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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伊斯蘭極端分子捨身忘死，從事聖戰多年，過去
的恐怖襲擊，通常歸屬「事件」範疇。直到 2001 年，布什
總統把 9.11 事件正式說成是針對美國自由民主、乃至人類
文明的戰爭，標誌著主流社會之主流，不得不放下身段，拾
起一介白衣平民丟下的手套。1 聯合國通過「反恐」協議，
全世界進入「反恐」鬥爭的歷史新階段。在這之前和之後，
從歐洲到俄羅斯，從中東到中亞，從東南亞到澳大利亞，各
國政府緊急動員，密切合作，交換情報，突擊搜捕，凍結恐
怖資金，加大「反恐」力度。學界媒體齊聲喊，激昂慷慨，
聲色俱厲。美國更是以支持或不支持「反恐」劃線，區分敵
友，連續發動戰爭，大有滅此朝食的磅礡氣勢。2 籠而統之
望過去，東躲西藏的恐怖主義，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與包
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全世界所有政府之強大軍力、警力、情
報系統、特種部隊相對抗，焉有不旋即灰飛煙滅之理？
奇怪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9.11 事件之後，全世
界「反恐」如火如荼，恐怖襲擊熱火朝天。在印度尼西亞的
旅遊聖地，醉生夢死的夜總會，燃燒成火樹銀花的大炮仗。
在肯尼亞的旅遊聖地，猶太大款的天堂海濱酒店，火海一片
死亡地獄。在莫斯科，歌舞昇平的優雅劇院，改成關押人質
的集中營。在以色列，爆炸、槍擊、石頭砸，3 滿大街沒喫
沒喝無所事事的小夥子，哪個不是恐怖主義？4 在阿富汗，
硝煙彌漫過後，本．拉登毫髮無損，繼續組織恐怖襲擊，
通過媒體大放厥詞。5 在肯尼亞，恐怖分子乾脆肩扛防空導
彈，光天化日到機場打飛機，連劫持都嫌麻煩了。6

