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及及及及「「「「戰爭之戰爭之戰爭之戰爭之王王王王」」」」―――――――― 威克特威克特威克特威克特ㆍㆍㆍㆍ布布布布特特特特，，，，9/11 後後後後

遭迫害的真遭迫害的真遭迫害的真遭迫害的真正原因正原因正原因正原因 

 

 

威克特威克特威克特威克特ㆍㆍㆍㆍ布特布特布特布特（（（（Victor BoutVictor BoutVictor BoutVictor Bout）（）（）（）（穿棕色囚衣者穿棕色囚衣者穿棕色囚衣者穿棕色囚衣者））））及作者在曼谷刑事法庭及作者在曼谷刑事法庭及作者在曼谷刑事法庭及作者在曼谷刑事法庭，，，，當時為布特案件作引渡聆當時為布特案件作引渡聆當時為布特案件作引渡聆當時為布特案件作引渡聆

訊訊訊訊。。。。戴眼鏡者為戴眼鏡者為戴眼鏡者為戴眼鏡者為 Thilo ThielkeThilo ThielkeThilo ThielkeThilo Thielke――《《《《明鏡明鏡明鏡明鏡》》》》周刊的記者周刊的記者周刊的記者周刊的記者。。。。不正面入鏡的為不正面入鏡的為不正面入鏡的為不正面入鏡的為 Kurt PeldaKurt PeldaKurt PeldaKurt Pelda，，，，另一名操另一名操另一名操另一名操

德語的記者德語的記者德語的記者德語的記者。。。。這幅是我唯一跟布特的合照這幅是我唯一跟布特的合照這幅是我唯一跟布特的合照這幅是我唯一跟布特的合照。。。。發放此照片是為了滿足群眾的要求發放此照片是為了滿足群眾的要求發放此照片是為了滿足群眾的要求發放此照片是為了滿足群眾的要求，「，「，「，「證明證明證明證明」」」」我確實我確實我確實我確實

認識布特認識布特認識布特認識布特。。。。我認識他我認識他我認識他我認識他，，，，或甚至比他更認識他自己或甚至比他更認識他自己或甚至比他更認識他自己或甚至比他更認識他自己。。。。    

    

下圖為作者及布特的妻子埃拉下圖為作者及布特的妻子埃拉下圖為作者及布特的妻子埃拉下圖為作者及布特的妻子埃拉(Alla)(Alla)(Alla)(Alla)及泰籍律師拉克及泰籍律師拉克及泰籍律師拉克及泰籍律師拉克((((Lak Nittiwatwicharn)Lak Nittiwatwicharn)Lak Nittiwatwicharn)Lak Nittiwatwicharn)。。。。    

 

 



 

我再三延遲寫這篇章節，是由於布特（後來成了我的朋友）有關引渡的案件仍在曼谷審理，我不

想有關文章對他不利。但自從他在上訴庭中敗訴後，現已身處紐約，再沒有甚麼不利可言。我並

沒有足夠時間整理此章節，但為趕快完成此章節作為我的新版本免費的電子書（譯註：免費的電

子書的連結：http://911-truth.net/Dimitri_Khalezov_Book_Third_Truth_911_free_11chapters_v2.pdf），我

想出了一個折衷的方法。以威克特ㆍ布特最近的訪問稿代替撰寫此章節，此訪問稿曾於早前給了

我另一位朋友――丹尼爾(Daniel Estulin)――一位勇敢的調查記者，因反新世界秩序而為人熟

悉，尤其他的暢銷書《彼爾德伯格集團的真實故事》及《影子主人》。 

 

訪問內容在丹尼爾的網頁亦有顯示： 

www.danielestulin.com/2010/10/13/entrevista-dimitri-khalezov/    

 

希望你們喜歡閱讀此訪問稿，作為電子書欠缺的章節之代替品。 

* * * 訪問開始 * * * 

迪米特�加拉索夫（Dimitri Khalezov）是前蘇聯，「軍事單位編號 46179」，又稱為「蘇聯國防部第

12 主要機構轄下的特別管理組」的軍官。他答應接受此獨家專訪，而我們很榮幸讓讀者於

www.danielestulin.com 先睹為快。迪米特是布特案中的重要人物。如非廉潔而機智的迪米特仗義

幫忙，布特今天很有可能已身處美國高度設防的監獄之中。布特於曼谷被捕後，迪米特是首位前

往見他的人，他也是最令美國政府煩惱的人。再者，他亦揭露了美國政府極力追捕布特的真正原

因。緝捕布特與 911 事件有關。迪米特曾為蘇聯「原子」及後稱「核子」情報機構的官員，此身

分有利於他的言論，他聲稱他早於 80 年代，在蘇聯特別管理組工作時，已得知雙子塔所謂的「緊

急核能拆卸計劃」。 

 

你你你你怎樣跟此案件扯上怎樣跟此案件扯上怎樣跟此案件扯上怎樣跟此案件扯上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布特和我都是俄羅斯人，我們都是前蘇聯軍的工作人員。其實，我們也是來自同一村落的，而他

在曼谷被捕時，我正居於當地，因此我設法幫助他。而對於泰國法律界，亦有相當多的經驗，尤

其美國政府試圖以 911 為名拘捕我，並將我引渡回國，此事發生於 2003 年。這推動我去幫助布

特。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布特在國際地位上布特在國際地位上布特在國際地位上布特在國際地位上，，，，與奧薩瑪與奧薩瑪與奧薩瑪與奧薩瑪····賓賓賓賓····拉登同樣聲名狼藉拉登同樣聲名狼藉拉登同樣聲名狼藉拉登同樣聲名狼藉。。。。你怎能夠在他被拘禁的首天你怎能夠在他被拘禁的首天你怎能夠在他被拘禁的首天你怎能夠在他被拘禁的首天

就跟他見到面呢就跟他見到面呢就跟他見到面呢就跟他見到面呢？？？？    

根據泰國刑事程序，任何人士在被拘禁期間，皆有被探訪的權利。即使是被稱為「死亡商人」和

「戰爭之王」的布特，亦不例外。我只是前往布特被拘禁的警署，要求探訪我的朋友。此舉或許

讓他們為難，但他們也必須讓我見他。事實上，他們酌情幫助了我們很多，他們安排我們坐在走

廊的沙發上，讓我們好好傾談。通常訪客只能隔着欄杆與被禁者交談，但對於布特和我，他們作

出了例外的安排。 

 

布特和你的案件是否與布特和你的案件是否與布特和你的案件是否與布特和你的案件是否與 911911911911 事件有關事件有關事件有關事件有關？？？？    



很明顯，是的。美國懷疑我與 911 事件及 2002 年巴里島爆炸（一場小型核爆）有關，因而通緝

我。同樣布特亦被美國懷疑與 911 事件及 2003 年馬拉加俱樂部爆炸而被通緝。巧合地，馬拉加

亦是一場小型核爆，而有關的保安官員是知有其事的。這可見兩事相同之處。 

 

 

巴里的汽車被焚燒了一半巴里的汽車被焚燒了一半巴里的汽車被焚燒了一半巴里的汽車被焚燒了一半，，，，被認為是被認為是被認為是被認為是於空氣中核於空氣中核於空氣中核於空氣中核爆爆爆爆時時時時，，，，所產生所產生所產生所產生的熱能輻射所致的熱能輻射所致的熱能輻射所致的熱能輻射所致 

 

誰是主要人物誰是主要人物誰是主要人物誰是主要人物――――――――美國陣營美國陣營美國陣營美國陣營和和和和布特的陣營布特的陣營布特的陣營布特的陣營？？？？ 

所謂「布特陣營」其實是個假象。「布特陣營」包括布特、他的太太、他的哥哥、他的母親、他

的女兒，以及我（迪米特），還有布特來自俄羅斯的一對夫婦朋友、泰國律師拉克、俄羅斯律師，

當然包括丹尼爾，或許還有一些因採訪而了解布特及其家人的新聞從業員。如果這零碎的組合也

能稱得上是「布特陣營」，那麼就分「布特陣營」及「美國陣營」吧。除了美國政府之外，還有

數個有勢力的組織與布特為敵。 

 

這些強大組織的代表是誰這些強大組織的代表是誰這些強大組織的代表是誰這些強大組織的代表是誰？？？？為何我們不曾聽聞他們的事為何我們不曾聽聞他們的事為何我們不曾聽聞他們的事為何我們不曾聽聞他們的事？？？？ 



首先，有俄羅斯政府（內裡至少有幾名有權勢的人物），還有俄羅斯秘密組織。 

 

甚麼甚麼甚麼甚麼？？？？是說真的嗎是說真的嗎是說真的嗎是說真的嗎？？？？全世界都相信如不是普京及梅德全世界都相信如不是普京及梅德全世界都相信如不是普京及梅德全世界都相信如不是普京及梅德韋傑夫韋傑夫韋傑夫韋傑夫，，，，布特早就被引渡回美國布特早就被引渡回美國布特早就被引渡回美國布特早就被引渡回美國，，，，你竟指控你竟指控你竟指控你竟指控

俄羅斯政府反對布特俄羅斯政府反對布特俄羅斯政府反對布特俄羅斯政府反對布特。。。。    

你不會聽聞任何有關他們的事，因為他們不至於愚蠢得張揚事件。他們讓你看到的，是與事實相

反的――他們在「幫助」布特。但千眞萬確的是，由這前所未有的佈局開始前，俄羅斯已與美

國緊密聯合，誣陷布特及把他引到曼谷去。 

 

這是由俄羅斯及美國秘密組織雙方共同構思和實行的。除了俄羅斯外，還有其他成員牽涉在內。

首先有以色列秘密組織――莫薩德(Mossad)及 Sayaret Matkal。他們對此事十分積極，這可從

Sayaret Matkal 史無前例地參與勞爾ㆍ雷耶斯(Raul Reyes)的案件看出這點。雷耶斯為哥倫比亞革命

武裝力量(FARC)領導人之一，而在厄瓜多爾森林中，有「人」把武器級的鈾放置於雷耶斯的軍

營中。重點是雷耶斯在 2008 年 3 月 1 日被殺，而布特由於涉及販賣鈾給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

