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4- 1 月 

 

伊斯蘭知多少? 

 

什麼是伊斯蘭? 什麼是穆斯林? 
 

“伊斯蘭”（Islam）一詞在阿拉伯語中意為“順從安拉

（Allah）的意願”。據伊斯蘭的教導精神意義上真正的和平與安

寧，就是順從安拉並依照安拉的律法而生活。“穆斯林”

（Muslim）一詞是指順從安拉意願的人，而不分種族、民族和國

籍。“清真寺”（Mosque）的意思是「伏地拜禱」的地方。伊斯蘭

信仰宣言為「萬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阿拉使者」。最近

在澳洲，人質被迫在櫥窗展示一面印有伊斯蘭教「清真言」的黑色

旗幟，正是此信仰宣言。 

目前，穆斯林人口已突破十六億大關，佔全球 69 億人口的

23%。穆斯林分為兩大宗派：遜尼穆斯林（87-90%）和什葉穆斯林

（10-13%）。雖然傳統的穆斯林都集中在亞洲和非洲，但現代趨勢

向歐洲和美洲逐漸蔓延，在許多過去沒有穆斯林的地方都出現了穆

斯林社區，如西歐、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穆斯林人口佔多數

的國家有五十個，最新的一個國家是科索沃，這五十個國家幾乎囊

括了全部穆斯林的 73%。有十個國家的穆斯林人口構成了全部人口

的 66%。 這十個國家分別是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

日利亞、埃及、伊朗、土耳其、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 印度穆斯

林算作是“少數民族”，佔人口的 14%，但人數卻有一億六千萬，

是一個穆斯林大國。 

    至於中國的穆斯林，有人泛稱“回民”，但陝義上，可指中國

的少數民族之 - 回族。想認識多點回民，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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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2 月 

伊斯蘭知多少? 

 

什麼是回民? 

    在中國，伊斯蘭教與回教可說是對同一宗教的不同稱謂。伊斯

蘭教在中國經過 1300 多年的傳播和發展，人口目前已接近 2000 

多萬，並主要分布於回、維吾爾和哈薩克等少數民族。回教（或

「回回教」）這一稱謂在中國有其歷史淵源，並於元末已很通行。

有學者認為，元朝色目人中有個族群叫「回回」，因這一族群信仰

伊斯蘭教，所以伊斯蘭教在元朝被稱為「回回教」。這一稱謂直至 

20 世紀 20 年代起才有所改變，那時，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開始

使用「伊斯蘭教」。至 20 世紀 50 年代，中央政府發布政令統一

其稱謂為「伊斯蘭教」。 

    進一步，中國廣義上的「回民」主要包括 10 個少數民族：回

族、維吾爾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烏

孜別克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後 4 個族群是講漢語的回

民。 

    但隨著各種社會的變化，回民也泛指那些家庭信伊斯蘭教，但

個人信仰不強烈，卻仍然保持伊斯蘭教習俗的人。 

    回民的分佈可以用「大分散、小集中」來形容。「大分散」是

指回族人口或聚居或雜處，均遍佈全國各地；「小集中」則指在每

一個個別地區，回族人口特別集中清真寺附近，往往在農村自成村

落，在城巿自成街道，形成大小不一的眾多的純回族居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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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3 月 

伊斯蘭知多少? 

五功（ ان سالم أرك （arkān-al-Islām，即「伊斯蘭支柱」， اإل

是伊斯蘭教遜尼派所用的詞彙，指信仰伊斯蘭的所需遵守的五種功

德。伊斯蘭教的五功要求穆斯林「唸、禮、齋、課、朝」，即「證

信、禮拜、齋戒、天課和朝覲」。 

 