7.1 政府支持恐怖主義
「反恐」鬥爭能否取得勝利，實在看不見希望。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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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雖然各國政府眾口一詞地「反恐」，遠不是站在
人類文明的立場上萬眾一心。反的都是於己不利之「恐」，
對別人家裡的「恐」，不是幸災樂禍，而是大力支持唯恐不
及。最起碼也是在自己家裡精心豢養起來，作為和對方就
各種問題不斷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7 在這方面，列強們自
己，為各國政府「反恐」樹立了最好的榜樣。積極支持世
界各地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從來是帝國主義製造分裂、控制
他國的有力武器。從中東到中亞、到南亞、到東南亞，幾
乎所有「可笑的邊境線」，都是列強們不得不退出殖民統
治，製造矛盾、利用矛盾的結果。好端端的一個阿拉伯，分
裂出 20 多個主權國家和一個永無寧日的糾紛地區。好端端
的一個印度，分裂出三、四個主權國家和一個永無寧日的
糾紛地區。8 英國人從南往北，佔領印度，控制尼泊爾，攪
和雲南，進軍西藏，9 接著就利用穆斯林，在新疆演出一場
「東土耳其斯坦」的鬧劇。10 日本人從東往西，恢復「滿州
國」，實現「蒙古自治」，接著就利用穆斯林，要在甘肅、
寧夏、青海、新疆搞出一個「回回國」。11
布熱津斯基總結美國的歷史經驗是，「美國要確保國
家安全的時候，卻在世界各地掀起國家、族群、宗教等衝
突，每個衝突都可能報復在美國身上。」12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連現在人類文明的頭號公敵－－本．拉登，都是美國支
持阿富汗反蘇聖戰一手扶持起來的。13
在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極力支持拉登反對前
蘇聯。據有關資料披露，拉登曾在阿富汗接受 CIA 所謂
半隱蔽行動領袖的訓練。至 1986 年，美國給予這些反
蘇鬥士們大量援助，其中包括專門對付直昇機的「毒
刺」便攜導彈。據估計，在整個阿富汗戰爭期間，拉登
集團獲得的美國軍事援助高達 2.5 億美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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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僅支持本．拉登在阿富汗抗蘇，而且支持本．
拉登把聖戰引向中亞五國。15 一模一樣的原理，今天破壞中
東和平的頭號公敵哈馬斯、二號公敵伊斯蘭聖戰組織，都是
以色列為了給阿拉法特添亂，80 年代精心栽培呵護的纍纍
碩果。
巴勒斯坦人民從 1987 年 12 月開始，在約旦河西岸
與加沙走廊以色列佔領區發動「起義抗暴」，這段期間
以色列曾扶持「哈馬斯」與「伊斯蘭聖戰」兩個團體，
以削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勢力。16
哈馬斯是以色列自己的福阮肯斯頓怪獸，在 80 年
代，作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對立面扶持起來的，如今
成為以色列普遍居民生命的最直接威脅。現在雙方都否
認他們早期私通的意義。17
1999 年 10 月，德國在慕尼黑作東，2001 年 10 月，比
利時在布魯塞爾作東，先後召開兩屆「東土耳其斯坦民族
代表大會」。2000 年 11 月，愛沙尼亞在塔林作東，召開第
三屆「維吾爾族青年世界代表大會」。 18 即便到了 9.11 以
後，全球化「反恐」高潮一浪高過一浪。丹麥依舊大模大樣
地作東，隆重召開「世界車臣大會」。19 遵照美國打伊拉克
的邏輯，俄羅斯豈不更有理由進軍丹麥？
有說法道，「世界上有據可查的恐怖主義有一千多
個」。20 9.11 以後，美國喊打的僅僅是給美國搗亂的 25 個。
後來因為需要動員各國政府齊心協力，才不得不心不甘、情
不願地陸續補充。在印尼巴厘島鬧大爆炸的聖戰軍，基地組
織直接訓練，一年多以後才勉強上了黑名單， 21 車臣、東
突、庫爾德就更別提了，原本就是明裡暗裡千絲萬縷的說不
清道不明。22 英國對美國，多年夫唱婦隨，事事亦步亦趨。
美國高官照樣在白宮，拿愛爾蘭共和軍頭目當政治領袖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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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一點便宜都不放過。2002 年，在 9.11 事件的斷垣殘
壁旁邊，紐約市熱烈歡慶「法輪大法弘傳十週年」，市議會
隆重表彰「李洪志和法輪功對人類身心健康作出的貢獻」，
宣佈這位沒有「移民傾向」的華人為「傑出公民」。23
難怪本．拉登總有說法，「我們不論觀察哪裡都會發
現：美國才是世上恐怖活動的首腦、犯罪勾當的元兇。」24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有了美國這樣的「反恐」司令，各國
政府都得向榜樣學習，打擊反對自己的恐怖主義，支持在別
國搗亂的恐怖主義。這樣的「反恐」鬥爭，篤定不會勝利。
不是說恐怖主義如何刁鑽難纏，只是因為幾乎所有恐怖主
義，都有各國政府公開或暗地裡的大力支持。25
從政策層面上說，恐怖主義全球化和戰爭私有化，是
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實踐的必然結果。美國國防部宣稱：
「為保護和實現美國的利益，美國政府必須有能力影響其他
國家的政策和行動。」要做到這一點，美國足夠強大和各國
足夠弱小，或者充分利用美國的強大迫使各國盡可能弱小，
本是一回事情。 26 美國人心裡很清楚，「現今世界上有將
近一萬個種族和語言集團，但只有大約兩百個國家，民族自
決原則會帶來大規模暴力。」27 有消息說，「目前世界上
有近 30％ 的恐怖組織是由極端民族主義者組成的。20 世紀
90 年代，該類恐怖活動佔 35％ 以上。」28 用民族宗教、政
治制度等任何理由，導致潛在競爭對手的國家分裂，是實
現美國「有能力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和行動」，當時立竿見
影、事後長治久安的基本途徑。
1 9 4 5 ~ 2002 年，聯合國大家庭從 51 個國家增加到
191 個。1990 年以來的 12 年時間裡，美國領導的全球化，
為聯合國添加了 32 個新成員，幾乎平均每年有三個新國家
從舊地圖中裂變而生。29「1989~1999 年期間，在 110 次戰
爭中，只有七次不是內戰。現代戰爭往往充當國家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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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不是國家的造就者。」30 為了保護和實現美國的利
益，美國支持本．拉登打蘇聯，支持霍梅尼打伊拉克，支持
薩達姆打伊朗，與專制君主結盟，為腐敗酋長而戰，和好萊
塢明星傍阿拉伯大款一樣，從來沒有什麼「文明的衝突」。
在統一大國支持各種理由的人民公決，「人權高於主權」地
製造國家分裂、在分散小國維護各種形態的專制腐敗，「神
聖主權不容侵犯」地破壞民族統一、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邏輯。雙重、多重標準的口號，變幻莫
測的旗幟，翻雲覆雨的理由，找到找不到的證據，背後始終
一貫的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美國利益。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繫在一
起的鬆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
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
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
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
是 21 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
問題。31

