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
----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禱告重點禱告重點禱告重點禱告重點



近代阿富汗近代阿富汗近代阿富汗近代阿富汗：：：：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 1990年代初-前蘇聯撤軍後，各軍閥和聖戰者混戰。（當時極少基督徒極少基督徒極少基督徒極少基督徒。）
• 1994-1996-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伊斯蘭學校學生伊斯蘭學校學生伊斯蘭學校學生伊斯蘭學校學生））））-興起。
• 1996-2001-塔利班掌權，在社會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

讓跟美國打聖戰聖戰聖戰聖戰的阿爾蓋達留在阿富汗。
• 2001-911襲擊後，美軍推翻塔利班政權。塔利班部分逃到巴基斯坦。
• 2001-2021-美國美國美國美國支持建立阿富汗政府阿富汗政府阿富汗政府阿富汗政府，，，，也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

法律上要處死從伊斯蘭改信的基督徒從伊斯蘭改信的基督徒從伊斯蘭改信的基督徒從伊斯蘭改信的基督徒-被公開的要逃離被公開的要逃離被公開的要逃離被公開的要逃離。
外國外國外國外國援助工人當中有基督徒傳福音基督徒傳福音基督徒傳福音基督徒傳福音，，，，有人信主有人信主有人信主有人信主。若被公開會被驅逐或攻擊被驅逐或攻擊被驅逐或攻擊被驅逐或攻擊。
（開始有福音媒體福音媒體福音媒體福音媒體。外國有阿富汗基督徒外國有阿富汗基督徒外國有阿富汗基督徒外國有阿富汗基督徒。。。。）
塔利班不斷發動聖戰聖戰聖戰聖戰攻擊包括政府、平民、少數群體、外國人。

• 2021-美軍撤退。
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再掌權，，，，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
大部分外國和小部分本土基督徒離開基督徒離開基督徒離開基督徒離開，，，，部分仍在部分仍在部分仍在部分仍在。。。。

塔利班旗幟



1a 2001年年年年前的塔利班前的塔利班前的塔利班前的塔利班

• 塔利班是伊斯蘭復興主義運動伊斯蘭復興主義運動伊斯蘭復興主義運動伊斯蘭復興主義運動，認為伊斯
蘭之所以不能得勝，是因為沒有忠實地遵
守伊斯蘭教法-真主的準則。解決伊斯蘭衰解決伊斯蘭衰解決伊斯蘭衰解決伊斯蘭衰
落的辦法是在恢復伊斯蘭教法落的辦法是在恢復伊斯蘭教法落的辦法是在恢復伊斯蘭教法落的辦法是在恢復伊斯蘭教法。

• 塔利班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在
1980年代逃離國內，在巴基斯坦的伊斯蘭
學校受教育。

• 巴基斯坦的達魯爾-烏洛姆-哈卡尼亞（Darul

Uloom Haqqania）伊斯蘭學校，屬於遜尼派
哈乃斐派的德班迪（Deobandi）流派。

• 學校吸引塔利班領導人，毛拉奧馬爾
（Omar）和阿卜杜勒-加尼-巴拉達（Abdul

Ghani Baradar）曾在那裡學習和任教。

達魯爾-烏洛姆-哈卡尼亞伊斯蘭學校-巴基斯坦「聖戰大學」-以塔利班校友為榮。（Screenshot/YouTube）



• 1990年代初，阿富汗內戰，腐敗和偷竊普遍，婦女遭襲擊。
• 毛拉奧馬爾領導坎大哈伊斯蘭學校學生伊斯蘭學校學生伊斯蘭學校學生伊斯蘭學校學生（（（（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結合虔誠與人道，
在巴基斯坦支持下，1996年攻佔喀布爾。

• 其信仰以古蘭經為基礎，將伊斯蘭定義為社會和法律將伊斯蘭定義為社會和法律將伊斯蘭定義為社會和法律將伊斯蘭定義為社會和法律，，，，規定信仰的外部規定信仰的外部規定信仰的外部規定信仰的外部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 塔利班以古蘭經古蘭經古蘭經古蘭經3：104，110「勸人行善勸人行善勸人行善勸人行善，，，，禁人作惡禁人作惡禁人作惡禁人作惡（Amr bi al-Maroof

wa Nahi an al-Munkar）」命名的員警部隊執行這些規定：
o 每天祈禱五次；男人留鬍子；男孩戴穆斯林頭巾（turban）。
o 禁止唱歌、跳舞、打牌、下棋、賭博、放風箏、寫書、看電影、畫畫。
o 偷竊者，會被從手腕處砍下。