將會於 2008 年 3 月 4 日安排被引誘到曼谷。美方亦向泰國遞交所需的法律文件，要求緝捕布特，

遞交文件當天是 2 月最後一天，即雷耶斯遇害之前。 

 

請注意，以色列 Sayaret Matkal（專門負責核武的組織）牽涉於雷耶斯被殺事件之中，以及「揭發」

「他私藏」鈾。不要忘記，布特並非獨自前往曼谷，同行的還有他所謂的「朋友」――肯定是一

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陸軍上校，與布特同時被捕，卻離奇獲釋，並送返莫斯科。要知道事件有多

難以置信，你可想像以下情景。一個秘密組織（例如法國）計劃把拉登引到巴黎，答應拉登連同

他的穆斯林兄弟，將會與沙地恐怖份子於巴黎會面，討論如何利用從俄羅斯偷回來的迷你核彈，

拆毀艾菲爾鐵塔。但拉登並非獨自前行，還有一名塔利班反情報組織的陸軍上校恰巧與他同行―

―趁機會參觀羅浮宮及艾菲爾鐵塔（被炸毀前）。 

 

法國秘密組織於是拘捕他們二人――拉登和來自塔利班反情報組織的陸軍上校。法國想要的是拉

登，而非那前來巴黎觀光的塔利班陸軍上校，他只是與朋友拉登坐同一班機飛往法國首都。因此，

法國警方決定釋放該名陸軍上校，並由下一班機送他回喀布爾，只拘留拉登一人，因為他才是此

誘捕行動的唯一唯一唯一唯一目標。對於此說法，你相信嗎？「可信」程度就如泰國警方及美國緝毒局迅速釋

放布特的同伴――聯邦安全局陸軍上校――離奇地與聲名狼藉，綽號為「死亡商人」及「戰爭之

王」的布特，同一班機，登上同一計程車，入住同一酒店，但事實上他並不想協助布特出售「手

提式防空導彈」給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嗜血毒販。他只想去看看曼谷，享受當地馳名的泰式

按摩。 

 

這名聯邦安全局的陸軍上校「意外地」來到曼谷，誠實可敬的泰國警方發現「死亡商人」的朋友

是無辜的，便迅速糾正「錯誤」，把他送回國。你相信這愚蠢的舉動嗎？我不相信。至少有四個

國家介入陷害布特的計劃當中：俄羅斯、美國、以色列、泰國。有可靠證據顯示，尚有其他國家

參與此陰謀，但參與程度不及上述四者。丹麥、荷蘭、羅馬尼亞也有參與，至少呈交泰國法院有

關布特案件的法律文件，亦有提及它們。 



 

全球都認為俄羅斯全球都認為俄羅斯全球都認為俄羅斯全球都認為俄羅斯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及駐泰國的俄羅斯大使館及駐泰國的俄羅斯大使館及駐泰國的俄羅斯大使館及駐泰國的俄羅斯大使館，，，，已超越職責範圍地已超越職責範圍地已超越職責範圍地已超越職責範圍地協助協助協助協助布特布特布特布特，，，，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政府已公開強烈譴責普京及其政府已公開強烈譴責普京及其政府已公開強烈譴責普京及其政府已公開強烈譴責普京及其同僚同僚同僚同僚，，，，據說他們在幕後向泰國施加壓力據說他們在幕後向泰國施加壓力據說他們在幕後向泰國施加壓力據說他們在幕後向泰國施加壓力，，，，要求釋放要求釋放要求釋放要求釋放布特布特布特布特。。。。 

 

可是，認為俄羅斯政府在泰國法庭的引渡事件上，站在布特那邊就錯了。事實上，許多西方較偏

激的刊物，甚至是俄羅斯的傳媒，他們的「官方字句」都暗示了俄羅斯官員「盡力幫助布特」的

意思，意味著「某些俄羅斯政客」有「不當行為」。 

 

這由駐泰領事館的官員定期出席布特案件的旁聽可見，俄羅斯部長亦因此發出不少聲明。但這是

個假象。俄羅斯大使館人員出席法庭旁聽不代表甚麼，純粹為一名俄羅斯公民提供領事援助，那

公民名叫布特而已，叫張三李四也沒問題。即使俄羅斯領事出席所有旁聽，都不會為泰國判決施

予壓力。國民被起訴，所屬國家的領事出席旁聽，是很正常的事，法官見慣不怪。因此不能說俄

羅斯積極地履行職責，是屬於為布特提供「特別法律援助」的一種。 

 

俄羅斯部長表示極力支持，但你不要被誤導而相信俄羅斯官員設法幫助布特。他們至今從沒有幫

助過他，甚至設法令他在泰國法庭上陷入不利的位置。對於一個外行的西方人來說，好像很奇怪，

但需明白俄羅斯特殊的現況。首先，除了普京及梅德韋傑夫一一一一黨外，俄羅斯內尚有其他政治力量

――例如以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為首的所謂「愛國者」，以及「共產黨員」。有些「老

俄羅斯人」(譯註：了解俄羅斯的人)甚至真心認為美國政府並不可在國外拘捕俄羅斯公民，尤其

在第三世界國家。因為允許這樣做而不受懲罰，這會定下了危險的先例。今天他們敢誣衊及拘捕

對政府機密一無所知的「死亡商人」，他日有俄羅斯戰略導彈部隊陸軍上校，想前往泰國度假，

也可能會被拘捕。美國政府大可指控該陸軍上校「企圖以熱核毀滅美國」，並要求引渡他回美國。

再者，這假設的指控很有可能出現，因為陸軍上校確實會因職責所在，而計劃毀滅美國。 

 

對於美國在境外宣示司法權，大多數俄羅斯公民，甚至俄羅斯軍隊，都感到不悅。尤其因這類欺

壓事件直接影響俄羅斯人時，就令人更覺困擾。梅德韋傑夫關注此事，因此發表公開聲明時，也

需以此作為考慮因素。 

 

因此，俄羅斯外交部公開表明支持布特，讓人看來俄羅斯確實關心布特，以及其泰國的案件。但

人們不應對這假慈悲的承諾信以為真，這只不過是向公眾宣傳的技倆。事實上，他們對美國不構

成絲毫傷害，只如流浪狗在曼谷法院外狂叫罷了。俄羅斯外交部展示出俄羅斯政府「為俄羅斯做

事」，以及「挑戰美國稱霸全球」的舉動，無非是為了緩和俄羅斯民眾的情緒。可是，兩者都不

是事實。而且，如果俄羅斯政府不插手布特在泰國有關引渡的案件，他其實有更大可能勝訴。 

 

美國通緝美國通緝美國通緝美國通緝布特布特布特布特，，，，是否因為他是否因為他是否因為他是否因為他是軍火是軍火是軍火是軍火商人商人商人商人，，，，如如如如聯合國和美國聯合國和美國聯合國和美國聯合國和美國記者記者記者記者道格拉斯法拉道格拉斯法拉道格拉斯法拉道格拉斯法拉(Douglas Farah)(Douglas Farah)(Douglas Farah)(Douglas Farah)所描所描所描所描

繪的繪的繪的繪的？？？？還是另有別情還是另有別情還是另有別情還是另有別情？？？？    

 

事實上，布特被描繪為「軍火商人」，有些人相信報章對他的報道，多於相信事實，但他並非因



為這緣故而遭通緝。如果真的是由於這原因，美國用不著等到 2008 年 3 月才逮捕他――他們可

早於 90 年代，甚至千禧年初就開始訴訟程序。問題是，布特並不是因為「戰爭商人」之名而被

通緝，儘管他在電影中被這樣塑造，前聯合國武器檢察員約翰佩勒曼(Johan Peleman)於聯合國報

告上，作出如此不負責任的描述。布特被通緝，完全是因為另一回事。或許我們可於稍後再探討

詳情。 

 

美國政府在案件中的美國政府在案件中的美國政府在案件中的美國政府在案件中的理據理據理據理據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    

從法律角度看，美國政府那方是很弱的，布特是可以很容易獲勝訴的。試想像一下，原告（美國

政府）指布特出售「手提式防空導彈」給「最高價的買家」，但美國卻無法於泰國法庭上呈上一

件「手提式防空導彈」。更重要的是，俄羅斯政府及俄羅斯秘密組織做盡令布特在法庭上失利的

事，迫使他從錯誤的方向自辯，作出虛假承諾，企圖減低布特的警覺性，甚至剝奪他的資金，使

他沒有錢在庭上進行有效的辯護。許多人深信俄羅斯政府關注布特的案件，如果眞的是這樣，俄

羅斯政府起碼也會資助他的官司費吧。期望俄羅斯政府免費為布特提供最好的法律專家，以及提

供數百萬美元來應付泰國的訴訟費，是很正常的事。這樣想也很合邏輯。俄羅斯擁有超過一億五

千萬人口，出售燃油，因足以毀滅世界過百次的核武著稱，區區二百萬美元，對於這國家的政府

算得上是甚麼？一名為人熟悉的公民牽涉於寃案當中，祖國俄羅斯付出小額金錢就可以維護他，

不是嗎？ 

 

而事實上，俄羅斯不但沒有公開或秘密地（透過私人捐款）資助布特及其家屬，俄羅斯秘密組織

更用盡方法，迫使布特的兄長及妻子支出龐大而無謂金錢，陷入破產。俄羅斯沒有給予他們經濟

支援，反而把他們最後的儲備也剝奪了。如果你知道是俄羅斯官員建議布特以錯誤的方向自辯，

而布特的代表律師也是由俄羅斯官員推薦，作為美國緝毒局的內奸，你會明白事件是多無稽、不

公正和不忠。我重申一次，俄羅斯政府一開始已秘密但有效地與美國合謀，計劃把布特送到美國

審判，同時製造俄羅斯仍然「強大」及「維護公民」的假象。 

 

