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
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 (Syrian Arab Republic)
國家元首：Bashar al-Assad
政府首長：Wa’el al-Halqi（Adel Safar 在 6 月被 Riyad Farid Hijab 取代，Riyad Farid Hijab 在八月被 Omar Ibrahim
Ghalawanji 取代，Wa’el al-Halqi 在同月取代 Omar Ibrahim Ghalawanji）

政府軍與解放敘利亞軍（FSA）和其他武裝團體組成的反對派之間的武裝衝突嚴重侵犯人權，犯下各
種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政府軍犯下大多數暴行，包括用飛機、大砲、迫擊砲、燃燒彈和集束炸彈，
不加區別軍民，任意攻擊。政府軍連同支持他們的民兵，逮捕了以千計的人，當中包括兒童，許多人
遭受強迫失踪。被拘留者經常被虐待。據報，在關押期間至少有五百五十人死亡，更有人被不法處決。
政府軍狙擊手攻擊出席和平反政府示威和公開葬禮的人，以及救助傷者的醫療人員。以往和目前嚴重
侵犯人權的人繼續逍遙法外。法庭繼續判處死刑，但未知有否執行。反政府武裝團體也犯下嚴重罪行，
包括戰爭罪。他們囚禁、折磨和當場處決政府軍士兵和民兵成員，並不區別軍民，任意攻擊，導致平
民喪生及受傷。數十萬人被迫逃離家園，聯合國估計超過敘利亞國內有超過二百萬人流離失所或在惡
劣環境下居住，還有自衝突開始有近六十萬難民逃到鄰國，在惡劣環境下居住。
背景
該國大部分地區陷入武裝衝突，數千平民傷亡。進行不加區別軍民的空襲、大砲和迫擊砲襲擊，轟炸、
不法的當場處決、威嚇、綁架和人質劫持事件經常發生。
一月，阿聯酋暫停監察敘利亞政府履行從城市撤回軍隊，停止使用暴力和釋放囚犯的承諾。同樣地，
為監察及支持由聯合國和阿聯酋聯合特使安南(Kofi Annan)計劃的措施，以及在四月成立的聯合國敘利
亞監察團，在八八月十九日因武裝暴力持續下而結束。俄羅斯聯邦和中國兩次否決了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旨在解決敘利亞局勢的決議。在八八月，阿爾及利亞資深外交官 Lakhdar Brahimi 接替安南，但對於
如何在年底前就化解紛爭取得政治共識，仍未有進展。
二月，政府為新憲法舉行公投，終止了 Ba’ath 黨的長期壟斷，但未做到反對派要求的大幅度政治改革。
九十天後舉行了議會選舉。
政府繼續將示威者喪生歸咎於游擊武裝團伙，並在七月通過了一項新的反恐怖主義法，專門針對政治
活躍份子，關押並以不公平方式審判他們，政府在九月成立反恐怖主義法庭，以模糊的恐怖主義行為
控罪起訴他們。
七月十八日在首都 Damascus 發生炸彈襲擊，FSA 對此承認責任。國防部長和他的副手助理副總統兼國
家安全局局長，在襲擊中喪生。兩天後，反對派武裝團體進攻 Aleppo、Damascus 和其他地方，令武裝
衝突擴散。

九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成立於 二〇一一年的國際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任務期限延長。委員會報告
指，政府軍在二月和八月犯下了危害人類罪、戰爭罪和嚴重侵犯人權，而反對派武裝力量犯下的戰爭
罪行未及政府軍嚴重和頻密。敘利亞當局繼續拒絕人權理事會和國際獨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進入該
國。當局還限制國際媒體和獨立人權組織入境，但他們仍能進入各個領域，包括一些反對派武裝力量
控制的地區。
一月和十一月政府宣布大赦，但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被任意拘留的人被釋放。
十一月，各反對派團體團結起來，組成「敘利亞革命和反對力量全國聯盟」
(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ary and Opposition Forces)，當時國際上越來越多認可他們為敘利亞人民