 證信（唸，即信仰作證）：清真言又稱為作證詞。清真言是穆

斯林的認信，宣稱真主獨一，並接受穆罕默德為真主的使者。

清真言的意思如下：「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

使者」。清真言意為「美好的語言」。唸誦清真言是穆斯林的

五功當中最重要的，每日都必須誦讀。非穆斯林若要相信伊斯

蘭教則便須公開誦讀清真言，表示歸信。什葉派穆斯林不把清

真言視為五功中獨立的一功，而將它併入什葉派特有的信條阿

奇達之中。 

 禮拜（禮，即謹守拜功）：一日祈禱五次，分別為晨禮、晌

禮、晡禮、昏禮和宵禮。此外每個禮拜五被定為主麻日，穆斯

林會在晌禮的時間前往清真寺參加「主麻禮拜」（也稱「聚

禮」）；然而在伊斯蘭重大節慶，如：開齋節、忠孝節…，穆

斯林也會聚集在清真寺中做禮拜，這種禮拜稱為「會禮」。 

 齋戒（齋，即封齋節慾）：完成齋戒的條件是在齋戒月

（Ramadan，伊斯蘭曆的九月）太陽出現的時段內禁止飲食，包

括喝水和性事。這個月，是穆斯林禁食自制、內省的時刻。他

們會在日落後聚在附近的清真寺，一同集體禱告，然後共享日

落後的一餐(叫「開齋」)。整個月都背誦可蘭經。齋戒月的最後

十天，是最受重視的，尤其是第二十七天，被稱為權能之夜，

因為是可蘭經被啟示給穆罕默德的日子，穆民會在這天，特別

虔敬，禱告及背誦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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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課（課，即法定施捨）：捐獻作為義務稅項。阿拉伯語「扎

卡特」（Zakat）含「潔淨」、「純淨」之意，也就是說通過交

付「天課」使自己的財產更加潔淨，這是穆斯林的重要功德之

一。據相關教法規定，當穆斯林個人資產超過了一定限額，就

應按一定的比率繳納課稅，用於施捨貧困者，唯其如此，其所

佔有的資財才算是合法純潔的。 

  朝覲（朝，即朝覲天房）：穆民一生至少一次到麥加朝聖。629 

年，穆罕默德參照古代阿拉伯的朝覲儀式，制定了朝覲制度，

規定凡有條件的男女穆斯林一生中必須到麥加朝覲，完成朝覲

的信徒可獲得「哈吉」的榮譽稱號。朝覲的時間是在教曆 12 月

8 日至 12 日之間，稱為「正朝」，信徒亦可於年中的其他時間

進行朝覲，稱為「小朝」或「副朝」。 

 

通常在有生之年完成五功者，則可在其名前冠以「哈只」一詞

以表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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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4 月 

伊斯蘭知多少? 

安拉（阿拉伯語： هللا  ，又譯為阿拉），是阿拉伯語言使用

者稱呼獨一受拜者或真主的讀音，「安拉」直譯成漢語是「唯一的

崇拜對象」。在中國，「安拉」通常意譯為「真主」，或根據波斯

語「خدا 」音譯為「豁大」或者「胡大」。 

 

在伊斯蘭教義中，真主的最重要三個特徵，分別是獨—、超越

和能力。根據伊斯蘭的教義，全能的安拉是絕對獨一的，他無夥

伴，更無任何匹敵，除他外絕無任何應受崇拜的。因此，穆斯林必

須保持同安拉有直接的主僕關係，任何通過中介的崇拜形式都是被

絕對禁止的。在伊斯蘭看來，信仰安拉的獨一性就是所有的祈禱和

崇拜只歸於安拉，只有獨一的安拉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宰

（Lord）」和「救世主（Saviour）」。伊斯蘭教聲稱，安拉具有獨

一無二的特性，無性別，人類是軟弱的，安拉超乎於人類的想像。

《古蘭經》教導，安拉的跡象，遍佈我們周圍的世界，證明著安拉

的智慧、大能及安拉的真實存在。在伊斯蘭同時強調，「萬物不像

他」，且他是超乎時間、空間和他的被造物的。 

 

