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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伊斯蘭國家對西方民主國家而言，就是封閉且威權的，這不僅反映在政教合

一的統治上，同時對於女性、個人自由、法律、道德等等的看法，都顯示了伊斯

蘭與西方民主社會是不相容的。但長久以來，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一直是國際政

治學者所關心的議題，隨著幾波民主化浪潮的發生、冷戰的瓦解、以及全球化的

快速發展，伊斯蘭世界的政治社會也產生不同程度的變化，都使得許多政治學者

重新思考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 

 

美國 911事件後，美國從政府官員到有關專家把推進民主看成是美國對恐怖

主義作戰的基石，認為只有民主才能削弱伊斯蘭世界極端主義產生的條件和基

礎。布希政府還以反恐、反擴散和推行民主為宗旨，加快在中東地區的政治整合。

這不僅對該地區尤其是伊斯蘭國家政權構成了前所未有的衝擊，而且也引起了人

們對伊斯蘭國家民主化道路的關切與思考。圍繞該問題所展開的爭論與交鋒，既

是重要的學術議題，又是關乎 21世紀伊斯蘭國家政治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然

而，在世界民主化浪潮中，雖然伊斯蘭國家仍處於滯後狀態，但在所有伊斯蘭國

家中民主化最高的國家-土耳其，成為世界政治發展中的一個獨特現象，一直為

人們所關注。 

鑒於國人對伊斯蘭國家接觸較少，但土耳其被西方公認是伊斯蘭世界中致力

於政治民主化發展的模範生。土耳其在一般國人觀念上是個很陌生的國家，在學

術上也並無相關介紹土耳其政治發展的著作與書籍。吾人冀求從此篇論文向大家

介紹土耳其這個國家的政治演變與歷史進程，與身為伊斯蘭國家中第一個政治民

主化的成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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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嘗試以奧斯曼帝國在1919 年凱末爾發動民族獨立運動開始，至

1923 年正式宣布成立土耳其共和國後為起點，迄至2007年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

在國會選舉後成為最大黨為終點，這段期間土耳其的政治演變與政治民主化的進

程做分析，探討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進行學位論文的探索與研究寫作。 

 

整體而言，本論文預計達成以下三項重點研究議題的分析： 

一. 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為何? 伊斯蘭教本身具有那些發展民主的特質? 

二. 土耳其的現代化與民主化。 

三. 從自由之家的評比探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變化。 

 

根據上述三項目標，本文從杭廷頓教授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為基礎出發，說

明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改革土耳其時所提出的凱末爾主義，並嘗試分析以土耳其為

範例的伊斯蘭國家政治體系如何政治民主化所產生的內外變化及種種因素，以

「伊斯蘭國家的政治民主化-以土耳其為例」議題，提供初步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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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土耳其是歐亞大陸交界，就區域地理與戰略上，自古以來一直在世界上佔很

重要的位置，也是在伊斯蘭世界中第一個民主化的成功案例，但我國的書籍與相

關文章很少有關土耳其的這方面資訊，大多以歷史與地理類的書籍較多，然而在

西方世界卻有不少有關伊斯蘭世界與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相關書籍與著作，甚至

在中國大陸就區域大國的考量下，對土耳其一直有做相當程度的研究與學術著

作，可是我國除了黃敏華教授在密西根大學的博士論文介紹政治伊斯蘭1與 2006

年發表「如何看待穆斯林社會中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複層次迴歸模型的實證

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1 期。其他本國學者並無相關著

作或學術文章，因此作者希望能從現有的西方世界與中國大陸的相關著作，做結

合與分析將東方的思考與西方的角度融合，並加以分析研究來介紹土耳其的政治

民主化，為何在伊斯蘭世界是第一個成功民主化。冀求能拋磚引玉帶出一些新觀

念使更多人能了解土耳其，能多些中東或伊斯蘭世界的相關著作與學術文獻。 

 

民主化是當代世界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民主化涉及到政治體制的轉變（責

任政府和代議制政府的建立）、政治文化、經濟發展狀況，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

公民經濟權利狀況等方面。民主化通常是指政治變革的一系列過程，具體表現為

由權威政體向現代民主政體演進，從而達到公民參與政治，並對政權進行有效監

督與控制的目的。縱觀世界政治發展進程，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浪潮催生著一批

又一批國家民主政權的誕生。民主國家的數量（依自由之家統計）2從 1974年的

39個增加到 2003年的 117個，民主國家在世界所佔比例也由 27％上升為 60％

以上。 

                                                      
1
 Huang, Min-Hua (2004). Why Do People Support Political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ight Muslim Societ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2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 Survey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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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就研究議題的相關文獻檢閱分為三個部份：一、第三波民主化之定義

與理論。二、伊斯蘭文化與世俗化理論。三、歷史結構論。藉由相關學理文獻的

閱讀，進一步瞭解有關民主化的相關概念。 

 

一、第三波民主化之定義與理論 

1970 年代以降，許多新興國家從威權政體逐漸轉型民主化，藉由建立民主選

舉機制來達到落實政治參與之制度設計。學界對於這波民主化現象主要從三種途

徑出發加以析論，包括現代化研究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這一觀點指

出，經濟發展與社會價值的成熟促成了民主化，例如學者李普塞（Seymour 

Lipest,1988）以工業化及教育水準檢視歐美與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並進行實證研

究而得到此一結論，然而此一途徑亦受到來自於質疑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關聯性的

批判，舉例來說，臺灣與南韓在1960至1970 年代即具備高度經濟發展，卻直到

1980 年代末期才完成民主化，顯然在解釋力上有所不足（Cheng and 

Haggard;1992:2）。 

因此，學界從結構研究（Structure Approach）途徑出發，探討威權政體內部

權力結構的轉變導致民主化的發展。然而國家體系的結構在理解與區分上有其侷

現，在發展方向與時程、運作上有著複雜的發展模式。因此，第三種途徑則進一

步從這一發展的過程研究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進行探討，它強調政治過

程與菁英的作為、選擇是決定從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體的關鍵因素。（Cheng & 

Haggard,1992）唯整體而言，這三種途徑在解釋力上各有其侷限性，因此必須透

過更為完整的檢視，以及民主鞏固與長期發展，進一步檢視伊斯蘭國家政治民主

化的整體發展脈絡之軌跡。針對民主轉型之影響因素與發展歷程，學者杭廷頓

（Huntington, Samuel P.）發表《第三波》（The Third Wave）3一書，指出影響1970 

年代威權國家民主化的主要原因包括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統治權威的下降、社

                                                      
3
 Huntington,Samuel P.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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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的變化如宗教立場的分異、以及外在勢力的影響（例如美國所施予的壓

力）、領導人決策（菁英互動結果）、以及尋求解釋當前困境所引起的滾雪球效

應。同時，他也指出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包括變革（Transformation）、替換

（Replacement）及轉移（Tran placement）等三個階段，在變革階段中，改革派

的出現與內部權力更迭、反對派與改革派的互動，將會影響國家內部的政治穩定

與發展方向。而替換階段則包括舊威權政體的瓦解和反對黨內部的鬥爭與獲得權

力等發展現象。最後，移轉則為新舊政權交替階段所出現的權力轉移制度化之現

象。此一發展脈絡雖非針對土耳其，然就整體而言，仍具有相當程度的解釋力。 

二、伊斯蘭文化與世俗化理論 

杭廷頓於 1993年發表〈文明的衝突〉
4
觀點，強調文明的差異確實明顯存在，

且文明意識正與日遽增，文明間的衝突將會取代意識型態及其他形式的衝突，成

為世界最主要的衝突形式。有批判觀點認為，杭廷頓太過於強調文明間的衝突，

而忽略政治、經濟制度實質上的內生性問題。而既便具有相同文明背景，也可能

有潛在衝突爆發。且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糾紛，不能以文明衝突一筆帶過。尚包

括如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考量和利益因素，並非文明衝突觀點可完整解釋。 

 

(一)伊斯蘭文化與制度理論 

1.文化理論:不管是從早期的東方主義，近二十年來的後現代、後殖民理論，

亦或許多的人類學和社會學觀點，許多人認為伊斯蘭不利民主發展是個文化問

題，不是現代化理論所描述的普遍化過程所能解釋。他們認為在伊斯蘭信仰中有

許多元素，特別是對於宗教作為規範生活所有層面的各項事物，本身就是一個統

攝政治秩序的一套威權體系，奠基在宗教權威的一元觀點上，自然與西方民主和

科學發展所強調的開放社會接受多元價值的典範不同，也因此只要這套信仰中的

文化價值體系沒有太大變化，伊斯蘭社會的民主化就很難有長足的發展，而政府

                                                      
4
 Huntington, Samuel P.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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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就很難真正擺脫伊斯蘭主義的影響，縱使制度上民主化，也與西方強調

的自由且多元的社會不同(Pipes,1983; Eickelman and Piscatorial,2004 )。 

2.制度理論:制度安排對於伊斯蘭國家在民主化和社會的世俗化方面的發展

是相當重要的，在伊斯蘭國家當中，有些制度安排是在二十世紀初為了回應殖民

侵略的政治安排，比方說土耳其在凱末爾革命之後，有鑑於奧斯曼帝國政教合一

無法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犯，一直以世俗主義為建國的重要原則，而軍方就是確保

土耳其領土完整以及世俗政體的守護者，這一點可以在後來三次的軍事政變中可

以看出，也可以從軍方在憲法法庭以及其所具有的政治影響力看出(Kaplan, 

2002)。有些制度安排是可以不受現代化潮流的影響，比方說沙烏地阿拉伯，在

費瑟國王(King Faysal)主政時期就確立「不帶世俗化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without secularization)政策，甚至與伊朗一樣強調伊斯蘭教義的國際輸出，再加

上沙國身為全世界第二大石油蘊藏國，具大的石油利益使得沙國的現代化不必經

歷社會變遷和政治社會動員的過程，而可以在維持其傳統社會結構不變下來達

成，這些都是解釋為什麼沙烏地阿拉伯的現代化發展並沒有造成民主化和社會的

世俗化發展之重要原因(Long and Reich, 2002)。又有些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前所經歷的被殖民經驗，以及所遺留下來的影響，特別是在政治制度的安排上，

以及殖民政策和殖民文化的影響，都足以看出後來這些伊斯蘭國家在民主化和社

會的世俗化方面的發展，以及政府在世俗化和伊斯蘭主義上的不同取向。 

(二)世俗化與現代化理論 

1.宗教世俗化理論 

(1)世俗化概念 

      依學者 Pippa Norris大作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世俗化一般指稱，社會由對各種宗教制度（institutions）的密切

認同，轉化為較為分離的關係。它也用來指稱一種有關對歷史的信念，即社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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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走向現代化，而在宗教則喪失其權威，社會減少對宗教的依賴。5 

（2）世俗化理論 

    依學者 Swatos等觀點，世俗化理論是一種解釋的嘗試，用來解釋多元主義

如何在地理及認知上，重新改繪宗教地圖。也就是說，在世界上醞釀一種許多認

識宗教的觀點相互競爭的氣氛，盡管這種氣氛西方人可能比中東人更明確感受

到。這種氣氛還在全球毫無限制的發生中。當代多元主義意味著比起過去，有更

多宗教世界觀在彼此競爭著。6印尼學者 Nurcholish Madjid也發表類似看法稱，

世俗化指稱對那些世間領域（worldly domain）價值的接納，世俗化強化人作為

“神的地上代表“的世間義務。對人類自行決定與選擇方法來改善人類生活，這

種義務則賦予自由的空間，也同時確認人類必須在神的面前就其所為負責的事

實。7 

    至於理論的內涵，一般歸納為兩派：一是 Peter Berger 與 Bryan Wilson 的傳

統世俗化理論。另一則是 Rodney Stark 與 Roger Finke 的現代理性選擇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所謂傳統世俗化理論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第一，現代化導致宗教的功能性

分別( functionality differentiation)，也即宗教不可能在世俗化浪潮中獨攬大權，其

統治地位受到挑戰。第二，現代化導致宗教私人化，宗教不斷從公共生活中隱退，

更多的集中於私人事物的關懷，第三，現代化導致宗教的消亡。這一理論，在

20 世紀 30- 60 年代在宗教學界一直佔有主導地位。所有統計資料給人們這樣

一個感覺，宗教在一些國家的確已衰落。然而，在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世俗化

理論受到 Stark和 Finke等學者的現代理性選擇理論挑戰。 

2.現代化理論:工業化帶來社會分工細密化、都市化、社會流動等社會結構

                                                      
5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 2004, The Secularization Debate (Chapter 1), in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William H. Jr Swatos and Kevin J. Christiano, 1999, “Secularization Theory：The Course of 

a Concept”Sociology of Religion, Fall, 1999 
7
 Nurcholish Madjid, 2003, “Islam yes, Islamic paties no!” in Indon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edited by David Bourchier and Vedi R. Hadiz. London:Routledge. Pp.89-90. 



9 
 

的的變遷，進而產生許多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利益匯集的需求，因而政治社

會動員的能量大增，對於政府產生很大壓力，政府為確保其統治的正當性繼續維

持，不斷的需要回應和滿足政治社會的壓力，最後促成民主化的發展(Lerner, 

1958; Huntington, 1968)。在這個過程當中，由於工業化過程帶來經濟條件的

改善，傳統權威如宗教等力量因為社會結構變遷，以及科技所帶來人們對於科學

的信心，以及日益增加的社會多元性，都使其影響力逐漸退出公領域的範疇中，

也因此整個社會朝向世俗化的發展前進，自然在這些條件下，伊斯蘭政黨會失去

其社會的支持基礎，而由世俗化的政府來主政。 

 

三、歷史結構論 

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斷言美

式資本主義與民主制度的勝利。在經濟上遵行資本主義、政治上盡量給予人民自

由，對政府權力有所限制的西方自由民主制度，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型態進步的

終點」以及「人類統治的最終型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福山認為沒有任何

意識型態可與資本主義抗衡，且認為伊斯蘭有其限制，不可能普及全世界。福山

認為，正是由於資本主義與權力制衡所帶來的規範，才能使人類社會保持穩定的

發展與進步，而這是伊斯蘭世界在穩定之餘所無法達到的發展程度，其教義將是

根本性的制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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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範圍 

一、研究流程 

 

圖1-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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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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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章節安排 

因此，針對題目：「伊斯蘭國家的政治民主化-以土耳其為例」的研究，本

文共將區分為五大章節，依序探討相關主題，各章節內容與結構安排分述如下： 

 

（一）第一章：緒論，包括研究動機、文獻回顧、研究架構與方法、研究限制以

及研究預期結果。 

 

（二）第二章：將延續第一章文獻回顧之脈絡，就伊斯蘭與民主之關係作分析，

將東西方對伊斯蘭教的不同觀念加以比較研究，並說明何謂政治

伊斯蘭與文化伊斯蘭，以及伊斯蘭教發展之歷史演變作介紹。 

 

（三）第三章：本章中將分為四節，依序就奧斯曼帝國的改革與威權主義現代化

模式的形成說明起，凱末爾主義的改革及評價，政治民主化進程

與國家主義經濟政策的演變，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危機，土耳

其政治民主化之發展以及分析凱末爾主義對土耳其帶來之影響

作研究。 

 

（四）第四章： 本章將以美國自由之家的民主化評比來說明土耳其近十年來的

政治民主化之發展，分別用政治權力與公民自由之分數來分析並

說明土耳其這十年民主化的過程，做相關的研究分析。 

 

（五）第五章：第五章作為全文結論，首先將就一至四章之研究結果進行分析並

提出研究發現與結論，其次則是指出研究結果所可以延伸之後續

方向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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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分別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 Study）、個案研

究分析法（Case Study）、以及深度訪談法。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Study） 

文獻分析法是指參考相關的文獻，例如：專門書籍、歷史文獻、專業期刊，

並再加以分析歸納；並以此科學分析來得到具體的結果。文獻分析法具有三個目

的：以科學化的角度得到知識的累積；以新角度研究，避免重複研究；在程序和

概念上避免相同的問題。8 

 

就學理上而言，文獻分析法又可稱為「檔案研究法」（Archival Data），本

文擬透過針對研究主題的相關歷史記錄，包括土耳其從奧斯曼帝國到凱末爾政

府、國會與總統選舉過程、結果、相關會議記錄等資料，進行分析與研究。一般

而言，學術研究所使用的文獻資料，包括有：「政府公報、出版品、政府文件、

學術專書、學術期刊、平面媒體報章雜誌、以及官方或非官方的網路文件與資料

等」。 

 

毫無疑問的，作為針對特定時空與特定對象的研究主題之探索，本論文必然

會將此一基礎性的研究方法加以運用，尤其筆者在探討主題與搜尋相關資料時，

發現我國國內有關政治民主化的書籍並無關心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資料，且極少

公開於網路或學術資料庫中，甚至是書面資料，故在不易取得的情況下，更有需

要藉由國外與土耳其當地的國情做文獻分析，輔以其它研究方法，來搜集、分析

重要資訊並將之轉化為必要的自變項與依變項等相關參考資料。 

 

                                                      
8袁方。社會科學研究法。五南書局，台北，2002年 5月，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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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樣必須指出的是，古有名言：「盡信書不如無書」，歷史文獻記載

資料故然能提供相當一部份的研究資訊與參考，但其中亦可能包含有製作與作者

的主觀性意見。同時，由於資料來源的有限與不完整，更需要在此間深入研究、

參照與比較，以嚴謹的態度和標準來檢視資料，釐清其中可能存在的主觀意識及

部份缺漏資訊，以獲得充實而具研究價值的研究資訊。 

 

整體而言，在文獻分析上，本論文嘗試藉由縱向的土耳其政治選舉史之沿革

演進，以及橫向的伊斯蘭國家中的政治民主化背景差異比較分析，藉以用杭廷頓

教授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來映證說明伊斯蘭國家如何發生民主化的理論，並進一

步形塑出其脈絡。 

 

（二）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個案研究法係指以「在特定範圍下的特定研究對象」進行探討與訪查的研究

方法，而所謂「特定」則是指涉研究者所選定之時空背景、環境、身份與特質，

乃至於特殊因素、事件過程、政策或個體等依據研究主題和對象所設定的限制。

由個案研究法的本質觀之，係為一以深入研究與分析為目標，針對研究對象進行

完整而深度的研究調查。 

 

因此，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包括在特定時空（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

特定背景（凱末爾政府）的特定對象（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本文之研究有必

要運用「個案研究法」來針對研究主題進行深度的探究與瞭解，以更清楚的建構

凱末爾政府籍政治菁英來推動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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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度訪談法（Interviewing） 

深度訪談（Interviewing）研究法的目標，在於透過對研究主題有專業知識

或廣泛資訊，而可以協助研究者更加深入瞭解的訪者，藉由訪談對象的直接及深

入接觸、問答與互動，以瞭解訪談對象對於特定事物、事件、議題以及研究問題

的觀點和看法。採用深度訪談的原因在於，單憑文獻檢閱可能有所疏漏、不足，

或是忽略某些較細微的事件與資訊，因此需要藉由與當事者作為研究對象所進行

的訪談，一方面再深入詢問，補充文獻檢閱過程中可能存在的不足，另一方面也

可獲得新資訊，或是詢問其觀點、看法與立場，有助於建構更完整的事實內容。

同時，也有機會發現新的問題，或是對既有存在的研究內容進行補充修正與釐

清，可謂是極為重要的研究方法。
9
 

 

作者藉由參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伊斯蘭與民主的政

治社會分析：土耳其、印尼、阿爾及利亞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比較研究」10時於2010

年與政大國發所李酉潭教授至土耳其參訪兩星期進行相關資料蒐集與拜會根據

其背景、國情、風土民情等特質進行搜尋並與相關研究學者進行訪談，藉此了解

土耳其當地學者對土耳其的政治菁英之思維。透過訪談，並有助於呈現本研究在

東西方不同觀念的互動情形、資料設定等重要研究資訊的觀點及意見，同時也能

藉由這些第一手資料，取得更多作為文獻檢閱與分析的依據。 

 

 

 

 

                                                      
9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三民書局，台北，1993。 
10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2008.08.01-2010.07.31)〈伊斯蘭與民主的政治社會分

析：土耳其、印尼、阿爾及利亞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比較研究(II)〉，

(NSC96-2414-H-002-045-MY2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蔡昌言副教

授，協同主持人為國立政治大學李酉潭教授與林長寬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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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有以下幾點： 

（一）有關於進行深度訪談的過程，因在土耳其只有兩星期可以做拜會與參訪，

無法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作出詳細的個別訪問，只能根據學者專家在該領域所提供

的觀點分析後，加以分類，並由中選出具代表性人物進行邀約深度訪談。其次，

訪談過程中，可能因受訪者個人因素導致對於問題內容，基於保護國家形象或個

人利益而可能有回答不實的問題，亦可能影響本論文的研究內容。此外，對於土

耳其愛國意識十分狂熱，應如何予以判別其真實性或分析其意義與價值？。最

後，訪談上必然會遇到拒訪、或是無法訪問到部份重要問題的困境（例如部份穆

斯林長老，或愛國主義者不易邀訪），這將導致許多尚未公布的資料或內部運作

策略，無法透過對當事人的深度訪談獲得釐清或更進一步的資訊，而只能透過文

獻搜尋或新聞報導來加以補強。 

（二）由於我國毫無研究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相關著作，因此，作者在文獻分析

上參閱大量外國期刊與書籍，但這都是以西方政治民主化的角度來思考相對保守

的東方伊斯蘭教的意識型態及立場，均可能需要更深入的觀察與分析。雖然作者

本身有引用土耳其原文的相關書籍與著作來反映伊斯蘭教派的看法，但原文部份

資料取得不易，僅能透過訪談時獲得片面的第二手資料。 

（三）政治民主化的腳步是不會停止的，茉莉花革命顯示伊斯蘭國家政治民主化

的浪潮仍未停步，因為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普級與新興媒體的傳遞讓發生的過程

呈現一些新元素，令未來民主化的形態可能有別於第三波浪潮。這與杭廷頓教授

認為第三波最大的特色是妥協、參與選舉和非暴力。但打從中歐的顏色革命以至

這次北非和中東的茉莉花革命都是以人民力量推翻政府為主，甚至涉及暴力，是

否新一波的民主化已徹底有異於前一波而應該稱之為「第四波」？也是本論文在

後續研究裡加以思考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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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期研究結果 

因此，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以及研究方法之定義，本文希望能夠發展出一套

說明伊斯蘭國家如何發生民主化的理論，作為本文的研究結果。整體而言，土耳

其身為伊斯蘭國家中第一個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範例應是最佳的研究對象，隨著凱

末爾政府帶來的影響讓土耳其成為伊斯蘭國家中民主化的典範，遂成為本文主要

的研究焦點。藉以驗證：第三波民主化是否映證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伊斯蘭國

家的政治民主化又有什麼樣的特質與其他第三波民主化有何不同之處?土耳其的

現代化與民主化帶來那些影響?本文擬對此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陸續就土耳其政

治民主化之政治發展脈絡、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與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之進程的

歷史演變結果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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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伊斯蘭教與民主政治 

伊斯蘭教與民主的關係並非結構性衝突，二者對立關係的成因是西方和伊斯

蘭世界相互建構的共有的敵對觀念。政治伊斯蘭的分野和轉型使不同派別對於民

主的態度出現分歧，美國對政治伊斯蘭黨派態度的轉變也有利於其民主化進程。

美國 911後，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成為美國主導反恐戰爭的重要內容。伊拉克戰

爭後，2004年美國提出了大中東民主計畫11，該計劃中的“大中東”地區，包括

中東 22個伊斯蘭國家包括阿拉伯與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國。該計劃以

多種援助和刺激手段鼓勵大中東地區推行政治改革，在伊斯蘭國家引起強烈迴

響。中東民主化成為媒體和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在穆斯林人口占多數的中東伊

斯蘭國家，宗教在政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地區的政治變革首先面對

的問題是伊斯蘭教及其政治文化與民主的關係，特別是政治伊斯蘭與民主的關

係。 

第一節 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 

1974年起，發端於伊比利亞半島的新一波民主化浪潮席捲了歐洲、拉美的天

主教國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在葡萄牙於 1974年結束獨裁後的 15年

間，民主政權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 30個國家取代了威權政權。在其他國家，

發生了威權政權之下的大規模自由化運動。”著名政治學家杭廷頓把這次民主化

運動稱為“第三次民主化浪潮”12。在這次民主化浪潮中，不同文化背景的國家

實現了民主化，昭示了現代民主制度的普適性。 

 

                                                      
11美國傳統基金會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MiddleEast/wm983.cfm.(檢索日

期:2011/5/21) 
12同注 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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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民主化浪潮也引發了政治學界對不同文化與民主關係的研究。杭廷頓

在考察了各種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後，為各種文化排出了順序。它們依次是：

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儒教、伊斯蘭教和非洲文化。13伊斯蘭教文化和非洲

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最弱，這一點已為第三次民主化浪潮的事實所證明。如

今，威權主義政權和少量傳統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東伊

斯蘭教地區。但從 90年代的情況看，非洲文化與民主的積極聯繫也許超過伊斯

蘭教文化。 

第三波民主化浪潮表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並非民主化進程的關鍵變數，民

主化的自變數是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在第三次民主化浪潮中，分屬不同文化的國

家在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下在實現民主化，說明文化因素在民主化進程中只起到干

預變數的作用，它推動或阻礙民主化進程，賦予各國民主化道路和民主制度不同

的文化屬性，但文化因素不能決定一國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並最終建立民主制

度。天主教和東正教與民主的關係能夠證明這一點。直到上世紀 70年代，天主

教和東正教文化還被認為是不利於民主的。但從總體上看，1974-1989年轉向民

主的國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國家。14天主教會由現狀的防波堤變成了要求變

革的力量，由擁護威權變成主張民主，這一立場的轉變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現象。

15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實現的民主過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亞文化並不是內

在地，而且永遠地反民主。進入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東正教

國家也基本實現了民主過渡。 

 

                                                      
13同注 3，頁 70。 
14 John L Esposito，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東方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1999。 
15 U.S.Will Risk Middle East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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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西方的一種政治制度，民主對於伊斯蘭國家來說是舶來品。但與天主

教、東正教文化和民主的關係相似，伊斯蘭教傳統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和長期性並

非阻礙中東民主化的根本原因。伊斯蘭教在中東民主化進程中同樣只起到抑制變

數的作用。導致中東伊斯蘭國家未能迅速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化

因素這一干預變數表現為較強的惰性力量，阻滯了民主化進程。中東伊斯蘭國家

民族文化與現代民主之間存在較大的張力，甚至表現為強烈的對抗。這一地區的

政治文化變革首先要面對伊斯蘭教和民主的關係問題，即伊斯蘭教是否和民主相

容。中國大陸學者王林聰認為從價值觀和歷史觀來看，伊斯蘭教與民主之間是一

種不確定的關係。伊斯蘭教既能用來支援民主的某些理念，又會被作為反對民主

賴以存在的基礎，反對或支援的程度如何，主要取決於如何理解伊斯蘭教，取決

於同伊斯蘭教發生關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伊斯蘭教價值觀通過影響社會政

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加強或束縛民主化進程。但是伊斯蘭教本身不是一個獨

立的變數，它既不阻止也不支援民主化的前景。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

中，伊斯蘭教不起直接作用，也不是惟一的、決定性的影響因素。16 

民主在中東遭遇的困境似乎證明了民主與伊斯蘭國家本土文化間存在結構

性衝突，許多學者據此認為伊斯蘭國家與民主無緣。這種失之偏頗的“中東例外

論”（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並不是民主與伊斯蘭文化關係的真實反映，

它源自西方對伊斯蘭文化的錯覺，對伊斯蘭文化的認知過於簡單和偏執，武斷地

判定伊斯蘭教本質上是反民主的。而中東國家的伊斯蘭主義者則認為伊斯蘭國家

並不需要從西方引進民主。因為在他們看來，伊斯蘭世界不如人意的現狀不是缺

乏民主造成的，而是伊斯蘭國家偏離伊斯蘭教造成的。伊斯蘭教這一“自足體

系”可以自主實現伊斯蘭國家的理想制度。在此認識下，民主化被化約為西方

化，再與近代以來殖民主義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種種痛苦經歷相聯繫，民主化自

然被推斷為西方的陰謀。 

                                                      
16

 王林聰，「中東國家民主化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7月，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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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一元化思維方式，使其對各自的制度和文化過度自信和

盲目樂觀，二者對立的實質是兩種“終結主義”的對立，即雙方尤其是西方認為

自己的制度是人類歷史上最優越的制度，是“歷史的終結”。這種對立關係並不

是宿命式的，而是通過雙方所建構的敵對認知導致的。因此，伊斯蘭國家民主化

困境的癥結是西方和伊斯蘭世界圍繞民主化問題產生的共有觀念的敵對，而非悲

觀失望者所認為的伊斯蘭與民主間存在著結構性衝突。 

西方學者將政治伊斯蘭通過民主化方式上臺執政的情形稱為伊斯蘭“劫持民

主”（hijack democracy），伊斯蘭國家的學者將其稱為“伊斯蘭顛覆民主”。

其實，所謂“伊斯蘭劫持民主”的問題並不存在。如果程式合乎民主標準，任何

政治力量通過選舉上臺執政都是民主化的合法結果，儘管這一結果可能不符合西

方國家的利益。“伊斯蘭劫持民主”的概念反映了西方對政治伊斯蘭偏執而僵化

的認識，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體現。西方學者往往認為政治伊斯蘭組織本質上都

是反民主的，其鬥爭路線圖是通過暴力或非暴力方式建立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

家。其實，早在埃及穆斯林兄弟會被取締後，政治伊斯蘭便開始分化和重組。正

如美國學者 John L Esposito所認為的，“多種不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

動不能被化約為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也不能根據一個預先設定的單一層面的公

式或戰略予以估價或回應。”“伊斯蘭教和伊斯蘭運動並非必然是反西方，反美

國和反民主的。”17 

 

 

                                                      
17John L Esposito, Can You Hear Me Now: What a Billion Muslims are Trying to Tell US, 

co-author (Gallup Press) (2005-) 

http://explore.georgetown.edu/researchprojects/index.cfm?Action=View&DocumentID=20264
http://explore.georgetown.edu/researchprojects/index.cfm?Action=View&DocumentID=2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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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威權主義統治使中東伊斯蘭國家沒有真正意義的反對黨，政治伊斯蘭

黨派成為事實上的政治反對派。同時，民主必須依賴的市民社會在伊斯蘭國家卻

是反民主的政治伊斯蘭力量。這就使中東威權主義政權和西方國家都必須考慮民

主化的結果，即反民主的政治伊斯蘭力量可能成為民主化進程的受益者。對中東

伊斯蘭國家民主化前景的擔憂影響了西方推動中東民主的熱情，中東威權主義者

擔心民主改革的結果是將政權拱手讓與政治伊斯蘭，因此拒絕民主化。為應對民

主化要求，中東威權主義政權往往強調民主的文化特殊性和不可攜性，並據此否

認現代民主的普適性，使世俗的中東伊斯蘭國家長期延續權威主義統治方式，甚

至家族世襲統治。 

民主化是一種制度變遷，無論突發式的還是漸進式的，這一變遷都不可能脫

離伊斯蘭國家的政治現實，而這些國家最基本的政治現實是伊斯蘭教在政治中的

重要作用。伊斯蘭國家幾乎不可能發生類似于歐洲歷史上的世俗化運動，即使通

過立法確立世俗化原則，政治伊斯蘭仍是影響其政治的重要力量。早在上世紀

20年代土耳其就確立了世俗化原則，但伊斯蘭黨派仍能在 80年後通過選舉上

臺，說明由於伊斯蘭教的入世性，加之伊斯蘭教歷史上從未進行過徹底的宗教改

革，歐洲世俗化—民主化的路徑對中東伊斯蘭國家幾乎沒有借鑒意義。這也意味

著不可能將政治伊斯蘭排除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之外，政治伊斯蘭與

民主的關係成為中東民主化進程的內部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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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係 

    世俗化是伴隨現代化而來的概念與理論，有些證據表明，特定的宗教可能發

生信徒減少，人們減少到教堂、佛寺、清真寺等的情形。作為經常被稱為世俗化

伊斯蘭國家的印尼，伊斯蘭教在國家社會、文化、政治等層面生活之角色是減少

或是增加，是值得加以探究的。 

一、伊斯蘭教與政治關係 

宗教學者一般認為，政治與宗教關係主要有四種形式: 