• 非穆斯林不要公開禮拜。
• 女人：

o 禁止工作；女孩禁止上學。
o 外出必須有男性親屬（mahram）陪同。
o 不露臉，禁止化妝品、珠寶、指甲油、迷人的衣服。
o 通姦者會被石頭砸死。



1998年4月，執行伊斯蘭教法的斬手

一個盜竊的年輕人，根據赫爾曼德省拉什卡加伊斯蘭法庭的命令，右手和左腳被截去。



1999年11月，處決一名犯謀殺罪的婦女。

2000年7月，數千名觀眾懇求饒恕一名殺人犯，但受害者的兄弟公開處決他。



2001年8月，「勸人行善，禁人作惡」部兩名人員打一名在公共場合脫下罩袍的婦女。

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殘酷對待殘酷對待殘酷對待殘酷對待
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導致導致導致導致
大量民眾反對大量民眾反對大量民眾反對大量民眾反對。。。。

2001年4月，創建於公元3世紀、世界最高、55米的巴米揚佛像，被塔利班摧毀。



1b 911恐怖襲擊恐怖襲擊恐怖襲擊恐怖襲擊

• 1996年8月23日，奥薩馬 ·

本 ·拉登在阿富汗發佈在阿富汗發佈在阿富汗發佈在阿富汗發佈對
「阿富汗烏里瑪（伊斯蘭學
者）聯盟」（Ulema Union

of Afghanistan）、名為「「「「奥奥奥奥
薩馬薩馬薩馬薩馬·本本本本·拉登給全世界拉登給全世界拉登給全世界拉登給全世界，，，，特特特特
别是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兄别是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兄别是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兄别是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兄
弟的信息弟的信息弟的信息弟的信息」」」」的聖戰宣言，宣
佈對美國人進行聖戰對美國人進行聖戰對美國人進行聖戰對美國人進行聖戰。

• 阿爾蓋達引用伊斯蘭經文，
製作殉道錄影，解釋進行
911襲擊的動機和願望。

2002年發佈的錄影顯示本·拉登與其他策劃911的人會面；他們在阿富汗坎大哈審查飛行手册。



1c二十年美國和阿富汗政府的政策二十年美國和阿富汗政府的政策二十年美國和阿富汗政府的政策二十年美國和阿富汗政府的政策

• 美國政府以為伊斯蘭與西方世俗管治模
式相容，引入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憲引入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憲引入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憲引入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憲
法法法法。

• 2009年5月，美軍充公從美國寄來阿富充公從美國寄來阿富充公從美國寄來阿富充公從美國寄來阿富
汗的聖經汗的聖經汗的聖經汗的聖經，，，，將之燒毀將之燒毀將之燒毀將之燒毀，以阻止被用作向
阿富汗人傳教。

• 2010年，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有一個宗教
接觸戰略，讓阿富汗人民相信卡爾扎伊
總統一樣遵守伊斯蘭教法，阿富汗政府
委託兩名qadis（伊斯蘭法官）撰寫法特
瓦（fatwas，伊斯蘭裁決），其中一項
法特瓦要求殺死那些離開伊斯蘭的人法特瓦要求殺死那些離開伊斯蘭的人法特瓦要求殺死那些離開伊斯蘭的人法特瓦要求殺死那些離開伊斯蘭的人。



2011年11月，美軍令士兵移除移除移除移除阿富汗基地教堂的尖塔及阿富汗基地教堂的尖塔及阿富汗基地教堂的尖塔及阿富汗基地教堂的尖塔及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並封住有十字架圖樣的窗戶，以免冒犯穆斯林以免冒犯穆斯林以免冒犯穆斯林以免冒犯穆斯林。

教堂前後對比



• 《《《《阿富汗憲法阿富汗憲法阿富汗憲法阿富汗憲法》》》》於2004年1月批准，宣佈「神聖的
伊斯蘭是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的宗教」。

