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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世界心臟地帶的「阿富汗尼斯坦」（Afghanistan），通稱「阿富

汗」，因在地理上擁有重要的戰略位置，使其成為歷史上世界的一大中心

—東西方文明在此處交匯，南來北往的商賈和僧侶在這裏聚集交流。隨着

時間流逝，多年來連綿不斷的戰爭使這片土地千瘡百孔，更令阿富汗昔日的

光環黯然失色。阿富汗被視為是貧瘠的邊緣化國家。就在阿富汗近乎被遺忘

之際，「9•11」事件徹底改變了世界政治的發展軌跡，同時亦扭轉了阿富

汗國家及人民的命運，使其再次備受全球矚目。這個曾聞名於世但如今受盡

戰爭蹂躪的國家，讓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國名淵源

阿富汗位於亞洲中西部的內陸國家。在古代，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兩側的土地屬於「阿里亞納」（Ariana）的一部分，即雅利安人居住的

地方；伊斯蘭時期被稱作「呼羅珊」（Khorasan），意思是太陽升起的地方，

屬阿拉伯帝國的東面邊境。「阿富汗人」一詞最早出現於公元10世紀，在

一部關於普什圖族（Pashtun）的著作中，被專指為一個特定的族群。直到

18世紀，才被泛指整個普什圖民族。

「阿富汗尼斯坦」一詞於13世紀首次被用來指如今阿富汗東部地區。到

14世紀時，被特指普什圖族群聚居的蘇萊曼山區（Sulaiman mountain areas）

及其周圍一帶，地域較廣泛，但仍比現今的國土要小得多。到了16世紀，

「阿富汗尼斯坦」所指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喀布爾（Kabul）以南地區。

1747年，出生於普什圖族中阿布達里（Abdali）部落（或稱杜蘭尼）的

阿赫馬德沙赫（Ahmad Shah Duranni）以坎大哈（Kandahar）為首都，創建了

阿富汗歷史上第一個獨立且統一的國家。一直到19世紀90年代，當代阿富

汗的版圖才基本上被確定。從那時起，「阿富汗尼斯坦」成為這個國家的正

式名稱。從前被特指普什圖民族的「阿富汗人」，也被泛指為居住在這個國

家裏的所有種族。
1  

19世紀後，阿富汗王國逐漸衰落，繼而成為了大英帝國和沙俄角逐的戰

場。1919年，阿富汗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並將8月19日定為獨立日。1979

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開始對阿富汗長達9年的軍事佔領。1989年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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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撤出阿富汗後，阿富汗陷入內戰。1994年塔利班掘起，於1996年成功攻

佔首都喀布爾，建立了政權。翌年10月，塔利班改國名為「阿富汗伊斯蘭酋

長國」（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在阿富汗實行伊斯蘭統治。「9•11」

事件後，在美國的軍事重壓下，塔利班政權垮台。往後，阿富汗啟動了戰

後重建的「波恩進程」。2004年1月，阿富汗頒佈新憲法，定國名為「阿富

汗伊斯蘭共和國」（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同年10月，卡爾扎伊

（Hamid Karzai）當選為阿富汗首任民選總統。
2 

國旗

阿富汗的國旗主要由白色的清

真寺壁龕與講壇所組成，兩面旗幟

位於其兩側。在國旗上採用穆斯林

常用的黑紅白綠四色。阿富汗的國

徽呈圓形，兩捆由綬帶束紮的谷穗

構成圓形，上部中央置有連着一個

升起的太陽的薩哈達（Shahadah）。

中間為具伊斯蘭宗教色彩的清真寺圖案，下端為伊斯蘭教的一句名言：「萬

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There is no God but Allah and 

Mohammed is his messenger）。「阿富汗」與「1298」位於國徽下部。整個圖

案由兩柄交叉的阿拉伯彎刀環抱，為金黃色。
3

地理條件

阿富汗位於南亞東北部，中亞南部，在歷史上被稱為通向南亞大陸的

「鑰匙」。它地處北緯29.35至38.40、東經60.31至75之間，與中國青藏高

原的緯度相近。其國土總面積為65.23萬平方公里。
4 
阿富汗北鄰土庫曼斯坦

（Turkmenistan）、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o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西接

伊朗（Iran），南部和東部與巴基斯坦（Pakistan）相連，而東北部突出的狹長

地帶與中國接壤。如今阿富汗的版圖自19世紀英俄戰爭後，並沒有作出太

大的調整。
5 

薩哈達

薩 哈 達 ， 又 稱 清 真
言，是伊斯蘭教的信
仰基石。在皈依伊斯
蘭 教 時 ， 所 有 穆 斯
林 都 要 誦 讀 「 薩 哈
達」，表示歸信。

 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的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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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陸路邊界為5,529公里，其中與土庫曼斯坦接壤約744公里，

