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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避免再對挪亞方舟國際事工/影音使團/帕拉恕(Paraşut)/挪亞方舟的詐欺行為
再度寫一篇文章（作者註：所有的導遊都是土耳其這個國家的人民，但是他們都根據自己
的種族和文化傳承而自稱是庫德族人。）
。在這個議題上面花這麼多時間有一點讓我不好意
思，因為這個世界正處在很嚴重的騷亂中，而我可以在許多更迫切的議題上面去發聲，比
如言論自由，人道主義，或是長期戰亂的停止。儘管如此，我是極少數幾個人有直接的管
道可以知道挪亞方舟的尋獲是一起詐欺行為。我過去期望能夠不需要被逼著要背叛人們對
我的信任，因為我對兩位有參與在當中的 Mehmet 氏有很深的情誼。揭發他們在這起詐欺
行為當中的角色並沒有使我感到高興。相反地，雖然是我被他們所背叛，我仍然希望能夠
保護他們，護衛他們不要受到傷害，不計代價的幫他們保守秘密。雖然會讓我感到不好意
思，可是我提供了我私人生活的許多細節，這樣讀者可以自行決定我的話能不能夠被信任。
如果不是因為這起詐欺行為從幾百萬人中騙了幾千萬塊錢出來，其中許多人捐獻給挪
亞方舟國際事工讓他們去尋索挪亞方舟，我花那麼多時間在這看起來似乎是很瑣碎的事情
上面是很愚蠢，甚至是很丟臉的行為。國家地理電視節目說，挪亞方舟國際事工宣稱他們
尋獲了挪亞方舟的消息，是他們在 2010 年考古發現消息中最多被瀏覽的節目中，排名第
十位。所以國家地理電視節目也被騙了。他們已經把挪亞方舟國際事工的影片從他們的網
站上面移除了。我揭發這起詐欺行為是因為我想要恢復亞拉臘山旅遊生意的誠信。事實是，
有很多誠實的導遊也希望這起詐欺行為被揭發，因為一些人的詐欺行為會影響到所有人的
誠信。
謹代表那許多讓他們自己的工作和專業名聲冒風險被破壞的情況下，花了許多心血來
揭發這起挪亞方舟國際事工/影音使團/帕拉恕/挪亞方舟的詐欺行為，為了他們，我不能夠
再拖延講述我的經歷。抱持著一顆沈重的心，我在這提供我對庫德族導遊在尋獲挪亞方舟
的詐欺行為中所扮演的的角色的洞見。
要澄清一下，這幾十年來，全球有許多隊伍嘗試在亞拉臘山找尋挪亞方舟。由庫德族
兄弟穆拉（Murat Şahin）和撒引（Sayim Şahin）所幫忙的 Richard Bright 的美國隊伍有很
久的時間是很誠實的在亞拉臘山進行尋找方舟的探險。他們希望能夠在 2012 年有些收穫
可以發表。他們跟我在這裡提的詐欺行為沒有關連。
我所指的騙人的「發現」，是由一個來自香港的中國人團體所為，叫做挪亞方舟國際
事工（NAMI）
，以及他們的業務同伙影音使團。事實上，這兩個團體的領袖都是同一批人。

影音使團，根據他們的網址，
http://www.media.org.hk/main/asp/corporate_web_eng_002.asp，是在 1991 年於香港設立，
目的是要「使用高水準的影音產品和服務來傳遞耶穌基督的信息給所有人」。25 年以來，
他們主要的事工之一，就是傳播宗教影片。
影音使團在一個已經被移除的網頁中（但是被 Google 快取所存檔），
http://www.media.org.hk/noahsark/asp/apply1_eng.asp，說他們在 2004 年的探索中，他們
「可以幾乎看見一個大型的的正方型木結構在(冰)底下」
。讀者回應問他們，一個人如何可
以「幾乎看見」一樣東西。現在是 2012 年，我們算是後知後覺。影音使團老早就被拆穿
過了。

在 Google 快取頁面中的評論（原本的網頁已經被刪除）
：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tGGHmIMLDPoJ:www.skepticfriends.org/forum/topic.as
p%3FTOPIC_ID%3D3496+&cd=1&hl=en&ct=clnk

挪亞方舟國際事工（此後簡稱為 NAMI）在 2001 年成立。有趣的是，影音使團的網
站上面所記錄的機構歷史，只到 2004 年。就在那一年，NAMI 用自己的名義接手了尋找挪
亞方舟的工作。他們的土耳其同伙，一個庫德族人，叫做 Ahmet Ertugrul，綽號是帕拉恕（Para
şut）。
克蘭克(Joel Klenck), NAMI 所謂的考古學專家，是一個騙子。我使用這樣的稱呼，沒
有感到任何猶豫，因為我知道這很明確是真的。其他有遇過他的人，有跟我形容過他是一
個「病態的騙子」和「反社會之人」
。我是從他的前妻，前同事，還有其他曾經跟他一同在

座談會中提交論文的考古學家聽到的。當中很多人曾寫信給我感謝我去揭發他。有人說他
甚至會在他打高爾夫球的成績上面說謊。他現在是一個公眾人物，宣佈人類歷史上最特別
的發現之一（如果是真的話）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他的隱私權就不再那麼重要了。正是因
為他做了這個很重大的宣稱，揭發他真正的人格來衡量他所說的令人驚訝的話是否值得信
賴，是一個很平常的記者作為。
自從 2011 年 11 月 13 日以來，克蘭克就非常積極的宣傳他假的新聞稿，自己撰寫卻
用第三人稱，關於他對亞拉臘山上面虛構的巨木結構的考察。他的謊言持續不斷的增長，
如同小木偶的鼻子一樣。在 2012 年 1 月 19 日，克蘭克在一個叫做 MackQuigley Report 的
部落格網站（在 2011 年 11 月 15 日建立，可能是克蘭克自己開設的）上面發佈說 NAMI
在假的挪亞方舟裡面所拍攝的其中一張照片裡面的小白粒，其實是雞吃的豆子！我自己認
為它們可能是 Dogubeyazit 城裡市場所賣的種子，或是冰雹，因為我自己就有在亞拉臘山
上所拍下來「小白粒」的照片。我也必須要補充，克蘭克並沒有親自拍攝那張照片。在克
蘭克拜訪東土耳其之前很久，它就已經由帕拉恕所發佈。在克蘭克的背包中除了發現他的
日記之外1，我也找到了這張照片還有其他 NAMI 的網站所發佈的「挪亞方舟遺址」照片的
影本。
另外一張偽造的遺址中所拍攝的照片有稻草。有一個 Dogubeyazit 城的導遊告訴我，
這張照片是在一個用來養羊的小木屋中所拍攝的。如果你還有所懷疑，如果你依然相信挪
亞方舟的故事，依然在沒有盼望中盼望克蘭克說的是實話，請你問自己，稻草和雞吃的豆
子，要如何存留 4,500 年？請嘗試不要笑到從椅子上掉下來。要知道這是騙局，不需要很
懂科學。我相信克蘭克自己都會對那些愚笨到相信他荒繆的宣稱的人而藐視地竊笑。
克蘭克對我的攻擊持續不斷的升高。我在別處提到他在 NAMI 的詐欺行為中所說的謊
言，所以我不會在這裡重複。我只說 NAMI/影音使團在他們拍的電影《挪亞方舟 ― 驚世
啟示 2》中所給他的專訪，是在他踏上東土耳其之前幾個月的事情。克蘭克從來沒有在亞
拉臘山去考察過任何大型的木結構，因為沒有任何類似的物體被發現。要證明給你們看克
蘭克的性格是病態地幼稚，他發佈了一張大黑牛在一堆垃圾上面尿尿的的照片，然後把我
的名字用大寫的字母印在牛上面。我再說一次，他是用第三人稱來書寫。到目前為止，克
蘭克有太多虛構的筆名在網路上面，已經很難去追蹤了。在同樣的部落格網站上面，還有
極端反穆斯林的圖畫還有歧視語言。所以，這就是 NAMI 要來見證挪亞方舟被發現的考古
專家。他的行為標準是這樣的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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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註：Amy Beam 曾經帶過克蘭克上亞拉臘山。在中途，克蘭克失蹤了數個小時，為了要知道往哪裡去
搜救他，任何的線索都不能放過，包括他遺下的背包。翻查他的背包不是要窺探他的隱私，而是要找線索來
救他的命。http://www.mountainararattrek.com/ark/arkfraud3.htm