7.2 玩火者必自焚
從 CIA 花 30 多億美元支持阿富汗聖戰反蘇，到 9.11 事件
房倒屋塌，應驗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玩火者必自焚。用美國
人自己的話說，「這一仗到頭來是製造了伊斯蘭好戰分子的
跨國部隊，將恐怖主義和游擊組織普及到全球各地。」32 同
樣典型的案例是伊拉克的生化武器。美軍之所以在伊拉克沒
完沒了地尋找生化武器，誰說沒有也不信，是因為各類無藥
可醫的可怕菌種，都是美國在兩伊戰爭後期供應的。明明一
撥撥賣了過去，怎麼會找不著了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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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膽戰心驚的是，美國人今天玩的火，淨是高科
技。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意味著尖端軍工技術向民用、向民
間的普及日新月異。人類歷史以來，幾乎所有的重大技術
發明，都是首先應用在軍工產業。從這個角度說「科技進
步」，簡直就是軍工技術向民間轉移的同義語。以進步最快
的信息處理技術為例，從 1954 年開始，電腦的價格每年下
降五分之一，計算速度每 18 個月翻一番。現在普通家用微
機的計算能力，相當於 70 年代的中大型電腦，價格還不到
70 年代的 1％。34 換言之，過去需要站崗警衛的軍事技術設
施，現在孩子們用來玩遊戲。－－玩出什麼花樣了？新西蘭
的科技愛好者辛普森，在家裡製作巡航導彈，材料全部在商
店採購，成本不超過五千美元。35 其實，美國國家情報委員
會早就發出警告，「攜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導彈被用來對
付美國軍隊和利益的可能性，今天比冷戰期間大部分時間都
大。」36
軍工推動的科學技術發展，從來不是中性的，更不是
單純正面的，具有造福人類和毀滅人類的兩面性。原子能技
術是最好的說明。印度頭天原子彈試爆成功，巴基斯坦第二
天成功試爆原子彈；而且是你五顆、我五顆地比著幹。37 伊
拉克武器核查還沒完， 38 美國就猜測沙特也有核計劃， 39
伊朗很快就會造出原子彈， 40 一會兒說利比亞的核武源頭
是中國， 41 一會兒指控馬來西亞走私加速器部件。 42 朝鮮
的核武器試驗，更是明目張膽的挑戰，不久前還在擔心有
沒有，轉眼已是有多少顆的問題了。 43 於是乎，南韓聲言
也要搞核武器。中國有報告估計，只要一星期，日本就能
「用現成的零件組裝成原子彈。」44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的核
大國。 45 第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在開戰初期唯恐不敵
對手，而將大約十枚核彈頭秘密從儲存庫中取出裝在發射架
上。」46 1990 年，俄軍突然入侵阿塞拜疆，「原因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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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線這一組織手中掌握了前蘇聯在伊朗邊境安置的戰術核武
器。」47「在 90 年代，就算不是成百，至少也是數十起『核
走私』事件在前蘇聯發生；如果數量足夠的話，其中有六起
就涉及可能被用來製造核武器原料。」48 2003 年，BBC 報
道說，本．拉登在阿富汗製造出簡易的核輻射裝置－－「髒
彈」。49 製造「髒彈」的原料－－銫~137，廣泛應用於工業
和醫療。恐怖組織走私核原料屢見不鮮。 50 美國核武器實
驗室的機密資料多次失竊。 51 2005 年英國軍情五處披露：
「八個國家的 360 多個企業、大學院系和政府機構被確認已
經獲得用於核武器計劃的材料或技術，⋯⋯包括巴基斯坦駐
倫敦高級專員公署在內的 95 個巴基斯坦組織和政府機構協
助了該國的核計劃。⋯⋯包括化學製品企業、製藥企業和醫
學院在內的約 114 家伊朗組織機構被確認已獲得核、化學、
生物或導彈技術。⋯⋯73 個印度團體和 11 家以色列組織也
因據說參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而榜上有名。」52 美國核
專家發表研究報告，幾乎可以肯定，恐怖分子將使用放射性
武器襲擊美國。53
事實上，核擴散不可逆轉，是美國人都承認的既成事
實。

