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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Xinjiang East Turkistan issues were rooted on the foreign countries� trategy 

to invade the northwest territory of China during the 1930s to 1940s. Soviet Union 

continually used the same issues to disturb China after PRC established.

Following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Central Asia 

countries, the Xinjiang minority ethic problems combine with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extreme religious theory to make the East Turkistan issues booming again. PRC takes the 

advantage of September 11th attacks, joining the global anti-terrorism campaign leads 

by U.S. By the way, PRC persuaded U.S. to admit the East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 is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PRC takes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and justice cooperation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to eliminate the East Turkistan in�uence.

Meanwhile, the global Turkistan groups transited the original appeals of 

independence to the human rights in order to get more active spa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East Turkistan issues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following approach. Taking the “speech act��of constructivism theory and dramaturgical 

approach compares the strategies between East Turkistan groups and PRC. By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s of viewpoints about human rights in global and anti-terrorism in domestic 

governance, explains why the East Turkistan issue internationalization will lead dilemma 

to PRC. In the end, using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and 2009 “Events of July 5��as 

the studying cases testify the analytic approaches.

For the reasons of PRC vigorous taking the East Turkistan groups on the UN 

terrorist�s list and those groups debating themselves by the viewpoints of human rights, 

this paper indicates East Turkistan issues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n irreversible 

tendency.

Keywords:  East Turkistan,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vism, 
Dramaturg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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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東突問題，原係英國與蘇聯等外國勢力所策動，對中國

西北邊疆進行侵略的派生產物。中共建政之後，隨著與中蘇共關

係的變化，使得東突議題亦持續若隱若現。

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地區權力與意識形態的真空，使得新

疆地區少數民族問題與國際恐怖主義以及極端宗教思潮逐漸合為

「三股勢力」，東突議題乘勢再起，引發中共當局警惕。2001年
九一一事件之後，中共趕搭國際反恐列車，爭取將「東突厥斯坦

伊斯蘭運動」（ETIM）列為國際恐怖組織名單，除積極參與美國
主導之國際反恐活動外，復透過上海合作組織以軍事演習、司法

合作等方式打擊東突勢力。

與此同時，東突組織在國際間亦展開整併或轉型，從原本的

獨立建國訴求，改以維吾爾人權組織面貌出現，透過人權的普世

價值，爭取國際間的發言地位與生存空間。

本文嘗試從建構概念對東突國際化議題進行研究，在「言

語－行為」的建構概念下，通過社會學「戲劇理論」對東突組

織與中共政權之間的論述、批判與控訴進行分析，並以北京奧運

與七五事件作為觀察個案，以印證相關理論對本研究課題的適用

性。

研究認為，由於中共積極將東突納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而

東突組織又藉由人權辯護轉型，相互激盪的結果，導致東突議題

國際化趨勢呈現不可逆轉之發展。

關鍵詞：東突
1
、上海合作組織、戲劇理論、全球治理

1. 「東突」係東突厥斯坦之簡稱，英語源自突厥語音轉，因此又譯做Eas t 
Turkestan或East Turkistan，當代國際東突組織之間的英語翻譯亦有不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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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東突厥斯坦乙詞出現於沙俄時代，1805年俄國派遣季姆科夫

斯基（Timkovski F.）率領使團沿陸路經中亞、新疆前來中國，在

其出使報告中即大體以中亞為界，以東稱為東突厥斯坦，泛指新疆

南部塔里木盆地；以西稱為西突厥斯坦，泛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

中亞的勢力範圍。2顯而易見地，它並非源自中國的史地名詞，而

具有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目的在於透過語言作為民族識別基礎，

為俄國取得擴張領土的合法基礎，即凡操突厥語系的民族應組成為

一個國家。自清末以降，中國對於新疆的統治力有未逮，在帝國主

義勢力操弄下，於1930至1940年代間出現過兩次東突國，迄今成為

東突獨立運動最重要的歷史依據，同時，也是外部勢力以政治、軍

事介入新疆的濫觴，後文將有詳述。

經常伴隨東突出現的詞彙為「疆獨」，此係從中國政權的角

度出發，泛指新疆獨立分裂運動，其存在的背景更為久遠與複雜，

漢朝即有「西域三十六國」之稱，長期體現了小國林立格局。因

此，中國歷代對於新疆地區的統治方略在滿清乾隆朝之前大體屬於

天朝朝貢體系下的羈糜之治，中原政權勢力強大時，如漢朝，可以

實施都護府制度；中原政權力有未逮時，如明朝，可以放棄哈密

衛，使之「專圖自治之策」。3一直到乾隆平定准葛爾部叛亂乃至

光緒朝在新疆設省後，新疆才在近代史上確定納入中國地理版圖，

取得了近代國際公法上領土的實質意義。受到新疆地理環境特殊、

「東突厥斯坦民族大會」英文名稱為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ongress；「東突流
亡政府」英文名稱為East Turkistan Government in Exile；Turkestan或Turkistan轉
譯為中文後，亦有「土耳其斯坦」或「突厥斯坦」的差異。

2. 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
79。

3. 苗普生、馬品彥、厲聲編寫，歷史上的新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頁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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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與宗教多元的因素影響，特別是新疆乙地長期以來由維吾爾族

佔有人口組成多數，使得新疆內部獨立的訴求與疑慮從未消失。中

共建政之初，透過武力鎮壓與移民實邊雙管齊下，對外一邊倒向蘇

聯，相當時期穩定了新疆的局勢。但由於蘇聯在1991年瓦解後，中

亞各國一夕獨立，對語言接近、信仰相同的新疆少數民族產生磁吸

效應，境外的東突勢力對內部的疆獨運動產生了催化作用，二者亦

逐漸混同、界線模糊。

九一一事件之後，世界各國對於恐怖活動的高度警惕，中共

自不例外，打擊東突成為中共參與國際反恐外交的重中之重；然

而，東突組織透過人權、宗教、民族、語言與歷史為支撐，在全球

場域爭取國際發言權，爭取認同，使得國際間對於東突活動的定

位，游移於恐怖組織與人權團體之間。

在全球化時代，受到網際網路穿透性的無遠弗屆，中共與

東突組織彼此都在爭取國際輿論的主控權，中共希望透過描述性

（Description）的方法，將東突組織符號化，使之與恐怖主義劃上

等號；各類東突組織則希望透過解釋性（Explanation）的方法，說

明自己無涉恐怖主義，反而是中共在新疆種種對於維吾爾族的違反

人權政策，才是國家恐怖主義。中共政權與東突組織之間的爭論，

立場南轅北轍，最大的共同點是造成了東突議題國際化。

由於國際間對於恐怖主義沒有一致的定義，連帶地對於恐怖

組織的認定標準不一。九一一事件之後，國際間對於恐怖組織的認

定標準大體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經由聯合國所認定的恐怖組

織，第二層是由各國政府所認定的恐怖組織，第三層最為廣泛，係

指在國際媒體中被提及的恐怖組織。4各國對於恐怖組織的認定多

4. 李偉主編，2007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年鑑（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8），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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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爭取國內與國際認同，以便在立法、追訴與打擊行動中獲得

更多合法基礎，因此，如何能同時在國內與國際間獲得支持，且能

兼顧人權層面考量，成為各國政府認列恐怖組織的首要課題。以中

國大陸為例，中共企圖將各類東突組織都劃歸從事分離運動之恐怖

組織，但東突運動本身卻帶有濃厚的民族自決色彩，因此，其部分

成員、組織乃至活動也受到如土耳其、美國、德國、挪威等國家不

同程度的支持與奧援，以致中共反恐外交政策受到阻撓。5九一一

事件之後的全球反恐氛圍提供了中共打擊東突勢力的絕佳契機，

因此，中共在九一一事件後表達與美國攜手反恐之際，隨即向聯

合國安理會提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為恐怖組織。美國國務院與聯合國安理會於

2002年9月11日同意將ETIM列入恐怖組織名單，美國政府並凍結該

組織在美國資產，實施金融制裁。6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於同年9月

13日在聯合國總部指出，國際社會應團結合作，堅決打擊一切證據

確鑿的恐怖勢力，包括接受塔利班和基地組織訓練、武裝和資助的

東突恐怖組織。7

中共此舉一方面固然取得打擊境內東突組織的合法依據與國

際承認；但同時也讓中國大陸內部的分離運動浮上國際舞台，將彼

此鬥爭的場域提升到了國際層次，吸引了更多國際力量的關注。中

共的策略，希望將各類型的東突組織與成員符號化，與恐怖組織、

恐怖份子劃上等號，使其分裂國土、民族獨立之訴求等同於恐怖行

5. David M. Lampton, Richard Daniel Ewing, The U.S.- China Relations Fa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rises: Three Case Studies in Post-9/11 Bilateral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 2003), pp. 9~10.