克蘭克宣稱他所檢視的方舟已經被其他的專家群所認同。其他所謂的專家群不是別
人，就是 Phillip Williams。他正在推銷他自己寫的關於挪亞方舟的書，而且在美國的北卡
成立了一個非營利機構叫做「新開始」
（New Beginnings）
。此機構在登記的時候，書面上的
宗旨是要提供「房屋給無家可歸者」。Williams 在網址上面有一個 Paypal 的連結，讓民眾
可以捐款給持續不斷的挪亞方舟的探索，儘管我認為 Williams 連土耳其都沒去過。我懷疑
那些捐款入了他自己的口袋裡面。我有一次捐錢給他，想知道他的稅務號碼，而他很快的
就把我的捐款退回來了。2011 年 9 月 14-17 號，在北卡的 Charlotte 城，NAMI 的電影《挪
亞方舟 ― 驚世啟示 2》的放映會，就是 Phillip Williams 所籌辦的。Williams 和克蘭克用很
閃亮的字眼互相誇獎對方的專業，承認彼此的謊言。他們作這些事情似乎是為了錢。
一個人一開始可以說一點小謊，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想說「我有傷害到誰嗎？沒人啊。」
或是「有誰會知道？」當事情還很微不足道的時候，看起來的確沒有人會知道，因為沒有
人會在意。但是如果你的想法發芽並且漂亮地開花，超過你原本最瘋狂的期望，那麼對「有
誰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所有人。全世界的人都會知道！然後你就會被你所織
的謊言的網所纏住。這就是在庫德族導遊和 NAMI 以及影音使團的中國人領袖身上所發生
的事情。
克蘭克是在晚期才為了推銷自己而跳上船，再加上 NAMI 又需要一位「專家」來確認
他們的「發現」
。還有其他幾個有宗教背景又有誠信的考古學家也被 NAMI 邀請來提供他們
的專業見證，來證明他們的發現是可靠的。但是讓 NAMI 驚愕的是，他們卻是見證說這是
一場騙局。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的 Carl Wieland 博士以及 Andrew Snelling 博士都
發表了他們的研究，結論是此發現不可能是真的。最後，NAMI 和克蘭克才在 2010 年 9 月
找到了彼此。
有些人要我去找知道帕拉恕在亞拉臘山上的哪裡工作的庫德族導遊，然後獨立的帶一
些沒有成見，沒有相關的考古學家和地質學家去那個地方檢視木結構和土地。我得到的問
題像是「它真的有 500 呎長嗎？」、「它真的是兩層嗎？」，還有其他的。他們基本的假設
是 NAMI 真的在亞拉臘山發現了巨型的木結構。他們的問題僅僅是：
「他們所找到的結構是
挪亞方舟嗎？」。可惜的是，他們的前提是錯誤的。
我的立場是，沒有人可以帶任何人去看一個不存在的木結構。更進一步的揭穿這個騙
局，我們需要了解被牽扯在此騙局中的庫德族導遊的文化和品格。我比較喜歡用「詐欺行
為」(fraud)這個詞，因為它有法律上的意義。這是一樁盤算周詳的計畫，為了要讓民眾為
了一個很大的謊言而捐錢出來。要明白這起詐欺行為，你需要理解牽扯在當中的人的真正
品性以及他們在過去二十年以來的關係。而且，有好幾個導遊指出 NAMI/帕拉恕提供的照
片中的木屋根本就不是在亞拉臘山上。

提爾其（"Tilki" Mehmet）從 30 年前開始就在 Dogubayazit 城開展亞拉臘山的旅遊事
業。當提爾其的老婆因為疑似目睹了一樁兇殺案而被威脅，處於困境時，穆拉，就是穆拉
營地的老闆，給了他一份工作，有一年多的時間，使他可以養家。穆拉親自去他家接他上
班，然後親自帶他回家，以策安全。
提爾其是帕拉恕在旅遊事業上的導師。帕拉恕比正值五十多歲的提爾其還稍微年輕一
點。帕拉恕後來也成為哈坎（Hakan Basboga）
、梅勉（Mehmet Ceven）還有撒弗（Zafer Oney）
的導師。他們都差不多在 30 到 35 歲之間，在近年來都有合作過。這個比較年輕的世代一
開始是幫穆拉和撒引工作，就是穆拉營地的老闆，但是現在穆拉和撒引已經沒有雇用他們
了。
我在 2006 年，透過 Skype 認識哈坎。我們經常說話，直到我在 2007 年 2 月到 4 月去
土耳其找他為止。我一直到 2010 年，才曉得，哈坎所說的，有一半是謊話。Dogubayazit
城中其他也被哈坎騙過的導遊，描述他是一個非常懂得說謊的人，以至於他們不再說他是
「騙子」，而說他是說謊的「藝術家」。
但是，當哈坎和我在 2007 年四月抵達 Antalya 城時，他每天都會打電話給他的同伙
梅勉，因為梅勉當時正在跟一群中國人的隊伍在亞拉臘山上面「拍攝關於挪亞方舟的電
影」
。這些是哈坎自己的話。在一兩個禮拜中，每一天，他都會從梅勉得到亞拉臘山上的天
氣和工作進度的消息。那時候天氣非常嚴峻。哈坎說他和梅勉還沒有拿到工資。那群中國
人答應這兩個導遊，當電影製作好了，開始賺錢之後，就會付錢給他們。哈坎說，之前他
也在亞拉臘山上跟中國人合作過。我想他工作了超過一年，可能在 2004-2006 年之間。

