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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的經濟情況真是糟到空

前未有，人們常用「泡沫經濟」「世

界金融危機」「全球聯手救市大行

動」「世界經濟明顯放慢」「國際經

濟金融格局醞釀著深遠變化」「將由

一個組織控制全球金融」等的字眼來

形容。另一方面人們在生活方面也是

受到很大壓力，報上的標題寫著「全

球有 10 億人挨餓！」比 2008 年增加

了 11％，其中亞洲太平洋地區饑餓人

口最多。由於對農業領域的援助和投

資持續減少，而金融危機又“落井下

石”，全球處於饑餓狀態的人口正在

逐步上升。

啟示錄 6：5-6「揭開第三印的時 

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

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

手裏拿著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

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

可 蹧蹋。」所講的情形，看來不會太

遠了。路加福音 21：29 說得好「耶

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你們看無花果

阿拉伯之春

◆ 本刊摘錄

各樣的樹發芽時

樹、和各樣的樹．他發芽的時候、你

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我們

實在需要警惕，儆醒度日。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今天全球

迅速走向一體化：世界經濟危機加速

經濟一體化：阿拉伯之春加速政治一

體化。一體化的結局就是為敵基督鋪

路。敵基督就是那位「行毀壞可憎 

的」。馬太福音 24：15「耶穌回答說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 

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

人須要會意）」：但以理書 9：27「一 

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 

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 

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 

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結 

局。」讓我們現在只看「阿拉伯之春」

在有關末世預言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語：تاروثل 

是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ةيبرعلا

命 浪 潮。 始 於 2010 年 12 月 18 日 突

尼西亞抗暴引發的茉莉花革命（ةروث 

它迅速蔓延至整個阿拉，（نيمسايلا



20 海外宣道雜誌

 信
息

伯世界持續至今。目前截至 2012 年 6

月，此阿拉伯革命已經成功推翻了 4

個國家政權；突尼西亞、埃及、利比

亞、葉門。在敘利亞和巴林王國爆發

了嚴重的國內衝突，在其它阿拉伯國

家如阿爾及利亞、伊拉克、約旦、科

威特、摩洛哥、黎巴嫩、毛裏塔尼亞、

阿曼、沙烏地阿拉伯、蘇丹也爆發了

大小規模不等的反政府示威，迫使統

治者作出各種讓步和改革。

普遍認為，此次北非和中東的

阿拉伯世界所爆發一系列民主和經濟

等議題的社會運動被稱為“阿拉伯之

春 ”。「 春 」， 作 為 一 個“ 政 治 術

語”，常用於表示一段政治寬鬆時期

或政治自由化趨勢，而被稱為「某某

之春」。“阿拉伯之春”最初是以經

濟訴求的形式在西亞、北非各伊斯蘭

國家蔓延，並隨著突尼西亞小販巴濟

濟之死，而迅速轉化為政治鬥爭。最

初的形勢發展快得讓人眼花撩亂：1

月 14 日，統治突尼西亞 23 年的本 ‧

阿裏流亡海外；2 月 21 日，執政埃及

30 年的穆巴拉克下臺；到 2 月底，“阿

拉伯之春”已在西起摩洛哥、東到阿

曼的廣大中東地區遍地開花。