54

1996 年，美國成立核突發事件搜索隊，上千專業人

員組成。到 2001 年，五年時間，上百次進入警戒狀態。該
機構負責人說，「一次真正的核恐怖襲擊只是一個時間問
題。」 55 自打有人類以來，從來沒聽說過那一個武器發明
不在戰爭中使用，不在全世界擴散。真正值得一問的是，
為什麼冷戰期間兩大陣營軍備競賽你追我趕，核武器沒擴
散。冷戰結束了，核擴散反倒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56
其實用不著直接掌握核武器，破壞民用核設施，即能
達到恐怖襲擊的目的。「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材料，全
世界有 438 個核反應爐，651 個供研究用的反應堆（其中的
284 個正在運轉）以及 250 個核發電廠，這些設施都儲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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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放射性材料。」57 2003 年，加拿大破獲一夥巴基斯
坦的恐怖組織，天天訓練駕駛飛機，圍繞多倫多市邊上的皮
克林核電站往返徘徊！58
軍工推動的現代高科技發展，一方面，使傳統的百姓
造反、封建割據，在技術上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卻使大
規模殺傷性武器越來越容易被少數私人掌握。譬如，生化武
器號稱「窮人的原子彈」，成本極其低廉，生產極其簡單，
運載極其方便，後果極其嚴重。59
根據加拿大情治單位自 1995 年起進行的一份年份
較近的研究報告指出，策劃一場生化恐怖戰爭所需資金
不會超過一百萬美元，比方只要四百美元就可以生產一
公斤A型肉毒桿菌毒素。這種病菌遠比現今全世界大部
分軍隊不再使用的神經毒氣還更危險。同一份報告指
出，生產毒素的技術輕而易舉，相較於複雜的核武製造
技術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一個具有大學二年級科學常識
程度的小規模研究小組，只要謹慎點就可以在基本配備
的實驗室中製造傳染病菌。更令人擔心的是，只要到任
何一個開放給大眾的理工大學圖書館，就可查到培養病
菌的配方和方法。說的更明白一點，製造細菌武器不會
比提煉海洛因或製造劣質假酒更複雜。60
在專家的指導下，「恐怖分子利用後院幾把泥土，
和輕易可得的實驗室器材，就能製造殺人無數的細菌武
器。」 61「100公斤炭疽芽孢通過飛機、航彈、老鼠攜帶等
方式散播在一個大城市，三百萬市民就會感染斃命。」不
僅如此，炭疽芽孢有金剛不壞之軀，數十年不死，持續不
斷傳染，而且極難清除。 62 1983 年，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
了秘密製造蓖麻毒素的兩名美國人，繳獲 30 克蓖麻毒素，
理論上足夠毒死兩千萬人。1995 年，東京地鐵遭沙林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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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擊，日本警察對奧姆真理教搜查，繳獲大批製造毒氣的設
備和原料。用這些原料製造毒氣，「足以奪取三千萬人的生
命。」63 如今，「有 25 個國家已經或正在研發生化武器，
網絡及其他工具更加快相關技術的傳播。⋯⋯細菌是可以直
搗敵方大本營的『戰略』武器，國家、團體、甚至個人都可
以發動細菌戰。⋯⋯本．拉登就訓練他的部屬使用生化毒
素。」64 2004 年 4 月，約旦破獲一起用 20 噸化學物質恐怖
襲擊計劃，「如果襲擊成功，估計將造成至少八萬人死亡、
16 萬人受傷。」65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承認，「美國受到
的化學和生物威脅將變得更加廣泛、這種能力比核武器更容
易發展、隱蔽和部署。」66
技術進步最快的是計算機推動的信息處理技術，恐怖
襲擊前景最方便、後果最可怕的也是信息處理技術。自從
1979 年 15 歲少年闖入美國北美防空指揮中心，類似的傳
奇故事絡繹不絕。 67 1988 年，病毒「蠕蟲」在一個早晨，
使包括美國國防部遠景規劃署、蘭德公司和哈佛大學在內
的六千多臺軍用、民用電腦全部癱瘓。 68 1991 年海灣戰爭
期間，十歲荷蘭少年進入五角大樓，不僅把美軍情報公佈
於眾，而且動手胡亂修改，「嚴重地擾亂了美軍的戰略部
署。」1993 年，16 歲英國少年在七個月時間中，多次進入
美國空軍最高指揮和控制機構，破譯大量機密不說，還植入
了日後可以啟動的病毒。第二年，他把事情在網上公佈，大
驚失色的美軍不得不「對數以百萬計的電腦通訊密碼全部進
行重編。」「1994 年，兩名黑客多達 150 次地滲透到美國戰
略空軍司令部紐約控制中心設施系統裡，並控制了整個實驗
室網絡，最後導致該網絡 33 個分網被迫停機脫網達數天之
久。」1995 年 2 月，凱文．米特因竊取文件數據，被美國司
法部判為「電腦恐怖分子」。7 月，不明黑客盜竊法國海軍
行動力量參謀部的機密，包括幾百艘盟軍軍艦的聲音識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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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和艦隻航行圖。9 月，自稱「長槍黨武裝」的黑客打開意
大利核物理研究所的電腦系統數小時之久，等等。69
1998 年，華盛頓抱怨莫斯科的七個互聯網地址與
五角大樓及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機密失竊案有關，而
俄羅斯政府的答復是：用來發動這些進攻的電話號碼是
空號。我們無法知道俄羅斯政府是否參與了這起事件。
有 30 多個國家已經制訂了進攻性的電腦戰計劃，但任
何有電腦的人都知道，個人也能夠參與這場遊戲。只要
點擊幾下鍵盤，世界任何地方的某個不知名者都可以闖
入美國城市的私人電力網或者政府的緊急反應系統。70
1994 年，美國國防部受到 23 萬起涉及安全的網絡入
侵。

