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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剛果」為名的國家 

在討論剛果問題之前，首先必須厘清的是在非洲中西部以「剛果」為名的國家有

二個 :  

其一，「剛果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Congo, La République democratique du 
Congo)簡稱「剛果」，由於首都在布拉薩市(Brazzaville)，又稱「剛果（布）」。

曾經是法國殖民地，1960 年獨立。位在非洲中西部，東南鄰辛巴威

(Zimbabwe)、安哥拉(Angola)屬地卡賓達（Cabinda），北接中非(Central African 
Republic)、喀麥隆(Cameroon)，西連加彭(Gabon)，西鄰剛果共和國，西南為

海岸平原，面臨大西洋，海線長 150 多公里。通用法語，物產豐富，政治尚

稱安定。 

其二，「剛果民主共和國」( DRC, La République du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簡稱「剛果」，舊稱「薩伊」(Zaire)，其首都為「金夏沙」(Kinshasa)，
為了與名稱類似的剛果共和國作區別，又常簡稱為「民主剛果」（台灣官方

譯法）或「剛果（金）」（中國大陸官方譯法，主要是以首都名稱作為區隔）。

這是當今國際萬方囑目的剛果問題主角 。「民主剛果」或「剛果（金）」原

為比利時殖民地(又稱比屬剛果)，1960 年2 月獨立，1965 年以後直到 1997 年

為莫布杜（Mobutu Sese Seko，外界慣以Mobutu名字稱呼）統治，雖號稱民

主剛果，卻鮮有任何形式的民主。1971 年10 月 27 日改國名為「薩伊共和國」，

1997 年5 月 17 日，洛朗•卡比拉(Laurent-Desire Kabila)領導的剛果解放民主力

量同盟的武裝部隊攻佔首都金夏沙，宣佈就任總統，並恢復國名為「剛果民

主共和國」至今。全國面積234.5 萬平方公里，1998 年聯合國估計人口 4920
萬。民主剛果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共分為 254 個部族，國語有四種，是屬班

圖(Bantu)語系的Swahili語、Lingala語、Tshiluba語和Kikongo語，為溝通方便，

反而將法語定為官方語言。宗教信仰呈現多元化，45％信仰天主教，24％為新

教，17.5％信仰原始宗教，13％信仰金邦古教。 

二、什麼是「剛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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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果問題」，指的是剛果民主共和國長期內亂，所引發的國際問題。涉及的國

家除了剛果民主共和國、剛果共和國外，尚有毗鄰國家如盧安達(Rwanda)、蒲隆

地 (Burundi)、烏干達、辛巴威、安哥拉、納米比亞(Namibia)等剛果河流域與剛

果盆地周邊國家。此外，法國、比利時、葡萄牙等與此地曾經有殖民關係的歐洲

國，以及「軍火販賣」相關國家，也在政治、社會、經濟上，爭相角逐剛果地區

的利益。 

「種族仇恨」是剛果內戰，派系分裂對抗的重要因素，被視為受害者的圖西族「班

亞穆楞吉人(Banyamulenge)」，有「非洲的猶太人」之稱。剛果地區是一個多

民族混居的地方，與圖西族有血緣的「班亞穆楞吉人」所占的比例極少，過去與

其他族群混居通婚，相安無事。「班亞穆楞吉人」參與反殖民獨立運動，在剛果

獨立後，取得公民權;其後，更加入莫布杜的政府，和剛果其他族群沒有什差別。

不幸的是莫布杜為維護自身權勢，不斷的操作種族情緒，作為強化民族意識的工

具。加上「班亞穆楞吉人」因部族土地所有權與其他部族時有爭議，因而逐漸被

視為不受歡迎的部族。而莫布杜政府為取得大多數人的支持，竟然在起草國家憲

法時，犧牲圖西族「班亞穆楞吉人」相關權益，讓他們失去國籍，頓然成為外人。

介入剛果內戰的鄰國大都支持圖西族，因而示惠「班亞穆楞吉人」，導致在地剛

果人強烈的反圖西族與仇視「班亞穆楞吉人」情緒。1994 年盧安達種族大屠殺

發生後，盧安達的圖西族政府藉口保護境內的圖西族村莊，以及追捕逃往剛果的

胡圖族戰犯，而侵入東剛果;引起剛果境內反盧安達的情緒。無能剛果政府將事

件歸咎給有圖西族血緣的「班亞穆楞吉人」，反盧安達的情緒遂擴大為反圖西族

的種族情緒。1 但是仔細觀察種族問題，會發現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角色，有時

是很模糊的。例如，剛果的Mai Mai 族民兵有時政治立場與胡圖族激進民兵相

同，有時卻意見相反而互摳。另外，生活於剛果的圖西族人，雖然被認為是種族

衝突的受害者，但是他們曾經大舉鎮壓反盧安達的非圖西族剛果人，擔任侵犯人

權的施暴者。 

「剛果問題」的真正問題出在各方覬覦剛果東部貴重的天然資源。這些天然資

源包括鑽石、金礦、錫礦、Coltan 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 Coltan。Coltan 是鈳鉭