的唯一合法代表。
美國和阿聯酋繼續制裁敘利亞，同時一再呼籲總統 Bashar al-Assad 放棄權力。歐盟擴大針對敘利亞官
員的制裁。
根據國際法的罪行
政府部隊和及有關民兵在認為是反對派據點的省份，包括 Homs、Idlib、Hama、 Damascus 和 Aleppo 大肆
破壞，犯下戰爭罪行。他們不加區別軍民，任意攻擊，有以千計的平民喪生或受傷。許多人因政府在
稠密的住宅區中不當使用不精確的戰場武器而死亡。除了從飛機上投下自由下落的非制導炸彈，保安
部隊在居民區發射迫擊砲、火砲、燃燒彈武器和火箭砲。他們還使用國際禁用的武器，包括殺傷人員
地雷和集束彈藥，並有系統地搶劫、破壞和燒毀財產，有時更燒毀被他們殺害的人的屍體。
七月，家住 Ma'arat al-No'man 的 Hassan 和 Rayan al-Bajri (分別十一歲和八歲)，他們的母親 Salha 和父親
Naasan，連同兩個鄰居，因其居所被政府軍發射的一枚迫擊砲彈擊中，全部喪生。
八月二十八日，政府軍的空襲擊中了 Kafr Anbel 村的市場，造成 22 個平民死亡，許多人受傷。其中的
受害者有：九個子女的母親 Fathiya Fares Ali al-Sheikh，青年 Mohamed 和 Jumaa al-Sweid。
反對派武裝團體進行虐待
反對政府的武裝團體，包括一些與 FSA 有關的團體，犯下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戰爭罪。受害者大多
為已知的或被懷疑是政府軍和民兵成員。他們被擒獲後，受不公平的臨時法庭審訊，之後被折磨或當
場處決。他們還針對在親政府媒體工作的記者，和被懷疑是政府的民兵組織成員的家庭。武裝團體威
脅和綁架平民，有時要求贖金，並在某些情況下脅持人質，包括被俘士兵、黎巴嫩和伊朗國民。他們
進行自殺式和其他炸彈襲擊，有時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區發射不精確的武器，如火砲和迫擊砲，有時使
用如殺傷人員地雷等任意攻擊軍民的武器，並在住宅樓宇內準備或存儲彈藥和爆炸物，危及居民。童
兵主要支持戰鬥，而不直接參與戰鬥。據報道，到今年年底，反對派武裝團體對認為是親政府的少數
族裔社區的威脅和攻擊日漸加強。

五月二十二日，九個什葉派穆斯林黎巴嫩男子從伊朗出發往黎巴嫩，途中被武裝集團 Asifat al-Shimal
Brigade 扣作人質，直至年底仍被關押。
七月三十一日，經過激烈的衝突，武裝集團 al-Tawhid Brigade 抓獲四十四名遜尼派穆斯林親政府 al-Berri
族人。視頻畫面顯示，抓獲的男子被拷打，之後至少 3 個人被槍殺，當中包括一個部族首領 Ali Zein
al-‘Abdeen al-Berri。FSA 的中央媒體主管譴責殺戮，並宣布會就此調查，但至今未有已知的有關調查。
言論自由 - 對記者的攻擊
記者及民間記者被多方針對，包括敘利亞政府軍。至少有 11 個記者在明顯針對性的攻擊中被打死，
亦有記者被拘留或被扣為人質。其他記者死於不區別軍民的轟炸。
二月二十二日，美國記者 Marie Colvin 和法國攝影師 Remi Ochlik 在政府軍對一座在 Homs 的建築物的砲擊
中身亡。據存活的記者所講，該建築物因被用作一個媒體中心，而被蓄意攻擊。同日在 Homs 報導的
敘利亞民間記者 Rami al-Sayed 死於砲彈碎片。
九月廿六日，伊朗國營電視的敘利亞特派員 Maya Nasser 在報導 Damascus 軍隊總部炸彈襲擊時，被反
對派狙擊手槍殺。伊朗 al-Alam 新聞網絡的同業 Hussein Mortada 在襲擊中受傷。兩人此前收到反對勢力
的威脅。
三月四廿四日，Homs 傳媒中心活躍人士 Ali Mahmoud Othman 在他的家中被逮捕。繼他四四月時在國家
電視台亮相後，直至年底他的家人都未能從國家官員得到關於他下落的進一步消息。
二月十六日，敘利亞媒體和言論自由中心 (Syrian Centre for Media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SCM) 的負責人
