應確保主系統與基礎設施的建造，從建置最初的系統概

念與設計，即能抵擋網路攻擊。另一種作法則是將重點至於強化攻擊事件的預警

措施，並提升善後處理的能力。然而善後處理工作所面臨的立即挑戰是，一旦遭

受網路恐怖攻擊，相關權責機關對網路的連接關係、資訊系統的特性與裝備的操

作程序，仍缺乏深入之認識。232  

                                                 
227 拉特雷，〈網路威脅〉，頁 117。 
228 同前註，頁 124。 
229 同前註，頁 118。 
230 同前註，頁 133。 
231 同前註，頁 129。 
232 同前註，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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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網路恐怖主義的最後底線則是提升資訊系統以抵擋網路攻擊的能力。多

數政府機構目前均已建立通告與追蹤制度，以確保資訊基礎設施之所有人與操作

人員能立即修補現有缺點，並更新防禦措施，以提高網路恐怖份子攻擊難度。233

  但拉特雷也呼籲，在關注這些假設性攻擊目標時，必須慎防成為恐怖團體的

行動目標而遭廣泛宣傳，而成為其向政府政治勒索的籌碼。234

 

 

 

 

第三節  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造成之威脅 

 

美國並不是自一九七０年代現代普遍定義的「傳統恐怖主義」，才成為恐怖

行動的標的。早在開國初期，美國就不斷經歷著國際恐怖活動。雖然時至今日，

海盜劫船事件已不算是重大恐怖攻擊事件，但在海運發達的建國初期，這類事件

卻是嚴重的恐怖主義活動。甚至「海盜國家」在公海打劫過往商船的情形也是屢

見不鮮，但當時的美國政府或商人多在息事寧人的考慮下，選擇支付贖金。單單

是在一八０一年間，美國所支付的贖金即高達二百萬美元，相當於當時美國歲入

五分之一的規模。235

十八世紀末期是早期恐怖主義最為猖獗的時期之一，當時西方國家多處於獨

立動亂之中，國際秩序仍待確立，航行於公海的商船便經常遭受大西洋與地中海

地區的海盜劫掠。而北非摩洛哥、的黎波里（Tripoli）、突尼斯（Tunis）、阿爾及

爾（Algiers）等國則縱容海盜洗劫外國商船、挾持人質，以乘機向受害國勒索鉅

額贖金。這些國家或可稱為最早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美國政府也曾尋求其他國

家的合作，俾聯手孤立這些「海盜國家」，或至少保持中立，美國政府認為這些

海盜國家的軍事實力並不高於歐洲各國，歐洲國家實無道理忍受這些海盜國家的

欺凌，但當時歐洲各國經濟戰爭方興未艾，各國並未正視美國提議。236

而傑佛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於一八０一年就任以來便拒絕對海盜支

                                                 
233 Beth A Evans, “DoDs’ IAVA Process”, IANewsletter 3, No.1, Summer 1999, pp. 8-9. 
234 拉特雷，〈網路威脅〉，頁 120。 
235 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245。 
236 Ray W. Irw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Barbary Powers, 1776-181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1,)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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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贖金，更果決地以軍事行動拒絕了巴巴利海盜（Barbary）的要求，強勢履行

「絕不讓步政策」，成功迫使北非的海盜妥協，這一役不僅是美國建國以來第一

次的海外用兵，更象徵美國政府正式反擊國際恐怖主義，並確認人質事件將會持

續發生、人質釋放的假象會持續增加、贖金要求不斷提高、勒索威脅無法根除、

國際合作仍有其困難度。擄人勒贖正是海盜／恐怖份子用以操作目標國及其人民

恐懼心理的手段，由於當時挾持者的目的在於金錢，並沒有特定政治目的，因此

學界對於此一時期海盜劫船事件能否視為美國前期遭受國際恐怖主義威脅的例

證，仍有部分爭議。237

即使有這樣歷史性勝利的紀錄，美國並沒有總是對恐怖行動採取強硬手段，

也沒有持續維持明確的反恐政策。長年旅居摩洛哥坦吉爾（Tangier）、並資助北

非摩爾（the Moors）伊斯蘭教徒美裔希臘籍商人伯迪卡里（Ion Perdicaris）及其

繼子於一九０四年五月十八日於自家寓所遭到綁架，歹徒芮蘇里（Raisuli）並未

與伯迪卡里有私人恩怨，僅係與當地地方官有相當程度的嫌隙。芮蘇里在一九零

三年也曾綁架一名英國倫敦時報（The Times of London）的記者，威脅坦吉爾當

地政府釋放被囚禁的同僚。在當時，芮蘇里等人以英美人士作為綁架標的，其目

的即在使大國捲入當地的政治是非，繼而施壓迫使當地政府解決民怨，而法國也

無法對人質事件置之不理，即便法國當時已簽約讓出治理權，但摩洛哥的現況仍

關係著法國的利益。238

伯迪卡里傳出被綁，美國駐坦吉爾總領事古梅爾（Samuel Gummerce）即促

請華府出兵為人質一戰。古梅爾研判，若此一事件未能有效解決，將致使更多美

國人淪為摩洛哥人質，而當時正在全球極力拓展美國海軍事力的老羅斯福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則認為，伯迪卡里事件正是美國在當地施展「棍子」

（big-stick policy）的契機，遂而派遣四艘軍艦前往摩洛哥。使用軍事力量的舉

動立即引起各國重視，但美國實際戰略卻在迫使摩洛哥國王出面與恐怖份子談

判。美國國務院要求古梅爾在未獲華府更進一步指令前不能輕率採取軍事行動，

另要求摩洛哥政府確保人質安全，「必要時依從歹徒的條件」。美國國內更在眾議

院議長肯楠（Joe Cannon）的帶領下掀起輿論潮，舉國盡是民氣可用的形勢。而

人質危機在當年六月二十四日解除，歷時月餘，歹徒芮蘇里所提條件全部實現。

但值得一提的是，老羅斯福總統受惠於國內對此一議題的造勢成功，順利獲得連

任；伯迪卡里遭釋放後，卻對芮蘇里給予正面評價，認為芮蘇里並非執政者所稱

之歹徒（bandit），而係領導族人爭取獨立的愛國者（patriot）。239

大抵二十世紀中葉以前，美國所經歷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多導因於當地的政

                                                 
237 趙昌倫，《美國反恐作為的演變》（台北：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頁 30。 
238 Barbara W. Tuchman, “Perdicaris Alive or Raisuli Dead”, American Heritahe, August 1959, p. 18. 
239 New York Times, May 21, 1904, p. 1;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04, p. 1;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1905,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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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或社會議題，屬於本章第一節所提之「國內恐怖主義」（domestic terrorism）。

其目標國不必然直指美國政府，美國政府也多以個案視之，未發展出制度性、全

面性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 

而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局勢進入美蘇對立的兩極體系，美國的外交

要務著眼於圍堵蘇聯與復興歐洲，國際恐怖主義之威脅並未成為政策重心。一九

四０年代的國際恐怖活動多發生於中東、南亞印度與其他地區，較少以美國為主

要攻擊目標。恐怖主義在以色列建國初期曾佔有極重份量，當時以色列激進份子

對抗英國統治的手法，此後則被巴勒斯坦激進份子大量應用。240

波多黎各獨立運動是一九五０年代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課題。革命

勢力在一九五０年十一月一日攻擊正在波多黎各舉行之憲法公投，攻擊行動遭到

鎮壓，兩名成員潛回華府意欲暗殺杜魯門總統（Harry S. Truman）以為報復。兩

名暴徒攀登總統官邸，與駐衛警展開槍戰，造成一死一傷，傷者在杜魯門總統減

刑後被處以終身監禁。杜魯門總統對此一事件僅低調回應「不希望再度發生」，

但在當時國務院遠東事務助理國務卿魯斯克（Dean Rusk）的觀察，美國政府並

未將此次謀刺杜魯門總統的行動視為此後一連串反美浪潮的前兆，也僅將其視為

單一偶發事件，並未計畫因此與波多黎各進行談判。當時正逢中國介入韓戰，杜

魯門總統遇刺事件的新聞熱度也很快消退，此一事件雖在當時一度造成美國人民

震驚，卻未對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形成重要影響。241

波多黎各獨立運動在一九五四年三月一日再次於美國本土策動恐怖攻擊事

件，四名激進份子高舉波多黎各旗幟，衝進眾議院大廳開槍掃射，當場造成五名

美國眾議員受傷。而據事後調查，暴徒甚至計畫暗殺艾森豪總統（Dwight David 
Eisenhower）。但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勒斯（Allen W. Dulles）在美洲國家組織

（OAS）會議上對此表示，美國政府並不認為此一事件相當重要，除非其與蘇聯

有關。杜勒斯甚至表示，波多黎各激進份子不是共產主義者，但受共產主義挑撥

離間與利用，他們的所作所為正是典型的蘇聯共產主義模式。242

而一九五五年十一月一日丹佛機場聯合航空爆炸事件，客機在半空爆炸，四

十四名乘客與機組員罹難。此一事件雖非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卻是美國近半世紀

以來死傷人數最高的恐怖攻擊事件，也首見半空引爆手法。美國國會為此在一九

五六年通過一項法律，對毀損大眾運輸工具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以死刑。本案也

引發極大的後續效應，在事件後一個月內，多家航空公司接獲「詐」彈威脅，美

                                                 
240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The World form the Twenties to the Eigh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3,) p. 483. 
241 Interview, Dean Rusk, April 23, 1990, Athens, Georgia, cited form Simon, The Terrorist Trap.  
242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54, p. 16; New York Times, March 4, 1954, p. 1; Earl Parker Hanson, 
Puerto Rico: Ally for Progress (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2,) p. 66; New York Times, March 5, 
1954, p. 2; Alan Weisman, “An Island in Limb”,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18th, 1990,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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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開始憂心恐怖份子即可能以炸毀飛機作為主要攻擊手法。243

而在一九０四年五月伯迪卡里人質事件後，美國近半世紀未曾再受人質事件

的威脅，然而一九五八年六月七日美國陸軍直昇機穿越德國領空迫降，機上九名

空官被迫向東德警方投降，蘇聯意欲藉此逼迫美國政府承認東德政權；同一時

期，美國有四名軍人遭中國擄獲、八名空官在鄰土耳其邊界蘇聯境內迫降被捕、

廿九名美國海軍軍官在關達那摩灣遭古巴叛軍挾持……，艾森豪政府突然面臨前

所未有的大規模人質危機。而對一九五０年代古巴境內叛軍團體而言，挾持美國

人質有二項利多，其一是增加媒體能見度（publicity），使全世界得以瞭解古巴「革

命運動」的訴求，並使美國人民覺察自身政府在古巴革命運動所扮演之角色；其

二則可使美國人質作為「人肉盾牌」，迫使古巴政府不能恣意對叛軍團體進行轟

炸。但叛軍領袖卡斯楚（Fidel Castro）亦不諱言，他顧慮挾持外國籍人質機引起

當事國反彈，對叛軍團體的後勢有不利影響。244

  美國國會對人質事件發出批評，要求政府對挾持者進行強硬報復，這使得原

先擬以溫和外交途徑解決人質危機的艾森豪政府感受極大壓力。國務卿杜勒斯在

記者會上措辭強硬地表示，美國政府不會支付贖金，以免鼓勵歹徒食髓知味。艾

森豪總統評估強硬措辭無法解決人質問題，繼而親自召開記者會，企圖化解國會

與民眾的憤怒情緒。艾森豪是歷來美國政府首位嘗試教育民眾、國會、媒體對人

質危機採取不同處理模式的美國總統，也同時以勸服方式促使恐怖份子釋放人

質，而非以「最後通牒」施以壓力。而古巴叛軍也在體察人質事件已錯估自身在

美國與全世界輿論的份量，因而決定釋放人質。學者葛林斯丁（Fred. I. Greenstein）
形容艾森豪尋求一種「隱藏手段式的領導」（hidden hand presidency），偏好以「非

個人化」的途徑，避免以言詞刺激民眾、國會並挑釁對方。最特別的是，艾森豪

已察覺到媒體在人質事件的影響力，而避免在媒體過度曝光，自陷於人質危機的

泥沼。但此一認知，卻未在此後伊朗人質危機為當時卡特政府所受用，兩任政府

處理人質危機正好形成強烈對比。245

    甘乃迪政府在廣大民意的支持下，制訂其「新疆界」（new frontier）外交政

策，範圍涵蓋冷戰至潛在區域的安全與穩定，卻未察覺另一種形式的國際恐怖主

義活動－劫機－已然浮上檯面，政府不僅缺乏完整因應措施，甚至連機場安檢措

施也付之闕如。一九六一年五月一日，一名波多黎各激進份子挾持小型雙引擎飛

                                                 
243 Jeffery D. Simon, The Terrorist Trap: America’s Experience with Terrorism, 2nd Edi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0;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57, p. 33. 
244 Georgie Anne Geyer, “Guerrilla Prince: The Untold Story of Fidel Castro,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p. 185; Carlos Franqui, Diary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0,) p. 358, 
pp. 364-365. 
245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58, p. 1; New York Times, July 3, 1958, p. 1; New York Times, July 19, 
1958, p. 1; Fred. I. Greenstein,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 (New York: 
Basic, 1982,) p. 233, p. 235; Interview, Gen. (Ret.) Andrew J. Goodpaster, May 2, 1990, Washington 
D.C., cited form Simon, The Terrorist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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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前往古巴，揚言前去暗殺古巴領導人卡斯楚，古巴於當日返還客機與機上所有

人員；一九六一年七月二十四日再次發生劫機飛往古巴事件，卡斯楚雖提出對等

返還條件，但仍不了了之；次日紐約機場發生逃兵企圖劫機並在機上自殺事件，

為當地警方採取溫情攻勢化解；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八月九日也陸續發生劫機

事件，歹徒動機不一，本質上也與古巴領導人卡斯楚或其他恐怖組織無密切關

連，但美國國會與人民均無法接受如此密集發生的劫機事件，要求政府立即提出

具體因應措施，抑或對古巴採取強硬反擊。這一波劫機潮雖迫使政府具體改進飛

航安全，卻無法一勞永逸解決劫機事件。246

綜觀兩大超強對立的冷戰期間，部分國家發現恐怖主義是迫使美國及其盟邦

改變政策或讓步的致命武器，邊陲政權的挫折感導致其使用恐怖主義的誘因增

加。 

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雖在第一次剛果危機成功創下軍事救援人質的

先例，但當時支持該項軍事行動的副國防部長范錫（Cyrus Vance），在一九八０

年任職國務卿時卻反對以軍事力量救援伊朗人質，並因此辭職。范錫事後曾比較

兩次人質危機的差異，認為前者狀況相對單純，且人質集中一地，利於速戰速決，

但伊朗人質囚禁點過於分散，不僅無法掌握准卻位置，且美軍受限於當時作戰技

術，並不利於規劃軍事救援行動。247

詹森政府任內另一項重大人質危機「普布羅號」（Pueblo）事件則有不同發

展。美國海軍情報艦「普布羅號」在一九六八年一月與北韓交手失敗被捕，北韓

政府要求美國做出誤闖海域之聲明始同意釋放人質。詹森政府顧慮此一人質事件

正值越戰「春節攻勢」（The Offensive）中期，唯恐因此分散美國注意力，加以

不確定人質囚禁地點，人質安危堪慮，故而初始即排除軍事救援行動。人質危機

長達十一個月餘，美國政府最後同意簽署一份自白書承認誤闖北韓海域，唯須加

上「以上所言無一為真」（we are instructed to inform you that there is not on word 
of truth），意外的是，北韓政府不僅接受也立即釋放人質。248

詹森總統在其任內兩次人質危機，分別以軍事與外交手段化解，其對策主軸

強烈秉持不使國際恐怖攻擊事件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利益。此一時期同時也是美

國挪恐怖主義活動的萌發期，本文則因篇幅不另作詳細記述。 

國際恐怖主義在尼克森總統任內崛起，並在一九七０年達到高峰。在此之

前，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雖在一九六０年代出現明顯增長，美國人民也多次受到恐

                                                 
246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Telegrams of Commendation Following the Capture of Hijackers of a 
Jet Airliner in El Paso, Texas, August 4th, 1961”,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 January 
20 to December 31, 196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247 Interview, Cyrus Vance, New York, May 22, 1990, cited form Simon, The Terrorist Trap.  
248 Interview, Walt Rostow, Austin, Texas, May 16, 1990, cited form Simon, The Terrorist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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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攻擊威脅，但大多數事件仍非以美國作為直接攻擊目標。一九七０年代連續劫

機事件則打開此一階段恐怖攻擊先例。一九七０年九月六日，巴勒斯坦解放組織

成員在同一時間不同地點分別挾持美歐國家共四架民航機，並轉往約旦安曼道生

農場（Dawson Field）迫降，這是史上首宗最大規模多國籍班機被劫案件，受害

國包括美國、英國、以色列、西德、瑞士等政府，被挾人質逾三百人。整樁事件

一度在九月十二日達到緊繃，恐怖份子炸毀三架客機，而後驅離巴士至市區釋放

數百名人質。249 尼克森政府在此一事件面對雙重壓力：國內亟欲政府出兵救援

人質，國際社會則高度關注美國軍事作為反應。當時的國務卿季辛吉認為，「軍

威展示」（military demonstration）可向國際社會傳達美國政府不受恐怖主義威

脅、不與恐怖份子談判的堅定立場，亦可避免讓國人或各國誤認遙遙無期的談判

彰顯美國政府的無能。250 而正因為人質牽涉多個西方國家，為免讓巴勒斯坦解

放組織有機會利用各國憂心國民生命安全的弱點，分別與各相關國家進行談判，

尼克森政府也透過外交行動，促請各國採取一致立場。此一事件在九月二十九日

以「整批交換」方式，使各相關國釋放囚禁的巴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並使所有

人質重獲自由。 

尼克森政府首次與國際恐怖主義交手的經驗成功而返，期間政府沒有對國會

或民眾發表任何聲明或行動，雖然政府關切人質安全，但其重要性卻明顯次於美

國對中東局勢穩定的關注。事實上，對此一事件之發展，尼克森政府更在意其舉

措是否對中東地區親西方的約旦胡笙政權造成任何影響，也因此，尼克森政府自

人質事件初期即採取不直接介入的姿態，也不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以營造更激烈

的對立，此舉在事後也獲得輿論肯定。251

福特政府在任期間雖然不長，但此一時期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卻一度使美國歷

任政府對國際恐怖主義「不談判、不妥協」的立場暫時鬆動。一九七六年九月十

日，一群亟欲爭取脫離南斯拉夫獨立的克羅哀西亞激進份子挾持環球航空紐約飛

芝加哥班機，並要求轉降蒙特婁，暴徒在降落期間向美國多家媒體宣稱其在紐約

中央車站對街一處冷凍食品店置放炸彈，要求各媒體以顯著篇幅刊登其聲明。航

機隨即並轉往紐芬蘭、巴黎、倫敦、克羅埃西亞，在上空施放相關傳單。由於此

一劫機事件不僅是美國首樁躲過境內安全檢查之劫機事件，過去多次的劫機事件

均因古巴而起，福特總統也立即對此召開緊急會議，要求聯邦航空調查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檢討飛航安檢問題。環球航空被劫事件雖在當時造成舉

國譁然，唯事件熱度很快消退，也未對福特政府聲望造成極大影響。福特總統在

事件過後雖聲明國際合作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已是當務之急，但其任內未再發生

                                                 
249 Christopher Dobson and Ronald Payne, The Terrorists: Their Weapons, Leaders and Tactic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2,) p. 162; Jon Andrees Elten, “This is a Hijacking”, Reader’s Digest, July 1971, 
p. 247. 
250 Jeffery D. Simon, The Terrorist Trap: America’s Experience with Terrorism, 2nd Edi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2. 
251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th, 1970,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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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機事件。252

一九七九年的德黑蘭大使館人質事件是美國反恐史上的分水嶺，營救人質計

畫的挫敗讓當時擁有經濟、外交、政治與軍事力量優勢的美國重新評估國際恐怖

主義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而無法將之視為單純的犯罪行為。253 其後，美國

政府開始標定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並給予制裁；一九八六年的「外交安全與反

恐怖主義法案」更給予美國執法單位海外執法的權力。美國同時將反國際恐怖措

施的戰線拉至國際，多項雙邊與多邊的對話努力促成了國際反恐的合作。一九九

０年代冷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超強，國際聲勢達到高峰，過去的邊陲政權失去

了冷戰的大環境，「恐怖主義」似乎也失去了脅迫美國及其盟邦政策的工具性，

美國政府與恐怖主義的對立似乎達到了終點。 

一九九三年的紐約世貿中心爆炸事件首次對美國國土安全造成威脅，開啟新

型態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可能的挑戰。柯林頓政府擬定以外交和經濟力作為第一

道防線的反恐方針，卻在一九九八年東非使館爆炸事件再次受到挑釁。小布希總

統上任初期，尚未對反恐政策進行檢討，就遭逢了美國自二次大戰以後最大死傷

的恐怖攻擊事件。小布希迅速做出反應：制訂「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
將國家權力擴張到極限；以「持久自由行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為

名的反恐戰爭也在歷經數月的軍事行動後，推翻了庇護九一一事件主謀奧薩瑪賓

拉登（Osama bin Laden）的阿富汗塔里班政權（Taliban），小布希的聲望因此達

到極限；就在此時，美國時代雜誌（Times）披露小布希政府忽視了九一一前的

諸多警訊，情報機制的失靈，無法推卸九一一事件傷亡慘重的責任，小布希的聲

望一度翻落谷底。 

在過去二十年間，美國因為其超強的國力與道德期許，在國際間扮演著世界

警察的角色；但也因為其超強的國力、自由且先進的通信、科技、金融機制，使

其淪為發展恐怖攻擊行動的活動基地甚或最具象徵性的標靶。 

學者詹姆斯與湯姆斯觀察廿世紀中期以來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之威脅，發現

一九七０年代前後學界統稱之「傳統恐怖主義」的誕生，開始對美國海外安全與

利益形成直接衝擊，這類恐怖主義具有明確的政治動機與行動方針，對武器、戰

術與傷亡採取謹慎的保守作風，權責與組織架構也具有清楚的界線。然而廿世紀

後十年間的「新恐怖主義」，不僅直接影響美國利害關係的第二階段恐怖主義，

此一階段，更出現對美國本土遂行恐怖攻擊的事件與恐怖份子使用大規模毀滅性

                                                 
252 Interview, Juliene Busic, South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pril 9th, 1992, cited form Simon, The 
Terrorist Trap;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th, 1976, p. 7;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th, 1976, p. 
22;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th, 1976, p. 18; J. Bowyer Bell, A Time of Terror, (New York: Basic, 
1978,) p. 31, pp. 34-35. 
253 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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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之跡象。254

九一一事件的發生，不僅僅是一樁國際恐怖主義攻擊事件，更打破了「一個

神話」、「兩個理論」、「三個戰略」，使美國在國家安全觀念上出現了新的轉折：

美國政府強烈意識其國家安全已不能完全依賴外交途徑、海外軍事基地或建立盟

邦以維持區域安全的消極作法。255

長期以來，美國受其地理優勢—兩大海洋—保護，與戰亂隔絕，美國本土從

不受攻擊，兩次世界大戰也無法禍及美國，因此美國人民相信他們的國家是受到

上天眷顧的「賜福之地」；即使冷戰時期俄國有核子飛彈，也因畏懼美國的核武

報復能力而不敢輕舉妄動。但這個維持了兩百多年的神話，卻隨著美國雙子星大

樓在九一一事件倒塌而徹底破滅。九一一事件打破了美國本土不受侵犯的神話，

也使美國人民清楚地瞭解到在現今全球化如此密切的時代裡，美國的安全已無法

獨立於國際事務以外。 

軍事學者艾謝伐利爾（Lieutenant Colonel Antulio J. Echevarria II）中校據此

認為，九一一事件形同是一場對美國發起的新型態戰爭，也是一種使用恐怖主義

戰術的不對稱戰爭，其已非傳統、標準的恐怖主義攻擊。256

學者梅茲（Steven Matz）則認為，視九一一事件為恐怖主義攻擊並無太大爭

議，但今時今日所發生的各式恐怖攻擊卻很難加以歸類，現行的法律架構多將零

星的攻擊事件歸納為犯罪行為，而非戰爭行為，這卻可能導致處理問題過程中的

衝突與混淆。美國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缺乏正式執法單位專責處理恐怖主義，即

便在九一一事件之後，面對是類問題仍缺乏一套可完全依循的準則。257

艾謝伐利爾進一步指出，儘管美國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對恐怖攻擊的警覺

性及各項安全措施的努力，均有明顯加強，但美國仍然很容易受到各式恐怖主義

攻擊。美國境內十個核武研發生產設施的防衛不足，逾八十五萬處生產、消耗與

儲存危險化學物質的場所，也缺乏足夠防護。258

美國重要基礎建設保護委員會（PCCIP）在一九九七年即曾評估境內重要基

礎設施的脆弱性，當時美國四百座機場、一千九百處海港、六千處鐵公路轉運站、

一千七百處河港口、一百四十萬哩長的原油與天然氣管線，及其他金融、財經、

能源相關之網絡中，除能源、物資集散、金融財政設施有良好防護或能承受供多

                                                 
254 同前註，頁 2。 
255 張和祥，〈廿一世紀全新戰略應有的新思維〉，《空軍學術月刊》，第五四六期，民國九十一年

五月。資料來源：http://past_journal.mnd.gov.tw/空軍學術月刊/546/546-3.htm 
256 艾謝伐利爾，〈國土防衛議題：戰略願景〉，頁 55。 
257 梅茲（Dr. Steven Matz），〈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約翰馬丁上校，前揭書，頁 44。 
258 艾謝伐利爾，〈國土防衛議題：戰略願景〉，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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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基本建設與通訊設施在遭受網路或實體攻擊時，都不堪一擊。259

艾謝伐利爾擔心，重要基礎設施委員會並沒有考慮娛樂及休閒產業等大眾聚

集地區－如主題樂園、購物商場等－的脆弱性，雖然這些設施的本身平時並不會

影響國家機器的運作，可是他們卻是恐怖份子傾向攻擊的目標之一，特別是對這

類場所發動的高爆／高產能武器攻擊，不僅會造成極大傷亡，也會引發嚴重的經

濟後果。260

九一一事件所帶來的衝擊，使得傳統戰爭公式「威脅＝戰力×意圖」已不能

完整計算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威脅的新型戰爭。在九一一事件中，恐怖份子即

展現利用一般物資—拆信刀與民航機等—發動大規模殺傷性攻擊的能力，而不是

專門的軍事武力。基地組織及其他恐怖組織的「戰力」侷限，僅在於他們對自我

的想像力，以及他們想要接觸或使用特定項目的能力。261

雖然該等組織的意圖不言可喻，也就是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去傷害美國及其重

大利益，但是個別戰術目標的特定意圖，例如將攻擊何種目標、何時與如何攻擊，

極難以清楚辨識。傳統國家安全議題對於「威脅」的定義，多來自於冷戰時期嚇

阻戰略的計算，但對於存有大量脆弱目標，以及當前國際間許多行動者並不準備

遵循「理性行為」的安全環境而言，這樣的公式並不足夠。262

當前國際安全環境已有所改變，決策者更難掌握或偵測恐怖團體的行動，而

恐怖份子發動大量傷亡攻擊事件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正當其戰略目標與可獲得

的武器均在轉變之際，決策者不能排除恐怖份子有可能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MD）。而網路恐怖活動也是另一項新型恐怖攻擊手段，將使美國各項重要設

施大規模癱瘓的風險隨之增加。263

美國國防部在一九九七年四年期國防總檢驗報告威脅概述中提及，恐怖主義

與非國家威脅正在增加，恐怖份子使用各種非傳統攻擊手法，將不僅僅威脅美國

的外交人員、軍事部隊與海外美國人民、利益，更可能在未來直接威脅美國本土

人民。該份報告並在任務概述中標定恐怖主義「甚有可能」對美國本土發動資訊

戰攻擊，亦即以電腦技術為基礎，透過資訊網路攻擊基本設施，將成為日益嚴重

的威脅。而恐怖主義對美國盟邦與海外駐軍的攻擊也漸次增加，能力逐漸增強的

恐怖份子持續威 脅海外美國公民的人身安全，並試圖削弱美國政策與友邦結

盟。264

                                                 
259 同前註。 
260 同前註，頁 60。 
261 同前註，頁 62。 
262 同前註。 
263 參見本文第二章第二節論述。 
26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1997, 1997, at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to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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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九九七年四年期國防總檢驗報告所提及「非國家」（non-state）行動者

的威脅，雖以流氓國家（rogue state）所主導的行動與恐怖主義最為嚴重，但也

旁及所有人道災難、難民潮、海盜行為、駭客攻擊、有組織的國際犯罪或販毒行

為、使用傳統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攻擊行動、甚至是多國利益團體的施壓行動

皆然，定義極為廣泛。265 同時，學者李比奇（Martin Libicki）也認為，該報告

雖關注非國家行動者的動向，但仍認為擁有實體基礎設施與資源的國家，遠較非

國家恐怖團體更具意願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資訊戰。266

二００一年四年期國防總檢驗報告認為不對稱威脅之興起，是美國防衛計畫

中的優先要務，報告並將恐怖主義並列為美國在二０一０年之前所可能面對的六

種不對稱威脅之一，其餘五項則分別是：核子作戰、化學作戰、生物作戰、資訊

作戰與另類作戰構想。267

即使學界曾論及恐怖份子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發動攻擊的可能，二００一

年四年期國防總檢驗報告仍視非國家行為者使用核子武器攻擊美國，「是最不可

能發生的狀況」，因其極難獲取、滲透並部署核子武器。但報告也提醒相關部門

不能完全排除此種可能。268 唯在生物武器，報告援引學者佛肯瑞斯（Richard A. 
Flkenrath）的看法，認為非國家行為者動用生物武器將是一種嚴重威脅，但實際

動用此類武器的可能性不高。269 報告未提及非國家行動者，特別是恐怖份子，

使用其他武器或戰術對美國造成何等威脅性，但觀諸報告所指各種不對稱「戰

術」，其仍以區域潛在敵人為主要行動者。 

報告認為，恐怖活動並不完全屬於不對稱威脅的範疇，「但若恐怖主義是一

個國家行為者所選擇的手段」，則恐怖活動在某種程度將屬於前述所討論不對稱

威脅的類別。報告指出，非國家行為者所策動的恐怖團體，其財務與科學基礎不

若國家支助之恐怖主義來得強固，但其所使用的手段卻更為激烈。有鑑於美國已

經成為恐怖活動主要目標，加上潛在敵人愈來愈容易以低成本取得可造成重大、

明顯效果的武器，因此，非國家行為未來威脅要使用以往只有國家行為者才會使

用的武器，其可能性已較以往更甚。270

此外，九一一事件以象徵經濟中心的雙子星大樓與象徵美國強權軍事體系的

五角大廈為攻擊目標，也顯見其欲挑戰的目標已不再侷限美國，還擴及現存的國

                                                 
265 Sam J. Tangredi, “All Possible Wars? Toward A Consensus View of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1-2025”,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ovember 2000, at 
http://www.ndu.edu/inss/McNair/mcnair63/mcnair63.pdf.  
266 Martin Libicki, “Rethinking War: The Mouse’s New Roar?” Foreign Policy, Vol.117, winter 
1999/2000, p.35-36. 
267 麥肯錫，〈不對稱威脅之興起：防衛計畫中的優先要務〉，頁 123。 
268 同前註，頁 127。 
269 Richard A. Falkenrath et al., America’s Achilles’ Heel: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Terrorism 
and Covert Attack,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p.226-227. 
270 麥肯錫，〈不對稱威脅之興起：防衛計畫中的優先要務〉，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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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經濟、權力體制。自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論（Clash of Civilizations）以來，該

理論廣受各界討論，據其內容，衝突將發生於各文明之間的斷層線。九一一事件

的發生似乎印證了杭廷頓的文明衝突論，也象徵伊斯蘭文明與西方文明衝突的新

高點，在新世紀初期形成國際體制與國際關係轉變的分水嶺。學者費里曼更憂

心，全球化不僅使這些個體更有理由痛恨美國，也使他們更有力量採取行動。271

  對此，學者史龍認為，如果決策者不能從傳統文化、宗教理論的思考邏輯加

以理解，未來美國反制此類恐怖主義，將充滿諸多不確定性與嚴重威脅。272

據此觀之，即便多數的恐怖攻擊行動，仍屬於社會中激進團體或個人突發現

象，要求切實追蹤這些個人與團體的動向在短期間內會對情治單位造成業務困

擾，但若深入美國社會深處，可以發現，個體發動行動前，即便只是監視或追蹤

其活動，美國仍存有許多法律與政治上的漏洞。273 故學者梅茲認為，美國在因

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威脅時，除須致力訂定一個國際能接受的恐怖主義定義，美國

須堅持恐怖主義或對任何恐怖主義的支持，都是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國際

社會應共同對此發展與處理其他國際和平威脅及安全相同的執法機制，特別是聯

合國可依憲章第七章規定，授權集體安全模式建立解決該等威脅的程序。而在此

同時，美國也應重訂其國家安全戰略，以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威脅。274

 

 

 

 

 

 

 

 

 

 
                                                 
271 Thomas L. Friedman, “Angry, Wired and Deadly”,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nd, 1998, A15. 
272 塔克，〈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質〉，頁 68。 
273 凱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真實的威脅或過度反應〉，頁 90。 
274 梅茲，〈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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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二十年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指標性經驗 

第一節  一九七九年伊朗人質危機 

 

壹、事件概述 

一九七九年十一月四日，因卡特總統同意伊朗流亡國王巴勒維（Mohammed 
Reza Pahlavi）入境美國，五百名伊朗激進學生在示威中強行進佔美國駐伊朗德

黑蘭大使館，並挾持六十六名美籍使領館爲人質。十三名人質在事件發生後二週

被釋放，隔年七月另有一名人質因病獲釋，其餘五十二名人質直至一九八一年一

月二十日始重獲自由。275

 

 

貳、重要事紀276

一九七九年一月，在位達三十七年之久的巴勒維國王被推翻，由反對派民族陣線

領袖白泰爾（Shahpour Bakhtiar）出任內閣總理。美國原本歡迎巴勒維離開伊朗，

流亡美國，但是巴勒維最後決定至埃及開羅短暫停留，以便伊朗局勢改變時，可

以就近返國。同月月底，流亡法國巴黎的什葉派伊斯蘭領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返回德黑蘭－－ 

數十年來，美國一直是伊朗國王巴勒維主要支持者，隨著民主進程發

展，一九五三年改革派領袖學者莫沙德哈（Mohammad Mossadegh）就任首

相，美國中央情報局卻與巴勒維國王等保守勢力合作，聯合推翻莫沙德哈。

前後八年間，在位的美國總統都為巴勒維國王提供大量的軍事與經濟援助，

用以換取伊朗的石油供應，並維持中東戰略優勢。此舉讓伊朗國內反對巴勒

維者（因其早期曾許諾推動自由改革卻又食言），對於美國作法更感憤怒；

而巴勒維及其親信中飽私囊，奢侈地依循西方生活方式生活，也讓國內的宗

教保守人士大感不滿。兩股不滿勢力最後匯流，引爆革命，巴勒維於一九七

九年一月流亡外國。277

                                                 
275 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美國參考」。資料來源：

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2/0201terror.htm 
276 裘兆琳，〈美國處理伊朗人質危機之策略評估：一九七九－一九八一〉，裘兆琳編，《美國外交

與危機處理》。（台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八十二年七月），頁 63-79。 
277 Mark J. Gasiorowski and Malcolm Byrne ed.,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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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後，美國曾試圖減少伊斯蘭革命對自身的影響，致力與伊朗新

政府白泰爾政權建立關係。但流亡法國多年的伊朗什葉派領袖何梅尼在同月

月底返回德黑蘭，並公開反對白泰爾政府。何梅尼隨即於二月五日任命巴查

干（Mehdi Bazargan）為總理，五日後，白泰爾政府被推翻。 

一九七九年二月十四日，美國駐德黑蘭大使館發生「二月使館事件」－－ 

一九七九年二月十四日，美國駐德黑蘭大使館遭左派游擊組織佔領二小

時之久，隨後被何梅尼支持者所驅散。為緊急應變，美國大使館將原有一千

四百名左右使館人員縮減至五十人。直至數月後，美伊關係逐漸穩定，美國

甫將大使館外交人員逐漸回增至七十名左右。美國同時加強大使館內外安全

措施，並要求伊朗政府保護使館安全。 

二月使館事件發生時，巴勒維正在摩洛哥。由於卡特政府認為巴勒維如

果出走美國，將可能被伊朗誤認美國有意協助巴勒維復僻，而危及美國駐伊

朗使館人員安全，故採取權宜措施，使巴勒維前往巴哈馬或墨西哥居住。但

自四月起，包含季辛吉（Henry Kissinger）、洛克斐勒（David Rockefeller）
與巴勒維在美友人開始向卡特政府不斷施壓，期使巴勒維前往美國居住。當

時卡特身邊重要幕僚如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Abigniew Brzezonski）持

同意看法，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則持反對意見。 

一九七九年十月，巴勒維病情惡化，洛克斐勒再度要求卡特政府基於人

道理由允許巴勒維赴美就醫。但美國駐伊朗大使藍根（Bruce Laingen）警告，

即便是以人道理由允許巴勒維到美就醫，仍將引起嚴重後果。 

巴勒維於一九七九年十月二十日證實罹患癌症。范錫基於各方壓力，不

得不向卡特總統建議允許巴勒維前往紐約就醫。范錫並提出兩項建議：一、

應事先通知巴查干政府，美國係基於人道理由允許巴勒維赴美就醫；二、除

非伊朗政府強烈反對，否則美國政府將安排巴勒維前往紐約，但也要求墨西

哥繼續保留巴勒維居所。墨西哥政府則向巴勒維表示，待療程結束，巴勒維

可自由返回墨國居住。卡特總統批准這項建議，但前提是伊朗政府須先同意

保護美國駐伊朗大使館。 

美國駐伊朗大使藍根在一九七九年十月二十一日會見巴查干總理與伊

朗外交部長雅士迪（Ibrahim Yazdi），向其說明巴勒維病況並保證巴勒維在

美不會從事政治活動。巴查干承諾保護美國大使館，唯亦警告近期將有反美

示威活動。 

                                                                                                                                            
2004,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26/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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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勒維於一九七九年十月二十二日抵達紐約，並在二日後進行手術。伊

朗政府宣布巴勒維因病危前往美國就醫，美國評估伊朗政府此舉有助於平緩

伊國內部反應；數日內伊朗出現示威活動，但美國仍相信巴查干政府有能力

控制狀況。未料十月底，伊國境內輿情反應嚴重惡化。巴查干政府迫於壓力，

要求美方同意引渡巴勒維返伊受審；何梅尼則煽動學生增加反美示威活動，

俾對美方施加壓力，促使其同意遣送巴勒維。同日，巴查干政府成功驅散示

威群眾，未料此舉引起何梅尼對巴查干政府強烈不滿。 

何梅尼在一九七九年十一月一日對美、以發動示威。十一月四日，示威群眾中有

五百名伊朗學生衝進使館佔領主體建築，使館武裝人員僅作象徵性抵抗，即遭挾

持。九十名使館人員中，共有六十六人被挾為人質－－ 

      一九七九年十一月一日，巴查干總理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出

席阿爾及利亞國慶活動，並進行秘密會議。兩人合照被媒體公布，引發伊朗

境內好戰份子強烈不滿，並質疑巴查干與美國勾結。何梅尼在同日對美國、

以色列駐伊朗大使館發動示威，何梅尼並稱美國政府為「撒旦」和「伊斯蘭

的敵人」。聳動性的言論極富號召力，很快便有千餘名群眾聚集在美國大使

館進行抗議活動。 

美國駐伊朗大使藍根在次日再度要求伊朗外交部保證，伊朗政府將全力

保護使館安全。未料巴查干政府迫於壓力，於二日後辭職，由邦尼沙達

（Abol-hassan Bani-Sadr）繼任外交部長。何梅尼則公開支持學生活動。 

      伊朗國內輿論聲稱，這場人質事件是對美國多年來支持巴勒維在伊朗國

內遂行極權主義甚至允許巴勒維前往美國就醫之報復，其理由正當。伊朗決

策者則相信這是新伊朗政權對美國政府的宣示：伊朗已有能力對抗美國。 

一九七九年十一月八日，美國宣布對伊朗實施武器禁運。十一月十日，美國司法

部門宣布調查在美非法居留之伊朗籍學生，並驅逐其出境。十一月十二日，美國

宣布停止進口伊朗石油。十一月十四日，美國宣佈凍結伊朗在美國境內所有資產

－－ 

卡特總統在事件發生後，於十一月六日國家安全會議對人質事件做出四

點原則宣示：一、美國將懲罰伊朗的不法行為，並使其代價高於所獲利益；

二、將先使用所有和平方式，直至最後才動用武力；三、美國政府不作其不

能或不願意執行的威脅；四、美國將避免採取軍事行動，以避免陷入與伊朗

全面性軍事衝突的泥沼。 

同日，白宮新聞秘書鮑威爾（Jody Powell）宣布美國排除使用武力解決

人質問題。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則報導白宮將說服伊朗政府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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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質，並洩漏國安會決定美國將不會調動軍力，且沒有使用武力的準備。 

卡特總統在事件發生後逐步對伊朗執行經濟與外交制裁，包括禁止伊朗

石油進口、驅逐美國境內伊朗籍留學生與使領館人員，約有八十億美元的伊

朗在美資產在事件發生後遭到凍結。而伊朗方面，何梅尼在十一月十七日由

巴勒斯坦解放組織（PLO）領袖阿拉法特（Yasir Arafat）居中斡旋下，同意

釋放十三名美籍非裔與女性外交官。 

一九七九年十二月七日，卡特總統向人質家屬保證，將不會採取任何可能影響人

質安全的軍事行動。而在日前，美軍調動尼米茲號航空母艦（USS Nimitz CVN-68）
前往印度洋－－ 

卡特總統公開宣示將盡力保護人質生命，但其因應行動卻顯得軟弱。伊

朗政府起初曾否認佔領大使館的行動為官方授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伊朗

政府發現國內輿論走向與此一事件已獲各國媒體、政要關注，伊朗的態度出

現轉變，甚至公開支持挾持者之行動與聲明，並提出一系列要求作為釋放人

質的條件。 

何梅尼於十一月二十日威脅審訊被挾持的美國人質。美國政府則表示人

質一旦遭受審判，將要求伊朗負起全部責任。白宮在當日公開聲明提出美國

擁有諸多解決對策，唯以和平方法為優先，但為表示處理人質危機的決心，

美軍調動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前往印度洋，此舉立即收到效果，何梅尼不再公

開提及審訊人質。 

此段期間，人質均受到基本人道待遇，但他們經常被挾持者帶往當地民

眾或媒體鏡頭進行展示。人質危機每日發展進程經由媒體在美國國內不間斷

播放，美國廣播公司（ABC）甚至為此製作一系列常態新聞節目。 

一九七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聯合國安理會以十一比０通過決議案，要求伊朗釋

放人質，否則將面臨經濟制裁。唯次年一月三日因蘇聯投下反對票，經濟制裁案

未獲通過－－ 

    伊朗要求美國應遣返被廢黜的巴勒維國王，並對過往支持巴勒維政權的

作為向伊朗人民道歉，美國更應承諾此後不再涉入伊朗國內事務。 

卡特知道其不可能滿足伊朗人的要求，故採取多種外交途徑，透過聯合

國、國際法庭、國際紅十字會與各種不同的第三國或中間人，居中協調，期

使伊朗釋放人質，但無明顯進展。 

美國政府於一九七九年十二月十二日驅逐所有伊朗在美外交官（但二百

一十八名使領館人員仍有三十五名獲准停留美國）。國務院在十二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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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裁定伊朗挾持美國外交官員為違法，要求伊朗政府立即釋放人質。 

聯合國安理會在美國強力主導下，以十一比０通過決議案，要求伊朗立

即釋放人質，否則將面臨經濟制裁。但由於蘇聯投下反對票，經濟制裁案未

獲通過。 

伊朗也在次年二月要求聯合國成立調查團，調查巴勒維在伊朗之不法行

為。美國原先計畫以答應聯合國成立調查團為條件，換取何梅尼同意使人質

由學生移轉至伊朗政府，但遭何梅尼拒絕。卡特總統最後仍同意聯合國成立

調查團。 

卡特總統於一九八０年二月十六日對伊朗過去對美國的「誤解」表達歉

意。同年三月，美國透過中間人，使巴拿馬與伊朗政府談判巴勒維引渡事宜。

但巴勒維擔心被捕，倉促離開巴拿馬轉至埃及躲避。四月八日，美伊斷絕外

交關係。 

  此段期間，美國仍持續對伊朗進行各項經濟制裁措施，並於四月十七日

再次發佈新制裁禁令，禁止美國與伊朗之間任何財物移轉，並禁止伊朗貨品

輸入美國。同日，卡特總統正式警告伊朗，美國將採取包括軍事行動的報復

措施。儘管卡特政府在數月前曾有調度尼米茲號之非暴力軍事措施，這卻是

卡特政府首次正面提及軍事行動作為此次人質事件解決方案的可能。 

一九八０年四月二十五日，代號「鷹爪行動」（Operation Eagle Claw）失敗－－ 

卡特總統批准一項代號「鷹爪行動」的跨軍種聯合秘密營救行動。但此

項行動在事前即出現問題：所需技術與裝備並不齊全（距離計畫援救點最近

之美軍基地仍然太過遙遠，當時的運輸機技術無法提供長距支援）；其次缺

乏統一指揮管制體系，所有人物力調度都必須經過軍方層層官僚體系。行前

缺乏足夠情報，致使行動遭遇沙漠風暴，一架直升機與一架 C-130 運輸機相

撞墜毀，八名美軍因此喪生，被迫宣告救援失敗。這場行動使得伊朗政府將

集中管理之人質分散各地造成美軍二次救援行動的難度，而伊朗政府將墜毀

軍機殘骸與罹難者遺體大舉遊街的畫面，透過電子媒體傳遍全世界，對美國

人民形成極大精神壓力。反對這項任務的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為此辭

職。 

  自此，卡特總統在人質危機後期，幾乎無法動彈，五十二名人質成了美

國唯一的國家要務，卡特總統甚至宣布在人質事件未獲解決前，不再參與總

統競選活動，但美國單方面作為仍無法獲致具體成效。 

  第二次救援行動也在當年十一月大選後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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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０年一月二十日，人質獲釋－－ 

    流亡的巴勒維國王在一九八七年七月二十七日去世，同年九月兩伊戰爭

爆發。伊朗憂心腹背受敵，轉而傾向迅速解決此一事件。 

    大選後，即將卸任的卡特總統在阿爾及利亞出面協調下，與伊朗進行談

判，美國同意解除之前伊朗在美國境內被凍結的八十億美元資產，並保證不

就此事追究伊朗法律責任。一九八一年一月二十日，在雷根總統就職當日，

美伊達成協議，美國應允日後不再干涉伊朗內部事務，並在雙邊債務問題做

出讓步。美國同意伊朗政府可尋正當法律程序調查巴勒維在美資產，亦同意

放棄追究伊朗綁架美國人質之法律責任。人質全數獲釋。至此，事件正好屆

滿四百四十四天。 

 

 

參、對策研析 

  伊朗激進學生挾持美國外交官，其動機包含政治因素與物質因素。危機發生

之初，激進學生原僅要求美國遣返巴勒維及其資產，隨後伊朗政府卻進一步要求

美國應承認巴勒維在伊朗所為諸多不義行為、對巴勒維之作為負起部分責任且不

再干涉伊朗內務事務、承認巴勒維之罪刑、歸還巴勒維之財產。278

伊朗人質危機至少具有以下幾重政治性：279

其一，遭綁架者為美國外交人員，挾持地點又係美國駐伊朗大使館，政治敏

感性極高。如依一九六一年維也納外交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1961）、一九六三年維也納領事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of 1963）規定，外交使領館人員應受保護不得侵犯，伊朗學生明顯違

反國際公約。 

其二，伊朗政府公開支持學生挾持人質行為仍屬國際少見。何梅尼利用人質

事件剷除異己、鞏固自己政權。伊朗政府幕後支持人質危機，致使事件更趨複雜。 

其三，由於美國多次重申不對暴力讓步，不作人質談判，面對六十三名使館

人員遭挾，美國能否堅持其立場，為各界所關注。 

學者傅德蘭（Nehemia Friedland）研究發現，遭挾持者威脅之政府，其處理

                                                 
278 Warren Christopher, American Hostage in I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7. 
279 裘兆琳，〈美國處理伊朗人質危機之策略評估，：一九七九—一九八一〉，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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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質危機經常出現二個極端：其一是拒絕讓步，並公開表明其絕不付任何贖金或

做出其他讓步作為；其二是彈性處理，視個案狀況決定回應對策。而美國「絕不

讓步」政策屬於前者，自一九七二年以來，美國多次在公開場合重申，其不向暴

力恐怖份子讓步亦不接受其恐嚇、威脅的既定立場。美國的考量因素為：如果暴

徒得逞，將使日後類此事件層出不窮，而暴徒若察覺此一手法無法達成其目的，

將迫使其逐漸放棄此一手段。280

  傅德蘭認為，一個公開表明不向暴力低頭的政府，若在壓力下不得不向挾持

者讓步時，其所受到的政治損害，將比採取彈性處理的政府來得嚴重；學者柯西

（Herome R. Corsi）也有類似看法，他指出，暴力恐怖份子極可能更有興趣向拒

絕談判的政府進行要脅，俾使該政府威信受到更大的政治傷害。281

學者傅德蘭（Nehemia Firedland）認為因政治動機而起的人質問題，只要能

引起媒體注意，繼而報導前因後果，挾持者即有所獲，而在此情況下，受威脅國

很難說服綁架者無條件釋放人質。他主張決策者應採行：（一）保持沈默並降低

人質事件的政治重要性；（二）降低對人質安危的關心；（三）保持耐心與從容態

度，俾使挾持者誤認目標國能承擔人質事件的後果；（四）目標國與挾持者的對

話應維持在最低層次，以減少人質事件的政治重要性；（五）層級較高之政治官

員與領導人應避免直接參與人質問題的處理與談判；學者柯西亦認為，挾持者瞭

解對話層級愈高，對方權力愈大，在談判一旦退讓所釋放的資源愈多；282（六）

新聞媒體如能對相關事件之報導有所節制，可增加人質無條件釋放的可能性。亦

即，若目標國政府能與媒體取得部分協議，建立報導原則，使挾持者訴求媒體的

企圖亦無所獲，能有助於人質問題的解決；（七）目標國應使挾持者瞭解，政府

的決策不會因其威脅而改變。283

如以學者傅德蘭的建議為基礎，可以清楚發現，伊朗人質危機前後長達十四

個月之久，其最根本的原因，即是伊朗察覺事件的拖延對其有諸多正面誘因，且

能因此獲得更多政治利益。而美國同時間雖對伊朗施加負面措施，卻未能對伊朗

造成壓力。此外： 

一、情報分析機制未見有效運作 

早在同年二月十四日，美國駐伊朗大使館即曾發生激進人士強佔使館事

件。美國政府在事件發生後，除降低使館人員人數、加強安全措施外，並多

次尋求巴查干政府保證其能保護使館安全。唯卡特政府錯估巴查干政府穩定

                                                 
280 Nehemia Friedland, “Hostage Negotiations: Types, Processes, Outcomes”, Negotiations Journal, 
vol.2, no.1, January 1986, p59.  
281 Jerome R. Corsi, “Terrorism as a Desperate Gam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5, no.1, 
March 1981, p. 68. 
282 Jerome R. Corsi, op.cit., p. 71. 
283 Nehemia Friedland, “Hostage Negotiations: Types, Processes, Outcomes,” pp. 67-69. 