• 意義是：「任何法律都不得違背阿富汗伊斯蘭神聖
宗教的信條和規定」。

• 憲法第130條：「如果憲法或其他法律中沒有關於
某一案件的規定，法院應根據哈乃斐法學…進行裁
決。」

• 政府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執行伊斯蘭教法，只是執行得沒有塔利班嚴格。



「穆罕默德在阿伊莎6歲時就與寫了婚約，在她9歲時與她結婚。」（布哈里聖訓7：62：88）

阿富汗的童婚童婚童婚童婚（（（（按伊斯蘭教法按伊斯蘭教法按伊斯蘭教法按伊斯蘭教法））））。（圖片：公共網路）



• 阿卜杜勒阿卜杜勒阿卜杜勒阿卜杜勒-拉赫曼拉赫曼拉赫曼拉赫曼（Abdul Rahman）於1990年在巴基斯坦工
作時皈依基督皈依基督皈依基督皈依基督，於2006年2月被控叛教被控叛教被控叛教被控叛教而被捕。

• 首席法官安薩魯拉-毛拉維扎達（Ansarullah Mawlawizadah）
說：「先知穆罕默德曾多次說過，那些離開伊斯蘭的人如果那些離開伊斯蘭的人如果那些離開伊斯蘭的人如果那些離開伊斯蘭的人如果
拒絕回來就應該被殺死拒絕回來就應該被殺死拒絕回來就應該被殺死拒絕回來就應該被殺死…如果他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那
麼我們會原諒他。」

• 阿卜杜勒-拉赫曼表示：「他們想判我死刑他們想判我死刑他們想判我死刑他們想判我死刑，，，，我接受我接受我接受我接受...我是一
個基督徒，這意味著我相信三位一體....我相信耶穌基督。」

在外國壓力下，法院以「調查漏洞」為由釋放他，意大利政府為他提供政治庇護。

2006年3月23日，在法庭上阿卜
杜勒-拉赫曼拿著翻譯版的聖經。



2010年5月，有人到喀布爾
7所小教會秘密拍攝，包括
西方人為為為為4名從伊斯蘭改皈名從伊斯蘭改皈名從伊斯蘭改皈名從伊斯蘭改皈
者洗禮者洗禮者洗禮者洗禮的影像，在全國性
的Noorin電視網絡不斷播放。

洗禮的照片。

• 阿富汗政府停止兩個基督教援助團體（挪
威教會援助會和美國教會世界服務社）的
活動。下議院要求處決從伊斯蘭改皈者處決從伊斯蘭改皈者處決從伊斯蘭改皈者處決從伊斯蘭改皈者。。。。

• 公眾示威要求殺死他們。
• 該4人逃離阿富汗。

2010年6月，示威者在馬扎里沙里夫對基督教組織抗議。（圖
片來源：Bahman Boma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011年2月，被監禁9個月、待
判死刑的截肢的皈依皈依皈依皈依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者者者者賽
義德-穆薩（Said Mussa），得
國際社會幫助到加拿大。

2020年，阿富汗警方攔截被懷疑為基督徒的，搜
查他們的電子產品，尋找聖經或任何基督教材料尋找聖經或任何基督教材料尋找聖經或任何基督教材料尋找聖經或任何基督教材料。



1d恐怖襲擊恐怖襲擊恐怖襲擊恐怖襲擊、、、、聖戰聖戰聖戰聖戰

• 2002年後，塔利班利用巴基斯坦伊利用巴基斯坦伊利用巴基斯坦伊利用巴基斯坦伊
斯蘭學校訓練聖戰士斯蘭學校訓練聖戰士斯蘭學校訓練聖戰士斯蘭學校訓練聖戰士的能力，完好
無損。

• 塔利班將伊斯蘭定義為政治制度，
伴隨民族主義，原則是當異教徒佔
領伊斯蘭領土時，穆斯林就有義務
參加聖戰聖戰聖戰聖戰。

• 塔利班融入全球聖戰融入全球聖戰融入全球聖戰融入全球聖戰，這給予對全
球十字軍（即美國所代表的）進行
自衛的合法性，帶來狂熱的外國聖狂熱的外國聖狂熱的外國聖狂熱的外國聖
戰者戰者戰者戰者以及自殺式爆炸和斬首自殺式爆炸和斬首自殺式爆炸和斬首自殺式爆炸和斬首等戰術。

