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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圣经经文如果没有特别注明都源自圣经新国际版，圣经参考文献的缩写参照标准
化的指导。（参见 附录 4.3） 

古兰经的引文和章节的标号体系都来源自 A.Yusuf Ali 的翻译（1946 年版本，印
刷于 1993 年 4 月）。章节的标号因不同版本的古兰经翻译有细微的差异。 

阿拉伯的名字和术语用的都是常见的英文拼写。要么在出现的章节中注明，要么
在附录 4.4（阿拉伯与穆斯林术语）中列出和描述。没有整合的阿拉伯术语用斜
体标注。（参见标准化解释词典）。 

为了方便起见，阴性形式比如 Muslima 在出版时被省略，Muslim 作为常见的通
用形式。 

脚注的参考文献是缩略形式。更多的文献资料信息参见附录 4.1（参考文献与相
关阅读） 

由于古兰经与圣经对上帝的概念的差异，在穆斯林版本中使用 Allah. 

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请访问以下网站： 

www.Aymf.net（www.ask.your.frien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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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伊斯兰教国家已经逐渐提升为强大宗教与政治实体。 

由于空前的移民，很多非穆斯林在非伊斯兰教国度成为了穆斯林的邻里，最近的
一些事件，诸如 2001 年美国的 911 袭击事件，和在其他地区无计其数的恐怖袭
击事件使伊斯兰教成为关注的焦点，从而引发了宗教问题的探讨。到目前为止，
很明显的是伊斯兰教不是一个广泛意义上接受的宗教，如不是单纯的个人的宗教
信念。相反，伊斯兰教宣称它作为一种宗教，超越个人和国家，凌驾于生活的各
个层面：信仰、 道德、 法律、社会秩序、艺术、教育、经济和政治。 

 

在这本书中，我力图提供对伊斯兰教及其对基本的圣经信仰的犀利尖刻攻击的概
观。我将调查基督徒如何自信又爱心地与穆斯林邻里接触，从而尽量矫正他们一
些奇怪的观念。巨大的付出为的是本书能够深入浅出被理解。为了深入研究这个
课题，建议读者联系我们的网站（www.aymf.net）并且或使用附录 4.1 中所推荐
的文学作品。 

 

要强调的四点： 

1.本书条理清楚地对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他们如何进行宗教活动提供基本的见
解。读完此书，读者会意识到在许多方面比一般穆斯林懂得更多。然而，目的不
是基督徒纠正穆斯林的信仰，而是应该对穆斯林所说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2．这里的信息或许会与穆斯林的说法对照，有助于基督徒区分事实与穆斯林的
理想愿望之间的差别。 

3. 在此基础上，基督徒可以找到更为有效的问题挑战穆斯林，让他们思考他们
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立即给出答案，最好，让他们先思考，自己找出答
案。 

4.之后，基督徒方可以与穆斯林分享的信仰，解释圣经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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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对话将对这些观点进行说明： 

此书的目的是装备基督徒更为有效地向穆斯林人做见证。从本书获取的知识不是
纠正穆斯林的信仰，而是： 
1、 基督徒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可以更为自信，消除恐惧，偏见和错误的态度。 
2、基督徒学会问一些恰当的问题去挑战和刺激穆斯林思考自己的信仰。 
3、基督徒学会区别穆斯林对他们的信仰的一厢情愿与现实的区别。 
4、基督徒能够有效应对穆斯林的质问。 
5、基督徒拓展与他们信仰观念差异很大的穆斯林分享福音的技巧。 
 
关于基督徒向穆斯林分享基督福音的成功策略之一，我本人的理念和经验是问一
些智慧型的问题，这需要对伊斯兰教与圣经都有基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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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1 
穆斯林： 为了做一个好的穆斯林人，我一天要祷告五次。 
基督徒：哦，真有意思！你可以告诉我一天要祷告五次出自何处？ 
穆斯林：在古兰经有写的。 
基督徒：哦。我想自己看一下—可以给我看看引文吗？ 
穆斯林：我要先找找。 
……一段时间后： 
穆斯林：这是古兰经中有关祷告的经文……（注：古兰经中没有明确指

出一天要祷告五次。基督徒要和气友善地让穆斯林人意识到这一
事实，而非嘲弄。） 

基督徒：谢谢给我指出古兰经的这些章节。我可以给你看看圣经中如何
谈祷告的吗？ 

 
对话 2 
基督徒： 可以告诉我你如何成为穆斯林？ 
穆斯林：哦 我出生在沙特阿拉伯。 
基督徒：如果你出生在日本，你会成为佛教徒吗？ 
通常这会引出更多的讨论，也可能引出下个问题： 
穆斯林：哦，你如何成为基督徒的？ 

 

“ 

“ 



注释： 

1 、提问题的目的不是让穆斯林尴尬（他可能不知道答案），也不是要激怒他们。

基督徒需要运用一些不违背基督徒的爱的方法，这样可以鼓励更深入的交流观点

及对其认真的思考（见 3.1 和 3.2）。每一个情况都是不同的，是独特的；因此基

督徒需要有智慧的选择本书中所提供的问题。不是每一个问题适合各种情况。通

常，明智的作法是开头简单地问一个普遍的问题：“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如果

情况允许的话，再问具体的问题。 

2、除了问问题，还有许多有效的方法。立即和穆斯林分享福音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敏感与圣灵的带领是一切的关键。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 

1 伊斯兰教教义：按照主题和结构顺序对宗教进行基本的介绍。 

2 基督徒对穆斯林异议的回答：穆斯林对基督徒信仰一些普遍的置疑，及如何

作出恰当的回答。 

3 邂逅穆斯林：提供实用指南，使基督徒更有效地与穆斯林初步打交道及建立

长期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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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提摩太前书  2 章 4 节）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提摩太后书 1 章 7-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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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斯兰教教义  

 

为了有效地与穆斯林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是很重要的。委身的
基督徒需要精确了解伊斯兰教。普遍的印象常常建立在一些错误的信息上，只能
引起恐惧而非提供帮助。 
本书将大量审视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然而，不同伊斯兰教教派的教义各有差
异。因此有必要询问他们个人的具体信仰和不同的解释。研究伊斯兰教却不使用
伊斯兰教的各种措辞是不可能的。它们出现时将会对其进行解释或者出现在附录
4.4。 

 
 
_______________ 
 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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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给您: 
a)伊斯兰教起源与传播的概述 
b)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介绍 
c)了解伊斯兰教圣书《古兰经》的重要性 
d）伊斯兰教神学及其不同派别的介绍 
e）伊斯兰妇女的地位和穆斯林节日等的附加信息 

 

> 

真实故事： 
我曾经进入非洲的一个清真寺去询问他们的信仰。他们告诉我古兰经中的
不同故事，并且说耶稣虽然被钉十架却没有死而是昏倒了。我说：“这和逊
尼教派的信仰是相违背的。”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更了解，称自己为阿赫迈底
亚（Ahmadiyya）。他们给我看了他们自己翻译与注释的古兰经，并坚持
说他们才是唯一真正的穆斯林。 

 

！ 

注意： 
�不要假装你了解穆斯林的信仰。最好一个个的询问。 
�有许多不同的穆斯林教派，每个教派都认为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伊斯兰教。 

 

i 



1.1 伊斯兰教历史  
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²。这里是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先知生活与去
世的地方。麦加与麦地那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伊
斯兰教崛起前的阿拉伯半岛我们知之甚少，因为所有相关的资料在伊斯兰教早期
都被摧毁了。现在我们采用的许多是民间传说，这些传统的可靠性有待批判性的
分析。 

1.1.1 穆罕默德前的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的部落生活：穆斯林称穆罕默德之前的时代（公元 570 年）为“黑暗年
代”（al-Jahiliyya）³。公元六世纪两个世界强国控制了东方：拜占庭帝国和萨珊⁴
帝国。阿拉伯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当时两大帝国的边界。阿拉伯半岛和两大帝
国都接壤，因此受到影响，部分卷入两大帝国的权力争斗。由于持续不断的斗争，
两个帝国都衰落并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⁵   沿着红海连接东非和亚洲的丝绸之路
⁶和欧洲的贸易兴盛起来。麦加成为了重要的贸易中心，也是宗教中心与朝圣之
地。偶像的销售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非常普遍。对父亲而
言，有很多女儿是一件羞耻的事。因此很多女孩一出生立即被活埋---这只是一个
例子说明社会给予女性极少的权利和保护。 
 
------------------------- 
2 很多穆斯林可能不赞同，说亚当是第一个穆斯林 
3 对这个词穆斯林会给出大量的不同的理由。要点是阿拉伯人敬拜许多偶像，不知道只有一
个真神。 
4 萨珊帝国或萨珊王朝帝国存在于公元 226 到 651。主要的信仰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 

（Zoroastrianism）(www.zawa.asn.au）。在第二个哈里发奥马尔统治期间，琐罗亚斯德教
的教徒受到阿拉伯入侵者的迫害，大多数人迫于暴力及恐惧死亡皈依伊斯兰教。 
5 参见 恩德雷斯 Endress （2002:111） 
6 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洲大陆的古代贸易通路，主要连接中国、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地区。距离
包括陆地和海洋有 8000 公里（5000 英里）。丝绸之路的贸易对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
亚、波斯、印度、罗马古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现代世界奠定了基础。丝绸之路的翻
译源自德语 SeidenstraBe。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F.von Richthofen 第一个使用
这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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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学习历史很重要……….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当穆罕默德从麦加逃亡到麦地那时，为了躲避敌人，他躲在一个洞穴
里。 
一只蜘蛛在小小的入口织了张网。当人们来寻找穆罕默德时候，他们
看到了洞穴入口的蜘蛛网，心想：“他不可能躲在这里！”他们就离开继
续前进。“安拉如此保护他的先知，这难道不神奇吗？”（一位穆斯林的
讲述） 

i 



 

 
 
阿拉伯半岛最发达的地区是也门，当时的堤坝纵横，使得农业非常发达。也门王
国部分采用了犹太人信仰。他们的语言是南部阿拉伯语，虽不同，但是与其他阿
拉伯半岛的语言有类似之处。然而，公元六世纪末大坝崩溃，南阿拉伯王国瓦解。
几乎同时，也门被萨珊王朝占领。 
 
前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化的其他两个中心是在沙漠边缘的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
国的叙利亚及信奉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波斯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信奉
基督教的阿拉伯国王在这两个地区统治，为此后穆斯林的扩张做了准备。 
 
定居的阿拉伯人生活在也门和阿拉伯半岛的沿海，从事农业与渔业。此外，阿拉
伯半岛遍布着游牧或半游牧民族，远离像麦加、麦地那较大的城市居住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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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都因部落之间长期存在冲突，组建的联盟不断变化。团结与长期的和平根本不
存在。强者统治；夙怨很常见。袭击其他部落是沙漠中不成文的律法。人们定居
的绿洲逐渐形成经济中心，游牧部落经常到访，集市与节期形成了。在那个时候，
有着悠久传统的阿拉伯诗歌已得到发展。 
阿拉伯人的信仰：当时的大部分阿拉伯人是泛灵论者。⁷   一个关于最高神统治
一切的模糊观念盛行（阿拉伯语：“安拉”）。然而，必不可少的是人民认为主宰他
们命运的是众多的从属神。例如，麦加城及其周围，有三个所谓安拉的女儿的女
神（Manat al-Uzza 和 Allat）被敬拜(古兰经 53:19ff)。 
游牧部落与城镇的居民相信神灵居住在洞穴 、树木、 泉水、 石头，因此他们
在那些地方供奉祭品。古莱什（Quraish）部落（穆罕默德所属的部落）使得麦加
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公元 550-600）。尤其在克尔白（Ka’ba）安放了约 360
个偶像，是异教崇拜的集中地。克尔白（立方体）外形的确是立方体的，有各种
各样的圣石镶嵌在它的墙里。其中一个特殊的祭拜物品是一块黑石头，是一年一
度朝圣的目标，阿拉伯人用亲吻来显示尊敬。⁸ 
在此期间的犹太教：自从公元 70 年他们被罗马人从耶路撒冷驱赶，许多犹太
人居住在哈吉日（Hijaz），阿拉伯半岛的西部。他们很勤劳，擅长贸易，农业，
武器的制造，因此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在 Yathrib(麦地那)他们依据宗族居住在不
同地区。犹太人视自己为被拣选的民族，他们信奉一神论，并且有自己的书，犹
太律法（Torah）。或许是这个原因，穆罕默德认为他的民族也需要有来自上帝
的特别书籍。穆罕默德经常造访犹太人，和他们探讨宗教话题，从塔木德经⁹中
学习许多章节，这些可以在今日的古兰经中找到。 
 
在此期间的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基督徒占大多数，同时在萨珊王朝，基督
徒也是举足轻重的有影响的少数群体。在公元 600 年左右的阿拉伯，我们发现
在边境地区基督教会的不同的元素已被大家广泛接受。除了不同地区许多小的基
督教的团体之外，在阿拉伯的边界有三个主要的基督教地区：¹º 

1. 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今天的也门，尤其是奈季兰（Najran）镇。它的传播代
表是红海对岸信奉基督的阿克苏姆王国（Axum）（今日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
里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泛灵论者是指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和人类所使用的物体都有神灵的内住的人。 
8 克尔白(Ka’ba), 是一块神圣的黑石。古阿拉伯人的信仰最初是对神灵的崇拜，尤其与石头、
树木等有关（参见 Gibb&Kramers 1953:197）。 
⁹ 塔木德是记录拉比对犹太律法、道德伦理、风俗和历史的讨论。 
10 参见 15 页地图，更多细节参见 Goddard(200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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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北部，朝向耶路撒冷和地中海的地区，在拜占庭边疆地区的一些阿拉伯部
落已经接受基督教。 
3．与伊拉克接壤的东北地区是萨珊王朝的一个省，其统治者之一努曼三世
Nu’man ibn Mundhir¹¹已经皈依基督教(公元 583-602)。 
 
除此之外，阿拉伯半岛的许多阿拉伯部落接受基督教信仰。阿拉伯人认为基督教
是外来的，然而又是现代宗教。¹²穆罕默德与其阿拉伯人接触的基督教徒来自也
门北部及周边国家。除了接触犹太教出身的基督徒，穆罕默德也接触来自埃塞俄
比亚与利比亚的基督徒。由于异端信仰从别的地区被驱逐的基督教徒在阿拉伯半
岛定居，保持他们自身的文化与语言。 
 
然而，与穆罕默德交往甚密的基督教并不是广泛通用的信仰，只是一些彼此争议
的混杂的小群体。¹³这可以从他们外在的敬拜形式加以识别。对圣女玛利亚的崇
拜类似于阿拉伯人对偶像的崇拜。所以，穆罕默德指责其为偶像崇拜。14 

 
基督教的不合一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神学的冲突，及在主教间的级别争议与内部的
逼迫上。《古兰经》反映出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基督教的错误印象。穆罕默德从
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口述中获得一些圣经故事、传说、民间故事。从与圣经有关的
话题在《古兰经》中出现的方式我们可以得知穆罕默德本人根本没有读过圣经。
15 

 
对阿拉伯人文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因素是埃及修道主义的传播。修道士并没有按
照圣经来操练他们的信仰。一些人加入到麦加的朝圣中，并且沿用阿拉伯异教的
习惯。一些人在克尔白 Ka’ba 附近公开宣教，穆罕默德对这些修道士十分同情。
¹⁶ 
 

————————————————————————————————- 

¹¹努曼三世 Nu’man ibn Mundhir 是伽珊人（Ghassanid）的王，伽珊人（Ghassanid）是
阿拉伯基督徒，在公元 250 从也门迁移到叙利亚南部的浩兰（Huaran）。伽珊这个词指的是
伽珊帝国，它是浩兰（Huaran）一口泉源的名字。 
¹²与犹太人一样，基督徒拥有一本“上帝的书”作为信仰的基础，是当时阿拉伯人还没有的。 
¹³主要区别就是关于上帝的属性，耶稣基督的人性和三位一体的观点。 
14 参见古兰经 5:119 
15 与圣经有关的主题在古兰经中大多以晦涩的形式出现。这显示出穆罕默德难以区分经文、
传统与民间故事。 
¹⁶参见 如古兰经 5:85 和 Sira 伊本希沙姆所编（伊本希沙姆死于公元 833 年，编辑了由
伊本伊斯哈格撰写的穆罕默德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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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在麦加事工的第一个时期，古兰经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陈述是积极肯定
的，说他们应该被看成是博学之人。然而，从麦地那开始的第二个时期，评论却
相当负面。宣称他们应该被看成是多神教的罪人或拒绝信仰的人，因此应该被杀。
基督教堂出现，特别是在阿拉伯的边界地区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基督教并没有在
阿拉伯核心地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象年---穆罕默德的诞辰之年 17 

在伊斯兰教兴起前不久，艾卜莱亥，阿比西尼亚（埃塞尔比亚旧称）的王，决定
把基督教作为南阿拉伯的主要信仰。他在萨那建了豪华的大教堂，希望吸引阿拉
伯所有的朝圣者。虽然他修建的教堂已经消失很久了，但这个城市幸存至今，就
是现在的也门。 
 
尽管如此，他决定让萨那成为阿拉伯半岛的商业中心。在教堂完工不久之后，他
发布了一项公告，强制所有阿拉伯人每年来拜访一次。他很清楚麦加克尔白
（Ka’ba）的受欢迎程度,并且有意识地取代它作为阿拉伯商贸与宗教中心的地位。
然而，人们对他的法令置若罔闻。当每年成群的朝圣者向麦加进发时，信奉基督
教的也门希米叶尔国的王悲痛地观望着。¹⁸ 
一天，这位基督徒王收到消息，Kenanah 阿拉伯部落的一名成员进入他的教堂，
并到处撒动物的粪便，污秽此地。艾卜莱亥被激怒了，更为愤怒的是他听说那里
附近的部落对抗他的统治，刺杀他的盟友,默代尔（Modar）的王穆罕默德·易斌·
卡乎杂（Muhannad Ibn Khuza’a）。他带了一个远征军到麦加，唯一的目的是摧
毁克尔白（ka’b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更多细节参看 Gilchrist(1994:11-14)。 
18 麦加在前伊斯兰教时期就是朝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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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无以计数的士兵和骑兵，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这支部队的一个独特之
处就是在动物中有大象的加入。后来这次远征以大象命名，被称为象年（公元
570 年）。麦加的阿拉伯人寡不敌众，逃进附近的山上。阿卜杜勒穆塔里布（Abd 

al-Muttalib），麦加的一个头领,也是穆罕默德的祖父，祈祷克尔白的保护。 
 
同时大象被带到队伍的前面，穿上节日的盛装。 传说中说向麦加挺进的过程中，
向导 Nufayl 非常不情愿继续前行，用低微有力的口气命令大象跪下。艾卜莱亥非
常气恼，但是不能说服大象站起来和他的队伍一起朝麦加城行进。 

 
队伍怎么失败不得而知，只知道戏剧性的事情发生，摧毁了这支队伍，阻断了向
麦加的行进。古莱什部落（Quraish）占领了山脉，或许扔下大量的石头，通过这
些暴露于大自然的外力迫使他们后退。也可能是天花或某种瘟疫的爆发拖延了艾
卜莱亥（Abraha）使其无法实现目标。很快，一个传说出现了，称部队被一群鸟
扔下的石头和岩石奇迹般地击退了。此事的记录在古兰经古兰经 105 章，称为大
象的章节中可以查到。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主怎样处治象的主人们吗？难道他没有使他们危险的计谋 ,
变成无益的吗？他曾派遣成群的鸟去抵挡他们，以粘土石射击他们。然后他使他
们像谷物被吃光，只剩禾秆的空地一样吗？ (古兰经 105:1-5) 
 

余剩的部队返回也门；其他很多人死在路上（感觉上似乎很有可能是某种疾病诸

如天花的爆发导致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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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兰经》却根据外表判断。克尔白的拯救显然被阿拉伯人认为是奇迹并且
被视为是神龛得到神明允许的记号。 
 
穆斯林宣称穆罕默德是“宇宙性的先知”的原因或许应该提及另外两个因素。首先，
是他的祖父主动带头反对阿比西尼亚（Abyssinian）的统治，同时向他保证“克尔
白的主”¹⁹会如同阿拉伯族长一样看顾他自己的住所。其次，阿拉伯历史学家一
直认为穆罕默德本人出生于公元 570 年，也就是象年。整个穆斯林的历史都习
惯认为艾卜莱亥军队的毁灭是最后一位信使即将兴起的征兆，他将承受异教徒何
不信者的所有攻击，试图摧毁神通过他默想所启示的经文给他的最终启示。 

1.1.2 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的起源²⁰ 
在穆斯林的教义²¹中，名字与安拉密不可分的人是谁？全世界数以百万的人尊称
穆罕默德为伊斯兰教的先知。对于穆斯林而言，他是最后的最伟大的先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¹⁹ “克尔白的神”，也称为“领土之神”，被认为是麦加主要的神之一。 
²⁰ 穆罕默德生活的主要的传统传纪来源 Sirat Rasul Allah(安拉先知的一生) ，由伊本·伊
斯哈格所写（公元 750 年) 
²¹穆斯林教义：“我见证除了神（安拉）没有别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参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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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以下几点应该考虑： 
1. 穆斯林认为整个故事是安拉行的神迹，通过这个历史事件证实麦加

应一直作为朝圣地的重要性，是非穆斯林所不能触及和动摇的。 
2. 同时，穆斯林认为通过这个事件“克尔白的神圣性”得到证实，安拉

会用类似奇迹般的方法一起保护克尔白和伊斯兰教免于基督徒将来
的攻击。 

3. 穆罕默德的祖父阿卜杜勒穆塔里布最先挺身而出祈求克尔白的保
护，使穆斯林人进一步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的真先知。 

4. 穆斯林认为此次事件是基督教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被其打败的证据
---对抗基督教的首次胜利。 

5. 穆罕默德出生在象年被认为是安拉让穆罕默德成为最后的使者的另
一个记号，他将永保克尔白不被非穆斯林摧毁。 

 

ì 



 
他出生于贫苦家庭，之后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他注定要改变他民族的宗教和社会
特质，最终成为一个继基督徒信仰之后世界主要宗教的创始人。一位穆斯林人曾
经描述他是集所有美德于一身的伟大的榜样。竭尽所能去效仿他们所尊重的先知
的生活是所有穆斯林的志向与责任。以下将简要介绍穆罕默德的生平。 
 
出生与童年 
公元 570，穆罕默德出生在麦加（古莱什部落）的时间不是很确切。他的父亲阿            
        卜杜拉·本·穆塔利卜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六岁时，母亲阿米娜（Aminah）   
        也离他而去。他由祖父阿卜杜勒穆塔里布(Abd al-muttalib)，之后是叔叔  
        阿布‧  泰利伯   （Abu Talib）抚养长大的。穆罕默德成为牧羊人，后 
        来成为一名商人。 
 
公元 582 年，12 岁时候，他的叔叔带他经商。 
 
婚姻与异象：²² 
公元 595 年，25 岁时候，他和一个富裕的寡妇赫蒂彻(Khadija)结婚了,他在她 
         的贸易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通过这段婚姻穆罕默德的社会地位得到 
         显著提高。赫蒂彻(Khadija)比穆罕默德大 15 岁，25 年后她去世，婚 
         姻结束。它看起来是一段美满的婚姻。他们的两个儿子年幼就死了， 
         这给穆罕默德带来巨大痛苦。四个女儿存活下来。²³ 
 
—————————————————————————————— 
²²穆罕默德有某种“属灵的体验”。许多学者不说是“异象或者画面”，而是他领受了
安拉的话语：Iqra (背诵)！ 
²³四个女儿的名字是：露卡依亚 raqiyya 、扎伊纳布 Zainab、 乌姆库勒苏姆 Umm  
Kulthum 和法蒂玛 Fatima。法蒂玛 Fatima 后来成为极度虔诚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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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10 年，大概在 40 岁时，穆罕默德经常在麦加附近的希拉山（Mount Hira） 
          山洞里沉思。在沉思时，据说穆罕默德得到了他的第一个异象，他的 
          使命是做先知（古兰经 96:1-5）。异象是通过“天使加百列”传递的。24 穆 
          罕默德非常恐惧怀疑第一个异象，因为他不确定是从安拉而来还是从 
          邪灵而来。25 伊斯兰教的传统告诉我们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    
          (Khadija)，她基督徒的表亲 Waraqa ibn Naufal，穆罕默德的表亲阿里 
         （Ali）都给了他极大的安慰，鼓励他相信自己的使命。²⁶新的异象在 
          好几个地方不同的情况下发生。之后被记录下来，成为今日的《古兰 
          经》。由于这些异象，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布道。 
 
公元 616 年，穆罕默德一神教的信息和它的伦理道德的教义开始几乎得不到认 
         可，它包含一个中心观点：“只有一个神，安拉，人必须降服于他”。“伊 
         斯兰教（Islam）”这个词首次出现，这个词将用来命名整个运动，意思 
         是顺从、降服。穆罕默德的布道遇到越来越多的来自阿拉伯商人的反 
         对，因为他的教义直接反对偶像崇拜，这样破坏了兴盛的偶像贸易。 
         因此穆罕默德和他的第一批的随从在麦加遭受迫害。他的一些随从跑 
         到基督徒国家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去避难。 
 
公元 619 年，在他的妻子赫蒂彻（Khadija），叔叔兼保护者阿布塔利布（Abu Talib） 
          死后，因为迫害的加剧，穆罕默德的处境持续恶化。即使在自己的族 
         人中，他也不再有安全感。赫蒂彻（Khadija）死后两个月，穆罕默德 
         与阿比西尼亚的寡妇苏黛（Sawda）结婚，之后他还与其他女人结婚，  
         之中的阿依莎（Aisha），与穆罕默德完婚时才九岁。与穆罕默德结婚 
         的女人的总数有争议，大概在 12-15 个之间。27 
 
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 
公元 622 年，由于麦加的迫害不断升级，在麦地那的跟随者发出邀请，穆罕默 
         德和大约 80 个支持者迁往麦地那。²⁸ 他的地位顿时有了改变。在这 
         里，他不再是一个遭受迫害的宣教者，而成为市民们任命的有影响力 
         的市长，集所有权力于一身。这次的迁移证明这个策略是成功的，根 
         据伊斯兰历，它代表一个新宗教的开始。 
 
24《古兰经》中，加百列（Jibril）是个灵体，他没有介绍自己（苏拉（古兰经） 2 ：97-98； 
66：4）。由于信息与圣经不符合，不可能是同一个的天使。（参考路 1：26-33）。 
25 参见伊本·赛尔德所著的 kitab al-tabagat al-kabir 卷一 225 页） 
26参见米什卡特（灯盏圣训集）第四编 356   和   357 页  
27参见 Hughes  1982：399-‐‑400  

28 麦地那当时称为叶斯里卜（Yath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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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地位的改变（公元 622 年） 
麦加 
几乎无权力 
普通的布道者 
结果被迫害 
普通的公民 
变得贫困 

麦地那（逐渐获得权力） 
强大、有影响力 
宗教领袖 
最高的军事领袖 
政治领袖 
变得富有 

 
        穆罕默德在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相信他的信仰与犹太教与基督教是一 
        样的，寻求当地三个犹太教部落²⁹的支持。然而犹太人拒绝承认穆罕默 
        德是上帝真正的先知，因为他拿不出证据³⁰。结果敌对状态产生。穆罕 
        默德把伊斯兰教从两个原有的一神宗教³¹中分离出来。麦地那的犹太人 
        被迫要么移居，要么接受伊斯兰教，要么被杀，妻子儿女伦为奴隶。从 
        此之后，在伊斯兰教地区的犹太人与基督徒被视为必须交一种特殊的税 
       （Jizya）³²的国民。在穆罕默德统治麦地那十年间，他部分通过武力部 
        分通过外交建立了一个虽小却强的帝国。 
 
公元 624 年，穆罕默德及其随从开始袭击来自麦加的商队，为他们的跟随者掠 
        夺财物。这些袭击导致了与麦加人民³³的几次公开战役。 
        �白德尔战役（Badr）：324 名来自麦地那的穆斯林打败了来自麦加三倍 
         的的武装力量。 
        �吾侯德战役（Uhud）（公元 625 年）：穆斯林人被麦加的战士打败。穆 
         罕默德在战役中受伤。 
 
 
²⁹ 处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关系的多种模式可以从穆罕默德公元 622-632 年的生涯中找
到。从那个时期开始，有三个重要协议非常闻名。举个例子，一个涉及 Khaybar 的绿洲，
穆斯林保留任何时候任何原因撕毁协议的权利。（参见 Guillaume 1955：5 10-18）。 
³⁰犹太人要求穆罕默德给一个证据，但他不能给他们（参古兰经   3:183-‐‑184;   6:3;   17:90-‐‑93）。
³¹从那个时候起，如同今日穆斯林相信的，穆罕默德强调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的重
要性，认为他们是祖先（虽然没有证据证实）。他将祈祷时的朝向从耶路沙冷转到麦加，宣
称克尔白是亚伯拉罕建立的至圣所。（参见古兰经 2：124-127； 2：142-144）。古兰经也
显示了穆罕默德态度的变化：友好的词句来自麦加和早期麦地那时期，比如 2：62； 3：199； 
5：69，麦地那晚期，敌意在一些句子如 5：75-76；9：29 中体现。  
³²关于这个主题更多的细节可以查阅 Ye‘or 的书（1985）。面对伊斯兰教，人们有以下选择：
1）降服接受伊斯兰教；2）保留自己的信仰，但是过一种“二等公民”的生活， 交付特殊的
税；3）被刀剑所杀。 
³³这里只提到主要的三次战役，但是还有很多更具敌意的对峙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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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壕沟战役”（Trench）（公元 627 年）：通过在城镇周围的开阔地带挖 

         掘一条壕沟，穆斯林成功地守住了麦地那。 
 
穆罕默德最后的岁月 
公元 628 年，麦加的人民与麦地那的穆斯林在侯德比亚(al-Hudaibiya)³⁴签订了和 
         平条约。这允许穆罕默德及其跟随者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可以到麦加朝 
         圣。在协议签订二十二个月后，穆罕默德建立了他的权力基础，进行 
         军事占领，与强大部落结盟，尤其是与巴尼∙ 库杂尔（Babi Khuza’a） 
         部落结盟。因此到了公元 630 年，和古莱什部落（Quraish）相比，他 
         已强于签订协议的时候。古莱什（Quraish）不那么擅长结盟，但是也 
         的确与另一个强大的巴尼∙巴克尔部落结盟。巴尼∙ 库杂尔人和巴尼∙ 
         巴克尔人 Bani Bakr 住得很近，长期不和。公元 629 年，在巴尼∙ 库杂 
         尔人（Bani Khuza’a）的聚会上，一些巴尼∙巴克尔（Bani  Bakr）人复 
         仇，杀死数人。听到消息，穆罕默德立即做出最极端的反应：攻打麦 
         加。在他们的家乡，挑战古莱什部落(Quraish)终极权力基础的时刻到了。 
 
公元 630 年，穆罕默德与一万名士兵一起返回麦加。面对如此强大的武装势力， 
         麦加人民毫无抵抗地臣服，成为了穆斯林。35 穆罕默德对他家乡的大 
         多数居民进行大赦。克尔白（ka’ba）的偶像与神像被移出，毁掉，麦 
         加宣告为非穆斯林的禁城。接下来的一年，穆罕默德首次领导了征服 
         大国的战争。因为相互征战，拜占庭(古罗马城市,今称伊斯坦布尔 
         Byzantium)与波斯(Persia)已经衰弱。穆罕默德带领大量士兵侵入了拜 
         占庭的边境叙利亚。 
 
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去世，终年 63 岁。没有指定继任者。³⁶他的突然 
          离世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谁来继任他的位置，领导 
          新成立的穆斯林团体，使其仍然保持合一？ 
1.1.3 四个哈里发³⁷  

公元 622 年，希吉拉（Hijra）之年，是伊斯兰历法正式纪年的开始。 

 
³⁴al-‐‑Hudaibiya 是麦加附近一口井的名字。  
³⁵穆罕默德的目的是不流血而征服他家乡的人民。因此他提出了一项协议：如果他们顺
服他和他的宗教，他保证麦加仍然是所有穆斯林一生中需要朝圣一次的敬拜之地，这样
确保货币的流通。（哈代比亚协议 Treaty  of  Hudaybiyya）  
³⁶穆罕默德的死因不得而知。学者有以下的意见：病死；   战役中受重伤；被敌人毒死；
或综合上述的原因。  
³⁷哈里发是国家元首，伊斯兰乌玛（在今伊拉克济加尔省   古代苏美尔城市）的首领。
意思是继任者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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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30 年        穆罕默德执政末期，他传讲的信息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更为苛 
                  刻。他死后，这样的作法在穆斯林中占主导，即与有经之人 
                （people of book）作战。军事袭击一直在阿拉伯边境爆发。³⁸  
 
公元 632-634 年    阿布·伯克尔（Abu Bakr），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任哈里发（穆 
                  罕默德的继任者）艾丽莎（穆罕默德妻子）的父亲，镇压了 
                  阿拉伯部落间的几次叛乱，阻止他们脱离伊斯兰社团。 
 
公元 634-644 年    奥马尔 Umar，第二任哈里发，在公元 637 年的雅穆克战役 
                 （Yarmuk）之后，他占领耶路撒冷，获得统治叙利亚的权力。 
                 之后不久，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占领了埃及与波斯。奥马 
                 尔（Umar）在清真寺祷告时，被刺杀。古兰经的经文是宰德 
                 本萨比特 Zayd IbnThabit 依据阿布·伯克尔 Abu Bakr 
 
 
 
 
³⁸有个例子：在加沙，拜占庭要塞驻军面对一个选择：他们被邀放弃信仰，否认
基督，参与穆斯林的敬拜；当他们拒绝时他们都殉道了。在此时期进一步对抗基
督徒的例子是焚烧教堂，摧毁修道院，亵渎教堂和基督。（Crone &Coo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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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Umar 欧麦尔的顺序记录与整理。 
 
公元 644-656 年     奥斯曼·伊本·阿凡，（Uthman）第三任哈里法，命令修订编 
                   辑古兰经，因为很多已写成的版本导致了一些混淆。他颁 
                   布命令只有新修订的古兰 

                
                  公元 634 年伊斯兰领域 
 
                   经版本方为有效；其他版本的经文都要销毁。奥斯曼被与 
                   阿里结婚的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发起的反对组织所谋杀。 
 
公元 656-661       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第四任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堂弟， 
                   养子和女婿（他女儿法蒂玛的丈夫）。继任的问题使得穆斯 
                   林分裂为什叶派（Shiitrs）与逊尼派(Sunnites) 。什叶派 
                  （Shiitrs）（主要在伊朗）承认阿里是第一位合法的哈里发， 
                   并拒绝逊尼派(Sunnites)所承认的前三个哈里发的权威。如 
                   同他的前两任一样，阿里也是被刺杀的。 
 
1.1.4 王朝史时期 
公元 661-750 年      伍麦叶王朝：阿里的次子侯赛同意从他那买伊斯兰的王权。 
                   穆阿维耶（Mu’awiya）成为唯一的统治者，建立王朝。把 
                   大马士革作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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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麦叶人从伍麦叶王朝延续下来，是从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  
                  落分离出来的。通过征战，在北非占据优势。年轻的帝国大 
                  量扩张领土。公元 711 年，穆斯林军队越过西班牙，占领了 
                  伊比利亚半岛五分之四的领土。部队的推进直到法国的普瓦 
                  提才被查尔斯马特尔率领的部队止住（公元 732 年）。  
  
公元 750-1258 年   阿巴西王朝取代了伍麦叶王朝，定都巴格达。阿巴西王朝的 
                  哈里发们是基于他们是阿巴西·伊本阿卜杜穆塔利布（公元 
                  566-652）的后裔而宣告他们的王权，他是穆罕默德先知最 
                  小的叔叔，作为他的后裔，他们认为自己 
 

 

公元 750 年伊斯兰的领域 
 
                 是穆罕默德合法的继承者去反对伍麦叶人。他们通常攻击他 
                 们的世俗主义、 道德品质、行政管理使其有别于伍麦叶人。 
                 十字军东征出现在这个时期，它暂时把巴勒斯坦从穆斯林的 
                 统治中解放出来。十字军东征爆发于 1095-1291，是具有宗教 
                 性质的一系列的军事冲突。是教皇以基督教国家名义批准的。 
                 十字军东征最初的目的是从穆斯林的统治下重新夺回耶路撒 
                 冷和圣地，响应东正教拜占庭帝国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³⁹十字军在基督教历史里是悲伤的一章。直到今日，穆斯林仍指控基督徒曾试图用刀剑传播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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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召帮助对抗穆斯林向安塔利亚（Anatolia）的扩张。经过穆斯 
              林八个世纪的扩张，基督教在中东已经严重被镇压，那是基督教 
              的发源地。公元 850 年，阿里法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 
              颁布法令明确宣称犹太人与基督徒在穆斯林世界被看成是二等 

               公民。40 公元 1258 年。蒙古族⁴¹攻占巴格达时杀死了八十万人。 
              导致了阿巴斯王朝（Abbasid ）的毁灭。九世纪被称为“伊斯兰 

               的鼎盛时期”，尤其在关于伊斯兰教义的学习.42 阿巴斯人创建只 
               忠诚于自己哈里发的军队。人员主要来自土耳其的奴隶，被为 
               马木鲁克。 

1.1.5 帝国史时代  
在中世纪出现了四个穆斯林帝国： 

1. 埃及的马木鲁克帝国 

2. 伊朗的萨法雄帝国 

3. 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4. 遍及中东、巴尔干半岛、北非的奥特曼帝国 

 
由于火药的发现与使用和更为有效的行政管理，使得新帝国的权力成为可能。到
了 19 世纪末，四个帝国都衰落了，或被西方强大的文化影响与军事势力摧垮。 

 
公元 1174-1811       埃及的马木鲁克帝国起源是萨拉丁（Saladin）1174 年创建 
                   的阿尤布王朝。与其叔叔库尔德 Shirkuh 一起在 1169 年为 
                   了大马士革的赞吉王努尔丁征服了埃及。1260 年马木鲁克 
                   在霍姆斯击败了蒙古人并把它们向东驱逐。在此进程中， 
                   加强了对叙利亚的统治，在此地区建筑防御工事，开创邮 
                   政路线，与当地王子建立外交关系。马木鲁克(Mamluk)军 
                   队也击败了最后在圣地的的十字军。 

 

 

  
⁴⁰法律的一些要点，比如：穿着指定颜色的服装，摧毁新建的教堂；木制的鬼神的形象钉在
房门上；不允许到超越穆斯林职权的地方就业（参见 Goddard  2000:66-‐‑68）。  
⁴¹蒙古人是一群游牧民族，13 世纪，他们发现被大量城市化的农耕文明所包围。然而，没
有一个文明，除了坐落于巴格达的伊斯兰哈里发外，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亚洲、俄
罗斯和中东都受控于衰落的王国或分裂为城市。蒙古人开创了战略先例，利用权力真空把所
有地区连接起来成为互相支持的贸易网络。                  
⁴²伊斯兰教法的两大贡献，一是伊斯兰教义领域里的沙菲主义（Al-shafi’i）（公元 820 年）

和伊斯兰哲学领域的金迪（al-kindi）（公元 8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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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798 年，拿破仑攻打埃及时候，打败了马木鲁克 

                      (Mamluk)军队并把他们驱逐到了埃及上游地区。到这个 

                      时候，马木鲁克人已经在他们典型的机动地面部队的战 

                      术上加增了消防枪。在 1801 年法国部队离开后，马木 

                      鲁克继续为独立而斗争，此次对抗的是奥特曼帝国和英 

                      国。马木鲁克的在埃及的权力于 1811 年终结。穆罕默 

                      德阿里⁴³邀请所有的马木鲁克人到皇宫庆祝对瓦哈比 

                      派（Wahhabis）斗争的胜利。大概有 600 名马木鲁克人 

                      在阿拉伯附近开罗示威游行，在 Al-Azab 之门，通往马 

                      木鲁克山的一条狭窄小路上，穆罕默德阿里的部队伏 

                      击了他们。 
 
公元 1502-1722 年    萨法维王朝（Safavid）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早期统治 
                     了伊朗。虽然宣称是第四任哈里发的后裔，但是萨法维 
                     王朝却源于逊尼派（名字 Safavid 源于苏菲主义的 Safavi）。 
                     他们起源于 Firuz Shah Zarrinkolah，是伊朗北部的当地的 
                     一个显贵。在其统治期间，萨法维王朝强制把什叶派教 
                     义作为国教，因此与其逊尼派的邻国而言，赋予伊朗一 
                     个不同的身份。1524 年，塔哈马斯布（Tahmasp）继承 
                     王位，振兴此地的艺术。地毯制造业成为一个主要产业， 
                     在伊朗获得重视。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振兴是沙哈纳马 
                    （王书）的授权，通过艺术手段振兴荣耀沙哈(shah)的统 
                     治。两卷书包含 258 副大的画卷诠释波斯诗人菲尔多西 
                    （Firdawsi）的作品。沙哈（波斯）也禁止喝酒，使用大 
                     麻，命定消除赌博、酒馆和妓院。 
 
公元 1526-1857 年    莫卧儿帝国 莫卧儿帝国是蒙古几次入侵印度与波斯的 
                     产物。由巴布尔（Babur）于 1526 年创建，帝国统治大 
                     部分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长达几 
                     个世纪，直至 1857 年沦陷于英国。帝国为印度的文化 
                     与建筑留下了一份不朽的遗产。在帝国统治期间，穆斯 
                     林社区在全印度昌盛，尤其是吉吉拉特邦（Gujarat）、孟 
                     加拉（Bengal）和海德拉巴（Hyderabad）。来自阿富汗与 
                     伊朗的不同苏菲教义在全地区异常活跃。结果，印度人 
                     口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转向成为穆斯林。 
 
  
⁴³穆罕默德 阿里帕夏，在 1805-1849 期间为埃及总督，被认为是现代埃及的创建者。穆
罕默德阿里出生在卡瓦拉（Kavala）(当今的希腊)阿尔巴尼亚家庭。在青年时代做过烟草
商人，穆罕默德阿里加入奥特曼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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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301-1921 年    奥特曼帝国不是阿拉伯帝国而是土耳其帝国，从 1453 年 
                   统治了伊斯坦布尔（康士坦丁堡）。在奥特曼帝国统治下， 
                   伊斯兰世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虽然不能和阿巴斯帝国黄 
                   金时代相比）。土耳其人从中亚草原迁徙，首先在小亚细亚 
                   （古名）（西安纳托利亚，现今的土耳其）建立一个小国。 
                   1453 年，经过两个月的围攻后，精锐的奥特曼士兵与战车 
                   占领了康士但丁堡。千年文明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突如其来 
                   地被新奥特曼帝国吸纳，奥特曼帝国后来影响大部分的伊 
                   斯兰世界并深入到基督教的欧洲。帝国在东方迈进了一大 
                   步，企图攻占中欧与 

 
 
                   
 
                  西欧。1529 年，围攻维也纳失败，阻止了奥特曼帝国向东 
                  欧和巴尔干半岛的进攻。1683 年的维也纳之战促使奥特曼 
                  帝国从东欧的多个区域和巴尔干半岛撤离。之后奥特曼帝国 
                  的衰落使得欧洲人可以将疆域延伸到整个的北非。殖民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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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⁴⁴时期始于法国首先掌权于阿尔及利亚（1830 年），之后 
                    突尼斯（1881 年），之后摩洛哥（1912 年）。埃及于 1882 

                       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20 年中东分裂为英国与法国的  
                    托管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迅速解体。 
                    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 
                    和首届总统，成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人物。1915 年在达达 
                    尼尔海峡战役中成为军事英雄，在 1919 年土耳其全国解 
                    放战争中成为魅力领袖。经过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胜利后， 
                    他带领他的国家获得全部独立。他结束了长达 6 个世纪的 
                    奥特曼帝国，于 1923 年仿效西方民主体制创建了土耳其 
                    共和国。凯末尔任总统 15 年间，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社 
                    会、法律、经济、和文化领域改革。 
 
1.1.6 伊斯兰教在世界的传播 
1922-至今：          由于二战之后大量人口的迁移，伊斯兰教在世界各个地 
                     方传播。今天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穆斯林。更 
                     多应归于生物学的发展，伊斯兰教现 
 

 

公元 2000 年穆斯林世界人口（六个主要的地理地区） 

 
⁴⁴依据穆斯林的观点，殖民主义者代表的是外国的经济与军事势力。因此，大部分人在独立
后不得不离开伊斯兰教国度。在阿尔及尔（曾经是法国的一个部分），许多法国家庭已经居
住了三四代之久，在 1954 年-1962 年的战争中，新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可怕的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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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宗教，也是发展 迅速的宗教。阿亚图拉·霍姆尼（Ayatollah 

Khomeini）领导的伊朗什叶派在 1979-80 的伊斯兰教革命点燃了人们对伊斯兰教传
播的新的自信与热情。大多数的穆斯林居住在从西非穿过中亚到印度尼西亚。20

世纪他们在全世界的发展是十分显著的：从 1900 年的 12.3%到 2005 年的 20%。在
西非、印度尼西亚和美国⁴⁵通过信仰的改变的成长也是显著的。 

在过去的 50年间穆斯林已经增加了超过 235%（几乎是 10亿三千万）。通过对比，
基督徒增加了 47%，印度教 117%，佛教 63%。46 

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中国民间信仰和佛教是当今世界上 大的宗教。大
约 69%-78%的人都追随上述五种宗教之一。基督教是信徒 多的，其次分别是伊
斯兰教、印度教、中国民间信仰和佛教。这些数字都是大概的。2005 年世界人口
大概是 65亿。 

    2.伊斯兰教        13 亿 （20%） 

    4.印度教          7 亿 8 千万（12%） 

 6.中国民间宗教    3 亿 8 千万（6%） 

 8.非洲传统和分散的   1 亿 

 10.主体思想/自主  2 千万 

 12.通灵术      1 千 5 百万 

 

⁴⁵参见约翰斯通 Johnstong(2001:14) 

⁴⁶这些数字都是大概估计的，包括了从出生或奉献的追随者。参见 www.adherents.com 和

www.wikip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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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信仰者         10 亿（16%；世俗的、无神论者） 

   1.基督教           20 亿（31%） 

5.原始土著宗教      3 亿 8 千万（6% 异教徒） 

7.佛教            3 亿 8 千万（6%） 

9.锡克教     2 千 5 百万 （0.4%） 

11.犹太教     1 千 9 百万（0.3%） 

13 巴哈伊信仰    7 百万 



 
 
伊斯兰教的扩张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六个主要地区的关系（参 31 页地图） 
 
1） 亚洲  
在 13 世纪晚期，穆斯林商人和老师开始把伊斯兰教带到了东南亚。到 1292 年，

当马可波罗访问苏门答腊时候，大多数居民都改成穆斯林。第一个穆斯林王国是

马来半岛的雅万王子创建的。通过商贸，伊斯兰教向婆罗洲和雅万（印度尼西亚）

传播。到了 15 世纪晚期，伊斯兰教被引进菲律宾。当伊斯兰教扩张时候，三个

主要的穆斯林政治强权出现了。艾迪迪亚， 主要的穆斯林群体，切实地以北苏

门答腊为基地，控制东南亚与印度之间的大部分地区。。苏门答腊也吸引了苏菲

诗人。第二大穆斯林群体是马来半岛的苏丹联合王国。第三个出现在爪哇岛，在

16 世纪早期几个穆斯林群体打败了当地的满者伯夷（Majapahit）王国。1990 年

之后，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人数显著增加，主要是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主要

