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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份子倒行逆施恐怖主義(Terrorism)瀰漫世界

由於巴黎發生了由於巴黎發生了 11131113 黑黑
色星期五的恐怖襲擊事件震色星期五的恐怖襲擊事件震
撼世界撼世界，，最新一期的最新一期的 「「時代時代
雜誌雜誌」」 (Time)(Time)以法國的地標以法國的地標
建築艾菲爾鐵塔為封面建築艾菲爾鐵塔為封面，，並並
且把世界各國對且把世界各國對 「「伊斯蘭國伊斯蘭國
」」 (Islamic State)(Islamic State)恐怖份子的恐怖份子的
戰鬥稱之為戰鬥稱之為 「「伊斯蘭國世界伊斯蘭國世界
大戰大戰」」(World War ISIS)(World War ISIS)，，這這
樣描述與解讀當然是貼切的樣描述與解讀當然是貼切的
，，不過不過，，在過度陳述恐怖份在過度陳述恐怖份
子的血腥行徑與手段時子的血腥行徑與手段時，，易易
於讓人產生誤解於讓人產生誤解，，錯把真誠錯把真誠
信奉信奉 「「伊斯蘭教伊斯蘭教」」(Islam)(Islam)的穆的穆
斯林斯林(Muslim)(Muslim)歸類為恐怖份子歸類為恐怖份子
。。

「「穆斯林穆斯林」」現在的處境現在的處境
真的是很悽慘真的是很悽慘，，自從自從20012001年年
紐約的紐約的 911911 爆炸案以來爆炸案以來，，一一
直到直到20152015年巴黎的年巴黎的11131113襲擊襲擊
案案，，由於在全世界各地所發由於在全世界各地所發
生的各種重大傷亡事件的主生的各種重大傷亡事件的主
謀元兇都是他們的同胞兄弟謀元兇都是他們的同胞兄弟
，，所以讓他們不得不揹下所以讓他們不得不揹下

「「恐怖份子恐怖份子」」(terrorist)(terrorist)的惡名的惡名，，在在 911911 爆爆
炸案發生後不久炸案發生後不久，，美國的美國的 ABCABC 電視台曾電視台曾
經做過一次民意調查經做過一次民意調查，，當時還有當時還有4747%%的美的美
國人對穆斯林持正面的評價國人對穆斯林持正面的評價；；到了到了 20102010
年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這個數字下降到了3737%%；；但是到今天但是到今天
，，只有只有2727%%的美國人喜歡穆斯林的美國人喜歡穆斯林。。

對美國的穆斯林來說對美國的穆斯林來說，，過去這些年來過去這些年來
恐怕是最難熬的幾年了恐怕是最難熬的幾年了，，尤其是去年發生尤其是去年發生
的波士頓馬拉松大爆炸案的兇手是伊斯蘭的波士頓馬拉松大爆炸案的兇手是伊斯蘭
教的信徒教的信徒，，所以使穆斯林在美國抬不起頭所以使穆斯林在美國抬不起頭
來來，，俄克拉荷馬州議員約翰‧班尼特俄克拉荷馬州議員約翰‧班尼特
(John Bennett)(John Bennett)竟然還在他自己的臉書官方竟然還在他自己的臉書官方
主頁上發言主頁上發言，，要基督教徒們要基督教徒們 「「警惕警惕」」在美在美
國的穆斯林族群國的穆斯林族群，，因為穆斯林正計劃屠殺因為穆斯林正計劃屠殺
基督教徒基督教徒。。約翰‧班尼特在臉書偏激的言約翰‧班尼特在臉書偏激的言
論被人指責之後論被人指責之後，，他不僅拒絕道歉他不僅拒絕道歉，，俄克俄克

拉荷馬州的共和黨主席竟然也在為他辯護拉荷馬州的共和黨主席竟然也在為他辯護
，，試想試想，，如果這些政客沒有傾聽到民意如果這些政客沒有傾聽到民意
「「反穆斯林反穆斯林」」的聲音的話的聲音的話，，他們敢如此膽他們敢如此膽