6. 「東突列入聯合國黑名單」，BBC中文網，2002年9月12日。＜http://news.bbc.
co.uk/chinese/trad/hi/newsid_2250000/newsid_2252700/2252710.stm＞

7. 余學會，「『東突』上了聯合國『恐』字名單」，世界知識（北京），第19期
（2010年11月），頁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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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但是，這樣的策略同時也使得東突組織有更大的空間爭取奧

援，訴請國際檢證中共所提列之各種證據是否經得起考驗，特別是

在網際網路時代，一場不對稱的戰爭就在網路與傳媒平台之間進行

激烈交鋒。

貳、研究理論嘗試

對於東突議題的研究，究應屬於民族獨立、極端宗教或是恐

怖主義等範疇，由於相關學術研究不多，出版品數量有限，以致於

在理論適用上有其困難度。特別是中共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對東突展

開全面文攻武嚇，在資料來源單一的情況下，導致中國大陸學界對

於東突問題相關探討集中於民族分裂、宗教極端與恐怖主義的「三

股勢力」層面。

本文著眼於東突議題國際化層面的探討，東突問題長期以來

屬於中國大陸的內政問題，應無爭議，但是否能從「國際化」角度

進行分析，則具有相當挑戰。作者首先參考學者James C. F. Wang

的觀點，其認為中國少數民族多位居中國邊界，以致於少數民族

問題、邊界爭議及國境安全三者息息相關，內政與外交間難以劃

分。8新疆少數民族問題由於受到鄰近俄國、中亞地區情勢之影

響，且與中亞地區民族血緣相近，復加上伊斯蘭教對於維吾爾族的

長期影響，乃使得新疆少數民族問題向外延伸益顯複雜。

更為恢弘的架構則參考「哥本哈根學派」（Copenhagen School）

學者Barry Buzan等人主張之「區域複合安全理論」（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RSCT），認為在一個地理多樣性、無政府狀態下

的國際體系當中，安全相互依存的模式是一種以地區國家為基礎

的結合，經由區域內國家對安全認知的互動，進而產生形成安全

8. James C.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7th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2), pp. 17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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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體的動力和結構。考量到冷戰結束之後國際安全研究對象的

多元性，Buzan等人更將RSCT 的組成從一組「國家」的結合，

修正為議題「單元」（units），根據「領域分析方法」（sector 

analyze），探討在不同領域─包括經濟、社會、環境、軍事及政

治等五大領域─主要行為主體如何進行安全化工作。9

對於各領域內部主要行動主體如何經由自我認知，進而建構

集體認同，Buzan等人提出了「言語－行為」（speech act）觀點，

即行為主體透過言語的陳述，告知聽眾所關心的指涉對象正面臨何

種存在性威脅，進而形塑集體安全認知。10換言之，一項議題是否

應當被定義為安全事務，並不是由某個行為體單獨決定，同時，也

要由領域內的成員－聽眾決定。11在這樣對於威脅認知與安全認同

的建構過程，既帶有權威性，亦含有社會性，因此，對於安全／威

脅的界定不再是由單一的行為體所決定，而具有互為主體的性質。

此種建構主義的看法，頗為符合冷戰結束、兩極體系瓦解後，安全

議題的多樣性以及國際參與者身分多元的特質。

然而，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主權國家仍然是最主要的單

元，各類國際東突組織能否被視為行動主體不無疑問，換言之，

在缺乏國際參與舞台的情形下，如何能表達自身訴求？對此，作

者基於前述「言語－行為」脈絡，嘗試運用社會學「戲劇理論」

（Dramaturgical Approach）的概念解釋兩個顯不對稱的主體之間如

何爭取各自支持者的認同。該理論由美國社會學者Erving Goffman

所提出，主張將人類的行為放在一個大舞台上來觀察，強調「演

9. Barry Buzan, Ole Wea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olorado: Lynne Riener Publishers, 1998), pp. 12~19.

10. Barry Buzan and Ole Wea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3.

11. 朱寧，「安全化與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學派安全研究」，世界政治與經濟

（北京），第10期（2003年11月），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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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通過印象管理，以各種表演方式向他人展現自己、表達訴求，

經由對觀眾認知的再架構，以期達到影響觀眾的目的，傳遞演員想

要的表演意涵，進而達到台上與台下的共鳴。要達到這樣的集體

認知塑造效果，Goffman認為須由四項要素構成，分別是提供表演

的前台（front）、布景設定（setting）、舞台呈現（appearance）

與表演方式（manner）等。12中國大陸學者胡聯合也引用「印象管

理」的概念來詮釋恐怖份子的行為，認為恐怖份子有著與社會其他

成員類似的印象管理與角色扮演特點，但恐怖份子比一般人具有更

強烈的表演意識與表演技能，總是竭力通過新聞媒體，以最大限度

展示其行動本身與行為背後的社會與政治意義。因此，恐怖行動

不是針對實際的受害者，而是針對看戲者。為了背後的訴求能夠

彰顯，需要更多的旁觀者前來看戲，廣為宣傳，以達到恐怖的氛

圍與廣泛地討論，以遂其政治或社會目的。13此現象亦可解釋何以

在2001年之前，全球乃至新疆以外地區，對於東突組織並無深入瞭

解，一直到了九一一事件之後，經由中共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

動」（ETIM）提報予聯合國列為恐怖組織後，才出現更多的中共

官方證據，經由符號化過程將東突組織與恐怖主義進行黏合；14東

突組織則紛紛展開澄清，反控中共為國家恐怖主義，企圖以擴張漢

族移民、實施核彈試爆以及對少數民族實施計畫生育，在新疆進行

種族淨化工程，一齣正反角色的戲碼彼此在國際文宣場合中相互較

勁，爭取正名地位。中共以「國內主權最高」的權威角色與東突組

織以「全球人權至上」的社會角色彼此進行博奕。由於國際社會迄

12. Erving Goffman,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ntam Dell Pub. 
Group, 1959), pp. 22~27; Jonathan H. Turner,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0.

13. 胡聯合，當代社會恐怖主義與對策（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16~17。
14. David M. Lampton, Richard Daniel Ewing, The U.S.- China Relations Fa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rises: Three Case Studies in Post-9/11 Bilateral Relation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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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以主權國家作為主要的活動角色，而中共又是聯合國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同時，美國在中亞的反恐戰爭需要中共的配合，在種種

國際現實條件下，東突組織相對屈居下風。但由於冷戰結束之後，

國際參與者的成分逐漸多元，並透過網際網路彼此串連，使得東突

組織逐漸在全球領域轉型為維吾爾人權團體，雖然其組織與成員不

足以影響大局，但透過人權無國界的普世價值，在特定場合具有動

靜觀瞻之國際聲譽。例如熱比婭在新疆遭到拘禁，卻在美國前國務

卿萊斯（Condoleezza Condi Rice）訪問中國大陸前，獲中共同意以

保外就醫名義獲釋前往美國，中共此舉被譏評為操弄「人質政治」

（hostage politics）。15即使如名不見經傳，遭美軍在阿富汗以「蓋

達組織嫌犯」名義逮捕拘禁於關達那摩基地之維族人士，最後因證

據不足釋放時，中共企圖引渡，美國亦予以拒絕，進而引發美國、

中共與收留國的政治角力。16

為印證相關理論對本研究課題的適用性，本文嘗試以北京奧

運與七五事件作為分析個案，從中梳理中共與東突之間的有關作

為，並預測東突議題國際化的可能發展趨勢。

15. “China: Rebiya Kadeer Release Welcome, but Tactically Timed,��Amnesty International 
Press Release, March 17, 2005. 

 ＜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SA17/010/2005/en/5d481fa3-fa23-11dd-
999c-47605d4edc46/asa170102005en.pdf＞

16. 2009年12月，瑞士朱拉（Jura）州原計畫收容一對將從美國關達那摩灣監獄釋
放的維吾爾兄弟，法語區「晨報」（Le Matin）以「中國脅迫瑞士」的標題揭露
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曾致函瑞士聯邦司法與警察部，希望瑞士基於兩國友好總體

利益，以及兩國人民的安全，了解並嚴肅考量中方的關注，清楚直接地拒絕接

受，信中強調絕不希望看見此事損害兩國關係。朱拉州司法部長朱亞（Charles 
Juillard）表示，無意挑起外交問題，該州的收容提議完全是基於人道考量，其
能了解中國的反應，但不同意中國對民主的看法，中國的人權依然是個問題。

朱亞表示，總統洛伊塔德（Doris Leuthard）希望與中國簽自由貿易協定，但
也提醒不該為了經濟關係犧牲「我們的」西方價值。請參閱：「中國警告瑞

士，勿接受關達那摩釋出維吾爾人」，中央社，2010年1月8日。＜http://www.
taiwanus.net/news/news/2010/201001082001041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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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東突組織國際化歷程

東突議題伊始就具有國際涉入背景，1933年11月，南疆雙泛主

義者穆罕默德．伊敏，利用新疆軍閥盛世才、馬仲英在北疆混戰時

機，在英國駐印度軍方經費支持下，於1933年11月12日在南疆喀什

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1934年2月6日，馬仲英部從北

疆戰場南撤，進入喀什時將穆罕默德．伊敏擊潰，成立不及三個月

即告瓦解。17

第二個以東突為名之國出現在1944年11月12日，前蘇聯以紅軍

直接支持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等三區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

國」，國民政府稱之為「伊犁事變」，中共則稱為「三區革命」。

割據勢力一直持續到1949年底中共一野軍團進入新疆後甫告完全解

除。中共首先將割據武裝民族軍改編為新疆第五軍，繼之改編為農

墾軍，負責伊、塔、阿三區中蘇邊境的軍墾業務，此即之後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的部分前身。其次，對於殘存的東突國激進份子，則採

取嚴厲鎮壓，1950年代之後，東突議題在新疆境內暫時銷聲匿跡，

不過，此際從新疆逃出的前新疆省政府秘書長艾沙．約瑟夫．阿布

泰肯（Isa Yusuf Alptekin），經陸路抵達土耳其落腳，將土國發展

成為東突國際力量的根據地。18

冷戰期間，地區民族議題在美蘇兩大集團對峙的架構下受到

忽視，1990年代冷戰結束之後，原本被壓抑的各類型的民族、宗教

衝突大量爆發，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對此提出「文明衝

突」的主張，認為冷戰結束之後，最普遍、重要而危險的衝突，不

在於社會階級、貧富、或其他經濟團體的衝突，而是隸屬於不同文

化的民族間的衝突，族群議題已然成為許多國家必須面對的挑戰。

17.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三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
社，1980），頁198~199。