突如其來的“春風”令許多外界

觀察家歡呼“民主終於光臨伊斯蘭世

界”。在他們看來，這次運動是群眾

性、自發性，甚至民主性的：示威者

用互聯網和手機短訊串聯，示威的主

體是青年學生、資深自由派人物、海

外流亡分子和城市貧民，喊出的口號

則是“打倒獨裁”和“人民做主”。 

表面看來，各國的革命中基本上

看不到伊斯蘭勢力的身影，然而真正

推動革命進程的，不是網絡，而是清

真寺。革命初期，伊斯蘭勢力看似隱

形，革命越深入，伊斯蘭勢力的影響

力越大。教派利益在政治變革中非常

明顯。原教旨、傳統伊斯蘭勢力是動

亂時期的安定劑。

人們往往津津樂道於臉書和推特

等網絡工具對阿拉伯民主化推動。但

在大多數保守的阿拉伯國家，網絡工

具其傳播範圍局限在城市青年、知識

分子和自由派中，信息轟動性和國際

影響力有餘，而對社會主體結構的穿

透力卻不足。與之相比，傳統的清真

寺體系卻嚴密、周到、國際化，它們

無所不在，即便邊遠地區目不識丁的

人，也會在阿訇的引導下參與變革運

動。甚至許多被普遍認為是知識青年

的學生，他們的基礎教育也同樣來源

於清真寺體系，就更不用說後者對中

東大專院校的滲透了。即便網絡普及

率極高、世俗色彩最淡的突尼斯，經

過大半年“拉力賽”，人們也無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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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和七嘴八舌的自由派及傳統反

對派政黨相比，原本在“革命”中並

沒多少功勞的原教旨派也可以後來居

上，在大選中穩穩獲勝組閣，教派的

動員力和群眾基礎，由此可見一斑。

幾個月來，當利比亞反對派構想

後卡扎菲時代的種種可能時，沉吟最

多的恐怕是伊拉克在八年前印下的前

車之鑒：獨裁倒臺之際竟是更加血腥

之始，戰後內亂所付出的代價竟比為

爭取自由而戰的更大。阿拉伯之春中

的伊斯蘭勢力應運成為中東大變局的

最終掌舵者。法國《世界報》10 月

29 日稱“阿拉伯之春”正一點點變成

“歐美之秋”，最初帶有些盲目色彩

的“阿拉伯世界終於現代化民主化”

的狂喜，如今已被一種失控的感覺所

替代。外部社會突然發現，阿拉伯的

這輪新變革，其實並非按照走上街頭

抗議者的意圖在演繹，而是背後的伊

斯蘭勢力的崛起並迅速把握了“阿拉

伯之春”的方向。

如果說對西方人士而言，“阿拉

伯之春”的發展有失控之嫌，那麼在

宗教勢力看來恰恰相反：隨著“阿拉

伯之春”的步步深入，其對變革方向

的掌控也逐步加強。在利比亞和敘利

亞，宗教勢力已經開始主動攬權，爭

奪變革的舵杆。伊斯蘭勢力才是中東

大變局的最終掌舵者。

埃及總統選舉，屬回教激進派的

「穆斯林兄弟會」領袖「穆希」出任

總統。埃及人民認為，這是「阿拉伯

之春」帶來的結果，感到歡欣鼓舞。

但以色列感到備受威脅，原因是以色

列防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都是回

教徒，以色列擔心，埃及回教激進派

領袖出任總統，會刺激巴拉斯坦人採

取暴力手段跟以色列鬥爭。很多以色

列人還擔心，埃及會傾向伊朗，對抗

以色列。埃及選舉結果公布後，一名

以色列政府發言人說，「阿拉伯之春」

變成「伊斯蘭之冬」。以色列報紙也

以負面字眼報導埃及選舉結果，例如

「埃及的黑暗」和「他們選擇了伊斯

蘭」等等。

2011-12-02 來 源 : 中 國 日 報 網

( 北京 ) 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與正義

黨正在以絕對優勢成為最大贏家。穆

斯林兄弟會是規模最大的伊斯蘭政治

運動，在埃及革命後經歷了真正的復

興。該組織成立了自己的政黨自由與

正義黨，該黨通過積極尋找盟友的方

式迅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埃及議會

選舉將分成三個階段舉行，下院和上

院的最終投票結果將分別於明 (2012)

年 1 月 13 日和 3 月 14 日公布。

聖經中的預兆可歸納為普通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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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和特定的預兆。普通的預兆 – 就