 7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性，也未能事先掌握伊朗境內反對勢力將利用巴勒維赴美就醫與美伊在阿爾

及利亞會晤為由，打擊巴查干政府威信，繼而引發人質危機。284

卡特政府在二月使館事件後所採行的應變措施，包括加強使館周圍安全

設備，並減少使領館人員。這項措施意欲達成有限目的：在美國使館再次遭

到攻擊時，使館人員可以有足夠防衛力量，獨力支撐暴力事件達二至三小時

之久，俾使伊朗政府有充裕時間派遣軍力救援；使館人員能有充分時間，銷

毀秘密文件與通訊設備。285

卡特政府這項應變措施奠基在一個重要前提，亦即危機發生時可以依賴

伊朗政府派兵救援。未料群眾情緒一發不可收拾，原擬依賴的巴查干政府在

二日後突然下台，伊朗進入無政府狀態。伊朗內部的權力鬥爭，也使何梅尼

及其支持者不能對美國有所讓步，以免危及自身政治前途。綜觀卡特政府在

危機預防與應變計畫之研擬均未能充分掌握先機，又對巴查干政府能力有嚴

重錯誤評估，致使其後人質事件危機發生。 

情報機制未能有效運作，也發生在次年四月的「鷹爪行動」。事後研究

發現，鷹爪行動的失敗雖然有許多因素交織，但對行動當日未能掌握天候狀

況，遭遇沙漠風暴，卻也是情報機制嚴重缺失。286

二、缺乏完整應變計畫 

卡特政府遲遲不肯允許巴勒維流亡美國，部分原因極可能是憂心二月使

館事件重演。究竟卡特政府在人質危機發生前有否研擬類似事件的完整應變

計畫，就已出版資料觀之，少有明確記載。但由卡特、布里辛斯基、范錫等

人出版之回憶錄可知，卡特政府允許巴勒維赴美之前，曾透過國務院知會伊

朗政府，希望取得對方諒解，並再次要求伊朗政府保護美國使館安全。287

對卡特政府而言，其清楚瞭解一旦同意巴勒維赴美就醫，將可能引發伊

國境內異議，繼而危及使館人員安全。但在各方紛以人道理由對其施壓後，

卻終於改變態度。儘管事後卡特曾多次痛陳季辛吉、布里辛斯基與洛克斐樂

等人對其施壓的不當，但終究不能迴避決策者責任。288

卡特政府雖在口頭上多次給予伊朗警告、抗議與威脅，且實際執行許多

政治與經濟制裁，但對何梅尼等人而言，在不擔心美國執行軍事報復，又能

                                                 
284 裘兆琳，〈美國處理伊朗人質危機之策略評估，：一九七九—一九八一〉，頁 67。 
285 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 369.。 
286 〈伊朗沙塵暴毀了美軍營救行動〉，《國際在線－世界新聞報》，資料來源：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2201/2006/01/16/401@862975_1.htm 
287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New York: Bantam Book, 1982,) p. 452. 
288 Jimmy Carter,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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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全世界政要、新聞、輿論的重視，加以美國政府自人質危機發生以來，

為委曲求全，多項強硬表態隨後又一再讓步，各項誘因致使何梅尼根本無心

釋放人質。289

部分研究者認為，卡特政府於人質危機期間的決策產出，猶如一部「自

我挫敗而不連貫的對伊政策」。早在美國是否應支持巴勒維王朝議題，卡特

政府即出現相同的內部歧見：一派以國家安全會議爲代表，擔心突然自由化

會破壞伊朗國內穩定並産生難以預料的後果；另一派以國務院爲代表，認爲

自由化是伊朗長期穩定和抗拒共産主義誘惑的前提。但當時卡特總統正專注

於第二階段限武談判與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無暇顧及伊朗。

此後面對人質危機，卡特總統的決定也在兩派對立意見之間猶豫不決。290

三、過早暴露決策底線—自我限制軍事力量之展現 

卡特在危機之初，即公開裁決不以軍事力量處理人質事件，也使伊朗有

恃無恐。布里辛斯基在其回憶錄中記載，他曾在十一月六日國家安全會議提

議，建議研擬三項軍事挫施：一、搶救人質計畫；二、一旦有人質傷亡，應

採取報復行動；三、如伊朗政治實體瓦解，應有效維護伊朗西南部油田安全。

唯國務卿范錫持反對意見；國防部長布朗（Harold Brown）與參謀首長聯席

會議主席瓊斯（David Jones）亦表示，目前極難執行任何軍事作業。卡特曾

考慮多項軍事行動，但其結論不但無助於解救人質，還可能造成其他政治、

外交、經濟與軍事上損失，加以相關情報不完全，附近可執行軍事救援計畫

的地點又十分遙遠，卡特遂決定除非嚴重危及人質性命，否則不考慮進行軍

事相關行動。291

      但卡特政府後來在一九七九年底調派航空母艦至印度洋的行動，曾一度

造成伊朗政府的壓力，何梅尼也停止公開審訊人質的威脅，顯見當時伊朗仍

對美國軍事實力抱有畏懼想法。但伊朗也隨即瞭解到，只要不危及人質安

全，美國政府不會採取軍事行動。此項非暴力軍事行動的恫嚇效果隨即減低。 

      卡特政府若能在十一月四日人質危機發生之初即強硬表態，並表示將採

取一切使伊朗無法承受的軍事部署、演習、調動或其他非暴力的軍事作業，

也許會使這次人質危機的發展，出現截然不同的效果。但卡特以人質安全為

由，自動放棄使用武力與其他非暴力軍事作業，致使伊朗既嚐到政治利益，

且掌握美國動武底線，悠遊於美國的遊戲規則，從中得取更多勝利。 

                                                 
289 冷元紅，〈從伊朗人質危機談判看策略選擇〉，《遠見雜誌》，二００五年十月號，資料來源：

http://www.gvm.com.tw/theme/inpage_cover.asp?ser=11317 
290 Mohsen M. Milani, 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8,) p. 108 
291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p.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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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軍事行動缺乏統一事權指揮、失誤與推卸責任 

    卡特總統原擬寄望外交途徑解決危機，結果卻是美伊斷交，卡特總統不

得不考慮動用軍事手段，批准「鷹爪計畫」（Operation Eagle Claw），並由

「三角洲部隊」（Delta）奉命潛入伊朗境內強行解救人質。 

    這項軍事計畫規模龐大，而且動用許多跨國合作關係，包括特種空勤隊

和德國的第九邊防群（GSG-9）都加入了這次救援行動，是一項結合了四軍

種、數十架直升機與運輸機的大膽計畫。計畫中，三角洲部隊成員、游騎兵

和前進地面戰鬥管制員（Combat Controllers）將由三架MC-130 戰爪運輸機

（Combat Claw）先行運抵距德黑蘭約四百九十哩的「沙漠一號」集結點，

而隨後起飛的三架EC-130 鉸釘火力運輸機（Rivet Fire），則緊隨其於沙漠一

號降落，以便為來自海岸外五十浬的尼米茲航艦上的陸戰隊直升機重新加

油。陸戰隊的八架RH-53D海種馬（Sea stallion）掃雷直升機自阿曼灣巡弋的

尼米茲航艦上起飛後，於六百多浬外的沙漠一號會合點重新加油。準備就緒

後，三角洲部隊便改搭直升機前往德黑蘭東南方的山區地帶代號為「沙漠二

號」的地點隱藏，隨後在當地人員的接應下攻入使館，並經由德黑蘭附近的

機場撤退，於伊朗當地時間晚間十一時完成救援行動。292

    然而整個作戰計畫在行動初始就因為天候問題而陷入混亂，決定撤離

時，又因為側風影響，一架直昇機誤撞正在進行加油作業的 EC-130 運輸機，

飛機立刻爆炸燃燒，導致八名美軍陣亡。 

    為保證行動隱蔽性，美國參謀首長聯席會議曾刻意要求參加營救行動的

三角洲部隊成員與直升機飛行員在不同地點進行訓練。事後，參與行動的凱

利上校（Colonel James H. Kyle）對此指出，成員間沒有機會建立起很好的

合作與信任關係，是此一任務敗因之一。293

    行動進入伊朗境內即遭遇突遇沙漠風暴，突如其來的機械故障，使任務

情況更加惡化，戰機被迫逐一退出作戰行列。經現場指揮官回報狀況，卡特

緊急召開國家安全會議，經與會人士分析，目前情況無法繼續執行任務，若

直昇機無法將人質帶離伊朗，國際情勢將對美更加不利，後果將難以收拾，

卡特總統被迫中止這項救援行動。294

    白宮召開記者會，證實此項行動徹底失敗。當時擔任白宮新聞秘書的鮑

                                                 
292 黃偉傑，〈精兵悍將—勇猛剽悍的美軍特戰武力〉，《軍事焦點評論》，九十二年八月一日，資

料來源：http://www.diic.com.tw/comment/92080%BA%EB%A7L%AE%AB%B1N.htm 
293 Colonel James H. Kyle, The Guts to Try, (NY: Onion Books Ltd., 1990). 
294 “Analysis Report: Operation Eagle Claw”, October 1998, at 
http://www.nps.edu/dl/NPSO/sample_mods/os2100_ol_mod/project1_eagle.claw.report_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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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Colin Powell）在宣讀聲明時表示，這項行動係基於人道考慮，並為

保護美國的民族利益並消除國際緊張局勢，並非針對伊朗或伊朗人民。但伊

朗總參謀長則發佈聲明表示，於伊朗境內墜毀的兩架直昇機與陣亡美軍，經

證實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與陸軍特種部隊，目的為秘密潛入德黑蘭境內營

救使館人質。295

    國會與五角大廈同時要求檢討任務失敗原因。主要批評是「特遣部隊的

性質、指揮不明確，過分強調了保密」。導致營救失敗的主要原因：「未料到

直昇機的故障率有如此之高」與「沙漠地形的低能見度飛行條件」。而現場

指揮官在向參議院國防委員會匯報時，則分別指責對方。貝克維斯（Colonel 
Beckwith）認為「出發時才發現人員和設備零散，被迫臨時去完成一件非常

複雜的任務。」「指揮官謝佛與其直昇機駕駛未立即爬升脫離沙漠風暴雲

團」、「未使用無線電聯絡保持編隊飛行」、「三架直升機維修不佳而故障」等。

謝佛（Colonel Seffert）則否認貝克維斯的批評，並認為貝克維司在沙漠一

號基地「決定停飛液壓系統完全失靈的直升機」與其拒絕「減少突擊部隊」

所造成的後果是一樣的，駕駛員也不應承擔任何責任。296

    而鷹爪行動的失敗，雖未對人質危機帶來任何助益（伊朗次日即將人質

分往各地拘禁，以增加美軍救援難度），卻促使後來美軍特種作戰司令部（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USSOCOM）成立，並在冷戰後期承擔美軍多

數海外軍事行動的攻擊與部署任務。 

五、媒體飽和報導增添不必要的壓力 

    學者傅德蘭曾建議人質危機發生後，目標國政府應維持正常運作，不使

綁架者影響其行為與決策。卡特卻視人質問題為其任內首要危機，當時的副

國務卿克里斯多福（Warren Christopher）憂心，此等作法將使伊朗方面相信

人質問題已使美國政府癱瘓，卡特過於重視人質問題，反而強化了何梅尼扣

留人質的興趣與決心。297

學生挾持使館人員之初，原僅是暫時性抗議行動，未料消息迅速傳播，

並獲得廣大伊朗人民支持，全世界新聞媒體也跟進報導，何梅尼見勢遂轉而

積極支持學生行動。學生本以為美國政府將立即展開報復措施，未料卡特的

反應相當軟弱，人質不僅成為學生唯一且能主掌大局的談判籌碼與權力來

源，對一無所有的學生而言，卡特陸續執行的政治與經濟制裁，也與他們沒

                                                 
295 〈伊朗沙塵暴毀了美軍營救行動〉，《世界新聞報》，二００六年一月十六日，資料來源：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2201/2006/01/16/401@862975_1.htm 
296 “Analysis Report: Operation Eagle Claw”, October 1998, at 
http://www.nps.edu/dl/NPSO/sample_mods/os2100_ol_mod/project1_eagle.claw.report_v2.pdf 
297 Warren Christopher, American Hostage in I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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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切身關係。298

  媒體在此段期間密集報導，使挾持者的訴求可以迅速傳遞到世界各個角

落，而何梅尼政權更可藉著反美情緒的高漲，遂行權力鬥爭、鞏固政權。在

此厚利誘惑下，卡特政府的人道訴求，不僅薄弱，也無法影響挾持者意向。 

  當時的副國務卿鮑爾（George Bauer）在日後形容卡特政府在人質危機

期間，電視網把危機變成了肥皂劇，299 不但是使館裏的人，美國自己也成

了媒體的人質。300

  學者舒密德（A. p. Schmid）與德高夫（J. de Graaf）指出，由於「海森

堡效應」（Hinesburg effect）301 所造成的新聞對等性效果，媒體反而成了

恐怖主義「戲劇」的參與者，常常導致打擊恐怖主義行動的失敗和人質性命

的代價。而部分決策者過度重視事件過程及其結果在媒體呈現之效果，反而

限制了自身的行動自由。例如媒體對「壯觀場景」的高度注意，此類報導就

無形造成政府必須做點什麼的壓力。美國電視網對伊朗人質危機貪得無厭的

興趣正給了卡特政府很多不必要的壓力，致使卡特總統貿然採取了措施，致

使行動失敗而未能贏得大選。302

然而卡特本身也必須對媒體持續的關注負有相當責任，卡特不斷發表有

關人質狀況的聲明，使人質問題成為公眾眼中的焦點，為強化國人對使館人

質安然無恙的印象，卡特的作法也許實現了其目的，卻也不可避免地反噬了

自己。303

六、棍子與紅蘿蔔策略（stick or carrot？） 

  卡特總統在人質危機之初，即不斷透過外交途徑，尋求與伊朗進行直接

或間接對談，卻告失敗，最後在一九八０年四月七日與伊朗斷絕外交關係，

並驅逐所有伊朗駐美外交人員。但伊朗卻早在同年五月與美國共和黨代表接

觸，並就人質事件進行協商。 

                                                 
298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17th, 1981, pp. 55-56.  
299 鮑爾係暗指當時的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其在人質危機期間將事件動態製成了常態

性新聞節目「夜線」（Nightline）。 
300 〈積極的自我約束〉，《新華網》，二００三年四月二十一日，資料來源：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4/21/content_848504.htm 
301 原是量子力學用語，於一九二七年提出，原指涉某個粒子的位置和動量不能同時被測量出來，

對其中一個參數測量的越準，因為測量的干擾，另一個參數便會變得更不準；而應用在社會科

學研究方法裡，其泛指研究者讓對象獲得過多的線索得知所測是的概念，就會造成測量結果的

「偏差」（bias），而影響實驗結果。 
302 Schmid, A. P.& de Graaf, J, Violence as Communication: Insurgent Terrorism and the Western News 
Media, (London: Sage, 1982,) p. 142.
303 同註三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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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國際與伊朗內部情勢尚未出現明顯變化，伊朗卻決定與當時仍在野

的共和黨人進行談判，某種程度也肇因於伊朗受到美國威脅後，想法也在轉

變，開始考慮如何在保留顏面的情況下取得最大程度的經濟利益，並讓美國

保證日後不再干預伊朗內政。由於卡特政府不僅縱容前國王巴勒維的暴政，

而且還將伊朗討價還價的空間限制在「解決當前危機」上，只願曉以理法，

而不願以出售武器等實質利益來交換人質，因此卡特政府的談判原則與伊朗

人的利益不相符。304

相反地，美國共和黨為確保在十一月的大選中獲勝，願意不顧一切解決

人質危機。共和黨一改卡特政府的策略，轉而以利誘之，強調雙方的需要和

利益，並保證不再干涉伊朗內政，另向伊朗提供經濟支援和武器運送。共和

黨開出的條件正中伊朗人下懷。況且對大多數伊朗人而言，共和黨是一個全

新的面孔，與過去的「美國—巴勒維」關係牽連不大。伊朗與共和黨高層於

一九八０年五月八日即展開祕密接觸；並在六月二十七日，由伊朗的聯絡人

卡魯比（Mehdi Karrubi）和美國共和黨競選幹事凱西（William Casey）制訂

了可行的計畫。 

此後，美國共和黨交替使用利益和強硬策略，加以巴勒維國王去世，一

九八０年九月廿二日兩伊戰爭爆發，伊朗出現後顧之憂，態勢看好的共和黨

總統候選人雷根也多次在競選場合表達將強硬報復伊朗，使伊朗憂心雷根執

政後將有不同情勢，倍感壓力的伊朗匆匆透過阿爾及利亞尋求加速談判，雙

方於一九八一年一月十九日達成最終「阿爾及利亞和解協定」；並在雷根就

任美國總統後的三十分鐘內，使五十二名人質全部被釋放。305

  學者札特曼（I. William Zartman）認為，在外交關係上，力量有強弱之

分的雙方原本有密切的合作關係，但在力量薄弱一方（伊朗）突然要改變此

等關係，並且持有「殺手鐧」（人質）的情況下，權利、懷柔和原則策略對

這類衝突的解決並沒有多少效果，唯有加強談判勢力並佐以利益策略，有效

打擊對方的利益點，也同時展現自己的實力恩威並施，使對方確實考慮自己

的利益，並瞭解談判是必要也可接受的，談判才可能獲致實益。306

 

 

肆、此一時期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於國內層次之發展與延伸效應 

                                                 
304 冷元紅，「尋求雙贏－棍棒配上紅蘿蔔」。北大商業評論，二００五年八月，資料來源：

http://www.30.com.tw/spot/trend/trend.asp?ser=11317&Pg=1 
305 同註二八九。 
30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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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在伊朗人質危機期間之決策產出，未必對事件本身帶來正面助益，卻對

日後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傾向、甚至是一九八０年代以後的美國政府權

力結構、國際關係帶來延伸效應。 

而此一時期美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對國內立法、制度之產出，也受

本土恐怖攻擊事件（例如反戰運動、人權運動與社會動亂所催生之左翼激進團體）

之影響，並不全然是為了回應或反制帶有國際因素的恐怖主義型態。 

一、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基本原則 

        截至一九六０年代，美國政府仍未有一套具體且標準化的因應恐怖主義

對策，歷任政府多依據國際條約或慣例處理各案，也未對國際恐怖主義給予

系統性的關注。直至一九七０年代，甫陸續累積可被明確辨識之基本原則，

並持續沿用迄今。這些原則大抵包括：307

  （一）美國不向劫持美國官員或一般公民做為人質的恐怖份子讓步，特別是

不付贖金、釋放囚犯或改變原來政策以滿足恐怖份子的要求。但與此

同時，美國政府會近一切努力，與劫持者或其代表接觸，俾在不做出

讓步的情況下，使人質獲得釋放。美國政府並認為，與恐怖份子交易，

將促使更多恐怖活動發生。 

  （二）聯合其他國家一起對伊朗、利比亞、敘利亞、古巴與南葉門等參與或

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國家施壓。美國認為這些國家為恐怖份子提供訓

練、經費、武器、旅行、身份證明文件與庇護所，因此聯合其他友好

國家以經濟、政治、外交壓力以孤立支持恐怖活動的國家，倘若這些

手段都無法奏效，美國將施予軍事壓力。 

  （三）與友好國家合作，共同採取實際措施，以對付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這

些措施包括：清查國際恐怖份子身份、瞭解其所攻擊的目標、支持者

與活動地區；對恐怖份子實行追蹤，特別是當其越過國境時，切實查

證其可能或所持有之偽造文件、武器與危險品；拘押、起訴與懲罰國

際恐怖份子等。 

    時至今日，這些原則在實踐方面雖有待繼續補強，但部分措施已可看到

明顯效果。這些效果也展現在愈來愈多的恐怖份子在行動前被追蹤、逮捕、

審判；而為了懲罰並防制恐怖活動，起訴、證據交換與引渡之相關法律也愈

來愈顯完備。 

                                                 
307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編，《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北京：時事出

版社，二００一年），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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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責反恐單位的建置 

    一九七二年，恐怖份子「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綁架並殺害以

色列參加慕尼黑奧運選手，證實國際恐怖主義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與效果的

犯罪行為。尼克森總統遂於一九七二年成立反恐情報委員會，其主要成員來

自中情局、聯邦調查局與國務院，並由國務院主管東、南亞地區助理國務卿

領導。在此一機制下，國務院在打擊國際恐怖活動任務中扮演主要角色，而

這也是美國政府首度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而正式設立的專責單位。308

    尼克森亦在同年成立反恐怖主義內閣委員會（Cabinet Committee to 
Combat Terrorism），由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交通部、中情局、聯邦調

查局、檢查總長、美國駐聯合國大使、國家安全顧問、總統內政顧問共同組

成，旨藉由情報蒐集及分析，提供實質保護並評估打擊恐怖活動計畫細節。

但該小組成效不彰，成立以來僅集會一次，於一九七七年即行解散。該委員

會雖有極高層級，但由於領導者並未將恐怖主義列為優先施政項目，致使該

委員會未能如設立之初所期待而與總統緊密連結，故未發揮預期效益。309

卡特透過第三十號總統檢討（PRM 30）備忘錄停止了尼克森政府時期

的內閣恐怖主義委員會，改由國家安全會議統籌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並

使其與白宮、總統更緊密連結。這個特性使總統可以更接近使用武力打擊的

決策作業過程，也讓總統直接承擔失敗的第一線責任。310

卡特使國家安全會議承接了尼克森政府時期的工作小組協調任務，並成

立一個由國家安全顧問所主持的特殊協調委員會（Speci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SCC），成員包含國務卿、國防部長、中情局長、參謀首長聯席

會議主席等。該委員會如預期功能，統整了司法爭議、確保協調並直接處理

高層級的恐怖主義問題。「協調」一詞也明確傳達了「層層傳達」管理與領

導階層參與的意思。委員會下置一個處理例行恐怖主義事務的資深官員跨部

會執行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EC），並以線型關係逐層設立並指揮

跨部會恐怖主義工作小組（Terrorism Working Group，TWG），不僅廣及所

有與恐怖主義業務相關的業務單位，更有六個常設委員會，期望能分門別類

地針對問題進行審慎計畫。311

與尼克森政府時期相較，此二任政府同時經歷了以美國海外利益為攻擊

目標的恐怖活動，且都以如何處理「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為對策核心。就

                                                 
308 Louis Fields, “The Evolution of US Counter-terrorism Policy”, M.C. Bassiouni ed., Legal Reponses 
t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 US Procedural Aspects,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8,) p. 
279. 
309 Louis Fields, Ibid., p279-280. 
310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83。 
311 同前註，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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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而言，如果尼克森的架構只允許少數資深領導基層參與，卡特的編

制顯然過於龐大。而從政策觀點觀之，無論其是否為跨部會編制，不同單位

仍然各司其職，從其本位觀點看待恐怖主義之問題。因應恐怖攻擊事件的危

機處理系統均未有明顯功能；恐怖主義地優先順序持續低於其他區域性或功

能性問題，例如中東和平進程、軍備管制與蘇聯的全球威脅等。 

三、特種作戰司令部（USSOCOM）的成立312

    如前所述，「鷹爪行動」的失敗，促使美軍省思軍事行動事權統一的必

要性，而於一九八七年正式成立「特種作戰司令部」，其主要任務為美國特

戰部隊的最高指揮單位，負責統籌指揮陸海空軍各特戰部隊，總部設於佛羅

里達州的麥迪爾空軍基地，該基地同時也是空軍特種作戰司令部（Air Force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AFSOC）的所在。轄下並有位於北卡羅來那

州布格堡（又稱圍場，The Ranch）的陸軍特種作戰司令部（Army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ASOC）、位於加州的海軍特種作戰司令部（Naval 
Special Warfare Command，NAVSPEWARCOM）、以及與陸軍特戰司令部同

樣位於布格堡的聯合特戰司令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而訓練和發展準則外，該司令部亦負責協調其他軍種提供行政、運

輸支援並規劃及部署特種作戰行動。 

    陸軍特戰司令部為近年來美軍對外軍事攻擊及部署行動的主力，其中又

以美國陸軍第一特戰支隊（U.S Army 1st Special Forces Operational 
Detachment-Delta，亦即廣為人知的「三角洲部隊」Delta Force）、美國陸軍

第七十五游騎兵團（U.S Army 75th Ranger Regiment）和通稱為綠扁帽（Green 
Beret）的司令部直轄美國陸軍特戰群為特種作戰的主力部隊。 

四、總統人格特質於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影響 

    誠如前述，卡特總統更動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決策機制，使總統

可以更接近使用決定性武力的決策作業過程，總統個人特質對決策產出更有

其影響性。但此之前，即便各任政府尚未就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建構系統性、

組織性決策架構，總統的人格特質對各案恐怖主義的處理結果仍具極大關鍵

性。 

    以傑佛遜總統為例，其拒絕對海盜／恐怖份子支付贖金的強硬態度，促

使美國海軍成軍後第一役便是與海盜國家的黎波里交戰，也成為美國政府使

用海外軍事武力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第一案。老羅斯福總統視國際恐怖主義

活動為施展棍子政策的契機，而未將國際恐怖主義本身視為一系列外交課題

                                                 
312 同註二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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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心；杜魯門總統對於被刺事件低調回應，將其視為個案處理，卻沒有注

意到此一行動將是一系列反美浪潮、甚至是反美恐怖活動的前兆；艾森豪總

統「隱藏手段式的領導」，傾向「非個人化」的決策過程，避免以言詞刺激

民眾、國會乃至於挑釁對方，艾森豪總統也察覺媒體的影響力，而避免在事

件過程中媒體過度曝光，順利化解各界一連串人質危機對政府帶來的壓力，

未陷於人質危機的泥沼。 

    甘乃迪總統對於任內爆發的連續劫機風潮，面對各方批評，除指示立即

強化飛航安全，避免與國會、輿論針鋒相對，事實上，甘乃迪並未將國際恐

怖主義視為政府當務之急；詹森總統受限於越戰，也無心專注於反恐對策；

尼克森總統全程參與決策過程，對外卻展現不介入的姿態，雖明確為後來美

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奠立「不談判、不妥協」的原則基調，但尼克

森總統對於中東地區區域穩定的關心，遠高於對當地個別國際恐怖主義的注

意力；福特總統原則上追隨尼克森政府任內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政策基調，

但在實際面臨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時，卻在對策選擇間搖擺不定。 

    卡特總統於外交政策上的人權主張，最後在伊朗人質危機中成為恐怖份

子勒贖的重要資產，卡特以總統身份站上第一線與恐怖份子親自談判，也減

少了斡旋過程中的籌碼；雷根總統在競選時期的強硬主張，部分程度也促使

挾持者在人質危機後期傾向退讓。 

    大抵而言，在一九七九年伊朗人質危機前，各任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

對策之傾向，除受總統決策風格影響，有相當比重則受總統個人對當時國際

關係課題比重的選擇。 

五、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於總統外交決策體系影響力之消長 

影響此一時期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產出，除總統個人因素，另一部

份則導因於此一時期國務院、國家安全會議於總統決策體系的權力消長。 

卡特時期國務卿范錫與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在伊朗政策上的歧

異，繼而在伊朗人質事件出現「自我挫敗而不連貫」的決策，也讓尼克森時

期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卿在外交決策的競逐關係繼續惡化。布里辛斯基一手

主導「鷹爪行動」，反對此項任務的范錫在行動宣告失敗後即行辭職。 

一九四七年由杜魯門總統（Harry S. Truman）依據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成立「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會

議幕僚長國家安全顧問則被界定為總統制訂國家安全事務的重要幕僚。由於

美國採行總統制，且依憲法擁有國防與外交事務實權，故而國家安全顧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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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整體規劃、協調外交事務部門與提供總統諮詢，扮演極重要角色。313

    國家安全顧問的法律地位極其特殊：國家安全顧問迄今仍非法定職務，

「國家安全顧問」甚至只是新聞界慣稱語；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於一九五三年設立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理一職，為其後各任政

府所沿用，但即便國家安全會議法源來自國家安全法，國家安全法卻無設置

國家安全顧問之相關規定；國家安全顧問／國家安全特別事務助理既非法定

職務，又名為「助理」，其定位屬總統個人幕僚，其任用程序屬政治任命，

而非法律任命，其進退端視總統需求；無論從其最初設置目的或其性質以

觀，國家安全顧問應係行政幕僚，而非高級決策者。而以上觀點也為甘乃迪

政府時期之國家安全顧問邦迪（McGeorge Bondy）所肯認，多維持低姿態，

而非主動走上檯面宣揚政策。314

    國務院則是美國政府最早成立的行政部門，前身為一七八一年設立的外

交部，並於一七八九年九月更名為國務院。國務院在美國政府各部居首席地

位，國務卿則是僅次於正副總統的最高行政官員。國務院工作目標在於維持

美國與外國的接觸與友好關係；促進美國與盟邦的安全利益；保護美國對外

貿易與商業；保護美國公民與海外資產等。315

        國務卿是美國內閣閣員職務最資深者，其協助總統並執行美國的一切外

交事務，並且給予總統各項外交政策的建議，理論上應該是外交決策體系最

具影響力者，但實務上卻經常淪為次要角色。由於美國外交決策權力逐漸傾

向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之於總統更顯重要，相較於國務院的龐大與難以駕

馭，此種情況便對兩者在外交決策的影響力帶來消長變化。國家安全顧問與

國務卿之爭，也成為美國外交體系與官僚政治的棘手問題。 

     尼克森時期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於外交事務的地位逐漸凸顯，加以尼克

森的個性孤僻，僅喜與少數人作非正式接觸，致使國家安全會議的協調功能

隨之降低，許多尼克森時期重要對外決策如一九七０年高棉軍事行動、與北

越代表在巴黎進行和談、均由尼克森與季辛吉相互商議，未經國安會討論，

甚至也未讓當時國務卿羅吉斯（William P. Rogers）知情。而尼克森授權季

辛吉從事外交談判者與政策執行者之角色，如一九七一年密訪中國、一九七

二年密訪莫斯科與中東穿梭外交等，更嚴重侵犯國務院功能。316

                                                 
313 Charles W. Jr. Kegley and Eugene R. Wirrkopf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s and Process, 
(NY: St. Martin’s Press, 1996,) p. 348. 
314 林岩哲，〈析論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角色〉，《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七卷第三期，民國七十六

年十二月，頁 36-37。 
315 James M. McCormic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Process, (Illinois: F. E. Peacock Publishers, 
Inc., 1992,) p. 356. 
316 Charles W. Jr. Kegley and Eugene R. Wirrkopf, Ibid., p.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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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透過第三十號總統檢討（PRM 30）備忘錄改由國家安全會議統籌

打擊恐怖主義對策，並使其與白宮、總統更緊密連結。這個特性使總統可以

更接近使用武力打擊的決策作業過程，也使總統直接承擔失敗的第一線責

任。317

      伊朗人質危機的失敗經驗，致使繼任後的雷根政府刻意壓抑國家安全顧

問之角色，其任內共輪替六人，為國家安全顧問設置以來輪替次數最多的總

統。造成雷根總統輪替頻繁的原因，部分在於國家安全顧問本身之才能。首

任國家安全顧問艾倫（Richard V. Allen）因非戰略思想家，其背景亦與雷根

有極大差異，故在職期間與雷根關係疏遠，平日亦無法發揮幕僚角色；但克

拉克（William P. Clark）因與雷根個人關係相近，地位甚至凌駕當時國務卿；

彭岱特（Kohn M. Poindexter）涉及「伊朗門事件」（Iran-Contra Affair，
Irangate）更彰顯國家安全顧問權力增加情事。 

   伊朗人質危機經驗除使雷根總統在人選認命上刻意貶抑國家安全顧問

角色，更在國家安全會議成立三個資深跨部會小組（Senior Inter-department 
group）分掌外交、軍事、情報事務，並使外交事務跨部會組織交由國務卿

主導，以使外交事務重新回歸國務院系統，以避免重蹈卡特總統、國務卿范

錫與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的摩擦錯誤，但由於雷根總統本人不喜參與或

追究政策細節，因此幕僚一手遮天，也曾在日後為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所批評。318

 

 

伍、此一時期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於國際層次之發展與延伸效應 

一、國際合作 

    在伊朗人質危機前，早在國際聯盟（League of Nations）時期，國際間

便對恐怖主義研議合作之道，一九三六年十一月通過「防止與懲治恐怖主義

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errorism），共二十

七國締約，但受限於各國對其國家利益之導向與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該公約

並未被切實履行。戰後，一九四九年日內瓦公約、一九七七年日內瓦議定書

均明確禁止恐怖主義行為。319

                                                 
317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83。 
318 黃秀端，〈美國國務卿的兩難角色〉，《東吳政治與社會學報》，第十三期，民國七十九年三月，

頁 111。 
319 David Freeston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Terro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Principles of Jurisdiction”, Rosalyn Higgins and Maurice Flory ed., Terrori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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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劫機事件頻繁的一九六０年代，各國一九六三年在東京召開會議，簽

署「關於航空器內的犯罪與其他行為公約」（Convention on Offences and 
Certain Other Acts Committed on Board Aircraft），對機上攻擊與其他相關影響

飛航安全之行為達成共識。公約確認航空器登記國對機上所發生的犯罪行

為，有絕對的管轄權，不論該犯罪行為發生時，該航空器是否飛行於其他國

家上空；賦予機長相當的權力，以增進飛航安全；確定航空器降落國的責任；

明訂對付有關非法劫持航空器的行為。儘管劫機熱潮隨著美國境內加強飛航

安檢措施，且古巴領導人卡斯楚也願意歸還被劫飛機並遣送劫機犯而有所降

溫，但因該公約無法約束締約國執法情形，亦未規範引渡規定，各國復於一

九七０年制訂海牙「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Seizure of Aircraft）、一九七一年制訂蒙特婁「制止

危害民航安全非法行為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Civil Aviation）。在在透過國家間的合作，共同防制

非法劫持飛機與破壞飛航安全之恐怖行為。320

        而面對危害越來越大的國際恐怖主義，聯合國也在一九七二年成立恐怖

主義特別委員會（AdHoc Committee on Terrorism），並主導多個單一議題因

應國際恐怖主義公約，包括：一九七三年「防止與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

員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Crimes Against 
Internationally Protected Persons, Including Diplomatic Agents）、一九七九年反

人質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he Taking of Hostage）等。321

二、與蘇聯在中亞地區展開權力競逐 

一項與伊朗人質危機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無關的發展在一九八０

年代形成美國重要國際議題，甚至在二十年後累積成基地組織於九一一事件

的攻擊能量：由於伊朗人質危機造成全國人民心理的挫敗，也成為卡特政府

於外交事務的軟弱象徵，雷根於是以重建軍事和進攻性政策的承諾贏得大

選，美國軍事力量之復興也幾乎從一九八一年雷根政府上任後興起。322

    蘇聯於一九七九年十二月末入侵阿富汗，但因卡特政府全數心力均聚焦

於伊朗而無法及時反制，主張對蘇聯回以強硬態度的雷根總統就任後，任命

擁有情報資深經歷的凱西（William J. Casey）擔任中央情報局長，並與國防

部副部長麥克馬洪（Anthony McMahon）共同瞭解阿富汗局勢而後匯報。最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Routledge, 1977,) pp. 43-48. 
320 汪毓瑋，〈從國際反恐怖主義作為淺釋國際刑法相關問題〉，資料來源：

http://notes.npa.gov.tw/police/rulesinfo.nsf/812064655296ee9b48256ba600090f86/7f73c220538f3606
48256ce000104b41?OpenDocument 
321 Frederic L. Kirgis,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the Pentagon”,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sights, September 2001, at http://www.asil.org/insights/insigh77.htm 
322 At http://kevinkao.idv.tw/mt/archives/0005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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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雷根總統批准對阿富汗境內抵抗蘇聯運動提供醫藥、通信裝備、武器與

技術性建議。 

    雷根政府當時的決定，意欲與蘇聯在阿富汗與中亞地區維持一定抗衡局

勢，但日後這項對策與對阿國境內反蘇聯勢力的資助，卻造就基地組織與伊

斯蘭祈禱團（JI）等恐怖組織在新世紀發動大規模恐怖攻擊的能力。323

 

 

 

 

第二節  一九八六年利比亞軍事行動 

 

壹、事件概述 

  一九八六年四月十五日，美國出動三十三架戰機執行代號「黃金山谷」

（Eldorado Canyon）軍事行動，夜襲利比亞兩大都市黎波里（Tripoli）與班加西

（Benghazi）。次日，美國國防部公佈結果，美軍成功轟炸五處利比亞境內用以

支持恐怖活動與顛覆鄰國軍事用途之目標，奇襲奏功。美國並明確警告利比亞，

美國絕不容忍利比亞主使或支持國際恐怖主義。324

 

 

貳、重要事紀 

一九八一年五月六日，美國關閉利比亞駐華盛頓大使館，驅逐利比亞在美所有外

交人員，雙方陷入關係低潮－－ 

    利比亞現任領導人格達費（Quddafi al-Muammar）於一九六九年九月發

動政變，推翻親美國王伊德里斯（Idris I）取得政權，後以阿拉伯民族主義

                                                 
323 柯雨瑞，〈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活動犯罪被害原因之探討〉，資料來源：http:// 
ko.cpu.edu.tw/029.pdf 
324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6th,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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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人自居，其與蘇聯簽訂軍事協定，並積極整軍對抗美國與以色列，導致

美利關係惡化。然而當時利比亞為美國第三大石油供應國，佔美國進口量的

百分之八，致使卡特總統一直採取容忍與妥協的態度。325

    一九七０年六月，利比亞宣布收回美國駐利比亞的黎波里惠勒斯空軍基

地（Wheelus Air Base）。一九七二年，美國調降與利比亞外交層級為「代辦」

（chargé d'affaires）。 

    一九七九年，逾千名利比亞人參與美國駐伊朗大使館前示威活動，該事

件後來衍生成伊朗人質事件，而美國駐利比亞大使館也因利國境內反美暴動

而付之一炬。 

雷根總統於一九八０年一月二十日就職，矢志以「對恐怖主義宣戰」為

美國最優先政策，視格達費為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危險人物。一九八０年間

西歐境內陸續有十一名反對格達費的利比亞僑民突然遇害，雷根總統認為利

比亞涉嫌重大，驅逐四名利比亞外交官，利比亞也驅逐二十名美國外交官作

為反制。 

美國宣布利比亞為支持恐怖主義之國家（state sponsored terrorism），並

於同年關閉美國駐利比亞大使館。次年五月六日，美國關閉利比亞駐華盛頓

大使館。326

一九八一年八月十九日「雪特拉灣」（Gulf of Sidra）事件－－ 

     利比亞於一九七三年片面宣布雪特拉灣全部水域為其領海，並於同年十

一月廿五日劃定連接灣口兩端的直線為「死亡線」（The Line of Death），規

定任何外國船隻、飛機均不能逕自越線。美國基於全球戰略觀點，必須維持

地中海航線之通行無阻，始能捍衛北約（NATO）、中東與北飛地區安全，

故而美國在一九七四年告知利比亞，不能接受其領海主張，因其嚴重違反國

際法。327

    一九八一年八月十九日，美軍尼米茲號航艦上 VF-41 中隊的二架 F-14A
雄貓型戰機於雪特拉灣外海三百公里空域執行戰鬥巡邏任務時，遭利比亞空

軍二架俄制 Su-22 蘇愷戰機發射飛彈攻擊，雙方隨即爆發空戰，利比亞軍機

遭到擊落。事後，美國宣布與利比亞斷絕外交關係，並對利比亞施行一連串

外交與經濟制裁。 

                                                 
325 王崑義，《國際恐怖主義與美國美國的危機決策—一九八六年美國對利比亞的危機行為之研

究》（台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七十七年），頁 138。 
326 National 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1981, July 1982, at http://www.mipt.org/pdf/1981PoGT.pdf 
327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sidr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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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年十一月，美國有報導指稱，利比亞派遣情治人員前往美國暗殺正副

總統及其他政府重要官員，美國加強安全措施，並對美國公民發佈利比亞旅

行禁令。328

一九八二年三月十日，美國兩名駐蘇丹外交官遇刺，美國抨擊利比亞是

幕後主使者，下令停止進口利比亞石油，同時對利比亞進行經濟制裁，禁止

美國貨物輸出至利比亞。 

    一九八三年二月，美軍與利比亞再度在雪特拉灣空域發生緊張對峙。兩

架利比亞米格二十三型（MIG-23）戰機一度逼近正在雪特拉灣臨近水域執

行任務的尼米茲號航空母艦，但為美國 F-14 雄貓型戰機所逐退。 

一九八五年十二月十七日，羅馬與維也納機場流血攻擊事件－－ 

    一九八五年十二月十七日，由利比亞所支持的阿布尼達爾組織（Abu 
Nidal）在羅馬與維也納機場對以色列航空公司櫃臺投擲手榴彈，並以半自

動機槍對人潮隨機掃射，造成十九人死亡、一百二十餘人受傷。329

    雷根總統原擬在事後對利比亞進行軍事制裁，唯為避免傷及無辜，而僅

採行經濟制裁。然因西歐國家並未積極配合，致使制裁效果不佳。 

    時至一九八六年初，雷根總統除持續指控利比亞涉嫌主使各樁恐怖攻擊

事件，同時指責利比亞庇護羅馬與維也納機場爆炸案的元兇「阿布尼達爾組

織」（Abu Nidal），並在一九八六年一月七日對利比亞施行新的經濟制裁：

禁止美國對利比亞所有貿易往來與對利比亞的貸款，同時下令利國境內所有

美國僑民返回美國，禁止美國人前往利國。330

    國務卿舒茲（George P. Shultz）於一月九日表示，美國將決心阻止利比

亞支持的恐怖行動，並不排除使用武力的可能。331 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則在一月十六日強烈表明美國使用武力的可能性。332

                                                 
328 National 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Ibid. 
329 發動此次攻擊行動「阿布尼達爾組織」以其領導人為名（取阿拉伯語「奮鬥之父」涵意），該

組織又稱法塔革命會議（Fatah）、阿拉伯革命旅或伊斯蘭社會主義革命組織等，為美國國務院所

標定恐怖組織名單，受敘利亞、利比亞和伊拉克支持，並以西方和以色列人作為攻擊目標。阿

布尼達爾組織成員分佈逾二十個國家，在一九八０年代中期為各國所認定相當危險的恐怖組織

之一，利比亞允許阿布尼達爾組織在其境內設立辦公處，直至一九九０年甫下令關閉。參資料

來源：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http://www.cfr.org/publication/9153/ 
330 “Libyan Chronolog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th, 1986, 8A. 
331 台灣新生報，民國七十五年一月十一日，第四版。 
332 台灣新生報，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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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六年三月二十四日「雪特拉灣事件」333 －－ 

    一九八六年一月二十二日，美國情報部門以偵察衛星拍攝到利比亞於雪

特拉灣海域部署薩姆五型（SA-5）飛彈，射程可達二百五十公里，嚴重威

脅美國在地中海水域安全。 

    美軍在同年三月二十四日發動以「草原烈火」（Praire Fire）為名的軍

事行動，計畫以三艘航空母艦編隊在雪特拉灣進行「自由通航演習」，並以

部分機艦穿越死亡線，引誘利比亞軍先動武，以便後發制人。 

美軍在行動中首次使用 AGM-88A 哈姆高速反輻射飛彈投入實戰，共擊

沉、重創利比亞飛彈快艇五三艘，摧毀薩姆五型飛彈基地。利比亞方面宣稱

擊落三架美國軍機。美國國防部則表示，利比亞軍共計死傷一五０人，美軍

無任何損失與傷亡。 

一九八六年四月二日，美國環球航空（TWA）班機爆炸事件；一九八六年四月

五日，德國西柏林市夜總會爆炸事件－－ 

       一九八六年四月二日，美國環球航空編號八四０次波音七二七班機即將

飛抵雅典機場前，於機場南方一百四十公里處，機上一名阿布尼達爾組織成

員引爆炸彈，致使四名美籍乘客自機身破洞墜落，當場死亡。班機緊急迫降，

機上包括兇嫌在內等一百一十八名乘客及機組員均平安獲救。334

    一九八六年四月五日，德國西柏林市拉貝勒（La Belle）夜總會於深夜

發生爆炸，二人死亡，二０四人受傷，其中傷者多為美軍駐當地駐軍。美國

情報單位自利比亞與駐東柏林人民局（大使館）通訊攔截訊息，證明利比亞

政府策動此次攻擊。335

    雷根總統在一九八六年四月十四日下令進行軍事報復行動。336

一九八六年四月十五日，美軍執行「黃金山谷」軍事行動，夜襲利比亞的黎波里

（Tripoli）、班加西（Benghazi）等五處目標－－ 

    美軍在行動擬定三項原則：只襲擊與恐怖主義有關目標、儘可能不波及

平民、以最大限度減少美軍特別是飛行員的傷亡。美軍運用電子科技先行建

                                                 
333 錢高陞，〈歷代戰爭中電子戰史實與評析〉，《空軍學術月刊》，第五五七期，二００三年四月，

http://past_journal.mnd.gov.tw/空軍學術月刊/557/557-3.htm；Richard Stengl, “Sailing in Harm’s 
Way”, Time, Vil.127, No.14, April 7th, 1986, pp. 8-9 
334 At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april/2/newsid_4357000/4357159.stm 
335 “US Exercises Right of Self-Defense Against Libyan Terrorism: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N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6, no.2111, June 1986, p. 1 
336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五年四月十六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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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立體化偵察系統，行動共調度三十三架戰機，分別是十八架由英國起飛的

美國空軍F-111 型土豚式戰鬥機，與十五架自美國地中海第六艦隊航空母艦

起飛的美國海軍A-6 入侵者型戰機、海軍A-7 海盜二型戰機，搭載五百磅與

兩千磅重雷射精靈炸彈，轟炸利比亞境內五處用以支持恐怖行動與軍事用途

之目標。337

    國防部長溫伯格說明美軍在此波攻擊行動所鎖定之戰略轟炸目標：338

一、的黎波里阿齊吉亞軍營（Azizyah Barracks），為利比亞策動並指揮

國際恐怖攻擊行動的總部； 

二、比拉爾港（Sidi Bilal Port），為利比亞突襲隊訓練基地； 

三、的黎波里機場軍用部分，為利比亞運送軍事與顛覆用物資至全球各

地的基地； 

四、班加西朱馬西利亞軍營（Jamahiriya Barracks），為阿齊吉亞軍營替

代指揮所； 

五、班尼納軍用機場（Benina Military Airfield），為利比亞突襲隊訓練

基地，更係利比亞對查德戰爭進行軍事與顛覆行動的主要後勤基

地。 

        根據利國政府官方數字顯示，共有三十七人在這場持續二十分鐘的空襲

行動中喪生，其中只有一名軍人，其餘皆為平民，另有九十三人受傷。339

美國國防部則公佈結果，美軍奇襲目標奏功，除一架軍機遭利比亞地對

空飛彈擊落，其餘戰機均安然飛返美國駐英國空軍基地。有三至五架俄製伊

留申七六型運輸機（Ilyushin I1-76）於的黎波里機場被摧毀，班尼納空軍基

地（Benina Military Airfield）五至十二架俄製米格廿三型戰鬥機（MIG-23）
被擊損，美軍亦成功炸毀阿齊吉亞基地（Azizyah Barracks）主建築。340

    利比亞領袖格達費在美軍執行利比亞軍事行動後，立即要求正在日內瓦

舉行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部長級會議對美國轟炸利比亞事件予以

譴責，並對美實施石油禁運；另要求聯合國安理會召開緊急會議，對美軍轟

炸利比亞所造成之損失進行裁決；要求阿拉伯聯盟（Arab League）召開高

                                                 
337 同註三三三。 
338 “US Exercises Right of Self-Defense Against Libyan Terrorism: Joint News Conference by 
Secretary Shultz and Secretary Weinberger”,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6, no.2111, June 1986, 
p. 3 
339 Edward Schumac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bya”,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7, p. 329. 
340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6th,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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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議，對美國轟炸利比亞暴行共同採取政治與經濟制裁行動；另呼籲不結

盟國家對美國採取抵制行動。341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部長級會議隨即提出聲明，譴責美國執行利比亞軍事

行動所造成之重大死傷，但拒絕在現階段採行任何有關石油禁運之報復性措

施。聯合國安理會於四月二十一日審議譴責美國空襲利比亞決議案，但遭

美、英、法三國代表所否決。阿拉伯聯盟同意接受利比亞召開高峰會之建議，

但未決定開議日期。不結盟國家外長則於印度新德里集會，一致聲明譴責美

國空襲利比亞為「卑鄙而無正當理由之侵略」，並通過政治宣言抨擊美國於

中東、南非及中南美洲之政策。342

 

 

參、對策研析 

雷根總統於一九七九年贏得大選，除係選民基於經濟因素之考量，有極大原

因來自於一九七八年伊朗人質危機以來，選民對於美國權力式微、蘇聯擴張日增

所造成的憂慮，故而雷根在大選期間對外交與國防政策的強勢，獲得大多數選民

信任與肯定。343

雷根總統就任後，以重振美國聲威為當務之急，對於當時利比亞在全球支持

恐怖主義的行動，採取強烈對應政策，並全面部署與利比亞之間的對抗。而隨著

美利關係的惡化，美國先採取了經濟制裁與政治協商之對抗措施，意圖迫使利比

亞停止支持國際恐怖主義對世界各地美國人民與美國利益的攻擊，但恐怖事件仍

持續發生。雷根政府於一九八五年十二月阿布尼達爾組織於羅馬、維也納機場發

動恐怖攻擊時，即欲對當時支持該組織最甚的利比亞施以軍事打擊行動。後雖因

各種考量而暫緩，但雷根政府從未排除以軍事行動作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

策。 

一、行動前的佈局 

從美軍於「黃金山谷」空襲行動所設戰略目標觀之，加以過往美利衝突

的背景，可以歸納出美國執行此波對利比亞軍事行動的目的，在於遏止格達

費對國際恐怖行動的支持。國務院公報也記載，中東恐怖主義快速成長，利

比亞是其中最主要的支持者，如美國無法有所回應，將致使部分人士繼續期

                                                 
341 石樂三，〈美國轟炸利比亞與國際恐怖主義〉，《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五卷第八期，民國七十

五年五月，頁 43。 
342 同前註，頁 44。 
343 Coral Bell, “Form Carter to Reagan”, Foreign Affairs, vol.63, no.3, 1985, p.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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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格達費的領導，而使恐怖行動愈演愈烈。344

利比亞支持國際恐怖行動的作為，雖然危及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但事

實上，在美國決意執行軍事行動前，利比亞並未對美國本土造成立即危險，

因此雷根政府勢必要尋找充分理由，以獲得國際諒解與支持：一、是否有確

切證據顯示利比亞涉及多起恐怖行動？二、是否能找到與恐怖活動相關之攻

擊目標，並進行準確攻擊而不傷及無辜？三、國內的支持基礎？四、是否能

得到國際盟友與溫和阿拉伯國家等國際輿論之支持？345

無論單一個案之事實、證據如何明確，極難在人民心中產生足夠影響力

使大眾信服。故為帶起人民同仇敵愾之心理，美國政府相關單位自一九八五

年夏天即行散播利比亞國內政局不穩、格達費親信即將叛離等訊息，並強調

美國與利比亞間之緊張關係，與利比亞仍繼續支持國際恐怖主義之形象，更

在一九八六年四月七日，主動提供新聞週刊（newsweek）相關訊息，使其

大幅報導利比亞情治人員意圖暗殺雷根總統並破壞美國境內基地等重要目

標。346

而美軍於一九八六年三月底所執行「草原烈火」計畫，更是一場細心佈

局，美軍經由越線引誘利比亞先行動武，甫由美軍回以正當、合理的反制行

動（anticipatory self-defense），並在武力打擊過程中，一併除去了最令美軍

憂慮之的黎波里地對空飛彈基地，而非全然為懲治何樁恐怖攻擊個案而來。 

雷根總統在「黃金山谷」計畫前，曾向全國人民發表廣播演說，強調利

比亞在西柏林夜總會爆炸事件罪證確鑿，同時也正顛覆並侵略其他非洲鄰

邦。雷根也細數一九八０年代以來，利比亞在海外直接或間接支持其他恐怖

組織所從事攻擊各案。雷根的演說順利得到預期效果，由於美國民眾對恐怖

主義的認知多來自於大眾媒體的報導，加以雷根政府在軍事行動前即刻意散

佈利比亞與國際恐怖主義之連結形象，美國人民對雷根政府的行動多予肯定

及贊同。華盛頓郵報（Washing post）在歷波針對雷根政府施政滿意度之民

調顯示，高達七成以上民眾在利比亞軍事行動期間支持雷根總統的決定。347

而即便在軍事行動前，國內曾傳出反對聲音，一旦政府執行軍事行動，

美國國會仍給予普遍支持。348 雷根總統似乎早已確信國會將有的「正常反

應」，故僅依循一九七三年戰爭權力法（War Powers Resolution of 1973）規

                                                 
344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6, August 1986, p. 6 
345 蘇義雄，〈論國際恐怖行動〉，《中興法學》，第二十九期，民國七十八年十一月，頁 45。 
346 “US Exercises Right of Self-Defense Against Libyan Terrorism: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N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6, no.2111, June 1986, p. 1 
347 Robert Oakle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vol.65, no.3, 1987, p. 616. 
348 聯合報，民國七十五年四月十六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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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黃金山谷計畫」戰機起飛後，始與國會進行諮商。349

二、外科手術式（surgical strike）的精準打擊 

      在整波軍事行動中，最被質疑的當屬「適度反應」（proportional 
response）政策之執行。在雷根總統的決策圈內，國務卿舒茲與前後任國家

安全顧問麥法蘭（Robert C. McFarlane）、龐迪斯特（John Poindexter）均支

持以強硬措施對抗恐怖主義為必要而適當之舉動，副總統老布希、國防部長

溫伯格則持反對意見，特別是軍事行動極可能傷及無辜人民。故而，能否找

到與恐怖活動相關連之目標，同時施以精準打擊，將是「適度反應」政策得

否成功採行之重要關鍵。350

    美軍在「草原烈火」與「黃金山谷」計畫中首創「外科手術式」打擊，

也就是單獨使用或以空中力量為主，進行有限的空中突擊，精準打擊對方要

害，並一舉達成有限戰略目的的空中作戰行動。由於美軍在此一時期裝備與

技術的精進，空中力量的強化使獨立使用空中力量直接達成一定的政治軍事

目的成爲可能。 

  美軍在軍事行動中，以空軍F-111 土豚式戰鬥機為主要攻擊武力，加以

精密的雷達導航系統、全天候攻擊能力與強力電子欺敵措施，因此能準確命

中攻擊目標（的黎波里阿齊及亞軍營、比拉爾港、的黎波里軍用機場）。而

海軍佐以A-6 入侵者戰機、A-7 海盜二型戰機、F/A18 黃蜂式戰機與HARM
哈姆高速反輻射飛彈、Shirke百舌鳥反輻射飛彈，亦強化了目標攻擊準確性

（班加西朱馬西利亞機場、班尼納軍用機場）。這些攻擊武力的展現正是雷

根總統上任以來大力推動軍事力量復興的成果。351

  在不傷及無辜人民、並有效毀滅或損壞攻擊目標的原則下，「草原烈火」

與「黃金山谷」計畫都是相當成功的。恐怖份子基地與利比亞境內軍事設施

大多毀損，只有百分之一至二的炸彈落在目標區外，格達費總部亦被擊毀。

美國對於戰術目標的設定，顯見其意欲造成格達費心理壓力，而非直接予以

摧毀。而未避免傷及無辜，美軍飛行員均獲訓示須嚴格遵守攻擊守則，故有

五架F-111 土豚式戰鬥機因雷達與紅外線地位發生問題，而自動返航。352

  而除對利比亞的攻擊，美軍在此次戰術、戰略（對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本

身）目標之執行可謂相當成功。美國以實力警告了利比亞、也讓伊朗、敘利

                                                 
349 Tap Towell, “After Raid on Libya, Mew Question on Hill”,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vol.44, no.16, 
April 1986, p. 839. 
350 Richard H. Scultz, “Can Democratic Government use Military Force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War Affairs, vol.148, no.4, Spring 1986, pp. 211-212. 
351 同註三三三。 
352 Richard H. Shultz Jr., op.cit., pp. 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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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同樣受到警告效果，雖然利比亞並未因此停止支持恐怖活動，然其本身已