18. 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頁11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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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距離的縮小，沒有降低民族之間衝突的發生，反而因為自我意

識覺醒、與他民族的文明差距感受變大，增加了不同文明之間的衝

突。19

在此背景下，散居於全球的東突力量亦開始透過各種組織與

管道發聲，希望爭取國際力量，讓全球看見東突的存在並呼籲對其

理念之支持，以致東突議題國際化走向日趨明顯。在國際化的過程

中，東突國際組織也從反恐議題中吸取經驗，避免遭到標籤化，同

步轉型為維吾爾人權組織，原先獨立建國的訴求轉趨模糊，而逐漸

以提升新疆地區維吾爾族群的人權狀況為己任，從以下國際間東突

組織的發展，可以印證此種轉型特質：

一、 東突厥斯坦民族大會（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ongress）

1992年12月，土耳其退役軍官力薩．別金（M. Riza Bekin）有

感於全球東突組織勢力分散，在土國伊斯坦堡籌組「東突厥斯坦民

族大會」，加強了各組織之間的聯合。會中成立了「東突厥斯坦

國際民族聯合委員會」，並確定了國名、國旗、國歌和國徽。1998

年12月，來自11個國家的東突成員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舉行第三屆

「東突厥斯坦民族大會」，宣布成立「全世界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

聯盟」，自命為中國境外東突勢力「唯一合法代表」，任務為「統

一領導世界各地的東突革命組織」，目標為「全力配合東突境內

（新疆）的民族解放運動」。在2003年的文宣中，聲稱其聯合組織

已達18個、遍及13國，由艾瓦爾．肯（Enver Can）擔任領導人，

主要訴求則改為遵守聯合國憲章、人權宣言、反對暴力手段以及反

對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實施暴力統治，呼籲中國政府能與維吾爾組

1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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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展開建設性對話。20該組織在2004年併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二、 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The World Uyghur Youth 

Congress）

1995年10月，在哈薩克阿拉木圖「世界維吾爾青年文化」組

織的基礎上所成立。1996年11月，第一屆「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

會」在德國慕尼黑市召開，主張用民主、和平的手段達到爭取民族

獨立，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2000年11月，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召開第三屆世維青年代表大會，聲稱該組織是全世界維吾爾青年

的最高領導機構。主要成員為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1967

年出生於新疆阿克蘇，1984年進入新疆大學物理系就讀，1985年至

1988間多次組織和領導新疆大學學運，致遭開除學籍。失學後前往

北京半工半讀，自費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英語和土耳其語。1994

年離開中國前往德國，1996年在德國申請政治庇護。21

從中國大陸媒體關於世界維吾爾青年大會的介紹，可看出對

該組織的極端負面評價，一如前述戲劇理論的運作，中方媒體在介

紹該組織之新聞標題為「靠偷竊和搶奪獲取資金」，聲稱該組織成

立後，即制定了暗殺新疆地區黨政軍領導、破壞鐵路和橋樑、製造

恐怖爆炸、襲擊中共駐外機構以及製造邊境武裝襲擾活動；指控該

組織於1993年策劃並實施了喀什農機公司辦公大樓和莎車車站錄影

視爆炸案，並指控多里坤．艾沙曾安排恐怖份子前往阿富汗蓋達

組織訓練營接受訓練，之後又協助恐怖份子前往德國尋求政治庇

20. “East Turkestan (Uyghuristan) National Congress,�� Nonviolent Radical Party 
Transnational and Transparty, December 15, 2003.＜http://www.radicalparty.org/en/
content/east-turkestan-uyghuristan-national-congress＞

21. 顧爾德，「什麼是台灣的國家利益─從熱比婭事件談起」，台灣新社會智

庫，2009年10月15日。＜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
task=view&id=1863&Item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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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22基此，多里坤．艾沙在2003年12月被中共列為第一批恐怖份

子名單；但無論中方如何指證歷歷，多里坤．艾沙卻在2006年獲德

國政府同意給予其公民資格。23

三、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 WUC）

2004年4月16日至19日，東突厥斯坦民族大會與世界維吾爾青

年代表大會在德國慕尼黑市，共同召集所屬各東突組織，成立了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經與會東突組織同意，世維大會是東突

運動在國際上唯一合法的最高領導機構。

會中選出自由歐洲電台前職員艾爾肯．阿布泰肯（Erkin 

Alptekin）為第一屆主席；多里坤為秘書長。艾爾肯為中華民國前

新疆省政府秘書長、1936年國大代表艾沙之子，曾擔任聯合國無疆

界國家代表組織主席，亦為東突厥斯坦、西藏、內蒙合作協會主

席。主要訴求為以和平手段提升維吾爾族在「東突厥斯坦」之人權

地位與信仰自由，以及推動維吾爾族民族自決。24

2006年11月24日至27日，WUC在德國慕尼黑市召開第二屆大

會，來自世界15個國家、59名代表一致推選「維吾爾人民精神母

親」、「維吾爾民族運動」領導人熱比婭．卡德爾為第二屆主席；

多里坤．艾沙連任秘書長，兼該組織下屬之「東突厥斯坦歐洲聯合

協會」主席。由於熱比婭在東突運動中具有特殊地位與影響，將在

後文中予以詳盡介紹其生平與活動事蹟。

22. 「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靠偷竊和搶奪獲取資金」，人民網－京華時報，
2003年12月16日。＜http://news.sohu.com/2003/12/16/77/news216957739.shtml＞

23. Yu-Wen Chen, “A Network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Global Outrerach: A Methodological Note,��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ovember 23, 2011. ＜http://www.rsis.edu.sg/nts/resources/db/uploadedfiles/
Chen%20publication.pdf＞

24. “Introducing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World Uyghur Congress.  ＜ht tp : / /www.
uyghurcongress.org/en/?cat=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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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突流亡政府（East Turkistan Government-in-Exile）

2004年9月14日，東突支持者在美國首府華盛頓國會大廈，宣

布成立「東突流亡政府」，推舉澳洲東突協會主席艾哈邁德．埃根

貝爾迪（Ehmet Igemberdi）為總統，美籍東突人士、美國「東突民

族自由中心」主席艾尼瓦爾．玉素甫．土拉尼（Eniwer Yusup）為

總理兼外長，另推舉阿卜杜維爾．江（Abduweli Jan）為副總統，

作家赫澤爾別克．蓋伊圖拉（Hizirbeg Gheyritulla）為副總理，其

他重要職位包括：防衛大臣：Qehriman Ghojamberdi、經濟大臣：

Aydoghan Qubilay、內務大臣：Abdujelil Qaraqash、交通大臣：

Sawut Mahmut、司法大臣：Henipe Ketene Erbash等等。

成立之日，艾尼瓦爾．玉素甫發表《東突流亡政府總理聲

明》強調：「成百上千萬的東突厥斯坦人深知和熱愛美國⋯⋯我

們向美國尋求幫助，我們要求美國向北京說明，美國關心東突厥斯

坦人的人權。我們要求美國向聯合國施加壓力，讓聯合國直接與

東突厥斯坦的領導人對話接觸⋯⋯。」25這是繼西藏達賴喇嘛在印

度成立之「西藏流亡政府」以及法輪功在美國成立之「中國流亡

政府」，另一個反中國勢力的流亡政府組織。文匯報對此批判認

為，東突問題今後將比西藏問題更嚴重，隨著「東突流亡政府」和

其他東突組織在美國「開張營業」，它們將加強與藏獨和台獨等反

「華」勢力的相互利用和勾結，分頭或聯合起來促使美國國會和政

府當局對中共施加各種壓力，東突問題今後將成為騷擾中美關係的

一個長期的刺激因素。26

25. “Declar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in-Exile of the Republic of East 
Turkistan,��East Turkistan Government-in-Exile, September 14, 2004. ＜http://
en.eastturkistan-gov.org/government/＞

26. 「東突流亡政府在美成立」，文匯報（香港），2004年9月17日。＜http://paper.
wenweipo.com/2004/09/17/CH0409170006.htm＞；此外，艾尼瓦爾．玉素甫．土
拉尼被中國公安部認定為恐怖組織之「東突解放組織」美國分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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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突流亡政府」雖具有流亡政府之名，但是否具有流亡政

府之實？流亡政府，意指一批原先掌握統治正當性及合法性之人

士，被迫到他國成立一象徵性而無法於原所在地區施行統治權的政

府。27其統治正當性與合法性需要部分國家的承認，以在原有之領

土上建立更具正當性及合法性政府為訴求，號召原有領土之人民的

支持以推翻相對較缺乏正當性或合法性之政府。此外，流亡政府在

其成立之地區或國家並無統治權。流亡政府多在戰爭時期出現，例

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入侵法國之後扶植成立傀儡「維琪

政府」（Vichy Regime），而法國戴高樂將軍領導的「自由法國力

量」（Free French Forces ）則在英國成立流亡政府，並獲得英美等

國承認。依照此一標準，所謂「東突流亡政府」在其主張具有統治

權的東突厥斯坦地區沒有合法統治權；流亡政府成立之後，未獲

得其他任何國家承認，事實上，全球各東突組織內部對其亦有不同

看法。世維大會發言人迪裡夏提（Dilshat Reshit）以西方主流傳媒

沒有相關報導為由拒絕承認該流亡政府；美國最大的維吾爾人組織

「美國維吾爾協會」（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 UAA）對其亦

拒絕承認。顯然地，就現階段而言，東突流亡政府缺乏法理上的實

質意義，連象徵性的號召意義也付之闕如。28

當各類東突海外組織互爭領導權的同時，一位被尊稱為「維

吾爾母親」的熱比婭，在東突議題上形成一股全球旋風，更隨著一

部關於其生平的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是否在台上演爭議，甚至

將兩岸關係捲入東突議題的邊緣，觸動了中共政權對於疆獨與台獨

合流的敏感神經。

27. Anthony Aust,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6.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may/27/today-o1.htm
＞

