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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中不同武裝分子之間的發生的武裝衝突，嚴重違犯了國際人道法，並因着有罪免責，作出侵犯
人權之舉。在衝突期間，政府軍與俄羅斯盟軍並不加以區別軍民，任意作出攻擊，甚至進行空襲，

導致大量平民傷亡、破壞民房建築，更有調查報告證實，敘利亞政府軍曾使用化學劑。而被政府軍
長期圍困的城鎮亦面臨危機，城內除糧食及資源補給均被切斷外，當局更任意逮捕和拘留數以千計
人士，更有遭受強迫失踪、長期拘留和接受不公正審判等情況。而伊斯蘭武裝分子(IS)亦同樣不加
以區別軍民，除包圍平民外，更對平民作出攻擊，據報攻擊期間亦有使用化學武器劑，進行了許多
非法殺戮，並使成千上萬的婦女和女童遭受性奴役和其他虐待。同時，其他非武裝分子亦不加區別
地圍困和砲轟平民區。至於由美國領導的部隊亦對 IS 和其他目標進行空襲，數百平民因而被殺害。
至 2016 年年底，以上的衝突已造成超過 25 萬人死亡，更令敘利亞境內約 650 萬人流離失所，更
迫使約 480 萬人以難民身份逃往國外求助。

背景
敘利亞的武裝衝突在國際的參與下持續至今，敘利亞政府軍和盟軍，包括黎巴嫩真主黨和其他非敘
利亞武裝分子和民兵，已控制了敘利亞西部大部分地區，並在其他有爭議的地區取得了進展，他們
在俄羅斯武裝部隊的支持下，對敘利亞進行大規模空襲。據人權組織的統計，是次襲擊導致數千平
民被受傷，甚至被殺害，這些空襲都是不加區別軍民，任意攻擊平民或民房建築的行徑將構成戰爭
罪。
非國家武裝分子主要攻擊政府軍隊以控制西北部和其他地區的，而自治行政部隊則主要控制大部分
庫爾德北部邊境地區。IS 則控制部份東部和敘利亞中部地區，但近年漸漸不獲這些地區的人民支持。
聯合國案理會在敘利亞和平進程上仍然存在分歧，聯合國敘利亞問題特使未能成功促進討論此進程。
2016 年 2 月，安全理事會在得到俄羅斯和美國的同意下，議決停止敵對行動，但此項議決只維持
了段暫的時間。同年 10 月，俄羅斯否決了安全理事會的一項決議草案，並呼籲結束對阿勒頗市的
空襲和無阻礙的人道主義援助。
聯合國人權理事自 2011 年成立阿伯敘利亞共和國獨立國際調查委員會以來，不斷監測和報告敘利
亞境內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但敘利亞政府歷年以來均持否認的態度。

武裝衝突 - 敘利亞政府軍和盟軍，包括俄羅斯的侵犯
不加區別軍民，對平民任意攻擊
政府軍和盟軍繼續犯下戰爭罪，和做出其他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包括不加區別軍民，對平民作任意的攻
擊。政府軍更多次攻擊反對派武裝分子控製或奪取的地區，在這些非法攻擊中殺害和傷害平民，攻擊並破壞
民房建築，他們甚至會利用直升機投下具有廣域效應的爆炸性武器轟炸平民區，如砲擊和無導向高爆炸性桶
狀炸彈。這些襲擊造成許多平民死亡和受傷，當中更包括兒童。政府軍和俄羅斯盟軍的飛機

對醫院、醫療中心、診所，以及援助車隊進行了多次的蓄意襲擊，殺害和傷害平民，包括當然包括醫務工作
者。

隨著年月的推移，政府軍在得到俄羅斯的支持下，對東部阿勒頗的襲擊越加頻繁，當中更不間斷地
襲擊住宅、醫療設施、學校、市場和清真寺，數以百計的平民被殺害。俄羅斯製造的集束彈藥也散
落在該地區，而一些未爆破的彈藥對平民構成風險。
在 8 月 1 日，懷疑為政府軍的飛機在伊德利卜省 Saraqeb 市非國家武裝分子控制的兩個住宅區裏，
投擲了兩枚含有氯氣的桶狀炸彈，據報最少造成 28 名平民受傷。
同年 10 月 26 日，一架可疑的政府或俄羅斯飛機轟炸伊德利卜省哈斯的一所學校，殺死至少 35 名
平民，包括 22 名兒童和 6 名教師。
圍困和拒絕人道救援隊伍進入
政府軍長期圍困東部的 Ghata，Mouadhamiyah al-Sham，Madaya，Daraya，及阿勒頗東部，這些都是由武
裝分子控製或奪取的平民地區，並切斷他們的糧食，剝奪他們獲得醫療和其他基本服務，同時對以上地區反
覆進行空襲、砲擊和其他攻擊。

這些圍困阻礙了平民尋求適切的醫療服務。根據聯合國秘書長(UNSG)的滙報，在 3 月 19 日，一名
頭部受傷的 3 歲男孩就正正因為被政府軍阻止離開，而在霍姆斯市的 al-Waer 逝世。