大妄為嗎大妄為嗎？！？！此外此外，，更不可思議的是更不可思議的是，，在在
佛羅里達州和北卡羅來納州佛羅里達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甚至還通過甚至還通過
了了 「「反對伊斯蘭教義反對伊斯蘭教義」」的法律的法律，，這種立法這種立法
，，的確有些過火的確有些過火，，如果你是居住在這兩個如果你是居住在這兩個
州的穆斯林州的穆斯林，，你能夠容忍嗎你能夠容忍嗎？！？！

回想起回想起911911事件剛過去時事件剛過去時，，美國也曾美國也曾
經出現過經出現過""反穆斯林反穆斯林""的社會低壓風氣的社會低壓風氣，，當當
時的總統喬治時的總統喬治••布希具有寬大為懷的胸襟布希具有寬大為懷的胸襟
，，他深知他深知，，族裔對立的社會絕對不利於國族裔對立的社會絕對不利於國
家的和諧發展家的和諧發展，，所以他立刻造訪了華盛頓所以他立刻造訪了華盛頓
DCDC最大的伊斯蘭教中心最大的伊斯蘭教中心，，並公開譴責那並公開譴責那
些將美國穆斯林妖魔化的人些將美國穆斯林妖魔化的人，，當時他說過當時他說過
:: 「「那些以為可以離間分化我們的公民那些以為可以離間分化我們的公民、、
讓人們對穆斯林產生恨意的人讓人們對穆斯林產生恨意的人，，他們不能他們不能
代表最好的美國代表最好的美國，，他們代表的是人性的醜他們代表的是人性的醜
惡惡。。他們應當為自己這種行為感到羞愧他們應當為自己這種行為感到羞愧。。
」」喬治喬治••布希當時也表示布希當時也表示:: 「「美國有數百美國有數百
萬穆斯林居住萬穆斯林居住，，他們對我們國家的發展貢他們對我們國家的發展貢
獻巨大獻巨大。。他們是醫生他們是醫生、、律師律師、、法學系教授法學系教授
、、軍人軍人、、企業家企業家、、商人商人，，也是爸爸和媽媽也是爸爸和媽媽
。。他們理應得到尊重他們理應得到尊重。。」」

喬治喬治••布希尊敬穆斯林的論調猶言在布希尊敬穆斯林的論調猶言在
耳耳，，但是目前在拼美國但是目前在拼美國 20162016 年總統選戰年總統選戰
的共和黨保守派人物卻處處在反對穆斯林的共和黨保守派人物卻處處在反對穆斯林
和詆譭穆斯林和詆譭穆斯林，，非洲裔黑人總統候選人班非洲裔黑人總統候選人班
‧卡森‧卡森(Ben Carson)(Ben Carson)首先公開表示首先公開表示 :: 「「因因
為伊斯蘭教教義與美國憲法不一致為伊斯蘭教教義與美國憲法不一致，，所以所以
我絕對不會同意由穆斯林來當美國總統掌我絕對不會同意由穆斯林來當美國總統掌
控這個國家控這個國家！！」」目前在共和黨民調中遙遙目前在共和黨民調中遙遙
領先的川普原本還不敢公開的詆譭穆斯林領先的川普原本還不敢公開的詆譭穆斯林
，，他在提到他在提到911911的恐怖事件時的恐怖事件時，，只暗示說只暗示說
道道:: 「「不是瑞典人來炸了世貿中心的不是瑞典人來炸了世貿中心的。。」」
但是在巴黎的恐怖事件發生以後但是在巴黎的恐怖事件發生以後，，川普再川普再
也隱忍不住心中那股也隱忍不住心中那股""反穆斯林反穆斯林""的怒火的怒火，，
他公然的主張在美國建立穆斯林的資料庫他公然的主張在美國建立穆斯林的資料庫
，，強制所有居住在美國的穆斯林必須去登強制所有居住在美國的穆斯林必須去登
記建檔記建檔，，以便美國的執法機關隨時能掌控以便美國的執法機關隨時能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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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那豈是美國人民之福呢那豈是美國人民之福呢？？