1.政教合一：君權與神權集於一人身上。所謂的“巫君合一”可作這種形式

的早期代表。另中世紀阿拉伯世界的哈里發國家與中共入藏前的西藏均實

行這種制度。 

2.教國制：又稱“神權政治”，神權高於君權。在這種體制下，教會組織不

直接掌權但其領袖卻以“神”的使者身份，借助世俗君主實現對社會的統

治，如中世紀的羅馬教皇國。 

3.國教制：與“教國制”相反，神權受君權支配，教會成爲政權的附屬機構，

宗教成爲政治統治的精神力量，並以法律形式固定下來。如古羅馬時期羅

馬民族宗教被定爲國教，爲阻止基督教傳播，從 1 世紀到 4 世紀羅馬皇

帝對基督教徒進行 10次迫害，史稱“十大迫害”。近代史上神道教也被

確定爲日本國教，軍國主義者鼓吹“神皇一體”“祭政一致”以神化天

皇。4.神道設教制：這是一種弱國教制，神權置於君權之下，多種宗教並

存，沒有形成國教制的獨斷局面。中國自秦漢後歷代君主，均以這種方式

處理政教關係。18 

 

 

                                                      
18戴繼誠，2009，〈宗教與政治的關係芻議〉。《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2 期，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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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伊斯蘭教法規，伊斯蘭教不是沒有對政治的看法與理念的。簡言之，古

蘭經的政治主張如次： 

１、服從真主，服從使者，服從主事人 

２、提倡民主協商和自由平等，反對獨裁專制。 

３、提倡互助友愛，反對罪惡橫暴。 

４、維護信仰統一，反對分裂。19 

    就伊斯蘭與政治關係，印尼兩大回教組織之一伊斯蘭教士聯合會( Nadhatul 

Ulama 簡稱 NU )領導人瓦希德曾說，在伊斯蘭運動與政府間存在兩種可能關

係：一是直接參政，成為權力結構的一部份。二是在不被統合（incorporated）至

政治體制情形下，發展出能帶來改變的能力。在這兩者之間要加以調適

（accommodate）的話，有三種途徑。其一為社會政治途徑，認定國家整體利益

受到威脅，必須進行“伊斯蘭化程序“（islamicisation process），要參與到當前

的權力結構裡去。伊斯蘭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嚴格區分伊斯蘭教與其他宗教。

二是文化途徑，強調要在日常生活中體現伊斯蘭的自覺性（awareness），透過讀

經等方式來達成目標。三是社會文化途徑。強調要發展伊斯蘭文化觀點，也要在

公民社會中建立與這種文化觀點互相一致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要循序漸進，逐

步改變社會。各種非政府組織、伊斯蘭教士聯合會( Nadhatul Ulama )及穆罕默德

迪亞( Muhammadiyah )等各大宗教團體，各地回教學院（pesantren）都屬於這種

組織。20     

 

 

 

 

 

 

                                                      
19丁俊等，2008，《《古蘭經》基礎簡明教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頁 95-100 
20 Abdurraman Wahid, 2003, “Islam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Order” in Indon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 Pp. 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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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斯蘭現代化與伊斯蘭教的政治定位 

    近代伊斯蘭世界在內憂外患的情境之下催生復古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

蘭現代主義等主要的三種社會思潮。他們或要求純潔宗教，清除一切外來影響，

回復到穆罕默德時代的質樸中去。或主張在保留伊斯蘭教思想體系的前提下，進

行政治、法律、經濟和教育制度上的改革。這些思潮促進伊斯蘭教的發展，使官

方的伊斯蘭教得到加強改革和復興，成為伊斯蘭教的主流。21 

伊斯蘭教的現代主義不僅追求政治、社會目標，在個別國家的發展中，亦將

本身與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列為目標，追求一種“發展為導向的伊斯蘭教“。22至

於伊斯蘭世界現代化模式，學者歸納為四種： 

(一)是以伊斯蘭現代主義為立國基礎，改革伊斯蘭教使之適應現代化。大部

分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屬於這種模式，國家確立“政治伊斯蘭”，還對伊斯蘭教

義重新解釋，使之適應現代化，如將勤奮工作與現代企業家精神相結合，將“公

正”原則引入發展政策。馬來西亞、埃及等國屬於這種類型。 

(二)是以世俗主義為立國基礎， 政教分離， 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政治、經濟、

法律、教育與伊斯蘭分離，伊斯蘭被置於私人領域。土耳其屬於這類國家。 

(三)是以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基礎，將伊斯蘭教完全引進現代社會，包

括以下特徵:  

 1.阿拉主權 

 2.由代理人執政 

3.實行伊斯蘭教法 

4.在政治、經濟、法律、教育領域伊斯蘭化。這種模式的顯著特徵是政教

合一， 目前只在伊朗伊斯蘭共和國取得統治地位。 

(四)是以傳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立國基礎，恪守伊斯蘭教義，這種模式的

特點是在經濟方面引進現代化，但在政治、法律、教育等方面與伊斯蘭教結合緊

密，實行君主政體。目前有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汶萊等國家屬於這種模式。

亦即，介於伊斯蘭現代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23 

                                                      
21廖申林，2009，〈近代伊斯蘭思潮與伊斯蘭教的發展〉。《黑龍江史志》第 29期，頁 122。 
22

 H.M.S. Mintaredja, 2003, “Islam and Politics, Islam and State in Indonesia :A Reflection 

and Revision of ideas” in Indon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Pp. 92-93. 
23范若蘭，2008，〈伊斯蘭教與東南亞國家現代化關係芻議〉。《東南亞研究》，2008年第

4期，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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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伊斯蘭現代主義下伊斯蘭的社會功能 

    在現代化的伊斯蘭教下，伊斯蘭教與政治、社會關係呈現的是與以往不同的

風貌，也發揮著更為複雜的功能。由於各地文化背景、社會發展進程差別很大，

伊斯蘭教的社會功能也因時而異、因地而別。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功能： 

(一)是社會整合功能。在某些分散的部落社會，如在西非和東非，由於伊斯

蘭教在部落民中的傳播，共同的宗教信仰逐漸取代原始拜物教為統一的民族國家

的形成奠定基礎。 

(二)是信仰認同功能。泛伊斯蘭運動增強世界穆斯林的團結意識和信仰認同

意識，曾對被壓迫的穆斯林民族的解放起過積極作用。但由於這種團結意識是以

共同的宗教信仰為基礎的，而明顯不同於以共同的血緣、語言、疆界為基礎的世

俗民族主義，也有不利於民族團結的一面。 

(三)是社會參與功能。伊斯蘭教長期以來它的社會參與功能，只限于有名望

的宗教學者，一般信徒很少直接過問國家大事。近代伊斯蘭運動興起後開始重視

伊斯蘭教的政治性、社會性、行動性。普通穆斯林的政治與社會參與意識明顯增

強。 

(四)政治伊斯蘭、文化伊斯蘭與現實政治 

1.文化伊斯蘭與政治伊斯蘭理念 

   一般認為，近代伊斯蘭運動有兩大方向：文化伊斯蘭與政治伊斯蘭。 

    文化的伊斯蘭運動興起於農村等傳統社會中，並與傳統社會原有的道德價

值、社會覺悟和風俗習慣相結合。文化的伊斯蘭運動通常崇敬知名的伊斯蘭教學

者，而這些學者則依據傳統社會的覺悟水平來解經佈道。NU就是這種文化的伊

斯蘭運動的倡導者。24 

“政治伊斯蘭”則是伊斯蘭教徒與學者試圖解釋伊斯蘭教與政治間複雜現象

時，所使用的一個概念，用來指稱某一類社會政治運動和思想的統稱，不是一種

單一的、高度整齊劃一的政治組織或者運動。 

 

                                                      
24卓漢·伊爾維恩與楊啓光，2002，〈印尼伊斯蘭運動辨析〉。《東南亞研究》，2002年 5

月 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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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和比較各種政治伊斯蘭組織主張，可以分離出 3種理念： 

(１)在個人層面，強調穆斯林要嚴格遵守《古蘭經》。政治伊斯蘭則強調要

通過著裝、留鬍鬚等外在形式來“證明”信仰的純淨和虔誠。穆斯林必須接受

“真正伊斯蘭”的標準，否則就會被貼上“偽信徒”和“真主的敵人”的標籤。 

(２)在社會政治秩序層面，政治伊斯蘭組織從現實社會的弊端出發，把社會

政治、經濟和文化道德的各種問題、伊斯蘭國家力量和地位的衰落等，歸因於穆

斯林偏離自己的信仰進，而又把政府政策錯誤造成的特定社會政治環境，當做讓

穆斯林難以堅持真正伊斯蘭信仰的罪魁禍首。由此達成的政治推論就是，必須推

翻現存的政治制度和腐朽政權，代之以伊斯蘭國家依據伊斯蘭教法進行統治，即

“伊斯蘭是唯一出路”。 

(３)在世界秩序層面：政治伊斯蘭組織強調現存世界政治秩序的不公正，強

調穆斯林共同體受到欺淩和壓制，主張仿效先知穆罕默德在麥迪那的實踐，用一

個新的世界秩序，即全世界統一的烏瑪來取代現存世界秩序，以伊斯蘭教法為唯

一法律。為此，呼籲全世界穆斯林同胞團結起來，一致行動。25 

印尼學者 Bahtiar Effendy就政治伊斯蘭其源於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亦有類似

說法稱，1940 年代中期至 1960年代初期，政治伊斯蘭訴求政治理想主義，要求

將伊斯蘭定為國家意識型態，儘管造成與政府的緊張關係，但是這些想法和行動

都是來自與西方文明，尤其是荷蘭殖民主義的接觸而來。那段時期，穆斯林信徒

的經濟、教育、政治機會全被阻斷，政治穆斯林信徒無由的表達意願。26 

由此可以把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核心主張歸結為“真正信仰”、伊斯蘭教法或

伊斯蘭國家。政治伊斯蘭信徒認定，在當前政治腐敗、經濟落後和道德墮落等不

公正的社會條件，以及外部強權勢力的存在下，妨礙著穆斯林的真正虔信，所以

必須建立伊斯蘭國家，以伊斯蘭教法為唯一準繩。 

 

 

                                                      
25錢雪梅，2009，〈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與伊斯蘭教的政治化〉。《西亞非洲》2009年第 2

期，頁 25-27。 
26

 Bahtiar Effendy, 2003, Isalm and the State in Indonesia, Singapore:Insi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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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伊斯蘭教義與西方民主價值的異同分析  

伊斯蘭教：（Islamic）的興起，伊斯蘭教法中由真主阿拉對人類生活提出誡命，

以及更廣泛的要求。教法的內容從宗教禮儀、社會倫理、政治制度、經濟活動到

法律規範，幾乎涵蓋日常生活的全部行為，構成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因此，伊

斯蘭教不僅是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也是一種以律法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

度。在動蕩不定的政局下，伊斯蘭教發展為依靠自身機制維持和擴展的世界性宗

教繼續向外擴張，由於穆斯林君主的軍事征服，或得益於穆斯林商人的積極活

動。使伊斯蘭教在民間和異教地區得以不斷擴展和深入發展，然後由宗教學者施

加進一步的影響。 

 

伊斯蘭教的政治理念認為，根據真主啟示，每個人都應當是真主在大地上的

『代理者』，人人都是真主的奴僕。管理社會的政府，不是代表民意的權力機關，

而是遵循真主阿拉啟示的原則，替真主阿拉行道的服務機構。因此『可蘭經』與

真主高於一切而為基本法源。伊斯蘭世界政教合一下的體系，多採取如同今日西

方民主的『協商』制度選出領袖，以避免君主獨裁或家族專政。這機制係根據『可

蘭經』的教義和遺訓而形成，故民主制度的價值與『可蘭經 』的崇高性，會形

成一種根本上的二元正當性問題。然而民主政治制度以憲法為法源，具有可修改

性和可解釋性。伊斯蘭教世界則視『可蘭經』與真主為至高與不可改的法源。  

 

民主政治依靠政黨與定期民主選舉來選出政府，儘管這一價值與伊斯蘭教觀

點基本相同，然而領袖和權力輪替造成的不穩定性與變動，與伊斯蘭體系多透過

協商來解決的規範有所矛盾。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裡視宗教為私人層次而非公

眾事務，但伊斯蘭教義規範涵蓋社會與政治層面，而與民主價值有矛盾。因此，

民主與伊斯蘭教教義中，存在著部份的價值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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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復興運動：被西方誤解的伊斯蘭文化與價值  

今日所謂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並不同等於「基本教義派」。基本教義派是

西方的刻板稱呼，暗示激進信仰行為的威脅。而伊斯蘭教核心教義裡並不存在著

這種思維，因此使用「伊斯蘭復興運動」是較為恰當的說法。指伊斯蘭過去即具

有復興（tajdid）與改革（islah）的傳統，這包含政治、社會的復興概念。當今

伊斯蘭復興運動是由蘊藏豐富石油資源的伊斯蘭國家推動，特別在 1973 年石油

危機時，沙烏地阿拉伯成為富裕國家，投入大量伊斯蘭教育經費，成為國際伊斯

蘭運動主要贊助者。一些穆斯林學者主張為了解決穆斯林社群的危機，必須團結

所有穆斯林國家，這是一種超越種族與領土的限制所形成的共同體。「聖戰」一

詞係指過去在受壓迫時，以及更多時候被使用在早期伊斯蘭教內部派別進行思想

鬥爭時所用的名詞，只是被今日受到西方壓迫下的少數激進組織與抗爭份子使用

為恐怖攻擊的號召。  

然而，受過伊斯蘭教育的穆斯林，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享有自由，在以巴

問題中長期感受到美國偏重以色列而忽視伊斯蘭國家的偏頗立場。使中東的穆斯

林瞭解，美國式民主改革其實另有用意，如透過軍援以色列以宰制中東、控制原

油產地等意圖。如巴勒斯坦的民主議會選舉選出哈馬斯組織為執政黨，但美國認

為係恐怖組織予以拒斥。顯示西方式的民主具有利益上的矛盾。  

 

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及現代化範例：土耳其  

土耳其作為與歐洲接壤的伊斯蘭教國家，其面對西方現代化科技與社會價值

的衝擊最為關鍵，自一戰後便銳意改革。凱末爾的觀點並不反對將伊斯蘭作為重

建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元素，而是將現代化的目標至於最高的位階，以世俗主義為

達成現代化發展的必要手段，將伊斯蘭置為配合性的角色，凡是與現代化目標相

抵觸的部分，就以國家力量對於伊斯蘭進行重新的詮釋，以符合國家發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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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歷史角度觀之，土耳其戰後的民主化發展主要可區分成：1945 到 1960 的

多元政黨競爭時期、1961 到 1981 自由主義時期、1982 年後的伊斯蘭復興時期、

以及 2002 年後正義發展黨時期。從二戰後至 1980 年代初期，土耳其的民主處於

穩定發展階段。Turgut Ö zal 在 1983 年帶領「祖國黨」(Motherland Party)贏得大

選執政擔任總理到總統卸任為止，在經濟上採取全面自由化的政策，對伊斯蘭主

義也採取較為寬鬆的放任立場，也使土耳其政治風氣大開，此階段正是伊斯蘭運

動興起的黃金時期，也是促成日後「正義發展黨」單獨執政的重要社會背景。  

不過這個階段伊斯蘭主義的興起，並非以傳統上要求回歸「伊斯蘭教教法」

或者是訂立伊斯蘭為國教作為主張，而是結合了社會、經濟自由化後所產生的中

產階級思考，以市民社會的力量，加上重新詮釋伊斯蘭使其與現代化與民主兼容

並蓄的有力論述。這股伊斯蘭思潮的復興，的確是以凱末爾主義為挑戰目標，但

是所挑戰的不是其主張國家的現代化發展，也不是世俗主義的基本原則，而是如

何達成國家現代化的手段辯論。  

伊斯蘭主義者認為伊斯蘭的基本精神不在執著於經典或者是政治上回歸伊斯

蘭教教法，而是將伊斯蘭的基本價值，也就是營造出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生活，

而在私人的領域遵奉伊斯蘭的生活方式。亦即，在公領域方面，實現社會公平正

義是伊斯蘭主義的目標，而在私領域，則教化人民遵守伊斯蘭禮法，此一政治社

會秩序便是伊斯蘭主義者的理想，而國家仍可以追求世俗化發展，並以最合時宜

的方式詮釋伊斯蘭禮法。 

簡而言之，伊斯蘭主義者認為，要達成土耳其現代化發展，一味地去伊斯蘭

化不但不能對國家發展有所幫助，反倒造成土耳其在 1980 與 1990 年代在政治和

經濟上的困境；唯有將伊斯蘭主義透過民主的方式，廣泛地在社會上宣揚並得到

認同，才能改善土耳其的政治經濟現況，並且與全球化的價值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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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主張下，伊斯蘭不必然與男女平權或女性主義相衝突。而伊斯蘭的實

踐也與增進國計民生福祉的現代化發展目標一致，而許多原先被認為與世俗主義

必然相悖的伊斯蘭觀點，比方說「面紗議題」、「市民社會」等概念，其實都不必

然有衝突。為什麼伊斯蘭主義的訴求在 1980 年代開始受到社會的重視？除了政

治領袖的自由化政策外，長久以來土耳其政治經濟情勢的惡化，弊案連連、通貨

膨脹嚴重、政治人物濫開支票，以及朝野各黨派輪流主政卻都無法改善經濟蕭

條，都是使伊斯蘭主義興起的原因。除難以忍受的政經情勢外，政治領袖的集體

信用破產，一味強調凱末爾主義的世俗化政策和其作為維繫國家統一的神聖主

張，早已對於中產階級失去了吸引力。土耳其的伊斯蘭政府，嚴格說與其他的穆

斯林民主國家的非伊斯蘭政府相比，其實並無太大不同，主要還是朝務實溫和，

但具有宗教關懷的方向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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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耳其的現代化與民主化 

土耳其的歷史為人們提供了現代化進程研究的理想個案。關於土耳其的政治

現代化，不論是土耳其國內還是歐美史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已經相當豐富，但所

有這些研究都用一種新舊對立的方式解釋土耳其的歷史：奧斯曼帝國是傳統的而

土耳其共和國則是現代的。這在一定程度上是對土耳其歷史的一種凱末爾主義的

解讀。從伯納德·路易斯的《現代土耳其的興起》27到費羅茲·阿哈邁德的《現代

土耳其的形成》
28
等許多著作，無不具有這種非歷史的和意識形態化的現代化理

論特徵。另外，對土耳其政治現代化的評價學術界也存在著不同的觀點，有些學

者認為土耳其成功地建立了民主制度，發展了健全的多党民主制度以及充滿活力

的公民社會。其他一些研究者認為土耳其的政治制度還遠不夠現代化和民主化，

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軍隊還在隨意地干預政治。 

本章旨在通過對土耳其近二百年的現代化歷程的考察，分析從奧斯曼帝國的

改革到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再到當代土耳其的民主化改革的歷史發展的內在邏

輯；闡釋土耳其二百年政治現代化進程的連續性；探討土耳其政治現代化的模式

及其面臨的當代挑戰。 

 

第一節  奧斯曼帝國的改革與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形成 

    奧斯曼帝圍進行現代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歐洲列強給它帶來的外部壓

力，另一方面在於它自身制度的衰朽。16 世紀時，奧斯曼帝國的擴張達到了極

限。在東部戰線上，帝國的軍隊遇到了法沙維王朝的強大抵抗，不得不在伊朗邊

境上停頓下來；在西方海洋上，他們碰上了葡萄牙人的船堅炮利；在克里米亞及

其週邊，他們受到俄羅斯人的阻撓；在非洲，沙漠和山脈擋住了他們的去路；在

                                                      
27伯納德‘路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商務印書館 1982年版；Feroz Ahmad．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London：Routledge．1993． 
28

 Paul J．White，and William stewart L0gan，e(1ited，Remaking the Middle East．oxford and  New 

Y0rk，1997，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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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對維也納的進攻遇到了哈布斯堡王朝的勇猛還擊。此後，奧斯曼帝國的軍

隊已經到了只能後撤而不能向前推進的地步。1699 年因為與奧地利、俄國、波

蘭、威尼斯的多年戰爭失敗而簽訂的《卡爾洛維茨條約》，是奧斯曼帝國第一次

作為戰敗國而簽訂的和約，並被迫做出了很大領土讓步，亞速割讓給了俄國，波

多利亞割讓給了波蘭，中匈牙利、德蘭斯瓦尼亞、巴契卡、斯洛維尼亞割讓給了

奧地利，摩利亞和達爾馬提亞的一些島嶼割讓給了威尼斯。2918 世紀以後，帝國

就被拖入了與歐洲列強的無休止的戰爭之中，而且不斷地失利，開始了不斷割讓

領土的歷史。奧斯曼帝國是一個軍事封建帝國，它的維持與強大依賴於對外擴張

中的不斷勝利，從而有更多的土地和戰利品來推動帝國龐大的軍事官僚機器。邊

疆和前線是奧斯曼帝國得以存在的理由，邊疆和前線為官僚、軍隊和教士提供了

工作和報酬。邊疆的傳統根深蒂固地存在於奧斯曼帝國軍事、社會、政治、宗教

生活之中，“所有奧斯曼人的軍事組織、民政、稅收和土地制度等，都是配合征

服和殖民而不斷向異教者的地方實行擴張這個需要來制訂的”30。在邊疆完全被

封閉以致進一步實行擴張和殖民的時候，就不可能不影響到那些固有的傳統。不

斷的割讓領土使帝國喪失了大量的人口、財政收入和其他資源。軍事上的失敗必

然會動搖帝國的整個軍事與社會制度，這個制度無法適應對外擴張的失敗和前線

部隊的不斷後撤。所以，軍事上的失敗必然會動搖奧斯曼帝國整個軍事與社會制

度基礎，導致帝國走向衰落。 

奧斯曼帝國的現代化還有強大的內部動因，那就是由帝國內部的社會變化引

起的加強中央集權和進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帝國內部政治結構的衰變，主

要表現在蒂瑪制度和禁衛軍制度的衰落，以及地方封建勢力的權力膨脹。 

    蒂瑪制度(Timar System)和禁衛軍(Janissary)制度是奧斯曼軍事封建制度

的支柱。蒂瑪即蘇丹給軍人們分封的采邑，軍人們從蒂瑪中獲得經濟收入，同時

要在戰時為蘇丹提供軍事義務。這種分封土地的制度就是蒂瑪制度，它的重要性

                                                      
29

 同註 26，p.43頁 
30
 同註 26，p.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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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在於使蘇丹不必支付軍費而擁有一支強大的封建騎兵，而且在於對農業人口

的控制方面。同時，通過蒂瑪制度，蘇丹還有效地防止了省督、軍官和地方貴族

的權力膨脹，使蘇丹獲得了相對高度集中的中央權力。這個制度是帝國早期在軍

事上獲得勝利和健全內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度之一。但 16世紀晚期以來，由於

帝國經濟的蕭條，蒂瑪持有者的農業收入急劇下降，再加上在對外戰爭中不能取

得勝利而得不到戰利品，許多蒂瑪持有者對軍事義務失去了興趣，有些人索性放

棄了蒂瑪，或逃往城市，或參加日益壯大的土匪隊伍，有些平民甚至通過賄賂非

法取得蒂瑪。中央政府為了保證財政收入，蘇丹開始將采邑作為包稅地分封給與

軍事義務無關的社會上層。國家控制的蒂瑪制度逐漸地向半自治的包稅制轉變。

蒂瑪制度和封建騎兵嚴重地衰落了，奧斯曼帝國得以維持和強大的一個重要支柱

坍塌了。 

    由於蒂瑪制度和封建騎兵的衰退，蘇丹只好靠加強和擴大禁衛軍來滿足帝國

的軍事需要。禁衛軍是奧斯曼帝國的常備軍，也一度是奧斯曼帝國的精英部隊，

絕對地忠誠蘇丹和奧斯曼國家。311527年，禁衛軍步兵約有 8000人，1609年幾

乎增加到 3．8萬人。禁衛軍騎兵則由 5000人增加到 2.1萬人。增加的人數主要

來自於禁衛軍的後代。謝裡姆一世和蘇萊曼大帝放寬了禁止禁衛軍結婚的限制，

而且允許他們的兒子進入禁衛軍。一旦禁衛軍的生活摻雜了家庭考慮時，他們對

素丹的效忠精神就開始消失。他們不情願到遙遠的前線去接受嚴峻的戰爭的考

驗，而只是想在商業和貿易方面鑽營。他們逐漸有錢有勢，不受管束，軍團的訓

練和軍事行動都蒙受損失。奴隸已經變成了主人。禁衛軍最初依附於神秘主義的

阿里教派，後來又依附於貝克塔希教團，這種聯繫使他們變成了奧斯曼社會的自

由公民，並且 let益獲得獨立的團體地位。17世紀晚期和 18世紀中央集權削弱

的過程中，禁衛軍的權力越來越大，成為左右朝政的重要力量。1618--1730年，

至少有 6位蘇丹被禁衛軍趕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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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年禁衛軍的將領第一次在烏裡瑪的支持下被任命為大維齊。32蘇丹和禁衛軍

之間的緊張關係很早就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矛盾變得日益明顯。穆罕默德

二世時就發生過禁衛軍的叛亂，1514年和 1522年發生了兩次禁衛軍叛亂。王子

們爭奪王位的鬥爭往往使禁衛軍捲進來。禁衛軍、地方鄉紳、低級烏裡瑪等傳統

勢力還經常聯合起來挑起社會叛亂、阻撓改革。3318世紀初，禁衛軍已經無力在

對外戰爭中抵抗外國侵略者，但它的力量卻仍足以阻撓國內的任何改革。地方勢

力權力的不斷膨脹也嚴重地侵蝕著蘇丹和中央政府的權力。在科普呂呂任大維齊

時期(1689—1691年)，中央政府採取了許多改革措施來防止省督們濫用權力並

約束禁衛軍，但是對省督權力的限制卻方便了新的地方勢力阿揚(Ayan，鄉紳)

的成長。阿揚是地方鄉紳，管理地方的公共事務，可以影響中央政府的決定。為

了對付地方政府的離心傾向，中央政府不情願地加強了阿揚的地位。在 18世紀

行政與財政緊張之時，中央政府日益將行政職能賦予阿揚，他們“開始類似於那

些可以在自己永久擁有的土地上擁有私人軍隊、徵收賦稅並管理司法的貴族”

34。另一種掌握地方權力的人是德雷貝伊(1Derebey，山區地主)，主要是 17世紀

奧斯曼帝國各省的行政管理衰弱時出現于安那托利亞。18世紀末，魯米利亞(奧

斯曼帝國的歐洲部分)的許多地方和幾乎整個安那托利亞都處於德雷貝伊的控制

之下，支配著大量的武裝力量。德雷貝伊在其世襲王國中進行自治性的統治，權

力在謝裡姆三世時達到了高峰。由於對外戰爭的需要，帝國把主要的軍事力量從

內地調往前線，進一步加強了地方勢力的權力。 

    封建騎兵的衰弱、對外戰爭的失利、禁衛軍的飛揚跋扈、地方勢力的權重、

內部安全的削弱、包稅人營私舞弊，都對中央權力的合法性提出了挑戰，嚴重地

削弱了奧斯曼政府的中央集權。為了帝國的生存，為了恢復和加強蘇丹及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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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對帝國的有效統治，就必須擁有一支技術上更有效率、政治上更可靠的軍隊。

正是這種需要引發了帝國的軍事現代化改革。奧斯曼帝國改革的啟動以及整個現

代化過程，都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模式的典型。其目的是為了保護王室、政

府與軍事官僚的政治利益，為了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和維護奧斯曼帝國的統一。

35採納現代西方的科學技術與西方國家的組織機構對奧斯曼帝國都是達到這一目

標的有力手段。     

    謝裡姆三世 1792—1796年的改革一般被看作是奧斯曼改革的序幕。軍事改

革是謝裡姆三世改革的主要內容。他對歐式的訓練方式和法國教官的接受，標誌

著他與奧斯曼蘇丹過去的態度發生了明顯的分離，過去蘇丹總是傾向於維護奧斯

曼帝國的傳統制度。謝裡姆三世啟動了帝國的改革。在新開設的軍事學校中聘用

外國教官、派官員去歐洲考察、在歐洲各國建立常設大使館，都為歐洲思想在奧

斯曼帝國的傳播奠定了制度基礎。36但是，謝裡姆三世遇到了禁衛軍的叛亂且被

推翻。 

    1826年 5月，馬哈穆德二世和他的新軍粉碎了禁衛軍的叛亂，並宣佈取消

禁衛軍。傳統勢力因此失去了武裝力量的支持，標誌著以加強中央集權為目標的

軍事、法律和行政改革的新時代的開始。馬哈穆德還鎮壓了與禁衛軍有密切聯繫

的貝克塔希教團的叛亂，取消了他們的道堂，同時將宗教瓦克夫收歸國家統一管

理。這些措施加強了中央政府對宗教部門的控制。1826年馬哈穆德平息了省督

們和封建主的叛亂，並很快廢除了蒂瑪制度和封建騎兵制度，建立文官為省長的

地方行政機構管理地方事務。由於軍隊和政府機構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員的需

要，馬哈穆德二世又開設了軍事學校。 

    奧斯曼帝國現代化最初是在封建君主和封建官僚的主導下啟動的。沒有傳統

社會勢力的最初參與，現代化要成為一種主動的改革進程是不可能的。蘇丹的改

革也得到了其他傳統勢力的支持。1808年蘇丹馬哈穆德二世就是在貝伊拉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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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穆斯塔法帕夏領導的阿揚聯合力量的幫助之下掌權的，穆斯塔法帕夏在謝裡

姆三世退位之後變成了改革的支持者。蘇丹承認了阿揚在各省已經獲得的實際權

力，具有世襲性地位的阿揚則完全支持蘇丹對軍隊的重組以及對軍事和稅收的最

高權力。37高級烏裡瑪是馬哈穆德二世時期支持改革又一傳統社會力量。作為統

治階級的組成部分，烏裡瑪為了宗教與國家的利益而支持改革。他們是宗教權

威，他們對改革的支持安撫了低級烏裡瑪和民眾的不安情緒。但是烏裡瑪又是改

革的物件，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他們的權利與地位逐漸地被削弱，這是改革進

程的明顯特徵。     

謝裡姆三世和馬哈穆德二世改革的重要性並不在其實際成就，而在於這些改

革導致的對以後帝國政治現代化發生重要作用的一些間接後果。首先，隨著改革

的發展，出現了現代官僚階層，尤其是 1833年最高波爾特翻譯局的設立及其規

模和重要性的增長，使帝國的現代官僚階層在制度框架內開始形成了強大的勢

力，成為日後推動改革的主要力量。日後許多改革派的重要人物都出自最高波爾

特翻譯局。他們是奧斯曼帝國的精英，他們的權力來源於蘇丹，來源於國家機器

的現代化過程。這些新型的社會力量的共同特點就是他們都希望保護國家機器免

受來自內部的和外部的威脅。以這些新的官僚階層為核心，現代政府職能部門和

相應的管理機構發展起來了。當然，馬哈穆德時期的行政機構遠不是一個現代國

家所要求的行政管理結構。另外，帝國時期的改革奠定了以軍官和文職官僚精英

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模式，我們將奧斯曼一土耳其現代化的這種模式定義

為威權主義模式，就是在這種模式下，帝國走上了現代化道路，這種模式至今仍

然影響著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進程。 

奧斯曼帝國傳統政治結構的加速改變是坦齊馬特(Tanzimat，意為改革)改

革開始之後的事，它開始於 1839年頒佈的第一個坦齊馬特敕令，結束於 1878

年素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解散奧斯曼帝國第一屆國會之時。在坦齊馬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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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階段，現代化改革深入到了司法、行政、教育等領域，引起了奧斯曼帝國

社會結構的重大改變。由於帝國的行政、軍事、教育機構改革而形成的新的社會

力量，在後來土耳其共和國的形成中起了非常重要的作用。 

    坦齊馬特的主要成就是：取消世襲性的包稅制，創立了現代貨幣制度和稅收

制度；教育和司法的世俗化制度逐漸形成；政府職能部門的科層化；帝國議會和

憲法的產生；武裝力量按內外不同的兩個領域進行了劃分；現代地方管理制度的

引進。 

    所有這些都說明奧斯曼帝國的傳統制度發生了向法治制度的轉變，這些變化

都是以帝國詔令的方式推動的。第一個詔令“哈蒂沙裡夫”(Hatt-i Sherif)將矛頭

對準了地方分權所造成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其目標是要改善各省的形勢。為了遏

制腐敗的包稅人的獨立性和保證國家的防務資源，提出實行常規性的固定稅收制

度。詔令還宣佈不管信仰何種宗教與教派，保證所有臣民的財產與公民權；實行

普遍兵役制，服役期限減少為四到五年；按照法國的模式重組省一級的行政機

構，地方官員的收入為固定薪金，個人財產與政府管理資源要明確地分開。 

    坦齊馬特改革的第二個時期開始於 1856 年 1 月頒佈的“哈蒂一胡馬雲”