是通过媒体的大量传播。 

 
亚洲与中东的热点地区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个地区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引起广泛关注。全世界的对

于和平协议的努力一直没有持久效果。关于领土的所有一直有很大的分歧。尤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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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自身。圆顶清真寺 47将一直在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阿富汗：  有几十年的侵略与战争。塔利班，极端的伊斯兰教运动，试图通过

暴力与镇压控制国家。许多人死去或逃离这个国度。塔利班还向国外输出大量革

命分子。阿富汗在外交上是被排斥的。 
 
�克什米尔：是印度、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冲突中心。领土争端是印度与巴基斯坦

之间战争不断与核竞赛的原因。 
 
�印度尼西亚：自从 1990 伊斯兰教的力量逐渐扩大。穆斯林试降低弱基督徒的

影响。迫害基督徒，包括公开的暴力有增加。 

 

�什叶/（Shia）/逊尼（Sunni）的不信任：十九世纪 80 年代伊朗与伊拉克

之间的 7 年战争，以及在萨达姆侯赛因之后，在伊拉克这两派之间的公开冲突，

都造成了大量的不幸。数百万人丧生，在可怕的战争中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悲剧。 

 

 

⁴⁷圆顶的清真寺中心的岩石被穆斯林认为是穆罕默德在天使加百利陪同下升向安拉的场所。

是第九个哈里发希沙姆伊本阿布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在公元 687年到公元 691年间

建成。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旅行者称之为乌玛清真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圆顶清真寺被给

与奥古斯丁，把它改为教堂。耶路撒冷于 1187 年被萨拉丁(Salah al-Din)收复，它重新成

为穆斯林的圣所。圆顶清真寺上的十字架被金色的新月取代。在犹太教里，石头是亚伯拉罕

成就上帝考验的场所，看他是否愿意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祭（创世纪 11:1-19）。在基督教

中，除了耶稣在圣殿里的行为，还认为在拜占庭帝国时代，圆顶的地方后来被重建，康士但

丁的母亲建了一小个教堂，称之为圣塞勒斯（St,Cyrus）和圣约翰(St.John)，之后扩建

被称之为“神圣智慧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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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2 千 7 百万没有自己的祖国可以依托，组成了巨大对抗的群体，主

要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制造麻烦。 
 

�在印度：穆斯林数量超过了 1亿 4千万，成为穆斯林第二多的国家。但是它们

受到数量 多的印度教所施与的压力。（穆斯林12.5% 印度教80% 基督徒2.5%） 

 

�中国：正经历伊斯兰教影响不断上升，同时也面临其他的宗教影响。许多迁往

中国的穆斯林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明朝时期（公元 1368 年-1644 年）

通常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穆斯林充分被融入汉族社会。穆斯林

宣称在 2000 年中国大约有 33000 座清真寺。 
 
在亚洲，伊斯兰教法取代了现存的国家法律的一些国家，诸如阿富汗、伊朗、巴

基斯坦、文莱、马尔代夫等，穆斯林变得少有忍耐和好斗。别的诸如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尽管有很多非穆斯林人口，穆斯林都面临伊斯兰教法的宣讲。在

2000 年，27 个亚洲国家中穆斯林占多数。在很多国家，对基督徒与其他少数民

族的迫害升级。 

 
当穆斯林在西方国家获得宗教权力，但是在亚洲与中东穆斯林极端分子对少数宗

教团体的迫害没有减少。基督徒，尤其是菲律宾的外来务工面临骚扰与恐吓。在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的穆斯林国家，任何想让穆斯林转变为别的宗教都将受到刑事

迫害。非穆斯林的任何公开宗教崇拜都是刑事犯罪。在公元 622 年伊斯兰教兴起

之前，沙特阿拉伯有大量的基督徒人口。不允许基督徒与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教的

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落脚。每年超过 2百万人到这些城市朝圣。沙特阿拉伯拥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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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 糟糕的宗教自由纪律，虽然他的社会已经处在紧张的夹缝中，年老的统治

者发现管理越来越困难，一边是要求解放，一边是要求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大量

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从这个国家被派出。花巨资通过在全世界修建清真寺，派遣穆

斯林传教士、文学作品、电台、电视节目、因特网等宣讲伊斯兰教。此国还拥有

世界上 大的《古兰经》印刷公司。48 

 

2） 非洲  

在 初攻克北非之后，公元 8世纪，伊斯兰教沿着东非海岸传播，作为东海岸人

民与来自波斯湾与阿曼的商人之间的对话之窗。在它存在的早期世纪中，在非洲

的伊斯兰教有着动荡不安的历史，朝代冲突更替不断。通过保障商旅线路进入撒

哈拉以南非洲产黄金区域获取权力。伊斯兰统治者不仅仅扩张北方同时也扩张南

方。但是，撒哈拉以南的伊斯兰教被兄弟会统领同时混合了一些早期的迷信色彩。

在 11 世纪的下半叶，伊斯兰教统治了地中海地区。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大部

分的马格里布 49在奥特曼统治之下。到 1880 年代，伊斯兰教已经在大陆的许多

邻国扎根。 

 
在 1956 年到 1994 年间，非洲所有的国家都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非洲 17%以

上的人口都是来自阿拉伯。穆斯林与基督徒相邻居住的地区从塞内加尔穿过萨赫

勒到埃塞尔比亚一直顺非洲印度洋海岸线延伸。潜在的对抗不断升级是因为激进

的穆斯林运动增加的仇视，同时非洲的基督徒宣教士不断从穆斯林社区内部争取

皈依的人。在苏丹和尼日利亚这都导致了战争或大量的暴力行为。其他一些国家

诸如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和乍得也将处于危险之中。在埃及、苏丹、北尼日

利亚和科摩罗，穆斯林对基督徒的迫害不断加剧。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运动深深

影响了从北部阿尔及利亚到南部的南非。在阿尔及利亚痛苦的游记战，在北尼日

利亚对抗基督徒的对肯尼亚的恐怖袭击和圣战都是明显的例子。 

 

非洲的穆斯林不断地从加纳的西边并跨越萨赫勒一些传统宗教国家获取转化的

人。 近，穆斯林传教使团已经蔓延到了几乎非洲的每一个国家。石油资助的教 
 
 
 
 
 
⁴⁸参见 www.qurancomplex.org 

⁴⁹马格里布（Maghreb）也称之为 Maghrib，意思是“日落之地”或在阿拉伯语里是“西方”

的意思。从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北边到尼罗河的西边，与阿特拉斯山相呼应。从地理意义上说，

此地区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有时包括在内），

此地通常置于西非地域。 

	 

	 

	 

 
Page 36 



育、援助项目、巨大的传教都使得伊斯兰教在非洲的政治生活中获得成功。伊斯

兰教包容了一些传统的非洲价值观。允许诸如一夫多妻制（古兰经也许可），因

此皈依伊斯兰教比皈依基督教更为容易，减少不愉快。 

 

在南非，穆斯林是 17 世纪来到此地，首先是被荷兰殖民者作为奴隶或政治放逐。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政治气候的结果，由于统治政府被标榜为“白基督徒压迫

者”，很多黑人寻求选择性的宗教。南非种族主义的事实在很多黑人心里建立了

对基督信仰的负面形象。这导致了很多人追求伊斯兰教作为非洲宗教，非洲人开

始把耶稣看成是种族主义的源头，而不是为了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墙而死的那位。

穆斯林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把穆斯林提升为“建立在平等正义之上的宗教”，

不仅仅是在南非，而且是在全世界。今天许多的黑人穆斯林几乎所有都是基督徒

背景，尤其是在索韦托和一些别的区域。⁵⁰1957 年艾哈迈德胡森迪戴特（Deedat）

在德班建立了 IPCI（国际伊斯兰传教中心），开始在全世界出版文学作品、影像

作品，目的为了讥讽《圣经》和《圣经》教义，从而阻碍基督徒宣教团。 

	  

3） 欧洲	  

伊斯兰教在西方的人口增长主要由于来自以前欧洲殖民地的移民及其高出生率。

然而，主要流入欧洲的穆斯林来自北非国家，诸如阿尔及利亚，巴尔干（Balkan）

国家，尤其是从土耳其。然而大部分的穆斯林都是名义上的，虽然也有很多自从

进入欧洲“异教徒的世界”很虔诚，甚至激进。伊斯兰教也通过穆斯林男士与西

方女士的婚姻获得迅速增长。大多数情况下，非穆斯林妻子和孩子皈依或被迫成

为穆斯林。西方一些人被说服接受穆斯林作为新的宗教。到 2000 年，许多国家

都有几百万的穆斯林， 比如法国（五百万人）英国与德国（各有 3百 5十万人）。

在法国和英国，伊斯兰教成为第二大宗教。相对而言，几乎很少居住在欧洲的穆

斯林想按以前计划那样回到自己祖国。 

 

 

 

关于居住在欧洲的穆斯林结构，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可肯定的是大部分都是逊

尼派。只有很少部分是什叶派。非正统的阿赫迈底亚（Ahmadiyya）51 运动在西

方世界与其面积相比效果是十分显著。这一结果源于西方世界的宗教自由，同时 

 

 

 

 

 

 

⁵⁰默瑞尔（Maurer）1999:126 

⁵¹参见章节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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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团体积极的传教。苏菲主义似乎有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和广泛传播。经验显

明西方人越来越多对这个伊斯兰教的禁欲的神秘宗教分支感兴趣，并成为追随者。

然而，西方的苏菲主义变得越来越不正宗，混合了一些新时代的运动。 

 

 

移民的第一代在他们本国属于中下层阶级。他们来到西方从事简单的技术含量低

的工作。他们所受的教育也远远低于西方人。甚至他们在新国家的语言习得也造

成了大量的困难。然而，对孩子就不同了，他们在新国家文化中成长，习得语言

很容易。当今存在的是有自信的、受更多教育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52 

 

 

在别处，在西方的穆斯林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群体，而是不同的来源、文化与语

言。关于他们的信仰可以惊人发现大量的的观点和行为。许多人只有在他们的宗

教节日或危机中进行礼拜。一些人感觉在有着基督教背景但世俗的生活又被认为

要成为基督徒的西方做穆斯林很不容易。社会底层的穆斯林并不一定比别人虔诚。

然而明显的是，年轻的穆斯林对父辈带给他们的传统伊斯兰教持怀疑态度，更多

的人寻求一种更为现代开明的伊斯兰教。 

 

 

与其他宗教一样，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范围从原教旨主义者到名义上，部分与国家

渊源有联系。阿尔巴尼亚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几乎没有机会走进伊斯兰教，成为

名义上的穆斯林。然而来自严格宗教环境的穆斯林，诸如巴基斯坦通常拥有较深

入的宗教信仰。穆斯林来自严格伊斯兰宗教地区（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

的宗教仪式和国家交织密不可分，与先前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穆斯林的政治理解不

同。土耳其又是不同，因为它政教是分开的。 

 
 
7 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也伊斯兰化了。自从前苏联的转型，诸如哈萨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成为独立的国家，伊斯兰

教在此兴盛。据估计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到 2050 年俄罗斯人口的 20%将 

 

 

 

 

 

 

——————————————————————————————————

⁵²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例如在法国，大量北非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后裔失业。在就业时

往往面临出生的歧视。这导致了在他们居住的大城市的郊区的社会局势紧张和犯罪行为。由

于被许多地方拒绝，有时候也来自基督徒的拒之门外----许多年轻的穆斯林逐渐研究伊斯兰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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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穆斯林。俄罗斯人由于饮酒出生率低同时死亡率高，而穆斯林有高的出生率同

时禁酒。数百万来自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在俄罗斯安然定居。自从 1989 年，

俄罗斯的穆斯林已经增加到 1千万（2000 年）。在俄罗斯人中对伊斯兰教的兴趣

有所增长，皈依此信仰的人数不断上升。 

 

4） 大洋洲  

1950 年之前，在世界的这块地方几乎没有穆斯林。在澳大利亚，自从 1947 年穆

斯林已经增加 100 倍，现在占人口的 1%——有来自 70 个以上不同国家的大概

260,000 人。主要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地区。有少量穆斯林是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从荷兰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招募来澳大利亚从事珍珠产业的。黎巴

嫩的移民，许多都是穆斯林，在 1975 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迁入。 

 
 

5） 北美洲  

在 1989 年到 1998 年间，美国的穆斯林人口增加 25%。到 2005 年，伊斯兰教是

美国第二大宗教，大概有 470 万的追随者。⁵³迁往美国的穆斯林正在改变文化与

宗教的见解，充分享受赋予他们的权力与自由。伊斯兰教在监狱和校园获得大量

皈依者。大部分皈依伊斯兰教者是美国的黑人。央格鲁女性组织了另一个人口统

计部门也拥有一个在美国的惊人的皈依率。穆斯林代表了许多的运动和身份：移

民和土著、逊尼和什叶、保守和开放、正统与异端。然而许多在非洲奴隶中的穆

斯林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来到美国南部种植园工作，却很少保留穆斯林的身份。 

 

 

1875 年到 1912 年间 早的穆斯林来自现在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和以色列的乡村地区。这个地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在奥特曼帝国统治下的

大叙利亚。这些人中很多是来寻找工作的单身人士，打算呆足够久赚够钱可以回

去养家糊口。一些人逃离土耳其军队的征兵。逐渐地，他们开始在美国东部、中

西部，和沿着太平洋海岸定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特曼帝国的瓦解导致

了从中东穆斯林的第二次移民浪潮。这也就是管理阿拉伯领土的托管制度之下的

西方在中东的殖民统治时期。战争给黎巴嫩带来了如此沉重的灾难以至于很多人 

 

 

 

 

 

 

 

⁵³参见那年的大英百科全书 （1.5%的全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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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为了生存而逃离。为了政治与经济原因，大量的穆斯林决定搬迁至西部。很

多投奔早期就到美国定居的亲戚。 

 

 

 

第三次显著的移民是 1947 年到 1960 年，再次看到大量的穆斯林从远至中东诸如

东欧（主要是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和前苏联；一些在 1947 年印巴分治后从

印度与巴基斯坦移民来。许多早期的穆斯林迁入美国的乡村与城市地区。第三次

移民浪潮的都几乎是城市背景，毫无例外地都安家在大城市诸如纽约和芝加哥。 

 

 

 

第四次也就是 近的一次移民浪潮是 1965 年后，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通

过移民法案从而废除了长期的国籍配额体系。在新的制度下，倾向于那些在美国

有亲属和有特助职业技能的人。新的法案在美国历史上是个显著的议案。首次使

得在20世纪早期可以不论国籍进入美国。1965年后，从西欧来的移民大量下降，

然而从中东和亚洲的移民显著增加。从这些地区到美国的移民一半以上都是穆斯

林。在 1967 年阿拉伯联盟与以色列战役的失败，黎巴嫩内战及其后续影响，使

得移民和难民迁移到西边寻求逃离与庇护。 

 

 

 

伊朗革命和 1979 年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上台执政，接下来是长达十年之久

的伊朗与伊拉克的元气大伤的战争，导致伊朗人西迁。许多人定居在美国，大部

分人安置在加利福尼亚。据估计今日在美国大概有一百万的伊朗人。因着伊拉克

队科威特的占领和波斯湾战争，大批的库尔德人来到了美国。还有由于政治冲突

和内战原因新来的穆斯林源自索马里、苏丹和其他非洲国家，阿富汗和前南斯拉

夫民族净化中的穆斯林难民。 

 

 

 

数十年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各种冲突使得次大陆的许多人到西方寻求一个稳定

的环境。英国与美国成为 受欢迎的目的地。在整个 20 世纪，迁往美国的巴基

斯坦人，印度人和孟加拉人只占很小部分，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上

升显著，今天大约有一百万以上的人数。巴基斯坦与印度的穆斯林，大部分是职

业技术型的诸如医生、工程师，在美国穆斯林政治群体的发展和奠定穆清真寺社

区的领导力中扮演重要角色。今天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来

到美国。这些移民中很多也受过高等教育，通常在美国的穆斯林中处于领袖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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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拥有很少但是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2001 年，在加拿大有 580,000 穆

斯林，大概是加拿大人口的 1.8%。穆斯林在加拿大是 大的非基督徒宗教。

早在加拿大有穆斯林记录的是 1871 年人口普查，有 13 个穆斯林。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但在 1981 年的人口普查，穆斯林人口仍低于

100,000。自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袭击事件后，很多穆斯林把加拿大作为美国

之后的一个选择，因为在美国的反穆斯林的情绪比较高。自从袭击后到加拿大的

国际学生人数增加。 

 
 

6） 拉丁美洲  

在 1900 年，几乎所有说西班牙语的都被认为是天主教徒。在 2000 年，据估计巴

西的穆斯林人口包括当地的皈依者大概是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占比率 大的是

在内战期间离开自己国家的黎巴嫩移民。 

 
 
 
穆斯林人在巴西的历史始于非洲奴隶劳工的输入。巴西占据所有奴隶贸易的 37%；

超过三百万人进入这个国家。起自 1550 年，本地的南美图皮印第安人被大批屠

杀，葡萄牙人开始贩卖非洲奴隶到蔗糖种植园做工。巴西当局对男性看管严密，

在之后的几年里，花费了很大代价迫使他们皈依为天主教，为要消除大众记忆和

伊斯兰教的影响。随着对非裔巴西人穆斯林社区的同化，之后的穆斯林移民主要

来自中东与东南亚。大概 1千 1百万的叙利亚与黎巴嫩移民居住在巴西各地；只

有 10%是穆斯林，其他大部分都宣称是天主教徒。 大的穆斯林集中地是圣保罗

地区，被认为是 500,000 穆斯林的家。 

 

 

 

 

阿根廷也是拉丁美洲穆斯林人的一个家。在过去一个世纪，阿根廷是许多阿拉伯

人的移民中心，其中一些是穆斯林。其他穆斯林包括印度次大陆的移民和阿根廷

近来的皈依者。当今，估计阿根廷的穆斯林人口超过 50 万。1989 年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修建 大的清真寺，在本国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的清真寺。国王法赫德伊斯

兰文化中心，是南美洲 大的伊斯兰项目，于 1996 年在两个清真寺的监管协助

下完工，占地20,000平方米。阿根廷政府授权的全部土地面积为34,000平方米，

是 1992 年总统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在访问沙特阿拉伯之后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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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古兰经》 

                   

1.2.1 起源 

伊斯兰教以《古兰经》54 为基础，穆斯林认为其是安拉⁵⁵的启示。信息是从天使

加百利传达给穆罕默德的。在穆斯林的理解中，《古兰经》是安拉逐字启示来的。 

 

 

⁵⁴《古兰经》意思是“阅读”或“背诵，对话”（参见 Gibb&kramers 1953：273）。此词本身

不是来自阿拉伯而是叙利亚，是一个基督徒的术语，意思是“圣课”（礼拜仪式时读的内容）。

大多数穆斯林权威认为《古兰经》仅仅是从 kara’a 引申的动名词意思是“他读”或者“他

背诵”。 

⁵⁵此话题参见 Gilchrist(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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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为什么穆罕默德起初不确定启示的来源？ 

� 为什么安拉没有明确穆罕默德之后的继任者是谁？ 

� 为什么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有必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为要参战

屠杀那些“不信的人”？ 

� 为什么穆斯林在穆罕默德的指示下屠杀那么多麦地那的犹太人？ 

� 既然穆斯林宣称穆罕默德是 后的先知，为什么穆罕默德不能在穆

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及全世界人之间建立永久的和平？ 

� 为什么穆罕默德不平等对待其他信仰的人，反而使其成为二等公

民？ 

� 为什么那么多的穆斯林离开他们伊斯兰教的祖国移民到西方国家？ 

� 为什么你是穆斯林？你是出生在伊斯兰教家庭还是皈依者？ 

� 成为穆斯林的意义是什么？ 

� 你如何看待追随其他伊斯兰教群体的人？ 

 



是不受任何人影响的。⁵⁶许多的神学术语与事件在《古兰经》提及，在阿拉伯半

岛伊斯兰教前期已经以口传形式出现。例如： 

  

� 源自阿拉伯异教徒的口传：安拉，卡巴，哈吉（朝圣）  

� 源自《塔木德经》58和旧约：qibla（祷告的方向，穆斯林 初的朝圣方向

是面向耶路沙冷，苏拉 2:142-144），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撒旦拒绝拜亚当，

该隐与亚伯，约瑟，示巴女王之访、七个天堂与六个地狱。摩西、大卫、和

所罗 59的故事。——全部被严重扭曲。  

� 源自福音书：童女玛利亚生耶稣，施洗约翰，耶稣基督的神迹，耶稣升入天

堂。 

� 源自新约的伪经：耶稣童年的奇迹，七个睡眠者的洞穴  

� 源自东方：天堂是个愉悦的地方，正义的天平，天堂与地狱的桥梁  

  
由于穆罕默德与几个宗教团体有联系，他吸收了这些故事与主题。在《古兰经》

的某些地方，故事以改动过的形式出现。这暗示今日的《古兰经》不是纯粹的“安

拉的启示”，因着许多的素材源自伊斯兰教之前时期，而不是“安拉直接的话语”

组成。 

  

  

⁵⁶启示的理解称为:”tanzil”，阿拉伯的意思是“降下”或“安拉的口述默示”。 

⁵7 口传将于 1.3 章阐述。 

⁵⁸《塔木德经》是记录拉比的关于犹太律法，道德、风俗习惯、和历史的讨论。 

⁵⁹60%以上的《古兰经》是圣经素材但是严重扭曲。有些许相似而非直接引文。苏拉 48:29

类似马可福音 4:26-28（种子的比喻），苏拉 5:44-45 类似出埃及记 21:23-25（以牙还牙律

法），苏拉 21:105 类似诗篇 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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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起源与传播 

依据伊斯兰教的传统，穆罕默德在 40 岁首次接受异象（公元 610 年）。到（公元

632 年）他去世的时候，他领受了更多的异象。在 22 年多时间里，《古兰经》逐

渐被天使加百利启示，通常分为两大部分。 

1. 麦加期间（公元 610-622 年）。在此期间，穆罕默德的传讲主要是反对偶像崇

拜和安拉的审判。例如对公正人在天堂的奖赏，对不信神者在地狱的惩罚。

穆罕默德试图劝说犹太人与基督徒证实他的异象。 

2. 麦地那期间（公元 622-632 年），此期间奠定与确定了穆罕默德的主权地位和

伊斯兰教法的构成。穆斯林此时有充足的政治权力，但是犹太人并不如意料

的那样向之屈服。结果，冲突产生。 

 

穆斯林学者认定86苏拉或章节是在麦加启示的，28苏拉或章节在麦地那启示的。

首先，穆罕默德的话被其同伴诵记。逐渐的，一些部分用不同材料记载下来。比

如：在动物皮上，石头上，棕榈树叶上。直到穆罕默德去世 23 年后，在第三任

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期间，现存的古兰经经文才成形。所有存在的背离的内

容随即被毁坏。⁶⁰大部分穆斯林都认为现存的阿拉伯文《古兰经》是据说那保存

在乐园里的“原始材料”的复制品。 

 

1.2.3 内容与重要的话题 

对于穆斯林而言《古兰经》是“受崇拜的经文”，是安拉给予人类 62的终极的讯

息，是来自天堂毫无冲突和十分精确的原始完美文稿。穆斯林确信她证实与取代

了先前所有的启示与圣书。⁶³《古兰经》决定性影响了世界历史，塑造了伊斯兰

文化。是伊斯兰信仰、思维与律法的基础。它影响了穆斯林的思想，是伊斯兰社

会结构的基础。对于穆斯林而言，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源自安拉直接的话语。

正统的穆斯林认为《古兰经》不能被准确地翻译成其他语言，但必须用阿拉伯语

朗读背诵。⁶⁴数千穆斯林人背诵《古兰经》；它们每个人被称为哈菲兹。诵读《古

兰经》号称可以带来好运和祝福。因此，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比理解更为

重要。 

 

 

 

⁶⁰参见 Masahif by ibn Abi Dawood,Hadith:Sahih al-Bukhari 6 卷 479 页。关于《古兰经》

的编撰可以参见 Jeffery(1975),Gilchrist(1989)和 BukhariVol. IV，Ch LXI(3) Vs.509， 

477-478 页; Mishkat 3 卷 708 页。 

⁶¹这些盘子也称“金盘子”。 

⁶²《古兰经》是给穆斯林的，耶稣是为基督徒的，名义上都是上帝 后的完美的启示（参见

希伯来书 1:2）。 

⁶³参见章节 1.5.1《古兰经》提及的书目。 

⁶⁴与正统的教义相悖，今日开放的穆斯林把《古兰经》翻译成很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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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谛海， 开端章节，（苏拉第一章） 阿拉伯语与英语 

 
 
很多的《古兰经》章节经文据说是在麦加穆罕默德时代以诗歌体裁而写成的，通

常是人与安拉的直接对话。它分为 114 苏拉（章）。不是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

而是以长度----除了第一章——法蒂海——被认为是 重要的，是祷告者每天必

须诵读 17 次的部分。就长度而言，《古兰经》比《新约圣经》短。非穆斯林觉得

阅读与理解《古兰经》非常困难。然而，通过阅读熟悉风格与内容是有利的。重

要的部分： 

安拉的主权、尊严和统一性，  苏拉 2：225。 

“安拉的至美之名”，  苏拉 59:22-24。 

创造，  苏拉 3:189-191； 13:2-4； 31：10-11； 32:4-9。 

天堂与地狱， 苏拉 2:14-25；38:49-60；44:47-57。 

先知，苏拉 2:124-134。 

除了这些部分之外，可以诵读整个章节，比如：苏拉 2（巴格勒，黄牛章）⁶⁵。
《古兰经》没有详细探讨法律问题，通过简短的抽象的参考提出话题。除了少数

不多的阿拉伯人，也提及一些重要的圣经人物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

罗门、撒加利亚、约拿、耶稣和马利亚。⁶⁶ 
 

 

 

⁶⁵每一苏拉（古兰经的章）是以一个词或在一部分中提及的名字命名。 

⁶⁶有趣的是马利亚是全部《古兰经》中唯一提到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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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废除的问题 

伊斯兰教的教学法⁶7音译费格赫是废除⁶⁸的教义。例如，《古兰经》前面的经文被

后面的经文所废除：⁶⁹ 
我们的启示没有被废除的 或被人忘记， 但我们可以更好的或同样的启示代替

它： 难道你不知道真主对於万事是全能的吗？（苏拉 2:106） 

 

 这个原则也经常被用来解释《古兰经》对以前先知启示的有效性。比如《圣经》。

极少穆斯林意识到《古兰经》教义的相互抵触性。被废除的经文数量也未指明。

一位伊斯兰教学者贾拉勒丁（jalalu’d-Din）给出的数目是 500 。70今天，不

同的学者会确定 多是 240 和 少 6章废除的节。一个重大的改变（废除）就是，

比如，祷告方向的改变从耶路撒冷到了麦加（参见苏拉 2:142-144），还有以牙

还牙的律法、继承法律、通奸者的惩罚等等。问题与事实在许多方面包括废除的

章节（Mansukh）与取代的章节 Nasikh)在《古兰经》中相掺和，就确切而言，

很难确定哪个是哪个。引起注意的还有在“圣月”期间禁止圣战（苏拉 9:5）被

其他不到 124 节经文废除。 

 

此外，废除的教义与《古兰经》宣称的安拉的启示话语不能改变互相抵触（参见

苏拉 6:34；10:64）。从而引发问题为什么安拉相信有必要在很短时间内用“更

好的东西”来取缔他自己神圣的启示。——上述的状况还没改变。 

 

1.2.5 撒旦诗篇 

一些原始记载（圣训）记录了穆罕默德希望改变麦加的人（毕竟是他们是他的同

族和邻里）都成为穆斯林。为了使他的信息更为令人愉悦，他诵读 Al_Najm(苏

拉 53)，不是通过天使加百利的启示。撒旦诱惑他说出 19-20 节之后的部分（“你

是否见过阿勒特、乌撒和其他的，第三个（女神），马纳特？”）：“这些是被

告举的 Gharaniq，他的代祷是所希望的。” 

 

阿勒特，乌撒和马纳特都是卖家人崇拜的的三个女神。Gharaniq 指(在文学作品

或某作家作品中)只出现过一次的词(或短语)。评论家认为是努米比亚的高飞的

鹤。言下之意的次文是穆罕默德与他的不妥协的一神教作出让步，说这三个女神 

 

 

 

 

⁶7费格赫是伊斯兰教判断或武断的神学（参见 Hughes1982:128）。 

⁶⁸废除在这个术语指无效、拒接、取消。 

⁶⁹参见苏拉 16:101；17:86；22:52。阿拉伯术语 Mansukh(废除的；取代的章节)Nasikh（废

除的；取代别节的部分） 

7⁰参见 Hughes(1982:520)列出了 20 处被取代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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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真的，他们的仲裁是有效的。 

依据泰伯（at-Tabari）71,早期的伊斯兰教的历史学家，麦加人很高兴听到这一

切，停止迫害穆罕默德和他的族人，甚至加入穆斯林参加仪式典礼。已经逃往阿

比西尼亚 72（埃塞俄比亚的旧称）的穆斯林的难民听到这一切，都开始返回家乡。

天使加百利得到报道就谴责穆罕默德掺假神圣的经文，指出安拉启示的部分苏拉

22:52 安慰先知，提醒他他与以前其他的先知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受到撒旦的

诱惑。然而，安拉通过废除魔鬼加入的来确保他启示的纯正性，他的确在苏拉

53:21-26 指出女神被藐视。穆罕默德收回他的话，麦加人的迫害重新开始。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 1988 年出版了一部小说，《撒旦诗篇》 

他部分受穆罕默德生平的影响试图篡改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aq）所描述的《古

兰经》关于穆罕默德传纪（现存的 古老的的人物传纪经文）。小说引起了很多

争议，许多的穆斯林领袖坚持此书包含了亵渎的信息（事实上确是如此）。鲁霍

拉·穆萨维·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伊朗 具权威的逊尼

派领袖，颁布了司法判决，呼吁处死萨尔曼·拉什迪（Rushdie），并宣称那是每

个穆斯林的责任服从并处死他，并用不读此书。在 1989 年 2 月 14 日，鲁霍拉

（zyatollah）通过伊朗电台宣布了以下信息;”我告之全世界骄傲的穆斯林人民，

判处《撒旦诗篇》的作者抵挡伊斯兰教、先知和《古兰经》、和所有牵涉到它出

版并知道其内容的人死刑。”印度是首先禁止此书的国家。 

Rushdie 的书是改编过的穆罕默德（称之为“使者”或马胡德）在麦加（小说称

Jahilia）的生活的再叙。中心部分是撒旦诗句的一幕，使者首先宣布一个启示，

为了安抚和争取人心，赞成麦加前伊斯兰教多神教的教义，但是之后，他宣称这

个启示是错误的受到撒旦的引诱。叙述中也呈现了两位虚构的对手：一个是魔鬼

般的异教徒女祭司——雌鹿，一位是不敬的讽刺怀疑论的诗人巴力（Baal）。当

使者胜利回到城里时，巴力（Baal）组织了一个地下的妓院，那些妓女们充当了

使者的妻子们。同时，使者的同伴宣称怀疑使者的真实性，当使者向他叙述时候，

巧妙改变了《古兰经》的部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1
泰伯（at-Tabari）；生于 839 年，塔巴瑞斯坦（伊朗）死于 923 年，伊拉克的巴格达。

全名穆罕默德伊本而杰里尔泰伯（Abu Ja’far Muhammad Ibn Jarir At’ Tabari），.

穆斯林学者。早期伊斯兰教历史和《古兰经》注释的巨大概要的作者。在 9 世纪对于加强逊

尼派起了积极的贡献。 

72
穆斯林迁往阿比尼西亚（阿拉伯：哈巴沙 Hbasha）或今日的埃塞尔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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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传统 73 

1.3.1 必要性 

穆罕默德在世时候，很多问题基于他的异象和判断得到解决。据说这一切都发生

在完美的时间，如在问题出现不久。随着他的去世这些先知的能力消失了，由于

穆罕默德被认为是安拉派遣的 后一个先知。但是不断壮大的穆斯林社区继续面

临新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其他文化时。《古兰经》对此类问题常常没有确切的答

案。由于穆罕默德不能再通过新启示和 后的权威来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回

答？穆斯林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有伊斯兰教式的行为处事？相信穆斯林意识到他

们先知的生活方式，和他所证实的同时代人的行为是榜样。生活的方式是尽可能

地效法。由于这些故事来自穆罕默德的生活方式， 在《古兰经》中无法找到，

没有被收集与记录，学者发现有必要这么做。 

 

另外一个穆斯林团体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古兰经》。很多段落很难理解。一

些内容需要和不熟悉的环境匹配解释。由于《古兰经》只给予穆罕默德一个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3在阿拉伯语中：作为苏拉（传统） 

 

Pag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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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谁写的《古兰经》？ 

� 《古兰经》是何时如何被写下的？ 

� 为什么《古兰经》没有按照年代编写？（或许会更容易理解）。 

� 《古兰经》确切的信息含义是什么？（咨询参考——苏拉/经文） 

� 如果你作为穆斯林没有遵守《古兰经》的教义，会发生什么事？ 

� 《古兰经》中为什么有自相矛盾的经文？ 

� 为什么穆罕默德自己不在他的话语中明确那些废止的经节（废除；

被替代的经文）和停止的经文（废止的；替代其他的经文）？为什

么安拉把这个难题留给穆斯林？ 

� 《古兰经》是永恒的吗？如果是，为什么永恒的东西被替代？（参

见废除法律） 

� 难道安拉不能在不需要废除律法之下发布《古兰经》的 后版本吗？ 

� 你对《撒旦诗句》有何见解？ 

� 为什么马利亚，耶稣的母亲，是《古兰经》唯一提到的女性？为什

么穆罕默德的母亲没有被提及？ 



那么只有他被装备来解释和阐释它。第二个收集穆罕默德言行的重要原因就是保

留这些解释与阐释给后裔。 

 

1.3.2《圣训》的收集 

为了保存穆罕默德生活方式的知识，穆斯林开始在他死后收集与记录他的演说和

没有包含在《古兰经》中的事件。这些大部分是口头传述的逸闻趣事和英语中众

所周知的“传说”，可以分为两类;“圣训”74（传说，故事）和“逊奈”75（风

俗、习惯）今日，这些以经文的收集而被传承。 

 

逊奈包含三类： 

1. 穆罕默德的行为或者遗漏。 

2. 穆斯林群体以穆罕默德名义所做的行为，从而认为是他赞同的。 

3. 以穆罕默德名义由第三方所做的行为，是他赞同或不反对的。 

 

圣训与逊奈包含穆罕默德及其当代的人所传播的言行，被认为是有权威的。然而，

很多传统被伪造为要提升某个教义或甚至为个人利益。穆斯林学者从这些真实中

尝试甄别出假传说。穆斯林很快发现许多所谓的传说没有回溯到穆罕默德或他的

同伴，因此是不被接受的。大约在穆罕默德之后 200 年。穆斯林学者开始收集和

校对为要甄别传说的真假。 

 

作为真传说被接受的标准是： 

1. 传说必须是无可挑剔的，完整的叙述链。 

2. 叙述链上的每个叙述者必须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 

3. 文本的内容必须在几个地方得以证实，并与其他的真实传说没有矛盾。 

 

—————————————————————————————————— 

74圣训(Hadith)指的是穆罕默德的言行。是阿拉伯语 ahadith 的复数形式。在英文学术使用

中，既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逊奈（Sunna）和圣训（Hadith）在文学作品中是不同的，

但是在日常用语中联系很紧密，做同义词使用。Hadith 的单数形式，在此也用做传说的收

集。（参见 Hughes1982:639-645.Gibb&Kramer1953:116-120）。 

75逊奈 Sunnah 意味着“方法”或“风俗”。或“先知的方法”。词 sunnah 在逊尼伊斯兰教中

指在穆罕默德事工的 23 年里的行为，所言，和穆罕默德所称许的。在他作为先知和安拉使

者期间的所为都被认为是逊奈（sunna），是穆斯林领受的穆罕默德随从的一致意见。（参见

Hughes 1982:62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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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逊尼派传统 重要的两名收集者是布哈里（al-Bukhari）(死于公元 870 年)

和穆斯林（死于公元 875 年）。布哈里收集了大约六十万个关于穆罕默德言行的

圣传记录，在这之中，经过验证，他认为只有大约 7200 个是真实的。由于很多

是值得质疑的，今天批评家甚至对这些也持怀疑态度。为了弥补这一切，穆斯林

的研究者们已经试图证实这一切。伊斯兰神学已经把它们分为诸如“健康”，“美

丽”，或者甚至“虚弱的”范畴。这些传说的重要性超越时代的历程，对于很多

穆斯林而言，与《古兰经》本身一样具有重要性和有指导性。 

 

1.3.3 圣训的重要话题 

传说（圣训）探讨了日常生活的不同问题： 

宗教问题：祷告、朝圣、禁食、圣战、安拉的命定。 

家庭生活：继承、婚姻、和离婚。 

经济话题：合同、商业、银行。 

个人卫生：清洁、刮胡子、香水的使用、刷牙。 

 

在不同的伊斯兰群体之间，对于圣训的不同诠释及其具体的实际运用存在分歧。

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冲突与紧张局势。 

 

《圣训》76 的一些例子 

 

1）圣训与《古兰经》的编撰过程的惊人部分密切相关： 

安娜马利克叙述：奥斯曼把所复制的送到每一个穆斯林省份。命令其他所有的的

古兰经材料，不论是支离破碎的手抄本或复制本全部烧毁。（6:479 ；61.3.510）。 

伊斯兰教的领导人发话，但是圣训表明一个破坏的例子的极端行为！谁能保证那

个时代的人的行为是绝对正确的？伊斯兰教的弱点对于大多数西方学者而言似

乎是明显的。 

 

2）另一个圣训记载关于罪与宽恕： 

爱莎（Aisha）叙述：我听到先知在他死前躺在床上的话，“哦安拉！原谅我，赐

我怜悯，让我见 高者”（5:511；59,81.715）。 

《古兰经》有大量参考文献关于穆罕默德对于罪 77的忏悔。似乎他的拯救依靠对

于罪的忏悔，请求宽恕、依靠好行为，安拉的恩赐——是大多数穆斯林追随了几 

 

 
76 这些例子引用于 Parshall（1994）的书，使用了布哈里的收集。使用的引文如下：（6:479；

61.3.510）：6 是卷，479 是页码。书是 61，章是 3，传说的数目是 510。这种引用风格可以

使得读者找到任何圣训，不论布哈里的收集是否使用。 
77参见苏拉 47:19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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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的准则。然而穆斯林一致认为穆罕默德是无罪的。 

 

 

3）有很多圣训是关于禁食的,一处表明了错过一天禁食的严重性（虽然现在在穆

斯林当中已经很常见）。 

阿布 胡莱勒（Abu Huraira）摘自先知的叙述：“不要以任何真实借口或疫病为

理由在斋月不禁食一天的人，即使禁食一年也不能补偿那一天”（3：88；31.29.155）。 

 

 

4）关于朝圣（穆罕默德言行录），接下来的圣训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要亲吻麦加

的黑石头：很简单，那是穆罕默德的所为。 

阿比丝 宾 拉比（Abis bin Rabi‘a）叙述：乌玛走到黑石头旁并亲吻它，说道“毫

无疑问，我知道你是一块石头，不会让人受益也不伤害人。要不是看见安拉的使

者亲吻你，我也不亲吻你“（2:390；26.49.667）。 

 

5)还有许多圣训关于圣战与暴力的。以下两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穆罕默德的追随者

积极性很高地发动战争对抗非信徒：据说穆罕默德本人杀过人。如同一个人阅读

那些感情强烈的文字，对宗教忠诚的毁灭性潜质下不退缩。征战与流血被刻画为

赞许的行为！ 

伊本阿巴斯的叙述：安拉的愤怒加在先知为了安拉的事而杀死的人身上。安拉的

愤怒加在那些导致安拉的先知脸上流血的人身上（5:277；59.23.401）。 

希沙姆（Hisham）叙述：我的父亲告诉我爱莎所说的：‘啊 安拉！你知道对我而

言没有什么比起为了你的事业和那些不信者而战，把他们赶出麦加更为珍贵

（5:309;59.29.448）。 

 

 

6）在下一个圣训中，穆罕默德有一个关于审判日的预测，观测到在地狱里的大

部分是妇女。 

乌萨马（Usama）叙述：先知说：“我站在火门前，发现进去的大部分是妇女”（8：

363； 76.51.555）。 

 

7)《古兰经》对天堂的描述与圣训中一样用别具一格语言描述。在那没有不洁净

的身体功能和疾病。他的描述似乎只有男性才能享受这些特权。每个男人有两个

妻子。其他的非布哈里的圣训中提及一个男人有 72 个妻子。据说这些美女是安

拉特别为穆斯林男性的永久享受创造的。 

阿布 胡莱勒（Abu Huraira）叙述：安拉的使者说：“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将像

满月一样发光，那些追随他们的将像天空中 亮的星星一样发光。他们不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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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吐痰、或任何的鼻腔分泌物。他们的梳子是金子的，他们的汗水有麝香的气

息。他们的香炉是芦荟木制作。他们的妻子都是美女。所有人看以来很相像，近

似他们的父亚伯拉罕（在外形上），60 尺高“（4:343；55.1.544）。 

 

8）还有其他的圣训记载了穆罕默德所给的一些命令。一个特别奇怪的记载就是

穆罕默德命令他的追随者喝骆驼的奶与尿从而变得健康。这则圣训在布哈里的收

集录中重复了好几次。 

 

阿那斯叙述：麦地那的气候不适合一些人，于是先知吩咐他们跟随他的牧人。例

如：他的骆驼，喝骆驼的奶和尿。因此他们跟随牧人，喝骆驼的奶与尿直到身体

变得健康（7：399；71.6.590）。 

 

9)到他生命尽头之时，穆罕默德变得对犹太人和基督徒越来越苛刻。就在他临死

前，他咒诅他们： 

阿利莎叙述：在安拉使者的生命 后一刻来临之时，他开始用毯子遮住脸，当他

感到身体发热和呼吸困难时候，他把毯子拿下来说道：“愿真主咒诅那些在先知

坟墓上建造敬拜之地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先知在警告（穆斯林）他们所做的。

（1:255；8.55.427）。 

 

1.3.4 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差异 

不同的伊斯兰教群体对不同的传说的真实性持有不同的观点，从而排斥其他教派。

这里只简短讨论两个重要的教派： 

 

1）逊尼派穆斯林接受的圣训：逊尼派的圣训是在穆罕默德死后将近三个世纪

后形成的。之后的学者或许会对圣训的特定部分进行辩论，但是教规的权威作

为一个整体是不被质疑的。然而， 近挑战权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却在快速增加。

这个教规，称之为六大圣训集，包括： 

1．《布哈里圣训》 布哈里收集（公元 870 年）包括 7275 圣训 

2．《穆斯林圣训》，穆斯林 B.al-Hajjaj（公元 875 年）包括 9200 圣训 

3．《艾布达伍德圣训》  艾布达伍德收集（公元 888 年） 

4．《提尔密济圣训集》提尔密济收集（公元 892 年） 

5．《穆吉台巴圣训集》阿里南丝收集（公元 692 年） 

6．《伊本马哲圣训集》伊本马哲收集（公元 886 年）。 

 

《布哈里圣训》与《穆斯林圣训》通常被认为是这些收集中 可靠的。但是在一

些学者中有争论关于这部教规的第六个收集者应该是伊本马哲或木瓦塔伊玛目

马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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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叶派所接受的圣训：什叶派相信这些传说是藉着穆罕默德后裔通过法蒂

玛（Fatima），或者早期的对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布衷心的穆斯林所传播。什叶

派不相信传说是那些对阿里有敌意的早期穆斯林传扬的，诸如阿丽莎（Aisha），

穆罕默德遗孀，在骆驼之战中反对阿里。 

什叶派伊斯兰教有很多派别，每一个派别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和架构来领受或拒

绝圣训。四个杰出的什叶派收集就是总所周知的“四经书”。78 

1.4 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规） 

1.4.1 起源 

阿拉伯语的沙利亚法规（Shari’a）意思是“一个人应该走的路”或者“通往有

丰富水源之路”。那是安拉通过穆罕默德亲自显明的路。穆罕默德在没有为穆斯

林指明未来领导人的情况下就去世了，也没有给他的追随者如何解决法律问题指

出一切的规则。随着伊斯兰帝国的扩张及距离穆罕默德时代越来越远，涉及法律

的新问题出现了。《古兰经》里相关的司法议题不足以促成一个法典。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穆斯林们采纳了几个世代以来所有穆斯林生活方式的理念与安拉启示

的行为规范。因此，只有那些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本人时代的圣训才必须遵守。

这就是为什么对很多穆斯林而言《圣训》与安拉启示《古兰经》具有相等的功效。

如果穆罕默德的确是伊斯兰教的典范，那么所有穆斯林遵守他的言行才合乎律法。

逊奈（指穆罕默德创教过程中的种种行为），在那个时代被定义为除了《古兰经》

之外的第二大的/具有权威的伊斯兰教法的来源。 

 

 

78“四经书”（阿拉伯语 Al-Kutub Al-Arb‘ah）是个什叶术语，指的是四部 为有名的圣

训集：1）卡乃尼的基踏布阿里卡菲（Kitab Al-kafi of Kulayni）2）塞克撒杜克的漫拉亚

胡瑞胡 法奇（Man la Yahdhuruhu’I Faqih）3）穆罕默德土司的塔德布卢阿卡姆（Tahdhibu

‘I Ahkam by Abu Ja’far al-Tusi） 4）穆罕默德土司的阿里伊丝提巴萨（AI-Istibsar by 

Abu Ja‘far al-T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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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圣训》是如何被收集的？ 

� 为什么穆斯林有必要从《圣训》中获得关于其信仰方面的咨询？《古

兰经》还不够全面吗？ 

� 《古兰经》本身，《圣训》---或者两者----是安拉永恒的话语吗？ 

� 你如何知道哪部圣训是真实和可信的？ 

� 谁决定今天要沿用哪部圣训？ 

� 你追随哪个主要的传说（《布哈里》、《穆斯林》、《提尔密济》、…….）？ 

� 如果你不遵守这些基本的《圣训》，将会发生什么？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伊斯兰教法的历史由于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挑战而发生变

化。西方国家逐渐成为全球的强权，世界大部分领地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也包括

穆斯林领土。许多社会都经历了从农业向工业的过渡转型。出现了新的社会与政

治理念，社会形态也从等级制度向平等主义转变。尤其是奥特曼帝国，也包括其

他的穆斯林世界逐渐衰退。改革之声兴起。在伊斯兰国家，成文律法开始取代了

宗教律法的角色。西方国家有时激发、有时施压、有时迫使穆斯林国家改变他们

的律法。宗教与教育分离论者助推法律与那些在仪式、敬拜、与精神生活上唯一

指导权威的伊斯兰教法学者的观念分离，但是也在其他一些领域失去权威。穆斯

林对这些变化的不同反应而分离成不同的群体。 

宗教与教育分离论主义者们：他们认为国家律法应该建立在世俗的原则之上，

而非伊斯兰教理论。 

传统主义者们：他们认为国家法律应该建立在传统律法教派上。然而，传统的

法律观点被大多数的现代穆斯林认为是无法接受的。尤其是在妇女权力或奴隶制

等领域。 

改革者们：他们认为新的伊斯兰律法理论能够产生现代的伊斯兰教法，从而在

诸如妇女权力等领域获得可接受的观点。 

沙拉菲主义者们：他们认为传统教派是错误的，因此失败了；他们力求随从早

期穆斯林。 

 