信奉信奉《《可蘭經可蘭經》、》、順從阿拉真主的穆順從阿拉真主的穆
斯林遍佈全世界斯林遍佈全世界，，佔全球人口的比率高達佔全球人口的比率高達
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但是在美國但是在美國，，穆斯林其實只是穆斯林其實只是
一個極少數的群體一個極少數的群體，，根據華盛頓皮尤研究根據華盛頓皮尤研究
中心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報告的調查報告
，，穆斯林的人口僅僅佔全美國人口的穆斯林的人口僅僅佔全美國人口的11 %%
到到22 %%，，但是穆斯林是美國最多元化的群但是穆斯林是美國最多元化的群
體體，，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是白人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是白人、、四分之四分之
一的穆斯林是黑人一的穆斯林是黑人，，另外有五分之一是亞另外有五分之一是亞
裔裔，，剩餘的的五分之一是其他的人種剩餘的的五分之一是其他的人種，，在在
過去五年中過去五年中，，來自穆斯林國家的新移民的來自穆斯林國家的新移民的
數量正在激增數量正在激增，，這也是造成美國人心理恐這也是造成美國人心理恐
慌的原因之一慌的原因之一，，最近一項調查也指出最近一項調查也指出，，超超
過過6060%%的美國人生活中並不認識穆斯林的美國人生活中並不認識穆斯林，，
他們對穆斯林的印象僅止於恐怖份子兇狠他們對穆斯林的印象僅止於恐怖份子兇狠
的形象的形象。。

美國的社會為什麼會認不清楚真正的美國的社會為什麼會認不清楚真正的
穆斯林呢穆斯林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最重要的原因，，除了是政除了是政
客的嚴重誤導外客的嚴重誤導外，，大眾媒體的負面偏頗的大眾媒體的負面偏頗的
報導也應該要負起很大的責任報導也應該要負起很大的責任，，因為每一因為每一
次發生重大的穆斯林恐怖份子暴行的時候次發生重大的穆斯林恐怖份子暴行的時候
，，穆斯林社區的領導人物都會公開的譴責穆斯林社區的領導人物都會公開的譴責

與痛述恐怖份子的暴行與痛述恐怖份子的暴行，，但是美國的媒體但是美國的媒體
卻很少報導這樣的訊息卻很少報導這樣的訊息，，他們報導的重點他們報導的重點
卻是集中在穆斯林恐怖份子的暴行卻是集中在穆斯林恐怖份子的暴行，，而讓而讓
美國的老百姓誤以為穆斯林社區認同恐怖美國的老百姓誤以為穆斯林社區認同恐怖
份子的倒行逆施份子的倒行逆施，，再加上好萊塢電影以及再加上好萊塢電影以及
電視和網路上對穆斯林形象的醜化電視和網路上對穆斯林形象的醜化，，所以所以
才導致目前整個社會對穆斯林產生嚴重歧才導致目前整個社會對穆斯林產生嚴重歧
視的氛圍視的氛圍。。

在今年初在今年初，，法國發生法國發生《《查理周刊查理周刊》》
(Charlie Hebdo)(Charlie Hebdo)爆炸案之後爆炸案之後，，雖然兇手是雖然兇手是
穆斯林的恐怖份子穆斯林的恐怖份子，，可是當時有許多法國可是當時有許多法國
人走上街頭去支持穆斯林社區人走上街頭去支持穆斯林社區，，把他們與把他們與
恐怖份子切割恐怖份子切割，，但是在十個月之後但是在十個月之後，，巴黎巴黎
再一次發生恐怖事件再一次發生恐怖事件，，法國人發現恐怖事法國人發現恐怖事
件的恐怖兇手又是穆斯林份子之後件的恐怖兇手又是穆斯林份子之後，，再也再也
沒有任何一位法國人走上街頭去支持穆斯沒有任何一位法國人走上街頭去支持穆斯
林社區林社區，，如此明顯的差異足以說明善良的如此明顯的差異足以說明善良的
穆斯林在法國的前景堪虞穆斯林在法國的前景堪虞，，穆斯林在當前穆斯林在當前
被妖魔化的處境的確令人同情被妖魔化的處境的確令人同情，，穆斯林的穆斯林的
悲歌悲歌，，真的是令人淒厲悲戚真的是令人淒厲悲戚，，要如何去扭要如何去扭
轉一般法國人和美國人對穆斯林的正確觀轉一般法國人和美國人對穆斯林的正確觀
點呢點呢？？那的的確確是一門非常深奧的學問那的的確確是一門非常深奧的學問
啊啊！！