(Hatt-i Humayun)。在這一詔令中，蘇丹麥積德重申了宗教自由和非穆斯林臣民

的平等地位，還規定了防止腐敗和司法中的刑訊逼供的措施；頒佈了保護貿易和

商業不受阻礙的條例。19 世紀 60 年代，建立了許多世俗法庭，頒佈了世俗刑法、

商法、海運法和貿易法，所有這些新的法律都是按歐洲的樣式制定的。 

除政治行政改革之外，進一步向國際貿易和外國資本開放帝國領土是坦齊馬特第

二階段的重要內容。歐洲的商品可以自由地進入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因此失去

了專賣、稅收、關稅等許多商業方面的特權，本來這些權利可以用來防止帝國財

政的進一步惡化。1854年，也就是麥積德的改革詔令頒佈的前兩年，帝國政府

為了解決由於克裡米亞戰爭造成的財政問題開始向國外借款。16年之後，帝國

政府已經完全依賴外國的貸款了，同時還款支出每年要花掉國家財政收入的三分

之一。最終導致帝國財政在 1875年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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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齊馬特改革的內容在很大程度上是針對當時地方分權的發展和列強的壓力而

提出的。1839年哈蒂沙裡夫詔令頒佈時，國內的分離主義已經威脅到了帝國的

領土統一。塞爾維亞人的起義、希臘獨立戰爭、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以及他對

伊斯坦堡政權的合法性提出的挑戰，都說明改革詔令的頒佈面臨著巨大的壓力。

在這種背景下，1830年代和 1840年代的改革矛頭就直接對準了地方分權勢力。 

    坦齊馬特第二時期的改革實際上是西方列強意志的體現，是在英、法等國的

脅迫下進行的。俄國於 1853年 7月佔領了奧斯曼帝國的多瑙河各省。自 1853

年 10月以來，英國、法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軍隊就一直在與俄國軍隊作戰。哈蒂

胡馬雲頒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使歐洲列強在巴黎會議上接受奧斯曼帝國。《巴

黎和約》的第七條宣佈簽字國尊重奧斯曼帝國的獨立和領土統一。而且，條約規

定所有俄國軍隊佔領的奧斯曼帝國領土要歸還給帝國。改革的內容是大國壓力的

產物，含有迎合西方的一面，是為了在所謂的“東方問題”上獲得歐洲列強的支

持，從而維護奧斯曼帝國的統一與主權。 

加強中央集權的現代化改革中出現的現代力量對奧斯曼帝國最高權威提出了挑

戰，這是改革的實施者沒有想到也不願看到的事情。軍官、行政人員、教師、知

識份子等現代職業階層，與國家的現代機構存在著直接聯繫，他們的人數不斷增

長，要求進一步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教育改革提高了城市識字率。19世紀後

半期，這些識字的公眾成了談論政治的重要人群。立憲與代議制思想的興起、少

數民族中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穆斯林人口中泛土耳其主義、泛阿拉伯主義和泛

伊斯蘭思想的上升，都與識字人口的增加有關。1865年，“青年奧斯曼人”開

始宣傳他們的思想。他們主張在伊斯蘭原則基礎上實行憲政和代議制制度；建立

強大的中央集權，反對阿揚和德雷貝伊的分權傾向；主張以祖國(Vatan)的認同取

代傳統的對米勒特(Millet，民族)的認同。38青年奧斯曼人與過分西化又幾乎完全

壟斷著現代國家機器的官僚上層展開激烈爭論。他們是奧斯曼帝國立憲主義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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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代議制政府理論和國家語言改革理論的先驅。這種理論即來源於坦齊馬特時

代的社會變遷，也來源於改革詔令的法律精神，後來成為土耳其共和國的重要思

想泉源。 

在前大維齊米德哈特帕夏的領導之下，青年奧斯曼人與文人官僚、軍官聯

合起來，展開了立憲運動。1876 年 5 月 22 日，他們在伊斯坦堡有一場聲勢浩大

的示威遊行，反對蘇丹的專制統治。5 月 30 日，他們發動宮廷政變，推翻蘇丹

阿布杜勒·阿齊茲，擁立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繼位。哈米德發表立憲誓約，任

命青年奧斯曼人的領袖米德哈特帕夏為大維齊。在部分軍隊、烏裡瑪和官僚的支

持之下，青年奧斯曼人在當年年底爭取到了帝國憲法的頒佈。該憲法規定，伊斯

蘭教為國教，土耳其語為國語，建立兩院制議會，保障全體公民在法律面前一律

平等。1877 年 3 月 19 日，奧斯曼帝國第一屆議會開幕，議會分參議院、眾議院，

參議院由 25 名指定的官員組成，眾議院由 125 名當選議員組成。當然這些當選

議員被選舉的程式是極不正規的。這在當時沒有任何選舉經驗的奧斯曼帝國是非

常正常的。 

    代議制度的實行是現代化改革導致的社會變遷的結果。帝國設立議會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並不是由文化決定的，而是由帝國多樣化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制度所需

的政府職能的必要性決定的。現代化衝擊下的奧斯曼社會與傳統的社會相比越來

越多樣化了。有勢力的傳統社會力量，諸如蘇丹本人、地方貴族、部落領袖和具

有傳統傾向的烏裡瑪，仍然是奧斯曼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坦齊馬特時代發展

起來的現代力量在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進步作用。而

且諸如烏裡瑪、官僚、軍隊等社會集團由於利益的不同發生了內部分化，有些傾

向於現代化，有些則傾向于傳統。 

哈米德二世並非真正擁護立憲，只是在等待反撲時機。1877 年俄土戰爭再

次暴發，蘇丹乘機把戰敗的責任歸諸立憲運動。1878 年 2 月，哈米德二世強行

解散議會，宣佈停止實行憲法，並殺害了米德哈特帕夏。從此之後，奧斯曼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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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年內沒有召開過議會會議。有些青年奧斯曼黨放棄了理想，在政府部門中

找到了職位，大多數人則遭到了流放和監禁。阿布杜勒拉米德在位的三十多年通

常被認為是專制主義統治時期，但他並非完全反對改革和西化，只要能加強帝國

地位和他的統治，他還是繼續進行著現代化和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伯納德·路

易斯認為，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是一位積極推進現代化改革的蘇丹，是坦齊馬

特改革派的真正繼承人。哈米德二世時期改革的中心人物是穆罕默德·賽義德帕

夏。哈米德政權極大地極大地擴展了帝國的教育改革，這一時期高等院校和在校

學生的數量都有了極大的增加；還對帝國行政學院進行了改組和擴充，課程中增

加了現代科目；其他各類學校如軍事學院和醫學院也得到了擴充。法律方面，哈

米德將所有非宗教性的法庭劃歸司法部管理。儘管哈米德二世執行嚴格的書報檢

查制度，但報紙、雜誌和書籍卻進一步增多，流亡海外的知識份子將更多的西方

思想帶到了土耳其，其影響也日益增加。國家行政管理方面的現代化在繼續進

行。他使用現代國家機構進行監視，創造了國家監督民眾以保證蘇丹統治的必要

方式。 

    奧斯曼帝國 19世紀的改革導致在衰弱的帝國中產生了強有力的中央政府。

國家機器的中央集權化和現代化為蘇丹的專制統治提供了必要手段，但專制主義

未能阻止帝國的分裂。1878年 7月的柏林會議允許奧斯曼帝國恢復對保加利亞

的主權，但塞爾維亞、羅馬尼亞、蒙底內哥羅卻獨立了。奧匈帝國佔領了波士尼

亞和黑塞哥維那。東北部的巴頓、卡爾斯、阿爾達汗被讓給俄羅斯。為了遏制阿

拉伯各省的分離傾向，哈米德將泛伊斯蘭主義當成是國家統一的意識形態工具。

坦齊馬特時期，國家上層中宗教人員的作用在日益淡化，而哈米德二世卻把傳統

宗教權貴吸收進統治上層，身邊圍繞著烏裡瑪與蘇菲教團的領袖。 

作為傳統的米勒特制度的結果，帝國經濟存在著明顯的宗教方面的分野。

19世紀，從事傳統農業的主要是穆斯林，而現代資本主義領域占主導地位的則

主要是非穆斯林。因為封建騎兵並不包括非穆斯林，他們得不到由於軍事義務才

能獲得的土地。非穆斯林的經濟注意力只好轉向貿易和金融方面。19世紀末，



42 
 

雇用工人超過 10人以上的工業企業 90％屬於非穆斯林。另一方面，米勒特制度

提供的自治權，打開了基督教米勒特與歐洲國家進行貿易和聯繫的早期通道。在

東方問題的衝擊下，基督教社區加強了和西方的政治經濟聯繫。這阻礙了改革家

們政治上對少數民族的統一。 

    哈米德二世的專制主義失敗了，而推翻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各種社會力量和政

治思想卻在哈米德二世統治時期進一步形成了。1889年 4月軍事學院的學生在

伊斯坦布爾組成了一個反對哈米德專制統治的秘密組織——同盟與進步委員

會。很快，這個組織被驅散。1895年進步與統一委員會建立之後，青年土耳其

運動開始活躍起來，並不斷地得到軍隊的支援。他們以《協商》雜誌為喉舌，提

出了自己的綱領，其內容主要是立憲主義、奧斯曼主義和自由。立憲主義就是恢

復 1876年憲法，奧斯曼主義則要求所有帝國臣民不分種族與宗教一律平等，包

括適用相同的法律和在政府與軍隊中提升的機會均等。自由則意味著結束哈米德

二世的專制統治。1908年 7月青年土耳其人在薩洛尼加發動起義，蘇丹被迫恢

復憲法和議會。39 

    青年土耳其党人分為自由主義者和統一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是受過西方教育

的官僚上層，支持君主立憲制；統一主義者主要是居於社會中下層的政府公務

員、軍官和青年知識份子，他們以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為中心，主張進行更為激進

和集中的改革。1908年底到 1909年春，帝國內各種派別的鬥爭非常激烈。1909

年 4月 12日，駐紮在伊斯坦布爾的第一軍中的部分士兵發動叛亂，受到了下層

軍官和宗教學校學生的支持。哈米德二世求之不得，但青年土耳其人很快進行了

反擊。4月 27日，叛亂被平定。經伊斯蘭長老同意，議會廢除了哈米德二世，

新蘇丹穆罕默德五世則完全聽命于進步與統一協會。1909年 8月，議會對憲法

進行了修改。將主權無條件屬於奧斯曼王室改為蘇丹必須無條件效忠憲法和國

家；蘇丹任免大臣的權力被取消；蘇丹簽訂條約的權力要受議會限制；蘇丹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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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ford shaw and Eze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01．I I，  

Cambridge，1977，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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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有危險的人的特權也被取消。通過對憲法的修改，蘇丹從擁有絕對權力的

君主變成了名義首腦。這是世俗化和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步驟。1913年，統一主

義者恩威爾、塔拉特、傑瑪律等三巨頭建立了獨裁統治，提出了激進的社會改革

綱領，其中包括法律的世俗化、婦女地位的提高、組織選舉、建立國家資本主義

經濟等。 

    儘管奧斯曼帝國存在到了 1923年，但青年土耳其革命卻標誌著奧斯曼帝國

秩序的結束。改革進程的社會和政治動力最終摧毀了蘇丹制的基礎，結束了奧斯

曼帝國五百多年的統治。新軍和現代官僚機構的建立本來是為維護帝國的統治

的，但來自新式軍隊和現代官僚機構中的社會力量最終轉而反對帝國的蘇丹制。 

    奧斯曼帝國現代化進程包含兩個層面：首先是總的現代化進程引起的奧斯曼

傳統社會結構的轉變；其次是國家的改革精英們的有目的的改革行為。朝廷和上

層官僚進行了旨在按現代歐洲模式重新組織對武裝力量控制的改革。奧斯曼帝國

的現代化幾乎是在一種強制性的軌道上運行。哈米德二世的專制主義統治表明，

強制性的現代化道路加劇了傳統統治制度的合法性危機。奧斯曼帝國的權威主義

現代化最終破壞了它保衛傳統秩序的初始目的。 

    由於軍事安全的需要而引發的對軍隊和官僚機構等現代國家機器的現代

化，不僅是奧斯曼和土耳其現代化的聚焦點，也是其動力。奧斯曼的現代國家制

度並不是通過各種社會力量的合力而形成的，而是通過統治上層的強制實現的。

國家制度的嚴格等級劃分、國家機器與統治精英被看作是同一種東西，都反映了

奧斯曼改革及這種改革的強制性軌道的權威特徵。由安全的需要而推動的土耳其

的現代化有兩個明顯不同的面孔。一方面，它是一種面對外部壓迫的戰略調整；

另一方面，對內則是一種統治上層強加的社會政治工程。 

    儘管作為一種傳統的世襲制國家的奧斯曼帝國消失了，但它的政治結構、政

治文化以及與巴爾幹國家的衝突結構在土耳其共和國初期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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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凱末爾的威權主義改革及評價 

    “土耳其凱末爾領導的現代化改革的核心是民族化，而它的主要特點和影響

於中東地區的主要之點，則在於它的世俗化。”在凱末爾等人看來，“在這個世

紀，文明國家之間沒有本質的差別，文明的交往已經使人類的文明部分成為相同

的東西”40。凱末爾和早期的西化主義者一樣，認為文明就是歐洲文明，所以強

烈的西化傾向也是凱末爾改革的顯著特徵。凱末爾改革涉及到了國家與社會生活

的各個方面。 

改革首先表現在整個國家制度的改造方面，主要包括以共和制代替素丹一

哈里發制；以世俗法庭和世俗法律代替宗教法庭和宗教法；國家對所有教育機構

的控制以及文化和社會生活方面的改革等。1921年 1月的臨時憲法已經宣佈主

權屬於民族，1922年 11月蘇丹的逃跑使蘇丹制已不復存在。新任哈里發麥積德

二世只是一個精神領袖，不具有任何世俗權力。1923年 10月，土耳其被宣佈為

共和國，凱末爾當選為總統，民族主義成為土耳其的主導意識形態。當時，凱末

爾沒有立即廢除哈里發制，是因為他希望哈里發成為土耳其反對西方列強時穆斯

林團結的象徵。1923年 4月 8日，凱末爾在國會講話中提出，哈里發是具有國

際意義的穆斯林最高權威。但這種設想既不符合伊斯蘭精神，也不符合時代精

神。麥積德的任務也不簡單，他得在國際範圍內維護自己的尊嚴，而且還要小心

謹慎以免惹惱他所依靠的民族主義政府。民族主義者在本質上是世俗主義的，因

此，哈里發制的取消是遲早的事。 

    經過激烈的討論，哈里發制於 1924年 3月 3日被議會宣佈取消。同一天，

議會頒佈法令廢除了伊斯蘭長老制，並設置宗教事務局來管理宗教事務。宗教事

務局具有簽署費特瓦的權力，局長由共和國總統任命，他的職責是管理清真寺和

修道院。雇用和監督伊瑪目、穆安津、清真寺的管理人員和工人。法令還規定宗

教地產瓦克夫由宗教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這個機構負責管理宗教地產和維修清

真寺。1931年 6月 8日議會又頒佈法令，規定這個機構也管理神職人員並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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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薪水。儘管 1924年憲法規定土耳其的國教是伊斯蘭教，還規定議會保護

伊斯蘭原則，但憲法總體上卻是世俗性的。這種規定只是為了安撫議會中的保守

分子。 

凱末爾時期的改革中，司法制度和教育的改革對世俗化進程具有最重要的

影響。哈里發制被取消不久，宗教法庭也被關閉，國家法庭使用宗教法官，但他

們卻處在政府控制之下。這時有兩類法官，一類是有宗教學院背景的宗教法官，

一類是從世俗學校畢業的世俗法官。直到 1926年瑞士民法被採納之後，法院仍

在很大程度上以伊斯蘭法為基礎，尤其是民事法案更是如此。司法改革即是以世

俗法庭代替宗教法庭，並採用世俗法典。 

首先是瑞士民法的採用。共和國幾乎是將瑞士民法翻譯過來就使之變成土

耳其民法。瑞士法典頒佈於 1912年。這部法典由個人、家庭、繼承三個部分構

成。在家庭和繼承方面，婦女被賦予和男子平等的權利，且禁止多妻制。被廢除

的《梅積勒》法規定，婦女只能得到相當於男子一半的遺產。1851—1876年編

成的《梅積勒》法有 16卷，它是伊斯蘭法和拿破崙法典的混合物。1926年 4月，

新民法被通過，它的前言反映出當時的時代精神：1851年的梅積勒只有 300條

符合今天的需要。它建立在宗教基礎上，以宗教法為基礎的國家遲早都會變得無

視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因為宗教原則是不變的。宗教法在不斷進步和變化的社會

中因其形式和其不合時宜的說教而毫無意義。不變是宗教的特有特徵。使宗教僅

僅成為一種信仰是現代文明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新舊文明的區別之一。 

    凱末爾主義者顯然認為法律應該從宗教中獨立出來並使之適應現代社會的

各種需求。今天關於瑞士民法典是否適合土耳其社會的爭論仍在進行。但不適合

土耳其需要的更好的民法需要多年的準備，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必會引起長時間的

毫無意義的爭論，從而延緩了改革。 

    同時實施的其他法典有土耳其商法和刑法，刑法於 1926年 7月 1日被採納，

主要以義大利法典為藍本。它既反對宗教也反對共產主義。共和國的締造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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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意識形態都會削弱和破壞國家的統一。商法以瑞士、義大利和德國法典為

藍本，同樣體現了世俗精神。 

    教育同樣進行了世俗化改革。自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現代化改革啟動以

來，土耳其便開始不斷地建立各類世俗學校，共和國建立之後，土耳其還是宗教

教育和世俗教育共存的。這種狀況不符合民族主義者的世俗化要求，早在 1921

年凱末爾在一次教育會議上就講道：“我堅信我們民族歷史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於

傳統的教育方式，教育應該遠離所有傳統的迷信和不適合我們民族特徵的東西方

外來影響。”
41
1924年，《教育統一法》被通過，按照此法，宗教學校被取消，

所有的教育機構被教育部接管，教育委員會協助教育部工作。該委員會由教師和

官員組成，定期開會制訂有關的教育政策。公共教育完全成為世俗事務，宗教教

育則留給了家庭和鄉村的神職人員。憲法中關於伊斯蘭教為國教的條款在 1928

年被刪除。1930年和 1933年城市和農村學校的宗教課程被取消。凱末爾時期，

教育水準也得到了極大的提高。土耳其人口的識字率從 1927年的 10．6％提高

到 1940年的 22％。20世紀 20年代，初、中、高各級學校的結構與課程還是以

19世紀的法國教育制度為樣板。1933年伊斯坦堡大學進行了重組，1936年安卡

拉大學設立了語言系、歷史地理系、藝術系等，後來，醫學、農業、科學、神學

等新的院系也建立起來。土耳其的許多城市中還建立了許多新的大學。 

    文化改革的世俗化意義也非常深遠。首先是拉丁字母的採用。世界上大多數

突厥人都用阿拉伯字母書寫他們自己的語言。但阿拉伯字母母音很少，不適合土

耳其語的發音，而且對大多數土耳其人來說，阿拉伯字母並不僅僅是一種字母，

它還是一種與宗教有關的偶像。毫無疑問，字母改革具有世俗化的意義。字母改

革的建議在 19世紀中期就已提出，青年土耳其時期也進行過討論。凱末爾掌握

權力後，決心進行字母改革。這之前，高加索和中亞的土耳其人放棄了阿拉伯字

母而採用了拉丁字母。1928年 8月 9日，凱末爾發表了一個關於字母改革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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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從此土耳其開始了説明人民認識拉丁字母的熱潮。1928年 11月 3日，通過

了一項禁止在公共場所書寫阿拉伯字母的法律。通過取消阿拉伯和波斯外來詞而

簡化土耳其語的改革是文化改革的重要方面。1932年 7月 12日，土耳其語言學

會建立，這個協會的主要工作是簡化和純潔土耳其語，不僅波斯和阿拉伯外來詞

被取消，而且新造了許多土耳其詞。字母改革和語言改革大體上起了兩種作用。

首先，文字語言的簡化，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有利於識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發

展；其次，因為阿拉伯字母不僅是一種東方文化的符號，而且是一種伊斯蘭教的

符號，而拉丁字母則象徵著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放棄阿拉伯字母使用拉丁字

母、放棄波斯和阿拉伯詞彙就能夠使土耳其人在精神上更能接受西化和現代化。 

凱末爾還通過挖掘土耳其的歷史來增強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識。在他的提議

下，1931年成立了土耳其歷史學會，該學會召開了土耳其各個歷史時期主要問

題的討論會，編出《土耳其歷史綱要》，作為學校的歷史教材。這項改革有利於

促進土耳其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但不實事求是地突出，以至提高土耳其在

歷史上的作用，在一些方面導致了對歷史的歪曲”。文化改革同樣具有世俗化的

意義，從此土耳其文化在各個方面開始擺脫宗教的束縛。 

    凱末爾時期土耳其婦女的地位發生了實質性的變化。奧斯曼時代，婦女進行

任何戶外活動都是被禁止的，婦女要絕對忠誠她們的丈夫，而丈夫卻可以任意休

妻，且擁有四個妻子。青年土耳其時期，政府曾規定，丈夫長期在外或患有嚴重

疾病的情況下，婦女有權提出離婚，這是帝國時期婦女地位的重大變化。凱末爾

以許多方式鼓勵婦女的解放和婦女的現代化。他鼓勵婦女接受高等教育並在各個

領域做出成就。瑞士民法典的採納使男女實質上平等了，它廢除了多妻制和隨意

休妻制，婦女有了離婚和工作的權利。1930年 4月 3日，政府法令使婦女獲得

了在城市選舉中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34年 12月 28日，政府又頒佈法令，

規定婦女在全國選舉中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方面，土耳其已走到了許多歐洲

國家的前面。當然，當時只有一部分婦女適應了新的社會角色，大多數城鎮和農

村的婦女並沒有立即改變她們的傳統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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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活與習俗方面的現代化改革，主要體現為破除迷信和提倡科學的現

代精神。1925年的庫爾德人叛亂實際上是由托缽僧首領領導的，而且提出了恢

復哈裡發制的口號。這次事件使凱末爾決心打擊教團勢力。1925年 6月，獨立

法庭對叛亂分子頭領判處死刑，同時封閉了庫爾德斯坦的所有托缽僧寺院。1925

年 8月，凱末爾訪問了卡斯塔莫努和伊內博盧，他和隨行人員全都戴上了巴拿馬

帽；並發表許多演說，大肆攻擊費士帽、長袍以及穆斯林的其他傳統服裝。他還

攻擊托缽僧寺院、隱居地以及多種教派。他說：“土耳其共和國不能是謝伊赫、

托缽僧、門徒和俗人教友這樣一些人的國家，各教派的人將會懂得我已說清了這

種實情，並將立即自動封閉他們的寺院。”9月 1日，凱末爾回到安卡拉後在內

閣會議上宣佈了一系列法令，11月這些法令被議會通過。結果按這些法令，各

教派宣佈解散，予以禁止，他們的財產被充公，寺院和神壇被關閉，禱告會和祈

禱儀式被停止。土耳其從此擺脫了謝伊赫、托缽僧、門徒、法師、算命人、魔術

師、巫師、畫符人等，同時也擺脫了與這類名稱和性質有關的行業、用費和服裝。

這些措施，加上關於費士帽和包頭的禁令，使土耳其人民的生活習慣發生了巨大

變化。這方面的改革引起了許多狂熱的謝伊赫和托缽僧的不滿，他們用各種方式

進行反動活動，甚至挑撥人民起來進行反政府活動。但是政府很快鎮壓了他們，

整個民族很快就適應了這類改革，使土耳其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更加世俗化和

現代化。 

經濟方面，凱末爾時期主要是採用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發展土耳其共和國

的經濟。共和國建立初期，土耳其雖然有幾個現代工業企業，這些現代企業大多

掌握在希臘人或猶太人手中，國家掌控的企業只是坦齊馬特時代建立的幾個兵工

廠。土耳其人民消費的一些最基本的工業品都是從國外進口。共和國政府重視發

展土耳其的經濟，並將其視為鞏同民族獨立成果的必要條件。1923年共和人民

黨就在伊茲密爾召開經濟大會，制定了《經濟公約》，發表了《九項原則宣言》，

提出了復興國家經濟、重建金融機構和國家控制經濟命脈的思想。大會通過經濟

方面的當前任務是：促進小生產向大型輕、重工業企業的過渡；迅速發展國內有

原料供應的部門，特別是紡織和食品等部門；實行關稅自主；創辦國家銀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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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私人企業的發展。土耳其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依靠國家政權的干預，實施進口

替代，並採用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但由於《洛桑條約》的限制，保護

關稅的政策在 19世紀 20年代不可能實施。凱未爾借鑒蘇聯工業化的經驗，聘請

蘇聯專家，制訂發展民族經濟的計畫。共和國政府還頒佈了《獎勵工業法》，對

私人資本減免稅收，或降低產品運輸價格，以此鼓勵私人資本企業的發展。土耳

其政府採取了限制外國資本的政策，它用贖買的方式將一些對國計民生有重大影

響的外國企業，如鐵路和公用事業部門收歸國有，在此基礎上，建立了第一批國

營企業。1929年 10月，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國際農產品價格下跌，土耳其的出

口主要依賴農產品，所以世界經濟危機也給土耳其的出口貿易帶來了沉重打擊，

貿易逆差急劇擴大，由於土耳其大多數工業品這時仍然嚴重依賴進口，所以農產

品價格的下降，給土耳其政府帶來了嚴重的經濟危機與財政危機。土耳其政府採

取了一些措施來應對經濟危機。早在 1929年 6月，《洛桑條約》中規定的各項關

稅限制宣告到期，土耳其國民議會就通過了一項新關稅法，對土耳其的企業實施

關稅保護政策。經濟危機爆發後，政府依據新關稅法，將經濟工作的重點由以前

的扶持工業企業轉移到限制外國商品進口和保護國內企業方面。12月 4日，開

始對貨幣兌換和貨物進口進行限制，同時使土耳其里對英鎊貶值，從而鼓勵出

口、限制進口。後來政府又採取了一系列措施，最終使土耳其拉的貿易轉為平衡

甚至順差。不久，共和國政府又將全部對外貿易收歸國家管理。 

    以上措施雖然有效地應對了經濟危機，但對整個土耳其經濟的發展，對於建

立進口替代型的工業來說是不夠的。當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都遭受到了經濟危

機的打擊，但獨立於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之外的蘇聯經濟雖然也面臨重重困難，卻

能免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土耳其領導就是在這種國際國內背景之下制定了國家主

義的經濟政策與方針。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俄土關係發生了戲劇性的變化。1929

年 11月，土耳其與蘇聯簽署了一項商業協定。12月，由土耳其農業銀行和工礦

銀行合辦的一家對蘇貿易公司開始營業。之後幾年，雙方領導人頻繁互訪，其中

最重要的是 1932年土耳其總理與外交部長訪問莫斯科，同蘇聯簽定了一項 800

萬美元的貸款協定。貸款的大部分被用來發展紡織工業，並在蘇聯的指導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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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著名的開塞利紡織廠。 

    正是在蘇聯的影響之下，同時也出於土耳其國情的需要，土耳其共和國政府

提出了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1930年伊斯梅特在錫瓦斯發表演說時提到，國家

有必要參與經濟活動。1931年 4月 20日，凱末爾發表了他的著名演講，提出了

共和人民黨的六項原則，即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國家主義、世俗主

義和革命主義。關於國家主義的定義，凱未爾在他的演講中做了如下解釋： 

    儘管考慮到私人事業和私人活動仍是我們的基本主張，我們的主要政策之一

是促使國家積極關心涉及民族的一般性和重大利益的問題，以便能在盡可能短的

時期內，把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導向繁榮。 

以後的年代中，共和人民黨、土耳其政府和凱末爾本人都對國家主義進行

過多次解釋和說明，說他們不是要搞集體經濟或國家壟斷，也不希望把私人企業

從工商業中排擠出去，國家主義的目的是要發展那些與國家實力和福利有密切關

係而私人資本又無力經營的經濟部門。1935年黨的綱領解釋道：“儘管私人企

業和行為是我們的基本思想，但在民族的整體和關鍵利益方面的事務上，尤其是

在經濟領域，為了使國家和民族儘快走向繁榮，國家進行干預是我們的原則之

一。”共和國建立初期，私人資本的積累是不充足的，而且 20世紀 30年代的大

危機又打擊了私人資本；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對當時土耳其的經濟發展起了不可

替代的作用。 

1933年，在蘇聯的幫助下，共和國政府制定了發展工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該計畫於 1934年 1月被大國民議會批准，1939年完成。計畫的目標是建立包括

紡織、造紙、玻璃、陶瓷等行業的消費工業和包括鋼鐵和化學等行業的基礎工業。

通過五年計劃的發展，土耳其的工業化得到了很大的發展。許多基本的消費工業

企業建立起來了，其中最大的成就是蘇聯人幫助下建立的開塞利紡織廠和英國人

幫助下建立的卡拉比克鋼鐵公司。政府還從外國承租者手中贖回了鐵路、煤礦、

港口等公用事業等。1933年和 1935年成立了“蘇美爾”和“埃提”兩大國家銀

行，為工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據統計，從 1929年到 1938年土耳其的國民總收入

增長 44％，人均收入增加 30％，採礦增加 132％，工業生產年增長率達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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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9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 6．2％，工業的比重從 11．8％上升

到 18％。國家主義的工業化政策取得了可觀的成就。 

農業方面，土耳其的土地佔有情況極不平衡，地主、富家佔有大量土地，

許多無地和少地農民，靠租種地主的土地維持生活，他們除了上繳地租，還要受

高利貸的盤剝，生活極為貧困。農村的這種狀況對土耳其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極為

不利。為推動農業經濟的發展，政府也採取了一些措施。1925年廢除奧斯曼帝

國的土地法，宣佈土地歸耕種者所有，並廢除了封建的什一稅。1927年和 1929

年，頒佈了向無地農民和移民分配土地的法令，開始對國有土地進行分配。1936

年，政府通過了關於贖買地主土地以分配給無地和少地農民的決定。1937年憲

法又專門就贖買地主土地必須補償的條款，規定要專門制定法律確定補償經費的

數目，贖買地主土地和森林的目的是把土地分給農民和建立國家管理森林的制

度。但土地改革收效甚微，到 1939年，政府分配的土地總共有 100萬公頃，其

中主要是國有土地。大多數農民還是沒有得到土地。 

    為提高農業生產力，反對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政府加強對農村的金融支

持。1924年將土耳其農業銀行改組為股份制，擴大了該銀行的規模與實力，國

家資本在其中仍占主導地位。1929年，土耳其又成立了農業信貸合作社。這兩

個金融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向農民提供貸款，幫助農民購買農機具和其他生產資

料，並抑制農村的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1939年，農業銀行為農民提供的貸款

總額為 4500萬里拉，農業信貸合作社提供的貸款總額為 2200萬里拉。 

    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促進了土耳其共和國工農業的發展。1927—1939年，

土耳其的註冊工業的總產值增長了近 5倍(1927年為 5800萬里拉，1939年為

33100萬里拉)。其中，大工業企業增長 152％。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除蘇、日

外，土耳其工業發展速度是世界上最快的。1924—1939年土耳其修築鐵路近 4000

公里。由於農業的改革，可耕地面積由 1927年的 436萬余公頃增加到 1940年的

約 1266萬公頃。糧食產量 1930年已自給自足，且有少量供出口。1930—1938

年，每年糧食平均出口 6．5萬噸，1933—1938年土耳其的農業平均增長率為 5．

1％。與工業相比，國家對農業發展的投入和重視程度都遠遠不夠，農業發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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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緩慢。但凱末爾時期，土耳其的農業在國家主義經濟政策推動下，還是獲得了