回顧案件的基本事實，只要證明布特沒有「手提式防空導彈」出售予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就

可以結束官司。但俄羅斯秘密組織成功說服布特及其妻埃拉，不要在泰國法庭進行抗辯時用此論

點。相反，俄羅斯官員更提出向泰國法庭證明事件屬「政治」問題，作為辯護論點，因為哥倫比

亞革命武裝力量屬政治組織――共產黨。從律師角度看，以此為抗辯理由是等同自殺的。證明這

屬「政治」事件的同時，布特自然也證明了他同意該「事件」的存在，即導彈及其他東西。證明

到「根本沒有這事件」，案件就可輕易勝訴，那不存在「事件」不能與「政治」有關，因為完全

沒有「政治」可言。 

 

布特及其妻於是按照俄羅斯官員的計劃，向泰國法院提出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有關的事件是

「政治」問題，並沒有質疑此「個案」的合理性。整件事的重點在於――對於「手提式防空導彈」

在法庭上隻字不提。布特的代表律師亦沒有向原告一方的證人質問為何逮捕者不追查「導彈」的

去向，充公它們，並查封所謂「死亡商人」的軍械庫。由此可見，布特的代表律師所用的抗辯手

法，實際上令法官覺得布特是在出售導彈，問題只在於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是恐怖組織（如美



國所稱），還是政治組織（如布特所稱）。你或可想到，法庭最終不接納個案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政治問題這解釋。

布特及當時的律師（美國的內奸）沒有向法庭證明案件不成立，沒有導彈，沒有哥倫比亞革命武

裝力量――他們不證明所謂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由美國公民組成，「導彈」只是憑空想像的東

西，只在偽造的文件出現，反之布特及當時的律師證明美國的指控是有根據的。 

 

第二，俄羅斯秘密組織答應布特及其妻，如果布特以上述方式在泰國法庭進行抗辯（證明事件屬

「政治」問題，不辯駁實際的指控，不質疑美方是缺乏實質的證據），俄羅斯政府保證他會勝訴。

你可預料，儘管沒有所謂的導彈呈堂，亦有足夠證據顯示整個「案件」是美國緝毒局的插贓行動，

這承諾和「保證」只是俄羅斯秘密組織低劣計劃的一部分，以此減低布特的警覺性，以致他會在

泰國法庭敗訴。 

 

此外，布特的妻子在我竭力主張下，發表了非法拘留她丈夫的投訴，此投訴非常有效（因為基於

技術細節，拘禁布特是違法的，而在泰國法庭的整個引渡聆訊過程中，布特應該被放出來的，而

非在犯人欄後）。布特妻子的投訴一出，令布特所有的敵人――泰國人、俄羅斯人、美國人――

盡失顏面。問題是，技術上拘禁布特是不合法的，他理應馬上獲釋。非法拘留的技術細節是明顯

的，而且理由充足。埃拉作出的書面投訴清楚有力，以至全球頂尖的律師也不能質疑。法官唯一

可做的，就是考慮個案，並把布特從不合法的監禁中釋放出來，才繼續引渡聆訊。俄羅斯、泰國、

美國人積極追捕他、囚禁他、剝奪他的資產，對於他們來說，這顯然不是個好結果。但在這情況

下，他們又可以做甚麼呢？很不幸，他們想到了一個方法：俄羅斯秘密組織的「可靠人士」接觸

布特的妻子，游說她自願刪除有關不合法囚禁她丈夫的投訴（因為這樣會使泰國法庭為難，泰國

法庭並不滿意這做法――事實也確是如此），交換條件是這樣的：投訴一刪除，「知恩圖報」的泰

國政府會馬上釋放布特。作為一種「解決方法」，令所有人「挽回面子」。 

 

布特及其妻再次相信俄羅斯政府，刪除有關投訴。泰國法庭並沒守諾言釋放布特。這是俄羅斯官

員「幫助」布特的事例。他們「幫助」了布特很多，但我不想逐一舉出，以免太冗長，太沉悶。

我想說的是，布特的哥哥在俄羅斯秘密組織的建議下，繳付$120,000 美元來保釋布特，但那款項

被騙走了，布特不得保釋，而該款項亦不予發還。又在俄羅斯組織的提議下，布特兄弟同意再付

出$250,000 美元作「庭外和解」，使布特可在案件結束前獲釋。根據俄羅斯官員的承諾，只要付

上$250,000 美元，布特會於 2008 年 5 月 1 日前獲釋。錢付了，但甚麼也沒發生――案件審訊仍

然繼續，沒有人打算歸還該款項，亦沒有人因為此虛假的承諾而要負責。 

 

由於俄羅斯官員這欺詐行為，導致你所謂的布特陣營缺乏資金，當需要在庭上把重要文件由泰文

譯成英文，以明白證人在庭上的供詞時，他們至今仍無法支付$2,000 美金的傳譯費用。一些重要

文件仍只有泰文版本。這足以說明俄羅斯如何「幫助」布特在引渡官司上敗訴。 

    

為何為何為何為何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政府與政府與政府與政府與布特布特布特布特作對作對作對作對？？？？    

因為在 9/11 事件中，是俄羅斯（準確點說，是前蘇聯）製的導彈擊中五角大樓。 

 



甚麼甚麼甚麼甚麼？？？？你得解釋清楚你得解釋清楚你得解釋清楚你得解釋清楚，，，，請慢慢說請慢慢說請慢慢說請慢慢說。。。。    

由於在五角大樓中找到導彈，所以美國要求俄羅斯交出一名（或一群）代罪羔羊負責，這是可理

解的。由於導彈携有核彈頭（彈頭為五十萬噸熱核，多於日本廣島那枚的 25 倍），美國堅持要俄

羅斯交出罪犯給美國司法部。 

 

五角大樓五角大樓五角大樓五角大樓剛剛被剛剛被剛剛被剛剛被導彈擊導彈擊導彈擊導彈擊中之後的照片中之後的照片中之後的照片中之後的照片，，，，而而而而外牆外牆外牆外牆未未未未倒塌倒塌倒塌倒塌及及及及燈柱燈柱燈柱燈柱未被未被未被未被撞倒撞倒撞倒撞倒，，，，其後其後其後其後燈柱倒燈柱倒燈柱倒燈柱倒下以模仿下以模仿下以模仿下以模仿「「「「機機機機

翼翼翼翼」」」」。。。。    

 

這是千真萬確的。但當俄羅斯處理事件時，他們不能承認事實――沉沒的「庫斯克」(Kursk) 潛

艇中，擁有熱核彈頭的「花崗岩」導彈(“Granit”missile)被盜走。因為普京於 2000 年已鄭重聲明

下沉的潛艇中沒有核武器。 

    

甚麼是甚麼是甚麼是甚麼是「「「「花崗岩花崗岩花崗岩花崗岩」」」」導彈導彈導彈導彈？？？？    

P-700「花崗岩」導彈（被北約(NATO)列為「船舶殺手」或 SS-N-19，N 表示海軍），是蘇維埃年

代最先進的海軍導彈，它是預算從海面下的潛艇向上發射，主要是為了攻擊美國的航空母艦戰

隊。這是非常複雜和「聰明」的導彈。「花崗岩」導彈用以攻擊戰隊及船陣，12 枚導彈可同時發

射，也可單一發射――瞄準一艘軍艦，或瞄準陸上固定的目標亦可（9/11 事件攻擊五角大樓示範

了此舉）。每枚「花崗岩」導彈約重 7 噸，約 10 米長，能以超波音 2.5 馬赫，射程達 625 公里。

基本上，每枚導彈都裝有標準「海軍型」50 萬噸的熱核彈頭。雖然理論上，此導彈可裝上常規

彈頭，但實際上不會這樣做――所以所有服役中的「花崗岩」導彈都全裝上核彈頭，絕無例外。 

 

這導彈被認為是不毀滅的，因為即使北約早已偵測到它，亦沒有任何毀滅它的方法。9/11 事件中



五角大樓被襲展示了這一點。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在「花崗岩」導彈即將襲擊五角大樓前最

少 6 分鐘，就偵測到它的存在。北美防空司令部操作員亦響起原子警報。「末日飛機」緊急起飛，

但仍阻止不了那場襲擊。儘管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事發前 6 分鐘已探測到導彈，那導彈仍成功接近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攻擊五角大樓的外牆。你可以下定論――這武器的危險性。順帶一提，根

據蘇維埃及俄羅斯戰略性計劃，裝有「花崗岩」導彈的潛艇，可作為攻擊美國的報復性核武的「後

備」安排（主要的報復性攻擊當然是使用戰略的洲際及由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 

 

 

工工工工廠內的廠內的廠內的廠內的「「「「花崗岩花崗岩花崗岩花崗岩」」」」導彈導彈導彈導彈    

    

基於「花崗岩」導彈可用作報復式襲擊，它被設計成可在美國城市之上製造空中爆炸――所以它

們不只裝置了一般接觸式的引爆器，還有特別的非接觸式的引爆器。我需說明，「花崗岩」導彈

有一個非常先進的導航系統，預先記錄了一份北約主要攻擊目標的名單。在海面上飛行時，「花

崗岩」導彈會掃描並偵察戰場，嘗試分辨船隊次序，尤其是航空母艦戰隊，找出船隊中的主要目

標，並以自動模式進行攻擊。如在陸上飛過，導彈也會進行偵察，藉著比較自己的坐標及預先記

錄在電腦的目標，嘗試探測出最值得攻擊的主要目標。一旦碰上那些目標，導彈上的電腦會根據

優先次序，馬上選定最主要目標，並進行攻擊。因此，當導彈向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發射時，它