• 2018年開始，塔利班超越伊斯蘭國
成為全世界最致命恐怖組織全世界最致命恐怖組織全世界最致命恐怖組織全世界最致命恐怖組織。

• 按「敞開的門」，2018-2020

年阿富汗和北朝鮮是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

受迫害兩個最嚴重的國家受迫害兩個最嚴重的國家受迫害兩個最嚴重的國家受迫害兩個最嚴重的國家。

• 2020年，塔利班和呼羅珊省
伊斯蘭國（ISIS-K）一些殘
酷襲擊針對宗教少數群體針對宗教少數群體針對宗教少數群體針對宗教少數群體

（（（（什葉派什葉派什葉派什葉派、、、、錫克教等錫克教等錫克教等錫克教等））））。



年年年年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到到到到

9月月月月24

襲擊數襲擊數襲擊數襲擊數

目目目目

2 6 57 85 161 226 290 265 272 306 266 291 268 245 329 239 295 486 399 632 574

阿富汗的伊斯蘭恐怖襲擊的數目阿富汗的伊斯蘭恐怖襲擊的數目阿富汗的伊斯蘭恐怖襲擊的數目阿富汗的伊斯蘭恐怖襲擊的數目

資料來源：https://www.thereligionofpeace.com/阿富汗的伊斯蘭恐怖襲擊阿富汗的伊斯蘭恐怖襲擊阿富汗的伊斯蘭恐怖襲擊阿富汗的伊斯蘭恐怖襲擊（（（（至少至少至少至少80死的事件死的事件死的事件死的事件））））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死死死死 傷傷傷傷 事件描述事件描述事件描述事件描述

2008.02.16 Arghandab 101 75 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鬥狗比賽的觀眾群引爆

2011.12.06 Kabul 80 134 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什葉派什葉派什葉派什葉派朝聖者的聖地引爆

2014.07.15 Urgun 89 42 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市場引爆

2014.09.26 Ghazni 100 0 攻擊村莊

2016.07.23 Kabul 81 231 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什葉派什葉派什葉派什葉派大規模示威引爆

2017.04.21 Mazar-i-Sharif 163 74 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星期五祈禱時潛入軍隊基地

2017.05.31 Kabul 150 460 哈卡尼在繁忙時間引爆巨大的自殺式卡車炸彈

2018.01.27 Kabul 103 235 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將救護車裝滿炸藥，在醫院外引爆

2019.08.17 Kabul 81 182 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擁擠的什葉派什葉派什葉派什葉派婚禮大廳引爆

2021.05.08 Kabul 100 160 針對什葉派女子學校的炸彈

2021.07.21 Spin Boldak 100 0 塔利班突襲民宅，殺害平民，搶走財產

2021.08.26 Kabul 214 218 機場發生自殺式爆炸和槍擊



• 二十年來，多名在阿
富汗進行援助援助援助援助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
工人工人工人工人（包括外國和阿
富汗人）（部分是基基基基
督徒督徒督徒督徒）被恐怖襲擊和被恐怖襲擊和被恐怖襲擊和被恐怖襲擊和
殺害殺害殺害殺害（多數是塔利班
所為）。

• 2008年11月，塔利班
槍手殺害一名服事傷
殘人士的英國-南非
基 督 徒 援 助 工 人
Gayle Williams，理
由是她「「「「傳教傳教傳教傳教」」」」，這
是2008年第29位被殺
的工人。

• 2010年8月，塔利班殺害10

名國際援助團（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Mission）工人。
他們是眼科營隊的成員，包
括醫生，提供眼科護理、產
婦保健和牙科服務。

• 2011年初，改皈信徒阿卜杜 ‧拉提夫
（Abdul Latif）被4名塔利班份子斬首。

• 2014年4月，一名護衛在一間醫院向
人群開槍，殺死三名美國醫生。

• 一次塔利班份子在一個診所開槍，殺
死基督徒的援助工人；他後來說：
「「「「如果他們繼續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他們繼續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他們繼續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他們繼續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那麼整個國家都會相信耶穌那麼整個國家都會相信耶穌那麼整個國家都會相信耶穌那麼整個國家都會相信耶穌。。。。」」」」

