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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中東，因為資源的搶奪、宗教的對立，使得這個地方戰爭頻繁，也讓 ISIS 迅速崛起，

中東地區的人民飽受戰爭、飢餓之苦，進而衍生出童兵等許多的問題，像是特別被關注的搶

劫伊拉克銀行事件等。戰亂、恐懼、無家可歸的難民，如今飽受摧殘的他們又是何去何從？ 

 

一、研究動機 

 

    藉由研究伊斯蘭國的發展，了解中東一帶的古老文化與其歷史特色，濃厚的宗教氣息及

特殊的習俗孕育了此地的人文風情，其中以伊斯蘭教為主，其婦女身穿長袍並包裹頭巾，當

地人以宗教為規條，女人只能露出眼睛及手的部位。而中東信奉伊斯蘭教的女信仰者，因為

宗教許多規條的規定，使得她們並無穿衣自由，也因為複雜的人文及教義，導致混亂以及不

必要的可怕爭鬥與戰爭，讓中東秩序雜亂不已，更因為 ISIS 的關係，其每年動盪不安，隨時

身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希望透過國際變動與其作為發展，讓我們知道其初始，更讓我們共同

目睹了這段紛雜的事實和這進行中的中東穆斯林歷史。 

 

二、研究目的 

 

    近年來，迅速崛起的伊斯蘭國，運用各種社群煽惑群眾，背後擁有雄厚財力及武器它，

資金來源多來自石油收入，完全不用外界捐助，這也是其強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想擊垮它，

要先切斷其資金來源，由此可知伊斯蘭國可謂一個「國家」，它不僅非常善用社群工具，還訓

練綁架來的兒童成為童兵，甚至綁票人質換取贖金，種種行為備受世界關注。運用違法不人

道的方式換取利益及爭取權勢的武裝組織，隨著時間的前進，情況似乎日益惡化，身為學生

的我們也不得不去了解它的影響，不能再置身事外，而是親自窺探伊斯蘭國的真面目，也必

須反思自身是否能思考其作為，他們所拍攝的殘忍影片與寫實的新聞報導，叫我們更不能不

去正視這長久以來不曾消失的大問題，而其受害的無辜人們更是叫人心疼，希望能透過此次

研究更近一步了解問題。 

 

二、研究方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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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伊斯蘭國 

 

    （一）崛起過程 

 

伊斯蘭國的崛起過程是迅速的，它的前身是成立於 2004 年的伊拉克蓋達，由於 2011 年

敘利亞爆發內戰，使得伊斯蘭和敘利亞反政府組織合作，進而間接的接收美國提供的武裝，

因此 2011 年美軍必須全數撤出伊拉克，又因為美國扶植的政府軍實力不足，產生權力真空，

也因此讓伊拉克蓋達有機可乘。 

 

而伊拉克蓋達在 2014 年迅速地攻下伊拉克的第二大城摩蘇爾等，並且掌握油田和水壩，

同年的 7 月伊拉克蓋達正式宣布建立伊斯蘭國；同年的 8 月美國開始發動空襲，伊斯蘭國之

所以能迅速擴張，是因為他們除了用殘忍手段殺害無辜民眾、軍人和異教徒之外，還用了社

群網站傳播，更有豐厚的收入支持他們的擴張。 

 

    （二）宗教 

 

伊斯蘭教是大宗教中最年輕的，由於它自稱是原來一神教信仰和真理的恢復，所以取代

了猶太教和基督教。伊斯蘭教還強調對真主亞拉的順從以及對五大支柱的遵奉。伊斯蘭教一

開始就是一種富有攻勢，以傳教為中心的宗教。而在它形成的一個世紀內，因為經常動用軍

事力量，所以伊斯蘭教已經傳播到了中東、北非等地，甚至向東遠至印度。 

 

  1.五大支柱 

 

五大支柱分別為信仰表白也即念功、祈禱也即禮功、募捐也即課功、禁食也即齋

功、朝聖也即朝功（如下表一）。 

 

      表一：五大支柱 

五大支柱 詳細內容 

信仰表白也即念

功 

坦言除真主亞拉外別無他神，穆罕默德是亞拉的使

者。只有如此誠懇坦言，方才有效。念功必須保持到

死，而拒作念功必使救贖無望。 

祈禱也即禮功 一天五次，潔淨禮之後，穆斯林必須向麥加方向祈

禱，包括特殊的規範、誦讀《古蘭經》(用阿拉伯語)