71

美國國防部擔心，「社會和軍隊越來越依賴網絡，導

致了新弱點和機遇的出現。潛在敵人可能利用電腦網絡和定
向武器攻擊這些新弱點。」72 9.11 事件是用美國飛機撞美國
大樓。極而言之，或許早晚會有一天，美國的大規模殺傷性
武器，會落在美國人自己頭上。不是說信息通訊技術進步反
對專制，帶來人類社會組織的「扁平結構」嗎？在這個涵義
上，「歷史終結」的極端結果是《科技屬於人民》，美帝擁
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怎麼用、什麼時候用、往哪裡用、用
多少，不光布什總統說了算，本．拉登也有發言權。面對這
番黯淡前景，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淒涼無限：
要防範野蠻人更為困難。通訊成本的大幅度下
降，超越國界的跨國產業包括互聯網的興起，技術
民主化將大規模毀滅性力量這一度為政府所獨佔置
於集團和個人手中，所有這一切都屬於歷史上的新鮮事
務。⋯⋯這類人在 21 世紀要比 20 世紀更加不受國家極
限的約束，不必掌握工業能力就可以實施破壞。⋯⋯很
177

「文明衝突」的背後

清楚，小集團甚至個人要想對他們視為敵人的人給予大
規模殺傷，門檻是大大降低了。73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淒涼無限：
每一天大西洋至少有一千艘船，把核子彈放在一
艘小船上，在美國港口引爆，就可以徹底摧毀旁邊的都
市。沒有人會知道是誰做的，自然找不到報復對象。這
種做法比製造一顆裝在準確飛彈上的可靠核子彈頭要簡
單得多，對美國士氣的打擊也大得多。要找到報復的目
標不容易，美國各大城市還得時時擔心再遭攻擊。74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理查德．克拉克淒涼無限：
在白宮的時候，記者們喜歡問我：「什麼事情讓
你晚上睡不著？發生在我們頭上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
麼？」感謝上帝，最可怕的事情並不是最可能發生的。
不過，至少有兩件可怕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第一、由
於生物武器導致大規模高傳染性疾病的爆發：第二、美
國城市發生核爆炸。75
美國國防部的調查小組委員會淒涼無限：
恐怖分子使用核、生、化武器發動攻擊幾乎不可
避免。這種攻擊不是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什麼時間的
問題。76