Gayle Williams



2014年11月，
塔利班殺死
南非籍教師
沃納 ·格林
沃 爾 德
（ Werner

Groenewald）
和兩個孩子，
放火燒房子。

沃納的妻子漢娜莉
（Hannelie）講述：

2014年在阿富汗的基督徒殉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0eeUEqFL8



1e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人民

2013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公佈的一
項調查結果顯示：
• 99%阿富汗人贊成伊斯蘭教法阿富汗人贊成伊斯蘭教法阿富汗人贊成伊斯蘭教法阿富汗人贊成伊斯蘭教法作為
該國的官方法律。

• 81%贊成如鞭打或砍手鞭打或砍手鞭打或砍手鞭打或砍手的刑事懲罰。
• 85%贊成用石頭砸死通姦者用石頭砸死通姦者用石頭砸死通姦者用石頭砸死通姦者。



2021年9月11日，
幾百名蒙面的
婦女聚集在一
所大學的露天
劇場，表達對表達對表達對表達對
塔利班和伊斯塔利班和伊斯塔利班和伊斯塔利班和伊斯
蘭教法的支持蘭教法的支持蘭教法的支持蘭教法的支持。

2021 09 11 Pro-Taliban Female Jihadis demonstrate in Kabul

https://rumble.com/vmeqv4-hundreds-of-pro-taliban-female-students-demonstrate-in-kabul.html



1f現在的塔利班現在的塔利班現在的塔利班現在的塔利班

塔利班的Twitter賬號



現在的現在的現在的現在的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
• 領導層包括不同派
別，但沒有少數民
族。

• 基層和意識形態層基層和意識形態層基層和意識形態層基層和意識形態層
面不變面不變面不變面不變，，，，甚至更激甚至更激甚至更激甚至更激
進進進進，以對伊斯蘭的
效忠取代對國家和
部落效忠。

• 認為其其其其戰鬥是全球戰鬥是全球戰鬥是全球戰鬥是全球
性戰鬥性戰鬥性戰鬥性戰鬥，有全球性有全球性有全球性有全球性
伊斯蘭方法伊斯蘭方法伊斯蘭方法伊斯蘭方法；這說
法為其帶來大量聖帶來大量聖帶來大量聖帶來大量聖
戰者戰者戰者戰者。

 根據伊斯蘭盜竊者將被砍掉雙手
 恢復伊斯蘭對同性戀罪行的懲罰
 要求12—45歲未婚婦女成為其戰士「妻子」
 婦女没有男性陪同下就不能離家
 命令女性雇員留在家中
 命令女大學生穿罩袍；不允許男女生一起
 拒絕女孩返回中學，但命令男孩回校
 從大學課程中刪除違背伊斯蘭的科目
 在街頭鞭打示威者和不穿伊斯蘭服飾的人
 挨家挨戶搜查與美國和安全部隊合作的人
 槍殺一名穿著「緊身衣」的女人
 報復性殺害前阿富汗軍人
 將阿富汗士兵斬首
 恐嚇基督徒

聲稱政策和行動以
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為準則：



• 恢復在美國佔領後被廢除的「「「「勸人行善勸人行善勸人行善勸人行善，，，，
禁人作惡禁人作惡禁人作惡禁人作惡」」」」部部部部（懲惡揚善部）（取代了婦
女部），該部以執行伊斯蘭教法而聞名。

喀布爾的工人用達里語和阿拉伯語覆蓋婦女部的標誌，
替換，寫著「祈禱和指導部，以及懲惡揚善部」。

塔利班的看板有美國人質博威-伯格達爾和
哈卡尼網絡領導人毛拉-桑根-扎德蘭的圖像。



在國在國在國在國際上際上際上際上，，，，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

• 將阿富汗將阿富汗將阿富汗將阿富汗置於置於置於置於伊斯蘭運動伊斯蘭運動伊斯蘭運動伊斯蘭運動中，接觸
巴基斯坦、卡塔爾、阿聯酋等政府。

• 發言人對外打造光鮮的公眾形象，
但不一定代表領導層和各個派別。

塔利班發言人Zabihullah Mujahid

• 各國公開發言的穆斯林穆斯林穆斯林穆斯林教士教士教士教士，都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塔塔塔塔
利班利班利班利班將美國人驅逐出阿富汗，重新掌權。