受重創，加以後續來自世界各國的經濟制裁，無法大力提供各項援助予各地

恐怖組織，短期內也收到遏阻國際恐怖主義之效果。353

三、一場與北非、地中海戰略佈局相結合的「反恐」軍事行動 

  利比亞軍事行動雖為警告利比亞（特別是其領導人格達費）勿再繼續主

導或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而來，但細看其行動前佈局，仍可察覺美國政府對格

達費之興起，對美國於地中海、北非地區戰略利益的隱憂。 

  利比亞在一九七三年片面劃定雪特拉灣「死亡線」，嚴重衝擊美國當時

在地中海的航行自由與對北約、中東、北非地區的戰略佈局，尼克森政府即

以違反國際法為由，明確告知美國不能接受利比亞的領海主張。而在一九八

六年初，美軍以高科技衛星偵測到利比亞於的黎波里鄰近部署地對空飛彈基

地，射程廣達二五０公里，直接威脅美軍在地中海區域之安全，美國政府遂

以「草原烈火」行動引誘利比亞先行動武，俾在後續反制行動中一併摧毀該

飛彈基地。 

  事實上，雷根政府除因利比亞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而倍感痛恨外，格達費

自一九八五年介入查德內戰，並派遣數千名軍隊進駐查德北部，在美軍執行

「黃金山谷」計畫前仍未撤退，而最令美國感到憂心的，是格達費企圖在撒

哈拉沙漠一帶建立一個大伊斯蘭聯邦，涵蓋蘇丹、查德、尼日、馬利、上伏

塔、塞內加爾等國，必結合並控制聯邦，與其他北非地區的阿拉伯國家相對

立。354

  雷根總統下令轟炸利比亞的目的，正是為了促使利比亞境內軍人發動政

變，以推翻格達費政權，冀以同時減少恐怖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355 然
而學界則憂心，美國轟炸利比亞的行動，將使格達費所欲推行之「綠色革命」

（Green Revolution）更顯穩固。356 學者達米斯表示，美國轟炸利比亞的行

動，無疑整合了利比亞人民對格達費政權的支持，從戰術觀點觀之，一次來

自外國的攻擊，將使得利比亞軍人更不可能發動政變。學者史柯勒與鄧恩也

有相同觀點，他們認為決策者對格達費之個性與背景缺乏認識，加以當地狂

熱的宗教信仰、泛阿拉伯民族主義思想，雷根總統意欲以武力迫使格達費屈

服，並試圖推翻其革命政權，無疑在戰略上犯了極大錯誤。357

                                                 
353 Richard H. Shultz Jr., op.cit., p. 342. 
354 石樂三，〈美國轟炸利比亞與國際恐怖主義〉，頁 44。 
355 Richard H. Shultz Jr., op.cit., p. 327 
356 格達費於一九六九年推翻王政的「九月革命」別稱「綠色革命」，其主張解除軍事或其他制度，

以建立「人民的利比亞」－一種直接效忠格達費的直接式民主。石樂三，〈美國轟炸利比亞與國

際恐怖主義〉，頁 45。 
357 同前註，頁 46。 

 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四、盟邦立場分歧 

  與雷根總統在國內的高支持度相較，盟邦的反應則顯分歧。 

多數西方國家在利比亞軍事行動初期，多持反對立場，並認為美國應修

正其對抗措施，改採溫和路線，不應逕行軍事手段，以免危及西歐國家的安

全與利益。358

  事實上，西歐國家的反對不盡然是對反恐措施的立場不同。當時西歐國

家與利比亞經貿來往密切，除利比亞向義大利（六億美元）、西德（三至四

億美元）之貸款尚未償還，包括土耳其、法國、英國與西班牙在利比亞境內

都有可觀的投資，各國都不希望因為美國執行利比亞軍事行動，而造成鉅額

經濟損失。加以利比亞是當時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國之一，西歐工業國家因運

輸成本及品質考量，仰賴利比亞的石油供應遠較波灣國家所產石油為甚。359  

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外長級會議曾試圖化解美國與利比

亞之間衝突，決議以外交制裁尋求美國降低打擊措施。未料在決議通過後數

小時，美國即行空襲行動，此舉也使歐洲各國大感不滿。法國政府便拒絕美

國F-111 土豚式戰機經其領空執行利比亞轟炸任務，西班牙也拒絕美國商借

空域之請求。360  

英國基於與美國之間長久以來之民族情感與相互支持關係，加以當時英

國正深受北愛爾蘭地區恐怖活動之困擾，亟需某種行動以彰顯政府打擊恐怖

主義之決心，故首相柴契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同意美軍使用駐英基

地空軍進行此波轟炸任務。 

而在阿拉伯國家部分，由於利比亞領袖格達費的諸多行動，並不被當時

多數阿拉伯國家所認同，故在軍事行動期間，除敘利亞與伊朗，其餘國家多

保持沈默或僅溫和表示批評。361

蘇聯自戈巴契夫（Mikhail Gorbachev）就任後，與西方國家關係漸趨和

緩，並曾於一九八五年十一月與雷根在瑞士日內瓦進行兩國高峰會。在雷根

政府決意進行利比亞軍事行動前，曾事先告知蘇聯代表，此舉係針對利比亞

的恐怖主義，而非蘇聯。蘇聯雖未表贊同，但並未發表任何官方聲明，亦未

協助利比亞進行各項防禦措施，形同實質默許。此取也加強了雷根政府強力

                                                 
358 Beau Grosscup, op.cit., pp. 117-120. 
359 Edward Schumac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bya”, Foreign Affairs, vol.65, no.2, 1986/1987, pp. 
344-345. 
360 Edward Schumacher, op.cit., p. 344. 
361 Robert Oakley, op.cit,, p.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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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軍事行動的決心。362

但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美國在執行利比亞軍事行動前，曾多方釋出消

息，期待利比亞發生政變繼而推翻格達費政權，各國多半都能強烈感受美國

的意願，繼而相信利比亞政權極可能更易，而未在利比亞軍事行動後與格達

費政府加強關係。 

 

 

肆、此一時期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於國內層次之發展與延伸效應 

在雷根政府主政的一九八０年代，國際環境處於美蘇對立之冷戰狀態，美國

政府在國防方面整軍經武，也在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上展現強勢作為。歷經一

九七０年代以來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之威脅，美國政府無論在國內因應或國際合作

軍有一定基礎，而在此一期間，美國本土並未遭遇國際恐怖主義的攻擊，因而此

一時期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以海外行動為主。 

一、確立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基本方針 

雷根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大致因循尼克森政府與卡特政府以降之

基本原則，亦即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自一九八三年貝魯特爆炸案發生後，

雷根政府意識到國家支持恐怖主義將在國際間造成嚴重政治問題，遂將國際恐怖

駐列為重要政策導向。其基本原則大致如下：363

（一）美國政府反對任何國內與國際恐怖主義，並準備與其他國家合作、或

單方面採取行動，俾防止或因應恐怖攻擊事件； 

（二）美國政府認為由個人或團體所實行的恐怖主義，對其國家安全將是潛

在威脅，將藉由各種合法手段阻止恐怖主義的使用； 

（三）國家不應實施或支持恐怖主義，如果有任何國家有增加或企圖實施恐

怖主義以對抗美國，且事證明確，美國將採取任何必要措施，以保護美國人

民、財產與利益； 

（四）美國政府決不向恐怖主義妥協，更不會支付贖金、釋放罪犯、改變政

策獲同意其他足以鼓勵恐怖主義發展之行為； 

                                                 
362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五年四月十七日，美國通訊。 
363 “Apendix I”, Public Report of the Vice 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Combating Terrorism, February 
1986. At http://www.population-security.org/bush_report_on_terrorism/bush_report_on_terroris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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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將以強硬的態度面對恐怖主義，決不對人權或國家原則有任何妥

協。美國並鼓勵其他國家與美國採取一致立場。 

二、佈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專責架構 

    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相關對策在一九八０年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

峰，雷根總統並簽署第一三八號國家安全命令，重整情報系統並提升情報重

要性。在此之前，美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相關情報機制偏向防禦性且被

動，而雷根政府著眼於恐怖攻擊行動前，情報機制即須發出必要警訊，故第

一三八號國家安全命令要求各相關單位應在國內採取必要行動，使恐怖組織

無法獲得其所需要的物資、組織或心理支援；向其他國家施加壓力，對國際

恐怖主義採行必要制裁，且不能支持國際恐怖主義；進行反情報行動，俾在

恐怖組織內部引起猜疑、分裂、衝突。364

    雷根總統在一九八六年一月簽署第二０七號國家安全決策命令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NSDD）。以「國家打擊恐怖主義計畫」

為名之第二０七號國家安全決策命令大致概述了美國自一九八０年代以

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對策基本原則，包括絕不讓步、以法制將恐怖份子

繩之以法、對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施壓、協助友邦打擊恐怖活動等。365

    而第三十九號總統決策命令「美國反制恐怖主義的政策」（PDD-39），
則重申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威脅，應具有下述能力：（一）快速與決定性

因應恐怖主義；（二）保護美國人民；（三）逮捕或擊敗行兇者；（四）以一

切適當手段應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的組織或政府；（五）提供受害者法律

許可的救援與恢復。366

    在前二項命令下，反應雷根政府時期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架構大致因循以

下方向：其一，在許可的環境下，特別是地主國政府請求協助，將由駐當地

美國大使領導支援地主國政府解決危機。國外緊急支援小組提供大使與國家

小組全天候危機處理能力，並判斷地主國及美國國家小組有關的後續需求。

國外緊急支援小組的規劃係用以買族特地威脅需求，其成員由美國各部會抽

調而成。其二，在不許可的環境下，軍事或情報作戰則為主要手段。其三，

國務院為海外恐怖攻擊事件的危機、善後處理領導單位。367

    秘密軍售伊朗醜聞使雷根政府積極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前瞻政策無疾

                                                 
364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編，《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北京：時事出

版社，二００一年），頁 50-59。 
365 國務院反恐怖主義協調官辦公室，〈對國際意外事件之因應作為〉，頁 257。 
366 湯瑪斯，〈軍方對國內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之因應措施〉，頁 219。 
367 國務院反恐怖主義協調官辦公室，〈對國際意外事件之因應作為〉，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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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終。但從長期來看，「伊朗門事件」（Irangate）的意外作用及其後果，卻

改善了一九九０年代後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能力。雷根政府的資深行政

官員為解決醜聞而分身乏術，不得不交由次級行政官員擬定低調的工作策

略，並將對策重點轉移至各項司法機制，卻意外收到正面效果。368

三、充實國內因應國際恐怖主義資源 

    累積此一時期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需求，美國國會也在一九八八年

通過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援助計畫，其預算數共九百八十萬美元，其中八十萬

美元用以充實、購置訓練設備。而包括巴爾的摩至華盛頓特區國際機場警

察、洛杉磯警察局、芝加哥警察局、菸酒與槍枝管理局、國務院外交人員保

安局、毒品管制局、聯邦調查局、移民局、海關總署、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等十五個聯邦政府單位、十七個民間公司、二十五個州及

地方政府、四個教育機構與五個專業協會也為此計畫提供專職人員訓練。369

四、國內立法之完備 

    利比亞軍事行動並非雷根政府針對單一事件偶發之回擊措施，所有累積

促成利比亞軍事行動的恐怖攻擊個案與其後各事件，也直接、間接促成了雷

根政府時期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措施及國內立法的演進與革新。 

        一九八三年貝魯特汽車炸彈攻擊事件，造成美軍逾二四０人死亡，傷者

無數。其後一連串劫機、爆炸事件，促使美國大幅度改善了駐外使領館與軍

事基地的安全措施。其中，一九八四年由助理國務卿主持的海外安全審查小

處（Inman Commission）負責提升美國大使館與駐外單位人員之人身安全；

國務院也提出必要措施，致力改善美國大使館的安全條件。370

    一九八八年泛美航空一０三班機爆炸，美國政府宣布加強機場炸彈偵測

與Ｘ光金屬探測措施，同時下令完整調查境內航空公司飛航計畫，並由聯邦

航空局加派國際航線海外安全人員。371 而在此之前，美國政府即在一九八

五年透過外國機場安全法（Foreign Airport Security Act of 1985）要求聯邦航

空局對美國各家航空公司所營航線抵達之外國機場，進行定期安全評估。 

而雷根總統有鑑於美國人民成為攻擊目標之事件日益增加，加以國家支

                                                 
368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94。 
369 鄧素貞，《雷根政府返國際恐怖主義政策之探討》（台北：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國八十二年），頁 57-79。 
370 Jeffery D. Simon, US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90,) p. 4 
371 New York Times, April 4th, 1989,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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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恐怖主義之興起，為有效遏止恐怖行動，大幅增加國內立法，其包括：372

    一九八三年－ 

        反恐怖份子支援計畫（The Anti-terrorism Assistance Program），要求國

會授權提供美國友好國家相關對抗國際恐怖主義之訓練，與必要司法協

助。 

  一九八四年－ 

    劫持人質罪行之防制法（Ac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Hostage-Taking）； 

    航空器破壞法（Aircraft  Sabotage Act）； 

    獎勵提供恐怖份子情報法（Act for Rewards f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errorist Acts）； 

    禁止訓練或支持恐怖組織法（Prohibition Against the Training or Support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 Act of 1984） 

    綜合性犯罪防制法（Comprehensive Crime Control Act of 1984），為人質

拘禁罪行與劫機行為之相關罰責）； 

    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法（1984 Act of Comba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此

法明訂任一劫機犯罪行為受害人若有美國人士，將視同聯邦罪行，美國

普通法院擁有該案管轄權。 

  一九八六年－ 

    綜合外交安全與反恐怖行動法（Omnibus Diplomatic Security and 
Anti-terrorism Act），唯該法依被害人國籍原則（the passive personality 
principle）確立美國對海外國民遭受恐怖攻擊之刑事管轄權（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迄今學界與實務界仍有正反兩面不同看法。373

五、「外科手術式」有限軍事行動模式374

                                                 
372 “Book I”, Publ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4,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p. 576-577. 
373 蘇義雄，〈論國際恐怖行動〉，頁 31。 
374 肯尼斯艾倫（Kenneth W. Ellen），〈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機動攻勢作戰〉，《國防政策評論》，

第三卷第二期，二００二／二００年冬季，資料來源：

http://myweb.hinet.net/home13/itdss/pub/03_2/03_2_119-1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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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六年利比亞軍事行動的成功，不僅僅是武力用於因應國際恐怖主

義對策之經驗，其所創下之有限軍事行動模式，也被廣泛運用於其後美國各

任政府與其他國家各次海外軍事行動。 

    外科手術式空襲行動強調戰略、戰役、戰術之結合，除欲達成軍事目的，

亦強調以有限的軍事行動取得政治、外交和經濟綜合效益的最大值。因此是

類行動指揮層級通常很高。戰術常常超越戰役而直接與戰略發生聯繫，某個

戰術目標的實現，有時即相當於有限戰略目的的達成。戰略指導者直接控制

戰術戰場，並形成高度的集權指揮。 

    基本戰術操作著重以高技術進行精確突襲，通常以夜間作為執行空中打

擊任務的時機，並利用電子干擾掩護戰機突防。美國執行利比亞軍事行動

時，曾有四架戰機專責進行強烈電子干擾，使二百公里內的利比亞雷達全部

失靈，從而癱瘓了利比亞的防空體系。 

    而外科手術式攻擊，也隨著先進的地形跟蹤科技、自動駕駛等設備的發

展、空中加油能力的增強與地面防空警戒能力的提高，加以此一戰術所強調

隱蔽、突然、出其不意之要求，也愈來愈注重低空方向的發展。 

       外科手術式攻擊之所以成為成爲高技術條件下空中力量運用的重要發展

方向，部分也導因於現代戰爭所具有的高度分散性、局部性與有限性特質。

使用空中力量實施遠端精確打擊，摧毀對方戰術與戰略縱深內的重要目標，

既能大幅度提高對目標的損害程度，又能降低攻擊行動可能造成的附帶損

傷。特別是此類行動可控性很強，既能達到軍事目的，又能傳遞政治資訊，

其對目標國所造成的心理震撼，更符合行動國發動攻擊行動所需。 

    而現代航空武力於技術上的發展，大舉提升了外科手術式攻擊之效益：

全天候活動能力；能在夜間和複雜的天候條件下完成各種作戰任務；作戰半

徑顯著增大，即使須執行空中加油，也能繼續完成遠端攻擊任務；載彈量增

加與機載性能的提高，極少兵力即可摧毀目標國的重要軍事、政治、經濟設

施。 

    而自一九八六年美國對利比亞軍事行動後，包括一九八九年美軍執行巴

拿馬軍事行動、一九九０年波斯灣戰爭、一九九五年塞爾維亞軍事行動、一

九九九年科索沃任務、乃至於二００一年阿富汗軍事行動，均可看出利比亞

軍事行動在外科手術式攻擊戰術的成功，對其後美軍戰術應用之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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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此一時期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於國際層次之發展與延伸效應 

一、國際合作 

    一九八０年後，國際社會對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有了更多元、深入的合

作，多項公約也在此一時期完成，包括一九八０年「核子材料實物保護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hysical Protection of Nuclear Material）、一九八八年蒙特

婁「制止危害民航安全非法行為公約」（Protocol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of Violence at Airports, supplementary to the Montreal 
Convention）、一九八八年羅馬「制止危害海上航行安全之非法行為公約」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一九八八年羅馬「制止危害大陸架平台安全公約」

（Protocol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Fixed 
Platforms Located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等，唯多從個別行為進行規範，

並未專門針對國際恐怖主義活動。375

    而聯合國一九八五年於米蘭舉行的第七屆聯合國預防犯罪與罪犯待遇

大會（7th Congress examined illicit drug use and trafficking, and its relations to 
organized crime and terrorism），所通過之「米蘭行動計畫」（Milan Plan of 
Action），也是此一時期國際反恐合作重要里程碑。計畫提及，必須優先考

慮必要時通過國際社會協調一致的聯合行動以對抗一切形式的恐怖主義；也

在「具有恐怖主義特質的犯罪行為」決議指出，與會國對當前氾濫的威脅性

暴力攻擊與其他針對無辜人民的協同暴力行為感到不安，各國也意識到採取

正常法律措施與符合國際人權保障標準、維護基本人權的重要性，因此大會

應提出具體方案，促進並採取國際行動，俾強化相關執法措施。376

    然而隨著雷根政府時期於軍事與外交實力的興盛，美國在一九八０年代

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諸多海外行動卻多偏向單方面行動，行動前也未必知會

或取得國際社會的支持，只在行動後說明行動理由。甚至在聯合國大會決議

譴責美國一九八六年對利比亞軍事行動，美國也強力杯葛該決議案在聯合國

安理會通過。377

二、北非戰略地圖的微妙變化 

                                                 
375 汪毓瑋，〈反恐怖主義與國際刑法相關問題探討〉，《中華戰略學刊》，九十二年春季號，九十

二年四月，頁 63-96。 
376 Opening address by Antonio Maria Cost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 and Under-Secretary-General, UNOV,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Symposium, 
Combat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July 8th, 2002, at 
http://www.unodc.org/unodc/speech_2002-06-03_1.html 
377 William V. O’Brien, “Reprisals, Deterrence and Self-Defense in Counter-terror operation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 1990, pp. 42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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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前述，美軍執行利比亞軍事行動除對格達費支持國際恐怖主義予以

警告，其意欲促使利比亞境內軍人發起政變，繼而推翻格達費政權。然而，

美軍的行動卻使格達費改變其自一九六九年取得政權以來的獨裁專政，轉而

採行由五人軍事將領團所組成的集體領導制度，以強化主導權；格達費在利

比亞群眾的地位也顯著上升。378

    蘇丹在一九八五年四月六日發生軍事政變前，原為親西方之國家，然而

新政權與利比亞交好，也是美軍執行利比亞軍事行動後，少見以強硬態度抵

制美國的國家。蘇丹不僅召回駐美大使，國內亦發生多起強烈反美示威。未

久，美國駐蘇丹大使館人員遇刺負傷，美國立即展開撤僑行動，但多數為使

領館人員及其眷屬。美、「蘇」關係嚴重惡化。379

    蘇聯雖未在美國執行利比亞軍事行動間有強烈動作。但在事件後，蘇聯

外交部召集各國駐蘇聯莫斯科大使，強調蘇聯在利比亞周圍國際空域、水域

擁有完全自由的通行權，顯示蘇聯已有意加強其在地中海的海軍力量。同

時，蘇聯巡洋艦於四月底抵達利比亞的黎波里進行正式訪問，蘇聯在利比亞

取得長久性海軍基地的意圖明顯，也對美國駐地中海第六艦隊形成威脅。 

     

 

 

 

第三節  一九九八年東非使館爆炸事件 

 

壹、事件概述 

  一九九八年八月七日，美國駐肯亞、坦尚尼亞大使館幾乎在同一時間遭遇炸

彈攻擊，事件共造成二一三人死亡、逾四千人受傷使館主體建築也遭到嚴重破壞。 

  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譴責奧薩瑪賓拉登及基地組織應為此一攻擊事件負

責。380

                                                 
378 石樂三，〈美國轟炸利比亞與國際恐怖主義〉，頁 46。 
379 同前註，頁 48。 
380 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美國參考》。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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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事紀 

一九九八年八月七日，美國駐肯亞、坦尚尼亞大使館同時遭到炸彈攻擊381－－ 

    一九九八年八月七日，肯亞當地時間上午十時四十五分，一枚炸彈在美

國駐肯亞大使館後門入口處爆炸，十二名美國公民、三十二名美國當地肯亞

籍雇員（FSNs）與二百四十七名肯亞公民當場死亡，另有數千名肯亞人與

六名美國公民、十三名使館雇員受傷，使館主體建築遭到嚴重破壞。 

      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駐坦尚尼亞大使館外發生爆炸，七名使館雇員與

三名坦尚尼亞公民當場死亡，一名美國公民與七十六名坦尚尼亞人受傷。 

    由於美國駐肯亞使館位於首都奈洛比市（Nairobi）中心區，爆炸波及臨

近繁忙人潮，造成逾四千人輕重傷。而美國駐坦尚尼亞大使館因位於首都三

蘭港市（Dar es Salaam）郊區，傷亡情況相對受到控制。 

    兩樁恐怖攻擊之目標顯然都是使領館內人員，然而除少數美籍外交官遇

難，大多數罹難者均為當地非洲籍人員。在肯亞部分，有三十二名肯亞籍使

館工作人員與十二名美籍人士（包含外交官與一般公民）；在坦尚尼亞部分，

則為八名坦尚尼亞籍工作人員。其餘遇難者均為洽公人士、路人、或鄰近建

物居民。 

    美國駐肯亞女性大使布希內爾（Prudence Bushnell）也在炸彈攻擊事件

中受傷。 

    基地組織在事後宣布對此二起爆炸案負責。 

一九九八年八月二十日，美軍對蘇丹、阿富汗執行無限延伸行動（Operation 
Infinite Reach）382－－ 

     柯林頓總統八月二十日於白宮發表演說，指政府獲得具體事證，確信本

月七日發生在東非的兩起使館爆炸事件，均為基地組織所為。且據情報顯

示，基地組織意欲對美國人民及其利益發動更多恐怖攻擊，美國基於自衛與

                                                                                                                                            
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2/0201terror.htm 
381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年八月九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america/menu_1/09120201.htm 
382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年八月二十一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america/menu_6/09120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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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人民理由，已對蘇丹、阿富汗進行緊急防衛攻擊。 

    美軍自紅海林肯號（USS Abraham Lincoln CVN-72）軍艦發射至少七十

五枚戰斧巡弋飛彈，擊中蘇丹境內六處目標，其中一處為席法（al-Shifa）
製藥廠。美國指責該工廠鞋住基地組織生產化學武器，但此說遭蘇丹政府駁

斥，指該藥廠為蘇丹國內民生藥品重要大廠。 

    美軍同時攻擊阿富汗賈拉巴德（Jalalabad）一處化學工廠與情報所示奧

薩瑪賓拉登藏匿處。唯事後阿富汗塔利班政權與印度電視台均表示，攻擊行

動前，奧薩瑪賓拉登已離開當地轉往其他地方藏匿。 

 

 

參、對策研析 

  與一九九三年紐約世貿中心爆炸案、一九九六年沙烏地霍巴塔（Khobar 
Towers）爆炸案、二０００年葉門亞丁港美軍柯爾號（USS Cole）爆炸案相類似，

一九九八年東非使館爆炸事件被視為九一一事件前幾起主要的反美恐怖攻擊事

件之一。 

一、「無限延伸行動」目標未臻明確 

    攻擊事件發生後，正困於緋聞案的柯林頓總統決定以戰斧巡弋飛彈進行

回擊，其目的雖係懲治其所認定支援基地組織策動此次攻擊行動者，包括蘇

丹、阿富汗境內幾處訓練據點、「化學工廠」與奧薩瑪賓拉登藏身地。但相

較於過往有限軍事行動的目標明確，「無限延伸行動」卻無法明確定義其戰

術或戰略之勝利，也未能確定目標國是否確實感受行動國對有限軍事行動所

欲達成的警告與震撼心理效果。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向

國會進行報告時，僅強調突襲行動的「象徵意義」而非實際戰果；助理國務

卿皮克凌（Thomas Pickering）也表示，攻擊行動僅係防止恐怖份子發動下

一波攻擊，而非報復行動；國家安全顧問柏格（Sammuel R. Berger）雖證實

蘇丹境內的「化學工廠」（亦即蘇丹所稱「藥廠」）生產功能已完全喪失，

但因雲層影響間諜衛星收訊，故而阻礙了戰果評估。383

    由於目標未臻明確，「無限延伸行動」引發美國國內反制國際恐怖主義

應採行軍事抑或法律行動的爭論，甚至被視為引發後續九一一事件恐怖攻擊

                                                 
383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年八月二十三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america/menu_6/091206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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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遠因。384

而為避免再度發生東非使館血腥爆炸事件，柯林頓政府亦即調整因應恐

怖行動的原則，其中一項即是擴大反恐行動打擊面。白宮首席反恐顧問克拉

克（Richard Clarke）在一九九九年二月白宮記者會上表示，未來美國的空中

攻擊行動將不限於恐怖組織據點，任一國家若係刻意藏匿、包庇恐怖份子，

美國將不排除攻擊此等國家戰略設施。385 而在柯林頓政府執行無限延伸行

動之前，其雖對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予以嚴詞譴責，卻未將其明列為實際軍

事行動目標。但克拉克的說法，並沒有改變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策略方

向，僅在說明柯林頓政府的軍事打擊行動將增加新的選項，也就是這些支持

恐怖主義的國家。 

二、情報雖已提供相關警訊，事前仍未預做防備 

美國情報單位對恐怖份子在非洲內部活動已久早有相關警訊。事實上，

中東地區恐怖組織在東非地區擁有相當影響力，一九九八年間，坦尚尼亞境

內就有逾二百名激進伊斯蘭份子因從事暴力攻擊而遭逮捕，其中包括伊拉克

人、阿富汗人、黎巴嫩人、巴勒斯坦人與埃及人。東非使館爆炸前夕，情報

單位也發現有身份不明阿拉伯籍人士在使館周遭群聚、徘徊，並不排除是為

爆炸攻擊而作準備。386

由於在此之前，肯亞和坦尚尼亞均未曾發生過類似恐怖攻擊事件，因此

被視為是低度危險的地區，即便接獲類似情報，美國大使館的戒備也相對鬆

弛，或許是成為被攻擊目標的原因。案發後，雖有其他恐怖組織宣稱為其所

為，但情報機制再度確定基地組織應是實際計畫行動者。387

 

 

肆、此一時期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於國內層次之發展與延伸效應 

  相較於一九七九年伊朗人質危機使美國政府正視決策過程、危機因應與武力

使用於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策略之調整；一九八六年利比亞軍事行動雖非導因於直

接針對美國的恐怖攻擊行動而作反應，但所利用軍事優勢所形塑之「外科手術式」

有限軍事行動，卻成為此後美國海外軍事行動的參考標準。柯林頓政府面對一九

                                                 
384 柯雨瑞，〈美國二００一年「航空運輸安全法」之研究〉，資料來源：http://ko.cpu.edu.tw/001.doc 
385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前揭書，頁 69-70。 
386 同前註，頁 434。 
387 嚴震生，〈非洲地區的恐怖主義活動與國際反恐機制〉，《非洲觀點》，二００五年八月二十一

日，資料來源：http://www.africa-taiwan.org/fast_tw/perspectives/detail.php?o_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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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年東非使館爆炸事件，其因應措施除不脫離美國政府因循已久的「絕不讓步」

政策，卻未對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帶來新的突破。 

一、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專責架構之調整 

    有別於雷根政府時期對軍備的充實與專責單位的建置，老布希總統就任

後，將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重心，置於強化國家總體性的反恐能力與相

關效率之提升，並集中國家因應國際恐怖行動的指揮權、控制權。此一時期

的機構建置，也延續雷根政府時期以來，副總統在危機處理事務所佔有之重

要的地位：一九八五年六月十四日美國環球航空八七四次班機被劫，促使雷

根總統成立內閣層級反恐怖主義專案小組（Cabinet-Level task Force on 
Combating Terrorism），專職負責檢討、調整國家打擊恐怖主義計畫，由副總

統主持；一九八六年二月建立打擊恐怖主義副總統特別小組公報（Public 
Report of the Vice 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Combating Terrorism），以推斷政

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計畫，並作完整構想與運作。388

    但在柯林頓政府主政初期，由於國際恐怖攻擊事件減少，加以延續老布

希政府調減預算之趨勢，柯林頓政府調降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相關機制層級，

也間接促使相關專業人才回流其他領域，一度造成國家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人

力、物資資源之不足。而隨著一九九三年紐約世貿中心爆炸事件、一九九五

年奧克拉荷馬州政府辦公大樓爆炸事件、一九九六年亞特蘭大奧運會場新聞

中心爆炸事件，一向以解決國內問題見長的民主黨政府，也由國家安全會議

全球事務與多邊關係指導主任克拉克（Richard Clark）出面主持「反恐怖行

動協調小組」（CSG），制訂政府在恐怖攻擊事件的緊急應變計畫，確保政

府能在遭受恐怖攻擊後能仍維持正常運作，同時領導跨部會維持關鍵基礎設

施之安全。389

二、國內立法之充實 

    於柯林頓政府任滿前，美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相關軟硬體建

置、立法工作，除未達九一一事件後成立國土安全部強化事權統合、愛國者

法對中央政府反恐權力之集中與增加外，幾已相當完備，而此一時期通過之

立法，包括一九九六年「反恐怖主義與有效死刑法案」（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對美國法典（US Code）一系列有關恐怖活動之

定義與其他驅逐非法移民、核生化武器與炸藥管制規定的補充修訂，其中廣

泛論及對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訴訟管轄權與制裁措施、對恐怖主義受害者的

援助、國際恐怖主義相關資金與援助之禁制、通信監察措施、對恐怖組織成

                                                 
388 Louis Fields, op.cit., p. 286. 
389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編，前揭書，頁 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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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驅逐與包括「塑膠炸藥公約」（Convention on the Marking of Plastic 
Explosives for the Purpose of Detection）等國際公約於國內法之適用等。390

    而一九九六年四月二十四日新修正的「國籍與移民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也授權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
得指定某一組織為外國恐怖主義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FTOs），而任一組織一旦列名美國國務院每年例行的「全球恐怖主義形勢報

告」之「外國恐怖主義組織」名單，任何型態資助外國恐怖主義組織的行為

均被視為刑事犯罪；美國政府將拒發簽證予這些組織的代表或核心成員；具

有美國國籍的金融機構亦須凍結所有名單上的外國恐怖主義組織資產，並迅

速向美國政府報告。391

三、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相關措施預算之調整與提升 

儘管美國司法部自一九九八年以來，即陸續提升反恐怖執法人員訓練經

費，自一九九七年的一千二百萬美元，突昇至一九九八年一點三五億美元，

甚至在一九九九年達到一點七一億美元。但東非使館爆炸事件相關對應措

施，讓柯林頓政府驚覺反恐資源問題，故在事件發生後緊急撥款二十一億美

元予反恐怖相關業務，使一九九九年反恐預算昇至後冷戰時期最高點，達八

十五億美元規模。而在其後二０００年年度預算案，反恐預算也直接提高至

一百億美元，顯示了柯林頓執政後期對反恐行動的重視。 

其中，四十四億美元為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對恐怖份子進行大規模追

蹤、情報蒐集與打擊行動經費，而國防部也在該年度，使用其中四千九百萬

美元，於訓練十支國民兵反恐怖行動特種小隊，以因應國內一旦發生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攻擊事件時，能在第一線先作反應；而負責因應國內恐怖行動之

聯邦調查局獲得七點二五億美元預算，是該單位一九九五年預算之四倍，除

支應該局迅速成長之反恐專業人力需求，該局所屬國家基礎設施保護中心亦

有三千萬美元專門預算可供運用；三點零三億美元撥予能源部，以進行核能

設施與研究室保護工作；二點九五億美元由運輸部提升大眾運輸設施安檢措

施，一點九億美元則由國務院隨時對海外遭受恐怖攻擊之美國公民與美國利

益做出緊急應變措施。392

但白宮首席反恐顧問克拉克也坦言，預算提升不必然反映在反恐怖行動

                                                 
390 賈偉等譯，亨德森著，《全球恐怖主義－完全參考指南》（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０

０三年四月），頁 69-91。 
391 At http://www.immigration-usa.com/ina_96.html 
392 At http://clinton6.nara.gov/1999/02/1999-02-01-fy2000-budget-summary-and-suporting-material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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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績效，其重點將在如何合理分配運算並切實監督其用途。393

 

 

伍、此一時期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於國際層次之發展與延伸效應 

一、國際合作 

    此一時期有多項國際公約與合作機制值得注意，其中包括：394

一九九０年第八屆聯合國預防犯罪與罪犯大會（8th Congress addressed 
the lethal connection between crime, drug abuse and AIDS, especially among 
prison populations）通過決議，認定國家與國際恐怖主義犯罪行為，對社會、

政治、與無數人之生命構成嚴重威脅，此類犯罪活動迅速國際化的趨勢，令

人憂心，各國有必要迅速做出國際協調之因應措施。 

一九九四年消除國際恐怖主義宣言（Declaration to Supplement the 1994 
Declaration on Measures to Eliminat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直指世界各地

持續出現危害國際秩序的恐怖攻擊行為，部分國家直接或間接的涉入，致使

無辜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極端主義份子或團體發動的恐怖攻擊事件

增加，販毒集團及其背後的準軍事團體存在的關係也危害各國內部的人權、

秩序，國際間有必要進行更密切的協調、合作，並同時打擊與恐怖主義相關

的罪行。宣言也認定，恐怖主義已嚴重違反聯合國憲章規定，可能威脅國際

和平與安全，危害國際合作，危害人權、自由、民主基礎。因此，為了政治

目的而企圖在公眾間造成恐慌狀態的犯罪行為，無論其引用何種政治、思

想、意識型態、種族、宗教或任何藉口，在任何情況下都是不可原諒的。這

無疑已突破過去部分國家對「民族自決」運動的同情。宣言列舉數項與恐怖

主義相關的罪行，使得國際協力打擊恐怖主義已不限於恐怖攻擊行動的本

身，包括販毒、軍火走私、洗錢、核廢料及其他致命性材料的擴散，都成為

國際打擊恐怖主義的目標。恐怖主義份子或團體、販毒集團、準軍事集團從

事上述罪行時，不必然具有政治意圖，亦不必以對第三者施壓、造成恐懼為

目的，然而這類資源的流動，有助於恐怖攻擊事件的遂行，故納入國際反恐

議題的範疇。 

一九九七年制止恐怖主義進行爆炸攻擊事件公約（Convention to 

                                                 
393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前揭書，頁 91。 
394 Frederic l. Kirgis,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Pentagon”,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sights, September 2001, at http://www.asil.org/insights/insigh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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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ress Terrorist Bombing）前言述明，公約旨在回應當前以炸藥或其他致

死裝置遂行恐怖攻擊行動的事件增加，由於既有公約無法有效進行管制、規

範，故各國同意制訂該法。公約以條列的犯罪形式，定義被視為「恐怖主義」

的爆炸攻擊事件。凡非法、故意地在公用場所、國家、政府設施、公共交通

系統、基礎設施，投擲、放置、發射或引爆爆裂物或其他致死裝置，造成人

員死亡或重傷，或使上述場所、設施與系統遭到重大破壞，從而形成重大經

濟損失，均屬該法認定的罪行。 

一九九九年制止資助國際恐怖主義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延續一九九六年聯合國大會第

51/1120 號決議，要求各國應採取步驟，無論資金募集的理由是慈善、社會

公益、文化目的，或軍火走私、販毒、敲詐、勒贖，均應制止恐怖主義份子

或團體從中籌集資金。並視情況採取管制措施，預防、制止此類資金的流動，

並加強此類資金的國際情報合作。公約雖未明訂「恐怖主義」的定義，但明

列公約所認定資助恐怖主義的資金用途，無論任何人以何種手段直接、間接

地非法、故意提供或籌集資金，已提供或明知資金將提供於非法挾持民用航

空器、危害民用航空器飛行安全、侵害國際保護人員或外交人員安全、挾持

人質、破壞核廢料安全、在國際機場從事非法暴力行為、危害航海安全、危

害大陸架平台安全、以爆炸物從事恐怖攻擊行動、意圖致使平民及武裝衝突

中未直接參與敵對行動的個人或團體死亡、重傷的任何行動，或製造重大恐

慌、迫使政府與國際組織從事或不從事任何特定行為，均屬本法認定的罪行。 

二ＯＯＯ年第十屆聯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10th Congress 
stressed need for an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legal instrument against 
corruption），通過「犯罪與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的維也納宣言」

（Vienna Declaration on Crime and Justice: Meeting the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宣言提及，廿一世紀的挑戰即為跨國犯罪的挑戰，犯

罪團體利用全球化趨勢，世界各國日益開放，以及技術進步等現代現象，製

作並販運品種不斷翻新的非法藥品、販賣婦女兒童以進行強迫勞動和性剝

削、偷運非法民跨越國家邊界、製造和走私槍枝彈藥，並進行藝術品和頻危

物種的非法貿易，這些犯罪者製造暴力並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洗錢、腐蝕

政府官員、危及經濟及金融系統。此等活動致使全世界人民深受其害，這些

犯罪團體對社會造成的不良影響，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而對這些

新出現的問題，既不可能完全由各國政府單獨採取行動來解決，也不可能完

全以傳統方式，開展預防犯罪臨時國際合作來解決，因此建立並維持一個共

同打堆跨國犯罪的行之有效的架構，是國際社會在世紀之交面臨的一項重大

挑戰。宣言並制訂二００一年至二ＯＯ五年行動計劃，作為第十屆聯合國預

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後續行動。行動計劃的主要重點，在促使會員國個別

和集體承諾，就「維也納宣言」及其他文件所提的犯罪問題，保證採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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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解決，包括採取有效、堅決和快速的措施，對一切形式和表現的恐怖主

義為目的犯罪活動，加以防止和打擊；敦促各會員國普遍加入打擊恐怖主義

有關的國際文書。395

二、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相關援助計畫 

    美國政府意識到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絕非一國之力所能達成，然而部分友

好國家在資源與技術的缺乏，卻是有心無力，間接促使國際恐怖主義的滋

長。故自一九八三年起，美國政府即提出「反恐怖主義援助計畫」

（Anti-Terrorism Training Assistance Program），用以協助此等國家加速其國

內立法與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措施。而在美國國務院在二００五年公布之「二

００四年各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形式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for 2004）的統計數字也顯示，在過去二十年間，反恐怖主義援助計畫已為

一百四十一個國家逾四萬八千名官員，提供了各方面的反恐怖主義培訓。396

    而東非使館爆炸事件的血腥畫面，震撼了全世界人民的視聽，美國受困

於一九九二年索馬利亞軍事行動的不愉快經驗，雖不再貿然進入非洲地區執

行非暴力軍事「維和」任務，但為力保該區不成為恐怖主義氾濫地區，除前

述反恐怖主義援助計畫，亦積極建構區域因應國際恐怖主義防制網。 

    國內學者嚴震生觀察非洲內部情勢，指出非洲境內恐怖主義可分為四種

形式：國際恐怖主義（international terrorism）、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ism）、叛軍恐怖主義（insurgent terrorism）、分離運動恐怖主義（separatist 
terrorism）。非洲有許多失敗的政府，族群和內戰衝突的結果極容易讓這些

國家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397

    其中，國際恐怖主義是指跨國的恐怖組織在非洲設立地方組織，吸納當

地同情該組織理想和目標者，參與對既定目標的恐怖活動，而這些活動的地

點和對象有可能是在當地，也有可能是在國外；國家恐怖主義乃指涉非洲部

份國家以威權手段破壞本國人權所進行的恐怖統治。在國家恐怖主義下，軍

隊、警察、情治人員等均有可能成為統治者打壓無辜百姓的工具；叛軍恐怖

主義和分離運動恐怖主義是各國國內反對政府的游擊隊或分離主義份子所

進行的武裝叛亂。這兩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之共同點，就是對中央政府的挑

戰，只不過前者是為了取得政權，而後者則是意圖達到分離獨立的目的。 

        美國在東非使館爆炸事件後，對區域防制網的建立後更趨積極。截至目

前為止，由美國所主導成立的區域反恐機制包括： 

                                                 
395 At http://www.uncjin.org/Documents/congr10/4r3e.pdf 
396 At http://www.state.gov/s/ct/rls/crt/c14818.htm 
397 同註一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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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撒哈拉倡議（Pan-Sahel Initiative，簡稱PSI），涵蓋了茅利塔尼亞、馬

利、尼日和查德等四個撒哈拉沙漠於境內佔有相當大比例的國家。美國實際

派遣特別部隊到這個地區訓練當地的軍方對抗恐怖主義，並提供車輛、通訊

及相關設備，協助有關邊境安全和監控工作。398

    跨撒哈拉反恐倡議（Trans-Sahara Counter Terrorism Initiative，簡稱

TSCTI），包括突尼西亞、阿爾及利亞、摩洛哥、茅利塔尼亞、塞內加爾、

馬利、尼日、奈及利亞和查德，主要是協助各國的軍隊和警察等治安維持單

位查尋並殲滅恐怖份子和其組織，同時遏阻激進伊斯蘭教的散播，以避免激

化恐怖攻擊行動。399

    東非反恐倡議（The East Africa Counter-Terrorism Initiative，簡稱

EACTI），為防制位於東非和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吉布地、索馬利

亞、衣索匹亞、厄利垂亞、肯亞、和坦尚尼亞境內恐怖活動，美國在二００

三年通過一億美元規模之東非反恐倡議，協助各該國家訓練邊境與海防的安

全工作，控管跨國間的人民移動，並打擊犯罪集團暨恐怖組織的洗錢活動。

東非反恐倡議也強調教育訓練效果，以減低伊斯蘭激進主義對一般人民的影

響力。400

    而包括西非反恐倡議（The West African Initiative）、南部非洲倡議（The 
Southern African Initiative）、北非倡議（The Northern African Initiative）雖非

具體執行計畫，但也統合了美國過往與各該地域個別非洲國家所進行因應國

際恐怖主義相關合作，包括情報交換、軍事人員訓練、追蹤非法資金流向等，

務求阻卻恐怖主義延伸氾濫。401

三、蘇丹才是恐怖攻擊行動的受害者？ 

    蘇丹在東非使館爆炸事件後，為「無限延伸行動」首波執行目標。 

蘇丹自一九九三年起，列名於美國國務院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一

九九六年至二００一年間，更因為支持恐怖主義而受到聯合國安理會的制

裁。蘇丹目前的政府—伊斯蘭民族陣線（The National Islamic Front）—是在

一連串的內戰中崛起，已控制蘇丹境內大部分的領土。宗教紛爭是蘇丹內戰

的關鍵議題，蘇丹政府並強迫內戰中俘獲的俘虜改變宗教信仰；聯合國和蘇

丹鄰國曾試圖在內戰期間進行維持和平任務，最終仍宣告失敗。長達四十七

                                                 
398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pan-sahel.htm 
399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tscti.htm 
400 “Fighting Terrorism in Africa”, Karl Wycoff,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Afric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004, at 
http://www.state.gov/s/ct/rls/rm/2004/31077.htm 
401 同註三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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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內戰，造成二百萬人死亡，數百萬蘇丹國民流離失所。402

由於蘇丹政府容許奧薩瑪賓拉登（Osama bin Laden）及其他恐怖份子在

蘇丹境內自由活動，並給予庇護。在整個一九九六年到二００一年間，包括

「基地」組織、阿布尼達爾組織（Abu Nidal Organization，ANO）、埃及伊

斯蘭聖戰組織（Egyptian Islam Jihad）、哈瑪斯（HAMAS）、巴勒斯坦伊斯蘭

聖戰組織（Palestine Islamic Jihad，PIJ）、真主黨（Hizballah，Party of God）
在內的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組織，都在蘇丹境內設有主要據所及訓練營。它們

不在蘇丹境內進行恐怖攻擊行動，而是以此地作為後勤準備，支援許多在海

外以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為目的的恐怖攻擊行動。在伊斯蘭民族陣線的眼

中，這些組織不是「恐怖組織」。 

一九九一年到一九九六年間，賓拉登受到國際間美國及沙烏地阿拉伯

（Saudi Arabia）的壓力，居留在蘇丹首都喀土木（Khartoum），賓拉登並在

此為「基地」組織設立據點、訓練所與資金周轉管道。蘇丹政府宣稱，賓拉

登只要在其境內一天，就不是恐怖份子，他可以被視為一般蘇丹的國民，受

到蘇丹政府的保護。但在一九九六年蘇丹政府決定驅逐賓拉登出境以前，蘇

丹曾與沙烏地阿拉伯政府協議，引渡賓拉登至沙國接受審判。由於沙國已在

一九九四年剝奪賓拉登公民資格，同時拒絕賓拉登重返沙國境內。因此，賓

拉登最後轉赴阿富汗塔利班政權（Taliban），並接受其庇護。 

一九九五年，當時的埃及總統穆巴拉克（President Hosni Mubarak）訪

問衣索比亞首都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蘇丹境內的伊斯蘭大會黨

（Jamaat al-Islamiyya）策動暗殺計畫，攻擊者搭乘蘇丹政府用飛機前往衣國

首都，計畫失敗後，一名大會黨成員逃回蘇丹首都並企圖搭乘蘇丹航空離

境。蘇丹政府否認參與暗殺計畫，卻拒絕交出涉嫌執行此起暗殺計畫的大會

黨成員及其他兩名共犯。聯合國安理會為此對蘇丹進行了一連串的制裁，直

至去年九月才陸續解除。 

一九九六年，美國情報單位從兩名蘇丹外交官的對話中得知，恐怖份子

正透過電話聯繫，企圖攻擊聯合國駐聯合國組織，並暗殺刻正於紐約進行訪

問的埃及總統穆巴拉克。 

一九九八年美國駐肯亞及坦尚尼亞大使館同時發生爆炸案，包括十二名

美國人在內，共造成二百餘人死亡。美國獲得情報，爆炸案主嫌「基地」組

織成員係在蘇丹境內製造並運送炸藥，由於蘇丹首都喀土木境內有一家工廠

正在生產神經毒氣（ⅤⅩ，無色無味，揮發性極低的長效型劇毒，經由接觸

                                                 
402 “ State Sponsored Terroris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of 2001, at 
http://www.state.gov/s/ct/rls/pgtrpt/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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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吸入中毒），美國進而鎖定該家工廠行飛彈攻擊，但事後蘇丹政府聲稱，

該工廠僅是一般藥廠。 

在更早以前，當奉行現代伊斯蘭教義的中東、非洲地區新政府還不具支

持恐怖主義的實力時，美國駐蘇丹大使及代理公使就在蘇丹境內遭到綁架，

並在蘇丹首都喀土木遭到殺害。時間是一九七三年，作案者是巴勒斯坦恐怖

組織「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在逮捕其中八名成員並經過蘇丹法

院判決確認有罪後，蘇丹政府減輕是項判決，並任其自由離境。 

蘇丹政府與美國的關係長久以來並不友好。伊斯蘭民族陣線在一九九一

年波灣戰爭期間公開支持伊拉克領導人海珊（Saddam Hussein），美國在蘇

丹內戰期間，曾在蘇丹政府認定的叛亂團體地區—南蘇丹－執行多次人道救

援工作。兩國自一九九六年起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美國國內無論自由派或保

守派，都曾向國會遊說施壓，要求對蘇丹內戰期間違反人道的暴行，進行制

裁。 

美國和蘇丹自二０００年起開始進行反恐對話，並在二００一年加強對

話關係。 

美國國務院在二００一年期的全球恐怖主義形勢（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of 2001）的報告中指出，蘇丹政府確實加強了與美國各單位間的

反恐合作，蘇丹有關單局還逮捕並調查了有可能參與恐怖主義活動的恐怖份

子。為此，去年九月下旬，聯合國取消了對蘇丹的制裁行動，以肯定蘇丹政

府在反恐政策上的積極作為。但民間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資料卻顯示，儘管蘇丹總統巴沙赫（Omar el-Bashir）否

認參與「九一一事件」，並表示將加入國際反恐怖主義的陣營，但截至二０

０一年九月為止，蘇丹政府仍未兌現其引渡嫌疑犯的承諾，也未正式加入國

際間反恐怖主義的聯合行動，蘇丹國會甚至決議認為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行

動「既不正義又不合法」（unjustified and Lacking Legitimacy）。403

中情局的報告更顯示，蘇丹的化學武器計畫已經執行數年。美國情報人

員從蘇丹工廠蒐集來的樣品經檢驗，證實有神經毒氣的反應。二００一年十

一月，美國國務次卿約翰波頓（John Bolton）直言，美國政府相當關切蘇丹

發展生化武器的意圖，但蘇丹政府否認任何擁有或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

企圖。 

為加強蘇丹在反恐議題上與美國政府合作的意願，小布希向國會呼籲停

止對蘇丹的制裁案（禁止任何投資蘇丹的外資企業在美國境內進行商業活

                                                 
403 “State Sponsors of Terrorism: Sud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1, at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9367/state_spons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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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帶頭促請聯合國安理會解除對蘇丹的制裁。二００一年一月，美國

協助蘇丹內戰各方訂定努帕（Nuba Mountains）停火協議，執政的伊斯蘭民

族陣線政府與南方交戰團體蘇丹人民解放運動同意停火。但當美國企圖更進

一步為蘇丹境內非伊斯蘭教徒爭取更多的自由權利、並為蘇丹內部建立長久

和平機制時，行動宣告失敗。為此，美國政府與蘇丹政府繼續互懷戒心，美

國外交官不再返回駐蘇丹首都喀土木使館，蘇丹繼續列名美國國務院一年一

度的全球恐怖主義形勢報告中「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美國對蘇丹的

單邊制裁也未撤銷。 

美國基於以上認知，對一九九八年喀土木郊區席法藥廠正為基地組織生

產化學武器乙事所獲情報確信不移，並使其列為無限延伸行動攻擊目標。 

然而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卻認為，事後證明柯林頓的無限

延伸行動並未對基地組織帶來任何打擊效果，卻對蘇丹造成難以磨滅的傷

害，尤以其攻擊席法藥廠最為嚴重。席法藥廠在未遭攻擊前，其供應蘇丹百

分之九十以上人畜所需之廉價藥品，特別是蘇丹人民生活環境極為貧窮，人

民多無力購買進口的昂貴藥品，加以衛生條件其差，蘇丹人民罹患瘧疾、肺

結核、腦膜炎、霍亂及其他大規模傳染病的機率極高。席法藥廠被迫中止生

產民生所需藥品，卻也因禁運制裁而未能進口任何藥品彌補藥廠被毀後的需

求空隙，當時的德國駐蘇丹大使即表示，因此而未能存活之蘇丹人民逾上萬

人，而這是美國「誤炸」的傷害。404

而對蘇丹所造成的更長期傷害，或許是政治災難，蘇丹自一九八一年以

來長達十餘年的內戰，致使民生耗竭，逾一百五十萬人死亡。在美國執行無

限延伸行動前，各派系正進行和談，即將展現曙光之際，卻因為轟炸行動而

告中挫，和平契機隨之消逝。美國雖在二００一年再次促使蘇丹各方重作協

商，唯仍失敗。405

    而在美國使用飛彈轟炸蘇丹之前，蘇丹政府曾向美國提出合作提議，願

意提供涉及東非使館爆炸案嫌犯之情報，但遭美國拒絕。蘇丹在飛彈攻擊之

後，憤而釋放嫌犯，而 這兩名嫌犯在九一一事件後被證實是奧薩瑪賓拉登

的重要幹部，且擁有基地組織完整的資料庫，卻因為美國拒絕與蘇丹合作而

遭到釋放，也被美國情報組織認定是一項無法挽回的遺憾。406

 

 

                                                 
404 Noam Chomsky, 9-11, (NY: Seven Stories Press, 2001,) p. 25-54 
405 Noam Chomsky, Ibid., p. 25-54 
406 Noam Chomsky, Ibid., p.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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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九一一事件效應之一 

小布希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具體內容與執行效益 

第一節  九一一事件407

 