以及俯伏拜倒。祈禱在這種意義上，是順從真主亞拉

旨意的一種表示。伊斯蘭教大多祭司不分等級，在清

真寺祈禱由有威望的平信領袖來主持。這五次祈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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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出前、中午、半下午、日落和睡前。 

募捐也即課功 《古蘭經》教導說，每人應將財產的 2.5%捐與窮人和/或伊

斯蘭教的傳播。藉此，穆斯林留存的財富就得到潔淨。 

禁食也即齋功 在拉瑪丹月（齋月）整個月，從日出到日落都要遵行禁食。

在這一過程中，必須滴水不進，還要戒除房事。日落後，

常常會有宴會和其他慶祝活動。白天留作自我潔淨。這個

月是用來紀念神將《古蘭經》賜予穆罕默德。 

朝聖也即朝功 所有經濟上和體力上有能力的穆斯林都必須去麥加朝聖，

一生至少要一次。朝聖只需簡單的裝束，強調在神面前人

人平等的觀念。朝功的另一要素就是每次朝聖都要圍著卡

巴石（黑色聖石寺廟，伊斯蘭教的至聖之地）轉七次。穆

罕默德教導說，卡巴石就是亞當和後來的亞伯拉罕所崇拜

的原初之所。卡巴石因此被伊斯蘭教這絕對敬拜一神的真

宗教所崇拜。 

（表一資料來源：世界宗教信仰。2017 年 8 月 20 日，取自：   

http://zht.4truth.net/fourtruthzhtpbworld.aspx?pageid=8589983120） 

 

2.伊斯蘭教教義 

 

伊斯蘭教教義分別有八個為神、罪、天使、末日審判、救贖、婚姻、戰爭、飲食（如下

表二）。 

 

    表二：伊斯蘭教教義 

教義 詳細內容 

神 神是絕對唯一的。神是人所無法理解的，只有神的旨意會被

啟示、為人所知。神被公認為“至仁至慈之真主”。 

罪 人能犯的最嚴重的罪是“逃避”或多神論。原罪被視為亞當

的”過失”。人類的墮落不為伊斯蘭教所認可。人類軟弱而

健忘，但不墮落。 

天使 伊斯蘭教確信天使作為上帝的信差和代理的真實性。惡魔也

是存在的。撒旦是墮落的天使。天使在現世和末日都為上帝

執行重要的功能。 

末日審

判 

到末日，上帝會來審判世界。人們的善行、對於五功和《古

蘭經》的遵行將成為審判的標準。 

救贖 如伊斯蘭教所規定的，它是由信而定，此外還要遵行主要由

五功所指定的善行。 

婚姻 穆斯林認為婚姻光榮、通奸可恥。雖然許多穆斯林婚姻是一

夫一妻的，然而，伊斯蘭教國家允許四個妻子的存在。男人



 ISIS 伊斯蘭國的初始與其作為之影響  

4 
 

並不以女人為平等，男人有權與妻子解除婚姻，但妻子卻沒

有相似的權力(參見古蘭經章節 2：228﹔4：34)。不過，婦女

有權擁有並處理財產。此外，無論男女都彼鼓勵穿著簡易和

謙遜。 

戰爭 “吉哈”也即“奮戰”一詞，常用來指既包括內在又包括外

在的抗爭，既包括精神又包括物質的抗爭。溫和的穆斯林強

調聖戰的精神意義，而非它的政治因素。 

飲食 穆斯林的飲食法禁食豬肉和使人醉的飲料。其他可吃的肉必

須來自虔誠穆斯林所宰殺的動物。鼓勵健康的飲食和生活方

式。 

（表二資料來源：世界宗教信仰。2017 年 8 月 20 日，取自：   

http://zht.4truth.net/fourtruthzhtpbworld.aspx?pageid=8589983120） 

  

    （三）文化 

 

其實伊斯蘭文化的真正形成，是始自於穆斯林與被征服地的居民之間的文化交流、民族

融和，因為剛開始的時候，征服者也就是穆斯林原有的文化本身就比被征服者希臘人、波斯

人、埃及人、猶太人等的文化較低，所以在日後形成的伊斯蘭文化算是建立於兩者共同的文

化交流之下。 

 