一定的發展。 

凱末爾於 1881年出生于居薩洛加。父親是一個低級政府職員，後來經營木

材生意。凱末爾 7歲喪父，由母親聚貝伊代·哈納姆撫養成人，1893年他進入薩

洛尼加軍事中等學校；1895年升入馬納斯特爾軍事學院；1899年 3月，進入伊

斯坦布爾陸軍大學，1905年 1月畢業，授陸軍上尉。1915年加利波利戰役中他

被認為是最善戰的軍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民族解放戰爭中表現了傑出的軍

事天才。在他的領導之下，土耳其建立了共和國，進行了全面的世俗化現代化改

革。穆斯林反對派認為他只會模仿西方，並試圖以此來降低他的威望，但他對伊

斯蘭教歷史的解釋要比神職人員深刻得多，他尊敬真誠的宗教情感。凱末爾是一

個集軍事家、政治家、理論家于一身的人物。他綜合了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理論，

形成了自己的世俗民族主義理論體系，即凱末爾主義。凱末爾主義是共和國時期

土耳其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也是共和人民黨的綱領性的原則。 

1931年共和人民黨的黨綱中體現了凱末爾主義的思想。後來共和人民黨的

六原則還被寫進了土耳其憲法。在共和人民黨的黨綱中標誌六原則的六箭頭以党

為中心向外射出，一直持續到 1980年。共和人民黨的六原則是：共和主義，它

並不僅僅意味著以共和制代替蘇丹制，還表示人民統治而非個人獨裁的意義。

1931年黨綱寫道：“黨相信共和國是最好地和最堅定地體現人民主權的政府形

式。”第二個原則是民族主義，土耳其民族是奧斯曼帝國的統治民族，土耳其民

族主義是帝國中產生最遲的民族主義，共和國建立時，土耳其成為主要由土耳其

人居住的國家，土耳其民族主義便成為主流意識形態。共和人民黨的黨綱寫道：

“按照共和人民黨和新政府的理解，居住在土耳其境內的任何說土耳其語的公

民，在土耳其文化薰陶下成長並接受了土耳其精神，不論宗教與居住地區，都是

土耳其人。”這段話清楚地指出了土耳其民族主義範圍，它顯然不同於奧斯曼主

義的多民族概念和宗教社區概念，也不同於大土耳其主義。另一個原則是平民主

義，它表示最高權力屬於人民；1927年共和人民黨的章程規定，權威和主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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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人民，被人民擁有，且為人民謀福利，所有公民在法律面前絕對平等，任何

家庭、階級、宗教社區不擁有特權；共和人民黨明確反對將土耳其人劃分為階級，

明確反對階級鬥爭的思想。第四個原則是國家主義，國家將涉足私人企業無力或

不願經營的領域。第五個原則是世俗主義，主張國家和宗教傳統的分離，表明土

耳其共和國永遠擺脫伊斯蘭宗教勢力對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束縛。第六個原則

是革命主義，它表示共和國不能滿足於緩慢的和漸進的進步，現代化過程應該以

革命的措施來加速。 

奧斯曼帝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改革為土耳其民族運動創造了肥沃的土壤。

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人口的民族與宗教構成方面的變化，為土耳其民族國家的出

現在領土範圍和民族構成方面創造了必要條件。民族主義運動將東方問題的劣勢

轉變成了優勢。在民族解放運動勝利的基礎上，1922 年 10 月 11 日，伊諾努與

協約國簽訂了《洛桑條約》，結束了古老的東方問題，標誌著土耳其全面進入了

現代國家體系。經過一百多年的鬥爭，奧斯曼帝國又以民族獨立國家的合法形式

重新崛起了。 

民族解放運動和世俗化改革的社會力量都是由奧斯曼帝國的改革造就出來

的。三巨頭逃走之後，進步與統一黨的許多地下組織依然存在，這些地下組織對

民族解放運動做出了重要貢獻。凱末爾也承認，進步與統一委員會的成員參加了

安那托利亞和魯米利亞護權協會，接受了護權協會的綱領，是土耳其的民族精

英。凱末爾是奧斯曼帝國後期的現代主義者轉變為民族運動領導人的典型代表。

他們屬於與坦齊馬特時代的社會結構變化有密切關係而又在哈米德時代與奧斯

曼王朝關係破裂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通過立憲運動、青年土耳其運動和凱末爾

主義革命而得以延續不斷。作為社會進步與教育的載體的軍隊對凱末爾人生的塑

造起了決定性的作用。凱末爾屬於帝國後期的訓練有素而知識豐富的軍官和文職

官僚上層之一。他還深受現代奧斯曼積極精神與孔德、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

等人的哲學思想的影響。這種個人經歷與教育背景使他變成了民族主義運動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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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派的理想代表。凱末爾是軍事官僚精英中的年輕成員，是激進的土耳其民族主

義的忠實支持者。42 

    凱末爾主義者權力的鞏固通過兩個過程：對思想文化的壟斷和對武裝力量的

壟斷。獲得這種壟斷的最主要的政治工具是凱末爾 1923年夏天建立的共和人民

黨。文化改革為凱末爾主義者獨裁的合法性創造了必要的意識形態資源。《洛桑

條約》簽訂後，民族主義運動內部的矛盾很快顯現出來。民族主義運動由軍官、

官僚、技術人員、商人、地主、安那托利亞的神職人員組成，其中的大多數人仍

然把民族主義鬥爭看成是恢復蘇丹權力和奧斯曼王朝的手段。
43
現代化軍事官僚

上層的內部也發生了分裂和鬥爭。甚至在共和國宣佈成立之前，凱末爾和保守派

軍官的關係就已經緊張了。第一屆議會期間(1920—1923)，安卡拉的大國民議會

就分裂為支持凱末爾的“第一組”和主張君主立憲制的“第二組”。在凱末爾對

候選資格進行審查之後，第二組的 118個代表只有 3人於 1923年 7月被重新選

進了第二屆議會。議會又通過法律，要求軍官們如果在政府和議會中發揮作用，

就必須辭去軍職。但凱末爾主義的軍官卻可以在擔任議會代表的同時繼續留在軍

中，反對派為了發揮他們的政治作用則更願意辭去軍職。這種軍隊與政治的分離

可以看成是軍隊的凱末爾主義化，也是凱末爾主義者壟斷武裝力量的第一步。 

凱末爾主義者加強權力的第二個步驟是 1923年 3月維護秩序法的頒佈。這

部緊急法實施到 1929年 3月，按照這部法律，政府可以通過軍隊和獨立法庭強

制實施它的決定。這部維持治安法和獨立法庭通過粉碎政治反對派、查封不同意

見的報刊、迅速的文化改革有效地鞏固了凱末爾政府。1925年 7月，在鎮壓了

庫爾德人的叛亂之後，獨立法庭控告進步共和黨支持了叛亂並為政治目的而利用

了宗教，進步共和黨被取締。凱末爾還採取有力的政治措施排除了政府和軍隊中

的異己分子，加強了自己對政府和軍隊的控制，確立了共和人民黨的權威統治。 

                                                      
42

 Dietrich Gronau．Mustafa Kemal Ataturk，Frankfurt，1994，p．22． 
43

 Metin Heper，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on in Turkey：Conceptual Theory and Mythplo-gy．

1stanbul,1981，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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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共和人民黨的領導層與軍隊、政府構成了一個統治集團，將政府看成

是他們個人的領地，就像奧斯曼時代的官僚和軍官們將朝廷和最高波爾特看成是

自己的領地一樣。奧斯曼帝國的權威主義變成了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治文化的重要

組成部分。 

    土耳其革命的目的是為了在一個神權帝國內創造民族主義和現代國家特

徵，並拋棄舊的制度和觀念。文化與社會方面的改革、民族國家理論的應用、哈

里發制和蘇丹制的取消，都是與奧斯曼帝國的過去發生大膽分離的事件。但是，

凱末爾改革也受到了具有權威思想和精英意識的軍官集團的支持，它在精神上和

國家中心傾向上與奧斯曼的現代化改革非常相似，奧斯曼現代化的大多數特徵在

凱末爾時期依然存在。 

    另外，凱末爾的開明專制主義在許多方面都相似于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

權威統治。哈米德的中央集權政策和強有力的社會監視能力，都說明他是統一主

義者和凱末爾主義的權威政治的先驅。凱末爾進行了文化革命，以土耳其民族主

義作為意識形態工具，哈米德二世試圖使奧斯曼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成為政府合

法性的主要依據，二者的相似性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哈米德在利用本土的宗教符

號，而凱末爾和他的同事卻在使用他們西方知識中的文化資本。他們不僅成功地

對外使用了民族國家話語，而且壟斷了國內民族文化，這樣就為統治制度的合法

性提供了必要的意識形態手段。凱末爾主義政府完成了坦齊馬特時代就已開始的

從傳統權威向現代權威的轉變。 

    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戰爭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但凱末爾改革卻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和不徹底性。改革只是在大城市中影響較大，在廣大農村和中小城鎮，幾乎

沒有觸動土耳其大眾。當安卡拉進行全面的改革時，土耳其的絕大多數人民仍然

深深地根植于傳統生活之中。一開始，凱末爾主義者就與一些傳統的勢力相妥

協，他們不得不依靠傳統的領導者作為中央和地方的仲介。與以前的統一主義者

一樣，凱末爾主義運動是圍繞鄉村的傳統貴族組織起來的，這些傳統貴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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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會政治和黨派活動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在民族國家的旗幟之下，共和國政

府維持了安那托利亞傳統社會的主要模式。事實上，它的選舉政策和高壓政策與

奧斯曼帝國時代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奧斯曼時代就存在的中央和地方的巨大差別

依然存在。 

    在建立共和國的過程中，凱末爾同時使用了現代和傳統權威資源。這方面，

黨、軍隊和官僚機構是法律權威的關鍵而合理的工具，同時，這些機構內的相互

關係、領導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中家長式的等級制特徵，與

傳統統治制度是相似的。儘管現代主義者面對的統治模式不同，與帝國後期一

樣，凱末爾時期的土耳其社會中傳統社會結構與現代社會結構是拼湊在一起的。 

奧斯曼的百年改革與凱末爾改革一直都是在社會上層進行的，改革中發展

起來的世俗文化並沒有深入到普通人民中間。凱末爾改革使伊斯蘭教與國家政治

生活發生了徹底分離，土耳其成為世俗化的國家，這就使聯繫國家上層與人民的

紐帶斷裂了。凱末爾時期，上層精英的世俗化政治意識與下層人民的傳統伊斯蘭

政治意識並存。當世俗民族主義在精英階層取得全面勝利之時，伊斯蘭教的價值

觀還牢牢控制著廣大中小城鎮和農村人民的心靈。這說明凱末爾改革造成了統治

階層與下層人民在文化上的斷裂。凱末爾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改革主要是在大城

市和知識份子中產生了效果。由於城市統治精英掌握著軍隊、政府機構、司法機

構和教育機構，他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遠遠大於他們所占的人口比例，從

而就使土耳其看起來是一個全面世俗化的國家了。另外，不論是奧斯曼帝國的改

革還是凱末爾改革，都主要是在政治領域進行的，經濟現代化被忽視了，所以土

耳其的整個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相比一直具有超前性。所有這些狀

況對以後土耳其政治現代化的發展都產生了非常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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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治民主化進程與國家主義經濟政策的演變 

    當代土耳其現代化的主要特徵是政治上多黨民主制的發展與經濟上國家主

義政策的終結。戰後土耳其多黨民主化進程並非一帆風順，一次又一次的軍事政

變、經常出現的政府危機和社會動盪都說明了土耳其民主進程的艱難性。國家主

義是凱末爾權威主義現代化模式在經濟領域的重要表現形式，這種經濟模式對土

耳其經濟現代化做出了重要貢獻。但隨著土耳其經濟的發展，這種經濟模式的局

限性日益突出，並最終被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所取代。 

  一.多黨制的實行與政治民主化進程 

歐洲戰場的硝煙消散時，土耳其經歷了共和國建立以來最為深刻的政治變

化。1945年 6月，共和人民黨內的持不同政見者拜亞爾、曼德列斯、科普呂呂、

高拉爾旦簽署了一個四人建議，要求建立反對黨，取消經濟限制。11 月 1 日，

伊諾努總統在大國民議會發表演講，宣佈共和國一直具有“民主特徵”，從來沒

有接受過獨裁，土耳其所缺乏的只是一個反對黨。他表示：“為了適應國家的需

要，在適當的民主自由氣氛中，有可能建立另一個反對黨。”在他的鼓勵下，1946

年 1 月 7 日民主黨正式建立。民主黨主張促進土耳其的民主和經濟上的自由主

義，在群眾中很快獲得了廣泛的影響。共和人民黨將原定於 1947年舉行的大選

提前到 1946年舉行。結果，沒有充分準備的民主黨僅獲得 61個議席，共和人民

黨則獲得 391年議席。 

1946年大選後雖然仍然是共和人民黨執政，但它是在多黨競爭的前提下選

舉上臺的，從此，土耳其便由一黨制進入了多黨民主制時期。1946年實行多黨

制是土耳其共和國建立以來最重要的政治變化之一，多黨制的一整套原則以及這

種制度的整個結構體系都是由上層精英設計並確立的，所以多黨制的實行依然是

自上而下的權威主義現代化模式的繼續。而且，許多政黨的意識形態可以在民族

解放運動各派中找到根源。民主黨就是凱末爾時代曾兩度建立又被取消的反對黨

在人事和意識形態上的繼續。但多黨民主制的實行加上戰後經濟的發展使土耳其

的政治現代化模式發生了重要變化。它使原來處於政治邊緣的中下層人民捲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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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現代化進程之中，許多政黨都受到了來自上層精英之外的各種政治力量的推

動，說明推動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的另一種力量正在興起。 

1950年大選時，民主黨取得了全面勝利，獲得 408個議席，而共和人民黨

只獲得 69個議席，拜亞爾被國民議會選舉為總統，曼德列斯被任命為總理。共

和人民黨雖然失敗了，但伊諾努力促的多黨民主制又向前邁進了一步，土耳其真

正進入了民主時代。共和人民黨競選失敗，說明廣大民眾對其多年在政治、經濟、

宗教方面推行的高壓政策的不滿。當時，安卡拉一個清真寺的宣教師說：“感謝

真主使我們擺脫共和人民黨而獲得自由。”一位民主黨的代表在國會中也說：

“阿塔圖爾克是獨立總統，伊諾努是極權主義總統，拜亞爾是自由總統。”民主

黨上臺後，經濟上注重私人企業的發展，宗教方面也放寬了許多限制，伊斯蘭教

的復興從此開始。 

    但土耳其的民主化進程並非一帆風順。民主黨在政治上並沒有民主的傳統，

20世紀 5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黨加緊壓制反對黨和持不同政見者，並嚴密控制

新聞出版。1954年宣佈取消民族黨。當時土耳其的經濟形勢惡化，伊斯坦布爾、

安卡拉、伊茲密爾發生群眾示威遊行，民主黨政府立即在這三個城市宣佈戒嚴。

1957年 9月 4日，曼德列斯宣佈將本應在 1958年舉行的選舉提前到 1957年 10

月 27日舉行，反對黨措手不及，民主黨再次取得大選勝利。但民主黨的支持率

卻在下降，前兩屆選舉中民主黨的得票率都在 50％以上，但這次選舉它的得票

率下降到 47％。大選後的第三天共和人民黨加濟安特普市組織了反政府的示威

遊行。政府調動軍隊強行解散了遊行隊伍，並關閉了共和人民黨的 200個分支機

搆。由於局勢的動盪和經濟形勢的緊張，軍隊中也存在著對民主黨的不滿。1958

年 1月 17日，9名軍人因為有反政府言論被逮捕。同時，部分政府公務員、新

聞界、司法界、教育界的人士也和民主黨對立，採取各種辦法消極抵抗。1959

年，許多報刊大張旗鼓地宣傳民主，反對民主黨的專制和壓迫，遭到民主黨政府

的迫害，大量的報刊被查封，許多記者被捕。1960年 4月，大學生們率先走上

街頭，舉行反政府示威遊行。最後導致軍事政變發生，民主黨政府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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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 5月 26日和 27日夜間，土耳其軍隊發動了政變，接管了政權，結束了

民主黨的統治，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軍人干政。議會被解散，總統、總理、

內閣成員和所有民主黨的議員被捕，所有的政黨活動都被禁止。在古塞爾將軍領

導下成立了一個“民族團結委員會”成為立法和行政機構。這次政變不是一次單

純的軍事政變，它的目的是將國家重新引上民主之路並將政權交給民選的文人政

府。政變受到了進步知識份子的推動，他們由政府官員、大學教授和學生、一部

分軍人尤其是一些年輕軍官組成。在他們的推動之下，軍人政權很快還政于文人

政府。民族團結委員會受命一些有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準備一部適合於多黨民主

制的新憲法。1961年 5月 27日新憲法誕生，7月，經公民投票後新憲法生效。 

    這部憲法和 1924年憲法相比，其主要特點在於加強了行政機構，將大國民

議會由一院制改為兩院制，增設了憲法法院，新憲法禁止利用宗教，禁止壓制公

正和思想自由，基本上遵循了凱末爾主義的世俗化原則。1961年 10月 15日舉

行了議會選舉，參加競選的有共和人民黨、正義黨、共和農民民族黨和新土耳其

黨。結果，共和人民黨獲得的選票和議會席位最多，但達不到絕對多數，只好和

其他政黨組織聯合政府。整個 20世紀 60年代土耳其政府都是聯合政府，前 5

年以共和人民黨為首，1965年以後則以正義黨為首。由於缺乏聯合執政的經驗，

60年代的聯合政府都很不穩定。 

1970年，土耳其陷入經濟危機、社會動亂和政治不穩定狀態之中。1971年

軍隊再次干政，不過這次他們沒有直接接管政權。3月 12日，軍官們簽署了一

個備忘錄，提交給蘇奈總統和兩院議長。備忘錄指出：“由於政府和議會的頑固

政策、觀點和行為，國家陷入了無政府狀態。骨肉相殘、社會經濟動盪。在公眾

心目中，實現阿塔圖爾克提出了現代文明目標的希望已經破滅。備忘錄要求結束

無政府狀態，建立超黨派政府。德米雷爾馬上召開緊急內閣會議，並向總統提交

了辭職書。按照備忘錄的要求，總統要求尼哈特·厄立姆組織了一個超黨派的技

術官僚內閣。由於遭到議會中右翼勢力的排擠，厄立姆在 1972年 4月 17日被迫

辭職。5月 15日，總統授權費立特·梅林組織新政府。梅林組成了正義黨、信任

黨、共和黨三黨聯合內閣。新內閣許諾維護阿塔圖爾克的改革和世俗化原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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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無黨派政策，恢復全國秩序和法律，實行土地改革。綱領獲得了議會的信任通

過。20世紀 7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狀況與 60年代相似，由於參加競選的政黨太

多，導致議會選舉中產生不出得票超過 50％的大黨，結果歷屆政府都是多黨聯

合政府。尖銳的黨派鬥爭和內閣的頻繁變動使政局陷於癱瘓。1973年世界石油

漲價和西方經濟危機嚴重影響了土耳其的經濟，直到 70年代末土耳其經濟一直

都處在蕭條之中。通貨膨脹率居高不下，對外貿易嚴重逆差，國內生產總值 70

年代末出現負增長。1980年石油進口一項就超出了出口總量。1980年冬天由於

不能供熱而使大量的學校和工廠關閉，許多工廠的開工率只有 50％，失業率從

1977 年的 15％上升到 1989 年的 20％．。政治權威的缺乏加上經濟蕭條，導致

了政局的動盪，各種極端組織開始出現。大學生、中學生、工人、失業者、民族

主義分裂分子、極端宗教組織都捲入到動亂之中，左派和右派政黨關係異常緊

張，各政黨內部也矛盾重重。左右兩派的政治衝突升級成為恐怖戰和城市遊擊

戰，近四千五百位土耳其人失去了生命。由於激烈的黨派政治鬥爭，議會制度也

陷入癱瘓。軍隊領導人對土耳其社會的這種狀況感到不安，以致不得不再次發動

軍事政變。 

    除了政黨活躍、政局不穩之外，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土耳其政治的另一個重

要特點是政治伊斯蘭勢力的逐漸興起。土耳其實行多黨民主制之後，放鬆了對宗

教的限制，伊斯蘭教的復興就已經開始。1950年共和人民黨從憲法中刪除了凱

末爾主義六原則。民主黨上臺後，為了獲得民眾的支持，執行了更為寬鬆的宗教

政策，如允許使用阿語宣禮和祈禱。軍方為了維護社會穩定，對伊斯蘭教的復興

也頗為寬容。1970年伊斯蘭主義政黨民族秩序黨建立，1973年建立的救國黨同

樣是一個伊斯蘭主義的政黨。救國黨代表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反對跨國公司和壟

斷，它於 1973年成為國會第三大黨並於次年進入政府。1980年 9月 7日，救國

黨在科尼亞的集會中攻擊凱末爾主義，這是導致軍事政變的最後原因。1980年 9

月 11日至 12日夜間，軍隊在埃夫倫將軍領導下經過一次沒有流血的行動掌握了

政權。12日，埃夫倫將軍通過廣播和電視發表了講話。他說常規的政府和立法

機構建立之前，立法、司法和行政權力暫時屬於艾夫倫將軍領導的由軍人組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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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委員會。艾夫倫許諾政權很快會交給一個自由的、民主的、世俗的政府，

這個政府將建立在尊重人權和自由的法律原則之上，政權移交之前，要準備新憲

法、選舉法和政黨法。議會、憲法和所有的政黨都被取消了，許多党的領導人受

到了法律制裁。1981年 5月，安卡拉軍事法庭對 587人進行了審判，檢察官要

求對 220人判處死刑。對埃爾巴幹及其同夥也進行了審判，對他們的控告集中在

對世俗主義的破壞方面。 

    這屆軍人政權一直維持到 1983年 10月。1981年在進行審判的同時，組成

了國家安全委員會控制下的文人內閣，並開始準備新憲法、政黨法和選舉法。1980

年 10月，軍人們籌建顧問會議。它的任務是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協商有關新法律

的起草事宜，但最終的決定權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由 15人組成的制憲委員會

在伊斯坦布爾大學法學教授奧爾汗．埃爾迪克希迪主席的領導下成立了。1982

年 7月，新憲法的起草完成。1982年 11月 7日，舉行了憲法公決，經 92％的贊

成票通過了新憲法並同意埃夫倫將軍為下屆總統。 

   憲法明確宣佈，按照世俗主義的原則，神聖的宗教情感不能以任何方式成為

政治的一部分，土耳其共和國與阿塔圖爾克的民族主義相一致；任何人都有思

想、宗教信仰和表達觀點的自由，任何人不得強迫別人參加宗教禮拜、慶典和儀

式；教倫理教育受國家控制，宗教文化和倫理課程是中小學的必修課；任何人不

得以任何方式利用和濫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認為神聖的事物。按照新憲法，

取消參議院，土耳其國會改為由 400名代表組成的一院制的大國民議會；憲法還

擴大了總統權力，如總統有權在議會對政府不信任時宣佈提前舉行大選，總統任

期 7年，不得連任；憲法規定，宗教事務局是中央行政機構，以世俗主義的原則

履行其職責，遠離所有政治觀點和思想，以民族團結和統一為目標。 

    除了新憲法，顧問委員會還在 1983年制定了政黨法和選舉法。政黨法規定，

所有 21歲以上的土耳其公民，除非有職業和犯罪方面的限制，都有權利組織和

參加政黨；政黨不得以宗教為基礎進行活動，不得以改變共和國的世俗特徵或以

重建哈里發制為目的；禁止政黨利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認為神聖的事物。20

世紀 70年代，土耳其小黨的擴散使大黨不能形成議會中的絕對多數，大黨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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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聯合政府而不得不對小黨做出讓步，這直接或間接地導致了對各種法律和原

則的破壞，這是造成 20世紀 70年代政府虛弱和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原因。為阻止

這種局面，“選舉法”規定，在大選或局部選舉中沒有獲得 10％的有效選票的

政黨不能擁有議會席位。 

    按選舉法的規定，土耳其 1983年 11月 6日舉行大選。民族民主黨、平民黨、

祖國黨參加了大選，結果祖國黨獲得 45．1％的選票和 211 個席位。厄紮爾受命

組閣。厄紮爾自稱是政治保守派、經濟自由主義派和社會問題上的中左派。競選

時他許諾土耳其經濟的現代化、精簡機構、鼓勵出口和外資、制止通貨膨脹。厄

紮爾的祖國黨有明顯的保守性，它的成員和政策有三個右翼和中右方面的來源，

即以前依附于正義黨的保守派、前救國黨的伊斯蘭主義者和前民族行動黨的極端

民族主義者，另外還有沒有政黨背景的一些人。祖國黨內存在著自由主義的親西

方派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派別的鬥爭。原教旨主義者在黨的基

層組織中力量強大，自由主義者在上層占多數。厄紮爾試圖將經濟現代化和傳統

文化價值結合起來，以此改善政府形象。 

    1987年 11月，厄紮爾和他的同僚再次執政。政府面臨著許多嚴峻的問題。

關於伊斯蘭教的政治作用的問題再次浮現。為了獲得支持，政府對原教旨主義者

作出了一些重大讓步，其中宗教教育的擴大、政府公務人員星期五中午祈禱會的

舉行、允許女學生在課堂上戴伊斯蘭婦女的頭飾。這些措施雖然吸引了黨內的保

守穆斯林支持者，但卻在黨內外引起了世俗主義者的不滿。 

    1989年秋，埃夫倫總統任屆期滿，厄紮爾利用祖國黨對議會的控制順利當

選為總統。為符合憲法規定，他退出祖國党，提名議長耶爾得裡姆。阿卡布魯特

為總理和祖國黨主席。厄紮爾作為執政黨的建立者和前總理，有優勢從幕後既控

制內閣又操縱祖國黨。前外交部長麥蘇特．耶爾馬茲對阿卡布魯特的領導地位提

出了挑戰。由於耶爾馬茲是自由主義的領袖，阿卡布魯特便增加了與伊斯蘭保守

派的認同。雙方的鬥爭變成了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之間的鬥爭。1991年 6

月 17日耶爾馬茲受黨內自由派支持而就任總理，他的內閣名單幾乎排斥了所有

黨內傑出的保守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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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土耳其舉行大選，德米雷爾的正確道路黨獲得 179席成為第一大黨，

祖國黨獲 112席屈居第二，艾達爾·伊諾努的社會民主平民黨獲 91個席位居第

三，繁榮黨和左派民主黨分別獲得 61 和 7 個席位。德米雷爾以第一大黨領導人

的身份與正確道路黨、社會民主平民黨組織了聯合政府。1993年 4月，厄紮爾

總統死于心臟病，德米雷爾繼任為總統，伊諾努就任臨時總理。 

    1980年軍事政變以來，土耳其政治經歷了一些重要變化，首先是包括軍政

府在內的歷屆政府政治上的保守傾向日益明顯，其次由於民主制度日益成熟，各

屆政府包括聯合政府在內都日趨穩定；再次是總統權力不斷擴大，且由軍人提任

總統的慣例被取消。1980年的軍人干政對土耳其的政治生活產生了深遠影響，

其中之一便是伊斯蘭因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上升和伊斯蘭復興的進一步發

展，為了維護政府和社會的穩定，軍隊將伊斯蘭價值看成是對付 20世紀 70 

年代末的極端主義的解毒劑。這一點可以從 1982年憲法中看到。1983年祖國黨

大選之後，埃夫倫總統和厄紮爾總理都反復強調在土耳其民族主義結構中宗教價

值的重要性。埃夫倫總統曾向沙烏地阿拉伯的宗教組織保證，要給在德國的土耳

其人社區中服務的伊瑪姆和哈蒂普發薪水。埃夫倫還以總統的身份在 1984年參

加了伊斯蘭會議組織的大會。而厄紮爾總理在伊斯蘭傾向方面則走得更遠。他個

人在宗教上是虔誠的，非常看重伊斯蘭價值。他的講話充滿了《古蘭經》和《哈

底斯》中的引言。1989年他訪問沙特時到麥加朝聖，他穿著朝聖者的長袍的照

片出現在土耳其報紙的頭版位置。1990的厄紮爾的母親去世，他將她安葬在蘇

萊曼清真寺的墓地中，緊靠著一個納克希班底謝伊赫的墳墓。厄紮爾的這一系列

帶有明顯的伊斯蘭傾向的行為，引起了更多的選民對祖國黨的同情。祖國黨內也

很快發生了分化，一邊是以外交部長麥蘇特·耶爾馬茲領導的世俗主義者，另一

邊是麥哈麥德·卡傑西勒為代表的伊斯蘭民族主義勢力。厄紮爾的伊斯蘭傾向也

從他的外交政策上反映出來。厄紮爾總理 1983年就職以來，提出“必須特別努

力培養在互惠基礎上的與所有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關係，而且要加強已經存在的

比較成熟的合作”。後來，土耳其在伊斯蘭會議組織中發揮了更重要的作用。土

耳其在祖國黨執政時期問向伊斯蘭國家的傾斜政策還從許多方面表現出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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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國家高級官員的頻繁互訪，伊斯蘭發展銀行和科威特發展基金會對土援助

的增加，阿拉伯人在土耳其投資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多邊協定的簽訂，以及選擇

在伊斯坦布爾召開伊斯蘭國家會議等。     

土耳其的伊斯蘭復興在土耳其政治中最驚人的事情是繁榮黨的興起。繁榮黨

的領袖是 70年代救國黨的領導人埃爾巴幹。1983年繁榮黨提出的綱領宣導工業

化，自由企業制度，獨立於西方的、與伊斯蘭世界更加密切的對外關係，以及禁

止色情和在公共場所飲酒等方面的保守道德觀。繁榮黨的成員由於其反世俗主義

的言論而受到當局的注意，但它的領導人還是謹慎地將其言行限制在憲法範圍之

內。1989年的地方選舉中祖國黨只在兩省獲勝，而繁榮黨則在 7省獲勝。1991

年大選中，繁榮黨和其他兩個小黨聯盟獲得 16．8％的選票，其中繁榮黨獲票 13

％。1995年大選前，繁榮黨許諾要清除腐敗，提高政府效率和道德水準，它強

調要改善土耳其經濟，並利用經濟問題攻擊正確道路黨。1995年 12月 24日大

選，繁榮黨贏得 21．38％的選票和 158 個議席，躍居為土耳其第一大黨。1996

年 6月 28日，土耳其總統德米雷爾批准了繁榮黨和正確道路黨組成的聯合政府

內閣名單，埃爾巴于出任政府總理。 

    繁榮黨的伊斯蘭民族主義綱領以及繁榮黨上臺執政，對土耳其的政治產生了

重大影響，從此伊斯蘭民族主義成為土耳其的重要政治意識形態，改變了凱末爾

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另外，伊斯蘭政治的地位和影響將日益擴大，伊斯蘭教將

會被突出地擺在議事日程上，各黨均會反思和檢討對伊斯蘭教的方針，從而更加

重視伊斯蘭教的政治能量。埃爾巴幹政府具有鮮明伊斯蘭傾向，內政上提出具有

伊斯蘭思想的建議，允許婦女在政府大樓和校園裡披戴伊斯蘭式頭巾；允許朝聖

者經陸路去麥加朝聖；在許多城市修建了清真寺。由於繁榮黨加快了伊斯蘭化的

步伐，引起了世俗主義政黨和軍方的不滿，土耳其社會出現不穩定現象。軍隊把

社會上出現的許多伊斯蘭化現象歸咎于繁榮黨，在軍方的強大壓力和聯合政府內

部正確道路黨的抵制以及堅持世俗主義的反對黨的反對下，埃爾巴幹政府被迫向

總統遞交了辭呈，宣告政府下臺。1997年 6月 20日，德米雷爾授權耶爾馬茲組

閣。1997年 6月 30日，耶爾馬茲向德米雷爾提交了內閣名單，即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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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5月埃爾巴幹辭職之前，繁榮黨由於其違反憲法和政黨法的反世俗

主義行為而受到審判。這對埃爾巴幹來說並不新鮮，但一個在議會中擁有多數席

位，獲得 20％以上的選票，而且正在執政的政黨受到審判在土耳其歷史上卻是

前所未有的。就在憲法法院閉庭之前，埃爾巴幹讓他的律師伊斯美爾·阿爾普特

金以道德黨(Virtue Party)的名義建立了一個新黨。1998年 1月，憲法法院宣判，

繁榮黨被關閉，埃爾巴乾等人則在未來 5年內禁止參加政治活動。繁榮黨被關閉

之後，它的所有議會成員都轉向了道德黨。1998年 5月 14日，這個黨的建立者

召開大會，埃爾巴幹的親密同事雷傑·庫坦代替阿爾普特金成為黨的領袖。他宣

稱他的黨與繁榮黨不同，黨的基本目標不再是建立“公正秩序”，而是要促進土

耳其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他說過去幾十年的經驗證明，沒有民主，其他任何目

標都不能實現。 

    二.經濟模式的演變：從國家主義到自由主義 

    凱末爾時期，土耳其確立了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道路，在國家力量的推

動之下，土耳其的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就。但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遷，國

家主義經濟政策的不足之處日益顯露。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國家對私人企業和外

貿控制過嚴，對農業過於忽視。1950年，民主黨取代了人民共和黨而執政，開

始奉行自由主義政策，私營企業得到大發展，私人企業主要投資于紡織、製糖和

水泥等行業。根據馬歇爾計畫，由美國提供低息貸款援助土耳其，同時土耳其開

放關稅和貿易自由化。然而，土耳其里拉貶值、進口縮減，出口也沒有明顯的擴

大。由於私營經濟的增長，國內儲備也沒有能形成顯著的上升，外國投資額也大

大低於原先的估計。結果，1954年選舉之後，土耳其的經濟形勢已經開始惡化，

不斷出現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商品緊缺、黑市猖獗等現象，加上農業歉收，經

濟問題更為嚴重。曼德列斯曾採取了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經濟形勢的惡化造

成了社會動盪不安，許多大城市發生群眾示威遊行。1960年民主黨政府被軍事

政變推翻的主要原因就是經濟問題及其帶來的社會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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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以後，土耳其重新採取計劃經濟，同時對私營企業和農業的發展給予