• 沒有穆斯林領導對阿富汗的情況表示關
注。



1g全球聖戰的威脅全球聖戰的威脅全球聖戰的威脅全球聖戰的威脅

塔利班重新征服阿富汗後，伊斯
蘭學者引用古蘭經引用古蘭經引用古蘭經引用古蘭經，證明證明證明證明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
戰戰戰戰勝勝勝勝美國是美國是美國是美國是必然必然必然必然的的的的：
• 「你們當輕裝地，或重裝地出
征，你們當借你們的財產和生
命為真主而奮鬥…」（古蘭經
9：41；參5：35）
他們說，塔利班20年聖戰聖戰聖戰聖戰需需需需要要要要堅堅堅堅
忍忍忍忍，，，，真真真真主主主主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得勝得勝得勝得勝：
• 「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堅忍，
當奮鬥，當戒備，當敬畏真主，
以便你們成功。」（古蘭經3：
200；參3：142；47：31）

塔利班的勝利鼓鼓鼓鼓
舞各舞各舞各舞各地聖戰地聖戰地聖戰地聖戰份子份子份子份子，
提高他們會征服
世界的希望。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指揮官穆罕
默德-阿里夫-穆斯塔法說：
「我們相信，有一天…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不
僅會臨到阿富汗，而且會會會會臨到臨到臨到臨到整個世整個世整個世整個世
界界界界。…聖戰聖戰聖戰聖戰直到末日才直到末日才直到末日才直到末日才會會會會結束結束結束結束」。



2a媒體媒體媒體媒體、、、、工人工人工人工人

• 二十年來，有外國基外國基外國基外國基
督徒督徒督徒督徒作為醫療、發展、
教育等服務的援助組
織-以及其他方式-進入。

• 也有各樣福音媒體福音媒體福音媒體福音媒體。

SAT-7波斯語頻道覆蓋範圍包括阿富汗

“Afghanistan is changing”

https://pamirministries.org/videos/pamir-2011.mp4



• 2007年，信徒按「「「「家家家家庭庭庭庭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廣播節目廣播節目廣播節目廣播節目的教
導建立家庭教會，使用上年編寫的《阿富汗
人訓練阿富汗人作門徒》。

• 2008年，派發達里語聖經聖經聖經聖經。福音廣播福音廣播福音廣播福音廣播節目的
聽眾可以打電話到一個西方的辦公室。

• 2009年，有福音電視台福音電視台福音電視台福音電視台。敬拜詩歌光碟敬拜詩歌光碟敬拜詩歌光碟敬拜詩歌光碟問世，
詩歌由阿富汗人錄製。達里語《《《《抹抹抹抹大拉馬利大拉馬利大拉馬利大拉馬利
亞亞亞亞》》》》錄像錄像錄像錄像完成。預載播音機預載播音機預載播音機預載播音機讓慕道者聽信息。

• 2013年，《《《《舊約舊約舊約舊約聖經聖經聖經聖經故故故故事事事事集集集集》》》》出版。

• 2016年，OM推出虛擬虛擬虛擬虛擬聖經學校聖經學校聖經學校聖經學校，團隊成員
通過互聯網與阿富汗人讀聖經。

• 2020年，Facebook的DreamsAboutJesus.com

廣告一個月內在阿富汗有超過23000人觀看。
• 2020年，有機構在阿富汗提供電子電子電子電子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阿富汗福音媒體阿富汗福音媒體阿富汗福音媒體阿富汗福音媒體



• 2021年8月，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
基斯坦和伊朗的信徒服侍服侍服侍服侍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難難難難民民民民，並將將將將電影電影電影電影和和和和電台節電台節電台節電台節
目目目目（在SD卡上）傳給塔利班和阿富汗人，也為為為為新新新新信徒洗禮信徒洗禮信徒洗禮信徒洗禮！

• 現在，仍然仍然仍然仍然有外國有外國有外國有外國-如美國如美國如美國如美國-基督徒援助工人基督徒援助工人基督徒援助工人基督徒援助工人留留留留在在在在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因
為他們願一一一一生生生生向向向向阿富汗人阿富汗人阿富汗人阿富汗人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援助和傳援助和傳援助和傳援助和傳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2020年10月，阿富汗邊境中亞信
徒將《榮耀之王》電影（達里語
和普什圖語）複製在SD卡上，
與卵石、瑞士軍刀和手電筒放在
火柴盒裡，扔給阿富汗牧羊人。