與塔吉克斯坦接壤約1,206公里，與土庫曼斯坦接壤約744公里，與伊朗接

壤約936公里，與中國接壤約76公里，與巴基斯坦接約2,430公里。目前巴

基斯坦和阿富汗（簡稱巴阿）的實際邊境線稱為杜蘭德線（Durand Line）。

該線於1893年由當時的英屬印度政府外務大臣莫蒂默•杜蘭德（Mortimer 

Durand）主持劃定，直到1947年印巴分治之前並沒有受到質疑。而後來該線

的合法性遭到阿富汗政府和跨越巴阿邊境的普什圖族所質疑。阿富汗聲稱杜

蘭德線是強者加諸於弱者的，而這條線對重建普什圖尼斯坦有利；巴基斯坦

則聲稱自己是該地區英屬印度的繼承者，並重申該線的永久合法性，故杜蘭

德線現仍為巴阿兩國的實際分界線。

陸地

阿富汗是多山、多沙漠的內陸國家，山地和高原佔全國面積五分之四，

平原地帶主要分佈於北部和西南部，其中很多地區都是沙漠，或者是荒原。

位於伊朗和巴基斯坦邊界附近的，是有名的多石沙漠，如：達什基•伊•瑪律

哥（Dashti Margo，俗稱死亡沙漠）和雷基斯坦（Registan Desert，俗稱沙漠之

地）。
6 

有「阿富汗脊樑」之稱的興都庫什山脈從東北部綿延到西南部，將

阿富汗分截為南北中三個部分，即中部高地、北部平原和西南高原。
7

中部高地

中部高地的面積大約有414,398平方公里。這一地區溝壑峽谷縱橫，歷

史上是阿富汗重要的戰略防禦地帶。位於區域內的開伯爾山口是中亞地區與

南亞次大陸之間最大且最重要的山隘。這一地區較為乾燥，夏季平均氣溫為

攝氏26.7度，冬季則較為寒冷。這裏既有荒漠草地，也有草甸草原。

南部高原

這一地區主要由高原和沙漠組成。除了西南部沿河地帶外，其餘地區的

土壤貧瘠。儘管河流交集，但這裏只有大約129,499平方公里的荒蕪地區，

平均海拔有914.4米。坎大哈省位於該區，海拔約有1,066米。經常出現沙

塵暴等惡劣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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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平原

這一區域涵蓋了阿富汗103,600平方公里，是土壤較為肥沃的丘陵和平

原地區。阿姆河（Amu River）發源於這一地區的山麓地帶。這帶的平均海拔

約609米。該區是阿富汗的魚米之鄉，並有大量的自然資源如礦產和天然

氣。

總體上阿富汗地勢頗高，平均海拔為900–1,200米。位於瓦罕走廊

（Wakhan Corridor）的諾沙克峰（Noshaq）是阿富汗最高的山峰，海拔7,485

米。而阿姆河的海拔為258米，是阿富汗海拔的最低點。

興都庫什山脈

起源於阿富汗和中國的興都庫什山脈，由東北至西南斜貫阿富汗全國，

綿延共1,200公里，長年積雪，是世界上最大的山脈之一。興都庫什山脈決

定了阿富汗的氣候和地理狀況。山脈之巔猶如一個大型水池，哺育着阿富汗

的山山水水，因此阿富汗亦可稱為「興都庫什山的饋贈」。

 阿富汗是多山的內陸國家，高地佔國土面積五分之四之多。圖為興都庫什山脈，從高空俯
瞰，山脈連綿不斷氣勢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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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都庫什山及其支脈有許多重要山口：位於從帕米爾（Pamir）到喀什

米爾（Kashimir）通道上的巴羅基里山口（Boroghil Pass）；位於馬扎里沙里夫

（Mazar-i-Sharif）和喀布爾之間通道上的西巴爾山口（Shibar Pass）；位於從土

庫曼斯坦的庫什卡（Serhetabat）到阿富汗的赫拉特（Herat）通道上的拉巴 

特•依•米爾查山口。後兩個山口是阿富汗境內連接東西的重要險關。
8 

瓦罕走廊是阿富汗巴達赫尚省（Badakhshan Province）至中國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境內呈東西向的狹長地帶，位於帕米爾高原南端和興都庫什山脈北段

之間的一個山谷。歷史上是古絲綢之路的一部分，也是華夏文明與印度文明

交流的重要通道。瓦罕走廊北依帕米爾高原南緣與塔吉克斯坦相鄰，南傍興

都庫什山脈東段與巴基斯坦及巴控喀什米爾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噴赤河

（Panj River）及其支流帕米爾河（Pamir River），東接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

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瓦罕走廊長約400公里，東西走向，其中在中國境

內長約100公里，南北寬約3至5公里，最窄處不足1公里；其餘300公里在

阿富汗境內，最寬處約75公里。中阿兩國在狹長的瓦罕走廊東端相毗鄰，

邊界線只有92.45公里。瓦罕河由西向東流160公里後，在當地主要村莊卡

 喀布爾河發源於瓦爾達克省的烏奈山口，並流經喀布爾省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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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尼亞茲貝格（Qal’eh-ye Niaz Beyg）附近注入帕米爾河。瓦罕走廊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其東、南兩面地勢較高，西、北部地勢較低。瓦罕走廊屬於