合金（Columbite-tantalite）的簡稱，它經過提煉之後可以萃取出金屬鉭」。鉭」

是高級電容器的主要原料，目前被廣泛應用在筆記型電腦、行動電話、電視遊戲

機之中，它甚至也是隱形戰機隱形塗料中重要的原料。曾經有一陣子因為剛果戰

局惡化而無法出口，造成新力(SONY)的電視遊戲機 PS2 價格因此大漲。Coltan
一公斤的價格高達 400 美金。目前，由於澳洲與加拿大加入生產，價格下滑，但

                                                 
1為什麼盧安達會入侵剛果呢？1994 年盧安達種族大屠殺之後，數千名的胡圖族民兵逃入剛果東

部避難。於是盧安達的副總統，也是實際掌權者，圖西族領袖Kagame藉追捕胡圖族民兵的理由

出兵剛果東部地區，並且自 1996 年起佔領剛果東部，直到 2002 年才退兵。但是一般據信Kagame
依然透過圖西族民兵繼續控制這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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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還是維持在 100 元至 200 美元之間；同時還是有不斷向上爬升之空間。Coltan
開採的方法就如同開採沙金一樣，利用它較大的比重而不斷的從泥砂之中淘洗出

來。一個經驗老到的剛果工人，每天淘洗出一公斤的 Coltan，他每月的工資大約

只有 10 塊美金。Coltan 買賣的利潤是相當驚人的，但是這些利潤絕大部份都花

費在購買軍械建立武備上；因為舉凡有野心的人都知道沒有武力就沒資源。因

此，資本世界的軍火商在剛果以武器交換鑽石、Coltan、或其他貴重金屬，他們

既不愁沒市塲，也不怕無利潤。可怕的結局就是：剛果人可能吃不飽，沒有醫療

設備、無基礎教育系統，但是軍火是充足的；以至於內戰不斷，七、八歲從軍的

男孩，背者比身體高的機關槍滿街走。剛果何時能「和平」? 剛果人為什麼得受

這些苦難？懷璧其罪乎！ 

三、剛果問題的楔子 

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班圖人(Bantu)在剛果河下游建立數個王國，領土包括現

在的安哥拉、加彭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疆域。歐洲人在非洲西部的殖民活動始自

十五世紀末，1482 年葡萄牙航海家狄雅哥康(Diego Cam)來到剛果河河口，宣稱

附近的土地屬於葡萄牙，改河流名稱為柱頭河(Pillar River, Rio de Padrao)。不久, 
剛果王(King of Congo, manikongo)信奉基督教，荷蘭、英、法殖民者相繼而來，

因從事奴隸貿易與班圖人接觸頻仍；及至十九世紀，奴隸貿易結束時，所有的班

圖王國早已衰微。 

十九世紀以前，由於氣候與地形不利掌控，又有許多歐洲人無法克服的熱帶疫

病如黃熱病、瘧疾等，形成一道保護牆，使歐洲人的活動僅限於沿海與河流出海

口附近，與大陸內部貿易時，都靠非洲在地人做中介者。由於對非洲大陸所知不

多，覺得非洲極為神秘不可測；歐人稱非洲為「黑暗大陸」。直到十九世紀末期

以後，歐洲醫葯有突破性發展，克服了非洲的熱帶疫病，例如由美洲學得以奎寧

(quinine)治療瘧疾，又如掌握許多非洲重大疫病的傳染管道，以隔絕病媒，提昇

生活衛生條件，防範感染等；歐洲殖民者與傳教士才越過了非洲內陸的保護牆，

開始往內陸發展。 

許多富於冒險精神的歐洲知識份子，或因基督教人道關懷，或純然基於學術上

的好奇，也加入探索非洲的潮流。最有名的是在尚比西河(Zambesi River)河域探

險的李文斯頓(Dr. David Livingstone)，他的遊記在十九世紀五○年代引發西方知

識界對非洲的興趣。1857 至 1863 年，他在非洲探索尼羅河發源時失踨，引起全

世界的高度關切。美國的新聞記者史坦利( Henry Morton Stanley)决定進入非洲大

陸搜尋，經過了六年的功夫，找到疾病纏身的李文斯頓，轟動全世界。兩人相遇

後，際遇非常不同，李文斯頓堅持不回國，最後病死在非洲。史坦利的後半生充

滿傳奇，在西方帝國主義非洲殖民史上扮演了相當關鍵性的角色。1878 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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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比利時王李奧波二世(Leopold II)的聘請，在剛果建立一個「疆土越大越好」