7.3 恐怖主義的社會根源
美國作家抱怨中國作家寫《超限戰》，為恐怖主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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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立說。 77 正確的認識應當是，人類歷史從原始社會到奴
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生產力發展和科學
技術進步，公平、平等、民主、自由方面的社會進步與時俱
進。冷戰結束之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社會進步的歷史終
結了。社會主義窮途末路，共產主義遙不可及。唯利是圖全
球化回到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78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全世界 8.15 億人口食不果腹，營
養不良，每年 3600 萬人直接間接死於飢餓，對應的是全球
通貨緊縮，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科技進步越來越快，對必
不可少的社會進步，提出越來越急迫的歷史要求。唯利是圖
的反動倒退，必然遭到戰爭私有化的懲罰。如今，全世界每
七秒鐘餓死一個不到十歲的兒童。 79 有說法是，在 9.11 當
天，紐約世貿大樓裡呼天搶地，全世界無動於衷餓死 3.5 萬
無辜兒童。80 試問，從這些「需求不足」的兒童中間，必然
不斷產生多少奮不顧身的格瓦拉或本．拉登。81 怨不得有法
國哲學家博德里亞爾Jean Baudrillard跳出來仗義執言：
恐怖主義就像病毒一樣無所不在。⋯⋯在世界範
圍內，被剝削者和欠發達者與西方國家之間的仇恨已經
悄然成為統治體系內部裂痕的一部分。統治體系可以面
對一切有形的對手。然而，面對已進入自己體內的宛如
病毒的力量，它束手無策。恐怖主義便是這一無聲力量
的衝擊波。
這並不是文明的衝突，也不是宗教的衝突，它甚
至超出了伊斯蘭教和美國之間衝突的範圍。從這種意義
上講，我們可將之稱為世界大戰，不是第三次世界大
戰，而是第四次，也是唯一的真正的世界大戰，因為戰
爭的賭注就是全球化本身。⋯⋯恐怖主義是不道德的，
9.11 事件是不道德的，它們所針對的全球化也是不道德
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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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劇作家、1997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達利奧．弗
Dario Fo也跳出來仗義執言：
大投機者發大財的同時，貧窮卻每年殺死數以千
萬計的人。⋯⋯不管9.11屠殺是誰製造的，這暴行
都是暴力文化、飢餓和不人道剝削的嫡親女兒。83
你不仁，我不義。本．拉登一直在毫不掩飾地尋求擁
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84 不管情願不情願，恐怖主義全球化
和戰爭私有化，迫使人們從社會進步而不是「歷史終結」的
角度，認真思索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面對全球反恐戰爭的
輝煌戰果，布熱津斯基膽戰心驚，毛骨悚然。
科技拉平了社會遭受攻擊的機會。現代交通工具
大幅縮短了距離以及武器毀滅範圍大幅增加，都戳破了
國家傳統的保護傘。擁有武器、獲取武器也都不再是國
家的專利。類似地下恐怖組織的人拿到大規模毀滅武器
的途徑也增加了。高科技恐怖活動的出現只是時間問
題。以往只有少數有錢、有勢的國家才有的武器，現在
也因為科技平等，讓北韓這些貧窮國家也有了一搏的機
會。
這種趨勢有可能帶來「世界末日」。人類有史以
來第一次可能面對非聖經預言的世界末日，不是出於天
意，而是出於人為有意引發的全球性大災難的連鎖反
應。新約最後一書「啟示錄 16 章」所說的最後決戰，可
能會藉著核子或是生物戰劑的全球自殺行為來達成。85
我們乘著科技的雙翼，可以迅速進入 21 世紀，也
可以同樣的速度重返石器時代。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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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和出處：
1

白宮 2003 年 2 月 14 日公佈《抗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開宗明
義：「2001 年 9 月 11 日在華盛頓特區、紐約市和賓西法尼亞州
發生的恐怖主義攻擊事件，是對美利堅合眾國及其盟國的戰爭行
動，是對文明社會這一理念本身的戰爭行動」第 1 頁，http://
usinfo.state.gov。

2

9.11 事件十天後，布什總統強調，「在反恐怖戰爭中沒有灰色地
帶，要麼和我們站在一起，要麼與恐怖分子為伍」中國現代國
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19 頁。

3

2000 年，美國大牌教授薩依德訪問黎巴嫩。美聯社提供照片
「薩依德現身在一群天天聚集在以黎交界的黎巴嫩人群中，向以
色列的哨所扔擲石頭。這群黎巴嫩人對著分隔國家的新藩籬扔
擲石頭，來慶祝以色列 5 月的黎南撤兵」Barsamian 和 Said：
《文化與抵抗》卷首薩依德與一夥人擲石頭的照片。

