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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18 周年 言論自由成極端思潮
「免罪牌」

美本土恐襲殺人超外來恐襲
■美國近年極端思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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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美國 2001 年「911」恐怖襲擊 18 周年，當年的恐
襲令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專注打擊中東及南亞地區恐怖主
義威脅，但隨着近年美國極右極左思潮冒起，發生多宗涉及
仇外或白人至上主義的大型槍擊案，本土恐怖主義漸漸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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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恐怖主義，成為美國當前反恐新重點。

聯邦調查局(FBI)反恐部門助理主任麥克加里
蒂今年 5 月出席眾議院聽證會，提到 FBI 認

為本土恐怖主義帶來的暴力威脅不斷升級，損害
美國經濟，又指自「911」以來，美國國內因本
土恐怖主義襲擊而死亡的人數，已超過外來的恐
怖分子襲擊致死的人數。

乏打擊工具 阻止難度高

恐怖分子藉暴力建
「烏托邦」

「911」發生後，美國通過《愛國者法案》，
賦予聯邦政府官員廣泛權力，打擊外國恐怖主義
者策劃的襲擊，例如竊聽或在網絡上以偽裝身份
接近有可疑的聖戰分子。
相比之下，打擊本土恐怖主義的工具則少得
多。例如聯邦法律中雖然有關於本土恐怖主義的
定義，但卻沒有與罰則相關的條文，如果有人被

網絡發展成熟，亦令白人至上主義人士易於尋
找意見相近的同伴，互相鼓動對方、籌集獨自發
動襲擊所需的資源。曾出版剖析恐怖主義書籍的
FBI 前特務蘇芬指，白人至上主義人士採用的手
法，與外國恐怖分子極為類似，例如兩者均試圖
以暴力，將社會改造成心中理想的樣式；聖戰分
子會發放斬首的影片，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的槍

手，則選擇在網上直播
行兇過程。
社交媒體未能妥善規管白
人至上主義的極端言論，亦造
成模仿效應，上月的得州埃爾帕
索的槍擊案，便是今年第 3 宗槍手事
前在網上發表「自白書」的襲擊。網絡
企業未能迅速應對，部分原因亦是與第
一修正案有關。
但要改革現有制度，政界所面臨的問題在
於，今次執法對象不再是穆斯林，而是美國
白人。紐約人權律師什托拉爾形容，若政府
將應對穆斯林的執法方式沿用在白人身上，
基本上所有白人都會變成潛在恐怖分子。
■綜合報道

勿讓本土恐怖主義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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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過往近 20 年集中打擊境外
伊斯蘭極端思想所構成的威脅，卻
忽視了以白人至上極端思想為主的本土激進分子
的危險性。據聯邦調查局統計，極端右翼活動在
2018年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是1995年俄克拉何馬
城聯邦政府大樓爆炸案以來最多。冰封三尺非一
日之寒，槍管法律寬鬆、政客偏頗言論煽動、網
絡充當極端思想溫床，全部都是助長本土恐怖主
義在美國扎根的「肥料」。美國放任本土恐怖主
義蔓延的惡果，尤其值得當下的香港借鑑警惕。
恐怖活動頻仍，美國槍管條例寬鬆是一個重要原
因。美國人均擁槍數目是全球最高，故即使新西
蘭、挪威等地同樣有極右思想冒起，美國的槍擊案
頻率卻一直拋離全球各國，若政府希望遏止無日無

之的暴力，則必須從極端分子所使用的武器入手。
白人至上極端主義思想的氾濫是主要的思想根
源。前總統奧巴馬成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固然
象徵美國在種族平等上邁進一大步，卻亦激起極
右組織反彈，甚至美國密勤局早於 2007 年 5 月、
奧巴馬剛啓動競選工程之時，已經開始為他制訂
極為詳細的保護措施。
至現任總統特朗普上台，大推反移民政策，更令
白人至上主義者肆無忌憚。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分析，特朗普的競選廣告中，約2,200個會
將邊境移民活動形容為「入侵」，twitter帖文及訪
問中，亦可經常聽到特朗普使用「入侵」一字。上
月得州埃爾帕索的槍擊案中，槍手正正形容，自己
的作案動機是阻止「拉丁裔入侵得州」，不難看到

政客言論與民眾極端思想之間的關係。
社交網絡的無序發展更為極右分子散播暴力思
想提供理想的平台，在此方面 Google、facebook
等科技巨擘屢受批評，被指打擊極端言論不力。
兩間企業的發言人則曾解釋，只有在帖文涉及危
害生命內容時，才會出手干預，做法明顯遠遠不
足夠，因為極端主義已屬於暴力意識形態。再加
上言論自由深深植根於美國文化中，令仇恨思想
可輕易將其當作擋箭牌，現有法律更難規管。
極端分子武器升級、政棍發表煽惑言論、社交
網散播極端思潮……在美國出現的這些問題，
不正是香港當下真實的寫照嗎？在恐襲的苗頭萌
芽之初，香港政府和執法機構必須採取果斷行
動，否則後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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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毒粉塵 3.3萬救援員現後遺症