“Allahu Akbar”是傳統穆斯林的呼喊，意思是「真主至

大」。任何事物結連真主的，都是嚴重的褻瀆和不可饒恕的罪過，

例如，穆斯林拒絕基督教徒信仰的“三位一體”，不僅因為《古蘭

經》否認這一說法，而且因為假如這是安拉的真實屬性，那麼他會

清晰地啟示給先知努哈、易蔔拉欣、穆薩和其他所有的先知和使者

的。因此他們強烈反對基督教有關三位一體的概念和「神的兒子」

的說法。由此看來，安拉這一位神，背後的含義與我們耶和華神並

不一致，聖經裡的耶和華並不等於古蘭經裡的安拉，以下試舉幾個

理由： 

 

1. 古蘭經的安拉並非三位一體神（古蘭經 4：171），聖經裡的耶

和華卻肯定是三位一體神，包括聖父、聖子、聖靈（馬太福音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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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蘭經 5：116 明顯否定耶穌的神性，經文說爾撒和麥爾彥都不

能分享安拉的榮光；但我們知道耶穌是三位一體中的一位，分

享神的榮耀。 

3. 古蘭經 4：171 否定真主有兒子，但馬太福音告訴我們耶穌是

「神的兒子」（馬太福音 26：62－63），試問兩本經書裡的神

怎會是一樣的呢？ 

4. 古蘭經裡的安拉將爾撒的形象放在另一人身上，讓那人替爾撒

死（古蘭經 4：157）。然而四福音書，還有其他史料都說，耶

穌的確曾死在十字架上。 

5. 聖經裡的耶和華無條件愛每個人，但古蘭經裡的安拉卻只愛那

些先愛他的人（即只愛穆斯林）。 

6. 安拉要求穆斯林只愛穆斯林（《穆斯林聖訓》18 章，信士之

書），但耶和華卻要我們甚至愛仇敵（馬太福音 5：44；路加福

音 6：27）。 

7. 安拉要求穆斯林殺害不信道者（古蘭經 9：5；47：4 等等）；神

子耶穌卻要求我們「收刀入鞘」。（馬太福音 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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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5 月 

伊斯蘭知多少? 

 

穆罕默德生平 

 

穆罕默德是一位政治家、宗教軍事領袖、社會改革家，穆斯林

公認他是安拉派遣人類最後的一位使者及最偉大的先知。570 年出

生在沙烏地阿拉伯麥加城古來希家族。出生前父親亡故，6 歲時母

親病故。自此，祖父和叔父先後撫養他。童年替人放牧，12 歲開

始隨伯父外出經商，曾到過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地，對當時阿拉伯

半島的社會及宗教狀況有較深的瞭解。25 歲時受雇於麥加富霜赫

蒂徹，為其經商，不久與其結婚。當時，穆罕默德被視為誠實公

平、追求和平的年輕人，對信仰也有興趣，受到流行於阿拉伯半島

的泛靈主義的影響，及接觸到當時生活在阿拉伯半島的一些猶太人

的猶太信仰和一些錯誤的基督思想（一神論信仰的異端）。他經常

到麥加郊區希拉山一個山洞裡沉思冥想。有天，他宣稱在山洞裡天

使長加百列向他顯現，要他作安拉在人間的使者、傳播安拉的啟

示。 

 

    610 年，穆罕默德 40 歲時開始在麥加號召人們放棄對偶像的膜

拜，宣稱安拉是宇宙萬物唯一的主宰。指出人的最終歸宿決定於他

在世的行為，行善者進入永恆的天園，行惡者投入永恆的火獄。傳

教活動最初以秘密、和平方式在近親密友中進行。首先信教的是他

的妻子赫蒂徹、堂弟阿裡、密友艾卜以及奴人栽德。 

 