每當碰到災難每當碰到災難，，或是大難即將臨頭的時候或是大難即將臨頭的時候
，，美國人的第一優先考量是什麼呢美國人的第一優先考量是什麼呢？？答案是答案是：：
「「自己的人身安全自己的人身安全！！」」 從這一次面對和處理敘從這一次面對和處理敘

利亞難民的問題我們就可以清楚的得到了明證利亞難民的問題我們就可以清楚的得到了明證
：：美國人真的很冷漠美國人真的很冷漠，，也很現實也很現實，，在他們的思在他們的思
維中維中，，所謂的所謂的 「「人命關天人命關天」」，，就是要就是要 「「先保住先保住
自己的性命自己的性命」」，，然後才會去關懷別人的生命然後才會去關懷別人的生命，，
換句話說換句話說，，美國人自己的人身安全比什麼都還美國人自己的人身安全比什麼都還

重要重要，，他們永遠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他們永遠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其他的人道其他的人道、、人權或自由的考量都會放在後人權或自由的考量都會放在後
面面。。

由共和黨所控制和主導的美國眾議院舉行由共和黨所控制和主導的美國眾議院舉行
了投票了投票，，以壓倒性的以壓倒性的289289票對票對137137票通過了暫停票通過了暫停
歐巴馬總統準備在美國安置一萬名敘利亞難民歐巴馬總統準備在美國安置一萬名敘利亞難民
的計劃的計劃，，這等於是為了確保美國國土安全而切這等於是為了確保美國國土安全而切
斷了敘利亞難民來到美國求生的希望斷了敘利亞難民來到美國求生的希望。。

其實眾議院這一次的投票結果一點也不會其實眾議院這一次的投票結果一點也不會
讓人感到意外讓人感到意外，，因為在投票之前因為在投票之前，，全美國全美國5050個個
州裡面已經有州裡面已經有2727個州正式的宣布表態不接納難個州正式的宣布表態不接納難
民民。。參選參選20162016年美國總統的共和黨籍新澤西州年美國總統的共和黨籍新澤西州
長克里斯長克里斯••柯里斯汀柯里斯汀(Chris Christie)(Chris Christie)還絕情的說還絕情的說
道道：： 「「縱使是三歲的孤兒縱使是三歲的孤兒，，我也不會允許他到我也不會允許他到
我們這裡來我們這裡來 !!」」

而在而在NBCNBC國家廣播電視公司以及國家廣播電視公司以及 「「路透社路透社
」」 (Reuters)(Reuters) 所做的全美民所做的全美民
意調查也顯示出意調查也顯示出，，有超過一有超過一
半以上的美國民眾半以上的美國民眾((5252%)%)反反
對接受難民對接受難民，，民主政治既然民主政治既然
是是 「「民意政治民意政治」」，，所以民意所以民意
機關當然就會展現出民意機關當然就會展現出民意，，
美國的民意既然已經清清楚美國的民意既然已經清清楚
楚的反應了不接納敘利亞難楚的反應了不接納敘利亞難
民民，，那麼身為民意代表的州那麼身為民意代表的州
長和眾議員還有什麼理由來長和眾議員還有什麼理由來
違逆民意呢違逆民意呢？？除非他下一次除非他下一次
不要再參選了不要再參選了，，也不要再做也不要再做
民意代表了民意代表了，，不是嗎不是嗎！！這就這就
是為什麼縱使是與歐巴馬總是為什麼縱使是與歐巴馬總
統同黨的民主黨眾議員也有統同黨的民主黨眾議員也有
4747 人違反黨意人違反黨意，，投票反對投票反對
歐巴馬的原因歐巴馬的原因，，他們投反對他們投反對
票的簡單邏輯是票的簡單邏輯是::歐巴馬總歐巴馬總
統已經沒有競選連任的壓力統已經沒有競選連任的壓力
了了，，他可以違反民意來接納他可以違反民意來接納
敘利亞難民敘利亞難民，，但是他們卻還但是他們卻還
要每兩年拼一次選舉要每兩年拼一次選舉，，他們他們
的權力的來源是來自於選民的權力的來源是來自於選民
，，而不是政黨而不是政黨，，也不是總統也不是總統
，，民意代表通常都不是民意代表通常都不是""牽牽
引民意引民意""的人的人，，而是而是 「「順應順應
民意民意」」的人的人！！