比較兩座最主要的目標――白宮和五角大樓，然後「選擇」攻擊後者，因為它「認為」後者是最

主要目標。我應該說明，這是全球最重的裝甲導彈――它用非常厚的鋼製造，類似飛行坦克或巨

型子彈。由於速度、重量及硬度，此導彈在 9/11 時可穿透五角大樓的六面主牆。 

    



    

    

9/119/119/119/11 中五角大樓遇襲中五角大樓遇襲中五角大樓遇襲中五角大樓遇襲，，，，展示了導彈穿插的情況展示了導彈穿插的情況展示了導彈穿插的情況展示了導彈穿插的情況。。。。    

    

好好好好，，，，請繼續請繼續請繼續請繼續。。。。    

    

你要知道普京現在不敢收回說過的話，承認他欺騙了全世界，所有「庫斯克」上的核彈其實是被

偷去的。為應美國要求，找出襲擊五角大樓的「代罪羔羊」，需要其他解決方法。而最終也找到

了這「方法」。問題在於只有俄羅斯擁有「花崗岩」，而非其他前蘇聯共和國，儘管「花崗岩」導

彈是在蘇維埃時期製造。 

 

你可有證明你可有證明你可有證明你可有證明？？？？    

    

當然有。「花崗岩」是海軍導彈，除海軍外，沒有人可用它。蘇聯時期，有四支海軍艦隊――北

極艦隊、太平洋艦隊、波羅的海艦隊及黑海艦隊。四支艦隊之中，俄羅斯繼承了三支――北極艦

隊、太平洋艦隊、波羅的海艦隊。黑海艦隊則被俄羅斯及烏克蘭瓜分。但是，「花崗岩」導彈只

在太平洋艦隊及北極艦隊運作，卻不曾落入烏克蘭之手，理論上也是如此。所有「花崗岩」導彈

只由俄羅斯繼承。可是，要避過攻擊五角大樓的指責，俄羅斯官員惟有歸因於部分「花崗岩」導

彈屬於黑海艦隊。蘇聯倒下，其後俄羅斯及烏克蘭瓜分財產（包括核武和黑海艦隊），混亂期間

導彈落入了烏克蘭。俄羅斯因此捏造一份當時的文件，「透露」黑海艦隊其中一艘巡洋艇，計劃

重新裝置「花崗岩」導彈，於是蘇聯管治的最後幾年，幾枚「花崗岩」導彈已轉移至黑海艦隊，

一直留在那裡，最終在蘇聯時期結束時，仍由烏克蘭保留。「花崗岩」導彈從烏克蘭那邊被「偷

取」，並落入恐怖分子的手上（最終更把其中一枚在 9/11 時發射到五角大樓）。這版本是很荒謬

的，因為你想像一下，若幾枚「花崗岩」導彈如所說般，確實由烏克蘭保管，旨在重新裝置到此

重型巡洋艇，那麼這些導彈便不會跟核彈頭存放在一起。根據一般做法，在蘇聯時期，導彈放在

一個地方，核彈頭則放在另一地方，並由不同軍事部門負責監察。只有不清楚俄羅斯軍隊的外行

人，才會相信這版本――「粗心的烏克蘭人」同時遺失導彈及彈頭。裝有核彈頭的導彈只能從一

個地方偷取――服役中的潛艇。但有些相關的保安官員相信（或假裝相信）這與烏克蘭有關的無



稽版本，似乎可證明俄羅斯無罪。 

 

在這樣的情況下，俄羅斯並沒有罪，有罪的是從烏克蘭（不是從俄羅斯）偷取導彈的「壞人」。

現在他們需要找出「壞人」。你認為誰適合呢？你猜中了，就是臭名遠播的「死亡商人」或「戰

爭之王」。由於他為人早已被抹黑，大家很容易相信，就是他出售武器給最高價錢的買家，所出

售的更是核核核核，甚至是熱核熱核熱核熱核武器。這正是俄羅斯及美國共同協議的原因――設計陷害布特。如果分

析現實情況，又不是那麼難理解的。雙方都想結束五角大樓的案件，而又想不到有誰比布特更適

合，作為出售導彈給恐怖份子的代罪羔羊。全球根本沒有別的人更符合這角色。 

 

說說布特說說布特說說布特說說布特與與與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的的的同黨同黨同黨同黨安德魯安德魯安德魯安德魯(Andrew Smulian)(Andrew Smulian)(Andrew Smulian)(Andrew Smulian)，，，，他跟布特同時被捕他跟布特同時被捕他跟布特同時被捕他跟布特同時被捕，，，，後來怎後來怎後來怎後來怎

樣樣樣樣？？？？ 

所謂「同謀安德魯」其實是布特以前的朋友及生意伙伴。在這事上，美國緝毒局(DEA)佈局誣陷

布特，安德魯是緝毒局的「同謀」，而非布特的「同謀」。另外，一個無辜的人是沒有可能有「同

謀」，請恕我咬文嚼字，我只是想解釋清楚及更正這專門用語。安德魯莫斯科已跟布特見面數次，

亦有生意往來――答應為布特找好客戶，購買他那仍停泊在阿聯酋的飛機，以換取應急的金錢。

順帶一提，布特在曼谷被捕前已破了產，出售飛機對他來說是重大交易。 

 

最終安德魯把他引到曼谷――跟有興趣的買家洽談。根據美國政府呈交有關事件的文件，洽商期

間，安德魯介紹了幾個人給布特，他們貌似拉丁美洲的人，說西班牙文。據說他們來自一個叫哥

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組織，該組織奉行馬克思主義，以游擊隊形式，多年來對抗哥倫比亞的資

本主義政府。買賣飛機的交易在酒店商務中心進行。在會議開始了數分鐘後，泰國警方及來自美

國大使館的美國緝毒局特工闖入，並拘捕了在場人士――布特、他來自莫斯科的朋友（被揭發是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陸軍上校）及安德魯。三人之中只有布特被拘禁。布特的朋友，那位陸軍上校

朋友更馬上獲釋，並乘搭首班航機，翌日早上已抵達莫斯科。 

 

有傳安德魯（從泰國監獄中）逃走及失蹤了。緊記，他被困在守衛森嚴的酒店，由超過 150 名突

擊部隊成員看守。然後，沒有人留意到他不見了，被扣上手扣的他登上了計程車。到達機場，沒

有錢，沒有護照，仍可買機票，直飛美國，假如他被逮捕，便即面對 30 年的監禁，全世界只有

美國這國家會這樣做。美國是這樣描述事件。安德魯突然在美國「現身」，於紐約被捕，原因是

他為布特的「同謀」。可靠消息指，安德魯後來轉為原告的證人，作出對他前朋友不利的證供。

安德魯不是在美國的牢獄之中――他在受「監護」。 

 

對於對於對於對於布特布特布特布特的兩位律師的兩位律師的兩位律師的兩位律師――――――――拉克拉克拉克拉克和和和和 ChamroenChamroenChamroenChamroen，，，，你有甚麼看法你有甚麼看法你有甚麼看法你有甚麼看法？？？？    

拉克已當了我的律師很多年了，我自然很清楚他的為人。是我最先把他推薦給布特。2008 年 3

月 7 日，布特被帶到警署，我首次介紹拉克給他認識，那時是他上庭之前。當他被帶上法庭時，

拉克也在場，第一份辯護文件――口頭的和書面的――也是由拉克負責。拉克也有本事取回布特

的護照及個人物品――手提電話、個人電腦，雖然美國人要求把這些東西轉交美方，拉克也有辦

法扳平。拉克跟當地警方談好條件，迅速取回那些無價的物品，令美國政府懊惱不已，難以置信。



其後，在布特的案件上，拉克也盡全力為他抗辯，包括引渡的個案，以及布特自己被非法拘留的

投訴。可是，多虧蘇聯秘密組織的暗中策劃，拉克被免職，並由另一位律師代替――Chamroen。

Chamroen 是美國緝毒局派出的，經過一連串緝毒局的非正式特工安排，得以介紹予布特。Chamroen

作為美國的內奸，由蘇聯秘密組織人員介紹，他們深知所為何事：介紹 Chamroen 給布特認識的

人，肯定知道他是美國的內奸，儘管知道這點，他們仍向布特介紹他，並極力推薦他的服務。

Chamroen 拒絕及阻止所有為布特辯護的機會，他以錯誤手法處理布特引渡的事件。他使布特必

贏的官司上輸了。此外，Chamroen 落力阻止你所說的「布特陣營」向泰國法庭提交文件，作為

有力辯護布特的證據，以證明美國無理的指控。 

 

你可想到，聘請 Chamroen 是所費不菲的。他使布特動用超過 10 萬美元，此數目從泰國水平看來，

是很驚人的。律師的工作是重要的――原訟法庭聽取證供及接收文件――Chamroen 控制了整個

案件。後來，我又使計把拉克再帶回來：他不再是布特的代表律師，而是代表布特的妻子埃拉，

她連同主要的引渡案件，向法庭提交非法拘留其丈夫的投訴。 

 

有了這身份，拉克得以回歸案件。可是，當時已太遲了――Chamroen 有意不傳召合適的辯方證

人，又不當地盤問原告的證人，令案件敗訴。拉克所做的與 Chamroen 相反，他不僅轉為埃拉的

律師，他更在最後關頭扭轉局勢：原本埃拉為非法拘留案的惟一證人，但拉克卻令她當上引渡案

件中最重要的證人。 

 

全靠拉克，埃拉的證供有機會成為引渡案件中最有力的證據。美國於案件差不多結束前，嘗試把

最新「證據」呈堂，拉克對此表示反對。Chamroen 默然同意美國呈交最新「證據」，但拉克則挺

身而出，極力反對（他是處理別的案件的律師――技術上無權這樣做），最後此危險的部分不被

泰國法庭接納。所以，你可判斷拉克和 Chamroen 是甚麼人了。結果，當布特輸了官司，即將被

引渡回美國之際，Chamroen 失蹤了，是拉克幫助布特避過即時被引渡回美國。 

 