高寒山區，每年除6至8月外，均為大雪封山期。中阿接壤的邊境地區基本

上是人跡罕至的荒漠高原，地勢複雜，氣候惡劣，不適宜人類居住。該地區

是瀕危動物阿富汗雪豹、馬可波羅羊的主要棲息地之一。
9

河流

阿富汗的河流幾乎都發源於興都庫什山脈，並流向周邊地區，可以分成

四個主要水系：

阿姆河水系

阿姆河水系（Amu River）是一條具有歷史意義的中亞河流，發源於帕米

爾高原，全長約2,400公里，從東向西北流入咸海（Aral Sea）。阿姆河的上

游約1,100公里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兩國的界河。北方地

區，土地肥沃，水利灌溉條件較好，是阿富汗的重要農業區。阿姆河也是阿

富汗唯一可以通行船隻的河流，有希爾汗•班達爾和海拉塘港分別與塔吉克

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兩國相連。該流域的馬扎里沙里夫城市是阿富汗的第四

大城市。

喀布爾水系

喀布爾水系（Kabul River）發源於瓦爾達克省的烏奈山口，從西向東流

入印度河，長350公里。喀布爾河灌溉着東部90,000多平方公里的區域。這

裏氣候溫暖，宜種植果樹和農作物。首都喀布爾城位於喀布爾河的上游地

區，海拔1,850米，喀布爾河會流經市區。

赫爾曼德河水系

赫爾曼德河水系（Helmand River）發源於喀布爾河巴米揚之間的帕格曼

山。全長1,300公里，從東北向西南流經平原和沙漠地帶。在赫爾曼德河流

域發現的廢墟顯示，這裏曾經是亞歷山大大帝長途跋涉過的古代大道。赫爾

曼德河流域內有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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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盧德河水系

哈里盧德河（Hari River，哈里河）水系發源於巴米揚境內的庫赫•巴巴山

區（Baba mountain range），位於阿富汗境內，長650公里。因受哈里盧德河及

其諸多支流的灌溉，這一帶水草豐饒，作物茂盛，風景秀美，是中亞最肥沃

的土地。全國第三大城市赫拉特，位於哈里盧德河的北岸。

這四個水系的流域也是阿富汗的四個主要農業區，即阿姆河流域、赫拉

特河西部地區、赫爾曼德河流域和喀布爾河下游地區。全國有可耕地1,400

萬公頃。農田約780萬公頃，68%為水澆田，利用河流、水渠、坎兒井和泉

水進行澆灌；32%為旱田，完全依靠雨水澆灌。
10

氣候

阿富汗雖位於亞熱氣候帶，但因遠離海洋，海拔又高，屬大陸性氣候，

乾燥少雨，冬季嚴寒，夏季酷熱，屬於乾旱和半乾旱氣候。河水主要來源於

雨雪。故阿富汗有句民諺：「不怕無黃金，唯恐無白雪」。

氣溫

阿富汗夏季較熱，冬季冷涼。其海拔較低的南北部地方，夏季更是十分

炎熱。例如南部重鎮坎大哈（海拔1,010米）和北部重鎮馬扎里沙里夫（海

拔378米），7月平均氣溫都在攝氏36度左右。坎大哈午後最高氣溫平均攝

氏39度。但阿富汗冬季氣候比較溫和，除了較高山以外，即使隆冬1月，午

後最高氣溫平均總有攝氏5–10度。多數地區歷史上出現的極端最低氣溫也

不過攝氏零下10–20度之間。阿富汗是個山國，中央高山區是全國氣溫最低

的地方。例如河谷中的喀布爾市區海拔約1,800米，因此盛夏7月平均氣溫

僅約攝氏25度。而隆冬1月平均約攝氏零下3度。地面有積雪的日數，平均

每月也只有16.5天。但歷史上極端最低氣溫曾達攝氏零下25度左右。在這

種天氣下進行軍事行動時很不適宜的。但是，由於阿富汗城鎮一般位於河谷

盆地之中，加上高原大氣層薄，因此氣溫日差極大，特別是乾燥無雲的夏

季，約平均普遍超過攝氏20度。例如坎大哈全年日温差最大的9月，午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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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氣溫平均為攝氏33.9度，而清晨最低氣溫又僅攝氏10.5度，相差攝氏23.4

度之多。坎大哈許多晴日溫差更大，即典型的「一日四季」的天氣。

降雨量

全國年均降雨量只有240毫米。阿富汗的氣候特徵可以歸納為冬陰春雨

夏秋乾。阿富汗的夏秋乾旱是因為副熱帶高壓季節性北移所形成；冬春陰

雨，則是西風帶季節性南移，地中海氣旋不斷東來影響所造成。這也是地中

海氣候形成的原因。由於冬季中西伯利亞高壓十分強大，加上氣溫低濕度亦

低，因此才雲多雨少。到了春季，西伯利亞高壓減弱消退，加上氣溫高濕度

亦高，因此3、4月的雨量卻是全年相對多的季節。這兩個月雨量佔全年的

50–60%以上，屆時草原青青，鮮花開放，是全年最美的季節。5月上旬，

 降雨量和沙塵暴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阿富汗的降雨量少使土地貧瘠，令沙塵暴更加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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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帶西風帶北移，天氣轉晴，土壤水分大量蒸發，阿富汗地面草類也由南

