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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穆民！何時了？──

伊斯蘭下的一闕哀歌！

差會編輯室

「這是和平之地……這片土地將會給每個人帶來
光明，就像藍天之中的太陽一樣……」1，這是《阿
富汗國歌》裡面的歌詞，道出了作者對自己國家的
自豪和盼望。回應本期通訊關於「難民與穆民」的
主題，不難發現盼望與現實竟有如此大的落差。

無獨有偶，它們都是伊斯蘭教國家，而在全球
2
「逼迫基督徒國家名單」（World Watch List）
上均是名列前五位。究竟這些國家發生了甚麼
事，令國民（不管是穆民還是基督徒）
，無法安居
樂業，甚至離鄉別井？

在伊斯蘭的基礎教義裡，有稱為平安之地（Dar
al-Islam）和戰爭之地（Dar al-Harb）
，其原意是若
一個地方以實施伊斯蘭法為最高法律的話，這
個地方就是「平安之地」，反之就是「戰爭之
地」，即凡忠心的伊斯蘭教徒都需要為此而發動
聖戰，讓這個地方能服膺於伊斯蘭之下。伊斯蘭
既要和平，卻又要為著擴張領土而發動戰爭。歷
史告訴我們，戰爭的代價就是失去和平，更可怕
者，是這些戰爭原來就發生在平安之地，令以為
活在平安之地的穆民飽受戰火蹂躪，被迫逃離家
園，成為「無根的難民」。

敍利亞 – 難民大躍進之國
逼迫基督徒國家排名 = 4

環顧世界各地的難民，他們流離失所，難民營的
生活更非我們能夠想像，每個新聞畫面都叫人歎
息。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13年的報告，全球難民
的總人數已超過五千萬，而輸出最多難民的國家
頭三位分別是：

*

國家

2012年
（百萬）

2013年
（百萬）

*2014年
（百萬）

敍利亞

0.40

2.47

2.83

亞富汗

2.50

2.56

2.69

索馬里

1.14

1.12

1.08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報告，數字計算至2014年中。

在2012年以前，敍利亞的難民
數字還不入前三十位，但到了
2013年底，它的難民輸出國位
置已急升至第二位。到2014年
中，它更超越難民輸出國的老
大哥阿富汗，成了第一位。

追始溯源，敘利亞內戰在2011年初開始，一直持
續至今。內戰是政府軍與反對派武裝組織之間的
衝突，也是伊斯蘭教內的教派之爭。在敍利亞，
有接近90%的人口是穆斯林，而其中75% 是遜尼
派，什葉派則只佔約15%，不過執政的權力卻由
什葉派的巴沙爾阿薩德家族掌控，使到屬遜尼
派的民眾有許多不滿，兩派積怨日深。這次內戰
由2011年初的一次示威活動開始，暴力事件不斷
升級，兩派的對抗情緒也跟著升溫，衝突持續至
今都未有緩和跡象。不斷的內戰，最終卻苦了平
民百姓。他們被迫逃到鄰國如黎巴嫩、土耳其和
伊拉克等國家。從上圖數字來看，難民的數目在
兩年間以倍數上升，可想而知箇中內戰的情況有
多嚴重，所波及的範圍有多大。

1. http://baike.baidu.com/view/4110161.htm#2_3
2. https://www.opendoorsusa.org/christian-persecution/world-watch-list/
3. http://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regiona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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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流離宣教
神另類的宣教計劃

神在歷史上讓我們看見祂成就宣教（讓普世
認識祂的名）
，主要有兩個方式：
1）	神差派祂的子民、僕人從本處往異邦中
傳播祂的信息。舊約的先知被差派正是
一例；
2）	神容讓祂的子民落在苦難中，以難民的
身份被流放到異鄉中，從而讓外邦人認
識祂的名。如在新約使徒時代的耶路撒
冷門徒，在大逼迫中四散，從而將福音
傳至外邦。

這些基督徒難民，同時又在（外 邦人）難民中
「流離」宣教，可說是神宣教作為中的另類，但
也同時是神多用的「宣教方法」。從初期教會面
對逼迫，至六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在中東地區
廣泛對基督徒逼害，到今日在世界不同角落，
神亦在難民中成就著祂的「流離宣教」工作，同
時也給流徙中的難民（基督徒或非基督徒）
，對生
命有反省悔改的機會，正如以下一位在伊斯蘭國
（IS）危機中的基督徒難民的分享：
「我想神是在嚴懲我們，因為我們忘記神。我們
停止讀經、禱告，也許神是利用這件事在改變我
們。現在我和家人每天晚上都一起靈修、讀經、
禱告。我們領悟到，我們所擁有的只有耶穌。」
有報導，在今日上千遜尼派穆斯林家鄉的傑拉
許城（Jerash）
，耶穌在夢境和異象中向許多人顯
現。「他們夢見耶穌，看見基督徒如何款待他
們，使他們無可抗拒地被吸引歸向耶穌。」
從不同渠道也傳來消息，說到今日因為伊斯蘭國
（IS）危機中的穆斯林背景難民已有不少在尋求
耶穌（不是伊斯蘭教所描述的先知耶穌）。「遇見
這樣的危機，我們正在經歷到處復興、覺醒。」
一位宣教領袖說：「神不只正在地理位置上挪移
這群人，且移轉他們的心。」
弟兄姊妹，今日面對普世，特別是在伊斯蘭國
（IS）下的難民，我們又可有覺醒，心可有被神
轉移？縱然不能身在現場，我們的心總沒有忘記
這些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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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2014年崛起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
在敍利亞肆虐，不斷以殘忍手段逼害基督徒及不
同派系的穆斯林，同樣導致大量難民被迫逃難到
其他地方。
同來禱告，燃點希望：
1. 敍利亞政府與各武裝派系願意以和談代替戰爭，
讓國家、人民早日回復安寧。
2. 攔阻伊斯蘭國暴行，並且甦醒肆意殺戮者的心，
不再流無辜人的血。
3. 難民中的孤兒寡婦、傷病老弱得著適當照顧，能
渡過艱難的日子。
4. 在難民當中大開福音之門，讓穆斯林難民得聞福
音，心靈得著安慰，眼淚變為喜笑。
5. 解救在逼迫中的基督徒肢體，賜予堅忍的信心和
力量，在磨難的日子持守真理。