1.4.2 四种权威 

当《古兰经》和《圣训》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现时，穆斯林应该如何决定呢？一

个办法就是伊智提哈德原理（使用人的理性），例如，是决议的形成或依据有律

法权威的来源（《古兰经》和《逊奈》所执行一系列规则。结果，齐亚斯（Qiyas）

和伊吉玛成为了寻求公正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方法。在穆罕默德去世的三个世纪，

伊斯兰教的法学家们 79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法律体系，整个法学体系的原理混合

了传统和司法实践。他们包含四要素： 

 

1．《古兰经》：是伊斯兰律法首要也是 重要的根基来源。 

2．《逊奈》：是先知的风俗与所言，正如《圣训》的收集。 

3．齐亚斯：，使用逻辑演绎规则，通过对比/比较的结论来解决新出现和已知的

案件， 

4．伊吉玛：如果仍有案件是无法通过《古兰经》来解决的，《圣训》或通过对

比比较的结论，伊斯兰团体的共同一致意见是具有权威的。在实践中，这一

共 

 

——————————————————————————————————
79 重要的法学体系创建者是著名的法学家阿布阿杜拉穆罕默德伊本伊德里斯沙菲

仪（公元 8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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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却在穆斯林神学家⁸⁰的一致性中受局限。 

 

这四项基本的要素用来颁布命令解决任何法律问题。但是诠释与应用的观点在不

同的神学家与穆斯林社团中却是不同的。例如，逊尼派已经开发了四个法律学派。

每一个逊尼派的穆斯林都隶属于其中的一个学派，遵守其规则。学派的命名是本

地区正统的法律学家所教授的学生们。 

哈乃斐学派：土耳其、巴尔干、中亚、印度次大陆、中国和埃及。 

马利克学派：北非、西非和几个阿拉伯海湾国家。 

沙斐仪学派：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埃及、东非、也门和印度南部。 

汉巴里学派：阿拉伯。 

这四个学派共享很多法律，但是在特定他们认为真实可接受的圣训和在解决难题 

上所赋予类比和理性的权重上却有差异。嘉福瑞学派（The Jaferi）（成立于伊

朗、 

伊拉克、黎巴嫩、巴尔干、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与什叶派 

穆斯林有联系。法特瓦在这个学派中格外严肃，归因于伊玛目所统治的什叶派 

伊斯兰教的等级制度。在每一个法学家有相当的权力可以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改变

决议上，他们又非常灵活。 

 

1.4.3 实际应用 

 

伊斯兰教法包含的不仅是宗教命令而且以公众接受性为目标，从而达到共识。⁸¹
事实上，它只能通过国家政府由伊斯兰来应用。西方的穆斯林越来越悲观地意识

到这一点，从而对各群体强烈施压要把伊斯兰教法并入西方法律，或者在这些国

家对所有的穆斯林实施伊斯兰教法。无论什么情况下进行祷告的仪式、饮食与婚

姻、或家庭生活等涉及到的，他们再次注意到，在西方，他们是非伊斯兰世俗社

会的少数人，有三种可能性向他们敞开大门。 

 

1. 伊斯兰教主义者：他们以与世隔离的方式生活，尽其可能遵守律法。尽可能

不接触西方世界。这种类型的伊斯兰被称为激进的伊斯兰，政治化的伊斯兰

或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主义。 

———————————————————————————————

—— 

⁸⁰这些教导是以《圣训》为依据的，决定如下：当大多数穆斯林对一件事情达成一致，这是

正确的，是符合安拉的意愿。对于创建法律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有分歧。 

⁸¹伊斯兰教法事实上涉及的是现实日常生活的模式，比如：婚姻、饮食、律法、态度和祷告

方式等。根据穆斯林学者所述，伊斯兰可被分为五个方面：信仰、伦理、孝敬、商业、

惩罚。这些律法包含近来的三个术语（参见 Hughes1982:285-292 和 Gibb&Kramers 

1953:52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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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主义者们：他们的生活根据的见解是伊斯兰教法在非穆斯林国家只在一

定程度上有效。自由派穆斯林自由地选择那些他们所想要遵守的律法和那些

他们认为在现今情境下不便持守的。 

3）现代主义者们：毫不质疑《古兰经》与《逊奈》的地位，他们试图找到伊斯

兰教法的新的诠释。这被认为是建立在伊智提哈德⁸²原理之上的当代法律的

进步。现代穆斯林为自己证明一些事情是正当的，例如电脑的使用，虽然穆

罕默德从未有过！⁸³ 
伊斯兰教主义者们、自由主义者们和现代主义者们有很大不同的看法，在穆斯林

群体中遵守律法的应用上引起进一步的争论。 

 

 

1.4.4 现代实践 

逊尼派与什叶派在颁布法特瓦的权威上有分歧，同时在如何看待《圣训》、《伊斯

兰教法》、《沙里亚法规》（伊斯兰教的法学家和权威机构）上也有不同意见。因

此，当今在伊斯兰教社会，对于伊斯兰教法的诠释与应用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自

由主义者们从很多方面质疑了《圣训》的相关性与运用性。几个拥有 大穆斯林

人口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拥有现世的宪法与法规，只有很少的

伊斯兰条款涉及家庭法。土耳其拥有一部十分世俗的宪法。印度是目前唯一的国

家，由穆斯林个人法委员会和全部的伊斯兰教法为依托，把穆斯林民法分离出来，

虽然刑法是统一的。一些有争议法律条款被认为重男轻女，包括解决支付抚养费

和一夫多妻制（一个男性可以有四个妻子）。 

 

很多中东和北非国家保持世俗法庭与宗教法庭的双边体系，主要是调节婚姻与继 

承问题。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对所有的法律问题保留宗教法庭，并且宗教警察强制 

社会顺服。从伊斯兰教法延伸的法律也应用在苏丹、利比亚和阿富汗。在北尼日

利亚的一些地区重新引入伊斯兰教法法庭，意味着在多数情况下，重新引入更为

严厉的审判而不尊重证据与证词等规则。审判包括偷盗要砍去一只或双手。对奸

淫罪判处石刑，背教处死刑。 

 

很多人认为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惩罚是野蛮和残酷的；伊斯兰学者争议道，如果

实施恰当，惩罚对于犯罪是一种威慑力量。通过国际媒体，应用伊斯兰律法实施

的国家陷入极端的批评与指责之中，尤其是当执行的审判背离了道德底线和国际 

 

 

 

 

 

⁸²然而，就逊尼派穆斯林伊智提哈德（寻找正义之门）被认为在 10 世纪就关闭了。 

⁸³虽然必须说，激进分子也用现代的事物，至少是暂时的，为了传播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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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受的人权的时候。这包括对奸淫判处死刑，对偷窃判处截肢、鞭打通奸。 

 

1.4.5 阿达特法 

阿达特法 84是伊斯兰国家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系列当地与惯用的法律。在印度尼西

亚很多地区得到开发与创立。在古老的马来语中，阿达特指的是习惯性法规和不

成文的惯用的条款，用来规范社会、政治、经济与海上的律法。阿达特法 有名

的学者之一就是科内利斯冯沃愣霍文（Cornelis Van Vollenhoven）。 

从阿拉伯语引申而来的 ada 通常用做“风俗、实践、使用、和需要”。这个词的

使用扩展到所有个人或社区都习以为常。动物也有阿达特法，社团对不可忽视阿

达特法没有疑虑。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经常意识到伊斯兰部分的阿达特与本族

的阿达特的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导致了一些狂热的爆发与冲突。 

 

阿达特法不容易发现和收集。原本的书面的来源是当地领袖的政令。根据西方的

思想法律书籍不受到评断。他们源于法学家们自己的观点，但不是与惯用的法律

一致。通常阿达特法附加在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法。例如，一个婚姻是根据伊斯兰

教法签署的，之后付上阿达特法的庆祝。从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婚姻的有效性

完全是通过伊斯兰教法得到保证的。在实践中，庆祝的遗漏通常导致婚姻的无效。 

 

 

 

 

 

 

 

 

⁸⁴参见 Gibb& Kramers(19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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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伊斯兰教法意味着什么? 

� 伊斯兰教法包含哪些要素？ 

� 伊斯兰教法是人还是安拉制定的？ 

� 你怎么知道哪些律法是源自人哪些是源自安拉？ 

� 为什么在伊斯兰国家中在法律应用上有那么多的分歧，比如比较

突尼斯与沙特阿拉伯？ 

� 为什么伊斯兰教法在很多情况下重男轻女？ 

� 你如何知道什么是伊斯兰教法？什么是阿达特法？ 

 



1.5 伊斯兰教对信仰与职责的教义 

阿拉伯语伊斯兰教（Islam）蕴涵“降服，投靠和顺从”⁸⁵的意思。动词 aslama

意思是投靠。安拉期待人类认识到他的伟大与威严，从而降服与顺从于他。伊斯

兰意思是自我降服，这也包含了通过降服期待获得和平。穆斯林的意思是（意味

着一个人愿意把他的生命顺服于安拉的意愿）也源自相同的词根（slm）。一个穆

斯林不仅仅是追随宗教，而且是安拉提供指导的个人所有方面的的全部的生活方

式。 

 

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一样，有一系列的分类是追随者们应该相信而且赋予行动的。

在伊斯兰神学中，这是十分清楚的；信仰的教义包涵六项条款，宗教的操练包换

五项职责。 

 

1.5.1 信仰的六项条款 

信仰的六项条款中的五项在苏拉 2:177 中提到： 

“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是不正义，正义的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

神、信天经、信先知……….” 

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相信以下的六项条款：⁸⁶ 
1）安拉（真主）：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神（真主独一）

（Tawhid）：安拉（苏拉 112）。“在神性上他没有同伴，没有儿子和妻子，

他不是受孕，也不会孕育。安拉是永恒的。安拉与所造物分离；他与所造物

毫无相似。”安拉是全能的与无所不知的。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唯一性与

独特性被不断强调：有 99 处显示安拉的圣名。87 

2）天使（malak 复数 mala’ika）⁸⁸有很多不为知的天使存在，在他们之中有四

个天使长⁸⁹。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灵怪⁹⁰有介于天使与人类之间的形

象，不好也不坏。天使有不同的功能。每一个人都有两名天使——一个记载

好行为，另一个记载坏行为。进行问询是他们的任务，孟卡尔和纳吉尔询问 

 

 

 

—————————————————————————————————— 

⁸⁵其他源自词根（slm）的字面意思是“安全、确保、和平”。 

⁸⁶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人应该意识到总体而言，基督徒对这些概念的教导是不一样的！ 

87参见 Hughes(1982:141 142)和 Gibb&Kramers(1953:33-37)关于安拉 99 个名字，进一步的

解释和相应的古兰经经文。 

⁸⁸《古兰经》没有给出任何信息关于天使与灵怪的如何被造。光与火在传说中提及（参见

Hughes1982:134）。 

⁸⁹《古兰经》中的四个天使长的名字是：加百利（携带启示），米卡尔或米迦勒（护卫天使），

伊斯拉威尔（审判日的宣告），伊斯拉埃尔（死亡天使）；参见苏拉 2:97-98；19:18；32:11；

35:1）《圣训》有很多的天使。 

⁹⁰古阿拉伯异教关于这些沙漠幽灵有些含糊，在正统的伊斯兰教。不断澄清的，系统的与其

他信仰协调一致。 

 

 

Page58 



死后的每个人一些查问，这直接决定他的未来的命运。⁹¹ 
 

3） 安拉的书：据估计安拉在整个历史中通过不同的先知们进行很多启示。一些

在《古兰经》中提及：亚伯拉罕的章节（据说丢失），摩西的索拉、大卫的

诗篇，耶稣的福音、穆罕默德的《古兰经》（苏拉 4:163；7:157；17:46）。依

据穆斯林的理念，索拉、诗篇、和福音书都已经被犹太人和基督徒们腐化，

只有《古兰经》，作为安拉的 后启示是真实的，因此由于优越于其他的书

（苏拉 4:47；5:15）。 

 

4）先知们（苏拉 35:24）：依据《圣训》，大概 12 万 4 先知曾存在。《古兰经》

大概提及 25 个先知的名字，21 个是出自圣经。92伊斯兰神学分了两类“先知”。

1）拉比（字面：先知）接收启示的人；2》特使（字面：使徒，密使）领悟

安拉书籍的人，并把它传给特定团体的人。根据《古兰经》穆罕默德是 后

的也是 伟大的先知，他既是拉比又是使徒。 

 

5）末日（苏拉 2:62；4:55-57；56:50）：这是审判与复活的日子，根据你所行，

决定谁去乐园，谁去地狱。那些顺服安拉和穆罕默德的人据称可以进入伊斯

兰的乐园，那是一个极乐世界。⁹⁴关于地狱，《古兰经》没有持续教导。苏拉

19:71-72，《圣训》和许多评论家们说人们去地狱是暂时的，是去补偿他们的

罪。⁹⁵其他《古兰经》经文，诸如苏拉 74:26-30，似乎表明地狱是终极的。 

 

6）宿命（Qadar）：人类自由程度的问题相对安拉对人类的命运的宿命有很大争

议，尤其是在伊斯兰教前三个世纪。《古兰经》教导安拉注定了世上一切事物 

 

 

 

 

 

⁹¹四个问题是：谁是你的神？你的宗教是什么？谁是你的先知？你祷告的方向是什么？如果

信仰者给出正确的答案，（安拉、伊斯兰教、穆罕默德、麦加），单独留下他，除非他为错误

答案而苦恼。 

⁹²《古兰经》中六个杰出的先知的圣名：亚当，安拉所选的人；诺亚，安拉的传讲者；亚伯

拉罕，安拉的朋友；摩西，与安拉交谈的人；耶稣，安拉的话语和灵；穆罕默德，安拉的使

者。 

⁹³艾哈迈迪呀群体，然而，有另一个伟大的先知：他们的创建人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

(Mirza Ghulam Ahmad.) 

⁹⁴伊斯兰教对乐园的理解可以称为“男人的乐园”，躺在舒适的靠椅上，喝着天堂童女们递

上的葡萄酒。在乐园，每个男人可以娶他想要多的童女为妻（苏拉 55:54-56；56:27-40）。

根据传说，大部分女性去地狱（sahih 穆斯林四卷，《圣训》6597， 1432 页）。 

⁹⁵在《古兰经》里，地狱通常被谈及象“火”。受折磨的地方被认为有 7 个门和部门（参见

休斯（Hughes1982: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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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苏拉 9:51）。目的就是维护在任何情形下神的绝对主权。因此，伊斯兰

（顺服）是敬虔人的基本品格，“in sha’Allan”(如果安拉愿意)是常见的表达。

⁹⁶问题出现了，既然无论人们想什么，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是安拉预先决定的，安

拉如何问责人们的过失呢？《古兰经》明确地教导人自身无权决定自己的生活。 

“安拉要离开谁就离开谁，要教导谁就教导谁，但是你肯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字面翻译）……  他派遣他要离开的，他宽恕谁就宽恕谁，要惩罚谁就惩罚谁”

（苏拉 5;18;14；4； 16:93）。 

 

《圣训》在此毫无条件地证实这一点： 

“当他为地狱创造了一个奴仆，他不断使他从事罪人的工作直到死去（Mishkat 

III.107 页）……他的确修正了每一个男人都乐意从事而且他一定会会犯的奸淫

罪（布克哈利 LV ch 27 v 621 或 vol  IV410 页）。 

 

1.5.2 伊斯兰教的五项宗教功课 

五项职责 57 是“安拉的绳”，如果一个人要想成为正统的穆斯林那是他必须严格

遵守的。那是一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的宗教仪式，是你的身份证。 

 

1）信仰的宣言(清真言 Shahada 或 凯里买 Kalima)：“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

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有目的⁹⁸的在两个见证人面前不断地重复这个句子使得一个人不可挽回地成为

一个穆斯林。在每天的五次祷告仪式上，这个信条被不断地重复。这种重复在伊

斯兰教中是十分重要的。 

 

2）祷告（salat 苏拉 17：78-79 也称为 namaz）：每个穆斯林被要求⁹⁹每天祷告

五次，不断重复规定的祷告同时伴随俯伏的预定姿势。总而言之，每天要背诵

17 项礼拜仪式的祷告。对于祷告而言，预先洗手是必须的，不论是个人或是和

他人一起。如果空间允许，在清真寺里为妇女¹⁰⁰准备一个分开的祷告屋。通常

妇女在家里祷告。 

个人自发的祷告作为实现一种宗教要求是没有法律后果的，也不能从安拉那里得 

 

 

 

 

 

⁹⁶因此众所周知的穆斯林的宿命论，一方面使他们英勇无畏，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接受反抗和

对待同情。 
97这些职责也被称为伊斯兰教的支柱。 

⁹⁸那就是要求一个人公开承认他是穆斯林。 

⁹⁹祷告次数：第一线曙光，中午，下午，刚日落，日落后两个小时。 

¹⁰⁰当妇女祷告时候，不可让男人看到。在伊斯兰教国家，极少数清真寺有妇女祷告的设施。

但是在西方，清真寺允许妇女祷告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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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要例行的宗教仪式祷告，另一方面，包含祷告的程序和诵读《古兰经》被

认为是在安拉面前的好行为。人们面向麦加¹⁰¹，以特定的姿势祷告。宣礼员召

集穆斯林进行祷告。在星期五，在中午祷告的时刻，伊玛目（阿訇）进行讲经，

也是一种讲道。 

 
 
 
 
 
¹⁰¹ 在清真寺里，阿訇带领祷告。他的举动被所有人效仿，他的话被所有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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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税（施舍，天课 苏拉 2:177）：穆斯林的宗教税已经部分转化成为“帮助

穷人的税”。《古兰经》强调“给予”但是对于具体的数目没有详细说明。取决于

一个家庭的骨干男性的富裕程度和年收入。也有农夫提供动物上交的。2.5%（比

如，交易）是通常的标准。但是对于特别成功的情形¹⁰³的也可以上升到净收入

的 20%。 

4）禁食（sawm 苏拉 2:183-187）：在斋月期间¹⁰⁴，禁食对所有穆斯林而言是强

制执行的，除非是病人、旅行者、月经期间、怀孕的妇女、哺育的母亲和小孩子。

禁食从日出到日落。¹⁰⁵包括禁止在白天进行抽烟与性行为。违背禁食被认为是

严重的冒犯，但是可以通过好行为或支付一定的金钱补偿。孩子通常是九岁后青

春期开始禁食。禁食意味着提升自控能力、献身安拉，更好地理解穷人。 

 

5）朝圣（赴麦加朝圣的伊斯兰教徒，苏拉 2:196-197）：所有的经济充足的穆斯

林在他们一生中必须保证至少一次到麦加朝圣。106朝圣是在伊斯兰农历的12月。

在麦加期间，要严格执行 107规定的宗教仪式。 重要的是站在阿拉法特的讲坛 

 

 

 

 

——————————————————————————————————

¹⁰²参见苏拉 2:271-273；92:5-11。 

¹⁰³如果，例如，有人发了财，他要支付 20%的税（参见休斯（Hughes1982:699-700） 

¹⁰⁴斋月是伊斯兰农历的第九个月。 

¹⁰⁵在晚上才可以吃喝。许多穆斯林晚上在家里举行社交的聚会，因此在本月，比起其他月

份来说，吃喝更多。 

¹⁰⁶穆斯林在全世界的数量急剧增加以致于沙特阿拉伯政府有必要签订限制措施：每年每个

国家有一定份额的人派去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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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那是穆斯林花时间向安拉进行沉思和祈愿的地方。在麦加朝圣的另一个高潮

就是穿者珍贵的衣物围绕卡巴走七步。人们认为那是亚当首次建造作为圣所的。

之后被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重造。如果可能，朝圣者应该亲吻卡巴¹⁰⁸一
角的黑色石头。进一步的责任就是象征性地用 7个小卵石砸向魔鬼和用宰杀动物

献祭纪念亚伯拉罕献祭¹⁰⁹。 

 

1.5.3 伊斯兰圣战 

除了伊斯兰教的五项职责以外，圣战有时被列为第六项职责。这个词通常被西方

媒体翻译为“holy war”（圣战）。阿拉伯术语（动词：jahada）意味着“在主

道路上的付出”或者“信仰上的征战”。一些穆斯林做了以下的区分： 

1）伟大的圣战：受《古兰经》或《圣训》激发实现自我内在的完美。 

2）次弱的圣战：向全世界宣讲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法传扬给每一个国家。 

 

 

 

 

 

¹⁰7这些仪式与公元629年穆罕默德进行的 后一次朝圣接近，也就是他宣称的依循教规的。 

¹⁰⁸这个石头很有可能是陨石。穆斯林说很久以前是白色的，之后由于穆斯林的亲吻把罪传

递而变成黑色。 

¹⁰⁹麦加朝圣的细节描述参见休斯 Hughes(1982:155-159) Gibb&Kramers(1953:121-125)。 

¹¹⁰在麦地那时代，（公元 622-632），以大量的战争冲突而著称，术语“圣战”（jihad）等

同于“征战”（fight）（参见苏拉 9:41；49:1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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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对穆斯林的一系列有挑战性的问题： 

1）当穆斯林迫切想分享他们如何操练他们信仰的操练时候，你可以选个

话题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比如：每天祷告五次，去麦加朝圣，

在斋月禁食等。挑战穆斯林，让他们自己发现答案。 

 

2）穆斯林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会提出第二个问题：“记载在什么地

方？它的依据是什么？” 

 

3）穆斯林通常回答记载在《古兰经》。之后我提出问题：“你能指出具体

的参考信息，章节，记载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说你自己想接近《古

兰经》，而且有兴趣自己阅读）。 

 

接着穆斯林很受鼓舞地去寻找（通过自己或认识的人）事实。就我的经验

而言，很多穆斯林宣称写在《古兰经》的，其实并不在那里，或许在《圣

训》或别的地方。这会鼓励穆斯林进一步研究和深入思考。 

 



对于大多数穆斯林而言，持守“伟大的圣战”基本上意味这在实践上要执行“伊

斯兰的五项职责”和尽可能深信“信仰的六个条款”。但也意味着了解《古兰经》

与《圣训》的教义，遵守命令及在伊斯兰教法里的概述。 

 

“次弱的圣战”概念包含伊斯兰教的区域性传播。了解伊斯兰教与基督徒信仰之

间的本质差异是十分必要的。穆斯林对于安拉在地上的国的概念是他必须统治世

界。伊斯兰教基本上不关心带领人们对安拉的信任和信心；安拉要顺服，这一切

的发生只有人们生活在伊斯兰教法的统领下。那只有在穆斯林统治的政府里才发

生。因此，穆斯林获得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就如《古兰经》

所教导的： 

“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压迫消除，一切正义信仰全为真主……”  

（苏拉 8:39，参见 2:193）。 

这段经文被理解为是安拉的命令要提升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的眼中，在非穆斯林

统治的每一个国家，都充斥着骚动和压迫，不信与不公。好战的穆斯林使用所有

的手段传播伊斯兰教，包括身体暴力。他们的世界分为两个部分：¹¹¹ 

战争地区（征战领域）：在世界没有伊斯兰化的地方使用一切的途径进行征服。 

伊斯兰地区（伊斯兰统管区）：世界上伊斯兰教统治区。 

战争将持续到整个世界都属于“伊斯兰统管区”。¹¹²从激进/正统的穆斯林来看，

与其他宗教并存平等¹¹³观念是不可能的。伊斯兰的和平只有等到世上所有的领土

都被伊斯兰征服。114 

 

根据《古兰经》，以安拉的名义争战是给所有穆斯林的命令（苏拉 4:74；4:95-96）。

那些以安拉名义争战的人比那些不争战的在天堂要得到更高的奖赏。 

以后世生活出卖今世生活的人，让他们为安拉而战吧。谁为安拉而战，——以致

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他重大的报酬（价值）。（苏拉 4:74） 

 

 

 

 

 

 

¹¹¹这区分起源于穆斯林神学家；既不出现在《古兰经》，也不在《圣训》，而是在伊斯兰教

法。一些年轻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质疑这种地缘政治观点，更倾向于说伊斯兰化而非伊斯兰争

战。 

¹¹²《古兰经》承诺那些在圣战中丧生的人可以立即进入乐园（苏拉 61:11-13）。 

¹¹³臣服于伊斯兰教的一神教通常获得有限的的自主权，从而在许多方面不会受到迫害。然

而他们不能与穆斯林分享他们的信仰。犹太教与基督教因而属于特例。 

¹¹⁴这是与基督教形成对比，一个人只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和救主才有真正的平安（格林多

前书 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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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抵挡那些不接受伊斯兰的政治统治可能被一定时间内的休战打断，例如，当

对手如此强大无法取胜时。杀害异教徒的残忍呼召，比如非穆斯林，可以在苏拉

9:5 中找到： 

当禁月过去的时候，不管你在哪里发现异教徒就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

在各种战略等候他们；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

们。因为安拉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伊斯兰的扩张也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取得。然而，关于战争如何在实践¹¹⁵中运作，

穆斯林之中有不同的见解。历史表示，除了在东南亚和东非的穆斯林团体，军事

扩张是伊斯兰教¹¹⁶壮大的必要部分。 

 
 

 
 
 

1.5.4 伊斯兰教对传教的理解  

在伊斯兰历没有传教劝说人们吗？穆斯林有明确的指示传教类似基督教宣教使

团一样的吗？117 关于这个方面，在不同的穆斯林群体里有不同的观点和不确定 

 
 
¹¹⁵观点主要区分在于是否使用暴力与暴力使用多少。解读往往根据穆斯林军力的力量。休
斯（1982：243）写道：“当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被穆斯林征服，他的居民有三种选择：1）
接受伊斯兰教，在此情况下，被征服者成为穆斯林国家有选举权的公民。2）缴纳人头税，
通过此方法在伊斯兰国度里不信者获得庇护，成为济米（zimmis），如果他们不是阿拉伯的
崇拜者。3）用剑处死，用于那些不缴纳人头税的。  
116 马歇尔（Marshall）1999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麦加期间的经文明确审判的降临将通过安
拉的直接干预。然而，麦地那期间的经文进一步表明神圣的审判将通过信仰者社团来仲裁，
比如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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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而，每一个穆斯林都有责任去宣扬和见证他的信仰¹¹⁸。 

穆斯林的传教活动通常用阿拉伯词汇 da‘wa 描述。作为一个动词，意思是“呼

招”“收集”“邀请”。在《古兰经》里，伊斯兰教的邀请可以在苏拉 16：125 节

中找到：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 优秀的态度与恩赐之心与人辩论：

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背离他的正道的，谁是遵循他的指引的。 

《古兰经与《圣训》关于这个话题在不同的穆斯林*群体里的解读与运用实践皆

不相同。当今，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传教机构。 

 

1.5.5 为了生存的《古兰经》禁令 

除了《古兰经》对待犹太人与基督徒的态度严厉与不可容忍之外，成为“别人”，

在《古兰经》里有一些禁令使得伊斯兰社团伪装、淡化，以及在必要时候在反闪

族和反基督教义的人前否认强度与效度。这种必要的禁令称之为塔齐亚

（taqiyya）。119 字面意思就是“小心、恐惧、伪装”。它允许在需要时候，暂时

停止任何宗教要求。 

 

任何穆斯林可以操作塔齐亚，如果他能用之来传播与提升伊斯兰教。它用文字使

得一切活动和一个人所认为对的信念与行为合理化。比如：外在表现爱内在却是

恨，或外在忠诚而内在却是敌意。——一切都是为了安拉。如果需要甚至可以发

誓。塔齐亚是一切穆斯林都可以使用的，但是一些人被认为这仅是什叶派的教义

因为什叶派的教导攻击性本质。 

 

1.5.6 背叛伊斯兰教 

背叛的行为，iritidad 意思是“转身”，离开穆斯林皈依其他的宗教或过世俗的

生活。在穆罕默德与哈利法时代，很多穆斯林离开信仰，要么被立即杀戮，要么

给予几天时间回转。《古兰经》与《圣训》都教导背叛的惩罚就是死。《圣训》比

《古兰经》在这方面讲述得更清晰。根据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法，一个男性的背叛

者有三天回转时间；如果不宣布放弃信仰必须被处死。女性背叛者不会处以极刑，

但是或许被囚禁直到宣布放弃。如果一个未成年男童背叛，他不会被处死而是监

禁到成年。如果继续不信，就必须处死。关于这个话题¹²⁰有更多的教导。然而， 

 

 

 

 

 
117
《圣经》教导全球使命：去，作见证，传道，洗礼成为使徒（马太福音 28:18-20，马可福

音 16:15； 路加福音 24:47； 使徒行传 1:8）。 

¹¹⁸参见苏拉 22:75；22:78；25:52；48:28；61:9。 

¹¹⁹参见苏拉 2:225 ；3:28；5:92；16:106。 
120

参 Hughes （ 1982 ： 16 ） 并 链 接 一 篇 文 章 提 供 的 古 兰 经 和 圣 训 的 例 子 ：

http://answering-islam.org.uk/Silas/apostas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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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细节上穆斯林学者与学派间却不一致。背叛的律法是残忍、不人道的。由

此，在穆斯林国度通常没有直接使用，而是通过宗教领袖或家庭成员。 

 

关于宗教自由相互冲突的地方：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说：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

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

或信仰的自由。 

加以对照，毛里塔尼亚宪章第 306 条说： 

如果一个穆斯林被发现犯了背叛的罪，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他会被要求在三天

之内悔改。如果在这时间期限内没有悔改，作为背叛者他将被处死，他的财产将

被税务局缴获。每个拒绝祷告的穆斯林将被要求在指定的时间期限内进行祷告，

如果继续拒绝，将被处死。 

 

《古兰经》宣告了宗教自由： 

对於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 （苏拉 4：137） 

 

但是它也说安拉不会宽恕那些改变信仰的人： 

先信道，后叛道，再信道，再叛道，而叛逆日增的人，真主不会赦宥他们，也不

会指引他们任何道路。（苏拉 4：137） 

 

苏拉 9：5给我们表明了另一幅图画：“异教徒”（不信教者）将会被杀死：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异教徒，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

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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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故事： 

我曾经在瑞士遇到一位伊斯兰教的宗教老师，我们进行了探讨。他提到

伊斯兰教是如何的奇妙，因为“有无限自由”。由于在伊斯兰教里，对

事物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我问我的穆斯林朋友：“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

思？你是如何理解的？“ 

 

他之后解释说，在伊斯兰教里，每个人都有自由享有伊斯兰教！“好的，

太好了！”我接着说：“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接受伊斯兰教，但是六个月

后会说：“ 



 

 

1.5.7 伊斯兰教神权政体 

自从公元 622 年海吉拉，在伊斯兰里政教是没有分离的，宗教，政治，或其他的

世俗事物也是不分离的。在公元 7世纪穆罕默德时代政教就连接一体。穆罕默德

是穆斯林群体的第一个宗教兼政治领袖。他的直接继任者（哈里发， 阿勒哈里

发 al-khalifa）也同时兼具政教于一身。政教一体的目的，源于穆罕默德，是

应原教旨主义者所要求的。伊斯兰教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全世界臣服在伊斯兰之下。

相应的，世界每一个国家必须基于伊斯兰教法，宗教律法，成为伊斯兰神治国。

穆斯林找到“平安”只有当这个终极目标实现。 

 

依据穆斯林的见解，生活应该在伊斯兰教和其律法掌控之下。如此创建的伊斯兰

政府经常具有权威性与独裁性。然而，议会的确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存在，它只包

含了伊斯兰教法的部分在立法中，从而与原教旨主义对抗。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受伊斯兰教法掌控，不是民主的国家（希腊语：人民掌权），因为没有真正的权

利持有者，而是安拉。除此之外，伊斯兰教不承认民主的基础，那就是公民的平

等与自由。 

 

世界上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修订了伊斯兰教法。沙特阿拉伯，

严格的国家之一，禁止妇女驾车，然而突尼斯却已经引入更为开明自由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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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个月里这不是我想接受的宗教。我已经决定离开伊兰教假如别

的宗教诸如佛教。’”我的朋友很震惊说道：“如果你离开伊斯兰教，你

有三天可以重新考虑；如果你不返回伊斯兰教，就会被杀死！”我的穆

斯林朋友毫无问题在“绝对的宗教自由”下进行阐释！ 之后我提出问

题：“你真的认为这样公正吗？这只是单边的宗教自由，不是吗？”他

开始思索…… 

� 这个故事证实以下要点： 

� 在很多情况下，穆斯林宗教术语有完全不同的概念。 

� 因此 好进行证实性的询问：“你意指什么？” 

� 好用问题向穆斯林进行挑战而非开始辩论。 

� 穆斯林开始解释他们的信仰，试图找到答案，那是好事情。----

这使他们思考。 

 



 

 

1．6 伊斯兰教群体 

穆斯林不断地强调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群体要团结。总的来说，他们不愿意讨论

群体¹²¹，并且避免提及伊斯兰教数量众多的分支。穆斯林经常忽略一个事实，

他们所有的试图置疑基督教的可靠性毫无意义，除非他们对自身的信仰运用相同

的准则。 

穆斯林使用的词“宗派” 与基督教不同。这个词主要是用来区分穆斯林的逊尼

派与什叶派，其次是来说明这些主要群体里大量的分支。穆罕默德本人亲自预言

他的追随者将分成许多的宗派。 

 

 

———————————————————————————————— 

¹²¹本书不打算探讨所有的群体，只是对此话题的简短介绍。 

¹²²参见修斯（Hughes1982：567-569）“阿卜杜拉伊本乌玛提到先知的话：‘将在我子民身

上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在以色列子民中发生过，以色列的子民们被分为 72 支派。我的子民

也被分 73 个支派。除了一个宗派之外，所有的宗派都将去地狱。’同伴接着说：“先知，那

是什么？”他说：“我和我同伴们公开承认的宗教。”（Mishkat book I ch.vi  pt2）。然而，

今日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穆罕默德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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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解释一下你怎样勾勒安拉的图画的？ 

� 你认为天使的功能是什么？ 

� 根据你的观点，哪些书是安拉通过先知们传递给人们的？ 

� 例举出那些对你重要的先知们。 

� 你认为审判日会发生什么？ 

� 如果安拉预定了一切，那么人们如何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 你通过遵守伊斯兰教的仪式，比如日常的祷告、斋月的禁食，到访麦加、

诵读经文等与安拉更亲近？如果有，请解释！ 

� 在去了麦加朝圣后你有什么灵里的经历？ 

� 你如何认为你将进入乐园？ 

� 你对“平安”如何理解？ 

� 你对“宗教自由”如何理解？ 

� 你对“圣战”如何理解？ 

� 你认为背叛法则在伊斯兰教里公平吗？ 

� 你认为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有相同的权利传教吗？ 

 



 

1.6.1 逊尼派与什叶派的起源 

词逊尼源于逊奈，意思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说/传统。大概 90%的穆斯

林是逊尼派的。剩余的归属于什叶派 123 与其他从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产生的群

体。伊斯兰两个 大群体的差异渊源仅仅是王朝：早期的穆斯林征战为了先知穆

罕默德的继承人，因为穆罕默德没有对其继承人留下任何遗嘱。逊尼派穆斯林接

受早期伊斯兰教政治（和宗教）领导权，然而什叶派穆斯林反抗甚至拒绝 早的

三个哈里发。什叶派只接受阿里，穆罕默德的女婿，及其直系后裔作为穆斯林政

治与宗教的领袖的合法继任者。 

 

什叶派无休止的争论导致了相应的分裂，比如，关于《古兰经》是创造的或永久

存在的的问题，以及安拉的宿命论对人类责任¹²⁴。什叶派还相信安拉对阿里的

妻子法蒂玛（Fatimah）有特别的启示，同时逊尼派的穆斯林拒接这些传说。什

叶派穆斯林认为对伊斯兰文学的研究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对于甄别所有的安拉的

律法是必要的。不象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相信他们能够在等同的权威下

诠释《古兰经》与什叶派的传说，视其为他们的前身：通向《圣训》的大门永远

不会关闭。由于伊斯兰律法也是建立在《圣训》基础之上，什叶派排斥逊尼派的

《圣训》同时逊尼派抵制什叶派的《圣训》意味着法律版本的不同。例如：什叶

派与逊尼派都有周五祷告（Juma），但是具体的祷告时间不同。一些什叶派的也

有短暂婚姻，通过合同维系几个月或几天。什叶派有不同的继承法及庆祝不同的

节日。 

什叶派群体处于少数派的饱受折磨的境地，由于对抗逊尼派的的政治统治从而宣

称是殉难的教派。因此，除了到麦加朝圣，他们也到他们认为是圣者的什叶派领

袖的墓地朝圣，虽然这不是什叶派独有的。什叶派确信他们的伊玛目¹²⁵是安拉

直接任命的，在世界末日，一个救世主将来建立一个神圣的公义王国。什叶派主

要形成于波斯、也门、和东非。当今，什叶派群体可以在世界各个角落找到，但

是他们的中心在伊朗，那是自从 16 世纪开始以来 12 个什叶派 126一直统领的地

区。历经几个世纪的伊斯兰历史，逊尼派王朝通常代表的是正统的权威，而什叶

派是反对派。 

 

1.6.2 海瓦利吉（Kharijites）、瓦哈比派(Wahhabis) 和穆塔兹里茨

(Mu’tazilites) 

海瓦利吉（Kharijites）、瓦哈比派(Wahhabis) 和穆塔兹里茨(Mu’tazilites)

是分裂的群体而非独立的伊斯兰宗派。海瓦利吉（Kharijites）可以追溯到早期

的伊斯兰群 

 

 

¹²³参见 Tabataba’i(1975)穆斯林学者的关于什叶派伊斯兰的详细研究。 

¹²⁴这些话题也在其他的群体里探讨，尽管可能程度不及。 

¹²⁵什叶派的宗教领袖。 

¹²⁶追随穆罕默德先知的 12 个伊玛目或精神领袖们的跟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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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愿意放弃完全的激进的伊斯兰的清教徒形式。他们的观点是人要采取极端的

行为对抗任何的妥协，并且持有内在的规则，“自由意志”作为信仰的条款。海

瓦利吉的唯一幸存的分支是以巴底穆斯林。与什叶派的显著分歧就是他们认为伊

玛目（领袖）应该依据他的信仰挑选，而不是血统。而对逊尼派而言，拒绝乌斯

曼和阿里，强烈要求处理不公正的统治者。Ibadi（伊巴底）伊斯兰教以其严格

而著称，但是不像海瓦利吉穆斯林，伊巴底不认为不信的穆斯林是极大犯罪。大

多数伊巴底穆斯林居住在阿曼和阿尔及利亚。 

 

瓦阿卜德 瓦哈比哈比派是暴力的沙特阿拉伯的的清教徒群体。他们组建了逊尼

派的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分支，并不久远。在 18 世纪，穆罕默德本阿卜德 瓦哈

比（1703-1792）为寻求洁净伊斯兰教在东部阿拉伯半岛领导了宗教运动。阿卜

德 瓦哈比希望回归伊斯兰教到他认为的爱斯拉夫-沙里（al-aslaf as-saliheen）

所教导的原始的教义时代。（ 早皈依穆斯林）127；他拒绝他认为的宗教革新和

多神教所引入的腐败。他与沙特的众议院联盟， 终取胜于伊尔沙德控制了阿拉

伯中部，领导了几次对抗奥特曼帝国的起义。 初的胜利（征服麦加与麦地那）

之后是不光彩的失败，之后，以沙特阿拉伯的创建告终。 

 

瓦哈比派喜欢被称为萨拉菲斯（salafis）。他 深远的一项原则就是废除“思想

学派”（司法传统），直接用研读《圣训》科学（先知法则）取代跟随穆罕默德。

汉巴里司法传统是 强盛的思想学派，从中派生出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法，由

于沙特阿拉伯控制了麦加与麦地那，即伊斯兰圣地，因而在伊斯兰世界有巨大的

影响力，同时也因为沙特资助在其他国家建立清真寺与学校。大部分的沙特伊斯

兰学者都被其他伊斯兰世界的认为是瓦哈比派。 

 

穆塔兹里茨派的神学体系起源于 8 世纪的巴士拉（伊拉克），当时瓦斯伊本阿塔

（死于 131 AH/748AD）在神学争执后留下了阿布哈桑阿什巴萨里的教义。结果

他与他的追随者，包括阿穆尔伊本（Amr ibn Ubayd(死于 144 Ah/761 公元)，被

贴上了标签穆塔兹里茨派¹²⁸。之后，穆塔兹里茨派依据自身所倡导神学体系的

称自己为神圣团结与公正的人。虽然穆塔里茨派依靠逻辑和希腊哲学的不同方面，

伊斯兰教义是他们的起点和 终的参考。神学派别的控告针对他们—对于额外伊

斯兰思维定势富有绝对的权威——相对客观现实，反映了神学不同学派之间的激

烈论辩术。比如：穆塔兹里茨派全体一致采纳“无中生有”（ex nihilo）创造 

 

 

 
127
al-aslaf as-saliheen:wehr(1979)的翻译是“脆弱的先驱”。 

 

¹²⁸穆塔里茨的起源来自阿拉伯的词根，意思是“离开”，或“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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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条，与穆斯林的哲学正好相反，除了铝金迪以外，他们相信世界有某些形

式的永恒性。他们也拒绝伊斯兰的宿命论教义，因此原因，他们 终被逐步淘汰。 

 

从穆斯林文明的早期开始，穆斯林的内部冲突和相互信仰之间的辩论被穆斯林神

学家们开展了一些问题的论辩：《古兰经》是被造的还是永恒的，邪恶是安拉创

造的吗？宿命论对自由意志，安拉的属性在《古兰经》的解释是寓言还是字面等。

穆塔兹里茨派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1.6.3 苏菲主义：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 

通常，伊斯兰教是尊重道德的宗教，可以在寻求客观守法主义者中产生反响。 

苏菲主义¹²⁹作为正统伊斯兰教已经开发了几个世纪。它包含一些不同的信仰与

训练。苏菲的指示（Tariqas）或许与什叶派伊斯兰、逊尼派伊斯兰、一些现今

的伊斯兰、或多种传统结合的教派相联系。苏菲主义思潮在公元 8世纪的中东出

现，但是追随者现今漫布世界各地。普遍的观点认为词源于 suf，阿拉伯语是“羊

毛”。指的是早期穆斯林禁欲主义者所穿戴的简单的披风。然而，不是所有的苏

菲主义者都穿戴披风或羊毛衣服。另一个词源学的理论认为苏菲的词根是阿拉伯

语的词 safa,意思是净化。苏菲主义强调净化的地方是心与灵魂。 

 

在公元 1100 年，艾哈迈德铝加扎利 130试图通过强调对人类义务的属灵诠释阻

止伊斯兰神学和法律体系的僵化。但是苏菲主义的开始却更早。一个 主要的神

秘事件是一名名叫的妇女拉比耶·巴斯里¹³¹。她希望把安拉纯净的爱与古板的禁

欲主义相结合。¹³²伊斯兰神秘主义者们大量从其他宗教吸取概念，尤其是印度

教、佛教、和基督教，从中他们开发了他们认为的安拉的概念。他们因而教导他

们的信徒一定的默想和呼吸控制法则，通过不断地重复安拉的名字或一些其他的

宗教规则¹³³。这种训练的目标就是与安拉融为一体。苏菲主义认为穆罕默德也

是神秘主义者。很多穆斯林练习神秘的训练方法，同时认为自己是逊尼派。许多

苏菲主义的领袖当今被尊崇为圣人，他们的墓地被视为朝圣地。穆斯林希望从这

些参访¹³⁴中获得祝福。毫无疑问神秘在苏菲主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¹²⁹苏菲主义（土耳其语，Tasavvuf;波斯语 sufi gari;阿拉伯语：ta awwuf）是伊斯兰教

的神秘传统。 

¹³⁰铝加扎利是 重要的伊斯兰教的神学家之一，他试图把传统的伊斯兰教教学与正统伊斯

兰教和神秘伊斯兰教结合。 

¹³¹拉比耶巴斯里死于公元 801 年。 

¹³²严格禁食、少睡眠、夜间祷告、沉思《古兰经》。 

¹³³这些不断重复被称为 dhikr，纪念安拉。被认为是实用的苏拉 13:28 的应用.“……现在

一定是安拉的纪念使心得到休息”。 

¹³⁴参见 1.6.10 “普世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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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主义者通过小型的个人群体聚会，他们相信与导师的互动对学生的成长是必

要的。他们大量使用比喻、寓言和隐喻，认为意义的获得可以通过寻求真理、自

身知识的过程——一种神秘的观念。虽然哲学家们在不同苏菲教义上有分歧，但

是作为整体苏菲主义主要关注直接的个体经验，或许可以和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

相比较，比如：烦琐哲学经验主义、禅宗佛教、诺斯底（灵知）。 

 

以下隐喻，引用自一个无名的苏菲学者，描述了以下思想： 

 

有三种方式了解一个事物。比如一个火焰。一个人被告知有火焰，一个可以亲眼

看到火焰； 后一个可以伸手触摸被火烧。用这个方法，我们苏菲主义者被安拉

燃烧。 

 

波斯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来源于苏菲主义者，他们创作了伟大的诗集。苏菲教义

从事于不断重复的仪式（dhikr）¹³⁵。每个宗派的教义有一项或多项形式来进行

群体的重复敬拜，礼拜仪式或许包含诵读、唱歌、乐器伴奏的音乐、舞蹈、服装、

焚香、沉思、兴奋、和催眠。群体里的重复敬拜是星期四或星期日 常见的，那

是作为教义的习惯训练。 

 

也有其他的苦行僧兄弟会集会（苏菲教义），几乎所有的寻根溯源来自不同的穆

斯林圣人和老师们，尤其是阿里和阿布巴克尔。他们生活在禁欲的状况中，表

面上与基督教修士很相似，虽然他们当中一些可能结婚了。几个世纪以来，不同

的教义和次教义出现又消失。 

旋转舞蹈，土耳其对麦尔教义的训练，是为了到达宗教狂喜状态的一种身体训练

法。麦尔教义源自波斯诗人马瓦拉那汝米（mawlana al-Rumi），他的神殿位于

土耳其的科尼亚，他本人就是禁欲主义者。当到达兴奋的一定程度，他们对周围

的世界失去意识，并且宣称与安拉建立了联系。Rifa 也称为“嚎叫的苦行僧”，

用刀刺自身，拿火红的铁器、吃热媒或活蛇，依靠次宗派。 

1.6.4 塔布俪齐加麦特或译反恐怖主义阵线（Tablighi Jamaat） 

塔布俪齐加麦特 137 是穆斯林的传教团和复兴运动。他们通常在穆斯林群体内限

制自己的活动。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给全世界的穆斯林进行灵里唤醒。他们献身 

 

 

 

¹³⁵记念真主安拉。Dhikr 是一种奉献行为包含重复神圣的名字，源自《圣训》和《古兰经》

的祈祷和箴言。 

¹³⁶词 Dervish 指的是苏菲主义穆斯林禁欲宗教，以极端贫苦和简朴著称，与天主教的化缘

僧近似。 
137
塔布俪齐加麦特“传教群体“也称为塔布拉，在阿拉伯语意思是“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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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下事项： 