28. 「東突流亡政府代表性受質疑」，BBC中文網，2004年9月18日。＜http://news.
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60000/newsid_3667800/366789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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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比婭全名熱比婭．卡德爾（Rabiye Kadeer），出生於新疆阿

勒泰市貧民家庭，1981年與維吾爾學者斯迪克．哈吉．肉孜再婚，

遷居烏魯木齊，透過承包市場方式經商致富。在蘇聯解體之際，透

過邊境貿易方式賺取大量財富，鼎盛時期淨資產達到2億多元人民

幣，曾名列中國大陸富豪前五名。此外，熱比婭成立名為「一千個

母親」的公司，在新疆鼓勵維族女性揚棄保守觀念，藉由經商創

業走出貧窮。1993年，熱比婭當選中國大陸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5年9月，以中國婦女代表身分，出席在北京舉行之世界婦女大

會。此外，熱比婭還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商聯副主席、新疆女

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等職。

1996年，熱比婭丈夫斯迪克因投身少數民族運動被指控為政

治犯，避難逃往美國。留在新疆的熱比婭因拒絕發表反對丈夫的

聲明，中共否決了熱比婭於1998年參選全國政協委員的資格。1999

年8月13日，熱比婭試圖與訪問烏魯木齊的美國國會議員助理團會

面時遭到逮捕。2000年3月13日，以「向境外組織非法提供國家情

報」的罪名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

2 0 0 4年9月2 4日，挪威「拉夫托人權基金會」（R a f t o 

Foundation）將該年度的「拉夫托人權獎」（Rafto Prize for Human 

Rights）頒給仍在獄中的熱比婭，使其名聲在國際大噪。29 2005年

3月14日，在美國國務卿萊斯宣布訪問中國前夕，熱比婭以「保外

就醫」名義赴美。30熱比婭隨即展現積極活動能量，推動國際關切

新疆維吾爾族人權活動，成立「國際維吾爾人權與民主基金會」 

29. 「服刑商人熱比婭獲拉夫托人權 」，BBC中文網，2004年9月23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80000/newsid_3684300/3684392.stm＞

30. “China: Rebiya Kadeer Release Welcome, but Tactically Timed,�� Amnesty 
International Press Release, March 17, 2005.＜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
asset/ASA17/010/2005/en/5d481fa3-fa23-11dd-999c-47605d4edc46/asa170102005en.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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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Uyghu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Foundation），

該基金會以關切新疆少數民族人權地位為主要目的，但並未表達希

望新疆獨立訴求。2006年9月，熱比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中

共隨即反控其「勾結境外的東突恐怖勢力」；熱比婭則反駁自已不

是恐怖分子，而是希望以和平方法解決問題。無論中共政權如何施

壓，熱比婭從2006年起至2011年，每年均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2006年5月29日起，熱比婭擔任「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

2006年11月26日，熱比婭當選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第二屆主席，

2009年5月續任第三屆主席。然而，熱比婭的家人卻為其付出了慘

痛的代價，其名下之阿克達工貿有限公司被中共指控大規模逃漏

稅、欠繳滯納金與拖欠國家債務總計超過5,000萬元人民幣，其子

女遭到拘押或軟禁，甚至在法庭上公開宣讀母親熱比婭違反中共政

策與人民利益等宣言。31

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後，熱比婭言行再度成為矚目焦點，中

共指控其係七五事件的背後主謀，但熱比婭於7月28日抵達日本訪

問時，強調：「訪問日本的目的是促進日本人了解我們受到何種

屠戮與迫害，希望日本政府與人民能協助我們逃離這種嚴苛的情

況。」日本同意熱比婭入境，遭到了中共外交部強烈抗議。中共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首先於28日向在北京的日本各媒體發放了題為

「7.5暴力事件與熱比婭」的日文版DVD，強烈表明反對熱比婭訪

日立場。同日，中共還切斷了報導熱比婭抵日的NHK海外傳送畫

面。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稍後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就

日方允許熱比婭對日本進行中方所稱的「竄訪」提出嚴正交涉，同

31. 「前新疆女首富二子被刑拘、一女監視居住」，星島環球網，2006年6月2日。
 ＜http://www.stnn.cc/global/china/headline/t20060602_246898.html＞；「洗衣婦變
女首富」，自由電子報，2009年7月7日。＜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
jul/7/today-fo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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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表達強烈不滿，要求日方應立即採取措施，制止熱比婭在日本從

事反華分裂活動。然而，熱比婭訪日期間分別訪問自民黨總部並與

日本參議員進行會談；在東京舉行的國際記者會上，強調自己與

七五事件毫無關係，全面否定了中共對其煽動暴動的指控。其反擊

七五事件源於中共民族政策失敗，對於中共持續60年的壓制，維族

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熱比婭聲稱，世維會所要求的並非新疆從

中國獨立，也不是達賴喇嘛所要求的高度自治，而是「民族自決

權」。32顯然地，在人權議題逐漸成為普世價值的當下，熱比婭已

然將東突獨立運動轉化為維吾爾族的人權運動，同時，藉由「民族

自決權」的說法，挑戰中共的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肆、中共對東突的國際壓力

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相應地要求在區域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同時在地區多邊機制中扮演帶頭作用，33以塑造負責任大國

之形象。因此，如何在九一一事件後塑造議題主導權，在由中共倡

議建立之上海合作組織中發揮區域主導能力，凝聚打擊焦點，「東

突議題」成為重要選項之一。延續「言語－行為」思考脈絡，以下

茲就中共對東突議題所採取之理論詮釋鬥爭、全球領域封殺，以及

透過上海合作組織在區域展現軍事／司法打擊等三項層面進行分

析。

一、理論詮釋鬥爭

中共官方與學界對於東突建國理論採取全盤否定立場，認為

所謂的「東突厥斯坦」乙詞，根本是虛妄的歷史謊言。相關立論依

32. 「熱比婭前往日本訪問」，BBC中文網，2009年7月27日。＜http://news.bbc.
co.uk/chinese/trad/hi/newsid_8170000/newsid_8171300/8171398.stm＞

33. 龐中英，「中國的亞洲戰略：靈活的多邊主義」，王緝思總主編，中國學者看
世界卷四－中國外交卷，（北京：新世紀出版社，2007），頁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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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兩項主要脈絡，其一、突厥歷史在7世紀中葉隨著東突厥汗國

為回紇所滅、西突厥汗國為唐朝聯合西域各部所滅，唐朝在東、西

突厥故地設立安北、安西、北庭等大都護府後，突厥就已經消失於

歷史之中。一直到了19世紀末，沙俄境內的克里米亞韃靼人伊司馬

義．伽思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以突厥語作為民族識別基

礎，重新提出泛突厥主義之後，由奧斯曼帝國繼續操弄，企圖擴大

在中亞、阿富汗、中國新疆等地影響力，然而，隨著奧斯曼帝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繼之於1922年瓦解，泛突厥主義迷夢已然

幻滅，但泛突厥與泛伊斯蘭的負面影響，卻繼續殘存危害上述地

區。34其二、是從東、西突厥斯坦的名稱切入，考究「突厥斯坦」

一詞源於阿拉伯地理學著作，意指「操突厥語游牧民族的地區」，

但缺乏明確概念，或有活動於中國北方，或有居住在「地面的最高

處」；亦有將西伯利亞稱為「北突厥斯坦」，而中國的新疆被稱為

「南突厥斯坦」。一直到1873年，俄國地理學界將中亞布哈拉地區

稱為「西突厥斯坦」，中國塔里木盆地稱為「東突厥斯坦」，此一

名稱至此大體獲得確認。但地理名稱自古以來的國際慣例就是「名

從主人」，豈容外人說三道四。縱使不論西域與中國可以追溯到

秦漢時代的歷史淵源，18世紀中葉清軍平定准噶爾部及大小和卓叛

亂之時，清朝官方文書就已經將本地區稱為「新疆」。清乾隆24年

（1759）御制《開惑論》提及：「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舊志，

闢新疆。」乾隆27年（1762）10月，軍機處關於設立伊犁將軍的奏

摺中，明確指出以伊犁為「新疆總匯」，伊犁將軍統管伊犁和自葉

爾羌、喀什葛爾至哈密的回部，並調遣烏魯木齊、巴里坤的駐軍，

至此，新疆開始有了明確的地域範圍。同年，將新疆視為省一級行

34. 徐杰舜，「新疆民族分裂主義產生的國際背景考察報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1期（2003年11月），頁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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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列在甘肅省之後，增補入《大清一統志》，確定了新疆的行