NAMI/影音使團的攝影師，正在前往亞拉臘山的第二營地。

根據影音使團的英文網站，袁文輝在 2004 年或更早，就已經帶領探索隊上亞拉臘山
了。如果你想要自己閱讀這網站的資料，我建議你，在影音使團刪除所有的痕跡之前，現
在就讀。他們之前就是在英文網站上刪掉了能證明他們有罪的時間表。影音使團的時間表
顯示出，他們在 2004 年第四次嘗試登上亞拉臘山。根據影音使團自己在 2004 年的時間表，
他們「在海拔 4200 公尺的地方找到了疑似是挪亞方舟殘骸的所在地。」
在 2004 年 10 月，由影音使團帶領的探索隊第四次嘗試登上亞拉臘山，並在 10 月
19 日，在海拔 4200 公尺的地方找到了疑似是挪亞方舟殘骸的所在地。在亞拉臘山
上面拍攝疑似方舟殘骸的這支隊伍，在中國人中是第一個。
*在 2004 年 12 月 5 號，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了探索隊於亞拉臘山的經驗分享。
袁文輝和李志光是主要講員。
這就是跟在 2007、2008、2009 和 2010 年宣稱找到了方舟的袁文輝，NAMI 的總幹事，
是同一人。影音使團在 1991 年在香港註冊為非營利機構，但是它卻從事營利的事業，並
且把自己跟 NAMI 的事工和單位混淆。NAMI 也是註冊為非營利的宗教團體。請注意影音使
團的禮品店在 2004 年 9 月「低調的開幕」
。到了 2011 年 12 月，影音使團開始賣他們的幸
運餅乾：$60 一盒，或是$88 兩盒。自從我開始評論他們賣餅乾的事情，影音使團已經從
他們的英文網站上移除關於餅乾的網頁了。

影音使團網站 http://www.media.org.hk/main/asp/corporate_web_eng_002.asp
影音使團應該是非營利機構。注意他們的禮品店在 2004 年「低調的開幕」
。

袁文輝，NAMI/影音使團，香港，2010 年 4 月

袁文輝，和庫德族導遊梅勉

楊永祥，NAMI/影音使團，香港，2010 年 4 月

梁藝齡，NAMI 中國人領隊，和庫德族導遊梅勉

我無法理解袁文輝在 2004 年如何能夠在沒有真的找到「方舟」的情況下，知道他們
在海拔 4200 公尺發現了挪亞方舟的「所在地」。如果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他們怎麼
知道那個地方？一個謎團。你怎麼能夠在發現一個東西之前，就知道它的所在地，除非（想
當然爾）你正在找尋一個可以建造方舟的工地？影音使團在用字遣詞上給自己留後路，讓
他們在之後可以有「可能的否認」並宣稱他們從來就沒有宣佈他們真的找到了方舟，而只
是方舟的地點。我們可以預計可以被稱為 2012 宣佈尋獲方舟的第九次國際記者會的到來。
在 2012 年，NAMI 和影音使團會宣佈找到什麼呢？石化的雞吃的豆子嗎？
回到庫德族的導遊.... 當我在 2007 年問哈坎有沒有任何在 Dogubeyazit 城裡的導遊相
信挪亞方舟就在亞拉臘山上面，哈坎回答說：
「不，所有的人都知道沒有挪亞方舟這玩意，
但是這可以幫助旅遊業。挪亞方舟國家公園甚至都不在亞拉臘山上。我們帶遊客到那裡，
是給他們一個我們的文化的導覽。那裡只有地層景觀。」那個公園，叫做 Durupinar，不是
這篇文章的主題。我有去過，我同意那裡有很有趣的地層景觀，而且是一個野餐的好地方，
但是那裡沒有挪亞方舟的殘骸。」

2007 年四月，在我離開土耳其之前，在伊斯坦堡，哈坎把他的導師，Ahmet Ertugrul
（帕拉恕）介紹給我。我們在他最喜歡的旅館，Topkapi 旅館，過夜。帕拉恕有兩天的時間
當我們的導遊，他付所有的帳單，包括飲料，點心，還有位於 Bosphorous 的他最喜歡的餐
廳中一頓美好的晚餐。我那時就在想，帕拉恕很會花錢。我不明白，如果他只是一個山地
導遊，他如何能夠得到那麼多錢來花。有人告訴我，現在帕拉恕在 Dogubeyazit 城擁有三
棟公寓。我沒有親自去查證。

帕拉恕和哈坎，位於伊斯坦堡，2007 年 4 月 18 日

Amy Beam，哈坎，位於伊斯坦堡，2007 年 4 月 18 日，帕拉恕拍攝

在 2007 年，我把梅勉的照片放在我幫哈坎架設的網站上面。我在離開土耳其之後，當梅
勉在他自己的辦公室中，坐在哈坎旁邊，跟我用 Skype 視訊時，我給他拍了張照片。

梅勉和哈坎，2007

哈坎（左）
，梅勉（右）
，在他們跟帕拉恕共同使用的辦公室中

一張舊的感謝卡，貼在哈坎、梅勉以及帕拉恕的辦公室中。你可以在上圖中，在哈坎的頭的後面看到。感謝卡謝謝帕拉
恕、Siyan Memet,、哈坎、Nuri 還有 Davut。

