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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擊烏航班  伊朗人憤怒上街

假借737汙名稱故障             
矢口否認

伊朗在 1月 8日對美國的兩個

軍事基地發動了彈道導彈襲擊，

以報復美軍在空襲中殺害了伊朗

二號人物蘇萊曼尼。就在當天，

一架自德黑蘭機場起飛的烏克

蘭 737 航班因不知明原因墜毀，

對於各方揣測或遭飛彈誤擊的傳

言，伊朗當局都以機械故障搪

塞，矢口否認各方的指控。但真

相在後來的三天快速被揭露。

CBS 新聞援引美國情報人士

的描述，一顆衛星檢測到兩次導

彈發射的紅外「閃爍」，隨後又發

生爆炸；此外，從現場殘骸照片

中，也還發現俄羅斯製造的 Tor
導彈彈頭段近乎完整的殘骸（飛

彈真實的炸藥位置多位於前三分之

一處）；事發當時一部民間錄得的

影片顯示，該航班應是遭不明物

體擊落。不過即便證據確鑿，伊朗

對此仍予否認。伊朗媒體說，這種

導彈擊毀客機的說法「在科學上是

不可能的」，因為當時有數架國內

和國外的航班都在同一高度——

8000 英尺的伊朗上空飛行。

影像衛星無可隱瞞              
認了誤擊

後在西方鑑定影片為真，以

及衛星探測紀錄等逐一揭露無可

隱瞞下，伊朗當局才在 11 日坦承

了該國防空部隊「誤擊」該航班導

致慘劇。

美聯社引述伊朗官方媒體 11
日發表的軍事聲明說，這架飛機

是在轉向革命衛隊的「敏感軍事

中心」後，被誤認為是「敵對目

標」。聲明稱，在美伊的緊張局勢

加劇的情況下，軍方處於「最高警

戒水平」。軍方說：「在這種情況

下，由於人為失誤，飛機在非故意

的情況下被擊中。」伊朗軍方在聲

明中道歉，並表示將升級其系統，

以防止未來悲劇再度發生。

據消息指出，這架民航客機

當時是以低空的方式在航線上飛

行，而伊朗軍隊不久前在當地布

置了道爾 (Tor)M1 防空導彈，

由於通訊聯繫出現了故障，面對

當時情況臨時決定開火，而這一

命令最終造成了悲劇的發生。對

於伊朗軍方出現的這種錯誤，很

多分析人士都進行了譴責，而他

們之所以對伊朗這支部隊進行譴

責，主要是因為這支部隊過於依

賴無線設備，而沒有事先預埋一

條穩定的有線設備。

不滿當局扯謊             
伊青年再啟示威

據消息人士透露稱，在遇難

者中有不少伊朗和加拿大雙國籍

的菁英學者，在這些人之中，有

28 人是博士、有 25 人是碩士，

還有一些大學的教授和科學家，

而這些人都是伊朗相關科技發展

的棟梁，所以伊朗這次的損失，

超出了西方各國的想像，令伊朗

懊悔不已。

目前尚不清楚這架客機是被

伊朗常規部隊還是革命衛隊擊落。

伊朗軍方聲明補充說，襲擊飛機

的相關人員將受到法律起訴。

伊朗政府對烏航失事真相長

達 3 天之久的刻意隱瞞，除激怒了

批評者之外，亦徹底引爆先前通常

會支持政府的保守派。儘管有大量

身穿制服的安全部隊成員，及親政

府民兵部署於全國各地，但仍然無

法阻止抗議活動，因為在第二天就

立刻擴大到首都德黑蘭以外至少十

幾個城市。大部分的示威皆集中在

大學校園內，且由學生主導，因為

這架烏航機上載有許多要前往加

拿大深造的應屆畢業生。他們大

多還刻意避免踐踏原本用來汙辱

美以而畫在地上的美國及以色列

國旗，以表達對當局的藐視。還

有人高聲喊著：「我們的敵人就在

這裡（指伊朗），他們卻欺騙我

們說是美國。」

雖然在伊朗譴責最高領袖哈

米尼（Ali Khamenei）是一條死

罪，但許多抗議民眾仍然於街道上

高聲怒罵稱：「最高領袖是一個殺

人犯！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許

多伊朗人還質問，為何當局於發射

導彈之後，並未關閉德黑蘭的機

場及該國領空。安全部隊除了發

射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之外，甚

至還以實彈來驅散德黑蘭抗議民

眾。有目擊者指稱，截至 12 日深

夜為止，已有多人受傷了，有幾

個人是從背後遭射殺的。

撒謊 新聞界：                      
國家「結構性謊言」

民眾不滿的這把火也延燒到

新聞界，至少有 2 名國營電視臺主

播不滿而請辭，另有 1 名前主播

公開為「替政府撒謊13年」道歉。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伊朗11日承認，伊朗武裝部隊「誤
打」擊落了墜毀的烏克蘭客機，