政法律地位。道光元年（1821）欽定之《新疆識略》，又以圖文規

定了新疆疆域。35中國史地學者從乾隆時期對新疆在政治、地理、

民族與軍事的種種措施，證諸中國早於俄國提出東突厥斯坦此一名

詞至少100年前就已經在新疆實施有效統治，證之為中國領土毫無

疑問，批評「東突厥斯坦」乙詞，是源自俄國與歐洲殖民主義者沒

有根據的杜撰與臆測，究其目的，就是要為奪取中國的固有疆域，

而刻意從片面的史料中杜撰歷史。

然而，何以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就在國際東突組織紛紛將過

去政策說帖中的「東突」或其組織之名改以「維吾爾」取代；在活

動形式上，以追求維吾爾族人權取代獨立建國之際，反而是中共大

聲疾呼東突勢力的存在？為何每當中國境內或中亞地區傳出恐怖攻

擊的風吹草動，中共言必稱東突組織涉嫌或難脫罪責？背後的因素

何在？

中共的作法是將東突轉化為恐怖組織的代名詞，如同國際間

將「蓋達組織」（Al-Qaeda）視為為恐怖組織的代名詞，36中共企

圖使「東突」等同於中國的「蓋達」，把東突組織與阿富汗塔利

班、蓋達組織連成一體；窮究一切資訊，要證明賓．拉登（Osam 

bin Laden）與東突成員有千絲萬縷的關連性。過去，是全盤否定東

突的歷史存在；如今，卻要找出東突與恐怖組織的關連，通過標籤

化與印象管理，企圖為自己的反恐政策找到有力支撐。

35. 高永久、劉雅妮，「東突恐怖分裂勢力製造國際影響研究」，大連民族學院學
報（大連），第4期（總第33期）（2006年7月），頁65；潘志平、王鳴野、石
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頁78~84。

36. 「蓋達組織」（Al-Qaeda）音譯自阿拉伯原文 ，原意為基地、支援乃至

主義、統治之意，因此又有譯為「基地組織」，查考其阿拉伯原文內涵，更

能體現出相關組織的目標與企圖。翻譯請參見：J Milton Cowan, A Dictionary of 
Modern Written Arabic (Beirut: Librairie Du Liban, 1980 ), p.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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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領域批判

中共毫不客氣地點名土耳其與美國為東突勢力撐腰，認為自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間反中國勢力對東突國際化扮演了推波助

瀾的角色，其中，土耳其政府就在向中共做出反對東突運動承諾的

同時，卻又默許「東突」組織在其境內活動，特別是土耳其一直懷

有恢復大突厥國的歷史舊夢，土國故總統厄札爾（Turgut Ozal）曾

謂：「土耳其的利益區是從亞得里亞海到中國的長城！」更讓中共

長期警惕。37對於東突流亡政府所在地─美國，自然更是嚴加撻

伐，雖然在2004年4月，美國國務院再次正式將ETIM列為國際恐怖

主義組織，並禁止美國政府或私人機構為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但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曾在公開場合與「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

主席艾爾肯．阿布泰肯會面，美國國會還專門召開新疆問題聽證

會。中共認為「東突流亡政府」得以在美國成立，就證明了美國在

反恐問題上的多重標準。中共外交部針對東突流亡政府在美國成立

嚴正表示：「東突組織是一個恐怖主義組織。我們強烈反對這場鬧

劇，希望美國能夠認真考慮中國的擔憂。」38

中共在國際間處理熱比婭問題上不惜祭出外交鐵腕，2006年9

月，瑞典國會議員安納麗．愛諾克松（Annelie Enochson）向諾貝

爾獎評選委員會提名流亡美國的熱比婭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理

由是新疆有800多萬維吾爾族人，一直努力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

和宗教，熱比婭就像他們的母親，讓熱比婭成為這800多萬維吾爾

族人爭取和平的發言人非常重要。未久，挪威議會外交政策委員會

37. 都人，「土耳其與泛突厥主義」，個人圖書館網，2009年7月16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823/08/750138_48071325.shtml＞
38. 「中國稱東突流亡政府為鬧劇」，BBC中文網，2004年9月21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670000/newsid_3676800/3676866.

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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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彼等在北京訪問時曾遭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警告，強調

如果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把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熱比婭，

就會導致兩國關係的惡化。10月12日，該獎項決選前夕，中共外交

部於例行記者會上更強硬表態，稱東突分子熱比婭的言行旨在破壞

中國的和平與穩定，這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初衷背道而馳。熱比婭因

危害國家安全被中共司法機關依法逮捕、判刑，勾結境外東突恐怖

勢力，打著「民主」、「人權」的幌子，頻繁地從事反華分裂活

動，企圖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提名這樣的人為諾貝爾和平獎候

選人，不知用心何在！39

2010年12月，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中國民權鬥士劉曉波，劉

因身陷囹圄無法出席，引發全球對中共一致撻伐，同樣讓中共難堪

的是，熱比婭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身分首次獲邀出席典禮，

在受訪時公開呼籲中國能夠釋放劉曉波。中共外交部隨後在記者會

上強調，中國很難與挪威保持友好關係，同時，以需要進行「內部

商議」為由，單方面無限期推遲了原訂在12月上旬即將舉行的自由

貿易協定談判。40中共主要矛頭是針對劉曉波獲和平獎，但對於挪

威一再同意讓熱比婭持續參與相關議題及抗議活動，亦兼具濃厚警

告意味。

從中共對於挪威、瑞士的外交手段看出，中共希望透過西方

國家與中方的自由貿易談判為手段，以經濟力量迫使西方國家在觀

念上認同中共對於東突之唯一詮釋權；在現實上更必須接受中國對

於新疆地區的唯一合法統治權力。

此外，中共批判國際間的各股東突勢力始終沒有停止過內部

39. 「中國警告挪威不得給熱比婭發和平獎」，博訊新聞網，2006年9月26日。
 ＜http://www.boxun.com/news/gb/intl/2006/09/200609260612.shtml＞
40. 「中國推遲與挪威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博訊新聞網，2010年12月1日。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0/12/2010120108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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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鬥爭，認為所謂「東突厥斯坦」還只停留在夢境當中，自不量

力的野心家一直在對獨立以後「總理」、「部長」的寶座虎視眈

眈。多數流亡海外之「東突」團體對「流亡政府」不予理會，其

目的乃是出於爭權奪勢或者爭取西方國家特定補助款的考量。2009

年7月13日，就在七五事件爆發未久，中共指控境外東突勢力為該

事件主謀之際，美國國務院反而公開表示，「美國維吾爾協會」長

期以來每年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21.5萬美元的經費資助，自從熱比婭當選世界維吾爾

代表大會主席之後，美國維吾爾協會即成為世維大會的分支機構，

等於是美國公開承認支持熱比婭與世維大會的活動。此言一出，引

發中共官方與媒體撻伐，批判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披著非政府組織

的外衣，在全球進行見不得人的勾當，從烏克蘭到委內瑞拉，從伊

朗到緬甸，這些國家爆發的顛覆活動或顏色革命的背後都有著該基

金會介入的背影。41據統計，該基金會截至2009年6月9日為止，共

補助「美國維吾爾協會」、「國際維吾爾人權與民主基金會」和

「國際維吾爾筆會」共達224萬美元。中共批判此係西方反華勢力

企圖藉由東突議題，包藏裂解中國的禍心。不過，該基金會主席傑

什曼（Carl Gershman）則認為，給予世維大會的補助款實在太少，

不足以支撐「廣泛起義」行動。42

三、區域打擊行動

中共在其主導組建之上海合作組織中，一再指控東突勢力與

活動為「三股勢力」亂源，列為上海合作組織歷次反恐軍演之首要

打擊目標，從國際間對東突的「文攻」，變成在邊境與中亞地區

41.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承認國會資助熱比婭」，人民網，2009年7月15日。
 ＜http://gb.cri.cn/27824/2009/07/15/3365s2562788.htm＞
42. 陸以正，「誰幕後支持疆獨」，中國時報，2009年8月17日，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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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嚇」。該組織成立後歷次重大演習包括2002年，中共首次與

外軍─吉爾吉斯軍隊舉行聯合演習；2003年，中共與哈薩克舉行

「聯合行動－2003」軍事演習；2005年中共與俄羅斯舉行「和平使

命－2005」聯合軍事演習；2006年中共軍隊首度跨出國境，赴塔吉

克參加聯合軍演；「和平使命－2007」，則是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以

來規模最大、所有成員國投入兵力最多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於

2007年8月9日至17日在中國烏魯木齊和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舉行，

中共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副主任錢利華表示，「和平使命－2007」聯

合軍演以反恐為背景，實兵演練方案反映了戰役的一般規律和反恐

作戰的的基本特點。43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潘光列舉本次演習的四「最」，包括：參演人數最多、參演軍兵種

最齊全、演習使用武器裝備最先進、演習地域範圍最廣闊。這次演

習也是中共軍隊第一次大規模、全建制、多軍種、遠距離跨國軍事

演習。44不過，如此規模盛大的跨國軍事演習，該組織的公開聲明

依然強調，演習不針對其他國家，以凸顯該組織構建和諧地區、維

護世界和平的決心。不過，這樣的說法能否獲得認同？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俄羅斯問題教授吉爾伯特．羅斯曼（Gilbert 

Rozman）認為，「和平使命－2007」所謂的「反恐」只不過是名

目、旗號甚至是藉口；中俄雙方稱此次軍演將威懾中亞地區的恐怖

主義勢力，然而西方國家並沒有看出該地區的恐怖主義具有真正的

威脅，該演習戰略意義遠大於反恐，實際目標在於平衡美國對中亞

日漸增溫的影響力。俄羅斯參與該多國軍事演習的目的，是試圖將

此次軍演變成國際反恐的一個新平台，挑戰美國所建立的反恐標

43. 「『和平使命－2007』上合組織聯合反恐軍演的意義」，解放軍報（北京），
2007年5月27日。＜http://news.qq.com/a/20070521/000888.htm＞ 