� 把自己的生命、时间、和金钱贡献给伊斯兰教事业。 

� 用一种系统的方式拜访与接近穆斯林你使之成为更优秀的穆斯林。 

� 用伊斯兰教义教育和训练其他穆斯林(使用他们自己的教材) 

� 使他们成为塔布俪齐穆斯林。 

 

 

运动可以和苏菲主义的形式与结构进行对比；可以描述为“信心与练习运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由迪奥班德神职人员穆罕默德 伊利亚斯坎德拉维创建于印

度。献身伊斯兰宣教事业的激情来源于 1926 年的第二次朝圣期间。马拉那伊利

亚斯阐释一下口号：“穆斯林呀！成为穆斯林！” 

 

 

这个群体起源的 初目的是在穆斯林基层群体里进行经济与社会层面的非政治

运动。然而，随着危机的加剧与升级，塔布俪·齐加麦特一跃开始与全世界恐怖

主义抗争。加麦特不申请和接受捐助。然而，与沙特瓦哈比派经济结盟已经出现。

塔布俪·齐加麦特理论上要求他的宣教士们在培训上要自己支付费用，但是实践

中，沙特阿拉伯在经济上资助成千上万的贫困宣教士们交通费用。 

 

 

任何一个穆斯林可以很容易加入他们的神职旅程。对新成员不需要“成员资格”

和背景审查。几乎任何穆斯林可以在清真寺加入集体。和男人不一样，妇女遵从

伊斯兰教法的规则呆在清真寺外边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塔布俪齐工友的房间， 包

括穿戴伊斯兰妇女要求穿的衣服（pardah）。他们也教导当地的妇女们加入。除

此核心以外，有在不同期间进行传教的塔布俪齐的旅行。除了传教以外，追随者

们要求每天花费 2.5 个小时服务他人。 

 

 

 

加麦特作为一个传教机构在南亚很受人欢迎，在世界上有很多追随者。对这机构

的一个坚强的基层支持可以在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孟加拉国、斯

里兰卡、斐济、中亚、东亚、北非中非、南美和海湾地区中发现。在巴基斯坦，

运动以旁遮普省拉合尔为根据地。在孟加拉国，全球的典礼或会议（Siawa 

Ijtema）,每年的塔布俪齐聚会吸引全世界超过 3百万的献身者们参加。在欧洲、

北美、南非、北非、和东亚，也有重要的塔布俪齐聚会。现时的欧洲总部塔布俪

齐清真寺坐落在英国西约克郡迪斯伯里地区的萨维尔镇，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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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艾哈迈迪亚运动（The Ahmadiyya Movement） 

在 19 世纪末期，卡迪安的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 138宣称自己是“时代的改革

者”（Mujaddid，神圣的改革者），承认弥赛亚、马赫迪和先知的时代。 初，他

写了一些书护卫穆斯林对抗基督教宣教士。在 1879 年，当他呆在印度旁遮普者

省卡迪安村镇时候，他出现在公众面前宣告说是马赫迪的诺言（一种弥赛亚式的

人物）。如此，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安拉的新特使。从而他成为了艾哈迈迪亚运动

的创始人。与苏菲主义不同的是，艾哈迈迪亚运动是崇尚理性的。虽然他的群体

很小，但是他的追随者们在世界各地非常活跃，宣称已经在 200 个国家建立了办

事处和拥有 2亿以上的人口。艾哈迈迪亚的信仰被主流穆斯林认为是异端被排除

在伊斯兰教之外。在巴基斯坦，艾哈迈迪亚追随者们受迫害，从而导致了在赋有

宗教自由¹³⁹的西方国家有坚强群体的建立。艾哈迈迪亚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宣扬

伊斯兰教。 

 

当今，艾哈迈迪亚教派使用理性的辩论对抗基督教。他们不但不承认耶稣死在十

字架上而且也不承认他从童女而生和无罪的本质。¹⁴⁰这个群体试图剥夺一切使

基督凌驾在穆罕默德之上的权威与超自然性。艾哈迈迪亚追随者们认为耶稣作为

宗教教师迁往印度，在那里如其他的普通人去世。艾哈迈迪亚在克什米尔展示了

耶稣的坟墓。 

 

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宣称实现了耶稣回归的预言。他将所有宗教的信徒带领

到伊斯兰教的旗帜下。 在 1889 年，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创建了他的群体，

之后起名叫“艾哈迈迪亚穆斯林加麦特”，在伊斯兰先知艾哈迈德的第二个名

字之后。在第一位继任者死后不久，1914 年，这一运动因先知的 终结局问题

分裂为两个教派。拉合尔艾哈迈迪亚教派坚信正统的伊斯兰诠释，就是在穆罕默

德之后没有新的先知。视其自己为广义的乌玛的改革运动。然而，艾哈迈迪亚穆

斯林群体宣称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的确就是先知，相应的，他们相信对《古

兰经》和逊奈的正确诠释。   

 

虽然伊斯兰的中心价值（祷告、施舍、禁食等）是所有穆斯林都戒守的 ，独特

的艾哈迈迪亚穆斯林的信仰认为： 

《古兰经》没有冲突，（或废除），有凌驾《圣训》与传统的优先权。比如：《古

兰经》的其中的经文不会取消另一节，没有任何的《圣训》与《古兰经》的经文 

 

¹³⁸艾哈迈迪亚穆斯林是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的追随者。（b1835-d1908） 

¹³⁹当今他们的巨大国际总部是在伦敦。 

¹⁴⁰逊尼派相信，依据《古兰经》（苏拉 19:19-22）涉及耶稣由童女而生和无罪。 

¹⁴¹第一任艾哈迈迪亚哈里发：毛拉姆哈基姆努尔德丁  （b1841-d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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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冲突。与《古兰经》相抵触的《圣训》是不被艾哈迈迪亚穆斯林所接受。 

耶稣（余德耀阿萨夫）被钉，并在十字架上坚持了 4 个小时，然后他在坟墓里

从昏迷中苏醒。在找寻十个失散的以色列部落时，他老死在克什米尔。他清楚地

预言了穆罕默德在他之后的到来，那是基督教所误解的。 

圣战是为了维护伊斯兰教，不是为了政治冲突或是统治者的借口入侵邻国领土。

当今，圣战的手段如伊斯兰教受到媒体的攻击，当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人伊斯兰受

到自我的消极方面威胁时候，就对自己开战。 

1.6.6 德鲁兹教派 

德鲁兹教派主要是中东的一个小型的宗教群体。142他们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派的

改革派，虽然他们不被正统穆斯林所认同。他们说阿拉伯语，沿用与其他阿拉伯

人近似的社会规范；大多数德鲁兹派人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尽管他们主要受希

腊哲学和其他宗教影响。他们组建于 1017 年，作为从什叶派穆斯林分出来的一

个小分支。德鲁兹派称自己是 Ahl al-tawhid，“一神教百姓”，或“一神论者”。

德鲁兹的名字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阿德-德鲁兹，是 初几年教派的异端。他们

认为安拉是道成肉身， 后的转世成法蒂穆德卡利夫哈金（fatimid Khalif 

hakin）（996-1021）,他没有死而是隐藏在秘密之地。 

早期的主要人物是敬虔的法蒂姆统治者塔瑞奇哈金和波斯移民哈姆扎伊本阿

里伊本艾哈迈德，运动的主要缔造者。是哈姆扎首先公开宣称哈金是“安拉名

下的统治者”。德鲁兹派相信哈金隐藏起来在末日将作为“复活者”，“指引者”

回来。在哈金消失后，德鲁兹派被迫离开，使用可接受隐秘的训练塔齐亚

（taqiyya）。他们藏起自己真实的信仰，外在地接受那些一起生活的人的宗教信

念。一位论派的信仰，就如同德鲁兹派称呼他们自己，围绕一群以个人为中心的

层次制度，他们是宗教教义的唯一监护人从世界隐藏起来，并且写下他们自己的

书籍《智慧书》。 

德鲁兹派不斋禁，不朝圣也不参加清真寺的祷告。他们不传播他们的信仰，没有

人能借着交谈成为德鲁兹派人，只有生来就是的。与群体外的人结婚是排斥的。

德鲁兹派人有强烈的群体感情即便是跨越疆界和国度。广泛宣传再次转世的信 

 

 

 

 

¹⁴²德鲁兹派主要居住在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在那是官方认可的独立宗教群体和拥有

自己的宗教法律体系）与约旦。隐居国外者的小型群体也遍及世界其它地方。德鲁兹派在黎

巴嫩内战（1975-1990）中起到主要作用，在战争中组建了强大的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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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灵魂再此重生一样如人类有善恶。好人比坏人重生有更好的运气。很多德鲁

兹派人有一些奇怪的故事讲述孩童能给出有关他们的前世生活的细节。星象也是

重要的，而且有预言未来的能力。就如外人所知的，摩西的祖父杰西罗是他们

崇拜的先知。德鲁兹派不允许抽烟，喝酒或吃猪肉，但是很多年轻人并不严格遵

守这些戒律。他们主要的斋戒日是阿苏拉（Ashura），是纪念殉难的伊玛目侯赛

因。穆罕默德先知的孙子在 1300 年前与对抗穆斯林力量的战役中战死。宰牲节

（id al-adha）也被庆祝。 

 

 

 

德鲁兹派的人对新人非常好客和尤其好奇。大多数的德鲁兹派人来自 juhhal¹⁴³，
围绕再生、命运和星象有各种民间宗教。有句俗话：“吃在德鲁兹家，睡在基督

教家”，表明德鲁兹派人对其他群体的不信任。 

 

 

德鲁兹派的信仰是：指导舌头（诚实），保护兄弟、尊敬老人、帮助他人、保护

他人的家园，相信一位神（因此他们偏爱“一神教”这个名字）。就如同很多人

认为的他们不受苏菲主义哲学的影响。德鲁兹派有强烈的信念认为群体的全体成

员都重生。他们拒绝一夫多妻制、抽烟、喝酒、吃猪肉，尽管吃猪肉和喝酒在许

多非宗教的家里不禁止。他们的宗教不允许他们与其他穆斯林、犹太人、其他宗

教信仰的人结婚。然而这些规则在现代社会被摒弃了。 

 

 

1.6.7 巴哈伊教 

巴哈伊信仰，在 1800 年代中叶起源于伊朗，是什叶派穆斯林的的分支。作为一

种普世宗教近年来引起了很大关注。它承诺赐予希望给所有渴望世界和平、种族

性别平等、独立宗教思想、信仰与科学整合负责任的人。 

 

 

 

 

 

¹⁴³德鲁兹派被分裂为两派。外在的群体称为 al-juhhal，“愚昧的”不能接触机密的德鲁兹

神圣文学。他们组成德鲁兹政治与军事的领导权，他们通常远离宗教问题。他们占德鲁兹派

的 90%。内在的群体也称为 uqqal，“有知识的先驱者”。妇女被认为 适合称为内在群体的

人，甚至在精神领域超越男性，他们的信仰与周围的基督教与穆斯林社团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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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关注从巴博 1441844 年在西拉(Shraz)宣告成立，到 1921 年过渡到阿博杜

巴哈 145 成为信仰的英雄时代。在此期间，巴哈伊的根基在几个国家建立，他的

早期的信徒也遭受极大的迫害。邵基埃芬迪拉巴尼，在 1921-1957 年期间是任

命的巴哈伊首脑。写了以下他认为是 重要的巴哈欧拉的教义的概括： 

 

独立寻求真理；不受迷信与传统束缚；全人类一体；  信仰的的基本信条和重要

原则；所有宗教的基本一致性；谴责所有的偏见不论是宗教的、种族的、阶级或

国家的；必须存在的宗教与科学的和谐；男女的平等，就如同人类的双翼能够翱

翔；义务教育的引入；普世辅助语的采纳；消除极端贫富；仲裁国家之间争议的

世界法院；以服务敬拜的精进精神提升工作；在人类社会高举正义的治理法则和

保护万国万民的宗教法则；建立持久广泛的和平 为全人类的终极目标--这是主

要的教导成分。146 

  

  

¹⁴⁴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989 年 10 月 20 日-1850 年 7 月 9 日)是巴哈伊教的创始人和先知。
他是西拉的商人，在 25 岁时候，宣告是所承诺的马赫迪，在宣告后，他承袭了头衔巴博，
意思是”门”.	  
¹⁴⁵阿博杜巴哈又称,阿把斯阿芬迪(1844 年 5 月 23 日-‐‑1921 年 11 月 28 日)众所周知的,阿博
杜巴哈(adbu’i-‐‑Baha)是巴哈欧拉   (Bha’ullah)的儿子，28 岁时候,巴哈欧拉接受了一个巴博的
信息，他接受并且成为巴比。1892 年阿博杜巴哈被任命继承父亲的的事业成为巴哈伊教的
领袖.  
¹⁴⁶邵基埃芬迪(Effendi  ,shoghi  1944)。   美国伊利诺斯州 wilmette 巴哈伊信托出版社 p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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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巴哈伊教导的主要原则是恼怒其他穆斯林，是因他们不认为穆罕默德是

后 伟大的先知，而只是众多先知长河中的之一。此外，《古兰经》也不是 后

和 伟大的安拉的启示，而是众多启示文本中的一部，在这之中有随在伊斯兰之

后的巴哈伊的经文。 

以下 12 个原则经常被列为是对巴哈伊教义的快速摘要。所列出的也并不一定权

威，很所这样的列举都是循环流通的。但是前三项通常被认为是“三项唯一”，

组成了巴哈伊信仰的基本部分。 

1）安拉的唯一性                  2）宗教的唯一性 

3）人类的唯一性                  4）性别平等 

5）消除各种偏见                   6）世界和平 

7）宗教与科学的和谐               8）真理的独立研究 

9）普世义务教育的必需             10）普世辅助语的的必需 

11）服从政府和不参与党派政治      12）消除极端的贫富 

 

虽然它也专注一些社会和伦理问题，但是巴哈伊的信仰基础可以描述为神秘的。

巴哈伊经文里的生命的目的就是获得价值，知道安拉、开发精神性、有助于开展

先进的文明。个人的进步被认为是构成整体必须的进程。就如同安拉的使者辅助

的胎儿的成长一样。巴哈伊宣扬死后的生命，那是灵魂在更为崇高的灵界无限地

进步。天堂与地狱被看成是个人接近安拉的邻界，不是独占的物质场所。 

巴哈伊宣称在全世界有 7 百万的追随者（到 2005 年），但是他们继续在激进的

穆斯林所统治的国家受迫害，尤其是伊朗。自从 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以来，伊

朗的巴哈伊信徒，经常性地家被洗劫，或不能上大学，或在政府就职，成百人因

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现在大多数是因为参与学习小组。 

1.6.8 原教旨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倡导： 

对伊斯兰经文进行字面的阐释 

伊斯兰教法的实施 

伊斯兰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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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古老的，不常使用的伊斯兰主义 147 术语，是一系列的政

治意识形态，肯定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政治体制依据伊斯兰律法

的诠释管理国家司法、经济、社会规则。因此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现代见解，

试图在现代世界阐释伊斯兰。148 

为了理解伊斯兰文化的思维模式，一个人必须了解近代历史。伊斯兰文化重新获

得发展是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横跨北非、中东、中亚和东南亚，每一个国家都

受到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伊斯兰主义经常被描述成为是对殖民主义的反应，或

者说，是后殖民主义的效果。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很多穆斯林是东方人，他

们的价值体系不是建立在对与错，仁义与罪的基础上，而是尊荣与羞愧，权力于

恐惧的基础上。因此行为仁义不是重要的，但是要表现出来。被发现就是悲剧，

因为那为自己和家人、国家甚至伊斯兰带来耻辱和羞愧。穆斯林的领土被他们眼

中的异教徒征服或掌管对全体穆斯林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名誉受损的不仅仅是穆

斯林，还有安拉。 

结果，伊斯兰主义是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应对非穆斯林统治的耻辱的现代运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奥特曼帝国的解体和随后的通过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

图尔克（土耳其的缔造者）的手段哈里法的衰亡。很多穆斯林觉察到伊斯兰教的

衰败。他们感觉的西方思潮正在穆斯林社会里蔓延。这成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或伊斯兰教文化崛起的理由。这个运动诞生了一系列有显著特点的的机构： 

1）他们确信伊斯兰教法适合于社会生活、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方面。 

2）他们为伊斯兰群体的团结而奋斗。 

3）他们认为学者拥有对当今形势诠释《古兰经》和传统的自由。 

4）他们坚信传递给穆罕默德的启示是安拉与人类之间唯一的联系。 

5）他们声称当前的伊斯兰教国家们与穆罕默德的原始教义不一致。 

 

总的来说，原教旨主义者们宣称穆罕默德时代的 初伊斯兰教是理想的，并且要

求回归。伊斯兰主义者强调他们信仰的根基，但是伊斯兰学者对原 

 

______________ 

147 
这个用法有争议，伊斯兰主义者们自己或许反对这个术语因为它暗示他们的哲学是从伊斯兰衍              

生而来的一个政治的推断而非伊斯兰生活方式的直接表述。一些穆斯林觉得棘手的是一个从 “伊
斯兰”衍生而来的词应用到他们认为激进或极端的机构。 

148参见Ro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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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社会的研究却很少。对于“原始伊斯兰教”154的特征没有清楚的见解存在。它
仅仅是强调在当时伊斯兰教是“完美”呈现的。温和主义的穆斯林宣称真正的穆
斯林是“麦加的穆斯林”。然而基金或暴力的穆斯林却宣称真正的穆斯林是“麦
地那的穆斯林”。 

在与以色列战争中埃及的军事处于劣势，加之以色列受到西方的保护，引发了有
严格等级秩序秘密社团的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愤怒。他们的成员自我否定并且愿意
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包括献出他们的生命（殉难），如果有需要。通过他们毫
无疑义的宗教服从，个体希望为社会转型而贡献力量。 

伊斯兰教的两种趋势可以界定如下： 

1）以和平方式进行宗教改革的伊斯兰群体。 

2）通过所有方式，包括恐怖手段进行改革的伊斯兰群体。 

导致原教旨主义的主要事件： 

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候（1918 年），当时统治所有中东和北非伊斯兰国
家的奥特曼帝国垮台了，被国际联盟强制地分裂为一些国家。大部分在英国
与法国的统治之下，这是伊斯兰世界认为无法忍受的。 

2）在 1924 年，阿塔图尔克建立了土耳其的非宗教国家。用西方制度取代了伊斯
兰制度。许多穆斯林对此反应消极。 

3）土耳其的这些事件推进了埃及迈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名精神领袖哈桑·艾
哈默德·阿卜杜勒·拉曼·穆罕默德·班纳 1928 年在埃及开创了穆斯林弟兄
会。他的目的就是就是在埃及重新运用伊斯兰教法。弟兄会都非常好战，对
国家的领导和不服从伊斯兰教法的人充满憎恨。他们使用恐怖主义重组社会，
迫使他们的把“伊斯兰教的原始荣耀”重新提到议事日程。 

4）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群体活动更胜。原教旨主义群体
创建了许多反叛群体，充满仇恨的穆斯林愿意为了他们的事业而死。这种热
情指向犹太人，埃及的领袖和任何不是真正穆斯林的人。他们把活动集中在
暗杀。 

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资料： 

• 内部净化：消除所有的与安拉和《古兰经》对抗的资源。包括摧毁书籍和人为  
的伊斯兰评论。 
• 在所有事情中他们不接受权威只有安拉。 

• 他们期待来自权威与社会的抵制。 
 
 

_______________ 

149“原始伊斯兰”也称为“真正的伊斯兰”，“真实的伊斯兰”或“正确的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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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使用武力推翻政府和任何抵抗他们的制度，如同穆罕默德使用武力所做的。 

• 在这个战争中不应有慈悲与妥协。 

• 开始是艰难的，但是很快真正的信仰者将听到呼唤，他们就会增加。 

• 圣战组织应该得到加强：伊斯兰教应该从说的宗教变为行动。 

• 他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横跨世界的伊斯兰教国家。唯一的政治制度就是伊斯兰

教律法。 

现代圣战运动之父-------赛义德·库特布 150 

•赛义德·库特布被埃及政府在 1948 年选派到美国学习。 

•赛义德·库特布带着对美国的仇恨与敌意回国。 

•回国之后参加了穆斯林弟兄会运动。 

•他写了超过七部著作，被认为是现代圣战运动的先驱之父。 

•他的著作《沿着路标》使他被政府判处死刑。 

•1965 年在纳赛尔任期时被判处死刑。 

•权威当局试图烧毁他所有的书籍，但是都得以幸存可以在黑市买到。 

•库特布与他的书籍称为当今激进伊斯兰运动的活力之源。 

•他是当今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群体的哲学家与精神领袖。 

•他主要遵从伊本塔米亚（Ibn Taymiyyah）156的教义。 

•他感到世界倒退到穆罕默德教义之前的时代，成为异教和偶像崇拜。 

•他也感受到安拉是唯一的世界统治之主，拒绝所有的人创的政府体系：民主、

社会主义、独裁、和共产主义。 

•他的逻辑是：好与坏不能并存，因此要打破人为的（恶）追随安拉的道。 

 

伊斯兰的真面貌是什么？ 

原始伊斯兰的解读是在麦加（公元 570-621）的穆罕默德角色还是在麦地那（公

元 622-632）或者是某种混合？换句话说，真正的伊斯兰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

在麦加时期的穆罕默德是警告者，牧师和和平的公民。在麦地那，然而，他是军

队的首脑，并且使用武力宣传伊斯兰教；他是好战的。 

穆斯林在哪是真正的伊斯兰模式上也有分歧。在瑞士的苏黎世一个伊斯兰学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0
参考加百列（2002：15 章）。 

156
塔奇·阿拉丁·阿赫迈德·伊本·塔米亚（1263-1328），是逊尼派伊斯兰的学者。他生活在蒙

古入侵的困难时期。作为由伊本·汉伯创建的学派的一个成员，他寻求伊斯兰回归到它的源

头：古兰经和逊奈。他也是瓦哈比运动的理性主义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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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妇女不允许在沙特阿拉伯驾车？” 他的答案是：“哦，

那个在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模式是不正确的。我们苏黎世的伊斯兰教才是唯

一正确的。”  
 

1.6.9 一些不同的群体与运动 

•伊斯兰弟兄会 

•伊斯兰圣战运动 

•以巴底伊斯兰 

 

这些群体和其他的在此不作阐述。鼓励读者到网上或文学作品里寻求信息（例如：

www.wikipedia.org） 

 

1.6.10 普世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具有多面性。在不同的国家独立的宗教分支和伊斯兰教的特征有很大的

差异。可以查找到不同的虔诚风格与教义上的重大的差异。《古兰经》是这些群

体的教义与生命的 高权威，虽然解释与随后的应用是通过《圣训》与《伊斯兰

社会共识》152来决定的。  

除了这些“正统”伊斯兰教的差异外，也有其他的信仰和仪式称之为“普世伊斯

兰教”或“民间伊斯兰教”153在西方文学里描述伊斯兰穆斯林每天日常生活的实

际运用。154 在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的普世信念与仪式通过神秘学被强烈形成，

在精神统治下，人们觉得无助，从那些能够影响这些能力的占卜者身上寻求解脱

与援助。神秘学的操练者是能力的代言人。当伊斯兰出现的时候，甚至穆罕默德

被报告遭受这些势力的残害和寻求普世良方对抗这一切。忍受迷信和神秘学仪式

折中了新的信仰。当伊斯兰以不同的仪式向别国传播时候，当地的人民保持这些

并与新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一起。实际上，这意味着官方，高度可见的宗教实践是

伊斯兰和它的一致性。但是真正的问题或灾难是其次的，神秘世界的次可见性。 

 

在伊斯兰作为神学界定性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之间也产生了间隙。普世伊斯兰教处

理日常生活的常见问题，适应人们的要求与习惯。这包括诸如疾病、洪水、收成

欠收、和事故------这些事件是正统伊斯兰几乎不提及的。民间信仰融汇于神话，

传说、谚语、和诗歌。祖父母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家里年轻的一代。魔术与占星

术是普世信仰中的组成要素。 

 

——————————  
¹⁵2参见 1.4.2。 

¹⁵3普世伊斯兰或民间伊斯兰在伊斯兰世界里是陌生的。 

¹⁵4 在基督徒里存在相似的复杂性。教堂里覆盖着不同形式的宗教表述，基督徒们在日常生

活里用不同的方式活出他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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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信仰与正统信仰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伊斯兰学者把普世伊斯兰教作为错误

的教义，但是经常被迫要有某种程度的忍受。普世伊斯兰教的要素也经常与正统

伊斯兰教相冲突，例如：155  
� 神圣的精神操练（比如：参观神龛与朝圣的地方）  
� 神秘主义的仪式  
� 迷信或异端  
� 神秘仪式与魔幻（包括动物献祭、习俗和仪式）  

  

伊斯兰教的历史知道关于信仰的基本教条没有委员会或正式的教义的区分。因此

无法明确地区分普世伊斯兰教与正统伊斯兰教的不同之处。对无信仰意味着什么

这一问题的个案被给予不同的回答。由于这种虔诚在不同时代与不同的群体里可

以得到不同的发展。就不可能用综合性的方式对“普世伊斯兰教”现象进行描述。  

  

以下的表格显示了影响穆斯林操练信仰的伊斯兰教的五个主要因素。穆斯林生活

在永久的张力中：五个因素不仅仅显示了相同性，也展示了冲突之处。  

  

  

——————————  
¹55  1992，年马斯克（Musk）详细地阐述了世俗伊斯兰教，用伊斯兰的日常生活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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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的伊斯兰教   
每个穆斯林个体生活在他出生就隶属的信仰派别里，那是他一生适应的。经常与

当地的风俗文化融合，从以下不同种类的穆斯林中吸取因素，经常变换、程度：  

  

1）原始伊斯兰教 156  

这是穆罕默德及其同伴所遵从的，大概分为两个时期：麦加（公元 610-622）和

麦地那（公关 622-632）。穆罕默德在麦加是和平的，在麦地那好战的。问题是：

什么是真正的伊斯兰”“麦加伊斯兰”还是“麦地那伊斯兰”或“混合”？ 

 

2) 正统伊斯兰教 157 

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也可称为“逊尼派穆斯林”，有超过 85%的穆斯林跟随。从

穆罕默德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由当地宗教领袖在不同群体诠释与宣扬的信仰。

在逊尼派里也有很多分支。 

 

3）宗派伊斯兰教 158 

大量的宗教派别都对继任、教义、伊斯兰教法的实施、《圣训》的权威上的观点

等进行争论。 

 

4）神秘伊斯兰主义 159 

也称为苏菲主义，强调精神练习，这些操练与正统的伊斯兰教相抵触，在苏菲主

义里有很多次分支。 

 

5）原教旨主义伊斯兰 160 

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开始变得激进并且准备使用武力宣扬伊斯兰教——这是当今

媒体经常探讨的伊斯兰的局面。它也称为“伊斯兰主义”（回归根源）。在穆罕默

德时代伊斯兰教正在操练。伊斯兰主义者试图证明他们相信的是真正的伊斯兰教。 

然而，不同群体在意识形态上有差异，经常彼此征战。 

  

  

——————  
¹56  参见 1.1.2  
157  参见 1.6.1 

¹58   参见 1.6  

¹59 	  参见 1.6.3	  

¹60        参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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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宗教、文化与社会习俗 

 

1.7.1 宗教与文化 

象犹太教一样，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其特点是他的追随者们不能逃避。伊斯兰

教扩展的国家拥有古代与杰出的文明，伊斯兰教与之混合以新的方向发展。伊斯

兰教的信仰与之扩张国家的社会文化相融。追随者们所进行的宗教敬拜与穆罕默

德时代大不相同。 

那些国家穆斯林人民的历史就是那些国家的不同文化与宗教信仰融合方式的案

例研究。文化适应经常把伊斯兰教群体分裂为不同的教派。在另一方面，阿拉伯

语把穆斯林团结在教义之上。丰富的阿拉伯诗歌与散文使伊斯兰教信仰发扬光大。 

 

1.7.2 清真寺的社会角色 

当今的世界对于他们所见到的“以安拉的名义”有疑惑。许多穆斯林尤其是对于

人权领域、自由的选择、是否酋长代表了伊斯兰价值的核心也是十分困惑。在伊

斯兰教，生命与宗教是紧密纠缠、不可分离的。清真寺是伊斯兰教义律法宣传与

应用的中心，在伊斯兰社区起关键作用的机构，处理与生命相关的一切事物。清

真寺是开放穆斯林的会晤场所，对激进穆斯林也是一样。 

 

 

清真寺词从词根 sajad/sujud 派生而来，意思是“展现”，通常视为敬拜。敬拜

在伊斯兰教里是坚守与实施安拉的律法。在此情形下，另外的阿拉伯词也用在城

镇的中心清真寺：意思是“聚会清真寺”或“周五清真寺”。 

 

 

 

 

 

Page86  

? 

 

问题： 

� 你认为逊尼派与什叶派都是真穆斯林吗？ 

� 真正穆斯林的标志是什么？ 

� 你如何描述作为“真正的穆斯林”？ 

� 什叶派穆斯林是如何形成的？ 

� 你对亚哈麦底亚运动有何见解？ 

� 为什么很多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认为彼此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 你认为激进的、好斗的穆斯林代表真正的穆斯林吗？ 

� 你对 近穆斯林恐怖分子的袭击有何见解？ 

� 你对《古兰经》提倡杀人的经文如何诠释？（比如：苏拉 9：5） 

 



每座清真寺都是在第一座的基础上模仿建造的，第一座清真寺是受穆罕默德在麦

地那的指示，在他建自己的房子之前建造的以显示它的绝对的重要性。161由于麦

地那什叶派的公开，清真寺不仅仅是学习宗教教义的场所，而且是穆斯林群体 162

文化生活的地方。然而，在穆罕默德时代，穆斯林群体遭遇到来自不同教派思想

与分支的内部分裂和宗派分裂。 

 

大多数穆斯林学者同意“伊斯兰教在一切之上”，这是一个基本的伊斯兰教什叶

派的原则，渗透到伊斯兰法律体系的各个方面。在此原则上，建造的清真寺必须

是所有大厦中 高、 宽、 宏伟的，尤其是在非穆斯林的土地上建造时，为了

展示力量与权威。163 

 

1.7.3 伊斯兰教中的女性 

在伊斯兰教里，女性的地位因国而异，在同个国家里，也因城市与乡村有所不同。
164《古兰经》宣称男性优越于女性，要求女性顺从男性（苏拉 4:34）： 

   

“男人是妇女的维护者与保护者，因为安拉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又因为他们     

要尽心供养她们。因此，贤淑的女子是顺从的，当安拉不在时可以保护她们。你

们怕她们不忠诚，行为不端，你们可以劝戒她们，拒绝和她们同床，打她们；但

是如果她们重新服从你们，你们不要再想法欺负她们真主：因为安拉是至尊，至

大的。” 

                        
 

___________________ 
161 由于穆罕默德是穆斯林群体里 高、 受尊敬的，因而人们被命令效仿与服从他（参见    
苏拉 4:80；33:21；48:8-10；59:7； 68:4）。 
162  参见 Brlteshazzar &Abednego(2006)。  
163

 参见苏拉 3:110；4:95；32:18。 
164  

这个话题参见 Brooks(1995).Glasser(1998); Mernissi(1985); Tucke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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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男性的坚固地位，建立了族长制的体系。隔绝公共生活的面纱（全部或部分

的），一夫多妻制是女性的压抑和从属的地位体现。《古兰经》的诠释经常导致激

烈的争执。165 

 

在伊斯兰的内部福祉中家庭是极其重要的。每个穆斯林都被建议结婚拥有尽可能

多的孩子。一个男性穆斯林可以娶至四个妻子如果他能够平等地对待她们，提供

她们住所、食品、衣物等。166 除此之外，他还可以拥有尽可能多的妾。《古兰经》

的教导原本禁止与其他宗教的人结婚（苏拉 2:221），但是之后因男人的喜好而

改变：男性穆斯林之后可以娶犹太女性或基督教女性（苏拉 5:6）。在离婚上男

性也有特权。 

一夫多妻并不是责任而是选择。167在现代，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男性选择一夫一妻

制，尤其在西方国家。另外，伊斯兰教的规则并不总是被严守，尤其是在非伊斯

兰教国度，通常以更为占优势的 168 开放的态度对待妇女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

关于妇女有很多的操练，然而，不是建立在宗教上，而是在文化上或甚至可以追

溯到伊斯兰教前的习惯法。（比如：法老的割礼）169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中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在许多伊斯兰教国度女性也很少出

现在公共场合。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角色的分工不同。男性主要是外出谋生，而女

性主要是负责家务和孩子。170即使今天，在穆斯林国度仍有很多女性在婚后从未

离开过家。因为丈夫认为那是不得体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对待这清晰的等级制

度和角色分配有不同的看法。前者涉及穆斯林家庭的稳定性和对妇女的保护。后

者认为是对妇女的束缚，把女性视为低人一等。在沙特阿拉伯。女性甚至不允 

 

 

 

—————————————————————— 

165 
 面纱：苏拉 24：31;  33：59；除外：苏拉 33:53-55； 一夫多妻：苏拉 4:3;  4:129。 

166 
 一个男性平等对待几个女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婚姻经常导致问题。 

167 
 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在国家法律上禁止一夫多妻。 

168 
 在很多时候，女性是家庭的核心。结果证明，她通常有更多的影响和鼓励，这是她的丈

夫以后做的。尽管女性比男性的教育程度低，但是女性有时候比男性更正统。 

¹⁶⁹  法老的割礼是苏丹人使用的文学术语，等同于西方的术语女性割礼和阴部封锁。在法

老割礼中,取出阴蒂与小阴唇 ，之后缝合大阴唇，留一小缝小便或月经。 
170   

角色的的分配的解释并没有遵从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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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开车或没有丈夫允许不能旅游；他们必须在亲戚的陪同下。更多的例子显示伊

斯兰妇女的地位低下： 

•  妇女继承的只有男人的一半（苏拉4:176）。 
•  两个女人的见证等同一个男性的（苏拉2:282）。171 
• 《古兰经》的一些经文描述女性是不洁净的（苏拉4:43,5:6）。 
•  妇女安静呆在家里，外表谦虚，如果外出，要带上面纱（苏拉33:33）。 
•  妇女不允许看男性，不允许向任何人展示身体的任何部分，除了亲密的家庭

成员（苏拉24:31）。 
•  奸淫是禁止的除非是受俘虏女性（苏拉4:24）。 
•  一个男性重复说三次离婚的惯用语就可以与他的妻子离婚（苏拉2:224-230）。 
•  一个男性可以娶四个妻子（苏拉4:3）。 
•  平等对待多个妻子的不可能性（苏拉4：129）。 
•  一个不得体的女性应该被关起来直到死（苏拉4：15）。 
•  男性如何接近女性：“你们的妻子好比是你们的田地 你们可以随意耕种……”

（苏拉2：223）。  
•  女性在智力、宗教、感恩上有不足（布哈里第一卷No301）。 
•  地狱里大部分人都是女性（布哈里第一卷，48页和301页）。 
 

《圣训》在这方面的教导： 

• 阿布胡莱勒叙述：安拉的使者（愿平安与他同在）说：“如果我命令一个人臣

服与另一个人，那我就命令一个女人臣服与她的丈夫。”（提尔密济圣训集

3255） 

• 阿布胡莱勒记录安拉的使者被询问：“谁在妇女中是 好的？他回答说：他需

要时她取悦他（丈夫），命令时服从他，不因自己与自己的财富抵挡他，

害怕他的不悦。”（哈提卜1.p216）。 

• 穆阿维叶伊本哈代：“我说：安拉的使者，我们应当如何接近我们的妻子，我

们应当如何离开他们呢？他回答说：”随从你的意愿接近你的耕地，你有

食物时候给她（妻子）食物，当你有衣物时候也给她衣物，不要当面辱骂

她，不要打她。“（阿布达伍德圣训）。 

• 阿布胡莱勒（安拉喜悦他）报告安拉的使者（愿平安与他同在）说：“靠着他

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 当一个男人让他的妻子上他的床，但她没有反应，”

在天堂的那位就不喜悦不满她，直到他 （她丈夫）被她取悦。”阿布·胡
莱勒（安拉 
 

———————————  
171 法律上，一个女性的价值只有男性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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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他）报告安拉的使者（愿平安与他同在）说：“当一个男人邀请他的妻子上

床，她不来，他（丈夫）整夜恼怒她，天使诅咒她直到早晨。“（真正的穆斯林 II， 

p 723）。 

 

似乎穆罕默德在他执政期间对妇女的状况没有做出任何改善。然而，当今不是所

有的穆斯林妇女都受到糟糕的对待；有一些性格强硬，在家中对男性有很大影响

力。甚至有些妇女对这些律法表示欢迎，看作是他们的保障。 

1.7.4 伊斯兰教的年法与节日 

伊斯兰教的纪念依据阴历（月亮）。因此比公历（太阳，阳历）少 11 天。因此每

天节日都比前一年提前十或十一天。伊斯兰的世纪因此比基督教/常见的时 172的

少三年。穆斯林回历的第一年是公元 622 年，哈吉拉的纪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

徙到麦地那。闰年有 354 天，分为 12 个月，每月 29 或 30 天。 

 

简易的概述如下：173 

• 伊斯兰历法的开端：公元622年=1AH 
• 公元1300年7月20日=700AH 
• 公元2000年从1420AH开始 
 

伊斯兰教历的十二个名称： 

一 月，“穆哈兰”意为“禁止”；  

二 月，“赛法尔”意为“变黄”；  

三 月，“赖比尔·安外鲁"；  

四 月,“赖比尔.阿赫勒”这两个月为“发芽”  

五 月，“朱马达·巫拉”；  

六 月，“朱马达·阿赫勒”，这两个月为“冻结”；  

七 月，“来哲布”意为“敬意”；  

八 月，“舍尔邦”，意为“分支”“分散”；  

九 月，“来麦丹”意为“炎热”；  

十 月，“闪瓦勒”意为“翘起”  

十一月，“祖里·盖尔德”意为“坐下”  

十二月，“祖里·亨杰”意为“朝觐” 

 

“穆哈兰”是伊斯兰教历的默哀月（只对什叶派），拉马丹月是禁食月，“祖里·
亨杰”(Dhu I-Hijja)是朝圣的月份。 

 

 

 
172
全部的转换表格可以在 G..S.P. Granville，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日历第二版中找到，伦敦：

格林斯 1977（直到公元 2000 年）。 
173
AD=拉丁语（Anno Domini）主年；耶稣诞生之年的继续。Ah=Anno Hegirae，“哈吉拉之后”，

从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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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伊斯兰群体庆祝不同的节日。在正统的伊斯兰教里，以下节日是重要的： 

  

日期/月份 名字 描述 

1 穆哈兰伊斯兰教历的第

一个月 

1 月 

新年 许多国家的节日。新年的一

天使穆斯林想起希吉拉（迁

徙）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从

麦加迁徙到麦地那 

10 穆哈兰、1 月 阿舒拉节 什叶派纪念阿訇侯赛因的受

难 

12 拉比的第三或圣纪、 

3 月 

米拉德-拉比 穆罕默德生日。不是所有穆

斯林都庆祝。 

27 拉杰卜 

7 月 

夜晚升起 纪念穆罕默德在梦中去天堂

的夜晚之旅。一些穆斯林认

为他是身体上的旅行。 

1 斋月 

9 月 

禁食的月份 从日出到日落，信仰者禁止

食物、饮料、抽烟、禁止亲

密关系。禁食开始于晨祷，

结束于日落祷告，与家人朋

友共享晚餐。 

27 斋月 

9 月 

能力之夜--盖德尔夜 命运之夜。《古兰经》对夜晚

的启示始于苏拉98的前五章

到穆罕默德。穆斯林彻夜祷

告，寻求安拉的荣光。 

1 开斋节、 

10 月 

破除禁食 

开斋节 

节日标志着斋月（禁食之月）

的结束。这是一个特殊的节

日，购买新衣服，赠送穷人

和朋友礼物。知名的有土耳

其的甜食拉马赞，东南亚的

屠妖节-开斋节 

10 宰牲节 12 月 宰牲节 伊斯兰 盛大的节日。对大

多数穆斯林来说，这是纪念

穆罕默德祭献他的儿子以实

玛利。家庭宰杀动物，通常

是羊。 

哈吉结束之际（朝圣），庆祝

往往持续四天，众所周知的

土耳其的库尔邦节，东南亚

的开斋节，非洲部分地区的

宰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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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历法中，斋月，174拉马丹月，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只是第九个月，它是

宗教一年的中间是伊斯兰的圣月，据说穆罕默德在此期间接受第一次异象。即使

那些已经放弃每日信仰仪式的人都要在斋月回归他们身份之源，《古兰经》。在群

体里提醒自己和他人只有一位安拉。就禁食而言，习惯性在此月诵读全部的《古

兰经》，仔细审查所有的祷告。此月的行为与各种仪式比任何一个月都更有意义。 

 

1.7.5 风俗与饮食 

在任何活动之前，即使是驾车，穆斯林都要说比斯米拉赫（奉安拉之名），在结

束时候，说（赞美安拉）。这也运用到工作场所与就餐时候。175 

 

当有人打算作什么或作出承诺，多数情况下习惯性说（安拉之愿）。如果一个穆

斯林遇到一个信仰同伴，他打招呼说愿你有平安，于是对方回应：“平安也临到

你”。在入睡前或起床前，用一声口号“赞美安拉”来荣耀安拉。有许多惯用语

被认为是保护对抗魔鬼和邪灵。 

 

伊斯兰几乎对一切都分类为两类，包括食物和饮料都分为两类：允许的与禁止的。

对于一个信奉的穆斯林而言，严格的遵从饮食律法是必不可分的。通常所有的好

的事物消费是医药上与道义上无害的是允许的。禁止食物可以分为三类： 

 

1）影响意识的让人醉的物质（尤其是酒和一些酒的饮料，也包含毒品）。 

 

2）动物的血与血没有流尽的禸。吃猪肉是被禁止的。没有经过巴斯玛拉仪式

（basmala）177屠杀的肉都是不洁净的。 

 

3）有害的腐烂的食物 

 

 

 

  

  

  

174 关于禁食，参见苏拉 2:183-‐‑187，也参考 1.5.2。  
175 通常这些惯用语用阿拉伯语说。然而也有例外。比如在德国，70%以上的穆斯林源自土耳

其的后裔。他们的口号类似。遵循土耳其的音调和拼写。  
176 允许和禁止的术语在此使用，参见苏拉 5:5。  
177”bismillah”通常被翻译为“奉安拉的名”，以“（奉安拉名）basmala”（太斯密）”tasmiya”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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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伊斯兰教的信息是什么？ 

• 为什么伊斯兰教的女性没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 

• 为什么伊斯兰教的女性经常必须穿戴覆盖全身的衣服？ 

• 你认为为什么马利亚，耶稣的母亲，是《古兰经》中被提到名字的唯一女性？ 

• 通过斋月禁食你可以获得什么精神益处？ 

• 你庆祝穆罕默德的生日吗？如果庆祝，为什么？ 

• 你庆祝伊斯兰教的什么节日？ 

• “宰牲节”被认作是纪念亚伯拉罕。这个节日对你确实地意味着什么？要被献祭的

儿子是谁？你可以找出《古兰经》的出处吗？ 

• 伊斯兰教法的历法起源于公元622年，那这之前的时代（穆罕默德在麦加）不是伊

斯兰的吗？ 

• 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允许（halal）和禁忌（haram）吗？这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2.基督徒对穆斯林异议的答复 

 

伊斯兰对于圣经的教导的挑战是从穆罕默德开始的。《古兰经》，据说是穆罕默德

启示的经文。包含许多争议性的陈述与基督徒教义相抵触。对于这些质疑，基督

徒有合理的和有充分依据的答复吗？是的，当然有！对于每一个置疑，基督徒可

以给出让人信靠的答案。本章是要概述穆斯林 常见的质疑。179 

 

对于《圣经》知识与基督徒教义的良好掌握是与穆斯林探讨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

件。鼓励基督徒互相学习与讨论本课程的这章内容，从而与穆斯林分享时候变得

更为自信。用更多的耐心与爱给出《圣经》中的答案。目的不仅是解释基督徒所

相信的，而且还要解释为什么他们相信。万一基督徒对于答复没有即时的准备，

好承认事实，也不要给出一个不明智的答案。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下一次的

会晤，通过搜索提出的要点。在提摩太后书 2:15 中的精神：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这些回答可以挑战穆斯林思索他们与神的关系， 终接受真理。¹⁸⁰ 
 

2.1 神学领域的冲突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分歧，穆斯林的质疑与基督徒所提供的回答在以下章节描述。

我们开始仔细研读两种宗教的相似点，从而为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对话作一个切入 

点。¹⁸¹以下表格例举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似与分歧的地方： 

 

 

 

 

 

 

 

 
178
很少的穆斯林对基督教的信息与教义有了解。例如，伊斯兰教指责基督徒拜三个神。 

179
有更多的穆斯林对抗基督教。参见 Gilchrist1999。 

¹⁸⁰牢记在心穆斯林不习惯被质问宗教问题，而是无条件地接受与诵读《古兰经》。质问安拉

或《古兰经》是有罪的。 

¹⁸¹对于这个话题，参见解释章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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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下列信息： 

a） 常见的穆斯林的质问与思维方式 

b）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教义的差异 178 

c）基督徒提供答案的方式是穆斯林可以理解 



话题 相似处 分歧之处 

神是唯一的 相信只有一位神。 《圣经》与《古兰经》用

不同的方式刻画神。 

神是统治者 神是永活的世界统治者。 神统治世界的方式。 

启示 神向人启示他的话。 启示的方法和哪本书的

确包含神的话语。 

罪 人类犯罪。 罪的定义有根本不同。 

赦免 神赦免人的罪。 神的赦免方式。 

提到的人 《古兰经》与《圣经》谈

论相同的人物，比如：亚

伯拉罕，摩西，诺亚，马

利亚，耶稣 182等。 

那些人是谁，他们究竟有

什么使命。 

审判日 事实就是有审判日。 那天究竟会发生什么。 

永恒 天堂（乐园）与地狱的存

在。 

整个概念不同。 

 

 

 

 

从以上可以看出，有很多的人和事都在《圣经》与《古兰经》中提及。但是他们

的追随者的使命与他们的教义有显著不同。比如，《古兰经》讲述了亚当在乐园

的犯罪，但是故事的细节与人类堕落的重要性却完全被误解。与创世纪的描述不

同。在伊斯兰教中，亚当所犯的罪对人类没有进一步的后果，因此穆斯林拒绝《圣

经》关于原罪的概念。因此应当澄清的是我们不会因亚当的罪而被定罪，但是我

们已经从亚当遗传了罪性，因此对罪有强烈的依赖性。 

 

在《古兰经》中耶稣在先知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从基督徒的观点看，关键点

缺失：在伊斯兰教中，耶稣不是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仔细研读

可以发现不同点比相似点更多。在下一章继续研读。 

 

 

 

 

 

 

 

 

———————————————————————————————————————

¹⁸²在《古兰经》中，耶稣的名字是 Isa。然而正确的阿拉伯拼写是 Yasu，对于这个差异的

明确解释没有找到。 

 

 

 

Page95 



2.2 穆斯林对《圣经》的异议 

 

2.2.1“《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 

首先，了解启示教义的分歧是重要的：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神通过他的创造启示他自己，在历史

中，尤其是通过他所拣选的民族以色

列。神启示他的本质与名字（出埃及记

20）。通过耶稣，他来到人间，带来和

好，吸引人们到他身边。耶稣是神 后

的 重要的神的话语（约翰福音

1:1-14；希伯来书 1）。神通过耶稣启

示自己。《圣经》是神自我启示的 好

证据。神通过圣灵的激发挑选作者写下

经文（提摩太后书 3:16；彼得后书

1:16-21）。这些人用自己的风格写下经

文。因此《圣经《有双重作者，神通过

他的灵的能力与一些拣选的人。因此，

虽然人写下《圣经》，但是是神在掌权

和确保真理的启示。 

 

 

 

安拉没有启示自己，只有他的意愿。他

在不同时间派遣先知到不同的国家。除

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外，一些重要的《圣

经》人物也在《古兰经》中提及：诺亚，

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撒加

利亚、约拿、耶稣。穆斯林宣称穆罕默

德是 后的先知，他通过加百利点点滴

滴获得《古兰经》。 原始的阿拉伯语

《古兰经》据说保存在七重天，是“书

籍之母”。它包含安拉对于全人类的行

为的诫命。据说穆罕默德是获得直接启

示的没有任何改变。这意味着没有任何

人为因素呈现在《古兰经》中，是安拉

的纯粹话语。虽然穆斯林宣称安拉只对

人类直言，但是明显的是在第一节苏拉

《古兰经》部分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苏

拉 1-5“我们敬拜你，我们寻求你”）。 

 

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默示的话语，是关于罪得赦免，救赎和救恩的确定性的

唯一清楚的对于人类的信息。 

 

任何人类的工作都不完美。伊斯兰断言今日的《古兰经》是穆罕默德死后 23 年

口头相传的手抄本，是安拉的原始 完美的副本，这是很难有说服力的。¹⁸³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¹⁸³穆斯林认为除了安拉外没有什么是完美和神圣的!因此，一本在地上的书，如《古兰经》

如何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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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质疑 

“《圣经》不是安拉的真正启示。只有《古兰经》才是 后的 好的安

拉的启示。” 

 



斯林相信《古兰经》是安拉的话语以绝对完美的形式写成的。 

 

于此对照，基督徒相信神的道在耶稣基督¹⁸⁴中变成人，神的儿子具有完美的神

性。因此，穆斯林有一本书作为他们的 终启示。在此基督徒有一位人作为神圣

的启示。然而问题是：哪个启示更有价值，是书还是人？¹⁸⁵ 
2.2.2“《圣经》不是神的话语” 

 

从穆斯林的观点来看，《古兰经》囊括了从神¹⁸⁶而来的先前一切的启示。穆斯林

认为这些早期的写作被篡改了，现在只有《古兰经》包含了神真正的话语。《古

兰经》提到许多的《圣经》话题，但是大部分都是以很简单，高度歪曲，误解和

很肤浅的形式呈现。 

 

由于《古兰经》与《圣经》经文有很多冲突，穆斯林臆断《圣经》被篡改。他们

宣称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仔细研读《古兰经》。他们的立场事实上与《古兰经》

经文关于《圣经》的论述相抵触。187这就意味着穆斯林所说的不是一切都与《古

兰经》一致。以下表格展示了这一点： 

 

古兰经教义 今日穆斯林的信念 基督徒信念 

论及《圣经》溯源 

《圣经》源自安拉

（苏拉 5:47）。 

圣经写作是安拉通过先知

启示人类。 

神所拣选的人通过圣灵指导

写下圣经（彼得后书 1:21； 

提摩太后书 3:16）。 

关于《圣经》的权威性 

在圣经中是从安拉来

的指引和光（苏拉 5：

46； 10：94；32:23）。 

《圣经》不再是安拉的话

语，因为犹太人和基督徒篡

改它了。 

《圣经》是神的话语，向我

们显示救恩之路（约翰福音

20:31）。 

 

 

¹⁸⁴参见约翰福音 1:14。耶稣自己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以人的形状而来，与穆斯林的安拉

启示自己不同。 

¹⁸⁵参见故事 3.3.4。 

¹⁸⁶书籍例举在 1.5.1。 
187
《古兰经》从来没有提到《圣经》。它提到的《圣经》部分诸如律法书与福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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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质疑 

“《圣经》不再是神的话语：它被犹太人和基督徒篡改过的。” 

 



以下表格对于《古兰经》的两个有挑战性的章节进行解释：¹⁸⁸ 
章节（阿拉伯语） 英语 解释 

苏拉 32:23 

 

“我确已把经典赏

赐摩西（穆萨）：所

以你们不要怀疑它

的教导：我们制作

它为以色列后裔的

向导。” 

 

《古兰经》高度积

极肯定旧约圣经，

没有像穆斯林所说

的被改变。 

苏拉 10:94 

 

“假若你怀疑我所

降示你的经典，你

就问问那些在你之

前常常诵读天经的

人们：从你的主发

出的真理，确已降

临你：故那些怀疑

者并不智慧。” 

 

此章的确说那些任

何对安拉的启示有

怀疑的穆斯林应该

询问此前授予此书

的人：犹太人与基

督徒！ 

 

 

《圣经》的权威在《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被质疑，而是积极强调。在苏拉 3：

3中，例如：福音与摩西律法被描绘为“人类的指导”。进一步，《古兰经》也宣

称（苏拉 6:34 ；10:64）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安拉的话语。因此，合法的问题

是：为什么当今的穆斯林持有与《古兰经》抵触的不同见解？ 

 

为了证明他们对《圣经》经文的篡改，穆斯林被挑战回答下列相关的问题： 

1）什么时候为什么《圣经》被篡改？ 

2）谁歪篡改了《圣经》? 