的王室私有殖民地。為實踐李奧波二世的要求，他以西方簡單便宜的商品，誘使

部落酋長們在西方法律文件上，畫押讓渡土地所有權。在短短的時間裏，他為李

奧波二世在剛果河流域建立了「剛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一個約為比利

時的 49 倍的殖民地，創造歐洲殖民史上的奇蹟。儘管史坦利的作法在道德上頗

有爭議，仍然引起各方爭相效尤，揭開了歐洲新帝國主義者瓜分了非洲的序幕，

著名的「非洲大爭奪」(Scramble for Africa)。 

非洲慘遭「瓜分」的命運，真正的幕後推手應該是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經濟。
2十九世紀末，歐洲正值第二次產業革命，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在原料需求、市塲

開拓、與剩餘資本再投資等經濟壓力下，爭相對外開拓殖民，掀起了新帝國主義

(Neo-Imperialism)運動。非洲內陸資源豐富，是個有待投資開發的處女地，也是

個有潛力的市塲，正是歐洲新帝國主義者夢寐以求的掠奪目標。而富於原始自然

資源的奈及爾河流域(Niger)熱帶雨林區和剛果盆地( Congo Basin)更是熱門角逐

塲。3   

近代非洲的悲劇命運是歐洲列強在會議桌上拍板定案的。1884 年～1885 年，

德意志帝國的首相俾斯麥以維護歐洲和平為名，召開柏林會議(Berlin Conference) 
解决帝國主義殖民運動造成的國際衝突。在這個只有歐洲白種人出席的會議，歐

洲殖民帝國通過會議桌，建立所謂「有效佔領殖民地的條件」的共識，相互承認

彼此的占領權，就將非洲瓜分了。4他們切割非洲時，考慮的只是各國的主觀利

益，對非洲人的社會需求、經濟日後發展的潛能、人文歷史背景、各種族間可以

引發的複雜關係、自然景觀的不可切割性等，既無所知，也無心了解。柏林會議

中非洲人經歷的悲哀，就像是這樣的一幕： 

有一天，你坐在客廳，自在快樂地看著電視，突然闖進一群陌生人，在你

面前大吵特吵。就在你還弄不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這群人又握了手，達

成協議，就把你的家分了。你來不及，也無從反對，便眼睜睜地看著，你

心愛的那櫃瓷娃娃被人拿走了，還粗手粗腳打破了好幾個。你的電視看不

成不說，連椅子也被搬走，只能坐在地上… 。 

                                                 
2 參考 列寧 著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 

3
除了比利時李奧波二世外，葡萄牙、英國、法國、義大利、德意志(1899 年後)等都是角逐者。 

4全非洲除了伊索匹亞(Ethiopia)與頼比瑞亞(Liberia,美國人為安頓其解放黑奴的地方)外，竟然已無

一處是自由土。同一個會議裏，歐洲也以外交協議劃分各國在中國的勢力範圍，也就是所謂的「門

户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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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就是這樣子，在帝國主義者的會議桌上，幾經切割的。首先是在柏林會議

(Berlin West Africa Conference, 1884)，按照比利時與法國帝國主義者的利益，將

奈及爾河流域與剛果盆地切割成兩部份 : 

(1) 剛果河以東地區劃為比屬殖民地(Belgian Congo)，即今剛果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也稱「薩伊」(Zaire) 。  
(2) 剛果河以西地區劃為法屬殖民地，即現在的剛果共和國(Republic of 

Congo)，簡稱「剛果」(Congo)。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戰敗，比利時接收德國包括盧安達(Rwanda)及蒲隆地 
(Burundi)的東非殖民地。5比利時殖民政府由其中分割出蒲隆地，併入比屬剛果，