44. 潘光，「和平使命－2007」，上海社科院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2007年8月17
日。＜http://www.coscos.org.cn/200708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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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以及對美國逐步介入中亞勢力範圍表態反對。美國學者莫漢．馬

力克（Mohan Malik）分析，美國已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亞戰

略」，美國近年來正努力形成「大中亞」（Great Central Asia）區

域性國家集團，以此作為上海合作組織的競爭對手。軍演期間，上

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哈薩克出爾反爾，拒絕中共參演部隊過境，被中

方解讀為美國暗中施壓的結果。45顯然，雖然各國介入中亞事務的

角度不同，為謀求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各有算計，但「反恐」已經成

了共同招牌，對中共而言，反恐的目標就是東突組織或是三股勢

力，缺乏「恐怖組織」這個敵人，則軍事演習的「反恐」訴求就會

失去支撐。

除了以軍事演習表達反恐企圖外，上海合作組織也針對恐怖

活動的刑事犯罪屬性，進行跨國司法合作，主要的運作機制由兩個

常設機構負責，一為設在北京的秘書處；二為設在烏茲別克首府塔

什干的反恐中心，顯示該國際組織從概念的草創，走向規範的落

實，逐步成為制度；不過，反恐中心涉及到情報的交換，其中關於

犯罪嫌疑人的資料傳遞、通信監察資料交換、他國公民在本國境內

行動的監控，部分內容已涉及攸關國家主權獨立的司法權範疇，為

此，上海合作組織歷次會議也進行了與此配套的反恐立法工作。

關於反恐立法，首先必須確定何謂恐怖主義？2001年6月15日

簽署之《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46以《附

約》方式列舉恐怖主義類型，闡述了合作打擊「三股勢力」的原

則、內容、方式和程序，確立恐怖主義、分裂主義與極端主義犯罪

是可引渡的犯罪行為。

45. 捷夫，「和平使命幕後的中俄美關係」，萬維網，2007年8月9日。
 ＜http://column.creaders.net/columnViewer.php?id=283887&actid=278714＞
46. 「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全文」，中國網，2006年8月8
日。＜http://big5.china.com.cn/law/�fg/txt/2006-08/08/content_70575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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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區國家不乏對於引渡罪犯的交手經驗，與新疆歷史有關

的引渡事件最早發生於光緒四年（1878年），當時即與回族議題有

關，按左宗棠於光緒三年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亂後，左與其繼任者劉

錦棠都曾行文俄方，要求引渡逃至俄國的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與陝

西回族領袖白彥虎，但俄方卻以「此項人眾五千，均係難民。本國

不知為叛賊，故暫留養活」為由拒絕引渡；之後伊犁將軍金順奉左

宗棠命，再派提督殷華廷等赴俄境與俄七河省省長交涉「議收伊

犁、索取白逆」諸事，均遭對方以未獲授權為由拒絕。47白彥虎與

進入俄境部眾最後在吉爾吉斯落腳，成為當地東干族先祖，此一

歷史事件，也印證了中國西北邊疆與中亞各國民族之間的血脈淵

源。48

有了前述歷史經驗，中共在推動與中亞地區國家的外交關係

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過程中，尤其重視引渡的法律理論與操作實務。

在法理上，中共作法是與中亞各國先簽署關於一般性引渡條約；之

後，透過2001年6月15日簽署之《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

主義上海公約》，納入具有政治性、宗教性等較為模糊概念的犯罪

行為；最後，再簽署雙邊打擊恐怖主義合作協定，擴大情資交換範

圍並強化引渡「三股勢力」嫌疑犯的法律正當性。由於中共與中亞

各國簽署引渡條約的作法大致雷同，因此本文在此援引中共與和哈

薩克兩國政府簽署之相關條約說明。中、哈兩國引渡條約於1998年

2月10日生效，其中重要條文包括：

第二條　「可引渡的犯罪」，係指根據締約雙方法律均構成

犯罪，並可處以下刑罰 的犯罪：

47. 「伊犁將軍金順」，戡定新疆記，卷4，引自白壽彝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四：回民起義，頁375，轉引自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2011年10月10日。

 ＜http://big5.xjass.com/ls/content/2009-03/19/content_65444.htm＞ 
48. 王國杰，東干族形成發展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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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可處至少一年有期徒刑或者更重

刑罰。

（二） 依照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法律，可處至少一年剝奪自由的刑罰

或者其他更重刑罰。

第三條　應當拒絕引渡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引

渡：

（一） 被請求引渡人係被請求的締約一方的國民；

（二） 被請求的締約一方已根據本國法律給予被請求引渡人受庇

權；

（三） 被請求的締約一方有充分理由認為提出請求的締約一方提出

的引渡請求旨在對被請求引渡人因其種族、宗教信仰、國

籍、政治見解等原因而提起刑事訴訟或者執行刑罰，或者被

請求引渡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將會因上述原因受到損害；

（四） 根據提出請求的締約一方法律，引渡請求所涉及的犯罪純屬

軍事犯罪；

（五） 在收到引渡請求時，根據被請求的締約一方的法律，由於時

效或者其他法律理由不能提起刑事訴訟或者執行刑罰；

（六） 在收到引渡請求前，被請求的締約一方主管機關已對被請求

引渡人就同一犯罪作出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或者訴訟程序已

經終止；

（七） 根據締約一方的法律，屬於受害人告訴才受理的刑事案件。

第四條　可以拒絕引渡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拒

絕引渡： 

（一） 根據被請求的締約一方法律，該方對被請求引渡人或引渡請

求所涉及的犯罪具有管轄權。在此情況下，如被請求的締約

一方拒絕引渡，則應對被請求引渡人提起刑事訴訟；

（二） 特殊情況下，在考慮犯罪的嚴重性及提出請求的締約一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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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同時，如果被請求的締約一方認為由於被請求引渡人的

個人情況，引渡不符合人道主義精神；

（三） 被請求的締約一方正在對被請求引渡人就同一犯罪進行刑事

訴訟。49

由上述第三條，在此一時期，中、哈兩國之間的引渡協定

中，尚列有排除條款，即因「種族、宗教信仰、國籍、政治見解」

等原因而遭到刑事追訴者，被請求引渡方可以拒絕請求方之引渡要

求；第四條「可以拒絕引渡」，則明文列舉「人道主義精神」。

2001年6月15日簽署之《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

上海公約》，開宗明義地在第一條第一款詳列恐怖主義、分裂主義

和極端主義的定義，並直指其為犯罪行為，相關定義如下：

（一） 恐怖主義，係指該公約附件所列並經其定義為犯罪的任何行

為以及「致使平民或武裝衝突情況下未積極參與軍事行動的

任何其他人員死亡或對其造成重大人身傷害、對物質目標造

成重大損失的任何其他行為，以及組織、策劃、共謀、教唆

上述活動的行為，而此類行為因其性質或背景可認定為恐嚇

居民、破壞公共安全或強制政權機關或國際組織以實施或不

實施某種行為，並且是依各方國內法應追究刑事責任的任何

行為。」

（二） 分裂主義，旨在破壞國家領土完整，包括把國家領土的一部

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國家而使用暴力，以及策劃、準備、共謀

和教唆從事上述活動的行為，並且依據各方國內法應追究刑

事責任的任何行為。

（三） 極端主義，旨在使用暴力奪取政權、執掌政權或改變國家憲

49.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引渡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1996年7月5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tyfg/t4229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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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體制，通過暴力手段侵犯公共安全，包括為達到上述目的

組織或參加非法武裝團夥，並且依各方國內法應追究刑事責

任的任何行為。50

除了將「三股勢力」明確定義為犯罪行為之外，第一條第二

項尚有空白立法例：「本條不妨礙載有或可能載有比本條所使用專

門名詞適用範圍更廣規定的任何國際條約或各方的國內法。」此與

刑事立法之罪刑法定主義是否有矛盾之處？或者，政治力量明顯超

越法律規範？又或者，反映出國際間對於恐怖主義缺乏一致定義的

政治現實。

關於引渡方面，《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

公約》第二條第二款規定：「各方應將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

為視為可相互引渡的犯罪行為。」；同條第三款規定：「在實施本

公約時，對涉及與引渡和刑事司法協助有關的事項，各方根據其參

加的國際條約並考慮到各方國內法開展合作。」51顯然，此一公約

所涵蓋的可引渡範圍，較中、哈兩國1998年簽署之引渡條約適用範

圍更為擴大，因「種族、宗教信仰、國籍、政治見解」或「人道主

義精神」等排除條款，至此已不復見。

2002年12月23日，中、哈兩國為加強雙方在《打擊恐怖主

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的框架內加強打擊三股勢力的

同時，復簽署《關於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合作協

定》，直接以執法合作與情資交換的名義，擴大對於涉嫌人行止、

活動與基本資料等情報交換適用範圍。52

50. 「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全文」，中國網，2006年8月8
日。＜http://big5.china.com.cn/law/�fg/txt/2006-08/08/content_7057535.htm＞

51. 「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全文」，中國網，2006年8月8
日。＜http://big5.china.com.cn/law/�fg/txt/2006-08/08/content_7057535.htm＞

52.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關於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
義的合作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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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共國務院2002年發表之《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乙