伊斯蘭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Islamic State)恐怖份子的血腥行恐怖份子的血腥行
徑的確恐怖徑的確恐怖，，也的確可惡也的確可惡，，這些散播不正確政這些散播不正確政
治觀點的殺人劊子手固然是來自於激進派的穆治觀點的殺人劊子手固然是來自於激進派的穆
斯林公民斯林公民，，但是他們並不是代表所有的穆斯林但是他們並不是代表所有的穆斯林
，，而我們這個世界的繆誤是而我們這個世界的繆誤是::總是把穆斯林公民總是把穆斯林公民
與恐怖份子畫上等號與恐怖份子畫上等號，，總是以異樣的眼光來敵總是以異樣的眼光來敵
視絕大部份善良篤實的穆斯林公民視絕大部份善良篤實的穆斯林公民，，我有一位我有一位
好朋友好朋友，，他是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他是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UIC)(UIC)的教的教
授授，，由於他是從中東留學移民過來的由於他是從中東留學移民過來的，，外貌長外貌長
得很像穆斯林得很像穆斯林，，他跟我說他跟我說，，自從美國發生自從美國發生 911911
之後之後，，每次他上飛機之前不但被嚴格搜身檢查每次他上飛機之前不但被嚴格搜身檢查
，，而且還被身家調查而且還被身家調查，，讓他氣急敗壞讓他氣急敗壞，，人格大人格大
受屈辱受屈辱，，因此他現在出遠門的時候寧願開車因此他現在出遠門的時候寧願開車，，
也不願去搭乘飛機也不願去搭乘飛機，，從這個例子可見我們的國從這個例子可見我們的國
土安全部與土安全部與FBIFBI聯邦調查局為了反恐聯邦調查局為了反恐，，往往矯往往矯
枉過正枉過正、、做了一些侵犯人權隱私與歧視人性尊做了一些侵犯人權隱私與歧視人性尊
嚴的舉動嚴的舉動，，讓一些人去承受到不可承受之重讓一些人去承受到不可承受之重，，
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如果我們的執法單位如果我們的執法單位
為了反恐制暴而可以無限擴充權限為了反恐制暴而可以無限擴充權限，，最後很可最後很可
能因為根除能因為根除""暴民暴民""而產生而產生""暴政暴政",",這對民主與人這對民主與人
權一定會帶來嚴重的傷害權一定會帶來嚴重的傷害，，可悲的是可悲的是，，美國的美國的
老百姓經常的把人權掛在口中老百姓經常的把人權掛在口中，，但是他們卻輕但是他們卻輕
忽漠視了人道的關懷忽漠視了人道的關懷。。

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是一面鏡子，，早在上個世紀早在上個世紀3030年代第年代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納粹希特勒為了迫害和當納粹希特勒為了迫害和
滅絕種族而瘋狂的進行大屠殺時滅絕種族而瘋狂的進行大屠殺時，，成千上萬的成千上萬的
猶太人曾經大舉向外逃難躲避猶太人曾經大舉向外逃難躲避，，那個時候的美那個時候的美
國民調顯示國民調顯示，，竟然有高達百分之六十七的美國竟然有高達百分之六十七的美國
人拒絕接受猶太難民人拒絕接受猶太難民，，相形對照之下相形對照之下，，美國人美國人
早在八十多年前已經在拒絕接受難民早在八十多年前已經在拒絕接受難民，，但是到但是到
了八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了八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他們依然是拒絕接受他們依然是拒絕接受
難民難民，，歷史真的是一面活生生的鏡子歷史真的是一面活生生的鏡子，，看看這看看這
面鏡子面鏡子，，雖然歷史背景和時空環境大不相同雖然歷史背景和時空環境大不相同，，
但是美國人的習性卻是始終不變但是美國人的習性卻是始終不變，，所以我得到所以我得到
的殘酷事實與結論是的殘酷事實與結論是：：難民啊難民啊，，美國不接受你美國不接受你
們們！！你們只能自求多福了你們只能自求多福了！！

歷史證明八十多年來美國都不接受難民

AA22

美國人的第一優先考量是 「自己的人身安全！」

難民啊難民啊，，美國並不接受你們美國並不接受你們！！

穆斯林的悲歌真是令人淒厲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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