在伊斯蘭國家中，伊斯蘭的法律會影響他們文化的形成，而他們的文化從以前到現在還

是一樣伊斯蘭教是禁止飲酒、禁止吸菸、禁止吸毒品、禁止崇拜偶像。也因為他們的教義嚴

禁飲酒，所以咖啡的飲用發展和流行，在伊斯蘭國家中，成為了他們主要的飲料，由於伊斯

蘭也禁止崇拜偶像，所以在他們的世界裡藝術成就不在於人物繪畫方面，而是在幾何圖形的

設計、阿拉伯文和伊斯蘭建築/波斯建築等方面的藝術。 

 

1. 飲食文化 

 

伊斯蘭教的飲食文化也很特別的，在他們食用的肉類中絕對沒有豬肉，清真昆明園餐廳

的馬老闆還說過，穆斯林只能吃特別處理過的牲畜，而特別處理過的是指由伊斯蘭教內負責

宰殺牲畜的教長執刀，在他們的宰殺過程嘴裡還要口念特定的阿拉伯經文，並且將牲畜放血

徹底乾淨之後才能料理。之所以會有這麼嚴謹又複雜處理肉類的過程，是因為伊斯蘭教認為

血是髒物，而這也只有穆斯林才能食用的。綜合以上就能輕易的從他們的食物禁忌看出伊斯

蘭教義的嚴謹。 

 

  二、蓋達組織 

 

蓋達組織是在 1979 年，因為蘇聯攻打阿富汗後期而創立的，蓋達組織也參加了抵抗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96%E5%9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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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阿富汗的蘇聯部隊。而他們的宗旨是消滅全世界入侵伊斯蘭世界的西方國家，才能建立

出一個純正又統一的伊斯蘭國；尤其是蓋達組織對中東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批評和針對

行動不遺餘力。 

 

（一）蓋達組織的網路活動 

知道為什麼恐怖組織會在網路戰爭中失勢嗎?那是因為他們的電腦專家首腦都已經

被逮捕或處死了，即使那時網路攻擊是當前的熱門手段，也因為如此使得蓋達組織除了

四處張貼恐怖宣言、盜領提款機和盜刷信用卡之外，無法遂行其他的攻擊，以下為整理

蓋達進攻西方科技大事紀。 

 

      表三：蓋達進攻西方科技大事紀 

 

（表三資料來源：博格（Scott Borg）（2011）。「恐怖組織為何在網路戰爭中失勢？」。科 

 學人雜誌，114，30。） 

 

三、勢力範圍與真正目的 

 

在 ISIS 立國後，他們公布了宣稱領土的範圍，他們打算在五年內分別佔領西亞、北非

和中非、中亞等地，甚至還包括了歐洲的伊比利半島、巴爾幹半島等地，還到達了巴基斯

坦、印度和中國新疆、西藏。 

 

ISIS 的初期目標是能夠建立出一個橫跨敘利亞與伊拉克地區的哈里發國家，而長期目

標是想要恢復中古伊斯蘭盛世，以至於方便自己統一信奉伊斯蘭教地區，再建立一個政教

合一橫跨歐、亞、非的大伊斯蘭國家。 

時間 事件 

2002 年

11 月 

鼓吹網路攻擊的峇里島夜店爆炸案主謀沙慕卓（Imam 

Samudra），在印尼被捕（後來被處死）。 

2003年 3

月 

哈立德．穆罕默德在巴基斯坦被捕，目前被關在古巴的關達

那摩灣。 

2004年 4

月 

特索利（Imam Samudra）開始四處入侵網站、張貼蓋達犯罪

宣言，後來並散佈名為「入侵網站研討會」的文件，繼而犯

下蓋達至今最有效的數起網路攻擊。 

2005 年

10 月 

特索利在英國倫敦被捕。 

2008年 8

月 

據報導，蓋達最後幾位電腦專家首腦之一的阿布杜拉．穆罕

默德在肯亞逍遙法外，但蓋達所有網路攻擊活動已告沉寂。 

2011年 5

月 

美國軍方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八德市找到賓拉登並將他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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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戰士與聖戰士新娘 

 

伊斯蘭的 ISIS 在招募聖戰新娘時，架設紅娘網站，裡頭的內容就像在寫言情小說一樣，

還把聖戰士塑造成多金男，而「『聖戰男神』指的是那些秀出男子氣慨及英雄魅力，並且願

意上沙場戰鬥的穆斯林男性。」（伊斯蘭研究專家，2016），他們還宣稱只要嫁進 ISIS，就

給車給房還包含了免費健保，使得不少西方國家的年輕女子看得心花怒放。 

 