文在論述關於東突組織在中亞地區的恐怖暴力活動乙節中提及，有

關國家已向中方引渡或移交了10餘名東突恐怖份子。53

伍、個案觀察

一、北京奧運中的東突議題

奧運活動在國際間被定義為「大型運動賽事」（M a j o r 

Sporting Event），1998年5月，美國柯林頓政府以總統命令，將之

納入「特殊安全事件」（National Special Security Events, NSSE）範

疇，凸顯出對奧運主辦城市和國家的組織能力、管理能力和國家總

和實力的綜合考驗。54

2008年北京奧運可以說是百年來中國從衰敗走向強盛的象

徵，在這樣的重大活動舉辦前夕，中共對於安全議題採取滴水不漏

的最高標準。九一一事件之後，各國舉辦大型賽事無不以反恐作

為首要防護目標，中共亦然，負責政法業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表示，「我們面臨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等三股勢

力的挑戰，尤其恐怖主義，是北京奧運的最大威脅。」55更直接點

名東突組織為北京奧運的首要危安目標，「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

院反恐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即指出，「威脅京奧的主要勢力，

第一是東突恐怖勢力，從其散播的恐怖言論可以看出阻撓京奧的動

機；之後對京奧造成危害的因素，依序為藏獨、法輪功與海外民運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gxh/zlb/tyfg/t422589.htm＞
53.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中國網，2002年1月21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24386.htm＞

54. Shawn Reese, “National Special Security Events,��CRS Report for Congress, November 
6, 2007.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AD=ADA473949＞

55. Zhu Zhe, “Terrorism �Big Threat� to Olympics,��China Daily, September 11, 2007.
 ＜http://www.chinadaily.com.cn/olympics/2007-09/11/content_60957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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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以及在社會中受挫、想要報復的個人。」56中國大陸學界、傳

媒與官方發言，在論及北京奧運期間的安全問題時，所指涉的對象

均包括東突、藏獨、法輪功等，只是排列的順序，因其涉及的情節

與可能犯案的動機不同而略有差異。57

北京奧運前夕，中國各地分別發生了5月5日上海公共汽車爆

炸案、7月17日溫州拖拉機爆炸案與7月21日的雲南昆明公共汽車爆

炸案後，一個自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的恐怖組織於7月26日在

網路上發布威脅錄影畫面，宣布為上述3起爆炸案負責，同時聲稱

要襲擊北京奧運，並已開始策劃行動，中共公安部門經過追蹤分

析，認定該錄影帶就是東突組織所拍攝。58但隨後又宣布三案經查

證均非東突組織所為之攻擊行動。59

2008年8月4日（京奧揭幕前4日），兩名維族嫌犯駕車襲擊

新疆喀什邊防支隊，造成16名警員遇難；8月10日（京奧開幕第3

日），阿克蘇區庫車縣發生連環爆炸案，計17處目標遭到炸彈襲

擊，造成一名公安與維族民眾死亡，警方擊斃8名襲擊者，2人自爆

身亡，2人被捕，12名襲擊者均為維族人士；8月12日（京奧結束後

4日），喀什地區疏勒縣亞曼牙鄉檢查站發生檢查站人員被刺傷事

件，其中3人死亡，1人重傷；8月27日，喀什地區警方在伽師縣調

查案件時，遭犯罪嫌疑人從背後持刀襲擊，導致1名民警和工作人

員被刺死。對於前述密集發生於北京奧運前、中、後之重大刑事案

56. 「奧運拉響反恐警報」，新華網，2008年7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
herald/2008-07/04/content_8486799.htm＞

57. 李春月、郝慶威，「可能危及北京奧運安全的因素及對策研究」，瀋陽體育學
院學報（瀋陽），第25卷第3期（2006年6月），頁26~28。

58. 徐飛彪，「恐怖主義與北京奧運安保」，發表於第五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
學術暨實務研討會（桃園：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2009年11月26
日），頁4。

59. 「東突組織發放視頻威脅北京奧運」，BBC中文網，2008年7月26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520000/newsid_7526600/7526618.

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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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雖然並無任何東突組織聲稱要為其負責，中共官方亦未點名特

定團體，但由於針對奧運安保問題所營造的東突攻擊氛圍，以及發

生的地點與時機太過敏感，國際媒體如美聯社、路透社報導均將矛

頭指向東突組織。8月29日，新疆警方偵破本案，稱「恐怖團夥」

一號頭目阿不都熱．伊木被擊斃，二號頭目克伊木被擒獲，但對於

彼等是否為東突組織成員並未言明。60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級人民法院於2008年12月對前述案件宣

判，涉案被告庫爾班江．依明提和阿不都熱合曼．阿扎提因觸犯非

法製造槍枝、彈藥、爆炸物罪和故意殺人罪，依法被判處死刑，剝

奪政治權利終身。判決書中指出，兩名被告長期受宗教極端思想的

宣傳、鼓動，多次預謀實施搶奪槍枝、襲擊軍警部隊、爆炸、暗殺

等恐怖活動，為達破壞北京奧運會順利舉行以及在國際上製造惡劣

影響之目的，採用駕車衝撞、持刀砍殺和投擲爆炸裝置等方法殺害

武警官兵，共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傷的嚴重後果。61

由於揭露的資訊未臻透明，無法判斷嫌犯行兇動機與東突組

織是否有所關連，以及被告與被捕獲、被擊斃之歹徒之犯意如何連

結，從法理上無明示提及者應視為刻意忽略觀點，判決書中既然未

提及任何東突組織，則本案與東突組織之關連性，包括金錢援助、

組織動員與行兇訓練等即無從存在。然而，中共官方的種種作法與

媒體論述，卻加深了中國大陸內部對於東突與疆獨的恐懼與仇視。

二、「七五事件」中的東突議題

2009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中共建政以來的最大民

60. 「中塔攜手嚴打東突、擊斃1號頭目」，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年9月4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3/8/4/100738440.html?coluid=45&kin

did=0&docid=100738440&mdate=0904113336＞
61. 「喀什暴力襲擊案，炸死16警察兩主犯被判死刑」，人民網，2008年12月18
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BIG5/8538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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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暴動與仇殺事件，動亂持續月餘方告平息，根據官方公布統計

資料，直接導致死亡人數達184人，其中漢族137人，維族46人，回

族1人。62儘管中共官方認定，七五事件是境外東突勢力挑唆、指

揮，但實際的導火線卻是發生在烏魯木齊市千里之外的廣東韶關的

旭日玩具工廠「六二六」民族械鬥事件。2009年6月26日，旭日工

廠一名來自廣東的19歲黃姓女見習生誤入維族男員工宿舍，維族男

員工起鬨嬉鬧，最後傳出的訊息竟演變為「遭到強姦」，民族對立

仇恨情緒立即迅速蔓延，漢族員工約300人，維族員工約100人發生

數波械鬥，導致120人受傷，其中維族約有79名傷者，另有2名維族

員工傷重不治死亡。正當地區警方著手調查並安排維族員工轉廠就

業之際，各類未經查證的訊息傳到烏魯木齊後，導致引爆震驚全球

的七五事件。事件爆發後，韶關城內人心惶惶，更傳出4,000名維

族人士將於7月7日從新疆趕來韶關殺人報復傳聞，人言可畏，人民

對於政府的處置以及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不信任竟達如此地步。63

新疆維族工人到韶關就業原本互蒙其利，旭日公司係港資企

業，主要生產電子玩具、旅行袋、行李箱等製品的勞力密集型企

業，產品全部外銷歐美。新疆喀什疏附縣勞動局透過網路獲知旭日

公司招工訊息，主動與該公司聯繫，雙方互派主管進行考察，自

2003年起開始勞務輸出，共計輸出維族勞工800多名，其中女性員

工約250餘名。該公司專門從新疆聘請廚師，每50名員工配一名廚

師，專門烹煮維族食用的清真牛羊食品，維族員工被安排在車間工

作，由漢族師傅指導手藝，該公司不分族群，薪資標準均相同，月

領薪資約1,400至1,600人民幣，扣除必要開銷，每人每月約有1,000

62. 「新疆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死亡人數上升至184人」，鳳凰網，2009年7月11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ulumuqisaoluan/zuixinbaod

ao/200907/0711_7229_1244684.shtml＞
63. 關武君，「傳言的幽靈徘徊在韶關上空」，亞洲週刊（香港），2009年7月26
日，頁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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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元結餘，確為增加收入的好途徑。64是以在六二六事件之後，多