重視，工業發展很快，取得顯著成效。在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土耳其的經濟

發展戰略屬於內向型。從 1963年第一個五年發展計畫開始，土耳其實行進口替

代工業化政策，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比較嚴格，經濟結構中國營比重較大。1963

年至 1977年是土耳其經濟發展較快的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和工業總產值年平均

增長率分別達 7％和 9％。在此期間，由於初級產品出口增加，境外勞工向國內

的匯款以及歐洲貨幣市場短期資本的流入，土耳其在解決外匯短缺、保持增長率

方面有一定成效。但是土經濟過於依賴進口，亟需原材料、半成品和資本貨物，

而且它用於支付進口的外匯數額受到有限的出口創匯能力的制約，70年代國內

生產總值中出口比例僅占 4％一 5％。1963年以後，發展最快的是鋼鐵、石油、

紡織和汽車工業。20世紀 70年代初期，政府再次嘗試自由經濟政策，降低了關

稅，同時鼓勵私人企業的發展。土耳其在一定程度上融入到世界市場之中，也享

受了國際經濟景氣帶來的繁榮。但很快通貨膨脹接踵而來，1973年的石油危機

又沉重打擊了土耳其的進出口貿易，政府不得不再回到國家主義的軌道上來。首

先，恢復關稅保護政策，另外加強了國家對進出口貿易的控制。1973年，土耳

其開始實施雄心勃勃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其中規定工業投資占 61．1％。政府開

始試行通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和對私營企業的低息貸款政策來加速發展。計畫投

資專案多數是在占土耳其工業 60％一 70％，的國營企業之中，且發揮了很大的

作用。在 1973—1976 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度從 8％躍升到 16％。

1965—1981 年，土耳其國營企業的鋼鐵產量增長 1．6 倍，食糖 1．1 倍，水泥 3．

6 倍。土耳其的食品、紡織品和水泥實現自給有餘，並能出口。1974 年，工業品

出口已占總出口的 38．8％。1973 年，工業產值第一次超過了農業，占國民生產

總值的 24．1％。然而，這一增長在很大程度上依賴於新的基本建設，因此，隨

之而來的就是對貸款需求大幅增長。1973 年，土耳其國營企業的貸款需求僅為 2

％，而在 1977 年就增長到 11％。預算赤字的增加又伴隨著通貨膨脹的加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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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膨脹率從 1975年的 16％逐步增加到 1979年的 68％。石油價格的猛漲和世界

市場的不景氣使土耳其的外貿赤字持續上升，工業、甚至整個經濟的發展都遇到

嚴重的困難。接著就是國家緊縮銀根並放慢經濟增長速度直至零。 

    20世紀 70年代末土耳其經濟危機的原因，除國際國內市場方面的原因外，

還有其歷史根源。首先，國家主義的政策雖然對土耳其的經濟做出了巨大貢獻，

但國家掌握資金、原料等，使經濟資源配置不合理，資源大量流入國營企業，而

國營企業到後來大都效率低下、人浮於事，嚴重影響了全國經濟的健康發展。而

私人企業在國家主義政策下又得不到足夠的重視。其次，在進口替代戰略引導之

下，凡是國內能夠生產的商品一律不准進口，使得國內企業缺乏競爭，在管理和

技術方面都沒有活力，產品和技術的更新處於停滯狀態。再次，憲法賦予工人集

會與罷工太大的自由，經常性的罷工導致經濟建彀不穩定，外國投資卻步。為了

走出國家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死胡同，經濟自由化計畫提到了議事日程上來。 

戰後土耳其農業獲得穩步的發展。1945 年，政府頒佈了土改法，到 70 年

代後期共分配土地約 200 萬公頃，但其中徵收地主的土地只占 0．6％。到 1978

年，全國共建立各類合作社 26900 個，參加合作社的人數達到農民總數的一半。

50 年代，政府的農業投資超過工業，1959 年占 27．9％，1963 年以後的三個五

年計劃中各占 18．8％、11．1％和 12．4％。農業機械化發展迅速，尤其是 1960

年以後，農業進入了集約化發展階段。1948 年，拖拉機僅有 1756 台，而到 1980

年已達 46 萬台，機耕率為 95％。1949—1975 年，小麥增產 4．9 倍，棉花 3．3

倍，甜菜 7．5 倍。70 年代後期，土耳其恢復了糧食出口，1979 年的糧食產量居

世界第八。 

  土耳其政府把 1980年 1月 24日作為經濟自由化的起點，軍人政權明確了建立

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方針。當時，土耳其面臨的經濟形勢極為嚴峻，通貨膨脹率

在 1978年為 44％，1979年達到 60％，1980年前三個 月安卡拉的通貨膨脹率達

到 140％的高峰。國民經濟處於生產下降和惡性通貨膨脹的邊緣。1980年 6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做出了支持土耳其經濟自由化政策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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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這一支持的條件是實行一系列改革：放開價格、修改匯率、放棄關稅壁壘、

停止赤字撥款、設立自由金融市場，為外國資本敞開土耳其市場。經濟自由化的

第一步就是土耳其里拉的貶值，另外，放開銀行利息也是 20世紀 80年代初期經

濟自由化的重要措施，結果銀行存款額每年增長 2．5倍，抑制了貨幣流通速度，

實際上削弱了通貨膨脹的上升勢頭。另外，政府還縮減了國家計畫投資。通貨膨

脹率從 1980年的 107％降到了 1983年的 30％。國民生產總值恢復增長，工業企

業實際工資停止了下降。 

    1982年，土耳其共和國新憲法的通過成為發展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的轉捩

點。憲法中確認私人所有制不受侵犯，規定了國營企業的活動不應當破壞以私營

企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模式。在憲法中取消了“國家主義”的提法，認為“混合

經濟”才是土耳其經濟發展模式。 

厄紮爾政府上臺後，通過了一系列法律，進一步明確了經濟自由化的改革

方針，其中重要的一項法律是鼓勵對國營公司實行股份制改造，同時也規定允許

將國營企業出租給私營公司經營。1985年宣佈計畫將  32家國營企業逐漸私營

化。1986年售出 40％的土耳其航空公司股份， 

郵電局和國營紡織投資銀行也實現了私營化。這種私有化的改革，挽救了占全國

工業 40％的土耳其國營企業的危機。1987年，政府又通過了一項法令，規定無

償還貸款能力的國營公司要實行部分私有化。如果某個企業沒有能力向銀行還

貸，銀行可以將貸款轉化為股份，並有權將這些股份轉讓給協力廠商，這樣一大

批國營企業實現了股份化。厄紮爾政府還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政策，大力扶植

外向型企業的發展。政府重新審議了關稅稅率，降低土耳其里拉的匯率，規定了

出 121企業的優惠稅率，並降低了出 I2l企業的貸款利息，政府還為出 13型企

業提供外匯支援，幫助它們進口國外的生產設備。出口導向政策卓有成效。20

世紀 80年代，土耳其出口額增加了 5倍，結構也發生了根本的變化，工業品出

口在整個商品中所占的比重從 1：3增加到 4：5。原料、能源的出口比重減少了。

10年內土耳其的外匯收入每年增長 12％，外匯儲蓄每年以 19％的速度遞增。外

匯收入在國民經濟中起了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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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取得了成功，20世紀 80年代以來，土耳其經

濟形勢明顯好轉，土耳其的經濟長期保持了穩定增長。1985年國民生產總值為

541．7億美元，國民生產增長率為 5．5％，平均國民收入 1000美元。土耳其

1983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 3．3％，1984年 5．9％．1986年 7．8％，1990

年為 8％，主要工業部門紡織服裝、鋼鐵、汽車、水泥、機械製造等都得到了良

好發展。鋼鐵、紡織品成為土耳其的支柱產業，並在出口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土

耳其經濟發展中的一些老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如通貨膨脹、預算赤字、失業率

在 20世紀 90年代又進一步升高。由於與國際市場聯繫的加強，土耳其的經濟也

更易受到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但不管怎樣，土耳其的經濟模式已經成功地發生

了從國家主義到自由主義的轉變，工業發展模式則由進口替代型轉變為外向型。 

 

第四節 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危機 

    當代土耳其政治現代化的發展仍然遵循著奧斯曼及凱末爾時代形成的道路

與模式。但隨著多黨制的實行和現代化的範圍與規模的不斷擴大，自上而下的權

威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局限性與內在矛盾暴露無遺。土耳其社會的多元化和政治伊

斯蘭的興起都對權威主義的現代化模式提出了挑戰。 

    一.軍隊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 

    從帝國到共和國的整個土耳其歷史過程中，軍隊形成了三個方面的傳統。 

1.從奧斯曼帝國開始，軍隊和國家是合一的，整個軍事體制也是國家的行政體

制，同時伊斯蘭教對國家的作用也滲透到軍事領域。2.隨著帝國改革運動的開

始，舊軍隊被廢除了，軍事與行政發生了分離，新軍中從新式軍校畢業的軍官和

他們指揮的軍隊被看成是採用西方技術和思想模式的開明運動的先鋒；3.在凱末

爾建立共和國的早期歲月裡，土耳其軍人又有了新傳統，即軍隊的責任被限制在

軍營裡。由於他們自認為是開明運動的先鋒，所以當共和國的世俗原則處於危險

狀態時，軍隊便直接出面干預政治，這三種傳統並不總是一致的，而是充滿矛盾

的，土耳其軍隊的作用正是在這種矛盾中表現出來。現代土耳其軍隊的政治地位

正是在擺脫這種矛盾的過程中確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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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1980年，土耳其軍隊發動了三次軍事政變，導致這三次軍事政變的

原因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政變前的經濟與政治危機威脅到了土耳其共和國的國

家體制，威脅到了世俗主義力量在國家政治中的權威，同時也對現代化的權威主

義模式提出了挑戰。1960年發動軍事政變的原因有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還有

軍隊地位的下降。20世紀 50年代後半期，土耳其的經濟形勢惡化，高通貨膨脹、

財政赤字不斷上升、實際收入下降。1953年以來生活費用上升了 150%，普通人

民的經濟負擔加重了。經濟危機引起了政治形勢的緊張。曼德列斯政府以武力手

段鎮壓反對派、限制民主權利和個人自由、利用民眾的宗教情感、鎮壓公眾的政

治批評，實際上建立了民主黨的獨裁統治。結果人們公開譴責民主黨破壞了國家

的世俗主義原則。 

民主黨統治時期(1950—1960年)削弱了軍隊的政治地位。職業技術人員和

商人代替了軍人在議會和政府中的位置，他們在議會中的人數急劇下降。有軍隊

背景的代表被排擠成後排議員，在政府中只擔任著一些低級職務。50年代後期，

近一半的政府高級領導人來自法律界，而來自軍隊的高級官員只有 3％。這與一

黨制時期形成鮮明的對比，以前退役軍官在政府高級職位中明顯佔據多數。1950

年選舉之後新政府換掉了總參謀長，曼德列斯任內的 6個國防部長中 5個沒有軍

人經歷，這證明民主黨政府在有意地調整軍人權力結構向文人權力結構過渡。與

其政治影響力的下降形成明顯對照的是，軍隊作為現代化先鋒的形象被美國的援

助加強了。年輕的土耳其軍官們接受了西方的技術和西方的軍事訓練，以及西方

的現代政治和社會概念。這些新技術擴大了他們與依賴資歷而不是能力的高級軍

官的差距。加上民主黨將大多數高級軍隊職務給了那些服從他們政策的軍官，中

級和低級軍官集團發動反對曼德列斯政府的陰謀行動就毫不奇怪了。1955年，

一群年輕的軍官在伊斯坦堡組成了秘密的“阿塔圖克主義協會”，表達他們對高

級軍官的不滿，要求社會和軍事改革，這些青年軍官是 1960年軍事政變和重建

土耳其政體的驅動力。曼德列斯政府被推翻不僅是由於軍隊對國家政治形勢的焦

慮，也是因為土耳其軍隊的優勢地位危如累卵，尤其是因為一些年輕的軍官們的

個人和職業野心。在所謂的“五千人退休”事件中這一點表現得很清楚：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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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260名將軍中的 235人和 5000下級軍官決定集體退休。軍隊復興的後

盾是阿爾帕斯蘭·突爾科斯領導的更加激進的青年軍官集團，他們要求在軍隊的

領導下完全重建土耳其社會。1960年夏天之後，軍隊中的激進派與溫和派發生

了分裂。1960年 11月，圍繞在突爾科斯周圍的 14名青年軍官被排除出民族團

結委員會，被派往國外擔任大使。高級軍官們花了兩年的時間重建他們在軍隊中

對激進派青年的優勢地位，這期間至少發生過兩次未遂軍事政變。 

    1960年，土耳其軍隊發動了政變，保衛了土耳其的民主制度，也恢復了軍

隊的政治地位，並為這種地位建立了法律保障。例如在上議院中為退役的高級將

領提供非選舉的代表資格，提高總參謀長的地位，由向國防部長負責改為向總理

直接負責。同時，1960年的軍事政變為土耳其軍隊的特殊政治作用奠定了里程

碑，它為軍隊進一步干政樹立了先例，政變建立了一種軍事干涉的特殊模式：軍

隊不必直接掌握權力，但可以作為一種中立而開明的調節力量而進行自上而下的

干涉。這實際上是對奧斯曼精神遺產的繼承。 

政變後的新憲法中，防止大黨在議會中為所欲為的制衡機制代替了以前的

權力集中原則。司法對政府行為的控制加強了。然而，在軍隊指導下建立的土耳

其自上而下的民主政體並沒有帶來政變的發動者所尋求的東西：政治穩定。相

反，新憲法給予各種意見相左的勢力在土耳其現代化過程中表達政治見解的自

由。20世紀 60年代土耳其經歷了勞工聯盟的形成、學生運動、以及以城市人口

為基礎的激進黨派的出現。民眾的政治化與由於政治精英們的不妥協態度形成的

議會僵局碰到了一起，這尤其從正義黨和共和人民黨無法形成聯合中反映出來。

由於極端的黨派偏見和蔓延的裙帶關係，只出現了幾個短暫而無效的聯合政府。

這樣，土耳其第二共和國就越來越變成了社會衝突和政治危機的舞臺，最終又導

致了兩次軍人干政。回顧往昔，60年代的軍事政變並沒有結束土耳其民主的危

機，但卻建立了一種所謂“軍事民主制”的先例，和“土耳其政治的最終決定者

是軍隊而不是投票箱”的事實。1971年和 1980年政變的原因同樣是因為社會動

盪使凱末爾主義的國家體制處於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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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23年的憲法開始，到 1973年的修改，再到 1982年憲法的起草，土耳

其形成了一種雙頭政治，司法行政機構與文人軍事制度平行。在政治領域，軍隊

的權力被固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真正控制這個國家的機構內。1982年憲法

規定，國安會由總理、國防部長、內務部長、外交部長、總參謀長以及陸軍、海

軍、空軍和憲兵的三位最高將領組成。共和國總統是國安會的主席，在他領導下，

國安會與國家情報主任、國安會秘書長一起召開會議，國安會秘書長是對總參謀

長直接負責的高級軍官。 

  國安會的任務是保證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與修改。按照 1982年 11月的

“國家安全委員會法”，國家安全委員會需要保護和保衛國家免受來自國內外的

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生活方面的威脅。由於國安會最初於 1961年是作為憲

法規定的機構而設立的，它已經由於一個最初是為政府提供情報的機構發展成了

簽發建議的機構，它的建議內閣必須優先執行。迄今為止，國安會在經濟、外交、

教育、人權、大學管理等方面的建議都被毫無例外地執行了。 

當國安會突出軍隊的政治作用之時，1961年 9月，“軍隊互助協會”（Atmy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的成立則標誌著軍隊作為某種形式的企業而出現

了。“軍隊互助協會”成立後，軍隊放棄了以前的反企業態度，並建立了軍隊與

企業之間的聯繫。“軍隊互助協會”有各種各樣的資助、合法的特權和免稅權，

擁有至少 25個公司，業務涉足連鎖超級市場、不動產、工農業聯合經營、股票、

債券、保險等。1987年，“加強土耳其武裝力量基金會”(170undation：For 

Strengthening’the Forces)成立。這是土耳其軍隊發展國防工業的第二個支柱。20

世紀 90年代，軍互會和強武會共雇用人員 4萬人，並在 55個聯合企業中進行了

投資，這說明軍隊與私人資本結合在了一起，同時軍隊、國家、資本之間形成了

相互依賴的關係。 

    軍隊的自治地位被它自己的教育系統進一步加強了，這個教育體系對軍隊精

英既進行專業知識教育，也進行凱末爾主義價值觀的道德教育。它使軍隊形成了

獨立於社會其他階層之外並淩駕於社會其他階層之上的一個集團。軍官是一種精

英職業，通過軍事學校和學院，社會低層的人獲得了一個通向上層的道路。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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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徵兵模式是典型的軍事一官僚精英的延伸物。因為據統計，大多數軍官具有

軍人或文職官僚的家庭背景。 

    像直接忠於蘇丹和奧斯曼國家的禁衛軍一樣，現代土耳其軍隊一直在為凱末

爾以及凱末爾主義共和國服務，它遵循著凱末爾的路線，自認為自己是土耳其國

家的衛士和保護者。軍隊的訓練是建立在普魯士原則基礎上的，即絕對忠於祖

國、嚴格的紀律、對上級的盲目相信和絕對服從；軍官們則對凱末爾主義的意識

形態負責，這種意識形態包含了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具有原教旨主義的特徵。 

    土耳其軍隊已經發展起來的在政治、經濟、教育領域的高度自治使它成為國

中之國。儘管軍人職業並不能帶來物質上的富裕，但軍隊卻能獨立地為其成員提

供社會資源。另外，士兵的精神優越性經常得到強調，軍人常以輕視的目光看待

地方社會。毫不奇怪，奧斯曼國家的精英概念在土耳其軍隊中延續至今，軍隊自

認為自己是土耳其國家的化身。1997年 2月 28日，軍隊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

向埃爾巴幹政府提出了保衛國家世俗性質的“二十點計畫”。在軍隊的壓力和反

對下，埃爾巴幹於 1997年 6月辭職；1998年 1月，在軍隊的強大壓力下憲法法

院取締了繁榮黨。軍隊的行為得到了世俗主義政黨的鼓動和支持。這是選舉產生

的政府在政治上服從軍隊的又一個例子。 

    土耳其軍隊雖然多次發動政變，但每次政變之後，都能很快還政于文人政

府，軍隊並沒有建立軍事統治。不論從政變的原因還是從政變的結果來看，軍隊

的目的都是為了維護國家秩序和凱末爾主義的原則，維護凱末爾主義精英在國家

政治中的權威。軍隊的行為使土耳其避免了內戰、分裂和獨裁，保衛了凱末爾式

的國家體制，保衛了多黨民主制。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對當代土耳其的政治現

代化做出了重要貢獻。 

    但是，軍隊通過政變在土耳其政治體制中建立了自己的獨特地位。1970年

以來，軍隊在決定國防政策、國防預算方面一直具有毫無疑問的發言權，它即不

屈從於議會的建議，也不理睬新聞界的批評。而且這種權力並不僅僅局限於國防

事務，在所有的安全問題上，軍隊都有很大的權力。在政治領域，軍隊通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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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員會控制政府。“國安會”的建議政府必須優先執行。軍隊政治地位的提

高及其制度化，對土耳其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形成了障礙。 

土耳其軍隊既是奧斯帝國改革的物件，也是推動改革的主體，又是土耳其

共和國建立的基本力量，是凱末爾主義和奧斯曼改革成果與模式的最適合的繼承

者。共和人民黨在多黨民主制條件下失去了執政地位，它在政治上的衰弱被軍隊

政治作用的上升補充了。三次軍政變可以看作是軍隊從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方

面接管控制職能的連續性步驟，一黨制時期這種職能是由共和人民黨行使的。20

世紀後半葉，軍官集團成為凱末爾主義權威的唯一合法繼承者。軍隊是維護土耳

其現代化進程中的權威主義、國家中心原則的關鍵機構。換言之，軍隊是從奧斯

曼時代到凱末爾時代的自上而下的權威主義改革模式的維護者。戰後的多黨民主

化和經濟現代化使邊緣大眾捲入了政治，各種政治勢力興起，導致了政治上的多

元化，對凱末爾主義的權威和權威主義的現代化模式形成了挑戰，而軍事政變的

目的就是要壓制這些政治力量的上升，維護凱末爾主義的權威及其現代化模式。 

    從軍隊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來看，軍隊的思想與行為是充滿矛盾的。一方

面，將軍們是西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堅定提倡者；另一方面，作為凱末爾主義

原則的衛士，他們又堅持奧斯曼時代以來的權威傳統。軍隊在充當土耳其社會現

代化先鋒的同時，軍官們又不願看到現代化帶來的社會、文化、政治的多樣化。

這反映了凱末爾主義思想及其改革模式的記憶體矛盾。土耳其軍隊既是民主的保

衛者又是民主的障礙。44 

    二.土耳其社會的多元化 

    在 20世紀 60和 70年代社會變化的衝擊下，共和人民黨發生了由原來的權

威性的國家主義者向中左方向的政治轉變。尤其是在比倫特·埃傑維特於 1972

年繼伊諾努之後成為黨的主席後，共和人民黨為了在城市移民和工人階級中爭取

選票，明顯地疏遠了軍隊並執行了中左路線。1945年以來，民主黨與其後繼者

                                                      
44

 caglar Keyder，State And Class in Turkey：A Study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London and New 

Y0rk，1987，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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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政治中一直具有中右傾向，變成了農民、城市居民、職業技術人員和商

人的政治表達工具。農民、城市下層、小資產階級由於其邊緣社會地位，在一黨

制時期是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的。多黨制的實施使他們有了反對軍事一官僚集

團及其喉舌人民民主黨以維護自己利益的機會。 

   1980年軍事政變後的 20年內，中左政治派別分化為埃傑維特的左派民主黨

和重建後的共和人民黨，而民主黨則分裂為正確道路黨和祖國黨。繁榮黨及其後

繼者道德黨則是前民主黨中具有宗教傾向的叛離者。 

    邊緣人群的政治覺醒和他們在全國選舉中在人數上所占的絕對優勢使各政

黨越來越關注農村的政治要求。兩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土耳其現代化特徵的中央與

邊緣的斷裂，在多黨制條件下成了土耳其政治的關鍵問題。大多數農民都把共和

人民黨與中央政府的壓迫看成是同一回事，而中右政黨正好利用了這一點，他們

把共和黨人說成是上層官僚，並在農村修建道路、水渠、清真寺和其他公共設施。

民主黨及其後繼者正是極大地利用了這種社會變化，並以此獲得選票的回報。 

    除了多黨制以外，戰後的土耳其還擴大了傳媒的規模，這種傳媒對政治進程

的影響並不是不可估計的。如前所言，土耳其的傳媒也可以在坦齊馬特後期找到

其根源。1922—1925年，土耳其共和國曾在短期內開放過新聞討論，這種討論

由於維持治安法的實施而結束。1961年憲法第一次從法律上規定了新聞自由。

自 1994年 4月取消國家對廣播的壟斷之後，因政治目的和經濟利益而建立的私

人電臺和私人電視臺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起來。 

儘管我們將土耳其的新聞界的大多數人歸入共和派和現代主義陣營，但他

們明顯地具有反西方的情感。與許多將軍和政治家一樣，他們認為奧斯曼帝國的

滅亡是西方陰謀的結果。提到《色弗爾條約》，他們認為那是西方列強削弱和肢

解土耳其的計畫。土耳其由於其宗教背景而受歧視的一貫說法，伴隨著媒體圍繞

土耳其申請成為歐共體全面成員國的波折的討論。直到 20世紀 80年代中期，接

受了由軍事官僚上層實行的自上而下的現代化模式的新聞界普遍對民主機構和

民主進程持不信任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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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他們在為新聞自由而鬥爭，這種自由由於軍事政變而不斷地受到阻

撓，新聞界對民主文化的推動卻非常緩慢。一方面，他們具有限制他人自由的權

威主義精神，也試圖以最後真理的持有者的視角操縱大眾。另一方面，新聞自由

受到了其自身的文化審查制度的限制，諸如宗教自由、對凱末爾的崇拜、亞美尼

亞大屠殺、庫爾德人問題、軍隊的作用等多年來一直是要有意回避的話題。1945

年以來的大多數時間內，土耳其的新聞並沒有真實地反映土耳其的政治歷史。80

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導致了大眾新聞的增長和大傳媒公司之間的權力衝突，並沒有

提高新聞討論的品質。另外，2月 28日事件表明，土耳其的新聞界仍然願意支

持軍隊壓制文人政府，反對埃爾巴幹的大眾新聞運動正說明了這一點。與官僚和

新聞界不同，土耳其的經濟精英與奧斯曼時代的傳統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多黨制

的發展與經濟現代化的發展是同步的。土耳其的穆斯林企業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成長起來的，在現代社會階層中是後來者，與奧斯曼時代的傳統沒有直接聯

繫。像考克或薩巴奇這樣的企業都是 60年代以後出現的建立在家庭基礎上的工

業企業。1971年以來，主要的企業家與商人都加入了“企業家協會”或商業協

會。商業協會是推動土耳其與歐共體經濟一體化、贊成西方化與市場經濟進程的

動力組織。由於他們的自由主義的態度，商業協會不斷地批評土耳其民主制度中

法律與政治缺陷。當然，土耳其的經濟精英們與軍隊及政府官僚集團有著密切的

聯繫。當代土耳其的大企業主要分佈在伊斯坦堡和瑪律馬拉海區域，主張與歐共

體的經濟一體化、贊成西方化與市場經濟進程。由於國家主義和二十多年的國家

控制的進口替代政策的結果，土耳其的大企業嚴重地依賴國家。它們能夠優先得

到政府補貼。來自大企業的經濟精英與軍隊及政府官僚集團有著密切的聯繫。許

多大企業都與軍隊的經濟支柱“軍隊互助協會”進行了聯合，經濟精英與國家精

英就有了一種制度性的和解。由於利益方面的一致性，土耳其的軍官、官僚、政

治家、大企業的代表控制了土耳其現代社會權力資源，這種地位由於凱末爾主義

意識形態的存在而具有了合法性。45 

     

                                                      
45

 Haldun Gulalp，“Political IslamI In Turkey：The Rise and FaIl 0f the Refah Party”，Muslim  

World．january，1999，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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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主要分佈于安那托利亞地區。它們反對多國公司，反對壟斷，主張國家

採取措施保護中小企業的發展，由於中小企業主大多來自于傳統社會階層，因而

具有很強的宗教傾向。救國黨和繁榮黨等伊斯蘭主義政黨正是代表了中小企業的

利益，提出了自己的政治主張。救國黨的興起反映了居住在伊斯坦堡等大城市的

大工業家、大商人與“居住在安那托利亞的手工業者、小商人的利益衝突”。20

世紀 80和 90年代土耳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已經取得了相當的發展，職業技術人

員和管理人員為主的白領階層在城市中成長起來，同時工人階級的隊伍也得以擴

大。繁榮黨針對 20世紀 90年代土耳其社會存在的政治腐敗問題、失業問題、城

市的貧困問題，提出了自己的綱領，在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獲得了大量的選票。

這標誌著對土耳其的現代統治集團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建立起來的權力形成

挑戰的另一種精英正在興起。 

    三.伊斯蘭主義對權威主義現代化模式的挑戰 

    伊斯蘭教的復興及其重新政治化是隨著 1946年以後邊緣大眾政治參與的擴

大而開始的。多黨制的實行與巨大的社會變化強烈地影響了邊緣人群的生活，轉

變了他們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流行的傳統模式。迅速的城市化進程，尤其是

傳統社會的解體，結束了城市與農村的分離。人口的高增長率與經濟現代化的發

展導致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1945年以來，土耳其的城市面臨著巨大

的人口增長，而且將近 50％的城市居民住在貧民區，這成了土耳其城市的主要

特徵。現代化進程打破了中心與邊緣的嚴重分割，這種分割是奧斯曼土耳其社會

幾個世紀的特徵。湧進城市的農村人口往往處於社會低層，經常面臨失業的威

脅，生活完全沒有保障；同時，他們又保留著濃厚的伊斯蘭教價值觀，伊斯蘭教

自然就成為他們表達經濟和政治要求的工具。所以城市化成為當代土耳其伊斯蘭

復興的重要原因。 

    各黨派都不得不重視土耳其社會結構的變化。民主黨雖然不是伊斯蘭主義政

黨，但曼德列斯政府的政策卻鼓勵了宗教復興。民主黨執政的十年中，無數的新

清真寺興建起來，許多聖陵對公眾開放。政府為培養宣教師和誦經師新建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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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瑪姆一哈底普學校，許多大學設立了神學系。由於取消了一黨制時期的政治壟

斷，凱末爾主義在社會文化領域的統治地位逐漸受到侵蝕。不僅是埃爾巴幹和他

的中右伊斯蘭派，還有曼德列斯、德米雷爾和厄紮爾都與宗教圈有著密切的聯

繫，並在他們的政治活動中使用伊斯蘭教符號。中右政黨除了在與共產主義及社

會主義競爭者鬥爭時使用宗教符號和宗教話語進行意識形態宣傳之外，還把宗教

作為一種社會組織與政治動員工具。這方面，教團和宗教社區具有相當的重要

性。他們的社會網成為土耳其最主要的社會凝聚資源，他們的作用在凱末爾取消

了烏裡瑪之後被加強了。這些宗教網在企業、政治、教育、傳媒和社會服務等方

面都十分積極。教團由於直接建立在個人關係這種傳統原則基礎之上，因此對土

耳其社會和政治的依附式結構的長期存在起了很大的作用。 

    伊斯蘭教的復興很大程度上也是軍隊自身造成的。首先，1980年的軍事政變

實行的社會非政治化製造了一種政治真空，而伊斯蘭教的話語恰恰填補了這種空

白。尤其是對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黨派的禁止，使伊斯蘭主義者有機會以宗教話

語表明他們對社會中的被剝奪者的關懷。在社會經濟重建過程中，伊斯蘭教的社

會正義話語有了肥沃的土壤。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將軍們使用伊斯蘭教作為

對付左派運動和維護凱末爾主義統一社會的策略手段。凱末爾主義的國家中心概

念主要是將伊斯蘭教作為一種加強民族文化和權威主義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道德源

泉而結合進來。1980年政變之後，許多高級軍官將伊斯蘭教看成是重新凝聚土耳

其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伊斯蘭教的凝聚力被用於兩個目的，一是要創造被渴望

已久的土耳其社會的團結特徵，二是要抵消庫爾德人中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擴

散。除了政府話語的伊斯蘭化，伊斯蘭復興教育領域表現強烈。將軍們在反對埃

爾巴幹的行動中要求他限制教育中伊斯蘭因素的發展，而這些因素的發展以前卻

受到了國安會和厄紮爾的推動，主要表現在教育中宗教特徵的增加、宗教學校的

擴張、學習宗教課程的學生人數的增加。在一定程度上，繁榮黨的選舉成功和政

治伊斯蘭力量的上升是軍人統治時期重構土耳其社會的行為的間接後果。軍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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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伊斯蘭話語被社會普遍接受方面起了重要的作用。這也說明軍隊雖然要維護

凱末爾主義的現代化模式，但卻不得不正視來自凱末爾主義精英之外的政治力量

的上升。 

    保守的知識份子和中右政治家同樣認為伊斯蘭教是抵禦 20世紀 70年代政治

動亂中的左派思想上升的力量。他們將伊斯蘭教作為一種聯合伊斯蘭教與土耳其

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而加以發展，這在德米雷爾的民族陣線政府(1974—1977

年)的右翼政治家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民族行動黨將這一概念發展為極端土耳其民

族主義意識形態。 

    經濟上的分化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凱末爾主義力量與政治伊斯蘭力量的衝突

與對抗。這標誌著對土耳其的現代統治集團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建立起來的

權力形成挑戰的新的社會力量的興起，也標誌著政治現代化的自下而上的推動力

量的興起。與凱末爾主義者建立單一社會的理想相反，大眾的政治覺醒使土耳其

社會陷入嚴重的分裂之中，這個社會再也不肯接受凱末爾主義政府在政治、經濟、

文化方面的統治。因為大眾越來越多地想參與現代化並想得到現代化的利益，一

黨時期形成的凱末爾主義機構對權力的壟斷現在處於危險之中。 

繁榮黨及其領袖埃爾巴幹是伊斯蘭教在政治上復興的代表。46埃爾巴幹曾在

20世紀 60年代末建立了民族秩序黨，70年代又建立了救國黨，由於訴求於宗教

情感並宣傳另一種現代化道路，救國黨在社會經濟上處於邊緣地位的下層社會和

居於邊緣地位的受過教育的選民中得到了大量選票。1983年建立的繁榮黨是救國

黨的繼承者，1995年 12月繁榮黨獲得 21．4％的大選選票，與正確道路黨聯合組

閣，繁榮黨領袖埃爾巴幹為政府總理。儘管埃爾巴幹保證不破壞土耳其的共和國

秩序和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但還是進行了一些內政和外交方面的大膽改革。他上

臺後首先訪問了許多穆斯林國家，允許政府女職員在辦公室戴頭巾，同意調整齋

月的工作時間。但繁榮黨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它在窮人中發揮了 80年代政府經濟規