請澄清一點請澄清一點請澄清一點請澄清一點，，，，飛機到達了曼谷飛機到達了曼谷飛機到達了曼谷飛機到達了曼谷，，，，還是在美國起飛不久後折返還是在美國起飛不久後折返還是在美國起飛不久後折返還是在美國起飛不久後折返？？？？    

飛機載著身懷武器的美國聯邦法院的執行官，但多虧拉克，他們空手而回。 

 

你所說的很令人震驚你所說的很令人震驚你所說的很令人震驚你所說的很令人震驚。。。。這不是因為俄羅斯政府及這不是因為俄羅斯政府及這不是因為俄羅斯政府及這不是因為俄羅斯政府及布布布布特特特特的律師不忠的律師不忠的律師不忠的律師不忠，，，，而是牽涉此案的人是多愚昧而是牽涉此案的人是多愚昧而是牽涉此案的人是多愚昧而是牽涉此案的人是多愚昧。。。。

你究竟為甚麼不說出來你究竟為甚麼不說出來你究竟為甚麼不說出來你究竟為甚麼不說出來？？？？布特布特布特布特及其妻又怎不察覺別人對他們所作的事及其妻又怎不察覺別人對他們所作的事及其妻又怎不察覺別人對他們所作的事及其妻又怎不察覺別人對他們所作的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這聽來確但這聽來確但這聽來確但這聽來確

實令人難以置信的實令人難以置信的實令人難以置信的實令人難以置信的。。。。    

 

我也覺得難以置信，我只能想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純粹從心理因素方面看這問題，加上布特夫

婦並非慣犯，只是無辜市民，則可以解釋事件的原因了。布特並不知道自己成了向恐怖份子出售

導彈的人，助他們攻擊了五角大樓。直至現在，他在上訴庭敗訴（我早已告訴他結果是這樣），

他才慢慢地意識到誰在背後操縱整個陷害計劃。但在此之前，布特仍很有信心會勝訴，對於俄羅

斯官員所作出沒法兌現的諾言及不負責任的保證，布特信以為真，他的警覺性因而減弱。設身處

地想想，你被監禁了，而來自你國家的官員不斷向你保證所有事件「沒問題」，亦在「控制之中」。



同時，你的妻子亦向你轉述俄羅斯官員的同一番話，俄羅斯官員在莫斯科跟埃拉會面時所作的承

諾（在莫斯科，埃拉經常獲高層政府官員及秘密組織人員接見，他們屈尊地跟她對話，並保證案

件在「控制之內」，以求取得他們想要的結果）。假如你處於這情況，秘密組織及政府官員均表示

會盡一切可以協助你，他們代表國家總統許諾，並附有外交部公開聲明，這樣你會懷疑嗎？你不

會因此而減低警覺嗎？ 

 

布特及其妻沒理由懷疑俄羅斯有任何不妥行為。在這情況下，除非是多疑的人，否則都不會質疑

俄羅斯官員，對於太仁慈和太天真的布特來說，這是太困難的。此外，在泰國庭上令布特失勢的

專家，是來自秘密組織，他們熟悉自己要做的事。他們知道如何令謊言聽似真實而具說服力。當

你只是一個普通人，沒有犯罪背景、沒有試過被定罪、不曾接觸法律、不認識秘密組織的工作，

確實難以跟這類專家相處。你只是平凡人，自然無法意識到現實中秘密組織的陰暗世界。因為布

特及其妻都不是律師，所以俄羅斯官員那無稽的辯護方法，在他們看來是「合理」的，他們不察

覺背後的奸計。 

 

你比其他人知得更多你比其他人知得更多你比其他人知得更多你比其他人知得更多。。。。美國政府知你是危險人物美國政府知你是危險人物美國政府知你是危險人物美國政府知你是危險人物，，，，俄羅斯政府也是俄羅斯政府也是俄羅斯政府也是俄羅斯政府也是，，，，它們有嘗試收買你或威脅它們有嘗試收買你或威脅它們有嘗試收買你或威脅它們有嘗試收買你或威脅

你嗎你嗎你嗎你嗎？？？？    

有的。美國曾有好幾次以其他指控，威脅要拘捕我，又試過提供金錢利益。起初，他們答應如果

我協助他們暗中影響布特的個案，使他們可把他帶到美國，他們會給予我一筆不公開數目的款項

――就如 Chamroen 所做的。我拒絕了，他們就說，只要我甚麼也不做，不插手事件，不探訪監

禁中的布特，不出席法庭旁聽，不給予布特夫婦任何建議，他們仍會給我錢。當然，我也拒絕了。 

 

至於俄羅斯政府，他們不敢向我提出任何金錢利益或威脅我，因為這對他們的處境不利。不要忘

記美國是布特公開的敵人，俄羅斯是布特的「朋友」，因此美國可以提出任何金錢利益或威脅幫

助布特的人，這是平常的，但俄羅斯不可以這樣做，否則他們會出賣自己的誠信。 

 

俄羅斯從不公開表示對我的不滿。他們選擇散播謠言，詆毀我的名聲，指我「跟美國勾結」、「迪

米特不可信」等惡毒的流言。事實上，這做法最初在某程度上也有效。我察覺到有一段時間布特

夫婦並不相信我，而俄羅斯亦成功地使拉克免職，由另一律師代替。 

 

布特布特布特布特對美國有多重要對美國有多重要對美國有多重要對美國有多重要？？？？    

如果你認為布特對美國重要是因他「死亡商人」和「戰爭之王」的稱號，你就大錯特錯了。大多

數相信宣傳的西方人，都因荷里活電影情節、書籍、偏激刊物的描述，而相信美國通緝布特與非

法武器交易有關。這並非事實。你要知道布特不曾合法或非法地，在非洲、亞洲等地售賣武器。

在他人生之中，他連一支馬卡洛夫槍或 AK47 也沒有賣過，更遑論大批俄羅斯製的武器。有幾次

他和兄弟塞爾吉奧(Serigo Bout)試過運載武器、軍火、裝甲戰隊，但那些不是他們的武器，是他他他他

們客戶們客戶們客戶們客戶的。而那些客戶都是合法合法合法合法的。布特或塞爾吉奧的航運機隊所運載的武器及武裝軍隊，只是

屬於政府的！沒有一次是屬於非法客戶的。 

 



似乎很多人都意識不到這明顯的事實。西方荒謬的媒體是不能把布特扭曲為「非法武器商人」，

只有法庭裁判才可這樣做。這些年來，布特未曾因「非法武器商人」之名而被起訴，被傳召上庭。

政府、檢控官、聯合國、其他組織甚至以個人名義也未曾因「死亡商人」之名而起訴布特。 

 

為甚麼？答案很簡單：因為沒有一項證據獲法庭接納。布特「死亡商人」的形象只在荷里活電影

中、道格拉斯·法拉赫(Douglas Farah)的書中、監察員約翰(Johan Peleman)監察員捏造的「聯合國報

告」中被塑造出來。約翰的舊同事願意出庭作證，指出布特的名字在非法武器交易報告的最後版

本時才出現，最初版本並沒有他的名字。布特絕不能因約翰及電影《戰爭之王》，而被控非法出

售武器的罪名。這正是美國不以此名通緝布特的原因。如果要這樣做，早就做了。就是沒有證據。 

 

美國通緝布特必需另有其他理由。這「理由」並不能單憑布特在荷里活電影中被塑造的「死亡商

人」形象就成事，因美國法庭不接納這樣的證據。必須製造一些真實真實真實真實而可信可信可信可信的檢控，才可真正逮

捕他。美國官員因此使用了美國緝毒局。美國緝毒局的工作團繞毒品和毒品販子。他們的慣用技

倆是相同的――在受害人身上插贓，然後把他們拘捕。他們以同樣的方式用在布特的案件上：美

國緝毒局的臥底製造犯罪的圈套，從緝毒警察看來，或許是「平常」的，但對其他人來說，是荒

謬的。美國緝毒局派特工接近布特。那特工即布特以前的朋友安德魯，他給了布特一項交易。可

是，緝毒局插贓予布特的不是毒品，而是偽造的文件、「截取」得來的虛假電郵通訊、電話內容，

聲稱布特：1) 擁有手提式防空飛彈；2) 把這些飛彈在哥倫比亞出售予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

造反者；3) 他計劃及願意參與殺害在哥倫比亞的美國公民/美國官員。 

 

美國緝毒局一般能把真正的海洛英插贓在目標身上，他們這次不能把真的手提式防空飛彈嫁禍予

布特。儘管如此，這荒謬的案件由緝毒局高層審理，證據「可靠」，可於庭上處理。只因美國緝

毒局這次行動，美國官員最後才敢拘捕布特，在庭上處理事件。在此之前，他們沒有任何證據，

足以讓他們能在法庭上審案。因此，有關布特在非洲或其他地方的「犯罪活動」並不能在庭上提

出控罪。現時的案件只跟他出售「手提式防空飛彈」給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有關。 

 

這是官方「公開」的內容。但是，還有官方「秘密」內容。布特被美國通緝，並不是因為這荒唐

而不存在的手提式防空飛彈。在這場荒謬的誣陷陰謀中，美國政府及法庭並不會取得勝利。事實

上，追捕布特的原因，是不能公開的，亦不能在庭上公開審理。你可把事件跟蒂莫西·麥克維

(Timothy McVeigh)作比較，蒂莫西案其實是鮮為人知的核彈襲擊者，但在公開審訊中，被控告向

美國人民使用重型破壞武器（用 Ryder 貨車，載滿平價的肥料作為炸藥（譯註：硝酸銨－Ammonium 

nitrate，此化學品可作肥料亦可作炸藥，參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monium_nitrate 及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FO）），其個案被閉門審理。布特的案件也是如此。 