導致全部客機上176人全部罹難。
在遇難者中有不少伊朗和加拿大

雙國籍的菁英學者，其中有28人
是博士、25人是碩士，還有一些
大學的教授和科學家，伊朗自身

損失慘重。當局遭揭穿的謊言，

又再次點燃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活

動，粉碎了當局之前借蘇雷曼尼

出殯所營造的全民團結一致對外

的假象。

◆臺灣已故參謀總長沈一

鳴一級上將等 8 位黑鷹直升機

殉職將士 1月 14 日公祭，除總

統蔡英文等多名政要到場致敬

外，美國在臺協會（AIT）處長

酈英傑等外國駐臺代表也率團

致敬。值得注意的是，美軍現

役准將馬修．艾斯勒（Matthew 
C. Isler）也代表美軍到場致敬。

◆德國機械和設備製造商

聯合會（VDMA）1 月 13 日發

表一份立場聲明書，表達了對

於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該聯

合會表示，國家補貼和自我閉

鎖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德

中機械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不公

平。該聯合會因此呼籲德國和

歐盟對北京政府持強硬態度，

審查其貿易政策工具，並要求

在官方項目的授予和外國投資

的兩名伊拉克軍官告訴路透社，

在襲擊發生前 8 個小時，美軍和

伊拉克士兵已經快速撤走駐軍和

軍備武器，並匿藏在防禦掩護體

中。撤離行動一直進行到當天午

夜時分，基地戶外已不見任何的

戰鬥機或直升機。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爾利

表示，美軍在基地有各種級別的防

護裝備，並且還有各種分散計畫

和常規防禦程序，美軍根據國防

部於 8日當天所提出的警訊做出了

防禦準備，而這確實起到了作用。

他同時認為，伊朗原本計畫

進行致命襲擊，因為攻擊點非常

接近人員和設備，因此他相信伊

朗的意圖是要造成結構損壞、破

壞設備和飛機，以及殺死基地人

員，並非外界所傳的伊朗有所刻

意迴避。

據路透社報導指出，駐紮在

阿薩德空軍基地（Ain al-Asad）

美軍防禦得當無人傷亡  白宮宣布更嚴厲制裁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

國軍方戰損報告顯示，在伊朗革命

衛隊1月8日狂轟猛炸的炮火中，美
方人員能全身而退要歸功於基地

指揮官，而非因德黑蘭預先洩密，

才保全兩個基地的美軍和駐軍。

據《自由時報》報導，伊朗伊

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臺（IRIB）

前主播賈巴里（Gelare Jabbari）
在 Instagram 上寫下，「很難相信

我們的民眾被殺害，請原諒我這

麼晚覺醒，也請原諒撒了 13 年的

謊。」伊朗記者協會的一份聲明指

出，伊朗正上演一場「公眾信任

的葬禮」，損害了聲譽本就搖搖

欲墜的伊朗官方媒體。

伊朗官方新聞臺《Press TV》

的評論員納德里（Ghanbar Nade-
ri）在《BBC》節目上坦言，伊朗人

民已經對政府失去信任，人們渴

望有更多自由，政府隱瞞誤擊客

機的謊言已失去公眾信任，革命

衛隊也心知肚明。

改革派媒體更是怒批國家機

構的「結構性謊言」，並表示，閱

聽者都紛紛轉向國際媒體尋求真

相，沒有人再會相信國內媒體的

報導。

川普 12 日在推特上以「波斯

語」連續發 2 篇文章來相挺伊朗

示威者，他對勇敢且受苦的伊朗

人民表示：「從我擔任總統以來，

就一直與你們站在一起，我的政

府將會持續關注及支持你們，還

被你們的勇氣所鼓舞。」

川普也貼文呼籲伊朗當局，

應該允許人權組織和伊朗民眾走

上街頭抗議，「我們不要再看到殺

害示威者的事件發生，或當地網

絡遭封閉，因為全世界都在關注

這件事。」

奧運奪牌選手出走

對伊朗當局的不滿可說是充

斥各階層。全國唯一於奧運奪

牌的女運動員阿里薩德（Kimia 
Alizadeh）， 亦 於 當 地 時 間 11
日，宣布要永久離開伊朗，因為

這個國家的政權非常虛偽。阿里

薩德在飛彈報復後的隔天傳出失

蹤，後被證實移居荷蘭，並將代

表荷蘭參加 2020 年的東京奧運。

她在 11 日出面表示，伊朗的政治

體制，讓她覺得充滿了虛偽。

伊朗青年學子13日在德黑蘭 Amir Kabir大學門口手持鮮花，對發射催淚瓦斯的警方進行抗議。(AFP)