至北迅速變黃枯萎。不過，阿富汗年雨量仍很少，一般只有300–400毫米以

下，南部坎大哈等全國許多地區甚至不到200毫米。因此河谷盆地等低窪地

區一般只有季節性草類，有河流在旁和有灌溉水源的地方才有莊稼和樹木。

沙塵暴

阿富汗氣候特徵之一就是雷霧極少沙塵多，由於半年夏季地面乾旱，亞

熱帶陽光又十分強烈，因而空氣十分乾燥。所以除了較高山區以外，阿富汗

夏季雷霧極少，卻是沙塵暴的多發季節。這些雲霧和沙塵天氣不利於現代戰

爭中用紅外線和鐳射製導的導彈武器的準確命中率。
11

行政區劃及主要省份

阿富汗行政區劃在歷史上曾幾度變遷。1964年之前，全國分為省、

區、次區級三級行政單位。省有大省和小省之分。大省稱為「維拉亞特」

（Wilayat），省督稱為「納伊布•伊•胡庫邁特」（Naib-i-Hukumat）。喀布爾省

督例外，稱為「瓦里」（Wali）。小省稱為「胡庫邁特•伊•阿拉」（Hukumat-

i-A’la），省督稱為「哈吉姆•伊•阿拉」（Hakim-i-A’la）。省下設區級行政

單位，稱為「胡庫邁特」（Humumat），行政長官稱為「哈吉姆•伊•馬哈

利」（Hakim-i-Mahalli）。區以下再設次區級行政單位，稱為「阿拉卡達里」

（Alaqadari），行政長官稱為「阿拉卡達爾」（Alaqadar）。當時全國共有14個

省，大小省各7個。

1964年3月後，行政區劃進一步細化，行政單位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全國設省、次省和區級三級單位。省稱為「維拉亞特」，省督稱為「瓦

里」。次省稱為「沃魯斯•瓦里」（Wolus Wali），行政長官稱為「沃魯斯•瓦

勒」（Wolus Wal）。區級稱呼沿用1946年以前的次區級稱呼，稱為「阿拉卡

達里」，行政長官稱為「阿拉卡達爾」。當時，全國共有28個省。此後行

政區有所微調。截至20世紀90年代末，全國分為32個省。2011年底阿富汗

新政府上台後，全國增加了兩個新省。這樣，阿富汗全國共有34個省，省

下設縣、區、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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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全國省份一覽表
12

省份 首府

巴達赫尚 Badakhshan 法扎巴德市 Faizabad

巴德吉斯 Badghis 瑙堡市 Qala-i-naw

巴格蘭 Baghlan 巴格蘭市 Pul i Khumri

巴爾赫 Balkh 馬扎里沙里夫市 Mazar-i-Sharif

巴米揚 Bamyan 巴米揚市 Bamyan

戴孔迪 Daykundi 卡德市 Ni l i

法拉 Farah 法拉市 Farah

法利亞布 Faryab 邁馬納 Maymana

加茲尼 Ghazni 加茲尼市 Ghazni

古爾 Ghor 恰赫恰蘭市 Chaghcharan

赫爾曼德 Helmand 拉什卡爾加市 Lashkar Gah

赫拉特 Herat 赫拉特市 Herat

朱茲詹 Jowzjan 希比爾甘市 Sheberghan

喀布爾 Kabul 喀布爾市 Kabul

坎大哈 Kandahar 坎大哈市 Kandahar

卡比薩 Kapisa 馬哈茂德埃拉基市 Mahmud-i-Raqi

霍斯特 Khost 霍斯特市 Khost

庫納爾 Kunar 阿薩達巴德市 Asadabad

昆都士 Kunduz 昆都士市 Kunduz

拉格曼 Laghman 米特拉姆市 Mihtarlam

洛加爾 Logar 普勒阿拉姆市 Pul-i-Alam

楠格哈爾 Nangarhar 賈拉拉巴德市 Jalalabad

尼姆魯茲 Nimruz 扎蘭季市 Zaranj

努爾斯坦 Nuristan 努爾斯坦市 Nuristan

帕克蒂亞 Paktia 加德茲市 Gardez

帕克蒂卡 Paktika 沙蘭市 Sharana

潘傑希爾 Panjshir 巴薩拉克市 Bazarak

帕爾旺 Parwan 恰里卡爾市 Charikar

薩曼甘 Samangan 艾巴克市 Aybak

薩爾普勒 Sar-e Pul 薩爾普勒市 Sar-e Pul

塔哈爾 Takhar 塔盧坎市 Taloqan

烏魯茲甘 Uruzgan 塔林科特市 Tarinkot

瓦爾達克 Wardak 邁丹沙爾市 Maidan Shar

扎布爾 Zabul 卡拉特市 Qa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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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主要省份