在 2007 年的季節結束之前，哈坎告訴我要把梅勉的照片從他的網站中移除，因為他
們的同伙關係已經破裂。所以我第一次真正認識到梅勉，是在 2007 年 3 月。我不知道哈
坎是否在 2007 年以後還有跟 NAMI 和帕拉恕的「挪亞方舟」有掛勾，但是要澄清，在 2007
年時，是哈坎第一個告訴我在亞拉臘山有些中國人跟帕拉恕和梅勉在拍關於挪亞方舟的電
影。
當我發現哈坎對我說謊，說他是單身，又在亞拉臘山的事業上、他欠我的錢上還有他
媽媽的健康狀況上說謊，我只好接管我為他架設的網站：www.mountararattrek.com。 這發
生在 2010 年 2 月，哈坎的另一個同夥，撒弗（Zafer Oney）
，打電話給我，並告訴我關於哈
坎的謊言，而且哈坎也欠他錢。他們的生意同伙關係（我借給哈坎$4500 開創的）破裂了，
而他們現在依然在為錢和退稅而爭吵。在 2007 年結束前，當哈坎告訴我如果他在那個星
期五籌不到給他媽媽心臟手術的錢，醫院就會讓她回家等死時，他從我這裡又得到$1500
美金。他說他已經賣掉了他在 Dogubeyazit 城裡的公寓，距離花費$8500 的手術，只差$1500
而已。她的媽媽並沒有進行手術，也從來就不需要。醫院和心臟科醫生向我證實了這點。
哈坎從來就沒有任何公寓可以賣掉。這個故事可以花幾章篇幅才能講清楚。
我從哈坎的幾個外國假期女友中得知，他告訴她們說他有一棟公寓（而且賣掉了好幾
次）。在 2012 年 2 月，我收到一封電郵，是哈坎在愛爾蘭的一個旅遊女友寄給我的。她說
她是在 2010 年 4 月於伊斯坦堡遇到他的。他向她吹牛說有一棟有游泳池的房子在
Dogubayazit 城，而且他很有錢。對於那些知道 Dogubayazit 城的人，我們只能對這個關於
「有游泳池的大房子」荒繆的謊話搖頭。我甚至不確定整座城裡是否有任何一座游泳池。
就在哈坎在伊斯坦堡對愛爾蘭觀光客說謊的那個禮拜，我打電話給他的美國女友，
Felicia Netti。那時是 2010 年 4 月。當她得知他已經結婚並且太太正在待產（2010 年 6 月
生產），她簡直是崩潰了。Felicia 在電話裡告訴我她已經匯了超過$40,000 美金給哈坎。可
惜的是，有些女人要不就是拒絕接受這可怕的事實，要不就是不在乎。過了一個禮拜，Felicia
Nettie，哈坎在紐約的女友，請了一個人把我的網站 www.mountararattrek.com 全部拷貝一
份。這是我用來提供行程給想要爬亞拉臘山的登山者的網站。Felicia 把我在上面的名字和
電郵地址改成她的名字和電郵地址，企圖要盜走我的旅遊生意。她也把哈坎的聯絡方式加
進去。她買了另外一個網域，然後把我的亞拉臘山之旅旅遊網站的網頁全部都放上去。我
設計了這個網站，但是她和哈坎卻把它盜走了。
我解釋哈坎的事情，是要幫助讀者了解在土耳其 Dogubeyazit 城中的「街頭」導遊，
有很普遍說謊和投機的文化。要知道帕拉恕是哈坎的導師。還有很多人告訴我，雖然哈坎
是一個騙子和投機者，他並沒有比許多其他的導遊還要壞！

旅遊事業在全世界每個地方都是一把兩刃的利劍。當它為旅遊景點提供了經濟上的生
存能力，它也同時破壞了當地文化的水準。那些導遊使用他們的謊言帶來很多的財運，欺
騙那些容易受騙又很孤單的有錢外國女人，或是想要找方舟的基督徒。 一個非常有經驗的
欺騙藝術家，比如哈坎或是帕拉恕，可以騙過聰明又誠實的人，就像騙過了方舟追尋者
Donald Patton 博士和 Randall Price 博士一樣。Price 博士寫道，找尋挪亞方舟，在
Dogubayazit，就是「棉花工業」。這句話說的非常貼切。
在 2012 年 1 月，另外一個導遊告訴我，在 2011 年，有人一直想要付他$20,000 美金，
請他帶一個方舟追尋者去看帕拉恕所說的挪亞方舟的地點。那個導遊拒絕了，誠實地告訴
他，根本就沒有挪亞方舟可以給人看。如果有的話，他可以帶人去看，但是他不能，而他
很誠實，不想要欺騙這個人。我自己就曾經被一些準探險者搭訕過。有一個男的說，他得
到了一個異象，所以知道方舟所在的準確位置。另外一個女的告訴我，他只需要政府的許
可還有一個導遊，因為她很確定她知道方舟的準確地點要怎麼走。另外一個男的走離亞拉
臘山的路徑，然後寄給我一張火山岩的照片，然後告訴我，毫無疑問的，這就是挪亞方舟
的船頂。
這幾十年來的外來宗教影響，已經破壞了一些（不是所有）導遊的誠信。他們經不起
方舟追尋者錢財的誘惑。庫德族導遊會有這樣的欺騙手畹，那些願意使用大筆錢財作為誘
因而又不輕易接受「不」作為答案的外國宗教探險者，也一定要負上一些責任。
事實上，另外一個沒有跟方舟騙局掛勾的導遊，兩次在 2011 年 12 月告訴我帕拉恕
說他會殺了我。這個導遊跟我說，帕拉恕說：「為什麼 Amy 會對我生氣？我用我的謊話賺
很多錢啊。」當然，這些話可以成為呈堂證供。我不知道這個導遊是不是對我說實話。以
下是 2011 年 12 月我和這個導遊的對話。他的名字已經被我刪除。
導遊：親愛的 Amy，帕拉恕說當妳來 Dogubayazit 時，我會殺了她。
Amy: 殺了我？
導遊：是的。
Amy：恩，我想要把那段對話錄影下來，然後告他。他真的是一個很壞的騙子。
導遊: 帕拉恕真的對妳很生氣。
Amy: 難道他認為他可以一直說謊和投機下去？他有對你說嗎？
導遊：帕拉恕兩個禮拜前在 Dogubayazit。他自己跟我說的。他說他用他的謊話賺
了很多錢。他說為什麼 Amy 要對我的謊話生氣呢。如果妳來 Dogubayazit，他會殺
了妳。不只是在 Dogubayazit，他說如果妳來伊斯坦堡，他也會殺了妳。
導遊：妳要小心一點。帕拉恕會殺了妳。

當我在 2010 年接管了網站，www.mountararattrek.com，我就跟撒弗一起做亞拉臘山
的生意，就是哈坎之前的同伙。他請我把登山隊伍交給他帶。我們之間有了一些問題，但
是我當時人在遙遠的巴貝多島上工作，並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一直到 2010 年 9 月，當
在撒弗手下工作的一個年輕的導遊跟我說，撒弗沒有付他作導遊的工資，我才終止跟撒弗
的生意同伙關係。Saltik 家族的家長在 2011 年 3 月告訴我，撒弗在 2010 年的登山季節中，
欠了他$18,000 美金。撒弗現在已經沒有在亞拉臘山登山業中工作。我聽說沒有人願意再
跟他做生意，因為他欠太多人錢了。撒弗給自己在 Dogubayazit 蓋了一座相當不錯的房子，
用的是原本應該支付導遊、馬匹還有食物的錢。當我在 2011 年來到 Dogubeyazit，撒弗寫
信給 Dogubeyazit 的法庭，說我是宣教士，目的是要給他帶來麻煩，所以我就被審問。警
察很滿意的認為指控並不是真的。