4

僅 2002 年上半年，以色列境內發生巴勒斯坦武裝人員襲擊事件
1071 起，238 人死亡；比 2001 年同期上昇 250％（中國現代國際
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167 頁）。以色列
佔領加沙。「只要人在加沙市，便會感到那股揮之不去的怨氣。
無論走在大街、或是陋巷，都會看到貼在牆上的『聖戰者』、
『殉道者』海報，還有大幅的壁畫，血染一片，上面寫著：復
仇！」巴勒斯坦人講話，「我們這裡每個人都是哈馬斯，人人
心中都有個炸彈，我們隨時準備作烈士」張翠容：〈加沙－－
中東的「無間地獄」〉、〈以巴和平渺茫〉，香港《信報》
2004 年 5 月25 日，第 26 頁 26 日，第 7 頁。

5

2002 年 11 月，卡塔爾電視臺播出本．拉登的錄音帶；2003 年
1 月，英國的阿拉伯報紙《中東日報》報道本．拉登的聲明，號
召全球回教徒反抗「十字軍聯盟」對穆斯林的進攻〈拉登發
聲明籲回教徒團結抗敵〉，香港《信報》2003 年 1 月 21 日，第
10 頁。

6

2002 年 11 月，在肯尼亞蒙巴薩的天堂海濱酒店大爆炸前幾分
鐘，恐怖分子在機場附近發射兩枚導彈，險些擊落以色列亞基亞
航空公司的客機。事後，以色列籲請西方合作發展民航客機的反
導彈襲擊系統，或者禁止肩扛式導彈的買賣，均因成本過高而
無人響應〈商業軍事合流，世界更不安全〉，香港《信報》
2002 年 12 月 27 日，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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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薩依德講話，「加起來有 60 個國家是被認為支持恐怖分子的」
Barsamian Said：《文化與抵抗》第 119 頁。

8

15~18 世紀，莫臥兒帝國時期，伊斯蘭教在印度迅速傳播。「不
少印度教徒特別是那些低種姓的印度教徒，由於傾慕該教教友平
等的思想，紛紛改宗信奉」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
民族宗教問題透視》第 167 頁。英國殖民主義者分而治之，採
取「拉印抑穆」的政策，「使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教派矛盾
逐漸加深，甚至導致教派衝突，民族、宗教一體化的衝突有時達
到白熱化的程度。」根據不同信仰，穆斯林領袖穆罕默德．伊克
巴爾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納，1930 年和 1940 年先後提出「兩
個民族」理論，被英國殖民地當局善加利用，1947 年正式實行印
巴分治。如今，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穆斯林人口佔 77％ 以上民
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焦》第 444~451 頁。
「孟加拉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國家，全國 88％ 的人口屬於穆斯
林」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周邊地區民族宗教問題透視》
第 232 頁。從 1923 年開始，甘地領導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民
族獨立運動。1947 年斯里蘭卡錫蘭率先自治，「儘管錫蘭
沒有為自由而戰」。1947 年 印巴分治，儘管「巴基斯坦立國領
導人真納從未進行過反抗鬥爭，也沒有在英國人的監獄裡坐過一
天牢。」當印度獨立運動終於取得勝利的時候，「印度民族獨立
運動的偉大領袖甘地認為沒有理由慶祝，國家分裂深深地震撼了
他」迪特馬．羅特蒙特：《殖民統治的結束》第 2~46 頁。

9

高鴻志：《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

10

30 年代初，中國軍閥混戰，百姓民不聊生。從 1931 年哈密暴動
開始，人民武裝反抗軍閥苛政的鬥爭蔓延整個新疆。英國人趁機
插手，1933 年 2 月，先在和田成立「和田伊斯蘭王國」。11 月
12 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在喀什成立，樹藍色新月
星星旗，按《古蘭經》立法，唱國歌，英國駐喀什領事館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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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會使得人類的浩劫即將開始。⋯⋯最後，政府高層決定，
鑑於澳洲是盟邦，而且也沒有合理可靠的證據，顯示目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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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種外來威脅，鼠痘病毒也不在國防情報局的黑名單上，當前
的問題只是科學進步得太快了。⋯⋯不過，在科學進步及政治紛
擾下，細菌武器的威脅不但千真萬確，而且對我們的衝擊日增。
從奧姆真理教的失敗案例可以知道，生物武器攻擊的成功要素不
是尖端的實驗室或者有毒的微生物，最重要的是知識。這種專
業知識愈來愈容易取得」朱蒂．密勒等：《細菌戰》第 211、
271、256~257、2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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