合稱為「薩伊」（Zaire），是為剛果民主共和的前身。 

四、帝國主義者是族群分裂的始作俑者   

帝國主義者的殖民統治目標是維持一個順服的，便利剝削的政治實體。處理殖

民地事務時，除了壓制摧毀非洲的傳統社會與文化之外，也以分化族群的政策，

破壞族群和諧，衍生出無窮的種族仇恨。例如，圖西族(Tutsi)及胡圖族(Hutu)的
住地同被分割成盧安達、蒲隆地與薩伊剛果三個國家，剛果的圖西族(Tutsi)及胡

圖族(Hutu)，在薩伊混居的，彼此往來頻繁，而且早已通婚。可是，歐洲殖民官

員卻認為體型較為瘦高的圖西族比較優秀，刻意在政治、經濟、教育上賦予圖西

族較多的權益。人口較少的圖西族占盡優勢後，養成種族優越感，狐假虎威地欺

壓人數多務農的胡圖族。兩個族群遂在惡性競爭中，衍生出無窮的種族仇恨。二

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的民族爭取獨立，比屬剛果的殖民政府畏於胡圖族人多勢

眾，轉而支持胡圖族，兩個族群因積怨已深，彼此屠殺。 

1962 年 7 月 1 日，盧安達獨立，比利時將政權交給胡圖族政治精英，圖西族

受迫害，流亡至烏干達，組反抗組織「盧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

胡圖族政府取得法國軍界的支持，購軍火建強大民兵嚴陣以待。1994 年 4 月 6
日，盧安達總統哈比亞利馬納(Habyarimana)和蒲隆地總統一起乘坐的飛機在盧安

達首都機場上空被擊毀，兩總統雙雙遇難，全機乘客無一倖免。胡圖族操控的媒

體指稱，飛機空難係圖西族叛軍所為。胡圖族隨即展開報復，要求族民殺光所有

的圖西族，不參加屠殺行列的人等同叛徒。於是，由 4 月 6 日至 6 月 30 日，不

及百日間，兩族人互相屠殺，喪命者超過八十萬人，平均每日有八千人慘遭屠害，

這就是著名的「盧安達種族滅絕(1994 Rwandan Genocide)」。直到七月，圖西族

的「盧安達愛國陣線」，由烏干達攻入盧安達首都吉加利(Kigali)，情況才得以控

                                                 
5 1899 年，德國宣布將盧安達(Rwanda)及蒲隆地(Burundi)納為殖民地，並將兩地合併一處統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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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然而，相對的，就輪到胡圖族人做難民了。二百多萬胡圖族人為避免報復，

逃往薩伊(亦即是「剛果(金)」)，形成全世界囑目的龐大難民營。 

 

五、後殖民時代的剛果問題 

1945 年之前，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無重大發展。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45)，非洲殖民地仍然效忠母國；反倒是歐洲列強經過這

三十年的戰亂，政治軍力墜落，社會經濟衰微，無力控制殖民地，讓殖民地有喘

息與成長的機會，民族自信逐漸增強。1945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

列強失去獨霸全球的優勢，新興起的美蘇兩大強權，形成兩極對峙的「冷戰」。

冷戰期間，為爭取盟友，美國人高唱「自由民主」，蘇聯則支持「民族解放」。這

樣的國際情勢下，歐洲殖民帝國面對殖民地的獨立運動時，不論如何不情願，最

末，也只能選擇「撤出殖民地」。歷經 50 年代殖民地的獨立浪潮後，全世界步入

「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後殖民時代。 

非洲各國獨立後所面對的問題，與殖民母國的殖民政策息息相關。英屬的殖民

地如迦納(Ghana)，由於母國主動地先行推動地方自治，在面對民族獨立抗爭時，

採用和平漸進的方式退出。為避開政權轉移時的各種政治危機，英政府一方面協

助迦納起草「憲法」，另一方面，讓獨立後的新興國家，留在「大英國協」，繼續

舊時的合作關係；因此，迦納的政治局面比較穩定。法國的殖民政策也有一定的

退場機制，1958 年根據第五共和憲法，法國與 14 個法屬殖民地獨立共和國組成

“法蘭西共同體(French Community)”，互依共存，降低各地獨立後的政治風險。

例如法屬剛果於 1956 年 11 月先成為自治共和國，留在“法蘭西共同體”內，至

1960 年 8 月 15 日，才完成獨立，定國名為「剛果共和國」。比屬剛果的命運就

非常不好，首先，是比利時王李奧波二世對剛果未善盡照顧之責，曾在二十世紀

初遭到國際人道組織嚴厲批評為「不人道剝削」。雖然，他在 1908 年將這塊私

有殖民地歸還比國政府，但是剛果除了繼續受到嚴厲剝削外，少有發展。剛果人

民的反殖民抗爭是 1950 年代冷戰高峰期才邁進白熱化階段。1960 年 6 月，比利

時殖民政府完全無預警地匆忙撤出，不久， 剛果革命軍宣佈獨立，隨即陷入內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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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帝國的殖民教育不週完，後殖民時代的地方領袖，既無治國經驗，更無建