撒弗在 Dogubeyazit 的房子，2010 年蓋的

在 2010 年 8 月，當梅勉知道我把亞拉臘山登山隊交給撒弗帶，他和他的太太寫電郵
給我好幾次，要我跟他們合作，而不要跟撒弗合作。他們說，從哈坎到撒弗就好像是從壞
變成更壞。他們說撒弗比起哈坎更是不誠實 100 倍。一直等到 2011 年 1 月，當我知道撒
弗沒有付工資給他的人，我才答應跟梅勉合作。我們開始透過 Skype 合作，計畫 2011 年的
登山季節。我們一起工作的很辛苦，幾乎是每天，一直到 2011 年 5 月上旬。我們已經有
了幾組登山隊約定好日期了。我告訴梅勉，如果我發現他在任何事情上對我說謊，我們的
同伙關係就會終止。我已經被哈坎和撒弗騙過，我無法再忍受另外一個騙子。
在 2010 年 12 月，我讀到 Don Patton 博士和 Randell Price 博士的報告，描述他們如何
被帕拉恕欺騙，以及他們揭發假的方舟地點的事據。我跟梅勉要一個解釋，因為梅勉是那
些中國人的照片裡面的主要登山導遊。我告訴梅勉如果他跟這樁騙局或是詐騙行為有所掛
勾，我無法跟他成為生意同伙，因為我不會拿我的事業冒險。梅勉說他的確有帶那些中國
人上亞拉臘山，但是他告訴我整起事件複雜到無法在 Skype 上面討論。他答應我當我們在
2011 年 3 月於土耳其見面時，會告訴我所有關於尋獲挪亞方舟事件的始末。

梅勉跟我約好要在 2011 年的 3 月 14 日在伊斯坦堡的機場見面。在我打包好行李，
要去機場的那一天，梅勉和他的太太 Karolina 從波蘭，他們住的地方，打電話給我，告訴
我梅勉沒辦法準時前往伊斯坦堡，而要到 3 月 17 日才可以。但是他的太太 Karolina，帕拉
恕，還有梅勉的父親哈里斯（Halis Ceven）三個人全部會在機場接我，然後帶我在伊斯坦
堡逛三天， 查一下旅館的價格還有攝影。他們的確在 2011 年 3 月 14 日在機場接我。帕
拉恕對我不是很友善。他把我們放在 Golden Hill 旅館，之後我就沒再看到他了。梅勉和
Karolina 不肯告訴我為什麼最後有這樣的變掛。我用我的信用卡刷了一張機票給梅勉，梅
勉到現在都還欠我的錢。
3 月 17 日，梅勉從波蘭抵達伊斯坦堡。他、Karolina 還有我隔天就飛到 Kars。我們在
Kars、Dogubeyazit 還有 Van 約十天，攝影和詢問餐廳、景點還有旅館的價錢。

梅勉和 Karolina，Amy Beam，在 Igdir 省，2011 年 3 月 18 日

Amy Beam，梅勉，背景是亞拉臘山，2011 年 3 月 19 日

我們在 Dogubeyazit 的第一天，梅勉帶我去找他的表哥大福（Davut）和他的家人。那
是一個美好的拜訪。我們看到大福把稻草從稻草堆中叉到袋子裡，要給他的馬。有一匹馬
才剛生下一頭小馬，春天快來臨了。大福的五個小孩都爬到我的腿上咯咯笑，好像我是他
們的阿姨一樣。然後大福的太太則是泡茶給我們喝。梅勉告訴我，大福提供馬匹給旅遊的
登山隊，大福也有參與他和帕拉恕的挪亞方舟探索隊。他們一起合作很多年。

大福和他的小孩，在土耳其的 Dogubeyazit，2011 年 3 月 19 日

梅勉拜訪他的表哥大福，Dogubeyazit，2011 年 3 月 19 日

大福在稻草堆中工作

Amy Beam 抱著大福的小孩，2011 年 3 月 19 日

梅勉在這棟房子長大，現在住的是大福一家

大福的馬還有剛生出來的小馬，2011 年 3 月 19 日

全世界有很多人問：如果所有在 Dogubeyazit 的導遊都知道 NAMI 和影音使團的挪亞

方舟之發現是詐欺行為，為什麼他們不站出來說話？

至少有兩個好的理由。最容易理解的就是這些人中，很少人會講英語，更少人會上網
去分享他們所知道的。導遊都沒有站出來，大部分是因為沒有人問過他們。我在 2011 和
2012 年直到現在，問過很多導遊關於這起詐欺事件的問題。很多人都很有信心的告訴我具
體細節。我不會在這裡公開他們的名字或是那些細節，因為我想要保護那些在 Dogubeyazit
無辜的庫德族導遊。
這些導遊都不站出來比較重要的理由是他們大多數都有親戚關係。在亞拉臘山腳的同
一個小村莊裡面的幾百個庫德族人，都是幾個大家族的後代。他們都是表兄弟，兄弟，還
有叔伯關係。他們必須要彼此保護，才能夠生存。對他們來說，背叛家族，是一個可恥的
事情。的確，我感到很遺憾要公開庫德族導遊的真相，因為我很喜歡她們，也跟他們在旅
遊業上合作。我的目的是要揭露出那些刻意要使用挪亞方舟的電影欺騙和詐騙的人，並且
保護那些只是工作賺錢而不多說話的庫德族導遊。因為許多導遊被承諾在電影完成後會收
到款項，但是後來卻沒有，所以中間有些人開始敵對帕拉恕和梅勉。
在東土耳其，家人會確保他們的女兒在結婚之前都還是處女，所以大多數的男人都結
婚的很早。在亞拉臘山的旅遊業中，只有很少的導遊沒有家人需要養。他們沒有不接工作
的餘地。他們不能拿自己的工作來冒險，所以他們對挪亞方舟的詐騙行為，選擇了沉默。
大福的經濟來源就是提供馬匹給來登亞拉臘山的旅遊團。他自己也是導遊。當帕拉恕
和梅勉跟他要馬匹，來協助 NAMI/影音使團的中國人隊伍進行挪亞方舟的探索，大福就提
供了馬匹，因為那就是他的經濟來源。而且，他和梅勉都是表兄弟。他在 2004 年時，怎
能夠想到這些每半年就來一次的探險隊，後來會成為全球性詐騙行為的基礎？編織謊言的
人不是他。他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提供馬匹。所以如果他們想要用他的馬搬運木材
上山，他不會不接這個工作。他能夠持續的用他的馬匹來工作賺錢，是靠他的沉默。為了
他的家庭，還有表（堂）兄弟姊妹，以及叔伯們，大福選擇了沉默。其他許多的導遊也是
一樣。
我對大福和他的太太以及小孩沒有生氣。我希望他們過的好，也希望有一天真相能夠獲勝，
而大福和他的家人卻不會遭遇經濟危機。