    612 年，穆罕默德開始公開向麥加居民傳教。信徒大多是社會

地位低微的貧苦人奴隸。此時，他命名這個新宗教為伊斯蘭，字根

的意思是順從。但麥加的貴族極力反對他的宗教主張。他們認為穆

罕默德的宗教不僅破壞傳統信仰，而且動搖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基

礎，影響了他們每年從祭祀活動中所獲得的利益。他們先後對他實

行經濟制裁和施加暴力。穆罕默德被迫於 615 年逃往埃塞俄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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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620 年，穆罕默德的伯父、妻子先後逝世，他的傳教活動失去

了重要的支持，在伊斯蘭教史上被稱為“悲傷的一年”。 

 

    為了擺脫困難的處境，他尋求新的傳教地。622 年 9 月他抵達

雅斯裡布（今麥迪那）傳教，受到先期到此的穆斯林和當地居民的

歡迎和擁護。雅斯裡布改名為“麥迪那納比”（意為“先知之

城”）。這一年定為伊斯蘭教紀元元年。 

 

    隨著傳教事業的發展，穆罕默德在 622-632 年間陸續建立了伊

斯蘭教的各種典章制度，把伊斯蘭教從傳教階段推向了建教階段，

並把政治、經濟、軍事和宗教結合在一起，逐步形成了一個以共同

宗教信仰而不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社團。他先後在麥迪那城外的庫

巴和麥迪那城內各建立一座清真寺。除了繼續宣傳以“信主獨一”

為中心的教義外，還規定星期五為聚禮日，以“宣禮”（意為召喚

禮拜）代替吹號和敲鐘；建立五功制度及頒佈有關婚姻、倫理道

德、軍事動員等社會的、政治的和軍事的法令。 

 

    不久，穆罕默德稱接到“啟示”，將禮拜朝向由耶路撒冷改為

麥加的克爾白，確立麥加為伊斯蘭教中心。同時，為了保衛利益，

穆罕默德組織軍隊，親自率兵伏擊商隊，在經濟上制裁麥加貴族。

穆斯林軍一次又一次在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從而提高了穆罕默德的

威望和穆斯林的地位。也大大鞏固了穆罕默德在麥迪那的統治。

630 年，穆罕默德組成萬人的穆斯林大軍，進攻麥加。結果，穆斯

林軍不戰而勝，進駐麥加城。631 年，來自各地的許多代表團到麥

迪那向穆罕默德表示忠順。穆罕默德只要求他們口頭上表示信仰伊

斯蘭教並交納天課。阿拉伯半島基本上實現了統一。 

 

    632 年 3 月，穆罕默德率領大批穆斯林到麥加進行了伊斯蘭教

歷史上的第一次朝覲。在這次朝覲中，他在阿拉法特山發表了重要

演說，並宣佈安拉的啟示：“今天，我已為你們成全你們的宗教，

我已完成我所賜你們的恩典，我已選擇伊斯蘭做你們的宗教。”同

年 6 月 8 日，穆罕默德在麥迪那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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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6 及 7 月 

伊斯蘭知多少? 

 

齋戒月 

 

    齋戒，是伊斯蘭教的五功之一。完成齋戒的條件是在賴買丹月

ضان） Ramadan，意為「禁月」）、也就是伊斯蘭曆的九月，從 , رم

日出到日落內要禁戒任何的食物、飲料和其它享受包括性行為（古

蘭經 2：187）；在早晨禮拜前應該吃適量的早餐；在日落的時候，

就應該馬上結束齋戒；當再次看到新月的時候，齋戒也就結束。當

中，第 27 天視為「權能之夜」，這晚對安拉的禱告有特別的力

量。齋戒月以開齋節收尾，當天通常會有盛宴。 

 

    根據《古蘭經》記載，齋戒月是「真主」阿拉將經文下降給

「聖人先知」穆罕默德的月份，所以也是全年 12 個月中的最神聖

者。因此，穆斯林應當齋戒(古蘭經 2：185)； 齋戒月也成為定

制，以便穆斯林敬畏(古蘭經 2：183)。 

 