國準備的。他們在面對突來的勝利時，有人自覺無知識又無能力，頓時手足無措；

有些人則自信過度，近乎病態。這些新興的民選政權，幾乎無一例外，不是陷入

內亂，就是淪為以民主之名行獨裁之實的法西斯統治。統治者操弄民主機制，以

全民公投合理化政府的不法行徑，欺瞞無知百姓，營造個人英雄形像，沈溺在黨

派鬥爭與竊國分贓中。為結集黨派內聚力，攬權者醜化異己，撕裂族群，操弄族

群仇恨；將國家推入內戰的悲慘境界，像南非曼德拉(Nelson Mandela)總統那樣

力行族群和協的統治者真是鳳毛麟角。6此外，在非洲，新興民族國家的掌權者，

無不假國家安全之名，大事建軍。為了增強個人武裝戰鬥力，他們不計國家經濟

能力，漠視人民的生機，賤價出售天然資源，大量購買軍火；同時將軍火商的政

治獻金與利益回扣飽入私囊。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塲供需律看，有消費需求便

有市塲供應，「軍火買賣」於是成為非洲的重要國際經貿活動。參與非洲軍火買

賣的國家非常多，大焉者如美國、蘇聯、英國、法國、中國等，小焉者如以色列、

臺灣。有的國家是為了政治野心，有的是為了彌補財政赤字，但大部份是沖著非

洲的自然資源而來的，以木材、野生動物、鑽石、金礦、錫礦、Coltan等日漸消

失的資源，換取軍火。 

國際和平組織很早便指出「軍火買賣」是非洲政局混亂昇高的重要關鍵，三番

四次呼龥世界各國，嚴格執行禁運軍火入非洲；但是，禁者自禁，行者自行。 利

之所在，「軍火商」明著來，暗著去，繼續在非洲四處川梭。許多歐洲大國握有

殖民時代的舊關係，往往因軍火買賣，而涉入非洲政局，甚至引發國內政治危機

例如，法國與盧安達種族滅絕事件的關係就是一例。7有的非洲國家購買軍火之

餘，兼管軍火轉運，例如剛果民主共和國(薩伊)在莫布杜時代，就是美國軍火的

轉運安哥拉的中心。 

西方學者在討論近代非洲的政治亂局時，有不少人指責非洲人缺乏民主素養，

治國無方，認為他們得自己承擔一切責任。但是，歐洲帝國主義者先在政治上，

操弄「分化族群」; 繼而，又出售武器給非洲人。由非洲人的觀點來看，就算歐

洲人沒有出現在剛果內戰，或是盧安達種族屠殺的現塲，也還是難辭其咎，「我

雖不殺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也。 

六、剛果危機 (1960-1965) 

                                                 
6 即便是曼德拉總統，他的清譽也曾因前妻溫蒂曼德拉的貪腐而蒙塵。 
7圖西族的「盧旺達愛國陣線」政府向世界控訴法國販售軍火給胡圖族，並暗地協助訓練胡圖族

民兵; 必須對盧旺達的種族屠殺負責。儘管法國當局極力否認，並且組特別委員會懲治涉案者，

並調查盧旺達總統飛機空難事件，但是，其結果是欲蓋彌彰。此事件在法國產生的政治危機與臺

灣的「拉法葉潛艇弊案」有異曲同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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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年，剛果掙脫比利時的控制，獲得獨立。新建立的「民主共和剛果」(又稱

「第一共和」)，由於人民的國家認同不足，中央與地方缺乏合作共識的基礎；

很快就陷入內戰危機。8首先是比利時退出後所舉行的民主選舉，原係盧孟巴

(Patrice Lumumba)得勝，但是由於對手提出計票爭議，盧孟巴被迫讓步，屈居首

相，而由其對手做總統。不久，盧孟巴遭總統以不實罪名指控叛國，當眾處死;
全國陷入內戰。時值「冷戰」，英法美等自由民主國家為避免蘇聯涉入，乃透過

CIA與比利時，支持莫布杜策動軍事叛變，於 1965 年，取得政權，建立剛果民

主共和國(1971 年改國號為薩伊共和國)。所謂「剛果危機」指的就是 1960-1965
年這一段政治混亂期。9

 