巴達赫尚省

巴達赫尚省
13
（Badakhshan）位於阿富汗東北角，包括瓦罕走廊地區，與

塔哈爾省、潘傑希爾省、努爾斯坦省等省份及塔吉克、中國和巴基斯坦控制

下的喀什米爾相鄰，是巴達克山地區的一部分。巴達赫尚的東面有瓦罕走

廊，這裏與巴基斯坦北部接壤，在瓦罕走廊的最東邊，與中國接壤。整個省

的總面積為44,059平方公里，大部分是興都庫什山和帕米爾山脈。該省共

分為13個行政區。巴達赫尚省的首府是法扎巴德（Faizabad），它是東北阿富

汗和帕米爾地區主要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巴達赫尚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地區之

一。種植罌粟是該省唯一實際的收入。而且，由於缺乏基本的醫療設施，和

尚未開發的交通網絡，以及極為嚴酷的冬季，這裏有着全世界最高的產婦死

亡率。在古代，巴達赫尚曾經是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天青石產地。

巴米揚省

巴米揚省
14

（Bamyan）居全國中心，都會巴米揚市是哈扎拉賈特地區最

大的城市，也是當地佔多數的哈札拉族人的文化中心。古時巴米揚市曾有幾

十所佛寺。城東北的山上有世界最大的立佛石像—巴米揚大佛。此大佛高

百四五十尺，曾經是「金色晃曜寶飾煥爛」，卻於2001年被塔利班炸毀。

巴米揚省風景秀麗，西部的班達米爾湖（Band-e-Amir）是阿富汗的旅遊勝

地。

赫拉特省

赫拉特省
15
（Herat）位於阿富汗西部，與巴德吉斯省、古爾省、法拉省

等省份及土庫曼、伊朗等國家相鄰。該省人口數為1,780,000人（2012），

土地面積為54,778平方公里，赫拉特省的首府為赫拉特。赫拉特省電力主

要來自土庫曼斯坦和伊朗。土庫曼斯坦擬在Serhetchy修建一座63兆瓦變電

站為阿富汗供電。現在連接赫拉特省和Serhetchy變電站的一期電纜工程已

基本完成，可向赫拉特省供電10兆瓦。整個工程完成後，預計每年可向阿

富汗北部供電63兆瓦。此外，伊朗與阿富汗輸電線工程建成後，伊朗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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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赫拉特省供電。該工程分為兩期，一期是修建連接赫拉特省和伊朗Taibad

的20千伏輸電線，二期包括132千伏的輸電線和132/20千伏變電站。

喀布爾省

喀布爾省（Kabul）16 中的喀布爾市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省是阿富汗

面積最小、人口最密的省份。該省幾乎全部位於山區，赫爾曼德河、哈里河

與喀布爾河都發源於此。人口與城市大都集中在河谷中。喀布爾地區適宜種

植多種農作物和葡萄、杏、棗等果品。蔬菜種類較多，是全國最主要的蔬菜

種植地。喀布爾附近的礦產資源非常豐富，已經開採的有煤、鐵、錳、銅、

石墨等。

 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位於山區，全城市的面積很小，人口密度卻很高。喀布爾的樓房都密密
麻麻的倚山而建。



阿富汗—戰火不休之地

16

©2014 香港城市大學 ©2014 香港城市大學

坎大哈省

坎大哈省（Kandahar）17人口數為1,151,100（2012年），土地面積為

54,022平方公里。坎大哈省的首府為坎大哈市。坎大哈省位於阿富汗西南

部，與赫爾曼德省、烏魯茲甘省、扎布爾省等省份及巴基斯坦相鄰。塔利班

在坎大哈省勢力強大，故該省亦被稱作「塔利班的大本營」。

昆都士省

昆都士省（Kunduz）18 位於阿富汗東北，與巴格蘭省、巴爾赫省、薩曼

甘省、塔哈爾省等省份及塔吉克斯坦相鄰。昆都士省人口數為953,800人

（2012年），土地面積為8,040平方公里，昆都士省的首府為昆都士市。近

幾年來，塔利班在昆都士省活動頻繁。

楠格哈爾省

楠格哈爾省（Nangarhar）19 位於阿富汗東部中央，與喀布爾省、庫納爾

省、拉格曼省、洛加爾省等省份及巴基斯坦相鄰。人口數約為1,436,000人

（2012年），土地面積為7,727平方公里。楠格哈爾省的首府為賈拉拉巴德。

自然資源

礦產資源

阿富汗有着豐富的礦產資源，幾乎從來沒有被開發利用，例如在北部中

央地帶的天然氣和適量未被開採的石油儲備。被發現有潛在商業價值的礦物

有：鉻、鈹、銅、鉛、鋅、鈾、錳、石棉、金、銀、鐵、硫磺、雲母、鎳、

板岩及鹽。另一方面，寶石和美玉的開採已有上千年的歷史，現在仍是阿富

汗旳出口收入之一。這些寶石美玉包括青金石、紫水晶、綠寶石、翡翠、藍

寶石、紅寶石、雪花石膏、電氣石、碧玉及石英。
20

天然氣

阿富汗的天然氣儲量約為1,000–1,500億立方米，全部分佈在同塔吉

克、烏茲別克和土庫曼接壤的北部邊界地區。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前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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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的協助下，曾開發過一些氣田。其