但真實情況卻是，遠赴敘利亞和伊拉克找尋真愛的西方女子，在她們投靠 ISIS 後，聖

戰新娘們將會被安排住進女生宿舍，但最慘的是「真相是令人失望的，因為這些聖戰新娘

被當成奴隸一樣對待，她們被當成禮物送給外籍聖戰士，若丈夫戰死，會再被回收利用。」

（美國專家，2016），婚後別說新房了，她們說不定連水電都不會有！ 

 

五、難民與兒童 

 

（一）童兵問題惡化 

 

最近童兵問題惡化變嚴重了，不僅敘利亞內戰帶來歐洲難民危機，更加帶來童兵問題。

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資料指，敘利亞在內戰早期時，政府軍通常僱用 15

至 17 歲的青年從軍，但根據去年調查才知，交戰的軍隊現今徵召年僅才七歲的孩童參軍，還

有根據 2015 年估計，敘利亞國內不同的陣營中有一半童兵年齡低於 15 歲。而他們的職業責

任也由以前的支援角色，變成了前線軍人，甚至有一部分的小孩變成了他們不想要的殺人、

狙擊手及行刑者的角色。 

 

（二）難民及移民兒童 

 

這些兒童真的很可憐，他們必須跨越國境去逃離以及躲避暴力衝突、災難、貧窮，以至

於去追求更安穩的生活，而這些兒童達上百萬名。甚至這是全球難民及移民兒童的人數爬升

到比以前還創新高。在 2015 到 2016 年的期間，全世界有 80 多個國家至少 30 萬名的兒童需要

獨自一人或必須與家人分離；而在 2010 到 2011 年期間，有數十萬名的兒童須獨自離開家園，

但是如果他們沒辦法找到合法的途徑離開這裡，可能就會被迫依賴走私犯，以及用危險的方

法企圖要過境。 

 

因為用來保護兒童的法律、政策、社會服務正有嚴重的缺失和漏洞，導致於難民和移民

兒童不被受到保護和照顧。而在兒童遷徙的旅途中都是無人保護，需獨自一人，也因為如此

他們容易變成了非法的販運者，還要被虐待，於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出 6 項重點計劃，根

據下圖（圖一），來保護難民及移民兒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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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6 項重點計劃 

 

（圖一資料來源：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2017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unicef.org.hk/childrenuprooted/） 

 

六、恐怖攻擊 

 

在美國當代語言學大師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為批評美國中東政策外交最有

力的人物，因為對於恐怖主義，他總是抨擊美國政府在這個名詞上的雙重標準，他也曾用

「皇帝與海盜」來暗諷強權國家與弱勢國家之間所做所為的差別。如果你只有一艘小船，

燒殺擄掠的結果就會被稱為海盜；但若是能有一支海軍，幹同樣的事就會被稱為皇帝。而

在國際恐怖主義舞台上的小咖，例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蓋達組織等，他們和美國的關係

就像皇帝與海盜。 

 

 

 

 

 

 

保護流離失所的兒童免受剝削和暴

力對待 

 

 

 

 

 

 

尋求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法，避免監禁

難民和移民兒童 

 

 

 

 

 

 

讓兒童與家人團聚，並給予兒童合法

身份 

 

 

 

 

 

 

為流離失所的兒童提供教育及健康

支援 

 

 

 

 

 

 

 

從根源解決兒童流離失所的問題 

 

 

 

 

 

 

 

解決仇外心理和歧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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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透過文化史我們得知為何伊斯蘭國能如此迅速崛起，不單單和其宗教有關，與其歷史背

景以及當地經濟也有一定的影響，伊斯蘭國在當地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最根本的問題所在

乃與其悠久的宗教教條有關，更和歷史緊緊相扣。當地的文化，經濟，宗教與歷史密不可分，

最大的受災者，亦為那些飽受壓榨和歧視的中東穆斯林婦女和童工童兵們，更因為戰亂使得

孩童無受教權，而今也受到波及的難民們也被當作球般，在各國間被丟來丟去，而命運坎坷

的他們如今仍漂泊著，我們藉著 ISIS 去觀看此地，研究並了解問題，而這只是冰山一角，對

穆斯林國家而言，它們隨著伊斯蘭國而被迫牽動。身為人類的我們，應該去了解到，究竟是

何種原因，使得他們不惜冒險所造成，如果我們當時能試著聽聽他們的訴求，當地政府能多

花一點心思，那結果是不是又不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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