3）其他信仰者如何反应？谁没有参与篡改？ 

4）人们如何知道“原本圣经”的存在，除非有一些对这一断言的证明？ 

 

 

《圣经》的可靠性通过以下四方面得到证实： 

1）成就的预言：很多可以在《圣经》中找到。通常，事件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预

定。没有任何评论可以否认。这在整个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宗教 

 

 

 

 

¹⁸⁸《古兰经》有进一步的经文，关于《圣经》的权威性可以得到证实：苏拉 2:136； 3:3； 

4:136； 5:68；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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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清晰。预言的例子与预言的实现在以下表格中得出：¹⁸⁹ 
耶稣的事件（什么时候

预言的） 

预言 成就 

弥赛亚的诞生地，存在之

前（公元前 700 年） 

弥迦书 5:2 路加福音 2:4-7 

童女生子（公元前700年） 以赛亚书 7:14 马太福音 1:18-23 

他的神性（公元 700 年） 以赛亚书 9:6 马太福音 1:23 

他骑驴来到耶路撒冷（公

元前 480 年） 

撒加利亚书 9:9 马太福音 21:1-9 

他来拯救与医治（公元前

700） 

以赛亚书 53:3-6 马太福音 1:21；路加福音

18:40-43； 19:10 

他的名字是弥赛亚（公元

前 700 年） 

以赛亚书 49:1-8 马太福音 1:21 

他的受难与钉死在十字

架上 

以赛亚书 53； 

诗篇 22:1-18 

马太福音 27:33-50； 

约翰福音 18:36-19:37 

他的埋葬 以赛亚书 53:9 马太福音 27:60 

他的复活 诗篇 16:8-11 使徒行传 2;25-32 

他的升天 诗篇 110:1 使徒行传 1:6-11； 

希伯来书 1:13 

 

2）亲眼见证人：记录在《圣经》中的事件在公开的场合发生；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是见证。使徒们重复时间，再此呼召见证人对于真理的证实。（路加福音

1:2；使徒行传 2;22-24；5:30-32；26:25-26 等）： 

……述说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路 1：

2）。 

3）考古：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圣经》的可靠性，验证其历史的真实与准确

性。¹⁹⁰当与其他宗教书相比较时候，《圣经》是独一无二的，作为 古老的，

被地名，人民、称呼和提及的事件等验证，由语言及其文学形式架构而成。

考古学的发现可以消除对《圣经》质疑，加深历史的可信度。当圣经经文受

到怀疑时候，考古学可以用来展示《圣经》中的人物、地点和事件都是真的。

有很多关于考古学的亮点；一个是记载在 1967 年后： 

伴随着西城墙的坍塌与六日圣山之战，考古学家对现代耶路撒冷城之内进行更广

泛的挖掘。西南旧城有一个显著的发现：两个银丝筒完整无损地保存着 古老的 

 

¹⁸⁹参见 Nehls(1985)和 www.answering-islam.org 

¹⁹⁰参见例如自由（1992）或网站如 www.christiananswers.net 通过不断地挖掘，发现很多

《圣经》的真实性的 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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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手抄本，比死海古卷还古老。两个都包含了民数记里祭司的祝福；一卷书包

含了出埃及记（出埃及记 20:6）和申命记（5;10 7:9）相同的经文。同样的经

文再次出现甚至比但以理书（9:4）与尼西米记（1:5）更晚。 

4）历史：当时的历史，比如，塔西佗与约瑟（Josephus），191都不是基督徒，也

证实《圣经》的记载。我们因此毫无理由怀疑《圣经》，因为记载的事件的确

发生了。比如约瑟，写于公元 93 年：192 

现在关于耶稣，一个智者，如果称他是人符合律法，因为他是很多奇妙事件

的执行者，一名老师，很乐意接受真理。他吸引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他是

基督（弥赛亚）。当彼拉多，在我们中间的一位首领的建议，定了他的罪送他

上十字架，那些爱他的人 初没有抛弃他；第三日他又回到他们当中；如同

神的先知所预言的一切和他所行的成千上万其他的奇事。如同基督徒所命名

他的，永不泯灭（犹太古籍；书 18 ；历代志 3：3Flavius Josephus 的作品，

由威伦敦廉姆。米奈和所以拜翻译。392 页） 

2..2.3“基督徒的圣经经文自相矛盾” 

这个争论基于不同版本圣经的总结。很明显，穆斯林从来没有调查过这个说法。

他们事实上是指由很多不同的译本，正如他们也拥有不同的《古兰经》译本。他

们必须学会用不同的译本在不同时间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宣教。由于语言是一代

代动态与变化的，翻译也需要升级。然而，《圣经》是由古希伯来与希腊的经文

翻译来的。对于大多数穆斯林很难理解，把《圣经》翻译为很多不同的语言，同

时不改变内容是可能的。 

 

 

¹⁹¹科尼利厄斯塔西（ cornelius tacitus 公元 54-117)，是罗马帝国 伟大的历史学家。

约瑟（公元后 100 年）是罗马公民，如同 Falvius 约瑟是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和护教学家，

幸存的皇室成员，记录了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的毁灭。他的作品对于一世纪的犹太教有重要

见解。 

¹⁹²更多证据与《圣经》真理参见斯通（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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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质疑 

“基督徒有不同版本的圣经在有些地方内容不一致。神肯定不是互

相矛盾的圣经的作者。” 

 



 

 

 

关于《古兰经》对于启示伊斯兰教教义的上下经文，¹⁹³穆斯林认为安拉的话必

须逐字翻译。这个理论是不现实的，因为当经文在几个世纪口头传述、记录或者

手抄过程中小的分歧必然会出现。这是必然的不需要争论。穆斯林认定《古兰经》

是完美的，对经文与其传播并不需要挑剔。然而，《古兰经》并非如穆斯林认为

的“完美”和具有统一性。¹⁹⁴相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本书象《圣经》被如此

查证，如此审查——而且通过检测！ 

 

基督徒可以如释重负，因为在所有书中，《圣经》是 好的真实性证据。没有任

何一本古代的书拥有如此多的古老的手稿。在超过 5000 份古代手稿或章节，我

们发现三个主要的手稿是在伊斯兰教前所写的。这表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圣经》

与古代犹太人与基督徒所使用的一样：195 

 

1）亚历山大法典 写与公元五世纪。它包含了整部《圣经》，只有《新约》的几

页缺失了。¹⁹⁶ 手稿的全部经文都包含在今日的《圣经》中。手稿被保存在

伦敦的英国图书馆。 

2）西奈山抄本 写于公元四世纪末。它包含《新约圣经》的全部与《旧约圣经》

的部分。保存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之后被出售，现在也在伦敦的英国图书

馆。 

3）梵蒂冈抄本 可能是 古老的包含全部《圣经》的手稿。写于四世纪，现在

保存在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新约圣经》的 后部分与第一部分写法不同。
197 

 

关于声称改动《圣经》，它必须明确陈述上述的手稿在穆罕默德之前。在那之后

《圣经》不可能被改动，因为今天的《圣经》与上述的内容并不偏离。《古兰经》

也明确指出《圣经》是穆罕默德时代的圣书，没有人可以改动。因此可以明确那

些争论《圣经》被败坏的穆斯林忽略了这些事实。 

 

 

 

 

 

¹⁹³此理论在 2.2.1 中解释。 

¹⁹⁴参见 Gilchrist1999：23-40。 

¹⁹⁵有更多的手稿可以证实《圣经》的诚信与一致性。比如，希伯来文的犹太经文，死海古

卷，拉丁文圣经（参见 Gilchrist 1999：20-23）。 

¹⁹⁶亚历山大法典中丢失的经文是马太福音 1：1-25；马太福音 6 章；约翰福音 6：50-8：52；

哥林多后书 4：13-12：6。 
197
从希伯来书 9：14 到启示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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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表格给出了有趣的对比，关于启示录和上帝给予人类的书： 

主题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完美的 ，来自造物主的

后启示 

耶稣= 活生生的人 《古兰经》= 一本书 

人类的成文的指导 《圣经》= 记录上帝的话

语 

《古兰经》和《圣训》=

安拉的话 

分歧在于在基督教中“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命名耶稣，约翰福音 1:14）

然而伊斯兰教中“安拉的话”成为一本书，命名《古兰经》。在基督教中，完美

的 终启示是耶稣，一个活人，然而在伊斯兰教中它是一本书，《古兰经》。因此

在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完美的 终启示，需要对比耶稣与《古兰经》。 

2.3 穆斯林对耶稣基督的质疑 

 

2.3.1：“耶稣不过是个普通的先知” 

 

穆斯林承认耶稣不过是个先知。然而穆罕默德成了 后、 重要的、 伟大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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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古兰经》是如何记录下来一直存到今日？ 

• 为什么穆斯林宣称《圣经》是篡改的，而另一个方面《古兰经》又

证实《圣经》的权威性？ 

• 穆斯林关注《圣经》改动有什么证据？ 

• 在历史上什么时期穆斯林认为《圣经》有改动？ 

• 为什么穆斯林不遵从《古兰经》苏拉10:94的教导————如果你怀

疑启示的意义，去问犹太人或基督徒？ 

• 既然《古兰经》给出犹太圣经与基督徒经文的可信度，穆斯林为什

么不从《圣经》中查找答案？ 

• 穆斯林宣称除了安拉以外没有什么是完美而圣洁的！那么一本书，

像《古兰经》，如何在世上是完美的？ 

>
穆斯林的质问 

“耶稣与其他先知一样。耶稣只来到以色列人中。穆罕默德是 伟大也

是 后的先知，他来到全人类中。”（苏拉 4:171；5:75；33:40；43:50；

43:63-64） 

 



 

知。然而，《古兰经》的确把耶稣放在一个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位置。198 尽管

在《古兰经》114 苏拉中提及 15 次，¹⁹⁹没有任何一苏拉不论及他的人格和工作。

《古兰经》中耶稣的图像从分散的 93 个经文中再现。关于耶稣 重要的陈述和

赋予他的称号如下： 

 

苏拉 陈述 

3:45 他的名子是世上极其尊贵的，在今世和后世都是。 

4:158 真主已把他擢升天堂。 

4:171 他是弥赛亚（基督）²⁰⁰，安拉的话语²⁰¹，安拉的灵。 

5:113 他创造生命，医治疾病，使死人复活。 

19:19 他是无罪的。²⁰² 
19:20 他是童女所生。 

19:21 他是人类的标杆。 

19:34 它是真理之言。 

21:91 他是全人类的标杆。 

43:61 他知道审判之时。 

43:63 他带来明确的证据。 

 

大部分穆斯林忽略《古兰经》中使耶稣独一的陈述。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古

兰经》从来没有——没有在任何地方是严厉对抗基督徒教义——也没有任何地方

归罪于耶稣²⁰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古兰经》也使用弥赛亚²⁰⁴，尽管有人会

强烈反对此称号。所以，甚至《古兰经》也把耶稣描绘成为是独一无二的，极好

的，不仅仅是先知的人。穆斯林一直争论耶稣只不过是派往他的百姓中间的先知，

以色列人的先知，依据《圣经》的经文：他回答道：“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

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马太福音 15：24；参考马太福音 1：21；10：5-6）。 

对此的回答是耶稣的使命必须在整个上下文中显现。²⁰⁵首先，耶稣集中在犹太

人中传道，之后，扩展到外邦人中。这在耶稣有许多会面中得以澄清，比如：雅 

 

 

 

¹⁹⁸基督徒不需要《古兰经》来刻画耶稣的独一无二。但是可以向穆斯林指出他们需要仔细

研读《古兰经》，耶稣不仅仅是个先知，他是独一无二、无双的。 

¹⁹⁹《古兰经》关于耶稣 参见比如 Parrinder 1965。 

²⁰⁰对弥赛亚的解释参见 3.4.3。 

²⁰¹Al-Bukhari（6:200-201；60）178.236）证实耶稣是“安拉之言”。 

²⁰²《古兰经》在苏拉 19:13 也说施洗约翰是神圣的。除了耶稣外其他先知都要呼救罪得赦

免，包括穆罕默德（苏拉 4:106；40:55；47:19）。Al-bukhari 的圣训（6:324；54.10.506）

证实耶稣是为撒旦攻击和罪预备的。 

²⁰³现存的记录都说所有先知是有罪的，需要赦免，穆斯林的传说也证实耶稣是无罪的。 

²⁰⁴《古兰经》对此没有提供解释。 

²⁰⁵穆斯林经常断章取义从而得到错误的结论。因此基督徒应该常常渴望对整卷经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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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井旁的妇人（约翰福音 4）206。大使命（马太福音 28:18-20）和对使徒应许圣

灵（使徒行传 1:8）明确显示耶稣的信息适用于全人类。 

 

耶稣的策略扎根于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创世纪 12:1-3）：“……因你，地上的

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祝福传给以撒，耶稣。耶稣用语言证实 ：“因为救恩

是从犹大人出来的”(约翰福音 4:22)。因此，耶稣开始向犹太人布道，因为上

帝的祝福通过犹太人归给全人类。 

穆斯林拒绝的理由是耶稣只被派遣给以色列人，与《古兰经》相冲突。苏拉 19:21

说耶稣是世人的标杆。 

 

2.3.2“耶稣不是神的儿子” 

 

如同以前强调的，耶稣在《古兰经》中拥有特别的位置，他超乎寻常的称号与惊

人的行为。在另一方面，一些显著的差异也的确存在。 

 

相关陈述 圣经 古兰经 

耶稣的地位 上帝之子 先知 特使 

耶稣的使命 人类的救赎 207 布道与医治 

 

穆罕默德误解了耶稣是上帝之子基督徒教义是从生物学解释，如同上帝有妻子，

儿子。这些误解在不同《古兰经》经文中体现。²⁰⁸伊斯兰教耶稣的地位与使命

只依据《古兰经》对先知和特使的概念来界定。基督徒教义中耶稣是上帝之子和

世人的救主与穆斯林对上帝的见解冲突。例如，他们对安拉的完整性与独特性。

因此穆斯林很难接受安拉与耶稣具有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安拉没有儿子，对耶

稣与穆斯林信徒他无法被理解。“父亲“对穆斯林而言是奇怪和不可接受的。然

而，陈述上帝是所有基督徒之父，是其中一个《圣经》的核心(贴撒罗尼迦后书

1:2 彼得前书 1;17)。 

 

 

 

 

²⁰⁶在此，耶稣与来自叙亚村的撒玛利亚的妇女交谈。之后他与村庄的很多人交谈。对这次

的会面的结果是很多人信主。 
207
救赎在 2.4.3 中讨论。 

²⁰⁸参见苏拉 6:100-101；10:68 19: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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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质疑： 

“安拉不可能有儿子，否则他也可能有女儿和妻子。安拉就是唯一！”（参

见苏拉 19:35）。 
 

>



在《新约圣经》中,“上帝之子”或简单的“儿子”，是对耶稣的主要的弥赛亚的

称呼。上帝称耶稣是他的儿子在人之前公认他。209耶稣也公开承认他自己就是上

帝之子从而显示他与上帝的渊源及其与上帝，父亲²¹⁰独特的关系。当耶稣称自

己是上帝之子时候，这包含了宣称绝对的优先权在所有受造物之上²¹¹。他在万

物之前。通过它，一切存在。因此，“上帝之子”的称呼等同于“主”。要认同耶

稣是上帝之子就要接受和相信通过他而来的启示（马太福音 16:16）。甚至魔鬼

认出耶稣是上帝之子，指出他启示的宇宙的领域。 

 

 

2.3.3“耶稣不可能是神” 

在正统的伊斯兰教中，指出安拉不可能也不会通过人来启示。安拉的启示只是一

个信息，依据伊斯兰，是通过天使加百利向穆罕默德启示，之后口头相传记录下

的。但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永恒的话语体现在身体形式，与伊斯兰

教的启示概念不同。偶像崇拜在伊斯兰教中是不信的 糟糕形式。 

 

然而，《圣经》经文是清晰的：《旧约圣经》预言一个人要来，那就是上帝。《新

约圣经》显明这一切如何实现的。²¹³《圣经》经文明确指出耶稣是“上帝与我

们同在“（以马内利；马太福音 1:23）。 

 

²⁰⁹参见马太福音 3:16-17；17:5；路加福音 9:35。 

²¹⁰参见马太福音 11:27；约翰福音 14:20。 

²¹¹参见歌罗西书 1:15-16；约翰福音 1:3。 

²¹²马太福音 8:29；马可福音 3:11；路加福音 4;41。 

²¹³参见《圣经》以下经文：但以理书 7:13-14；以赛亚书 7:14；9:6；约翰福音 1:10-12；

5:21-27；10:25-33；14:6；使徒行传20:26-29；罗马书9:4-5；马太福音14:32-33；26:63-64；

路加福音 7:48-50；以弗所书 2:5-6；希伯来书 1:1-4；哥林多后书 4:4；约翰一书 5:20；

提多书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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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质疑 

“耶稣不是神。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就是个人。神是唯一的；他没有同

伴！”（参见苏拉 5:19-20）。 
 

如何解释“上帝之子”的概念 

当与穆斯林首次会晤，你或许会问他从哪里来，之后向他问候并说（或

许如此）：“哦，巴基斯坦的儿子”或者“尼罗河之子”或“伊拉克之子”。 

但是之后你说：“但是巴基斯坦（或别的）没有妻子/配偶。但是你是巴

基斯坦（或别的）的儿子”。这有助于人们记住“儿子”的确除了生理

意义上的儿子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 

 

! 



腓立比书 2:6-11 证明以下事实： 

1）耶稣在地上是上帝，同时也是人。 

2）耶稣是唯一曾住在地上把神性与人性完美结合的人（参考罗马书 1:3-4）。 

3）耶稣是唯一无罪的人，可以做出 完美的牺牲，为那些相信他接受他的所有

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4）这就是耶稣的使命并且他完全顺服。 

5）耶稣拥有 高的名分；全人类必须向他屈膝和接受他的权威。 

 

2.3.4“耶稣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   

 

《古兰经》否认耶稣基督的三个根本事实，他神性的名分，他作为救主的功能和

他被钉十字架。在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 深处的核心分歧。对两种宗教的协

调，就如同自由神学家所要求的，如果不摈弃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不可能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之死在《古兰经》是很晦涩模糊的。陈述是不清晰的，没有呈现

清晰地画面。《古兰经》中提到耶稣真实的受难只有一个地方，被他们否认。 

 

 

 

 

 

 

 

 

 

Page106 

与穆斯林对话 

穆斯林：耶稣不可能是上帝；没有人可以成为上帝！ 

基督徒：有什么事情在上帝是不可能的吗？ 

穆斯林：没有，上帝能做一些事情。 

基督徒：如果上帝决定今天以人的形象在你家门前散步（同时还掌管整

个宇宙），你能够阻止上帝这样做吗？ 

穆斯林：不能，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上帝做所喜悦的事情！ 

基督徒：好了，在历史上上帝决定在地上以人的形式呈——那人名叫耶

稣！你怎么可以说，这对上帝是不可能的呢？ 

 

! 

穆斯林的质疑： 

“耶稣没有被钉死；安拉不会允许一个先知以如此恐怖的方式死亡。”

（参考苏拉 4:157）。 
 

>



 

苏拉 4:157-158 提到犹太人： 

又因为他们说（大胆）：“我们确已杀死马利亚的

儿子基督耶稣，安拉的使者”——但是他们没有

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使他

向他们显现，及向那些充满疑惑没有（确切）知

识的人们显现，只不过根据猜想罢了，因为确实

地，他们没能杀死他。没有，安拉把他升到自己

身边：安拉是有能力的，智慧的。 

 

既然《古兰经》否认耶稣受难，那么它不把受难这件事作为拯救的方式就不足为

奇。对受难的否认的解释是穆罕默德极有可能遇到异端基督宗教主义者，从来没

有领受到耶稣救赎工作的正确解释。《古兰经》经文含糊不清，文字中“使他向

他们显现”又给出不同的理论，和对很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有很多推测。穆斯林神

学家有几种见解。²¹⁴ 
• 没有人受难——对犹太人是“显示”如此，但是没有受难的发生。 
• 耶稣的确受难，但是没有死——犹太人与罗马人以为耶稣死了。然而耶稣在山

洞里恢复了，并想办法逃走了。（这是艾哈迈迪的阐述） 
• 另外的人代替耶稣受难——安拉欺骗了人。²¹⁵ 耶稣活着时候被带入天堂。但

是谁替代耶稣并不清楚，对替代人的身份有许多不同见解。（比如犹大）

当今，这个理论也是广为传播的。 
 

艾哈迈迪运动( Ahmadiyya Movement)216 的追随者们猜测耶稣在受难中幸存，并

迁往印度，在那他自然死亡。217一个先知如此残酷的死亡在伊斯兰教中是不被接

受的，因为所有的先知被认为应该是成功的。安拉不允许受难的耻辱。然而，这

与《圣经旧约》中先知的命运相冲突。 

 

 

 

 

 

 

 

²¹⁴参见 Gilchrist(1999:119-125)。 

²¹⁵安拉有更好的计划，例如，可能欺骗人，在《古兰经》指出，苏拉 3:54；7:99；和 10:21。 

²¹⁶此次运动在 1.6.5 中描述。 
217
此理论也称为“狂喜理论”因为耶稣被断言在受难中只不过是昏倒，但是没有死。所有在

场的都被蒙蔽了。在山洞里耶稣康复，翻开石块逃走了。这个理论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的欧

洲理性主义神学家中产生。艾哈迈迪甚至认为他们在克什米尔（印度）找到耶稣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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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证实环境，依据 Yusuf Ali 的翻译的《古兰经》：“看！安拉说：耶稣！我将

带领你，把你升到我这里。”与 原文有出入。词”matawaffi-ka”意思是“我将使你

死”。在他的第二个版本，然而，他改成“我将带领你”，近似蒙蔽。M.M.Pickthall 翻

译：“我与你一起”。为什么有如此明显的欺骗？“Tawaffi”意味着“死”。（依据以下

的词典：J.Catafago, EW Lane 和 Ibn Mukarram。）伊本阿巴斯（Ibn Abbas） 受人

尊重的穆罕默德的同伴之一，说：“mutawaffi-ka”是“mumitu-ka”，比如“我将使你

死”伊本布哈里（Al-bukhari）。 

 

另外的文章加强了这个证据，提到耶稣说： 

“我出生日， 和平日；我死亡日，再次复活生命。”（苏拉 19:33）。 

 

许多穆斯林分析耶稣的死将发生在耶稣重返地球打败敌基督。毕竟，耶稣被期望埋葬在

麦地那穆罕默德旁边。这不可能是正确的解释，因为经文中所有的完全相同的词汇的使

用都优先于 后的引用，这次指的是施洗约翰： 

“他出生日， 和平日；他死亡日，再次复活生命。”（苏拉 19:15）。 

为什么施洗约翰死了，而不是耶稣，他们几乎用了完全相同的文字？这与不断引用的经

文相冲突。苏拉 4：157。 

 

就基督徒的观点，耶稣的受难是整部圣经的中心和高峰。受难是耶稣使命的一部分。²¹⁸ 
上帝展示了他的大能当他从坟墓里使耶稣作为一个活人复活。受难是《圣经》可接受的

事实。此外，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其他历史见证。证据包括： 

• 弥赛亚的死在《旧约圣经》先知已经预言（以赛亚书53； 诗篇22:1-8）。 
• 耶稣的牺牲之死是《旧约圣经》教义的合理结果和成就（路加福音24:26；24:44）。

耶稣在《新约圣经》中的一次牺牲之死取代了《旧约圣经》中不得不重复的献

祭（希伯来书10:1-18）。 
• 大概三分之一的福音与耶稣 后一周在地上的工作、他的死与复活相关。 
• 耶稣预言他自己的死（路加福音9:22；22:37）。 
• 有一些目击证人（彼得后书1: 16-18 ； 约翰一书1:1-13；哥林多前书15:3-8）。 
• 历史学家记载耶稣之死（比如约瑟夫和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一世纪的历史学家）。 
• 那些生命被耶稣改变的人们的见证（使徒行船4:8-13；7:56；24:24）。 
 

 

 

 

 

 

 

²¹⁸耶稣的使命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作为“ 后、 完美的”牺牲，从而那些信他的人获得

罪得赦免和永生（约翰福音 3:16；5:24；14:6；20:31）。 

 

 

 

 

Page108 



 

 

以下的表格对耶稣受难在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中呈现了惊人的差异： 

 

基督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 

（根据《古兰经》 

耶稣是弥赛亚，他的确死

在十字架上。 

耶稣不是弥赛亚，但是他

的确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没

有死在十字架上。 

 

2.3.5“穆罕默德的生命比耶稣更高贵” 

 

很多穆斯林知道基督徒对耶稣有 高的尊重，甚至敬拜他。这对他们而言是奇怪

的，而且他们认为是基督徒犯了偶像崇拜罪。在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是所有先

知中 后的也是 伟大的，比任何先知包括耶稣都崇高。 

 

穆斯林经常把穆罕默德理想化，通过把许多他没有做的或说的事情归于他从而希

望提高他的地位。但是，这种态度接近“理想化的愿望”而非事实。因此，基督

徒仔细聆听穆斯林的陈述与和蔼询问他们支持见解的证据是很重要的。就如同

2.3.1 所论述的，耶稣对所有人来说是至圣的，甚至在《古兰经》中，包括穆罕

默德。以下的表格阐述了耶稣与穆罕默德生平的惊人对比： 

 

 

话题 耶稣生平 穆罕默德生平 

婚姻 神的婚姻观在创造中的

描述（创世纪 1:27；

2:21-25；）耶稣确认婚姻

是一夫一妻（马可福音

10:2-12）。 

穆罕默德，作为穆斯林的

模范，有很多妻子。《古

兰经》（苏拉 4:3）允许每

个穆斯林男人拥有至多

四个妻子，给很多女人造

成困难。 

罪得赦免的权威 耶稣有能力和权柄赦免

人 的 罪 ！（ 马 太 福 音

9:1-8；马可福音 1:1-12；

罗马书 10:9）。 

在《古兰经》中没有宣称

穆罕默德以安拉的名义

饶恕所有人的罪。 

表格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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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的质疑： 

“穆罕默德是安拉 后的先知，他的生命比耶稣更为崇高!” 
 



话题 耶稣生平 穆罕默德生平 

未来的国度和和平 耶稣宣称一个建基于真

理、爱、平安、喜乐、自

我否定、献身、生命给神

的属灵国度（马太福音

26：26-29；彼得前书 2：

9-10；启示录 1：5-6）。 

穆罕默德与（公元622年）

与麦地那领袖所签署的

协议是他未来政治生活

的根基，也是他军事帝国

扩张的基础。今天，激进

的穆斯林的目标就是占

领全世界，引进伊斯兰教

法从而建立和平。 

自我利益和权力 耶稣知道他的使命，顺服

他的天父。虽然耶稣知道

自己将死在耶路撒冷十

字架上，但是他没有为了

自身利益逃跑，而是自愿

到耶路撒冷为所有信他

的人而死，作为祭品（马

太福音 20:17-19）。 

穆罕默德公元622年从麦

加迁往麦地那。在麦加他

受到本族人的迫害，选择

到他的人身安全可以保

障之地！在麦地那建立军

队，从而财富与权力迅速

扩大。 

宽恕 耶稣命令他的使徒自愿

饶恕他人（马太福音

6:14-15）。 

穆罕默德宣扬“血的复

仇”律法。比如“以牙还

牙。以眼还眼”穆斯林不

懂得无条件的饶恕。 

继任者 耶稣宣称在他死后，圣灵

会来带领所有的使徒（约

翰福音 14-16）。 

由于穆罕默德没有指定

继任者，在他死后，他的

追随者们为了谁是未来

领袖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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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为什么《古兰经》说耶稣是“圣子”（苏拉19:19），然而穆罕默德被安拉要求为他

的罪求赦免（苏拉48:2）? 

•《古兰经》指出（苏拉3:54 ；7:99；10:21）安拉制订计划比人类迅速，或许从而

蒙蔽人。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如何肯定历史上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欺骗？ 

•为什么《古兰经》在一节中拒接耶稣受难（苏拉4:157）然而历史三事实是耶稣的

确受难？ 

•《古兰经》中的经文刻画耶稣比穆罕默德崇高。为什么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是 伟

大的先知？ 

•弥赛亚是上帝之子的神学理解是清晰地。那为什么穆斯林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但是

拒接他是上帝之子？ 

•如果穆罕默德是 后的先知，那为什么耶稣进入天堂（苏拉4:158）？这难道不能

使得耶稣被标志为 后的先知？ 



2.4 穆斯林对基督教教义的异议 

 

2.4.1“《圣经》中对神的描述是错误的” 

 

当穆斯林称呼上帝阿拉伯名字“安拉”时，他们使用的闪语词根那是可以从希伯

来文 Elah ，El 和 Elohim。说阿拉伯语的基督徒当今使用术语安拉的确在伊斯兰

教之先。²¹⁹是否一个真神在《圣经》的救赎历史中启示自己的同时也在《古兰

经》中启示他自己呢？《圣经》与《古兰经》关于上帝的论述一致吗？答案是绝

对否定的！在以下的段落中进行简要的解释。 

 

一些基督徒倾向于说穆斯林是对魔鬼和假神祷告。这种说法是简单主义和危险的。

人们不应该互相论断， 后将审判交给神。人们应该只要问是哪个神，比如说，

哥尼流的祷告（使徒行传 10：2）：恶魔还是假神？哥尼流象许多穆斯林一样，

诚实地向神祷告，虽然他几乎不认识他。他也象穆斯林一样听到耶稣的信息，能

够与上帝和谐。只有那时侯哥尼流才能真正知道上帝。 

 

许多穆斯林无法确认他们的祷告是否到达安拉那里。基督徒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向

他们解释上帝的概念，他总是通过他的灵接近我们，倾听我们。 

 

 

²¹⁹阿拉伯语的《圣经》，“上帝”被翻译成为“安拉”。虽然阿拉伯基督徒与穆斯

林在与上帝交谈时都说“安拉”，但是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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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质疑 

“安拉是创造宇宙的唯一真神。基督徒《圣经》刻画出了许多上帝的属

性是穆斯林所不赞同的。只有在《古兰经》中才能找出对上帝的真实描

绘。” 

 

>

真实故事 

一位穆斯林叙述这个故事：“过去我向安拉有几个个人的祷告。然而，由于安

拉很远，我个人的祷告天使必须带着我的问题走很长的路到安拉那里。直到

如今，我的要求从没有获得安拉的回应。我很怀疑我的天使没有作好的工作。

他或许永远没有到达安拉那里，或许他太累了，在路上睡着了，或遇到另外

一个天使与他谈天，从而忘记把我的问题带到安拉那里！我是如此的沮丧，

不知道该怎么办！” 

! 



然而，《古兰经》如何描述安拉？一些属性似乎与《圣经》一致。比如：上帝是

创造者，他是仁慈、大能的、无所不知、永恒——但是一些 重要的属性是根本

不同的。当《圣经》中上帝的描述与《古兰经》中的上帝进行对比，就很清晰上

帝不可能同时在《圣经》和《古兰经》中启示自己。显著的差异列举如下：²²⁰ 
 

属性 《圣经》中的上帝 《古兰经》中的安拉 

关系 

 

父子（爱的关系）。 

 

主人与奴隶（雇主与雇员关

系）。 

启示 启示他的愿望与自己。 只显示他的愿望。 

 

救恩 

 

只通过耶稣，救赎的肯定

性。 

以善行在安拉前靠着公德的

积累。救恩没有确定性。 

立约 

 

立约保证他将持守；很多

应许 

 

没有立约，几乎没有诺

言，安拉被刻画成善变

的。 

和平 通过基督获得永生的恩

典（内在的平安）。 

当伊斯兰教在全世界建

立（政治和平）。 

本性 三位一体 安拉是唯一的，没有儿子

与伙伴。 

 

从这可以得出结论《圣经》中的上帝与《古兰经》中的安拉是不同的。通过相同

的方式彼得让哥尼流认识真神（使徒行传 10），基督徒今日被赋予的任务是让穆

斯林了解上帝和耶稣基督的经文。 

 

2.4.2“没有三位一体” 

 

谁能描绘出永恒的神？人类的思想是无法看透超过我们洞察力的事情。由于这个

原因，上帝用很多暗喻来介绍自己直到他以人类的层次在耶稣基督来启示自己。

穆斯林认为三位一体的教义 221，正如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与上帝完整性的教义 

 

 

²²⁰更多解释参考 Gilchrist(2003:137-140)。 

²²¹三位一体的教义（参见 Gilchrist1999:70-89）是基督教会资料的不断探寻。通过讨论

和专著的不断研讨 后公元 325 年在尼西亚第一次大会 终形成。经过理事会和进一步完善。

对圣经教义形成获得广泛认可圣经基础是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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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的质疑 

“只有一个神！基督徒如何相信“三位一体”呢？有三个神——但是安

拉是唯一的！”（参见 苏拉 4:171；5:75-76）。 
 



相违背。穆罕默德，从《古兰经》中可以得出结论，从来不理解《圣经》经文，

上帝是通过《圣经》启示他就是三位一体，包含圣父、圣子、圣灵。好奇的是，

对于上帝的三位一体，《圣经》没有给出解释，只是陈述了事实（马太福音 28:19）。

然而，对于弥赛亚给出的论述使得三位一体成为可能（以赛亚书 63:7-10）：耶

和华（v7）成为救主（v8，希伯来语 Yeshua，耶稣降临人间的实际名字）。据说，

人们反抗 Yeshua，使其圣灵忧伤（v10）。 

似乎穆罕默德只是听说了三位一体，《古兰经》中的陈述马利亚是其中一部分（苏

拉 5:119），没有基督徒相信。这个话题的本质就是用我们有限的思想知识有必

要以崇敬对待。相信三位一体神的本质就是信仰的行为，对其合一性的感知。 
 

上帝的三个品质在《圣经》中描述如下： 
 

• 圣父。²²² 在新约圣经对上帝 常见的称呼（马太福音18:10；约翰福音11:41；

14:12）。《圣经》刻画的上帝作为用个人方式与人类接触的一个人。宇宙之主就

是关系的上帝。在上帝的脑海里，圣父、圣子、圣灵以完美的爱互相连接。因为

他的本质。上帝邀请人们进入与他的关系中，从而认识他就是父。 

 

• 圣子。耶稣讲述他与天父的关系，强调作为神子的独特性（马太福音11:27；

约翰福音17:1-5）。耶稣从父那里来到世界，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约翰福音

16:28）。耶稣不是被造的，而是在他道成肉身前就存在的（弥迦书5:2；约翰福

音1:1-2）。在与穆斯林讨论时候，强调这些圣经经文是重要的，因为他清晰展示

了父与子的内在神圣的关系。 

 

• 圣灵。耶稣宣称圣灵（约翰福音14-16）是从父而来，见证耶稣（约翰福音15-26），

宣判世界的罪行、公义和审判（约翰福音16:8），将常与信徒同在，是真理的灵

与他们在一起。（约翰福音14:16-17）。圣灵带领信徒进入真理提醒他们耶稣所说

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26）。 

 

在一些地方，《圣经》提及三位格——圣父，圣子与圣灵——用一句话（马太福

音 28:19；哥林多后书 13:14；以弗所书 2:18）。这些经文可以引用来与穆斯林

讨 

 

 

 

 

 

 

 

²²²此话题在伊斯兰教中没有，从而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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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但是以赛亚书 63:7-10 具有解释性。从自然的一些例子，显示“三位一体”
是可能的： 
• 太阳呈现自己是物质，光与温暖。 

• 水可以以三种形式出现：液体、固体与气体。 

• 硬币可以从三边观测（顶部、底部与侧边）。 

• 时间包含过去、现在与未来。 

• 一个人包含身、心与灵。 

                 

如此解释可以部分而非全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三位一体。然而重要的是向穆斯林

解释基督徒相信唯一真神（申命记 6:4），通过三位格启示他自己。 

 

2.4.3 “去乐园的路不能通过耶稣之死获得” 

 

穆斯林拒绝耶稣的替代性，牺牲在十字架上。对于他们的罪如何得赦免他们有自

己的看法。以下表格是关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救恩和进入乐园的方式的不同之

处。 

 

基督徒教义 伊斯兰教教义与普世伊斯兰教 

和好一致意味着与神恢复交通。这在旧

约中由上帝引入，在新约中完成。新旧

两约都提出罪把人与神分开。照这样看

来，冒犯者被永远逐出神的同在。上帝

提供的救治解决了困难。 

 

除了倾向于对上帝的错误概念，穆斯林

对罪及其后果有错误理解。罪不是公开

冒犯上帝，而是一种行为阻碍冒犯者进

入乐园。心的洁净不是关键。穆斯林认

为在审判日称出好行为与坏行为的重

量。如果好行为重，罪人就可以进乐园。

自我评估的目的，伊斯兰神学提供了一

系列的罪的严重性。Kkati’a 是个错

误，一个障碍。 

下页继续表格  

 

Page 114 

穆斯林的质疑： 

“要被乐园接纳，一个人必须行善，之后受到安拉的奖赏。耶稣怎么为

了人类而死，使得他们的罪得赦免？那是不可能的。”（苏拉 6:164）。 
 

>



基督徒教义 伊斯兰教教义与普世伊斯兰教 

有人将代替犯罪人受罚——祭牲成为

犯罪者的替代品。在利未记四章与 16

章，罪人被命令献具体的动物作为他自

己的替代品。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马书 6:23），因为肉体的生命是在

血中，只有通过流血犯罪人才能获得主

的宽恕（利未记 17:11）。《旧约圣经》

的献祭仪式在耶稣里得以完成，他是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翰福音 1:29）。通过耶稣献祭的死，饶

恕的方式和与为所有凭信心接受神者

²²³与神和好的关系被建立。 

在旧约时代的献祭中，所有献的祭牲都

指向耶稣（希伯来书 10:10-14）。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人类唯一获救的方

式（约翰福音 14:6，希伯来书 10:1-18；

彼得前书 3:18）。用他的爱，神向我们

启示了一个救赎方式；所有的人都要接

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来回馈他的爱（约

翰福音 3:16）。结果，上帝应许所有接

受他与他救恩的人永生的确据（约翰一

书 5:11-13；约翰福音 5:24）。作为礼

物上帝提供的救恩是不能通过好行为

获得（以弗所书 2:8-9；罗马书 6:23）。 

 

这个和好的属神的概念对于很多人来

说难以理解，尤其是穆斯林。只有当圣

灵显示人才可以理解（使徒行传

10:44）。 

 

 

 

 

 

 

 

“赞卜”或“ 朱纳赫”是一个错误，

一个罪。Ithm 是严重的罪。Shirk 与

kufr 被认为是 严重的罪：诸如给安拉加

一个伙伴（基督信仰因此是 Shirk）。“轻的

罪”可以通过好行为弥补。严重的罪也

可得以赦免，shirk 与 kufr 需要悔改。

依据这个理解，穆斯林认为不需要救

主。 

《古兰经》没有提供清楚的信息关于罪

如何得到赦免，也没有得赦免的确据。
224既然《古兰经》没有包含救恩的教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出几个理论谈及

人如何进入乐园。以下是穆斯林持有的

关于进入乐园的常见的想法（一些源于

一般信念而非正式的伊斯兰教神学）： 

1. 通过好行为获得救恩（参见苏拉

7:7-9）。很多穆斯林使徒通过取悦

安拉通过自身努力来维系伊斯兰教

法。 

2. 通过安拉的怜悯获得救恩（苏拉

3:31）。很多穆斯林简单希望安拉将

大发慈悲宽恕他们的罪。 

3. 通过宿命获得救恩（苏拉 5:23；

14:4；30:2）。安拉事先决定在审判

日谁将能或不能进入乐园。 

4. 很多穆斯林希望穆罕默德，伊斯兰

教的先知，在审判日为他们大声疾

呼。 

5. 每个人都将因着他的罪在地狱受一

定时间的罚。毕竟，所有的穆斯林

希望进入乐园。 

6. 在“圣战”中为伊斯兰教而战死的

殉教士被承诺可以立即进入乐园

（苏拉 9:20-22；9:111）。 

7. 一些穆斯林相信如果他们死在去麦

加的朝圣路上，他们将可以立即进

入乐园。 

 

 

²²³强调只有耶稣可以实现这一切，因为他是唯一无罪与完美的（希伯来书 4:15）。 

²²⁴即使穆罕默德似乎也不确信他死后去哪里（苏拉 46:39；Mushkatu’ Masabih,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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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督徒教义 伊斯兰教教义 

上帝提供： 

1．上帝提供耶稣作为救主，为那些通

过他作为他们的罪的牺牲寻求宽恕

和原谅的个人。救恩是唯一提供的

的方式。 

2．上帝赐下永生（天堂）作为礼物。

每一个接受这礼物的人他们的罪得赦

免。 

3．上帝确保任何凭信心接受他救恩的

人将获得永生和进入天堂。 

安拉提供： 

1．救赎可能通过好行为和遵从伊斯兰

教法获得。人们可以选择很多方式

进入乐园。 

2．人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尝试这些方

法。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的罪是否得到

赦免。 

3 安拉不给任何人保证（虽然殉道士认

为他们进入乐园）。 

 

 

2．4．4“没有原罪”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两种宗教对于人类罪性的理解： 

 

基督徒教义 伊斯兰教教义和普世伊斯兰教 

世界罪的存在可以追溯到伊甸园亚当

与夏娃在世上的首次犯罪。亚当是第一

个罪人，从而罪进入世界（创世纪 3）。

由于所有人都是从亚当而出，所有人都

受罪的后果的影响和承袭罪（参罗马书

3：23；5）。这称为“原罪”。每个出生

的孩子是无罪的（还没有犯过罪），但

是承袭了倾向罪的天性 

《古兰经》没有教导“原罪”。每个人

出生都是没有负担，纯洁和自由的（参

苏拉 30：30）。人因此不会与安拉分离。

一些穆斯林相信每个人天生是穆斯林，

只有他拒绝伊斯兰教法才与安拉分离。 

然而，《古兰经》也包含了堕落的叙述。

但是与《圣经》不同，亚当与夏娃没有

试图掩盖他们的罪，而是立即向安拉恳

求饶恕：“他们说，主啊！我们玷污了

我们的灵魂……”（苏拉 7：23）。 

表格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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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质疑： 