中最大的氣田是朱茲詹省（Jowzjan）

希比爾甘市東部15公里的沃紮•古傑

爾達克（Kwoja Gugerdak）氣田，其儲

量達到670億立方米。1980年為生產

的最高峰，當時阿富汗曾向前蘇聯出

口28億立方米，價值3億美元的天然

氣。直至80年代中期，這些油氣田

因為戰亂而停止生產。近年在國際援

助下，已恢復生產。前蘇聯為開發阿

富汗的天然氣曾投入了鉅資，建立一

系列脫硫、加壓等加工廠，並鋪設了

100多公里的輸氣管線，以便將其輸

送到前蘇聯。阿富汗方面只消費了約

2%的產量。

石油

前蘇聯同樣曾對阿富汗的石油資

源進行過勘探，結果未有發現大油

田。只在法里亞布省和朱茲詹省發現

一些油田，總儲量在7,000萬到1億

桶左右（約1,000萬噸）。直到前蘇聯

撤軍，這些油田也未真正的開發和生

產。

煤礦

阿富汗的煤礦主要分佈在北部，總儲量約在5億噸左右。現有三個主要

煤礦：朱茲詹省馬扎里沙里夫市南部的達拉伊蘇夫（Darra-i-Suf）煤礦、巴

格蘭省波拉霍姆爾市（Pol-a-Khomr）附近的卡爾卡爾（Karkar）和印斯普什塔

（Ispushta）煤礦。這些煤礦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生產，資源已接近耗盡，目

前總年產量約有數萬噸。

 阿富汗的煤礦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生產，資源已接近耗
盡，圖為高峰期年產量20萬噸的卡爾卡爾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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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類資源

銅礦

阿富汗各地均有發現銅礦，但從喀布爾省延伸到洛加爾省的銅礦帶，堪

稱是世界上巨型銅礦之一，可以和尚比亞的銅礦帶媲美。經前蘇聯勘探，該

銅礦帶長達110公里，品位在0.6%以上的礦石儲量估計在10億噸以上。目

前在上述兩省已有多個銅礦被開採，最具開採價值的是位於喀布爾市以南

30公里處的埃納克銅礦（Ainak）。該銅礦與公路距離50公里，中心區為北

緯34.266，東經69.301。埃納克銅礦面積約有6平方公里，已探明的礦石總

儲量約7億噸，平均含銅量1.65%，約三分之一的儲量品位高達2.37%，銅

金屬總量估計達 1,133萬噸。該銅礦區目前雖然荒無人煙，但交通方便，水

源充足，大部分可露天開採，建礦條件簡單。前蘇聯為開發此銅礦已進行了

長達10多年的勘探和試驗。

鐵礦

阿富汗各地均有發現鐵礦，但位於巴米揚省的哈吉加克（Hajigak）地區

（中心區為北緯34.667，東經68.067）的鐵礦儲量巨大，是世界級的大鐵

礦。該鐵礦延伸總長達600公里，大約有16個分離的礦體，總儲量達到近20

億噸。由赤鐵礦和磁鐵礦組成的鐵礦，平均品位達到62%。但由於礦區處於

4,000米的高海拔地區，以致交通不便，令開發相當困難。前蘇聯曾打算進

行開發，但始終沒有實行。

鋰礦

阿 富 汗 豐 富 的 鋰 礦 均 集 中 在 楠 格 哈 爾 省 。 烏 魯 茲 甘 省 的 塔 哈 洛 爾

（Taghawlor）鋰、錫礦屬較大型的礦山，擁有上億噸的儲量。位於楠格

哈爾省的Pasghushta鋰、鉭、鈮、錫礦，亦擁有相近的儲量。賈馬納克

（Jamanak）鋰礦有近3,000萬噸儲量。以上三個鋰礦均未有進行任何開發。

鉻礦

阿 富 汗 於 洛 加 爾 省 有 馬赫穆德加茲（Makhmudgaz i）鉻礦 和 洛霍爾

（Loghor）鉻礦。鉻礦石總儲量近萬噸，可是均未有進行任何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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鈹礦