外國信徒工作外國信徒工作外國信徒工作外國信徒工作



2b皈依信徒皈依信徒皈依信徒皈依信徒

• 阿富汗大部分信徒是從伊斯蘭皈依的從伊斯蘭皈依的從伊斯蘭皈依的從伊斯蘭皈依的（（（（MBB））））
（少數是幾代基督徒），都是秘密聚會，難準確
估計。

• 1979年，阿富汗不到20個基督徒。

• 2001年後，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一些阿富汗信徒
回國。

• 最最最最低估計低估計低估計低估計現現現現在在在在約約約約3,000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最高估計約10,000。

• 大概一半哈扎拉人，30%塔吉克人，20%普什圖
人。

• 哈扎拉民族是什葉派，在不同時期都受歧視或迫
害，經常被塔利班及其他遜尼派攻擊。

• 塔利班掌權後，有機構已協助、正協助超過
2,000的基督徒離開阿富汗。

• 有有有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基督徒不想或不基督徒不想或不基督徒不想或不基督徒不想或不能能能能離開離開離開離開。

SAT-7阿富汗廣播員
和牧師肖伊布-埃巴迪

阿富汗基督徒：「我們將繼續神的工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u89pKN1kY



2c海外信徒海外信徒海外信徒海外信徒

• 2013年，印度印度印度印度新德里有一個有250名阿富汗基
督徒的教會，阿富汗媒體連續十多晚播出阿
富汗牧師奧貝德-S-基督（Obaid S. Christ）的
照片，呼籲人殺死他，阿富汗政府施壓給印
度政府要提供在印度的阿富汗基督徒的名單。

奧貝德-S-基督牧師（最右）在新德里的阿富汗教會。

印度其他幾個城市
也有從阿富汗逃出
來的基督徒聚會。

阿富汗基督徒在新德里的百年衛理公
會教堂。照片：Ramesh Pathania/Mint



• 2013年，芬蘭的阿富汗團契注冊。瑞典30名阿富汗基督徒
聚會，講員透過視頻講道。瑞典的伊朗信徒主動接觸阿富
汗人；對福音回應的是哈扎拉人。

• 2016年，大批阿富汗難民湧至歐洲邊境。在土耳其幫助難
民的同工說他們對福音開放。

• 2018年，瑞士的阿富汗人舉行門徒訓練週末，一次約有35

名阿富汗人參加。

• 2020年，在德國的教會，有阿富汗難民每週聚會學習聖經。
加拿大有4個阿富汗教會，有許多是家中第一個基督徒。

• 2021年，在英國舉行的阿富汗信徒會議上，一群哈扎拉人、
塔吉克人和普什圖人在一起，互相請求寬恕。

芬蘭赫爾辛基路德教會
大教堂。近年，數百伊
朗、伊拉克、阿富汗尋
求庇護者皈依基督。

歐美的歐美的歐美的歐美的

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

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



• 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信仰信仰信仰信仰深深影響深深影響深深影響深深影響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 近年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社社社社交媒體交媒體交媒體交媒體、、、、智能智能智能智能手手手手機機機機，讓阿富汗人獲取大
量資訊和觀點。

• 祈禱祈禱祈禱祈禱在苦難中在苦難中在苦難中在苦難中神彰顯祂神彰顯祂神彰顯祂神彰顯祂的的的的榮耀榮耀榮耀榮耀，，，，使使使使人人人人拒絕伊斯蘭拒絕伊斯蘭拒絕伊斯蘭拒絕伊斯蘭。。。。

• 伊斯蘭復興主義伊斯蘭復興主義伊斯蘭復興主義伊斯蘭復興主義沒有一個地方實現烏托邦，都產生貧窮貧窮貧窮貧窮、、、、
破碎破碎破碎破碎、、、、壓迫壓迫壓迫壓迫、、、、痛苦痛苦痛苦痛苦。

• 不少在伊斯蘭神權統治的伊朗人、阿爾及利亞殘酷內戰
和屠殺下的柏柏爾人、逃離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伊斯蘭國
統治的難民，及其他經經經經歷過歷過歷過歷過嚴謹嚴謹嚴謹嚴謹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統治統治統治統治的穆斯林的穆斯林的穆斯林的穆斯林，
在看到伊斯蘭教法的荒謬和邪惡後，覺得：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這這這這是是是是真真真真正的伊斯蘭正的伊斯蘭正的伊斯蘭正的伊斯蘭，，，，我們不想要我們不想要我們不想要我們不想要，，，，我們想我們想我們想我們想跟隨跟隨跟隨跟隨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一個禱告一個禱告一個禱告一個禱告