壹、事件概述 

  二００一年九月十一日美東時間上午八時四十六分，一架美國航空十一次班

機遭恐怖份子挾持，撞上紐約世貿中心北塔，隨即起火燃燒（該塔於十時二時八

分倒塌）；九時二分，美國聯合航空一七五次班機亦遭挾持，撞上世貿中心南塔

起火（該塔於十時倒塌）；九時三十七分，美國航空七十七次班機撞損華盛頓區

五角大廈；十時三分，美國聯合航空九十三次班機在賓州匹茲堡南方墜毀，研判

其目的可能計畫撞毀白宮或其他軍政中心。 

 

【表：四之一】 

 

                                                 
407 中時電子報新聞專輯，《焦點企畫：九一一浩劫驚爆全美》，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america/911/bb_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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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轉引自中時電子報，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america/911/bb_a.htm 

  九一一事件為一九四一年珍珠港事件後，首樁外國勢力對美國本土發動的攻

擊行動。包括紐約世貿中心雙塔在內的六座建築物全毀，美國國防部所在地五角

大廈（Pentagon）也遭攻擊，部分結構因爆炸而被焚燬，有二十三座高層建築受

倒塌或爆炸影響而致崩壞。由於大樓建築使用大量石綿為建材，襲擊事件致使紐

約曼哈頓市區佈滿塵煙，一些標本經測試發現石棉成分，附近居民呼吸道有可能

長期遭受負面影響。408

  事件共造成二千九百八十六人死亡，遠超過珍珠港事件二千四百人罹難人

數。409 四架班機機上乘客二六五人全數罹難；410 世貿中心雙塔有二六五０人死

亡，其中包括事件發生後在現場執行救援任務的三百四十三名消防人員；411 五
角大廈有一二五人喪生。 

 

【表：四之二】 

                                                 
408 蔡勳雄、郭博堯，〈紐約世貿崩毀餘『塵』未了〉，《國政研究報告》，民國九十一年十一月二

十九日，資料來源：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0/SD-R-090-048.htm 
409 中時晚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B14NA.htm 
410 中時電子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一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B912G.htm 
411 中國時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三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B913C.htm 

 1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資料來源：轉引自中時電子報，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america/911/bb_a.htm 

  由於班機上有旅客曾與外界取得短暫聯繫，故事後得知，機上有多名劫機者

（已驗明身份者有十九人），分持刀具挾持飛機。其可能使用之武器包括炸彈、

催淚彈與其他有毒化學劑。412

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處於高度戒備狀態，嚴防類似恐怖襲擊事件再度

發生，並多次發佈襲擊警報。同年九月底，在美國各地爆發多起炭疽菌感染案件，

但最後證實無一與九一一事件有關。413

美國政府在事件後一個月內共耗費逾二三０億美元進行救災、復建工作，其

中五十億美元用於現場廢墟處理；一四０億美元用以重建工作；三十億美元支付

救災人事支出；十億美元添置遭毀損車輛與器材。414

世界貿易中心廢墟大火共持續三個月，事件發生後六個月，救援人員甫清理

完遺址上一百五十萬噸瓦礫，並持續進行地下層清理工作。紐約市於二００二年

五月底舉行遺址清理完竣儀式。415

事件對美國國內與全球經濟造成即時且重大的衝擊。全球許多股市受到影

響，部分如倫敦證券交易所為防範恐怖攻擊，不得不緊急停市進行疏散。紐約證

券交易所直至九一一事件後一星期才重新開市，道瓊指數（JIA）開盤第一天即

下跌百分之十四點二六，其中以旅遊、保險、航空股跌幅最深。美國國內汽油價

格則大幅攀升。416 由於當時美國國內經濟成長已漸走緩，九一一事件使全球經

                                                 
412 中時晚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二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F12NF.htm 
413 中國時報，民國九十年十二月十七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2/c/c0121701.htm 
414 中時晚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E14NC.htm 
415 中央日報，民國九十年六月一日，資料來源：

http://www.cdn.com.tw/daily/2002/06/01/text/910601h2.htm 
416 中時電子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二日，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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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更為蕭條。417

歐洲議會與北約總部也進行緊急疏散，北約宣佈啟動一九四九年北大西洋公

約中的第五款，恐怖攻擊事件如係受到任何國家的指示，將被視為是對美國的軍

事襲擊，也是對所有北約成員國的軍事襲擊。這是北約史上首次啟動共同防衛機

制。418 單一歐洲國家如英國，則提高軍事基地軍警戒狀態，所有途經倫敦市區

的航班都必須更改航道並繞過市區飛行，而前往美國和加拿大的航班則全部停

飛。 

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在九月底引述情報單位所提供之訊息，指奧

薩瑪賓拉登與基地組織為九一一事件元兇，並與阿富汗塔利班政權關係密切。而

美國政府也在事件發生後宣布將對發動恐怖攻擊事件者及其庇護國家進行軍事

報復，其首要打擊目標即是提供奧薩瑪賓拉登庇護與基地組織訓練基地之阿富汗

塔利班政權。419 阿富汗拒絕在缺乏明確事證的情況下引渡奧薩瑪賓拉登至美國

接受審訊， 由美國領導的聯軍於十月七日向阿富汗發動空襲，並執行「持久自

由行動」（Enduring Freedom）。420

  聯軍順利推翻塔利班政權後，在清查阿富汗首都喀布爾時發現一卷被遺棄的

錄影帶，正紀錄著奧薩瑪賓拉登與基地組織成員討論九一一恐怖攻擊行動的畫

面，顯見奧薩瑪賓拉登事前即已知情。 

由於九一一事件前，曾有一封署名為奧薩瑪賓拉登的書信被寄往全球各大媒

體，信中鼓勵伊斯蘭世界人民對西方國家發動聖戰，其理由正是因為美國在中東

地區大量的軍事干預與西方通俗文化的氾濫（特別是對性與酒精開放的觀念）

等。儘管這封信在當時不被各國所重視，但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認為發動恐怖攻

擊的原因之一極可能是激進伊斯蘭恐怖組織對美國為首等西方國家的憤恨。421

  二００三年七月，美國國會「九一一事件調查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公布調查報告，指美國如能善用情報

與國防系統對恐怖事件的緊急因應，當日應能提早預防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該

                                                                                                                                            
http://money.chinatimes.com/spot/america/economics/900912-08.htm 
417 中時電子報，民國九十年十月四日，資料來源：

http://money.chinatimes.com/spot/america/economics/901005-01.htm； 
中時電子報，民國九十年十月十九日，資料來源：

http://money.chinatimes.com/spot/america/economics/901019-06.htm 
418 中時晚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三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E13ND.htm 
419 中時晚報，民國年九月十三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E13NB.htm 
420 中時晚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C14NA.htm 
421 中國時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二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C912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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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並檢討美國行政與立法部門於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作為的缺失，並對未來相關

對策提出建議。422

 

貳、緊急對應作為 

攻擊事件發生時，錢尼副總統於白宮因應事宜，並建議正在佛羅里達州訪問

的小布希總統不要趕回白宮，同時建議小布希總統授權擊落任何未理會警告、或

未經授權而繼續飛往首都的民航機。423

一旦發生恐怖攻擊事件，其可能造成的衝擊，端視政府部門之因應作為而

定。424 而事件後，美國聯邦政府於國內採取一系列緊急對應步驟與措施，包括： 

一、事件定位 

    事件後，美國國會議員及兩黨領袖一致要求布希政府採取「強硬行動」，

藉以平息民眾情緒並制止未來的恐怖活動。425 小布希總統經由四度公開談

話，正式定位九一一事件為一樁針對美國的戰爭行為。小布希總統並要求國

會授權，准許其「動用必要武力，打擊恐怖主義」。參眾二院亦立即通過動

武決議案，允許小布希總統得動用武力與必要手段。426

二、權責定位 

        九一一事件後，為穩定美國人民信心，小布希總統選擇留在白宮，其不

僅更改海外拜訪計畫，即使在國內，也縮短離開華盛頓特區的時間。427

    任何危機處理，領導者的角色極其重要。小布希總統就任後，雖僅具有

處理二００一年四月美中軍機擦撞事件之危機處理經驗，但其內閣卻以富有

經驗著稱。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總統與其白宮幕僚團隊的接觸更為頻繁，

每日上午由中央情報局、聯邦調查局進行例行簡報後，隨即與副總統錢尼

（Dick Cheney）、白宮幕僚長卡德（Andrew H. Card Jr.）、國家安全顧問萊斯

                                                 
422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s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9-11 Commission Report, July 
2003, at http://www.9-11commission.gov/report/911Report.pdf 
423 Eric Schmitt, “Generals Given Power to Order Downing of Je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th, 
2001. 
424 史密斯、湯瑪斯，〈恐怖主義威脅及因應之道：政策觀點〉，頁 13。 
425 中時晚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二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america/911/90BE12NA.htm 
426 東森新聞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五日。資料來源：

http://www.ettoday.com/2001/09/15/303-582538.htm 
427 Elizabeth Bumiller, “In Revising Plans, Bush Purposely Flies Hither and Thither, but Not Yo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r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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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oleezza Rice）、白宮顧問休茲（Karen P. Hughes）協調因應危機所需

傳遞的訊息。而這正是美中軍機擦撞意外以來，即行建立的運作方式。428

    事件當天，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即迅速做成決議，要求國務院、司法部、

財政部及中央情報局，進行海內外的調查及蒐情工作，務求在最短時間內，

查出攻擊事件的元兇及幕後組織。另要求中央情報局與聯邦調查局，迅速整

合聯邦、州級及地方情報及治安機構，使調查與蒐情工作得以順利展開，並

有效分工。429

    而為統一救災與各項緊急應變事權指揮，小布希總統設置「國土安全室」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統籌事件後查察、準備、預防、保護、反

應及恢復工作。並從各業管部門國防部、司法部、運輸部、能源部、中央情

報局及聯邦救援管理署調派人力，協助業務聯繫事項。該單位同時指揮美國

本土安全之軍力部署，能源、資訊、運輸等基礎設施的保護，檢討並評估聯

邦政府的緊急應變計畫。430

    另為確保地方政府部門救災人員有能力支持到軍方支援部隊抵達，要求

聯邦與周政府決策者應將國防部資源納入相關應變計畫。431

三、金融與經濟穩定措施 

    事件當天，美國金融市場及股市休市，觀察後續發展。華爾街股市九月

十七日重新開市，開市前十分鐘，聯邦儲備理事會（FED）宣布降息二碼，

亦違反一向慣例，進行市場干預。432

    在國會授權下，聯邦政府免除受難者家屬去年及今年的聯邦所得稅，調

降房屋稅。另聯邦政府的災難補助金全部免稅，罹難警察、消防及公職人員，

發給撫卹金，傷殘的公職人員，給予補助。433

    聯邦政府獲得國會支持，先後通過法案，撥款四百億美元支應災後重

建、機場安全及司法調查等事項，另同意撥款一百五十億美元，協助航空業

者紆困。國會另授權「財政部」發行「戰爭公債」。434

                                                 
428 Mike Allen, “An Unvarnished President on Display”,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 2001, A7. 
429 The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by Attorney General, Secretary of HH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FEMA Director, September 11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1-10.html 
430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Establishing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October 8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10/20011008-2.html 
431 史密斯、湯瑪斯，〈恐怖主義威脅及因應之道：政策觀點〉，頁 14。 
432 徐明宜，〈美國九一一事件對國際景氣與台灣經濟之影響〉，《國家政策論壇》，第一卷第十期，

民國九十年十二月，資料來源：http://www.npf.org.tw/monthly/00110/theme-209.htm 
433 同前註。 
434 中時晚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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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訂法案 

    參議院於九月十三日通過「二００一年打擊恐怖主義法」（Combating 
Terrorism Act of 2001），擴大聯邦調查局電信監察權力，並授權全美九十四

名聯邦檢察官得命令司法部、財政部及國務院所屬執法機關，運用該系統及

附屬軟體偵查犯罪。435

    國會也通過放寬「國外情報偵監法」（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2）等電信監察技術相關管制。436

    而最重要法案為同年十月二十六日由參眾兩月所通過，含一百五十八條

條文，簡稱為「美國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之綜合性法律。437

五、強化飛航安全管制438

    完成「航空安全法」（Avi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ct）修法程序，

加強飛航安全。 

    由運輸部成立「運輸安全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SA），執行機場安檢工作、選訓機場安檢人員及空安警察。選訓之安檢人

員及空安警察必須接受犯罪背景調查；執行行李檢查、機場跑道安全及機上

食物監督業務之安全人員，必須由美國公民擔任；聯邦政府即日接管機場安

全工作，滿三年後，得由機場管理單位自行決定是否將安全工作移由民營單

位負責。 

    機艙內得裝設隱藏式監控攝影機，以便利機長瞭解機艙內狀況；引進視

網膜掃瞄器等高科技儀器執行出入境人員身份辨識；國際航線班機落地前，

須將旅客艙單送交主管機關查核。 

    外籍學生如欲學習一萬兩千磅以上之飛機飛行時，飛行學校須對學生進

行背景調查；學校教職員必須接受訓練，以辨認學生有無可疑行為。 

六、其他緊急管制措施439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E14NC.htm 
435 Combating Terrorism Act of 2001, at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7:SP01562: 
436 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2, at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7:HR02883: 
437 該法正式名稱應為「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of 2001」，美國愛國者法僅係簡稱。at 
http://www.epic.org/privacy/terrorism/hr3162.pdf 
438 Avi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ct, at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7:s.01447: 
439 法務部，《「九一一事件美國聯邦政府反恐怖作為」專案報告》。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二十五日。

資料來源：http://www.ethics.moj.gov.tw/public/Attachment/moj/ethics/upload/G910625.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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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副總統的人身安全，由秘勤局執行嚴密的保護措施，小布希總統

的行程及「空軍一號」（Air Force I）航機位置，列入最高機密。 

    白宮周遭道路悉數封閉，禁止任何車輛接近，秘勤局人員進駐附近地

區，武裝直昇機廿四小時執行空中警衛任務。 

    內閣閣員及重要幕僚，不得任意將敏感資料送交國會議員，亦不得洩漏

重要消息給新聞媒體。 

    國家安全會議設立二個專責小組，分由司法部及聯邦救援管理署主導，

以掌握全美各地重大設施的安全狀況。並由國會編列預算，由國防部徵召國

民兵或正規部隊協助安全維護，以彌補警衛的不足。 

    國務院下令關閉部分駐外使領館，並要求各館購置炭疽病毒疫苗，另對

全美民眾發出旅行安全通告。通令各外館，針對某些國家民眾及科技人才申

請簽證，如有安全顧慮者，須送回國務院簽證司批核。 

    由司法部籌措資金供各州州政府添購生化防疫製劑，另要求地區警力加

強保護各大都市重要地標、高樓建物、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各級學校、娛

樂及體育場所，對於重要地區道路則設立路障，加強路檢。 

    由國防部提升全美空軍及核武基地之警戒狀態；另徵召後備軍人及國民

兵進駐機場、邊界檢查站、核能電廠、水壩、港口、隧道及重要軍事設施，

協助執行安全防護工作。 

    由能源部強化核能電廠、核武實驗室及核原料貯存場之保護設施，並對

所有員工及進出人員加強安檢，暫停核廢料及核燃料的運送。 

    核能管理委員會調升下令全美三十一個州一０三座提供民生用電之核

能電廠進入「第三級」最高警戒狀態。建有核電廠的各州州政府及地方政府

能源管理部門，須儲存碘化鉀劑片，俾遇緊急事故可供民眾服用，以阻斷人

體對放射性碘的吸收。各地核能電廠透過文宣資料，向附近民眾說明疏散通

報中心位置、學校撤離路線及一般民眾逃生路線。 

    運輸部應完成修法，對重型車輛及運送危險物品的司機進行犯罪背景調

查，另擴大海岸防衛隊檢查船隻的權力，並在全美各大都市地鐵車站設置化

學毒氣攻擊大眾交通工具之偵測系統。 

    由聯邦航空署下令全美各機場加強安檢措施，要求航空公司應增設男性

空服員、飛機改裝防爆機艙門、起用空安警察，另規定旅客在飛機起飛後及

落地前二十分鐘內不得起身。為防範私人飛機遭恐怖分子劫持，私人飛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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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電廠附近的飛行高度不得低於一萬八千英呎，亦不得飛入核能電廠十海

浬之內。 

    由環保署對全美十六萬八千個水力系統進行弱點評估，建立監測系統。 

    由衛生署下令保護特定藥物及相關的貯存地點。國防部應加派人力確保

全美八處醫療藥物貯存所之安全，並加速採購作業，以儲存五千萬劑炭疽疫

苗及一億五千五百萬劑天花疫苗，全力防範生化恐怖攻擊事件。另要求國會

於二００二年增撥十八億美元預算，用以增購醫療藥物、建立地方政府早期

監測系統、提升醫院應變能力、改良食物保護措施、加強地方政府救護能力

及增聘流行病學專業人員等。 

    農業部應迅速成立監控中心，以嚴密監視全美各地農牧及家畜病毒有無

擴散警訊。 

    由郵政總署引進高科技設施對全美郵件進行消毒工作，並對郵政基層員

工發放防護設施，防止炭疽病毒擴散。 

    國防部應將大樓防炸技術與施工規格移轉民間，俾強化美國境內商業高

樓防彈、防炸與耐戰能力。 

    成立電腦安全室以協調聯邦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保護美國資訊系統的

安全。並建構一套獨立於國際網際網路以外的政府專用網路，另引領美國民

間企業建立區域性的作業網路，以防範恐怖分子發動大規模電腦網路攻擊。 

   

小布希政府在危機下所展現的秩序與效率，確實可供其他政府借鏡參考，但

仍有部分機制因為未及啟動，造成損害擴大。 

  位於華府的五角大廈在紐約世界貿易中心遭受第一次攻擊後五十五分鐘始

受到攻擊，但是距離華盛頓特區二十四公里的安得魯（Andrews）機場卻沒有戰

機升空攔截，而當藍格利（Langley, VA）機場起飛的F-16 戰隼式戰機抵達五角

大廈時，已是五角大廈被攻擊後二十餘分鐘。440

  小布希政府在事件發生初期，對於危機訊息的傳遞，也曾一度混亂而不一

致。例如小布希總統正在芝加哥市宣達政府新的飛安措施，並鼓勵國人恢復搭乘

飛機之信心時，司法部長艾契科夫（John D. Ashcroft）卻表示恐怖份子極可能再

                                                 
440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蘇進強編，《九一一事件後全球戰略評估》（台

北：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三年九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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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民航機作為攻擊工具。而有關於恐怖份子是否意圖在九一一當日以空軍一號

作為攻擊目標，小布希決策團隊說法不一。441

  國會在九一一事件危機處理中，主要扮演後備支援之角色，而非承平時期監

督、制衡功能。觀諸美國國會在九一一事件後的表現，與其過往在美國遭逢重大

國家安全危機的反應極為類似。442

  以往國會可透過「戰爭權力法」（War Powers Act）限制總統的海外軍事行

動，也可要求行政部門定期向國會進行簡報，或舉行聽證會要求官員到場作證。

個別國會議員接受媒體訪問或表達看法，都可達到制衡行政官員的目的。但在九

一一事件後，國會以支持、配合代替質疑與批評，以避免牽制小布希總統、國務

卿鮑威爾、國防部長倫斯斐之決策。直至阿富汗軍事行動後，鮑威爾始於十月二

十五日至參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就美國主導之國際反恐聯盟運作情形，進行九

一一事件後首次出席作證。而國防部長倫斯斐則至十一月底，均未有前往國會出

席聽證之記錄。443

  美國國會在九一一事件後，面對小布希政府的危機處理政策，大多只能在事

後予以追認。眾議員共和黨籍吉朋斯（James Gibbons）在十月四日於國會提案新

設專職機構因應恐怖主義威脅，但小布希總統於九月二十日即已決定增設國土安

全室／署（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並在十月八日親自主持由前賓州州長

芮吉（Tom Ridge）出任署長之就職典禮。444 國會在九一一事件後，共有三項設

立因應恐怖主義的專職單位提案，其概念與國土安全署（與其後國土安全部）類

似，有法定權利、預算、統籌監督情報、執法、國內安全行動，但顯然緩不濟急，

且其提案也無法積極介入或影響小布希總統的決定。445

 

 

第二節  威脅認知與對策觀點 

 

                                                 
441 Dan Balz, “Rhetorical Contradictions Flourish in War on Terrorism”,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rd, 
2001, A13. 
442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頁 32。 
443 同前註，頁 24。 
444 The White House, Gov. Ridge Sworn-In to Lead Homeland Security, October 8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10/20011008-3.html 
445 Eric Pianin and Bradley Graham, “New Homeland Defense Plans Emerg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6, 2001, A4; Chuck McCutcheon, “Embracing Homeland Defense”,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vol.59, no.36, September 22, 2001, pp. 2196-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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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歷任政府對國際恐怖主義之威脅認知與對策觀點 

學者梅契納克（Douglas Menarchik）觀察美國在過往三十年因應國際恐怖主

義的經驗指出，歷任政府的政策產出並非線性發展，原因在於充分的政策理由與

現有的因應對策通常跟不上事件當時的應變需求，各任政府幾乎都是在事件中學

習如何因應恐怖主義。446

一、尼克森政府時期「低優先順序的海外問題與較嚴重的政治問題」 

尼克森政府在一九六０年代後期多起中東劫機事件後，開始注意到國際

恐怖活動所帶來之威脅。但當時決策者與分析家多將恐怖主義視為單一國家

內獨立運作或跨國行動中個人與次國家組織結盟的零星事件，尼克森政府也

傾向將恐怖主義定位成一種犯罪行為，屬低優先順序的海外問題與較嚴重的

政治問題。447

在此一階段，打擊恐怖活動的反應順序以外交手段與行動方針為起步，

接著是經濟制裁與出口、簽證管制措施，一旦談判破裂，決策者會將武力拯

救人質與軍事力量的使用作為最後手段。而就組織層級觀之，打擊恐怖主義

的執行單位仍僅是各部會抽調人力所組織成的低階官僚體系，在最高決策者

心中，打擊恐怖主義缺乏優先地位與實質利益。448

綜觀尼克森政府時期對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政策發展與制訂，大抵

遵循：449

（一）美國反對所有形式的恐怖主義； 

（二）美國認為人質安全為最優先考慮； 

（三）美國不屈服於恐怖份子的要求，必不會付出贖金； 

（四）美國絕不和恐怖份子談判。 

二、卡特政府雖致力解決國際恐怖主義的「成因」，卻缺乏全面因應對策 

    卡特政府注意到次國家與跨國性恐怖主義的根本理由，來自於懸而未決

的國際政治問題。他修改了尼克森政府遺留下來的打擊恐怖主義對策，更強

調政治特性與恐怖主義的「好戰」特質，而不僅僅是犯罪性。卡特政府在一

                                                 
446 梅納契克（Douglas Menarchik），〈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76。 
447 同前註，頁 277。 
448 同前註。 
449 Louis Fields, Ibid., pp.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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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九年遇上伊朗人質危機，幾乎執政後期全部的政府心力都耗在國際恐怖

主義問題，儘管卡特在事件末期逐漸進入狀況，但因為缺乏全面性的武力與

對策方案，最終付出了昂貴的政治代價。450

如與前任政府相較，卡特政府傾向致力解決恐怖主義之根本成因，而非

壓抑恐怖主義。其藉由增加外交援助與協調，期減少緊張與不穩定之來源，

進而使國際恐怖主義能逐漸銷聲匿跡；另方面強調對恐怖攻擊之預防，使攻

擊行動更顯困難。但學者李文斯頓（Neil C. Livingstone）卻認為，卡特總統

太過憂慮反恐怖主義政策將會阻礙其人權外交之發展，加以各機構間缺乏專

業人才，協調不一致，致使其執政後期反受困於國際恐怖主義，幾無反擊能

力。451

三、雷根政府時期「所有的國際恐怖主義背後均是共產黨的影子」 

一九七九年伊朗人質危機成為美國發展打擊恐怖主義對策的重要分界

點。 

    不同於尼克森及卡特，雷根主政時期直指所有恐怖主義的背後都有共產

黨的影子。因伊朗人質事件失敗經驗之故，雷根在執政初期即提升因應國際

恐怖主義對策之優先順序，除保留前任政府使用經濟制裁以懲罰資助國並作

為救援人質的手段，更宣示政府將動用一切能處置的適當手段以因應國際恐

怖主義。此種宣示也明白表示雷根政府將把軍事武力的使用同步提升至對策

工具的第一線。452

    一九八０年代，美國及其盟國正式奠立了面對國際恐怖主義的兩大基本

原則：「絕不讓步」政策與遂行或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必將付出代價。美國

及其盟國將採取一切行動辨識並追蹤恐怖份子，並將渠等繩之以法。453

    由於情報機制的提升，愈來愈多可靠情報的取得，使反恐對策更趨複

雜。美國與西方盟國在一九八０年代成功分享情報來源，並成立合力打擊國

際恐怖主義之專責單位，執行必要措施，如邊界、簽證與旅行管制等。傳統

的軍事武力仍是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對策選項，但較常運用在軍事及情

報合作，以瓦解、先制、防止、嚇阻或回應恐怖攻擊行動。454

    雷根在一九八四年修正打擊恐怖主義對策方向，授權採取直接行動與先

發制人攻擊。決策者咸認，恐怖主義為政治暴行，而面對國家支持的恐怖主

                                                 
450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82。 
451 Neil C. Livingstone,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MA: Health and Company, 1982,) p. 250 
452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90。 
453 同前註。 
454 同前註，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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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形同戰爭。至雷根政府後期，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方式已進入成熟階

段，專案小組支持在必要時動用武力以防止、嚇阻、先制、瓦解或回應恐怖

活動，領導人也就定位、隨時準備行動。國際恐怖主義議題獲得政府決策層

級高度重視，領導人可動用充分強硬與溫和的權力工具，如果有必要，更可

由軍方追緝恐怖份子並回擊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455

四、老布希政府「完整經歷、全盤以觀」 

老布希總統堪稱是美國歷任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最有涵養的總統。事

實上，他也是一九七０年代以來，唯一於上任前即擁有完整執行因應國際恐

怖主義對策經驗的領導者。老布希總統在雷根政府時期，主持恐怖活動專案

小組，其就任後，雖視恐怖活動的犯罪行為特質多於戰爭意味，但仍承襲「絕

不讓步」政策，繼續強調國際合作。老布希亦維持雷根政府末期遭人批評的

治外法權政策。456

老布希總統面對國際恐怖主義採行較為低調的策略，雖維持原有的恐怖

活動跨部會小組（Inter-department Group of Terrorism，IG/T），卻傾向降低

對恐怖活動的強調，即便在「沙漠風暴」（Desert Storm）軍事行動期間，

他仍將逐漸增強的恐怖主義威脅與人質問題視為整體戰略的一部份，專注於

與伊拉克之間的主戰鬥，而將恐怖活動置為一個附帶問題。其決策團隊認

為，人質如能獲得釋放，應係低調、持續的外交談判成果，而非軍事或武力

使用所致。457

老布希總統與歷任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相較，雖相對低調，在其

任內仍然顯著加強政府應對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政策與作戰能力。大量的政

策文件就恐怖主義提出更周延的敘述，並提供官僚體系制訂政策、作戰與情

報計畫所需的工具，以隨時因應恐怖主義問題。值得稱許的是。在一九八０

年代，人質家屬深深左右了雷根總統決策時的情緒狀況，在當時也對副總統

老布希造成相當程度的影響，但在沙漠風暴期間，這樣的狀況卻沒有再度出

現；而美國的外交手段也非常有效地處理國際關係，包括它對伊拉克人民與

全球各地對伊拉克的同情，以及支持者對恐怖威脅之回應。458

四、柯林頓時期「調降國際恐怖主義議題層級」 

柯林頓政府主政初期，僅經歷少數國際恐怖活動事件。柯林頓政府將一

九八０年代以來的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決策層級降低，其理由是逐漸降低的統

                                                 
455 同前註，頁 293。 
456 同前註，頁 299。 
457 同前註，頁 300。 
458 同前註，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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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數據顯示，政府並不需要繼續維持此等程度的警戒心與相關成本。但事後

卻證實，除非美國能繼續領導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抑或國內某執法單位能主

導並轉型為打擊國內恐怖主義的領導階層，美國無疑是在此一時期開始落後

正不斷大幅轉型、變化的國際恐怖主義。459

柯林頓政府延續老布希政府刪減預算的趨勢，導致許多反恐專業人才重

回其他領域的人力流失，也改變了國家注意力，因此削弱了美國打擊國際恐

怖主義的第一道防線。美國同樣在此一時期削減其他因應恐怖主義的國際設

施，由於多數盟國對制裁失去耐心，致使配合措施口惠不實，也減弱了國際

合作。此一時期，許多戰略問題支配了國際情勢，國際恐怖主義淪為次要問

題。但當柯林頓以美國傳統部隊報復伊拉克企圖以情治人員暗殺造訪波灣地

區的前總統老布希，並轟炸蘇丹以報復奧薩瑪賓拉登與基地組織策動東非使

館爆炸事件，顯示美國政府仍堅信可以透過傳統武力打擊「已確定的」恐怖

份子藏身地，並加以殲滅之。但打擊效果仍依賴精準的追蹤標定與時機確

認，詳細的情報成了此一戰術的先決條件。科技進步與國際合作強化了情報

蒐集，換言之，柯林頓的「戰斧巡弋飛彈戰略」（以戰斧巡弋飛彈回擊恐怖

份子）墊基於科技與情報技術。而柯林頓執政後期也重新將逐漸浮現的後冷

戰時期恐怖主義問題視為政策、作戰與情報議題。460

 

 

貳、小布希政府於九一一事件之威脅認知 

根據德國情報單位所做調查顯示，基地組織早在一九九九年即著手策劃

九一一攻擊事件，但基地組織並未預期九一一事件可以一舉擊潰美國，也從

未期待發動九一一事件即可將美國的影響力驅離中東，其目的僅係採行「間

接策略」（indirect strategy），或另可比擬為「撞球策略」，亦即以恐怖攻擊

作為球桿，用來撞擊母球（美國），據此帶動母球進擊其他子球（伊斯蘭世

界其他國家），而促成整個球盤的重組（伊斯蘭革命）。在此戰略下，基地組

織期經由恐怖攻擊，激起美國強烈反彈，繼而使伊斯蘭世界撕裂成兩個陣

營：與美國站在一起共同遂行暴力鎮壓與經濟脅迫的統治集團（例如沙烏地

阿拉伯王室）與相對立的廣大被壓迫的伊斯蘭人民，俾以帶動伊斯蘭世界的

激烈政治變遷。461

                                                 
459 同前註，頁 302。 
460 同前註，頁 303。 
461 〈反恐戰爭第二年：美利堅霸權與全球新帝國〉，《新台灣總合周刊》，民國九十一年九月五日，

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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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對事件元兇基地組織而言，九一一事件的目的，並不如同過去的

恐怖攻擊，希望藉此激起美國民眾的情緒，並寄望這些恐懼所帶來的挫折感

促使人民將矛頭指向自己的政府，迫使目標國政府有所改變。相反的，九一

一事件的號召對象是廣大伊斯蘭人民，整件恐怖攻擊事件更像是一個政治宣

傳的戰術行為。 

以此角度觀之，在長期戰略目標上，基地組織自九一一事件以來，成果

有限。除美國執行阿富汗軍事行動曾在部分伊斯蘭國家引發反美情緒，並未

出現基地組織所期待伊斯蘭世界大眾烽起、繼而造成政治重組的現象。事實

上，基地組織雖因為美國反應與伊斯蘭各國政府迫於國際輿論壓力而決定與

美國合作，一度在伊斯蘭世界達到基地組織所欲營造「這些伊斯蘭國家政府

正屈於美國霸權並背離人民」的形象，但因為伊斯蘭各國在九一一事件後的

國際合作均多審慎以對，使得效果並不明顯。而從戰術觀之，基地組織取得

了相當可觀戰果。除個別伊斯蘭人民受到基地組織的吸引或號召而投入組織

的行動，最重要的是，由於美國政府對基地組織之威脅刻意強調，造成基地

組織在某種程度握有雙方衝突的主導權，而得以設定議程，取得戰略攻勢。 

    而從美國政府的角度觀之，九一一事件的特殊性—自二次世界大戰以來

美國本土首次遭遇外國勢力直接攻擊、戰後本土最嚴重的恐怖攻擊傷亡事

件、恐怖份子以迥異於過往的工具發動奇襲－一度讓小布希總統及其決策團

隊未能即時以對。462

小布希總統對九一一事件及其後國際恐怖主義之威脅認知，或可自其總

統公開演說（Presidential Speech）觀之。在總統制下，美國憲法賦予總統最

高行政決定權，其公開言論也相當程度被視為國家集體意志的決心，同時代

表當時期政府於政策執行的重要宣示。小布希總統於九一一事件後的第一份

公開談話，措辭雖簡短，但已對事件作了第一次的官方描述，例如「……兩

架飛機撞進了世界貿易中心……」、「……美國的艱困時刻……」、「……國家

的悲劇……」、「……上帝保佑受難者及其家屬與美國……」、「……我已指示

副總統、紐約市長、聯邦調查局長等相關官員協助受難者及其家屬，同時展

開徹底調查並緝捕那些犯下罪行的人（those folks）……」等。463

    觀諸小布希在二００一年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所發佈的第一份

                                                 
462 九一一事件事發當時，小布希總統正與佛羅里達州一所小學參訪，並與二年級學生共同閱讀。

而第一架自殺飛機攻擊世貿中心北棟的消息由資深顧問羅夫（Karl Rove）向小布希提出報告時，

小布希總統研判僅可能是一件飛行員的意外事件。但當第二架自殺飛機攻擊世貿中心南棟的消

息由白宮幕僚長卡爾德（Andrew H. Card Jr.）報告小布希總統時，小布希總統始發覺該事件已不

僅是一件意外事件，而係恐怖分子對美國的一種宣戰行為，且認定美國必須一定作為以對付恐

怖主義。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2002,) p. 25. 
46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fter Two Planes Crash Into World Trade Center, 
September 11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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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談話，其已清楚界定恐怖攻擊係發生在「國家」的內部空間（一場國家

的悲劇），但由於行兇者身份不明，此時尚未有「戰爭」（war）的認知。美

國總統所被創設與賦予的發言地位，使小布希總統擁有全力動員聯邦政府資

源的最高決策與指揮權，在在展現出美國領導者對「國家」保護全體人民所

抱持的堅定思維與態度。而在小布希總統後續對九一一事件所發表之言論與

公開談話，所多次提及的「國家」概念與「上帝保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更可察覺美國領導者慣有的思維方式，不僅僅將「國家」視為

一個團結一致的空間整體，也自然而然地將對人民的情感訴求與寄託歸於基

督教深刻文明，尤其在國家遭遇緊急為難時尤甚。 

    小布希總統在當日下午發表第二次公開談話，除向全體美國人民再次確

定自己身為美國總統的身份（當時已離開佛羅里達州小學，但未前往白宮，

而係前往安全場所接受保護），再次要求各級相關政府機構執行必要的安全

預防措施以保護美國人民、提供受難者及其家屬協助、追緝犯罪者外，小布

希總統在此次公開談話明確預示美國政府即將對此一事件所做回應，包括

「……美國將不會出錯地（make no mistake）追捕（bunt down）並懲罰

（punish）那些必須為此一卑劣行為負責的人……」、「……我們已與國會及

世界各國領導人接觸並向他們言明，我們將採取所有必要的任何措施（do 
whatever is necessary）以保護美國與美國人民……」、「……國家所展現出來

的決心正受到考驗，但毫無錯誤地（make no mistake），我們要向全世界證

明我們將通過此次考驗……」。464

    在第二次公開談話，在小布希總統已與各國領導人展開接觸，可以察覺

官方認知已意識到這是一場可能損及美國權威的國際事件，所採取的可能必

要措施包括軍事行動（須經美國國會同意或授權），同時再次強調，美國政

府面對此次攻擊事件，將有所回應與作為。 

    小布希總統於當日晚間發表第三次公開談話，發表地點即位於白宮橢圓

形辦公室。於前二次談話內容最大的不同在於，官方已給予當日攻擊事件一

個新而明確的定位。諸如「……我們的同胞（our fellow citizenx）、我們的生

活方式（ore way of life）、我們的自由本身（our very freedom）已受到一系

列蓄意發動的、致命的恐怖攻擊……」、「……當時的受難者坐在辦公室、飛

機裡……其中有秘書、商業人士、軍人、公務員……有母親與父親、朋友與

鄰居……數以千計的生命被這些邪惡而卑鄙的恐怖攻擊行動毀於一

旦……」、「……這些大規模的謀殺行動（acts of mass murder）是為了恐嚇我

們的國家，使我們的國家陷入混亂……」，而演說最末，亦引用聖經《詩篇》

第二十三篇「雖然我走過死亡的幽谷，但我不畏懼任何邪惡，因為上帝與我

                                                 
46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Upon Arrival at Barksdale Air Force Base, 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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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465

    在這次經由小布希總統重新闡述的對九一一事件之觀察，已不再只是兩

架飛機撞進大樓、國家內部的災難，而明確描述成一場針對國家本身而進行

的謀殺行動與恐怖攻擊。而在提及罹難者身份的描述，則刻意強調這一群人

聚合在同一塊土地上，共同組成這個國家存在且最為熟悉的生活方式，俾凸

顯這場外來的恐怖攻擊所破壞之國家內部原本和平的生活秩序。但在凝聚共

識後，又隨即抽離個人身份，轉而成為團結一致的公民同胞，這些罹難者因

為身為「美國的國民同胞」而無辜犧牲，其餘人民也因共同身為公民同胞的

義務，而將奮起繼續抵抗。 

    同時，在小布希總統當晚演說，亦可發現美國官方已相當自然的語言提

醒美國國民與其敵人是一個強烈二分的對比形象。但對於美國為何成為恐怖

攻擊的目標，白宮雖未言明，但小布希總統的演說卻極其隱諱地暗指美國「光

明磊落的正義」受到恐怖主義的「妒恨挑釁」。演說內容既在聖經的譬喻下，

沒有邪惡足以畏懼，自然也沒有光明面對邪惡妥協的道理，如此則無必要進

一步探問攻擊的動機、對方的要求或目的。此外，小布希總統也在此次演說

中再次強調將以軍事力量、一切必要的措施、與友邦同盟共同回擊恐怖主

義。至此，已可確認小布希總統及其決策團隊對於九一一事件的認知，以完

全從「國家」層次的思維出發，認定遭受攻擊者為「國家」，而為保護國家

安全防止敵人入侵的對策即是「軍事力量」。 

    而在九一一事件隔天，小布希總統與國家安全會議成員共同接受媒體訪

問時，首次將九一一事件由「恐怖攻擊」提升為「戰爭行為」。「……不再是

恐怖攻擊，而是戰爭行為（acts of war），其對象是自由與民主……」、「受攻

擊對象不僅僅是美國人民，而是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世界上任

何文明（civilized）國家都認知到這不僅是對於美國攻擊，也是對整個文明

（civilization）的攻擊……」「……美國將利用所有資源戰勝敵人……」。466

    從這一篇公開談話可知，小布希總統及其決策團隊已正式將九一一事件

定位為「戰爭行為」，但由於敵人仍未正式現身，戰爭也非國家所發動。小

布希總統的談話將美國發動軍事行為的正當性訴諸於意識型態的價值對

立，且其情感推至所有世界愛好和平的人。而「戰爭狀態」也意味著，美國

將不僅止於緝捕兇嫌，而將進一步以同樣的戰爭手法做出反擊，並贏得這場

戰爭。 

                                                 
465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in His Address to the Nation, September 11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1-16.html 
466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Photo Oportunity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September 12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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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十二日的公開談話內容，研究者可以發現，小布希決策團隊對

於九一一事件的威脅認知，與過往冷戰時期美國對於蘇聯的認知相似，其世

界觀二分國際社會為「和平」與「衝突」，所有的威脅來源均直指衝突製造

者，而美國即將團結文明世界的同盟與邪惡勢力對抗，就如同冷戰時期領導

民主集團與共產勢力對峙。 

    九月二十日，小布希總統出席參眾兩院聯席會，並對全國人民發表演

說。小布希總統演說中刻意提出美國人民廣泛的疑惑，也試圖對這些問題做

出回答：467

    「美國人民問：誰攻擊了我們的國家？」（Americans are asking：Who 
attacked our country？）「美國人民問：他們為什麼恨我們？」（Americans are 
asking：why do they hate us？）「美國人民問：我們怎樣打贏這場戰爭？」

（Americans are asking：How will we fight and win this war？）「美國人民

問：需要我們作什麼？」（Americans are asking：What is expected of us？） 

    「……我們所收集到的證據都指向一個由恐怖主義所組成的鬆散集團，

亦即基地組織（Al Qaeda），它的目標不是金錢，而是改變這個世界，並將

其信仰加諸於世界各地的人民……」、「他們反對我們，因為我們阻擋了他們

的去路。」 

    小布希總統在演說中依循著這些問題一一做出了回答，以其身為國家總

統的身份代表全體美國人民為九一一事件原因界定了問題意識，也進一步

「教導」了美國人民所應認知的官方標準答案，俾將國內各種歧異降低。 

    假設當時美國情報所指兇嫌為真，那麼在這一場演說中，研究者可以看

見美國官方對九一一世界的威脅認知，已認定兇嫌的目的不是一般國家為奪

取資源利益、擴張領土或追求生存的反動方式，而來自於一個文明衝突的圖

像，亦即一個奉行伊斯蘭激進教義的非國家行為者，對美國本身所代表的西

方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乃至於基督教文明的憎恨。但儘管小布希政府意識到

這樣的問題本質，其仍決定以發動戰爭作為回應並且解決問題的方式。 

    小布希決策團隊所意識到的安全威脅，明顯地奠基在以「領土疆域」為

基礎的國家思維，亦即只要能保護國土安全，就能同時保障美國人民安全。

這樣的思維也反映在後續的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措施，包括後來成立內閣層級

的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即被賦予保護美國國內國

土安全的意義。） 

                                                 
467 The White House,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September 20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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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反應將遠不止於立即採取報復行動，並進行孤立分散的打

擊。美國人民應當預料到這不僅止於一場戰鬥，而是長期行動。不同於我們

見過的任何戰爭，它可能包括猛烈的攻擊，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也可能是隱

蔽的行動，即使成功也不為人知。我們將使恐怖份子資金匱乏，讓他們相互

爭鬥，並把他們從一個地方趕到一個地方，直到他們找不到避難所或棲息

地。」468

    相同地，如果此一時期的小布希政府決心以「戰爭」作為回應恐怖主義

的方式，接下來的戰略就必須將恐怖主義框置在一個固定的「空間」具體呈

現，如此才能清楚地成為美國可以反擊的目標。因此，小布希總統在國會演

說中意欲將恐怖份子「從一個地方趕到另外一個地方，直到他們找不到避難

所或棲息地」，即同時建構並賦予了恐怖主義一個固定空間的概念。又因為

國家體系所對應互動的同質性空間，只有其他的國家行為者，因此，在決策

者對組成問題的「空間」思維下，就必須一步步引導著美國政府以「國家」

中心作為所有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對策準則。亦即，明確予以敵人「具像

化」、「國家化」。 

    「……我們要追究那些為恐怖主義提供幫助與避難所的國家，每個地區

的美國國家都必須在現在做出抉擇。如果不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就是站在恐

怖份子那一邊。（Either you are with us , or you are with terrorists.）……」469

    為緝捕恐怖份子無所頓逃，對恐怖主義所發動的戰爭勢必要擴及世界各

個角落。而世界的空間圖像既由國際體系與國家行為者所共同構成，唯有以

「國家」組成全球反恐聯盟，才能使美國順利闊越國界剿除恐怖份子。小布

希總統再一次以「二分法」要求其他國家做出選擇。在在除了顯示美國做為

國際霸權的力量與決心，亦為國際體系與國家在空間、時間互為建構的關係

提供有力的依循原則。亦即，在空間上，使「庇護國」的概念賦予恐怖主義

清楚的具像空間以作為打擊行動的具體目標，另方面則使國家為單位，藉由

國家行為者發動並參與戰爭的權力，籌組全球反恐聯盟。而在時間上，則將

國際體系進程二分為「文明、自由、進步」與「野蠻、邪惡、衝突」，呼籲

所有國家加入以美國為首的文明世界行列，卻對主觀差異的文明衝突輕描淡

寫。 

    綜觀小布希政府對九一一事件的威脅認知，雖然可清楚看出決策團隊清

楚瞭解發動者為一非國家行為者，但其仍以國家體系中的「國家行為者」思

維作各種問題本質與對策之界定及思考，而這樣的認知也反映在美國政府於

「持久自由行動」所做之決定。 

                                                 
468  The White House,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op.cit. 
469  The White House,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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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小布希政府於九一一事件之對策觀點 

  小布希政府因應九一一事件之對策觀點，並未脫離脫尼克森政府以降歷任政

府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基本立場，或強硬或彈性，其決策依歸仍為「絕不讓步」原

則。 

  而在二００三年二月十四日由白宮所公佈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之國家戰

略」（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大抵可視為小布希政府自九一

一事件後，其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精神與基本觀點之總合：470

    第一，不對恐怖主義分子作任何妥協，不與其交換任何條件。對於把美國公

民劫爲人質的個人或團體，美國政府不作任何妥協。美國採取一切適當的手段使

被劫爲人質的美國公民平安返回。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拒絕對劫持人質者採取給

予贖金、釋放囚犯、改變政策或其他表示妥協的行動。  

第二，恐怖主義分子將爲他們所犯下的罪行而受到制裁。無論需要多久的時

間，美國政府都將緝捕所有攻擊美國公民的恐怖主義分子到案接受審判。 

第三，美國政府將孤立所有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並對他們施加壓力直至其

放棄支持恐怖主義。 

第四，對於所有與美國共同合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但仍需要幫助的國家，美

國政府將致力提高這些國家反恐怖主義的能力。美國政府正根據因應國際恐怖主

義的相關援助專案，向部份友好國家執法及安全部門提供培訓與相關援助。培訓

課程包括機場安全、炸彈探查、援救人質和危機處理等內容，打擊恐怖分子、反

制洗錢罪犯的金融基礎則爲培訓課程最新課題。反恐怖主義培訓和技術援助小組

也將與合作共同檢視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的薄弱環節，俾增強有關能力並提供

重點幫助，以制止恐怖活動。與此同時，美國政府與其他合作國共同查緝並凍結

支援恐怖主義的資金，協助各國起草因應恐怖主義的必要法律。所有因應國際恐

怖主義的培訓資源也將用於提升國際社會的能力，包括由國防部所提供的軍事訓

練。美國政府將與各國合作，制止恐怖分子任意跨越國界移動。 

 

 
                                                 
470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February 14th. 2003, at 
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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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布希政府反恐對策於本土防禦機制之強化 

 

壹、組織變革 

學者塔克（David Tucker）認為，在過往三十年間，美國於因應國際恐怖主

義對策最受詬病者，即是其組織編組與業務分配。471

  在九一一事件之前，至少有廿四個以上的聯邦機構與州政府機關與國土安全

事務有關。其中最主要的聯邦文職機構包括：472

（一）國土安全室（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與國土安全委員會

（Homeland Security Council）－監督與協調。 

  （二）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含聯邦調查局（FBI）、邊界巡邏隊

（Border Patrol）－執法、國內情蒐、邊界安全。 

  （三）運輸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海岸防衛隊（Coast Guard）
－邊境與海上安全。 

  （四）財政部（Department of Treasury）、海關（Customs）－國界安全。 

  （五）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資訊安全。 

  （六）聯邦緊急管理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對攻擊

事件之處理。 

  （七）衛生暨社會福利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醫

療準備與攻擊事件之處理。 

  （八）情報機構，包括中央情報局（CIA）－情報蒐集與秘密行動。 

  （九）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海外安全防護。 

  （十）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國家安全、回應攻擊事故、緊急攻

擊行動。 

                                                 
471 塔克（David Tucker），〈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頁 176。 
472 Marcus Corbin, “Organization for Homeland Security: Issued and Options”,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Terrorism Project, December 21st, 2001, 
http://www.cdi.org/terrorism/homelandsecurity.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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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若再細分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業務，大抵可分二個部門主導運作。

其一屬決策機構，另一則為執行機構。473

決策機構以國務院為首，負責召集司法部、聯邦調查局、國防部、參謀總部、

能源部、財政部、運輸部、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會議與副總統辦公室高級幕僚

人員，為決定對策之機構，負責聯邦政府聯絡與協調工作。 

執行機構則為實際執行各式恐怖攻擊事件對應措施之機構，其中，國務院因

應海外緊急事件，司法部與聯邦調查局則因應國內恐怖攻擊事件，美國境內航線

所發生之機上恐怖主義事件（含劫機）則由聯邦航空局執行因應。 

九一一事件使美國受到重創，恐怖份子僅以少數人執行攻擊行動，卻達到傳

統戰爭難以企及的效果，使美國政府受到極大震撼。事件後，小布希總統積極反

思對司法、情報、國防、經濟、財政、運輸、資訊等部門進行組織改造與任務調

整。 

一、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之成立 

面對政府組織再造於組織設計理論最常被爭論的議題，在於集權制力於

集中力量達成主要目標；分權制則可強化主動、彈性、知識與迅速的反應時

間。474

對此，學者塔克認為，在冷戰時期，由於政府必須具有果決立場與危機

反應能力，階層式組織架構有其效益。但對現階段國家安全事務，各單位均

應具有自我調整的能力，以因應多元而非單一的威脅。在此需求下，決策者

應重視權責下放，並建立各單位相互通聯的管道。475

學者史龍（Stephen Sloan）也有相同看法，他認為，面對國際恐怖主義

型態的變化與其靈活性，因應對策必須整合政府間各單位不同的專業技能、

行動方針與標準作業程序，但此種整合工作並非單一組織所能達成；而此同

時，一旦遭遇恐怖攻擊事件，階層式組織又較扁平式組織更能勝任危機處理

工作。這使得政府面對國際恐怖主義，必須同時結合階層式組織與跨部會聯

絡管道二者優勢，而為達成此一目標，必須經常視各單位實際狀況進行調

整。476

                                                 
473 高哲翰，〈美國反制國際恐怖主義的決策運作〉，《美國月刊》，第四卷第八期，民國七十八年

十二月，頁 21-34。 
474 Marcus Corbin, Horning the Sword: Strategy and Forces After 9/11, Center of Defense Information, 
2003, http://www.cdi.org/mrp/honing.pdf 
475  塔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頁 177。 
47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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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前國防部官員卡特（Ashton Carter）則表示，由於國家所面對的

新型態攻擊（包括恐怖攻擊事件），經常超乎常人意料之外，也多具有複雜、

災難性、多元與同時發生等特質，為能因應攻擊並防禦隨時可能發生的各種

威脅，單位之間必須事前協調良好的應變與策略。而管理這些角色分歧的文

職、軍事機構最有效的方法，不在於設立一個常設督導機關，而在於一個適

當的設計使其能具備解決問題的能力。亦即，面對九一一事件及未來可能發

生類此攻擊事故的突發性，政府需要一個「計畫協調」，但不是政策協調或

指揮管制的組織。小布希政府最初曾一度排斥此一概念，最終仍成立國土安

全室／署（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統籌相關機關業務。477

小布希總統於二００一年十月八日成立國土安全室／署（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478 次年七月提出國土安全國家戰略（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479 國土安全室／署作為一個跨機關的整合單位，

其負責監督、協調、研擬恐怖主義可能對美國造成的危害，並回應任何潛在

攻擊行動。國土安全室／署另整合各層級政府、國會與私人機構的專業意

見，提出上述國土安全國家戰略。而經國土安全室／署的研究，美國政府亟

需一個更統合的國土安全架構。480

這項主張獲得國會朝野領袖的認同與支持，多數意見認為國土安全部的

成立可以更有效地整合秘勤局、海岸巡防署、移民與歸化局、邊防局、海關

及其他的新機構，並作為國家之空中安全與運輸安全的行政機構。在國土安

全室／署的建議下，美國政府仍將保留聯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的現有功能

與職掌，反恐怖相關情報亦交由原情報機構負責，國土安全部則扮演情報統

籌機構的角色，並設立「情報與威脅分析」單位，作為整合前述兩個單位與

其他情報單位送來的情報，另根據這些情報，辨認、估計當前與未來將對美

國國土所造成之威脅，同時清楚界定美國國土安全脆弱處，以適時提出警

告，即時提出有效預防與保護措施。 

承上建議，小布希總統於二００二年十一月二十五日正式簽署設置國土

安全部法案（An Act to Establish a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for 
other purposes），宣告次年正式設置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並整併情治單位、海岸巡防單位、與關鍵基礎設施保護中

心等二十二個聯邦政府單位業務。 

                                                 
477 Ashton Carter, “The Architecture of Government in the Face of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3, Winter 2001/2002, p. 13 
478 The White House, Gov. Ridge Sworn-In to Lead Homeland Security, October 8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10/20011008-3.html 
47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 November 11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homeland/book/nat_strat_hls.pdf 
480 美國國防部，《二００一美國四年期國防總檢保告報》（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

九十一年一月），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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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部為一九四七年美國國防部成立（由當時戰爭部與海軍部合併成國防

部）以來，聯邦政府最大規模的重組工作。小布希本人也將設立國土安全部

乙案比擬為一九四七年的杜魯門總統合併戰爭部和海軍部為國防部的壯

舉。而這項比喻極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杜魯門正是美國政府遏制戰略的創造

者，該項戰略為圍堵戰略（Strategy of Containment）的前身，杜魯門開啟了

冷戰的序幕，也形成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對抗。481

      國土安全部擁有獨立辦公大樓，也是一九八九年退伍軍人部（Veterans 
Affairs Department）成立以來聯邦政府單一部門規模和員額最多的單位，該

部人員自既有農業部、商業部、國防部、健康與人類部、司法部、國務院、

運輸部、財政部以及聯邦能源管理局等八個部門抽調，並在不增加聯邦員額

的前提下，將在成立後維持一六九００名員額，每年三七０億美元（幾為國

防部的十分之一）的經費預算。482

    國土安全部設有四個主要部門，分別職司邊界與運輸安全（Border and 
Transportation Security）、緊急狀況之反應與準備（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核生化攻擊之反制措施（Chemical, Biological, Radiological 
and Nuclear Countermeasures）、資訊分析與基礎設施之保護（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該部設立的目的，將確認美國國內潛