“我们没有承袭罪。所有人生来无罪，只是在成长中从成人那里学到罪。

一个人因为冒犯伊斯兰教教法而成为罪人”（苏拉 6：164）。 
 



 

 

基督徒教义 伊斯兰教教义和普世伊斯兰教 

亚当背叛上帝忽略他的指示。这破坏了

与神的关系。后果就是所有亚当的后

裔，换句话就是我们全人类，在本性上

灵命是死的，从而与神隔绝。神的爱是

永无止境的；他因此预备了一条罪得赦

免的路从而使人与神和好（约翰福音

3:16；14:6）。神呼召所有男人和女人

悔改（归向他），接受他的赦免，进入

一种包含罪被洗净的新关系（希伯来书

8）。 

 

 

 

 

因此，亚当与夏娃他的妻子并没有犯罪

违抗安拉，而是违抗自己。他们违抗安

拉的命令不会改变与安拉的关系也不

会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被安拉逐

出乐园，但是他赦免他们的罪，因此，

他们的罪对后人没有进一步的影响。 

伊斯兰教教导人道德上是中立的受造

物，可以自由选择好与坏。虽然《古兰

经》遗憾罪的倾向性（苏拉 100:6-8），

但是人的失败不被认为是严重的罪行。 

 

穆斯林认为他们不需要救恩，不需要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与神和好。他们

认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通过好行为来消除罪。《圣经》声称没有上帝的能力人

是无法有好行为的。此外，所有的好行为都无法偿付罪的（以赛亚书 64:6）。因

此，人类无法拯救自己（以弗所书 2:8-9）。 

 

穆斯林赞同基督徒所说的亚当与妻子被逐出乐园。那么为什么上帝似乎原谅他们

了还驱逐他们呢？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宣判生死在地球上？伊斯兰教对这

些决定性的问题没有答案。 

 

穆斯林也赞同耶稣是唯一没有死升入天堂的。为什么只有耶稣可能而非另外的人

包括亚当与穆罕默德？一个应该提醒穆斯林注意的事实是耶稣说他将回到他来

的地方（约翰福音 3:13；16:28）。耶稣是唯一的去到永生的路（约翰福音 14:6；

5:24）。没有他的救赎的工作，就没有进入天堂的路。 

 

2.4.5“基督徒的祷告是徒劳的” 

以下的表格解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祷告的不同。基督徒理解两种宗教的祷告概

念，能以向穆斯林解释这些是重要的。然而，首先获得的知识应该有助于提出挑

战性的问题： 

 

Page117 

穆斯林质疑 

“正确的祷告仪式是伊斯兰教的方法！祷告的方向是朝向麦加。安拉只

接受这样的祷告！”（苏拉 2:142-144）。 
 

>



基督徒的祷告 伊斯兰教的祷告 

《圣经》描述了基督徒的祷告方式，耶

稣是榜样（路加福音 11:1-4）。可以看

到不同的语言，形式和姿势的例子，但

是没有严格固定的仪式可追寻。耶稣留

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模式，称之为“主祷

文”，反映了基本的要素。 

 

祷告被看成是 伟大的神灵武器，通过

圣灵的信念形成。（以佛所书 6:18）基

督徒通过私下或公共的祷告。不同的宗

派强调不同的练习重点。 

祷告被视为 有能力的属灵武器，是通

过信心在圣灵的能力里做成的（弗 6：

18）。基督徒操练个人的和公共的祷告。

不同的教派在实践中有不同的重点。 

以下的祷告形式是显著的。基本上，祷

告至少包含以下因素： 

1） 敬拜，赞美 

2） 感恩  

3） 认罪 

4） 顺从 

5） 调解 

6） 祈求 225 

7） 悔改 

 

依据环境，基督徒自由选择他们的姿

势。主的祷告也是 知名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

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

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

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²²⁶ 
 

 

 

伊斯兰教的祷告基本上是严格的规定

的仪式。穆斯林的职责进行祷告和练

习，从而积累安拉 227的祝福。在《古兰

经》与圣训中可以获得祷告的指导。在

不同的伊斯兰宗派有不同的仪式。以下

或许是较突出的： 

1） 祷告的呼召据说是由 Mu’adhdhin

所形成相同的模式。 

2） 穆斯林必须按仪式洁净自己，为了

在安拉面前站立。 

3） 每日五次祷告包括以下规定要

点： 

穆斯林可以单独祷告，但是建议和团体

一起祷告。 

阿訇是站在前面，主持集体祷告。 

全部群体（男人和女人分开祷告）简单

跟随阿訇的指导。祷告时背诵所听到

的。 

祷告词是相同规定的预备用阿拉伯语

诵读。 

·确切的姿势是规定的。 

祷告方向是麦加；否则无效。 

每天祷告时间是固定的，依据日出日落

调整。 

 

在五次祷告中，穆斯林用阿拉伯语诵

读： 

安拉是伟大的（Allahu Akbar）；诵读

《古兰经》第一章；一切荣耀，全归我

全能的主；安拉回应呼求他的人；我们

的主，颂赞荣耀全归真主，至高的主；

愿平安与安拉的祝福伴随你。 

²²⁵祷告作为对上帝的祈求：个人祷告与关心他们的祷告一起连接。 

²²⁶英语圣餐咨询（ELLC）的翻译，是一般性的翻译。 
227
参见 1.5.2《古兰经》对祷告的论述，没有明确说穆斯林一天必须祷告五次：苏拉 2:43； 

11:114；17:78f; 30:17f; 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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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祷告（Du’a’）不是很常见，对于大多数穆斯林而言，一天五次的例行祷

告很关键。两种宗教之间对于祷告的展示也是有冲突的。对于基督教而言，那是

人与神之间的个人对话，像孩子与父亲。穆斯林把自己看成是安拉的奴仆。在伊

斯兰教里，穆斯林不确定是否安拉已经听到他们的祷告。基督徒可以与穆斯林分

享他们与神的祷告生活。 

 

2.4.6“基督徒不禁食” 

以下图表解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于禁食祷告的不同。基督徒需要了解两种宗

教对于禁食的概念，能向穆斯林解释。获得的知识可以提出挑战性的问题。 

 

基督徒教义 伊斯兰教教义与普世伊斯兰教 

禁食通常指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食

品与水（比如：以斯帖记 4:16 ），不仅

仅是对特定食物的克制。然而，以下分

歧可以在实践中看到： 

1. 不吃不喝（以斯帖记 4:16；使徒行

传 9:9）， 长的三天三夜，除了出

埃及记 34:28。 

2. 通常只是不吃；饮水是基本的生存，

（撒母耳记下 12:16-17；马太福音

4:2）。 

3. 降低吃喝的程度（但以理书 10:3）。

有时候内在的态度从外在表象体现

出来（尼希米记 9:1）。 

 

 

1. 在《旧约圣经》 

a)有特定的年度禁食。希伯来人在赎罪

日的时候禁食（利未记 16:29）。 

流亡之后，记载了四次禁食（撒加利亚

书 8:19）——所有的，依据《塔木德经》，

标志着犹太人历史的不幸。 

 

 

 

有好几次伊斯兰教的禁食。 重要的一

次是在斋月期间，穆斯林历法的九月。

是穆斯林的义务（苏拉 2:183-185）。经

文 185 宣告《古兰经》是在斋月启示的。

穆斯林相信（依据穆罕默德所报告的）

在斋月期间，乐园的大门是敞开的，地

狱之门是关闭的，所有坚持禁食的人的

过去的所有可原谅的罪都将被原谅得

到赦免。 

 

 

 

 

 

 

1. 斋月的规矩 

1. 直到穆斯林说可以看到新月才开

始。 

2. 禁食必须从十岁或十二岁开始（一

些例外：生病，旅游者等）。 

表格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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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的质疑 

“正确的禁食祷告方式是伊斯兰教法的方法！安拉只在斋月期间接

受禁食祷告！”（苏拉 2:185）。 
 



基督徒教义 伊斯兰教教义与普世伊斯兰教 

b)偶然的禁食：有时候是个人的（比如

撒母耳记下 12:22），或有时候是团体的

（比如,士师记 20:26）。 

 

禁食的目的 

悲伤的表达（撒母耳记上 31:13；以斯帖

记 4:3；诗篇 35:13-14）。 

忏悔（撒母耳记 7:6；但以理书 9:3-4；约

拿书 3:5-8）。 

一种显示人谦卑的方式（以斯拉记 8:21）。 

自我惩罚。 

经常转向神的带领。 

代表他人（拉 10:6）。 

 

一些人认为禁食可以使一个人自动听

到上帝的声音（赛 58:3-4）但是先知们

宣称，没有正确的品行，禁食是枉然的

（赛 58:5-12，耶 14:11-12；亚 7）。 

 

2 在《新约圣经》 

a)犹太人的一般实践：在新约圣经中赎

罪日是唯一的每年一次的禁食日（徒

27:9）。一些严格的法利赛人每周一和

周四禁食（加 18:12）。一些敬虔的犹太

人，比如亚拿，或许经常禁食（路 2:37）。 

b)耶稣：受试探时（太 4:2），为他将来

的使命做预备。禁食必须是向神的（太

6：16-18），并且适当的（太 9:14-17；

可 2:18-22）。 

c)在使徒行传：在挑选宣教士（徒

13:2-3）和长老（徒 14：23）时教会领

袖禁食。 

 

3 当今 

在《新约圣经》中，禁食是基督徒个人

的意愿。但是罗马天主教是规定从而获

得属天的美德。 

 

3.从清晨到日落。在此期间，即使是自

己的唾液也不能下咽。 

4.晚祷后再附加 20 次 rak’a。 

5.禁食 30 天，时间是穆斯林的斋月。 

6.在夜晚，穆斯林可以尽可能吃，也可

以尽情在法律之内的享受。 

7.如果一个穆斯林无法坚持禁食，他之

后可以弥补。 

 

2 益处 

（依据一般穆斯林的信念） 

1. 禁食可以让人谦卑和害怕安拉的惩

罚。 

2. 据说可以消除一个人的欲望和渴

望。 

3. 确保有同情心、慈悲、和怜悯，使

得一个人乐于帮助穷人。 

4. 为富人和穷人，国王与奴仆、权贵

与柔弱提供机会体验饥饿，因为所

有人站在同等位置。 

5. 消除体内储存不健康的东西，尤其

对那些吃得过多很少运动的人。 

 

3. 综述 

每个穆斯林必须坚持禁食，遵守规定。 

在公众场合作，他们进行互相监督。 

表格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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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教义 伊斯兰教教义与普世伊斯兰教 

改革使得事务变化，但是没能强调禁

食。结果就是今天，在许多教堂，禁食

不被人注意或者完全被忽视。 

 

4. 益处（看上面的参考） 

•接近和更好地认识上帝我们的父。 

•在做重大决定前。 

•摆脱悔改。 

•用调解来连接（马可福音 9:29）。 

5. 总结 

禁食通常是秘密的，是人与神之间的事

务，没有严格的法律与规定。进食的指

导，尤其是耶稣的教导，只有《圣经》

中可以找到。 

·穆斯林把特定的希望与禁食联系，比

如：他们希望变得更对安拉有意识，他

们希望获得世上的快乐和之后的成功。

从安拉来的罪得赦免、祝福、和赏赐等。

然而，穆斯林对此完全没有确信。 

一些关于禁食的指导可以在圣训和伊

斯兰传统中找到，但是《古兰经》很少

有关于具体的规定。 

 

通常，基督徒的禁食没有伊斯兰教那么严厉。穆斯林没有确信安拉是否对那些禁

食的人给予回报和祝福。基督徒可以以此挑战穆斯林，向他们解释自己禁食的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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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你对安拉知道多少？ 

• 你觉得安拉对你满意吗？ 

• 安拉如何向你显示他的爱？ 

• 你认为安拉可以做任何事情吗？ 

• 你认为安拉可能以人的形象来到世间，同时又继续统治宇宙吗？ 

• 你认为“罪”如何来到世间？ 

• 罪对你意味着什么？ 

• 进入乐园什么是必要的？ 

• 你认为你完成这些条件可以进入乐园吗？ 

• 为什么你一天祷告五次？具体写在何处？ 

• 在斋月你禁食可以获得什么好处？ 

• 你可以向我显示斋月必须禁食的参考文献在哪里？ 



 

2.5 更多的穆斯林异议 

 

2.5.1“巴拿巴福音是真的” 

 

穆斯林不认为四福音书是正品。很多人听说了巴拿巴福音²²⁸，并被告之这是真

正的福音。穆斯林宣称是公元一世纪使徒巴拿巴所写的。福音首次于 1709 年出

现在荷兰。穆斯林喜欢提出这个话题，但是基督徒应该自信地要求他们出示证据。

²²⁹ 
 

这个福音是什么？它的内容背离甚至撒谎说那是伊斯兰的伪造。可以确切地回溯

到公元 14 世纪。内容是一个基督的生命被严重玷污的建造，与伊斯兰教义碰巧

有很多一致的观点。很明显劝说基督徒皈依为穆斯林。一些陈述不仅仅与《圣经》

冲突，也与《古兰经》冲突。 

 

整个叙述充满了问题： 

• 一些文化背景没有反应出一世纪，就是新约圣经时代，更多的是中世纪，比如

风流韵事的决斗。 

• 内容包括但丁的引述（一位意大利诗人和政治家，1265-1321）。 

• 内容包括对于圣地的重大的地理与文化错误，及年代错误。很显然作者根本没

有去过那里。据说（20章）例如：耶稣划船到拿撒勒，它应该是到加利利湖的岸

边。然而，拿撒勒离湖有20公里远，坐落在山上。据说耶稣走上了迦百农（21

章），它坐落在加利利湖边海岸线下200米。没有人可以走上那里！ 而且，耶稣

持守“大斋节”。（91-92章），它是在公元四世纪后引进教会，提及桶在胆汁后发

明，提到了东方三位博士，（6章；圣经没有给出数量），同时一个传统也是很晚

才提到的，让夏娃吃苹果（40章），那是违背后来的传统的，提到硬币（54章）

首次于7世纪在西班牙使用等等。 

 

²²⁸参见英语翻译：巴拿巴福音书，伊斯兰教出版有限公司 Lahore 巴基斯坦。 

²²⁹关于巴拿巴福音书是否是上帝的话语，是否与《古兰经》具有相同权威。是

否他们相信，穆斯林也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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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的质疑： 

“《圣经》包含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

音。耶稣只接受一个福音，为什么现在有四部福音？为什么基督徒删除

巴拿巴的福音？” 

 



• 书中说穆罕默德是弥赛亚而非耶稣基督（42；82；97章）；耶稣被暗示是为着

穆罕默德的到来做预备的（历代志 82；191）（就如同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一样）。

这与《圣经》与《古兰经》都相抵触。 

 

更多的章节明确指出巴拿巴福音是虚假的，没有历史的可信度。²³⁰穆斯林因此

被劝说把此书放在一边。开始学习《圣经》中真正的四福音书，了解耶稣的真理。 

 

2.5.2“圣经中有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 

根据苏拉 7:157 和 61:6²³¹的陈述，穆斯林认为《圣经》中有穆罕默德的预言，

认为这些章节很容易找到。他们很失望意识到《圣经》中大量的章节预言指向耶

稣而非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学者们迫切地从《圣经》中搜索渴望发现经文是指

向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世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涉及哪些内容是指向他的。很多

穆斯林认为《旧约圣经》申命记 18:18 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 14-16 是证据。

对这些经文进行仔细研读，然而，很快明确地指出，耶稣与圣灵分别在这些经文

中提及，而不是穆罕默德。 

 

1）《旧约圣经》内容：申命记 18:18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一切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穆斯林认为摩西所预言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伊斯兰的主张依据三个原因： 

1．穆罕默德与摩西有类似的品格。²³² 

2.承诺’”我要将当说的一切传给他”得以实现，当加百利把《古兰经》传给穆

罕默德时候。 

3.穆罕默德来“自他们的弟兄”，以实玛利。 

 

 

 

²³⁰更多细节。参见 Gilchrist（1999:148-162）。 

²³¹苏拉 7：157：“那些追随使徒，无学问的先知，的人，发现在他们自己的（经文）中被

提及，在律法书和福音书……”。苏拉 61:6：“……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说：哦以色列的

儿子！我是安拉的使者临到你，肯定在我之前的律法，给我之后的使徒喜乐，他的名字就是

阿迈德（Ahmad）。阿迈德比穆罕默德的名字更接近意思。 

²³²这个宣称起源于“像你“申命记 18:18。穆斯林说，比如，穆罕默德像摩西一样过着平

凡的生活，两人都是他们民族的首领，两个都结婚，他们的后裔征服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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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质疑： 

“为什么基督徒拒绝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毕竟，他在圣经中有预

言。（参考苏拉 7:157）。 
 



 

咋看起来，这些争论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对上下文的阅读得出不同的结论。首

先我们必须正确解读经文。术语“在你们弟兄中”在 15 节中有解释，在希伯来

文中“先知从你们中间，从像我一样的你们弟兄中，他将为你们兴起，雅威，你

们的神。你们必须聆听他。”单独这一点就解决争端。 

 

此外，使徒行传 3:17-23 和 7:37 明确指出，这个先知就是耶稣。耶稣也含蓄表

示当他说话时候（约翰福音 5:46-47）：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所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

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耶稣与摩西在很多方面类似，但穆罕默德不是。只有耶稣与摩西显示出以下独特

的品格，例如：²³³ 

• 两个人都是人与神的约的中保。 
• 两人都面对面认识上帝。 
• 两个人都行了非凡的神迹奇事。 
 

穆罕默德不是约的中间人。他从来没有面对面认识上帝，也没有行神迹奇事（参

见苏拉 28:48）。穆斯林希望基督徒接受穆罕默德是一位先知。²³⁴基督徒如何应

对呢？他们必须指出一个真正的神的先知必须满足以下标准： 

• 他能预言，预言可以实现。 
• 他的预言与教导与神的其他先知的论述一致。 
• 如果受到挑战，他要能够行奇迹，证明他来自上帝。 
• 他的教导应该包含上帝信息的新的要素。 
穆斯林或许收到挑战从《古兰经》中发现经文，要找出穆罕默德能满足一个先知

²³⁶的条件。 

 

 

 

 

 

 

 

 

 

 

²³³进一步论述，参见 Gilchrist(2003:71-80)。 

²³⁴作为一个理由，穆斯林提供了事实，他们接受圣经中的先知诸如摩西，耶稣等。同时基

督徒也应该接受穆罕默德作为回报。 

²³⁵参见出埃及记 7:8-10；申命记 18:21-22。 

²³⁶圣经包含这个话题的几处经文，比如：申命记 13：5 和 18:19-22；耶利米书 14:14-16 和

23:16-2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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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约圣经》经文：约翰福音 14：16 

穆斯林认为新约圣经经文指向穆罕默德的可以在耶稣被认为是“保惠师”237中找

到。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的“保惠师”不是基督教所相信的圣灵，他们的理由如

下： 

 

1. 耶稣的陈述：“只等圣灵的真理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

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把这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约翰福音 16:13），适用于穆罕默德。 

2. 由于耶稣，当谈到“保惠师“时候，使用的是“他”，是男性第三人称，穆斯

林争论只能是男士，而非圣灵。 

3. 依据耶稣的陈述，“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约翰福音 16:7）。穆斯林确信这只能是穆罕默德，“因为”，他们争论，“圣

灵永远在那里”。 

 

基督徒有很好的时机根据上下文解释经文，介绍真正的“保惠师”，圣灵，和他

的工作。新约圣经经文指出圣灵在耶稣复活后 50 天来临（使徒行传 2:1-21）。

基督徒可以这样回答： 

1. 阅读关于“保惠师”的全部经文，我们知道他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

14:17），不是先知或其他的人，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约翰福音 14:16），

“他永远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 14:17）。例如，住在信徒之中，他要荣耀

耶稣（约翰福音 16:14），他要提醒门徒有关耶稣的教义（约翰福音 14:26 等）

“讲述那将来临的”（约翰福音 16:13）。这只能是圣灵，不是穆罕默德。 

2. 耶稣清楚地说“保惠师”是圣灵（约翰福音 14:26）。 

3. 耶稣说他将派“保惠师”到他的门徒那里去（约翰福音 16:7），不是 600 年

后到穆斯林那里！ 

 

穆斯林宣称基督徒改变了希腊词 periklytos(被赞美者)成了 paracletos(“保惠

师”，参见约翰福音 14:16)。穆斯林学者指出名字“穆罕默德”字面翻译就是“被

赞美者”。对于穆斯林而言，这是另外一个暗示耶稣在约翰福音 14-16 章说的那

个应该是穆罕默德。然而，穆斯林对此设想没有一点证据。 

 

 

 

 

 

 

 

 

 
237
很多翻译使用词汇“安慰者”(comforter)和“帮助者”（hel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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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可以自己阅读经文（约翰福音 14:15-17；14:26）用“穆罕默德”取代“保

惠师”。便轻易地发现这个交换不适合经文。以下表格概述了论点： 

参考经文 穆斯林争论这是《圣经》

中对穆罕默德的预言 

基督徒回答这些参考是对耶

稣和圣灵的预言 

申命记 18:18 
穆罕默德有摩西的一些

品格 

穆罕默德是来自他们的

“弟兄”，以实玛利的后裔 

耶稣具有摩西的很多品格 

其他经文明确显示耶稣是这个

预言的对象 

（约 5:46-47；徒 3:17-23；

7:37）。 

摩西的“兄弟”是以色列人（申

命记 18:15）。 

约翰福音 14-16 这几章的“保惠师“是穆

罕默德，是耶稣预言的。

穆罕默德是耶稣之后的先

知。 

经文明确指出“圣灵”将与使

徒同在（约翰福音 14:17；

14:26；16:17）。 

上下文指出“圣灵”是耶稣预

言的（约翰福音 14:17；16:7；

使徒行传 2：1-21）。 

 

在圣经经文中没有任何可以获得暗示宣布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其余的经

文也是一样：在《圣经》中没有穆罕默德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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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你认为“巴拿巴福音”是真的吗？ 

•“巴拿巴福音”说穆罕默德是弥赛亚（42章）。然而，《古兰经》说耶稣是

弥赛亚！那你是相信《古兰经》还是《巴拿巴福音》? 

• 如果你相信穆罕默德在《圣经》中有预言，可以指出参考吗？ 

• 你可以解释和与我一起阅读《圣经》中预言穆罕默德的经文吗？ 

• 你认为上帝先知的标志是什么？ 

• 根据你的观点，谁是先知？ 

• 神的先知们叫什么名字？ 

 



3.邂逅穆斯林 

 

仅次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是名列第二的宗教。在非洲、亚洲、西方国

家的人们已经不需要到穆斯林国家就可以遇到穆斯林了——他们已经遍及地球

每个国家。基督徒与穆斯林随处都可以会面。在工作、娱乐时。很多还是相同的

国籍。 

 

非穆斯林国家的许多穆斯林已经世俗化了，不再遵守他们宗教的规定。而且，很

多来自诸如伊朗的穆斯林对他们的宗教很失望，正在寻求不同的东西。总而言之，

基督徒没能与世界上的穆斯林对话沟通。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经常缺乏沟通一个

原因是忽视和滋生恐惧感从而避免与穆斯林接触。本书主旨就是帮助基督徒了解

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从而消除恐惧，开始问一些挑战性的问题。 

 

 

在伊斯兰本土，穆斯林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了解福音。然而在非洲、亚洲和西

方国家却容易得多，因为那基督徒与穆斯林很自由会见。很多穆斯林在寻求答案，

因为伊斯兰教没有满足人 深层次的需求。所有人都追求被上帝接受，罪得以赦

免的确据，与上帝有个人的沟通。在基督里，你可以寻到这一切，甚至更多。因

此，基督徒在生活中应该树立榜样，因为穆斯林时时关照他们的行为。从基督徒

的言行举止，穆斯林将会意识到基督徒们和上帝有一种不一样的关系。 

 

本章的每一条指导方法不可能都会适用于基督徒与穆斯林交往的所有情形。读者

需要智慧地去进行具体实施与操作所推荐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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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为您提供： 

a)基督徒对待穆斯林的态度 

b)一次会晤的基本知识 

c)帮助皈依者的实际建议以及对他们新信仰的指导 

d)教会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动机 

e)关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信息 

 



 

 

 

3.1 基督徒对伊斯兰教徒挑战的回应 

 

3.1.1 圣经所说的是什么？ 

对于基督徒而言，伊斯兰教徒是一个挑战。在大使命（马太福音 28:18-20），基

督徒们被呼召要迎接挑战。预备应该是双重的。首先，基督徒们通过祷告与耶稣

的亲密交流做 好的准备。其次，基督徒们需要通过学习正确地向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与思想的人们智慧地交流福音，操练基督徒的爱与关心。了解穆斯林邻居的

需要、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希望和渴望，从而用有效地方式向他呈现福音的信

息。 

 

1）祷告：祷告的重要性在圣经中不断强调了。238 此外，基督徒应该对特别关注

的事做好禁食的准备（使徒行传 13:3；14:23）。在祷告中，明白上帝的旨意。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十章彼得与哥尼流的故事。在他祷告期间，彼

得也在被预备与哥尼流会晤，神的灵做工带来转变（使徒行传 10 章：9-16；  

10：44）。基督徒应该祷告使穆斯林听见、理解、接受福音。基督徒信息可以

通过个人见证、文学和其他媒介进行传播。此外，基督徒应该祷告圣灵通过

异梦与异象和穆斯林对话。239 为其他基督徒祷告从而意识到对穆斯林做见证

的需要，参与祷告，对他们作见证。 

 

2）属灵争战：基督徒被呼召为着属灵争战作准备，预备好自己（以弗所书

6:10-18）。伊斯兰教徒是反对基督徒信仰的，强烈建议基督徒只在圣灵的指

导与保护下行动。基督徒必须把属灵争战作为上帝突破穆斯林黑暗的一种方

式。目的就是借着属灵争战帮助穆斯林在基督里找到自由。必须强调的是每

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见证人，较好的准备意味着在穆斯林中更为有效。因此对

圣经知识的良好掌握是绝对必要的。伊斯兰教知识与护教法也非常有用。基

督徒必须保证不间断地学习去开创新天地。240 

 

3）爱的聚会：上帝创造了人类并且一样爱他们——也包含穆斯林。约翰一书 4：

8 说上帝就是爱。基督徒被呼召向穆斯林传递这份的爱，否则一切都是徒劳

（哥林多前书 13）。基督徒需要在爱中成长，以至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越

来越显明（腓立比书 1:9；哥林多前书 16:14）。每次聚会后，基督徒应该问

自己：“我传递神的爱了吗？” 

 

 
 

238
参见例如，马可福音 14:38 ；路加福音 21:36；以弗所书 6:18。 

239
“异梦与异象”在穆斯林的转变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皈依者都证实了这一点。参

见 3.6.1。 
240
这主要是指新的事工方式和沟通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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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什么是正确的态度？ 

首先，重要的是要对伊斯兰教作为宗教而穆斯林作为人之间加以区别。基督徒被

呼召要爱那些同是上帝创造的穆斯林，同时又要求要抵制对抗基督的一切——就

如同伊斯兰教的教义。这里讲述与穆斯林接触的几种态度。在本书中，第四种态

度被认为是恰当的。 

 

1） 自由的态度：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是几乎等值的宗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都是一种有效地通向上帝的途径。在穆斯林中做工因此具有冒犯性也展示自

负性。与穆斯林接触主要是在文化事务中，或一起为人道主义项目而工作。

宗教间的教会服侍也可能会发生。 

 

2） 适应的态度：基督徒试图向穆斯林传福音，同时也尽量适应他们。他们穿

上穆斯林的衣服，追随他们的祷告仪式，在斋月时禁食。他们希望尽可能接

触穆斯林。然而，误解就是其常有的结果。穆斯林或许认为这样的基督徒是

想成为穆斯林，或许使用欺骗手段来使穆斯林成为基督徒或者是间谍。 

 

3） 好战的态度：把穆斯林看成敌人。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具有十字军心态，把

穆斯林看成是外域渗透者入侵本土文化，必须根除。在穆斯林中传福音不是

其所选项目。 

 

4） 宣教士的态度：命令就是“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 28：19），

对穆斯林也不例外。他们需要接触到为他们而死的耶稣基督的信息，他们也 

 

       

 
241

这不是说与有合适地方的处境化对抗（参见 3.8.3）。但是基督徒必须常常问自己：通过

言行举止向穆斯林传递了什么信息？穆斯林可能会如何解读？然而，在处境化与设定局限性

中找到适当的平衡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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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他获得拯救和永生（约翰福音 3：16；14:6）。在上帝的爱中，基督徒

与穆斯林相遇，尊重他们的文化同时不要对基督徒的信条有所妥协。这要求基督

徒去“建立友谊与信任的桥梁而不是壁垒”。除非穆斯林了解信任基督徒，否则

他不会聆听福音的信息。一个人需要获取话语权。然而，建立互信的关系需要耐

心与爱心！ 

 

3.1.3 互动是如何发生？ 

互动可以在三个层面发生。一切都是为了建立友谊与信任的桥梁，例如关系： 

 

1） 对话层面：基督徒和穆斯林对话，为的是双方在社会与其他事物中互相了

解，同时彼此尊重彼此的观点。会话尽可能客观，做好聆听的准备。 

 

2） 工作层面：基督徒与穆斯林一起承担社会和人道主义项目的工作。双方都

关心社会正义、和平、环境保护，可以一起在这些项目上合作。 

 

3） 宣教层面：基督徒要向穆斯林见证耶稣基督是真理。这需要用敏感的方式

使对方能够够理解信息。这要求仔细聆听穆斯林的讲话，尽 大努力互相了

解，尽力了解伊斯兰教、伊斯兰的文化、历史，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灵里

战胜他们。 

 

互动的目的是熟悉穆斯林的男人女人，去发现基督徒在哪些地方可以合作，哪些

地方不能合作。我们互动是为了发现与承认我们的共同主张与分歧，不是去制造

一个统一的宗教。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基督徒欠穆斯林的债。 

 

此外，基督徒的使命必须深入表层，不但从穆斯林负责的、有时不可预测的、常

常敌视世界，而且从鲜为人知的伊斯兰民俗发现穆斯林的见解。242这个世界观的

发掘可以从涉及圣训的文学作品、当地群体的习俗、神话传说中发现。可以从仪

式，关键的生活场景去发掘，比如生日、婚姻、与死亡。伊斯兰的杂志和报纸也

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242
参见 1.6.10 和 musk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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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非威胁性方法：问问题 

大部分穆斯林从小就受训不要怀疑和质问自己的宗教。为什么穆斯林不允许对自

己的宗教进行发问呢？是因为穆斯林确信那是真理根本不需要发问？还是发问

会揭示很多难点以至于穆斯林尽力去掩盖？如果事情是真实的，那没有什么可怕

的。你可以尽可能问问题，真理仍然是真理。 

 

与穆斯林的会面中，我观察到以下情形： 

1）穆斯林经常关于他们的信仰做一个陈述。 

 

2）当询问到在什么章节中所写，大部分时候，他们都说在古兰经中有写。 

 

3）然而，经常这些事件没有记载在古兰经而是其他的地方，显出错误信息或只

是他们的愿望。 

 

4）问穆斯林一些好问题，激发他们自己去发现真理。 

我喜欢问穆斯林的一个问题是：“可以告诉我，你如何成为一名穆斯林？”大部

分时候他们回答：“我出生就是穆斯林国家”。之后我问他们：“哦，如果你出生

在日本，你可能成为佛教徒或其他而非穆斯林吗？”这就引起了更多的讨论。经

常 后他们问我：“你怎么成为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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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问问题的重要性 

“我曾遇到一个来自亚历山大（埃及）的人，向我讲述以下的故事： 

“我出生于一个忠实的穆斯林家庭。按照惯例，我被教育不要质问自己的

宗教。然而，在十六到二十岁期间，每年我都遇到一些游客并和他们进行

简短的交谈。每次，他们问我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作

为一个忠心的穆斯林，我尽力回避这些问题。但是，当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再也无法安然入睡；这些问题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我决定寻找答案。 

在我的生命中的第一次，我不是单单背诵《古兰经》而是试图理解。但是

很失望——《古兰经》非常难懂，而且很多时候无法回答我的问题。这引

发了我生命中的危机；我拒绝继续做穆斯林！由于经商我到了英国，开始

了解基督徒并学习《圣经》。我意识到《圣经》可以提供答案， 终我成

为了基督徒。我希望我可以找到那些基督徒，感谢他们问我简单的挑战性

的问题，通过他们的问题，我在耶稣基督里找打了真理！很可能这些游客

中有一些是基督徒，并没有意识到这改变了我的生命。” 
 



提问具有很大优势，尤其是你在一个不能公开传教的国家。如果你仅仅是问穆斯

林问题，而且他也只是问你一些问题，没有人可以指控你试图传教。 

 

思考以下建议： 

1）尽可能多了解关于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知识。 

2）借着了解他们显出极大兴趣。 

3）仔细聆听他们对于自身和伊斯兰教是怎么说的。 

4）友好地提出挑战性的问题。 

 

借提出问题来接近，而不是立即给出答案是耶稣常常使用的方法。一个例子在马

可福音 11：29，在律法师向耶稣提问之后：243 

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

权柄作这些事。” 

 

3.2 实用指南 

约翰(John)与他的校友奥玛（Omar）不止一次在家里交谈。奥玛全家都是穆斯林。

一天，家长们在家校联系会上遇到了，互相交谈起来。在谈话期间，奥玛的父亲

讲述他们在英格兰已经住了八年了，但是没有当地的朋友。他们是非洲来的政治

难民。他花了很长时间找了一份不必与酒有关的工作，这在酒店业是不容易的，

现在他是酒店的搬运工，对此他很高兴。他的妻子也谈及融入西方社会对她来说

是多么不容易。约翰的父母承诺邀请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一起吃饭。（名字变换了）。

（故事只是提供参考,到现实中可以遇到穆斯林朋友的具体情景中） 

 

 

 

 

 
243
参见马可福音 10:3 和路加福音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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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一个人不会考虑相信他文化习俗与信念之外的东西，除非他开始质问他

自身信仰的完整真实性与信任度。因此经常引导穆斯林发现他信仰的不可

靠性。这里问一些相关的问题被证明是有效地。然而，恰当的问题是关键。

以免谈话变得具有冒犯性和无关联性。 

• 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向穆斯林做见证。你对他们信仰，思考方式与实践了

解的越多，你越有可能问一些有效的、有挑战性的问题。 

• 问恰当的问题是一个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可以全世界通用。 

• 基督徒必须意识到问问题并不能替代分享福音。 
 



 

日常生活为基督徒提供了无数的与穆斯林社交交朋友 244 的机会。基督徒应该充

分利用这些机会与穆斯林交往，为耶稣做见证。 

 

3.2.1 十条基本规则： 

1）把穆斯林当做普通正常人看待 

• 他们当中极为激进和暴力也是极少数。 

• 大多数人喜欢宁静快乐的生活。 

• 大部分人都是简单的愿意服侍上帝。 

• 他们也向其他人一样拥有愿望、希望、快乐和痛苦。 

 

2）把穆斯林人看成是个体的 

• 每个穆斯林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式看待他们。 

• 作为个人了解他们，显示出对他们极大的兴趣。 

• 每个穆斯林都沿用他自己的与其他人不同的伊斯兰民俗形式。 

 

3）理解他们内心的紧张 

• 很多穆斯林都很没有安全感并自问：“什么是真正的伊斯兰教？我该如何来实

践它？” 

• 在西方，生活在开放堕落的社区穆斯林年轻人都很困惑。他们属于彼此都排斥

的社区：他们有保留伊斯兰文化传统的职责，却生活在“开放的”世界受诱惑。

开放现代民主的价值体系与保守的伊斯兰神权政治 245格格不入。 

 

4）承认文化的差异 

• 很多穆斯林都在西方文化与父母传统文化间煎熬。 

• 为显著的是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对待妇女的差异。 

• 基督徒应该明确这一点，在会晤时有敏感的心。 

5）不要惧怕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人 

• 穆斯林外表经常表现得很自信，但是内在却是没有安全感。 

 

 

 

 

 

 

 
244
通过《古兰经》在某些章节上涉及建议穆斯林与基督徒交朋友（苏拉 5：54 是消极的；苏

拉 5：85 是积极的），我遇到的大部分穆斯林很高兴交朋友。 
245
民主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拥有国家法律 后的投票权，然而神权国家法律的制定主要是宗

教领袖。很多穆斯林国家功能具有独裁或王国的特点。一些也在一定程度引进民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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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徒对基督徒不是威胁而是挑战！仔细想想：“天上地下的所有权柄都

赐给我了”，基督 后的话，并且“…..肯定的是，我就常与你们在一起，直到

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8-20） 

 

 

6）积极会见穆斯林 

• 基督徒一般都比较腼腆！鼓起勇气，努力会见穆斯林。 

• 通常穆斯林都比较封闭与孤独：积极与他们建立友谊。 

• 思考与祷告一些新的方式方法与穆斯林交往。 

 

 

7）向他们传递上帝的爱 

• 上帝爱世人，包括穆斯林。 

• 通过耶稣基督穆斯林不知道上帝的爱。 

• 基督徒有责任与穆斯林分享神的爱：首先是具体的关爱，其次是通过分享福音。 

 

 

8）首先聆听；之后用心交谈 

• 谈论一些与穆斯林相关的日常事务。 

• 意识到并且倾听他们的焦虑、恐惧与怀疑。 

• 询问是否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当面或私下。 

 

 

9）自然开放地交谈 

• 解释你的信仰和每天你如何经历上帝的指导。 

• 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交流。询问他们是否能够理解你所说的。 

• 在恰当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你个人的故事。 

• 关于基督信仰，穆斯林很有可能与你陷入争论。他们把电视上看到的西方的开

放生活视作是基督徒的。他们被告知圣经已经败坏，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没有

死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做一个忠实的见证，基督徒不得不对挑战回应，和蔼

提供驳斥错误指控的信息。 

 

 

10）解释耶稣的独特性 

• 不要诋毁伊斯兰教，但是主要集中在《圣经》的信息上。 

• 耶稣独特性应该首先被解释：他不仅仅是个先知。 

• 解释耶稣的名字与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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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文化与宗教问题 

应该尊重文化与宗教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因国家不同对穆斯林人也有差异，无论

他们是正统的还是开放的。这里给出一些一般实用的原则：246 

•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我是害羞的、有进取心的、防御性的还是毫不关心的？或

我是友好的、有兴趣的、好的听众、开放并且诚实？ 

• 具有说服力：基督徒们应该表现得自信因为他们拥有说服力的话语！ 

• 饶有兴趣地聆听，感恩并且不时做出积极有建设性的评论。 

• 对《圣经》与《古兰经》都尊重。不要把他们放在地板上、或在上面放东西。

圣经要外观整洁，比如圣经应保持好的状态，而且不要有笔记或标记的痕迹。 

• 热情好客很重要，但是只有提供的食物与饮料是穆斯林所接受的（例如应该提

供清真的）。 好提前咨询客人，做好准备。247 

• 对穆斯林的邀请应该心怀感激接受。 

• 通常而言，会话应该在两个同性别的人之间进行，尤其不要有第三方在场。 

• 妇女应该着装严谨，同时应该敏感当地的着装与化妆品的习惯。 

• 对现代西方的风格，大部分穆斯林是保守的，比如：男士长发与戴耳环是令人

不悦的。 

• 基督徒应该留意你穆斯林的肢体语言。248如果有疑义， 好询问如何行为得体

并接受纠正。 

 

3.2.3 对话 

注意谈话的进程。基督徒应该平静同时友好，即使穆斯林朋友讨论激烈或有亵渎

的言行。以下一些基本规则会有所帮助： 

1. 当穆斯林朋友说话时要专注地听。对朋友的的经历观点显示出真正兴趣的人

之后会有专注的听众。 

2. 一些特定的词语，尤其具有宗教色彩的词语。具有晦涩歧义的信息。比如：

上帝、祷告、救恩、天堂与地狱、先知、罪等等。当穆斯林问问题， 好用

反问加以澄清明确，比如：“你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249 

 

 

 

 

 

 
246
列表并不完整。基督徒应该在所有场合有得体的表现。 

247
不要提供酒与猪肉。此外，很正统的穆斯林不吃基督徒用来做饭的锅准备的食物。 

248
比如说，建议不要交叉双腿而坐。正统的穆斯林对此很不舒服，因为使他们想起十字架。你可以只交叉

双腿，如果穆斯林自己这样做。 
249

当穆斯林问你，例如：“你是基督徒吗？”你可以用反问来确定他所指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之后

相应地给出答案。这种用反问做出回答的方式在新约经常被耶稣使用（马可福音 10:3 11:27-33 路加福音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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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词，对于来自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尤其是宗教术语。

让你的穆斯林朋友解释对一个词语的理解，你可以迅速抓住他们的意思从而避免

误会。 

 

 

 

——————————————————————————————————
250

此书每一个主要部分之后提供了更多的对穆斯林的提问的问题。你可以查阅我们的网

址:www.aym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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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观点或许有进一步的帮助 

• 问问题的技巧，通过激发问题的方式可以了解。当然，不要指望穆斯林

回答所有的问题。穆斯林应该受到鼓舞反思他们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一些

问题比如：“为什么穆斯林一天要祷告五次？”“我们的罪如何被赦免？”

“去麦加朝圣的经历如何？”“穆斯林如何进入乐园？”250无论他们的回

答如何，这都将引导进一步的谈话切入要点。 

• 当穆斯林做出宗教性的陈述，询问参考文献与证据。然后应该花时间对

此进行学习。 

• 永远不要批评穆斯林与穆罕默德！ 好把陈述改为提问。而且当穆斯林

的陈述与问题奇怪时，永远不要嘲笑他们。 

• 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任何基督徒的表述都应该仔细解释，从而穆斯

林能够理解他们。 

• 可以提供一些应用性的特定的文学作品来扩展谈话。 好， 基本的是

自己先阅读决定是否适合给穆斯林朋友。赠送的方式允许他们有谢绝的余

地。 
 



 

 

3.2.4 参观清真寺 

在清真寺拜访人也是遇到穆斯林的一种途径。然而，只有那些感觉好的基督徒方

可以这么做。应该事先明白行为举止的规则。穆斯林要求人应该脱鞋，那是基本

的礼貌。参与祷告能会向穆斯林发出错误的信号。 

 

逐步的指导： 

1. 基督徒个人或团队的首领应该事先与清真寺的首领预约。讨论参观事项。 

2. 给出你作为基督徒拜访清真寺的原因，比如： 

• 你对他们的宗教文化感兴趣。 

• 在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 了解穆斯林在清真寺一周聚会的时间，哪个聚会对基督徒开放。 

• 解释你希望聆听，并且讨论你所了解的真理。 

• 或许你也希望在他们的图书馆学习。 

3. 团队参观清真寺：事先询问你的团队在清真寺如何行事，遵守规则（脱鞋，

男女衣着，对女性的特别规定）。穆斯林期望你在清真寺遵守他们的文化宗教

礼仪，但是你作为基督徒不要参与他们的祷告与洁净仪式。你可以坐在后排，

静静观看，为他们祷告。 

4. 好以机构的名义或当地教会的名义参观。穆斯林可能对基督徒使命和参与

他们的活动及试图借着提供物质帮助获得皈依者是十分谨慎。 

5. 要敏感，做事前寻求许可。永远友好和有礼貌。 

6. 询问你可以参观清真寺多久，在规定时间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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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对穆斯林的问题不知道答案， 好承认自己不知道，也不要冒险

给出不正确的回答。你可以随后去搜索答案，然后准备下次会见时给予回

答。由于外行不可能拥有对此类问题的知识与资源， 好找一个具有此类

资源的人进行帮助。 

• 在很多时候，反对意见与争论会导致激烈的辩论，但是你必须保持镇静

与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不是用语言击败穆斯林的事情！ 

• 基督徒被要求清晰陈述真理。在合适的时候，你应该见证你的信仰与希

望的所在。也可以讲述你转变的故事，你与耶稣的个人关系，每天你如何

经历上帝。 
 



7. 问题应该只是穆斯林所谈论过的话题。不要在清真寺向他们“传道”（记住，

穆斯林通常在群体里不会展现真实的自我！）。在家里私下聚会你可以更为直

接。 

8. 认真听同时对他们所言表现出极大兴趣。“争取发言权。” 

9. 在合适时候你可以发表你对《圣经》的见解，但是答案简明扼要，切中要点。 

10.不时地，你可以礼貌地询问他们论述的相关参考文献（可以说你在家里也有

《古兰经》，喜欢自己翻阅）。如果他们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不要强迫。 

11.不要问有攻击性或侮辱性的提问。 

12.基督徒团体应该严格遵循团体首领的指示。 

13.基督徒女性要在男性的陪同下方可参观清真寺，除非她已经和穆斯林女性建

立了友谊。 

14.基督徒也可以邀请穆斯林参观他们的教堂，比如：对设施的介绍和《圣经》

经文的讲解。 

15.一旦你建立了友谊，你可以定期访问清真寺。 

16.然而，你如果新到一个清真寺，常常让穆斯林向导带领你参观。如果直接造

访，他们可能会觉得受到侮辱。如果再访，提醒自己要注意的事项。 

17.永远不要走在起到作礼拜的穆斯林的前面。 

18.记住：“如果你不问，你就永远不懂！”每个清真寺都有不同的规定与日程。 

 

3.2.5 关于女性的特别话题 

1）当邀请穆斯林或拜访他们时，要确保有第三方在场，当两名异性私下

会见时： 

 
• 只有女性互相拜访。邀请穆斯林女性到你家；作为回礼他们也经常邀请你。 

• 礼节性带一个小礼物（糖果、圣经、书籍、DVD，）包装成为礼物。 

• 如果他们来访，确保你的家舒适温馨。给他们座位以示尊重。 

• 不要有狗或男士出现，除非是自己家里的。 

• 考虑一下家里的图片和东西可能冒犯的，提前拿走。 

• 把《圣经》放在恰当的地方——不要放在地上。 

• 想想你提供什么服务，作到慷慨大方。 

• 倾听她们分享的。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文化、宗教表示极大的兴趣。问一些适

当的问题，如果他们不回答，不要强求。 

 

 

2）女性们关心的问题：（这些需求与领域是你应该关注和爱他们的。分享圣经

如何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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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有一个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孩子的妇女特别渴望能有孩子。没有男

孩的女性不如那些有男孩的女性让人接纳。孩子是女性的责任，需要她们更多地

关照与训练。如果离婚她会害怕失去孩子。 

• 婚姻：每个女孩子有希望拥有 好的丈夫，但是害怕她的父母会挑选谁，或强

迫她结婚。现在的女性都希望在结婚前完成学业，甚至大学。 

他们希望经营好婚姻，不希望离婚或共存一个妻子。 

• 衣服：穿得体衣服，与你居住地区的文化与人群相宜。 

• 关系：有的女性没有亲密关系的人。家人之间并不常是分享，有的女性希望有

一个异国朋友，或她家庭圈子以外的朋友一起分享。你作为基督教女性或许愿意

帮助她随着时光推移从而认识上帝作为亲密的朋友，以至于与他之间有个人的关

系。 

• 健康需要：这也是一个需要的领域，人们不愿意向医护工作者讲述他们的需要，

总是向一个女性讲述或向女性朋友求助。 

 