 

當然，美國官員，尤其是負責法律事務的官員，明顯知道單憑上述美國緝毒局嫁禍，他們不可能

在這無稽的官司中勝訴，因為一支防空飛彈也沒有被發現，美國緝毒局也沒找到那些導彈。 

 

你為何有這想法你為何有這想法你為何有這想法你為何有這想法？？？？    



因為他們知道整個故事是虛構的，根本找不到任何導彈。因此，他們不從導彈方面著手。真正需

引渡布特的原因不是由於那些手提式防空飛彈，而是美國政府私下與俄羅斯政府勾結，指控一名

叫「威克特ㆍ布特」的人，指他向恐怖分子出售蘇聯製的「花崗岩」導彈，引致 9/11 事件中五

角大樓被攻擊。這才是布特這案件中的真相。而美國法律專家計劃以這秘密部分，在美國法庭閉

門審訊中勝訴。因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已暗中偽造了一些「可信的」證據，暗指布特參與該案，

而容易受騙的美國官員亦相信俄羅斯官員，認為懸而未決的 9/11 五角大樓被襲事件，可因那些

「證據」而取得完滿結局。另外，布特亦暗中被控以出售手提式核武――即「迷你核彈」或「手

提公事包形核彈」――予不同恐怖組織，如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拉登的阿爾蓋達組織。最近

一些小型核爆也暗中歸咎布特。最重要的一項是在波哥大的 El Nogal 核爆，被指為「汽車爆炸」，

根據美國保安官員，在 1995 年奧克拉荷馬州爆炸中，所用的也是同樣的迷你核彈。 

 

迪迪迪迪米特米特米特米特，，，，你是前蘇聯軍你是前蘇聯軍你是前蘇聯軍你是前蘇聯軍第第第第 12121212 主要機構主要機構主要機構主要機構的核的核的核的核情報官員情報官員情報官員情報官員。。。。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公開上訴書指出日公開上訴書指出日公開上訴書指出日公開上訴書指出，，，，布特布特布特布特密密密密

謀向謀向謀向謀向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供應導供應導供應導供應導向向向向式彈道導彈式彈道導彈式彈道導彈式彈道導彈。。。。他們是否指明他們是否指明他們是否指明他們是否指明布布布布特特特特與核恐怖有關與核恐怖有關與核恐怖有關與核恐怖有關？？？？    

是的，只是漏了口風，無意中洩漏了意思。在呈上泰國法庭的官方文件，以及美國引渡要求的官

方（亦稱「公開」）部分，隻字不提「導向式彈道導彈」。他們提及「手提式防空飛彈」（細小得

可放在肩膀發射）。但是，私底下，美國嘗試游說泰方同事，布特的「手提式防空飛彈」事件是

很粗疏和無稽的，引渡布特的真正原因比之前更加嚴重，但不幸地，不能向公眾公開，或在庭上

公開審理。 

 

在缺乏證據及同時亦違反泰國法律的情況下，為游說泰方接納引渡案件，美國官員不得不向部分

泰國官員揭露「醜陋的真相」。因此，泰國高級警務人員、保安官員、泰國某些檢控員，清楚知

道布特被通緝不是因為「手提式防空飛彈」，而是出售裝有 50 萬噸熱核彈頭的巡航導彈，於 9/11

時攻擊五角大樓，由於引爆器不能操作，才不至於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化為灰燼。 

 

但是由於泰國是個沒有導彈和沒有核武的地方，他們看不到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的差別，所以檢

控官誤以為襲擊五角大樓的，是被裝有熱核彈頭的彈道導彈，而事實上是被裝有熱核彈頭的巡航

導彈所襲。泰國官員這樣出錯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在他們看來真的分別不大。但當你比較只重幾

公斤的手提式防空飛彈，跟十米長的彈道導彈時，就有很大分別。泰國檢控官（是軍事官員）混

淆前兩者（譯註：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是泰國人（譯註：暗示泰國人

核武知識不高）。可是他混淆後兩者（譯註：手提式防空飛彈和彈道導彈），就不可原諒（因為他

是軍事官員）。 

 

    



    

能背在肩膀的手提式防空飛彈能背在肩膀的手提式防空飛彈能背在肩膀的手提式防空飛彈能背在肩膀的手提式防空飛彈    

    

    

一般彈道導彈一般彈道導彈一般彈道導彈一般彈道導彈    

    

泰國國務安全委員會展開討論，商討布特被指責於 9/11 事件以導彈及熱核彈頭攻擊五角大樓一

事。顯然而見地，檢控官採納此消息，並洩漏了口風，這可從檢控官的上訴書看到，他不小心提

到「導向式彈道導彈」，以非政治正確的「手提式防空飛彈」。 

 

回答你問題的第二部分――是的，布特被通緝明顯與核恐怖有關。他暗地裡地被指責：1) 出售

俄羅斯製的「花崗岩」導彈給恐怖分子，那些「花崗岩」導彈裝有 50 萬噸熱核彈頭，恐怖分子

以此於 9/11 事件攻擊五角大樓；2) 在 9/11 發生前，出售最少三枚俄羅斯製的迷你核彈，名為



RA-115 及 RA-116 給恐怖分子（2001 年 9 月 16 日 El-Mundo 報章提及，以及 2008 年 3 月布特在

曼谷被捕後，約翰迪米特里內格羅蓬特(John D.Negroponte)〔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即發表官方公

報，見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tnt_03-08.pdf ）；3) 出售武器級的濃縮鈾給恐怖分子，可

從對付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實際行動看到，尤其是對付在厄瓜多爾森林內的雷耶斯陣營，該

事件發生於布特被引誘至曼谷前五天。 

 

為讓我們的讀者理解為讓我們的讀者理解為讓我們的讀者理解為讓我們的讀者理解，，，，你可解釋一下裝有熱核彈頭的彈道導彈你可解釋一下裝有熱核彈頭的彈道導彈你可解釋一下裝有熱核彈頭的彈道導彈你可解釋一下裝有熱核彈頭的彈道導彈，，，，及裝有熱核彈頭的巡航導彈的及裝有熱核彈頭的巡航導彈的及裝有熱核彈頭的巡航導彈的及裝有熱核彈頭的巡航導彈的

分別嗎分別嗎分別嗎分別嗎？？？？    

彈道導彈是垂直發射的，它會飛越地球的大氣層，以第一宇宙飛行速度行走出彈道軌跡――意思

是它的引擎把彈道導彈帶到我們所說的「太空」，然後其彈頭從太空向著目標掉下，原理就如隕

石一樣。你可把彈道導彈的路徑跟守門員在龍門附近位置踢足球投入另一邊球場作比較。巡航導

彈比彈道導彈慢得多――它的速度是次音速或稍為超音速的，導彈在空氣中飛行直至到達目標

（連同裝有的彈頭）――就如一架典型噴射戰鬥機。「花崗岩」導彈是非常昂貴及先進，於巡航

高度的速度為 2.5 馬赫，攻擊的最後路徑是這樣，導彈會下降及與地面平行，速度降為 1.5 馬赫

（如 9/11 襲擊五角大樓時所展示的）。但當用的是熱核彈頭，則沒有分別。50 萬噸熱核彈頭製造

出刺眼的白光，其後數毫秒以熱能輻射把你化為灰燼，你不可能感受到任何分別。50 萬噸熱核

彈頭以彈道導彈發送，從太空墜下，還是水平飛行的巡航導彈，都沒有分別。熱核爆炸的後果及

它帶來的破壞是難以區別的。 

 

布布布布特特特特的名字常跟出售的名字常跟出售的名字常跟出售的名字常跟出售 XXXX----55555555 導彈給伊朗和中國扯上關係導彈給伊朗和中國扯上關係導彈給伊朗和中國扯上關係導彈給伊朗和中國扯上關係。。。。你可告訴我們多一點嗎你可告訴我們多一點嗎你可告訴我們多一點嗎你可告訴我們多一點嗎？？？？    

這是「資料受控洩漏」的一種，以製造一些「根據」來說服那些不知道真相，而又可以知道一半

真相的官員。非法出售 X-55 只是虛構的掩飾故事，用以轉移對真正元兇的注意力――「花崗岩」

導彈。談論襲擊五角大樓的「花崗岩」導彈絕對是禁忌禁忌禁忌禁忌。這是不允許的。只有少數的美國高層保

安官員（還有俄羅斯高層保安官員，及部分可信靠的美國盟友）有權知道「花崗岩」導彈的事。

至於其他，這字是禁忌。但很多人都知道是導彈（也有很多人知道是俄羅斯製的導彈）襲擊五角

大樓。問題是，知道或懷疑這可怕真相的人，遠超於有權知道所有內情的人。因此，要以「一半

真相」滿足本身沒有權知道整個真相的人，就虛構了 X-55 這故事。 

 



次音速巡航導彈次音速巡航導彈次音速巡航導彈次音速巡航導彈 XXXX----55555555（（（（北約分類中屬北約分類中屬北約分類中屬北約分類中屬 ASASASAS----15 Kent15 Kent15 Kent15 Kent））））    

    

其次，從技術角度看，有關 X-55 的故事並不可能是真確的――9/11 事件中，技術上導彈無有能

力穿透六面（是六面！）五角大樓的主牆。世上只有一種導彈――「花崗岩」――能做到這穿透

技術。這即是說美國和俄羅斯在合力掩飾五角大樓襲擊的真相，同時，嘗試逮捕及制裁負責這次

襲擊的〔可疑］人物。因此，布特被檢控。因此出現非法出售 X-55 導彈的荒謬故事（X-55 導彈

亦是能攜帶核彈頭的，不要忘記這點：X-55 和核武有關係一事，經常與布特及其同伴從烏克蘭

出售導彈到伊朗一事相題並論）。 

 