大福導遊，左上。這是投影片的一張，來自 Noyan Tapan 的網站，2010 年 8 月 10 號

在 2011 年 5 月，當我認識了穆拉，他給了我以下的忠告：
「你必須要跟每個人喝茶並且微笑。這些年來，每個人都會犯錯。他們都有自己的
故事。在過去發生了一些事情。然後他們想辦法要拋諸腦後。他們開始了新的生活。
他們有家庭要養。我們都需要繼續走下去。我們需要一起生活下去。我們必須要讓
他們在犯錯了之後，依然能夠養家。」
在 Dogubeyazit，已經在流傳一個民間傳說。在 2007 和 2008 年（可能到 2009 年），
梅勉的村莊有 20-30 人用卡車搬運木頭到亞拉臘山海拔 2800 公尺的地方。從那裡開始，他
們用馬匹運那些木材到海拔 3200 公尺的地方，就是第一營地。從那裡開始，就用人力來
搬運上海拔 4000 公尺的地方。我沒有親自目睹，但是我有跟其他的導遊和旅遊團負責人
問過。他們說他們的確親眼看過有卡車裝滿木材上山。我跟幾個導遊說過話。他們親自跟
我承認他們有搬運一些木材上亞拉臘山，而且有一起用那些木材建設。幫 NAMI 說話的人，
曾經辯解說，木頭太重了，根本搬不動。為了證明這不是真的，在 2011 年，一些幫助美
國方舟探索隊的庫德族人搬運了非常笨重和碩大的幾台發電機，上了亞拉臘山山頂。

庫德族導遊背笨重的幾台發電機上了亞拉臘山山頂

導遊只花了七小時就從海拔 4200 公尺搬運傷者到海拔 2250 公尺

在大福的弟弟，Erkan，於 2010 年寫信承認搬運木材上亞拉臘山要幫中國人建設一個
電影佈景之後，他在 YouTube 影片上又否認那封信是他寫的，大福就坐在他旁邊。關於導
遊搬運木材上亞拉臘山要拍攝電影，還有一些細節，但是現在這個主題已經講夠了。我相
信 Erkan Cimrin 最早的信件是真的，而我也知道還有更多的證據可以證明那是真的，但是
帕拉恕和 NAMI 已經威脅那些想要說出真相的人，會去找他們的老闆，給他們施加壓力要
開除那些人，並且威脅要告上法庭。他們就是這樣對我，但是還好我是自雇人士。我不能
開除我自己。他們就是這樣對 Randall Price 博士還有至少一位在香港的中國傳道人。這個
傳道人親自跟我說的。
當梅勉、Karolina 和我抵達 Dogubayazit，在東土耳其的亞拉臘山腳下，梅勉帶我去提
爾其（Tilki Mehmet）家住，就是他長年的朋友和導師。Tilki 意思就是「狡猾的」。這是他
的綽號。我在提爾其家中住了三個星期。

Tilki Mehmet 在他家門口，位於 Dogubeyazit，2011 年

Amy 住在提爾其家中的臥室，2011 年; Amy 的紫色旅行箱和電腦包在地上

Karolina 回去波蘭的家。梅勉和我則在三月各自離開 Dogubayazit，2001 年四月才回
去。我和梅勉和提爾其成為了好朋友和知音。大多數的夜晚，我們都在提爾其家中度過。
他們喝 rocki（一種土耳其的酒，類似伏特加），唱美妙的庫德族歌曲來娛樂我。那段時間
是我在 Dogubayazit 最值得回憶，最享受的日子，直到我和梅勉的生意同伙關係因為帕拉恕
和梅勉的父親哈里斯的關係而告吹。我越來越喜歡梅勉和提爾其，他們也是。事實是，我
還是很想要保護他們，雖然他們背叛我。我希望如果他們能夠明白事理，他們可以從這攤
已經陷深的泥沼中脫離出來。就像其他的導遊，梅勉有四個小孩要養。

提爾其和梅勉，2011 年 4 月，在 Dogubeyazit 提爾其的家中

在 2011 年 4 月 20 日，在提爾其的家中，提爾其私底下告訴我他如何得到假的碳十
四木頭年代檢定報告。提爾其說一口流利的波斯語，伊朗的官方語言，所以帕拉恕給了提
爾其$6,000 美金的現金，然後在 2010 年差他去伊朗進行一項秘密行動。提爾其花了兩個
禮拜的時間打電話、等待、付款和碰頭才得到「Ahmadinajad（譯者註：伊朗的總統）的第
二名左右手蓋章的證明」
，確認那木頭是 4800 年之久。提爾其回到 Dogubeyazit，只剩下$100
在口袋裡面，所以帕拉恕又給他$200。提爾其拜託帕拉恕：「我媽媽現在得了癌症住在醫
院。她需要做化療。你可以給我至少$500 或$1000 嗎？」但是帕拉恕沒有給他更多的錢。
至於那塊木頭，提爾其直視我的眼睛，停了一下，然後說：「在伊朗有一個鎮，叫做
Yazd。」他拼出來給我（Yasd）
。
「那個鎮因為有很多 4800 歲的樹木而聞名。」他又停了一
下。我等他繼續說。然後他又說：
「如果帕拉恕的木頭真的是來自挪亞方舟的歷史遺物，你
想根據土耳其政府保護他們的古物的方法，他們會讓我帶出土耳其外面嗎？不可能！」他
搖了搖頭，然後又喝了一口 rocki。
「我知道，或許我做了一些缺德的生意，」提爾其對我承認，
「但是我的媽媽在醫院。
我需要錢。我能怎麼辦？可是帕拉恕，我這樣鋌而走險，他甚至連$500 都不願意給我。他
只有在需要我的時候才打電話給我。」提爾其答應我要給我看伊朗的碳十四年代檢定報告。

我請問你，親愛的讀者，你會為了你媽媽的性命而說謊嗎？

圖片說明：Yazd 是一個有古樹的地方。作為過去幾千年來最重要的象徵，保存這些樹木非常重要。這些照片顯示 Yazd
最古老的樹中的其中一棵，已經被忽視許久，需要緊急的注意力和維護。

伊朗的 Yazd 一棵 4800 歲的樹木

NAMI 的木頭跟 Yazd 的樹一樣泛紅

提爾其是我在 Dogubeyazit 中遇過最善良的人其中之一。它是我的朋友和知音。他在
全世界都有朋友愛他。在巴士站尋找觀光客的時代已經被網路預約所取代。他錯過了時代
和科技。許多人都因為他和他媽媽的情況而佔他便宜。他在這齣悲劇裡面是一個受害者。

