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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懷普世的恐怖國度與理想
UBER（優步）與冰桶挑戰，先後在香港引起熱
話，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皆採取了「點對點」的
運作模式（P2P，Peer-to-Peer），所有參與者透過
直接、對等的關係引起共鳴，展現出網絡世界
的動員力和感染力。誠然，伊斯蘭國（IS）的運
作，也有著P2P的影子。

其實把IS單單視為一個恐怖組織，並非完全正
確。IS原名ISIL，即「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Levant) ，剔除
「伊拉克和黎凡特」之地區性字眼後，加上斗膽
以「哈里發國」(Caliphate，即全地穆斯林要服膺
的國度)自居，反映其胸懷普世的理想與決心。
再者，IS具清晰的政務組織，有不同部門，有
財政預算和財務發展計劃，被攻佔的地區按「國
策」來管治，在部分「領土」修橋補路，同時維
持人民在市集的買賣和正常生活。相比不少國
家，IS看來更加健全，而類似P2P的運作模式，
更成功令這恐怖理想進一步滲透全球。

P2P與IS
IS在它直接攻佔的中東領土上，會實行上述的
地區管治，而在非洲、其他亞洲地區，則與不

同聖戰組織結盟。部份組織表明效忠IS，或自
稱為IS的一個省份（例如博科聖地自稱為IS西非
省）、是其分支（例如伊斯蘭青年協商委員會自稱
為利比亞IS分支）。結盟的好處跟P2P的優點一
樣，IS未必要為盟友提供大量的支援和資源，
整個「聯盟」朝著建立全球化遜尼派伊斯蘭國
度的共同理想邁進，他們的敵人是每一個非遜
尼派教徒，只要這些盟友針對西方世界、以色
列、基督徒和什葉派穆斯林發動「本土化」襲
擊，便與IS站在同一陣線了。甚至曾是恐怖組
織一哥、與IS勢成水火的「阿爾蓋達」領袖亦
面對現實，於11月初呼籲兩個組織的成員要團
結，進一步反映IS的全球「認受性」正不斷提
升。

除了組織性的聯盟，許多個人亦自發地投進
IS的懷抱。一些年輕人投奔IS的轄地，一些則
在自己的地方、或潛入歐美國家以IS之名進行
恐怖襲擊。不論這類恐襲是否由IS主動提出，
也反映了這種類似P2P運作模式的影響是多麼
大。各地聖戰組織本來並不吸引，但它們與IS
結盟，更多青年人不再須要跨越國界，便可加
入它們，自動成為「滿有理想」的IS成員，這是
多麼吸引，也是多麼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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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搖撼的伊斯蘭國？
穆斯林歸主運動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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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第三頁的「IS結盟的部分組織」及第四
頁的「2015部分恐怖襲擊事件」資料。］

IS 成功之道
UBER成功，因為它幫助司機和乘客省回許多
成本；IS和它的盟友同時佔盡便宜，它們不用
付上額外資源，便達雙贏局面。

冰桶挑戰成功，因它善用網絡。IS的網絡攻勢
則軟硬兼施，其殘暴手段令敵人聞風喪膽，同
時令認同全球伊斯蘭化的聖戰組織和年輕穆斯
林趨之若鶩。除了血淋淋的畫面，IS也會上載
溫馨的田園場景、在它管轄下人民井井有條地
生活的資訊。

明顯地，IS有一批十分聰明的首腦，一步步部
署IS的發展，為它建立形象。而最關鍵的，是
IS理想背後是他們心中的造物真主，因此最殘
暴的手段、最不道德的方法亦變得合情合理。
近代歷史中，從沒有一個伊斯蘭組織和政權如
此懾人，有如此魅力，統治全球這「不可能任
務」看來因「真主」而變成可能了，但IS真的能
成功發動全球穆斯林、並大舉提升伊斯蘭嗎？

靈風搖撼伊斯蘭
宣教學者David Garrison於2007至2012年進行了
一項研究，他的團隊橫跨二十五萬英里、踏足
十四個國家，訪問千多位已受洗的穆斯林背景
歸主者（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 MBB），
他們發現不同地區皆出現了數以千、萬計穆斯
林歸主的情況。他把研究結果和分析結集成
書，完成“A Wind the House of Islam”（中譯本：
《靈風搖撼伊斯蘭》）。該書指出在第十九世紀
前，自願性且有延續力的歸主運動從沒出現，
而歷史中84%的自願性歸主運動，竟在21世紀

這兩個月，IS伊斯蘭國份子的恐襲行為成為各大
報章的頭條：巴黎死傷數百、黎巴嫩歷來最大恐
襲傷亡、北非炸彈恐襲多人傷亡、更有人被俘虜
等等。

伊斯蘭國份子在各地所策動的暴行及極其殘暴的
行為已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雖然有不少調查顯示，在歐洲及北非中東地區有
很大比例的穆斯林希望能有「哈里發」（即那位統
領全球穆民的伊斯蘭領袖）出現，復興伊斯蘭的
光輝；但與此同時，在世界各地方也有不少穆斯
林因著ISIS的所作所為，並其刻意標榜按伊斯蘭
經典（古蘭經）道理及其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榜
樣而行，開始質疑伊斯蘭。我們在前方作難民事
工的同工也傳來消息，在各線的難民中，正有大
批穆斯林對基督信仰開放，他們對聖經的渴求，
更是眾宣教同工在穆民中從未見過的。