    補齋︰老人、殘障者、孕婦、母乳喂養中的母親、月經時的女

性、病人、軍人、苦力工人、旅宿者等可免。（每日供應一個窮人

飯食或金錢以作罰贖）；害病或旅行的人，當依所缺的日數補齋

（古蘭經 2︰185）；凡不能獻牲的，都應在大朝期間齋戒三日，歸

家後齋戒七日（古蘭經 2：196）。 

 

    由於伊斯蘭曆是一個純粹太陰曆曆法，所以與以太陽曆為基準

的公曆相比，每個伊斯蘭曆年約少 11 天，也因此齋戒月在公曆中

的開始日期每年都會推前 11 天，大約每 33 個太陽曆年為一循環。

今年是從 6 月 18 日至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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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8 月 

伊斯蘭知多少? 

 

古爾邦節 

 

古爾邦節一般稱之為宰牲節（Eid el Adha）或大節（Eid el 

Kabir），意為「獻祭」、「獻牲」，是朝覲功課的主要儀式之一。

日期是伊斯蘭教曆 12 月 10 日，即朝覲期的最後一天。今年的古

爾邦節是 9 月 23 日。穆斯林在古爾邦節宰牲是紀念易蔔拉欣（亞

伯拉罕）為順從真主而獻上兒子－穆斯林以為是易司馬儀（以實瑪

利）。 

 

    為紀念這一事件和感謝安拉，穆罕默德於伊斯蘭教曆第 2 年

（主後 623 年）12 月 10 日將之列為朝覲功課禮儀之一。教法規

定：「每個有經濟能力和屠宰條件的穆斯林都要效法易卜拉欣（亞

伯拉罕）宰牲獻祭，並與家人尤其是窮苦的人們一起分享」。根據

聖訓（先知穆罕默德的指導）)和聖行（先知穆罕默德的示範行

為），節日的禮儀包括以下： 

 

1. 黎明前起床，作晨禮； 

2. 晨禮之後做大淨，舉意為古爾邦節全身沐浴、刷牙及使用香

料； 

3. 穿上最好的衣服，如無新衣，選家中最乾淨的衣服穿上； 

4. 儘早離開家去會禮的場所。在走向禮拜地點的路上，口中持續

念頌讚主讚聖詞，直到禮拜開始； 

5. 禮拜結束後，返回家時走另一條路； 

6. 宰牲。 

 

古爾邦節共三天，稱之為「塔什利格節期」。伊斯蘭教法規

定，在這三天內許可屠宰牲畜，舉意為真主奉獻。屠宰的牲畜只限

於羊、牛和駱駝。屠宰的時間必須在節日禮拜之後，因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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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誰要在禮拜之前屠宰犧牲，就讓他懺悔吧﹗」、「會禮之前

的屠宰是為自己食用，而在會禮之後的屠宰是舉意為真主做的完美

犧牲，完成了穆斯林的傳統聖行」。 

 

    聖訓鼓勵宰牲的人，以宰牲肉來幫助沒有宰牲的人。穆罕默德

在聖訓中說，要把宰牲肉分為三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用來款待他

人，一份儲備留用。因為安拉說：「你們可吃那些牲畜的肉，並且

應當用來款待困苦的和貧窮的人。」（古二十二：２８） 

 

求主幫助穆斯林明白祭牲的真正意義：古爾邦節獻祭所紀念

的，不應僅是易卜拉欣對神（真主）的愛，更應是神（真主）對那

本要進火獄的罪人的愛。神因著愛，甘願捨棄自己的獨生子，來顯

明祂對我們永遠的愛，希望我們不致滅亡，更藉著相信祂的兒子耶

穌，得著永生。祈求主開穆斯林的心眼，快快來跟隨這位真正的

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