當帕拉恕在這場詐欺行為中的角色被揭發了，帕拉恕現在藉著請提爾其在他伊斯坦堡的辦
公室中工作，來藉此控制他。在撰寫此文章之際，提爾其的媽媽還活著。
梅勉曾經跟我在情緒激動的晚上中，不只一次告訴我，他很不喜歡他的姓 Ceven。他
想要改名，變成梅勉﹒亞拉臘。他不喜歡 Ceven 家族的名字因為他覺得他們全都是為了資
本主義在生活和工作。他們對金錢的看重，已經摧毀了他的人生。我有一段影片，是 2011
年 4 月 22 日拍的，梅勉親口對著鏡頭說這些話。我多次追問梅勉，要他告訴我關於挪亞
方舟的事情，但是他拒絕了，總是說我們太忙了，當他有一些寧靜的時間，他會跟我說。
當我最後懇求他，他告訴我他們一共有五個人，都發誓要一生保守秘密。他們在過去
很多年都秘密的上亞拉臘山。

「你相信在亞拉臘山上你找到了挪亞方舟嗎？」我問梅勉。
「沒有。當然沒有。」梅勉回答。
「你有在亞拉臘山上找到過木頭嗎？」我繼續追問。
以下是他的原話：「我看過一塊木頭。或許它是來自古老的教堂或是庫房，但是那不
是挪亞方舟。」梅勉是在 2011 年的 4 月 21 日告訴我這些的。
梅勉告訴我，NAMI 的中國人團體幫他支付所有在 2010 年 4 月飛往香港的費用，成
為他們記者會的一份子，宣佈他們找到了挪亞方舟。他們帶他去他們在香港蓋的挪亞方舟
飯店和博物館。他很驚訝又很不好意思的看到一個他自己的真人大小的人像，還有一位中
國女士的人像，在「冰洞裡的空間」尋找挪亞方舟。這幅景觀是根據相片中 NAMI 的「發
現」而製成的。我曾經想要試著得到梅勉人像的照片，但是香港的人告訴我，NAMI 的博
物館禁止拍攝。我有盼望，某個人會寄給我這張照片。
梅勉說 NAMI 的領袖曾經給他施壓，要他在 2010 年 4 月 25 日香港的記者會中，公開
說他和他們一起找到了挪亞方舟。梅勉告訴我他拒絕這樣說。你會注意到梅勉，就是中國
人在亞拉臘山的探索隊的庫德族領隊，並沒有在記者會中的台上出現。梅勉會說很流利的
英文，又是 NAMI 中國人的隊伍中的第一領隊，但是他卻沒有在 2010 年香港的記者會中說
話。在香港拍攝的一些記者會結束之後的照片中，他才出現在裡面，跟一些 NAMI 的中國
人領袖一起。

梅勉，袁文輝，楊永祥，於香港，2010 年 4 月

梅勉在《挪亞方舟―驚世啟示 2》中

帕拉恕身穿紅衣（第二位）還有梅勉戴紅黃的帽子（第三位）帶領影音使團/NAMI 隊伍。

帕拉恕（從右算起第四位）
，梅勉（蹲下的人從右算起第三位），Numan Ertugrul （帕拉恕的兒子，從右算起第二位）

梅勉，左下有鬍鬚的人，香港記者會，2010 年 4 月

穆辛﹒布雷（Muhsin Bulet）是土耳其 Agri 省中的旅遊文化部長。我在 2011 年 5 月
10 日，在他的辦公室認識他。布雷有出席 2010 年香港的記者會，是帕拉恕和 NAMI/影音
使團的客人。我要強調，穆辛﹒布雷的工作就是要給東土耳其的旅遊業打響知名度。那是
他的工作。就好像大福和他的馬一樣，穆辛﹒布雷也一樣在作他的工作：推廣旅遊業。我
相信，創造出挪亞方舟被尋獲的小說情節的人不是他，雖然帕拉恕說是他在政府機關中的
「大人物」告訴他方舟的位址。那是胡扯。
根據我的了解，穆辛﹒布雷從來就沒有上過亞拉臘山。布雷是說如果此發現是真的，
會給旅遊業帶來好處。我想要補充，即使那不是真的，也給旅遊業帶來了好處。如果你用
Google 搜尋挪亞方舟被尋獲（Noah's Ark discovery）
，你會找到一百五十萬項結果。就在這
起詐欺事件被揭發之後，那 99.9%確定所找到的木頭是挪亞方舟的統計，現在已經改成了
90%。我在研究所上過統計學。統計學是一門科學，應用在可以量化的測量。它包含了標
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誤差值（degree of error）還有其他的。NAMI/影音使團所說
的統計數據，根本就是在胡扯。
推廣有分成三種：(1)好的推廣，(2)壞的推廣，還有(3)沒有推廣。換句話說：(1)出名，
(2)臭名，(3) 我從來沒聽過。
很有可能穆辛﹒布雷還有其他參加香港記者會的土耳其政府的官員，在作他們的工作
時，被欺騙了。在 2010 年 4 月 30 日，土耳其的旅遊文化部開始對 NAMI 說在亞拉臘山尋
獲挪亞方舟殘骸的宣稱展開了調查。在所有 2011 年推廣東土耳其旅遊的小冊子、單張、
還有海報中，穆辛﹒布雷把穆拉（美國隊伍的庫德族領隊）的照片都放了上去。我覺得這
是布雷讓自己被帕拉恕在挪亞方舟詐欺行為中利用之後，所做的道歉舉動。
在北京的記者會之後一年，在 2011 年 4 月 28 日，梅勉又回到亞拉臘山，跟帕拉恕
的秘密挪亞方舟團隊一起。這是另外一則故事，我不會在這裡講，雖然我知道那個祕密團
隊的所有人名。在啟程前往亞拉臘山前一兩天，梅勉把我介紹給另外一個導遊，叫做
Selcuk，來自黑海邊的 Trabzon。他是在帕拉恕位於 Dogubeyazit 的運動器材店中介紹給我
的。那家店是由帕拉恕的兒子，Numan，所經營。Numan，身為帕拉恕已經長大的兒子，
也在秘密團隊中。Numan 對我總是很有禮貌也很友善，但是他還是對家族忠誠。而且他是
帕拉恕的兒子。帕拉恕是在這起詐騙行為中，NAMI 的土耳其人（庫德族）同伙。Selcuk
也是挪亞方舟詐騙行為中，帕拉恕/梅勉的秘密團隊中的一員。當地有許多人相信建造挪亞
方舟地點的木材，就是來自 Trabzon（Selcuk 的老家）的舊船。
梅勉告訴我他們在 2011 年 5 月的第一個禮拜要上亞拉臘山的原因是要達到 D.A.K.U.T.
的一年一度的訓練要求，在冬天登上山頂。D.A.K.U.T.是一個私人的機構，對外宣稱是搜尋