是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地震、饑荒、

瘟疫和逼迫。特定的預兆 – 指出有

一棵特定的樹，它象徵著某些事物，

而我們必須明白它的重要性。那麼，

它是指著甚麼來說的呢？

路加福音 21：29-36「耶穌又設

比喻對他們說，你們看無花果樹，和

各樣的樹。他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

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

見這些事漸漸的成就，也該曉得神的

國近了。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

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

廢 去， 我 的 話 卻 不 能 廢 去。」 不 僅

“無花果樹”要發芽（以色列復國），

而且在歷史上與神的選民並立存在

的其他民族和與神為敵的“黑暗權

勢”–“各樣的樹”也要發芽。“發

芽”進入“審判”。

中東和北非古老的民族開始復國

了，這些國家都牽涉在「阿拉伯之春」

的運動裏。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

尼斯、塞浦路斯、埃及、約旦、黎巴

嫩、馬耳他、敘利亞、土耳其、以色

列、利比亞、這 10 個北非和兩個中

東國家，形成復興的羅馬。( 但 2：1、

31 ～ 45，7：1 ～ 27，11：36 ～ 45) 

那麼敵基督出來的時間也就近在眼前

了。

（1）詩 83：1 ～ 8 之阿盟聯軍「神

啊，求你不要靜默！神啊，求你不要

閉口，也不要不作聲！因為你的仇敵

喧嚷，恨你的抬起頭來。他們同謀奸

詐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議要害你所

隱藏的人。他們說：來吧，我們將他

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色列

的名不再被人記念！他們同心商議，

彼此結盟，要抵擋你，就是住帳棚的

以東人（象徵與神的百姓為敵的人【賽

34、35 章】）和以實瑪利人（埃及、

沙特阿拉伯），摩押（約但）和夏甲

人（住在西奈半島的埃及人），迦巴

勒（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亞捫（南、

北也門）和亞瑪力（巴勒斯坦阿拉伯

人）、非利士（“巴解”）並推羅（黎

巴嫩的蘇爾港）的居民。亞述（敘利

亞）也與他們連合；他們作羅得子孫

（摩押（約但）和亞捫（也門）人）

的幫手”）」。

（2）結 38：5 之北方王在中東

的盟軍 :

a、 北方王的中東盟軍之一波斯

人（伊朗）

b、 北方王的中東盟軍之二弗人

（利比亞）

c、 北方王的中東盟軍之三古實人

（埃塞俄比亞 Ethiopia）。

耶穌說：「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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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個比方」。在主耶穌講及無花果樹

和各樣的樹之時，祂是指著猶太民族

作為確證的兆頭，所有別的預兆都不

生效除非那確證的兆頭出現。然而當

那確證的兆頭出現之時，同時間也有

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地震、饑荒、瘟

疫、逼迫，那時，就知道我們已經踏

進末後的日子了。

三本福音書中所記載的，主耶穌

都以同樣方式作結束。所提的問題是

這樣：「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即是

聖殿的被毀和猶太人的流亡）你降臨

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 耶

穌說：「你們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

聲，多處必有地震、饑荒、瘟疫，只

是末期還沒有到。這些都是災難的起

頭。」祂又說到最後的階段，關於那

行毀壞可憎的，也說到主會減少大災

難的日子。然後：「人子要從天降臨，

眾目都要看見祂。」

總括以上主所說的話：「你們可

以從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學個比

方。」「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預

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

候，就可以信。」（約十四 29）人類

歷史中，沒有一個時代比今日的世界

更紊亂、更邪惡、更敗壞、更背叛神！

這種情形將要繼續增加，直到敵基督

者的出現，在大災難中掌權時而達到

最高峰！

趁著還有的一點時日，讓我們抓

住白日，努力作工。馬太 24：14「這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現在這天

國的福音，己傳遍天下，也對萬民作

了見證，還等什麼呢 ?「是了，我必

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 本文是今年海宣北美夏令會陸大齡長老的

專題內容，由本會同工摘錄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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