Mazen Darwish 和其他四個 SCM 人員，包括 Abd al-Rahman Hamada, Hussein Gharir, Mansour al-Omari 及 Hani
al-Zitani 在 Damascus 被空軍情報人員逮捕後，被關押禁見至年底。同時被捕的其他十一人則被釋放，
但有七人後來被軍事法庭定罪，罪名為有意圖擁有違禁資料與傳播有關材料。
政府軍和相關民兵執行不法處決
政府軍和民兵一同當場處決反對派戰士和平民，有時在認為是支持反對派的地區的軍事行動中進行大
量處決。通常死者雙手被反綁在背後，上身有多處槍傷。一些屍體被燒毀。
三月二十三日，政府士兵把三位廿多歲的兄弟 Yousef, Bilal 和 Talal Haj Hussein 從他們位於 Idlib 郊區
Sarmin 的家中捉走。他們在母親和姐妹面前被當場處決，之後他們的屍體被焚燒。
五月二十五日，一次在 Homs 附近的 Houla 村的軍事行動中，數十人被處決，其中包括許多沒有參與
戰鬥的平民。儘管政府予以否認，國際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結論是有過百名平民，其中近一半是孩子，
被政府士兵和相關民兵殺死。

政府軍和相關民兵過度使用武力
政府部隊和民兵經常使用致死或其他過度武力來鎮壓呼籲政權結束的和平抗議活動。在抗議和紀念烈
士的公眾葬禮中，數百人被政府狙擊手打死或打傷，死傷者包括毫無威脅的兒童和旁觀者。當局逼使
一些遇難者家屬簽署聲明，指責武裝恐怖組織，而不是令其親人死亡的保安部隊。
五月十七日，在 Aleppo 開糖果店的店主 Mohammed Haffar 被槍殺。當時政府軍開火對付一場示威，他
正站在他的店外。
五月廿五日，有十人被保安部隊和便衣民兵槍殺，當中包括一名 16 歲的學生 Mo'az Lababidi。他在送
葬四名同樣被槍殺的示威者中途，在 Aleppo 派出所外面被殺。
針對傷員和醫療人員
政府部隊和民兵追捕受傷的平民和反對派武裝分子，其中一些人在國立醫院也被虐待。政府軍針對反
對派協助傷員的臨時醫療中心，及在內義務工作的醫生、護士和醫護人員。
曾屬於一個醫療網絡，協助受傷示威者的學生 Basel Aslan、Mus’ab Barad 和 Hazem Batikh 被空軍情報官
員拘留。一星期後，即六月二十四日，他們被燒毀至殘缺不全的屍體在 Aleppo 被發現。Basel Aslan 的
手被反綁在背後，他一直被折磨，最後頭部遭槍擊。
據報導，Osama al-Habaly 在黎巴嫩接受治療回國途中，於八月十八日在敘利亞和黎巴嫩邊境被敘利亞
軍事情報人員逮捕。他的家屬被告知他被折磨，但他們沒有接到有關他下落的官方通知。
鎮壓異議人士
政府嚴格控制言論、結社和集會的自由。政府保安部隊和民兵在示威期間拘留數千人，劫掠家園和在
軍事取締行動期間逐家逐戶搜索。數百至數千人往往在未公開的臨時拘留中心被拘留，被禁止與外界
接觸，甚至強迫失踪，酷刑和其他虐待成風，而侵犯人權者卻不受懲罰。被拘留者包括政治和人權活
躍分子、記者、博客、人道主義工作者和伊斯蘭教宗教領袖。一些人在軍事和特別法庭中受到不公正
的審判後，被定罪並判刑。
十月二日，著名人權律師 Khalil Ma’touq 和他的朋友 Mohammed Thatha 在旅途中通過在 Damascus 安全部
隊檢查站後失踪。他們的家人被告知，他們被扣留在 Damascus 國家安全部及被禁止與外界接觸。
十一月廿一日，四位女士 Ru’a Ja’far、Rima Dali 和姊妹 Kinda al-Za’our 和 Lubna al-Za’our 打扮成新娘在
Damascus 街頭走動和呼籲結束在敘利亞的暴力行為，事後被保安官員逮捕並扣留七個星期。
酷刑和其他虐待
包括兒童在內的被拘留者，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政府軍和相關民兵往往使用酷刑和其他虐待方式，

逼使受害者提供情報信息或供詞，並對懷疑反對派者施以恐嚇或懲罰，這些侵犯人權者往往免於刑
罰。虐待方法包括毒打、吊起四肢、吊在輪胎中間、電擊、強姦和其他性虐待。拘留所擠迫之餘，衛
生條件惡劣，又不准許被拘留者就醫，甚至被醫務人員虐待。
四月廿四日，約旦籍巴勒斯坦記者 Salameh Kaileh 因為一個 Facebook 的談話和他擁有的左翼出版物，