劃中被忽略的社會福利作用。 

 

                                                      
46

 Binnaz Toprak，lslamist Intellectual of the 1980s in Turkey．Istanbul，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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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爾巴幹在對土耳其上層的西化態度的強烈批判中，使用了建立在家庭和宗

教道德價值觀之上的另一套話語，主張另一種現代化模式。相反地，繁榮黨想在

不放棄伊斯蘭教的文化與道德遺產的同時使土耳其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但最後

埃爾巴幹在軍隊與世俗主義政黨的壓力下被迫辭職了。 

    土耳其的世俗主義力量與伊斯蘭主義力量之間的衝突並不是現代性與傳統之

間的衝突，而是兩種現代化的設想之間的衝突。問題的核心是現代化是否等於西

方化?是否可以進行非西方化的現代化?軍隊和凱末爾主義者代表著自上而下的威

權主義模式，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處於上升階段的社會力量、尤其是伊斯

蘭主義者則代表著受大眾推動的自下而上的現代化模式，認為可以發展非西方式

的現代化。 

    奧斯曼帝國後期開始的政治現代化是在封建君主與封建官僚的推動下啟動

的，就是這些傳統勢力奠定了主導奧斯曼到土耳其共和國近二百年現代化進程的

自上而下的模式。改革中形成的現代官僚階層成為近二百年來推動改革的主要力

量，也形成了現代官僚階層的精英主義態度。凱末爾進行了國家政治制度和政治

生活的全面世俗化，使奧斯曼一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有了重大的突破，但凱末爾

繼承了奧斯曼帝國政治現代化的成就和模式，並造成了上層菁英文化與下層人民

的伊斯蘭文化的分裂。 

當代土耳其菁英們遇到的問題與挑戰，表明上層菁英主導的威權主義現代化

模式已經遇到了局限。現代化範圍不斷擴大必然引起社會與政治結構的變化，土

耳其多黨政治的發展與政治伊斯蘭的興起都受到了捲入現代化進程的社會大眾和

經濟上崛起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推動，這實際上代表著另一種現代化的道路與模

式：自下而上的現代化。但是軍官、世俗主義官僚和其他土耳其菁英，都表現出

了在奧斯曼改革統治集團內發展起來的菁英主義態度。從 20世紀 50年代末民主

黨的獨裁到 90年代世俗主義政黨對軍隊行為的支持，都說明那些強烈傾向于西化

的官僚們遠遠沒有自由民主的概念。軍隊與官僚機構並沒有將民主社會看成是多

元社會，而看成是建立在政治權威基礎上的統一社會。軍隊一次又一次地試圖通

過軍事干涉來維護權威主義現代化模式，軍隊與伊斯蘭主義政黨之間的矛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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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兩種現代化模式之間的衝突，也表明了國家的現代化與維持社會統一及權威主

義之間的矛盾性。在土耳其邊緣人群政治覺醒的衝擊下，威權主義現代化模式的

內在矛盾公開化了。一次又一次的軍事政變並沒有壓制住現代化過程中新出現的

社會階層政治力量的上升；軍隊與官僚們試圖以強制手段使凱末爾主義重新成為

土耳其的統一的民族意識形態的做法不但沒有成功，反而使文化領域成了政治衝

突的場所。政治伊斯蘭是凱末爾主義政府曾擁有的壟斷權不斷衰退的表現。庫爾

德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所謂的新奧斯曼主義等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對凱末爾

主義提出了挑戰，表明凱末爾主義對思想文化的壟斷正在崩潰。總而言之，主導

了奧斯曼至土耳其現代化進程近二百年的權威主義模式正在被突破，受大眾推動

的自下而上的現代化模式正在出現，這兩種現代化模式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可能要

在土耳其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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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自由之家的民主化評比看土耳其近十年政治發展 

本章將以美國自由之家的民主化評比來說明土耳其近十年來的政治民主化之

發展，分別用政治權力與公民自由之分數來分析並說明土耳其這十年民主化的過

程，做相關的研究分析。47 

2001 年至 2010 年土耳其政治評比之演變圖 1-3 

 政治權力分數 

(Political Rights Score) 

公民自由分數 

(Civil Liberties Score) 

現狀 

(Status) 

2001 4 5 部分自由 

(Partly Free) 

2002 3 4 部分自由 

2003 3 4 部分自由 

2004 3 3 部分自由 

2005 3 3 部分自由 

2006 3 3 部分自由 

2007 3 3 部分自由 

2008 3 3 部分自由 

2009 3 3 部分自由 

2010 3 3 部分自由 

   本表綜合分析:2002 年伴隨土耳其新開放的政治自由的是 11 月選舉中上台迄

今，原本被禁止的伊斯蘭黨以及正義發展黨，以及土耳其的政治權利評級從三分

進步到四分。由於進展改善人權的框架和放鬆對庫德文化的限制，它的公民自由

評分由五分提高至四分。2004 年土耳其由於通過另一輪重大改革，將公民自由

等級從 4提升到 3，包括大修刑法，文官對軍隊有更大的控制，發起少數民族語

言的傳播和減少嚴刑峻罰。土耳其從憲政改革，包括限制死刑，取消公共集會限

制，並允許庫爾德人地區的廣播，獲得了上升的趨勢。 

                                                      
47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3.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 Survey Release. 2002, 

“The 2001 Freedom House Survey: Mus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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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西元 1985 年到 2000 年的土耳其政治民主化: 

1982 年憲法規定了國會，大國民議會（目前為 550 席），每五年舉行一次直

接選舉。大會選舉產生的總統任期為七年。國家安全委員會（NSC），軍事為主

體的機構，具有制定政策的作用。他們在 10 月通過一項修正案欲藉由增加平民

代表數量，從五到九個（有五個軍事代表），以減少軍事在政治上影響力。，以

及強調機構的“諮詢”性質。大約 99％的土耳其人是遜尼派穆斯林。宗教自由是

受到限制的限制上禮拜在指定地點，建房制約少數民族宗教的崇拜，以及政府鎮

壓政治伊斯蘭。1988 年的法律置於政府管理下的所有清真寺，要求官方授權建

造的清真寺，並禁止穿著制服和口罩（包括頭巾）的示威者。基督教會繼續面臨

困難，特別是關於兩個擁有財產和他們的法律地位。然而，歐洲委員會報告說出

現了一些跡象“，增加寬容對某些非穆斯林的宗教社區。” 

1995 年，伊斯蘭福利黨（Refah）在人民對腐敗的不滿，高通膨和失業率下

贏得多數大選，並在 1996 年 6 月形成了土耳其的第一個伊斯蘭領導的聯合政府。

福利黨總理內吉梅丁埃爾巴坎 (Necmettin Erbakan)幾乎立即發現自己在某些政

府政策上，例如，讓女公務員穿傳統頭巾，與把自己視為土耳其世俗主義的監護

人的軍隊意見相左。埃爾巴坎在激烈的軍事壓力下於 1997 年 6 月辭職。福利黨

於 1998 年 1 月被以“密謀違反世俗秩序” 取締，埃爾巴坎和其他五個福利黨領導

人被禁止從政五年。大部分剩餘的福利黨國會議員在 1998 年 2 月發起的美德黨。

執政聯盟的中間偏右祖國黨（ANAP），社會民主左派（DSP），以及 ANAP 下

的耶爾馬茲(Mesut Yilmaz)土耳其民主保守黨，在 1998 年 11 月被指控腐敗而瓦

解。DSP 的埃傑維特(Ecevit)朝向建立一個臨時政府，直到 1999 年 4 月的大選中，

當 DSP 獲得 22％的選票。埃傑維特(Ecevit)組建了 DSP 下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

聯合政府，其中包含極右翼國家行動黨（MHP）和 ANAP，並在 1999 年 6 月通

過信任投票。儘管他們的結合經歷幾次挑戰，執政聯盟已經相當穩定。黨領導人

一致通過了塞澤爾(Ahmet Necdet Sezer)做為總統候選人，也就是議會於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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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通過的總統。塞澤爾是憲法法院的首席法官，並一直主張民主改革。他是第

一個既不是政治家，也不是將軍的土耳其總統。他已敦促鬆動的反恐法律和其他

限制言論自由，政黨和庫爾德人權利的法律。賽澤爾總統比政府部長受到軍方壓

力，所以他帶出一個意義上的穩定以及推進自己的計畫。塞澤爾在 2000 年 8 月

透過兩次否決有利於消除公務員涉嫌支持基本教義派或分裂主義的法令，展示了

自己對法治和政治改革的承諾。為維護法律應受議會批准，塞澤爾與指責他阻礙

了打擊激進伊斯蘭教的軍事領導人發生衝突，於是他的民意支持率直線上升。 

土耳其軍隊與庫爾德工人黨（PKK）16 年的衝突，已造成多達三萬七千名的

生命的犧牲，在 2000 年 2 月庫爾德工人黨宣布結束其叛亂後，一直維持零星的

暴動。他們的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被抓獲的 1999 年，是目前在死牢。奧

賈蘭自己放棄分裂主義，並呼籲和解，但有少數庫爾德分裂分子發誓要繼續爭取

獨立的庫爾德國家。1999 年，庫爾德人民民主黨獲得 37 個地方行政當局的控

制，儘管試圖通過土耳其的首席檢察官禁止它。但是，四個東南各省仍在緊急狀

態法。公務員州長整個地區可授權的軍事行動，驅逐庫爾德公民涉嫌同情，禁止

遊行示威，並沒收出版物。 

自從在 1999 年被正式宣布為加入歐盟的候選人，土耳其已經提出了一個集經

濟和政治目標的架構，以滿足會員資格。在經濟方面，土耳其取得了長足的進步，

消除私有化障礙，吸引外國投資和打擊腐敗。但還有更多的努力需要被完成以擴

大經濟增長，並減少土耳其和歐盟之間大量的收入差距，土耳其的平均收入大約

只有歐洲的三分之一。土耳其在 2000 年 11 月和 2001 年 2 月經歷了嚴重的金融

和經濟危機，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提供 150 億美元的緊急貸

款以避免金融崩潰。緊接著是 4 月的全國示威，政府通過了一項重大的一系列的

經濟改革。在新經濟部長德爾維什(Kemal Dervis)控制下，大量的法律在 2001 年

春天被通過，包括銀行業改革和電信業的私有化。土耳其在 2001 年 11 月獲得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額外的 30 億美元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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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2001 年到 2010 年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 

2001 年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政治權力分數:4 

公民自由分數:5 

狀況:部分自由 

土耳其從憲政改革，包括限制死刑，取消公共集會限制，並允許庫德人地區

的廣播，獲得了上升的趨勢。 

2001 年，土耳其加入歐洲聯盟（歐盟）的爭議持續影響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埃傑維特總理的聯合政府在經歷幾個政治風暴，並於二月化解了金融危機後，設

法在春季推動一連串經濟措施。政治和法律改革的進步卻使民主，法治，人權更

不穩定。土耳其對於改革不情願的狀況，從國內部分人士主張加入歐盟成為歐盟

會員國，以作為現代化和繁榮得象徵；以及既得利益者主張維持現狀，以保護土

耳其建國原則:民族團結和世俗主義的雙方不同意見中可以看出。然而，十月，

土耳其議會通過了一系列三十四件憲法修正案，其中涵蓋了廣泛的問題，包括言

論和結社自由，兩性平等和軍事在政治進程中的作用。 

政治改革，包括憲政改革和改善人權的措施，公務員培訓，遏制軍隊的政治

作用，維護言論自由和庫爾德人的文化權利的同時防止恐怖主義，是更大的挑

戰。雖然 2001 年的焦點是願意通過政治家和媒體公開辯論軍隊在國家的政治事

務的作用，但是在軍隊堅持保護土耳其社會的雙重威脅:政治伊斯蘭化和庫爾德

分裂主義下，政治進步持續被阻礙。然而，庫爾德和伊斯蘭政黨，團體和個人面

臨著嚴重的騷擾，其他政治和社會自由的限制全年持續著。2001 年六月，憲法

法庭以反世俗化活動為理由下令解散美德黨。美德黨的解體導致了兩個新政黨的

設立，保守的幸福黨（Saadet）和受愛戴的伊斯坦堡前市長埃爾多安領導的改革

派正義發展黨。10 月 3 日，議會通過了 34 項憲法修正案，由 474 票對 16 票，

其中引入了，如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預防酷刑，加強平民的權利，結社自由和

性別平等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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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政治權利分數：3  

公民自由分數：4  

現狀：部分自由 

伴隨土耳其新開放的政治自由的是 11 月選舉中上台迄今，原本被禁止的伊斯蘭

黨以及正義發展黨，以及土耳其的政治權利評級從三分進步到四分。由於進展改

善人權的框架和放鬆對庫德文化的限制，它的公民自由評分由五分提高至四分。 

   1990-91 的冷戰結束和海灣危機根本上改變了土耳其與許多鄰國的關係。雖然

自 1999 年中期希臘和土耳其在雙邊問題上已走向協商的道路，但與希臘和希臘

賽普勒斯人的長期爭端沒有得到解決。2002 年 1 月希臘和土耳其族賽普勒斯人

之間的會談重新啟動，但年終的進展甚微。 

   自在 1999 年從被正式宣布為加入歐盟的候選人，土耳其已經提出了一個集經

濟和政治目標的政策大鋼，以滿足會員資格。在經濟方面，土耳其取得了長足的

進步，解除私有化障礙，吸引外國投資和打擊腐敗。然而，最近一連串金融機構

的倒閉、貨幣貶值和經濟衰退對進展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在政治和社會議題上，

土耳其難以符合歐盟的標準，特別是關於公民權利的問題。一些歐盟成員國已經

高度譴責土耳其對人權侵犯。2002 年 5 月由於法國公眾輿論批評土耳其缺乏新

聞自由而爆發一連串土耳其與法國的外交爭端。土耳其不願承擔改革反映在國內

之間的鬥爭，部分人士主張成為歐盟成員國，作為現代化和繁榮的道路，以及鞏

固那些主張維持現狀以保護土耳其建國原則的民族團結和世俗主義的人。然而，

在 2001 年 10 月土耳其議會通過了一系列三十四條的憲法修正案，其中涵蓋了範

圍廣泛的問題，包括言論和結社自由，兩性平等和政治進步中軍事的作用。 

   土耳其在此年最重大的事件是 2002 年 11 月 3 日，一個溫和的伊斯蘭黨派團

體，正義發展黨（AK）在大選中壓倒性的勝利。這個政黨控制了全國大選，在

議會中贏得近三分之二的席位。這場勝利是重大的，因為土耳其的世俗軍方自

1960 年以來介入不下四次，以推翻伊斯蘭政府，最後一次是在 1998 年。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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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選舉的結果保持公平並且並未被推翻。在 2002 年 11 月選舉中，擁有選舉優勢

的 AK 黨，在土耳其議會 550 席中取得 363 席，有個值得考慮的點是只有一個黨

超過土耳其議會代表的 10％選舉門檻。隨著 AK 的伊斯蘭傾向淡化，以減輕強

烈世俗化軍隊的焦慮。擁有壓倒性勝利的選舉傭有證明，該國已厭倦一連串失敗

的經濟政策和搖搖欲墜的聯合政府。土耳其首席檢察官要求國家最高法庭，在大

選前禁止 AK，特別是其領導人，埃爾多安，表面上是因為他過去所犯的罪。儘

管如此，埃爾多安迴避了這個問題，並取得總理職務。土耳其的世俗政府在打擊

立基於宗教的政黨有著悠久的歷史。先前曾存在的組先美德黨在 2001 年 6 月被

憲法法院查封的原因為“活動違背世俗共和國的原則”。1998 年社會福利黨出於

同樣的原因被關閉。隨著選舉狂熱的消失，新政府面臨著破碎的經濟狀況，以及

其政治和經濟調整空間狹窄。不久前不久前的政治不穩定的政府對已經受傷的經

濟造成很大的傷害。2002 年土耳其的經濟萎縮將近 6％之多。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強力的支持才減緩這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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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政治權利分數：3  

公民自由分數：4  

現狀：部分自由 

2003 年，在被邀請與歐洲聯盟（歐盟）協商關於成員資格事務的期望下，執

政的正義與發展黨（AK）試圖改革土耳其一些嚴厲的法律。這些改革包括放寬

限制使用庫爾德語的法律，遏制軍事介入政治事務，以及特赦庫爾德武裝分離主

義中未涉及暴力的對象。儘管政府在法律方面的改革作出了很大的進步，實踐上

的進展緩慢。2003 年軍事衝突與分裂主義游擊隊的庫德工人黨（PKK）仍處於

低潮，因為庫德工人黨宣布結束其始自於 2000 年的叛亂行動。這是緊接續著在

非洲捕捉庫爾德工人黨的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之後的事情。他被土耳其監禁

著，有時單獨監禁，這一事實被國際人權特赦組織批評。然而，2002 年 10 月奧

賈蘭先生的死刑被改判為終身監禁。波灣戰爭前不久，禁止埃爾多安的法律被廢

除，他在 2003 年 3 月透過選舉進入國會，不久正式擔任總理一職。整個夏天，

他利用政黨在國會多數的優勢，通過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得幾個關鍵法案。一個

法律撤消了禁止一些庫爾德人，並允許廣播教學的庫爾德一些私立學校。另一項

法律限制措施的正式權力的軍事，表示通過其控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是減少

到有個諮詢的角色。第三個庫爾德叛軍提供特赦，但只有那些誰沒有參與暴力。

令人失望的是一些庫爾德人接受了邀請。然而，另一項法律正式禁止酷刑，但再

次，實踐已經落後的原則。加入歐盟一直是主要誘使土耳其努力進行改革。2001

年，歐盟讚揚土耳其的進展，這一年對制定的法律，將使土耳其接近歐洲標準，

預計將遵循，如果它要被接納為歐盟。然而，2002 年，德斯坦，法國前總統為

首的歐盟憲法，公開表示，土耳其加入歐盟將“摧毀”的聯盟。歐洲的基督教傳統

到對憲法的序言，這並沒有發生，被疏遠以穆斯林為主的土耳其。歐盟再次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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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努力，在 2003 年 11 月的一份報告，指出實地實施的改革已經“不平衡”

和土耳其尚未有機會正式開始談判的成員。  

十一月，恐怖分子炸毀二座猶太教堂，然後一個星期後，兩位英國目標（銀

行和英國領事館）。政府確定了兩個男人從庫爾德地區作為負責任的猶太教堂的

襲擊。兩個獨立的激進伊斯蘭組織聲稱對英的攻擊是他們策劃的，原由是土耳其

是北約的(十字軍)成員國和與以色列友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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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政治權利分數：3  

公民自由分數：3  

現狀：部分自由 

土耳其由於通過另一輪重大改革，將公民自由等級從 4 提升到 3，包括大修

刑法，文官對軍隊有更大的控制，發起少數民族語言的傳播和減少嚴刑峻罰。土

耳其在 2004 年繼續通過巨大的改革，準備成為歐洲聯盟（歐盟）的成員。在五

月進行性別平等的憲法改革，人民對軍事的完善監督，並於九月在七十八年歷史

中第一次大修土耳其刑法。歐盟委員會在十月給予正面回應，為期待已久的談判

鋪了道路，協商於 2004 年 12 月舉行。埃爾多安曾用他的黨的議會多數優勢，連

續通過廣泛深遠的改革，對於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是至關重要的。2004 年，政

府通過進一步的憲政改革和徹底檢修的刑法。十月份，土耳其的堅持得到了回

報，在一份來自歐洲委員會的報告中，該委員會建議，在 2004 年 12 月，歐盟給

予土耳其開始談判機會。然而，報告指出缺點，包括腐敗，不公平的婦女的地位

和問題與軍隊扮演的角色，等問題；並表示，歐盟應監測土耳其確保其取得進展。

預計十年內，土耳其不會加入歐盟。 

庫爾德分離主義在該國東南部分子打了 15 年的游擊戰爭對抗土耳其勢力。

1999 年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被捕後結束。這一衝突超過三萬五千人死亡，各

種形式的歧視和揮之不去的緊張局勢是這場衝突的影響。六月份，庫爾德工人黨

分裂，現在改名 KONGRA-GEL，結束了為期五年的停火，因為它聲稱，政府做

的不足以滿足其需求。夏季中，與政府軍的衝突上升了，雙方均有人員死亡。歐

盟於 2004 年 4 月增加到 KONGRA-GEL 其恐怖組織名單。土耳其也面臨著越來

越多的暴力非庫爾德恐怖主義。炸彈爆炸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堡提前參觀由英國首

相布萊爾在五月和美國總統布希在六月，以及三月在共濟會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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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政治權利分數：3  

公民自由分數：3  

現狀：部分自由 

   土耳其在 2005 年繼續實施多項改革，它近年來通過的改革被視為加入歐洲聯

盟（歐盟）的努力。不過，外部觀察家一致認為，改革的步伐在該年有逐漸放緩

的趨勢。與此同時，在東南的分裂庫爾德工人黨（PKK）與土耳其安全部隊的戰

鬥暴力持續增加。埃爾多安曾用他的黨的大議會多數通過連續推廣泛深遠的改

革，包括至關重要的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2004 年 12 月，歐盟給予土耳其期待

已久的承諾，開始入盟談判 2005 年 10 月 6 日。經過一番的討價還價，談判如期

開始。再成為歐盟成員一事上，土耳其仍然面臨著相當大的阻力，但是特別有爭

議的的是土耳其不承認塞浦路斯，也就是歐盟 2004 年的新成員。增加反土耳其

加入歐盟的言論在土耳其拒絕了歐盟憲法後，在法國和荷蘭明確表示，土耳其將

面臨一場艱苦的成員資格奮鬥。此外，歐盟指出，2005 年土耳其改革的步伐已

放緩。與此同時，而土耳其人民仍然贊成成為歐盟成員，雖然根據民調支持在

2005 年有下降趨勢。這一變化使人不禁擔心土耳其民族主義上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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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政治權利分數：3  

公民自由分數：3  

現狀：部分自由 

加入歐洲聯盟的官方談判，於 2005 年正式啟動，但是 2006 年 12 月部分停止，

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聲浪在歐盟以及土耳其持續下跌。此時，土耳其東南部庫

德族人為主的暴力事件越來越失控，和一個新的庫德族反叛組織聲稱犯下全國各

地爆炸事件。總理埃爾多安用自己的黨的大議會多數連續通過廣泛深遠的改革是

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的關鍵。入盟談判正式開始於 2005 年 10 月，預計將持續

至少十年。然而，困難很快就出現了，特別是關於塞浦路斯。該島自 1974 年以

來已分裂為國際公認的兩大共和國，少數民族人口主要由希臘人和土耳其支持的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南部的共和國，自 2004

年以來是歐盟成員國，希望土耳其開放港口讓希臘級的船進入的要求在歐盟海關

會議上公開協議，但土耳其拒絕。因為歐盟沒有履行其承諾結束北塞浦路斯土耳

其共和國的經濟孤立。此外，歐盟民意以及歐盟的政治領導人，是把反對土耳其

入盟的官員持續對土耳其的改革進展發出負面評價。土耳其人民對於加入歐盟的

支持度下降，以及人們擔心土耳其民族主義再度盛行，雖然大多數人仍然贊成加

入歐盟。2006 年 12 月，因塞浦路斯港口爭議該協商被部分凍結。總理和他的內

閣，包括世俗的國家官員，包括法官，檢察官和軍隊有著根深蒂固的對立緊張。

2007 年選舉中，AK 黨的宗教票源增加，而一些部門的官僚主義似乎故意反抗改

革，他們認為改革威脅到土耳其的世俗制度。這個內部的緊張局勢危及土耳其的

民主進程，以及違反歐盟的期待。同樣在 2006 年，東南部的暴力持續上升，那

裡的庫爾德分離主義分子利用游擊戰與政府軍對抗了十五年。這場衝突已經結束

後，1999 年分離主義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被逮捕，衝突結束。但他的庫德

工人黨（PKK）於 2004 年放棄停火，衝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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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政治權利分數：3  

公民自由分數：3  

現狀：部分自由 

 

土耳其因保有自由公平的議會選舉而獲得(自由度)向上的趨勢方針。裁決司

法和發展黨派於 2007 年七月的議會選舉中獲得了巨大的勝利。這代表著自由和

公平。而且，儘管有異議的聲音來自軍隊和世俗主義反對黨派，但這個結果也為

政黨的總統侯選人 8 月的選舉勝利作準備。同時，政府的改革的力量陷入了阻礙。 

土耳其申請加入歐洲聯盟（歐盟）2005.入盟談判正式開始 2005 年 10 月。特

別是關於塞浦路斯。島上有 1974 年以來被劃分在國際公認的塞浦路斯共和國，

少數民族人口主要由希臘人和土耳其支持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北塞浦路

斯土耳其共和國）。歐盟成員國從 2004 年起，希望土耳其向希臘開放港口的要

求在歐盟海關協議，但土耳其拒絕，因為歐盟沒有履行其承諾，以結束經濟孤立

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此外，歐盟輿論和一些歐盟領導人都反對土耳其入

盟，歐盟批評土耳其拖延近幾年的改革。土耳其民眾支持的成員也下降，具有明

顯的平行上升，土耳其的民族主義，雖然多數仍主張加入歐盟。2007 年，歐盟

開了一個新的階段與土耳其的入盟談判。  

總統塞澤爾於 2007 年 5 月任期結束。總理負責提名總統候選人的選舉，國民

議會，儘管選擇了居爾明確反對由軍方和世俗主義共和人民黨（CHP）。在其網

站上發布，軍隊暗中威脅要干預，如果居爾的提名獲得批准，安裝和世俗主義者

巨大的街頭示威，抗議伊斯蘭威脅，他們認為在他的候選人資格。反對黨抵制總

統選舉在 4 月在議會無法達到法定人數，引領傳統世俗憲法法院廢除了調查。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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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的被提名人的阻撓，埃爾多安呼籲議會選舉七月個月內提前的努力，以減少

對方的號碼。  

AK 贏得了明確勝利在議會選舉中，增加其份額的得票率近 50％。但是，由

於多方通過了 10％的門檻進入議會，AK 所佔席位實際上還略有下降至 340 席。

衛生防護黨連同它的夥伴，民主左翼黨贏得 112 個席位。民族主義運動黨（MHP）

進入大會的第一次，得到了 70 個席位。20 名候選人從親庫爾德民主社會黨（DTP）

也獲得了席位首次作為獨立運行的，因為他們沒有國家的支持需要成為一個黨。

在 MHP 決定不抵制總統選舉後，和居爾當選總統於 8 月 28 日。雖然居爾的政

策和政治是普遍的尊重，但他的妻子產生了無休止的爭論，因為她戴頭巾，這種

宗教的服裝是禁止在政府等建築物內。在 10 月的公民投票，選民通過憲法修正

案，除其他變化，減少了總統任期五年連任的可能性，為未來的總統是由人民投

票選出，而不是由議會，議會任期和削減至四年。到年底，議會正在起草一份修

改後的憲法，預計在 2008 年進行表決。  

2007 年在東南暴力持續上升，庫爾德分離主義分子在該地區已經打了 15 年

的游擊戰爭直到 1999 年反政府勢力，分裂主義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時被抓

獲。他的庫爾德工人黨（PKK）停火於 2004 年，戰鬥在 2007 年導致傷亡游擊

隊，政府軍，偶爾是平民。庫爾德工人黨分裂出來的團體也形成。批評者聲稱在

什麼是民粹主義的舉動，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戰士追求在伊拉克北部的土地和空

中行動在 2007 年底，避免伊拉克，土耳其，美國和其他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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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政治權利分數：3  

公民自由分數：3  

現狀：部分自由 

土耳其回顧於 2008 年 2 月，土耳其議會通過了寬鬆在公立大學中穆斯林的頭

巾文化的禁止令。但是，最高法院卻在六月時駁回了這個議案。在七月，一樣的

法庭嚴竣地拒絕檢察官所提出的司法裁決要求和聲稱反對世俗主義者活動的發

展黨派。同年，動向不明的民族主義團體的監察人員在官方起訴的法庭中被控告

密謀推翻政府。在 2007 年 10 月全民公投決定，選民通過憲法修正案，除其他變

化，減少了總統任期五年蟬聯了可能性，為未來的總統是由人民投票選出，並削

減了議會任期四年。新國會開始起草新憲法，但進展停滯不前，2008 年由於衛

生防護黨的反對。  

   2008 年暴力繼續在東南。庫爾德分離主義分子在該地區已經打了 15 年的游

擊戰爭直到 1999 年反政府軍，反政府武裝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時被抓獲。他

的庫爾德工人黨（PKK）在 2004 年放棄了停火，並有定期傷亡游擊隊，政府軍，

偶爾平民。評論家宣稱是以民粹主義的軍事價值不大，土耳其部隊襲擊庫爾德工

人黨設在伊拉克北部戰機在 2007 年底和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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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的土耳其政治發展: 

政治權利分數：3  

公民自由分數：3  

現狀：部分自由 

 

因為最高法院(憲法法庭)決議禁止贊成庫爾德自由社會黨而使土耳其獲得落

後的趨勢指標。在 2009 年，土耳其政府主動向南方庫爾德民族的分離主義者表

示做出了承諾，這項舉動提升了中止衝突的希望和庫爾德人權利的延展。然而，

當 12 月時，最高法院禁止了主要支持庫爾德族人黨派的成立；其暴動的示威者

在之後大量出現。且在 2009 年時，土耳其政府仍持續和引起軍方政變、被聲稱

為右翼的共謀集團開發昂貴的軍事發明。 

在 2007 年 10 月全民公投，選民通過憲法修正案，除其他變化，減少了總統任期

五年連任之可能性，為未來的總統是由人民投票選出，並削減了議會任期四年。

新國會開始起草新憲法，但進展之後陷入僵局。2008 年，長期的緊張和政府之

間的 AK 根深蒂固，世俗官員爆發到正在進行的調查集中在一個秘密的極端民族

主義團體。共 194 人被控在三個起訴書在 2008 年和 2009 年，包括軍事人員，學

者，記者和工會領導人。八十六人的審判開始於 2008 年 10 月，第二個試驗對

五十六人在 2009 年 7 月開始。在 2006 年轟炸了世俗的報紙和法庭射擊，殺害法

官，其聲稱的目標是提高伊斯蘭暴力的幽靈，從而引發政治干預軍事。批評者認

為，政府用的是深遠的情況下，以懲罰其對手。  

政府在 2009 年作出了積極的姿態向庫爾德工人黨（PKK），一個分離主義組

織已打了一場長達數十年的游擊戰爭，反對政府勢力的東南部。這些舉措提出希

望永久停火;較早停止戰鬥持續了 1999 至 2004 年。但是，國家的關係與庫爾德

少數民族遭受了嚴重的打擊在 12 月，當憲法法院禁止 DTP，理由是它已成為“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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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義的一個焦點。” 

2010 年的土耳其政治發展: 

政治權利分數：3  

公民自由分數：3  

現狀：部分自由 

2010 年 9 月，土耳其全民公投投票通過修改憲法，其中包括重組的和限制民

事司法管轄權的軍事法院。該文件包含允許檢察機關的領導人 1980 年軍事政變。 

土耳其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解體的奧斯曼帝國成立的共和國。創始人和指

導原則建置者為“凱末爾”穆斯塔法凱末爾（土耳其國父），他宣布將原本政教合

一的土耳改為世俗國家。阿塔圖爾克（“土耳其人的父親”）採取各式措施以尋求

國家的現代化，如追求西學，廢除阿拉伯文字，贊成使用羅馬字母，而不是阿拉

伯文字書寫土耳其語和取消穆斯林的宗教領袖哈里發。 

   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多數時間並未涉入戰爭，但是在 1945 年 2 月也就

是最後加入了盟軍。戰爭結束後，共和國於 1952 年加入北約以保證其免受蘇聯

侵略。然而，現代土耳其的政治歷史一直不穩定，軍隊在三個政變中推翻文官政

府。軍隊，它認為自己是伊斯蘭主義和庫爾德分裂主義間的堡壘，傳統上對政府

的運作所表達的意見是很少被忽略。穆斯塔法凱末爾，發動的改革方案下，土耳

其放棄其大部分奧斯曼帝國和伊斯蘭傳統，宣布土耳其共和國於 1923 年建立。

他的世俗化以及民族傳統深刻的影響土耳其的政治，特別是在後二戰時期。 “凱

末爾主義”原則已經用來解釋 1960 年以來的三個軍事政變。土耳其在 1983 年回

到文官統治。 

   伊斯蘭教在政治上的作用，一直是土耳其 1990 年代的重要議題。政治伊斯蘭

角色的借定一直是土耳其在上世紀 90 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紀初的問題之一。1995