我知道美國緝毒局審問我知道美國緝毒局審問我知道美國緝毒局審問我知道美國緝毒局審問布布布布特特特特時時時時，，，，首先問他關於他出售給伊朗的巡航導彈的名稱首先問他關於他出售給伊朗的巡航導彈的名稱首先問他關於他出售給伊朗的巡航導彈的名稱首先問他關於他出售給伊朗的巡航導彈的名稱。。。。為甚麼他們會為甚麼他們會為甚麼他們會為甚麼他們會

這樣問他這樣問他這樣問他這樣問他？？？？    

對的。他們首先的問題，並不是關於賣給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而且不是真實存在的手提式防空

導彈，而是關於布特被指賣給伊朗的巡航導彈。這是因為緝毒局探員位居中層，未夠資格知道整

個荒謬的真相――「花崗岩」巡航導彈，他們的上司只把部分事實告知他們――即上述提及的

X-55 巡航導彈。 

    

美國及美國及美國及美國及歐洲歐洲歐洲歐洲主流媒體花了不少功夫主流媒體花了不少功夫主流媒體花了不少功夫主流媒體花了不少功夫，，，，把把把把布布布布特特特特跟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跟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跟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跟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    及鈾扯上關係及鈾扯上關係及鈾扯上關係及鈾扯上關係。。。。他們要怎他們要怎他們要怎他們要怎

樣對付樣對付樣對付樣對付布布布布特特特特呢呢呢呢？？？？    

美國保安官員實際上有雙重任務。第一：他們要結束導彈襲擊五角大樓的案件；第二：要結束另

外數宗與迷你核彈有關的所謂「自殺式」或「非自殺式」「汽車爆炸」。更重要的是，1998 年廣

島爆炸紀念日，駐肯雅及坦尚尼亞的美國大使館發生核爆；1996 年胡拜爾大廈(Khobar Tower)發

生核爆；1995 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州核爆；2002 年芭里核爆；1993 年紐約世貿中心第一次核爆；

最近在伊拉克、巴基斯坦、阿爾及里亞、沙地阿拉伯等地發生的核爆，都被報道為「汽車爆炸」，

欺騙容易受騙的平民。還有 2003 年在波哥大的馬拉加俱樂部發生的核爆，早於 1999 年 11 月波

哥大亦發生過類似的核爆事件，同樣歸咎於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由於核武器方面的專家不

多，難以展開聆訊，讓外行人看來，似乎可用鈾製造低殺傷力的核彈（實際是所有迷你核彈全部

以鈽製造，和鈾原素一點也沒有關係）。 

 

那有沒有可能自行製那有沒有可能自行製那有沒有可能自行製那有沒有可能自行製造到低造到低造到低造到低殺傷力殺傷力殺傷力殺傷力的核彈的核彈的核彈的核彈？？？？    

由於很多人（包括保安官員及資深政客）對於核武器都是一無所知的，上述錯誤的想法得以廣泛

流傳：其實許多保安官員及資深政客都相信，可在黑市購得 50 公斤（一份臨界質量）高濃縮鈾

235，用來製造迷你核彈。其實，即使是工業程序，也無法用鈾 235 製造出迷你核彈，更不用說

是家庭工業，但很多容易受騙的群眾，相信了相反的歪理。 



 
一個受欺騙的例子一個受欺騙的例子一個受欺騙的例子一個受欺騙的例子。。。。眾議員眾議員眾議員眾議員韋爾登韋爾登韋爾登韋爾登(Kurt Weldon)Kurt Weldon)Kurt Weldon)Kurt Weldon)向美國國會展示向美國國會展示向美國國會展示向美國國會展示「「「「恐怖份子恐怖份子恐怖份子恐怖份子」」」」的迷你核的迷你核的迷你核的迷你核彈彈彈彈，，，，以圖以圖以圖以圖

嚇怕其他嚇怕其他嚇怕其他嚇怕其他國會議員國會議員國會議員國會議員。。。。但從技術角度看但從技術角度看但從技術角度看但從技術角度看，，，，那模擬設計的裝置那模擬設計的裝置那模擬設計的裝置那模擬設計的裝置實際上是不可行實際上是不可行實際上是不可行實際上是不可行。。。。    

 

結果，有些無恥之徒，以「汽車及貨車爆炸」為名，在幕後操縱這些核爆，無良地利用民眾對核

武的無知。雷耶斯領導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他們把約 50 公斤武器級

的鈾 235 收藏在歷厄瓜多爾森林的軍營，嫁禍予雷耶斯。然後，他們把雷耶斯殺掉，又把偽造的

電腦文件放入他的電腦內，聲稱他及同黨與 2003 年波哥大核爆事件有關，他們亦正搜羅更多武

器級的鈾。容易受騙的保安官員對於真正核武器科技所知的並不多，他們不會錯過這線索――他

們在雷耶斯的營地附近發現 50 公斤真正真正真正真正武器級的鈾，同時又確定 1999 年和 2003 年波哥大爆炸

事件是迷你核彈爆炸。可是，這場景誤導不了其他處事嚴謹的人：波哥大的兩次爆炸事件，1995

年俄克拉荷馬州爆炸，其餘大大小小「汽車爆炸」是由鈽並非由鈾製的迷你核彈所致。嫁禍予雷

耶斯的 50 公斤鈾 235 不足以欺騙處事嚴謹的人。 

 

至於布特，當你仔細翻閱公開資料時，你會發現：1) 布特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關係於同

一「證據」名單中可見，該名單聲稱於雷耶斯的電腦找到，當中聲稱有證據顯示他試圖購買 50

公斤（其臨界質量足以製造一枚廣島原子彈）武器級的鈾 235，以及他與馬拉加俱樂部的「汽車

爆炸」（保安官員認為是核爆）有關；2) 有傳布特用「國際航道」運載「手提式防空飛彈」――

俄羅斯、亞美尼亞、丹麥、紐西蘭大小安第列斯群島、哥倫比亞，與雷耶斯運送武器級鈾的路徑

一致，此資料於雷耶斯被美國人殺後的 2008 年 3 月 1 日，即布特在曼谷被捕前的五天，在雷耶

斯的營地附近發現。大家可自行為此判斷。 

 

關於 9/11 世貿拆卸，美國官員實際上利用了兩層的「真相」。試想像，很多中層的保安官員及政

客有足夠的智慧，知道煤油不能「熔鋼」，把鋼化為絨毛狀的微塵，而 9/11 之前「原爆點」(“ground 



zero”) 一詞只解「爆核的地方」。 

 

「原爆點」(“ground zero”) ――地面或水之下、之上、或其中為原子彈或氫炸彈爆發的地方。 

韋氏百科英語字典韋氏百科英語字典韋氏百科英語字典韋氏百科英語字典（（（（1989198919891989 年版年版年版年版，，，，1919191994949494 年印刷年印刷年印刷年印刷，，，，ISBN0ISBN0ISBN0ISBN0----15151515----11888118881188811888----2222）。）。）。）。9/119/119/119/11 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載有載有載有載有「「「「原爆點原爆點原爆點原爆點」」」」

定義的最大型字典定義的最大型字典定義的最大型字典定義的最大型字典。。。。    

    

因此這類人不能忍受「飛機令雙子塔倒下」為 9/11 的真相，這個騙人的說法。要滿足他們，就

需要一些「更高超」及可信的版本。所以，按照中等程度的 9/11「真相」（旨在滿足美國及海外

中級保安官員及政客），世貿雙子塔及世貿 7 號大樓是遭拉登同黨所擁有的三枚迷你核彈拆卸

的。你可從 Mi Hermano 一文確定我所說的是否屬實，此文載於 2001 年 9 月 16 日的西班牙日

報 El Mundo： 

 

http://web.archive.org/web/20011115015332/http://www.elmundo.es/2001/09/16/cronica/1047765.html 

  

http://www.bibliotecapleyades.net/archivos_pdf/elmundo_binladen.pdf 

 

可是，他們指出世貿倒下與三枚俄羅斯製的迷你核彈有關，那些核武由拉登從烏克蘭買來。然後，

作為盡責的保安官員，你應該調查一下那些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從俄羅斯核武器庫偷取核武

器，並賣給恐怖份子。不是這樣嗎？所以，美國亦作另外一個安排：連累布特，指他出售迷你核

彈及武器級核原料，更出售曾在五角大樓上空飛行，襲擊五角大樓，裝有 50 萬噸熱核彈頭的導



彈。所有跟核武有關的事，布特都成了代罪羔羊。自此，布特就與 9/11 拉上關係，而美國就展

開對布特史無前例的檢控。見約翰迪米特所寫與核有關的公報（見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tnt_03-08.pdf），發佈於 2008 年 3 月，即布特在曼谷被捕之後，內

容直接跟他被捕有關。上述提及的 El Mundo 指出三枚拉登從烏克蘭買來的迷你核彈，用於在 9/11

時破壞世貿大樓。把 El Mundo 跟約翰迪米特的公報相比，你一定會找到重點。有兩件事可以引

證布特傳聞中的「核」關係，即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及所謂的「汽車爆炸」或「貨車爆炸」

（爆炸地點奇怪地叫作「原爆點」，一個和核有特別淵源的名稱）有關。第一件事發生於布特被

捕不久之後。 

 

在布特被捕後約兩星期，有一段由「今日俄羅斯」於 YouTube 發表的短片，題目為「死亡商人

在曼谷被拒保釋」。你也知道，登記為 YouTube 的用戶就可留言。猜猜布特的朋友第一個留言是

什麼？就是「有 180 枚小型俄羅斯核武遺失了，核爆啟示很快便來到美國」。 

 