3）女性如何看待信仰与属灵生活 

家庭是伊斯兰教进行比如：出生、结婚、死亡、年度节日的场所。家庭是女性的

领地；她是家庭的信仰持守者。她经常是教导孩子祷告，讲述圣训的故事。她准

备斋月饮食，为生日庆祝准备。 

 

4） 基督徒对穆斯林女性做见证 

• 自然公开地交流属灵问题。 

• 与她们分享你日常生活与上帝的个人经历。 

• 分享你的转变故事、但是选择他们能够听懂的词语。确保区分转变前，转变期

间与现在的生活。 

• 当她表达需要时，询问你可否为她告诉。再次给她电话再次为她祷告。如果需

要得到满足，与她一起感谢上帝！ 

• 用例子教导：a)上帝爱他们也关心他们的需要；b)上帝倾听祷告；c)上帝回答； 

d)上帝值得信靠，他信守承诺；e)尽力从身体需要转移到灵里需要。 

 

5） 学会讲故事 

女性喜欢口头学习。大部分可以阅读，但是一些还是不会。女性经常不会为了兴

趣或娱乐阅读，但是她们的的确确听故事和互相讲故事。 

• 故事给予他们知识、激发情感、把普遍的真理转化称她们喜欢的形式，一次次

与她们分享。 

• 讲述与学习能满足他们需要的故事。考虑他们的信仰、他们所了解与同意的故

事，他们信仰缺失什么，关于那些爱上帝服从上帝人的故事。关于那些不聆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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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上帝人的故事，关于恐惧与死亡。 

• 分享关于基督徒基本教义的故事。思考一个人需要聆听什么内容从而与上帝建

立关系，获得拯救。 

• 使用鼓、影象、音乐、现代媒体进行交流。 

 

3.2.6 邂逅穆斯林儿童 

与穆斯林孩子会晤具有挑战性，需要基督徒付出更多的奉献、耐心、爱与同情心。

孩子来自非常不同的文化与家庭背景。一些在语言与文化有困难。很多孩子过得

是一种双重生活：公众场合过一种开放现代的生活，家里则是严谨的伊斯兰教文

化。对很多孩子而言，这种双重生活导致冲突。作为现代教育制度中的学生，要

求独立工作和挑剔性的问题，更多的困难出现。总而言之，穆斯林不允许或训练

问挑剔性的问题。 

 

孩子经常去伊斯兰教中心，在那里接受《古兰经》的课程。他们学习阅读阿拉伯

语经文，但是不理解他们所读的。251他们被授予的伊斯兰行为规范与思想通常是

让孩子抵挡与基督徒教义的。 

 

因此，孩子知道一点基督教、《圣经》和耶稣；所获得的点滴知识也是偏差或错

误的。一般说来，对于基督教，他们没有总体概念。来自其他国家文化的穆斯林

孩子的抚养有所不同，沿用双亲的穆斯林群体的传统。强烈建议与穆斯林儿童与

年轻人工作的基督徒们通过特定的文学作品与研讨会收集足够的信息与培训。 

 

团队首领指导儿童俱乐部的实用方法： 

• 基督徒教会应该在尽可能的每一个方面支持儿童团队，诸如祷告和实际帮助。 

• 在儿童团队里，当地儿童应该友好接待穆斯林儿童，去爱他们，如果可能也邀

请他们到自己的家。 

• 带领者与孩子家长接触是重要的。带领者应该解释孩子学习和做了什么。定期

家访对于取得家长与孩子的信任是很关键的。 

 

讲述圣经故事： 

• 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讲述圣经故事。基督徒的表达必须得到充分解释。 

• 对于流行的宣教故事要谨慎。儿童很容易感觉到他们仅仅是事工的对象。 

 

 

 

 

 

 
251

那些母语不是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人，学习读古兰经，但是通常不理解所读的。对于穆斯林

而言， 重要的是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但是不必去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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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推荐用阐释性的实物进行角色互演。 

• 与儿童团体一起唱歌——唱的歌词对孩子比说的词更为容易。 

• 好向“上帝”祷告而不是说“耶稣”。祷告者可以站着，眼睛不必要闭上，

手也没有必要合上。 

• 应该用心铭记经文。穆斯林在这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 

• 借着团队首领的行为举止和见证，孩子应该能认识圣经是真实的。不要随意放

在地上。 

• 不要给孩子施压使之皈依。基督徒可以分享自己的信仰是真的，但是只有上帝

的能力改变人的心。 

 

转变与随后的关爱： 

• 当一个孩子希望信赖基督，确保他或她知道意义。他们是否明白他们的罪，永

生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不是因着好行为？跟随耶稣在实践中意味什么（阅读圣经，

祷告、团契、结果、可能迫害）？ 

• 孩子应该知道他们或许会面临困难（不要吓他们！），但是耶稣会在他们身边帮

助他们。 

• 如果孩子同意，可以做一个皈依的祷告。 

• 孩子应该获得好的可以理解的《圣经》译本和《圣经》学习指导。 

• 孩子迫切需要在他们年幼的基督徒生命中有进一步的教导与陪伴。他们需要爱

的帮助尤其在困境中。  

 

3.3 向穆斯林传福音 

 

3.3.1 一般指南 

圣经明确指出罪只有通过牺牲方得赦免。耶稣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从而所有人

借着对他的信能被拯救获得永生。然而，耶稣不强迫任何人接受他的付出。因此，

基督徒不要强迫穆斯林归依。252福音是被上帝的百姓传播的，只有圣灵可以带领

皈依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爱我们的同胞，服从使命，把宝物留给自己是自私的。福音的真理必须传给

穆斯林。当向穆斯林传福音时，应该遵守以下规则： 

 
• 没有统一的宣教方法可以保证每一次成功；每个情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基

督徒在他们的见证上不要用羞耻的方式，应该公开诚实。（参哥林多后书 4:1-2）。 

 

 

 
252
本文的皈依（conversion）指一个人开始信靠和相信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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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基督徒所说的不要与事实相悖。皈依者确信穆斯林密切关注基督徒的

道德操守。（参：罗马书 12:1-2；提摩太前书 2；8）。 

• 对于吸收新思想，我们的能力都有限。穆斯林也不例外。不要让你的见证淹没

在福音的各个方面中。 好一次给出一个要点。 

• 引领穆斯林深思，相关的话题将用间接的方式呈现。基督徒应该学会用比喻来

分享圣经真理，如同耶稣所做的那样（马太福音 13:3.34）。253 

• 在适当的时候，应该鼓励穆斯林阅读《圣经》。254 

 

3.3.2 福音呈现方式 

有人说：“在自然中孕育精神和在精神中一切自然”。基督徒的生活包涵生命精神

性的一面，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自然部分，没有必要展示。不要用不自然的方式

谈论信仰。每一个基督徒阐释《圣经》都会有所不同，不论是用自己的语言还是

吸引思想进入属灵的答案的相关事件。具有宗教信仰的穆斯林比一般的欧洲人对

属灵对话反应更快。有很多方式展示福音，用《圣经》经文指出福音的核心意义。
255尽可能用心学习尽可能多的经文是有益的，诸如罗马书 6:23： 

 

罗马书 6：23 阐释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必须解释在上帝眼中罪的严重性。每项罪（思

想、语言、行为）意味着死，其结果是与神

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 上帝赐予是永生只是作为礼物，不能赚取。

接受礼物是不需要付出的！ 永生意味着在天

堂/乐园在神的同在中（参：约翰福音 5:24）。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的职责是代替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所有信他的人可以活

着。这是上帝指派的完美的祭祀（参：约翰

福音 3：16；14:6）。 

 

基督徒应该依据环境采用自然的方式。归纳以下方式： 

• 从圣经中选用个别经节或较长的篇章（如上述罗马书 6:23 所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3
参见 3.3.4。 

254
推荐 好从路加福音与约翰福音开始，因为他们描述的耶稣生平是穆斯林所能够理解的。

影视“耶稣生平”基于路加福音，也适合赠送。更多信息参见www.jesus.ch 或者www .cfc.ch。 
255
参如约翰福音 3:16；提摩太前书 2:5-6；罗马书 3:23-24；5:12.21；以弗所书 2:8-9；约

翰一书 4:9；5:1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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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故事与寓言讲述圣经的真理。256 

• 在新约圣经的上下文中分享旧约的故事。257 

• 解释旧约圣经的故事如何在新约中成就——证实圣经起源的神圣性。可能没有

更好的方法说服任何人相信《圣经》不是人编撰的，因为没有可以预知基督通过

童女圣灵感孕降生在伯利恒（弥迦书 5:2；路加福音 2:4-7）。258 

• 选用《古兰经》中与《圣经》一致的话题和内容，用《圣经》加以解释。259 

 

3.3.3 专门的《圣经》学习 

传福音意味着首要的是要传递对上帝、耶稣、人、罪及再与上帝和好等信息。由

于在过去穆斯林吸收了许多反基督教的思想，他需要不少时间来理解福音。如果

真正的兴趣产生了，带领他们私下的、非正式的圣经学习对他们是很有帮助的。

以下的话题是基础，如果可能 好用下列的顺序讲解。260 

 

1）圣经。很多穆斯林在童年就被教育圣经被篡改了。穆斯林需要了解圣经是如

何来到我们中间，为什么它是可信赖的。一旦他们开始相信《圣经》，就会发

现很容易接受救恩的信息。他们需要时间自己阅读《圣经》与真理较量。 

 

2）上帝。古兰经中一些关于安拉的陈述似乎与圣经中的上帝一致。然而，另一

方面，一些基本的陈述却公开与圣经抵触。穆斯林需要知道神真正是谁，他

如何谈论自己、自己的律法与爱。穆斯林需要了解神对世人的爱，知道他为

每个人提供了接受他的方法从而获取永生作为礼物。 

 

3）人与罪。人类的堕落的教义必须要解释。穆斯林需要知道神眼中罪的严重性

与后果。只有他们明白了无法将自己从罪中释放，才可能理解救赎主的必要

性。 

 

4）耶稣。穆斯林需要了解耶稣究竟是谁，为什么他来。这意味着对在旧约时期

献祭对祭祀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解。这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更容易接受耶稣死在 

 

 

 

 

 

 
256
参见 3.3.4。 

257
例如关于亚伯拉罕的话题，参见 3.4.1（没有引用《古兰经》做铺垫石）。 

258
更多参见 2.2.2。 

259
参见 3.4。 

260
可以从一些机构获得课程的相应例子（参见 Nehls 1985）。这里列出的七个要点是话题的

概要需要在课程里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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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及其他的复活。穆斯林需要了解真正的耶稣，他不仅仅是个先知；他是

真正的弥赛亚和上帝的儿子。 

 

5）神的国度。基督徒需要解释进入神的国度重生的必要性。神的国度与伊斯兰

乌玛的不同需要讲解，同时也要阐述基督徒如何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方式，

如何与我们的造物主和谐相处，把荣耀归于他。 

 

6）圣灵。穆斯林需要了解圣灵是谁，他做什么，如何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 

 

7）人类的使命和未来。上帝称所有的基督徒是他在世界的见证者，应许永远

伴随着他的门徒。穆斯林需要了解上帝的应许和他的持守，从而确保未来的

基督徒是安全的；上帝给那些在信心里跟随耶稣的人救恩的确据。 

 

 

3.3.4 运用实例、比喻和故事 

向穆斯林传达圣经真理，故事是很有用的。耶稣使用比喻挑战他的听众深思（路

加福音 6:39）。在阿拉伯文化中，故事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讲故事是一

项需要实践的有帮助的艺术，应该收集有用的故事，同时也要意识到这种方法也

有局限性。下面展示一些短故事： 

 

落水之人： 

穆斯林确信《古兰经》是上帝 终和 完美的启示。基督徒相信耶稣是上帝 完

美的启示。对于人类而言，作为上帝的启示，什么会更好呢，一本书还是一个人？ 

下面的例子可以加深理解： 

想象你正站在湖边，看见湖里有人在呼喊救命。你会做什

么？你会去 近的书店买一本名为“如何成为好的泳者的

书”，把他扔给落水者？还是你作为一个好的泳者，跳进

湖里去救落水者？ 

 

损坏的鸡蛋 

穆斯林认为他们可以用好行为来补偿他们的坏行为，这样安拉就可以让他们进入

乐园——没有耶稣的献祭。穆斯林必须了解上帝对罪很严肃，罪只有按照上帝的

计划才得以赦免。例如： 

一个家庭主妇在面团中掺合几个鸡蛋。不小心放入一个不好的鸡蛋。她现在应该

做什么呢？她应该放入更多好鸡蛋，从而希望不好的不好被注意到？不能——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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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知道一个坏鸡蛋破坏了全部的面团，不管再加入多少

好蛋。同样的道理，一个罪破坏了我们整个的人生，上帝

是不会接受在罪中的我们，除非我们接受他的赦免方式。 

 

 

跳跃峡谷 

穆斯林希望通过好行为进入乐园。然而，这靠个人的努力

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人是完全的。思考下列的例子： 

为了赶路，一群人需要越过一个30米宽的峡谷。

有人认为可以跳跃过去。有人尝试跳跃了 5 米，

有人跳的更远。但是没有人能跳跃到对面——都

掉进了峡谷。对于那些想进入天国的人，同样的

道理。只有一条通向天国的路，一个桥梁：神的

桥梁，称为“耶稣”。 

 

 

为礼物付费？ 

圣经明确指出上帝把永生只作为礼物。那些想购买乐园——如穆斯林有好行为—

—事实是想购买礼物。基督徒有好行为，当然——不是

购买永生，而是为收到的礼物感谢上帝。想象一个穷人，

被富人邀请参加宴会。宴会结束时，富人给穷人一个非

常大的礼物：一辆新车！然而穷人不想要车做礼物；他

想至少他支付一点。主人会为此不安吗？他想把车作为

一个礼物，就如同上帝只想把永生作为礼物。 

 

 

四个报告： 

穆斯林有一本作为 高权威的书《古兰经》，包涵了对穆罕默德的陈述。基督徒

有四福音书，从不同方面讲述耶稣的生平。穆斯林发现很难

理解四福音书，因为不是讲述相同的事情。以下的对比强调

了四个报告的重要性： 

四个朋友看到一场交通事故。警察来了，分别询问四个证人，

写了证人的证词。让我们假设每个证人都用自己的语言风格

写下各自的证词。证词长短不同。接着让我们设想有四个相

同的文本，所说的每个字都相同，交给了警察。哪一个更有

可信度？警察会认为四个相同的文本一定有问题；四个证人已达成一致，满足于

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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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雇主 

想象你正在寻找一份工作，你可以在两份工作中进行选择。在第一家工厂，老板

提供了一份他亲笔签名的合同，保证你一份工作和在每个月末你可以收到固定的

薪水。在第二家工厂，老板没有给你合同，也没有保

证固定的薪水。老板指出你工作存在风险，如果他作

为老板心情好，他可以给你一些薪水。 

你会选择哪份工作？当然是第一份工作！在基督里，

上帝为所有接受他提议的人提供了救恩和进入乐园的

保证的一个方式。在伊斯兰教，安拉提供了许多拯救

的方式，但是都没有给保证。261 

 

3.4 从共同点着手 

 

当基督徒与穆斯林会面，他了解并经常提起《古兰经》，基督徒应该准备与穆斯

林一起学习，并在谈话中有建设性地使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似处可以

用来传授圣经真理。262然而，基督徒必须避免造成接受《古兰经》当成权威的假

象。除非是穆斯林把《古兰经》作为参考，否者基督徒没有必要这么做， 好使

用圣经作为主要的参考。 

 

当一个穆斯林不断提到《古兰经》并从中引述，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习《古兰经》

和其他必要的文学。一些《古兰经》的叙述与《圣经》吻合，但是总的来说，只

是一小部分。但是了解共性与差异是很必要的。263这个“从共同点着手”意味着

基督徒从《古兰经》中挑选与《圣经》一致的经文，之后根据《圣经》向穆斯林

解释。一些例子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论述。 

 

3.4.1 亚伯拉罕，上帝的朋友 

 

亚伯拉罕是《圣经》与《古兰经》中唯一的先知，被称为“上帝的朋友”。264 基

督徒可以问穆斯林为什么只有亚伯拉罕被赐予这样独特的称呼。只有圣经有解释。 

亚伯拉罕被他对上帝的信靠奇妙地引导。他的顺服——他被要求所做出的牺牲—

—预示上帝有一天会通过他的亲身儿子耶稣所做的。亚伯拉罕因此通过这个事件

预示了福音。亚伯拉罕能够接受上帝的信息，通过他的经历实施他的救恩计划。

（以撒是耶稣的影子，参约翰福音 8:56；创世纪 2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1

参见话题 2.4.3：“通往乐园之路……”。 
262
例如这也是保罗在雅典使用的方法（参见使徒行传 17:22 23）。 

263
在 2.1 中一些共性与差异已经陈述。 

264
《圣经》：历代志下 20:7；以赛亚书 41:8；雅各书 2:23。《古兰经》：苏拉 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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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他的爱子而发生。 

• 儿子通过不寻常的出生来到世间。 

• 牺牲是罪的祭祀。 

• 祝福的应许来自儿子。 

 

耶稣背负木头十字架，如以撒背着木柴上山。耶稣被捆绑和以撒一样。 终以撒

没有被献祭（上帝用了公羊，创世纪 22：1-13），但是他帮助教了亚伯拉罕一课，

关于以后上帝将通过他自己的儿子所做的。上帝提醒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创世纪

22:16-18）。亚伯拉罕意识到他的真正追随者不是通过肉体而是通过信心。 

 

所有的接受这个事实的人，也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孩子，通

过这信心的事实从而成为上帝的孩子。这也被先知证实（以赛亚书 53；7,10）

也被施洗约翰证实（约翰福音 1:29）。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

对比《圣经》与《古兰经》的经文。265 

                       

陈述 《圣经》 《古兰经》 

亚伯拉罕是所有真正信

仰者之父和原型。 

犹太人：路加福音 3:8；  

约翰福音 8:33，39。 

基督徒：罗马书 4:16；  

加拉太书 3:7,9。 

原型：苏拉 2:124。  

（哈尼夫）一神教 Hanif: 

苏拉：3:67 ；16:120。 

上帝因亚伯拉罕在信心

里的顺服赞许他。 

加拉太书 3:6-9。 苏拉：2:130； 2:135；3；95； 

6:161；22:78。 

儿子的应许。 创世纪 17:15-16；  

罗马书 4:18。 

苏拉 11:71 ；37:112。 

命令儿子的燔祭。266 创世纪 22：1-13。 苏拉 37:102。 

 

 
265
只列出 重要的参考资料。 

266
穆斯林认为被献的是以实玛利不是以撒。但是《古兰经》没有任何地方明确指出是以实玛

利。相反，经文却指向以撒。参见苏拉 15:53；29:27；37:100-113；51:24-31。穆斯林还

认为献祭是在麦加附近的米那（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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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耶稣基督的独一性 

《古兰经》拒绝接受基督的神性与被钉十字架。267 然而，《古兰经》的许多其他

关于耶稣的经文是积极的，部分与《圣经》一致。《古兰经》的陈述大部分都是

含糊没有明确解释，可以根据《圣经》解释。以下是《古兰经》关于耶稣的话题，

但是却通过《圣经》来解释和阐述： 

 

陈述 《圣经》 《古兰经》 

耶稣是童女马利亚所生。 路加福音 1:26-35 苏拉 3:45-47；19:17-21 

升天。 使徒行传 1:9-11 苏拉 4:157-158 

称呼：“道”。 约翰福音 1:1-14 苏拉 4:171 

耶稣在审判日再来。268 马太福音 25:31-32 苏拉 43:61 

耶稣之死。 约翰福音 19:28-37 苏拉 19:33 

 

当这些陈述和称呼依据《圣经》进行解释时，可以展示耶稣是上帝给人类的 完

美的启示。只有通过耶稣我们可以领受上帝对人类的拯救。 

 

 

 

 

 

 
267
参见苏拉 4：157 ；5:19，同时参见 2.3。 

268
《古兰经》没有像《圣经》那样清晰讲述耶稣的再来。但是穆斯林也认为有在苏拉 43:61

关于耶稣重返人间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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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合适，询问穆斯林下述问题，一起阅读参考文献： 

• 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 

• 为什么亚伯拉罕是所有真正信仰者之父？ 

•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 

• 为什么亚伯拉罕被命令祭祀他的儿子？ 

• 如果你认为是以实玛利做了燔祭，可以告诉我出自何处吗？ 
 

? 

询问穆斯林问题一起讨论以下问题： 

• 为什么耶稣是童女所生？ 

• 谁是耶稣的父亲？ 

• 为什么神让耶稣而非穆罕默德进入天堂？上帝的理由是什么？ 

• 为什么《古兰经》里称呼“上帝的道”只给予耶稣？ 

 



3.4.3 弥赛亚 

《古兰经》提到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弥赛亚的思想。《古兰经》的好几处经文赋予

耶稣弥赛亚的称号（苏拉 3:45；4:157，171）。据猜测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期间从

犹太人与基督徒那里采用了此称号。这个称呼一直与定冠词一起使用。《古兰经》

认为此称号是独一无二的，只适用于耶稣，但是对此毫无解释。穆斯林应该问自

己：“弥赛亚的称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再次，基督徒有了机会进行解释，因为

只有圣经提供了答案。 

 

“基督”是个希腊语对“弥赛亚”的翻译，意思是“受膏者”（参见约翰福音 1:41；

4:25）。受膏意味着在服侍上帝中为了特殊的任务的呼召和装备。上帝的受膏首

要的是是以色列的王。大卫以特殊的方式受膏。应许他的殿要有伟大的“统治者”。

²⁶⁹先知指出是启示的弥赛亚，他将是上帝启示的巅峰。270对于这位弥赛亚的盼望，

救赎主，可以在在旧约圣经完成和耶稣出现之间的犹太人的书写中找到。在耶稣

时代，盼望加强了和被处在悲惨的政治环境中的犹太人保持着。弥赛亚的应许在

耶稣里实现了。他宣称是弥赛亚，上帝的基督，当天使宣布他的即将出生让马利

亚知晓，通过使徒 271的领悟,在祭司该亚发和公会之前被证实。耶稣弥赛亚的使

命和他的权威成为教堂布道的核心；并一直到末了直到承认他的主权。272 

 

 

耶稣在马太福音 22:42 问法利赛人：“你对基督的看法？”“他是谁的儿子？”也

可以用于穆斯林。圣经经文很清楚地讲述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273对于犹太人而

言，在过去与现在都难以看到他们的弥赛亚盼望成就在耶稣的身上。同样对穆斯

林来说难以接受圣经对耶稣弥赛亚称号的解释。因此解释称号的意思很关键。 

 

 

 

 

 

 

 

 

²⁶⁹参见但以理书 9:25 ；以赛亚书 9:6-7；11:1-5；11:10；42:1；53。 
270
参见先知书：撒加利亚书 6:12； 弥迦书 5:1；但以理书 7:13-14。 

271
参见路加福音 1：31-33；马太福音 16:16；16:63,64；约翰福音 1:41。 

272
参见使徒行传 9:20,22；10:36-38 ；腓立比书 2:9-11。 

273
参见路加福音 4:41；马太福音 16:16;26：63-64；约翰福音 11:27；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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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问穆斯林： 

• 为什么《古兰经》把“弥赛亚”的称号给予耶稣？ 

• 这个重要的称号“弥赛亚”对你意味着什么？ 

 



3.4.4 上帝的羔羊 

 

宰牲节（阿拉伯语 Id al-adha;土耳其语 Kurban Bayrami）是伊斯兰 大的节日，

穆斯林纪念亚伯拉罕献自己的儿子。274 家庭都要屠杀一个动物，通常是一只羊。

在简短的祷告后，隔断脖子的血管，祭祀的血流到准备好的水道。死的动物然后

被剥干净分成三部分。一部分通常给亲戚，一部分给穷人，家人保留第三部分。 

 

献祭是只为了纪念亚伯拉罕的献祭。《古兰经》否认进一步的属灵意义（苏拉

22;32-37）。在伊斯兰传统里，然而，加入了几个进一步的意义。一些人认为以

动物祭祀代替了第一个出生的儿子，或感谢安拉，或为了保护不受邪灵攻击。由

于《古兰经》没有明确回答这些问题，基督徒有了好的机会从圣经解释其属灵的

意义。275《旧约》的献祭是上帝颁布的法令。动物成了替代物被宰杀从而使人可

以活。 

 

象征意义上，罪从人身上转到了献祭的动物身上。依据《圣经》，不流血罪不得

赦免（希伯来书 9:22）。如果人不断犯罪，《旧约》中的献祭就不断重复。在《新

约》中，上帝通过耶稣建了新约；耶稣作为一个特别的祭品为所有的罪死（希伯

来书 10:14）。这使得宰杀动物成了终结，因为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

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 1:29）。任何凭信心接受这个祭品的人将被拯救。276 

3.4.5 更多的话题 

 

有许多话题可以从《古兰经》引出， 

然后用《圣经》解释。话题的研究落入此书“从共同点着手” 在 Gilchrist 的

书《与穆斯林分享福音》中论述。 

 

 

 

 

 
274
与《圣经》故事相反，大部分穆斯林认为献祭的不是以撒，而是以实玛利。参见注释 3.4.1。 

275
参见 2.3.4； 2.4.3 和 3.4.1。 

276
关于《圣经》献祭羔羊的重要经文：创 4:4-7；22:6-8；出 12:3-7，22,23；利 16；赛 53:4-8； 

约 1: 29,36；徒 8:26-39；彼前 1:18-21；启 5:6-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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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穆斯林讨论问题： 

• 为什么穆斯林今日还保留宰牲节？ 

• 如何庆祝这个节日？ 

• “流血吃肉” 祭物（羊）是什么意思？ 

 



旧约圣经人物 新约圣经 

亚当：尘土造的人，从天堂来的人 耶稣：《在圣经》与《古兰经》是独一

无二的 

夏娃：撒旦的三个大诱惑 上帝之子：弥赛亚，圣灵和话语 

挪亚：第一个义人使者  

阿伯拉罕：给他传福音  

以撒：父爱的反射 麦西哈尔撒：上帝的受膏者弥赛亚 

约瑟：要来的救赎者的象征  

摩西：律法与恩典的显明对比 上帝的爱：父亲、儿子和圣灵 

大卫：死和复活的预言   

所罗门：大卫真子的形象 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以赛亚：看哪！他所拣选的仆人  

 

 

3.5 在当地教会实现远景 

整个基督徒群体支持向穆斯林宣教是关键的。以下是一些通用的指导，不是严格

定律，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文化调整。一个教会如何实施需要考虑：英国教会

有更多的宗教自由，因此，比起埃及因此有更多的福音传播途径。圣灵的指导是

必要的，在每一个社区形成适合的方法。 

 

通过向穆斯林传福音变得积极活跃，教会获益如下： 

a. 如何为基督向穆斯林传福音基督有一个全新的视角。 

b. 激发教会的人们为新活动祷告和与穆斯林的会话的积极性。 

c. 基督徒需要获得教育，开始丢掉与穆斯林接近的恐惧感。 

d. 基督徒将更为有效向穆斯林做见证，开展新的友谊。 

e. 更好掌握《圣经》知识，基督徒用穆斯林可以理解的方式向他们分享信仰。 

f. 对伊斯兰教的知识会使基督徒更好接近穆斯林。 

g. 从伊斯兰教皈依的将由受过训练的基督徒关心。 

  

3.5.1 动机与教育 

 

大使命说：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

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马太福音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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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耶稣学到以下内容： 

• 他拥有一切权柄。如果你很随他，你就在 高能力之下。没有东西可以伤害你。 

• 他命令所有的基督徒带着福音去到万民中（包括穆斯林）。 

• 他也命令基督徒去发展门徒、施洗和教导他们。 

• 耶稣不仅仅发出命令，而且也给了奇妙的应许：他就常与你同在，帮助你。 

 

 

重要的是，整个教会群体欣然接受大使命是指向所有人——包括穆斯林！通常基

督徒害怕和畏怯接近穆斯林。但是基督徒了解真理而且必须要分享的。恐惧通常

是忽视引发的；矫正的方法就是有好的信息装备——通过训练教会成员以下相关

话题： 

 

1》介绍伊斯兰教。历史，穆罕默德的生活，《古兰经》，伊斯兰教法等。如果基

督徒了解穆斯林朋友的信仰，交流与关系将会改善。 

2》护教学。为了能够智慧地应对穆斯林对基督徒信仰的质疑。 

3》实用的指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实用的方法会晤穆斯林。 

 

 

3.5.2 组建特殊任务团队 

尽可能多的教会成员应该获取一个关于伊斯兰教、护教学和实用指南的基本知识。

然而在教会内身体中应该有一个特殊的团队，接受更高的训练，协同祷告和接触

到穆斯林。 

 

建议以下步骤： 

 

1. 教会领袖需要赞同一些基督徒对穆斯林的事工将是未来活动的一部分。 

2. 整个基督徒群体应该获得战略与具体实施步骤的足够信息。 

3. 教会任命 5-10 个敬虔的基督徒在指定的领袖下组建特殊团队。 

4. 这个团队定期地会晤祷告，规划活动和进一步培训。 

 

3.5.3 特殊任务团队的职责 

 

这个团队开发计划和做出决议，在开发与穆斯林群体的联系上，为了分享福音。

特殊团队有以下职责： 

• 在社区积极开办与穆斯林会晤的活动。 

• 指导与协调活动。 

• 告知教会成员恳请祷告支持。 

• 为特殊团队和整个教会规划和指导后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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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新的皈依者足够的关怀。 

• 寻找与其他有相同的为基督赢得穆斯林的异象的教会与机构的联系（为了鼓舞、

培训与祷告）。 

 

这个特殊的团队需要不断的鼓励与培训。在基督神学与伊斯兰文学方面需要不断

地培训。培训期间应该透过评价与调整对未来有所决定。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网络。这个特殊的团队在可能时候与邻近的基督徒群体联

络并交流信息： 

 

• 彼此鼓励与互相祷告。 

• 协调与合作未来的培训。 

• 从过去的活动中加强经验的交流。 

• 计划和带领未来合作行动。 

 

3.5.4 可行的活动 

 

通过教会的祷告与讨论，尤其是特殊团队，需要一些适当的活动为了加强基督徒

的见证，在任何场合与穆斯林分享福音。可能的想法在这里成为有促进作用的想

法；鼓励基督徒不断展现新方法： 

 

• 拜访穆斯林在他们的家完成一个系统性的项目（比如说一个特殊设计的问卷调查）。 

• 在公开的场所会见穆斯林，比如医院、监狱等。 

• 在清真寺会见穆斯林，邀请他们到教会。 

• 在公共场所分发小单张。 

• 在年末，分发基督徒年历，每一天都有一小段灵修。 

• 提供计算机课程，语言培训和相关技能。 

• 组织一些涉外性活动，比如徒步旅行、自行车赛和参观清真寺。 

• 在他们生日时拜访个人，带一个礼物和阅读《圣经》的一小段经文。 

• 在他们特别的日子里接受邀请，同时也在教会特别的节日里邀请他们。 

• 邀请他们进行特别的会餐，个别或集体，到你家或教会。提供音乐，唱歌，《圣经》

阅读，看电影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7 参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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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们的家里或邮箱分发传单，然后电话询问他们是否有需要讨论的问题。278 

 

调查问卷方法： 

一个接近穆斯林的方法就是特别设计的问卷调查。有很多可能的变化。两三个基

督徒一起拜访穆斯林的家。建议可以这样做： 

 

在门口。团队介绍自己： 

• 你好，我的名字是…这是我的朋友….我们来自……进行一个宗教/社会问题调

查，准备帮助每一个寻求神的人。 

• 我们很感谢你对这几个问题的想法。可以占用你一点时间吗？（如果说可以，

你可以继续；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你可以试着进行宗教谈话代替问卷调查，借

着问：“我可以解释我如何获得永生的知识吗？”如果那个人不感兴趣，那就说

再见；如果时间不合适，另约时间）。 

 

建议问题： 

 

社会的： 

1）你住在这里多久了？ 

2）你满意这个社区吗？ 

3）为了使这里更美好，你希望改变什么？ 

 

宗教的： 

1）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2）你属于任何特定宗教团体吗？ 

3）你归属于这个宗教是由于出生还是个人选择？ 

4）在每天生活中有关信心的操练你如何判断你自己：（非常虔诚-间或-很少） 

5）为什么你认为你的信仰是真的？ 

6）你害怕 a)死吗？b)审判日？c)上帝对你没有怜悯？ 

7）你确信有一天你会和上帝一起在乐园吗？ 

8）假设你今天死去站在上帝面前，他问你：为什么我让你进乐园？你如何回答？ 

 

你完成问卷调查后，你可以说： 

• 我们完成问卷调查，你的回答很有意义！谢谢你的时间。 

• 你想知道调查的结果和评价吗？ 

 

 

 

 

 

 
278传单需要是为穆斯林读者所预备的，与景况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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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有更多时间使我可以解释我如何知道在我死后我将与上帝一起在乐

园？ 

• 你愿意接受更多的基督徒的文学作品与 DVD？ 

• 我可以再次拜访你吗？ 

 

基督徒应该记录与穆斯林会晤，如下： 

地点： 住址： 

姓名： 电话： 

日期 /谁 所赠予的文学 记录观察： 

 

3.5.5 安排与穆斯林的特别会见 

 

对不同信仰的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组织和平会谈。以下是建议： 

 

“为了更好理解的会晤”的目的不是批评职责而是为达成一致呈现不同的观点。

每一方呈现他的信仰，在双方会晤进展中，一些陈述达成一致而一些则是互相抵

触的。对彼此信仰的更好理解应该对两个不同信仰群体达成尊重和形成新的友谊。

基督徒是不能转化穆斯林的——那是上帝的工作！基督徒与穆斯林双边都需要意

识和接受一些人会在会晤后改变他们的信仰。279一些建议大纲： 

1）穆斯林与基督徒彼此互访教堂与清真寺。 

2）在准备会晤时，对全部预备工作应该仔细讨论，再由组委员会达成一致。 

3）每一方都有相同的时间（比如 30 分钟）对达成一致的话题展开讨论。 

4）在两次陈述之后，另一部分是给予 30 分钟的提问和回答时间。双边任命的主

持人将引导会议。只允许与话题相关的问题。人们应避免冒犯性或攻击性的

问题。可以给出简略的见解，提问和回答。 

5）另外，会议更多的轻松时刻可以展开个人的谈话和讨论。在这些时间，基督

徒或许有机会分享福音。可以提供一些茶点和清淡的食物。 

 

 

 

 

 

 

 

 

 

 
279
这些会晤只有在双边都赞同的宗教自由的场所才有可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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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可以是宗教的与社会的： 

 

宗教的 社会的 

1）神的合一性 

2）“罪”是什么？人如何进入乐园？ 

3）耶稣基督是谁？穆罕默德是谁？ 

4）《圣经》与《古兰经》：起源与灵感 

5）人与神的关系 

6）真先知的标志是什么？ 

7）上帝的属性 

8）祷告与禁食 

9）真正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标志是什

么? 

10)教堂与乌玛的定义是什么？ 

11）审判日要发生什么？ 

1）人权与宗教自由 

2）道德，诚实 

3）家庭生活：丈夫、妻子孩子的关系 

4）婚姻生活 

5）在当地社会培养孩子 

6）朋友和邻里的基本关系原则 

7）恐怖的原因是什么？ 

8）战争如何被避免？ 

9）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腐败？ 

10）文化生活 

11）不同种族之间如何达成和平的生

活？ 

 

3.6 皈依与成为门徒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了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大量的当地战争和对一些种

族、政治和宗教群体的迫害导致了世界人口的大量迁徙。成百万的人从一个地方

向另一个地方迁移寻求安全、稳定与工作。结果，基督徒与穆斯林几乎在世界的

每个角落都见面。基督徒与穆斯林拥有彼此的信仰也日益加剧。对基督教与伊斯

兰教一个相同方面是他们都是宣教的宗教，信仰者积极邀请其他人成为他们信仰

的追随者。这种邀请的态度在各自的经文中有依据： 

马太福音 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²⁸⁰ 
苏拉 16:125：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 优秀的态度与人

辩论…… 

 

一些基督徒与穆斯林由于不同的原因对自己的宗教不满意和感到幻想破灭，一些

人寻求满足需求的替代方法。 近，人们从基督教转向穆斯林和从穆斯林转向基

督教变得很常见。 

 

 

 

 

²⁸⁰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基督徒必须见证真理，但是只有圣灵可以带来皈依。（参见使徒行传

10:44）。基督徒被呼召教导皈依者如何跟从耶稣（马太福音 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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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和欧洲，我个人见证了很多人的忠诚的改变。 在 2000 年在苏黎世（瑞士）

穆斯林用不正式和吸引人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信仰。《古兰经》启示的讲座，文

学作品的销售，免费提供东方食物。有瑞士人转向穆斯林，很多人发现伊斯兰教

非常吸引人但还没有正式下决心。很多这些人告诉我他们生长在基督徒环境中，

一些人承认以前是基督徒。 

 

另一个方面，我遇到一个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商人，但是 近转向基督徒了。他秘

密地保存和读着他自己的语言翻译的《圣经》。当他到欧洲旅行时候，参观教堂

与基督徒交流，他开始明白成为基督徒是正确的步骤。由于害怕逼迫，他回到自

己的国家做基督徒是不可能的。他预备好为了转化付出代价，把家庭与事业放在

一边，在欧洲开始全新的生活。商人指出他认识他国家许多人对伊斯兰教都不抱

希望。 

 

3.6.1 皈依的动机 

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采访了 20 个转化的人。10 个从基督教转向穆斯林，10

个从伊斯兰教到基督教。²⁸¹ 叙述揭示了在五个动机中在二到四之间是我确认在

每一个转化进程²⁸²中扮演重要作用的。在以下，我要简要地展现在我的调查中

的五个 为重要的转化的动机。然而这些不是唯一的。 

 

五个转变动机： 

1） 宗教 

这个动机有时候被称为是“理性的”的转化动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真正

的”的动机。一个人会通过文学，电视，讲座和其他的媒体获取宗教与属灵

的一些知识。在我的研究中，那意味着一个人积极地获取基督徒信仰或伊斯

兰信仰的知识。 

 

一些被采访的转化者在寻找关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知识，因为他们自己 初的

信仰经历遇到了问题或者“危机”。给出的主要原因是无法“理解”教导和仪式。

由于这些人无法理解与赞同他们信仰的教导，他们感到“被迫”离开、另外寻求 

 

 

 

 

  

 

 

 

 

²⁸¹参见 Maurer (1999)。 

²⁸²叙述也揭示了转化通常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几个月或时候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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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既然新的宗教被体验是更好的和更易理解的，它“吸引”人们去接受。 

 

2） 神秘主义 

神秘的转化体验被认为是“悟性的突发和创伤性的爆发，包括异象、声音或其他

超常的经历”。“形而上学”通常描述为一个无法用科学和理性来解释的经历。典

型的转化关于神秘主义的体验在《圣经》中也通常归因为大数的扫罗在去大马色

的路上（使徒行传 9）。在宗教术语，那是有圣灵大能的直接干预。在这些转化

中，那是圣灵“在做工，为人的悟性开路”。 

 

术语“超自然的”也通常用在此上下文，——那是“不能被自然和物质法律所解

释”，在“精神世界”有他的初始原因。如果人谈论超自然能力，常涉及重要的

梦、异象和印象、异常发生的或突发的事件。情绪激发的程度非常高，有时候涉

及神的显现 283 的狂喜、敬畏、爱、或甚至惧怕。启示是一个人接收到的不同寻

常的事件。这种非凡的洞察坚固一个人迈向不容易的方向，比如宗教的改变。异

梦与异象可以帮助开始一个谈话或肯定它，或同时帮助两者。 

 

3） 喜爱 

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在转化过程中是关键因素。一个有喜爱的经历

的人是被他人或群体爱的、养育和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泛地被认为是

提供“根本的支持来补充”。在我的采访中，转化的目的就是主要是出于她/

他对其宗教活动的挚爱。这样的人不是朋友就是亲戚，同性或异性。消极的

喜爱因素通常是创伤性事件，如家人死亡或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造成生命

中的危机，这可能促使他/她进入转化的过程。 

 

 

4） 社会-政治 

这与他/她所在的社会政治团体中个人的功用相关。由于社会政治原因，一个人

改变他/她的宗教信仰。这种动机在我的采访中非常突出，由于很多皈依者提到

社会政治形势是他们转入另一个宗教的原因。 

 

 

 

 

 

 

²⁸³神的显现：上帝的出现 

 

 

 

 

 

Page 158 



5)材料 

我的研究中尤其重要的事，也被很多皈依者提及。很多穷人看到他们自己生活在

绝望的情景中，如果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的话他可以改变自己的信仰。有时候被人

认为是“不纯洁的”，这种转化包括是对利益的渴望，比如是食物、衣服、礼物、

房子等。我也见过有提供就业和学习奖学金作为转化的物质动机。贫穷形成危机

有时候“迫使”一个人进入转化过程，导致宗教信仰的改变。 

 

3.6.2 从伊斯兰教向基督教的转变 

一个对福音感兴趣，想知道更多基督徒信仰的穆斯林需要特别的帮助。基督徒应

该给予慕道友所需要的支持，尤其是介绍他们进入适当的、简单易懂的圣经学校。

此外，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当地教会的功能应该给予仔细解释，适当的解释教会如

何应用《圣经》上帝的话语。 

通常转化成为基督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 

基督徒应该对皈依者特别的关心与爱，尤其是他们人生的这段艰难时期。²⁸⁴大
多数情况下，皈依者遭受高压和遭遇逼迫，因为他的家庭和当地穆斯林群体，他

们将想方设法使他重返伊斯兰教。穆斯林群体的反应是依据教义，每一个皈依者

都是叛徒，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羞耻。如果一个皈依者不改变他的想法重返伊斯兰

教，他将，大多数情况下，会被逐出家门失去继承权。有时候皈依者受到了死的

威胁。285 

 

其结果，皈依者需要一个新家和群体，在那里他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基督徒家

庭和群体接纳每一个皈依者并给予关爱是 基本的。皈依者要清楚明白皈依意味

着什么是很重要的。他们应该充分理解福音。要点如下： 

1. 从信靠穆罕默德到耶稣的转变（约翰福音 14:6）。 

2. 了解耶稣基督是人的救主和救赎主（约翰福音 1:12；启示录 3:20）。 

3. 知道基督是主，在圣灵的引导下顺服（约翰福音 14：23-26）。 

4. 必须承认所有的罪（使徒行传 2:38；约翰一书 1:9）。这包含放弃与黑暗

势力和巫术的任何联系。问题在这个领域出现，一个有经验的基督徒辅

导者应该介入。 

 

 

 

 

 

²⁸⁴应该强调灵里与社会的需求。 

²⁸⁵根据正统的逊尼信仰，一个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有三天考虑他的处境，重返穆斯林，

否则，面临死亡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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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门徒训练 

 

以下要点必须牢记当关心皈依者时候：²⁸⁶ 
• 必须给予充足的时间和关爱，从《圣经》中向皈依者解释基督徒教义时。祷告

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尤其要充分解释。皈依者必须继续学习适合的《圣经》课程。 

• 基督徒应该小心不要向皈依者灌输外国的文化。 

• 将皈依者介绍给会众和基督徒群体，在那里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爱与理解。给他

们解释会众所运行的方式。教会必须能够欢迎和训练这样的皈依者。287 

• 把皈依者与其他近似背景的也相信耶稣基督人联系在一起总是有帮助的。 

• 皈依者不应管理太严，承受一系列的规则。他们需要充足的自由来成长为独立

和成熟的基督徒。 

• 皈依者与教会领导商榷，决定什么时候洗礼。 

• 公开传播皈依的故事是鲁莽的。在公开场所让皈依者演说也是不明智的，会使

得他们成为好战穆斯林的枪靶，或变得自负。 

• 基督徒必须禁止给钱或长期供应皈依者，这会造成无助的依赖。 好是找工作

获得薪水，或给他们小额贷款以后偿还。 

 

3.6.4 从基督教向伊斯兰教转变 

 

人们离开基督教从而采纳另一种宗教，如伊斯兰教也不奇怪。²⁸⁸在大多数情况

下，这些人被基督徒群体回避。这是基督徒对待他们的正确态度吗？当门徒背离

耶稣的时候²⁸⁹，耶稣是如何回应的呢？289耶稣没有给他们施加压力；他让门徒自

己选择。他准备好无条件爱他们，如果他们决定离开，他就让他们走。今天的基

督徒难道不应该有相同的态度吗？ 

 

一些实用的指南： 

 

1．基督徒个人和教会作为整体被呼召继续爱他们，并尽力了解他们做这个决定

的原因。 

 

 

 

 

 

 

 

 

²⁸⁶PALM 是为这些人准备的课程。www.takwin-masihi.org。       
287
基督徒们充分教导和教育自己，研读适合的文学作品，同时参加一定的培训课程。 

²⁸⁸“重生的基督徒”或许会称这些人为“名义上的基督徒”。有很多人在基督徒的环境长大，被认为是“基

督徒”，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作出个人向耶稣基督的委身。 

²⁸⁹参见约翰福音 6：60-71；马可福音 10：1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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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使这个人坚持转化为伊斯兰教继续转化过程，有好的联系永远不要中断。 

3. 公开的和友好的联系中尽可能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在未来做得更好。 

这个人改变想法，返回基基督徒社区可以从督徒，社区张开双臂²⁹⁰欢迎他。 

这是基督徒传递上帝爱的信息的正确态度。 

 

3.7 政治问题 

 

3．7.1 伊斯兰教法、民主与人权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伊斯兰教法的推广以及所有国家成为伊斯兰教国家与非宗

教的、民主的国家相冲突。这与国际人权的普遍宣言是互相冲突的（ＵDＨＲ）.