數維族員工在韶關市政府出面安撫與保證下，很快地又回到旭日公

司生產線上班。

不過，遠在新疆的維族與境外的維吾爾團體對於「六二六事

件」卻有不同解讀，正當韶關警方在6月29日逮捕散播強暴謠言嫌

犯、2名維族員工遺體運回新疆之際，新疆維族社群傳出的訊息

卻變成了「維族女員工遭到漢族強暴、維族小伙子去理論被毆致

死。」新疆地區「維吾爾在線國際」等網站不斷有貼文宣傳韶關

六二六事件是中國政府有組織、有預謀的種族清洗；6月30日，世

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決定7月3日發動全球維族人士遊行到各國政府及

中國大使館示威抗議。7月4日晚間開始，新疆維族人士陸續接獲手

機簡訊與網路訊息，呼籲維族在7月5日下午5時起在烏魯木齊市人

民廣場、南門舉行示威遊行。世維大會主席熱比婭則在7月5日當天

與新疆維族人士通電話時表示「要勇敢一點」，其在稍後接受卡達

半島電視台採訪時，也承認號召海外維族人士上街抗議。7月5日下

午5時，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約有兩百多名維族人士抗議，警方

帶走70餘名帶頭者，引發維族抗議者情緒失控，約自晚間8時許出

現維族隨意砍殺漢族人士並燒毀漢族商店、車輛情形，新疆當局直

到7月6日凌晨才控制局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白克力發表電視

講話，將此次動亂定性為「由境外指揮、境內行動的打砸搶燒嚴

重暴力犯罪事件」。65中共官方傳媒直指事件是由民族分裂分子熱

比婭為首的「世維會」煽動指揮以及境外三股勢力炒作「韶關事

件」，目的在於破壞民族團結、破壞和平穩定局面；66而世維會則

64. 紀碩明，「新疆工人為何來韶關」，亞洲週刊（香港），2009年7月26日，頁
32。

65. 楊剛等，「西方媒體誤讀悲劇」，亞洲週刊（香港），2009年7月19日，頁
24~27。

66. 「剖析烏市騷亂背後推手『世維會』」，大公網，2009年7月6日。＜http://



13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2年7月第四十三卷第二期

發表聲明指控中共軍隊開槍鎮壓導致大量傷亡。顯然，韶關事件已

經從偶發的個別治安械鬥，被對立的雙方抽離出民族壓迫與反壓迫

的話語，以此作為各自的動員宣傳，最終惡化為民族間的對立與仇

殺。

中共官方一反過去封鎖消息的作法，於7月7日開放中外媒體

到現場採訪，詎料出現數百名維族婦女向記者陳情，要求軍警釋放

他們被逮捕的丈夫；而另有上千名漢族人士持棍棒、刀械上街要向

維族報復，情況再度失控，武警以催淚瓦斯彈驅散示威的漢人。為

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宣布，從晚上9時至次日清

晨8時，烏魯木齊全面實施交通管制，儘管用語含糊，但國際媒體

多解讀為實施「宵禁」（curfew）。67 7月8日，赴羅馬參加G8高峰

會的胡錦濤臨時取消原訂在7月9日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晤，提前返

國坐鎮指揮，全國調集武裝特警進入烏魯木齊市平亂，顯然，東

突、疆獨議題觸動中南海敏感神經，是中共不容挑戰的敏感話題，

更何況這項暴動發生在中共建政60週年前夕，胡錦濤所倡導之「和

諧社會」言猶在耳，七五事件等於是對「胡核心」的治理能力投

下了一顆震撼彈，混亂的情勢引發內外危機，迫使胡錦濤不能不嚴

肅以對。在中國內部，關於「新疆王」王樂泉的去留問題，因王被

影射為江澤民的愛將，復使得七五事件的處置問題上，又蒙上了派

系鬥爭的疑雲。68繼七五事件之後，烏魯木齊市在8月間又掀起了

「扎針」傳言，漢、維族群分別指控對方無預警以注射器攻擊對

方，引發烏魯木齊市大規模恐慌，9月2、3、4日下午，數萬民烏魯

木齊市民連續三天上街示威，要求「嚴懲暴徒」、「清除腐敗」以

www.takungpao.com./news＞ 
67. “Chinese Mob Strikes,��The China Post, July 8, 2009, p. 1.
68. 王美惠，「新疆挑動中共政權保衛戰」，新新聞，第1167期，2009年7月16日，
頁22~23。



東突議題國際化研究　137

及「王樂泉下台」，三項口號相互呼應，「嚴懲暴徒」係表達對

政府當局無法穩定局勢、無法迅速破案的不滿；「清除腐敗」則

針對王樂泉引入太多老家山東籍企業進入新疆掌握經濟命脈，打

壓到漢、維兩族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這次遊行被認為是自1989年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民間罕見地大規模的反貪腐、反現任領導

官員的政治遊行。9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免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

栗智職務，作為向民意交代的第一項政治處分。69

而在外部危機方面，七五事件引發了伊斯蘭激進組織的

不滿，事件過後一週，英國風險分析機構「史特林．艾新特」

（Stirling Assynt）發布的情報報告指出，總部設在阿爾及利亞的

「伊斯蘭北非蓋達組織」（AQIM）誓言將對中國派駐北非數以萬

計的工程人員展開報復，理由是中國穆斯林所處的惡劣情勢引起回

教世界的關心，因此，該組織將以中國在伊斯蘭世界的工作人員與

資產作為攻擊目標。70此外，正當中共於國際間對境外東突勢力介

入指證歷歷的同時，熱比婭反於7月29日獲邀訪問日本，造成中日

之間的外交爭議事件。

雖然中國政府對七五事件的新聞採訪態度相對寬鬆，同時迅

速地發表「七五事件的真相」說帖，登載於中共駐中東各國大使館

網站，爭取伊斯蘭世界認同。71但是，所謂的真相只是連結到中共

中央電視台的報導，各界解讀依然各異其趣，主要在於中共過去鎮

壓異議份子的歷史以及處理少數民族抗議的手段，所遺留給外界的

負面印象所致。

69. 「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栗智被免職」，BBC中文網，2009年9月6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230000/newsid_8239600/8239603.stm＞

70. 朱建陵，「蓋達組織誓言對中國展開報復」，中國時報，2009年7月15日，A16
版。

71. 以中國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館官網連結為例，僅提供兩則連接大陸中央電視台
官方報導新聞片段，參考網址：＜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n/�rs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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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新疆學教授鮑文德（Gardner Bovingdon）認

為，七五事件西方媒體的看法與中國媒體的報導存在相當差異，即

維族一開始的示威應該是和平的，但為何短時間內變成大規模暴力

活動？中國官方並沒有把這點釐清，使得外界很自然地從過去中國

處理類似群眾、民族運動的極端鎮壓手段去思考；然而，海外維族

團體堅稱暴力的結果是被公安武警所激怒，但如果只是臨時起意的

暴力行為，很難造成如此慘重的死傷結果，海外維族團體的說法，

恐怕也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支撐。72

陸、結論

從建構主義的「言語－行為」途徑觀察，東突組織確實在全

球造成了不對稱的效應，其以人權組織形態，訴求人權議題對中共

政權造成壓力；藉由參與非政府組織的國際活動，抵銷了恐怖組織

的標籤；經由同情東突議題的個人、組織或是國家，在中共的全面

國際封殺下，營造出特定的支持族群與發言空間。使得中共將東突

組織等於恐怖組織的企圖，未能收到預期之效，特別是北京奧運期

間的暴力活動無法證明與東突組織有關；在賓拉登被擊斃後未發現

任何與東突組織相關證據；美軍在中亞逮捕拘禁於關達那摩維族嫌

犯，無證據顯示涉及恐怖活動，均使得中共對東突指控的訴求缺乏

張力。

然而，中共政權與東突組織雙方較勁的結果，產生了信者恆

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惡性循環，造成了七五事件悲劇的遠因。從社

會學的戲劇理論觀察，顯然是一齣悲情的武打仇殺片，而不是一部

家和萬事興的連續劇。經歷了中共建政之後最慘烈的一次民族流血

暴力衝突，雖然雙方主角在各自的場域中不斷爭取、說服觀眾，但

72. 「多維專訪：新疆維族教育工作水平低不能都怪政府」，多維新聞網，2009年7
月11日。＜http://politics.dwnews.com/big5/news/2009-07-11/5016278.html＞



東突議題國際化研究　139

已有部分觀眾跳脫出劇本的框架，思考事件本身的意涵以及如何避

免悲劇再度發生。在中共官方一面倒地指責東突境外勢力同時，中

國大陸社會內部開始出現較為持平的評論，認為七五事件雖然是中

共建政後最慘烈的一次民族衝突事件，但各方的反應並無太多新

意，中共還是一如既往地指責民族分裂勢力；西方國家還是拿人權

和民主作文章；熱比婭等海外維族團體還是做出受迫害姿態；西方

媒體還是想方設法挖掘符合閱聽大眾口味的「事實」，或許，各方

說的都是事實，但只挑了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事實去陳述。對於維族

而言，面對漢族強勢文化，想要依賴悲情、投靠西方勢力或者採取

暴力手段，是行不通的；中共官方也需要反思，即使有所謂境外勢

力挑動，但如果中國大陸境內的民族問題這麼輕易就能被激怒對

立，就不能說自己的民族政策沒有問題，中共應採取「以忍換和」

策略，承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73

至於未來國際東突組織的走向，研判仍將以人權議題作為在

全球舞台發聲的資本，透過全球治理的「善治」訴求，與中共的主

權統治概念進行抗衡，熱比婭提倡的民族自決權，由於並未訴諸分

裂領土、恐怖攻擊與極端宗教等「三股勢力」成分，因此在現階段

獲得了國際間各項人權組織的青睞，當然，這樣的觀點在中共眼中

仍然充滿了境外勢力對中國領土分裂的圖謀，不過，隨著熱比婭與

其領導之世維大會逐漸獲得國際認同，中共若仍堅持將之與恐怖組

織相提並論，更難具有說服能力。反而是美國民主基金會持續不斷

的對維吾爾組織提供援助、諾貝爾和平獎逐年提名熱比婭以及日本

同意第四屆世維大會於2012年5月間在東京召開，開幕儀式更選在

日本國會大廳舉行。74凡此，均顯示東突議題不再是中共單方面定

73. 顏昌海，「新疆7.5事件的反思」，中國報導週刊，2009年7月27日。＜http://
www.china-week.com/html/5202.htm＞

74. “Announcement: 4th WUC General Assembly and 6th Leadership Training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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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下的國際恐怖勢力，反而逐漸轉化為和平演變的外部力量，換言

之，從原本中共的內政安全議題，逐漸演變成為中共亟需解決的外

交難題。

to be Held in Tokyo, Japan,��World Uyghur Congress, March 8, 2012. ＜http://www.
uyghurcongress.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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