5 月 12 日，政府軍阻止聯合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因為自 2012 年首次進入達拉亞以來，政府軍向
該鎮的住宅區發射迫擊砲，造成兩名平民死亡。 6 月，政府軍只允許兩輛護航車隊進入達拉雅，但
同時進一步不加區別軍民，任意使用桶狀炸彈、類似燃燒彈的燃燒物質和其他彈藥攻擊平民，迫使
該鎮剩餘的平民在 8 月下旬撤離逃亡。
而從同年 7 月起，政府軍在阿勒頗東部圍困了約 27.5 萬人，同時加烈對阿勒頗的空襲，參與空襲
的亦包括俄羅斯部隊。在 9 月 19 日在烏拉爾庫布拉向阿勒頗東部，可疑的政府軍和俄羅斯飛機轟
炸了正在運送聯合國/敘利亞阿拉伯紅新月會援助的車隊，炸死至少 18 名平民，當中包括援助人員，
並摧毀援助卡車。
對醫療設施和工人的攻擊
政府軍繼續襲擊反對派武裝分子所控制的地區內的醫療設施和醫務工作者。他們一再轟炸醫院和其
他醫療設施，更禁止或限制由人道主義援助所提供的醫療用品運進被圍困的地方和難以到達的地區，
並中斷或阻止醫療人員和志願者向這些地區提供適切的醫療保健服務。於 6 月，國際非政府組織
「人權醫師組織」指出，當地的政府軍需承擔自 2011 年 3 月以來超過 90%以上的襲擊，當中包括
攻擊醫療設施和造成至少 757 名醫療人員死亡。
聯合國報告指出，僅在 7 月就有 44 個醫療設施受到襲擊。 在 7 月 23 日和 24 日，阿勒頗市東部的
四所醫院和一所血庫都遭到空襲。其中一所兒童醫院更在 12 小時內被襲擊了兩次。

武裝衝突 - 被武裝分子濫用
非國家武裝分子犯下戰爭罪，更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和嚴重侵犯人權。
不加區別軍民，任意攻擊和直接攻擊平民
IS 直接攻擊平民，以及不加區別軍民，任意攻擊，造成平民傷亡。大馬士革南部 Sayida Zaynab 區
的一系列自殺式和其他炸彈襲擊，其中包括 2 月 21 日的一次襲擊令 83 名平民被殺害事件，IS 均
承認責任。

伊拉克部隊還懷疑曾利用化學武器進行襲擊，包括 8 月和 9 月在敘利亞北部的襲擊。IS 更於 9 月 16 日以軍
火砲火襲擊在阿勒頗省馬雷亞附近的 Um Hawsh，所發射的彈藥引致受襲者皮膚灼熱起泡，和出現與接觸芥
子酸劑後相同的化學反應症狀，受影響的亦包括平民。

The Fatah Halab(Aleppo Conquest)聯合了反對派武裝分子，多次地對阿勒頗市謝赫馬克蘇德區使用
火箭炮和迫擊砲，作不加區別軍民的任意攻擊，這地區由被稱為 YPG 的庫爾德人民保護部隊控制，
襲擊至少殺死 83 名平民，在 2 月至 4 月期間因襲擊而傷害超過 700 名平民。在 5 月，該地區至少
有 4 名平民因出現受氯襲擊後的症狀，而提出需獲醫學治療的要求。
據獨立監測組織敘利亞人權網絡稱，武裝反對分子向政府控制的西部阿勒頗省發射不精確的迫擊砲
和導彈，例如於 11 月 3 日的襲擊中至少令 14 名平民死亡。
法外殺害
伊斯蘭共和國部隊殺害平民，以及被囚的敵對武裝分子和政府軍的成員，實已犯下戰爭罪。在其控
制的 al-Raqqa，Deyr al-Zur 和東部阿勒頗地區，IS 已習以為常地於公共地方執行處決式死刑，被處
決的包括被指控為間諜、走私、通姦和褻瀆的人。
據報導，於 7 月 28 日 IS 成員在 Manbij 附近的 Buwayr 村內至少殺害 25 名兒童、平民婦女和男子。
在 7 月 19 日 IS 成員在互聯網上發佈一則與「Nour al-Dine al-Zinki movement」成員虐待一名年輕
男子及被斬首的片段。
圍困和拒絕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IS 部隊圍困，同時不加區別軍民，任意射擊政府軍據點附近的 Deyr al-Zur 市。聯合國和俄羅斯部隊
雖多次向被圍困的地區空投援助物資予平民，然而當地人權活動分子表示，圍困地區的政府軍扣押
了大部分援助物資。

綁架
IS 和其他非國家武裝分子綁架平民並將其扣押為人質。
在 1 月，Jabhat al-Nusra 在伊德利卜市至少綁架了 11 名平民。他們的命運和下落至 16 年年底仍然
沒有被公開。
在 2013 年 12 月 9 日，維權人士 Razan Zaitouneh、和她的丈夫 Wa'el Hamada，以及 Nazem
Hamadi 和 Samira Khalil 在 Jaysh al-Islam 控制的 Duma 地區被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綁架，至今其
命運和下落仍不明。