你覺得這留言怎樣？還是你覺得只是巧合？在情報界有一句至理名言：只有好的行動及壞的行

動，沒有巧合。在這留言發出後，2008 年 3 月 26 日眞的發生了一場核爆，地點在杜拜――布特

跌倒及他的航空生意失敗的地方。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在杜拜日在杜拜日在杜拜日在杜拜艾庫茲艾庫茲艾庫茲艾庫茲((((AlAlAlAl----Quoz)Quoz)Quoz)Quoz)發生了一場小型核爆發生了一場小型核爆發生了一場小型核爆發生了一場小型核爆，，，，被一名被一名被一名被一名 CNNCNNCNNCNN 攝影師無意拍到攝影師無意拍到攝影師無意拍到攝影師無意拍到（（（（你你你你

可想像到可想像到可想像到可想像到，，，，這首次的爆炸向易受騙的群眾報道為這首次的爆炸向易受騙的群眾報道為這首次的爆炸向易受騙的群眾報道為這首次的爆炸向易受騙的群眾報道為「「「「非法煙火倉發生多次爆炸非法煙火倉發生多次爆炸非法煙火倉發生多次爆炸非法煙火倉發生多次爆炸」，」，」，」，需要緊急國防服需要緊急國防服需要緊急國防服需要緊急國防服

務務務務，，，，學校亦需停課學校亦需停課學校亦需停課學校亦需停課）。）。）。）。    

 

你可在 YouTube 觀看更多關於那次爆炸的消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Rws9eHvVgw或閱讀

http://www.arabianbusiness.com/514699-explosion-in-al-quoz-in-dubai?ln=en  



 

――特別留意文中「磨菇雲」及「國防」等字眼。 

 

當我看到 YouTube 上的誣衊行為，以及幾天後在杜拜的小型核爆，我馬上向駐曼谷的俄羅斯大

使館官員投訴。你猜之後怎樣？翌日 YouTube 上有關「180 枚被偷的小型核武」及「核爆啟示」

的留言被刪除了。 

 

幸好，我給 YouTube 網頁作了螢幕截圖，至今仍可看到有關圖片及留言。 

 

下圖下圖下圖下圖：：：：YouTubeYouTubeYouTubeYouTube 的相片的相片的相片的相片，，，，顯示了第一個煽動性的留言顯示了第一個煽動性的留言顯示了第一個煽動性的留言顯示了第一個煽動性的留言，，，，提及提及提及提及「「「「被偷的被偷的被偷的被偷的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迷你迷你迷你迷你核核核核彈彈彈彈」，」，」，」，以及以及以及以及「「「「核核核核

爆啟示爆啟示爆啟示爆啟示」。」。」。」。    



 



噢！我差點忘記，在曼谷被捕後第二天，即由 2008 年 3 月 7 日起，我便忙於他的法律辯護，引

起美方留意。當地緝毒局的官員德里克(Derek Odney)，負責在 2008 年 3 月 6 日在曼谷拘捕布特。

大約 4 月中，他邀請我喝咖啡，並「討論一些事情」。由於我好奇他們會問我甚麼關於布特的事，

以及我可能有機會請他們解釋一下這離奇的案件，我應約了。 

 

德里克跟另一人一起出現，那人應該是隸屬其他部門，也許是美國軍情局或中央情報局。會面一

開始，他們在繞圈子，隻字不提布特。他們叫我協助緝毒局拘捕在曼谷的毒販。這看似合理，因

為這是緝毒局的工作範圍，但在實際情況之下，這是不尋常的。我幫布特及其案件，與毒品沒有

關係。接着，話題慢慢由毒品和毒販轉移到另一事上：德里克的同伴問我知不知道黑市售賣核材

料的情況，尤其是武器級的濃縮鈾在黑市買賣的價錢。出於禮貌，我略略表達了少許意見，並表

明這只是個人簡單的評論，實際完全不知價錢如何，因為我沒有牽涉在任何核材料的非法買賣當

中。 

 

然後，我問他們，這是否跟在厄瓜多爾森林雷耶斯的軍營附近，搜出濃縮鈾有關。他們告訴我是，

又表明想知道當中的答案，就因為這原因，亦因為美國政府非常關注該事。最可笑的是，整個會

談當中並沒有提及「手提式防空導彈」，只有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鈾（雷耶斯的電腦內亦沒

有提到「手提式防空導彈」和布特有關係，但只有武器級的鈾的交易和負責「汽車核爆」的哥倫

比亞革命武裝力量）。這是我跟德里克的首次會談。 

 

迪迪迪迪米米米米特特特特，，，，說說現在的情況吧說說現在的情況吧說說現在的情況吧說說現在的情況吧。。。。布特現身處哪裏布特現身處哪裏布特現身處哪裏布特現身處哪裏？？？？他他他他還有什麼還有什麼還有什麼還有什麼抗辯抗辯抗辯抗辯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    

布特正身處曼谷，準確點說，他在暖武里府（曼谷市郊），在守衛森嚴的監獄之中，因與一齣賣

座的電影名一樣，而被稱為「曼谷希爾頓」。8 月 20 日，引渡案件有裁決，他由曼谷候審監獄轉

到那裏。 

 

要回答你第二部分的問題並不容易。有幾點可以作為辯護理由，但我不會公開說明，因為美國人

會很想看到這篇訪問，並進行相應行動。但從法律方面看，有些事情還未有定案。他的律師拉克

仍為替布特辯護而努力。上訴庭作出裁決後，引渡案件似乎到「尾聲」，但事實上尚未「完結」。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情況許可。 

 

* * * 訪問結束 * * * 

可是，我錯了。做訪問時，布特仍在曼谷監獄，在泰國法庭尚有兩宗懸而未決的案件，其中一宗

在重審中，仍未完結，另一宗案件正在上訢中。因此，技術上來說，泰國政府無權引渡他――只

有布特的案件在當地法庭終結時，才可執行引渡。可是，泰國政府為討好美國，違反法律程序，

將布特從獄中押解出來：事前沒有通知法院、俄羅斯大使館、布特的律師，以及布特的親屬。泰

國政府突然發出內閣的決議，把他引渡回美國。當電台廣播這決定時，布特的律師趕至刑事法院，

遞交投訴，以阻止政府的不法行為。但布特已登上特別的專機上，飛往紐約。 

 

 



 

 
布特布特布特布特抵達紐約時抵達紐約時抵達紐約時抵達紐約時，，，，被緝毒局專員包圍被緝毒局專員包圍被緝毒局專員包圍被緝毒局專員包圍。。。。德里克德里克德里克德里克（（（（禿頭者禿頭者禿頭者禿頭者））））在在在在左左左左方方方方。。。。 

 

布特不得攜帶任何個人物品到美國，即使是一本電話簿（內裡有律師、朋友及親屬的電話號碼）、

一枝筆、一枝牙刷、內衣褲、金錢，也通通不能帶。他被困進死囚行刑前的監房、被脫光衣服、

被下令穿上骯髒的黑色衣服（大概是「曼谷希爾頓」的死囚行刑時穿過的，從未洗過），沒有鞋

子。就以這樣的裝束，被送往美國――全球最「民主」的國家，以公義自誇。多虧他的美國籍義

務律師（紐約法院指派）給了他一百元，他才得以在紐約獄中買到牙刷及其他日用品。 

 

現在我只能衷心希望，緝毒局或聯邦調查局不會對布特不利。我希望他們不會迫得太緊，否則會

把他迫死。緝毒局人員（住在五星級酒店，坐頭等機位的人）在整個逮捕「死亡商人」的過程中，

花費了美國納稅人超過 5 千萬美元。但願美國納稅人不會放過這群藉 9/11 慘劇而大肆花費的寄

生蟲。 

 

無論如何，我呼籲看過這篇報道的人，可以的話，幫助這無辜的人。這只是一名被所謂「新世界

秩序」陷害的受害者，他的罪名只不過是做一個進取的俄國人，有國際性的生意，與西方人競爭。

（事實上布特是在俄國居住的德國人，在俄羅斯，我們叫這類人為「德國人」，所以官方文件也

顯示為「德國人」，但新世界秩序之流不理會這些――他們只想他做「壞的俄國人」，因為他們需

要「壞的俄國人」――捏造與「壞阿拉伯人」合謀的故事，由於飛機泄漏的燃油，令鋼筋做的摩

天大廈倒塌的故事…）。 

 

布特現處於美國監獄：「布特布特布特布特，，，，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91641916419164191641----054054054054，，，，紐約紐約紐約紐約 10007100071000710007，，，，公園道公園道公園道公園道 150150150150 號號號號，，，，紐約大都會拘留所紐約大都會拘留所紐約大都會拘留所紐約大都會拘留所」。 

 

或聯絡我，迪米特，有需要我會把你跟布特或他妻子直接聯絡。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迪迪迪迪米特及他的研究米特及他的研究米特及他的研究米特及他的研究：：：：    

更多更多更多更多：：：：http://www.veteranstoday.com/2010/10/16/gordon-duff-when-will-the-crimes-of-911-end/    

重要資料及下載連結重要資料及下載連結重要資料及下載連結重要資料及下載連結：：：：http://www.dimitri-khalezov-video.com    

下載短片及其他重要檔案下載短片及其他重要檔案下載短片及其他重要檔案下載短片及其他重要檔案（（（（直接直接直接直接））））：：：：http://911-truth.net    

多項與多項與多項與多項與布特布特布特布特案件有關的資料案件有關的資料案件有關的資料案件有關的資料：：：：http://911-truth.net/Victor_Bout/    

YouTubeYouTubeYouTubeYouTube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http://www.youtube.com/user/DimitriKhalezov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討論區等討論區等討論區等討論區等：：：：http://www.911thology.com  

聯絡方法聯絡方法聯絡方法聯絡方法：：：：http://www.dkhalezov.com/ 

 

本文的來源：http://911-truth.net/Victor_Bout/Most_shocking_interview_English.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