莫布杜 

莫布杜政權(1965-1996)是個以反殖民為旗號，強調民族主義與國家統一的政

府；但是，其中央政府，在歐美支持者撤出後，便無法落實統一。莫布杜只握有

首都金夏沙，各地豪強沒有國家認同感，不認為應該效忠中央，也絕對不放棄其

地方特權。莫布杜的對策是以利益輸送換取地方豪強的承認，至於他們如何操控

地方，他一概視若無睹，聽任國土分崩離析。他的國家政策充滿矛盾，一方面極

力要剷除與西方相關的殖民殘跡，將所有殖民時代留下的地名路名，全部本土

化，連國名也改為「薩伊」。另一方面，他以國家開發為名，伙同外國資本家搜

刮資源，做盡黑金貪瀆的惡行。他在外國銀行有大筆存款，據估計至少美金四十

億，作為日後「流亡」的預備金。莫布杜政權的另一致命危機，是政府除了迎合

地方派系保住權位外，並無政策可言。統治階級生活腐化，視非法壟斷為理所當

然，彼此間利益關聯，形成政治死局。但是，這個被國際評為「無頭無腦無四肢」

的莫布杜政權，卻仗著變賣剛果自然資源，以利益分配的方法攏絡地方，建立集

體貪瀆的政府。又以變賣國家自然資源所得，購買軍火，建立以首都金夏沙為核

心的防衛體系；使得反政府份子，無計可施，形成無解僵局。剛果人民稱莫布杜

政權為「竊盜政權」(Kleptocracy 是莫布杜政權的專稱)。 

                                                 
8 全國分成六大省:Leopoldville , Equateur, Orentale, Kivu, Kasai, Katanga 等，其中最富裕的礦產

區Katanga省受比利時協助，自革命早期便走分離路線。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go-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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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年，發生大湖區難民營危機(Great Lake Refugee Crisis)，揭開了推翻莫布

杜政權的契機。這一年，剛果的鄰邦盧安達發生胡圖族與圖西族間的「盧安達種

族滅絕」，約有一百五十萬至兩百萬難民湧入剛果東部產豐富的大湖區。難民營

人滿為患，衛生條件惡劣，不久，爆發霍亂疫病，難民死亡無數。又有胡圖族民

兵以難民營為基地，組游擊狙擊隊返回盧安達復仇，引發盧安達與薩伊的外交衝

突。1995 年，莫布杜開始強行遣返難民。由於盧安達國內的種族衝突尚未解决，

返鄉的胡圖族人，猶如羊入虎口，大多數人又慘死在盧安達。「強行遣返」的政

策受到國際的撻伐，不得不暫停。1996 年，盧安達圖西族的「盧安達愛國陣線」

以追討主導屠殺的胡圖族極端主義者，保護圖西族為由，入侵薩伊東部，並利用

當地的薩伊圖西族「班亞穆楞吉人」(Zairian Tutsis, Banyamulenge)，對抗薩伊政

府。10盧安達與薩伊間，除了難纏的難民問題外，又平添了領土疆界與主權爭奪。

莫布杜政府面臨內憂外患雙重威脅，又逢軍隊(FAZ)因派系鬥爭而分裂，不接受

政府的指揮。此外，剛果經濟在莫布杜貪腐政府長年剝削下，長期蕭條不振，國

家無力支付官員和軍隊的薪資。更重要的是自 1989 年以來，隨冷戰結束，沒有

意識形態的壓力後，美國改用務實外交，撤消對莫布杜的支持。  

 

難民營 

七、第一次剛果戰爭(1996-1997) 

在剛果人民反抗莫布杜竊盜政權的運動中，左派的洛朗卡比拉是最有魅力的

領袖。11他信仰馬克斯主義(Marxist)，崇拜毛澤東( Maoist)，來自剛果富裕的礦

產區 - 卡坦加省( Katanga)，多年來推動卡坦加族群反對莫布杜政權以及首都金

夏沙特權的活動，自稱是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的革命家。1996 年三月，洛朗卡

                                                 
10 「班亞穆楞吉人」是剛果(金) 的少數民族，其語言接近盧旺達語，分不清是胡圖族，亦或是

圖西族，也可能是圖西族與胡圖族的混合語，學者的議見不一。人口中部份成份是二、三百年前，

由盧安達、坦尚尼亞、及蒲隆地等遷入剛果東部的圖西族。另有一部份是 1920 年代比屬剛果當

局，由人口過多的盧旺達引入的低廉客工。班亞穆楞吉人，主要居所在農產區基富湖，或卡坦加

省礦區，被在地剛果人排斥的少數民族，有「非洲的猶太人」的謔稱。 
11 曾參加安哥拉、剛果革命運動的拉丁美洲革命英雄Che Guevara 則認為洛朗卡比拉沒信仰，缺