阿富汗古爾省的Kushkak鈹礦，帕爾旺省的North Farenjal鈹礦，拉格曼

省的Nilaw鋰、鈹礦，均未進行開發。

金礦

阿富汗有多處金礦，最著名的是塔哈爾省的薩姆迪（Samty）金礦（位於

北緯37.567，東經69.817）。該金礦長約8,000米，寬約1,500米，礦砂總

量約7,000萬立方米，每立方米的含金量約200至400克。該礦已被開採多

年，資源快要耗盡。

鈾礦

阿 富 汗 國 境 中 只 發 現 一 處 鈾 礦 ， 就 是 赫 爾 曼 德 省 的 N o r t h e r n 

Khannesshin鈾、釷、稀土共生礦（位於北緯30.494，東經63.583）。而且

從未進行開發。

其他礦藏

除上述礦藏外，阿富汗的鉛、鋅、錫、鎳、汞，及一些稀有金屬如：

鎢、銣、鉭、鉍、鈮、銫都有一定儲量。非金屬礦藏如：硫、重晶石、大理

石、綠寶石、青金石都有豐富儲量。
21

植物資源

阿富汗境內分佈着不同性質的土壤，適宜不同物種的生長。高山谷地以

沙黏土為主，適合栽種谷類和豆類植物。東部地區是黑土地帶，有利於柑橘

類、稻穀和棉花的生長。中部山區南側的土壤鹼性較強，泥土中過量的鹽必

須經灌溉、過濾後才能種植。中部山區的北側是多沙的沃土區。在阿富汗南

部和西南部是乾旱和沙漠地區，植被覆蓋稀疏，只有在初春雨季來臨時才生

長一些草類。在阿富汗北部、中部和南部的草原地帶，經常可以看到艾蒿和

紫雲英類的植物。而阿富汗中部山區幾乎沒有植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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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國土面積中，森林所佔比例很低，森林資源主要用於燃料和建

材等方面。
23 

在上游流域，森林發揮着涵養水源、防止土壤流失和防止泥石

流等重要作用，是維持多種動植物生存的重要生態系統。

上世紀70年代，阿富汗森林局公佈的森林推算面積約為19,784平方公

里，約佔國土面積的3%。但由於往後幾十年的戰爭，阿富汗政府很難對天

然林及人工林進行管理和保護。民間的非法採伐猖獗，以致近年來，阿富汗

國內木材嚴重短缺，而不得不由周邊國家進口木材。

阿富汗常見的森林類型為阿月渾子林（Pistachio）、天然密生林（Closed 

Forest）、天然疏林（Open Forest）、灌木林和人工林五類。天然密生林和天

然疏林是闊葉樹和針葉樹混交的工業林，主要位於東部和南部。

阿月渾子林

阿月渾子天然林分佈在北部及西北部，處於海拔600–1,600米的地帶。

阿月渾子果實是重要的出口產品。

天然密生林

大部分是工業用林，分佈在東部和東南部。樹木高達15米，下層植被豐

富。處在海拔2,200–2,500米的溫暖地帶，林內分佈着高5–10米的松樹與樺

樹類。

阿富汗的密生林亦有處在海拔2,500–3,100米溫暖的東部森林地帶，生

長着雪松等針葉樹，因土壤和濕度條件適宜，樹木可長高達50米。而在海

拔3,300米濕度大的地帶的密生林，有高20–25米的喜馬拉雅雲杉和喜馬拉

雅冷杉林。在較乾旱的地帶的密生林會有高達10米左右的柏樹林。

天然疏林

與天然密生林樹種大體相同，不同的是天然疏林的林冠密度比較低，原

因是因過度採伐，森林遭到破壞，只殘留稀疏樹木。部分荒廢的阿月渾子林

及興都庫什山脈北麓的偃柏和阿月渾子混交林也屬這一森林類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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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林

灌木林的代表樹種是生長在北部和南部沙丘地帶的白梭梭（Haloxylon 

Persicum）。

人工林

阿富汗的人工林除為了綠化外，主要目的是防止土壤侵蝕、生產木材和

薪炭材等原材料以及提供休憩場所。製作人工林是指在有灌溉設施的平原種

植楊樹、在陽坡山地種植耐乾旱的刺槐和松樹，以及果樹桑類等。

 阿富汗全國的植被面積不多，只有在平地才會見到綠洲。但為了防止土壤侵蝕和沙漠化，政
府致力建造人工林，以保護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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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可以在農地和住家周圍、村落內種植楊樹和柳樹，果樹桑類、