阿富汗 ─ 難民輸出國的老大哥
逼迫基督徒國家排名 = 5

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
美國將繼續駐軍阿
汗，受到國內穆斯林游擊
富汗到2015年底，
隊的反抗，同時這些武裝
幫助現政府的安全
組織之間亦因派系不同而
部隊對抗塔利班的
彼此攻伐，造成內戰連
武裝勢力。
年。蘇聯雖然在1988年宣
布撤軍，但國防空虛，引致各派系在利益上的爭
奪，令阿富汗陷入無休止的內戰，直到現在仍未停
止，難民的數字在過去幾年每年都超過二百萬，是
難民輸出國的老大哥。
塔利班組職在1996年獲得政權後，實施嚴厲的伊
斯蘭法，不單造成龐大的難民潮，更令原本計
劃回國的難民卻步。到2001年的911事件，引致
美、英聯軍對阿富汗進行激烈的軍事行動，結果
再造成另一次難民潮。究竟難民潮何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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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來禱告，燃點希望：
1. 新總統在2014年上台，求主引導掌權者的心，有
決心和智慧平息無休止的內戰。
2. 塔利班的武裝勢力仍然控制一些地區，求主將激
進的伊斯蘭好戰份子和恐怖組織逐出阿富汗，讓
飽受飄泊之苦的難民能早日重返家園。
3. 難民當中的穆民能反省自己的國家原來不是「平
安之地」
，從而有機會認識真正的「和平之君」。
4. 基督徒社群雖然脆弱，但求主加力，讓他們在困
難中為主作見証，尤其是在穆民當中活出主所賜
的平安。

索馬里 – 沒有政府的國家
逼迫基督徒國家排名 = 2

在1991年，當索馬里政
根據無國界醫生今年
府因高壓統治被推翻
四月的消息 4：東非肯
後，各地武裝組織紛紛
尼亞政府計劃在三個
冒起，形成群雄割據局
月內，關閉國內東北
面，與臨時政府的軍隊
部一個運作超過二十
時有發生武裝衝突，不
年的難民營，強迫棲
同派系組織之間也是戰
身其中的數十萬名索
雲四起。直至今日，索
馬里難民回國。
馬里都是處於無政府狀
態，仿如「人間地獄」。因為安全理由，現已鮮有國
際救援組織可以在當中提供幫助。
索馬里已是一個被戰爭嚴重撕裂的國家，國內基
建設施十分落後，人民生活困苦，許多被迫離開
家園，所以每年的難民數字也只是有增無減。

同來禱告，燃點希望：
1. 求主止息索馬里無休止的戰爭，令國家回復秩
序，人民可以正常生活。
2. 目前索馬里局勢難容讓福音工人在當中工作，求
主仍施憐憫予分散在鄰近各國的索馬里難民，讓
福音在他們當中開展。
3. 許多索馬里難民的新一代在愁苦、無盼望的環境中
成長，祈求主的福音成為他們的喜樂和安慰。
4. 肯尼亞政府願意體恤索馬里難民的苦況，為他們
提供臨時居所和生活所需。

小結

伊斯蘭（Islam）多有被人詮釋為帶有「平安」的
意思，因為從阿拉伯文的字根上來看，Islam（順
服）及Salam（平安）有相同的字根S-L-M，但在
實踐上，「順服」真主才是伊斯蘭的信仰核心，
而且為了表明順服真主、把伊斯蘭推廣及在各地
宣示伊斯蘭的優越，甚或令認同者臣服，會不惜
發動戰爭。在「聖戰」的定義下，更可肆意傷害
非我族類，甚至是不同意見的穆斯林，帶來各地
生靈塗炭，因此不單是非穆斯林，就是在當中佔
人口大多數的穆斯林平民百姓，也同樣成為受害
者。若要將伊斯蘭（Islam）理解為「平安」的意
思，那是一大諷刺。
雖然聖經中並沒有「難民」一詞，但當中卻不乏
難民的事蹟。事實上，聖經中不少重要人物都是
難民身份，舊約中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以至新約
的耶穌皆是難民身份。很多時候，這些難民更是
成就神計劃的器皿（徒11章）。唯願我們都能按聖
經的教導善待難民的同時，也為天國在他們當中
的實現付出努力。
4. http://msf.hk/news/1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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