神正在工作！在IS的悲劇中，神正在穆民中作
工！

在此讓我們一同努力與神同工：
1)   為世界各地的穆民禱告，叫穆民從IS暴行中

得著覺醒，從而追求真理，並得著基督！
2)    為在水深火熱中的難民，特別是在當中的基

督徒（他們受的迫逼遠超我們想像）向神呼
求，求主賜下幫助和拯救。

3)    為眾信徒祈禱。看見IS的「胸懷普世」，我
們更願意奮起為主作見証，特別是和身邊的
穆民分享基督及祂的愛。

4)    為各國政要禱告，讓他們有智慧，作出適當
的決定和行動，遏止IS並其邪惡繼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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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暴行與
穆斯林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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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十二年間出現。歷史告訴我們「穆斯林大量歸
主」是項「不可能的任務」，但今天為何變成可能
呢？

*  在第十世紀也出現過兩次，但那些運動沒有延續性，歸主的穆斯
林很快便回歸伊斯蘭，故並沒有計算在內。

穆斯林自願性歸
主運動次數* 百分比

7-18世紀 0 0

19世紀 2 2%

20世紀 11 13%

2001-2012 69 84%

作者歸納了多個原因，其中不少與IS的成功、
P2P的特質有異曲同工之處：
1.  自發性：例如穆斯林發現伊斯蘭的諸多問題

和主耶穌的超然性，令他們自發追求信仰。
2.  令人趨之若鶩的見證與典範：IS的形象與冰

桶明星皆十分吸引。而不少穆民歸主，卻是
因為基督徒愛心見證，他們甚至至死忠心、
為主犧牲。

3.  網絡和媒體的威力：許多穆民透過互聯網、
電視、廣播和福音書刊認識主，以及了解到
伊斯蘭許多問題，因而對基督教產生興趣。

4. 	本色化及本土化：IS和優步不會要求成員跟
隨既有的方法和模式，讓「用家」按自己的
特色發展。本土語言聖經的出現，加上宣教
士多年委身，以當地人明白和接受的語言和
本色化方法與他們分享福音。而當本土群體
開始成長，本土化的福音威力便開始爆發。

[ 接上頁 ]

真主、真正的主與我們的呈獻
事實上，歸主運動與IS的成功之道，還有重要
的區別。首先，IS有明顯的領袖在背後策動，
但各地歸主運動分別出現，皆無領導可言，反
而有一隻無形而大能的手，在歷史中按各地文
化地理特色埋下伏線，不同宣教士在各地默默
耕耘，時機成熟，福音便爆發。

雖然近年有不少穆斯林歸主，但MBB數目與全
球穆斯林人口比較，仍只是鳳毛麟角，究竟我
們希望越來越多穆民歸主，還是從此止步呢？
David Garrison在書本的最後一部分問道：配合
神的作為，我們可以如何參與呢？我們可扮演
甚麼角色呢？我們可獻上甚麼呢？

面對IS，全球束手無策，因我們對付的不是一個
組織或政權，而是撒旦精心安排的「伊斯蘭全球
化」的理想。歷史告訴我們，以暴易暴、以強權
進擊，從來不能為神贏取穆斯林的靈魂，要擊退
IS，需要有一個真正崇高的理想。IS的發動力來
自他們對真主的一份追求，為要叫伊斯蘭得以發
揚，但在我們背後的卻是真正的主。祂愛世人，
包括IS的成員，當然更包括每位穆斯林，而且祂
有能力轉化他們去追求真正豐盛的生命。既然真
正的主願與我們同工，
我們要如何配合祂的作
為呢？我們可如何成為
穆民的祝福？面對身邊
不少的穆民，我們又可
獻上甚麼呢？

非洲：
•博科聖地
•耶路撒冷支持者
•伊斯蘭青年協商委員
•哈里發戰士旅

中東：
•真主旅
•統一與聖戰呼聲之子
•Free Sunnis Baalbek Brigade

南亞：
•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
•Jamaat ul-Ahrar
•哈里發運動

東南亞：
•邦薩摩洛伊斯蘭自由鬥士
•Jamaah Ansharut Tauhid
•阿布沙耶夫

中亞：
•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

與IS結盟的部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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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證據顯示或聲稱IS有關的事件。
# 估計2015年1-10月伊斯蘭恐怖襲擊逾2,400宗，死亡人數約23,961人。

日期 事件 地點 最少死	/	傷人數#

歐美 7/1 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 法國巴黎 12/11

14/2 藝術‧褻瀆和言論自由研討會槍擊案 丹麥哥本哈根 1/-

3/5 柯蒂斯展演中心槍擊案* 美國德州 2/1

26/6 聖屈昂坦法拉維耶恐怖攻擊事件* 法國里昂 1/2

13/11 法國連串恐怖襲擊* 法國巴黎 153/-

非洲 2/4 肯亞加里薩大學大屠殺 肯亞 147/79

26/6 蘇塞恐怖攻擊事件* 突尼西亞蘇塞 38/36

26/6 利戈之戰 索馬里 70/-

10/10 乍得炸彈襲擊 乍得巴加索拉 41/-

31/10 俄羅斯客機空難* 埃及西奈半島 224/-

南亞 13/5 卡拉奇巴士槍擊案* 巴基斯坦卡拉奇 45/13

中東、西亞 26/6 科威特清真寺爆炸案* 科威特 27/227

20/7 蘇魯奇爆炸案* 土耳其蘇魯奇鎮 32/104

13/8 巴格達汽車炸彈爆炸事件* 伊拉克巴格達 76/212

東南亞 17/8 曼谷爆炸案 泰國曼谷 20/120

青宣計劃目的
為年輕信徒提供
差傳培訓及海外工場體驗

工場地點包括
東亞、中亞、非洲

培訓課程日期
7/5 (六)、28/5 (六)、
9/6 (日)、18/6 (六)

海外宣教體驗
七月 (為期四週)

截上報名日期
2016年3月31日

查詢及報名詳情
2753 7170 (陳姊妹) / 
瀏覽www.frontiers.org.hk

2015部分恐怖襲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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