在 2013 年 5 月 18 日的晚上，另一名維權人事 Abdullah al-Khalil 在拉卡市被懷疑為 IS 的成員綁架，其命運
或下落亦不明。

武裝衝突 - 美國領導部隊的空襲
由美國領導的國際聯軍自 2014 年 9 月起，為針對恐怖主義及敘利亞北部和東部的其他武裝分子，
包括 Jabhat Fatah al-Sham（以前稱為 Jabhat al-Nusra），而發起連串的空襲行動。其中一些空襲
是不加區別軍民的，另一些則是與出師名義不相稱的，這些空襲都令數百名平民被殺害或傷害。其
中，於 7 月 19 日在 Manbij 附近的 al-Tukhar，懷疑由聯軍發動的一次空襲造成至少 73 名平民死亡，
及 7 月 28 日在 al-Ghandoura 造成至少 28 名平民死亡。

武裝衝突 - 土耳其部隊的攻擊
土耳其部隊還在敘利亞北部進行針對 IS 和庫爾德武裝分子的空中和地面攻擊。據報導，其部隊於 8
月 28 日在 Jarablus 以南 Suraysat 附近所發動的空襲中共殺害了 24 名平民。

武裝衝突 - 民主聯盟黨領導下的自治政府
由民主聯盟黨領導的自治政府部隊控制了大部分庫爾德北部邊境地區。
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稱，2 月份 YPG 部隊拆毀了哈薩克省 Tal Tamer 數以十間的阿拉
伯平民的房屋，卻被指稱是 IS 支持者所有。高級專員還報告說，庫爾德保安部隊 Asayish 和 YPG 更
強迫徵募 12 名兒童。
根據敘利亞人權網絡，YPG 砲擊和狙擊手在 2 月至 4 月期間，在阿勒頗市的反對派控制地區作出襲
擊，至少殺死了 23 名平民。

難民和國內流離失所者
數百萬人民繼續因國內的衝突而流離失所。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報告，在 2011 年至 2016 年年底，
有高達 48 萬人逃離敘利亞，其中有 20 萬人在 2016 年成為難民。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亦指
出，在此六年間，約有 65 萬人在敘利亞境內流離失所，其中一半是兒童。敘利亞的鄰國政府，如
土耳其，黎巴嫩和約旦，雖招待了全部敘利亞的難民（包括從敘利亞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但
卻已限制新難民的湧入，使他們在敘利亞境內面臨進一步襲擊和剝剥。
因此，超過 7.5 萬名敘利亞的難民越洋或沿內陸到達歐洲，但歐洲多國仍未能就重新安置、或在安
全及合法的管道上，達成公平分配難民的原則。

強迫失蹤
政府軍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扣押了數以千計的人士，這些人被視為強迫失踪，再加上自 2011 年起
被政府軍扣押而仍未被揭發的個案，強迫失踪的人數多達數以萬計，當中更包括和平批評家和反政
府人士，以及被扣押的家庭成員，這些都不是政府軍的目標人士。
從一些被釋放的扣押者口中得悉，在政府的扣押所內曾見過一些被強迫失踪的人士，包括自 2012
年 10 月以來失踪的維權律師 Khalil Ma'touq 和他的朋友 Mohamed Thatha，但當局卻否認有扣押這
些人。其實，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被敘利亞政府軍扣押的已達數以千數人士，當中
仍然是處於失踪的狀態，而且他們大多數是伊斯蘭教徒。

酷刑和其他虐待
政府安全和情報機構以及國家監獄對被扣押者所施行的酷刑和虐待是徹底而普遍的，酷刑和虐待亦
是導致扣押人士死亡率高的原因，如自 2011 年以來便有數以千計的扣押人員死於監獄裡。1

8 月，一個非政府維權組織數據分析小組利用科學方法分析政府侵犯人權的情況，估計在 2011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間，因為扣押者受到酷刑和其他虐待，至少有 1 萬 7 千 7 百多人在監獄中死亡。

不公平審判
當局在經反恐怖主義法院和軍事現場法院審判前已對一些敵對人士作出起訴，
但法官均未能為作調查以及作出指控，因為被扣押者在提往法院前已曾被拷打、虐待及強制宣讀
「供詞」，所以在法院中均得不到公正的裁決。

女權
在 6 月 15 日，獨立調查委員會確定，伊拉克軍隊強行將數千名亞茲迪婦女和女童由伊拉克的辛賈
爾轉移到敘利亞，並在市場上販賣，或強迫為奴，甚至為性奴，因此，許多婦女和女童遭受性暴力，
強姦和其他酷刑。企圖逃跑的婦女和女孩甚至遭受到集體侵犯，或遭受到其他方式的折磨或嚴厲的
懲罰。一個女人說，那個買下她的戰士已害殺了她的幾個孩子，並在她每次逃跑不果後都強行侵犯
她。

死刑
敘利亞政府對許多罪行仍然執行死刑，卻幾乎沒有披露任何相關的資料，也沒有披露執行死刑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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