寰宇新聞

逾50菁英學者喪生   伊朗損失超乎想像   不滿謊言青年再抗議   撕破假象

上，重新考慮對華政策。

◆英國國會 1 月 10 日批

准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
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並確

定於 1 月 31 日與歐洲聯盟分

手。英國自從 2016 年舉行脫

歐公投以來，歷經兩位首相下

臺，至此這場政治紛擾畫下句

點。此外，英國首相強森 14
日知會蘇格蘭首席部長施特金

（Nicola Sturgeon），正式拒絕

她要求獲得舉行另一場蘇格蘭

獨立公投的權力。

◆泰國曼谷民眾發起反軍

政府勢力的抗爭「反獨裁路跑」

活動 1月12 日舉行，抗議由前

軍事領袖帕拉育（Prayuth Ch-
an-ocha）擔任總理所組成的新

政府，參與者慢跑途中不斷吶喊

「帕拉育滾出去」、「民主萬歲」

等口號，或高舉受電影《飢餓

遊戲》啟發的「三指」反獨裁手

勢，完成共計 2.6 公里的賽程。

對於伊朗的襲擊，川普基於

未造成人員傷害而排除了軍事

報復手段，改以更嚴厲的經濟制

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
mpeo）和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

欽（Steven Mnuchin）， 10 日 在

白宮召開聯合新聞發布會，宣布

美國將對伊朗展開新一波的制裁

措施，特別是阻攔伊朗數以億計的

鋼鐵、銅鋁製品盈收，因這些收

入是該國發展核武器的項目資金，

一旦制裁收效將切斷伊朗數十億美

元的資金。同時也還公布新一波被

制裁的伊朗高官名單，包括：伊

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 -
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伊

朗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阿什蒂亞

尼（Reza Ashtiani）， 以 及伊朗

革命衛隊下屬巴斯基民兵 (Basij 
militia) 的領導人等。

班農讚「川普主義」推協自由民主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在福克

斯財經網的「週日早晨談未來」

（Sunday Morning Futures）的
獨家專訪中，前白宮高級顧問史

蒂夫．班農告訴主持人瑪麗亞．

巴蒂羅莫，他認為由於「川普主

義」（Trump Doctrine）的原
因，中東和亞洲對民主與自由的

支持正在增加。

在伊朗，11 日在全國各地

的伊朗大學爆發了反政府抗議活

動，以回應伊朗承認無意中擊落

一架烏克蘭客機，這場意外導致

176 人喪生。

在臺灣，臺灣人再次選擇了

臺灣的親民主領袖蔡英文，使她

以壓倒性優勢再次當選總統，這

標誌著堅決支持捍衛民主生活方

式的選民對中共的強硬立場。

在香港，抗議者為爭取自由

而高舉美國國旗。去年 11 月，在

川普批准授權對北京侵犯人權者

予以制裁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的立法之後舉行的「感恩節集

會」中，有香港民主抗議者將虛

構電影人物拳擊手洛基．巴爾波

（Rocky Balboa）的照片配上川普

頭像以表示感謝，還有人還身披

美國國旗和高唱美國國歌。

班農說：「無論是在香港、在

臺灣的投票箱，或在德黑蘭的街

頭的自由與民主都體現了川普主

義。川普總統已直面中共、北京

的獨裁者。……他為德黑蘭的抗

議民眾發聲，還有香港的投票抗

爭，他們在幾週前在那裡才取得

了（區議會選舉的）全面勝利，

臺灣民進黨取得壓倒性勝利，投

票率也創了紀錄。」

班農補充說：「在德黑蘭，也

發生了同樣情況。記得在香港、在

臺北，你看到的是美國國旗，在這

些各自獨立的運動中人們揮舞著美

國國旗，他們拿著川普總統是超人

或某種超級英雄的海報。這都是

因為川普的政策所致。」

班農指出，鑒於美中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預計將於近日簽署，

而民主黨卻要準備到時將彈劾條

款交給參議院，兩者時間顯然有

密不可分的聯繫。

班農說：「他（川普）停止

（美國此前的）綏靖政策，他開啟

了貿易戰。在貿易協定中，他對中

國大陸的徵收關稅，他對德黑蘭實

施了經濟制裁。經濟戰在取得勝

利，街上的人們在支持川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