在他於 Damascus 的家中被空軍情報人員逮捕及折磨。他被侮辱及腳底被鞭打。五月三日，他被轉移
到一家軍隊醫院，在那裡他和其他人被毆打，侮辱和不准進入廁所和領取藥物。五月十四日他被驅逐
到約旦。
一些反對派武裝團體捕捉保安部隊成員或政府支持者後，也施加酷刑和其他虐待。
扣押期間死亡
據報導，至少有五百五十人在關押期間死亡，死因大多明顯是酷刑或其他虐待，當中包括兒童，許多
死者懷疑是反對派。沒有人因導致被拘留者的死亡而受到懲罰。
九月廿九日，Ahmad 和 Yahia Ka’ake 兄弟在 Aleppo 附近的一個軍隊檢查站被逮捕。數日後，一名親屬在
停屍間找到 Ahmad Ka’ake 的遺體，身上有四個槍傷。其兄弟 Yahia Ka’ake 繼續被禁止與外界接觸。
強迫失踪
政府部隊隱瞞數百甚至數千名在衝突中被關押甚至被強迫失踪的人的下落。當局至今仍未解釋自七十
年代末在敘利亞關押下約一萬七千人的失踪。他們包括數以百計在敘利亞被捕或在黎巴嫩被敘利亞部
隊、黎巴嫩或巴勒斯坦民兵綁架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國民。然而，黎巴嫩國民 Yacoub Chamoun 被強迫
失踪近廿七年後被釋放，令一些受害家庭燃起親人可能還存活的希望。
七月廿八日，活躍分子 Zilal Ibrahim al-Salhani 在 Aleppo 的家中被保安部隊逮捕，之後失去音訊。直至年
底，她的下落仍是未知數。
免責
政府軍既沒有採取任何步驟調查對他們的眾多指控，也沒有將涉嫌嚴重侵犯人權、危害人類罪或戰爭
罪的人繩之以法。政府維持有罪不罰的制度，包括立法賦予保安部隊成員在非法殺戮、酷刑、強迫失
踪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上享有法律豁免權。當局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調查和追究過往的嚴重侵犯
事件，包括二〇〇八年在 Saydnaya 監獄和一九八〇年六月在 Tadmur 監獄被強迫失踪和殺害的數千名囚
犯。今年二月，國際獨立調查委員會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提交一份高級官員的密封名單，要向
該等官員追究危害人類罪的責任。
反對派武裝團體也沒有尊重國際人道法，包括未能防止戰爭罪，如酷刑和當場處決俘虜。
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者
政府部隊對反對派控制的地區頻繁發動不加區別軍民的空襲，促使幾乎所有的居民逃離。其他人，尤

其是少數族群，也因擔心反對派武裝團體的攻擊而逃離家園。許多人住在郊區或在山洞裡紮營避難，
有人去親戚家裡暫住，有人離開了敘利亞。從別國來的難民面臨安全問題，當中包括巴勒斯坦難民。
十二月，聯合國估計敘利亞衝突造成國內超過二百萬人流離失所，需要向他們提供人道援助。聯合國
難民署說將近 60 萬名敘利亞人在土耳其、約旦、黎巴嫩、伊拉克和北非註冊或正在等候註冊成為難
民，但相信逃離敘利亞的難民總數應該更高。鄰國協助讓以千計的敘利亞難民在其領土上得到安全和
援助。然而，土耳其和伊拉克於八月中旬削減難民入境人數，此舉違反國際法。至今年年底，以千計
的人都生活在土耳其邊境的難民營旁邊，生活條件惡劣。
死刑
死刑仍然有效。目前不清楚有多少人被判處死刑，或是否有執行任何處決。
國際特赦組織訪問/報告
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多次前往敘利亞及其鄰國，對敘利亞進行人權研究。
”我想死”: 敘利亞折磨生還者自白 (MDE 14/016/2012)
致命的報復: 敘利亞軍隊故意殺人和其他虐待 (MDE 24/041/2012)
全面鎮壓: 在敘利亞 Aleppo 清除持不同政見者 (MDE 24/061/2012)
敘利亞: 平民在 Aleppo 的戰鬥中首當其衝 (MDE 24/073/2012)
敘利亞: 不區別軍民的攻擊令平民恐慌及流離失所 (MDE 24/078/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