救援隊。它的負責人就是帕拉恕。我問梅勉，
「如果你們無法登上山頂，會怎麼樣？」他對
我的無知笑出來了。
「D.A.K.U.T.是我們的自己人。我們自己認證自己。」事實上，我在幾天
之後得知，這一群九個人組成的隊伍要登上亞拉臘山海拔 4000 公尺的地方，是要參與
Dogubeyazit 的人民諷刺地描述是他們一年一度的挪亞方舟建造計畫。D.A.K.U.T.一年一度的
冬天訓練只是他們的掩護。
那次天氣很差，所以沒有人登上山頂，因為那根本就不是那次旅行的目的。
當梅勉和他的「D.A.K.U.T.訓練小組」從亞拉臘山下來，他告訴我他隔天要去 Kars 機
場，回去他在波蘭的家。我在之後才發現，他在隔天早上回了亞拉臘山，繼續他們在挪亞
方舟地點的秘密工作。我已經承諾過，如果我發現他對我說謊過一次，我們的生意同伙關
係就會終止。
我們不幸的分離是帕拉恕的計畫。在我們的生意同伙關係被摧毀之前的那天晚上，我
在哈里斯的家中作為貴賓，為要慶祝我和梅勉的生意同伙關係，還有把我介紹給他的全家
認識。在那之前，我花了一個禮拜清理和油漆梅勉在 Dogubeyazit 的辦公室。自從梅勉和
Karoline 結婚然後搬到波蘭去之後，那間辦公室就被鎖起來，荒廢了一年半。對 Ceven 家
庭來說，我是一個啟發。每個人都很期待在未來一年可以賺錢，收入來源是跟我預約要登
上亞拉臘山山頂的登山隊。
隔天，當我給辦公室完成油漆之際（那辦公室是梅勉一年用 6,000 土耳其幣租的），
帕拉恕從伊斯坦堡打電話來問我在「他的辦公室」作什麼。哈里斯在帕拉恕的命令之下，
十分鐘之後，就把我從梅勉的辦公室趕了出來，沒有任何的解釋。之後，梅勉傳簡訊給我
告訴我，對於他自己的父親和同伙帕拉恕的背叛，並摧毀我們的生意同伙關係，他是多麼
的生氣，梅勉並沒有用我這樣比較委婉的方式來描述這起背叛。

梅勉和他的父親哈里斯在辦公室的一張舊照

在 Amy Beam 油漆之後，梅勉的辦公室，2011 年 5 月 5 日

我相信梅勉是想要和我一起成立一個有誠信的事業，在東土耳其和亞拉臘山
建立一個興隆的旅遊事業。（我是唯一一個在他的背叛曝光之後，還相信此的人。其他在
Dogubeyazit 的人對他的看法就沒有那麼客氣了。）梅勉曾經很熱情的講述未來很多的點
子。因為我的網路技術和英文水準，以及他對當地文化和山嶺的了解，他曾經非常樂觀。
我們兩個人會成為無敵的團隊。但是梅勉腳踏兩條互敵的船。他無法對我忠心，又跟帕拉
恕和中國人參與挪亞方舟的詐欺行為。帕拉恕知道我們的同伙關係會破裂是因為他知道我
不相信他真的找到了挪亞方舟。所以，我無法被信任可以保守他們的秘密。梅勉可以說是
處於道德上的兩難。他選擇了他相信可以帶給他最多錢和家人支持的那派。
梅勉就好像是莎士比亞中悲劇的角色，製造出自己的失敗。他的故事在 Ceven 家族
中、在 Dogubeyazit 中、在庫德族文化中、甚至土耳其中，都不是特別的，。事實上，他
那交織著真理和謊言、誠信和貪婪、愛和背叛的悲慘故事，在全世界都太經常發生了。
是梅勉第一個告訴我庫德族的格言「不是所有生活中的事情都跟錢有關。」在
Dogubeyazit，一個人是用很悲慘的方式來學習這個道理的。

穆拉，Amy Beam，第二營地，亞拉臘山，2011 年 8 月 5 日

撒引跟 Amy Beam 討論預約事宜，2011 年

我在 2011 年 5 月 5 日搬到穆拉營地，跟穆拉和撒引成為了生意同伙。到了 2011 年
夏天結束時，Dogubeyazit 所有的亞拉臘山導遊都認識我了。每個導遊都在競爭要跟我作生
意，以得到一個懂得網路的同伙來取得預約。有一天，他們其中一個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
他告訴我從 2000 年到 2004 年，他在 Dogubeyazit 跟帕拉恕、提爾其、哈里斯還有梅勉共
用一間辦公室，就是我油漆的那間辦公室。有七個人共用那間辦公室。他們也一起經營亞
拉臘山的旅遊事業。那時根本就沒有競爭對手。土耳其政府在 2001 年才允許觀光客上亞
拉臘山。
早期的那些年中，登山探索隊的組織有很多問題，雖然很容易就可以解決，但是他相
信他的同伙並沒有去處理。他最後決定終止跟他們的同伙關係，然後自己開一家代理店。
在 2011 年，這個導遊，現在是旅遊團負責人，告訴我，在 2004 年，中國人的 NAMI 團隊

中的領隊其中一人跟他搭訕，提議在亞拉臘山上放置一些木頭，然後宣稱找到了挪亞方
舟。這個庫德族導遊告訴他，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主意，他絕對不要跟這件事情有關連。
「插
手人民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他這樣對中國人的 NAMI 領隊說。
「挪亞方舟的故事
屬於全世界所有的人。你的提議非常糟糕。這會帶來麻煩。」那個中國人再也沒有跟這個
導遊提起這個話題。這個導遊跟帕拉恕、梅勉、哈里斯、提爾其和其他人終止了合伙關係，
搬出了他們共同的辦公室。
根據這段在 2004 年的對話，認為 NAMI/影音使團被帕拉恕欺騙的想法應該不是真
的。我相信帕拉恕和 NAMI/影音使團的領袖們一開始就在這個詐欺行為中有份。有誰會用
挪亞方舟國際事工這個名稱來註冊一間「教會」
，然後製造和行銷一部關於找到挪亞方舟的
電影？如果他們找不到方舟，他們可以作一艘出來。請回想，在影音使團自己的網站上面，
他們曾經在 2004 年宣稱他們找到了方舟的「所在地」，雖然他們沒有真的找到方舟。
一個 Facebook 的社團在 2010 年 9 月成立，要檢視 NAMI/影音使團的發現，並對 NAMI/
影音使團的領袖要求公開財務狀況。很多全世界的教會領袖和成員們都提醒說，信仰是建
立在信心上面。並沒有需要去找挪亞方舟來證明一個人的信仰或是道德。
有一些電影業者從電視台得到資助要來在 2012 年拍關於挪亞方舟和其騙局的紀錄
片。我希望有些導遊會願意公開說話，最後讓所有在這起詐欺行為中誠實的受害者可以從
沉默和保守秘密的重擔中解脫出來。
特別感謝蔡昇達義務幫我翻譯英文原稿。它並沒有被回譯成英文，所以我沒有確認翻譯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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