的角度的角度的角度的角度

• 願願願願更更更更多多多多阿富汗穆斯林有阿富汗穆斯林有阿富汗穆斯林有阿富汗穆斯林有這樣覺醒這樣覺醒這樣覺醒這樣覺醒。。。。
• 並並並並有更有更有更有更多多多多的基督徒的基督徒的基督徒的基督徒向向向向他們傳耶穌他們傳耶穌他們傳耶穌他們傳耶穌。。。。



1. 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
a. 2001年年年年前的塔利班前的塔利班前的塔利班前的塔利班-以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勸人行善，禁人作惡」建立社會和法律社會和法律社會和法律社會和法律
b. 911-動機是阿爾蓋達打伊斯蘭聖戰伊斯蘭聖戰伊斯蘭聖戰伊斯蘭聖戰，得到塔利班庇護
c. 二十年美國和阿富汗政府的政策二十年美國和阿富汗政府的政策二十年美國和阿富汗政府的政策二十年美國和阿富汗政府的政策-承認伊斯蘭法律伊斯蘭法律伊斯蘭法律伊斯蘭法律；壓抑基督教壓抑基督教壓抑基督教壓抑基督教；但沒執行對叛教者的處決

d. 恐怖襲擊恐怖襲擊恐怖襲擊恐怖襲擊、、、、聖戰聖戰聖戰聖戰-塔利班以伊斯蘭政治意識伊斯蘭政治意識伊斯蘭政治意識伊斯蘭政治意識，要解放外國的佔領，並針對針對針對針對政府和不同信仰者不同信仰者不同信仰者不同信仰者，
帶來自殺式爆炸和斬首自殺式爆炸和斬首自殺式爆炸和斬首自殺式爆炸和斬首等戰術及外國聖戰外國聖戰外國聖戰外國聖戰者者者者

e. 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人民-伊斯蘭仍主導伊斯蘭仍主導伊斯蘭仍主導伊斯蘭仍主導人心
f. 現在的塔利班現在的塔利班現在的塔利班現在的塔利班-重複以前統治模式或更激進更激進更激進更激進，想爭取一些外國認可，亦面對其他聖戰者
g. 「「「「堅忍打聖戰堅忍打聖戰堅忍打聖戰堅忍打聖戰」」」」最終得勝，增加全球聖戰全球聖戰全球聖戰全球聖戰的威脅

2.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a. 媒體媒體媒體媒體、、、、工人工人工人工人-衛星電視衛星電視衛星電視衛星電視、廣播、網絡。視頻、音頻、聖經；援助工人援助工人援助工人援助工人；其他身份其他身份其他身份其他身份進入和幫助
b. 皈依信徒皈依信徒皈依信徒皈依信徒-大增長大增長大增長大增長，，，，但仍是極少數但仍是極少數但仍是極少數但仍是極少數；壓迫很大

c. 海外信徒海外信徒海外信徒海外信徒-印度；歐美（特別是難民難民難民難民）；媒體媒體媒體媒體支援國內
3. 禱告重點禱告重點禱告重點禱告重點

a. 讚美神讚美神讚美神讚美神-20年來門微微打開門微微打開門微微打開門微微打開，外國工人外國工人外國工人外國工人擺上，撒種；一些忠心信徒忠心信徒忠心信徒忠心信徒；福音媒體媒體媒體媒體
b. 此時此刻此時此刻此時此刻此時此刻-民生苦難苦難苦難苦難；受壓迫受壓迫受壓迫受壓迫者者者者；信徒信徒信徒信徒的保守和見證；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不穩定的政局政局政局政局
c. 全球聖戰的威脅全球聖戰的威脅全球聖戰的威脅全球聖戰的威脅
d. 祈求伊斯蘭的問題得以暴露祈求伊斯蘭的問題得以暴露祈求伊斯蘭的問題得以暴露祈求伊斯蘭的問題得以暴露，對人心的轄制被搖動；福音得扎根福音得扎根福音得扎根福音得扎根

重重重重
點點點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