在危機，並針對因應恐怖主義、保障關鍵性基礎建設、檢視交通運輸安全維

護上的弱點、資訊網路、傳染病防疫、與跨國性犯罪防制等議題發展國家安

全策略，並定期檢視全國現行法制與國會間的立法提案是否符合行政單位執

行所需，以確保調查單位未來在執行情報調查工作時擁有所需要的法律權限

與司法合作。483 由於此案涉及龐大的聯邦政府組織變革與近十七萬人員之

工作調整，其成效為外界所矚目。 

二、九一一調查報告之警示 

    美國「九一一調查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歷經二十個月的調查，達成一致結論，於二００四

年七月二十二日對外公佈長達五百六十七頁的調查報告。文件中除了調查九

一一事件發生經過外，也檢討行政與立法部門疏失，並對美國未來反恐策略

提出建議。484

                                                 
481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June 6th, 2002,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6-8.html 
482 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參議院通過國土安全立法提案」。二００二年十一月二十日，資料

來源：http://usinfo.americancorner.org.tw/archive02/1120dhs.htm 
483 “DHS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t 
http://www.dhs.gov/dhspublic/display?theme=9 
484 At http://www.gpoaccess.gov/911/pdf/ful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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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九一一調查報告出版之際，正逢美國總統大選，兩黨總統候選人均

審慎評估其政治效應。而小布希總統在調查報告公佈當天，也公開呼應調查

報告內容，強調反恐重要性，保證政府將「運用權力範圍內一切手段保護美

國」。對小布希總統而言，九一一調查報告猶如雙面刃，一方面該報告已經

引發民眾對反恐議題的再度重視，如妥善操作，將可凸顯小布希政府九一一

危機處理能力與反恐作戰經驗，為選情加分；但另一方面，可能面臨民主黨

利用調查報告內容，批判小布希政府在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上之無力。485

委員會在該報告指出，不論柯林頓或小布希政府，均錯估冷戰後的國際

安全情勢，以舊思維因應新挑戰。雖然兩任政府都瞭解恐怖攻擊的可能性，

但卻低估恐怖攻擊帶來的衝擊與危害，未將反恐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首要任

務。九一一攻擊事件的發生，導因於政府部門出現以下疏失： 

（一）海關失職：由於海關低估民航機遭挾持的可能性，因此未提出事先防

範措施、未建立監督機制，也未研擬民航機遭挾持後的因應對策。 

（二）政策錯誤：柯林頓與小布希政府輕忽恐怖攻擊的危險性，在九一一事

件發生前，反恐業務雖由中央情報局負責，但政府內部仍缺乏專責機

構統籌各項反恐業務。 

（三）能力不足：國內安全機構包括聯邦調查局、海關、與航空交通管制中

心等單位，情蒐能力不足、判斷錯誤，加上缺乏決斷力，以至於未能

對安全機制的弱點進行事先補救。 

（四）管理失當：政府部門包括海關、聯邦調查局、中情局等單位，未彼此

交換情報，無法掌握恐怖份子行蹤，導致錯失攔截恐怖分子發動攻擊

的先機。 

觀察九一一調查報告的基本立論，其強調恐怖組織之所以對美國本土造

成嚴重的危害，導因於政府機制出現問題，因此行政與立法部門應立即進行

改革。該報告建議，必須徹底整頓行政部門情報機構，擴充國會情報監督功

能，以肆應恐怖組織再度發動攻擊。 

而為回應九一一調查委員會所舉出的行政缺失，小布希政府也將國內反

恐的重點放在行政部門的業務整合。在執法方面，嚴格查緝非法入境，並且

統合國務院、聯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海關與移民部門、郵政檢查單位、

以及其他司法單位，共同追捕逃亡中的可疑份子。在情資方面，建立跨部會

                                                 
485 蔡明彥，「由『九一一調查報告』看美國反恐政策」，《中華歐亞基金會研究通訊》，第七卷第

四期，民國九十三年九月一日。資料來源：

http://www.fics.org.tw/publications/monthly/paper.php?paper_id=62&vol_i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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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報網絡，由國安會直接指揮「反恐安全團隊」（The Counter-terrorism 
Security Group），整合國務院、國土安全部、恐怖份子威脅整合中心（Terrorist 
Threat Integration Center）、運輸安全部（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與警察單位，共用情報資訊，統一反恐行動的步調。 

三、對國土安全部是否有效提升美國安全之思考 

    國土安全部的成立，令外界相當關心與反恐無關的任務是否會因此受到

忽視？（例如海岸防衛隊的海上安全事務）486

    其次，近十七萬名人員中，有百分之六十的人力負責邊防業務，但在九

一一事件中，參與劫機的恐怖份子均使用真名合法入境，加強邊防並不必然

可以防止九一一事件的發生。 

    國土安全部擁有自己的情報分析組，也專長於協調、統籌情報，但其情

報來源仍來自於聯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與其他國家情報機構，如任一單位

無法深刻反省九一一事件中的情報缺失，於情報蒐集、轉遞過程中仍有疏

失，則國土安全部做為情報整合機制之效益亦將大打折扣。487

  回歸國土安全部的成立原因之一，在於九一一事件中，各部門因繁複的

官僚程序與單位間技術規定的不一，致使各方無法協力因應緊急事故。但一

個十七萬人的龐大機構，似乎很難革新官僚程序所帶來之弊病，即便是單純

的業務合併，也適必會經歷一段磨合期。488 眾議院民主黨領袖皮羅西女士

（Nancy Pirosi）即質疑此一機構過於龐大，無法在一至二年間完成建置運

作，呼籲國土安全部應以更小規模進行組織重整，並著重科技取向之研發與

運用。489

      而小布希總統對國土安全部的人事權，也受到民主黨、甚至是工會的巨

大抨擊。490

        觀諸未來國土安全部所面臨之挑戰仍包括：491

                                                 
486 Marcus Corbin, Ibid. 
487 CNN, April 15th, 2004, at http://www.cnn.allpolitics/11/25/homeland.security/ 
488 粟德金，〈風雨飄搖中的美國國土安全部〉，《華盛頓觀察週刊》，二００六年第十六期，資料

來源：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document.cfm?documentid=1323&charid=2 
489 陳名傳，〈恐怖主義之類型與反恐之策略〉，《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暨實務座談會論文

集》，二００五年十二月二十九日，資料來源：http://trc.cpu.edu.tw/1229_9.pdf 
490 蔣勁松，〈從應對九一一看美國兩黨的執政方式〉，《美國研究》，二００三年第一期，資料來

源：http://open.for.learning.googlepages.com/usa_politics_d07tc.doc 
491 劉必棟，《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危機處理相關機制之研究》（台北：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略與國

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論文，民國九十一年），頁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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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責任整合（coordinating responsibility）：國土安全部須有效協調各部

會責任，而不僅僅是計畫報告與活動。更重要的是，革新情報機制長

久以來的缺失，使各單位在決策前，能有統一窗口分享或瞭解資訊。 

  （二）國土安全之運作（homeland security operation）：國土安全部的工作在

相關文件或命令經常可發現「協調」一字。然在協調過程中，單位本

位主義的陳窠，將使國土安全部在執行運作過程中面對極大的壓力。

如中央情報局與聯邦調查局若在業務範圍堅持保留獨立自主權限，則

將使得國土安全部無法實質指揮此二部運作，只能「協調」或「建議」，

效能即大受影響；其次，若某部會領導人之才能或決策風格遭受質

疑，或國家已然面臨緊急危難或戰爭，部門與部門之間的不信任感將

會導致合作勉強維繫，但稍一衝突極可能瓦解。 

  （三）國內外反恐怖活動的界線（foreign and domestic counter-terrorism 
activities）：恐怖威脅的本質在未來將具有某種程度「作戰」特質，

而其「作戰」所涉多重目的，也使得傳統國內外恐怖主義的界線需要

被打破，而不是增強。 

  （四）州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合作（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cooperation）：
法源明確要求國土安全部應發揮此項功能，然法院卻沒有明確指示該

如何達到這些功能與其應達到標準。 

  （五）情報與執法行動（intelligence and law-enforcement activities）：法源雖

明確要求國土安全部應確實達成「所有適當與必要的情報、執法訊息

分享」，但礙於此部門權責僅限於美國境內之恐怖主義，將無法擴及

境外情報分享。 

  （六）軍隊在國土安全之角色（the military’s role in homeland security）：使

國防部長置於國土安全部的組織編制內，意味著使用軍隊執行國內反

恐怖行動，將可適時進入議題範疇。法源使國土安全部之協調重心置

於美國邊境與海空領域安全。國防部長倫斯斐也於二００二年四月成

立「北方指揮部」，（North Com.）統籌美國陸海空防衛責任，而北方

指揮部在國土安全一旦受到境外威脅時，不僅支援州政府，也擁有指

揮全境軍隊的權力。這項改變，也反應國防部正試圖調整自身結構，

已有效因應國家安全新的需求。 

亦即，未來國土安全部作為美國有史以來最大規模的跨部會整合單位，不論

國會是否願意放棄本身既有利益，抑或部門之間的協調工作與整合後的指揮隸屬

關係、傳統定義下的「國內、外」業務權限範圍能否統合畫一，都將是觀察國土

安全部預期成效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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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立法工作 

執法  

爲了追查和逮捕恐怖分子並將他們繩之以法，全世界的執法人員布下了天羅地網。  

在美國，執法工作以聯邦調查局爲主導。聯邦調查局會同所有聯邦、州和地方執法部門開展

工作。爲了查明九一一攻擊行動的策劃過程並剿除美國境內和全世界範圍內"基地"組織的其他分

支及其行動人員，七千多名聯邦調查局特工和輔助人員與美國和外國的執法行動夥伴進行了通力

合作。由於聯邦調查局人員加強執法，並得到全世界各國官員的積極配合，一千多名有嫌疑的恐

怖主義分子被逮捕，「基地」組織和其他一些恐怖分子巢穴被搗毀。這份報告介紹了其中許多逮

捕行動，其中包括逮捕涉嫌參與九一一攻擊行動的基地組織成員薩卡裏亞斯‧穆薩維。  

從二００一年至二００二年三月止，國務卿鮑威爾根據經一九九六年《反對恐怖主義和有效

死刑法》修正的移民和國籍法，確定或重新確定三十三個組織爲外國恐怖主義組織。這些組織一

經被確定，向這類組織提供資金或其他物質支援的行爲都將被當作刑事犯罪論處，美國金融機構

必須查封這些組織的資金，而且這些組織的成員不得獲美國入境簽證。這些組織的成員如果是外

籍人，將被驅逐出境。  

十月二十六日，美國國會制定了《美國愛國法》，顯著擴大了美國執法部門對參與恐怖主義

活動的人進行調查和起訴的職能。十二月五日，國務卿鮑威爾根據《美國愛國法》確定三十九個

組織爲列入「禁止恐怖主義入境名單」的組織。確定這類組織在法律方面涉及移民事務，並且加

強了美國禁止恐怖主義支持者入境美國或在美國境內被抓獲後將他們驅逐的職能。 

美國完成了對製造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館爆炸事件的四名「基地」 組織成員提起

公訴的程式。五月份，涉嫌參與爆炸事件者在距世貿中心不遠的一所法庭受到審判。法庭宣佈被

告有罪，三０二項罪狀全部成立，全體被告被判處終身監禁。  

經濟  

金錢對於恐怖分子猶如氧氣，因此必須斷絕他們的資金來源。  

布希總統於九月二十三日簽署一三二二四號行政命令，宣佈對那些爲恐怖主義組織提供財務

支援者課以重罰。這項行政命令下令凍結被確定與全球恐怖主義有聯繫的組織和個人的資産。行

政命令還禁止與行政命令所列的恐怖主義組織及其頭目和改頭換面的公司和慈善機構進行交

易。行政命令還規定，對於拒絕凍結恐怖主義資産的外國銀行，美國有權凍結這些銀行在美國的

資産並禁止它們進入美國市場。截至二００二年三月，這項行政命令列出一八九個組織、實體以

及個人。大約一五０個國家和獨立執法的管轄區（如香港地區、臺灣地區）因此發佈命令凍結有

嫌疑的恐怖主義分子和恐怖主義組織的資産。  

美國財政部在打擊恐怖主義籌資活動的戰爭中始終發揮著主導作用。美國財政部與所有相關

機構和部門進行合作，追查恐怖主義金融網並尋求途徑瓦解它們的經營活動。  

許多國家和獨立執法的管轄區已對其法律、法規和慣例進行了修改，以便更有力地打擊恐怖

主義的籌資活動。聯合國安理會第一三七三號決議要求世界各國改進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正與聯

合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CTC）以及其他機構進行合作，以幫助各國按照打擊恐怖主義籌資活動

的決議增強其履行義務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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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步驟是阻止恐怖分子利用世界上有組織的金融結構；與此同時，我們已經並仍在採取

行動防止濫用非正式的匯兌系統和慈善機構。在這兩個方面發動的攻勢已收到實效：  

‧布希總統於九月二十三日簽署了一三二二四號行政命令，下令凍結參與恐怖主義的個人和組織

以美國爲基地的財産，從而發起了反恐怖主義之戰的第一場攻勢。  

‧除少數國家以外，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已對反恐怖主義的金融之戰表示支援。  

‧約有一五０個國家和管轄區發佈了凍結恐怖主義分子資産的命令。國際社會正幫助其他國家和

地區改善法律和管理制度，以便能採取有效步驟，斷絕恐怖主義的資金來源。  

‧到二００一年年底，美國已確定一五八個已知的恐怖主義分子、恐怖主義組織和恐怖主義金融

網，他們在美國金融系統中的資産必須被凍結。  

‧從二００一年九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查封了三千四百萬美元以上的恐怖主義組織

資産。其他國家也查封了三千三百萬美元以上的資産。截獲的資金只統計了帳戶被查封時處於

流通過程中的數額，在切斷流通渠道後被斷絕的資金總額中只占一小部份。  

‧十一月七日，美國及其盟國查封了巴拉卡特（al-Barakaat）和塔克瓦（al-Taqwa）兩大金融網

的營運。基地組織和烏薩馬本拉登在四十多個國家將這兩大金融網當作收入來源和轉帳的途

徑。外國資産管理處（OFAC）通過這項行動得以凍結國內與巴拉卡特金融網相關的一百一十

萬美元的資金。財政部還與在中東的重要官員密切合作促使巴拉卡特在其金融運行中心的資産

被查封。  

‧十二月四日，布希總統凍結了設在美國的聖地救援開發基金會的資産，這個基金會向恐怖主義

組織哈馬斯輸送資金。二０００年，該基金籌得一千三百萬美元資金。  

‧國際組織是打擊國際金融恐怖主義鬥爭的重要夥伴。自九月二十八日以來，一百多個國家遵照

聯合國安理會第一三七三號決議的要求，向聯合國呈交報告，陳述爲切斷恐怖主義財源而採取

的行動。聯合國安理會第一三七三號決議呼籲各國清理本國金融系統內的恐怖主義資金。  

‧爲推動打擊洗錢的政策，二十九個國家組成了金融行動工作組，採取嚴格的新標準，使恐怖主

義分子無法進入世界金融系統。  

‧二十國集團和國際貨幣基金組織的成員國同意公佈資産必須被凍結的恐怖主義分子名單以及被

凍結的資産數額。  

在開始這項工作的頭五個月內，美國確定了需要查封哪些恐怖主義分子的資金，隨後尋求全世界

盟友的合作。歐洲聯盟於二００一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就查封恐怖主義資金一事率先確定了六個以

歐洲爲基地的恐怖主義分子名單，接著美國也相應採取行動，從而使國際合作進入了一個新的階

段。世界各國各有自己的情報和線索，十分重要的是，各盟國不僅應切斷我們所確定的恐怖主義

資金來源，而且要在自己掌握情況的基礎上加強努力，確認並採取行動打擊恐怖主義資金的提供

者。  

－摘錄自二００三年二月十四日白宮《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略》492

 

學者塔克認為，過往美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多將法律行動列為優先順

                                                 
49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February 14th, 2003, at 
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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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某種程度排除了其他選擇方案，也使決策者因應具軍事、政治雙重特質的國

際恐怖主義時，缺乏彈性空間。493  

塔克指出，以法律行動作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有其行動上的限制，

須視各國合作狀況而定。其二，面對泛美空難事件（1988），法律只能制裁行動

者個人，但若涉案者係受到某國政府指使，即便行動者被判有罪，卻不必然可對

該國政府或領導人採取類似行動。494

  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總統相當重視立法層面，其動機除欲懲治、因應國際

恐怖主義，主要原因也在於其不希望政府反恐作為受到既有法令之限制，故主動

提出強化打擊恐怖主義各項法案。唯民權人士與部分民主黨籍議員亦憂心人權自

由將遭侵害。495

參眾議院亦對「飛航安全法案」（Aviation Security Bill）機場安檢措施執行

單位有不同意見，該法授權航機得進駐聯邦安全人員、加強機組人員反劫機訓

練、強化駕駛艙門安全，並同意機師得以武裝。該法案是美國史上首度使機場安

全交由聯邦行政機關負責，其創設二萬八千名聯邦偵測人員，並限制任用資格須

為美國籍人士。而運輸部得視執行情況，於本法通過一至二年後，轉移私人承包

商繼續維持機場安檢。496

    總計九一一事件後，至二００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國會迅速通過多項因應

國際恐怖主義法案（詳見本節末）。而其中，國會參眾二院率先於九月十八日通

過「授權使用武力」（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之決議，授權總統

運用一切必要且適當的武力，對抗所有造成九一一事件的國家、個人或團體。497 
行政部門也迅速提出全面性反恐法案，並與國會積極協商，於十月二十六日通過

共一百五十八個條文、簡稱為「美國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之綜合性法

律。小布希總統復於十一月十三日發佈一項有關軍事行動之總統命令，授權國防

部長得決定監禁涉及恐怖行動之個人，並交由軍事審判委員會（military 
commission）而非法院進行審訊。 

  因法案條文眾多，本文僅就美國愛國者法與二００一年十一月十三日總統命

令進行討論。 

                                                 
493 塔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頁 180。 
494 同前註，頁 179。 
495 “Congressional Report, October 4th: Anti-terrorism Bill”, Washington File, October 4th, 2001; Ralph 
Dannheisser, “Senate and House Aprove Similar Anti-terrorism Bills”, Washington File, October 12, 
2001; Editorial, “When Care Beats Hast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0, 2001, A22. 
496 Andrzej Zwaniecki, “Congress Divided over Aviation Security”, 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2nd, 
2001; “Bush Signs Aviation Security Bill into Law”, 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19th, 2001. 
497 S.J. Res.23, 107th Cong.,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8-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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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498

愛國者法共十章，其並一併修正一九七八年外國情報偵防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of 1978）、管制物質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銀行秘密法（bank Secrecy Act）、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等。 

      第一章「強化國內安全以防制恐怖主義」（Enhancing Domestic Security 
Against Terrorism）。多為一般性措施，例如成立反恐怖基金（counter terrorism 
fun）、增加聯邦調查局技術支援中心之經費、增加總統沒入恐怖份子資產之

權力。 

第二章「強化偵防程序」（Enhanced Surveillance Procedures），賦予執

法機關更多、更廣泛之監聽、監測電子郵件等資訊與搜索權力。包含將非法

製造、取得化學武器，以及其他恐怖活動犯罪嫌疑行為，均列入可監測範圍；

各機關之監，對於有關恐怖主義犯作或涉及外國情報之偵察資訊，得相互分

享；授權聯邦調查局，迅速雇用可用以支持反恐怖調查行動之翻譯人員；遊

動監察權（roving surveillance authority），亦即監聽、監測之標的，可由特定

線路「phone by phone」擴大至特定人（person by person）；延長搜索與通訊

監察期間，對語音信箱（voice mail messages）資訊之監聽、監測；執法機

關可應由法院許可，就有關犯罪偵查事項，裝置必要設施，以監測電訊通訊

的「收」「受」端電話號碼、IP 位置等身份辨識訊息。 

第三章「二００一年消弭國際洗錢與反恐怖主義財務法」（International 
Monet Laundering Abatement and Anti-terrorist Financing Act of 2001），強化既

有有關不明資金流動之申報與管制規定。包括授權財政部長訂定命令，要求

各金融機構採行特別措施（special measures），以處理特定類型的境外或有

洗錢嫌疑之交易；對於允許外國人開立「應收外匯帳戶」（correspondent bank 
account）或私人交易帳戶（private banking account）之金融金夠，課以其特

別注意義務；禁止金融機構為外國「空殼銀行」（shell bank）開立應收外匯

帳戶；規定財政部長應採取合理措施，鼓勵外國政府要求各該國金融機構，

於電匯款項至美國境內帳戶時，將匯款人姓名納入匯款資訊；任何金融機構

自願、主動向政府機關揭露客戶可能違法之行為，得豁免民事責任：課以所

有金融機構採行反洗錢措施之義務；總統若認定某一國家有支援或協助美國

反恐怖行動，則財政部長將同意美國在各國際金融機構之董事運用其影響力

或決定，使該機構貸款或金援其國；提高違反反洗錢法之刑事與行政責任；

                                                 
498 該法正式名稱應為「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of 2001」，美國愛國者法僅係簡稱。at 
http://www.epic.org/privacy/terrorism/hr31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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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大額現金交易；將意圖規避出入境申報規定之現金視同現金走私

（currency smuggling）。 

第四章「保護國家」（Protecting the Border），加強對外國人入出境之

管制。包括司法部長入有合理懷疑，認為入境之外國人有觸犯特定刑法條文

或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者，在該外國人被遞解出境前，得拘禁之；整合入出境

安全資料；強化對外國留學生之監測措施。 

第五章「移除偵察恐怖主義之障礙」（Removing Obstacles to Investing 
Terrorism）。 

第六章「對恐怖主義之被害者、治安人員及其家屬給予補助」（Providing 
for Victims of Terrorism, Public Safety Officers, and Their Families）。 

第七章「加強分享有關保護重要基礎設施之資訊」（Increased 
Information Sharing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第八章「強化對抗恐怖主義之刑法規定」（Strengthening the Criminal 
Laws against Terrorism）。 

第九章「改善情報工作」（Improved Intelligence）。 

第十章「附則」（Miscellaneous）。 

        一般咸認第二章至第四章，為該法最受爭議之處。499 但該法仍有許多

創設，例如明訂相關計畫之經費來源與其他資源；設置專職單位執行反恐怖

行動；重視機關橫向整合，尤其在資訊整合部分；當美國與其他國家進入軍

事敵對狀態，或遭遇外國、外國人之攻擊時，總統有權沒入相關國家或該外

國人在美國境內之財產；未來因應措施等。 

      美國愛國者法本質上即為一部含括多元因應措施的綜合性法律。九一一

事件的發生，使美國政府驚覺其執法單位太過分散，權責紛亂且欠缺整合，

尤其對情報資訊的分享互助缺乏最甚，故該法試圖擴大政府偵防、制裁恐怖

活動權力，也確實彌補機關橫向整合面之不足，並在資源面給予極大助益。

但該法雖盡量減少對人權的限制，但也引發諸多爭議。500

                                                 
499 蔡庭榕，〈論反恐怖主義行動法與人權保障〉，《刑事法雜誌》，第四十七期，九十二月八月，

頁 16-22。 
500 “Patience and Antiterrorism”,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th, 2001; Oren Gross, “Chaos and Rules: 
Should Responses to Violent Crises Always be Constitutional?”, February 2003, at 
http://www.utexas.edu/law/news/colloquium/papers/Grosspaper.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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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事命令（Military Order / Detention, Treatment, and Trial of Certain 
Non-Citizens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501

    小布希總統在當年十一月十三日發佈軍事命令，迄今學界與輿論仍對該

命令之合憲性與妥適性爭議不斷，其不僅涉及國家安全與人權之爭，也涉及

憲法權力架構夏總統軍事權與法院司法權之爭、戰時與平時、內政與涉外事

務之分。502

    小布希總統係基於憲法賦予總統之軍事統帥權（commander in chief）、
國會對九一一事件所通過之授權動武決議、美國法典（US Code）於第十章

第八十二條軍事法院成立規定與第八百三十六條縱統有權發佈軍事審判相

關事項規定，發佈此項軍事命令。 

    根據該命令，小布希總統認定基地組織在內的國際恐怖份子對美國所進

行的攻擊，已構成軍事敵對狀態，故應動用美國軍事武力予以反擊。也唯

有依賴軍事武力，方能找出並消滅恐怖份子及其組織，進而保護美國與美

國人民。 

    命令指出，當前美國已進入國防上極度緊急狀況，此一狀況構成了迫切

而重大的政府利益（urgent and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頒佈命令符

合國家重大利益需要。 

      命令之適用對象，係依總統書面認定，有足夠理由相信其為基地組織之

成員，且曾從事恐怖活動傷害美國、或藏匿其組織成員之非美國公民。 

      命令授權國防部長得將前揭「受命令拘束之人」拘禁於國內或國外之適

當地點。唯須依人道方式處置；提供適當飲食、住宿、衣物與醫療條件；並

可在符合拘禁條件下，允許其行使宗教自由。 

而受此命令拘束之人，均由軍事委員會進行必要審訊，軍事審判相關程

序與各項細節，則由國防部長發佈命令或法規規範之。 

軍事審判委員會擁有專屬管轄權，任一被告無權向其他聯邦法院、州法

院、外國法院或國際法庭請求救濟。 

      非軍人是否應受軍事法院審判與軍事審判得否排除普通法院制度，早在

美國南北戰爭時期，聯邦最高法院即針對Ex Parte Milligan案軍事審判委員

會合憲性問題做出裁定。最高法院認為，國會無權授權軍事審判委員會得審

                                                 
5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11/20011113-27.html 
502 廖元豪，〈美國反恐怖主義相關法律措施之簡介與評論〉，《月旦法學雜誌》，第八十期，九十

一年一月，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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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此案，因普通法院可以運作之時，非軍人必須由普通法院進行審判，且不

得剝奪被告接受陪審團審判之權利。503但在二次大戰期間，聯邦最高法院卻

有不同認定：在一九四二年Ex Parte Quirin案，最高法院認為總統與國會有

權將違反戰爭法的非軍人，送交軍事法庭審判；504在一九四六年In re 
Yamashita案，最高法院更同意，在戰爭行動中，軍事統帥基於國會所賦予

的戰爭全，不僅可直接在戰場上與敵人對抗，尚包括逮捕並懲罰犯下戰爭罪

刑之敵人，而不論其是否為軍人。505

      以軍事命令建立軍事審判恐怖份子的法源，其基本立場即在於打擊恐怖

主義是一場「戰爭」而非「執法」，因軍事審判附屬於戰爭權之下。506

      將恐怖份子交予軍事審判的理論基礎，可以一九九六年由學者克羅納

（Sepncer J. Crona）與李察森（Neal A Richardson）所發表之專論為代表。

當時美國甫經歷奧克拉荷馬州爆炸案與紐約世貿中心爆炸案，人員死傷慘

重，但嫌犯卻在聯邦法院曠日廢時的審訊中，遲遲無法得到適當懲治，故二

人主張恐怖攻擊行動形同戰爭行為，應由軍事手段予以處理，而非單純執

法。故而，審判這些「戰犯」，即屬國會與總統戰爭權的一部份；其次，對

於恐怖份子之審判，應迅速、確定且確實（Swift, certain and severe），而軍

事審判相較於普通法院正具有此一優點。但兩人即使主張恐怖主義違反國際

法，是任何國家均可加以審判之罪行，但卻反對將恐怖份子交由國際法庭審

判。理由是該恐怖主義犯行既針對美國而來，更是傷害美國人的行為，理應

由美國進行審判；另方面，國際法庭經常在處刑上多有妥協，特別在當今歐

洲各國反對死刑的氛圍更然，將無法有效遏阻恐怖犯行。507

      但學者菲勒（Daniel M. Fille）卻持不同看法，他批評克羅納與李察森

的論點不合邏輯，因嚴刑竣法並無法嚇阻恐怖份子遂行攻擊行動，過於憂心

被告無罪釋放的想法，其先「推定有罪」更是違反美國憲法精神。丹尼爾‧

菲勒更堅持憲法上的戰爭概念必須明確界定，否則將予國會及總統輕易規避

憲法程序保障之理由與管道。508

三、九一一事件後其餘相關立法 

                                                 
503 at http://usinfo.state.gov/usa/infousa/facts/democrac/26.htm 
504 at http://www.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conlaw/quirin.html 
505 at http://www.law.uchicago.edu/tribunals/docs/yamvsty.pdf 
506 廖元豪，〈美國反恐怖主義相關法律措施之簡介與評論〉，頁 281。 
507 Sepncer J. Crona and Neal A Richardson, “Justice for War Criminals of Invisible Armies: A new 
Legal and Military Aproach to Terrorism”,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349, 
Summer/Fall 1996, at http://writ.news.findlaw.com/misc/okculr.html 
508 Daniel M. Fille, “Values We Can Afford: Protecting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an Age of Terrorism”,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409, Fall 1996, at 
http://www.law.uchicago.edu/tribunals/docs/fill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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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一一事件前，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相關立法有： 

      Anti-Terrorism Act of 1987（P.L.100-204） 

      Biological Weapons Anti-Terrorism Act of 1989（P.L.101-298） 

      Anti-Terrorism and Arms Export Amendments Act of 1989（P.L.101-222）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Act of 1989 （P.L.101-231） 

      Antiterrorism Act of 1990 （P.L.101-588）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Act of 1992 （P.L.102-583）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Corrections Act of 1994 （P.L.103-447） 

      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6 （P.L.104-132） 

      Money-Laundering and Financial Crimes Strategy Act of 1998 
（P.L.105-310） 

      而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國會所通過因應恐怖主義相關法令、決議案如下： 

      Public Safety Officer Benefits bill （P.L.107-37） 

      Emergenc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 for Recovery from and 
Response to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P.L.107-38） 

      Air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ystem Stabilization Act （P.L.107-42） 

      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USA Patriot Act） 
（P.L.107-56） 

      A bill to authorize the President to exercise waivers of foreign assistance 
restrictions with respect to Pakistan through September 30, 2003,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L.107-57） 

      A joint resolution expressing the sense of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gard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on September 11, 2001 （P.L.107-39）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P.L.107-40） 

    而美國法典（US Code）因應恐怖主義相關規範條文，則包括： 

      Title 49—Air Commerce and Safety-Security（民航安全） 

Title18,Part I,Chapter2—Aircraft and Motor Vehicle Crimes（航空器及機

車犯罪） 

Title18,Part I,Chapter10 －Biological Weapons（生物戰爭） 

Title18,Part I,Chapter11B－Chemical Weapons（化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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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18,Part I,Chapter12—Civil Disorders（民事騷擾） 

Title 50,Chapter 40－Defense Agains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大量

毀滅性武器防衛） 

Title 42－Disaster Relief（災害救助） 

Title 50,Chapter 36－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國外情報監測） 

Title 50,Chapter 35－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國際緊急

經濟力量） 

Title 50,Chapter 34－National Emergencies（國家緊急狀況） 

Title 42,Chapter 6A—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檢疫及檢查） 

Title 18,Part II—Rewards f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errorist Acts and 
Espionage（有關恐怖份子行動及諜報資訊之獎勵） 

Title 18,Part I, Chapter 105—Sabotage（破壞活動） 

Title 18,Part I, Chapter 121—Stored Wire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電報及電子通訊及交易記錄取得） 

Title 18,Part I, Chapter 113B—Terrorism（恐怖主義） 

Title 50—War and National Defense（戰爭及國防） 

Title 50, Chapter 33—War Powers Resolution（戰爭權限決議案） 

    Title 18, Part I, Chapter 119—Wire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Interception of Oral Communications（電報及電子通訊竊

聽及口語通訊竊聽） 

 

 

 

 

第四節  小布希政府反恐對策境外因應措施與國際合作 

 

壹、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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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行動在攻擊事件發生幾分鐘後就開始了。  

國務院官員立即開始同世界各國的官員一起爲支援我們做出的反應組成一個聯盟。布希總統

對這一努力成果的評價是，它促成了「有史以來最偉大的世界性聯盟」。九月十一日以來，總統

會晤了五十多個國家的領導人。國務卿鮑威爾會晤的我們聯盟夥伴的外交部長和其他代表則更

多。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以及我和我的工作人員也在華盛頓會晤了無數外國官員，並前

往世界每一大洲進行訪問，幫助制定一個發起在全球範圍內打擊恐怖主義的行動所需的外交框

架。在國外進行外交努力也是每個國家國土安全的前沿。全球反恐怖主義聯盟已經要求，而且將

繼續要求在這個領域進行密集的、開創性的努力。例如，九月十一日以來，國務院開始同中國和

巴基斯坦就恐怖主義問題進行正式對話，國務院官員在世界各地舉行的多次會議上發揮了他們的

專長，如波蘭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主持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旨在增強我們的全球夥伴打擊恐怖

主義的能力。 

此外，如歐洲聯盟、美洲國家組織、北約組織、七國集團和八國集團等各種多邊組織也採取

了實質步驟，增進資訊交換、加強邊境安全並打擊恐怖主義籌資活動。九月二十八日，聯合國安

理會通過了第一三七三號決議，要求所有國家防止和制止爲恐怖主義行徑提供資金，包括凍結資

金和其他金融資産。這項決議還要求所有國家加強邊境安全，取締召募恐怖主義分子的活動，加

強在國際反恐怖主義行動中的資訊交換和執法合作，並不讓恐怖主義分子及其支持者得到任何支

援和安全避難所。這項決議推動了安理會第一二六七和一三三三號決議（分別於一九九九年和二

０００年通過）的積極勢頭。這兩項決議對阿富汗塔利班政權實施了有確定目標的制裁，即所謂

「聰明制裁」。  

現有的十二個聯合國反恐怖主義公約爲各國支援這一全球性鬥爭提供了堅實的國際基礎。十

二月，美國政府批准了兩項最新的公約：《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和《制止恐怖

主義爆炸事件的國際公約》。所有國家都應成爲全部十二項公約的簽字國，從而使恐怖主義分子

不管在哪里被發現，都能更迅速地被逮捕並受到懲處。  

公共外交也是我們努力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務院一直積極努力糾正海外一些有關美國的被歪

曲的看法，強調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不是反伊斯蘭的戰爭，並明確說明恐怖主義分子決不是殉教

者，而是懦夫和罪犯。爲建立並維持國際聯盟，美國高級官員在數百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傳達了這

些資訊，各駐外大使也在世界各地組織了數千次宣講活動。美國在倫敦和伊斯蘭堡設有聯盟資訊

中心。國務院積極通過演講者專案向國內外人士介紹美國的政策。國際資訊局有一個資訊豐富的

網站，受訪次數頻繁，其中有「恐怖主義網」和「美國的伊斯蘭教」等專題網頁。  

－摘錄自二００三年二月十四日白宮《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略》509

  美國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很早便在外交戰線展開行動。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Colin Powell）強調廣召盟國共同投入反恐戰爭的重要性；同時為降低軍事行

動所引發的疑慮，美國政府大力強調經濟與人道議題。510 並在決定執行阿富汗

軍事行動前，多次強調美國將會對阿富汗重建做出重要貢獻。511

一、為締建國際反恐聯盟之具體作為 

    小布希總統在九月十二日公開演說中即明確對九一一事件有「戰爭」認

                                                 
50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February 14th, 2003, at 
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strategy/ 
510 Marcus Corbin, Horning the Sword: Strategy and Forces After 9/11, Center of Defense Information, 
2003, http://www.cdi.org/mrp/honing.pdf.  
511 “News Release No.491-0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7th, 2001, 
http://www.defenselink.mil/releases/2001/b10072001_bt49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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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512 也即致電各國領袖，俾聯合世界愛好自由的國家組成聯盟

（coalition），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513 小布希在二十日國會公開演說，

更以強硬口吻，要求世界各國對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行動表態，「……

每個地區的美國國家都必須在現在做出抉擇。如果不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就

是站在恐怖份子那一邊。（Either you are with us , or you are with 
terrorists.）……」。514 在聯軍十月七日對阿富汗執行軍事行動前，美國也已

和重要國際組織、區域國家、個別國家達成相當合作與默契。 

 （一）聯合國 

聯合國安理會於九月十二日通過決議承認個人或集體自衛權利，使美國

得以展開軍事報復行動，無須先獲安理會明確同意，使對抗恐怖主義的長期

抗戰具有「全球的合法性」。515 秘書長安南並積極計劃在聯合國大會中加速

推動批准及實施十多項具有法律約束力的條約與協定，以對抗國際恐怖主

義。 

長期以來，外交領域一直相信美國得利於聯合國的存在，遠較於其他國

家為多。雖然有許多國家在聯合國大會中反對美國，但大多數情況下，美國

仍能運用其在安理會中的席次，成功達成其目的。但是近年來，美國拖欠會

費、甚或是國內政治人物公然藐視這個國際組織，一度讓人質疑，美國是否

已經沒有意願與這個二次世界大戰以來由美國主導成立的國際組織維持良

好互動。516

對此，麥凱利大使（Ambassador Marshall F. McCallie）認為，九一一事

件後，在聯合國秘書長及安理會共同強烈支持反恐戰爭，並由所有成員允諾

協助打擊恐怖主義，給了美國與聯合國重新建立關係的契機。美國重行支付

拖欠的會費，並由布希總統公開肯任聯合國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過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也將協助國家建立安定。但聯合國若欲在打擊恐怖主義、重建

並安定傾覆國家的過程中扮演各國所期待的強而有力角色，美國的支持將是

關鍵，提供完全士氣與財務支援將是必要而不可或缺的。517

  （二）區域國際組織 

                                                 
51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Photo Oportunity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September 12th,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2-4.html 
513 聯合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第二版。 
514 The White House,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op. cit. 
515 中國時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第二版。 
516 麥凱利（Ambassador Marshall F. McCallie），〈反恐戰爭：找出外交政策工具之最佳組合〉，約

翰馬丁上校編，前揭書，頁 88。 
517 同前註，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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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史無前例地引用其憲章第五條「集體防衛條款」，定

義美國所遭受之恐怖攻擊，形同恐怖主義對會員國全體發度之攻擊，並採取

一致行動。518

美洲國家組織（OAS）於九月二十日因應美國之要求，同意援引「美洲

國家互助條約」協助美國。美洲國家組織常設理事會也通過決議，宣佈九一

一事件等同國際恐怖主義對三十四個會員國全體所展開之攻擊，並將召開西

半球外交部長會議，共同商議因應措施。 

 （三）燃點（flash point）地區 

麥凱利大使認為外交工具的執行重點應包括燃點地區的處理。事實上，

考慮奧薩瑪賓拉登與基地組織對美國發動恐怖攻擊的理由之一，即是美國支

持以色列的中東政策，且在一九九一年波斯灣戰爭期間，伊拉克總統海珊就

曾以攻擊以色列作為分化多國聯軍的策略。而美國對阿富汗進行軍事行動在

即，為避免失去溫和伊斯蘭國家的支持，美國不僅再度主動促成以巴恢復協

商，更在十月二日聲明，依據「米契爾報告」（Mitchell Report），支持巴勒

斯坦最終建國將是美國目標之一。而對以色列總理夏隆（Ariel Sharon）質

疑美方為贏得阿拉伯國家支持而犧牲以色列利益，美國則重申美國仍是以色

列更好、更強大的盟友。519

而對伊斯蘭世界與眾多阿拉伯國家，美國致力使這些國家明瞭，這場新

戰爭並非與伊斯蘭教為敵。波斯灣周邊的沙烏地阿拉伯、卡達、巴林與阿曼

等也都同意提供美國軍艦必要的支援。 

唯對伊拉克，自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之後，美國雖獲知海珊從未放棄其發

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野心，但他卻在國際宣傳戰上佔了上風。美國一度評

估，對伊拉克進行廣泛制裁有其困難度，但繼續以結盟的方式約束伊拉克的

行動，也漸漸失去國際的支持。故在對阿富汗展開軍事行動前，美國也輔以

不間斷的警告，並在外交上選擇圍堵策略，在其區域鄰國間致力建立威脅共

識，並向海珊宣示，只要其政府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將是自我毀滅的開

始。520

而美國為使阿富汗軍事行動的基地推至最前線，俾對阿富汗境內恐怖份

子據點與九一一事件主嫌奧薩瑪賓拉登進行有效打擊，美國也極力爭取環阿

                                                 
518 中國時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四日，第二版。 
519 “Bush Confirms US Suport for Palestine State as Part of Settlement”, Washington File, October 2nd, 
2001; “Excerpt: White House Says Sharon’s Remarks ‘Unacceptable’”, Washington File, October 5th, 
2001. 
520 麥凱利，〈反恐戰爭：找出外交政策工具之最佳組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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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周圍核心國家之支持，藉此以切斷恐怖分子的奧援，並獲取軍事及各種

後勤支援。小布希總統在九月二十二日解除一九九八年以來對印度、巴基斯

坦從事核子試爆的制裁，並為孤立塔利班政權，調整與伊朗關係。美國在聯

合國安理會對解除蘇丹制裁案轉投棄權票，並償付部分積欠聯合國之會費。

美國為取得俄羅斯的支持，也對俄羅斯過往鎮壓車臣的抨擊，轉而採取較為

溫和的態度，並發表公開聲明，同意俄羅斯對國際恐怖主義在車臣地區活動

之關切，並呼籲車臣切斷與奧薩瑪賓拉登及基地組織之連結。521 美國同時

也對中國調整過往「戰略競爭者」之定位，唯呼籲中國勿以打擊恐怖主義為

名進行對境內少數民族之鎮壓。522

在南亞地區，九一一事件使美國改變對巴基斯坦的立場。巴基斯坦於一

九九九年發生政變，而由現任領導人穆夏拉夫取得政權，並與塔利班政權維

持外交關係。根據美國戰前評估，巴基斯坦情報體系對奧薩瑪賓拉登動向與

阿富汗境內地形應有掌握，且巴基斯坦境內好戰團體「穆罕默德大軍」

（Jaish-e-Mohammed）亦利用阿富汗為基地，對印屬喀什米爾地區發動恐怖

攻擊。523 而在阿拉伯聯合大公國、沙烏地阿拉伯均陸續與塔利班政權斷絕

外交關係後，巴基斯坦成為塔利班政權唯一邦交國。為孤立塔利班政權，美

國不僅取消對巴基斯坦的經濟制裁，並於九月二十八日提供五千萬美金經濟

援助，以積極拉攏巴國，同時取得空域與陸地使用權。524 然而印度與巴基

斯坦在當時依舊齟齬不斷，且一度瀕臨核戰邊緣，使美國國際反恐行動聯盟

與南亞地區區域穩定均受到嚴重威脅。525

對此，麥凱利大使則建議，同樣擁有核武的印度與巴基斯坦為爭奪喀什

米爾，已在地區埋藏動盪，而對巴基斯坦而言，其受到國內激進基本教義團

體的影響，巴基斯坦急需得到解決國內長期因此議題耗費資源、又必須化解

政治紛爭的方法。如果巴基斯坦失敗了，整個南亞地區、乃至於全世界都將

因此付出慘痛代價。由於印、巴兩國正位於世界戰略要地，單一國家並不容

易被肯認為中間人，能公平處理不同強權間的利益，因此類此衝突，就必須

經由細心篩選的國家代表團折出解決。526

美國也增強與中亞國家的合作，其中與烏茲別克的合作最為關鍵。美國

為建構全球反恐聯盟，不可避免與過去保持距離的國家重行交往。美國過往

對中亞五國動輒羈押境內伊斯蘭教徒之行為提出批判，阿富汗軍事行動前，

                                                 
521 Alan Sipress, “US Russia recast Their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4, 2001, A1. 
522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頁 29。 
523 Jim Hoagland, “An Ally’s Terrorism”,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rd, 2001, A31. 
524 John F. Burns, “US Demands Air and Land Access to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th, 
2001; “Text: bush Authorizes release if Assistance to Pakistan”,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28, 2001. 
525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頁 30。 
526 麥凱利，〈反恐戰爭：找出外交政策工具之最佳組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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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境內政治犯仍有七千餘人。由於擁有一個貪污腐敗的政府，加以成

千上萬政治犯的不良紀錄，烏茲別克不被傳統美國所接納，並維持友善互

動。但當烏茲別克同意美國使用其空域作為人道、安全用途後，小布希政府

對該國人權記錄的批判趨向和緩。美國亦增加對中亞國家的經濟援助，而美

軍在中亞的駐軍行動也使中國西疆感受到壓力。527 但麥凱利大使亦對此提

出建議，美國如基於現實的安全理由必須重行擁抱烏茲別克，勢必在交往的

過程中，提供必要的開發援助、教育、良好治權、甚至是民主機制，才能有

要移除當地的不安因素。528

而在個別國家部分，在美國的要求下，菲律賓已重新開放昔日美軍基地

供美軍使用，塞浦路斯也開始嚴格盤查極端份子可能運用的交通管道。各國

亦加強金檢措施，切斷恐怖分子的金援。巴西及委內瑞拉都開始檢查與海外

來往的銀行帳戶，瓜地馬拉執法管制洗錢，香港也草擬法律以期管制與國際

恐怖份子有關的資產。 

俄羅斯普丁總統（Vladimmir Putin）的公開支持，使美國對反制塔利班

政權獲得極重要助力。小布希與普丁不僅維持熱線聯繫，雙方在九一一事件

後一個月內，先後在上海、華盛頓、德州有多次會晤，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

吉與俄羅斯外長伊凡諾夫（Ignor Ivanov）也在同一時間進行互訪。小布希

對普丁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一連串的配合政策，多次提及兩國以不同於過往

「建立在敵對、不信任、憤怒的關係」。雙方雖未就飛彈防禦議題之分歧取

得突破，但也同意裁減既有核武數目。國內學者林正義對此給予高度評價，

認為小布希總統雖未能取得俄羅斯同意修約，而退出反彈道非但條約，但莫

斯科方面對此事仍維持溫和態度，不失為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對外關係中的另

一項成功危機處理。529

        總計在九一一事件後，及至十月七日聯軍執行阿富汗軍事行動前，有多

位外國元首到訪美國，另有十三國外交部長訪問美國，表達支持之意：530

九月十八日，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 

      九月二十日，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 

      九月二十四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加拿大總理柯瑞強（jean 
Chretien）； 

                                                 
527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頁 31。 
528 麥凱利，〈反恐戰爭：找出外交政策工具之最佳組合〉，頁 91。 
529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頁 30。 
530 同前註，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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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八日，約旦國王阿不都拉（Abudullah）； 

      十月四日，墨西哥總統福克斯（Vicente Fox）； 

      十月五日，喬治亞總統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 

而國務卿鮑威爾除與到訪元首、外長協商反恐怖事宜，也密集與外國政

府維持電話聯繫。在九一一事件後，白宮公布反恐怖主義外交成果，其中包

括：531

      俄羅斯同意提供情報並開放空域執行人道救援； 

      中國同意提供情報； 

      印度同意提供情報並承諾支持美國執行必要行動； 

      日本提供外交與軍事後勤協助，並同意援助巴基斯坦； 

澳洲同意援引美澳紐公約（ANZUSPact）第四條共同防禦條款，提供軍

事武力； 

      南韓願意提供軍事醫藥與海空後勤協助；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與阿富汗塔利班政權斷絕外交關係； 

      沙烏地阿拉伯與阿富汗塔利班政權斷絕外交關係； 

      巴基斯坦同意在未來與美國充分合作； 

      二十七國同意開放空域與降落權； 

      四十六個多邊宣言決議支持國際反恐行動； 

北約援引公約第五條規定，視恐怖份子對美國的攻擊即為對全體會員國

之攻擊，將一致採取必要行動； 

聯合國安全理事會決議，所有會員國應共同追緝恐怖份子及其庇護者，

同時斷絕其財務系統。 

      面對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於外交工作的的成就，麥凱利大使給予相當程

                                                 
531 “White House Lists Results of Anti-terrorism Campaign, September 14-30”, Washington File, 
October 1s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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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肯定，但強調最終影響世界各地事務的能力，取決於前線人員的素質。

任何科技均無法替代情報評估、執行外交、造成輿論並且促進深度軍事合

作。532

二、與其他恐怖主義團體或支持恐怖主義國家於此一期間的互動 

    學者塔克認為，回顧當初美國政府設下絕不讓步政策時，主因於當時恐

怖主義被爭取成為政治合法地位的一種手段，如對恐怖組織有所讓步，等於

承認其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但當前美國所面對的恐怖主義如未在九一一事件

後趁隙發動恐怖攻擊，也相當於外交策略的一種成果。533

然而塔克指出，綜觀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外交策略，對與基地

組織以外的恐怖團體互動，甚至是以經濟誘因、圈內監控方式俾在此一時期

掌控各恐怖團體動向，以確保反恐戰爭的精確性，美國仍缺乏足夠的作業彈

性。因此一策略，極可能需要對恐怖團體或激進份子所提出的要求做出某些

讓步，卻會違反美國政府數十年來，至少在公開聲明中一貫遵循的基本立

場—對恐怖份子要求堅守不妥協政策。534

麥凱利大使也有相同看法，他認為，面對中東地區蠢蠢欲動的恐怖組

織，巴勒斯坦與以色列之間未解決的紛爭將是一個持續化膿的傷口。如果美

國及其他主要的國際伙伴不採取行動，仍會繼續不斷滋生困擾。同樣的情況

也發生在以色列與阿拉伯各國之間。類此問題，若能擬出一項計畫，並由各

國同意由某一無偏見之國際社會成員加以介入監管，否則長期的和平幾乎是

緣木求魚，由此衍發的恐怖攻擊問題仍將存在，美國也會陷在此一泥沼之中

無法自拔。535

而在部分地區，人民受困於物質缺乏而飢寒交迫，若再加上政府腐敗或

沒有代議機構，勢必存有不安定與暴力因素。而這些激情在容易受到種族或

意識型態議題操弄的地區，更易被激發。美國為化解此一地區所衍伸的恐怖

主義，除國家重建之外別無他途。結合開發援助、強化教育與社福體系都是

相當重要且必要的，事實上，美國的優勢在於美軍之外，自身即擁有許多政

府與非政府單位可以執行是類措施，歐洲與日本伙伴也都能提供豐沛的資源

協助甚至獨力執行相關措施。但從長遠的角度來看，協助這些地區的重建與

穩定，已不僅僅是單純的開發問題，更是國家安全層次的議題。536

                                                 
532 麥凱利，〈反恐戰爭：找出外交政策工具之最佳組合〉，，頁 86。 
533 塔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頁 185。 
534 同前註，頁 186。 
535 麥凱利，〈反恐戰爭：找出外交政策工具之最佳組合〉，頁 89。 
536 同前註，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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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因應「持久自由行動」之外交工作 

小布希政府在阿富汗軍事行動期間，仍致力維持全球反恐聯盟的運作與

各該國家對聯軍軍事行動提供必要資源，亦未忽視對目標國－阿富汗－與其

人民、國外支持者的外交策略。 

阿富汗軍事行動最重要的一個發展，是非軍事手段在「軍事」作戰中的

重要性。美國政府在軍事行動期間，不只在軍事作戰有傑出表現，在當地、

區域或是全球性的政治、社會、資訊、經濟戰線也都表現不俗。由於阿拉伯

與伊斯蘭世界的輿論，對聯軍組成國都有足夠影響力，因而非軍事單位（亦

可由軍事單位執行）在軍事行動期間加強爭取並型塑國際觀感相對重要。537

然而在塔利班政權被推翻後，美國爭取全世界支持的大型文宣戰出現停

滯。察覺美國單邊主義的作風、害怕美國將進一步在伊拉克執行軍事行動造

成當地動亂、日益惡化的以巴關係，在在削弱九一一事件以後各國對美國的

支持。 

對此，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認為，

需要完整、長期且經費充裕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計畫，以提供支

持美國理念的事實、可靠的言論與意見的共鳴獲得國際輿論的肯定，俾為執

行軍事行動創造有利條件。538

對此，學者柯賓也點出，小布希政府承襲越戰教訓，不再運用敵方「死

傷人數」衡量軍事作業進展程度。但拒絕提供美軍轟炸所造成的平民死傷估

算數據，曾經在科索沃任務期間引發政治問題，在阿富汗軍事行動期間也遇

到相同質疑；學者雷克也持相同看法：媒體報導的本身具有選擇性的，而且

經常帶有「人道」的偏見，放任敵人任意誇大平民傷亡的作法，無疑將重要

的文宣戰場拱手讓人。539 故科賓（Marcus Corbin）認為，雖然美國要精確

計算敵國境內的傷亡人數有其困難，但仍有必要訂定平民傷亡的概估範圍，

再以一般原則揭露該等訊息，因為文宣戰將是整體戰爭不可或缺的一部份。
540

而對未來軍事行動期間應如何爭取國內、目標國與國際輿論支持，柯賓

建議：541

                                                 
537 Marcus Corbin, Ibid.  
538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mproving the US Public Diplomacy Campaign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November 6th, 2001, 
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Public_Diplomacy.pdf.  
539 雷克（Anthony Lake），〈以維和行動終止流血衝突〉，\，頁 146。 
540 Marcus Corbin, Ibid. 
541 Marcus Corbin,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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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美軍海外部署地，應訂定跨國事務的單位分工與主導權責單位； 