乏領袖魅力，只是個平庸貪饜之徒。洛朗卡比拉與中國共產黨自來友善，自稱是毛派，相對的，

中國方面對他的評價比較高，認為他是反帝國主義，解放人民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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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拉由大湖區卡坦加省朝向首都金夏沙推進，過程艱難。挾著部落傳統盤據各地

的地方豪強們，眼見莫布杜倒臺在即，並無意願與洛朗卡比拉合作；因此，反政

府份子事實上分成四大派系，各有立塲，相持不下。這使得莫布杜有喘息的機會，

乃重施分裂手法，拖長戰線，剛果陷入內戰。洛朗卡比拉遂轉向國外求援，已經

有駐軍在剛果東部的盧安達，首先響應，大力支持；接著其他的鄰邦也陸續加入。

在內戰最熾熱的時候，有六個國家分別支持不同的民兵組織進行剛果內戰，這六

個國家包括盧安達、蒲隆地、烏干達、辛巴威、安哥拉、納米比亞。這些國家涉

入戰爭，支持洛朗卡比拉的原因是他們的反莫布杜立塲。長久以來，莫布杜政權

都與他們國內的叛逆勢力有掛勾，例如 : 安哥拉的安盟(UNITA)、烏干達的ADF
與 Lord’s Resistance Army；盧安達的胡圖族叛徒(forces de defense de la 
Democratie 與,Palipehutu)等。但是反莫布杜集團不止一個，這些國家為何只支持

洛朗卡比拉。很重要的因素是洛朗卡比拉和這些國家的領袖們有非同尋常的友好

互信關係，當然不排除洛朗卡比拉提供暗盤利益輸送的可能性。辛巴威總統就是

一個明顯的例子，他和洛朗卡比拉私交甚密，又在剛果鑽石礦業有私人財產;所
以儘管沒有必要涉入的理由，辛巴威還是出錢出力支持洛朗卡比拉。 

1997 年 5 月，莫布杜與叛軍和談破裂，被迫出亡; 臨行前，竊取中央銀行的

最後一筆貨幣基金；9 月 7 日客死摩洛哥。洛朗卡比拉掌控首都金夏沙後，自立

為總統，下令掃蕩叛逆，並籌組新國家，恢復「剛果民主共國」的國號。 

 

洛朗卡比拉 

連年內戰造成三百萬人死亡，其中，絕大多數是因為戰亂、飢荒及疾病而罹

難的平民，真正戰死的士兵占少數。12剛果民主共和國百廢待舉，人民急待休養

生息。但是，事違人願，不久，再次落入戰亂。 

八、第二次剛果戰爭(1998-2003) 

                                                 
12 「班亞穆楞吉人」見前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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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朗卡比拉擔任總統後，面臨多重問題 ，例如：旗下不同黨派繼續爭吵，必須

償還巨額的戰債等。但是，最大的問題是那些前來相助的外國軍人，除了蒲隆地

外，全都繼續盤桓在首都，全無撤兵的意向。其中又以烏干達、盧安達人數居多。

盧安達人自持有功，在政府擔任高薪顧問，尤其惹得剛果人心生厭惡。 

1998 年 7 月 14 日，洛朗卡比拉决定要作自己的主人，解雇盧安達籍的行政

幕僚長，改由剛果人接替。兩星期後，他先聲明感激盧安達、烏干達等國的襄助，

接著命令他們在 24 小時內撤離首都金夏沙；於是，昔日盟友，反目成仇。不久，

盧安達與烏干達的資助東剛果諸省的班亞穆楞吉人，以哥瑪 (Goma) 為中心，

推動「剛果民主運動」(RCD, Rally for Congolese Democracy)，攻向首都。政府

的對策是與胡圖族民兵合作牽制圖西班亞穆楞吉人，並利用媒體製造仇恨圖西族

的輿論，不久，金夏沙街頭出現暴力私刑。 

盧安達政府為合理化其干預行為，根據歷史發展宣稱東剛果為其疆域，並指

控洛朗卡比拉的政府軍殺害圖西族人。烏干達政府貝り一面參與盧安達支持班亞

穆楞吉人叛軍，另一方面又自行扶持「剛果解放運動」(MLC,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Congo)攻向首都金夏沙。洛朗卡比拉政府節節失利，乃不計一切地