美國「911」襲擊中，大批救援人員
不顧自身安危，趕往遇襲的世貿雙子塔
進行救援，當中不少人隨大樓倒塌而喪
生，倖存者及參與善後處理的人亦受到
現場有毒粉塵的影響，多達 3.3 萬名救
援員因此患上呼吸道疾病和癌症，至今
仍陸續有人因為這些「911」後遺症而
失去性命。

消防員患心臟疾病風險高
單是紐約消防局，當年便有 343 人在
「911」 襲 擊 中 喪 生 ， 而 在 過 去 18 年
間，便陸續有 204 名消防員及 241 名警
員死於後遺症。據官方統計，參與
「911」救援的倖存救援人員中，多達
2/3 都患上不同種類的「911」後遺症，

意味未來因此死亡的人數隨時可能超過
現場死亡人數。
最近便有研究指出，在「911」現場
進行長時間救援工作的消防員，患心臟
相關疾病的概率較高。有「911」第一
線消防員憶述：「我們知道空氣不乾
淨，但我們得盡我們的職責，我們無法
離開廢墟。18 年後，這一天還是跟着
你，你還是時時刻刻想起那天。」
絕大多數患病救援人員都根據相關法
例，獲政府提供醫療照顧，但隨着
「911」漸漸成為歷史，工會擔心當局
遲早有一天會停止提供協助。美國國會
今年較早前便通過法例，讓所有
「911」後遺症患者理論上可以永遠獲
得聯邦政府補助。
■綜合報道

「911」 襲 擊 至 今 已 經
18 年，但被控策劃襲擊的
5 名涉嫌恐怖分子至今未
正式送上法庭受審。美國
軍事委員會早前便宣佈，
將於 2021 年初在古巴的美
軍關塔那摩灣監獄，對
「911」主謀穆罕默德(一
般以全名簡寫「KSM」為
稱 呼) 和 其 餘 4 人 進 行 審
訊，5 人最高刑罰將為死
刑。
對 KSM 的 審 訊 將 於
2021 年 1 月 11 日 正 式 開
始，由於 KSM 從 2003 年
被捕起曾多次受到中情局
■穆罕默德

嚴刑逼供，包括多達 183
次「水刑」，辯方律師揚
言會以此為抗辯理由，反
駁指控。
KSM 於 1964 年至 1965
年之間生於科威特，早年
曾到美國留學，並在畢業
後前往阿富汗參加蘇阿戰
爭，最終成為「基地」恐
怖組織的高級成員。
「911」襲擊後他被美國
視為襲擊主謀之一，2003
年在巴基斯坦境內被美巴
兩國情報部門合力拘捕，
2006 年底被移送至關塔那
摩灣監獄。 ■綜合報道

恐怖勢力 年增 倍 社交平台成作惡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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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本土恐怖主義分子，亦只能以仇恨罪行、涉
及槍械的罪名起訴。政府亦沒有專責打擊恐怖主
義的部門，加上美國人言論自由受憲法第一修正
案保護，意味政府要阻止本土恐襲的難度高得
多。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憲法專家特利形容，白人
至上主義是「受保護」的仇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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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 2001 年「911」恐襲後隨即揮軍阿富汗，
報復並清剿窩藏當地的恐怖組織「基地」，其後亦
以國際反恐為由對伊拉克、敘利亞等國發動戰爭。
然而相隔 18 年後，全球武裝分子數量反大增接近
2.5倍，凸顯美國透過發動戰爭反恐的策略失敗。
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去年發
表報告，顯示全球伊斯蘭恐怖分子數量介乎 10 萬
至 23 萬人，較 2001 年時的 3.7 萬至 6.6 萬暴增，分
佈於近 70 個國家，當中在敘利亞、阿富汗、巴基
斯坦和伊拉克最多。即使近年極端組織「伊斯蘭
國」(ISIS)軍事接連失利，該組織成員數量仍增至 4
萬人，較 2014 年控制區最廣闊時的 3.02 萬還要
多。

極端思想不除 恐襲難止息

CSIS 指出，當恐怖組織在原有據點戰敗，大多
會透過互聯網和社交平台繼續宣揚極端思想，以籌
款和招募新成員。隨着科技進步，近年極端分子更
會使用無人機、人工智能和加密通訊等新技術，抗
衡歐美的軍事優勢。《外交政策》雜誌分析指，美
國為首的反恐聯盟只集中清剿恐怖組織網絡，卻沒
真正針對這些組織背後的意識形態，使自殺式襲擊
在全球沒完沒了。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承認，反恐戰爭
與結束尚有漫長距離，美國必須維持足夠武裝力
量，持續向恐怖主義施壓。CSIS 促請西方在繼續
反恐戰爭的同時，亦要加強支援受恐怖主義影響的
國家，助該些政府改善施政，處理經濟和世俗化等
問題。
■綜合報道

■數據指在美國軍事打擊後，全球武裝分子數量有
增無減。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