    （二）研定海外部署前與部署期間與其他機構的協調規範； 

    （三）訂定與民間救援、災難救助及其他組織的合作方式； 

    （四）撥發充裕經費進行演訓，以測試並改進新的程序； 

麥凱利大使認為，駐外美軍即是對目標國執行外交工具的一個良好資

源，近年來，美軍在排雷、維和、軍法與民事／軍事作業的軍事交流與人員

培訓，均能獲致不錯的交流成效，並與駐在國維持良好互動。事實上，駐外

美軍所帶來的外交效益，特別在當政者傾向與美軍部隊維持合作關係，俾展

現其個人利益或競爭優勢時最具影響力。542

柯賓也肯認地區作戰司令與目標或責任區內主要軍事與非軍事官員的

接觸，將日益增加而且重要，將可能直接影響該國外交、經濟與司法議題，

故柯賓建議，美軍應評估軍事架構如何與外交政策架構共同合作，特別是國

務院，應評估是否成立當地聯絡處，並與地區軍事司令部的聯絡單位納入，

而非僅僅設置獨立且平行的軍事幕僚；另增加現役部隊在情報、心戰、民事、

憲兵與工兵等單位隊員與技術性，俾對目標國發揮更深遠的非軍事影響力。
543

四、於反擴散（non-proliferation）對策之努力 

在面對可能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恐怖主義時，反制擴散將是美國進

行全球反恐戰爭外交戰線的重要目標之一。但決策者與學界目前仍將「反制

擴散」與「反制恐怖主義」視為獨立事件，並反應在政府部門的權責劃分與

業務編組。情報單位、警察部門與特種作戰單位被賦予防範並因應美國國

內、外利益遭受恐怖攻擊。反制擴散則是國防部業務，應消弭或阻止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加諸美軍的威脅。544

        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即便全心投入國內相關機制之建置與海外

軍事行動、國際反恐聯盟之運作，亦未偏廢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注意，仍

對反擴散政策投以必要努力。 

    過往美國反制武器擴散，旨在反制來自某國的軍事威脅，但經由杜絕核

生化武器落入恐怖份子手中的方式，解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供給面問題，

                                                 
542 麥凱利，〈反恐戰爭：找出外交政策工具之最佳組合〉，頁 92。 
543 Marcus Corbin, Ibid. 
544 懷茲（James J. Wirtz），〈以反制擴散達成反恐怖主義〉，史密斯與湯瑪斯編，前揭書，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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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對部分「流氓國家」產生抑止效果。545 但反制武器擴散與反恐怖主義

兩者之間雖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在國內預算與資源分配面卻有相互排擠的作

用。546

反制擴散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至少有四項關連：其一，反制擴散能切斷

黑市補給，降低某些國家資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恐怖團體的誘因，從而壓

制恐怖攻擊的威脅；其二，在優勢的美國傳統武力下，迫使敵人尋求不對稱

政策，恐怖主義便是其一選項，亦即，美國軍事單位與設施因反制擴散政策

而強化了可承受攻擊的能力，但也將恐怖份子的目標移向民間目標；其三，

美國的反制擴散可使主要盟國減少受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攻擊的弱點，繼而

壓制恐怖主義的威脅；其四，反制擴散與反恐怖主義政策之間存在政策優先

順位與預算排擠關係。547

反制擴散加上美國傳統戰場優勢，也產生了一種不受歡迎的矛盾，亦即

反制擴散迫使敵人尋找不對稱途徑以回應美國的優勢：使攻擊目標自準備周

全的軍事單位，轉移到幾乎沒有防禦功能的民間目標。成功的反制擴散政策

也產生另一個矛盾，關切不對稱作戰議題，將加深美國民眾與決策者對恐怖

份子威脅的認知。548

在廿世紀後期，美國進行反擴散政策的成果效益考量，均以軍方為優

先。雖然反制擴散計畫能經由杜絕黑市交易、嚇阻國家支持恐怖主義以壓制

恐怖份子活動，但其政策核心仍在地緣政治的考量。為更有效打擊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恐怖主義，必須更密切協調善後處理與反制擴散政策，特別在外交

與內政政策之體系與法律的連結。549

因此，塔克建議，為在先階段即在反恐戰爭的初期遏阻大規模毀滅性武

器恐怖主義的發展，採取較不顯著但必定有效之非軍事手段與道德勸說，其

中一種手段即是經濟制裁。雖然被各界批評為成效緩慢、不佳，但此種批評

是否適切，終究還是要回歸決策者對「成效」的定義。經濟制裁本身雖無法

改變一個國家的行為，但不代表此種手段全然無效，經濟制裁仍使目標國付

出代價，並因此削弱該國支持恐怖主義或持續進行其他活動的能力，若能再

結合限制旅行、武器禁運等各種其他措施，將可使目標國與及政治領導階層

承受更大壓力。550

                                                 
545 同前註，頁 197。 
546 史密斯、湯瑪斯，〈恐怖主義威脅及因應之道：政策觀點〉，頁 11。 
547 懷茲，〈以反制擴散達成反恐怖主義〉，頁 195。 
548 同前註，頁 199。 
549 同前註，頁 204。 
550 塔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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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劃定反恐同盟的戰略－棒子抑或紅蘿蔔？ 

小布希總統在九一一事件呼籲各國加入全球反恐聯盟，某種程度仍符合

美國外交策略中「棍子與胡蘿蔔」（stocks and carrot）工具之使用。 

麥凱利大使認為，在統合外交資源進行反恐戰爭時，「胡蘿蔔與棍子」

策略在短期內或許可以得到不錯的效果，亦即以獎勵、懲罰的方式使目標國

配合美國政策，但仍須審慎避免長期性或潛在的負面效果。551

學者魯德（Gordon Rudd）也認為，基於正義的出發點，確實可讓「胡

蘿蔔與棍子」策略更具正當性，但各國即便認同正義的理由，卻不必然因此

決定與美國合作。552

為讓「胡蘿蔔與棍子」策略奏效，執行者必須要先判斷並劃分獎勵與懲

罰的運用。即便基於正義理由而有所決定，也必須獲得多數國家的肯認，才

能使胡蘿蔔不被視為一種賄賂或給予，即便受到棍子的懲罰，也能讓懲罰國

體認其為背離正義的代價，而不是一種因為達不到美國所期望效果的恃強凌

弱行為。因此，為使主要目標國及伙伴國能認同美國所主張的正義，將不同

國情價值觀納入決策評估考量，將是不可缺乏的要素。553

美國在反恐戰爭的初期，曾要求其他國家「不是朋友就是敵人」，在國

內或許是一個強而有力的訴求與口號，但在國際間，卻可能獲致適得其反的

效果。對民主國家，特別是在反恐戰爭最主要盟邦北約成員國而言，美國不

需要執行胡蘿蔔或棍子策略以獲得支持。事實上，引用北約章程第五篇，宣

達基地組織對世貿大樓與五角大廈的攻擊即是對成員國全體的攻擊，就具有

足夠的行動正當性。即便沒有該項規定，基於這些國家擁有相類似的價值

觀，與民主體制所代表的全體人民意志，對此次反恐行動的正當性，均能有

共同認知並給予認同。554

但在非民主國家，決策者與研究者均難判斷政府行為與人民意志的關聯

度。其政府或許因為胡蘿蔔與棍子策略，而遭說服或被迫選擇遵循美國的目

標，但如果該國多數人民並不認同美國所欲彰顯的正義，反而會引發該國內

部對其政府已然腐敗、不公正的反抗情緒，繼而弱化政府與人民的連結，甚

或引發國家內部不安，如此則不符合美國及其同盟國間的利益。555

                                                 
551 魯德（Dr. Gordon Rudd），〈胡蘿蔔和棍子的挑戰〉，約翰馬丁上校，前揭書，頁 95。 
552 同前註。 
553 同前註，頁 97。 
554 同前註，頁 98。 
555 同前註，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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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被作為胡蘿蔔策略的經濟援助、取消制裁、金援、提供糧食、或

其他的難民協助，都有具體效果，但其影響性可能比預期的來得短暫甚至有

限。對部分受到制裁的國家而言，若其政府或人民認定制裁不具正當性，那

麼所有減輕或取消制裁的措施只被視為一種理所當然的矯正行為，而不具任

何值得感激的意義，更無法激發美國與同盟國所欲激發的行為。甚或是，一

筆經濟援助如使接受國政府繼續貪污腐敗，或許這筆經濟援助能促使該政府

有些行動，但該國人民觀感卻可能背道而馳。更惡化的情況，則是接受國政

府運用這筆經濟援助轉為武力用途，繼而用以鎮壓自己的人民，則該項外交

措施將形同失敗。 

也因此，學者魯德強調，外交工具在反恐戰爭上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

如何讓美國所認定的正當性，也成為其他國家及其人民眼中的正義。這些國

家與人民在士氣或實質上的援助，是反恐戰爭成功的重要關鍵。或許單純的

施惠、脅迫可能使目標國達到美國所欲達成的效果，但效果終究短暫，甚至

導致最終的反效果。556

在外交詞彙上，將基地組織設定為敵人，因為它攻擊並且傷害了美國；

塔利班政權也是美國的敵人，因為它包庇並且樂於保護這些侵略者，這個立

場是明確的，定義基地組織與塔利班政權的本身，也不會有任何困難。但若

將敵人設定為「恐怖主義」，就需要更明確的定義與界定。這對北約盟國而

言，不會出現認知落差，但在阿拉伯與伊斯蘭世界的許多國家，如果恐怖組

織的攻擊目標是極權政府，對其人民而言，將無由反對該恐怖主義，甚至還

會將美國與盟國對該恐怖主義的攻擊，視為對伊斯蘭教徒、甚或與美立場相

左團體的攻擊。這種觀點會引發兩種負面效果：其一，如果所有的恐怖組織

都被視為應打擊的對象，則過往這些不以美國為目標的團體，極可能轉而以

美國為主要目標；其二，美國勢必會與認同這些團體的群眾為敵，即便過去

這些群眾均不是恐怖組織成員，也未必認同恐怖主義手法。557

故在全球反恐戰爭的外交戰場上，欲彌補「胡蘿蔔與棍子」策略－獎勵

與懲罰－的不足，另一環節也將是化解伊斯蘭教徒普遍存在的不滿根由。 

 

 

貳、海外軍事行動 

軍事  

                                                 
556 同前註，頁 100。 
557 同前註，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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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是針對美國的戰爭行動，是對全人類的莫大蔑視。  

國際社會相應作出反應：  

‧九月十二日，聯合國安理會譴責這些襲擊事件，並重申根據聯合國憲章進行集體自衛的固

有權利。  

‧九月二十一日，美洲國家組織外長啓動泛美互助條約（里約條約）的集體自衛條款。  

‧十月五日，北約在布魯塞爾啓動華盛頓條約第五條。該條款規定，對歐洲或北美一個或數

個成員國的武裝襲擊應被視爲對所有成員國的襲擊。  

‧一三六個國家表示願提供一系列軍事援助。  

‧八十九個國家給予美國軍用飛機飛越領空權。  

‧七十六個國家給予美國軍用飛機著陸權。  

‧二十三個國家同意接納參加在阿富汗的軍事行動的美國軍隊和聯盟軍隊。  

「持久自由行動」的軍事行動階段於二００一年十月七日開始。這次行動在幾個星期內便把

基地組織的庇護者塔利班趕下了台，從而摧毀了基地組織對阿富汗的控制。除了美國的軍事部署

以外，許多國家提供了軍事資源，其中有澳大利亞、加拿大、捷克共和國、法國、德國、義大利、

日本、新西蘭、挪威、波蘭、大韓民國、俄羅斯、土耳其和英國。來自五十五個國家的軍隊加強

了美國展開全面行動的力量，每個國家都給反恐怖主義聯盟貢獻了獨特的軍事資源和專長。到二

００二年三月，軍事行動繼續在阿富汗進行。我們還與葉門、菲律賓、格魯吉亞等夥伴國家一起，

爲反恐怖主義力量提供軍事訓練，以重點打擊這些國家內與基地組織有聯繫的恐怖主義活動和組

織。這樣的訓練將大大提高我們的盟國在自己國土上迎擊並戰勝恐怖主義威脅的能力。 

－摘錄自二００三年二月十四日白宮《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略》558

 

一、阿富汗軍事行動／持久自由行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面對即將進行的海外軍事行動，布希政府認知相當一致，並一再表明將

進行一場長期戰爭。國防部長倫斯斐更稱反恐戰爭將係一場馬拉松戰役（it’s 
a marathon, it’s not a sprint），沒有所謂「結束撤出戰略」。559 小布希總統也

宣稱，美國所必須反擊的行動，將不像一九九０年代之波斯灣戰爭目的明確

地解放國土，並且速戰速決；也不會像科索沃任務，僅動用空中武力，而不

執行地面作戰，沒有任何美軍陣亡。「美國政府將追究一切向恐怖主義提供

幫助與庇護的國家」。560

      國會在二００一九月十四日於眾議院以四０二比一、參議院以九十八比

                                                 
558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February 14th, 2003, at 
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strategy/ 
559 Donald H. Rumsfeld, “A New Kind of Wa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th, 2001. 
560 “Transcript: Bush Announces Start of a ‘War on Terror’”,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20t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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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通過「第二十三號參議院聯合決議案」（Senate Joint Resolution 23），授

權小布希總統使用「所有必要與適當武力」（all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force）反擊恐怖主義。561 小布希總統並於同日宣布美國處於緊急狀態，徵

召五萬名後備役部隊。 

      而小布希總統在執行阿富汗軍事行動前夕，曾於十月六日一一知會國會

參眾議院領袖，說明即將展開的軍事行動。但由於國會議員洩漏軍事機密，

小布希總統不得已縮減對國會簡報的深度。562

【表四之三－阿富汗軍事行動重要行動事紀】563

美國宣布正式執行阿富汗軍事行動（2001-10-07／12：30） 
美東時間 聯盟行動與目標 塔利班政權回應與當地態勢 
2001-10-07 ◎英美聯軍針對塔利班政權的重要機

構、軍事指揮部、空防設施、空軍基

地、空軍戰機與恐怖組織基地，於六

個多小時進行三波空襲行動。 
◎美國盟邦持續提出協助軍事行動之各

項措施。 

◎首都喀布爾、塔利班總部所在地堪達

哈、鄰近巴基斯坦的加拉拉巴德、西

部大城法拉、北部大城昆杜茲與馬薩

夏立夫市分別遭到轟炸。  

2001-10-08 ◎持續空襲阿富汗南部大城堪達哈與首

都喀布爾，並炸毀塔利班防空飛彈設

施、燃料倉庫和機場，以及塔利班民

兵的集中點。 

◎喀布爾機場及軍事防衛中心已被摧

毀。 
◎塔利班政權領導人歐瑪爾住所遭到轟

炸，不過歐瑪爾本人當時並不在家，

另有四名平民在此波空襲行動喪生。

 
◎塔利班反擊 向美軍機開火 

2001-10-09 ◎連續二十四小時進行空襲行動，目標

包括塔利班政權主要據點堪達哈，與

所有空防設施及塔利班軍械庫。 
◎北方聯盟宣稱塔利班補給線已遭切

斷。 

◎空中武力及大部分的軍事據點已被摧

毀，指揮系統也嚴重受損。 
◎塔利班政權強調，奧薩瑪賓拉登及塔

利班最高領導人歐瑪爾未受空襲行動

影響，仍舊安然無恙。 
2001-10-10 ◎持續進行空襲行動，目標擴及首都喀

布爾地區、塔利班主要據點堪達哈、

西部的赫拉特省、辛丹市，與東疆要

城加拉拉巴德等地等軍事目標。 
◎國防部長倫斯斐證實，已成功空襲阿

富汗境內七處大型的恐怖組織基地，

並大幅削弱阿富汗的防空能力，掌握

對阿富汗的制空權。 

◎塔利班政權證實，聯軍轟炸行動迄今

已造成二百人死亡。 

2001-10-11  ◎回教齋戒節日 
2001-10-12  ◎塔利班政權證實，喀布爾市空防及雷

達設備受到損壞。 
2001-10-13  ◎塔利里政權聲稱，於三百平民喪生。

2001-10-14 ◎對塔利班部隊集結地與其他戰略目  

                                                 
561 “Congressional Report, September 15th: Congress  
562 “Text: Bush Informs Congress on Combat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Washington File, October 9, 
2001. 
563 中時電子報新聞專輯，《新世紀首戰：美阿戰火風雲錄》，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2/a/a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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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首都喀布爾市進行日間轟炸。 
2001-10-15 ◎以 AC-130 重武裝飛機襲擊塔利班政

權鄰首都喀布爾市近郊軍事基地與機

場、堪達哈軍事基地、北部第一大城

馬薩夏立夫。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表示，塔利班政權

已「遭受龐大壓力」，但他拒絕說明是

否認為該政權已近瓦解。 

 

正式進入地面戰，代號為「持久自由行動」（Enduring Freedom） 
2001-10-16 ◎首度授權美軍戰機飛行員自行挑選

「擊殺區」內任何移動軍事目標加以

攻擊。 
◎持續進行空襲及戰鬥直升機大規模攻

擊，並對地面戰進行沙盤推演。 
◎美軍特種部隊分成小隊人馬赴阿富汗

南部支援中央情報局在阿富汗塔利班

（塔里班）政權心臟地帶的活動。 
◎美軍八人小組抵達阿富汗北部達薩曼

甘省的達拉蘇夫河谷，執行搜索與摧

毀、情蒐任務，並追捕奧薩瑪．賓拉

登與基地組織成員。 
◎持續日間空襲塔利班政權主要據點，

包括首都喀布爾、堪達哈，以塔利班

政權領導人歐瑪爾藏匿之處為主要戰

術目標。 

 

2001-10-18 ◎美國陸軍「遊騎兵」特種部隊向堪達

哈市外空軍基地進行夜襲。 
◎美一直升機墜毀巴國。 
◎策動阿富汗南部當地普什圖族部落領

袖與塔利班分道揚鑣，並與反抗軍「北

方聯盟」將領杜茲坦合作。 

 

2001-10-19 ◎美 F-16 戰機誤炸北方聯盟陣地。 
◎空襲目標自固定軍事地點轉為可移動

塔利班部隊坦克，作阻斷戰術，並對

展開地面戰的特種部隊提供支援。 

 

2001-10-20 ◎轟炸阿富汗塔利班政權在首都喀布爾

北方的防線以及北部重鎮馬薩夏立夫

的塔利班基地。 

 

2001-10-21 ◎空襲塔利班心臟南部大城堪達哈、塔

利班北部前線部隊及首都喀布爾市內

外重要目標。 
◎美國防部坦承兩起戰機誤炸  

 

2001-10-23 ◎英軍二百名皇家陸戰隊投入地面戰。 ◎阿國流亡領袖哈格因意圖策反被捕，

遭塔利班政權處決。 
2001-10-26 ◎為報復塔利班處決哈格，加強空襲行

動。 
◎美軍誤炸喀布爾的平民房舍以及紅十

字會的倉庫。 

◎美軍炸彈誤擊民房，再加上阿富汗塔

利班政權處決意圖分化塔利班政權的

游擊隊指揮官哈格，致使美國在阿富

汗的反恐怖主義戰爭受到雙重打擊。

2001-10-27 ◎美機誤炸民房造成十三名平民死亡。

◎聯軍今日對阿富汗首都喀布爾地區採

取了十月七日夜間空襲展開以來最猛

烈的轟炸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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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28 ◎加強轟炸阿富汗首都喀布爾地區塔利

班部隊所用地穴與坑道系統。 
 

2001-10-30 ◎美軍空襲發電量達三千三百萬瓦的卡

加吉水壩發電廠。 
◎北方聯盟配合美國轟炸攻勢，對北邊

達拉蘇夫附近的巴札瑞波路發動三波

攻擊行動。 
◎美出動 B-52 轟炸機，執行地毯式轟炸

塔利班據點任務。 

 

2001-11-01 ◎美出動 B-52 轟炸機，襲擊巴格蘭機場

西南、距北方聯盟前線哨站僅四公里

由塔利班部隊控制的山頂，但成效不

大。 
◎美直升機墜毀四名美軍受傷獲救。 

 

2001-11-02 ◎美軍首度以獵犬式戰機空襲阿富汗境

內的塔利班和基地組織目標，每架戰

績配備五百磅重炸彈。 
◎美軍首度公開承認損失軍機。 

 

2001-11-03 ◎美軍對阿富汗東北部近塔吉克邊界的

塔利班民兵陣地展開密集的轟炸。 
◎巴基斯坦普什圖族人進入阿富汗加入

塔利班戰鬥。 
2001-11-05 ◎北方聯盟破曉突擊距馬薩夏立夫南方

七十公里的阿格庫魯、薩里及凱興登

等三個城鎮。 
◎美駐卡達空軍基地遇襲，數人受傷。

 

2001-11-06 ◎北方聯盟攻陷北方重鎮馬薩夏立夫。 ◎塔利班政權持續增派部隊馳援前方戰

線。 
2001-11-09  ◎塔利班政權棄守馬薩夏立夫。 
2001-11-11 ◎北方聯盟攻下扼通往首都喀布爾市主

要大道的普里庫姆里鎮。 
◎北方聯盟推進至阿富汗首都喀布爾外

圍十公里至十五公里處後，並暫停其

進逼首都的行動，等候北方聯盟軍事

指揮官進一步指令。 

◎塔利班政權棄守北部地區，將原部隊

南調，重新部署於首都喀布爾的防線。

2001-11-12 ◎北方聯盟攻克阿富汗首都喀布爾，阿

富汗進入無政權狀態。 
◎塔利班政權已宣布，該國北部地區所

有省分的塔利班部隊，除昆都士省的

守軍之外，均「戰術性撤離」原部署

地點。 
2001-11-13  ◎塔利班政權棄守首都喀布爾市，撤往

塔利班政權主要據點南部堪達哈市。

後 
2001-11-19  ◎昆都士城一千三百名塔利班部隊繳械

投降。 
2001-11-26 ◎逾千名美軍陸戰隊員空降至堪達哈市

附近一座機場，這是聯軍首次出動傳

統地面部隊，並展開代號為「持久自

由行動」的新階段軍事行動。 

 

2001-12-06 ◎五日在波昂舉行的阿富汗全國族群黨

派大會中獲任為阿國臨時政權總理的

哈米德‧卡札，於戰場上接見「塔利

班」（塔里班）民兵的高級代表團，

並協商條款，使塔利班最後據點堪達

哈市能和平投降。 

◎歐瑪爾棄械投降，同意將堪達哈市所

在的堪達哈省、堪達哈省東邊的赫爾

曼德省，以及堪達哈省西邊的紮布林

省，移交給預定廿二日上台的臨時當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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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轉引自中時電子報，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america/911/bb_a.htm 

 

二、執行海外軍事行動的時機－海外出兵準則 

美國歷任總統與國會曾就海外軍事行動有過極大爭議：詹森總統

（Lynbon B. Johnson）與尼克森總統（Richard M. Nixon）的越戰政策、老布

希總統號召多國聯軍驅除入侵科威特的伊拉克、柯林頓總統（Bill Clinton）
派軍驅逐海地軍政府俾使亞里斯泰德（Jean Bertrand Aristide）重返等，雙方

皆有出現極大齟齬。564

      美國憲法第二條明訂總統為軍隊總司令。565 總統進行海外軍事部署、

交涉與執行行政協定、主動外交接觸與批准秘密行動，多可快速進行運作。

國會雖有制訂法律、撥款及戰爭宣戰權，但在國家遭遇危機時，卻無法如行

政部門快速因應。但總統與國會經常在部分灰色地帶發生爭議，例如參議院

限制或挑戰總統的行政協定，在未宣戰之前，國會兩院限制總統在海外的用

兵派遣；566 而行政部門則運用行政特權使國會無法知悉國家安全政策決議

或相關資訊，總統挪用國會撥款款項於國防或外交用途等。567

      美國究竟應選擇何種適當時機，才能將人員或裝備運送至海外反制恐怖

攻擊行動？ 

      「海外出兵準則」由雷根政府時期的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所提出，該準係針對越戰失敗經驗而來。568 溫伯格在一九八

四年十一月二十八日於國家新聞記者俱樂部發表以「軍事力量之使用」（The 
Uses of Military Power）為題之演說時指出，在六個情境下美國可以進行軍

事干預：569

                                                 
564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頁 15。 
565 At http://usinfo.org/chinese_cd/living_doc/BIG5/constitution.htm 
566 亦即一九七三年《戰爭權力法》（War Powers Act），係美國首次立法界定總統在憲法的作戰

權限。據此，美國國會將可限制總統之海外軍事部署，期間在六十天至九十天內，儘管尼克森

總統曾有意對此行使否決權，唯國會仍堅持出兵與否不應由總統單方決定，而以立法否決

（Legislative Veto）方式通過此法。根據法條規定，美國總統如欲執行海外軍事行動，需在四十

八小時內向參眾兩院議長提出詳細軍事報告；而總統向國會提出報告後，除非國會同意宣戰，

特別授權繼續用兵，或因遭受武裝攻擊而致國會無法議事外，總統用兵期限不得逾六十天，六

十天期限屆滿，得由國會是情勢需要是否再批准延長，而延長天數亦不得逾三十天。而在未經

國會授權之軍事行動期間，國會得隨時通過「共同決議案」（concurrent resolution）經一院通過、

一院同意，無須總統簽署，即可成立，勒令總統撤軍或停止軍事援助。 
567 Edwarr R. Drachman and Alan Shank, President and Foreign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 5-6. 
568 Caspar W. Weinberger, “US Defense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46, No.4, Spring 1985, pp. 
675-697. 
569 Jeffery record, “Perils of Reasoning by Historical Analogy: Munich, Vietnam, and American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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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非美國或其同盟有重大的（vital）國家利益遭受威脅，否則美國不

應承諾進行海外軍事行動； 

（二）若已決定進行海外軍事行動，即應全心全力投入必要的兵力與資源以

達成目標，並且要有明確戰勝的企圖心； 

（三）若決定進行海外軍事行動，其政治與軍事目標必須明確界定； 

（四）如有必要，應不斷對軍力（規模、組成與配置）與目標之間的承諾進

行評估與調整； 

（五）軍事行動能受到美國民眾與國會合理的支持與保證； 

（六）訴諸武力應是最後手段。 

      於一九八八年至一九九一年擔任老布希政府時期參謀首長聯席會議主

席之國務卿鮑威爾，也對海外軍事行動提出其「鮑威爾準則」（Powell 
Doctrine）：570

（一）在其他非暴力性政策手段皆已失敗，才可訴諸武力； 

（二）出兵行動的政治目標必須是重要性，且經清楚界定，是可理解的； 

（三）判定軍事目標可以獲得之際，始可使用武力； 

（四）一旦確定使用武力，必須以大規模壓倒性優勢以執行之； 

（五）成本與危險必須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六）軍事行動的後果必須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而在鮑威爾準則之後，包括前國防部長亞斯平（Les Aspin）、571 前總統

老布希、572 前國務卿克里斯多福、573 前美國駐聯合國大使歐布萊特

（Medeleine Albright）574 與柯林頓時期前國防部長培利（William J. Perry）、

                                                                                                                                            
Force Since 1945”, 1998, at http://www.au.af.mil/au/awc  
570 Colin L. Powell, “US Forces: Challenges Ahead”,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Winter 1992/1993, 
pp. 37-38. 
571 Richard N. Haass, Intervention: The Use of American Military Force in the Post-Cold War Would, 
(Washington DC: Jarboe Printing, 1994,) pp.184-185. 
572 Robert J. Lieber, Eagle Adrif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NY: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1997,) pp. 51-52. 
573 Karin Von Hipel, Democracy by Forc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 
574 Joseph R. Avella, Decisions to Use Force: An Analysis Framework, (Washington DC: 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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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前國家安全顧問雷克（Anthony Lake）等，576 均在不同場合提出美軍海

外軍事行動準則。若再就一九九四年五月六日由柯林頓總統簽署的第二十五

號總統決策指令（PDD-25，又稱為柯林頓政府改善多邊和平行動政策，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Reforming Multilateral Peace Operations）所

列海外出兵準則，577 大致可歸納美國決策者對美軍執行海外軍事行動的看

法： 

（一）在國家具有重大利益關係之情境與事件，或支持一項廣義的人道救援

任務； 

（二）訴諸武力是最後手段； 

（三）軍事行動需有明確的政治與軍事目標、適當兵力規模與裝備、能建立

一個達成任務終點之標的，同時有可接受指揮與管制的安排； 

（四）武力使用需有致勝的明確企圖，策略選擇必須配合目標之達成，成本

與危險性需在可接受的範圍； 

（五）需有民眾與國會的支持，需有國際社會的支持； 

（六）需持續評估並評價國家利益、目標與軍力運用。 

      而在本文第四章第二節即談及，自小布希總統的公開談話可看出，小布

希總統及其決策團隊已將九一一事件定位為「戰爭行為」，但由於敵人仍未

正式現身，戰爭也非國家所發動。小布希總統的談話將美國發動軍事行為的

正當性訴諸於意識型態的價值對立，並將情感推至所有世界愛好和平的人。

而「戰爭狀態」也意味著，美國將不僅止於緝捕兇嫌，而將進一步以同樣的

戰爭手法做出反擊，並贏得這場戰爭。 

也因為小布希政府決心以「戰爭」作為回應恐怖主義的方式，就必須將

恐怖主義框置在一個固定的「空間」具體呈現，才能清楚地成為美國可以反

擊的目標。小布希總統在國會演說中意欲將恐怖份子「從一個地方趕到另外

一個地方，直到他們找不到避難所或棲息地」，也同時建構並賦予了恐怖主

義一個固定空間的概念，使其「具像化」、「國家化」。 

      因此，回歸美國歷任政府海外軍事行動準則，阿富汗軍事行動在客觀面

                                                                                                                                            
Company, 1995,) p. 17. 
575 William J. Perry,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at 
http:/www.dtic.mil/execsec/adr95/chall.html  
576 Anthony Lake, “Defining Mission, Setting Deadlines: Meeting New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 1996, at http://www2.hitehouse.gov/wh /eop/nsc/htm/speeches/tlgwu.html 
577 Joseph R. Avella, Ibid., pp. 209-213, pp.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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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第一、四、五、六項：九一一事件是國家具有重大利益關係與事件；有

明確的致勝企圖；獲得國內民意與國會高度支持；578 同時美國也將持續評

估國家利益、目標與軍力運用。 

      而對於第二、三項，也在小布希的公開談話獲得支持：為贏得這項戰爭，

故政府將以同樣的戰爭手法展開反擊；為使恐怖份子找不到避難所或棲息

地，正提供庇護的阿富汗塔利班政權就是全球反恐戰爭的首要目標。 

三、戰略與戰術運用 

阿富汗軍事行動有其特殊政治與軍事特性，包括：579

（一）行動前令人震驚的九一一事件，使的美國受到國際輿論強烈同情與支

持； 

（二）阿富汗內部已有內戰問題，並存在反塔利班政權的軍事武力； 

（三）阿富汗地形山脈林立，可是缺乏濃密的樹林掩覆，致使聯軍空中武力

容易瞄準標定目標； 

（四）阿富汗各派系有迅速變換效忠對象的長久傳統，再加上對「敗者」的

寬容處置，都是直間接促成政府覆亡原因。 

（五）原盟邦巴基斯坦的政治情勢允許其迅速改變政治傾向，並減少對塔利

班政權的支持； 

（六）鄰國烏茲別克與吉爾吉斯的政治條件允許美軍駐紮部隊； 

（七）反恐戰爭與俄羅斯有共同利益，俄羅斯領導階層也期待與美國改善關

係。 

      美國遂行海外軍事行動的模式，經常是仰賴科技能力創造壓倒性兵力以

擊敗敵人，並盡可能降傷亡降至最低程度。亦即，在外交與武力之間、平民

與軍人之間做出明確區分，並傾向以政治代價換取軍事行動的順利。聯軍在

一九九九年春天對塞爾維亞的軍事行動正是此種戰爭模式的標準範例。580

                                                 
578 華盛頓郵報有百分之九十四的民眾支持政府向發動九一一事件的團體或國家採取軍事行動，

另有百分之八十四的民眾支持政府以軍事行動打擊庇護或收容恐怖份子的國家；蓋洛普民調有

百分八十六的人認同九一一事件即是戰爭事件。中國時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三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E913B.htm 
579 Marcus Corbin, Ibid. 
580 塔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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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對阿富汗軍事行動的評價，多肯定其在空中武力的執行效果。隨

著匿蹤科技與炸彈準確度的不斷提升，美國空中武力愈發有效，而這也正是

敵人尋求不對稱戰略的原因。即使科技極其進步，使用空中武力仍有兩大難

題：其一是面對不可避免的平民傷亡，極可能引發重大的政治代價；其二是

難以區分轟炸手段，其目的究竟是要屈服敵方領袖抑或人民？在塔利班政權

於二００一年十一月瓦解前，聯軍空中武力並未奏效，指責美國實施殘忍空

中轟炸與平民傷亡的血腥圖像持續在國際輿論發酵。581

阿富汗軍事行動對美軍而言有兩項任務：其一，推翻一個收容基地組織

的政權；其二，摧毀基地組織本身。即便美軍當時仍有部分戰備不足的問題，

美軍還是克服了遠距、基地使用權不確定、嚴苛的氣候與地形、出乎意料之

外的想定與棘手的當地及區域政治，並以些微傷亡達成第一項任務。但對消

滅基地組織，幾乎只能依賴格殺或俘虜基地組織成員，目標難度更高。而在

塔利班政權傾覆後，多次對錯誤目標的轟炸與攻擊所造成平民大量傷亡，也

折損了阿富汗人對美國僅存的好感。582

      故評論聯軍在阿富汗軍事行動的空中轟炸價值，可區分為兩大部分：在

戰略轟炸部分，亦即以敵方軍事總部、軍營、通信機定等固定目標，並設法

直接鎖定基地組織領導階層藏匿地；戰術轟炸則提供當地盟友部隊空中密集

支援並阻絕敵方部隊。為打擊基地組織成員而在城市內施行的密集戰略轟

炸，反噬聯軍成員國並在國內造成重大的政治傷害；但戰術轟炸則有助於促

成戰場上塔利班部隊的瓦解。583

學者麥凱利（Michael Kelly）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曾

有三期連載評論，對阿富汗軍事行動給予極高評價，並稱其為「軍事史上的

偉大革命之一，也就是空中武力的革命」。584 但學者科賓憂心空中轟炸行動

不只是要精準，而且要有先見之明，未來空中轟炸行動中，美國極有可能面

臨以下困難：585

（一）會產生一種觀念，認為轟炸是強大美國對付弱國及人民的殘酷而不公

平的武器； 

（二）敵人會擴大運用將軍隊派駐在平民區的策略，使美軍更難執行轟炸行

動； 

                                                 
581 Marcus Corbin, Ibid. 
582 Marcus Corbin, Ibid. 
583 Marcus Corbin, Ibid. 
584 Michael Kelly, “The Air Power Revolution”,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2002,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prem/200204/kelly.  
585 Marcus Corbin,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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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雖然精準度不斷提升，武器失準或人為失誤所造成的人民生傷亡與因

此而摧毀的未預期目標，這些情況仍難以避免； 

（四）不易贏得關於轟炸行動的文宣戰，尤其是試圖運用武器精準度的統計

資料來對抗強而有力的平民傷亡畫面； 

（五）面對民生設施遭刻意大肆摧毀，將使原本心向美國的目標區民眾也對

美軍產生反感； 

（六）美國如果只遂行風險低的空中轟炸行動而不派遣地面部隊介入，將使

外界誤認美國並非真正有心因應衝突； 

（七）欠缺敵人瓦解的政治與文化認識； 

（八）經驗顯示，各國人民及其政府對於屈敵導向的空中轟炸行動，具有高

度抵抗性。 

阿富汗軍事行動在空中作戰任務的成功，也再次引發空中武力倡議者與

陸權論者的長期爭辯。支持者認為，這是證明當今空中武力可以取得戰略性

勝利的重要案例。但學者柯賓（Marcus Corbin）認為，阿富汗軍事行動並不

能完全證明空中武力的成功，阿富汗是世上少數缺乏重要戰略目標的國家之

一。經過數十年內戰，該國幾乎沒有任何高價值基礎建設，能吸引空中目標

標定決策者的助益。綜觀所有空中轟炸任務，幾為戰術作為而非戰略行動。

亦即，「空中密接支援」與「阻絕作戰」取代了空中武力所欲彰顯的「戰略

空中轟炸」。586

      空軍不斷試圖以空中攻擊獵殺奧薩瑪賓拉登及其他基地組織成員，以求

取戰略上的勝利。但事實上，沒有證據顯示，是否有任何一次行動對該戰略

目標達到具體效果。即便有一次成功的技術性出擊，使某一個基地組織的設

施或重要成員已瓦解或擊斃在瓦礫堆下，只要基地組織仍能運作，該次任務

助益並不大。而戰術空中打擊之所以成功，情報與地面觀測人員對目標的標

定，均不可或缺。587

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茨（Paul Wolfwitz）給予空中武力與地面部隊在阿

富汗軍事行動極中肯的評價，他認為，空中武力與地面部隊的結合，始能有

效發揮長程精準打擊的成效；對於聯軍在科索沃行動未考慮執行地面部隊任

務，卻期待取得決定性勝利的想法，他感到極為驚訝；阿富汗軍事行動在派

                                                 
586 Jim Garamone, “US Pounds Taliban Front-line Posit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6th, 2001,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Oct2001/n10262001_200110263.html.  
587 Marcus Corbin,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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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面觀測員之前，空中打擊任務並未取得具體進展，知道增援其他地面部

隊，才真正帶來勝利……。588

      故而阿富汗軍事行動於軍事作業的另一項重要啟示，在於特種作戰部隊

的重要性。特種部隊可以視需求調整，故被認為最能因應未來「第四代戰爭」

的新威脅。他們著重於瞭解外國文化與人民，並能立即與外國部隊合作，因

為單位建置相對較小，所以成為美軍最靈活、輕便、迅速且最具彈性的地面

部隊。589

      特種作戰部隊在阿富汗軍事行動中的兩大目標，亦即瓦解塔利班政權與

找出並摧毀基地組織，其中又以前者較為成功。前者運用少數的美軍顧問、

協調關與觀測員在地面與盟友合作，並配合空中武力達成任務。590 但在後

者，隨著塔利班政權的瓦解，對錯誤目標的一連串攻擊、慘重的平民傷亡與

友軍誤擊事件，在在呈現此種戰術的侷限性。591

      學者柯賓建議，針對阿富汗軍事行動的經驗，美軍應在未來編制轉型的

優先順序上，由維持現役及備役重型地面武力，轉型為強化特種作戰部隊與

中型部隊的戰力。應保持特種作戰部隊擁有現行編制所需的資源，特別是武

器與訓練；如評估大量運用特種作戰部對將可能耗損戰力，應擴充既有部隊

規模。加速重裝師的轉型，並將釋出的資源支持特種作戰部隊。研究並改善

既有傳統運輸與攻擊直昇機的火力，俾強化支援特種作戰部隊。執行特種作

戰部隊軍事任務時，需降物攻擊導致無辜民眾傷亡的政治代價，一併納入戰

略制訂參考。592

      美軍在阿富汗軍事行動中，仍有一項重要的戰力未經深入測試，也就是

美軍因應敵方「不對稱」（asymmetrical warfare）戰術與戰略的能力。基地

組織與塔利班政權在軍事戰鬥期間，並未對美軍採取有效的「不對稱」手段，

也可能是並未想到美國將會大舉反擊。但部分學者對此也提出警訊，指美軍

在「二０二０聯合願景」的軍事準則下，仍不足以因應恐怖主義在內的不對

稱戰爭。593

      若就戰爭理念的演進區分，第一代戰爭被歸類為拿破崙時代的陣列戰術

（line and column tactics）。第二代戰爭則是工業的消耗戰，尤以第一次世界

                                                 
588 Peter J. Boyer, “A Different War: Is the Army Becoming Irrelevant?” New Yorker, July 1st, 2002, pp. 
54-67. 
589 Marcus Corbin, Ibid. 
590 Karl Vick, “Rout in Desert Marked Turning Point of War: US Firepower Decimated Taliban at 
Tarinot”,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1, 2001. 
591 Marcus Corbin, Ibid. 
592 Marcus Corbin, Ibid. 
593 Melissa Aplegate, Preparing for Asymmetry: As Seen Through the Lens of Joint Vision,(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September, 2001,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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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西線戰場為典範；運用大量物資來耗損敵人，也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的主要作戰戰略，迄今仍影響著美國軍方。第三代機動戰則是德軍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所運用的閃電戰戰術，其目標在瓦解敵軍部隊的凝聚力而不是消

滅敵軍本身。當時德軍為避免第二代戰爭的可怕毀滅與傷亡代價，轉以發展

避開敵方主力的不對稱攻擊法，這種製造混亂、焦慮、猜疑、癱瘓與恐慌的

戰略，以一九四０年代德軍迅速擊敗法軍為經典範例。第四代戰爭的複雜現

象，可以被形容為不同社會間的戰爭、與文化有關、由非正規部隊遂行、攻

擊非軍事與軍事目標、志在影響對方的心裡層面。第四代戰爭擁有與第三代

戰爭相似的不對稱攻擊特性，但不侷限在戰場上發生，目標則是對方的內聚

力、意志及心理。也因此，美軍在第三代戰爭所擁有的強大不對稱軍力，如

果貿然採行不對稱手段，諸如壓倒性毀滅軍力，極可能在政治、經濟與軍事

層面的第四代戰爭中獲致反效果。594

      由此觀之，基地組織迄今只發起了「三個半」世代的戰爭，在九一一事

件，它以第四代戰爭的不對稱方式襲擊一處非軍事目標，但其在阿富汗建立

的基礎設施，卻相當容易受到第三代甚或只是第二代戰爭的的反擊。在摧毀

基地組織的軍事作為上，也許在戰術上成功打擊了基礎設施，戰略部分卻有

很多不不確定的成功，包括許多基地成員並不確定是否已被擊斃，也未能成

功緝捕到案；基地組織在全球發動攻擊的能力，估計也只有部分受損。如果

大部分基地組織的網絡在阿富汗軍事行動後仍然存在，因其並不依賴公開的

訓練基地與實體設施作為活動基礎，並不容易受到軍事攻擊。因此，即使是

在阿富汗軍事行動以後，與基地組織未完的「戰事」，將可能由第三代阿富

汗軍事行動轉移至沒有明確戰場界限的第四代戰爭。595

      如果基地組織或其他恐怖份子在阿富汗軍事行動中獲得經驗，將可能放

棄公開的基礎設施或政府庇護，轉而著重於促使九一一事件成功的組織或活

動模式，亦即隱密、小型、全球化組織，不與政府、失能國家的地方軍隊等

公開且固定的目標有任何關連。則在此情形下，軍事武力的運用將無法獲致

明顯的打擊或嚇阻效果，而警察作為、資金追蹤、邊界管制與情報蒐集將是

反制此類威脅的主要戰術。596

四、軍事結盟策略 

        盟友在阿富汗軍事行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對美軍而言，當地盟友可

以執行大多數地面任務，區域盟友則提供基地以利美軍長期部署，全球盟友

則提供政治支持與少量資源援助。若再加上俄羅斯與中國，在當時所產生的

                                                 
594 Marcus Corbin, Ibid. 
595 Marcus Corbin, Ibid. 
596 Marcus Corbin,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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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強烈的國際支持氣氛，對美軍與基地組織及塔利班政權的政治作戰中，

甚至對該地區與整個伊斯蘭世界的心理感受都極其重要。597

      而就軍事地理學的觀點，阿富汗軍事行動在作戰區域建立聯盟也有其重

要性，特別是阿富汗四面環山，位置距最近美軍駐外軍事基地仍相當遙遠，

致使一向標榜強大兵力投射能力的美軍受到嚴苛考驗。而美國一度在尋求區

域盟邦的過程受到阻礙，由於美軍在波灣各國駐軍於當地具有高度爭議性，

勢必牽動該區敏感的政治神經，而奧薩瑪賓拉登與基地組織在埃及與沙烏地

阿拉伯境內仍獲有相當人民好感，也使沙烏地阿拉伯一度拒絕美軍使用其基

地起降進行作戰任務，而後才允許美軍得利用蘇爾坦親王基地（The Prince 
Sultan Air Base）作非攻擊性飛機補給。598 伊朗雖與阿富汗因一九九八年使

領館人員被殺事件而交惡，但由於伊朗境內反美情緒始終高漲，且基於伊斯

蘭教義同化性，伊朗拒絕提供空域予聯軍部隊使用。 

      若從外而內，觀察美軍在阿富汗軍事行動的結盟策略，在全球盟友部

分，九一一事件次日，聯合國安理會通過一三六八號決議，授權使用武力反

擊恐怖攻擊事件。599 北約則援引章程第五項條款，將此攻擊事件視為對北

約全體會員國之攻擊，並承諾共同參與反恐行動。600

      然而白宮希望建立以美國主導的反恐軍事聯盟，而非共同參與的集體決

策組織。故美國政府徵詢盟邦，也尋求特定支持。而各國為保留決策權，初

期對參與反恐軍事行動的立場並不一致。601

阿富汗軍事行動為美國的長期盟邦帶來較大合作的可能性。過往，期待

以一支整合度較高的多國部隊以處理區域衝突或動亂，即便對參與國而言，

長期以來多是悲觀以待。對盟邦而言，問題在於是否有預算資源或政治意願

以增加戰力。歐洲國家在幾年間朝向專業化的發展，或可減輕資源上的限

制；而在政治意願部分，九一一事件以後的國際氛圍，與九一一事件之前歐

洲國家便已增進干預軍事的努力，在阿富汗軍事行動中，均有助於多國聯軍

的運作。然而在塔利班政權瓦解後，盟邦質疑美國是否真正有意進行多邊合

作，就會很快侵蝕此一契機。 

      但對美國而言，最大的障礙在於其所希望保有專斷的行動自由，而不必

與盟邦進行協商。其次，大規模軍事合作經常造成美國國內政治難題，特別

                                                 
597 Marcus Corbin, Ibid. 
598 “President Thanks Saudis For Anti-terrorism Aid Bush Tries to Strengthen in Mildest”,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6th, 2001, p. 27. 
599 At http://www.state.gov/p/io/rls/othr/2001/4899.htm 
600 Darren Lake, “Allies Agree Measures to Counter Future Terrorism”, JDW, October 10th, 2001, p. 6. 
601 Luke Hill, “NATO Rallies Behind USA, But Denies Planning Military Action”, JDW, September 
19th, 2001,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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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盟友作戰表現欠佳，甚至因此導致美軍蒙受傷亡。而面對美國與盟邦

意向在軍事合作的兩難，學者韓德仁（John Hendren）則認為，有些問題可

以在整體國家安全戰略獲外交層級取得解決，例如美國已與民主盟邦取得極

為相似的外交目標，則多邊戰略可以使盟邦意見或警告更有價值；而聯盟作

戰其理由如具相當正當性與重要性，美國應致力使國內民眾接受行動可能的

傷亡。但最重要仍在於如果美軍評估有獨立行動的必要，而不需要其他盟邦

參與時，改善統合戰力將是燃眉之急以避免採行單邊行動時的障礙。602

      而在區域盟邦部分，美國在中亞、南亞勢力相對薄弱，土耳其對提供空

軍基地與其他支援不遺餘力，但美軍意欲尋求中亞國家支援基地與空域要求

時，仍先徵詢了俄羅斯意見。其中烏茲別克因非獨立國協（Common Wealth 
of Independent）集體安全條約（Collective security Traety，CCST）成員，可

獨立行動，故為中亞第一個就支援聯軍事宜達成協議的國家。哈薩克與吉爾

吉斯因係獨立國席成員，也在獲得獨立國協與俄羅斯允許後，開放空域予聯

軍使用。603

美國同時要求巴基斯坦就空域、基地與其他形式合作提供必要協助，包

括自巴基斯坦跨越邊境進入阿富汗的權力、允許後勤單位駐留巴基斯坦基地

以隨時提供人道、安全援助。穆夏拉夫政權內部會議曾因此發生嚴重分歧，

但穆夏拉夫最後仍選擇加入盟軍陣容。而美國也作順水人情，取消一九九八

年以來對巴基斯坦核子試爆的經濟制裁，並重開國際貨幣基金會的援助談

判。604

    此外，即便獲得全球與區域盟友的支持，聯軍為贏得戰爭，同時為塔利班

政權瓦解後的阿富汗局勢考量，已確保戰後建立穩定政權，不使恐怖組織再

度回到阿富汗，美國也選擇與阿富汗境內反塔利班勢力建立作戰伙伴關係。

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對奧薩瑪賓拉登與基地組織展開掃蕩

攻擊，曾提供有限經費與阿富汗境內北方聯盟，並與阿富汗南部部族領袖維

持友好關係。故美軍評估，為引導阿富汗內部政治，可努力對象包括北方聯

盟（North Ally）與羅馬集團（Rome Group）。605

北方聯盟為阿富汗境內唯一反對勢力，其內部成員主要為烏茲別克、塔

吉克、赫薩拉族（Hazaraz）人，三族裔人口共佔阿富汗全國之百分之三十。

北方聯盟擁有一萬至一萬五千名兵力，實質控制阿富汗領土達百分之五至百

分之十五，北方聯盟的財政與後勤援助多依賴俄羅斯與伊朗資助，但也有部

                                                 
602 John Hendren, “War on Terrorism Puts a Load on Air Force’s Cargo Fleet”, Los Angeles Times, May 
5th, 2002. 
603 沈明室，〈美國在阿富汗反恐戰爭的軍事戰略〉，蘇進強編，前揭書，頁 213。 
604 “Text: Bush Authorizes Release of Assistance to Pakistan”,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28th, 2001. 
605 Anthony Davis, “United Front Key ti US Retaliation”, JDW, September 26th, 2001,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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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來自毒品交易。 

羅馬集團則為前阿富汗國王札西爾（Mohammed Azhir Shah）所領導，

其為普什圖族人（Pakhto），其在阿富汗軍事行動期間正流亡於義大利羅馬，

支持者包括王族成員、泛西方反俄羅斯者、前阿富汗共產政府技術官僚與其

他部族領袖，社會基礎涵蓋阿富汗全國，但以南部、東部普什圖族群最為密

集。羅馬集團在九一一事件前即已籌組大民族議會，期建立跨部族省級政

府，並以前國王為統一象徵，藉以誘導塔利班軍事領袖或反對者叛逃。後來

亦證明此一訴求在阿富汗軍事行動推翻塔利班政權的過程中，發揮效果。而

美國對選擇北方聯盟抑或羅馬集團做為當地首要盟友，考量到羅馬集團雖與

同部族軍事將領維持政治互動，但從作戰需求觀之，缺乏直接參與作戰人

力，故在最後選擇與北方聯盟建立軍事合作關係。而此同時，美軍為尋求更

多支持者，也拉攏北方聯盟個別將領與羅馬集團接觸，必保留在作戰階段與

各勢力合作之可能性，並使塔利班政權失敗後，能給予前國王政治解決的彈

性。 

儘管某些領導當地盟友部隊的阿富汗軍閥聲名狼藉，且在過程中偶有口

是心非，但在推翻塔利班政權的任務上，不可諱言當地盟友確實帶來極大助

益。美軍因此避免投入大批地面部隊參戰，不僅在人力物力成本獲得助益，

更由於沒有大量美軍地面部隊參戰，從而改變衝突動力，避免重蹈蘇聯在一

九七九年至一九八九年間進入阿富汗，形成阿富汗對抗外來入侵勢力的作

戰。而當地盟友也使得美軍得以避過在地形封閉崎嶇的阿富汗進行大規模介

入時的後勤困難與軍事挑戰也大幅減少的美軍傷亡所可能引發的國內政治

風險。606

此外，多數基地組織成員仍未被緝捕到案，且可能繼續藏匿在阿富汗境

內，且阿富汗以外的倖存基地組織網情況不明，危險依舊。若要評論阿富汗

軍事行動是否成功打贏基地組織，多數人士仍抱持保留態度。事實上，當地

盟友在掃蕩基地組織成員的行動中，表現遠不如推翻塔利班政權。不得不承

認，對這些盟友而言，其主要利益是剷除全國塔利班政權的餘孽，而不是追

捕基地組織成員或其同情者。607

      學者柯賓認為，與當地或區域盟友進行軍事接觸，特別在部署基地的取

得，阿富汗軍事行動有其經驗價值。但擴大接觸仍應以各案為基礎，並考慮

必要的政治因素。美國在阿富汗軍事行動期間，與五個鄰進阿富汗的中亞國

家擴大交往，而此五國均缺乏民主機制。608

                                                 
606 Marcus Corbin, Ibid. 
607 Marcus Corbin, Ibid. 
608 Marcus Corbin,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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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某些形式的接觸，例如由美軍協助訓練外國軍官與部隊，特別在已

經或曾經發生內戰的國家，由美國軍事顧問伴隨其部隊參與平亂行動者，長

久以來引發美國國內與國際爭議：美軍的訓練是否應排除不合法的戰爭技

巧？訓練是否隱含著對當地專制政權的支持？部署行動會否成為美軍陷入

泥沼的第一步？609

與區域間非民主國家建立盟友關心尤其須謹慎小心，以避免引發該國內

部衝突。與這些國家合作密切，極可能導致：一、被視為與該政權有緊密連

結或支持該政權；二、如果現有政府垮台，將可能與該國關係儘速惡化；三、

如因美國關係而造成該國政治動盪，反而弱化既有政府；四、美國的存在是

否使得該國政府更肆無忌憚採行高壓政策。如果反恐戰爭必須降低美國進行

合作的標準，就必須加倍努力以求平衡，以確保美國的合作不會直間接增加

該國鎮壓或濫權的行徑。但令人遺憾的是，小布希總統仍在二００二年緊急

撥款法案中，允許國防部不必顧及人權議題與其他國會監督的條件，直接核

撥訓練經費。610

      最後，建立區域盟邦以取得部署基地，還有一個潛藏的問題，亦即增加

了敵人攻擊的目標。若敵人已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將使此一情形更加嚴

重。而為解決此一問題，美軍有必要持續強化以有限當地設施進行兵力投射

的能力。611

五、是否應繼續邁向全球反恐軍事行動 

布希政府曾對第一階段阿富汗軍事行動的戰略目標與戰爭範圍出現分

歧。國防部長倫斯斐認為先期攻擊目標除阿富汗外，亦需包含其他國家，並

主張政權重組，亦即推翻支持恐怖主義的政府，是整體反恐戰爭的必要條

件。國務卿鮑威爾為首則認為美國應將目標聚焦在阿富汗，但對是否推翻支

持持模糊立場。612最後小布希總統決定使第一階段目標集中於阿富汗，並在

目標形成後，致力尋求國際支持，同時準備面對阿富汗境內分歧政治糾葛的

挑戰。613

而在阿富汗軍事行動之後，小布希政府迅速移轉人物力至幾個差異極大

的地方開闢反恐戰爭新戰線，這其中包括：614

                                                 
609 Marcus Corbin, Ibid.. 
610 Marcus Corbin, Ibid. 
611 Andrew F. Krepinevich, “Arming America’s Soldiers for a New Kind of Wa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th, 2001, http://www.csbaonline.org/4Publications/Archive/ 