向國際廣尋支援，最後得到「非洲南方發展共同體」(SADC,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的回應。13「共同體」成員中，有納米比亞、辛巴威、

安哥拉、蘇丹等隨即派出援軍。14其後，查德(Chad)與利比亞也加入，剛果內戰

遂變為國際多邊戰爭，被稱為第二次剛果戰爭。第二次剛果戰爭可以說是近代非

洲史上牽涉最廣的戰爭。直接與戰的非洲國家有九個，約有二十個不同的武裝戰

鬥集團，涉入國包括了南非總統曼德拉。15 因此，這次戰爭又有「非洲大戰」(The 
Great War of Africa)的封號。這一為時四年的內戰，死亡人數多達 250 萬。 

                                                 
13 對像包括古巴及所有的非洲國家。釋出的信息，除了人道訴求外，加上後續利益回報的有利

條件。 
14 各國參與的立塲不同 : 1)安哥拉參戰的理由，與參加第一次剛果戰爭一樣，是趁機處理歷經二

十五年。南剛果為基地的叛亂團體- 安盟(UNIT)，莫布杜政權一直支持此團體走私鑽石與買賣軍

火。2)辛巴威的總統Robert Mugabe熱心支持，除了想藉此抬高個人在非洲的政治聲望外，他個

人及家族所屬企業與洛朗卡比拉關係非比尋常，簽訂許多礦業契約。3)納米比亞的總統 Sam 
Nujoma對剛果的興趣與Mugabe相同，其家族成員也涉入剛果礦業。 他不顧納米比亞的中立傳

統，干涉入剛果事務，加入戰爭，也因此引發人民與其政敵的憤慨與失望。4)查德(Chad)受法國

的鼓勵派一千兵加入。法國想藉此重建在非洲的影響力。1994 年法國涉入盧安達種族屠殺事件

後，在非洲的影響力低落。5) 利比亚提供飛機助查德運兵。其主要動機是打破美國 1988 年以來

對利比亞的封鎖。6) 蘇丹未經正式參與。主要是報復烏干達支持蘇丹叛軍(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在烏國邊境進攻叛軍與烏干達。 

15
由於莫布杜曾在曼德拉反對種族隔離政策的民權革命面臨困境時，堅定地大力支持他；因此，

一向重道義的曼德拉曾兩度，在洛朗卡比拉的凌厲攻勢時，以和平協商之名，召開和會，讓莫布

杜獲得喘息。兩次和談皆無結果，徒然加深洛朗卡比拉對曼德拉的不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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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剛果人民的悲劇命運，何時能了? 

自 1997 年發生戰爭，戰局一直呈膠著狀態。首先是洛朗卡比拉平亂失敗，2001
年，遭暗殺身亡。其子約瑟夫卡比拉(Joseph Kabila) 接掌政權後，至 2003 年終

於成立一個包含多種族的臨時政府。2006 年舉行 1970 年以來的第一次大選，卡

比拉得到 44.8%的選票，未過半，對手不服，戰事又起。剛果內戰不斷，死亡人

數繼續上升，截至 2004 年底，已達 380 萬。同時，國際參戰者，如烏干達、盧

安達、安哥拉等國，繼續扶翼地方派系，並利用戰亂，盜取東剛果的自然資源。
16聯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tta Annan)曾向安理會建議組聯合國維和部隊前往協

助聯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進行難民救助工作，但是由於缺乏資金，一直無實際成

效。剛果人民的悲劇命運，何時能了?這問題似乎真的是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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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豐厚的天然資源，使得鄰近幾個國家藉機「積極」參與剛果內戰。根據聯合國安全理事會的調

查，烏干達、盧安達、蒲隆地可能是參與最深的幾個國家。每一個參戰的國家可能都從其中獲取

了極大的利益，這些利益不僅包括了礦產、木材、甚至雨林內的剛果大猩猩也成為利益競逐的受

害者。這些非法的出口，創造了巨大利益，也使得血腥的戰爭得以持續。 
盧安達政府一再宣稱它只是保護圖西族村莊的安全，但一般據信他依然從剛果東部獲取不少天然

資源的好處。根據一項統計資料，盧安達曾經在 18 個月內出口價值 2 億 5000 萬美金的 Coltan，

雖然沒有資料顯示盧安達蘊藏有此一礦產。2002 年盧安達宣佈自剛果東部撤軍，但是一份 2003
的報告指出盧安達政府依然操控數個圖西族民兵在剛果東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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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安達與蒲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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