年，伊斯蘭政黨福利黨，贏得了大選，但未能獲得多數。最初，其他兩個政黨組

成的多數聯盟沒有它，但該聯盟於 1996 年解體，使得民主黨與福利黨組成聯盟。

次年，軍隊永遠保護土耳其的世俗根源，迫使聯盟下台。福利總理內吉梅丁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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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坎被一名祖國黨成員取代。之後，福利黨由於尋求引入伊斯蘭統治，在 1998

年被禁止。隨後的政府未能穩定搖搖欲墜的經濟，並最終導致 2001 年的經濟危

機。2002 年 11 月，正義與發展（AK）黨，其根源於當時解散的福利黨，在大

選中以承諾結束政府腐敗而贏得了多數，同時也把把國家導向加入歐盟的道路。 

AK 黨試圖與政治伊斯蘭教本身保持距離，但其領導人埃爾多安，伊斯坦堡的前

市長，曾經被判犯有朗讀危害政教分離的詩，煽動宗教不寬容，以前被禁止從政。

由阿卜杜拉居爾出任總理，直到 2003 年 3 月議會修改憲法，允許埃爾多安代替

他。古爾力求土耳其支持美國對伊拉克戰爭。然而，他計劃在戰爭開啟北線，並

未在國會中備通過，土耳其國會拒絕讓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使用土耳其作為一個轉

運站。土耳其不安得觀看在伊拉克的衝突觀，擔心最終薩達姆海珊在伊拉克得結

束將意味著建立一個庫爾德族國家，因為伊拉克向土耳其領土內難以駕馭的庫爾

德人提供建國靈感。這一年也標誌著東南方暴力事件的上升，在那裡的庫爾德分

離主義分子與土耳其軍隊打了十五年的游擊戰爭，於 1999 年結束，之後土耳其

軍隊捕捉他們的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庫爾德分離主義 Kurish 工人黨（PKK）

與政府在 2004 年 6 月結束了為期五年的停火，因為它聲稱政府並為滿足其需求。 

   2008 年，長期的緊張和政府之間的 AK 根深蒂固，世俗官員爆發到正在進行

的調查集中在一個秘密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聲稱所謂。共 194 人被控在三個起訴

書在 2008 年和 2009 年，包括軍事人員，學者，記者和工會領導人。八十六人的

審判開始於 2008 年 10 月，第二個試驗對五十六人在 2009 年 7 月開始。被指責

在 2006 年轟炸了世俗的報紙和法庭射擊，殺害法官，其聲稱的目標是提高伊斯

蘭暴力的幽靈，從而引發政治干預，軍事。這些試驗持續到 2010 年，只有三個

犯罪嫌疑人釋放，並有更多的逮捕，其中包括將軍。此外，首席檢察官調查案件

的自己被捕 2010 年 2 月因涉嫌幫助建立秘密小組，他是在六月發生，但對他的

審判仍然有待在今年年底。批評者指責政府繼續使用深遠的情況下，以抑制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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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對手。去年十二月，庭審開始約兩百名現役和退役軍官被指控陰謀推翻 AK 政

府於 2003 年時。  

同時，在 2010 年 9 月，政府所謂的公投一個新的憲法修正案。備受爭議的措

施包括增加的成員，憲法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和檢察官委員會，讓更多的 AK 任

用;這兩個機構已經發生衝突的 AK 政府過去。選民接受的修正案，出乎意料大

幅，58％至 42％。在 DTP 的繼任黨抵制了投票。  

在 2009 年的 AK 政府做出了積極的姿態，以分裂的庫爾德工人黨（PKK），

提高了永久停火的希望，在幾十年之久的游擊戰爭，反對政府軍在東南部。較早

停止戰鬥持續了 1999 至 2004 年。然而，DTP 的解散在 2009 年底因涉嫌庫爾德

工人黨的聯繫，檢察機關的指控，2010 年庫爾德工人黨的合作者，惡化國家關

係的庫爾德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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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土耳其政治現況: 

土耳其政治是以議會制代議民主制的共和制為框架，土耳其總理是政府的領

導人，奉行多黨制。行政權由政府行使，立法權則屬於政府及土耳其大國民議會，

司法則獨立於行政及立法。現行的憲法在 1982 年 11 月 7 日起實施，憲法奉行世

俗主義。 

一.行政部門 國家首領稱為總統。總統每七年選舉一次，由國民議會選舉產

生。總統毋須是議會的議員。現任總統阿卜杜拉‧居爾是在 2007 年 8 月 28 日選

舉產生的。行政權掌握在總理及部長會議手裡。部長毋須是議會的議員（如凱莫

爾‧德維斯），總理由議會投信任票選舉產生，現任總理是雷傑普‧塔伊普‧埃

爾多安，他的伊斯蘭保守黨派正義與發展黨在 2002 年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選舉裡

贏取大多數的議會議席。議會主席比倫特‧阿林克也是來自正義與發展黨。現任

憲法法院院長是圖拉依‧圖居，她是歷史上首位女性憲法法院院長。現時的土耳

其軍事參謀長是亞薩爾‧布余卡尼。 

二.立法部門擁有 550 個議席的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掌有立法權，他們分別代表

81 個省份。議會議員每五年一任，採比例代表制選舉產生，黨派需獲得至少 10%

的選票才可獲得議席。獨立侯選人只須獲得其省份的 10%選票便可當選。軍方的

政治角色較為通俗，他們捍衛世俗主義和共和制。土耳其政黨認為，反世俗主義

及分離主義者可以被取締。 

三.司法部門-土耳其司法制度的自由及獨立到憲法的保障。沒有任何組織、個

人、機關可以干預法院的運作，行政和立法部門都必須遵從法院的裁決。法院獨

立運作，其裁決必須根據憲法、法律及個人判決而來。土耳其司法制度結構嚴謹。

法院沒有陪審團制度，判決基於以律師及檢控官提出的證據確立事實後決定。小

型的民事訴訟和案件可由紳士審理，這法院只有一名法官負責審理，對於輕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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瑣碎案件有審理權，刑罰規限在小量罰款至短期監禁。由三名法官審理的法院對

民事訴訟及嚴重罪案有裁判權。任何有罪判決都可以轉至上訴庭再審。所有法院

均對外公開。當案件需要閉門聆訊時，必須要對外解釋原因。判決和起訴制度受

到憲法保障。除了自願性質外，裁判及檢控官也不會被解僱、強制退休及限制權

力，但退休年齡限制仍適用。兒童法院則另有制度。只有在司法部門的允許及法

官不端正行為的情況下，法官才可被查核，在這個情況下，法律專家及高級法官

會組成特別組織進行調查。最高法官及檢控官議會是確保司法公正的主要機構，

該議會還有考核專業法官及分配法院工作的權責。土耳其總理雷傑普‧塔伊普‧

埃爾多安是該議會的主席。土耳其現時採用國家司法電子系統，法院裁決及文件

可以在網上查閱。土耳其接受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亦同意受國際協議的約束。 

四.政黨及選舉自 1950 年始，議會一直受到保守黨派把持。現時的執政黨正

義與發展黨，其核心都是穆斯林，他們傾向於把政黨定位為傳統民主黨派。而左

翼黨派，如最有名的共和人民黨，該黨有穩定的支持者，大多來自大城市、沿岸

地區、中產人士，還有少數是什葉派教徒及庫爾德人。 

五.軍人干政自 1923 年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土克建立現代的土耳其共和

國後，雖然凱末爾一直堅持軍政分離，但軍隊一直都自視為凱末爾主義（土耳其

民族主義）的守護者。土耳其武裝部隊對土耳其的政局及決策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力，特別是國家防務方面。不過，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成立削弱了軍隊對此的影

響。土耳其軍隊曾經干預政治，軍隊曾在 1960 年、1971 年及 1980 年發動政變。

1997 年，軍隊策劃撤除親伊斯蘭總理內吉梅丁‧厄巴坎的職務。2007 年 4 月 27

日，正值 2007 月 11 月 4 日總統選舉的前夕，軍隊發表聲明，聲稱自己也是關於

世俗主義的「討論」中的一方。這一聲明使人猜測軍隊即將會介入政治，「土耳

其武裝部隊會繼續履行他們的職務，他們對土耳其共和國的角色不會改變，他們

對國家是絕對忠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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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7 月選舉結果及分析圖 1-4 

2007 年 7 月 22 日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選舉結果摘要 

政黨 選票 議席 

數目 %  ± 數目 ± 

正義與發展黨 (AKP) 16,340,534 46.66 +12.38 341 –23 

共和人民黨 (CHP) 7,300,234 20.85 +1.46 112 –66 

民族行動黨 (MHP) 5,004,003 14.29 +5.93 71 +71 

民主黨 (DP) 1,895,807 5.41 –4.13 0 ±0 

無黨派人士 1,822,253 5.20 +4.20 26 +18 

青年黨 (GP) 1,062,352 3.03 –4.22 0 ±0 

幸福黨 (SP) 817,843 2.34 –0.15 0 ±0 

土耳其獨立黨 (BTP) 178,694 0.51 +0.03 0 ±0 

人民上揚黨 (HYP) 175,544 0.50 +0.50 0 ±0 

工人黨 (İP) 127,220 0.36 –0.15 0 ±0 

土耳其光明黨 (ATP) 99,938 0.29 +0.29 0 ±0 

土耳其共產黨 (TKP) 77,657 0.22 +0.03 0 ±0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C%9F%E8%80%B3%E5%85%B6%E5%A4%A7%E5%9B%BD%E6%B0%91%E8%AE%AE%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D%A3%E4%B9%89%E4%B8%8E%E5%8F%91%E5%B1%95%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B1%E5%92%8C%E4%BA%BA%E6%B0%91%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6%97%8F%E8%A1%8C%E5%8B%95%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4%B8%BB%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4%A1%E9%BB%A8%E6%B4%BE%E4%BA%BA%E5%A3%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92%E5%B9%B4%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8%E7%A6%8F%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F%E8%80%B3%E5%85%B6%E7%8D%A8%E7%AB%8B%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BA%E6%B0%91%E4%B8%8A%E6%8F%9A%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5%E4%BA%BA%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F%E8%80%B3%E5%85%B6%E5%85%89%E6%98%8E%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F%E8%80%B3%E5%85%B6%E5%85%B1%E7%94%A2%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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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團結黨 (Ö DP) 51,945 0.15 –0.19 0 ±0 

自由民主黨 (LDP) 36,717 0.10 –0.18 0 ±0 

勞動黨 (EMEP) 26,574 0.08 +0.08 0 ±0 

合計 (投票率 84.4%) 35,017,315 100.0 — 550 — 

獨立人士的議席分配如下:  

 23 名民主社會黨成員及支持者，包括自由與團結黨主席烏霍克·烏拉斯  

 大聯盟黨主席穆赫辛·亞茲喬盧  

 隸屬於祖國黨的前總理梅蘇特·伊馬茲  

 前正途黨成員卡馬·亨斯  

13 名民主左翼黨成員在共和人民黨的協助下當選 

來源: Seçim 2007 

正義與發展黨在選舉裡獲得 46.76%的選票，得 361 個議席。共和人民黨得到

20.64%的選票，獲 110 個議席。民族行動黨的得票率為 14.33%，得 71 席。獨立

侯選人得到 28 席。獨立侯選人並不受 10%得票率的當選門檻限制。歐盟祝賀正

義與發展黨選舉得勝，形容這是「對土耳其革新的要求」。不過，正義與發展黨

所得的議席不及議會的三分之二，在推動立法上仍可能會遇上阻力。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AA%E7%94%B1%E8%88%87%E5%9C%98%E7%B5%90%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AA%E7%94%B1%E6%B0%91%E4%B8%BB%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E%E5%8B%95%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0%91%E4%B8%BB%E7%A4%BE%E6%9C%83%E9%BB%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AA%E7%94%B1%E8%88%87%E5%9C%98%E7%B5%90%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3%8F%E9%9C%8D%E5%85%8B%C2%B7%E7%83%8F%E6%8B%89%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8%81%AF%E7%9B%9F%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9%86%E8%B5%AB%E8%BE%9B%C2%B7%E4%BA%9E%E8%8C%B2%E5%96%AC%E7%9B%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6%E5%9C%8B%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2%85%E8%98%87%E7%89%B9%C2%B7%E4%BC%8A%E9%A6%AC%E8%8C%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A3%E9%80%94%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A1%E9%A6%AC%C2%B7%E4%BA%A8%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4%B8%BB%E5%B7%A6%E7%BF%BC%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cim2007.ntvmsnbc.com/default.aspx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D%A3%E4%B9%89%E4%B8%8E%E5%8F%91%E5%B1%95%E5%85%9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B1%E5%92%8C%E4%BA%BA%E6%B0%91%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6%97%8F%E8%A1%8C%E5%8B%95%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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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耳其政治:軍人干政與政黨比較 

第一節 為何土耳其有四次軍人干政: 

軍隊干預政治是20世紀中東諸國的普遍歷史現象。土耳其作為伊斯蘭教最民

主的國家之一，軍隊干預政治的現象甚為突出，軍人政治是土耳其民主化進程中

常為人所詬病的一個方面。軍人政治與民主進程的關係值得探討。但對於軍人政

治是否一定與民主政治相背離，學界並無共識48。本節試圖結合土耳其1980年政

變的歷史背景，闡述軍政府的若干行為，分析政變的歷史緣由，並就政變的性質、

意義，以及軍人政治與民主的關係等問題做研究說明。 

國內危機與民主的表像 

1950年，土耳其實現政權和平更迭，其政治民主已有初步發展。隨著1961年

憲法出臺，國內政治環境愈加寬鬆，諸多新政黨相繼建立，土耳其進入相對民主

的時代。更為自由的憲法體系為各種政治力量提供了宏觀的活動空間。各政治集

團相互爭鬥，引發了一系列暴力事件。1971年所謂“備忘錄政變”之後，在軍方

導引下新成立的政府未能禁絕大規模暴力活動，土耳其處境艱危。土耳其政黨間

實力相對均衡給尚未成熟的政黨政治帶來了極大的困難。1973年土耳其大選後，

幾乎無一政黨能夠成為議會中的絕對多數黨進而獨立組閣。因此，1973—1977

年土耳其均由聯合政府執政，政治呈現不穩定狀態。埃傑維特在1974年賽普勒斯

危機中頗受歡迎，但他也無足夠能力利用這一優勢改變共和人民黨的窘境。1977

年大選中共和人民黨雖一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卻同樣不能在議會中佔據多數席

位從而憑一己之力組閣。政府權威遭到削弱是政黨之間均勢狀態的直接後果。脆

弱的政府對許多難題束手無策，法律和秩序亦無法得到有效維護。“備忘錄政

變”後成立的埃裡姆政府仍無法阻遏國內各集團之間的惡性競爭，政府威權的重

                                                      
48軍人干政將經歷若干年民主實驗的國家推回到傳統的統治模式；軍隊在創立現代政治結構、促

進社會流動並通過各種方式將更多民眾捲入政治生活方面有積極意義；軍隊屬於“新中產階

級”，是唯一有能力處理文官政府的腐敗與低效、並推動社會發展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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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困難重重。1971年“備忘錄政變”後，土耳其政府加速了社會改革，然而，不

穩定的局面依然沒有得到控制。為穩定局勢，政府採納了由共和人民黨和救國黨

提出的大赦法案，赦免了許多被監禁的左派分子、宗教狂熱分子和恐怖分子，但

政治平衡仍然無法恢復。混亂局勢非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發展到了暴力衝突的

地步。政府在行政能力方面的缺陷加速了混亂局面的蔓延。政治上的對立更加嚴

重，教師和其他一些專家，甚至員警都分成不同的意識形態陣營。1977年大選後，

這種狀態仍在延續。這一時期正義党和共和人民黨均處於調整時期，其選票被新

成立的政黨分享，主要政黨之間的均勢日漸明顯。1978年1月，埃傑維特終於組

建了自己的政府，但他同樣沒能恢復政府的權威，實現穩定局勢的目標遙遙無期。 

在土耳其，政治兩極分化導致街頭混戰和暗殺活動漸次升級。德米雷爾和埃傑維

特均成為反對者的攻擊目標，國家與社會的穩定受到嚴重威脅。政治暗殺是這一

時期暴力活動的重要形式。土耳其中央政府長期的政治真空被左右兩派發起的暴

力和恐怖活動所填補。至1980年中期，每天有20—30人被奪去生命。沒有一個強

有力的執行機構來實施法律和維持秩序，暴力和恐怖活動有增無減。與此同時，

極端主義好戰分子擴大了暴力活動。政治暗殺已波及議會成員、離職部長、著名

記者和大學教授，其中一些受害者屬於溫和派。對該派的暗殺傷害了政治中間

派，加速了兩極分化進程。暗殺並非暴力活動的唯一形式，大規模的社區衝突把

暴力活動推向新高潮。在許多城市裡出現了社區衝突，種族和教派矛盾凸顯。這

些衝突被極端分子利用，使政治暴力的基礎擴大到比較危險的程度。1980年7月

爆發的“喬魯姆事件”和“法特撒事件”充分暴露了隱藏在這些危機背後的政

治陰謀。處於右派立場的軍官加速了對左派的襲擊，非法左派組織也用他們自己

的方式予以還擊。埃傑維特和德米雷爾政府連續採取了一系列嚴厲措施，而其成

效並不顯著。土耳其的危機不僅在政治和社會領域蔓延，還殃及國民經濟。國內

政治和社會環境制約著經濟的發展。惡性通貨膨脹是經濟發展的首要困境。無休

止的工人罷工和政府推行的安居工程使通貨膨脹率增加了兩三倍。通貨膨脹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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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土耳其民眾生活水準下降，失業率居高不下。據土耳其國家計畫組織統計，

土耳其民眾的工資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急劇下降，從1977年的36％下降到

1983年的21％，實際工資在1980年後下降了45％，失業率為15％。⑥然而政府缺

乏有效手段去改善經濟發展狀況。國際環境的變化是導致土耳其經濟危機加劇的

另一個因素。20世紀7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和1975年美國的貿易禁運等，都

是土耳其政府要直接面對的難題。土耳其經濟的竭蹶狀態反過來又影響該國的政

治發展。 

軍人政治與民主化進程 

20世紀70年代，土耳其危機的政治內涵是民主的發展尚不成熟。六七十年代，

土耳其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給人以民主的印象。“五二七事件”結束了民主

黨具有專制傾向的統治；1961年憲法與1924年憲法相比更顯自由和民主。誠然，

與土耳其歷史上其他時代相比，這一時期的土耳其政治無疑更為民主，然而主權

在民、憲法至上的理想並沒有真正實現。囿於國內條件，政黨政治的運作常常悖

逆民主原則，政黨意志多由政黨領導人決定。在這種情境下，國家意志並非民眾

意志的真實表達，民主的完全實現尚需時日。理想的民主應以民眾的福祉為歸

宿，而此時的“民主”給土耳其帶來了混亂和動盪，這既非民主的初衷，也不是

民主的本質所在。民眾的要求得不到真切表達的所謂民主，自然遠離了民眾的期

許。因此，謀求改變的呼聲出現在這個“民主”的時代乃是合乎情理之事。 

1979年11月，德米雷爾政府試圖控制猖獗的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努力無果而

終。政治暗殺和搶劫銀行案件趨增，恐怖活動在全國肆虐，土耳其成為不安全的

地方，人們要求某種干預的呼聲漸高。救國黨組織了一系列要求建立伊斯蘭秩序

的遊行示威，這成為干預的導火線。土耳其政府宣佈實行戒嚴，但仍無法穩定局

勢。時至1980年夏，共和人民黨與正義黨的持續衝突，以及總統換屆選舉所帶來

的不穩定加速了土耳其局勢的惡化。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軍隊再次發動了政變，

接管了政府。且軍方的利益已有保障。時至1981年，局勢盡在軍方掌控下。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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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領導人不再構成威脅，他們大多已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過去那些頗有

影響的自由協會現也生存維艱。總體上看，軍方確已控制大局，恢復文官政治只

是治理模式的置換，對軍方利益不會有太大衝擊。最後，埃夫倫本人在由軍人政

治向文官政治過渡中也起到了積極作用。土耳其軍方將政權交與文官政府使其干

預政治的行為獲得了新思維。“1983年土耳其的變化使它擁有了不同于巴西、智

利和葡萄牙的特徵。”在這次政變近20年後，文官政治有了深刻的變化。1995

年的憲法修正案廢止了1982年憲法中的某些條款。軍人政治的痕跡在逐漸消退；

文官勢力日漸增益。因此，文官政治的恢復是考量1980年政變性質的不可小覷的

因素。 

民主框架的“理性收縮”厘清土耳其1980政變的原因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軍

人政治。吉姆·保羅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土耳其軍方行動的支持是政變發

生的重要原因。塔齊奧和赫伯將20世紀70年代土耳其政治的分裂與兩極分化作為

導致干預危機的基本原因。卡爾派特強調軍隊的干預是為了拯救民族和國家。實

際上，政變原因亦可從土耳其各政治集團之間角逐利益的角度予以開掘。軍方利

益代表的缺位是政變不可忽略的原因。歷史上共和人民黨與土耳其國家是兩位一

體的。共和人民黨被視為國家的保護者，軍隊自認為也負有類似的責任。實行一

黨制時期，土耳其軍隊與共和人民黨的利益趨於一致，該党成為軍隊在國民議會

中的代表。1971年埃傑維特成為該党的新領導入，共和人民黨以嶄新的姿態出現

於土耳其政壇。該黨的突變使土耳其軍隊失去了政治依傍。20世紀60年代中期

後，共和人民黨的左翼傾向給軍方的印象是該黨“在朝著反國家主義的立場轉

變”。隨著70年代政治兩極化加劇，共和人民黨逐漸告別它過去作為國家保護者

的角色。該黨的嬗變，以及政府無力維持其權威的狀況使軍方深感不安。這就意

味著共和人民黨與軍隊不再休戚與共，自不可成為軍方利益的代言人。同時該黨

也缺乏足以主導國家發展的力量，其衰落之勢日漸明顯。因而該黨與軍方的分道

揚鑣亦屬必然，軍方利益代表這一角色仍虛位以待。另一方面，正義黨並未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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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黨的位置，它有自己的利益訴求。1965年後正義黨聲勢日隆，逐漸發展

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黨。然而正義党不具備共和人民黨的屬性，無法取代共和人

民黨昔日的地位。作為民主黨的繼承者，它反對將政黨的功能和責任提升到超經

濟、超階級的狀態，其反對的正是共和人民黨及軍方所宣導的國家主義原則。因

此，正義黨與軍方旨趣殊異，缺少合作基礎。基於上述認識，可對1980年政變的

性質與意義略作爬梳。得到民眾支持的行動卻是不民主的，或許在邏輯上並非謬

談，卻有悖於民主的要旨，也遠離了宣導民主的初衷。共同特徵在於，認為只有

文官政治才具有民主屬性。結合土耳其軍隊的實際活動可以發現，這次政變有更

豐富的內涵。 

1980年政變並非土耳其民主發展的悲劇。是否滿足民眾的要求是評價這次政

變的主要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都面臨著和

平與發展的共同問題。政府的首要職責在於為國民提供安全與生存保障。綜觀20

世紀70年代的土耳其歷史，這麗個基本要素均處於缺失狀態。民眾對政黨與選舉

表現出冷漠的態度，他們更關心安全與發展的問題。土耳其軍隊敉平內亂，為國

家發展提供了安定的環境，顯然具有積極意義。軍方重視經濟發展有助於解決人

民關心的另一問題。正義黨嚴格的經濟計畫在將近兩年裡得到了軍人集團的大力

支持。表明軍人集團可以跨越政治障礙，發展經濟。厄紮爾在1982年辭去副總理

職務後，他在任時的經濟政策大多被沿用。所以軍方在一定程度上滿足了民眾生

存與發展的需要。安邦治國、順民心之舉自當取決於“悲劇”。軍方亦非真正超

脫，其利益要求彰明較著。共和人民黨曾為國家整體利益的代表，是超階級、超 

黨派政治單位的代名詞。時至20世紀70年代，它倏然蛻變，不再具有超黨派和超

階級屬性。此時武裝部隊恰好填補這一空白，借機主持“公義”，在保證軍隊利

益的同時，結束了國家的混亂狀態。軍方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的重合，塑造了武

裝部隊的偉岸形象。然而軍方無論在人事安排，還是在經濟利益方面都滿足了自

己的要求。安全委員會淩駕於一切其他國家機構之上，國家要害部門都安插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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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軍方掌控龐大的經濟網路。1980年政變後軍方所控制的經濟實體也在受特殊

照顧和保護之列。這些事實反映了軍方行動背後的驅動力乃是現實利益，並非抽

象的愛國情結。政變是土耳其民主化進程回歸國情的推動因素。毋庸置疑，政變

前土耳其在民主發展方面與過去相比確有進步。至少有更多政黨和民眾參與國家

政治生活，意識形態呈現多元化趨勢。然而這並不代表民主時代的真正來臨，因

為此時的民主是無序的。秩序缺失的民主不但不能帶來安全與發展，相反，它加

劇了土耳其政治動盪，不利於國家事業的順利開展，其意義稍顯貧薄。1980年政

變其實是將民主限止在一個可行範圍內，拋棄絕對的、抽象的民主，發展現實而

非理想的民主，因此，不能將其作為土耳其民主化進程的逆轉。 

軍人政治與文官治理模式 

在土耳其，擬定國家存在與發展的方略是政變後軍方的困難所在，穩定國內

局勢則是軍方的首要任務。新領導集體的建立是推行新舉措的起點。土耳其新領

導機構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總參謀部長埃夫倫將軍擔任該委員會主

席。德米雷爾政府和原議會被解散，軍政府總理為海軍上將烏魯蘇。顯然軍方完

全控制了政府。軍人集團盡可能減少文官的政治參與，削弱其影響力。軍事當局

廢止了現行憲法，宣佈在全國實行軍管。工會活動和工人罷工均被禁止。穩定局

勢的內容還包括整肅恐怖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參與過謀殺活動的好戰分子被批捕

和受審判，秩序與和平很快得以恢復，這對于其他工作的順利開展大有裨益。處

理歷史遺留問題是軍政府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其核心內容是清算政變前的政黨。

軍人集團把政變前的危機歸咎于政黨及文官。因此，民族行動黨和救國党的領導

及其他黨員都受到指控。1981年後軍方對政黨的態度漸趨強硬，並最終“取締所

有政黨和沒收其財產”。從法律上講，土耳其的兩個主要政黨即共和人民黨與正

義黨均已不復存在。取締共和人民黨標誌著凱末爾主義制度和意識形態演變的正

式終結。構建新的權力體系是政變的邏輯延伸，也是政變後軍方的第三個主要任

務。強化總統權力是新權力架構的顯著特徵。1982年憲法將國家權力集中于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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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負責國家安全與獨立，維護國家統一，還被賦予額外的立法和行政權力。總

統的權力與過去一個時期相比明顯加強，而議會至高無上的權威則受到了挑戰。

政黨作為議會構成的核心力量成為重點限制對象。軍人集團對新興政黨予以嚴密

監視，他們著力支援國家民主黨成為執政黨，匡助平民党成為官方的反對黨，軍

方似已獨掌乾坤。土耳其新的權力架構有利於軍人集團強化自身權力。軍人統治

集團被賦予廣泛的權力，它左右著總統和其他重要領導人的選舉。改革高等教育

制度體現了軍方權力在教育界的滲透與延展。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殊地位加強了

軍方在國家事務中的作用。內閣有義務優先考慮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推出的“涉及

維護國家的獨立與存在、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和保護社會和平與安全的措

施”。結果軍隊在新政治架構中的權力大增。然而軍政府亦有其難以擺脫的困

境。人才奇缺是困擾軍方的嚴重問題。軍政府核心成員多為不諳治國之道的職業

軍人，對政務至為陌生。前政府雖人才濟濟，但許多人由於政治原因難以發揮作

用。另外，軍方面臨一個理論性困境。既然軍方宣稱要恪守凱末爾主義，維護民

主制度，那它就需要一種適合踐行民主的形式，但軍方對這種形式的實質及相關

意識形態的範疇等素無清晰概念。顯然除政黨制以外確實難以找到更適宜民主發

展的方式，是以軍方所排拒的政黨政治獲得重生契機，其邏輯結果便是文官政治

的恢復。1960年以來土耳其歷經三次政變，每次政變後均恢復了文官政治，這使

土耳其的政變具有了不同於南美洲國家軍事獨裁的特徵。1980年政變後，軍事當

局承諾在條件成熟時將政權交給文官政府管理。1982年憲法的出臺是恢復文官政

治的標誌之一。該憲法乃是各派互相妥協的結果，幾經修訂至今仍然生效。1981

年軍方採取了建立文官秩序的第一步。國家安全委員會成立了一個諮議會，其主

要任務是起草新憲法，並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建議。諮議會最終擬訂憲法草

案，稍作修改後於1982年11月7日提交全民公投。在20690914名註冊投票者中，

實際參與投票者占91．27％，其中90％以上的人贊成新憲法。這一結果使軍方認

為，人民會支持軍方的任何決定。新憲法是1961至1980年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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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映。在新憲法體系下，土耳其的最高權力由立法機構向行政機關轉移，權力

不平衡和缺少必要制約的狀況有望改觀。1982年憲法強化中央集權的趨勢異常明

顯，然而它又為人民提供了控制制度的手段。即自由的選舉和政黨。人民可以通

過選舉來實現政權的更替，因而集權不會長期存在。1982年憲法比最初人們預期

的要自由得多，它將為新的大選提供基本依據。1983年選舉是恢復文官政治的實

質性步驟。1983年夏，土耳其當局允許自由建立政黨，以便為秋季大選做準備。

至1983年7月中旬，土耳其正式建立的政黨達十四個以上。選舉前夕，國家安全

委員會取締了某些新政黨以避免權力爭奪。選舉法本身也設置了相應的技術性條

件使小政黨生存艱難。最終只有三個政黨獲角逐議席的資格，它們分別是蘇納勒

普領導的國家民主黨、加勒普掌管的平民黨及以厄紮爾為首的祖國黨。1983年11

月6日大選如期舉行，結果祖國黨獲勝。選舉結果表明，土耳其的基本政治結構

仍然穩定。支持右派和中間派的選民占絕大多數；土耳其政治左派也沒有出現分

裂，政治右派的多維度已不明顯。選舉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起碼要承諾做到發

展民主和經濟。這兩個因素是1946年以來決定選舉結果的共同因素。1983年後土

耳其政治在實踐中向文官政治轉化。新上臺的祖國黨領導人厄紮爾逐步掌握了最

高政策制定權，文官政治漸趨鞏固。軍隊作為“國家守護者”的角色定位決非軍

人集團在牢掌權力情況下還政于文官的動因。“還政義舉”乃是源于政治文化、

權力結構等限制因素。土耳其政黨制的發展是理解軍方此舉的思路之一。自凱末

爾時代始，政黨治理一直是土耳其政治構建的主流形式，並逐漸得到土耳其政治

家和民眾的認可。政黨政治在土耳其有一定的政治和社會基礎，這成為文官政治

得以恢復的重要原因。另外，文官群體的不可替代性也是理解文官政治複歸的線

索。軍方可以變更政府，但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土耳其的人力資源結構，而僅憑

軍方之力不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它必須依賴文官。政變和此後土耳其的政治發展

實為該國諸多政治力量整合的結果。因此，儘管軍方對政黨政治和文官治理模式

缺乏信任，卻也不可棄之如敝屣，於是方有恢復之舉。解讀還政于文官政府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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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思考方向是局勢已得到控制， 

   總之，1980年政變可謂土耳其民主框架的“理性收縮”。軍方的行為並沒有

真正破壞土耳其民主化進程，而是土耳其民主發展過程中一次緩解矛盾的行動。

1980年政變不是土耳其民主發展遇到的挫折，而是一次民主發展模式的調整。軍

方發動政變旨在保證軍方利益，其客觀後果則是民主事業的“歸位”。政變讓土

耳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回歸現實，不再停留於理想狀態。軍人政治與文官政治的 

分野只具有形而上的意義，軍人政治不等於專制，文官政治未見得即為民主。對

民主的衡量標準不在于政權的軍人特徵抑或文官屬性，而要看其是否“順乎民

意”。民主的發展有其特定的歷史與現實基礎，受各種具體條件的制約，其進步

不是直線式上升的過程，而是一個不斷調試、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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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說明目前土耳其最大黨:正義與發展黨(AK)  