O.20011026.Arming_Soldiers_fo/O.20011026.Arming_Soldiers_fo.htm.  
612 James Mann, “The Bush Team Share a Vision But Not How to Reach I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30, 2001,p. 1. 
613 沈明室，〈美國在阿富汗反恐戰爭的軍事戰略〉，頁 211。 
614 Marcus Corbin,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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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００二年二月，部署一百六十名美軍特種作戰人員於菲律賓，以支

援菲國內部長期平亂軍事作業。 

（二）二００二年四月，進駐喬治亞共和國進行為期二年的反恐維安訓練任

務。 

（三）二００二年五月，進駐葉門，協助該國政府軍恢復對偏遠地區的控制。 

（四）建請國會取消對哥倫比亞提供軍事援助、武器與訓練僅能用於反毒作

戰的限制。 

（五）計畫以傳統部隊執行伊拉克軍事行動。 

      其中，美軍在菲律賓、喬治亞與葉門的行動，係基於協助友邦政府弭平

盼論或重新回復國家對境內領土的控制權，並非如阿富汗軍事行動以推翻塔

利班政權為目標之一。美國雖不直接介入哥倫比亞內部事務，但仍關注拉丁

美洲境內以美國人士與美國利益為主的恐怖攻擊事件仍佔全世界類似事件

最高比例。615

而在可能的伊拉克軍事行動中，不同於阿富汗的塔利班政權，海珊擁有

強大的政府機器與規模較大、配備較佳的軍隊，同時可能擁有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內部反對勢力薄弱，加上阿拉伯世界氛圍對入侵行動反對聲浪極大，

使海珊勢必成為遠較塔利班政權更為難纏的敵人。616

確認不同案例間的差異，是執行全面反恐軍事行動的成功要素之一，並

非所有衝突與失序狀態軍來自於反美激進主義。前中情局官員文森‧坎尼史

塔洛（Vincent Cannistraro）針對後阿富汗軍事行動曾表示，美國確實已注意

到喬治亞共和國與車臣兩國接壤的潘吉斯峽谷（Pankisi）極可能藏匿自阿富

汗逃竄的基地組織成員，但類似恐怖份子或與基地組織相關這類理由，欲尋

求峽谷地區眾多支持車臣或反喬志亞武裝團體的支持，仍相當牽強，且幾無

說服力。潘吉斯峽谷將是美國反恐戰爭停滯不前的典型案例。掃蕩基地組織

及其支持者是一件事，但面對該區零星武裝團體又是另一件事，其最大差異

將是找出敵人抑或製造新的敵人。617

對此，學者柯賓認為，由於現階段無法排除恐怖份子在未來繼續尋求來

                                                 
615 Anthony Cordesman, The Broader War on Terrorism: After the “Victory” in Afghanista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7th, 2001,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11227_cord[1].pdf.  
616 Marcus Corbin, Ibid. 
617 Vincent M. Cannistraro, “The War on Terror Enters Phase 2”, The New York Times, Mat 2nd, 2002, 
http://www.criminology.fsu.edu/transcrime/articles/The%20War%20on%20Terror%20Enters%20Phase
%2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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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的積極支持，也或許恐怖份子只是在失能國家或衝突地區的無政府狀

態下，找到可以利用或躲藏的管道。但在推翻敵國政府或協助非敵對政府防

止全國、局部地區陷入失控情況時，美軍仍有相當吃重的角色。也因此，美

軍應嚴格篩選所參與的軍事行動，俾結束可能為恐怖組織利用的特定衝突。
618

六、阿富汗軍事行動後續效應 

雖然聯軍已經成功摧毀一個曾經包庇恐怖份子的政權，但長期而言，要

使該國不再成為恐怖份子基地的目標仍否達成，仍在未定之數。在美軍持續

追緝基地組織成員之際，甫成立之阿富汗新政府自美國所獲援助極微，加上

該國未能迅速重建法律或穩定的中央政府，以及該國隨當政者轉移的政治情

勢，在在使得國家前景並不樂觀。長期目標顯然依賴國家重建方能獲得，但

小布希政府明顯將重建置於軍事與財政目標之後。619

而美軍在阿富汗軍事行動與不民主、具戰爭傾向、威權體系的區域盟邦

相合作政策，是否會招致不利的政治後果，仍未可知，但其可能引發的效應，

是成是敗，都可能改變美國的宏觀外交政策：620

（一）對俄羅斯在車臣的血腥戰爭視若無睹； 

（二）加強與烏茲別克的合作，但該國正在鎮壓反對勢力，並囚禁為數眾多

的伊斯蘭教徒；621

（三）進一步與巴基斯坦穆夏拉夫（Musharraf）政府合作，穆夏拉負已完

成國內主要政治派系的重新結盟，以對抗國內幾近伊斯蘭派系； 

（四）與波斯灣地區專制政府加強合作； 

（五）積極參與協助菲國處理境內伊斯蘭團體叛亂，甚至部署美軍協力進行

戰鬥； 

（六）在哥倫比亞展開新一波反毒戰爭，並擴大美軍援助與參與。 

      而在九一一事件中看見美國脆弱性的外國領袖或團體，再與美軍在阿富

汗軍事行動展現的攻擊力相對照，其若有意對美國進行類似的災難性攻擊，

選擇類似九一一事件的不對稱攻擊計畫，可能性將遠高於必須承擔報復、死

                                                 
618 Marcus Corbin, Ibid. 
619 Marcus Corbin, Ibid. 
620 Marcus Corbin, Ibid. 
621 Steven Mufson, “Foreign Policy’s Pivotal Movement: From Chechnya to China, US Sees relations 
in a New Ligh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7t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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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政治與軍事風險之彈道飛彈策略。622

七、對未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海外軍事行動之意涵 

       對於阿富汗軍事行動的最後觀察，也及於未來美軍進行海外軍事行動的

任務內涵。學者柯賓就認為，即便對美軍而言，每一次的海外軍事行動幾乎

是上一次戰爭的教訓，下一次任務也未必得循阿富汗軍事行動模式，但他評

估仍未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海外軍事行動可能包含任務如下：623

（一）非戰鬥人員的撤離或是保護行動（NEO）； 

（二）對恐怖份子進行特種作戰部隊的遠程突襲； 

（三）對恐怖份子展開長程空中攻擊； 

（四）為建立區域安全而採取的干預行動（如維和任務、情勢穩定任務與反

叛亂行動）； 

（五）進行空中轟炸威嚇支持恐怖主義的政府； 

（六）推翻入侵他國或支持反美武力、恐怖主義的政府； 

（七）運用情報作戰找出可供打擊的恐怖份子目標； 

（八）發起人道救援行動，獲得國際輿論支持； 

（九）與外國軍隊建立演訓等合作關係； 

（十）實施國土防衛任務； 

（十一）國土遭襲擊之緊急處置。 

      以上各項均可納入未來宏觀反恐軍事行動範疇，其中已有數項在阿富汗

軍事行動中獲得實踐，但其他行動也同樣需要受到技術與配備支援。 

 

 

                                                 
622 Marcus Corbin, Ibid. 
623 Marcus Corbin,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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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九一一事件效應之二 

小布希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於戰略意涵之思考 

第一節  國內權力結構之變化 

 

  若從體系分析途徑切入，本文已就各次恐怖攻擊活動（特別是各該時期指標

性經驗）對歷任美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演進進行探討，本章節則以各

該對策作為「輸出」，觀察相關對策對事件本身與國內外之衝擊的「回饋」。 

  在國內權力結構部分，九一一事件如同催化劑，當各股利益、權力競相爭奪

總統於因應恐怖主義對策的注意力之時，美國的兩黨政治、軍文關係乃至於執政

黨共和黨內部對外交政策的觀點，均出現了微妙反應。 

 

 

壹、決策過程中的權力角力 

        美國憲法第二條明訂總統為條約的主要協商者、國家外交的總代表。624 
一九三六年，美國最高法院則進一步定義總統的外交權利是「完全的」「排

他的」（plenary and exclusive）。625

過往美國總統在外交決策出現爭議，最主要的挑戰來自於國會。包括杜

魯門總統（Harry S. Truman）不承認中國／中共的決策、艾森豪總統（Dwight 
Eisenhower）反對英法以三國入侵蘇伊士運河、甘迺迪總統（Jihn F. Kennedy）
授權中央情報局支援古巴猪邏灣（Bay of Pigs）入侵事件、福特總統（Gerald 
R. Ford）同意中央情報局軍援安哥拉反共派系、卡特總統（Jimmy E. Carter）
杯葛一九八０年莫斯科奧運時，均曾遭遇國會反對。然此等情形雖未即時反

映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國會與美國總統之間的互動，但隨著事件熱度淡去，國

會期中選舉之到來，國會與總統於外交決策之分歧也逐漸浮上了檯面。626

而除總統與國會的權力關係，特定權力因素於外交政策決定過程之消長

也相當重要。總統權力除來自憲法所賦予的權威之外，其必須靠說服技巧以

                                                 
624 At http://usinfo.org/chinese_cd/living_doc/BIG5/constitution.htm 
625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頁 15。 
62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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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影響力；官僚政治與組織問題經常會決定總統的選擇，總統己身個性、

背景也可解釋或預測其可能表現。特別是總統本人對其投入政治生涯的態度

是主動或被動、其對世界觀的看法為正面或負面，均會對決策過程形成不同

的愛好傾向。在過往，威爾遜總統（Woodrew Wilson）習於自己掌握決策，

拒幕僚於外；小羅斯福總統（Franklin D. Rooservelt）則傾向非正式諮詢廣

大顧問群，而讓官僚體系不快；甘迺迪總統與詹森總統鼓勵幕僚辯論以獲致

決策選項。故學者史東（Robert A. Strong）認為，包括總統的權力取得、過

程及其個性等三個研究角度，均可在歷任總統選擇外交工具的個案提供極微

貼近的分析架構。627

而觀察小布希政府於九一一事件後對外關係決策，以國務卿鮑威爾與國

防部長倫斯斐為主。鮑威爾主張建立、維持反恐怖主義的國際聯盟，並縮小

軍事打擊面，對是否應公開將塔利班政權列為打擊對象，持保留態度，並認

為應與伊朗改善關係。鮑威爾在一九九一年波斯灣戰爭期間，即主張應以武

力之外的手段為主。鮑威爾並建議小布希總統，以行動「campaign」取代「戰

爭」（war）。但國防部副部長伍茲維茨則建議美國應擴大打擊面，其目標除

基地組織，亦應包括伊拉克與塔利班政權，伍茲維茨並認為反恐聯盟國際成

員各有目的，不能使其掣肘美國行動。伍茲維茨與鮑威爾在一九九一年波斯

灣戰爭即對是否推翻海珊政權有不同意見。而鮑威爾在其意見居於上風後，

於阿富汗軍事行動後積極訪問巴基斯坦與印度，不僅商討後塔利班政權的阿

富汗局勢，也有意斡旋印巴二國勿因喀什米爾問題而削弱國際反恐陣營的團

結。628

    副總統錢尼在九一一事件後幾乎同時肩起小布希總統戰爭部長、外交

官、政治顧問之角色，他除建議成立國土安全署，俾即時因應並統籌各單位

在攻擊事件後之業務，也與國防部長倫斯斐在美國執行阿富汗軍事行動前到

訪阿富汗鄰近國家建構區域友邦支持網絡。629 錢尼在後續決策過程中主要

扮演協調、折衷的角色，特別是調和鴿派與鷹派之間的意見。相較於當時小

布希決策團隊的其他成員，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Post）資深特派員薩蒙

（Bill Sammon）就認為，錢尼較鮑威爾更有認知架構，也不會像伍茲維茨

有過多的教條意識型態。錢尼在九一一事件後謹守不與總統共同出席同一公

共場合的原則，且分處不同地點辦公，以視訊方式參與每日國家安全會議，

以確保正、副總統不致同時遭受安全威脅。630

                                                 
627 Robert A. Strong, Decisions and Dilemmas: Case Studies in Presidential Foreign Policy Making, 
(NJ: Eaglewood Cliffs, 1992,) pp. 10-13; Michael Hunt, Crisis in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26-427. 
628 Patrick E. Tyler, “Powell Suggests Role for Taliba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th, 2001. 
629 Eric Schmitt, “For Cheney, a Low Profile and a Major Rol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th, 2001. 
630 Bill Sammon, “Cheney Limits Joint Apearances with Bush”,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13th, 2001; 
Judy Keen, “Though Out of Sight, Cheney Keeps Busy”, USA Today, October 11th, 2001,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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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長倫斯斐與過去幾任部長相較，則屬於相對具有實權的部長，這

種關係主要墊基於過去倫斯斐在共和黨政府任職與共事基礎之上。倫斯斐大

力主張軍事事務革命、飛彈防禦體系、並對中國態度強硬。相較於鮑威爾時

期，倫斯斐傾向親自參與國防部新聞簡報，即便個人不喜長途飛行習慣，仍

在美軍即將執行阿富汗軍事行動前，親自造訪沙烏地阿拉伯、阿曼、埃及、

烏茲別克、土耳其等國爭取當地盟友提供必要支持。在軍事行動期間，倫斯

斐與參謀首長聯席會議主席麥爾斯（Richard B. Myers）每日在五角大廈透

過視訊系統，與位於佛羅里達州的中央指揮部法蘭克將軍（Tommy R. 
Franks）共同研議戰略與戰術目標。小布希總統極少介入這項討論過程，而

對合議結果，倫斯斐本人也極少予以否決。631

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卿、國防部長的關係，決定國家安全顧問在歷任政

府能扮演之角色與發揮空間。國家安全顧問被期待成為國家安全決策過程的

經營者、提供總統獨立的政策建議、各項情報與資訊的整合協調者、政策執

行工作的監督者、危機處理者、政府決策的裁定者、政策形成者等。第一類

型的國家安全顧問，全然接受國務卿與國防部長在國家安全決策上所扮演的

領導角色；第二類型的國家安全顧問則凌越國務卿與國防部長，例如季辛

吉、布里辛斯基等；第三類行的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卿、國防部長大致權

利平行，在國家安全決策形成三足鼎立。632

學界曾提出，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幕僚團隊運作情形，依結構、程序、

人際關係，可組成複雜的決策模式。在結構上，成員的排他性或包容性，將

決定危機處理團隊的規模。在程序上，依議程設定、議題選擇、消息釋出與

戰術運用，將影響決策方向之發展。在人際關係上，幕僚成員或用威脅（辭

職、人身攻擊）、尋求盟友增加籌碼、合理化己方提案、直接訴諸民情支持，

以促成決議產出。633 但此類觀察角度，雖相當貼近尼克森時期國家安全顧

問季辛吉、卡特時期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等人運作方式，卻不必然適用

小布希政府的安全幕僚團隊。634

小布希總統對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的定位，傾向信

任她的判斷，但各界對於萊斯的特質是否能使其像季辛吉、布里辛斯基、史

考克羅（Brent Scowcroft）等人具有決策關鍵主導能力，在九一一事件當時

多持保留看法。635 特別是當時決策團隊內，國務卿鮑威爾、國防部長倫斯

                                                 
631 Eric Scumitt, “Seeking a Blend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th, 2001. 
632 Christopher C. Shoemaker, THE NSC Staff,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22-23 
633 Jean A. Garrison, Games Advisors Play: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and Carter Administration, 
(Texa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7-28. 
634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頁 19。 
635 Steven Mufson, “War Cabinet: Veterans on Familiar Ground”,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st, 2001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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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於國家安全事務的經驗均勝於萊斯，使萊斯較為偏向前述第一類型國家安

全顧問，亦即扮演一位稱職的國家安全決策過程經營者、整合並協調各項情

報與資訊，但她無法與國務卿、國防部長三足鼎立，也難以就國務卿、國防

部長意見進行整合。636

 

 

貳、兩黨勢力之消長 

    以下則就兩黨政治於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產出

所扮演之角色，與對策回饋對兩黨勢力之消長進行討論。 

一、共和黨內國會與總統間的權力互動 

九一一事件當時，共和黨為眾議院的多數黨，現任總統小布希亦為共和

黨籍，民主黨則自二００一年五月由參議院的少數黨成為多數黨。 

美國政府於九一一事件的對策產出，若區分為提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戰

略、制訂反恐法律、設立反恐專責機構、發佈反恐行政命令等四項，則在美

國憲法的架構下，小布希總統共主導「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戰略」、「設立反恐

專責機構」、「發佈反恐行政命令」等三項權力，並旁及「制訂反恐法律」；

而國會則主導「制訂反恐法律」，並部分主導「設立反恐專責機構」。 

      在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戰略部分，九一一事件是美國從未經歷過的災難，

國家籠罩在慌亂之餘，掌有行政權與部分立法權的共和黨有責任立即提出因

應，而負責履行職責並執行是項權力者即是共和黨領袖小布希總統。小布希

總統出席二００一年九月二十日國會兩院聯席會議，並對國會與全體國民發

表公開演說，演說除闡明九一一事件的性質、分析其原因、宣布政府的反制

措施與打擊目標。最重要的是，小布希總統經由這場演說，將九一一事件明

確定義為敵人對美國所進行的「戰爭行為」，至此，九一一事件為行政、立

法、全國輿論定位為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自由制度的戰爭，也定下此後美國

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的基調。637

      在制訂反恐法律部分，如何因應九一一事件與國際恐怖主義持續的威

脅，是國會與總統首要的立法課題。第一０七屆國會與總統在九一一事件後

的一年制訂多向反恐專法，也在其他法律規定了反恐內容，幾項重要的立法

                                                 
636 林正義，〈美國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危機處理〉，頁 20。 
637 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之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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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二００一年授權使用武力的兩院聯合決議、二００一年緊急撥款法案、

二００一年美國愛國者法與二００二年國土安全部法等。從法律制訂過程以

觀，小布希總統經由提供立法建議、法律草案而參與了立法過程，眾議院共

和黨黨團則發揮了主要決策作用，使法案順利通過。對共和黨領袖小布希總

統而言，其意欲透過反恐專法的制訂，取得最大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權

力，然對國會共和黨而言，其卻不能不對權力的移動審慎以對：既要給予黨

籍總統必要的反恐權力，也必須維護國會與總統兼的權力平衡、行政部門反

恐權力與人民自由權利的平衡。638

      這項掙扎首度反映在國會二００一年九月十四日所通過的授權使用武

力聯合決議。白宮請求國會從速制定此決議，並提議該決議應宣佈國會支持

總統「動用一切必要和適當的力量」，以阻止和預防今後對美國的一切恐怖

行動和侵略。然而許多共和黨議員發現白宮要求的署名空白紙不妥，這使得

一九六四年國會通過東京灣決議（Tongking Gulf Resolution）因對總統過多

授權、竟成為詹森總統和尼克森總統用以執行越戰的法律根據的不快記憶再

起，因此接受參議院民主黨的主張：該決議既賦予總統必要的 權力應對九

一一事件，但不能成為總統不受限制的權力支票。最後，國會兩院通過的「使

用武力決議」只授權總統「對經認定為策劃、授權、實施或協助九一一事件

的國家、組織或個人或窩藏此種組織或個人者，動用一切必要和適當的力量

予以還擊。」換言之，國會共和黨並沒有同意黨籍總統所提出長期不受限制

的反恐權力要求。639

      國會對於總統權力的制衡，明顯呈現在預算法案的審查。儘管事後許多

觀察家與研究者均認為國會在九一一事件後，於二００一年緊急撥款法案展

現對小布希總統的高度支持，但國會共和黨與小布希總統對金額、用途各有

主張。總統為控制財政赤字，僅要求四百億美元，國會共和黨卻認為四百億

美元不夠，來自紐約州的國會共和黨議員們強烈要求該州應有二百億美元預

算用以災後重建。小布希總統一度宣稱國會通過的法案若突破其所承諾的數

額，他將動用憲法賦予總統的否決權，且同意給紐約州中小企業和失業工人

增加補助和貸款。國會共和黨才同意將第一批應對九一一事件緊急撥款數額

定為四百億美元。但對小總統希望尤其決定如何因應緊急撥款，國會共和黨

卻只同意總統得立即動用其中二百億美元，另有二百億美元應由國會在二０

０二財政年度決定其用途。640

     美國愛國者法是第一０七屆國會與小布希總統所制定的各項反恐專法

爭議最大的一項。司法部於二００一年九月十九日提出草案，該草案為聯邦

                                                 
638 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三節之記述。 
639 CQ Weekly, September 22nd , 2001, pp. 2226-2227 
640 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一節之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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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於條文中主張一系列前所未有的偵察權，以對付恐怖主義利用電子

和數位技術遂行恐怖活動的新趨勢。該草案引起人權團體嚴重批評，認其嚴

重破壞美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所保障的個人不受無理搜查和拘押的權利。國

會兩黨議員也多表態難以概受。但值得注意的是，參議院在多數黨即民主黨

領導下很快通過司法部版草案，眾議院的多數黨共和黨卻表示反對，並在十

月三日由司法委員會主導通過國會共和黨版法案，該法案對司法部版草案多

所限縮。這表示即便屬同一政黨，且在以往國家遭受重大災難事件國會與行

政部門同步的傳統下，國會共和黨仍傾向保有獨立思考、行動的能力，並不

全然接受同黨籍政府的主張。眾議院多數黨／共和黨領袖阿梅（Richard K. 
Armey）即表態支持司法委員會的決定。641

      小布希總統及其決策團隊對眾議院通過其國會黨版法案乙事相當不

滿，司法部與聯邦調查局部門不斷強調國內將有新一波恐怖攻擊，而國會炭

疽熱事件也在此時發生，身為眾議院共和黨最高領袖的眾議院議長哈斯特爾

特（J. Dennis Hastert）出面為黨籍政府背書，並強調黨籍政府有必要獲得完

整的反恐權力，遂說服司法委員會主席森森布倫納（F.James Sensenbrenner 
Jr.）修正黨版法案，最後兩院所通過的美國愛國者法大抵滿足政府的要求，

但設有落日條款（sunset clause）。總體看來，眾議院共和黨在制定美國愛國

者法的過程雖然仍同意政府所要求的多項反恐權力，但在其堅持下，法案仍

對這些權力施加不少 限制，並且規定了失效期。這是眾議院共和黨在平衡

政府急迫的反恐權力需求與堅決維護公民自由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貢獻。642

二００二年國土安全部法是繼二００一年美國愛國者法另一項引起極大爭

議的反恐法律。由於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外交與國家安全戰略形成挑戰，同時

也警示了美國既有組織結構因應國家緊急事故的不足，小布希總統雖於二０

０一年十月以行政命令先行設置國土安全辦公室，但其仍缺乏足夠權力以協

調聯邦政府內部所有反恐工字。國會參議院民主黨率先提出立即增設內閣級

專責部門的主張，小布希總統一度拒絕這項提議，並認為總統辦公室內部專

責單位即可因應相關事宜。最後由民主黨參議員利伯曼（Joseph I. 
Lieberman）和共和黨眾議員索恩伯里（William M. Thornberry）於二００二

年五月二日分別向參議院提出二四五二號參議院法案、於眾議院提出四六六

０號眾議院法案，主張組建內閣級國土安全部，在此一過程中，陷於被動的

小布希總統為重掌主導過程，遂於二００二年六月八日向國會提交國土安全

部立法建議。而小布希總統所提出的立法草案也確實比上述參眾議員自提版

本更加宏觀且全面性，除了滿足國會所提出的設立內閣級國土安全部、國土

安全部長對國會負有說明責任、將若干聯邦單位劃歸國土安全部之外，並賦

                                                 
641 CQ Weekly, October 6th, 2001, p. 2328 
642 CQ Weekly, October 7th, 2001, p.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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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該部在人事、工資等方面相當的靈活性。643

依據憲法，發佈行政命令的權力屬於總統。小布希總統於九一一事件後頒

佈行政命令設立白宮國土安全室，另於同年十一月十三日發佈將使外國籍恐

怖分子適用美國軍事法庭審判的行政命令，後者亦引發相當爭議。即便在共

和黨內部，共和黨參議員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也在二００一年十一月

二十八日於紐約時報（New York Times）撰文批評小布希總統的作法：「即

使在戰爭期間，國會和法院仍然承擔著關鍵職責以維護國家安全與公民權利

之間的適當平衡。」部分共和黨眾議員甚至與民主黨眾議員於十一月二十七

日共同提案，要求國會決議停止支付軍事法庭任何經費。最後國會並未阻卻

小布希總統的行政命令，其理由是：國會仍在觀察，當前反恐戰爭的情勢是

否需要如此極端的行政措施。644

二、國會內部共和黨與民主黨之權力互動 

    在一０七屆國會中，共和黨是多數黨，但兩院共和黨地位卻有相當差

異，眾議院共和黨握有該院四三五席中的二二一席，主導該院的立法權；參

議院共和黨原與民主黨維持五十席對五十席的實力，加以參議院議長兼副總

統錢尼，實力應較民主黨之上，但共和黨參議員傑佛茲（James M.Jeffords）
於二００一年五月宣布退出共和黨並加入民主黨團運作，致使參議院共和黨

成為少數黨，無法主導立法權，故此一時期真正擁有立法實力者為眾議院共

和黨。

在九一一事件後，眾議院共和黨普遍同意應全力支持黨籍政府，但在反恐

專法的立法過程卻出現歧見。幾項與眾議員本身選區利益相關的爭議，包括

眾議院交通委員會主席董永（Don Young）出面反對國土安全部納編海岸巡

防隊，原因是該委員會將失去對海岸巡防隊的監督權，從而使其無法為選區

爭取利益。645

也因此，如研究者認為眾議院共和黨得藉由擬定部分反恐法案，並領導眾

議院全院審議、修正、通過此等法案以分享部分執政權，那麼參議院共和黨

僅能對民主黨提出批評或反對，並原則追隨黨籍總統與眾議院共和黨的主

張。但事實上，在九一一事件後，參議院共和黨對黨籍政府的支持遠較於眾

議院共和黨為高，也未曾出現類似上述董永因個人選區利益否決黨籍總統因

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主張的情形。即便參議員斯佩克特曾反對小布希政府所

提反恐措施，但其僅基於總統並未在憲法架構下對國會做出應有尊重，卻從

未對內容反對相關措施。而參議院少數黨領袖羅特（Trent Lott）更幾乎是無

                                                 
643 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三節之記述；CQ Weekly, June 8th, 2002, pp. 1498-1499 
644 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三節之記述；CQ Weekly, December 1st , 2001, p2821, p. 2823. 
645 CQ Weekly, January 5th, 2001,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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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支持小布希總統全部的反恐計畫與政策。

       因而，參眾二院共和黨實質上相互獨立，各自自主行使權力。在一０七

屆國會任內，兩黨共和黨領袖雖因共和黨議程與政策進行密集協商，但在政

策上，有時為共和黨大局而殊途同歸，有時又出於己身利益而相左，其中後

者參議院共和黨與黨籍政府立場較近，眾議院共和黨較容易出現分歧表現。

    而在民主黨部分，參議院民主黨是多數黨，因此領有該院立法權，兩院

民主黨之間與兩院共和黨之間的關係完全相同，亦即各自獨立決策，但其權

力受國會生態所致，強弱正好對比。

    但即便參議院民主黨在二００一年五月因為共和黨參議員傑佛茲退黨

並加入民主黨團運作，晉升為多數黨地位，但苦於二席之差，參議院民主黨

領袖達施勒（Thomas A. Daschle）在本黨政策溝通上極為謙和，並全力滿足

個別黨籍議員的需求，俾在法案審議時獲得全體支持。在九一一事件後參議

院審議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時，達施勒個人領導特質展現相當影響力，於

審議二００二年國土安全部法的過程。由於共和黨同時掌有行政權與眾議院

主導權，使得民主黨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因應顯得相對被動、弱勢，無法獲得

選民深刻印象。但達施勒不同於眾議院共和黨強勢領導法案走向，使相關審

議權限由該院政府事務委員會全權主導，這使得參議院相對理性審議政府的

法案需求。達施勒並公開呼籲全體民主黨參議員於大院審議過程時盡可能給

予同意票，此舉也成功避免了執政黨刻意營造或強調民主黨在國家危難之際

反對黨的形象。646

    但值得一提的是，參眾二院於二００一年九月十四日通過授權動武聯合

決議，民主黨眾議員李（Barbara Lee）投下該院唯一反對票；而在兩院於十

月二十五日審議美國愛國者法，也僅有民主黨參議員費恩戈爾德（Russell D. 
Feingold）投下該院唯一反對票。此舉並非彰顯民主黨的反對黨角色，其價

值在於即便是舉國共同關注的的反恐議題，民主黨仍然有議員可以頂住壓

力，行使憲法所附予對政府政策的反對權，而此之前，兩院兩黨均有議員對

小布希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有諸多意見，僅有李與費恩戈爾德對授權

使用武力聯合決議案及美國愛國者法投下反對票，此舉驗證了學界對美國國

會議員獨立性的觀察；另一項觀察重點則在於一旦兩院多數黨領袖均表態全

力支持政府政策時，對於政府政策的客觀審議與反對重任只能落在個別議員

肩上。647

                                                 
646 CQ Weekly, January 5th, 2001, p. 57 
647 Roger H. Davidson and Walter J. Oleszek, “Congress And Its Members”, CQ Press, 2002, p.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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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０七屆國會中，參議院民主黨的難題在於：國人等待總統和國會迅

速擊退恐怖活動；共和黨總統因接連提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措施而支持度大

昇；眾議院多數黨明確表示將為總統政策護航；參議院共和黨也隨時可能運

用其四十九席實力與多數黨交鋒，以迫使該院多數黨與總統妥協。參議院民

主黨在政治實力的現實下，不可能與三面圍攻的共和黨政面交戰，但其又必

須在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上展現特色，否則也難以獲得政治加分，故而參

議院民主黨領袖達施勒採取如下戰略，與共和黨籍總統合作，伺機提出民主

黨對策。其帶領參議院通過授權動武聯合決議，以表明民主黨才是對國家安

危負責的執政黨；而在審議美國愛國者法案的過程中，民主黨領導的參議院

甚至比共和黨領導的眾議院更積極靠攏共和黨政府的政策，充分體現兩黨一

致精神。但在二００一年緊急撥款法案，民主黨則不顧小布希總統的否決威

脅，仍提撥八十三億美元用以國內安全用途。648

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二００二年國土安全法審議過程，民主黨在國土安

全部雇員權利、聯邦航空管理局與海岸巡防隊的組織編制堅守立場，一度延

遲法案審議過程達二個月之久，但該年期中選舉反映了多數選民肯定共和黨

儘速組建國土安全部的主張，在共和黨政府做出修改法案內容的部分退讓，

民主黨也在選後更改立場，國土安全法遂而在該年年底獲得通過。649  

該法的審議過程，或許被視為共和黨最終在國會兩黨角力過程中取得上

風，但若從政策內容以觀，其實民主黨在最後成型的國土安全部法取得實質

勝利。由於參議院民主黨率先提出籌組跨部會反恐專責單位的提案，促使小

布希政府必須提出國土安全部法；其次，共和黨在國土安全部雇員權利的讓

步，也保護美國勞工不在九一一事件後因「國家安全」需求而被迫犧牲勞動

者權益；最後，國土安全部架構大抵符合民主黨最初要求。650

三、共和黨勢力版圖的增加 

小布希總統本人在九一一事件後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的產出，使自身

政治利益看漲，連帶牽動共和黨的政治實力。九一一事件前，由於二０００

年大選的得票爭議，一度使小布希總統個人聲望受到壓抑，甚至在九一一事

件當時，仍有媒體對於小布希總統於事件當時的第一反應略作文章。651 九
一一事件給了小布希總統改變輿論形象的契機，而小布希政府對相關對策的

主導，也在九一一事件後的一年間，成功獲得大多數國人的信任。652

                                                 
648 CQ Weekly, December 22nd, 2001, p. 3029 
649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3th, 2002, A7;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4th, 2002, A1 
650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3th, 2002, A7 
651 參見本文第四章第二節之記述。 
652 〈九一一如何改變美國國內的政治版圖〉，《華盛頓觀察》, 二００二年第二期，二００二年

十月九日，資料來源：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printfriendly.cfm?documentid=3&charid=2 

 1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回顧美國歷史，每逢危機時刻，美國人民多展現出其對總統的全力支

持，最明顯的例子包括美國人民於南北內戰期間對林肯總統的支持、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對小羅斯福總統的支持，由於美國在危機過程中，團結且一致對

外是美國人民的第一政治反應，這使得反對黨在說服輿論與國會的挑戰、與

對總統政策的合理抗衡遠較平時困難許多。美國人民的慣性反應，不僅有助

於小布希提高個人聲望，也為白宮大幅度增強領導此一時期政策走向的資源

與實力，甚至擴張白宮應有權限，民主黨制衡共和黨的力量大大減弱，一度

使學界憂心憲法架構下的權力分立極可能失衡。 

    此一政治現實某種程度也帶動了共和黨在美國東北部的影響力。在一九

九四年全國大選後，南方地區的政治勢力主導了共和黨內政治傾向，國會領

袖與主要聲音均來自南部各州代表。而在九一一事件後，因應國際恐怖主義

對策一躍成為國家政策主要課題，受創最重的東北部各州民意代表、地方政

府重要性也隨之增加，對於中央政府資源的主導與需求，使得共和黨有重返

該區政治結構的契機，類此角度的觀察，也在二００二年期中選舉獲得驗

證。653

 

 

參、美國軍文關係之轉換 

        在九一一事件前，美國軍文關係大致穩固，但在軍方專業與其他經常與

軍方互動的政府各部門間，仍存在著某些緊張關係。 

在柯林頓政府主政時期，最常出現的軍文關係齟齬，來自於政治領導人

與軍方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的不當關係。行政部門不願意直接面對軍方，軍方

也經常反對由文職政府選出或指派之政策草案。經常聽見的責難，諸如軍方

未能全心全力堅守支援政策目標的要求，例如維和任務所要求的有限武力，

反而從事一些常會造成政治後果並產生決定性效應的行為。654

小布希政府上任後，許多跡象顯示小布希正有意改善這種不平衡的狀

態，而軍方內部也出現了對改變的抗拒。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國防部長倫斯

斐即多次與參謀聯席會議主席就戰略觀點產生摩擦，特別是倫斯斐在制訂過

程中，經常忽視或根本跳過其他單位所給予之意見。而至後期，國會也加入

此一關於未來美國國家安全戰略與軍事架構、軍事革新的爭執。 

                                                 
653 同前註。 
654 烏里琪（Dr. Marybeth Peterson Ulrich），〈美國軍文關係的可能變化〉，約翰馬丁上校編，前揭

書，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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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的組成也間接造成了軍文關係的隔閡。美軍多年來以志願役士官兵

為主體的部隊，經歷了大幅裁軍與近來基地關閉潮，在在使得軍方及其所保

護的社會利益隔離。學者烏里琪即對此提出警訊，她認為美軍應注意自己是

一支「美國的」部隊，而非「獨立於美國社會之外的」部隊。而其他關於美

軍自外於社會的批評，也包括美國文人領導人欠缺軍事經驗，以致軍方領導

人輕視那些來自國會的監督，甚至認為相關指令還「不夠格」。另外，政治

上的黨派之爭，也漸漸滲入軍事結構，甚至日益嚴重，許多人開始憂心軍方

已失去其恪守政治中立的立場。655

軍方在國土安全事務所扮演的角色，也反應了軍文關係的緊張。在九一

一事件之前，美國軍方排斥將國土安全事務視為最優先的任務，而認為應由

警察部隊、甚或是國民兵擔綱，只有降低此等任務的優先順序，軍方才能專

注於本身的戰鬥角色，類此聲音尤以美國陸軍為主。而在此一層次所衍伸的

軍文互動問題，還包括了如何在不傷害民眾自由的情況下，在國內執行國土

安全任務，並在美國政府之間，作有效的責任劃分，俾能清楚區分文人與軍

方的角色來串連國土安全任務。656

九一一事件之後，過往規範許多軍方與文人間政策制訂關係的參數均已

改變，軍方預算也獲得某種程度的放寬，國會及行政部門展現了空前團結，

舉國共同關注國土安全與反恐戰爭，並肯認當下政策制訂的過程中，應嚴格

遵守軍事專業的傳統標準。 

小布希政府明確定位九一一事件形同戰爭事件，而在軍文關係的討論

上，於戰時，國家會傾向給予軍方強大的支援與權力，可是軍事領導人必須

提供專門與專業的諮詢；而此同時，政府必須抗拒要脅政策、對預算進行不

當之要求，或是不作創新思考的各種理由。657

因此對於軍事專業的限制有其必要，特別在預算面。由於反恐戰爭的經

費逐漸增多，但軍方領導人仍必須將國家利益至於單位利益之上。有些人極

可能受到當前環境的誘惑，而利用此一契機，支應其他不符合國家利益的開

支，例如承平時期，不受民眾、國人或行政部門所支援的軍種需求。而各軍

種領導人也不能因為過於關注於現行之需求，而忽略因應未來的革新。 

各軍種與國防部長在革新觀念上的歧見，雖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因議題優

先順序而暫時不被提起，但歧異依然存在。國防部長倫斯斐由於其個人強勢

領導的特質，加以反恐戰爭的需求，其地位更形穩固，這使得倫斯斐一度以

                                                 
655 同前註。 
656 同前註，頁 108。 
657 同前註，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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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衝突具有全球化的特質，而倡議修改聯合指揮計畫，希望成立中央指揮

機構，使之更能掌握、配合華府的意向。但此一主張，勢必再度引起各戰區

總司令與軍種之間的摩擦。658

從正面來看，美國社會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前所未有地關心國家安全事

務，軍方的高曝光率與軍方未來在這場冗長的戰爭中所持續扮演的吃重角

色，提供了軍方與美國社會再次緊密結合的契機。 

但九一一事件並沒有讓軍方立即將國土防衛納為首要任務，而是以海外

阿富汗軍事行動為重心。學者烏里琪便認為，去除了反恐戰爭的迫切性，軍

方仍有必要將焦點及資源投入緊急任務，俾隨時在執行海外作戰任務時，仍

能因應本土安全。659

學者塔克也認為，劃清軍、文人份際，並將軍、文人事務交由政府各種

不同部門處理，是美國民主制度的重要里程。即便美國遭逢大規模恐怖攻擊

事件的威脅正在持續增加，仍不應輕易放棄此一民主成果，除非沒有任何其

他手段足以因應此一恐怖攻擊威脅。未來可行的因應方案確實存在：例如國

防部可將其擁有之專業技能移轉至適當的非軍事機構，並由國會編列足夠預

算支應，以維持國土安全事務等。660

 

 

 

 

第二節  世界戰略地圖之重構 

 

九一一事件後，隨著阿富汗軍事行動的進行，全球各國與政治勢力都在持續

評估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對其所造成的影響，並計算這場戰爭所能提供的挑戰與

機會，以據此訂定因應戰略，繼而構成世界政治複雜的互動版圖。若從這個角度

出發，美國對基地組織的「全球反恐戰爭」將是未來世界戰略地圖重構的關鍵驅

動力：一種新型態的地緣政治衝突將取代傳統美、蘇超強對峙或全球競逐的時

                                                 
658 同前註，頁 110。 
659 同前註，頁 111。 
660 塔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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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661

  在此架構下，以民族國家為國際事務主要政治實體的趨勢將可能沒落，以國

家為主體的模式正面臨重大挑戰。暫不論小布希政府在反恐軍事行動與國家安全

議題上仍以國家框架做為決策思考主軸，對理想化民族國家的表面效忠，尤其是

在第三世界國家，已由「跨國運動組織」或「次國家運動組織」所取代。而新興

勢力受到恐怖主義的影響並加以運用，加上科技革命的推波助瀾，共同塑造了當

前國際事務的特色。662

  若以美國為軸心，劃定同心圓，研究者可以發現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觀點的國

際局勢大抵可被分為：第一層可與美國並肩作戰的盟國，以及戰事底定後，能繼

續提供和平維持部隊協助當地政府穩定秩序的國家；第二層是提供國內軍事基地

予聯軍使用，或同意聯軍可通過其領空進行軍事行動的周邊國家；第三層是與美

國進行情報分享與後勤支持、並可協助國際金融體系凍結恐怖份子海外資產的國

家。過往緊張的大國對抗關係被大國合作關係所取代，而美國於九一一事件後，

則以單邊、雙邊、多邊並舉之方式，追求其國家利益。663

  在過去一百五十年的國際政治史，「權力平衡」和「集體安全」兩大理論一

直是西方國家維持國際政治穩定與和平的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來，美國更是

奉行不渝，一方面維持與中、俄間的權力平衡；另一方面以聯合國、北約及和其

他雙邊、多邊的盟約關係，消除危機，保有和平。然而，恐怖活動無關乎強權間

的權力平衡，集體安全組織亦無法加以有效防阻。 

美國將反恐作為提升至全球位階，並在後期以「反恐」為名遂行全球戰略佈

局，使美國的軍事、外交勢力擴張至前所未有的境界，無論參與聯盟的國家其本

意在於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唾棄、受害國的報復、對基地組織等國際恐怖組織的防

患未然、抑或不願逆勢而行而消極配合，在在都牽動了區域的權力平衡。 

受篇幅限制，本文僅以阿富汗軍事行動為事件中心，就「持久自由行動」本

身與全球反恐聯盟對環繞阿富汗地區周邊區域穩定之影響進行觀察： 

  在美、「中」關係，小布希政府上任以來，始終強調「先安全後經貿，先亞

洲後歐洲，先中國威脅後其他」，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總統宣稱將以反恐怖主

義為其最優先的政策，中國威脅論似乎降至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之下。664

                                                 
661 史龍，〈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質〉，頁 64。 
662 同前註，頁 65。 
663 董立文，〈反恐戰爭第二年：美利堅霸權與全球新帝國〉，《新台灣總合周刊》，第四十五期，

民國九十一年九月五日，頁 48。 
664 向立綱，〈九一一驚爆事件之體認及對國際政治影響之研析〉，《立法院專題研究》，編號：

A00236，民國九十年十月二十二日，資料來源：http://www.ly.gov.tw/ly/04_library/0401_org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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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俄關係，俄羅斯在九一一事件後，於政治和軍事層面全力支援美國反恐

戰爭，推行明顯傾向於西方的基本戰略，是美國在全球反恐聯盟的重要收穫。美

國不再公開將俄羅斯視爲對抗關係，而改以反恐聯盟中的重要夥伴與朋友，小布

希政府甚至表示俄羅斯是美國可塑造與可結交的夥伴。而隨著美俄關係的變化，

俄羅斯對北約的立場也有了重大改變，不再是對立排斥態度，而主動要求融入北

約。665

  但即便美「中」、美俄關係在九一一事件後傾向友善互動，三方在中亞地區

的權力競逐仍因為美國阿富汗軍事行動及其後發展而白熱化。中亞的戰略利益對

中國而言愈形重要，一則以中亞地區油源豐富，也最靠近中國，中國已是石油淨

進口國，如能確保該線陸上石油供應暢通無阻，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大有助益；

其次，疆獨勢力如與中亞恐怖份子相互連結，對中國西部邊境的安全和穩定構成

嚴重威脅；中國正積極進行西部大開發，絕對需要穩定的周邊環境，中亞地區的

動盪不安或中國一旦失去對中亞的發言權，對國家整體發展戰略將帶來不利影

響。因此，當阿富汗軍事行動告一段落，美國經由重建行動繼續透過阿富汗對中

亞施展影響力，勢必對中共形成海陸夾擊。對美、「中」而言，中亞地區正是新

一波權力角逐重心。666

而為阿富汗軍事行動佈局，美國與中亞前蘇聯共和國交好，並透過經濟援助

等方式持續維持影響力，無疑直接侵蝕俄羅斯在此一區域的發言權，不被俄羅斯

所樂見。而美軍遂行打擊，流竄的塔利班舊部與基地組織殘餘勢力進入中亞各

國，惡化當地秩序，也直接對俄羅斯邊境安全形成威脅。可以肯定的是，在阿富

汗軍事行動結束後，美俄將在中亞地區展開大範圍、全方位的爭奪。對傳統的中

亞五國，俄羅斯將加大政治和軍事的控制力，俾能在最大限度地削弱和排擠美國

對這一地區的軍事影響。美俄也將在與阿富汗、巴基斯坦、印度和伊朗等國的關

係上展開新的較量，各方在阿富汗軍事行動後的權力競逐將比軍事行動期間更加

激烈、全面與持久，因為在全球反恐戰爭的框架下，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雖使美

國與俄羅斯等國緊密聯繫，致使雙邊關係中的矛盾被暫時擱置，但其固有利益衝

突仍然存在，都將隨著全球反恐戰爭的熱度消退成為新一波權力競爭的課題。667

  柯林頓總統主政時期曾言及南亞地區是「全球最危險的一個區域」，九一一

事件使美國的南亞戰略轉向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原印度、巴基斯坦之間的喀什米

爾、核武器、巴國軍事政變與人權記錄，一時之間不再是美方所關切的焦點，美

國在此處的軍事行動更嚴重擾動此一區域的權力平衡。巴基斯坦擁有三十枚戰術

核武，且持續發展核武計畫，美國對阿富汗進行軍事行動且與周邊國家進行結盟

                                                 
665 林正義，〈九一一事件與國際情勢的發展〉，資料來源：

http://www.mofa.gov.tw/public/Attachment/471415485671.doc 
666 同註六六四。 
667 楊運忠，「九一一事件對國際戰略態勢的深刻影響」。資料來源：

http://www.iapscass.cn/Bak/ddyt/020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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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作為巴國內部帶來政治震撼，巴基斯坦總統希望與美國改善關係而獲得經濟

援助與其他利益，美國也同意解除對巴國的經濟制裁，為巴國延償外債，並同意

協助巴國爭取國際貨幣基金組織及世銀的貸款，主要目的就是要為巴國總統穆夏

拉夫鞏固政權。但巴國政府內部卻有諸多意見，許多軍事領袖並不親美，一旦因

此造成內戰出現，軍方立場可能極度分歧，核武也將成為爭奪之物。美國的舉動

隨時可能造成巴國內部分裂惡化，甚至發生內亂，若因此造成政權易手，核武與

激進政權的結合，都將成為美國與全世界的惡夢。 

  而阿富汗原反對勢力「北方聯盟」因美國支持而順利推翻塔利班政權，為南

亞地區帶來另一個政治變數。北方聯盟與印度間有友好關係，而印度與巴基斯坦

長久關係緊張。對巴國而言，正因為印巴關係緊張，故保有一個願意受己扶持的

阿富汗政府對巴國利益極為重要，能讓巴國一旦與印度爆發軍事衝突時，能增加

其所需要的戰略深度，不致有後顧之憂。印度自然歡迎北方聯盟取代塔利班政

權，亦可同時阻絕從阿富汗境內源源不斷投入喀什米爾紛爭的反印度伊斯蘭份

子。如今，巴基斯坦對阿富汗的佈局因為阿富汗軍事行動而有變化，在阿、巴、

印三方關係上，已然向印度方向傾斜。美國當然注意到此種傾向，故極力透過與

印度及巴基斯坦的對話，鼓勵這兩個國家避免「大規模殺傷性武器」的擴散，要

求雙方在核武及飛彈計畫加以克制，不要展開軍備競賽。美國也要求印度及巴基

斯坦簽署及批准「全面禁止核試爆條約」。在阿富汗軍事行動期間與其後的重建

工作，美國為取得巴基斯坦的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也將在印度及巴基斯坦

之間，扮演更加介入與平衡的角色。 

  中國亦是南亞地區權力變化的關鍵因素。中國過去援助巴基斯坦抗衡印度，

也曾與美國在一九九八年發表南亞核武聯合聲明，但隨著美國與印度、巴基斯坦

分別改善關係，將受到美國、印度、巴基斯坦三國聯合對抗恐怖主義的壓力。另

一方面，隨著美國及印度關係的改善，尤其是美、印軍事的合作，中共的南疆勢

力將進一步受到牽制。若印度持續在經濟與軍事進步發展，將在南亞次大陸成為

主導的國家。若巴基斯坦政經發展失敗，更可能出現由印度主導的「印巴邦聯」，

甚至使印度勢力直接進入中亞地區。668

大抵而言，南亞戰略平衡上所具有的錯綜複雜及脆弱性質，已因美國的介入

而方興未艾。學界一直憂慮小布希政府對於阿富汗軍事行動的過於關注或對重建

工作的一意孤行，輕忽了這些權力要素對南亞地區可能造成的影響。無論如何，

南亞地區權力平衡的改變已在塔利班政權的消滅與萎縮而更加複雜。 

  小布希政府透過全球反恐戰爭的佈局，也在此時增加對東南亞地區的軍事介

入，其中打擊東南亞恐怖主義組織及伊斯蘭激進勢力是其工作重點。美國透過與

                                                 
668 沈明室，〈由『揚印抑巴』改為『重巴顧印』：美國南亞政策轉向〉，《新台灣總合周刊》，第四

十五期，民國九十一年九月五日，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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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律賓的「部隊到訪協議」（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舉行聯合軍事演習，

並投入一千名美軍協助菲律賓打擊阿布薩耶夫（Abu Sayyaf）組織。美國與印尼

在二００二年四月，在雅加達恢復軍事會談，商討反恐、打擊海盜事宜；小布希

政府亦對菲律賓、印尼增加經濟援助，改善與馬來西亞的關係。 

東南亞地區於此一時期在國際反恐合作上獲得重大進展。二００二年五月，

境內伊斯蘭勢力強大的印尼、馬來西亞，與菲律賓、泰國簽訂反恐協定，共同分

享情報、聯合反恐演習，並集體追擊恐怖活動。美國、泰國、新加坡的「金色眼

鏡蛇」（Cobra Gold）演習，加入反恐、平民救援等項目。東協內政部長會議也

同意設立特別反恐單位聯絡人，提供情報蒐集、炸彈偵察、機場安全等訓練。669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活動以反恐為主，除希望各國通過反恐法

案，也持續尋求更多可供美軍利用的基地或設施。東南亞國家隨著經濟復甦，有

增加國防預算的跡象，也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但是，在一些潛在的原有衝突上，

如印巴在喀什米爾的衝突、台海兩岸、南北韓關係的緩和上，卻沒有重大改善。

九一一事件雖使亞洲各國同時關切到恐怖主義等非傳統的安全議題，但美國對阿

富汗執行軍事行動，並未直接波及亞洲國家的政經發展。美國未因九一一事件與

阿富汗軍事行動減少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力，小布希政府也調整國防戰略，強調

因應各種危機的能力，而非因應單一特定之威脅。美國轉向因應準備突擊、意外、

不對稱作戰，並發展新的嚇阻概念，與此同時，中國也倡議新型安全觀，反對軍

事同盟的強化，但美國的亞太戰略及駐軍東亞，在此一時期仍是維繫東亞地區和

平最重要的一股力量。670

    而從長遠角度以觀，研究者可發現，歐洲地區在冷戰時期是美國全球戰略的

重點，後冷戰時期，美國亦以歐洲爲戰略重點構築全球軍事體系。小布希政府上

任後，在繼續加強歐洲力量的同時，也開始將全球軍事戰略重點由歐洲向亞太地

區轉移。美國全球戰略重點的東移，是其在新世紀維護超級大國地位的戰略性舉

措，九一一事件亦間接促成此一戰略的加速發展。美國政府之所以做出這樣此一

劃時代意義的戰略決策，並不是歐洲對美國而言已不重要，也不是美國不再重視

歐洲，而係歐洲地區對美國而言相對穩定且「可以放心」。 

亞太地區對美國重要性已然提升，此一區域不僅正崛起一個世界性軍事大

國—中國，與歐洲地區相比，美國對亞太地區的軍事控制力明顯不足。在九一一

事件前，美國只與日本、韓國和澳大利亞締結了單邊軍事同盟，而與大多數亞太

國家沒有條約式的軍事關係；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十萬駐軍主要集中在東北亞，東

南亞則是美國軍事存在的薄弱環節。 
                                                 
669 莫大華，〈美國全面確保亞太戰略目標〉，《新台灣總合周刊》，第四十五期，民國九十一年九

月五日，頁 50。 
670 林正義，〈九一一事件與中美台關係變化〉，二００二年九月二十四日，資料來源：

http://www.peaceforu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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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事件並未改變美國全球戰略重點東移的進程，卻對美國亞太戰略重點

産生了兩大影響。其一即是擴大亞太戰略區域，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國在全球

戰略佈局所提及的亞太地區，泛指東北亞、東亞、東南亞等西太平洋地區，九一

一事件後，美國戰略中亞太地區的範圍迅速擴大，不僅包括原西太平洋地區，更

納入南亞、中亞乃至中東地區。其二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略的重點轉移，九一一

事件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略重心置於東亞地區，其佈局重點在於防範中國；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亞太地區最現實、最緊迫的任務則是順利執行反恐軍事行

動，並藉此實現在中亞地區的戰略企圖。671

 

 

 

 

第三節  未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困境 

 