杏及核桃。這些樹木能防風和作綠蔭，亦同時作為薪柴、建材和農具的材

料。果實除了為家庭提供糧食外，還能藉銷售換取現金和糧食。這些人工林

對當地的環境和經濟做出了很大貢獻。

阿富汗農業畜產糧食部天然資源管理總局下屬的森林局擔負國家森林行

政管理。森林局由森林保護和利用部、森林恢復和改善部、國立公園和野生

動植物管理部以及環境部所組成。森林局負責管理天然林、人工林、國立公

園、保護地和野生動植物資源。

野生動物資源

阿富汗的野生動物資源豐富。在阿富汗能發現的野生動物主要有：馬可

波羅羊、東方盤羊、野生山羊、捻角山羊、紅狐狸、叢林貓、豺、狼、雪

豹、盤羊、獾、棕熊、卡拉庫庫耳大尾綿羊、鼬、瞪羚、豪豬、野兔、刺

蝟、鬣狗、猞猁、野驢、鼠類、老虎、野豬等。

阿富汗作為乾旱國家，卻有大量的野生鳥類棲息於此。估計現存的460

種鳥類中，有235種在阿富汗繁衍。阿富汗橫跨印度和中亞的鳥類的棲息地

帶，是其鳥類多樣的最主要原因。在阿富汗最為常見鳥類有山鵪鶉、野雞、

鸛、鶴、八哥、野鴨、鵝、白頭翁、天堂鳥、翠鳥、金翅雀、麻雀、鷹、

隼、鵪鶉、貓頭鷹、夜鶯和燕子。阿富汗並不禁止狩獵鳥類，此活動在全國

各地都是常見的。阿富汗人特別喜歡把鳥類當作寵物來飼養，而金絲雀是最

受歡迎的品種。塔利班政權曾禁止人民用籠子養鳥，但塔利班政權倒台後，

這種活動又恢復了。
24

此外，阿富汗的魚類和昆蟲亦豐富多樣。在興都庫什山脈北側大多數河

流裏，可見各種德國棕色鮭魚的影子。1966年6月以後，一些專家還在喀布

爾附近的薩朗河和潘傑希爾河裏，投放了數十萬尾虹鱒魚苗。在興都庫什山

脈南北兩側的河流裏，還有許多顏色各異的白魚雷。而阿姆河暖水水域內以

及興都庫什山脈北側河流裏，有許多鯰魚。螃蟹、青蛙以及各種小魚遍佈全

國河流和溪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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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

阿富汗的耕地資源有限，因土地沙漠化嚴重，可耕地面積僅佔全國國土

總面積的12.13%，永久性耕地面積佔總國土面積的0.21%。淡水資源也不

多，導致可飲用水資源不足。土壤退化、濫砍濫伐、過度放牧等問題嚴重，

以致阿富汗可用土地不多。

人口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統計，阿富汗的總人口總數為31,822 ,848

（2014年估計），居世界第41位。1979年阿富汗進行過一次人口普查，

當時的總人口約是33,609,937。但其後由於蘇聯的入侵，這項人口普查沒

有繼續順利進行。從人口結構上看，2014年估計，0–14歲佔總人口數的

 阿富汗的野生動物資源十分豐富，即使是屬乾旱地區的國家，其自然仍養育不少該區獨有的
物種。如圖中的是捻角山羊，又名螺角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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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男性6,793,832；女性6,579,388），15–64歲的人口比重為55.5%

（男性8,974,784；女性8,674,283），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2.5%（男性

371,753；女性428,808）。總人口的男女性別比例為1.03比1，出生人口性

別比為1.05比1，15周歲以下男女性別為為1.03比1，15–64周歲人口的性別

比為1.04比1，65周歲以上的男女性別比重為0.87比1。阿富汗城市人口佔

總人口的23.5%（2011年數據），首都喀布爾的人數2011年為3,097,000

人，2013年估計為3,475,000人。

阿富汗人的普遍壽命較短，2014年估計總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18.1

歲，其中男性的年齡中位數為18.1歲，女性為18.2歲；總人口的平均壽命

為50.49歲，居世界第220位；其中男性平均壽命為49.17歲，女性的平均壽

命為51.88歲。阿富汗的嬰兒死亡率較高，居世界第1位；2014年估計，嬰

兒死亡率高達117.23/1,000，其中男嬰死亡率為124.89/1,000，女嬰死亡率

為109.18/1,000。阿富汗孕婦死亡率也高達460/100,000，居於世界第21

位（2010年數據）。總人口增長率為2.29%（2014年估計），居世界第39

位。出生率為38.84/1,000，居世界第10位。死亡率達到14.12/1,000，居

世界排名第7位。

迄今為止，阿富汗是世界上難民人數最多的國家。蘇聯入侵阿富汗的10

年間，僅流亡國外的阿富汗難民就有500萬之多。據估計，1992年難民總

人數約達600餘萬。據聯合國2001年10月1日公佈的資料，巴基斯坦擁有阿

富汗難民200多萬，潛在流入量達100萬；伊朗有150萬，潛在流入量達40

萬；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國共有2.5萬，潛在流入量

可達10萬；另外，澳洲、紐西蘭、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存在少數阿富

汗難民。據估計，在2002和2003年間，已有250萬難民返回阿富汗，同時

大約有60萬在國內顛沛流離的民眾返回家鄉。
26

醫療

阿富汗的醫療及衛生條件較差。衛生經費支出只佔GDP總額的9.6%  

（2011），居於世界第66位，醫院床位率僅達0.4/1,000（2010）。在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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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流行的主要傳染病有：細菌性腹瀉、原蟲性腹瀉、甲型肝炎、傷寒症。傳

病媒介主要有瘧疾和狂犬病等。

教育

阿富汗人的教育水平偏低。識字率（指15歲及以上能讀寫）為28.1%，

其中男性佔43.1%，女性僅佔12.6%（2000年）。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初級到高等教育）為8年，其中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年，女性平均受

教育年限為6年（2009）。
27

 自蘇聯入侵阿富汗開始，連年不斷的戰爭摧毁了阿富汗教育系統。1996年塔利班政權更禁止
女性接受教育。直到2001年政權被推翻後，女性才得以重新接受教育。圖攝於2010年巴米揚
省一所高中，女性終可以安全地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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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阿富汗的官方語言為達利語（Dari，現代波斯文的一種）和普什圖文

（Pashto），這兩種語言分別佔50%和36%。而有11%的人口則使用土耳其

文（主要是在烏茲別克和土庫曼）。此外，還有30種少數民族語言。很多

阿富汗人會使用兩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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