2007年7月22日，土耳其議會選舉揭曉，向來被認為有濃厚伊斯蘭背景的執政

黨正義與發展黨(以下稱“正發黨”)以絕對優勢贏得大選。這是該黨繼2002年後

再次獲得執政機會。8月28日，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進行第三輪總統選舉表決，結

果是，正發党提名的總統候選人、第59屆政府副總理兼外長阿卜杜拉·居爾當選，

並隨後宣誓就任土耳其共和國第11屆總統。與此同時，代表土耳其世俗主義強 

硬派的軍隊表示將堅決捍衛世俗體制，土耳其媒體認為。這是直接針對居爾和正

發黨。軍方態度使土耳其的世俗、伊斯蘭和民主的關係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

焦點。人們對正發党順利執政的原因、正發黨的未來命運，以及該黨執政對伊斯

蘭主義與世俗主義關係的影響發表了不同看法。筆者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需

要對正發黨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繁榮黨在一些關鍵領域的主張和實踐進行比

較。正發黨與繁榮黨有很深的淵源關係，正發党現任主席埃爾多安曾是繁榮党的

骨幹成員。1998年繁榮黨被取締，其成員迅速重組為美德黨，繼續堅持繁榮黨的

基本政策和主張，顯現出明顯的伊斯蘭主義特徵。但同時，美德黨內以埃爾多安

為首的年輕黨員要求以親伊斯蘭立場取代伊斯蘭主義立場的呼聲也日漸高漲。

2001年，美德黨被取締。同年7月，黨內保守派進行重組，成立幸福黨；8月，埃

爾多安領導年輕的改革派組成正發黨。兩黨為參加2002年全國大選做積極準備。

大選結果，幸福黨只贏得2．5％的選票，正發黨以362票當選議會第一大黨，組

成共和國歷史上少見的一黨政府。正發黨與繁榮黨在人員和組織上的前後聯繫，

以及兩黨推崇伊斯蘭教及其價值的共同特徵，成為反對派指控正發黨鼓吹原教旨 

主義、威脅世俗體制的主要原因。但通過比較發現，在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政治

風格、對待歐盟政策和經濟建設等重要領域，正發黨的立場和實踐均富與繁榮黨

有重大差異由於美德黨和幸福党存續時間短，2007年8月27日，即居爾當選總統

前一天，土耳其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比于卡內特強調，軍隊將一如既往地堅決維護

共和世俗和民主制。決不會作出任何讓步。軍方和議會第一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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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沒有出席居爾就任總統的宣誓儀式。這說明世俗主義陣營對正發黨的懷疑仍無

根本改變。 

土耳其正發黨與繁榮黨的差異比較研究 

正發黨其主張與繁榮黨基本一致，故在比較時予以省略。這些差異為正發黨

立足世俗體制的土耳其政壇奠定了堅實基礎，也是考察未來土耳其政教關係發展

趨勢和正發黨命運的關鍵所在。繁榮黨在其前身救國黨時期就被視為原教旨主義

政治勢力而受到土耳其世俗主義陣營關注。繁榮黨的最顯著特徵是主張政治宗教

化和宗教政治化，主張利用宗教解決現實問題，建設伊斯蘭教的理想社會。繁榮

党以道德和文化的眼光認為，土耳其的落後主要是因為受了西方文化的不良影

響。該黨指責奧斯曼帝國後期的坦齊馬特改革(1839—1876年)拋棄伊斯蘭教，引

入西方物質主義、無神論等文化糟粕，導致土耳其穆斯林長期遭受西方文化和政

治的雙重奴役。該黨並歷數西方式現代化給土耳其社會帶來的種種弊病，如享樂

主義盛行、人際關係冷漠、紅燈區氾濫、社會欺詐和投機現象普遍、貧富差距懸

殊、弱勢群體缺少保護、傳統美德遭到破壞等。繁榮黨號召以土耳其傳統文化為

基礎，重新確認土耳其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認同，走一條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發展道

路；強調伊斯蘭教在“探討社會認同和正義的道德框架”時的地位和作用，主張

通過發展社會道德來徹底剔除西化主義的影響，根治社會弊病。 

繁榮黨明確提出國家必須負起責任，號召借助國家權力推行伊斯蘭化，全面

推動社會道德的重建與發展。該黨相信，只有發展社會道德才能推動經濟發展，

提高物質生活水準，最終建成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提高土耳其的國際地位，使

土耳其擔負起引導穆斯林世界復興，共同對抗西方霸權的重任。繁榮黨聲稱，其

政治作用就是要填補土耳其西化政策所導致的道德和文化真空，號召選民支持繁

榮黨的政治事業，並解釋說支持繁榮黨就是支持伊斯蘭教，就會獲得今後兩世的

裨益。繁榮黨將宗教與政治緊緊聯繫在一起，宗教不但是該黨爭取社會支持的宣

傳工具和重要決策依據，而且被視為國家的重要職能領域。繁榮黨視世俗主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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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認為現行世俗主義限制宗教自由，阻礙社會道德進步。它

強烈抨擊土耳其的西化精英和世俗主義者，稱他們與西方帝國主義和猶太複國主

義勢力相勾結，利用國家機器和手中的權力壓制穆斯林的宗教要求。繁榮黨的這

些主張與共和國的政教分離原則發生明顯衝突，被土耳其軍方和世俗政黨認定為

原教旨主義政治勢力。同時，繁榮黨為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而不時改變策略，甚

至不惜放棄原有立場，更加深了人們對它濫用宗教從事政治的看法。總之，繁榮

黨的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言行引起世俗主義陣營的警惕與強烈不滿，導致繁

榮黨政府於1997年被迫辭職，繁榮黨自身隨後被判決取締。 

與繁榮黨公然以宗教作為政治旗幟相比，正發黨則十分注意保持與宗教的距

離，並明確劃清了政黨與宗教的界限，反對利用宗教從事政治。埃爾多安認為，

政治宗教化是熱衷於意識形態鬥爭的冷戰思維的表現，易導致政黨走向偏激、排

外等。他說：“讓宗教為政治服務，以宗教為工具，並以宗教名義排斥異己，不

僅危害社會和平、政治多元，而且危害宗教自身。”埃爾多安還認為，土耳其已

處於全球化時代，全球化的最顯著特徵是鼓勵參與、拒絕歧視、重視協作與政治

多元，注重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不受侵犯。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宗教搞意

識形態政治明顯與時代精神不符。因此正發黨宣稱，本黨堅持非意識形態、非伊

斯蘭主義的政治道路，黨的宗旨是服務大眾，而不是僅僅關注宗教問題和宗教人

群。當然，作為親伊斯蘭政黨，正發黨並不否認對伊斯蘭教及其價值的推崇，包

括埃爾多安和居爾在內的很多正發党成員都以宗教虔誠而著稱。但他們表示，將

嚴守凱末爾關於宗教限於私人領域的遺訓，尊重個人信仰與政治的界限。埃爾多

安的許多講話一面表示支持伊斯蘭教可以作為政治家個人的生活指南，另一面又

否認正發黨以伊斯蘭教作為指導思想，並對社會上有意混淆宗教與政治關係和不

利於正發黨的種種猜測提出譴責，表示正發黨將在遵守憲法和共和制各項原則的

前提下堅持宗教信仰。正發黨的表態得到一部分人的認可，人們注意到在正發黨

內，伊斯蘭教是用來增強黨的凝聚力，激發黨員的工作熱情。對於現行世俗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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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發黨和繁榮黨都認為它過於苛刻，過多干預宗教內部事務，有歧視信眾、違背

政教分離之嫌。但正發黨反對採取繁榮黨式的自上而下的伊斯蘭化來解決問題，

主張應重新定義世俗主義，使其朝著有利於民主自由，有利於政黨之間團結、協

商的方向發展。換言之，正發黨並不反對世俗主義本身，反對的只是在世俗主義

名義下對多元文化、自由主義和社會自主的壓制。正發黨稱這是現代化發展的需

要。它認為，土耳其面臨的問題不是選擇伊斯蘭教或選擇西方，選擇世俗精英還

是選擇信眾，而是選擇現代化理念。傳統的土耳其世俗主義把現代化視為一場文

化轉型運動，主張通過國家權力實現文化的強制轉型，因此賦予國家太大權力，

而忽視了社會力量對現代化的參與，導致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活和官僚主義盛

行。這種舊的國家一社會關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充分暴露出它的弊端，成為禁

錮社會活力，妨礙經濟和現代化進一步發展的消極因素。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

實現權力的重新分配，改變自上而下式的官僚主義和國家主義結構，激發社會的

創造潛力，其中包括放棄對伊斯蘭教和信眾的歧視態度。歸根結底，正發黨把對

社會保持高度信任視為自己與凱末爾世俗主義的最大區別，並以此顯示自己的非

意識形態主張正是出於對社會自主能力的重視和尊重。埃多安也多次向公眾保

證，正發黨不會將伊斯蘭教及其價值強加於全體社會，正發黨的追求只是展示虔

誠信教之人如何成功地從事政治，領導國家和民族走向繁榮。 

綜上所述，正發黨對宗教與政治關係的理解可以概括為兩點：(1)承認信仰宗

教並尊崇伊斯蘭教價值，但反對將其強加於全體社會，反對利用宗教進行政治鼓

動，壓制社會多元文化。(2)擁護世俗主義，但要求擴大宗教自由，允許選民自

由表達宗教認同。正發黨的這些主張使該黨能夠做到儘量避免過度抨擊世俗主

義，而重點關注全體人民的各種不同要求，擺脫單純強調宗教問題的狹隘視野。 

在專制與民主之間抉擇政治觀的差異使繁榮黨和正發党形成不同的政治風格，由

此產生了不同的政治影響。繁榮黨堅信自己代表絕對真理，表現在政治方面便是

對自己不感興趣的社會呼聲缺乏重視。首先，繁榮黨大搞黨內集權，埃爾巴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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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幾個人組成的政治局壟斷黨的決策，以鞏固“團結”為名，反對任何批評 

與自我批評，在黨內形成森嚴的等級結構。繁榮黨對此解釋為：“我們的文化中

沒有批評的空間。如果一個人缺乏幹好事的能力，就必須幫助有能力的人幹好

事。”因此，黨的意志實際是少數的領導幹部的意志，與黨的基層成員始終存在

一定距離，甚至某種程度的對立。其次，在國家層面，繁榮黨傾向於支援保守的

權力結構，主張利用國家權力自上而下地推廣道德發展計畫，這使該黨的主張看

起來難以自圓其說，因為它一方面批評世俗主義控制宗教，限制宗教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自身又積極通過控制宗教來擴大影響。這實際上體現了繁榮黨對社會的

極度不信任思想。繁榮黨認為，除其成員及支持者之外的土耳其社會已陷入思想

迷誤，並輕蔑地稱那些遠離伊斯蘭道德的人為“迪斯可男孩”，宣稱拯救他們，

幫他們脫離道德危機或思想迷誤是本黨的神聖職責，而那些幫助和支持繁榮黨的

人，將獲得後世豐厚的報償。繁榮黨以此為自己自上而下控制社會的做法披上神

聖的外衣。繁榮黨的政治專斷引起嚴重的政治後果，在黨內導致分裂，形成不滿

埃爾巴坎家長制作風的少壯派與以埃爾巴坎為首的元老派的對抗局面，削弱了黨

的力量。在黨外，繁榮黨和支持自己的選民同大部分社會成員不斷發生衝突，影

響黨的支持率保持穩定；世俗主義反對派更是認為與伊斯蘭主義做鬥 

爭就是保護民主。 

正發黨扭轉了繁榮黨的上述做法。首先，放棄繁榮黨的絕對主義論調，拒絕

為政治預設一個神聖前提和使命的做法，強調黨必須為全體社會服務，否認宗教

利益代表全體社會的利益。其次，強調以尊重民主而非宗教作為黨的首要議題，

主張通過民主解決分歧。埃爾多安稱民主的意義在於它是一種思想的交流和最大

程度的協商。居爾則認為，保守、現代、民主三者相加是正發党吸引選民的最主 

要因素。正是基於對民主的尊重，正發黨否認政治上存在不容談判的絕對真理，

認為政治生活必須堅持對話、妥協和法治的原則。正發黨尊重全體社會的利益和

要求，原因之一是它清醒地認識到了軍方的意志、權威，以及社會利益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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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自己在政治上一意孤行可能帶來的風險做了充分估計。但它的社會與政治影

響卻是十分積極的，那就是正發黨時刻注意吸收來自社會各層面的資訊和不同意 

見，尤其注意在重大問題上通過協調、溫和的方法與世俗主義陣營達成共識，減

少政治阻力。它大量吸收祖國黨、共和人民黨等反對黨成員參與政府的工作，儘

量體現民主精神和對世俗主義者的善意， 

避免被人指責為專制、排外。2005年，議會表決有關取消禁止女性在學校佩戴頭

巾問題的提案。正發黨雖然支持該提案，但經過對其他黨派意見的瞭解和分析，

最終還是投了反對票。這種溫和與協商的立場，顯示出正發黨的包容精神，有助

於正發黨化解反對派的疑慮，贏得社會各界的信任，鞏固已有的政治地位。比起

黨外的協商民主，正發黨在黨內仍保留有濃重的集權色彩，埃爾多安和埃爾巴坎 

一樣，剝奪黨員和國會議員的自主權，把權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但這樣做的

動機與繁榮黨有所不同：繁榮黨搞黨內集權旨在擴大宗教對政治的影響，貫徹繁

榮黨的道德主張；正發黨集權則是防止黨的基層成員提出過激的宗教性要求，以

使本黨非意識形態、非伊斯蘭主義的宣傳口徑保持一致，避免給反對派造成口

實。這種把民主與集權集於一身的現象是土耳其特定政治環境下的產物，從一個

側面說明正發黨維護現行政教分離體制、尊重社會多元文化需求的決心。 

 

關於“麵包”的許諾與兌現 

決定正發黨和繁榮黨各自政治命運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兩黨各自的經濟業績。

在繁榮黨上臺之前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土耳其貧富分化、通貨膨脹現象十分嚴

重，失業率居高不下。繁榮党向選民許諾要努力改變這一狀況。繁榮黨上臺後所

控制的一些地方政府率先行動，而且政績斐然，贏得人們廣泛讚譽。像伊斯坦堡

和安卡拉兩大城市政府在改善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和加強公共設施建設方面成

效顯著。但總的來看，在繁榮黨任期內，土耳其經濟形勢並沒有明顯好轉，其主

要原因在於：首先，繁榮黨執政時間較短，從1995年12月選舉上臺到1997年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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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臺，中間只有不到兩年時間，原定的很多經濟計畫來不及實施。其次，繁榮黨

與正確道路黨等世俗右翼保守政黨組成聯合內閣，政治上受到牽制，各項決策難

以達成一致，政策缺乏效力。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與繁榮黨自身有關。繁

榮黨的意識形態思維不僅體現在政治領域，而且滲透到經濟領域，主要表現為用

道德批判代替物質批判，工作重點不是放在制定系統有效的經濟措施上，而是放

在與世俗主義陣營鬥爭、鞏固自身政治地位方面，致使繁榮黨的經濟計畫大多脫

離現實。總之，繁榮黨政府在經濟領域表現欠佳，導致該黨在最主要的問題上喪

失人們的信任。在繁榮黨下臺後，土耳其經濟形勢更加惡化，至正發黨上臺之前

已達到十分嚴峻的地步。 

2000年底至2001年初，長期積聚的各種矛盾加上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使土

耳其爆發了史無前例、幾乎波及其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金融危機：銀行發生大規

模的擠兌，金融機構、包括政府短時間內現金奇缺，銀行間拆借利率一夜之間上

升30％，股市暴跌，貨幣迅速貶值。危機造成中小企業紛紛破產，失業人口劇增，

普通百姓生活狀況嚴重惡化。這種局面帶來嚴峻挑戰，加重了正發黨上臺執政的

難度。在競選宣傳中，著重強調改善人們的經濟生活，而不是過多社會的道德危

機。上臺後，正發黨進而制定詳細的經濟計畫，著力緩解經濟危機，主要包括加

大宏觀調控力度、推行金融機構改革、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

入、努力推進私有化進程，以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擺脫危機困擾為突破口。2002

年11月，正發黨公佈了施政方案，宣佈將向受2001年2月金融危機衝擊的四十萬

家小企業提供十二億美元貸款，幫他們重新營業；承諾為市民提供便宜的電價和

水費，減少稅收，減輕農民的債務負擔，為他們供應廉價燃料；計畫加強全國主

幹道和基礎設施建設，懲治腐敗，消除貧困等。上述政策實施不久即獲得顯著效

果，幫助正發黨更加贏得民心，使該黨在一年多後的全國地方選舉中再創佳績，

以42％的得票率打破記錄，獲得全國八十一個城市中包括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和

首都安卡拉在內的五十七個市長職位。總理埃爾多安在新聞發布會上稱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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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再次投了穩定、正義和發展一票。至2007年全國大選前，不到五年時間，正發

黨引領土耳其經濟不但走出持續低迷的狀態，還實現了年均經濟增長率7％的歷

史最高水準。通貨膨脹率也被穩穩地控制在10％以內，達到近30年以來的最低點。 

正發黨取得良好的經濟成就，其成功之道如下：(1)選擇了正確的經濟改革方

向，特別是使中小企業樹立起發展經濟的信心，改善了國營企業和金融業的不良

運行；(2)正發黨控制議會多數並單獨組閣，實現了土耳其數十年來罕見的議行

合一，提高了決策效率；(3)繁榮黨之後的幾屆政府經濟表現差強人意，軍方對

保護世俗主義的重視高於對經濟改革的重視，引起人們不滿。人們普遍寄希望於

正發黨“麵包加民主”、物質利益優先的改革主張，從而為正發黨放手從事經濟

改革創造了良好的社會和政治環境。 

   顯著的經濟成就成為正發黨最大的政治資本，使該黨不僅贏得了社會大多數

成員的支援，而且減少了反對派施加的壓力，緩解了政治緊張氣氛。例如，“當

有人說正發黨政府的壞話時，前總統德米雷爾居然一反批評政府的常態說：雖然

各界政府都制定過很多宏偉目標，包括拿掉里拉的6個零49，但成事的卻只有正發

黨!在這點上不服不行。”類似看法構成一股強大民意，有效地阻止了以軍隊為 

首的強硬派對正發黨橫加干預，使正發黨得以免遭被繁榮黨推翻和取締的厄運。 

結論 

對正發黨與繁榮黨的各種差異，有人認可，亦有人反對。反對者認為，這不

過是伊斯蘭主義的一種策略偽裝，正發黨根本上並沒有改變利用宗教干預政治的

企圖。他們用“伊斯蘭主義者始終是伊斯蘭主義者”這句話，繼續表示對正發黨

的懷疑和不信任。但支持者認為，土耳其伊斯蘭主義確實已發生明顯改變，正發

黨的非意識形態、親民主、親歐盟的政治立場，表明了伊斯蘭主義願同世俗主 

義和民主實現對話與和解的誠意。持這一看法的主要是土耳其企業界、自由派知

                                                      

49
是指經濟改善使土耳其有條件實行貨幣改革，正發黨政府新發行的土耳其里拉一舉去掉了面值

後面的6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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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份子、虔誠的穆斯林和大部分社會弱勢群體。不管哪一種看法，至少有一點可

以肯定，就是作為明顯親伊斯蘭的政黨，正發黨通過調適政策和觀念，已成功躋

身於土耳其政治主流，並連續兩屆執政。這種調整不僅決定了正發黨的政治命運

不同于繁榮黨，而且對土耳其的各方面生活，尤其是政治領域產生深遠影響。首 

先，使世俗陣營與伊斯蘭主義的關係總體趨向緩和。正發黨執政期間，軍方和世

俗主義強硬派依舊對正發黨多次發出警告，但都沒有採取實際行動，說明兩者關

係已不如繁榮黨執政時期那樣緊張。這既是凱末爾主義對社會的控制逐步放鬆的

結果，也是正發黨努力進行政策調適的結果。這種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相互克

制的關係如果能夠維繫較長時間，有可能使二者在堅持政教分離的前提下，達到 

一種新的、比較和諧的關係狀態。其次，20世紀90年代以來，土耳其的社會變化

要求國家政治生活的重心隨之而變化。正發黨應這一趨勢，提倡求同存異，重點

發展經濟，設法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物質需求。這種政策重心的轉變有助於團結不

同社會群體，凝聚民族精神，共同面向未來。再次，正發黨按歐盟提出的標準進

行改革，掀起建國以來的第二輪改革浪潮。這些被歐盟官員譽為“阿塔圖爾克建

立共和國以來的二次革命”的改革，有利於土耳其擺脫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的

空泛爭論，適應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趨勢，更加積極主動地融人全球經濟，

拓展政治空間。最後，從整個中東地區來看，90年代以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

力呈現逐漸消退的趨勢；在土耳其，則表現為繁榮黨勢力的衰落。正發黨的政策

調整使人們看到原教旨主義的自我轉化趨勢，它有可能會對中東原教旨主義產生

示範效應，使中東原教旨主義朝著溫和而不激進、和解而不對立、民主而不專斷、

現實而非空想的方向逐步演進。 

 

 

 

 



122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歐盟：敵人，還是朋友? 

   在土耳其，如何對待歐盟與西方，不僅是文化和價值觀的問題，而且是重大

的政治問題。是否擁護加入歐盟，向來被世俗陣營視為檢驗是否忠於世俗主義和

西化主義的試金石。在此問題上，繁榮黨和正發黨的認識角度及得出的結論均有

所不同。繁榮黨認為，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是本質不同的兩種文明，西方文明

鼓吹世俗主義、物質主義和無神論思想，破壞穆斯林的社會道德，阻礙土耳其的

進步和全面發展，因此，必須反對西方文明，反對盲目模仿西方和搞西化。繁榮

黨擔心加入歐盟會使土耳其淪為西方的奴隸，喪失土耳其的文化和民族個性，主

張土耳其放棄追求加入歐盟。繁榮黨還進而反對全球化，譴責全球化是威脅土耳

其穆斯林根本利益的西方帝國主義陰謀。繁榮黨政府積極發展與伊朗等伊斯蘭國

家的關係，被認為是其反西方和反歐盟主張的具體體現。 

正發黨執政時期徹底改變了繁榮黨對歐盟和全球化的消極態度。根據2004年7月

發表的一份全國性調查結果，在所有保守民族主義社會人群中，正發黨的支持者

是最不反對歐盟的。正發黨充分肯定歐盟的文化價值，認為歐盟是文明的結晶，

是經濟繁榮、權利與自由(包括在學校佩戴頭巾的權利)這兩大文明特徵的集中體

現。正發黨還反對把全球化等同於西方帝國主義，認為全球化並不是靜態的，而

是一個不斷變化的政治過程，土耳其應積極適應全球化，並藉此加快與歐盟的一

體化進程。埃爾多安上任開始，就把爭取加入歐盟列為總理任期的首要目標；正

發黨政府比歷屆政府更積極地開展與歐盟的入盟談判。經過艱苦努力，歐盟終於

在2005年10月4日通過決議，承認土耳其的歐盟成員候選國地位。土耳其漫長的

歐盟進程至此有了重大突破，極大地鼓舞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信。 

繁榮黨與正發黨的歐盟政策反映出兩黨各自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政治思想的

巨大差異，且帶來不同的政治後果。繁榮党反對並疏遠與歐盟的關係，不僅違背

歐盟是土耳其的最大交易夥伴這一經濟現實，而且為反對派提供了反西化、反世



123 
 

俗主義的“確鑿證據”，加重了社會大多數成員和軍方的不滿。而正發黨雖然仍

背負伊斯蘭主義的嫌疑，但其明顯的親歐盟立場卻使反對派找不到把柄。不僅如 

此，正發黨還利用爭取入盟的契機，在國內引入各項民主化改革措施。比如，依

照哥本哈根標準，保護少數民族權利，允許公共廣播使用庫爾德語和在私立學校

教授庫爾德語；改革落後的教育、行政體制；改革軍方主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人員與構成，擴大文官政府的決策許可權，逐步解決軍人干政問題；對外，改變

土耳其在賽普勒斯問題上的傳統立場，積極回應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制

定的統一全島的計畫。正發黨的上述政策使該黨在政治上贏得了主動，對外贏得

了歐盟的支持與好評，對內則回應土耳其社會的民主化要求，不僅有力淡化了本

黨的伊斯蘭主義色彩，而且將自身描繪成凱末爾主義“追趕當代文明水準”事業

的真正繼承者，為避免與反對派和軍方發生直接衝突奠定基礎。可以說，歐盟作

為一支中間力量，有效地起到了平衡正發黨與反對派的關係、保護正發黨的積極 

作用。 

    

然而，土耳其現今無法加入歐盟主因有三點: 

1.主體意識:歐盟國家大都為基督教國家很難接受一個伊斯蘭國家加入他們的行

列並且一起運作與共享資源。 

2.領土問題: 土耳其申請加入歐洲聯盟（歐盟）。2005年10月入盟談判正式開始，

特別是關於塞浦路斯。島上有1974年以來被劃分在國際公認的塞浦路斯共和國，

少數民族人口主要由希臘人和土耳其支持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北塞浦路

斯土耳其共和國）。南部的共和國，歐盟成員國從 2004年起，希望土耳其向希

臘開放港口的要求在歐盟海關協議，但土耳其拒絕，因為歐盟沒有履行其承諾，

以結束經濟孤立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此外，歐盟輿論和一些歐盟領導人

都反對土耳其入盟，歐盟批評土耳其拖延近幾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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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權問題: 庫德族的獨立運動，在2009年的AK政府做出了積極的姿態，以分裂

的庫爾德工人黨（PKK），提高了永久停火的希望，反抗政府軍在東南部打了幾

十年的游擊戰爭，。1999至2004年停止戰鬥。然而，在2009年底因涉嫌庫爾德工

人黨的聯繫，檢察機關的指控，2010年庫爾德工人黨的合作者，惡化國家關係的

庫爾德少數民族。至今，在土耳其與伊拉克的邊境依然有零星的攻擊事件與爆炸

案發生在大城市。    

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對西方充滿了悖論和困惑。就伊斯蘭自身而言，對民主

尤其對西方的民主理念存在一些背離和差異；就美國的“大中東民主”戰略而

言，又離不開美國的中東利益及其“雙重標準”；就反恐和現代化建設而言，它

們與民主並非絕對成正比。無論如何，伊斯蘭國家的民主化充滿機遇和挑戰，且

變數不少，因此極具可能性與艱巨性。中東與北非各國可利用這波茉莉花革命的

民主浪潮，立足於各自的傳統和社會實際，借鏡西方的民主制度和現代化經驗，

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改革，逐漸建立起適合自己的民主制度，完成國

家的現代化轉型。然而，土耳其需要靠憲法的修正與更健全與完整的人權制度，

將賽浦路斯與庫德族問題徹底解決，才會在自由之家的政治評比中成為完全自由

的民主國家。 

 

 

 

 

 

 

 



125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份 

丁隆（2006），〈伊斯蘭教與中東民主化進程〉，《阿拉伯世界研究》，第 6期。 

丁俊等（2008），《〈古蘭經〉基礎簡明教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王林聰（2007）。《中東國家民主化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林聰（2006），〈關於阿拉伯國家民主化道路的思考〉，《阿拉伯世界研究》，第

3期。 

王謙等（譯），David Potter 等（原著）（2003）。《最新民主化的歷程》。台

北：韋伯文化國際。 

李酉潭、陳志瑋（譯），Georg Sorensen（原著）（2008）。《最新民主與民主

化》。台北：韋伯文化國際。 

李酉潭、張孝評（2002），〈台灣民主化分析── 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

驗〉，《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0 卷第 2 期。 

范若蘭（2008），〈伊斯蘭教與東南亞國家現代化關係芻議〉，《東南亞研究》，

第 4期。 

易君博（1993）。《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 

卓漢·伊爾維恩與楊啓光（2002），〈印尼伊斯蘭運動辨析〉，《東南亞研究》，第 5

期。 

袁方（2002）。《社會科學研究法》。台北：五南書局。 

聶崇信（譯），Carl Cohen（原著）（1988）。《論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 

東方曉（譯），John L Esposito（原著）（1999）。《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26 
 

廖申林（2009），〈近代伊斯蘭思潮與伊斯蘭教的發展〉，《黑龍江史志》第 29

期。 

黃旻華﹙2006﹚，「如何看待穆斯林社會中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複層次迴歸

模型的實證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1 期。 

劉軍寧（譯），Samuel P. Huntington（原著）（2008）。《第三波 20 世紀後期民

主化浪潮》。台北，五南出版社。 

戴繼誠（2009），〈宗教與政治的關係芻議〉，《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29 卷第 2 期。 

虞衛東（2006），〈中東民主化的可能性和艱巨性〉，《阿拉伯世界研究》。第 3

期。 

錢雪梅（2009），〈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與伊斯蘭教的政治化〉，《西亞非洲》，第

2 期。 

貳、西文部份 

“Th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5.”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 

ge=351&ana_page=291&year=2005 (accessed May 21, 2011). 

“Egypt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Year Book 2005.” http://www.sis.gov.eg/En/Pub/yea 

rbook/yearbook2005 (accessed May 21, 2011). 

Al-Ansari, Mohammed Jaber (1995). Takween al-arab al-siyassi wa magza al-dawlah 

al-qatariyya: madhal ila iadat fahmi al-waqia al-arabi.Beirut: Centre for Arab 

Unity Studies. 

Beblawi, H. and Luciani, Giacomo (1987). Nation, State and Integration in the Arab 

World Vol. II. London: Croom Helm. 

Cook, M. (1970).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ffendy, Bahtiar (2003). Isalm and the State in Indonesia. Singapore: Insi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ickelman, Dale F. and James Piscatori (2004). Muslim Politics. Princeton, NJ: 

http://66.163.168.225/babelfish/translate_url_content?.intl=tw&lp=zh_zt&trurl=http%3a%2f%2fwww.eywedu.com%2fArab%2falbs2006%2falbs20060307.html


12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posito, John L. (2005). Can You Hear Me Now: What a Billion Muslims are Trying 

to Tell US. New York: Gallup Press. 

Freedom House (2001-2003). Freedom in the World: Muslim, (2001-2003). New York: 

Freedom House. 

Freedom house (l997-2011).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Turkey. New York: Freedom House. 

Huang, Min-Hua (2004). Why Do People Support Political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ight Muslim Societ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Huang, Min-Hua (2005). “Islam and Democracy: A Global Perspective.”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2:109-3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fice (HDRO), UNDP (2005).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Towards Freedom in the Arab Worl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 (1984). “Will Countries Become Mor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9.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Hussein, Mahdavi (1995). The Patterns and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ntier States: the Case of Iran. Beirut: Centre for Arab Un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2004). “Can Saudi Arabia Reform Itself?” Middle 

East Report, No.28. 

Kaplan, Sam (2002). “Din-U Devlet All Over Again?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Secularism and Religious Militarism in Turkey Following 1980 Cou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4:113-127. 

Kedourie, Elie (1992). Democracy and Arab Political Culture.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Lewis, Bernard (1993).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Bernard (2002).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Oxfor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8 
 

Luciani, Giacomo (1987). Allocation vs. Production Stat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London: Croom Helm. 

Long, David E. and Reich, Bernard (2002).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Madjid, Nurcholish (2003). “Islam yes, Islamic paties no!” In David Bourchier and 

Vedi R. Hadiz (eds.), Indon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pp.89-90). London: 

Routledge. 

Midlarski, Manus I. (1998). “Democracy and Islam: Implications for Civilization 

Conflict and Democrati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3:485-511. 

Mintaredja, H.M.S. (2003). “Islam and Politics, Islam and State in Indonesia: A 

Reflection and Revision of ideas.” Indon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92-93. 

Norris, Pippa and Ronald Inglehart (2004). “The Secularization Debate.” in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osusney, Masha Pripstein (2003). The Middle East’s Democracy Defici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ulder: Lynne Pienner Publishers. 

Posusney, Masha Pripstein and Michel Penner Angrist (2005).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Regimes and Resistance. Boulder: Lynne Pienner Publishers. 

Rabasa, Angel M. (2004). The Muslim world after 9/11.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Sanli, Solen (2005). Veiling as Identity Politics: The Case of Turkey. The Discourse 

of Sociological Practice, Vol. 7, No.1-2:295-308. 

Somer, Murat (2007). “Moderate Islam and Secularist Opposition in Turkey: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Muslims and Secular Democrac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8, No. 7:1271–1289. 

Swatos, William H. Jr and Kevin J. Christiano (1999). “Secularization Theory: The 

Course of a Concept.” Sociology of Religion, Fall. 

Wahid, Abdurrahman (2003). “Islam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Order.” Indon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No.11:225-226 

Yacoubian, Mona (2005). Promoting Middle East Democracy II: Arab Initiatives.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Zubaida, Sami (1996). “Turkish Islam and National Identity.” Middle East Report, 

199: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