壹、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的打擊重點 

  誠如本文第四章第二節提及，面對非國家行動者在九一一事件展現的能力及

其脫離固有國家疆界的靈活性，致使小布希政府最終仍回歸國家框架，使基地組

織與阿富汗塔利班政權相連結，繼而標定阿富汗軍事行動的具體打擊目標。但國

際恐怖主義並未在阿富汗塔利班政權瓦解後消跡，仍陸續發動數次大規模恐怖攻

擊事件，故而本文在檢視美國政府於九一一事件後對其國內外因應國際恐怖主義

對策均已完備，試圖在此觀察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未來所欲防制與可能打擊重

點。 

面對阿富汗軍事行動的成果，與緊接而來的下一波攻擊行動，學者拜鐸

（Stephen D. Biddle）認為，反恐戰爭是可以贏的，但重點應在於如何正確選擇

打擊目標及其因應戰略。亦即，真正的戰爭目標被置於國際恐怖主義的意識型

態，而不是恐怖組織或個人所採行的戰術。而為打敗這種意識型態，不僅在打擊

目標的設定上以軍事行動摧毀基地組織的實體作業，也要遂行理念的抗爭，才能

阻止成千上萬尚未在政治立場與美國對立的伊斯蘭教徒前仆後繼地加入恐怖行

                                                 
671 同註六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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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672

  不同於小布希總統在公開演說中對九一一事件即是一場針對美國的戰爭行

為之定位，拜鐸雖然也傾向以正式戰爭觀察這場全球反恐戰爭，但其觀點卻是：

九一一事件使美國經濟幾近衰退，如果國際間不能即時阻止一場長期、持續性的

大規模傷亡攻擊，那麼一次主要、持久及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很可能就會發生。若

從這個角度來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就趨近於一場正式戰爭的意涵，而不僅

僅止於一個打擊恐怖主義的個案。673

那麼，即便美軍順利完成阿富汗軍事行動，國際恐怖主義仍未消逝，重大恐

怖攻擊事件在世界各地持續發生，其對世人的震撼亦不亞於九一一事件。究竟什

麼是全球反恐戰爭真正的威脅？邪惡的本身？恐怖主義？「全球性恐怖主義」？

基地組織？亦或是奧薩瑪賓拉登？沒有一個答案能獲得全部認同，但其所造成的

含混卻可能造成重大的戰略後果。 

  對學者拜鐸而言，呼籲進行一場「對抗邪惡」的戰爭，僅止於一種口號，而

不具有任何的戰略意義。「恐怖主義」又比較像是一種戰術，而非實體敵人，以

此延伸，「向恐怖主義宣戰」就是「向戰術宣戰」，這樣的定義有可能偏離主題。

在恐怖主義一詞加上「全球性」並不會有任何幫助，全球化所造成的距離短化效

果，使任何一個恐怖份子都能輕易跨洲攻擊他們的目標。在這樣的概念下，「愛

爾蘭共和軍」（IRA）不攻擊美國本土，並不是因為他們無法抵達美國，也不是

他們無法在此建立據點，亦即「到達的能力」並不是問題，其欲遂行攻擊的「意

圖」才是。亦即，反恐戰爭所欲反制的對象，應指涉那些意圖造成美國人民大量

傷亡者。674

在這樣的概念下，奧薩瑪賓拉登與基地組織都符合這個意圖，但它們並不必

然等於最終的答案：基地組織可以在沒有奧薩瑪‧賓‧拉登的情況下繼續存在；

即便摧毀基地組織，其所代表的意識型態只要繼續存在，威脅仍然會以各種樣貌

繼續存在。那麼真正的威脅應該是基地組織的意識型態及其所產生的邪惡意圖，

缺乏該意識型態，任何一場攻擊事件甚或戰爭本身都無法產生類似九一一事件的

極大威脅。 

  基地組織其後的意識型態有兩點必須被注意：其一，它是一種激近的伊斯蘭

分離主義教義，基地組織希望保有一個純淨、嚴格的基本教義伊斯蘭世界，並且

將之與現代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毀滅性影響－相隔離。對基地組織而言，西

方理念對於此一信仰之落實具有很大的威脅，西方文化的本質既褻瀆了神明，也

                                                 
672 拜鐸（Dr. Stephen D. Biddle），〈戰爭目標及戰爭終結〉，約翰馬丁上校編，前揭書，頁 11-12。 
673 同前註，頁 12。 
674 同前註，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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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了人性。唯有毀滅西方理念與文化誘惑，才能使伊斯蘭世界全心侍奉真主。

在這樣的意識型態下，意味著要將所有西方國家軍隊逐出阿拉伯世界，最終使所

有伊斯蘭教徒不受西方世界影響，才能完整落實基地組織所奉行的意識型態。但

如此一來，將對依賴阿拉伯以及印尼石油的世界經濟形成一股嚴重的經濟危機，

也會對美國履行對以色列的長期承諾造成困難。即便美國最終放棄了阿拉伯世

界，也放棄了以色列，仍然不足以滿足基地組織所設定的教義邏輯。在當前全球

通訊、國際傳播以及文化融合不斷增長的世界，任一個社會均無法長久自外於外

界影響，基地組織意欲對伊斯蘭世界的嚴厲管控，就勢必與前述文化傳播途徑相

違背。因此，在此邏輯下，即便基地組織已落實其他所有目標，也無法任由伊斯

蘭思想與西方文化長期共存，無論西方國家採取何種作為，都將與基地組織相衝

突。唯有全世界軍奉行基地組織所期待的伊斯蘭教義，才可能達成長久安定並令

其滿意，但如此一來，西方國家也會對伊斯蘭教義產生反彈。675

  基地組織意識型態的第二個特質在於其以暴亂追求政治權力。宗教的本身從

來就不是問題，美國本土長期以來就有伊斯蘭教，但是一個結合激進教義與大規

模暴力的宗教就會產生安全威脅。基地組織視暴力為可接受及必須的，並且在施

行暴力時不會區分軍民目標。基地組織也不會寬宥消極接受其教義、卻不積極參

與戰鬥者，奧薩瑪賓拉登就曾公開呼籲其追隨者必須對西方世界展開武裝鬥爭。

這種理念的散布，即便只有極少數人追隨奉行，最終都將造成軍事對立的效果，

但西方國家所應關切的，不僅僅是基地組織的正式成員，而應注意這種意識型態

對伊斯蘭世界的滲透滋長。也因此，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最終目的，應聚焦在基

地組織其後的意識型態，其既非恐怖主義，也不止於基地組織。反恐戰爭的目標

不單是剷除基地組織的運作，更應防止它們經由現有成員向伊斯蘭世界傳播意識

型態。676

  而在這樣的想定下，未來全球反恐戰爭勢將持續，也不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或

是沙漠風暴作戰，使戰事在一個特定時間點－例如簽署和平協定或是宣布停火狀

態－結束。但研究者與決策人員仍然可以為全球反恐戰爭標示一個可予明辨的結

束狀態，也就是讓基地組織成員孤立隱藏而不敢現身、切斷其所有的群眾支持基

礎、斷絕其一切意圖透過政治力量建立願景之希望等等。如此一來，即便該組織

仍有漏網之魚進行零星行動，或不間斷地透過傳統方式進行恐怖攻擊，但其威脅

重大美國利益的力量已遭消滅。677

  而不同於拜鐸對以恐怖組織所欲彰顯的意識型態作為打擊目標之設定，學者

克蘭則傾向明確標定打擊範圍，且強調美國必須盡可能避免在伊斯蘭世界掀起全

面戰爭的印象。 

                                                 
675 同前註。 
676 同前註，頁 17。 
677 克蘭（Dr. Conrad C. Crane），〈小心出乎意料的後果〉，約翰馬丁上校編，前揭書，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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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阿富汗軍事行動的成就對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鼓舞，學者克蘭（Conrad 
C. Crane）再次強調曠日廢時的毀滅性軍事行動，特別是空中武力，會同時造成

盟邦與敵國的不快，最好的的方式是以壓倒性兵力，實施短期決戰，即使是需要

在戰區累積戰力亦復如此。美軍在阿富汗進行精準打擊，原本希望將附帶損害降

至最低，以獲得國際的支持。但從當時國際輿論觀之，可以發現想透過一場乾淨

俐落、外科手術式的戰爭獲得大眾支持與盟邦信心的設定相當困難，美軍有必要

認知世界的其他國家不會用相同的觀點與感受去看待一場轟炸行動。當美國領導

人醉心於媒體所顯示的攻擊精準性，其他國家卻也從同樣的媒體工具感受美國正

在威嚇另一個弱小國家。而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這些畫面遠比世貿大樓的倒塌

更令人同情。678

    而對美軍在阿富汗軍事行動依賴當地盟友作為地面作戰的主要分支，克蘭認

為，依賴當地部隊作戰，將減少美國在重塑戰後環境時的影響力，也容易增加日

後不利於目標國政治安定與軍事維和需求之條件。克蘭的憂慮在阿富汗軍事行動

後的重建工作獲得實證，北方聯盟在阿富汗軍事行動的吃重角色，使其在戰後放

膽要求在新政府扮演主要角色，但這樣的情況勢必為阿富汗境內多數民族普什圖

族（Pashtun）所反對，加以鄰進印、巴，乃至於中、蘇等區域強權的關切，致

使臨時政府在初期組成過程並不平順。679

  而對下一波攻擊行動可能成型，克蘭也提出警訊，無論美國對全球反恐戰爭

的佈局為何，若同時對伊斯蘭教多重國家目標展開攻擊，將可能造成一股美國對

全伊斯蘭世界宣戰的印象。美國執行反恐對策時，決策者必須謹記剷除或大幅消

滅恐怖份子的過程，與其對美國國家、國家利益的威脅關連性。軍事行動雖成功

消滅基地組織，卻種下未來類似組織興起的種子，這樣的效果仍然是功虧一簣。

一旦美國將反恐對策的執行標的擴大到所有恐怖組織，甚至是該組織所在的國

家、地域，將可能強化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不惜一切只為維持獨霸的想法。再者，

美國的領導人也應在執行反恐對策的過程中，同時評估與所謂阿拉伯「溫和派」

政權間的關係，在這些國家，多數政治主張受到壓抑，因而造就許多「恐怖份子」。

美國如果能在反恐的過程中，促進這些國家進行改革，可能會獲利良多。但若繼

續為了反恐目的而繼續給予這些國家支持，並維持現狀，則可能導致日後爆發革

命的危險，甚至促使恐怖份子的滋長。680

    克蘭同時反對部分人士主張美國應將反恐戰爭打擊標的擴大至中東以外的

非伊斯蘭恐怖團體，俾以避免美國正在對伊斯蘭世界發動戰爭的印象。克蘭認為

此一策略將導致這些組織或團體採行相同的大規模傷亡手段，甚至與基地組織串

                                                 
678 同前註，頁 28。 
679 同前註，頁 25。 
68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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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反而增加美國整體利益的威脅風險。681

  而對基地組織帶有的伊斯蘭激進教義色彩，與部分伊斯蘭世界國家可能成為

下一波全球反恐戰爭打擊對象，學者哈傑（Sami G. Hajjar）也有類似看法，他呼

籲，決策者必須以外交及謹慎的修辭，回應伊斯蘭激進份子呼籲其支持者「奮起

作戰」（Harb Mukaddasah）以對抗西方國家執行反恐軍事行動的訴求。如果反

恐戰爭帶給世人一種針對伊斯蘭教發動戰爭的印象，因而引發伊斯蘭教徒同仇敵

愾的心理，並對美國及其他支持反恐戰爭的國家發動「聖戰」（Jihad），那麼這

場反恐戰爭，無疑地將會導致失敗的命運。682

  故而哈傑認為，若能使軍事行動與政治宣傳限定在阿富汗、塔利班政權、基

地組織、與其他疑似參與恐怖主義的國家或團體，或許是避免引發廣大伊斯蘭世

界投入「奮起作戰」的一種方式。而利用其他國家力量－例如外交、經濟、資訊

－作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主要執行力量，也是避免引發「奮起作戰」的較佳

選項。683

  因此，以軍事行動直接打擊基地組織及其在阿富汗訓練基地，只是整體反恐

戰爭的最初階段。美國除應採取必要的行動，侷限奧薩瑪賓拉登與基地組織的訴

求，以終結其所謂「奮起作戰」的合法性，最終目的更應讓伊斯蘭世界相信美國

的軍事回應，是基於對犯罪行為的自衛。特別是讓更多的伊斯蘭世界神職人員

（mufti）也抱持類似觀點，將可在這場全球反恐戰爭達成美國利益。684

  而對此一議題相反方向的思考則是，決策者在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過程中，

是否應將國際恐怖主義視為一場戰爭。 

聯軍的空襲行動讓部分學界人士與決策者憂心，美國並非解決恐怖主義，相

反地，極可能正在製造新的恐怖主義問題，更明確而言，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

策略正在重新激化最古老的恐怖主義。685

  自阿富汗軍事行動已降，學界或實務界經常譬喻反恐行動為一場戰爭，但打

擊恐怖主義既不可能如一場正式的軍事行動取得決定性的勝利，名之為戰爭，不

僅誤導國內民眾對這場反恐行動的預期，也可能過度誇大恐怖份子的能耐，亦誇

大敵人對美國之恫嚇能力。686

                                                 
681 同前註，頁 31。 
682 哈傑（Dr. Sami G. Hajjar），〈避免聖戰：確保對恐怖主義之戰爭不會成為針對伊斯蘭教的戰

爭〉，約翰馬丁上校編，前揭書，頁 33。 
683 同前註，頁 36。 
684 同前註，頁 37。 
685 凱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真實威脅或過渡反應〉，頁 86。 
686 霍夫曼，〈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前言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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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學者史龍以為，以「反恐戰爭」一詞的防禦特質定義當前的恐怖主義對

策，從戰爭的短期戰術考量，不僅未結合長期反制恐怖主義的政策、準則與策略

等重要發展需求，甚至被列為最高優先順位。由於政府領導階層僅將重點置於當

前威脅，且不斷重演權力爭奪戰，反恐戰爭極可能步上過去浮誇不實的反毒戰爭

後塵，難在長期性的恐怖主義對策中有突破性的進展。687

  這樣的觀察，在本文第五章第一節於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對國內權力結構

之影響獲得驗證。無論在軍文關係之調整、各方勢力在總統決策層級的權力消

長，也因為「戰爭」需求而被激化。 

  但學者霍夫曼則傾向擱置爭議，強調決策者無論是否採行軍事行動，或是否

以「戰爭」名之，均必須認真思考心戰在過程中的關鍵性與成效。此一結論，也

在實質上與拜鐸、克蘭與哈傑等人相近。688

 

 

貳、全球反恐戰爭的時間優勢 

  誠如學者克蘭所述，這場反恐戰爭幾無一個明確界線可作為結束的時點；而

美國舉國對九一一事件的同仇敵愾，不僅使小布希在國內執行各項因應國際恐怖

主義措施相對順利，也在事件初期被視為小布希政府執行全球反恐戰爭的最大資

源。 

  但儘管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人民認為軍事行動是恰當的，也願意支持一場長

期的戰爭，並且忍受戰爭所可能帶來的負面後果，但民意是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

的，並不是所有美國民眾都直接或間接地參與反恐戰爭，而且美國人民一直被告

知儘速回到與軍方無關的正常生活。也因此，除非軍方能在反恐戰爭中有持續進

展，並且密切維持國家與軍隊間的互動，同時讓人民感受其正在維護國內安全，

學者王隆納德（Leonard Wong）認為，決策者必須預期人民對軍事行動的支持將

會漸漸降低。689

九一一事件使得美國大眾對美國領導人與政府機關展現不尋常的高度支

持。小布希總統的滿意度不僅高達百分之九十，更遠遠超過老布希總統在第一次

波斯灣戰爭之後、杜魯門總統在二次大戰勝利之後、小羅斯福總統在珍珠港事變

                                                 
687 史龍，〈轉變中的恐怖主義本質〉，頁 59。 
688 霍夫曼，〈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前言頁 22。 
689 王隆納德（Dr. Leonard Wong），〈保有平民大眾對軍事作戰的支持〉，約翰馬丁上校編，前揭

書，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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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滿意度，國會支持度也同時創下歷史新高。當月底，絕大多數的美國人支

持對此次攻擊事件元兇團體或庇護國展開軍事懲罰，有百分之九十的民眾同意採

取報復手段，而有百分之八十九、百分之七十三的民眾，同意對阿富汗、伊拉克

展開海外軍事行動。690

這一波民調結果最令研究者印象深刻的是，美國人民即使知道軍事行動的後

果，仍然給予高度的支持。但在過去美軍執行海外軍事行動的相關調查，民眾觀

點經常受到戰爭能否迅速結束、傷亡人數、軍事行動將對個人造成的損害結果與

對國家領導人的個人認同度，而有所起伏。691

【表五之一】 

如果妳知道會發生以下的事情，你是否仍支持美國採取軍事行動？692

單位：﹪ 
 支持 反對 無意見 
美國軍事行動將持續數個月的時間 86 11 3 
會加稅 84 15 1 
美國地面部隊將投入入侵 80 18 2 
發生石油等原物料短缺 79 18 3 
用於國內計畫（如預算）之不足 78 18 4 
會發生長期性的經濟衰退 78 18 4 
在美國會發生更多的恐怖攻擊 78 19 3 
軍事計畫將重擬 77 18 5 
軍事行動可能長達數年 66 30 4 
逾千名美軍可能喪生 65 30 5 
資料來源：轉摘自王隆納德，〈保有平民大眾對軍事作戰的支持〉，約翰馬丁上校（Colonel John R. 

Martin）編，《擊潰恐怖主義戰略分析》（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民國九十

二年十一月），頁 116。 

 

  這份民調極可能墊基於兩種想定，一種是認為美國將回到類似冷戰早期的時

代，那些真切希望美國滅亡的人，正嚴重影響國家生存，除非美國必須採取積極

行動，否則美國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受到威脅。因此，所謂的軍事行動代表著

民防再度啟用，國民兵開始執行非救災之任務，情報機制回復以國家安全為優先

                                                 
690 中國時報，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三日，資料來源：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america/911/90BE913B.htm。 
691 王隆納德，〈保有平民大眾對軍事作戰的支持〉，頁 116。 
69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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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務編制，在此想定下，民眾維持對軍事行動的高支持度，政府也不反對以武

力捍衛國家。 

第二種想定則視軍事行動是現實生活的一個短暫插曲，因此民眾願意支持一

個數個月或更長時間的軍事行動，以恢復九一一事件之前的生活。在此種想定下

的美國民眾期盼軍方能找出恐怖主義所在，並且成功進行阻止、消滅與摧毀。軍

事行動是必要且獲得支持的，但其支持期間僅允許至民眾得以恢復並且享有正常

之生活為止。 

政府的支持度正在此二種想定間搖擺，但隨著人民觀感的變化，軍方必須有

所正面回應，以避免減少民眾對軍事作戰的支持度。對於民眾的期望值，軍方定

期公布戰術上的勝利可能是必要作法，恐怖份子降低攻擊次數也可能是一種證

明，但軍方必須讓民眾充分認知，美軍的存在正是恐怖主義銷聲匿跡的主要理

由。如何使民眾與軍方貼近，或許更是此一時期軍方宣傳要點，重振國家軍隊觀

念，強調軍方與國家、人民的連結性，甚至透過短期徵兵使高素質人力進入現役

或後備單位，使美國民眾感覺與反恐戰爭的前線仍有密切結合，將是決策者維持

此一時期人民對反恐軍事行動支持度的重心。693

 

 

參、全球反恐戰爭無法避免的道德議題 

    學者庫克（Martin L. Cook）認為，即便在反恐戰爭中，攻擊仍須符合差異

性與比例原則。攻擊可以直接針對所有廣義涉入恐怖攻擊事件的共謀者，但必須

合法並合於道德標準。694

現行正義戰爭的道德與法律傳統問題，在九一一事件後受到相當程度的挑

戰。由於這些觀念基本上都是完全針對國家與國家間的戰爭，現在這些傳統定義

也被迫要去因應一場反恐戰爭嶄新而不可預期的特質。695

「正義戰爭」的傳統理論架構在過去提供了運用軍事武力的道德評估，首先

是「戰爭的正當性與公平性」（jus ad bullum），它可以決定在何種政治或軍事環

境下予以軍事回應。這個理論架構著重在戰爭的「正義理由」，用以判定運用武

力來匡正一項錯誤，是否存在合理的成功希望，以及問題的最終是否除了軍事武

力的使用就別無他法，也就是「最終解決」標準。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及其他國家

                                                 
693 同前註，頁 122。 
694 庫克（Dr. Martin L. Cook），〈反恐戰爭中的道德議題〉，約翰馬丁上校編，前揭書，頁 125。 
695 同前註，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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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無辜傷亡，使武力回應的正義理由是存在的。但是否存在合理的成功希

望，仍然存在適法性的爭執空間，因為兇手或其支持者極難定義，並且四散各處。

因此，美國執行全球反恐戰爭在第一道道德評估「戰爭的正當性與公平性」之中，

仍有部分的模稜兩可。 

第二道評估「軍事作戰的適切執行」（jus in bello），主要考量在其辨別度與

比例原則，亦即使用武力去回擊造成傷害的人，其目標是清楚可被清楚識別，同

時回應攻擊所造成的傷害與摧毀目標的軍事價值間存在合理平衡。 

「正義理由」要求決策者應精確找出該負責的人，並使其成為合法攻擊的唯

一目標。對於那些直接贊助或直接涉及攻擊行動者，道德上對其成為被回擊的目

標是不具爭議性的，而將回擊行動視為「戰爭」而非「執法」概念，某種程度上

的便利在於它不需要大費周章地將犯罪者交付審判，以直接軍事手段予以殲滅即

可。而對於包庇恐怖份子的人，即便他們沒有直接涉及恐怖攻擊行動，其合法加

以回擊的理由可以是：一、他們必須為知道或應該知道這些恐怖份子於其領土之

行為卻未加以阻止而負起相當責任；二、回擊行為作為一種嚇阻力量，將可讓其

他國家或支持者提高警覺，注意這些恐怖團體在其境內的活動。696

但在軍事行動的適切執行考量上，攻擊必須具有差異性，同時必須依循比例

原則為之。軍事必要性雖允許採取一些可能在道德上引發爭議的行為，例如行動

時，如果沒有可行的合法攻擊目標之替代方案，則雖以辨別度或比例原則所衡量

不盡理想的武器或戰術，也可能是被接受的，但仍須避免將軍事必要性與便利性

相混淆。決策者的職責，是想定保護無辜被害者時，總會存有風險，但在特定的

情況下，攻擊時機與手段均不適當時，反而會升高危險情勢。697

  故面對阿富汗軍事行動中，部分打擊對象將其本身或軍事資源藏身於民眾或

平民建築中，以求用「人肉盾牌」以獲取某種程度的保護。在理性狀態下，使打

擊對象與平民相分離是必要的，但在客觀情勢無法做出分離時，則進行攻擊仍是

被允許的。這是一種雙重效應，它同意在師出有名的狀態下進行武力打擊，傷及

無辜並不是計畫的一部份或是目標所在，這被視為合法軍事行動中不可避免的副

產品。但仍注意的是，對其他地區相似的角色進行武力打擊，極有可能構成不正

義戰爭，且並視為對無辜一方所進行不道德、不合法的攻擊，其不但侵蝕道德根

基，也會動搖美國廣泛的政治支持基礎。 

  最後，決策者必須體認，絕不可能以純軍事手段處理恐怖主義問題。698

  美軍在一九八六年空襲利比亞所受到的肯定，被視為成功利用空中武力打擊

                                                 
696 同前註，頁 12。 
697 同前註，頁 130。 
698 霍夫曼，〈廿一世紀的恐怖主義〉，前言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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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份子的典範，但學者霍夫曼認為，這個行動除有助於抒發都時美國民眾情緒

並表達強烈訊息外，事實上，對恐怖份子或其支持者並未產生任何影響。利比亞

恐怖主義依然存在，甚至更變本加厲。蘭德公司（RAND）所做統計資料也顯示，

美國在一九八六年發動軍事行動後，至少仍有十五件恐怖攻擊行動是由利比亞政

府提供幕後支持，其中多數針對美國，少數則針對英國，以報復英國政府同意美

軍使用其機場。699

  同樣的情形也在阿富汗軍事行動獲得驗證。 

  某種程度上，若就國際恐怖主義勢力的消長，研究者可以發現美國採取軍事

報復對其他恐怖組織所產生的嚇阻效用適得其反，不論是對目標國或其他恐怖組

織而言，嚇阻作用均不明顯。另一項問題則是造成無辜平民之傷亡，恐怖主義有

極大部分屬於心戰範疇，美國傷及無辜民眾正好給予敵人重傷或回擊美國的口

實。700

  回顧一九九八年東非使館爆炸事件，傷亡人數多為當地溫和伊斯蘭教徒，引

發伊斯蘭各國震驚，但美國卻未察覺民眾情緒的微妙變化，且對輿論的反應過於

遲鈍，以巡弋飛彈展開報復性攻擊，不僅錯失了利用輿論反擊恐怖份子與恐怖主

義的契機，也移轉了輿論對罹難者的關注，反而使被打擊國成為無辜受害者形

象。701

故就戰略觀點而言，決策者必須體認並且接受的事實是，以軍事武力打擊恐

怖主義仍有其限制條件，其屬於戰術而非戰略層次。就戰略觀點而言，軍事武力

打擊恐怖主義，其整體成效並不顯著，研究者會發現，軍事武力的實際用途在於

圍堵恐怖主義的發展，卻無法徹底解決恐怖主義的存在。其次，歷史教育一再顯

示，單獨使用武力成效不彰，仍須配合其他周延方案或計畫，才能產生效用。 

   

   

 

 

 

 

                                                 
699 同前註，前言頁 16。 
700 同前註，前言頁 17 
701 同前註，前言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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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文研究美國歷任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並經由個案應用與體系分

析途徑進行比較觀察，研究者同意學者梅契納克（Douglas Menarchik）的看法，

觀察美國過往三十年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經驗中，可以發現歷任政府的政策發展

不是線性途徑，由於充分的政策理由與現有的因應對策通常跟不上事件當時的應

變需求，各任政府幾乎都是在事件中學習如何因應恐怖主義。702

儘管美國自建國以來便有豐富因應恐怖活動之經驗，但受限於研究規模，且

學者標定之現代國際恐怖主義多自一九七０年代為起始點，加以美國近二十年來

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經驗，無論當時因應結果成功與否，事件後相關國內外對

策、建置均有明顯躍進，故而本文在前階段擇定三個指標性經驗，作為切入相關

對策研究之立足點；而新世紀初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加速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

對策之發展，甚至時至今日仍然深刻影響美國人民與全球戰略版圖，本文在後階

段亦以小布希政府因應九一一事件相關對策進行深入討論。 

本文進行文獻回顧時發現，儘管國際恐怖主義歷來非國際政治領域的研究重

心，但在伊朗人質危機事件、一九八０年代利比亞支持國際恐怖主義時期、甚至

蘇聯解體所造成國際恐怖主義質、量的轉變，均在當時引發學界與實務單位對國

際恐怖主義的研究潮。而九一一事件也再次帶動國內外對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

之研究，但在觀察國內多數研究著重於九一一事件與國際反恐戰爭對全球戰略環

境之牽動、抑或是當向深入解析單一對策之內容，本文則試圖以體系分析途徑，

假定「事件」本身作為輸入變項，觀察該時期美國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

轉變，復以「對策」為輸出變項，觀察對策產出對其國內權力結構與國際環境之

衝擊，繼而記述該一時期國際恐怖主義之消長，俾以瞭解對策有效性。 

  研究者於第二章記述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造成之威脅，發現決策者在對策產

出的過程中，幾乎都會面對恐怖主義定義分歧的困擾。學界與實務界定義多元，

但面對新型態恐怖主義的威脅，恐怖主義對外展現的樣貌似乎又超出決策者或執

法者已然定義的恐怖主義。故而學者巴克斯特直言迄今仍無一種定義可以涵蓋恐

怖主義全貌，但為求粗淺辨識，百分之八十一的學者在舒密特與江曼的調查中同

意，「恐怖主義是一種由秘密之個人、團體或國家行動者，屢次採用暴力行動以

激起恐懼、憂慮、不安的手段。恐怖份子多漫無目標地選取直接受害對象，或有

選擇性地由目標群眾中擇取對象；恐怖行動中之直接受害者並非主要行動目標，

而是傳遞訊息之媒介，恐怖主義之訴求目的將決定該團體所可能採取之恐怖行動

                                                 
702 梅納契克，〈打擊廿一世紀恐怖主義之組織架構〉，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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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可大致作為本文對恐怖主義之定義與基本框架。 

  而除傳統恐怖主義對美國造成之威脅，隨著美國政府在一九九七年、二００

一年四年期國防總檢驗報告二度將恐怖主義列為國家安全要務，並明示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與資訊作戰對美國國家安全之威脅性，即便學界對新恐怖主義多有討

論，本文則對上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與「網路恐怖主義」先做聚焦

討論。研究過程中發現，自一九九七年四年期國防總檢驗報告提出警訊以來，迄

今已近十年，但學界與實務界仍有聲音質疑現階段在美國境內發生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攻擊事件的具體證據與應迫切擬定因應對策的繁重工作同樣遙不可期，類此

的觀點同時也反應在各階段國家因應國際恐怖主義資源之相互競爭與排擠。 

  在記述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造成之威脅過程時，研究者觀察美國建國之初即

不斷經歷國際恐怖活動，甚至當時即有「海盜國家」等形同今日支持國際恐怖主

義之國家，縱容並參與打劫過往商船。美國政府初始傾向息事寧人政策，以支付

贖金交換人、船安全，但也曾不放棄嘗試國際合作之努力，以集各國之力共同打

擊海盜，唯受歐洲各國專注彼此經濟戰爭而未獲重視，未能在當時形成國際反恐

合作機制。傑佛遜總統於一八０一年上任後展現絕不讓步政策，其因應挾持者的

立場迄今仍為美國政府所沿用。傑佛遜的強勢促成了美國建國以來第一次因應國

際恐怖主義的海外軍事行動，也成功迫使海盜妥協。 

研究者若將此等情形與現階段國際情勢相較，尤以一九九八年東非使館爆炸

事件至九一一事件後，可發現無論國際恐怖主義的形式為何，甚至研究單位在今

時今日已提出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抑或網路等新型態恐怖主義之憂心，但在各國

未遭受無法承受之傷害、或缺乏具有強勢特質的領導人登高一呼，即便國際間對

於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合作呼聲從未間斷，但國際恐怖主義甚難成為國際關

係重要課題之一，直至各案再次發生，致使國際、各國再次強化或整合相關對策。

類此迴圈，從十九世紀初期延續迄今，但即使有傑佛遜總統強勢打擊國際恐怖主

義並獲致歷史性勝利的紀錄，美國政府並沒有對恐怖行動採取一致性的強硬手

段，而多以個別犯罪行為視之，也未對恐怖主義的延續性、特殊性、政治性而給

予如外交政策其他議題（如老羅斯福總統的棍棒政策、戰後中東問題、古巴問題

與越戰）同等重視。 

而一九七九年伊朗人質危機、一九八六年利比亞軍事行動、一九九八年東非

使館爆炸事件，正是一個鮮明對比，可以具體看出美國歷任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

義對策由被動轉為主動、由消極轉為積極的起伏歷程，各時期的反恐作為各自呈

現不同的面貌。一九七九年伊朗人質危機之前，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作為相

對消極，雖矢言不對恐怖主義談判、妥協，但實際上卻難以堅持這項原則。美國

在此一時期遭受國際恐怖主義攻擊的原因，多導自於美國的中東政策向以色列傾

斜，繼而引發巴勒斯坦與伊斯蘭激進組織的不滿。然而美國在此一時期無論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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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或本土鮮少遭受恐怖主義之直接攻擊，攻擊行動多止於劫機、劫船事件，當時

的美國政府雖已觀察到是類行為的政治意涵，仍多以犯罪行為視之，未曾有「除

惡務盡」的決心。 

在國際恐怖主義最為活躍的一九八０年代，美國成為恐怖攻擊的主要目標之

一。雷根總統對於國際恐怖主義的積極作為與態度，一掃美國人民對伊朗人質危

機事件的挫敗感。雷根政府尤其在軍事方面展現國際強權作風，無論是一般軍事

行動、使海外軍事行動作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的其中選項、與蘇聯的軍備競

賽、海外秘密行動等，在在可感受雷根政府的企圖心。特別是因應國際恐怖主義

課題，雷根政府即以國家之名直接對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國家展開報復行動。 

一九九０年代初期國際恐怖主義略微消跡，卻在本質上出現明顯變化。國際

恐怖主義從以往依附國家支持的形式，轉而更具規模、組織化發展。部分原因「受

惠」於現代通訊科技的發達，使國際恐怖主義可跨越過往的地理限制相互溝通、

支援，另方面則由於武器科技的進步，使國際恐怖組織、個人擁有殺傷力強大的

武器，繼而強化了國際恐怖主義在全球各地的威脅。大型國際恐怖組織領導人－

如基地組織領導人賓拉登－甚至具有扶植一國政權的實力。一九九八年東非使館

爆炸事件證實了這類組織的活動力，也使美國政府注意到國際恐怖組織的實力，

並尋求更周延的國際反恐合作機制。 

再細看各時期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指標性各案，研究者進一步綜整一九

七九年伊朗人質危機失敗原因，除伊朗察覺事件的拖延對其有諸多正面誘因，且

能因此獲得更多政治利益，且美國同時期雖對伊朗施加負面措施，卻未能對伊朗

產生壓力外，情報機制未見有效運作，甚至在同年二月十四日第一次使館危機事

件後，卻未能體察伊朗政情變化、過度相信巴查干政府處理危機能力，甚至是後

期「鷹爪行動」竟出現未能掌握天候狀況的重大缺失，也是主因之一。另外，整

起事件缺乏完整應變計畫、領導者在兩派意見中游移不定、軍事行動缺乏統一事

權指揮、甚至媒體飽和報導增加決策者不必要壓力，均使後期政府在因應國際恐

怖主義時慎防重蹈覆轍。 

而一九八六年利比亞軍事行動除係雷根政府再一次強勢展現軍事實力之表

現，雖不臻為國際關係良好典範，但研究者不得不肯認當時期美國政府於行動前

營造其國內外情勢之細密佈局。與九一一事件相較，當時期美國所欲懲治之國際

恐怖主義並未直接危及國家本土安全，美國人民也沒有直接感受到利益與安全的

損失，但雷根政府善用美國人民對國際恐怖主治之認知多來自於大眾媒體的報

導，強力營造利比亞與國際恐怖主義之連結形象，行動前已獲得國內民心之相當

凝聚。而在國際間，打擊行動起因於一場「疑似」精心佈局的合法反制，不僅減

去了國際壓力，也在行動中一併滿足了美國對於當時期北非、地中海戰略佈局的

需求。不同於卡特政府於伊朗人質危機的泥沼與後期柯林頓政府面對一九九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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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使館爆炸事件正處於自身陷於緋聞事件之窘迫，雷根政府在利比亞軍事行動

中不僅僅展現了應有的強勢，也同時展現了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所需的縝密思維，

即便其重心不必然也不全然是為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而來。 

柯林頓政府在一九九八年東非使館爆炸事件後，以戰斧巡弋飛彈對疑似支持

事件元兇－基地組織－的蘇丹政府展開報復，並未獲得過往美國政府強硬打擊國

際恐怖主義後的肯定。事實上，暫不論此一行動在其後被視為九一一事件後的遠

因之一，事實上，柯林頓政府也在此一時期面對了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對

於如何「標定」國際恐怖主義之相同難處。其幕僚在行動過程中，對於目標未臻

明確的困惑，一度認為軍事行動的重心應在「象徵意義」而非實際打擊效果，又

強調軍事行動對未來遏止恐怖攻擊事件的預防效益，期轉移外界對無限延伸行動

的報復印象。白宮最後以未來「美國的空中攻擊行動將不限於恐怖組織據點，任

一國家若刻意藏匿、包庇恐怖份子，均可能成為美國打擊對象」作為此一行動的

結尾，基調雖未改變美國歷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的基本原則，卻間接影響了小布

希政府對九一一事件軍事打擊行動的標定角度，為阿富汗軍事行動提供了概念邏

輯。 

值得一提的是，各任政府在事件當時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雖多以解決現

時問題為優先考量，而後以消弭國際恐怖主義為對策重心。但研究者在事後均可

發現，任一對策對當時國際環境的「輸出」，隨著時間發酵，促成國際恐怖主義

本質的轉化，從而以新樣貌重新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幾個明顯的案例包括卡特政

府因過度關注伊朗人質危機，未能即時因應蘇聯入侵阿富汗乙事，迫使雷根政府

以事後補救的方式企圖重掌中亞地區影響力，其所使用之對策與秘密支援，卻在

日後促成基地組織發動大規模恐怖攻擊的能力；而柯林頓總統在東非使館爆炸事

件後，不顧蘇丹所釋放之善意，仍強硬對其執行無限延伸行動，暫不論蘇丹因此

陷入長久發展停滯，蘇丹在當時因氣憤而釋放可疑人物並置相關情報於不顧，也

在九一一事件後證實，此等嫌犯與情報正是防微杜漸之關鍵。 

於此相對比的則是雷根政府強硬打擊支持國際恐怖主義之國家，雖在當時展

現華麗震撼效果，國際恐怖主義卻未因此消跡，但與前述案例較為不同的發展，

則是伊朗門事件促使雷根政府收斂其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機制，使其回歸法制

單位執行，在後期卻奠定制度化執行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效果。 

  「九一一事件」撼動了美國政府對國際恐怖主義的認知，國際恐怖份子不僅

能長期「合法」蟄伏於美國境內活動，甚至受有良好飛行訓練，並享有極佳的社

會福利。而過往恐怖份子劫機目的僅止於單一偶發事件，目的在以乘客性命要脅

目標國政府，凸顯目標國政府的政策「偏差」，但九一一事件的劫機行為本身，

卻不再僅止於單純的恐怖攻擊事件，而是透過劫機行為，使客機成為另一種型式

的炸彈，且直接襲擊美國本土的政治經濟中心，企圖摧毀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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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一形式的威脅，美國政府勢必無法忍受國際恐怖主義的猖獗，因應對策遂而

大幅調整，並加速整合國際反恐力量。而此同時，反恐議題使美國勢力迅速拓展

至前所未有的境界。 

  對於現代國際恐怖主義的靈活性與多元性，且其非國家行動者不受國家疆界

限制之特質，致使學界與決策者一度無法清楚辨識九一一事件應反制對象之身

份、位置、與可執行之打擊措施。研究者就小布希總統於事件後公開演說中的措

辭，試圖尋找其決策團隊對九一一事件威脅來源定位之發展歷程，可以發現小布

希總統雖意識到威脅本質極可能是一種文明與文明間的衝突關係，但最終仍以

「國家」框架做為國家安全之想定基礎，國土安全部暨相關組織架構、內容之調

整均在此一架構下產生，小布希總統也使基地組織與提供其庇護的塔利班政權相

連結，藉由此等連結，限定基地組織的地理範圍於具體可現之阿富汗境內，繼而

執行持久自由行動，循戰術、戰略目標之設定對基地組織進行反擊。 

  幾個九一一事件後重要的發展迄今仍深刻影響美國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

之建置與佈局。其一便是組織變革。小布希總統在二００二年十一月簽署國土安

全部法案，促成戰後聯邦政府最大重組工作。小布希本人將設立國土安全部乙案

比擬為一九四七年的杜魯門總統合併戰爭部和海軍部為國防部的壯舉。這項比喻

極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杜魯門正是美國政府遏制戰略的創造者，該項戰略為圍堵

戰略（Strategy of Containment）的前身，杜魯門開啟了冷戰的序幕，也形成長達

近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對抗。而小布希領導的全球反恐戰爭也在某種程度依循冷戰

時期圍堵蘇聯、後冷戰時期對抗中國的趨勢，使國際恐怖主義成為新一波對抗之

目標。 

  而除國內立法，對國際社會影響最鉅者當屬小布希總統全球反恐同盟與反恐

戰爭之佈局。美國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迅速便展開外交行動。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Colin Powell）強調廣召盟國共同投入反恐戰爭的重要性；同時為降低軍事行

動所引發的疑慮，美國政府也大力強調經濟與人道議題。本文對於該全球反恐同

盟的觀察，從對象以觀，分從聯合國、區域國際組織、個別國家、燃點地區（包

括刻正執行持久自由行動之阿富汗周邊地域、阿拉伯國家、伊拉克等）與其他國

際恐怖組織等角度切入；從時期以觀，則除九一一事件後全球反恐同盟締建初

期，另觀察阿富汗軍事行動期間，美國與盟邦與阿富汗周邊國家、阿富汗境內目

標人民之互動。研究者發現，包括聯合國、北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區域國際組織、

個別國家等，均在九一一事件初期對美國展現強大支持力；暫不論部分研究者認

為個別國家、組織在全球反恐同盟的利益取向，可能影響該同盟的維繫，事實上，

研究者認為，美國政府在該同盟的外交挑戰，應來自於燃點地區的秩序維持、權

力平衡與對其他恐怖組織之互動。儘管小布希政府一度在倫斯斐的倡議下，意欲

對「全部」恐怖組織或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展開全面打擊，但在後期則決定以阿富

汗為軍事行動唯一目標。這項決定使得燃點地區的穩定相對重要，小布希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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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於此：在中東地區，為獲得溫和伊斯蘭國家之支持，美國再度促成以巴恢復

協商，並重申米契爾報告對巴勒斯坦自治政府示好，也不忘對以色列表示兩國雙

邊關係之穩定；美國也不間斷對伊拉克的警告，恫嚇其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

嚴重代價；而為孤立阿富汗塔利班政權，美國也極力爭取環阿富汗周圍核心國家

之支持，於中亞地區兩大強權俄、中之間，美國對車臣問題轉趨溫和，也調整過

往對中國「戰略競爭者」之定位，於南亞地區改變對巴基斯坦的立場，並盡力斡

旋印、巴之間的衝突。 

  但美國為求短期實效，而與部分非民主國家交好，引發許多研究者憂慮，甚

至憂心美國業已伏下各該地域不穩定因素，繼而激發傳統國際恐怖主義再起。此

一地域原本即有政治、社會、經濟、族群差異所蓄積的恐怖攻擊能量，一旦美國

政府給予此等極權政府支持，勢必引爆當地不滿情緒，繼而再使美國成為報復攻

擊的對象。而面對此一時期其他恐怖主義組織會否見縫插針發動同等規模攻擊，

為求未雨綢繆，除強化己身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機制，部分研究者也強調外交工

具對此等組織之執行必要性。但研究者觀察美國政府此一時期外交目標之執行，

似乎並不及於此一層級，部分原因可能導因於外交目標的優先順序，但實際上極

可能是美國政府歷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不妥協原則，並不容許各期政府與恐怖組

織直接交往的情感傾向。唯研究者建議，對部分非第一打擊對象之恐怖組織，其

外交工具之採行或許不應以直接來往為選項，仍可致力消除此等恐怖組織活動之

能量，除防制外，亦包含化解不安定與暴力因素興起之原因。後者可能偏向國家

重建或開發議題，但就國家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威脅之層次以觀，其已屬於國家安

全層次，仍應在中長期列為國家外交策略的重要目標之一。 

部分研究者認為美國政府在阿富汗軍事行動期間對目標國及其人民、國外支

持者的大型文宣戰，是此一時期的重要外交成就，也共同促成行動的成功。然而

此一外交策略卻在塔利班政權被推翻後產生瓶頸效應，察覺美國單邊主義之作

風、憂心美國進一步執行伊拉克軍事行動造成當地動亂、日益惡化的以巴關係

等，逐漸削弱九一一事件後各國對美國之支持。但美國對此仍有項外交利器，完

整、長期而經費出用的「公共外交」計畫，將有助於持續累積利多與未來效益。

而面對仍未成型之新型態恐怖主義威脅，對國際反擴散合作之努力亦有其必要

性。 

    綜觀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外交工具之執行，對其他國家「不是朋友就是敵人」

之設定，仍有老羅斯福總統「棍子與紅蘿蔔」外交工具之影子。此一訴求，雖對

國內士氣有一定鼓舞效益，但研究者更在意此一外交詞彙所引發之效應。除執行

者於外交策略獎勵與懲罰運用之明確劃分，決策者對外交工具之選擇，更應注意

此等外交策略的目標所在，俾使目標國及其人民能提供士氣或實質援助，而非弱

化政府與人民之連結，繼而引發國家內部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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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軍事行動大抵符合雷根政府以來對海外軍事行動準則之設定，九一一

事件是國家具有重大利益關係與事件；美軍有明確的致勝企圖；行動前獲得國內

民意與國會高度支持；同時美國也將持續評估國家利益、目標與軍力運用。而為

贏得這項戰爭（九一一事件已被想定為戰爭行為），政府將以同樣的戰爭手法展

開反擊；為使恐怖份子找不到避難所或棲息地，正提供庇護的阿富汗塔利班政權

就是全球反恐戰爭的首要目標。 

  而研究者對阿富汗軍事行動的評價，也多肯定其在空中武力的執行效果。但

其對當地、區域與全球盟友之結盟，特別是與非民主國家政權之聯繫，在阿富汗

軍事行動後卻仍餘波蕩漾。與俄、中乃至於地方強權印、巴之間的互動，阿富汗

重建工作之佈局，與持續強化對中亞前蘇聯共和國之影響力，迄今仍牽動著中

亞、南亞地區的權力競逐。 

  繼一九八六年利比亞軍事行動後，阿富汗軍事行動也再次激發空中武力倡議

者與陸權論者的爭議。在本文所討論的各案與對九一一事件的研究中，研究者可

以發現，各案均動用了有限武力執行海外軍事行動，但獲致成效與評論不一。卡

特政府在鷹爪行動的失敗，致使美軍省思軍事行動事權統一的必要性，繼而促成

一九八七年特種作戰司令部之成立。雷根政府在「外科手術式」有限軍事行動模

式的成功，不僅被廣泛運用在一九九０年代以後多次海外軍事任務，也在柯林頓

政府「無限延伸行動」與小布希政府初始執行「持久自由行動」重現，卻不必然

獲致相同效益。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茨的說法或可視為這波爭論較為中肯的評

價。他認為，阿富汗軍事行動在派出地面觀測員之前，空中打擊任務並未取得具

體進展，直至增援其他地面部隊，才真正帶來勝利。也因此，空中武力必須與地

面部隊結合，始能有效發揮長程精準打擊的成效。 

  但在另一方面，基地組織或其他恐怖份子如能在阿富汗軍事行動中獲得經

驗，將可能放棄公開的基礎設施或政府庇護，轉而著重於促使九一一事件成功的

組織或活動模式，亦即隱密、小型、全球化組織，不與政府、失能國家的地方軍

隊等公開且固定的目標有任何關連。則在此情形下，軍事武力的運用將無法獲致

明顯的打擊或嚇阻效果，而警察作為、資金追蹤、邊界管制與情報蒐集將是反制

此類威脅的主要戰術。 

  而除對策內容之討論，研究者亦關心相關對策之產出對美國國內權力結構變

化與國際戰略環境移轉之影響。九一一事件如同催化劑，當各股利益、權力競相

爭奪總統於因應恐怖主義對策的注意力之時，美國的兩黨政治、軍文關係乃至於

執政黨共和黨內部對外交政策的觀點，也都出現了微妙反應。共和黨在次年期中

選舉勝選，致使小布希繼九一一事件後個人聲望攀升，共和黨因府院全面執政而

聲勢大漲，但民主黨並非完全挫敗。事實上，觀察國會兩院、兩黨對九一一事件

以來各次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專法審議過程，可以發現，共和黨因同時掌有行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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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議院主導權，致使民主黨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因應顯得相對被動、弱勢，無法

獲得選民深刻印象。但民主黨參議院領袖達施勒不同於眾議院共和黨強勢領導法

案走向，使相關審議權限由該院政府事務委員會全權主導，不僅使得參議院能夠

相對理性審議政府的法案需求，其公開呼籲全體民主黨參議員於大院審議過程時

盡可能給予同意票，也成功避免了執政黨刻意營造或強調民主黨在國家危難之際

反對黨的形象。 

  而在國土安全法的審議過程，民主黨雖因政治實力的現實，無法與三面圍攻

的共和黨正面交戰，該年期中選舉結果表面上是共和黨最終在國會兩黨角力過程

中取得上風，但若從政策內容以觀，民主黨卻在最後成型的國土安全部法取得實

質勝利。正因為參議院民主黨率先提出籌組跨部會反恐專責單位的提案，促使小

布希政府必須提出國土安全部法；而共和黨在國土安全部雇員權利的讓步，也保

護美國勞工不在九一一事件後因「國家安全」需求而被迫犧牲勞動者權益；最後，

國土安全部架構大抵符合民主黨最初要求。 

  而研究者也發現即便同是執政團隊，國會與白宮亦有多次意見紛歧，眾議院

共和黨團雖發揮主要決策作用，協助小布希政府所提法案順利通過，但對於各該

法案、政策卻非照單全收，甚至在後期亦出現選區利益考量，而公開反對白宮、

甚至是黨團版法案之案例。 

    對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軍文關係之觀察，除軍方在國土安全事務所應扮演之角

色，各軍種與國防部在革新觀念上的歧見，也因九一一事件而遭擱置，但隨著軍

方在各項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所處地位，資源競逐關係勢必重新浮上檯面。然

而美國軍方在事件後的高曝光度與在未來冗長的全球反恐戰爭所持續扮演的吃

重角色，也重新給予美軍與美國社會緊密連接的契機。 

  九一一事件不僅造成全球震撼，美國所欲締建之全球反恐同盟與反恐軍事行

動也造成世界戰略地圖之重構。其一是基地組織所發起之攻擊能量，已使非國家

行為者在國際體系的重要性躍升，而美國對基地組織為首之國際恐怖主義展開圍

堵行動，極可能取代過往超強對峙或全球競逐的權力關係，成為新型態的地緣政

治衝突，前階段緊張的大國對抗關係也被全球反恐同盟所營造之大國合作關係所

取代。美國將反恐作為提升至全球位階，使軍事、外交勢力擴張至前所未有之境

界，會否在後期以反恐為名重行全球戰略佈局，仍待觀察，但各區域已被擾動之

態勢勢必需要時間恢復穩定，研究者亦無法預測下一個牽動區域平衡之因素，美

軍雖成功推翻了塔利班政權，並挾帶勝利佈建下一波反恐軍事行動，各區域卻已

然增添更多動盪因子，只待時機引燃。 

    研究者同意下述論述符合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

表現在外交工具、對外軍事行動與國際關係之傾向，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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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的核心利益在於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無論其決定採取任何形式或達

到任何程度； 

二、防止敵人取得大規模殺傷性武器的顧慮，將使美國政府全力防治這些武

器的擴散，為此必要十億可考慮對敵國政權進行顛覆；（如後續伊拉克

軍事行動） 

三、創造一個安定與可預測的全球能源市場，為其重整中亞、中東權力結構

的先決條件； 

四、現有國力以強大到足以推翻現實主義的理論假設（國際體系成員彼此間

基於自利而展開自力救濟的行動，繼而使整個國際體系自動達到權力平

衡），某種程度使得國家必須尊重或維持現存主權國家之疆界安排的限

制條件以經牌除，基於全球反恐戰爭的需要，美國將在必要時主導既存

主權國家的分解與重編； 

五、美國並無完全控制全球所有領域並維持所有主權國家秩序的必要性，美

國只想要在其關鍵利益所在區域維持安定與秩序，其他區域則可視狀況

進行介入或放任。 

  最後，本文綜整、比較各次政府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案例，並對各該對策

產出深入分析，雖可明顯觀察相關對策受該時期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形式所影響，

而有不同因應、立法、組織、建置與決策選項之產生，繼而對當時期國內權力結

構變化與國際情勢帶來回饋，同時衝擊國際恐怖主義之消長，爾後在下次事件（即

便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目的即在避免下次攻擊事件之發生）受成功、失敗所

致而重新調整，本文仍察覺未來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有多項對策困境亟待解決，且

在完稿之際，無法具體獲知決策者對此一問題有否明確對應方式。其一是打擊重

點與形式之標定，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是否應以「戰爭」名之？小布希政府雖在九

一一事件後的公開演說，給予其後反恐戰爭明確定位，但卻無法解決反恐戰爭所

欲摧毀之目的究係事件元兇、該特定組織，或與該組織有連結關係的任一個人、

團體、國家，抑或是更深層次的意識型態。即便小布希總統的思維邏輯與九一一

事件後多項研究報告顯示，此次攻擊行動帶有文化對抗色彩，但美國既不可能以

伊斯蘭文明為打擊目標，打擊對象也必須具體存在，對於國際恐怖主義的標定，

將直接影響後續因應行動的能量。而此一議題之討論，將不僅止於過往對國際恐

怖主義之定義分歧，而將面對非國家行動者在國際體系之崛起與行動者不再受國

家地域限制等，諸多與過往國際關係相異甚至無法被明確界定的國際環境。 

美國政府在這場全球反恐戰爭的時間優勢也將逐漸消退。決策者與研究者不

能期待下一波能量強大的攻擊行動俾再次帶起美國及其盟邦人民的士氣與支

持，就必須調整決策工具之使用，俾維繫此波反恐軍事行動中最大資產－人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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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力－之熱度。此外，對於全球反恐戰爭無法避免的道德議題，若美國政府持續

以軍事行動為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對策之優先選項之一，勢將繼續存在，對於正義

戰爭的質疑，不僅存在於打擊對象及其支持者心中，在美國與其盟邦內部亦然。

隨著反恐軍事行動的進程，道德議題也將逐漸發酵，研究者在本文完稿之際，除

清楚理解並確認決策者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強硬立場，無法得知決策者的對策取向

有否因此調整，但眼下卻有迫切課題：如任道德議題持續發酵，繼而成為打擊對

象及其支持者的操作工具，未來極可能迫使兩方陣營更形對立，國際恐怖主義與

因應國際恐怖主義之對策間不再是消長關係，而將走入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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