冲突集中在以下问题： 

• 拒绝基本人权，比如宗教自由。 

• 拒绝男女平等。 

• 拒绝国家与宗教分离。 

• 拒绝宗教权力。比如穆斯林可以离开他们的宗教的权力。 

 

民主意味着人的统治。通过选举来实现。每个成年人都可以对候选人作出选择。

获得多数票的政党成为执政党。相反，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寻求一个神的国度，

神统治的国度。事实上就是神职人员掌权。因此，这也证明伊斯兰原教主义与民

主是不能共处的。291许多现存的伊斯兰国家至尽都很难接受任何有意义的民主概

念。 
 

几个主要的、突出的穆斯林国家批评人权普遍宣言，因为没有把非西方国家的文

化宗教背景考虑在内。伊朗宣称 UDHR 是“世俗犹太基督徒的传统”，不触犯伊斯

兰教法就不能被穆斯林执行。所以，伊斯兰教会议组织采用伊斯兰教的开罗人权

宣言，与ＵＤＨＲ不同，宣称伊斯兰教教法是人权的唯一来源。宣言受到了国际

法学家的严厉批评。因为威胁跨文化的全体共识，对非穆斯林及其妇女有无可 

_ 

 

 

 

 

 

_____________________ 

²⁹⁰耶稣说所有得罪可以赦免，除了亵渎圣灵的罪（可 3：28-30；路 12：10；太 12：31-32）。

这意味着拒绝圣灵的明确的没有错误的行为将归因于撒旦． 

²⁹¹ 民 主 （ 字 面 就 是 由 “ 人 民 统 治 ”， 源 于 希 腊 demos “ 人 民 ” 和                                                                                                

Kratos“统治”。这意味着公民在统治政权和法律上的投票选举．国家的权力在人民手中．不

是宗教政权，如神权政体。神权政体也源于希腊：国家政府由认为的神圣的官员来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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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的偏见，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限制性，对人的正直与尊严的攻击。 

 

伊斯兰教教法运用的增加导致了迫害的更大可能性。在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法庭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因其成为基督徒。在很多穆斯林

国家，亲戚有时候会谋杀那些成为基督徒的人。这给全世界的基督徒带来苦难。

基督徒被呼召祷告、禁食、通过给予必要的援助彼此帮助。更多的指导在下一章

中论述。 

 

3.7.2 伊斯兰教的暴力与恐怖主义 

 

有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希望回归到他们所信仰的穆罕默德和早期的哈里发

所信奉的原始伊斯兰教。这些穆斯林大部分是毛拉/伊玛目/宗教领袖所带领。把

信仰建立在对《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学者的作品的认真研究。他们藐视西

方教育，认为所有的知识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他们也崇尚圣战。一些人通

常被称之为恐怖分子，在那些不相信他们所作的国家进行爆炸和自杀性袭击。通

过这些大规模的毁灭性事件，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都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些激进

分子认为他们在实践真正的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他们的支持者在这

个群体里很活跃。这些激进/极端穆斯林是人口里的少数派。 

 

另外一个派别被称为西方化的现代主义的穆斯林。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应该在科学、

文化、和经济中的先进性调整适应现代社会。他们的领袖是受过西方教育学者、

科学家 和其他政治领袖们。他们相信精神的圣战，但是他们不愿意卷入战争，

除非受到攻击被迫战斗。他们希望“待人宽，人亦待己宽”。在欧洲和其他的西

方国家，伊斯兰教的激进分子的爆发就是以狂怒结束是令人恐惧的。世俗的西方

社会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体系神学对抗。 

 

伊斯兰教是唯一的教义，神学体系和律法命令对不信的人开战吗？在《古兰经》

有 26 章讲述了圣战是真的吗？强壮的善战的信徒有义务参加（苏拉 2:216；“战

争是规定的…”，）那就是命令穆斯林“把恐惧灌输到不信者的心里”，“击打他们

的脖子以上”（苏拉 8:12），那就是斩断头颅吗？通常而言，这些问题集中在是

否《古兰经》的确促升了对非穆斯林的暴力，有多少恐怖主义分子的主义暴力圣

战、自我牺牲、绑架、甚至斩首来自经文？对安拉忠诚的测试不是根据好的行为

和信仰，而是对抗不信者时的殉难------是伊斯兰教拯救的更高程度（苏拉 4:74；

4:95；9:11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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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的问题：                                                                                     

• 那些因杀害不信者成为殉难者的穆斯林的罪获得被杀害的人赦免吗（苏拉 4：95）？ 

• 殉难者的奖赏就是在乐园有处女，和其他肉欲的愉悦吗（苏拉 38：52；55-56；56：

22）？ 

• 那些无法参加圣战的人，比如妇女和老人，要求给那些为了真主的事业与不信者奋战

的人提供“避难与援助”吗（苏拉 8：74）？ 

• 伊斯兰教倡导武力扩张吗？圣战的 终目的，就是《古兰经》向穆罕默德启示的，以

伊斯兰教的名义征服全世界吗（苏拉 9：29）？ 

• 伊斯兰教难道不教育“黄金法则”吗²⁹²（苏拉 48:29）？ 

•《古兰经》只教导对非穆斯林进行暴力与憎恨，尤其是对犹太人与基督徒吗（苏拉

5:54）？ 

• 安拉， 高权力者，需要弱小的人类来保护他为他争战吗？ 

• 安拉愿意依靠人来为他在他人面前争战吗？ 

 

基督徒如何应对？ 

1． 我间或体验了穆斯林暴力时候的一些事件： 

我和一个基督徒朋友到一个穆斯林朋友家拜访。在谈话期间我们进入了辩论，，我的基

督徒朋友说“穆罕默德是个骗子”。我们的穆斯林朋友发脾气，跑到厨房拿了一把刀！

我们很快离开，再也不能回去。 

 

另一次，当拜访穆斯林时候我们讨论宗教问题。我讲述了《圣经》中关于进入乐园的正

确之路。突然他让我停下来说，如果我继续分享我的基督信仰，他会杀了我。我很吃惊，

但决定从那一刻开始只谈其他不谈宗教。 

 

不仅是其他信仰的人遭到好战穆斯林的攻击。许多开放的穆斯林也不得不由于迫

害离开他们的故乡。不仅仅是大的伊斯兰教团体比如什叶派别与逊尼派的对抗，

很多小的伊斯兰教群体也使用暴力对抗其他穆斯林群体，抢夺财产与生命。真正

的威胁来自好战的穆斯林为了防护和传扬一神教的信仰准备摧毁他人的生命与

财产。 

 

我亲眼目睹了暴力。一个早晨，我拜访一个穆斯林朋友。我惊讶地看到他的房子

被烧了。他很悲伤。他告诉我说，来自另一个穆斯林群体的人用油弹袭击他的房

子。 

 

 

 

 

 
292
“黄金法则”：依据基督教义：”或“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

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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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个穆斯林朋友，在一系列讨论之后对我说： 

 

与你们基督徒朋友在一起很好，因为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看到

我们的一致性同时也看到我们的分歧。好的是在会后我们可以平静离开。我们不

可能与我们的穆斯林同胞一起探讨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不确定会后他们是否会变

的暴力，或许会毁坏我们的财产。 

 

在世界各地旅行，我遇到很多基督徒面对穆斯林的严重迫害。在尼日利亚和印度

尼西亚，当穆斯林暴徒进入教堂和他人的家里试图烧毁和摧毁时候基督徒该如何

应对呢？当他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该作何反映呢？他们仅仅是祷告还是用身

体去护卫他们的财产与生命？对于这些困难的状况，没有确定的答案。基督徒应

该祷告，聆听上帝的声音，采取相应行动。上帝一直掌权，审判所有人和他们的

行为！ 

 

穆斯林为什么诉诸暴力呢？他们为什么相信要用身体去护卫伊斯兰教与穆罕默

德呢？ 

 

• 激进的穆斯林从《古兰经》中的找到一系列经文支持他们的行为，如上所述。 

•《古兰经》不是按年代顺序写的；提倡暴力的经文和促进和平的经文并列。穆

斯林选择那些吸引自己的；忽略那些他们所不喜欢的。 

• 穆罕默德是一个典范，从别人那里获得财产，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杀害他人。 

• 从开始的时候，伊斯兰教似乎显得很简单，在需要改变的时候改变，可以当场

否认事物，也可以在掌权时候再重新肯定。 

 

 

 

 

 

 

 

 

Page 164 

! 

结论： 

• 永远不要说敌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话，把你的陈述变成一个问

话形式。 

• 不要说“我很确信…….”应该说：“我读了一本书…  或我听

说…”。这把穆斯林朋友的注意力从你身上转移到书上。他可以反驳

书上的内容而不危及你们的友谊。 

• 当私下和穆斯林朋友交谈时候，他或她会比有另一个穆斯林朋友在

场更公开和诚实。在以后的场合，这个人感到有社会责任为伊斯兰教

辩护。 

 



 

3.7.3 伊斯兰教的危机 

在两个极端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也存在冲突。 

1） 激进的思想体系：象穆罕默德一样活着，遵守所有的伊斯兰教法。 

2） 现代主义者的观点：适应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 

 

为了适应现代人，伊斯兰教在现代也存在一些分歧，或许还会继续。当原教旨主

义吸引了很多信徒时，很多人转向一个更为私人化的信仰。在阿拉伯世界一个主

要的支持者就是 Amr Khaled，一名年轻的穆斯林宣传教者。293Khaled 没有在穆

斯林学院受过正统学习，但是却宣称个人的信仰比传统的伊斯兰教使得安拉更亲

近。这是个伊斯兰教为了跟上时代进行“变形”和转化过渡的例子。 

 

另外一个伊斯兰教“变形”的例子就是 Sami Yusuf²⁹⁴，录制了许多当代穆斯林音

乐非常吸引年轻人。伊斯兰教的保守派——名叫 Al Azhar 的神职人员，对于这

些转型的伊斯兰教义没有好感。 

 

伊斯兰政府也变得越来越世俗，突尼斯应该算是一个主要的例子。或许土耳其在

要求加入欧盟是另外一个例子。伊斯兰将来要走在哪条路上呢？他是否会成为一

个更为现代和年轻的信仰，或许信仰的领导权还是落在保守派手里？这是 21 世

纪的一个关键问题。伊斯兰教是否可以重新更新自己和更为现代化？它是否会有

一个对圣战有一个现代化的理解？这些问题似乎是极其关键的。 

 

基督徒再次面对挑战当与穆斯林讨论这些问题时。以下步骤可以作为一般指南： 

1）仔细聆听，对于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教所表达的激进和现代思想表现出极大兴

趣。 

2）问一些恰当的问题。 

3）通过见证自己的信仰历程，尽力把对话转换为属灵层面。 

4）预备学习这些新的思想，阅读相关网站。 

 

3.7.4 阴谋论及如何应对 

在阿拉伯世界很多基督徒都面临这个现象。当一架埃及飞机从纽约起飞后不久后

坠毁（航班 990，1999 年 10 月 31 日），理论就是要么是 CIA 或摩萨德致使飞机

坠毁。当然，这很荒谬；调查者 后结论是飞行员自己致使飞机坠落。然而，埃

及不可能接受这点。 

 

 

 

 

 

²⁹³参见 www.amrkhaled.net 

²⁹⁴参见 www.samiyusu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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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强大的犹太人在美国的幕后活动，很多阿拉伯人确信犹太人控制了世界。他

们指出犹太人出现在媒体、娱乐产业和政治领域，为了表明犹太人在生活中的每

一个角落为了控制世界。在穆斯林的脑海里，犹太人应该对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受

到谴责。 

 

基督徒如何应对这些理论呢？以下所列的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指导： 

• 基督徒不应该做出单方面的反应，如同所有的世界上的邪恶都指责伊斯兰。 

• 力图从两方面看问题，避免快速判断。 

• 避免攻击性的问题可能会侵犯穆斯林。 

• 为了避免有所偏误， 好用提问挑战你的穆斯林朋友。 

• 力图把自己的讨论引入属灵层面。 

 

3.8 社会问题 

 

3.8.1 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婚姻 

基督徒妇女不应该与穆斯林男人结婚。基督徒男性也不应该与穆斯林妇女结婚。

信仰、属灵和现实生活以及婚姻的概念差异过大。 

 

已经处于基督徒与穆斯林婚姻²⁹⁵的基督徒应该要保留基督教会的成员资格。基

督徒教会应该给予这些夫妻必要的辅导。基督徒的伴侣应该争取孩子受基督徒的

教育。依据伊斯兰教的观点，婚姻不是仅仅与另外一半有一个终生的承诺。男女

平等并没有给予。依据伊斯兰教律法，穆斯林妇女不允许与基督徒男性结婚，应

为男性有权力决定孩子的教育与监护。 

 

在婚姻中，不仅仅宗教而且伴侣的文化差异很大，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有开

放和宽容的穆斯林，在冲突中，一个穆斯林男性毫不犹豫地随他喜欢采用伊斯兰

教律法。有关婚姻和孩子的监护方面的严格的法律情形需要不同国家的双方伴侣

仔细审查。现存的相关的资源或深思熟虑的跨文化婚姻可以使他们仔细考虑相关

问题。²⁹⁶ 
 

3.8.2 穆斯林在非伊斯兰教国度的整合 

很多穆斯林由于种种原因离开自己的伊斯兰国家，为了更好地生活在非伊斯兰教 

 

 

 

 

 

 

 

²⁹⁵建议使用婚姻合约。相关的例子：Secretariat.isdc.dfjp@unil.ch 
296
例如参见 Fraser(1993)关于跨文化婚姻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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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定居。
297 通常都是更为民主世俗化的西方自由社会。对于很多穆斯林而言，

很多自由而非实践性的新的生活方式是很难适应，但是 后都整合的比较好。接

着是几代的穆斯林，大多数要求拥有他们出生国的公民身份而非祖父母的国家的

公民身份。 

 

 

实用主义的穆斯林发现很难适应生活，经常抱怨公众生活的的结构，是不支持伊

斯兰教的社会生活方式。他们或许会有印象，现存的律法对于穆斯林而言很难适

应。这并不正确，因为其他宗教群体和机构也保持相同的规则和条款。一些穆斯

林显得很傲慢，要求西方社会应该接受穆斯林的要求实行伊斯兰教！不断有穆斯

林开始抱怨。没有在自己的伊斯兰教国家拥有相同的自由。一些人或许会问他们

为什么不迁移回到他们伊斯兰教的国家，拥有更少的自由但是支持伊斯兰教的结

构？迁移到一个新的国家需要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规则、国家的法律。遵守

宗教节日和其他的一些事项，穆斯林须做必要的调整，接受妥协或简单地顺服现

存的国家法律。 

 

 

为了更好融入，有一些基本的现实问题，是穆斯林迁移到非穆斯林国度需要准备

的： 

 

1）所有的移民，包括来自伊斯兰教国家的穆斯林，应该参加关于整合的一些课

程，不论是母语或当地语言，这是更好整合的基础。 

2）穆斯林应该尊重所到国家的法律，即使与伊斯兰教教义不同。²⁹⁸一些伊斯兰

教法和传统必须废弃，诸如血的复仇、强制婚姻、对妇女的欺压（包括殴打

妇女苏拉 4:34），用武力宣扬伊斯兰教；暴力或恐怖等。 

3）没有平行社会可以忍受。穆斯林不允许在犹太人社区居住，那会在在一个世

俗的国家引入一个分隔开的伊斯兰教世界。 

4）在国家里，穆斯林与其他宗教群体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但是不允许

要求特别的津贴。 

5）阿訇和任何伊斯兰教的老师应该使教义公开。非宗教的国家有权控制、观察

所有的教义遵照规章。不敌当任何宗教群体的言行可以宽容。不服从此标准

的伊斯兰教老师必须驱逐。 

 

 

 

 
297
原因可以是：找一份工作，在大学学习，享受自由的社会，接受治疗，宣扬伊斯兰教等。 

²⁹⁸这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激进的穆斯林 终不顺服律法，而是在所有国家强制实行伊斯

兰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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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真寺和所有设施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包括非穆斯林。穆斯林被要求对所有

活动有透明度。 

7）穆斯林，和其他宗教群体一样，只要遵守国家律法可以进行宗教信仰仪式。

穆斯林可以拥有他们的公共坟场，可以建造有穆斯林尖塔的清真寺，但是必

须与建筑风格一致。 

8）在学校里男女平等对待。由于宗教原因的私下缺席是不许可的（除了社区的

节日外）。穆斯林必须接受当地的传统和文化！ 

9）在所有事务中，比如戴头巾，工作时候的穆斯林穿戴， 穆斯林必须顺服当地

的规定。 

 

3.8.3 实况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 

 

术语“实况化/处境化”作为特定的宣教士术语开始出现在 1972 年，当神学教育

基金会（TEF），由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资助(WCC).出版了《情境化的内阁》书中强

烈促使在神学教育领域引进激进的改革。这包括：女性神学、解放神学、和所谓

的黑色神学。由于对于这些分散性的有争议的问题有很多激烈的辩论。总而言之，

处境化包含，所有本土化和更多的内容。它包含建设与发展一个全国性的神学体

系从而使得基督教与特定的群体相联系。 

 

处境化是个相当新的宣教术语。然而，在早期的教会生活与活动中可以找到其根

源。保罗是个完美的处境化传道人，很好表达了情境化神学和方法：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哥林多前书 9:19） 

 

由于犹太人狂热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律法，保罗没有要求他们放弃。相反，他承认

他们的世界观和邀请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同时不放弃萨拉（Thora）。当他向外邦人

宣教时候他使用了相同的方法。对于外邦人而言，律法和犹太传统与他们的是敌

对的，因此保罗确认了道德律法——把爱作为 高的解释价值的标准——为了对

话，把仪式/祭祀律法放在一边。他坚持基督教的圣经不与任何特定文化关联。

基本的基督信仰只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信。任何接受这个真理的人进入基督的领

域。无论他是什么文化背景。 

 

实况化/处境化的基本特点： 

 

• 不要对任何人施加压力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除非他们明显与宗

教与特定的道德相违背。 

• 不要把自己与其他人的风俗习惯进行让人反感的对比。 

• 尽自己 大可能适应他们，然而不对圣经的信息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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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两大重要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在过去与现在一直都十分紧张，

归因于以下因素。²⁹⁹基督徒面临的传福音给穆斯林的问题是：上帝话语的哪些

方面和基督徒的哪些仪式可以与穆斯林协商，而哪些是不能的？范围是什么？通

过实践“处境化”传达给穆斯林什么样的讯号？ 

 

当进入一个外域文化，义不容辞要适应那个群体的人们，用不冒犯的方式说话，

甚至穿戴本土的服装。必须学习语言，适应占主导地位的风俗，确保没有行为冒

犯当地人。 

 

在伊斯兰教中，很多文化形式含有宗教内涵。一个基督徒如何应对呢？那些与圣

经的风俗与习惯冲突呢？哪些观点有属灵的重要性而哪些只是形式意义呢？任

何与你证词与圣经妥协的都不要做。一些宣教士远远超出这些我所能接受的。他

们做这些目的是排除一切障碍让当地人接受耶稣。但是他们将成为何种信徒呢？

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做出他或她自己的选择。那问题是什么呢？ 

 

列举一些要求处境化的话题： 

 

• 基督信徒的身份：基督徒不要否认主耶稣和奉献给主。一些处境化主义者不

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的肢体。他们继续到清真寺，但是称自己是“耶稣³⁰⁰的追

随者”。当问及是否是基督徒时候，他们否认。 

• 宗教仪式：特定的处境化主义者用穆斯林的方式祷告，遵守斋月和其他一些

伊斯兰教节日，戴头骨帽子等。照这样看来他们认定自己是穆斯林。 

• 语言：对于一个处境化的宣教士而言习得一门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

语言的精通是不可能有效地交流。 

• 食物：生活在伊斯兰教文化里的人可以吃猪肉么？可以喝啤酒和白酒吗？应

该吃伊斯兰教合法的食物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爱:在那样情境下，酒

与猪肉是应该禁止的。一个人很难获得不合法的食物（参见格林多前书 8:6-9

和 10:23-31）。 

• 穿着：处境化的宣教士经常被鼓励穿当地的衣服和表现对此的欣赏。问题是是

否在所有的情境下都提倡。在波斯湾，例如，那是严格禁止的。 

• 耶稣清真寺（Masjid-e Isa）：依据一些处境化的宣教士，穆斯林对基督徒

所有的一切都很敌意，除非这种敌意降低到一定的正常人际关系。否则不要进行

确切 

 

 

 

 

 

 

²⁹⁹一些因素是：巴勒斯坦与耶路撒冷的问题、十字军东征、激进穆斯林引发发恐怖主义与

暴力。 

³⁰⁰穆斯林习惯称耶稣是 Isa 通过这点意味着《古兰经》也刻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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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教。 让穆斯林反感的就是基督教会。处境化主义者建议，不称之为基督教

会，而是称“耶稣清真寺”甚至以清真寺的模式建一个教会？然而，这不是太离

谱了吗？有的辩论这会阻碍穆斯林变成真正的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还在“清真寺”

做礼拜，那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部分。 

 
• 诵读《圣经》：伊斯兰教的仪式用歌曲的形式是诵读《古兰经》。在古兰经学

校很少穆斯林学习诵读全部的古兰经。他们被尊称为哈菲兹。用圣经效仿会如何

呢？当然背诵《圣经》经文肯定是好的，但是不要自夸。 

 
• 节日 世界上的每个人口群体都有自己的宗教、社会和文化节日，用特定的方

式庆祝。在基督徒文学中建议处境化的宣教士应该庆祝两个穆斯林节日。（id 

al’Fitr 和 Id al-adha）作为基督徒的 Ids.一个基督徒应该进展到那一步呢？

没有具体的建议，因为穆斯林或许会认为基督徒是想成为穆斯林呢！基督徒不要

羞愧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庆祝复活节，五旬节和圣诞节。 

 

经验表明，穆斯林也不会犹豫地表明他们的信仰。如果基督徒不这样做，他们会

被穆斯林认为是懦夫或不信者。所以只有敬拜耶稣基督。 

 

就此话题所谈论的，福音的处境化要求对世界观、价值体系、文化与风俗进行深

度的学习。什么是中立的？什么承担宗教信息的？每一个宗教仪式或象征都有属

灵意义。基督徒必须意识到不要向福音信息妥协。对于具体的情景没有绝对的答

案。相反，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求在具体的情形中做出自己处境化的明智选择。 

 

3.8.4 伊斯兰教的当代面貌 

很多年来，现代主义在教会也发挥了其巨大的作用，它挑战了《圣经》的有效性、

价值、信任度和《圣经》的可靠性和其所代表的。圣经批判主义者试图把经文撕

碎。神是坐落在神秘的领域。历史性的基督的存在性也受到强烈的质问。基督徒

被嘲笑为头脑简单者，被攻击为精神不正常或狂热者。创世的教义被缺乏科学可

信度的进化论取代。教会被大量屠杀。但是《圣经》的诚实性坚毅耸立。现在，

有比以前更多的真正信仰者。 

 

伊斯兰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面对现代主义。还没有受到《古兰经》和圣训的评

判。穆斯林公众比以前更为教条和狂热，但是伊斯兰教对向西方扩张和可怕的现

代化势力会有影响。在世俗社会第二代与第三代的穆斯林已经受到挑战，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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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经文的历史性与可靠性受到公开挑战的日子临近了，或许是灾难性的结局。 

 

西化一系列的思想集合或一系列象征是穆斯林世界文化的 大挑战。流行文化被

电视和网络主控，反过来是西方印象与产物主控。在一些中东城市，可以获得超

过 100 个电视频道或更多的。在开罗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电视的房间。电脑也十

分普遍，在伊斯兰教国家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在他们的客厅安装了可以连接世界的

宽带网。 

 

西化势力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造成了压力。普通的中等的阿拉伯人认为他们

的家庭比西方相应的家庭要更体面和受人尊重。他们认为自己更敬畏神，他们的

女儿更谦虚，他们的社区更有凝聚力。由于好的理由，普通的穆斯林对自己的文

化、大方、好客和荣誉更自豪。 

 

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面临的两难就是如何在西方，世俗和不道德价值观世界的

袭击中保持价值观的真实。一系列的回应从完全拒绝伊斯兰教和西方世界到拒绝

西方运动，或者试图走一些中间路线。 

 

• 一些移民者身体上，另外一些感情上，采用他们想象的西方生活方式，然而事

实上没有没有离开伊斯兰教或阿拉伯世界。 

• 一些寻求西方常见逃避主义：购物，电视，上网，吸毒，神秘主义。 

• 一些转向激进的伊斯兰教。 

• 一些成为基督徒。 

• 剩下的，象西方大多数人一样，尽可能地在道德的连贯性上处于混合状态。 

 

一个当今分化穆斯林的领域就是女性的权利与责任。在七世纪《古兰经》就很明

确定义了女性的角色。《古兰经》的教条如何适用于二十一世纪呢？婚姻与离婚

的问题、继承、女性的着装等是中东的热点问题。当今穆斯林中的革命精神导致

他们放弃了他们父辈和祖先的妥协，他们试图回归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的宗教仪

式。 

 

伊斯兰教的未来是什么呢？历史给予我们不断变化的国家以及乌玛文化的清晰

图片。一个确定性就是不断地易变性而非稳定性。中东 有可能是紧张和骚动的

焦点。一句话道出和平的梦想，那是中东人渴望几个世纪的梦想，一个词在两种

闪语中几乎是一致的发音：阿拉伯语的 salam“平安”和希伯来语的 shalom“平

安”。基督徒们知道只有一个人带来真正的和平——世上出现的 伟大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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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弥赛亚和上帝的儿子，他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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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Resources 

This book has been written to provide a basic understanding for Christians 
about Islam and how to start meaningful interaction with Muslims. In order 
to provide further help and advanced teaching you are invited to contact 
the following web- site: 

. www.aymf.net(www.ask-your-muslim-friend.net) 

This website is constantly being updated and provides additional 
resources in a structured way according to the topics of the 
book! Although you may find much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 mentioned 
above, you may contact the following websites directly: 

• www.answeringislam.net 
• www.wikipedia.com     

 If you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you may write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 Ask your Muslim Friend(IfI)  

 P.O. Box 367 

 8610 Uster 1  

 Switzerland 

 

4.3Abbreviations 

 

AD   =     Anno Domini(years after Christ) 

AH   =     After Hijra (The Islamic calendar starts with the year when       

            Muhammad emigrated from Mecca to Medina, 622AD) 

B    =      born 

BC   =      Before Christ 

ch    =      chapter 

cf    =      cross reference 

d    =       died 

f     =     see also the following verse 

ff    =     see also the following verses 

MBB   =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s(people who were Muslims and have     

            become Christians) 

MERCSA=     Muslim Evangelism Resource Centre Southern Africa 

P     =     page 

pp    =     pages 

v     =     verse 

Vol   =     Volume 

WEA   =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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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of the Bible 

Old Testament (OT) 

Am  Amos            Hos  Hosea���           Mic  Micah 

���Ch  Chronicles         Is    Isaiah           Na   Nahum 

Da  Daniel            Jer  Jeremiah          Ne   Nehemiah     ���               

Dt  Deuteronomy       Job  Job              Nu   Numbers  

Ecc Ecclesiastes         Joel  Joel             Ob   Obadiah  

Est  Esther            Jnh  Jonah            Ps   Psalms               

���Ex  Exodus            Jos   Joshua          Pr    Proverbs  

���Eze Ezekiel            Jdg  Judges           Ru    Ruth  

���Ezr Ezra���               Ki   Kings           Sa    Samuel  

Ge Genesis ���             ���La   Lamentations     ���SS    Song of Songs   

Hab Habakkuk          Lev Leviticus ���          Zec   Zechariah  

Hag Haggai            Mal  Malachi          Zep  Zephaniah 

New Testament (NT) 

Ac   Acts             Jn   John             Php   Philippians 

���Col  Colossians        Jude  Jude            Rev   Revelation 

Co  Corinthians        Lk   Luke            Ro    Romans  

Eph  Ephesians        Mk  Mark            Th    Thessalonians  

Gal  Galatians         Mt  Matthew          Ti    Timothy 

Heb  Hebrews         Pe  Peter             Tit   Titus 

Jas   James           Phm Philemon 

4.4 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术语汇编 
 
    以下列表所包含的概念来自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传统在阿拉伯语中的文字
描述。把在伊斯兰教中的概念与阿拉伯文化的具体概念从阿拉伯语本身分开是非
常困难的。许多阿拉伯语有世俗含义,也有其伊斯兰教的含义,例如：da′wa 。阿
拉伯语错综复杂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个单词可以有多个意思,单词”伊斯兰”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读者应该也注意到阿拉伯语的书写有它自己的字母表,有字母、
音标及拼写法，它和拉丁语的字母表是完全不相同的（参考阿拉伯语字母表）。 
 
这个列表是阿拉伯语词汇和短语的音译拼写，因此，穆斯林人可能音译拼写某些
阿拉伯语单词与之不同，如din 与 deen 。阿拉伯语单词拼写可能与英语单词拼
写有所不同，在本书中，我们使用的这个誊写系统可以或多或少帮助读者正确拼
读阿拉伯语，如有需要，在括号里有提示帮助你如何拼读这个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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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一个简化的。阿拉伯语的读音也与英语发音不尽相同。阿拉伯语单词
由三个辅音字母组成字根，元音字母以不同的方式标注读不同的音（形容词、名
词等）。阿拉伯语/伊斯兰教词汇在正文中以斜体字出现，除了个别的几个单词已
经在英语中墨守成规。列表中的词汇是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忽略冠词
al,an,ar,as,ash,at,az）。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abd            “仆人；敬拜者；奴隶”。穆斯林人把他们自己当作      

                     安拉的仆人和奴隶。穆斯林人有的取名为 “安拉的仆人”    

adhan (aadhaan)        宣礼；由宣礼员喊众人做礼拜。                

Ahl al-Kitab      “书中人物”；早期穆斯林相信他们是                 
(Ahl al-Kitaab)            神的形象----主要是犹太人和基督徒。           

Allah (Allaah)          阿拉伯语中的“神/安拉”。                     

Allahu akbar        “安拉很伟大”；这个宣言在每天的例行祷告中     

(Allaahu akbar)             都要陈述，也在葬礼和宰牲时说的。           

 al-Ansar           “帮助者们”。在麦地那的帮助穆斯林人从麦加逃     

(al-Ansaar)                离的皈依者。                                  

arkan al-Islam      伊斯兰教的柱子”；伊斯兰教的五功：         

(arkaan al- Islaam)           宣言、祷告、纳税、禁食和朝圣。            

Ashura             伊斯兰教历正月的第十天，阿舒拉(‘Aashooraa)                        

                           节。对什叶派来说是纪念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死。   

aslama                屈从、屈服；向安拉屈服；向安拉让步。           

aya (aaya)                    “标记：神迹：节”。指古兰经的6200       

                                节中的一节，也指一个神迹。              

Ayatu Allah       “安拉的标志”，在什叶派穆斯林中这是给一个很高   

(Aayatollaah)             的属灵领袖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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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al-Baqara              “黄牛”；在古兰经中是苏拉二的名称。          

baraka                 “祝福”；祝福的能力。                        

al-basmala           惯用语“奉仁慈的、怜悯人的神的名”。应用      

                         在古兰经的每一个苏拉的开始和其它许多行为之前。 

burqu                 面纱；由女性戴的长的垂下来的面纱。            

chador(chaadoor)  波斯语“帐篷”；黑色的长袍遮住身体和头，没有遮脸。 

da’i(daa’ee)   ددااعي “发出呼唤和邀请的人”。穆斯林的传教士。           

Dar al-Harb      دداارر االحربب  “争战的场所”；指还不是伊斯兰教的地区和国家  

(Daar al-Harb)              需要被征服。                               

Dar al-Islam     دداارر ااالسالمم    “伊斯兰教的场所”；指伊斯兰教所统治的区域。 

(Daar al-Islaam)                                                       

da’wa            ددعوةة     “呼唤，邀请”归向伊斯兰教：传教。           
Dervish(Derveesh)   ددرروويیش    波斯语“贫穷”。一个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试   
                           图通过舞蹈和诵读在陶醉中亲近安拉。          

dhikr                 “记忆力，记住”。在神秘主义中，透过反复的背 

                           诵特定的短语来记住安拉。                    

dhimmi(dhimmee)        在穆斯林的领域，还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居民（如   
                           犹太人或基督徒）。他们要交税，有时要缴纳遮羞 
                           费。这个词出现在苏拉9：8-10。                

din(deen)              “宗教”；伊斯兰教信仰的实践。                 

du’a’(du’aa’)      个人的祈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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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fana’(fanaa’)              “离世；不存在”。完全否认自我，并认知           

                                 安拉是穆斯林苏菲（神秘主义）迈向与安 
                                 拉联合的其中一步。这种境界可能会通过 
                                 对安拉属性的持续的默想和沉思中获得。                            

Al-fatiha(al-Faatiha)             古兰经第一苏拉的名字。               

fatwa(fatwa)                   合法的观点；宗教的或法律的决定。    

Al-Fiqh                          伊斯兰教的律法。                   

firqa                            宗派；伊斯兰教的各个派别。           

al-Furqan(al-Furqaan)        正确或错位、真实或虚假的标准。有时 
                                   候称古兰经是标准、规范、尺度。      

ghusl                          “洗涤”。对全身的斋戒沐浴、洗礼。   

Hadith(hadeeth)            “圣训，一种言论、报道、传说”。对     
                                 穆罕默德在世时的所做所讲的记录.   
                                 也收集了很多习俗、传统。                                         

hafiz(hafiz)               “看守人，保管人，监护人”。牢记整 

                                本古兰经的穆斯林人。                    

al-hajj                      去麦加“朝圣”（伊斯兰教的第五功）。       

hajj(haajj)               “朝圣者”。对去过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人的称呼。                               

halal(halaal)             按礼仪是洁净的，被穆斯林所接受。          

hanif(haneef)              安拉的寻求者；东正教信徒；承认安拉的 

                             独特性者。                                

al-Haqq                  真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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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haram (haraam)           禁忌；按礼仪是不洁净的，被穆斯林人所禁止。 

haram                     神圣的、被保护的禁地。指大清真寺和伊斯兰 

                             教的隐秘居住地。                          

hijab(hijaab)          “套子、覆盖物”。遮住身体以示稳重端庄。    

al-Hijra                 “移居；离开”。穆罕默德和他的跟随者从麦加 
                            移居到麦地那（公元622年）。                    

hur(hoor)                “（伊斯兰教）天国美女”。在乐园取悦男性穆斯 

                         林人的有着杏仁般的眼睛和漂亮的皮肤的美丽少女。 

Iblis(Iblees)          古兰经中队魔鬼的称呼。                      

、Id al-adha        “宰牲节”在朝圣的那个月，纪念亚伯拉罕乐              
(、Eed al-Ad-haa)             意奉献牺牲他的儿子。                     

‘Id al-Fitr              “开斋节”在拉马丹月（斋月）的 终。 

(‘Eed al-Fitr)                                                            

ijma‘ (ijmaa‘)         伊斯兰教学者在法定问题上的“一致同意、舆论”。 

ijtihad (ijtihaad)       “奋斗、努力”。通过合理的思考对公正的寻找； 
                           一个使伊斯兰教立法适应新发展的方式。        

imam (imaam)          “伊玛目、阿訇”，如：在清真寺带领祷告的人。  

al-iman(al-eemaan)      “信仰”。                                

al-Injil (al-Injeel)        “福音书”。穆斯林人称安拉给耶稣的书的名字。 

in sha’ Allah          “若安拉愿意”。一个感叹，多指“但愿如此”。 
(in shaa’ Allaah)                                                    

iqra’                     “读！诵读！”。                            

irtidad (irtidaad)           “脱离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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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Isa (‘Eesaa)               古兰经中耶稣的名字。                   

al-Islam (al-Islaam)       “服从安拉的旨意”。这一宗教的跟随者被称                 

                               为穆斯林人。                            

isnad (isnaad)              一个圣训的一系列证人。                  

Jahannam                 地狱。                                 

al-Jahiliyya                “愚昧时代”。穆斯林人称穆罕默德之前的                        
(al-Jaahiliyya)                    时代，因为那时阿拉伯人拜许多偶像。     

al-Janna                    “花园”；乐园。                        

Jibril (Jibreel)             “加百列”。天使加百列或一个灵，据说是 
                                 将古兰经启示给穆罕默德的中间人。      

jihad (jihaad)               为安拉而“努力、奋斗”。穆斯林人抵挡他 
                                们自己不好的方面，以及对不信者传播伊斯 
                                兰教，也称为“圣战”。                  

jinn                       魔鬼；灵；一些愤怒的看不见的生命体。    

jizya                      在穆斯林国家对犹太人和基督徒征收的丁   
                                税或“人头税”。此词在苏拉9：29出现。    

jum’a                    星期五中午的祷告。                      

al-Ka‘ba                “克尔白”。在麦加的一个立方建筑，伊斯教 
                               视为中心圣地（据称由亚伯拉罕建造）包含 
                          黑方石。在朝圣期间，穆斯林人试图亲吻这块石头。 

kafir (kaafir)              “不信者”。那些不接受伊斯兰教信仰者，那 
                               些犯罪的人。                            

kalima                  “话”。                                  

al-khalifa                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伊斯兰教 
(al-khaleefa)                  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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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khilafa (khilaafa)          哈里发的职权或其统治的领地。            

khutba                   在清真寺星期五中午祷告礼拜时的讲论。    

al-Kiswa                 “斗篷”。在麦加遮盖克尔白的黑布。       

kitab (kitaab)           “著作，书”。这个词可指古兰经或其它“圣作”。 

kufr                    “不信”；亵渎；否认安拉。                

Laylat al-Qadr        “能力之夜”。拉马丹月将近结束的节日，据 
                               说是穆罕默德接受第一个启示的夜晚。      

al-Madina               麦地那；在穆罕默德时代，这个城市被称为叶 
(al-Madeena)                 斯里卜（苏拉33：13）。公元622年穆罕默移 
                              居此地。它坐落在麦加北部400公里处。之后 
                              被称为麦地那（意为‘这城’），闻名于世。今 
                              日作为穆罕默德的埋葬之地而受到尊重。只允 
                              许穆斯林人进入此城。                     

madrasa               “学校”；早期指神学学校。                

al-Mahdi               “正确地指导”；穆斯林人在末日所期待的。 
(al-Mahdee)                                                       

Makka                    麦加，伊斯兰教的圣城，穆罕默德的出生地。 
                               只允许穆斯林人进入此城。                

malak (malaak)            “天使”；穆斯林人相信天使是从光中所造。 

manara (manaara)         宣礼塔；清真寺的尖塔。从此塔中呼唤穆斯 

                              林人去祷告。                             

mansukh (mansookh)     “一些被废除的”。古兰经中后来启示的经文 
                              指出前面的一节经文作废。                 

masbaha               穆斯林人的祈祷念珠包含99或33颗珍珠，用 

                         来背诵安拉的99个名字或属性和“安拉的主要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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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al-Masih (al-Maseeh)     “弥赛亚”；古兰经中指耶稣。              

masjid                 祈祷的地方；清真寺。                     

matn                     一个圣训中合适的内容。                  

mawla (mawlaa)  “主，毛拉；大师”。对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和学者的称呼。                           

mawlana                字面意思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人”。通常 

(mawlaanaa)             作为一个称呼用在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的名字之前。 

mihrab (mihraab)     清真寺中的壁龛，用于指示祷告的方向。       

minbar                 清真寺的讲坛。                             

al-Mi‘raj             “升天”。穆罕默德在“夜晚之旅”中去到七层 
(al-Mi‘raaj)                天的旅行。                                 

al-Mizan              “天平”。在“审判之日”称一个人的好坏行为 
(al-Meezaan)                 的大型天平。                              

mu’adhdhin            呼唤人们去祷告的人；宣礼员。               

mufti (muftee)          法律专员；被允许发表对法律的看法的人。     

Muhammad           “被赞美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mujahidin (mujaahideen)   战士；在圣战中征战的穆斯林的勇士们。 

murtadd                称不信的穆斯林人；不信伊斯兰教。         

musalla (musallaa)    一个“祈祷的地方”。穆斯林人用来祷告的小地毯。 

mushrik              “偶像崇拜者”；犯了拜偶像的罪，如：将其它                                 

                              的生命体和安拉联系在一起作为其他的神。   

Muslim                穆斯林人；伊斯兰教的追随者。“穆罕默德的”                                             

                             这一说法已过时，现在不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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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mut‘a               “享乐”。在什叶派的法律中一种暂时的有聘礼和合 

                         约的婚姻。                                    

nabi (nabiyy)      接受从神（通过天使，默示或梦）默示的启示的“先知”。  

an-Nar (an-Naar)     “火湖”；地狱之火。                            

nasikh (naasikh)      古兰经中替代早期章节的经文。                  

al-Qadar             命运；预定。                                 

qadi (qaadee)         法官。                                       

qibla                 祷告的方向--------一般朝向麦加。                

qiyas (qiyaas)         比较；通过类比得出的结论。                   

Quraish             穆罕默德所属部落的名字。这个部落在古兰经和 
                          伊斯兰教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al-Qur’an            “诵读”。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 
(al-Qur’aan)                                                        

ar-Rabb              “主”。如：神。                              

rak‘a                 俯伏；例行祷告时的俯卧。                    

Ramadan            斋月（第九个月）。 

(Ramadaan)                                                        

rasul (rasool)         “使者；大使；使徒”。将经文带给人类的人。在 
                            伊斯兰教，摩西、大卫、耶稣和穆罕默德都被尊 
                    为使者。带经文（书）的使者远比只带来信息的先知重要。  

ruh (rooh)             “灵魂；灵”；安拉吹向泥人亚当的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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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as-salamu ‘alai- kum          伊斯兰教的问安；意为“平安临到 

(as-salaamu ‘alaikum)                    你（们）/愿你（们）平安”。      

salat (salaat)                      例行祷告。                     

Sawm                            在拉马丹月（斋月）的“禁食”。   

ash-Shahada                     穆斯林入教的誓言：“没有别神，

(ash-Shahaada)                          只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   

                                        者”。（伊斯兰教的第一功/柱）。    

shahid (shaheed)                   “见证人；殉道者”。            

Sheikh                      “老人/长者”。阿拉伯国家的族长/家长； 
                                   伊斯兰教的教师；受尊重的长者。       

ash-Shaitan (ash-Shaitaan)         “撒旦；魔鬼”。                

ash-Shari‘a (ash-Sharee‘a)       “法律”。伊斯兰教的宗教律法。    

ash-Shi‘a (ash-Shee‘a)          什叶派（意为“阿里派”）；伊斯兰教的 
                                 主要宗派；起初带有政治性。他们相信阿 
                                 里（穆罕默德的女婿）是第一位哈里发。 
                                 大部分什叶派信徒居住在伊朗和伊拉克。  

shirk                       偶像崇拜；将其他生命体和安拉联结。这 
                                 种罪是不可赦免的。                     

as-Sira (as-Seera)            穆罕默德的“生平或传记”。             

as-Sirat (as-Siraat)       窄小、极尖锐的通向乐园的桥。只有义人（忠 
                             心的穆斯林人）能够通过，其他人都坠入深渊。  

Sufi (Soofee)      苏菲主义的跟随者；伊斯兰教的一个神秘禁欲的教派。  

as-Sunna           “道路/途径”。习俗、传统、生活方式；穆罕默德和 

                          他的跟随者的生活方式。                        

Sunni (Sunnee)       逊尼派；85%的穆斯林人属于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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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语单词翻译                        

Sura (Soora)             苏拉，古兰经中的章；共有114章/苏拉。      

tafsir (tafseer)            “翻译；评注；解释”。对古兰经的注释。    

tahrif (tahreef)          “腐败；篡改；假冒”。穆斯林人相信圣经被 
                               篡改了，只有古兰经保持它的原版。         

takfir (takfeer)         宣布某个人不信，尤指那些离开伊斯兰教的人们。  

tanzil (tanzeel)         “启示”。穆斯林人理解的古兰经的启示是由加 
                             百列解释给穆罕默德的。                     

taqiyya                 “谨慎；畏惧；隐瞒/假装”。它指穆斯林人在恐 
                             吓和逼迫下可以隐瞒他们的信仰。            

at-Taurat    “托拉”。摩西五经。穆斯林人相信安拉启示给摩西这五经。 
(at-Tawraat)                                                        

Tawhid (Tawheed)     “一神论”，承认安拉的独一性，安拉是一位。   

al-‘ulama’           “那些知道的”。伊斯兰教律法和宗教的学者；宗   
(al-‘ulamaa’)                教代表：穆斯林社会的领袖们。                 

al-umma (al-umma)     “国家”。所有穆斯林的社区。                  

al-‘umra (al-‘umra)     小型的朝圣。不同于斋月期间的朝圣，它可以在 
                            任何时候进行。这种朝圣禁止到克尔白及其周围。  

wahy                  “默示/灵感”。                               

wudu’ (wudoo’)         例行祷告之前的“例行洗礼”。                 

Yathrib                穆罕默德时代，麦地那被称为叶斯里卜。       

az-Zabur (az-Zaboor)     “诗篇”；启示给大卫的书。                 

az-zakat (az-zakaat)      义务缴纳的天课（伊斯兰教的第三功/柱）。     

Zamzam               在麦加清真寺旁的圣井。穆斯林称它是夏甲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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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Index 

The index consists of some chosen words which are significant. It does not claim to 
be complete. Words followed by an asterisk (*) are described in the Glossary. 
Abbasid 27,30���                       children 23,37,58,62,77,139-141,  
Abraham 23,43,45,59,63,91,96,          156,166 
104,146,151                          China 34-35,55 
���abrogation 46,75���                      Christianity16-18,28,32,72,96,102, 
Abu Bakr 25, 73���                      109, 116, 118, 129, 140, 156-161, 
Adam 14,25,43,52,63,116,151           168 
adat law 57                         Christians 13, 16-18, 23, 32-36, 44, 52, 
Afghanistan 29,34,40,59,162           65,94-101,108-160 
Africa 14,27,30,36,40,55,65,70,         church 16-18,120,129,137,149-160, 
74, 81, 91, 127, 132                   166, 170 
���Ahmad, Mirza Ghulam 75              colonialism 80  
Ahmadiyya 37,75,107                 compassion 120  
Al-Banna,Hassan 81���                  conspiracy 165 
Ali 22,26,29,53,70,73,76              contextualization 168-170  
Allah* 16,20,22,42-52,58-73,76,        conversion 32,37,76,128,134, 
79-81, 86-92, 96-102, 109,             139-141, 151, 157-160, 168 
115-121,163                        Cornelius 108,111,128 
angels 58,90                        covenant 112,124,150 
animists 16                         creation 45,51,72,96,105,109,170 
���apostasy 56,66                      crisis 157-159,165��� 
Arabian Peninsula 14-18,43           crucifixion 99, 106-110, 148 
���archaeology 99                     crusades 27 
���’Ashura* 77,91���                     culture 14,29,38,44,86-88,122, 
Asia 14,30-39,55,74,80,91,127       128-132,136-140,151,160,166-171  
Ataturk 31,81                     customs 54,83-86,92,130,135,140, 
���attitude 10,88,109,119,129,156,160    168-170 
Bahá’í 77-79���                      Dar al-Harb* 64 
baraka* 72                       Dar al-Islam* 64  
Barnabas,gospel 122               David 43,45,59,96,149,151 
Bedouin 16                      da’wa* 66 
Bible 17,37,46,94-101,105,111-126,  democracy 31,68,82,133,161 
128-141,153,170                  Dervish* 73 
Buddhism 32,72���                  dhimmi* 23 
Bukhari 50-52,60,89               discipleship 156,160 
Byzantine 14-17,24,28,30        divorce 50,88-89,139,158,171 Druze 76-77  
calendar 24,62,90-92,119,153         
caliph 24-28,44,68,162           Egypt 17,25,28-30,36,55,81-83,151,  
Canada 41                     165 
 

Page 191 



Id al Fitr* 91���                     iman* 58 
elephant 18-20                    India 28-29,33-36,40-41,47,55-56, 
���Europe 14,30,37,40,74,142,157,162   74-75,107  
family 21,34,50,55,62,83,88-90,      Indonesia 32-35,40,55-57,164 
132,138-140,150,156-159           Injil* 59,98 
���fasting 51, 62, 75, 90-92, 119-121, 156 integration 77, 166-167 
Fatima 26,53,70���                   internet 36,171 
feasts 16,90-91���                    iqra* 21 
folk religion 32, 77���                Iran 26, 28-40, 55-56, 70, 79, 127, 161 
forgiveness 50-51,95,110,115-116,   Iraq 15,17,34-35,40,55,71 
121,127,145,150                  Isaac 104,147,151 
���free will 59, 71-72���                Ishmael 63, 91, 123, 126 
friendship 130,134,138,151-156     Islamism 54,79-81,85 
fundamentalism 55,79-81,161,165   Israel 33,39-40,76,81,96,99,149 
Gabriel 22,42,44,46-47,96,105,123   Jerusalem 16-17,25,29,35,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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